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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

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馬

太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牧者訓勉   為福音的緣故 黃嘉松牧師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

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

福音的權柄。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

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

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

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 9:16-23) 

教會有許多的事工：有主日學、團契、廚房、

庭院、建築物的事奉；有音樂、敬拜、講道、招待、

關懷人的事奉；有為人禱告、奉獻金錢、會計、治

理、帶領人的事奉；有文字、影音、電腦、圖書館

的事奉。弟兄姊妹來自不同背景與環境，卻能合一

的聚在一起敬拜事奉神，走一條跟隨神的永生道路，

行神的計劃，使神得榮耀，這是神的工作，是福音

的果效，是福音的能力，更是福音的價值。這個價

值改變保羅的人生，使他有不怕艱難傳福音的心志。

讓我們從這段經文看看他的心志是怎樣的： 

一. 以傳福音為他的職責 

保羅原是一個逼迫基督徒的人，但神親自打擊

他，使他成為瞎眼，然後向他啟示主自己、醫治他、

召他為使徒，就是為了傳福音。因此他說傳福音是

他的責任，不是為了傳揚自己的好處或是功德，也

不是為了謀生。他說他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為了

傳福音的緣故，保羅甚至於認為若有能力讓人不花

錢得福音也是一種神的賞賜。一個福音工人靠福音

養生本是神所認可的，但若因為如此妨害傳福音的

機會，保羅寧可不要，保羅傳福音的心志可見一斑。 

其實主不只把傳福音的職責給了保羅也給了我

們，所以他在復活後、升天前，也把傳福音的大使

命給了所有的門徒。 

二. 為福音甘心作眾人的僕人 

保羅為了福音願意犧牲自由。上文說他有時為

了福音不受妨害，寧可不願意靠福音養生，就是一

種犧牲自由的例子。但保羅不只如此，有時為了福

音的緣故，他寧可犧牲自己在文化與習俗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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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去將就別種文化下的人，以便多得人。猶太人

有許多宗教上的禮儀、條例、與生活習俗，保羅在

他們當中時，只要不違背福音的基本要義，他願意

將就他們和他們一樣。同樣外邦人的生活習俗也有

許多和保羅的生活習俗不同，但保羅也願意將就他

們和他們一樣。對一群信心比較軟弱的人，他們可

能因為對信仰的要義不輕楚，很容易被別人的生活

習慣與言行舉止絆倒他們的信心，因此保羅在他們

當中時，寧可約束自己的自由，以免絆倒他們的信

心。這種為福音犧牲自由的心志也是我們應學習

的。我們教會是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教會，難免

我們的行為習慣、工作方式不同，但我們可以為福

音的緣故在一起同工、彼此接納為一家人，這是因

為主把作福音僕人的心志給了我們。 

三. 所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我們可以說保羅得救後的人生目標就是『為了

福音的緣故』。他為主的福音多次走上辛苦的佈道

旅行，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曠野

的危險、海中的危險。他為福音被人逼迫，多下監

牢、受鞭打，屢次冒死。他為福音受勞碌，多次不

得睡、又飢又渴、受寒冷、赤身露體。這種心志使

他能有堅忍的毅力，遇措折不棄使命，與人同心和

諧的同工。因此他能在走到人生的末了時說：『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

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後 4:7-8)   

願我們教會大家在一起時不只是人人參與事

工，還要有這樣的心志作兵器，才能在福音的事工

上不灰心、彼此同工，在見主時，被主稱為忠心又

良善的僕人。 

本期主題－臉書與我   

社群網站面面觀 章志彬 

相信許多人都聽說過「社群網站」或是「微博」

這類的名詞。這些不只是時髦玩意，而是前所未有

的人類的溝通方式，甚至已經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互

動模式與溝通文化。 

全球最大的社群網站 Facebook（又被稱為「臉

書」、「非死不可」）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成

為 2010 年 Time 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Facebook 和

Twitter（「推特」）不但成為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

傳遞訊息的重要工具（好比說地震災情報導），更

成為最近中東與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引爆工具。 

至於中國大陸最風行的「新浪微博」也不遑多

讓，影視明星爆料、政治人物發言、網友發表高論

都靠它。 

到底這些跟一般網站的差異在哪裡？簡單講，

以往「網站」只是代表擁有該站的個人或單位的一

個「站點」，使用者上去看文章、買東西或者做其

他的事情，基本上就像走進一家商店或家庭去拜訪，

互動方式也只限於購物或者留言；而社群網站則是

提供一個交流平台，在您用電子郵件帳號去某個社

群網站申請設定帳戶之後，該平台就可以幫您拉朋

結黨，把您 email 通訊錄裡面的朋友通通列出來，

然後您就可以跟親友搭上線。連繫上之後，只要是

您的朋友甚或朋友的朋友在上面留言、分享照片或

者影音，您就可以看到。而您留在網上的基本資料、

相片以及心情故事，也會同步分享給別人。 

也就是說，社群網站就像是個社交俱樂部，您

可以輕易得知千里之外的親朋好友，乃至於他們的

親朋好友的動態、想法與心情。倘若某個人勤於發

言分享的話，其他人就可以清楚掌握其動態，對於

這樣的人，有時候儘管過去不熟或多年不見，感覺

上可能會比實際上熟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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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還是最基本的。由於社群網站會自動分析

使用者，並加以分類推薦，因此一方面可以讓您跟

久未連繫的老友取得聯絡，另一方面還可以結交新

朋友。好比說社群網站會告訴您：您有兩個朋友同

時也跟某某人認識，問您要不要跟某某人交朋友，

或者說您的母校有人成立同學會，問您要不要加入

等等。 

因此，很多人在社群網站上，找到了失聯已久

的親友，甚至進一步認識了朋友的朋友－因為一個

人留言或分享照片及影音之後，他四面八方的朋友

都可以留言評論，只要是這個人的朋友都能看見並

且加入留言討論，有時候原本不相干的人就這樣搓

合起來了；相對地，倘若原本兩個關係不好（好比

說有嫌隙）或者有利害關係（好比老闆跟下屬、同

業競爭者等等）的人如果

都在社群網站上且有個

共同的朋友，就可能出現

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 

也就是說，社群網站

拉近了人們的距離，但是

也創造了全新的人際互

動模式，並且使得人際關

係變得更複雜。然而從另

一方面講，社群網站也讓

人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

了解另一個人。好比說平

常在辦公室，同事們可能

不會聊到像是宗教、政治

或者較深層的人生觀，但

是從社群網站上的分享

（好比說分享對某篇文

章或新聞事件的心得）或

者生活上的發言（例如說

對於某件事情發牢騷吐

苦水），旁人不難窺探出他的思想與信仰等方面的

態度。 

這樣一個可以拉近甚至擴張人際網絡，同時讓

個人資料與心思意念廣為散播的媒介，對於人際關

係將會有怎樣的影響值得觀察；而另一方面，如何

善加運用這個人們廣泛交流甚至交心的平台來觀察

他人發言，進而了解一個人乃至一群人，並且有技

巧地發言或回應，達到榮神益人的效果，也是我們

基督徒應當進一步思考的。 

下期主題 

禱告與生活 
 

歡迎投稿，來稿請寄 seedscf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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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１２３ 小草 

想當初加入臉書、還是因為中了以前屬下的激

將法。我那時剛離開服務數年的一家公司、與舊部

屬們還常有連絡。但我一直沒有接受他們的臉書邀

請、覺得那是蠻花時間精力的社交網站。最後有人

一句"She is too old to do facebook", 才讓我一腳踏入

臉書、跟上潮流。 

在 FB 上、除了与目前常連絡的朋友連上了線、

也被幾乎失去連繫的初高中同學找著了。另外一個

意想不到的收穫是十來歲的兒子不小心接受了老母

邀請成了朋友。從此兒子在臉書上發表的心聲、往

來的朋友、老媽也不動聲色的觀察當中。 

自己最常使用臉書的用途則是出遊時、實況報

告、分享美景美食相片。朋友中有小小孩的、照片

在 FB 一放、就不需要一一寄依媚兒了。 

除了用 FB 通訊交流、也常有教會弟兄姊妹放一

些經句、感人見證與友人分享、也能達到造就人、

傳福音的目的。跟依媚兒最大的不同之處、在臉書

網站上不只是一對一、更可以看到其他友人對同一

個 post 的回應。一段時間沒消息的小圈圈、有時一

下就快速拉近距離了。 

我其實自認對臉書還算是被動的、也很少邀請

友人加入。但是每晚有空都會上臉書網繞一圈、看

看朋友們的時況、閒來時也加一些評析、班門弄斧

一番。至於利用臉書来發揮其社交功能、是自嘆不

如、還是要服老了。 

 

 

我行我素 辛胡桂蘭 

對我這個生在「石器時代」的人來說，只要與

高科技有關的術語，聽起來就如同鴨子聽打雷「一

竅不通」。雖然外孫女總是說「伊媚兒」多方便，

與朋友互通信息一來一往只在彈指之間，但卻說服

不動我。和親友聯絡，我仍然堅持用紙筆「飛燕傳

書」。一來是自己連電腦的開關在那兒都弄不清，

怎麼寫「伊媚兒」。二來是喜歡收到信的感覺，當

看到朋友熟悉的筆跡，雖然內容已全是舊聞了，但

內心的溫暖卻是千金難換的。 

前些時候打電話給孫女想聽聽她的聲音，還沒

講上兩句話她就說：『你可以上我的「臉書」看看，

所有我的生活點滴都在上面，你一看就清楚了！』

匆匆把電話掛了。她那知道她的外婆是個如假包換

的「老古董」。以往我以為「臉書」是現在的「新

新人類」發明的取代「相片簿」的又一新名詞，如

「酷斃了」，「帥哥」，「辣妹」等等。後來好不

容易才弄懂「臉書」不是「相片本」的代名詞，而

是在電腦上設的私人網站，把自己的相片和所有隱

私放上去供人閱覽。我真不懂現代人的思想邏輯，

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個月也聊不上兩三句話，但上

網可以和陌生人一聊幾個小時。周遭人的死活不聞

不問，上「臉書」卻看的如醉如痴廢寢忘食。愈想

就愈覺得不對勁，也難怪現今精神病患愈來愈多。 

雖然科技一日千里，我仍然是我行我素。每個

星期日上教堂崇拜又可以看到這個大家庭弟兄姐妹

的「本尊」好過上「臉書」看那些「複製品」千百

倍。大家噓寒問暖更強過坐在冰冷的電腦並接受輻

射。 

總而言之，海沃教會我有數百個家人，想要知

道他們近況只須直接問候，大家就會娓娓道來，多

好呀！誰還願意上「臉書」呢？ 

答非所問 
 李紡 

有一對夫婦去餐館吃飯，來了一位男服

務生招待他們。服務生一直地抓他自己

的屁股。這位拿著菜單，準備要點菜的

太太，看著男服務生，狐疑地問他，「你

有痔瘡嗎？」男服務生答她：「你可不

可以只點菜單上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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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d 
(Luke 5:12-16) 
 
 
[This is a reflection Pastor Josh originally posted on 
Facebook] 
 
Have you ever had someone you care about face a 
debilitating disease? Leprosy is a horrendous, painful 
skin condition caused by a specific kind of bacteria that 
first infects the nasal mucosa. It starts with red, open 
sores that erupt on the skin, causing intense pain & 
discomfort. Over time, it leads to serious nerve 
damage, which becomes a serious problem if you can’t 
feel it when you burn yourself while cooking or injure 
yourself while working. As a result, people living many 
years with this condition might horrifically cut a hand or 
foot, and end up losing appendages over time due to 
severely damaging their numb, desensitized body 
parts.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re was a huge social 
stigma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so when lepers 
needed compassion & kindness, they didn’t receive 
it. There were some people in the Bible (like King 
Uzziah in 2 Chronicles 26:16-23) who were stricken 
with leprosy as God’s judgment for sin, but not every 
leper suffered because of a particular sin in their 
life. But some religious people (who were cruel, 
judgmental & unloving) would proclaim that all lepers 
must be cursed of God and beyond mercy or hope, 
which made their lives even lonelier. 
 
Imagine if you, or someone you love, seemed healthy, 
then one day you spot a rash developing on an arm 
that begins to spread. You’d be quarantined quickly for 
health purposes; you wouldn’t be allowed to live in the 
city or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ymore. You couldn’t 
go to the store, worship with God’s people, have meals 

with friends or travel freely; you’d have to live 「outside 

the camp」, in exile. Since leprosy can be passed 

through sneezing, no one would want to be anywhere 
near you.  You couldn’t hold a normal job (since you’re 
not allowed to be around other people), so you’d have 
to resort to begging. Friends & family could drop off 

money, food & supplies in a 「safe spot」, but you’d 

have to come alone to pick them up later; no contact 

allowed. Leviticus 13:45-46 describes: 「The person 

with such an infectious disease must wear torn clothes, 
let his hair be unkempt, cover the lower part of his face 
& cry out, ‘unclean, unclean!’ as long as he has the 

infection, he remains unclean. He must live alone.」 It 

was isolation, a living death… it was the AIDS, Ebola, 
West Nile virus, bubonic plague of its day. And it 
consumed your identity, because any time you were 
near people, as you approach, you’d have to shout: 

「unclean, unclean!」, and women & children would 

scream, and everyone would run. That’s your identity; 
that’s who you are to them, a leper. People would even 
throw rocks at lepers to drive them away. Imagine not 
only 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but the emotional 
devastation that accompanies leprosy. Let’s read and 
reflect on: Luke 5:12-16. 
 
[Luke 5:12] Jesus has come on the scene, and He is at 
the top of His game – preaching powerfully, healing the 
sick, casting out demons – and he’s at the top of the 
charts – crowds are amazed by Him, following Him 
everywhere to see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He’s 
bigger than the Beatles. And Jesus invited some 
fishermen to come join Him in catching people (instead 
of fish) for the Kingdom of God, when this social 
outcast shows up. Dr. Luke diagnoses him as not 

simply a guy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disease: 「there 

came a man full of leprosy」 – covered in open sores 

& visible bodily deterioration, possibly missing fingers 

& toes. And when the fellow sees Jesus, 「he fell on his 

face」 in complete humility & desperation, 「and 

begged Him」 in his hopeless condition, apart from the 

grace of God. You can hear the quiver in his voice, and 

see the tears in his eyes: 「Lord, if you will, you can 

make me clean.」 He recognize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And in this humble request & prayer of faith, he’s 

saying: 「I worship you as Lor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because You are kind & loving, I’m 

making my request to You.」 

 
[Luke 5:13] The crowd’s probably irate: This unclean 
man dares to come into the midst of the throngs of 
people and expose us to him? The religious leaders 
made up a rule (that’s not in the Bible), that you cannot 
touch someone with leprosy, or else that makes you 
also ceremonially, ritually, religiously unclean. They 
could quickly turn into a mob that kicks him in his 
leprous face as he kneels, face down in the dirt, literally 
to kill him or drive him out of town. What is Jesus’ 

response?  「Jesus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touched him.」 Amazing.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s 

been since anyone has touched this man 「full of 

leprosy」, in his advanced condition of deterioration & 

mailto:josh.lee@cfcchayward.org
http://www.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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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Years?  Decades?  People would run from 
him, not walk toward him; the greatest fear people had 
around him was touching him. Yet Jesus touches him. 
He’s God, come to earth, and He doesn’t look at this 

man and simply say the words from a distance: 「Be 

clean.」 He could have; He’ll do just that in other 

circumstances of healing. In the middle of this swelling 
crowd of people (cf. Matt 8:1), in front of His first batch 
of disciples who He’s training to do ministry to serve 
God & people, before all the religious leaders & fans, 
Jesus stops teaching, stops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for this moment, devotes all of His attention to this 
desperate, devastated, outcast of a man. Through a 

simple act of touch, Jesus shows all these people: 「I 

love him; I’m identifying myself with him.」 Jesus is 

willing, and immediately the fellow’s skin is healed.  
 
[Luke 5:14] He then instructs the guy to go to the priest 
and make an offering, based on Biblical instruction in 
Leviticus 14:2-32; Jesus ignores all the goofy, made-up 
religious rules that aren’t in the Bible, but obeys 
everything in Scriptures. So the guy would hav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go meet with a priest (a 
spiritual leader & mediator between God & people) 
outside the city/camp, to verify his healing. So here’s 
the process: After being examined & declared healed 
from leprosy by a priest, they’d take 2 birds (one for 
sacrifice, one to be set free) in a ceremony done over a 
bowl of clean water, showing that it’s God (by His 
grace) that cleanses. It’s very much like Yom Kippur 

[listen to 「Family Traditions」 (Oct 10, 2010) on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 on the Day of Atonement], where 
an act of worship & sacrifice symbolizes that you’re 
forgiven by God, and that your sins are taken away. So 
the person would have to bathe (since they hadn’t 
bathed in a long time), and have their entire body 
shaved (since they were unkempt) so that they’d be 
like a baby, born again, given a brand-new life by 
God… kind of like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And 
finally, he would be welcomed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Imagine, if he was married, not having 
seen his wife or held her hand for years… or if he was 
a dad, not being able to see his kids grow up… or not 
having dinner at anyone’s home, being hugged, invited 
to parties… for years. They’d have a week-long party, 
celebrating, telling the story of God’s grace and 
catching up. His whole identity has changed, and he 
will party for a week, because that’s the result of a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f Jesus in his life. He has a 
new identity as a clean person. 
 
Yes, that healing is amazing, but let’s not miss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s happening here; sometimes 
God uses physical healing to teach a spiritual truth. In 
Isaiah 1:4-6, God describes our condition of sin as 
being like leprosy: People are sinful; it makes us filthy 
& unclean… like a leper. Sin is a deep, incurable 
condition that deadens your spiritual nerves and 
separates you from real community & God; sin moves 

you outside His proverbial camp, and it ultimately leads 
to death. And God reveals that we’re sinners by nature 
& by choice, so because of our sin, we’re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leper, spiritually-speaking. And 
deep-down, you recognize this is true. You’ve done 
filthy, dirty, nasty, vile things; you should be walking 

around shouting: 「unclean, unclean!」… or you’ve had 

horrible, disgusting, vile things done to you, and you 
feel like your identity is unclean, unclean. But the truth 
is, Jesus puts His hand on us too, and cleanses us, 
just like this leper. Unlike those who’ve wounded us, 
Jesus reaches out to touch us in a safe way, in a loving 
way, in a comforting way, in a healing way. In Christ, 
you can be clean; in Christ, you are clean. In 
touching this man, Jesus takes his filth away; He gives 
his dignity back. The man gets a brand-new identity to 
go live a new life, as if he was reborn. That’s what 
Jesus gives; and He does it for us too. The Savior King 
& Lord God has come. He heals, cleanses, gives 
dignity & new identity… and He doesn’t do it from a 
distance. He does it with a loving, personal touch, no 
matter how unclean we are. 
 
Reflection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a leper? 
 
When was a time that people treated you as an 
outsider? How did it feel? How did it hurt? Who 
reached out to you during your time of isolation? How 
did that show you what Jesus is like, how He is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n safety, comfort, love, 
healing & redemption? 
 
(2) Are there people you’ve rejected as lepers? 
 
Who do you reject with your words, actions, attitude, 
avoidance? Who do you look at and internally 
scrutinize, get annoyed at, judge as dirty, filthy or 
someone you’d rather not associate with? Who do you 

avoid so you won’t be 「contaminated」 by their 

sinfulness or baggage, so you won’t be annoyed by 
their neediness or quirks? 
 
(3) What spiritual leprosy do you need Jesus to 
cleanse in your life? 
 
We’re all sinful by nature & by choice. How do you 
need Jesus to make you clean? What sins do you need 
to repent from… including if you’ve rejected other 

fellow 「lepers」? What leprous old identity do you need 

to surrender so Jesus can give you a new identity as 
clean in Him? 
 
You can find more sermons and reflections from our 

「Resonate」 series in the gospel of Luke at our 

website: 
http://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

tm  

http://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tm
http://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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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look back three years ago, I (Dennis) has been so 

amazed by how God has continually guided me in my 

life and ministry. I am originally from Texas and had 

very little ties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 primarily grew 

up with a Christian influenced family. My mom is a 

devoted Christ follower and made sure that I realized 

that my walk with Christ came first before anything else. 

I am the oldest out of three. I have two younger sisters, 

Stefi and Gabrielle. Stefi is working as a researcher 

and applying to medical school. Gabrielle is a junior in 

high school. Dana’s family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mine. 

She comes from a Cantonese speaking family and she 

is the oldest out of two. She has a younger sister 

named Elsa who lives in LA with her husband Daniel. 

Daniel is currently a seminary student at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working on his MDiv. He is also interning 

at a church in Southern California, working with youth 

as well.  

How did a Texas boy like me end up in California?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did I think I would ever live in 

California. God ha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n for me 

for my life. In 2007 I was asked to help out with a 

retreat in Texas called 「Render.」 The purpose of this 

retreat was to help Asian American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full time ministry. 

Through this retreat I met the 

speaker, Pastor Stephen Quen 

from Bay Area Chinese Bible 

Church. He mentioned that there 

were great needs in the Chinese 

churches for Asian Americans 

and noted the need in California. 

This sparked my interest. A need 

in California? Really? I want to 

see this for myself first hand. I 

asked Pastor Steve if I could see 

this for myself and his church 

eventually offered me an 

internship the summer of 2008. It 

was that summer working at 

BACBC I meet my future wife, 

Dana. Often times, I reflect back on how God brought 

me to California to find my wife. I was always amazed 

about how well it all worked out. Slowly Dana and I 

learned that God brought me to California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Two years later, Pastor Steve 

recommended that I applied to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Hayward because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Pastor Josh. Once again, through Pastor Steve, Dana 

and I found a new church home to serve. By the end of 

my first visit to CFCC, I felt like I was home. The 

pastors, people, youth, environment, etc. drew me to 

the church. From there on out, God continued to open 

doors and beckoned me to walk through it. CFCC has 

been an answered prayer for Dana and me. We have 

been tremendously blessed by God to be able to serve 

alongside with you.  

Soli Deo Gloria, 

Denni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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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Wang

JoyLynn was born and raised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k.a. Ukiah, California. From a young age 

she enjoyed anything creative- making dollhouses out 

of cardboard boxes, writing and illustrating stories, and 

putting on silly plays with her friends. Playing "house" 

and "having babies" were her social interactions of 

choice, sometimes to the chagrin of her elementary 

playmates. Even though she was a strong-willed child, 

requiring frequent discipline at both home and school 

(her mother and principal can both attest to this), God 

brought her to a saving knowledge of His Son at the 

age of 7 and grew her into a compassionate, mature 

woman of God. 

Deep Valley Christian School in Redwood Valley was 

JoyLynn's second home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high school. She developed some of her most 

cherished relationships there with peers and teachers 

alike. After graduation, JoyLynn attended Mendocino 

College in Ukiah for two years as a Nursing 

major before transferring to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in Rocklin where she jumped from Teacher Education 

to Public Policy, finally receiving her degree in the 

latter.  

WJU provided JoyLynn with many experiences 

including a position as Student Body President,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in classes and at Baccalaureate, 

and the chance to live with some amazing 

sisters-in-Christ in the dorms. God especially used 

professors and staff from the university to give JoyLynn 

godly counsel and encouragement. Not to mention that, 

without WJU, JoyLynn would never have met Ben! 

After job searching for several months following 

graduation, God led JoyLynn to a job working with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Rocklin. Even though JoyLynn 

attempted to negotiate a deal with Him ("I'll do this until 

You give me my REAL job") she promptly fell in love 

with her beautiful children and the work itself.  

Now living in the Bay Area, JoyLynn recently 

received a job offer from an Autism agency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oddlers on the spectrum in a preschool 

setting and is thrilled to continue working in this 

rewarding field. 

Ben and JoyLynn first became acquainted when they 

were attending the same school at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They had the same class together and 

from long talks in the summer to short chats over the 

Internet, a joke here and an encouragement there, 

each of these interactions helped to grow their 

relationship even deeper. 

Once Ben moved to Rocklin in the summer of 2008, 

they spent time with each other daily- painting, cooking, 

going for walks and even star gazing.  Ben and 

JoyLynn began happily dating on September 6, 2008. 

On Saturday, March 27, 2010, they headed to San 

Francisco and found a nice spot on the grass right next 

to the pond at The Palace of Fine Arts. They set up 

some easels and canvases facing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started painting. Many people came by to 

see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to chat. Finally, after a 

few quiet moments with no one around, Ben 

announced that he was done with his painting! 

After a year and a half of dating, Ben finally asked 

JoyLynn the question she had been waiting for her 

entire life. He told her he loved her and some other 

sweet, wonderful things, pulled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ring out of his pocket, got down on one knee 

and asked her "Will you marry me?", on a canvas 

painted in her favorite colors.  

She said "YES!"  

 

They were married on October 16, 2010 and now live 

together in Union City.  Ben works for the American 

Red Cross and JoyLynn works with young children 

who are diagnosed with autism.  They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ow God is going to work in their lives and are 

thankful for all the blessings that He has poured out 

upon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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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霖園地 

A Celebration of Life – Irene Han 
A eulogy delivered by Willy Han, her husband and 

spiritual partner of 30 years, on Saturday, January 

15, 2011 at River of Christian Church in Santa 

Clara, CA, USA 

I want to thank God and praise Him for given Irene to 

me as my wife for the past 30 years.  It was truly a 

blessing to have her as my wife, our children’s mother, 

the best cook in the world—those wh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her food would generally agree.  

Her lion’s head meatballs (獅子頭) and her red bean 

pastries (豆沙酥餅) are two of my all-time favorites.  

She was a good friend, a great companion, but above 

all, a spiritual partner, with whom I can pray, weather 

the storms of life, study God’s word, grow in the Lord, 

and enjoy His blessings together. 

Allow me to take a few moments to share 5 aspects of 

her life that I consider as the most remarkable, gifted, 

and memorable areas of her life.  This i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someone who has been by her side all 

these years and was the closest to her. 

The 5 areas I would like to expound are: Her unselfish 

and all-giving love, her voice and music, her artistic 

talents and creativity, her teaching and worship leading, 

and lastly her faith and trust in God.  While I could 

spend hours on each, for this occasion I will just touch 

upon them to give you a quick close-up look.  With 

God’s help, I’ll be able to put this and other items like 

her daily devotions and her songs on the memorial 

website that is on your bookmark. 

1) Her love – As most have known, as told in person or 

in videos, Irene’s love is what touched them the 

most.  When they are in need, and often without 

asking her, Irene would give them the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through actions and God’s word.  

Her generosity is unparallel.  This is one thing of 

which people remembered her the most.  And as a 

husband, partner, observer, the love described in 1 

Co 13:4-8 (愛的真締) 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way 

Irene cared for other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is passage, it reads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kind….”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

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

息。—歌林多前書 13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2) Her voice and music – As her voice teacher 

mentioned earlier, she has one of the smoothest 

voices I know.  While I am not a critic or trained to 

discern, I can tell you what sounds good in my ears.  

Actually, when we were dating, she would sing to 

me while playing the guitar.  It was so mesmerizing 

that her singing would often put me to sleep.  Here 

is a sample of her voice (The Lord’s Prayer).  Later 

on in life, she would write and compose hymns for 

worship.  The song we just sang (溪邊的樹) was 

dedicated to Rev. Stephen Chiu (焦源濂牧師).  

3) Her artistic talents and creativity – Rather than me 

describing them,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enjoy them 

is through watch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musical 

plays she wrote.  The musicals have been 

videotaped by the River of Life Church (生命河靈糧

堂) so it is possible continue to enjoy them for years 

to come. 

4) Her teaching and worship leading – Those who had 

been in her children and adult Sunday school or 

VBS classes can testify to the material they have 

learned.  She spent hours preparing each lesson 

and writes copious notes so she can properly teach 

the subjects.  She approached teaching like her 

other services in the Lord, with diligence and 

faithfulness.  Her worship leading is another area 

where people remembered the most, for she was 

able to lead us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worship Him straight from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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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stly her faith and trust she had in God – She and I 

have weathered many storms of life together, and 

none was greater than this last one.  As was told 

by her in the interview you just saw, her faith never 

wavered, all the way up until the end.  Even when 

lymphedema set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she had to wave her right arm often to help drain the 

fluid she would no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praise 

God. 

So do you call it failed faith because what happened?  

NO! I tell you.  Her going home is what I call finishing 

early—she gets to leave early.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left school for the working world, if you’d think 

back to your school days,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in 

your class who completes the whole term’s assignment 

in half or even one third of the time.  Well, she is one 

of those students.   By giving 150%, some even said 

200%, of herself in everything of charity and 

worshipping, she has completed the assignment God 

has given her, ahead of time.  Therefore she gets to 

go home early and enjo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is is actually very encouraging in effect.  Because 

we have an example in her, i.e., an ordinary, 

unassuming sister with no specific secular talent, but 

because she has used the talents and gifts given to her 

by God to the fullest of her abilities, and maybe a bit 

more, she has in effect done what Jesus commanded 

us in Mark 12:30-31, and that is: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and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

是要愛人如己 。 

And by doing so, when we come face to face with our 

God, we shall hear Him say: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

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 

“…Well done, thou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thou 

hast been faithful over a few things, I will make thee 

ruler over many things: enter thou into the joy of thy 

lord.” 

Lastly, Trinity will sing the very last piece of music 

Irene wrote.  It was written expressly for the musical 

play she helped to create for the outreach event this 

past Christmas (2010) at Tree of Life (生命樹靈糧堂).  

Although she was quite sick by then, but she 

completed the script for the play, composed the music, 

wrote the lyrics, and attended the dress rehearsal (in a 

wheel chair as it was her last visit to the church).  The 

play was her parting gift to us—the people she loved, 

the church she loved—a vision received from God 

faithfully put into the play and the songs. 

May God’s name be glo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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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邊的樹 
 

有如一棵樹  栽在溪水邊   

暢飲生命水  扎根在深土裏 

枝長葉青翠  果實累累 

影密如林  茂盛榮美 

春天百花盛開  秋風吹葉黃   

仲夏烈日炎熱  寒冬雪冰霜 

雖經風吹雨打  根莖堅穩深長   

歲歲年年  更顯得榮美 
 

有如一棵樹  栽在溪水邊   

暢飲生命水  扎根在深土裏 

枝長葉青翠  果實累累   

影密如林  茂盛榮美 

神所精心栽的樹  澆灌聖靈水   

日夜的看守 話語來栽培 

雖經風吹雨打  根莖堅穩深長   

歲歲年年  更顯得榮美 
 

我找到了光 
 

我心充滿喜樂平安  我心堅定有力量 

我已找到了光  我已找到了光 

我已找到人生的方向 
 

我心充滿喜樂平安  我心堅定有力量 

我已找到了光  我已找到了光   

我的人生充滿新希望 
 

我曾經徬徨摸索黑暗中  找不到方向沒盼望 

我曾經徘徊迷失幽谷中  獨自憂愁驚慌 

主耶穌尋找我  衪安慰我  領我脫離黑暗 

主耶穌祂是光  照亮我  指引我方向 
 

(Irene所作讚美詩歌，在她生命頌讚．感恩禮拜裡唱的) 

TO my dearest Irene: 

妳的年華沒有虛度，青春沒有褪色， 

妳的生命豐富如寶藏， 

我好想再握握妳的手， 

再看著妳躺在按摩椅內滿足舒活的微笑， 

似乎就在我眼前， 

多麼希望妳能再喊我一聲「姊」..... 

言語訴不盡我的不捨與思念， 

後悔來不及告訴妳， 

我也好愛妳， 

更以妳為榮。 

 (徐怡雯–Irene 的姐姐) 

。。。。 

TO our dear Aunt Irene: 

雖然我們理性上知道阿姨已經回到上帝的懷

抱，但是她的身影在我們的腦海中還是這麼的鮮

活。 

我們記憶中的阿姨，總是帶著開朗的溫暖笑容。

相簿中一張張兒時泛黃的舊照片，無論是大峽谷、

黃石公園、Disney Land、Las Vegas 甚至是台灣的

野柳海邊，阿姨的身影都圍繞在我們的身旁，牽著

我們的手，陪著我們成長。儘管，台灣與美國距離

遙遠，每每在耶誕節的時候，阿姨都化身作耶誕老

公公，將她對我們滿滿的思念及心意，裝在越洋包

裹裏，渡洋越海而來。也讓「耶誕節」成為我們小

時候最期待的節日。隨著年紀漸長，我們不再像小

孩子般吵著要等阿姨的耶誕禮物，但我們知道阿姨

對我們的關懷仍透過一通通越洋國際電話，傳達到

我們的心裏。而我們也知道在遙遠的另一端，有著

一直掛念著我們的美國阿姨。 

從她的生命中流露出對神的渴慕及虔敬，對家

人朋友的溫柔、謙和及關愛，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榜

樣及見證。 

阿姨！我們將永遠在心中懷念著您。希望您在

天國能平安喜樂。 

(Kathryn Hu – Irene 的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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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 Irene 李鴻貴 

感謝主讓我與 Irene 彼此相識，相知，相顧，享

受她的友情 20 多年。我們在同一個教會近 20 年。

Irene 是一個細心，體貼，多才多藝，做事認真負責，

愛神愛人的好姐妹。當她的朋友實在很有福氣。Irene

的生命有許多的美德，今天在這兒分享我從她身上

看到其中的三個生命特質，也是我要學習的榜樣。 

第一、她有一個被

神改變的生命，渴慕

主，竭力追求認識主。

熱心服事神的教會。 

90 年代，當神成全

了她一直想有的一女

一兒 100 分的夢想後，

她感恩，要回報神的

愛。她的生命開始有了

轉變。她渴慕主。每天

清晨 4 點就起床來靈修禱告親近主。她勤讀聖經，

喜歡與姐妹們一起禱告。以前週末有空時，我們就

一起去上華神開的課，以賽亞書，大小先知書。她

要更多認識聖靈。那些年間，白天孩子上學時，我

們就結伴參加一些週間有關聖靈工作的聚會。 

在教會的服事：我們一起參與 VBS 當老師，兒

童主日學。1997 年 VBS，Irene 還 為佈置會場老師

們做了清教徒的服裝，來配合那一年的主題。好熱

鬧的一年，大家真是特別開心。在成人主日學的教

導服事，我曾上她的列王記課程，把歷史教活了不

再枯燥。在探訪，關懷的服事，我們是好同工也成

了好朋友。她是跑著，衝著直向基督的標竿，後來

我都追不上了。 

第二個特質是她珍惜神給她的恩賜，才華，善

用每一樣。她願意付上代價，擺上自己，盡心盡力

地為主做。肯讓主栽培使用。因此恩賜愈用愈多，

尤其是藝術才華一直擴張。在生病前幾年，她順服

聖靈的帶領，在倍恩使用她的恩賜開始了「音樂話

劇」的服事。在這過程中，她經歷了神的大能，藉

話劇來傳福音。即使在生病期間，她還分享一些「病

好以後」的計劃，還想再為兒童辦話劇來傳福音。 

三、她是位剛強壯膽的勇士。她的生命顯出勇

敢與順服，信心堅定不動搖（堅定不移的信心）。

在抗癌的三年中，天天勇敢面對癌病，不退縮，不

埋怨，不氣餒，不怕治療過程的辛苦。每天靠主給

她的話，成為她的力量與

盼望，她也照著去做。有

一天我們一起在湖邊走

路，一見面她告訴我「今

早我問主，可不可以抱怨

一下？」，神說「讚美才

有能力」，於是她就選擇

讚美。一路唱她製作的幾

首歌給我聽。她每天早上

7 點多就到湖邊公園走

路，呼吸新鮮空氣，做排

毒操。冬天，雨天都不間斷。後來醫生說爬坡對她

的肺活量有益，她就一週三次爬 Mission Peak 的第

一坡，站在高處感恩讚美。她是一位活在神旨意當

中的好姐妹。她的生命是豐盛的。 

最後我借用帖撒羅尼迦後書 1：11-12，我們的

神看 Irene 配得過所蒙的召，就用大能成就 Irene 一

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叫主耶

穌的名在她身上得榮耀。 



 

芥菜子第 38期 第 13 頁 2011 年 3 月 

懷念 張宏韜 

得知 Irene 去世的消息內心有萬般不捨和難

過。她是我女兒 Karen 第一位 preschool 的 主日學

老師。 

還清楚記得和她第一次在 church 見面的景象。

Irene 手推小推車裡的 Jennifer, 娓娓述說兒童主日

學的情況。 

往後的多次碰面，交談，聚會，禱告，她的溫

柔，寬容和愛心使我在她面前可以完全放鬆，充份

享受主內肢體交流的喜樂。 

記得剛得知 Irene 罹癌不久，我們意外地在

Fremont Pacific Buffet 相遇。那是我第一次單獨去

餐廳吃午飯，心中難免有些許尷尬;但是她卻那麼貼

心地坐到我的對面，輕言細語地陪伴我，直到午餐

結束。儘管那時她和 Willy 正準備離去。（感謝

Willy 的耐心等候） 

第一個通知我 Irene 去世消息的是女兒 Karen 

(on Christmas Eve, from Facebook)。她非常難過，頻

頻詢問是否有機會在她飛返 DC 之前參加 Irene 阿

姨的追思禮拜. 

一月十五日的感恩禮拜會我流淚不止。感覺上

Irene 彷彿仍然活在我們當中。她正用那輕柔的語

調，堅定的眼神在和我們說話。 

感恩禮拜會當天，我見到了很多多年未見的弟

兄姐妹。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向 Irene 道別。這種

景象令我震撼，也是 Irene 極大的榮耀。 

Irene 在主裡的工沒有白作。她用慷慨，坦誠，

無私的愛和上帝賜給她的才華彰顯了神的榮美。多

少人的生命因著與她的交集，被她觸摸而改變！她

的一生, 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她 可以安心地

回天家了。 

Irene 也會是我心中永遠的激勵。她見證了一個

基督徒該如何活出神的形象。而這一切的擺上，神

會給予祝福。 

感恩禮拜會後的慰問長龍，我們因有事無法久

留。我遠遠望著 Jennifer 和 Ryan。暗中禱告神賜

福他們健康，聰明和愛心-他們是 Irene 生命的延

續。  

我相信 Irene 去的是那無比美好的地方。誠如

Irene 說過的——這一切都只是過程，無論是苦，是

樂，是悲歡還是離合。往事揮之不去，使我萬般不

捨: 我將永遠懷念她. 

願神繼續看顧，保守 Willy 和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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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筆記  司提反行傳 
 焦源濂牧師講述 陳廣耀整編 

接自 III 以古鑑今(II)列祖典範。一、亞伯接罕，二、

約瑟，三、摩西。 

(編按：本文引述經文除特別註明者外，均出自使徒行傳) 

四、大衛與所羅門（一國）(46-50) 

  摩西是以色列國度的開始，嗣後以色列人在

約書亞帶領下，進入神應許之地迦南，到了大衛

和所羅門父子時代，以色列才國力鼎盛，雄霸一

方，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流中，神藉著摩西所造會

幕，啟示祂自己，司提反在他的申辯中，特別強

調這點，因他被指控罪名之一是「不住的蹧踐聖

所。」(6:13) 

  從摩西到大衛，歷經士師時代及王國時期，

約五百年漫長的歷史歲月。時代改變了，但會幕

沒有改變，以色列人雖進了迦南地，不再在曠野

行走，但會幕入迦南後，曾數度遷移，這表明人

敬拜神，不在乎物質，也不在乎固定地點，祇在

乎人虔敬真誠。大衛在神應許的迦南地建造了自

己的華麗皇宮，以色列眾民在迦南地也有了自己

固定的產業，但會幕仍是搬來搬去，遊移不定，

甚至最初會幕不在京城耶路撒冷，這是歷史的事

實。 

（一）大衛籌建聖殿： 

  神從來沒有責問過大衛，「你為什麼住華麗

皇宮，而我則住在移動不定的會幕？」但這合神

心意的大衛，為王之後，卻有顆火熱的心，願意

為神建聖殿，這是他一直不變的心願，他戎馬倥

傯，南征北討，爭戰之時，仍不忘把戰利品儲存

起來，為建造聖殿作準備。聖經告訴我們，大衛

熱愛神，他這番心意，非常真摯熱切。有次他向

先知拿單表示，自己安居宮中，舒適安逸，心中

不安，一定要為神建聖殿，拿單當即讚曰，「此

意甚佳！」大衛得到支持，立意更堅，但想不到

神竟不領他的情，拒絕美意，未予首肯。好像神

很喜歡住在會幕裡，不在乎外表的物質，只在乎

裡面的精神。祂不介意外觀的美醜，所在的地

方，和建物的大小。正如我們一貫的認知，我們

敬拜的真神，跟別的假神，是完全不一樣的。 

（二）所羅門建聖殿： 

  神沒答應大衛給祂建聖殿，但曾對他說，

「你立意為我的名建殿，這意思甚好，只是你

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兒子必為我名建殿。」

（王上 8:18-19）的確，神沒有允許大衛為祂建

殿，原因是大衛的形象問題，但後來神還是同

意讓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祂建殿。神不是為自

己，而是為了以色列人的面子，這群一向悖逆

的選民，悔改回轉，有了正確的信仰，讓他們

蓋座像樣的殿敬拜神，沒有什麼不對，所以神

終於點頭應允，但不能讓大衛去建造，因會破

壞聖殿的形象。大衛一生戎馬，征戰沙場，流

人的血太多，形象不佳，所以讓他形象清新，

滿有智慧的兒子所羅門來建造最為合適，但大

衛的心意，神欣然悅納。 

  所羅門建造的聖殿，非常宏偉壯麗，但他

在聖殿落成大典上，向神祈禱，其中特別指出，

「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

上的天，尚且不足祢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

殿呢？惟求取和華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

求，俯聽僕人在祢面前的祈禱呼籲，願祢晝夜

看顧這殿，就是祢應許為祢名的居所。」（代

下 6:18-20）他的禱告，明顯向以色列人宣示，

有了聖殿，不是說神就住在殿裡，神是無所不

在的，一切要以神的名為重。這是所羅門完成

建殿大任後，非常明確的宣示。 

  總之，司提反在祂的申辯中，對大衛父子

建殿之舉，作個總結「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

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說，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

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

的麼？」（7: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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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勸誡選民(7:51-53)  

一、勿讓悲劇重演： 

  司提反在他義正辭嚴的申辯中，最後毫不客

氣指責當時的猶太人，硬著頸項，抗拒聖靈，列

祖行差踏錯，他們也盲目跟隨，而且變本加厲，

列祖逼迫先知，他們也照做不誤，「把豫先傳說

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

了，殺了」（7:52）他們的惡行，實在無法無天，

毫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裡，真心遵行。 

  人類的弱點，在看重物質和規條，而不重視

與神的關係，更不在意與神活潑交往，不把神當

神，視為無物。神不斷向人啟示，就是要人認識

祂，讓人知道神在歷史上，一貫注重神賜給人最

大的救恩，就是耶穌基督，知道何謂正確信仰，

耶穌基督就是正確信仰的中心。可惜從歷史上看

來，這點常常被人忽略。正如司提反事件，儘管

他對猶太同胞不實的指控，援引列祖歷史教訓，

極力申辯，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他面前偏

激狂傲的猶太人，就是聽不進去，反而「極其惱

怒，咬牙切齒。」（7:54）活活的用石頭把他打

死，使他壯烈殉道。巴不得這段歷史是面明鏡，

讓後世鑑古知今，隨時警惕，不再重蹈覆轍，更

盼我們中間，不再有第二個司提反一樣的苦難出

現，被暴徒用石頭活活打死，願我們對神的真

理，都有真正確實的認識，信仰正確，堅持真道，

同蒙天福。 

二、認識真神啟示： 

  縱觀漫長的歷史長河，真正信靠我們這位真

神的人，其人生際遇，跟一般常人迥然不同，如

亞伯拉罕由於信靠真神，成為信心之父，選民之

祖；若他不信真神，留在吾珥，拜偶像，活在罪

中，哪有日後輝煌美好的人生；又如約瑟，自幼

信靠神，與十個信仰不正的兄長相比，實有天淵

之別，他日後在埃及飛黃騰達，位極人臣，十個

愚昧不良兄長，豈能望其項背？再說摩西，跟他

的同胞，同樣是以色列人，但有多麼的不同，他

蒙神呼召，大大使用，作先知，作首領，帶領以

色列人轟轟烈烈出埃及，靠著神，完成幾乎不可

能的任務，留名青史，而其帶領下的以色列民，

悖逆神，發怨言，拜偶像，敗壞墮落，終於老死

曠野，沒福進入神應許的迦南美地，可憐可嘆！ 

  證諸歷史事實，正確的信仰，可以把人生的

價值擴大到無窮大，我們有幸生活在新約時代，

對神的啟示，看得更加清楚明白，不但對歷史上

信仰作用的鐵般事實，有更親切了解的體會，而

且對神啟示的耶穌基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加

上二千多年來，真正信耶穌基督的人，其行事為

人和不信的人，可說完全不同，過去如此，今天

亦然，這是毋庸爭辯的事實。試看今天很多不信

耶穌的父母，爭著把孩子送到教會來教育，為何

不送別處去呢？因為這些不信父母，只看表面，

覺得教會的教育純正可靠，對孩子有益，卻沒看

見實質，教會的元首真神，辜負了神的恩典，著

實可惜。但願讀了司提反殉道的歷史，能使我們

的心甦醒，眼明亮，對神的啟示有更深刻的認

識，心態改變，明白真道，信靠真神，終生蒙福，

感謝神。 

IV. 總結: 

  司提反為主作見證，他用歷史事實來糾正他

的猶太同胞，明白指出他們信仰上的偏差錯誤，

要他們明辨真理，了解真道，所以他從歷史切

入，聽者人人心知肚明，應是最直接有效的訴

求。他從猶太人的始祖亞伯拉罕開始，滔滔不絕

一直講到那個時代，他們身陷罪中而不自知的可

憐光景，重點如下： 

(I)正確的歷史觀： 

一、從歷史看律法： 

  我們要有正確的律法觀，律法的重要性，不

在死板的規條，也不在繁褥的儀文，而是在人與

神之間的關係。從歷史看律法的作用，就以割禮

為例。割禮只是一種記號，更要緊的是彰顯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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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關係。對亞伯拉罕言，他不是一蒙神召，神

就吩咐他要為家人行割禮，而是他和他的家人，

跟從神後，有了信心，神才把他們分別為聖，作

祂的選民，所以要有一個割禮，在他們身上留下

記號。記號一定要有實質意義，不是徒有其表。

使徒保羅說得好，「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

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裡

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的，在

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

乃是從神來的。」（羅 2:28-29）他把割禮的起源

和意義，清楚表明出來，使人對割禮有正確的了

解與認識。 

二、從歷史看聖殿： 

  我們也要有正確的聖殿觀。所羅門不反對聖

殿，所以他要為神建造聖殿，但他反對把聖殿當

作唯一敬拜神的地方。亞伯拉罕在原鄉米所波大

米還沒有進入迦南時，神已向他顯現，足見神不

是有了人造聖殿後，才向人顯現。從猶太人的歷

史觀之，一直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才

有會幕。司提反在他的申辯中，直接糾正猶太

人，不要把無所不在的神，限制在一地一物之

上，這是一般人對宗教上的神，易有的錯誤觀

點。看看現在的巴勒斯坦，是否跟以前一樣

「聖」？有次焦牧師旅遊聖地，參觀一所孤兒院

時，與該院院長交談甚歡，院長一時高興，要給

他看一件很特別的東西，院長在他的辦公室中，

拿出一瓶水，說是聖水，據說是從約旦河中，主

耶穌受洗處裝的水。在焦牧師看來，瓶中水比普

通的水還髒，何「聖」之有？此外，世上還有很

多所謂聖物，前不久台灣大陣仗迎接大陸的佛

牙，就是其中一例，這些都是世人所謂的「聖」。

猶太人也不例外，犯了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

有正確的聖殿觀，注重的不是聖殿固定的地方，

也不是建造聖殿的物質材料，而是聖殿的實質和

精神。 

三、從歷史看基督： 

  我們更要有正確的基督觀，知道基督是誰，

基督在舊約時代，從亞伯拉罕開始就有，神在亞

伯拉罕之約中應許「我已立你作多國之父，我必

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

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

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創

17:5-7）約中的「後裔」原文為單數，就是司提

反所說神要興起一位像祂的先知，就是摩西

（7:37）。亞伯拉罕果如神所應許，子孫繁衍，

多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創 22:17）。在所有子

孫中，只有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穌，使萬國因祂得

福。以色列歷史上有很多先知，但其中最偉大的

先知就是摩西，所以神要興起像摩西一樣的先

知，指的就是基督。 

四、從歷史看選民 

  最後，我們要從歷史上看選民，在司提反見

證中，歷史上的選民，有兩大特點： 

1. 常常反叛神－神的選民以色列人，證諸歷史，

常常悖逆頑梗，一面蒙恩，一面反叛神，不知悔

改。 

2. 常常逼害先知－從選民歷史觀之，從約瑟開

始，就是如此，這些先知都是神憐憫選民，特意

為他們興起的，目的在保護他們，成為拯救他們

的使者，可是以色列人並不領神的情，一貫毫不

留情地逼害先知。司提反在他的申辯中，語重心

長，盼望在他面前的以色列同胞，從一千多年的

歷史中，汲取教訓，洗心革面，徹底悔改，糾正

信仰上的錯誤，建立正確的信仰，以免再重蹈覆

轍，再犯歷史上的錯誤，以列祖作殷鑑，重新出

發，歸向真神。可惜這番話，當時信仰偏差，反

叛悖逆的猶太人，一句也沒聽進去，一點也沒有

接受，反而老羞成怒，咬牙切齒，要置司提反於

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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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嚴厲責選民： 

 從 7:51-53，我們看見司提反在他結束申辯見證

前，他說話的對象，發生急劇的轉移。開始時，

他滔滔不絕講列祖的歷史，要他的聽眾以史為

鑑，現突話鋒一轉，指向「你們」，就是針對在

他面前聽他作見證的人，即從歷史上的列祖，突

然轉向目前控告他的人。這一轉變，他的語氣，

他的話語，隨之變得非常不客氣，他連用六次「你

們」之多，直接申斥，當面責備在他面前聽他申

辯見證的平民百姓和公會裡的祭司長和所有宗

教領袖，語氣非常嚴厲，直接指著他們說，「你

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7:51）

驟聽似有點過火，實則不然，司提反一開始就心

平氣和，軟聲細語，非常客氣有禮，用這麼長的

歷史，這麼明顯的事實來規勸糾正他們，提醒他

們要及早悔改，但他們鐵石心腸，無動於衷，變

了臉色，極其惱怒（7:54）。司提反看到他們這

不正常的反應，表明沒有接受他的真誠勸導，一

時心急，有如火焚，因為他大有愛心，愛護他們，

亟盼他們回頭是岸，趕緊醒悟過來，所以最後無

奈，改用嚴厲口吻，激動語氣，責備他們。 

（一）硬著頸項悖逆 

  責備他們固執頑梗，充耳不聞，拒絕接受忠

告，不聽教誨，頑抗到底。這群悖逆百姓，對神

的旨意和救恩一點不受感動，不管司提反怎樣

講，怎樣勸，他們都横著心，就是不聽，繼續反

叛悖逆，不加理會。 

（二）心耳未受割禮 

  這是很嚴厲的指責，如前所述，割禮是神把

人分別為聖，表示跟祂有親密關係的一種身上記

號。司提反指責他們心與耳未受割禮，意即責備

他們的心與耳都沒有改變，還是污穢不堪的。猶

太人一向以自己受過割禮為榮，而視未受割禮的

外邦人為污穢的人，常以「我身上有割禮記號，

而你們身上沒有這神聖的記號」自誇自義，高人

一等。但事實上，他們的罪行更重，光有割禮的

外表，沒有割禮的實質，故司提反心裡為他們墮

落沈淪難過哀傷，而毫不客氣的嚴詞譴責，因為

他們辜負了神的恩典，神揀選以色列人作選民，

不但讓他們蒙福，更讓他們使世上萬國得福，神

恩浩蕩，這群猶太人竟如此枉顧神恩，悖逆叛

神，怎不叫司提反痛心疾首，愛之深，責之切呢？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司提反面前硬著頸項

的猶太聽眾，對他苦口婆心真誠的勸戒，充耳不

聞，無動於衷，受到嚴厲譴責，觸到痛處，如火

上加油，極其惱怒，乃狂性大發，齊心擁上，把

司提反推出城外，亂石打死，慘絕人寰，神的選

民，竟敗壞如此，天怒人怨，毌怪惹神忿怒，嚴

加懲罰，以致國破家亡，流離四海，足為殷鑑。 

★附記：焦牧師對司提反推崇備至，讚賞有加，

其英名取 Stephen（司提反），仰慕之情，可見一

斑。（完） 

 

 

不單只老外 

不單只老外,連老中也未必能全懂所有「意思」的意

思。真的很有意思。 陳佩玉提供 

=========================================== 

老外苦學漢語十年，到中國參加漢語考

試，試題如下： 請解釋下文中每個「意思」

的意思。 

李剛給領導人送紅包時，兩人對話頗有意

思。 

領導：「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剛：「沒什麼意思，意思意思。」  

領導：「你這就不夠意思了。」  

李剛：「其實也沒什麼別的意思。」  

領導：「你這人真有意思！」  

李剛再向領導人塞一捆鈔票。 

李剛：「小意思，小意思。」  

領導：「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李剛：「其實是我不好意思。」  

老外淚流滿面，交白卷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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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分享  

聖經分享 莊重謙 

一般與絕對 

提多書一章十二節是很有趣的經文：「有革理

底人中的一個先知說：『革理底人常說謊，乃是惡

獸，又饞又懶。』」如果這話是對的，即「革理底

人常說謊」，那麼說這話的是一位革理底的先知，

他應該也是說謊的，這句話便不可信。反過來，如

果革理底人不是常說謊的，那麼這位先知是說真

話，這句話便是對的。換句話說，無論我們假設這

句話是對或錯，都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因此，用這

方法來分析，這句話是一個不能成立，反邏輯的命

題。 

這分析的錯謬，是把「革理底人常說謊」的「常」

字解作「必然，毫無例外」。一般人讀到那裡，都

會把為「常」理解為「經常，普遍性」，卻不會是

絕對地「毫無例外」，因此便沒有前後矛盾的解釋。

有人以為像上述那樣分析聖經，是太過離譜，現實

中應該不會如此，但是事實上聖經也記載一處類似

的情況。 

哥林多前書第五章，記載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曾

經誤解保羅的吩咐。在第九節保羅寫：「我先前寫

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哥林多的信

徒讀了這封「哥林多前前書」，以為保羅的吩咐是

絕對性，「一概行淫亂的」都不可以相交。保羅在

這裡澄清，他所指「淫亂的人」，是在教會內，「稱

為弟兄」，但犯了淫亂，或貪婪，或拜偶像等罪。

我們讀到這段經文，也許會存著善意地去問：為何

保羅要如此鄭重地澄清這個吩咐？為什麼不乾脆地

就讓哥林多的信徒誤解下去：凡是淫亂的，不管是

否弟兄，「一概」不與他相交，那豈不更好？但是

保羅知道這樣子吩咐，是不切實際的；「若是這樣，

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第十節)。保羅不會作出

不能實行的吩咐，即使那是出於一番好意。 

我們讀聖經時要小心，除非經文是寫得很具

體，例如羅馬書三章十節：「就如經上所記：『沒

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那就很清楚，世上是

絕對一個義人也沒有，否則，不要隨便把一些類別

作絕對化的解釋，這樣會避免過度地解讀聖經。 

教導與應許 

箴言書內有許多描寫義人與惡人的經文，例如

十章三節：「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

祂必推開。」十章二十七節：「敬畏耶和華，使人

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十三章二十

五節：「義人喫得飽足，惡人肚腹缺糧。」我們讀

到上述的經文，特別是中文的譯本：惡人所欲的祂

「必」推開，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認為這些

是必然的定律。一般而言，現實生活可以印證上述

的說法，但是也有不少情況是義人受苦，惡人興旺，

似乎是有力反駁聖經的例子。 

要解決這個困難，我們要了解箴言的本質。箴

言主要是勸勉教導人敬畏神，行善離惡，正如第一

章三節：「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

直的訓誨。」書中的義人與惡人的敘述，目的是給

世人一個行事為人的方向和準則，使人知道如何可

以得到耶和華的悅納，趨吉避凶，得蒙賞賜。但是

箴言並非是預言，也不是神按照世人行為因果來報

應的應許，因此我們不應拿箴言來預測善惡報應的

必然結局。 

說到善惡報應的問題，一般來說，神會按各人

的行為，賞善罰惡，但是祂賞罰的方式，並不一定

如世人所預料。祂賞罰的時間，也不一定是即時的

「現眼報」，有些報應是要等到將來才發生，有時

甚至是超越今生的。耶和華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

念；祂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神的作為，人不

能參透，祂也不一定要向我們解釋。到最後，善惡

的報應只能以信心來接受，相信神的安排是最美好

的。 

約瑟的「順利」 

詩篇第一篇三節論到喜愛耶和華律法的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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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作的，盡都順利。」使我想起舊約的約瑟。創

世記三十九章二節及二十三節兩次提到耶和華與約

瑟同在，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這真是令人羡慕。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而聖經在同一章內居然記

載約瑟有兩次的「順利」，並且他以後的日子，也

是平步青雲，一帆風順。雖然這是因為約瑟敬畏耶

和華，特別討神喜悅，但是約瑟所蒙的福，「如永

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創世記四十九章二十六

節），確是與別不同。 

可是細心一想，約瑟所謂「順利」的處境，也

是與別不同。他的第一次「順利」，是被賣到埃及

護衛長家裡作管家，比奴僕好不了多少，而第二次

的「順利」，更是悲慘，要在監獄裡作囚犯。假如

我是約瑟，我會這樣思想：「耶和華阿，你真是幽

默，讓我離鄉別井，被賣到異地作下人，然後又讓

我被冤屈下獄，而這兩次經歷發生在我十七到三十

歲，正是人生最光輝燦爛的日子。可惜我這麼秀雅

俊美，我的青春就如此耗掉了。祢卻與我同在，使

我凡事順利。這樣子在別人家裡和在監獄裡的「順

利」，有甚麼價值呢？倒不如恢復我的自由身，讓

我可以享受人生。」 

幸好約瑟不作如此想法，因為他知道「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神揀選約

瑟，預定他成為埃及的首相，管理國家，領導國民

積穀防饑，為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這是非常艱巨

的工作，耶和華要特別訓練約瑟，讓他能承擔日後

的重任。埃及護衛長家和監獄，就是神為約瑟預備

的訓練學校。神還讓他經歷主母的色誘和冤屈，再

加上一個善忘的酒政，使約瑟從一個十七歲天真無

邪的童子，成長為一個三十歲飽經歷練的領袖。 

在這段漫長而嚴格的訓練過程，耶和華一直與

他同在，使他凡事順利，就像一位既嚴厲又關懷的

體育教練，耐心地培養他的選手，最終使他奪取金

牌。約瑟也不負所託，以優異成績畢業，完成神交

付他的使命，為後世聖徒留下美好的榜樣。 

相聲  

幽默記憶 陳海峰 

(甲乙不同方向同上熱烈握手) 

甲：哎喲，這不是某某嗎，你好，你好。 

乙：你好，魔術師，最近忙啥哩？這次不表

演魔術了？ 

甲：我改行了！我呀，最近在搞一個科學研

究。  

乙：奧！是研究啥家伙，能不能在這跟大家

透露一點兒？ 

甲：這是秘密，  Confidential! 怎麼能隨便

透露？這沒外人吧？ 

乙：來的都是客人，這沒外人，都是自己人。 

甲：你別誤會，我這項研究成果只想讓自己

人享用。我怕外人聽見，趕明搶先給學會了，還

申報個諾貝爾獎什麼的，那我就白忙乎了。 

乙：噢，明白明白，放心吧，都是咱自己人，

弟兄姊妹，還有一些個慕道朋友。 

甲：這兒真沒有外人？那我可說了。 

乙：說吧。 

甲：我經過認真的研究，我發現哪---你保證

沒有外人。 

乙：嗨，瞧這勁費的，沒外人，說吧。 

甲：我經過認真的研究，發明了一種幽默記

憶法，可以增強我的記憶力。 

乙：真的嗎？那快給大家說說。 

甲：學會了，准能拿個尼爾斯世界紀錄什麼

的。 

乙：你說什麼？尼爾斯世界紀錄？我只聽說

有一部童話小說叫《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是由

瑞典作家…… 

甲：不是關於旅行的，是什麼什麼斯世界紀

錄！ 

乙：我明白了。你是說傑尼斯世界紀錄吧？ 

甲：對對對，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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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你呀，我看你就不必浪費大家時間了。

把傑尼斯世界紀錄說成尼爾斯世界紀錄，你那幽

默記憶法有啥用？ 

甲：（面對觀眾）你看這人愛著急不是，火

氣大，容易得病，這病一發現就是晚期。 

乙：說什麼哪？說什麼哪？ 

甲：我說你這人愛著急不是，火氣大，容易

得病，這病一發現就是晚期。 

乙：你才有病哪！ 

甲：不要生氣，給你開個玩笑，我鄭重自我

介紹一下，我是科學家，  人送綽號稱我「沒記

性」。 

乙：喲好哦，「沒記性」不就是啥事都記不

住嗎？這樣的人還成科學家了，還什麼幽默記憶

法。不誤人子弟才怪。大家跟你一學，啥事都記

不住了，全成了傻瓜。（對觀眾）大伙看看這人

像科學家嗎？ 

甲：我跟這人說不清楚，（對觀眾）我給自

己人說，我最近呀，有一個重大發現：如果有人

罵你有病，一般情況下最想回答的是：你才有病

哪！ 

乙：啊（笑），就發現這個。 

甲：你吃錯藥了，這很搞笑嗎？ 

乙：（笑），就這個發現還准備申報《諾貝

爾獎》，頂多給你個《孔子和平獎》，就是頒發

給連戰的那個。 

甲：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也，我…… 

乙：趕快說吧，少囉嗦。 

甲：那是關於記《聖經》的事。 

乙：噢，記聖經還不容易嗎？看我的：「神

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 

甲：還有呢？ 

乙：「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 

甲：還有呢？ 

乙：沒有了，就記得這兩處經文。 

甲：你記得整部聖經新舊約的書名及前後順

序嗎？ 

乙：那當然記得，黃牧師、葉傳道他們一定

記得！ 

甲：我是問你能否記得。 

乙：我又沒讀神學院，怎麼記得？那些名字

怪怪的，真不好記。 

甲：可我研究出了一個辦法，讓你很容易記

住。 

乙：又來推銷你的《幽默記憶法》了。你不

是沒記性嗎？還把《傑尼斯世界紀錄》說成了《尼

爾斯世界紀錄》，再怎麼幽默也救不了你！ 

甲：我的《幽默記憶法》精髓就在這裡！張

冠李戴，望文生義,調虎離山，聲東擊西。 

乙：信口開河，誤人子弟。 

甲：保證今晚所有弟兄姐妹，聽完了我們的

相聲，就把整部聖經從頭到尾 66 卷書的書名永

記不忘。 

乙：真有這麼靈？給大家說說看。 

甲：（猶豫）你保證沒有外人？ 

乙：保證沒有外人。快說吧。 

甲：先說舊約吧。摩西五經創世紀、出埃及

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 

乙：要記起來還真費事。 

甲：我來個張冠李戴，望文生義，就變成這

樣了…… 

乙：什麼樣了？ 

甲：神創造出這麼厲害的國民，真是要命。

這是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申命記。 

乙：等等等等，神創造出…… 

甲：創世紀、出埃及記。 

乙：這麼厲害的國民…… 

甲：利未記、民數記。 

乙：真是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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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命記。 

乙：喔，摩西五經就用一句話來代替，「神

創造出這麼厲害的國民，真是要魔鬼的命。」嗯，

真是容易記住，有點意思。下面呢？ 

甲：書呆子四平八穩走路，像傻瓜王老五。 

乙：什麼亂七八糟的，你這是罵人吧。 

甲：誰罵人啦？書呆子的書就是約書亞記那

個書，四平八穩的四就是士師記那個士的同音，

走路就是路得記，像傻瓜王老五就是撒母耳記上

下和列王記上下。 

乙：喔，原來是這樣。那撒母耳記有上下兩

集，列王記也有上下兩集，為什麼不說兩個傻瓜

兩個王老五？ 

甲：你真是連傻瓜王老五都不如！只要記住

撒母耳記和列王記，就自然知道它們有上下兩集

了。（面向觀眾）弟兄姊妹說是不是？ 

乙：算你嘴巴厲害。再接下去呢？ 

甲：歷代以拉車賣泥巴為生的鐵漢子，比不

上老伯嘴裡一句話。 

乙：歷代是…… 

甲：歷代記上下。 

乙：拉車賣泥巴是…… 

甲：以斯拉和尼希米。 

乙：那鐵漢子和老伯呢？ 

甲：以斯帖和約伯。 

乙：老伯說什麼話，這麼厲害，連鐵漢子都

比不上。 

甲：老伯說，「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會

寫作詩篇，出版箴言，當傳道去傳福音，還會卡

拉 OK 唱雅歌。」 

乙：我明白了，這是指詩篇、箴言、傳道書、

雅歌。 

甲：你還不是太傻，慢慢學會了我的幽默記

憶法了。 

乙：有點意思。再往下講。 

甲：不合神心意的人…… 

乙：會怎麼樣？ 

甲：結果就慘了。以賽馬為職業的賭徒把家

裡的耶利米全輸光了…… 

乙：沒吃沒喝了。 

甲：就只好唱耶利米哀歌了。 

乙：這是指以賽亞、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 

甲：哀歌唱著唱著就意思結巴了。 

乙：以斯結。 

甲：賭徒的老伴不但不理…… 

乙：但以理。 

甲：還往和尚的耳朵一摸…… 

乙：等等等等，你是說賭徒的老伴非禮光頭

和尚？ 

甲：看你想哪兒去了！ 

乙：這和尚…… 

甲：何西亞那個何。 

乙：這耳朵…… 

甲：約珥那個珥。 

乙：一摸…… 

甲：阿摩司那個摩。 

乙：我還以為…… 

甲：沒有你想的那麼壞。賭徒的老伴接著

說，我餓了，拿米來…… 

乙：沒米了，全賭光了。 

甲：還有那紅色的哈巴狗、北京鴨，不對，

是西番鴨…… 

乙：要吃大餐了，有狗肉煲，北京烤鴨…… 

甲：誰說要吃大餐了？我餓了是俄巴底亞那

個俄；拿米來是約拿、彌迦；那紅色的是指那鴻

書，哈巴狗是哈巴谷；北京鴨是西番雅。 

乙：原來是這麼回事。 

甲：哈，該！ 

乙：該什麼？ 

甲：該撒點加點麻辣雞絲。 

乙：又來吃的了，這回是麻辣四川菜。 

甲：你又想入非非了。哈該是哈該書；撒點

加點是撒迦利亞；麻辣雞絲是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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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棒了！這舊約 39 卷書就在吃喝玩樂

中記住了。那新約呢，也這麼容易記嗎？ 

甲：太可惡了！ 

乙：你別罵人。 

甲：太可惡了！約翰到處閑轉，還去了羅

馬！ 

乙：這人一定是國內來的，公款吃喝、公費

旅遊。 

甲：你別想著吃喝玩樂了。太可路是馬太、

馬可、路加。約翰就是約翰福音。閑轉就是使徒

行傳，羅馬嘛，自然就是羅馬書了。 

乙：喔，原來你是說新約書卷了。 

甲：因為約翰到處閑轉，二哥就告到老太太

兼所長那裡去了。 

乙：這是哪家的二哥，好！一身正氣，看不

慣這些損公肥私的人。 

甲：那是哥林多前與哥林多後，俗稱二哥。 

乙：那老太太兼所長是…… 

甲：加拉太，以弗所。 

乙：看你這瞎編的，還挺有意思。再繼續瞎

編吧。 

甲：誰說瞎編，這是幽默記憶，要拿諾貝爾

獎的。話說這邊二哥就告到老太太兼所長那裡

去，那邊腓哥不管這個事，只管練武功。 

乙：等等等等，我只聽說台灣綜藝節目有個

主持人叫菲哥，沒聽說聖經裡面有菲哥這個人

物。 

甲：我說的是腓立比和歌羅西，簡稱腓歌。 

乙：原來是這樣！那菲哥練的什麼武功？不

會是法輪功吧？ 

甲：當然不是！法輪功在這裡派不上用場。

菲哥練的兩招鐵撒掌，兩招提摩腿，一招提多大

力神功（比劃給觀眾看）。 

乙：聽起來有點南拳北腿的味道。這兩招鐵

撒掌是…… 

甲：帖撒羅尼迦前，帖撒羅尼迦後。 

乙：兩招提摩腿…… 

甲：提摩太前，提摩太後。 

乙：我明白了。這最後一招武功需要提很多

東西（面向公眾做提起的手勢）。 

甲：你這不廢話嗎？提少能說是大力嗎？當

然是提多才算大力神功啦。武功練著練著，就練

到門外去了。 

乙：什麼樣的門？ 

甲：腓利門。門外站著一個老頭。 

乙：那是誰呀？ 

甲：希伯。 

乙：希伯來干什麼？ 

甲：希伯雅興大發， 

乙：什麼樣的雅興？ 

甲：雅各書那個雅興。 

乙：（面向觀眾）這武功一練，就練出了腓

利門，希伯來，和雅各書。 

甲：話說希伯雅興大發，就前面比一下，後

面比一下。 

乙：什麼意思？ 

甲：彼得前書，彼得後書，不就是比前，比

後嗎？ 

乙：這真是今非昔比呀！ 

甲：然後衝著約翰大喊一二三。 

乙：這是約翰一、二、三書。 

甲：天大亮了，快起來吧！ 

乙：猶大書那個大，啟示錄那個啟。 

甲：你也學會了？ 

乙：廢話，跟你學了一晚上，還學不會嗎？ 

甲乙合：恭祝大家新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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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見證 

山人大嫂論時事  君無忌 

二月中旬時，有一天 YAHOO 報導了一則新

聞，東部有一個高中部的老師在她的部落格(BLOG)

寫下一些怨言，批評她的學生懶惰，回嘴，不學無

術，欺騙…她沒有用她的名字，也沒有用任何學生

的名字或是學校，只是她的學生在網上看到她的評

語，就去告發了她。教育部通知這位老師，警告她

很有可能被開除。這位老師也馬上請了律師。 

很有趣的是，在網上，大家紛紛寫留言。有人

力挺老師，大喊說得好，今天的高中學生就是這個

樣子…也有人不同意，覺得老師怎麼也不該在網上

數落學生，沒有「師德」……到我下班為止，帖子

已經快接近一萬八千條。我怎麼找也找不到我寫的

那一條。有點失落感，不過，可想而知，大夥兒跟

我一樣，要在這「留言板」上找到自己的原文，看

來是沒戲了。不過，看看上下留言，也可開開眼界，

知道今天的美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其中，不乏我

們可以學習之處。 

要是你早上起來照著鏡子，發現自己頭髮不

整，眼屎明顯，你是趕快去洗臉，還是把鏡子摔了？

明眼人都知道，因為你照鏡子的功用就是看你自己

應該如何梳妝打扮可以出門，而不是質問鏡子，為

何照出你的亂髮和眼屎？更不應該怒氣沖沖覺得

是鏡子導致你有亂髮和眼屎。 

這個例子看來很可笑，可是我(們)經常是犯這

樣的毛病。聽到不順的話，心就不爽起來。這都是

人之常情，不過智慧人就是從別人的談吐行為中去

留心學習。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 現代人，

除非關係鐵定，不然彼此之間也不會面對面批評。

特別到了教會會友這一層，婉轉似乎又拐了一個

彎。「憑愛心說誠實話」，要愛到多深才感說出這

老實話呢！所以下回有人給你提點意見，千萬要做

個智慧人謝謝對方。別人是愛你！ 

回到我們的新聞，這些高中生和他們的家長甚

至教育部，應該考慮的不是如何開除或是否開除

她，而是面對核心問題：她講得是真的嗎？ 若是

真的，那麼，開除她並沒有改善狀況，只是掩蓋。

從留言板上看，大家也一致同意現在的學生就是這

個頹廢的樣子。 

我曾經好幾年一直在我們孩子的教室中幫

忙，看到這裡的小孩從小就是有太多「自由」-老

師未必不想管，但是很難。我常常跟我小孩開玩笑

說，某某小孩幸運沒有碰到我作他媽，不然，他早

就「屁股不能坐在凳子上了」。我常常懷疑這些小

孩在家中是否有受到管教。箴言 23：13 提醒我們

「不可不管教孩童」，管不一定要打，但一定是出

於愛。我們愛我們的小孩就一定要管，若是我們為

人父母都管不住自己的孩子，我們憑什麼去要求老

師必須比我們做得更好呢！上兩個月，有一篇關於

「TIGER MOM」虎媽的報導亦是滿有意思的，東

西方媽媽各抒已見如何成功調教小孩。依我看，東

西方各有利弊，還是因人而異，最好常常動用「上

方」。 

同樣道理，作為父母，我們聽到抱怨，不是指

責為何老師這麼說，而是我的孩子是這個樣子嗎？

下次聽到別人抱怨你的孩子，拜託千萬不要抱怨

「這個姐妹沒有愛心」，而是「我的孩子我有沒有

管好？」 

我很詫異今天的人們對公眾人物，如政客，明

星和脫口秀主持人的標準降到很低，而對一個老師

的為人師表倒是看得很高。但另外一面，作為老

師，雖然是在課外的時間，又是用自己的電腦打入

自己的想法，沒有提到任何人名，校名，但是身在

其位，不得不考慮對別人的影響。正如哥林多前書

10：25 節告訴我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

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她是發完了牢騷，

但是對大家都沒有益處。何苦？ 

話又說回來，每天對著這群頹廢的青少年是蠻

「短命」的，是該找個途徑發洩發洩。問題是如何

發，往哪裡發。若是二三十年以前，大概是寫信給

好朋友；後來是煲電話；現代就是寫「伊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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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部落格，發短信…你有沒有發現，我們越來越少

與人直接相通相連，面對面的感應，而都是通過「E」

(EMAIL， TEXT MSG) 或是「I」(IM，INTERNET，

I-PHONE，I-PAD，I-POD…)。 

這個老師或許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找不到

任何其他更好的援助和舒緩壓力的渠道：沒有家長

的支持，沒有學校同儕的理解，沒有教育部的有力

督促…整個教育體系是個爛攤子，我們的政府還要

縮減教育經費，外邊的家長還在看 GPA，她在這

個時候走可能也找不到其他好職位…每個人都忙

得沒時間給她。 

朋友，若是你也有這樣的感覺，你屬於正常。

但是，不要絕望，有一位，他自稱是  神，他自稱

他認識你，愛你之深，用他的寶貝來贖你，而他也

隨時願意聽你牢騷，更願意看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地來到他面前。他自稱他是賜安慰的神。你有沒有

試過？！ 

說來說去，都沒說到大事上。留言板上的討

論，根本問題在於今天的美國，很多東西都不

「MAKE SENSE」-- 脫離常識。一個不敬畏 神的

民風，有點黑白顛倒。 

今天美國還有言論自由嗎？ 

今天的學生在學校裡干什麼？ 

老師的任務是鼓勵學生學習嗎？如同雇主需

要鼓勵雇員准時來上班嗎？ 

我們今天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才？ 

今天美國社會灌輸給這一代的是什麼觀念？ 

…… 

正如同在麥當勞買一杯熱咖啡放在大腿中，不小心

潑了，不是自問，而是告發，還打贏官司，拿了好

多錢。 

正如同小偷去住宅偷東西，不小心被玻璃門弄

傷，他還告你一狀。 

…… 

這是一個畸形的社會，沒有畏懼 神的觀念，

也就無法無天。你我生活其中，不得不受其影響。

生氣和恐懼都是傷身體的。但是我們要記得 大能

的 神還是坐在寶座上，按他的時間掌管世界，而

同時，我們不得不常常依靠  神的保守和引導，度

在世的日子。 

 

明天如何 劉安靜 

去年底宇光去休士頓陪侍母親，我又再度做個

單身女郎。日子飛逝而去，連著幾個假日孤單在家

過。雖然我的家人和女兒們都在這附近，晚上一個

人冷冷清清的，只有看看電視，讀讀聖經也頗平安

的。宇光每晚來電，我都擺出一副要他放心的聲

調。我還很勇敢的說愈老膽子愈大，（其實從小我

就是膽小，即使在爸爸的重賞之下，我也不會去院

子裡拿取他所要的東西或關上院子門），安啦！ 

今年元月九日晚上在我家有聯合市小組的查

經，我還做了拿手的咖哩角及李紡姐妹教的高纖低

糖 cookie 給眾家弟兄姐妹享用。Cindy 姐妹，老師

細心帶領的查經，又加上葉傳道對我們的問題的解

讀，我們又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 

元月十日早上 8:30 左右在睡夢中聽到電話鈴

聲，我正準備起床去接，緊接著就摔在地上，怎知

就是身不由己起不來，右邊完全無力。躺在地上十

分鐘後我就能爬起來，一切恢復正常。心裡總是不

安，想來想去還是打個電話給醫生吧！約好第二天

去看她。接下來去做水中運動、走路，下午還蒸了

饅頭。晚上宇光來電，我向他提了一下晨間發生的

事，並告訴他別擔心，我明日將去看醫生，再次告

知；安啦！那知元月十一早上同一時間同樣的事又

發生。只是這次我比較小心，沒有摔倒在地。想想

馬上要去看醫生，又馬上呼求「神救救我！」很快

地等到去看醫生，她只是告訴我要做 MRI、動脈、

心臟及 CT 等等的測驗。一切都得等明天聯絡好醫

院，護士通知我再去。我又過了一天，晚上在神面

前禱告，把自己交在祂的手中。宇光不在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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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靠主。完畢後我又倒頭大睡，心中相當平安。

12 日星期三的早上醒來躺在床上，睜開眼第一件

事就是檢查我的右手、右腳，怎知又是力不從心，

同樣的事又發生了。心裡一緊張，連神都忘了，對

不起！趕緊用左手打電話給我住隔壁的大姐，告知

她，並請她馬上來我家。十分鐘後一切現象又消失

了。這一連三天的狀況，使我們不敢掉以輕心。我

大姐說叫 911，我卻說不要，如果待會兒救護車從

我家抬出我，豈不笑掉鄰居大牙？在我的堅持下，

大姐及弟弟護送我一路上醫院。感謝主！我正在擔

心會在急診室等太久，豈知那時不忙，（護士小姐

說大家正空著呢！）。護士小姐推著輪椅出來扶我

上去，我還有點不好意思坐輪椅進去，因為我那時

已經恢復正常了。馬上我就被推去做 CT，又做動

脈心臟，MRI 各項檢查。我又再感謝神，本來這些

都是我醫生要安排我得自己奔波去做的，現在在醫

院裡躺在床上被人推來推去的受到服務，我能不感

謝祂嗎？當天醫生就告訴我必須留院檢查，並等待

一切檢驗報告。晚上醫生就來告訴我沒有血栓，因

此沒有造成任何持續性的損傷。這個情形沒有造成

中風（Stroke）,因此叫做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簡稱 TIA)。雖然沒有中風，一旦有 TIA 發生也絕

對不可大意，必須馬上尋求醫療服務。甚至像我的

狀況發生後十幾分鐘又跑得無影無踪也必須要去

尋醫。 

這次的教訓，讓我獲知了更多醫學常識。可以

在此分享給眾弟兄姐妹做為前車之鑑。荷包出血事

小，如今我的櫃子裡又加多了一瓶藥 ASPIRIN(稀

釋血液作用)。看來這輩子跟藥結下了不解緣。 

雅各書說：明天如

何，你們不知道。與各

位共勉！ 

 

服事的甘甜 陳敏 

一年一度的 BASS CONVENTION 又來了，清

楚記得五年前玉珍姐電話邀請我參加，可自己因為

禮拜五要上班，禮拜六送孩子參加鋼琴考試，就不

能成行。當年玉珍姐是部門主任（DIVISION 

HEAD）曾幾何時我成了部門主任，去年八月還勇

敢接下兒童主日學校長的職務。兒童事工有好幾個

部分，AWANA，暑期聖經學校，兒童崇拜，兒童

主日學等等。我思考是否接任時，正好上完成人主

日學《以弗所書》，教會是神所居住的大家庭，既

然是大家庭，又有眾弟兄姐妹的肢體，就有眾多的

事工，更何況主教導我們要把福音傳出教會，傳到

地極。教會的事工有很多方面，翻開禮拜天的節目

單，好長一串名字，雖然有時還名對不上人，但看

到這些名字，我就由衷的感謝神，是祂的愛呼喚弟

兄姐妹，有分飯的、燒茶水的、交通指揮、或教導

兒童的。保羅在以弗所書 3 章 16 節中說，「祂按

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

剛強起來。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

你們的愛心有根基。」保羅還說，既然蒙召，行事

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卑溫柔忍耐，用

愛心互相寬容。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

人的恩賜。教會的服事，不是你會不會，而是你願

不願，牧師和執事找到你的時候，應該是看到了如

果你願意是可以學會的。 

在校長就職時我就說了兩句話，感謝主讓我站

在眾老師面前。我從小怕老師，遠遠望見五十米外

有個老師，低頭就拐走，現在卻要面對一屋子的老

師。年幼怕羞不想去上學，有人威脅我說老師會用

繩子扁擔綁了抬去。親愛的大人們，你們的一句話

會影響孩子一生。這是題外話，以後再寫育兒篇。

我也很不喜歡上台說話，怕緊張。當我做主日學老

師，認真備課後在孩子們面前侃侃而談，我就找到

了感覺。幾周前上了公司的大講台，面對上百個專

門從事腫瘤研究的同事，準確彙報我的課題，不太

緊張和害怕了。是神給了我自信心讓我從小講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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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大講台。神的恩典數不完，不是他帶給我好老

公好兒女好工作好上司嗎？ 他帶給我的自信心的

成長更是奇妙。去年底的全教會地震演習，在通知

發到各個部門後天公不做美，主日的早晨下著雨。

我和則惠姐在廚房討論是否可以改天，因為長者行

動不便還要撐把傘，幼童排長隊老師只一位。可是

海峰不同意，說是地震若發生也不一定是晴天。我

就默默地去禱告。十一點半我帶著女兒離開海沃教

會去她奧克蘭的學校演出鋼琴，今天是學校 OPEN 

HOUSE 給新入學的學生和家長，女兒的 Chamber 

Music Team 要現場演奏。一路上狂風暴雨傾盆瓢

潑，到了停車場讓女兒撐傘進大禮堂，我在車中坐

了一小時，一點鐘節目開始，我撐著 Raymond 足

球場的遮陽傘走向大禮堂，校長 DR. COHEN 給了

我「傘最大獎」。兩點後帶著女兒回家，問海峰地

震演習如何？ 他說很好啊，12:30 雨也停了，我

早上兩次坐到車裡去禱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

們一起讚美神，主為我們撥開了海沃的這塊雲，我

們的禱告神聽見了。 

校長的一大責任就是聘請老師，這學年的老師

由前任校長佑瑜姐妹都找好了，我就跟在後面做協

調的工作。我時常在想服事神的動力從何而來？當

然是從神而來，可是看到極少數弟兄姐妹只來教會

服事，而沒時間參加主日敬拜和成人主日學時，我

就想起了《路加福音》裡的故事。耶穌進了一個村

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她有

個妹子，名叫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聽他的道。馬

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前來說：「主啊，我

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麼？請吩咐她

來幫助我。」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

的事思慮煩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瑪利亞已

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如果主日

弟兄姐妹的服事是匆匆忙忙趕著去教室或廚房，上

完課分完飯夾著包就走了，那就真可惜了，你丟失

了親近主的福分。如此說來，弟兄姐妹都忙著坐在

大堂，教會許多工作就沒人做啦？ 

我擔心明年找不到老師了，因為他們都跑去坐

在耶穌的腳前。但聖經裡的另一個故事通過兒童崇

拜老師郭紹漢弟兄的講解又傳到我的耳裡，「天國

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

家業交給他們。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

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

往外國去了。那領五千的，隨既拿去做買賣，另外

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但那

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過了

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那領五

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阿，你

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主人說，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

忠心，我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

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

的地方要聚斂。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

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在這裡。主人回答說，

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

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

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

回。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因為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

要奪過來。」感謝我們的老師，郭大哥在孩子幼小

的心靈中就播下服事主的種子。  

神給了你什麼樣的恩賜？你把它埋在地下還

是為神的國度賺回五千一萬？你是否把賺回的錢

的零頭留在自己的口袋裡？這包括服事中有私

心，圖自己面上有光，得到別人讚揚，一點點參雜

私心的服事中，都會絆倒弟兄姐妹的。我遇到一些

的困難和挑戰，比如親人受傷，心中為某些事難

過，但我堅信神與我同在，尋求親近的姐妹和牧者

幫助，走出困境後回頭一望，又是一個神的恩典。

時間在物質世界的線性發展讓我們沒有第二次人

生經歷的重複和選擇，我不能回答你如果我不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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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校長，我復發的面部肌肉抽搐會好嗎，但是

我走過的經歷就是越服事越甘甜。 

 

這是上帝的安排 唐柴淑芳 

我在樹華作義工已有八九年的時間。曾經三次

去中國大陸訪問學生。第一次是在 2004 年到秦嶺

陝北及青海。第二次是在 2008 年到河北陝北四

川。第三次是 2010 到安徽山西。訪問學生的事不

只是完全自費。還要一切自理。比如像訂機票，訂

旅館和機場接送等等都得自己安排。我從來沒有自

己單獨旅行過，頭兩次的訪問學生因為有朋友同

行，沒有發現任何不方便。但是 2010 年的行程由

於參加的人數只有四人，而且又是各自行動，我終

于面臨到要單獨旅行了。四人中的兩人先行去了上

海，另一人要在台灣辦完了事從那裡直接去上海。

感謝張笑楓會長的愛心，她的航班是直飛上海虹橋

機場的，可是她卻說她會去浦東機場接我。先到上

海的兩位朋友也 E-Mail 回來說由浦東機場坐機場

大巴可到靜安區，再花五塊錢人民弊坐記程車就到

旅館了。看來第一次單獨旅行的問題就這樣輕易地

解決了。 

在出發的前一天下，張笑楓收到緊急通知，她

的航班要誤點，這樣一來她從虹橋坐一個小時的車

到浦東機場來接我的計劃已不可行。我馬上通知張

笑楓請她不要來接我了，我會自己到旅館的。為了

省錢，朋友在網上訂了一個小旅館，但只要有名字

和地址應該也不難找到。只是我的航班要晚上十點

多才到浦東，這麼晚了一個人坐計程車安全嗎﹖機

場大巴又要到那裡去坐﹖ 

我乘坐的中國民航要在北京入關，我們要去浦

東的二十多位旅客在入關後被帶到等候區等待轉

機，這一等就是兩個多小時。在無聊的等待中我注

意到一位端莊的小姐安靜地坐在一角專注於她的

手提電腦上。終於在晚上十點鐘我們到達了上海浦

東機場。在提取行李後我竟不經意地與那位小姐走

在一起，於是我向她請教這麼晚了坐機場大巴還是

坐計程車比較安全﹖她說還是坐計程車比較安

全，我又問她從機場到靜安區要多少錢﹖因為我只

有兩百塊人民幣，她一聽有點錯愕，她說以為我是

與其他十多個人是一起的屬於旅行團的成員。我告

訴她我是來中國訪問學生的。接下來就把樹華的工

作簡單的向她介紹了一下，沒想到她突然開口說﹕

「這樣好了，你就跟我合坐一輛計程車吧!」我太

高興了，在這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人肯這

樣幫忙豈不是上帝的安排!我馬上說﹕「太好了!我

可以分擔你的一半車費。」誰知道她的回答竟是如

此出人意外，她說﹕「你不要分擔車費，我正好也

是去靜安區，你就順便與我合坐吧!」啊！好一個

順便！不管我怎麼說她就是不肯接受我應該出的

車費。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天使就在我身邊！ 

原來她是在一家跨國公司做人事管理，經常來

往於舊金山與上海。在計程車裡我又把樹華的工作

從幕款到審核獎學金的流程更詳細的向她說了一

些。她是這樣一位有愛心的年輕人，非常認同樹華

的草根性，還把她的愛心用在我這位樹華的義工身

上。她本該先下車的，但她卻吩咐司機先送我到旅

館再倒回去送她回家。我在上海的旅館是在大街上

看不到的，隱藏在大院裡面，類似美國的 Bed & 

Breakfast。她一直等到我確認地方無誤才命司機調

頭回去。我在匆忙中只能給了司機二十塊小費。就

這樣，我平安順利的到了旅館，而我的同房已經先

我而到了。 

一直以來我認為我在做幫助人的事，怎麼也沒

想到這幫助人的事竟然會幫助到我己身上來。這不

禁使我想到若不是有那麼多陌生人的捐款又那裡

有獎學金可發﹖這個世界之所以美好就是有人願

意付出，願意向需要幫助的陌生人伸出援手，但願

我們每個人都能多一份愛心對身邊需要幫助的陌

生人伸出温暖的援手。做一個神所使用的天使！ 

樹華義工 柴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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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宰羊 李紡 

「莫宰羊」就是台灣話的「不知道」。 

我們可以聽過無數的道，但其實我們還是屬於

「不知道」的一群，我們也可能滿腹聖經知識，行

事為人卻又讓人覺得我們所高舉的基督信仰彷彿

魏晉時代竹林七賢的空談，為何會這樣？因為我們

沒有將我們的信仰落實到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命

裡。雅各書裡曾說「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同

樣地，信仰若沒有行為的見證都是空談。 

舉個例來說，我們明知宇宙萬物都是

神所造的，我們是否按照神的心意做好環

保？你可能會說環保和信仰是八竿子打

不著的關係，我是不是胡扯一通？聖經雖

沒有明言「小子們！你們要環保」，然而

提摩太後書三章說「叫屬神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我不知原文希

伯來文怎麼寫，但從英文「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推敲，此處講明了屬神

的人要去做善事，不知是否因為中文翻譯本有「預

備」兩字，導致我們很多時候仍處在「預備」狀態。

不肯付諸行動。 

就拿買菜要用環保袋來說吧：我不知被我女兒

罰了多少錢（拿回一個塑膠袋要被罰兩塊錢），有

一次買了菜回到家，才意識到怎麼老毛病沒改，又

忘了帶環保袋出門？趕緊將買回來的菜放在車

庫，偷偷跑到廚房拿了環保袋，再到車庫裡將每一

袋菜換新裝，然後提著它們上到廚房，巧遇女兒，

她笑瞇瞇地稱許「重罰之下必有勇於改過」的媽

媽，然而上帝和我都知道我做了手腳，我是該被罰

錢的。 

再看看我們教會吃飯的情況：從雅芬呼籲大家

要少用紙杯，紙盤，教會三十週年也特別送給弟兄

姐妹銀筷、銀匙到現在已有好幾個月，情況並沒有

改善多少，也許這些人「莫宰羊」環保的重要，也

許這些人認為我小鼻子，小眼睛，小事一椿也浪費

篇幅婆婆媽媽，我仍要大聲疾呼」勿以惡小而為

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請君不要「莫宰羊」我的

苦心。 

我們都知道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是因亞

伯拉罕獻以撒，並非他自動自發要獻上自己的兒

子，乃是他「聽從」神的「指示」與「命令」。這

是我們所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也是每位傳道人都

會提醒他的羊群的信心功課，這事記載在創世記二

十二章。然而在士師記十一章所記載的耶

弗他獻女兒的故事，我聽道這麼多年，從

來沒有一位牧師會傳講他為何會獻上他

的獨生女，更別說要稱頌他的勇於實踐他

的承諾了。何以有此天攘之別的待遇，原

因無它，一個合乎神的心意，一個出自自

己的血氣，違背了神的心意卻「莫宰羊」，

可悲又可惜！ 

實際上教會裡也有這樣的人，自認自

己的靈命高人一等，卻一意孤行，沒有一

顆「受教」的心，我常為他心痛;在聚會中也為他

捏一把汗，深怕他捅出蔞子。這樣的人即使他對聖

經倒背如流，我仍認為他是「莫宰羊」的。 

我公司裡有一位同事叫 Marvin，他是一位道

地的美國白人，因著中國的崛起與強大，很多人喜

歡與中國人或中國的東西掛勾，所以他要求中國同

事給他取個中國名字，沒想到有人給他取了一個名

字：姓馬名「糞」；他也逢人便沾沾自喜地說「我

的名字叫馬糞」，因為他「莫宰羊」馬糞的真意！

生命裡其實我們也犯了很多類似像 Marvin 這樣的

毛病，不是嗎？ 

「莫宰羊」一詞是「不知道」，但如果拆字來

解釋：莫就是「不要」;「宰」是「宰殺」;「羊」

是「聖潔的羔羊」，所以當有人對神的道「莫宰羊」

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憑著愛心呼籲他「莫」–「宰」–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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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怕麻煩嗎？ 傅琳 

當年似信非信時，別人提到禱告，我會想，這

麼多人，這麼多事，上帝管得過來嗎？大小事都跟

祂囉嗦，會不會太麻煩祂？好意思嗎？我對上帝像

對人一樣，好像要求多多時，會欠人太多。能做還

是自己做吧，不要麻煩上帝。 

最近一位慕道友也向我提了類似的問題。我不

禁莞爾一笑，看來不少人像我一樣，有這麼一個過

程。 

我們實在太「客氣」了，也實在將無限的天父

放在了像我們一樣有限的地步。上帝是我們的阿爸

父。祂的愛是無限的；祂的能力是無限的；祂的忍

耐，寬容真是難以言喻的……每一個基督徒都親身

經歷過，體驗過。 

記得當年從幹了 11 年多的旅館轉到現在的醫

院，我從填表開始就禱告，在見工時也禱告：「天

父啊，求你了！是好的，就讓我得著；不好的，就

幫我攔阻。」因為我工作穩定，待遇不錯，只是上

班遠些而已；而新單位要從 on call 開始，一星期

做幾天不知道，收入也不穩定，而且醫療保險也一

下子沒了。所以真的有些無所適從，不知是好還是

不好，不求上帝還真不行。誰知禱告蒙應允，人家

要了我。我一不做二不休地辭了那份穩定工。沒料

到才幹 10 來天，培訓還沒結束，老闆就通知我回

家，因為工會罷工。我只好待在家裡。那邊把好端

端的工辭了，這邊罷工一罷就是幾星期。我真的急

了。我說：「天父啊，不是請示過你了嗎？你也不

攔阻！怎麼會是這種結果呢？」眼淚都出來了……

轉念一想，祂什麼時候沒管過我呢？這種事祂會跟

我開玩笑嗎？祂給我的，一定是好的，急什麼！於

是提起精神，去上班的地方探個究竟。我們頭說，

會叫你來上班的，現在還在亂。反正，我是賴在上

帝身上了，就等吧，最後終於開工了。那一年，雖

說是 on call，賺得錢卻多過原先很多，因為工時不

但沒少，反而加了很多班。至於醫保，那份新工作

害我們全家一年沒保險，但是天父慈愛，保守我們

全家平安。 

我來這個教會快 5 年了，去年第一次參加退修

會。以前我總是顧慮多多------人家都是全家，我是

一人；人家有伴，我無伴，獨來獨往多沒意思，算

了，不去也罷！在佩玉姐的鼓勵下，顧金娣姐妹願

意跟我一間房，我總算第一次去了 Davis。力山夫

婦下午 1 點半接我，我只能上半天班，老闆會同意

嗎？那剩下的活誰幹呢？於是只好「麻煩」天父

了。（現在我是常把麻煩帶給祂的，又知道只管坦

然無懼地到祂的施恩寶座前求）我把這事交在天父

手裡。猜猜看，結果如何？我是又驚又喜！ 

驚的是，天父啊，你真是大而可畏的，大到事

無巨細，你都會管；喜的是，想都想不到的結果。

從星期四下午，我工作的病區，病人開始出院。星

期五早上一上班，發現空病房很多，護士告訴我，

還有幾個病人要走，先不要清潔，等他們走以後 

（他們離開以後的病房另有人清潔，不用我管），

我的病區的房間幾乎空了。我只做了 3 小時就完工

了，還有一小時在磨洋工，我感嘆不已！ 

大事，像家裡著火，神一樣樣幫我理順，使我

們按期搬進新居；小事，像去參加退修會，祂也為

我預備，讓我走得順暢……這輩子點點滴滴的事，

數也數不完。就像有首歌唱的，數算神的恩典，讓

你驚訝跳起來。 

事事依靠神，尋求祂的帶領，祂的旨意，祂不

但不會怪我們「麻煩」，而是會讚許地說：「孩子，

你懂得信靠我，你是有福的！」 

願我們心無旁騖的來到施恩寶座前，拉住阿爸

父的手，按祂的旨意求，祂必定會成全。因為祂顧

念我們，知道我們是有限的，不完美的，會迷路的。

如果祂嫌我們麻煩，誰能在祂面前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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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海   頌揚 

 

我不會忘記，你的愛， 

是無盡的恩典之海， 

 

在那裡，我洗淨被人評價的塵埃， 

在海中，真實的我， 

倘佯，無礙， 

真誠，自在， 

軟弱，但是懂得依賴， 

 

無須受控於別人的期待， 

不再注目自己的好與壞， 

不再扮演，不再偽裝，不再渴望世界的擁戴， 

因你的恩典將我承載， 

用我不配得的白衣為我穿戴， 

 

未曾到過的，不會真明白， 

你那無盡的恩典之海， 

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愛， 

 

神的子民，口渴的人，進前來， 

勇敢躍入這無盡的恩典之海， 

羔羊的寶血，將你買， 

 

從今以後， 

大聲說: 我是蒙愛! 

是啊，我是蒙愛， 

主啊，蒙你接納，蒙你愛， 

小信的人，何需疑猜? 

眼前不是一片， 

無盡的恩典之海!! 

 

我不會忘記，你的愛， 

是無盡的恩典之海， 

過去、現在、未來， 

塗抹我的醜陋、罪惡、掙扎、失敗， 

啊，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愛， 

你那無盡的，無盡的，恩典之海.... 
 

 

除夕二得 黎采 

親子同樂會 

歲首年終不正是除舊佈新的最佳時機嗎？  

陽曆年除夕那天，一早就和女兒把不需要的衣

物打包送到救世軍，舊衣物一離手，覺得我們母女

倆大掃除有成，心中好不輕鬆。 

接著就開心地直奔君玲家，我們四個好姊妹，

三家孩子期待歡度我們的年終同樂會，我們計畫一

起來個親子水餃宴，為二零一零年開心畫下精彩句

點。只見媽媽們七手八腳地切菜拌餡兒，揉麵擀皮

兒；孩子們也沒閒著，他們天馬行空地包出創意十

足的餃子，大夥兒「自食其力」，其樂融融。 

飯後好戲連台，孩子們上樓開始他們的「青年

團契」，媽媽們也不遑多讓，零嘴點心擺滿桌，伴

著滿室茶香，「姊妹會」開鑼登場嘍！天南地北笑

聲低語中，歲數總合過兩百的我們，歡喜享受神所

賜二零一零年的最後一天，我們彼此關懷寬慰，交

託這一年的歡喜和掛寄，身心滌盪，心靈有交流，

生命得激勵，我們好像攜手神遊了一趟「心靈加油

站」。 

黃昏時分，「油」已加飽，儘管依依不捨，該

是再出發的時刻了； 油門輕踏，只待晚上與老公

會合全家圍爐，二零一零年就可以畫上快樂句點

了。 

意外驚嚇曲 

一路娘兒倆說說笑笑，不覺地已轉入教會附近

的 A 街，眼看要過平交道時，車陣慢了下來，說

時遲，那時快，車子竟然猛往前衝，耳旁一聲巨響，

驚慌中看見女兒手撐後頸，我也直覺腰間疼痛，心

中警鈴大響：我被撞了！在緩慢的車陣中，後車竟

然撞上了我！開車二十多年，論經驗，不巧被警察

抓過幾次，倒還從沒被車子撞過，四面黑漆漆的一

片，女兒和我正卡在平交道上，腦中一片空白，手

腳不聽使喚，主啊！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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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先開到路邊！」女兒提醒我。看到對

方停到轉角街邊，我立刻感謝神，他倒沒有一跑了

之，感謝心念一閃，腦袋好像也馬上靈光起來， 

確定我們沒有外傷後，邊叫女兒打電話給爸

爸，邊下車準備找對方交換資料，保險公司教的「教

戰守策」，忽然開始在我腦袋輪轉開來。 

這下才看清楚，對方是位中年女性，車上沒有

同伴，她客氣地道歉 ( 咦，教戰守策不是教大家

不要隨便道歉嗎? )，陪我看車況，讓我對她心中生

好感。但街上光線微弱，哪看得清楚？還是言歸正

傳，先抄對方資料，請雙方保險公司來處理吧。 

什麼？要駕照沒駕照，要行照沒行照，保險資

料只是聊聊幾行字，怎麼沒照劇本演出？「教戰守

策」有教這一條嗎？真不知該如何是好，唯一可抄

的車牌有用嗎？萬一車是偷來的，如果車子需要理

賠，我該找誰去？心裡正作難，忽然聽見對方請我

去她家拿保險資料，但卻絕口不提駕照，我該去

嗎？如果等在她家的不是什麼資料，而是不講理的

壞人，那我該怎麼辦？看著她那張哭花的臉，我可

亂了方寸，又因當時一心害怕日後求償無門，竟把

女兒和我的安危完全拋之腦後，眼看她駕車離去，

我立刻跟神默禱，趕忙上車緊追其後，丈夫在電話

那端急呼女兒，叫我立刻懸崖勒馬，但，來不及了，

她家一轉彎就到了！ 

這麼近？我給嚇醒了，夜幕低垂，街道上無車

無人，我該停哪兒才好，正想走為上策，只見對方

走過來叫我安心，說她兒子正在拿資料。哇！這真

是她家，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屋內終於走出一個年

輕男孩，拿來一張電腦列印的簡單資料，說就是車

保險資料。我已無力再和她講理了，反正跑得了和

尚跑不了廟，女兒剛剛已偷偷照像，足以辨認她

家；看看她，驚恐懊悔全寫在臉上，我自己也精疲

力竭手腳發軟，誠摯地祝福她後，速速奔回我的避

風港。 

回到家後，丈夫先是體貼地確定我們是否平

安，有無內外傷，接著就輕聲責備我，怎麼會做那

麼危險的舉動？他說我應該在現場先打電話給保

險經紀人，請他幫忙處理。誰叫我經驗不足，遇事

驚惶；唉！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第二天，丈夫確定後保險桿只是輕微擦撞，既

然人與車都無大礙，當下我們就決定不追究不索

賠，快樂迎接新年，平撫驚嚇，把這件小意外拋之

腦後。 

愛心接力棒 

哪知，一月底的分區小組聚會，忽然一位姐妹

好心提醒大家小心駕駛，拿出一份交通罰款表，我

不看還好，一看不得了，無照駕駛，重罰；無行照，

也是重罰；無保險，更是重罰。 

除夕夜的車禍又跳進我的思緒，我沒追究，對

方因此逃脫了這一連串的罰罰罰，事後她不但沒有

關心過我車子的損失，連一通道謝的電話也沒有。

儘管理智上寬慰自己，人平安，讓事情過去就是最

大的祝福；儘管句句聖經的話語自耳畔提醒勸慰，

但是不舒服的意念就是揮之不去。 

不斷自問，既然我不要賠償，也沒什麼大損

傷，為什麼我還是過不去，到底我計較的是什麼？

不是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嗎？為什麼想起來就會不

愉快，思緒就這樣被攪擾…… 

有天整理相本，翻到幾年前全家去滑雪的相

片，忽然想起那次也是近黃昏的時候，我們的車竟

然被雪陷住了，試了又試，幾位好心人，甚至連雪

地公園管理員的車都拖不出我們的大卡車，請拖車

救援不知要等多久，正絕望心焦如焚時，一輛巨無

霸型的車突然出現眼前，只見駕駛拿了條鐵鍊綁住

我們的車，加足馬力奮力拖拉，一瞬間我們的車就

脫離了困境，那位駕駛簡直就是天降神兵，是上帝

派來的天使，他拒收我們感激的謝酬，只是笑說：

「願上帝祝福你們！」 

那位好心人，在冰天雪地裡，花時間、花力氣

幫助素昧平生，陷於困境的我們，讓我們真的感覺

遇到了天使，蒙受了奇蹟；這個多年前被愛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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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立時溫暖並溫柔了我的心，因為曾經被愛過，

所以我很樂意把愛傳下去。 

感謝神，保守女兒和我能從這次意外中全身而

退，或許這次的經歷，神並沒有要我學做警察抓違

法的人，也沒有要我學做法官將人定罪，祂只是提

醒我，接續雪地陌生人的愛心接力棒，把愛傳下

去，讓一時困頓的人，有再出發的機會；「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了我們」。有了這樣的領會，整個人頓

時就釋懷了，希望那位女士日後守法駕車，也衷心

祝福她平穩掌握人生路程。 

 

 

 老編的話 

老幹能否發新枝 李紡 

我居然接下「芥菜子」總編輯的大任。我嘛，

當當校對迎刃有餘，總編輯一職，恐怕是「阿婆

生小孩—有得拼了」。 

首先，佩玉教我要學會「求爺爺，告奶奶」

的邀稿工夫。這一期我恩威並重、雙管齊下，稿

件似乎沒有問題，往後的日子，只求弟兄姐妹常

常「動了慈心」，多動筆寫稿，少東家長，西家

短，則「芥菜子」幸甚！咱們教會幸甚也！ 

這一期的主題是「臉書與我」，一則「facebook」

風行一時，它的魅力，讓所有上網者個個「淪陷」，

其中必有故，煩勞志彬弟兄費心寫了一篇有關

「facebook」的介紹，希望有助於大家知道如何使

用 facebook。凱波弟兄曾對我說他都在 facebook

上傳福音，真好啊！我當出想這個主題可能較能

吸引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芥菜子」不僅

可以對外傳福音，引人歸主；向內鞏固弟兄姐妹

的信心；同時增長中文堂與英文堂的溝通與了解

而互相支援。謝謝英文堂貢獻了三篇稿子，大家

不可不看喔！ 

至於我，我是個曾經非常「要臉」，現在卻

不敢「要臉」的人，原因無它，忙也！ 

我們所愛的徐怡霖姐妹已做完人生的功課，

返回天家安息。我們記念她為主所做的工，特別

刊載五篇懷念她的文章，希望大家在拜讀之餘，

特別要感謝神曾經把這樣愛主的姐妹擺在我們中

間，成為我們事奉主的好榜樣。 

謝謝所有辛苦寫稿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辛媽

媽和陳廣耀弟兄，他們愈寫稿愈健康，求主讓他

們藉著寫稿老當益壯。一文做事乾淨俐落，可以

從她打稿速度看出端倪。育如多才多藝，沒有她，

我們的芥菜子出不來，都在此一併致謝了！ 

有一次我去一為會友家，在他家借用了廁

所，看見我們的「芥菜子」就靜靜地待在那兒，

想來它幫助了這一家的主人解決了人生的「大」

問題，也見證了我們的「芥菜子」是進得了廳堂，

也入得了茅房啊！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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