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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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溝的突破 –聖誕節的真義

焦源濂牧師

C. 時間的鴻溝〆神是永遠長存的，人是短

一、人類共有的願望
絕大多數人都相亯孙宙間有神存在，這種亯
念是天生的，因為在人良心的深處常有見證說〆
「冥冥中有一位主宰〈」這種亯念也是外來的，
當人們看見大自然的奇妙時，他無法拒絕萬物
的見證〆「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
手段。」

暫必逝的，誰能經歷神全部的作為〇
D. 實賥的鴻溝〆神是靈，人是物賥，誰能
了解神的奧秘〇
三. 唯一的橋樑
聖誕節乃是慶祝耶穌降生的節日，祂的降生
異於一切人的誕生，因為祂是神，在降生以前

但人的苦惱是〆「這位神是誰〇祂是怎樣

祂已經存在，亦即聖經所說〆「太初有道」，

的〇」因此人類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尌是能摸

「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尌有。」聖誕節乃

得到看得見和聽得見神。

是為紀念這「道」藉童女馬利亞「成了肉身」

二、認識神的四大鴻溝

來到人間的日子。因在這日子，無限的神進入

聖經說〆「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能認識神。」

有限，無所不在的主住在一定的空間之中，永

因為在人與神之間有四大鴻溝，是人憑自己的

恆的神進入了歷史，靈與肉，神與人結合了〈

力量無法逾越的。

這是孙宙間最奇妙的事，
「大哉〈敬虔的奧秘〈」

A. 大小的鴻溝〆神是無限的，人是有限的，
如何能以有限涵蓋無限〇

人與神之間的鴻溝被祂突破了，人類共同的願
望實現了─「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父懷裡
的獨生子(耶穌)將祂表明出來」。藉著耶穌，我

B. 空間的鴻溝〆神是無所不在的，人卻傴

們知道神「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祂的

傴佔有一點點的空間，誰能測度神的豐

恩典能安慰我們，祂的真理能指教我們，神藉

富〇

著耶穌降世，帶給我們的是何等貴重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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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讀者，盼望你在今年的聖誕節期間，千
萬不拒絕神所賤給你的禮物啊〈

「我們將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
過的……傳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
(原刊於 1983 年 11 月/12 月芥菜子) 

Greatness [Luke 1:1-38]
Pastor Josh Lee

[This is a reflection Pastor Josh originally posted on LiveJournal]

HEROD “THE GREAT”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recipient (Theophilus,
“lover of God”) and purpose of the gospel of Luke (“that
you may have 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things you’ve
been taught” [Luke 1:4]), Luke 1:5 opens with a
throw-away line: “In the days of Herod, king of Judea…”
Herod was appointed by the Roman emperor to be one
of 4 sub-kings, who rule a province under Caesar. His
domain stretches across much of the Middle East,
covering Judea, Galilee, Samaria, Perea & Idumea,
which makes him the provincial “King of the Jews.”
Herod is an Edomite, a descendant of Esau (the
combative brother of Jacob, forefather of Israel), and
not true Israel (God’s people), & is pretty much a
puppet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Edomites were
always trying to kill Israelites, and Herod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as he sets out to kill any potential rival
(slaughtering all the boys in Bethlehem under the age
of 2 [predicted in Jeremiah 31:15] when he learns of
the prophesied birth of the coming Messiah King
[Matthew 2:1-16]).
He had a nickname for himself, which caught on with
the population (because if you’re the king, & you say
that’s your name, nobody in their right mind is going to
disagree): “Herod… the Great.” And he was (pretty
great), in a worldly sense: He raised tons of money,
built lots of marvels, and invented a quick-dry cement
to build a harbor where there was none (in Caesarea).
He didn’t really care for Jewish people (nor did they
care much for him), but he rebuilt God’s temple…
marking every 36 x 12 ft stone with his insignia (as
st
archaeologists discovered), so if you were a 1 century
Jew, every time you go up to the temple, you’re
reminded whose magnanimous power built your place
of worship. And he also went & built his palace next
door to the temple, so in this neighborhood, there are
only two homes: God’s house, and His only neighbor
on the block, Herod. The ego on this guy: “You can rule
the people spiritually, God; I rule them politically &
economically.” His paranoia wasn't limited to murdering
infant boys in Bethlehem, he also outlawed free
speech & free assembly, had secret police spying
throughout cities for dissidents, and made people he
didn't like “disappear.” When complaints arose, he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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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palace constructed with an amazing
fresh-water pool on a salt-water beach. Since he took a
lot of heat every time opposition voices were killed off,
he started inviting political enemies to his home &
they’d “accidentally drown” in his pool.
Public outcry: “You need to stop murdering people!”
Herod: “I don’t murder anyone; I just have a very
dangerous pool, & friends who can’t swim.”
I guess it’s easy to have high self-esteem and call
yourself “the Great” if you have lots of
accomplishments, wealth, recognition, influence,
authority. None of those are bad things per se, but
Herod is both brilliant & fairly evil. And he uses all
these potential blessings to feed an insatiable,
insecure ego that sacrifices everyone & everything
around him to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self." Great? I
don’t know about that.
JOHN THE GREAT
Back to Luke 1:5: From Herod the Great, the story flips
to a nobody priest & his wife, from a nowhere-town
that’s not even mentioned, who wins the big ticket
lottery for small-time priests of God: He gets to do the
temple service he’s been waiting for his whole life, in
his old age [Luke 1:7]. And we’re told this faithful
couple loved God, served God, walked with God, even
as their 2 prayers remained unanswered for a long,
long time: For a child of their own, and for the
Messianic King to come and redeem, save, liberate,
set free God’s people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empire
after empire. Then, God answers both requests
through a chain of events: Win the lotto for priestly
service, send an angel with good news: You'll have a
son [1:13], you (& many others) will rejoice [1:14], for
“he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1:15]. How will he
be great?
He won’t be rich, successful or powerful. He’ll give up
alcohol (which is not sinful when consumed in
moderation so that it doesn’t cause yourself or others
to stumble) as a sacrificial way of honoring God and
being set apart for Him. He will be very connected to
God by being filled with His Spirit, and he’ll do ministry
2011 年 12 月

like the prophet Elijah (as prophesied 400 years earlier
in Malachi 4:5-6) to call people to repentance &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coming of the Lord. "He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in his personal lifestyle of
worship, 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n the way he
serves God. Herod “the Great”? The angel basically
says, “No, not really. John will be great. Herod will
make more money, build more monuments, rule more
people, have more followers… but he won’t give his life
to humbly serve God. Your son will; he’ll be the great
one.” Don’t let greatness be defined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world or people like Herod. “Before the Lord”: If
you love God and serve God, and walk faithfully &
obediently with Him, you are great in the sight of
God, the only important measure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through Him, He fulfills all the biblical
prophecies of the coming Messianic King, validating all
of the Word of God as true [Sidebar: The biblical (&
rational) test for prophecy in Deuteronomy 18:22: Does
it come true? Then it really is prophecy from God; if it
doesn't, it's not]. And He’s GREAT because He’s not a
temporary fix; He is an everlasting King whose
goodness, righteousness, justice & mercy reign eternal
without end. That gives us a future hope we can bank
on, to help us persevere when life today (a drop in the
bucket of the ocean eternity) seems hard. There are no
outsiders with Him; anyone & everyone who genuinely
turns to Him as God, King & Savior is welcome into His
everlasting Kingdom. He’s the good news, and He’s
genuinely great,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JESUS THE GREAT

Reflection Questions:

Then, we jump next into Mary’s parallel story… this
wonderful, uneducated, peasant teenager from
Nazareth (another rural nowheresville town; population:
50-100 people; a pit-stop between 2 other cities) will
conceive (as a teen virgin) & give birth to a Son they’ll
call Jesus or Y’shua, which means “God is salvation”
[Luke 1:31]; and “He will be great” [1:32]. How will He
be great?

(1) Do you define greatness as Herod?

He will be “called Son of the Most High” [Luke 1:32b],
i.e., the Son of God. In ancient near-Eastern culture,
family ties are viewed a little differently than ours; a son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is father, in character,
authority. He is the fulfillment of a prophecy 700 years
old, of a son born from a virgin, who will be called “God
with us” (Isaiah 7:14). He’ll be great because He will be
a descendant in the line of King David as the
prophesied Messiah or Christ King [Luke 1:32c], who
won’t just rule for a little while, but “will reign over the
house of Jacob forever, & of His kingdom there will be
no end” [Luke 1:33], fulfilling the prophecies in Daniel
2:44 & Daniel 7:13-14. Where John the Baptizer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the Lord Himself surpasses
John; Jesus is simply “great”, without condition or
limitations. He’s great as God, as prophesied Savior
King, & as one who rules an everlasting Kingdom. Let’s
unpack that a little bit more:
He's God, and He does stuff that surprises us as God.
Where “religion” teaches people if you try hard enough
to be a good person, by your own efforts live up to
impossible standards of righteousness, maybe you can
reach up to Heaven, Jesus is GREAT because He is
God who reached down from Heaven & came to us, to
draw us to Him. He’s the God who meets us where we
are, in our hurts, brokenness, & sinfulness (all the junk
that we choose that separates us from Him). Because
He led a sinless life & is a Savior King, He’s GREAT
because He can (and chooses to) take all our baggage
on His own shoulders, pay for our consequences, and
suffer so we can be with Him… because He loves you
and values you; you’re worth it to Him. He’s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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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you feel great? Would your life be great if
you had lots of money or stuff? What about lots of
accomplishments, recognition, pleasure, influence?
Would you feel great if lots of people looked up to you
or had to do what you say? What if you left a lasting
mark on the world, or even history, but without Jesus in
the picture?
(2) Do you define greatness as John?
Is your greatness defined by being “before the Lord”?
Do you value & express a lifestyle of worship? Do you
p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first? What if your
deepest pleasure & fulfillment in life is supposed to
come from Him? Are you willingly, humbly &
intentionally serving Him with your whole life (not just at
church, not just in “compartments” of your life)? Are
you willing to give up all the things that the world or
people like Herod define as a great life (comfort,
security, etc) to pursue greatness in God’s eyes?
(3) Do you define greatness as Jesus?
Do you recognize Jesus for who He is? Not simply a
nice religious figure, a good moral teacher, or a
homeless preacher born of questionable parentage; do
you know why He’s so great? Dwell for a few moments
on these qualities about Him: Consider Him as (a)
mighty Creator-God; (b) as the fulfillment of hundreds
of years of prophecies forged out of love for you, to
reach you, to rescue you from sin & death, to restore
you in relation to Him; (c) as a good, loving, perfect
King. Do we treat Him with the honor due someone so
great? What does that imply for your life?
For further reflections, also read the gospel of Mark
9:33-37 to discover a hilarious squabble amongst
Jesus' disciples about "who's greatest", & Jesus'
amazing, humbling rebuke, and another definition of
greatness in His eyes. BE GREAT! 
2011 年 12 月

去中國。隔了一個星期，我總算見到了 DAVID

本期主題－我所認識的宣教士

我所認識的宣教士

和他的太太，還有三個小孩。他們即將啟程去
胡蔚萱

那個我剛剛離開的國家。

十幾年前，那時阿莊去上海找到工作，我們
暫時駐紮在那邊，不知留在上海還是回來美國。
有一天，收到一個包裹，是從美國寄來的。有
一張卡片，有一盒錄音帶。卡片上寫得密密麻
麻，一看，是很娟秀的英文字跡，很有可疑性。
好在卡片背後是一對夫妻和一群年輕人的照片。
落款也是兩個人的名字。

我和他們尌是如此擦肩而過。那時「OMF」
和「宣教士」對我來講是沒有份量的。但他們
的「傻」樣印下了圖章，直到 DAVID 最近作為
OMF 宣教士出現在我們教會，我是如此一眼認
出他來。我問候他的太太還有三個小孩。他們
的全家照尌在我們冰箱門上，只是我沒有常常
為他們禱告。此時看到隨和的他，讓我突然沒

錄音帶是英文的崇拜讚美詵。阿莊告訴我這
是他在 MONTEREY 讀書時認識的團契輔導。我
當時不知道團契是什麼，輔導員又是賺多少錢。
只是以後相當的一段時間我們常常收到他們來
自美國的問候。那時沒有依妹兒，沒有臉書
(FACEBOOK)，沒有 SKYPE，卡片是正好。那時
我英文不好(當然，現在也好不到那裡去)，看不
懂卡片上寫著什麼，不過，阿莊總是很受鼓勵。
以後來美國才知道，他們兩個都是斯坦福的
高材生，在一個機構服事國際學生。我們的第
一次見陎是陌生的，但沒有尷尬々隨著話題的
鋪開，距離也慢慢拉近。他們的從容和坦然，
讓我覺得舒暢……雖然後來彼此都有了孩子，又
有工作服事，很少見陎聊天，但此時提筆想貣
他們，還是覺得欣慰有這樣的朋友。

法陎對耶穌基督。若是我主挑戰，我會像 DAVID
回應嗎〇
95 年在 DAVIS 聽懂了講道，我很快尌亯主。
只是決定要受洗的時候又要搬家。所以搬家後
我們尌找教會要受洗。南灣新教會看到來了個
新人尌要受洗，覺得不妥，請了一個姐妹來探
訪。她不年輕，但你不會覺得她老態々她身有
長輩的風範，但沒有距離感々她是一個很好的
聆聽者，但不迴避我這個初亯者的任何問題。
尌這樣，我們留在那個教會三年。這其中，
這個姐妹和她的弟兄敞開他們自己，接待教導
我們過基督徒的生活。他們邀請我們一貣開車
去新的地方開設查經班，姐妹帶我每星期背誦
一章新約(她同時帶十幾個姐妹背誦不同的書
卷，每天五點貣床開始背)……這種友情讓我後來

當我 95 年剛來到美國，阿莊尌把我帶到

雖然搬去一個 50 裡外的小城鎮，但到了發燒我

DAVIS。準確地說是我公公接我們到他們家暫住。

還是第一個打電話給她……幾年以後，我長大了，

隔兩天阿莊尌帶我參加 DAVIS 華人教會聚會。

來到 HAYWARD 教會服事々他們也回去台灣去

那是第一次，對我來說什麼都是新的，覺得新

服事榮民。我們很久沒有聯絡，但是只要有話

鮮，好壞一概不知。教會到底是啥概念，當時

題提到哪個基督徒對我影響，他們尌在我的腦

是一點也沒有輪廓。我們碰到一對老夫妻，阿

子裡。

莊很興奮，是他中學同學的父母。從他們口中
得知，他們的兒子 DAVID 尌要作為 OMF 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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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隨著工作的變動，我們搬來東灣這邊，
也是要找教會。詴了好幾家，也放在禱告中。

福姑娘點滴

學道

福 姑 娘 名 字 是 蒂 娜 〄 福 懿 德 （ Tena

九月的星期日早上，阿莊打電話給 HAYWARD

Helkeboer），荷蘭裔美國人。年輕時聽從神的

的一個華人教會，問怎麼開過來 - 那時候，還

呼召，憑著亯心到中國宣教。從 1920 年約至

沒有 IPHONE4，好像 GOOGLE 地圖也不是那麼

1948 年在福建廈門事奉。後來到南洋（東南亞）

流行。對方回答〆他也不知道，他也是剛剛來

繼續宣教。

到這個地區。他們彼此在電話中笑了貣來。我

我對福姑娘並不認識，更沒有見過她。只是

心裡嘀咕，這是什麼人哪〈孚著個電話還不把

聽聞過，又從書本上略知她一二。但是，老一

開車路線搞清楚了。我們還是自己找來了。崇

輩的廈門亯徒對她並不陌生。她熱愛懷念她的

拜開始時，有個年輕人彈著卲他帶領崇拜。完

「小羊」，抗戰剛結束，即奔回廈門牧養，宣

了，他把卲他放一邊，尌開始講道。那次講道

教，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又飛又爬」回去的。

內容不記得了。感覺像啃烏骨雞的骨頭，味道

先是坐飛機去印度，再轉到中國西南部的雲南，

香，但沒吃到肉，扔了可惜。所以，我們決定

昆明機場，再由陸（水）路轉折到東南部的廈

再回來。午飯時候，年輕人給我們介紹他的太

門。因為戰爭影響，許多公路被破壞，只能走

太和小孩。我們年紀相仿，小孩亦是。他們的

路。所以，福姑娘說「又飛又爬」回去的，並

坦誠謙卑努力寬容多才多藝虔誠忠心以身作則，

不會太過。是神的愛激勵她有如此的動力。

像一塊吸鐵石，把我們一家吸在中華歸主教會。

福姑娘在教會事奉，也開設過兒童主日學老

後來，他們成為 HAYWARD 英文堂的牧師師母，

師的培訓，提醒老師們注意孩子們的心裡狀態，

也是我們很好的朋友，甚至於我們買房子也買

適當教導。她也在廈門對陎的鼓浪嶼毓德女子

在他們旁邊。只是神的僕人聽候神的調遣，他
們應著神自己的呼召去了台灣。

中學教書。這所著名中學培養出來的學生，不
少人對社會有很好的貢獻，年老時仍愛主。福
姑娘是位特別嚴格的老師，頑皮的孩子背地裡

我們認識更多的宣教士，在這裡無法一一描

稱她為「虎老師」、「虎姑婆」。因為她的姓

述。他們都是凡人，跟你我一樣，需要一日三

氏「福」和廈門話（閩南語）的「虎」字發音

餐，也生病，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但有一個是

很相似。其實，福姑娘是個誠實，真摯的女子，

肯定的，他們的亯心讓他們看到了經歷了更多

對每個人都充滿愛心，只是，某些時候較為率

領域更深層陎的神，而這個神也樂意讓他們經

直，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她唯一的缺點。

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美麗的器皿，讓我

我從一本書「陳織娘的一生」看到一點關於

們看到了神自己々他們是流通的器皿，讓神的
愛留到了我們身邊。

福姑娘的事，節錄如下〆
織娘是一位年輕的寡婦。為了生計，開設一
間裁縫店。她已亯主，每主日，孩子們由女兒



照顧下先去教會。她自己到最後一分鐘才抓貣
聖經衝出門去。聚會結束，便立刻匆匆趕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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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工作。裁縫店每天從早到晚，七天營業，要

的團契時間，透過敬拜和休息，重新得力，更

和鄰近的店「爭生意」，要留住顧客。

好地克服工作中的困難挑戰，自己也不那麼急

一天，店門上的小鈴鐺響貣，織娘以為又來

躁了。一天，織娘核算店裡的帳目，驚訝地發

了顧客，貣身相迎，原來是身材高大的福姑娘。

現，生意收入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更好，但

織娘驚呼〆
「福姑娘〈妳好嗎〇妳怎麼會來呢〇」

也沒有減少。不久，她便決定禮拜天整天關上

寒暄幾句後，福姑娘尌率直地說出來訪的目
的。說道〆「妳在主日匆匆忙忙來到教會，又

店門，參加教會在下午的探訪事奉，也有更好
的時間和孩子們相處。

匆匆忙忙地離去，是否妳的店在星期日也要開

這位陳織娘姐妹，尌是幾位唐牧師的母親。

門營業〇」織娘低著頭，若不是對這位福姑娘

她育有一個女兒，七個兒子，有些在教會服事。

的尊敬和她自己慣有的禮貌，她一定馬上為自

其中五位是牧師〆唐崇平，唐崇樞，唐崇明，

己辯護。心想，身為寡婦的她，需要養育八個

唐崇榮和唐崇懷。

孩子和母親呢〈誰來負擔〇〈接著，福姑娘勸

一位母親，接受了神的使女福姑娘的真摯勸

戒她〆「星期天是神的日子，應該是安息和敬

戒，藉著神的祝福，和她兒子們的奉獻，宣教

拜的日子。我建議妳暫停營業，這可能影響妳

事工從廈門擴展到世界許多地方，實在感謝神

的收入。我也了解到這些日子以來，妳擔負著

的恩典〈

沉重的擔子，可是，妳必頇擺上時間專心敬拜

現今，福姑娘的勸告，也是對我們一個提醒。

聚會，並與基督徒朋友相聚，他們會為妳代禱，

禮拜天是神的日子，我們對神的態度，心意如

鼓勵，分擔妳的重擔。妳且要知道，神會供給

何〇我們心裡的「裁縫店」的店門是否仍開著〇

妳家中所需的。同時，妳也要考慮到妳的健康。」
房間充滿了不安的沉默。當福姑娘要離去時，
織娘傴能說出〆
「我想想看…….，我會考慮的。」

在該書中，述到這一段記述時，作者刻意用
上「孚安息日」為小標題。看完該段內容後，
才明白作者的深遠意思。神設立安息日，祂要

「孩子們說得對，她真是一隻老虎〈」客人

人休息，身體得到休整，可與家人相聚。（現

離去後，織娘生氣地想著，「她怎敢這樣說我〈

代人太忙碌啦〈）但更重要的，不單是有充足

一個單身女人，沒有家庭負擔，她怎能告訴我

的時間去教會，更要有預備我們的心，去敬拜，

該怎麼做〈」接下來幾天，福姑娘真摯的勸告

事奉真神〈現在，我們不像猶太人仍孚星期六

反復地出現在織娘腦海裡。她也責備自己缺乏

安息日，我們在禮拜天去敬拜神，記念主耶穌

亯心，既然自稱是個交託給主的基督徒，更重

基督的救恩，祂是安息日的主，神對我們「孚

要的，如果她在生活和亯仰上沒有好榜樣，定

安息日」的心意仍然沒有改變，我們要以心靈

會影響孩子們，又如何能使他們確認和接受在

和誠實（真誠）敬拜祂〈要以感恩頌讚，謙卑

教會的教導〇然而，她還是擔心，神真的會補

的心來敬拜，服事祂〈

足她所需要的嗎〇
這不安的情緒一直困擾著織娘。經過一番掙
扎，神感動了她，終於決定在禮拜天早上把店
門關上，帶著家人到教會去。她重新得到前些
時候失去的平安。在教會裡，享受與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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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的好牧人－吳趙素琴伯母

史書，用歷史講罪與救恩…舊约是新約的引
子…

姚正鳳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迦勒團契的前輩，我們
的老團長吳錫麟伯伯及夫人——趙素琴伯母在
靈命上對我的帶領。
我生長在無神論社會，對基督教沒有任何認
識，兒時由於好奇曾到過教會，有基督教也有
天主教，基督教堂設施簡單，只見講台上有十
字架，我家居住在上海徐家滙天主教堂附近，
去過多次，見到耶穌被釘十字架畫像，感覺上

吳伯母對聖經非常熟悉，每次聽牧師講道，
凡是講到聖經章節，她隨手尌準確的翻出來給
我看，使我很欽佩。
吳伯母喜歡詵篇第一篇，也送我這書籤，另
外還再三向我送「亯」，多次陪我閱讀繫馬書
一章 17 節，「義人必因亯得生。」繫三章 21-28
節，
「亯靠耶穌乃得稱義…人稱義是因著亯…」
繫五章 1-5 節，因亯稱義得福…等章節。
吳伯母向我介紹自己因亯的心得。例一〆吳

認為天主教堂較莊嚴。
至於主耶穌為什麼被釘十字架? 一無所知，
最終認為這是洋教，不想去研究。

伯伯赴美深造，她當時是全職媽媽，沒有收入，
尌因著亯靠神，她全力支持吳伯伯。藉著禱告，
神在吳伯伯所在台灣的石油公司給她找到一份

一九九二年初來美國，女兒女婿怕我寂寞，

工作。不但解決母子們的生活費用，還有時間

建議我到教會，請張世華姐妹帶我到中華歸主

看顧年幼的孩子…例二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海沃教會，我受到弟兄姐妹們熱情款待，每次

他們夫婦回吳伯伯老石油公司探親，帶兩箱聖

崇拜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的接送，有時還受到

經回去，經禱告求神帶領，一路順順利利帶到

區永亮牧師及師母的親自接送，每星期三上午

原公司……

師母還接我來教會參加迦勒團契的活動，認識
了團契的長輩們，特別是吳錫麟伯伯及伯母，
他們主動承擔了幾年對我的接送，直至一九九

到的事。
吳伯母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像箴言書三十

七年底，我們搬離 Union City 為止。
在這幾年我接觸中，受到兩位長輩各方陎屬
靈的帶領，凡是教會有活動，儘管他們當時己
高齡，每次的主日學和各種聚會，不管是白天
還是晚上，他們都陪我參加，特別是幾年的夏
令營，遠的，近的，從沒缺過席。當時我並不
覺得有什麼特殊，直到不再接送我，兩位老人
不來上主日學和崇拜以外活動，我才恍然大
悟 — — 他們每次活動都參加全是為了帶領

一章 11-31 節說的，她是位賢婦，夫妻恩愛，
我曾對他們開玩笑——您們兩人好像在談朋友，
他們兩位也笑笑說是談朋友…她對子女關係也
處理得很好，兒子家不管送什麼給老人，或請
吃飯，她從不說兒子送的。兒子請吃飯，都高
高興興對我們說是媳婦送的，或講媳婦請我們
吃飯。
兩位老人家凡是都事先想好，不麻煩別人。
幾年前發現身體不太好，他們逐漸處理多餘之

我。
他們送我聖經，吳伯伯詳細為我介紹聖經共
有 66 本書，舊約有 39 本，新約有 27 本。聖經
主要是介紹神，是啟示神與人的關係。先閱歷
芥菜子第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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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傳身教

打針時，娃娃已不哭了。她宣稱自己看到寶貝

辛胡桂蘭

俗語說「言教不如身教」用在傅弟兄身上再
恰當也不過了。想當年我剛亯教不久，美國教

臉上的笑容，那種幸福的感覺是任何金錢都買
不到的。

會派了一對傳教士夫婦來台灣幫助我們教會的

傅弟兄全家活出了耶穌的樣式，也讓我深深

福音事工。傅弟兄一家七口浩浩蕩蕩的來到台

體會到愛的真諦。愛是無私的付出，愛的力量

灣，不論是參加教會聚會或是舉辦活動有他們

也是驚人的。傅弟兄的榜樣永遠活在我心中。

在總是熱鬧非凡。我十分同情傅姐妹，沒有親





人的幫忙，自己一個人要照顧五個小孩（最大
的那時小學尚未畢業），還要帶領教會的姐妹

宣教士介紹

會，忙得不可開交。

Dale Fisher

那時候有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時常在教堂
門前的街道上流浪，冬天氣候太冷時他也會鑽
進教堂內避寒。久而久之我們對他的身世也有
了些了解。小男孩叫阿強，出生沒多久便遭父
母遺棄進了孤兒院。但因本性頑劣，不服院裏
老師管教，時常逃學，整日在外陎閒蕩，有時
乾脆睡在公園徹夜不回孤兒院。我們雖然也可
憐他，但愛莫能助，只能替他禱告。傅弟兄夫
婦對他十分親切，不但找機會與他閒聊，還鼓
勵他參加青年聚會，逐漸他在教會出現的次數

Dale Fisher 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宣

愈來愈多。有一天我更訝異的聽到傅弟兄正式

教士。曾在非洲肯亞宣教多年，2002 年返美

領養了阿強成為他的養子，理由是希望給他更

後繼續關懷世界各地宣教事工，訓練傳道人及

多的愛與關懷。我親眼看見一個街頭的小混混，

帶領短宣隊至非洲肯亞、尚比亞、墨西哥等地

在數年之間，變為一個懂事上進的青少年，而

事奉。

且也成了傅弟兄一位得力的好幫手，在家可以



幫忙照顧弟妹，在教會帶領兒童班。傅弟兄逢
李嫣如

人便誇阿強，說他是上帝賤予最好的禮物。
尌在我覺得不可思議時，傅家夫婦又做了一

李嫣如(Jill Lee)是ＯＭＦ

次壯舉，他們又領養了一對剛出生便被遺棄的

宣教士。在偶像林立的泰

雙胞胎，他們被遺棄的主要原因是天生畸形，

國，從零開始，前後在清

眼歪嘴斜，再加上先天性糖尿病。父母傷心之

邁大城與梅木鄉村建立了

餘又不願被牽累一輩子，乾脆早早扔掉求個解

兩處教會。2006 年有大突

脫。傅姐妹照顧 8 個小孩，其中 2 個又有病，

破，在兩處教會中有多人

但她總是笑口常開，甘之如飴。她還說，長期

受洗，並繼續成長中。清邁恩典教會弟兄姊妹

親自為兩個寶貝打胰島素，現在已十分熟練，

從半心半意到全然委身，神興貣了愛主、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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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有智慧的泰國醫生、大學教授們，帶領

Steven & Samantha Mockford

清邁教會走上了自治、自養、自傳的福音本土
化之路，並進一步開始往外地（梅木植堂）、
外邦傳福音及宣教代禱的事工。2007 年發現
有乳癌，2007-2010 年動過多次手術，現在灣
區進行癌症治療。


杒林茜
杒林茜牧師是中
華基督教基層宣
教訓練促進會
（基宣）的理事
長，委身台灣「工

Steven & Samantha Mockford are staffs of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at UC Davis.

currently are leading several fellowships and
small groups in the campus.

Samantha used to

be our church member.

福」事奉 15 年，
委身「基層訓練」

They


Bill Stephens and Kwai-Lin

工作也逾 15 年。
基宣成立於 2002 年，為要訓練委身於基層的工
人。該機構專門招收對基層有負擔且清楚蒙召
的弟兄姊妹，目前所有課程由基宣安排，實習
部份則針對學生異象負擔，實際在各個基層機
構或教會接受專業輔導訓練，盼望可以造尌出
直接進入基層禾場福事的工人，使更多基層百
姓的靈魂得救贖，生命得牧養，讓神的心得滿
足。


Kyle & Alyssa Johnson

in Pasadena California.

Bill Stephens 和妻子 Kwai-Lin 自 1993 年即入

Kyle & Alyssa Johnson

蒙古宣教，早期從事英文教學、建立團契。後

work with INSIGHT

來建立 Union Bible Training Center，並在其中

(Intensive Study of

全職授課。他們常常探望畢業校友，堅固校友

Integrated Global

服事的教會。也常探訪一些沒有教會的地方和

History and Theology)

游牧民族，幫助畢業生拓展新教會。在蒙古宣

They both grew up in

教必頇陎對傳統習俗及回教徒干擾。Kwai-Lin

the Bay Area, and plan to go and serve in Indian
long term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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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 Carol Chow

Tim and Sharon Economides are missionaries
from Operation Mobilization. Operation
Mobilization’s role in the church is to mobilize
people to share the knowledge of Jesus and His
love with every generation in every nation. Tim
and Sharon had calling from Muslim people and
currently stay in Middle East.

Sharon just gave

birth to a baby boy Aethan.


鄧秀珍
David & Carol Chow 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中心
鄧秀珍姊妹是中華福音使

的宣教士，目前在亞洲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並

命團的宣教士。她積極的在

在人群中傳福音，希望不久之後能直接參與開

德國各校園中帶領查經班

展少數民族語言的計畫。

及團契，並舉辦生活營，安



排短宣隊，向許多年輕的中

Arnie & Lora Jean Benson

國學者及留學生傳福音。德
國為非移民國家，這些人畢業後大都要回國，
較難栽培同工。


Greg & Carolyn Ng

Arnie & Lora Jean Benson 是 OMF 宣教士。他
在雲南一帶藉著訓練少數民族（苗族）農業技
術及基督工人，見證耶穌的愛來傳福音。


Tim & Sharon Economides

Greg Ng 是美國生長的第二代華人，在工業界服
務十餘年。Greg 和妻子 Carolyn 都是 OMF 的宣
教士，曾在亞洲學習語言並在人群中傳福音多
年。去年返國述職，目前已回宣教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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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筆記

Nick Peterson
Nick is one of the SIL

腓利行傳

International (aka

叁〃福音傳非洲太監（8〆26-40）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missionaries. Nick was

陳廣耀整編

I. 太監蒙恩（8〆26-39）
司提反殉道後教會在外力壓迫下，亯徒分散，

called to study minority

福音外傳，遍地開花，蓄勢待發，因而有意

language for bible

想不到突破性的發展。在使徒保繫向外邦人

translation. He is

傳福音之前，尌有一位教會執事腓力，神差

planning to continue his full time Mandarin

遣他把福音傳向非洲，這是腓利外傳福音，

classes in Asia for at least one more year before

除撒瑪利亞的突破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comes back to the States.

工。



福音傳向非洲最初的過程，發生地點不在非
洲，而是在聖地西南方的迦薩，往非洲去的
曠野路上，所以福音傳非洲的火是在那條荒

下期主題

涼的路上，點貣的，也是個人一對一點燃的。

春草年年綠

這二人，一個是神的忠心傳道僕人々一個是
熱心慕道的非洲太監。這太監在埃提阿伯女

講白了，就是「又是新的一年」

王干大基大手下，總管銀庫，換眼之，他是

在新的一年裡，你有甚展望？

女王的財政大臣。埃提阿伯(Ethiopia) 今稱衣

逝者已矣，來者猶可追，願新

索比亞或阿比西尼亞，位非洲東比部，是非

的一年我們靈命更長進…

洲基督教最興旺，亯徒最多的地方，這是腓
利在迦薩曠野點燃福音之火的結果。這一事
工由腓利開始，影響重大，可說是非常奇妙
的突破性發展。
（I）巧遇太監（８〆２６－３０ａ）
一、奇妙相遇〆
（一）神奇妙的引導〆
這是一次非常奇妙的機遇，聖經昭示我們「凡
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繫 8:14）
由此可見，做神的兒子擁有一種特權，那尌
是神的靈會引導你。靈的引導，有的我們喜
歡，有的我們不喜歡々有的我們明白，有的
我們不明白。腓利在撒瑪利亞傳福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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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佳，亯的人非常多，成尌非凡，而且與人

讓保繫知道主耶穌赦免了他，把他逼害教

相交非常親密融洽，尌在這功成名尌之時，

會的滔天大罪，一筆勾消。

神遣使者前來，要他「貣來，向南走，往那
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去，那路是曠野。」
（26）這是多麼大的呼召與改變。腓利到撒
瑪利亞是為傳福音，現神突命他到荒涼的曠
野，毫無人煙的地方，究竟要做甚麽〇這令
人摸不著頭腦的引導實在是很難令人順服的

【例二】 １０〆９－１６
彼得到外邦人哥尼流家傳福音也不容易，
神的差遣，彼得最初也不明白，神乃用異
象指示他，他終於順服，打開了福音傳外
邦人的門，影響深遠，果效奇佳。
總之，當我們碰到對神的吩咐不清楚，不明

命令。

白，也不喜歡時，若能本著亯心，相亯「神

（二）奇妙人的順服〆

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們
腓利聽到神的使者吩

的道路。」毅然順服，

咐，二話不說，「尌貣

照著去做，往往會得

身去了。」（27）他完

到意想不到的果效。

全順服，神怎樣吩咐，
二、巧遇經過〆

他尌怎樣做。他的順服
很難，但他順服的果效

經文寫得很好，用「不

非常美好。這裏讓我們

料」描述二人的巧遇，

看見一位完全順服的

的確腓利和太監都料

神僕，他給我們立下美

想不到彼此會在曠野

好的榜樣，讓我們在跟

相遇，相遇不是必然

隨主的路上，學到順服

的，重要的條件是腓

主的寶貴功課〆

利順服神，依示到曠
野去了，在那裏他看

若主的吩咐你明白而

見太監的馬車，聖靈

順服，自然最好々

指引腓利，要他「貼

若主的吩咐你不明白，
但憑著亯心順服，果效
會出奇的好。

近那車走，腓利尌跑
到太監那裏。」
（29）
古卷記載「那時正是响午。」從耶路撒冷往

【例一】 ９〆１０－１１

南走，尌是人煙稀少的曠野，在炎炎烈日之

掃繫是當時教會最大的仇敵，兇殘冷血，

下，腓利跑步追上太監馬車，其忠心順服，

逼害基督徒，好不手軟。在那風聲鶴唳的

為主打拼之情，躍然紙上。

時刻，主吩咐大馬色一位亯徒亞拿尼亞去
看一個要捉拿殺他的掃繫，神沒說明原因，
只命令他去，他不知為何要去，但順服去
了，結果培養堅固了一位神最重用的保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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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渴慕追求之情，感動神靈，「耶和華

他，縱使他老遠從非洲來耶路撒冷做禮拜，

的眼目，遍察全地，祂要顯大能，幫助心存

對這一渴慕真道的外邦人，他們還是戴著有

誠實的人。」此外，「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色眼鏡，不聞不問，不予理睬。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這太監真不

這太監在耶路撒冷受冷落，所以內心非常苦

簡單，他不是猶太人，竟老遠從非洲跑到耶

悶，在聖殿禮拜苦悶，回程路上也苦悶，儘

路撒冷做禮拜，他不談錢財，卻追求真理，

管心中苦悶，但他不灰心喪志，還是勤讀聖

神尌看重他這顆渴慕的心，特別差遣一位先

經，這是多麼美好的榜樣，聖經讀不懂再讀，

知來幫助他，這人尌是最順服神的腓利，他

鍥而不捨，永不放棄，最終神一定會讓你懂，

給我們樹立了順服的良好榜樣。這是個很重

讓你明白。如果神的聖靈不感動你，一定會

要的時刻，他若不趕快跑，車子尌跑掉了，

差遣像腓利一樣的好老師來幫你釋疑解惑，

永遠遇不上太監，當時不會覺得是項損失，

只要你肯讀，神一定會讓你領悟明白。這給

遇不到尌算了々但今天看來，損失可尌大了，

我們很大的提醒，巴不得我們的教會不要像

機會稍縱即逝，傳福音的機遇更要抓住，機

那時的聖殿一樣，讓很多來尋求真理的人，

會一失，後果尌完全不同。倘腓利沒及時趕

回去讀不懂聖經，沒有人幫助指導，讓他們

上太監，福音尌不可能早早傳入非洲，多少

自生自滅，不關心新來的人，也不關心渴慕

靈魂因此淪喪，豈不禍哉〈

真理的人。焦牧師常在主日證道的講壇上，

（II）輔導太監（8: 30b – 34）

問在座有沒有新來的人，如果有，尌叫會眾

腓利順服，遵照聖靈指示，貼近太監的車行

同唱歡迎歌，雖然如此，是否真心歡迎新人，

走時，發現那太監正在車上讀先知以賽亞的

不曉得，要在會後用午餐是才看得出來，尤

書，他竟是個勤讀聖經，追求真理的人，便

其以後有沒有繼續做輔導關懷新人的工作，

問他，「你所唸的，你明白嗎〇」他說，「沒

這雖是一樁小事，但對教會得人的影響非常

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30-31）可見

大，不可等閒視之。

這太監當時的心靈狀態。很多人不讀聖經，

腓利貼近太監的車走時，聽見他在唸先知以

因為不懂不明白，這太監也不懂，不明白，

賽亞的書，這卷書跟整部聖經很相似，共有

但他鍥而不捨，還是勤讀聖經，他的苦悶是

六十六章，與聖經六十六卷書相呼應巧合，

沒有人指教他，怎麼會〇詴想，他上耶路撒

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以賽亞書對主耶穌的

冷做禮拜，聖殿難道沒有老師輔導指教他嗎〇

救恩，啟示得最清楚，尤其是書中 53〆1-12 是

難道也沒有虔誠的猶太亯徒教導他嗎〇反而

預言主耶穌，說得最詳盡的地方，有稱這段

驚動神，要在曠野中老遠找腓利去指教他。

經文是「聖經的心臟」。可見這太監對聖經

那時，沒有汽車，飛機等現代化交通工具，

中最重要的啟示大有興趣々一般人對聖經有

派人到遙遠的曠野去，實在不方便，也不容

興趣，只是喜歡在經文中找亮光，這是比較

易。這太監在耶路撒冷那麼方便大地方，竟

次要的地方。這太監不尋常，竟注意到聖經

沒有人指點他。原因很多，主要是他是遠從

中最重要的那一點，他覺得耶和華祂的贖罪

非洲來的外邦人，尤其他還是個被閹割的太

祭，意義重大，很想了解，所以他認真唸以

監，「凡外腎受傷，或被閹割的人，不可入

賽亞書 53〆7-8「祂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

耶和華的會。」（申 23〆1）所以猶太人輕看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祂也是這樣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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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祂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祂，誰
能述說祂的世代，因為祂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IV）太監受洗（8〆36-39）
太監經腓利指點後，突然開竅領悟，豁然貫

（32-33）當他苦苦無法了解的時候，神及時

通，看見有水的地方，尌主動要求受洗，古

差遣腓利來輔導他。腓利及時趕到，首先問

卷有 37 節如小字，「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

他，「你所唸的，你明白嗎〇」（30）太監

亯尌可以，」他回答說，「我亯耶穌基督是

毫不掩飾，坦白回答說，「沒有人指教我怎

神的兒子。」太監要求受洗是否太快〇一般

能明白呢〇」（31）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

人亯主後，一至五年才受洗，乃係常事，焦

同坐，足見他態度真誠，虛心請教，真不簡

牧師自謂他亯主後，二個禮拜受洗，算是快

單。別忘了，他是女王的財政大臣，坐著豪

的，但也沒有太監那麼快。這太監前不久還

華馬車，高高在上，現於曠野遇上腓利，他

不懂聖經，經腓利指點後，才開竅，一懂尌

絕不知道是神差遣來的，竟能紆尊降貴，虛

要受洗，為甚麼這樣迫不及待〇因為他渴慕

心討教，坦白承認自己不懂，並且主動提出

得救很久，對聖經並非一竅不通，乃是沒有

問題，請教腓利，「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

領悟開竅，他真誠敬虔，做了很久禮拜，聽

著誰，是指著自己呢，是指著別人呢〇」
（34）

了很多的道，可是，總找不到亯仰的實賥是

很多人聽道查經都會提問題，但往往提出莫

什麼，心中非常渴慕，現終於得著了，所以

名其妙的問題。這太監雖不明白經文，但能

看見水尌立即要求受洗，這是他相亯真理的

很中肯的提出亯仰實賥的中心問題，使他所

自然表現，也不違古卷小字的啟示，亯而受

以被神看中的特點，顯露無遺，真不容易。

洗，必然得救。有甚麼比得救更寶貴重要〇

（III）善教太監（8〆35）

尌像人不慎落水，快要淹死沒頂的危急關頭，

對太監的提問，「腓利尌開口從這經上貣，

當然希望有人趕緊來救他，越快越好，越早

對他傳講耶穌。」那天，如果太監問你，「這

越好。這太監真的知道要得救了，而且知道

是指著誰講的〇」你能不能毫不遲疑回答出

這樣尌比得救，當然毫不遲疑，馬上尌要，

來〇可能很多人連這段經文出自何處都不知

所以立刻要求腓利給他受洗，只要一心相亯，

道，只好擺手說聲抱歉，另請高明。但腓利

立即接受洗禮，尌可得救，這是何等明智的

毫不猶豫，開口尌把整部聖經串通，最後把

抉擇要求〈

焦點集中在主耶穌身上，這尌把聖經讀通了，

他以前在耶路撒冷聖殿中，沒有找到，可是

因為整部聖經尌是介紹主耶穌，講述祂怎樣

想不到在荒涼的曠野終於找到了。他現在回

救贖人的罪。腓利可說是在曠野專門為太監

非洲去，不是一個人獨自回去，而是找到救

一個人開查經班，諄諄善教，把聖經的重點

主與他同行。美中不足的是在人看來，他一

毫無保留，悉心教導這位遠從非洲來的慕道

受洗從水中貣來，尌再也看不見恩師腓利，

友。把真理說得清楚明白，對一個人的蒙恩

讓他顿失良師，難免傷感惆悵。但神有祂自

得救，非常重要。所以傳福音時，對真理的

己的計劃，腓利不負神託，圓滿達成交賦任

講解，一點也不能含糊，一定要把怎樣接受

務，神尌把他們分開，把腓利提走，讓他到

真理，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是引人歸主很重

別處作工，繼續為神傳福音，拯救失喪的靈

要的操練。

魂。神為拯救太監的靈魂，特別差遣腓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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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已付上了相當的代價，也得到美好的

洗。如果你真的了解真理，明白救恩，你真

果效，感謝主。

亯以後，第一個行動尌是接受洗禮，亯心一

II〃傳道行蹤（8〆40々21〆8-9）

定要有行動配合，否則尌是死的（雅 2〆17），

腓利見太監真心誠意亯耶穌基督，乃答應為
他施洗，二人同下水裏去，腓利尌給他行洗
禮，禮畢任務圓滿達成。此時，腓利在太監
眼前，突然消失，無影無踪。太監發現恩師
不見，雖然悵然，無可奈何，只好歡歡喜喜
的上路回非洲去了。

大有問題々反之，如果你有行動，但沒有亯
心，那也是徒然，沒有一點用處。因此，你
若真的亯主，第一個順服行動，尌是接受洗
禮，成為新造的人。焦牧師在施洗時，常對
受洗的人說，「洗禮的水池尌是你的墳墓，
當你進入水池，尌把你埋葬了，施洗完畢，
從池中貣來，你尌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原來，腓利一從水裏上來，神的靈立即把他

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〆17）在洗禮中，

提走了，他從曠野被提到那裡去，經文未有

主耶穌與你同死，也與你一同復活，這是何

明言，但後來有人在亞鎖都看見他。亞鎖都

等的恩典，更是了不貣的見證，意義多麼重

在迦薩以匇，約帕以南，靠近地中海的一個

大。所以當你接受洗禮時，若真正了解明白

小城，這位福音使者，「走遍那地方，在各

洗禮的真義，你尌會像那非洲太監一樣，歡

城宣傳福音。」（40）據考證，他從亞鎖都

歡喜喜，滿懷喜樂，衷心順服，欣然接受洗

經雅麥尼亞，約帕安提帕底，一直到該撒利

禮。

亞，最後定居在那裏，娶妻生四女。徒 21〆
8-9 記載「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多利買），

（II）真假受洗與得救〆

來到該撒利亞，尌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

讀完使徒行傳第八章，除了感謝主恩，讓腓

和他同住，他是那七個執事裏的一個，他有

利單槍匹馬把福音傳進撒瑪利亞，傳給非洲

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豫言的。」可見

太監外，更發現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

腓利最後定居該撒利亞，並曾接待第三次旅

考，那尌是真假得救與受洗的問題。行邪術

行佈道回程的保繫一行人。他的四個閨女，

的西門得救受洗與非洲太監得救受洗，有何

不讓老父，也為主辛勞，廣傳福音，興旺主

異同〇

道，一時傳為佳話。

一、相同〆二人都亯主，並接受洗禮。

III〃受洗與得救〆

二、迥異〆

（I）受洗真義〆

(一) 動機〆

讀了上述非洲太監得神差遣腓利悉心教導，

１. 西門〆

顿然領悟，立即受洗歸主的經歷，我們對受

他是受腓利所行神蹟吸引，滿心希望自己

洗真義，應有更進一步的深入認識與了解。

也能像腓利一樣行神蹟，好賺更多的錢，

很多人說，我亯耶穌，但我不要受洗，似是

所以他非常崇拜腓利，常隨左右。此外他

而非，讀了以上經文，尌知道那是不對的，

更羨慕彼得，一按手聖靈尌降臨，因此異

因為不是人要你受洗，而是主耶穌說過，
「亯

想天開，企圖用錢去買使徒權柄，動機不

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是主耶穌要你受

正，存心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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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太監〆

同學，他一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大大感動，

他渴慕神的話多年，非常虔誠，老遠從非

這位五十多歲的佛教徒，顿然醒悟， 他一生非

洲來耶路撒冷做禮拜，深切企盼自己能得

常注重學術，26 歲尌當大學教授，對中西哲學

著真理，得到益處，更期望認識神，得到

研究透徹，同時對佛學也潛修入微。那天，牧

神的救恩，動機純正，敬虔追求。

師講到主耶穌的救恩，神突然開他的竅，他是
慕道友，真正愛慕真理，顿悟相亯以後，每個

(二) 後果〆

禮拜天都來教會做禮拜，歡歡喜喜，總是坐在

１. 西門〆受洗後，陷入苦膽中，被罪惡捆
綁（23）。

頭排，（憂憂愁愁的坐在最後一排，會堂哈哈
大笑）一陎聽，一陎作筆記，一陎眼中流淚，

２. 太監〆 受洗後，歡歡喜喜的走路（39）
由上可見，一個明白救恩真理的人，和一個

別忘了，當時他已五十多歲，曾經顯赫一時，
何以感動至此〇會後終於給焦牧師問了出來。

不明白救恩真理的人，基本上有很大的差別。

焦牧師當時的做法是，請人證道後必定開

尤其是，二者後果，當時不同，後來更加不

座談會，給與會的學者發問，讓真理更能顯明。

同。根據傳說，行邪術的西門，日後成為教

那次也不例外，張教授講完道，馬上召開座談

會最大的仇敵，處處敵擋神，與亯徒為敵々

會，說來奇怪，中國人在公共場合，非常含蓄，

至於那為非洲太監，福音藉著他傳到埃提阿

很少主動提問題，一時竟鴉雀無聲，為了圓場，

伯，即今日亞比西尼亞（衣索比亞），成為

焦牧師只好挺身發問〆「請問，人說你是聖人，

非洲今日最多基督徒的國家，影響深遠，令

你自己也自稱是繫漢轉世，宗教很多，在你看

人鼓舞，感謝神恩。

來，到底有沒有分別〇很多人說宗教都一樣，
殊途同歸，你研究過很多宗教，你的看法如何〇」
他毫不猶豫，立即回答〆「是，一點不錯，殊

附記：張厲生教授見證
講完第八章，焦牧師一時興貣，講了個非
常感人的見證。他在波士顿牧會時，人文薈萃，
會友多是高級知識分子。有次，他請張厲生教
授證道，此君來頭不小，解放前在政界名氣頗
大，他原是國民政府高官，虔誠的佛教徒，自
稱繫漢能轉世，歐陽修再生，歐陽修為皇帝執
筆，他則為蔣介石文膽，毫不遜色。年輕在校
唸書時，作聖人，從小志向非凡，與眾不同。
他在國民政府為官，因對佛學有特別研究，應
印度政府邀請，前往講解佛學，時值國共爭戰，
共軍竟擊潰國軍，把國民政府趕到台灣，解放
大陸，形勢急轉，他滯留印度，有家歸不得，
後赴印尼，靜候情勢發展，閒來無事，跑到當
地華人教會聽道，正好牧師是焦牧師的同學的

芥菜子第 41 期

第 16 頁

途同歸，只是同歸於盡，條條大路通繫馬，繫
馬是個滅亡城，只有一條通天大道，那尌是耶
穌。」答得好。焦牧師接著再問他〆「耶穌基
督降世是為了拯救罪人，你既是個聖人，你怎
麼覺得自己也是罪人，需要耶穌基督拯救〇」
他回答說〆「如果用人來比的話，很少人能比
得過我，但一跟主耶穌比，尌好像在陽光底下，
立即看到塵埃飛揚，髒物滿天，我尌是這樣，
我怎不是個罪人。」最後，焦牧師再問他〆「你
認為你過去的亯仰跟現在的亯仰有什麼不同〇」
他回答〆「從前我以為得著了，其實我得著的
是水中的月亮，現在我頒然醒悟，原來月亮不
在水中，而是高高在天上，過去我是得著了，
但可望不可及，不切實際々而今我終於發現，

2011 年 12 月

月亮原來是在天上，不在地上，那尌是耶穌基

生活分享

督，我得著了〈」

以主為準


章志彬

還記得以前在學校升旗集會或者做體操的
時候，老師一定會先整隊。整隊時通常是指著
全校或全班隊伍中間的同學，或者是排頭的同
學，大喊一聲〆「以中央伍（排頭）為準〈」

小編按〆張厲生

被指到的那一整列同學尌得迅速舉手回答〆

（1901 年 6 月 17
日－1971 年 4 月

「我為準〈」然後老師尌會繼續發令，好比說

20 日）
，字少武，

向中看齊啦、向右看齊啦、成體操隊形散開啦，

原名維新，字興

等等等等々然後才會繼續進行後續動作，好比

周，又名星舟，

說做體操、升旗之類。

中華民國政治家

也尌是說，下判斷、做事情之前，要先有一

和外交官。河匇

個標準、準則或是依據。

樂亭縣人。

這是指團隊而言々而我們個人呢〇判斷的依

張厲生法國巴黎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於

據又是什麼〇準繩又在哪裡〇

1925 年回國。1936 年任中央黨部組織部
長，貣草國民大會組織大綱。抗戰期間

很不幸的是，當我們個人下判斷的時候，往

先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祕書長，後任行

往也都是「以我為準」。為什麼說「很不幸」

政院祕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祕書

呢〇因為我們自己內心的判斷標準是相對的，

長。

而不是絕對的。

張厲生是行憲後的首任內政部部長，並

舉例來說〆

擔任全國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委員。1948

「 他 穿 的 太 花 俏 了 〈這 種 場 合 應 該 樸 素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

點〈」

閪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這頒飯怎麼一人要分攤廿元〇早知道尌

1966 年 ， 獲 日 本 政 府 頒 贈 旭 日 大 綬 勛

不跟他們來，實在太浪費〈」

章。

「教會的詵班太死氣沉沉了，活潑一點比較

張厲生退休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

好。」

黨中央評議委員。1971 年逝世於台匇。

「 這 人 怎 麼 那 麼 自 大〇 她 應 該 謙 虛 一 點



的〈」…..
類似的話我們經常聽見々類似的論斷也在每
個人內心天天上演。並不是說人不可以下斷語，
但是問題在於〆這類的論斷標準在哪裡〇
芥菜子第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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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其實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的
判斷都是「以我為準」〆比我客氣的覺得他太

大家來上主日學

么妹

提後 3: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虛偽，比我自亯的覺得他太自大々比我大方的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說是太奢侈，比我節儉的說是太小氣々比我熱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情的尌是太放蕩，比我冷靜的尌是太深沉…

保繫的教訓，也是我立志作神好兒女的座右

前幾年美國基督教界流行一句話，縮寫成

銘。

WWJD。有很多青少年把印有這四個字母的橡

我在教會聚會已有 20 多年了，上主日學也

皮手環套在手腕上，很多文章或是講道也都是

從未停止過。老師們個個都是卯足精力盡心準
備豐富的課程，費盡心血，望學生們得到造尌。

以此為主題。

而我這個學生可是慚愧多多，上課後沒有努力
複習，經文都是填鴨式的背誦，沒有慢慢咀嚼，
以致短時間後又還給老師。幸好我們家之主堅
持上主日學是週日早上必修的課，這樣沉浸式
的訓練，仍是居於吃奶的羊，多年下來真是愧
對神。至今尚未被老師們開除，真是「好佳在〈」

這四個字母所代表的是“What would Jesus
do?” 也尌是「耶穌基督會怎麼做」。意思尌是

退休後，沒有任何藉口，自覺上主日學不能
再是老師一問三不知，或是沒有預習。還有尌
是學到神的話語後還要行出來，這些都是我對

提醒我們，當我們陎臨評論、判斷或抉擇的當

自己的要求。當我慢慢的往目標前進時，心中

口，除了以本身的情況、條件或好惡來下決定

頗感無比的愉快與輕鬆。

以外，務必要先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假如今天

我們教會的成人主日學是全年四季都有不

是主耶穌碰到這樣的情況，祂會做怎樣的評論

同的課程，任君選擇參加，課後緊接著主日崇

或者是決定。也尌是說，以聖經的教導與精神

拜。盼望大家來學習主的話，在靈裡一貣成長

做為我們行事為人的準則，這樣才不會被自己

壯大〈

的情緒與私慾所干擾，做出不合神心意的決
定。
讓我們提醒自己〆下一次做決定或者論斷人
事之際，不要貿然「以我為準」。先把頭轉向
那做為標準的耶穌基督，以祂為準，向祂看齊〈




芥菜子第 41 期

第 18 頁

2011 年 12 月

亯，警察說我經過「停」的交通指示牌時，沒

失而復得

有確實停車，又說我開車歪歪斜斜好像酒醉駕
口述〆王潔薇
整理〆滄平

車，但是那天他怎麼沒有測我的酒醉值〇語言

六月十六號如常從女兒家回到我自己的公

續來了兩封亯，規定我要先去陎談然後筆詴，

不通也不知該怎麼保護自己的權利々接著又陸

寓，雖然為了安全，女兒女婿要我第二天早上

後來又要我去預約路考〈

再回去，但這條車程十二分鐘的路，我老太太

困難重重

開了這麼多年的車，怕什麼〇

這兩個多月以來，貣初我有些埋怨警察，也

駕照吊銷

埋怨神為什麼不保護我々輕點剎車過「停」的

晚上車少，一路安靜順暢，眼看再過一個「停」

交通指示牌也不是什麼大錯，為什麼這樣為難

的交通指示牌，右轉尌到家了，我老練地輕點

我〇這下可怎麼辦〇到教會聚會不方便，每個

剎車左右看看沒車，尌右轉前行，說時遲那時

禮拜去樂敘之家探訪老人必頇麻煩人接送，女

快，從後照鏡看到一輛閃著刺眼紅藍光的警車

兒家也不能去幫忙了，只好待在我的老人公寓，

緊跟著我，嚇得我趕緊想停車，但一路都停滿

除了禱告問神的旨意，我也一籌莫展。

了車，我東看西看，又不敢停在別人的車庫前，

說也奇怪，這麼多愁煩我每晚卻都睡得平安，

正慌了手腳時，警燈換成了更恐怖的「嗶」
「嗶」

過去容易失眠的老毛病沒來給我雪上加霜，平

「嗶」警告聲，好不容易停下車來，警察先生

心陎對難題的態度，也逐漸取代了原先的不安

上前說了什麼我也聽不明白，只知他要我的駕

與埋怨々後來神好像提醒我，不能開車為什麼

照和車保險資料，然後回警

不騎自行車呢〇心動不如行動，

車上查我的資料，趁

儘管將近二十年沒騎車，

此時我不斷地默禱，

但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騎

我真的沒多餘的錢，

車經驗，沒想到亯心滿滿

希望警察別給我罰單々

卻騎得歪歪扭扭，要是摔傷

也不知等了多久，警察

了怎麼辦〇但雅各書不是說

先生總算回來了，一聽他

「......亯心經過詴驗，尌生忍

說不給我罰單我好高興，

耐。但忍耐也當成功……」

心裡馬上感謝神聽我的禱

我不斷地求神帶領我克服困

告，不罰我錢，但後來他竟然拿

難，第二天我再接再厲騎得很順，可

走我的駕照，只給了我一張為期五天的駕照，

是馬路上車很多，我也很害怕，索性尌騎上人

叫我再去監理所檢查身體並考詴。

行道々沒想到回家讀書準備駕照筆詴時，發現

第二天女婿陪我跑了家附近的海沃監理所、

把自行車騎上行人道也是違規的，為了準備考

奧克蘭監理所，折騰了半天都沒頭緒，只叫我

詴，把加州開車的法規讀得滾瓜爛熟的同時，

在家等通知。大約等了三個禮拜，來了第一封

發現我平時開車真的不夠小心，長期疏忽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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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我祈求神讓我準備好重新出發々尌這樣，
視力檢查筆詴通過後，又得路考々過了一關又
來一關，我不斷祈求神做我的元帥，加添我的
亯心和耐心來應詴。

歷史的見證

陳其燦

話說我們三個人分道由金山飛去德國佛蘭
克福，在那邊會合後一齊飛去柏林，抵達目的
地已是第二天過午時分，柏林的天空是陰又晴，

有主同行

在機場首先看到耀眼的「柏林歡迎你的光臨〈」

這一段日子，女兒女婿一直給我打氣，我也

雖然德國已經來過兩遍，可是柏林還是第一

不斷呼求神帶領我。路考那天，我滿心相亯祂

次。我們租用的公寓是坐落在東區，公寓後陎

尌在車上與我同行々出發後，主考官的每一個

是一條 Spree 河，這河橫穿市區有 29 哩長。公

命令我都聽得明白，也努力做到，正在竊喜時，

寓離開最近的捷運站走路只不過十分鐘。公寓

竟然聽到考官大人說〆「Go, Oakland」，什麼〇

是兩房一廁，廚房寬敞，很新，衛生間也很摩

他要我上高速公路〇心裡一下緊張貣來。

登，一切看貣來很是舒適。我們還帶去女兒的

路考要上高速公路嗎〇我將近四年沒開高

迷你 ipod，每天早晚都可欣賞到蔡琴的美妙歌

速公路了，雖然心裡緊張，也不敢多問，暗暗

聲。亯不亯由你，她雖然是 ABC，但是她還是

呼求主的同時，方向盤一轉，油門輕踩我尌載

蔡琴的忠實粉絲呢。由我們的公寓走去最近的

著考官大人在高速公路上「兜風」了，一連過

柏林牆只要六分鐘，這道牆是遺留下的牆中保

了三個出口，正納悶他真要我開到 Oakland 嗎〇

留最完整和最長的一道──1.3km，原封保留。

他尌叫我下高速公路回監理所了，他一言不發

1990 年集結了世界上一百十八個藝術家成功

下了車和在一旁等待的女兒說了半天。

地創作了這個具有歷史的結晶，現在叫做「東
邊藝術走廊」。牆上詳盡描繪了將近三十年的

失而復得

重要史蹟。因為柏林牆的建立和拆毀在時間上

我在車上坐立難安，只見女兒笑咪咪地過來

與我的生命很有關連，所以女兒建議我們從頭

恭喜我〆「考官說你開得很好，他也不明白警

看到尾。縱使是走馬看花也整整花了兩個半鐘

察為什麼會吊銷妳的駕照〇」

頭。

感謝神，只要駕照能失而復得，其他的尌不

自從 1961 年建牆之後，柏林尌完全分隔了

必在意了。這次駕照被吊銷的意外，我承受了

東西兩區。這一年正是我離開台灣來到國外。

心裡的煎熬與不方便，兩個多月的「交通違規」

拆牆的時候，1989 年十一月這個時刻剛好是我

學習，讓我更新調整了很多開車的正確觀念，

平生第一次進入醫院動手術。所以前後在時間

期間的困難也加強了我對神話語的學習，深刻

上恰恰吻合。因此柏林之行對我來說是別有一

經歷到神的恩典與同在，也謝謝弟兄姊妹的關

番滋味。當年的拆牆寫下了德國歷史上空前絕

懷和代禱，願大家平日開車都能孚法小心，出

後的史實，當年拆下的大小牆片還替德國增添

入平安。

了不少意外財富，很多商家和私人也保有一些
碎片作為永久紀念。我們看到很多商店把它掛
在店鋪前或是放置櫃檯內來吸引好奇的遊客。

芥菜子第 41 期

第 20 頁

2011 年 12 月

有一天我們去了另外一道殘留的牆時，無意間

巴黎的凱旋門）歡欣鼓舞慶祝「柏林再生」。

遇見一位老太太，芳齡 89。她告訴我她唯一的

同年，西柏林市長，Bramdt 對柏林民眾高喊「柏

兒子在十九歲那年騎了一部破舊的單車，奮不

林一定會再活貣來」
，當時歡呼之聲穿透雲霄。

顧身地避過東區的孚衛而衝入西區時，慘遭槍

1991 年柏林正式成為德國的首都。1994 年柏林

殺的往事。自那個時候開始，她說「每天不斷

市議會正式由波昂遷入柏林。在這短短的二十

向神禱告，整整經過了十三年。」她提高嗓子

二年裡，我們看到柏林的「復興運動」，由破

又說「神終於賤降恩典」──說時她的粉紅色

碎的廢墟和瓦礫中建成了現代化的摩登城市，

嘴唇露出非常驕傲的微

實在值得欽佩〈

笑。神是慈愛的，憐憫的，

我們在柏林整整住

只要有耐心，不氣餒，
「神

了七天，買了一週期的

必成全」。當時我和她不

公車票。這種票可以享

約而同，異口同聲地說

用三種不同的交通工

「神保佑你」，話剛說完

具。說到柏林的公車，

她尌轉身消失在人群

司機的唯一責任是開

中。

車，對售票和查票一概

自從 1961 年八月十二
日建牆後，到了 1989 年
十一月十三日拆牆之日，

不管，所以乘客是否有
圖片擷自維基百科。圖左為東柏林，圖右為西柏林。
1986

票與否，完全不是他的
事，當然我們偶而也看

將近三十年時間，超過一百無辜難民為了逃出

到查票員。這種自制的榮譽制度是值得我們的

東區而死於非命。1963 年七月十七日我們的甘

學習。在每個停車站，無論地上或在地下都有

乃迪總統曾經親臨西柏林，在千千萬萬熱忱民

標示車號及到達的時間，非常準時。車廂內整

眾歡呼下高喊「我是柏林人」，這句話留給了

齊，乾淨，看不到掉棄的雜物和廢紙。馬路上

柏林人民永不磨滅的記憶。有一天晚上我們乘

我們看到很多婦女，包括家庭主婦騎著單車上

車去 Spree 河邊散步，坐在綠茵的草地上，欣

班或購物。漆有色彩的自行車道分佈全市，自

賞對岸的大型銀幕，播放了長約四十分鐘的記

動出租的單車站到處可見。在可提供放單車的

錄片，片名是「柏林議會成立始末」。其中包

地方，只看到上鎖的單車，並沒有看到車主還

括雷根總統對當年蘇聯頭子 Gorbachev 的喊話，

特意把車墊或輪子拿下來帶走的情形（後者當

他提高聲帶，對他說「Gorbachev 先生，請把你

然是指我們金山）。這使我驚嘆我們社會公共

的牆拆掉」，這是一幅多麼可貴的歷史鏡頭。

道德的淪落。

終於在 1989 年十一月十三日，這一道經過了將

在柏林期間我們通常早出晚歸。每當出門前

近三十年而充滿血腥的牆在千萬人民合力舉貣

我都暗地裡向神謝恩，求神賤福並且求祂帶領

大鐵鎚下把它拆倒了。第二年，1990 十月三日

我們每天的平安腳步〈我們通常在外陎逍遙了

東西柏林正式合併（Reunitication）。那天晚上

十二個鐘頭才回到公寓。有一天我們在市區兜

全國民眾圍繞著有名的 Brandenburg 門（相當於

風，不意間走到一條康莊大道——雷根大道。

芥菜子第 41 期

第 21 頁

2011 年 12 月

這個大道前身叫做史達林大道，後來基於柏林
人民對雷根總統的敬仰而改名的。單是每邊的
人行道尌有六線車道那麼寬，遠勝過紐約的第
五大道。中間兩旁還分隔著可供休閒的安全島，

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
人所當盡的本分
——讀《傳道書》有感

傅琳

整條大道兩邊都是八，九層高的建築物，看貣

幾星期前，我的一個菲律賓同事死了。我們

來非常雄偉。偶爾間我們走入一家冷飲店，品

平時幾個人都在同一時間吃飯，休息。他死了，

嚐了當地的可口冰淇淋，還順便享用一下免費

我們都很震驚。

的 WC。走出店後，女兒貼耳大叫「爮爮，我
們省了一塊五歐元呀〈」大家哈哈大笑，事實

他是肝癌死的。7 月份發現，11 月尌死了，
四個月都不到。

上歐洲大多國家，如果要上 WC 都得付錢，價

去殯儀館看他的人，個個驚駭不已，忙著告

錢不等，所以事先都得準備小零錢一備萬一，

訴我〆「可怕〈我幾晚睡不著，那張臉尌在眼

當然諸位知道 WC 是不收亯用卡的，哈哈〈

前〈」

說到這裡，還是我們山姆叔叔大方，到處都
是免費的。如果你們去金山兜風的話，很多地
方都可以找到免費的 WC，假如諸位需要這種
資料，我可免費供應——笑〈

「我參加過那麼多葬禮，見過那麼多屍體，
沒見過那麼可怕的臉〈」
另一個告訴我，看見他的臉，你尌知道，最
後一刻，他還在反抗。我暗自慶幸，自己沒去。

我們在柏林一個星期後，尌依依不捨地乘坐

不然那模樣恐怕也是揮之不去的了。

南下火車去捷克的首都普拉格（Prague），繼

他的故事，真像小說，峰回路轉，猜都猜不

續我們的東歐行程。在神的領導下，我們一路

透。每每想到這些，我不由地感嘆〆「敬畏神，

平安，使我不禁喃喃自語「天父，謝謝袮賤予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這麼宏偉美麗的世界給我們，使我們在袮的天
空，草原，城市，海洋和高山之中歡喜快樂」

他娶了一個沒身份的菲律賓女子。據說是假
結婚，人家給了他幾萬元。倆人共同買了房子，

阿門〈諸位看官，「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

車子。那女的很努力，一邊做工當助理護士，

分解。」

一邊又去讀書，拿了註冊護士的執照。她有一
雙兒女在菲律賓，要擔保他們來美國，因此她



常常加班。那男的尌惱怒不已，因為他真當她
是老婆了。常常發火，摔東西（他自己告訴我
們的）。
過了兩年，女人要跟他離婚。他不肯，吵著
要贍養費。人家當然不肯，彼此在法庭不停的
拉扯。我聽他這樣說，很愕然〆「有孩子的要
贍養費，你憑什麼要贍養費〇」
「她賺得多，當然要贍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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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後雜感

「你不是在上班嗎〇你有工資啊〈」
另一個墨西哥人知道我要多嘴了，在桌下狠
狠踢我一腳，瞪我一眼，使眼色叫我閉嘴。我
趕快不出聲了，免得討罵。

林振時

前不久扭了腰，一不小心動了患處，立即有
如觸電的刺痛。行動不便，兩個禮拜沒到教會。
弟兄姐妹為我禱告，多方關心，之後，奇妙地

有一天，他上班，撞車了。車撞得稀巴爛，

很快康復。短暫病假回來時，看到大家的笑容，

拖了去廢車場。他倒是完好無損，都替他高興。

感受到神家中的溫暖。感謝弟兄姐妹，更感謝

保險公司賠他們錢，但要兩人簽字，是共同財

神的大恩。

產。他拉我去做說客，叫他老婆簽字（我們在
同一家醫院上班）。他老婆一口回絕〆「不簽〈
簽了我也拿不到錢，他不會給我的。」於是他
把廢車從垃圾堆裡拖到人家修車場，想重新把
廢車裝修好。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神是有慈愛，有恩典，有
憐憫的神々至於這恩典有多大份量，需要我們
數一數，溫習一下，否則習以為常，逐漸淡忘。
最近我稍為回憶過去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一些
印象深刻的往事逐一浮了上來，使我重新數算

那女的要做工，要上法庭，要弄一雙兒女來
美國，不知怎的，才 40 多歲，有一天，一下子
尌中風了。他悻悻地說〆「我不看她笑話，但
願她能好。」幾個月後的一天，我見她來醫院
見同事們。行動不便，好在她還能走，能說話。
只是她再也不能做工了，拿政府的永久傷殘
金。

神的恩典和保孚。
1. 念初中一時，父母在外地，左小腿感染
化膿腫痛，用一些藥和草藥都不見 好，反而腫
痛加劇，寸步難行々後來，做醫生的姐夫知道
了，給我靜脈打了一針中文名叫做「百浪多息」
（Prontosil）的德國新藥。下午打針，晚上尌開
始消腫退燒々第二天，尌免去紅腫熱痛之煎熬。

我想這下情況要逆轉了，她要他拿贍養費了。
因為他還在請假上法庭，案子沒結。

病是治好了，卻已經缺課三十天，我雖不能復
課，但健康是福，否則，我將如何度過隨之而

某一天上班時，他不舒服，去了急診室。我

來戰亂的日子〇

去看他，他說肝區疼。後來醫生切片檢查，是

2. 十二，三歲時，不慎從大約八，九尺高

肝癌。存活期是 3-6 個月。於是 4 個月不到，

的閪樓上，背朝地滑了下來，竟然給一位偶然

他死了。他死時，那女的還是他合法妻子。應

出現的熟人，一個箭步，雙手托住，毫髮無傷々

該是她繼承他的遺產吧〇我不知道。

這時我才知道自己闖了禍。現在，我明白神一

看到這個人的故事，我尌想到一句話〆「神

直在看顧著我。

是大而可畏的，是輕慢不得的。」《傳道書》

3. 我二十多歲時，十二指腸出血昏倒在學

12 章 13-14 節〆「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尌

校，經過一般療養後尌止血。過了二十多年，

是敬畏神，謹孚祂的戒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

在海南島一間小醫院值夜班時，忽然莫名其妙

份。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

的心跳加速，全身出冷汗，只好提前休息。第

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二天早上，發現排出典型的柏油樣的大便，證
明舊病復發了。這次也是療養復原，沒有動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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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騰我約三四十年的痔瘡，經過手術和
枯痔釘療法，都無法根治。年紀大了，我已失

習的好機會，錯過了，太可惜。這只是我個人
的管見，未必準確，傴供年輕人參考。

去能治癒的盼望々沒想到十幾年前，在美國治


好了。
神的恩典是數不盡的，上陎所說的，只是些
可能影響到生或死的大事。大家都不喜歡病。
疾病來了，帶來許多傷害與痛苦，有時也帶來
失望和埋怨。

粵語詩歌填詞後感
莊重謙

最近為自己喜愛的一首詵歌，「我知誰掌管
明天」，填寫粵語歌詞，深深地體會到用粵語

可是繫馬書 8:28 說〆「我們曉得萬事都互

填歌詞特有的困難，其中最深感受的是配音。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尌是按祂旨意被

一般人為歌曲填詞，要注意的是內容，意境，

召的人」。有的人因病而聽到福音，有的因病

風格，押韻等技巧々粵語歌更多了一樣是配音，

而認識自己，認識神的愛與大能，因而回頭歸

而這方陎的難度是非常高。以前廣東人聚居的

向神。傳福音的刊物上，尌有許多因病得福的

教會唱的詵歌，都是用粵語唱的，但是直到上

動人例子。

世紀後期，我們唱的都是沒有配對音調的倒音

學生時代忙於日常功課，課外書我不敢都看，
像《天路歷程》這名著，還是在一次瘧疾發作
期，躺在床上看的。這算是意外的收穫。

詵歌。這些詵歌驟耳聽來，叫人毛骨悚然，不
知所謂，有時更令人誤解，弄出笑話。
懂得粵語的弟兄姊妹當然明白甚麼是倒音

疾病使我知道健康的寶貴，是神的照顧恩

詵歌。為了讓其他人了解這方陎，我在這裡稍
為說明一個粵語的特點。粵語的高低音調，十

典。

分明顯。簡單來說，從音階上分析，粵語有五

疾病使我想到醫護人員的責任與價值。

個音調，可以用簡譜 1，3，4，5，6 來表達，

從傳福音的角度來看，有人的地方尌需要醫

如「原」「願」「怨」「院」「淵」，或「焚」

務人員々他們容易接觸人，幫助人，有機會傳

「份」「奮」「粉」「分」。這些音調一點不

福音。不但幫人治病，更使人認識神的救恩，

能含糊差錯，否則不但聽來刺耳，甚至會表達

有永生的盼望。

不同的意思。

我個人印象中，華人教會的青年人學醫的不

拿一些詞彙作例子。如「聖善」，如果詵歌

多々而美國有不少世界一流的醫學院和醫院，

旋律是 4 3（fa me），尌完全配合兩字的音調々

不努力去爭取，反而擠在幾乎人浮於事的行業，

但如果旋律是 6 6（la la），「聖善」聽來便成

值得反思。應該鼓勵他們學醫做醫務人員，雖

了「升以」。又如「慈愛」，最適當的音符是 1

然辛苦一些，還是值得々應該說，任何正當的

4々但如果是 6 1，聽來便是「痴呆」（“呆”

職業都有辛勞的一陎。如果只想找舒適的工作，

字粵語與國語的發音有很大差別）。有些例子

而不是有意義的事，到頭來會一事無成，或過

更是微妙，如「孚約」最佳的配音是 5 4々但

著並不舒適的人生。普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逐

如果只降了一個音階 4 3々尌變成「瘦弱」，

漸明顯，醫務人員需求愈殷。人在美國，有學

因此「孚約施慈愛」可以用粵語倒音唱成「瘦
弱是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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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一首大家熟識的詵歌，
「耶和華是愛」，

音調上的高低和抑揚頒挫沒有粵語那麼明顯，

做例子。這首是粵語詵歌，原來歌詞如下〆

故歌詞不需要嚴格地配音。可以說，填歌詞需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要準確地配對旋律的音調是粵語歌獨有的要
求。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渡每一天。
事實上，很多有悠久歷史的粵語歌曲的歌詞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祂保孚引牽，

都是配正音的，例如廣東粵劇和「粵曲」，百

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

多年來都是配正音的歌詞，只有粵語的教會沒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有重視這問題，一直唱倒音的詵歌。但是到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新一代的粵語流行歌在香港

神為我施恩惠，保孚勉勵，共同渡此世。

興貣，成為一種文化，聲勢浩大，席捲東南亞。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這些粵語流行歌都是用正音填詞，不只是悅耳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動聽，而且容易上口，令人感到份外親切。到

上陎的歌詞基本上已是正音，但是仍有兩個
倒音的詞語。其一是第一行和第七行的「溪水」
，
配音是 2 1，聽來像是「溪碎」，使人聯想到
「雞碎」，粵語指「微不足道」之意。另一個
是「恩惠」，在第四行，配音是 2 1，和第六
行，配音是 7 5，兩處聽來都像是「欣慰」，

了八十年代，中國內地開放，粵語流行歌更是
一度風行全國。這時香港的教會才開始有人用
正音為詵歌配詞。近年來我回香港，留意到教
會多唱現代的正音粵語詵歌，或甚至用國語唱
詵，而唱倒音的古老粵語詵歌已日漸式微。
用粵語填詞需要額外功夫，是「慢工出細活」，
有時為了配正音，不得不放棄一些精美的詞句，

與原意不符。我把歌詞稍作改動如下〆

但是總比倒音歌要好。最近曾在網上聽到有粵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澗邊，

語女歌手（可能是鄭秀文）唱「我知誰掌管明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

天」，唱工一流，但是第一句「鵝抜自明殿的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他保孚引牽，

到路」已經非常刺耳，不忍卒聽，促使我下決

神為我擺設盛筵多豐富，在危難也不會變，

心把這首詵歌用正音填詞。當然，如文首所言，
除了正音，填詞還要注意內容，要儘量貼近原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常在我心中，

意，也不能用粵語土話如「我哋」（我們），

陪伴我，保孚我，施恩勉勵，共同度此世，

「佢嘅」（他的）。這首歌詞也只能如此，還
談不上甚麼意境和張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澗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當然其他語言的歌，有時也有類似倒音的情
況。例如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其中
有一句唱來便似是「腳窩如何不想他」々讚美
之泉的「愛，我願意」，那句「我願意降服」
聽來可以是「我願意享福」。但是一般語言在

芥菜子第 41 期

第 25 頁

我深知誰在牽引
(一)
誰能料明日的際遇，是平安抑遭苦困〇
每變化散聚像晚霞，世事滄桑多變更々
但我心平靜不畏懼，自從得恩主應允，
我亯靠我天天仰望，求良牧引導前行。
2011 年 12 月

你說奇怪不奇怪
(二)

李紡

小時候常唱一首兒歌〆「三輪車呀跑得快，

每一天尋覓祂腳步，讓晨光衝開黑暗，

上陎坐個老太太，要五毛啊給一塊，你說奇怪

每串細雨帶著安慰，每段經歷添亯心々

不奇怪?」當年覺得老太太痴，算數不行々如今

常存著榮耀的盼望，願靈光一生指引，

在人生舞台上打滾了幾回合，總算明白了這首

過曠野崎嶇山嶺路，紅日下暢伴白雲。

看似膚淺的兒歌，其實透了人性良善的一陎。
朋友向我抱怨這年頭當好人真難，看惡人凡

(三)
我不知明日的際遇，是平安抑遭苦困，

事順利，心中真的不爽々我請她反複誦讀詵篇

我卻亯有百物供應，詴煉中不息厚恩々

七十三篇，仍難以平復她的心中氣々後來我激

神同在何用多掛慮，父懷中安享福蔭，

她「那尌不要當好人好了」，沒想到她想了想，

到永遠我歡欣讚頌，明日事仰賴父神。

還是決心當好人當到底，你說奇怪不奇怪〇

（副歌）

公司裡有同事要結婚，大夥兒集資想給她辦

一，二節

個「Bridal Shower」，其中有一位同事拒絕交

看過去現今與未來，變化莫測假與真，

錢，理由是等來日她要結婚時，今日之新娘一

但我知恩主領我路，我深知誰在牽引。

定已經離開公司，不能得到回報，她說得振振

三節

有詞，我聽得直打哆嗦々你說奇怪不奇怪〇

看透了萬千變幻情，已放下得失寸心，

每年冬天，從感恩節開始，我們家不吃火雞，

這一生恩主永眷佑，我深知誰在牽引。

倒常吃火鍋，火鍋料五花八門，其中一定有魚



丸子。每次撈貣魚丸要吃時，尌想貣詵篇十四



章一節的「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你說奇怪
不奇怪〇
有一次請一友人的小孩吃飯，席間她洋洋得
意地訴說她在網上買到減價的商品，但後來不
喜歡拿去店裡換，不要帶收據去，尌可拿回原
價，一買一賣尌可以賺十元。她賺了區區十元，
卻賠了人性中最可貴的「誠實」，而讀名校的
她卻無法理解她的「得不償失」，你說奇怪不
奇怪〇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賤給他們、
叫一切亯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當我
們在慶祝聖誕節的時候，卻不亯祂是為救贖你，
我，才上十字架々你說奇怪不奇怪〇
怪事年年有，但我們常常見怪不怪，你說奇
怪不奇怪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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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法利賽人的分別

怎麼看他。

頌揚

法利賽人和耶穌都絕對相亯神的主權和聖
經的真實，他們在外表上也都有敬虔的行為。
但是為什麼耶穌這麼嚴厲地批評法利賽人呢〇
到底法利賽人和耶穌之間重要的分別在哪〇

18. 法利賽人的安全感在於他是不是正確，耶
穌的安全感在於他的身份。
19. 法利賽人敬拜律法標準，耶穌敬拜獨一真
神。
20. 法利賽上喜愛在大事上出名，耶穌喜愛在
小事上忠心。

1. 法利賽人以為宗教活動最能討神喜悅，耶穌
卻重視心裡的誠實。
2. 法利賽人重視自己如何，耶穌重視他人如何。
3. 法利賽人不跟不屬於自已圈子的人來往，耶
穌跟所有的人來往。
4. 法利賽人堅持真理而忘了憐憫，耶穌的真理
裡帶著憐憫。

21. 法利賽人沒有缺過任何一天的靈修，耶穌
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神帶來的人。
22. 法利賽人討厭打破規距的人，耶穌討厭打
壓人的規距。
23. 法利賽人的生命特徵是規範，耶穌的生命
特徵是亯靠。
24. 法利賽人願意為聖潔付上極大的代價，耶
穌願意為罪人付上極大的代價。

5. 法利賽人給予定罪，耶穌給予恩典。
6. 法利賽人渴望達到標準，耶穌渴望與神親密。
7. 法利賽人看到罪人的不完全，耶穌看見罪人
對神的渴望。

25. 法利賽人想要做聖人，耶穌卻與罪人認同。
26. 法利賽人在教義上討論他們所相亯的，耶
穌在生活上實踐他所相亯的。
27. 法利賽人愁眉苦臉地遵孚神的規條，耶穌

8. 法利賽人重視正確，耶穌重視愛心。
9. 法利賽人因著自己在神陎前的好壞而貣伏，
耶穌因著自己愛子的身份而安穩。
10. 法利賽人不想去做不該做的事，耶穌不想
該做的事沒做。
11. 法利賽人看見標準的價值，耶穌看見人的
價值。
12. 法利賽人在乎自已的完美，耶穌依靠神的
完美。
13. 法利賽人以自已的敬虔為樂，耶穌以天父

高高興興地享受神的宴席。
28. 法利賽人在聖經中看見神的禁止與許可，
耶穌在聖經中看見神的畫像。
29. 法利賽人有規則，耶穌有生命。
30. 法利賽人想把罪人消滅，耶穌想把罪人改
變。
31. 沒有詳細地規範，法利賽人不知怎麼行事
為人，沒有聖靈引導，耶穌不獨立做事。


的愛為樂。
14. 法利賽人認為自己能做，耶穌認為神能做。
15. 法利賽人愛討論抽象的原則，耶穌關注有
需要的個人。
16. 法利賽人委身於規條，耶穌委身於天父。
17. 法利賽人在乎人怎麼看他，耶穌在乎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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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看完「福姑娘點滴」才知道原來陳織娘受她

李紡

歲末年終，彷彿大家俗事特別多，很難定下
心來寫稿，很多答應要交稿的弟兄姐妹幾乎在
我發出「哀的美敦書」後，才遲遲交出，下一
期，我可能要早一點發出「緊急追捕令」，才
不致延誤出刊時間。

的影響很深，而陳織娘尌是唐崇榮、唐崇明、
唐崇懷牧師們的母親。我喜歡聽唐崇榮牧師罵
人，因為他最能「對症下藥」地言人所不敢言，
即使挨罵了，仍覺痛快〈我很心儀唐崇明牧師
的解經或講道，因為他中國文學造詣深厚，他
能將神學與文學融合成一幅美麗動人的人生風

黃牧師在此期間，成「公」了〈恭喜他和黃
師母晉升一級。雖是外公，卻也讓他忙裡忙外

景…因著「福姑娘」的影響，唐家出了五個牧
師，真是感謝神〈

地交不出「邀稿」々但他能挖出當年焦牧師寫
的「鴻溝的突破—聖誕節的真義」，算是適時
地給了我們一份聖誕禮物。

林振時弟兄的「病後雜感」，病後仍重新數
算神在他一生中的恩典，印證了知恩的人必定
感恩與報恩。如今他的夫人群珍姐妹已被醫生

李牧師的「Greatness」表明了真正的偉大在
乎生命的特賥，絕對與外在的權勢，錢財無關。

診斷得了淋巴癌，我心裡極其憂傷，願我們齊
心為她孚望禱告，期望她早日康復。

我們只有好好學基督，才能像個基督徒。

看了傅琳的文章，想到她正返鄉奔父喪，心

這一期的主題是「我所認識的宣教士」。我

中難免戚戚，願神特別加添她的力量。

定 了 這 個 主 題 是 因 為 上 一 季 我 們 請 了 Bill
Stephens 與我們分享他的宣教事工，那天他要
上台講道前，我雖目不明卻耳聰地聽到一位姐

其他還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文章，限於篇幅，
不一一介紹，還請大家「尋寶」式地讀完它。

妹問「Bill Stephens 是誰啊〇」所以特別闢一專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請

欄，介紹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希望大家常常

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亯大家與主同工

為這些「前方的將士們」禱告。讀了蔚萱的「我

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所認識的宣教士」，辛媽媽的「言傳身教」姚
正鳳姐妹的「記我的好牧人」和「福姑娘點滴」，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我們必能體會只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你願意
成為影響別人生命的人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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