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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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的福音 黃嘉松牧師 

 

『約瑟葬了他父親以後，就和眾弟兄，並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親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約瑟的哥哥們

見父親死了，就說：「或者約瑟懷恨我們，照著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足足的報復我們。」他們就打發人

去見約瑟，說：「你父親未死以先吩咐說：『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你饒恕他們

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饒恕你父親神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話，約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們

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

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創 50:15-20) 

 

基督徒接受的福音是一個使人和好的福

音，不只是他與神和好，蒙神的愛、饒恕、與

接納，他也很容易與別人和好。這兩個和好的

層面是有關的，一個人除非先與神和好，常常

經歷神來的愛與接納，得到自我尊嚴，他就很

容易受到別人傷害，不易與人和好。 

聖經裏的約瑟是一個知道怎樣與神與人都

和好的人。約瑟是大約 3800 年前生長於一個以

色列家族，他父親雅各有 12 個兒子與一個女

兒，其中約瑟因為品性好、敬畏神，最得父親

寵愛。在十七歲那年他口沒遮攔的把作夢的事

告訴了家人，他夢到有一天他在弟兄中會最有

成就，兄弟們會向他下拜。這個夢加上平常的

嫉妒促使弟兄們的氣憤，把他賣到了埃及做奴

隸。從此約瑟流落他鄉有 20 幾年，且在埃及曾

被主人的妻子陷害，淪為囚犯。但因著他的敬

畏神與智慧，曾為埃及法老王解夢，解除國家

危機，被高升為宰相，深受法老重用與寵愛。

後來以色列地遇到大饑慌，雅各家族面臨死亡

危機，約瑟眾弟兄們來到埃及購糧，約瑟終於

有機會與弟兄們見面，約瑟不計前嫌，饒恕兄

弟們，且把雅各全家族接到埃及地定居與奉養

他們。後來雅各死了，約瑟與眾弟兄們把父親

身體送回迦南地埋葬，不料兄弟們在父親死後

又開始懼怕約瑟會復仇，但約瑟卻是一個與人

與與神都能和好的人，值得我們這群基督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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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福音的大能效法他。 

一. 福音除去內心的罪惡感 

約瑟的兄弟們在父親死後，為何又懼怕約瑟

的復仇？因為他們對於先前陷害約瑟的罪多年

都無法忘懷。罪的結果常是產生內心的罪惡

感，造成人與人之間疏遠隔閡。這種罪惡感也

產生內心不安，使人容易疑神疑鬼，為自己設

下一個保護網，無法與人親近，就如約瑟的兄

弟們，無法相信約瑟多年前已饒恕他們，真是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創世記 3:8-12 記載亞當與夏娃犯下偷吃禁

果的罪後也是一樣，丈夫就開始推卸責任，失

去夫妻之間的和睦：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

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

吃了。』(創 3:12) 

感謝神今天我們接受福音的人不必如此，藉

著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為我們流血捨命，我們

的罪債都被償還了，這給我們一個可以與人相

和，享受友情的喜樂的基礎。 

 

二. 福音使人謙卑在神面前 

約瑟為何能赦免弟兄們？因為他不把自己

當神，他對弟兄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

替神呢？」人的罪就是從自己潛意識中想把自

己當神開始。亞當和夏娃偷吃善惡樹果子的動

機，就是想像神一樣知道善惡。把自己當神的

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會以為自己是對的，成為一

個固執的人，不易與人相和。約瑟是一個很敬

畏神謙卑的人，他不以自己為神，所以他不必

報仇，他做到如羅馬書說的：『若是能行，總

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

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

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 12:18-19) 

一個真誠認罪領受福音的人也是會如此，他

會在神面前謙卑，承認有神，知道自己不是神、

是罪人，因此不再自以為義，就較能與人相和。 

 

三. 福音使人用神的眼光看事 

約瑟對弟兄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

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是一個很能信靠神

的智慧與計劃的人。這種信靠使人在患難中不

怨天尤人，因此一生中他雖經過許多患難與被

陷害，他總是能堅強下去，能不對人記恨在心，

原諒兄弟們的陷害，也原諒了曾對他忘恩負義

的法老的酒政。 

今天我們認識了神的福音，知道神大愛，我

們也同樣能更有信心地信靠神，用神眼光去看

事情，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四. 福音塑造我們活出主耶穌的形象 

約瑟不只饒恕弟兄們，他還用大愛愛他的弟

兄們，養活他們和他們的婦人孩子。他真是活

出神的愛，有主耶穌的形象。為何他能如此？

因為他經歷神的同在、神的愛，和神的救贖與

保守，因此他被神的愛改變了。 

今天神也同樣用他的愛在塑造我們使我們

越來越能活出主耶穌的形象。我們原是罪人、

與神為敵的，但神卻沒有定我們罪，反而用他

兒子代替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再也沒有

愛比這更偉大了：『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羅 5:8)  凡是接受福音的人，無不多少

被這愛感動生命長進 ,越來越有主耶穌的形

象。使徒約翰說得好：『親愛的弟兄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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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

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神差祂獨生子到

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

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

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

了。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

也當彼此相愛。』(約一 4:7-11) 

福音真是神的大能，願我們信主的人能時常

注視主耶穌基督，思想神的福音，被主改變，

成為與神與人都和好的人，榮耀主名。  

 

Magnify (Second Chances) 
(Luke 1:57-80)  
[This is a reflection Pastor Josh originally posted on LiveJournal] Pastor Josh Lee 

 
 

Here we have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zer (not “the 

Baptist”; he’s not affiliated with a denomination), 

greatest of men that precede the arrival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rough Jesus (cf. Luke 7:28). Quick review: 

The angel Gabriel came, visited Zechariah (John’s dad) 

& Mary (Jesus’ mom) independently, but with the same 

pattern: 

 

An angel appears to Zechariah [Luke 1:11], Zech is 

troubled [1:12]; the angel comforts him, saying: “Do not 

be afraid” & that he’ll have a son who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1:13-17]. 

 

An angel appears to Mary [Luke 1:26]; Mary is troubled 

[1:29]; the angel comforts her, saying: “Do not be 

afraid” & that she’ll have a son who will be great 

because He is the Lord [1:30-33]. 

 

Both of them ask questions. Zech asks for a sign of 

proof from God, out of his faithless unbelief [Luke 1:20]; 

Mary believes God & asks how it’s going to work [1:34]. 

One of them gets a sign of proof, & is made to be quiet 

for 9 months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of his wife’s 

pregnancy. Mary visits Zech’s wife (Liz), since they’re 

family, and they have fellowship, girl-talk as impending 

mommies, & worship God together in awe of His 

goodness & faithfulness to them & through them to all 

people. So now we're all caught up. Moving on... 

 

I love Mary; she is great among women because this 

young, poor, rural, teenage girl believes God, trusts 

Him, serves Him, regardless of the potential cost to her 

future marriage, family relationships, reputation. 

Simple, profound, legendary faith. Love it. She’s a role 

model in that way, and I want to be like her. 

Unfortunately, more often than I care to admit, I make 

choices like Zechariah. I choose NOT to believe, not to 

obey, and end up suffering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my choice or experiencing loving discipline from God 

(cf. Hebrews 12:3-13). As we pick up in Luke 1:57, 

baby John is born… but Zechariah is still mute! 

What’s the deal? I thought he served his time? 

 

That would be sad if that's it for him: He messes up, 

he's disciplined, & he's done. But what I love about this 

historical biography of Zech is that his story doesn’t 

simply end there. After 9 months of learning how fast 

his tongue gets him in trouble, and re-learning that God 

is powerful, faithful & trustworthy, Zech confronts some 

disagreeing viewpoints in the family about what to 

name the baby [1:58-62], communicating via 

handwriting. Aligning with his wife Elizabeth, in 

obedience to God (cf. Luke 1:13), our temporarily-mute 

friend settles the debate by writing down: “His name is 

John” [1:63]. Everyone’s astonished, and Zech’s 

humble obedient act to God seems to mark the 

moment when not only the “sign” he asked for from 

God would be lifted (according to the angel’s words), 

but also when his heart was right with God: humbled, 

repentant, trusting, obeying. It’s important; I don’t want 

you to miss it. 

 

He gets a second chance, & this time he gets it right. 

Trust, obedience, humility, repentance before the Lord. 

 

And the first thing out of his mouth, after 9 months of 

silence?  Not, “Finally!” nor, “Get me a beer!” There’s 

no sigh of relief, no bitterness, cursing or complaint 

against God or his situation. Instead, “immediately his 

mouth was opened & his tongue loosed, & he spoke, 

blessing God” [1:64], i.e., he praises God,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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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s. Like John & Liz, he get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1:67; cf. 1:15 & 1:41. For more info, listen to 

“Worshipers of God” from our Resonate series: 

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tml], & 

speaks truth from God and praise about God. More 

worship. He gets to join Liz [1:42-45] & Mary [1:46-55] 

in worshiping how great God is, how worthy of pr6aise, 

not just for the great things He’s done for him 

personally (setting him free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sinfulness & giving him a baby boy), but also 

as a great Redeemer, Savior & Promise-Keeper for 

people [1:68-75], and that his son John gets the 

privilege of preparing people’s hearts to receive this 

Savior who will forgive sins & give mercy, light & peace 

[1:76-79]. 

 

This is important too. He comes out of the hard side of 

godly discipline in his life, and he worships. He gets a 

second chance, & this time, he joins John, Liz & Mary 

in blessing, praising, magnifying, worshiping God 

because God is great and Zech still gets to play a part 

in the great redemption story of people through Jesus. 

He’s not disqualified; not left out. He’s given second 

chances to magnify (make great) the Lord in his own 

life & in his service to Him. 

 

At our best, we’re like Mary: Trusting Jesus, 

responsive, obedient (regardless of the cost/suffering 

ahead; knowing we are blessed & will be blessed by 

God), and we worship Him for His goodness and the 

privilege to live for Him & serve Him. But sometimes 

we’re like Zech: We want to patiently trust God & serve 

Him, but sometimes we blow it. And there are 

consequences, and it stinks. From there, we can go in 

one of two directions: We can run even farther away 

from God, becoming even more rebellious against Him, 

spitting in His face, full of bitterness, cursing & 

complaint against God (even though we’re the ones 

who’ve removed ourselves from His protection & 

blessing). Or, we can turn back toward Him, humbly. 

This is called repentance. That’s what Zech does. And 

when we do, Jesus releases us from the prisons we’ve 

created for ourselves, & we get filled with freedom & 

joy through His Spirit to worship Him for His goodness, 

faithfulness & love. This is who Jesus is; this is what 

He does. This is true love: He gives us what we need 

the most, when we deserve it the least, at great 

personal cost to Himself. He’s why we’re happy and 

why we sing. Because He’s a God of second chances, 

for everybody. 

 

 

Reflection Questions: 

 

(1) Do you need a second chance because of sin & 

unbelief/distrust? 

 

How have you doubted God’s goodness & faithfulness 

this week? How have you chosen to not trust God, & 

go your own way (even when His Word has instructed 

you otherwise)? Do you need to turn back, toward God, 

in repentance? How is it encouraging to know that God 

gives second chances to those who follow & trust Him? 

 

(2) Do you need a reminder that you’re still loved by 

God? 

 

Are you going through a time of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your poor choices, or even godly discipline? Are you 

struggling to remember that God still loves you & is for 

you, even in the midst of discipline? Read Hebrews 

12:3-13. Consider how God is like a parent that 

disciplines us to protect us from self-destructive & 

other-destructive ways (i.e., sin).  And like a good 

parent, He disciplines because He cares what happens 

to you. You are His son or daughter; not a "bad" 

servant, not a mere employee; you are His own child, 

whom He loves. His discipline is never unfair or out of 

proportion; He never flies off the handle or loses 

control; His goal is always your correction, your benefit, 

your good. Because He loves you, and He died for you. 

 

(3) Do you need a second chance to worship? 

 

After hard seasons of discipline or recovering from sin, 

we may choose to become bitter or full of complaint 

against God. How do you need to choose to worship 

Him instead? How might you recognize God for who 

He is and what He’s done, in your life and in the lives of 

others? How might you view the discipline or humbling 

circumstances of today as things for which you can 

actually give thanks & praise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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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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春草年年綠 

春草年年綠 葉孫鎔 

不要向神封閉，一定要敞開你的門。不要因

過去人的傷害而自閉，更不可封閉你的心，訴

說神對你的恩典。回想此生中，數不清有多少

次意想不到的蒙神拯救醫治、扶持、引導、安

慰，這些令人驚喜的奇異恩典…真是一言難盡

啊。 

春草年年綠，神恩真浩大！『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

名。』（詩 103:1） 神賜給我的恩典是赦免我

一切罪孽，『東離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

離我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恤祂的兒女，耶

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因為祂知道我們

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詩 103:11-13）;

其次是勉勵我不要做一個懶惰的人。（箴

26:13-16）不要自滿驕傲，自命不凡，目空一切，

不勤讀聖經。屬靈的糧食要追求，免得冷淡退

後。人生立場以神為中心。寧可受苦，不要享

受暫時罪中之樂，免得我得罪神。（希 11:25） 

在這新春之際，萬物欣欣向榮，心中充滿感

恩！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我的生命之主呀！我

感謝讚美你！『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

在你翅膀的蔭下，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

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

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

光，願你常施慈愛給認識你的人，常以公義待

心裏正直的人』詩(36:7-10) 

自從我獨居生活開始，神賜給我一顆安靜的

心。早起晚睡，按時作息，讀經禱告，背誦聖

詩，自修自娛，從不停止。春草年年綠，我的

心因此甚為振奮。我一生蒙恩無數，但願仍能

蒙主所用，一輩子做合乎主用的器皿。 

 

 

春草年年綠 路海英 

又快到復活節了，門前的青草歷經寒冬而

衰，幾場春雨下來，又重新發芽，翠綠如滴了。 

作為受洗一年的基督徒，我內心靈命的種子

也如這春草般在發芽、生長。這一年裡，我參

加姐妹會，小組團契，上主日學，聆聽牧師講

道，對聖經的了解漸漸加深。 

可是在我的生活中，現實與理想同在，功利

與淡泊同在，浮躁與寧靜同在，這種交織讓我

迷茫與困惑。我希望通過大量地閱讀與思考，

使我在靈命上有所提高。非常幸運的是，我所

在的聚會小組，都是一些靈命比較長、熟讀聖

經的資深基督徒。對一些理論上的疑惑，都給

出了滿意的答覆，常常讓我豁然開朗。 

當我獨自面對大自然，聆聽風聲、雨聲以及

小雨拍打著樹葉的沙沙聲，看著滿山鬱鬱蔥蔥

的春草，開得明媚鮮艷的野花，看到它們悄無

聲息地在那裡生長，年復一年，裝飾著大自然。

反思自己，自以為謙虛、低調，卻有時又不自

覺地流露出驕傲與張揚；自以為事事為他人著

想，卻又常常以自我為中心；自以為信心很強，

卻有時又表現出軟弱。 

可是聖靈還是一步步帶領我，走過高山與低

谷，並藉著聖經上充滿能力的話語安慰我「神

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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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看見我先生打開大門，面對門

前雨後空曠的青草地，迎著旭日東升的太陽，

緩緩地伸起雙臂，哦！他在禱告，陽光透過他

的身體，形成一幅極美的畫面，我的心突然有

一種莫名的感動。想起一年來，他蒙恩得救，

勤讀聖經，經常與我分享他的感悟，與教會的

兄弟姐妹們見證他的信心和靈命的增長，臉上

充滿了平安和喜樂，這都是神的恩典。 

今年的復活節又要到了，又有一批人決志信

主，追隨耶穌。福音的種子也就如這雨後的春

草般在他們心中蓬勃地生長。「流淚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

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 126:5-6) 

我的耳邊彷彿又傳來那優美的旋律：「… 這

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一生

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 

 

 

懷 念 

愛妻群珍生平 

群珍生於 1931 年 5

月 17 日，2012 年 3 月

12 日清晨 9 時 40 分平

靜地歸天家。 

群珍祖籍廣東台

山，她的內外祖父都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自三藩市回中國的華僑；他們致力培養後輩接

受教育，以振興中華。她父親劉年祐先生自台

山培英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嶺南大學；大學畢

業後創辦廣州廣中中學，擔任校長職務。 

群珍出生時家境頗好，但不久日軍侵華，父

親把廣中中學遷到葡屬澳門避難。異地辦校十

分艱難，加以助產士出身的母親朱傑坤女士身

體軟弱，需長期臥床休息，家庭窮困，令群珍

經歷了家境富有時所沒有的歷練。她母親嚴格

教導她待人接物之道，舉凡重要的事均明確指

出要領，甚至還要群珍事先預習一番。母親也

教導她針黹女紅，如編織毛衣、裁剪布料、縫

補衣物等等，要求也甚嚴格，若有瑕疵，重新

再來是常事；這些歷練令她日後生活獲益良

多，更影響她做事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態度。 

群珍青年時期信主，重生得救後，令她不只

是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而是為主努力耕耘。 

我們結婚後，幾十年來靠著低水平的收入，

因她持家有方，我們卻過得充充足足。她也關

心周圍的人，勇於說出公道合宜的話，使人和

睦；她出門時，往往帶著福音單張，隨時把握

機會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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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她很多恩典，令她的記憶力幾十年來都

沒有明顯的退步，直至回天家前，對各人的特

點，言語應對都甚清晰。神也讓她在世的最後

幾天，能與所有的兒孫談心裡的話，教導他們

要信主靠主，並與三個小內外孫兒、孫女合唱

「奇異恩典」讚美主。  

因為接受化療，為避免外界的感染，無法和

許多弟兄姊妹再見面交談，我們甚感遺憾。不

過，神有祂的時間，群珍已走完了她最後的路

程，回到主的懷抱享平安，不再有肉身的痛苦；

這是我們最大的安慰，也深深讚美主。 

夫 林振時追念 

 

蒙恩的一生 
劉群珍  2012 年 3 月 9 日病床上留言 

我是劉群珍姊妹，1931 年 5 月 17 日出生於

廣州；幾十年來，我蒙神賜福，感謝主！1954

年我與林振時弟兄結婚，育有三個兒女：季莊

(長女)、季珊(次女)、季章(長子)；現有四個內

外孫，都是神的恩典。 

1953 年，我於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在該

校工作了二十五年。1978 年底移民來美國後，

也從事教育工作，我熱愛教育工作。 

我深深覺得家庭裡，能依照聖經來教導兒

女，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願弟兄姊妹在基督

的愛裡，帶領兒孫走在神的心意當中，使他們

一生不偏離正道，不離開主耶穌的救贖恩典。 

我雖然出生於基督教家庭，但以前對主的救

贖恩典並不太清楚；慢慢通過聚會，特別是移

民美國後，有屬靈書籍的供應，有主日學的教

導，特別的屬靈聚會等等條件，使我日漸明白

主的救贖恩典。神恩待我，又使我有顆追求基

督的心，才明白救恩真理，特別是看到基督愛

我們，神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都是因神而聚集。

感謝聖靈的提醒，指引我們都走在主的心意當

中。 

願神賜福各位弟兄姊妹，阿們！ 

 

Eulogy for my mother Grace 

Lam 

林季莊 

Even though I was separated from my mother 

early on, I grew up with my maternal 

grandparents.  As a child, I would sit on a stool 

next to Grandma’s sewing machine while she told 

me proudly, ‘Your mother biked for miles to buy 

milk for her sick father.’  ‘Your mother wins 

first place in speech contests.’  ‘Your mother 

was a class leader.’  ‘Your mother was a youth 

group leader.’  I imagined my mother as a 

powerful, talented, and strong-willed woman.  I 

remember thinking, ‘How will I become my 

mother’s daughter?’  I was afraid of 

disappointing my grandparents because I could 

never fill my mother’s shoes.   

  

 ‘Your mother insisted on returning to China 

even after we hid her suitcase. Your mother was 

like a son to her father.’  Grandma often told me 

this with deep sadness. As was normal in his 

generation, Grandpa never outwardly displayed 

much affection to his children.  But as soon as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began in 1978, 

Grandpa had an empty house waiting for mother’s 

family.  The day my mother and my brother 

William arrived at the airport, there were no hugs, 

but the love and joy were there.   My 

Grandparents’ eldest daughter had finally reunited 

with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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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was in many ways what Grandma claimed: 

articulate, bright, courageous, strong willed, and 

commanding… even until her last breath.  But 

she also had the emotions of a normal child in 

many ways.   Mother told me recently,  ‘Your 

grandpa was very strict. He used to say, ‘Have 

this poem memorized by the time I’m back from 

the bathroom.’’ Mother would have butterflies in 

her stomach.   Or, she would be looking out the 

window, longing to go to the park with her mother, 

who was bedridden most of mother’s growing up 

years.  

 

Like her parents, mother was an educator.  She 

devoted much time and energy preparing her 

teaching materials, helping with dissertations, and 

trying to explain concepts to her students through 

different angles, whether they’re college students 

or preschoolers.   

 

Her teaching skills extended to our phone calls 

over the years.  She was my lifeline. I called her 

at times of layoffs, job changes, work, and family 

crisis.  She would spend hours talking to me, 

imparting her wealth of experience, wisdom, and 

verses from the Bible .  We could talk about any 

topic, including current events, Christianity, or 

life experiences. At first, I viewed my mother as a 

link to my beloved grandparents.  But in truth, 

she was a mother talking and caring for me in 

ways that only one’s mother can.  Whatever 

comment, positive or negative, was said with a 

‘Mother’s Love’.  

 

On Sunday evenings, the normal time of our calls, 

I will forever feel the emptiness, as I will no 

longer hear her voice answering my call of 

‘Mama’, are you there?’   

 

My First Encounters with 

Mother 
Eulogy for Grace Lam delivered by her son William Lam 

3/24/2012 

 
I have lived with my mother for so many years 

that if I have to summarize it in such a short time I 

can only share with you three First’s. These three 

First’s happen to correspond to various stages of 

my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Although my mother was a chemistry 

teacher, chemistry was never my favorite subject. 

What I had learned from her is not about science 

but about what living really means. 

 

When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 she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a farm away from home. During a 

summer, I went to visit her, along with a jar of 

candies that I kept it close to me wherever I went. 

The trip lasted for a couple of weeks, and on the 

last day she took me to visit a local family. The 

family lived in a single-room house that had no 

windows and furniture. The room was so dark that 

even during daytime I could barely see the people 

in the house, and people sat on the floor to chat.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my mother noticed a young 

boy in the family who was about my age. Thus, 

she took me out of the house and said to me that 

the family was so poor that the boy had never had 

a piece of candy and asked me to give a couple of 

the candies in the jar to the boy. As usually, I 

carried that jar with me at the time and 

determined to keep it all to myself. My mother 

spent a long time trying to persuade me. But I just 

would not budge. At the end, she finally gave up.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my mother got upset with 

me. 

 

The second First came during my middle school 

year. During that time, the tap water in China was 

not drinkable so cooking and drinking water had 

to be carried in from several designated locations. 

I was the one in my family taking care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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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One of our neighbors was an old widow 

living with her only daughter. For some reasons, 

the daughter seemed to spend little time at home. 

My mother asked me to carry extra water for the 

widow each time I retrieved water for our family. 

So I did that until we moved of the hous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learned to look after not only 

our family but also other’s. 

 

The third First occurred during my sophomore 

year in college. When I was young, I got sick very 

often, and regularly once a month. If I had not 

gotten sick near a month’s end, my mother would 

tell me that the month would not pass if I hadn’t 

gotten sick. However, I only had fever and usually 

recovered within a couple of days. I never had a 

cold fever. The first cold fever came during my 

sophomore year in college. It was during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 where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was in the 90’s, but I was shivering 

under three layers of blanket and comforter. I had 

various medicines, including the “white powder” 

that usually ended the ordeal. But to no avail, the 

cold fever persisted for three days. Around 2pm 

on the third day, my mother came to my bedside, 

offering to pray for me. As soon as she started the 

prayer, I felt warmth at my toes, and it gradually 

spread to my thigh, then stomach, chest, and head. 

When she finished the prayer, my body was warm 

and I shivered no more. I was out of the bed the 

next morning.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so tangibly God’s existence and His 

response to prayer. 

 

My mother’s passing i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the loss of an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I deeply miss her. At the same time, I 

am thankful for her long 80 years of living, full of 

blessings that surpassed material needs. Under my 

mother’s care, although my family was financially 

weak, we never lacked anything. All the children 

finished college. Everyone was quite healthy. 

Everyone in the family had faith in God. The 

children had a good marriage and raised a warm 

family. 

 

In this time of loss, I reflect upon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which, albeit finite in span, has 

infinite value in God. It is finite only in this world: 

as the Bible teaches, when life stops on earth it 

begins in heaven.  

 
Grandmother Memories 
Ivan Chan 

 

My name is Ivan Chan.  Grace Lam is my 

grandmother.  My grandmother is a kind, loving, 

and Godly lady.  From the time I was born, my 

grandmother told my mom lots of beneficial 

parenting information and took care of me when 

my mother needed to be alone. 

 

I frequently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who live in 

Northern Fremont near a dry creek.  During my 

visits, my grandmother cooked scrumptious fish, 

mini hot dogs, and fried rice with cut scrambled 

eggs, vegetables, and meat.  A few times each 

year, when my two younger cousins Rachel and 

Priscilla also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house, 

together we created a home-made pizza using 

salami, shredded cheese, ketchup, and sometimes 

cut sausages as toppings. 

 

Most importantly, my grandmother taught us 

classical children’s songs and hymns such as 

“God Is So Good” and “Amazing Grace”, 

Scripture stories, and how to live our lives based 

on the Bible. She explained the Christian faith to 

us very patiently. 

 

My grandmother left us a lot of good memories.   

I will remember her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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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對我的愛點滴在心頭 
陳重民 

我岳母劉群珍女士很懂得安慰和鼓勵別

人。我記得十一年前，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因

經濟不好，我被我已工作十四年的公司裁員。

那時因經濟不好，找工作十分困難。在我尋找

工作的那段時間，有一天，我岳母在家準備晚

餐時不小心切到手，很痛。當時我在家沒事做，

只是像平常一樣在家等候求職的消息。得知岳

母受傷，我就開車送她到醫院急診室。在開車

的路途上和在急診室等候醫生的那幾個小時，

我岳母不斷講一些安慰和鼓勵我的話。她勉勵

我找工作不要灰心，要依靠神。她更提到她以

前也經歷過找工作的困難。當她剛移民到美國

來時，其實美國很多工作她都有資格做，無奈

她在中國的學歷和工作經驗在美國不被承認。

當我岳母講話安慰和鼓勵我時，她好像已經忘

記自己的手指的傷與痛。 

我很感謝我岳母對我的關懷，安慰和鼓勵。

我將永遠懷念她！ 

 

我親愛的林太--劉群珍姐妹 
萬信堅 

認識林太－劉群珍十多年了。每一次我們在

教會碰面,她都是面帶笑容的：「Cindy 你好

嗎？」「素珊好嗎？」她的言語一解開，總是

溫馨感人。我常常被她的關心所感動。 

在驚聞林太病重的一刻，我跪下來哭著求神

救她，但如今她已平安地歸回天家與愛她的主

耶穌基督在一起。還記得講廣東話的弟兄姐妹

們寫了一張卡片問候林太（裡面夾有禮物卡），

她退回禮物卡，並且親自打電話來向我表示謝

意。我一聽到她的聲音就忍不住哭了，林太卻

安慰我說不要難過，凡事交託給神，神如何帶

領如何醫治就順服神。她還說神給她的已經足

夠了，謝謝我們的關心和禱告。 

林太在病痛中她不張揚，不埋怨，不投訴也

不麻煩別人，因為她對基督存著一顆純一清潔

的信心來等候神，依靠神。在三月十一日星期

天的下午，我和我先生随從崔大哥，安靜姐一

起到華盛頓醫院探望林太，她雖然呼吸不順暢

仍然向我們致謝，他對神的信心仍是穩固的。

最後林太要求我們以禱告感謝神來結束我們的

探訪。星期一她就平安回去見主的面了。苦難

沒有將林太打倒，苦難也沒有把她對神的心關

閉；苦難反倒讓她更堅強地站在這一位又真又

活的神一邊。以致她如林先生說所的：她非常

勇敢地面對擺在她面前的一切。 

林太不單關心教會的主內弟兄姐妹，對新來

的朋友也是寵愛有加。袁麗意姐妹剛來教會，

林太就跟她一起在圖書館吃午飯關心她，袁姐

妹受洗之後，林太更是她的小牧人。袁姐妹說

跟林太一起學習聖經非常開心，沒有壓力。 

每到中國新年，我們一家都期待著林太自家

自製的「笑口棗」。又大又圓又香又多芝蔴又

好吃。前年素珊因為患上嚴重的憂鬱症，在家

常大哭大罵。我身心疲累，除了向教會求援之

外，也跟數位姐妹哭訴心中的苦，林太是其中

的一個。她不單常來電話安慰，更好幾次煮了

她的拿手小菜給我們，她總是勸我多吃，好好

保重身體。感謝神，在我灰心失望的時候，他

常常以禱告來將我帶回, 轉眼仰望神的應許與

神的信實。為了慶祝素珊康復，林太親自烤了

一個美味，鬆軟可口香甜的大蛋糕給素珊，素

珊好開心。林太啊！原來你還是一位大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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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暗示林太八月是我的生日 ，在八月份

時，林太果然烤了一個大蛋糕給我，說是專門

為一個辛勞的媽媽烤的！林太啊！你的恩情我

怎麼能忘記呢？ 

我是一個很緊張的人，特別是教主日學，林

太總是鼓勵我，為我禱告。最後一次在教會和

林太說話，是她來要跟我報名參加我的主日學

課程「事奉」，我說：「謝謝林太…」沒想到她

竟一病不起，主日學的課裡再也見不到她的身

影… 

感謝神，在我脆弱的生命裡，在我煩躁的境

況中，她那溫和的膏油常滋潤我這「枯乾的骨

頭」。林太，謝謝妳，因著妳有耶穌基督內在

的生命，使我從妳的身上學習到什麼是「愛人

如己」。 

一個人生命的豐富不在乎有多少，乃在乎他

在耶穌基督裡給予多少。但願神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林振時先生一家。把一切榮耀歸給我們在

天上的父神！ 

 

群人之珍 
李紡 

十多年前，在教會的停車場，我見到一位姐

妹，她穿著樸素，手裡提著教兒童主日學的包

包。她看起來像是已經退休的年紀。我看了她

的模樣兒，心湖蕩漾，不由得動了真情，我渴

望多認識她。 

在教會裡，由於我們在不同團契，又是不同

年齡層，除了點頭，微笑，打招呼之外，幾乎

沒有交談的機會。後來巧的是：我們不約而同

地去參加了基督三家的「進深學房」。「進深

學房」有供應早餐的慣例，每次有二十分鐘吃

早餐的時間，我們因來自同一個教會，吃早餐

時就不約而同地坐在一起，因此增進了彼此的

了解與信任。「進深學房」規定學員要連續上

兩年的課並寫好寇長老出的功課，才能獲得畢

業證書。每年畢業人數寥寥無幾！在 2003 年 6 

月 21 日那一天，「進深學房」出了五名畢業生。

其中有三名來自海沃教會－他們就是林振時弟

兄，劉群珍姐妹，還有我。神的恩典真奇妙，

我和群珍姐妹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卻能同年

同月同日從「進深學房」畢業。感謝讚美主！ 

我第一次教成人主日學是單槍匹馬教「雅各

書」。後來教「使徒行傳」，「路加福音」，

「加拉太書」以及「豐盛生命」，群珍姐妹都

和我一起授課。我容易緊張，她總是微笑地對

我說「不要緊！不要緊！」然後扛起比較重的

擔子。她對我的照顧與疼惜，就像良師，益友

與慈母。 

2007 年在我兒子生病期間，她三天兩頭地

寫卡片，寄詩歌提升我的靈命，如今再次「風

簷展書讀」，忍不住淚眼模糊。噯！我多希望

能報答她對我的關愛於一二。我從鴻貴姐妹口

中得知她知道教會一位弟兄失業了，急著要打

電話鼓勵，安慰那位弟兄…她對教會很多弟兄

姐妹的關愛，相信受惠者心中都有數。等到她

病了，我一直想去看她，她婉謝弟兄姐妹的探

訪，她請鴻貴帶三個字給我：「不要哭」。妳

看她深知我愛哭，又怕我哭多了傷眼睛，才特

別有這樣的交代。噯，失去這樣一位像慈母的

好姐妹，哪能不哭呢？ 

她知道我在 Awana 服事，而她的孫女又在

我的班上，她總是鼓勵她的孫女好好跟我學，

其實從她孫女 Rachael 口中，她的奶奶是一位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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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愛主又樸實無華的長者，她為後代所樹立

的風範，相信必蒙主喜悅！ 

當我接手「芥菜子」季刊後，除了第一期，

大家趁新鮮給我面子，稿件自動交上門；再接

下來的幾期，每次都得催稿催到有「陣痛」的

感覺。幸運的是，只要我跟林振時弟兄講我需

要稿子，他不但爽快幫忙，而且還加送一篇劉

群珍姐妹的稿子。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夫妻

是何等同心以及不斷地為我所事奉的崗位以及

主的事工代禱。我感謝主把這樣一對有美好生

命的弟兄與姐妹擺在我們中間，讓我有一個學

習的榜樣。 

三月十一日我才有機會去醫院探望她，可惜

她已病入膏肓，不能和我交談。我聽到她用微

弱的聲音對我說「謝謝你! God Bless you!」我

輕輕地抱者著她，我不忍她受肉體之苦，也不

忍她就這樣要離我們而去，心中矛盾交戰；傷

心的淚水不聽使喚地決了堤…我邊哭邊禱告，

我求主帶著榮耀的冠冕來迎接她回天家。 

是的！她已息了世間的勞苦，回到主的懷

裡；但願留在地上的我，能夠學她，像她，成

為眾人的祝福。 

 

 

 

 

 

 

 

生活分享   
The Confession  
Lee Chen 

 

This is a sad story about a young guy named 

Gregory Kuzmich. He was in a low position in a 

job as a cashier. I don’t think he was highly 

respected from his family or peers. For example, 

even his own brother disdained him.  

 

Ironically, after working a short period, he was 

promoted and received a raise. He had a chance to 

get his hands on money, so he took a chance to 

steal the money. In the beginning, his family 

didn’t know exactly what he did; they were all 

happy about his raise and rejoiced the money he 

brought back.  

 

From this short story, we can really realize how 

“money talks”—his brother’s animosity towards 

him changed; his dream girl that used looked 

down on him, now admired him and acclaimed 

that he “has grown so handsome.” He was 

intoxicated with all th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rom other people. Therefore, he continued to 

shower people with more and more money by 

stealing.  

 

The end was sad because he finally got caught 

and all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enjoyed his 

money for a while now turned against him.  

 

What I learned from this story is that I can’t win 

respect or dignity by showering money on 

someone. Money can only go so far; people will 

respect me by my a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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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 
辛胡桂蘭 

從前沒有信耶穌成為基督徒以前總以為信

了主以後生活就應該一帆風順，凡事主都會保

佑，禱告主都會聽，從此與苦難就該絕緣，過

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信了主之後，事情並沒有如我想像一般，

家裡收入沒有立刻增加，子女也沒有都考上理

想學校。我時常會埋怨主，覺得自己十分努力

照著神的要求去做，為什麼神不祝福我，讓我

事事順利。 

信主多年以後，我才慢慢懂得體會神的心

意，知道不論順境或逆境都應感恩，都應喜樂。

神的智慧超過人的智慧，祂不聽我的禱告有祂

的美意。生活上的苦難與磨練，其實是變相的

祝福，讓我在逆境中學會如何順服神，加強我

的信心。舊約中的約伯就是我最好的榜樣，我

如今內心的喜樂與平安遠超過以前。就連主耶

穌在世的三十多年都是多苦多難，最後被釘上

十字架，就因為祂的受苦，祂更能體恤人的軟

弱，更能幫助我們這些無知無能的人如何來依

靠全能的主。 

感謝神多年來不離不棄，我願能更順服祂，

為祂做美好的見證。 

 

 

 

失而復得頌主恩 

葉孫鎔 

二月底的主日下午坐小青姐妹的車回家，因

天氣熱，到家時在車庫中脫去外套，一時疏忽

把支票簿掉下了，進入屋子後整理聖經袋發現

沒了支票簿，以為掉在教會，到處打電話請人

尋找，一直到傍晚去車庫拿東西，發現掉在車

庫地上，心中頓時感覺既慚愧又虧欠了神的榮

耀！因此有一次迦勒團契聚會中忍不住要見證

神在我身上的救恩。可是人老了，說話慢了，

記憶力沒了，彷彿缺根筋了。其實支票簿掉了

可以去銀行掛失作廢，撿到的人實在沒辦法拿

到現款的。我有三次小皮夾子丟失而原封不動

的還給我的記錄，現在藉此與大家分享神在我

身上的恩典。 

我為什麼要向神感恩？因為我從小是一個

多病羸弱的人。自從投靠在主的名下，『祂赦

免我的一切罪孽，醫治我的一切疾病，祂救贖

我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我的冠冕。』

（詩 103：3-4）這是何等奇妙偉大的救恩！使

我倍嚐主恩滋味。祂的看顧引領保守，使我羸

弱的身體能支撐到老年，無以回報，只有感恩！

因為感恩，心房就會跳躍而歡欣不已！箴言

17：22『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喜樂的心乃是

向神感恩而來的，所以感恩的心就是良藥呀！ 

大概十幾年前韓健弟兄任迦勒團契團長的

時候，帶領我們一團數十位弟兄姐妹去 Cha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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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郊遊。先確認好聚會的場地，然後大家去

走走欣賞一路的風景。我跟著大家一起走，掉

了小皮夾子，竟然不知道。在回來的路上有三

位穿便服的管理人等在路邊，看見我走來就上

前對我說，『這個皮夾是妳的吧？』我伸手接

過來一看，內有駕照及各種證件與現金，真是

驚喜莫名，連連稱謝不止。感謝讚美主！這是

第一次失物原封不動的歸還我。 

第二次去看牙醫，看完後出來，上車前脫下

外套，彷彿有一物落下，我不在意，沒有查看，

立即開車回家。到了家才發現皮夾子不見了，

立即打電話請牙醫診所的護士去車場找一找。

護士小姐回來告訴我說沒有，我請她再去查看

最遠靠路沿的地方，是我當時停車的地方。她

回來說『有了，真的在我所說的地方找到了』

叫我即刻去拿。沒有被路人撿去，原物奉還，

真是萬幸，感謝主！ 

第三次可真糟糕，我去 99 大華買菜。那天

早上為了把零碎角子用掉，付款時我付了一個

整數，皮夾子放在櫃檯上，然後把零錢數了好

幾個，一五一十付清零錢，立即去提菜，放入

推車，出來開車回家，一切都平平順順。過了

一天，第二天早上有事要出門，帶上皮包，打

開一看，不料小皮夾子不見了。在家中四處翻

尋都沒有，心中細想是否買菜時丟在大華。但

已經隔了一天，恐怕沒有希望；而且沒有了駕

照不能開車，只好走路過去。一面走一面禱告

求神看顧。我家與大華不遠，走十幾分鐘就到，

但不知去問誰才好。進了大華市場，看看賣藥

品禮品部門有一位女職員，我真不好意思地輕

輕地開口問她是否知道昨天有人撿到皮夾子？

我這一問真的問對了，她說：『啊！是妳呀！

幸虧丟在我們店裡，替你保管著，鎖在這裡。』

她馬上開鎖拿皮夾子給我。我真是喜出望外，

感激不已！感謝她的純真和誠實！神真是隨時

隨地看顧保守我！ 

神的恩典真是訴說不盡！一生倍嚐主恩的

滋味良多！詩 100 篇 4-5 節說：『當稱謝進入

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稱謝他，稱頌

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

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感謝讚美主！ 

 

禱告 
柯惠珍 

你禱告嗎？你喜歡禱告嗎？神的兒女一定

都禱告過，知道禱告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理性

上我們都有這個認知，但是，你心底深處對禱

告是如何想法？你對禱告的感受又是如何？ 

老實說，從小我最怕禱告了。我出生於基督

徒家庭，爸爸媽媽從小就嚴格地督促我們姐妹

兩人要上教堂，要讀聖經，要禱告。上教堂，

簡單，只要兩隻腳把自己帶進教會就成了，坐

下來聽講道，滿頭霧水去見周公。讀聖經，也

簡單，中國字誰不會念，囫圇吞棗念一堆。至

於禱告，可就難了，爸爸媽媽要我們開口禱告，

口一張開，馬上就露餡洩底了，爸爸媽媽一聽

馬上就知道我是屬靈的，還是屬世的，是真的

尊主為大，還是唬弄爸爸媽媽的。被爸爸媽媽

發現我靈性低，倒也不是我怕禱告的真正原

因，其實我最怕的不是我禱告，我最怕的是媽

媽禱告。媽媽平常很少與他人話家常，是個少

語之人，沒想到她倒是都把話留到跟主耶穌

講，一開口禱告似乎就有聊不完的話題，像是

沒完沒了似的，坐著禱告時，倒還好忍受，慘

的是跪著禱告時，（在硬梆梆的石地上，沒有

地毯。）全身重心要不斷地更換左右腳輪流支

撐，仍然找不到一個姿勢能減輕雙腳像萬隻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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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般鑽動的麻痺，下一瞬間我全身俯伏在地，

各位可不要誤會，我並非降服在主面前，而是

實在支撐不住久跪在地的苦楚，改換成五體投

地的姿勢，減輕雙腳的壓力，這時我偷偷瞇著

眼睛看向媽媽，心中默念「阿們，阿們！」不

是我非常附議媽媽禱告所講的，而是希望媽媽

趕快說「阿們，阿們！」以結束禱告。這些也

都還好，最不能忍受的是，當你飢腸轆轆面對

滿桌香噴噴熱騰騰的飯菜，正要掄起筷子大快

朵頤一番時，忽有一溫柔聲音響起說「我們一

起謝飯禱告。」接下來的五分鐘，那就是對你

嗅覺味覺的試煉，不聞謝飯聲，只聞肚子響，

經過最長的等待，總算盼到阿們聲，改換成行

動派，方可解口水泛濫成災之虞。你可體會到

那種滋味？ 

媽媽體貼姐姐和我小時的軟弱，為了讓我姐

妹兩可以感謝天恩，並僅快享受到香噴噴的飯

菜，於是編了一個簡短的謝飯

禱告詞： 

小子將進食， 

天父賜足夠， 

米糧父賞賜， 

禱告這幾句， 

靠主耶穌聖名求，阿門！ 

（其實，原禱告詞是用台語念

的，很有鄉土味，我至今仍會念念不忘，台語

版應該是如此： 

世子未臨吃， 

天父賜夠 GIA， 

米糧父賞賜， 

感謝這幾句， 

靠主耶穌仔聖名，阿們！） 

淘氣又聰明的姐姐馬上愛上這個禱告詞，她

一招半式闖江湖，不論什麼時候就用它來作禱

告，只要稍加改編，她就靠這一招通吃。睡覺

前的禱告，她會說 

小子將臨睡， 

天父賜夠眠， 

睡眠父賞賜， 

禱告這幾句， 

靠主耶穌聖名求，阿門！ 

考試時，就說： 

小子將考試， 

天父賜聰明， 

分數父賞賜， 

禱告這幾句， 

靠主耶穌聖名求，阿門！ 

以此類推，禱告就難不倒年紀小小的她。 

而今姐姐和我都建立家室，得了神的賞

賜，生養「不」多，總共有了 4 個子女。到

了這一代，你猜猜看，我們子女最受歡迎的

謝飯禱告詞是什麼？ 

「感謝主，靠主名，阿們！」 

哎！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勝於

藍。（不勝唏噓！） 

你再猜猜看，現在我的兒子們最怕的是什

麼？你猜對了，就是我這個作媽的禱告。真是

一報還一報，可見聖經的話是真理，是會應驗

的。君不見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二節說：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

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

器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請慎思，

慎言，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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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短暫！ 
佩玉 

一星期內兩位朋友榮歸天家，一位是從發病

到離世，不到 3 個月；一位才 50 歲，非常注重

養生保健，每天下班回家後一定先慢跑半小

時。那天正在慢跑中，突然倒地，就回天家了，

救都來不及。太太正在家中準備晚餐，還在納

悶先生怎麼都快 7 點還沒回家。突接惡耗，真

是晴天霹靂，令人難以接受。 

因朋友的突然離去，在傷痛之時，想到人的

無奈及生命的短暫。俗話說人定勝天，事在人

為，但人生有四件事是人最不能掌控的，就是

「生、老、病、死」，有誰敢說「我能控制這

人生四件事」？ 

生：我們都是未被同意就被生下來成為人，

男女、美醜、身高、智能、生在何處、那一種

族…，都不是我們自己能決定或有選擇權，所

以是生不由己。 

老：人一出生，每過一天就是向老年邁進一

步，歲月不饒人呀！人人都希望青春永駐，用

盡各種方法來留住青春，無奈時間不停留，老

化無法停止，我們沒有能力讓時間停下來。唉！

老不由己。 

病：有誰敢說我這輩子從未生過病？現今醫

學如此的發達，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

細菌無孔不入，比你更厲害。誰都不願意生病，

但病卻常常不請自來，防不勝防，躲都躲不掉，

只因病不由己。 

死：人都怕死，尤其是逢年過節就怕提到

「死」，那可是犯大忌諱的。死是讓我們切斷

一切與地上的所有關係。聖經明白的告訴我

們︰「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

判。」（希伯來書九 27）所以死不由己。 

「生、老、病、死」都不由己，也就是我們

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只有全能的神，在冥冥

之中掌管一切。生命是如此的短暫，我們更應

該要好好的珍惜與善用我們有限的人生，把每

一天都當作是你人生的最後一天，遵行神的旨

意和命令，愛祂，愛人，服侍祂，並服務人群，

我們人生才有方向和有意義。在永生中享受與

神同在的喜樂，得豐盛的賞賜。 

 

也談林書豪 
林力山 

最近最熱門的

話題就是談林書

豪，我也來湊個熱

鬧。 

打籃球是最普

遍，也是大家最熟

悉的運動。在學校

裡如被選上打籃球

校隊，那可是同學們眼中的明星，心目中的英

雄人物。 

在台北我家距離中華體育館，騎單車只要

10 分鐘。每年瓊斯杯籃球比賽的那個月，每晚

都會到球場觀球賽。大家最愛中華隊裡的程家

班、洪氏兄弟，球迷門看得是如癡如醉，大喊

大叫，得意忘形，不顧形象。 

來到美國，兒子對籃球也情有獨鍾。讀中學

時想加入校隊，教練要求早晨八點上課前要練

球一小時，下午三點下課後要再練球兩小時，

因此無法坐校車上下學，必須家長早上七點送

到學校，下午五點多再接回家，媽媽就地求饒：

「兒子呀！喬登夢就別做了，你爸媽還要上

班，已經每天早出晚歸，實在沒法每天再七早

八晚的接送你去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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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想到林書豪的父母，真是了不

起，不但經年累月每天早出晚歸接送。週末比

賽林爸爸還手拿攝影機，實地拍攝紀錄，作為

賽後檢討改進的教材。林爸爸學問高，見聞廣，

對事情能深入了解並分析，對兒子的球技有一

定的幫助。 

我雖然也喜歡打籃球，但常覺進步不多，雖

有球友加以指導，仍不得要領。有次友人在旁

照了多張照片，看到自己打球的姿勢，才了解

到問題的所在。現今職業球賽，每場都有錄像，

一方面作為己方的改進檢討，另一方面可找出

破解對方的良策。科技對提昇運動的水平幫助

極大。 

專業球評對林書豪的球風歸類為智慧型球

員，想當然而是與他哈佛大學畢業有關，然而

從他的言行舉止，謙和溫順的待人態度，內裡

的平穩與鎮定，應該發自其內心的信仰。這和

他自幼在教會成長有關，當然更要歸功於他父

母的帶領，把學校繁重的功課、球隊緊密的比

賽、教會的敬拜事奉，都能處理得井然有序，

並且課業成績更是優秀而傑出，相當的難能可

貴。 

在這冷漠暗淡的世代，林書豪的崛起，像是

從神而來的一股暖流，告訴信靠祂的人，神在

現今的世代仍然在行神蹟奇事。 

耶穌來是要叫人得豐盛的生命，信祂的人是

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林書豪所發出來的光芒

四射，讓全世界的人都向他側目。記者訪問他：

「NBA 職業球員的球齡不長，退休後要做什

麼？」他說要到神學院進修，準備做社區關懷

工作。他享受到神所賜的豐盛，並且樂意與週

遭的人分享，像鹽一樣使平淡變成美味。 

感謝神，在這灰暗混亂的時代，神藉林書豪

這位小弟兄，顯出祂神奇的作為，增加信祂的

人的信心。 

軟弱者的歌 
陳敏 

一整天在辦公室煩惱，右半邊臉不停地抽

動。自二月份以來，抽筋頻率大增，每次痙攣

時間延長，還延伸到脖子的肌肉，右耳更是嗡

嗡做響，時不時頭疼。我的病不但復發，而且

更重了。病因我是很清楚，腦內的動脈壓在面

神經和聽神經上，可是我早就不長高不長大

了，為什麼動脈卻不停的擴張？一萬人中有一

個人得此病，怎麼就讓我挑中了？手術成功率

百分之九十，我就是不成功的百分十。這些答

案只有神知道。且不說此病是否致命，可抽搐

時緊閉的眼和拗曲的臉，讓我無法進行手中的

事，更想躲避所有的人。 

周六早上讀《標竿人生》，書中說每個人的

一生都該被神所用，在你被造以先，神已計劃

要你為討祂喜悅而活。可是我不斷閉上的眼，

書都看不見，怎麼用？就抱怨了兩句。海峰立

刻開導我，災難和軟弱也是一種磨練。神的愛

就是這樣的奇妙，像 Jeremy Lin 和 Tim Tebow 

他們是健壯的勝利者，他們歸榮耀於神，見證

主的愛，而我這樣的病弱，我也可以為主做見

證，以愉快的心情面對每件事、每個人，難看

怕什麼？當我從病痛中走出來，更是見證主的

大能。遠志明牧師的佈道會更印證了我的想

法，他說沒有四肢的人卻有神特別的恩賜，大

大被神使用，讓成千上萬人認識主。我就默默

想，神你也用我吧。 

但是，立志容易行事卻難，當同事看到我抽

搐的臉，關心我「都病成這樣，還不回家休息，

在這上什麼班！」我一下午就坐立不安，想趕

快溜回家。更難過的是別人因看我的臉，也跟

著臉部肌肉抽搐一兩下，這病還會傳染？一個

人孤軍作戰真是好軟弱，病痛時時揪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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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兒灰心一會兒有些安慰，除了自己禱告，

牧師和弟兄姐妹們的扶持太重要了。每一聲的

問候每一個的代禱，都給我安慰給我力量，高

興地聽到葉牧師說：「陳敏加油」，是呀，我

與疾病在比賽，我一定不能輸。同事再關心我

時，就回答她們我禱告了，就不再害怕憂愁。

參加六年級兒童主日學課堂討論，老師教到使

徒行傳，故事是司提反傳福音被石頭打死，六

年級孩子提問這樣怎麼向朋友和同學傳福音

呢？我就以自己為例，不斷抽動的臉也可以被

神用喲。 

海峰看著我抽搐的肌肉，開始關心我了，要

替我按摩、找針灸醫生，周末讓我睡午覺，早

上幫我送孩子上學。也不知他是因我歪臉難

看，希望我早治癒，還是出於愛心來幫助我。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相信---神從最起初

就計劃了祂所要做的一切，神定意要塑造那些

愛祂的人，使他們的生命與祂的兒子有相同的

特質。我們從祂看到我們生命的本質與原意。

（羅馬書 8：29） 

 

進入上帝的國度 
 傅琳 

89 年，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在假日旅館。

同時進去的還有個黑人女士，叫巴巴拉。同是

新人，我們自然就交談的稍微多一點。那時我

的英文不好，她跟我聊天，我是似懂非懂。她

模樣慈祥，笑瞇瞇的，年紀看著比我大些。有

一天，她突然跟我提起 "Jesus"，我當然是不明

所以了。只能搖搖頭說，聽不懂。就這樣，我

們之間的交流並不多。 

我有了兒子，她問我孩子好嗎？我說非常

好，能吃能睡，大大壯壯的。她眼裡透著喜悅

告訴我，她一直在為我禱告，求上帝保守我有

個健康的孩子，上帝果然應允了。我不以為然，

世上健康的孩子多了，我是運氣好些罷了。 

那時我在三藩市上班，每天搭公車。公車上

幾乎沒有中國人，我常常是閉著眼睡覺。有一

天，有個中國人上車，逕自走到我旁邊坐下，

並介紹自己姓程，叫羅伯特。他問我有沒有信

耶穌，我說沒有。就這樣，我們每天坐在一起，

聽他講耶穌，聊天。我也終於知道了"Jesus"就

是耶穌。想想看，這英文的 "Jesus" 跟中文的

耶穌聽起來實在差太多了。 

我告訴了巴巴拉，有個程先生跟我講

"Jesus"，她興奮地拍掌跳了起來「上帝多奇妙

啊！，又一次聽了我的禱告，差派一個中國人

跟你傳福音。」我很是困惑，真有上帝？碰巧

罷了。 

程先生很熱心地邀我去教堂，特地來接我和

兒子，並給他買了個玩具。盛情難卻，第一次，

我帶著兒子進了教堂。那時兒子才兩歲，放他

在教會的託兒所。怕他哭，我不時溜出大堂去

看他，他果然很不安。托兒所的阿姨勸我回大

堂聽道，過一陣他就習慣了。我只好離開。其

實牧師講了什麼，我並沒記住。 

那時周末要上班，教會去不成。程先生又來

接我去參加隔壁一條街的查經班。她們有 7-8

個人，是香港來的。她們不會講國語，我不會

講粵語，我們還是湊在一起學聖經。我常提問，

因為好奇。憑什麼聖經是上帝的話？真有上帝

嗎？除了查經，我也看不少別的雜誌和書，如

進化論還是創造論等。我也開始看聖經，因為

我覺得別的書報雜誌都看，獨獨不看聖經就是

偏見了，當故事書看也不錯。她們查經很認真，

還發作業，都是英文的。就這樣，兩周一次，



 

芥菜子第 42期 第 19頁 2012年 3月 

我帶著兒子去查經，一查查了 8 年。我的廣東

話說的溜溜的，英文也學了，上帝的話語漸漸

在心裡扎根了。一舉三得！  

再說巴巴拉，我們同事三年，她得乳癌過世

了。很年輕，大概 50 來歲。不過我明白，她知

道自己有永生。生命不在於長短，重要的是她

與主耶穌同在，已經出死入生了。 

關於程先生，將我帶去教會，帶去查經班

後，上帝交給他的任務完成了。他所在的公司

是採礦的，他長年居住在國外，先後在日本，

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國家工作。他的兩個孩子

大了以後，他的太太辭了工作，賣了房子，與

他一同在國外住，直到前兩年退休才回美國。

巧的是，他們買的房子就在我家附近，偶爾我

還見到他們。 

上帝的作為奇妙嗎？祂讓我認識了巴巴

拉，然後聽了她的禱告，將程先生帶進我的生

活中；當程先生把我帶進教會，帶到查經班，

他的工作又告一段落；接下來又有查經班的姐

妹們帶領我，一步一步，學習學習上帝的話語，

開了我的心眼，使我在主耶穌的國度裡有份，

成為上帝的女兒；又將這福份帶給兒子。他從

小在教會長大，也很認真地學習聖經，參加團

契。我跟他說，我們要記住約書亞的話「至於

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句話要

代代傳承。 

上期芥菜籽主題是「我所認識的宣教士」。

我只注目在「宣教士」—差傳的那種，而忽略

了身邊的「宣教士」們。看了別人的文章，我

才醒悟，也要將我所認識到宣教士告訴大家。

因為每天，我們都有可能成為宣教士，將別人

帶進神的國度，擴張神的帳幕。 

 

《耶穌是主？》 頌揚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阿拉

丁神燈，喚之則來，呼之則去，滿足我的私慾，

解決我的困難，照我的旨意，可以。做我的主，

照祂的旨意，免談！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廟裡

的平安符，保險用的，以備不時之需。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止痛

藥，能暫時止痛就好，其他的，再說。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白雪

公主後母的魔鏡，我們只要祂保證我們是世上

最美麗的，卻不準備承受關於自己的真相。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一夜

情，玩玩就好，不必認真。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我們

的上司，我們總是要在祂背後做一些偷偷摸

摸，陽奉陰違的事。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

windows 的休眠模式，我們觀看球賽，講到減

價，眉飛色舞、群情激動、興奮異常，到了教

會敬拜我們的主的時候，我們卻只打算休眠和

省電。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

buffet，我們只挑喜歡的吃。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媽媽

的嘮叨，聽聽就好，不必在意。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被冷

落的配偶，我們只告訴祂我們需要什麼，而從

不問祂需要什麼。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放牛

班的老師，我們以為祂的要求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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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己經

結束的交易，我給你相信，你給我永生，公平

得很，兩不相欠，兩不相干。 

對於有些基督徒來說，耶穌其實比較像遠房

的親戚，是有關係，但不需要太親密，省得麻

煩。 

做為一個基督徒意味著什麼？當我們說耶

穌是主的時候，我們真明白我們在說什麼嗎？

 

 

老編的話 李紡 

首先要向大家說明我們的主題「春草年年

綠」是來自王唐朝詩人王維的詩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春草年年绿，王孫歸不歸。 

從他的詩句中，我們看出了詩人期待的心

情。而剛好春天乍到，萬物欣欣向榮，神藉著

所造之物到底給了我們甚麼樣的啟發？祂是不

是也在天家對那些徘徊在門外者或偏行己路

者，問著「歸不歸」? 

所以兩位姐妹稿子題目寫成「青草年年綠」

都被我改正過來了。所幸她們信手拈來，都沒

有離題。海英姐妹還真能寫呢！ 

這一期出刊的日期還是無法如期，截稿那

天，居然只有四篇稿子，妳想我的臉能不像春

草般地「綠」嗎？不過這一延誤，卻讓我有機

會羅織幾篇悼念群珍姐妹的文章。群珍姐妹在

我們教會默默地事奉主，她對眾弟兄姐妹生命

的影響，絕對 deserve 我們為她開闢一塊小小

的懷念園地。 

佩玉和力山在我哀哭之下，總算大發愛心地

交了兩篇精彩的稿子；感謝主！傅琳是最會說

故事的姐妹，陳敏抱病寫稿做見證，足證神在

她身上的恩典有多大! Awana commander 柯惠

珍的「禱告」，你是否覺得她的文章跟她的人

一樣可愛，即使這樣嚴肅的題目，她都能寫得

活潑有趣。 

英文部本來預定至少要交兩篇稿子，李牧師

交了。答應要交稿的 Mathew Deng 卻讓我「望

穿秋水，不見伊文」，又不敢上告雅芬，我這

個當了這麼多年的阿姨，只好拿出一篇“The 

confession”來獻醜 了。 

感謝所有愛護這片園地的弟兄姐妹們—不

管是寫稿的、校稿的、打字的、編採的…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請

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

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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