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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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旺事奉的心火

黃嘉松牧師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記念你的眼淚，
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
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 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
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 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
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
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我為這福音奉派作
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
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
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
(提後 2:3-14)

提摩太後書是保羅寫的最後一本書信。這位

保羅首先提起提摩太過去對神的信心是如

歷史裏被神重用的宣教士、牧師、神學家，領

何的純真無偽；是從他的祖母與母親的教誨而

袖寫此書時是在羅馬坐監，面臨人生的終點，

來的。(提後 1:3-5)

但他仍是對神忠心，思念教會的安危，寫此書

保羅要提摩太想想他的屬靈遺產，他是怎樣

信勉勵在以弗所教會的年青同工提摩太，勉勵

信主的，他過去是怎樣的有信心與熱心。當我

他忠心剛強的事奉主，不要因面臨困難與反對

們常回想過去神的作為，信心就會得堅固。聖

而灰心膽怯。從上面一段經文我們可以學習怎

經給我們很多例子：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

樣作 一個忠心剛強事奉主的人。

蒙神幫助，走乾地過約但河進迦南後，神吩咐

一.常回想我們信心的遺產

他們要從河中拿取十二個石頭放在吉甲立碑做
為後代的記念與屬靈遺產，以增強他們對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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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同樣地，在士師時代，撒母耳帶領國家

四.不以福音為恥

歸向真神而復興， 蒙神幫助在米斯巴打敗強敵

保羅對提摩太的第四個提醒就是不要以福

非利士人，撒母耳就在米斯巴立下一個石碑為

音為恥，甚至於應願意為福音受苦。一般人遇

記念，取名為以便以謝，目的也是要留下屬靈

到懼怕或是苦難，常常就會以福音為恥，但這

遺產作為以色列人信心的根基。在新約時代主

不是神的心意。神給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為他作

耶穌為我們設立聖餐記念他，也是為了要我們

見證的使命，若我們以福音為恥就無法忠心。

記得我們的屬靈遺產。

我們怎能不以福音為恥？有三點值得我們思想

二.常使用神給我們的恩賜事奉主

與提醒自己:

保羅的第二個教訓就是要熱心的使用恩賜。

1. 知道福音的可貴與榮耀

在第六節中他提醒提摩太要將神給他的恩賜如

保羅之所以能剛強忠心事奉主就是他深

火挑旺起來。一堆炭火若不去動他、不吹氧氣

知福音的可貴與大能。在羅馬書中，他說福

進去，就很容易熄滅。同樣有恩賜若不使用，

音本是神的大能(羅 1:16)；在此段經文中他

就會越來越冷淡，越不事奉主，成為不忠心的

講到福音就是神在萬古之先已預定基督徒

人。所以基督徒應常使用恩賜事奉主，才能保

得救，並且是出於他白白的恩典，不是出於

持火熱的心。事奉主不冷不熱是神所不喜悅的。

我們的好行為；並且基督徒最大的福氣就是

羅 12:11 節說要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

有一個不能壞的生命。(1:9-11)

常常服事主；在啟 2:1-4 中，神責備以弗所教會

的特權與恩典，凡深深體會這福音的人必不

對神失去起初的愛心；在啟 3:14-15 中，神責備

會以福音為恥。

老底家教會不冷不熱。

這是何等

2. 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

三.要常與神同在，依靠神的靈

基督徒所信與事奉的對象是最高、獨一

提摩太可能個性較為柔弱，碰到反對的力量

無二、掌管萬有、托住萬有，擁有無窮大能、

與許多同工離棄主，就自己也開始懼怕，不能

與尊貴的真神。若是常以此提醒自己，我們

再忠心事奉主。保羅對他的勉勵是要常與神同

必不會以福音為恥。

在、依靠聖靈的能力，因為神賜給我們基督徒

3. 相信神會記念保守我們對他的忠心:

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因為神並非不公

神不喜歡我們膽怯，面臨懼怕時，我

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

(1:7)

們應先承認這不是出於神，然後趕快追求親近

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

神，靠他的靈得力，這樣就會更加剛強事奉主。

(來 6:10) 馬太福音 25 章中記載主耶穌的

不只如此，當我們與神同在，被他的靈充滿，

教導：對忠心的人，將來主也必把許多事派

就會更生出仁愛之心，事奉主就越火熱。同時

他管理；享受與主同工的快樂。有這些教導，

被聖靈充滿，我們就越能警醒鎮靜、自我節制，

願我們都能像保羅 一樣，剛強忠心事主，

不因懼怕而軟弱。

儆醒等後主的再來，蒙他喜悅與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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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Human Was Jesus?
(Luke 2:21-52)

[This is a reflection Pastor Josh originally posted on LiveJournal]
The question we’re exploring is: What does it mean that Jesus became a man? Did He really experience the kinds of
stuff other people do? Isn’t it easier to deal with being human (including all the growing pains and suffering in life) if
you’re God? You’d have the ultimate video game “cheat code” if you could call on the omnipotence, omniscience and
authority of God, don’t you think?
Read the entire historical excerpt about Jesus from infancy through pre-teen years: Luke 2:21-52. These are the
only snapshots we have of Jesus as a young person. Both specific occasions are significantly recorded because they
reveal Jesus’ interaction with His Father’s house built by human hands. In a nutshell, when Jesus & the temple come
together, it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old covenant, &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people,
a monumental change because Jesus has come to fulfill the functions of the temple (for a deeper explanation,
listen to the message online: “Family Traditions”, Oct 10, 2010). In today’s reading, there are two interesting phrases
that stand out:
Jesus’ Childhood: [Luke 2:40] And the child grew and became strong, filled with wisdom. And the favor of God was
upon Him.
Jesus as a Pre-Teen: [Luke 2:52] And Jesus increased in wisdom & stature and in favor with God and man.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historical record details that Jesus did indeed “grow”, in physical maturity and wisdom.
That means He increased in physical strength & stature/age/height, just like other boys. It also means He grew in
mental maturity & spiritual wisdom by reading Scriptures, memorizing it, and praying to His Father, all of which was
dependent on His mental capacity at each stage of life, just like other boys. He didn’t exert all the knowledge, power
& wisdom of a full “God-brain” in a tiny infant body; He didn’t pop out of Mary’s womb proclaiming in a thunderous,
manly voice: “I am God” & spouting supernatural, life-changing spiritual truths from His tiny mouth. He cried, cooed,
slept; He was hungry & happy, He didn’t have deep thoughts as an infant, just like other babies. He came as a real
baby, with a real baby’s brain, growing into a boy’s body & brain, with its same capacities & limitations, and learned &
grew just like any other boy. He was aware of His identity & purpose at age 12 (Luke 2:49), with amazing wisdom,
but still limited to a 12-year old brain's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that. And by diligently maturing physically, mentally
& spiritually like other boys can, He grew in favor… in His Father’s eyes and that of people. People respected Him so
much, that even though He was in a small town, they called Him rabbi (teacher), even though He wasn’t
formally-educated as such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n His town, there’d be a synagogue that housed maybe 20-30
people; simple, rural folk would get together for prayer and readings. Nearly all of the women would have been
illiterate; a handful of males literate (Jesus being one of them). Mary & Joe did a great job raising Jesus; they taught
Him, loved Him, served Him, protected Him, and got Him an adequate education as their son. And in the temple as a
boy, He talks with the scholars, and they’re amazed at His knowledge. He grew in stature physically, wisdom
spiritually, and in favor, to the degree that He was allowed to read the Scriptures, and in His small synagogue in His
hometown, they called Him rabbi.
Paul explains this in Philippians 2:5-11, in a process called kenosis, meaning Jesus “emptied Himself” (Phil 2:7
describes it as “made Himself nothing”). It means that He is fully God (Phil 2:6, He is literally made of the same
essence as His Father & equal to Him), but chose to humble Himself and divest Himself of the powers, rights &
attributes that belong to Him as God to become (same Greek word) in essence/literally a servant & human. It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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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ame in real flesh, subject to feeling cold/heat, tummy aches if He ate spoiled food, morning breath, feeling tired,
having to go through puberty, getting stumped on homework that a 10-year old brain wasn’t complex enough or
didn’t have the knowledge & experience yet to understand, getting bored when preachers drone on too long, facing
all the same temptations common to mankind, and having to learn & grow in spiritual wisdom. No cheat codes. So
He went through all the pains of growing up and life, but He didn’t sin. He was perfect in sinlessness, but not because
His circumstances were perfect or easy. He came completely human; He did it the hard way.
So how did He become so wise, perform miracles, etc., if He wasn’t cheating and using His personal “God power”?
There are clues dropped throughout the gospels, particularly Luke: After defeating Satan, “Jesus,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returned from the Jordan” [Luke 4:1]… As He begins His public ministry, “And Jesus returned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alilee” [4:14]. OK, so Jesus was empowered by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by constantly be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ther (for more about the Holy Spirit, listen to & read the notes from the message:
“Worshipers of God”, Sep 26, 2010). He didn’t personally “cheat”, but He had outside help, right? Isn’t that still a
cheat? We don’t get to do that as “normal” human beings?
Here's why it’s not a cheat: That same power is available for you… for all who believe & follow Jesus. Listen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message in this series (“Resonate” Sep 12, 2010). Luke 24:49, Acts 2:32-33, John 14:11-12, Romans
8 all talk about how we can experience life to follow Jesus, grow in knowing Him & His Father, become more & more
like Him, and do great things to serve & honor Him…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Can we live a sinless
life too? Too late; we’re born with the spiritual virus of sin, passed down from our forefather Adam; it’s already part of
our nature. It’s why Jesus had to come & be born of a virgin, to live a sinless life as a worthy & righteous sacrifice, to
die in our place for our consequences. But we can & should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God in our lives to grow in
maturity, holiness, wisdom & life through Jesus & His Spirit, whom He promised & sent to us.
Let’s tie this all together with a neat little bow. Not only does Jesus get rid of the temple, as He inaugurates a new
epoch in human history &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God, He replaces the old traditions with something new. Let’s talk
resonance: What difference does all this make? Getting rid of the temple, Jesus being human in all ways (growing,
relying o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 our ability to tap into life through the Spirit? What’s the impact? What happens if
we’re able to tap into the same power of God through His Spirit?
Everything changed when Jesus (God) came as a man to earth. We no longer go through the old temple of God,
because Scriptures teach us in 1 Corinthians 3:16-17: “Do you not know that you are God’s temple & that God’s
Spirit dwells in you?... God’s temple is holy, & you are that temple.” Through the grace of God, the death &
resurrection of Jesus (our high priest, temple & sacrifice), we become the temple of God that the Holy Spirit takes up
residence in as sons & daughters of the Most High God; He makes us the Holy of Holies. He chooses to dwell in us,
so we don’t need to go to Him; He has come to us. We don’t need to go to a holy place, but through Jesus’ blood
& the Holy Spirit, we could be a holy people. This is why the Bible says [in 1 Peter 2:9] that all Christians are a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that your whole life is about ministry, that people can meet God through you, experience the
forgiveness of sin through Jesus from you, and discover life/faith/worship of Jesus with you. You are priests & the
temple of God in Jesus through His Spirit. You have that power in your life. The temple of God isn’t a building of
brick & stone, Ephesians 2:19-21 teach us that it’s people: You (the Church) ar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 prophets, and ultimately on Jesus Himself as the cornerstone, from which everything is built up on Him
(our church, our life, our family, our home, our ministry, our legacy), in whom the whole structure & organism (called
the Church) is joined together in community, & grows into a holy temple of the Lord. What’s Jerusalem/the temple
called? A city on a hill. In Matthew 5:14-16, Jesus says, if you follow Him,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the new
“city on a hill”, whose light should “shine before others, so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works & give glory to your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Jesus’ life (on earth as a man), death and resurrection all matter. Since Jesus became a man, He relied on
life/power through the Spirit of God, showing us how we could live through the power of His Spirit too (which He
promised, sent, & gave to us), so that we could experience His power, goodness, transformation, life and
impact/ministry, and share that with others. Our life should resonate with His life in the Spirit. So, still think
you’re “just human”, and that “normal people” can’t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God in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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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that Jesus became a person, and literally had to “grow up”?
What “cheat codes” did you erroneously believe Jesus was using during His earthly life & ministry? What are some
growing pains or circumstances in your life that you thought Jesus might not relate to? How does reflecting on Jesus
emptying Himself of His divine attributes and going through life & circumstances just like us change your
misconceptions?
(2) Where do you need to experience the Spirit’s power in your life?
Now we know that Jesus became a real human (like us), didn’t cheat using His divine attributes, and relied o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like we’re able to do if we follow Jesus. God teaches us in 1 Corinthians 10:13 “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that is not common to man. God is faithful, & He will not let you be tempted beyond your ability, but
with the temptation He will also provide the way of escape,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endure it.” What areas of sin &
struggle do you need to turn to Jesus to receive power from His Spirit to overcome & endure?
(3) Though we are normal, everyday people, how do you need to experience the Spirit’s power to minister to others?
Like Jesus, we’re born into limited, finite, human abilities & strength. But also like Jesus, we can tap into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of God to affect incredible life change, impact & ministry so that people can meet God & bring glory to Him.
Who is someone you’d like to minister to? How can you pray for them to experience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through you? Ask God to give you boldness, wisdom &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to have an eternal impact on
someone’s life, and then act on it out of obedience. My fellow, limited, human friend, be the temple, be a city on a hill
by the power of Christ's Spirit!
You can find more sermons from our “Resonate” series in the gospel of Luke at our website:
http://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tm 

本期主題－天人交戰時

天人交戰

那就是說我們要搬到聖荷西囉！」律師笑著解
釋：「你們在聖荷西找個認識的親朋好友，打
陳佩玉

個招呼，移民局的申請表格借他家的地址填寫

聖經中最典型的天人交戰就是雅各與神

即可。」哇！就這麼簡單，於是我們高高興興

摔跤，雖然看起來這簡直是雞蛋碰石頭，戰況

地回家。找了一位住聖荷西的台灣同教會的教

絕對是一面倒，但事情卻出人意外，雅各死纏

友幫忙，他二話不說，一口答應。

爛打，摔了整個夜晚，居然不分勝負，你說奇
不奇怪？

週日晚餐後，通常我們都有一小時左右的
家庭聚會，一家人互相談心並輪流代禱。那天

1988 年我們一家四口由台灣來美國，力山

我們如常將申請居留之事

是以專業人員應聘申請居留，一年後再請律師

放在禱告事項中。晚上已過

申辦綠卡。負責申請手續的律師好心的告訴我

午夜 12 點力山仍未上床睡

們，三藩市移民局有位白女人移民官，人兇且

覺。第二天早上我問他昨晚

難纏，如果案子交到她手裡，那就很難過關。

做什麼？幾點才睡？他說

但有個變通辦法可避開她。就是把居住地址移

昨晚同神在角力。

到聖荷西，那裡的移民局很容易過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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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家庭聚會禱告後，力山心中覺得神有

這一晚真是漫漫長夜，心裡七上八下，想

話對他講，所以就到書房跪下求問。神說：「你

到一大堆的如果…？愈想愈不放心，力山卻已

們明明住東灣，為何謊稱住聖荷西？怎麼可以

經呼呼大睡，沒事似的。第二天律師把報表送

投機取巧。」 他回說：「這是律師的安排，不

去，到中午還沒消息，我是按捺不住每小時打

照著做有可能過不了關，居留權如拿不到律師

電話問消息，直到下午 4 點多好消息終於來了，

也管不了，而且律師費已繳；好友也答應幫忙，

通過了！心頭大石才放下。

一切都已安排好，這也是合法呀！」但神不許，

神讓我們經歷這件事，除了看到自己的小

就這樣他跟神磨來磨去。三個鐘頭過去，仍然

信，也藉機讓我們跟孩子一起真真實實的體驗

沒有結果。多次對神說：「我明天還要早起，

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學習到順服神旨意，必

答應吧！。」但神說：「事情沒有解決，不可

蒙神喜悅。人都喜歡走康莊大道，但神有祂的

以起來。」最後到深夜一點多，力山終於投降，

規範與堅持，祂是窄門，也要求信祂的人走窄

放棄堅持，順從神的旨意去做，這樣神才放他

路。人常自以為是，自以為有理，但唯有謙卑

安心去睡覺。

順服在神的權柄之下，必能看見神的大能。

第二天我們去找律師表明我們改變主意，



決定在三藩市移民局申請。律師滿臉狐疑的問：
「為什麼？」我們據實以告「我們是基督徒，
如果照你的方法做，心理不平安。」他很尷尬
的笑了笑：「我也是基督徒。」

人的等待，神的預備

傅琳

幾個月前，我和幾個朋友出去旅遊，一行

到面談那天，為了多一層保障，我們請律
師陪同我們一起去。輪到我們進面談室，律師
輕叫了一聲：「中獎了，就是她。」我心中直
呼，上帝啊！我是嚇到手腳冰冷，心裡發慌，
還好兩個孩子左右扶著我，沒有兩腳發軟。這
位女閻羅可真兇，規定我們坐的位置， 口氣像
法官問犯人。問完所有該問的問題，就開始檢
查文件，按程序應該可通過，但她就是要讓你
不好過，她要求提供公

人高高興興地玩了 5 天，在回家的途中，我真
真切切的遇見了神。
朋友在航空公司工作，她非常好心地為我
們辦理了「等位」的機票，那是她的員工福利，
我們只要付少量的油錢就有一張機票，但條件
是機上有空位才能上，沒空位就繼續等下一班，
直到坐上為止。她查好了來回的行程，應該沒
問題，我們就出行了。

司財務報表以示證明

去沒問題，她查好有空位我們就出發了。

公司的能力。唉！真是

回來的前一天晚上，她照例也要查看一下航班

雞蛋裡挑骨頭，又不能

有無空位。一看我們都慌了，我們一行 4 人，

跟她理論，力山只好乖

但在我們前面冒出兩位空服人員在等，（原先

乖回公司拿報表。

是沒有的）。總共 4 個位子有 6 個人在等，而
且他們還排在我們前面，我們 4 個人一起走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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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行了，起碼有兩個要繞道飛紐約，再從紐

第 4 班飛機現在有幾個空位？她用電腦一查，

約回三藩市。這樣一折騰，路上花的時間更多

楞住了，前面兩位空服人員取消了他們的行程，

且更晚到家，第二天我們要上班。

4 個位子，不多不少！她說，先別高興，不到

沒辦法，我們只好查看哪個航班可以帶我

最後一分鐘不算，誰知道會出現什麼狀況？我

們離開現在的城市飛去紐約，然後再轉機飛三

卻在心裡雀躍不已，料定是神為我們預定的，

藩市。主要是看這些航班有沒有空位。結果是，

哪裡會有這麼多巧合呢？本來前面幾班飛機都

我們第二天能搭乘的航班有三班飛紐約，第 4

有空位，祂卻讓別人在我們前面佔去了，（我

班直飛三藩市。但空位不夠，缺 2 個位子。那

們很早就到機場了）；結果那不夠位子的一班

晚上，我們化了好幾個小時查看，大家心情也

飛機，卻讓人家改主意取消了行程，那本是祂
的美意，還會出什麼狀況呢？我心裡真的非常

很鬱悶。

篤定。
第二天一早就趕去機場，希望能排在前面，
第 4 班飛機的登機時間終於到了，猜猜如

先到先走。第一班飛機有 9 個空位，應該能坐
上吧？登機時間一到，我們興

何？我們順利登機！按照原來的

沖沖地上前一問，結果已坐滿，

行程和計畫回家。

頓時傻眼！不過沒關係，還有

由此，給我上了一課，神讓

第二班，8 個空位，應該能坐

我們看不見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

上吧？在那等待的兩個小時

一是讓我們學會隨時禱告，祈求，

裡，為免焦慮，我們在電腦上找了個喜劇片，

感恩，在祂裡面存一顆平安，靜候的心；二是

嘻嘻哈哈，假裝沒事人似的，不然多難受啊！

認識到祂是愛我們的神（雖然我們不可愛），

好不容易兩小時熬過了，第二班飛機登機了，

是我們大能的父，不要靠自己的聰明，在忍耐

跑上去一問，又傻眼，滿了！我突然覺得，不

中仰望祂的恩典和預備。

會那麼巧吧？也許神為我們預備的原是好的，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到，也許有人以為，

是我們自己在慌慌張張找出路。心裡的念頭這

神為你預備了好處，你就去讚祂，如果祂讓你

麼一轉，我的禱告也變了：「天父啊，你愛我

遇見困苦和作難呢？我想到約伯，他遇到那麼

們，你為我們預備的原是比我們想像的更好，

大的苦難，但是：「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

是我們用自己的聰明在盤算而忘了靜候在你面

比先前更多。」祂原就是我們仁愛的天父。求

前。天父啊，如果是那樣，求你攔阻我們登上

主繼續教我學習忍耐，學習仰望，學會交託。

飛紐約的班機，直接讓我們上下一班飛機回三



藩市吧。」一個半小時過去了，第三班飛機登
機了，跑到跟前一問，滿了，又沒上去！我不



禁暗暗高興起來：「天父啊，你是不是要給我
們看奇蹟啊？你的大能是不是要直接彰顯在我
們這些小信的人身上啊？」我跟朋友說，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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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聖潔的事、自我的吹噓而歡笑的時候，我的

生活分享

八福(上)

門徒啊，你是否也跟著笑呢？你是否對這世界
頌揚

的價值觀不敏銳到一個地步，使你根本不能為

八福中所描述的，就是真實跟隨耶穌的人所

它哀哭呢？ 我本可放棄耶路撒冷，但我卻選擇

擁有的生命、品格、氣質和態度，它告訴我們，

為她哀哭，為她代禱，使她末後有指望，你們

成為一個基督徒意味著什麼; 而所謂的基督徒，

蒙召也是如此。你們在世上為世界、世人達不

不是指比一般世人在道德上好一點而已。所謂

上我的標準所留的眼淚，也許就是你們靈性清

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種激進的生活方式，

醒的最好証據，你們的劬勞，不會白費。

是一種不見容於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一個決
心徹頭徹尾跟隨的決定。

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

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
受地土。
跟隨我的人，是願意將自己的利益交在我手
中的人。當世人拚死捍衛自己種種的權益時(甚
至在我的教會也隨處可見)，真心跟隨我的人，

耶穌看著祂的門徒，說:
跟隨我的人，是懂得承認、時刻去體驗自己
的有限、貧乏、赤身、可憐的人; 這不是病態
地自憐，而是一個嚴肅的事實，如果你不看清
這一點，如何能跟隨我？如果你還對自己的成
就、能力、屬靈的程度還有一點的驕傲、自信，
你還是不知道你自己的敗壞程度，甚至要我死
在十架上，才能解救。相信這樣一個敗壞的自
己，不是很愚蠢嗎？而多少的人還在倚靠自己
的能力、計劃和敬虔，以為這會讓自己的人生
好過些？以為這些會讓我印象深刻？事實是，
你們一無可誇，你們最好的義行，不過是破布，
但好消息是，我早就知道你是這樣的你，我所
要求的，只是你的承認，好叫我的恩典覆庇你，
好叫神的國臨到你。

卻懂得為了他人的好處，而甘心放下自己應得
的那一份，滿心相信我父會為他負責到底，就
如同我為了你們的好處，捨棄了神性的尊榮，
滿心相信父能叫我從死裡復活一樣。你的時間、
精力、才幹、權益、尊榮，甚至連你的生命都
是可以捨棄的，因為都在我父的手中。世人看
做是損失的，你不可以看做是損失，我是你的
神，會為你負責到底。當你為神而捨的時候，
你也得到只有神才能夠給你的東西，不要懼怕，
我不是說過嗎，敬畏我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太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飽足。
跟隨我的人，是如飢如渴地渴慕我的法則、
道路、旨意，渴望與我有一個正確的關係，渴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安慰。
跟隨我的人，是看出這世界的虛假和罪惡，
而為其哀哭的人。當這世界在為不當的利益、

望行出我的標準的人。你用電視、影集、網路、
各樣的休閒、嗜好來滿足自己有多久了？你對
我飢渴嗎？如果我不是你心中最深的渴慕，你
也不用訝異你生命的貧乏。你的胃口決定了你
生命; 這難道不是你自已的決定嗎？被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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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選上的人少，而選上的人當中，真實愛我、

大廳旅客仍是穿流不息，散落一地的蘋果

要我的人又更少了。你們為何不懂得運用這項

也還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只見一個小小的身

應許，我不是說過「必得飽足」嗎？親近我的，

軀趴跪在地上，邊啜泣，手邊在地上慌亂摸索

我必親近他，決定權在你們身上。

著，小女孩兒正試著找回她的蘋果，但籃子卻

我說決定這樣跟隨我、相信我的教導、用我

空無一物。

的眼光來看世界的人，是有福的，是被神認可

他在女孩兒身旁蹲下，這才驚覺小女孩兒

的，難道我是在說謊嗎？你遲早要決定，你要

雙目失明，他輕輕拿過籃子把蘋果一一撿起，

尋求那一種的認可？世界的，還是我的？我說

扶起小女孩兒，笑顏飛也似地爬上淚痕滿滿的

有福，就是有福，我從不說謊。但問題是，你

小臉；幫忙架設倒塌的架子，把蘋果放回架上

真能勇敢地相信嗎？還是你的「跟隨」，是有

時，他注意到許多蘋果都摔爛了。

選擇性的？

「你的蘋果真漂亮，可以都賣給我嗎？」
他把一百歐元放在女孩兒手上，抱著一袋爛蘋



果走向航空公司櫃台。「先生，先生--」女孩激
動地在他身後大喊。他轉身，迎著他的是女孩

為誰駐足～你是主耶穌嗎？

無神的雙眼，她紅噗噗的小臉充滿希望的神采：
黎采

一個周末，在歐洲一個小國的機場，一群
西裝革履的業務員在大廳急奔趕搭回國的班機，
好不容易才結束壓力重重的業務年會，他們可

「你是主耶穌嗎？」
那一聲有如五雷轟頂，又有如醍醐灌頂，
他半晌不得動彈，緩步離開；那一聲「你是耶
穌嗎？」卻在他心中縈繞迴旋。

不願誤了回家的時間；想到妻兒正盼著他們，
曾經有人以為你是主耶穌嗎？重生得救以

一行人跑得更急切了。

來，我們不是要效法基督，期許有基督的樣式
「啊--」忽然聽到一聲驚叫，只見錯綜的腳
步下，竟然流竄著一顆顆紅豔豔的蘋果，不知

嗎？期許之後自我省察時，我可以坦然宣告我
是小基督嗎？

是誰在奔跑中撞倒了小販擺放蘋果的架子。
曾經祂為了世人的罪，捨了生命，為了我
「對不起，我趕時間……」闖禍的傢伙嘴裡
道歉，腳下一刻也不停留，朝著登機門奔馳。
大夥兒好不容易上了飛機，有的忙著放行李，
有的開心地交談，剛才的意外早已拋之九霄雲
外，至於誰會去收拾殘局，那就更沒人在意了。
他，忽然站了起來，對鄰座的同事說：「請告
訴我太太我會搭下一班飛機回家。」留下一臉
愕然的同事，他抓著行李大步下了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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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跌爛的蘋果，付了代價；今天我們與基督同
活，儘管生命中有挑戰，生活中有壓力，面對
人生鋪陳的各種路徑 ，面對人們不同的渴求，
我是否願意停下腳步，為他駐足？當年往耶利
哥的路上，那個行路的撒瑪利亞人趕時間嗎？
富有嗎？他為甚麼不計代價願意停下腳步？我
想不論是一念之間，還是從神而來的信念，他
動了慈心，他身上早已有屬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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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響

祝老編越做越好！

想妳~我的忘年姐妹劉群珍

林振時

劉安靜

芥菜子主編常常問讀者開心不開心？作

屈指一算妳已經離開我們快兩個月了。在

為讀者，我願意談一點個人的感受。
在第 42 期裡面，主編用了七八篇悼文，

妳治療期間怕妳受感染而無法去探望，只有默

編成一「懷念」特刊的作法，不太常見。我想

默地為妳及辛苦的家人禱告。中間有一天突然

是李紡姐妹匠心獨具的「創舉」。看到這文章

接到妳的電話，聽到妳一如往昔的聲音，溫和

小園地，令我想起大約幾年前，到一老弟兄的

有力句句真誠，好像沒事發生一樣. 如果不是

小後園時的感受。原本有點陰暗的後花園，那

擔心妳吃不消真想和妳聊下去。感謝主！讓我

宛如大屋頂的樹不見了，眼前看到的是陽光燦

在妳臨去前一日去醫院探望妳，見到妳虛弱，

爛，繁花怒放，草地更新，更以一深綠色的小

喘氣又消瘦的樣子，我真的是求主能在那時刻

草鑲邊，這些狀如韭菜的小草，豈不是我家後

息了妳的勞苦，雖然我非常地捨不得失去妳。

院磚縫裡的那種小草，我拔了多年，年年拔，

想到妳這多年對我的關心，天冷就提醒我

年年長，草根反而更加粗壯，我反而煩其存在。

用圍巾保護喉嚨以免咳嗽受涼，甚至妳還送我

那裡想到這小草竟是這家主人的所愛，長得又

一件花斗篷可以擋風禦寒。2009 年我接下迦勒

高又壯，看來還是花錢買來的！賣的人有商業

團契的服事後，妳不時地鼓勵我也提醒我該注

眼光，買的人有審美修養，我自慚為何差距這

意該改進的地方。妳更提議並親自重編老舊的

麼大！

迦勒詩歌本，挑選詩歌，校對，複印，還請妳

李紡姐妹的匠心真是令人敬佩，那些小人

女兒 Susan 幫忙裝訂成冊。為了讓往日團契聚

物，小糖果，農民，寡婦，打水…… 過了幾十

會時抽時間來幫忙領詩，司琴的年輕姐妹們可

年，甚至半個世紀左右，又在地球另一邊，時

以去享受她們的午餐及與其他姐妹們多有機會

空遠隔，本來在追思會上談談，也就畫上句號，

交通，妳主動接下了司琴的服事，並邀請楊莉

讓其自然消失。這些小事物，整理起來，不單

莉姐妹領詩，我們除了牧師們偶而有短講分享，

單是供「觀賞」，不也是現代人所欠缺的嗎？

主日慶生，各家姐妹點心分享，並有健康講座

相信如細心去尋找，還可以找出一些「花

等等活動，從此讓我領教了長者中臥虎藏龍,

卉」可供人觀賞，不一定是那些貴氣的「蘭花」

高手雲集。各位年長的看官弟兄姐妹尚未曾參

才可以登上檯面。是嗎？換換口味，另類享受。

加過迦勒團契的，歡迎您們趕緊歸隊，深信群

（恕我老人老是說「想當年」），記得十幾年

珍姐妹一定樂意見我們在人生下半場攜手同頌

前，坐上噴氣機空中遨遊半個地球，一覺醒來，

主恩。

喝上一碗台灣白粥，配上地道的蘿蔔乾，其感
受不比那已經膩煩了的漢堡包，三文治之類的
食物，更能醒胃嗎？十幾年過去了回味起來，

想到保羅在提多書 2:2-5 的教導，用在妳的
身上最確切不過。「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
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又

仍然「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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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不

間遭遇了層層的困難和重重關卡，如「過關斬

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好指教少年婦人，

將」似地一一克服，不過因為「單身」的理由，

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

美國領事館在最後一道手續時沒有給我學生簽

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毀謗。」

證而不得進入美國的大門，由此我就改道去了

真是想妳！念妳！

加拿大，兩年後，轉身由後門搖搖擺擺，正大
光明地走入那個時候所稱為「遍地黃金」的美



國，在主的帶領下一步步都順利過關，沒有花
自己一分錢，也從沒在餐館打過工，一路都是
靠著獎學金完成了最高的學位，並在大學找到

孫女生日有感
陳其燦

了教書的職位。成了家，並在賓州西部的匹茲
堡北郊建造了一幢小屋，屋後有一條小小的溪

我們的外孫女凱玲三歲時她父母在一家冰
淇淋餐廳請了她托兒所的小朋友們一同來慶祝，

流和一座半古老的石板橋，這塊地我們稱它為
「小橋，流水，人家」。

這家餐廳生意很好，客人磨肩接踵，非常熱鬧，
她很高興地和朋友們一起玩各種遊戲、唱歌、
繪畫、吃水果、冰淇淋和蛋糕，足足四個多小
時，這是一場充滿喜樂的小朋友聚會，散場後，
我對女兒說﹕「當我是凱玲這個年紀時，你的
祖母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場小朋友的
聚會，勾起了我的童年，在那個時候的中國，
一切都非常落後，談不上醫學、衛生之類，所
以很多傳染病時常發生，聽說我的母親是被傳
染一種鼠疫去世，這是我外祖母告訴我的。母
親離去後，我就由祖母看管，所以我就沒有嚐
過母愛，當祖母去世後，我的父親從外地帶了
一個婦人還兼一個小ㄚ頭回到我們的家，在這
一段的歲月中我遭受到繼母的百般虐待，當我
父親去世後，我的繼母帶了那個小ㄚ頭相繼離
去，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由一家親戚轉到另
一家親戚，過著半流浪的生活，在我記憶中，
我也上了小學、初中，一路上成長，最後在 1949
年頂替了一個親戚的「台灣入境證」去了台灣，
在台灣東部的花蓮，繼續我的中學學業，然後
由中學、大學、研究所，而出了國門，雖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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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頁

每當我回到家的時候，都喜歡坐在溪旁自
己建造的木椅上細聽潺潺流水，觀看小小魚兒
蕩漾其中。我閉起雙眼，回想過去，細數主賜
給我的無數恩典，衪引導著我走義路，賜給我
堅強的勇氣和無限的信心。當我年幼無知而還
不認識衪時，衪就已經認識了我，當我還沒有
愛衪時，衪就已經愛上了我，一路扶持著我，
一直陪伴我的身旁。衪賜給我的恩典高過山，
深於海，主啊﹗我感謝袮﹗在賓州足足住了三
十八年後，因為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先後來
到了西岸，所以我們也迫不得已要西遷，離開
那可愛的溪旁小屋。當然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
決定。但在神的指引下，我們做了最後的決定
－「搬家」﹗我製作了一個「屋主自賣」的牌
子插在我們屋前的草砰上，說來奇妙得很，神
賜給了我們大大的恩典，只不過一個星期，我
們居然把房子順利出售。我們對神說「神啊﹗
袮真偉大，袮垂聽了我們的禱告」。於是兩個
女兒由西岸回來，幫忙整理，打包，托運，最
後剩下的行囊，裝載了滿滿的車廂，開始我們
2012 年 6 月

有生以來第一次橫貫大陸，周遊列國般的四千

與信心，幫助我從小到現在克服一切的困難，

哩長征，來到了這塊四季如春的溫暖之鄉，並

我站在高原上彷彿看到袮慈愛的面容，在袮的

在神的引導下找到了我們這所可愛的「神的聖

大愛中賜給我健康與快樂，我願一生跟隨袮走

殿」，做為我們永久的屬靈之家。

完袮賜給我的人生道路，一直走到盡頭，阿門！」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當我們剛剛安定下來不久，因為這邊的一切對
我是完全陌生，我也對周遭的一切很不適應，
好像人把一棵幾千哩外的大樹，移植到一塊從
不認識的土地上，根部無法滋長，枝葉呈現枯
萎，我真的生病了，白天神情恍惚，夜裡無法
成眠，整天無精打彩，幸好有 Linda 和兩個可
愛的女兒細心看顧，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回
想起那個時候我們的家似乎整天籠罩在陰影之
下，不見天日的樣子，在這期間更換了三個醫
生和口服無數藥物，還勞駕黃牧師和一些兄弟
姐妹的探訪和禱告。終於經過了整整兩年三個
月的「冬眠」，在 2005 年聖誕節前，蒙神開路，
全部復元。從此正如一棵樹完全恢復了生機，
綻吐新枝，回復到原來的面貌，更換了一套新
裝，難怪當我第一次回去見我的主治醫師時，



台大的
李紡

在我讀大學的
年代，我常常聽到
「來！來！來！來
台大，去！去！去！
去美國」的口號。那
時草根性很強的我，
壓跟兒都沒想到美
國讀書，只想畢了業後，服務桑梓，貢獻所學；
後來卻嫁雞隨雞地漂洋過海，來到美國，為了
妥善照顧好小孩，我放棄了拿學位的夢想。一
眨眼三十年如飛而去，頭腦不再靈光如昔。

她一見到我就迫不及待張開大口說「你簡直是

當我退休七年後，我決定重回職場，經人

一個新人呀」，感謝神的大愛，衪終於降福於

介紹，接了一份私人秘書的工作。上班第一天，

我，衪讓我從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神情恍惚

老闆就對我下馬威：「我最討厭台清幫的！」，

之中重新站了起來。衪帶我從陰暗的幽谷來到

我正想辯明我不是甚麼幫派人物；他馬上咕噥

陽光普照的青草水邊，使我恢復了一切生機，

下一句：「台大，清華有甚麼了不起，還不是

神賜給我們一條道路，並非是處處平坦的康莊

被我所用…」，他那種所有員工都是靠他吃飯，

大道，有高低起伏，只要我們持之以恆，耐心

而不是幫他打天下的心態，當然不可能「禮賢

地等待，不斷地禱告，衪終會開道降福。衪是

下士」，我心裡常有一股聲音告訴我「不如歸

我們路上的光，照亮我們的前路，衪是我們生

去，不食嗟來食」，我忍耐地尋求神的帶領以

命的泉水，潺潺長流湧入我們的心田，永遠滋

及環境的印證，有一天他無故亂發脾氣，正符

潤我們的心。我對神說「神啊，我仰望袮一手

合了我向神所求的印證，我就義憤填膺地告訴

創造的美麗天空，俯覽屬於袮的廣闊大地，我

他 “I quit！”，這是我這輩子講完後心裡感覺最

感謝袮，袮照拂我的一生，賜給我無比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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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暢的一句話。短短的一個半月，讓我意識到
當台大人的不幸！

全盲這十年來，賴淑蘭從零開始學習自我
接納、盲用電腦、定向行動、按摩等技能，甚

後來朋友的推薦，我被「重用」去做會計

至在 93 年攻讀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部門 GL 的工作。兩個星期下來，我感覺我無

畢業，還在 95 年考進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法勝任這份工作，數度口頭請辭，老闆一邊慰

教育學系博士班。目前擔任靜宜大學通識教育

留我，一邊揶揄我「別人都可以學會，你怎麼

兼任講師的賴淑蘭說：如果沒有失明，我不會

可能學不會？妳是台大的呀！」我後來決定全

有機會走入教會，不會攻讀特殊教育碩博士，

力以赴，實在是因為頂著「台大的」光環，也

當然也不會當老師，所以當你覺得走到生命的

因此教會一些在會計方面有幾把刷子的，都被

盡頭時請不要絕望，因為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

我一些無聊的問題騷擾過，我一直銘感於心，
也求主親自報答那些不厭其煩地幫助我的弟兄
姐妹！原來「台大的」是被看重的！

起頭，人生的下半場也許才正要開始。」(節錄
自網路新聞)
我相信賴淑蘭生命的美麗，不在於她是台

我大學同班同學畢業幾年後，決定出來創

大的，而是她最後認識了上帝 。

業，跟他媽借錢創業時，他媽問他要創甚麼業？

林後 4：7「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

他回答說想開餐館，他媽竟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

地數落他：「人家台大畢業的，都是當總統，

4：8「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

而你竟然是要去煮飯給人家吃…」，他堅持自己

卻不至失望」；4：9「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的理念，沒被他媽所左右。現在他的事業已經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想想當年嬌弱的她，

開花結果，在台灣餐飲界，已經是個執牛耳的

因著認識神，她成了一個非凡的強者。

名人。並且現在台大的 EMBA 課程，就有以他

到底台大畢業的有沒有比較聰明？依我

公司的創業過程做為討論的案例之一。所以台

看，未必如此！人生是一段不斷的學習旅程，

大的，並非都要當總統呀！

如果沒有秉持「敦品勵學」的校訓，自以為聰

最近有一則感人的新聞，連續被報導了幾

明卻反被聰明誤。難怪坊間有人戲稱「台大的」

次，那是有關賴淑蘭的故事。她剛好是我念台

為「呆呆的」。(「台大的」與「呆呆的」的台

大時的室友。

語發音近似)

「賴淑蘭原本計畫在 87 年從東海大學校

我始終相信：基督徒的名份勝過「台大的」，

長秘書的工作退休後，就要開始過著打高爾夫

「北大的」等等名校的稱謂，不知你是否也與

球、打牌、打屁的三打生活，當個閒閒美代子。

我同樣珍惜這寶貴的身份？

然而，卻在三年後因為視 網膜色素病變而進入



完全的黑暗世界裡，對賴淑蘭來說卻不是絕境，
因為她深信這是上帝看中她，給她的一門功課，
且不是個普通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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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套，要照相」

也隱隱然覺得，自己彷彿成了無冕王，只要是
章志彬

為了拍照錄影，就可以如入無人之境。而一般

日 前 在 教 會 舉 行 了 一場

大眾也習以為常，覺得隨時拍、隨處拍，乃至

簡單隆重而感人的婚禮。當新

於隨時上傳發表，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

郎要將戒指套上新娘的手指

分*。

時，主禮的葉牧師貼心而幽

這些年來我一直從事媒體工作，不管是廣

默地叮囑新人：「慢慢套，要照相。」當下全

播、電視還是網路媒體，只要人到現場，往往

場笑聲四起。

都會得到主辦單位的殷勤接待；拿著相機或錄

這句話的前半段是很貼切的。從戒指套上

音機站到講台前，或是帶著攝影記者大搖大擺

去的那一刻起，雙方就在主裡合而為一，從此

地走進封鎖線等經驗也都不缺，因此對於前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神聖莊嚴又甜蜜的過程，

「如入無人之境」的快感體會的程度，比起一

當然要慎重地、慢慢地、一點一點地來完成。

般的朋友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身為專

但是「要照相」呢，卻不得不令人嚴肅地
省思。回顧當天的婚禮現場，打從儀式還沒開

業人士，我與熟識的同業多半都會自我提醒克
制，盡可能不要影響到事件的進行。

始，攝影公司的人就拿著器材忙進忙出；婚禮

當然，想要為自己或親友的珍貴時刻留下

開始之後，攝影師加上各路親友更是從頭到尾

記錄是人之常情也很重要，但做記錄再怎麼重

四處奔波，拍照的、錄像的，各路英雄穿流不

要也比不上被記錄的人與事重要，應該是不難

息，座位間、走道旁乃至於聖壇上面、牧師背

理解的邏輯。一般事件如此，更何況教會裡面

後，只要拿著照相機、攝錄機的人，似乎就可

的儀式呢？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沒有錯，但也

以理所當然地，成為儀式中的一部分。

是敬拜的聖殿、獻祭的祭壇，而不是一般的建

或許對於許多習慣於在媒體報導或者影
視節目中看到攝影記者搶新聞畫面的人來說，
這樣的場景一點也不奇怪；但是仔細想想，不

築物。否則主耶穌就不必將聖殿中做買賣的人
都轟出去，舊約時代耶和華上帝更不必動輒處
罰甚至擊殺那些未能遵守祭祀禮儀的人了。

管是新人雇用的攝影師或是一般親友，他們應

尤其是牧師主禮的儀式，更代表神是整個

該只是事件的記錄者，而不該成為儀式的一部

儀式的中心與掌權者。既然聖經明白地教導我

分，更不該影響儀式進行，甚至要參與者配合

們：神是輕慢不得的，我們在安排相關活動時，

他們。

就應該要事先留意。不妨在四週安排一些定點，

自從攝影數碼化之後，攝錄器材價格大幅
下降，加上省卻了底片與沖印的費用，專業相
機不再像過去那樣，只屬於媒體工作者或少數
財力雄厚者的專利；而或許也因此，當許多人
也擁有看似專業的相機和大砲鏡頭之後，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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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特定人員進行拍攝作業，而不是讓大家四處
流竄，尤其是跑上主禮的區域。至於非主辦單
位安排攝影的一般賓客，更應該自我克制，在
儀式進行當中，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

2012 年 6 月

或許您會覺得我這樣講很不盡人情。但是
換個角度看，就算不提聖殿的神聖與干擾事件

出任的人選卻不多，我心裡漸漸產生強烈的感
動：神讓我在執事的崗位再服事祂和教會。

進行等議題，假如您是個喜歡隨時一個勁兒拍

我出任的職位是財務執事，其中一個重要

照錄像的人，我更要以「過來人」的身分請您

的任務是收集奉獻和其他收入，就讓我在這裡

回想一下：有多少次您曾經因為忙著拍攝，而

和大家分享這方面的一些經驗和感受。教會的

錯過了當下重要的時刻？從觀景器的小框框

收入有八位財務同工幫忙處理，分成四組，每

（螢幕）看到的畫面再美好，又怎麼比得上親

週二人一組，輪流把所有收入款項按付款人和

臨現場的感動？按快門的手無法替新人鼓掌，

類別記帳。工作看似簡單，但因為涉及金錢，

屏氣凝神的口無法為壽星獻唱… 換回來那些多

同工們都要一絲不苟地小心作業，務求一切記

半不會再看，沉寂在硬碟機裡的影像檔，到底

錄毫無錯誤。

值不值得？
教會每週總會收到一些較難入帳的款項。
希望下一回新人「慢慢套」的時候，你我

最常碰到的困難是奉獻者的字體潦草，筆跡難

都能用我們的雙眼直接觀看，用雙手鼓掌，將

辨，或資料不全，如支票或記名的現金奉獻沒

一切的美好，直接存入我們的記憶檔案。

有地址。遇到這情況，同工們要從教會通訊錄

*稍早網上有一篇被熱烈轉貼的文章「她在山坡上

逐一尋找，像偵探一樣來偵查付款人的身份和

哭了 － 拿相機的人，請你自重」對此主題有非常鮮明

地址，有時一筆奉獻要花上幾分鐘來判定。另

的描述，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可以用此文章名稱上網搜尋
並參閱。

一個情況是付款人的姓名與另一位非常相似，
甚至雷同，這是很罕見，但我們教會確有兩位



教會奉獻漫談

男士的英文名字完全相同，有兩位女士的名字
只差一個字母，財務同工一不小心，便會張冠

莊重謙

李戴，入錯帳。
今年初教會執事會突然有一個空缺，主席
邀我考慮出任。我以前曾兩度任本教會執事，
退休後本希望能在詩歌敬拜和成人主日學事奉，
沒有打算再任執事，因為執事的工作繁重。本
教會還沒有設立長老，執事除了要負責事務性
的工作，也要兼顧一些策劃和人事等問題。還
有我們教會的傳統是執事們要負責在聖餐中分
派餅杯，我的雙手時常發抖，不方便幹這事；
另外又要在教會聚會前後，負責開門和關門，
我視力退化，晚上開車有困難。這些都是很切
實的限制，但是當時的空缺要立即填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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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輪值的財務同工在主日中午要
用一個半小時來完成收集奉獻的工作。每逢月
初第一個主日，奉獻最多，約有五十張支票，
同工就要用上兩個多小時。他們把奉獻整理好
後，連同銀行存款單一併交給我，我回家再核
對一遍，然後存入銀行。這裡我籲請各位寫支
票給教會時，字體盡量要清楚，特別是金額的
數字，如 ”0”與”6”，”1”與”7”，”3”與 ”5” 等等，
以免出錯。如果你的支票上沒印上地址，或者
你是奉獻現金，請用教會獻金封套寫下你的地
址，一併付上，以便年終印發奉獻收據。順便

2012 年 6 月

一 提 ， 支 票 上 款 可 寫 教 會 的 簡 稱 ”CFCC

金錢，我只能逐漸地停止這做法。感謝主，繼

Hayward”，甚至只是 ”CFCC” 也可以。

任的財務執事終於把這錯誤完全消除。以後本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是一個非營利宗教機

教會再沒有轉交奉獻給個人，但是最近還有人

構，所有個人奉獻給本教會的款項，都可用來

問我是否可以奉獻金錢給個別人士。我在這裡

抵扣入息稅，但是要留意一些原則。首先是奉

不厭其煩地重提舊事，是希望可以澄清教會的

獻人士不能指示教會轉交他的獻金給其他個人，

原則。

因為這是違法的。多年前我第一次出任本教會

教會弟兄姊妹若要表達對個別肢體的愛

財務執事，經常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奉獻，註

心，有很多途徑，並不需要透過教會來轉交奉

明要轉交某位牧者，某位宣教士，或他們認為

獻。最直接的做法是親自把款項交給對方，當

有需要的信徒。我當時不熟識這方面的稅務條

然這樣做是不能抵稅，但我是假設這樣奉獻的

例，而前任的財務執事亦一向接受這樣做法，

目的是為了關懷和幫助別人，不是為了扣稅。

我也相信奉獻者如此指示，是出於愛心，故樂

你如果不想讓對方知道你的身份，可以把現金

意成全他們的心願。但是很快直覺上感到這做

由別人（如牧師或關懷事工執事）轉交給對方。

法有問題，教會這樣轉交奉獻，完全沒有控制，

你也可以奉獻給教會，為關懷愛心所需之用，

有時在一些節日，轉交給個別牧者或宣教士的

只要不是指定給任何個別人士便可以。其實，

金額，可以很可觀。有一次，一位剛回國的宣

如果你看到教會內的肢體有特別需要，不管你

教士需要買一部二手車，通告發出後，收到的

是否作出奉獻，都可以告訴牧師或關懷事工執

捐款超出目標很多，我便提議只轉給那位宣教

事，建議教會用愛心基金來資助，這是最好的

士買二手車的金額，但其他同工反對，結果全

做法。

數轉交。我這樣提議，當然不是出於眼紅嫉妒，

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奉獻」的定義。

而是覺得既然這些錢是經過教會轉交給別人，

奉獻給教會的款項，是「自由奉獻」(free offering)，

教會不應沒有任何原則地全數轉交。另外，有

不帶任何條款，產品，或服務上相若的個人回

些轉交奉獻的付款人和收款人是有特別關係，

報。你可以在奉獻支票上註明是為了某項事工，

如親屬，或同一工作單位的同事，這樣透過教

表達你的心意；財務同工也會照著把金額記錄

會轉交奉獻，非常敏感，教會不應毫無過問。

在該項事工的進帳，但這並不構成一個條款，

後來我知道教會轉交奉獻給個人是違法

教會最終會按需要來決定如何使用那筆錢。

的，並且不限於轉交給關連人士，因為這牽涉

如果你付給教會的款項，個人會得到相若

到扣稅。若不然，某甲透過教會轉交一筆奉獻

(comparable) 的產品或服務，那便不算是奉獻。

給乙，乙又透過教會轉回同一金額給甲，結果

一個例子是為短宣需要而籌款，賣「起司」蛋

兩人的資產不變，但卻同時享受了扣稅的優惠，

糕，你付出 15 塊，自己得到一塊價值相若的蛋

這當然是不對的。於是我開始停止這傳統的做

糕（當然主辦的短宣單位要賺你一筆，否則如

法，過程中難免受到一些批評和誤會。教會要

何籌款），即使是為了教會事工籌款，也不能

改變一些傳統，並不容易，何況還涉及敏感的

當作奉獻。另外一個例子是退修會的報名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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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費，因為你個人會得到退修食宿服務的回報

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這情況，不只是相若，而且是超值的回報，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

因為退修會的報名及食宿費通常只夠支付一部

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萬軍之耶和華說、

份的相關費用），也不能算是奉獻，但是你奉

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不容他毀壞你們的土產．

獻給退修會的常費，是給所有參加者一齊享用，

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而你沒有收回個人的相若回報，故可作奉獻。

（瑪 3:10,11）

同樣地，奉獻給教會主日午餐，雖然奉獻者也

感謝主，我在財務執事的位置上，看見教

有份享用，但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部份回報，價

會不少弟兄姊妹，忠心地按照神的吩咐，經常

值並不相若，因此可算是奉獻。只有奉獻的金

地，透過教會，甘心樂意，奉獻財物給神。有

額才能用作扣稅。

些經常奉獻的金額很可觀，但我也留意到神的

上文我提到奉獻的心態，主要是為了事工

確是照著祂的應許，為祂的兒女，打開天上的

的用途，並不是為了抵扣稅額，可是活在今天

窗戶，傾福與他們，甚至無處可容。他們的事

的美國，如何挖空心思來扣稅避稅，已成為一

業與職業，都是一帆風順，非常蒙福。另一方

股潮流，連基督徒也不能免俗。本教會前任區

面，不少肢體在收入低微，甚至失業，貧乏欠

永亮牧師曾述說他在別的教會一宗往事：教會

缺，試煉當中，還是一如既往，按照他們的能

的詩班指揮年終計劃請詩班團員晚宴，但是教

力，甚或可能超過能力，憑信心來奉獻。面對

會沒有這項預算，於是詩班指揮以個人名義請

這些可敬可愛的弟兄姊妹，我無話可說，心裡

客，卻迂迴曲折地把餐費 “奉獻” 給教會，再

只是充滿無限感恩，鼓舞，為著他們感謝神。

要求教會付款給餐館。區牧師覺得這位信徒借

作為財務執事，我承諾會小心管理這些錢財，

用教會來操作，純粹為了要省點稅，是太過份，

作聖工之用，榮耀神。

當場直斥其非，拒絕他的要求。但願這個例子

2012 年夏

成為我們的借鑒，不會在本教會發生。（這例



子的關鍵，是那個教會沒有詩班晚宴的預算，

有福之人

否則便沒有問題。）
信徒把自己財物十分之一奉獻給神，這是
神對祂的兒女的吩咐，讓我們可以時常敬畏祂
（申命記 14:23）。瑪拉基書記載耶和華對祂的
選民非常嚴厲的責備：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
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
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
一、和當獻的供物上。」（瑪 3:8） 奉獻是信
徒的權利，責任，也是我們蒙福的途徑。瑪拉
基書跟著記載：「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

芥菜子第 43 期

第 17 頁

辛胡桂蘭

前些時候看到一篇醫學報導其中提到絕
大多數的人認為憂鬱症的起因是由於外在環境
的改變所造成的，如喪失親人或長久失業等等。
但研究結果卻恰恰相反，造成憂鬱症的主要原
因是一個人長久沉浸於負面的思想中，久而久
之便得病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身有殘疾
孤苦伶仃卻活得開開心心的，而有些人四肢健
全，衣食無缺，卻總是活在愁雲慘霧中喜樂不
起來。
2012 年 6 月

我們的神是何其聰明的一位神，祂早就知

物質與精神

陳敏

道人醒著的時候腦子是會一刻不停的轉，不是
擔心這個怕那個，便是恨這個惱那個，如果腦
中全想這些垃圾，不想得憂鬱症都難。因此聖
經中教導我們要將神的話語放在腦中晝夜思想，

我們的身體是物質所造的，並生活在這物
質的世界裡。大能無限的神卻讓我們由物質又
能知道屬靈的世界，坐在這裡看芥菜子文章，
可我們的思緒可以探索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

此人便為有福。

而這奇妙的思想就是掌控你一舉一動的指揮塔。
我雖已屆老朽之年，學這忘那的，但我仍
會將自己所記得的金句在腦中反覆思想，只要
想著神的話，心情便會顿覺開朗，喜樂無比，
我實在是個有福之人。

早年生活學習環境是決定性因素。二個月大的
嬰兒就在向父母學習他的行事為人了。有幸參
加兒童教育事工，發現人的罪性真是天生就有，



為什麼不要哭？

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的思想和世界觀的定向，

在幼小孩童的行為中就能看到。低年級學生想
進入高年級教室，十有八九都被 No 攔在門口。
茫

那天在教會停車場，無意中看到三個小孩

有位好可愛的女生，在課堂作業時右手書寫左
手扶著厚厚的聖經，問她為什麼這麼累啊？她

子在互動，並聽到他們很有意

說要攔住別人的視線，不能讓鄰位的孩子偷看

思的對話。

了。言外之意她做得最快最好，不要讓人學了

有一個小男生靠在牆邊，

去。嫉妒紛爭攀比驕傲，這些心態在成人中都

眼睛紅紅的在鬧情緒。旁邊一

存在，並不比小孩少，只不過隱藏緊密了。俗

個小女生很有耐心的開解說：「不要哭，多哭

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和海峰結婚十八年，

會弄壞眼睛的，這樣就不好看了。」這好像是

無論我怎麼說，他買爛菜破瓜的習慣依然保留。

愛美天性的經驗之談。

昨天從 Costco 買回創傷累累的青香蕉。有趣的

另一個年齡相若的小男生好友在旁，像很
有見地的鼓勵說：「不要哭，哭是軟弱的，你
這樣哭是表示你是一個軟弱的人。」年紀小小
就像懂得這大道理，真不簡單，原來這是他不
哭的邏輯。

是他反問，你怎麼不罵我？其實十八年前我只
是數落或者想教他，現在知其難，就再也不為
難他了。更何況人類根深蒂固的原罪，每個人
心中的自我總是要不知不覺冒出來掌權。主日
聽道的學習，聖餐的感動，主日學的栽培在心
中僅停留不是太長的時間，當我們進入了物質

經這一勸，那小男生真的不哭了。這樣的
同儕輔導果真有效！

的世界，就把神給忘記了。舊約聖經中描述以
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親眼看見神蹟，神以超自

孩子們，童言無忌，但願你們長大後能漸

然的手法一個接一個的神蹟幫助拯救猶太民族，
可是他們很快又轉去造偶像來拜，幾千年歷史

明白「哭有時，笑有時」的生活意思。

長河，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總是被罪所絆倒。



這就是不完全人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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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創造我們的神，祂最了解我們，賜下

也沒有見過愛孩子的媽媽不花時間做健康好吃

無比的恩典，給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讓我

的食物給孩子，不買漂亮的衣服裝扮他們。對

們一生享用。人的罪性如何能受控制、減弱或

愛我們的神，我們都做了什麼呢？我們花上時

改變？只有信靠主耶穌！這轉變的過程需要無

間和金錢了嗎？請把一生的主權完全交在主手

數次的天人之戰。三年前的夏令會牧師諄諄勸

中吧！

導我們要天天讀經禱告，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



易把神忘記了。只有天天親近神才能常常提醒
自己。當時很多弟兄姐妹都暗下決心立志行動。

新人介紹

劉靖華韋鳳生伉儷

我也是其中之一，不知多少人完成了幾遍的聖

經過數

經通讀？自己可是懶惰成性，讀了幾章又停止，

月禱告，神應

讀了幾本舊約書又擱下，沒有達到預定的進度，

允我（劉靖華）

轉而去看其它屬靈書籍，覺得更有意思。早上

和太太（韋鳳

醒來賴在床上看看電視新聞，再打個盹兒，總

生）去年七月

要一番爭扎。感謝主賜予無比寬闊的恩典，二

中旬從辛辛

月初，舊病襲來一陣煩惱，又開始讀經，為了
不至於再半途而廢，到處翻找讀經進度表，以
督查自己。但家中和教會都沒有找到。那天清
早打開尋道本聖經，印入眼簾的就是附頁中的
三種讀經計劃書。二周讀完耶穌生平，又二周
讀保羅生平，再二周讀舊約，按讀經進度表所
指定的章節讀，這是基本概念縱覽。還有半年
讀完每一本書和三年讀經計劃。何等的恩典！
即使在我們搖擺不定的信心中，也可以認識全
然愛我們的神。其實，參加教會主日學也是讀

那提市，俄亥
俄州搬來灣區「杜布能」市（Dublin）。時間
過得真快，不覺搬來灣區已逾九個月，經過三
個多月的走訪及參與若干大小教會，最終清楚
明白海沃中華歸主教會是神為我和鳳生預備的
屬靈大家庭，因為可以從這裡的眾弟兄姐妹感
受到那般來自主耶穌的熱愛，並深深地吸引住
我們，主日的信息讓我們能飽得餵養，衷心感
謝主的預備和祂豐富的恩典。

聖經的好時光，在老師的督促下一本一本詳細

一九六九年我從台灣來美，鳳生來自香港，

閱讀研究，更有實際運用和討論，敬請弟兄姐

同年九月十一日在費城結婚。一九八四年初蒙

妹多多參加主日學。

神莫大的恩典，我們一家三口在辛城華人教會

生活在新約時代，最大的誡命就是你要盡
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神，並遵從他的教導，從
而延伸到愛人如己。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愛
情屬於精神領域，但人的行動和言語卻表明一
切，它通過物質而表現出來了。沒有見過談戀
愛的人不付出時間去約會，不花費金錢買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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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得救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在我們搬來灣
區之前，辛城教會的梁傳道簡介了海沃教會是
焦牧師生前創辦的，記得二十多年前在中西部
華人教會夏季退休會裡曾聽過焦牧師的信息；
受益匪淺，他一生忠心事主，是神難得的一位
忠心僕人。

2012 年 6 月

鳳生與我已參加『撲來生顿』
（Pleasanton）

肉體上的疼痛我們常常可以找到各式各樣

家庭「信實團契」及主日學，都受益良多，從

的特效藥，然而屬靈的生命卻沒有任何的「雲

各項的參與中經歷到神的慈愛和祂的豐盛及榮

南白藥」，是要經年累月，一磚一石地才能將

耀，的確感謝讚美主！

我們的靈宮建造起來的。也就是說，我們這些

我們育有一子，名世傑，因為創業的緣故，
去年三月從芝加哥搬來灣區，一家 4 口現居「善

基督徒，要有基督的身量與智慧，是須要花上
一生的工夫來學習的。

瑞夢」市（San Ramon），這也是搬來灣區的主

這裡所刊載的一些文章，都是弟兄姐妹秉

要動力，常能與兒孫們見面是神莫大的祝福，

著愛心的分享與見證。我相信每一篇文章都對

感謝讚美祂！懇求神保守我們一家能自始自終

你我的靈性有幫助，希望大家用心讀它。

地忠心愛主，事主，跟隨主，敬畏主直到見主
面。

這一期的主題是「天人交戰」，有一位弟
兄對我說他最近生活平順，沒有「天人交戰」



的問題，而我卻常常緊鑼密鼓地在天人交戰中：

老編的話

比如說，在廚房服事時，看到有人一而再，再

李紡

而三地拿盤子，暴忝公物，我既愛惜神的家，

最近特別體會「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又不想「任憑」他們毫無知覺地錯下去，所以

這節經文；我因要準備遠行，心思遠在千里之

有時我會忍不住提出一些建議；等話講完了，

外，常常伏案卻靜不下心來寫東西；所以這次

又懊惱自己太雞婆了…。莊弟兄的「教會奉獻漫

如果無法如期出刊，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敬

談」裡就可以知到有些人的無心之過，造成服

請多多原諒。

事者的困擾，老實說，我真希望每篇文章都帶

前幾天做菜時不小心滑了一刀，切破了皮，

給你「天人交戰」的機會，然後被神得著。

血流不止；我裹上藥膏，卻馬上被汩汩流出的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

血水沖掉；試了幾回，仍無法塗上藥。無可奈

請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

何中聽到有人建議我塗雲南白藥；當我把藥粉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灑在傷口上時，只覺一陣刺痛，然後就看到血
水凝住，血不再流了！多神奇啊！

芥菜子季刊
發行人:

黃嘉松

總編輯:

李紡

編採同工: 張瑋明、林育如、
章志彬、John Hillman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CFCC of Hayward
22416 Meekland Ave.

Hayward

CA 94541

請貼
郵票

TEL: 510-581-1630 FAX: 510-581-5653
EMAIL: church.office@cfcchayward.org
Website: cfcchayward.org

打字同工: 黃一文、陳姝娘
裝訂同工: 蔡昌萍、李威娜

芥菜子第 43 期

第 20 頁

2012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