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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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稗子的比喻

黃嘉松牧師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
麥子裡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
裡嗎？從哪裡來的稗子呢？』 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嗎？』主人說：
『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
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太 13:24-30)

這期芥菜子的主題是『秋收』。讓我想起

不要受影響，也不要驚奇，反而更應儆醒自己

主耶穌將來也會有一個收割的日子，我們應怎

對救恩有把握。主耶穌曾說過：「凡稱呼我『主

樣等候這時刻的來到呢？讓我們從稗子的比喻

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

來學習。這比喻是主耶穌所講有關天國的比喻

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

中的一個，是有關人們對福音(神的道)的反應。

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從這比喻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提醒：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
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一.教會當中有兩種人並存：麥子與稗子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麥子代表的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稗子是一種很像麥子的毒麥，在生
長初期很像真正可吃的麥子，但到長穗時才分
辨得出來不是真麥子。稗子是撒但把他們擺在
教會當中的，目的是要故意讓教會軟弱，絆倒
真基督徒的。我們有時看到一些基督徒行事為

至於我們怎樣能對救恩更有把握呢？那
就是在生命德行上竭力長進：『正因這緣故，
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
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

人不像基督徒，對真理、對神漠不關心，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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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

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彼前 3:8-10)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
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所以弟兄們，

三.我們應追求敬虔、聖潔、等候主

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

這個比喻教導有一個收割的日子，就是主

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彼後

耶穌再來的日子。那時會有真正的分辨與審判。

1:5-10)

主要對收割的人(天使)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
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馬太福

二.看到軟弱的弟兄應扶持他

音第 25 章也說到將來分辨的審判：『當人子在

這位主人的僕人問說：『是否應把這些稗

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

子薅出來？』主的回答是不必的。因為我們人

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

無法很正確的分辨一個人是真基督徒，另一個

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

人是假基督徒。聖經中給我們一些原則去分辨

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

真假基督徒。如馬太福音的第七章 17-20 節教

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

我們按果子分辨，約翰一書教我們按與神相交

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王

的記號分辨。但神是看內心，人是看外貌，所

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

以我們無法分辨清楚。並且有時一個人目前尚

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未看出許多基督徒的果子，但有一天卻會結出

裡去！』(太 25:13-41)。稗子的比喻勉勵我們應

果子，所以我們不應薅出自己所認為的假基督

謹慎自守，追求敬虔、聖潔，儆醒的等候主的

徒，反而更應去幫助他，支持他，鼓勵他成長。

再來。 

我們主耶穌的心是很溫柔寬容忍耐的：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
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
理得勝。』(太 12:20 節)

今天他在等

候人悔改認罪，所以才不行審判，但
有一天審判卻會臨到正如彼得說的：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
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
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
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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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n’t Baptism Just More Religion?
(Luke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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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John the baptizer enters the scene, starts his ministry, fulfills prophecy, & paves the way for Jesus,
he was furious with God’s people for practicing “religion”, all the kinds of stuff that drive people crazy even
to this day: having to follow man-made rules & traditions to “earn” God’s favor. It’s why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Jesus in a way they’re not attracted to religion, while people who are repelled by Jesus love to
prove their “goodness” through religious regulations, ancestry, holy places & the like. Religion is always
about how can I do good things, be a good person to save myself, vs. will I humble myself to trust & rely on
Jesus as God to save me? Religion vs. relationship. John the baptizer rails against religion & teaches
people to turn to the coming Christ in a relationship of repentance, demonstrated in baptism. But isn’t
baptism just another religious practice? Why does John baptize people? Isn’t that simply another tradition
or religious rule to replace (or add on to) the old ones?
Baptism is a demonstration of repentance: turning from sin to God, by faith through Jesus. It could be
misconstrued as a new religious practice that pops up in the New Testament, so it'll help if we dig back
into cultural history to understand some of the background. For people of Jewish tradition at the time, they
would go through ritual purifications & cleansings in ceremonial pools of water on all sorts of occasions to
be clean before God. For Gentiles (non-Jews), they would get baptized (immersed in water) to convert to
Judaism. It showed that they identified with God’s people, and repented as enemies of God. But for John
to be baptizing Jews in repentance (as if they were Gentiles) was historically very unusual [Luke 3:3]. It
would’ve raised a few eyebrows. He’s not a Levite; he’s not part of the priesthood; he doesn’t work on
behalf of the temple; he’s not part of the establishment… he’s outside of the system. John just walks out of
the woods, preaching as a prophet of old… and many Jewish people come to repent of their sins. He
baptizes Jews; it’s all highly unusual. Maybe they thought it was the new, trendy, religious tradition to add
to their already lengthy collection of man-made religious rules.
And as they come, he rebukes them for their religion [Luke 3:7]. I don’t care what culture or era you were
born in: Calling people “brood of vipers”, means you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bad. John anticipates that
their response will be defensive, using religion as a shield: “Don’t tell me, Abraham’s your forefather” [Luke
3:8], i.e., you think you’re good people in God’s eyes because of your traditions, legacy, ancestry, piety,
history & layers of extra regulations you’ve added to God’s Law. John says: No, not really. If God wanted
to, He could transform these river rocks into true sons of faith. You’re not good people because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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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 & daughters of a good & faithful man; you’re wicked & evil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because you’re
sinners, sons & daughters of Adam. You’re not saved because you’re Jewish; that’s not what makes you
God’s people. Here’s why: Was Abe a Jew or a Gentile? Answer: Gentile… he came from the same area
where those who built the tower of Babel lived, in the land of the Chaldeans, also known as Babylon (the
center of self-indulgent, God-defying wickedness). He started out as a pagan, not as a worshiper of God;
in Joshua 24:2, his dad & family worshiped other gods first. But then, [in Genesis 12] God revealed
Himself to Abe in grace, and then Abe trusted & believed, by faith, in the Lord. And it was credited to him
as what? Righteousness [Rom 4:3; Gal 3:6]. Being right in God’s eyes came to Father Abe the same
way that it comes to all of us: By faith, not works; by Jesus’ accomplishment, not our own performance;
by Jesus’ perfection, not our tradition.
So being forgiven, accepted, saved & made right in God’s ey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own
performance, duty, holiness or traditions, right? Then, what in the world is baptism? Why’s John
performing this religious-looking ceremony? Here’s the key: [Luke 3:4-6] John was sent ahead of Jesus to
prepare people’s hearts… that all the obstacles would be removed, the proud humbled, the sinful changed
(fulfilling the prophecies & promises of Isaiah 40)… how and why? Because [Luke 3:6] they will all see the
salvation of God given through Jesus. In other words, people will repent in response to hearing good
news about the coming of a Savior / Hero / Redeemer named Jesus. They will not earn their salvation &
rescue from sin & death by their performance, works, traditions & religion. Instead, when they see Him,
meet with Him, learn from Him, love Him, know Him, and accept what He has to offer (salvation)…
because of this Coming One that John is teaching about, they should respond in repentance from sin to
God through Jesu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free, unmerited gift of grace offered by Jesus, they’ll
demonstrate their repentance in baptism. It is a loving, thankful response to grace, NOT another
man-made rule to earn & merit God’s favor. In essence, John’s telling them: Salvation is coming! You’ll
see it, taste it, experience it for yourself from Messiah! So repent in response to that coming free gift! If that
undeserved grace is good news to you, respond to the coming Savior Christ by turning from sin to Him
through baptism!
Repentance & baptism are always a response to God’s free grace, never a way to earn brownie points
with God (do good, be good, follow the right rules / traditions). Baptism is an expression of repentance:
confessing I am a sinner who needs grace, & I want to turn away from sin to Jesus. It’s not a religious
person earning their way into heaven by their own efforts. It’s confessing (instead of denying) that Jesus is
Lord, Savior, God, & I need Him to save me, because I can’t save myself by religion. You’re immersed in
water, not because it’s a “magic” religious ceremony to make you more holy or save you, but because it
came to symbolize identifying with Jesus’ death & resurrection, who has saved you [Rom 6:1-4].
When you follow & live for Jesus, your old self (full of sin & self-centeredness & self-worship) is dead &
buried with Him (symbolized by immersion in water), & through Jesus’ resurrection, righteousness, victory
over sin & death, I am raised to new life in Christ & for God-centered living (represented in coming back up
out of the water). He washes you clean & gives you life, like life-giving water. It’s a free gift we receive, and
we’re thankful & responsive to it. And John gives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respond to that g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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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 through baptism & repentance. When we hear about Jesus – that He lived the life you have not
lived, cannot live, will not live; that He died the death you should have died, & rose to give you the gift you
cannot earn – we are liberated from religion. It is good news! And it is worth being thankful & responding to
the grace Jesus has given us.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at do you rely on to make you feel “right” with God, instead of turning to the grace of Jesus?
When you sin, or become aware of your sinful nature, do you run from guilt or deny it? Do you grudgingly
fulfill your “religious obligation” to repent? Try to earn brownie points with God? Beat yourself up to make
up for it? Do you ever take your guilt out on other people? Do you go to church out of guilt? Would you
ever get baptized, just because “you’re supposed to”? Do you ever obey or serve God out of duty? Do you
ever feel “not good enough” to be loved by God?
(2) What does repentance mean?
What did John mean when he told them to “bear fruits in keeping with repentance” [Luke 3:8]? How do
people show they are truly sorry for their sins, as opposed to just pretending? How do they demonstrate
their sincerity? That they’re ready to believe in Jesus and turn from sin?
John the baptizer’s ministry was to get people ready for Jesus, who would come and die on a cross to
save people from God’s punishment for their sins. But Jesus only comes for those who know they have
sinned (thought, said and done wrong things) and are truly sorry.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truly sorry for sins, and just being sad for getting caught doing something wrong? What does the “fruit of
repentance” look like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family?
(3) How are you responding to the unearned, unmerited, undeserved grace Jesus gives you?
Have you gratefully received His free grace & salvation? Are you thankful for all the ways God has saved
you? Have you thanked Him for washing away your sin; giving you freedom & victory over bondage, sin &
death; giving you new fullness of life; giving you peace, joy, comfort, counsel, strength & power to live in
Christ through His Spirit? All gifts that we cannot earn, will not earn, & don’t have to earn. In response to
grace, have you made a public proclamation & identification with Jesus through baptism?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e free gifts from Jesus today?
You can find more sermons from our “Resonate” series in the gospel of Luke at our website:
http://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sermons1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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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秋收

等等等這些，有哪一樣我是可以將其擺放在人

秋收：新身份

前？更有哪一樣可以立於聖潔的光中？
面對一覽無遺的自己，震驚、羞愧、恐懼

劉全芳

在異國他鄉思想秋收，思來想去，沒有哪
一個收穫可以與神使我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
的人、得到新的身份相比擬的。讓我用一段經
文來分享神所成就的這份收成吧。

神、他借著基督使

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這就是

園一樣跌入沒落的下場！
神藉著他的使者告訴我：
「孩子，我愛你，
到我裏面來。我將使你成為一個新造的人、賜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

和無助將我籠罩，我用力呼喊：我不要像大觀

給你成為我的兒女的新身份，你將會得到我所
賜永恆的生命。我是你的阿爸父，我愛你到永
遠。」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

「可是，神啊，你沒看見嗎? 我這麼污穢、

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

這麼不堪，你如此聖潔，我怎能到你裏面呢？」

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

神借我

神和好。神

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

「我的孩子，那個木匠的兒子 — 也就是
我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他所流下的寶血已經
將你的罪洗淨了。」

神的義。（林後 5:17-21）

「可是……我曾經那樣輕看他、那樣侮辱他，
第一次聽到福音時，被告知說我們都是罪

他還會為我洗罪嗎？」

人，而且這罪與生俱來，我很不屑，我怎麼可
能是罪人？！我遵紀守法，一個老師、家長眼
中的好孩子，同事眼中的好夥伴，怎麼就成罪
人了？！再說了，一個被人打得半死、最後還
被釘上十字架的木匠的兒子，怎麼可能使人塗

「孩子，他就是在你還不認識他、輕看他、
侮辱他的時候為你而來、為你而死，並且他已
經為你復活了，現在正在我的右邊為你向我祈
求呢。」
天啊，我究竟都做了些什麽呢？竟然輕看

滿污點的歷史記錄白如雪？！
不認識神的驕傲、無知和愚昧，在神的大
光中顯露出來時，我被自己嚇呆了：什麽？這
是我嗎？我用盡所能去維護那個讓人看得見的
外表，竟包裹著這樣一顆心嗎？竟如此污穢、

和侮辱一個為我生、為我死、為我復活、為我
祈求的人！
我在心裡呐喊：哦，主耶穌，我實在是個
罪人，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

如此破爛、如此不堪！就如《紅樓夢》中所描

就在我說「求你赦免我」的時候，那塊壓

寫的大觀園，外面一派莊嚴，牆內卻早已沒有

在我心上厚厚的污垢即刻被移去，從沒有過的

一塊好磚好瓦。自誇、謊言、譭謗人、不守信、

輕鬆、平安和喜樂如一股暖流進入我的心。我

好鬥、爭競、冷酷、詭詐、邪惡、憎恨人……等

喜極而泣，原來在基督裡可以如此尊貴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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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基督裡可以有如此豐盛的愛和溫暖、原

我也有這美好和榮耀的職分，勸人與神和好。

來在基督裡我真的可以潔白如雪、真的可以與

當看到有人從不認識神的徬徨，到得著神的平

父神和好！

安時，我就從心底裡感謝神的慈愛和憐憫。

享受在與神和好的喜樂中，我發現自己怎

願在這個豐收的季節，不但我們在這世上

麼變了？原來為自己的不夠漂亮、不夠高、不

有一份好的收成，而且讓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

夠聰明、不夠機靈而感到自卑；現在為自己有

上都得著他當得的收成。

健全的身體、還能活動的四肢、還能思考的腦



袋充滿了感恩。怎麼身邊的人也變了？原來一
臉嚴肅的，現在有了笑容；原來極其可惡的，
現在變得可愛了；原來看著可憐兮兮的，現在
蠻有尊嚴……周圍的環境怎麼也變了？原來看
著毫無生氣，現在活躍起來了；原來覺得每天
都被重擔壓得喘不過氣，現在變得輕鬆起來了。
我的興趣怎麼也變了？原來在網絡上漫遊的樂
趣怎麼不見了？原來最喜愛的電視連續劇怎麼
就不好看了？原來看著就想瞌睡的聖經怎麼變
得如此有趣了？原來嬉鬧的人群中的快樂怎麼
被在基督裡休息的喜樂取代了？
……
慢慢地才知道，我的外貌、智商沒變、身
邊的人沒變、環境也沒變、網絡、電視劇、聖
經等等都沒有變，變的是我裏面的心。如今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而活，而是
一個在基督裡新造的人、有了神兒女的新身份。
這個新造的人、新身份使我不是用自己的眼光，
而是從基督的視野、以基督的心去欣賞和感受
周圍的人和環境並我自己。新造的我不但與神
和好，也學著與己、與人和好。每一天都有新
的氣象、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因為每一天都
是神所賜的。
另外，這個新身份也使我成為基督的使者，
就如當初向我傳福音那神的使者一樣。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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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紀事

Trust God
John Hillman

No matter who you are, trust God.
無論你是誰、信靠上帝。
No matter what people do, trust God.
無論人做甚麼事、信靠上帝。
No matter how you feel, trust God.
無論你感覺如何、信靠上帝。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rust God.
無論發生甚麼事、信靠上帝。
No matter where you go, trust God.
無論你去哪裡、信靠上帝。
These five simple phrases were the principles we
taught and lived during our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to Taiwan. My children, Silas aged 14 and Keziah
aged 11, and myself aged 49 just returned from
our first family mission trip. It was their first
mission trip and first trip to Taiwan. It was my
third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with our church and
my third trip to Taiwan. I asked God prior to
deciding to go on this mission: "Why am I here,
what is Your purpose in this family you have
given me?". God made it clear to me that he wants
me to teach of his love and mercy to Chinese
people and the family that He blessed me with so
that they too would be part of His plan.
We went to Taiwan to teach basic English and
how to "trust God" at two separate five day VBS
programs. What does it mean to "trust G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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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train those people to trust God?
Trust is defined as assured reliance on the
character, ability, strength, and truth of someone
in which confidence is placed. It also means to be
dependent on someone for the future. That
someone is God.
In Chinese, "trust" is a compound word 「信靠」
made of two separate characters 信 and 靠. The
character 「信」by itself means "trust" but also
means to place faith into a person. The character
has two components, 人 meaning "person" and
言 meaning "spoken words", so 人 by his 言
words is 信 which is "trust". In Chinese the extra
character 「靠」is added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trust as it also means trust. The character 「靠」
by itself also means to stand beside or to rely or
depend upon. That person we have placed our
faith & who stands by us is Jesus.
Neither my young children nor I are professional
English instructors but we were willing to be used
by God on this mission to Taiwan. We led English
class knowing that "No matter who you are, trust
God".
Our time in Taiwan was filled with time with God.
The first week went very smoothly with almost
115 students. We all led our individual classes for
our students whom ages ranged from six to
thirteen with the our almost 50 local volunteers
from our host church, I-Lan Christian Church as
well our 15 team members from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Each of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from CFCC was paired up with
a native Mandarin speaking partner from CFCC.
The first week of VBS concluded with a fun show
by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next day, much
of our team left for home. First our leader, Joe and
with his wife Kimberly and daughter Allison left.
Then our story leader, Fu-Lin left and then my
partner, David, and his wife Grace, our music
leader, left. Lastly, Lisa and our youngest teacher,
Lydia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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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eft just my family and the Peng family
(Rebekka, Cindy, Christine & Jenny) for the
second week and Rebecca was only remaining
native Mandarin speaker. God sent us Yarfen
(member of CFCC who moved back to Taiwan) &
Candy (Yarfen's student at ZhongYuan University,
who is from Macau) to help. That day we met
with our host team (which for the second week
there were about 20 helpers) to discuss & plan the
second week of VBS at Neicheng Elementary
School. We were expecting to have about 90
children for this second program. Rebekka had
fallen ill & was about to lose her voice. Christine
was crying because she felt that she would not be
able to sing well enough to lead the children in
praise as Grace had the week prior. I held her as
she wept, encouraging her & reminding her that
we were in Taiwan not just to teach & sing but
share the truth of God's love with the people of
I-Lan and each other. Christine recovered & so
did Rebekka a few days later after much prayer &
rest. I became her “mission Daddy” for the rest of
the trip. I became Jenny & Cindy's “mission
daddy” too since Rebekka was too sick to watch
over them. Every morning after Rebekka got sick,
Cindy & I would go out early to get our family
breakfast. This brought to life the principle “No
matter how you feel, trust God”.
The biggest struggle I had while on this mission
occurred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second program.
We were teaching at Neicheng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I-Lan countryside. The school had been
updated with the most modern equipment to allow
us give our presentations using overhead
projectors and PowerPoint. I was very impressed.
On our first day, the class had spent extra time
memorizing the Bible verse and Bible point, so I
came early the second day to prepare presenting
the PowerPoint lesson. Everything was ready so
all my assistant had to do was move to the next
slide when prompted. I returned to the main
auditorium to hear the ending of the Bible story,
2012 年 9 月

the daily Bible point: "No matter what people do,
trust God". I then lead my students to our
classroom. I finished 3/4 of my presentation on
American Life when I realized I was giving the
same lecture as I gave the first day. After class, I
asked my assistant what happened and he told me
that had rebooted the computer before class but
reloaded the wrong lesson. I told him that he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as it forced my students
to hear the same
lecture twice. At first
I was upset with my
assistant but calmed
down & accepted it
was my fault and was
upset with myself.
During lunch, I made
plans to give the
correct lecture during
the afternoon session.
I then prayed, and
God calmed me down as well. I decided not to
give the lecture over and practiced singing praise
songs instead because during my prayer, God
convicted me by telling me, “No matter what
people do (including my self), trust God”.
I have been practicing praying and thanking God
for his provision, protection & presence. We
experienced it in Taiwan. One day while washing
our clothes, the main button on Silas' pants broke.
Silas told me that his pants would not stay on
without his button. Since it was late, I told him I
get a replacement button the next day. I had no
idea how or where I could find a button in Taiwan
to fix his pants. I prayed to God that night. The
next afternoon during our craft time, we made
picture frames and what was the main decoration
piece? Buttons. I laughed. God had provided more
buttons than I could ever use. God is great and
once again God prov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rus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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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und our short term mission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My children blossomed and did a
really good job as teachers & missionaries. They
hardly fought and rarely complained & stayed
healthy. Even the mosquitoes barely bit them
while in the countryside. I am so proud to see God
shining in them. They made many new friends as
I have as well. Our host church was loving, caring
and incredibly hospitable. Rebekka concluded the
program of the second
week with a beautiful
prayer which she gave
in Taiwanese (which
she later confided to
me that she had not
used to pray since she
was a child when
praying with her
grandmother).
I was impressed by the
changes I saw in society in Taiwan since my prior
two times visiting. The people are much more
polite, open to the Gospel, and conscientious
about the environment by recycling nearly
everything. I was also impressed that I-Lan was
culturally diverse as we went on home visits every
day & met many aboriginal Taiwanese as well as
immigrants from other Asian countries like
Thailand,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showing they can be
good stewards of God's provision to them. I have
much confidence in Taiwan's spiritual future. I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again soon if it is in
God's will. We have taken to heart that “No
matter where you go, trust God”.
I thank you God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of
trusting & loving Him more. May God bles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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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行

熟了。可是還不放心，這幾年記性開始差了，

傅琳

明明記得的，轉眼居然會想不起來。有一天，
能夠參與短宣，在神的事工上有份，真是
非常榮幸的事。

上帝藉著《哥林多後書》8：12 節告訴我：「因
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

因著祖佑和世儀的鼓勵和幫助，我得以成

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原來神看重的是願

行。一路上黏著他們一家，尤其在台北時，住

作的心，而不是才能，經驗。在《撒迦利亞》

在世儀爸媽家。台灣天氣熱，室內和地鐵都是

書 4：6 節說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

冷氣，一熱一冷身體不適應，感冒了。世儀媽

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

陪我買藥，世儀爸不放心，叫我去看醫生，世

能成事。』」上帝會幫助我。這兩段話給了我
很大的安慰。

儀又去藥房給我買
藥買體溫表等，給他

星期天，我們

們添麻煩，很是過意

在宜蘭教會參加

不去，在此衷心地感

敬拜時，牧師的講

謝他們。神會紀念他

道是做基督的門

們的付出，我的三言

徒，要彼此扶持，

兩語算不了什麼。

彼此幫助，尤其是

我們一行 15 人

幫助新來的朋友

是去宜蘭基督教會

加入團契，小組，

辦暑期聖經班。去台

鞏固他們的信心。

灣前，祖佑派給我的

她居然引用哥林

任務是講故事，我一口答應，以為是給每個班

多後書 8 章 12 節的話，就像上帝藉著她的口再

級的小孩講，還很自信地答：「沒問題！」後

一次鼓勵我。崇拜結束後，跟牧師聊天，她說：

來才知道原來有 110 個孩子報名，另外還有宜

「上帝會讓你看到祂的作為的。」

蘭教會的 20 多個年輕助教（我們的幫手）在聽，

第一天的工作開始了。先是張西娓(Grace)

心裡真的忐忑不安，有些緊張。因為我沒做過

帶著大家一起唱英文歌加上動作。又唱又跳 45

老師，教孩子沒經驗，怕自己結結巴巴講不好，

分鐘，真的蠻辛苦的。但下面的小朋友很開心，

又怕孩子們吵鬧控制不了場面。祖佑和世儀就

「吼」聲如雷，震耳欲聾。第二天，Grace 的嗓

鼓勵我：
「你行的，還有助教們會看住孩子的。」

子就啞了。好在我們一起來的幾個大大小小的

我既已答應，只能硬著頭皮上。我不會高科技

孩子起了大作用，跟在 Grace 後面，站在舞台

的東西，就叫兒子跟我合作做了些 slide show，

上給小朋友作示範，接下來幾天都是一樣。本

起碼有些圖片讓孩子們看見，印象會深刻些；

來我想，那幾個孩子在台灣能幹什麼呢？尤其

也預防萬一自己緊張，腦子一片空白時，可以

是連如芬(Rebekka)家三個女兒，那麼斯文，說

提醒我。除了這些，我只有禱告，並且每天反

話都聽不見聲音的。結果卻讓我跌破眼鏡，離

反複複看聖經，將故事背景，內容，經句都記

了她們還真不行！最後一天晚上的表演，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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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我們自己的幾個孩子表演節目，非常風趣，

孩子們各一間，有廁所，浴室，廚房，洗衣機

把看表演的家長們樂得哈哈笑。John 的女兒，

等。這個教會是 100 多年前一個加拿大宣教士

Lisa 的女兒，祖佑的女兒，都帶著各自班裡的

來到這兒傳教，然後在加拿大籌集了錢蓋的，

同學，自編自跳，把一首首讚美神的歌傳遞給

有不少房間。所以這 100 多個孩子分別在有冷

台下的家長們，這些小朋友唱的，舞的都非常

氣的教室裡學習我們的暑期聖經課。除了唱敬

好，家長們也非常開心。

拜神的英文歌，講耶穌的故事，還教他們英文

我第一天講故事還是有些緊張的，雖然別

會話，講美國的生活，如美國的學校，體育運

人看不出。（因為他們都說我講的不錯）但第

動，遊樂場，各種點心，還有手工課。每一天

二天開始心就定了。五天下來，小朋友們沒吵

都過得飛快和充實。

鬧，聽得很認真，並且記住了故事，記住了經

說真的，也蠻累的，有的孩子非常吵。我

句，記住了故事要傳達的重點。Grace 買了很多

看到 Grace 班裡一對男女孩子老打架，趕快勸

糖帶去，我也懂得了如何利誘他們，把糖裝在

他們停，怕他們打打玩玩就當真了。結果他們

兜兜裡，然後提問，答對了，給糖！是從美國

一致對外：「我們是堂姐弟，打著玩，不會當

大老遠帶來的哦！他們踴躍舉手。當然，孩子

真的，我們一直打的！」說完又扭在一起。我

們注重的是「嗨，我知道答案！」「哎，我也

目瞪口呆，束手無策，拆也拆不開。Grace 說，

知道的！」那種榮譽感，好勝心，大家在歡樂

你看那幾個調皮的，把屋頂都要掀翻了。這也

中結束。有個孩子問我：「老師，你怎麼有那

是我們 VBS 的另一個場景。

麼多耶穌的故事啊？」我說：「還有很多呢！

每天早上 5 點多，我們就陸陸續續起來了，

來不及講。」「這些故事是真的嗎？」「當然

大概是時差關係吧。我們各自讀聖經，靈修，

是真的！不然，我們這麼多人從美國飛來給你

準備自己一天的工作，然後去菜場買早點。我

們編故事就沒意思了。」她若有所思……

第一次見識和品嘗了幾種水果，如「蓮霧」，(好

但願主耶穌的故事像一粒小芥菜籽，撒在

優雅的名字！)「芭樂」（我喜歡買他們切好，

孩子們的心田裡，有朝一日能發芽生長。感謝

用甘草粉拌一下才吃的那種），都是脆脆的，

上帝，祂的確讓我看到祂的作為，祂讓我靜下

很清甜爽口的。晚飯我們去夜市吃。John 一家

心來，注目在主耶穌身上，而不是患得患失，

最愛吃臭豆腐，我卻覺得馬馬虎虎，我也嘗了

怕自己講不好。看到台下那一雙雙聚精會神的

世儀喜歡的「甜不辣」（就像炸魚餅），Rebekka

眼睛，包括那些青年幫手們，我非常感恩，上

家愛吃的蛋餅，還有菜包子，鍋貼…… 嘗遍了，

帝賜給他們一顆安寧而不是煩躁不安的心來聆

感覺不錯。心想去台北再試吧。我隨世儀一家

聽主耶穌的故事。

去台北，自己乘捷運（地鐵）到了淡水老街。

這次我們住的是「五星級賓館」——宜蘭

慕台灣小吃之名去的，嘗了一大堆不同的東西。

基督教會。跟前幾年的燥熱，沒有冷氣，蚊叮

回到世儀家，他們問我台灣小吃味道好不好，

蟲咬相比，宜蘭教會是賓館級了。每個房間有

我吱吱唔唔不置可否，世儀聰明地拋磚引玉：

冷氣，我們分別睡 3 間房，打地鋪，男，女，

「我爸媽不愛台灣小吃。」我一下有了知音：
「是不怎麼樣！還是上海點心好吃。」她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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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海人，很懷念地說：
「上海的點心精緻些。」

生活分享

也許我沒找到好吃的，就像人家到上海城隍廟

萬里尋女記

吃小籠包，排了半天隊，吃了，覺得不過如此

李紡

若不是要去看看已經離家一年多的女兒，我

一樣。
這次在宜蘭，每天一早起來直到晚上探訪
學生家庭回來，總要到 8、9 點才能休息，沒有
空餘時間。有個星期四晚上，沒有家庭探訪。
教會有個姐妹自告奮勇，要帶我們去宜蘭的礁
溪泡溫泉。她說：「你們這麼遠從美國來，除
了這個教會，你們哪裡也沒去過，實在過意不
去。」所以一定要帶我們去礁溪看看。礁溪最
出名的是溫泉，有熱和冷兩種，是旅遊勝地，
許多日本人專門來礁溪度假。好在教會就在火
車站旁邊，兩站路就到了。一到礁溪，果然不
同，風景優美，一幢幢高樓聳立在高山雲霧間，
街邊一排排長凳，坐下就可以泡腳了。我們找
了一家餐館先吃飯，然後去泡腳。我看到一堆
人呈四方形圍著坐，便湊過去看看，原來在泡
腳，池裡許多小魚，游來游去，吃人們腳上的
老皮，要收錢的，我們就走了，不湊熱鬧。我
們也找了一個四方形的池子，沒魚兒的，免費
的，坐下泡。John 和教會一幫青年吹口琴，唱
讚美詩歌，引來路人駐足觀看，大家非常開心。
在熱天泡熱水腳，不知是不是享受，反正
Grace 拉著大衛就跑去吃冰了。我想自己這輩子
大概也只有在礁溪泡這一次腳了，所以橫豎不
起來，跟別人一起泡到底。結果也受不了，跑
去買了一大碗雪花冰。

這輩子大概不可能去 Ethiopia（衣索匹亞）這個
國家。感謝上帝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去體驗
了九天的異國生活。現在藉著「芥菜子」這塊
園地，與大家分享我的所見所聞。
(一) 落地簽證難
很多國家在美國設有領事館，協助你要去該
國的需知事宜，給與簽證算是其中之一。當然
也有一些國家與美國關係特別好，對美國公民
的造訪，給與免簽證的優惠。我個人沒有去深
究美國與衣索匹亞的邦交如何，從網上知道衣
索匹亞是落地才辦理簽證，只要繳二十元美金
即可。看似方便，等到了他們的首都 Addis
Ababa 時，才知道落地簽證真是不方便。為甚
麼呢？因為整座飛機的旅客都在大排長龍地等
簽證，他們又不用電腦作業，四個辦事員慢條
斯理地收錢，寫收據，蓋簽證章…我排了三個小
時，才辦好簽證，來接機的女兒，不明所以然，
以為她老媽轉機轉丟了。我的手機在那兒根本
打不通，無法告知她我的困境，女兒急得在機
場外落淚！等到見到了我才破涕為笑，我們一
起感謝讚美神。
(二) 顛簸下鄉去
我女兒是參加美國政府的 Peace Corp 組織

這次台灣之行，是一次難忘的旅行。我們

去 Ethiopia 服務。她先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參

幾家人，日日夜夜在一起，從工作到吃喝，從

加 Peace Corp 的服務說明會。會後女兒告訴我

原本的點頭之交變成了朝夕相處的朋友，真的

與會的 65 個志願者中，她是唯一的黃種人。她

很棒！

問我是不是中國的父母都比較現實，否則怎麼
大部份是白人？我告訴她是因為中國父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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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他們的小孩，不忍他們亂闖而發生意外。

國吧！女兒說「那妳得先會講他們的語言：

說真的，我也希望她生活在我的羽翼下，但她

Amharic 啊！」然後抱緊我，告訴我 “Everything

有她想飛的天空，我只有放行與祝福。

will be all right.”

女兒在 Addis Ababa 參加三個月的語文密集

睡到半夜，雷電交加，轟隆轟隆的雨打在屋

訓練後，隨即被分配到 Hossana 鄉下服務。所

頂的鉛板上，令我膽戰心驚，女兒卻喜孜孜地

以我一下飛機，就與女兒僱計程車去找搭巴士

跳下床，拿了兩個桶子去接雨水。她說冬天比

的地方。從機場載我們的計程車司機也不知道

較好，夏天常乾旱，有一次十天缺水，她無法

哪裡可以搭乘巴士，載著我們大街小巷地問消

煮東西，有三天時間是靠著我寄給她的蔬菜餅

息，總算搭上一輛 15 人的小巴士，因為路況不

乾熬過去的！唉！她若無其事地說著點點滴滴，

好，我們一路顛簸行進，四個小時後才到達女

我聽得心都痛了。

兒住的地方。女兒說自己很幸運，只需四個小

因為水的缺乏，我們都得節約水源。早上我

時即可到城市，有些人服務的地方離城市要三

只用 一 pitcher 的水刷牙並洗臉。女兒用兩

天的車程，那些人是難得進城的。真難想像那

pitcher 的水洗頭髮。我終於明白她為甚麼要我

些人為了服務這些貧窮的衣索匹亞人，離開舒

買 2 in 1 的洗髮精了。先用洗髮精再用潤絲精

適的美國生活，遠離至親好友，終日困守鳥不

的洗頭方法，在那種缺水的地方是遙不可及的

生蛋的地方，那是一種怎樣的胸懷啊！到達

奢侈享受！

Hossana，因為我帶了兩大箱的行李，我們不得
不叫 “bajaj” （三輪車也)，女兒跟他講好一個

(四) 洗塵

價錢，到達目的地時，女兒給他一張大票，要

中國人要招待來訪的親友時，常說「我為你

他找錢，他竟咕噥幾句，錢也不找而揚長而去！

洗塵」，等我到了衣索匹亞，真正體會到最需
洗塵的是這兒的人。這兒除了到大都市 Addis

(三) 居陋巷，不改其志

Ababa，小鄉鎮仍然是滿是坑窪的泥土路，塵土
美國的夏天正好是衣索匹亞的冬天。冬天的

飛揚使你的鞋子不得不惹塵埃。所以這兒處處

特色是常下雨，並夾帶冰雹。雨水充沛，滋潤

可見提著小水罐替人洗鞋的小朋友。所謂洗鞋，

大地，遠山近樹，只有在冬天才顯出翠綠。然
而冬天卻是他們的觀光淡季。大概下雨
也帶來很多不方便吧！
女兒住的地方沒有水，沒有抽水馬
桶，資源相當貧瘠，比四十年前的台灣
還落後，我跟她擠在簡陋的床上，想著
她在 Fremont 佈置得雅致的閨房，忍不
住悲從中來，嚶嚶地啜泣…我告訴女兒，
讓我留下來完成她要做的工，她先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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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把塵土去掉罷了。當地人洗一雙鞋要 2

可愛的日本人，何必再背負歷史包袱中的民族

bir。（17.5 bir= 1 美金)。有一個小朋友一直追

情仇？！

著要洗我的鞋，我終究屈服於他的哀求，他幫

(六) 神勇的開車術

我這外來客洗了我的布鞋，算我 10 bir。是當地
人的五倍價，想想他小小年紀就懂得賺錢幫助

以前總以為在台灣的人開車技術世界第一
流。等到我來到衣索匹亞，才知道他們的開車

家計，我怎忍心討價還價啊！

技術凌駕於我所見過的司機。他們的道路居然
(五) 它鄉巧遇老義工

沒有紅綠燈的設置，有些路上有車，行人，牛

Lalibella 是衣索匹亞有名的觀光城市之一，

和驢子，如何在雜遝紛紜中開出一條活路，沒

他的原意是 honey 的意思，因盛產蜂蜜而得名。

有神勇的開車術大概只有原地踏步了。我想我

據說此地的蜂蜜具有治病的療效。

是不敢在那兒開車的。就因為沒有該有的交通

我帶女兒去 Lalibella 參觀了 11 間教堂，每

標誌與設限，他們車禍死亡率蠻高的。有一天

一間都是既陰暗又古老，具有考古的價值，但

我坐的車子同時和其它五部車在搶道，個個都

我個人覺得那些建築物充滿危險性。導遊告訴

動彈不得… 我突然想起羅馬書裡描寫上帝任憑

我這是再造的耶路撒冷，方便衣索匹亞人不必

一些不把神當神的人行其所欲，他的人生路將

長途跋涉去朝見神。導遊也告訴我示巴女王和

會像這些沒有交通標誌的路，很難順暢，而且

所羅門王戀愛，生了個兒子的野史，我姑且聽

是充滿危險的。

之，姑且笑之：聖經沒記載的事，我們無須費

(七) 追逐美國夢

心思。我在 Lalibella 時，有一位日本女士用日
語跟我打招呼，我先用日語跟這位女士抱歉我
不會日語，然後再用英語和她丈夫聊天。原來
此君 35 年前曾來衣索匹亞做義工，現在退休了，
帶著太太來看看他以前服務過的地方，他驚訝
鄉下地方仍然跟 35 年前差不多，幾乎沒甚麼進
展。我聽他悲天憫人的一席話，突然覺得也有

在衣索匹亞人的心中，美國是個富裕的國家，
是他們最嚮往的國家。女兒房東的先生原是
Hossana 的藥劑師，後來幸運地抽中移民美國的
簽，他現在就在 Atlanta 開計程車，收入比在
Hossana 當藥劑師好多了。我也認識了女兒房東
的弟弟，他是他的家族中英文講的最好的，因
為他常偷渡去南非打工，也就練了一口好英語。
我看他 對美 國充滿 幻 想 ，推 薦他 去讀
Jeannette Walls 寫的 “The Glass Castle”，
幫助他了解美國也有窮人以及窮人是過
著怎樣的生活。
在 Hossana，一位資深教師的薪水是
三千 bir，不到 200 美元。而在 Addis Ababa，
我去參觀了 Apple store，我看到了我在美
國買 699 元的 Ipad，他們那兒的標價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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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一倍半。我不禁納悶到底甚麼樣的人買得

輸贏

起 Apple 的產品？城市人的平均收入到底是多
少？城鄉的生活水平怎麼相差那麼遠？

辛胡桂蘭

前一陣子倫敦奧運進行得如火如荼，我雖然
不是個運動迷，但每天看到報章雜誌大篇幅的

(八) 人類生而平等
人類生而平等是美國獨立宣言上的經典之
句。然而我在衣索匹亞，我卻深深地覺得人類
生而不平等。為甚麼這些人要生在這麼窮困的
地方？為甚麼這裡的土地都是彷彿被咒诅過的
石頭地？這種缺水的貧脊地，台灣的農耕隊幫

報導，對各項比賽的結果也略知一二。美國和
中國是兩大贏家，得金牌的選手們無不欣喜若
狂，而落敗者大多都垂頭喪氣，有些甚至痛哭
流涕。多年辛苦付諸東流怎不讓人傷心欲絕？
看到這些我頗有感觸，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

得上忙嗎？憑甚麼住在美國的人享用了大部份

從呱呱落地開始，就踏上了這條不歸路，先是

的世界資源？又憑甚麼你我不必像衣索匹亞人

拼學業，爭着讀名校拿好成績。接著再是拼事

受那麼多的生活磨難？

業，人人都想攀高位，賺大錢。總而言之就是

(九) 默默的奉獻者

都想做贏家。但是爭了一輩子，到頭來誰是真

Peace Corp 是美國甘乃迪總統為幫助第三
世界國家而創立的，歷年來有無數的默默的奉

正的贏家呢？難道有了地位，錢財，名聲就算
贏，而一生默默無聞就算輸了嗎？

獻者在執行著充滿愛心的使命，我為我女兒成

其實人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如何能活出神

為其中的一員感到驕傲，但我也常為她的安危

的旨意，堅持自己的信仰走完這一生才是真正

傷心落淚。

的贏家。如保羅在

當我告訴你衣索匹亞很多鄉下地方的全家
資產不到 100 美元，你有甚麼想法？你在慶幸
自己的境遇比他們好時，是否願意對這些同是
按著神形像所造的人類付出一些幫助？如果弟

提摩太後書四章
七節所說『那美好
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我已

兄姐妹看了我的分享，有來自聖靈來的感動，

經跑盡了，所信的

願意資助那些窮困的人升學，就醫…請打開以下

道我已經守住了，

網站 -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或許在世人眼中保羅被困在監牢裡是個輸

To donate to FRANK Water，please visit
this website:
http://www.justgiving.com/firenji-fire

家，但在神眼中他是個贏家，一點也沒有浪費
寶貴的生命。但願我們都明白此道理，不至於

To donate to Operation Smile (UK)，please
visit this website:
http://www.justgiving.com/firenji-fire-OS

枉活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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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

第一天：紅燒雞腿配花椰菜。
劉安靜

第二天：豬里肌肉燉冬菇、油豆腐泡、大白菜。

為了想減少「芥菜子」總編輯李紡姐妹長期

第三天：紅燒牛筋、牛腱配上紅白蘿蔔。

遭受催稿的陣痛，就委屈弟兄姐妹忍痛看我又

第四天：土豆咖哩雞。

獻醜了。

第五天：賽瑩請客吃 PIZZA，並放我一天假。
每天看到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去年本老人家身體有點小恙，
暫時停止了一些服事，主要也是

相信我們這個團隊每人都有發

弟兄姐妹的愛心，好讓我有充分

自心底的快樂。弟兄姐妹，教會

的休息。原本我是非常好動，為

服事項目多多，您願意加入此行

此我時常在禱告中求神加多給

列嗎？歡迎您！

我力量，增強我的免疫力能讓我拾回我的服事。

願我能年復一年的為 VBS 服事下去，更願

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而且祂所加給我們的

有眾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勇敢的接力下去。

是我們所能承受的。為此我感謝神。

今天我能夠挑起這項任務得感謝教會及弟兄姐

今年 VBS 開始籌備後，Hidden Treasure 和

妹不斷的給我鼓勵與肯定，接受我，鍛煉我，

鄰舍小朋友踴躍參與，超過本教會小朋友數倍

給我機會，更加上我願意接受挑戰並願意擺上

之多。同工們興奮的是神的福音得以更加廣傳，

我的身心靈，成為屬靈的家的一份子。各位看

憂的是同工不夠。但是在神什麼都能。賽瑩、

倌請聽著：我是家中的么女，上面有四個姐姐

惠珍、綺雲勇敢接受挑戰的態度使各樣事情都

加上能幹的媽媽。從小到大在廚房裡是看不到

順利、按步就班地展開。我也勇敢地向賽瑩表

我的影子的。而今日的我相信是同一人嗎？原

達了我願接下負責同工午餐的任務，我看她面

因就是「我願意！」

有難色（其實她是怕累倒我），又說怕我太辛



苦。我心中暗自嘀咕：「她是否看我這支寶刀
已老，不堪使用了？」
可愛的燕如來電問我是否真心要在 VBS，何

心裏火熱，常常事奉主
小卒

況明仁也表明可以來幫我。過幾天，燕如來電
告知，一切都搞定，除了她和明仁四天都來幫
忙外，還有一文、小田、季珊、威娜眾姐妹的
加入，陣容如此強壯浩大。我告訴燕如，一切
安哪！且容我做市場調查，不出數日，菜單就
會報上，保證經濟實惠，美味可口。且請諸位
瞧瞧我們這幾日的菜單，健康又不重複，包您

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你們當
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名，也是他的草場的羊，當稱謝進
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院，當感謝他稱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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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就口水流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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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每天背誦這一篇經文的時候，因為聖經

補課

實在是太深奧了，無法讓人去了解它。但是我

林振時

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

沒參加夏令會是件遺憾的事，尤其是大會主

事奉是出於樂意不是勉強。保羅說：不要作難，

席多次邀請，惟恐參加的人太少，更令我難過。

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悅的。

記得 2005 年在 Davis 夏令會時，曾和劉傳章牧

（林後 9：7）不管是捐時間，捐才幹，捐得甘

師，師母同一桌子吃過一兩次飯，總有一點感

心樂意，是神所喜悅的。當我看到教會的一些

情。當時，我也沒有自我介紹一番，所以他們

弟兄姐妹，他們真是默默無聲的任勞任怨奉獻

未必記得我，而我作為聽眾，則記得他們二位。

他們的才智的時候，我真為他們感謝讚美主。
每天在我的禱告中，求神的靈感動他的眾兒女，
明白我們不再是客旅，乃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人，應該做一個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神也
須要我們彼此建立，同心地使神的家人丁興旺，
神的名得榮耀。我聽到一位牧師的見證，紐約
有一間美國人的教會，二十年前有一對年輕的
美國牧師夫婦，到一個紐約非常壞的黑人地區

這次夏令會後，在教會裡聽到一些弟兄姐妹
談論大會花絮，我則趁機問了旁邊一位，是信
主不算太久的：「你是否很有收穫？」答案是
肯定的。這更讓我切望補償一頓。結果，在兒
子家中上了教會網站聆聽，也是津津有味。當
錄影鏡頭對著聽眾時，看到個個聚精會神，笑
容滿面，證實大家非常投入。

去傳福音。開始有八九個會友。他們工作很長

劉牧師出身貧寒，小時候腳上穿的是「空前

時間都沒有什麼效果，甚至會友還偷奉獻。有

絕後」，「腳踏實地」的鞋襪，衣服襤縷，從

一個主日，這位牧師灰心得連道都講不出來，

頭到腳髒黑，成為「老師」「得意」的示範教

在神台上流淚，這位偷奉獻的在這時出來承認

材，被叫到台前「貼堂」示眾。這對小孩的幼

奉獻是他偷的，弟兄姐妹們一起在神的面前流

小心靈的傷害有多大，是可以想像的。可是神

淚禱告、認罪悔改，從此大家同心為主工作。

的恩典臨到他，信主以後，緊緊跟隨主。每逢

二十年後的今天，教會已有一萬多人敬拜神。

山窮水盡疑無路時，神一直帶領他，關照一切

一天三堂，去參加禮拜的人要提早兩個小時去

難處，也練出合神心意的品格。帶他走進更為

排隊，才有機會參加敬拜。這位牧師說在中國

廣闊的土地，為他放熱發光。不限於韓國，而

的教會是有幾萬人作禮拜的，但是美國就很少

是世界各地；不限於講台事奉，在文字上的事

有了；他們的詩班的讚美，簡直是震動如雷。

奉也甚有效果。

這位牧師當時的所見所聞真是令人感動。

貧窮與苦難表面看來是負面的，不受歡迎，

在我異象裏，我們的教會也會有這一天。只

而且盡量避開，或是怨天尤人，或是自怨不已

要大家一起同心依靠主，一起熱心的事奉。神

而釀成疾病。信主的人有神的話語來引領與依

能行萬事，一切榮耀歸給神。

靠，「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 8：28)，只要我們愛神，無論是順境或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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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解析

則是磨練我們，更合主用。
陳終道牧師是現代有名的傳道人，剛去世幾
年，著作等身，出身在一個封建大家庭中，適
逢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世界經濟蕭條，少年時
家人對他不公平，他少年及青年時期忿忿不平，
偷家裡的錢，甚至自香港出走中國西南各地。
經歷各種貧困與危險，本以為脫離家庭，脫離
神，就是「出路」，怎知流落到在昆明，走了
整天，都找不到棲身之處，才知道「路」不是
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於重慶念大學時信主
得救，成為新人。認罪悔改，向大學當局承認：
自己是以假的證明進入大學，他自願退學，學

八福(下)

頌揚

5:7 憐恤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
的兒子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

耶穌說:
「跟隨我的人，是願意主動走入他人的
苦難、悲傷中的人。

校也不留他。他則進入靈修院學習神學課程。
這個世界喜歡歡笑、喜歡假裝一切都很好，
陳終道牧師小時在香港年中文小學，過了幾
年轉學英文小學，年紀比同學大了幾歲，同學
都在譏笑他，年紀都那麼大了，還在念英文一
年級！於是他輟學了，沒有小學的文憑，也沒
有中學的文憑，進了大學又退出來，更沒有大
學的文憑！

但是每個人都有掙扎、痛苦、傷心，或遲或早，
或顯露或隱藏；世人在苦難和悲哀中，顯得很
不自在，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樣的情緒，因
此他們極力避免這樣的場合，我的門徒卻不可
以如此，你們要主動地、無懼地在苦難和悲傷
中，與世人連結，正如我在十字架上與這世上

神改變了陳終道牧師的性情，完全依靠神，

的苦難連結一樣。這個世界不完美，有眼淚，

成為近代非常被尊重的神學教師。結果香港建

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來，為你們死在十字架

道神學院贈他神學博士的榮譽。所以，聽神的

上。因為我死了，所以你們可以蒙安慰，眼淚

話，神會負責，倚靠神的永不羞愧！

最終可以被擦乾。現在，去，把這十字架的憐
恤，展現出來，給出去。

跟隨我的人，是有在凡事上有純潔動
機的人。
人的心比萬物都還詭詐，誰敢把自己的心思、
動機完全坦白呢？許多表面上看起來不錯的事
物，在我的眼中一文不值，因為不是存著愛我
的心做的。光鮮亮麗外表的背後，包裝良好的
話語裡面，大大小小的服事中，我直接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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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誰是那個配得上帝的心？ 世人看重外

我早就知道，很多你們當中的人，不是我的真

表的成就，我卻看重裡面的動機，我是按著你

門徒，你們要的不是我。我不是說過了嗎，你

的動機、你的心審判你。你蒙召，是要用清潔

們「進入神的國，必需經歷許多艱難」、「凡

純一的心事奉我、對待人，除此以外，我不要

立志在耶穌基督裡敬虔渡日的，都要受逼迫」，

別的東西，因為你也沒有其他可以獻給我，那

而我也早已「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

都是我的賜予。肉眼只能看得見物質界的東西，

要你們跟隨我的腳蹤行」，「學生不能大過先

唯有心靈的眼睛可以看見我，你的動機，就是

生」，你憑什麼假定，你能免於受苦呢？當我

你心靈的視力。現在，來，清潔你的心，單單

呼召一個人的時候，我豈不是呼召他背起他的

愛我，敬拜我，為我而活。

十字架來跟隨我嗎？十字架意味著什麼呢？豈
不是死亡和苦難嗎？你何必逃呢？我給你的杯，

跟隨我的人，是願意花上代價成就和睦
的人。
很多人渴望和平、和睦，但是很少人願意真
正花上代價，主動成為那位和睦的促進者。許

你豈可不喝呢？ 孩子，歡喜快樂地、主動地去
擁抱我給你的杯，透過受苦的窗子，我的面容
更顯清晰。現在，來，將我的受苦帶在身上，
好叫我的復活也在你的身上發動。

多人輕易放棄一段關係，很多時候只是出於自

我說決定這樣跟隨我、相信我的教導、用我

我中心。當你看重一段關係，你難免會為愛而

的眼光來看世界的人，是有福的，是被神認可

受傷，而我的門徒正是要敢於愛，以致於受傷，

的，難道我是在說謊嗎？你遲早要決定，你要

受傷之後，仍然敢於愛的人，如此你才能成為

尋求那一種的認可？世界的，還是我的？我說

使人和睦的人，也成為使人與自己和睦的人。

有福，就是有福，我從不說謊。但問題是，你

我是透過十字架，才成就了和睦的，因此所有

真能勇敢地相信嗎？還是你的「跟隨」，是有

使人和睦的人，都必帶有十字架的記號，他們

選擇性的？

都要帶有我父的生命，使破裂、羞辱的，再一
次成為尊貴、合一的，因為我是這樣的神，所



以你們也要做這樣的人。

跟隨我的人，是願意堅守我的法則到一
個地步，有任何損失也不在意的人。
小子們啊，你們跟隨我，是為了什麼？平安？
穩妥？永生？吃餅得飽？你可曾想過，當跟隨
我意味著苦難、損失、不順利的時候，你是否
還願意跟隨我？ 而這樣的時候，必定會來到，
所以你現在最好就想一想。你的跟隨，是怎樣
的跟隨？會不會你要跟隨的，根本就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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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代來說，其性別觀與價值觀會造成根深柢固的
影響。當這樣的影響逐漸擴大時，人類社會的

同性婚姻議題的誤區

穩定繁衍是否會受到衝擊，這是我們不能迴避

魯鈍

的問題。
同性戀婚姻相關議題這幾年愈炒愈熱，相關
議題的選舉和政治攻防也始終不斷。在｢人權｣
大旗之下，有愈來愈多人對於不贊成同性婚姻
的教會人士開始有所攻擊，媒體將這些人冠上
了實質上帶有貶意的｢保守派｣｢衛道人士｣的帽
子；原本以正面態度還面對基督信仰的奧巴馬
總統對此態度也有所轉變；而許多教會也公開
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為同性戀人士證婚之外，

此外，在道德層面來說，許多同樣是所謂不
影響他人的事情，但是人們卻無法接受。隨便
舉例就很多，像是父女或母子亂倫、多人雜交、
人獸交等等，也都可以說你情我願關起門來不
礙着別人的事情，但是卻違反法律與公序良俗。
社會道德觀念或許會跟著時代而改變，然而對
於絕大多數人而言，內心仍然有一把道德的尺。
也許大部分朋友說不出個道理，面對外界的雄

甚至還有按立同性戀人士為神職人員的。

辯滔滔無從因應，但是這內心深處的道德良心，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們基督徒面對這樣的

卻往往是我們判斷是非的重要依據。

衝擊，就必須要先有所認識，而不是人云亦云
地表態。如此一來，當面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言

同性戀婚姻組成家庭不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性

論甚或週遭人的直接挑戰時，才知道該如何應

別傾向。

對。以下就是一些常見的說法與誤區：

這一點也是很多支持同性婚姻者拿來當作

同性戀婚姻是一種不影響他人的生活方式。

理由的。他們主要的理據是因為｢沒有科學根據
｣。對此，這裡要強調的一個觀念是：科學研究

這種說法最常見，也是維護民權人士最常用
的理由。但是這樣的說法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

不是一切，很多事情是用｢常識｣就可以判斷
的。

點，那就是自然界的繁衍法則。
怎麼說呢？相信大家一定聽過甚至自己也
無論信不信有神，都不能否認異性繁衍是維
持人類文明永續的首要條件。而婚姻的本質就
是建立在建立家庭繁衍後代的目的上。雖然也
有夫婦在主客觀原因下無法或者選擇不生養子

聊過一些話題，好比說：某某人雖是個大男生，
但是個性陰柔，原因是他有三個姊姊兩個妹妹，
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女生宿舍｣長大的他當然
比較女性化…。

女，但是異性繁衍可以說是絕大部份婚姻的常
像這樣的話題與判斷就是基於常識，而我們

態，也是基本精神。

大部分人也不會跟這樣講的人辯論，要他拿出
如此一來，｢同性戀婚姻｣對於社會文化與家
庭價值的影響就不言而喻了。因為這樣的婚姻
形式對於下一代，尤其是同性戀者領養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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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同上可能出現偏差呢？要知道｢同性婚姻

受測受訪者回應的真實性、以及周圍環境如政

伴侶擔任父母｣跟｢兩個同性親友住在一起共同

治社會意識形態等等方面的影響，甚至形成各

撫養｣的意義與關係是截然不同的，有了｢婚姻｣

說各話的局面。但是如前所述，沒有或者缺少

與｢性｣層面的關係的雙親，對於孩子成長的意

研究佐證，不代表我們不能夠憑著理性與常識

義絕對不能單純化，更不能等閒視之。

來判斷。

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沒有

舉個誇張的例子：也許我們無法找到 ｢成年
男性每天吞十枚鐵釘會損傷消化道｣或者｢猴子

科學根據可資證明。
有很多人一聽到｢有科學根據｣就覺得是真
理，這其實是一種｢對科學的迷信｣;同理，若是
｢沒有科學根據｣就嗤之以鼻，同樣也是缺乏深
思熟慮。

從兩千公尺高空墜地會摔死｣的研究報告，但是
大概不會有人因為沒有這類研究報告，就來質
疑或者否定這兩個命題。
反對同性婚姻就是侵害人權。

有許多基礎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可以

其實就現實狀況而言恰恰相反。最近幾次選

用實驗來證明的。這類科學研究當然也需要時

舉相關提案，選舉結果都是不贊成同性婚姻的

間來建立假設與研究程序，但是卻往往可以在

一方獲勝，但是支持者卻一再以示威或者訴訟

實驗後立即產生結果，且多半是黑白分明的。

等手段推翻結果，並且一而再地提起類似法案

然而社會科學卻不同，相關的研究會因為假設

表决，不僅完全不尊重民主法治程序，也侵害

的建立、研究的範圍、取樣的方式與如何解讀

了多數選民的民權。

而出現相當大的差異，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
那就是這類的研究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2010 年的加州第八號提案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 初 八 號 提 案 的 原 名 是 "California Marriage

舉例來說，一個典型的對於資優生學習成就

Protection Act” ｢ 加 州 婚 姻 保 護 法 案 ｣ ， 意 思

的研究，要蒐集數以千計的學生的背景與學習

是”Only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資料，同時從學校與家庭教育開始長期記錄觀

valid or recognized in California"｢在加州一男一

察，一直到他們長大成人進入社會之後的事業

女結婚才是有效婚姻｣。但是該案提到了加州州

成就，時間可能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而所

政府之後，支持同性婚姻的檢察總長布朗（現

得的訪查記錄結果是否具有真實性與代表性，

任加州州長）卻逕自將法案名稱改成”

且如何分析歸納等等，也直接會影響研究結

Eliminates Rights of Same-Sex Couples to Marry”

果。

｢消滅同性伴侶婚姻權利｣法案。這樣的政治干

也就是說，目前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並不是沒
有，而是以這個議題的發展時間而論，現在還

預，造成了民眾的嚴重對立，也曲解了提案的
內涵。

沒有比較全面的研究結果出爐。此外，這方面

當時許多人認為提案人士是｢剝奪同性戀者

的研究調查也很容易受到研究者的主觀意識、

婚姻權利｣，是反對甚至歧視同性戀。但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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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目的只是要維持｢婚姻｣這件事情的原始

普選的民意考驗呢？

定義與內涵，對於同性伴侶 (domestic partner)

其實有很多道德層面的問題，本來就不應該

原本就已享有的各項權益與法律保障並沒有限

以選票論是非的。假如政府或者學校對小學生

制或剝奪。再者，同性婚姻本來就不在法律範

與家長辦個選舉，表决內容是｢家長必須無條件

圍之內，原本就不是法律保障的項目，從邏輯

供應小孩足夠零用錢，不得要求孩子做功課或

上講，既然原來沒有，也就談不上剝奪。但是

者盡任何義務｣的話，若是投票的孩子人數比家

政治人物的扭曲操作，卻巧妙地讓大多數中立

長多，相信這個提案肯定通過。但是這合理嗎？

或不明就裡的選民對同性婚姻提倡者感到同情，

事情能這樣辦嗎？道理顯而易見。

認為是保守派人士在欺凌打壓他們。
至於後來事態的演變，感覺上是雙方的拉鋸
戰，但若仔細回顧，不難發現其實雙方並不對

很多同性戀者彼此相愛為何不能結婚？異性
婚姻一定比同性婚姻幸福嗎？

等，而且是少數者佔優勢：在媒體上，只要是

前面提到過，一男一女的婚姻結合是合乎自

同性戀相關活動，都被型塑為充滿愛與陽光；

然法則的，反對同性婚姻或者同性戀行為是基

不贊成同性戀的活動或言論，則通常會被冠上

於此原則而出發，跟婚姻是否幸福是兩回事。

保守或者思想落後乃至於歧視的帽子。若有名

舉例來說，很多罹患先天疾病或殘障人士同

人明星或商家企業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甚或

樣造福社會並擁有充實人生，勝過許多身體健

只是對同性婚姻與同性戀行為有所保留的話，

全的人，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提倡大家去以

輕者遭到抗議騷擾，重者被迫道歉辭職關門。

殘疾人的生活方式來過日子；社會上有不少出

這類新聞你我都不陌生。

身疾苦年幼失學卻在成年後有所成的傑出人士，

就拿最近亞特蘭大連鎖快餐店 Chick-Fil-A

我們欽佩他們的努力與成就，但卻也不會因此

的例子來說，該店在今年一月份贊助了反對同

要求我們的子女不要上學，不提供他們合理的

性婚姻的賓州家庭協會 (Pennsylvania Family

物質生活與學習環境，要他們去仿效那些艱苦

Institute, PFI) 之後，就不斷遭到同性戀支持者

奮鬥成功人士過苦日子。道理是一樣的。

的抗議。儘管也有支持他們立場的消費者前往

再淺白一點，有人生活規律注重飲食但仍罹

餐廳消費以示支持，但是外界對於同性戀支持

病早逝，是否就表示我們不應該注重保健養生？

者到各地餐廳示威的活動是否造成餐廳營業損

有人奉公守法循規蹈矩但遭橫禍，是否就表示

失，以及餐廳經營者表達意見的權益等等卻不

我們應該放浪行駭尋歡作樂甚至違法作惡？

甚重視。另一方面，絕大多數挺身支持同性婚
姻的官員或明星，則被冠上了前進與人權的道
德光環。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現象，正體現出
他們代表的是所謂主流民意或是普世價值，但
若果真如此，為什麼類似的提案，卻又通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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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婚姻不是美滿生活的萬靈丹，但卻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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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常見的幾個誤區，若我們能夠在觀念

提摩太前書 1:9-10：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

上釐清，對於相關議題的判斷就比較不會被一

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

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所誤導。

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

至於身為基督徒，在信仰層面又應該有哪些
認識？基本概念其實也不難，記得兩點就可

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
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以。

此外，像是舊約聖經創世記十九章裡，也提

首先要認識的是：基督信仰的一體兩面是｢

到所多瑪和蛾摩拉城裡的人因為犯了諸多罪惡，

愛｣和｢公義｣，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許多人過

因此天使要毀滅這兩座城，而他們犯了什麼罪？

分強調愛，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公義。那

猶大書記載說｢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

些強調應該以愛心包容同性戀者，甚至讓同性

的人，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

戀者擔任神職的教會，就是過分擴張了｢愛｣的

就受永火的刑罰。｣士師記十九章也敘述住在基

範圍。就好像父母親對子女當然應該秉持愛心

比亞城裡的便雅憫男人，要求與路過的利未人｢

予以教導，有錯誤也會包容，但卻不是毫無要

交合｣之後，引起十一個支派聯合起來攻大便雅

求且無止境溺愛，仍然要予以規範，必要時也

憫支派，幾乎把便雅憫支派滅絕了。 這件事的

要處罰，才能讓孩子走正路。

後續記載在何西阿書 9:9：｢以法蓮深深的敗壞，

其次要強調的是，神在聖經當中非常明確地
告訴我們，相關行為不符合神的旨意。好比說：
利未記 18：22 ：不可與男人茍合，像與女
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利未記 20：1-3 ：人若與男人茍合，像與女
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惡的事，總要把他
們治死，罪要歸在他們身上。

如在基比亞的日子一樣。耶和華必紀念他們的
罪孽，追討他們的罪惡。｣
這麼多經文講得這麼明白，基督教界怎麼還
能隨波逐流，任意曲解聖經呢？
誠然我們不應該歧視同性戀人士，但是在應
有的尊重與關懷之外，仍應該建立正確的觀念，
在相關的議題或法案上明確地表達立場，為維
護自己與下一代的純淨風氣與道德觀念而努力。

羅馬書 1:27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
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
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





應。
哥林多前書 6：9-10：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
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
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
不能承受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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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李紡

傅琳和 John Hillman 都為今年的台灣短宣留

上一期在緊急中出刊，後來才發現有不少錯
字，在此向大家致歉。希望這一期不至於重蹈

下不可磨滅的歷史見證，神知道他們無私的付
出。我們也為整個短宣隊歡呼!

覆轍。

迦勒團契貢獻了四篇好文章：「補課」，「輸

又是深秋時節，在充滿詩意的氛圍裡，正是
檢視我們行囊的好時光。「秋收」見證了每一
個神的兒女一生最大的收穫，乃是認識耶穌基

贏」，「我願意」以及「心裡火熱，常常事奉
主」，他們是「芥菜子」園地裡最活躍的團契，
願其它團契見賢思齊，群起效法他們的精神。

督。希望藉此激勵我們，回顧自己信主的經過，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請

並反省自己是否心意更新而變化。靈命成長亦

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

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啊！

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我們是很幸福的一群子民：每一期我們的三
位牧者都會準時賜稿，這些靈糧讓我們靈裡健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具。


壯，且不會有甩不掉的肥肉，敬請慢慢咀嚼。
同性婚姻是個吵了很多年的議題，每到選舉
時，候選人就又針對這個這個題目，重炒冷飯，

下期主題

為了爭取同性戀者的選票，發出似是而非的謬
論。感謝我們的弟兄鞭辟入裏地解析這些誤區。
我們仔細讀完它，將來就有本事跟那些擁護者

感恩

唇槍舌劍一番。
今年暑假我去了衣索匹亞探望在那兒當義

11 月 24 日截稿喔!

工的女兒。「萬里尋女記」只是寫出一小部份
的見聞，如果以後有機會，我願意在星期五晚
上跟大家分享，相信說的比寫的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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