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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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與恩典(一)

葉耿齊牧師

樣了，孩子不會感覺到親情。因果與恩典，在

神與人互動的法則
神掌管宇宙，與人類互動的法則，其中雖
有許多奧秘，但其實與作父母的與孩子互動的
法則很像。父母對待自己孩子的一舉一動，其

對孩子的教養和關顧上，缺一不可，彼此平衡。
如果神是真神，祂也必定會用父母對待我
們的方式，來對待我們，因為祂是我們的父親。
我們何其有幸，全世界的宗教信仰中，只有基

實都不出因果法則和恩典法則的範圍。
父母運用因果法則教導孩子負責任，使他
成為成熟的人；而用恩典法則告訴孩子我們愛
他，使他成為有安全感的人。因果法則把他該
做的事歸給他；恩典法則則在他力不能及的事
上幫助他。因果法則與行為有關，怎麼種就怎

督信仰反映了這項事實—在聖經中記載了許多
神與人互動的歷史和故事，都在在反映了，上
帝是有因果有恩典的神；而基督徒生活的得勝
之道，就是深刻的經歷這兩者，以明白上帝。
聖經中的因果法則

麼收；恩典法則與行為無關，而只與身份有關，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

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你是我的孩子，

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

所以我愛你。孩子犯了錯，叫他為錯誤付上代

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

價，是因果；孩子犯了錯，仍然選擇相信他、

生。」聖經．加拉太書 6:7-10

愛他、饒恕他，這是恩典。作父母給孩子的，

這段聖經的經文，其實很清楚地說明了因

不是只有恩典，因為那會導致放縱主義；也不

果法則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威力，也確認了神掌

會只有因果，因為這樣一來父母就與法官沒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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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因果，定意要將因果法則當作對待人類的主

自己所做負責，或善或惡受報。其次，因果法

要法則之一。基督徒常有自欺的心態，覺得上

則可以教導我們成為成熟的人，發揮它教育的

帝是恩典的神，所以我可以隨便一點，反正犯

目的。每次孩子們說謊，我們會處罰他，但目

了罪再做認罪禱告就好了；或是覺得上帝是有

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教導，希望他從中

恩典的，所以在許多的事上不盡力，事到臨頭，

學到功課，成為一個誠實的人。若沒有因果法

就禱告來尋求上帝的「恩典」來幫助他渡過難

則，孩子們會無法無天，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成

關。使徒保羅在這就針對這些心態，提出了嚴

熟的人。最後，因果法則尊重人的選擇，讓人

厲的警告。的確，神是樂於赦免、有恩典的神，

自由地選擇，但每個不同的選擇都會有其相應

但這不代表我們不正確的心態可以永遠免受因

的後果。因著尊重人的選擇，等於就是尊重人

果法則的管教；神會視情況和我們的動機，像

的自由意志；因著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等於就

一個善於教養的父親，出於祂的智慧來決定什

是尊重人，因為若沒有自由意志，人就不成為

麼時候給我們恩典，而什麼時候給我們因果。

人了。這就是為什麼神明知亞當夏娃可能會犯

基督徒不是靠著自身的行為得救，但卻要因著

罪，還是冒著險給他們自由意志的原因。沒有

自身的行為受審判 (林後 5:10、啟 22:12)。在

自由的選擇和後果，人就成為機器人了。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中，每個選擇（種）都是真實的，

透過選擇，決定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而因果

帶來真實的後果（收），因此我們不要自欺，

則確保「選擇」與「後果」是有連繫的，所以

反而要正視神同時也是掌管因果，使因果法則

因果法則其實是自由選擇的基礎。

生效的神。

由此而觀，我們沒有必要把「因果法則」
和「報應」的觀念連繫起來。神設立它是有崇

因果法則的三個目的
許多人對因果法則有理智上的誤解和情

高、良善的目的，為要使公義得以伸張、人心

感上的厭惡；其實因果法則有它重要的功能和

得以教化和人能擁有人性的尊嚴，我們不應懼

目的，這也是為什麼神雖然是恩典的神，卻仍

怕它，反而要為上帝設立它而感恩。當上帝容

然使用因果法則來與人類互動的原因。 因果法

許因果法則在我們的人生中運作時，我們要謙

則有三個重要的目的：1) 公義的目的、2) 教育

卑並感恩地領受上帝在其中要教我們的功課。

的目的和 3) 尊重自由意志，使人成為人的目

因果法則的四個層面:

的。

因果法則運作時，它是有許多不同的層面
人心都渴望公平、公義，希望看到惡人受

的；它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簡單。第一，

報，好人得賞，而因果法則正是為回應公義而

在時間上來說，它可以是直接的或是延遲的。

設立的。試想，若是沒有因果法則，那麼也沒

人有一個傾向，當因果法則延遲時，人會覺得

有公義可言了，因為公義的基礎就在於人要為

它不真實、可以僥倖，但神向我們保證，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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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法則是直接的應驗或是延遲的應驗，重點

結語: 基督徒生活

是，它一定會應驗。第二，在責任上來說，它

因果法則是神的法則，做為一個基督徒不

牽扯到個人的的責任和他人的責任。「個人種

可能不去尊重神所設立的法則。了解到神同時

的是什麼，個人收的也是什麼」這觀念是我們

也是因果的神，讓我們沒有僥倖、懶惰的心態，

熟知的，並且接受的。但聖經也有「個人種的，

以恩典之名，去逃避許多努力和責任，反而是

卻由別人來收」的例子，例如大衛犯罪數點人

積極地靠著上帝的恩典，負起我們該負的責任，

數，結果受苦的是人民，亞當犯罪，結果全人

知道我們有真實的選擇，會面對真實的後果，

類也跟著受苦。聖經一點也不天真，以為人只

而在面對後果時，我們沒有懼怕，不是因為我

要向自己負責就好。它嚴肅地強調，當人犯罪

們做得事事完全，而是因為我們不是面對一個

時，影響的不只是自己，也會波及他人；反過

無情的法則，而是一位與我們有關係、有恩慈

來說，當你在上帝面前有什麼好行為時，影響

的神。這樣的基督徒，在心態上和實踐上才是

的也不只是自己，也會祝福他人。因果法則是

平衡而有福的，這也是這篇文章想要達到的目

嚴肅的，它甚至有加乘擴散的效果。

的。

第三，在應用上來說，它可以應用在自然、



道德和靈性上；它是一個通用的法則，甚至在
靈性上來說也是如此，「人種的是什麼，收的
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你
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 4:8)，這給予
我們基督徒非常嚴肅的提醒，我們必須要為我

下期主題

老伴

們在神面前的靈性光景負上責任。最後，因果
法則同時也是複雜的和隱藏的，人不能全部看

你對你身邊的老伴是否依然相惜相
顧？還是關係已然形同雞肋？你是

透、分析清楚。在聖經中有許多例子，其中的

不是願意藉著芥菜子這塊園地，再

因果關連甚至超越幾百年之久，而因果關鍵若

度深情地凝視你的老伴，攜手在愛

不是神啟示，也不會有人知道。因為因果關連

情的花園裡蒔花除草？請分享與老
伴一起同行天路的甘甜。

是如此的複雜，所以聖經勸勉人「你要專心仰
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 3:5)。人
以為憑自己的經驗、聰明，可以分析、掌管因
果，卻不知真正的智慧是倚靠耶和華，祂才是

截稿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真正掌管、了解一切因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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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gic Response
(Luke 4:21-30)
Imagine meeting Michael Jordan during his historic run to winning his sixth & final NBA championship, or Babe Ruth
during his record-breaking home-run season, or Albert Einstein in his paradigm-shifting theories of relativity &
quantum mechanics. Those would be amazing moment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meeting the greatest Person
in all of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life’s work on earth?
Flashback: Jesus is about 30 years old, unveiled as the Son of God by His Father & the Holy Spirit at His baptism
[Luke 3:21-23], then led & filled by that same Spirit to enter the wilderness in solitude to prepare for His mission and
face off against Satan, the spiritual enemy who lures people into captivity & death through sin [Luke
4:1-4:13]. Victorious in this important pre-game battle, Jesus is now empowered by the Spirit to launch His ministry,
so He goes on a preaching tour through many little churches around the countryside of the Sea of Galilee, and He’s
well-received… hundreds of simple, small-town folk give glory to Him [Luke 4:14-15]. His fame & favor increase, and
He wraps up this whirlwind tour at His rural hometown of Nazareth, where He regularly attends worship [Luke
4:16]. He has become an amazing rabbi (a recognized Bible teacher), and is given the high honor of standing to read
& preach from the Scriptures. So He reads from Isaiah 61:1-2 & 58:6 (prophecies from 700 years prior to His coming)
that proclaim One is coming who will be anointed the Messiah King & Suffering Servant by the Spirit of God to bring
good news for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 spiritually poor, enslaved, blind, oppressed/abused… that a fresh start the time of God’s jubilee, favor, release, joy & gladness will come. And then, He announces in dramatic fashion:
“Today, this Scripture is fulfilled in your hearing” [Luke 4:17-21]… this is the Messiah’s mission statement; that day is
here, and it’s all about Jesus.
So how did the townspeople of Nazareth respond? They’ve all come to their little, local church for their weekly
worship service; they know their hometown boy is quickly gaining renown as a young, fiery, compelling, wise,
winsome, authoritative preacher & prophet along the Galilean coast. Their initial response: “Wow, Jesus is amazing;
the dude can preach！” But there’s a shift in their attitude: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Joseph’s son?” [Luke 4:22].
In other words: “Isn’t Jesus just the son of average Joe, a blue-collar, uneducated carpenter? Isn’t Jesus one
too? Didn’t we see Him grow up? Didn’t He play with our kids in little league? Isn’t He just one of the boys who grew
up in our little town?” Ultimately, they mean: “He speaks well, but we don’t accept His point of view, because we
know this guy… Who does He think He is? We know who He really is; He’s just one of us.” Who is He to preach at us,
call us to repent, and act like He’s the big-shot Messiah? It’s like going to your high school reunion… no matter
where you’ve been, how much you’ve grown & changed, people might not see you as the “grown-up you.” They still
see you through the lens of childhood memories. You may have outgrown braces, pimples, “experimental” hairstyles,
social awkwardness… but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ee beyond what you were, to what you are. Jesus
relates. His hometown friends, family, relatives, neighbors… they’re going to have a very hard time receiving Jesus
as Lord, God, Savior & King.
Anticipating where the crowd’s thoughts are headed, Jesus responds: “You guys are probably about to challenge me
with the old saying: ‘Physician heal thyself’…” i.e., prove that You’re the Messiah & able to do what You say You can
(like a doctor able to treat their own ailment)… “you’re going to ask Me to show you some kind of sign, like I did in
neighboring Capernaum” [Luke 4:23].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request, right?
Here’s how Jesus responds [Luke 4:24-27]: He reminds them how Elijah was sent to miraculously provide for a
non-Jewish Sidonian widow outside of Israel in Zarephath [1 Kings 17:8-24], and how Elisha was sent to heal
Naaman, the non-Jewish Syrian with leprosy [2 Kings 5:1-14]. Read their stories. Were there other widows amongst
God’s people that could’ve used help during the famine of Elijah’s time? Yes. Were there other lepers in Israel who
could’ve used healing through Elisha (cf. 2 Kings 7:3)? Yes. So why were these “outsiders” given miracles from God
rather than the home team? Because they both responded to the Word of God (through the prophets) in faith &
obedience (even though Naaman did so reluctantly at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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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little kernel of faith, God responded with miraculous power, and both people began believing & worshiping the
God of the Bible. Here’s Jesus’ point: These outsiders are willing to believe & obey God, but God’s people are often
not. In Elijah & Elisha’s day, they were unrepentant, unfaithful, disobedient, defiant… they kept turning away from
God to worship Ba’al. And Jesus is saying, you’re just like God’s people in the past with the prophets; you are
unrepentant, unfaithful, disobedient toward God, rejecting your hometown prophets… so My Father sends Me, His
Son, Christ & Prophet, elsewhere. He’s calling all these religious people (who got up early to come to church that
morning, wh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decent, moral, upright people) as sinful as their forefathers who rejected God &
His prophets in days of old.
Here’s the tragedy [Luke 4:28-30]: They could’ve allowed the conviction of God to humble them, could have
responded in obedience to God’s Word, repentance for their sin, & acceptance of Jesus as Messiah. “Yes, You’re
right Jesus; we are sinful. We want good news in our lives. We repent & turn back to God through You as the
Messiah King who brings good news.” Instead, the tone in the room turned ugly at this point;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their failures, faults & flaws pointed out. And they decided to kill Jesus, just like God’s people used to do to prophets
of old. So they reject Him, shove Him out the door, drive Him to the outskirts of town, preparing to toss Him over a
cliff. He escapes, as it’s not His time to die yet. But this is tragic. Is there any record of Jesus ever returning to
Nazareth? None; He’s gone; they’re done. He’s a prophet without honor in His own hometown, even to this
day. Nazareth could’ve been the headquarters of His worldwide ministry, and participated in God’s great redemption
plan for all history & mankind. But they rejected Him, unwilling to humble themselves, repent & accept Him as Lord.
They didn’t kill Jesus on this occasion,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And so did we; we rejected & murdered Him too, through our sins. And how does He respond? He loves us; He’s
good to the end. He takes all our sin upon His sinless self & died to forgive us. It’s amazing, and it’s good news. If
you’re like me, you might read the people of Nazareth’s response & scoff: “I’d respond differently than these ignorant
folks if I met Jesus at the dawn of His Kingdom ministry.” Would you? Here ar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to ponder:
Reflection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rejected Jesus out of false familiarity?
He says He’s God, Savior, King & Prophet. But they said: “Isn’t this Joseph’s son?” i.e., didn’t we see Him grow
up? We know who He is, & it’s not those things He claims. For us, you can grow up in church, hear a lot of Bible
stories, go to a Christian school, have Christian family & friends, and feel like you’ve got the whole picture about
Jesus, yet still reject Him & replace Him with all kinds of false “insights” about spirituality. You think you know Him,
but He has become just a bunch of tedious religious rules & regulations to you, or worse, you’ve added all sorts of
unbiblical, false teaching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know & follow Jesus (trying to force Jesus to conform to your own
skewed box). Do you really know & enjoy the real Jesus, as He’s historically depicted in the accurate biography of
the Bible?
Here’s another symptom of false familiarity: When people “don’t feel like” going to church, because “I’ve heard all
that already.” It’s like me saying, I don’t feel like hanging out with my wife or being involved in her life because I
already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er: false familiarity (Pro-tip for the young & single or newly-married:
Be a student of your spouse; study &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them all the time for your entire lifetime
together). But when people really meet Jesus, read His Word, & meet with His people… when we really know &
follow Him, we get fired up about being in relationship with Him because it’s GOOD NEWS, it is the most amazing
truth & life for anybody & everybo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 don’t get bored with Him, or take Him for granted,
because every day is a new adventure of discovering, knowing, loving & experiencing Him and His goodness and
faithfulness more & more.
(2) Have you ever rejected Jesus because He would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Have you ever played this game: “Jesus, if You really love me, You’ll give me…” Or, “If You’re really God, then You’ll
do _____ for me.” It’s the same mentality as the hometown folk of Nazareth: I’m going to test You; prove that You’re
God. Here’s the problem: It’s a rebellious stance that expects God to bow to what I dictate (setting myself above
God). “Prove it.” It’s an attitude that wrongly assumes that Jesus is not already Lord, God & Savior, loving, good &
faithful, that forgets everything God has already done to reveal Himself to you (in His Word), how He’s already shown
His goodness & faithfulness in your life, and treats those blessings as if it were not enough. Is it wrong to ask Jesus
for good things? To seek more of Him to help grow in your faith? No. Is it wrong to dictate to God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 not do? YES. To force His hand to do your bidding, as if you are Lord & God over Him? Yes.
(3) Have you ever rejected Jesus because He showed you some unpleasant things about yourself?
芥菜子第 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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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oves you so much (cf. Rom 5:8). He can’t stand for you to live in self-destructive & other-destructive sin. He
wants to rescue us from it, and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it. He sees us constantly move in a direction away from God,
out from under His love, protection, holiness, grace & mercy, and it hurts ourselves & Him. So He’s honest; He calls
you on it. Like spiritual surgery, sometimes the scalpel feels sharp, & we don’t like the pain of conviction, so we lash
out & rage at God, or blame Him & others for our shortcomings & faults, or rationalize why the things we thought or
said or did aren’t so bad. You get to choose: You can choose life in Him by humbling yourself & repenting because
He is Lord & Savior; He is good & faithful. Or, you can throw a temper tantrum like the people of Nazareth because
you are proud & “religious”, but that way always ends in death, in every area of life, and for eternity. 



【本期主題:主啊，請說】

主請說

到十八節，他們在示羅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
來，祭司以利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自

果敢人

記得上一期的主題是請說，但是我想了好
久，都沒有想通編者的意思。我想是怕搞錯了，
所以不敢下筆，所以我錯過了這個機會。

己的位上。10 節-哈拿心裏愁苦就痛痛哭泣，禱
告耶和華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袮若垂顧
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
我必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不用剃頭刀剃他的

這一期的主題又是主請說：這句話又不斷

頭。12 節-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禱告。以利

的在我的腦子轉個不停。我不知道是不是聖靈

定睛看她的嘴。13 節原來哈拿心中默禱，不出

的感動，有時候想寫，但是很多字都想不起來，

聲音，因此以利以為她喝醉了。13 節-以利對她

所以錯字百出。這一次我不想再錯過機會，也

說： 你要醉到幾時呢？祭司以利不但不同情她，

不管它是否符合編者出的題目，如果不對，請

倒還誤會她喝醉了。有時我們也時常遭人誤解，

讀者們多多包涵。請說這句話在撒母耳記一共

有苦沒有地方訴。

出現了兩次，還一處聖經裏我曾看見過一次，
但一直記不起來在聖經哪本書卷裏。

祭司以利還說妳不應該喝酒。15 節- 哈拿
回答說：主啊，不是這樣。我是心裏愁苦的婦

我想撒母耳記大家都很熟悉。撒母耳是以

人。清酒濃酒都沒有喝，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

色列的先知，士師，又是祭司。他的出身，聖

吐意。16 節-不要把婢女看作不正經的女子，我

經撒母耳記上第一章說：以法連山地拉瑪瑣非

因被人激動，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第

有一個以法連人，名叫以利加拿。2 節-說他有

17 節-以利說： 妳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願以

兩個妻子，一名叫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親。

色列的神允准妳向祂所求的。18 節-哈拿說：願

另一名叫是毘尼拿。毘尼拿有兒女，哈拿卻沒

婢女在袮眼前蒙恩。於是婦人走去吃飯，面上

有兒女。這個小妾可能很壞，常常而且是大大

再不帶愁容了。神把撒母耳賜給哈拿，所以哈

的激動她，要使她生氣，哭泣，不吃飯為止。

拿把兒子奉獻給神。第三章一節說：童子撒母

雖然丈夫是百般的疼愛她，安慰她，聖經第 8

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以利祭司已經很老。

節，他丈夫以利加拿對她說：哈拿啊，你為何

聖經說：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他的兩個兒

哭泣不吃飯，心裏愁悶呢？有我不比有十個兒

子也是祭司。他們犯罪作惡，得罪神。2：12-

子還好嗎？哦，這個丈夫真好，了不起。第九

說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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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麼原因，他們為什麼不認識神。13-說著

主啊！請說

李紡

二祭司待百姓是這樣的規矩。凡有人獻祭，正
煮肉的時候，祭司的僕人就來，手拿三齒的叉
子，將叉子往罐裏或鼎裏或釜裏或鍋裏一插，
插上來的肉，祭司都拿了去。不只這樣，他們
兩個還與會幕前侍候的婦女苟合。第二章 17 節
說：如此這兩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
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神曾經差神人來
警告過以利，但是以利沒有辦法阻擋他兒子們

「主啊！請說，僕人敬聽」的經文是撒母
耳在回答耶和華的呼喚時所說的。後來我上呂
沛淵牧師的課，他在上課前，帶領大家做課前
禱告時，開場白也是「主啊！請說，僕人敬聽」，
感覺他是何等慎重與謙卑。有時我也很想在禱
告時，大聲對主說「主啊！請說，僕人敬聽」。
但又自覺敬虔謙卑不夠，光是呼叫這句「名言」
，
只有突顯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最後只有

的惡行。

徒呼負負！
今天這世上的有一些父母，不是也跟以利
沒有兩樣嗎？有的像俗話說的，沒以子求一子，
有了一子氣到死。所以神已三次呼喚撒母耳就
是要他警告以利。到第三次以利才明白神呼喚
撒母耳。第三章九節，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
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啊：
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處。10

上一期的專題被誤改成「主啊！你說！」
所以這一期的芥菜子我又請有心的弟兄姐妹再
度為此專題發揮。「果敢人」果敢地陳述「主
啊！請說」的來龍去脈，雖未能達到我所預期
的「僕人敬聽」的結局，然而，「雖不中亦不
遠矣！」我感謝果敢人和我不屈不撓地同工。

節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喚說：撒母耳

其實「主啊！請說」是要提醒大家禱告時

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說：請說，僕人敬

應有的心態。有些人禱告時向主列出一份需求

聽。於是撒母耳把他從神拿得來的啟示，一字

清單，然後對主一副「你給我仔細聽著」的態

不差的告訴了以利。這也是以利要的。如果他

度，簡直把主當成了他的僱工！所以一旦事與

隱瞞神的話，以利說願神重重的降罰與他。當

願違，他馬上和主翻臉，輕者與主保持距離，

撒母耳將神的話一字不差告訴以利以後，以利

不再上教會，嚴重者兀自背道而馳，從此自己

說：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旨意而行，

才是自己的主人。

以利順服了。

但願我們懂得善用我們禱告的權柄，謙卑

無論好壞，主啊請說，僕人敬聽。弟兄姐

領受主的「裁示」，不管順境或逆境，總是能

妹們，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有沒向神說：

夠存著感恩的心對主說「僕人敬聽」，一生一

主，請說，僕人敬聽。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

世都不偏行己路。

從我。我 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在那裡。若有
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這是主耶穌說的。
約翰 12：26。願主祝福他的話語。


芥菜子第 47 期

第7頁

2013 年 6 月

【生活分享】

參加



寬恕

有感

轉載自網路

1994 年，南非白人格里高成天生活在不安

胡光輝

去年我沒有參加大掃除，因家中姐妹的右
腳踝骨骨裂，不能行走。我需要在家陪侍照顧。
今年我們二人都參加了大掃除，我姐妹在廚房
做清除工作，我和龐弟兄在大堂做清洗地毯。

中。因為這一年，他曾看守了 27 年的要犯曼德
拉，順利當選為南非總統。
格里高常常回想起自己對曼德拉的種種虐
待。
那是在蠻荒的羅本島上，到處是海豹、毒

全部是弟兄。

蛇和其他危險動物。曼德拉被關在鋅皮房裡，

今年大堂做清除

白天要去採石頭，有時還要下到冰冷的海裡撈

時多了三位姐妹。她

海帶，夜晚則被限制一切自由，因為曼德拉是

們負責清洗門窗，講

政治要犯，格里高和其他兩位同事經常侮辱他，

台，辦公室，電腦房。

動不動就用鐵揪痛毆他，甚至故意往飯裡潑汗

需用溫水和清水，清

水，強迫他吃下……

洗地毯也要熱水，當

到了 5 月，格里高和他的兩個同事收到了

時我就來打熱水，溫
水和清水。打水時有一桶也有半桶，從廚房到

曼德拉親自簽署的就職儀式邀請函，三人只能

大堂。

硬著頭皮去參加。

提一桶水從廚房到大堂，對年青人和中年

就職儀式上，年邁的曼德拉起身致詞：「能

人來講根本沒回事。但對我一個半世老人來說

夠接待這麼多尊貴的客人，我深感榮幸。然而

卻是一個難事了。我現在回想先後一共提了近

更讓我高興的是，當年陪伴我在羅本島度過艱

三十桶水，（一桶也有半桶）。我不但是七十

難歲月的 3 位獄警也來到了現場。」

幾歲的半世老人了，在 2010 年，我的左關節開

隨即，他把格里高 3 人介紹給大家，並逐

過刀，同時我還有七年的糖尿病病史（現在每

一與他們擁抱。「我年輕時脾氣暴躁，在獄中，

天還是在吃藥）。

正是在他們 3 位的幫助下，我才學會了控制情

弟兄姐妹你們想，我那來的能力，那來的

緒…」

力氣。不是我在做，是主與我同在和我同工，

曼德拉這一番出人意料的話，讓虐待了他

主的聖靈充滿我，使我堅持和大家完成清洗工

27 年的 3 人無地自容，更讓所有在場的人肅然

作。天父，我的主，您是窯匠，我是泥土。請

起敬。人群中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您不斷塑造我，使用我，讓我成為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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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獄大門那一刻，我已經清楚，如果自己不

老人剛拿起剪刀，第三團衛生紙又落在了他眼

能把悲傷和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

前的灌木上……就這樣，老人一連撿了那中年

中。」格里高禁不住淚流滿面，那一刻他終於

女人扔過來的六七團紙，但他始終沒有因此露

明白--告別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寬恕。

出不滿和厭煩的神色。

寬恕，是一種選擇，親愛的，你心裡還恨

「你看見了吧！」中年女人指了指修剪灌

著誰，你就把自己關在恨的牢籠裡，你的選擇

木的老人對男孩大聲說道：「我希望你明白，

是什麼呢？

你如果現在不好好上學，將來就跟他一樣沒出

偉大的靈魂，因為寬恕，而擁有自由的心。

息，只能做這些卑微低賤的工作！」
老人聽見後放下剪刀走過來，和顏悅色地



對中年女人說：「夫人，這裡是集團的私家花



園，按規定只有集團員工才能進來。」

學會尊重每一個人

「那當然，我是『巨像集團』所屬的一家
李織 提供

公司的部門經理，就在這座大廈里工作！」中
年女人高傲地說道，同時掏出一張證件朝老人

這是發生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的故事。
一天，一位 40 多歲的中年女人領著一個小
男孩走進美國著名企業『巨像集團』總部大廈

晃了晃。
「我能藉你的手機用一下嗎？」老人沉默
了一會兒說。

樓下的花園，在一張長椅上坐下
來。她不停地在跟男孩說著什麼，

中年女人極不情願地把手機遞給老人，

似乎很生氣的樣子。不遠處有一

同時又不失時機地開導兒子：「你看這

位頭髮花白的老人正在修剪灌

些窮人，這麼大年紀了連手機也買不

木。

起。你今後一定要努力啊！」

忽然，中年女人從隨身提包裡

老人打完電話後把手機還給

拉出一團白花花的衛生紙，一甩手

了婦人。很快一名男子匆匆走過

將它拋到老人剛修剪過的灌木上

來，恭恭敬敬地站在老人面前。老

面。老人詫異地轉過頭朝中年女人

人對來人說：「我現在提議免去這

看了一眼，中年女人滿不在乎地看著他。老人

位女士在『巨像集團』的職務！」「是，我立

什麼話也沒有說，走過去拿起那團衛生紙，把

刻按您的指示去辦！」那人連聲應道。

它扔進了一旁裝垃圾的筐子裡。

老人吩咐完後徑直朝小男孩走去，他伸手

過了一會兒，中年女人又拉出一團衛生紙

撫摸了一下男孩的頭，意味深長地說：「我希

扔了過來。老人再次走過去把那團衛生紙拾起

望你明白，在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學會尊重

來扔到筐子裡，然後回到原處繼續工作。可是，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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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年女人被眼前驟然發生的事情驚呆了。

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她認識那個男子，他是『巨像集團』主管任免

這世上多數的父母都是愛子女的，但是僅用自

各級員工的一個高級職員。「你……你怎麼會

己的聰明才智來教養兒女是不夠的。若不是依

對這個老園工那麼尊敬呢？」她大惑不解地

靠神，將子女託付於神，日後的光景如何，任

問。

何人都不敢說。

「你說什麼？老園工？他是集團總裁詹姆

箴言中非常詳盡的教導我們如何做父母，

斯先生！」中年女人一下子癱坐在長椅上。

如何為人子女。如果從小就將兒女帶到教會，
沐浴在主愛中，他們到老都不會偏離真道。真
正聰明的父母懂得這個道理，把兒女交給神管



理才是一勞永逸的最好方法。


愛之適以害之也

辛胡桂蘭

你為何如此愛我？

郎祖鳳

三年前的五月初，在回舊金山之前的例行
體檢中意外的發現自己竟然罹患了癌症。頓時
我的人生從彩色變成黑白。隨即進入台北榮總，
開始接受一連串的檢查。由於這麼大的震撼，
最近在報上接二連三看到弒親的人倫慘案。

軟弱的我完全無法承擔。夜裡躺在床上，十個

涉案者多數來自中上收入的家庭。父母從小讓

指尖像針刺一般，腦袋一片死寂，根本無法成

孩子學鋼琴，去國外進修，子女長大創業無資

眠，全身發寒。那種可怕的經驗真是筆墨難以

金時更是傾力相助，予求予與。但到頭來換得

形容。對我而言，應是有生以來恐懼的最高極

卻是兒子事業失敗後滿心的怨恨與不滿，就連

限。

自己交不到滿意的女友也一併歸罪於父母的基

學佛十八年，面臨如此恐怖的宣判，除了

因不好。沒有英挺的外貌與身高，自然無法吸

不斷念經祈求菩薩的幫助，已不知還能做什麼，

引異性的注意找到合適的另一半。父母畢生的

但不斷的念經卻得不到任何的平安。一個三十

心血，不但沒有造就一個有成就懂事得感恩回

分鐘的人工血管手術就在我不停的念佛號中經

報的兒子，反而落得個身首異處不得善終。真

歷三個半小時最後失敗。瞬間對佛的盼望，仰

讓人唏噓不已。

賴全部都化為烏有，十八年的打坐、修行彷彿

詩篇一白二十七篇說的何其正確，「若不

一場騙局。隔些天重新開刀，我已不再念佛，

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

但我知道有一群素昧平生的基督徒正在各個角
落同步為我禱告，不到三十分鐘成功做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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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二週一次的化療。不知什麼原因我
的病房竟成了耶穌的祭壇，每次入院都有牧師，
傳道人及弟兄姐妹不斷的來關心我，給我加油
打氣，述說著神的話語，告訴我神愛世人，告
訴我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信嗎？

章志彬

聽到一個相聲段子*，大意是講有個人很會
抬槓，後來居然開了個鋪子，專門跟人打賭抬
槓，人稱「老槓頭」。

神的愛已進入我裡面，但我還是不明白，何以

有一天，連八仙之一的鐵拐李都跟這位老

這位曾被我拒絕的神，怎麼還肯愛我這樣的異

槓頭槓上了。他問鐵拐李：「您那葫蘆裡裝的

教徒？話說多年前當時還參加了新韻音樂事工

是什麼？」

的合唱團，歌詞都是讚美主，唱得也很開心，
甚至於被感動的想轉向，但我卻向神禱告說：
「主啊！我相信袮是神，但因我是佛教徒，且
又是佛教團體的義工，加上我還要回台灣，所

鐵拐李道：「是金
丹！」
「您這金丹能治
病？」

以請不要愛我，因為我真的無法成為基督徒。」
直到病中的一個夜晚，神親自來到我的夢裡，
祂說：「孩子，不管你愛不愛我，我卻愛你，
因為我是你天上的父親，那有父親不愛孩子
的……」幾句話讓我徹底崩潰，立時痛哭流涕，
彷彿瞬間找到了失散已久的父親，而後每天都
被主的愛厚厚的遮蓋，平安喜樂不斷的澆灌，
哈利路亞！我回家了！我被天父找回家了！從
此我以愛來回應主的愛，不再懼怕。

「開玩笑！我這
金丹能治百病，連死人
都能教他復活！」
「就這麼好？」
「這麼好！」「就這麼靈？」「這麼靈！」
「若真的這麼好，這麼靈，您是個瘸子，
為什麼不先把自己的腿給治好呢？」
鐵拐李啞口無言，只能把十塊現大洋輸給

八月底醫院通知我可以開刀，我特將這件
難以決定的大事交給了我的阿爸父，透過遠在
達拉斯的周師母的感動，神給了我兩句話，一
是要勇敢，二是要為主

老槓頭先生了。
想想我們基督徒在外人的眼中是否也是如
此呢？

而活，因此我順利的開

「若你們的福音這麼好，那為什麼你們跟

了刀。一路走來都是天

我們一樣，有貪婪會憤怒常跌倒受誘惑，還經

父的陪伴。平安喜樂的

常怨天尤人？… 」「你們忙著要人信上帝，說

良藥隨著恩典賜下，內心的感動叫我怎能不用

上帝會救人得永生，可是你們看起來也不像得

這「新造的生命」去愛祂呢？

救了啊？上帝怎麼沒救你們呢？」

5/26/13 Joyce 於 S.F. 家中

當然，神沒有應許我們基督徒在世的日子
一帆風順萬事如意，但神卻教導我們處世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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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與生命的法則，更要我們活出祂所喜悅的樣
式來，要我們在世如同在天，活著就是基督，
把屬天的喜樂與神的話語，活生生地傳給人。
而不是口裡說一套，行出來又是一套。

海外來鴻
親愛的葉牧師、莊大哥和 Evon、興國大哥
和鴻貴姐、傅大哥和傅大嫂、崔大哥和安靜姐、
Amy、Lisa 姐、楊媽媽、Thomas、李紡姐以及

鐵拐李有起死回生治百病的金丹，老槓頭
卻不信；那我們視為至寶的福音，週遭的人信
嗎？若不信，又是誰的問題呢？

不此在郵件中的弟兄姊妹、屬靈長輩，主內平
安！
在主所定規的時間面前，不得不低頭，一
轉眼我回國已經近半年了。感覺每一天都還只

*《抬槓舖》，吳兆南、魏龍豪合說。

是剛開始、還只在適應中。但回頭想想在美國


的兩年，很多東西已經開始變模糊......我就知道，
另一個開始已經在進行了。

韓國泡菜的做法

在開始逐漸模糊的記憶中，每個主日的禱

果敢人

韓國泡菜的做法：首先把山東大白菜洗淨
晾乾，切成段。用白糖和鹽醃一個晚上。第二
天取出來放在乾淨的盆裡。把醃出來的水亮一
下。香料是大蒜，蘋果用打果汁機打碎加上韓
國辣椒粉，蝦醬拌在一起，放入白菜裏拌好後，
放入罐子裏，幾天後再放進冰箱，一星期後可

告會、以及我們藉著禱告一起在靈裡經歷主的
那種親切卻是越來越清晰 ---- 因為我實在是
非常、非常想念親愛的你們。在葉牧師的帶領
下（還記得有一次葉牧師回台灣，傅大嫂還帶
領我們唱了一首詩歌呢）
，讀經、安靜、禱告……
越加深信所有的東西有一天都會過去，只有與
主同在是存到永恆的，因為我自己的記憶就是

以取用。

這樣的。到現在還有份收到教會的禱告事項 --實在是要謝謝昌萍姐，謝謝你讓我感到不管空
間怎樣變化，我們依然互為肢體。認識李紡姐
不是在禱告會中，但是通過芥菜子季刊以及主
日學對我的幫助，並且一起看的電影，也一同
經歷靈裡的交通。
首先我要為自己的懶惰道歉，這封信實在
是早就該寫了，但是卻因這樣或那樣的事情（其
實都是藉口啦），直到現在才動筆。什麽事情
都是一拖再拖，這是我的一大毛病，學校的作
業也總是在 deadline 的最後一刻才交。為此毛
病我也曾經認真的禱告和尋求原因，但是到現
在都還沒什麼果效，為此繼續禱告，請有負擔
的你也幫我代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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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非常感謝弟兄姊妹們為我媽媽手術的

雖然現在不能和大家在一起禱告、交通，

禱告。神是憐憫的神，他讓我在媽媽手術前一

但在彼此的代禱中、在主裡，我們依然親近、

天晚上趕到醫院，和未信主的媽媽一起禱告。

依然相愛、並且依然是一個整體！

媽媽手術的順利和手術後康復讓我再一次經歷
了神的憐憫。最感動的是，上個月我回廣東，

感謝愛我們的主！請幫忙向弟兄姊妹們問
好哦！

陪媽媽在醫院打針時，和她分享了禱告的力量
想念你們的

以及我們在禱告中的經歷。就在那天，神靈感

泉方

動媽媽，讓她看到人不認識神的罪，以及神藉
著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她决志信主了！神實



在是信實、憐憫的神！但是因為沒有認識有適
合的聚會，她現在沒有參加聚會，只是在聖經
播放器裡聽有關的信息。禱告求神預備教會以
及肢體的連接。

李嫣如宣教士來鴻
TO﹕李嫣如宣教士禱告同伴

另外也謝謝大家一直為我禱告，回國後和
教會同工的連接還算順利。回來後不久開始了
兒童主日學，感謝主張姊妹有豐富的兒童教育

6/18/2013
感恩與祈求﹕

的經驗，主日學的開展蠻順利的。孩子們都很

感謝主，也謝謝大家的代禱，順利抵達泰

喜歡，家長反映說孩子都盼著週日的主日學呢。

國清邁。雖然前二天發出緊急的代禱信，但身

只是主日學與主日崇拜同時進行，所以很久無

體其他方面都很健康。首先請為二件旅程上的

法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了。求神加添心力、並

事感恩和禱告：

興起更多的人來事奉。雖然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part-time 的工作，但事情還是在進行著，深信

1.感謝主，弟兄姐妹們熱情地到清邁機場接
我 (見 Email 中的照片)；

都在主的掌管之中。
對了，我非常想分享一下曾一起為其禱告
的有複雜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情況：這個四
歲半的孩子，已經是第二次動這樣的大手術，
且術後在重病室待了好幾天呢。他術後的康復
也是非常好，看著他天真的笑臉，我們怎能不
一同感謝神呢？現在他們為教會每週三晚上的
禱告會開放自己的家庭，並且每次媽媽都為弟
兄姊妹準備豐富的晚餐；而爸爸則加入了兒童
主日學的服事……小朋友的父母讓我轉達他們
的感謝。

2.在香港往清邁的飛機上認識了二位從中
國往清邁旅遊的女士，其中一位坐在我旁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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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晶晶（她也在照片中），她正在慕道，所以
與她有較深入的交談，我們也會繼續聯絡，請
為她的得救禱告；另一位名叫劉彥，是北京大

【猜猜看】

算命

學醫學院的副敎授，也請為她能信主禱告。

我出生那年，老爺子幫我找

這幾天仍在適應清邁的生活，請繼續為我

了一個威名顯赫的算命大師給
我相命，

下列幾件事禱告：

大師說：這孩子面相

（一）目前，右眼感染、右腳後跟骨裂縫，
需要使用拐杖，因為住在樓上非常不方便；這

很好，有帝王之氣，

是一個在宣教前線的屬靈爭戰，雖然撒但傷了

長大以後出入都有車，走

我的腳後跟，主耶穌卻已經取得最後的勝利
（創﹕3﹕15）！醫生說要三個禮拜纔能復原，
但求主醫治、使我能盡快完全康復（也包括時

到哪都得搖旗呐喊，
頻繁進出豪華酒店及名勝古蹟，
無論走到哪裡，都有一大幫人緊緊跟隨......

差、氣候等等的適應）。
（二）感謝主！主日在教會聚會時，有很
好的分享；能再與泰國弟兄姐妹們相見、老少
歡聚一堂，真是非常的喜樂。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後來我成了 ……

（三）感謝主的預備，也謝謝 Suwanna 姐
妹和她的侄子 Mic 開車送我去醫院就診；因為
事先主已經感動她下個星期休假，所以她可以
在白天照顧我，求主紀念她及賜福她。

*解答請見另頁*

（四）醫生說，右腳在這三個禮拜中都需



要用軟繃帶和拐杖；所以，請禱告主在接下來
的兩個星期中，能差派另外的幫助者在白天幫
【全教會睦鄰烤肉會】

助我。
（五）感謝主，在這些挑戰性的環境下，
依然賜我有從祂來的平安和喜樂。
（六）本週願以約壹 3：8 下半句「神的兒
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和耶 30：
17 上半句「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癒，醫好你
的傷痕」來與弟兄姐妹們一起勉勵。

Jill 

大家知道一共烤了幾磅的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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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為什麼？」天上一片安靜。

牽著蝸牛去散步

「唉！也許上帝抓蝸牛去了！」

好吧！鬆手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還管
甚麼？
任蝸牛往前爬，我在後面生悶氣。

咦？我聞到花香，原來這邊有個花園。
我感到微風吹來，原來夜裡的風這麼溫
柔。
慢著！我聽到鳥叫，我聽到蟲鳴，我看到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

滿天的星斗多亮麗。

步。
我不能走得太快，蝸牛已經盡力爬，但每
次總是只挪那麼一點點。

咦？以前怎麼沒有這些體會？
我忽然想起來，莫非是我弄錯了！

我催牠，
我唬牠，

原來是上帝叫蝸牛牽我去散步。

我責備牠，



蝸牛用抱歉的眼光看著我...
彷彿說:「人家已經盡了全力！」

【全教會睦鄰烤肉會】

我拉牠，
我扯牠，
我甚至想踢牠，
蝸牛受了傷，牠流著汗，喘著氣，往前爬。

真奇怪，為什麼上帝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

大家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參加烤肉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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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輕的？」我當時口直心快地反問她「如果是老
的，能寫出『我願保留我的情感，單單為妳癡

李紡

我一直懷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有興趣看芥菜
子，但從弟兄姐妹的言談中，知道還有不少人
真地認真地讀完它，使我們芥菜子同工們不得
不戒慎恐懼地面對這份事工，期盼藉著作者們
直樸的分享、見證，讓大家比走在「以馬仵斯」
的路上還更容易看到主的同在。

狂』這種句子嗎？那些老的，只要不致於不安
於室，妳就要感謝主了，妳還敢要他為你癡狂
啊！……」後來聖靈責備我太過武斷，輕看老夫
老妻的深情，也感動我用「老伴」當下一期的
主題。我們期待下一期的「老伴」有很多讓我
們掉淚，捧腹的動人文章。此情不關風與月，
能夠一起老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幸福啊！

聽了葉牧師的「因果與恩典」，我有「驚
豔」的感覺，我希望從這一期開始，逐期將他
的講章刊完，白紙黑字，將助你更能咀嚼「道」
的滋味。我相信每個人如果真明白神在我們身
上「因果與恩典」的法則，一定不敢放肆，免
得自己種的惡因帶給後代難以吞嚥的果；更明

有一位未信主的朋友對我說芥菜子的文章
大部份他可以接受，有些則有點深度。我不置
可否；如果你已是主內的弟兄姐妹，也有那種
感覺的話，請你趕快來上星期天的主日學，提
昇你的靈命，你就會覺得「芥菜子」園子裡都
是你所熟悉的花草！

白主不是毫無止境，一概盲目地施恩典，當主
管教，沒按你的意思「一求就給」的時候，你

很抱歉這一期因為文章不夠，只好「借用」

是否還願意恭敬地對主說「僕人敬聽」呢？而

網路上的三篇文章：勵志感人故事、寬恕和學

這也是李牧師在“A Tragic Response”所提出

會尊重每個人。 因為不知作者是誰，也就無從

來要我們反思的一些問題。 我奉勸看得懂英文

言謝。

的弟兄姐妹，仔細推敲李牧師的「道」，牧者
訓勉的兩篇道，真是相映成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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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出刊的那一天，有一位姐妹打電話問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我「請問寫我妻的頌揚是誰？」我說作者既然
用筆名，必有不想為人知的考量，恕我無法奉
告。這位姐妹又追問我「那作者是老的還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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