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芥菜子第 48期 第 1頁 2013年 9月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芥菜子季刊 本

期

精

采

內

容 

【牧者訓勉】因果與恩典(二) 1 / With Authority 4 

【台灣短宣隊】柯惠珍 7 / 連如芬 9 / 陳敏 11 / 

莉莉安 12 

【本期主題：老伴】My Companion, My Spouse 13 /

我中有他 他中有我 15 / 老伴 16 

【生活分享】好文分享－劉三講古 17 / 奇妙真奇

妙 20 / 心意更新：學習禱告的功課 21 / 神的恩典

充滿我們全家 24 / 施比受更為有福 25 / 真人真

事：一個誠信的故事 25 / 缺席簡報 27 / CHOPPED 

28 / 與媽媽共枕 29  

【老編的話】－32 

Mustard Seeds Journal 
No. 48  Sep 2013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22416 Meekland Avenue  

Hayward，CA 94541 

Tel: 510-581-1630  

Fax: 510-581-5653 

website: http://www.cfcchayward.org 

Email: church.office@cfcchay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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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章 20節 

 

【牧者訓勉】 

因果與恩典(二) 葉耿齊牧師 

 

「於是神察看尼尼微人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祂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這事
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約拿書 3:10-4:1) 
 

上帝的恩典是一種基督徒喜歡掛在嘴巴

上，但卻又不甚了解的語彙。上帝的恩典是一

種基督徒喜歡自己經歷，但卻看不慣別人無故

領受的禮物。 

可曾想過，深深了解上帝的人，也會因為

上帝太過有恩典而抗議？可曾想過，上帝滿溢

的恩典，在大部分人的心中，不是一個見證，

而是一個醜聞？一個常見的說法，可說明對上

帝恩典的抗議：「一個十惡不赦的犯人，只是

死前悔改信主，就可以上天堂，這實在太不公

平了！」。有這樣的質疑，是把上帝的恩典看

做醜聞，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這個「人之常情」，

恰恰說明了人對上帝恩典的不了解、不習慣、

甚至是不贊同。 

舊約裡的約拿書，完美地詮釋了這個議題，

和這個議題所帶來的張力。仔細思想這卷書，

投身進入，一定能擴張我們恩典的身量。 

約拿書背景 

約拿活在西元前 8 世紀，亞述是當時世界

上最強大、最殘忍的國家，也是約拿的祖國--

以色列的敵人，尼尼微是其首都（在今伊拉克

北部）。在約拿書的一開始，上帝呼召約拿去

尼尼微傳講悔改、審判的信息，但約拿身為神

的先知，不知什麼原因，不但一反常態地沒有

順服，反而逃離，上帝叫他往東，他卻往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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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擺明不買上帝的帳。上帝沒有用打雷閃電

劈死悖逆的約拿，也沒有氣急敗壞，另外興起

一位先知來替約拿，反而，上帝用「手中的巧

妙」讓約拿乖乖地回頭，仍然來到尼尼微傳講

審判的信息。這位傳道人的恩膏是空前絕後的，

他心不甘情不願、半推半就的宣講，竟然使這

個邪惡的帝國從上到下，從人到牲畜都悔改了?！

（你能想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或德國竟

因一位中國傳道人而舉國向神悔改嗎？約拿竟

做到了！） 

因著人的悔改，上帝也回心轉意，不願把

所說的災禍降與尼尼微城了（拿 3:10）。在第

三章的結尾，上帝達到了祂的目的，尼尼微人

也得到拯救了。如果說約拿書就停在第三章，

正可謂皆大歡喜了。 

在沒有人發怒的時候發怒 

可惜，約拿書還有第四章。正當所有人（包

括上帝）都在高興的時候，約拿反而發怒了（拿

4:1）。上帝發怒時約拿滿不在乎，但等到上帝

不發怒時，約拿反而發怒了，這還真是一個反

常的劇情，上帝的

先知不像先知，老

是和上帝不同調。 

約拿書真正的

高潮是第四章，到

這裡我們才發現，

原來難處理的，不

是上帝和尼尼微

（惡人）間的衝突，

而是上帝和約拿

（好人）之間的衝突。上帝和尼尼微人間的衝

突，可以用悔改來解決，但是上帝和約拿之間

的衝突，要用什麼來解決呢？ 

關鍵點就在於約拿到底為了什麼而發

怒？ 

約拿發怒的原因  

從 3:10， 4:10-11 中我們可以知道約拿真

正反對的，是神的恩典法則。他覺得神應該用

因果法則對待尼尼微人，而不是用恩典法則（雖

然他自己從頭到尾的悖逆，也成為這恩典法則

的受益人）。他看重神的公義，過於神的慈愛，

甚至高過神自已，當上帝在別人身上的恩典比

他想得大得多時，他大大地發怒了。 

給我們的功課 

約拿不是對上帝不了解的人，事實上他很

知道上帝的屬性，也很知道他的宣講很可能導

致恩典的效果，但約拿就是不想成為上帝恩典

的器皿。所以他花了很大力氣，逃離、被動、

不盡心，為的是避免那喜好剝人皮的亞述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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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到上帝的恩典，那會太便宜他們了。 

亞述的確是個罪惡之國，但她當被毀滅的

時間是在一百多年後（西元前 612 年滅亡），

那時上帝會派另一個先知那鴻來譴責他們，也

會派另外一國家來審判他們，只是現在是神施

恩的時候。約拿的錯誤在於他只是上帝的管道，

卻管到上帝的職權了。 

上帝實在很溫柔也很有智慧，祂沒有用長

篇大論來教訓約拿的這個錯誤，反而用一棵篦

麻樹來讓約拿體會自己的矛盾之處。神刻意透

過這個一日長成，一日枯乾的篦麻樹來告訴約

拿: 神愛惜尼尼微，約拿愛惜篦麻；如果約拿

連篦麻都愛惜，不願它毀滅，那為什麼不能明

白神愛惜尼尼微的心，卻要尼尼微毀滅呢？約

拿連篦麻都愛惜，為什麼不愛惜人呢？約拿為

「篦麻樹」這個天外飛來的恩典而喜樂，為什

麼不能同樣也為「尼尼微人悔改而得救」這個

天外飛來的恩典而喜樂呢？ 

約拿希望神對自己用恩典和憐憫，對敵人

則用公義和因果，這是雙重標準。上帝要約拿

多回想自己已經蒙了多少不配得的恩典，就不

會為別人所得的恩典而生氣了。事實上，上帝

肯耐著性子諄諄教誨這個不聽話也不順服，更

是不好搞、情緒化的先知約拿，本身就是恩典

了（想想上帝如何忍受你我，就值得我們感恩

不完了，如何輪得到我們去指控上帝不該忍受

別人，應快快地給他們處罰呢？）神並非不公

義，祂一向回應人真實的悔改。前後不一致的

人，其實是約拿，容不下恩典的，其實是自私

的人性，當上帝在別人身上的恩典比你想要的

大得多時，你會發怒嗎？ 

 

 

 

 

 

信任與冒險 

這是東方的父母們最重要的

認知與學習，也是最困難的抉

擇！ 

「上帝是一位信任孩子、願

意冒險的父母，無論如何都要給

子女權利和自由，讓孩子能活出

最完整的人生。任何一個做父母

的都知道，這是自己所能給的最

痛苦也最有價值的禮物。 

孩子有可能誤用這份權利和

自由，但我們若不賦予他們能力

去發揮他們的最佳信念而活，那

麼無論我們或孩子，都不可能成

為完全的人。」 

－巴默爾《行動靈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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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uthority 
(Luke 4:31-41) 
 

[Luke 4:31-32] Jesus leaves His hometown (Nazareth), never to return, it seems… and heads off to 

Capernaum, where people had been receptive to His ministry and preaching (Luke 4:23; cf. 4:14-15). He 

goes to their weekly worship service [4:33], and encounters a man demonized by an unclean demon. This 

fallen angel has a better theology about Jesus than most people today, recognizing Him as the anointed 

King (Messiah/Christ), the “Holy One of God” [4:34]. Apart from Satan, here is the first demonic being we 

encounter in Luke, and there will be plenty more.  It is a spiritual being (not a ghost), originally designed 

to serve and worship God, but who joined Satan’s foolish attempt at a coup to set himself up as god, and 

they discovered to their eternal condemnation, that they were like 1-year olds trying to play basketball 

against Michael Jordan in his prime; that’s what it’s like trying to overthrow God. But they are powerful and 

there’s a multitude of them, and if you think you can fly under their radar, here’s a reality check for you: 

Clinton Arnold (a New Testament scholar on demons) writes: “A servant of Christ can no more avoid 

demons than a gardener can avoid weeds.” If you’re going to love, follow and serve Jesus, you will meet 

demons. These fallen angels serve Satan, a once-proud, mighty angel, also fallen in his rebellious 

arrogance. He is not the equal and opposite of God, but their numbers are great, and they use temptations 

of all kinds to play on our sinful tendencies. Satan is very smart, and his servants are very clever, but 2 

Corinthians 2:11 reminds us that we won’t be outwitted by him when we’re not ignorant of his designs and 

schemes, i.e., know your enemy. For more info about Satan and demons, read Isaiah 14, Ezekiel 28, 

Genesis 3, and Ephesians 6.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im and how he works, otherwise you won’t be able 

to withstand his assaults, and he will destroy you through your weaknesses. Their “4-D methodology” is 

that Satan uses lies and temptations to deceive you, create division amongst you, distractions from 

listening to and following God, all toward the goal of your destruction. 

 

[4:35-37] In that day, there were rabbis who would try to deal with demons, but it went really bad, really 

fast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y would try weird incantations, rituals and 

formulas, and end up like the fools in Acts 19:14-16 who got laughed at by demons, their clothes ripped off, 

and the tar beat out of them. But Jesus just shows up with complete divine authority and says: “Be quiet; 

take a hike.” And the people are stunned and amazed that He has such authority and power over these 

spiritual beings. Jesus doesn’t allow it to speak about Him, because it is not its right or its place to 

announce the coming of the King and Savior. 

 

So what happened to this poor guy, that he would end up plagued by a demon? How might this happen to 

us? Jesus later describes in Luke 11 (cf. Matt 12, Mark 3), how your life and body are like a house; you 

live in it. If you leave all the doors and windows open, and invite all the wrong people over, what happens? 

They move in, trash the place, do horrible things, torment the original resident, destroy the house and take 

it over; essentially they take over your life. We open the doors and windows to that type of influence 

through sin (unrepentant, habitual), and by dabbling in false spirituality not of Jesus (e.g., false religion, 

demonism, etc). So if you get involved in the occult, witchcraft, foolishness, drunkenness, lies, gossip 

(especially in the family of Christ), sexual immorality,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then you’ve opened all the 

mailto:josh.lee@cfcchayward.org
http://www.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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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taken the doors off the hinges, and invited unclean things in… and it will go really bad for 

you. Now, if you’re a Christian, they cannot “inhabit” your house,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resides in you; 

God is Master of the house [Eph 1:13-14; 1 John 4:4]. But through sin, rebellion and foolishness, you can 

quench the Spirit’s presence [1 Thess 5:19-22], giving demons a foothold to torment you. And if you’re not 

a Christian, even if you’re a nice, moral, decent person, your house does not belong to God; it belongs to 

Satan, who tricks you into believing you’re wonderful because he loves pride, and as long as you’re happy 

being on his team, he won’t bother disrupting anything in your life… at first. So he owns you, and then he 

possesses you. He gets you to buy into lies of destructive sin, and then escalates into torment, which can 

include physical harm or supernatural torture and deception (hearing voices, misleading dreams/visions, 

false angels/miracles, self-destructive thoughts). He starts to direct you down paths that lead to 

devastation, because he hates you (because God loves you), and his work always leads to death. 

Ultimately, Satan is not only a liar, but also a murderer (Jesus says in John 8:44). But Jesus comes, and 

He has unparalleled, unequaled authority that even demons must obey. 

 

[Luke 4:38-41] Jesus also shows us another aspect of His authority.  After this intense time of ministry at 

church, right after the worship service, Jesus drops by one of the church members’ home (Simon) to take 

a break [4:38-39]. Instead, He’s drawn into more ministry as He discovers this simple fisherman has a 

mother-in-law (which means Simon Peter was married) who is deathly ill. Luke the physician records that 

she suffered from a high fever; the kind they can’t seem to get to break; the kind that can kill you. And 

Jesus comes along, prays over her and commands the sickness to leave (as He did the demon), to vacate 

the premises (so to speak). And it does. Jesus reveals that He has authority over both demons and 

sickness. And He still has that kind of authority and power today. Some of us who follow Jesus get 

healed in this life (as we pray for each other; we pray, God heals), and all of God’s children ultimately get 

healed when Jesus returns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where there’s no more sickness, sin, death, 

pain or tears. Our God is a healing God.  [4:40-41] These weren’t one-time occurrences; we're shown 

how Jesus continues to exhibit His divine authority as God over disease and demons. 

 

All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Jesus has officially announced His ministry: the Kingdom of God (as 

prophesied and described in Isaiah) that comes through the Suffering Servant and Messiah King is 

here. And He proves it right there, after being rejected by His hometown (His own family, friends, relatives, 

those who should have recognized Him). He unveils and unleashes the coming of God’s Kingdom, the 

dawn of God’s favor and grace on the world, through these miraculous acts. The King is here, and He has 

authority over demons and sickness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great additional truth is that 

every Christian has that same delegated authority through Jesus (not just pastors or “spiritual 

giants”). God gives full spiritual authority to all of His children. And we stay humble about it because it’s 

not our authority, it’s Jesus’ authority. This doesn’t mean you can go out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Jesus, arrogantly thinking you’re going to go do some ghost-busting and crack some 

demon heads. I’m pretty sure you’ll end up like the seven sons of Sceva we mentioned from Acts 19: 

beaten, bloodied, stripped naked, running for their life. 

 

What it does mean is that you and I have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of Jesus: If you’re being harassed, you 

can command demons away from you in Jesus’ name. If you’ve opened up your life to them, you can 

repent of your sin, ask the Holy Spirit to lock down the windows and doors, and command Satan, his 

servants, their work and effects away from you, in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Jesus, and they obey… Not 

because it’s a magic formula, not because we’re powerful, but because Jesus is victorious. Colossians 

2:13-15 teaches us that Jesus ultimately went to the cross, suffered and died in our place for our sins, and 

in so doing, He disarmed the powers, principalities and spirits (i.e., demons). He triumphed over t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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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ed any right they have to us. Through our sin, rebellion and folly, we foolishly join Satan in his war 

against God. But through repentance and faith in Jesus – because of His death,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 

our allegiance to Satan is canceled, our freedom in Christ is granted, and God’s enemy becomes our 

enemy, and Jesus’ authority becomes our authority, for all of the children of God. If you sense evil at work 

in your life, yes, the family of Christ can pray for you, and I as a pastor can pray for you; I’d be glad to. But 

you can and should also pray for yourself. You belong to Jesus; you’re a Christian; the Holy Spirit is in 

you; you have the same authority that I do.  You do not have to be terrified of them. You know they’re real, 

but so is the resurrection and power of Jesus. [Colossians 2:9-10] “For in Him [Jesus], the whole fullness 

of deity dwells bodily [i.e., Jesus is God, become a man]. And you have been filled in Him, who is the 

Head of all rule and authority [including powers, principalities, spirits, demons].” Jesus is the highest 

authority; He is God come to save us, and He fills us that we might have the same Spirit and same 

authority – His resurrection power and authority – over Satan and demons. We believe in Satan and 

demons, but we don’t magnify them because it’s all about Jesus, and the authority is in Jesus. 

 

Bottom line: Some of you are not Christians, you belong to Satan. You sense it in a life with cyclical or 

ongoing torment, confusion and death. Some of you, Satan’s tactic is to make you wealthy, happy and 

independent so you have no urgent sense of need for Jesus. Some of you are Christians, you’re not 

possessed by Satan, but through unrepentant, habitual sin, stupidity and false spirituality, you’ve opened 

all the doors and windows of your life, and invited people and things in that you need to repent of and kick 

out with the authority of Jesus to lock the door, shut the windows, an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keep your house clean. You fool yourself into thinking you’re the boss over your own life, but the reality is, 

we all bend our knee to some authority; and if it’s not Jesus that’s Lord of our lives, then it’s sin, the world, 

self, and ultimately Satan. So what’s it going to be? Who’s going to be lord in your life? Whose authority 

are you going to trust?  

 

 

Reflection Questions: 

(1) How have demons used deception, division, distraction and destruction in your past to divert you away from God?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areas we have been susceptible to the enemy’s assaults, so that we are not caught 

unaware, flailing our fists at the air uselessly.  Understanding the enemy's strategy against you teaches you how 

to continue praying for wisdom and strength in specific areas of life with the authority of Jesus and the ongoing 

power of God’s Spirit at work in you. 

 

(2) What doors and windows have you opened for demons into your house and your life? 

What unrepented sins or habitual sins rule your life? What foolishness, rebellion, occult spirituality or false religion, 

addictive patterns and behaviors have you exposed yourself to that open yourself up to the influence of demons? Are 

there any footholds Satan has in your life that are becoming destructive strongholds that you cannot overcome? 

 

(3) Who or what has authority in your life? 

In this passage, we see the authority of Jesus as Lord, God and Savior at work in people's lives.  The question is: 

Who is functional lord in your life? In other words, who do you turn to and trust for help, comfort, satisfaction, 

guidance? To rescue you, heal you, free you, fulfill you?  Have you ever feared disease or the demonic more than 

you trust Jesus? That’s also an issue of authority in your life. 

 

(4) Take a few minutes to pray.  By His authority, ask Jesus to clean your house. 

Ask God’s Spirit to search you and reveal anything that you need to confess and repent.  Ask Jesus to fill you up 

more and more with His Spirit, who has power to overcome the assaults of the enemy and keep your house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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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短宣隊】 

 

台灣短宣分享 

柯惠珍 

主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我吩咐你們的

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是誰應該做？十

二使徒應該做，教會執事、長老應該做，所有

耶穌的跟隨者都應該如此做，但那並不包括我，

因為我只有禮拜天上上教會做做禮拜，是個吃

奶的平信徒，所以我不用做吧。其實每個相信

主耶穌的人都應該如此做，可是已經有很多人

都在做了，應該不差我一個吧？而且當耶穌講

這個大使命時，又不是對我講的，所以我應該

不用做的，即使要做，也應該等我退休後我的

小孩長大而我也賺更多的錢再做！這就是六年

前的我，我就是這樣想的。但是神的恩典改變

我，打開了我短宣的道路，連續六年，我和我

的小女兒芊芊沒有從台灣短宣隊缺席過。 

年初我猶豫要不要參加今年台灣短宣隊，

因為我有家庭和工作因素要考量，而且我已經

參加五年，應該夠了，可以停止了，我相信即

使我不參加也不會有人罵我，但芊芊卻一直抱

著必定參加的決心，計劃著她的暑假，準備如

何教台灣小朋友英文，並告訴他們主耶穌愛他

們。而我就暗想著，如果沒有主耶穌的許可和

我的同意，看你怎麼去得成？一直到在一個英

文查經班透過帶領者的教導，我意識到宣教是

我的責任，是我回應神愛的表現，是合神旨意，

討祂喜悅的事，我應該順服主大使命的呼召參

加這個短宣隊，而我們也的確這麼作了，我很

高興我們去了，神也賞賜格外豐富的恩典，安

慰我們的辛苦。 

今年我是負責教唱歌的工作，壓力特別大，

因為我在教會教兒童唱歌，只有二十多個學生，

在台灣短宣卻是 150 個學生一起教，而唱歌是

排在第一個節目，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如

果我搞砸了，整個短宣隊就有個壞的開始。而

且老實說，今年 VBS 的歌有幾首對我來說很難

唱，實在是唱不來，你想我自己都不會唱了，

還怎麼教別人呢？我想我應該有個策略來做好

這個工作，第一，我不要唱獨角戲，我要把所

有隊員拖下水，不是，我要該邀請所有隊員都

一起同工，我唱歌，他們就跳舞，我講解，他

們就示範分解動作，讓小朋友看見我們每個老

師都在唱都在跳，他們就願意跟著一起做。第

二，那些永遠是酷酷的青少年，我特地安排一

些工作給他們，在唱歌時段，小朋友就不會因

著看見他們沒在唱歌跳舞，而學他們的酷榜樣，

不跟著一起做。 

為了吸引小朋友的注意，我安排短宣隊隊

員跳主題歌出場，在練習的時候，我叮嚀他們

要身輕如燕，不要在講台上弄出大聲響。到正

式出場時，不知是有趣呢還是故意跟我唱反調，

他們卻一個個笨重如牛，弄得講台乒乒乓乓的

響，他們竟然還唧唧笑，台下的小朋友看他們

在笑，也就跟著笑，霎那間整個會場緊張的氣

氛就輕鬆起來了。我為我的隊員感謝神，看來

我拖他們下水的策略是不錯的。向來沒有青少

年願意主動作唱歌跳舞的示範，然而從那天起，

奇怪的事就悄然地發生，在每天結束之前，總

會有青少年隊員不分男女個別來跟我說他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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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第二天跟我在講台上一起教唱，女生隊員

這樣作，我還能理解，但男生隊員，我到現在

還是不懂為什麽他們有如此的轉變。他們不只

用嘴說說要幫忙，他們更在行動上表現出來，

主動利用關燈前的時間抓緊機會看 DVD 學動

作，練習多次直到學成，他們更互相鼓勵青少

年隊員一起站上講台示範給小朋友看，鼓勵小

朋友一起做，他們是我所合作過的最甘心樂意

的青少年同工。看著青少年們的改變與付出，

使我心中不住地感謝讚美神。 

過去 5 年的短宣，我一直著重在把分配的

工作做好，行有餘力才傳福音分享基督，但今

年我定意要將傳講神的愛擺第一。而教唱讚美

詩歌使我有更好的機會如此做，我告訴小朋友

神的愛，祂對我們的救贖計劃，主耶穌為我們

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們得生命，神的話多麼寶

貴，帶領我們行在光明裡。有一天，我選了一

首不在計畫中的詩歌，叫古老的話語，講述神

的話帶給我們力量，幫助我們爭戰，帶領我們

回家的路，柔和的音樂，海邊夕陽的美景，感

動現場每個人的心，從沒有一個時刻有 150 個

小朋友像那時候這麼安靜的，我知道聖靈在動

工，將我們撒的種子，悄悄的在小朋友心裡著

床萌芽。相信神會按時候叫它們生長。 

今年的短宣裡，還有很多要感恩的事，感

謝神給我機會認識一位從加拿大來的女宣教士，

名叫夏露蒂，說話的時候嘴角上翹總是帶著微

笑，像傅琳一樣；她服務於空中英語教室，宜

蘭教會特地請她來教一、二年級的學生，由於

她不能全程與會，我成了她的代課老師，她教

學方式非常活潑生動，教學態度認真，對學生

總是溫柔有耐心，我很認真學習她的教學，還

偷偷記了小抄，以供日後教學參考，這是我第

一次這麼近的距離看到一個外國宣教士為愛主

緣故，完全融入宣教工場的文化，她在台灣待

了七、八年，喜歡上臭豆腐和芒果。在炎炎夏

日，穿梭在台灣的街道上搭公車，不辭勞苦炎

熱，若非神的愛，還真不容易做這些事。 

也感謝神，有機會教到一個學生，有脾氣

控制的問題，只要稍不順她的意，就會大吼大

叫，拳打腳踢，甚至攻擊在她旁邊的人，在營

會當中，她大概發作三、四次。第一次發作時，

打了電話給她的媽媽，她媽媽說沒關係，不用

送她回家，她一直都有這個毛病，時間過了就

沒事了。教會的負責人很有智慧和愛心，耐心

地幫助這個小朋友在發作的時候，疏導她的怒

氣，能聽得進去道理，並在短時間內控制住情

緒，安靜下來。後來她媽媽說，她很驚訝教會

竟能在短短的30分鐘內就讓她女兒安靜下來，

這是在別的學校及其他地方辦不到的，只要發

作，起碼都要一、二個小時才能擺平的。感謝

神，有神的地方，真的就不一樣。 

還有一件比較不屬靈要感恩的事，感謝神

讓我這一次教唱歌，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認識

我，走在營會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小朋友

見到我都會主動叫我Auntie Lisa，跟我打招呼，

使我體會到法利賽人為什麽喜歡人在路上問他

們的安，那種舒服的滋味真的會讓你樂在其中。

實在不能多苛責法利賽人，因為我也好不到哪

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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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VBS 短宣隊也許不像中原大學短宣

隊能夠有傳福音立竿見影的果效，但我們秉持

基宣負責人杜林茜牧師的信念，深入基層人士，

傳福音給他們。當地教會藉著小孩參加英文營

而認識小孩的家庭，進而邀請他們全家來教會，

製造他們聽道的機會，信道就從聽道而來。 

 

 

台灣短宣記 

連如芬 
 

奢望之旅 

今年又有機會參加台灣短宣隊，一趟下來

經歷神的愛與大能，心中充滿感動與感恩。雖

然一切經過得十分平順，沒什麼好說的，但，

若非主耶穌的大能，一切不會如此順利的。 

今年本來不打算參加台灣短宣隊，因

為去年才參加過了。當祖佑向我們提出

邀請時，我回覆要與家人商量再決

定。 

詢問了三個女兒的意願，

小女兒首先說願意，兩個姊姊

也希望再參加。至於會影響兩

個姊姊要在暑假準備的功課，

她們說挪出一個禮拜時間是

沒問題的。至於我，心中始終

對傳福音給家鄉的孩子們有負

擔。 第三個難題是四個人的機票

費用。為此我向供應一切的主禱告。

如果機票費用也有著落了我們即可成行。

經過和先生說明與討論後，他願意支持，當然

我們也申請補助和義賣 cheese cake。當經費有

著落後我心中十分感謝神回應我的禱告。第二

天見到 Kimberly，激動地告訴她我們會參加。 

超乎預期 

隊員召齊後我和陳敏負責教 craft 勞作以

及準備材料。原本準備 50 人的份量，後來說要

準備 120 人的份量。我們很努力地準備材料，

比價，選購，費用盡量在預算內。很多材料是

從 Dollar Tree 或 Walmart 買來，再裁切整理成

一人一份。花了不少時間準備。在準備每一份

材料時我都禱告神讓每一個孩子能認識神。五

月初時 Joe email 隊員要大家迫切禱告，因為內

壢的學生人數只有 50名。這數目比 120少很多，

我想準備的這些材料要浪費了，心中十分可惜，

於是向神禱告 120 個孩子。 

五月底，約在出發前一個

禮拜，Joe 緊急地通知隊員說內

壢的學生人數仍然只有 50 名，但

是宜蘭教會的招生人數有120名，

另外還有約 30 名教會的孩子，共約

150 名，卻只有 3 名來自 Torrance 的

短宣隊，杜牧師臨時調度讓 Hayward

教會短宣隊和 Torrance 的短宣隊互換地

點。然而這個改變不僅讓我們負責講故事

的雅芬姐因為無法出城而退出，陳敏臨時

承接講故事的工作，也讓我們放棄所有準備

的 craft，因為宜蘭教會已經準備好教 craft 和

game，而且 Torrance 的短宣隊也不用我們現成

的材料。 

在向神的禱告中我有很大的平安，因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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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我們 120 個孩子的禱告，我們也相信神是

我們的元帥，祂在掌權，我們只要信靠順服，

不會有事的。 

在出發的前兩天我照 Joe 的指示與 Matt

聯絡並且把所有的 craft 材料交給 Matt，或許教

會的 VBS 可以使用。沒想到 Matt 隔天竟興奮

的打電話給我說 Auntie Rebekka, thank you for 

the craft material.  God answered our prayer. 我

心裡又高興又納悶：What does he pray？然後他

邀請我參加今年教會的 VBS，負責 decoration 

and craft。我欣然答應了。能夠與教會的 youth

同工，何樂不為呢？ 

八月份的 VBS 所有教材在開課前 1 周才

發給 leaders，準備時間蠻匆促，幸好有這 120

人份的 craft material，剛剛好派上用場，不匆不

忙。孩子們做得很高興。我又禱告感謝讚美神，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從容應變 

在台灣的 VBS，Joe 告訴我們要 flexible，

expect the unexpected。首先是講故事的陳敏姐

妹，第一次要面對150名孩子齊聚一堂聽故事，

又是只有不到 7 天時間準備。我們都踴躍地願

意當她指派的演員。除了全力配合以外，更是

默默禱告。其次是 Lisa 教唱歌。這是她第一次

教這麼多孩子唱歌，而且今年的歌不容易唱，

但是歌詞很有意義，如何讓這些台灣孩子會唱

這些英文歌，確實有點困難。最後是英文課，

從 45 分改為 1 小時 20 分，我們的 youth 必須

每天討論，修改原本準備好的課程。 

然而大家都同心合意的一起工作。 

在每天的唱歌與講故事，150 個孩子都出

奇地投入，聚精會神學習與觀賞，在聖靈的運

行帶領下，一切進行十分和諧。可愛的 youth

是天生的好演員，尤其Raymond和媽媽（陳敏）

十分有默契，常常媽媽才講到一個劇情，

Raymond 已經在台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了。著

實讓我體驗聖靈的同在。 

 

與青少年人一起同工 

我和 Lydia B、Sara C 一起教 3 年級。在

前兩天開始上英文課時 Lydia 和 Sara 突然不知

道怎麼上。Lydia小聲向我說 “Auntie Rebekka，

I don't know what happen.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Could you take over to teach?” 我安慰她們並要

她們只要專注已準備好的英文課即可。靈機一

動，我先教學生背經句。接續早上剛學的歌和

故事，給他們神的話可以加深他們的印象，也

順便講英文。在請學生跟著 Lydia 和 Sara 念英

文經句時，心中有個念頭要我把中文的翻譯也

寫在黑板上，或許學生回家後會唸給父母聽，

父母也知道經句的意思了。沒想到學生們很認

真的全部抄下來。來不及抄的也央求 helpers 幫

忙。接下來的英文會話 Lydia 和 Sara 都能一搭

一唱地接下去，並且還加入遊戲。學生們都非

常投入。我在一旁看，心中不禁讚嘆這兩位優

秀又年輕的老師，為他們的愛心與耐心感謝神

和他們的父母。Lydia 的低潮因一位姐姐禱告之

後就好了。第三天開始我只要當他們的助手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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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一起同工的有當地的學青。有些學

青還未信主。有一個心中火熱愛主的學青還與

班上分享他的見證，訴說他不久前盲腸炎開刀，

卻因為發炎必須開第二次，然而不知什麼原因

不能使用麻醉劑，靠著主他平安地度過，肚子

上深深的傷痕讓他永記主的恩典。現在的他逢

人就要傳耶穌。教會也是他第二個家。小小年

紀竟然已是小組長。 

我的大女兒教四年級。她寫了個話劇劇本

讓班上學生在 closing program 表演。第一天她

刪改了很多台詞，因為太深了。第二天她把改

好的劇本讓大家練習，結果進展仍不佳，因為

學生不參與以及太亂了。當晚她向隊員訴苦討

教，心中仍不平安。第三天早上我問候她時，

她才說了心中的擔憂。仔細聆聽後，我給她一

些建議，並提醒她要禱告神尋求智慧。那天她

終於展放笑容了。能夠和自己的孩子同工讓我

們的話題增加許多。 

 

結論 

五天下來我們與學生的感情很融洽。她們

從老師們的身上看見神的愛。雖然班上很多孩

子禮拜天不上教會，但很多孩子詢問下次什麼

時候再辦暑期生活營？我們邀他們禮拜天請父

母們帶他們一起來教會，他們都願意試試。我

相信今天我們撒的種神會繼續澆灌，終有一天

他們會成長，成為神國的子民，榮耀讚美神。

 

 

信靠主 

陳敏 

打算參加台灣兒童夏令營的願望已經很

久，可是每年女兒都參加英文堂年輕人的美國

短宣隊，我也只好一等再等。今年總算如願以

償。雖然是第一次參加，由經驗豐富的領隊們

帶頭，自己臨行前不寬不急跟著，不曾想到最

後一周情況突變，服事地點由內壢改去宜蘭，

因此改而將講故事的大樑叫我挑！平日教兒童

主日學都是小班上課，十至二十分鐘的聖經故

事花一個星期來準備，現在聽眾是一百四十多

位小朋友，還有當地老師和年輕同工們，五堂

課僅三天時間準備，還包括乘飛機倒時差，也

沒把握道具在台灣能買到或找到否。我想讓這

任務化整為零，幾位姐妹分攤，可是隊長又要

求我一人承擔，只好硬著頭皮先答應下來，禱

告求神帶領，或許讓神感動 Lisa 頂替我兩節課？

以我多年跟隨主的經歷，祂一定幫助我！ 

看完要講的故事，靈感就來了，對兒童的

教導，一定要生動活潑，他們理解力淺，容易

忘記，因此道具和圖像是很重要的。撒種的故

事需要種子，晚飯後發動全家用紙張打孔器造

出一袋種子，還跟著幻燈片試講了兩遍。 

第二課牧羊人尋找迷失的羊，我就買了一

包棉團當 100 隻羊。第三課講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人如己。沒有道

具了，當我被重複的幻燈片一直打出法利賽人

律法師而卡殼時，神賜給我出色的表演團，小

Raymond 披著毛毯，拎著布包扮成從耶路撒冷

下到耶利哥的人走上了台。Wallen 扮強盜，拳

打腳踏搶走衣服，觀眾笑得人仰馬翻。演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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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和好撒瑪利亞人的表演家隨著我的介紹

應聲一一而上， Lisa 這瘦毛驢馱著胖小

Raymond，還用辮子當驢尾巴，掃了小 Raymond

幾下。 

神沒有感動 Lisa 幫我講後面的故事，只感

動她演毛驢，神告訴我自己完成任務，Lisa 帶

詩歌敬拜一小時，不能讓她唱獨角戲再接著講

故事。我第四天的信息故事講禱告，據說是最

好的，自己都感動到眼眶潮紅。帶著孩子們背

主禱文，我教的四年級孩子們，都爭先恐後要

禱告。心有虧欠的是，沒有把第五個故事講好，

這樣的倉促不是我們提倡的，但有主同在，我

們不懼怕不灰心，我一定會把這故事好好再講

五遍十遍。 

每一次的服事，都能受益良多，學習到很

多功課。無論做什麼，無論在哪裡做，重點是

我們的心態。我在開始時只投入半顆心，只是

個跟隨者，是神讓我改變了自己。我有資格和

能力服事神嗎？見到人多就緊張，一緊張臉還

抽筋，又是第一次參加台灣短宣隊。第五個故

事是馬太福音 25：21-28 得五千、兩千和一千

兩銀子的僕人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哪

怕只得了一兩銀子，只要不浪費了神賜給的能

力，擺上全心，我們都會得到他的誇獎----又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 

 

短宣感言 

莉莉安 

實在沒勇氣上台在所有的會眾前分享這

次台灣短宣的感想，但我想紙上談兵是OK的。

說實在的從 3 年半前來到教會，知道這每年一

次的暑期 VBS 台灣短宣就很想參加，但往往不

是無法鼓起勇氣（聽了一些很累、很辛苦的負

面消息），不然就是消息不靈光，後知後覺，

知道時已太遲了，還好今年終於趕上了。 

第一次參加短宣，從開始一次次的準備會

議，知道我們將前往中壢（離北部桃園機場很

近的城市），到活動的地點及住宿的環境，我

一直給自己心理建設：凡事都是為主做的，台

灣的夏天就是熱、潮濕（90〜100F)，蚊子多，

且不斷告訴自己及二個孩子，我們是一個團隊，

別人能做、能忍受的，我們也能。但靠神的憐

憫，我們的活動地點居然在出發前幾天從中壢

換成宜蘭，因為宜蘭基督徒禮拜堂今年有超過

150 人參加，負責的 LA 教會只有 3 位同工；中

壢不到 50 人報名，而我們的團隊卻有 17 人之

多。為何說是神的憐憫呢？因為中壢的活動地

點是借一所小學的校舍，整天的活動都沒有空

調；而宜蘭的教會是每間教室都有風扇、冷氣

機。我想神憐憫這次短宣隊有二個家庭都是第

一次參加，不要給我們太震撼教育，嚇壞我們！ 

宜蘭位於台灣的東北端，從桃園機場須穿

越台灣北部的雪山山脈，我們在經過了無數個

隧道後終於來到了宜蘭。星期日早上的崇拜，

就讓我們看見神的愛，宜蘭教會當天主日崇拜

的詩歌選的大都是有中文翻譯的英文曲子，體

貼這些美國孩子也能投入一同敬拜神。而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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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到 How great is our God 時，眼淚一直忍不住

流下來，真是感謝神讓我和孩子們有機會一同

來為祂做工。 

短短一週的活動，這些美國的小老師們每

天都精心策劃每日的課程，從每日經句的背誦，

英語會話的教導，中午用餐時間、下午美勞、

遊戲時間的陪伴，以及表演節目的練習，無不

親力親為，一字一句的教，若教學程序上有不

理想的、需改進的，隔天就馬上改善。我們班

是小學四、五年級的孩子，而且有好幾個教會

的孩子，比較活潑，所以幾天下來喉糖是必備

良藥，有時也要借助麥克風才能控制場面。我

是個標準上班族，大多時間是坐在電腦前，這

次短宣對我最大的挑戰不是天氣或蚊子，而是

整日的活動下來，腰及膝蓋到下午都吃不消，

不過還好藉著教會大家的代禱，吃個 Tylenol、

睡一覺起來隔天又能帶著孩子們又蹦又跳。 

晚上的探訪對我也是一個新體驗，台灣基

督徒人口不到 5%，我自己也來自一個拜佛、崇

拜偶像的家庭，來美國唸書時才第一次接觸到

福音，對家庭探訪真是一點經驗也沒有，但感

謝主讓我有機會到班上一位家中吃素拜佛的學

生家中和他們聊聊自己信主的過程，我所能做

的有限，只是撒種，相信神會在當中動工，讓

種子發芽成長。 

這次的短宣在各方面對我和孩子們都是

一個很好的歷練，感謝團隊中老鳥的帶領及幫

助，希望明年能再一起同工。也鼓勵弟兄姊妹

如果有和我以前一樣猶豫、裹足不前的，能鼓

起勇氣，不要再等了！ 

【本期主題:老伴】 

My Companion, My Spouse   
Thomas Yu 

 

When I was young, I read about a 

president who was in his last days in office. The 

first lady came into the bedroom to bid good bye. 

There were no words between the two. The 

husband winced a few times and passed away. 

This image was deeply ingrained in my mind to 

show the unspoken tragedy of a failed marriage. 

No matter how successful a man is in the public, a 

failed marriage is a daily thorn. Thank the Lord 

my marriage is not so! I am blessed with a good 

spouse. After more than forty years of marriage, 

how do I describe my wife in one sentence? I 

found it the Proverbs 31:23, “Her husband is 

known at the city gate when he sits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land.” Although this verse describes 

an agriculture society, the gist of the saying is that 

she made her husband a presentable and better 

person. She is a ready helper for husband and her 

family. That is my dear wife Juliana.  

It all started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New York City. In those days my diet consisted 

of coffee and donuts, hoagies, and occasionally a 

Jewish beef tongue on a Kaiser roll. My weekly 

rent in Brooklyn was $13 per week. Juliana 

Cheung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Simon Frasier 

University in Vancouver and relocated to Toronto 

to help her father’s business there.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one of my cousins worked at the 

same business. She, my cousin, was divorced and 

miserable. Julie invited her to attend Sunday 

service at her church. Then, my cousin asked Julie 

if she could introduce a good Christian to her. 

That’s how we met. Yes, we shared Christianity, 

but there were great cultural gaps between us. Her 

family is from Shanghai, and my family is from 

Beijing. Under communist rule, her education 

included little exposure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 often regret that I didn’t study 

classical Chinese more. Her family w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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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nd my family was in government work. 

I love hot and spicy food and she can’t handle it. 

How would all of this work out? 

Before I met Julie, I had just passed my 

qualifying examination after many days in 

supplication. I had never prayed this hard my 

entire life. At that time I didn’t really know how 

to pray. I just repeated the same request daily- to 

pass this examination to move forward with my 

studies. Since last my prayer was answered, so I 

again inquired repeatedly if Julie was also from 

the Lord. We bonded well. I loved to touch and 

squeeze her hands. I told Julie I wanted a wife 

who would serve Jesus with me and she needed to 

know how to cook. And she said yes!  

These were years of transition. What a 

long journey which started from Shanghai, 

staying in Hong Kong for a short time, 

completing her education in Vancouver, and 

settling down with me in Queens, New York.  In 

Psalm 127:1 it says “Except the LORD build the 

house, they labor in vain that build it.” Both Julie 

and I certainly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this verse. 

In fact, this verse has so much meaning that we 

often share it as part of our wedding gifts.  

In over 40 years of marriage, we have 

lived many places, travelled, and raised a family. 

We also adopted many young people who wer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Recently one of 

our adopted daughters from our church in 

Houston visited us with her husband and two 

daughters. The two little ones kept calling Julie 

“Grandma.” Julie beamed with pleasure. 

Afterwards she said, “I can’t believe this, our little 

Beijing girl from Laredo, Texas is almost forty 

years old!”  Just like the writing of Psalm 65:11, 

“Thou crownest the year with thy goodness and 

thy paths drop fatness.”  

One dear elderly brother, Stephen Kuang, told us 

that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of the traveling 

ministry is lodging. It is not easy to feel 

comfortable or at rest away from home. 

According to Matthew 10:11, “And into 

whatsoever city or town ye shall enter, enquire 

who in it is worthy; and there abide till ye go 

thence.” Julie took this issue to heart. She has 

welcomed many of God’s ministers into our home. 

We have enjoyed great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of 

them to the point that Julie has exchanged recipes 

with them! 

Now it is has been over forty years since 

we started this journey together. Just as we were 

set to enjoy life after retirement, I was hit with 

cancer. 1Peter 1:7 says, “That the trial of your 

faith, being much more precious than of gold that 

perisheth, though it be tried with fire.” With the 

Lord’s help, Julie was so strong. I went through 

eight rounds of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a stem 

cell transplant. During these two years of illness, 

she never flinched and faithfully stood by my 

bedside. There is a saying in Psalm 29:10, “The 

LORD sitteth on the flood”; my cancer didn’t 

overwhelm her. Now, she is also helping others 

recover from illness. Recently, one of our 

neighbor’s husband was diagnosed with neck 

bone degeneration. Without surgery, his spinal 

cord could be permanently damaged by a fall or 

even slipping on the pavement. His wife was 

distraught and she couldn’t sleep at night because 

she was so worried. This friend turned to Julie, 

complaining that life is so unfair. She asked Julie 

how she was able to endure my illness and 

recovery. Julie introduced her to the Chinese 

audio version of Our Daily Bread 

(Traditional-odb.org or Simplified-odb.org) and 

urged her to start reading Psalms. She became at 

peace and removed the jade Buddha she had worn 

for many years. The husband’s surgery was 

conducted at UCSF over a four hour period, and 

with no complications, he is expected to make a 

full recovery. Julie gained another soul for the 

Lord. 

While attending a Sunday service in July, I 

was greatly comforted by a Bible verse brother 

Timothy Chong read to the congregation. It said 

“For I know the thought that I think towar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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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th the LORD, thoughts of peace, and not of 

evil, to give you an expected end” (Jeremiah 

29:11). I realized our focus for the remaining time 

on Earth should be to bring “thoughts of peace” 

from Jesus to our neighbors. The unbelievers have 

no peace. In their hearts, there are voids and only 

the thoughts of peace from God can fill the voids. 

Bu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n expected end?” 

For most people an expected end is their golden 

age. It is time of travel and leisure, because their 

parents passed away and their children are 

married and there were no more obligations. It is 

time to experience the pent-up desire to be free. I 

pondered on this part of the verse for a long time, 

until I read Isaiah 26:9, “With my soul I have 

longed for you in the night, indeed, in my inmost 

spirit I look for your dawning, for when your 

judgment touch the earth, those who live in the 

world learn righteousness” (Isaiah: A new 

devotional translation by Alec Motyer, p. 128, 

Christian Focus, 2011). Indeed this is the night 

time of our spiritual warfare. In a recent trip to 

Europe, our tour guide told us only 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ttended church service. Many 

cults are not only active in America 

but also China. But an expected 

end: Dawning (Rapture) is 

coming soon. To the 

prophet Isaiah the 

Rapture was a future 

event. To us living now, 

it may be a reality. The 

believers need to be 

ready and I need to be 

ready to earnestly contend for 

the faith (Jude 3). I need to stand 

by night and I need a companion so 

that we can stand night by night (Psalm 

134:1). Over 40 years ago in Toronto, Canada, 

I found mine. Her name is Julie. 

 

我中有他,他中有我 
 老來伴 

屈指一算跟他做夫妻已經卅多快四十年

了。當年兩人各自孤軍奮鬥，在異地遇到就順

理成章的牽手成功。我們雖然郎不才女不貌，

卻也至今仍然同進同出保持良好關係。大小事

由我就搞定。 

按照以弗所書五章 22-33 所說的夫妻之道，

我們深感慚愧面對神，懇求慈悲的上帝憐憫，

讓我們好好的規劃我們在人生剩下的日子裡，

更像恩主。 

以下是我們的計畫：  

1.多傳福音 

2.多讀聖經 

3.多愛肢體 

4.多多服事 

目前的我們離此標

準甚遠，但這是我們

的標竿，但願與祂見

面時我們得不著

獎賞也可做比較

合神心意的兒女。 

現在大家可以猜

到我們是何許夫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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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 楊淑貞 

我和丈夫是在 1959 年結婚的，至今已五

十多年了，可以稱得上是老伴。我想老一輩的

人都有同樣的經歷，那時代的年輕人自由戀愛

的還很少，除非是生長在大城市的會比較開放。

常常聽到長輩們說，「終身大事是父母之命」。

有一句話說，滿清皇朝是爹媽配，民國時代是

自為婚。在那時候我們一般的年輕男女，沒有

習慣性的談什麼戀愛，到結婚年齡找一個對的

相配起來就得了，我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候我

的爸媽也不是滿清時代的了。記得有一次，一

位先生來替他兒子找一位媳婦，那人來到我家，

奶奶就叫我到房間裡面躲起來，叫那人空來一

趟。我是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我的祖父有三個

太太。我的爸爸趕不上我的祖父，爸爸只娶了

兩個，比祖父少了一個，所以我有兩個媽媽。

媽媽是第一位，她們兩個人比賽生孩子，那時

候的人還真能生，今年是這個媽媽生，明年是

那個媽媽生。我媽比另外一個媽能生，我媽一

共生了八個孩子，另外一個媽只生了六個孩子，

這一場比賽我媽勝了。在這些弟兄姐妹當中我

排行老大。在我們家裡，我媽最辛苦，每天要

供應二、三十人的飯菜，而我不想過這樣的生

活，只想嫁給一個單身漢，所謂的單身漢就是

由中國來的年輕人。他們離鄉背井的來到我們

那個地方找工作，有的就此安身不回家了。我

的想法是兩個人結伴後蓋一個小茅屋，兩人過

自己的生活。誰知萬事起頭難，有了一個家，

什麼都得自己來做，不管是大小事，缺一不可。

我們兩個人就這樣一路走到今天，吃了多少的

苦頭自己都數不清了。 

為了生活，為了孩子，那來得及你愛我，

我愛你，互不相恨就要感謝主咯！ 從 1959 年

結婚到現在已是五十四年有餘。2009年的時候，

孩子說要為我們做一個金婚慶典，我不接受，

所以也就過去了。從去年開始，老伴的身體一

天不如一天，醫院也進進出出。2013 年五月，

他一次進了醫院，從此就一直沒得回家，而且

病情很嚴重。有一個時候更是昏迷不醒人事，

不能從口裡進食，只能從胃裡開一個洞來度過

他的生命。為了想陪他最後一程，我每天得跑

醫院。弟兄姐妹們的代禱，牧師們的關懷，沒

有人的時候我就拉着他的手，在病床前祈禱，

認罪悔改，把以前兩個人的彼此不同心，不互

相愛護，全部向神敞開。我們經歷到從來沒有

投入過的互相體諒，我們悔改了，我們開心了。

為了弟兄姐妹們的禱告，他的病情好轉了，可

能他又活過來了，神能行萬事。 

我的老伴病後，感謝神賜給我耐心與體力，

能夠照顧他，為他禱告。少年夫妻老來伴，我

們細水長流的夫妻情，見證了基督是我家之主

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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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 

好「文」分享－劉三講古 
 章志彬 

「劉三講古」？聽起來好像是古時候的說

書先生，在書館或者廟前廣場講忠孝節義，對

嗎？ 

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因為這位劉三

先生用的是最「現代化」的方式，講的內容更

是有今有古。 

劉三，是劉曉亭牧師的藝名。還記得在

1995 年於台北成立的佳音廣播電台，劉牧師就

曾經開設閩南語福音節目，當時用的就是劉三

這名字。那時我也在佳音主持節目，只是跟這

位主持風格活潑，甚至可以說是特異的主持人，

始終緣鏗一面。 

後來好消息電視 Good TV 成立，劉三就從

廣播一路講到了電視。其間劉牧師曾經舉家前

往紐西蘭宣教四年，後來回到台灣繼續教會與

媒體的服事。而在網路社交媒體興起之後，劉

牧師也進軍 Facebook，開始在網上講起古來。 

劉牧師的風格完全能夠迎合當前年輕網

路世代的特質與喜好，因此大受歡迎。他融合

了新世代的語彙與一般人關心的話題，將福音

信息傳遞出去，讓未信的、初信的人，能夠對

福音真理有所了解；而對於老基督徒而言，劉

牧師的分析批判，也經常能收暮鼓晨鐘之效。 

以下就是節選自「劉三講古」Facebook 的

文章，經劉牧師同意後刊登。 

基督徒看「白龍王」 
劉三 (8/21/2013) 

過去幾天白龍王消息滿天飛，這位泰國師

父去世的消息出現在哪一版呢？ 

答案是「影劇版」，妙吧！一位泰國的廟

裡師父過世，居然出現在影劇版？ 

一看之下；乖乖隆地咚，不止台灣許多藝

人接受過他的指導，香港更是不得了，大家耳

熟能詳的影歌星幾乎都是他的信眾，包括香港

四大天王以及梁朝偉等人… 

由於師父靈驗，許多人都去問過前途，台

灣更是常常包團前往，這不是稀奇的事，稀奇

的是；出現在影劇版？可見；這是「影劇圈」

的事，或者說；這在影劇圈是大事。至於會出

現在電視新聞，顯然白龍王在民間也有影響力，

各位見過哪位牧師去世的消息攻佔媒體好幾天

的？沒有吧！ 

我們在乎的當然不是牧師過世如何搏得

版面，而是重新檢討二件事： 

第一；基督徒對社會的影響力何在？ 

第二；基督徒會不會也把某些領袖「白龍

王」化？ 

一個凡人求神問佛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問

題是；這些有困難的人為什麼不問上帝？寧可

遠赴泰國去找師傅？難道上帝比較「不靈驗」？

當然不是！顯然；基督徒的思維對社會大眾來

說是陌生的，算命跟風水以及找師傅才是主流，

因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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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因為如此，愈來愈多教會也走上

「有效」這條路，希望信徒變多） 

基督徒在華人社會也有上百年歷史了，給

人的印象就是「好人好事代表」，當有人想要

知道前途的時候，基督徒就退避三舍，因為基

督徒不來這套，但是我們來哪一套呢？似乎社

會大眾並不清楚。 

基督徒會不會向上帝「問前途」呢？當然

會！每個禮拜的禱告會不就有很多人為婚姻跟

事業禱告？我們不也常常見證「上帝帶領」，

這在聖經裡非常普遍；不同的是，我們不是跟

上帝交換條件，我們是因為清楚祂是主宰，所

以當然要問！ 

這樣的思維是健康也是正確的，我們不是

因為上帝靈驗所以求問祂，我們是因為知道祂

是主宰所以求問祂，這跟民間的求神問卜非常

不同。但是對的方式反而乏人問津，錯的方式

卻大行其道，這就是基督徒沒有影響社會的結

果。 

我們在禱告會嘆息末日近了，卻沒有察覺

我們是關起門來生活，導致社會大眾持續尋找

高人卻忽略真神，這是基督徒該自我反思的。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這幾年藝人信主比例

增多，希望有困難的藝人能被帶到真神面前並

且用正確的心態解決問題而不是利用神明，這

樣的話，現有的基督徒藝人就必須在真理上更

加堅固並且在專業上持續加強才會有影響力，

不止藝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該如此。 

其次；我們也順帶思考，這種民間信仰的

「靈驗」思維有沒有汙染基督徒？答案恐怕是

「有的！」 

最近我在帶領職場教會的時候，就直接接

觸到一些基督徒轉信新興的「妙禪師父」，這

位師父傳講著「大家效法耶穌把一百隻羊迷失

的一隻度回天父身邊」再配合他的神蹟奇事，

吸引了一些不清楚的初信基督徒跟隨他，原因

就是「親身體驗的靈驗」，即使在教會中也不

難發現信徒會高舉某位教會領袖，因為他「比

較有恩膏」。 

自從「恩膏」二個字莫名奇妙引進教會界

以後，情況只有更「糟糕」，當大家一窩蜂追

求「恩膏」的時候，真理辨識度悄悄降低，這

真是非常「糟糕」的事，五十年後，這個信仰

會變成怎樣？還是耶穌二千年前傳遞的內容

嗎？ 

教會領袖變成指點迷津的「白龍王」並不

稀罕，因為這就是「人性」，人喜歡跟隨看得

見的人，自古皆然，但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是「深

知所信的是誰」，並且寧願進火窯跟獅子坑也

不願妥協，就算上帝不照自己的意思，祂還是

主，這種信仰不是「白龍王」模式而是「萬王

之王」模式。 

信仰，不是佔便宜

而是付代價，基督徒不

可不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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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變平民」的啟示 
劉三 (9/12/2013) 

「馬總統揮淚鍘王院長」是這幾天的新聞

焦點，原本一潭死水的政局又熱鬧起來。 

不過；大家聚焦於此的同時大概沒有注意

到，這二天另一則新聞是「美國的貧富不均再

創新高」，雖然美股已經逼近金融海嘯之前的

高點，但是貧富差距卻不斷升高，也就是說；

只有極少數的富裕人家在「復甦」，老百姓基

本上趴得更貼地了。 

大家覺得誰鍘了誰很重要嗎？ 

看此新聞的同時，轉台看到「超跑大舉入

侵台灣」的報導。動輒二千萬起跳的超級跑車

大家搶著要，全球限量二十幾部，大概一部要

價七千多萬台幣（約二百多萬美元）的超跑，

台灣可以佔 5 輛。 

2008 年全台最會賣超跑的趙老闆，不過是

專科畢業的業務員，卻因為抓住富豪心理，光

是看車就繳 600 萬保證金，掀開黑布看十秒，

要不要買隨便你，結果；藍寶堅尼總裁首次拜

訪台灣就指明要見他，因為他一個人就賣掉 19

部二千萬以上的名車；這位仁兄還在法拉利全

球 30 部限量競標的新車發表會中，跟車神舒馬

克成為「唯二」不必排隊的人，因為他可以買

斷 20 部超跑，把歐洲現貨全掃光。 

把鏡頭拉回馬王之爭。一個叱吒風雲的立

法院長，幾乎一夜之間回歸平民身份，如他自

己所說「世事如棋」，這四個字是霹靂布袋戲

當家花旦「一頁書」的名言，他的名字被套在

王院長身上，剛好就是「一夜輸」。 

政治明星也好，富豪也好，這個世界的紛

紛擾擾總是令人眼花繚亂，在被新聞淹沒的同

時，我們究竟有沒有關心「真正跟自己有關的

事」？ 

「一夜回歸平民」，這就是事實！ 

就算一生中有三十多年加起來一萬多個

日子都在當立法委員甚至院長，終究還是卸妝

當平民。 

今天鍘人的老大，不知道什麼時候下台一

鞠躬還是當平民。 

出來說話的黨國大老，說穿了早已經是平

民。 

開著超跑趴趴走的公子哥兒把車停進車

庫，上床睡覺的時候，他其實還是平民。 

不管你我如何錦衣玉食，我們總不能忘記

自己骨子裡就是平民。 

基督徒說什麼恩膏不恩膏，屬靈不屬靈，

其實根本也只是平民。 

民間信仰的大師們早晚有一天要壽終正

寢當個平民。 

這就是真相，你我本是平民，看不透這一

點，每個人早晚都會變成「一頁書」。 

布袋戲偶再如何華麗，終究沒有靈魂，位

高權重也是如此！ 

聖經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不是肉體與

肉體的享受，更不是虛名權力。 

上帝把愛放在我們心裡，那才是靈魂的呼

喚，讓我們思考生命為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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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院長當然會失落，但是「嫁女兒」才是

真正的幸福，疼愛女兒遠比接機群眾的雪中送

炭更真實，因為愛是永不止息。 

上帝造人是為了讓人分享祂的愛，這是每

個平民的權益，回歸這一點，生命才不會迷航。 

一夜回歸平民，這是早晚的事，我愛了誰？

誰很愛我？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奇妙真奇妙 
－感謝神聽我的禱告 李美瑩 

9/20的早晨，老公本想送 ISAIAH上課後，

去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看聖經，於是順手就把

聖經放在車頂上，但是發現身上沒有錢包，自

然反應就開車回家了，卻忘了聖經還在車頂

上。 

開了三四條街道後，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他不知道是什麼掉下來，又開了幾秒後才恍然

想起，糟糕老婆心愛的聖經掉了。 

瞬間他腦子一片空白，也不記得是在哪個

轉彎處聽到聲音的。急忙趕緊找可以迴轉的路

口回頭，不料要兩三個路口才能迴轉，等回來

時已經忘了是哪個路口附近，於是只好從停車

處開始重新走一遍，然而儘管他慢慢開，無奈

車子很多，沒法看到掉在何處。找了一會兒，

只好提心吊膽地回家。 

回家後，他馬上向我求饒，我真是哭笑不

得，我知道他一定很難過，但是我實在很傷心，

所以沒法子當下就原諒他。 

我說：找到就原諒你；他說：不可能找到

了。但是我覺得，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因此禱

告之後，我立刻出發去學校附近找尋。 

我知道很難找回，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在哪

裡掉的。一路上我禱告神，求神憐憫我，讓我

找回心愛的聖經。一路上看到好多流浪漢，心

裡又想不知道會不會被他們拿走了…。 

我慢慢地開，看著路旁和中間分隔島，找

了幾個路口都沒看到；我不斷呼求神，突然有

個念頭：「看看對面的路邊有否人放在路旁」，

我轉頭看，沒多久就看到一個停車場旁的黃色

圓柱上似乎放著一本書。 

我心裡燃起了希望，但卻禁止迴轉－心裡

很急很想違規，想了想還是算了；就在這時候

才發現旁邊有輛警車。感謝神憐憫我。 

那真的是我的聖經！看到時我眼淚都快

飆出來了，感謝神，謝謝主耶穌！ 

聖經被打開過，但是裡面寶貝的東西還在，

皮也沒有破損，感謝神！ 

我們的神真是憐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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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更新
-學習禱告的功課 

憶揚 

我喜歡「心意更新」這幾個字，不僅因為

它和我們更新團契小組的名字相關，也是我們

去年學習 Gordon MacDonald 寫的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中文版的書名，更主要的是

它代表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屬靈道路上的成

長過程。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道路或許不同，甚

至千差萬別，然而我們的終點目標卻是一樣的。

那就是讓耶穌基督在我們心中成型，使我們的

心思意念，言行舉止都能更像耶穌基督，以此

榮神益人。也正如羅馬書 12:2 所說，「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Let go, let God" 是兩週前主日林力山大

哥與我們分享「更像我主」信息時的結束語。

它也概括了在我們每人分別成聖的道路上必須

學會的功課。如果你還記得葉牧師以前的講道，

我想“Let go”就是葉牧師所說的「我們要放手」

而“Let God” 就是「讓神去成就一切」。我們一

旦放手，神就會出手。只要神一出手，這世上

還有什麼不能成就的呢？ 

可我們憑著什麼讓神出手呢？我想一是

要藉著我們每日向神切切的禱告，一切交託與

神，二是我們的禱告要合乎神的心意。以前我

似乎也明白凡事要禱告，不能靠自己，要依靠

神。尤其是在經歷人生的一些「風浪」中，便

趕快來到主面前「迫切」祈禱。神的憐憫降臨

到我，禱告蒙垂聽的喜樂和安慰使我對神信心

大增。現在回想起來，對神的奇妙作為仍覺不

可思議。可是當日子一帆風順，顯得「風平浪

靜」的時候，就「情不自禁」地把神忘到了腦

後。或是忘了祈禱，憑著自己的主觀判斷而行

事，或是在忙碌中匆匆祈禱，似乎形式化。現

在回想起來這樣的禱告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與軟弱。感謝神，直到最近，神又讓我重新學

習禱告的功課。 

那是三週前的主日，青少年部年輕的李稼

軒傳道（Dennis）與我們分享申命記 6：4-9 中

「最大的誡命」的信息。神不僅呼召我們毫無

保留地、全身心意地愛他、敬拜他（4-6 節），

也呼召我們引領我們的孩子毫無保留地、全心

全意地愛他、敬拜他（7 -9 節）。這段信息對

我觸動很大。有如「傷口上撒鹽」，又被重重

地刺了一刀。小女兒 Celine 不願意來教會一直

是我的心病，主要是周六晚上睡得太遲，週日

早上起不來，加上我近幾個月聽葉牧師早晨的

主日學課程，就只有眼巴巴地看著一個個週日

過去，常常暗自神傷與失望。偶爾想起禱告，

就與為老公的信主一起禱告一下，可心裡並沒

有期待什麼大轉變。Dennis 一句句的講道，像

針扎一樣刺痛著我的心。我忍不住淚流不止，

不知是為自己做母親失職而慚愧，還是為這些

年時光轉瞬即逝，怕轉眼小女兒又像大女兒一

樣離家讀大學還沒有信主而焦急和懊惱。此刻

的淚水與在神話語面前的感動、懺悔，交織著

無奈與心酸。當時我身邊坐著一位年長的姐妹。

我後來稱她曹姐。她不常來我們教會，是為了

帶附近大學生信主，因我們教會離 Hayward 學

校近，才來這裡。那天曹姐正好坐在我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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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我的樣子，散會時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大

聲地向主耶穌基督祈禱，她說主看到了我的眼

淚和我的心，一定會眷顧引領我。要我時時禱

告，並說會為我和 Celine 來教會禱告。我當時

心裡一陣暖流湧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溫暖與

平安。 

當天下午我忍不住給葉牧師和李傳道寫

了 email，表示我要盡力幫助 Celine 來教會，並

請他們為 Celine 禱告。那兩天我絞盡腦汁與

Celine 談話，並哄騙她說，Dennis 問我好幾次

為什麼週日沒有見到 Celine 啊，她 Fellowship

的小朋友 Raymond、Karen、Christine 等等也在

問 Celine 怎麼不來教會啊。並且嘮嘮叨叨地教

導她早睡早起的好處和如何安排好時間的方法。

Celine 似乎心不在焉、若無其事似地好像什麼

也沒聽進去。我心裡一陣煩亂，真想把她好好

訓斥一頓。可轉念一想不應該罵她，加上她對

我過去常常的責備已經很反感了，只好深深地

嘆一口氣作罷。說來也巧，這時看到了葉牧師

簡短的 email 回覆。葉牧師說「現在雖然 Celine

沒有來到教會，但是我們仍有盼望，因為上帝

是聽禱告的神。」我似乎突然茅塞頓開，反問

自己「你每天為 Celine 禱告了嗎？」接著葉牧

師附了一個 Link，旁邊寫道：「希望這個見證

鼓勵你」。我打開 Link 一看，原來是【膝蓋與

眼淚-奧古斯丁的母親】的故事。我被這位慈愛

偉大母親的形像深深地感動了，相比之下我是

多麼的渺小與不配。這位母親沒有對兒子不住

地嘮叨與教誨，也沒有訓斥和責罵，更沒有抱

怨為什麼今生攤上這麼個不爭氣的兒子與放蕩

不羈的丈夫。她唯一所做的就是用膝蓋與眼淚

不住地為他們祈禱，因為她深信神是聽禱告的

神。她用全部的母愛不遠萬里，九死一生地尋

見兒子。最終神應許了她的禱告。奧古斯丁浪

子回頭，寫下了舉世聞名的懺悔錄，成為影響

後世的神學家。 

不知多少年前，我也曾聽過奧古斯丁的故

事，還買了一本懺悔錄，讀了不到兩頁，就因

覺得中文翻譯得不好而放回書架，再也沒有碰

過。我不記得當時的我有什麼感動。感謝神，

當我這次再看到這個故事時，那種心靈深處痛

徹的感動，讓我淚流滿面，哽咽不止。我突然

頓悟過來，奧古斯丁的母親不就是我今生之後

最好的榜樣嗎？我不再羨慕夫妻都是基督徒的

家庭，不再覺得沒有人能理解我的苦衷。因為

神知道我的心和我的一切，甚至渴望為我擔當

一切，只要我願意「尋求祂榮面」。我似乎第

一次切切地感受到，神是最最愛我的，我為之

歡喜和感恩！也為神用這種奇妙的方法讓我真

正明白禱告的重要與必需而讚美！幾天後的一

個週五的下午，曹姐在電話裡和我分享了她如

何每天跪在兒子的房間，為兒子禱告，最終與

兒子恢復關係的見證，又一次把禱告的果效深

深地印在我的心裡。曹姐說我們一起為 Celine

今晚或週日來教會禱告吧，我們完全交給神，

不去強求 Celine，也不去「哄騙」她。於是我

們在電話的兩端，曹姐先禱告，我後禱告。我

剛一開口，淚水就不住地流，我聽到了我的心

在與神說話，我感到了聖靈就在我裡面，神的

大愛與溫柔包圍、融化著我。那次禱告後留下

的是一種特有的平安。不久我平靜地問Celine，

今晚要不要去青少年的 Footprint？  C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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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Not today. But I will go to Church with you 

on Sunday.” 週六晚上 Celine 又是捱到半夜三

更不睡覺，因為我要第二天上主日學，Celine

央求我能否晚些去教會。我無奈只好問老公可

不可以送Celine。不出所料, 老公立即說No! 可

神奇的是，半小時後老公突然對我說：明天你

自己先走，我 11:15am 把 Celine 送到教會。我

心裡一陣驚喜，禱告神奇呀！哈利路亞！ 

於是我開始學習早晚禱告，求聖靈帶領著

祈禱。這一次禱告前我先一起與 YouTube 唱曹

姐 email 我的一首歌：「我以禱告來到你面前

(Everytime I pray)」。當音樂響起的時候，我的

心一下就被融化了。唱這些歌時真覺被聖靈充

滿，好想永遠停在這與主同在的時刻。我不能

忘記這溫馨、歡喜、難以形容的感覺。我想將

來在天國，一定是這種美好感覺的延伸與昇華，

因為那時的我們是有主耶穌基督榮耀的！我們

那時的禱告一定全部應許，因為我們都有耶穌

基督的榮耀，而且主耶穌基督就在我們身邊。

這樣的天國多麼讓人憧憬嚮往啊！在學習祈禱

的過程中，我也藉此了解到美國國家的興衰與

基督教興衰的歷史，被華盛頓，林肯等優秀總

統的屬靈生命，藉著禱告成就創國，統一的業

績所震撼。然而最讓我感動的是看了遠志明等

拍攝的彼岸第六片段那撕心裂腑的祈禱的場面：

那是在 2008 年 12 月 7 日下午 2 點，也就是中

國上午凌晨 5 點，300 多名基督徒來到海岸沙

灘，為大洋彼岸的中國祈禱。他們為那成百上

千失落的靈魂哭泣，為大洋彼岸許許多多黑暗

的角落吶喊。他們痛徹肺腑的祈禱一定感動了

神，正如影片所說，「此刻的上帝笑了」，「正

前方遼闊的海面上，陽光衝破了烏雲，在神州

大地所在的方向，霞光裂天而降!」拯救中國的

時刻真的到了，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正如

我們看到的，神的靈已經在神州大地運行！ 

上個主日，曹姐帶給我一本書，是 EM 

Bounds 寫的 Power prayer (祈禱出來的能力）。

讓我對禱告的真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是一

本寫給傳道人的書，牧師藉著祈禱領受從聖靈

來的恩膏，以此講道並帶領教會。這讓我明白

為什麼葉牧師的禱告與講道能打動人心，因為

他有神的恩膏並常常與神同在。而對我們每一

位基督徒來說，若不藉著祈禱，我們無法與神

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也無法攀上靈程的高峰。

我似乎突然間醒悟了，祈禱的根基及與神建立

親密關係的源泉難道不是聖經嗎？否則我們如

何確定我們的禱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禱告呢？我

以前因為覺得聖經常常看不懂就不再去讀，到

現在還沒有好好讀一遍聖經。可我慚愧之餘心

裡又開始嘀咕，看不懂怎麼辦？我以前不是看

不懂就不看了嗎？再說，再怎麼讀，也不可能

像葉牧師主日學教我們那樣理解的深刻啊。後

來我也沒再多想，讀讀看吧，心想到時網上捜

一搜或許能找到一些幫助。感謝主，幾天後曹

姐 email 給我「空中主日學」的網站。她說有

人 email 給她這個網站，只要輸入「空中聖經

學院」和你要學的聖經，Youtube 就會有錄像的

課程。我一陣心喜，感謝 Internet 的飛速發展，

如今我們幾乎在網上可以找到任何想學的聖經

經文，真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我在 YouTube 上輸入「空中聖經學院」，

真巧，最先「跳出來」的是羅馬書。這是我早



 

芥菜子第 48期 第 24頁 2013年 9月 

就想好好學習的篇章。於是我的空中主日學就

這樣開始了。曹姐告訴我：不要急於求成，慢

慢地讀，你會感覺到某些經文在與你說話，把

它用筆劃下來，並能應用到每天的生活中。感

謝神，讓我一直尋求靈命的成長，感謝葉牧師

主日學的教導，使我更加渴慕學習神的話語。

求神繼續帶領我學習祈禱的功課，藉著禱告和

讀經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學習如何常常體

貼聖靈，而非肉體。讓聖靈引領我每一天的腳

蹤，把老公及女兒們的信主全部放在每日的禱

告中完全交託與神，以此學習恆久忍耐並不失

永遠的盼望和感恩。阿門！ 

 

 

神的恩典充滿我們全家 
張安生 

我叫張安生，

我夫人齊紅雲，我

們是從中國來美國

看望孫子的。 

我們的孫子

皮特出生於 2011

年 12 月，孫子出生後我們兩親家先後照看到他

10 個月就都回國了。之後便只有兒子、兒媳自

己照看孩子了。可就是這樣，兩個月後兒媳又

因工作簽證之事必須回國，按正常程序最多需

要兩週就可辦妥，但是兩週後等到的結果卻是

被「調查」了，還要等！在這期間又恰逢國內

過春節、元宵節，大使館三天兩頭不上班。大

家可知道，在國內像我孫子這麼大的孩子，得

六個大人（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姥姥、

姥爺）輪流看管。現在只剩下兒子一人照看，

國內我們五個大人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心裡

的那種煎熬非親歷者能體會。我們每天除了禱

告還是禱告，同時還讓周圍的朋友代禱，祈求

神能使兒媳的簽證早一天下來！ 

就在我們快要崩潰的時候，2013 年 3 月 1

日（週五）晚上，為兒媳簽證之事，神託夢給

我說：簽證官在兒媳的簽證材料上寫道「此材

料從3月1日起必須在3—5.5個工作日內完成，

若完不成將按有關規定處罰相關人員。」第二

天我將此夢告訴夫人，並說我一生從未做過這

麼清晰的夢。3 月 5 日（週二）中午 12 時，兒

媳電話告訴我們，從網上看到簽證已經批准了。

從神為兒媳簽證之事給我託夢到從網上看到批

准結果，實際有效工作時間只有一天半，確實

在 3—5.5 個工作日以內。正如【聖經】哥林多

後書 1:20「神的應許，不論多少，在基督都是

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

得榮耀。」事實再一次證明「神的應許必成就。」 

真沒想到這次兒媳辦簽證，一等就是整整

70 天！3 月 6 我以孫子的口氣在他的微博中寫

到：在媽媽回國的那段日子裡，神讓爸爸、媽

媽著實體驗了一把「育兒的艱辛」和「思兒的

揪心」。 

神知道我們兩親家都已退休，在家沒事本

來可以輪流照看孫子，神也知道我們的兒子、

兒媳不理解我們思念孫子的心情，所以用兒媳

簽證之事來試煉他們，使他們能得以親身體會。

感謝神，在兒媳回美國後不久，我們夫婦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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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兒子的邀請，順利來美國看望我們日夜想

念的孫子。 

現在回想起來，在兒媳辦理簽證期間，雖

然是煎熬漫長的 70 天、度日如年的 70 天，但

是是神試練我們的 70 天、修剪我們的 70 天！ 

感謝神！這 70 天，在神的帶領下我們一家人瞬

間都成長了很多。感謝神！使他的恩典充滿我

們全家！ 

在此也衷心感謝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及教

會的眾弟兄姊妹，給予我兒子張晶、兒媳李慧

敏、孫子皮特的熱情照顧及親切關懷！ 

 

 

施比受更為有福 辛胡桂蘭 

我看到一則文章，內容是這樣的『在天堂

和地獄之中有一個房間，佈置得一模一樣。地

獄的那個房間內放着一鍋肉湯，一群人圍着它，

每個人手裡都拿着一把長柄湯匙，由於湯匙的

柄比這些人的手臂長出許多，雖然他們都可以

鉤到鍋裡的湯，卻無法將湯送進嘴裡。一個個

面黃肌瘦，饑餓萬分，充滿絕望和痛苦。天堂

裡也有同樣的房間，同樣的肉湯，同樣的長柄

湯匙，但天堂裡的人們卻是有說有笑，愉快的

喝着湯，一個個紅光滿面，快樂而幸福。 

為什麼一個痛苦，一個快樂呢？原來地獄

裡的人只想著用長柄湯匙餵自己，而天堂裡的

人卻用長柄湯匙去餵別人。』 

從這則小故事裡讓我體會到何謂『施比受

更為有福』，學學天堂裡的人，也許我們每個

人都會更快樂。我們時常聽到人們說：『請幫

我一把吧！』如果大家可以改為說：『讓我幫

你一把吧！』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要知道愛的反面並非恨，而是自私。約翰

福音十五章十二節教導我們『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但願聖

靈能充滿我們，使我們可以更像耶穌，活出祂

的生命來。 

 

 

真人真事： 網路文章 

 

哈里斯是美國紐約市一家知名廣告公司

的高級職員。2010 年 8 月的一天中午，她和朋

友在一家餐廳吃飯，中途朋友想出去抽支煙，

於是兩人一起走出餐廳，站在外邊的大街上。 

一名流浪漢走進她，囁嚅地對她自我介紹：

「我叫瓦倫丁，今年 32 歲，失業三年了，只靠

乞討度日。我想說的是，不知您是否願意幫助

我，比如給我一點零錢，讓我買點生活必需品。」 

瓦倫丁說完後，用期盼的眼神望著哈里

斯。 

看著眼前這名年輕的黑人流浪漢，哈里斯

動了惻隱之心，她微笑著對瓦倫丁說：「沒問

題，我十分願意幫助你。」就伸進口袋去掏錢，

遺憾的是，她身上沒有帶現金，只帶著一張信

用卡，這讓她有點尷尬，她拿著信用卡，不知

接下來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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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丁看出了她的難為情，小聲說：「如

果您相信我，能將這張信用卡借我用嗎？」心

地善良的哈里斯想也不想便同意了，隨手將信

用卡遞給瓦倫丁。 

拿到信用卡後，瓦倫丁並沒有馬上離開，

又小聲徵求哈里斯：「我除了買些生活必需品

外，還能用它再買支水嗎？」 

哈裡斯未加思索地說：「完全可以，如果

你還需要什麼，都可以用卡上的錢去買。」瓦

倫丁拿著那張信用卡離開之後，哈里斯和朋友

重新回到了餐廳。但坐下來後不久，哈里斯開

始懷疑和後悔，她懊喪地對朋友說：「我的信

用卡不僅沒有設置密碼，裏面還有十萬美金，

那個人一定拿著信用卡跑掉，這下我要倒大霉

了。」 

朋友也埋怨她說：「你那麼隨隨便便相信

一個陌生人。你呀，就是又善良又天真呀！」 

哈里斯再也沒心思吃飯了，在朋友付完帳

後，兩人默默走出了餐廳。 

令他們意外的是，剛走出餐廳大門，就發

現流浪漢瓦倫丁已經等候在外面，他雙手將信

用卡遞給哈里斯，恭敬地將自己消費的數額一

一報上：「我一共用卡消費了 25 美元，買了一

些洗漱用品和兩樽水，請您核查一下。」 

面對這位誠實

守信的流浪漢，哈里

斯和朋友在詫異的同

時，更多的是感動，

她不由自主抓住瓦倫

丁，連連地說：「謝

謝您，謝謝您！」 

瓦倫丁一臉疑惑，她幫助了我，我應該感

謝她才是，她為什麼卻要感謝我呢？ 

隨後，哈裡斯和朋友去了紐約郵報，將她

剛剛發生的事告訴了報社。 

紐約郵報也被瓦倫丁的誠實感動了，當即

予以報導，頓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迴響，報

社不斷接到讀者的來信來電，都表示願意幫助

瓦倫丁。德克薩斯州一名商人看了報導後，便

於第二天給瓦倫丁匯去了 6000 美元，以獎賞他

的誠實。 

 

更讓瓦倫丁驚喜的是，幾天後，他接到威

斯康辛州航空公司的電話，表示願意招聘他擔

任公司的空中服務員，並通知他盡快簽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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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沉浸在巨大喜悅中的瓦倫丁感慨萬千地

說：「從小母親就教育我，做人一定要誠實守

信，即使身無分文流落街頭，也不能夠把誠信

丟掉。我之所以能得到這麼多人的幫助，是因

為我始終相信，誠實的人，總必會有好報！」

 

 

 

"缺席"簡報 
 林振時 

兩三年來，經歷了腰部扭傷，疝氣，群珍

返回天家，腹主動脈瘤等等難處，教會弟兄姐

妹感同身受，給我各樣關顧，謹在此致謝！ 

進入風燭殘年，體力及體重明顯下降，容

易疲勞，行動不穩，休息時間增多，故甚少與

弟兄姐妹交往，切希見諒。感謝神，給我有充

足的物質，請大家不必為此掛心。只求在禱告

中記念，讓我能不失去對主的信心。 

「芥菜子」的主編李紡姐妹來卡問候，並

囑我有空時寫稿給「芥菜子」。我寫不出什麽

「稿」，只是趁機會向大家致謝，並報告一點

讀書心得。最近讀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

一書，是徐松石牧師數十年鑽研的成果。於上

個世紀九十年代逐期發表於三藩市灣區的「愛

聲報」，最後編集成書，於 1994 年出版。徐牧

師是位浸信會的牧師，對基督教有深刻的認識。

更可貴的是他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深入的鑽

研與認識，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 

該書約有十一、二萬言，分為十二章： 

 1. 一個特殊的民族 

 2. 儒教在華的影響 

 3. 儒教指向基督教 

 4. 中國古人怎樣認識上帝 

 5. 釋道思想的吸引力 

 6. 近代基督教的影響 

 7. 基督教在華東展望 

 8. 基督教在華的本色化 

 9. 中華民族的基督化 

 10.基督教的十大優越 

 11.基督教必在中國生根論 

 12.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 

該書內容翔實可信，足以解釋如何近代中

國道德下滑，令人擔心。但在春節或其他節日，

能有千千萬萬中國人拖男帶女，不怕千里迢迢，

回家與家人短暫團聚，繼而趕回工作。讓小孩

子學中文，不只是為了「日後工作」，更是為

了學到那優良的文化底蘊，也可是國人了解神

對敬畏祂的人、民族與國家的恩典。 

過去曾見過徐牧師一面，那是三十多年前

的事，對徐牧師的音容已甚模糊，但記得劉翼

凌師母曾說過：徐牧師對中國古籍文獻十分熟

悉，劉翼凌先生偶有查詢，徐牧師很快就能代

為解答。 

最後，以該書的末段作為結語共勉之： 

「觀此，可見今日中國基督教會，1. 必須

重視和保持神所啟迪我們的優良文化。2. 必須

把許多可用的文化遺傳，合理的基督化過來。

3. 必須在中國建立起一種簇新的基督教文化，

使洋教的名稱消沉下去。4. 必須使中國的基督

教文明，對全人類有偉大的貢獻，以報答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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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5. 最重要的，就是必須一切都歸宗於

耶穌基督和聖靈聖經。新約聖經，尤其是絕對

的標準。有一天，西方的傳道人和愛主的基督

徒，也想到中國的基督教神學院來進修，中國

教會的特殊貢獻，就開始了。」願神恩佑和鞭

策我們。（林前 15：58） 

 

 

CHOPPED 李紡 

我最近很喜歡看 food channel 的「Chopped」

這個節目。它是把有廚藝的烹調高手四個人一

組地集合在一起再度比賽。分頭擡、

主菜、以及甜點為比賽項目。 

評分標準分三大部分： 

1： presentation : 展現風格 

2： taste: 味道 

3： creativity: 創新能力 

老實說，每一道菜都「限時」

得完成，規定的時間一到，參賽者將煮好的菜

很漂亮地分三盤展示給來評分的裁判品嚐以定

高下。每一個參賽者在時間的壓力下，無不大

汗淋漓地盡其所能，期待在競賽項目中，都不

至於被淘汰(Chopped)，最後倖存者可以拿到一

萬元的獎金。如果裁判給了五項材料，參賽者

忘了其中一様，不管是不小心遺忘或難以應付

那份材料而沒將它與其它食材一起煮，裁判會

毫不留情地將他 chop，那他拿獎金的機會就等

於零了。 

我覺得每一位參賽者都不容易，為什麼呢？

因為擺在你面前的材料，你很可能一輩子都沒

吃過，甚至沒見過的。比如說有一次擧辦單位

所提供的材料裡面有榴槤和澳洲的一種藍色蛇

肉，如何將這些材料技巧地煮出好味道的菜，

就得靠你的本事了。煮好之後，裁判會看看你

是否將所有的材料煮在這一道菜中，如果你少

了一份材料，很可能你的參賽資格馬上被取消。

這帶給我很多的思維：我們的人生裡，不是有

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境界」嗎？當我們遇到

一些我們根本連想都沒想過的景況時，不就像

那些廚師遇到一些從來沒有處理過的食材嗎？

在艱難的處境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勇敢面對而

不輕言放棄？就像那些參賽的廚師們，每一個

都是竭盡其能，勠力以赴，即使

不幸在第一輪迴即遭淘汰，他們

雖有點失望，並不因此而灰心喪

膽，畢竟那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

我每次看這個節目，我都得到很

大的激勵：這些人拼命地想從四

人組中勝出，都是想利用這筆獎

金領養小孩或是幫助慈善機構，可說是都有純

正的目的，但最後得到獎金的只有一個人。他

們表現敗不餒，勝不驕的精神總讓我想起哥林

多後書四章七至九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

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

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們的一生，難免會遇到一些棘手的事物

或難以取悅的人，我們要如何靠著神的恩典，

仍然活得優雅，就像廚師們將稀有的食材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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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口的菜餚，將來得的獎賞，將大過一萬元

的獎金。 

當我們愕然地看著人生裡莫名其妙的食

材，且輕聲問主，到底要如何 present 這道難煮

的菜，才不會被祂 chop？ 

 

 
 

 

與媽媽共枕 遠遊子 

「揹起了小娃娃，回呀嘛回娘家，娘家嘛

遠在山呀嘛山腳下，又養雞呀，又養鴨呀，把

我扶養大呀……」 

當年好不容易覓得另一伴，喜孜孜地辭了

熱愛的工作，美夢加勇氣，準備遠渡重洋來美

與丈夫建立屬於兩人的小家庭；但是難免面對

不捨思緒，我總寬慰自己古有明訓「嫁雞隨雞」，

又翻出聖經「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丈夫)連合」。

出嫁那天和丈夫跪別爸媽時，爸爸突然開心宣

告他的掌上明珠，是為娘家到美國開分公司了，

大家開懷笑成一團；然而機場送別時，媽媽卻

望著與我同機回返美的婆婆垂淚不已。 

女兒將滿周歲，趁暑假我抱著奶娃兒開始

了回娘家的路途，感謝婆婆、丈夫的體恤，十

多年來讓我像候鳥一般，在這條路上行行復行

行。常常暑假到了，就見我把歌兒一哼，準備

回娘家了！每次攜兒回娘家，總是備受嬌寵。 

一轉眼，當年的新手媽媽已年過半百，每

次回娘家，入夜時老愛跑上爸媽的床，纏著他

們笑談弟弟和我小時後樁樁件件的傻事；一遍

又一遍地聽媽媽說懷我時，爸爸每天下班才進

門，就興奮地隔著肚皮對我喊話：「娃兒，我

回來了……」「娃兒快給爸爸拿拖鞋」，這時爸

爸濃濃的鄉音就會響起：「到現在也沒拿過幾

次！」 

 

有天夜裡爸爸忽然倒地，後腦勺著地，輕

微失智的媽媽嚇壞了，等鄰居聽到她的哭聲，

應該已有一段時間了。因腦腫脹，爸爸的腦殼

被打開三個多月才得以放回去；爸媽不能再自

己住了，大弟和弟妹毅然把爸媽接到家裡一起

住。插著鼻胃管的爸爸再也無力照顧媽了；儘

管有外勞隨時陪伴，弟妹嘆說媽老半夜跑去搖

爸：「老伴，天黑了，該回家了……」。 

「這裡就是你的家」弟妹不知說了多少

回。 

「我要回家，你姊回來找不到娘家怎麼

辦？」知道我和女兒要回來，媽媽更是三天兩

頭急著要回家。 

 

兩年不見，媽媽令我驚喜，原本靠輪椅代

步，現在竟然上樓下樓蹣跚爬，弟弟為她裝設

的電梯已備而不用；領我們到爸爸房裡，「老

伴，快起來，娃兒帶她娃兒回來了！」弟弟說

這幾天媽快樂得像個孩子。 

 

回家當晚，我又賴上媽媽的床，媽讓了一

半的枕頭給我，一旁的外勞西蒂早睡沉了，她

每天陪媽運動，料理生活起居，真的很費力；

中文半調子的女兒說，西蒂照顧婆婆有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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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用心；女兒你可知對父母「用心」理應是

兒女的事？此刻，年輕的西蒂想必正夢裡思念

她三個年幼兒女吧！ 

 

顧不上西

蒂，在媽媽枕畔，

我們祖孫三代開

始閒話家常，孫

女兒的撒嬌，啟

動了媽媽記憶的

庫房，她倆一搭

一唱，我和弟弟

們的童年，汩

汩流洩了整個房間，同時也激盪出媽媽腦海裡

的澎湃深情，她好像太史公精準記敘兒女的成

長；原來殺老母雞哭得最大聲的是我，飯桌上

第一個動筷子的也是我；家裡的鴨子鑽過竹籬，

大弟勇敢仰著頭向鄰居伯伯指認他的鴨子；小

弟吸手指頭吸到上小學…… 

 

「媽，我們來唱歌。」「我不會……」媽一

臉無奈。 

「神愛世人--」我起了個頭。 

「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媽媽輕柔的歌聲立時像破繭而出的

蝴蝶，上下飛舞；這是幼稚園時媽媽教我的歌。 

     

「媽，我們來背經。」 

「不記得了……」媽滿臉茫然。 

「常常喜樂--」我丟出一個直球。 

「不住的禱告……」媽擊出一個短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投了個內角

球。 

「我必不至缺乏……」媽揮了支安打。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換個變化球。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阿門！」媽還

我一記全壘打。 

哇！只要起個頭，提個醒，媽媽都記

得。 

 

七月初，健保局居家醫療的醫師來家評量

爸媽健康狀況，給媽出的第一個數數題： 

「一二三四五……」 

「老爺打屁股。」 媽媽的回答令醫師擔

憂，因為醫師預期的答案是「六七八九十」。 

當弟弟、弟妹看到醫師的評量，都不禁啞

然失笑，醫師問的是呆板的數字，媽媽回答的

是爸爸老家的童謠，我們全家祖孫四代都能朗

朗上口。 

 

現今提到老年長者的長期照護，有些人高

調說，人要活得有尊嚴，生活品質要好；生命

誠可貴，試問在上帝面前，怎樣才是有尊嚴？

他日我們回天家時，上帝會問我們什麼問題？

「一二三四五」或「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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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說年邁的父母，努力活著是為了多陪伴

兒女，我心疼也珍惜這樣的說法。 

 

臂彎裡媽媽已酣然入睡，輕拍媽媽的背，

哼著五十多年前她拍我入睡的催眠曲，也是我

拍女兒入睡的歌謠；我好懷念昔日那個能幹、

長我、育我、出入腹我的媽媽；但我更疼惜眼

前這個孩子氣的媽媽。 

縱然媽媽的眼睛不再明亮，聲音不復清亮，

智力不比從前，不懂穿衣打扮，可是年輕時熟

背的詩歌、經文，仍然刻在她的心版上，只要

我們用心起個頭，她依然會開口讚美神！ 

 

謝謝弟弟、弟妹，多少次伴爸媽進出急診

室，與生命拔河；不離不棄用心、用力守護年

邁的爸媽，也讓我有個可以和媽媽共枕的娘家。

 

 

祈禱 

傅琳 
 

阿爸，父！ 

聲聲呼喚。 

孩子依偎在你懷裡， 

淚流不止...... 

數算地上的日子， 

酸甜苦辣， 

全在你面前。 

你知道，你都知道， 

你沒有轉眼不顧。 

 

阿爸，父！ 

聲聲呼喚。 

孩子依偎在你懷裡， 

淚流不止...... 

數算著你的恩典， 

一樁一件， 

全在我眼前， 

我不配，真的不配， 

你的豐盛一生銘記。 

 

阿爸，父！ 

我知道，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無論是苦，是甜， 

都是賞賜，都是恩典， 

為了使我， 

在你的基業裡有份。 

 

阿爸，父！ 

錘煉我，陶造我， 

作個有用的器皿。 

草木禾秸， 

不能承受你的國。 

我明白，我都明白。 

願榮耀，頌讚都歸於你。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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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期因為有短宣的見證與分享，所以我

不愁稿件不夠，真是感謝主！「使萬民做我的

門徒」是主給每位基督徒的責任，如果你無暇

參加短宣，是否能煩請你「我手寫我口」地投

稿「芥菜子」，也許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人讀

了你的見證而信主，那你將來的賞賜可是超乎

你所求所想的。 

這一期的主題是「老伴」，有三位弟兄姐

妹有動人的見證，不知道誰能猜出「我中有他，

他中有我」是那一對夫妻？「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開」為甚麼有那麼多的小三敢出來挑戰

神所設立的神聖婚姻？又為甚麼另一半失智後，

你就堂而皇之地棄她而去，理由是因她已不認

得你，這婚姻已沒有意義…… 有哪一節聖經經

文容許你如此行？現代人的婚姻觀，太多與神

的心意背道而馳了。嗚呼哀哉！ 

十月我們教會例行開年會，九月二十二日

那天，大堂後面放了開會通知及選票，我來回

找了三次，竟遍尋不著我的名字，我跟萬嗣興

弟兄開玩笑說「莫非我已被除名？」他說「不

可能啦！」然後他也幫我找，真的沒有我的份！

當下我有被拋棄的感覺。沒有開會通知，下星

期秘書會再補發，如果將來在進天國的名單裡

沒有我的名字在裡頭，那才真是要哀哭切齒

了！ 

懂得用電腦的人，幾乎無人不知 Google 這

家公司，以及如何在網上 googling 找資料。這

一期的時代雜誌，標題竟是 “Can Google solve 

dealth?”（Google 能否解決死的問題？）身為

基督徒的我們，不言而喻。Google 再有通天本

事，也無法解決人類死的問題，只有耶穌基督

的救贖，才能解決人生最嚴肅的問題，可惜人

在安逸中往往輕忽了這個課題。 

最近讀了美華慈心關懷聯盟編譯的「在不

捨與放手之間說再見」和簡媜的「誰在銀閃閃

的地方，等你」，而且我們也知道息了世間的

勞苦愁煩與主同在是好樂無比的，所以下一期

我挑戰大家來發揮「如何面對死亡？」我知道

中國人忌諱談死，然而不知死焉知生，當我們

確知死是必然，而且能夠安息主懷時，將會激

勵我們更懂得為主而活。 

這一期有許多好文章，敬請細細品味。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

請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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