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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死亡別狂傲

葉耿齊牧師

今天在網路新聞上看到一則這樣的報

種東方醫學典籍記載的藥草，都被拿來分析，
並種植最具功效的種類進行實驗。

導：
「現任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祖父、已故北

金素妍七九年被推舉為該機構負責人。她

韓「國父」金日成，是金氏王朝第一代領袖，

回憶，當初第一個醫療處方是讓金日成多笑，

前金日成私人醫生金素妍在新書中爆料，金日

為此邀請舞台劇演員演出喜劇，並讓五、六歲

成在六十五歲時就想盡辦法要活到一百二十歲，

小孩做出可愛的事，引他發笑。任何能讓金日

曾設立專責機構研究長壽秘方，並嘗試包括大

成每日大笑五次者，將獲得「最有價值演員」

笑、抓壯男輸血等偏方，但可能因過度治療造

獎項表揚，而這也是北韓成立女子歌舞團原因。

成心臟病，讓他只活到八十二歲。

金素妍說，這些幫助金日成延壽的方法效

據報導，研究如何延年益壽超過三十年的

果有限，金日成從七十八歲起尋找健康壯男輸

金素妍在書中披露，金日成是在一九七七年六

血，頻繁到將自己的血型從ＡＢ型變成Ｂ型。

十五歲時，開始實踐活到一百二十歲的想法：
他下令成立「長生研究所」，要求全北韓頂尖

金素妍指出，金日成可能因為過度治療，引發
許多副作用，健康反而惡化。九四年七月金日

醫生集思廣益，助他延壽。超過一千七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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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心臟病發，死時八十二歲。」--自由時報網路

2.

這個人就是耶穌，祂的死不一樣。全
世界人的死都是被動的死，無能力的

版．2013 年 11 月 22 日

這讓我聯想到中國的秦始皇，是那麼執著

死，從他們的死中不會得出生來。但

地想要延後面對死亡，但最後發現自己其實戰

耶穌的死是主動的死，祂生在這個世

勝不了死亡。這也讓我想到一般人對死亡的看

上就是為了死；祂的死是有能力的死，

法，不是消極地的不去想它，就是恐懼的逃避

從祂的死中會得出「生」來。

它。有些人，看似很豁達地看輕死亡，其實是

3.

因著耶穌的死，我們不用再懼怕死亡，

不知道死後的生命和審判是一件多麼嚴肅的課

因為死亡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

題；又有些人輕生，看似勇敢，但其實是不知

始。死亡的背後不是滅亡、寂靜、空

道生命的可貴，不知如何去過每一天。

靈，死亡的背後是生命，而且是永遠
的生命。不是生命被死亡吞滅，而是

死亡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一件事，思想它

死亡因著耶穌，被生命吞滅。

會給我們人生的智慧和勇氣。但只有基督徒才
知道生死的奧秘，也只有基督徒能從死亡中得

4.

死和生是連在一起的。耶穌先不受死，

到生活的勇氣。因為聖經早已啟示我們這方面

就不能復活；種子不先埋在地裡，就

的道理，而聖經的啟示，是人無法用自已的智

不能發芽；基督徒不經歷死亡，就不

慧得到的。

能進天堂。如此說來，對基督徒而言，
死只是通往生的一個通道，我們為什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

麼要懼怕它呢？

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
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

5.

這樣的眼光，這樣的救贖，這樣對死

人。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

亡的得勝，不會自動臨到每一個人的

裔」--聖經．希伯來書．2:14-15

身上，因為祂只救拔「亞伯拉罕的後
裔」，就是那些願意選擇信靠祂的人。

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幾件事:
1.

戰勝死亡，不是靠仙丹、藥物、養生、
保健、研究、基因改造、冷凍細胞或
記憶；戰勝死亡的是一個人的死亡。
人都是以人的智慧能力來想得勝死
亡，但聖經是「以死勝死」。

人的命運、好壞、分別，不是在今生
看得出來的，我們所羨慕別人的，不
管是金錢、名聲、地位、好運氣、容
貌，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好羨慕的，在
永恆裡，唯一決定性的分別，只是「你
信靠耶穌嗎？你因著祂擁有了這永
遠的生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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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一位自稱是信神的基督徒，都沒有

【猜謎】

必要，也沒有權利去懼怕死亡，因為
神的話是真實的。我們死了，會到一

陳廣耀提供

個沒有痛苦、沒有眼淚、好得無比的
地方。這不會讓我們厭世，反而給我

1.

神舟飛渡兩重山

們面對每一天生活的勇氣和積極，因

2.

二人同行神同在

為知道我們只有今生能好好為主作

3.

后羿射日穿心箭

4.

南柯一夢木無蹤

工、為主奉獻、為主慷慨、為主捨已，
在天上就沒機會了，那就讓我們還在
地上的時候如此行吧！失敗、死亡、
痛苦、失業、挫折甚至是殉道都不能

猜四卷聖經書名


再叫我們懼怕，因為那結局已經定了！
我們在世上要打這場戰，就讓我們好

2014 年教會目標

好的打。今世的眼光讓我們對生活憂
慮；但永恆的眼光則讓我們有生活的
勇氣。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嗎？不！生是必然，
死是偶然！「死」雖然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經
過的，但它仍然只是一個偶然、一聲嘆息、一
個驚鴻一撇，不能改變什麼，不能奪走什麼，
也不能毀壞什麼；因著耶穌，它比偶然還要無
足輕重，比影子還要輕輕略過。
在耶穌基督裡，我們有永遠的生命。
在追思禮拜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
「地上暫別離，天家再相會」。在主裡而死的，
是有福的，因為他沒有真正的死去，而是在神
裡面活著，有一天，我們都要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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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hoice
(Luke 5:27-39)

Have you ever played games or sports in elementary school, where kids have captains to select
teams? Have you ever dreaded being the last one picked?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in Jesus’
day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last picks.” Their society was very stratified, sometimes along
socio-economic lines, but particularly (in Jewish culture) around religious lines. And by
“religious”, we mean that false faith of following man-made rules and traditions by one’s own
ability in order to earn God’s favor and save our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lete grace
of God through Jesus to cleanse us, make us right with God, and save us.
Jesus ministered to all kinds of people that “religious” folks (the Scribes & Pharisees) consider
“unclean”: Have a disease? You must be cursed by God; don’t touch me! Wrecked your life
through sinful behavior? You’re definitely unclean; get away from me. But Jesus touches &
cleanses lepers; He heals & forgives guilty sinners… all the ones that religious people despise
and avoid. He continues this trend by crossing the street to an IRS center to approach a fellow
named Levi, from another socially-despised group: Tax collectors. Jesus just rubs religious
people the wrong way, but not out of spite. He genuinely loves, accepts and welcomes
outsiders & outcasts. Tax collectors were very disliked back then (just like today),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y collect tolls & taxes for the “enemy”, the Roman government ruling over the Jewish
people. He would have had to bid for the position in that area, and the highest bidder would get
the job, which means the only way for him to make his money back would be to over-tax
people. And to make a profit, he’d have to go beyond that and squeeze people for a little bit
more. And (here’s the kicker), Levi is also Jewish; he is corruptly ripping off his own people to
fund a godless, overbearing, oppressive government that has conquered them. You might get
rich, but you’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win many popularity contests that way, my friend. You might
need to get an unlisted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if everyone thinks of you as a traitor.
[Luke 5:27-28] Jesus actually seeks out Levi, who's sitting there alone and despised at the tax
booth. And Jesus does this weird thing: He extends the same invitation to this hated man, as He
did to Simon, James & John (cf. Luke 4:10-11). Essentially, Jesus is telling him: You’re not the
odd-man-out; I choose you to be on My team; you’re one of My first choices. Levi’s heard the
rumblings of this man who preaches powerfully and heals miraculously; he might have even been
sitting across the street while Jesus was healing the paralytic man (cf. Luke 5:17-26). And he
responds the same way as the fishermen: “Leaving everything, he rose & followed
Him.” Levi wasn’t even looking for Jesus; Jesus came and found him, because Jesus not only
forgives sinners, He befriends sinners. And as he’s invited to follow Jesus, Levi walks away from
his crooked job and dishonest source of income. Sometimes, becoming a Christian 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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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away from a sinful, corrupt lifestyle, in order to faithfully follow & serve Jesus… and you
can’t just ease out of it; you’ve got to immediately walk away from it.
[Luke 5:29] You can see the dramatic change in his heart from encountering, being loved &
accepted by Jesus because Levi immediately invites all of his friends over to his house to meet
Him. As soon as he meets Jesus, he wants other people to meet Him too, so he throws a huge
party; that’s his ministry. And he goes to great expense to provide a large feast so that people
can enjoy themselves & meet Jesus; Levi goes from being a very greedy man to being a very
generous one. There’s a lesson there for us, isn’t there? When we practice hospitality by
opening up our homes & lives, we show people something of the gospel by inviting them in for
friendship, love, community and conversation.
[Luke 5:30-32] So now, the religious folks are annoyed that Jesus doesn’t keep their religious
rules about avoiding mixing with sinners, like tax collectors. See, Jesus pursued Levi; Levi
followed Jesus. Then Levi goes out to his associates and gets all sorts of undesirables, social
misfits and outcasts to hang out with Jesus too. This contradicted the way things were done:
Religious folks had a very elaborate system, where highly-educated, well-respected,
seminarian-type Scribes create rules & theology in addition to the Bible; they are the religious
teachers. They select followers to become Pharisees, who have to pay enough money, serve
the Scribe well, study very hard, follow all of the Scribe’s ways, not forget any of his rules, and live
very strictly & obediently to the Scribe in order for God to embrace them. Then, they would go
out and teach the same corrupt religion to everyone else. But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accepted by a respected Scribe; you and your family would be allowed to join with other families
in the closed community of Pharisees, and maybe even have the privilege to eat with the scribe.
Jesus is seen as a rabbi (religious leader & teacher, like a Scribe), whose ministry is exploding
with crowds like a rock star, who could have selected the cream of the crop to form an amazing
school of Pharisees from the wealthiest, smartest, most ambitious kids, who could have charged
a massive Pharisee application fee to study under Him (and then buy Himself a dream house &
vacation home), who probably has tons of religious folks interested in marketing Him as the guy
who can preach powerfully, heal the sick, cast out demons, cure lepers, restore paralytics. But
who does Jesus pick to be His disciple, in front of everybody (especially the religious folks)? This
very unlikely guy: Levi, a despised tax collector.
The Scribes & Pharisees are watching, and they don’t get it, so they ask “Why are You with the
sinners?” (i.e., “we’re not sinners; they are”). And Jesus looks at them, and responds: You say
they’re sinners; you know what? I agree. They have lots of sins in their lives.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Create a nice little holy huddle, have church and Bible study
just for Christians, do life together and create a mini-Kingdom just for Christians, or are we going
to go to them (instead of expecting them to come to us), like I went to Levi and to this party, to
love them, serve them, help them and heal them, because here’s the deal: They’re sick, but I’m
the Doctor.
Jesus is the great physician; He hangs out with sick sinners to save us and make us better.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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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ves sin, changes lives. And religious people need Him too, but they often don’t see it. The
truth is, we’re all sinners by nature & by choice; we’re all sick with sin; we all need a Great
Physician. And we can’t just look at sin in other’s lives like religious people do: “Over there is all
the sick people; we need to quarantine ourselves from them.” Instead, we need to say: “I’m also
sick; maybe in a different way. She’s addicted to alcohol; I’m addicted to self-righteousness.
He’s addicted to pornography; I’m addicted to judging everyone, declaring in my mind who’s in or
out of the Kingdom of God.” We’re all sick with sin; it’s just the flavor that varies.
In the rest of the passage [Luke 5:33-39], Jesus basically tells the religious folk that they
misunderstand God’s Word and commands; they misapply it as religious rules instead of
grasping that the King & Kingdom have arrived. He provides a symbolic story about why the old
ways -- their religious ways -- won’t cut it anymore, because the new has come through Jesus.
All their study & training, and they still don’t get it; but Levi will. In fact, Levi goes by another
name: Matthew (cf. Matthew 9:9-13). He becomes one of the 12 primary disciples / apostles
(along with Peter, James, John, etc) that follow Jesus, lay down their lives for Him, build the
Church, and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greedy, despised, tax-collecting
“sinner” to generous, sacrificial, loving minister of good news. It’s amazing how God can take
people perceived as “last pick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His first choice instruments to
accomplish His will & goodness for mankind.

Reflection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last choice with people? Do you know that you’re first choice with God?
It’s often easy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measuring our self-worth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Instead
of being judged through the unstable lens of wildly-varying opinions of imperfect people with
volatile emotions,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turn toward an objective standard of value & worth that
doesn’t change. Do you know that you’re first choice with God? Why or why not? Read
Romans 5:8 and reflect on how that reveals you are God's first choice, how He loved you so
much that at your very worst (as a sinner), He traded His very best (His own Son) to choose you.
(2) Do you intentionally practice hospitality with those who don’t know Jesus?
How do you treat “tax collectors” & outcasts in your life? Do you avoid them? Do you invite
people who don’t know Jesus into community with you? Do you invite them into your home &
into your life? Who are some people in your life who would feel far more comfortable in your
house than in the church, that you might intentionally invite over to bless? Don’t just think about
it; do it!
(3) Where are you prone toward religious thinking & self-righteousness?
Does your response to the gospel in your daily life look more like Levi or the Pharisees? What do
you need to repent of, in order to humble yourself before the Great Physician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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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如何面對死亡】

只見他臉色蠟黃，心想他一定很不舒服吧。我
就去告訴護士：
「那人臭，大概需要清理一下。」

對死的認識
傅琳

誰知那護士答我 “He expired.” 死了，那

剛進醫院上班時，有一天派我去打掃解剖

是死人！哎，都是習以為常，連臉都不蓋一下！

室，停屍間。因為才進去工作，不敢挑剔，派

同室那兩位活人知不知道自己與死人同室？還

我做什麽就做什麽吧。

起勁地在看電視。
在醫院，活人醫病，死人推走。還有誰會

那幾個地方都在地下室，一條長長的走廊，
燈光陰森森的，那節能的日光燈一片慘白。長

恐懼什麽？我也習以為常了。

長的走廊裡人影人聲都沒有，毛骨悚然；只聽

《聖經》說，這身體本是上帝用塵土造的。

到自己的腳步聲，驚懼之餘大概以為是鬼影鬼

科學也告訴我們，身體的化學分子與泥土的相

聲了。我硬著頭皮給自己壯膽：「別人每天幹，

同，所以埋在土裡，很快就與泥土化作一團。

我才頂一天班，怕什麽？嗨，我有主耶穌，祂

除非人用很強的防腐劑好好保存，像馬王堆出

是真光，照在我前面後面，什麽妖魔鬼怪都嚇

土的文物，還能瞧出個模樣。不然，變不成別

跑！哎，主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就不擔心，

的什麽東西。那人造的塑料製品，埋在土裡五

什麽都不怕！」就這樣，硬著頭皮打開解剖室

十年都不變，因為化學分子與泥土的不同。

的門。一看，嗨，啥都沒有！人家已經收拾好
了。然後再問別人，停屍間要不要去？人家告
訴我，不用去，裡面沒屍體。我連門都不用開。
哦，虛驚一場！那次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
為活人居然對死人有著那樣的恐懼。

人死是因為沒了那口氣，那口氣原是上帝
給的，理應與上帝同在；身體當與泥土同在。
原本是簡單的道理，結果因著人的「智慧」，
偏就不信，說：「哪有什麽上帝？顯明給我看
看！」豈不知那空氣，那風，那電，那愛，那

後來在醫院做久了，見到別人推著蒙著白
床單的屍體多了，心就漸漸釋然，不當一回事

良知......都是沒法顯出來的，但誰會否定那是不
存在的？

了。這邊屍體運走，那邊過去用消毒水擦淨那
張床，要不了 2 小時，又有活人睡上去了。

越來越明白，死亡是道門，人人都是從生
到死，可以說是出生入死，在死亡這道門前嘎

有一天去打掃一間有三張床的大房間，只

然止步。因為人有罪，所說所行的與上帝的要

見有兩個病人若無其事地各看自己的電視，另

求相差甚遠甚至背道而馳，所以死就是我們為

一人在睡覺。我怕吵醒他，就悄悄地在他床周

自己的罪付的代價。這是上帝的律，無人能超

圍拖了一下地。我聞到一股臭味，再定睛看他，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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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絕不是如燈滅

上帝就像父親，需要懲罰犯錯的孩子；但

李紡

只要孩子回頭跟父親說：「我錯了。」父親就
會赦免孩子的錯。上帝就是這樣，又給我們一

有很多人覺得人一生勞苦愁煩，一旦雙腳

個重生的機會。但要藉著祂的另一條律---信耶

一伸，兩眼一閉，就甚麼都沒有了。既然一生

穌，有永生。《約翰福音》3：16-17 說，「神

一世如此短暫，何必太過吃苦耐勞，甚麼也沒

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撈到或享受到就走，豈不冤走一生？因為對死

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祂的
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

的認知不正確，以致「不知死焉知生」地渾渾
噩噩度此生。那真是枉費了神所賜的寶貴生命。
在我青春年少的時候，我曾有一段時期很

得救。」
在死亡的門後面，因著信耶穌是主，我們
穿越那道黑暗的門，與光同在，進入永生，那

想死，並不是因為情場失戀或考場失意，而只
是覺得活著好像也沒甚麼意思，雖然死的念頭
常縈繞著我，但我畢竟沒有勇氣付諸行動；現

就是出死入生了。

在回首青澀的年華，彷彿看到自己傻乎乎地徘

上帝接著又說：「信祂的人，不被定罪；

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今我覺得若有人有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

厭世觀，最好的辦法是請他到 Stanford Hosp 的

的名。」所以在生與死面前，千萬不要輕易選

F Ground 做義工。F Ground 住著各式各樣的癌

擇不信上帝的話。要選擇出死入生而不是出生

症患者，他們為了存活，正忍受著手術，電療

入死。如果選擇了出死入生，面對死亡，我們

以及化療的折磨，看著他們求生的欲望，你還

就坦然無懼了，因為迎接我們的是光，是永生。

求死嗎？



在 這 裡 我 就 想 到 日 本 大 導 演 Akira


Kurosawa (黑澤明)所導的一部有名的片子 Ikiru
(生之欲)。這部電影敘述一位位高權重的主管，
突然被醫生檢查出得了胃癌，將不久於人世；
他因此覺得過去的努力將付諸流水，以致他對
工作失去了熱忱。於是有一損友帶他去尋花問
柳，找刺激，尋開心。誰知在風月場所他越覺
得空虛與格格不入，所幸此時有一益友來點醒
他。他明白了即使生命短暫，也要善加利用，
做些有益於社會或人類的事…結局是他難逃一
死，但在死前完成了有利於當地居民的水利工
程，使人對他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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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報導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謀財害

末日預言家之死
章志彬

命或情殺等等可怕的社會新聞。這些人何以會
做出聳人聽聞的事？歸根究底是他們不知道死

半個多月前，報紙

後還有審判，一生一世並不只是數十寒暑而已。

的一角有個半大不小，

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的老祖宗警世之言，印證

不很起眼的報導：數次

了人死絕不是如燈滅；啟示錄 21 章 8 節更告訴

預言世界末日而落空的

我們哪些人將在硫磺的火湖裡面對永遠的死。

加州聖經教師哈羅德·康

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翰

平 (Harold Camping) 於

一書 2:17)

12 月 15 日在家中去世，

Obama 總統寫了一本書，書名為《The
Audacity of Hope》。他這本書名來自於一位牧

享年 92 歲。
或許有些人對這名字似曾相識，有些人則

師的講道題目，相信 Obama 聽完牧師的講道後，

根本沒聽過。不過我看到這消息時，的確有無

神的靈啟示他，以致他再到 Harvard 更上一層

限感慨。因為他曾是我的老闆。

樓而為他鋪平了步上白宮之路。我們是否真認
識神而有永生的盼望？既有永生的盼望，那麼
你就不會消極地以為人死如燈滅，而乃是積極
地活出討神喜悅的豐盛生命。

1958 年，土木建築工程師 Harold Camping
將自己經營的公司產業捐出，在東灣奧克蘭成
立了一家福音電台，命名為 Family Radio，於
1959 年二月正式開播。這家電台以宣揚傳統福

有一些人也會嘲笑我們「你們基督徒，個

音為職志，伴隨著典雅的聖樂，吸引了許多基

個都說天堂好，卻個個都貪生怕死」，其實並

督徒聽眾；而在聽眾的奉獻支持下，電台逐步

不是我們貪生怕死，而是我們真正體驗了神救

擴張，極盛時在美國四十多個州擁有電台或電

贖的大恩，耶穌基督既為我們在十字架死了，

視台，並透過短波和中波廣播，以包括中文在

我們豈能不為祂好好地活著？「我如今在肉身

內的四十多種語言向全世界發聲（也因此

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沒有一個明白
神恩典的人，不有意義地活著。「我們若靠基
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但願你我都不是可憐的基督徒，只因我們深知
「人死絕不是如燈滅」而願意好好地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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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ing 還替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平羅德｣
以方便中國大陸為主的華語節目聽友來信聯繫
之用）；此外，電台也有主日學函授學校與各
類福音出版品，許多人認為 Family Radio 是一
個蒙神祝福的福音機構。
但是，這位自學鑽研聖經的平羅德先生，
卻在電台事工蒸蒸日上之際誤入歧途。他從

經像我一樣，到這家電台擔任有薪或無薪的義

1970 年出版的著作 The Biblical Calendar of

務工作，協助錄音、翻譯乃至於郵寄資料等聽

History 開始，就以計算聖經年代為主題，推算

眾服務工作。這家電台以前傳播的內容，除去

世界末日何時來臨。他曾經預言主耶穌會在

平羅德自己主持的節目以外，其實多半都是比

1994 年再來，世界將會毀滅；而在預言失靈之

較傳統的福音信息，並沒有明顯偏差，也因此，

後，他又花費了許多工夫去｢修正｣他的計算，

許多老聽眾以及工作人員乃至於義工都仍然支

從而在 21 世紀初期，推出了他最後的末日預言：

持這家電台，希望有一天他能夠回轉；但是平

2011 年 5 月 21 日主會再來，被神揀選的信徒

羅德始終不願意放棄他的末日預言。隨著 2011

將會被提升天，世界則經歷為期五個月的大災

年的逼近，他的死忠追隨者逐漸掌握電台，將

難，於同年的 10 月 21 日將會毀滅。

末日預言相關內容擴展到其他節目與所有的文

而在他潛心計算並且不斷推出著作與節
目宣揚預言的過程中，他原本擔任長老的教會
在溝通勸諫無效之下宣佈將他逐出，而他也因
此在電台與著作中宣告｢教會已死｣，說世界上
的教會都已經被魔鬼撒但控制，統統背離了神，

宣出版品，除了要人離開教會之外，甚至變本
加厲，公然呼籲聽眾不必做生涯長遠規劃，退
休或者子女教育基金都不必存了，要大家全力
傳揚末日福音，並且在神面前悔改，尋求神的
憐憫，｢或許｣有可能得救（因為他主張揀選論，
說是神早已揀選他

也被神所遺棄；真正的

要拯救的人，只是

信 徒 應 該 離 開教 會 組

我們自己不知道是

成團契，收聽他的福音

否被選上），最後

節目學習聖經，並且等

甚至停掉大部分正

待主再來。

常節目專門宣傳末
有不少來 到灣區

日，並斥資購買廣

超 過 十 多 年 的基 督 徒

告看板與車隊四處

聽過這家電台的節目，

宣傳。這樣的做法

也 有 一 些 弟 兄姊 妹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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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忍無可忍之下離去，聽眾和捐款數量也江河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唯有父知道i｣;

日下。

但是他卻一意孤行，說｢真信徒（他的追隨者）

2011 年 5 月 21 日過去了，他說計算有偏

就能知道｣，甚至暗示他是先知，神直接啟示他，

差，但是 10 月 21 日一定會應驗；結果有沒有

所以他能從聖經中預言末世。這樣的執迷不悟，

應驗，我們大家也都知道。等到 10 月 21 日也

不但讓他自己晚景悽涼，也迷惑了不少未信者

過去了，他在神隱幾天之後向公眾發表聲明承

與基礎不穩固的信徒，更讓一個規模龐大的福

認錯誤，隨後傳出他中風病倒的消息；但是意

音機構，接近灰飛煙滅的邊緣。

志堅強的他後來卻又康復（事實上他這些年來

平羅德因著自己的驕傲偏離了神，但是他

前後中風至少三四次），一直到他過世前，他

本人並沒有因此斂財牟利。想起他穿著老舊西

都仍然幾乎天天到電台上班，然而已經不再主

裝，一手拄著拐棍，一手拿著他那本翻爛了的

持節目，只是這些努力不但挽回不了他的名聲，

皮面聖經，踟踽獨行在電台走廊的情景，就為

也無法阻止電台繼續的衰敗。

他感到惋惜。而這也提醒了我們，在屬靈的道

這家電台在極盛時期的資產超過十億美
元，但是這位平羅德先生其實生活十分儉樸；

路上，時時刻刻要保持謙卑，要順從聖經話語
的教導，千萬不可自以為是，認為聖經滾瓜爛

而我前後含接案與兼職在內，在這家電台工作

熟了，會眾聽眾成千上萬了，就可以自高自傲，

十年，也目睹與耳聞他的作風，得知他的確是

以先知自居，擅自曲解神的教導。

一個刻苦自勵的人，但是因著他的嚴苛，他與

平羅德與 Family Radio 的故事或許將逐漸

家人和子孫並不和睦；因著他的末日預言，不

被人淡忘，但是神的話語卻永遠長存。｢若不是

少家人也被迫離他而去；而他在年事已高又眾

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

叛親離之際，大家其實多少可以感受到他對死

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ii｣；｢

亡的恐懼，而這些也反映在他的解經及教導上：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iii｣。無論

他說真信徒會直接被提升天，無需經歷末日來

多大的福音機構，多少追隨的信徒，倘若背離

臨的恐懼，這尚且符合聖經教導；但他又說新

真道，拆毀也不過轉眼之間。身為基督徒，怎

天新地來臨之後就沒有地獄，沒有得救的人都

能不引以為戒呢？

永遠毀滅於無形，一般認為這樣的說法，就是
因為他所愛的人都不信他的預言先後離開了他，
為了安慰自己，才說出這番沒有聖經根據的教

詩篇 127:1。

導來。
其實多年來，有無數的牧師、神學教授乃
至於聽眾不斷提醒他，基督明白地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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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篇】
David & Dorinda 夫婦
1) David

(高啟偉)

我從小在佛教與道教的環境中
長大，雖然如此，卻也經常去教堂聽
牧師講道，我相信有神的存在，但始
終不確定真神在哪裡，換句話說，在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能接受宗教信
仰，但是卻無法確定與專一。
我在幾年前開始創業，這幾年來，
我的身心承受了無比巨大的壓力，也時時面對

許多，家裡的氣氛，也比從前更加融洽，神的

無止盡的挑戰，我試著從佛教裡去找答案與解

大能已在我身上工作，願主與我們同在，直到

脫，我發現不但沒有找到答案，反而讓自己陷

永永遠遠。

在更深的憂慮當中。

2) Dorinda (陳瓊音)

幾個月前，我依舊試著從佛教裡去找答案

我在台灣長大，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來美

與解脫時，突然領悟到，佛經所闡述的，比較

國唸書。我的父母親一直是虔誠的佛/道教徒。

像是人生哲理的探討，並不像是闡述神的旨意，

他們經常到廟裡拜拜、唸經、我們小孩也一起

因此，我開始自己試著從聖經中尋求答案，但

跟著去廟裡玩，或吃拜拜後的食物、糖果，在

心中仍是充滿了煩惱與困惑。

那裡有很多童年美好的回憶。可是不知道為什

直到幾個星期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

麼我一直對大部份的神像有種懼怕的心，更不

我遇到一位基督徒，當他得知我已是多年的慕

喜歡唸經的聲音，總覺得它是跟死亡或不知的

道友時，他說：「你為何不將你的心打開，直

鬼神連在一起。（雖然我一直是很乖的小孩，

接去領受基督的恩膏與恩典呢？」，這段話對

也沒做什麼壞事。）原本以為長大後這種感覺

我當時產生的震撼很大，原來，我只要學會把

會消失，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心打開，相信主的存在與主的救恩，就能接受

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是在台北唸大學時，

到主的大能，過去這幾十年來，我的心在曠野

在平安夜的晚上應學姊的邀請去聽聖歌，當時

中遊蕩了許久，直到那個瞬間，才真正理解何

覺得心中很溫暖、詳和，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

謂因信稱義，這也讓我決定要受洗成為基督徒。

讚美神也可以用這麼美妙的音樂。之後也去參

這幾個星期以來，我的情緒比起以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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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嚇到，也就不了了之。雖然如此還是對教

澱，而葉牧師的講道更是句句打動我，我也每

會裡人的友善及好聽的聖歌留下好的印象。

天對上帝禱告、與祂對話。

開始比較常接觸到基督教，或到教會做禮

在這過去的半年，發生很多奇妙的變化，

拜是從大約十年前。那時身邊很多朋友是基督

包括我先生決定轉換到另一個產業，脾氣也變

徒，從他們身上我常看到、感受到他們的友善

好很多，我們的家庭也和諧很多。更奇妙的是

及樂於助人的心，因而也跟著他們去教會（生

他竟然主動告訴我他也要跟我一樣更接近神，

命河靈糧堂）。我很喜歡教會牧師的講道及一

接受神成為我們的主人，而這也是我在最近的

起唱聖歌，常常被感動或莫名的流下淚來。我

日子裡一直在禱告的。自從我們有這共同的決

也經常將自己或親友的需要或壓力帶到主的面

心後，我發現我的心更穩定，更多的盼望。雖

前禱告。常常我都可以從做禮拜中找到重新面

然生活中仍然許多挑戰，但是我相信我們一起

對問題的力量、或感到可以為身邊的人禱告視

攜手在主的大家庭裡，不管以後的高山或低谷，

為心中很重要的時刻。我也相信神一直在眷顧

我們會更堅強，時時有盼望，因為我們知道神

著我、應允我的禱告。雖然如此，但是心中仍

是我們的主人，衪必為我們開路。

對基督教有很多疑問無法得到解答，包括祂是
唯一真神的說法持保留的態度。也因這教會很
大，我們又沒有參加小組，沒有一個真正的連


余小儀

結。日子也就一年一年的過去。而自從四年前
搬到 Pleasanton 便更少去南灣的生命河靈糧堂。
大約一年多前 Joanna 開始邀請我們一起
去她的教會及參加他們的小組。在那同時我跟
我先生的感情也正處在一個隨時可能會分開的
邊緣，這種情形已持續 2-3 年，情況越來越壞。
主因是他的創業並沒有起色，而我也漸漸的失
去信心及耐心，他因為壓力大而脾氣變得很壞，
我們因而常常吵架。我真得覺得自己快撐不下，
必須靠神的力量來救我們的家及改善我們夫妻
關係，所以也就答應開始去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剛開始覺得這教會有點老舊，設備也跟生命河

自小就對教堂有種無名的嚮往，雖然每次
路經小城裡的教堂都有種想進去一探究竟的衝
動，卻一直沒有如願。

靈糧堂差很多，在小組裡似乎也無法融入，但

2011 年 2 月 14 號，原來在自己腦海裡曾

漸漸的我發現我的心慢慢的在這教會裡得到沈

經憧景過好多遍的送別情景與現實截然不同，
懷著一種很複雜的心情，獨自來到了異國它鄉

芥菜子第 49 期

第 13 頁

2013 年 12 月

的美國。剛經歷過了人生的一場變故，接著又

夏晨曦

要面對與兒子的分離，母親的病重，雖然如此，

我叫夏晨曦，在我很小的時候（大概小學

但真正讓我痛哭的也只有兩次。兒子是在我到

五年級），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撥弄家裡的收

美國安定下來的十個月之後才來到身邊團聚。

音機，無意中收到了香港的福音台，我懷著好

兒子的到來，喜憂參半，因為需要自己真正去

奇的心去收聽，但是當時我並不是太明白裡面

獨立面對撫養兒子的重責。對一個小孩子的撫

在說些什麼，我僅僅認為聖經是神話故事而已，

養不單意味著是經濟上的承擔，更重要是對小
孩子在人生道路的引導。

就這樣我陸陸續續的聽了有一年之久。小學畢
業的那個暑假，我纏著父母在新華書店買了一

到美國一年後的某天，因著一次參加學習

套圖畫版的聖經故事，他們起先非常不願意帶

培訓的機會，讓我認識了基督徒朋友 Kelly，經

我買，我想可能是因為裡面有太多的裸體畫。

她的引領，我第一次去了教會。我記得那是一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把那套書買回來了，整個

個週五的晚上，我下了班之後就直接驅車一個

暑假我都在津津有味地讀那套書。不過讀完後，

小時去到她所在的教會。那晚我第一次聽到聖

就是覺得有趣，雖然沒有建立我的信仰，但是

歌，聽著聽著，不禁淚流滿面，那些歌詞就如

培養了我正確的人生觀，甚至晚上躺在床上的

一個親人對自己說話，是那麼的親切，貼心。

時候，我也模仿起所羅門王，心裡默默的說，

由那一刻起，我就愛上了這位慈愛的天父。隨

我也不要金錢，只要聰明和智慧。祈禱完，我

著後來參加了主日崇拜，聽了很多牧師的講道，

就盼望著像聖經中說的一樣看到上帝，然後得

週五晚上的查經，更進一步了解與親近我們這

到一番誇獎，結果自然什麼都沒發生。

位慈愛天父，學習祂的話語。

因為父親是樂團的小提琴手的緣故，我從

我覺得一個人有信仰可以引領自己的人

小接觸西方古典音樂，家裡有很多古典音樂的

生有個明確的導向。很多時候我們並不了解自

磁帶，到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已經聽了不少

己，有很多罪性的念頭讓我們迷失人生的方向。

古典名曲，但是磁帶畢竟有限，我總想聽更多

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替我們洗去罪孽，讓我們

好聽的音樂。 初一的時候，已經有 CD 出現，

重生。耶穌基督藉著聖經上的話語引領我們做

並且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家不錯的 CD 店，裡面

好我們自己。我很願意讓主耶穌基督成為我一

有好多盜版古典 CD，於是那裡就成了我的遊樂

生的依靠，讓我不畏困苦，勇於面對生活的各

場，有一次買了我生平第一張的宗教音樂 CD，

種挑戰，喜樂生活。

巴赫的 b 小調彌撒。我買那張 CD，純屬被封面
吸引，一個巨大的鑲嵌著各種美麗寶石的十字



架，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十字架的意義，我就
想著這一定是與聖經有關的音樂，就興高采烈
的買了回去。聽完後，我的內心被深深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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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發了我的對人生的很多思考，我之後就不

又開始翻開聖經，由於內心的困惑與痛苦，我

斷的思考聖經中說的到底是故事還是事實？因

也開始體會到聖經對於我內心巨大的安撫和慰

為如此莊嚴神聖的音樂，在我看來不僅僅是所

藉，但是同時也讓我對這個世界更加困惑，對

謂的童話故事那麼簡單。

上帝的存在也開始懷疑，越懷疑越痛苦，越痛

之後我弄到了一本真正的中文聖經，因為

苦就越懷疑。於是我去教堂，但是我發現教堂

之前的我已經對聖經有過整體的了解，所以我

跟我兒時了解的西斯廷教堂，聖母百花大教堂

讀起來並不是很吃力，但是讀完後並沒有太多

等差距太大，裡面的壁畫遠遠不如米開朗基羅

的感觸，唯一的感受就是裡面的故事我都已經

或者拉斐爾的繪畫那麼震撼與精緻，坐下來聽

知道了。高中的時候，我開始迷戀上哲學，柏

聽講道，更是沒把我聽暈過去，神父、牧師說

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篇》，裡面關於靈魂的

的東西讓我感覺膚淺、幼稚，教友的見證如同

由來，靈魂的狀態又引發了我新一輪的思考，

迷信般的愚昧。

在整個高中的三年中，我閱讀大量的書籍，包

之後我就很少再去教堂，更不去聽講道，

括涉及不少神學的書。我開始不斷的思考我到

家庭教會更是讓我感到厭煩，但是值得欣慰的

底從哪來，上帝存在的意義，人類社會到底是

是我並沒丟棄信仰，至少在理性上我堅定上帝

在走向進步，還是趨向於墮落等這些問題。

的存在，至於上帝的存在到底對不對我們現存

中國的大學模式是極其懶散與墮落的，我

的世界有影響，我自己給自己找了無數的理由。

雖然沒墮落到成天泡吧和泡妞的地步，但是進

有時候我也能冥冥之中感受到一些上帝的作為，

入大學後，我已經很少思考深奧的問題，聖經

但是沒多久我的內心就會慢慢的起來疑問，是

更是不碰了，但是跟我關係很好的一位室友也

不是巧合？

很喜歡讀書，關鍵是他也非常痛恨共產黨，於

我認識上帝是出於巧合，追求上帝是出於

是我們關係變得非常的親密， 一起吃飯，散步，

自我的逃避，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還是逃到上

逛圖書館，爬山。就這樣幾年的渾渾噩噩，混

帝這裡了，也許就像約翰福音所說的那樣：不

到了 2006 年大學畢業。

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進入社會工作後，我開始感受到一個不一



樣的世界，充滿了不公與不義，專制與強權。
雖然這些不幸沒有降臨到我的身上，但是我依
然感受到了巨大的不安和痛苦，但是我又無力
改變，於是我開始自我封閉和逃避，於是成了
所謂的宅男，我很少出去旅遊，因為我嫌人太
多沒意思，我就悶在家裡讀書，這個時候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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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鴻德（Henry Cheng）

鄒燕
用心聆聽，用心感悟，這是我的心聲，在
我生活中，我感覺到了神的呵護，感覺到了許
多許多。
自我童年的時代，我看到了我的祖輩們在
煙霧瀰漫的房間裡敬拜「神」。他（她）們不
吃，不用，不享受生活，有病不看，用香火灰
治病。全部「收入」完全地奉獻了。當我看到
他（她）們皮包骨頭身軀，心裡陣陣酸痛，痴
迷這一切，他（她）們忘記一切該做的事情，
心胸變成狹小。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她）們說
一句讚美，及感恩話，難道就是結果？
我漸漸成年了，畢業進國企，我碰到一位
長者，每天微笑面對每一個人，對家人及同事
從未有句怨言，當我們讚揚他的時候，總不會
不說一句「感謝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漸漸懂得什麼才是可信靠的信仰。我在大陸

I grew up in a catholic family in Hong Kong.
We are a family of six children. My mom and dad,
two brothers and two sisters are baptized. Only
me and another sister are not. But even so , we
just followed through the motions of doing
"church things". We used to go to Sunday church
and pray before going to sleep. Ever since we
move to America, these habits starting to get less
and less. I know I still believe in God and I still
love Jesus Christ. But I just getting too lazy at
times.
I start coming to this church with my wife
over one year ago. I start praying again. I know I
am not perfect as I have sin. But God's mercy can
change me. I felt God is listening to my prayer.
And I could connect with Christ again. Now, I am
ready to accept Lord Jesus and Savior into my life.
I know my family with truly blessed. And I will
worship, honor and praise His Holy name.
我生長在香港的一個天主教家庭。我們是
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家庭。我的爸爸媽媽，兩個
哥哥和兩個姐妹都受洗歸入主耶穌名下。只有

經常去敬拜，心中有主，依靠主，我感到不恐

我和另一個姐妹還沒有。即便如此，我們也是

懼。我默默祈禱讓神眷顧我兒子，近日我兒子

跟著做，我們經常週日去教堂的和睡覺前祈禱。

也依靠神，「狂妄自大」性格也變成「謙虛謹

自從我們搬到美國，這些習慣開始變得越來越

慎」。「自私」變成「奉獻」。人類就是需要

少。我知道我仍然相信上帝，我仍然愛耶穌基

奉獻，感恩，關愛。

督。但我就是常常有點懶散。
Coco
11-24-2013

一年前，我開始和我的妻子來到這個教堂。
我要重新開始祈禱。我知道我不完美，因為我



有罪過。但上帝的憐憫可以改變我。我覺得上
帝是聽我的禱告。我會藉著基督再次與祂連接。
現在，我已準備好接受主耶穌救主走進我的生
活。我知道我的家人真地得到上帝的祝福。我
定意要崇拜，榮耀和讚美祂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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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篇】

以安排我去，但見了面了以後，覺得這家公司

吳惠貞

還不如我現在的公司好，沒有必要為了省些上

今年的感恩節見證會我怕錯過了，故提前
向葉牧師報了名，我要跟弟兄姐妹來分享神在
我身上成就的恩典，好讓我們在天上的父神得

班時間作工作上的改變。我問神「這是袮為我
開的路嗎？如果是，求袮再給我一些確據，如
果不是，求袮關上這扇門，免得我有選擇的時
候，心裡反而有掙扎。」結果這件事真的是有

榮耀。

始無終。之後的一年，我繼續跟神求能不能給
我 以 前 一 直 住 在 Union City ， 公 司 在
Fremont，每天上下班只要十來分鐘就到，非常
方便。在我兒子剛出生的頭十個月，我甚至可
以每天中午回家吃飯，餵奶，完全沒有 commute
的壓力。後來兩個小孩慢慢長大，到了上小學
的年齡，我們所屬的學區不是那麼理想，於是
我們在四年前搬到 Dublin 住。搬之前我稍微做
了一些研究，發現上班大概要 25-35 分鐘左右，
覺得還可以。但是多天往返還是蠻累的，特別
在工作一天之後還要翻山越嶺的，感覺路程特
別遠，有時候都在路上打瞌睡，糊里糊塗到家
的。這兩年情況更糟，大量的亞裔家庭搬到
Dublin 一帶的新區居住，交通狀況越來越差。
每天去的時候禱告神不要讓我遲到，回來則禱
告神保守我的腳步平安。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
神。我們的需要其實祂都知道。我常常跟神禱
告，求神能給我一個近一點的地方工作，好讓
我可以有多一些時間照顧日漸長大的小孩。

我調到我們公司 Pleasanton office 上班，這樣我
的工作不需作大的調整，但上班近了很多。可
是我了解 Pleasanton 的人事蠻穩定，也沒有到
退休年齡的人，不知道要等猴年馬月才有機會。
沒想到我很快就體會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
都能」。你只要誠心祈求，耐心等候，神就會
為你開路。有一天，我去經理那問一件事情，
像美國人那樣，隨口問一句「James，你今天過
得怎樣？」 我的經理說「我很忙，忙著請人」。
哪裡請人？請什麼人？我很好奇地問。
「Pleasanton 有一位同事要提前退休。」哈利路
亞，機會終於來了。我問他可以讓我去嗎？他
說「我怎麼沒有想到這點呢？這是個好主意。
那你的客人怎麼辦呢？」我說「願意跟著我的
我保留，覺得不方便的便留在 Fremont。」他說
好「你跟你家人商量一下（先生一聽就拍案叫
好，說那怕減薪水也值得，因為在路上開車時
間減少，風險也減少），然後盡快給我你客人

兩年過去了，有一天有位獵頭公司經紀打

的名單。」於是我就馬上跟我的客人聯絡，請

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到我們的一家競爭對手

求他們的意見，沒想到很多客人竟然不介意我

公司工作，我說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公司，可是

搬走，有些甚至說「Helen，你不用問我了，你

如果可以到他們的 Dublin 分行去，我可以考慮，

就帶著我走吧。」有些說「你換一個辦公室是

他說 Dublin 分行現在不請人，問我別的分行去

小事，我換顧問是大事。」有一個印度客人甚

不去，我說不去，因為沒有什麼分別，又何苦

至說「Helen，我們把你當作是我們家庭成員之

去折騰。後來他有打給我好幾次，說服我去跟

一，所以不想換人。」真的讓我感動。這些客

Dublin 的經理見個面，說一旦他們有空缺就可

人的反應提升了我的信心，更印證了一點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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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付出的時候，別人是感覺得到的。在平時

劉安靜

跟客人相處的時候，我一直秉持「你們願意人
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福音

感謝聖靈與我同在讓我再度和弟兄姐妹
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6:31）「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林
前 16:14）。凡是前來尋求幫助的人，我都誠心

神的恩典與憐憫，讓我五年前提前退休，

盡心地幫助他們。我的同事常說 Helen，你太好

得以放下幾十年的勞苦，好好地調養身體，為

心了，對誰都願意幫，而不是以「金」取人（投

我的人生下半場，活出精彩的生命。

資行業，什麼都以賺錢為前提）。其實，我知

誰知去年底開始身體就老是覺得不對勁，

道因為神的愛在我的心中，以我的本相，我是

經常到晚上就腿腫，早上起來眼泡浮腫，多年

做不到的。

的晨走也提不起勁兒，容易氣喘且腿部發軟，

經過一個月的整理，我就順利搬到我現在

趕緊去看肺科醫生，由於我三番五次的抱怨，

Pleasanton 的分行。接手了一百多戶新客人，

加上我有肺炎的紀錄，醫生不敢掉以輕心，當

99%是老美，很多還是年紀在 70-80 多歲的老人。

他從我心臟超音波結果，看到我的心臟血壓超

有些很少跟中國人打過交道。開始都用懷疑的

高於平常人的五倍之多後，更是覺得我的問題

眼光跟我見面，甚至有兩三個客人一開始就問

嚴重了。感謝主，祂適時的感動醫生將我轉診

可不可以換人，我一概都說可以。可是見了面

到 Stanford 醫院的肺專科醫生，做進一步的治

後，他們都願意繼續跟我合作。我知道我沒有
亮麗的外表和超人的能力，只有從神而來的信
心，愛心跟誠心，讓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可信的
人吧。因為在我們金融行業裡，不以利字當頭，
能設身處地以客人的利益為優先的並不是每個
人能做到的，因為競爭太激烈，人人要生存吧。

療，當我第一次見到醫生時，他告訴我説：他
仔細地調閲我過去多年的病歷，加上我當天所
做的呼吸測試，他問我有沒有想過要換肺？當
然沒有！我聽過換心、肝、腎，卻從未想過肺
也可以換，而且是要發生在我的身上，簡直是
太不可思議了！醫生說不但有，而且是超過十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
裡依靠他就得幫助」（詩 28:7）。在過去十四
年中，經歷過兩次大的金融風暴而沒有被裁員，
實在是神的保守和恩典，而今有如願地調的離
家最近的地方上班，我如何能不感恩呢？願弟
兄姐妹緊緊抓住神的手，過一個蒙福的人生！


年的臨床經驗，目前北加僅有 UCSF 和 Stanford
在做這種手術。醫生要我考慮，並當日就抽血
二十多管，並預訂多項器官檢驗，同時又送我
去見心臟專科醫生，他也對我說要換肺，但之
前必須要降低心臓的血壓，否則我的存活期多
至一年，當時我的心涼了，馬上向主呼求：是
真的嗎？換肺的消息就讓我消受不了了，又加



上生命的判決，我的神！我的神！只有祢能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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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把這個消息分享給葉牧師及我主日

我的奶奶

邢建華

的禱告伙伴時，大家馬上就為我迫切地禱告，

我的奶奶在今年 9 月 28 日晚上十點多走

求神給我藥物的治療而不致換肺，我的心不再

完了她在世上的旅程，安詳地回到天家，沒有

憂傷反而平和下來，靠主而活的信念在我心中

痛苦，正是人人都希望的「壽終正寢」。她在

滋長，天天感謝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聖靈

當天晚上八點多時已呼吸微弱，連水也不能喝

與我同在，哈利路亞讚美主！

一口。我們猜想她可能還等著要見我父親一面，

今年二月住院檢查時，我心中非常平安，

她不知道她唯一的兒子已在三年前先回天家了。

而且非常享受醫院的食物，也感謝主讓我有充

我的小妹在東岸用 Face time 和她對話告訴她：

分的休息，同時也可以讓我的弟兄與女兒們大

「奶奶，你平安地走吧！你馬上就可以看到爸

大放心，只要為我禱告我的神會看顧我的，這

爸了」。結果奶奶真的在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後

樣喜樂的心態，感染了照顧我的護士及醫生團

就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她一共活了 105 歲又 8

隊。經過多日的檢測後，一天早上，醫生們來

個半月。

到我的病床，向我宣布了一個好消息說，有一
種藥，用在我的身上反應不錯，他們說，妳的

奶奶出生在山東鄉下，那時，還是清朝末
期，她包了小腳，從來沒進過學校，過了很平

神真是聽了妳的禱告，只是這個藥相當的貴必

凡的一生。但她是神所眷愛的，五十多歲就信

須要申請。當一星期後護士電告，保險公司已

了主，從此她凡事信靠主，聖經怎麼說她就怎

經批准了這個每月一萬五的藥時，愛我的父神

麼信，因為沒唸過書，所以對主有一顆單純的

又聽了大家的禱告，再次見證神在我身上的恩

信心，從不懷疑。

典，哈利路亞讚美主我的神！
她在八十多歲時，覺得好想見她分別五十
至今用藥已九個月，效果不如預期的好，
但至少減低我心臟的血壓，我也接受醫生的話，

多年的弟弟，那時台灣大陸已可以自由往返。
但這件事並不容易，一來奶奶年紀已大，而且

在七月廿三日起，正式成為換肺名單上的等待

是坐飛機到中國，我們都覺得那只是個夢想，

者，在等待的日子裡，我的心不再像往日遇事

但奶奶相信神一定會成就的。她禱告了十年，

焦慮煩躁，相反地有從神而來的喜樂與平安。

終於在 1999 年由五妹帶著去了中國，見到了分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別半個世紀的弟弟，一路神特別保守帶領。五

凡事謝恩。我且要趁早裝備好自己直到見主的

妹說她實在看到了神的工作。

日子，神暫時沒有讓我消失在這個世界上，我

奶奶無論遇到任何困難或病痛，她從不埋

深信祂有計劃在我身上，並使用我這樣一個卑

怨神或責問神為什麼。她自去年十一月不小心

微的老人，感謝主！

摔了手臂，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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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舒服，沒有胃口，她就大聲禱告主來救

【生活分享】

她，醫治她，最後總是說，
「主耶穌我讚美袮」。

一表人才

奶奶一生可以說身無分文，但她從不缺乏，
神為她預備了一切她需用的，一直到最後一刻。

新心

清晨醒來，默想神恩。祂告訴我：我賜你
一表人才。左思右想，不得其門。因為自己實

願我們都能學習奶奶的信心，討神的喜悅。

在長得不算英俊瀟灑、玉樹臨風，當然也不是



閉月羞花、沈魚落雁，難不成神和我開玩笑？
就像莎拉偷笑神，在她耄耋之際還讓她懷孕有
子望。再仔細思前想後，神似乎不是開玩笑，
而是說祂賜給我才氣（有點可嘆不是「財」氣）。
終於恍然大悟：天生我才必有用。神賜我信手

【笑一笑】

捻來、胡亂塗寫一些小品，也許可以記錄生活、

怎麼唸

可以激勵人心，偶爾還可以賺一些稿費外快；
神讓我時常哼些小曲，正好旋律不高不低、節

有個學生名字叫「馬騳驫」。開學點
名了。

奏不偏不倚、感情釋放恰如其分、技巧運用掌
握得宜；神使我隔三叉五學習協調的事工，所

班主任不知怎麼唸，所以每當上課點
名的時候，總愛說馬叉叉到了没。

以對於計畫、組織、安排、溝通、執行之事，
愈加駕輕就熟、易如折枝反掌。愈想就愈發笑

語文課上課了，語文老師有點文學素
養，點名道：「萬馬奔腾到了没？」

逐顏開，神賦予的恩賜豐豐富富，取之不盡、

體育老師怕麻煩，直接點道「一群馬
到了没」。

在神的眼中，每位都是一表人才、傑出人

用之不竭。感謝主，欲加之「恩」，何患無詞！

士。只要細心發現神所賜的長處，加以磨練、

歷史老師對這個名字很感冒，於是點
名道：「馬家的五馬分屍來了没有？」

發揚光大，人人都可以成為神眼中耀眼的鑽石。
君不見有些自閉症兒童卻可專精在某個領域？

數學老師最直接：「馬六到了没？」

電影雨人達斯汀•霍夫曼飾演的角色，即是在

（忙碌的工作中笑一笑，生活變得更
美好）

散落一地的火柴棒中，數秒鐘即可看出或計算
出其數字，令人咋舌。有個才藝節目，一位似

正確讀音為

乎是弱智的孩子，卻把玩木琴到神乎其技，擊
打難度極高的古典樂音，完全背譜不費吹灰之

ㄇㄚˇ ㄉㄨˊ ㄅㄧㄠ（Ma3 du2
biao1），長知識了吧！

力，使全場的人感動莫名，抱以熱烈掌聲，美
妙的音樂仍然餘音繞樑，令人感佩。世界口足
畫家，雖然缺少了手，卻用他們的嘴或腳彩繪
出繽紛的人生，每幅畫作都是專業之精品，令
人嘆為觀止。Lena Maria 是天生缺陷人士，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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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可使用，竟可做我們無法想像之事，除了

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同工所完成的。換言之，

生活必須自我料理，他會用口足煮飯菜、開車、

大多事工皆由少數人做定。莫怪服事過重過多

縫紉、彈琴、唱歌、作曲、演說，鼓勵無數失

的同工，精力耗盡，日後再請他們幫忙時，許

喪之人....身心障礙人士尚且正向積極思考並化

多人總是望之卻步，而新進或年輕弟兄姊妹，

為行動，傾全力鞭策自己，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往往也不輕易委身服事，以致我們這些年近半

其生命影響造就他人，成為發光體，正常我輩

百或已過半百之人，苦無對策，只好自己咬緊

者，更應學而時習之，起而效尤。與此同時，

牙關硬撐。再五年、十年，如果還不呼召訓練

不得不驚嘆上帝創造的奇妙，祂為任何人開路，

新血，仍是後繼無人的狀態，如此，這個教會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將日趨老化，老到大家無力動彈、面面相覷。

在教會中，我發現人才濟濟。好生羡慕安

我們是否過於安於現狀、不思長進？應如何激

靜姊、友蘭姊和 Jessie 做一手令人垂涎欲滴的

勵弟兄姊妹服事？看來得好好向神尋求智慧，

佳餚或點心；Benny 聲如鴻鐘、悅耳動聽的歌

使各事工的領袖，能用顯微鏡找到合適服事之

聲和台風穩健、幽默風趣的主持，讓人激賞；

人，再用放大鏡擴張其優點，實所必然。

Amy and Grace 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琴弦，時而

如果可以寫信到教會高層提意見，即表示

靜謐甜蜜、時而壯闊波瀾、時而即興妙趣；陳

你可以投稿芥菜子，免得老編李紡為稿件絞盡

牧師和林大哥的證道，引主話語、鏗鏘有力，

腦汁；如果你有歌聲，不管音質良窳、技巧有

時而勸勉鼓勵、時而妙語如珠、偶爾畫龍點睛

無，請到詩班練習，假以時日也許可以唱得像

加上啟迪人生的小故事，令人省思；祖佑、世

Pavarotti or Sarah Brightman，免得詩班缺人，

儀、惠珍在外宣和兒童事工上兢兢業業，蟬連

舊人不得不暫時繼位，其實他們也有想退位的，

數年不敢懈怠，令人敬佩；龐弟兄和其他弟兄

無奈苦苦尋尋覓覓，卻未見有興趣之有心人；

姊妹安排或收放桌椅，數十年如一日，視如自

如果你研經造詣匪淺、就可以當成人或兒童主

家之事，責無旁貸；也佩服世勳愛神、愛人、

日學老師；如果能做一桌美食宴客，你也必能

愛動物、愛植物，悉心呵護教會中一草一木；

在教會廚房中服事；如果你愛聽音樂、喜歡音

佑瑜在兒童主日學努力耕耘，看見兒童朗朗背

響設備，一定能在錄音室中，發揮所長...教會

讀聖經，從小往下紮根，知道她的努力開花結

中有無數大小不同事工，按照神所預定的，每

果；超羡慕劉健美術設計的天分，難怪人稱之

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長，只要願意加以發展，接

為才子，成都果然不愧是才子之都；還有許多

受神的陶造，（不經意心中又哼起：你是陶將、

默默付出關懷、探訪、代禱的無名英雄，限於

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神必

篇幅羅列不完。不少有「心」人，在自己的服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每人貢獻自己的一小部

事崗位經歷神，並一點一滴地影響別人，榮神

份，即可享受眾志成城的成果，是何等令人激

益人展現至美的見證。

勵。我想我們都是神寶貝的器皿，和「一表人

美中不足的是，多數服事的同工，都有一
致的慨嘆：估計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事工，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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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上天自有安排

十字架上偽裝的耶穌看在眼裡，想告訴他，
網路文章

北歐一座教堂裡，有一尊耶穌被釘在十字

這不是你的，但是，約定在先，他仍然憋著不
能說。

架上的肖像，大小和一般人差不多，因為有求

接下來有一位要出海遠行的年輕人來到，

必應，因此專程前來這裡祈禱，膜拜的人特別

他是來祈求耶穌降福他平安，正當要離去時，

多，幾乎可以用門庭若市來形容。

富商衝進來，抓住年輕人的衣襟，要年輕人還

教堂裡有位看門的人，看十字架上的耶穌
每天要應付這麼多人的要求，覺得於心不忍，
他希望能分擔耶穌的辛苦，有一天他祈禱時，
向耶穌表明這份心願。

錢，年輕人不曉得原因，兩人吵了起來。
這個時候，十字架上偽裝的耶穌終於忍不
住，遂開口說話了.............
既然事情清楚了，富商便去找冒牌耶穌所

意外地，他聽到一個聲音，說：「好啊！
我下來為你看門，你上來釘在十字架上。但是，
不論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都不可以說一句
話。」

形容的窮人，而年輕人則匆匆離去，生怕搭不
上船。
偽裝成看門的耶穌出現，指著十字架上說：
「你下來吧，那個位置你沒有資格了！」

這位先生覺得，這個要求很簡單。於是耶
穌下來，看門的先生上去，像耶穌被釘在十字
架般地伸張雙臂，本來肖像就雕刻得和真人差
不多，所以來膜拜的群眾不疑有他，這位先生
也依照先前的約定，靜默不語，聆聽信友的心
聲。

看門人說：
「我把真相說出來，主持公道，
難道不對嗎？」
耶穌說：
「你知道嗎？那位富商並不缺錢，
他那袋錢不過用來嫖妓，可是對那窮人，卻是
可以挽回一家大小生計；最可憐的是那位年輕
人，如果富商一直纏下去，延誤了他出海的時

來往的人潮絡繹不絕，他們的祈求，有合
理的，有不合理的，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無
論如何，他都強忍下來而沒有說話，因為他必
須信守先前的承諾。

間，他還能保住一條命，而現在，他所搭乘的
船正沉入海中。」
這是一個聽起來像笑話的寓言故事，給我
們的啟示是：

有一天來了一位富商，當富商祈禱完後，
竟然忘記手邊的錢便離去，他看在眼裡，真想
叫這位富商回來，但是，他不能說。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自認為怎麼樣才是
最好的，但事與願違，使我們意不能平，我們
必須相信：目前我們所擁有的，不論順境、逆

接著來了一位三餐不繼的窮人，他祈禱耶

境，都是對上天我們最好的安排，若能如此，

穌能幫助它渡過生活的難關，當要離去時，發

我們才能在順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舊心存喜

現先前那位富商留下的袋子，打開，全是錢，

樂，人生的事，沒有十全十美，我們應認真活

窮人高興得不得了，耶穌真好，有求必應，萬

在當下！

分感謝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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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智慧

別玩完了

辛胡桂蘭

一家咖啡館的牌子上寫道：
我們沒有無線網絡，和你身邊的人說說話

我住的老年公寓有片玫瑰園，每年三，四
月開始玫瑰就爭先恐後地綻放，萬紫千紅煞是

吧！

好看。在園中閒逛看到各色的玫瑰爭奇鬥艷，

**
以後人們離婚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手機

我的心情就會異常的好。我從小就愛花，不論
是什麽場合，生日、母親節、聖誕節，只要有

而不是婚外情..
現在跟很多朋友一起吃飯聊天，對方都在

人送花，我就會雀躍不已。把花瓶往屋中央一
擺，整個屋子頓時亮麗不少。只可惜本人沒有

不停的 Line 語音，自拍，刷屏，心不在焉，不由的悲

綠手指，不論用什麼方法，花在家中放不到一
個星期就會逐漸凋謝。看到七零八落的花朵，

從心生，
看別人不停的擺弄手機，......我就是因此

我就想到馬太福音第六章 28 節所說的『何必為

換了 3G 手機，自己也就得玩，否則氣氛尷尬

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

無比，回到家裡也是如此景象，

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

夫妻之間懶得交流，懶得傾聽，各自忙著

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
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

玩手機，所以我很認同下面這段話。
百年前躺著吸鴉片，百年後躺著玩手機，

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上帝還給他

姿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您可能沒時間親子，可

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說得多麼好，神

能沒時間盡孝，然而卻花大把的時間捧著手機

對花草樹木尚如此精心設計，更何況是萬物之

沉思，傻笑。

靈的人了。

不知不覺中我們形成了一種可

人的一生是很短暫的，如何利用這短短幾

怕的習慣，早晨睜開眼第一件事是

十年的時間，將神賜的才能好好的發揮出來替

摸摸手機在哪裡，晚上睡之前最後一

祂做工，這才是我們生存的意義。

件事還是玩手機，似乎離了手機就
與世隔絕一般的孤獨。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9 節也寫著『我
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

其實今日的智能手機與當初的鴉
片一樣，正蠶食著我們的熱情與靈魂，

可憐』就因為我們知道天堂是神的應許，就更

(願我們以此為警戒唷! )

應該把握時間快快將福音傳給那些持『人死如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

燈滅』沒有永生盼望的人，希望他們也能脫離

我在你身邊，而你卻在玩手機！

空虛與絕望，進入神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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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六月份的芥菜子，我
特別轉載了有關 Nelson Mandela 的「寬恕」？

李紡

感謝葉牧師邀請了不少新受洗弟兄姐妹分
享受洗見證，每個人尋找真神都費了不少時日，
其實神早為他們預備救恩，就等他們心甘情願
地對神說 “I do”. 歡迎這些新受洗的弟兄姐妹
成為神家的兒女，大家一起紮根結果，一生榮

因為當時他已住院，我判斷他熬不過六月底，
結果他比我想像中多活了六個月，可見每個人
的生命氣息都在乎於神。即使帝王將相或名醫，
都無法巧奪上帝寵召的時間。明白這一點，我
們再來思索「基督徒如何面對死亡」，就更有
意義了。

神益人，才不失基督徒的寶貴身分。
我忘了誰說過「不論你多麼富有，多麼有
這一期的芥菜子無法在年底前出刊，難免
有遺憾之處，但同工們也需要在聖誕佳節時休
養生息，以養精蓄銳，走更長遠的路，希望大
家多多體諒我們沒有如期出刊的苦衷。

權勢，當生命結束之時，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留
在世界上，唯有靈魂跟著你走下一段旅程。人
生不是一場物質的盛宴，而是一次靈魂的修煉，
使它在謝幕之時比開幕之初更為高尚」。但願

如果你參加了今年的感恩節聚會，你一定

這一期的芥菜子，能幫助我們因知道我們死後

感受到所有的見證都精彩絕倫，我們在歡笑中

的盼望，而懂得「守住所信的道」並「打那美

有感動的眼淚。我當然把握機會，立刻邀稿，

好的仗」，一生做個得勝的基督徒，不輕易被

宋惠珠姐妹還幽默地說「妳看我在教會被埋沒

外在不順的環境所絆倒，更不無知地絆倒別人。

多久了！」所以她的見證大作我得千呼萬喚後，

這一期有許多好見證，敬請細細品味。

才可能出來，敬請大家拭目以待。這一期尚未
刊出的見證，我將會在下一期補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

上。因為我也不能對這些「名

請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

嘴」太過施壓，免得他們跟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我翻臉不交稿了，當然我們
也不能無止境地等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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