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芥菜子季刊
Mustard Seeds Journal

【牧者訓勉】 身份 1 / Counter Cultural 4

本

【內在生活】內在生活 6 / 讚美 6

期

【讀者迴響】生是偶然，死是必然？7

精

No. 50 Mar 2014

【懷念楊媽媽】楊蔡逸鎂姊妹生平 9 / 懷念 9 / 媽媽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采

10 / 懷念我奶奶 11 / 紀念楊媽媽 12 / 給姨婆婆 12

22416 Meekland Avenue
Hayward，CA 94541

內

/ 懷念楊媽媽 13

Tel: 510-581-1630
Fax: 510-581-5653

容

【感恩見證】感恩 宋惠珠 14 / 木蘭花 15
【生活分享】怒氣與賭氣 16 / 聽命勝於獻祭 17 /任意
而行 18 / 莫言 19 / 錢是你的，資源是大家的 19 / 與

Website: http://www.cfcchayward.org

你分享 20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cfcchayward
Email: church.office@cfcchayward.org

【中文教室】得 21 / 中文萬歲 22 / 中文字的奧妙 22
【老編的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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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葉耿齊牧師

『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
一個雇工吧！」。
大兒子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
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摘自《路
加福音》15章

效來定義自己的價值，找不到自我價值的人，

「我是誰？」

是活在極大的痛苦中，因為他覺得自我的存在
這是一個最古老的哲學問題。如果不能回

被否定了。

答這個問題，也許日常生活還是能照常地過，
但到了某個時間點，心裡的不安終究會浮上來，

嗎？」

懷疑自己存在在這世界的意義。

這是一個最深邃的靈性問題。說到底，信

「我的價值為何？」
這是一個最深層的心理學問題。人的一切
外在行動的追求，幾乎都是在尋求他人和自己
的認同與接納，都在嘗試著用外在的成就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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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不是一堆規條的堆砌，神也不是一堆原則的
總和。人需要知道，如果有神，祂真的會無條
件地愛我嗎？即使在我最真實、最醜陋的時候，
祂是否仍然肯定我是寶貴的？即使在我自己都
2014 年 3 月

瞧不起自己的時候，祂是否能仍然不放棄我？

怨父親的處置不公平，但他其實也沒體會到，

這三個問題，其實就是在問，「我的身份

其實所有的一切早是他的了，因為他的父親愛
他。

是什麼？」，我的 identity 根基於那裡？
不能正確地找到以上三個問題的答案，注

不管「做的好」或「做的不好」，都不是

定不能有一個幸福的人生。許多人一生都沒有

父親的眼光。在父親眼中，他們就是兒子。他

找到，因而產生了許多心理的焦慮、病症和外

們的身份、價值，不在於他們所做的，而在於

在行為的偏差；也有許多人自以為找到了，卻

他們所是的。因著他們是兒子，所以小兒子可

是活在欺騙和虛謊中，追逐著錯誤的東西。更

以再一次被父親接納，因著他們是兒子，所以

有許多人正在尋找著，卻不知道原來答案很深

大兒子會被父親再一次提醒。這兩個兒子若都

奧，但也很簡單。許多明星自殺，因為他發覺，

能放棄自己「雇工的眼界」，進而擁抱、接納

當不再有掌聲時，他突然不知道他自己是誰了？

「父親的眼光」的同時，也就是他們找到自我

許多人害怕退休，因為他擔心，萬一不能再工

價值、身份、幸福的時刻。這個秘訣何等單純！

作，他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那了？許多人拚命

連小孩子都可以得著，但卻又何等深奧！因為

追求，其實是恐懼，當自己沒有了所追求的那

世人仍在找尋。

些，還能不能被愛，自已還有沒有價值？

我是誰？我的價值在哪？我的身份是什

而基督信仰有唯一正確的答案；基督徒能
喜樂並非偶然。

麼？
基督徒是「被上帝所愛的兒女」，這就是

在路加福音這耳熟能詳的「浪子的比喻」

我的身份。而基督徒的價值也不在於他的行為，

中，小兒子放蕩揮霍，大兒子抑鬱苦毒；小兒

他所服事所做的，而是在於「他是被上帝愛的」
。

子用放縱的行為來遠離父親，大兒子則用循規

上帝若愛我，我就是有價值的，而這個價值不

蹈矩的行為來遠離父親；小兒子離家，大兒子

會因著外在的起伏被奪去，因為我們是兒子。

在家，但不管是放蕩的，還是規矩的，是離家

在一次靜默中，當我正在為事工擔心，為

的，還是在家的，全部都是迷失的，全部都沒

自己會不會永遠在服事上一無所成而焦慮的時

有體會到父親那無條件的愛，沒有明白身為「兒

候，我聽到主柔聲的意念:「就算你今生一無所

子」身份的意義。

成，你仍然是有價值而蒙愛的」。

為什麼？

當我說:「主啊！我信這話！」的那一刻，

因為他們都嘗試著用「他們所做的」來定

我被釋放了，也找到了自己。

義他們是誰，他們的身份。小兒子後來發覺了
自己的放蕩，因而把自已定義成「雇工」(而非
兒子)，因為他「做的不好」。大兒子覺得自己

【附】有感於自己基督徒蒙愛的身份，寫下了
《恩典之海》

「做的好」，因而覺得自己配得更好的，並抱
芥菜子第 50 期

第2頁

2014 年 3 月

恩典之海
我不會忘記，你的愛，
是無盡的恩典之海，

我不會忘記，你的愛，
是無盡的恩典之海，
過去、現在、未來， 塗抹我的醜陋、罪
惡、掙扎、失敗，

在那裡，我洗淨被人評價的塵埃，
在海中，真實的我，倘佯，無礙，真誠，
自在，
軟弱，但是懂得依賴，

啊，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愛，
你那無盡的，無盡的，恩典之海....

無須受控於別人的期待， 不再注目自己
的好與壞，
不再扮演，不再偽裝，不再渴望世界的
擁戴，
因你的恩典將我承載， 用我不配得的白
衣為我穿戴，
未曾到過的，不會真明白，
你那無盡的恩典之海， 是何等的恩典，
何等的愛，
神的子民，口渴的人，進前來，
勇敢躍入這無盡的恩典之海，
羔羊的寶血，將你買，

【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君子好逑
神賦予女人的天職是甚麼?
姐妹如何期許自己成為弟兄的好伴侶?
弟兄到底喜歡的是甚麼樣的好逑?
截稿日期
2014 年 6 月 6 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從今以後， 大聲說: 我是蒙愛!
是啊，我是蒙愛，
主啊，蒙你接納，蒙你愛，
小信的人，何需疑猜?
眼前不是一片， 無盡的恩典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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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Joshua Lee
22416 Meekland Avenue, Hayward, CA 94541
Phone: 510.581.1630
E-mail: josh.lee@cfcchayward.org
Website: 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
A ministry of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Counter-Cultural
(Luke 6:37-49)
In Luke 6:1-36, Jesus teaches us how we are blessed when our identity is in His Kingdom instead of a
worldly one, because He reverses society’s values of wealth, comfort, power and fame in this life. His
Kingdom is completely counter-cultural to our world, and He continues to teach on this in Luke 6:37-49.
[Luke 6:37-38] As we learn from King Jesus about His counter-cultural Kingdom & its ethics, we run
across a famous passage that people love to misuse: “Judge not, and you will not be judged.” People
today use it to mean: “Even if I do something wrong,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because it’s all relative, so
don’t be so judgmental.” That’s an understandable perspective: If you’re the guy who always goes around
finding fault in others, nitpicking & criticizing, and your apparent spiritual gift is “discouragement”, knock it
off. But we distort Jesus’ meaning so that, taken to extremes, it becomes a universal way to deflect
responsibility for our own wickedness. If someone says: “Hey, you messed up.” We respond: “Thou shalt
not judge.” Then they respond: ““No, you’re being judgmental of my judgmentalism, so you quit it”, and so
on… it’s ridiculous.
We misinterpret it to mean: “You shouldn’t judge anyone.” But the truth is, God’s Word is filled with good
laws (to protect us & others), but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sin, so when the two meet, there’s a problem. So,
do we ignore the sin in each other’s lives, or the wounds people inflict upon themselves & one
another? No! The key is in Luke 6:37: Notice that Jesus associates judging & condemning; i.e., He’s
talking about the kind of judgmental attitude that usurps His role as the ultimate Judge, when we condemn
someone as if we have the right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at person is going to Heaven or Hell: “That
guy hurt me; I hope he burns.” Don’t do that. We must get rid of self-righteous arrogant religion that
condemns people & has no love or hope for them, but we don’t get rid of discerning “right &
wrong”. People do sin; it is self-destructive & other-destructive; so instead of judging to condemn, Jesus
teaches us [in 6:37] that we are to unmask & point out someone’s sin… and judge to forgive. In order to
genuinely forgive someone, you have to honestly discern & judge what they did (or failed to do) as
sin.
We’re taught by Paul [1 Cor 5:12-13; cf. 6:2-3] that Christians should judge one another’s sin;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lovingly, humbly, graciously approach people, and (out of love) point out sin that is
destroying them/others, but not in a condemning way that says: “There’s no hope for you; you’re done,
worthless, hell-bound.” When it comes to those who are not Christians, we shouldn’t expect them to act
like Christians; their more important need is for them to meet Jesus rather than modify their behavior,
which is simply religious effort (in a bad way) to make oneself right with God by our own work, when only
Jesus & His work can do that for us. Non-Christians don’t know Jesus, so talk to them about Jesus.
But for Christians who do belong to Jesus, we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of them. For those who believe
and know the God of the Bible, we hold them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Bible. We judge each other in a
discerning way not a condemning way, not to destroy them (“Go to hell!”) but to help them see: “Here’s
where you’re stuck; I’m here to help. We need to get you out of this wreck. It needs to change, and by
芥菜子第 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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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grace, it can.” In judging, then forgiving, you’re not ignoring sin done against you, nor condoning it
or denying it, as if “it’s not a big deal.” It is a big deal; Jesus died for it.
[Luke 6:39-42] Jesus gives a parable (a story illustration): If you’re judgmental in a condemning &
unforgiving way toward someone’s sin, forgetting the fact that you also are sinful (forgiven far more by
Jesus for all your secret, sinful thoughts & deeds, the sum total of which is like a giant log compared to the
nitpick you have against them), then you’re lik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into a pit, i.e., you’re not really
helping the other person; your intention is not to help but to harm. You’re bitter & angry with them when
you confront them. You’ve decided to take Jesus’ role & play judge. So you become a blind guide & a
hypocrite: You haven’t dealt with your own lumberyard of sin before lovingly confronting someone’s
splinter of sin, so in your sinful rage & blindness, you lead both of you down a destructive road. Instead,
deal with your own sinfulness first. When you do, you’ll be able to see clearly (instead of skewed by your
own sinfulness, emotions & self-righteousness) so that you can judge to forgive, not condemn. What
Jesus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is how forgiven people should forgive. We have asked & received so much
forgiveness from God through Jesus for far worse, yet we won’t forgive? The Kingdom ethic recognizes
the destructiveness of sin (in our own lives & that of others), the amount of forgiveness we have received,
and passes on that blessing of grace into others’ lives for their good & God’s glory.
[Luke 6:43-49] When we are blind to our hypocrisy, and don’t deal with ourselves/our sin, we show what’s
really inside us: Our angry words of condemnation are the bad fruit produced from & reflecting the true
state of our heart: our own wickedness & evil. But one who is able to repent of their own sin, judge
accurately another’s sin & forgive… that kind of good fruit reflects the true citizen of God’s Kingdom,
someone who is rooted firmly in Christ & produces fruit in line with Him. If we’re willing to build ourselves &
our lives on the rock of Jesus, we aren’t simply modified or improved… we’re regenerated from the
foundation up, from the roots up, from the inside out. Tying into Luke 6:1-36,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stances –how rich or poor, comfortable or uncomfortable, happy or wounded, publicly accepted or
rejected, no matter how much someone abuses, hurts or sins against us – your life & heart will stand firm
when the foundation is built on King Jesus & His counter-cultural Kingdom. Hard lessons that I'm learning
right along with you, friend. :)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goal of someone who is always being
critical? How have you been critical of others?

What fruit comes out of you when people wound
you (whether accidentally or sinfully)? What
excuses have you used to justify your sin &
rebellion?

2. Who do you need to forgive?
If you don’t forgive, you’ll become a bitter
hypocrite. Bitterness is always the fruit of
unforgiveness. Hypocrisy is what happens when
we want God to forgive us, but we’re not willing to
forgive others. It only takes one person to repent,
one person to forgive, and two to reconcile. But
you can forgive whether or not the other person
ever repents, apologizes or changes.

4. What would building your house on the rock of
Jesus & His Kingdom look like in your life?
What areas of your life need renovation? What have
you built on shifting sand &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Jesus? Consider areas of wealth, comfort,
happiness, power, acceptance, recognition, or even
hurts from other people that affect how you feel about
life when these things go up or down. 

3. What kind of fruit has your life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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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生活】

讚美

內在生活

羅炳森師母

羅炳森師母

你要時時刻刻的力求能夠讚美──要超

當耶穌吸引人們來愛祂時，祂盼望他們時
刻地注視祂。如果他們殷勤地追求，這每時每
刻的注視就成為他們生活的方式。

越你的一切過錯，超越別人的一切誤會，超越
你所有的失敗，和別人一切魯莽的言行；當失
意的感覺臨到你的時候，你當留心──立刻要

起初的經歷，他們是藉著更多禱告、讚美、

起來抵擋它、遠離它、制止它，把它交給主，

等候神、交通及有時在工作中來注視耶穌。如

不要理會它，不要再去想它；要快快樂樂的說

果他們在這方面的經歷有長進，並且成了神所

話，保持一付爽朗的臉色，不管發生了甚麼事，

用的器皿時，他們便能更多的尋求祂，祂也更

要安息下來，讓它在主的手裡就好了。無論是

多向他們顯現，因為祂留意那些專心尋求祂的
人。不但如此，祂也開始使他們的心思每時每
刻專注在祂自己身上，激起他們在祂裡面有所
尋求。這就是內在及更深生命的起點。

大的難處，小的難處，痛切的失意，或輕微的
沮喪，都要保持你的讚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
些東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穌就好
了。

當他們進入這個階段時，祂就藉著別的教
師或亮光教導他們如何「操練與神同在」，也
就是將心思定注在耶穌身上；任何遊蕩的心思、
動作、言語或感覺，都要在神的愛中，藉著器

假若你天天讚美主，時時刻刻地讚美主，
你將不知道會發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所
閱歷的一切都失去顏色的。你必常常看見主，
將有一個極其驚人的大改變要臨到你這個人，

皿的意志把它召回。
我們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
是神自己，這時我們要非常小心把心思轉向神。
當我們一發現有一句話不是出於祂的意思時，
當立即把它改過來。要回到裏面注視耶穌，告

你要以祂自己的道為樂，以祂的願望來代替你
那天然人的願望，你也要在祂面前狂喜，你就
要以稱頌、讚美，誇耀祂的聖名了。
這樣的人，便列在那得勝者的行列。

訴耶穌，是祂在你裏面掌權。如此你的行動、



思想、及言語將合乎祂的旨意，並且祂將看顧
你，使你能行出來。
*編按：羅炳森師母(Martha Wing

同時，你也需要在神裡面儆醒禱告、安靜

Robinson 1874-1936)，生於美國

等候。如此的生活將使任何一個人有了裡面的

愛荷華州，1905 年與來自加拿大

轉變：也就是使他能與主同在。如果你在神裡

的羅炳森(Henry Robinson)傳道

面一直保持這種謙卑、安息及信心，聖靈便將

結婚，「內在生活」是主賜給羅

主動的使你住在神裡面，看見神、思念神、並
蒙保守。這就是每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
過的真正內在的生活。

炳森師母的一段信息，提醒不要
專注於神的祝福，尤其是聖靈的
恩賜和運行，以致忽略了賜下它
們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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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迴響】

句話説，它並不存在對錯。全在乎你要從什麼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
朱恩得

角度來看它。它的對錯也在乎你如何爲它設定
範圍。這兩組相對的概念實在沒有必要隨意將

上一期的芥菜子本來的題目叫「生是偶然，

其中一方絕對化。

死是必然--基督徒該如何面對死亡」。大標題是
單從今生來說，基督徒與非信徒一樣，無

前面八個字，副標題是後面十個字。

法選擇自己應否要被生到世上來，「生」也的
儘管過去常接觸到「基督徒如何面對死亡」
這類題目，然而每次在週報上見到「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這八個字的時候，它總能讓我的思
緒在這個課題上多停留打轉了幾秒鐘。雖然説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這句話不是原創，心
中還是欣賞芥菜子主編爲這個平鋪直敘的副標
題加上了一個極富想像力，又值得玩味的大標
題。這八字大標題能夠連續四周出現在去年 11
月份的週報上，主編必然是經過一番審慎的斟
酌和考量，心中因此也對即將出版的芥菜子多
了一番期待。

確是一個偶然；同時，基督徒也因罪的緣故都
要面對死亡，這也是必然，無人可以例外。（舊
約聖經中的人物以諾和以利亞以及主耶穌二次
再來信徒被提除外）。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因此，基督徒也學習該如何面對這個必然來臨
的死亡，以及其後迎來的永生。這八個字排列
順序本來就足夠淺白，也已經足以讓我們反思
我們活在世上的價值和意義。承認「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的正當性並不意味基督徒的人生觀
就是灰暗悲觀的，也不盡然只會讓我們對生活
憂慮。

今年一月拿到最新一期的芥菜子後，連題
目都沒看就開始閱讀葉牧師撰寫的《死亡別狂
傲》一文（以下簡稱《別狂傲》）。直到讀完
最後一段心頭忽然起了疑問--如此堅定的論調，
似乎與之前徵稿啓示刊登的「生是偶然，死是
必然」有著天淵之别。好奇心驅使下，於是細
細的從封面到封底每一個角落重新察看了一遍，
果然宣告「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這八字大標
題「神秘失蹤」。

就永恆來説，正如《別狂傲》一文所言-生是必然，死是偶然。死是進入永恆的途徑，
是「驚鴻一瞥」，是那樣的無足輕重，無須懼
之。可惜作者一筆帶過，沒有加以說明「生」
為什麼是「必然」，我們也因此無從知曉作者
如何不同意「生是偶然」。其實換個角度來看，
不管把必然擺在前頭還是把偶然放在後面，也
只不過說明了一個事實--基督徒對於該不該被
生到世上來、何日生、要不要死以及什麼時辰

對基督徒來說，到底「生是偶然，死是必

死， 同樣沒有任何一絲的選擇和操控能力。這

然」抑或「生是必然，死是偶然」？我的觀點

一切都在神的計畫和許可之中。然而，這位神

和《別狂傲》一文的作者不同。在我看來，這

是信實的神，祂創造了人類卻不是任憑人類毫

根本就是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問題。換

無意義的誕生，也毫無意義的離開世界。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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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一章所言，祂在創世以前就已在基督

豫標題是否又會在出版前夕來個逆轉，或許會

裡揀選了我們，也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成

有一些負面的感受。當然，有些讀者申訴「只

為神的兒女，並應許在世上賜我們豐盛的生命。

不過是把八個字悄悄拿走有什麼大不了，真正

或許從人的角度來看，這段經文體現的預定論

留意到的人只是鳳毛麟角，而且又不影響題目

可以作為「生是必然」的立論根基。然而，想

的大方向，何必小題大作呢！」我也欣然接受

得再深入一點還是覺得有些勉強。

這樣的批評，本文對此已作了回應。無論如何，

《別狂傲》的作者在文章的結尾以嚴謹的

李紡主編這段日子來，可以説是毫不間斷的為

神學論述和優美的文學詞藻為「生是必然，死

芥菜子邀稿、催稿、審稿並親自寫稿。對她所

是偶然」劃上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註腳。這是毋

付上的努力和代價，我由衷的感謝。

庸置疑的。儘管如此，我個人還是覺得主編或

本文完全從一個平信徒的觀點出發，其中

許沒有必要將之前構思出來的一個充滿想像空

顯露的盲點，晚輩願虛心聆聽主內肢體的指教

間、充滿論述張力的大標題揚棄了。剩下的，

和批評。撰寫此文，只因我對芥菜子有一份感

只有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副標題。聖經

情。

中清楚講明的真理我們必然要站穩立場，堅守
到底。然而，在芥菜子這個百花齊放的思想園
地裡，對於一些相對的概念或感性的修辭學手
段，我覺得應該賦予主編更彈性的編採空間，
嘗試容納更多的「異」見，進而鼓勵弟兄姊妹
勇於從多角度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從《別狂
傲》一文的觀點出發，它無疑是一篇深具說服
力的信息，它的存在卻不意味從另一層面來論
證是不容共存的。
結尾前給主編一個小小的建議。下回如果
又出現這種急轉彎的情況，或許可以在出版之
際稍作交代原因，以解開一小部分芥菜子讀者
內心的疑竇。芥菜子呼籲大家踴躍投稿發表看
法的時候，這顯眼的「八字」大標題曾連續四
周出現在週報上，而且不過是一個多月前的事，
小群芥菜子讀者其實還是記憶猶新的。弟兄姊
妹往後想按照既定題目投稿的時候，無須再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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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楊媽媽】

在我沒生我女兒之前一年，我曾經好不容

楊蔡逸鎂姊妹生平

易再懷孕，而且是龍鳳胎，公公婆婆都好開心，

楊蔡逸鎂姐妹，享壽九十六歲，生於福建

期盼新生命的到臨。誰料老天爺捉弄人，在懷

省廈門市，自幼聰慧過人，深得父母寵愛。個

五個月大時，突然小產失去了兩個 Baby。更令

性耿直、生性愛乾淨整齊，衣着簡潔典雅。

人傷心斷腸的是，我母親也同時突然生病，七

1941 年與家父楊民坊先生結婚，夫妻結縭

天就離我而去。這是多麼悲慟的事！我每天哭，

六十六載、鶼鰈情深。育有子女三人楊銓、楊

有一天婆婆特地從美國打電話來關心，我卻沒

曦、楊彬，並有賢媳麗寧、佳婿文輝以及兒媳

跟她講半句話。家人都很擔心這樣婆婆會生氣，

秀美。更有長孫恩光、孫媳懷玲及曾孫女楊樺。

但是電話的擴音器傳來，婆婆一再的謝謝家人

另有孫兒恩凙、孫媳佩陵，曾孫女德馨，以及

的照顧我，還叫著我的名字，要我不要傷心，

孫女恩平，四代同堂。蒙神恩典，福澤滿溢。

身體要緊，做月子不能哭，眼睛會哭瞎，這一

1947 年底隨夫君遷至台北，並於 1982 年
移民至加州福里蒙巿迄今。

聲的叮嚀是多麼的慈愛與寬容。
任性的我有一次來美，與先生生氣出走，

楊蔡逸鎂姐妹自歸主以來，凡事信靠順服。

這是多麼愚蠢與幼稚的舉動。沒帶護照，沒帶

她常説她靠主萬事都能，六十七歲學習開車，

半毛錢我能去哪？只能在家附近亂走。一邊走

八十歲還能鋸樹，獨立堅强，刻苦耐勞。畢生

一邊怕，但又死要面子，就是不回去，就這樣

相夫教子、無怨無悔，其仁心婦德及對子女兒

等到天黑，只好回家坐在家門口，坐一陣子終

孫無私的愛，將令我們永生感念難忘。

於被孩子發現，大聲說：「媽媽回來了！」臭



脾氣的我心想這下老公一定低聲下氣地求我回

懷念

去，我一定要好好刁難他。誰知一雙溫暖的手，

楊傅秀美

輕輕地從背後扶著我的肩膀說：「回來就好，

我是楊媽媽的第二個媳婦，居住在台灣。
人家說：愛與感恩要及時說出來，所以我要把
握機會說出來。親愛的婆婆我愛您，感謝您，

回來就好。」是我婆婆扶我起來的。多麼體貼
的一句話，讓我非常愧疚與感動。我常常跟我
的朋友談起這些事情，大家都很羨慕我有這樣
開明的婆婆，都說你的婆婆真好。是的，我的

感謝您多年來的包容與疼惜。

婆婆真好。這是我的福氣，我真的很有福氣，
我最有學問的姐夫張文輝說：「吵吵鬧鬧
是母女，客客氣氣是婆媳。」真的，我的婆婆
總是客氣對我，但是她的客氣沒有距離，沒有
冷漠，只有真愛與關懷，而且都是令人由衷的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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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

連花邊都照着我寄去的圖様做。又到香港為我

楊曦

訂做禮服，買戒指、做鞋子忙個不休。結婚前

我的媽媽是個非常特殊的女性，不僅聰慧

媽媽打電話來跟我説：「我沒有收男家的一分

過人，什麼都一學就會，而且還青出於藍。媽

錢，做喜糖，請喜酒，完全是我自己出的，所

媽的字俊逸有力，無論寫信、作筆記、甚至記

以，妳永遠是我的女兒。不要害怕！」我何等

賬，字體都是那麼地漂亮。媽媽的車繡不敢説

幸福有這樣愛我、一直保護我的父母親。

空前絶後，卻是我們做子女眼中的無價之寶。

所幸我嫁了個超級愛我疼我的老公，守護

小時候我們喜歡放學回家的時刻，有媽媽

着我四十二年，爸媽可以安心。媽媽在醫院時

在家等候我們，媽媽都會做點心給我們吃。記

曾數次地說：
「我那能找來這麼好的女婿啊！」

憶中，只要騎車轉進巷口就會聞到濃郁的番茄

我一直是個任性的女兒，但是爸媽都包容

牛肉湯、或是香草牛油餅乾的香味。那是幸福

我、竉我。媽媽住院時，我平生等一次餵她吃

的、媽媽的味道。

東西，她很高興。那天我輕輕的摸着媽媽的臉，

媽對我這個女兒有她特別的哲理，打小開

媽媽的臉光滑又細嫰，她轉頭看著我，笑着對

始媽媽就不要我做家事，連一個碗也沒洗過。

我説她很快樂。只是這樣小小的動作已經讓她

開水也不會燒，因為爸爸不讓我點煤氣爐。有

覺得快樂，做母親的對子女的要求是這樣的少。

什麼好東西都先給我，哥哥、弟弟從來不跟我

我跟媽媽説：「對不起我常常頂撞妳。」

爭。媽要我在做女兒的時候舒舒服服、快快樂

媽説：「妳只是撒嬌而已。」我徹底領悟到母

樂的。媽媽說我長大了要嫁人，若是將來環境

親對我的愛是深不見底的。

苦，我已經過了一段很好的日子也就不會埋怨
了。若是嫁人以後還是很享福，那就是我的福
氣好。

我跟媽媽説：「我真的很愛妳！」媽媽哭
了，這是她自生病以來，第一次掉淚，不是為
她自己，而是為了她放不下我。

我出國讀書以後，媽媽經常給我寄吃的、
穿的，每天寄一封航空郵簡給我，每封都寫的

人總是在即將失去時，才懂得要珍惜，我
學着做了一次乖女兒，雖然時間是這麼的短。

密密麻麻，把家中的大小事點點滴滴的都告訴
我，讓我覚得好像從來沒離開過家一樣，這一
寫就是十三年，直到爸媽搬到 Fremont 為止。

媽媽走了放下這世上的重擔安息了，和爸
爸在日落的那一邊相聚，該是美好的，但我的
心還是很痛，因為有太多的不捨得和想念。

我至今還留有一箱媽媽寄來的郵簡。
我結婚後身體不好，爸媽非常着急，媽媽
説看不到就擔心，見到才能放心，因此毅然決
然放棄台北舒適的生活移民來加州，住在鄰近。
我在美國結婚時，爸爸來主持婚禮，媽媽

媽媽您在天上看着我在地上好好的過每
一天，您的好女婿會照顧我，放心吧！
我們天家再見！


就不能同時來，那時台灣限制很嚴格，夫妻是
不能同時出國的。媽媽就在台北為我訂製婚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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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頁

2014 年 3 月

懷念我奶奶

來按妳家門鈴。哇！怎麼沒人在家，等了好久，

楊恩平

才發現有一個小小的臉躲在窗簾後偷看，我大
叫「奶奶」妳才認得我。妳教我煮白煮蛋，告

我是我奶奶唯一的孫女。

訴我「用筷子夾得起來就是熟了」，我覺得奶
24 歲的我對於生老病死還有點懵懵懂懂，

奶妳真的好厲害，句句都是妳的生活經驗。中

但奶奶您這次的離開，讓我感觸很深，有一種

午我們去吃了妳最愛的五月花，下午妳在沙發

嚴重的失去感。這幾天住在您家，早上起來我

上睡午覺。晚上去吃韓國烤肉。因為在 SFO 停

會去妳房間走一下說「奶奶，早安！」，心裡

留很短，我晚上就坐 BART 又回飯店。走前和

卻問自己「奶奶怎麼不在？」抱著妳應該坐在

妳說「奶奶，我很快就又會飛來，妳要趕快幫

廚房旋轉椅上吃早餐的心態，走去廚房，妳還

我開門喔！」沒想到這不到 24 小時的一天，將

是不在，我只好說服自己，奶奶一定是去教堂

會變成我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天， 也是最後一次

或是去看眼睛，一下就回來，我不想面對，因

和妳相處了。

為在我心中，奶奶如此健壯，有活力，有朝氣，
像一棵百年老樹，屹立不搖的陪著我們。

好想念妳常常打電話回台灣和我們聊天。
我會和妳說我認識了什麼新朋友，妳記憶力特

我住在台北，妳在美國。只有暑假才能去

好，好久以前和妳說的人， 妳竟然都記得名字。

看妳。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才三歲，妳和爺爺帶

「唉，不過奶奶我都還沒結婚耶」， 妳說要來

我們去漁人碼頭，暑假也剛好都會遇上我生日，

台灣參加我的婚禮，看看我老公是不是和爺爺

每次都有妳與爺爺還有蛋糕的陪伴，我好幸福。

一樣帥，一樣好。妳說每天睡前都會為我禱告，

記得我每次一定要把妳的漂亮杯子盤子全搬出

希望我遇到一個好對象，工作順利。我想如今

來，和爺爺玩扮家家酒。妳聽到嘰嘰喳喳的聲

我能完成我的夢想也是因為妳的禱告吧！也許

音就會以高八度的聲音走來「唉呦，翻得亂七

我也有點遺傳到妳的個性，比較不好意思表達

八糟，小心別弄破啊！那都給你做嫁妝的。」

感情。除了我媽媽，其他我都不敢，奶奶我好

因為妳最愛乾淨整齊了。早上妳總是東擦西擦，

想大聲和妳說「我愛妳」，我最棒最好最美麗

家裡永遠好乾淨！有次晚上我不顧妳說好不好

的奶奶。有時我也希望自己是從小就住美國，

堅持要和妳睡，所以就睡妳旁邊的床，哇！妳

可以和妳、和爺爺親蜜一點，常常在想妳很偉

打呼打得好大聲啊！我整晚都聽著妳的交響曲，

大，一個人這麼年老，住在大大的房子，一定

現在想再聽也聽不到了。奶奶妳在我心目中永

很孤單。妳很勇敢，也很堅強，是我心儀的人。

遠是那麼端莊漂亮。不論妳出不出門，早上總
是把頭梳得漂亮，妳還會自己染頭髮。每次給
同學看照片都沒人相信妳已經九十幾歲了。

相信妳現在一定在天國和爺爺團聚，幸福
又快樂。以後我們在天國見。再次成為妳的孫
女。

二年前，我得到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工作，
開始做空姐。兩個月前有機會飛來。我叫爸爸

愛妳也懷念妳的恩平

媽媽不要告訴妳，一早從舊金山飯店坐 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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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楊媽媽

給姨婆婆

謝子

張彥彥

星期日到教會，除了領受神的話語外，與

親愛的姨婆婆：

弟兄姐妹肢體內的交通也是每個星期日我所期
盼的。

當我聽到你身體不適的消息時，我真希望
可以飛到 SF 為你做些事；而這心願卻不能達

教會裡有上百的弟兄姐妹來自各地不同
的角落，有不同的年齡層和成長背景。但每個

成。
你不要我去 SF 探望你，我知道你不喜歡

星期日大家聚在神的家中一同崇拜，彼此交通。

麻煩人，不要我花錢，但這個旅程絕不浪費；

在這上百的弟兄姐妹中，有位老姐妹總是梳妝

而是感恩之旅。

打扮得整整齊齊，並不是那種和年紀不相配的
耀眼裝飾，而是有長者風範的高尚儀表，常常
使我眼睛一亮。在那整齊儀表的背後，我還能
感受到楊媽媽敬畏神的心，總是讓我想到箴言
31:30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

小時候看你總忙來忙去，不會失去優雅，
每次有好玩好吃的東西，你都給我，讓我覺得
我好特別！在寂寞的童年，你的愛支持我。
及長，看你遷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語言
並不太通，生活上有好多事要處理，我不曾聽

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楊媽媽不但總是儀表整齊，她也是個生活
非常有紀律、且不喜歡麻煩人家的姐妹。記得
有一次楊媽媽還跟我說，她 80 歲的時候，還自
己推著割草機，整理庭院。楊媽媽縱使在她老

過你抱怨，總聽你感謝主！每次打電話給你，
你都一直笑。歡喜心甘願做，常說不然怎麼辦？
你不喜歡麻煩別人，總自己處理生活上所有的
事。我常常想我要像姨婆一樣獨立有勇氣！

年之時，依然堅持獨立，實在是我學習的好榜

無論任何事發生，在我心中你一直好美。

樣。「無關歲數，無論何時，隨時謙卑學習」，

疾病、年齡，不會改變任何事。我看到的不是

這也是楊媽媽給我的另一個典範。

表象；而是堅強勇敢美麗的靈魂。

我們都知道楊媽媽是個賢妻良母。從我跟
楊媽媽的接觸中，我還看到她在做賢妻良母的
角色前，她已先期許自己做個獨立，並為人尊
重的女子。楊媽媽的賢德言談、慈祥待人的處
世精神，會是我所懷念並學習的地方。她以一
個才德女子的身份，懷著敬畏神的心走完這條

我一直認為你會陪著我們到我們變老。
道別是很難的。這兒有那麼多愛你和你愛
的人；
我愛你，不希望你痛苦，希望在金色海岸
那邊，妳可以與姨公相聚，不為病痛所苦。

屬世的道路。現在她也必安然地在天家與神同

你會永遠在我心裡，每當我想到你時，都

在，並看著我們說：「我的好弟兄姐妹們，不

是愉悅美好的回憶！希望你能感覺到我們對你

要難過我的離去，抬起頭，勇敢地繼續往前行！」

的愛。



愛你的
偶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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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楊媽媽

招待新受洗的小羊們，相信他們的勞苦在主裡

李紡

不是徒然的！

去年 12 月中我還在電話中和楊媽媽有説

楊媽媽曾送我一份蘋果蛋糕的秘方，字跡

有笑，沒多久她進醫院檢查何以久咳不癒，再

娟秀，我撫弄著這張薄紙，想像楊媽媽謄寫時

沒多久就聽到她息了世間勞苦，回天家找楊伯

充滿愛心的模樣，心中真是充滿感恩：我何其

伯了。唉！我心中真有説不出來的不捨。

有幸！在我生命中竟能遇到如此神仙伴侶，而

楊媽媽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她每次都穿

且還相識於海沃教會！

戴高雅整潔，顯現女性迷人的特質；即使已過

楊伯伯在 1996 年 10 月 14 日出版「海外

90 高齡，我也不曾看過她有一根白髮，她總是

拾零小詩集」，封面題字就是由楊媽媽親自操

把自己打扮得很體面，讓看到她的人心曠神怡，

筆，為這本詩集增色不少！

我真是佩服她追求美善的毅力與心志，真是到
老也不懈怠。

謹此節錄楊伯伯的金禧紀念自勉歌:

我倆婚配五十載，神所創設不分開

我記得楊伯伯在世的時候，楊媽媽總是和
楊伯伯手牽著手，我一跟他們打招呼，楊媽媽

幾番風雨幾番霜，多少辛勞多少愛

總是要數落一下楊伯伯，
「李紡啊！我告訴妳，

互相寬恕互扶持，昔日誓言今猶在

妳楊伯伯…」楊伯伯一定笑瞇瞇地回答：「嫌

少年夫妻老來伴，白頭偕老享安泰

貨才是買貨人！」我覺得他倆有最高超的打情
罵俏術，沒有他們那樣的涵養，絕對學不來這

啊! 我彷彿聽見楊媽媽笑嘻嘻地對著我說：
「李紡啊！我告訴妳，妳楊伯伯…」

一套的！
有一次楊媽媽請我和我婆婆去他們家話
家常，我看到她把家整理得窗明几淨，她穿梭
於廚房與客廰之間，倒茶水、切水果，動作乾
淨俐落，真不像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由於廚
房的流理台偏高，她還自製一張小椅子，以便
她煮菜時可用。我忍不住讚她：「楊媽媽妳太
能幹啦！」她謙虛地說：「我不想辦法怎麼辦
呢？」
海沃教會剛成立時，聽說弟兄姐妹都在他
們家的游泳池行受浸禮，楊伯伯和楊媽媽盛情
芥菜子第 50 期

第 13 頁

2014 年 3 月

【感恩見證】

感恩

Of course, there is a God.”那時我心想「小孩真
單純啊！很容易就相信。」我仍然來參加教會

宋惠珠

話說我十七八歲時，由二姐介紹而接觸基
督教。基於好奇，看到高高大大的美國宣教士，
就想練幾句英文，沒想到他們的中文比我的英
文好！那時我就想: 到底是什麽力量讓一個人
離開自己的家鄉到異地，而學當地的語言？我
那時沒完全信，只要看到一些 sign 上面寫著「信
耶穌得永生，不信則滅亡」我都很反感。
過了幾年後，我到了美國，那時的教會，
好像保險經紀人要 commission 一樣，整天拉人
受洗，結果我莫名其妙，糊里糊塗地受了洗，
也上了真理班，拿了本聖經。可惜很丟臉，我
都沒看。我那時自己過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
就是一不禱告，二不查經，更不用說參與教會
的聚會和事工了。我就這樣地混，一年一年地
過，雖然我不長進，可是我還是在教會裏，只
要沒離開教會，應該算還有可取之處。然後我

聚會，後來慢慢地有姐妹叫我參加事奉，像招
待，廚房等工作。我當時想光享受也不好意思，
就參加了教會的事工。那時 Lisa 也找我幫忙
AWANA。我聽到很多人說參加事奉，看起來
好像犧牲自己的時間，其實從事奉中得到很多，
受益不少。然而我仍然抱著懷疑的態度：「是
嗎？」，「真的嗎？」
我自己參加後，得到了很多，我注意到幾
位資深的基督徒，像李紡姐，她年紀也不小了，
工作又非常辛苦，我每次看到她臉色蒼白熱著
她的小便當，趕著參加 AWANA 的事奉，心想
她大可在家休息，實在不需要趕來參加
AWANA。還有則惠姐，拎著個皮包，總是笑
臉迎人地在門口熱情地招呼人：「你上哪班主
日學？」「葉牧師的課在二樓。」
最近這幾年 Pastor Josh 帶了許多鄰舍比

慢慢地觀察，我發覺有的人聽道時在寫小 notes，

較弱勢不同種族的小朋友來到我們 AWANA。

我當時想，這人有這麼忙嗎？比我忙嗎？要利

我看到那些帶領小朋友來的老外，Steve、Lori

用主日時間記備忘錄嗎？原來人家是在做聽道

還有 Mark，他們對那些不同種族小朋友的愛，

筆記。我還看到有人七早八早來上主日學，真

真摯地抱著小朋友們，對他們流露出無條件的

令我折服！

愛…此情此景，常讓我感動莫名。

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們過他們的，我

我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好人，至少比一

過我的，我們是不同國的人。可惜我的老公不

般人好，而且好很多；我也覺得自己是個義人。

信基督教，只有我和我兒子來教會。他從小就

我奇怪爲什麽基督教說每一個人都是罪人，但

來教會，我堅持帶他來教會。我記得在他四，

是在我和他們相處以後，我才覺得比不上他們，

五歲時，我問過他一個問題，我問他：「到底

他們那才是真正無條件的愛。我要不是參加了

有沒有神啊？」他回答：“Shame on you, Mom!

AWANA，我怎麼可能經歷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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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幾年前的晚上，Lisa 開 AWANA 的
同工會，她請我們為她先生祖國弟兄禱告，我
那時想 「為神做那麼多事的 Lisa 還有難處
嗎？」，可是 Lisa 還是很喜樂，我想替神做那
麼多事，不是應該一帆風順，萬事亨通嗎？我
那時的想法非常幼稚。前一陣子，我又為安靜
姐抱不平，安靜姐幫忙 VBS，還有 AWANA，
也為神做了許多工，爲什麽她的肺變成那麼脆

木蘭花

沈倍德

自去年入冬後上星期加州灣區下了最大
一場風暴雨，雨後還有一點飄飄然的毛毛雨，
我驚狂地發現木蘭花開了，神的春雨滋潤了它
的生命！
我們教會的木蘭花開了，我癡呆地看著，
渾然忘了有人在我身邊。

弱，我看到安靜姐虛弱的身影，非常得難過。
我問 Lisa:「神為何如此做？」Lisa 說：「安靜
姐對於她的身體變化可是持正面的態度。」我
不信，我去問安靜姐：「為何你這麼好的人，
神這樣對你？」安靜姐說：「我不覺得我是什
麽大好人。」我一直以為你為神做事，就什麽
都很順利。但是，卻不是這樣的，信基督教並
不是你拿個平安符或是什麽無往不利的 pass，
基督教可貴的是你在患難中，痛苦中，你仍然
是喜樂的，還是堅強，爲什麽？因為你仰望神，
你看著神。你確信神絕不撇棄你！
這一年來我經歷許多挑戰及難處，非常難
克服，這一路走來，我感謝葉牧師，Lisa, 還有
Grace 一直扶持，幫助我度過難關。所以我勸各
位，如果你像我一樣處於人生低潮，或健康出
問題或找不到工作，或和家人相處有難處，不

教會的姐妹告訴我，說我在那裡呆呆地站
了許久，看我的眼神和表情是如此集中。還記
得一年前我和謝大哥走過這兒，他輕輕地碰了
它一下，摸摸新鮮的綠葉，他說，這棵樹活了，
看到綠色的葉子就知道它有生命，它重生了。

要害怕，定睛仰望我們的神，因為神就像雲上

因著教會的改造建設，教會不得不將它移

太陽一樣，你看不到祂，可是祂就在那裡溫暖

植到這個新的位置，它本是一個強大的樹，但

著你的心!

因為削減成不到四英尺高，它不再有吸引力了，
樹幹砍一半，它在人們的眼中是不出色。從那

是的，祂就在那兒！

天起，它就始終沒再開花。


它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它的周圍是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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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泥，只有幾英尺的小空間生存，它的鄰居
是一個骯髒垃圾桶，樹根下有吃過的糖紙，有

【生活分享】

怒氣與賭氣

辛胡桂蘭

丟棄的塑膠叉子、用過的舊紙盤子、塑膠紙袋，

最近朋友因為子女無心的幾句話，氣得吃

這花幾乎被遺忘了，因為它很久沒有開花了。

不下飯，賭氣之下，一兩個星期都和子女冷戰

但神給了它重生的生命，就像神給了我重

中。我從旁也不知如何勸導才好。

生的生命，我不起眼，被世人忘記，世人看不

不知在那兒唸過名人寫的一句話『懷恨報

起我，神的大愛讓我再一次認識祂，神沒有捨

復，有如自己服毒，卻以為可以毒死別人』。

棄我，神從來沒有丟棄我。當在此享受神的愛

許多時候賭氣是損人不利己的一種行為。歷史

與關懷中，然而人們走過，沒有猶豫就順手折

上只有極少數的人是因為賭一口氣才成功的。

斷了這只是剛剛開的花朵要帶回家，我感到震

戰國時代的蘇秦就是因為老婆看不起他，對他

驚和傷感，眼淚就下來了。我們太自私了，我

冷言冷語，基於報復心理，妳說我不行給我臉

記得我們的牧師在他的主日證道時問了兩次：

色看，我非得「成功」給妳看，最後才會身配

「哪一個比較容易？與快樂的人快樂?或與憂

「六國相印」名垂青史。我想他最得意的一刻

傷的人憂傷？」這棵樹是神榮耀的見證，竭誠

應該是衣錦還鄉時，老婆來求和，他命人潑了

為這棵樹的新生命快樂。疼愛和關心這花，就

一盆水對老婆說「我們的緣分就像這盆水一樣，

像我們愛我們的兄弟姐妹。

覆水難收」。

木蘭花的生命已重生，請給它一個機會成
長茁壯！ 

但大多時候，怒氣及賭氣都是傷人又傷己
的。有一回報上刊登情侶吵到跳樓，只因為女



的對男友說「你死了算了！」男友賭氣，基於
報復的心理就真得跳了。醒來時已在醫院裏，
兩條腿經過一年多的復建才能走路，沒有賠上
一條命以屬萬幸。兩人都是後悔莫及。
聖經也教導我們不可含怒到日落，更要快
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真是至理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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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命勝於獻祭

多時候真的是一心希望拿出（自認為）最好的

章志彬

小的時候，在週末假日，我跟哥哥經常會
去新店山上的姑婆家玩。印象中，姑婆家後院
的矮牆另一頭，就是一間教會。因為那堵牆實
在很矮，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直接跨過矮牆，

獻上，但是卻忽略了要聽命、要順從、要同心、
要和睦；而個人屬靈生活也類似，主日在教會
忙東忙西，平常也會花心思跟時間跟弟兄姊妹
談些教會的人事物，但是個人靈修生活往往卻
忽略了，沒有好好親近神，更不要說在日常生

跑去教會玩。

活上謹言慎行，活出基督的愛心、包容和公義，
那個時候我對基督教還沒有甚麼概念，偶

並革除自己因循苟且，一犯再犯的錯誤。

爾星期天姑婆會帶我們上教會，但是講了些甚
麼我實在不記得了，只記得每次聚會完，姑婆

獻祭是好事，但是先決條件是：神悅納的
是聽命、順服者的獻祭。否則往往是白費工夫，

都會捐錢。

甚至遭到懲罰，跟先知以利與兩個兒子一樣。
有一回可能是週末或者是暑假的午後，我
好像是一個人跑到教會去，參加了類似兒童主
日學的小朋友活動。還記得那個時候，我領到
了一本蠻漂亮的筆記本，然後就抄了一段「金

當然，我想我們大部分基督徒弟兄姊妹還不至
於遭到這樣的結局，但仍應提醒自己，聽命與
順從的重要。就好像拿大筆錢財卻忤逆的子女，
比不上在父母面前順從盡孝的子女一樣。

句」好像是：「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
的脂油」*。我已經忘記教會的老師有沒有跟我
解釋這段話，只記得那時候很高興，因為難得

聽命與順從，說來容易，做起來難不難，
則見仁見智。感謝神在我背下經文三十多年後
再次提醒我，願神繼續地提醒幫助。

拿原子筆寫字，只不過脂油的脂寫錯了。
而且覺得很好奇，聖經裡為甚麼會特別講
到「脂油」呢（那時我很瘦，不像現在這樣充

*撒母耳記上 15:22：「撒母耳說：耶和華
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

滿脂油）...
一晃眼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我在一個星期
六上午，開車去參加十二月份，也是我任內最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後一次執事會的路上，腦海裡突然浮現這段經
文，連當年歪歪扭扭寫錯字的筆跡都出現在眼
前。
這一次，我明白經文的意義了。
回想自己在教會各崗位服事的歷程，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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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而行?

我無語，他是好心，不要拂了他的好意。不過

傅琳

加州乾旱，今年據說是 150 年來降水量最
少的年份。州長宣布大家要節水 20%。許多人
聽見，便將節水之事付諸實施。不再經常地洗

我心想，省水是我的責任，即使罰款我也認了。
上帝知道誰對誰錯，不能因為別人的錯誤（罰
我款）而跟著去做不對的事。

車；刷牙時關閉水龍頭；用洗菜水澆花澆草等

又有一天，有個朋友抱怨，她說她洗澡前

等。我也不例外，並且告誡兒子洗澡不可以超

把冷水放出來澆草，結果被老公吵：
「煩死了，

過 10 分鐘，平常他要沖 30 分鐘以上或更久。

能省多少錢？」我忍不住接話：「這是做公民

我常不明白他洗澡化那麼多時間幹什麼？他說

的素質問題，不是誰家有錢就可以浪費的，誰
沒錢多付些水費？」

就是站在水下沖，很舒服，並且說：
「美國人就是這樣的。」「好，以後

同樣一件事，各人站在自己的立

不可以了，不然，我就敲浴室的門。」

場上做自認為對的事，選自己有益的去

他是自律的，不用我敲就出來了。

做。雖然是小事，卻讓我省察，我們人
是多麼渺小，片面。誰能全面地看待問

一天上班，有個病房洗手間的
水龍頭關不緊，水不停地流，我就跟那裡的秘

題？處理事情？我們就如迷失的羊，偏行己路，

書說：「請你寫個維修單，水龍頭關不緊。」

任意而行。如果一個人心中沒有真理和原則，

誰知她圓眼一瞪：「別擔心，不用你付賬單。」

處事為人按私利而行，這世風日下不是很正常

哇塞，理不直，氣滿壯的！我理直，氣豈不更

嗎？如果一個人不覺得自己頭上有天，不覺得

壯？我飛快地把話撂過去：「加州乾旱，節約

做錯事要承擔後果，那為什麼去做對的事情使

用水是每個人的責任，不是誰付賬單的問題。」

自己吃虧呢？於是：「各樣不義、邪惡、貪婪、

周圍一堆護士在用電腦，聽著我們的對話，她

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

不好意思了：「你是對的。」結果如何？一星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

期後，那水龍頭還在流，也沒見人來修。她跟

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

我來個陽奉陰違，反正不要她付賬單。我後來

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只好叫另一位在電腦裡寫維修單，因為那不是

（羅馬書 1：29-31）邪惡之風盛行。

我的工作。

豈不知，不管我們信與不信，樂意或不樂

莫名其妙地，有一天跟同事閒扯，怎麼會

意，有一天，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審判台前，

扯到水上了？他告誡我：「不要省水，不然明

交代自己的所言所行，並且接受審判的結果。

年會漲你的水費。因為他們會根據你今年的用



水量來衡量明年的，超過會罰款，自己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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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錢是您的，資源是大家的
網路文章

莫言自嘲，自己年輕時怕「多言」容易得
罪別人，所以取筆名叫「莫言」。結果他還是
說了許多話，寫了許多文字，一直到拿諾貝爾
文學獎。下面是他說的話，也是他體會的人生

德國是個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說到奔
馳、寶馬、西門子、博世……沒有人不知道，
世界上用於核反應堆中最好的核心泵是在德國
一個小鎮上產生的。在這樣一個發達國家，人

哲理。---林桂珍

們的生活一定是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吧。在去德
1.我敬佩兩種人：

國考察前，我們在描繪著、揣摩著這個國度。

年輕時陪男人過苦日子的女人，

到達港口城市漢堡之時，我們習慣先去餐館，

富裕時陪女人過好日子的男人。

公派的駐地同事免不了要為我們接風洗塵。走
進餐館，我們一行穿過桌多人少的中餐館大廳，

2.我遠離兩種人：
遇到好事就伸手的人，

心裏犯疑惑：這樣冷清清的場面，飯店能開下

碰到難處就躲閃的人。

去嗎？更可笑的是一對用餐情侶的桌子上有一
個碟子，裏面衹放著兩種菜，兩罐啤酒，如此

3.我掛念兩種人：

簡單，是否影響他們的甜蜜聚會？如果是男士
相濡以沫的愛人，

買單，是否太小氣，他不怕女友跑掉？

肝膽相照的朋友。

另外一桌是幾位白人老太太在悠閑地用

4.我謝絕兩種人：

餐，每道菜上桌後，服務生很快給她們分掉，

做事無道義的人，

然後被她們吃光。

處事無誠意的人。
我們不再過多注意她們，而是盼著自己的
5.我負責兩種人：

大餐快點上來。駐地的同事看到大家飢餓的樣

生我的人，

子，就多點了些菜，大家也不推讓，大有「宰」

我生的人。

駐地同事的意思。

6.我珍惜兩種人：

餐館客人不多，上菜很快，我們的桌子很

敢借錢給我的人，

快被碟碗堆滿，看來，今天我們是這裏的

真心牽掛我的人！

大富豪了。


狼吞虎嚥之後，想到後面還有活動，就不
再戀酒菜，這一餐很快就結束了。結果還有三
分之一沒有吃掉，剩在桌面上。結完賬，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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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著牙，歪歪扭扭地出了餐館大門。

客人看成小氣鬼，就點很多的菜，反正都有剩，

出門沒走幾步，餐館裏有人在叫我們。不

你不會怪我不大方吧。

知是怎麼回事：是否誰的東西落下了？我們都

事實上，我們真的需要改變我們的一些習

好奇，回頭去看看。原來是那幾個白人老太太，

慣了，並且還要樹立「大社會」的意識，再也

在和飯店老闆嘰哩呱啦說著什麼，好像是針對

不能「窮大方」了。那天，駐地的同事把罰單

我們的。

複印後，給每人一張做紀念，我們都願意接受
並決心保存著。阿桂說，回去後，他會再

看到我們都圍來了，老太太改說英文，
我們就都能聽懂了，她在說我們剩的菜

複印一些送給別人，自己的一張就貼

太多，太浪費了。我們覺得好笑，這老

在家裏的墻壁上，以便時常提醒自己。

太太多管閑事！「我們花錢吃飯買單，




剩多少，關你老太太什麼事？」同事阿桂
當時站出來，想和老太太練練口語。聽到阿桂
這樣一說，老太太更生氣了，為首的老太太立
馬掏出手機，撥打著什麼電話。

【與你分享】
1. 愛 ~~ 不是尋找一個完美的人，而是學會
用完美的眼光，欣賞一個不完美的人；

一會兒，一個穿制服的人開車來了，稱是
社會保障機構的工作人員。問完情況後，這位
工作人員居然拿出罰單，開出 50 馬克的罰款。
這下我們都不吭氣了，阿桂的臉不知道扭到哪
裏去了，也不敢再練口語了。駐地的同事衹好
拿出 50 馬克，並一再說：「對不起！」

2. 專一 ~~ 不是一輩子只喜歡一個人，是喜
歡一個人的時候要一心一意；
3. 道歉 ~~ 並不是意味著你是錯的，它只是
意味著我更珍惜我們之間的關係；
4. 高雅 ~~ 不是名牌裝扮出來的，是心情的
呈現；
5. 氣質 ~~ 不是地位隨之而有的，是胸懷的

這位工作人員收下馬克，鄭重地對我們說：
「需要吃多少，就點多少！錢是你自己的，但
資源是全社會的，世界上有很多人還缺少資源，
你們不能夠也沒有理由浪費！」

外衣；
6. 魅力 ~~ 不是權財堆砌出來的，是才智的
內涵;
7. 淡定 ~~ 不是表面偽裝出來的，是閱歷的
沉澱；

我們臉都紅了。但我們在心裏卻都認同這
句話。一個富有的國家裏，人們還有這種意識。

8. 原諒 ~~ 有時候，我願意原諒一個人，並
不是真的願意原諒你，而是不願意失去
你。

我們得好好反思：我們是個資源不是很豐富的
國家，而且人口眾多，平時請客吃飯，剩下的

Susanna share with us

總是很多，主人怕客人吃不好丟面子，擔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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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室】

5. 動詞。如：「二加二得四」、「三乘二
得六」、
「他這次段考得到全班第一名。」、

得

「小美得到大家的鼓勵。」、「不得隨
「得」和「的」被誤用的情形相當普遍，

地吐痰」……

甚至平面廣告和電視新聞的跑馬燈以及影片的
字幕也都常用錯。由此可見，這兩個字真的很

註：4 和 5 的「得」「得」用法很明確，

難分辨。如果你能夠下一點功夫，弄清楚兩者

比較不會和「的」混淆。

的區別，那就贏過很多人啦！
二、的：
一、得：
1. 表示所屬（介詞，所有格的詞尾）。如：
1. 接在動詞後面的虛字，再連上一個形容
這個動作的副詞。如：「做得很好」、
「畫得很漂亮」、「哭得很傷心」、「走
得很快」……

「我的書本」、「他的眼鏡」、「老師
的汽車」、「媽媽的新衣」、「那是我
的（東西）」……
2. 形容詞的語尾。如：「可愛的馬」、「美

2. 接在動詞後面的助詞，再連上說明該動
作引起的效果的語詞，也有人說成「因
果句」。例如：「颱風把路樹吹得東倒
西歪。」、「他把頭髮剪得短短的。」、
「那隻流浪狗被他踢得汪汪叫。」、「她
笑得伸不直腰。」、「她氣得臉紅脖子
粗。」……
如果你會說閩南話，可以用閩南話讀讀
前面兩種例句，凡是發「尬」音的，用
「得」就沒錯了。
3. 接在動詞後面，表示該動作的能力。如：
「吃得飽，穿得暖」、「拿得起，放得
下」、
「走得動」、
「我認得她的字。」……
4. 副詞，應該、必須的意思。如：「我得
趕快把功課寫完。」、「市長快到了，

麗的花」、「聰明的小華」……
3. 代名詞（表示職業、身分）。如：「老
王是開貨車的。」、「王太太是賣豆花
的。」、「李小姐是教書的。」、「丁
大牛是經商的。」、
「老張是種田的。」、
「他是有背景的。」……
4. 副詞的詞尾（或用「地」）。如：「慢
慢的跑」、「用力的打一拳」、「非常
的美」、「很快的衝了出去」、「安靜
的看書」……
5. 用在句末，表示果斷或肯定的語尾助詞。
如：「不可以好吃懶做，好吃懶做是會
被人家瞧不起的。」、「這個方法是很
容易的。」、「只要你努力，將來一定
會出人頭地的。」……

我得出去迎接他。」、「你得用功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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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萬歲

中文字的奧妙

一美女興致勃勃地問醫生：「我想豐

外國人學中文，確實不容易。

胸，但是豐胸後會有什麼效果 ？」

中文字的奧妙，常常讓學中文的老外暈倒，

醫生淡定地答道：「豐胸後，一般會

說個聽來的段子：方便

有四種結果：

一位剛學過一點中文的美國人來到中國，

1. 大不一樣；

中國朋友請他吃飯。

2. 不大一樣；

到了飯店落座，中國朋友說：「對不起，

3. 一樣不大；

我去方便一下。」

4. 不一樣大！」

那老外沒聽明白，「方便」是哪裡？

世界上沒有其他的文字能夠有這樣的

見老外疑惑，中國朋友告訴他說「方便」，

功能，中文萬歲！！！

口語裡是「上廁所」的 意思。



哦，老外意會了。
席間，中國朋友對老外說：「我下次到美
國，希望你能幫忙提供些方便。」
老外納悶了：他去美國，讓我提供些廁所
幹嘛？
道別時，另一位在座的中國朋友熱情地對
老外說：「我想在你方便的時候請你吃飯。」
見老外驚訝發愣，中國朋友接著說：「如
果你最近不方便的話，咱們改日……」老外無
語。
「咱找個你我都方
便的時候一起吃飯吧。」
老外隨即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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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天國的子民
詞曲：盛曉玫

李紡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我們是上帝的寶貝
我們是光明之子 神兒女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上一期「芥菜子」出刊後，我聽到一些抱
怨的話。雖然葉牧師在 1 月 26 日的證道，曾
說過抱怨的破壞力有多大，但當我聽到有弟兄

我們要彼此真誠相愛
我們要活出聖潔生命
讓世人從我們身上聞到
耶穌的馨香之氣

姐妹抱怨有關「芥菜子」的事時，我高興地向
抱怨的弟兄姐妹直道謝。理由是他們在乎、關
心這份刊物！太棒了！其中最普遍的抱怨是他

我們要在主裡面合一
我們要活出愛的生命
讓世人看見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們沒有拿到「芥菜子」，他們也不願在網上讀
讀就好，傳統式的印刷物仍然還是受歡迎的！
這一期我們一定不負眾望地「一家一本」。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要
我們要

這一期有一篇很特殊的「讀者迴響」, 恩
得弟兄的迴響鏗然有聲！我鄭重對我上一期不
聲不響地刪去「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道歉, 足
見有些弟兄姐妹眼目像遍察全地的耶和華一樣，

天國子民
神的寶貝
光明之子
天國子民
彼此相愛
彼此合一

我真是輕慢不得! 其實我的大標題是「基督徒
該如何面對死亡」,

副標題才是「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當這題目第一次出現在週報時, 崔
宇光弟兄就針對副標題向我提出異議；我答應

我們是 天國子民

要修正，但沒及時向秘書懇求更正，以致造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ScAQGYkEd4

困惑。凡事都有主的美意在，否則就看不到恩
得這篇「讀者迴響」了。
恩得弟兄是一個說話，治學都嚴謹的人，
光是看到他三改他的文章，又詢問我是否先讓
牧師看過再發表，我就知道他是如何小心翼翼
了！我保證他不會有「文字獄」，牧師若要追
究任何疏失，我一定一肩扛！
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有一些姐妹在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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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爾文學說有一番辯論。最後結論是，全是

動又佩服！祝福辛媽媽愈活愈有活力，愈活愈

上帝的揀選與預定… 其實我們最該關心的乃

精彩！很多人跟我反應喜歡看傅琳寫的文章。

是：「如何面對死亡」，因為在你認知之前, 你

感謝主! 她的文章總是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早就被生下來，而「死亡」是我們每個人見主

值此乾旱之際，她的文章應可給大家醍醐灌頂，

面時都得解決的問題。當我們能正視「死亡」 這

再配上「錢是您的，資源是大家的」一文，如

個嚴肅課題時，我們就懂得如何活得有意義！

果還有人繼續我行我素，那他將來可能抬不起

「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穌基督在我裡

頭來面對上帝了！

面活著」──但願我們朝著這標竿前進！

這一期還有許多好文章，敬請細細品味。

「逸」才出眾巧靈心，「鎂」光四溢耀前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

程，這是楊伯伯對楊媽媽的讚美。他們對我們

請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

後輩的身教與對教會事工的衷心奉獻，我們特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別闢一園地來追思與肯定他們，更期待從他們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身上學習為主所用。
具。
這一期的主題是「身份」，李牧師文章的
題目看似與「身份」無關，內容卻是息息相關，
看得懂英文的弟兄姐妹千萬別錯過！神真是恩
待我們，中英文部都有好的牧者餵養我們，希
望在靈裡沒有人會得「營養不良症」或「厭食
症」。
辛媽媽總是第一個交稿，看到她每一期都
衷心地與我們分享生活裡的所見所感，我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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