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芥菜子第 51期 第 1頁 2014年 6月 

 

 
 

【牧者訓勉】 

王愛敏牧師佈道會後有感 葉耿齊牧師 

大約七、八年前就知道王愛敏牧師這個人，讀過她的傳記，驚訝

神翻轉她生命的作為，更是佩服她現在所做服事貧窮人的事工。我一

直很想認識她，向她學習對人的愛，對神的信心。去年在安排今年度

的事工計畫時，突發奇想：不知是否可以邀請到王牧師來分享？這對

弟兄姐妹們來說，會是一個新的啟發，我們對神也會有新一層面的認

識。 

幾經波折，經過幾個月的等待，終於和王牧師通到電話，將佈道

會的日期、細節一切都安排好。心中又是期待又是緊張，不知弟兄姐

妹們的接受程度和反應是如何？等到王牧師終於來到我們當中，圓滿

地主領完三天的聚會後，我心中滿是感恩，也真的如預期的，從王牧

師身上得到很多的啟發，我將這些感動都寫下來，如今也藉著這個機

會與弟兄姐妹們分享，我從王牧師身上學到： 

1真實付出而又勇敢的愛 

老實說，王牧師在口才、外貌上都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但是

她生命中流露出那真實、付上代價的愛，讓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專心

聆聽。聽她分享神怎麼教導她，不要論斷那指揮交通的瘋子，反而要

與他認同，然後得著他。聽她分享她從街頭帶回來的人，怎麼在晚上

想要傷害她，但是她沒有報警，反而為他的得釋放而禱告。都是一點

一滴，真真實實生命的對付和順服，所累積出來的愛的能量。愛是有

風險的，愛是要付出的，愛不是生長在溫室中的，愛不是安全的，愛

是有行動力的，愛是要選擇的。我心中常常在掙扎，是要選擇愛，還

是選擇自己的安全感呢？我羨慕王牧師裡面對人那麼大的愛，但我知

道，這份愛是從神而來，從小地方、從選擇脫離自己的舒適圈開始的。

如果我願意，我也可以走上這條路，在愛上有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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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每一件事感恩 

王牧師提到，她為每一張收到的支票奉獻

禱告，每一筆奉獻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她要向

神感恩，也要求神祝福那些奉獻的人，她說幾

十年來，都是這樣做。當她這樣分享時，我心

中覺得很慚愧，身為牧者，弟兄姐妹們常常因

著愛神的緣故，恩待我們家庭，我常常收到一

些弟兄姐妹的愛心捐贈或是幫助，家中也常有

「恩典牌」的傢俱和食物，當我拿到這些恩典

時，我有沒有像王牧師一樣，那麼地感恩，然

後為這些弟兄姐妹禱告呢？我想我常常沒有做

到。王牧師是那麼地珍惜神給的恩典，所以她

即使什麼都沒有，只有兩件衣服、一張沙發床，

但是那麼地喜樂、知足和感恩，這真是我要學

習的地方。 

3 敏銳於聖靈的聲音，順服於聖靈的帶領 

王牧師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禮拜五

說好是事工分享，還經過再三確認，但她一點

沒提她的機構。禮拜六說好是佈道會，會後要

做呼召，但是她沒有呼召。禮拜天說好是照聖

經講道，但是她又呼召了。會前我對她說，主

日崇拜的時間不能太晚結束，要

準時，但她還是講了許久。一切

的一切，都不是照原先的計劃，

我要常常保持彈性才能跟上。但

我發覺這當中還是「亂中有序」，

聖靈仍然透過王牧師，在人心裡

動工，這是什麼東西都換不到的。

我可以看得出來，王牧師一直在

禱告，也在聆聽聖靈到底在這個

時刻要她講什麼、做什麼，因此

她沒有我們的條條框框，也不屈

於人的壓力和期望。我不是說不

按牌理出牌，或是不顧聚會時間就是出於聖靈，

而是說有時我們可能太習慣注重人的規矩，而

太不看重聖靈裡的彈性和感動。在這三天裡，

我看一位靈裡自由、只要得神稱讚而無懼於人

的眼光的傳道人。我也反省自己，有時因為太

看重人的眼光和期待，而去做出一些符合規矩，

但不是那麼隨從聖靈帶領的舉動，我知道那是

出於對人的懼怕和討好，是需要去對付和改進

的。 

4 對於自己，非常地接納和坦然 

雖然王牧師可以用英文講道，但我發覺其

實她的英文，不管是從字詞的使用，或是文法、

發音來說，都是很普通的程度，甚至還有一些

錯誤，但是她對使用英文非常地坦然，不只是

英文，連她的過去、她的身材，她都非常坦然

地分享，不怕別人笑話她，因為她深深知道，

她已經被神接納了，她不再用世界的標準來定

義自己，神說她是誰，她就是誰。我的英文其

實是比王牧師好，但我沒有像她那麼坦然，也

不像她能用英文講道，為什麼？因為我怕被別

人笑話我的發音不標準，怕沒面子。我發現一

個真謙卑的人，是不怕人笑話，不怕丟臉，不



 

芥菜子第 51期 第 3頁 2014年 6月 

怕把自己的軟弱公開的人。我們做不到這些，

是因為我們還想在人前保持一個虛假的形象，

心裡還有驕傲。「被神接納」這件事，不是一

個教義而已，如果我們真相信我們是被神接納

的，就會活出一個無懼的人生，真實接納自己

的人，是最勇敢的人，除了神以外，一無所懼，

這是真正的自由，如果我們心裡還有對自己的

不接納，其實我們不是真的完全相信。王牧師

已經在基督裡得到自由釋放了，而我們還要受

限於自己的面子嗎？ 

5 在小地方忠心 

王牧師不是一下子就能面對街頭服事這

樣大的挑戰，她是一直學習在小地方順服、在

小地方忠心，神才帶領她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從清掃教會、服事兒童，到三年之久天天在街

頭佈道，無一日中斷，她都是認認真真，非常

忠心，對準上帝去做。很多時後，我們覺得既

然是在教會義務幫忙，沒有拿錢，心態上就隨

便許多，在小事情上，或是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就馬虎。遲到、遺忘、不上心不說，有的

時候隨便準備，做做表面功夫就想敷衍過去，

這實在是不討神喜悅，我們對我們的老闆不敢

這樣，但是對神卻這樣做了。其實服事是對準

神的，不是對準錢的，誰說不拿錢，義務的就

可以隨便呢？我們是做在神身上的，要向神交

帳的。我回想自己的服事，即使自己是受薪、

全職的牧者，有時不謹慎，也很容易在小事上

不忠心，沒有盡心盡力地做。而一個人要在小

事上忠心，除非他先有一個真實敬畏神的心，

真實敬畏神的人，才會在小事上忠心，因為他

知道是做給神看的，不是為人而做的；而如果

我們不能在小事上忠心，我們就要知道，我們

敬畏神的心已經打了折扣了。王牧師的生命分

享，真的給我很多的提醒和警惕，提醒我自己，

要時時刻刻活在神前，做在神的身上。 

其實我在我的日記上寫下了 10 點的感動，

這一期因篇幅的關係，就賣個關子，暫時停筆

吧，願我們都能從真實跟隨神的人的生命中，

留心學習，在生命和跟隨主的程度上，有長進，

有突破！與弟兄姐妹們共勉！ 

 

 

【芥菜子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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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不要以所信的道為恥。 

保羅曾站在主的真道上忍受苦難， 

同時也經歷到主的拯救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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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wn of Thorns 
(Mark 15:16-20) 
 

At a Las Vegas pawn shop, a man brought in a violin and asked for an appraisal. He recently purchased property that 
included a barn, where he discovered an old chest with the violin inside. As he dusted off the instrument, he found 
“Stradivarius” inscribed on it. He hoped it was worth millions of dollars. After it was examined, they told the man it 
wasn't genuine; it was a cheap imitation. The appraiser concluded by saying, “Just because something has a label 
doesn't mean it's real.”  We may attend church, sing some songs, and call it worship, but just because we label it as 
“worship”,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it’s real. Do we give Jesus real worship, or just a cheap imitation? 
 
Worship is about glory & sacrifice (Rom 11:36-12:1).  It is when we give honor, value and glory to one thing over 
something else through our attention, devotion and sacrifice.  We make worship decisions all the time, through our 
calendar, inbox and budget.  Life is about not doing one thing, so we can do other things we find more glorious.  Do 
we give Jesus real worship?  He is the Son of God, co-eternal, co-equal in authority to His Father; He is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But when the Messiah-King arrived at the capital of Jerusalem, and did not turn out to be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ary the crowds expected, they turned against Him. He was then unjustly tried by the Jewish council, 
and handed over to the Roman official over Judea.  Governor Pilate asked: “What shall I do with the man you call the 
King of Jews?” The religious leaders & people spoke: “Crucify Him.”  So he has Jesus beaten & tortured, then handed 
over to his soldiers for execution. As we focus on the soldiers’ treatment of Jesus, perhaps we can learn something 
about how we treat Him as well, whether or not we give the King of glory real honor and worship, or a cheap imitation. 
 
[Mark 15:16-17] Jesus is led away from the crowd, back inside the governor’s mansion. Away from public eyes, how do 
the Romans treat Him? They surround Him with a whole battalion of 600 soldiers, the kind of escort you give to an 
enemy of the emperor.  The King of heaven is treated as a dangerous criminal, subject to an earthly ruler.  In private, 
they clothe Him in a royal purple cloak, and anoint His head with a crown.  But it wasn’t done with respect for a King 
greater than Caesar. They stripped Jesus off His clothes & His dignity; they laughed at His nakedness & shame by 
barely covering Him with this open cloak. They crowned Him with thorns, twisted together, piercing His brow.  In 
private, away from the eyes & influence of the crowds, the soldiers mock Jesus with false honor, unworthy of our great 
King & mighty God. 
 
What about you? When you are away from the eyes & influence of the crowds, do you honor Jesus in private?  
Publicly, we may go to church, carry a Bible, and claim to follow Jesus. But what about when you’re alone, do you 
genuinely honor & worship Him as King over your life?  Do you privately spend time with Him, in the Word & prayer, in 
worship & thanksgiving?  Does your private life match your public life? Does your private worship match your public 
worship? Or, like the soldiers, when no one can see you, do you live in ways that mock Him & reject Him as King? 
 
I met with a couple for counseling. Publicly, they look like devout worshipers. Privately, their relationship did not honor 
Jesus; neither gave the other person any love or respect. Even though they knew what the Bible said about marriage, 
they used the threat of divorce as a weapon against each other. Their children were a wreck from the example set at 
home.  As they argued back & forth, God prompted me to ask: Is Jesus really Lord of your life? “Yes.” What about your 
words, your attitudes, your relationship? “We just have a private marriage problem, but it doesn’t affect anyone else.” I 
submit that you don’t just have a private marriage problem; you have a worship problem. And it’s destroying everyone & 
everything around you: Yourself, your spouse, your kids, friends & family, and eventually your work life & church life.  
No one just has a private marriage problem (or alcohol, eating, shopping, anger or pornography problem); we have a 
personal worship problem that manifests in marriage, alcohol, eating, shopping, anger, pornography.  If we start to see 
everything in life as worship, we will approach things very differently. Instead of privately saying, “I need to eat less, 
drink less, or date somebody else”, we’ll say, “I need to worship God more” in this area of life, and in every area of life. 
 
[Mark 15:18] The soldiers gave Jesus a royal robe & crown. Then, they began to salute Him with their arms raised, as 
they would in tribute to the Roman emperor. On the surface, we might mistake their gestures for honorable treatment of 
a king. But when we look closer, we know it can’t really be a king’s coat; soldiers wouldn’t own one. It must be a cheap 
imitation.  It’s like telling a woman: “Here’s your wedding gown.” Then, offering her a filthy tablecloth you grabbed from 
a restaurant; it’s cheap, a copy, a fake.  It is meant to humiliate her, not honor her. The same thing happens he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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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They do not give Him a crown of gold & royalty, but one of thorns & pain. They hail Him as “king of the Jews”, 
but it’s meant as an insult, not respect. Romans had nothing but contempt for the Jewish people they ruled.  The 
soldiers only offer Jesus the appearance of honor & worship, but it’s cheap, a copy, a fake. Externally, they clothed Him 
like a king. In their hearts, they don’t see Him that way at all. It’s just an act or a joke to them. 
 
Do we only give Jesus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of honor & worship? It’s not just about what we do in public vs. 
private.  If we thought people could see into our private lives, we might try to modify our behavior, so it appears like we 
honor Jesus.  We could read the Bible more (because we’re “supposed to”), pray more, give more, serve more, but 
beneath the appearances, what would people see in your heart, attitude & choices toward Jesus?  A seminary 
professor instructed students that those serving God on Sundays must genuinely worship rather than just give the 
“appearance” of it.  That means, pastors should not finish preparing their sermon during the music.  Worship leaders 
shouldn’t finish preparing their music during the sermon. And everyone else shouldn’t be preparing their afternoon 
“to-do” list during the music or sermon!  Do we come to church, sing songs with our lips, yet our minds are elsewhere? 
Do we give offerings of money, time & effort to Jesus, but really for recognition or out of religious obligation?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 Do our hearts sing a very different song? Do our lives give a very different offering? 
 
[Mark 15:19-20] Their treatment of King Jesus turns even worse.  They begin to violently strike His face and head over 
& over. They switch back & forth between kneeling before Him as a “king”, as a joke, and spitting into the very face of 
the Son of God. When the bullies have taken their pound of flesh & are finally done, why do they bother stripping off the 
cloak and giving back His original clothes?  Like rapists & murderers, they cover up their crime. They hide the 
evidence of their violence & false worship. They cover up His nakedness & their evil as if nothing’s happened, so no 
one will know what they’ve done, as they lead Him back out into public to be crucified. 
 
Melissa & I had a sad Wednesday. Our son came home from daycare with a big bump on his head, and bruises around 
his eyes & nose. At home, he ran through the kitchen, fell on his face, and also got a bloody nose. Later, he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rying in pain. We know it’s just part of kids growing up, but it’s hard to see a little one in 
suffering & pain. When you hear his cries, you can’t help but feel heart-broken.  When we read this passage, we feel 
the same: You can almost see the malicious violence, hear the cruel laughter, smell the blood dripping from Jesus’ 
brow & body, taste the tears of His suffering, and feel the contempt in the soldiers’ hearts.  We are supposed to mourn 
the great violence committed against the Son of God.  It’s supposed to hurt our hearts, and make us angry over this 
great injustice. 
 
But here’s the twist: Who are we supposed to identify with in this story? Jesus, the sinless son of God who sacrifices 
His life for mankind? Or the false worshipers & perpetrators of violence?  We are not much different than these 
soldiers.  Like them, our false worship commits great violence against Jesus.  “But I don’t beat on Jesus, or spit on 
Him.” The point of the passage isn’t merely to condemn what these soldiers have done against Jesus.  It is about what 
all mankind has done, what we have done. Their story is our story with Jesus. Like the soldiers, when we offer Jesus a 
false robe, a false crown, false praise, it ultimately expresses our sinfulness & selfishness, our rebellion & rejection that 
nailed Him on a cross and murdered the King of glory. Do we recognize that our false worship commits great 
violence against Jesus? There’s no more excuses we can hide behind; the story reveals us & convicts us. 
 
Many claim that Jesus is their Lord, Savior & King.  Yet, like the soldiers, we too offer Jesus the false worship of a 
crown of thorns.  How can we respond to our conviction from God?  We can come before Jesus, and repent of the 
ways we offer Him the false worship of a crown of thorns.  Instead, we can crown Him with genuine worship, worthy of 
the King of kings & Lord of lords.  It starts by asking yourself and asking Him, what needs to change?   
 
(1) How will I honor Jesus in my private life, even when I’m away from public eyes? 
 
(2) How do I give Jesus only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of honor & worship? 
 
(3) Do I recognize that my false worship commits great violence against King Jesus? 
 
We remember it is “Good Friday” because it is Good News that Jesus came and lived the sinless life we could not live, 
suffered the death we should’ve died, and rose to give us the gift we cannot earn.  God saw our sin & suffering, and 
came up with a plan to rescue us through His sacrifice. And He did it out of love for us.  (Rom. 5:8) God demonstrates 
His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at our very worst (as sinners), God chose to give up His very best (His own Son) to 
suffer & die for us.  And at the cross, stripped off His dignity & honor, His crown & His life, Jesus declared: It is 
finished!  So we want to exalt & worship Jesus, at whose name every knee will bow & every tongue confess He is Lord 
& King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He is worthy of honor, glory & praise. Take some time to pray, repent & give 
thanks, so that you might be set free to approach the throne of grace with a renewed heart. Then, I pray that we will 

give a genuine offering of our worship & our lives to our worthy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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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甄家驥 
今天我受洗了，

是我作為基督徒新

生命的開始。首先感

謝主，救贖了我；給

了我信心，希望和力

量。同時我也深深地

感謝葉牧師，感謝海

沃教會，感謝教會眾多的弟兄姐妹們的關心和

幫助。特別是教會王阿姨的具體幫助，以及也

要感謝神垂聽了我兒女們多年來的禱告。今天

下午我的小孫女也將受洗，榮幸地我在美國的

兒女全家都是基督徒了。 

我的祖籍是山西人，1932 年出生，長期在

中國內蒙古生活。2008 年從呼和浩特來美國探

親。我的一兒一女都在灣區工作，他們都是基

督徒。他們都希望我能認識主。在過去的五年

時間我有時候跟孩子們去教會，讀聖經，作禱

告（孩子們總是拉手謝飯，天天為上帝的豐富

供應感恩），我也有時讀一些教會刊物。我知

道基督教信仰中心就是明白耶穌愛世人，為我

們的罪而死。我們要認他為救主，得到祂的寬

恕和大愛。認識耶穌基督，信靠祂，與祂建立

個人關係，人生就有盼望，我們就進入永生。

雖然我知道這些，但是還是沒有把信仰和自己

的生活聯繫起來。我年老了，在選擇在哪裡度

晚年的事上經歷過一些思考和不安。但是這也

是我經歷依靠上帝的開始。在短短幾個月我感

到我經歷了很多。我開始向神禱告「上帝啊！

請告訴我應該怎麼辦？請求您幫助我！」 

感謝上帝，祂用平安帶領我。事情發展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我很快申請到一個老年公寓。

我的女兒告訴我她一直禱告神，希望找到一個

公寓離中國人教會近些。這樣我

可以有機會多認識耶穌。這個可

能性很小的事居然也實現了！我

非常感動，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向

上帝祈禱。更難以想像的是在我

們去公寓簽合同的時候碰到了這

個教會的王阿姨。她居然問我們

我要不要去教會，她可以帶我。

我女兒簡直高興極了。神給我們

的超過我們所求，也超過我們所

能想像。這樣我來到這間教會。這裡大家都很

友好和善，使我很有歸屬感，心裡也很平安。 

我感謝上帝，感謝教會，感謝牧師和弟兄

姐妹們的關愛。在福音班我也開始更多的認識

耶穌基督。在堂中敬拜時，有教友幫我翻聖經，

找詩歌，使我感到好像回到家人當中，我心裡

真覺得熱呼呼地。過去我曾認為我的孩子們很

忙還花這麼多時間去教會，實在不解；現在我

理解了，因為現在我也很盼望來教會。 

教會的福音班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喜歡

系統地認識福音。我的兒子給我買了一本帶註

釋的聖經。我想我要好好讀，把所有的都搞懂，

想通，然後就可以成為基督徒了。但是在福音

班我明白了：只要我們認罪悔改相信耶穌，就

是一個基督徒了。不管你過去為何等人，只要

相信祂，我們就成為神的兒女了，這個兒女的

身份是永遠不失落的。參加這個福音班使我想

早日成為基督徒。早日受洗歸入神的名下。我

甚至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我願意把有生之年交給主，依靠主，在主

的帶領下，在教會裡繼續追求成長，禱告讀經，

榮耀神。我也願意與教會的眾弟兄姊妹們一同

敬拜神，服事眾人，做神的好兒女。 

甄家驥 4/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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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高芮蓮 

在 2013 年的 9 月很幸運有機會成為 Isiah 

一年級的老師，我深深相信這是主所為我預備

的，也因為這個原因進而認識了師母 Vicky 及

海沃教會，藉由師母的帶領，我開始參加主日

崇拜及開啟了認識主的道路。 

在人生的路上，難免有不順遂及遇到困難

的時候，所幸一直有師母的支持及教導及很多

教友的關心，讓我從幽谷中可以再站起來, 重

新出發。心裡真是充滿了感謝。每次到海沃教

會主日崇拜就好像來到了大家庭，心中非常的

溫暖與喜悅。 

主似乎早早也為我預備了一條道路，因此

才到海沃教會沒多久就有機會領受洗禮，並成

為主內的姊妹。我會好好珍惜這次重生的機會，

並學習走主給我預備的道路及學習順服。 

感謝這一路上給予我支持的牧師、師母、

及主內的弟兄姊妹們。感謝主！ 

 

 

【本期主題: 君子好逑】 

君子好逑 郭海燕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擁有一個幸福的婚

姻，女人希望自己有一個滿意的丈夫，男人希

望自己有一個滿意的妻子。然而「家家有本難

唸的經」，因此進入婚姻卻不一定是幸福的保

障。因為我們在過犯罪惡當中失去了神創造我

們的本相。女人本身也不再是完美的。 

箴言書裡講，「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

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真

是令我羨慕不已。一個女人如此珍貴，價值遠

勝珍珠。是什麼使一個人有價值呢？也許因為

學歷高？也許因為有美貌？也許因為家世顯

赫？不然一個君子如何看出它的價值。「心裡

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如果是這樣我就

自慚形穢了。我如此平凡，甚至無有長處與人

相較。如何找到如意郎君，又怎能讓我的夫君

心滿意足，成為他喜悅的「好逑」？ 

臨近復活節的日子裡，我天天禱告親近

神。忽然想起了瑪麗亞，她居住在窮鄉僻壤，

只是普通人家一個童貞少女。身無長物，天使

卻叫她「蒙大恩的女子」。並問安。為什麼呢？

天使說：「主與你同在了。」主又怎能與馬利

亞同在呢？天使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

高著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那將要出生的聖者，

必稱為神的兒子。」這個兒子的名字就叫耶穌。

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特例。唯有一個人是被神

這樣揀選、使用的。一個女人能為對方生兒子

不就是那人的妻子嗎？瑪麗亞是神所選中的。

瑪麗亞有何長處，有何與眾不同之處呢？馬利

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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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這是何等得神喜悅的一句話。她的

回應使神心滿意足！因為她無條件地順服了神。

雖然此後她的生活並

不是令人艷羨的成功。

雖苦痛扎心但依然無

怨無尤，令人嘆為觀

止。 

以弗所書 5 章第

2 節：「你們做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我心裡想

若要一個女人順服丈夫，就要先順服主。否則

以我的個性怎麼可能事事順服。我的主就是耶

穌基督，我當聽祂的話。因為祂是上帝的兒子，

揀選我做祂的新婦，對我是全然犧牲的愛，是

我的良人，我所依靠的，祂將祂的聖靈賜下來，

與我同在。祂的愛不離不棄。我要預備自己，

合祂的心意。 

耶穌基督親自講：「我再來時，天國好比

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郞，其中有五個是

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不

預備油，聰明的拿著燈，有預備油在器皿裡。」

因此選擇自己作聰明的童女，常常預備油。以

我主耶穌基督的心為心，討祂的喜悅。祂所愛

的我愛，祂所恨的我恨，祂吩咐我的，我就要

聽。祂差遣我的，我就要行！ 

作為女人，我不可以辮髮辮，帶金飾以為

美。總要沉靜學道，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我也深知道按著我罪人的本相，我

行不出良善的好行為，無法活出我主那榮美的

生命，唯有靠聖靈，不斷的操練自己，相信我

的良人，那啟發我愛祂的丈夫必親自成全這工，

使我從善如流，活得在地如同在天，遵行祂的

旨意，使祂因我能得榮耀。 

我若能得神的喜悅，天

天親近祂，天天更新自己的

生命，言語行為都有主的樣

式！滿有聖靈的同在，榮光

煥發，怎能不吸引人間的君

子。若自己的丈夫屬主，他

必知我、愛我、諒我、幫我。

豈不是舉案齊眉，比翼雙飛，

共同翱翔於神的國度裡。若

我夫君還沒有重生屬主，經上有話說，「若有

聖潔的妻子，你怎知你能不救你的丈夫呢？」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因此我就要在家中

做光做鹽，有好行為行出來，感動丈夫將他帶

進主裡。神對亞當的心意，我要造一個女人幫

助他。我想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為妻，不僅在

家庭生活上幫助丈夫，也不僅在工作、事業上

幫助他，更重要的是能幫助他認識神，走上永

生的道路。因為兩個人在聖靈裡合一，彼此相

通，彼此相愛，彼此順服，才能共同服事神，

榮耀神。 

「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

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願她享受親手所得

的；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她的丈夫在

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

（箴言書 31 章 30-31）這豈不是真正的神仙眷

侶，令人稱羨。君得此女，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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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黛莉赫本  

 

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窈

窕淑女」（My Fair Lady）女主角，我們一起來

聽聽她講過的話： 

For attractive lips, speak words of kindness. 

若要優美的嘴唇，要講親切的話。 

For lovely eyes, seek out the good in people. 

若要可愛的眼睛，要看到別人的好處。 

For a slim figure, share your food with the 

hungry. 

若要苗條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享給饑餓

的人。 

For beautiful hair, let a child run his or her 

fingers through it once a day. 

美麗的秀髮，在於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過

它。 

For poise,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never walk alone. 

若要優雅的姿態，走路時要記住行人不只

你一個。 

 

People, even more than things, have to be 

restored, revived, reclaimed and redeemed, never 

throw out anyone. 

人之所以爲人，是必須充滿精力、自我悔

改、自我反省、自我成長，並非向人抱怨。 

Remember, if you ever need a helping hand, 

you'll find them at the end of each of your arms. 

As you grow older,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have two hands, one for helping yourself, the 

other for helping others. 

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可以求助於自己

的雙手；在年老之後，你會發現自己的雙手能

解決很多難題，一只手用來幫助自己，另一只

用來幫助別人。 

 

 

【笑看天下】 

答辯 

有人問余光中：「李敖天天找你碴，你從不

回應，這是為什麼？」  

余沉吟片刻，答：「天天罵我，說明他生活

中不能沒有我；而我不搭理，證明我的生活中可

以沒有他。」 

*** 

有人問畢卡索：「你的畫，怎麼看不懂啊？」 

畢卡索說：「聽過鳥叫嗎？」「聽過。」「好

聽嗎？」「好聽。」「你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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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 

耶和華以勒 傅琳 

6 月份小組聚會，輪到我帶查經。我以為

那個週末我休息（我每隔一個週末休息，另一

個週末要上班）。直到陳杰提醒我，如果要上

班，自己找人換。我才想起來去看日程表，    

一看急了，怎麼會輪到我上班呢？算來算去，

沒錯，要上班！ 

查經的功課我已預備好，找人代查似乎有

些遲了，怕人家來不及準備，給別人找麻煩。

唉！我自責，一輩子就是馬大哈，稀里糊塗。 

思來想去，到單位試試，請

一天假吧？結果一看，那天的休

假也滿了，任何人請假都不會批

的。怎麼辦呢？唯有禱告，求神

開路。 

按常規思路，還是找人代替。

但是心底里，就是不想讓別人「臨時抱佛腳」。

硬著頭皮跑到辦公室，找秘書批假。她一看電

腦就：「no」了。我有些遺憾地賴在那兒不走，

似乎在盼望出現奇蹟。結果她盯著那份休假人

名單，眼睛一亮，發現其中一人已經在休工傷

假，二話沒說，就把我的名字填進去了。我忍

不住臉上笑開了花，連說：「多謝」，心中暗

叫「耶和華以勒，上帝必預備！」 

看起來這是一樁稀鬆平常事，沒什麽大不

了的，但是在我心裡，卻是一件大事。一組人

查經，我這個帶查經的卻臨時缺席，還要找人

代，太不負責了！ 

《聖經》說，我們在母腹還未出生，上帝

已經知道了我們。祂知道我不是故意，也不是

不負責任，但是會有糊塗的時候，所以祂已為

我預備好了。祂在我心裡埋下「不換人」的念

頭；並且在辦公室明知無望卻多賴了兩分鐘，

「逼」她盯著電腦多看了幾眼，事情就解決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上帝每次會為我們的疏

忽大意買單，而是在關鍵的時候，常會幫我們

「轉危為安」。因為祂愛我們，體恤我們的軟

弱和毛病，就像做父母的常會原諒和幫助自己

的兒女一樣。我們人的這種天性，正是從上帝

那兒來的。 

作上帝的兒女多好！多美！心中的感恩難

以言表...... 

再說兒子，大學畢業後準備再考學校，但

是他要申請的學校，都需要

起碼半年的工作經驗。為了

這工作經驗，他要去讀醫療

方面的執照，然後才能工作。

執照到手後，他拿了履歷表

跑了幾個醫生診所。結果有

一個醫生打電話叫他去面試，

面試時還要他帶著大學成績單。那醫生問了他

半小時，還問他父母是作什麽的，最後還是請

了他。我聽了有些不快，請不請他跟人家父母

是做什麼的有關係嗎？還要帶著成績單！我還

是第一次聽到。雖然心裡不快，也不敢叫兒子

別去，畢竟他需要工作經驗才能去申請學校呀。 

誰知上帝出乎意料地攔阻了這事。 

那醫生問了兒子半小時還不罷休，雖然請

了他，還是不放心，又打電話給他教執照的老

師，問了廿分鐘，老師不耐煩了：「那不是一

份實習生的工作嗎？」她答道：「那也是份工

作。」 放下電話，老師就打電話給我兒子：

「Victor，你確定要去她那兒工作嗎？我知道工

作經驗對你非常重要，但是可不可以等一星期，

我幫你去找別的醫生診所？」兒子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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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何是好，萬一等了一星期，兩頭都落空

怎麼辦？ 

我一直都記得自己是天父的孩子，我倆一

起禱告，求神幫我們拿主意。禱告後，我心裡

很有平安，我知道上帝會預備的，絕不會讓他

兩頭落空。我試著幫他分析：「你需要工作經

驗，也需要推薦信。這個醫生為人嚴謹，非常

認真，請一個不付工資的實習生還要調查得這

麼一絲不苟，如果你在她手下萬一出個什麽差

錯，你就不可能有一封好的推薦信了；沒有好

的推薦信，你進學校就有麻煩，你花的時間也

白搭了。我想是上帝藉著老師來攔阻你去那兒，

我們信靠天父，等老師那邊的！」他忐忑不安

地等著，每一天都憂憂愁愁的，等到一星期的

最後一天，老師介紹的醫生診所打電話叫他去

面試，並叫他第二天（星期六）就去上班。 

實習結束的最後幾天，他們正式聘請他。

但是兒子還有些書要讀，沒法繼續工作。人家

說，任何時候，只要他能回去工作，他們都歡

迎。看來，推薦信應該不會差了。 

奇妙嗎？這兩樁都是神蹟：上帝同在的神

蹟，看似無路卻有路的神蹟。祂真實地活在我

們的生活裡。雖然眼不能見，但是心裡，我們

能感受到祂，體會到祂。感受到祂愛我們，為

我們預備所需要的；體會到祂顧念我們，賜下

我們不配得的恩典。 

很多時候，我們是悖逆的，頑梗的，犟嘴

的，憑血氣的，憑自己聰明才智的，不肯信靠

上帝的......但祂是何等慈愛！每一天，賜下的恩

典，如果我們用心去體會，能數算得盡嗎？ 

 

感恩 辛胡桂蘭 

每回讀聖經，尤其是舊約，看完後總是一

頭霧水。雖然每個字都認識，但就是不懂這些

歷史故事和我有什麼關係，更不明白如何能從

中吸取教訓，讓自己活的更合神心意。十分感

謝葉牧師逐篇精闢的解說，現在重新讀「民數

記」不再只是糊里糊塗的看下去，而是心如明

鏡，豁然開朗。 

我也感謝芥菜籽的同工們，我大概是唯一

用手寫稿件投稿的人。在這個人人忙碌分秒必

爭的高科技時代，同工們還得把我的稿子重新

打一篇輸入電腦，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實在

抱歉。 

最後我也要感謝弟兄姐妹對我的愛與關

懷。Lisa 姐妹每回來迦勒團契帶領我們唱詩，

大家都能感受到她的活潑與喜樂。連帶得我們

也覺得自己年輕許多。Cindy 姐妹雖然自己身上

有許多病痛與不適，但從來不會忘記問候與關

心我。讓我倍感溫暖。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這個大家庭讓我的人

生不寂寞，更深深讓我體會到神的愛。 

誠如羅馬書十五章所說『我們堅固的人，

應該擔當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我們個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

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

記』，這正是我們教會的寫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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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了 Perspective的課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李紡 

我小女兒在讀幼稚園的時候，有一次我有

感而發：「我媽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豈知

她嘟著嘴，對我大聲反駁：「不是！」我正想

給她一點顏色看看，不料她嚷道：「我媽才是！」

噻！她媽不就是我嗎？她居然認定我是最好的

媽媽！我在她小小的世界，可是大人物哩！現

在她長大了，遍遊了歐亞非很多國家，眼界寬

廣了，當年讓我窩心的童言稚語不再，然而我

欣慰她有更高超的 perspective 了。 

很高興我們爭取到 perspective在本教會上

課，讓參加的本教會弟兄姊妹可以免於舟車勞

頓，真是天時地利，這樣大好的機會我豈可錯

過？為了治死我怠惰的毛病，我報名參加要拿

證書(certificate)的課程，而不只是 key readers

而已！這兩者之別在於證書課程共要寫十五份

功課，每個星期都要交功課，每三個月交一份

個人上課或讀書心得，再加上一份總結的專題

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如果獨自操筆，至少要

寫五頁，每加一個人就加兩頁。我和楊世儀、

柯惠珍姐妹合作寫一份「如何教導年輕人

perspective」的專題報告，我們三個人互相討論

觀摩，一個人只要負責寫三頁就可以。各自寫

好之後，只要再統一格式，化整為零，整個負

擔便輕省多了！團結力量大，誠哉斯言！五月

的長週末，三人就在我家奮戰，一天就大功告

成，世儀還犒賞大家去吃一頓日本料理，真是

感恩！ 

剛開始寫功課時，要用英文我手寫我口，

真是難乎其難！有限的辭彙，使我常坐在桌前

發呆，下筆如舉重，徒呼負負！有一個聲音戲

謔我：都這把年紀了，還不知放輕鬆，自找罪

受！接著同學又來電說「來自星星的你是曠古

奇劇，不看就枉此一生…」於是我向神禱告我

是不是可以退縮成 key reader 就好？神要我想

想，世儀在第一節課向大家宣佈我是個好學生，

如果我臨陣退縮，將置世儀及自己的顏面於何

地？神的靈既要我勇往直前，我只有斬斷所有

負面的情索，求主加添我智慧。 

有人問我：妳那麼辛苦拿證書有用麼？這

證書的確不能換飯吃，但上了課，讀了很多宣

教士的見證與傳福音的策略，感覺自己好像站

在高山上，對神的國度看得更清楚，對神的心

意也較明白，這樣的收獲，是金錢買不到，物

質換不來的；十五個講員裡有十二個一講到主

在他們身上作改變工作時，悄悄地垂淚，我從

他們身上看到了他們和主緊密的連結，我既感

動又羨慕！Larry Osborne 牧師曾說：「其實福

音書有五本，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再加

上你自己。別人看的是其他四卷，但你周圍的

人看的，卻是第五卷─你。」那些講員用生命

寫了主的福音書來榮神益人，從 Prospective 課

堂上，我從那些教課的牧師們，得到了很多的

激勵！不知你我要如何將自己呈現在眾人面前，

以致人因我們的言行而羨慕當基督徒？ 

我在這裡特別要和大家分享 Keivan 

Tehrani 牧師提醒基督徒應有的操練：人際關係 

Discipline of Community)；禱告 (Discipline of 

Prayer)；過簡單生活 (Discipline of Simplicity)；

不斷學習 (Discipline of learning) 以及常常喜

樂 (Discipline of Joy)。我每次都要慨嘆我們家

的禱告會，來參加的人並不踴躍，一個不禱告

的基督徒，就像入了寶山卻空手而回的旅遊者，

太可惜了！只有經歷禱告，愛禱告的人才會有

「如今親眼見祢！」的美妙經驗，願人人愛禱

告，與主更親近！ 



 

芥菜子第 51期 第 13頁 2014年 6月 

Perspective 課使我人生的景界大開，我感

覺比戴上Google Glass還棒！Google Glass使人

看到更多更複雜的外在世界，卻無法像

Perspective 課透視生命，改變你的人生觀。當

你想買 Google Glass 之前，我建議你先去上

Perspective 課，你將大有斬獲！ 

 

 

兩手空空 章志彬 

教會有很多弟兄姊妹參加了日前的王愛

敏牧師佈道會，或者是在主日聆聽了王牧師的

分享。相信聽過的人都感到很震撼。 

而在佈道會舉行之前，儘管葉牧師預告過

幾次，網路上也可以找到相關的報導，甚至是

王牧師在其他地方的見證錄影，但是在目睹本

人之前，對於她的經歷與事工，仍然只停留在｢

紙上談兵｣式的理解，而沒有那種面對面的感動

與震撼。 

不過，當我逐漸地從各方面得知王牧師的

種種之後，我就有一種感動，想要在佈道會當

中獻上一首詩歌。這首歌其實去年在詩班同工

討論時，就曾經列入今年考慮練習的詩歌名單，

但是後來同工們覺得這詩歌似乎不適合放在主

日，因此也就沒有拿到詩班去練習。 

直到王愛敏牧師佈道會舉行前大概兩個

多星期，我實在覺得應該獻這首詩歌；但是以

詩班練習的進度來講，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

因此一度打算找鄭洲弟兄唱二重唱。但是鄭洲

卻因為有其他的事奉，佈道會當天無法出席。 

儘管我平時不太喜歡單獨獻詩，但這次感

動實在強，因此在徵詢了葉牧師與當天帶領敬

拜的恩得弟兄意見之後，決定把這首乍看之下

很悲戚的詩歌唱出來。 

兩手空空 

上帝把我心愛東西   一點一點都拿去 

直到我的兩手空空   心愛寶貝全丟棄 

衣服襤褸心中悲戚   人生道路無樂趣 

直到聽見耶穌寄語*  伸開兩手向天舉 

直到聽見耶穌寄語   伸開兩手向天舉 

我把雙手舉向天父   主賜福祉無限度 

祂將天上一切財富   賞賜給我做禮物 

那時我才恍然大悟   以前我真是愚魯 

倘若我手不是空空   神怎能賜我禮物 

倘若我手不是空空   神怎能賜我禮物 

 

我想，當初希望呈獻這首詩歌，主要可能

是因為知道了王牧師前半生的遭遇；而在連續

三天（週五晚上團契、週六佈道會與週日）的

信息之後，我更被神在王牧師身上的作為所感

動。 

因為，她在一無所有之際，領受了來自天

上的祝福；而在之後，她仍然慷慨地將所有的

拿出來，給那些身心靈都貧困缺乏的人，自己

憑著信心度日，在眾人的驚嘆中，做了不計其

數的見證。 

我們大多數人雖有貧富之分，但是至少也

都有個安身之所，三餐飯也都有著落；然而我

們卻仍然經常憂愁，對工作與收入不滿意，或

者沒有安全感。心裡都曉得神會供應，都明白

基督徒施比受更有福，可是落實起來，偶爾節

儉一番，或是撥出些特別奉獻、捐款什麼的，

就已經覺得自己很 OK 了。看到王牧師這樣的

見證，真的很值得我們深思：若我們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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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或不敢把手上的一切給出去，神又怎能賜給

我們更美好、更豐盛的禮物呢？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

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

們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

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加福音 6:38）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

行，耶和華必償還。｣（箴言 19:17） 

*附註：這首詩歌英文原名是 Empty Hands，作者

是 Tom Fettke，譯者是陸頌熙。原本這句歌詞是 Till I 

heard His voice inviting, “Lift your empty hands to Me”，

中文翻譯為：直到聽見耶穌低語，｢伸開兩手向天舉｣；

但由於中文｢低語｣是低聲說話，跟音樂部分的高潮無法

搭配，所以在與英文歌詞沒有衝突的情況下，我把｢低語

｣改成｢寄語｣。 

 

 

【一家一菜】 

廣式燒肉 

 文/瘦太 

喜歡吃廣式

燒肉又想自己做的朋友可以試試以下的做法：

用蒜粉、白胡椒粉、五香粉，或是直接用四季

牌的鹽焗粉來醃製五花肉，不加蓋放在冰箱裡

至少三天風乾。取出五花肉放入烤箱中，用 450 

ºF 烤 40 分鐘之後，再用 350 ºF 烤 40 分鐘，

就成了！做法十分簡單。我試過很好吃！大家

都來試試吧！皮不脆不能怪我，膽固醇超標也

不能怪我，烤箱被噴得到處都是油更不能怪我！

哈哈哈！祝你們都成功！ 

*編按：更多一家一菜請上教會網站瀏覽。

http://cfcchayward.org/for-jesus/churchlife/onedish

perfamily/ 

幸福是什麼? 林桂珍提供 

    1. 幸福不是你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裡的聲音

有多甜。 

2. 幸福不是你開多豪華的車，而是你開着車平

安到家。 

3. 幸福不是你存了多少錢，而是天天身心自由，

不停地做自已喜歡的事。 

4. 幸福不是你的愛人多漂亮，而是你愛人的笑

容多燦爛。 

5. 幸福不是你當了多大的官，而是無論走到哪，

人們都說你是個好人。 

6. 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而是没病没痛。 

7. 幸福不是在你成功時的喝采多熱烈，而是失

意時有個聲音對你說：「朋友，加油！」 

8. 幸福不是你聽過多少甜言蜜語，而是你傷心

落淚時有人對你說：「没事，有我在。」 

 

 

 

 

 

【笑看天下】 

高招 

孔明騎驢進城巧遇周瑜！ 

周瑜問：「吃飯了嗎？」 

孔明說：「謝謝，我已用過膳了！」 

周瑜得意的說：「我問驢呢，你插什麼話！」 

孔明立即抽了驢兩耳光，罵道：「有親戚

也不說一聲！」 

 

http://cfcchayward.org/for-jesus/churchlife/onedishperfamily/
http://cfcchayward.org/for-jesus/churchlife/onedishper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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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介紹】 

行囊 吳方芳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鄉愁的行囊。甸

甸的方盒裡： 

一包新焙的咖啡豆、一本聖經、相簿，

一款款慈母裁縫的衣衫、一襲醫袍，和一頁

頁父親在失眠夜裡，含淚書寫的叮嚀。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捨己的行囊。 

拾掇了不知幾回、也淚了不知幾回的皮

箱裡，最沉重的是牽掛，最難的是放下。放

下風中翻飛著的老父的白髮，放下晨光裡老

母劬勞的身影，放下揪心的故鄉，放下全然

獻上的自己。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信靠的行囊。 

情深意重的負荷裡；盛裝著至死方休的

信守與怦然。啊！基督犧牲之愛如鼓聲咚咚，

福爾摩沙的召喚如浪濤隆隆。 

 

拎一只行囊，一只既離家又回家的行囊。 

斑駁的行李箱裡；承載著一輩子的忠心

殷勤、醫病醫心、一筐子的恩惠慈愛、福杯

滿溢和一頭灰白、一個老身。 

 

拎一只行囊，淚眼濛濛。 

離別的碼頭，薄霧迷離，這方是摯愛的

家鄉，那端是血脈相連的至親。 

啊！臨老又要離家，是回家還是離家？

最難的仍是放下， 放下揪心的故鄉！ 

 

編按：吳方

芳，台東基督教

醫院呂信雄院長

夫人，家立立社

福慈善基金會創

辦者，兒童性侵

害、婚暴受害婦

女心理諮商、婚

姻協談資深工作

者。曾任花蓮善

牧中心執行長，

目前定居台東。 

 

 

*北美路加開始關心退休醫療宣教士的事

工之後，發現所聯絡上的，有大半是曾在台東

基督教醫院服事過的，也知道神其實也用很多

當地有同樣愛心的基督徒，來和這些從歐美去

的宣教士同工，並接下他們傳下來的棒子，包

括現任院長呂信雄和夫人方芳姊。方芳姊更為

了紀念這些宣教士在東台灣的貢獻，出了「一

粒麥子落在後山」這本書，記錄他們為台灣人

所做的一切。最近路加同工拜訪呂院長夫婦，

有共同的感動要跟隨這些宣教士的佳美腳蹤，

回饋故鄉，把神的愛帶到後山台東，讓更多的

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方芳姊特別寫了以下這首

詩送給北美路加，一起來紀念這些宣教士，也

一起在醫療宣教能更多讓神來使用。（鄭博仁

醫師 / 北美路加傳道會總幹事，基督三家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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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長- 

薄清潔與薄柔纜父子兩代中國情  

 文 /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 , 郭紹漢提供  

中國 ── 薄柔纜雙親的最愛   

「門諾會」（Mennonite）是基督教宗派

裡的一支，為紀念宗教改革家門諾西門（Menno 

Simons）而命名。門諾會的信徒以耶穌基督為

信仰對象，篤信聖經、崇尚和平、過簡樸生活，

強調「為主服務」的人生。 

1909 年（清宣統元年），一個寒冷的冬

日清晨，美國門諾會的薄清潔(Henry Brown) 醫

生，帶著美麗的新婚妻子，回應了上帝的呼召

─甘心放棄富裕生活、大好前程，渡過千山萬

水，抵達神秘、封閉、動盪不安的中國。 

薄清潔與馬利亞拎著簡單行囊，既興奮又

不安的佇立上海碼頭，望著這片陌生、憂患的

中國土地，及土地上為生活勞力而認命的中國

人，悲憫之情油然而生。儘管思鄉的愁緒在胸

際起伏，儘管舉目無親、前路茫茫，他們依然

熱切地開始了流淚撒種、無怨無悔的中國之旅。

歷經無數艱險，薄氏伉儷終於在交通不便、時

而需要翻山渡河的景況下，抵達了目的地──

河南開封。 

在中國的 40 年間，薄清潔身兼數職日夜

忙碌，他既是醫師也是重建人類心靈的牧師。

沈靜不多言的薄清潔宣教士最喜愛率領佈道團

到鄉間醫療、佈道。當時的中國正值兵荒馬亂，

強盜匪徒四處流竄，薄醫師常在佈道途中遭盜

匪洗劫，他以出生入死的精神建立了三所教會。

繼之又創設聖經學院及籌辦一所頗具規模的綜

合醫院。而薄太太在操持家務之餘，也儼然成

為當地婦女領袖，她定期在各個鄉間開辦識字

班，村中婦女對於這位藍眼珠的洋婆子，竟然

能字正腔圓的教她們識讀ㄅㄆㄇㄈ，莫不嘖嘖

稱奇。忙碌而匱乏的歲月中，薄家長子、次子

的相繼出世帶來了無限歡樂。然而，一場流行

的瘟疫奪走了薄家長子的性命，薄氏伉儷吻別

了未足二歲而早夭的愛子，擦乾眼淚期勉自己

要堅強的活下去。歲月輾轉，喪子的哀痛才漸

撫平，又一場瘟疫來襲，薄家五歲的次子無助

的在病痛中喪生。一生救人無數的薄清潔宣教

士，再次眼睜睜看著至愛的骨肉，因醫藥缺乏

而痛苦死亡，夫婦倆不禁相擁號咷。然而，悲

慘的際遇並沒有使他們氣餒喪志而離開中國。 

薄氏伉儷自新婚之夜搭船啟程赴中國，就

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直至中日、美日陸續

開戰，他們把子女送返美國之後，仍然回到烽

火連天的中國。他們從未忘記對上帝的承諾─

─要以性命愛中國。 

多難的中國除了人禍還有天災，黃河決堤

民不聊生，年紀老邁的薄清潔教士夫婦再次

捲起袖子，以教會為賑災濟貧的據點。水患

止息的時候，已是大雪紛飛的冬天了，兩位

累壞了的長者正想喘口氣，凶狠的日軍竟把

他們以「間諜」罪名關入暗無天日的集中

營。  

集中營裡 1,749 個犯人共用三個污穢不

堪的小廚房，人們在這兒沒有名字只有編號。

排隊領飯時，隊伍長得似乎沒有盡頭，飢餓

和營養不良被視為理所當然。  

無盡的勞役在日本隊長的威迫下，絕不

能因飢餓或肉體虛脫而稍稍喘息。冬日的嚴

寒及夏日的乾旱、瘟疫，更使人步步邁向死

亡。然而，早已視患難為密友的薄牧師夫婦，

卻視集中營為為上帝服務的地方。他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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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的伙伴，把僅有的糧食分給病弱的弟兄，

默默而堅強的在絕望之地播下光明與希望。

可敬的薄教士甚至在獄中寫了一本見證歷

史的書籍─《在日本人手中》。  

兩年之後，黎明終於來臨，在日軍駛往

印度的換俘船上，薄清潔與馬利亞被釋放了。

生離死別的際遇中，薄氏夫婦甘心與中國人

共渡最苦難、最顛沛的 40 年。  

1949 年，中國大陸淪入共黨手中，垂

垂老矣的薄教士伉儷方才依依告別中國，返

回久別的故園。  

顛沛流離了 40 年，薄家終於真正團圓

了。薄清潔擁著愛妻馬利亞與子女們，細數

前塵舊事。薄老牧師彷彿回到了 40 年前偕

妻子落腳中國河南的情景：一望無際的高粱

地、大麥田，矮矮的土楞瓦屋、菜圃、牛隻，

這些景致似乎都似曾相識的在多年前的夢

境中出現過呀！莫非這一生紮實、豐富、血

淚交織的中國之旅，早在 40 多年前上帝就

已牽引安排﹖人生如夢、夢如人生，薄清潔

滿足的闔上雙眼。夢中，又回到了中國。  

 

漫天烽火──漂泊流離的童年 

薄柔纜(Roland Brown)是薄清潔宣教士

夫婦鍾愛的么兒，民國 15 年(1926)生於中

國河北省。排行第五，上有兩位幼時夭折的

兄長及兩位姊姊。薄柔纜出生時，街坊鄰里

欣喜若狂；老祖母們含淚感謝上帝，男人們

道喜說：「這是天理，這是天理！」。像無

邪小羊般的小薄柔纜，為喪子消沈的父母帶

來莫大的安慰與喜樂。一整個夏季，黃河兩

岸善良老百姓們好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人

人津津樂道薄家小兒的出生。  

薄柔纜一天天長大了，中國的政局依然

動盪不安，黃河依然年年氾濫成災，無情的

瘟疫依然奪走無數寶貴生命，而薄柔纜在艱

難中平安快樂的長大了。善良的中國人們默

默而快慰的看著他成長，也隱隱憂心著他是

否也會像兩位兄長那樣遭遇不測。他的平安

成長確實安慰著情同家人的街坊鄰里。  

薄清潔一家與中國人的情感在同甘共

苦中，早就超越了國籍和種族的界限。薄家

的孩子和中國孩子打成一片，他們一起鬥蛐

蛐兒，在高粱田裡烤地瓜、捉迷藏，逢年過

節還遛到市集觀賞繽紛的火樹銀花。襁褓中

的薄柔纜於 1927 年，初次離開中國。當時

中國北方、南方局勢危急，薄太太帶著兩個

女兒及僅十個月大的薄柔纜，在天津碼頭候

船返美，當汽笛響起，送行的薄清潔教士激

動的與妻女相擁痛哭。他們不知道一別之後，

是否後會有期﹖戰火頻仍的中國及遙遙未

知的返鄉之旅，使薄氏一家經歷著生離死別

的煎熬。他們只有熱切的祈禱，把前程交在

掌管明天的上帝手中。  

漫天烽火無情的阻隔著薄氏夫婦的相

見及父子的重逢。幾經輾轉，數番流離，薄

氏一家終於在睽別數年之後團圓了，薄柔纜

緊緊抱著日夜擊念的父親，再也不願分離。  

1940 年，中國在日軍的侵略及共產黨

的內亂中，局勢更加混亂。薄柔纜被送往戰

火尚未波及的韓國平壤就學。未幾，戰禍延

及韓國，只好返回天津附近的通縣就讀。時

局越來越危急，薄氏夫婦別無選擇的再次忍

痛與愛子分離，他們決定把么兒送返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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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暮春，薄氏一家再次經歷生離

死別的煎熬。15 歲的薄柔纜拿著行囊，緊

握著船票，悲傷的目送因離別而心碎的雙親

離去，他深深凝望著日漸老邁的雙親，深深

祈禱與二老早日相逢。薄柔纜懷著堅忍和信

心獨自搭船返美。從此，展開了長期與父母

分離，甚至音訊渺茫，不知雙親生死的艱難

歲月。  

台灣──薄柔纜獻身的祭壇 

時光輾轉，薄柔纜已是一位踏實負責、

聰敏進取的大學青年。大一那年，薄柔纜結

識了同在伯特利大學就讀的同班同學素菲

小姐。美麗高雅的素菲成長於純樸的堪薩斯

鄉間，是位才華洋溢、熱愛上帝的年輕女子。

正當他們相知相愛的時刻，薄柔纜的大學生

涯卻因徵召入伍而中斷。  

薄柔纜堅信殺人是犯罪的，深覺自己不

該入伍上沙場，而轉向美國政府請求以其他

方式服役。於是他被指派參與土壤保持計劃，

並在一所精神病院擔任勤務兵。此時，素菲

完成大學學業，留在母校擔任校長秘書。他

們魚雁往返，情愛日深。  

三年後，薄柔纜退伍、完成大學學業，

進入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就讀，並與素菲共結

連理。  

薄柔纜幼年時候，母親常期勉他日後成

為一名救世濟人的牧師。及長，自忖不擅言

辭不適成為牧師，所以改以修讀應用數學為

大學志向。服役期間接觸了許多無助的精神

病患，心生悲憫，復學之後遂改讀心理學，

以成為一名心理學教授為人生志向。  

一個百合盛開、清風習習的早晨，薄柔

纜跪在小教堂的聖壇前，熱淚盈眶的回應了

上帝的呼召。他決定步上父親的後塵，成為

一名到異邦宣揚上帝大愛的宣教士。隱約

中，浩浩滾滾的黃河、河岸上的土垛矮牆、

文采風流的北京城、黃山、秦嶺，及永遠認

命無限忍耐的中國子民 ......在在牽動著他內

心最深處的心弦。於是，薄柔纜決定大學畢

業後就讀醫學院，以醫療傳道為一生職志。 

就讀醫學院期間，柔纜與素菲的生活費

及房租全賴素菲工作維持，每學期昂貴的學

費則靠借貸而來。拮据的經濟狀況，甚至迫

使他們與另外兩對夫婦，分租一間小小的三

間臥房的公寓。  

醫學院畢業之後，薄醫師的住院醫師訓

練再次因奉召入伍而受阻。薄醫師也再次請

求被指派非軍事任務，其中一項選擇就是到

台灣為山地原住民做醫療服務。  

民國 42 年(1953)，在美國門諾會總會

的支持之下，薄醫師夫婦來到台灣。來台不

久，美國政府即認可了薄醫師先前的服務並

允許他退役。然而，此地的工作已展開，並

要持續數年才能告一段落。  

數年之後，薄柔纜夫婦返回美國。34

歲（民國 49 年/1960）那年，薄醫師已是一

位學有專精的胸腔外科醫師，他毅然捨棄行

醫賺大錢、過優渥生活的機會，也捨下親



 

芥菜子第 51期 第 19頁 2014年 6月 

情、友情和素菲親手建立的社區幼稚園，欣

然來到物質極度缺乏的台灣。  

來台之前有個難題必需解決──要還

清一大筆學費貸款！然而宣教士微薄的薪

水養五口之家已經不易，何況償債呢﹖沒想

到薄醫師的叔叔主動替他們還清部分貸

款，而他們的債主─一對關心宣教工作的基

督徒夫婦，也取消了為數可觀有待償還的全

額貸款。上帝以最奇妙的方式回應了他們的

祈禱。  

認識薄柔纜宣教士的人，都知道他是個

對工作十分熱愛、執著的人，當年跟過他的

醫學生們常在背地暗暗叫他「赤牛」（克苦

耐勞、賣力固執的黃牛）。清晰的頭腦、明

快的處事、驚人的體力與工作量都令同僚們

自嘆弗如。  

有一次大家心目中的「超人」積勞成疾

得了肝炎，許多人不解的問：「薄醫師怎麼

可能生病﹖怎麼肯生病﹖」大家才

知道薄柔纜醫師不是鐵打的。其實

他還長期與胃疾為伍，一連八、九

個小時的胸腔手術、半夜的急診、日

間的門診、無數住院病人及繁忙的會

議、行政事務，怎麼可能不把人累倒呢﹖  

儘管工作如此忙碌，薄醫師從

不輕忽自己的穿著，除了白色的

醫師服外，他總是穿著剪裁合宜

的西裝，搭配著襯衫和花色高雅的

領帶。簡而不俗的穿著加上高雅的氣

質，薄醫師是門諾醫院員工們公認

的「帥哥」。而他的穿著正顯示著

他的敬業及賢內助薄太太的慧質蘭

心。  

薄醫師自律甚嚴，對部屬的工作要求也

絕不苟且，每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都又敬又

愛。已退休的藥劑室主任黃萬財先生說：「最

怕接到薄醫師打到辦公室的電話，他會出其

不意的問一些專業問題，讓人不得不努力讀

書求取新知。曾在開刀房與薄醫師任事多年

的葉秀錦小姐說，在他手下工作的人若初次

在工作上失誤，薄醫師會和顏悅色的勸導解

說，若二次、三次再犯，就會受到嚴厲的責

備。因此沒有人敢在老薄（開刀房同仁對他

的暱稱）手下敷衍苟且。  

然而，「鐵漢」也有無比溫柔的一面，

他從不因繁忙疲倦而輕忽對病患的關顧，有

位乳癌婦女住院期間，女兒乏人照顧，薄醫

師夫婦甚至將她的女兒接回家中照料，直到

患者出院為止。現任門諾醫院病歷室主任王

金枝女士回憶說：「30 年前我 19 歲，因腎

病被迫切除一個腎臟，若不是薄醫師夫婦不

斷為我加油打氣，我大概活不到今天。」王

金枝女士當年是一位正值花樣年華的原住

民少女，畢業於門諾護校，在開刀房與薄

醫師共事多年。因嚴重的腎臟病，對人生甚

感茫然。在薄醫師夫婦的扶持下，她不僅走

過了死蔭幽谷，還進入關渡基督書院求學，

而四年的昂貴註冊費大都是薄醫師支付的。 

王金枝原以為外國人都很有錢，後來得

知薄醫師雖然擔任門諾醫院院長，卻從來未

支領醫院一毛錢薪水。他的房子是租賃的公

寓，他的生活費是由美國教會奉獻

的，子女們在美國的教育費是貸款

而來。數年前愛女在美國動腦部手術，

他們連回美國探視的機票錢都得先支領教

會為他們預備的養老金。一部偉士牌摩托

車是他長年代步的交通工具，退休前兩年



 

芥菜子第 51期 第 20頁 2014年 6月 

終於買了一部轎車，也只是普通國產汽車。

然而他們從不怨天尤人，反而常滿足的說：

「40 年來我們實在很快樂！」  

對上帝的堅定信心與愛心一直是薄柔

纜醫師得力量的泉源，每次主持手術之前，

薄醫師必定領著病人及醫護人員，謙卑的向

上帝祈求。他也常常為同事們禱告，許多祝

福藉著他的祈禱而傾注在門諾大家庭，以致

門諾醫院能不斷成為別人的祝福。  

老少兩代的薄醫師，為了中國人付出了

80 年歲月，他們以性命和血淚服事著一代

又一代的中國人，父親親證了中國近代史上

戰禍最頻仍的 40 年，兒子在戰後荒蕪貧困

的台灣療傷時刻，落腳在最乏人問津的「後

山」花蓮，為貧民、原住民奉獻一生。  

父親為中國飽經憂患、鞠躬盡瘁，猶嫌

自己擺上的不夠，而要唯一的愛子步其後塵

。兒子為台灣的中國人盡心竭力、仁至義盡

，臨老還東奔西跑募款、演說，深恐自己付

出得不夠。「到美國很近，到花蓮很遠」是

薄柔纜醫師常對台

灣人說的話。35 年前

，有位實習醫師的母

親氣極敗壞的反對

兒子到門諾，理由是

：「去後山會被生番

宰割！」對自己苦難

鄉親的輕忽及對自

己鄉土的疏離，令人

愕然、歎息。然而，

卻有許多學醫的人，

寧願費盡心思汲汲

營營的為入美國門

檻而擠破了頭，卻不

願來到與自己血脈相連的海角一隅─花蓮

。  

40 年前，薄柔纜宣教士帶著愛妻素菲

來到台灣；40 年後，已垂垂老矣的薄氏伉

儷兩袖清風的返回故里。離別的痛楚中，唯

一深感安慰的是，素菲的嚴重風濕症回到乾

爽的堪薩斯可望好轉。其實花蓮不是適合薄

太太居住的地方，蝕骨的海風及潮濕的天氣

常令她舉步維艱。然而，信仰和意志超越了

肉體的苦楚，他們還是選擇住下來。  

如今，薄柔纜醫師及薄太太已退休返美

，他們欣然的住在當年曾受惠於薄醫師的學

生們，集資為他們購買的住宅裡攜手相伴。

行醫 40 年的薄醫師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

他們回首前塵，心中盈滿著對台灣的思念、

對門諾的牽掛、對上帝的感恩及對歲月的滿

足。  

薄氏父子是不朽的，他們的偉大在於他

們始終打心眼裡自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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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濱一個美麗傳奇──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雋永芬芳的昨日之歌 

民國 43 年(1954)，薄柔纜宣教士在美

國「門諾會海外救濟總會」的協助下，創辦

了花蓮「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門諾醫院的前身是「山地巡迴醫療工作

隊」。民國 37 年(1948)起，一群由美國「門

諾會海外救濟總會」差派來台專業醫護宣教

士們，不畏艱難的穿梭於花東地區的山地部

落，為布農、阿美、泰雅等原住民及平地的

貧民展開醫療服務。民國 42 年(1953)，薄

醫師將「山地巡迴醫療工作隊」分成東、西

兩支。工作隊的隊員們分別在中央山脈兩側

進行醫療傳道事工。他們翻山越嶺、餐風露

宿；在各村落停留兩週後，又得返回平地的

醫療中心領取新補給品。  

清晨，曙光乍現，就得撐起身子迎接忙

碌而充滿希望的一天。早起的原住民也早就

迫不及待的排隊接受蛔蟲治療。夜晚，美麗

的月光下，工作隊員們透過日語翻譯，熱切

地將神愛世人的福音告訴各族同胞。  

忙碌緊張的生活也有不少新鮮有趣的

插曲，某日，金髮碧眼的高牧師幫忙接生了

一個嬰兒，家屬們高興得竟把孩子命名為

「亞美利堅」。當時的山地村落根本沒有浴

室，薄柔纜醫師也和山村居民一樣，跳進山

溪裡洗澡。薄醫師就寢時，常有好奇的少年

們爭相探視，他們想知道白種人是否可以不

睡覺﹖外籍護士洗澡時，居然引來原住民婦

女圍觀，她們要證實白種人的身體是不是和

臉一樣白﹖原住民和大多數的平地人一樣，

初見白種人，就跟他們看到醫療隊帶去的衛

生保健影片一樣驚訝好奇。  

交通、電信的不便也讓醫療隊嘗盡苦頭，

深入東海岸時，因尚無海岸公路，工作人員

只好背負醫療器材，食物、日用品，渡木瓜

溪越重重的海岸山脈到鹽寮。這段如今僅十

五分鐘車程的路途，當年足足要走十個小時。

頂著烈日背負重物，還得一路開山闢路。餓

了，就在河谷以石頭架鍋煮飯。累了，起水

泡又酸痛的雙腳還是得往前邁進。他們只有

一個信念─為主服務。  

地處僻郊的水璉、鹽寮的居民每次一送

走醫療隊，就開始殷切巴望醫療隊的再臨，

因為醫療隊把健康和希望帶給了他

們。難怪水璉、鹽寮的居民殺雞宰

鴨，又費心的煮海水製鹽調味接待

貴賓。  

有一次，隊友們走過山巔水

涯，千辛萬苦到達目的地，當地的

警員卻強詞奪理的要薄醫師出示醫

師執照，薄醫師怎麼可能再徒步十

小時返回醫療基地拿執照？這群英

雄們只好在警員的固執下，絲毫無

用武之地，於是萬分懊惱的留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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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打算次日清晨打道回府。不料，次日清

早，這位難纏的警員竟哀哀啼啼的捧著肚子

跑到薄醫師面前：「美國醫師呀，我肚子好

痛，快點救救我！」「警員先生，我沒帶執

照呀！」「沒關係、沒關係，你們是醫師，

當然可以醫病」。  

山地的地形陡峭，跋山涉水是常事，醫

療隊還走過生平所經最驚險的吊橋─兩根

鐵索上下橫亙在深谷上，稍不留神就會落入

陡峭溪谷。隊員們各個摒息，腳踩手握一寸

一寸移過橋去。有位大塊頭的外籍隊員身背

沈重的醫療器材，「走」到河心時，兩根鐵

索已相距數尺，望著似乎已失去彈力的鐵

索，大伙兒嚇得哇哇大叫。幸好帶到村裡的

一大桶藥品、食物很快就用完，回程當然輕

鬆、安全多了。  

民國 38 年(1949)就加入醫療隊的台籍

林清和牧師回憶說，有一次到了一個村落，

全村唯一的廁所在豬圈旁，解手時豬隻都來

陪伴圍觀。  

地處「後山」的花蓮，不僅山地環境落

後，平地的物資亦普遍缺乏，薄醫師想買一

張椅子都買不到，只好自己畫圖請木匠照圖

釘製。薄太太來到沒有任何家用電器的環

境，也得學著中國人在爐灶上炊飯。  

除了盛行的瘧疾、寄生蟲、皮膚病，「營

養不良」也是當時人民的普遍問題。民國

50 年 (1961)起，門諾醫院便在各鄉村成立

「牛奶站」。該數年間，約有一萬一千名學

童每日上學途中可領取一杯營養味美的牛

奶。直至政府在鄉村普設衛生所，各個牛奶

站才逐漸關閉。  

對於肺結核患者，薄醫師更是懷著極大

的悲憫。他曾為了給予肺癆患者更好的醫

療，而返美鑽研胸腔外科。為了讓患者安心

療養，還在美麗的秀林鄉山腳下設立肺病療

養院。肺癆是會傳染的，薄醫師顧及病患的

尊嚴，與患者接觸的時候從不戴口罩。  

門諾醫院初創的前 8 年，對平地同胞及

原住民均採「一人一元」政策，只要一塊錢

可以看病也可以開刀。直至今日，門諾醫院

從未拒絕過任何一位求助的病患。  

正當薄醫師日夜為病患忙碌的同時，薄

太太也積極投入教會及社會服務事工。她協

助美崙教會創設幼稚園、興辦英文小學讓宣

教士的子女們有就學的地方，也在「花蓮未

婚媽媽之家」重建未婚懷孕少女的身、心、

靈。三名子女成年獨立後，她還專程返美攻

讀特殊教育，以便更實際的幫助「黎明啟智

中心」（門諾會智障兒童學校）的智障兒童。 

在浪花鑲邊的美麗海隅 譜一曲生動的山

高水長 

40 年來，門諾醫院從 35 張病床的規模

增至今日的 206 床。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唯

一不變的是「為主服務不吝付出」，這是門

諾醫院永遠的

堅持。  

在薄醫師

的領導下，門諾

醫院對患者的

醫治是「全人」

（包括身、心、

靈）的醫治。醫

院內有牧師及

社工員，從事病

患心靈的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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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解決患者的經濟、家庭等問題。病人返

家之後，若有需要，社區保健的護士會前往

從事居家護理，院內的牧師也會前往心理輔

導，這樣的服務絲毫不求報償。對於車禍或

意外傷殘的患者，醫院還請專人教導他們製

作人造花、編織等手工藝，使他們重返社會

後有一技之長可以謀生。此外，還組織「推

輪俱樂部」、「洗腎俱樂部」、「開心俱樂

部」（心臟病友俱樂部），使同樣病情的患

者藉著各種活動互相認識、互相砥礪。  

近年來，台灣經濟繁榮，病人自費就醫

的能力提昇很多，但仍有些特殊病患亟待救

援，如早產兒、棄嬰、血癌兒童、長期洗腎

的腎病患者等等，門諾醫院不遺餘力的為他

們籌設了「早產兒基金」、「洗腎基金」、

「血癌基金」。  

除了各項醫療基金的籌措，門諾醫院院

舍的改建經費是院內人員最感頭痛的。已興

建三十餘年的院舍，大部份已老舊、漏雨、

發霉，當年在克難物質條件下興建的設施，

都有暗窄擁擠、運作不便的問題，「重建基

金」的籌措也是已退休的薄醫師時刻懸念的

心事，66 歲的老醫師返美後，仍東奔西跑

為募重建基金盡心竭力。前年（1991 年），

門諾醫院重建的第一期工程──新門診大

樓終於落成，餘下的工程卻因經費匱乏，遲

遲無法動工。  

自民國 37 年(1948)的醫療團隊，至今

日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門諾醫院一如薄柔

纜醫師的風格─默默付出、不求掌聲。由於

信仰、由於個性，薄醫師一向謙沖沈靜，不

張揚自己的成就，也不習慣與媒體記者接觸，

只是默默在異國海隅，獻上歲月菁華，在他

人的土地上安身立命。而臨立太平洋濱，本

地人津津樂道的「美國仔病院」，也在偏遠

的花蓮不求掌聲的耕耘了 45 個年頭，造福

了花東民眾、更造福無數原住民。  

原住民藉著門諾醫院得到肉體的醫治，

也得到心靈的復健，許多有嚴重酗酒問題的

山地村落，更藉著宣教士們鍥而不捨的努力，

甚至全村戒酒。早期開辦的護理學校更造就

了無數山地少女。從山巔到水涯、從山地到

平地，門諾醫院「為主服務」、「不求報償」

的心志始終如一。  

然而，這畢竟是個講求包裝、廣告的傳

播時代，「沒有聲音」的方式，很難使外界

瞭解門諾的需要，進而伸出援手。為了所愛

的醫院，一向寡言的薄醫師離台返美之前忍

不住說話了：「臨別前我有一個請求，我為

中國人擺上一生，我的父親也為中國人獻上

四十年光陰，你肯

不肯為自己的弟兄

捐獻一點金錢，讓

這個慈善醫院能夠

繼續幫助貧困的病

患﹖」  

薄氏父子把自己毫無保留給了中國人。

「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給東西、給錢還

容易，最不容易的是給自己。他們把自己毫

無保留的給了中國人，不只是施捨一些禮物

給你我，而是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那樣，親

身與我們同住。離鄉背景、骨肉分離甚至在

炮火中出生入死，一天、一月、一年也許容

易，而他們卻選擇與你我同住了一輩子又一

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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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節聚會】 

荊棘的冠冕 

 李龍山牧師，李紡譯 

在拉斯維加斯的當舖店裡，有一個人拿

了一把小提琴要求估價。此人最近買了有農

舍的房地產，在舊的櫃子裡，他發現了這把

小提琴。當他擦掉灰塵，看到了提琴上刻了

“Stradivarius”的名字，他異想天開地認為

這把琴應該有幾百萬元的價碼…當舖店的

人仔細評估後，告訴這人這把琴不是真品，

而是便宜的「山寨版」。當舖店裡的估價官

告訴他：「並非因它擁有名牌的字樣就代表

它是真品。」同樣地，基督徒可以到教會，

唱聖詩，美其名為「敬拜」，然而我們是真

誠地敬拜，還是像個仿冒品似地，廉價似地

敬拜？（譯者按：Stradivarius 家族是 17-18

世紀有名的小提琴，大提琴以及各種絲弦樂

器製作的佼佼者，其後 Stradivarius 一字代

表上乘之品）  

「敬拜」必需涉及榮耀與犧牲（羅馬書

11:36-12:1）。談到（敬拜），意謂著你願

意全神貫注，敬虔與犧牲地看待某件事的價

值，尊貴、榮耀凌駕於其它任何事物。我們

經常地從日常計畫，收到的伊媚兒，和財物

預算中做出敬拜式的決定。生命中不僅僅只

是做一件事而已，我們同時還可以做其它自

認為光榮的事。我們對耶穌是否真誠地敬

拜？祂是神的兒子，祂是與神同等、同榮、

永恆不變的；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當

彌賽亞到耶路撒冷城時，祂並沒有像群眾所

預期地成為推翻當時政府的政治領袖，群眾

反過來抵擋祂。祂被猶太人不合理地審判，

後來還被猶太地區的羅馬官方處置。猶太行

省總督本丟彼拉多問當時的宗教領袖及眾

人：「我對這位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我

怎麼辦他呢?」他們眾口齊聲喊：「釘死他！」 

結果彼拉多將耶穌交給士兵們鞭打，蹂躪，

並將祂釘在十字架上。當我們看到士兵們對

待耶穌的殘忍行為時，我們是否也反思一下

自己是如何對待我們的主的？我們是將尊

貴，榮耀都歸給祂地敬拜祂？還是表裡不如

一地對待祂？  

馬可福音 15 章 16-17 節描述兵丁把耶

穌從眾人面前帶進行省總督的衙門院裡，離

開眾人眼目，這些羅馬人是怎麼對待耶穌

的？居然有六百名的士兵圍住祂，像對付皇

帝的對頭那樣地待祂。在天上的王竟要臣服

於塵世的王，且被視為有危險性的罪犯！私

底下，他們給祂穿上紫袍，又用荊棘編作冠

冕給祂戴上。他們對待比凱撒大帝還偉大的

王，竟毫無敬意。他們撕裂祂的衣服以及祂

的尊嚴；他們恥笑、戲弄祂，又給祂戴上荊

棘的冠冕，扭曲的荊棘甚至刺進祂的額頭！

遠離眾目睽睽，私底下這些士兵對我們偉大

全能的神，竟用不倫不類的冠祂來戲弄祂。 

請問：當你離開眾人眼目及影響下，你

自己是反否還尊榮耶穌？公共場合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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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去教會，手拿聖經，宣稱要跟隨耶穌 ,

然而當你孑然自處時，你是否還能真誠地視

祂為你生命的救主地尊榮祂，敬拜祂？你是

否花時間讀祂的話或向祂禱告？你是否仍

然敬拜祂，並向祂感恩？你的私生活和你的

公眾形像是否一致？你私下對神的敬拜是

否跟在眾人面前的敬拜一模一樣？或者你

就像那些羅馬兵丁一般，當沒人看到你時，

你也過著戲弄祂並棄絕祂當你救主的生

活？  

我輔導過一對夫婦，他們在眾人眼裡是

敬虔的基督徒，然而在他們的私生活裡，並

不尊主為大。甚至彼此之間也毫無愛意與敬

重。雖然他們明白聖經對婚姻的教導，卻仍

對另一半使出離婚的撒手鐧；他們的小孩因

著他們的不良示範而身心重創，當他們來來

回回地指責對方時，神給了我靈感，我問了

一個問題：「耶穌真是你生命的主嗎？」其

中一位很篤定地答我：「是的！」我再問：

「那麼你所講的話，你的態度以及你們夫妻

間的關係，又如何見證耶穌真是你生命的

主？」他振振有辭：「我們只是私人有婚姻

的問題，這並不影響其它的人。」我語重心

長地對他說：「你不但私下有婚姻的問題，

你還有敬拜的問題，這將毀掉你週遭的人、

事、物，你自己，你的另一半，你的小孩，

以及你的親友，最終你的職業生涯與教會生

活都會受到影響。」沒有人可以說他有婚

姻，酗酒，暴飲暴食，逛街購物，隨便發脾

氣或是看色情片的問題只是私自的問題！

我們因著有不正確敬拜的心態，而彰顯於我

們的婚姻，酗酒，暴飲暴食，逛街購物，隨

便發脾氣或是看色情片的問題。如果將生命

裡的很多事情以敬拜的心態來看待，則我們

處理很多事物的方式將會大不同於前，我們

不會告訴自己要少吃少喝或和別人約會，我

們反倒警惕自己要多敬拜神，不僅衣食住行

以敬拜神的虔敬心態處理，生命裡有很的其

它問題也都會以敬拜神的虔敬心態來處理。 

馬可福音 15 章 18 節記錄，兵丁給耶

穌穿紫袍與戴冠冕，然後他們向對待羅馬皇

帝般地向他舉手敬禮，表面上，我們很可能

誤以為他們給耶穌有君王般的尊榮，但當我

們細看時，我們馬上察覺這種連兵丁都不穿

的外袍，哪是君王的外袍？那一定是廉價的

仿冒品。這就好像你從餐館扯下髒兮兮的桌

巾，然後對著即將結婚的女子說：「這是你

的結婚禮服！」這是廉價、抄襲的假貨！你

這樣做，只是侮辱她，並非要她光彩，給她

面子。我們再看耶穌當年的景況：他們沒有

給祂金冠或皇室般的尊榮，他們給的是荊棘

的冠冕與痛苦！他們對耶穌高喊：「猶太人

的王！」是對祂的羞辱，並沒有絲毫的敬

意。其實當時羅馬帝國相當藐視在它統治下

的猶太人，士兵們表面上彷彿給耶穌尊榮與

敬拜，其實是虛幌一招！表面上給祂穿上君

王般的紫袍，內心裡視祂如無物，簡直是一

場笑話、鬧劇！  

不管我們在公共場合或獨處，我們對耶

穌的尊敬與敬拜是否只是表面上的裝模作

樣？如果我們認為別人可能知道我們的私

生活，進而修正我們的行為，使我們看起來

是尊主為大；我們也可以勤讀聖經、多禱

告、多奉獻並多服事，但隱藏在光鮮的外表

下，你面對耶穌的心態與選擇又是如何？有

一位神學院的教授諄諄教誨他的學生：要在

星期天事奉上帝的人，必需真誠地敬拜祂，

而不是只在人面前裝模作樣。這意謂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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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該在敬拜的樂聲中準備完他的講章，敬

拜團的領導者也不該在牧師講道時準備要

唱的詩，所有的會眾也不該在音樂崇拜中或

牧師證道時逐一地寫下他們下午該做的事

項。我們來到教會，用我們的嘴唇唱詩讚美

神，是否心卻魂遊象外？我們奉獻我們的金

錢，時間並竭力事奉神，是否只是要得到別

人的認可或只是基於屬靈的責任？表面功

夫往往自欺欺人，我們要省察我們的心是否

與我們的外表同歌異調，我們生命的奉獻是

否別有懷抱？  

馬可福音 15 章 19-20 節耶穌的景況每

況愈下：他們對著耶穌的臉和頭猛烈地擊

打；一忽兒玩笑似地尊他為王，在他面前跪

拜，一忽兒又朝著這位神的兒子的臉吐唾

沫，他們對耶穌的凌辱既已天怒人怨，他們

何妨一不做二不休地脫掉祂的外袍，讓祂穿

上祂原來穿的衣服？就像強暴犯或殺人

犯，他們想辦法掩飾他們的罪，他們隱藏他

們犯罪的證據和戲弄似的敬拜，當他們把耶

穌帶到眾人面前接受十字架酷刑時，他們讓

耶穌穿上衣服以掩藏他們的罪行，彷彿甚麼

事都沒發生，宛如沒人知道他們對耶穌如何

戲弄和凌辱。  

星期三瑪麗莎和我都很難過，因為我們

的兒子從育幼院回來時，頭上有個腫包，還

有眼睛鼻子周圍都有淤青，到了家，他跑進

廚房，又面部朝地，摔了一跤，鼻子流血！

後來他半夜醒過來，痛苦地哭著。我們雖知

道這是小孩子成長時的必經過程，但看這麼

小的小孩在痛苦中煎熬，心裡仍然很難過，

當我聽到我兒子的哭聲，我的心都碎了！當

我們讀了福音書記載耶穌被刑的經過，我們

也一樣心碎：我們宛如看到惡毒的暴力，聽

到殘酷的譏笑聲，聞到血從祂的眉間和身體

下滴，嚐到祂受苦的淚水，並感受到兵丁心

裡對神的藐視…他們對神的兒子施行這樣

的暴行，我們理當哀慟；看到耶穌被這樣不

公正的審判，我們理當痛心疾首或槌胸頓

足。  

然而玄妙的是：我們到底要向故事中的

哪個角色認同？是向毫無罪性且為救贖人

類的耶穌認同嗎？或是向施暴耶穌以及假

敬拜的作惡者認同？我們跟那些士兵其實

沒甚麼兩樣：我們對耶穌的假敬拜就像兵丁

對耶穌施暴！你也許會說：「我沒有打耶穌

也沒有吐唾沫在祂身上。」其實聖經經文不

僅僅責怪那些對耶穌施暴的兵丁，同時點出

我們全人類的罪行，也光照我們到底做了些

甚麼！這個故事其實就是我們與主耶穌之

間的故事：我們有時就像那些兵丁給耶穌錯

的外袍，錯的冠冕，以及不對的讚美—最終

顯明了我們的罪性與自私，我們的叛逆與唾

棄神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謀殺了榮

耀的君王！我們是否領悟假的敬拜是對耶

穌施行暴力？我們沒有藉口可以讓我們繼

續掩目不面對這個事實：這個故事顯明了我

們的罪並且定了我們的罪。  

很多人宣稱耶穌是他們的主，生命的救

主以及他們生命的王。然而我們獻給耶穌荊

棘的冠冕，這種假敬拜也就像那些士兵給祂

一樣。我們如何回應神的定罪？我們可以來

到耶穌面前，對我們獻給祂荊棘的冠冕的假

敬拜徹底地認罪悔改；我們對這位值得我們

敬拜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更可以獻上我們

真誠的敬拜；我們可以求問神並反省自己哪

些地方須要改變：  

(1) 當我離開眾人眼目，私自獨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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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尊崇耶穌？  

(2) 我怎能只給耶穌表面似地尊崇與敬

拜？  

(3) 我是否清楚知道自己的錯誤敬拜形

同以暴力對我們的君王耶穌？  

我們記念今天是耶穌的受難節，英文稱

為「Good Friday」，之所以「好」，是因為

耶穌來到世間是個好消息，祂為我們過著我

們所無法過的無罪生活，祂為我們該死的生

命承受死的煎熬，並且從死裡復活以賜給我

們自己無法賺得的永生生命。上帝看到了我

們的罪性和痛苦，因此計劃經由祂的犧牲來

拯救我們，祂以無言犧牲的大愛愛我們。當

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神選擇祂最好的愛子

為我們犧牲受死，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

了。耶穌在十字架上，剝落了祂的尊嚴與榮

耀，放棄了祂的冠冕和生命，然後祂宣告：

「成了！」所以我們要推崇敬拜耶穌，祂的

名是萬膝都要跪拜，萬口都要稱祂為救主以

及萬王之王的榮耀天父！祂是配得一切的

榮耀與讚美。讓我們花些時間禱告，悔改並

感恩，然後我們就能有一顆新心來到祂的施

恩寶座前；我求神讓我們每個人都向神獻上

最真心的敬拜，並將我們的生命交託給這位

配得的君王。 

 

老編的話 
李紡 

當芥菜子出刊的時候，我已經隨隊去台

灣、雲南短宣了！你們可以想像後半段的工作

是由其它同工們合力完成的！謝謝所有同工們

的辛勞！尤其是林育如姊妹，她為芥菜子不眠

不休的程度，尤甚於我！請大家見到她時，拍

拍她的香肩，以示謝意。 

有人問我每一期的主題是如何訂的？何

以這一期主題是「君子好逑」？我只能誠實地

對大家說每一期的主題都是向神禱告求來的；

這期間發生了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有一位多

年前曾在我們教會聚會過的女子被她丈夫槍殺

了。而她的追思禮拜就在我們教會舉行；再加

上有些不錯，應屬「好逑」的姊妹，卻遭遇丈

夫冷落，唾棄！所以神要我藉由這個題目，根

據聖經的教導，我們一起省思神給我們女人的

天職是什麼？弟兄們寧願追一位有魔鬼身材而

心中無神，而眼中只有你（甜言蜜語，非説你

是他惟一的愛不可），還是找尋一位以基督為

首，願意與你在人生路上披荊斬棘，默然地揮

汗如雨，卻不懂得叫你一聲蜜糖，甜汁的女子

為你一生的伴侶？ 

幸福的婚姻，不是「得之我幸，不得我

命」，而是兩個在婚姻裡的個體要共同努力地

追求的，倘若其中一個琵琶別抱或劈腿，則好

戲就很難再上演！人際關係的最高境界是看一

對夫妻「白首偕老」。有一次我在聖馬刁的畫

展看到一幅畫，畫題為《向晚》，畫面是一對

有著花白鬢毛的夫婦，坐在海邊的岩石上，驚

濤拍岸，而他倆有著柔和的眼神，相互依偎，

篤定地望著夕陽無限好！我駐足欣賞這幅畫，

心裡激動，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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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詩經國風

篇。窈窕的原意指的是品德性情，嫻靜而不聒

噪，跟時尚所指的「身材」相差十萬八千里！

我知道很多人把「好逑」的「好」唸成第四聲，

所以「好」字就由形容詞變成了助詞，難怪有

些不明原意的人，喜歡一見女人就亂追求；我

原以為葉牧師會藉這個主題給我們一些訓勉，

不過他寫王愛敏牧師佈道會的心得其實也是勉

勵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好逑」，王牧師沒有

讓人稱羨的身材，但她卻有影響別人生命的生

命，她不是只在講壇上佈道，而是身體力行地

走上街頭，尋找失落的靈魂！真的如傅琳所說

「耶何華以勒」，郭海燕姐妹為文，侃侃而談

「君子好逑」，我也將主演過「窈窕淑女」的 

Audrey Hepburn 講過的一些鼓勵人的話刊

出，再想想雅各書所教導的，每個人應該知道

如何成為「君子好逑」吧！ 

耶穌受難節時，英文部的李牧師講了一篇

「荊棘的冠冕」，不少人跟我反應他那篇道講

得真好，要我找人把它翻譯出來，以便當晚沒

趕上這場「盛宴」的弟兄姊妹也能受惠！我找

了志超弟兄，他工作上很忙，可能無法如期交

稿，我只有硬著頭皮自己上，疏漏之處，請多

包涵！其實要譯得好，中英文造詣都得深厚才

行！我如此斗膽，實在是因為想跟大家分享一

篇好的道，藉此糾正我們不合神心意的敬拜方

式。 

從這一期開始，芥菜子開了一個介紹宣教

士的專欄，希望他們為主浪跡天涯的風範，能

激勵我們更加愛主，在此謝謝紹漢弟兄提供我

寶貴的資料，並代我向作者取得登載的同意

權！我再說：芥菜子是我們大家的刊物，大家

一起耕耘，這塊園地必能長出奇花異草！ 

謝謝葉牧師每次都會向新受洗的弟兄姊

妹邀稿，我每次看這些稿子，好像去參加婚禮

一樣，聽到新娘與新郎的誓言，心中無比感恩，

但願我們這些老基督徒，懂得如何愛護，扶持

他們，大家一起為福音齊心努力！ 

經由鴻貴姐妹指正：當年弟兄姐妹是在葉

媽媽家游泳池行浸禮，楊媽媽家則是 VBS 完之

後去她家玩水，特此更正上期的謬誤（第 50 期

第 13 頁），以忠於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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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