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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有真理的存在，正視每個人心中對真理的追尋，其實就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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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這生命有一個目的，而且這個目的是由一個比我們更大、不變的真

理所闡明、解釋和規範的。科學不能完全滿足人，有些滿足註定只能

們的信不是迷信。信仰和迷信的差別就在於，

「信」
真理(或稱為道)，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
為它是比我們還要超越的，以我們還更具有宇
宙性、不變性的，比我們的存在還要有永恆性
的，總結來說，真理是比我們「大」的，這就
像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
道是不能解說的，可以解說的道，便不是永久
不變的道了。道是比我們還大的東西)。比我們
還「大」的東西，我們就只能用「謙卑來尋求」，
而不能光靠以「理解來掌握」，比我們還「大」
的東西，我們就只能用「相信來明白」，而不
能純靠「理性來懂得」。

信仰相信的是真實的東西，迷信相信的是虛幻
的東西。信仰是理解加上信心，迷信是自我安
慰、自我欺騙。信仰是有對象的，面對一個比
我們大的東西，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又值得我們信賴，信仰一定是在關係中運
行，就如孩子相信爸爸，我們相信天父。信仰
是可以被驗證的，在人類的心靈中，在日常生
活中。如果真理是真的，如果神是活的，我們
雖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祂所說的話是可以被
驗證和信靠的，我們覺到平安、力量、喜樂和
被引導、被保護，這就是為什麼科學這麼發達
的今天，宗教信仰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發興

人是比狗還大的，狗可以理解主人的一些
事，但超過牠理解範圍以外的事，牠只能相信
主人是不會害他的，選擇相信主人的命令。父
母是比小孩還大的，當小孩還小的時候，他可
以理解父母的一些規範，但有些父母的勸誡和
命令，超過他眼界、理解以外的時候，他就要
選擇相信父母是愛他的，不會故意折磨他或傷
害他，進而聽從父母的建議，然後等他長大以
後就會慢慢明白父母的苦心。

旺。
理性是神給人的恩賜，我們應該好好使用。
但是人感知、明白的方式不能只有理性，還要
有感性，感性可以明白一些光用理性不能明白
的東西。而最高的層次，是用信心去感知、去
明白，那理解的範圍就不再限於自身的程度，
而是用比你大的那一位的眼光，來看每一件事
物，我們就得著智慧、真理和聰明；也得到意
義、拯救、幸福和生命。基督徒不是沒有理性，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信仰這麼強調「信」
和「謙卑」，因為信了才有可能慢慢明白，而

是包含理性又超越理性，用更多、更好的方式
去明白、去感知。

唯有謙卑承認自己不足的人才會信，就如同小
孩子要首先承認自己不是什麼都懂都能做，要
相信父母的指引一樣，這樣的小孩子是蒙福、

「我」

蒙保護的。光靠人自身的理性，想要去掌握真

真理總是在關係中運行，它要求與我們有

理、理解神，就像要叫一個毛毛蟲去理解一個

關係，不容許我們猶豫不決。它要求相信它的

人一樣地困難。如果有一個可以完全被你理解

人做出行動，做出犧牲跟隨，選擇全心全人的

的神，那麼你找到的就不是神，只是一個比你

降服於它，沒有中間地帶，人不是在順服真理，

小的假象，只是你自身心理的投射罷了。

就是在抵擋真理，真理要求我們做出選擇，不

有人會說：「信，會不會是迷信？」但我

是「真理站在我這一邊」，而是「我要不要與
真理站在同一邊」。真理不是讓我們欣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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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和討論用的，真理要求我們的實踐和跟隨，

【芥菜子徵稿】

真理是主人，我們是僕人，如果我們不讓真理
做我們的主人，我們就如同不知道真理一樣。
追尋真理的過程，最終的焦點不可避免地
又回到「我」的身上。我要不要順服？我要不

下期主題:

不應有恨

要相信？我要不要跟隨？我願意付上多少的代
價持守這找到的真理？祂對我而言有多寶貴？
我敢不敢把我整個生命的意義和重量都交託在
祂手上？
在他地上生命的尾聲，保羅說：「我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這是一句偉大的話。
這真理的道重生了他，拯救了他，扭轉了
他生命的方向，賦予了他生命的意義，給予了

【不應有恨】四字
原出自蘇軾的水調歌頭;
恨不是憎恨或懷怨;
而是遺憾的意思。
這跟羅馬書講的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基督徒該如何過我們的一生，
才不會在人生謝幕時有憾恨?

他生命的動力和熱情，也透過他，把更多的人
帶進這永恆的幸福中。生命不再是零散的碎片、
無意義的漂泊、沒有根的浮萍。真理的道活了
他，他也為這真理的道而活；這令我們肅然起
敬，令我們羨慕，也令我們興起渴望跟隨。
「我所信的道」，一點不叫我羞愧，反而

截稿日期
2014 年 11 月 30 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要成就我最深的盼望。「我所信的道」，一點
不叫我失望，反而要叫祂的應許全部成全。
「我
所信的道」，一點不叫我喪膽，反而要給我最
大的勇氣，來面對人生的每一個挑戰。「我所
信的道」，給了我意義和價值，祂就是我的護
衛、我的光榮、我的冠冕和詩歌，祂也成了我
的高台和我的拯救！我一生要向我的神唱詩，
向祂歌頌！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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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nistry of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Parable of the Brats
(Read Luke 7:18-35)
Has anyone ever pointed out when you seem more critical? Of family, co-workers, or even people at church? Perhaps
Jesus’ parable about bratty kids will speak to you, as it did to me. Let’s start with some context for Jesus’ story:
[Luke 7:18-30] John the baptizer is in prison and having a little bit of a crisis of faith, so he sends his disciples to talk to
Jesus. Jesus reaffirms that He is indeed the Christ who has come (demonstrated by the power of His miracles & the
authority of His preaching), and that John’s trust in Him is not misplaced. Then, Jesus turns to the crowds, and teaches
them that John is the greatest of all men who have ever lived, up until this point (in God’s Old Covenant with people),
but those who follow Jesus into God’s New Covenant relationship are even greater, because they will live in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through Jesus. This is amazing & counter-cultural, because the ones Jesus
calls great are all the lowly, “sinful”, common folk, and even despicable tax collectors [7:29], who were baptized by John
and follow Jesus, instead of the religious people you’d expect: the Scribes & their Pharisee disciples, who “rejected the
purpose of God for themselves, not having been baptized by John” [7:30]. What separates them? Whether or not you
were willing to confess you were a sinner compared to Jesus (God), repent of your sin, and come follow Him.
[7:31-32] Jesus continues offending the religious people with a parable, but He did so in love, to point out their sin &
folly, for their good. One commentator calls Jesus’ lesson “the parable of the brats.” It boils down to this: if you watch
small children, they tend to observe big events in life, and then mimic them. They reenact blockbuster action movies
with their toy swords & toy guns, they play house with dolls & tea sets, etc. Kids observe and absorb like a sponge. In
Jesus’ day, the two big events that happen for these small-town, common folk were funerals & weddings. Funerals are
dark, weddings are light; funerals are grieving, weddings are celebrating. In funerals of their day, everyone would
dress in black, the processional would leave town, and head out to the cemetery. The designated wailers would wail,
and mourners mourn. In a wedding, everyone would stay in town; there was often a multi-day feast, and the bride
would come out in all her glory, dressed in white. There would be dancing, singing and celebration. So little kids would
get together and play either funeral or wedding. All the emo kids would play funeral; all the pop kids play wedding. But
Jesus is saying there’s another group of kids who wouldn’t play either game; those were the religious kids. They’d say:
“We don’t want to play funeral; it’s too sad. We don’t want to play wedding; it’s too happy.”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then? “I want to play miserable critic”; and that was their game. They’d never join in and participate, unless others play
by their rules.
[7:33-35] So Jesus is rebuking the religious folk, because they’re like that: consistently negative & critical. They criticize
John and Jesus, but for opposite reasons. Jesus basically says that these critics are cuckoo for Cocoa Puffs, because
they don’t make any sense. They look at John, and declare: “We don’t like him because he’s gluten-free & alcohol-free;
he must be some kind of demon-possessed hippie Baptist. His ministry of repentance is too dark, like a funeral.” Well,
what do you think of Jesus? “We don’t like him either.” Why? “Because He does eat bread & drink wine, and seems to
enjoy it. His ministry celebrate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too much; it’s too light, like a wedding.” What? “Yeah, and
today’s too hot & too cold, and you’re too tall & too short.” This is the heart of a critic: They set themselves up as judge,
jury and God because they’re proud & angry all the time, and need to be right, even when they don’t make sense. “We
don’t like John, and we don’t like Jesus.” Why? “One eats bread; one doesn’t. One drinks wine; one doesn’t. We don’t
like either of them.” A critic defines themselves by who or what they’re against (that’s all you know about them), not
who or what they are for. And they’re not pointing out real sin; critics often make wildly outlandish claims.
For those of us who follow Jesus, I pray that you wouldn’t be known as the critics. Ther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calling someone to repentance because you care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them (what John & Jesus do),
versus falsely accusing people of things that aren’t true. They accuse John of having a demon, a horribl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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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gation. Matthew 11:2 adds that, at this point in John’s ministry, he’s in prison. He can’t come out to meet & correct
the critics; he’s in prison, defenseless. When we hear someone say really bad things about a person, and someone
else say really good things, we tend to think: The truth is probably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It’s not. The critics say
John is demon-possessed; Jesus says he’s the greatest man who’s ever lived; the truth is not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The truth is John is a godly (not perfect), great man, by the grace of God. Instead of buying into a lie, people
checked with Jesus: “We’ve heard terrible things about John.” And Jesus would respond: “Greatest man who ever
lived.” “Wow, that’s a very different take on John. Glad we double-checked the facts, and didn’t run with the smear
campaign.”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hear, everything you read, or even everything you think. Check the facts. If
there really is sin or heresy, calling someone to repentance is a good thing. But if there’s not, don’t be a liar, and don’t
bear false witness. We have commandments against these sorts of things. It’s a big deal, and especially in this age of
media & lasting digital records, (Jesus says in Matt 12:36) we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every word that we utter.
We’re all in grave danger; we don’t want to falsely accuse people in general, and spiritual leaders in particular. That’s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with John.
Some of us are like these critics, even when it comes to church: This church is too big; that one’s too small. This one’s
too serious; that one’s too irreverent. This one’s too organized; that one’s too disorganized. This one’s too formal; that
one’s too casual. If you’ve ever known a kid who’s a really picky eater, it’s one of the most draining games in the world:
Do you want eggs? No. Cereal? No. Pizza? No. These are the kids wher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propose: “No,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any of it.” They’re always negative. Some of us are like that. You find something wrong with
everyone & everything. You refuse, crossing your arms: “I’m not becoming a member. I’m not joining a fellowship or
small group. I’m not getting involved in serving. I have lots of reasons that I’m unhappy.” You’re always unhappy &
negative; you’re Eeyore. For those of you who trust in Jesus & follow Him, you have this God-given opportunity to do a
little of what John did: to call people (beginning with ourselves) to repentance of sin. But not to falsely accuse people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rue; not to speculate, gossip or be a busy-body; not taking bits & pieces of information to build a
case to attack someone without checking the facts or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to confirm it. I’ve made those mistakes
at times too, and have had to repent of it. Even as we call people to repentance (turning away from self-destructive &
other-destructive sin, and instead turning toward Jesus & His life), by the grace of God, we don’t have to be religious
brats.
Reflection Questions:
1. Are you negative & critical?
Are you generally known for what you are against (rather than what you’re for)? Are you always against someone
or something? Are you frequently critical of the church or its leaders? Do you always have a reason or excuse
why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nvolved with God’s people, or b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being on-mission?
2. Have you wrongly criticized someone without getting your facts straight?
Do you tend to make assumptions about people, their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Are you that person who takes
bits of information, and joins the worst kind of self-righteous, religious people through gossip? Do you need to
confess & repent of it to God? How do you need to apologize and make amends? What will you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Consider Jesus' warning in Matt 12:36, and practice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in James 1:19.
3. Do you actively call people to repentance like John & Jesus?
We still need to care about the destructive choices of people around us (not ignore it). Do you confront people’s
sin out of genuine care & concern for them, with gracious, humble, kind words (vs. frustrated, angry, bitter, critical
ones)? Are people able to see what you are for, as a Christian? Are you known as a humble, loving, gracious,
concerned, caring Christ-like person? May you reflect the attitudes, words and actions of Christ toward other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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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見證：雲南短宣】
辛胡桂蘭

雲南故事

傅琳

自從我信了救主基督以後，我的人生就完

7 月 23 號，我們一行五個大人五個孩子的

全改變了。不但內心有平安與盼望，想法也大

短宣隊在不同的時間出發，輾轉到達雲南的麗

有不同。以往總覺得人出生後就是一步步走向

江。我們比預期的夏令會早到幾天，一是調時

死亡，身體機能也是逐漸走下坡。但信主之後

差，二是湊在一起演習一下我們要做的工作，

卻不這麼想了，雖然我的身體一天天衰退，但

當然也欣賞一下麗江風情。

我的智慧卻因著祂與日俱增。以往面對生活的
難題只會抱怨嘆息。如今對生活中所有的挑戰

我在中國的不少朋友都是旅行者，說雲南
不錯，氣候宜人，天空有藍天白雲，百姓還算

都充滿了感恩。況且我有個最好的導師教導我

淳樸，米線好吃......還好，不算失望。講幾個故

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如歌羅西書三章十五及十

事，與大家分享我們的所見所聞。

六節所說『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

旅館

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我們去的地方離麗江有 3 小時車程。那是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無論作什麼，

一個還未開發成熟的旅遊區，主要是還沒有完

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着他

成水電系統的安裝，在傈僳族人居住的區域。

感謝父神』。

他們把我們安排在風景區的一個旅館裡，因為

對於許多怎麼背都記不住的經文，我就抄

教會沒有我們住的地方，我和李紡住一個房間。

在紙條上放在口袋裡。時時拿出來唸，就會讓

老闆說：「山裡有水，熱水是用太陽能發電的，

我心中充滿喜樂和感恩。

隨便用！」嗨，真不錯，晚上有個安靜的地方

我們對神的信心應該堅定不疑，我人生中
經歷的所有事情更讓我看到神的信實。有許多
船沉了不是因為外面的大風大浪，而是因為外
面的水滲入了船艙。我們也一樣，世上的災難
並不會讓我們沉淪，而讓貪愛世俗的心取代神
在我們心中的位置卻會讓我們離神越來越遠。
讓我們記住神對我們的愛和拯救，一生為祂而
活。

洗澡和睡覺了！可惜的是，浴室和廁所之間沒
有一堵防水的東西。洗澡後，整個衛生間地板
都是水，進出廁所，連帶睡房地板都是濕嗒嗒
的，非常不爽，心裡直嘀咕：「笨！」如果多
考慮一步，整個房間的清潔就大大改觀了。我
們到的時候正是雨季，幾乎每天晚上都下雨。
早上推開窗，雲霧環繞，像在仙境裡，很美。
白天有時也有雨，下下停停，我們洗的衣服掛
在房間三天還是潮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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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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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

教會很窮，一年的捐款只有幾千元人民幣，

傈僳族是雲南 25 個少數民族中信耶穌最

多的時候有一萬元。山裡人交通不便，生活清

多的一個。其中怒江自治區（由少數民族自治，

苦，沒有餘錢。他們的生活費就是靠養雞，生

漢人為輔的區域）有個福貢縣 90%的傈僳族人

蛋，農作物賣錢，平日裡吃自己家種的玉米、

信耶穌，犯罪率為零，周邊的縣就吸毒嚴重，

青菜，過年過節買點肉。靠種植菸葉，玉米，

所以當地政府不反對百姓信耶穌。以前的傈僳

白扁豆為生。這些農作物大都種在山裡的斜坡

族人抽煙，醉酒，賭博非常厲害，常有喝得爛

上，沒有灌溉系統，只能靠天吃飯。

醉的人倒在路上。一百多年前，一些英國傳教

那個教會大概有我們教會的前半部分那

士到他們那兒，向他們傳耶穌，學他們的語言，

麼大，我們辦夏令會就在這一個會堂。我們將

跟他們一起生活，幫助他們改惡習，醫治疾病，

孩子們分成五個班，各自佔一塊地盤，然後扯

有些就死在那兒。福音就這樣傳開了。傈僳族

著嗓子，因陋就簡地教他們背經句，學英文，

人信耶穌也就代代相傳了下來。我們去的地方

玩遊戲，做手工。天不下雨時，我就將我的二

約有三千多個基督徒，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山裡。

年級 20 個孩子拉出去，站在屋簷下，太陽曬不

他們信耶穌非常虔誠和嚴肅，禁煙，禁酒，禁

到的地方教。等到我聲嘶力竭盡了，忽然想出

賭，勸誡無效就逐出教會。

個主意，讓先會的孩子各自帶一個慢的，然後

雲南各地放眼望去，都是山和紅土，種植

教的和學會的都有獎賞，當然是美國糖啦，沒

的農作物幾乎只有三種，菸葉、玉米、白扁豆。

別的！我可以偷空歇一下嗓子。

所以我非常佩服這些傈僳族弟兄能夠出淤泥而

孩子們

不染。何等大的毅力去抵擋這世界的濁流，不
靠主耶穌行嗎？

原先報名的孩子有 40 人，結果呼啦啦來
了 78 個，害我們五個大人心驚肉跳的，怕管不

教會

了他們。這些孩子從各個山裡來，都是基督徒
我們給孩子辦夏令會的教會離我們住的

旅館約 10 分鐘車程，教會長老開車接送我們，

家庭，不是基督徒家庭的不給報名，因為教會
小，沒有能力解決他們的吃住問題。

那輛小車也是他的謀生工具。那是山邊的一個

那些孩子一聽有夏令會，教唱歌，背聖經，

傈僳族人教會，平時約有百來個大人聚會，長

聽故事，看電影，學英文，做手工，還有米飯

老說，因為沒有主日學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教

和肉！都爭著要來。最遠的要走 2 個多小時的

孩子，所以他們沒有孩子的主日學課，也不讓

山路，由家長陪著。報名那天下著毛毛雨，一

孩子們在星期天聽道，說他們調皮，很吵，影

個個淋得濕濕的，腳上的鞋也是濕的。我沒問

響教會的敬拜。但是他非常擔憂，說這些孩子

為什麼不打傘，就這麼淋著？大概他們習慣了

以後有的進了城市或去了別的地方，就可能離

這種雨，打傘嫌麻煩。每一天，幾乎都有點雨，

開主耶穌，成為迷失的羊…

一雙鞋就這麼濕著，乾著，乾著，濕著，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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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就是它了！但情緒絲毫不受影響，照樣嘻

舞的民族。陳敏她們都在錄像，我的倒霉相機

嘻哈哈，打打鬧鬧。

一進雲南就罷工，找自己的孩子調也調不好，

他們睡的地方也簡陋得可憐。教會裡有個
人家地方算大的，借給教會煮飯和給孩子們睡

一回美國，居然好好的，氣死我。結果是，我
一張照片都沒拍！

覺。睡覺的地方就在一個個「洞」裡，那算不

整個夏令會，每天我都覺得滿累的，住在

得是房間。「洞」裡有盞黝黑的電燈，孩子們

風景區也視而不見風景，但是看到孩子們這麼

就將自己帶的被子舖在地上（好像是泥土地，

渴望來參加這樣的聚會，這麼認真地背聖經，

不是水泥地，我看不清），沒有洗洗刷刷的地

就覺得雲南之行值了！

方，每天就這麼鑽進去睡，鑽出來開始一天的

今年是第一次，那邊教會如果有能力安排

活動。門是一塊塑料布簾，能擋風遮雨就行。

孩子們吃住的話，人數應該會更多，可以接收

第一天的伙食是米飯加臘肥肉煮白菜乾，
湯湯水水裝在兩個洗臉盆裡，李紡看見就流淚，
陳敏也跟著。我是 16 歲時被毛澤東一腳從上海
踢到一個連米飯和肥肉都沒有的地方，所以沒

不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來參加，不用限制報名
人數。
主日學老師

眼淚，心情跟那些孩子一樣：「哎，不錯，還

我們所在的教會沒有主日學老師，但是從

有米飯和肉耶！」第二天，他們殺了兩頭豬，

別的山裡來了三個年輕的老師，二女一男。他

每天早上碎豬肉燒米線，味道不錯。中午和晚

們來觀摩我們如何帶孩子敬拜，教經句，玩遊

上有一點素菜，像拌黃瓜之類的，還有就是裝

戲等。男老師姓趙，30 來歲，臉上帶著謙卑溫

在臉盆裡的蘿蔔煮肉。吃了一星期，最後一天，

和的笑容，也有一些淡淡的憂鬱。山裡人習慣

我終於被肥肉湯打倒了，開始拉肚子，還好，

了穿外套，就像那些孩子們，總是穿許多衣服，

馬上就離開了。到了昆明，我侄女給了我兩粒

而我們只穿短袖，他也不例外，總是穿著外套。

藥，真靈，一吃就好。

從吃飯的地方到教會約走 10 分鐘，我們邊走邊

孩子們很喜歡夏令會，問他們哪個節目最
喜歡，他們直嚷嚷：「都喜歡！」我們也非常
高興。最後一天是表演會，每個年級表演自己
學到的東西。幫我們搭橋牽線的《美國福音證
主協會》的陳弟兄錄下了整個表演的過程。

聊。他說他們那兒還要窮，都是靠天吃飯，其
實我們也是看得見的，山裡的斜坡上種著些植
物，沒法澆水。他爸 50 多歲，病得滿重的，沒
錢醫治。我一時無語，不知如何安慰他。轉而
他又溫柔一笑：「我們有主耶穌，窮也不怕，
我們有永生的盼望，我們心裡不苦，比那些沒

山裡孩子們的熱情和能量真令人佩服。通

盼望的人有福氣。」我被他的信心感動了，人

常晚飯後他們又回教會去聚會，我們回旅館休

在窘境中還能讚美神，如果沒有從主而來的平

息。有一天長老邀我們一起參加，原來這些孩

安和喜樂，能做到嗎？

子是從不同的教會來的，他們各自表演自己的
節目，唱得真好！跳得也真好！真是個能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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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個 20 多歲的女老師，一個背著幾
個月大的孩子，還有一個沒結婚。她們安安靜
靜，默默地幫我們管孩子，搬椅子。她們告訴

【短宣隊見證：雲南短宣】

愛是永不止息

陳敏

我們，她們都是在星期六教學生主日學，那些

從今年的短宣中學習和操練到了很多聖

孩子的歌舞都是在星期六編排的。他們沒有主

經中神所教導的道理。我們一行十位弟兄姐妹

日學材料，我們告訴了「證主」的陳弟兄，他

蒙神的恩典受神的呼召，踏上了我們教會第一

答應會寄給他們。

次的往中國貧困山區短宣的路程。我所見的我

總而言之，看到傈僳族人在那樣的條件下

所想的，我所感動的我所難忘的與大家分享。

，始終堅守著百多年前傳給他們的耶穌基督，

在困難中仰望神。詩篇 59:16 我要歌頌你

真是非常感謝上帝的保守。因為這世界的王並

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因為你作過我

沒能因著窮困而奪去傈僳族人跟隨主耶穌的心。

的高台，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

願上帝保守祂的子民，世世代代跟隨主；也求
神祝福他們，生活越過越好。

從我們組團未行之始，困難就不斷，很多
困難我只能舉一個例子。我們吃的住的，衛生
條件如何一概不知道不說，更使我焦急的是我



們一直準備不足，我們用的教材是美國經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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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聖經夏令營歌曲、故事和手工，但山區的

疚。通過短宣的訓練和同工，這段時間裡我們

孩子們能唱英文歌嗎？學得會嗎？團隊裡的姐

同吃同喝同行同睡地在一起，姐妹情得到了高

妹有兩種不同看法，認為換成中文歌算了，我

效的發展。看到山區孩子貧窮的生活，我們一

卻認為英文營不唱英文歌行嗎？我們已將故事

起落淚，心有同感，原來神都賜給我們慈悲的

和手工課都用中文教了，更何況現有的影音設

心。

備加歌詞，也讓說中文的孩子們知道世界上各

在英文課的教導和團體遊戲時因場地大

種語言、各種膚色、萬民萬族都在讚美神！我

小受限，場面有點混亂，傅琳姐總是自告奮勇

認真禱告了兩天神就教導我們怎麼辦了，英文

地把二年級學生帶到教堂外面山邊的小空地上

歌我天天練，雖然舌頭會打結，最後還是背下

另起爐灶，遇到嘩啦嘩啦下雨了，就領著孩子

歌詞，張口就唱了。中文歌我們也準備了幾首，

們奔回大本營。姐妹的護持和幫助直暖我心，

為主做工多多益善。

使我更要讚美主。李紡姐是我最欽佩的大姐了，

帖撒羅尼迦後書 1:3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

去了台灣又奔赴雲南，帶病堅持不肯下火線，

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

我勸她休息半天她都不肯。與鮑蘇藝妹妹相處

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

真是感受到她的精明能幹，討到最好的交易，

足。

經濟管家的活兒交在她手中絕對沒錯！她心直
中國大陸貧困山區是我們的年輕隊員從

口快又充滿愛心。看到孩子們的伙食那麼差，

來沒去過更不可能想像到困難有多大的地方。

她馬上決定將我們的三餐分享給孩子們，自告

第一天到了山區的教會，公用廁所就讓他們大

奮勇如果錢有問題，她來出。這趟的中國行對

吃一驚，世上居然有這樣髒的地方，可是他們

支麗容姐妹了解更多了，包括她與中國的淵

的堅強和勇敢讓我深深敬佩，特別是 Cindy, 我

源，小時候媽媽常常帶她從香港到中國。她做

說是神差派來幫助我們的得力助手，雖然她受

事認認真真一絲不苟，我真是望塵莫及。手工

到種種阻力，團隊準備的時候，學業上正值期

勞作的行李幾箱，從 Buffalo 帶到灣區，再帶到

末考試，姐姐的婚禮又要幫助而忙碌一段時間，

雲南，教導孩子孜孜不倦一站就是兩小時！我

但是她愛主的心讓她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

要感謝讚美主，是祂把不完全的我們擰成一股

力。她帶領四個比她年輕的弟妹，滿有大姐的

繩，來傳揚祂的愛，也鑄造我們更多的愛心，
在主裡共同成長。

風範，認真完成團隊交託他們的任務。
每一個禮拜天來到教會與弟兄姐妹打聲

申命記 4:10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華你神

招呼後，我總是在忙著找人和開會間團團轉。

面前的那日，耶和華對我說，你為我招聚百姓，

週間要全職上班，八小時後趕著接送孩子，回

我要叫他們聽見我的話，使他們存活在世的日

家柴米油鹽地作家務，對發展主內肢體的連接

子可以學習敬畏我，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

和關懷方面的事工都無暇顧及，加上自己做醫

帶著子女一起短宣，真是發展親子關係的

生的背景，理性超過感性好多，心中也常有愧

好機會，也是我們用行動共同經歷挑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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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祝福的好時機。我多話的兒子曾幾何時聽

在他的書中說：「我從未經驗到上帝與我個人

不見他的聲音了，或許說幾句話就嫌我聽不懂

的同在。不過這方面不需要什麼禱告的知識和

而不耐煩不願多說了？海峰跟他說爸爸小時候

技巧，只要有一個讓我看到自己之需要、缺點

怎樣怎樣，他早跑老遠去了，或是用雙手摀住

和問題的過程，當我們經歷這個過程卻戰勝了

耳朵。進入 Teenage 的孩子漸漸發展了獨立自

種種的失望與失敗，就能感到神對我的提升。

我的特性，父母的說教根本聽不進去，父母的

信仰的歷程絕不只是理性的探索而已」。

打罵違背國家律法，更是違背了神的律法。可
是他們又是不夠成熟沒經歷過考驗的年輕人，
他們仍需要教導。年輕人親眼所見了貧窮的孩
子吃的食物住的環境，看到他們渴慕學習的情
形，比較起在美國自己所過的日子，有什麼理
由不珍惜不感恩啊？我時時提醒他們看到現
實，想想自己能做什麼來改變這個世界，哪怕


【短宣隊見證：台灣短宣】

台灣短宣有感

葉聿錚

這次在永和市頂溪國小所辦的暑期英語
營短宣活動是我所參加的第一個短宣活動。也
是神回應我多年來的一個禱告。

一舉一動都好。在雲南的十天中，我的老毛病
又來了，口腔潰瘍好幾塊，兒子幫我貼止痛藥
膜，山區的飲食習慣總要加辣味在菜裡，他就
關心地問我痛不痛，我告訴他看到孩子們的笑
臉，看到他的愛心，再痛十倍我都高興。我遇
到困難，就告訴孩子，然後一同禱告一同尋找
辦法，在機場等不到傅琳和李紡姐，想到她們
都不知我們該住的旅館名稱地址，就坐立不安，

老實說，我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堅強獨
立的人。一個人獨自在海外生活十多年，經歷
了風風雨雨，如果沒有神的支持和身邊一堆小
天使們的鼓勵及陪伴，我或許早已回家做媽寶
了。因此，我每天不斷地祈禱，請求神好好地
利用我。因為沒有祂，也就沒有現在的我。我
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

怎麼辦啊兒子？一起禱告吧。我固定頭髮的電

幾年前，當我開始從事護理工作起，我就

鐵捲把客棧布椅燙黃了一道，就告訴兒子真不

開始向神禱告，請祂裝備我，好讓我有一天能

注意中國電壓這麼高，鐵捲會這麼燙，趕快叫

夠去做醫療短宣，為祂的子民服務。誰知原本

來客棧老闆，道歉了就要賠款，老闆說舊沙發，

以為只要等上一年就能拿到的綠卡，讓我一等

哪看得出來。當孩子知道我們也常遇到難題，

等了六年多。這六年間，除了偶爾回家陪伴親

我們也有錯誤的時候，並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

人之外，我只有不停的努力工作。24/7 的 on call

令的老媽，而是一步一腳印仰望神依靠神，這

對我而言，也是家常便飯。深怕一個不留神，

樣珍貴的教導孩子的機會太難得，他會把你當

身份就沒了。終於，我在 2013 年的十月收到了

朋友，他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難也會依靠神。

綠卡。同年，我親愛的爺爺過世了，我的奶奶

做為基督徒，我們最大的盼望和喜悅就是
主能與我們同在。我們怎麼知道有神與我們同
在呢？紐約救主長老教會的創會收師提姆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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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目的地，也依然是台灣。去年十一月時，
因著朋友在香港的婚禮，我回了一趟台灣。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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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因著朋友在日本的婚禮，我回了一趟

實在在地用在孩子們的身上。還記得在結業典

台灣。就在還想著台灣家人的同時，得知這次

禮時，一個孩子在台上說：雖然大哥哥大姐姐

台灣短宣的機會。我算了一算，竟然剛好有足

教了很多英文，我們都記的不是很好，但是他

夠的休假！我深深地明白，這是神給我的機會，

們的溫柔和愛，我們都有感受到！

也是向台灣還沒信主的親人們做見證的機會。

回到灣區後，我仍不時的想起這些孩子，

因此，我積極的報名參與，在此同時，我也成

也不時地為他們禱告。盼望有一天，神在祂所

長了不少。

揀選的時間點上，讓我們撒下的小小種子生根

短短五天的短宣活動中，我深深地領會到

發芽。

羅馬書中第十二章所說：一個身體是由好些肢
體構成的，而每一個肢體有它不同的功用。同
樣，雖然我們有許多人，我們在基督裏成為一
體，各自彼此聯絡，構成身體不同的部分。所
以，我們要按照上帝給我們的恩惠，好好地運
用不同的恩賜，做應該做的事。這五天裡，我
們的同工們各自發揮所長，將神所賜的禮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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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irst Taiwan Mission Trip Experience

I re-watched it, which I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before. “人生本來有很多事都是徒勞無功的” which

By Ivan Kao

translates to “You aren’t going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I am Ivan Kao, a fourteen year old ABC that

everything you put your all into.” I felt like that was a

grew up in church. My mom signed me up for the

kind of reminder for me. I’m glad that I talked to

mission team since we were going to Taiwan for

Dennis about my trip because something he said really

summer vacation anyways.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helped me. He said that my mission was to plant the

bother about it and it never crossed my mind. I just

seed, and I realized I had the wrong goal the whole

relaxed and enjoyed myself for my first two weeks in

VB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when that’s

Taiwan (VBS was the third week out of my one month

God’s job. My job was to plant the seed to the kids,

in Taiwan. On the day before the day we meet to

and I accomplished it! I should’ve just let everything

prepare for VBS, I started overthinking before I fell

in the future go to God and let him take control of

asleep on my bed as usual, but this time about the next

everything after my part was done.

week.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weather affecting my
The trip in general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emper, the language being a barrier, and mostly if I

I was pretty nervous honestly since it was my first

don’t have an impact on the kids at all.

time, and I was doing the program without my parents,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VBS week,

but the uncles, aunts, old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re was a something that I was aiming for. I thought

Christ took care of me well. My friends thought I was

it was the right goal, but later on I realized I went

crazy to give up one of my vacation weeks in Taiwan

through the week with the wrong goal. I wanted the

to help out kids in the burning weather, especially

kids to see me as a big brother who loves them, cares

since I enjoy Asian culture so much, but I had a blast.

for them, and wants the best for them. I wanted them

Of course it had its bad times like kids just not

to grow up to become a good person and one day

listening no matter what and I’ve never been sweatier

becomes one of God’s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whole

or stickier my whole life, but it was worth it. Working

week I kept on asking myself “What if they don’t find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s a team in

out who God really is in the future. What if what I’m

foreign lands to help spread the gospel, hanging with

teaching them this week is going to be for nothing.” I

them after, and becoming close to my kids was a time

kept thinking to myself that I failed my mission if I

of my life I would never forget. I really encourage

don’t get to find God when they’re older. The thing

others to give it a

that bothered me most was that I’ll never be able to

try if they have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find God in the future.

the chance!

I’ll never know if I actually changed or at least



impacted their life so that they’ll find God.
When I was flying back to the states, I was
watching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a Taiwanese
movie. It i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I have the
DVD yet I still watch it each time I fly on a plane.
There was one line that stood out to me that tim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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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愛

我可以接受我的親人慢慢的的老去而離開我，
慢慢的生病而離開我。但不是這樣，不要這樣，

盧黛娟

這是我第一次投稿芥菜子，主要是想謝謝
大家這段時間為我姐夫在氣爆事件受傷後的代
禱。也分享自己這段時間與神交通的心路歷程。

祢不可以突然把我家人帶走。為什麼袮要這麼
殘忍的對我和我的家人，為什麼袮要禳我的心
如此的痛？

人生有許多災難和痛苦，是我們絕對不想遇到

突然間，我彷彿聽見神在問我：

的。但遇到了，就要相信這是神要我們去經歷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去你所有心愛的

祂。

人呢？」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這種意外會發生在我

神是有主權的。祂是我們生命的掌管者。

姐夫身上。他雖然在消防局工作，但他之前是

那一晚，祂沒有安慰我，相反的，祂試探著我

中隊長，通常是坐鎮指揮，不用進火場。而幾

的底限！

年前，他也已經調後勤單位了。但人算不如天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父親。

算，氣爆那晚，因情況
失控，所以他和主任秘
我父親非常非常疼

書一同去現場察看。卻

我，小時候他總會在我床

發生了意外。

邊說他童年的故事給我

很多人說我姐夫

聽。他總是牽著我的手，

能活著，是奇蹟。但我

然後說著他的故事。一直

相信，是大家禱告後的

到現在，每當我回台灣看

神蹟。在這氣爆災難

他，我一定會牽著他的手

後，與他同行的主任秘

繼續聽他重覆著老故事給

書再也找不到了。他休

我聽。

克了近兩個小時，生命
跡象一度停止，腿部大

他有很多好玩的故

動脈斷裂，骨盆多處骨

事，然而，卻有一個很悲

折，四肢也多處燒傷。我記得事發那晚我打電

傷的故事讓我想忘也忘不了。就是他從大陸逃

話回家聽到姐姐的哭聲，我的心就如撕裂般的

到台灣的那一天。他形容當時，外面槍聲連連，

痛。我真的無法想像姐姐沒了姐夫後怎麼辦，

很多人搶著上船，但有些人被射下海，或被推

甚至我父母沒了他怎麼辦？我有一位非常好的

下海。只見海面是紅色的。他雖然逃上了國民

姐夫，他一直很照顧我們每一個人。

黨的船，卻是兄弟姐妹中唯一的一個。

那一個晚上，我不住的禱告，求天父的憐

那一晚，我父親失去他所有最親的親人！

憫及祂醫治的大能來救我姐夫。我流著淚求神
不要突然把我親愛的家人帶走。我告訴父神，
芥菜子第 5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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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姐姐。我看著他用他那止也止不住的淚水

耶穌聽見祂所愛的人病了，並不立即前去

與我姑姑相擁而泣。那是他忍了四十年的淚水。

止住人的憂傷。祂不立即前去，並不是不愛我

也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眼淚。

們，反是因為祂有無限的愛可以讓我們等待。
祂等待，為要讓天使作完祂要作的工。

我感覺神在告訴我：
「孩子，妳的心還是會痛，妳的眼淚還是
會流，因為人世間的愛有一天你都會失去。只

我知道我和家人需要等待。等待天使完成
祂的工作。

是當妳失去越多時，妳要定睛仰望我，妳要把

常常，我會用「苦難是神化了妝的祝福」

自己交給我。妳要相信我的大能，妳要有屬天

來安慰自己和別人。但我知道這句話通常是不

的盼望。只有這樣，妳才不會被愛傷害！」

管用的。受苦的人，可能正走著一條很黑的隧

在台灣短宣時，我學著用忍耐恩慈來帶著

道，那條路，沒有人可以代他們走。那條隧道，

那幾位讓我抓狂的孩子，我用「愛是不輕易發

可能很黑很黑，進不了一線光。那條隧道，可

怒」來教一位平均二十分鐘就要生氣的孩子。

能好長好長，深的看不見盡頭。

我以為我已經學懂了，但那天我才了解到，愛
的最根本，是愛的詩篇中後面那句：

我知道信心軟弱的我會向主說：「我不要
袮給的祝福，我只求袮把苦難從我身邊拿走。」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
永不止息。」

沒有人願意受苦，但這世上受苦難的人何
其多。在台灣短宣的時候，我遇到一位自閉症

這一段時間，我不斷想著「信望愛」走過

孩童的母親。那孩子只有在他和母親相處時，

每一天。從原本擔心姐夫撐不過，到可能要截

我才感覺他和這世界連結起來。上帝給這母親

肢，至可能要氣切支持呼吸，他一步一步走過

的功課，是一輩子的。但感謝主，這位母親是

來了。感謝主，讓我一直看到祂的大能並懷有

位基督徒，在她眼中我看得出她正用來自上帝

盼望。這段時間，我兩次想到耶穌醫治拉撒路

的「信望愛」來走這條長長的隧道。

的神蹟。在姐夫處於極度危險期的前三天，我

而我姐姐與姐夫將來要走的隧道，可能也

想到約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節「他們就把石頭

是又深又長的。姐夫的腿仍需再開刀才知能否

挪開。耶穌舉目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

正常行走，燒傷也需時間復原。我祈禱上帝用

已經聽我」。就如同耶穌在眾人看見拉撒路復

祂的慈光照著他們，讓他們無所懼怕。賜下信

活前已為主獻上感謝。我知道主也已經聽見我

心的種子來牽著他們，讓這段路不再遙遠。更

的禱告，祂已經答應我。

祈禱他們能因此而認識慈愛的上帝。在教會中

我姐夫處於危險期不是只有那三天。之後

我們也常有身體軟弱的弟兄姐妹，我們心疼但

的兩個星期，他身體做了許多手術及清創處理，

不知如何幫忙。只求我們能多關心他們，迫切

之後肺部也受感染並且積水，每天高燒不退。

禱告求神憐憫並賜下光明和信心帶著他們走出

我祈求主早日讓他生命快點穩定下來，而這時，

陰暗的隧道。

我想到約翰十一章第六節「聽見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芥菜子第 5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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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們才可以站立

【宣教士介紹】

在人生中任何的光景。我正在努力的學，也希

馬素珊護理師

望自己學得會。我一直不太會表達自己的心事。

(Ms. Susan Martens Kehler)

每當我寂寞或難過，我只會不斷的彈琴。我可
1957 年加拿大籍

以彈整晚，可以連續彈好幾個月。我的琴就像
是我的救世主一般，只有它聽懂我，只有它可
以擦掉我的眼淚。我一直是這樣，走過了我人

的 馬 素 珊 經 由 美 國門
諾會的派遣，來到台灣
設立門諾護校，抒解台

生中每一次的低谷。

灣 東 部 的 護 理 人 力需

只是這一次，我不再只和我的琴說話了。
我開始，認真的和神說話了。因為就在我害怕
失去又異常心痛的那一瞬間，我才明白，過去
曾經因失去而帶給我的傷痛，它依然在那裏。
彈琴和時間或許幫助我去遺忘，但從未醫治過

求。馬護理師培育許多
當地的原住民少女，傾心教導她們護理的專業，更
常常用愛心與耐心來引導她們認識上帝。她在台灣
36 年的歲月，照顧病人，視病猶親，是位愛的實踐
者。

我。我姐夫需要上帝大能的手來醫治，而我又
未嘗不是呢？就像我的父親總是牽著我的手給
我滿滿的愛一樣，這一次，我尋求天上的父神

何處是故鄉

來牽著我和我家人的手，讓我們知道祂是真實
花蓮城裡的人都知道馬護士，花蓮的原住民也

的且有永恆不變的愛。

都知道馬護士。他們知道馬護士會說一口流利的國

我的禱告，我相信天上的父已經聽見了！


語，知道馬護士會騎著摩托車穿越大街小巷。下雨
天也阻攔不了她，只需穿上塑膠衣褲，就能上街辦
事。她們還知道馬護士日以繼夜的工作，她對原住
民們的愛心，就像那位手提煤油燈，在戰地的深夜
裡，衣不解帶地巡視傷患的南丁格爾一樣。可是很
少人知道馬護士初抵基隆港時，是如何怯生生地跳
上一隻小艇上去的。雖然那時的她已在加拿大教過
兩年護校，不是完全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
那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一艘來自北美的貨輪在
太平洋裡航行了二十二日，終於抵達了基隆。船長
對她說，你要跳上這貨輪旁邊的小艇上去，它會送
你上岸。年輕的馬護士望了一眼起伏的海浪，說什
麼也不肯跳，她要等朋友們來接，雖然從未見過面，
但她對他們有信心，基督教門諾會說好的，會請教
友來接。船長說，妳朋友就在那小船上，他們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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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啦！這樣，她才跳上小艇。

她決定自己上街採購禮物和過節的用品，她想，這

來到基隆，雖說是為奉主召喚而來，但她對故
鄉和親人的思念，即使她經常坐在岩石上，望著無
際的海洋，告訴自己說，那邊就是加拿大，海水可

可是個練習國語的好機會呀！能不能在這裡立足，
就看這舌頭有沒有造化了。頭六個月進步很大，但
後來開始學造句，卻真是要了老命的。

以從這裡流去那邊，又可從那邊流回這邊，家也不

有些日子，她恨不得將書本扔在地上踐踏。還

算離得很遠。有些時，獨自漫步，為的只是想將心

有幾次差點沒將書本撕掉，而回到加拿大去，永遠

中那份難耐的孤寂揮去。那天下了船，便去餐館，

不再回來。中文實在太難學了。有些神職人員只需

已經很餓了，要不是朋友建議用湯匙，只怕從餐館

學一年中文，但她卻得學兩年，因為她要興辦護理

出來時，非僅不飽，反而更餓。原因是不會用筷子。

學校。學業結束後，終於來到了花蓮，在基督教門
諾會醫院擔任訓練護士的工作。首先

以人道精神展開對神的事奉

就得招學生，那地方雖不大，人
那麼多事都得去適應，語言不通，就格外

口也不多，可是上哪兒找學生呢？

容易叫人思鄉。為了在外國做聖工，教會規

有人建議，不如先訓練醫院裡現有

定她必須身體健康，還得受過良好的教

的護士吧！當時那些護士並沒受過

育，因此年輕時起，她就努力準備自

正式訓練，最多不過是現在的護助而

己。她進入了聖經學院，學習護理。

已。醫院裡一共有十三位護士，她親自

一九六四及一九七○年，分別利

面談，一共有十位希望進入這即將興辦的

用年休的時間，去美國修得社會

護校。才上課，就有三人退學，不過後來

科學的學士學位，及護理教育

又都重新回來。護校的課程，與一般學校

的碩士學位。

不同。譬如，她沒開國文、歷史和地理班，

她總是提醒自己，她只

當然也不開三民主義。她全力注重在護理課程

是台灣的客人，不要以為理所當

上，諸如護理學、基本護理和解剖生理學等。

然，大家都會聽她發號施令。就

學生聽不懂國語

這樣，她用人道的精神，展開了對神
這些學生常常聽不懂課，使她不得不自怨自

的事奉。有人對她說，花蓮是台灣的西伯

艾：老天啦！這兩年的國語看來是白學了，不然學

利亞，兩年後待她去了花蓮，竟發現這是
台灣最美麗的一塊土地，不自覺的，她便愛上了那
裡。在這兩年中，她在台北學習國語，一週七天，
每天上課五小時。老師還指望她每上一小時的課，
回家得做兩小時的作業，因為她十月才入學，比同
班同學晚了一個月，險些跟不上班。上課的第一天，
來了位新老師，不知她是位新學生，還對她說，妳
一定得加倍努力，妳已經落後太多啦！聖誕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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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怎會聽不懂呢？每天她都比手劃腳地教課，學
生們也就坐下面一知半解地瞎猜。那樣教書，說多
洩氣有多洩氣。直到一天她鼓起勇氣問學生，是不
是我發音不正？還是我造句有問題？要不妳們怎會
聽不懂？一位學生回答，老師的國語雖不太靈光，
但那並不是什麼太了不得的大問題，問題出我們自
己身上，因為我們大多數不會國語，只會山地話和
2014 年 9 月

日本話。馬素珊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們是外國人

方面卻頗有斬獲，他們得到了鄉村復建委員會一筆

遇到外國人。這樣過了半年，學生們雖學了不少國

很大的捐款，准許他們增建醫院的病房，交換條件

語，糟糕的卻是馬護士學了不少她們的口音。後來

是他們必須負責山胞的保健醫療工作。那時原住民

有人還取笑她，說她講的國語不倫不類，而她只有

有七個主要的部落，請他們挑選初中以上程度的年

自我解嘲地回答，那你得去找我的學生才行，我的

輕女孩來接受護理訓練，送來的人選中，再由院方

國語是她們教的。

決定收錄那些人，每期錄取九、十個人，算是很小

為了尋找中文教材，她走遍了花蓮也找不到一
本。有人建議，何不去台北試一試？那兒書店多，

的一班。這些年輕學生後來便成了醫院的護士，她
們能與來自山裡的病人交談。

說不定能找著。去了台北，的確也找到了幾本，但

一年又一年，護校提供了這三年一期的教學課

都不很理想。她不禁納悶，那些正規的學校要是沒

程後。卻發現學生們都太年輕了，不會靈活運用所

有教材，怎能開班呢？他們的教材是哪來的？於是

學到理論，於是便將二年的課程增改為四年。一九

她四處打聽，結果發現都是老師們自己編的，藏在

六○年底，政府開始審查各護校資格，因為他們沒

抽屜裡不借給人。雖然當時還沒有保護智慧財產權

註冊登記，便面臨被封校的危機。政府要他們在五

這種時髦玩意兒，那是他們的財產，除非人家同意，

年內將學校結束，以便他們能將已入學的最後一班

不然是拿不到的。幸好來台灣時，她帶來了一些最

帶領畢業。一九七三年最後的一班護士拿到證書後，

新出版的護理書籍，這下正可派上用場。於是便依

護校就停止招生了。可是他們與政府達成協議，門

照書本編寫摘要，又請她的國語教師將摘要譯成中

諾會護校畢業的學生們，可以參加其他註冊護校的

文，她再照著這摘要講課。起初的四年，白天教書，

考試，考取了便可領得執照。遺憾的是她們很多都

夜裡寫摘要，一天得工作十六小時。

不敢參加考試，其中當然也有例外。一位接她工作

興辨學校不是件容易的事，後來最大的困難不
是缺乏學生，也不是缺乏師資，而是無法註冊。依
政府規定，一個學校必須要有操場，提供學生們運
動，可是他們沒地，更沒錢，這樣的無米之炊真難
為了她。當時怎麼也想不通，分明她是要訓練護士，
又不是要訓練運動員，要那大的操場幹什麼？另一

的學生，自美國印第安那州，獲得了理學士學位，
另外至少有二十五人取得了護士執照。花蓮護校結
束後，馬素珊應聘去馬偕醫院教授護理。每隔一週，
教兩天半的課，一天九小時，用中文教九班課，工
作非常辛苦。她也與馬偕醫院講好，准許門諾會的
學生入學，那時轉去的，共有十八人。

項規定更令她不知所以了，那便是政府還要指派一

除了教護理外，她還作了許多護理品質管制的

位軍訓教官住在學校裡來負責軍訓。她滿頭霧水的

工作。一九七五至一九八〇年間，她擔任門諾會醫

問，護士還得學會怎麼打機關槍，怎麼扔手榴彈嗎？

院 的 護 理 主 任 ， 一 九 八 〇 年 在 台 灣 與 PETER

此外，他們還得為教官蓋間宿舍。錢從哪裡來，這

KEHLER 結婚後，便去了美國。她在那裡教書，在

條件真難辦哩！就是為了這些規定，門諾會醫院的

那裡作醫護工作，幾年後才回加拿大來，擔任一間

護校，無法通過正規的管道辦理註冊登記的手續。

頗具規模的大型老人院院長的職務。她的先生彼得，

雖然在這方面沒有順利的解決方法，但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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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是門諾會差遣來台的宣教士，曾經為原住民

2014 年 9 月

及痲瘋病人作過很多工作。他能講一口台語，卻不

在入學時曾對她說，我媽媽只許我來唸書，不許我

會說國語。誰都知道馬護士一句台灣話也不懂，因

來信你們的教。當時聖經是護校的教材之一。但那

此常有中國朋友問，那你們兩人在家裡怎麼對話

學生卻，哼！即使唸了聖經我也不會信你們的教。

呢？幾乎都忘了他二人的母語是英文。

三十多年後，她向馬護士道謝，將基督介紹給了她，
並承認當初她對她充滿了叛逆。她說謝謝妳叫我上

大家喜歡門諾會的護士

教堂去聽福音，妳那時就在我心裡播下了種子。她
所有自門諾會護校訓練出來的護士，都找到了
工作，因為她們受到的是一流的專業訓練。全台灣
的醫院爭著要雇用她們，至少有六位護士還擔任手

從未將自己的信仰硬塞給誰，但卻為了上帝結了果
子。現在那位女士正用同樣的耐心，在為她先生祈
禱。

術室裡的麻醉工作哩！在護校裡，馬護士特別強調
對病人要和善，雖然如此，她並未忽略教育及知識
的重要，每位學生都被塑造成一個現代的南丁格爾。
若是問病人，你們為什麼喜歡門諾會的護士？他們
一定會說，因為她們具有同情心。病人絕不會說因
為她們護理知識豐富，而是說，她們待我好，她們
了解我的痛苦。當然這便與她們所受到的教育有關，
要不她們也體會不到病人的痛苦。馬護士說，同情

剛去台灣時，門諾會醫院只有二十七張病床，
現在有了二百零六張病床，到了一九九五年將增至
四百到五百張病床。離開台灣近十年後，馬護士與
先生又回到了台北，那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她每週
去花蓮教兩天書，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回加拿大，從
事許多義務工作。最後兩年在台灣，他們至少還與
七十位當年門諾會護校畢業的護士來往，門諾會一
共訓綀出一百二十五位護士，約有百分之四十五的

心來自上帝，再由這些護士手中傳遞出去。

人還在從事護理工作，或社會工作等相近行業。一
每年聖誕節，都是一個介紹神的好機會。有一
年，兩位不信上帝的學生，看了教堂裡放著的道具，

位最後一屆的畢業生，現正經營一家養老院，許多
同學們都在她那裡工作。這件事令她感到非常驕傲。

看了聖嬰和馬槽後，才知道神愛世人，甚至賜下祂
的獨生子，教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的意義了，因此
回去便信了主。

不同的文化，擴張了她的視野
記得剛來花蓮時，她與另外兩位來自加拿大的

又有一年，一位全身上著石膏，躺著動彈不得
的原住民，請人將他推來教堂。他要看聖誕節的裝
飾，還要聽聖樂，那天他提了許多問題，教會姐妹
們一一為他解答，讓他歡歡喜喜地回去。這麼年來，
護士們似乎並未因信了基督教而受到困擾，主要是
當時的原住民們自己並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而且
當時長老會在山裡已很普遍了，那也是基督教的一

護士，決定自己動手作家事，免得被人當作是有錢
的美國人。那年頭，一般人都不知道有個加拿大，
只要聽說是北美來的，就管你叫作美國人，而大家
總是認為美國人有錢。誰知這個決定並不討好，沒
幾天就來了幾位太太問，妳們為什麼不願意雇用我
們？她回答說，我們不願讓人誤以為我們是有錢人，
對方說，但是我們需要工作呀！於是她們便雇了一
位太太來照顧她們的家務，每天一早九時上工，下

支，基本上與門諾會是不相衝突的。

午五時收工，中午還可回家去為家人作飯，不但賺
現在回想起來，倒是有位十六歲的黃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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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錢，還兼顧了家庭，可算是一舉兩得。後來那位
2014 年 9 月

太太又請求她們也雇用她女兒，以幫助改善她家經
濟，因她先生患了肺結核，不能工作。她們也答應
了。那位太太烹調手藝高明，每中午都有中餐吃，
每天都有湯喝。她最喜歡喝不油膩的酸菜湯，吃肉
絲炒小白菜，吃紅燒茄子和煎魚，晚餐則是西菜，
早餐總是吐司和咖啡。有時到了山裡，也吃鹹菜和
稀飯。

懂中文。
現在買牙膏可沒人為她出主意，更別提去洗衣
店用銅角子操作洗衣機了。頭幾回實在沒法子，只
有將衣服拿回家來，在浴缸裡清洗，再拿出去晾乾，
就跟在台灣請人洗衣那樣。回來後，星期日去教堂，
發現沒人和她招呼，讓她很生氣。便對人說，哪能
這樣？在花蓮，走在街上見到的都是笑容，不論信

中國人吃東西是有講究的，這點她可知道得很

不信主，都很客氣。尤其在醫院裡，每個人見面都

清楚。有一天，一位朋友來她家探訪，她烤了菠蘿

會打招呼，哪能這樣？這種時候，就令她禁不住地

蛋糕請他吃，但他只肯吃蛋糕喝茶，不肯吃蛋糕喝

又思念起台灣來，連當初許多文化上的差異，她也

咖啡。原因是陰陽的問題，冷熱不能混在一起吃，

不在意了。

但究竟什麼是陰？什麼是陽？她卻搞不清楚。不同
的文化，也為她擴張了視野。一個二月天，太陽出
來了，屋裡沒暖氣，還是很冷，護士和學生們都跑
到屋頂上晒太陽。要把一個冬天的寒濕驅走，她也
跟了去。但令她納悶的卻是，為什麼每個人既要晒
太陽，偏又撐把洋傘將陽光遮住？她問學生，她們
都捂著嘴偷偷地笑，原來是怕晒黑。有位女孩說，

剛去台灣時，朋友們喜歡問她的年齡，這在西
方是忌諱的，起初她瞞著不說，後來會隨便說個數
目字打個哈哈。她最喜歡告訴人說，才十二歲哩！
雖千小心、萬小心，多少年下來，還是被人知道了
年齡。因為她告訴了別人她的生肖。每逢穿件新衣，
總有過來人讚美。接下來便會問，多少錢買的？這
又是一個西方忌諱的問題，她也應付過來了。

我們要有妳那麼白就好啦！這可奇怪，像她那麼白
有什麼好看？她還恨不得將皮膚曬成巧克力色哩！

她如今回到了加拿大，住在一個美麗的小城
裡，不見了那些純樸的原住民朋友，不見了那些深

來台後的第一個聖誕節，那日天空飄著細雨，
她獨自走在街上。從這頭走到那頭，見不到一棵裝
飾好了的聖誕樹；從這條走到那條街，找不到一張
聖誕卡。頓時她覺得好寂寞！好寂寞！雖然她知道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感到寂寞的時候，但那個
聖誕節卻勾起了她無限的鄉愁。

具愛心的護士們，不見了她最喜歡的酸菜湯，她覺
得好像到了外國一樣。常常尋思，究竟哪裡是故鄉？
台灣還是加拿大？她的心懸著太平洋的兩岸，兩邊
都有她失去的青春歲月，兩邊都曾是她織夢的樂園。
偶而她會驅車來到鄰近的小城，看著一片汪洋，自
己告訴自己說，水的那邊便是花蓮。於是會扔一朵
勿忘我在水中，教花兒帶去她的想念，而午夜夢迴

對台灣無限思念
這些年後，再回到西方，走在街上，連牙膏都
不會買。在花蓮，走到店裡，只要問聲老闆，哪種

時，卻早已分不清何處是故鄉了。



牙膏好呀？他便會熱心推荐，有次還拿了一管牙膏，
告她說這是外國貨哩！她拿來一看，全是中國字，
怎會是外國貨？問那老闆，老闆笑了，才知她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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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真的願意把自己獻在主的腳前。

【受洗見證】

連小屏姐妹受洗見證

黃一文筆錄

我記得六月中旬我第一次聽到葉牧師的
講道是愛的方程式最後一講。主題是愛是恆久

今天早上主餐的時候，葉牧師說人最大的
問題就是與神隔絕。那我想這也是我最大的問
題。其實我很怕站在這裡披露自己。因為我覺
得我的罪性重大。過去我認為只要躲得遠遠的，
我就會很安全。所以一輩子任由自己這樣東遊
西蕩，還自以為逍遙自在。可是最後還是蒙了
神的憐憫，還有神的愛，更是神的恩典，讓我
有勇氣站在這裡。

忍耐。這讓我想起他和 Vicky 結婚的時候正是
唱了的這首愛的箴言。那個時候聽到這首歌，
我心裡滿是懷疑。我在想世上的夫妻之情，親
子之愛，看來很深厚，但是卻非常的脆弱。因
為在現實生活中短兵相接之後常常是遍體鱗
傷，苦不堪言，哪來的永不止息的愛呢？透過
他的講道我才知道那是神的愛，因為先有神的
愛，我們才能彼此相愛。過去我欠缺了神的愛，

記得我五年前第一次來教會，就看到則惠

所以我的愛是短暫而且吝嗇。在各位弟兄姐妹

滿臉喜樂的笑容。那個時候給我留下很深刻的

面前也許這個道講得很平常，你們耳熟能詳。

印象。五年後我再來到這裡，則惠的笑容依然

但對我來說就像天外之音，敲起了我整個腦袋，

是燦爛明亮。讓我不由得相信在主裡確有喜樂，

原來我這麼的覺得我付不出愛，我也得不到更

確有平安。這個確是正確的確，是確有其事的

多的愛，是因為我缺了神的愛。因為這個講道

確。因為這樣，我這次來才專心的聽葉牧師講

內容給我心裡的衝擊，我開始細細地想這是怎

道。以前我會覺得兒子要聽我的，怎麼現在反

麼一回事。

過來我做了他的學生，我做了他的聽眾。

後來我參加他的默觀與行動的主日學課

還記得夏令會的時候李定武牧師曾經提

程，我是一個行動力很弱的人，常常是腦袋裡

起，他說他講過道之後，他問他的父親是不是

想了很久很久，然後還沒有踏出，所以直到今

要信主。那麼我也聽了葉牧師很多次的講道，

天我才站在這裡。那次呢我們就是要到 B Street

以此類推，你們想想看葉牧師有沒有問過我「媽

去默觀，做默觀練習。那天風很冷，不斷地吹

媽，您要不要信主？」你們覺得他會問這句話

著我。很多弟兄姐妹好像耐不住那樣的冷都先

嗎？會？會的舉手。好，手放下。（眾多會友

回來了。可是我呢，我坐在靠近學校的長石椅

舉手！）但是你們都錯了。他從來沒問過我。

上，閉著眼睛第一次主動地打開心門向神祈求，

那你想說牧師怎麼可能不向自己的媽媽傳福音

求神能夠接納我，更新我，結果不多久我就感

呢？他是不是有愧，對上帝有愧。其實不是，

覺整片的耀眼紅光照著我，我幾乎都要出汗了，

因為知母莫若子。他知道信仰在我的生命裡是

我以為陽光露臉了，就睜眼一瞧，天空還是灰

一個選區課程，它是不存在的。他也認為憑他

濛濛的一片，那這是什麼光呢？我不清楚，但

幾次的講道就能摧毀我心中的銅牆鐵壁，那也

是那個時刻開始我相信神的存在。

是不可能的。可是沒想到上帝親自對我作工，

我以為我經歷了神，但是沒多久我就受到

讓我今天能夠在這裡親口說出這段時間我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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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大的試驗。在八月中旬，我對我的三

我更能愛我的家人。結果說也奇怪，他們回來

歲孫兒 Jeremiah 發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脾氣，發

的那個晚上，孩子已經睡了，因為世勳夫妻他

了脾氣之後，受驚的是我不是他。因為我覺得

們帶我出去玩，我很晚才回到家。當我回到家

我的兩個兒子小的時候我都沒有對他們厲聲斥

的時候，兩個孩子都睡了。第二天清晨就是星

責過，今天我怎麼會對一個三歲的小娃這麼不

期天，我坐著 Vicky 的車到了教會。本來我這

能忍耐呢？當時我還是非常的理直氣壯。我對

一趟來 Jeremiah 從來不主動找我，他下車一定

著媳婦跟兒子說：已經三歲多了，還不分時間

是拉著他媽媽不放。結果那天下了車他竟然主

地點的這樣吵鬧，怎麼不教教呢？怎麼不管管

動來牽我的手走到大堂，讓我非常地驚訝！我

呢？孩子怎麼能不管教呢？然後這種不悅的情

並沒有對他特別好，也沒有跟他打過照面，他

緒，當然也延燒到兒子跟媳婦的身上。神知道

竟然來牽我的手。第二個星期天，他一樣下了

我的軟弱，知道我舊習難改，又在人的身上打

車，竟然讓我陪他走到 nursery。我想我來了那

叉叉了。但這回是打在我至親的孫兒身上，也

麼久，我竟然沒有一次陪他到 nursery。以前

打在我自己身上。結果第二天我們本來就是要

Isaiah 小的時候我幾乎每一次都送他到 nursery，

全家去旅行，但是那天就是第二天也是星期天，

這時候我覺得我真的是心疼 Jeremiah，我這個

我們在教會大堂上，我不住的禱告，我的心情

奶奶根本就不夠格。這就是神的愛的最大的見

非常的難受。禱

證。今天早上

告之後我的情緒

大家唱奇異恩

稍微平復，但是

典，奇異恩典

神讓我做一個決

這首歌的歌詞

定，就是不跟兒

就最能表達我

子和媳婦同行。

現在的心情。

但是那個時候我

【奇異恩典，

並不是意氣用

何等甘甜，我

事，或是我心中

罪已得赦免，

有什麼不滿，我

前我失喪，今

完全是因為葉牧

被尋回，瞎眼

師的默觀課程讓

今得看見。】

我想給自己一個退休自省的時間，所以接下來

這就是我現在感謝神的心情。最後我還要深深

的那一個禮拜，他們一家出門了，我一個人留

的感謝教會很多的弟兄姐妹，因為從你們的良

在家裡，但是我不孤單，有佩玉、鴻貴、美玉、

善，還有一起同心的事奉，還有夫妻之間的相

安靜等教會姐妹在那一個禮拜輪流陪著我。每

愛，讓我也能被神的愛吸引。在這裡我致上深

天晚上我不住地祈禱，祈禱神能進我的心，能

深的感謝，謝謝大家。

夠倒掉我心中那點煩惱，讓神的愛來幫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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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

【笑看天下】

我的震撼教育

民族性不同
一架客機迫降海面上，空姐讓乘客從滑梯下

韓大智

上星期主日崇拜，葉媽媽受洗前分享了她

海，乘客不敢。

的屬靈經歷，她所提及在靜默中所見到的異象

於是空姐求助機長.

正和我很久以前有的經歷很類似，這段奇妙經

見多識廣的機長說：

歷隨著日常忙碌的生活漸漸沈澱到心靈的最底

你要對美國人說這是冒險.

層，直到聽見葉媽媽的受洗見證，那沈靜多年

對英國人說這是榮譽.

的記憶突然被攪動起來，靈裡面不斷的有聲音

對法國人說這很浪漫.

催促要說出來，見證那超乎自己所能理解的領

對德國人說這是規定.

域和經歷。

對日本人說這是命令！

神是個靈，要用心靈誠實去敬拜祂。記得
當時區永亮牧師在本教會牧會，區牧師有屬靈

空姐為難地說：可他們都是中國人。
機長笑了：那更容易啦，你告訴他們這是免
費的!

禱告的恩賜，有時牧師為會眾禱告時常會有弟



時這些現象讓某些會眾無法接受和理解，同時

新辭彙因應新時代

或基於某種個人對信仰的主觀意識而排斥靈動

兄姐妹因經歷到聖靈的感動而倒下休息，在當

孟子託夢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現象認為是異端、怪力亂神；而本人就是其中

關其電視，封其臉書，收其電腦，奪其手機，使心
無所亂為，所以百般無聊，便可認真生活！」

的一位。當時雖也讀經禱告似乎沒什麼問題，
但對於聖經中主耶穌所行的神蹟，以及舊約中

真是有趣古文新解！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等歷史記錄多少都有

於是爹媽 line 給你們的小孩：

點懷疑它們的真實性。仔細審視那時自己的信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剷其 Facebook，
封其微博，收其電腦，奪其手機，摔其 ipad，斷其
wifi，使其焦躁無聊，百無聊賴，所以用心讀書！
兒女回應:
爹親娘親不如手機親，寧娶手機，不娶賢妻。
頭可斷，血可流，手機一定留！

某日上國文課，老師說：「以後上網發言不
要再隨便自稱「筆者」，因為現在根本沒有再用鋼
筆寫字。」

仰態度竟與文士、法利賽人無異，表面敬虔，
卻自以為是，對神蹟持懷疑的態度，就算親眼
看見主耶穌所行的神蹟仍是不信。我的錯誤就
在於以被造之物去質疑造物主的能力，把神看
小了，只要是通不過我能理解的門坎，就懷疑
那是神話。或許神知道我內心的剛硬和懷疑，
讓我經歷並認知除了物質世界之外還有另一個
不是在我知識範圍裡能理解的奧祕存在。神讓

學生反問：「那要怎樣稱呼才對？」

我經歷一下那個超自然，無法理解亦無法解釋

老師說：「鍵人！」

的現象，藉此突破自我主觀意識裡對於聖經中

學生又再問：「那現在智慧型手機用觸控式，
又沒有鍵盤，那又要怎樣稱呼才對？」
老師說：叫「觸生！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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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的記得，那是主日崇拜用完午

類的角度去看），對造物主而言根本就不是什

餐後，弟兄姐妹們都已回家了，區牧師不知何

麼難事。神的永恆和神性透過耶穌基督向世人

故問我要為我禱告，我想也好，反正也沒什大

顯現，叫信祂的人有永生，這是可信的。

不了的。我們當時就站在廚房裡，他要我先向

感謝神讓我有那個下午奇妙的經歷，讓我

神懺悔認罪把內心裡隱藏的罪，惡念都向神交

知道自己的小信是幼稚無知的，也再次的清楚

待，說實在的，那是一個非常艱難的禱告，想

明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能放下

想要在牧師的面前開口抖出自己見不得人的醜

驕傲的自我，順服那超越理智限制的神，認罪

事，除了說給神聽還要說給人聽，難道神不知

悔改，把躲在內心深處黑腤角落的假天使趕出

道我裡面所藏的污穢嗎？為何還要向祂一一地

去，讓聖潔的聖靈居住，以心靈誠實敬拜祂，

交待？後來我明白什麼是新酒裝在新的皮袋的

必能經歷與神同在的平安與喜樂。

道理，若要經歷神，讓聖潔的靈進入，必須先
打掃內心裡的每個黑暗角落，也就是認罪悔改；


只是沒想到在認罪的過程中淚水不自主的流下，
之後，在很長的安靜中，牧師開口禱告，內容
現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後來牧師說起了方言，

傻眼！

李紡

剎時間看見（那時眼是閉著的）四週有黃火吹
起，光亮異常，整個人被溫暖包住同時耳邊有

我在麗江時去看了「麗江千

熱風強烈的呼呼吹過，就如同在高速路上把頭

古情」
，是具有情愛故事的歌舞秀。

伸出窗外，身體被吹得站立不住前後搖擺，這

舞台設計、燈光設備、以及舞技，都堪稱一流，

是人生中從未有過的經驗，似乎身處於另一世

可惜的是觀眾的水平與舞台的水準演出不相稱。

界，我知道那絕不是在做白日夢，或催眠。大

怎麼說呢？節目一開始，螢幕上明明打出「不

概就是所謂的經歷聖靈吧！

准拍照」的警語，但仍有一大堆人拿出智慧型

這個超過我所認知的「看見」，讓我過去
對聖經中主耶穌所行神蹟的疑慮有了改變。這
位創造時空萬有的神，早已在創造之始就將一
切所知，未知的知識和理論放入宇宙中，以致

手機或 iPad 不停地拍照或錄影。有的人甚至把
他們的 3C 產品提得高高的，擋住了後面觀眾的
視野，他們也不覺得有不當的地方，而展出歌
舞秀的當局，也視若無睹，任憑觀眾為所欲為。

於今日人類的文明，科技等等的重大發現和進

這景象使我非常詫異，因為我在美國拉斯

步都只是神早已設計好的藍圖，讓人類一點一

維加斯，舊金山或法國巴黎、英國倫敦都看過

滴的去發掘。造物主既能創造，那麼讓瞎眼看

百老匯秀，只要節目開始前宣佈不准拍照，就

見，瘸腿行走，海水分開，讓死人復活等神蹟

絶對沒有人故意對這樣的規定視而不見。即使

都只能算是雕蟲小技罷了。祂的永恆是不能被

看中國觀眾很多的「神韻」也是保持觀眾不受

死所侷限，因此能穿越死亡來去自如。故主耶

干擾，維持高水準的欣賞氛圍，何以在中國就

穌死後復活並向門徒顯現正可說明是有理可循

整個變了調？難道真得橘逾淮為枳？

也合乎邏輯。所以，聖經中的「神蹟」（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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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有隱憂，但願有膽識、有責任感的中國人

一場熱鬧的盛會，但是並沒有在內心深處，留

民，能夠力挽狂瀾，企圖改善社會風氣！

下太多可以觸動心靈，乃至於改變生命的東
西。
我們自己的教會，相對來講比較屬於所謂



「福音派」的教會（雖然這樣的二分法有些失
之粗糙，但是基督教界的確有這樣分法）。我

快炒與慢燉

自己覺得，我們在聖經教導上比較深入，重視

杉木

最近有幾次機會去一間外界俗稱「靈恩派」
的教會做禮拜，讓我覺得五味雜陳。

三，聚會結束之後，情感並沒有隨時間消褪，
反而可以細細思考信息內涵。相對於前述「熱

進到教會大廳，禮拜堂門一打開，會眾才
剛要進門，裡面就已經傳來非常熱鬧的樂團演
奏與快節奏的詩歌聲。正式開始之後，整個會
堂也都非常的忙碌。除了站著唱一首接一首，
總長至少半小時的詩歌以外，中間也不時要應
帶領者的要求，去跟周圍的人說話打招呼，好
比說跟至少三個人講「耶穌真的很愛你」，或
者跟前後左右說「上帝是最棒的」之類。

門流行演唱會」式的聚會，對我來講意義更為
深刻。
然而另一方面，前述那樣的教會對於事工
的使命感、對於傳福音的熱情，以及對上帝應
許的信心，似乎又是我們所不及的。雖然我斷
斷續續只去過幾次，但是從踏進他們教會的第
一步到走出教會大門，熱情與喜樂隨時感受得
到；而他們的事工進展的速度與規模的確驚人，

主席帶領禱告與牧師講道也都是快節奏。
激勵人心的信息一句接一句，帶領禱告時雖然
先有一小段讓人開口自己禱告的時間，但是帶
領者自己禱告的速度非常快，透過擴音器傳到
我的耳中，讓我根本無法集中心思自己禱告。
沒多久，台上帶領者就開始禱告了，速度也都
快得無比。令人有點好奇：他們的牧者與同工
是否都接受過特殊的演講甚至說書、說相聲之
類的訓練呢？

同工投入的熱情也明顯能感受到，也都是不爭
的事實。
當我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很多人喜歡點
大火快炒的菜，除了上桌速度快以外，快炒的
菜餚多半顏色豔麗，鮮嫩多汁，而且口感十足。
但是大火快炒的菜必定放了大量的油，有些更
加上味精乃至於勾芡，有滋有味沒錯，但是吃
到的多半是包裹於外的調味，食材的原味多被
掩蓋掉了。

其實他們聚會的時間並不短，但是感覺上
卻一眨眼就過去。牧者的信息十分正面積極，
也能真實地應用到生活與事奉上，給了我不少
提醒。教會的事工也蓬勃發展，無論是宣教、
植堂或是社區服務，都有相當驚人的成效。但
是步出會堂，激情慢慢退去，心情逐漸沈澱之
後，腦中留下的印象卻很模糊，只記得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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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小火慢燉，則多半用在需要熬煉出內
在香味與營養素的食材，這類菜餚或是湯品需
要比較多的時間烹調，上桌時色澤外表多半也
不那麼誘人，但是相對來講更值得仔細品味，
餘韻更令齒頰留香。
對我來說，靈恩派教會就像大火快炒，福
2014 年 9 月

音派教會更像小火慢燉。表面看來快炒必定不

臨別依依

劉阿連 周紅珍

如慢燉，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桌好菜，當然不
可能整桌都是蔥爆牛肉之類的快炒，但若全是
老火燉湯，這頓飯肯定也沒有滋味。快炒可以

敬愛的弟兄姐妹你們好:

快速填飽客人的饑腸，滿足客人的味蕾，但是

衷心感謝你們的慷慨解囊和無私幫助，近

缺乏了值得深刻品味並且長存於心的餘韻與內

兩年阿連由於這樣那樣的病痛，是主耶穌不斷

涵；慢燉的東西當然能充分熬出食材內在的養

地為我家開路，供應我家一切的需要，也是教

分與底藴，但是在一眾食客饑腸轆轆之際，只

會弟兄姐妹你們的禱告和幫助，使阿連能這次

賣慢燉的餐廳，肯定無法滿足客人的需要，也

手術非常成功，得到快速的恢復。時光悠悠，

吸引不了對食材與營養尚欠缺概念，只想吃色

過去的那些經歷，讓我變得比以前更加堅強和

香味俱全美食的初入門食客。

勇敢，那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使我更加

其實有很多餐館大廚精通各省菜餚，十八

相信。主您說：「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什

般武藝樣樣通，但是餐館生意卻南轅北轍。當

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有多大的

然地段、服務、裝潢等等都是原因，但很重要

信心，就有多大的力量。

的一點就是菜單的選搭。如何去蕪存菁，快炒

我們都是凡夫俗子，因此都有軟弱的時候，

與慢燉搭配，讓看熱鬧的吃客與懂門道的饕家

都有人世間這樣那樣的煩惱。我想起過去，總

都能滿足，是餐館經營的大學問。菜餚太多備

有一種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覺，特別是在人生的

料不易廚師更疲於奔命，菜單太偏則不能照顧

低谷，基督耶穌的能更顯明在世人身上。金錢

到多數客人…。教會何嘗不是如此。

有價，愛心無價，今後我會把你們給我們的愛，

神賜給我們「聖經」這個上好的食材，我

盡我所能地傳遞出去，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

們應該如何料理，才能照顧到不同食客的口與

人，讓耶和華的大愛與大能來醫治我，享受祂

心，又能讓餐館（教會）欣欣向榮呢？我們大

賜給我們的平安和喜樂。在此我無法用言語來

家都是教會的一分子，儘管在不同崗位事奉，

表達此刻的心情，只能對你們說聲:「謝謝！非

卻也都是「餐館從業員」。大家集思廣益吧！

常感謝！」也求神使你們的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滿有祂恩惠的同在！

致上我們深深的感謝！
阿連、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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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的心

「我聽妳講話就知道妳是個好人，信耶穌的人是

李紡

這次雲南短宣，我意外地認識了阿西這個

很可靠的！」
在給阿西前前後後按摩三個鐘頭裡，我的確

人。
阿西是個盲人。小時候因病沒有錢及時醫治，
等到他爸媽籌到醫療費，他的眼疾已病入膏肓，
無法恢復原來的光明視線，從兩歲多起，肉體上
他進入了黑暗的世界！心靈，他卻擁有一盞明燈，
知道自己必須學有一技之長，才能獨立！於是他
學會了按摩的技能，從此他就靠著他的按摩技能，
養家糊口。

跟他介紹了耶穌以及到黎明的事由。他沒有抱怨
上帝讓他眼瞎，無法見天日，甚至連他至親的髮
妻及兒子，他都無緣看見；他很開心地對我說：
「正因為看不見，我更需要用心去體會，我知道
我太太美得不得了…」 我聽他滿足喜樂地描述他
的家庭生活，真正了解到幸福是人品與個性打造
出來的，是金錢買不到的！
阿西很愛笑，常常笑嘻嘻的，露出

阿西今年十九歳。他十七歲時，

他雪白的牙齒；他告訴我他愛唱歌，他報

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大他三歳的溫

名參加歌唱比賽已經進入八強之內。他也很

州姑娘，沒想到姑娘不介意他眼瞎，願意
一生與他相守。於是他很早就踏入婚姻殿堂。十
九歲的他，已經擁有快一歲的兒子！我既為他有
終身伴侶而高興，卻也因為他仍是個稚嫩的青少
年，就要扛起家庭的經濟重擔而傷感...

想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人，但往往受限於自己
的經濟能力以及眼睛看不見，我安慰他利用他的
技能減輕別人身體的痛苦也是幫助別人。他告訴
我「很多人一來就像大爺一樣，對我們頤指氣使，
我總是戰戰兢兢地服事這些人，不像你們幾個，

我在黎明教小朋友時，因場地限制，我常要
蹲著幫小朋友，以致不小心閃了腰，痛得每天彎
著腰，一副很謙卑的樣子！回到麗江，馬上衝去
旅館對面的【良康盲人按摩足浴中心】找阿西，
他很有力道，又懂得每個穴位的來龍去脈，經他
一個小時的按摩，我的疼痛減輕很多。為了確保

總和我們有說有笑，真好！」
在台灣，對一個常做蠢事的人，常以「阿西」
稱之。我沒有告訴阿西，他的名字在台灣是甚麼
意思，因為對我來說，他一點都不「阿西」！我
問他有沒有須要我寄給他任何補給品？

我能抬頭挺胸地坐上回台灣的飛機，我約他隔天

他笑著對我說「我可不可以請妳幫個忙？」

六點半再做一次按摩。他們其實十點鐘才開門，

「請說，不用客氣！」我雖這樣對他說，心

但我八點就得趕去機場，所以他起個特早，算是
對我特別禮遇！做一次按摩七十人民幣，我拿了
一百給他，對他說不用找了，三十是小費；沒想
到他和他老闆拉著我的手，我如不拿回該找我的
錢，他們就不讓我走！他和他老闆都是眼瞎，目
明的老闆娘還在睡覺，老闆從他口袋掏出一堆票

裡卻忐忑他的忙我是否幫得了。
於是，他用微信打出了「寧蒗彝族自治縣蟬
戰鄉」給我，接著很靦腆地對我說：「你們下次
來可不可以也去我的家鄉－蟬戰鄉教我們的小朋
友？讓他們也有機會認識耶穌?」

子，有很多張比一百元大的票子，我好不容易找

回來一個多月了，我沒有忘記阿西要我幫的

到三張十元的，將其它的票子催他們趕快收好，

忙，我想起阿西愛他故鄉小朋友的心，我的眼睛

笑著對他們說「你們不怕我給你一張一百元的，

竟迷濛起來，朦朧中，我看見阿西滿懷希望地對

卻拿走你三張一百元的？」沒想到阿西竟對我說

著我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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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兄姐妹難免有依依之情，他在緊急中寫出的感謝信還是
李紡

葉牧師親自為他打字，傳依媚兒給我的，否則大概就來
不及上這一期的版面了！願主保守他們的腳蹤，願主賜

在出「芥菜子」的此刻，外有 IS 對美國的挑釁與

給他們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威脅，又有伊波拉疫情擴大；內有水災或乾旱；真是居
無寧日！在這樣多事之秋，我們對我們所信的道，是否

這一期有台灣和雲南短宣的見證各三兩篇：去短宣

更加堅信不疑？主來的日子近了，你還敢一直沉迷於韓

雖然辛苦，但看著小朋友們因著我們無私的付出而努力

劇嗎？

學習，我們的喜樂更甚於安逸中的自得其樂；我親字目

葉牧師將「我所信的道」依「道」「信」和「我」

睹了宋惠珠的兒子在帶小朋友時，展現他有耐心有愛心

三方面剖析得精闢，讓我們真是願意立定心志跟隨祂；

的潛能，這些你們也可以從他的見證文章看出端倪：台

讓我們多讀經禱告，少八卦，多做主工，將我們所信的

灣短宣隊有組織，發揮了團體合作的力量；雲南短宣隊

道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則自身的靈命復興必指日可待！

等於是先鋒部隊，能有這樣的成果，已算不錯！相信經
驗的累積，會使我們愈做愈好！希望他們的見證分享能

英文部李牧師的“Parable of Brats”可說是苦口婆

吸引更多的人願意出去短期宣教!

心地要我們反觀自省，不要以偏概全地批評別人或甚至
懷疑上帝：很多時候，上帝向我們吹笛，我們不知道要

盧黛娟的「信望愛」是最早交稿的，卻也差點被我

歡樂跳舞；而當上帝為我們舉哀時，我們也不懂得要捶

搞丟了。不知甚麼原因，竟在我電腦裡找不著，我告訴

胸頓足，我們總有理由任意而行！如果你真正了解

她我願意用一碗牛肉湯麵和她換那篇文章，她正企圖要

“Brats”的意思，你就會警惕自己別落入那種光景中！

我加「價碼」的時候，神提醒我看看 iPad 裡是不是還有

願我們都成為遵行神旨意的好兒女，而不是常常將指頭

存檔。果然沒錯！我在 iPad 裡找到了！「信望愛」的心

指向別人的“Brats.”

路歷程，讓我忍不住掉淚！感謝主我有機會在台灣和她
同工。

神的愛終於摧毀了葉媽媽 (連小屏姐妹) 心中的銅
牆鐵壁，她的受洗見證真是感人，她在眾人面前--尤其

其它還有很多好文章，我不一一介紹，請大家慢慢

是她兒媳面前，那樣赤裸裸地披露自己的軟弱與不是，

品味吧！非常謝謝不辭辛勞在「芥菜子」園地蒔花藝草

若不是神的感動與憐憫，這樣真情動人的見證是不可能

的作者們，沒有你們願意分享的偉大胸襟，「芥菜子」

有的！葉牧師親自為自己的母親施洗，真是人世間最美

園地怕已荒煙蔓草了！

的事！我們寄望連小屏姐妹繼續在台灣的教會受造就，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請你別忘

以她能言善道的天賦，將會嘉惠她周遭的親朋好友；願

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所付出的辛勞，

神眷顧她！

神都記念。

劉阿連弟兄和周紅珍姐妹因身體關係，決定搬回大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具。

陸定居，他倆都在我們教會認識主而受洗，對教會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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