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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不應有恨 葉耿齊牧師 

「不應有恨」出於宋朝蘇軾的《水調歌頭》，詞為在中秋夜抒發

人生之感，並懷念七年不見的弟弟蘇轍之作。原文為: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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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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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心靈層面，而不是物質層面的。當我們正視自己內心的那份不

滿足，和對真理的悸動，我們就要踏上這追尋的旅程。 

此詞描寫出世和入世間、現實和理想間的矛盾糾結。望著明月，

嚮往著另一個世界的高潔、幽雅和圓滿，但期待又怕受傷害，不知會

不會高處不勝寒，少了世上的親情和對生命的熱愛。猶豫了，還是保

有對世上留戀的情感；起舞吧，仍然可以抒懷！這可以讓自己暫時忘

卻，仍在塵世間的種種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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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月光幽幽地照著，終究讓人睡不著。再

怎麼有暫時的超脫和滿足，還是有親人不能聚

首的遺憾，這也是沒有辨法的事啊！人間本來

就有悲歡離合，就像月亮也有陰晴圓缺一樣，

自古以來，誰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既然人間

有遺憾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實，只能選擇豁達

了！並把這份豁達化做一份祈願，祝願天下所

有離散的人們，平安長久，不管相隔多遠，至

少可以一起觀賞這美好的月光吧！ 

人世間的遺憾  

蘇軾在此詞中表達的遺憾之情，是人類共

同的體驗，也是沒有人能避免的情感。人的一

生中，會經歷許多大大小小的遺憾，如：來不

及說的道歉、來不及傳的福音、沒有機會表達

的感謝；不小心傷害到的人、不小心做錯的事；

一段破裂的關係、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一個

無法彌補的過錯、一種無法滿足的缺憾；一句

急躁的言語、一個不完滿的結局、一個天生的

缺陷、一場沒有結果的戀情，還有對逝去親友

的依依不捨和對「如果能夠重來」的深深悔恨…  

我們巴不得人生不是這樣，我們巴不得生

命沒有遺憾；我們明知遺憾是免不了的，但還

是天真執著地希望沒有遺憾。遺憾太普遍了，

我們深受其苦，但又無可奈何地接受，我們驚

訝於它的存在，卻又習以為常；我們強顏選擇

豁達、看開、看破，但內心仍然隱隱作痛。我

們希望能往前走，充滿勇氣，但又頻頻回顧那

改變不了的事實，活在過去，裹足不前。  

從遺憾到上帝  

這一切是否只能接受？只能自我安慰？

是否只能化作那不知能不能實現的祈願「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人怎麼擺脫遺憾？又

怎麼在感到遺憾和悔恨中的情感中得醫治？  

第一步，讓我們問一個不常有人探討的問

題:「為什麼人間會有遺憾？」  

人間會有遺憾是因為人有罪，有限。因著

人的罪性，許多該做的事我們沒做，許多不應

該做的事卻做了，造成遺憾。因著人的有限，

許多的未來我們無法預測，常有「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的憾恨，因著人的有限，許多的環

境我們無法掌控，不能朝我們心中最圓滿的方

向發展，也造成遺憾。老實說，承認人有遺憾，

其實就是承認人的有罪和有限。  

許多人，把遺憾，幻化做美好的祈願和不

切實際的自我安慰，告訴自己，「一切都會過

去的」、「明天會更好的」、「我可以看得開

的」，這樣想，其實只是人的自我安慰，其實

只是白白費浪了生命中可以學習的機會。  

遺憾，其實是上帝的留言，提醒我們這是

一個墮落的世界，讓人看到自身的有限和有罪，

不再幻想自己可以如同神一樣獨立自主，圓滿

完美。遺憾，其實是奔向上帝的跳板，知道自

己的有罪和有限，進而明白，我需要一位救主，

需要一個依靠，我需要被赦免、被饒恕；被接

納、被保護；被改變、被幫助；被復活、被醫

治；被看為寶貴和被愛。  

遺憾不是一件好事，在當中我們會否認、

會憤怒、會困惑、會不能接受，會怨天尤人，

會哀傷沮喪、甚至會控告上帝。但若我們容讓

信心的種子在我們心中生長，我們可以慢慢看

見，遺憾可以讓我們貼上帝貼得更近，依靠祂

依靠得更深，知道我們其實不能沒有祂，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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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有些事情比一帆風順更重要。若沒有遺

憾，也許我們免不了要在自以為神的驕傲中滅

亡了。  

神容許遺憾發生，不是要折磨我們，而是

要讓我們除去幻覺而回家；不是要剝奪我們的

快樂，而是要我們在祂裡面找到那不能被奪去

的喜樂。遺憾讓我們看穿今世的膚淺和不完美，

進而渴望在主裡滿足的喜樂、真誠的關係，並

盼望屬天的復活、永恆的相聚。遺憾只在今生

才算得了數，在永恆裡，是平安在作王。  

若有人在基督裡，舊事己過，都變成新的了  

神知道我們有遺憾，所以祂為我們預備了

福音，預備了新天新地，祂要將一切都更新，

也要將遺憾，連同死亡和罪惡，一同除去。遺

憾在新天新地裡，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在那裡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

去了。」  

沒有那一個過去，是神不能救贖的，沒有

那一個生命，是神不能復活的，沒有那一段關

係，是神不能修補的，沒有那一個缺陷，是神

不能醫治的，沒有那一過錯，是大過神饒恕的

恩典的。每一種最深的情感需要，神都能滿足，

每一個未曾聽聞福音的靈魂，神都會給予公正

和慈愛的審判。從永恆看回來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們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出乎意外的平安。  

神在福音裡將一切都更新，我們做基督徒

的，雖然夾在今世的苦痛和來世的盼望中，時

有嘆息，感覺力不能勝，但我們的盼望既是確

定的，也是確實的，我們不說「但願」人長久，

我們卻說，「知道」我們有永生。人睡醒了，

怎樣輕看他所做的夢，不以為意，因為不是真

實的，同樣，基督徒復活之後，也照樣輕看他

在今生的遺憾，以為至暫至輕的苦楚，因為真

正的真實是永恆，真正算數的是那日。這給我

們真正的勇氣，能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也給

我們極深的提醒，要為主而活，靠主喜樂。  

「不應有恨(遺憾)」是人的期望，但唯有

上帝，能把它化做實際。上帝是討厭有遺憾的

神，所以祂讓我們永遠不分離，並將一切都更

新。因著上帝，一切都不一樣了，我們何其有

幸，能白白領受這樣的恩典，能有這樣的信仰，

這樣的上帝！「不應有恨」是每位基督徒的特

權，也要成為每位基督徒的經歷！因為上帝要

親自使它成就！ 

 

 

【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面子與裡子 

 

世人往往死要面子, 

然而神不以外貌取人;  

妳是否為了面子而假冒為善? 

 

我們基督徒該如何注重裡子,  

才能使基督成形在我們心裡? 

 

截稿日期 

2015年 2月 28日 

 

來稿請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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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交秘書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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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is Man? 
(Read Luke 8:22-56) 
 

Background: In Luke 8:4-21, Jesus reveals that we become members of His true family, with hearts of fruitful soil, able 
to impact others by shining His light, when we receive & retain His Word, and practice it in our daily lives. Today, read 
and reflect on Luke 8:22-56. 
 
[Luke 8:21-25] Jesus is exhausted at this point, showing how He is genuinely human (not just God “pretending” to be 
human). He has been doing increasing amounts of preaching & ministry, and is wiped out, at the limits of His human 
endurance. His only recourse - to take a break from the crowds of hundreds (possibly thousands) of small-town folk 
who gather to see Him - is to get His disciples to row Him out in a boat into the middle of the Sea of Galilee, where He 
falls into a deep sleep of exhaustion. He’s not being mean to the people; He knows they’ll still be there when He gets 
back, but the man needs a nap! Their boat is overtaken by a raging storm so great, even the disciples who are 
seasonal  fishermen panic, and they finally awaken Jesus to rescue them. Jesus arises & rebukes the storm, 
immediately calming the winds & water, then rebukes the disciples for a lack of faith. Why? The answer is two-fold: (1) 
They attempt to cope with the wind & waves by their own human knowledge as experienced sea-goers, and only come 
to Him as a last resort, when they should have turned to Him first for help. (2) In their humanness, the disciples assume 
they are doomed; they proclaim: We're dead meat, “perishing” [Luke 8:24], showing their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who 
Jesus is. Up to this point, He’s been God’s prophet & a teacher, possibly the Christ King, with some miraculous powers, 
but this storm must be too big even for Him; we’re dead men. Their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rightly) is that 
only God has power over nature, particularly over storms: “O Lord God of Hosts, who is might as You are, O Lord, with 
Your faithfulness all around You? You rule the raging of the sea; when its waves rise, You still them” [Psa 89:8-9]. Their 
gut reaction is to be filled with fear over the situation, and then fear of Jesus for what He's done, so they ask a profound 
question… the right question: [8:25] “Who then is this, that He commands even winds & water, and they obey Him?” 
 
[Luke 8:26-39] Finally, upon reach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does Jesus get a day off? No; He’s immediately greeted 
by a man running around naked, exhibiting unnatural physical strength. It turns out this guy's physical body has been 
overtaken by a legion of spiritual beings, what we call demons.  Demonic beings know exactly who Jesus is, and begi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disciples by fearfully shouting: “What have You to do with me Jesus,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For those unfamiliar with Ancient Near Eastern culture & family patterns, the firstborn son is regarded 
as equal to his father in authority: If your dad was rich, and you carried his signet ring, it was equivalent to having a 
credit card with access to all of his financial wealth; if your dad was a man of power, you had his authority to command 
his servants or lower folk, etc. You and your dad would be regarded as one, by all who recognize him. For fallen angels 
to acknowledge Jesus as the Son of God was a recognition that He was in fact one with His Father, wielding the same 
power & authority as God. Jesus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s true by rebuking the spirits (in the same way He did the 
storm), driving them into a herd of pigs that end up rushing headlong into an abyss where they drown, a foreshadowing 
of their eternal fate in Hell (originally prepared for Satan & his fallen angels; compare Matt 25:41). [8:35-37] Again, 
witnesses are struck with fear [same word as 8:25], and react by telling Jesus to take a hike because of their 
superstitious fear of His “mystical” powers, or fear that He’ll cost them some more pigs. It’s sad; they saw something 
miraculous, an act of God right in front of their eyes, and their response isn’t one of worship & rejoicing for this man, or 
for themselves being able to witness something so amazing; they cower & shun it; they count the cost to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blessing to another.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reject the God who has revealed Himself right in front of 
them. [8:38-39] Only the man who has been cleansed of the demons recognizes the mercy, grace & power that Jesus 
has shown him that day: In being told to “declare how much God has done for you”, he goes out “proclaim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city how much Jesus had done for him.” Do you see what Luke did there? Dr. Luke (our 
non-Jewish physician & author) is just reporting the facts, but it’s a clever way of showing what the man thought of 
Jesus: The healed man sees Jesus as God. 
 
[Luke 8:40-56] Jesus returns to the crowds He left behind, and Jairus (a pastor from a local synagogue) falls at His feet, 
imploring Jesus for help with his dying, only daughter, who’s 12 years old. Along the way, the crowds press in on Jesus, 
all with their own needs.  This is how it often is in ministry, having to wade through so many needs, even while trying to 
get to the one in desperate need. A woman sneaks into the crowd with some kind of blood hemorrhaging (perhaps 
menstrual) that’s been incurable for 12 years; she has been suffering for as long as Jairus’ daughter has lived. She 

Rev. Joshu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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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ve been considered religiously unclean, a social outcast, and not allowed to be around the crowds, not allowed to 
touch anyone. Probably on her knees in humility & desperation, she touches the bottom of the hem of Jesus’ robe. This 
is an act of faith: simply reaching out to Jesus. And in touching Him, she is made clean, physically healed & spiritually 
renewed. Note: He is not made unclean by her; she is made clean by Him. She has no champion, no dad like Jairus, to 
bring Jesus to her, so Jesus turns to her, addresses her as “daughter (the only time He ever calls anyone this),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This seeming distraction delays Jesus just long enough that He apparently does not reach Jairus’ daughter in time 
[8:49]. Jesus tells the people of the house “do not fear [same word as in 8:25 & 8:35] any longer, only believe” in Him, 
His power, and what He’s about to do [8:50]. They laugh it off, but Jesus tenderly takes her by the hand, and again 
shows His power… the same authority that commands storms & rebukes demons, tells the child to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she does. Everybody’s jaws drop, so Jesus sets people into motion, instructing them to give her something 
to eat, since she’s so weak & drained, and kind of had a tough day (you try being dead & coming back).  This is a 
foreshadowing of what Jesus will do for us: If we too are willing to turn from fear, and turn toward Jesus in faith, by 
believing in Him and reaching out to Him, He will raise all of us who call on Him as Lord, Savior & God from the dead, 
and seat us at His table, feeding us at the Wedding Supper of the Lamb. We will all be in the place of this girl; we will all 
die, because we've all sinned [Rom 3:23], & all sinners die [Rom 6:23]. We were all unclean, just as the bleeding 
woman, and death comes for us all, as it did for this girl, but Jesus comes to show His authority, His power and His love 
for us, to heal & raise us. This time, the parents’ reaction is one of amazement [8:56]… not fear that runs from Jesus, 
but awe that worships Jesus. 
 
These are all amazing miracles. Yes, Jesus performed miraculous things before, but here we get a glimpse of His 
unbridled authority, power and majesty as God Himself. He is the only Person in all of time, history & eternity who has 2 
natures: He is 100% man, 100% God, and we get glimpses of both in these historical accounts.  In each situation, 
people respond to Jesus’ power & authority with amazement: Some turn away from Him, running away in fear or 
self-interest, rejecting Him; but some are amazed and bow at His feet, coming to worship Jesus as God. Who is this 
Man to you? 
 
Reflection Questions: 

 
1. During storms of life, do you turn to Jesus first or as your last resort? 

 
Do you know who He is, especially when troubles come? Are you aware of the reality that Jesus is God in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 that His hands are bigger than the most daunting circumstances?  Do you trust that He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trongest enemy? Do you know that He cares for you as the best Father? Remember to turn to Him 
first when storms come; you can trust in Him & His Word because He is a big God. 

 
2. When Jesus does something amazing (in your life or others’ lives), how do you respond? 

 
Sometimes, it's easy to focus on fear, like the anxiety of a car-wreck (literal or metaphorical) we just missed, rather than 
the amazing fact that God delivered you from it.  Do you ignore what God has done right in front of you? Do you get 
distracted by fear of the situation & circumstances, or fear the cost to yourself (like the pig owners)? Or are you amazed 
and want to tell everyone about how He is God, and what He has done in your life, like the ex-demoniac? 

 
3. When storms come into your life, do you believe, trust and worship Jesus as God? 

 
Who is He to you, really?  It’s easy to say we believe in Jesus when everything is smooth sailing, but when storms 
come, that really shows us how much we trust & believe in Jesus: We either respond to our circumstances with fear, or 
we put our trust in Jesus [Luke 8:56].  He is Lord, Savior, King, God.  Worshiping Jesus is the right response and the 

opposite of fear when storms of lif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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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不應有恨 海燕 

想起 2009 年的歲末，也就是要到 2010 年

代新年了，我給一個慕道友王姐打電話，她的

手機沒人接，我就撥通了她妹妹家的電話。我

問候到：「王姐新年好！你四姐病情好點嗎？」

她那邊很平靜地說：「四姐已經走了，是平安

夜晚上走的。」我心裡被猛地一擊，我因為懷

孕的緣故有一段時間沒有去看望她。沒想到她

這麼快就去世了。我問：「怎麼沒跟我說，也

沒有跟教會說？」王姐講因為「一個大家族裡

只有她自己信基督，我們為了讓她出去散散心，

才同意她去教會。至於她真信耶穌與否，家裡

人並不在乎。她死了，我們家按家鄉的風俗辦

的喪禮，也沒想驚動你們。」放下電話，我心

裡很痛苦，但還是不甘心，就打電話給教會探

訪同工李阿姨，問她在我沒去探訪王姐這段時

間她們有沒有探訪過她。李阿姨說有去過，但

不確定她已重生得救，所以死後也不可能去天

堂。放下電話我一邊流淚痛哭，一邊禱告求問

神。王姐是在得了肺癌之後聽我傳福音信主的。

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我常常打到的士接送她

來教會小組查經聽道。無數次單獨或和弟兄姐

妹去她家裡探訪禱告，但我在主裡稚嫩無知，

我也不知道她有沒有真信主耶穌，究竟有沒有

得救。我責備自己沒有積極促成她在教會受洗，

自責自己沒有在她要離世前幾個月多關心她些。

她和我都沒有那麼大的信心相信神一定會醫好

她的肺癌。她講我願意多活些日子，只希望我

兒子感到有媽的日子多一點。另外她講自己害

怕死亡，不願死了去陰間，想死後能去光明的

天堂。她親口對我說過多次：「我想我信主耶

穌只要死後去天堂就行。」如今她已悄然離開

人世，沒有人能告訴我，王姐到底魂歸何處，

她是否安息在主耶穌懷抱，是否在光明的國度

沒有黑暗、恐懼和痛苦。直到我哭得渾身無力，

肚子痛，我才停下來。這時候有一個意念進入

我心裡，神在我心裡說：「你為什麼這樣痛哭

自責，難道你多去看她就一定會去天堂，而你

少去看她一次，她就會去地獄？生命的權柄不

是在我手裡嗎？我若揀選的人怎麼會失落？我

的做為豈是人能測透的？」我的心立刻平靜安

穩下來，禱告感謝神。此刻在陽台上飛來一隻

鴿子，以前從來沒有過，我心裡暖暖的，聖靈

如鴿子一樣來安慰我。我抓了一把米撒在窗台

上，鴿子並沒有驚飛，它把米吃完。但以後它

再也沒有來過。而我身心輕鬆，走出家門坐車

去學聖經輔導課了。 

在愛裡我是虧欠的，但在神確實恩典豐富。

祂擔當我們的一切憂患。醫治我們疾病復原，

生命在祂，復活在祂，我的安慰也在祂。 

初為基督徒我很喜樂，甚至很興奮，願意

將我所得到寶貴福音傳給每一個人。然而十年

的生命路走過來風風雨雨，撒出去的種子，收

穫不多。心裡常覺得虧欠主恩，虧欠神的榮耀，

虧欠對人的愛。更覺得沒有全然為主擺上，遺

憾沒多做主工。有一天再次聽到劉同蘇牧師講

見證。劉牧師說他一開始不明白信基督能使他

改變，而真正觸動他內心，使他願意放下自己

的理想而轉向基督生命的，是一個美國的白人

老牧師。他已病得不能出門行走還要學中文，

天天禱告要向中國人傳福音，然而中文他還沒

有學通就去世了。但是這個將殘的燈火卻照亮

了一個生命。劉同蘇從此決志跟從耶穌，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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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國人傳福音。老牧師有遺憾嗎？向中國人

傳福音了嗎？劉牧師說，他傳了，到如今他還

在傳！劉牧師說我從老牧師身上懂了，信耶穌

基督就是活著！是啊，主是真葡萄樹，我是枝

子，我要連於祂，才能活著，才能結果子。主

以祂的慈愛吸引我，一次次饒恕我的過犯，我

如何不配祂都以不離不棄的愛來待我。讓我學

習在神面前數算自己的日子，信靠主耶穌，跟

從祂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天珍惜光陰，讓生

命活在主裡，也靠主向世界活出愛！不後悔過

去的失敗，不抱怨今天的處境，不懼怕明天的

道路。因為神是愛，祂坐著為王，掌管萬有。

求神賜我們屬天地智慧，看得懂，萬事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效仿保羅，忘記過去，

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笑看人生】 

一位老人的忠告 

 

酒逢知己要少飲，話到舌尖留三分。 

緊睜眼睛慢張口，惡語傷人生禍根。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間新人趕舊人。 

攢下黃金幾百斗，臨死不能帶分文。 

爭名奪利幾十載，一縷青烟化灰塵。 

 

【短宣隊見證：緬甸短宣】 

緬甸短宣 趙賽瑩 

首先我要感謝神給我這次 Myanmar 短宣

的機會。讓我在祂擴張祂國度的計劃上可以多

一點認識。 

Myanmar 和我長大的地方（香港）及美國

很不一樣。我們看到了神在世界各國不同的地

方都一直在動工。祂的國度，計劃不停的向前

行。神如何在這個國家－以前一直沒有開放，

只在去年才讓美國人進去的地方－把祂的福音

帶進去。基督教在這個地方的影響早就有，如

苗村的信主，戒毒所，孤兒院的建立。神如何

用本地的弟兄姐妹，用不同的方式將祂的愛傳

出去。又認識很多忠心的僕人，如央牧師，他

如何在最初的時候走幾個小時的路，上山去不

同的村去傳福音。至現在辦福音中心，宣教中

心，長時間地在那裏事奉神。除此之外，我們

也對 Myanmar 這國家的地理，政治，文化，歷

史，人情等多了很多的認識。加上在徐媽媽妹

妹家住了兩天，和與央牧師，師母的相處，對

當地的人信主的與不信主的人的生活多知道不

少。 

總而言之，這次的短宣對我的益處，比我

對當地的幫助更多！所以我鼓勵弟兄姐妹也考

慮去參與短宣，可以更多經驗到神的作為，擴

大眼界。除此之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

個人的感受和學習，神在這次短宣給我的提醒。

在我回美之後應該如何繼續跟隨祂。 

窮的，有病的，鬼附的，吸毒的才信主？

原因在那？央牧師認為大陸雲南一般的信徒（

不是宣教士，牧師）他們可能本身未對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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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認識，只信趕鬼治病，沒有建基在神的

話上就無法體悟神要我們的生命有

所改變。這就提醒我：我自己對神的

話有多認識呢？我要好好地研讀神

的話，使自己對別人成為祝福。不要

變成絆腳石或使人對基督的信仰有

誤會。 

Myanmar 這個國家地緣很美，

天然資源多，人民熱情，小朋友精靈

，但卻窮，到處是需要。我們同時也

認識了很多忠心的僕人，長期地事奉

神。久而久之，難免彈性疲乏！如果

是我，可能早就掉頭不幹。但他們也

是人，會有灰心喪膽或體力疲憊的時

候，長期在滿足眾多的需求之下，整個人就被

掩埋在眾所紛紜的事物中，好像皮球洩氣了一

樣，彈不起來。我們要多為他們禱告。特別是

師母沒有時間停下來。求神給他們休息的機會，

能有機會安靜在神的面前支取力量，給自己打

氣。這也提醒我無論在那方面的事奉，不要只

懂得埋頭苦幹，要常常停下來，在神面前打氣

以支取力量！如果打氣也沒用，要檢查一下自

己是否那裡漏氣了，有什麼是神要我對付的問

題，先弄清楚才去事奉！ 

三件要為央牧師等人禱告的： 

1.學習安靜在神前多打氣， 

2.求神賜更多同工團隊，  

3 培訓更多的同工。 

那裏的少數民族多是住在山上，央牧師說

他們要走幾小時的路下來拿水，要下山才可以

買賣東西回去。小朋友沒有上學受教育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不搬下來？原因是: 1. 習慣了山上

的生活，以為是夠好了。2. 不用付很多的代價

----建房子 3. 氣候，環境不一樣，

抱怨在平地容易生病（事實上不然

，如果安頓之後，長遠來說是好的

）。藉此我反省自己：今天我是否

也是留處在一個習慣了很舒服的

光景?（沒有看到有什麼不好的地

方）也沒有看見神其實有最好的計

畫在我身上，但不願意走出我的舒

服圈子，我是不是把自己放在自己

覺得是好的地方，不願意嘗試神要

我走的下一步？只停留在好，但卻

不是最好的地方？神有上好的福

份要給我們，但我們卻往往只停留

在次好的地方。或是我曾經想要跟隨主，但卻

沒有竭力跟隨，遇到了困難就縮回去，或者認

為神帶領的方向不是我想要的方向，我就不願

去？ 

在信仰上事奉上，我是否真的相信神的計

畫是最好的？我是不是願意走出我的舒服圈子？

我是不是一下子就洩氣而放棄不幹？我是不是

不經意的抱怨而使別人灰心喪膽？ 

總而言之： 

1.我鼓勵大家參加短宣，  

2.我要多研讀神的話，對自己並對別人成

祝福。 

3.事奉的動力在於多到神那裏打氣，檢查

自己是否有漏氣的地方。 

4. 在信仰事奉上我是否仍留在自己習慣

及舒服的地方，卻不願意嘗試走出去明察神最

好的計劃而跟隨祂的腳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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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利月萍 

我叫利月萍，來自中國天津。我是在大陸

出生成長，從小受無神論影響，以前沒有了解

過基督教。無神論的教育使我認為凡事都要靠

自己。 

感謝神，在我還沒有認識祂之前，祂已經

為我預備了當走的路。幾年前我移民來到美

國。然而來美之初由於語言不通，環境不適應，

沒有朋友，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醫療保險，

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生活中都異常艱難。當時

的自己感到非常迷茫無助，經常會問自己：放

棄在國內安逸的生活，選擇來美生活到底是不

是正確的？直到我開始照顧邢奶奶，認識了

Jenny 姐妹一家。邢奶奶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基督

徒，103 歲高齡依然經常為我傳講福音，為主

做見證，為我禱告，希望我也能早日信主。當

時的我很受感動，並開始想要了解神。Jenny 姐

妹一家拿來中信期刊和信主期刊，讓我了解耶

穌基督，從期刊中的文章和見證讓我領悟到了

神蹟。後來 Jenny 姐妹邀請我來到這個教會，

讓我看到教會裡的每一個人都非常快樂友善，

每個人都彼此關心著對方，是一個充滿愛和溫

暖的地方。葉牧師講道通俗易懂，容易接受，

很喜歡聽葉牧師講道。經過福音班全部課程的

學習，使我受到很多啟發。以前我從來沒有靜

下來想，但現在我相信這一切的發生都不是偶

然。來到美國，認識了神，從而找到穩定的工

作，有了醫療保險，生活上有了保證，也認識

了很多朋友。我的每一步、每一環都是靠著神

的雙手牽引著我走過來的，他給了我很大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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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給我時間一步步地引領我直到今天，這就

是神的力量。於是我想，既然聖殿的大門已向

我敞開，我願意藉這個良機跟隨主耶穌，成為

神的兒女，我希望親身去感受神的慈愛，再也

不願意被關在門外與神隔絕。 

約翰福音 14 章 27 節中寫到「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

膽怯。」詩篇 46 章 1 節中寫到「神是我們的避

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患難中隨時的

幫助。」這兩段聖經的話給了我深深的觸動。

感謝主，感謝主的慈愛，感謝主的恩典，如今

的我已不再猶豫，我相信一切的問題在神的面

前都會迎刃而解。神將成為我人生中堅強的後

盾，我確定我走向了新的境界。我願意遵從主

對我的安排，願我的生命不但在我個人意義上

是幸福快樂的，更是神所喜悅的，是可以榮耀

神的。雖然作為一名基督徒我的路才開始，但

我相信在耶穌基督裡我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在這裡再次感謝 Jenny 姐妹一家，感謝教會所

有弟兄姐妹，牧師對我的幫助，因為和你們相

識，因為你們的話，才使我能夠早日認識神，

相信神，從而得救。 

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願神的愛永遠和我

們同在，願我們的生活平安喜樂，願神的引領

幫助我們實現夢想，願我們的人生成就得神的

喜悅。感謝主耶穌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為弟兄

姐妹們作見證。感謝神！讚美神！ 

 

何世寧 

我的名字是 Tony Ho，中文是何世寧。我

出生于中國東莞市。我在 1964 年知道有上帝。

1969 年 11 月 16 日我偷渡去香港，我要上帝保

佑我一路平安。 

祂帶我走過深坑，也走過高山及懸崖，也

游過大海。總共用了 32 小時到了香港，一路有

主的同在與保守。 

我到香港也找回我的親人，我的姨媽收留

我。但是我在香港七年竟忘記了上帝，這是我

的過錯及罪。 

1976 年我表姐申請我到美國。我一直住在

灣區，但是我又忘記上帝，這是我的過錯及罪。 

在六個月前我看創世 TV，也看過好多見

證。所以我決定要加入教會。在第二日買了一

本屬靈書籍，看了一個月後，我買了一本聖經

看。看後也學會好多做人的道理，心裡也得到

平安。所以我現在要做個真正的基督徒。 

 寫於 11 月 16 號 2014 

 今日是主帶我離開中國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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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慧芳 

我叫 Lily，20 多年前從上海來到美國，過

著忙於工作和家庭的平凡生活。對於基督教的

認識，以前是從電影和小說略知一二。對美麗

漂亮的教堂建築覺得神秘而嚮往。來到美國

後，有了比較多機會接觸到基督徒和看到福音

的書，逐漸對基督有了點點滴滴的認識。 

大概有 3 點對我依靠主起了催化作用： 

1.因為福音歌曲吸引了我。感覺福音歌聽

起來優美聖潔。唱著令人感悟和能體會主耶穌

對我們的愛。使我願意去明白什麼是基督教。 

2.因為信主，人會變好。20 多年前我和大

多數留學生一樣，在餐館做工賺學費。餐館的

老板娘是員工一致公認比較尖酸刻薄的，待人

有點無禮和粗暴，但是後來她接受了神為她的

救主，成了基督徒，使她判若兩人。她變得平

和、謙虛、友善，還向我們傳福音，使我相信

這是神在她身上做改變的工作。因為她的改

變，我看到了主耶穌的大能。 

3.生命不死，靈魂不滅。我以前在養老院

做護士，經常看到老人親屬和子女在老人死亡

過程中不同的反應。如果老人和家屬是基督

徒，信主耶穌，那麼老人家的死亡過程會在親

屬們的禱告氛圍中得安靜平和。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的親人是去天堂，去神的家。那裡是聖潔

和快樂的地方。因為他們知道信耶穌有永恆。 

來到教會一年多。每星期聽葉牧師講解聖

經。慢慢知道如何去讀經和禱告，也體會到教

會兄弟姐妹熱心助人。特別是鴻貴夫婦對我的

關心。他們挑選了「遊子吟」這本書送給我，

來幫助我走進神為我打開的門。 

今天我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我的救主，因為

我覺得沒有理由不信基督耶穌。 

 

 

黃文俊 

我的父親是無神論者，我的母親曾是佛教

徒。小時候母親一直對我有價值觀上的影響，

但並未帶我信佛，因為她想給我充分的自由。

最早時對基督信仰的概念便是電影中的十字

架，不過我只是覺得十字架很酷，並沒有別的

想法。後來加上一些青春期的叛逆，我便對母

親說，我要信基督（因為不想和母親走一樣的

路）。母親沒有阻攔，不過因為她對我的擔憂，

她覺得她需要去了解我的信仰。結果她覺得基

督信仰對人生中的很多問題有更好的解答，她

就信了，比我還快。 

我在二○一三年七月來美國讀書。大約九

月開始，我開始去一個天主教堂。那時我並沒

有很認真的對待信仰，只是覺得這樣做可以讓

母親放心，可以做個好孩子。在二○一四年的

一月以前，我都沒有認真的對待信仰。我一直

是比較「理性」的人，對於母親有時候的激動，

反倒說她是宗教狂熱份子。那時在我心中，信

仰還不是信仰，仍是宗教。 

聖誕節從大陸返回時，我在飛機上發燒

了，且十幾個小時睡不著。我從小就體弱多病，

一般的感冒是家常便飯，我戲稱自己四分之一

的人生都在生病，事實也差不多如此。而那次

生病，卻是我最難受的一次。我想起母親的話，

便一路向主禱告。我的病痛並沒有減輕，但到

達美國當天的晚上，我能吐痰了。這是一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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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事，但我十六年來都做不到。我馬上感

謝主，然後告訴母親這一消息。在那一天，我

的所有顧慮都被主一招打消，主給了我人生的

盼望，我也找不到不信主的理由，我開始認真

對待我的信仰。 

我在信仰上也有過低谷，這也是為什麼我

錯過了今年復活節的洗禮。今年我的學業壓力

一直很大，生活中有很多的抱怨和不滿。最為

嚴重的一次便是復活節之前的那次。在和母親

吵架後，我迎來了一周多的低谷。我開始懷疑

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未來。但即

使我有遠離神的想法，神也不拋棄我。有一天，

我突然就好了。不是說想通了，而是不再憂愁

了。在其餘的時候，我會不停地抱怨生活。但

神陪著我一路走過。 

母親和一位在信仰上帶領我的阿姨都覺

得我這一年變化非常大。這要感謝主的恩典與

保守。我的身體依然很糟糕，壓力依然很大，

我依然會有憂慮的時候。但是憂慮的日子越來

越少，充滿希望的日子越來越多。在學會倚靠

主之後，一切都不會是問題。 

 

叢樹森 魏福珍 

我們夫妻倆都是從小各自隨著父母離開

中國，去了韓國。我們的父母為了更穩定和富

裕的生活，決定在異國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 

我們倆就是這樣長大成人，又組織了屬於

自己的家庭。婚後我們生了三女一男。為了不

讓孩子們受我們受過的苦，我們拼命地工作，

努力的生活，為的就是想要後代有更保障的未

來。後來又移民來了美國，也是為了給後代安

排一個更好的未來。 

來美之後，我們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環境

下，又是不見天日的天天工作，這樣一晃，就

是二十多年了。退休後，本來想終於可以休息

了，沒想到大女兒得了癌症。從開始診斷到開

刀的過程中，我們好像失去了所有肉體上的感

覺，不知餓，不知累，不知睏。在那麼無助的

情況下，我們想到了神。雖然我們對神沒有很

清楚的概念，我們拼命地禱告，求神救我們的

女兒，結果神聽了我們的禱告，女兒手術順利，

熬過了最重要的一關，接著就是化療，一步一

步也都熬過去了。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們認識

到人是多麼的渺小，無助，唯有承認自己的罪，

求神拯救我們，才能得到心中真正的平靜，這

就是永生。 

我需要天父的幫助！ 

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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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靜 

雖是在中國大陸長大，但兒時的許多經歷

讓我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這位神在天上看顧

保守著我，在危難中救我脫離死蔭幽谷，使我

剛強壯膽。然而我卻並不認識祂。 

來到美國，只要有人講神國的事，我總是

樂意去聽，曾聽過耶和華見證人講道，去過摩

門教會，並且幫助我的美國家庭是摩門教徒，

因此我在那受了洗。其後，我曾試圖去明白教

會爲什麽有不同，終因能力不足而改變想法，

決定放下心中的一切疑慮，單單仰望我的三位

一體真神，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相信耶

穌基督為贖我們的罪而被釘十字架，並在三天

後復活。 

從 2000 年搬到加州，我們在 Park 華人教

會找到了屬靈的家。從此，無論是移居到

Fremont，還是生活在上海，敬拜主，信靠主，

讚美主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這些年，無

論我們生活在高山還是低谷，神時時刻刻都引

領保守。祂給我們所背負的十字架，不僅是我

們所能承受的，且是讓我們得益處。祂的恩典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回顧往昔，神的愛不離不棄，我們的心中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也願我們未來的日子不斷

地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張安生 －神的恩典充滿了我們家 

我叫張安生，我夫人齊紅雲，我們是從中

國西安來美國看望兒孫的。從 2011 年起，我們

每年都有來美國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這裡。 

今天我站在這裡心情非常激動也非常高

興，因為今天是 2014 年 11 月 16 日，也是我

58 周歲的生日。在這個不平凡的日子，我在這

裡借著聖靈做見證，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按照

教會原來的計劃，受洗見證是在 11 月 30 日進

行，半個月前的主日敬拜結束後，葉牧師告訴

我，將我的受洗見證安排在 11 月 16 日，我聽

到後真是激動地熱淚盈眶，因為我知道這對我

來說意味著什麼，當時我就在想，這都是神的

旨意，這都是神的安排，這是神對我這個罪人

的呼召，是神給我的最大的恩典。 

我是一名國有企業的員工，2012 年 3 月是

在中華歸主海沃教會我才接觸到《聖經》的，

在福音班聽了葉牧師傳的福音，當時心靈就受

到了極大的震撼，從此我便開始學習《聖經》，

參加主日敬拜。我夫人齊紅雲是在 2012 年復活

節受洗的。我由於身份的原因，本打算退休以

後再受洗。我這次能夠下決心在今年感恩節接

受洗禮，是我見證了我夫人齊紅雲和我兒媳婦

李慧敏成為基督徒以後她們婆媳關係發生的巨

大變化。正如葉牧師講道時所說「別人信主要

靠我的見證」，從她們婆媳關係的變化中，我

看到了神的大能。 

我兒子張晶和兒媳婦李慧敏是西安交通

大學研究生的同學，他倆談戀愛時我們是持反

對意見的，我夫人是堅決不同意。他倆直到結

婚，兒媳婦李慧敏在我家都沒有吃過一頓像樣

的飯，婆媳之間有著較大的心結。那幾年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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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很糾結，因為畢竟她們都已經結婚了，如何

化解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我真的心力交瘁，

2010 年 10 月我突發心臟病跟這也有很大的關

係。中國流行著一個段子「女兒是親人，兒子

是仇人，媳婦是敵人」。也就是說婆媳之間本

來就是一對天敵。她們之間的矛盾終於在 2013

年 9 月 27 日爆發了。導火索就是我孫子皮特第

一次自己蓋被子在爸爸、媽媽的房間睡覺，我

夫人不放心想進房間看一眼，怕他蹬開被子著

涼，當時大家都還沒有睡覺，兒媳婦一個人在

床上躺著，然而剛進門兒媳婦就大聲說：「你

能看整個晚上嗎？」我夫人立即退

出房間氣呼呼的告訴了我。就是這

根「導火索」引發了我們兩代人之

間心裡長期積攢的怨氣、不滿以及

對孫子管教方式上的意見，進而因

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巨大分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和矛盾。 

此事發生後，我們幾乎就再也沒有語言交

流了。我們也試圖請葉牧師到家裡來幫助我們

溝通溝通，但被他們小兩口拒絕了。我們夫妻

當時的心情的確是糟糕透了。 

感謝神！就在我們快要崩潰的時候，神差

遣他的僕人葉牧師，還有傅琳、佩玉、黃美玉

幾位大姐及陳志夫婦及時與我們交通，給我們

講解《聖經》的相關經文，指出我們的不足，

幫助我們分析哪些是我們應該做的，哪些是我

們應該放手的，使我們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觸

動。由於沒有和他們小兩口面對面的溝通，我

們還是帶著極大的遺憾含淚提前回國了。（我

們原定是 2013 年 9 月 16 日回國，由於特殊原

因兒子和兒媳婦叫我們延期到 12 月 3 日再回

去，但我們還是於 10 月 17 日提前回國了，光

機票就改簽了兩次）。 

感謝神！今年 3 月，神又賜給我們一個孫

女。當我們受兒媳婦邀請再次來美國照看孫

子、孫女時，我的心裡還是有一個心結，就是

「我們和兒媳婦能和睦相處嗎？」現實證明我

的想法是多餘的。我們這次看到的兒媳婦簡直

就像變了一個人。這次來了以後看到她的桌子

上始終放在一本《聖經》；並得知她能夠按時

參加每周的主日敬拜和每個月的「幼家小組」

活動，正是通過這樣的學習，使兒媳婦的靈命

在主內得以快速成長。雖然我兒子

這段時間不在美國，兒媳婦不但照

常上班，還將家裡安排的井井有

條，並且每天都要和我們交流她的

想法和安排；聽著她每天將我夫人

左一聲媽右一聲媽的叫著，看著她回家帶給我

夫人愛吃的食品；目睹著我夫人一到超市就想

著給兒媳婦要買衣服的那股子熱情------我打心

底裡高興。 

通過幾年的學習，我夫人在家裡的「大嗓

子」不見了，與他人說話的語氣也平和多了。

還經常在我面前說起她以前對兒媳婦的態度不

符合神的旨意，她說儘管和兒媳婦的關係可能

還會出現反覆（因為我們都是罪人），但只要

以謙卑的心去看待對方，多看看對方的長處，

時常禱告，將一切交托於神並以神的話語對照

省察，就一定能處理好婆媳關系，就一定能結

出聖靈的果子。她還經常對周圍的人說，認識

神是她一生最大的福份。 

感謝神！「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正因

為親眼目睹我夫人和兒媳婦在主內靈命的不斷



 

芥菜子第 53期 第 15頁 2014年 12月 

成長，親自感受神給予我們家這麼大、這麼多

的恩典，所以我這次下決心在我退休前、在今

年感恩節接受洗禮，願意接受耶穌為我的救

主，一生順服祂，一生走祂的道路。 

我受洗後一定會按照基督徒的標準開始

新的生活，堅持讀經、堅持禱告；按時參加教

會生活；活出福音、傳揚福音、見證福音。我

今年已做好計劃，準備用五年的時間將《聖經》

抄寫一遍，並決心在退休前（兩年時間）先抄

寫完新約聖經，這次來美國前已經將「馬太福

音」和「馬可福音」抄寫完畢。 

感謝神！他的恩典充滿我們家！ 

在此也衷心感謝（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及

教會的眾弟兄姊妹給予我和我夫人及兒子張

晶、兒媳李慧敏、孫子、孫女的熱情幫助！ 

 

 

陳雲 

今天在上帝的殿堂中，在弟兄姐妹們面

前，我接受了神聖的洗禮，宣告我信靠耶穌而

成為基督徒，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嚴肅、

最喜樂、最榮耀的日子。從此，我與救主耶穌

認同而歸入神，與弟兄姐妹們認同而歸入中華

歸主海沃教會，開始我成為神的女兒的新生命。  

我姓名陳雲，1946 年出生，祖籍中國江蘇

南通。學生時期，接受進化論和無神論教育，

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等

運動，曾經在北京鑄造廠學習做工人，在河北

農村學習做農民，在江西軍區幹校接受軍訓，

用接受再教育、再改造的汗水洗腦長大。1972

年正式分配工作，在江西擔任中學物理教員，

在江蘇國企任職，到廣州私企打工。歲月蹉跎，

人事難料，我無黨無派無信仰，鄙視邪門歪道，

隨波逐流，接受不平等待遇，碌碌無為，簡單

平凡地活在別人的期望裏。值得慶幸的是我有

平安有健康，冥冥之中，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是公平正義的。 

2006 年移民來美國，應聘過兩份國語住家

保姆的工作，第一份工是照顧嬰兒一年多，第

二份工是照顧 83 歲的老媽媽一年半。奇巧的

是，雇主及其家人都是基督徒，我與他們近距

離相處近三年，看到他們虔誠敬拜上帝，信靠

耶穌，家人之間頻繁傳遞彼此愛護的心，睦鄰

友好、相互信任、互相幫助，讓我這個新移民

保姆也感受著家的溫暖。那時剛在美國落地，

看到社會道德墮落、安逸享樂的負面，我很不

自信也不相信別人，是個感歎人生如夢、人生

如戲的悲觀者，但有件事給我很大感動，開始

關注十字架。我照顧的老媽媽因病重住進 SAN 

JOSE 的 KAISER 醫院時，好幾個牧師和來自醫

院內外的很多弟兄姐妹連續為她禱告，老媽媽

的六個兒女及其家人從四面八方陸續趕到病床

前為她禱告，開會討論醫療方案。二十多天後

奇蹟出現，昏睡的老媽媽竟然緩緩醒來，雖不

能言語，但平靜地、孩童般地環視所有親人，

幾天之後能笑著說最想喝蘿蔔骨頭湯。親眼目

睹，驚訝不可思議。當時我感覺上帝就在頭頂

上，距離世人很近很近。今天我要感謝主，讚

美主，八年前是阿爸父牽引我來到他的兒女

家，讓我認知美國的這塊土地這份工作，這裏

的風土人情和基督教信仰。 

接著，由於媳婦生孩子，我就成了兒子家

的保姆，一樣的盡心盡力，但常常吃力不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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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孫子的成長，感覺越來越不快樂，又沒能

力走出來，大量時間花在上網搜索瀏覽尋找心

靈雞湯和精神食糧。很喜歡收聽倍恩廣播網的｢

全福時間｣和｢倍恩視窗｣頻道，也喜歡在線收視

牧師講道。難忘的是王永信牧師講道《人生下

半場》的信息使我深受啟發。感悟《使徒行傳》

中相關摩西一生三個階段的經文，開始思考我

的人生下半場，默默祈求上帝給我力量，我願

意信靠上帝，不再虛度光陰。祈求聖靈壯大我，

走出封閉圈，追求餘生的價值，感謝福音幫助

我作出三個決定：一要學會開車，才有能力走

得出去；二要讀《聖經》，選擇一個教會，真

誠信靠主；三要申請住進老年公寓，讓餘生得

自由。感謝神的啟示，我不再顧影自憐，而是

堅定信心，立即行動。感謝聖靈帶領我登陸中

華歸主海沃教會網站，豐富多彩的教會活動剪

影和視頻，讓我看到基督徒屬靈生命的喜悅，

歷年的證道錄音錄影及《芥菜子》季刊都充滿

著上帝的真知灼見和慈愛恩典，我用心聆聽，

認真閱讀，心靈就充滿了來自上帝的光明、智

慧和勇氣，滿心期待有一天能到教會聽道、參

加公益活動。記得練習駕駛的那幾個月，我常

常舉目仰望藍天白雲，相信天是開著的，上帝

就在不遠處，瞭解我憐憫我。感謝上帝給我信

心滿滿，讓年近古稀、只騎過自行車的我充分

準備，大膽迎考，一次性通過筆試和路考，拿

到駕照。終於能走出封閉圈了。這第一步跨越

歸功於無所不能的上帝，感謝主，一路幫我作

安排，信靠耶穌就對了。  

記得五月的第一個主日，第一次走進縈繞

著讚美歌聲的海沃教會，發現弟兄姐妹們的臉

上都洋溢著榮耀和喜樂。第一個與我相識交談

的是丁劍秋姐妹，她熱情帶領我走進大堂敬拜

創造天地的主。第一次在教會聽葉牧師講道，

恰逢開講《真愛方程式》系列之一《愛的重要》，

他語氣平和，帶著情感，娓娓動聽地詮釋聖經

中的章節和故事，傳達神就是愛，世人要按神

的心意追求愛、操練愛，把愛活出來等道理，

還佈置｢我要如何愛｣的功課，正在婆媳關係中

掙扎的我內心很不平靜，細細品味神的話｢愛是

永恆的忍耐｣，意識到不恰當地期待婆媳關係

「親如母女」，那是我自私的夢想。而我該做

的就是不求回報地再辛苦一些，再忍耐一些，

再多愛他們一些。這樣想就融化了所有的抱怨

和痛苦。我喜歡聽葉牧師講道，我決定多花些

時間和精力來親近神，愛神，愛弟兄姐妹。那

天還認識了鴻貴夫婦、則惠、昌萍、胡光輝弟

兄、張俐俐趙乃棟夫婦，他們平和、樸實、親

如家人，那天陽光燦爛，教會大院裏鮮花盛開，

神的氣息沁人肺腑。我選擇來海沃教會——這

個充滿愛的家就對了。 

感謝主、感謝教會帶領我加入姐妹小組，

認識了眾多有愛心、有智慧、有學識、有才能

的姐妹朋友，傅琳、佩玉邀我 Hiking，Candy

贈送我屬靈音樂 CD，Jennifer 幫助

我電話諮詢，在劍秋家喝茶，和 Linda

遊園，還有王阿姨、鳳生、Lisa……，

我有了那麼多姐妹朋友的祝福，享受

到神的愛，我很溫暖很富有。每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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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們一起頌讚主、唱詩歌、學習聖經、交流

廚藝、見證分享的時間，就是我榮耀主的快樂

時光，看到了神的愛的確比山高比海深，測不

透摸不著，卻時時顯現。10 月 21 日，在則惠、

陳敏的鼓勵下，我作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有

聲禱告（習慣默想、默禱）。我渴求耶穌，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管理我的餘生。 

「我是誰」這是主日學劉老師常常播

放的讚美詩歌，結合「福音班」、「聖經要

道」班上收穫的道理，我明白：是主耶穌被釘

於十字架，無怨無悔流盡寶血，為的是洗淨有

罪世人的污穢，上帝偉大的愛，融化了我所有

疑惑，我甘願這一生要為祂而活。我原本是一

粒塵土，渺小卑微，我自私、自大、虛榮，自

以為是，自行其道而遠離了神，創造了我的神

卻不離不棄地尋找到我，赦免我所有的罪，白

白地賜我不配得的恩典。聖經上說「不是我們

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

做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的確，人世間沒

有哪種愛能大過神的恩慈。今天的受洗儀式也

是我新生命的入學慶典，剛跨入美門，我特別

需要神的話語的餵養，需要神的光照和引領。

我要每天懷著一顆敬畏的心來到主的面前，用

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滿心感恩的歌頌祂的大

能和祂的慈愛，要與越來越多的弟兄姐妹肢體

相交，我要謙卑地加入到同工隊伍中，訓練事

奉技能，甘心情願付出，不求回報，在服事的

崗位上讓我的餘生更有意義有價值，努力做個

榮神益人的基督徒。 

 

【生活分享】 

愛與恨 辛胡桂蘭 

剛信主的時候，最令我感動的經文之一就

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

節「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耶

穌也把祂的誡命歸納為

極簡單的四個字「神愛世

人」，祂在赴難前對門徒說「我

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也強調愛是最重要

的，他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

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我也越來越能體會神的愛，四時替換鳥語花

香，在在都顯明神的愛。有些人認為他在世上

所擁有的東西都是他該得的。我卻覺得我們赤

手空拳來到世上，沒有人是應該愛我，應該為

我付出。沒有一件事是我應該享受的。如果沒

有神的大愛我真的是一無所有。我只有道不完

的感恩。 

神雖然愛我們但祂恨惡罪行。耶穌在十字

架上也曾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曉得。」祂厭惡罪行，卻為迫害祂

的罪人禱告。我們凡人對待罪惡的態度卻剛好

相反，我們寬容罪行，但卻恨那些犯罪的人。

我們多麼需要神的幫助與饒恕，讓我們懂得如

何愛與恨，學習基督的樣式來過我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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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一年 李紡 

當年大學一畢業，很榮幸地蒙斗六正心中

學聘用，我在那兒教了一年的書; 那是我一生

中最快樂的一年！ 

還記得吳友梅校長面試我時，委婉地向我

表明「我比較喜歡用師大畢業的！」我問他：

「為甚麼？」他說「師大畢業的比較懂得教

學！」我再請問吳校長「如果台大畢業的也修

了所有的教育學分，懂得教學方法，您會考慮

用他嗎？」吳校長和藹地回我「當然會！」我

興奮地對他說：「我就是這樣的人選！」我們

談得愉快，不到半個小時，我就被錄取了！ 

正心的校歌是： 

巍巍正心 靄靄雲林 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 

修齊治平 茹古涵今 鍛煉體魄 日新又新 

弘我斯文 振我國魂 師生一志 捨己為群 

止於至善 義德之礅 以光我校 以照乾坤 

由校歌可見正心的教學宗旨非常崇高完

備。班級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為名；我被

分派當高一意班的導師，在學期開始前，有為

期兩天的新生訓練，我在那兩天記熟了全班近

五十位同學的名字，有時在走廊遇到他們，我

會直呼她們的芳名，她們都既訝異又歡喜，沒

想到老師才兩天時間就「認識」她們了，我也

在那時候學會要和人拉近距離，第一要素是記

住他的大名！ 

正心是雲林縣所有學校的翹楚，其中原因

是有資格進來唸書的都是各個學校的菁英。先

天的優勢加上後天五育並重的薰陶，哪能不造

就無數傑出人才？最近他們出了一本「正心傑

出校友」，真是在各行各業都有表現不凡的校

友！我雖只在正心教一年，卻身感與有榮焉！ 

正心因為是教會學校，所以作風保守；全

校男女分部，中間隔著一條小溪，溪旁種滿了

一棵棵蔥蘢的芒果樹，既美觀又有實質的收

益；這條小溪，使男女學生知所進退，不相往

來！至於男女老師則分駐在男女生部，但我們

可以跨越小溪，自由往返而來，算是對老師們

的禮遇 ！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老師們南下高雄玩，我

們住在一間不錯的旅館，有兩位已婚的男老師

因為覺得有責任照顧我們幾個未婚的女老師，

那時沒有像今天這樣便於連絡的手機，所以那

兩位老師就在櫃台前流連，等著我們下樓。櫃

台小姐禮貌地問他們「先生！找小姐嗎？」「是

的！」我們的確是未婚的小姐，所以兩位男老

師不疑有他地回答，結果他們被吩咐回房間去

等，櫃台小姐答應會想辦法！哪知沒多久，有

打扮妖嬌的性感女子來敲他們的房門，把他們

嚇得目瞪口呆，他們也才明白櫃台小姐講的小

姐並非我們！可見正心的老師是何等「清純」！ 

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爬雪山，晚上所有老

師們一起睡在大通舖。已經結婚的林時老師提

議所有未婚的女老師要依續睡在右邊，由她睡

在男老師的旁邊當保護牆，至於睡在林時旁邊

的男老師必需是未婚的才有優先權，很多男老

師抗議應該由一位「資深」的男老師睡在林時

旁邊才穩妥，免得他們稚嫩的男同事在夢中被

林時「狼吞」了！大家睡前說笑胡鬧一番，最

後還是依了林時老師的安排，大家一夜無事，

甜美入夢！真像大家庭裡的弟兄姐妹，大家和

樂同居，從不勾心鬥角！這種互相幫助，不道

人是非的精神是其它職場看不到的！正心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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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懷念呢？ 

說起林時老師，她是體育老師，圓溜溜的

大眼睛配上她的大嗓門，只要有她在，氣氛就

活潑生動；在那以升學為至上的年代，林時上

起體育課來，仍然非常嚴格認真，她總是揶揄

自己「我得比妳們加倍努力，因為我是『臨時』

的，不努力是會被解聘的！」不知現在快八十

歲的她，說起話來是否仍像當年那樣地聲若洪

鐘，幽默風趣？ 

當年和我最親密的是曾秋收老師；她教數

學，我教國文和歷史；我倆因為同住一間宿舍，

常常無話不談，她那時候沒有男朋友，我的男

朋友則在金門當兵，不能返台，所以我倆下了

課後幾乎都「焦不離孟」地；我們常光顧她哥

哥開的香菇肉羹麵，材料好，味道佳，是當年

蔣經國視察雲林縣時必蒞臨之店；店裡掛著幾

張她哥哥和蔣經國的合照，這家店也因著名人

的造訪而成了斗六的名店；我和秋收姐住在一

間有上下舖的小房間，我睡上舖，號稱是她的

「心上人」，每晚睡覺前我都會說個小笑話讓

她含笑入夢，她總是說跟讀文學的人住在一起

真好；跟她相處，也才知道，原來教數學並非

男老師的專利，溫柔如她，也是個教數學的高

手！秋收姐讓我經常嚐到「收割」的喜樂，她

豐富了我教學生涯；回首和她相處的每個日

子，她的善解人意，與世無爭的品格，使我的

人生路充滿脂油！ 

那時後坐在我右邊的是朱晨華老師，她雖

不是畢業於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學識豐富，個

性沉穩，很受學生們的愛戴；最令人敬佩的是

她不顧父母反對，嫁給學校裡一位沒讀大學的

職員，兩人都將一生精力貢獻給正心，而且鶼

鰈情深，最近聽說張先生已經病了數年，朱老

師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地照顧著他，每天

唸書給他聽，這種山高水長的夫妻情，豈不是

受正心敬天愛人的精神所薰陶？我衷心祈求上

帝賜福給他倆，願張先生早日恢復健康！ 

林桂珍老師是我的大學學姊，她長得漂亮

而且口才好，只要有她在，我們可以在很短時

間學到很多資訊，常常讓我覺得「與她一席話，

勝讀一年書」，她那時是教高三的國文老師。

她結婚度蜜月時，學校派我去代她的課，我自

覺略遜她幾籌，所以去代她的課，兩條腿經常

嚇得抖個不停，可憐那些學生們乖乖地忍受我

這種「菜鳥」老師。雖然我和林桂珍相隔台美

兩地，但我們常依媚兒連絡，彼此鼓勵！ 

有兩位比較特別的男老師：一位是陳憲一

老師，他教數學，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

他和身為神父的吳友梅校長交情特別好，校長

也很倚重他。然而他不曾恃寵而驕，反倒謙沖

為懷地幫助我們，我還記得他把他的舊「斯庫

達」以兩千台幣賤賣給我，使甫出校門，沒有

積蓄的我，有了代步的工具；後來我結婚時還

將他的「嬌」車借我去蜜月旅行…他愛護後進

的心意，正是耶穌基督愛世人的精神！今年暑

假返台短宣時，他和他太太請我去嘉義的「疥

菜種餐廳」吃飯，並介紹「疥菜種餐廳」專門

扶持一些曾經有病，但後來治癒的「折翼天

使」！我以嘉義有一家這樣不以營利為目地的

餐廳感到驕傲；另外曾信夫老師和他太太李碧

娥老師都曾任教於正心，他們也在我離開正心

沒幾年就移民美國，剛開始大家忙著奮鬥，站

穩在異鄉的腳步，不常連絡；後來我居然在南

加州的日本超市門口和他們相遇，真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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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人生的低谷，兩夫婦陪伴我，開導我…我

數不清吃了多少次李老師的拿手好菜，曾老師

爽朗的笑聲也經常在我耳際迴盪。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正心的大家長吳友梅

神父息了世間的勞苦，回天家了！我從

YouTube 看到了吳校長安息禮拜的點點滴滴，

淚水模糊了我的眼：我彷彿看到了溫文儒雅的

吳校長微笑點頭，帶領著林美慧老師，蔡慧芳

老師以及以上所介紹的老師們在教育界的伊甸

園裡徐徐地向我走來….  

 

 

主必看顧 

 龍燕如 

當醫生宣布慶安得了腎臟癌，唯一的方法

就是開刀將腫瘤切除。家庭醫生立刻安排我們

去見專科醫生。一切來得如此突然，我們像打

著鴨子上架一般地被安排做一連串的檢查，沒

有時間沈澱心情或進一步的思考。專科醫生和

我們約談，說明他準備如何做手術並耐心回答

我們的疑問。既然是動手術就可能有危險，由

於腫瘤位置長得比較後面，如果用腹腔鏡無法

正確找到腫瘤給予切除，他可以不經我們同意

直接把整個腎臟摘除，因為保命最重要。所以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很可能以後就只有一個腎臟

了。 

家人和朋友都十分關心，覺得這麼重要的

手術應該去找大醫院像 Stanford 或是 UCSF 去

尋求 second opinion。慶安也自己上網查詢，比

較之下他的情況更適合去 UCSF 動手術，同時

也在眾多的醫生中找到一位最合適他的。於是

他打電話給家庭醫生，希望他能推薦他去

UCSF，但對方的回答是他不認識那裏的醫生，

無法介紹...。既然不得其門而入，而對第一位

醫生印象也不錯，那就儘快安排開刀日期。我

們求神給我們一位最合適的醫生，而不只是一

位名醫，畢竟一切都操在神的手中。 

就在此時大女兒向老板請假（她有可申請

假期照顧生病家人的福利），提到父親的情況，

她的老板也覺得有些草率，應該去大醫院看看

再做決定，並提醒女兒說妳不是常去 UCSF 出

差，還記得有一位 Director 是管理所有醫生的

保險，或許她可以幫忙。當晚女兒就將爸爸的

情形 email 出去，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接到

回音，是泌尿專科的 Director 推薦他們整個部

門裏的主任醫師，他相信這位醫生最適合替慶

安開刀，而這位醫生也正是慶安在網上所看到

的那位。很快地就被安排與醫生見面，他看了

慶安所照的電腦斷層掃描，很有把握地説：像

這種情形就是用最新技術局部切除腫瘤即可。

由於有和第一位醫生談話的經驗，我請問他腫

瘤長得比較後面，萬一找不到怎麼辦？他望著

我停了兩秒，然後說腎是可以翻轉，而且妳先

生這麼瘦沒有多餘脂肪，應該可以看得很清

楚... 

神的安排如此奇妙，令我們驚嘆！祂的意

念和道路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約伯記 5：8-9 至於我，我必仰望神，把我

的事情託付祂，祂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

可勝數。 

偶而聽到先生和女兒之間的對話，她問爸

爸説，你現在心裏真正的感受是什麼？慶安回

答「很害怕...」，我看到女兒哭了。我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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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她們心中就像一根支柱，屹立不倒，處

事也都十分冷靜，所以舉凡上大學選修，或出

社會找事的方向，她們都喜歡和慶安討論，聽

聽他的意見。而現在一向堅強的父親也軟弱

了。的確，誰能勝過這死亡的恐懼呢？我的一

顆心又忐忑不安起來，我開始害怕一切可能的

意外會發生，我和神説我沒有準備好。我們家

一向是男主外，女主內，房子以外的事我一概

不知...。記得從前一位姊妹和我開玩笑說，問

妳有關你們家什麼事妳都不知道，有一天妳先

生把妳賣了妳也不知道...。 

這時我想起詩篇的一句話：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恵。神提

醒我數算祂的恩典，反覆思想祂在我身上所做

的事...，十幾年前當醫生告訴我得了乳癌，晴

天霹靂的消息令我不知所措。孩子一個六歲，

一個才三歲，那麼小怎麼辦呢? 我求神再多給

我一些時間能看著孩子再長大些。靠著神的力

量我做完所有治療，也因著神的愛我能存活至

今。如今老大都 25 歲了，明年也即將步入她人

生的另一個階段...。神是怎麼帶領我經過死蔭

幽谷，祂豈不比我們更愛慶安？怎會撇棄他

呢？神所允許發生的事都是我們能承受得住

的。想著想著，閉上眼睛，迫切禱告，神的平

安又再次充滿心中。 

相信每個人都希望一生平順，然而人生不

如意十之八九，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是我們

做神兒女的是有福的一群，即使在逆境中我們

仍然有平安、喜樂和力量去面對，因為我們有

一至寶在我們裏面－那就是主耶穌基督。我們

的天父是那麼地真實值得我們去信靠，我們終

身的事都在祂手中。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我們

的眼目就是要單單地仰望神。 

以賽亞書 26：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

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神的話永不落空，願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堅

心倚賴祂！ 

 

 

按主的要求去影響兒女 

 應建華、梁蓉珍 

2012 年的感恩節，我和我的太太蓉珍在神

的指導和安排下，由黃牧師、葉牧師主持，在

Hayward 教會受洗。兩年來聖靈駐留和感化，

逐步醒悟，提高了對神的敬愛和信服。 

這兩年，生活和工作也都充滿矛盾和阻

力，能克服這些困難，我們最大的收獲，就是

學會了與神溝通，求得神的帶領和指導。 

靠著那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

比書 4.13）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要照著

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弗所書 6.4） 

我和我太太在生活上最關心的一件事，是

我們的小孩。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孩子，很多都

是獨生子女，他們的成長時期，正是伴隨國家

的改革開放，物質環境逐步豐富起來，競爭環

境也惡劣起來的時期。因此，在小孩的成長的

過程中，大陸的家長們一般是用一種競爭的勢

態，去要求他們子女的作為。在他們小的時候，

家長要求他學習要好，身體要好，聽話不要貪

玩；他們長大了，又希望他們有個好工作，有

一個好的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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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的要求，小孩們從小就有很大的壓

力，加上有些要求不得體，他們就容易產生叛

逆心理。然而，在他們有了工作和獨立收入的

時候，這種叛逆心理往往會更強烈。 

有一次為他們裝修新房，我說你們可按自

己的愛好來設計，他們花了很多心力，計劃藍

圖出來後，我覺得結構設計不合理，沒有同意。

兒子就有很大的意見，說我太主觀，影響他們

的生活理念，他第一次開始不理睬我。 

又有一次，兒子對我說，他要到外地工作

一段時間，我沒同意。他就對我說，從小你都

管著我，我的一切都由你安排。這次希望你不

要管我。聽到這樣的話，當時我非常生氣，我

堅持自己的意見，他也一樣生氣。他到了外地，

也不和我聯繫。使我更加擔心他的處境，一個

人在外，洗衣做飯都得自己料理，交通安全都

得自己小心，他不接我的電話，以示對我的抗

拒，我只有請他媳婦和他聯繫，來減輕對他的

擔憂。有次我太太和兒子通話，聽到他在電話

中的咳嗽聲，知道他咳嗽有好幾個月了，我們

心裡非常焦慮。 

因此，這段時間我們心中非常糾結，不知

所措，總想找到解決的辦法。 

我和太太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信靠主，

把這件事交給主，向主禱告。靠著主，我們相

信能解決這個問題。 

倚靠主，就是按照主的旨意辦事，我們的

主，要求我們不要惹兒女的氣。我就給我的妹

妹寫郵件，告訴她我信基督，要低調，謙卑地

做事情，我今後要多看到兒子的優點，不要動

不動就擴大我們的意見分歧，並希望她將我的

這些想法轉給我的孩子們。 

我太太回國時，將聖經作為禮物，送給他

們。並介紹了我們倆的信主生活和 Hayward 教

會的概況。由於神的啟示，大家的幫助，和我

的改變，我和兒子的關係得到了改善。 

十月份，我突然接到我兒子的電話，說我

的原單位要我儘快回去一次。我感覺這是神的

安排，我又能見到我的孩子們。我在飛機上想，

這次我會對兒子說些什麼呢？說兩件事吧。 

1. 榮神益人 

2. 做人要行公義，好憐憫，常存謙卑心

與神同行。 

這兩件事，是我們兩年來最美好的收穫。

我們也要開始用主的教訓和警戒來影響我的兒

女，以示我們對未來的寄託。我們不會忘：印

度尼西亞大牧師唐崇榮的母親，曾經說過，她

的最大寬慰是將她的兒女帶到神的面前。 

這次回去後，我說我想看看兒子的工作報

告，他馬上發給我，我看完這份報告後，就以

文字的方式，寫了一個評語。首先給他幾個方

面的表揚和贊同，然後，小心地提出自己的兩

點想法和要求： 

1. 報告中某些地方有消極情緒。 

2. 報告中的敘述，要保持謙和平靜的語

調。 

因為，陽光的情緒和謙和的態度，是神向

我們提出的要求。 

接到我的評語，他當時沒有表態，幾天

後，我回到美國，接到他的郵件，他說他會繼

續寫下去，也沒有提到我對他的評語。這時，

我察覺到兒子的個性，就像我年輕的時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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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神的感化，他會進步的。 

從這件事，我們感覺到： 

1. 有困惑和困難，要依靠主，交給主，

按主的意思去做。 

2. 兒女是主的產業，父母是有撫養和教

育的責任，要按主的要求去做。 

3. 首先改變自已，不要求改變別人，只

有按主的指示，提高自己的靈命，才能影響別

人。 

我們信主的時間不長，生活也平凡，然而

我們非常希望和這裡的弟兄姐妹在 Hayward 

教會信靠主，榮耀主，不斷豐富我們的靈命。 

Nov 22, 2014 

 

 

神奇妙且無微不至的關愛 

 陳志 

今年四月中旬，也就是去浙江杭州附近與

弟兄姐妹中分享之後，雖不完全確定是不是達

到那裡弟兄姐妹的期待，但認為完成了任務，

而且對我們教會之外的境況，有了一次很實際

的接觸體驗。是很值得的主內經歷，心裡有平

安，以前牽腸掛肚的心情似乎已不復見。 

隨著公司中經營上的一些調整，今年以來

的工作量也稍為減少。之前加班加點的情形也

緩和了許多。一天午餐午休的時候，一位關係

密切的同事，在邊吃邊聊中問，如果有百萬存

款後，會做什麼？我幾乎沒加任何思考地告訴

他：提前退休。之後也問他會怎麼做，為什麼

有這麼個問題。因為關係密切，他拿出手機，

連到他的 401K 退休帳戶，試著壓制住內心的

興奮，給我看了看他將近七位數的秘密。並告

訴我他近兩年是怎樣通過買賣股票而使退休帳

戶快速升值的。有些吃驚，也確實有些吸引力！ 

談到買賣股票，三年多之前，我所服務的

公司被另一公司收購後，公司內員工的股票計

畫也停止了一大段時間。除了 401K 外，自己

也就停止了所有股票方面的涉獵，平靜安穩了

幾年後，尤其是和同事那天聊過這方面之後，

覺得平靜的日子又似乎有些枯燥乏味，沒有生

氣。而且今年以來 401K 退休帳戶漲勢變緩。

接下來，又陸陸續續地抽空兒和這位同事詳細

談了幾種他認為最有潛力的，並持有一定數量

的股票。同時再次鼓勵我也慎重地買一些，不

要再次錯過掙錢的機會。當然，我也告訴他，

至於買不買，買多少，什麼時候買，我自己會

做最後的決定，不必擔心後果。 

又過了幾天，也就是五月初，「機會」來

了，此股票的價格降到近它年度最高時的一

半，沒有多想，買了一些。可又過了幾天，它

又降到新低，再買了一些。過後，再降到一意

外新低，又再買了一些…。這期間，有時覺得

沉重、鬱悶、緊張；又有時覺得興奮、高亢、

有生氣有變化。心情隨著股票的高高低低而起

伏不定！ 

「應該這樣做」與「不應該」，或「這樣

做沒有遺憾」和「已有遺憾」的思緒，不斷地

攪擾我！使原本平靜的心變得矛盾，糾結，爭

論起來…。支持「應該這樣做」的理由是：可

以用多掙的錢再投資賺錢，用多掙的錢可以做

好事，可支付去短宣的費用，去資助貧困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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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多掙了錢就可以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後，

又可以多做好多好事，…。心中掙扎的理由是：

沒有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一開始，儆醒地、

認真地尋求神的旨意，更談不上有神帶領的印

證。其次，沒有認真推敲自己是不是應該在原

本比較規律的生活中加上股票投資這一項。也

沒考量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精力，體力，信息

量來做股票交易；我所能多掙到的錢，與我所

付出的心力似乎也不成比例。這到底是投資或

投機？美其名是要多賺錢來多做好事，但其中

是不是有隱而未現的貪心？或是想表現自己也

有過人的能力？ 

這樣的生活使得日子變得沉重難熬，晚上

也常無法好好休息。在一個稍有涼意的清晨，

像往常一樣開車去離家不遠的停車場，然後在

停車場轉乘去公司的班車。剛到停車場，車慢

下來後，感覺到身體中有陣陣暖意，這感覺彷

彿是二十年前初信主，受洗前後心中喜樂的感

覺。這溫暖的喜樂使我意識到神的同在、神的

安慰。從裡到外的喜樂使我自然而然地笑了出

來，完全驅走了睡意。停了車之後，仍坐在車

裡，做了一個甜美的感恩禱告，感謝聖靈的同

在。那時心裡並不明白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感覺

那麼甜美，覺得心裡為之一振，身體中的力量

倍增，精神為之一振！那天該股票又一次意外

大幅下跌。但對我工作，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

響並不大。現在想想，是神提供了及時的保護，

在我心裡，情緒上可能受較大影響之前，搭建

了厚厚的防火牆、保護層。祂的作為讓人無法

測透，祂奇妙的關愛，無微不至，真是難以言

述。 

該股票還是時上時下，感覺是坐在遊樂場

的過山車中。有時讓我興高采烈，有時又慘不

忍睹。最低時，降到我第一次買入它時的三分

之一，也就是接近其年度最高時的六分之一。

煩悶、糾結、欲罷不甘心的心境雖不太明顯，

卻縈懷不已！神奇妙的關愛，及時的提醒再一

次臨到了：那是在一次參加一位弟兄的家庭聚

會禱告時，我腦海中顯現出一架由浮動著的白

雲圍繞的白色的小橋。「這是天堂嗎？」禱告

片刻之後我眨了眨眼，雖看不到了，但這圖像

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之後，我與牧師和

周圍的弟兄姐妹分享當時的「看見」。其中的

涵義我雖不能理解，心裡卻有一個聲音吶喊

著：「主啊，您有永生之道，我還跟從誰呢？」

「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我應該事奉誰呢？」 

十月份，正當我考慮是否清掉該股票的時

候，在主日學【苦難與基督教信仰】中，莊弟

兄在講到苦難與財政方面的損失的那堂課中，

先點名由我來讀兩段經文中的一段，《提摩太

前書》6: 6-10「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

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

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

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

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

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並提到

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股票的交易。還引用了幽

默大師…馬克•吐溫的一段話：OCTOBER: This 

is one of the peculiarly dangerous months to 

speculate in stocks in. The other are July, January, 

September, April, November, May, March, June, 

December, August, and February. 我明白了! 

當天傍晚，我就通過互聯網設定了賣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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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指令，但由於數目較多，設定的指令被

退回，後又重新設立。長話短說，該股票的大

部分在接下來的禮拜一，一開始就以高出比我

設定的價錢出售了。這個價位非常接近我買入

該股票的平均值。 

我們的神是那奇妙的神，賜下恩典的神，

是能使萬事互相效力，使信他的人明了神蹟並

得益處的神，哈利路亞！ 

祂的愛教我儆醒，催我自新。我的生活

中，仍然存在著挺多類似股票的「雙刃劍」。

我願以忘記過去，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來

回應。 

 

 

認識我是誰 
 知日 

「神以祂自己的形象造人，讓人比天使微

小一點，又讓人管理地上的一切」，人類憑這

份免費的尊榮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不但自以

為萬物之靈，甚至連造物主都不放在眼中。在

創世紀中提到，當人為自己造塔，要通到天上

「人定勝天」，自以為可以靠聰明克服困難時，

敬畏神的心就沒了，甚至否定了神的存在，可

是實際上，身為一個有限的被造生物本身就有

一個不可不去面對的事實，那就是生命是有時

限的。 

自古以來，人類就不停的探索生命的意

義，永遠無法弄清楚這個住在我身體裡面的我

究竟是誰，為何活在這個時空而不是在古代或

是其他的地方？曾有一位老和尚寫過這麼一首

詩《我未生時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

成人方是我，雙眼朦朧又是誰》在這裡道出了

人生的無奈，但又對人一生刻劃的很寫實，是

傷感亦是消沉，讓人無助，看不到「我」的意

義在哪裡。  

無神論者只信自已，卻不願面對「我」為

何成為我，我的生命從何而來？ 

那麼究竟神為何要把「我」放在這個宇宙

的時段中？在祂安排的時間表上「我」的存在

是有位格的，「我」是唯一的，而且在上帝所

造的人中，絕對找不出兩個有共同指紋的，也

就是說生命沒有重複性，每一個「我」都是神

精心創造的神蹟。人活著若不認識神，一生也

就白過了，在為不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我

們信復活主的人，在聖經羅馬書第八章 29 節，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

兒子的模樣」，神在創世之初就知道我們了，

祂預先知道那些因信而將成為衪子民的人，我

們因信主耶稣是復活的主，受洗與主同死，也

與祂一起復活得著新的生命，希伯來書 9 章 26

節，「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献為

祭，好除掉罪，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

後且有審判」。既然「我」是在神的安排下來

到世間，絕不能靠自己的聰明走自己的路，最

後迷迷糊糊的為撒旦所擄去，搭上通往地獄的

列車。 

「神愛世人，將祂的獨生子

赐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當趁我們還有氣

息活在世上，認識造我們的神，

把人生的主權交給神，不再成為罪的奴僕，在

那命定見主之日才不會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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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狗     

 傅琳 

有個星期三，輪到我休息，於是教會幾個

姐妹約了去 Jessie 家散步，聊天。 

一進她家，兩只雪白的寵物狗「汪汪」叫

著衝上來，忙著舔這個，吻那個，非常興奮。

我們幾個就分別摸摸這只，抱抱那只，直到它

們安靜下來。 

出門散步，Jessie 叫牠們分別進自己的籠

子。好舒服的窩，乾乾淨淨，軟軟和和的，臨

走再分別給它們一把狗食，牠們就乖乖地進自

己的家，趴下，不吵不鬧！有些可憐巴巴地看

著我們離去。看著它們這麼可愛，馴良，真的

好喜歡。但是我知道主人化了許多的心血去訓

練，去愛它們。我只是看著牠們可愛，可不敢

惹上身養條狗來麻煩自己，因為我知道自己的

耐心和愛心都不夠。 

散步回來，我們坐下吃飯。其中一條大些

的狗就躍上 Jessie 的椅子，跟她同坐，她當然

不虧待牠，抱著，摸著；另一只小些的就在她

腳邊晃來晃去。我好奇地問：「為什麼這只大

些的你老抱著？」她說：「它先來，跟慣我了，

那只小的是後來的。而且這只大的做錯事，譬

如跟那只小狗搶地盤撒尿撒到地板上，我罵牠

時，牠可憐巴巴地看著我，非但不走，而是依

偎著我，害我捨不得繼續罵，所以心疼這只多

些。」 

聽到她如此說，心裡一震。忽然感悟到，

我們跟上帝天父的關係豈不也是如此嗎？每天

依靠祂，緊隨祂，不離不棄地跟著，祂豈會不

顧念我們？當我們得罪祂時，不要逃之夭夭，

而是緊挨著祂，認罪，悔改，祂豈會不饒恕我

們？Jessie 的狗一次次撒尿弄髒地板，她罵過，

清洗過後，依然愛它。並且一次次地饒恕，不

記仇。人能做到的，神做不到嗎？我們愛的源

頭是從上帝而來，上帝的愛豈會枯竭用罄呢？ 

感謝聖靈的提醒。願我們每一天都緊隨主

耶穌，不離不棄，無論是禍是福。靠著祂---勝

過患難；勝過老我；勝過今生的情欲；勝過冒

出的驕傲……儆醒，自守，做我們當作的工，榮

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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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志彬 

11 月 29 號星期六，我去參加了一場新書

發表簽名會。 

雖然我在媒體界工作，但是新書發表會其

實也不常參加，因為灣區華人會有著作發表，

而且足以開發表會的其實並不太多；而我也不

是那種追星族，所以通常也不太會出席這類的

活動。 

但是這次非常特別。我不但

受邀擔任司儀，而且因為需要先

了解情況，因此有機會在發表會

拿到新書先睹為快。看過這一本

印刷精美的書之後，不但讓我對

京劇藝術有了入門的認識，也對

這本書的主人翁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 

這本由台灣行政院文化部

傳統藝術中心出版的書，介紹的

是我們教會一位高齡 93 歲的長

者。相信很多人都見過他，但是

未必知道他有如此輝煌的成就。 

這本書叫做《不辭遍唱陽春 - 京劇鬚生李

金棠生命紀實》。主角就是我們教會的李金棠

伯伯。 

李伯伯是北平人，13 歲進入中華戲曲專科

學校就讀，是第一代接受新式學校教育的平劇

演員之一（傳統的不是跟著戲班學，就是請師

傅到家裡教）。畢業之後前往上海演出並且嶄

露頭角。1948 年，應邀與名伶顧正秋帶領的劇

團前往台灣演出，廣受歡迎，欲罷不能，歸期

一延再延。但隨著局勢變化，李伯伯無法回到

家鄉，只能留在台灣發展。 

謙沖好學的李伯伯，雖然一開始不是頭牌

（主角），但是仍然把握機會學習鑽研，必要

時跟年輕者請益也不以為忤，加上本身學習與

演出的背景，得以融合北平與上海不同派別所

長，在台灣菊壇穩扎穩打，成為名聞兩岸的「寶

島四大鬚生*」之一，不但受到國軍文藝金像獎

的肯定，演出時無論票房或是劇評也都屢創佳

績，真正的實至名歸。 

李伯伯在台灣演出並

作育英才，間或前往海外訪

問演出，結識不少海外菊壇

人士。1977 年決定赴美定

居，次年在東灣奧克蘭開設

中餐館，後來也曾開過洗衣

店，自食其力謀生之餘，也

經常參與此間票友聚會，將

畢生所學在灣區發揚光大。

期間雖然也歷經艱辛挫折，

但李伯伯卻能靠主剛強，靠

主喜樂，用生命做美好見

證。 

2010 年，著名票友，也是主內姐妹的馮德

曼女士，在舊金山旅途中到教會聚會，恰巧聽

到李伯伯引用平劇故事做見證，談主耶穌關於

施比受更有福的教訓，馮姐妹喜出望外，開始

穿針引線，促成傳統藝術中心的學者專家前來

灣區進行訪談，讓李伯伯以口述歷史的方式，

分享他精彩的戲劇人生。這項計劃前後經歷近

四年，才有了這本傳記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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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會當天，不太大的老人社區中心熱鬧

非凡。此間的資深票友們演出文武場鑼鼓跳加

官，台灣駐舊金山經文處處長也蒞臨現場致

辭，並且懷著對李伯伯的敬意，全程參與整個

活動，而我們海沃教會也有不少弟兄姐妹躬逢

其盛，從而有幸目睹李伯伯表演拿手的大鼓 - 

記得我剛到海沃教會的時候，曾經在新年晚會

中看過李伯伯演出大鼓，當時只覺得這位身體

硬朗，神采俊逸的老先生鼓打的真是棒，而他

的名字也彷彿似曾相識，但卻有眼不識泰山; 

而現在李伯伯身體雖不若以往健朗，但是精神

與氣勢依舊。 

最令人感動的是，當新書發表告一段落，

為李伯伯伉儷舉辦慶生會的時候，在全場的推

崇與祝福中，李伯伯在生日蛋糕之前仍然禱

告，將一切的榮耀歸於在天上的父神，讓在場

的每一位都感受到，這樣一位成就非凡的長

者，如何地靠主走過生命的每一站，結出豐盛

的果子，又如何地時刻仰望神，時刻讚美神，

成為我們主內晚輩最佳的典範。 

願神繼續賜福李伯伯伉儷，保守兩位主內

長輩健康，喜樂，平安。 

*寶島四大鬚生除了李金棠伯伯以外的另外三

位是胡少安、周正榮與哈元章，四大鬚生一詞不但

是外界給予的稱號，同時也被正式列入官方文獻。

四位大師在當年的台灣菊壇各領風騷數十年，但另

外三位已經先後辭世。李伯伯不但是四位當中唯一

健在者，也是唯一得以親眼目睹自己傳記出版的。

 

 

 

 

【宣教士介紹】 

Dr. Dennis  譚維義 

 
 http://www.hwe.org.tw/award_winners_3_10.asp  

 

東海岸原住民的醫療天使 

八月的台灣，正值盛夏，而位於東隅的台

東市，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七、八度。燠熱的空

氣夾雜著帶沙的風，每個人都揮汗如雨。傍晚

六點多，天光猶亮，縣立文化中心大會堂，裡

外人潮湧進湧出地忙碌著；大門口簇擁著各式

花籃、賀環。民眾全家出動攜老扶幼從各個角

落趕來，各族群的原住民更是身著鮮麗的傳統

服飾結群結隊而來，有排灣、卑南族的青少年，

有魯凱、阿美族的婦女，也有布農族青年男

女……他們都將在今晚文化中心的盛會中，表演

舞蹈與歌唱。 

原來今天是台東人歡送台東基督教醫院

創辦人譚維義醫師，在台奉獻行醫三十三載，

即將退休返回美國的日子。台東基督教醫院特

別為譚醫師夫婦榮退，舉辦一場「歡送晚會」。

雖然譚醫師一再謙辭：「不敢當，我所做的只

是我應該做的。耶穌派我來，我就做。」但多

年來接受他愛心醫治、照顧的台東人，無論如

何一定要辦這一場溫馨感人的歡送會，藉以表

達他們對談醫師奉獻大半生給台東的恩情與感

念。場地是郵政局長林領旭先生主動幫忙借

http://www.hwe.org.tw/award_winners_3_1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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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年他的父親病重時曾受譚醫師愛心診

治，今天他自己也是帶著開刀後尚未痊癒的身

體來參加的。 

台東縣長陳建年以及前任縣長鄭烈，和許

多地方上的賢達人士都出席了這場盛會。更難

得的是，許多是譚醫師多年不見的老病患，他

們紛紛從台灣各個角落趕來參與盛會，為他「送

行」。譚維義醫師看到當年他來台第一位開刀

的病人莊清吉先生時，不禁驚喜地用中國話說

出：「莊先生，好高興看到你！」卑南族的莊

清吉，當年罹患肝膿瘍，譚醫師從他腹部吸出

一千多西西的膿。當時醫療設備比現今差很

多，這位病人當年病情痊癒的機會並不大，但

因著譚醫師的盡力，他從死神手中奪回一條

命，且活到今天。  

阿督仔醫生 

十年前因一場車禍摔碎椎骨，以至於下半

身不能動彈的李美嬌小姐；十八年前意外從樓

上摔下，頸椎嚴重受創，終身不能行走的卑南

青年林豪勳先生，今晚都坐著輪椅上台，訴說

當年病重時如受到譚醫師的照顧與鼓勵。如今

他們兩人雖然「身」殘，「心」卻不殘。林豪

勳學會用嘴敲打電腦，致力於卑南語彙記錄保

存工作。而李美嬌這位長得十分清秀的女孩，

十年來，從傷心、絕望、怨恨一直到今天，走

出陰霾自閉，進而成為經常「穿梭」在醫院幫

助、安慰其他病患的天使。他們克服苦難，生

命成長的過程，都有著譚醫師的一份異國之愛。 

這位台東人所熟悉、敬愛地「譚爸爸」、

「譚爺爺」，台灣人口中的「阿督仔醫師」，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是家中的獨

子。小時後，常見到我父母幫助窮苦的人，尤

其每年的聖誕節，他們都會準備食物送給貧窮

人家，所以我從小就發現最快樂的是就是幫助

別人。」譚維義用他帶著洋人腔調地中國話微

笑的說道。 

初中時他們全家搬到芝加哥。高中時，看

到伯父因酗酒導致失業、離婚，最後被送到精

神科醫院，乃至死亡。……使他意識到人要如何

選擇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多麼的重要。他

從伯父所遺留下來的黑色小盒子中發現了一本

聖經，於是每天開始利用坐車的時間讀它，總

共讀了三十遍新約的「約翰福音」。從此開始

熱心追求真理，成為基督徒。 

大學時他念的是化學，成績很好。學校一

位輔導老師看他很喜歡幫助人，建議他將來做

一名懸壺濟世的醫生。譚維義說：「那時我受

到上帝的感召，決心要獻身做一名宣教士，於

是再進入醫學院攻讀，準備將來當宣教醫生。」

一九五三年，他與譚秀麗結婚。五四年醫學院

畢業，長女也在這一年出世。那時譚維義的一

位大學同學在非洲傳道，經常寫信給他，告訴

他非洲極需醫生前去幫助。他和太太也已商量

好要一齊去非洲從事醫療宣教工作。沒想到一

封寄自太平洋上小島台灣的一封信和照片，改

變了譚維義的宣教之途。 

兩百個孩子排隊等開刀 

原來那是他所屬的基督教協同會，差派至

台灣的宣教士葉牧師寫回美國的信，請求差會

差派醫生到台東來幫助那裡的原住民。卅幾年

前的台東，物質環境很差、醫療落後，很多原

住民患有肺癆、皮膚病、砂眼、寄生蟲、毒蛇

咬傷、骨折……等各種病症。譚維義從照片上看

到台灣的原住民，不但長得跟印地安人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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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病也很相似。他在大學時就很關心印地安

人，常參加教會團體去幫助印地安人，為他們

看病。當他看到照片上的阿美族人時，很自然

的心生關懷憐憫，覺得這就是上帝要他前去幫

助的族群。 

一九六一年譚維義偕妻子攜帶四個稚齡

的孩子，坐貨船從舊金山出發，途經日本來到

台灣。「我還記得，我家老四是在船上過週歲

生日的。」譚醫生回憶著當時情景說道。前兩

年，他們在台北學中文，這是譚維義夫婦到台

灣之後覺得最困難的事。「因為中國話的確是

不容易學的語言，對一個美國人來講。」譚醫

師說道。那時他們教孩子們第一句會說的中國

話就是：「我家住在溫州街九十八號。」以免

孩子萬一走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為了融入台東當地的族群文化，卅三年

來，譚醫師不但克服困難，說得一口流利的國

語，他還會說台語以及阿美族語。兩年後他到

屏東基督教醫院支援兩年，好讓那些來自挪威

的醫生可以返國休假。這期間，他每個月至台

東縣的一個僻遠小鄉「成功」駐診一至兩星期，

為阿美族原住民看病，並和當地宣教護士德樂

詩成立成功診所。 

在屏東基督教服務期間，正值台灣小兒麻

痺症橫行，骨科專家的譚醫師曾為無數罹患此

症的孩童開刀手術，「那時差不多有兩百多個

孩子排隊等待著要開刀。」譚醫師說。這些曾

受到譚醫師醫治照顧的病患，如今都已長大成

人，直到今天仍很感激譚醫師。  

有一年的農曆過年期間，譚維義醫療巡診

來到成功鎮的都歷村，罹患肝膿瘍的卑南族人

莊清吉來求診。譚維義看到病情十分危急的

他，需立刻動手術，於是把他帶到省立醫院急

診。過年期間，院裡只有一個不會操刀的年輕

值班醫師，礙於院規，譚維義無法進入手術房

使用醫院設備，但他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病人

過世，幾經交涉，才被允許進入，他為病人放

出一千多西西膿血後，莊清吉的一條命才得以

保住。 

這事以後，他深深感到醫療資源貧乏的台

東，光設門診是不夠的，實在很需要設立一所

基督教醫院。這樣不但可以幫助更多病人，亦

可以挽回許多危急的生命。他決定返美奔走募

款。終於在一九六九年由基督教協同會，創辦

了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之初，經費困難，醫

療器材極為短缺。譚維義每一次回美國，總是

四處奔走向教會尋求支援。每逢藥品不足，器

材缺乏時，他返美時就到醫學中心打聽有無醫

院「汰舊換新」的第一代器材可送給台灣使用？

醫院的資深護士透露，譚院長還是個機器天

才，很多就器材到他手上都能化腐朽為神奇，

經過他的巧手改裝，還能在醫院使用很多年。 

台東基督教醫院內的很多位美籍傳教士

醫生，也都是因他遊說身受感動而奉獻來台

的。像與譚醫師同獲 1994 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

的蘇輔道醫生，以及 1993 獲獎的小兒科專家龍

德樂醫師，都是他信仰及工作上的好夥伴。他

們兩人分別在 1972 和 1978 年全家來台東基督

教醫院服務，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年。在他們的

眼中，譚醫師一直是個最好的醫師榜樣，也是

他們最親愛的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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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作機會給原住民 

早期台東基督教醫院的護士和基層工作

人員幾乎都是原住民，因譚院長樂意提供工作

機會給他們，好讓他們生活安定。這些工作人

員，個個都很敬愛他們的大家長─「譚爸爸」。

從譚醫師對待病人的愛心、耐心和關懷態度，

他們也學會對待病患、服侍病人要真心誠意，

因為「我們是做給上帝看的，而不是做給人看

的。」 

在醫院擔任護士工作已有十四年的嚴春

美，就是原住民。她自稱所有的工作經驗都是

譚院長和德樂詩護理長訓練出來的。她跟著譚

醫師工作多年，最佩服它從不嫌棄病人髒或

臭。有的病患身上長膿十分難聞，譚醫師總是

很有愛心的為患者更換藥和紗布，為了判斷是

何種細菌，和傷口痊癒程度，他甚至還會把紗

布拿起來，用鼻子聞一聞。這已經不是一般醫

師所能做到的。有一次，嚴春美騎車出車禍在

醫院裡住院，譚醫師深夜開完刀後已經很累

了，還特地去病房找她，發現她感冒很重，鼻

子塞住無法呼吸，藥局裡的人都已下班，譚醫

師想到他家裡還有一瓶噴鼻子的藥，便在十二

月寒冷的冬夜趕回家，拿藥給她用。使她呼吸

順暢，得以入睡。 

嚴春美談起這段多年往事，仍然激動的哽

咽掉淚。她說：「譚醫師對待病人就是這麼無

微不至。我只是個小小的護士，他大可不必這

樣為我奔走一趟。他這份愛心實在非常令我感

動。這也是我十幾年來，無論如何，堅持在這

裡工作下去的原因。」 

在醫院裡負責廚房供應事務的葛媽媽，在

台東基督教醫院前後工作了十三年。她說在這

裡工作，她學到了外國宣教醫師的好榜樣，賺

到做人處事的寶貴經驗。她自己本身和她的兒

子都是受過譚醫師大恩大德的病人。廿年前他

卅四歲才生下長子，兒子在高雄出世後八天，

因肛門痔漏，整天痛得啼哭不停。她抱著孩子

四處求診，醫生都說嬰兒太小不能開刀，有一

位甚至說得等到七年後才能手術。葛媽媽天天

看著心愛的孩子啼哭不止，心如刀割，恨不得

能替他受苦挨疼。 

孩子十個月大時，有個婦人看他們母子這

樣很可憐，建議她去看台東基督教醫院的「阿

督仔醫生」。「譚醫師真的事醫術很高明，我

兒子的病，到他手上，透過他的檢查、治療、

塞藥、開刀，十天後，很明顯地轉好很多，小

孩大便時可以擠出一整條。我好感謝他醫好我

的孩子。如果在繼續治標不治本，我的孩子不

知要再受多少苦。」葛媽媽心存感激地說道。

她為了報答譚醫師的恩情，當獲知醫院徵求一

名廚房工人時，便決定前來應徵，不計薪水高

低。兩年多前，她因脊椎骨脫落，需要開刀，

譚醫師非常關心，親自出面為她寫信安排到馬

偕住院開刀。 

「譚醫師經常因為看診、開刀或巡房，錯

過吃飯時間，這時無論我為他弄什麼簡單的飯

菜，他都讚不絕口。他向來粗茶淡飯就很滿足，

從不挑剔。不像我們自己的同胞，每天面對七、

八到自助餐還挑嘴，嫌這不好吃、那不對味。」

葛媽媽說道。 

他的背為台灣同胞而駝 

位於台東市開封街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大

門口的玻璃有一句摘自聖經的話：「祂醫好傷

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這句話，正是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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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醫院的宗旨，也是這幾位基督徒醫生的

行醫寫照。在院內擔任社工及公關工作的蔡秀

卿小姐說，身材高大的譚醫師的背是為台灣同

胞而駝的。他每天要看許多的病人，為病患開

刀，還經常到學校彎腰為孩子們做健康檢查，

也開一個多小時的車道教養院、小兒麻痺之家

做智障鑑定，每天從早忙到晚下來，幾乎直不

起腰來。 

蔡秀卿還說，最令人佩服的是，譚醫師夫

婦安貧樂道，過的是極簡樸的生活。他不支領

醫院的薪水，只靠協同會微薄的供應。為了節

省機票錢只好輪流回美探親。當譚醫師沒騎那

輛「二手」摩托車而騎腳踏車時，也就是他沒

錢買汽油了！他們的孩子從小也都和阿美族小

孩一起玩，求學階段只好送到台中的馬禮遜

（Morrison Academy）學校，一所專門給外國

宣教士子弟就讀的外語學校就讀。 

台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林純明指出，孩子

的教育，一直是很多外國宣教士所懸念的一個

問題，他們奉獻了自己，往往也得犧牲了孩子

接受本國正規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台灣很多

醫生不願下鄉服務的理由之一。因為他們擔心

到偏遠地區，將來影響孩子就學的環境。」林

純明說道。譚維義醫師伉儷情深，兩人談到心

愛的五個子女，臉上洋溢著喜悅滿足的笑容。

他們如今都已長大成人各有歸宿。因受父母的

影響，他們個個都熱心服事上帝，三個女兒結

婚後都與夫婿在比當年的台灣更落後的地方，

從事幫助貧窮者並傳福音的工作。 

家在台北，十一年前投入台東基督教醫院

擔任行政企劃工作的林純明先生說：「稱譚醫

師是世界上最好的醫生，一點也不為過。他不

但有愛心，醫術高明，每當他遇到棘手的病例

時，他再三翻閱最新醫學書籍研究，寫信給全

世界的醫生，向他們討教。」 

引進蛇槍及蜜蜂叮療法 

台東是個毒蛇叢生的山區地帶，常有被毒

蛇咬到的病患。有些因急救延誤而喪命，或手

腳潰爛。譚醫師有鑑於此，自美國引進電擊療

法的「蛇槍」，可使被毒蛇咬到的人「解毒」。

經常在山區活動的人或登山野營隊的人，紛紛

前來要求購置，以便萬一時能及時解毒。這項

電療法，譚醫師也曾用於為病患去除腿部積

膿，效果亦很好。 

台東基督教醫院擔任院長秘書的黃英嬌

小姐，今年廿九歲，兩年半前忽然得了和作家

杏林子相似的類風濕關節炎。這是一種慢性

病，很難治療，只能減輕疼痛。黃英嬌能到好

幾家大醫院求診，都未見好轉。去年二月病發

時，黃英嬌痛得無法走路，只能坐輪椅，躺下

時幾乎無法翻身。身為院長的譚醫師，看到她

這麼痛苦，就拿了一本英文書給她看，裡面介

紹一種蜜蜂叮療法。「你自己決定，想不想試

試看作這個治療？」譚醫師對她說。為了醫治

她，不辭辛苦親自到養蜂場向老闆要蜜蜂，長

期為她叮關節治療。整整治療一年了，這期間

黃英嬌沒有再復發。她已經叮了一千多隻蜜

蜂，而這一千多隻蜜蜂都是譚醫師因的和蜂場

老闆的交情，免費送給她的。別人送給他的。

別人想要還要不到呢！黃英嬌想起譚醫師一年

來不辭辛苦拿著罐子親自為她跑蜂場，心理無

比感激。她說：「中國人說，遇到貴人，我想

我就是了！如果我不是在這裡工作，如果沒有

譚醫師熱心幫助我，我常在想，十年後，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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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就向杏林子那樣了。」 

身為基督徒的她，不禁由衷地說，她實在

很感謝上帝，透過譚醫師來救她。卅多年來，

譚醫師就向上帝差來的善心天使一般。他的

愛，散佈在台東許許多多的角落，難怪她和太

太上街買菜時，菜販會說：「譚醫師，我不能

收你的錢。」當她去修理腳踏車時，他醫過的

病人會免費替他服務。台東的原住民更是因感

念他的醫治，而用他的名字為孩子取名。 

故鄉九十高齡老母在呼喚 

譚維義院長默默為台東同胞奉獻了畢生

青春歲月，如今他已屆退休年齡，差會希望他

退休返鄉，安享餘年。他的九十高齡老母親也

在故鄉呼喚著兒子歸來，她說：「兒子，我奉

獻你給神用了這麼多年，現在你年齡也大了，

你退休好不好，讓我『享受』一下你在我身邊

的日子。」譚醫師這「一粒美國來的麥子」，

已在台東發芽生根。默默辛勤耕耘了三十三載

歲月，贏得了台東人的信任、尊敬和愛。 

這次若不是因著與他同工多年的同事的

舉薦，獲得第三屆醫療奉獻獎，他澤被東台灣

原住民的佳美腳蹤，從未被報章雜誌等媒體注

意過。退休前夕，李登輝總統特頒發紫色大綬

景星勳章，表彰他在台灣行醫三十三載，為台

東民眾所做的奉獻。李總統推崇他這樣無私無

我的精神，足堪世人典範。這些遲來的掌聲，

在譚維義眼中都不算太重要。他所看中的乃是

一生遵行上帝的旨意，實踐耶穌的大愛！從台

灣退休後的譚維義，先回到科羅拉多州陪伴九

十歲的母親，他還要到中國大陸山西省鄉下，

支援女兒女婿在那裡的醫療宣教工作。 

雖然他一生所從事的是人人稱羨的賺錢

行業─醫生。但他卻只靠基督教協同會每月給

他微薄的薪資養家，從未替自己積任何財富。

很多人擔心他退休後，仍然兩袖清風，譚醫師

卻說：「我很喜歡聖經腓力比書四章 11、12 節：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

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

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

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是都能作。』」這正是譚醫師一生恬淡

自如，淡泊名利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中國醫師你在那裡 

揮別台灣之前，譚醫師忍不住發出沉重的

呼籲：「中國醫師，你在那裡？」他希望有更

多本土醫師願意到偏遠地方去貢獻醫術。他的

未了心願是：希望台東基督教醫院能募集到兩

億經費，將現址兩千多坪土地擴建為地區教學

醫院，從現今的四十八床位擴充為一百一十

床。為台東人提供更完善的醫療設施。林淳明

副院長說，當年台東基督教醫院是從外國善心

人士所募得的經費蓋的，如今台灣的經濟起

飛，人人都有錢，過著富裕的生活，譚院長希

望新的擴建計劃，由中國人來完成。今天的台

灣人，應該有這份能力了！  

「一粒從美國來的麥子─歡送譚院長晚

會」，在一曲「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的溫馨

感人歌聲中即將落幕。譚院長伉儷站上台前接

受獻花，台上台下都被淚光糢糊了身影。離情

依依，台東人心裡萬般難捨，終須一別。再見

了，親愛的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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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人生】 

證明 (網路文章) 

前不久，記者格雷•貝克去義大利採訪三

個特殊的人物。  

負責運送精神病人的司機因為疏忽，中途

讓三名患者逃掉了。 

為了不至於丟掉工作，他把車開到一個巴

士站，許諾可以免費搭車。最後，他把乘客中

的三個人充作患者送進了醫院。 

格雷•貝克關心的不是這個故事，他想瞭

解的是，這三個人是通過什麼方式證明自己，

從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他對甲的採訪： 

格：當你被關進精神病院時，你想了些什

麼辦法來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證明自己

沒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樣證明的？ 

甲：我說：「地球是圓的」，這句話是真

理。我想，講真理的人總不會被當成是精神病

吧？ 

格：最後你成功了嗎？ 

甲：沒有。當我第 14 次說這句話的時候，

護理人員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針。 

  

對乙的採訪： 

格：你怎麼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來的。他成功走出

精神病院，報了警。 

格：當時，你是否想辦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訴他們我是社會學家。我

說我知道美國前總統是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是

布雷爾。當我說到南太平洋各島國領袖的名字

時，他們就給我打了一針。我就再也不敢講下

去了！  

格：那丙是怎樣把你們救出去的？ 

乙：他進來之後，什麼話也不說。該吃飯

的時候吃飯，該睡覺的時候睡覺。護理人員給

他刮臉的時候，他會對他們說謝謝。第 28 天的

時候，他們就讓他出院了。 

  

格雷•貝克在評論發表這樣的感慨：一個

正常人想證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難的。也

許只有不試圖去證明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正

常人。 

後來，有許多人在該文的網路版上留言。 

有個人的留言令人感觸頗深： 

那些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真理在握的

人，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知識豐富的人，包括

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很有錢的人，都可能被認

為是個瘋子，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 

永遠不需要向別人解釋你自己，因為喜歡

你的人不需要解釋，不喜歡你的人不會相信解

釋。 

 



 

芥菜子第 53期 第 35頁 2014年 12月 

【一家一菜】 

聖誕火腿
Carol Liu 

12 月 13 日

教會聖誕節愛宴

時，主角是美式

火腿，讓大家讚

不絕口，以為是

名店的產品，打

探之下才知全是

英文堂 Christina 姊妹前後花 10 小時烤出來的，

好味不藏私，請看 Christina 的絕妙秘方： 

8-10 lb shank butt ham (from Safeway is 

best now $1.99 per lb) 

3 cups pineapple juice 

2 cups brown sugar 

Mix the brown sugar and pineapple juice. 

Pour over the ham. Bake in 300F oven for 1-1/2 

to 2 hours  

Baste with the same pineapple juice from 

the pan every 30 minutes. 

Garnish with pineapple slices and cherries  

 

8-10 磅火腿 

3 杯鳳梨汁(罐頭) 

2 杯紅糖 

 

紅糖和鳳梨汁攪拌均勻淋在火腿，烤箱調

至 300F 烤 1-1 / 2 到 2 小時 

每 30 分鐘用剩餘的鳳梨汁淋刷在火腿

上，保持火腿的濕潤。 

裝盤時可用鳳梨片和櫻桃裝飾。 

 

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期芥菜子因有很多的受洗見證及感

恩見證，所以稿源較充足，真是感謝主！  

有時候想想：我們以前受洗都不需要寫受

洗見證或上台公開見證，真是太便宜我們了！

但生命的成長是需要長期的歷練，驚濤拍岸固

然可以激起美麗的浪花，未若細水長流來得影

響深遠！寄望所有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們，花時

間在神的話語上紮根，天地都可廢去，但神的

話卻永遠長存！ 

有姊妹抱怨我的「主題」太深，她連看都

看不懂！我深感抱歉！以後會儘量將題目弄得

淺顯一點，讓大家都願意來筆耕芥菜子這塊園

地！所幸葉牧師和海燕姐妹都針對「不應有恨」

為文暢述他們的觀點與感觸，希望大家由此得

到啟示，真得能過一個沒有憾恨的人生！說真

的，生活中應該有多可以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地

方，未必需要拘泥於「主題」。 

陳志的這篇文章，讓我沈思了一個晚上：

我實在怕誤導大家做股票投資或不做股票投

資；聖經裡教導我們不應怕蝕本而將一千銀子

埋在土裡，以致被主數落是「又惡又懶」的僕

人！我們是賞賜萬物給我們的神的管家，要如

何做到不忮不求，發揮我們的潛力，做個稱職

的好管家？實在需要老練和智慧！如果你老是

對你的投資心驚膽跳或晝夜思想，那麼最好是

不要自己做投資，股海深不可測，很容易沒頂

的！教會裡有這種專業的弟兄姊妹，應該求助

於他們較妥！感謝神讓陳志有驚無險！ 

最近有一位看似很有追求的姊妹，當我們

在姐妹會分組坐下來分享時，她説她要做個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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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基督徒就好。我問她受洗了沒？她説還沒

有，而且也不打算受洗，因為她不想張揚，只

要默默地做個基督徒。我問她：「妳覺得福音

好不好？」，她説很好！我再請教她：「那如

果當初每個人都像妳這樣，做個默默的基督

徒，那麼今天妳我有可能聽到福音嗎？」她不

置可否。我不想對她「窮追猛打」，免得嚇著

她。但我請她不要先預設立場說絶不受洗，而

是要敞開心胸，隨著聖靈的感動而行事。 

我們真得要常常自我反省：我真信主耶穌

是我生命的救主嗎？當你遇到人生的風暴時，

你是先哀號「完蛋了」？還是求主並信靠主帶

你經風暴，度阡陌？請大家仔細讀李牧師的證

道文章，應該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自欺欺人」

的地方，謙卑地轉向救主耶穌而漸漸地知道「我

所信的是誰」！以前焦牧師也常提醒我們要像

保羅一樣地問兩大問題：「主啊！你是誰」及

「我當做甚麼？」只要把這兩大問題搞清楚，

一定可以成為「活水」似的基督徒，而不是一

灘死水或甚至是陰溝裡的餿水！中國人習慣在

歲末大清掃，所以我們也趁此做個心靈的大掃

除，除舊以佈新，就讓我們彼此鼓勵，一起努

力！ 

十一月我所認識的正心校長吳友梅神父

離世，我心中很哀慟，但因和校長私交不夠，

無法披露他的生平事蹟，卻讓我想起當年一起

為「百年樹人」而努力的同事們！特為文「正

心一年」以感謝上帝把那麼多可親可佩的人擺

在我的生命中。回首前塵，我真有說不完的感

恩！ 

「宣教士介紹」由郭紹漢弟兄負責提供資

料，每次讀完「宣教士介紹」的專欄，我都要

驚呼他們那種「捨己」的愛心，希望我們愛主

的心也能得到激勵，即使我們不能走出去短宣

或長宣，但我們可以多關懷周遭的朋友，親戚，

生態，政治，環保…愛護地球就是尊重上帝的

創造！12 月 14 日柏克萊有 17 個教會組成的抗

議團體，針對 Michael Brown and Eric Garner 

的問題舉行示威遊行，基督徒不是只在象牙塔

中「坐而言」而已，真是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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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