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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面子．裡子》 葉耿齊牧師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

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

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他說：「我在園中聽見

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耶和華說：「誰

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嗎？」—聖經．創世記 

 

表裡不一是人類的通病，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我觀察到我的兩個兒子從很小的時候就懂得說謊。沒有人打算教

自己的兒女說謊，我們總是教導他們要誠實，也盡量以身做則，但是

很快地，就算沒人教，他們也會自然且無師自通地熟練這「表面不一」

的技術，愈大，人前跟人後愈是兩個樣。 

表裡如一要教，表裡不一不用教，費力教的不能持久，不用教卻

自然浮現，這就顯明了人的本性到底是傾向於那裡。人的一生從小到

少，從少到老，為了生存、為了禮貌、為了要保護自己，要有多少的

表裡不一才夠？想想我們每個人在獨處時，跟我們在有人看時，所表

現出的不同，我們就明白且承認，我們都有面具，都有偽裝的保護色，

都在這表裡不一的通病中有份。 

人，不僅會在事實的表達上有表裡不一，在程度上、情緒上、言

語上、態度上、習慣上、文化上、結構上、潛意識上、信仰上的層面，

表裡不一的情況就更多、更細微、更詭詐、更難以察覺、更難以悔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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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詐之道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表面不一當作一種

心理疾病，人類第一次經歷到心理的扭曲和痛

苦，正是這種病造成的。表面不一源自那裡？

會帶來什麼影響？怎麼解決？聖經寫得很簡

單，也很深刻，回答得很明快，但也很正確。 

人類犯罪後的第一個「啟發」，是發現自

己的赤身露體（而不是像神）；犯罪後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摭掩自己（而不是

侵犯他人），犯罪後的第一個心

理扭曲，是害怕而躲避（而不是

驕傲而展現）。看起來沒什麼大

不了，但表裡不一的根源和深層

的心理結構就在這裡被剖析和記

錄了。 

這裡面是有邏輯順序的：會

躲藏摭掩（表），是因為害怕（裡）；會害怕，

是因為赤身露體（自我認知和自我形象）。可

以說，主導表裡不一的心理結構基本上是懼怕： 

怕真實而醜陋的自己一旦顯現出來，不但不被

接納，反被處罰。而表裡不一的根源，則是自

我認知上的扭曲和焦慮：覺得自己沒有像神那

樣地完美而獨立，反而是赤身露體般地有限而

脆弱，因此需要保護、偽裝，那怕只是個無花

果葉，也總比沒有強。 

「赤身露體」是人類墮落後，聖經所描述

的重點，從摩西的記載、亞當的自白和神的追

問中，連續三次被強調。本來亞當夏娃和諧地

與神同行時，赤身露體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們

的焦點、重心、倚靠和保護都是在神身上，在

他們的認知中，神是良善的、完美的就行，他

們根本沒有去想自己好不好，完不完美的問題，

因此對自己有一個自然的接納，自然的安全感。 

但人犯罪墮落後，他的第一個「開啟」，

就是把眼光和依靠放在自己身上，這時所發現

自己赤身露體的事實，讓他覺得不夠安全、不

夠完美、不足以支撐他生命的重量。他不能再

像從前一樣，單單從「神是誰」中得到滿足，

他對自己是誰感到焦慮，因此他必須「做」點

什麼，來偽裝，來消除自己的不安感和焦慮感，

用外在的東西來定義自己的

價值，塑造自己的形象，摭

掩自己的軟弱。 

從此，表裡不一，成為

人類經驗上的常客，背後的

驅力總是深層地讓我們無法

抵抗：對敞開自己的害怕，

對不夠完美、不能掌控的焦

慮，對自我價值的疑惑和不

確定。這些都導致我們不敢也不願把真實的自

己表現出來，只是固執地以躲避而又扭曲的方

式，面對心靈裡，深深對真實無條件接納的愛

的渴求。 

我不想說得太絕對，但我相信許多現在五

花八門的心理疾病，都可以從上述聖經的剖析

中找到根源。不能表裡如一，不能表現真實的

自我，其實有許多可怕的副作用。 

 

醫治之路 

表裡不一如何得到醫治？只有一條路。 

我們會發現，在有愛、有恩典，有接納的

家庭中，孩子們表面不一的情況會減少許多。

孩子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而不會感到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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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誠實地認錯，而不會被羞辱（雖然管

教還是免不了的），他們清楚明白也體會到父

母的愛是無條件的，不會更改，也不會被自己

行為的好或壞所改變，他們感到被愛，因而體

會到自己的珍貴，找到自己的價值。他不用再

做什麼，也不需要成為一個好孩子來贏得父母

的愛，因為父母的愛不需要贏得，愛是一份早

已在那裡的禮物。他覺得自由，他覺得安全，

他可以放鬆，他可以敞開。 

上述的比喻，完全可以換成靈性的語言，

來講述聖經一直告訴我們的事： 

我們有一位天父，以無條

件的愛接納我們，不放棄地追

尋我們，甚至差派聖子耶穌親

自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神願意

為我們而死，這就證明了我們的價

值，我們感受到祂的愛，從此我們不

用外在的東西來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 

祂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而是

因為我們是誰；祂要我們因信而稱義，不是靠

我們做什麼敬虔的行為來得贏得祂的愛，我們

也不需要先變好然後再得到祂的接納，我們是

先得到祂的接納才有可能真正地變好。我們需

要真實地認罪，但也會真實地被赦免，我們不

需要變成神來承擔自己的人生，只有祂是神，

祂會為我們負責。 

表裡不一在祂面前是沒有意義的，在我們

裡面也開始失去效力，我們開始從面具中出來，

因為這位神除去我們的懼怕，為我們負責，給

予我們價值。我們第一次，可以學習以真面目

示人，不再扮演，不再偽裝，不再渴望世界的

擁戴，因為神的愛要醫治我們，「愛裡沒有懼

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挪去。」健康的基督

徒，同時也是一位可以表裡如一的人。 

很奇妙的，在神的福音裡，不僅滿足了人

靈性的需要，也同時會滿足人心理的需要，因

為這福音本來就是出於神榮耀的設計，為要解

決人因墮落離開神所產生的問題，表裡不一既

然是人的問題，在福音裡也被醫治了。 

我發覺自己的確慢慢地被這福音所醫治、

所改變，以前的我不敢示弱，不敢放鬆，怕自

己會因此變得沒有價值，我也不願公開承認錯

誤，認為這是一件羞恥的事，減損我在

人前的形象。我會很在意人的

眼光，別人是怎麼看我的，人

前人後的我是很不一樣的，我

常有隱藏的動機。我下意識地

與別人比較，我努力地成為理想

中的自己，我接受不了我的某些限制

和軟弱。我需要表現得得體，我需要表

現得有智慧，我裡面常常感覺到焦慮和不

安。表裡如一，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恐懼，

我不願把我內心的世界與人分享，我用禮貌來

偽裝，用保持距離來防衛。 

現在的我仍然在被醫治當中，這個病要跟

隨我一生之久，隨時會復發，但同時，我也深

深體會到福音的大能，更深地去默想福音的寶

貴，若不是神，誰能這樣救我們、醫治我們呢？

雖然醫治還沒有完全，但起碼我知道醫治的路

在哪，也正走在這條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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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rs of God 
(Read Luke 1：1-38) 

 

Luke 1 gives us three examples of how people love God.  We want to discover： What type of lover of God are you? 

 

[Luke 1：：：：1-4] The author (Luke) is a formally-educated, articulate doctor.  He is probably not Jewish, didn’t grow up in 

church or reading God’s Word.  [1：1-2] He investigates all the historical testimonies and written documents about 

Jesus, and verifies the facts by interviewing eyewitnesses, to produce the most chronologically detailed of all the 

gospels.  Who is he doing this research for? [1：3] Luke addresses this gospel to “most excellent (a title given to one of 

high government standing) Theophilus” (a Greek name, meaning he too is not Jewish), who is rich enough to sponsor 

Luke’s research project for years.  Why hire Luke? [1：4] So he can “have 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things you have 

been taught” about Jesus.  Is this stuff real?  As a wealthy, non-Jewish person in an influential Roman position, 
Theophilus has everything to lose by becoming a Christian, and everything to gain by discovering if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is true or not.  Before, he was required to declare Caesar is lord, and his loyalty to the Roman Empire. But 
if all this is true, then he would proclaim that Jesus is Lord, and Jesus’ kingdom is his highest allegiance. He would get 

into trouble for such views： he could get fired or imprisoned, and lose his income and social standing; there’s a lot at 

stake. So he contracts Luke, a fellow Gentile who’s not looking for Messiah, to prepare a factual report about what 
exactly happened around this man, Jesus. Theophilus’ very name means “lover of God,” so this gospel was written for 
a man who loves God, and to encourage others to become lovers of God. He is excited and fearful about joining God’s 
great redemption story for mankind through Jesu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And the way he responds, as a lover of 

God (but with a lot of questions) is that he chooses to seek out the truth about Jesus： He explores it, tests it, studies it, 
and experiences it for himself.  Are you a lover of God like Theophilus? Do you seek out the truth about Jesus, to test 
and experience Him for yourself? 
 

[Luke 1：：：：5-17] Then, we’re introduced to Zechariah & Elizabeth [1：5-7]. He’s a priest, likely from a small, rural town, 

pastoring a small, rural congregation.  These lovers of God are described as “righteous before God, walking 
blamelessly” in obeying God’s Word.  But they’re very old, and haven’t been able to have kids. They might wonder 
why their prayers aren’t answered, if they’re “cursed”; it’s devastating. Even though they didn’t get what they want, they 
patiently trust and follow God. How many of us complain if God doesn’t answer our prayer for a week, a month, a year?  
For decades, Zech & Liz pray, and do not harbor bitterness or complaint against God, even in the face of social scorn 

and shame; they patiently trust God and His coming Messiah.  [1：8-10] As a priest, Zech must travel to Jerusalem 

every year, roll the dice to see which priest gets to do the big job at the national temple： Throw incense on the altar 

coals and say a prayer. This is as close to the Holy of holies as you can get for a regular priest. Once you’re selected 
for this service, you’re done for life; you’re declared holy and blessed; you never have to do it again.  But for decades, 

he goes all the way there, rolls the dice, and is never picked. He’s getting old, & might wonder： Will I ever be chosen?  

But now, he gets selected; his big day has finally come!  [1：11-17] Suddenly, an angel appears to a frightened Zech, 

and comforts him with news that his 2 big prayers are answered： God is finally sending the Savior-King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God’s Savior-King will finally come, and his longing for the blessing of a child to carry 

on his legacy will also come, and be given the honor of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coming Messiah (cf. Mal 4：5-6). 

 

[1：：：：18-25] Zech should’ve rejoiced, given the angel a high-five, done a victory dance, and gone home. His big day got 
even better, and he shouldn’t have opened his mouth. He patiently trusted God all this time, but fumbles the ball at the 

goal, asking： [1：18] “How shall I know?” Despite all the evidence of winning the priestly lotto, an angel sent from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to you with good news; receiving a “yes” to decades-long prayer, but because of his age and 

doubt, he is demanding a sign： Prove it, God!  As if his elderly wife getting pregnant wouldn’t be enough?  All he had 
to do was patiently trust and wait 9 months. Sometimes guys just don’t know when to keep their mouths shut, so the 

angel is going to help him： Here’s your sign, you get to go home and be quiet for the next 9 months. Why? [1：20] 

“Because you did not believe.” When God speaks into our lives, we often talk too much, and wait too little. We need to 
patiently trust, and wait for God to fulfill things in His time and way.  They conceive, and Liz rejoices and worships 

God, not just for the baby & mute husband, but also because He has taken away her “reproach” [1：25]. Th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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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disgrace. For years, she’s endured whispers, verbal abuse, and emotional shame： “Maybe you don’t have kids 
because you’re cursed by God; maybe you don’t love God enough; maybe there’s sin in your life; maybe your husband 
isn’t as holy as he thinks.”  But with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Christ-King, Jesus takes away her reproach; that’s 
what He does.  Like Zech, some of us need to trust and obey when God speaks. If we haven’t, we need to confess our 
sin to Jesus because He loves us & died for us. Like Liz, some of us have been disgraced.  When we patiently trust in 
Jesus, as lovers of God, He takes away our shame. When Jesus endured the cross, He scorned its shame, and took 
our reproach and  disgrace upon Himself. Patiently trust Him. 
 

[Luke 1：：：：26-38] Finally, we meet Mary, an illiterate, peasant teenager, between 12-16 years old.  [1：26-33] She’s 

betrothed, which is more than an engagement. It’s a year-long legal relationship, serious enough that it would require 
divorce to end it.  Mary encounters an angel the same way that Zech does, and is told she’s “favored”, a recipient of 
grace, the undeserved, unmerited love of God.  God didn’t choose someone wealthy, successful, socially or politically 

prominent, educated or well-traveled： “I choose Mary.” That’s grace. And the angel tells her not to be afraid, and God 

chooses her for the honor of bearing the Messiah. 
 

Then, she asks [1：34]： “How will this be?” It sounds like Zech’s faithlessness, but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in her heart 
motive & trust; you can tell by the angel’s response.  Her question isn’t one of unbelief; she’s not arguing or 
disagreeing; she’s just asking a question. “I believe God; I trust He’s bringing the awaited Messiah-King through me. I 

believe that can happen. How’s it going to work (since I’m a virgin)?” [1：35-37] The angel gives a profound answer：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s Spirit;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He can create everything out of nothing, take elderly 
people like Liz and open her womb; virgins like Mary and give her a son; take on human flesh and enter human history 
as the man Jesus; rise from the dead and raise us from death, forgive sins through the cross, hear & answer praye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1：38] Mary’s response is phenomenal： “Behold I am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let it be 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She’s a simple girl, from a simple town, with simple faith. She’s not formally educated, but has bits of Scriptures she 
treasures in her heart, and she believes what God says. Many of us have far more information, and far less faith.  
Many of us have our lives charted out for ourselves, and want God to bless our plans. But if He should rewrite our 

script, we’re not very happy. Mary had a script： “I’ll marry Joseph, have a great wedding, my dress will actually fit. 

Then we’ll make babies, and everybody’s going to think I’m a good person; nobody’s going to call me a tramp, or 

question my virginity at my wedding.” But the angel says： New script. And this amazing junior high girl’s response is： 
Whatever the Lord wants, He gets to write the script for my life. I love Him; I trust Him; I’m His servant. I trust His plans 
for me are good, that I have a part to play in His great redemption story.  Are you a lover of God like Mary? Willing to 
trust, follow, and serve God’s plan, even if it’s not what you originally scripted for your life? 
  
In all 3 cases, life as they knew it was turned upside-down. The challenge for each was to join God’s great redemption 

story for people through Jesus.  It’s the same challenge for you and me： Like Theo, Zech & Liz, and Mary, we all have 

a vital part to play. God is writing His great rescue story through us： It starts with that divine moment when you were 

first pursued by Jesus to get to know and experience Him for yourself, to join His family & His story. You experience 
divine prayers answered by Jesus so that you & others can see, celebrate and testify to His goodness. You have divine 
appointments set up by Jesus to have influence & impact in others’ lives for Him, at the store, cubicle, café, gym, or 

even online. When God says： “Here’s the script; you get to participate in My great redemption story for history and 

eternity,” are you willing to respond in faith to that?  What kind of lover of God are you? Which do you need to be? 
 

Reflection Question：：：： 

 
1. Are you a lover of God like Theophilus?  God lovers seek the truth about Jesus. 

 

Like Theo, some of us love God, but want to be certain. We’re searching to know： Is it true?  Some of us don’t know 

much about Jesus, didn’t grow up very connected to Him or His church： In Luke 11：9-10, Jesus tells us to ask, seek 

& knock, because God wants to reveal Himself and gave Himself to us.  On your own, explore, study and pray through 
God’s Word (especially in Luke) to take root. If you want to be a lover of God, and to discover if Jesus is the real deal, 
choose to seek out truth about Jesus.  Everything you’re looking for in life is found in Jesus. 

 
2. Are you a lover of God like Zechariah & Elizabeth? God lovers patiently trust Jesus. 

 
Like Zech & Liz, you love God, but need to choose to patiently trust and wait for Jesus to answer prayer, even in the 
midst of long, dry, difficult seasons of life. Although they were content with God & what He gave, they also kept asking 
year-after-year, without bitterness or complaint. You have godly hopes & dreams; patiently keep praying; don’t f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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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ig God is.  When Jesus responds in the right time & right way, are you willing to trust Him, and receive whatever 
He gives? 

 
3. Are you a lover of God like Mary? God lovers believe the word of Jesus. 

 
Like Mary, how do you need to choose to humbly love & serve Jesus? To play your part in His story for His purposes, 
though you may feel small & weak? What’s your script for your life right now? Will you seek Jesus (in prayer & 
Scriptures) & listen to Him? Will you respond with a humble heart to trust, follow & serve Him, even if He leads you into 
a different script? How much of your education, career, marriage, kids, belong to Jesus? How much do our attitudes & 
decisions reflect His purposes? 

� 

� 
 

 

 

【本期主題】 

面子二三事 
 傅琳 

在國內小學畢業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我們這代人沒讀到書，被趕到了農村去「接受

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後來也有從農村招生的

機會，但是我爸在毛澤東的多次運動中被批鬥，

家庭政審不合格，我就再沒有上學的機會。來

到美國，英文不懂，也沒有任何專長，於是想

去唐人街看看有沒有什麼工作可做。那時唐人

街的時薪只有 2-3 元，要會英文，要講廣東話，

工資不高卻要求不低，我們兩相看不上，於是

就去成人學校學英文。 

學了一年，班裡有個同學介紹我去旅館做

清潔工，時薪有 7 元多加上福利。我不忍心讓

老公一個人養家，於是決定去工作，人家要了

我，從此我就踏入了這一行。 

我出身書香門第，爸爸當然不滿意我竟然

做清潔工，總說我不努力。可是我關心的是日

子要過，面子顧不得，來美國時不年輕了，我

必須承擔養家的責任。 

工作幾年後，英文稍微有些長進，我就在

單位申請當管工，別人幹完活我去檢查一下。

過了兩年，人力資源部問我要不要申請部門的

助理經理。我沒有文憑，那份工作時間會更長，

兒子沒人管不行，所以我沒去申請。那時還兼

做三藩市餐飲和酒店工會的代表，代表工人跟

老板談合同，解決勞資糾紛。工會問我要不要

為工會工作，我沒答應。因為同樣的問題，沒

時間去讀書拿文憑，要管兒子做家務，面子的

事算了，還是管好家事比較重要。 

一個人一生會面對許多抉擇，你的取捨決

定了你的人生路。在我心裡，家庭、兒子比我

自己的面子重要，我情願把家管好，陪兒子長

大，自己就沒時間去讀書進修了。 

漸漸地兒子長大了。六年級時，有一天見

他悶悶不樂，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同學問他爸

爸媽媽是做什麼的，他羞愧地答：“sweep"，

掃地的。我一聽，發現他受這世界的感染，價

值觀不對，必須糾正。我領他到門外，站在馬

路邊，指著周圍的鄰居說：「看看整條街，都

是美國人，他們從小就生長在這兒，但是我們

跟他們的居住環

境是不是一樣？

爸爸媽媽努力工

作，在上帝眼裡

是寶貴的，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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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祝福的，所以我們不比人家差；再則爸爸媽

媽三十五六歲才來美國，赤手空拳，不會英文，

跟美國人比，起跑線不一樣，所以不能比。即

或有人小看你爸媽，那你去跟他們比，看誰認

真讀書成績好，那樣比比較公平。」他點頭表

示明白。 

人與人之間，相互比較似乎從小就開始

了。高薪高職，好房好車，好區好工作…成了

人心中的價值和驕傲，那樣面子上就光彩了，

比別人強了，頭也抬得高了。卻忘記了：「你

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都加

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恐怕

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你

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

給你的。」《申命記》8；13-14，17-18。要不

是認識了主耶穌，我跟世人沒兩樣，因為沒有

從上帝而來的價值觀，世界的價值觀就必然當

了人心裡的主。 

後來兒子進了大學，周末回家，我常幫他

買些水果之類的東西帶去學校。我故意用九毛

九分錢商店的口袋裝東西，他爸爸看見就說我：

「丟人嗎？用這種口袋裝，一看就是窮人家！」，

沒等我接話，兒子馬上答：「我不在乎！」我

頓時心花怒放，我知道世人的價值觀在他身上

不佔主導作用了。不敢說不起作用，如果不是

上帝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我們一樣會失足跌

倒。當然我們不是不可以買和用好東西，只是

我們可以再不被任何東西束縛，就像保羅說的：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出豐富…」

腓力比書 4：12。 

當一個人不在乎世人的眼光而在乎神的

眼光；不在乎面子而在乎「裡子」時，他的內

心就強大了。他可以視世人的價值觀如糞土，

因為他懂得上帝愛他這就夠了，並且懂得神看

的是我們的內心，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地愛祂，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

行。」彌迦書 6：8，這是上帝看重的。唯有上

帝看重的，才是存到永遠的；世人的面子只是

海市蜃樓，轉眼成空。為什麼不追求那存到永

遠的而去追逐轉眼成空的呢？ 

我的一生在世人眼裡或許沒面子，但是感

謝神，我並不覺得羞愧或低人一等。回上海我

從不隱瞞自己在做什麼，隱瞞反而會讓我羞愧，

因為上帝的眼目注視著我，我是何等寶貴的，

難道我還需要什麼來遮我的臉嗎？即或在別人

眼裡我沒面子，我為什麼要在乎他們的眼光？ 

願我們以主耶穌作我們寶貴的「裡子」，

活出喜樂，平安和臉上閃耀的祂的榮光。� 

 

� 

【笑看人生】 

麻煩 
當孩子不麻煩您的時候，可能已長大成人遠離您了； 

當父母不麻煩您的時候，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當愛人不麻煩您的時候，可能已去麻煩別人了； 

當朋友不麻煩您的時候，可能已經有隔閡有芥蒂了。 

人其實就生活在是非、麻煩之中， 

在麻煩之中解決亊情， 

在事情之中化解麻煩， 

在麻煩與被麻煩中加深感情，體現價值， 

這就是生活。 

 

〜請珍惜那些麻煩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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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與裡子 
 郭海燕 

眾所週知中國人最好面子，常說自己歷史

悠久，禮儀之邦，曾傾全國之力辦過奧運會，

世博會，並且在舉辦會議期間使城市空氣清新，

天空蔚藍。客人走了就霧霾到爆表。真是又熱

情好客，又有面子。有一部電影也是談到中國

人的面子文化。有個從中國來美國工作的高級

工程師因為自己的孩子對公司的同事不禮貌，

因此打了孩子一個耳光，美國同事問：「你為

什麼打孩子？」這位父親答道：「為了你的面

子！」內在本質也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可見中

國人愛面子愛到何種程度。 

然而還有一句老話講：「死要面子活受

罪。」受什麼罪呢？吃點苦，受點罪，這是我

們通常的理解。然而當我真正認識了救主耶穌

以後才更深的理解了這句話。當年我只有二十

歲就接觸了基督教，牧師講耶穌是神的兒子，

為了救罪人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寶血能

洗淨你一切的罪。我想我可沒有犯過罪，不是

罪人，美好的人生還沒開始就得背起十字架跟

從這樣的神真的不太願意。信主得永生我又看

不見，還是靠自己的努力把今生過好吧！ 

憑著一份自信，希望自己努力走出一條光

明的道路，我東突西進，南下北上，吃苦受罪

都不改初衷，努力按自己的標準做好人，努力

做眾人以為的善事，如果我不能達到自己所設

立的標杆就誓不罷休。怎麼也得衣錦還鄉，榮

歸故里。當我辛苦十年後真的實現了很多夢想，

真的可以在北京找到一席安身之地，可以安居

樂業的時候，卻突然發生我最不願意面對的事

情。我無奈的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堅強，也沒有

智慧駕馭自己的人生。在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我終於打開聖經開始尋找神。神以他自己獨特

的方式讓我遇見他。他說：我是神，我要作你

的父親，做你的靠山。我要為你做主。因為他

是創造我生命的主，他知道我心中的渴慕。我

回應神說：如此，我願意！從此，我讀聖經箴

言，按我理解的程度去執行神的話，讀馬太福

音，按自己粗淺的理解去遵從主耶穌的教導。

那時候真地覺得聖經的話才能解決我心靈的飢

渴，真是甘甜又使人飽足。生活重新有了盼望，

有了喜樂。我也為自己找到教會能成為基督徒

而高興，到處講福音的好處。 

其實這裡面未嘗沒有愛面子的成分，好像

我是特別蒙福的，我是特別有恩典的，你們看

我的神好吧，你也來信吧！到底我是誇神，還

是誇自己呢？傳福音有多少果效呢？人心詭

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然而，神是鑑察

人心肺腑的神，他知道我們一切的意念，他的

慈愛不會讓我們像柳絮一樣隨風飄舞，或待到

秋後才發現只是糠秕。他既收納一個人做他的

兒女，他就要把生命賜給他，讓他成長興盛起

來，所以他就要管教他，只是那經歷又是一番

痛苦磨煉。再想要面子也沒有面子了。就如那

得父親偏愛又做美夢的約瑟，先是被哥哥們推

進枯井裡，再被賣埃及做奴隸，後被家主冤枉

關進監獄。但是人雖然不知自己的生命如何，

神卻一直掌權，到了時候約瑟被神升高，坐埃

及宰相位，他救以色列全族脫離饑荒。此時的

約瑟生命被神歷練得成熟，謙卑又有慈愛憐憫

的心腸。父親以色列死後哥哥們發出源於恐懼

的疑問，約瑟面對哥哥們的小信懷疑自己的親

情、愛心就傷心地哭了，他的哥哥又來俯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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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此時的約

瑟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柄，他可以為

了自己的面子在哥哥們面前擺擺架子，耍耍威

風，盡情數落他們當初的罪行。可是約瑟此時

心中更加認識神是怎樣的神，他敬畏神，不要

自己的面子，將榮耀歸給神！約瑟對他們說：

「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 

約瑟是耶穌的的預表。而耶穌作為神的本

體，道成肉身來到人間，過著貧窮、孤獨的生

活。遭到猶太同胞的唾棄，共同呼喊釘他十字

架。然而主被掛在十字架上，最挑戰他的地位、

懷疑他的身份的一句話是：「你要真是神的兒

子，就從上邊跳下來！」面對極大的羞辱主耶

穌沒有還口，也沒有從十字架上跳下來，不是

他沒有能力，而是因為父神愛人類，唯有耶穌

死了才能完成神的救贖計劃，他尊重天父，愛

這些殺害他的人，耶穌選擇捨棄生命，不要自

己的面子。但他再被捕之前有一個禱告：「父

啊！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翰福音 17 章 1 節） 是的，神是賜榮耀的

神，他使愛子死而復活，將審判這個世界的權

柄交給耶穌，從此耶穌坐在天父的右邊，他已

經得勝！他擁有了他本就擁有的榮

耀！ 

當我們仰望這位救主時，他就

將自己的生命賜給我們，我們就是至

高神的兒子，我們也擁有無比榮耀的

生命！但是我們跟從救主耶穌基督走

生命路，他所要遭遇的我們也會遭

遇，但不同的是他遇過各樣的試探、

引誘、羞辱、迫害，他始終尊重父神

的旨意，以犧牲的愛愛我們這些罪人

到底。我們若是凡事順利還容易服事神、愛人，

若有人誇獎、鼓勵就會更有力量，若人為自己

的付出感恩就覺得更有價值。然而很多時候情

況很糟糕，於是我們心裡的力量減弱了，愛心、

忍耐也沒有了，甚至被人誤解了，惡意中傷了，

我們還能愛得下去嗎？還能原諒他或她嗎？心

裡明白主的道，經文也背得很熟悉，可是唯獨

面子過不去。有時候就想在眾人面前爭辯以便

找回面子。其實這時候做為信徒的信心不是最

大，而是大大的軟弱了。饒恕的力量源於主耶

穌的饒恕，愛的力量源於主耶穌的愛，榮耀的

源頭也是耶穌，唯有謙卑在主的腳前，降卑自

己，願意向自己死，向主而活，才會有主賜榮

耀的生命。當有人得罪自己的時候，明明是錯

在對方，讓我們也願意讓對方踩著自己的肩膀

下台階，把面子留給他。神也在我們身上大大

的有面子了！弟兄姐妹「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

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得前書 4

章 8 節。主必紀念你、我，必按他的豐富的應

許恩待你、我！願這些至暫至輕的苦楚成就極

重無比的榮耀，在天上也有生命的冠冕為我們

存留！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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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乎？狼乎? 
 知日 

「星期一至六脫下羊皮掛牆上，星期日到

教會把羊皮再披上」這是焦牧師曾經告誡我們

不要做一個虛偽的基督徒，要裡外如一，我特

喜歡這句名言奉為規臬，也不時地提醒自己不

要成為只有在主日才是主的門徒。然而在現實

的生活環境中，從惡來的試探總是永不止息地

隨機入侵挑釁我脆弱的人性，仔細地分辦還真

是分分秒秒毫不放鬆。在神的眼中，不須等到

我有罪的行為出現才算罪，其實在罪前的意念

昇起時就己不討神的喜悅了；有時甚至在不經

意的話語中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求神憐憫

讓我能學習快快地聽，慢慢地說，小心謹慎口

中的話，養成對罪有敏銳的分辨力，同時讓自

己不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更要以行為操

練自己，讓思想與行為結合。 

個人認為，基督徒除了讀經禱告的操練之

外，對於看待教會的心態也是一個很基本的功

課，我有一些感想與大家分享，但願不會得罪

人；教會是基督徒聚集敬拜的場所，應該是個

聖地，進入神殿的心態應是敬畏、安靜而有序

的；你如果進入過天主教的大教堂或是佛寺，

就應能體會那種莊嚴的氣氛，心境一下子就肅

穆起來，想想這些拜假神的宗教都對假的那麼

尊敬，那我們對全能真神的態度又如何呢？是

否真的在心底的深處尊主為大？還是只有耍耍

嘴皮子而沒有行為上的表現？請看下面的短

劇： 

假設時光回到那個在聖經記載主耶穌回

耶路撒冷的那個場景；我也是個路人甲、站在

聖殿中某個角落觀看這一幕；在那個上午約十

一點的聖殿中空氣瀰漫著煙氣，陽光如金線般

斜斜地灑入中庭，鴿子撲打著趐膀在高聳的廊

柱中穿梭著，長廊和中庭中賣衣飾吃食的小販

高聲地吆喝著，聖殿中有人趕著牛羊做買賣，

野狗正啃食被人吃剩的排骨，地上隨處可見吃

剩的食物、痰、紙屑，粘在地上的口香糖，還

有隨著風吹動飄起的陣陣惡臭，人頭鑽動喧嘩，

這時主耶穌進入了聖殿，眼前的這一幕令祂傷

痛，於是耶穌拿起地上的繩子當鞭子揮打趕走

這些做生意的，推倒收銀錢的桌子並叱責說：

我的殿是禱告的殿，你們倒把這殿當成賊窩了。 

舞台換成另一個場景；時間、地點不變，

安靜肅穆的大殿中，輕柔的詩歌漫游在空中，

桂花的香氣若隱若現，殿中井然有序，桌椅排

列整齊，廁所的地上看不到濺灑的尿液，牆上

也看不到隨意亂釘的釘子，地毯上找不到吃剩

的食物，垃圾也物歸其所，信徒們以身做則，

不浪費殿中的所有資源，節約水電，有限度的

使用衛生紙，隨手撿起地上的紙屑紙杯，輕手

輕腳排放桌椅，時時考慮到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並教導小孩子敬畏天父，不亂跑大叫，人

人謹守本份，彼此相愛，不佔教會的便宜，把

神的殿視為自己的家來照顧，信徒們安靜的在

殿中祈禱，讀經；這時主耶穌進入了聖殿，眼

前的這一幕令衪欣慰，於是伸開那釘痕的手慈

聲的說：這是我所愛的兒女，是我所喜悅的。 

上述的假設狀況中，信徒心態的不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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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來的結果也不同，一個是趕廟會湊熱鬧，

一個是帶著敬畏的心進入神的家。若會眾的聚

集焦點不是神，那麼教會也只是一個星期日聚

集交誼的公共場所，教會和會眾之間沒有相連

的關係，對環境的好壞自然漠不關心，反之，

把教會認同是自己的家，是神的殿，一草一木，

一磚一瓦都會善加照顧。裡與外，實與虛，是

羊或是狼，自欺欺人卻欺瞞不了神，若心中無

神又何必裝出是聖潔善良的羊呢？願神賜下聖

靈住在我們心裡，提醒幫助我們的思想與行為

相稱，由內而外，讓周圍的人因你我得福，將

榮耀歸于神。� 

� 

 

【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爭戰的人生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

的。」(加 5：17) 

 

基督徒的一生應該是爭戰的人生; 

你知道如何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來打這美好的一仗嗎? 

 

截稿日期 

2015 年 5月 31 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宣教士介紹】 

Carl H. Epp, MD 艾可諾艾可諾艾可諾艾可諾 

 

1973 年舉家由加拿大來到台灣花蓮。當時

東台灣醫療資源貧脊。他深入山區從根本解決

原住民公共衛生與嚴重的寄生蟲問題; 在貧病

交迫山區，照護畸形兒與早產兒，並為東台灣

建立內科體系。艾可諾為台灣後山奉獻 20年黃

金歲月。 

http：//www.hwe.org.tw/award_winners_6_3.asp 

厚生基金會 

������� 

艾可諾，加拿大人，一九三○年十月三十

日生，加拿大沙斯加芝灣大學醫學院畢業，花

蓮門諾醫院內科醫師、社區保健科主任，曾在

加拿大自營診所。於花蓮門諾醫院服務前後十

九年，擔任社區保健科主任，規劃執行山地巡

迴醫療及原住民社區公共衛生改善計劃，親自

帶隊義診；並曾擔任許多未婚媽媽的醫療顧問，

接生並照顧早產兒、畸形兒；同時建立門諾醫

院內科體系。  

東台灣醫療資源貧脊，他深入山區，從根

本解決原住民問題，與寄生蟲對抗；在貧病交

迫間，擔起照護畸形兒與早產兒的十字架，為

東台灣建立內科體系。然而，全心奉獻的他，

竟疏忽了妻子罹患乳癌……。「台灣醫師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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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然都聽懂了，卻聽起來不太客氣；艾醫師

講的話，雖然不容易懂，但是比手劃腳，還是

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對病患的尊重。」這是一名

謝姓糖尿病患對花蓮門諾醫院醫院艾可諾的評

語。 

事實上，不僅病患對艾可諾的看診態度念

念不忘，艾可諾看診的精神至今仍為醫護人員

津津樂道。跟了艾可諾十餘年門診的護士張秋

妹回憶，許多糖尿病患來看病時，足部已潰爛，

遠遠地就可以聞到病足發出的陣陣臭味，一起

候診的病患聞到異味，老遠就避開了；有些醫

師則蹙著眉，要求病患把腳抬起來，跨在診療

椅旁的板凳，隔了幾個身子觀看。但是，艾可

諾卻小心翼翼地用雙手將病患潰爛的腳抱起

來，放在自己的膝蓋上，仔細端詳；有時，連

病患自己都會因為腳臭而不好意思，艾可諾卻

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治療肺結核病患 絕不戴口罩 

艾可諾在門諾醫院行醫的六○年代，正是

台灣山地結核病橫行的時代，許多結核病患不

但不受歡迎，且常為親戚朋友排斥。門諾醫院

副院長呂信雄說，面對這些當時人見人怕的結

核病患，艾可諾看病從不戴上口罩。艾可諾常

告訴跟診的護士們、醫護人員要掌握患者的病

情，也須判斷，病患是不是會傳染的開放型結

核病患？一旦戴上了口罩，不但失去了這些訊

息的掌握，也讓病患有被孤立、排斥的感覺。

若連最後一線的醫護人員都打從心裡排斥病

患，不等於將好不容易建立起信心，要接受治

療的病患，又趕回自我放逐的孤寂世界中？ 

身為門諾教會信徒艾可諾，原本在加拿大

行醫，無意間，由當時已在花蓮門諾醫院婦產

科服務的富瑞生醫師口語，得知台灣東部缺乏

內科醫師，他便於民國六十二年間舉家來台，

加入門諾服務的行列。在民國六十年代，台灣

東部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遑論公共衛生。但是，

作為內科醫師，艾可諾並不只是坐在醫院裡等

著病患上門，而是深入山區，從根本改善原住

民的公共衛生問題。那時，常可以看到許多肚

子大大的原住民前來就醫，不是他們的營養特

別好，而是肚子裡有太多的寄生蟲。起初，醫

師只是為他們開開藥、打打蟲，病患的症狀雖

暫可緩解，但是，沒過多久，病患又挺個大肚

子來就醫。 

常參與山地巡迴醫療的門諾醫院社區保

健科督導林秀妹說，為了幫助原住民永除「蟲」

患，又無法要求所有的原住民到醫院接受糞便

檢查，艾可諾與門諾的山地巡迴醫療團只好上

山，直接在大太陽底下，就著原住民送來的糞

便檢體，拿著顯微鏡瞧個清楚，以便對症下藥。

隨後，醫療團又募集一筆資金，赴各部落逐一

為原住民建造廁所，教導原住民保持環境衛生。

就這樣，以公共衛生深入社區的服務，一步一

腳印地在山陬海角，與原住民攜手對抗寄生蟲。  

義務擔任未婚媽媽醫療顧問 

原住民除了健康上的威脅外，家庭與生活

上的難題，才是最普遍的困境。由於物質缺乏，

許多早熟的原住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謀生，「未

婚媽媽」成了原住民社會嚴重的問題，尚未發

育成熟的孕婦，自然也不利於胎兒的健康。 

為此，艾可諾不但身兼起前花蓮瑪利亞未

婚媽媽之家的醫療顧問，將照顧早產兒與畸形

兒的任務一肩挑，當做他的義務，更積極地與

國際上具公信力的認養機構連繫，轉介國外熱

心人士前來認養這些棄兒；不但解決了原住民

少女的家庭問題，也為無辜的新生兒找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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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跑道，更避免未婚媽媽因無力撫養嬰兒，

惡意遺棄或販嬰的悲劇。在公共衛生之外，艾

可諾為台灣東部建立起來的內科系統，也在東

部醫療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那時，有台灣「後山」之稱的花蓮尚未完

全開發，醫療資源更是缺乏。在醫事人力極度

貧乏之下，許多外科醫師需要兼任內科工作，

不但浪費外科人力，且因專精不同，也常讓外

科醫師無法對症下藥，病患常常要遠赴台北，

接受進一步診斷，十分不便。為此，艾可諾至

門諾後，便逐步建立門諾的內科基礎、協助訓

練內科專科醫師， 

疏忽妻子病情 求員工祈禱 

艾可諾無怨無悔地在花蓮全心奉獻，但

是，七年前艾可諾夫人不幸罹患了乳癌，對艾

可諾無異是晴天霹靂，他深感內疚，自問：教

會的每一個女義工，他都仔細地定期幫她們檢

查，為什麼唯獨妻子卻被自己疏忽？在艾夫人

手術的前夕，兩鬚斑白的艾可諾立在醫院的聖

壇前，懇求全院的員工代為祈禱的一幕，令門

諾的員工不禁感動地鼻酸落淚。因罹病的妻子

需要靜養，又眼見東部的內科醫師已漸充足，

艾可諾帶著妻子告別他黃金歲月所奉獻的土

地，回到加拿大。 

在與台灣友人的連繫中，艾可諾夫婦總念

念不忘台灣的一草一木。他們說，在外出的時

候，他們總會留意那一家的窗帘布捲了起來，

又打了一個結的，因為中有中國人才會把窗帘

打結。不幸的是，艾可諾夫人不久前過世了，

愛妻的死，讓他對生命的感觸更深。孤家寡人

的艾可諾，在加拿大中部開了一家診所，時而

與友人魚雁往返，他問的不止是友人，而是台

灣醫療的近況，門諾醫院慶祝成立四十九週年

時，他專程回台，許多老朋病友、同事都來迎

接他，讓他好不感動。 

他希望把生命中的最後一段，仍奉獻給台

灣這塊土地與所有人民；前些日子他再拾起行

囊飛抵台灣，他說這一趟來，希望能為台灣正

在起步的安寧照護再盡一分心力；而後，他要

深入更深的山，將上帝的愛遍佈在台灣每一個

角落裡。這是台灣東部的創舉，也因而全面提

昇台灣東部的醫療水準。� 

� 

【笑看人生】 

朋友加油！ 
 

印度很有智慧的四句話 

 

（1）無論你遇見誰，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該出現

的人。 

（2）無論發生什麼事，那都是唯一會發生的事。 

（3）不管事情開始於哪個時刻，都是對的時刻。 

（4）已經結束的,就已經結束了！ 

 

 

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隨波逐流。 

有這麼一句話非常值得品味。 

 

真的很累嗎？ 

累就對了！ 

………… 舒服是留給死人。 

苦…………才是人生 。 

累…………才是工作 。 

變…………才是命運 。  

忍…………才是歷練 。 

容…………才是智慧 。  

靜…………才是修養 。 

捨…………才是得到 。  

做…………才是擁有 。 

 

如果感到此時的自己很辛苦, 請告訴自己：容易

走的都是下坡路。 

堅持住，因為你正在走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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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 

用心靈和誠實敬畏耶和華  

 陳雲 

通過《初信造就》主日學習，我知道在受

洗蒙福得救後，不可以一勞永逸地度過一生，

必須在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所長進。因

為我們因信仰基督而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受造

的目的是過榮耀神的新生命，大誡命是新生命

的基礎，大使命是新生命的方向，無論或吃或

喝，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朝著標杆一生直跑，

這樣的基督徒才能在人生終點通過窄門進入天

國。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

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

賠上自己，有什麼益處呢？凡把我和我的道當

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

天使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

恥的。」神的話語在我心中很有重量，背起十

字架的意義就是每天要記住上帝是公義的、聖

潔的、忌邪的，有罪要悔改，不能只貪求享受

上帝帶來的好處和福氣，而要捨己做神的器

皿，哦，不容易啊！十字架的重量壓力讓我有

點畏難，還有點懼怕，因為神知道我心中的光

明和黑暗，我懼怕虧缺了神的榮耀。葉牧師帶

領我們查經，深入淺出地講人性講真理，唱讚

美詩《每天的禱告》、《一顆謙卑的心》，我

的懼怕被渴望淹沒，心中充滿來自上帝的信心

和愛心，我會腳踏實地、堅定不移地跟隨主耶

穌，每天用心靈和誠實敬畏耶和華，做到言行

一致、表裏如一，我相信為耶穌而活的餘生就

能得著意義和歸宿。 

讚美感謝神，姐妹小組幫助我成長，記得

第一次小組禱告，我結結巴巴、斷斷續續，當

時自己覺得很沒面子，姐妹們則是異口同聲地

鼓勵，讓我感受到神家中的溫暖，同時激發我

學習聖經、操練禱告的熱情。這裏不僅有姐妹

們喜樂靚麗的外表，還有一顆顆可以觸摸到的

愛心，不僅有聖經學習，還有廚藝展示和傳授，

姐妹們謙卑，熱情、虔誠、不張揚、禮貌、智

慧，是我靈命成長的榜樣。尤其是安靜姐妹虔

誠信主三十年，盡心盡力愛主三十年，生命不

息愛主不止的頑強，言行和表裏都討神喜歡的

見證讓我熱淚盈眶，箴言三十一章 30 節說：「豔

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

婦女，必得稱讚。」經上還說：「身體沒有靈

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安靜姐

妹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和平、忍耐、信實、喜

樂等品格，讓我看到了她生命中的耶穌基督的

大能，我反省自己的人格的缺陷，心想什麼時

候才能具備她那樣謙卑的生命呢？我需要每天

用心靈和誠實禱告，求主幫助我更多的學習，

更深的倚靠，單

單相信耶穌是唯

一救主，深深敬

畏耶穌是最終審

判主，一生跟隨

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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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求兒女聽話，閱讀聖經就是基督徒

的本分。對聖經內容無知的我並沒有盡到本

分，雖然與 Jennifer 姐妹承諾年內通讀聖經一

遍，但常常未執行計畫，欠欠補補完成任務，

裝模作樣經不起檢查。上帝為我準備的路就在

我的腳下，是我欠缺熱情，加上懶惰，所以邁

不開堅實的腳步。葉牧師好像看出了初信的弱

點，主日學時間特別指導安排個人安靜靈修時

間的理由和操練方法，Jennifer 也常鼓勵我加

油，發郵件與我分享閱讀聖經的經驗。耶穌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

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

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

是我的門徒了。」我漸漸明白，屬靈成長的過

程一定是長期而艱辛的，討神喜歡的靈修習慣

需要在持續學習、積累、提高的過程中培養並

堅守，如同葡萄枝必須緊緊連在樹幹上，忍耐

酷暑嚴寒的考驗，承受被修剪的痛苦一樣。在

當今道德崩潰，價值觀混亂的世界，我不要隨

波逐流，要和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在聖經中

學習真知識、真本領，才能獲得堅韌得勝的新

生命。 

聖經上說，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喔，主啊，我將你話語作我腳前燈、路上光，

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天地將要過去，

你的話卻長存，天地將毀壞，你的話卻長新。

� 

�

放鬆心情向前行 

辛胡桂蘭 

生活在目前的社會裡，許多人都覺得時間

不夠用。絕大多數的人每天匆匆忙忙地趕東趕

西，倉促地與人交往，急急地嘗試各種經驗。

上下班，約會，應酬，整日像個陀螺般打轉，

極少有人會停下腳步用心體會神創造的美好世

界。 

友人的女兒也一樣在電腦公司任職，平時

一個人當兩個人用，終於累倒了。在家休養時，

照醫生的指示，每天早晚去戶外散心。就在緩

步前進時，她忽然發現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這

條路，竟是如此豐富和多采多姿。兩旁挺立的

木棉樹，在夕陽照射下，閃閃發光。什麽時候

又多開了幾家店鋪。行人道上的紅磚，怎麼變

成黃褐色的長形磚。路中隔離島上的花朵也是

那般的繽紛燦爛，迎面跑來的小孩，個個笑得

天真浪漫。她越走越慢，人也變得有些恍惚，

一時間，竟有著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她喃喃

自語：「這是我住了二十年的家嗎？爲什麽我

從來沒有注意到竟是如此美麗？」 

我們不也和友人女兒一樣，每天匆忙地進

出。而忽略了太多大自然美麗的景觀，失去了

感覺美好的能力。 

神賜給我們每個人一個生命，大家都只能

活一次，我們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可喜而珍貴

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可能今天看得見，以後

就不會再出現，實在應當聚精會神地去體會去

欣賞。生活的步調是可以調整的，何不就從現

在起放鬆心情，以一種欣賞的眼光去看周遭的

一切，你定然會體會到意外的美好，也不辜負

神所創造的美麗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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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看見神 
 劉安靜 

神的恩典讓我再次提起筆來數算祂的厚

愛！ 

去年參加了姐妹小組並受到每個人特別

的關心及禱告，怕我受凍又怕我太累，為我設

想週到的種種體貼，使我感到慚愧，卻又珍惜

這份濃濃的愛。 

 

自從兩年前醫生為我的肺下了類似死刑

的診斷書後，我的內心不斷地往壞處想：如何

面對這剩下不多的日子？我還有太多事待做，

還有高齡老母、丈夫、兒女、手足等等放不下

的親情… 

實在是天不時人不合呀！在每一次的禱

告中，我妄求神賜恩給我多些時間處理塵世的

俗務。我感覺自己仍然無法謙卑下來交託給

神，無法不用自己的想法去行事。直到山窮水

盡，才發現自己的愚鈍無知，我天上的阿爸父

神，藉由聖經的話語與牧師及主內弟兄姊妹不

住的禱告，讓我深悟到我必需全然交託；住在

我心中的聖靈，也開了我的眼、口、心、耳及

手，我徹悟我的幫助從神而來！我只需向祂求

也！ 

接下來的是：有藥物可幫助降低心臓血

壓，有氧氣供應我的身體傳送養分。我感覺好

多了。人也開朗樂觀起來，感謝神及時拉我一

把，我感覺祂暫時不召見我，一定是給我機會

以好好整頓自己，並可學習服事。做神有用的

器皿，幫助別人生命能改變，也成為神的兒女。 

當我的病情暫時有改善時，我的老我又再

次攻擊我。因用藥而必須放棄平日去做游泳的

運動以免傷口感染發炎，因用氧氣導致我出入

都得背上氧氣瓶及在鼻孔戴上氧氣管，想當年

我體壯如牛，行事如女超人；如今落得如此下

場，太丟人了！為了不停止聚會我就硬着頭皮

去敎會。卻拒絕去公共場所，以免丟人現眼！

也甚少與朋友來往，這樣的日子過了一陣子

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是我自己心中胡思亂

想，做為一個基督徒應該勇於承擔並見證主在

我身上的一切作為及奇蹟，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神允許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在讓我預備

自己、磨練我、改變我成為合祂心意的兒女，

直到見主日，我感到何等有福！哈利路亞讚美

主，也願神祝福每位愛主的弟兄姐妹！ 

神的話語是我的力量，我只要憑著信心

求，一點不疑惑（雅 1：6）聽禱告的父神必成

全！以前我是極無耐心的人，現在我卻能數算

恩典，耐心地等待主為我安排一個適合的肺。

我在病中看見了神奇妙的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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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龍江到內蒙古 

 柴淑芳 

十年前去訪問西北地區的樹華學生回來

後，我把所見所聞寫了一篇「西北行」，沒想

到十年後又有機會去東北訪問學生。這次出發

前並沒有指望能發現有甚麼值得大書特書的，

因為東北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加上日本和蘇

俄的先後佔領，工業十分發達，應該看不到像

西北地區的貧窮。  

2014 年 10 月初，我們十人訪問團第一站

去的是中國最東最北的黑龍江省佳木斯的集賢

鎮。這是一個縣級以下的小市鎮，有兩條十字

交叉的大街，道路寬闊，也有不少新建的樓房。

在我們與受奬的學生們結束了座談交流之後，

選了兩位十分聰明、成績優異的男生作為家訪

的對象。這兩個男孩很文靜，不大講話，與我

們一起吃完午飯後，就帶著我們去他們的家。

計程車在寬闊的路上行駛，繞過新建的高樓，

到了一個死巷，我們下車又步行了一段土路，

眼前出現了一片老舊破爛的平房。其中一個男

孩指著前面說，那就是他的家。一進屋我就驚

呆了！怎麼這屋子竟跟我十年前在西北所看到

的一模一樣！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張炕、一

個灶，就別無它物了。由於媽媽在他很小的時

候就離家出走，爸爸又常年在外打工，這個沒

有家具的小屋只有他和六十八歲的奶奶同住。

奶奶一看見我們就滿臉含笑，一謝再謝樹華對

她孫子的幫助。 

走出那間空空蕩蕩的小屋，拐了幾個彎就

到了第二個男生的家，他的父母早亡，他也是

與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同住。他的屋裡一炕一灶

外，還多了一個小飯桌及兩個凳子，這個家看

起來比前一個要好一些，多了一間房，地上堆

了些玉米，後院還有一塊和屋子一樣大小的

地，由姑姑和姑父幫他們種些農作物。 

驗證完了「家境貧寒，學業優異」這兩項

樹華要求的奬學金必要條件，我心裡對張景儀

老師這些年來的認真為貧苦的孩子和樹華的愛

心之間牽線，產生無限的敬意！可惜我們無緣

見到他，因為他在我們到達之前的兩個月去世

了。 

張靜瑤是張景儀老師的孫女，如今她接手

了祖父的工作，我們這次的活動由她全程安

排，看得出來也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  

接下來的林口和盤錦兩地的訪問，雖然沒

有再看到那種祖孫相依為命的淒苦情況，但不

少是父親生病或失業使家庭經濟受困。樹華的

愛及時地幫助了他們，使孩子不致失學。 

在去內蒙古赤峰市的翁牛特旗之前，我們

這批六、七十歲的老人也為自己安排了幾天旅

遊。我們去了長白山看天池，去瀋陽參觀清朝

入關前的故宮。我們一路乘大巴坐硬臥，不勝

辛苦地遊完一切之後，終於要往終點站出發

了。我們包了一輛可乘十四人的中型車從盤錦

出發，一路上看到的不再是東北的沃野千里而

是黃土一片。 

翁牛特旗是赤峰市的一個鎮，看起來比集

賢要新、要現代化。我們的車子一到預訂的旅

館，劉素貞老師就已經帶著兩位女士在那裡等

著我們了。經過一一介紹，才知道年輕的女孩

是王偉麗，她是樹華資助的學生，如今已經大

學畢業，在當地政府機關上班。中年女士是鄧

樹華，她的兒子是樹華資助的學生，大學畢業

兩年，在大城市工作。為了感謝樹華這些年的

幫助，她們自動請假或休業兩天陪在我們身

邊，尤其是鄧女士談起這些年樹華如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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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庭，就一邊講一邊流淚。 

原來她是住在離翁牛特旗兩三百裡外的

農村，兒子在城裡念高中的時候心裡想著自己

家的環境，即使考上大學也付不起學費，漸漸

地行為開始怪異，細心的老師看在眼裡，趕緊

通知媽媽進城來，經過媽媽的細問才知道原

因，但她又能怎麼辦？這時候就不得不提一位

樹華的資助人徐李自端女士，她瞭解到情況，

及時地承諾了這個孩子的大學費用，使這個家

庭從此走上了幸福快樂的道路，孩子如願考上

了大學，媽媽也從農村搬進這個算不上幾線的

市鎮。有劉老師的幫助加上她自己的努力，鄧

女士在鎮上租了一間店面房，開起了理髮的生

意。在農村時，她理一個髮只能收一兩塊錢，

到了鎮上就可以收三四塊錢，一下子翻了一

倍。她自己並不以此自滿，又去赤峰學習新的

理髮技術，從此家庭過著小康的日子。難怪她

在訴說自己的故事是涕淚交加。她對樹華、對

徐李自端感激不盡，知道我們要來就自動休業

兩天，全程陪伴我們。 

王偉麗這位樹華的學生，努力完成了大學

學業，還找到了不錯的工作，父母因她而生活

大為改善！她也不忘幫助過她的人，知道我們

來訪的事，就請假兩天全程陪我們。 

二十年來樹華在這裡撒種耕耘，得到了不

錯的收成。但是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去這些地

方訪問過，以至於許多學生家長一直以為奬學

金是政府濟貧給他們的，直到這次我們第一次

訪問，他們才弄清楚原來是海外華人的愛心

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誤會。一路走來雖然辛

苦，但是我們再次目睹了樹華所到之處佳木茁

壯，見證了三百五十美元能成就的大事！� 

� 

越過時空的遐想 
 過路人 

從報紙看到一則新聞，說在 2014 年 11 月

18 日，海南島海口市三江鎮，有上千居民擔心

在建設中的醫院收治痲瘋病人，而引起相當大

的衝突等等。近年聽到看到甚多這樣的新聞，

也就見怪不怪了。這則新聞卻引起我想起一些

往事！ 

在大陸文革的中後期，1969 年到 1974 年，

我和一些廣州的醫務人員下放到海南島，那時

海南島是廣東省的一個行政區，所以才會下放

到海南。也在海口那裡等車或等船好幾次。海

口是海南最大的城市，那時的房屋大部還是兩

層的樓房，市面上商品不多，看來老百姓的生

活也比廣州差一些，很少聽見什麼偷搶或是什

麼暴動，或什麼人打鬧的事。 

我去的地方是在海南島西南部的尖峰

嶺，一間林區的小醫院，服務對象主要是林區

的職工，只有幾十張病床。看病時職工是免費

的，老百姓來看病的，收費也甚低廉。 

我們去的時候，仍有幾十人，都分散在海

南各地。有一位同事，也是同學，是皮膚科的

醫生，痲瘋病的課是由他來教的，他也分派到

我所去的樂東縣，只是不同地點，所在的痲瘋

院是在樂東縣的東南部，比較靠山，我們則靠

西北，較靠海，一般出門去海口，可以不經他

所在的痲瘋院，所以，他約我如經過那條公路，

就到他那兩夫婦所在的家來探望他，並說可以

請我享用他住處附近小溪的淡水蝦等等。 

過了不久，我因事到縣里一行，回程時就

去找他，他也真地端上新鮮的河蝦請我。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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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太累，或是什麼原因，肚子脹脹，不太

想吃飯，就只吃了一點點。這位同事待人很親

切，也很健談，談了一些過去在學校裡面的事，

不是什麼罵人或低級趣味的事。具體談了些什

麼，現在也大都忘掉了，但有一件卻牢牢地記

在我的腦裡。當時，我舉目遠眺，痲瘋病院周

圍是片空曠的草原，沒有什麼其他居民，我估

計是二次大戰前成立的，我提了一個問題，「這

痲瘋院是誰建的呢？」他立即告訴我是外國宣

教士建立的。 

一班宣教士遠隔萬里來到此荒涼的海島

上，建立痲瘋院，撇下他們的親人，朋友，事

業，前途，來到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語言的中

國海島上辦起痲瘋院，值得欽佩，所以此事一

直在我腦海中沒有消失！ 

現在，海南島成為一個省，有許許多多大

廈，許多富人，許多「候鳥般」來往海南的人，

看不起窮人，病人，只看到錢，看不見人，更

看不見上帝，顯得何等無知。 

現在中國在大反貪腐，是件好事。但產生

貪腐的溫床也該清潔一下。不少人為了個人的

名利地位而行賄，也該處罰，懲前罰後。執法

機關應尊重生命，處罰是要改變一個人，並非

要消滅一個人，不僅要改變一個人，一個家庭，

更要影響一批人。 

中國古代政治家認為：「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張，則國令行」；「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簡單扼要，是很寶貴的文

化遺產。而耶穌基督「不願一人沉淪，要萬人

得救」的救贖之恩--這寶貴的福音才能真正幫助

人走義路，比反貪腐更有深遠的意義！� 

� 

對不起，我不姓奚！ 

 李紡 

曉莘因緣際會地來到一家華人開的公司

兢兢業業地上起班來。 

想當初辭掉新竹工研院的工作，揮別一段

不會有結果的戀情，來美進修電腦課程，拿到

碩士學位後，找工作時卻因沒有身份到處碰

壁，所幸這家座落於矽谷的華人公司，願意僱

用曉莘，並答應為她辦身份。 

曉莘工作沒多久，就發現先進的同事大部

分有他們的小圈圈，不但對新來的曉莘沒有展

開歡迎的雙手，反倒排擠她，在工作上不知是

有心還是無意地阻撓她，以致她會莫名其妙地

被老闆叫進辦公室訓斥一番。幾度落淚，真想

把這份食之無味的工作辭了，但想想存摺裡微

薄的存款數字，曉莘只能含羞忍辱地騎馬找

馬，期待能換一個好一點的工作環境。 

曉莘工作認真努力，不管老闆在或不在，

她總是盡忠職守。不像有些人，老闆在時，看

似很賣力，一旦老闆出差，他們就姍姍來遲，

中午又溜出去很久，儼然在度假的様子。其中

有一位叫楊桂菲的，最會巴結逢迎老闆，大家

因為她深得老闆歡心，沒人敢得罪她，即使被

她頤指氣使，大家都默默忍受著她的高姿態與

無理取笑。曉莘聽到有人背地裡管她叫「奚可

芬」，或簡稱為「姓奚的」。曉莘納悶楊桂菲

明明姓楊，何以被謔稱為「姓奚的」？請教比

較 談 得 來 的 同 事 ， 才 知 道 大 家 叫 楊 桂 菲

「sycophant」，意謂她擅長於巴結逢迎，瞞上

欺下，很多人竟然欣賞並恭維她長袖善舞的姿

態！曉莘看在眼裏，警惕自己要離這樣的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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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免得遭池魚之殃！ 

原來楊桂菲的直屬上司是蘇布綺；她們兩

家原是世家，再加上楊桂菲是蘇布綺請進門

的，蘇布綺為了要展現她為公司招募到「曠世

奇才」，每次開會總要當著眾人面前美言楊桂

菲做事多麼地有績效，解決難題的能力高人一

等…始料未及的是：楊桂菲後來居上地升到了

比蘇布綺更高的職位，蘇布綺懊惱自己太過雞

婆，努力地為楊桂菲職業生涯鋪路，結果反倒

是 自己被「後浪推前浪」地埋沒了！她表面上

笑著恭喜楊桂菲被提拔重用，心裡卻不是滋

味！有一次趁楊桂菲被老闆召見，離開座位

時，蘇布綺突然大聲喧言：「上帝給一個人最

大的懲罰是：只給她升官，卻不給她加薪！」

聽到這句話的人知道蘇布綺意有所指，卻都面

面相覷，不敢作聲。 

楊桂菲的傲氣正如她的職位，扶搖直上，

勢不可擋；有些人背地裡雖叫她「姓奚的」，

一看到她，仍然卑躬屈膝地討好她，曉莘看了

這景象，忍不住嘆了口氣：「幹嘛把她捧得像

老佛爺？」旁邊的同事馬上用手肘碰她：「語

云：為五斗米折腰，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話妳

懂吧?！別自命清高了！等一下來個晴天霹

靂，妳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啦！」曉莘心知肚

明除了要把份內工作做好外，和同事之間的人

際關係也不可忽略，但她的個性，是非分明，

沒有灰色地帶，大概一輩子都無法成為「姓奚

的」。看似平靜無波的辦公室，其實已經因著

楊桂菲的人事佈局而暗潮洶湧著… 

有一天曉莘進辦公室沒多久，感覺氣氛怪

異，有些人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曉莘知道好

像有重大事情發生，但她不想也不敢探聽，後

來人事部門送出依媚兒，通知大家已經在公司

二十年的安陸杉先生因家庭因素辭職了。這消

息讓曉莘錯愕不已：安陸杉有兩個在大學唸書

的孩子，房貸加上兩個小孩在大學的開銷，已

讓他常常捉襟見肘，他怎麼如此意氣用事，不

三思而後行呢？後來才知道原來安陸杉是被楊

桂菲逼辭職的；安陸杉長得亮眼，大家暱稱他

是公司的喬治庫隆尼。楊桂菲進公司沒多久，

第一次看到安陸杉，竟然怦然心動，所有在她

體內的情愛細胞都甦醒了，於是每天為安陸杉

帶一個飯包，雖然安陸杉一再地拒絕，但楊桂

菲會寫一張小條子：拒絕別人的愛心是變相的

殘酷！最後安陸杉只有勉為其難地接受楊桂菲

的「餽贈」，沒想到吃人的真得會嘴軟，每次

公司經理級以上開會時，安陸杉對楊桂菲的一

些提案，即使他不以為然，卻沒有勇氣說出自

己的反對意見！漸漸地安陸杉自己也討厭自己

的懦弱！ 

沒想到楊桂菲人紅膽大，竟要求安陸杉和

她約會；安陸杉因為拒絕楊桂菲的邀約，被楊

桂菲損為「無卵頭家」，安陸杉差點被激怒，

但知道楊桂菲很有手腕，他終究逃不出她的手

掌心，與其戰戰兢兢地在她身邊上班，還不如

趕快跳開這個泥沼…就這樣，安陸杉毅然地提

出辭呈，令他意外的是：大老闆竟然都沒有挽

留之意，看來公司上上下下都已經是楊桂菲的

人馬了！ 

安陸杉跟曉莘握手說再見時，只輕輕地說

離職原因是：「對不起！我不想姓奚！」� 

�



 

芥菜子第 54期 第 21 頁 2015 年 3月 

精益求精 
駑鈍 

有一天，我跟幾位同工聊到教會的一些事

奉。這位同工感慨地說：教會弟兄姐妹對於同

工都很包容，這樣很好；但是有時候卻讓同工

失去了進步的動力。 

另一位同工覺得，教會有許多事奉的崗

位，需要大家分工合作，而由於大家都是義務

的，也未必在事奉的項目上具備專門的知識或

是經驗，全憑一顆愛主的心；也因此，當表現

不如理想，或者出一些差錯時，弟兄姐妹彼此

包容鼓勵，應該是一件好事。 

但是前一位的補充卻讓我玩味再三。他

說：當然主內肢體應該彼此包容，但不表示我

們不應該盡力追求卓越。如果一位或者一群同

工服事經年累月，但是卻沒有全力求進步的

話，對神對人也都是一種虧欠。因為或許弟兄

姐妹願意包容，甚或根本分辨不出同工是否盡

力，但是神卻知道。 

好比說熱戀中的情侶，一定無時無刻不把

對方放在心上，隨時都想為對方獻上最好的。

今天做的菜不好吃，明天就去買本食譜努力

學，就算一時三刻沒法突飛猛進，至少也要讓

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心意。 

那麼教會的事工為什麼不能同樣精益求

精，盡力追求卓越，而是以現有的表現為滿足，

而不願下工夫提升自己的能力，讓事工做得更

完善？ 

無論在哪個崗位，都是在向神獻祭。既然

獻祭，就應該努力獻上最好的，而不是覺得「這

樣就可以」、「這樣就算不錯了」。 

當然，我們無須跟餐館大廚比手藝、跟職

業歌手比歌聲、跟演說專家比口才；但是我們

表現出來的熱情與求好的心，絕對不該輸給所

謂的專業人士。因為他們追求卓越是為自己，

我們則是為神。 

美國汽車業從領先全球到被德國與日本

品牌趕過，原因就在於追求卓越的精神。絕大

多數的美式企業對品質的要求是”QA”（品

管）「及格、達標」就可以；但日本或德國名

廠的要求卻是「盡力做到完美」。 

主耶穌看重寡婦的兩個小錢，勝過財主的

奉獻。就算我們能力有限，既然走到了奉獻的

台前，就該把所有的心擺上，而不是只求過關。 

當站上服事崗位時，不妨問問自己：及格

就好，還是精益求精？� 

 

【笑看人生】 

 

望文知意 
 

一電焊工開了個電焊鋪，取了一個高大上的

鋪名: 焊武帝，大家都誇這鋪名起得好，他也很得

意，逢人就炫耀…… 

這天他去隔壁的糖果店炫耀，糖果店老板拉

著他看了看自己的店名: 糖太宗，電焊工沉默

了……糖果店老板又指了指不遠處切糕店的店名: 

漢糕祖，二人一起沉默…… 

這時，一個掏糞工騎著拉糞車從兩人面前經

過，二人仔細一看拉糞車上，瞬間就羞愧的面紅耳

赤，拉糞車上赫然寫著三個大字: 擒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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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精選】 

德國父母的「成績單」  

讓中國家長觸動 
 李晶玉 

我和老公去德國旅遊，順便看望了在柏林

生活的表姐。我們到表姐家時已是晚飯後，表

姐戴著耳機在上網，表姐夫在看書，他們讀小

學五年級的兒子凱文在做作業。這靜謐的氛圍

讓我們不敢大聲說話。 

凱文禮貌地和我們打過招呼，又繼續在紙

上寫什麼。我好奇地看著凱文，心想：德國孩

子做作業怎麼不用作業本？看到我詫異的表

情，表姐說：「凱文在給我們評分。」 

「評分」？我不解地問：「孩子給父母評

分？」 

表姐點點頭，說：「是的，每逢月末，凱

文都會根據這個月的實際生活情況，對我和他

爸爸的行為進行評分。我們看到這份《父母成

績單》要簽署意見，再由凱文交給老師。」 

這是一份怎麼樣的「父母成績單？」我迫

不及待地想看看。等凱文填好後，表姐遞給了

我。 

「父母成績單」上共有 10 道題，優秀為

A+，合格為 A，不合格為 B。每一項都做出選

擇後，可以看到父母本月在孩子心中是否合

格。我饒有興趣地看了起來： 

1.父母彼此間和睦相處，互敬互愛，從不

在我面前使用不文明語言或無休止地爭吵。 

2.父母能為我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不以

電視，電腦或大聲說話來影響我的學習。 

3.父母能積極學習，不斷進取，能做我的

「智多星」，能提高對我的教育能力。 

4.父母能認真聽取我的學習情況彙報，為

我推薦一些有益的學習資料和課外閱讀書刊。 

5.父母能經常與我溝通，耐心地傾聽我的

訴說，從不態度惡劣地打斷我。 

6.父母能關心我的身心健康，膳食平衡，

視力保護和生理健康，帶領我積極鍛煉身體。 

7.父母每月都給我零花錢，但會指導我合

理使用，讓我學會勤儉節約。 

8.父母從不溺愛我，每天都耐心指導我做

力所能及的家務，培養我的獨立能力。 

9.父母能正確對待我的不良生活習慣，不

是強行制止，而是和我講道理，幫助我改正。 

10.父母能主動與老師保持聯繫，一起幫助

我在成長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表姐看了《父母成績單》上凱文的評分，

將表格遞給表姐夫，然後對凱文說：「看到你

給我們的多了個 A+，我們很欣慰得到你的認

可，會更加努力地改進，你也要努力學習。」

凱文重重地點了點頭。 

這份特殊的《成績單》深深地觸動了我，

想想我女兒已經上小學三年級了，我平時總是

要求她要考第一，卻從沒想過我要為她的學習

和成長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我把這份《父母成績單》記錄下來，以後

我和老公也要在女兒的監督和見證下做她成長

道路上的榜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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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精選】 

視野與視力視野與視力視野與視力視野與視力    
 

兩隻狼來到草原， 

一隻狼很失落， 

因為他看不見肉，這是視力； 

另一隻狼很興奮， 

因為他知道有草就會有羊， 

這是視野。 

 

這就是視力和視野的區別。 

 

視野能超越現狀， 

使人能看到人生目標。 

 

每個人都有眼睛， 

但不是都有眼光， 

每個人都有腦袋， 

但不一定都有智慧。 

 

人生，是一個不斷修煉的過程！ 

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結果也是天壤之別！ 

 

我很喜歡李嘉誠說的一段話： 

一根稻草，扔在街上，就是垃圾； 

與白菜捆在一起就是白菜價格； 

與大閘蟹綁在一起就是大閘蟹的價格， 

我們與誰捆綁在一起，這很重要！ 

 

與有夢想的人在一起會被激發夢想， 

與優秀的人為伍不會平庸， 

與勤奮的人在一起學不到懶惰， 

與陽光的人在一起學不抱怨！ 

 

一個人，不一樣的平台 

也會體現不同的價值， 

結交有正能量的人， 

會影響你的一生！ 

� 

【一家一菜】 

手指馬鈴薯 

手指馬鈴薯洗淨，用橄欖油拌勻，加鹽，

加大蒜數粒、加現磨黑胡椒，烤箱 350 度烤半

小時，拿出來拌一下。然後再烤 10 分鐘、關火、

上菜時放 Chive 裝飾。 

by 糖博士� 

� 

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期芥菜子還是靠一些忠於文字事工

的弟兄姐妹踴躍寫稿，才能如期出刊。謹此以

它做為復活節的禮物，送給大家，希望大家藉

著這些平易近人的文章，能夠幫助大家渴慕親

近神！ 

《為耶穌重燃愛火》這本書中有段發人深

省的話：「那些不渴望了解神多麼愛我們的人，

最終會在靈性上變得厭倦，在信仰上變得冷

漠。」芥菜子的園丁們沒有藏諸名山之作，但

我們本著盡心竭力的精神，希望它能夠幫助你

我為耶穌重燃愛火，對自己的信仰認真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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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徳蕾莎修女的名言：“We can do no great 

things; only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我們

做不了大事，但憑大愛心做小事)  

感謝辛媽媽一直努力地寫稿，言簡意賅，

而且總是第一個交稿。從來不以年紀大為藉口

而疏懶，她真是我們眾人的榜樣；安靜姐在病

中仍提筆見證神的恩典，真是「日子如何，力

量便如何」；柴淑芳姐妹的「從黑龍江到內蒙

古」一文，讓我們學習到神憐憫人的心腸，我

知道她一直為主默默地做善工，令人敬佩！陳

雲姐妹剛信主，竭力追求認識主的精神，從她

的文章就可窺之一二；我有時想偷懶，但看看

如雲彩圍在我身邊的弟兄姐妹們，自然地受到

鞭策鼓勵，就會「奮起為耶穌」！ 

英文部李牧師的「Lovers of God」，以提

阿非羅、撒迦利亞和馬利亞為例，告訴我們愛

慕主的人的特質；我以前都沒注意到「提阿非

羅」的重要性，此文恰可幫助我們理性地思考

我們的信仰是經過詳細考察，是確實可靠的！ 

謝謝葉牧師針對主題「面子與裡子」寫了

勸勉的文章，海燕、傅琳及知日也都侃侃而談

「面子與裡子」的問題，每個人從不同層面切

入這個主題，各有千秋，相信都蒙主喜悅！只

有使基督成形在我們心裡，才能醫治此人類之

通病！ 

大概兩年前志超弟兄教我們有關基督徒

職場的倫理問題，那時大家有很多討論，我當

時就很想寫有關這一方面的文章，但因題目是

「對不起！我不姓奚！」適巧和慶安弟兄同

姓，怕此文惹毛他，當時寫了兩段就擱筆了，

最近想想，我和慶中或慶安都是多年在主裡同

工的好友，我信得過他們的胸襟氣度,更何況他

們的「奚」姓與我的「奚」，字同意義不同呀！

我也就大著膽子，野人獻曝了！文章裡的人物

是假名，情境是真有其事，我預備以連載的方

式刊出。 

「宣教士介紹」這一期介紹艾可諾醫生

(Karl Edd M.D.)「1973 年他舉家由加拿大到台

灣花蓮。當時東台灣醫療資源貧脊。他深入山

區從根本解決原住民公共衛生與嚴重的寄生蟲

問題；在貧病交迫山區，照護畸形兒與早產兒，

並為東台灣建立內科體系。艾可諾為台灣後山

奉獻 20 年黃金歲月。」 

希望大家看了「芥菜子」都很開心，請你

別忘了所有同工們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

所付出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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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