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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獎賞 葉耿齊牧師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使徒保羅，於獄中。 

獎賞反映出人心的渴望 

每個人對獎賞的定義都不同，因為每個人心中想要的東西是不一

樣的。對一個人來說是獎賞的東西，可能對另一個人來說只是個無趣、

無用之物。 

如果我送生日禮物給我八歲的兒子，是一本我很愛的書，是關於

我所欽佩的宣教士的傳記，他一定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好的禮物，好的

獎賞。他會情願這個禮物是一輛會跑的玩具車，或是會發出聲音的機

器人。在我們成人的眼中，他的「獎賞」的層次，其實只有八歲: 能

滿足一時的新奇，但不能帶來長久的滿足。 

但，同樣遺憾和諷刺的是，從上帝的眼光來看，我們一般人所謂

的「獎賞」，恐怕也不會比八歲的程度好到那裡去。我們一生所追求、

所引以為樂的，耗費我們生命最多精力和時間的，不外乎權力、名聲、

金錢、知識、享受、成就、安全感、被認同、被肯定和一份被愛的感

覺，我們入迷，我們沉溺，我們的目光聚焦在這些事上，我們得到了

就快樂，我們沒有了就哀嘆；即使我們擁有了，仍然要擔心有一天會

失去。 

我們以為獎賞是我們外在追求的目標，是我們可以掌握的一件事

情，但其實是反過來的：我們心中的獎賞，其實就定義了我們是怎麼

樣的人。一個人的深度和智慧有多少，就看他真正追求和引以為樂的，

是什麼。 

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不妨現在就停下來想一想，「我在追求什

麼？什麼是我在追求的獎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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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不同獎賞 

宗教信仰的目的，是要回答人生的終極問

題，因此每個信仰都迴避不了談論「獎賞」，

也要藉著「獎賞」這個主題，來告訴人，什麼

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佛教真正的獎賞是「空」，看破、看空一

切人、我、物的分別心和色相，達到涅盤的境

界，小我和大我融合在一起，沒有「自我」的

意識和感覺，自然也不會感受到痛苦，這是佛

教的最高境界、獎賞和追求：看空以超脫苦海。 

道教真正的獎賞是「無」，

以無包含一切的有，可以看出一

切都是相對的，在變化中的，人

要以超脫之心，翱翔在宇宙本體

中，以達到逍遙的境界，這是道

家的最高境界、獎賞和追求：不礙於物的逍遙。 

回教的獎賞則膚淺得多，在古蘭經的第 56

章 12-39 節這樣描述天堂：「他們躺在寶石鑲

嵌的床上，長生不老的少年端著碗、壺和一杯

最純的酒服侍著他們（這酒既不會讓他們頭疼，

也不會讓他們迷醉）；他們自己選擇水果和喜

愛的禽肉。他們還會得到深色眼睛的天堂美女，

如同蚌殼裡的珍珠一樣貞節；這是對他們的行

為的報償… …我創造了這些天堂美女並使其

成為處女，作為他們的貼身愛侶……」，嗯，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評論的了。 

有人以為宗教都是一樣的，都是勸人為善，

這是對宗教膚淺又幼稚的了解。其實宗教的功

能不是勸人為善，勸人為善學校就有教了，用

不著宗教；勸人為善只是宗教的副產品。宗教

信仰的目的是要回答並指引人，什麼才有意義，

什麼可以存到永恆，才麼才是值得終極的追求。

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了，不同信仰，其實所追求

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所看重的，是

不同的。佛、道的追求太過超乎人性，沒有幾

個人能達到，回教的追求又太過迎合人性，流

於世俗。 

那麼話說回來？什麼是基督信仰的獎賞呢？

基督徒要追求什麼？基督的門徒可以期盼從神

那裡得到什麼呢？ 

基督信仰的獎賞 

聖經其實不太常提到獎賞這個字，用得比

較多的，是「冠冕」這個字，

用來形容神給的獎賞，加在人

身上的生命特質。 

首先，是公義的冠冕，保羅

說：「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

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基督徒所追求的，是「道德的正直」和「與

神關係的正確」（這是聖經中對「義」的定義），

現在是個黑白不分的時代，但神會透過祂的再

來和末日的審判，顯明誰是公義的。基督徒行

事為人，對神對人，都要常存無虧的良心，都

要照著神所教導的去行，這樣必有公義的冠冕

為他存留。 

再來，是生命的冠冕，雅各說：「忍受試

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

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約翰說：「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

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

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

你那生命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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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所追求的，是生命的品格及老練，

而神會透過生活中的苦難、試煉及難處，將生

命的品格和成熟加給我們。但現在問題反而變

成，我們真的要這樣的獎賞嗎？ 

第三，是榮耀的冠冕，彼得說：「我這作

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

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

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

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

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

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

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榮耀是神的本性，而榮耀的冠冕，不是賜

給有成就、有聰明的人，而是賜給對神有忠心

的人，雖然他們在地上可能被人輕視、羞辱或

瞧不起，但他們一直持守住神給他們的託付，

忠心地服事，這在神眼中，就是榮耀神，而神

也要榮耀這樣的人。 

最後，是喜樂的冠冕，保羅說：「我所親

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

的冠冕。」他又對帖撒羅尼加人說：「我們的

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

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嗎？」 

我們的喜樂都是關乎自己的，我得了什麼，

我成就了什麼，但保羅的喜樂是關乎他人的，

他的喜樂就是他的弟兄，只要他的弟兄在站立

得穩，得神的悅納，那就是他最高興的事！他

的喜樂和我們的，是何等地不同啊！喜樂的秘

訣就是不再只專注於自己身上，喜樂的秘訣就

是付出，就是為他人真正的好處而活，而這樣

的人，神要將更多的喜樂加給他！ 

「在關係在品格上的公義、經試煉後的生

命、忠心服事而有的榮耀、為他人而活的喜樂」，

是我們的最終追求嗎？是我們內心所喜歡的獎

賞嗎？ 

願我們的程度不是只有八歲，答案將在那

一天－當我們見祂面時，揭曉！ 

 

 
 

 

【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倒數計時 

 

2015年就快倒數計時了！ 

你是否警覺到時光飛逝？ 

我們的一生其實也是在倒數計時， 

你如何善用神所賜的時間？ 

是看韓劇？ 

道長論短地做舌頭運動？ 

還是 

“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 

 

 

截稿日期 

2015年 11月 30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mailto:haywardchurc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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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urous) (Luke 2:1-12) 

 

Action-adventure movies require big stakes and a relatable hero to come to the rescue.  We need a Hero too; ever 

since the Fall [Gen 3], we live in a sin-cursed, broken world, and have dealt with the wreckage ever since. Intellectually, 

we know that God is the hero of our story & lives, but may wonder, where’s God when life hurts?  Luke 2 reveals a 

loving, adventurous God who is willing to take big risks, for enormous stakes, on our behalf.  This is the heroic story of 

“the Advent”, a Latin term meaning: the arrival (of Christ).  There are two threads that weave together the Bible: 

Promise (Old Testament) and Fulfillment (New Testament), and Jesus’ birth fulfills a series of prophecies revealing 

God’s plan and His coming, e.g., [Isa 7:14] the virgin birth of a Son, or [Mic 5:2] an eternal King from Bethlehem. From 

these promises & prophecies, anticipation is high for the coming Savior hero.  And they are fulfilled here, in Luke 2. 

 

[Luke 2:1-3] We use the word “incarnation” (in the flesh) to descrithat be when Jesus became a man, entering human 

history. How is that heroic? Consider the contrast to 2 of his contemporaries: We meet Augustus, the revered Roman 

emperor, worshiped as a god who embodies the mighty Roman Empire; in Rome, Caesar is “lord.” Then, there is 

Quirinius, a governor who works for Caesar. He carries out a census on Augustus’ behalf, so that Rome can tax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recruit as many soldiers as possible. Both men are sophisticated, rich, powerful, 

influential, and revered. 

 

[2:4-5] But Jesus’ circumstances are much different.  His parents, Joe & Mary, are their antithesis; they’re rural not 

urban, poor not rich, powerless not powerful, worshipers not worshiped. Joe is a young, blue-collar carpenter, hoping to 

marry his dream girl. Mary is a simple peasant, whom God has given favor,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o conceive 

Jesus, even though a virgin. Due to the census, they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o Joe’s hometown (Bethlehem). It’s the 

same small town where another man, King David, had his humble beginnings, tending sheep (1 Sam 17). As a 

descendant of David, they’re forced to return ther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had to travel about 80 miles, by donkey, 

with a very pregnant girl, and there’s no roadside or medical assistance in an emergency. In God’s sovereignty, He gets 

this couple from Nazareth to Bethlehem to fulfill His promise. Caesar made a decision out of greed & pride, for the glory 

of himself, but God repurposes it for the good of man, to bring glory to God, through Jesus & His family’s challenges & 

adventure!  

 

[2:6-7] Joe & Mary arrive, but the whole city is filled with people, with no room to rent, so Jesus’ advent & adventure 

starts with being born in an animal stable, bundled and laid in a feeding trough, ruling as God on His first throne among 

animals. He came as a man into humble circumstances. He didn’t cheat or abuse His divinity & authority as God to 

come down in power and glory, or as rich,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like Caesar or the governor. He didn’t skip the 

hardships of life, nor cheat on the cross. He did it the hard way.  He became like us to identify with us (Heb 

4:15-16), including our hurts and temptations. People sometimes view God as aloof and far from the mess, discomfort, 

pain and life of sinners on earth. They think: He may send help, but not personally come and get involved.  But the 

truth in the incarnation is that He did. He comes to a world of sinners, hardship, outcasts, poor, proud, fornicators, and 

the rich. And no one can say to Jesus: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it’s like to grow up, be a teenager, be tempted, have 

your family turn your back on you, friends betray you, work a dead-end job, suffer loss, be homeless or poor, lied about, 

mocked, beaten, and die.” He would respond: “Actually, I do.”  Where is our hero in our hurts, loss and loneliness? 

He’s here; He’s Immanuel, “God with us.” When you’re hurt, you can talk to Jesus; when you’re struggling or tempted, 

you can talk to Jesus. He understands; He went through it too. In humility, He entered human history, and became like 

us. 

 

[2:8-12] Many amazing things happen to accompany the birth of this humble God who became man, but let’s focus on 

what’s most important: An angel proclaims to shepherds, “Good news! Jesus is God; the Hero/Savior is here!”  He’s 

Rev. Joshu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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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anyone who’s ever lived. He’s the Creator God, eternally existing, who made the heavens & earth, and all that is 

in it; He made us male & female in His image, with dignity, value and worth. He spoke to us through His Word,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us, and gave commands to obey so that we might enjoy life. Instead, we chose death over life, lies 

over truth, hiding from God over intimacy with God. Because of sin, all life, creation, everything is spoiled. But there’s 

hope, good news, the angel declares; for who? All people.  Why? He’s “Savior”, “Christ”, and “Lord” (2:11), the 

only place in the New Testament where all 3 titles come together. 

 

He’s Savior: The adventure hero, deliverer, and rescuer. He’s going to take away our sin through the cross, and give us 

new life through His resurrection. Gabriel told Mary to name Him Jesus (Luke 1:31), which means “the Lord is our 

Savior.” If there’s no hope in this world, or I have to be my own hero & hope, that’s not good news. But if He is our hero 

and hope, that is good news! 

 

He’s the Christ: The Messiah; the anointed, chosen, special on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re’s a special 

ceremony where you anoint someone to be king, so “Christ” means king. If there’s no king to judge and rule over us, it’s 

chaos and every man for himself. If there’s a cruel king, that’s not good news. But Jesus is a good King; He i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romises of a righteous King through David’s line. He’s an eternal King, so that His goodness, 

justice and mercy aren’t temporary, gone after the next election term. He’s an everlasting King. 

 

He’s Lord: He has supreme authority over all religions, nations, genders, peoples. Of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He 

alone is worthy of worship. Any adversary or circumstance you face is NOT a surprise to Him nor exceeds His grasp; 

He’s still in complete control, because He’s God. Caesar isn’t lord; Jesus is. He’s called “God with us.” 

 

His advent brought the hero that we need.  He’s the Creator who enters His creation, living in poverty, humility and 

simplicity. He comes like us to identify with us. He will suffer, be betrayed, abused, scorned, and killed (not just by 

Roman soldiers, but by all of us; we did this to Him. Through our sin & rebellion, we nailed Him to a cross). Yet He 

willingly died in our place for our sins, and rose to be our Savior, to reconcile sinners to their God, because He is the 

God-man that can reconcile man to God. This is the adventure Jesus chose with His advent, to be our hero. He has 

come to make Himself seen and known, and it’s good news that “causes great joy” (2:10), so we want to get it out to 

you and all people that He’s the Savior, the Christ, the Lord!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y would Jesu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come to earth with less power, wealth, influence and 

worship than men like Caesar or the governor? What does that tell us about our God and His plans? 

 

2. In what ways are you feeling hurt, struggling or tempted? Talk to Jesus; He sympathizes with us and understands 

because He became like us to identify with us. 

 

3. In the struggles and routines of your life, how do you need to see Jesus as your hero (Savior)? How do you need to 

see Jesus as your King (Christ)?  How do you need to see Jesus as your God (Lord)? 

 
 

 
 

 

 

 

  



 

芥菜子第 56期 第 6頁 2015年 9月 

【本期主題:獎賞】 

基督徒要得著神給予的獎賞 
袁清梅 

人人都喜歡獎賞 

人人都喜歡獎賞，無論是孩童還是成年人，

都渴望得到肯定讚美。這從我們最平常的問候

語中就可以看到。如人們見面時總是說：“你

好！”沒有人說：“你壞！”的。因為獎賞的

意思就是鼓勵和讚美。它包括了精神上的榮譽

和物質上的獎勵。看一看嬰兒從爬行到站立，

從跌倒到邁開第一步，這中間有多少父母殷殷

地鼓勵和嘉許。少了這個，嬰孩怕是要賴在地

上一直不起。有一個例子說，有兩個班，學生

們的智力知識水平都差不多。在 A 班，老師說，

孩子們你們每一個都是最有潛力，最聰明的。

我相信你們經過兩年刻苦用功地學習，一定可

以考上一流的大學，成為社會上不起的人物。

在 B 班，老師說，孩子們以你們現有的學習成

績看，考不上一流的大學，就考二流，三流的

吧，只要盡力就好了。其結果是，兩年後，A

班的同學幾乎個個都考上了一流的大學，B 班

卻都覆沒了。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積極的鼓勵式

多麼重要，它真的可以激發人的最大潛力，在

競賽上贏得勝利。 

精神上的鼓勵不可缺少，物質上的嘉許也

同樣重要。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兒時我

讀《三國》，《水滸》，總有痛快淋漓之意，

是見某一位將軍或放陣前叫陣，或勇闖敵營，

鬥個三百回合，拿下敵人的首級，於是論功行

賞。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讀之也讓我心中升

起一股豪氣，恨不能生逢其時，也可與他們一

塊去建功立業，精忠報國。因為獎賞這樣重要，

要想讓人參與什麼活動，搞抽獎，發大獎，或

人人有獎，必然讓參與者，人人踴躍個個爭先。

你看中國的麻將，從古至今流行，如果少了贏

者得獎，怕是早已失傳許久了。更不要說開校

運會，國運會或奧運會，如果少了冠軍，亞軍

的頭銜，少了物質上的獎勵，誰還會再去參與

呢？有獎賞必有競爭伴隨而來。只要有兩三個

人在一塊，爭論總會免所不了。人人都喜歡贏，

越是難度大的競賽越有競賽者參與。人人都想

挑戰自己的極限，為要證明自己是行的。心中

的熱火總要燃燒，誰都希望將最燦爛的一面展

現給別人看。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鐵人三項全能

比賽，高空跳崖比賽，高空跳傘比賽等等諸如

此類的難度極高的比賽出現。 

獎賞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 

大凡有效率的公司團體，都是獎賞分明，

令行禁止，上傳下達，運轉自如的。中國春秋

戰國時吳國國王闔閭看了孫武的兵法十三篇，

非常激賞。請來孫子說，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

看完了。我知道可以用來訓練士兵，不知道可

不可以訓練我後宮的美人們？孫子說，當然可

以了。吳王說我現在就令你為將，訓練我的美

人兒。於是選宮中美女一百八十人。孫子將她

們分為兩隊。以王之寵妃二人為隊長，皆令持

戟。孫子對二人說今天是隊列訓練，教你們如

何前進，後退，行左，行右。還有隊中的紀律。

我已三申五令，現有鐵鉞在手。不聽號令者是

要斬首的。明白了嗎？大家都說明白了。於是

擊鼓直行，美人們卻大笑，覺得好玩極了。孫

子說，約束不明，申令不熟是本將之罪也。我

再將規矩說一遍。說完擊鼓往左，這些美人兒

又再大笑，當之兒戲。孫子說剛才大家不明白

規矩是我的責任，現在已明白了還不執行，這

就是隊長的責任了。來人推出斬首。吳王從台

上觀之，見欲斬愛姬，大驚失色，叫來特使對

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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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食不甘味也。萬請勿斬也。孫子說臣也受

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於是斬隊長

二人以示眾。用其次為隊長，再擊鼓訓練，這

些美人兒前後左右隊列整齊劃一，無敢兒戲。

於是孫子派使者報之王說，美人們都已訓練整

齊了，唯王命所從，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了。這個見諸於《史記》的真實故事，告訴我

們獎賞的雙面刃作用。有獎的同時，必有懲罰

殿後。有效率的公司必然要獎勤罰懶，懲前毖

後，才可上下同心，目標達成。 

聽說把獎賞做到極致的公司是 Google。這

從每年有超過 200 萬人想擠進這家公司可證明。

能夠過五關斬六將的幸運兒，不是百裡挑一，

而是要千裡挑一了。大家爭先恐後想擠進這家

搜索巨頭工作。是因為連續幾年，根據 10,000

多家公司，超過 100,000 份的員工評價，它在

CareerBliss.com 評選為“最幸福企業”中位列

榜首。Google 每年營收入數百億美元。它支付

員工的平均工資在科技行業位居前列。其次

Google 一直有著崇高的事業追求，它的使命是

整理全球的資訊，讓所有人都能獲取這些資源。

對員工則是讓他們富裕起來，得到的財富可以

讓他們根本不需要工作。他們選擇繼續工作時

因為肩負著社會使命，喜歡為公司效力。公司

也就千方百計滿足員工的要求，為他們提供良

好的工作環境。不僅有免費的美味的餐廳就餐，

還有發展的機會，甚至身故後的福利。所以，

有著高額的物質獎勵與崇高的事業追求的

Google，一直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之一。

它不僅讓員工在物質上富裕起來，還讓他們的

精神上的榮譽感得到了滿足。讓人們不是為了

生存而工作，而是因為喜歡工作而工作。有著

這樣精心設計的企業文化的公司，正是人們夢

寐以求的。 

獎賞為什麼這麼有魔力？這必勝的秘笈在

哪裡？這其實是人生來就有的好勝之心。當嬰

孩勇敢地站立，到大些跨出家門，進入小學，

中學，大學，直至到工作，榮歸故里。無不為

了要向父母親友證明“我行”。而這個證明的

過程通常是在比較和選拔中彰顯出來的。舉一

個例子說，教一個孩子，你可能會覺得難教。

如果你把他放在一個小組裡，一個班級中，他

不想被比下去的話，他的好勝心就來了。他必

要拿 A 或 A+來向你報喜的。聰明的老師就會

拿作業，考試來激勵學生。讓他們不敢掉以輕

心，以免掉了名次。勤勉的教練就會用達標，

晉級來鼓勵他的隊員全心投入訓練，以等待鮮

花掌聲像潮水湧來。縱觀各行各業，人人都在

優勝劣敗的沉浮中要證明自己是贏者。特別是

當我們年青時，誰不是心高氣傲的呢？所以，

請將不如激將，說話時不如多賣關子。當你把

人們的好奇心，好勝心激發起來，你也就成功

了一大半了。 

世界給予的獎賞與神給予的獎賞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給予的獎賞是名譽地位，金錢物質。

這是世人一生都在追求的。看一個人是否成功，

世人常用他的官做多大，它的地位有多高，或

者他是億萬富翁，有多少物業家產。誠然，這

些都是成功，是他們經過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

獎賞。然而世間的榮華富貴，名譽地位不過是

過眼雲煙，稍縱即逝的。有所謂富不過三代，

窮者思變的例子可以舉不勝數。因為當你獲得

獎賞的那一刻，就猶如曇花一現，展露了你最

燦爛的一面。然而後來的才俊會爭相湧入，以

後浪推前浪的氣勢，蓋過前任的鋒芒。富可敵

國的呂不韋沒有傳世到第二代。霸氣衝天的秦

始皇也沒有傳到秦三世。昨天還在稱霸世界的

柯達．諾基亞，今天已被別人收購走了。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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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你的股票值還是過億，今天一開盤就可能

縮水一半。世間的獎賞讓人趨利而行，從東到

西，從古至今，永不止息。這其間的明爭暗鬥，

爾虞我詐，看似表面風光，實則充滿了黑暗骯

髒。例如奧運會的世界冠軍看似通過公正，公

平的競賽而來。然而為了要給莊 XX 以三連冠

的世乒男單冠軍的稱號，就要無情地犧牲他的

隊友的努力來成就莊的榮譽地位。 

有一種獎賞是從基督而來，它也是基督徒

窮其一生在追求的目標。不是擁有名利財富，

也不是坐享榮華富貴。這是保羅在《腓立比書

3:13,14》所說：“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

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著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這個獎賞是神在

創造世界以前就已預備好要給予他的兒女的享

受的美好世界。神在七日裡為我們創造了日月

星辰，天地萬物，並以他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

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他的美好心意是讓亞當夏

娃繁衍後代，滿了這世上的土地，都過著無憂

無慮的快樂生活。由於魔鬼的狡詐，引誘始祖

犯罪，讓神的計劃有了改變。這就是後來神差

派他的兒子耶穌降世為人，為了拯救人類脫離

犯罪，走上十字架，以他的寶血坐了世人的挽

回祭，恢復了與神和人的關系。簡言之，神給

我們的獎賞，就是信耶穌，獲拯救，得榮耀。

在神的國度裡得到從今生開始一直延續到永恆

生命，有著與基督一樣的性情美德，共同承受

和管理萬有，並享受榮耀中的自由。這是何等

美好的獎賞，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渴望得到的。 

讓我們得著從基督裡來的獎賞 

從基督裡來的獎賞是勝過世間的任何獎賞。

我們要怎樣才能得著這份獎賞呢？就如同要獲

得你任何一件獎賞一樣，要得著從基督裡來的

獎賞也不是一伸手便可得到。在耶穌被釘十字

架的前兩天，他的兩個門徒雅各和約翰進前來

求耶穌在他榮耀的國裡，讓他倆一個坐在老師

的左邊，一個坐在老師的右邊。他倆以為基督

榮耀的國度是與世間一樣的。耶穌問他倆說，

我所喝的杯和我所受的洗，你們都能承受嗎？

兩個不明就裡門徒說我們能。（見馬可 10:35-40）

事實上耶穌所說的杯和洗是代表他要上十字架，

受鞭撻，流寶血，直至痛苦死去。這是耶穌為

拯救世人脫離罪惡，讓他們能得著神給予的獎

賞而作出的自我犧牲。可是在當時他的十二門

徒見耶穌被捕上十字架都嚇跑了。直到三天後

耶穌復活，在他的十二個門徒及眾人面前顯現，

向他們傳講神的大能和使徒的大使命時，他們

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要得著神的獎賞，必要像

耶穌那樣，背負十字架，經過水和聖靈的洗禮，

才可進入神的國，得著神給予的獎賞與榮耀。

耶穌基督，他的十二個門徒，及使徒保羅，提

摩太等已為我們做了得著神獎賞的榜樣。能清

楚明白耶穌基督教義的基督徒們，已一代又一

代地將基督的美好福音在世界上流傳。當這個

福音的接力棒傳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我們該

做什麼？切不可忘記耶穌的教誨，更不要只坐

享前任留給我們的

輝煌，而是應該更勤

勉地為主作工，去得

著在基督裡的冠冕

和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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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 陳雲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充滿了神的愛，我在此

蒙恩受洗，感受到有家的獎賞，從此我不再是

浪跡天涯無家可歸之人，而是神家的寶貝女兒。

感謝神賜給我一顆謙卑的心和一個受教的靈，

開始審視原有人生，感謝耶穌的寶血不斷洗去

我的自私和邪念，心悅誠服信仰耶穌。神的話

語非常有智慧，能夠轉動我的心思意念，十字

架的大愛和能力，讓我越來越靠近上帝。每次

來到聖殿，笑容就會舒展在我的臉上，感激就

會充滿我的心田，重生的平安就會增強我的活

力。因為聖靈已經住進我心裏，清晨醒來我會

微笑，滿心感謝神賜下新的一天；夜晚來臨我

會禱告入睡，安然享受神的溫暖保守；遇到困

難時，我向神討教祈求；無論傷心還是快樂，

我會向神訴說，無須設防；我不再虛度光陰，

因為要學習聖經理解神的旨意；我不再孤單，

因為神的家中有那麼好的弟兄姐妹；日常生活

中不再患得患失，因為神已經將最好的賜給了

我，讓我轉變看世界的眼光與看人的態度，把

時間精力轉移到神的家裏，向弟兄姐妹們學習

成長。其實這一切都是神在我身上動工，是神

引導我來到彰顯主愛的教會，聆聽牧師、長老

們的證道，參加團契活動，與弟兄姐妹們肢體

相交。是神獎賞我，讓我心中獲得從未有過的

溫暖、寧靜、祥和、喜悅和平安。是神愛我們，

帶領我們努力討神喜悅，每天的作為都有獎賞。

只要用心靈和誠實祈求，神是樂意天天給我們

獎賞的。 

每個人或許就是天上的一顆星，每個人天

性裏多少會蘊藏一些神賦予的美好意念，那就

是天父恩賜的一顆活的靈。我是在父親三十歲

生日那天晚上出生的，和父親同一天過生日的

幸福延續了六十二個年頭。母親蒙福活到她九

十九歲生日以後，三年前我生日那天，母親在

我服侍下安然壽終正寢。我常常感恩，感謝讚

美天父！上帝恩賜我有靈的生命，同時賜給我

生日的特殊記憶！上帝愛我比肉身父母更大更

多，神的愛無限永恆！「耶和華啊！你的慈愛

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因為在你那裏，

有生命的源頭」（詩 36: 5, 9）。父母雖沒機會

認識耶穌，但一生敬天為王，拜地為主。我雖

初信耶穌，但是神愛我在先，「我的肺腑是袮

所造的；我在母腹中，袮已覆庇我。我要稱謝

袮，因我受造奇妙可畏；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詩 139：13－14）。在我們什麼都沒做的時

候，是神先愛我們，因著愛創造了有靈魂的生

命。在我們犯罪遠離神的時候，神的愛不離不

棄尋找解救，犧牲流血替世人擔當憂患背負痛

苦，主耶穌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我要一

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袮一切奇妙的作為」

(詩 9: 1)。每次感恩稱謝禱告，都能得著神的獎

賞，是神立即應允我，將我所渴求的愛注入我

的心靈。 

經上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

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 1: 21）。上帝恩

賜的生命，是一段短暫而千姿百態的生命旅程，

既然恩賜來自上帝，收取的權柄也在上帝。生

命既然如同一趟自由旅行，日程和路徑自然不

同，遭遇和歷練也因神的設計而異，因為上帝

知悉全部，安排一切。神是聖潔公義的，神在

乎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過程，旨意我們謙

卑地尊敬神，順服上帝的真理，把人生中所有

的得與失（包括生命）都看作是天父的獎賞，

得到時感恩稱謝，失去時不必難過，上帝給我

們的是最大的祝福，上帝收回的是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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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信心行為思想都交托在主聖手中，那種心

靈滿足的平安和喜樂就是上帝的獎賞。 

領受福音就是與上帝同在的一位神，就是

聖子主耶穌，就是永遠的生命，就是恩典的道

路，我一直覺得“救恩”神聖得不可思議。神

愛世人，不配的我們，只要認罪，信主耶穌，

就能在靈性上蒙恩得救，開始邁出恩典之路的

第一步，「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

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此後

的一步又一步，神都鑒察，記錄在冊。神是極

其願意我們得救的，神也非常願意我們在恩典

的路上得著各樣賞賜。我深知道，獎賞是出於

自己努力的果效得來的，當下要做的就是完全

向神敞開思想，交託人生，忠誠守道，在神的

牽引下走有盼望的恩典之路。做討神喜悅的基

督徒。 

獎賞遠在旅途終點，而非起點附近。「……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生命不息，就要堅持到底。

腳踏實地向生命的最高境界跋涉，最後向神交

帳。 

 

 

竟有白得的生命獎賞 
 繼揚 

尋求，在大千世界中彷徨， 

渴慕著屬於自己那份獎賞。 

為要得勝， 

諂媚用誇大的舌頭, 

向鄰舍說謊。 

 

巴別塔的邪露冷霜， 

緊緊地、緊緊地， 

包裹了欺騙的肺腑心腸。 

苦毒將罪孽捆綁， 

壓得躊躇遍體的鱗傷。 

 

步履蹣跚的愚頑， 

漫城遍扈, 

到處游蕩。 

聰明的運籌， 

歷盡了屈辱滄桑。 

 

晝夜繞行的獅子, 

血盆吼叫，跳躍張狂， 

四處追逐， 

吞噬著, 

智慧人的夢想。 

 

看哪，惡人彎弓， 

把劍搭在弦上、 

陰間的繩索纏繞； 

索多瑪的泥石， 

眼見遊子沖進死亡。 

 



 

芥菜子第 56期 第 11頁 2015年 9月 

饑渴的生命吞嚥著 

無盡的恐慌 。 

天哪！ 

何處有避難所， 

可以躲藏？ 

 

徒勞的終日， 

如飛而去！ 

空著兩手抓著淒涼， 

巴比倫廢墟的冤魂啊！  

何來獎賞？ 

 

尋求尋找生命之光， 

真理的勸言在荒漠裡， 

晝夜宣講引導外邦， 

伸冤的杖閃耀光芒， 

揭示道路， 

通向可安歇的水旁。 

 

久違了，清涼， 

忽聞井水散發出馨香， 

憐愛環繞迷失的羔羊， 

乾渴只求那水， 

以潤舌膛。 

 

受膏者的慈愛， 

撫摸著孤苦的脊樑： 

“孩子，回來吧， 

“信”有活水， 

“靠”有天糧！” 

 

愧疚的靈伏地吶喊：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 

死罪的後代, 

誰能釋放？” 

 

耶和華啊！ 

當稱頌的萬王之王， 

竟差親子, 

做了贖罪羔羊， 

流血捨命在十字架上。 

 

耶穌用祂釘痕的雙手， 

扒開了眾罪的羅網， 

卑微把信靠高高舉起， 

赦罪的寶血, 

洗凈了過往。 

 

聖殿日日夜夜的垂念， 

發出大大聲響： 

“榮耀的十架， 

已戰勝了死亡！ 

必死的冤債徹底還償。” 

 

白白的恩典啊！ 

瞎眼神奇得醫， 

見證了天父的擔當。 

疲憊的瘸腿， 

奔跑如飛選擇了盼望。 

 

福音的種子在靈裡膨脹。 

江河活水將生命滋養， 

甦醒浪子， 

進入天父的宴席， 

福杯滿溢上下流淌。 

 

奇妙演奏著永恆的樂章。 

神預留了繼承， 

生命逾越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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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城啊！ 

聖潔產業地久天長！ 

 

列國在地上罪衍充滿， 

末日審判， 

日月星宿無光， 

只待耶和華將天地廢去， 

燃燒如期地毀天殤。 

 

榮耀寶座天父、天堂，  

神的羔羊歡然仰望， 

哈利路亞！公義的冠冕， 

是救主白白地賜給，  

永遠生命的獎賞！ 

 

 

 

 

【短宣隊分享】 

栽種與澆灌 
陳敏 

2015 河南兒童夏令營見證 

每次想到或是聽到宣教士們感動人心的

故事，淚水總會充滿我的雙眼，這是聖靈的感

動。我們的天父上帝是宣教的神，在《創世紀》

中就呼召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創 12：1）

慈愛的主耶穌是宣教的神，祂降世為人，離開

高天寶座，來到地球上，以他的溫柔謙卑，流

血捨身的愛，呼喚起千千萬萬的跟隨者，祂以

順服和受死，承擔了我們所有的罪，告訴世人

原來這是神的拯救，作為神的兒女，我們向這

個世界宣講神的愛和我們得到的恩典，這是神

的使命。幾年前教會邀請 OMF 派出的宣教士給

我們做見證，記不清是 Dennis & Christina 還是

David & Alice Ho，他們告訴大家，為了去中國

宣教，他們開始學拼音，學中文。我就覺得心

中不安，我的中文這麼好，我卻坐在這裡--美國。 

往中國大陸舉辦兒童夏令營，這是第二年

了。考慮到自己在這方面有些經歷，兒子放暑

假也有時間的許可，很適合我。由於社會經濟

發展的不均衡，在廣闊的中國大陸農村，生活

著六千萬沒有完整家庭、無法天天與父母同享

天倫之樂的兒童。鄉村的教堂，年老的弟兄姊

妹占多數。建築物年久失修，並且沒有教室，

沒有兒童主日學。我們榮幸地被神使用，又一

次踏上中國內陸的暑期短宣夏令營的行程。感

謝美國福音證主協會牽線搭橋，安排好內地的

弟兄迎接我們，聯繫當地的基督徒家庭，供給

我們吃住的地方，購買營會需要的材料物品，

從課桌椅到行軍床，一點一滴都是神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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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謝謝弟兄姐妹的禱告，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克

服困難，完成一周的夏令營。往中國大陸山區

舉辦兒童夏令營，要作到的第一點是靈活易變。

我們原想還赴去年短宣的老地方雲南，在學生

名單都收到，望著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回想起

他們生動活潑的面孔，努力準備營會的一切課

程安排和教導時，協調同工通知改變了我們的

目的地。我們被臨時換到河南，一個沒有舉辦

過夏令營的村莊。不知有否教室或允許借到小

學課堂可以容下所有學生，最後都沒有結果，

出發前的最後一天，我們還被告知我們的夏令

營要分成三組，在不同的弟兄姊妹家中進行時，

每個房子相距離 100 米遠。我們靠神的愛而勇

敢出發，靈活應變踏上了行程，大不了借幾部

自行車給老師鍛鍊身體，或者每個人都詩歌、

故事、藝術手工，遊戲、英文練就五項全能一

把抓。 

中國的鄭州山區，據說是全中國最窮的地

方。2015 年，在鳥瞰航拍下如剛經歷過地震般

地拆遷重建時期，城市霧霾濃濃。在中原大地

少林功夫喊聲震耳，廟宇煙火繚繞的地方，招

待我們的山區姐妹禱告了三個月，勇敢肩負起

了接待我們的重任。女主人姚大嫂騰出女兒的

家給我們姐妹住，她自己的二樓給弟兄住，還

接待了一些外地慕名而來的孩子。感謝主的帶

領，我們得到兩間剛剛建好，還僅有窗框，像

儲藏室一樣長型的房間，雖然小小，在敬拜和

故事的時間裡，還是硬塞

進了六十人。週日到達工

場，我們就噴水掃地，在

四面白牆上貼滿了由海沃

教會帶去的聖經人物貼片，

把空白的教室裝飾了一番。

營會開始的第一天，我們

唱兒童敬拜詩歌，講聖經故事，正當做得起勁

時，不料就遇到了攔阻！按當地非基督徒的年

輕同工反映，似乎學生和家長們對福音沒有任

何興趣，只是要學習英文，學會如何賺錢。如

果講福音，有被公安請走的危險。這讓我好沮

喪，不讓我傳耶穌，我來幹什麼？晚上與大家

分享，晨更時共同禱告，尋求神的帶領，因此

我們請教了主人姚大哥，在他的支持下, 稍微

變動教材，更傾向於用我們的行動來傳福音，

而不是言語，大家又火熱地投入工作。 

一週的時間真是很快就過去了，與孩子們

和弟兄姐妹很快熟悉，白天上課，與孩子們一

起歡笑，晚上家庭探訪，也為身體軟弱的流淚

禱告，到了離別的時刻，真是依依不捨，孩子

們親手摺小星星、寫留言、畫圖做卡片到半夜

兩點。姚大嫂白天招呼我們，每夜縫紉鞋墊，

讓我們拿個夠。回程的巴士上，我一直在想，

短宣的一周真是太短了，我能替紅堂村做什麼

呢？孩子們能記多少英文詞彙？多少聖經故事？

但我知道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

他生長。可見栽種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

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哥林多前書

3：6-7）願神賜福中原大地！願神賜福可愛的

紅堂村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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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有感 
張焯雲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我要哈利路亞讚

美神，並要數算祂的恩典。 

感謝神讓領隊接納我報名，原來我是隊中

最年長的，而且一點經驗也沒有。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我以為是集體訂票，

直到五月份開首次會議時，我才曉得只剩下我

一個人還未買票。抱歉我實在缺乏單獨出遠門

的經驗，但感謝神讓我可以完完全全的跟上

Shirley 姊妹母子繁複的行程，我真得歡喜若狂，

同時，我在她身上也學到很多功課，Praise The 

Lord!  

就在出發前幾天，我兩邊臉都出現紅斑，

領隊和關懷小組的姊妹都為我緊張起來，囑咐

我看醫生和驗血，怕我是免疫系統的問題，我

也擔心不能成行。但在三星期前，我已經作體

檢並驗血，一切正常。我安靜下來向神禱告，

然後到配藥店查詢意見，接受他們介紹的藥膏。

按照吩咐，一天三次，要用上兩星期。但神的

恩典實在夠用，我只用了兩天，在出發前的早

晨，我已完全沒事，所以我要舉起雙手，哈利

路亞讚美神！ 

六月底，我們得知雲南政府不容許國內和

國外舉辦 VBS，臨時被差派到河南省鄭州市的

紅堂村。但我們完全沒有孩子們的資料，也可

能沒有大的課堂，還可能要改變已經預定的課

程和分組計劃，又說可能要分別在三位姊妹家

授課等等⋯。奇怪的是，我沒有忐忑不安，因我

深信神的應許：祂關起一扇門，衪必開一條新

路。之前，神已讓我戰勝了屬靈的爭戰，祂一

定會帶領我們前面的路。果然，當我們長途跋

涉到達紅堂村，我已被它的青山溪流、碧綠田

園所吸引。大夥兒也查看了場地，忍不住讚美

神的預備！ 

當我們女生被領到那裝修華麗，設備齊全

的三大房，一大廳，一大廚，水廁和冷熱水供

應的住宿地方，我們不禁感謝讚美神的供應，

比我們想像的好百倍，而且與課堂的距離只隔

二丶三十步。神的意念真的高過我們的意念！

招待我們的大嫂丶村外村內一些女性家長和一

些孩子們，每天都汗流浹背為我們預備三餐，

而且每餐的小菜都不一樣，還有涼水給我們解

暑，我們簡直是去享受神對我們的愛！ 

雖然男生住的是頂樓，非常酷熱，要睡在

地上，因為床和沙發都讓給了外村來的孩子們。

第一個鬧肚子的是男生，但感謝神，他們都有

充足的精神和體力，不但是課堂的主力老師，

還是演 skit 的好演員。 

感謝神！出乎我們預料之外，我們可以探

訪當地在山上的教會，雖然簡陋，但當我們一

起唱讚美詩和感恩分享時，令人感動流涕！雖

然沒有牧師，我們的海峰博士充當了講員，讚

嘆神所給予的恩賜，榮耀歸父神！ 

星期四上完早課，黑雲滿佈，打雷下雨，

對窗默禱，感謝神垂聽。到下午課時，雨已停

止。課程順利進行。到了六點，又開始打雷和

閃電，孩子只玩了一組遊戲，便提早半小時回

家。但我們預先已接受當地一位大學生邀請，

飯後分兩組去探訪兩個家庭。有一組還要冒雨

走一段山路，感謝神那時沒有閃電，雨勢也減

弱，他們都安全回來。因雷電都停止，水電也

可正常供應。 

感謝神的憐憫，雖有組員身體上有些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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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又是那麼窄小炎熱，大家都汗流如注，但

事奉神的心未減反增。師生共同為結業表演而

努力。 

感謝神賜我們一個美好的星期五早晨，不

但沒有下雨，還賜陽光，我們完成拍全體照後，

還過橋到較大的空地表演。看到各級孩子們的

精采表演，真的要感謝讚美神的同在和帶領。 

感謝神，所有短宣隊員(包括葉牧師)，都

平安回來，並且收穫滿滿。 

“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

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來：10：22-23）願

共勉之。 

 

 

Angus Tsui 

Even though I was already worn out from 

my finals, but continued to take a CEF Training 

Camp, in which I thought that I could learn 

valuable skills that could be used during the 

mission trip. As I came back to California after all 

this had passed, I felt a sense of relief from the 

work of school and the pressures of academics. In 

the two weeks I was in California, I barely 

practiced the songs for the mission’s trip. As the 

time grew closer and closer to go to the trip, I 

didn’t realize how fast time had flown by until I 

was prompted to start packing.  

We took a 13 hour flight from San Francisco 

on Thursday night with Auntie Amy, and I began 

our trip having fully satisfied myself on the plane 

to somewhat ok food and the movie, “Get Hard”, 

with Kevin Hart and Will Ferrell. I kept thinking 

to myself about the movie, even after the flight, 

about the theme it contained. The main message 

was that even in hard times, you have to persevere; 

you have to stay strong and get hard to achieve 

what you strive for. I prayed that God would give 

me the courage and bravery to do my duty in the 

mission field, and focus on the camp instead of 

myself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days in Henan. 

After our layover in Hong Kong, we headed 

straight to Zhengzhou, which was our meeting 

place before we all took the bus to the village. 

There, I came face to face with bad driving from 

the taxi drivers stationed there. As Auntie Amy 

said, there, you have to have courage to be able to 

drive, cross the road, or even ride in a car. We 

eventually got there, and while we were there 

before anyone else got there, we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n out how we would get to the 

village. As everyone arrived, we fellowshipped 

together through meetings, meals, and Bang, 

which Raymond, James Zhou, and I played in our 

free time. 

After 6 hours of two bus rides, 1 hour of 

layover, and a long walk with the whole team and 

our luggages to transfer buses, we finally arrived. 

During this time, we experienced a time where 

Ray and I sat in the same row, and we were going 

up the side of a mountain with a steep drop on our 

left. There was a road on the right leading up the 

mount, and when we saw that we didn’t go on that 

road and kept to the left instead, I thought we 

were doomed. Also, while the bus was going to 

our destination, we picked up a man who insisted 

to smoke on the bus, which we all convinced him 

not to, out of courtesy for our health. We later 

verbally roasted him. Many people awaited our 

arrival, and they greeted us with a willing heart to 

help us with our baggage, which I stand ama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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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ir kind hearts. The room we stayed in was 

the second floor living room of a church elder’s 

home, which was hot during the day and mildly 

chilly during the night. The bathroom was 

downstairs, where a “2 foot hole deep” as I called 

it, awaited us. Whenever anyone flushed, they 

would take a bucket of water and splash into the 

hole, and we would know it in an instant, with our 

windows constantly open. This was only the mens 

side, but the ladies lived the high life compared to 

our place. They had a fully functional toilet that 

wasn’t outside like ours, and a shower in which no 

one used as a urinal. They even had fancy LED 

lights, which I secretly envied.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lodging areas,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no Wi-Fi, I felt very blessed to have a 

place suitable for people to live. We played 

Frisbee with the local kids that lived with us in the 

church elder’s house, and there we met Shr-Yan, 

which we called Stoney because both of the 

characters in his name have the rock radical, and 

we met Jia-Xin, whom we called Retriever 

because every time the Frisbee dropped over a 

ledge, he would go down a path and go fetch it for 

us. I admired the surroundings around us while 

we were there, and there, I realized that mountains, 

rivers, and trees so beautiful that couldn’t have 

just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Big Bang and 

evolution, but because of an Intelligent Creator, 

the one who made you and me. Though that night 

all we ate were buns and corn, which weren’t very 

nutritious, I felt full and slept knowing that since 

we had made it this far, it was all made possible 

by God. 

The first day, as all people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VBS, is always a train wreck. 

Since we expected that, we put our best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kids and their English levels for 

the 2 classes we split them up into. Da Ban was 

the older kids, from grades 6-8, and Xiao Ban was 

the younger kids, from grades 3-5. We learned 

that day, as I was in Xiao Ban, that the kids had 

little to no English experience, and we spent too 

much time on the words. After the kids had large 

group activities, such as worship, they came to 

English class with James, James, and me. It 

actually wasn’t too bad, but we got through with it. 

We ate lunch and were told that the kids’ schedule 

wa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nglish schools. 

They went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went home 

for lunch and literally, a food coma for 3 hours, 

then came back to learn until the evening. After 

the exhausting day, we planned for the English 

lesson, and then we took a shower at the ladies 

place, as the mens side was too unsanitary, and 

then slept. I slept on the left of Ray, who slept to 

the right of James Zhou. Stoney slept behind my 

head on a couch. 

We woke up to the flush of the toilet, the 

essence of human waste of which we did not wish 

to wake up to. The day went by a lot smoother 

this time, but as we taught the kids, it became 

increasingly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kids. 

The dialect of Chinese I was fluent in was 

Cantonese, which I had been speaking all my life, 

but I only took 7 years of Mandarin, and had 

taken a year off in Buffalo. God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speak to the kids and help them every 

day in their qu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Although 

we focused on teaching the kids English, Ray and 

the 2 James’s were of good company, and we 

once played Bang with John and another local 

teacher who knew the game better as San Guo 

Shah, which means three kingdom kill in Chines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eek, I got to know Ray 

better, but even more so, James Zhou. I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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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e took Latin, as I did, swam competitively, 

as I did,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could bond 

better because we believe in the same God that 

teaches us to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We 

instantly became friends despite the hostility we 

showed toward each other when he still came to 

church, before he moved to Orinda. One day, 

since we were swimmers, we went down to the 

creek near our living quarters with Ray to swim 

there, with the gently flowing current moving us 

along. 

Last year, I once said that I hoped to 

participate and help more this year, and to be able 

to bond with the kids more, and I achieved both 

with two important decisions. First, when my 

mom was doing slides, I saw that in a room with 

60 kids and two fans, no air circulation would 

ever reach her. I wanted to help badly during the 

large group activities, where I found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by taking over slides. Thus, I 

was able to help and be useful in times of need. I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kids by playing Frisbee 

with the local kids, but it was later confiscated by 

Auntie Min by reasons that I do not understand. 

As the camp drew to a close, I began to miss the 

kids and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m as 

we left them. Earlier, Stony brought a bottle of 

beer and asked if we wanted to drink. Even after 

we told him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drinking 

alcohol at such a young age, a mere 5th grader, I 

felt anger against the friends he said had pressured 

him to drink. All I could do was pray that the kids, 

such like him, would remain safe in the corrupt 

country of China. Uncle Haifeng told us once that 

China is so corrupt, if you have the money, you 

can buy yourself up to become a general and can 

even buy college degrees. In this country I fear for 

the safety of these children, and the welfare of its 

innocent population. This made me think that 

what luxuries the children must think of our 

everyday items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Through 

going to this trip,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I have 

already, and ga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things I 

had through prayer.  

Also, this camp, I kept in mind, no matter 

how hard the situation, I would push my limits to 

“get hard” and power through the troubles with 

God on my side. I was extremely touched by how 

the people in this village responded to our hard 

work as short term missionaries to the place. On 

the Wednesday night service for their local church, 

where we had to walk along steep paths to get to 

the woman who normally cooked for us bursted 

into tears as she did a testimony in which she said 

the village was blessed to have us share the gospel 

with children, an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i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look on her face as she shared her 

feelings, overwhelmed with gladness of what we 

were doing. 

Since I didn’t know many of the people in 

the team, such as James Zhang, John, and Jessica, 

I decided early on that I would try to just hang out 

in our little group of 3, Raymond, James Zhou, 

and I.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s would just 

be like acquaintances, but we ended up 

fellowshipping with one another quite well, and 

many unforgettable moments were made. 

I don’t know how next year is going to turn 

out, as I might take Physics R in the summer to 

get ahead, but as God always tells me in these 

situations, I’ll do whatever God leads me to do, 

and hopefully, that will be to another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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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Chen 

I am a 14-year-old sophomore at Piedmont 

High School, and I feel like I learned a lot on this 

trip - not the usual “be thankful that you have 

YouTube in America” thing, but something much 

deeper, as I would say, at least. The mission’s trip 

started out very similarly to last year; hop on a 

plane, watch a bunch of movies, pass out at the 

hotel when you land. However, this time, I was 

joined by my childhood friend James Zhou, who 

was heading to China with no previous short-term 

missions experience. We got to the village by 

taking a bus that lasted 4 hours or less, and at one 

point, both Angus and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and thought the bus driver drove us off the cliff, 

and we started freaking out and yelling at the 

driver, only to find that the bus just went down a 

different route than we expected. Everywhere was 

really humid, but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since we 

were in China. We got to the village and 

unpacked our things, and the landscape was just 

beautiful. With a fan blowing on us the entire 

night,  to keep us from succumbing to heat 

stroke. Thankfully there was electricity and 

running water and the people who generously 

provided their homes to us temporarily also 

cooked 3 meals a day for us! They also made 

these *brandish shoe insert things* for us to take 

home when we left. You put them in your shoes 

to cushion your feet. They are incredibly well 

made. The mosquitos though, were everywhere, 

and on Thursday, a beetle the size of my palm 

flew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anded right 

where I would have been, if Angus and I hadn’t 

already disappeared downstairs the second we 

saw the thing. James just sat there, half asleep, 

and was like, “bruh.” 

 

At the English camp we ran, there were 

games, crafts, stories, songs, and a bunch of the 

things that a normal VBS back here would include, 

without the English teaching portion. All students 

would split up into 2 groups. One group consisted 

of all kids grades 3 through 5, while the other 

group contained all kids 6th through 8th. I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upper division, and I must say, 

teaching English is extremely satisfying. I tried to 

rule my class with an iron fist, to be strict and 

demanding from my students, as I didn’t do that 

last year, and last year didn’t go too well, in my 

opinion. The kids rose up to the challenge, though! 

Their English skills were phenomenal. The 

feeling you receive when your kids memorize the 

Bible verse within just a few minutes is very 

fulfilling, especially when they also remember 

30+ vocabulary words that you taught them in the 

morning. I didn’t always feel this way about 

teaching, though. The first day passed by super 

slowly… I had constant anxiety about what I was 

going to teach and whether or not I was going to 

mess up. I may have sweated 10 gallons on the 

first day alone, from how nervous and unprepared 

I felt. I also had some thoughts about walking 

back to California because I wanted to leave so 

much. I heard people complaining that the lower 

grade class had a complete lack of respect for the 

teachers, and even that the parents of some of the 

students gave my mom a phone call, stating that 

they didn’t want us to teach the Bible to their kids. 

I even heard about a nearby village (not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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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les from where we lived), where a girl had 

fallen victim to a crew of people who harvested 

one of her kidneys. Based on what I heard, they 

pulled up in a van, abducted her, and had a skilled 

doctor surgically remove one of her kidneys in 

order to sell for money, and then they just sewed 

her abdomen up and threw her back out. There 

were tons of problems appearing left and right, 

some about safety, some about responsibility, 

some more impacting than others, but this sudden 

surge of complications made me feel a little 

doubtful about God actually. As I tried to fall 

asleep on that first night, I wondered, “why does 

God allow so many hardships to bring us down if 

he loves us so much?” I went to sleep with a seed 

of doubt planted in my brain, and woke up to find 

a fully grown tree. I felt distanced from God; I felt 

weird that so many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o us 

on just the first day. W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If God wanted us to spread his Word, why was he 

making it so hard? I just went through the motions 

for the days following that. I taught as normal, 

made sure the students reviewed and everything 

helped pronounce some words in front of 

everybody when my mom asked me to help. One 

by one, though, the problems began to fade away. 

I learned that the same parents who disliked the 

idea of teaching the works of Jesus started to open 

up to us. I learned that Angus, James, and James 

were having better luck when teaching the lower 

grade class. I started to enjoy what I was doing 

more. I started to have fun doing this. I started 

engaging in watermelon seed spitting wars with 

Angus, and we 4 jumped into the river at one 

point to cool off. We’d play Bang during the 

lunch break, and just generally fool around. There 

was this one night where James, James, Angus, 

John, one of John’s friends, and I played a huge 

game of Bang until 12. I realized that all of these 

good experiences came through because God was 

working with us, not against us like I thought at 

the week’s beginning. Lastly, I read a great book 

when I went back to my grandparents’ hometown 

after the missions trip was wrapped up; it’s called 

A Case for Faith by Lee Strobel, a serie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Strobel himself to 

challenge eight big obstacles to faith, one of them 

being “If pain and suffering exist, a loving God 

cannot.” The book helped remove my doubts by 

showing that it may appear God is letting you 

suffer, but He only does this because He knows it 

will shape you into a better person. As Peter 

Kreeft, a philosophy professor from Yale, states 

in an interview with Strobel, “Only after suffering, 

only after disaster, did Old Testament Israel, do 

nations, do individual people turn back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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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介紹】 

傅立德牧師  
Rev. Wendell Friest 
 

 

編按：教會將在 10/9-11 舉行培靈會，邀請傅立德

牧師擔任講員。 

 

傅立德牧師是台灣的老朋友了。年輕時他

是個美國大兵，1958年取得音樂學位後，在中

學教了一年書，就到海外服役三年。原本傅立

德想去歐洲，但卻被派往台灣，那時 823砲戰

剛過沒多久，海峽兩岸關係很緊張。  

傅立德自小也隨父母上教堂，但是直到去

了台灣之後，在軍中教堂崇拜時，才慢慢清楚

他要參與服事。 

他在台灣一待就是卅多年，2000 年才退休

返美，「不喜歡台灣的天氣，但非常喜歡那兒

的人、那兒的同工。」他先在台北新生南路的

真理堂英文部服事，美國海軍撤離，英文崇拜

因而關閉，他轉往台北的學生中心做福音工作，

傅立德逼著自己學華語，成為一位在台灣的海

外宣教士，這中間，還曾回來美國，修得普渡

大學的心理治療博士，他也在中華福音神學院

任教。 

人生故事導演是上帝 

1959 年，美國籍的傅立德因著軍隊分發來

台當兵，上帝透過李秀全牧師等「屬靈同伴」

的帶領與火熱服事的見證，讓傅立德從原本「不

冷不熱」的基督徒，願意回應神的呼召，一生

為主當兵。傅立德牧師今年二月有機會回到過

去服事的台北真理堂，向今日的年輕人分享「老

傅的故事」，他感性地說，自己人生「故事」

的編劇與導演都是上帝。 

回想自己從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美國大

兵」，後來竟然成為大半生在台灣教會及神學

院「興起主僕」的宣教士。傅立德猶記，當時

他在軍隊中不被長官「賞識」，在台灣首次進

到教會聚會的那

天，神透過一位宣

教士以加拉太書

第三章提醒他，上

帝在他的生命中

是有計劃的。從那

一刻起，傅立德開

始渴慕過著「Fall 

in love with Jesus」

（浸泡在主愛裏）

的生活。 

受李秀全影響獻身事奉  

後來，傅立德在聚會中，認識當時就讀台

大外文系的李秀全（前華福會總幹事），更成

為他人生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這也是後來讓

傅立德決定獻身宣教之路很大的一個關鍵。  

傅立德回想，當時他和李秀全同樣喜歡古

典音樂，加上有共同的信仰，彼此很有話聊。

有一次，李秀全對傅立德說，「我想活得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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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基督徒。」這給傅立德很大的震撼。  

因為，在傅立德的眼中，當時於校園團契

裏有穩定服事的李秀全，假期都到鄉下去帶孩

子夏令營或是查經班；而他，卻常常躲在軍官

俱樂部中吹冷氣、吃牛排。傅立德說，客觀看

起來，他比李秀全過得「快活」，但李秀全生

命的「品質」比他好得太多，也正因為李秀全

以「行動」向傅立德傳福音的潛移默化，傅立

德也開始進到教會的青年團契服事。  

後來，經由上帝奇妙的帶領，原本「依規

定」必須要輪調到其他單位（地方）的傅立德，

可以繼續留在原單位。學音樂的傅立德因此有

機會進到當時剛成立的基督書院去帶領合唱團。

後來，三年服役期滿，傅立德回到美國就讀神

學院，畢業後「第一志願」就是回到台灣，繼

續陪伴他所愛的年輕人。  

傅立德記得，那時他問師母，自己要到台

灣去作宣教士，師母的看法為何？師母二話不

說，以行動表示支持。來到台灣後，就在台灣

信義會鍾教師的邀請下，主責青年團契及學生

福音中心的事工。  

用愛陪伴學生  

後來，傅立德有機會到台灣大學去教書，

有一個男孩子在課堂上突然放聲大哭起來。下

課後，傅立德牽著那「孩子」的手到教會的學

生中心深談，才發現這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

孩子，心中對於周遭的人及生活環境有很深的

怨念，他不相信有人會「愛」他。而後，傅立

德一直陪伴這名馬來西亞僑生，後來，那僑生

看到傅立德的無悔付出，就接受了耶穌，後來

也在教會有很好的服事。  

接下來，傅立德又接觸到當時就讀台大動

物系的楊寧亞（現台北真理堂主任牧師）。傅

立德坦言，那時，他對這個想法、作風及個性

都和自己不一樣的孩子很「頭痛」。有一天，

楊寧亞來找傅立德，傅立德與他分享，一起禱

告尋求神帶領。後來，兩個人不但成為「忘年

之交」，楊寧亞進神學院畢業後，也接下傅立

德宣教的棒子。  

傅立德回美國拿到普渡大學心理輔導及

治療博士學位後，繼續回到台灣在華神及教會

裡奉獻所學、造就許多教會的「後起之秀」，

包括現任華神周功和院長，都曾是他的學生。

直到西元 2000 年退休後，還是在美國許多華人

教會有很好服事。 

傅立德回想近四十年在台灣宣教傳福音

的歲月，他引用腓立比書二章 15 節及約翰福音

十七章 17 節來訴說他的心境。滿頭「華髮」的

老傅牧師說，台灣是他的第二個家鄉，因著主

的愛，他可以全力的擺上。他也勉勵這世代的

年輕人，神給我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的大使命，

但在那之前，我們基督徒先得彼此相愛，當我

們彼此相愛時，傳福音才有說服力與感染力，

並且要緊抓住聖經的教導，把這樣從主而來的

愛不斷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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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信仰】 

達爾文進化論： 

一個沒有科學證據的假說 
陳海峰 

在上一期的《芥菜籽》我和大家一起探討

了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關系，我們看到基督教

信仰是現代科學發源及成長的奠基石。在這一

期我將和大家一起來探討達爾文進化論，看看

這個“科學理論”到底錯在哪裡了，為什麼說

它沒有科學證據的支持。達爾文是一個家喻戶

曉的名字，可與伽利略、牛頓、愛恩斯坦等等

大科學家齊名。他在 1859 年發表了《物種起源》

這部著作，奠定了進化論學說。達爾文稱他的

進化論是一部《魔王的聖經》，足見他要與基

督教的有神信仰對著幹。下面我們一起來對達

爾文進化論的錯誤進行分析。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明白兩個概

念：微觀進化與宏觀進化。微觀進化指的是生

物群體種內的一些變化。例如常見的育種過程

所培育出來的各種品種；細菌產生的抗藥性等

等。微觀進化是存在的，但不管怎麼變化，只

有種內的差異，不會變成另一個物種。宏觀進

化指的是一個物種到另一個物種的變化。達爾

文進化論指的是這種宏觀變化。這種變化是不

存在的，是沒有科學證據支持的。特別要警惕

的是，進化論者常常故意偷換概念，拿著微觀

進化的例子，來企圖說明宏觀進化的存在。 

一、達爾文在形成進化論學說時犯了邏輯錯誤 

達爾文原是一位鴿子飼養員，了解育種的

原理。因為飼養員能夠根據需要，有目的地選

擇培育出新的不同的品種，達爾文根據這種思

路推測，自然界經過漫長的時間也能夠選擇出

各種不同的物種。只要有足夠的時間，無生命

的物質就可以變成有生命，生物就可以從簡單

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進化了。乍看之下，這

種想法也不無道理，可仔細一分析，就知道他

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搞混了。育種是經由育

種人員有目的、定向的選擇，而自然界是毫無

目的、沒有方向、雜亂無章的，無法進行選擇。

要以毫無目的、雜亂無章的方法來演化出高度

有序的各種生命，從邏輯上來說是完全行不通

的。更重要的是，育種人員完全清楚，從狗培

育出來的一定是狗，從貓培育出來的一定是貓，

不會培育出另外的物種來。達爾文自己心中也

有疑惑，根據理性分析，他也認為各種生物由

神創造最具有說服力，是最合理的解釋。可他

又轉念一想，人的理性靠得住嗎？由無生命的

物質演化出的、由低等動物演化成猴子、由猴

子演化成人的這種理性可靠嗎？最後達爾文決

定，人的理性是靠不住的。因此他放棄了自己

理性得出來的推論——即生物由神所造更為合

理，轉而相信進化——即生物是經由漫無目的、

雜亂無章的自然進化而來。達爾文所犯的這個

邏輯錯誤，也是所有進化論者所犯的邏輯錯誤，

可他們就是受先入為主的無神論觀念所約束，

轉不過彎來、睜眼看不見。這個錯誤就是邏輯

上的自我否定，換句話說，就是自己證明自己

是錯的。想想看，如果達爾文認為理性是不可

靠的，他自己提出來的進化論不也需要理性來

推導嗎？有什麼理由要我們去相信呢？ 

著名的激進派進化論者道金斯（牛津大學

教授）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瞎眼的鐘表

匠》，轟動一時。他用瞎子來比喻自然界，用

精美絕倫的鐘表來比喻各種生物。他堅持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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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瞎子也可以製造出精美絕倫的鐘表來。

進化論者就是這麼有意思，為了證明他們的無

神觀點，可以違背理性、不顧邏輯，而且硬說

是“科學”。想想看，瞎子連鐘表是啥樣子都

不知道，更遑論製造鐘表了！ 

二、支持達爾文進化論的三個經典證據完全被

推翻 

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出版，就得到了唯物主

義者、無神論者的熱烈擁抱。唯物主義的無神

論是一種古老的宇宙觀，但一直苦於沒有一個

合適的理論來支持。進化論正好為這種無神的

觀念作出了最好的解釋，所以毫不奇怪就被反

對有神論的唯物主義者全盤接受並加以發揚光

大。為了能夠給進化論找到科學證據，無神論

者們提供了很多學說來支持進化論。有三個最

經典的支持進化論的學說在這裡值得一提，它

們是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發育重演

律。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它們都統統被推翻了。 

1.用比較解剖學來證明進化論 

比較解剖學是用解剖的方法研究比較動

物的器官、系統的形態和結構的一門學科。根

據進化論的觀點，如果一個物種是由另一個物

種進化而來（前提），它們的器官、系統的形

態和構造是同源的、相似的（結論）。反過來，

進化論者又說，如果觀察到相似的器官或形態

結構（前提），就可以證明它們是進化而來的

（結論）。仔細看看就可以看出，論證的前提

一下子變成論證的結論，而論證的結論一下子

又變成論證的前提。它把有待證明的結論作為

證明該結論的前提，而這個有待證明的前提又

拿結論本身來證明。也就是說，兩個命題都需

要證明，但卻把彼此當作互為證明的基礎。這

是典型的循環論證。循環論證（又稱為乞詞魔

術等），是一個邏輯錯誤。它的錯誤在於，用

來證明論題的論據本身的真實性又要依靠論題

來證明。換句話說，在循環論證中，論證的前

提就是論證的結論，因此又稱為“先定結論”。

一個科學的理論，如果邏輯上有錯誤，它就不

能成立。 

2.用古生物學來證明進化論 

古生物學是利用化石和古老生命痕跡進

行生物學研究、探討古代生命的特徵和演化歷

史的一門學科。根據進化論由低等到高等、由

簡單到複雜的思維，古生物學家們把收集到的

化石進行年代鑒定，描繪出一個符合進化論的

“進化樹”。可是隨著深入的研究，化石越來

越多，他們發現有很多化石根本無法按照進化

論來排列，致使“進化樹”變成了“進化草坪”！

也就是說，很多被認為有共同祖先的物種，它

們的共同祖先，即“缺環”無法找到。達爾文

自己也被這樣的現象所困惑，但他總是在安慰

自己說，以後化石標本足夠多的時候，“缺環”

會找到的。但直到現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

源》一百五十多年了，他期望的“缺環”化石

仍然沒有被找到。我們久不久就會聽到一些大

肆宣揚的有關“缺環”找到的消息。結果不久

之後卻又出來澄清否定原來的消息。最典型的

一個例子是“遼寧原始盜龍”事件。1999 年 10

月 14 日晚，美國 CNN 電視台發布新聞：恐龍

和飛鳥之間的缺環找到了！第二天，美國國家

地理協會通過自己的網站也發布新聞：缺環找

到了！並且宣布公開展覽化石樣本 3 天。然後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於 11 月出版了專題介紹。

連 Discovery Channel 也在網站發表了有關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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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環”的專題文章，並被評為 1999 年十大科

學新聞之一。 

發現一個化石樣本，為什麼要這樣大肆宣

揚？因為進化論太缺乏證據了！結果這個“缺

環”又是假的。中國遼寧省的農民根據進化論

市場的需要，用恐龍和飛鳥的化石，拼湊出了

進化論者們做夢都想得到的“恐龍鳥”拼圖，

並以八萬美元的高價出售給了一位美國人，鬧

出了這個笑話。2000 年 4 月 7 日，美國國家地

理協會網站發布消息承認錯誤：遼寧古盜鳥化

石是拼湊的。這個事件不得不令人想起 20 年代

人類學研究的最大醜聞“皮爾當人”事件。一

位急欲出名的法國古生物學者在一個人頭安上

了猿類的下頜，並塗上顏色，宣布找到了人與

猿的共同祖先，一個進化論者夢寐以求的“缺

環”！後來被揭穿是造假的。 

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觀自然博物館，一定可

以看到有關人類進化的一幅標準圖畫，圖中顯

示人類從南方古猿“露西”、到“海德堡人”、

“尼布拉斯加人”、“皮爾當人”、“北京猿

人”、“尼安德特人”、“新幾內亞人”、“克

羅馬農人”慢慢進化成為現代人。可是你也許

不知道，這些所謂的人類祖先，沒有一個是有

確實證據的。而且其中一些標本純粹是造假，

比如我們前面說過的“皮爾當人”。還有“尼

布拉斯加人”是根據撿到的一顆牙齒，由進化

論者們畫出了有模有樣的人類祖先。可笑的是，

後來證明那顆牙齒原來是豬牙！如果你留心進

化論的話，今年，2015 年 5 月 28 日，《自然》

期刊（Nature）發表文章，又發現新的“人類祖

先”了！憑著上下頜兩塊殘缺的骨頭，進化論

者們就微妙微肖地畫出了一個他們想像的“人

類祖先”來。對這樣的科學證據，你能相信嗎？ 

3.用胚胎發育重演律來證明進化論 

胚胎發育重演律是由德國進化論者海克

爾於 1866 年提出來的。該假說認為高等生物胚

胎發育會重現該物種進化的過程。這個假說一

提出來，就立刻成為了進化論最有力的證據之

一。用胚胎發育重演律來證明進化論，思路是

這樣的：如果進化存在，胚胎發育就會重演進

化的過程；因為胚胎發育有重演進化的過程，

所以進化是確實存在的。又是循環論證！為了

證明他的假說，海克爾還專門繪製了一套胚胎

發育圖譜，按照進化論的設想，從低等到高等

動物把一些動物的胚胎發育圖畫得很相似。這

就是著名的“胚胎發育圖造假”事件。騙局是

由一位英國胚胎學家、醫生李察遜（Richardson）

揭露的。李察遜知道，從海克爾傳下來的這個

“偽科學”是進化論的三大經典證據之一，為

進化論者們所極力擁護的。要揭露這樣一個騙

局，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能夠做得到的。因此

他組織了十七個單位的科學家，研究了 50 種不

同脊椎動物的胚胎及其發育過程，並且做了詳

細的觀察記錄。李察遜等人聯名於 1997 年 8 月

的 Anatomy & Embryology 發表了他們的驚人

發現，揭穿了海克爾“胚胎發育重演律”維持

了 131 年之久的騙局！ 

也許你以為，既然騙局被揭穿了，這個造

假的圖就應該從教科書上消失了吧？可是，進

化論者們仍然抱著這個“偽科學”不放，在一

部分的生物學教科書上，你依然可以看到這個

早已被揭穿的造假的胚胎發育圖譜。進化論落

到了一個如此的地步，就連偽造的胚胎圖也捨

不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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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達爾文進化論不符合現代生物學的實驗

證據 

隨著科學技術的向前發展，生物學的研究

進入了分子的水平。科學家們發現，生物體內

一個微小的細胞，就像一座微型工廠一樣，裡

面有成千上萬的各種各樣的分子機器在有條不

紊地工作著。而所有的這一切活動，是由細胞

核內的 DNA 分子所指導的。DNA 分子是由 4

個字母，A，G，T，和 C 經由不同的排列組合

而成。微軟前總裁比爾•蓋茨說，“DNA 就像

電腦程序，只是遠比我們所能設計的程序複雜。” 

進化論者們為了能夠在分子水平上解釋

進化論，也引進了 DNA 這個概念，認為所有的

生物來自於共同的祖先，通過後代性狀的改變

而進化，這種改變是經由無指導的自然選擇過

程隨機地作用在 DNA 遺傳物質的變化（隨機突

變）而產生的。這就是新達爾文進化論。根據

這個假說，隨著生物從低等向高等的進化，積

累的突變會越來越多，所以高等動物，特別是

人會含有很多“垃圾 DNA”。可是，達爾文主

義者的這個推論在《DNA 元素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這個大型研

究項目所獲得的數據目前被徹底推翻了。《DNA

元素百科全書》研究項目由美國國立人類基因

組研究院於 2003 年啟動，耗資 4 億美元，歷時

10 年。這個研究項目的結論表明，80%以上的

人類 DNA 是有功能的，並不是像達爾文主義者

所說的“垃圾 DNA”。《紐約時報》於 2012

年 9 月 5 日發表撰文對“垃圾 DNA”謬論進行

了猛烈批判。除了 DNA 方面的科學證據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科學證據證明進化論是錯

誤的，這些證據包括：信息的起源；不可解約

的複雜性；心靈與意識；等等。由於篇幅的原

因，就不在這裡一一論述了。 

四、結語 

達爾文進化論這座富麗堂皇的無神論宮

殿，在飛速向前發展的科學面前轟然倒塌了。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領導世界無神論陣營 50 年

之久的棋手，安東尼•傅盧，也於 2004 年令人

意外地向他的追隨者們宣布：我相信有神！他

於 2007 年底出版了一部著作《有一位神：世界

上最臭名昭著的無神論者如何改變了主意》，

論述了他從無神信仰到有神信仰轉變的心路歷

程。 

雖然無神主義的進化論目前還沒有被清

除出科學的領域，但這種清除已經慢慢開始了。

截止 2006 年 2 月 20 日，就有超過 500 名來自

美國、歐洲、俄羅斯等等國家的科學家聯名質

疑進化論。甚至連無神論哲學家、紐約大學哲

學系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英國國

家學術院院士托馬斯•內格爾也公開質疑達爾

文進化論。他著了一本書，叫做《心靈與宇宙：

為什麼唯物主義者的新達爾文主義自然觀幾乎

肯定是錯的》。誰還想為達爾文進化論辯護，

請拿出科學證據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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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殘缺中見完美： 
我讀廖智的故事 李紡 

我第一次知道有關廖智的故事是看了宇

宙光雜誌的報導，那時心裡非常感動！當時就

想有機會要買有關於她的故事的書，沒想到志

彬弟兄回臺灣時就買了這本書回來送我。真是

受之有愧！ 

這本書名是：「放聲笑吧，就像從未受過

傷一樣」！光看書名，就覺得很特別！再看她

九月十三日在生命河活靈糧堂倍恩中心接受訪

問時，面帶著微笑，侃侃而談她生命受重創卻

因信主得力量的生命見證，真得如她所言：「我

沒有一分鐘，為失去而哀悼。」多麼堅強的女

孩啊！ 

廖智是一位熱愛舞蹈的舞蹈老師，在四川

汶川大地震中，她因被活埋了二十六個小時，

失去女兒、婆婆、失去雙腿，又失去婚姻，真

是禍不單行！在一瞬間失去了人生所寶貝的一

切，到底是什麼支撐她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當我讀完這本書時，我驚訝她年紀輕輕，

信主也沒多久，何以有如此成熟的靈命？我覺

得她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1: 她正面思考：我們常常聽到「positive 

thinking will generate positive result」，表明了正

面思考的正能量：她從來不嗟怨自己是大災難

的受害者，而是欣慰自己是倖存者，正因為她

有這種思維，所以她感恩，她不僅懂得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她更進一步地去幫助

其他的受難者。讓人看到神的愛藉著聖靈澆灌

在她的心裡！她發現「人每時每刻都在做著一

項選擇題：影響別人或是被人影響。新的生命

讓我時刻保持儆醒，要做一個去影響別人的人。」 

我曾經試圖輔導一位心情低落、心理有問

題的年輕人，在我和他談話沒多久，我就發現

他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他一直看到他所欠缺

的，無視於他所擁有的。他的心情怎能快樂、

平衡？我建議他從聖經中找出讚美神的經句，

反覆頌讀，直到他能感受到神對他的愛。的確，

我們一生都希望主給我們所求所想的，但有時

我們有非分之想，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我們一定要信得過神是愛我們的，否則我們很

難有安全感！ 

2: 她珍惜疼痛帶來的敏銳：每個人都怕痛。

但痛其實是一種提醒，一種警告，使我們不致

於麻木不仁或當縮頭烏龜。請看廖智怎麼説：

「情感的麻木和身體的麻木是同樣危險的。如

果你有一點點的痛而不自知，痛就會慢慢地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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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然有一天，你就失去它了...如果你對身

邊的人對你的回饋毫無察覺的話，你就會很危

險。所以痛這種感覺，是對一個人敏銳性的考

驗...」你有苦痛嗎？那感謝主！因為你還有痛

的感覺意識，這痛會幫助你儆醒！保羅一生不

是也有芒刺在背的痛？他仍然勇敢地「向著標

竿直跑！」 

3: 她認識生命的尊貴：一個人能夠認識到

自己是世上獨一無二、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的，

他就懂得自尊自重，而不會自怨自艾或東施效

顰。最近世界日報報導有一位女孩，不滿意自

己的長相，找美容師美容成影星范冰冰的樣子，

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她的下巴就尖尖地

一直長，變成「女戽斗」了！廖智她建議我們

「走到街上，找個角落坐下，花一天時間觀察

來來往往的人，直到你在形形色色的路人中確

認世上真的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然後在內

心堅定地相信－不管我喜不喜歡自己，不管別

人喜不喜歡我，不管我是惹人憐愛還是模樣猙

獰，我的確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我，是獨一無二

的尊貴生命。」聰明的你，是否願意試試廖智

的建議，以致於你能明白自身生命的尊貴，確

認自己是君尊的祭司，怎能隨便玷污自己而不

去傳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4: 她樂於助人：以一個失去雙腿的弱女子，

卻有身先士卒的克難精神，深入雅安等地震災

區協助救援當地的居民，她是個最美麗的志願

者，不儘是長相甜美，心地更有耶穌的馨香之

氣。我真是忍不住要為她拍手叫好！她自己也

藉著天堂和地獄長勺子的故事告訴我們「地獄

裡的人們只顧自己，他們拿著長勺子吃飯，卻

吃不到嘴裡。而天堂的人，雖然用的也是長刁

子，但他們互相餵食，彼此都能滿足。」這讓

我想起 Rolland and Heidi Baker 他們在窮困的

莫三比克宣教，2010 年寫了“There is Always 

Enough”一書，感恩上帝一路的供應與帶領；

而富甲一方的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先生，追求世

間的權力名位，出了自傳叫“Never Enough”，

你看出為甚麼不同嗎? 

廖智自己也認為「我們所能做的最美好而

不會虛度光陰的事就是：趁著還有今日，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去愛能夠遇見的每一個人，

而你的付出和行動才是對愛真實的回應。 

5:她成為眾人永遠的鼓舞：廖智在鋸掉雙

腿後，勇敢地表演了在鼓上跳舞的一幕，是名

符其實的「鼓舞」，而她堅忍不拔的精神，更

鼓舞了現今世代渾渾噩噩活著的人。相信同樣

激勵以後的世人！ 

廖智的遭遇，在人看來悲慘絶倫，但廖智

因著信，以及上帝愛的激勵，她找回她的自信，

她以堅強的意志力舞出了精彩的人生！尤其令

衆人為她高興的是：她的牧師為她的婚事禱告，

她的耐心等待，上帝真得賜給她一位出乎她所

求所想的好丈夫！在此衷心地祝福廖智以及她

為神所做的工！ 

附註：本書將轉贈教會圖書館，請弟兄姊妹踴躍借

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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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開心地說她有七雙假肢，有跑步的有

平底鞋的有高跟鞋的；而假肢也實現了

她長高的夢想。真是樂觀積極的女孩

子！ 

 

身材嬌小的廖智截肢手術後體重只有 50

斤（25 公斤）；而她的假肢卻有 20 斤重，

復健過程真的很艱辛。這是她上節目前跟

主持人鄭家瑜解說假肢的構造與限制。 

未完成的訪談 
 章志彬 

我從事廣播主持工作也有一段年日了。這

當中也採訪過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來賓，但是

這裡要分享的這位，卻是我沒有完成採訪的「嘉

賓」。她就是李紡姐文章當中介紹的廖智。 

如同李紡姊妹在文章中提到的，我當時從

台灣回來，送了她這本書。原因就是我深深地

被廖智的勇氣所感動，因此聯想到同樣經過苦

難打擊，卻也能夠靠主剛強茁壯，並且以愛心

關懷勉勵他人的李紡姊妹；而我也曾好幾次在

個人的部落格還有廣播節目當中，介紹廖智、

她的書與她的生命故事。 

這一次聽說廖智將親自來到灣區，很早以

前我就希望能夠訪問她；可是她的行程相當匆

忙，再加上主辦單位本身有很多活動，所以安

排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約到了在她週六活動

開始之前一天，也就是週五下午專訪，卻因為

她舟車勞頓過於疲憊，加上當天晚上又要上電

視的現場直播節目，因此主辦單位把當天下午

所有的媒體採訪都取消了。當我接

到通知的時候，內心實在是有點失

落；但我還是很想要親自跟這位生

命的勇士見上一面，於是當天晚上十點鐘，我

就直接跑到了 KTSF 26 電視台的直播節目現場。 

因為以前在那裡工作，主持人也是老朋友，

熟門熟路的我就長驅直入地進了電視台（當時

她累得在接待區沙發上蒙頭大睡），並且有機

會在現場節目前後，都聽到了她第一手的分享；

而她的堅強與幽默，也的確讓我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當我問到她自傳書名時，她告訴我：

原本中國大陸版的書名是要叫「感謝上帝的美

意」，但是出版社顧慮這樣的書名可能會被禁

止出版，所以改成了「感謝生命的美意」；至

於台灣版的書名（放聲笑吧，就像從未受過傷

一樣）則是出版社為了行銷的考量而另外取的。

但無論書名是什麼，她在字裡行間，都毫不隱

藏的展露出對上帝的感謝、仰望和信靠。 

感謝主辦單位倍恩傳媒的宣傳同工，以及

我在生命河靈糧堂的兩位好朋友，主動提供我

多張慈善募款茶會的入場券，讓我在週日當天

下午，可以帶著家人跟幾位弟兄姐妹，一起去

參加廖智此行唯一的一場對外公開分享會。當

天生命河靈糧堂偌大的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六

百張入場券全部賣完，許多基

督徒還有不認識主卻認識廖

智的人，都在這一場分享會中，

見證了主在她生命中奇妙的

做為。 

會後好不容易等到她跟

熱情的觀眾合照結束，準備要

上車離開時，才有機會追上她

（她走得好快！）再聊到幾句

話。她告訴我：她在灣區的所

有行程都是同工安排的，她自

己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有時

間可以接受採訪，而其實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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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知道，後面幾天她在美國的行程，是跟家

人團聚旅遊，實在不想打擾她，因此終究沒有

提出現場或電話訪問的邀請。 

儘管有一點小小的遺憾，但對我來說，這

一位沒有完成專訪的嘉賓，比其他我訪問過的

絕大部分來賓，留給我的記憶都更為深刻。 

─── 
1
 她是應南灣矽谷生命河靈糧堂以及倍恩事奉中心邀請，

擔任生命河年度姐妹特會的嘉賓。除了為期約兩天半的

特會，也要拍攝倍恩傳媒的電視節目，隨後在一場對教

會的分享之後轉往東岸，行程非常緊湊。 

 

【生活分享】 

走出教會說人話 
章志彬  

先看一段笑話。 

甄嬛去路邊買煎餅。 

甄嬛：「阿姨，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

亂墜了丫頭的眼，平攤於日下，甚是沁人心脾。

提神醒腦可是極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

而焦灼，豈不辜負了？」 

阿姨：「說人話！」 

甄嬛：「煎餅不要放蔥！」 

前兩年大陸宮廷劇「後宮甄嬛傳」(註 1) 熱

播時，很多人除了對該劇的服裝與道具考究感

到佩服以外，也喜歡模仿劇中人物那種詩情畫

意咬文嚼字虛無飄渺的半文言，從而也興起了

模仿「甄嬛體」的笑話作品。而這些笑話的結

尾，往往就是要那些講「甄嬛體」的人「說人

話」。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因為我們基督徒在

教會久了，往往也不自覺地會使用一些「行話」

或者「術語」，對非基督徒來講，也有點像是

「甄嬛體」。 

我知道大家都喜歡看故事，不喜歡聽說教，

所以笑話之後，再分享兩個真實故事。 

南灣的「倍恩事奉中心」(註 2) 九月中旬舉

辦了一場姐妹特會「飛舞真愛」，請到了四川

汶川大地震倖存者，雙腿自膝蓋以下截肢，但

仍樂觀開朗奮鬥不懈的舞者廖智姐妹擔任主講

嘉賓。由於廖智的故事極為感人，在海峽兩岸

也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她的奮鬥與信主過程更

值得了解，所以我很希望在自己的廣播節目中

介紹，因此我約了這次倍恩姐妹特會的主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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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同工，做了個錄音訪談。 

這兩位主內姊妹都是相當資深的同工。我

在訪問前跟她們順口提起：由於我的節目是在

商業電台播出，絕大部份聽眾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請她們在不妨礙表達的情況下，盡可能少

用教會的慣用語。其實我也只是隨口提一下，

因為倍恩十多年來舉辦過無數社區與女性成長

活動，本身更有廣播電台，這對她們來說應該

不需要提醒。但令我訝異的是，這兩位姐妹聽

了我這話之後就開始變得很緊張，因為她們在

教會生活多年，早已習慣隨口說出基督徒的「屬

靈術語」。而在節目訪談中，我也不時以提問

或者補充的方式，幫助她們向聽眾說明一些我

們習以為常的教會用語或者活動的意義，好比

說「特會」是哪些人去幹什麼的，「姐妹事工」

又是什麼之類。 

訪問過後，我們又聊了一陣子，我半開玩

笑地舉例說了類似以下的一段話： 

「我對弟兄姐妹間的肢體交通很重視，對

於福音工作很有負擔。」如果是基督徒的話，

這句話根本不必解釋；但若是一個從來沒有接

觸過教會的人，他可能會覺得奇怪： 

1. 這群人是幫派嗎？沒事就稱兄道弟？

什麼弟兄姐妹？（特別是「正常」情況下，除

了部隊裡面會互稱「弟兄」以外，一般人都說

「兄弟」） 

2. 交通（traffic）跟肢體有什麼關係？ 

3. 「有負擔」就表示壓力很大很累囉？

那還傳什麼福音？ 

以這誇張的例子導引，我們在談笑中，聊

了一些關於基督徒與外界溝通的話題，她們也

很感興趣（感謝主，她們沒有因為我指出她們

自己，乃至於她們電台的一些小瑕疵而不悅），

甚至覺得她們的同工們，也應該在這些方面進

一步討論分享並且學習。因為既然要「傳福音」，

尤其是利用「大眾傳媒」，就應該用「大眾」

都習慣的話，才能有效地「傳」出去。 

再說第二個故事。這是發生在我們

Oakland 小組的。 

我們小組有一對二十多歲的年輕夫婦，兩

位都還沒有信主，但是對於基督信仰很有興趣，

完全符合我們教會用語中所謂「慕道友」的標

準。有一次聚會我帶領查經，突然福至心靈（這

是一般華人聽得懂的用語，若用教會術語可能

就是「心裡有感動」）問了那位太太：你知道

「慕道友」是什麼嗎？這三個字怎麼寫？ 

她想了想，回答說：「慕」就是「招募」

的「募」吧？募道友就是去招「募」一些「道

友」對嗎？ 

雖然其他弟兄姐妹笑得是前仰後合，但這

卻是我預見的答案。因為我們基督徒在長期教

會生活薰陶之下，生活習慣與價值觀都會漸漸

改變，甚至與外界格格不入。生命被神改變是

好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往往忽略了，我們

所要傳福音的對象，正在關懷的未信主親友，

他們非常可能聽不懂我們說的話，不明白我們

做的事。 

我們小組的情況還容易解決，只要簡單解

釋一下她就明白，因為她本身就是個內心希望

（「渴慕」）學習關於基督信仰（「真道」）

的「朋友」；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有很多初

次來到教會或者團契小組等相關活動的朋友，

他們對於我們的信仰也許一知半解，可能毫無

所知，甚至心存排斥，純粹只是因為有人邀請，

甚至只是路過來看看節目吃個飯。當我們在講

台上邀請他們自我介紹，熱忱地稱呼他們「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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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歡迎的時候，他們是否會覺得很開心？ 

我們設身處地以一個沒有信基督，特別是

無神論者的眼光來看。他們本來就不認識聖經，

不覺得基督是真道；他們的生活可能很富裕，

事業成就甚至高過你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缺

乏或是不足，自然也沒有覺得心靈上有什麼渴

慕的。在偶然的情況下走進教會，聽到人家形

容自己是「慕道友」，好似硬生生地被「貶低」

為需要來學習、來受幫助的人，來追求那「高

高在上」的「真道」… 

當然，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在重生得救之

後，都不會否認自己是卑微渺小需要神來拯救

的；但那是在他們理解真道並且得救之後，而

不是初次接觸基督徒或者教會之時。所以，當

我們希望把主耶穌救恩的福音傳出去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多一點體諒與貼心，用一般人容易

理解、接受的話－不是說一定要講「好聽話」，

像是只講神的愛，而不提罪與審判，而是說要

用對方容易理解與接受的表達方式，就好像給

小朋友吃的維他命或者藥丸要有卡通外型、彩

色包裝與果汁口味，但不影響實質的養分與藥

效一般。 

很多牧者期勉我們基督徒要走出教會的

四面牆。而當我們走出去面對人群的時候，也

該留心「說人話」，讓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們，

對基督信仰不再感到遙遠、陌生，甚至排斥。

 

附註 

1. 《後宮甄嬛傳》是一部後宮爭鬥題材虛構歷史

劇，背景設定在清朝雍正年代，以場景服裝考究、對白

古典細緻聞名。2011 年 11 月 17 日起續在中國大陸各地

方台播出，一時之間風靡全國，台灣與香港後來相繼播

出，同樣引起熱烈迴響，並且多次重播；日本 BS 富士台

也曾以漢語原音日文字幕方式播出；舊金山灣區則先由

KTSF 26 台播出，隨後又播出了專為美國市場製作的英

文濃縮版”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2. 倍恩事奉中心由生命河靈糧堂梅蕾師母創辦，

主要從事婦女身心靈成長方面的事工推展；三年前該中

心成立「倍恩廣播網」，周一到周五 8-9PM 在 FM96.1

頻道播出多種類型的福音分享與生活資訊節目，主持人

全部為教會義工。 

 

 

修剪的功課 

傅琳 

羅馬書 8：28-29 節說：“我們曉得萬事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

招的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

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喜樂與憂傷，滿足

與挫折，快樂與失望......這些都是神提供給我們

的功課，藉此塑造我們在德行上更像主耶穌。 

曾經有報導說，有一次德蕾莎修女在旅途

中，她的交通工具把她推翻在泥濘裡，這位聖

徒掙扎著重新站起來，說：“主啊，如果這是

你對待朋友的方式，難怪你的朋友會這麼

少！”這是有關德蕾莎生平軼事中頗為有趣的

一件事，她竟然和神開這種玩笑！但是沒有人

比她更清楚，她生命中一切的起伏，都是神計

劃的，為的是塑造她的品格，擴展她的心胸，

加深她的委身。這對她是真實的，對我們所有

人也都是真實的。 

我是來美國後信主的，二十多年來，神給

我上了許多功課，真的是有喜悅有挫折。最近

常困擾我的是：“我哪裡做得不對？為什麼我

的家人，我的朋友都沒有因著我的行為而信



 

芥菜子第 56期 第 32頁 2015年 9月 

主？”我讀過許多見證故事，都是敘述因著一

人信主而全家得救的感恩篇章。於是許多時

候，我在上帝面前反省：“主啊，我該如何做？

求你光照我，讓我知道，我願意改。”主說：

“順服”，很多時候我都肯讓步，除非原則問

題，吃虧也無所謂，因為主會記念，那就夠了；

主說：“勒住舌頭”，我就學著忍耐，慢慢動

怒，甚至充耳不聞，從心裡鼓勵自己跟隨主耶

穌，背起十字架，改變老我…但是情形並沒有

什麼改變。漸漸地，我的心消極起來：“唉，

主啊，隨便吧，等候祢的時間。” 

醫院有位台灣來的姐妹鼓勵我：“別灰

心，神會動工的，我為老公禱告了 27 年，有一

天像做夢一樣，他居然跟我說要信耶穌”。前

幾天跟單位一個非洲基督徒聊天，忘了是怎麼

聊到家人的。他提醒我：“你要換個方式禱告，

不是只問神該如何做，而是求神動工！你要

說，'主啊，我什麼都不能做，求你動工，因為

你是大能的，並且豐豐滿滿的有憐憫有恩典。’

” 

我突然醒過來，這也是神給我的功課。祂

知道我原本是個驕傲的人，如果什麼都順順利

利，免不了翹尾巴；如果靠著我的行為，我免

不了會沾沾自喜。祂這是在訓練我，存著忍耐

謙卑的心，等候神動工。我做我該做的，其餘

的就放在上帝手裡。 

上帝賜的修剪功課不是容易學的，但是為

了塑造我們的品格，在成聖的路上長進，祂還

是要慈愛地管教我們。上帝沒有許諾天色常

藍，而是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我就存著歡喜的心，接受一切如意或

不如意的事，在上帝允許的修剪中，與主同行。

 

 

主恩滿溢 
 陳衛意 

母親於今年七月廿三日安息主懷，回想過

去十年與母親相處的歲月只有四個字可以形

容：主恩滿溢！ 

十幾年前我還住在北加，我常禱告神，希

望有機會能住在南加就近照顧母親，因為弟妹

經營自己的事業，工作繁忙，週末也常不在家，

以致母親非常孤單。沒想到十年前建基從臺灣

回來後在南加找到了工作，我就此搬到南加，

當時我都忘記了我曾作過的禱告，但， 

神沒有忘記。 

搬來南加後，我們就定居在 Irvine，離母

親居住的 Diamond Bar 約有半小時的車程。每

星期六就幫忙妹妹做些母親愛吃的菜或帶母親

出去走走；星期天就帶大家去羅蘭崗基督徒禮

拜堂，這樣大約有四年的時間，母親終於二○

○九年的復活節受洗了。在這期間建基和我每

天都為母親的得救向神大聲的呼求，因為母親

已經快 90 歲了，深怕她來不及接受主，感謝主

的憐憫，讓母親在頭腦清醒之下認罪悔改接受

主。 

2010 年底哥哥考慮妹妹健康狀況不佳，就

與嫂嫂商量接母親到他們家住，哥哥已經退

休，白天可以照顧母親，也可以帶她看醫生，

同時哥哥也安排母親到老人照顧中心，每早八

點就有 VAN 來接，下午 2 點送回來；我心裏一

直有個負擔，想要多些時間照顧母親，同時也

替哥嫂們分擔責任，於是在 2011 年初我開始每

個週末接母親到 Irvine 渡假，星期日晚上送她

回哥哥家，就這樣直到我 2015 年初退休回到北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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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年中，我所擔心的事一概都沒有發

生，我擔心母親忽然身體不適要看醫生，而她

的醫生在 Diamond Bar，我也擔心母親胃口不

好，我該如何幫助她？我更擔心母親夜裏起床

上廁所次數太多，影響我白天的精神。在這四

年中母親變得很隨和，我們常帶她出去用餐，

不論中西她都來者不拒；星期六晚上的團契和

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她也很樂意跟我們一起參

加。她跟著我們跑遍了南加的黃金海灘，從可

以自己走路到後來需要推輪椅，她總是高高興

興地，從無怨言。更奇妙的是從 2005 年剛到南

加就開始攪擾我的類風溼關節炎也不藥而癒，

神體貼我照顧母親需要體力，醫治了我的疾

病，另外我跟建基腰都不好而我們卻沒有因搬

輪椅上下車而扭傷過。神的能力真是在軟弱人

身上顯得完全！ 

我感謝神，母親在世的最後十年讓我能如

此近距離地與她接觸，照顧她。在去世前不到

一個月我住在哥哥家十天，跟她睡同間臥室以

便夜裏能照顧她。我只能問神：祢為什麼對我

這麼好？當我們年幼時，母親牽著我的小手走

路怕我跌倒，及至母親老了，我也能牽著母親

滿是皺紋的手扶持她，這不都是神特別的恩典

嗎？ 

在母親的追思禮拜中，有位姊妹作見證

説：每次看到陳媽媽坐在輪椅上從上主日學到

主日崇拜都靜靜的坐在那兒聆聽，我的身體比

她強壯多了，我很慚愧自己還常常缺席，當我

想找藉口不去教會時，陳媽媽痩弱坐在輪椅上

的身影會成為我的激勵。 

感謝主！ 母親在天之靈絕沒想到她坐在

輪椅上也能為神作見證。阿們！ 

 

神的手在死蔭幽谷中扶持我 
 吳梅苓 

07/21/15 星期二，小兒起瑋由於癲癇倒地

撞地昏迷，早上十一點左右經由救護車送至

Modesto 醫院急診室，我及他爸由 Hayward 趕

到醫院，醫生說他毫無意識，到晚上八點左右，

醫生決定送到 ICU 室插管，展開一星期的觀

察，其間他對醫生護士的種種測試毫無回應，

但在不時抽痰，翻身過程中他臉上顯現的極端

痛苦，令我心疼不已！ 

他們也同意我這做母親的 24 小時隨時進

出看顧，我特別向護士要求，希望准許我能在

晚上陪在他病床邊，因為比較安靜，我可以和

他說話，我確信他能聽到我的聲聲呼喚，我在

他床邊不時低頭哭泣向主祈求，也告訴起瑋要

在心中求主的救贖。 

偶爾幾次，我確實感受到起瑋對我的聲音

有所回應，但醫生，護士都認為是作父母的潛

意識期待下的幻覺，在頭四天中，經由腦部掃

描，腦波判讀，醫生對起瑋這麼多天的毫無回

應，經由他們從醫療，經驗的角度判讀，我已

從他們的分析與關懷話語中看到醫生護士對我

們的同情，第五天醫生與我談最壞的狀況與心

理的準備: 

一、後續安排 long term care 繼續插管呼

吸，插管餵食。 

二、醫生停頓一會兒，繼續說，真到如此

狀況，相信這絕不是你兒子所願過的日子，may 

be let him go 讓他不再痛苦…………. 

他繼續說，一般我們會觀察七天──We 

only can pray for God’s will and hope for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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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15 星期二將近中午，葉牧師來探望起

瑋，在進入病房前，因起瑋至今無任何進展與

起色，我在幾近無助的心情下，向葉牧師述說，

起瑋從 12 歲診斷出因水腦症先造成眼睛受

損，又因腦開刀引起的癲癇，一路走來，在求

學，求職上跌跌撞撞，心理上的挫折與徬徨，

相信也不少。 

自從我二月底來到 Hayward 教會起，以做

母親的心情，我也一直為起瑋向主祈求，讓他

也能認識主，也一直祈求主給起瑋引導一條人

生的道路，自從他搬去 Modesto 後，我們每天

都會互相通電話，他也每天祈禱，聽網路上聖

經，其中，當然有我們因生活上不時出現的挫

折，軟弱，對主的信心也不時搖搖晃晃，但我

們也會互相分享，互相鼓勵，信靠 主，繼續禱

告！ 

當下，我無法明瞭主要起瑋面臨這條死亡

路的旨意為何？我對葉牧師繼續說我心裡的

痛。 

我向上帝祈求，給我及起瑋一個機會，讓

我能帶他回 Hayward 教會，讓他看到主的榮

光，看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因認識主，有主同在

的平安與喜樂，我盼望主也能讓起瑋得到這麼

好的福份與恩典，也能因親近主，認識主，即

使將來他走的一天，也是帶著平安喜悅舉起雙

手，在主慈悲溫柔下與 主擁抱。我心疼也不願

起瑋現在一人這麼孤孤單單的走入黑暗…… 

感謝葉牧師靜靜地聆聽，他也給了我及我

先生很多安慰的話語。 

進了病房，葉牧師將手按在起瑋胸前，虔

敬的禱告，也向主祈求。 

禱告中，我與葉牧師低著頭，起瑋爸一直

注意地看著起瑋，他很驚異地表示，整個禱告

過程中，起瑋身體出奇地安穩平靜。 

葉牧師禱告離去後約三個多鐘頭，起瑋爸

爸突然發現起瑋張開眼睛，他趕快叫我來看，

起瑋眼睛是黑白分明，不是像先前總是混混濁

濁，且能以眨眼表達，並可分辨出是爸爸或媽

媽的聲音，接著很快又昏睡過去。我興奮不已！

但叮嚀我先生不要先告訴醫生，以免他們又認

為我精神錯亂了。 

起瑋弟弟當天特別跟公司請了一星期

假，準備下班後趕過來，好陪老媽一起承擔隔

天醫生將對我們宣告七天不醒的悲傷事實。他

弟弟、表弟下班後先後到達病房，起瑋又醒給

他們看了，這次表現更明確，除了認出他們外，

還能隱隱约約由嘴型看出他在與我們對話。後

來護士也見證了，我請護士寫在病歷上，證明

他確實醒了，好告訴醫生，這會兒可不能說我

在作夢了吧！ 

隔天，星期三早上，醫生，護士都很驚訝

───那真的是他嗎？ 

接著醫生從原先計劃的 Long term care，考

慮到 short term care，到住院復健，到 8/3/15 星

期一，醫生評估他進步太好了，可以回家調養！

當晚我們就開車載起瑋返回 Hayward 家中！ 

8/9/15 星期日，我和起瑋一同來到教會參

加主日崇拜，阿門！ 

我低頭禱告，感謝 主醫治的大能與對我

們的憐憫、主以慈愛、恩典饒恕了我們在信心

上時時出現的搖擺與軟弱，更藉著起瑋這次奇

蹟似的甦醒與快速的復原，見證到主的無所不

能，在起瑋住院期間，葉牧師及教會裡所有兄

弟姊妹的虔誠代禱、懇求，主都有聽到，主給

我們應許，也再一次賜给我們機會，更賜給我

們出人意外的平安，讓我們知道祂是惟一聽禱

告的真神，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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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主日崇拜當天，正好林發驥長老也

經由他本身車禍重創的親身經歷作見證，使我

們認識，如何當在得勝時，謙卑，讚美主，更

要在人生窄路、經歷苦難時與主同過，主的恩

典與慈悲在我們承載苦痛時，一直與我們同

在，使我們能在主的安慰與扶持下得到力量。 

最後更教導我們如何要在人生方向上轉

向神，親近神，認識神，主揀選我們，將聖靈

的種子安放在我們心中，讓我們要靠著禱告與

主的恩典在聽道、行道上努力精進，路加福音

8-15“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

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 

主也藉這次刻苦銘心的經歷，心裡也有深

刻的反省，我不可再像以往，總讓這種子一會

兒撒在路旁、一會兒落在磐石上、或荊棘裡，

總是不紮實，並求主給我智慧，用心靈誠實拜

父，約翰福音 4－36“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

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主是深刻希望我們得救並有喜悅在心的！ 

我在看遊子吟（作者：里程）這本書時，

看到其中一段，不禁深深警惕，“有人說，天

堂裡有三件事令人驚奇，看見一些我們以為不

會上天堂的人，發現我們所期待的某些人不在

那裡，發現自己在那裡。” 

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愛神，愛人如己的人

才能與天國有份。這份功課，我一直覺得很難，

但按著聖經的教導，不管在順境、逆境時都要

讓我們在主的恩典、慈悲、心靈誠實禱告中，

順靠信服主。主確是愛我們的，讓主成為我們

的道路、真理、生命。順著主為我們預備的天

梯，一步一步攀登，讓我們大家都能最終與主

在天堂相見──我發現我在那裡，我愛的人都

在那裡！ 

 

懷念親愛的陳媽媽 
黃淑敏 

去年 9月我蒙福有幸參加教會星期二的姐

妹團契。當時我是新人，認識的人很有限，但

透過每星期固定的聚會，慢慢地認識的姐妹

們，連帶她們的弟兄也逐漸加增。我很難不去

注意到陳媽媽，因為她通常帶著助聽器就安靜

柔和地坐在葉師母的左手邊，面對著大家。有

一次我分享後，她來和我說說話並安慰我，才

知道她就是陳媽媽，之後我們總會彼此打招呼

問好。日子就這樣在看似平安穩妥中度過。幾

個月後有一天突然聽則惠姐妹說她病了住了

院，我趕緊抽空去看她，不久她就出院回家休

養。自此就不能再來參加聚會了。 

這個月初再度聽到她入院的消息，心中一

直有負擔,想要再去看她，結果拖延了一個星期

還未能成行。接著又聽說她快可以出院了，就

抓緊 時間在 8/20 晚 8 點多去醫院探訪。她似

在睡眠中，但可能是身體裏面的不適使她得不

時地移動姿勢。我輕喚了幾聲陳媽媽，她睜開

眼睛看看我，用英文說她要回家，且扶著護欄

想起來。我告訴她等一下，等護士來幫她。接

著我說， “陳媽媽，教會的姐妹們都在為您禱

告，盼您早日康復，回家休養。您認得我是誰

嗎？” 她看看我，叫出了我的英文名， 感謝

主，她意識是清醒的！後來護士進來說，本來

當晚可以出院，但因家屬尚未接受相關的居家

照護訓練，所以被延至隔日。沒想到這竟是與

陳媽媽的最後一面！ 

雖然大家都很捨不得陳媽媽的離去，卻滿

懷感恩地感謝神對她的憐憫與慈愛，缩短了她

受病痛折磨的時日。昨日詩班聚會，大家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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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聊著聊著聊到陳媽媽，娜珍姐妹、倍德

和大智弟兄都異口同聲感念地說，他們的孩子

們就是在陳媽媽的照管教導下長大的。箴言 4：

23， 陳媽媽已打完那美好的仗在主裏安息，願

神安慰，保守，祝福她的家人並將祂的救恩向

他們顯明。也盼望那日我們在主耶穌再來時，

喜樂地再相會！ 

 

 

 

 章志彬 

很多人知道我近幾年只要一感冒，就會咳

兩三個月；而由於

我的工作是廣播

主持，又有音樂服

事，所以大家都很

關心我（嗓子）的

健康。 

每次只要我

在咳，就有許多教

會弟兄姊妹來關

心，並且提供古今

中外各種藥品（像是咳嗽藥水、過敏藥、各式

喉糖、枇杷膏、八仙果、羅漢果、胖大海等等，

族繁不及備載）或偏方（像是烤橘子、蜂膠、

蜂蜜檸檬水、川貝冰糖燉梨、花椒燉梨等等，

族繁不及備載）的資訊。而我也的確試過不少

方子，因此戲稱自己是「活體實驗室」。雖然

坦白講，這些保養秘方其實少有奏效的，但是

一來多半也很可口，再者又有親朋好友弟兄姊

妹的關懷與愛心在其中，因此感到很溫暖。 

這次從五月底開始感冒，一路咳到八月

份；沒有例外地，同樣收到了滿滿的關懷。其

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就是這個香蕉皮的故事。 

話說有一位姊妹見我久咳不癒，某天發了

封短信給我，附上一篇文章，提到香蕉燉冰糖

可以有效緩解咳嗽。當時我就想：這一味我還

沒試過，且兩樣東西都很容易取得，所以就試

試看好了（很有神農嚐百草的勇氣吧）。只不

過剛好家裡香蕉吃完了，因此就等下回買菜再

說吧。 

隔兩天，這位熱心的姊妹又發信問我試過

沒有，我就據實以告：冰糖還有，香蕉倒是吃

完了。過一兩天再試試。 

主日崇拜時，這位姊妹見了我，就很熱心

地送上一個紙袋，並且說：幫你準備好了。還

要我不要把袋子放在車裡，怕天氣熱東西壞了。 

我真是感動得不得了啊。 

回到家把紙袋打開，看見一根香蕉（不意

外），還有一條用保鮮膜包裹整齊的香蕉皮。 

我心想：文章裡面沒提到香蕉皮啊？而這

位姊妹對於飲食養生方面頗有研究，送上此皮

必定饒有深義。對了，一定是我粗枝大葉的毛

病又犯了。趕快把她先前發的短信看了一遍，

但好像沒提到香蕉皮；又把附件文章打開細

看，結果還是沒有。 

於是發了簡訊跟姊妹道謝，並且提問。沒

多久有了回音： 

「我沒做過，以為是用香蕉皮。呵呵，還

好不是只給你皮！」 

敢情是她看過太多食譜與食補方子，張冠

李戴了吧。 

還好我沒把香蕉皮吃下去。不過呢，看著

保鮮膜裡包著那內裡空空的香蕉皮，感覺像是

包了糖心一樣。 

關懷的味道真的很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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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與無私 
辛胡桂蘭 

神創造人類時使兩隻眼睛都朝著前方，意

思就是要我們多看看別人，而不要光看著自

己。另外兩隻手的胳膊都是朝內彎，意思是要

多靠自己，別完全依賴別人。 

但許多人往往違背神的意旨，兩隻眼睛老

是看著自己，而兩隻胳膊總是伸出去要求別人

的幫助。 

人類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總是先想到自

己。小姐們每天攬鏡自照，欣賞之餘，又有許

多怨嘆，總覺得自己長得比別人漂亮，可愛，

但為什麼際遇卻不如人？男士們雖然不像小姐

一般每天顧影自憐，但也有許多只看到自己的

名與利，忽視別人的努力奮鬥。祗看到自己為

什麼得不到好處？沒有升官發財。 

由最小的例子就可看到人的自私。如果有

好幾個人合影留念，拿到照片後，一定先看自

己，姿勢如何，尊容如何，如果自己照得好看，

心情一定大好，而且會誇獎照片照得好，否則，

不論別人照得如何，只要自己效果欠佳，那一

定會立即評判相片拍得差勁。 

非常遺憾的是，人類很多時候不運用神賜

給我們的胳膊去照顧自己與周遭的人，反而伸

出膀子要求別人幫助，依賴他人。許多人不但

對社會無貢獻，反而成了寄生蟲，不勞而獲，

坐享其成。 

最後，我以羅馬書第十五章所說的與大家

共勉之『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

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

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祂伴我走過坎坷路 
張芸彬 

愛, 我願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 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2014 年 3 月 14 日妹妹不幸遇難身亡，由

於兇手──妹妹的丈夫，行凶後潛逃，他們的

兩個女兒立即被交由社工保護，我和兒子也不

得不緊急離家住進旅館藏躲。 

面對妹妹的忽然受害，我的心中充滿了驚

嚇、悲傷、恐懼和仇恨；第二天葉牧師得知情

況後，不但安慰我們，還邀請我和兒子在緊急

危難時刻暫時住到他家，牧師帶著驚魂未定的

我禱告，求神幫助兇手能早日落網，四天後的

深夜，警察打來電話，告知已逮捕兇手。 

儘管內心千頭萬緒，還是得按捺悲憤，處

理妹妹的後事，由於英語溝通能力差，我真是

不知所措！感謝葉牧師、大慶姊妹幫忙洽辦殯

儀館的喪葬事宜；因為妹妹生前曾在海軍服

役，則惠姊妹積極協助我聯繫海軍，詢問相關

事務，牧師與昌萍姊妹幫忙籌備追思禮拜各項

事情；笑寧姊妹也幫忙我寫申請信函，好讓大

陸的親人能立刻來美。 

4 月 6 日在教會為妹妹舉行了追思禮拜，

教會的弟兄姊妹、妹妹的同事、朋友都來參加，

他們稱讚妹妹是一位愛孩子的好母親，嘉嘉（大

外甥女）深情回憶與母親生活的點點滴滴，稱

頌讚美母親；葉牧師的信息帶給家人和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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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而後家人與我把妹妹葬到海軍墓園，葉牧

師帶我們告別妹妹，為她禱告，願妹妹在天父

懷中安息。 

一年過去了，教會曉恩、昌萍為我介紹工

作，我也努力工作，為生活奮鬥；兩個外甥女

在寄養家庭幸福成長，努力學習，她們也很感

謝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與經濟上的援助，如今

讀高二的嘉嘉利用暑假到咖啡店打工，我也告

訴她們與人相處要相親相愛，有能力就多做義

工、幫助別人，也要訓練自己服務社會、培養

將來獨立生活的能力！ 

我也和外甥女的寄養媽媽相處融洽，我儘

量安排時間接送孩子們參加游泳、鋼琴等課外

活動，和寄養媽媽籌備他們的生日，邀請她們

的朋友到家裡做客，希望孩子們仍感受到與親

人緊密相連的親情。    

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愛已經為我做了榜

樣，放下仇恨並不容易，饒恕更是項艱難的功

課，我祈禱孩子們在主愛光芒和力量下茁壯成

長，我也願主愛來澆灌我，使我在愛中得自由

釋放，感謝曾為我們禱告、陪我們走過艱難時

刻的每一位，願神賜福大家。 

 

 

 

 

 魯鈍 

「憑信心跟隨」這句話，基督徒再熟悉不

過。 

但是，要做到並不容易 – 不但在徬徨無

措時不容易，在熟悉的環境中更不容易。 

有一天，我們老倆口開車出門。由於目的

地有點遠，所以我習慣性地開了 GPS 導航。 

過了一陣子，開到一個地方，GPS 要我們

轉到另一條高速公路上。太座覺得奇怪：按照

方向來說，應該維持在原來的路上啊，為什麼

要我們轉出去呢？ 

很快地研究了一下，我們決定按照自己的

方向感走。過沒多久，碰上了大塞車。前方有

車禍。 

塞車時太太才有空看了看地圖，恍然大悟

地說：GPS 要我們走的路雖然繞了個彎，但那

樣走其實沒有遠太多。我聽了之後也明白了：

現在的 GPS 都有接收即時路況資訊，肯定是因

為原本路上出了車禍，才要我們稍微繞一下，

避開塞車路段。 

而我們不聽話，按著原本的經驗走，結果

就塞在路上，動彈不得。 

我們相視苦笑：對啊，既然不相信 GPS，

又何必買、何必用？ 

其實我們在世上的旅途，不也有異曲同工

之妙嗎？高高在上的神看得見我們未來即將面

對的每一條道路，我們求告祂，祂便指引我們；

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得著神的教導或感動之

後，充分憑信心跟隨。 

儘管跟我們過往的經驗或者知識有所不

同，但只要確定是從祂而來的，就可以專心仰

望，按著祂的帶領走，而不必瞎操心或是自作



 

芥菜子第 56期 第 39頁 2015年 9月 

聰明拿主意。 

何況上帝的 GPS 資料庫，擁有從起初到末

了的一切路線圖。上帝牌 GPS，沒有收訊問題，

不受天候影響，是人世間一切品牌比不上的。 

只是切記：要經常打開它、使用它，並且

信靠它。愈是自以為是的時候，愈是一路順遂

的時候，愈是如此！ 

 

【笑看天下】 

聰明的殺手 唐新怡提供 

一天晚上，某富翁正在遛狗，一個殺手從草叢

裡竄出來，啪啪兩槍把狗打死了。 

富翁大怒：你幹嘛殺我的狗？ 

殺手冷笑一聲：有人花 500 萬，讓我取了你的

狗命！ 

富翁激動地握住他的手：你的國文老師是誰？

我要包個大红包給他！ 

 

我跟你說 黃淑敏提供 

日對曰說：「你該減肥了。」 

井對丼說：「超音波檢查出你有膽結石！」 

熊對能說：「窮成這樣！四個掌全賣了？」 

口對回說：「懷孕這麼久了，也不說一聲。」 

臣對巨說：「裝潢一下，可多兩個房間。」 

旦對但說：「膽小鬼！出門還要請保鏢。」 

果對裸說：「你穿了衣服還像沒穿一樣！」 

木對林說：「你怎麼學會複製我了？」 

扁對匾說：「敗選就搞自閉？」 

王對皇說：「當皇帝有什麼好？你看，頭髮都變白

了！」 

 

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季，短短三個月，教會正面臨多事之

秋：有年老的趙媽媽、陳媽媽以及衞意的媽媽

相繼離世，回到主的懷抱中；又有不少弟兄姊

妹身體日漸虛弱，飽受疾病的摧殘，我們同為

基督的肢體，難免感同身受，痛其所痛，哀其

所哀！主藉著各樣的環境來培養我們關心肢體

的胸懷，但願每個人都能對自身周遭的親友或

肢體多所關注，所謂「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

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

此切實相愛……（彼前 4：7-9） 

感謝淑敏姐妹寫了一篇對陳媽媽懷念的

文章！那天在陳媽媽的追悼會中，有很多姐妹

起來回憶陳媽媽謙卑，喜樂的一生！我因曾在

育嬰室輪值而有機會和陳媽媽同工。那時教會

生養眾多，常常有四、五個嬰兒再加上五、六

個活蹦亂跳的兩三歲小孩，整個育嬰室其實就

像個小戰場。陳媽媽身經百戰，從容不迫地把

每個小朋友弄得服服貼貼。我在育嬰室輪值

時，她會指導我那個嬰孩該睡了，那個該餵奶

了…對每個小孩的習性都瞭如指掌！印象最深

刻的是：有一次有個嬰孩拉了肚子，臭氣衝鼻，

我勉為其難地要幫小嬰孩換尿片，陳媽媽馬上

說「我來！我來就好！」 然後把輕省的工作讓

我做，我看著她把小嬰孩屁股擦得乾乾淨淨，

而且還審視一下排洩物，說「這種顏色沒關

係 ，表示小孩沒病…」我當場服了她！一個沒

有高言大智的謙卑姐妹，她的犧牲，使我們多

人都能安心地將小孩託付她而專心地聽道。神

看重的不是我們的口才或社會地位，而是有愛

心的生命。陳媽媽藉著在育嬰室的服事，活出

了充滿愛的生命見證。陳媽媽，生命裡有妳真

好！我們來日天家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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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正在忙著芥菜子的出刊事宜，突然被

告知安靜姐回天家了！我整個人沉入谷底，在

痛苦的漩渦中掙扎、呼求主！我希望下一期的

芥菜子有懷念陳媽媽和安靜姐的文章，希望大

家勤於提筆，讓他們在主裡所做的工流芳後

世。她們終生謙卑地在教會服事，她們的一生

正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順服，不管銀器或瓦器，

皆可為主所用！ 

有很多人誤以為神給我們的獎賞就是：福

祿壽，事事順心如意！Bruce Wilkinson 牧師在

“A life God Rewards”一書中曾警戒我們，

“今日所做的，都會影響深遠” (Why 

Everything You Do Today Matters Forever)，神最

大的獎賞是雕琢我們像耶穌，能與神有親密的

關係；你渴慕神的獎賞嗎？你願意丟棄萬事萬

物以換取神的獎賞嗎？聖經裡有很多神應許的

獎賞，葉牧師闡述了神四個重要的獎賞，請大

家務必細讀！以後才不會有神沒有按你的意思

成就事情，就誤以為神不愛你的錯誤觀念！另

外袁清梅姐妹和陳雲姐妹也都為文論述獎賞，

足見她們對神的恩典有明確的認識，感謝主！

繼揚姐妹把神的救恩從舊約到新約，濃縮成新

詩的形式呈現給大家，顯明了她精讀了聖經以

及神賞賜的橫溢才華。 

我們的短宣隊有到台灣的、到河南的、以

及葉牧師單槍匹馬去緬甸培訓當地有心服事的

同工；他們齊心合力為福音遠赴異鄕撒種，主

給這些短宣隊員「勞其體膚、苦其心志，增益

其所不能！」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見證文章中略

見端倪！我讀到陳敏寫「我不傳耶穌，我來做

甚麼?」真是心酸她遇到的艱難啊！希望這些短

文也能激勵你我傳福音的心志；因為傳福音是

每個基督徒都要負上的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

長宣的一員，將來見主面時，主會要我們繳交

在地上作工的成績單，如果我們的成績單不及

格，那是多羞愧的事啊！ 

我覺得本教會的詩班是向心力最強的一

個小組。詩班班長韓大智弟兄提議大家開始背

聖經，指定我每個星期送出該背誦的經文，並

且月底嚴加考核！—還不是等到秋後再算賬

哦！我對自己的「雷厲風行」，其實有點膽戰

心驚，深怕有人不滿就先把我「暗殺」了！沒

想到韓班長大力挺我，所以從九月開始，我們

每個星期都會努力地讀經與背經，希望詩班登

高一呼，成為教會愛背經之先驅，並希望將愛

讀經蔚為本教會之風氣！ 

「芥菜子」園子裡還有不少的奇花異卉，

請大家帶著感恩的心，慢慢逛，慢慢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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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