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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倒數計時 葉耿齊牧師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聖

經．詩篇 90篇 12節 

 

「倒數計時」帶來的挑戰和焦慮 

「倒數計時」這四個字總是讓人聽起來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因

為你知道，當時間歸零的時候，後面總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在等著你去

交帳、去面對，你不能假裝沒看到，也逃不了。 

每期的芥菜籽，我們的主編大人，會老早就告知我最後的截稿日

子，而我也會在自己的行事曆上劃一個大大的記號，從此就開始「倒

數計時」的日子；而這樣的日子其實並不好過，總感覺自己被一個名

叫的「期限」的東西「追殺」，是個受害者，而我也毫無例外地，幾

乎都要搞到最後一刻才能出稿，心理才能平衡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對期限，有本能的反感和拖延的傾向。 

講道也是如此，每個星期日的早上就是見真章的日子，所以我整

個的禮拜的日子是反過來算的，不是我計劃禮拜一要做什麼，然後禮

拜二要做什麼，而是：因為我禮拜日要講道，所以我禮拜一該做什麼，

禮拜二之前該完成什麼，禮拜三應該趁空檔順便完成什麼事，然後一

直安排到禮拜六。整個禮拜的預備，是為了倒數歸零時，把最好的拿

出來；沒有任何講不好或準備不周的藉口，也永遠不能重來一次，更

不能臨時假裝生病，請林長老代班！這個準備過程對身心靈都是很大

的挑戰，有時也會伴隨著焦慮，牧師的惡夢總是，夢到自己上了講台，

卻忘了帶講稿或是講稿根本還沒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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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計時」所帶來的焦慮、壓力和挑戰，

相信是每個人都經歷過，未來也一定還要經歷

的情況，它可能是一個動手術的日期，也可能

是一個向客戶和主管的重要口頭報告，它更可

以是一個考試、表演、公開演講、專案、繳款、

兒女離家、甚至是死亡的日子。 

我們得學會自律，也要懂得如何與自己的

心魔奮戰，才能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倒數計時」，

也才不會被對事情的責任感、對未來的恐懼感、

對過去的失敗感、對環境的無力感、對歸零時

的緊張感，所壓垮。能面對人生中種種「倒數

計時」的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

一定從中學習了許多生活的智慧，

知道怎麼面對自己，怎麼面對大

環境。 

模糊又難以定義的「倒數計時」 

雖然面對「倒數計時」

已經是一項很難的人生功課，

但比面對一個又一個「倒數計

時」更難的是，去定義並找出

真正重要的「倒數計時」。 

有很多的「倒數計時」是很明顯的，比如

說禮拜天的講道，禮拜一的手術，下禮拜的報

告，這個月的業績和房貸等等。這些明顯「倒

數計時」的日期和期限，往往是別人幫你決定

的，也往往與你的行事曆息息相關，我們在生

活中忙的和專注的，就是這些事，雖然其中有

多事你不想做，但也不得不做。這些明確的日

期雖然討人厭，但它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它

很明確，在日期歸零前，它會要求你的注意力、

精力和預備，而你有沒有成功地面對它，結果

好不好，你通常也知道。如果是能力強的人，

的確是有辨法去面對一個又一個的期限，完成

並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但是，有智慧的人會問：人生難道就是去

滿足這樣一個又一個明確的「倒數計時」嗎？

這樣就夠了嗎？這樣是我受造的意義嗎？這樣

會帶來生命的喜悅和滿足嗎？許多人已經陷在

他自己的行事曆中，沒有一個更大更廣的眼光，

生活變成滿足一個又一個期限的要求，能力愈

強的人，如果不停下來思考，反而陷得愈深，

這是一種看似充實的假象，也是一種生命淺薄

的悲哀。 

真正重要的「倒數計時」 

我想說，生命中真正重要

的「倒數計時」，有兩個特

性，常常去思想並實踐它，

就會得著智慧的心。第一，

它不是別人幫你決定的時

限，甚至也不是自己決定的

目標，而是上帝看重、要你

交帳的東西。如果你不知道上帝要你交帳的是

什麼，就算成就了你行事曆上的一切，也是個

愚拙的童女、無知的財主、又惡又懶的僕人、

不認識主的山羊。 

第二，真正重要的「倒數計時」，難得有

明確的日期，它不會跟你說，「下個月這個時

候，我要考驗你，看你準備得如何」。 

真正被神看重的「倒數計時」，如：面對

試探的時刻，面對患難的來臨，面對付出愛心

給出恩慈的機會，面對個人時間、金錢、才幹

的使用，面對善惡的取捨，面對死亡，面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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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再來，我們要見主面的那天，它們往

往是不可能會出現在你的行事曆上，也往往是

在意想不到的時候臨到你的。 

因此，它所需要的，不是一段時間的預備，

而是一生一世的準備，不是去面對那個特定的

時刻，而是隨時準備好。面對生命中真正算數

的「倒數計時」，你沒有辦法臨時抱佛腳，你

只能成為那個合神心意的人。這需要額外的表

裡如一，因為假裝不來；這需要額外對聖經的

默想，因為要內化在你的血液裡，成為你的價

值觀和生命；這需要額外的堅忍，因為不是一

時的；這也需要額外的警醒，因為沒有鬆一口

氣，可以放縱的時候。最終，這需要額外上帝

的恩典，因為不是靠我們的敬虔和能力，是祂

的恩慈領我們悔改，是祂的恩典使我們成長，

是祂的救贖和無條件的赦免使我們能在那日，

在祂面前站立得住。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考驗：不要憂慮那個「倒

數計時」歸零的時刻什麼時候來到，也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而是要分辨什麼是真正算數的，

並且每天的跟隨，成為那個合神心意的人，然

後我們才能面對那個時刻，最終，我們也會發

現，神說：「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進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我們嘗到真正生命的喜悅，

實現我們受造的目的！ 

預備上帝的「倒數計時」 

以下是一些上帝啟示，勸勉我們，使我們

準備好，來面對祂的「倒數計時」的經文，願

我們常常默想，一起共勉： 

1、要盡心愛神：「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 22:37-40 

2、要使萬民做主門徒：「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3、要儆醒，不陷於生活的放縱和憂慮：「你

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

你們…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

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路 21:34-36 

4、要堅忍並帶著盼望：「你們也當忍耐，

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雅 5:8 

5、要聖潔敬畏神，度每一天的生活：「那

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

要聖潔…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

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

寄居的日子。」彼前 1:15-17 

6、要有受苦的心志：「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

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你們存這樣的

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

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彼前 4:1   

7、要尋求明白神的心意：「你們要謹慎行

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弗 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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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要勇敢選擇先求神的國，也要活在當下，

信靠神的供應：「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

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太 6:33-34 

9、要每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不怕為主

犧牲：「耶穌又對眾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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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益處呢？」路

9:23-25 

10、要相信祂對你無條件的愛與接納，無

論發生什麼事：「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8 

 

 

【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細拉 

 

在詩篇中常有「細拉」,  

那是音樂的休止符, 

讓我們可以喘口氣. 

 

在現實生活中, 

也常聽到 

「早知道」或「沒想到」的 

悔悟之語; 

歸咎於我們常被生活洪流所淹沒, 

 

但願藉著「細拉」, 

我們可以徜徉在青草地上, 

安歇在潺潺流水邊.. 

 

截稿日期 

2016年 2月 29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mailto:haywardchurc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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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of God (Luke 3:15-22) 

 

In Luke 3, Jesus was preceded by a forerunner, the public ministry of John the baptizer, which connects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 New. Read Luke 3:15-22 to see how John prepares the way for the coming of Jesus. Through John, 

we’ll discover when we understand Jesus’ identity, it shapes our new identity in Him. 

 

[Luke 3:15-16a] John is this weird guy who lives out in the woods, ate bugs and honey, wore camel-hair clothes, and 

looks like a Jedi. He’s Spirit-filled, bold, biblical and passionate. He yells “repent”, and people respond to his 

phenomenal ministry. [15] The crowds surround him because he’s #1 on iTunes, everybody wants to be his Facebook 

friend, and wear his face on their T-shirts with the word “Hope.” He’s a big deal; they hope he’s going to fix all their 

problems and be their savior. They’re wondering: “Are you the One God promised, when Adam & Eve sinned, there 

would come a male child to crush Satan’s head and redeem sinners？ Are you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Should we worship you, serve you, and devote ourselves to you？”  

 

It would be tempting for him to respond: “Why not？ People need a leader and savior. God is using me. I don’t mind 

being top dog. Nice T-shirt.” John has been poor his whole life, living simply & humbly, a rural guy who’s popularity has 

exploded in Israel.  So, what does he say？ [16a]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Jesus. He’s coming, and He’s so much 

greater than me. I’m not worthy to untie his sandals.”  Imagine living in a culture where you walk around all day, with 

no socks, just sandals. The roads are not nicely paved, just dust and mud; you share it with animals and garbage; your 

sandals would be gross. Back then, a student would serve their teacher, but that wouldn’t include untying their sandals.  

Why？ That act was relegated to the lowest of slaves. Of all the men born of women, none are greater than John (Luke 

7:28), but here, he says: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me and Jesus is great. He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me that I’m unworthy to do the job of the lowliest slave, to touch His feet and take off His shoes.” Why？ 

 

There’s great humility from John because he understands who Jesus is, and that shapes his goals & priorities about 

life.  In this moment of temptation for power, pleasure or prestige, John responds: “Nope, it’s not about me; it’s all 

about Jesus. He’s coming, so don’t get worked up about me; I’m just the opening act.” There will be moments in your 

life, when you’re tempted to elevate yourself to be great in people’s eyes… to receive glory or praise that belong to 

God. In those moments, what are your goals & priorities？ Are they determined by feeling good about myself, through 

my performance, others’ opinions of me, because life is about me？ Or, like John, do you know who Jesus is？ That 

your life is all about pointing glory and thanks to Him？ When you meet Jesus (whether for the 1
st
 time or millionth 

time), you become aware of how great He is. His identity shapes ours, because there’s joyful humility in knowing that 

we have a worthy Savior in Jesus. 

 

[3:16b-20] Then, Jesus’ ministry is revealed to be greater than John’s in two ways: [16b] “Even though I/John baptize 

with water, He/Jesus will baptize with the purifying fire of the Holy Spirit.” First, Jesus’ baptism is greater than 

John’s. “I can work on the outside, but Jesus works on the inside.  I can call you to repent and baptize you externally, 

but He’s coming to send the Holy Spirit, who works internally to convict you, to move your heart and life to repent from 

sin, to be cleansed, transformed and set free.” The Holy Spirit is the 3
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the One who makes us a 

Christian. The Holy Spirit is a “He” not an “it”; a person not a force. He regenerates us and causes us to be born again 

[John 3:5-8]; He gives us conviction of sin [John 16:8] and love for Jesus: [1 Cor. 12:3]. He seals us for salvation and 

guarantees our inheritance with God [Eph 1:13-14], gifts us for ministry [1 Cor 12:4-11], sanctifies and matures us 

[John 16:12; Rom 8:1-11], and empowers us [Luke 24:49; Acts 1:8]. To be a Christian is to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indwelling presence and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Second, Jesus’ judgment is greater than John’s. John is saying that Jesus has the authority and right to judge. [17] 

If you don’t receive the purifying fire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Jesus, then you receive unquenchable fire: the conscious, 

eternal consequence of separation from God in Hell. John uses an agrarian analogy to explain: When you harvest all 

the grain, you use a winnowing fork to toss it into the air, separating the edible from the inedible. The wheat falls to 

Rev. Joshu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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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to be gathered, the chaff separates and blows away in the wind. Jesus has ultimately come to gather the wheat 

to Himself: Those who belong to Jesus, abide in Jesus, and receive His Holy Spirit. The chaff are those who don’t love 

or follow Jesus, and are blown away by temptation and sin, false teaching and deception. There’s a misperception, that 

everyone in church is wheat and everyone outside is chaff, but there’s a lot of chaff in church: If you’re not born again, 

haven’t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nor deeply commit to Jesus at the center of who you are; if your life is about someone 

or something other than Jesus; if you use His name and His people, and He is simply a means to an end, but not the 

end itself; if you use Jesus to have a better family, be a better person, get a better reputation but don’t love, worship 

and enjoy Him exclusively as God, treasuring Him above all… then, you’re chaff.  Temptation comes, and you’re 

blown away. Suffering and hardship come, false teaching and man-made religion come, and you’re blown away. Many 

don’t love Jesus; they once said they did, but they don’t anymore. They don’t worship with His people, listen to Him 

through Scriptures, talk with Him through prayer, nor repent of sin.  They’re not wheat falling into His hands; they’re 

chaff, easily blown away.  What’s your identity？ Are you wheat or chaff？ Is Jesus genuinely your Lord, God & 

Savior？ Has His Spirit caused you to change？ 

 

[18] John preached to people about Jesus, and there were two responses: Those who accept this as good news, 

humbly repent of sin, and demonstrate it by coming to the water to be baptized, are wheat. [19] There’s also chaff: John 

calls out a political leader & public figure who should have been a role model for the nation. John rebukes Herod 

because he’s married but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woman who happens to be his own brother’s wife. Both of them left 

their spouses, destroyed their families, so they could run off together.  John wouldn’t have gotten into any trouble if he 

just said: “We should be tolerant of one another. Jesus is my God & Savior, but maybe that’s not for you.” But if you 

proclaim: “I’m a sinner; you’re a sinner. I’m learning to repent; you need to repent too”, there’s going to be a fight. If they 

respond: “What do you mean？” And you answer: “Herod, that’s not just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it’s adultery. You’ve 

destroyed two homes and need to apologize and repent. Stop marching in the parade for diversity and tolerance, and 

start practicing repentance and holiness”, Herod won’t like you very much. In fact, he will later have John imprisoned, 

then beheaded. When you confront sin, wheat repents, chaff fights. Imagine how much money, power and security 

John could have had if he went on-record, saying: “Well, they love each other, want to be together, and are consenting 

adults. It’s just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who am I to judge？” Instead, John’s private faith became public, and the only 

way to silence him was to chop off his head. But John humbly trusts, obeys and loves God, though it cost him his 

freedom and his life. He doesn’t judge people in a hypocritical way, but he does judge sin in an honest way: “The words 

God is using through me to convict you are small potatoes compared to the great judgment of the coming Christ; He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me, so repent.” 

 

[3:21-22] Herod is ready to arrest him, but John’s ratings are sky-high, so he goes down into the river. There’s a long 

line of sinners coming to get baptized to show that they need cleansing from sin. Then, who shows up in line？ Jesus! 

Imagine John’s reaction: “This guy is wicked and needs to repent; same for the next guy… Wait, Jesus？ You 

shouldn’t be in this line; You’re in the wrong line.” In Matt. 3:14, John asks: “Should we trade places, Jesus？ Since 

You’re sinless and I’m sinful, You want to dunk me instead？” John is a little confused. Who gets baptized？ Sinners. 

Is Jesus a sinner？ No. How do we know？ [Heb 4:15] “He was tempted in every way, as we are, yet without sin.” [2 

Cor 5:21] “God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come our sin,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Jesus will later challenge people: “Who can prove Me guilty of any sin？” He dared people to come forward, to 

show Him, but no one could. At His own trial, a political leader declares: “I find no fault in this man; He’s done no 

wrong.” So, why did Jesus come to get baptized？ 

 

First, when a king was anointed, they would ceremonially bathe to prepare.  As Jesus goes public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His ministry, He is symbolically anointed as King and Messiah. Second, to endorse John’s ministry: 

“This man is My prophesied forerunner; I’m going to pick up where John left off.” It’s akin to politicians saying: “My 

name is Jesus, and I approve this message.” Third, Jesus sets a precedent for Christian baptism. At the end of 

Matthew’s Gospel, Jesus declares: “Go forth into all the nations, baptizing them.” How？ Well, how did Jesus do it？ 

He was baptized as an adult, with the maturity to understand what baptism means. He gets buried in water and raised 

up from it, symbolizing His death,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so we get buried like Jesus in baptism, raised to new life in 

Christ. But most significantly, He does it to identify with sinners, and show us how He will save them. Rom. 6 

describes how baptism shows Jesus lived without sin, died and was buried & raised in new life, and cleanses us from 

sin. Through His actions, He demonstrates: This is how you repent, and this is how it will be made possible, through My 

death,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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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baptism is a significant, amazing moment in history: The whole Trinity appears, validating Jesus’ ministry. The 

Father speaks from Heaven, the Son is baptized,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s like a dove; all three simultaneously 

present, a snapshot of the Trinity. Why is this significant？ Remember the question people were asking John: Are you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No, there’s One coming who is much greater than me.”  The logical follow-up 

would be: Then, who’s that？ At the baptism of Jesus, the answer is made clear: Jesus is the One that all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Son of God, anointed by the Spirit of God, confirmed by God the Father. The Holy Spirit makes Himself 

publicly visible so that everyone would see and know: This is God, the God-man, the Savior, the Redeemer, the 

Messiah. And if there was still any question about who Jesus’ identity is, God the Father speaking settles it; there’s no 

higher authority than Heaven opening and declaring: “That’s Him, right there, My beloved Son; With Him I’m 

well-pleased.” In ancient cultures, a son was not considered less than his dad, but one with him. Whatever honor, 

power and preeminence the father enjoys, also belongs to the son, co-ruling, co-reigning, co-equal. So, for God the 

Father to say, “This is my Son”, is an emphatic declaration: “He is the same as Me, as much God as I am, worthy of 

glory as I am, to be obeyed as I am; His dominion extends where Mine does. He’s My Son, and He’s come to 

inaugurate, unveil and rule My kingdom.” It is the clearest and highest claim of deity. When we call Him “Son of God”, 

it means Jesus is God; of the same stuff as the Father, the same glory, authority and supremacy. Some say, “The 

Bible never says Jesus is God”, but He was murdered because He wouldn’t stop saying He was God! The New 

Testament repeatedly declares Him to be God; He receives worship as God. The Father parts the Heavens in front of 

this huge crowd, declaring: “This is My Son. He is beloved. With Him, I am well pleased.” 

 

This is where knowing Jesus’ identity affects ours. At this point, did He perform any miracles, cast out demons, heal the 

sick, walk on a lake, or raise the dead？ Has He gone to a cross to die for our sin？ Not yet.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and is pleased with Him before He’s done any public ministry.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man-made religion, 

where you have to work hard and try your best to earn God’s approval. Then,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maybe He will say: 

“I now adopt you and love you; I’m finally pleased with your life.”  Instead, we have a God of grace, who reveals 

Himself as a Father; our relationship with Him begins with love, approval and affection. Many have wanted and waited 

their whole life to hear from a dad what Jesus heard: “You’re My Son; beloved; I’m well-pleased.”  Here’s the good 

news: In Christ, you are a beloved son; the Father is pleased with you. That’s wher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starts. [Gal 4:6-7] “Because you are sons, God has sent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our hearts crying, ‘Abba [Daddy] 

Father!’ So you are no longer a slave but a son, and if a son, then an heir through God.” Some of us respond: “But I’ve 

sinned!”  Me too, but Jesus hasn’t.  He went to the cross and took our place, and in so doing, gave us His place, so 

now, we are sons of God.  God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come our sin,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t applies equally to men and women; that may not sound politically correct, but it’s biblically 

correc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daughters didn’t get anything, but in Christ, we hold the esteemed position that the 

Son did. We get the full inheritance and family name, Christian; there are no 2
nd

-class citizens; all are treated as sons, 

including the ladies.  

 

It’s a privileged position. Through Jesus, our sins are forgiven, we’re adopted into His family, the Holy Spirit is placed in 

our hearts, so we can cry out to God as our Father. Even if you didn’t have a dad growing up, He is a Father to the 

fatherless, and has an inheritance for us. The Bible says the down payment of our inheritance is the Holy Spirit; He’s 

the beginning of God’s good gifts to us. And He empowers us to new life and new ministry out of a new identity as a 

son. If our identity as a son is loved, and the Father is well-pleased, and our power is of the Holy Spirit, then we’re freed 

from sin to live a new life patterned after Jesus, of great passion and joy, not powered by religion and guilt, but by the 

Holy Spirit, in joy. When we struggle with temptation, we cry out to our Abba Father and are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When we fall into sin, we’re honest, confess, repent, and are cleansed. Like John the baptizer, may we know, 

worship and enjoy Jesus for who He is, the Son of God.  And by faith in who Jesus is, may that change who 

you are: From sinful, wretched and rebellious to repentant, beloved and adopted as a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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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倒數計時】 

  
■袁清梅 

 

 

 

 

每一年的新舊年交接之

際，在紐約的時代廣場上，成

千上萬的人匯聚在一塊，倒數

著「五、四、三、二、一」地

迎接新年。 

同樣地，在中國的中央電

視臺的除夕春節晚會上，室內

的幾千觀眾及演員與電視機

前的十幾億觀眾一同倒數著

秒時，喜迎著中國新年的到來。 

當時間精確到了秒時，從

上一秒到下一秒，舊的一年就

已經過去，新的一年已經來臨。

人們以興奮和喜悅的心情，歡

呼著新年的到來。就為了這一

瞬間，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等

待，當它真的親臨時，爆竹就

響起來了，焰火就燦放了，甚

至連禮炮也轟鳴了。就為了這

一瞬間，我們十年寒窗苦讀，

終於等到了金榜題名時。就為

了這一瞬間，我們甚至等了二

十幾年，就為了這一刻洞房花

燭，良緣天配。 

等待雖是漫長，然而得到

的那一瞬間，多少的勞苦愁煩，

就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用倒

數計時，給了世人無比的歡喜

快樂，就是用狂喜與狂歡也不

足以表達。但是不要忘記，用

倒計時也會讓你抓狂。它可以

給你歡喜，也可以給你焦慮。 

想一想明天就要考試了，

今晚才抽出一點時間複習。明

天考試時我能胸有成竹嗎？ 

過幾天就要去面試新的

工作，我的簡歷寫得簡潔明白

嗎？我的言談舉止大方得體

嗎？我的穿著打扮可以入面

試官的法眼嗎？ 

這個月計畫要完成的工

作，我已經做完了幾項呢？千

頭萬緒不知如何梳理，文山會

海何時是個完呢？豈止是火

燒眉毛，差不多是焦頭爛額了

吧？ 

如果很不幸你被醫生宣

佈還有很短暫的日子了。而你

覺得你一生還有很多事沒做

完，很多心願還沒實現。你還

能心平氣和地過好每一天

嗎？ 

用倒數計時，更顯示時間

的短暫和寶貴。其實我們一生

下來，時間就以倒數計時的方

式在提醒我們，你的一生還剩

下多少日子可以存活。因為你

出生，你必走向死亡。本來神

創造人時，他賦予了人有神的

高貴俊朗的外表和有著聰明

智慧的靈魂。人本來可以在伊

甸園裡樂享天年，因為始祖的

犯罪，使罪的基因進入了人類。

即使如此，神還是讓人類可以

活到 120 歲。然而活到 120 歲

的人卻少之又少。因為能真正

明白生命意義的人有多少呢？

我們有善待自己，善待他人，

善待我們周遭的環境嗎？我

們做不到，卻怨天尤人。我們

胡吃海喝，我們晨昏顛倒。我

們妒忌他人。我們隨意汚染青

山綠水。當你生病倒下時，卻

問神為什麼生病的是我，不是

他人呢？當你還不明白生命

是在以倒數計時的方式在進

行時，你就任意揮霍時間，任

意揮霍生命。你以為明天又明

天，明天何其多。你拖延該做

的事情，拖延該做的決斷。而

機會失去時，你不捫心自問，

卻推卸責任。想一想，我們的

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是

這樣地不自知不自省地度過。 

用倒數計時，是在提醒，

你每過一天就是減去一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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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神看來千年如一日，我們

能度過的年歲在神的眼中，連

一天都不到。人還有什麼可以

衿誇的呢？我們不過是神手

中的一團泥土，沒有神向這團

泥土吹一口氣，這泥土什麼都

不是。想一想我們曾經說過的

豪言壯語，人定勝天，與天同

壽，與月同輝。真是癡人說夢

啊！ 

智慧莫若摩西者，他曾為

我們歎息說：「我們度盡的年

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

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

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在我們還沒如飛而去時，

求神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認真地研讀聖經，我們的靈命

才會增長，智慧才會增加。以

耶穌基督為榜樣，讓每一天、

每一月、每一年都過地有意義。

因為時間短暫，生命寶貴，與

其讓時間消耗在無謂的俗務

中，不如讓時間經歷在與神的

同在中。讓神保守我們，看顧

我們，每一天都平安喜樂。阿

們。 

 

 

 

 

 

【懷念安靜姐妹】 

無價至寶 
■姐妹會 (李美瑩師母) 

2014年 9月 16日是姐妹團契成立的日子，

沒有想到，一年後我們親愛的安靜姐也在這天

卸下世界上的勞苦，回天家了！ 

想起她與我們查經的日子。雖然她的身體

有病痛，但是，她仍然信靠神，渴慕神！ 

記得她常常跟我們說，她希望能夠為教會

多做些事情，她在健康的時候，曾經參予諸多

的服事，包括

煮飯教烹飪與

執事等，她的

直言快語，常

為我們帶來許

多的歡笑，她

的愛心與細心我們都看在眼裡。生病時的她，

也不忘打電話關心病痛中的肢體和為他們代禱。

她一杯水的服事不僅溫暖了被關心的人，同時

也深深的影響著我們這些姐妹們。 

雖然她曾有軟弱的時候，但她常常謝謝神

沒有忘記過她，她每天都為著神給她的氣息而

感恩。從沒有忘記過她生命的主－耶穌，是她

永恆的盼望和倚靠，是她一生的無價至寶。如

今她息了地上的勞苦，離開我們去了天父的家，

安穩在愛她的主的懷中。雖然我們心中有很多

的不捨，但她永遠成為了眾姐妹們的榜樣！安

靜姐永遠會活在我們的心中！ 

現在我們就用這首「無價至寶」，獻給我

們所愛的安靜姐，表達了她的心聲，願一切尊

貴榮耀歸於愛安靜姐的尊貴的主。也希望他所

信靠的主成為在座每一位的盼望與倚靠！ 

 

 



 

芥菜子第 57期 第 10頁 2015年 12月 

 

■李美瑩師母 

我的母親 2007 年為了來美國幫我做月子，

身體太過勞累，因此加速了原本就免疫系統低

弱的她，不能抗敵體內的毒素，她回台灣就得

了重病，半年後在醫院治療時，因為肺積水無

法呼吸而死亡。我內心滿了自責，2009 年到海

沃教會的時候，我帶著一顆傷痛的心進入了服

事的禾場--我正式成了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傳道

人的妻子。 

先生因為忙教會的事工也鮮少與我談心，

我剛到這地沒有親密朋友可以和我談心事，多

少時候我想念母親的心情無人能說，但神都知

道我的心情，所以祂派了安靜姐在我的身邊，

剛開始因為每個月會有一次她在場的小組聚會，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多的機會聊天；而我們進入

更深的關係，是在 VBS 服事中。 

記得，我們在服事中，安靜姐精打細算採

購每天的食物，她教導我們如何做美味可口的

午餐給同工們吃，時間與份量總是這樣的精準!

大家享用這豐富佳餚時，整個副堂常常充滿了

笑聲，因為安靜姐說話總是直接且精闢，總是

可以逗我們開心！ 

服事中，難得有些時間，我們大家都會閒

聊，安靜姐聽到我想學打毛線，便主動地聯絡

我，邀請我去她的家裡一對一的教導，連續一

個禮拜天天到她家裡面，不但教我打毛線還煮

好吃的食物給我和 Isaiah 吃，順便幫葉傳道帶

便當。慢慢的，我開始固定去她家聊天，當她

知道我沒有父母親了，她把我當作自己的女兒

一樣地疼，我的孩子就像她的孫子一樣，在她

的家裡有著我專屬的拖鞋呢！ 

之後，我們常常一起去買菜，吃飯，公園

散步，她還教我做蔥油餅；安靜姐都會跟我分

享她聽到的新聞或者好吃的地方、特價的食物

等等，教會有什麼事情，我也都會請教她，她

總是開導我許多事情。她知道我想買車子和房

子，還陪我去找，我兩次的流產，她都買好吃

的幫我補。我生完 Jeremaih 的時候，我馬上告

訴她這好消息，雖然那時候是凌晨六點半。她

和崔大哥立刻帶著一鍋熱騰騰的食物來給我吃，

我已經習慣每天和她報告我所有的事情，就像

跟媽媽說話一樣。因為神透過她讓我可以再享

有母親的疼愛；跟她談話我不需要害怕，因為

我深知她愛我並且會為我禱告。 

約三年前，她的身體變得很虛弱，有幾次

的小中風狀況，都有驚無險。感謝神，還好她

剛好滿六十五歲，可以有國家的老人保險，就

不擔心看醫生和醫藥費。後來因為心臟壓力過

大，使得她不能排去身上的水分，所以必須靠

藥物控制，同時也在等換肺，因為肺的氧氣量

不足，導致她越來越沒有力氣。 

雖然如此辛苦，但她最常告訴我的是每天

都還能醒過來，活著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她盡

全力地參加每個主日的禱告會，還參加了每個

禮拜二的姐妹會，偶而她還會帶我去探望梁媽

媽，為梁媽媽禱告。每次看見她到教會，我就

覺得被激勵。她並沒有等死，她反而抓緊餘生

盡力的愛神與服事神和肢體們。她靠著神過著

每一天，她說若神要現在帶她回家，她也沒有

任何害怕，唯一捨不得，放不下心的就是她的

先生和孩子和未信主的親友們。 

今年暑假，我們全家到加拿大探望我的二

姐，因為都到很晚回到家裡才能使用網路，好

不容易有一天早回家，我打電話給安靜姐，她

對我說「你怎麼還不快回來啊，我不知道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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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到你回來了!」當下我就想起，出發前我做

的噩夢，我夢到我參加了她的喪禮，心頭一震，

我說你不要亂想，要好好吃東西！你一定要等

我回去！ 

我心裡一直掛念著她，回來後隨即帶著孩

子去看她，但是怕她累著了，所以也沒有像以

前那樣跟她聊很久。看見她憔悴的樣子，我心

疼不已。要離開前，她拿給兒子們紅包，要他

們乖乖聽父母的話，好好讀書。我不讓他們收，

她卻對我說「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他們了，而且

我再也用不到了！」我的心痛到不行。我想要

她起來吃我煮好的牛蒡排骨湯，她就努力的站

起來到餐桌上吃，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吃東

西的樣子，她口中還直說很好吃，謝謝。接下

來幾天我們都只有簡短聊幾句話，因為感覺她

真的很累，所以就不多聊了。 

真的沒有想到她就這樣悄悄的離開了，剛

上完 BSF 沒多久，我接到林桂姐的電話，聽到

這消息我情不自禁，痛哭失聲。隨即立刻到她

的家裡，看到白被單蓋著她的身體，打開看看

她最後一眼，她睡得好安詳的樣子。她不用再

受苦了，我很安慰，但也真得好捨不得！ 

我真是要感謝神，在我痛苦的時候把安靜

媽媽擺在我身邊，這樣的愛我和陪我走出傷痛，

她堅強樂觀愛主的生命，是我學習的榜樣。我

也會堅強起來的，求神也賜給我力量，能夠盡

力愛祂，服侍祂，直到見祂的日子。  

安靜姐---我的忘年之交，也是我的安靜媽

媽，我愛妳！我們天家再見！ 

 

 

 

思想起安靜 
■孫俊先 

聽到安靜離我們而去的消息，我非常悲傷。 

我想起，身患重病的安靜，長期吃不下，

睡不好，非常虚弱，卻總是長時間和我通話，

彼此鼓勵，但更多的是她安慰我，幚助我在基

督裡常常喜樂。 

我想起，她以孱弱的身軀，拖着氧氣瓶，

從 Union City 來 Oakland 探視我。我見她搖搖

晃晃，歩履维艱，在激動和溫暖的心中，禁不

住汎起一陣陣心酸。 

我想起，在我和梁弟兄每天讀雅各書那段

時間，她 email 來葉師母在姐妹會上的輔導稿，

幫助我們學習，要我們好好學習。 

我想起，即使在安靜病得無法去教會的最

後那段時間，她對教會的狀况，仍瞭如指掌，

我問起教會的事，她如數家珍。她如此關注教

會，令我敬佩。 

我想起，安静怎樣對自己無所掛慮，對他

人體貼入微。我的女兒和外孫今年八月從北京

來看我，我們有幾年不見了，這時離安靜去世

只一個月時問，身上的插管、心臟和肺功能的

急劇衰弱、醫生的預告，都令她明白即將告別

人世。但她仍談笑自若，和我一樣為他們的到

來而興奮。她告訴我，帶他們到教會，帮他們

親近兄弟姐妹，頭等重要，但也要讓他們多多

瞭解美國文化、飲食、休閒娛樂，社會風貌。

她仔細策劃了他們的活動，去廸士尼、吃牛排、

逛大街。隨後她又問去了沒有，吃了沒有，逛

了沒有，要我們反饋。這次初到時，只要我們

提起中國有那些方面要向美國人學習，女兒就

火冒三丈。但臨到 20 天訪問即將結束，她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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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她和兒子每次漫步街頭，都看見汽車遠遠為

行人讓路，有的駕車人還向他倆友好招手，就

這一點便足以令中國社會慚愧。 

安靜，妳以妳的行為，教人看到神的榮耀，

感受到神的愛。現在妳走了，我冷靜下來，止

住了悲傷。我知道妳是到耶穌基督那裏去了，

不再有人世間人人都會遇到的的苦難和災禍，

我應當高興，但實在捨不得。祝福妳，我們以

後天家見。(梁鈞襄執筆、整理)  

 

 

 

 

我們所親愛的組長 

劉安靜姐妹 
■萬信堅 

十分懷念我們的組長劉安靜姐妹。小組的

前組長是我們敬重的楊順利大哥，後來因為他

離開教會就轉由安靜姐為組長。剛開始我們都

在崔大哥和安靜姐家聚會，後來各家輪流，我

跟他們夫婦接觸更多了。 

 崔大哥和安靜姐的屬靈生命，豐富，充足，

敬畏上帝，有信心，有愛心有忍耐，從來不會

講出不合神心意的話。他們都是我們各組員的

好榜樣。雖然我們組員問題多多，但是他們總

是溫柔微笑，耐心聆聽，更常用神的話語，禱

告和極度的關心來護著我們。是我們屬靈命中

的和平使者。 

 後來我們膽子越來越大，把他們夫婦變成

是「父母」般地撒嬌，訴苦，吵架，哭鬧，貪

吃.........（不過大家可以放心我們沒有忘記查考

神的話語）。每個月大家才聚在一起一次，我

們非常珍惜這個時間。坦白說我們的心早早在

他們家裡，一想起他們就心花怒放回娘家，回

父母家，回祖父母家........。 

 後來安靜姐生病了，小組就在大家依依不

捨的心情下結束了。小組的成員各自用探訪，

電話，書信來問候她。除了代禱我們能做什麼

呢？我禱告主耶穌說：『主啊，袮所愛的姐妹

病了』『主啊！袮看著不理嗎？』。看著崔大

哥細心照顧，貼心關顧安靜姐妹，我們都被他

的愛所感動。每次與安靜姐通電話，她總是安

慰我，囑咐我好好的照顧女兒。她深深的相信

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安靜姐終於離開我們了。之前她跟我說與

主在一起才是基督徒最大的福氣。安靜姐啊，

雖然妳的離開使我悲痛萬分，但我的心永遠敬

佩妳對主耶穌基督的堅心信靠。是的，在主裡

死的人都是有福氣的，有榮耀的。最後，安靜

姐我想告訴妳將來我們回天家，我和女兒仍然

會決定參加妳的那個查經小組。我們一同讚美

敬拜唱詩歌頌這一位一生愛我們的獨一真神，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安靜姐，謝謝妳！將來再見！ 

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阿爸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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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生命 
■李鴻貴 

在教會認識安靜姐妹近三十年。孩子小學

時期我們曾經一起在兒童主日學及VBS同工當

老師。她總是精力充沛笑口常開，會教孩子又

會煮大鍋菜，謙卑的品格使她容易與人相處，

一起共事。暑期VBS期間，她常為學生做點心，

為老師們煮午餐，使一週的 VBS 增添了樂趣享

受！ 

大約三年前，那天在主日早晨的禱告會中

得知她的肺因纖維化需要換肺才能存活，不然

只有一年的生命；我們的心頓時異常的沈重。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移植肺”的手術。 

在等待“合適的肺”期間，我很佩服她靠

信心而有的淡定與勇氣。每週日早上八點半，

即或是冬天，或下雨的日子，她都按時出現在

禱告會中。第一年過去，她開心地告訴我們，

她感謝主讓她可以“無缺席”，而且每一次都

是很期待高興地來參加。這是何等可敬可佩的

生命。 

去年九月姐妹會開始，她也是興奮地來參

與，總是笑嘻嘻的帶著氧氣筒來與姐妹們一起

查經共餐。她的笑容，安詳就是見證著神的可

靠可信。 

今年暑假得知醫生放棄移植肺的計劃。在

一次電話中，她平靜地說“我們沒有害怕，在

神手中更好。一下子覺得好輕鬆，不用天天擔

心電話鈴聲響時，是不是醫生打來要我馬上去

醫院。現在可以很輕鬆地依靠主。醫生還說我

隨時可以因心臟衰竭而過世，神對我真好。這

不就是許多人希望得到的死法，而我還沒有求

祂就給了我最好的死法，別人求還不一定可以

得到”。聽她說得那麼平靜，我不知道如何回

應。 

安靜，謝謝妳這些年來的友情。妳的生命

影響了我的生命，成了我的榜樣，教我如何面

對回天家路時該有的信心與勇氣。 

 

我所認識的安靜 

■陳衛意 

在安靜離開前約三個星期左右，我和李紡

一起去探望她， 那天她精神很好 。 

聊了很多我們以前一起同工的趣事，也譲

我想起安靜那時服事的點點滴滴。 

我認識安靜超過廿年了，最近的十年前因

工作關係搬到 LA較少接觸，以前與她同工時，

她給我的印象是能幹肯作，只要涉及食物的部

分，她都願意親自動手，她很在乎能替教會省

錢，也很樂意傳授她的手藝，更希望藉著姊妹

們在一起動手能彼此學習，增進了解更帶來許

多的樂趣。她給 Hayward 教會的姊妹們設下了

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傳承－大小的事工需要準

備食物都是姊妹們親力親為，姊妹們藉著廚房

的服事，大家學習彼此順服、彼此服事、彼此

敬重的功課。 

記得教會辦過運動園遊會，姊妹們通力合

作準備的食物有油飯、茶葉蛋、炒麵、漢堡、

珍珠奶茶，而她負責賣臭豆腐，那時灣區還没

有臺灣風味小吃這樣的店，可以買到新鮮的臭

豆腐，但需要自己炸，因為太臭沒人敢在自己

廚房炸，安靜極有愛心，藉著 Cal State Hayward 

空曠的空間，炸了不下兩百多片的臭豆腐，讓

弟兄姊妹大快朵頤，她常常做些事，是別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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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麻煩，而她卻願意去做，她的勤快是超

乎我們的想像的。 

今年退休後回到 Hayward 教會，她的身體

已經非常虛弱，每次參加姊妹團契都能聽到她

美好的見證，從前她用體力服事神，身體軟弱

後，她用口服事神：常常鼓勵我們，有時想安

慰她，看到她的喜樂，結果是自己反成了被安

慰者。不論在任何狀況，她都能欣然接受神所

量給她的，她真是我所見過大有信心，而且隨

時都能在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的姊妹。安靜，

在主耶穌那裏已有公義的冠冕為妳存留。 

 

 

～憶安靜姊 
■唐新怡 

一看到教會禱告網上安靜姊過世的消息、

就難過的打電話給在東岸的依仁。說了一句「安

靜姊過去了」之後就開始哽咽、輪依仁來安慰

我了。接下來二天我們的通話或 email 都圍繞

著安靜姊、當我們傳述她的好、及她在我們身

邊的見證、神就讓這些美好的回憶親自安慰我

們。 

安靜姊的俐落、爽朗是她給大多數人的第

一印象。但是我也有幸體驗到她的細心及大愛。 

外子在這教會第一次上任做執事時、安靜姊也

是總務執事、包括負責廚房事工。立安有時在

主日聚會後、因為忙而沒飯吃。安靜姊看在眼

裏、就交代我以後要替先生拿盤飯。我當時雖

然笑著回答她的好意，説老公需要減肥、餓一、

二餐沒關係、但打心底感受到安靜姊的關愛。 

安靜姊不但把家人服侍的無微不至（崔大

哥自己說他被寵的什麼都不會做）、更常用她

的好手藝來服事弟兄姊妹、也是敎會有力的關

懷大使。一直到她身體軟弱不宜出門、她仍然

在電話中為同在病中受苦的肢體打氣。 

安靜姊在今年七月的一個主日、帶了一些

絨毛娃娃讓女兒選。那時候的她已經需要靠氧

氣才能呼吸順暢、她說趁還有體力清出這些還

新的玩具娃娃、給她以前敎過的 AWANA 學生

們。女兒選了隻彩虹熊熊、回到家問我為什麼

安靜阿姨要送她東西。我平靜的告訴她阿姨身

體狀況不好、這個熊熊給妳當個紀念。女兒一

下眼眶紅了、我抱抱她，但也說不出話來。想

到安靜姊那時已快退休、自己女兒也都大了、

但願意在週五下班後來委身服事這些吵吵鬧鬧

的小孩子、若不是有從神而來的愛心、實在很

難持續。 

依仁安慰我的其中一個 email 寫到「只要安

靜姐最後的日子不太辛苦，就是神一大祝福。

她生前的日子是我們的榜樣，廚房的服事吃力

不討好，但她一做做好多年⋯」是的、安靜姊最

後肉體辛不辛苦、我們無法體會，但是她在生

命的最後一段路程中所活出對神的仰望，絕對

是我們的榜樣。安靜姊、我們好想妳、想妳的

好、想聽妳爽朗的笑聲…盼望天上見！ 

 

安靜姊教我們做咖喱餃、女兒一旁踩在小板凳

上專心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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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麻糬  
■李依仁 

那年主日的下

午，我和安靜姐在

教會廚房閑聊，我

們都在等我們的另

一半練詩，她教我

做麻糬，指令簡單

明瞭：烤盤裏倒一

袋糯米粉，加一罐

椰漿，用倒空了的

椰漿罐接一罐冷水

倒進烤盤，再裝半罐白砂糖也倒進烤盤，攪拌

均勻，上鍋蒸熟，攤涼後就可以用來包拌了糖

的芝麻或花生粉了。 

第二個主日，我照著她的方法，包了幾十

個麻糬去，預備詩班練詩完可以同享。她看見

那盤麻糬，開懷地笑了，爽朗地說，沒想到口

頭講講，就給我學會了，還有成果可享。她不

知道，其實是因為她有條不紊的做法讓我躍躍

欲試，也是她經驗的累積讓我一試就成。 

日後她又教了我好幾道菜，她是個會做事

的人，從她的食譜就知道，從不拖泥帶水，更

不紙上談兵，一如她在教會的服事，說的少、

做的多，她不是一個開口教導人的人，卻是一

個用行動影響生命的人！ 

 

想念她，想念她種種的好，她種種的好成

為我的激勵，我的榜樣。 

 

 

話說安靜姐 

■宋惠珠 

當我看到教會臉書上公布安靜姊安詳過世

的消息時，十分錯愕，不敢相信，眼淚禁不住

流下來，怎麼可能？上次探望她時，她還十分

有精神地打著電話“知會”她的大弟，“指揮”

著崔大哥帶我去她大弟家採枸杞。看著冰箱裡

的鮑魚，非常懊悔昨天沒打電話給她，跟她報

告我跟我二姐釣了一個鮑魚，準備做好後，帶

過去讓她嚐嚐. 

記得第一次打電話給她，我和 LISA 想探視

她，我怕她身弱折騰，我就跟她說我們只待兩

三分鐘就“快閃”，她在電話的那一頭哈哈笑

了幾聲。結果她侃侃而談了將近兩小時，她回

憶起她的童年往事，她有個當軍人的父親，嚴

格的家教，養成她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個性。 

年輕時的安靜姊也曾在台北知名的南門國中任

教過，她熱情有愛心，很自然地和學生們打成

一片，成為一位廣受歡迎的英文老師。幾年後，

她去法國留學，又移民美國。她還說起她的第

一個工作是在唐人街的小鋪當店員。那時她得

走到地下室，塞滿百貨的小小倉庫補貨及清點

貨品，要不是有敏捷的腦袋及身手，還無法勝

任這薄薪的工作。 不過她十分感謝這份工作，

鍛鍊她日後在郵局工作的能耐。她還談起，剛

來美國時，生活清苦，常常聽到老闆娘整天吃

魚，自己就是捨不得買魚吃，每天經過魚攤，

總是“望魚興嘆”。後來又告訴我們她開西餐

店的一些趣事… 

其實我和安靜姊沒有什麼深交情，只是數

年前在 VBS 一起同工，她當年負責所有青年人

及成年同工大概 50 人左右的午餐。她每天安排

吃豐富變化的午餐，最了不起的是每餐的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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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她都計算地剛剛好，不多也不少，令我

十分佩服。 她做事果斷，負責任，個性豪邁直

爽，真是有當家的氣派，總覺得有她在，絕對

錯不了！兩年前某個主日的午飯過後，我坐在

她旁邊，她很認真地告訴我 “Ruby，我很敬佩

你，連我都做不到。”我傻眼了，心想我最敬

佩的安靜姊竟然會敬佩我？!她的一番話溫暖

了當時正處於死蔭幽谷，人生低潮的我。我很

訝異，她雖然身體不適，但是她仍然關心教會

裡的大小事，對教會的事瞭如指掌。她非常體

恤人，現在姊妹團契名牌的紙片就是她給我的，

她說她看到我一張張剪紙片，她就急得回家找

出她女兒用剩餘的名牌紙片，及名牌套給我。

雖然病痛纏身，她仍然觀察入微，不忘照顧他

人，總是以恩慈待人。每當姊妹團契烹飪課，

她的徒弟，徒孫當老師教我們時，不驕傲的她

仍不厭其煩地跟著我們上課，而且及時提出一

些小技巧幫助我們。幾次姊妹團契聚餐結束後，

我在清洗廚房用具時，安靜姊從廚房的小門離

去時，總是說“辛苦了，謝謝妳們，我恨不得

我也能幫忙做事!” 其實安靜姊一直在為教會

無私地事奉，不遺餘力，實在是我們這些晚輩

學習的好榜樣。 

安靜姊剛過世那幾天的一個晚上，莫名其

妙地，我終於按了我手機上亮了幾個月的小紅

燈，（我實在搞不懂智慧手機，又不敢亂按，

一直拖了好久）結果電話上這幾個月的留言都

冒出來了，安靜姊的留言馬上吸引我的目光，

禁不住的按了一下，再一次地聽到安靜姊那熟

悉，略低沉的聲音，話語中總是那麼的慈祥，

親切，冥冥中好像安靜姊跟我道別。聽著，聽

著，我的雙眼又被淚潤濕了…。 

今年感恩節又將來臨，很榮幸去年和前年

我和安靜姊一起做見證，只是今年她將在天上

微笑地聆聽弟兄姊妹們的見證了。 雖然不捨，

但是我知道我們所懷念的安靜姊和天父在一起，

再也沒有病痛、擔憂，只有喜樂，和天使們的

歡笑聲。 

 

 

 

蘆薈之歌:懷念安靜姐 

■李紡 

自安靜姐病後，我訧一直擔心她哪天會悄

悄地走了！雖然她比醫生預估的時間多活了不

少日子，最後神還是不忍她在世間繼續受肉體

折磨，寵召她回天家！她不是偶而投影在我們

波心的一片雲，她是凝駐在我們頭上的璀璨雲

彩，我們凝望，我們思念，她是神恩典的寶貴

見證人。 

我和安靜姐本來沒什麼交集，因為在我負

責姐妹會事工時，她還未受洗，也就沒有被我

盯上成為重要同工之一。我們比較有深入交談

是後來常常一起去露營。我和安靜姐都喜歡烹

煮，所以我倆就被分配為晚餐的負責人。我習

慣性地列出要煮的菜名和所需的配料，安靜看

我為這種芝麻小事忙著，冷眼看著，搖著頭對

我説：“不用那麼緊張，才幾道菜，一會兒工

夫就可做好！”後來她看我還要在菜餚上裝飾

點綴，她立刻反對，強調菜好吃不好吃，無關

乎花樣兒的裝飾，把味道做得好才是上策，我

雖不同意她的看法，但也不得不依她，畢竟她

虛長我幾歲，我怎能不禮敬她？豈不壞了倫

理？ 

最後一次和安靜靜姐露營是在太皓湖。從

太皓湖回來後，她感冒，動了肺部手術，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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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腴的身材漸漸瘦削，不復昔日的光彩。唉！ 

安靜姐是很有勇氣的人，每當我們正為著

迫在眉睫的困難傷腦筋時，她會挺著胸脯，微

笑地説“那沒什麼了不起！”然後就身先士卒

地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在她的字典裡，可

能查不到“困難”兩個字，她是解決生活難題

的大衞王，任何歌利亞都必兵敗於她的“那沒

什麼了不起!”的信念裡！我每次一想起安靜

姐的這句口頭襌，禁不住腰桿挺直，虎虎生風！ 

安靜姐其實一點都不安靜。只要有她在的

地方，就有笑聲和談不完的話題。無論鴻儒或

白丁，她都可以找到和他們談話的話題，絶無

冷場。她惟一遣憾的是聖經經文不熟，我安慰

她“那沒什麼了不起！”行道畢竟比知“道”

更得主喜悅！ 

和安靜姐相處那麼多年，我看她掉過兩次

淚：一次是大夥兒去年給她驚喜的生日宴，她

發表感言，感謝上帝恩待她，多給她年日存活

於世間，卻憂心她的姐弟未信主，將來無緣再

在天家相聚，情不自禁地涕淚兒拋；再一次是

在姐妹會侃侃而談她信主的見證，以及主如何

改變她的生命，她卯足全力，淚珠兒滾在臉頰

上地給石姐妹的一席話，終於在感恩節開花結

果，那天大家前呼後擁地與石姐妹握手，熊抱，

我多麼希望安靜姐的身影就在其中啊！ 

安靜姐一直對自己身體的康復很有信心，

她參加史丹佛醫院的換肺小組聯誼，看到很多

成功的案例，她最後一次在我家吃飯時，還充

滿自信地跟我妹婿説：“下次再見你時，我應

該會是健健康康的！”上帝沒恢復她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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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讓她息了世間的勞苦，與主在天家同享福樂！

我們只能阿們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有一次我捫心自問：如果妳像安靜這樣病

著，拖著氧氣筒，妳還會風雨無阻地參加晨禱

會嗎？我沒有信心肯定自己的答覆！安靜姐卻

排除萬難地來參加禱告會，敬拜聚會；我已習

慣坐在我身旁的她，傳來沒有規律的喘息聲，

她總是不平靜卻安穩地聆聽牧師的信息，與主

親近！ 

有一次我去探訪安靜姐，她關心我的身體，

我告訴她我有了足底筋膜炎，結果一回到家就

看到她傳來伊媚兒，告訴我要穿什麼樣的鞋子

才能使這種痼疾痊癒，甚至連在那一個城市，

那一家鞋店，以及多少錢一雙的資訊都全部捜

集完整！我回覆她，要她專心養病，不要為我

擔心…誰知她既像姐姐，又像媽媽地催我快去

買，不要拖，她總是顧念別人的需要，而忘記

自己身體的不適！從她身上常常散發出來自耶

穌的馨香之氣！讓人感覺身心舒暢！ 

又有一次她看到我手指因做菜有刀傷，她

叫我去她家拿蘆薈。就這樣，她把她儘有的一

盆蘆薈送給了我。我回家後，因著這盆蘆薈，

我的刀傷很快得到醫治。我也把這盆蘆薈分成

數盆再送人！它們繁殖得很快，生生不息！就

像安靜姐對我們的愛，看似不顯眼，卻在靜默

中再生，茁壯，療人傷痛，給人安慰，一生伴

隨我唱著溫柔的蘆薈之歌。 

 

【受洗見證】 

曲超 
我叫曲超，我的英文名字叫 Tim，來自中

國瀋陽，來美國已經 4 年多了。來美國之前，

我對上帝以及基督教幾乎沒有任何概念，對上

帝的唯一的接觸和瞭解就是那句經典的：Oh，

My God！ 

來了美國之後，經過學校同學的帶領和介

紹去到了中華歸主柏克萊教會。那是我第一次

真正有意義地接觸上帝，基督教，聖經以及教

會。在那邊我參加柏克萊教會的學生團契和禮

拜，大約有 2 年的時間。後來，我搬來 Hayward

住，很幸運地來到了我們海沃教會，加入了我

們 Joshua 團契，並且見到了我以前的同學，志

斌。 

在幾年的教會和團契的生活中，以及牧師

們和教會朋友的幫助和關心下，我從原來對上

帝和基督教的一無所知，逐漸開始有了瞭解和

認識。我認識到了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所有人

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也不例外。並且只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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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基督徒，只有真正信靠了主，才能得到赦

免和拯救。隨著參加教會活動的增多，這些意

識就越在我腦海裡加深。我認識到了自己必須

要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去跟從上帝。其實

有一次我差點就在柏克萊教會報名受洗了。但

為什麼最終沒有呢？因為我心中還有個心結沒

有解開。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有大權能的神，

而我是有罪之人，我只有信靠上帝才能得著拯

救。對這些我毫無疑問。但是，我從小受到的

教育是“眼見為實，耳聽為虛。”這些年我參

加過很多分享見證會，聽到過很多人見證神的

大能和神蹟。我相信他們說的是真的，至少大

部分是，因為可能一兩個人說謊，但不可能人

人都說謊吧。可是我心裡一直在想：主啊，我

知道你是有大權能的，那能不能讓我親眼見識

一下您的大能，讓我親眼看到一下您的神蹟，

哪怕是一點點，儘管我知道自己是不配的。這

就是我心中的結。因為一直沒有機會親眼見識

到，所以這個心結也一直沒有打開，也逐漸成

為我受洗成為真正基督徒的阻礙。現在回頭想

想，其實完全是自己對主的信心不足，不敢把

自己完全交託給主。 

直到幾個月前，記得那次來教會參加禮拜，

聽到了梅苓姐分享關於奇瑋弟兄的見證。我當

時被感動到了。但是說心裡話，並不是特別大

的觸動，因為我還在堅持自己的主見，等待上

帝回復我的請求。 

幾周以後，來參加 Joshua 團契，我見到了

一張陌生的面孔，我還以為是新朋友。後來當

葉牧師介紹說這位就是起瑋弟兄的時候，我先

是停頓了一下，因為一時沒反應過來。我馬上

回想起梅苓姐的見證。我內心了情不自禁地蹦

出了那句話：Oh，My God！這是真的！我看到

了！之前醫生都幾乎以及放棄治療的人，現在

竟然就坐在我的不遠處談笑風生！這就是奇蹟

啊！這種奇蹟只有上帝才能做到。這一定是上

帝聽到了葉牧師和梅苓姐以及大家虔誠的禱告

所行的神蹟！就發生在我的身邊，這次我看到

了，親眼看到了，眼見為實了！這不只是上帝

對梅苓姐和起瑋弟兄行的神跡，這也是上帝給

我的答覆，是來解開我的心結。也許也是上帝

對我說：是時候了！是的，是時候了！所以我

決定了，我決定參加這次受洗，成為真正的基

督徒。不再猶豫，沒有顧慮！ 

 

王美瑗 
我是 Alice，中文名字叫王美媛。我來自台

灣，還沒有滿一歲就受了天主教的嬰兒洗。我

的父親在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 1949 年帶著我

母親，外婆和不到十歲的舅舅從大陸跟著蔣介

石的軍隊撤退到台灣。後來陸陸續續生了我二

個哥哥和三個姐姐。十口之家可以想見生活非

常艱苦。 

記憶中，星期天我母親不用上班，她會牽

著我和三個姐姐走很長的一段路,一起去教堂

做禮拜。後來大我十二歲的大哥考上私立的天

主教高中，私立高中的學雜費對我們家來說真

的是一筆大開銷。在無計可施之下，我母親不

顧不信神的父親的反對，自己跑去找學校的校

長，也是神職人員的神父商量，希望能分期付

款繳納學雜費。在校長室裏我母親因為貧窮而

被神父嘲諷揶揄，後來我母親一路哭了回家。

我母親說她沒有想到一個神父講出來的話比不

信神的人還刻薄可怕。我母親後來就不再去教

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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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母親沒有禁止我們姐妹去教堂，只

是後來沒有母親的帶領，我們也就不再去教堂

聽道了。所以我年幼對教會的記憶就是母親和

我們牽著手走的那一段路。 後來初中、高中都

有不同的人找我回不同的教會，我去了幾次，

雖然上下學口中會很喜悅哼著剛學會的耶穌在

門外叩門這首歌，可是我內心一直都處於對教

會的拒絕狀態。雖然我自己也查覺，在主裏是

有平安，有喜悅。 

後來到了美國，在不同的時間、地方，還

是總能碰到信教的朋友和同事帶著我去教會或

小組團契。我的人生很順利，工作也很順利，

好多次聽了詩歌和講道也止不住眼淚往下流。

每次被聖靈感動，我自己也不明白在哭什麼，

可是回到家沒幾天就又失去了熱情而趨冷淡。

我就是一直離開教會，又被帶回，我就一直在

感動中哭完又變冷，心由柔軟又變硬，不停地

在這種環境中循環著。既不能真正地讀經禱告，

也不會真正地離開神。 

在我工作最順利的時候，我的兒子在學校

出了些狀況。那段時間我很痛苦，我和老公因

為心情無法平靜，輾轉難眠，天未亮即開了三

小時車去中谷，找以前聚會的長老痛哭一場。

還有一天我心情悶到快窒息，我跑去找以前參

加過團契的一位姐妹，和她要了一本平時聚會

時唱的聖詩，一邊唱一邊哭。在我痛苦時，再

多朋友親人的安慰都不能讓我得到心靈的平

安。 

當我不知道要如何愛我的兒

子時，我也曾在白板上寫

下哥林多前書裏

愛的真諦，支持

我相信愛是恆久

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我的所有心靈的平靜都是靠詩歌度過。雖然歷

經了兒子的痛苦經歷，可是我還是離神很遠。

有的時候，我也會和神說，主啊！我覺得祢是

愛我的，我也覺得祢是有使命要給我的，如果

我真的是那隻走失而祢不放棄的羊，祢就給我

一顆堅定的心吧！為什麼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

我還不能堅定，為什麼總是讓我做什麼事都只

有三分鐘熱度？  

我的人生，一直離神很遠，又一直靠神很

近。如果說，我從來不曾感受到耶穌的慈愛那

是謊言，如果我所受的磨難還不夠大，那也是

謊言。很多人會說眼見為憑，而我經歷了一次

又一次的神蹟，我的傷口被主的愛一次一次的

撫平。可是我還是那個小信又叛逆的浪子。 神

應許了牛奶與蜜之地給以色列人，可是因為膽

怯和信心不夠大，所以在曠野流浪長達四十年。

而我從嬰兒洗到現在，我在曠野流浪卻超過了

五十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在怕什麼？

或是拒絕什麼？ 

這十幾年很多人看到我就問我受洗了沒，

我總是說我還沒有準備好，我總是說我第一次

嬰兒洗不是自己做主的，所以這一次一定要準

備好才受洗。我害怕我受洗了，又回到以前的

軟弱和三分鐘熱度，所以我一直遲遲不敢受洗。

我也害怕如此軟弱的我，會讓別人跌倒。後來

一段時間沒來教會，再來聽到陳媽媽走了，聽

到安靜姐走了。雖然和他們只有幾面之緣，說

過幾次話，心裏還是難過。特別是聽到安靜姐

的告別式中一句“有主真好！” 

是啊！我知道自己是軟弱的，我知道光靠

自己的意志是不足的，但這一路走來風風雨雨，

若不是有主的不捨不棄，我不知道自己會是怎

樣。有主真好！ 我感謝主，我也相信嬰兒洗不

是一個偶然。我也感謝這人生路上，每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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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心的種子播在我心深處的朋友和弟兄姐妹。

雖然這個種子是經過如此漫長的時間才開始發

芽。 

前幾天和我先生一起散步時，他問我，以

前在人生最艱苦面對孩子的時間妳沒有受洗，

以前很多大風大浪妳自覺過不去的時候妳也不

受洗，現在妳要受洗倒是讓我很驚訝。看來就

只有一個解釋，妳的時間到了！  

我知道我還是很軟弱，我不知道明天會是

怎樣，我也不想去想明天會是怎樣。我已經蹉

跎了五十年，我相信我的人生不會再有第二個

五十年。現在，我只想把自己交託給主，口裏

承認，心裏相信，和主一起埋葬一起同死，也

和主一起重生。 

記得在上最後一堂受洗班的課時，葉牧師

帶著大家到大堂後面去參觀受洗池。因為當天

大堂有人在使用，為了不干擾聚會，所以葉牧

師帶我們繞了外面的路到後堂。我記得當天下

了些雨，地上潮溼。當時因為害怕跌倒，所以

我和要一同受洗的一位年紀可當我母親的姐妹

十指緊扣地走著。當時我感覺自己好像又回到

童年，握著我母親的手，（我的母親已經走了

好多年了）一起走著去教堂聽道。 

 

蘇蘭碧 
主耶穌拯救了我 

我出生於雲南昆明市，2008 年因丈夫病故，

過度悲痛而患了憂鬱症，這種病十分痛苦，像

穿了一件緊身衣，心裡七上八下，頭痛失眠。

同年九月有弟弟陪我來到美國兩個女兒的身邊，

有他們照顧及求醫治療。她們都是虔誠的基督

徒，認為唯有求主耶穌的幫助，再加上藥物的

治療，才能驅走病魔，治好疾病。於是他們天

天為我禱告，並且每周都帶我去教會，聆聽牧

師講道，並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親切地交談，

幫助，要我相信主，一定會得救，我相信了，

和女兒們一樣天天禱告，不斷接受治療，一年

之後我慢慢痊癒了，這是主耶穌的恩典，終於

擺脫了病魔的纏繞！我衷心感謝主耶穌拯救了

我。 

2011年3月因為感冒，使我的心臟病復發，

雙下肢浮腫，激烈咳嗽並心慌氣喘，導致有腹

水，出於醫生的診斷和我的直覺，我害怕了，

怕死又不願意死！當時沒有醫保卡，不能得到

及時的治療。在美國我沒有處方箋，買不到任

何治療心臟病的藥物，我只有天天向主耶穌禱

告，懇求主一定要救我，我不想死。主聽見我

的呼求了，醫保卡終於來了，我得救了，及時

住到伊登醫院治療，是主給了我勇氣和信心，

我配合治療，當時四顆利尿藥吃下去，使我頭

昏眼花，血壓下降，不能起床，這種情況下我

仍堅持治療，一個多月之後，我痊癒了，是主

又一次拯救了我，我衷心感謝主給我第二次生

命。 

2013 年的某一天我和女兒去教會，聽完牧

師講道又和姊妹們交談，並吃完聖餐之後才回

家，一開門看見滿屋子黑煙，使人快要窒息，

爐子燒得紅紅紅的，鍋黑黑的，馬上就要起火

了，我趕快走到爐子邊把火關了。原來是我煮

了一鍋湯，忘了關火，幸好主幫助我，才避免

了這次災難，否則家將成為廢墟，我們將無家

可歸，主又一次恩待我，拯救了我們全家免於

火災之殃。 

搬家來到這裡，有時家中不清潔，我會聽

到魔鬼喊叫。三更半夜叫我開門，有時敲我的

窗，有一次我還在朦朧中看見魔鬼。我經常一

個人在家，心裡不免害怕。有一天晚上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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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他的信使牧師和師母來到我家。我將我的

情況對他們講了，牧師和師母專門為此禱告，

從此就平安無事了。那天晚上牧師問我，「既

然主拯救了你，你也相信主耶穌，為什麼不做

一個基督徒？」我回答說：「考慮，考慮！」

考慮什麼？因我的耳朵失聰了，使我聽不清別

人講話，而且這種聽力障礙，不可能逆轉，還

會越來越差，和別人交談會給別人帶來不方便，

我能為主做什麼？我想了很久，又親眼看見有

些弟兄姊妹，有扶拐杖的，坐輪椅的，攜帶氧

氣瓶的，他們又能做些什麼？我想明白了，因

為他們都有一顆熱愛主耶穌的心，主在他們心

中。我也應該像他們一樣，相信主，敬拜主，

為主做見證，讓更多的人相信主，信賴主，我

於是決定要受洗，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吳梅苓 
我二月底來到教會，也參加了傅祖義，陳

志弟兄，傅琳姊妹服事的福音班，並按時參加

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及星期二的姊妹會。這些聚

會都很吸引我，其中也都有許多兄弟姊妹親身

經歷主榮美的分享，但我總是深受桎梏、關注

在自己的思緒中，我內心時時想到的是我一路

走來，人生上遭遇許多的委屈不平，憤恨、懷

疑人性的醜惡及親戚間無情的打擊，直到我這

個年紀，種種糾結的苦毒，仍時常在心裡翻騰，

使我無法釋懷，對主的愛與公義，

我沒有感受到。所以我對參加四月

份復活節受洗的答案是“no”。相

信許多無法決志的人跟我當時的

心情一樣，焦距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無法與主連結。 

7 月 21 日，我兒起瑋昏倒住院

七天七夜，完全沒有任何醫生所謂的“demand”

的回應，醫生已做了最壞的預測，暗示我們要

有 long term care or let him go, no more suffer 的

考量，“It depends on God’s will” 醫生也只能這

樣安慰我。其間我也痛苦地質疑上帝，何以給

我們如此嚴厲的懲罰？？？ 

但我明瞭我們實已無能為力，只有不斷低

頭祈禱，懇求主的憐憫，恩典，懇求主給我們

一次機會，讓起瑋也能來到教會，有機會認識

主，親近主。 

7 月 28 日中午葉牧師來到醫院為起瑋代禱，

下午約 4 點多起瑋居然眼睛張開，漸漸清醒，

所有 ICU 的醫生護士個個都“哇！”不可置信！

對我豎著大姆指！ 

隔天居然移到普通病房，起瑋恢復迅速，8

月 3 日辦出院，8 月 9 日我帶他第一次來到教

會，9 月 27 日葉牧師給他行點水式洗禮，決志

信主！我先生雖然尚未信主，但叫我轉告葉牧

師“It is a miracle!” 

因信稱義，因信得救，我對這個“信”，

一直就如：主愛召我：這首歌詞之描述 

“我雖曾說，主啊我深愛你，我雖曾自誇，

我永不離開你，曾幾何時，我又將你離棄，向

你背約，使你傷心嘆息，主奇妙的愛長闊高深，

主你的愛真是讓人難猜，你不因此對我們灰心，

你仍願將我找尋，懷抱我在你心，撫我領我，

使我歸回羊群。” 

主並沒有因我的愚拙，懷疑，埋怨祂，這

樣的小信而轉身遠離我而去，祂用祂大能的手

輕撫我的傷痛，祂願意把聖靈的種子安放在我

們心中，知道我還有很多功課要學，要領會，

祂用一貫的慈愛恩典賜给我們機會，要我們轉

向祂，認識祂，親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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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 月底來到教會這幾個月中，也聽到許

多的見證與分享，相信主都在聆聽每一個兄弟

姊妹的禱告懇求，但對每一個兄弟姊妹經歷的

苦難都有不同的旨意，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來自主的應允，在峰迴路轉中不斷給

他們指引開路，充滿了驚嘆，讚美，喜悅，但

也有許多的祈求，歷經眾人代禱懇求後，結局

往往不是我們所能理解與承受的，常常也可能

是一種椎心撕裂之痛。Why？  主的旨意，主

的愛讓人難猜！當結果與你所期盼的有落差時，

也是最能讓魔鬼乘虛而入，使我們跌倒之際。 

但讓我驚異察覺到更多的見證是，許多靈

性充滿的兄弟姊妹，就如葉牧師在主日學教導

的，當我們軟弱疲累時，重新回到我們蒙恩的

事實，知道主道成肉身，我們在人世間受的苦，

我們經歷的痛，祂都走過，祂都深深知道，祂

被釘在十字架上，主卻願用祂的大愛背負我們

所有的罪，環抱我們，救贖我們。 

我看到這些兄弟姊妹，在經歷重大創傷後，

在重新回到耶穌為我們背負十字架的重擔與救

贖之恩的事實與起點後，主同時用祂溫柔慈愛

的手擦乾他們的眼淚，輕撫他們悲痛的心靈，

讓他們再次得到動力與能力，除了看到他們回

到主的懷抱外，他們也無怨無悔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來跟隨主耶穌，更積極的將主的愛傳出去。

我們怎能不感動不驚奇！ 

主的愛真是讓人難猜，主奇妙的愛是比山

高比海深！我們深信，只要我們心中有主，信

靠祂，順服祂，祂必是我們的好牧者。 

相較於這麼多信心充滿的弟兄姊妹，我的

軟弱，我的小信，我是何等的不配，而主的慈

愛，恩典，賜給我和起瑋這麼大的福份，主是

這麼愛我們，我除了讚美還是讚美！ 

藉著受洗也是讓我決志隨著耶穌出死入生，

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更新的樣式，我們也當藉著

禱告，讀經，守祂的誡命每天能一點一點精進

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 

起瑋因身體視力上的一些阻礙，我們知道

在人生路上，當然必有許多的徬徨，困難待克

服，但不一樣的是，我們現有主在我們心中，

作我們的杖與竿。我們當用心靈誠實敬拜主，

主會牽著我們的手，扶持並安慰我們，主不會

因我們的愚拙而輕看我們，讓主耶穌做我們的

牧者，做我們的掌權者，我們依靠祂，心裡就

必堅固。感謝主的恩典！在此也感謝所有兄弟

姊妹為我們的代禱與祝福！ 

 

 

無花果 
我深感神的愛 

我決定 11 月 29 日公開受洗，是因為我真

實感受到主的愛。懷著感恩的心，我決定受洗。 

我深感神的愛，是因為神對我一直不離不

棄。 

早在零二年至零四年間，我已開始接觸基

督教，但只是為了瞭解已是基督徒的一對雙胞

胎女兒的信仰、交友情況。去教會參加敬拜聽

道，我感覺很好，卻從未與自己掛上鉤。一是

覺得那是西方的信仰，二是我接受的教育，我

已有的生活經歷告訴我：沒有什麼神，一切都

要靠自己。 

零六年，我和先生移民到美國。剛到美國

的頭兩年，我和先生的確是很努力地去學去幹。

但入夜後，環境的生疏，生活的落差，與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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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離，那從未有過的無助感便會擠滿我的心。

在女兒的影響下，我開始祈禱。零七年初，在

我生活最低谷的時候，神讓我親耳聆聽到他的

聲音。那是在得知我先生 A 級駕照考試通過的

消息後兩小時發生的，而前一個晚上，我整晚

沒睡都在禱告。“要謙卑”，連響三遍。神讓

我知道衪是真神，讓我真實感受到衪是活生生

的神，衪在關注著我，在告誡我。緊接著，女

兒通過香港的教友找到了伯克萊中華歸主教會

的黃天賜牧師。黃牧師和黃穗生師母一起探訪

我。那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放棄了原來的無

神看法，渴慕神，認真參加柏克萊中華歸主教

會的查經、禮拜。可零九年在 Hayward 買下房

子後，我開始少去柏克萊教會了，偶爾會到海

沃教會。我就這樣信信－放放，緊緊－鬆鬆，

跌跌撞撞過了幾年。可神一直沒有離棄我。過

往，我一直以為神告誡我“要謙卑”是要謙卑

待人。一一年，葉牧師（當時的葉傳道）和李

師母來我家探訪，他們告訴我“要謙卑”更主

要是要謙卑仰望神，那年我決志了。可我還有

一個心結：不願公開受洗，我內心抵觸參與任

何組織。我的曉俐妹妹便連續兩年多，周日約

我一同參加禮拜，還帶我一起參加了兩期夏令

會。近一年多來，我又參加了姐妹會。這些聽

道查經學習，讓我眼開，姐妹們的相互扶持，

讓我心暖。眾姐妹知道我的心結，都熱情幫我

理清想法，讓我清楚地知道受洗是我和神之間

的關係。神通過教會再次讓我真實感受到他的

愛，真實感受到在他裡面的溫暖，充實，喜樂。

十多年來，神從沒有 Push 我，他一直在等待著

我。 

我深感神的愛，還因為神一直保守我的家

庭。 

兩位信主的女兒找到了同樣信仰的伴侶，

小家庭穩步向上，第三代也從小沐浴在神的陽

光雨露裡。我和先生在美國也逐步生活穩定。 

神一直那麼愛我，我能不感恩，不回應神

嗎？正是懷著感恩的心，我決定受洗了。 

 

劉起瑋 

我的名字叫起瑋。很高興能在這教會裡接

受神聖的洗禮。 

這幾個月以前我是完全拒絕進教堂，並且

排斥和抗拒與神接近。也因為我是法定盲人，

也有癲癇症，所以常被旁人取笑，捉弄及排斥，

這更加讓我不相信主。 

但是在一次的意外中，使我改變了我對神

的看法；當我在七天七夜的昏迷中，因為有美

國教堂和香港教堂日夜不停地為我禱告和祝福，

再加上葉牧師親自來為我祈禱，連醫生都放棄

治療的時候，我居然在第八天奇蹟般地醒來了。

這使我認識了主的愛與關懷和基督教家庭彼此

連結相愛的力量。只要家庭裡任何一個成員有

事，全體就會團結在一起為你禱告和祝福，這

就是其他宗教有所不及的地方。就像約翰福音

10:9 節至 11 節和 14 和 16 與 15：12 所寫： 

“我是羊的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

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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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人）得生命，並

且的得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

牧人。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

就是我的命令。” 

我就是這隻羊，得到神的恩典與拯救，讓

我能再度站起來； 我以前對主的種種不敬，就

像是盜賊來破壞羊群一樣，但主原諒了我的不

敬，並且還賜給我了重生的機會。主也告知了

我要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或任何人），凡

事要以愛對待人，絕不可以用恨或以懷疑之心

來待人。 

人生中必經風波，有高有低，在主的帶領

下必會走出陰霾。詩篇 23:4 節； “我雖然行

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謝謝主給我重

生的機會，讓我燃起希望，我會永遠追隨你，

信奉你，把福音傳播給所有需要幫助的人。謝

謝主，謝謝主的關懷與庇護！ 

 

【生活分享】 

■辛胡桂蘭 

人生最可怕的境地，大概莫過於孤獨了。

不論你的身體如何健康，生活怎樣富足，都不

能包證你不會感到空虛，情緒不會低落；除非

你是個有愛又能愛人的人。 

只有愛才能化除孤寂，不幸的是，在這匆

忙緊張的時代，許多人每天忙進忙出，一天二

十四小時，塞得滿滿的，誰還有閑暇的時間去

關愛周遭的人呢。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說到“我若能說萬人的

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

的鑼，響的鈸一般。”又說“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使

徒保羅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愛的重要。現代人

太重視個人自由，覺得只知道付出是損失，關

懷與同情，都是自討苦吃；殊不知如此吝於

對別人付出一點愛心的人，絕不會有機會看

到別人感激的眼神，也不會聽到一聲由衷的

謝語，其實受損的並非別人，而是自己。 

如果不想把自己陷在孤獨的陷阱裡，一定

要毫不吝惜的付出對人的關懷，愛憐與體恤。

愛的人越多，就會越感到人生充實，世界可

愛。愿我們都能多花點時間培養愛心，讓自

己變成一個有愛，會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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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去年感恩節，我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在

人生旅程中跨出了討神喜悅的第一步。我渴望

愛與被愛，憑著一己之力尋尋覓覓六十八年之

久，在孤獨無助之時，是神找到迷失的我，天

父知我愛我，給我全新的生命，這是我生命中

最有意義的一年. 

今年感恩節，我要將感恩的心獻給上帝，

獻給我所信仰的三位一體的真神。感謝天父創

造宇宙萬物，創造了我，我尚在母腹中時，神

就將美善的靈安放在我的心中，烙下愛的印記，

在我不信神、遠離神的幾十年中，神不離不棄

地看顧我，耐心等待，不管我走得多遠，不管

我有沒有優點，一直無條件愛我，尋找我。「神

就是愛，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借著

祂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約壹

四 9)。 

偶像會破碎，人的話會改變，現實世界是

過眼雲煙，只有耶穌的愛不離不棄，愛到永遠，

耶穌是我永遠的依靠。信主一年，慈愛的天父

總是攙拉著我的手，教導我邁開跟隨耶穌的腳

步，讀經、聽歌、頌詩，福音圍繞的感覺真是

太好了，我的所思所需，上帝都知道，是天父

賜我信心和勇氣，讓我順利考到駕照，新手開

車上路，有神與我同在就能戰勝緊張慌亂，得

著平安和喜樂，不僅能按時參加教會主日敬拜

及其他活動，還能順便解決附近姐妹的代步工

具。 

天父賜我婆媳相處的智慧，讓我先改變自

己而不要求對方改變，付出更多的理解和關愛，

每當默想神的話語：“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就能提醒自己不要憂愁，以不求回報的

愛代替自尋煩惱。更慶幸的是天父深知我渴望

有個單獨地與神共處的空間和時間，讓我只等

待一年多，就收到伊甸屋老年公寓的面試通知，

年底前有望入住其中。啊！何等的恩典，何等

的憐憫! 初信耶穌的我真是有福！上帝為什麼

恩寵我？哦，原來我是個屬靈嬰兒，上帝視我

為小子，所以特別快地回應我的所求所想，總

是給予特別的照顧,以滿足我的渴望。耶穌愛我，

祂能救我，我確信無疑。 

我要將感恩之心獻給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這是葉牧師為我施洗的教會。這裏有充滿恩膏

的主日崇拜殿堂，有美麗滿園的鮮花碩果，有

恩慈相愛的弟兄姐妹和長執會，有多媒體傳福

音網站、《芥菜籽》季刊、福音班、唱詩班、

團契、各類別小組……。感謝牧師長老追求真

愛的牧養，感謝主日學的靈修教導，感謝團契

查經分享和交通……。信主後，我知道神是照

我們本相接納我們的，只要認罪就能得救，無

論漂亮與否、有沒有錢、社會地位如何，在神

面前都是平等的。來到教會，能感受到耶穌的

愛，享受到平安和喜樂。我愛教會，願意真誠

地來教會敬拜主耶穌，愛耶穌、像耶穌、傳耶

穌。 

我要將感恩獻給姐妹團契。曾經形單影隻

的我靠著耶穌基督，現在擁有了眾多智慧溫柔

的好姐妹，我們同為神的寶貝女兒，這是神的

恩典。姐妹們一起查經學習神的話語，分享見

證神的榮耀，相互傳遞上帝的大愛，凡事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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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為耶穌重燃愛火。姐妹團契的每次聚會，

姐妹們的每一個擁抱，我總是全身心地去感受，

真的非常美好幸福，我的新生命有了一顆能夠

感受幸福的心！同樣的，我學習姐妹們的彼此

分擔，有苦同當，有福同享，彼此順服。「神

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神也住在他裏面。這

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約壹四 17)。

我要在姐妹團契中謙卑地成長。 

感恩上帝恩賜我一個超越了倒數計時的屬

靈新生命，聖經上說：「你所定的日子，我尚

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139-16），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

3-1）「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生死是

神的主權，耶穌給我一個盼望說：「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

那裏去 」（約 14-6）。我當以一顆感恩的心去

承接生活中的一切，做神所喜悅的事，凡事從

心裏為主做，行在耶穌指引的那條通向真理、

通向生命、通向永恆的唯一道路。 

 

 

 

■姚正鳳 

2015 年即將過去。回憶以往幾個月的時間，

對我來說確是難以忘懷。今年初我和老伴回上

海過春節。二月二十九日不幸跌跤，摔斷右手

肱骨，斷成四大塊，並有許多碎骨，整個右手

動彈不得。當時在上海經四家醫院檢查診斷，

三家醫院一致認為要手術開刀，整理碎骨，否

則右手不能恢復正常。一家醫院認為開與不開

效果沒有差別。家人都勸我聽醫生話：開。當

時我自己也難以決定，就專心求告神，不斷地

禱告，求神醫治我，讓我平安回來。另方面我

及時向葉牧師報告我的病情，得到牧師和教會

兄弟姐妹的禱告。三月十日我安全回到美國的

家。感謝主，回來後經史丹佛醫院檢查：肱骨

雖斷成四塊但沒有移位，不需開刀，用保守療

法及復健即可。右手肱骨斷了，給生活造成很

大麻煩。我也很笨，原來所有事情都是右手做，

左手既不會拿筆寫字，也不會刷牙，不會拿筷

子……有很多不便，加上傷口疼痛，白天吃不

好，晚上睡不著，很辛苦。我就每天禱告求神

藉著醫生的手醫治我，使我早日康復。感謝神：

雖很辛苦但心中並不焦急，一直很平安，很樂

觀……經過一段時間休養，恢復很好，右手逐

漸能梳洗和吃飯，生活可以自理。心中確實高

興，報名參加（七月十日～十二日）今年教會

的夏令營活動。 

誰知七月九日凌晨四時又不幸摔倒在家中

衛生間，當時完全失去知覺，經大外孫及時搶

救，甦醒過來，被送上救護車至醫院，經全身

核磁檢查：輕度腦震盪和第十二節腰椎骨折，

身不能動，並且還一直想吐，只好住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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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牧師當天在百忙中趕到醫院看望，給我

和家人帶來神的愛，主的溫暖，並為我按手禱

告，求神用祂的大能醫治我。 

出院後在家休養，八月十三日去醫院複查，

發現斷骨移位。醫生意見需動手術治療。當時

聽到此信息，頭皮發麻，不敢輕易認同，不放

心。積極禱告，求神引領如何治療，感謝主! 我

又得到史丹佛醫院的專家會診，認為骨折的傷

口對準身體督脈中樞神經，動手術風險太大，

弄不好會癱瘓，只能做“椎體成型術”，微創

手術，就是打人工填充物進去（通俗說法是打

人工水泥）將斷骨撐起來。 

於九月二日做了“椎體成型術”微創手術，

當時感覺很好。除去穿在身上的護甲和手中

walker，可以在家中慢慢行走，很是高興。 

兩天後背部又疼痛難忍，我認為是手術後

的正常反應，家人發現我很疼痛，及時與史丹

佛醫生聯繫。感謝神，醫生聽說這情況，很快

就安排我去醫院會診，又做核磁檢查，發現十

二節腰椎骨微創手術，由於填充物乾後太硬影

響了周邊腰椎骨。第十一腰椎骨又斷了，所以

很疼。醫生在九月二十一日又為我做核磁檢查。

於九月二十二日做第二次腰椎的“椎體成型術”

微創手術，並提醒這手術最大的缺點就是填充

物進去後由於太硬，會影響周邊骨折，尤其像

我骨質疏鬆嚴重的體質者，更應小心……有前

面的教訓和醫生的提醒，我在第二次手術至今

處處小心，不敢輕易除去護甲和扶手 walker。

除安靜休養，還按醫生要求做復健，恢復很好。 

在年初至今，雖一再跌傷，受病痛的折磨，

由於在教會的牧師和兄弟姐妹關懷禱告下，神

藉著醫生的手醫治了我。處處感覺到神與我同

在，心中很溫暖，很平安。感謝神的大愛！ 

當時的心情 

受重傷，莫驚慌； 

有主在，心明亮。 

疼痛時，仰望主； 

勤禱告，親近神。 

養月後，傷未好； 

骨錯位，要手術。 

剛聽到，頭發昏； 

有神在，不用怕。 

多讀經，靈命長； 

神話語，記心上。 

痛苦時，熬過去； 

信靠主，定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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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展望將來 
■萬信堅 

回顧過去 

1. 嘆息？ 2. 後悔？ 

3. 遺憾？ 4. 可憐？ 

5. 悲哀？ 6. 憂愁？ 

7. 虛空？ 8. 感恩？ 

9. 喜樂？ 10. 豐富？ 

11. 充足？ 12. 得祝福？  

13. 蒙神悅納？ 14.榮耀神？ 

展望將來 

1. 好好的坐下計劃=因為人子近了，正在門口

了 

2. 好好的敬畏神上帝=因為祂愛我們，我們一

生的年日在祂手中 

3. 好好的以神國度事為念=因為那將要來到是

那不能震動的國 

4. 好好的忠心事主=因為主耶穌說『若有人服

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5. 好好的傳揚主耶穌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因

為我們許多罪，主都赦免了 

能夠“回顧過去”是神莫大的恩典。給予

我們機會，時間去反思，去認罪，去悔改，使

我們能夠回頭，將我們的心再一次歸回愛我們

的主，獨一的真神，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但

願神在基督耶穌裡使我們在“展望將來”中帶

出來的心思意念裡，能按著聖經的教導：『不

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 12：1-2 作神忠心的兒女，作神無愧的工人。

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信仰自由的真諦  

■章志彬 

（本文為作者在優視頻道 U-Channel TV 1.9 主持的

「焦點話題」節目 12/25/15 播出的節目演播稿） 

這兩天是聖誕假期。講到這個聖誕假期，

您可能注意到了，現在在美國有愈來愈多人不

說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而是說 Happy 

Holidays 也就是假期愉快或者說是佳節快樂。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這段期間學校放寒

假，很多大人也安排休假，從聖誕節一直休到

過新年，也就是說，這段期間涵蓋了聖誕節跟

新年兩個假日，而不只是一個聖誕節，所以問

候的時候，乾脆就用複數 holidays；第二個理由

則是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重點，就是有人認為

聖誕節是基督教徒的節日，美國是信仰自由的

國家，不應該強迫不信的人也要用 Christmas

這個字，因為 Christmas 這個單字原本就是從基

督 Christ 這個字來的，所以他們不喜歡用聖誕

Christmas，覺得用假日 holiday 比較舒服一點。 

而在華人世界呢，這方面的爭議相對少一

點，但還是有類似的情況。我記得以前在台灣，

曾經有個朋友說：聖誕節是你們基督徒的說法，

我覺得應該叫耶誕節，因為我不信基督教，所

以耶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神聖可言。當時我反

問了她一句話：既然你不信耶穌，那你為什麼

要替祂過生日呢？我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台灣

並沒有聖誕節這個假期，不像美國是國定假日，

你信不信都會放假，所以既然我這朋友不信耶

穌，那幹嘛還要過「耶誕節」？就好像我不信

佛教，所以我不會去紀念佛祖釋迦牟尼的生日，

是一樣的道理。 

前幾天我聽說一個更匪夷所思的事情，就

是我有個住在南灣 Cupertino 的朋友告訴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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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學的兒子回來跟她說，老師說因為班上有

很多人不信基督教，所以今年聖誕節班上不可

以舉辦美國傳統的聖誕節慶祝活動，但是因為

課程需要，所以老師會講解德國的節慶風俗。

這個老師的理由是：班上同學有很多不同族裔

好比說印度人、華人等等，但就是沒有德國人，

所以教德國的聖誕節風俗最公平，最不會出問

題。而我的朋友也在打聽以後得知，是因為班

上幾位印度家長去找老師，所以老師才做這樣

的決定。 

我覺得這樣的觀點真的很奇怪：一個原本

就是起源於宗教的節日，為什麼不能用這個節

日原本該有的方式來慶祝，或者至少告訴孩子

相關習俗的起源呢？就算這些印度家長信仰的

是印度教、佛教或者其他任何宗教甚至是無神

論者，自己不打算參與宗教性的儀式，但還是

可以用一種欣賞、學習的角度來看待聖誕節；

而老師也採用了「政治正確」的方式來息事寧

人，對於還在學習處世態度的孩子來說，也實

在不是一個很正面的示範。 

美國當年是由一群從英國搭船渡海來到美

洲大陸的基督徒建立的，所以有很多的政治、

社會與法律，都保留了基督教的精神，像是總

統的就職宣誓要手按著聖經，乃至於大家熟悉

的，美鈔上印有”In God We Trust”字樣等等，

有很多地方有著基督教的痕跡。而儘管如此，

美國政府也好，公家或者民間機構也好，都不

能強迫任何人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任何宗教，

這就是憲法保障信仰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說，

信仰自由並不是指「跟宗教有關的風俗習慣都

要掃除」，而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要

不要信教，或者信什麼宗教」。 

其實若更進一步從邏輯上講的話，「不信」

或者說是「無神論」本身也是一種「信仰」，

只是他所相信的對象不是某一個或一群特定的

神明，而是相信「科學」、「大自然」甚至「虛

無」。因此，有宗教信仰的人固然不應該強迫

別人接受自己的信仰，不信的人也不應該覺得

自己所信的「不信」高人一等，要所有有宗教

信仰的人都不可以過節或者舉辦慶典，以免「冒

犯」到他們。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就不是

真正的自由與平等了。 

記得在之前談論巴黎的恐怖屠殺槍擊案時

曾經跟您提到過，法國擁有全歐洲比例最高的

回教徒也就是穆斯林，但是法國法律卻禁止很

多穆斯林傳統服飾與活動，導致國內信仰伊斯

蘭教的移民後裔與主流社會衝突不斷，有些比

較激進的穆斯林青年，就主動加入了現在大家

聞之色變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而法國的這種

獨尊歐洲主流文化的思想有個名稱，叫做「世

俗主義」，意思就是說，法國不要做一個受到

特定宗教與民族文化影響的國家，所有的制度

都要跟宗教與文化脫鉤，你要到法國居住，就

要融入法國的語言文化。而這種世俗主義發揚

到一個程度，就變成了其他民族文化或者宗教

都不可以在公開場合出現，可以說是變相地被

主流文化所打壓。 

不久之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Donald 

Trump 主張禁止海外穆斯林進入美國，引起了

外界的強烈抨擊。其實仔細想想，Donald Trump

的政見、法國的世俗主義，乃至於許多主張應

該淡化美國宗教色彩的人，他們思想的脈絡是

很接近的，就是他們以為只要去除宗教文化，

就可以真正做到平等，從而促進融合；但是他

們卻沒有想到，每個民族、文化與宗教都應該

受到尊重，假如獨尊他們的標準，而打壓其他

文化的話，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衝突。 

也就是說，我們當然不應該把自己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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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強加在別人身上，但同樣的道理，我們也

不該把自己「不信」的理念，強加在其他人的

身上。相反地，應該要對其他的宗教與文化多

加了解，並且予以尊重。這樣子我們才會擁有

更多元的文化，與更和諧的社會。 

 

 

「必要之惡」與「以惡報惡」 

■章志彬 

（本文為作者在優視頻道 U-Channel TV 1.9 主持的

「焦點話題」節目演播稿） 

台灣最近一年來有個眾所皆知的「滅頂」

運動，也就是許多民眾自發性的抵制在中國大

陸很有名的「康師傅」母公司頂新集團旗下的

產品，因為頂新集團的產品爆發了好幾次食品

安全問題，被稱為「黑心廠商」，而在台灣因

為買不到頂新的食品，所以消費者就轉而抵制

頂新集團幾年前收購的，台灣老牌食品公司味

全旗下的商品。尤其是味全公司所生產的「林

鳳營」品牌鮮乳，原本是以香醇濃郁聞名的高

檔品牌，但在頂新黑心商品事件爆發之後，消

費者發起了好幾波的抵制活動，讓林鳳營鮮乳

銷量大跌，而最近由於味全前董事長魏應充一

審被判無罪，因此有不少民眾覺得司法已死，

要以更激烈的方式來抵制，於是就有人對林鳳

營鮮乳發起了所謂的「秒買秒退」行動。 

這個所謂的「秒買秒退」行動的原理很簡

單，就是在台灣的好市多大賣場，也就是我們

大家都很熟悉的 Costco 在台灣的子公司，大量

購買味全林鳳營鮮乳，然後在結帳之後把封口

的鋁箔紙戳破，之後直接拿去退錢。相信很多

觀眾朋友都去過 Costco 買東西，知道 Costco 退

貨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您可能不清楚，Costco

在收到退貨之後，不管貨品本身有沒有問題，

都會全部退回給生產廠商，而不會像一般的美

國商店那樣，會重新把沒有問題的商品包裝整

理一下之後上架當新品賣，或者是當成所謂的

refurbish 商品減價出售；尤其是生鮮食品，

Costco 在收到退貨之後會直接銷毀，連退回原

供應商的步驟都省略了。而退貨的所有成本，

都是由原生產供應廠商來負擔。這就是為什麼

Costco 廣受消費者歡迎的緣故。不過在另一方

面呢，您可想而知的是，如果您是廠商，想要

跟 Costco 做生意賣東西的話，您不但要確保自

家商品的品質以及受歡迎的程度，以盡可能減

少退貨；另外也要有足夠的儲備資源，來因應

Costco 退貨所需。 

這次台灣的「秒買秒退」 行動，就是利用

台灣 Costco 這樣的退貨規定，鼓勵消費者大批

購買然後全部退貨，讓味全公司直接遭受損失。

抗議人士指出，這種方法比起消極地抵制購買

快速有效得多，因此消息傳出之後，許多民眾

紛紛仿效，但這樣的行動一方面會影響到賣場

的經營與秩序，另外也引發外界暴殄天物的質

疑，因此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由於全台灣目

前只有好市多一家賣場有這樣的無條件退貨爭

議與處理方針，很多人就認為抗議人士除了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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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鮮奶之外，整的是好市多的店員，而不是味

全公司，只怕以後好市多會取消無條件的退貨

服務；不過贊成者則認為在這樣的行動之下，

商家會為了避免困擾而避免跟味全進貨，從而

影響到頂新集團的整體收益，至於造成好市多

賣場困擾與鮮奶的浪費，都是為了要達到制裁

頂新的「必要之惡」。 

其實這整個「滅頂」行動，牽涉到的是人

們對於道德觀的判斷。不管是基於任何原因，

每個消費者都有自由去抵制自己討厭的商家或

者產品；但是類似的大批購買然後弄破包裝之

後馬上退貨，不管是否合乎賣場甚至法律規定，

都牽涉到了一些道德問題。首先，所謂的退貨

機制，是為了讓消費者在購買「之後」如果不

滿意或者產品有瑕疵的話，可以保障自己的權

益；然而這些抗議者卻是在購買「之前」就已

經打算好要退貨，也就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

沒打算要買東西，本質上就不是退換貨機制要

服務的對象。其次，味全產品目前仍是合法商

品，就算是有意抵制頂新的人占絕大多數好了，

只要有一個人想要購買，其他人就沒有權利禁

止；但是這種大量掃貨然後退貨的手段，卻讓

原本想要買林鳳營鮮奶

的消費者買不到，只能眼

睜睜地看著抗議人士整

批買走，然後拿去退貨，

最後被店員倒掉。 

很多人都知道「民主

法治」的相反詞就是「獨

裁」，但除了獨裁之外，

其實「民粹」也是法治的

大敵，因為當群眾的「正

義感」跟法律規定有差距

的時候，假使民眾選擇用自己的方式來「維護

正義」的話，社會的秩序就會破壞，畢竟法律

雖然是死的，但也是穩定的；但是民眾的情緒

很可能被外在因素所影響、所鼓動。而從道德

的角度看，如果頂新集團或者任何人的違法詐

欺行為是惡劣的，需要受到制裁的話，那麼這

些抗議人士為了達到目的而鑽漏洞，犧牲商家

與其他人合法權益的「以惡報惡」作法，相形

之下，是否也只是大哥笑二哥，高明不到哪裡

去呢？ 

聖經上有句話說：「你們要謹慎，無論是

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

人，常要追求良善。」就算法律的制度面或者

執行面未臻完善，我們都不應該逾越法制與道

德精神的界線。唯有站穩腳跟，持守自己的道

德標準，做好自己的本分，社會風氣才有可能

日漸改善，假如人人都以自己的手段去達到自

己心目中的正義的話，這個社會將永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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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介紹】 

一位拒絕醫療奉獻獎的 

外國老神父～謝樂廷 

文／沈聰榮 

他的義大利，就剩一張床舖大 

謝樂

廷神父從

義大利到

台灣五十

多年來，

不問為什

麼，卻默

默地、埋

著頭，為

受苦的人

付出，如

同我們的父親會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所有事情

一樣。 

在宜蘭五結鄉，有一個義大利籍的謝樂廷

老神父，來台灣五十多年了，一輩子都投入在

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工作中。地方上的小鎮醫生

看了感動，於是想幫他報名「醫療奉獻獎」，

沒想到這位神父堅持不肯，甚至還生氣地說：

拿獎要幹甚麼？拿了獎，讓大家都來參觀？這

樣，我這些孩子們會不受到打擾嗎？ 

小鎮醫生不死心，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四年

去遊說他了，「讓社會知道，大家也能對你的

服務工作給一些幫忙啊！」誰料謝神父卻回：

「孩子欠輪椅，榮民醫院會給我零件；我缺經

費，教會也都支持我；我欠載送孩子的車子，

不就是你捐的……？」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小鎮醫生真的沒轍，

後來只能當成笑談，四處說給別人聽，好似想

傳達他內心裡那份洶湧澎湃的感動一樣。 

至於謝神父本人，其實完全不像小鎮醫生

描述地那般「強硬」啊，提出採訪邀約，老人

家很「阿莎力」地一口便回說：好啊，來聊聊

啊。 

聊甚麼呢？ 

到了五結謝神父的「惠民中心」，面對笑

容如陽光般燦爛的謝神父，採訪卻是從一個很

八股、俗濫的問題開始的：為什麼會想要從事

這個服務工作？ 

謝神父還是笑笑地，翻出一本破爛到已經

需要故宮修復師傅介入的老筆記本，上頭寫著

一堆義大利文，此刻，他開始自顧自地翻譯起

來，而我們聽著聽著，竟逐漸進入到來訪之前

所沒有想像過的世界裡去。 

「我在路上看到一個女人，在垃圾堆裡面

找東西吃。 

翻來翻去，污穢裡還夾雜著臭味，但就是

找不到食物，哪怕是腐敗的…。 

在痀僂的身影中，我看到這個女人對生命

最深沉的絕望。 

我生氣了！憤恨地指著天主咆哮： 

祢可曾做了甚麼？祢怎麼可以讓這種事

情發生呢？ 

天主面對我的指責，沉默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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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神父照顧孩子的一切，都寫滿在這一本又一本的

本子裡，一共 20 幾本，1300 多位，還有，無法計

量的一生的愛。 

半晌，『我可曾做了甚麼？』天主自道：

『我，創造了你！』。」 

謝樂廷神父娓娓道來這個聖經故事。也許，

他是要說：不要問天主為受苦的人做了甚麼，

問我們能為受苦的人做甚麼。 

事實上，謝神父從義大利到台灣五十多年

來，就是這樣，不問為什麼，卻默默地、埋著

頭，為受苦的人付出，如同我們的父親會為自

己的孩子所做的所有事情一

樣。 

五年前的夏天，謝神父

分別換了兩腳的人工髖關節，

冬天又裝了心律調整器，最近

膝關節也不怎麼舒服了…。

「是幾十年替殘障病友這麼

揹進揹出造成的吧？」我們幾

乎是以確定原因的發問方式，

謝神父卻說：「那是別人這麼

說，本來年紀大就會有這些毛

病啊。」、「何必強調『我』為別人『犧牲』

多少，因為他們就是需要啊，所以我就幫他們，

這是天主給我的使命，歡喜甘願的！」 

這份「歡喜做、甘願受」的心情，這麼支

撐起他隨時都能帶著令人如沐春風般的燦爛笑

容，而且，一生如此。 

發自內心的燦爛笑容是會感染的。在惠民

殘障服務中心裡，謝神父指著一張張掛在牆上

的照片，都是廿、卅年前的照片了，他還是指

著這個那個的告訴我們說：某某某，現在做甚

麼，那個又如何如何…。牆上的照片指完了，

他又拿出一疊疊的相本，幾乎是

張張解說，說得好高興…。後來，

聽著聽著，我們也不太專心了，

卻心裡直想：要不是自己家人，

怎會如此仔細、如此在意？ 

最深情的阿爸，必不逾此吧。 

於是，真的問謝神父：他們都像你的小孩？

他說：是啊，不然怎麼大家叫我「神父」？我

就是他們「精『神』上的『父』親」。說完，

他又得意地哈哈大笑起來。誰會想到，一個義

大利人中文表達可以到這般水準呀。 

謝神父做殘障服務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從

一開始四處去找需要服務的殘障者，到後來一

次帶八十個殘障朋友

去考駕照的盛況，還開

手工藝工廠、電腦 e

化班…，協助殘友們有

一技之長可以自力更

生。早年，他一個禮拜

要三次來回北宜公路

九彎十八拐，載殘友們

到台北振興醫院復健

中心做復健，三次就是

六趟，加上一天好幾回

需要帶到聖母醫院回診復健的；同時他還負責

好幾個山地教堂，經常宜蘭山地鄉幾個部落裡

跑來跑去，謝神父說，他曾經開車開到輪子滾

出去，而車上有十幾個殘友，簡直把他嚇壞了！ 

聽他這麼說，我們也嚇壞了，這樣一個人，

精神體力都支出太大了吧。 

但謝神父還是會帶這群「家人」四處去玩。

上合歡山去看雪，到野外去露營，到海灘戲水，

跑遍台灣各地旅遊。「每一個都行動不便，有

一大堆的輔具，這樣也可以一次幾十個人帶出

去五天六天？」我們不解地問。謝神父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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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啊，他們只是走路比較慢而已…。 

感染了他的愛與奉獻，不禁讓人接著問：

你來了這麼多年，對台灣的感覺？「台灣的好，

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謝神父不假思索脫口而

出。他說，帶小朋友們出去玩，到台灣各地的

餐廳吃飯，老闆不是請客就是打折，路邊吃麵

也一樣，住宿也是一樣；小朋友學游泳，人家

也要贊助，還免費教學…。 

台灣的好，幾乎佔掉了謝神父的一生。然，

他的義大利，他的壯麗的阿爾卑斯山呢？ 

我們很驚訝地發現，在「惠民」辦公室一

角，有一個用布簾圍起的房間，就一張床大；

床沿窗壁上擺了好幾張泛黃照片，一張是爸爸

和媽媽的兩吋大頭照，一張則是三個當神父的

兄弟合照，還有一張是叔叔，還有一張義大利

的老家，阿爾卑斯就再過去一點點…。 

他的義大利，他的故鄉，就剩這麼 3 尺×6

尺，一張床舖大了。他一生都奉獻給台灣，只

有到結束一整天的事工後，家人、故鄉才能跟

他在一起…。 

人世間還有比這樣更偉大的愛嗎？ 

這是來自阿爾卑斯山的謝樂廷神父，一個

連年拒絕醫療奉獻獎提名的人，也是一個滿心

喜悅接納那些曾被社會拒絕的身障孩子們的

人……。 

 

老編的話 
李紡 

這是最後一期我寫「老編的話」了！因為

從下一期開始，芥菜子總編將由高啟偉弟兄負

責，一來我不想成為「李永在」；二來為了整

體教會事工的發展，我必須讓賢，讓這份事工

有更好的傳承！在這交棒的時刻，我既欣喜以

後自己的擔子可以輕省些，但也有幾許的傷感：

彷彿是要把女兒嫁出去的心情。 

不過，我還是會留在芥菜子的團隊裡盡點

棉薄之力！ 

去年我回台灣短宣時，一下飛機，買了國

光號的車票，問明要搭幾路車往內湖，我就朝

候車亭走去。結果聽到有人很急促地呼叫「阿

婆，阿婆，……」我動了慈心，回頭要去幫忙

被叫為「阿婆」的人，沒想到一轉頭，那小姐

就瞪著我説：「我叫的就是妳啦！」我為之氣

結，本想頂她一句：「妳是不是該去配副新眼

鏡？」但神的靈不許，我只好默然不語！然後

我就開始省思自己是不是不知老之將至了？幾

回細思量，驚悚自己的一生早就在倒數計時了。

能不愛惜光陰，勤做主工？ 

有時候我自己靈性也會陷入困境，我與神

單挑，摔跤，決鬥，最後被神制服於地。神開

始「十，九，八，七，六…」地試驗我能躺在

地上耍頼耍多久！通常我聽到神倒數記時到六，

我就幡然醒悟，趕緊再跟上腳步。至今沒被判

出局，實在是神格外的憐憫與保守！如果你也

曾經和神摔跤，務必記得在還沒數到零時，趕

快再度爬起來，才有機會成為一條好漢，過得

勝的生活！  
在「惠民」辦公室一角，有一個用布簾圍起的房間，就

一張床大。那是，他的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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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牧師在「倒數記時」的專題裡，給我們

十個提醒：正是十全十美的年終禮物，希望大

家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 

姚正鳯姊妹在病痛中仍為文記述她骨折

及等候醫治，仰望神恩典的整個過程，真是難

能可貴！這一次生活分享的姐妹們，不是自身

經歷病痛，就是陪伴家人度過死蔭幽谷！她們

不僅在靈裡朝見到神，神也因此把她們安置在

屬靈高地；我們真得不要怕苦難，因為這世間

本來就一定會有苦難，我們要念茲在茲的乃是

自己是否裝備妥當？面對屬靈的爭戰，你是否

勝券在握？ 

感謝很多姐妹踴躍為文懷念安靜姐，相信

她在天家一定笑得合不攏嘴，靦腆地對我們説：

「那多不好意思啊！」可惜崔大哥不忍回顧，

以免傷感，想起他在追思禮拜説的「有主真好！」

正是捨兒女情長就主耶穌大愛的明證！是他！

把福音傳給了安靜姐。 

下一期的主題「細拉」。其實這個題目十

幾年前，季養正牧師曾在主日證道過；面對今

日恐怖分子，紙醉金迷，權利綁架，色情泛濫…

如此紛擾的世界，我們需要再度藉著神僕人－

葉牧師來教導、提醒我們！ 

志彬弟兄針對目前世界，台灣最夯的話題，

做了發人深省的評論，兩稿都是他在優視的播

報稿，所以他的文章中特別註明。 

謝謝這麼多年來，芥菜子同工們無怨無悔

的付出！尤其是育如姐妹，常常為芥菜子挑燈

夜戰！所有同工們的辛勞，相信神都記念。 

「芥菜子」園子裡確實有不少的奇花異卉，

請大家帶著感恩的心，慢慢逛，慢慢欣賞！敬

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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