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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覺得，填補這鴻溝的，是靠「意志」與「意願」。只要我願做
的意願高，加上意志堅強，配合潛力，應能做得到。但從上述的例子
來看，光靠再怎麼高的意願和意志，重覆一千次，也不能保證我就能
把彈鋼琴的潛力化為彈鋼琴的能力。更有可能發生的事，反而是，光
靠意願和意志，在數百次的嘗試之後，我還是只能原地踏步。
填補能力和潛力之間鴻溝的，其實不是別的，正是操練。操練從循序
漸進的基礎開始，照著一定的規則和規範，配合正確的觀念，可以化
潛力為能力，達到光靠意願和意志達不到的東西，這正是操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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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的大兒子 Isaiah 學琴已有幾年時間，
老師教他從基本的音階開始，從易到難，配合
樂理和正確的指法，他現在已經可以輕易地彈
一些曲子了，這是我這個做父親現在無論如何
也達不到的事。縱使有時，他彈琴的「意願」
低，「意志」也不堅，但，只要坐在鋼琴前，
還是可以馬上彈出曲子來。反觀我，彈琴的「意
願」雖然高，也有很強的「意志」想堅持彈出
一首曲子來，但想也知道結果是什麼。

在生命成長的道路上，靈性並不排斥架構，聖
靈也不排斥人的努力，恩典更是不拒絕操練。
的確，一切都是恩典，但同時，人也不是全然
被動的。正如身體是白白給了我們，是來自上
天的恩典，但身體仍然需要和人的努力、操練
配合，身體才會健康、茁壯，雖然最終身體可
以健康到什麼程度，不是我們可以完全掌控和
預期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因此什麼也不做。
反而是，有了恩典，更要努力！

這中間的差別只有一個，那就是操練的有無。

生命能成長，百分之百是神的恩典和作為，人
沒有可以誇耀的，但人有可以參與的: 我們可
以在意志上降服，在操練上盡心，然後在一切
成就、長進之後，還懂得感恩，歸榮耀與神。
真正的信仰，既不會落入律法主義(以為操練就
是一切)，也不會落入放縱主義(以為操練什麼
都不是)，而是會合乎中道，正如奧古斯丁所說:
「沒有上帝，我們不能; 而沒有我們，上帝不
做。」我想，這就是絲瓜與棚架，聖靈與操練，
恩典與努力中的微妙之處吧？這是基督徒應該
懂得的秘訣。

每個基督徒都有過豐盛生命的潛力，因為我們
是神的兒女，因為聖靈住在我們心裡，因為耶
穌就是我們的生命。但，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有
過豐盛生命的能力(縱然他在當時有強的意願
和意志力要來把這樣生命活出來)，而造成差別
的，不是救恩的有無，而是操練的有無。
生命與棚架之間的平衡
如果我們把靈性的生命比喻成絲瓜，那麼靈性
的操練就是讓絲瓜得以攀爬、生長的棚架。棚
架本身雖算不得什麼(真正能吃的、有生命的，
是絲瓜)，但少了它，絲瓜就不能生長，會在土
裡爛掉了。而絲瓜愈大、愈多，棚架也要隨著
更堅固、更擴張，才能承受這生命的重量。這
兩者，有互補，有平衡，有次序，缺一不可。
智慧的人，就會懂得留心兼顧，隨時調整。
在神眼中，真正算數的，不是基督徒的查經聚
會有多少，不是教會的儀式有多莊嚴，也不是
所宣講出的神學理念有多高超，真正算數的，
是愛神、愛人、謙卑、良善、恩慈、憐憫這些
聖靈的果子，這些才是真正能讓人享用，有生
命馨香的「絲瓜」。但這些果子不會從天上掉
下來，我們需要有靈性的操練來作架構，好讓
我們內裡基督的生命，有所空間可以依附、攀
爬、生長和茁壯，它們是恩典的工具、是為了
保護其中美好的事物而設立。如果只是隨性所
致，心血來潮，順著自己的感覺和情緖，被動
地「等候」，那麼可以預見的，生命的花園中，
也不過雜草一堆，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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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輛卡車重新啟動
常見的靈性操練有: 讀經默想、禱告祈求、安
靜獨處、禁食、奉獻施捨、分享福音、敬拜、
聚會、寫日記、散步、欣賞大自然、閱讀、守
安息日、放慢腳步、團契、彼此認罪、分享、
凡事感恩、捨棄權力、甘心服事等等。不同的
操練，針對生命中不同的盲點和需要，正如健
身房裡面不同的健身器材鍛練不同部位的肌肉
一樣。
當剛開始健身時，份量不能太重，要不然許久
沒有運動的身體會受不了。我們也不能羨慕隔
壁的小伙，學他也來個過百嗙的舉重，那只會
適得其反。同樣的，每個靈性的操練都需要十
分地個人化(多少時間，多少份量，訓練那部份)，
不能比較，不能嫉妒，也不能氣餒，只能誠誠
實實地評估自己，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然
後持之以恒地去做，隨著時間再加上不斷地調
整和修正。只要有用，就是好操練，只要有比
昨天進步，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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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輛腳踏車重新運轉、上路容易，但要使一
輛卡車重新啟動，加速，就費力得多，同樣的，
我們的身體也有積習，許久沒有親近神的人，
要重新「啟動」，也格外地比別人花力氣，操
練也格外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初見果效，但讓
我們不要氣餒，操練與時間是一對合適的夫妻，
當他們結合時，會生出「成長」這個孩子，日
久就會見果效。

道我們是為何而做，為誰而做，和做在誰的身
上。

讓恩典重新啟動

讓我們記得，就算我們跌倒，我們也是跌在神
的恩典裡，在祂裡面，我們永遠有資源可以重
新開始。同時我們也絕對不孤單，有聖靈是我
們的幫助。操練並不孤獨，有恩典為伴，我們
並不是只有我們自己。一位神學家說:「最偉大
的聖徒，不是他們所需要恩典較少，而是他們
用的恩典較多。」

最後，我們不是為了操練而操練，操練是為了
生命;正如練球是為了得分，運動是為了健康，
彈琴是為了享受音樂一樣，永遠也不要忘了什
麼是方法，什麼是目標，什麼是工具，什麼是
目的。基督徒的操練也不是自己中心式的，只
在乎自我的突破與成長; 基督徒的操練是幫助
自己融入、經歷那早已存在、在神裡面的真實，
為了愛神和愛人。操練並不抑鬱，如果我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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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了這一切概念後，在操練的實踐上，我們
仍然會不停地跌倒、軟弱和困惑，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時好時壞，對自己失望; 因為我們
是人，不是超人，是罪人，而不是完人; 而耶
穌正是為我們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想這是真的。

2017 年 3 月

Rev. Joshua Lee
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
A ministry of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How Do You Respond to Jesus? (Luke 5:17-26)
When we encounter Jesus – as He speaks to
people, and works in people’s lives – there are
always two responses we can have.
The
question we want to ask ourselves is how do I
respond to Him in those moments? That
includes when we come to church, hear His Word,
and see His work in others’ lives. How do I
respond to that? How do I respond to Him? As
much as we would like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worshiping God in those encounters with Jesus,
our human nature may cause us to react much
differently. We see that with people called
Scribes and Pharisees, who genuinely think they
are seeking God, when they encounter Jesus, His
words and work in people’s lives. Let’s look at
Luke 5:17-26.
[Luke 5:17] Right after Jesus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cleanses a leper, we are introduced to
the Pharisees and teachers of the Law (Scribes),
people who started with a good idea (wanting
people to obey God’s Word), but came up with
the wrong answer, turning faith into man-made
religion. They made it about what we do,
instead of what Jesus does; about their “good”
life, not Jesus’ perfect life; about our works, not
God’s grace. They got it all wrong, became
“religious”, and become Jesus’ arch-enemies and
complicit in His murder. They would gather
together in closed communities, under a Scribe
(the resident expert of the Law), and the
Pharisees would enforce all the additional rules
and laws of that Scribe, often in blind obedience.
Meanwhile, Jesus is now famous; His teaching
was out, #1 on iTunes, and everybody was
coming to listen to Him, so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are there too. How many of them
showed up? “From every village between Galilee
and Judea” and even from the big city whe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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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scholars lived (Jerusalem); that’s a lot of
Scribes and Pharisees packed into one place.
[5:18-19] While Jesus teaches, the house is full,
and who is in front? All the religious people. They
sit there, with their laptops open, using up the
free Wi-Fi, ready to figure Jesus out, so they can
blog, twitter, and opine about Him. Now, there’s
a man who is totally paralyzed, and his friends
carry him on a cot to the house, but they can’t
get him to Jesus. Why? Because it’s too
crowded, especially with all the religious people.
Isn’t that ridiculous? They want to get a hurting
person to Jesus, and it’s the religious people who
are in the wa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But
those guys are so determined to get their buddy
to Jesus that they climb up on the roof and start
dismantling it. Their plan: “We have some rope;
we’ll attach it to the cot, lower it down, and drop
him right in front of Jesus.” And they do it!
There’s no way Jesus can ignore their request.
You can imagine the paralytic man saying:
“Surprise! Hi Jesus; I’m paralyzed.” It’s a pretty
funny moment.
Jesus is going to heal him, and the Pharisees and
Scribes, instead of rejoicing, start criticizing;
that’s their mindset. Pharisee means: “separated
one.” Their ideology was that sin is caught, like a
disease.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real
problem: Sin isn’t something “out there”; it’s in
us. They thought: “We’re clean and holy; others
are unclean and unholy. We can’t be near ‘those
people’ because we’ll catch their sin.” So they
took the Bible, and created many additional rules,
a “God’s Word plus” mentality: If you don’t want
to be near sinners and their sin, obey the rules in
the Bible, plus all the additional ones we’ve made.
Religious people love their goofy rules; they have
2017 年 3 月

rules about rules; that’s man-made religion. Jesus
obliterates all this. He is the God who became
man, came down, touches lepers, and dines with
sinners. Does He sin? No, but He breaks all the
religious rules. Does He break any of the Bible’s
rules? None; but He breaks a lot of religious rules.
So Jesus is always calling sinners to repent of sin,
and religious people to repent of religion.
Ultimately, a lot of sinners want to have dinner
with Him, and religious people shout: “Crucify
Him!” So it’s not a surprise that these Pharisees
don’t do anything to help. They don’t jump up,
shouting: “We should step aside so this paralytic
man can get to Jesus.” They’re so obsessed with
seeing if there’s anything Jesus says that they
disagree with (that they can criticize) that they’re
oblivious to the fact that they’re surrounded by
hurting, needy people. They come not to learn,
but to argue. When you come to church, are you
here to learn from Jesus or to argue? Do you
have a critical disposition or pharisaic attitude:
“I’m always righ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wrong; it’s my job to find it and criticize it. I’m
not here to learn; I’m here to critique,” while
remaining oblivious to the hurt and needy? Jesus
helps this man; they don’t do anything. They
don’t pray for him, comfort him, or do anything.
Religious people tend to criticize those who are
helping, instead of actually helping. Tragically,
they do same thing with Jesus.
[5:20] Jesus has a big showdown with the
religious people. He simply states to the paralytic:
“Because you trust Me, your sins are forgiven.”
That’s a big statement. No religious leader in
history (not Mohammed, Krishna, or Buddha)
proclaims: “Your sins are forgiven.” They do say:
“We’ve uncovered the process by which you can
go through these rules, rituals,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s to pay God back. Then, maybe
someday, He’ll forgive you, if you’ve earned it”;
that’s religion. Instead, Jesus says: “You’re
forgiven. Do you trust in Me? I can just forgive
you.” Why does He say that to this man?
Somehow, this man’s injury and sin are
connected. Not all bad circumstances are
because of sin (cf. John 9:2-3), but this ma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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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know how he sinned, but it reminds me
of a fellow who had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Intoxicated, he wrapped his car around a
telephone pole, breaking every bone in his body.
Maybe this paralytic had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his donkey cart, or fell out of 2nd story
window in a failed robbery attempt; we don’t
know. We do know that his body was destroyed
because of his sin. He’s not the victim; he can’t
sue someone; he wasn’t born like this; he did it
to himself. Some of us are like that. We’ve
wrecked our whole life with sin; we ran into a
metaphorical telephone pole; we did it to
ourselves, and we’re guilty as charged.
[5:21]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are up in arms.
They don’t say: “That’s awesome! This guy’s
going to be healed AND forgiven. Let’s see if God
is here, and how He’s at work.” Instead, they say:
“What’s the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on behind
Your healing?” They go ballistic,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how Psalm 51:4 tells us that we sin
against God alone, so who can forgive us? God
alone. When Jesus says: “I forgive your sin”,
what is He really saying? “I’m God.” You will not a
find a religion that will forgive your sins without
having earned it; all human religions are about
obeying somebody’s list of ridiculous rules in an
effort to make God love and accept you. But
Jesus loves us undeservedly and unconditionally
by grace, and just forgives us when we turn to
Him. That’s why we’re so into Jesus, because He’s
so much greater than man-made religion. Some
of know we’re guilty like this paralytic; what can
we do? The answer is, we come to Jesus, and He
cleanses and forgives us; He does the work of
salvation. That’s why we’re so excited about Him.
[5:22-24] To add to their consternation, Jesus
declares Himself to be the “Son of Man.” This is a
title from Daniel 7:13-14, a majestic claim to
deity; in other words: “I’m the Son of Man with
the authority of God to forgive; I’m the God who
became man.” He proves His authority to forgive
by His divine power to actually heal the man. And
what is this man’s response? [5:25] “Immediately
he rose up… and went home, glorifying God.” It’s
2017 年 3 月

a great day for him: “I was carried here on a
stretcher; now I’m carrying a stretcher home.”
The default mode of the religious heart is to
always find something wrong; it’s the disposition
of a critic. They don’t get what’s happening right
in front of them, so they’re in the corner,
irritated and argumentative: “What did you think
of Jesus’ sermon? I wouldn’t have gone in that
direction. I don’t know; He’s not dressed very
nice. I heard He has a tattoo of ‘King and Lord’ on
His thigh. What’s our position on tattoos?
Someone said He eats with sinners and drinks
wine. And who does He think He is, to forgive
sins?” They’re having the wrong conversation.
Meanwhile, the ex-paralytic is proclaiming: “I’m
healed! Anyone else want to come to my house
for a party? My sins are forgiven.” We rejoice and
praise God for healing, but the big miracle here -what’s most exciting -- is that his sins are forgiven.
Physical healing is a bonus; Jesus can and does
heal, but if you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aling
and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is what you want
because, at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God
fully heals all of His children (cf. Rom 8:23). The
miracle here is that sinful, broken people like you
and me are loved by God and can be forgiven.
[5:26] And this historical account wraps up
appropriately, as people declare: “We’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They “glorified God”,
meaning they worshiped Him, shouting praises to
Jesus: “We have seen extraordinary things
today.”

He’s not like the religious people, giving you a
long to-do list. He’s God who came to live, die,
rise, and forgive. We still haven’t gotten over it;
2000 yrs later, people are still filled with awe,
glorifying God: “Are you serious? This is who God
is, and how He works? That’s amazing!” We’ve
heard fantastic stories of humbled, forgiven
people in our church, experiencing the grace of
Jesus.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we’re filthy,
Jesus cleanses us; if we’re guilty, Jesus forgives us;
if we’re religious, knock it off. That’s everybody.
If you’re breathing today, you’re on at least one
of those teams. So we want to respond as the
people di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Filled with
awe. We’re cleansed, we’re forgiven, we don’t
want to get religious, so we repent of our filth,
our sin, and our religion, and we’re filled with
awe. And when we see Jesus at work in the lives
of others (perhaps whom we wouldn’t normally
associate with), we can either continue to
criticize “those people” (and thus, criticize Jesus
along with them) or we can repent and rejoice –
repent of our criticism and rejection, and rejoice
that Jesus has touched them too.

There’s a little Pharisee in all of us; we may live
under the rules of “God’s Word plus”: I don’t
watch TV, listen to that kind of music, go to those
kind of places, associate with those kind of
people. Some of us, Christian or not, are very
“religious”; it’s just different rules on a list, so be
very careful; human nature loves to replace Jesus
with man-made rules about how to be good and
how to be right with God. There’s also a little
paralytic in all of us too: We’ve done horrible
things; we’re total sinners who have wrapped our
whole lives around a metaphorical telephone
pole. “I’ve blown it; there’s no one else to blame;
it’s all on me.” Jesus forgives you; He jus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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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走出灵命低谷，迎接神的到来
■馬彤 (Linda)
一、

真心悔改，请天父拯救我

来美国之前，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从小
到大，我努力
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学生和好孩子，追求所谓的
进步和优秀，从班级学生干部到院级学习部长，
两次获得保送升学资格，免试读完重点大学和
工作 6 年后自食其力修完了 MBA 工商管理硕士。
大学毕业，我即加入了一家大连的连锁商业企
业，从最基础的一线班组长开始做起，历经多
个业务岗位做到一家百货店的副总经理；然后
又被调到集团总部积累行政和人事管理经验。
因为我的正直和踏实，在同事和领导心中获得
了大多数人的认可，2014 年我有幸被评为首届
百佳大学生第一名。
去年我因为家庭移民，来到了这个全新而
一无所知的国度。回首往昔，我做的一些事情
的确越过了界限：我跟老公认识以后只做过屈
指可数的几顿饭，在一线工作的那几年我还经
常跟老公发脾气，他曾经很委屈地跟我申诉过
他不是我的下属。也许是我太幸运了，能找到
这么一位体贴爱我的老公，我却一直很无知地
把所谓的事业置于他之上。我这个别人眼中的
职业女性，因为工作和社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然而在家庭中所尽的义务却寥寥无几。我来美
国后听婆婆说起一件事时被老公感动得无以言
表，那是 2013 年我由于工作调动被外派到哈尔
滨生活了 9 个月。刚去的那两个月是我最不适
应的阶段，周边一切都很陌生，没有朋友、没
有亲人，我还要承受工作上的巨大压力。老公
当时在美国，他听我哭了几次后就忍不住跟婆
婆说要回国陪着我。其实从他 2011 年拿到绿卡
开始已经为了能尽可能多地和我在一起，不停
地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他明知如果他在美国待
的时间不够，会影响入籍申请，他却无时无刻
不把我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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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在家庭中所犯的罪孽深重，得
罪了圣洁的神，需要神的赦免和救赎，请真神
赐给我新的生命和地位，使我可以不用活在罪
中，享有神女儿的名份，成为我随时的帮助、
引导和资源。
二、

信靠耶稣，希望神能做我生命的主人

去年圣诞节前的 12 月 19 日，正当我因为
来美国后还没有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而彷徨迷
茫时，我的 college 同学 Juliana 给我介绍了海沃
教会，让我有幸认识了神。12 月 25 日，我第
一次听叶牧师讲经的内容“星星中的黑夜”就
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从 8 月 23 日来到美国，
跟自己来之前做的计划相对照，我一件事都没
做成，再加上后来找工作屡屡碰壁，以前自己
要强争先的精气神几乎消失殆尽。当 Ada 发现
我被神感动后很为我高兴，她对我说“神对人
的拣选是独特的，你这么快能被圣经所感动太
难得了！” 叶牧师在今年 1 月为我充满爱心的
两次祷告，也让我记忆犹新，每次听他讲经我
都很入迷，感觉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流进了我的
心里，我头几次参加崇拜时都要准备好纸巾擦
眼泪。慢慢地，我发现每个周日在教会都会被
傅琳和叶子姐妹真诚的笑容所打动，总能切实
感受到她们身上充满了喜乐和温暖的力量，我
也很渴望知道基督徒的欢乐源泉究竟来自哪里。
今年的 1 月 8 日，我有幸认识了 Pamela，从见
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觉得很亲切，果不其然，
她是主赐给我的恩典，给我带来了一份阳光的
期盼，她介绍给我的那个工作场合正是我日夜
期待的地方。我从那一刻起开始与神互动了，
每天祷告，神愿意来拯救我这个罪人，让我用
勇敢的行动来为自己找回信心。

2017 年 3 月

三、

因信称义，我想做神的女儿

“信靠优先”使我在 2 月 12 日那天崇拜时我又
一次真切地被叶牧师感动，我走到了人的尽头，
而迎来了神的开始。以赛亚书 40 章 29-31 节: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赐力量。就是
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如鹰
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愿意做耶稣的信徒，透过我未来的亲身经历，
去体验来自主耶稣的美善，靠主恩典不断长进。
从今以后，我不想再抱怨、忧虑，而想把自己
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为我主宰将来的人生，
请神赐给我喜乐，让我在未来的磨砺中得到成
长。
我在这里还想感谢一下志彬弟兄，他得知
我的工作还没有确定着落时也很热心地帮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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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很执着的想帮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我
看到这些兄弟姐妹的热心帮忙，就想到了自己
在国内有机会助人为乐的喜悦，我本身也是一
个热衷于帮助别人而乐于奉献爱心的人，所以
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属灵的家。
我愿真心的完全的归向神，求神改变我，
也改变我的环境，让所有的障碍，所有罪恶的
拦截统统都在主里除去。人不管多软弱，神都
愿意接纳，我希望自己能凭着诚心的祷告做神
的女儿。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我愿意从心里信靠耶稣的身份、救赎和主权，
将来用我外在的行为获得重生并不再被定罪。
希望我从此不再惧怕，也不再惊慌，神与我同
在，阿门！

2017 年 3 月

【靈命分享】
靈性．人性
■頌揚
1. 聖經沒有那個人物是完全的，但神仍然使用

對哥林多人的淫亂，墮落，不完全，似乎有一

及呼召的這個事實，表示神接納我們的人性大

種想當然的了解。

過我接納我的人性。
3. 年輕的少年官的錯誤就在於他不了解人性。
2. 彼得在聖靈充滿之後，也有他的隨伙裝假，

「沒有一個良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但他的

保羅寫聖經時仍顯出他的脾氣，大衛犯姦淫的

錯誤不僅如此，當主說「你還缺少一件」時，

權力之心也一直在他心裡，就連他在甜美的漂

他想像的方向是朝「道德的完美主義」的方向

流時期所寫的「我的心渴想你」時也是如此。

去走的，他的憂愁是為「自已達不到」而憂愁

所羅門求智慧時，神已經看到他未來的不順服

的，他為自己整個人生的計算方式是很焦慮的，

了，使徒約翰在老年成熟時寫啟示錄的時候，

因為他忽略了自己的人性，是承受不起這樣的

仍想向受造物跪拜。以賽亞在最榮耀時看到自

「完全順服」的。想要用「完全順服」來定義

己的不潔，約拿在最有能力叫人悔改時，仍是

自己，不僅是一個假象，更是一個不能承受之

個背逆的先知，參孫一生都被性纏累。而保羅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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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的心理假設常常是像這個少年官，心裡總

7. 我不能單單以神，以日常生活的小事所喜樂

是想我若再敬虔一點，神就能與我多親近一些，

的這件事本身，就顯明了我對人性的錯誤認知，

透過我再多成就一些事，我也會少受一點虧

總是想著「更大更屬靈」的事 但忽略了「日常

損……敬虔和聖潔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我追求

生活的小事」，神容許的，是許多平常、尋常、

敬虔和聖潔的態度和方法，它們變成一種手段，

不起眼、甚至是看起來無聊、浪費時間、不能

一種通往更大服事果效的手段，其實真正所服

成就什麼的事，如等車、刷牙、接送小孩，行

事的，還是我的自我;它們也變成一種焦慮，總

政責任，日復一日的重覆等等，我不耐煩，因

是著眼點在自己的成長和還沒有成就的事情。

為這些攔阻我做更有意義的大事，但如何定義

總是想要把自己改造得夠好，超過自己受造的

「有意義」？如果意義就意味著神的定規，而

樣子。每一個謙卑順服的背後，總是有另一個

神的定規就是日常的小事呢？

驕傲背逆在蠢蠢欲動，因此，這個自我服事的
危險也總是如影隨行地跟著我們一生。我們還

8. 人需要擁抱，人需要笑，需要哭，需要休息，

是高估自己，不太認識自己。

需要容許混亂和犯錯出現在生命中，機器不需
要這些，對它而言，這些都是完成目標的過程

5. 撒該得到救贖，因為他是個人，少年官得不

中多餘的東西。但我們看到救主耶穌，浪費他

到救贖，因為他想成為非人。

寶貴的救贖時間，去配合、展現他的人性，30
年的自然成長，與人相處，吃喝，相遇，不是

6.信仰中所有令人沉悶的部份都是來自於「非

精密的數學算計，甚至祂的憐憫，生氣，責罵，

人」的部份，法利賽人的餘毒，自我粉飾，因

與人浪費時間，也是救恩拚圖中的一塊。祂雖

為自已真實人性的那部份讓自己受不了，因此

然完成了祂的使命，但祂沒有試圖說明每一個

想要成為非人，讓自己好過些。

道理，完成每一件事，醫治每一個人，祂似乎
也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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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真實的人性多多少少反映了神性，因為人是

祂就不能做什麼？我們真的常常需要被赦免嗎？

照著神的形象所創造的。耶穌是完全的神，也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對自我的認知有許多需

是完全的人。

要調整的地方。

10. 電影、音樂、藝術、文學、武俠小說之所

15. 人為什麼會這麼難改變，不也是因為人性

讓人著迷，是因為背後的人性。信仰是去聖化

嗎？個性、喜好，深深地烙在我們靈魂的深處。

這些，而不是抹去這些。人不是機械式的信徒，

我們不能變成另一個人，這也是人性。我們得

而是活生生的人。

救之後，罪性也沒有完全地被挪去，需要等到
耶穌的來才能完全的得勝，這也是人性。

11. 人體有它的規律和週期，規律也就是它的
限制，限制也就是它的界限，界限也就是它該

16. 禱告是一種愛的語言，惟有它配合人性時，

去擁抱的，而去擁抱它也就是我應有的生活態

禱告才是真實的，也才有意義，上帝聽的，是

度。接納自已是個人。

人性的禱告，不是「靈性」的禱告。

12. 四十歲時摩西嘗試著拯救，「大事」的後

17. 人性就是巴拿巴會選擇馬可，保羅會選擇

果是深深地失望，呼召反而是在日復一復的沉

西拉，人性只能在耶穌基督裡面才能正常運作，

悶中臨到他。我們不能改變世界，表面改變世

因為他是末後的亞當。人性有不同的層面，馬

界的，都是巴別塔，都是希律的聖殿，都是耶

可就是和路加不一樣，路加和約翰就是不一樣，

羅波安二世，都是羅馬人，身為神的子民，我

沒有標準的答案，因為神多樣性的豐富要在人

們不能改變世界，我們甚至會被世界所殺害恨

性中彰顯出來，人性是一個身心靈的整體，神

惡，改變世界的，是神，不是我們。我們想要

本性的豐榮，要透過人的整體、群體彰顯出來。

改變世界，不是那麼地為神，反而更多的，是
想要安撫我們那脆弱的自我價值，想要證明什
麼。神改變世界的速度出奇地慢，出奇地有耐
心，甚至是出奇地冷漠，我們難道不能從神的
緩慢學到一點功課嗎？
13. 我們只能學習用正確的心態做正確的事，
不管是大事小事，用忠心和真誠，不帶著一絲
焦慮，那就是成功。
14. 福音中的人性是什麼？我們真的那麼壞，
需要上帝來為我們而死？我們真的那麼無可救
藥，沒有一點自我改進的可能？我們真的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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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文化的幾點思考
■溪水邊

網絡上有許多不同的中文版本。有些版本刻意

前言：
2016歲末，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關於聖誕節的文
章，後來就一直擺著。《芥菜子》主編前來邀
稿時，聖誕節已經過了兩個月，不確定這篇文
章還有多少時效性，況且內容又跟本季的主題
無關，姑且就拿出來任由主編決定是否採納吧！

避開了“good tidings （好消息）”這個字，把
歌詞中的宗教色彩淡化一些。我修改了部分的
中文歌詞，一方面是想還原這首歌的原貌，另
一方面是要讓這些中文課初學者能夠從更淺白
的歌詞中學到一些實用的詞彙。

本文後記部分與正文不成比例，主要是因為主
內姊妹的一道問題所引發的後續思考和回應。
為了真實呈現這兩個月的心路歷程，決定保留
正文的原貌。因此出現正文和後記之間在字數、

在學唱以前，我會先給學生講解每一個中文字
的意思以及簡單的文法結構。然後就引導學生
思考歌詞中的“好消息”指的是什麼？學生很
快的回答：“是聖誕。”接著再問學生：“那

立論和觀點上的落差。

麼聖誕節是慶祝什麼？”其中一班的六年級的
每年聖誕節，我都藉這個機會給初中班的中文
課學生學唱一首中文聖誕歌曲。歌名是《祝你
聖誕快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聖誕歌曲，流傳於十

學生沒有一個回答出來。另一班學生只有兩三
個同學回答得出。“是慶祝耶穌的誕生，”這
幾位同學說。後來我又問這班同學誰有上教會
的？就是這幾位回答正確的同學。不過，他們
又補充說，“小時候去過教會的主日學，現在

八世紀的英國，歌詞是這樣的：

不再上教會了。”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只期望藉著一首簡單的聖誕歌曲能再一次播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下福音的種子。今天的美國，購物、狂歡、美

And a Happy New Year

食幾乎是聖誕節的全部，儘管聖誕節的氣氛依

Good tidings we bring

然濃厚，然而知道聖誕節意義的人已在逐年下

To you and your kin

降之中。你可以感受到隱隱約約有一股抗衡的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力量正醞釀著要把聖誕節的主角－－耶穌基督
排除在這個慶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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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每年聖誕節期間都會讓學生組織禮物

甚至可能為此鬧得不歡而散。原來川普在十二

交換的活動。這個活動叫著“秘密聖誕老人”

月中旬針對“佳節快樂”和“聖誕快樂”做了

（secret Santa）。參與的學生經過抽籤後，將

一個清楚的表態。他對媒體說：“我們將再次

自己準備好的幾份禮物分好幾天秘密的放進對

使用聖誕快樂（We are gonna be saying Merry

方的儲物櫃裡面，直到最後一天才身份揭曉。

Christmas again）！ ”姑且不論他是否真心誠

今年學校開始把這個活動的名字改為“佳節禮

意捍衛自己的信仰價值，還是隱含著其他的政

物交換”（Holiday Gift Exchange），因為擔心

治考量，他這樣的宣告肯定又點燃了美國民眾

有些家長對“聖誕老人”這個字反感。其實聖

對這個“政治不正確”的祝賀語的爭論。川普

誕老人和聖經一點關係都沒有。

似乎喊出了許多美國基督徒政治工作者不敢公
開講的話。或許，這又能讓年輕一輩的美國人

“聖誕快樂”的祝賀語在美國也逐漸被“佳節

在聖誕季節中再次聽到他們越來越不熟悉的

快樂”來取代，以免冒犯社會上許多不認同基

“聖誕快樂”！

督教信仰的人士。在我們學校，每年聖誕節期
間，許多家長也會自願掏錢，經由家長代表

2016年12月24日的星島日報轉載了一幅漫畫。

（Room Parent）集合起來後平均分發給老師，

這幅漫畫形象的概括了美國近幾年來這種“去

以感謝教師一年來的辛勞。今年，我收到禮物

基督化思潮”的演進。藉著突出聖誕老人、聖

和現金以後就禮貌的給所有家長發電郵感謝他

誕樹、雪人和柺杖糖，下一代的美國人，誰還

們。電郵的結尾還是敢敢使用了“聖誕快樂”

記得聖誕節真正的中心人物呢？

作為祝賀語。電郵發出後迅速收到了兩位家長
回覆“佳節快樂”！除了相互道賀之外，語氣
似乎含有少許的提醒。

後記：
文章去年寫好後曾邀請一位靈命資深年長的姊
妹賜教。我要感謝她非常坦率的對文章的立論

美國政治人物在聖誕季節給社會大眾送上祝賀
的時候也都使用“佳節快樂”，這個叫作政治
正確。使用“聖誕快樂”的後果恐怕會遭來諸
多批評，更不用說會得罪支持者進而失去廣大
的票源。NBC新聞網在2016年聖誕節前夕提醒民
眾，川普當選總統後引發的口水戰正持續發酵；

基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聖誕節或復活節
文化到底是不是基督教的傳統文化？以此作為
美國“去基督教運動”的指標恐怕還有商榷的
餘地。其實，不少聖經學者也認為聖誕節和復
活節的起源跟羅馬時代的外邦神崇拜有密切關
係。

在聖誕節家庭聚餐期間，川普的某些言論可能
會成為家庭成員之間在飯桌上熱烈議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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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分享了自己早年曾經參加過一所保守教會

上世紀九零年代，聖地亞哥市一位越戰退伍兵

的經歷。經她一說，忽然喚起了我自己也曾在

兼無神論者菲利普•保爾森（Philip Paulson）狀

學生時期接觸過一所保守教會的記憶，教會立

告聖地亞哥市政府，要求法院下令撤下這個十

場認為聖經沒有關於聖誕節或復活節的教導，

字架，他堅稱美國憲法禁止確立國教，況且聲

因此慶祝這些節日是不合聖經真理的。除了反

明加州憲法也不允許在公共土地上放置宗教標

對基督徒慶祝聖誕節外，保守教會對許多聚會

誌。2015年歲末，星巴克咖啡店在外界壓力下

的形式都採取狹隘的角度來詮釋。福音派教會

決定把杯子上的聖誕圖案刪除，只剩下一個純

則對慶祝聖誕節持開放的態度。如今對於教會

紅色的紙杯。星巴克自1997年開始就有一個傳

慶祝聖誕節或復活節這個立場來說，我認為實

統，就是在每年聖誕節期間推出一種特別印有

在沒有必要去到那樣的極端，從狹義的角度看

聖誕圖飾的紙杯。

待這些節慶。只要是對傳福音有積極作用的節
慶，儘管不是聖經教導要恪守的，我們都可以

如果有一天在聖誕節期間，美國人的日常生活

靈活的運用和變通，把人引到教會來聽福音。

再也看不到聽不見任何聖誕節的氣息或祝賀語，

畢竟基督的降生和受死復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是否預表了美國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力已逐漸式

是信徒應當常常紀念並在傳福音的時候勇敢向

微？其實也不盡然。是聖誕老人也好，或聖誕

人宣告的信仰內涵，只是聖靈在使徒時代並沒

賀語也罷，無神論者認為，任何聖誕節的內容

有默示使徒記載必須要在哪一個具體的日期紀

或文化活動其實都有強烈的宗教暗示，因此他

念這些節日。

們非常在意要澈底將這個節慶排除在美國主流
文化之外，面對這樣的衝擊，教會只需沈默以

儘管如此，“去基督教思潮”在美國近來有逐

對還是應當有所回應？藉著保留聖誕節的文化

漸高漲的趨勢。隨便舉幾個例子。2004年，加

傳統來回應“去基督教思潮”有實質意義嗎？

州律師邁克爾•紐道爾(Michael Newdow)兼無

為了尊重美國的多元價值和個人權益，附和無

神論者把女兒就讀的加州艾克格洛夫學區作為

神論人士倡導的部分議程對教會或基督徒來說

被告控上了聯邦地區法院，事緣他質疑小學生

會有哪些虧損？例如職場上的基督徒面對社會

上學的時候宣讀《效忠誓詞》（Pledge of

大眾的時候，抑或報佳音隊向鄰舍報佳音的時

allegiance）的合法性，誓詞中有一句話提到”

候，為了非信徒的感受也採用“節日快樂”而

在上帝庇護下（under God)“。2011年，在聖

不是“聖誕快樂”。看來這其中尚有一些探討

地亞哥索萊達山（Mount Soledad）上一座43英

的空間。

尺高的十字架形退伍軍人紀念碑被聯邦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判決違反美國憲法。此事件起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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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介紹】
美國鼻子台灣心
華淑芳修女

她有一個高聳的美國鼻子，卻有一顆比台灣人

華淑芳大學時念公共衛生，也有受過內科訓練

還愛台灣的心；華淑芳來自美國芝加哥，卻把

，她曾親眼目睹年幼的孩子因為來不及就醫，

一輩子都給了台灣，畢生致力於偏鄉醫療以及

而失去寶貴的生命。

醫護教育，今年 85 歲了， 華淑芳修女說：「
我這輩子都要待在台灣。」

因此，她對於所有來到診所就診的病患從不拒
絕，就算貧窮沒有錢付醫藥費，都會獲得同樣

華淑芳修女 1932 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956

的照顧，華淑芳還會拿生活日用品給貧窮有需

年正值花樣年華，大學剛畢業的她，隻身搭船

要的病患。

。18 天後，從美國東部芝加哥，來到台灣的嘉
義山區。

山區的幅員遼闊，醫療團隊除了 24 小時待命
，更徒步深入山區，為行動不便的病人看診。

她學會的第一句中文是「好美麗」，這是船長

有重症的病患，華修女和醫療團隊，親自以擔

教她的。「我來台灣的時候，那個醫療在台灣

架將重症病患抬下山，接受最好的治療。

很落後，很多人都沒有錢看病......」華淑芳
修女用字正腔圓的中文這麼說。
來台灣的第一站，是阿里山下的嘉義梅山鄉，
到處都還是崎嶇的石頭路。華淑芳就住在用竹
子編織、塗上泥土的房子。各方面的環境實在
不好，第一晚睡覺的時候，有一隻大蜘蛛從天
花板上掉了下來，嚇得她整夜都沒睡好，華淑
芳還是在心裡對著自己說：「好美麗」，希望
能早日適應台灣的環境。
山區的醫療資源實在太缺乏，偏鄉居民「沒有
生病的權利」，時有病情延誤白白送命的憾事
與悲劇發生。華淑芳決定在梅山鄉設立「海星
診所」，這就是「聖馬爾定醫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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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馬爾定醫院，有一張老照片，照片裡一名

款，因為他的鼎力捐助，這間早年被稱為「美

神父和兩位修女用擔架抬著包布緊裹的小女孩

國仔病院」才能蓋起來。

，女孩本已在家「等死」。華淑芳不放棄，他
們從山區一階一階地徒步下山，皇天不負苦心

蓋了醫院還不夠，還要有教育，4 年之後，華

人，終於把女孩「救活」。

淑芳修女籌設的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開始招
收護理系學生，持續地培育台灣本土的護理人

50 年之後，小女孩長大了，已是一位中年婦女

才，有許多白衣天使畢業之後，回到偏遠的山

，她找到當時的救命恩人華淑芳，親自向修女

區和故鄉服務，有更多人的力量，繼續的守護

致謝。華淑芳謙卑地說：「是天主透過我的手

台灣的偏鄉。

來救人。」
起源於山區診所的聖馬爾定醫院，始終最關心
華淑芳認為除了醫療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公

山地醫療，1998 年在華淑芳修女的堅持下，在

共衛生教育，徹底改善衛生環境，才能真正做

台十八線阿里山公路，開辦全國唯一、全年無

到「預防勝於治療」。她一直扮演著「偏鄉的

休、24 小時醫師駐村的「阿里山醫療站」。「

醫療保母」角色。

阿里山醫療站」的招牌點亮了偏鄉，幾年之後
，山區才終於有第一間便利超商進駐。
「現在的路，比原來的好 100 倍。」華淑芳這
麼說。她希望山區就醫的路，不再遙遠，希望
分秒必爭的醫療救護，可以讓山上的民眾，得
到和平地一樣的醫療照護。

為了進一步擴大醫療服務範圍，海星診所一度
搬遷至嘉義市更名為「啟明診療所」，求診民
眾大排長龍，華淑芳希望能夠蓋一間醫院，幫
助更多的人。
她積極奔走台美兩地募款，終於在 1966 年在
嘉義市建立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會取名為聖
馬爾定，除了是因為根據天主教教會聖人史記
載，聖馬爾定是一位救人濟世的好醫生之外，
另有一位美國的馬爾定先生，他捐了大筆的善

從一個花樣年華的青春少女，由美國芝加哥隻
身來到台灣的嘉義山區，超過 60 年的奉獻，
少女已成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卻依舊在台灣，
在最初來到台灣的嘉義持續的奉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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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宛如為台灣而活的她，開心地說：「我這
輩子都要待在台灣！」、「雖然我的鼻子太大
，皮膚太白，但是我有顆愛台灣的心，只要健
康狀況許可，我會繼續為台灣的醫療及教育努
力！」
今年，老修女已經 85 歲了，她還在台灣這塊
土地上，繼續奉獻著她的「美國鼻子台灣心」
。

各方一直希望能夠幫華淑芳修女提名醫療奉獻
獎，她卻始終婉拒，她說：「我只希望能在阿
里山蓋醫院」、「我不要什麼獎，我只要一所
護專」。足見她始終最重視的，就是偏鄉的醫
療和醫護的教育。
直到醫院勸她，如果得到醫療奉獻獎，是為主
做見證。華淑芳才終於同意，2011 年獲團體醫
療奉獻獎，2012 年再獲頒個人醫療奉獻獎，真
的是實至名歸。得獎時，這位 80 歲的老修女
謙虛地說：「選擇愛與奉獻，是遵行主的旨意
，60 幾年來過得充實又快樂，一點也不後悔。
」
華淑芳修女的父母親曾經很反對，也不諒解她
到台灣的事；直到多年之後，看到華淑芳的堅
持與努力，父母肯定也加入她的行列，主動為
台灣募款找經費。「台灣不是我的故鄉，卻是
我落地生根的地方。」2011 年華淑芳修女終於
獲得台灣永久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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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Joy Margaret Randall
籃瑪烈
籃瑪烈，西元一九四三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一個小鎮 Cobourg，一九六二年畢業於
Belleville 護理學校，並進多倫多長老教會研
習神學及基督教育，以及艾伯塔大學進修產科
護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籃瑪烈奉派到台灣彰化基
督教醫院服務，先後擔任宣教護士、夜間督導
及護理部主任；近三十年來，引進國外先進臨
床護理技術，建立護理管理體系，並協助 彰 基
與國外各大醫院建立交流管道，提升本地護理
水準。一九九四年獲頒省政府績優資深護理人
員，一九九七、八年再獲內政部績優外籍宗教
人士表揚。

從不說 No 的籃姑娘
從學閩南語開始，在台灣一待就是三十年；她
熱心照顧病患，疼愛病童，待護理同仁有如姐
妹；待過彰基的人，沒有人不曉得她的好。三
十年說長不長，一眨眼就過了；說短不短，足
以讓一名新生兒長到成家立業；而對彰化基督
教醫院護理部主任藍瑪烈來說，一萬餘個晨昏
的異鄉歲月，離家千萬里，說長也長；但這裡
像她第二個家，剛來才好像昨天事。
籃瑪烈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家數代都是虔
誠的基督教徒。從小她即決定和父兄一樣，研
習基督教育，為發揚基督的光和熱而努力。然
而，這個心願卻在妹妹的一場大病後幻滅了。
「那時我十四歲，妹妹九歲。」「她從小就聰
慧可人，小小年紀卻罹患了腎衰竭，住院成了
家常便飯。」那幾年裡，只要妹妹一住院，週
末時她和媽媽就得進城照顧。看多了妹妹在病
榻前掙扎的辛苦，她想：基督教我們做善事，
卻救不了妹妹，還不如改讀護理，為病人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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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來得實在吧！沒多久，妹妹終究不敵病魔，
「她走的那天，還是爸爸的生日呢！」感傷之
餘，籃瑪烈已決定做個白衣天使，「雖然來不
及救妹妹，至少還可以幫助其他病人。」中學
畢業後，她離鄉學護理，一圓白衣天使的美夢。
畢業後，籃瑪烈隨即返鄉，到一所綜合醫院服
務；因表現優異，未久即晉升加護病房及夜間
護理督導。
臨床上，看多了病患生死掙扎，籃瑪烈總覺得，
病人除了生理照護上的需求外，更需要心理上
撫慰；而白衣天使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能做的
實在有限。有了這層體悟，她隻身前往多倫多
長老教會學習神學及基督教育，過了一年，她
又進了艾伯塔大學，研習產科護理。選擇產科，
是因為她一心想到非洲奈及利亞服務；她認為，
當地是被上帝遺忘的角落，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不少孩子才出娘胎就告夭折。但是，奈國內戰
正熾，教會不敢貿然派她前往，非洲去不成，
又剛好碰上一位教區牧師，剛從台灣苗粟山區
回來，「妳乾脆到台灣好了！」牧師熱情地向
她招手。台灣在那裡？籃瑪烈一點概念也沒有；
反正是服務，到那裡還不都一樣？巧的是，彰
基正在擴充門診規模，缺乏專科護理師，她想，
這是上帝的旨意，於是收拾行囊，搭機直奔松
山機場。
為了和民眾溝通

強迫自己學了兩年閩南語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抵台時，籃瑪烈半句國語
也不會，更別提閩南語了。在彰基前院長蘭大
弼建議下，她先留在台北學閩南語，方便日後
和民眾溝通。「老實講，學台語真是艱苦的代
誌！」初次接觸閩南語，把她搞得七葷八素，
每天學四、五個小時羅馬拼音，整整兩年，她
的閩南語還是「青青菜菜」；要不是最後到馬
偕醫院婦產科，當了半年義工，強迫自己面對
病患和家屬，她還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說
得輪轉呢！
南下彰基服務後，籃瑪烈除了照料病患外，護
理科班出身的她，也花費許多心力為護理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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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職教育課程，並於民國六十五年升任護理
部主任。當時，醫療資源仍不充裕，衛生環境
也差，小兒麻痺仍十分流行，住院的小病號不
是拄著不合適的枴仗，就是滿地爬行，看得籃
瑪烈心都疼了。只要一有空，就到病房陪陪孩
子，協助他們正確使用義肢，重新學步，希望
此後人生走得更順當。
除了小兒麻痺，各種寄生蟲的威脅，更是司空
見慣；每天一開診，小兒科門診和急診都擠滿
了挺著「大肚子」的小病患。面對成群面黃肌
瘦的孩子，籃瑪烈無法閒著，她不時穿梭病房，
定時為他們投藥，和寄生蟲宣戰；每次看到她
走進病房 這些小病童總是頑皮地喊著：「胖
胖阿姨來了！」她也不以為意，看孩子開心，
她也笑開了。
遇到貧苦病患

轉介社服室協助

「彼當時，經濟不很好，不少人付不起醫藥費！」
在第一線工作的她，碰到手頭拮據的個案，一
定想辦法先和對方聊天，了解他們背景與困境。
一旦對方繳不出醫藥費，她即轉介給社會服務
室，代為解決。或許是「業績」太好了，即使
下班回到宿舍，還不時有病家上門求助，但她
通常不會讓對方失望。

房的繁重工作。籃瑪烈也熱心安排她到洗衣部，
甚至連接送她上下班的媽媽，也聘員工，好讓
這位辛苦的媽媽就近照顧女兒。這些發自內心、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愛心，黃昭聲也為之歎
服，忍不住豎起大拇指，「籃姑娘，真是現代
的稀有動物！」
照顧護理同仁

就像親姐妹一樣

「籃姑娘」說，「這沒什麼。她們都是姐妹，
互相照顧是應該的啦！」感情豐富的籃瑪烈，
總是笑臉迎人，每天上午帶領護理同仁讀聖經，
下了班，閒不住的她，還籌組唱詩班和英文班，
與同仁一起藉著優美歌聲和琴藝，以舒緩緊繃
的工作情緒，同時也在情感交流中，讓有心向
上的同仁學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就是那麼善
良！只要你開口，她從不說ＮＯ！」
「我都快變成台灣人了。」再過幾年退休，籃
瑪烈打算回加拿大定居，陪陪家鄉的老人家。
她回憶起剛來時，台灣樣樣不如加拿大，現在
台灣經濟起飛，醫療環境都快凌駕加拿大了，
是該回去的時候。只是她忘不了窗外這青蔥的
八卦山頭，「怎麼辦？」預想退休後的情景，
籃姑娘每一思想起，台灣的鄉愁現在就已稍稍
爬上心頭了。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籃瑪烈走在彰化市街上，
是沿路和鄉親熱情打招呼；他們只要有親友住
過彰基這所大醫院，就曾接受過藍姑娘的照拂。
而對籃姑娘最愛戴的護理同仁，她也總是殷殷
詢問每個人工作和家庭，讓人打心眼裡體會到
她真誠的關懷。
讓彰基院長黃昭聲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患佝
僂症的護理人員和朋友出遊時，不慎感冒了，
併發肺炎而住進加護病房；雖僥倖挽回一命，
卻也因嚴重氣喘，而無法再回到第一線護理行
列。籃瑪烈知道了，二話不說，立即安排她轉
到供應室工作，並從病房拉來一條氧氣管，供
她使用。
另一護理人員車禍受傷後，併發腦性麻痺，手
腳動作變得遲緩，再也無法勝任小兒科加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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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精選】
三首詞曲優美且聖靈充滿的聖歌, 亦可做為我們每日的的禱告文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沙灘上的腳印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主,我在微風中,聽見禰呼召,「來,跟從我。」
主,光陰的沙地,有禰的腳印,領我向禰。
雖攀越黑暗的山嶺,雖行過深淵山谷,
在路上我見禰腳印,我就跟隨禰引領。
沙灘上有主腳印,就在加利利海濱。
就是沙灘上腳印,領我到骷髏地。
賜福和平君王,祂腳蹤何等美麗。
真美麗。
我感謝主, 因禰沙灘上腳印。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黑暗之處播下你光明；
在憂傷之處播下歡愉。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主,在新的一日,我見禰漫步在明亮海濱。
主,在遙遠岸邊,我見禰腳印仍然引領。
那腳印領我到未來,一個未知的海岸,
我仍要持守祂應許。
我的路不再孤單!
沙灘上有主腳印,就在加利利海濱。
就是沙灘上腳印,領我到骷髏地。
賜福和平君王,祂腳蹤何等美麗。
真美麗。
我感謝主, 因禰沙灘上腳印。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迎死亡時便進入永生。
有人在為你禱告:

耶穌來世上照亮我們的路,
祂所留的腳蹤今日仍然清楚。
光陰的沙無法遮敝祂所行路徑。
凡是尋求的人,仍可以尋見主腳印。
沙灘上有主腳印,就在加利利海濱。
就是沙灘上腳印,領我到骷髏地。
賜福和平君王,祂腳蹤何等美麗。
真美麗。
我感謝主, 因禰沙灘上腳印,

有人在為你禱告
似乎你已禱告直到力量殆盡
流眼淚如下雨滴終日不停
主關心而且瞭解你能忍受多少
祂將告訴別人為你禱告
是否你正處在狂風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離破碎疲倦失意
別失望此時此刻有人為你禱告
寧靜平安將要進入你心
有人在為你禱告
有人在為你禱告
當你覺得寂寞孤單你內心將要破
要記得有人在為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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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因禰沙灘上腳印。
耶和華作了我的高臺:
耶和華 禰時時幫助我
在我裡面 沒有懷疑懼怕
耶和華 禰慈愛扶助我
禰安慰我 就使我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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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的話】
■高啟偉
在上個星期主日崇拜時, 當傅祖義弟兄將未來
教會的圖像呈現出來時, 一方面內心感到無比
的興奮與激動, 另一方面, 也想到了在聖經裡
記載的大衛王與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故事.
大衛王在位時，很想為上帝建造神的殿，
但上帝阻止了他，卻應許他的兒子要完成這項
工作。所羅門王秉承大衛王的遺志建造聖殿。
大衛王準備了許多材料(代上 22:1-4、29:1-9)，
要以色列眾首領和百姓幫助所羅門王(代上
28:1-8、28:20-21)，又指示所羅門王所要蓋的
聖殿的樣式如何(代上 28:11-19)。所羅門王一
生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花了七年建造神的聖殿，
工程相當龐大，建材高貴講究，作工繁複精緻，
百姓更是全力奉獻，建聖殿從耶和華應允大衛
開始：「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
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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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2－13）。所羅門王的國勢富強、四境平安，
開創了以色列的黃金時期！
所羅門將聖殿蓋好以後，把約櫃放進聖殿，
並舉行了盛大的獻殿禮。他當著以色列的民眾，
在神的祭壇前跪下禱告，並為以色列的百姓祝
福。聖殿最主要的功能有二，一為見證上帝的
榮耀，正如大衛所說，「要為耶和華建造的殿
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代
上 22:4) 又如所羅門所說，「使地上的萬民
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上帝，並無別神。」(王上
8:60) 聖殿的另一個功用是作為禱告之處。
慈愛的阿爸父，我們感謝讚美您，即將賜給我
們美麗的新會堂，教會是您的身體，是充滿榮
耀的殿！我們歡歡喜喜的在會堂聚會，唱詩、
敬拜您，今後我們要多多奉獻，愛護我們的堂。
將一切榮耀歸於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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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菜子徵稿】
下期主題:
上個星期主日崇拜後, 教會為我們準備了福音袋, 期盼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成為傳福音的
天使, 您計劃如何將福音傳揚出去? 在您成為基督徒之前, 當您聽到福音時, 您當時的感受是如
何? 歡迎弟兄姐妹們多多投稿分享.

截稿日期
2017 年 6 月 10 日
來稿請寄
haywardchurch@yahoo.com
freemindcgau@gmail.com
或交秘書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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