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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真實的生命故事，講述一位

偉大的母親，如何效法上帝，以恒

久的愛心去愛罪人－－她的同性戀兒子，

使他從同性戀，吸毒犯與販毒者，愛滋

病帶原者，最後成為了慕迪聖經神學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的教授，從此，讓

生命得以真正的翻轉改變。

這 位 母 親 的 兒 子 叫 袁 幼 軒

(ChristopherYuan)，生長在一個父母都

是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牙醫，在

芝加哥開辦了一間牙醫診所，而且辦得

很成功。而兒子也在路易斯維爾牙醫學

院念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Dental 
School)。當在一個暑假回家與父母團

聚時，向家人告白自己是個同性戀，從

此把家庭推上了曠日持久的噩夢之旅。

父母得悉萬分震驚，傷心極了，母親一

面苦口婆心勸導，但都不得要領，當她

憤然要兒子在家庭和同性戀二者之間作

一個選擇時，兒子竟用離家出走與家庭

脫離關係。望著兒子冷冷的背影，母親

癱坐在地上，她覺得兒子自甘墮落和不

孝，是傷透了心的忤逆子，對兒子的希

望和寄託竟如此殘忍地夭折了。想到與

先生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幼軒母親情緒

己到崩漬，絕望中，她決定用死結束自

己生命。她買了一張去兒子學校的單程

車票，想在死前見見兒子最後一面。

出發前，她在丈夫牙科學院的一位

校牧中，要了一本小冊子，瞭解同性戀

問題。路上，她隨意翻閱這本小冊子，

有－句話語卻吸引著她:人人都是罪人，

上帝恨惡罪悪，卻愛罪人。幼軒母親心

中忽然頓悟:這個世界一定有神!來到

了路易斯維爾，她從小冊子中的電話中

聯絡了當地一位基督徒姐妹，並參加了

為期六週的門徒訓練。人生的盡頭竟是

上帝工作的開始，回家後的幼軒母親，

完全變了一個人，神賜給了她一個新造

的生命。她找到了教會，每天早晨花好

幾個小時禱告和研讀聖經，心意得著更

新。漸漸地上帝也在她丈夫身上動工，

開始與妻子一同上教會，一起踏上跟隨

主的路，夫妻婚姻關係也得以改善…

然而，遠在路易斯維爾的幼軒，卻

在罪惡世界裡日漸沉溺敗壞，有數不清

的同性伴侶，並找尋更新奇剌激，掉入

了吸毒的陷阱中。為了賺錢購買毒品，

竟然販賣毒品，甚至墜落變成美國東

南部重要毒品供應人。就在他還有四個

月就拿到牙醫學位時，被學校開除了。

原指望從芝加哥趕到學校的父母可以為

自己求情的幼軒，竟然聴到母親對校長

說:“我的兒子能否成為牙醫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我希望兒子能成為基督耶穌

門徒。”憤怒之下，他搬到了亞特蘭

◎ 李譚靜舒

超越，活出翻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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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希望遠遠地離開父母!

但母親依然愛他，每天向神禱告，

每週至少寄一張卡片給他，說她永遠愛

他。但幼軒從不閱看，把卡片通通丟到

垃圾桶，母親打電話從不接聴，接了，

也說些難聴的話，傷透她的心，甚至

警告母親若再講聖經和耶穌，以後休想

見到他。兒子一天天滑向罪惡的深淵，

出入亞特蘭大同性戀俱樂部，吸毒和販

毒，甚至成了當地販毒頭子，掌握全美

東部十一個州的毒品批發。在聖誕來

臨，由於父母牽掛之情迫切，甚至幫兒

子買了機票期盼他回家團聚，母親多次

親赴機場接機卻是一次次的失望，兒子

拒絕回來，最後父母決定親自去看望，

但等來的竟是兒子冷冷的逐客令。無奈

之下，父親在臨走前，執意留下放在餐

桌上的聖經，也被兒子重重丟在垃圾桶

裡。

帶著失望但不絕望，母親跪倒在神

面前繼續祈求神，救贖兒子能回轉。整

整七個年頭，逢星期一禁食祈禱，有

一次甚至禁食了卅九天。她甚至禱告

說:“上帝啊，叫我的兒子回頭，不管你

用甚麼辯法都行。”神聴到了這位母親

的祈求並開始作工，在亞特蘭大的某一

天，幼軒被聯邦毒品管制中心官員和亞

特蘭大員警上門拘捕，下到當地警察局

拘留所，最後被判坐牢。窘境中，向從

前的狐朋狗友打電話求協助，沒人願意

接聽。走投無路下，只好去電父母，沒

有想到母親只輕輕一句問話:“孩子，你

好嗎?”幼軒冰冷的心立刻被母親的愛喚

醒了，悔恨的淚水潸然而下……在拘留

所的第二天，見到了從芝加哥趕來的父

母，他再一次在父母關切慈愛目光中看

到了深深的愛。知道兒子境況，母親明

白了，這是上帝應允了她的禱告，當她

知道兒子被判六年徒刑，甚至染上愛滋

病毒，她非但沒有悲慟，反而視為上帝

賜給全家的福氣，拿出紙筆親自寫下了

祝福:“現在，幼軒在監獄中比從前更安

全。”“他第一次致電回家了。”她並

將這些福氣卡一張張地記錄了下來。

時間就是這樣一天天地過去，神開

始在幼軒的生命裡動工，監獄小房間成

為他讀經和靈修密室。他在聖經中發

現，吸毒和同性戀都是不討上帝喜悅的

罪，經過長久掙紮和反思，他願意在生

活中做個聖潔之人，並強烈體會上帝對

他的呼召:成為一個全職服事的傳道人!

在這個時候，神的奇跡再次出現，他的

刑期由六年減為三年，在獄中最後一

年，他決志申請進入神學院就讀，神再

次張顯祂奇妙救恩，當幼軒離開獄一個

月後，他來到慕迪神學院，正式開始神

學生生活。淌徉在寧靜的校園內，他為

自己經歷的一切感恩:因為上帝在他身上

有特別的美意，他的失敗是神要他成為

衪子民所必須的!當他在神學院畢業後，

馬不停蹄又到惠敦神學院攻讀研究院，

取得了<釋經學>碩士學位，最後受聘在

慕迪神學院任教。同時，他也受邀前往

世界各地，用自己生命的改變見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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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宣教事工。

袁幼軒的故事是如此的迂回曲折，

他的得救是因為他的母親先蒙恩生命有

改變，被兒子多次的拒絕和離棄，沉迷

於同性戀和毒海中，判刑下監最後甚至

還染上愛滋病，面對這樣的打擊，如果

只用屬世眼光來看兒子的事，她恐怕要

絕望了，不是拋棄他，就是自己去尋死

算了(顯然她也曾有過此念)。但她始終

不看環境，而抓住上帝的應許，她成了

堅強的禱告勇士，明白她要效法上帝，

去愛有罪的兒子，雖常有失望但有盼

望，正是這位偉大的母親充滿了“當有

屬天永恆的視野。”為了兒子能回頭，

祈求上帝用何種辨法都可行，(結果神使

用監獄之災，才能挽回他。)她把兒子入

獄視為上帝在兒子身上作工，也是賜給

全家的福氣，為此，寫下了一張張長達

個人身量的福氣卡，這是有別于常人的

屬世眼光，藉著這位偉大母親的忍耐，

盼望和寬恕，上帝把她兒子從死蔭的幽

谷拯救出來，生命有了徹底的改變。

耶穌在傳講天國信息時，常教導眾

人看待罪人要“喜愛憐恤，不喜愛祭

祀。”並吿訴信徒說“我來本不是召義

人，乃是召罪人”。(太:9:13)衪更常

與罪人如稅史等共同坐席，還住進稅史

撤該的家，在撤馬利亞井旁對有罪婦人

勸勉的聖經故事，讓我們看到自己未信

主前的眼界是狹窄關閉的，沒有像主那

樣恨罪悪愛罪人，反像法利賽人那樣，

論斷別人自以為義，甚至對上帝自義自

信，對別人泠漠無視，沒有用愛心去寬

恕罪人，這也是聖經一直強調的最大

罪。今年六月十七日，在南卡羅萊納州

查爾斯頓發生了一件震驚全美傷亡事

件，一名20歲名叫魯夫(DyannRoof)的
白人男子，持槍向一座非裔衛理公會教

堂亂槍掃射，造成九人死亡多人受傷，

其中五名死者家屬在兇手首次提堂時，

逐一訴說其悲痛，但都表示原諒他，其

中被殺牧師親姊妹對兇手說:“我承認我

很憤怒，但我們是為愛而立的家庭，我

們沒有空間去憎恨，只有寬怨。”何等

寬恕的主愛!如果沒有越過世俗的眼光和

愛心，一定會以牙還牙去報血海深仇，

那能面對親人被殺的兇手，還能說岀如

此感人的肺腑的寬恕之言。

除了慈愛公義的上帝，我們都是罪

人，無一例外。只不過有些人肯謙卑認

罪悔改親近主，得蒙憐憫赦免，活出改

變的生命。有些則不知有罪和悔改，最

後得不著赦免，將帶著罪進入永恆的痛

苦中。朋友，你要選擇那一條道路呢?

(本文故事內容摘錄于袁幼軒弟兄在

紐約靈糧堂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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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2
你們要思念上面(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

上的事。

一、基督徒的思念：

每一個人都會思念，你怎樣思量，你就

成為怎樣的人，所以人的行為，與他平時所思

有關，箴二十三：7「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

為人就是怎樣。」所羅門特別舉出思念罪惡的

人是愚妄人，箴二十四：9「愚妄人的思念乃

是罪惡；褻慢者為人所憎惡。」因為在挪亞時

代，人所思想的盡都是惡，神就用洪水滅了世

界。創六：5～7「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

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

(原文是收回)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

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

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

悔了。』」因此人的思想就決定了人的命運，

那麼基督徒在世的思念是什麼？保羅告訴我

們，腓四：8「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

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

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

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保羅又勸我們說：西

三：2「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

事。」什麼是天上的事？

二、什麼是天上(上面)的事？

耶穌說：約三：11～12「我實實在在的告

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

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

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穌在這裡告訴我

們，地上看的見的事，人都不能信，怎能相信

天上看不見的事？所以天上的事，不是用我們

的眼睛去看，乃是要用我們的信心去領受，因

此要思念上面的事是對基督徒所講的，什麼是

上面的事？一定要明白救恩的人(也就是相信耶

穌的人)才能明白，相信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

道成肉身來到世界，藉著童女馬利亞所生，為

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信祂的人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耶穌死後三天，神叫祂從死裡

復活，成為人的救贖，將失喪的人，從罪中贖

回，與基督一同復活，成為神的兒女。耶穌復

活後，升天如今坐在天父的右邊，替世人代

禱，使我們能安然居住在世上，那什麼是上面

的事，要我們去思念？就是耶穌坐在神的右邊

為我們禱告，我們要常去思念，保羅告訴我

們，西三：1～3「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

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

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

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

　◎ 周鐵樓

思念天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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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藏在神裡面。」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三、如何思念天上的事？

現在天上有天父，坐在寶座上，因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23「因為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神的審判就

要臨到，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坐在天父的右

邊，替我們代求，使我們能安然居住，我們應

當常思念此事，存感謝的心，讚美耶穌，但是

這審判終究會臨到，所以，詩二：7～11「受膏

(耶穌基督)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

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

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你

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

器摔碎。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

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

當存戰兢而快樂(因有盼望)。」我們思念上面

的事，當以嘴唇讚美祂，詩二：12「當以嘴親

(讚美)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

福的。」

問題討論參考資料：

1.什麼是天上的事？

我們都知道三層天上有天父的寶座，寶

座的右邊有聖子耶穌基督，為世人代求，羅

八：34「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

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保羅寫以弗所書是說明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在地上，保羅寫歌羅西書是

說明基督是教會的頭在天上，所以保羅的教會

觀是立體的教會，從天上到地上，也是宇宙教

會，因此保羅在歌羅西書中說到，西三：1～2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

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這裡很

清楚的告訴我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什麼事？

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邊，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作

什麼？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34節說：『替我們

祈求』，想到耶穌在神的右邊為我們祈求，就

有無限的感恩，因為祂為了我們的罪，曾釘在

十字架上，死了成為贖罪祭，一次獻上，永遠

有效，來十：12「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

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使我們在天父的

面前，免去刑罰，現在還為我們代求，使神的

忿怒止息，讓許多人有機會悔改，脫離神的刑

罰，祂不是耽延，乃是寬容，彼後三：9「主

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耽延，其實

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所以基督徒要常常思念耶

穌基督，在神的右邊日夜為我們祈求，使我們

今日還活著的人，能安然渡日。

2. 如何思念天上的事？

現今的時代，只要思念主耶穌，就是思念

天上的事，因為主耶穌現在坐在天上，天父的

右邊，我們要如何思念天上的事？保羅在歌羅

西書中提到幾點，(1)要治死我們在地上的肢

體，並棄絕這一切的事：西三：5～6，8「所

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

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

樣）。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要臨到那悖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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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

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並

口中污穢的言語。」(2)要穿上了新人：西

三：9～10「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

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3)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

西三：12「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

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

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4)要彼此

包容，彼此饒恕：西三：13「 倘若這人與

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

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5)要存著愛心：西三：14「在這一切之外，

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6)
要存感謝的心：西三：15「又要叫基督的平

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

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7)要心被恩感歌

頌神：西三：16「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

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

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

頌神。」(8)要奉主耶穌的名，感謝父神：西

三：17「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

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我們是

奉主耶穌的名，來到天父的面前，天父看到

耶穌，就免去一切的罪接納我們。

我們雖然活在地上，但是每當我們思念

耶穌時，我們的心就與耶穌同在，我們就像

到了天上一樣，正如大衛思念神的經歷，詩

六十三：5「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

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我也

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所以希伯來書作

者說：來三：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

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

穌；」保羅也教導我們，還要思念的事，腓

四：8「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

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

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

些事你們都要思念。」這些都是基督徒該思

念得事。

結語：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應當常常思念

上面的事，因為上面的事是永遠的，地上

的事是暫時的，所謂上面的事，就是耶穌

基督，坐在天父的右邊，日夜不斷的為我

們祈求，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們的心思意

念，就在耶穌的身上，我們的靈就與主同

在，我們的心就不再為世上的事憂慮，滿

心感謝，遠離罪惡，遠離偶像，過聖潔的

生活，敬虔的敬拜神，等候主耶穌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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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貴元

人需要學會仰望。仰望是寄託；是

感恩；是歸宿。人生百歲轉世成

空；化風而去。其實人生是生命永恆中

的一個驛站。既然是驛站就要放下疲

勞，放下哀愁，放下不如心之事，帶著

永恆的寄託與主同行。

人常說：天大地大不如XX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XXX親，但事情本質是

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我

們。沒有主就沒有我們的一切。要說恩

典，我主的恩典浩大，我們應有一份感

恩。

人常說：站的高，看的遠。未必！

心中無主必眼盲，眼盲無光無道無前

行。所以我們應懷崇敬之心對主仰望。

人常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未必！必有路是主指引的，

又一村是主而設的。所以當你走投無路

時「求，就得著，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你求告於我，我就應允

你。」

人常說：修身養性，修煉成正果。

未必！事實證明：人有罪性和犯罪，靠

自身修煉，難以成就永恆。依靠主才是

智慧，有智慧才有力量，才有希望。

其實人生下來就是向“死亡”進

發，生命的“結束”總會有靈魂的歸

處，要麼進天堂，要麼下地獄。信靠主

仰望主的基督徒歸宿是美好的天堂。

　人生最偉大的目標不在於“知”

而在於“信”。當然我們人的智慧不能

完全理解神的大能，但我們憑著越過今

世的眼光，讓我們先信而後知吧。生活

是我們的字典，聖經是字典的精註。

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信仰壽金

石。人人都是世界客旅，人生的生命並

不止於肉體的消亡，“他們仰慕一個更

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當然不同

的人生擁有不同的旅途和歸宿，基督徒

信仰之路是“天路歷程。”依靠上帝是

理智上信同；情感上信任，意志上信

靠。依靠上帝不是滿足自己欲望的工

具，而是生命大義。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仰望

吧，讓我門呼喚靈魂的仰望吧。仰望如

此珍重。當你看不清方向時，“忘記背

後，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信靠

主你就能越過今世的眼光，超時空的奔

向另一片光明。

　仰望！仰望！仰望如此珍重。

呼喚靈魂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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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有幸參加教會“月精

彩人生”的活動，聆聽劉哲

沛、王蘭馨夫婦“如何說道歉？”的講

座，收穫良多。

請允許我先對他們倆人的學歷和

經歷作一介紹。劉律師為法學博士

( J.D.), 曾在Pepperd ine大學法研所

L.L.M.專攻“衝突處理與調停”。夫

人王蘭馨女士為“衝突管理”碩士。

夫婦倆人多年來一起帶領營會及衝突

處理講座，並擔任數個華人神學院客

座教授，教授“愛與衝突與人際關係

系列”課程。劉律師現任“愛與衝突

和睦事工”會長。該會網址為：www.

loveandconflict.org。
這次講座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則故

事。劉律師講的是一個真誠道歉的故

事。說的是一位華人公司老闆，手下大

概有三、四十人。一天快下班時，一位

員工找到老闆，說他想在下班之後跟老

闆談一件事。老闆知道他是基督徒，而

這段時間他自己則剛參加了教會的幾次

活動。他以為那人想來，給他傳教，於

是表示自己沒有空。但那人卻堅持要和

他談，而且明確告訴他，不是想給他傳

教。下班後，這員工來到老闆辦公室。

一開始他便說自己這段時間學習《聖

經》，認識到自己在公司裡做了一些不

應該做的事，比如利用工作時間打私人

電話，把公家的文具用品拿回家用，上

班“打卡”也做過假，等等。他知道自

己做錯了，他心中感到非常不安、內

疚，他請求老闆的原諒。他說他知道公

司有損失，他願意負起責任接受處分，

看看老闆怎樣決定，他可以加班賠償公

司的損失，甚至如果老闆覺得他應被解

雇，是罪有應得，他也預備好了。老闆

聽了之後十分感動。這位員工的道歉是

真誠的，因此老闆並未給他處分，反而

很尊敬這位職員。兩人從此不只是老闆

與員工的關係，而是朋友、兄弟的關

係，因為老闆後來也受洗成了基督徒。

王蘭馨女士講的故事是她在一次安

息禮拜追思會上聽來的。死者是一位

四十來歲的男子。追思會上，那男子的

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失聲痛哭，要求

參加追思會的200來人接受他的教訓：

道歉要及時！原來，那中年人臨終前的

一個星期六下午，孩子為什麼事和父親

大吵了一架。吵過之後，父親有事外

出，孩子則留在家裡，冷靜下來，慢慢

認識到自己跟父親吵架毫無道理。於是

他想向父親道歉。但是那天晚上，父親

很晚才回家，他失去了道歉的機會。第

二天是星期天，作為《聖經》和其它宗

教書籍的銷售員，父親一早就離家去機

場 – 他得從洛杉磯飛往舊金山，在那

裡的一個活動上出售書籍。孩子又失去

了道歉的機會。他告訴自己，不要緊，

等父親回來向他道歉還來得及。出乎意

料的是，父親從舊金山回到洛杉磯家中

時間已經很晚，而且精疲力盡，匆匆洗

 真誠和及時的道歉　 　◎ 錢　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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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臉便上床睡覺。更沒想到的是，父

親睡下以後便幾乎沒有醒過來。第二天

一大早，家人打電話叫911，催促救護

車立即來到家中把父親緊急送往醫院。

過不久，父親便離開了人世。那孩子根

本沒有來得及向父親道歉。他在追思會

上痛哭流涕，要大家接受他的教訓，道

歉要及時！

劉律師和王女士還告訴聽眾說，道

歉有兩大忌諱，敷衍和拖延。“你腦海

中如果有一個人要向他道歉，那就抓緊

時間，及時道歉。”真的，機不可失，

時不再來啊！

那麼，如何說道歉呢？劉、王夫婦

向聽眾介紹了由“和平使者事工”創辦

人Ken Sande 最早提出的“七個A”。

它們是：

1.Address everyone involved, （向

每一個被得罪的人道歉）

2.Avoid if, but, and maybe,（避

免使用“假如”、“但是”和“可能”

之類的詞）

3.Admit spec i f i ca l ly ( Inc lud ing 
acknowledging the hurt), （認錯要具

體，包括承認造成的傷害）

4.Accept consequences, （承認已

經造成的後果）

5.Alter the behavior, （改變自己

的行為）

6.Ask for forgiveness（請求對方原

諒）王女士說，“不要忘記了世界上還

有恩典在，不要擔心‘越道越欠’。”

7.Allow time.（給對方時間，以彌

補傷痕）

講座參加人員的迴響

說道歉有正面的結果；不說道歉有負
面（嚴重的）後果

去道歉關係重建、傷痛得醫治。

抱歉不要敷衍、不要拖延。

要及時的道歉！還要具體的道歉！

抱歉的結果好處比壞處多太多了！

道歉激發人裡面的善！不道歉激發人

的怒氣！

這世上還有恩典～ 說道歉／有虧欠

的心會與對方憐憫的心相遇！

道歉的時刻，就是來到聖所──是神

在兩個心的地方與人相會。

說道歉是神教導我們「認罪悔改」真

理的簡單的說法

Saying sorry becomes much easier.
有想起一個人要道歉。

我今天要去和兩個人說道歉。

我要向女兒道歉（我們關係不太

好）、、

「如何說道歉」真的精彩，滿有智慧

時間太短了！

題材內容很好。

夫妻兩人一起主持、互搭方式，讓我

們更享受，注意力更集中！

全部都是重點，都喜歡！



10

教會事工

2015年08月第137期

這是豐收的一天。感謝主。

在教會「月精彩人生」講座中，我聆聽

了EQ（情商）專家雷洛美女士題為“一分鐘

掌控你的情緒”的演講。

雷女士演講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概括

的“三要八不”。“要上帝、要健康、要

EQ”，“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不趕、

不累、不亂、不氣”。她說到自己在臺北的

一個公園裡遇到一位老人。別人向她介紹，

老人是一位百歲老翁。後來她與老人談話，

老人自我介紹說，“我60歲退休，到現在正

好40年。這40年中從來沒有看過病。”他總

結自己的經驗就四個字：不急不躁。

我瞭解，這四個用來描寫“心境”的字

非常簡單，但是要真做到可不容易。我自己

雖然說不上火爆脾氣，但是一旦跟人爭論，

喉嚨會越來越響，臉紅耳赤，最後不可收

拾。平時辦事，也往往“趕”，忙中難免不

發生差錯。在“不急不躁”這四個字上，我

還真得努力啊！

過了一段時間，我駕車前往位於聖馬

力諾市的Crowell圖書館，再次聆聽雷女士

（和另外三位女士）的演講，其主題是：

Mindfulness，中文譯為“正念、內觀、專

注、用心”。如果讓筆者來選擇，我會選擇

“專注”，原因是“正念、內觀”兩詞有點

兒玄，“用心”雖準，卻過於口語化。

雷女士的演講一開始，銀幕上就出現

了去年《時代》週刊的一個封面，除一個

女子的頭像之外，三個英文字赫然在目：

The Mindful Revolution（正念革命）。雷女

士告訴大家，西方（自然包括美國在內）的

科學家、醫生在壓力造成的疾病面前幾乎束

手無策，但是，近年來他們從東方的哲學、

醫學思想中學到了“正念”，並發現它相當

有效：不少病人從醫院轉到紐約等地的“正

念減壓中心，”通過正念減壓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按照生物學博士卡巴金的解釋，正念

“不帶批判，沒有預設立場，有意識地關注

當下，可以影響大腦，減輕身體的疼痛，降

低心情的壓力。”雷女士認為，正念在日常

生活中到處可以運用；開車、吃飯、走路、

說話、聽話、親子(parenting)、婚姻、呼吸

等。我聯想到自己的英語教學（我在格蘭

岱爾社區學院和洛杉磯國語浸信會都教，

前者為正式工作，後者為義工。）我經常鼓

勵學生每天至少花20-30分鐘大聲朗讀。我

說，“如果有一天你高高興興地大聲朗讀

◎ 錢　煒

和聽雷洛美談 情緒 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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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enjoy reading English aloud)，你的

英語就有希望大有進步。”我沒有強調的

是，大聲朗讀不應該“小和尚念經，有口無

心”(mindless reading)。正念應該用於英語

朗讀。

雷女士說，有了“正念”，就有可能欣

賞大自然的奇妙與美麗 ，做到“一沙一世

界，一花一天堂”（從一粒沙子看到整個世

界，從一朵花中看到整個天堂。）

雷女士又剖析思想( th inking)、感受

(feeling) 和行為 (doing) 三者的關係。她

寫道：

小心你的思想，因為那會成為你的言語。

選擇你的言語，因為那會成為你的行為。

瞭解你的行為，因為那會成為你的習慣。

研究你的習慣，因為那會成為你的性格。

修煉你的性格，因為那會成為你的命運。

不少人哀歎自己命運不濟，可惜這種自

歎無濟於事。從思想、感受和行為的關係可

以看出，最終決定自己命運的，是自己的思

想；性格的修煉，關鍵在於隨時隨地注意自

己的思想， 從現在開始！想要改變自己的命

運嗎？從此時此刻做起。

順便說一下，筆者非常欣賞這五句話中

五個不同的動詞：小心、選擇、瞭解、研究

和修煉。我們可以從它們的使用中看到雷女

士的苦心。

接著，雷女士引用國際著名身心靈壓力

管理專家Brian Luke Seaward 博士歸納的

“鍛煉心靈的肌肉，面對逆境與負面情緒時

需要的三個條件”：

Optimism      樂觀正念的能力

Resilience     抗拒挫折的能力

Gratitude      欣賞感恩的能力

筆者通過自己的實踐，深深地相信，任

何人，無論其性別、年齡、愛好、興趣有天

壤之別，也不管別人對他/她有怎樣的評價，

只要她/她有欣賞、感恩的能力，他/她就能

生活在幸福之中；絕不會得憂鬱症。知恩、

感恩、謝恩，是每個理智的人應有的品質。

時時感恩，事事感恩，也是基督徒的基本品

質。感恩，表示知足、滿意和快樂。這樣的

人，永遠和憂鬱症無緣。

筆者這裡願意談談對“欣賞的能力”的

理解。譬如你參加一個退修會(retreat)，有機

會聆聽一個人或許多人的發言。你若能用心

去聽(mindful listening)， 尋找他人發言中

的正確觀點或好主意，你就一定會有收穫；

你若能事後向發言者表述自己的“贊同、理

解”，那更顯示了你的“欣賞的能力”。

（要找別人發言中的岔子不難，難的是找到

值得讚賞的觀點、見解或故事等，你同意

嗎？）

欣賞的能力更表現在：對於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一切，順境、逆境，都能加以接受，

泰然處之。如《聖經》中保羅所說，“我知

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

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密。”（“腓立比書”4章12節）

感謝主，經過長時期的鍛煉和實踐，我正逐

漸向這一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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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基督教教會中講粵語的年長弟兄姊

妹們興起唱誦“福音粵曲”的詩歌。

它自廣東或香港早年著名粵劇戲曲，挑選其

中一些膾炙人口的戲中插曲，使用其富有廣

東傳統地方民族性獨特民間音調色彩，重新

改以聖經真理為題材編作歌詞，讓戲曲變成

頌讚上帝聲音。用字古雅優美，曲調抑揚頓

挫，救恩信息簡潔易明，因此很快便得到講

粵語的弟兄姊妹喜愛。

粵曲只是一種民間藝術表演，但它古老

而高昂的唱腔技巧和清晰的吐字講究，有深

度高水準的佳作也很多，基於上述條件，近

年來有了“福音粵曲”的製作者悉心嚴謹地

編排，創作了不少動人心弦的歌曲。可以在

不重疊的旋律中一氣呵成，將神的創造、慈

愛和救恩的完整福音信息，由歌者如傾如訴

地緩緩唱出歌詞曲意，確實容易引起未信的

聽眾對基督信仰的好奇與共鳴。

為使更多弟兄姊妹們也分享到福音粵

曲好處，仁愛團契從2013年開始每年一次

在嘉惠堂舉辦以演唱“福音粵曲”為主題的

敘會，同時鼓勵團友邀請家人或親友前來欣

賞，藉此盼能將福音美好信息，帶給未曾得

救的親友們，認識基督與教會。

今年春節二月間，仁愛團契第三次舉

辦“粵曲福音”演唱敘會。如往常一樣，團

契預先選好十首歌曲，由多位弟兄姊妹分別

以獨唱或合唱演出。為求表達好這種古舊音

韻旋律，大家預先都非常努力認真練習。

值得感恩是每次舉辦“粵曲福音”演唱時，

原來已不單只是仁愛團契年長的弟兄姊妹們

的份內事，而是每次都有多位牧師、執事還

有很多位其他不同團契的弟兄姊妹，他們齊

心來到當中，參與許多幫助和鼓勵。牧者們

為敘會祈禱，分享信息，且參與唱出，擔任

司儀，主持節目。又有弟兄姊妹分別負責影

音效果，佈置會場，演出短劇，更將整個歡

樂過程攝錄成DVD，留下美好的見證。大

家同心事奉，分工合作，不計辛勞，付上時

間，使“福音粵曲”的聚會充滿喜樂親切。

很多來賓也感受到神家裡面滿載歡樂，團結

和諧。

感謝神，引導我們彼此相愛。願我們

的事奉與頌讚榮耀都歸與祂的聖名。願粵

曲的演唱大大蒙福，更多佳作榮耀主名，

廣傳福音。

粵曲傳福音

　◎ 黃漢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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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光攝影團契在今年四月舉辦年度攝影

展，將成員的照片張貼出來讓大家欣賞，

同時也辦了茶會介紹每一幅作品，讓大家有機

會互相揣摩學習。

茶會上只見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準備點

心，有人張貼照片，還有許多幕後人員幫忙聯

繫，或是幫忙布置會場，操作投影片……。

在牧師禱告致詞後，雷班長回答一個大家

常有的疑惑。他說常有人問，你們攝影團契有

的人資深，有的人才剛學起步，有人用手機，

有人用很貴的照相機，這樣如何相處?事實是，

不論資深資淺，不論工具好壞，在這個攝影團

契中，技能高的十分樂意與其他人分享，教授

他們的經驗。即使是使用手機，也經常有人拍

攝出美麗的瞬間。有時上課的老師其實是坐在

台下的同學，彼此切磋，互相學習，大家相處

得很好。

今年比較特別的表現方式是讓每個學員都

上台去詮釋自己的作品。在學員解釋完後，鄭

老師也帶領大家學習欣賞每一幅照片。這一次

作品展有許多上乘佳作，很多人都想知道欣賞

一幅作品應該從甚麼角度切入?希望知道別人照

片的優點在哪裡?好截長補短讓自己的作品更進

步。

鄭老師以一幅鄉村小道的作品為例，這

幅作品彷彿讓人感受到主耶穌時代的鄉間小

道，照片中的路徑往前延伸，對角線的延伸讓

前面充滿想像力。跟著神的路走，會發現有很

多無止盡的藝術在前面等著大家去拍。攝影拍

攝時間一般在上午九點之前或下午三點之後，

春天及秋天也是比較好的季節。例如一個很普

通的荷花池，光線運用得當就可以成為一個很

好的作品。攝影中前後景的配搭，及景深運用

得當，對比很好的時候就會變成非常出色的作

品，像個藝術品。

在這次的作品展中，照片的種類林林總

總，有風景、有動物、有建築、有靜態、也有

動態的瞬間。有些照片很細緻的拍攝出包括飛

禽的羽毛，也有一些照片用手機拍攝，捕捉住

瞬間，讓瞬間變為永恆。這些照片讓我們看到

拍攝者的用心，也讓我們感受到造物主的神奇

美妙，謝謝這些不吝提供作品給大家欣賞的攝

影者，更謝謝這些幕前幕後幫忙的團契成員，

讓我們體驗到一次豐富的視覺盛宴!

光攝影團契年度作品展茶會分享

　◎ 蘇　菲

  攝影團契活動現場。前面桌上是他們的小部分
攝影作品。（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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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攝影團契是本教會非常活躍的團契之一，六月份，他

們舉辦了“照相館人像攝影練習”的活動，並為教會會

員免費拍攝全家福和個人照。

　　攝影團契成立已經三年多了，通常每月第二個週一晚上7
點30分在教會副堂活動。主席是雷澤川。六月份的人像攝影，

邀請了教會十來個家庭和十五位個人參加，給他們攝影的都是

從事專業攝影的弟兄姐妹，團契的其他人在旁觀摩。人像攝影

的講座由毛幼榮主講，出席活動義務為大家服務的有鄭徵奇、

孫晶晶、錢琦、洪嘉琪、曲維芝、張立中、陳平，等等。若要

詢問該團契的更多詳情，可電雷澤川626-808-1592。

　攝影團契舉辦人像攝影練習，正在現場為教會
會員免費拍攝個人照。（本刊）

◎ 本　刊

攝影團契舉辦人像攝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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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末夏初，我和朋友們一起開始了猶他州南

中部國家公園之旅。整整7天，我們去了布萊

斯峽谷，珊瑚礁，拱門橋三個大的國家公園，開車

全程歷經了第12、24兩條非常美麗的觀景公路，全

程一共走了1800英哩。過程中我們遇到過困難，也

經歷了神的看顧的恩典。

　　我們三人都是攝影愛好者，為了趕日初，我們

天不亮就出門，猶他天氣很冷，我們凍得發抖，相

機也端不穩，不過當我們看到早晨的第一縷陽光

時，我們就非常開心。為了拍日落，我們也顧不

上一整天沒吃東西，一直守到天黑才回去吃一天唯

一一次的正歺，有時天黑前天空烏云密佈，當你以

為看不到什麼晚霞時，卻又突然滿天的絢麗色彩，

讓我們興奮不己。這是我第一次以攝影為主的旅

行，我們追逐光的感覺非常棒。

　　好山好石好景令我陶醉，更難忘懷的是神對

我們無時無刻的愛。我們在珊瑚礁公園看落日。

觀落日點離我們住處8英哩。這個山坡上人家稀稀

落落，晚霞很美，變化非常多，我感嘆大自然的魅

力，心情激盪，忘乎所以。真正的樂極生悲。在我

收三角架時，把車鑰匙也扣到了後車廂，車鎖著，

什麼東西都在裡面，包括手機。我一下子慌了，這

荒郊野嶺，怎麼辦？我和朋友急忙分頭求助。山上

看日落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我踫上一家4口人。

太太說她前幾日踫到同樣的麻煩，她在視頻網站上

找到一個辦法開車門，結果成功了。她和兒子想幫

我試試。可是過來一看這麼好的車，他們也不敢冒

然行事，這地方電話信號不好，他們決定開出去為

我們報警，並把他們車上的水和香蕉送給我們，安

慰我們耐心等待。

　　朋友找到一家人，一個母親帶了4個孩子，母

親說把孩子們送回露營地她馬上趕回來，她出去後

先去打電話找人。當我們只剩3人剛剛開始感到空

曠和黑暗時，這母親一家又開車回來了。看到他們

一家人，我的心幾乎要熔化了。原來在他們開出去

的路上，一家人就在擔心我們，大家七嘴八舌最後

表決一致同意回來陪伴我們，雖然他們孩子還小，

他們說人多總會好些。這4個孩子，大男孩今年高

中畢業，第二個男孩今年16歲，老三是女孩，可能

在初中，最小的男孩可能剛剛上學。幾個孩子陪我

們一起看月亮數星星。他們手機裝了一個應用軟

件。你若想知道哪顆星星叫什麼，就用手機對著星

星照，這個應用軟件就會告訴你這顆星星叫什麼名

字，我們找到了好多星星，我只知道北斗星，還有

一顆很亮的星，原來那是離我們地球比較近的空間

站。與這家人在一起，我們沒有了寒冷和恐懼。

　　先出去的那家人很快通知了警察，AAA的救助

人員也與我們聯繫上了，大概半小時到40分鐘的樣

子，AAA就趕到了。四個孩子和母親看到我們安全

了就離開了。AAA的工作人員幫我開了車門後又在

前面開車帶路，我一路跟著他的車回到了駐地。由

於我的粗心給大家帶來不小的麻煩，可是大家都說

值得，我們感受到了上帝無時無刻不與我們同在，

祂愛我們，在我們困難無助時祂把天使送到我們身

邊，我們被愛時刻包圍著，心中充滿了感恩。我其

中一個朋友早已是神的子民，另一同伴也深受感

動，一路都在說回去要認真讀聖經了。我們因禍得

福，感謝上帝。

　　旅行結束了，我們看到了神創造的奇妙美麗的

世界，也經歷了神的看顧的恩典。我唯一的遺憾是

攝影水平有限，不能在照片中表現出這美好來。

此次旅行的攝影作品之一。（陳平 攝）

神的愛無處不在 ◎ 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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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縱橫

去年三月曾經和十二位好友一起去土耳其

旅遊，土耳其的導遊Irfan精心為我們安

排了十天的旅程，我們不但看到了歐亞大陸

板塊所造成山川地貌奇特的風景，也曾經在

山洞旅館過夜，也有在古時候商隊帶著駱駝

休息的驛站，現在改為飯店內用餐，留下了

許多有趣值得回味的記憶。今年他又為我們

安排了去斯洛維尼亞（Slovenia），哥羅埃西

亞（Croatia），蒙特那哥羅（Montenegro）
沿海的有名觀光城市遊玩。

整個巴爾幹半島只有加州的一半大。自

從Yugoslav共和國解體後分成了六個國家，

可見每一個國家的面積都不會太大。

我們十六個好友又聚在一起於五月五日

出發。

第一站是Slovenia的Bled Lake City。
整個城市座落在森林中，環山面湖。湖面清

澈見底倒映著群山。在遠遠的湖中心有一小

島，島上有一教堂和一城堡豎立在峭壁上。

我們住在現代化旅館，我的房間正對小島上

的白色教堂和城堡。晚上遠遠地看著小島上

五彩燈光照耀的教堂和城堡，真是很美！

第二天我們乘坐遊覽車到一小時外的

Vogel滑雪勝地，再乘坐歐洲最高的纜車，

到山頂一覽城市的全景和遠處Slovenia Alp 
Mountains，山頂還覆蓋在白雪中。

中午坐船到小島的教堂和城堡。這城堡

是在1004年的時候德國的亨利二世國王送給

大主教的堡壘，中古時期的建築，建在懸崖

峭壁上，確實是建築上的一大特色。

中歐三小國感恩之旅
◎ 俞禮璞

島上的教堂正有彌撒儀式，不開放，可

惜沒能進去感恩。

中午我們在城堡的餐廳用膳。藍天白

雲，暖暖的陽光，下望是碧綠的湖水，吃的

地中海的蔬菜水果加烤魚，真是一大享受。

第三天我們來到了最有名的P l i t v i c e 
Lake。這個壯麗的國家公園被聯合國教枓文

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國家公園。不同高

度的十六個湖，由於落差形成了很多大小不

等的天然瀑布。我們在這玩了兩天。兩天走

了好幾個小時的步道，有時走在瀑布的上

面，有時在瀑布的下面，有時走進黑漆的山

洞，拾級而下三十個台階，出了洞，豁然開

朗一個大瀑布在你眼前。不時總有壯麗的景

觀出現。令你不由得讚嘆上帝創造的奇妙。

湖水的清澈倒映著瀑布綠樹山巒，真是美不

勝收。

Plitvice Lake 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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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我們到Adriatic Sea的港口城市。

Split City，這個城市是古羅馬凱撒皇帝退休

的皇宮建於西元後三百年，是最原始最完好

的建築，四面有圍牆，在城牆內部很多哥德

式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有一座世界上最

古老的天主教堂，St.Duje's大教堂。羅馬聖

殿非常的壯觀。城中心有一個Grgur Ninske
大主教的銅像，他是西元後九百年東歐大主

教，是哥羅埃西亞引以為傲的大主教。傳言

中摸了他銅像的大腳趾，你的願望就可以實

現。我們也排在隊伍中去摸了他的大腳趾。

當然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我們的女兒能夠得

到痊癒。

第六天的清晨我們只帶輕便的行李坐

渡輪一小時到外海的小島。Adriatic Sea上
有1200個大大小小的島嶼。有69個島是有居

民的。我們住在其中的一個較大的島嶼叫做

Hvar島。在威尼斯全盛時代Hvar市是主要的

海軍基地。全盛時期歐洲的文化和藝術傳入

了這城市，有第一個貴族公開的劇院和貴族

的很多豪宅。這裡是薰衣草和迷迭香草有名

的種植地，花香撲鼻。

第七天清晨我和團隊中最年輕的Isabella
約了五點鐘去看日出，沿著島的海岸線走，

慢慢看到了遠遠的天際有了一層層的彩光，

甚是美麗。但是太陽卻是從島的另一邊出

來。我們實際上沒有看到日出，但是我們看

到了美麗的發亮的雲彩也是夠值得的。這島

上有不少教堂，我們二人看著地圖去找每一

個教堂，可惜時間太早，沒有一個教堂開門

的。但是沿著建築中間的小路慢慢地走，不

知不覺也到了城牆的頂端，俯瞰整個島嶼，

又是一幅美麗的風景。

第八天我們租了兩艘中型遊艇，在海

上穿梭於附近的大小島嶼中，近距離的觀賞

島上，或有居民，或有不同的生態，甚是有

趣。

第九天清晨我們再搭渡輪回到Split City
拿了行李坐車前往下一站也就是Croatia最南

的沿海城市，Dubrovnik被稱為Adriatic Sea的
珍珠，最美麗的中世紀城市，這裡依然保留

著12到17世紀建成的城堡城市。

五月十三號我們來到第三個國家。

Montenegro的沿海城市Kotor。
這城市是中古世紀保存完整的城市。文

藝復興的建築和十三到十五世紀的許多天主

教堂，都被列為了世界文化遺產。這城市也

是四面有城牆維護。這座城牆就是有名的St. 
Ivan's Fortess.

Hvar廣場中心的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

這次旅行最值得提的兩件事。第一

件事就是在Hvar廣場中心的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教堂在城市的東邊，有

名的地標也是保存最完美的十四世紀哥德式

的教堂。當我們走進宏偉的大教堂時，教堂

內沒有人，汝鳴和我跪下來禱告後，汝鳴從

背包裡拿出口琴，吹了幾首詩歌，「讚美

真神，雲上太陽，祢當掌管明天，奇異恩

典」。後又用英文再一次獻上感恩禱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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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背後傳來很大的禱告聲。我們驚訝的回

頭一看原來一群天主教徒開始大聲禱告，難

道是他們回應我們的禱告？還是他們彌撒要

開始。這群當地的天主教徒是什麼時候進

來，我們都不知道。真奇妙。

第二件事情就是當我看到Kotor城市的城

牆上遠遠懸掛的十字架，我心裡有了感動，

我必須要到那個教堂去敬拜。這教堂的名字

「Church of Our Lady of Remedy」。教

堂建在城牆的半山中間。到達教堂須爬六百

個窄小的石階。大家都說你年紀不小，別試

了。我還是和Isabel約了清晨五時去爬。夜裡

二腿膝蓋忽然疼痛，我不停禱告，我要去教

堂，膝蓋可不能疼啊！第二天清晨我們二人

還是去爬，開始有點痛，但越爬越順暢。四十

分左右就到達教堂前的小廣場。時間太早，教

堂沒開門，但是我能夠跪在教堂前的台階上，

獻上感恩，謝謝主耶穌給我力量，來到你的聖

殿敬拜。從花狀的鐵門，看到你，主啊，我來

了，感謝你給我力量爬上來。

再往高處看，還有好遙遠的地方才能到

最高頂點的城堡插著國旗的尖端。Isabel鼓勵

我繼續爬。終於在一個半小時後，我第一個

到達頂點國旗旁。情不自禁的舉起雙手仰天

看望著藍天，大聲的讚美主。

清晨的七點鐘我是全城第一個爬到最高

點的城堡上，來讚美我主耶穌，多麼幸運，

多麼感恩。

我深深感受到當一個人有決心，有毅

力，同時旁邊還有一個正能量的鼓勵者，人的

潛力是可以發揮出來，達到夢想中的目標。

女兒Crystal生病十八年來，照顧她是很

辛苦。但是最近這六年來，感謝神給我們很

多的機會，到一些我們做夢都想不到的國家

去，看看世界的美好，我們更是敬畏神創造

的大能，也更使我們親近神，感謝神，數算

神的恩典和讓我們的生命充滿了希望和光

明。
城牆上看Kotor 全景

Kotor 城牆半山中教堂前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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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花草樹木，日月星辰，天地萬

物，每一種美，都來自上帝那大能之

手。

根據《聖經》記載，上帝創造的順序乃

是：

第一日，造光；

第二日，造天；

第三日，造地和植物；

第四日，造日月星辰；

第五日，造海和動物；

第六日，造人。（創世記第一章）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到第

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

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創1:31，2:2）。

雖然，耶和華神在六天創造之後，看

著自己的創造成果，感到“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但是，神卻認為：那人獨居不好，並決

定要為那人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2:18）。

於是，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取下他的一條

肋骨，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

人，領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人要離

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

2:21–24）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樁婚姻就這樣在上帝

的恩典中成就了。

我時常在想一個問題，上帝在完成了

“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的偉大工程之後，為

什麼還要創造一個婚姻給人？

因為婚姻的創造，體現了上帝對人的慈

愛，上帝不但為人預備了豐富的物質供應，

祂也深深了解人內心的孤獨，所以祂說：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

他”。婚姻乃是上帝創造的最高層次。因為

婚姻使人類得以延續，人可以“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

1:28）。

因為婚姻使人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慈愛

的父母，可愛的兒女，親愛的弟兄姊妹，使

人可以享受神賜的天倫之樂，可以享受溫馨

的家庭生活，可以在繁忙勞累的工作之餘，

有一個避風的港灣。

因為婚姻使人能夠在家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學會處理不同角色之間的關係，學會從

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問題，思考問題。

因為婚姻使人有了愛的體驗，使人找到

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

那個“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找到了那位

可以和自己共同譜寫生命之歌的縴手。

婚姻是一所大學校，人們在婚姻裡學

習；婚姻是一個小社會，人們在婚姻中成

長。做兒子的，不但要學習做個好兒子，還

要學習如何做丈夫，做父親，做岳父岳母的

好女婿；做女兒的，不但要學習做個好女

兒，還要學習如何做妻子，做母親，做公婆

的好兒媳。

婚姻是一個人成熟的標誌；婚姻是成

家立業的開始。在主內的婚姻使人更有責任

感，更懂得付出；在上帝創造的婚姻裡，人

更能理解什麼是恆久忍耐，更容易體驗到什

麼是無條件的愛。

婚姻是上帝賜給人最好的禮物，婚姻是

上帝的祝福！如果說上帝前六天的創造是一

頂華麗的冠冕，婚姻則是那頂華冠上一顆璀

璨的明珠。

◎ 賈愛軍
最高層次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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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菲

在Monrovia Canyon Park爬山時，偶爾會在路

邊看到一些告示牌，告訴我們所在地名稱、

地圖相關位置、高度，及經緯度，有時裡面也紀

錄當年的先人如何開墾這片山林的過程，包括步

道名稱的由來，或是一些當時的照片。

仔細端詳告示牌上這些黑白照片，看到早

期的人們，衣著服飾都與現在不一樣，他們有的

直愣愣的看著鏡頭，有的則正在進行某些活動。

還有一張告示牌紀錄了當年Deer Park Lodge的主

人，他們在這裡養兒育女，以及一個似乎是相當

美味的檸檬派的食譜。

每次看到這些告示牌，總是很好奇，當年這

些人們是帶著甚麼樣的心情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

活?他們在這裡快樂嗎?辛苦嗎?當年他們看著與我

們同樣的太陽與月亮，心裡想的事情肯定很不一

樣。當時沒有柏油道路，沒有直升機運送物資，

在有限的生活條件中，他們是不是因為單純的物

質而感受到神所給的恩典與滿足?

在前往Twin Springs Trail路上有一個告示

牌，上面有這樣一段話：

「The men who built the pipeline that 
brought water to Monrovia left few written 
records. But they did leave their work behind to 
tell their story.You are following their historic 

康寧罕步道的新發現
trail.」有這麼一群人，他們默默無名，他們在

這裡建立管道開闢道路，今天我們走在他們當

年開墾的路上，享受到爬山的方便與樂趣。

而最近，我們在Cunningham Overlook 
Trail這條爬山的路上，看到一個新的告示牌，

上面是這樣寫的：

「T h i s t r a i l i s d e d i c a t e d t o E d 
Cunningham and the Monrovia Canyon Park 
Volunteer Trail Crew including: Doug Elson, 
Keith Johnson, Steve German, Suzi Dobson 
and Robert Hsu. This trail was restored 
for hikers to enjoy the gorgeous views of 
Monrovia and the San Gabriel Mountains. 
With great perseverance the Trail Crew was 
able to reestablish this trail to it's original 
charm.」哇！ROBERT HSU！告示牌上這個名

字不正是我們的爬山隊隊長嘛!這條爬山步道

因為一群志願者義工協助，讓它重新恢復當年

的景觀，讓爬山的人可以盡情登高望遠欣賞風

景。而我們正享受著這群人辛苦的果實。

很高興看到他們的名字被記錄在告示牌

上，很多年以後，可能也會有這麼一群來爬山

的人，他們看著告示牌想著當年的人們是怎樣

開墾出這麼美的一條步道?他們忍受蚊蟲咬傷，

在烈日下揮舞鏟子鐮刀，把步道兩邊的草叢清

理乾淨，還要小心毒蛇、紅蟻的攻擊。他們扛

著笨重的木頭或水泥上山，忍受可能帶來的肌

肉傷害，一步一步把過陡的斜坡建置成可以讓

使用者安全行走的道路。

我們由衷的感謝這麼一群人，讓前人種

樹，後人乘涼。讓我們登高到山頂時，可以一

望無際的遠眺蒙羅維亞及聖蓋博谷地的風景，

讓我們一路爬山時，領略神創造萬物的驚奇與

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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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Elisha)是繼承以利亞(Elijah)的大先知。他的神蹟都

是慈愛的工作，和他的師傅以利亞的神蹟有所不同。以利

沙所作的都是幫助，拯救或是醫治。只有一件，他咒詛嘲笑他

禿頭的童子(照今天標準是青年人)的事似乎不是他應該做的。

王下2:23-24是這樣記載的:“以利沙從那裏上伯特利去，

正上去的時候，有些童子從城裏出來。戲笑他說:「禿頭的上去

罷!禿頭的上去罷!」他回頭看見，就奉耶和華的名咒詛他們。

於是有兩個母熊從林中出來，撕裂他們中間四十二個童子。” 

這一段記載，我初讀之下，似乎以利沙是個小心眼的人，遇到

有人嘲笑他禿頭，就非常生氣，奉耶和華的名咒詛他們，引出

兩隻母熊撕裂他們。神怎能選這樣的人為衪的代言人?(先知是

神的代言人。)我感到困擾，向一位屬靈的長者請益，他沒有

為我詳細解釋，只提醒我讀經要貫通上下文，並要注意歷史背

景，不然就會斷章取義。

歷史的背景是這樣的。以色列王國分裂後，北國以色列王

是耶羅波安，為使以色列百姓不上耶路撒冷聖殿去獻祭，敬拜

真神，他就鋳造了兩個金牛犢，一隻安放在伯特利，一隻安放

在但。耶羅波安並在邱壇那裏建殿，將不屬利未人的以色列人

立為祭司(王上12:1-33)。從此，伯特利城成為異教敬拜金牛犢

的中心，將以色列人陷在罪中。

那些嘲笑以利沙禿頭的一大群青年人是從敬拜偶像中心的

伯特利出來的，他們不是一群遊手好閒的無賴，是有組織的團

先 知 以 利 沙 和 兩 隻 母 熊
◎ 周鐵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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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可能是拜假神的先知門徒。他們一定也知道以利沙的師

傅以利亞被提的大事，但是他們的言行仍然藐視以利沙，這是

對神的僕人粗鄙至極的侮辱，也是對神的褻瀆。因此，以利沙

“就奉耶和華的名咒詛他們。於是有兩個母熊從林中出來，撕

裂他們中間四十二個童子。”這就是神在利未記 2 6:2 1-2 2的
警告:“你們行事若與我反對，不肯聽從我，我就要按你們的

罪加七倍降災與你們。我也要打發野地的走獸到你們中間，搶

喫你們的兒女，吞滅你們的牲畜，使你們的人數減少，道路荒

涼。”

在此以利沙是奉耶和華的名咒詛他們，把他們交在神的

手中，兩個母熊從林中出來撕裂四十二個青年人，乃是出於

神的懲罰。“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

麼。”(加6:7)
從此事以後，全以色列國都相信以利沙是真先知，有來自

神的權柄。後來，以色列王約蘭、猶大王約沙法、和以東王，

一同去攻打摩押王。他們繞行七日，軍隊和所帶的牲畜沒有水

喝。以色列王約蘭說:“哀哉!耶和華招聚我們這三王，乃要交

在摩押人的手裡。”但猶大王約沙法卻說:“這裡不是有耶和

華的先知嗎?我們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他們就求問以利沙先

知，他預言天必下大雨，神也必將摩押人交在他們手中(王下

3:1-27)。 以利沙的預言很快就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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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六月天，主帶來了無限生機和喜訊。春

耕夏耘，才有秋收冬藏。

日高花影濃，在教堂靜謐的一隅，柔揚的

聖樂在迴蕩。

“何為靈？”

難掩一臉的期盼，等待牧師的回答，牧師

並未接話，而平靜望向窗外；起風了，院子的

樹葉在沙沙作響。

牧師毫不猶豫地說：“風是靈、靈是風；

神就是靈魂！”

我如墜入五里霧中，不得其解。我急急追

問：“能看得見嗎？”接著牧師解釋說：“靈

是光、是生命、是真理、是希望、是感覺……

”是或不是？“我們都想看見，可惜有眼無

珠，因為靈不出於人，人被聖靈感動，才豁然

領悟，靈是從神那裡得來的道理。”

聽！陣陣從天上帶著花香飄來的風，輕柔

而溫暖。

它吹進原野，地上的小草鑽出來了；它吹

進高山，山上的積雪融化了；它吹進人們心

中，意想不到的奇跡出現了！“靈之所動，金

石為開！”

“如何尋找呢？”“聖靈是一棵會開花的

樹。有一個漸進的成長過程，像花兒一樣等

待；花蕾往往掛在枝頭上很長時間，才會悄悄

地萌芽，長出綠葉。正如一夜春風來，繁花滿

枝，芳香四溢。”

 “體驗又怎樣呢？”

“聖靈的感動，幫助我們與主建立更親密

的關係；主在我的心裡，好像帶著聖經走路，

就有依靠；茫茫的黑夜，我不再害怕，一路走

到天明。”

但有些人，儘管身在綠洲，內心卻被迷霧

覆蓋，聖靈進不去。囿於思想之困，而靈魂不

能騰飛的痛苦，鈍刀一般，足以讓人萎活。

“很遙遠嗎？”

有時候很遙遠，其實我們與主只有咫尺之

隔。不管誰與主親近，主一定會伸出手來。

出乎經、成乎道。聖靈是存在每天生活之

中，順著心路歷程去尋找，可成矣！

“如何成長呢？”

“信是基石。”

信是靈之根，靈為信之用。

踏出這一步，未來隨之改變；就能看得見

一片天空。生命超越夢想的感覺，這一刻，就

開啟。曲徑通幽，別有洞天；一通百通，更上

一層樓。

最後，我孜孜地再問：“怎樣看一個基督

徒呢？”

牧師坦言道：“不以身份衣冠論真偽，全

憑品格定終身。”基督徒任何時候都要給人以

愛、以希望、以幸福。

“真基督徒是一個愧為基督徒的人。”唯

有自知不足，更加補拙，力求符合主意。無我

才能成聖。像酒滴入水中，消失了自我，更加

芳香。

分手前，牧師一臉笑容，緊緊拉著我，情

深意重地說：“我的好老弟兄，不惑不老！千

萬不能讓靈魂起皺紋，要時時自省舒展一下自

己的靈魂。”

牧師出口甘蜜。我幽閉的心靈陡然投入一

道亮光，猛然間，我恍然大悟。

牧師由內在發出的魅力和風采，正是潛在

的靈性和素修的一面鏡子。

◎ 麥冠民

時 時 自 省  舒 展 靈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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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每週一次渴牧小組查經聚會，配合

教會活潑生命QT進度，至今，列王記

上和下已快讀完。

在此，看見分裂的北國以色列人，被

敵人亞述帝國所擄去而亡國，不勝噓唏，這

是神自己的選民，也是祂自己的產業，使我

們不得不留心神的心意，中國人有句話說：

愛之深責之切；這恐怕最能表達耶和華神永

恆計劃裡的精髓。以下是有關“北國歷代諸

王”之讀經心得，為我個人揣摩觀察神的心

意，如有各人讀經切入角度不同，感受可能

會有不同，本人表明所寫僅供參考。

1）耶羅波安：做王22年。

先知亞希雅的預言（王上11:23-39）：

神將派他做北國10支派的王。明顯可預見神

對他的深切期待與關愛。雖然這位首任北國

的王曾經歷過，在獻祭事上遭警告而致手枯

乾，及他祈求先知為他再祈禱而終復原，這

應屬神極大恩典憐愛之事。但最終被判定其

罪：因他在邱壇使用凡民做祭司，及拜2金
牛犢於北國但和伯特利二地（後代諸王也明

顯都受其影響），招惹神極大的忿怒，下場

淒慘，叫我們千萬引為借鏡。

1.1）拿答：做王2年。被殺，遭篡位。

（略）

2）巴沙：做王24年。

先知耶戶（王上16:01-04）責備巴沙

說：我既從從塵埃中提拔你，立你做以色列

的君，你竟行耶羅波安所行的道….同樣，

他與耶羅波安王境遇相似，有神對他的深切

期待與關愛，下場是同樣淒慘，引為借鏡。

2.1）以拉：做王2年。被殺，遭篡位。

（略）

3.0）心利，做王7日。被殺，遭篡位。

3）暗利（王朝）：做王12年。他在以

色列營中被擁立為王。建北國首都撒瑪利

亞，軍事強勝。

3.1）亞哈：做王22年。

聖經章節記載篇幅很多，有關神差派先

知教導亞哈王的事，明顯可揣摩神是對他有

相當大的期待，期待他能轉變而歸向神。

*乾旱前之持續降雨，乃經先知以利亞

祈禱之事，經由以利亞告知了亞哈王（王上

17:01）。

*過了三年乾旱期，神要再次降下甘

霖，於是差派先知以利亞去見亞哈王（王上

18:01）。在過程中，先知以利亞與巴力先知

450位角力，看誰能降火就是神，後來以利

亞獲勝，證實了神的大能，以色列民眾因而

於基順河邊，殺死巴力先知，不容一人逃脫

（王上18:22-40）。民眾的心態表示認識了

真神。然後先知以利亞將首次降雨的親臨，

當面曉瑜亞哈王，及以利亞飛奔回城（王上

18:41-46）。我揣摩神意，似乎神期待亞哈

讀列王記看神心意            

◎ 張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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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轉變能歸向他，因為當時以色列民已

認識神，殺死了眾巴力先知。只可惜他冥

頑不靈，仍隨從邪惡王后耶洗別的主意與

建議，後來還追殺先知以利亞，招惹神的

憤怒。

*先知預言亞哈能打敗亞蘭人，僅靠

232名少年人及7000士兵。第二年有另一神

人前來告知王，這次也必定打敗亞蘭人於

平原，因他們說耶和華是山神。因此第二

年也神奇般打勝亞蘭人（王上20:13-30）。

但後來神人卻告訴亞哈王，神說你將我定

要滅絕的亞蘭王放回去，你的命就必代替

他的命(王上20:41-42)。聖經描述說後來亞

哈王悶悶不樂回去。

*先知以利亞的預言（王上 2 1: 2 0-
24），有關亞哈王，經由王后耶洗別，謀

害葡萄園主拿伯，及霸佔他的產業一事，

審判亞哈全家族必死及耶洗別的下場。但

後來因亞哈王表明自卑（有懺悔意），神

將審判災禍延遲至他兒子那一代（王上21：
27-29）。

*先知米該雅預言，亞哈王卻不聽，聯

合南國攻打亞蘭王，改裝上陣終戰死（王

上22:17-23）。

以上許多章節，均顯示出神對亞哈

的深切期待、關愛、饒恕、忍耐寬容，審

判（包含對王后耶洗別的嚴厲審判），彰

顯公義，均不意外，也是千萬引為借鏡的

王。

3.2）亞哈謝（亞哈的兒子）：做王2
年。

3.3）約蘭（亞哈謝的兄弟）：做王12
年。被殺，遭篡位。

*求問先知以利沙，因三王（北國

王、南國王、亞蘭王）聯合攻打摩押，路

上缺水。以利沙告知在谷中挖溝，必將滿

了水；另外告知神必將摩押交在你們手中

（王下03:16-18）。結果摩押人次日看見對

面水紅如血，誤判是互相殘殺，而趕去搶

奪財物；以色列人追殺至摩押境內。神幕

後做工幫助北國，顯示神的關愛慈悲憐憫

仍在北國。

4）耶戶（王朝）：做王28年。

*先知以利沙，差門徒先知膏耶戶做北

國王，并要他擊殺亞哈全家（王下09:01-03 
& 09:06-10）。

*耶戶做王後，用計并殺盡北國所有巴

力先知及崇拜者，行神所喜悅的事（王下

10:18-28）。

*耶和華神對耶戶說：因你辦好我眼中

看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對待亞哈家，你

的子孫必接續你做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

代（王下10:30）。

*那些日子，神割裂以色列國，使亞

蘭王哈薛攻擊以色列境界，喪失不少土地

（王下10:32-33）。

先知以利沙曾預言看見哈薛做亞蘭

王，并苦害以色列人。這是神安排給以色

列人的環境試煉。

耶戶最終雖仍犯下耶羅波安的罪，但

神是公義、守約、施慈愛的神，仍然保守

他家至第4代。

4.1）約哈斯：做王17年。

神屢次向以色列人發怒，將他們交在

亞蘭王哈薛手裡。但王向神懇求，神便應

允（王下13:3-5 & 13:22-23）。看見神仍

施恩憐憫眷顧以色列人（王下13:23）。

4.2）約阿施：做王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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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利沙死前向約阿施王之預

言，1）得勝箭，表示可勝亞蘭人，直到

滅盡。2）但射出3支箭而停止，表示只

能打勝亞蘭人3次，而不能滅盡（王下

13:15-19）。然而很明顯地，神眷顧施

恩以色列人，從前亞蘭王哈薛攻打約哈

斯，奪取的城邑，在約阿施年間三次打

敗亞蘭王便哈達而收回一部分失地（王

下13:24）。使我們看見神的施恩憐憫眷

顧，也看見神的忍耐守約。

4.3）耶羅波安II：做王41年。

*先知約拿預言：耶羅波安II收回以

色列邊界之地（王下14:25）。 

*那時，神沒說要將以色列名從天

下塗抹，乃藉耶羅波安II拯救他們（王下

14:26-27）。

*然而在後期，神借先知阿摩司的預

言，神放下準繩、不再寬恕以色列民，

且定意要攻擊耶羅波安的家（摩07:08-
09）。同時耶羅波安II的祭司亞瑪謝，控

告神的先知阿摩司於王，說王必被刀殺，

民必被擄。但更大不敬的事，是祭司竟說

要阿摩司去南國度日糊口，不要在北國說

預言。因此，神咒詛了該祭司，及確定

以色列民必定被擄去離開本地（摩07:10-
17）。在此，看見神的深切期待與關愛，

看見神的忍耐守約，也看見神的主權審

判、公義與終極救贖計劃開始。 

4.4）撒加利亞：做王6月。被殺，

遭篡位。

5.0）沙龍：做王1月。被殺，遭篡

位。

5）米拿現：做王10年。

米拿現年間，亞述王第一次入侵攻

擊以色列，米拿現拿了1000他連得銀子，

亞述王因此回去（王下15:19）。然而在

以色列北國末代三王，再沒有任何先知出

現在北國，而北國也沒有出現，類似南國

希西家的王，真誠痛哭懺悔的為國家懇求

代禱之事。

5.1）比加轄：做王2年。被殺，遭篡

位。

6）比加：做王20年。被殺，遭篡

位。

比加年間，亞述王二次入侵，奪取

許多城市，擄走當地以色列民到亞述去

（王下15:29）。

7）何細亞：做王9年。

王背叛亞述被囚，撒瑪利亞3年後被

攻破，以色列民被擄去亞述。北國亡（王

下17:04-06）。

最後，我們觀看北國從開始到滅

亡，神的選民以色列人，是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後代，竟是硬著頸項、不肯悔

改、不肯聽從神帶領的子民，又效法外邦

人立偶像拜別神，招惹耶和華的憤怒。但

我們的神從開始，向大衛守約施慈愛，又

因著他兒子所羅門的晚節不保，因而誕生

了十個支派的北國，僅留兩個支派給南

國，但神依然透過諸位先知的預言或警

訊，從他的安排揀選早期的王開始，顯示

出他一直是關愛、守約、施慈愛、有憐

憫、忍耐、聖潔、公義的神。有時候神的

嚴厲，也是公義的體現，是公義的另一

面。最終，我的結語，是需要放在我們座

右銘位置的：“尊神為大，神的話不可輕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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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鄔海蓉

路邊的野花你要睬

生命很神奇，也許在白駒過隙彈指一瞬間就已經消耗殆盡，也許在經歷了無數個春

榮冬枯後還依然綻放。生命很公平，人人赤身而來，空手而去，每個人生命的起

點和終點都是一樣的，有區別的是連結起點和終點之間的這條路。不同的人走著不一樣

的路，不同的路上徘徊著不一樣的人。每天，我們都在馬不停蹄地趕路，為了快速達到

路的盡頭。沿途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義，忽視了生命最本質的東西。直到有一天，當忙

碌的我們忽然覺得腳下無路而不得不停下來，低頭不經意地看到路旁無憂無慮靜靜綻放

的野花時，心弦，就會被輕輕地牽動，感慨便油然而生……。

路邊的野花，從不擔憂。雖然今朝出現，明天枯萎，但它們依然綻萬朵，開千束；

雖然冷遣寒襲，風吹露宿，卻仍然迎春曉，送冬歸。雖然沒人為它們修枝，培土，澆

水，甚至生長在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可還是坦然迎風舞袖，風姿綽約。它們不勞苦

也不紡線，但是就連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所戴的還不如這一朵花。它們之所以能坦然無

懼，是因為相信天父必養育它們，供給它們生長的條件和環境，並在風雨中保護看顧它

們。人可以遺忘藐視它們，但天父不會。野花出生卑微，沒有牡丹的富麗堂皇和蘭花的

優雅脫俗，也沒有菊花的氣質高潔和郁金香的高貴典雅，然而天父的眼目從未離開過它

們。與野花相比，自以為是的人們，信心卻如此微小，天父已經供應一切需要，我們還

要擔心明天的吃穿，錯信只靠自己的雙手

和有限的智慧才可得到更優越的物質享

受，用盡一生拼搏來換取那到頭來的捕風

捉影，虛空的虛空。只要對神有芥末子般

大小的信心，我們就不會為生命憂慮吃什

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

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太6:25）
路邊的野花經得起試煉。它們不受

重視，從沒有人為它們開過花展，它們經

常被石頭壓被行人踏，從沒有人心疼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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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憔悴，但它們還是笑迎風雨，纖細的

枝葉似柔而剛。有時候它們只是在某個季

節為某個不起眼的角落增添一點生趣，然

後默默死去，即使這樣，它們依然頑強地

完美地綻放一生燦爛的絕唱，生生不息。

有時候，野花會生長在醜陋可惡的荆棘叢

中，隨時有被荆棘刺傷的危險，荆棘也限

制了花的生存空間，搶奪它們土壤中的養

料和水分，並從四面八方阻攔花枝的伸張

和花朵的開放。有時候荆棘不僅刺透花的

皮肉，甚至刺透了它們的心靈。但是野花

並沒有因為處在這樣一個艱險的環境而停

止自己的生長和開放，相反，它們盛開得

更加美麗芬芳，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人

們面前。它們只有一個心志：為榮耀神而

活著，為造它們的主做美好的見證。百折

不撓的野花實在是讓經不起考驗的人們羞

愧。通往永生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在

這條崎嶇難行的道路上，我們難免會遭遇

疾病困苦，逼迫辱罵，災難禍患等，幸

好，在行走天路時，路邊的野花會一直陪

伴我們提醒我們在逆境中仍然仰視蒼天，

高聲贊美榮歸主名。

路邊的野花謙卑不求名利。它們不

渴求生長在繁華的都市，也不渴求生長在

雕欄玉砌的皇家花園之中，雖在茫茫曠野

卻不憂傷孤獨寂寞，隨遇而安，天父把它

播種在哪裡，它就長在哪裡，完全順服，

不以自己的心意為念。無論是否有人光

顧，它們都是毫不遲疑地開放，因為它們

不是取悅於人而是取悅於神。野花的甘願

謙卑，淡泊明志，以及悠然自得，道出了

人生的真諦。在如今這個物欲橫流爭權謀

利的世界，有多少人迷失了，有人甚至在

教會這個神聖殿堂做起了生意，殊不知，

名利如同早晨的霧氣和露水，太陽一出來

便被曬乾，煙消雲散。欲望使人生出罪

惡，而罪惡帶來的結果就是死亡。勝過試

煉的人是有福氣的，就如耶利米書十七章

七至八節所說：“專心依靠我的這種人多

麼有福，他像栽種在溪旁的樹，樹根深入

水中，不怕旱災熱浪，樹葉長青，不斷結

出果子。”所以，過著野花一樣的人生又

何妨，如保羅所言，將世上萬事當做糞

土，唯有得著耶穌為至寶。

路，會一直延伸下去，而路邊的花

卻未必一直有。然而當我們已經習慣經常

去理睬關注野地的花，那麼即使行走在乾

旱荒漠無花之地，也能感覺它們的存在。

這花，永不凋謝，有無憂無慮灑脫快活的

坦然，有不爭平生之榮辱那如水般的淡

薄，有柔中帶剛堅忍不拔的氣節，這種絕

美之花，正是不知何時悄悄發芽如今已茁

壯成長的心靈之花，基督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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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筆者有幸聆聽葉顏瑋茵博士在教會舉辦的“月”精

彩人生系列講座上的演講，受益良多。演講主題是：“憂鬱症

的預防和治療”。葉博士一開始就鼓勵大家提問，以瞭解聽眾

的要求。提問踴躍，提問者多達八、九人。這一做法獨特，筆

者印象特深。

接著，葉博士向大家介紹了嚴重憂鬱症患者的症狀，包括

1）情緒煩躁、悲傷、哀哭、憤怒；2）興趣減少或失去對各樣

原有活動的興趣；3）食欲或不吃或拼命吃； 4）睡眠或不睡或

死睡；5）精神精神緊張或呆呆的；6）體力疲勞和精神不振；

7）自我價值虛空、內疚，莫名的悲觀；8）注意力無法集中；

9）死亡“我要死”。葉博士說，大部分時間出現五項或以上症

狀、時間達兩個月以上的，會被診斷為“嚴重憂鬱症患者”。

這次演講給筆者印象最深的是，葉博士指出，“亞裔老人

和年輕人自殺率偏高。”目前自殺成為紐約市亞裔第十大死亡

的原因，其中75歲或以上的亞裔老年婦女的自殺率比白人和黑

人還高。亞裔男性在85歲或以上，已超過其他族群成為自殺率

最高的一族。關鍵是老年人少有告訴朋友（只有12%會告知朋

友）、醫療人員（4%）或醫生（2%）有關他們的精神健康困

擾，使他們的問題不易被察覺。在2002年到2005年期間，從15
歲至24歲的亞裔青年人，自殺是第三大死亡原因。一般而言，

死於自殺的人，有25%到50%都曾試過自殺。三分之一意圖自殺

的個案，是在親人或朋友離世後發生的；但75%的人都會在自殺

前向身邊的人發出信息（如贈送遺物向親人告別）。此外，不

少的人是在酒精和毒品的影響下自殺的。

在談及亞裔年輕人自殺率偏高時，葉博士說到一個筆者過

去從未聽到過的情況：11年級的華人小孩會因“學習厭煩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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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學校受人欺負、當“出氣筒”而自殺的。這使筆者感到吃

驚。

葉博士在演講中也向大家提供了好消息：如果願意治療，

80%的病人有一定效果。三分之一完全好；三分之一略好……

她強調，“最有效的治療是把治療方法教給病人，教他們正確

睡眠、吃飯、鍛煉和服藥。”但她也提醒人們：憂鬱症可能反

復。

 怎樣治療？首先，處理危機，防止自殺。第二，安排治

療。藥物至少吃4-6周才開始生效。（記住：藥物必須由精神

科醫生開處方；心理醫生不能開處方。）筆者家人中有患憂鬱

症的，筆者記住的最重要的一點是：病人必須長期堅持服藥。

一旦停藥，就有可能出現反復。作為病人家屬，可以做的一件

事就是督促病人堅持看病、服藥。感謝上帝，多年的憂鬱症開

始康復，女兒已經找到一份工作，每天上班5小時。因為工作

好，老闆挺喜歡她。

下面是筆者聆聽演講後的兩點感想。

第一，“家醜不可外揚”雖然只是中國人的一句俗話，

卻深深地紮根在幾乎每個華人的心中。我們都在中國文化的這

一特殊陰影下生活，不管我們承認還是不承認。有憂鬱症的症

狀，應該主動找心理醫生或精神科醫生。視而不見，病症只會

越來越嚴重。

第二，“虎媽”的貢獻和缺失。對子女寄予高望，尤其在

學習方面，是亞裔父母的共同特點。許多亞裔子女在校學習成

績優異，都離不開父母的幫助、督促。在這一點上，虎媽有著

特殊的貢獻。但是，需要考慮的是，對子女的要求是否脫離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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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王向耶和華神求智慧，深得

耶和華神喜悅”的故事，相信許多弟兄姐

妹都很熟悉。根據聖經<<列王記上>>記

載，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

現，對他說：“你願意我賜你什麼？你可

以求。”所羅門對耶和華神說：“耶和華

我的神啊，…求你賜我智慧，…。”所羅

門王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王上3：
5-10)。

這使我聯想到了<<創世記>>裡記載的

有關夏娃的故事：夏娃受蛇引誘，見那棵

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

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

吃了，…(創3：6)，結果卻犯了罪。

同樣是渴望智慧，為什麼所羅門王就

能深得神的喜悅，神不但賜給所羅門王空

前絕後的智慧，還把他沒有求的富足，尊

容也一併賜給了他，以致於使所羅門王在

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而

夏娃卻由此得罪了神，被神逐出了伊甸

園，從此過著與神隔絕的生活呢？

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他們渴望智慧的目的不同。所

羅門求智慧，是為了“可以判斷神的民，

能辨別是非”(王上3：9)，以便能更好地

完成神的託付，管理好神的子民。神之所

以把所羅門沒有求的富足和尊容也一併賜

給他，是因為所羅門“先求了神的國和神

的義”，神就把他沒有求的也加給了他

(參閱馬太福音6：33)。神不但看重我們

求什麼，更看重我們為什麼而求？反觀夏

娃，她想得到智慧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

的“眼睛明亮，便如神能知善惡”(創3：
5)，當然會得罪神。

其次，他們獲取智慧的手段不同。所

羅門嚮往智慧，是順神之意，到神面前去

求；而夏娃為了得到智慧，卻逆神之命，

背著神去偷。手段不同，其結果也大相徑

庭。

第三，他們對待神的態度不同。所羅

門敬畏神，因為他知道“敬畏耶和華是知

識的開端”(箴言1：7)。所以，所羅門深

得神的喜愛。是神親自給所羅門託夢，問

他想要什麼，可以求。能夠和神建立如此

親密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祝福。

再來看夏娃，她對神的命令置若罔聞，神

曾明明白白的告誡她，“園中各樣樹上的

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創2：16-17)。但是，夏娃竟然悖

逆神，相信魔鬼的謊言，偷吃了禁果，其

嚴重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毫無疑問，所羅門和夏娃都想得到智

慧。但是由於兩人渴望智慧的目的不同，

獲取智慧的手段不同，以及對待神的態度

不同，導致了兩個人截然不同的命運。歷

史是一面鏡子，這一正一反的兩個例子，

值得你我深思。

 從 “所羅門求智慧”說起
◎ 凙賈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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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過：“在我父的家裡（house），有許多住處（rooms）。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

（place）去。（約14:2）”在這裡，地方用的是單數名詞，而住處

（房間）卻用的是多數名詞。這表示說耶穌想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單

獨的住處，這住處是更大的地方的一部份。

房間表示溫馨而親密。房子或房產表示特定的空間概念。天家就

是：既有空間且親密的地方。我們中間有些人喜歡緊湊，有私密性的

空間，有些人則喜歡開放而廣大的空間。大部份人則兩者都喜歡。新

天新地兩樣都可以滿足。

天家似乎不會都是千篇一律的居所。神喜愛多樣性。當我們見到

祂為我們特別預備的居所時，這居所不是給隨便什麼人預備的，而是

特別給我們的，我們會喜歡那裡。我們將會發現那裡有為我們量身建

造的真正完美的家。

在《路加福音》裡，耶穌講了講浪費財物的管家想用地上的資源

換取別人“接我到他們家裡去”（16:4）的比喻。然後，他告訴他的

弟子要用他們在地上的資源結交朋友，從而改變在地上的生活。理

由是“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eteranl 
dwellings）裡去。（路16:9）”

我們在天家的“朋友”應該就是在地上已經與我們相識並且在天

家有他們自己“永存帳幕”的人們。《路加福音》16:9似乎在說這些

“永存帳幕”就是我們將要居住並且與朋友歡聚的地方。

很多人不明白最終的天家是新天新地，所以他們不從字面上理解

這段經文。他們認為“永存帳幕”就是指通常意義上的天家。但是耶

穌這裡沒有說我們要有智慧的使用錢財，才可以進天家！在這個比喻

中，永存帳幕就是天家裡等同在地上那浪費財物的管家也可以住的

私人住宅。耶穌已經應許我們房子（house）、房間（rooms）和地方

（places），而我們也知道我們復活的身體將要生活在真實存在的新天

新地，那為什麼我們不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個應許呢？

在天家我們會有自己的家嗎？

◎ 新　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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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多年基督徒，原來是個老糊塗。

「耶穌愛我我真知」見證主愛卻遲遲。

蒙恩得救何寶貴，豈能獨享不慚愧。

靜聞微小呼喚聲，「要聽要行大使命」。

恩主提醒不容緩，要領人到父面前。

如今腿腳不可靠，恩典夠用難不倒。

栽種澆水都要幹，不能空手見主面。

高舉基督講真理，即時傳遞好消息。

超市馬喆麥當勞。處處可見老僑胞。

不分中外哪鄉客，看到senior不放過。

彼此歲月都不多，要傳要信在此刻。

溫順如鴿且謙卑，聖靈引導賜智慧。

約翰三章十六節，句句恩言說得切。

◎ 凙郎　雲哈利路亞唱新歌

◆ 2015年兒童聖詩節～

2015年兒童聖詩節（Hymn Celebration）將於

9月12日週六下午1點在本教會舉行。這次聖詩

 本刊新開闢“教會及會員動態”專欄，會員若有最

新成就、重大或有趣的消息與大家分享，或者要預告

未來的活動，可以將簡訊電郵至VincentReal@gmail.
com。請註明是“教會及會員動態”用稿。謝謝。

◆ 長週末夏季退修會～

教會將於9月5日至9月7日勞工節長週末舉

行一年一度的夏季退修會。今年的主題是

“敬拜的更新”，請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城北

華人基督教會牧師林志輝博士（Dr. Calvin 

Lam）和神學院著名教授Dr. Scott Aniol來
給大家主講。還沒有報名的請盡快與教會聯

繫。626-282-2467。

節的主題是Hymn of Praise （讚美的聖詩）。兒

童聖詩節的舉辦目的是鼓勵幼稚園至12年級的學

生多多認識和欣賞傳統聖詩。歡迎大家參加當天

活動。詳情請與教會辦公室聯繫。

耶穌十架捨自己，為了救贖我和你。

祂因救我為我死，祂復活我因祂活。

人生短促誰知道？永恆生命要不要？

因信稱義何奇妙！此君高聲喊著「要」！

禱告認罪且悔改，白白救恩降下來。

世上一人歸主名，天上天使拍手慶。

讚美榮耀歸於神，地上平安歸於人。

願主與我們同在，願祂賜下信望愛。

基督耶穌老精兵，推著WALKER往前行。

老當益壯傳福音，再接再勵有信心。

從此恩典喜樂多，哈利路亞唱新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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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期 別  　  主　　 題　　　　 　截稿日期　

2015年11月第138期《   》主題：饒恕別人必蒙饒恕

　　當年，中國學生盧剛在愛荷華大學槍殺了包

括他的同學和副校長在內的五人，然後自殺。後

來，副校長的基督徒家人選擇饒恕盧剛，並給盧

剛的家人寫了一封慰問信，讓開放不久的中國為

之震動。今年，一個名叫魯夫的年輕白人在南卡

羅萊納州的一家教堂開槍殺死九名非洲裔人士，

其中有幾位死者的家屬選擇饒恕魯夫。

   生活中饒恕的例子有時候那麼震撼人心。但

有時又是那麼細小和貼近。

　　翻開聖經，最著名的饒恕故事是彼得問耶

穌，“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

呢？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

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太18:21-22）
從理論上來說，饒恕是應該的，“你們饒恕人的

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

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太6:14-15）我們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力量

和勇氣饒恕別人，是因為我們先從神那裡得到愛

和安慰，得到赦免和憐憫。

   理論並不深奧，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行出來

了？請向我們的讀者提供一些實例和見證。

 Dear MBCLA,

編者的話 饒恕別人必蒙饒恕—理論與實例

  139  2016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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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稿請放在教會辦公室出版組D01信箱。
2. 直接郵寄至教會出版組收，地址如下：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91801
3. E-Mail到 VincentReal@gmail.com 電子信箱。

《　　》稿約

1. 竭誠歡迎來稿，一般來稿盡量以短文為宜
　(1200字或以下)。專題信息最多限制於2400
    字。除非來稿短缺，字數超過2頁的稿件暫
  不考慮刊登。
2. 除非稿件不夠，每位作者每一期刊只刊登一
  篇文章，多投的文章可當備用。
3. 轉載文章要提出出處:包括書名、作者或網
  址。除非稿件短缺，本刊將盡量減少刊載轉
  載的文章。
4. 摘錄他人的文章，請一定要註明。
5. 需要更多“自己家庭成員”，“屬靈大家庭”
　的故事。例如: 短宣感言、活潑的生命、靈修
　分享、生命的見證、教會各種特會、CWT、門
　徒訓練、主日崇拜信息、主日學、團契、家庭
　小組、弟兄會、婦女會、生活班……等等。
6. 來稿要註明真實的姓名和電話。無論是手寫
　稿或是email 投稿，請盡量留一些空間。

In 1969 Diana Ross and the Supremes went to the top 
of the charts with a song called “I’m Livin’ In Shame” and 
in 2015 the other Supremes (in D.C.)adopted that title as 
their motto, or so it seems, with their landmark decision on 
marriage equality in Obergefell v Hodges.John 17:14 reminds 
us we are still in this world surrounded by its tragedies but 
are not of it because we, indeed, are moving into alignment 
with God’s will. The 3 articles we have this issue reflect the 
progression of this alignment here at our church. Through 
Bible Drill, we see our children beginning to follow the 
psalmist’s insight to keep their ways pure by inclining their 
heart to know and live by God’s Word. Then, we have the 
testimony of a young man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sprouted into new life and living faith. Finally, we take a 
look at the recent Asian American Missions Mobilization 
conference at our church, where we were reminded that 
growth in Christ and alignment with God’s will involves 
action in spreading his love and kingdom to the lost.

John Sorenson 

栽 種 與 澆 灌
憶教會發展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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