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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詞  林有洧

愛我們的主，愛我們的神啊！

祢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祢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大君王。

從亙古到永遠，祢是神!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天上的萬軍和地上的萬民， 

無人能攔阻祢的手。

祢創造了萬物，並且 

萬物是因祢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祢雖住在至高至聖的居所，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

同居；要使痛悔謙卑的人心靈甦醒。

祢是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祢的子民，在祢那永恆的

國度裡，與祢的愛子基督一同承受萬有。

祢在萬古之先就已定意要拯救我們， 

這一切全是按着祢永恆的旨意和恩典來成就的。

是祢從地上的萬國揀選了我們，是祢向祢的百姓親

自立定了永恆不改變的救贖之約。

因著祢長闊高深的愛，賜下祢的獨生愛子道成肉

身，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向我們顯明了祢捨命的大愛， 

親自成為那完美的贖價，並赦免我們的過犯，

使我們被擄的可以歸回，瞎眼的得以看見。 

主啊！祢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慈愛的神。

祢是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 

獨一的神！

求主幫助，求主鑑察，求主潔淨， 

求主使用我們這些不配的器皿，

好讓我們可以謙卑的彼此洗腳， 

為主的名甘心的委屈自己，

常常帶著感恩的心，和僕人捨命的心志， 

同心合意來事奉主。

但願所有愛祢守祢誡命的， 

都能在祢的眼前蒙恩。

都能在祢榮耀的恩典中，更認識祢，更愛祢。

我們如此同心合一的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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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語   張  建

凡事的第一次經歷，常令人難以忘懷。

還是下鄉學農的時候，第一次離家數月不歸。勞動之餘，我約了幾個同學去看

海。我們扯著蘆葦，爬上高高的土堤。那是長江的入海口：向左望，江水浩浩蕩蕩而

來；向右望，海天茫蒼一色。第一次面對如此雄渾博大的場面，我正在發怔，忽聽得

旁邊有人説，“長江回家了，我也要回家。”

每個人，都有自己留戀或思戀的家。綿綿的思鄉，苦澀且甜蜜，遊子的歸家，情

怯又狂喜。在本期心版第一篇文章“漫漫歸家路”中，章牧師用深情的筆觸，回憶自

己在新英格蘭“老家”教會裏的樁樁往事，描寫這次萬里返鄉牧會的喜悅心情。這闊

別多年後的歸來，如夢幻般的歡樂，既因為老家“神韻般的吸引”，更由於神的奇妙

安排。

人最初的家很小，在温暖而安全的母腹中。來到世間後，我們從母腹到母懷，由

學步到學文，都被親情環繞，好像小溪接受大山的泉注。基督徒的家，更是充滿溫馨

的愛和屬靈的關懷。“人物專訪”兩篇採訪文章的主人翁，都已是教會界的砥柱人

物。談起自己的家園心路，他們都感謝上輩信仰的熏陶，給他們最初的引領。蔡茂堂

牧師正是靠著父親生命見證的鼓舞，才衝出了人生的淺灘。“失傳的藝術”一文中，

兒女們對父親的懷念是如此細微親切、温馨動人。父親愛神愛人的聖潔情懷，謙虛、

誠懇、勇敢和節制的紳士精神，將於無形中伴隨兒女一路前行。

人長大了要離家，就像溪流離開山的懷抱，奔向廣袤未知的天地。“生命見證”

專欄的多篇文章的作者，離開家鄉，來到異國求學求職。他們人地兩疏，缺乏歸屬

感，猶如迷路的羔羊。是神大能的手，是弟兄姊妹熱情的話語，理順了他們心頭的亂

流，把他們帶進了教會的大家庭，流入靈性人生寬闊的河床。

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主耶穌説：“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馬太

福音16：18）本期“教會活動”專欄文章“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用細緻的筆

墨，描寫了西區教會建造新堂的全過程。主的光照下那些感人的故事，冬去春來中跌

宕起伏的情節，相信一定能撥動你的心弦。

教會之家，有熱氣騰騰、蓬勃向上的生活。為了配合教會近期開始的神學授課活

動，	 本期的“靈修筆記”欄目強力展示五篇文章，深入討論多個主題，以饗靈修讀

者。在其他專欄裡，“丈夫是妻子的頭”一文用幽默的筆調，從家務小事裏引出聖經

大道理；“從聽道更上一層樓”以略帶嚴肅的口吻，提醒我們注重社會關懷。讀了“

團契生活”的兩篇“農家樂”，你心中也會泛起農場義務勞動中的喜悅浪花。“培

靈奮興的操練與禮讚”展現出春季培靈大會的合一精神，“青少年之夏”（Summer	

2011	with	Jr.	ALIVE）勾描了教會的後生少年們歡樂而有益的暑期生活。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老少同堂，是天倫之樂，而親人離世，則給

全家帶來巨創深痛。在本期裏，我們會讀到楊蘇敏姊妹去世前寫下的生命見證，讀

到“與主同行”欄目裡紀念她的兩篇短文。楊姊妹溫柔寬厚，賢慧能幹，生前把自己

的家當成了團契的愛心接待站。她因信主而找到了天上永恆的家，又以濃濃的主內情

懷，用默默的母性力量，把地上自己家中的溫暖，熱烈地輻射到弟兄姊妹當中。

由個人小家，到教會大家；以有限的人生，融入無垠的福音天地。激浪化緩流，

喧囂歸平靜，侷促變開闊，曲折入通達。基督徒的人生軌跡，正如大江入海，百川歸

一。而那永生的盼望，猶如燦爛的朝霞，升起在前方。

回家的感覺，真好！



   • THE PULSE •  12 .2011    牧者心 牧者心    THE PULSE •  12 .2011 (總第十五期)   3   • THE PULSE •  12 .2011    人物專訪

漫漫歸家路
章 開 第 牧 師

當神的“餘民”（Remnants）經過

七十年漫長的被擄期，讚嘆又感觸地回

抵家園之時，這是從他們心底裡吟出的

誦詞“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

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我們滿口

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

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耶和華果

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耶和

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

南地的河水復流。流淚撒種的，必歡呼

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

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126）是

的，我們的確是像做夢的人，第三次千

里迢迢搬到久違的新英格蘭。與其說這

滿山秋色之美地，對我們有股神韻般的

吸引，不如說是神奇妙的安排，配得我

們最深的敬拜和感恩。

人傑地靈的新英格蘭一直是我們的

最佳學府。三顧的頭一趟，我們來自留

學生查經班所建立的雛型華人教會，進

入中規中矩富麗堂皇的“務本堂”。有

幸得牧長青睞，在多項事工中有份，親

見兄長們任勞任怨地，為當時的四五百

弟兄姐妹屬靈的益處著想。他們的榜

樣，至今歷歷在目。

第二顧是小別後的一年，經過在匹

茲堡清楚全職的呼召，又重返故地，開

始在西郊的“福音堂”成為該教會第一

任傳道。工人學習牧會，教會也在適應

全職牧者的帶領，酸甜苦辣、多彩多

姿。有幸於波士頓地區的牧長們，隨

時不吝指教。友堂的經驗與制度常供參

考。全職牧會，夜班神學雙管齊下的學

習，亦重亦樂。五年之後，被主打發前

往匹茲堡華人教會。十二年中，再再從

同僚牧長學習單純、愛主愛人的榜樣。

持守屬靈的路，即便有不同看法，堅持

不動血氣、不用人手段，單單禱告主。

隨後，經過五年的尋求與等候，舉

家搬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在那裡，我們

所經歷的，的確是“乘風御浪”【原本

是一篇釋經信息（太14:22-33），卻成

為自己的親身經歷】：是主帶領我們進

入風暴，就在我們風暴之中，主正在為

我們禱告，主自己也進入我們的風暴，

並且主教我們做祂能做的——行走在風

暴之上。在其中，我們除了更深地認

識神的恩、神的愛，同時神聖潔與公義

的屬性，不再是神學的課題與頭腦的知

識，乃是面對祂寶座一般莊嚴肅穆的事

實。教會乃是主眼中的瞳仁、手中的珍

寶、是羔羊的新婦，要求絕對的貞節。

如果有人想要“玩”教會，教會的主必

定追討。正像加拉太書所宣告的“神是

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

什麼！”（加6:7）

這次，第三顧新英格蘭，不是自己

期盼的。一向自識是小器皿，適合牧養

略具雛型的中小型教會，使之茁壯。小

家碧玉豈能填大家閨秀？真是在“聖靈

不許”（有如徒16:6-7）另走他途的情

況之下，硬著頭皮答應主的差派的。

說也奇妙，雖與西部的親朋好友道別並

不容易，但是除了三月底剛剛回來那一

個禮拜，對風馳電掣的128高速公路，

以及錯綜複雜的鄉間小道有短暫的陌生

之外，十足有種歸鄉之感。是一種滿有

神的同在，“凡所行的盡都順利”（

詩	 1:3）的印證。連事先沒見過，信任

同工就“搞定”的住處，都再再感恩主

意外的好安排。第一晚飛抵，次日簽

約，第三天搬家卡車到。連專業的搬運

公司，都說少有這麼順暢的跨國越境接

駁；他們不懂得是誰帶我們回娘家的。

聽說這些年來，教會群龍無首、各

自為政。只盼作根小草桿，跟大家一同

走出一道像耶穌基督一樣降卑、無己只

誇十字架的窄路！看人人比自己強、事

事都是主的上好。埋怨是度量差，論

斷是藐視主。欣賞人，快樂感恩；輕看

己，是主耶穌的豐盛。

這幾個月來，做的很少，學得很

多；付出的少少，蒙愛和鼓勵多多。牧

者一直被弟兄姐妹呵護鼓勵，自識蒙愛

的神僕，怎能不為神的國神的家打拼？

一個一團和樂的大家庭，怎會不萬事

興？但願這三千里雲和月的歸家路，描

繪出神在我們身上的巧工。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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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認真地把基督教介紹給我的

人，是我的丈夫李景隆。由於我家裡

信的是所謂的佛教（其實是佛教與道教

的結合），所以我對基督教從一開始就

很排斥。當時我認為基督教是違反科學

的，而且進化論的理論又經過教科書和

老師根深蒂固的置在我腦中，我覺得進

化論是基督教的一大反證。當時，誰和

我說起基督教，我就會以諸般

的理由來反駁。但我根本沒有

意識到當時我心中的觀念都只

是一些我所“相信”的（和迷

信差不多），並不是我想像中

的“真科學”。我也沒有真正

的去找書查證；現在想起來當

時自己真幼稚。

景隆是個理性的人，熱衷於尋求真

理與人生的真諦。他在尋求答案時比

我嚴謹、認真，看了許多有關基督教的

書，我漸漸反駁不了他了。通過他，我

才知道世上有那麼多人為了尋求人生的

答案而花了那麼多功夫—查考、查證、

出書、看書、辯論、辯證……

大概是十年前吧，我們開始接觸到

唐崇榮牧師每週在新加坡一個教堂舉行

的查經班。我們開始去聽，一下就爲他

的博學和舉證折服。他所講的似乎很有

道理，我聽後常會回家和景隆討論唐牧

師所說的道理。但是有了工作後，我漸

漸懶散起來，又不去聽了。不過，當時

所聽到的已經足以讓我知道，基督教其

實是科學的，不但與科學沒有衝突，反

而是科學的源頭。

大約在五年前，我來到了美國加州

灣區，參加了UC	 Berkeley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每週的查經班，認識了

查經班裡熱心的朋友。景隆在我來美國

之前就已經開始參與這個查經班，已有

三年了，與那裡的人非常熟悉。我也

感覺到大家就像認識我很久一般，對我

就像家人那樣的關心。跟他們在一起久

了，我漸漸看出他們在傳教（對我們這

些學生與家屬）上所花的心血、時間、

心力、金錢和禱告。他們也是和我們一

樣的普通人和學生。雖然他們大多是美

國亞裔，但生活上、工作上和課業上的

繁忙和遇到的挑戰與我們是一樣的。然

而他們卻能堅持那份愛，為我們付出那

麼多。這使我非常感動。

在查經班上我們有一對韓國夫婦

朋友，Peter	 and	 Jina。他們在信仰上幫

助我特別多。Jina每週特地跟我結成對

子，上一門基督教的介紹課程。她接我

到咖啡廳或學校，然後根據課程向我介

紹基督教的信仰，並解答我的問題。我

開始時刁鑽的問題還頗多，漸漸明白了

道理後，就不再問那些頑固而無理的問

題了。後來我們也到這個教會的主日

崇拜，發現教會裡的人無私、溫暖，覺

得這個群體的親密相處、愛、包容和體

諒是我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我來自一

個充滿愛的家庭，深知父母與兄弟姐妹

之間的愛。但就算是這樣，我們家裡還

是不能與這個教會所呈現的愛的氛圍相

比。

以前，我根本不認為自己是

個罪人，有時甚至很驕傲的認為

我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後來隨著

聽道、讀經、禱告、討論，才漸

漸意識到自己原來是那麼的自

私、而且喜歡判斷人、心裡壞得

不得了。我這才明白罪是什麼意

思。同時，我也漸漸學會怎麼看

別人——不要只注重別人外在的

成就和地位、而應該看人的行為

是否符合聖經所教導的，也要明

白大家都是罪人，但仍然為耶穌

和上帝所愛，所以我也應該因著他們

是上帝所造的而愛他們，不因他們的成

就，而單單是因為他們也具有上帝的形

像。這個道理我是知道了，但行得還很

淺，我看這將是我一生的功課吧。

除此以外，我也因畢業、失業、

找工作的事情，而漸漸地學會依靠上

帝。近兩年來因為經濟不景，找工作很

困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

程。我漸漸學會珍惜眼前所

有的，嘗試學習不靠自己而

依靠上帝。

後來，我們輾轉搬到波

士頓，這時景隆已經受過洗

禮。我們通過網上的介紹，

找到了CBCGB，參加了這裡的禮拜，也

參加了慕道班。在這段日子裡，我漸漸

覺得我既然相信了基督的真理，相信了

我的罪需要耶穌才能洗盡，相信了祂在

我還沒認識祂的時候已經為我捨身，並

安排我一步一步的認識祂，我就應該受

洗，接受這份來自祂的禮物，成為一名

真正的基督徒。

劉欣宇姊妹來自馬來西亞，目前家住麻省Ar-
lington。2010年8月29日在CBCGB 受洗，屬
信主團契。

責任編輯：張建

接受這份禮物
劉 欣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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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

我是來美國在西雅圖才第一次接觸

到基督教的，最初心裡有的只是無理

由的排斥。先生比我先到美國半年。在

這期間，他由朋友帶領去了當地的基督

教會，得到了很多教會朋友的關心和幫

助。所以，我一來美國，他二話不說就

帶我去了教會。我開始是好奇，但去了

之後卻覺得很不習慣，甚至在心裡排

斥，因為教會與我以前二十幾年所受到

的無神論教育是那麼的格格不入。回到

家後，我就發誓說，以後再也不去教會

了。

可是，事情的發展好像由不得我。

儘管我是真的不願意去，但教會的朋友

卻每週末都主動開車來接我們，週六的

家庭聚會也一定會叫上我們，那種真誠

和熱情讓我無法抗拒。平心而論，人家

辛辛苦苦買了菜，做好飯，還親自開車

來接你，如何拒絕？雖然心裡對教會有

太多疑問，但面對朋友的一番熱情，就

是冷若冰霜的人也不能無動於衷啊！

於是，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去教

會，參加家庭聚會，接觸到更多的基督

徒朋友，也開始去聽一些簡單的講道。

慢慢地，我發現教會的朋友都是那麼善

良、友好。每次見面時，他們都會關心

地詢問最近的生活情況、有沒有需要幫

助的事情。當時我們還沒有車，去華人

超市很不方便。教會的朋友知道後，就

每週輪流帶我們去。這當中尤其有一位

叫桂華的朋友，讓我真正體會到了那種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關愛。她不僅在生

活上照顧我們，帶我去華人超市買菜，

去西雅圖周邊漂亮的公園玩耍，還帶我

去參加一些小型查經聚會。後來我們成

了很好的朋友，在離開西雅圖時我還為

分別而傷心到流淚。

2009年11月，由於先生工作調

動，我們來到了波士頓。來到後的第

一個週末，就有一位叫Linda的楊姓姊

妹與我們聯繫，並且親自開車來接我

們去了波士頓最大的華人教會——波

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後來我才知

道，Linda姐的家其實離我們很遠，光

高速公路上就要開四十分鐘。我們感

謝神，也很感激西雅圖的桂華大姐。是

她一路都在為我們禱告，為我們聯繫教

會，因此才有了Linda姐來接我們的一

幕。

初來乍到，剛剛租到的房子裡空空

如也。同時，因為之前還一直在還先生

讀書時借的貸款，我們那時經濟上非常

窘迫。當得知我們的情況後，教會的朋

友送來了很多生活用品，其中包括鍋碗

瓢盆、桌子、板凳、吸塵器、電視機，

甚至冬天用的圍巾、手套和羽絨服。

城區分堂的喬寧和王冀榮對我們也是

加倍地照顧，車接車送地帶我們去參加

Longwood團契和城區分堂的主日崇拜。

我想，這必定是神的旨意吧。我們

這樣一路走來，一路都有神在引領。儘

管當時我們對神的信心還不是很足，但

祂毫不介意，總是像呵護孩子般地呵護

著我們。這就好像一位慈父拉著孩子的

手，孩子永遠不會走丟一樣。曾經，桂

華在為我禱告的時候說：“父啊，你不

是說尋你的人，就一定要讓他尋見嗎？

曉丹可能還不完全認識你，但她真的在

渴慕你、尋找你。我們把她恭敬地擺在

你的面前，求父一路帶領……”

我想說，我已經真切地感受到來自

神的大愛了。

我的問

雖然經歷了很多的感動，但信仰對

於我還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我還是有

很多的疑惑未能解開。尤其在肯定了神

的存在之後，有些疑問似乎又讓我迷惑

了，其中有個疑問是關乎我的母親的。

我的母親是在我讀高中時過世的，到現

在有整整十年了。這十年裡，我經常想

起她、夢到她，希望她在天堂裡生活。

當然，“天堂”對於在無神論背景中

長大的孩子而言，只是個美好的名詞罷

了。來教會之後，我驚喜地知道了原來

真的有天堂存在，人真的有機會住進天

堂。可是與此同時，我又無比地失落和

傷感，因為我的母親不是基督徒，她甚

至都沒有機會聽到神國的福音。那麼，

我的母親在哪裡？我們又怎麼能再次相

見？

在西雅圖的教會，曾遇見一位高齡

的袁姓老太太，據傳是袁世凱的孫女。

由於袁老太太的父母、先生和許多的親

人都已故多年，她顯得尤為孤獨和寂

寞。本我以為只要她來了教會，就會有

信 與 問
孫 曉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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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年齡的老人與她聊天做伴，寂寞

也會隨之淡去。卻不料，細問之下才知

道，這位袁老太太其實很少與其他人交

流，很少來教會，也不是位基督徒。她

之所以不願意成為一名基督徒，也有她

的苦衷，是她自己不願意，也是迫於某

種思想上的壓力而不敢。

耶穌基督為了拯救世人，願意為世

人的罪上十字架，願意寬恕我們的一切

過犯。為什麼這位袁老太太還會不敢、

不願呢？原來，袁老太太的親人，包括

父母、先生、姊妹弟兄在內，都是虔誠

的佛教徒。她認為，他們死後去到的必

定是另外一個世界，而不是那個叫做“

天堂”的地方，如果她信了耶穌基督，

雖然死後可能去天堂，但這也就意味著

再也不能與親人相逢。而她，是那麼地

思念她的家人。對她來說，不能與他們

相見是件多麼殘酷和不能讓人接受的事

啊！

我也同樣地問自己：我日夜思念的

母親會去哪裡？我一直以來的禱告就是

能夠再次與她相聚。如果因為信仰的不

同，從此就再也無緣相聚，那即便是能

去天堂，我一個人能夠開心起來嗎？要

知道，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再見母親一

面。

神造就我們的同時，也就造就了我

們的情感，一個簡單的“人”字包括了

情感等各方面的豐富內涵。一方面，我

知道，認識神、信靠神、與神親近是至

關緊要的。但另一方面，目前我還沒有

完全理解永生的意義以及天堂的重要

性。我覺得，如果我們來信仰耶穌，不

是因為他的愛和公義，而僅僅是為了得

永生，那跟勢利地謀取一己之私有什麼

區別呢？這也正是我在主裡要進一步找

尋答案的。

孫曉丹姊妹來自中國四川省，2010年11月21
日在CBCGB受洗，屬Longwood團契 。

責任編輯：吳京寧

我成長在一個篤信佛教的家庭。幾

十年來雖然我本身對於來自家庭的信

仰並未曾有過任何的感動，但基於尊重

父母親的因素，我總是依著他們行禮如

儀。基督教對我而言不但是遙不可及，

有時甚至還是不願去碰觸的禁忌。內

子與我結婚以來，雖常有想來教會的盼

望，也因為我的刻意迴避而暫時作罷。

這幾年來我和內人美好融洽，但曾

有一段期間我和家人的關係卻產生了未

測到的變化。曾經是血濃於水的關係，

彼此的心常常是如同世紀般的遙遠。自

己對如此親密應該是牢不可破的感情，

竟然可以這麼的脆弱，深感人生如同捕

風般的虛空而沉痛不已。我現在才明

白，沒有神的愛做人與人關係的中保，

一切都是枉然、短暫和脆弱的。信了主

後我和家人的關係竟然得到了奇蹟式的

改善，對於神的大能和慈愛，我衷心的

感謝祂。

內子的姊姊今年三月份因公來波士

頓開會，他的先生也隨行。三天的時

間，我們兩家有非常愉快和美好的交

往。臨行前，他們送給我們每人一本

精裝本中英文聖經，並透過美齡姊的引

薦，在玉萍姐的帶領下，今年五月中旬

我們加入了愛鄰團契。

神對我厚愛有加。祂深知我的軟弱

不堪和固執抵抗，不但未曾責備，反而

用祂的愛把我們帶到一個這樣親近神的

教會，藉由祂所愛的身體來見證祂的權

柄、智慧和慈愛，軟化我這顆剛硬的

心。愛鄰團契的弟兄姊妹們視我們如

同一家人，關心呵護，查經深入用心細

膩，為猶疑的我開啟了神家的大門。

神的大能讓不同背景、年齡的人結

合在一起，彼此真心相愛。如同我們常

說的教會裡有老的、小的。每個主日崇

拜傾聽潘牧師講道，神藉著一道又一道

聖靈的巨浪，衝擊我屬靈的饑渴。在聖

經的瀚海當中初嘗奔馳的我，驚嘆讚美

神的恩典啟示；我的需要，我人生的疑

惑，都在主的話語中，在對父神的禱告

中一一解開。在不到半年的時光裏，有

數不清的次數，在敬拜詩歌當中，在神

的面前我再也無法隱瞞我的脆弱和對祂

的激動感恩，淚光閃爍無法自己。

八月二十九日在是我父親過世十周

年的日子。神透過張孝惇弟兄一個動作

對我的隱示，我決志信主。主的十年救

贖計劃，救恩來時快得讓許多身邊的人

都不敢置信。神選擇在我人生如此重大

的日子，賜給我如此厚重的恩典。我要

將自我獻出，懇求主指教我、憐憫我與

我同行一生。

建弘和林惠玲夫婦來自臺灣，育有一女，
目前家住麻省Newton。2010年11月21日在
CBCGB受洗，屬愛鄰團契。

責任編輯：李新宇

神的厚愛
黃 建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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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7日，在黃力夫教授主

講的“唯有耶穌”的佈道會上，他用

那已吵啞了的聲音，熱切地詢問著會

眾：“你們當中，有誰願意接受耶穌基

督成為你生命的救主？請舉手。”我再

也抑制不住內心澎湃的激動，缓缓地提

起了手。我想緊緊地抓住，深怕這一道

光束若不抓住，恐怕我親愛的天父，

我的主，要永遠地棄絕我了!“主啊！

請你進到我的生命裡來!”當下，我渴

望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盡情痛快地哭一

場。

激動的情緒後，我感覺如釋重負。

回到現實，那來自於人們欣喜的關切，

讓人感念，但同時又反想著自己完全地

暴露了自己的情緒，讓我有點不好意

思，又在同時，我注意到我先生的臉色

非常的難看，當下我的心又突然沉重

了起來，我問了他一句：“我是不是背

叛了你？”他沒有言語，但臉色仍是

沉重。我知道，接下來我得準備好好

地和他辯駁一番了，這回，我要大聲地

說：“我沒有錯!”我要竭盡力爭：“

這是我們要走的道路，是一條沒有回頭

的路，我們要讀聖經，我們要去教會，

我們要認識這位為許多人的生命帶來平

安與喜樂的救主；你為什麼不信？你的

不信給你帶來什麼好處？你到底在怕什

麼？！”可事後，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

樣掀起了多大的巨浪。他不但没有反

對，而且帶著我姊姊和姊夫送的聖經，

去了美齡和玉萍姊介紹的愛鄰團契和城

區教會。事後，他說：“我當時只是沒

有想到我老婆這麼容易受感動！”。

是這樣麼？這只是我憑著一時的衝

動冒然做的決定嗎？不是！豈不知那是

我心中一直隱藏的渴望---我想要重新歸

向主！我的曾祖父母、爺爺奶奶在臺灣

的台南一生就是虔誠的基督徒，小

時候上過主日學的我們，長大後就

漸漸地遠離了主，家裡客廳牆上掛

著的裱框字“基督是我家之主”，

是那麼地絹秀有力卻感覺突兀，因

我們並沒有行在基督裡，我們的心

思意念也沒有真正地請耶穌基督做

我們生命的主。雖然如此，但因為神的

愛，祂還是在我的心中悄悄地種下了那

飢渴慕義的種子，我被那基督徒總是滿

懷喜樂的生命所吸引，所以在學生時代

參加過兩個團契。但是，主啊！是因著

我的眼蒙蔽了？還是那年輕虛浮的心沒

有開竅？我沒能真真切切地領會祢的話

語，抱怨著沒能得著那樣的平安喜樂，

我再次地離開了祢！

遠離神的日子好嗎？我憑藉著人自

己向上的意志來提升自己，我喜歡激勵

鼓舞人的話語，我追求生命中美好的

人、事、物。但是這屬世的追求，好像

該有的都有了，又好像什麼都沒有擁

有；心靈的空缺似乎永遠沒有得到真正

的滿足，快樂總是短暫的。哪裡可以找

到那生命的活水？可以喝了永遠不渴？

生命的苦難困境，有時直叫人走不出

來。現世屬人的價值觀的綑綁，難以超

脫，我不禁困惑：如果這一切只是苦味

虛空，那何來走這世上一遭？時常我在

心裡吶喊著主，求主拯救我這失落的游

魂。是的，我沒有忘記過主！我一直在

尋，一直在求。主啊！我知道你一直在

垂聽我的禱告，因你原是愛我，因你從

來沒有放棄過我，因你信實的應允：“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7：7)	 	 哦

主！我們感謝你為我們開了門。

主，你不只開了門迎接我們回家，

你更是開了我們的眼和我們的心，叫

我們驚喜地認識了你的信實、公義、

聖潔、憐憫；你給予我們的教導盡是充

滿甜美的恩典與真理—這以前我不理解

的，現在竟一下可以領會了。正如你所

說的：“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主！我相信你的聖靈已充滿我，不

然我怎會一想到我們已在基督裡了這件

事，就禁不住有莫名的喜樂滿懷，又常

為著經上的一句話，聖歌的一段詞，抑

制不住想要奔馳的淚水。這外表看起

來，我好似變得脆弱不堪，但我知道在

主的眼中我是變剛強了。主啊！因著信

靠你，這人生道路的起伏高低沒有變

小，但我們的信心變大了，我們需要你

的慈愛憐憫，要你的同行陪伴。

哦主啊！請你赦免我們的罪，叫

我們做你所新造的，得神喜悅的好兒

女—“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

後5：17)		

主啊！我們要喝你所賜的屬靈的活

水，得著那永生—“人若喝我所賜的

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

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4：14)

感謝主！我的先生也決志信主，因

為有一天，在主日崇拜前，他對著我和

女兒生氣責備說：“進神的殿堂，妳們

也敢遲到！”我就知道他得救了，受洗

是遲早的事，因為神做事總有定時；也

感謝主！我在臺灣的家人都已回歸主的

大家庭，求你繼續保守看顧。

責任編輯：李新宇

一道光束
林 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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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當同事（後來才知道是一

位姊妹）送給我一本《遊子吟》時，我

懷著勉為其難的心情收下。晚上臨睡前

拿出來想看看，還得擔心先生奇怪的眼

神。作為一個生物學科研工作者，看了

這本書，我對科學和信仰開始了新的思

考。後來儘管美國的同學打電話來時提

到過福音，但因為一直忙於工作和家

庭，加上國內的條件，沒有機會更多地

了解和認識神。然而，我時常感到，我

需要一種依靠。

我一直自以為自己是個追求真、

善、美的人，看不慣別人為爭名奪利而

處心積慮地算計。但當自己付出的勞動

不如別人算計後所得到的多，又開始懷

疑自己的價值觀。這種矛盾，常常使我

要用所謂的意志力來調整心態。這樣的

反反復復，讓我時常覺得身心疲憊，有

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我也不時有諸如

出國、去西藏支教等逃避現實的想法。

靠著神的引領，今年年初我來到了

波士頓學習。感謝神的預備，我一來

就有幸遇到了Longwood團契的兄弟姐

妹們。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了神與他

們同在的喜樂。在這裡我第一次讀到

聖經。和想像中的經文不一樣，聖經無

處不在地告訴我們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神，而且祂對我們的教導和關懷是那麼

地無微不至。通過查經學習和主日崇

拜，我進一步地認識我們的神。

短短幾個月，神在我和我的家人身

上有了奇妙的做工。曾經自詡是堅定的

無神論者的先生開始歸信主；可愛的女

兒對聖經及其相關的書籍愛不釋手，成

為蒙神垂愛的孩子。靠著神的恩典，我

們一家在美國度過了一段非常快樂的時

光。轉眼我們即將回國，回想剛來時把

發表兩篇文章、提高英語作為美國之行

的意義，更是由衷地感謝主，帶領我在

這裡得到了最寶貴的，那就是基督。與

耶穌基督同在，我再不會感到孤單和無

助，從此會有更加豐盛和喜樂的生命。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

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

門。”(路加福音11:10）願更多的人蒙

恩得救！

劉莉姊妹來自中國四
川 ， 目 前 家 住 麻 省
Brookline。2010年
11月21日在CBCGB受
洗 ，屬Longwood團
契 。

責任編輯：張建

我因何信
任 德 洪

在信主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經歷和故事。我在大陸出生長大，基

督教對我們而言是封閉的，特別是在改

革開放前。但到了美國以後，我看到處

處教堂林立，大多數人都上教堂做禮

拜，基督徒一般都很樂意助人。這是我

對基督教的基本印象。我有個好朋友在

加州，沒想到他的生命歷程竟對我帶來

了很大的啟發和震撼	！

當時，我的好友經過刻苦學習，辛

勤耕耘，取得了醫生執照。沒料到當他

剛要享受豐收的喜悅時，無情的癌症向

他襲來，將他的大好前程遠景一舉粉

碎。然而，在他與病魔搏鬥時，教會的

弟兄姊妹輪流照顧他的衣食起居，給予

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並且在心靈

上支持他安慰他，這也是在他生命的最

後一段旅程中從神而來的恩典，使他平

靜地安息主懷。

他的追思禮拜去年五月在加州舉

行，由教會和加州醫學協會共同主持。

牧師談到在我朋友生命的最後時刻，

他帶領幾位弟兄姊妹去看他。我朋友

說：“我信主已有很長的時間，也得到

了很多神的恩典。我即將要走向天國，

弟兄姊妹們我先走一步了，我在天國熱

烈地歡迎你們。”	

牧師說，這番話對非基督徒而言，

好像是不吉祥的，但對信主的人來說卻

是莫大的榮耀。我聽了之後很受感動，

這也是我不認識主以前所感到迷惑的。

追思會後，牧師知道我們是從波士

頓、費城、佛羅里達等地來的，就邀請

我們參加他們的主日崇拜。這所教會約

有一百多人，給我的感覺十分溫馨。牧

師說你名字是任德洪，我們教會認得

你，你一定要去教會。我回到波士頓之

後，他們還打電話來關心我。

正巧我有個朋友是這教會青橄欖團

契的姊妹，我因而參加了星期五的查

經班。團契的弟兄姊妹非常熱情地歡迎

我，使我憶及在加州時的情景，讓我感

覺有如身處於一個和睦的大家庭中。通

過每周五的查經，我逐步對神有更多的

認識。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參加了黃力夫

教授的佈道會。他說地球是上帝創造

的，人類也是上帝創造的，他引用創世

記來說明神的奇妙創造。世界上有很多

事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而這位宇宙

萬物的主宰卻是無所不能的。透過黃教

授的闡述，我認識到神是多麼的偉大。

我們是上帝創造的，我們是神的兒女，

所以那天我決志信主了！

任德洪弟兄來自中
國上海市，目前家
住麻省Wakefield，
育有一子。2010年
8月29日在CBCGB 
受洗，屬青橄欖團
契 。

責任編輯：鄭智美

耶穌基督 
我的磐石

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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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大陸杭州，是典型的85後獨

生女。我成長在一個地道的書香門第：

父親是大學英語教授（領域：英語語源

學，語法學），母親是中學歷史老師（

領域：西方近現代歷史），至於祖父，

他研究英美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同時

也是個詩人。總之，他們研究的領域都

與西方文化相關。但他們從來不去了解

西方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就這樣，

我長大了，和同齡人一樣接受著無神

論，運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學習生活。

2005年6月，我參加了全國統一的

高考（考大學），並打算報考南京大學

（原國立中央大學）。但是那年我考試

沒發揮好，僅一分之差被南大的大門擋

在了外面。接下來，我只能報考二類的

本科學校。可以填報三所志願學校外加

一個“參考學校”。當時我一心想去上

海，故而報考了三所上海的學校。本來

我並不打算填寫“參考學校”一欄，

因為我相信以我的成績可以去任何一所

二類的大學。交表那天，我眼瞅著空著

的“參考學校”一欄不怎麼好看，就大

筆一揮寫了“溫州醫學院”，說實話那

時候我連溫州在浙江的什麼位置都不知

道。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三所上海的大學居然拒絕了我，即使我

已經超過了它們的錄取線，最終我的報

考檔案被扔到了溫州醫學院（一個差勁

的學校）。

從南京大學到溫州醫學院，我體驗

了一次蹦極才有的感受，只不過獲得

不是刺激感，而是痛苦感。2005年9月

7日，我懷著極度鬱結苦悶的心情開始

了我的大學生活。我讀的是醫事法學，

在醫學院是個又小又弱，被人

鄙視的專業。強烈的憤慨油然

而生，我開始怨天尤人，變得

孤傲乖戾。我看不起身邊的同學，待人

刻薄。因此幾乎沒有人願意做我的朋

友。就這樣，我埋頭在學習中，圖書館

書桌的一角、寢室的床鋪和食堂飯桌成

為我生活的全部。孤獨、苦悶的生活延

續了兩年，我也變得越來越灰暗，越來

越敏感，以至於室友建議我去看心理醫

生……

2007年10月，我的舅母因胃癌去

世了，年僅三十七歲。這是我第一次面

對死亡。舅母的病故讓我陷入了思考，

也讓我走進了迷茫：我活著就是為了體

會痛苦嗎？兩年來我幾乎沒有笑過，我

為什麼就不能過快樂的生活呢？我快樂

的生活在哪裡？恰好這個時候，有一位

姊妹走入了我的生活，她帶我去了青年

福音會，這是我第二次接觸基督教。

我第一次遇到福音是2005年9月8日，

宿舍的門被一個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叩響

了。那時，我只不過瞟了眼來訪者罷

了，但她讓我知道這裡有福音。如今回

想起來，這些都是神對我的召喚啊。溫

州是整個中國基督教最發達的地方，那

裡有公開的教堂，大大小小的聚會。在

大學城，青年福音會已經成立了超過十

年。三代信主的家庭不計其數。我陰差

陽錯地來到這裡竟是主的安排，我這個

愚人卻始終不知。

我跟著姊妹參加聚會，和他們一起

研讀聖經。漸漸地，我變了，我變得陽

光起來。但是，我得承認那時我還是那

麼的愚鈍，沒有認識我的神，時常，我

還會痛苦，還會抱怨，我還在為將來的

打算不停地辛勞。但是，那個姊妹卻始

終關心我，還經常為我禱告，這的確讓

我非常感動。我也開始學會自己禱告，

雖然很多時候，心中帶著懷疑，但我能

夠確信一點，我的痛苦感越來越小了。

很快，大學生活結束了，我工作

了，同時開始了美國學校的申請。我放

棄繼續從事法律工作，轉而中意的心理

學專業。跨專業申請難度已經很大，心

理學專業申請又是難上加難。我吸取了

高考填報學校失敗的教訓，申請策略非

常保守，把重點放在排名靠後的學校。

對於Top的學校，我幾乎不抱希望，以

至於，再次大筆一揮，申請個Brandeis	

University以滿足失去過的名校夢。說

實話，我連Brandeis在美國的什麼地方

都沒搞清楚，就“送”了$55美金。很

快，我接連不斷地收到拒信，滿心的

希望變成了失望。我開始不斷地禱告，

說“主啊，雖然我有很多地方還不太了

解你，但我希望你能打開我的智慧讓我

認識到你是一位真神。求你憐憫我，讓

我能被美國的大學錄取。”

2009年4月20日，我突然接到

Brandeis的通知，要求面試。我又驚又

喜，幾乎不敢相信這是個事實。除了主

的恩賜，還有什麼能解釋這一切呢？我

不停地禱告，求主憐憫。	4月29日，我

收到了來自Brandeis的錄取通知書，我

知道它不僅僅是一張通行證，它是主向

我顯示祂的大能。那一刻，我真真切切

地信了。

 不該得著的愛，
          竟然得著了！

湯 宇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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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回首看去，主離我是

那麼的近，他一直與我同在，即使

我還沒認識他：讓我來到溫州認識

他，讓我體會了挫敗，卻又帶領我

走出來，並賜予了我想得到的和我

還沒想到的—聖靈的果實就在我的

裏面紮根了，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加5:22-23）浸滿了我。我變

了，徹底地告別曾經的我。我不再

抱怨，不再痛苦，心中充滿了莫名

的喜樂，臉上總帶著笑容。朋友們

見到我，都很驚奇，說我和五年前

相比“判若兩人”。這都是主的恩

典呀！

來到Boston的第一天，我就打

聽教會，迫切地想成為基督徒，行

在神的國中。	 2010年9月17日，我

做了決志禱告，並參加了受洗班。

在那裡，我更深刻地認識了神，祂

是那樣的大能，是如此地愛我們；

而我，一個罪人，生活在罪中卻洋

洋得意，本不該得著主的愛，竟然

得著了。

漫漫黑夜已經過去，感謝主的憐憫，我
回家了，得著喜樂與平安。我願意一生
跟隨主，認罪悔改。我願意每日行走在
神的國中，保守心志。讓聖靈的果實在
裡面越長越大，終了，載著我與父神同
在！

湯宇恬姊妹來自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目
前住在麻省Waltham。2010年12月12日
在CBCGB受洗，屬Brandeis契 。

責任編輯：張眉

廖元威牧師，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代

理院長（2010.7-2011.7），接受本教會的

邀請，於暑假期間開設一週的倫理學課

程，受到熱烈的歡迎，參與選修學分的

弟兄姐妹高達40餘人，連同旁聽的共有

一百多人。在炎炎夏日裡，密集的課程

和作業，使大家倍嘗校園苦讀的煎熬。

然而如今懷抱著豐收的喜悅，又不禁回

味無窮。我們很高興能藉機與廖牧師輕

鬆話家常，認識到他生活的另一面。

家園心路  迂迴轉折　

我的父母都是福州人。我父親年輕

時到緬甸，抗戰勝利後，回到家鄉跟

母親結婚，1949年後，他把母親帶往

他熟悉的緬甸，所以我是在那裡出生

的。1964年，全家搬到臺灣定居，那

時我還不滿七歲。

至於有人問我是第幾代的基督徒？

那就不容易回答了。據父親說，我的曾

祖父是家鄉第一批信主的，可是我的祖

父不是基督徒，我的祖母是很好的基督

徒，親手領著父親上教會。我母親原不

是基督徒，結婚後，跟著父親去教會。

剛到臺灣時，我們在南海路建國中學對

面的一所教會聚會。上了一、兩年的兒

童主日學後，我家搬到另一處，我就跟

教會中斷了。

高中時，我常聽空中英語廣播，節

目結束時都重覆著：如果你對學英文有

興趣，歡迎你參加聚會，其中，台北

地區就在信友堂。所以我從1975年4月

起，開始到信友堂參加禮拜天下午的英

文聚會，但是目的是學英文。那幾個月

裡，神的道再一次的在我的心中，等待

合適的時機發芽生長。

命在旦夕　靠主得救

我願意服事主，跟我信主息息相

關。

高二那一年暑假，我因為胃穿孔併

發腹膜炎，送到醫院急救。就在生命垂

危之際，我向神呼求，經歷到神的拯

救。當時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動，就是神

聽了我的禱告，我所經歷的，不但是身

體得醫治，也教我開始思想活著的目的

和意義。

住院的頭幾天，每次醫生訪視我

時，都會對我說，“你的小命是撿回來

的。若不是那天晚上送醫的話，你就沒

救了，因為腹腔已經嚴重地感染了。”

他的話使我想到，若說我的小命是撿回

來的，到底神在我生命中有什麼計劃

呢？

我請哥哥把家中的聖經和荒漠甘泉

這兩本書帶來。坦白說，那時我已離開

教會很久，在信友堂三、四個月，也沒

有真正讀聖經或任何屬靈的書籍。回想

起那時在醫院裡讀經，根本不知究理，

尤其是舊約。讀荒漠甘泉比較有感受，

因為是勵志性的，是聖經真理在生活中

的應用，比較能領受。有一晚，我在思

考人生問題時，似乎有一個意念，或者

是聽到一個從主而來的聲音說：“我要

用你”	。

歷經好幾年的時間，我算是明白了

這句話。

我清楚被蒙召的時間，應該是我大

三時，在校園團契所辦的第一屆青年

宣召大會上。那一天晚上，培靈會的講

員就是林道亮院長。培靈信息後，呼召

全職事奉，我就很嚴肅的把我生命的主

權，交在主的手中。大學畢業後，我參

加華神的一些研討會，神再藉著一次次

的呼召，堅固我的心志。對我而言，走

全職事奉的道路，不是一夜之間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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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歷，而是長期的尋求。

畢業一年後，我進入華神接受裝

備，1985年畢業，就真正開始全職事

奉。

初次約會　探問婚姻路

有幾件比較關鍵有趣的事，我可以

提一下。

我在大三暑假時，第一次跟我太太

約會，跟她談的第一件事，就是神好像

在呼召我全職事奉，如果我們要交往的

話，她必須有心理準備，是不是能夠成

為一個傳道人的太太？是不是有這樣的

心志？

第一次約會，就談這問題，實在是

非常嚴肅的。現在回想起來，有點不可

思議，那時她也才信主一年多。我猜我

當時是希望一開始時，能把道路的問題

講清楚。這樣的話，或許可以避開交往

中一些不必要的困擾。雖然那時候還年

輕，但是我覺得我裡面有一個很清楚的

概念，就是如果要交往，是以結婚為依

歸，所以要先把人生的目的和神給我們

的託付講清楚，以免浪費時間。如果她

說，我對全職事奉沒興趣，或者說，上

帝沒有要我做這個，那可能就代表著神

沒有要我們交往。

很特別的是，她回答說，她大學的

時候身體很不好，不知道是否能承受這

樣的責任和挑戰，但是她說，她願意。

第二件事，是全職事奉的呼召。我

是在第一次青宣，接受神的呼召，她是

在第二次青宣，我想那是神在我們身上

分別做的工作。

另外，就是在我們的婚姻中，經歷

了一些挑戰。我是所謂的外省人，她是

本省人，我內向，她比較外向，我在都

市長大，她在鄉下長大，我們的差異還

滿大的。特別是跟她交往時，她的父母

就清楚表明，反對我的外省背景，不太

能接受我要做傳道人的事實，因為她家

裡是傳統拜拜的家庭，她信主時，就已

面對了一些逼迫。

從剛開始的不能接受、反對、到後

來覺得好像不能改變女兒的心意，就莫

可奈何地讓我們走婚姻的道路。一直到

後來，他們接受我們的信仰，甚至覺

得做傳道人也不錯，這是神很特別的工

作。

愛情風雨時　和平耐心走　

我們兩人都是乖乖牌的孩子，當我

們面對親人反對的時候，都沒有採取激

烈抗爭的溝通方式。我們讓長輩知道我

們的交往是很認真的，感情是真實的。

她母親知道我們的交往，可是大學畢業

後，她就積極地幫女兒介紹對象和相

親。然而，這些都慢慢地走過了。我在

這中間體會到，當家庭的攔阻出現時，

關鍵還是在當事人，如果兩個人都清楚

神的帶領，就應該堅持下去。我不贊成

用爭吵或是抵抗的方式，如果我們溫和

又很堅定的話，神會按著祂的時間來開

路。

我進神學院那一年，她的弟弟正在

服兵役，有一次因為B型肝炎住進三軍

總醫院。因為家在南部，她也在高雄

教書，探病不方便。正好華神在三總

對面，所以我就負起責任，關心他的病

情。在他院的三個月裡，我少則一週一

次，多則二到三次去他那裡。於是有很

多機會跟她弟弟談話，彼此認識，我跟

他作見證，也帶學長跟他談。他弟弟沒

有信主，我想，這跟家庭的壓力有關，

因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不敢改

變他的信仰。他說，你們基督教很好，

但是我不能相信。

可是神使用他弟弟，對我們的婚事

帶來正面的影響。因為他的母親非常重

男輕女，所以弟弟說話，就很有影響

力。她弟弟不懂母親為什麼攔阻我們？

力勸我們早點結婚。我岳母讓步了，在

我進華神第一年的寒假，我們訂婚了，

不過她要我等到畢業時再結婚。可是沒

想到半年之後，她就讓我們結婚。在這

裡面，我們看到神很奇妙的帶領。後

來，我們帶領她妹妹信主，現在，妹妹

還是教會的執事。

信仰 vs. 世俗倫理 ＝挑戰        

我在神學院求學的時候，對倫理

學就很感興趣。1985年自神學院畢業

後，到高雄牧會，當時聖光神學院邀我

兼課，我很心動，也很有興趣，但是我

知道我剛牧會，還有太多事情要學習，

所以就婉拒了。幾年後，他們再邀我兼

課，教的是舊約大、小先知書。然而，

倫理學一直是我心中的負擔。我92年

到97年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選了博士

班幾門倫理學的課，資格考要考四科，

我選了倫理學為應試科目之一。一路下

來，我對倫理學的興趣更高昂，很願意

花時間去研讀。

真正開始教倫理學，是在新竹信義

神學院。我把過去所學，整理出來成為

教材。十多年來，雖然教的次數，不如

教會歷史或信仰神學來得頻繁，但是在

教導當中，我做了更有系統的整理，希

望能愈臻理想。

美國是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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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來，清教徒在北美扮演了相當

重要的角色，對文化的奠基和發展，

有非常關鍵的影響。過去四、五十年

裡，整個世俗化和所謂的現代化文

明，使得在北美生活的基督徒，面對

著同性戀議題，以及科技、複製人、

幹細胞、胚胎細胞等的研究，有著更

大的壓力。

跟道德議題最相關的，就是同性

戀跟墮胎問題。在很多文化裡，墮胎

幾乎不是問題，北美在多年以前就已

墮胎合法化，為什麼現在偶爾還會在

社會上引起爭論？很明顯地，就是

跟基督教的信仰有關係。因為尊重生

命，跟胎兒何時開始算是生命很有關

連。另外像是同性戀，如果從人權切

入，或從相對的道德觀切入，同性戀

不會造成太多的爭議，可是如果從基

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同性戀依舊是

一個議題，因為按照嚴謹的解經，按

照正統的信仰，同性戀是錯誤的，在

神面前是罪。當然異性戀婚姻之外的

性關係，也是錯誤的。對於住在北美

的華人基督徒而言，我覺得這些都是

很大的挑戰。

基督徒要儆醒，要常常為整個文

化的走向來禱告，在教會中，除了教

導外，甚至要聚在一起討論，具體地

知道怎樣面對這種高度的世俗化。在

這高舉人權的時代，持守聖經的價

值觀是莫大的挑戰，基督徒要裝備自

己，站立得穩，在社會上發揮光和鹽

的作用，作美好的見證。

華神的服事與寄語

神學院不能獨立於教會而存在。

華神從1970年成立，就是為訓練神

國的僕人而設，對於學識、靈命和

事奉三方面，均衡並重。加強聖經和

神學的廣度及深度，使能對基督徒信

仰、基督教真理有更全面的學識。在

靈命方面，以前的教會不太信任神學

院的基督徒，總覺得神學院是靈命的

墳墓，有的人進神學院，把靈命讀丟

了，熱忱澆滅了。我們希望經過華神

的裝備，不僅知識增加，靈命更是被

挑旺了。在事奉方面，華神有週末及

暑假全時間投入教會的實習，也包括

海外短宣或其他方面的訓練。

另外就是在過去這十多年裡，我

們對宣教宣言做了幾方面的整理。第

一，就是培育神國僕人。第二，是連

結福音夥伴，包括教會和福音機構。

神學院的學生來自教會，裝備完後，

回到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奉，華神應

和教會有密切的配合和連繫。第三，

回應時代的議題，其中，倫理議題佔

很大的部份，我覺得華神過去這些年

裡，做得還不很理想，是我們要繼續

努力的地方。

責任編輯：趙維新

編者按：蔡茂堂牧師，臺灣彰化人，精

神科醫生出身。 1975年台大醫科第一名

畢業。曾任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恆春

基督教醫院院長。回應神的呼召，從醫

師轉為牧師。曾就讀於四個神學院，有

十五年牧會的經驗。歷任路加傳道會總

幹事，東安台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芝

加哥台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2002年在

美國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獲博士學位。

目前是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

師。他與師母許信貞，育有二男一女。 

2011年9月23日到25日來到我們中間傳講

神的信息。九月二十四日，在一天三堂

演講之後，還欣然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蔡牧師在百忙中接受我們的採訪，

聽說您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請您介紹您

的家庭背景和信主的心路歷程。

爸爸1是我們家第一位基督徒，

在蘭大弼醫師2（David	 Landsborough	

IV,1914-2010）的影響下，跟他學習，

從他那裡得到信仰。他一生遇到很多打

擊，就像約伯一樣，但我奇怪的是，碰

到那麼多打擊的人，為什麼還堅持他的

信仰？爸爸對我來講是個很特別的見

證。年輕的蘭醫師在我看是另外一個

見證。是上帝祝福他，讓他成為英國皇

家院士，讓他在英國得到最好的醫學教

育，讓他可以到中國，到臺灣作醫療宣

教士，做他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一直都

是給，他把神給他的愛給我們。在爸爸

身上，我看到了一幅信仰的圖畫，神剝

奪一個人，他就抓住神。蘭醫師給我看

到了另一幅信仰的圖畫，神賞賜一個

人，他就分享。這兩個人都是神的愛，

給我兩個方面的體會，讓我在上高中二

年級時，在信仰掙扎的時候就決心嘗試

一下，如果上帝可以影響我爸爸到這地

步，在一切打擊下還會抓住上帝，這個

上帝值得我去考慮。如果上帝可以讓蘭

醫師得到神的恩典，不自私地用在自己

的享受，而是全部地付出，這個上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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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我考慮的上帝。我個人挫折的背

景，在學校遇到挫折，在教會也遇到打

擊。當時我就對教會很失望，幾乎要放

棄了。可還是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我

要確定上帝是真的還是假的，只是心理

作用還是真的存在。結果真的讓我清楚

感受到，上帝是真的存在。我的信主過

程就是這樣。

您原來的專業是醫生。是什麼樣的呼

召，使您把自己奉獻給主，成為全職牧

師？

因為我確信神是真的，那麼當醫生

不當醫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也就是

說，上帝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這

是我高二時做出的決定，我對自己當時

的描述是拼命做基督徒。如果命都可以

拼的話，你不過放棄自己的專業，算什

麼？上帝給我很多，來美國，我念了四

個神學院，都是神的恩典，讓我可以在

不同的神學院學習。經歷主的感覺，是

神撐開了我的眼界和心胸，包括對神學

的看法。

看到神也能使用我，我感謝主，我

的醫學背景還是有用，因為它訓練了我

的思維方式。我只是沒有拿它來賺錢，

並不是沒有用。神給我夠用，孩子都長

大，賺錢不賺錢都把日子過了，真是夠

用，所以感謝主。我的專業轉到牧師，

其實不是那麼掙扎。我要信主那個時

候的掙扎比較更大。確認了上帝是上

帝，那祂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所以

第一步過了，祂既然是上帝，你跟著祂

去做，你絕對佔便宜。你不會吃虧，對

不對？祂不會欺負你，祂愛你，你碰到

困難祂會幫你，那為什麼你不跟祂呢？

跟這個老闆當然好啦，為什麼你又跟別

人？這是很自然的，有什麼好誇口的？

有什麼好覺得偉大不得了的？沒有什

麼，我還沒有餓肚子，我還沒有什麼被

砍頭，都沒有啊。拼命都還沒有拼啊，

我只是把專業改了一下而已。現在同班

同學越來越多人，他們以我是他同學為

驕傲。以前我要當牧師，他們說我，信

教信得發瘋了，怎麼會這樣子？我這樣

走下來，反而現在成了同學們的驕傲。

我有個同學也去唸了神學院，現在去泰

國當了全時間傳道。所以你看到神對我

們班上的基督徒也一個一個地呼召。這

也是恩典，整個給我們就是恩典。

在您的服事中，您是怎樣經歷神？感受

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是真的。因為

我的背景很貧窮。從我開始唸書到現

在，都是神的恩典和作為。否則我不可

能念台大醫學院，考上又怎麼樣，我連

書都買不起。我沒有一本教科書是自己

買的。書都很貴。神就安排我，我有一

個親戚他很有錢，他的孩子就唸高我一

級的台大醫科。他是每本書都買。所以

我每學期騎著腳踏車，把上學期的書，

抱去還他，跟他換下學期的書。他唸過

的他不需要，所以人家有的書我都有，

可是我沒有出一毛錢。可是要小心不能

在書上面亂劃，因為是別人的書。所以

我養成了習慣，看書不劃。那只是書，

可是我每個月生活要錢啊。我在那個時

候就想當家教。神就讓我一個家教接一

個家教，七年就這樣。沒有一個家教可

以長期連續教。教得好教不好，半年或

是一年就沒有工作。當我快沒有工作時

就禱告。這個情景一直到我唸博士。

我唸博士的時候，因為小孩子不肯

跟我去。我在洛杉磯，我的教授跑去芝

加哥。我去問他，我想唸整合心理學和

基督教的課程，把精神醫學、心理學和

基督教信仰做一些整合的研究。那個教

授說可以教，所以我是衝著那個教授，

從洛杉磯跑到芝加哥。我的家、孩子們

都在洛杉磯，我問孩子，說爸爸要去，

你們跟爸爸一起去好嗎？他們說不要。

我就拿兩個提箱走了。我老婆就很辛

苦，這邊有孩子，那邊有老公，她兩邊

跑。

唸PhD很貴，我還要考慮我孩子唸

書的錢。我當時都沒有工作。那怎麼

辦？神居然就讓我洛杉磯牧會的一個還

沒受洗的基督徒幫助我。他告訴我，我

講道演講的錄音帶，應該有人想聽。他

就教我做錄音帶。我們就在洛杉磯登記

了一個公司，賣的就是我的錄音帶。從

那個時候起，我老婆是老闆，我是工

友，三個小朋友是非法打工的同工。我

們的工廠是在客廳，我老婆學會把講話

的聲音和音樂合成在一起。我老大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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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他懂電腦。就像烏鴉銜肉那樣，

我是靠那個走過我攻讀PhD的五年。人

家請我去講道，我就拖個大箱子，裡

面沒有什麼，就是我的錄音帶。

有一次我的老二大學要交學費，

我銀行裡的存款不夠，我們就禱告，

那天剛好我被邀請去一個中國教會講

道。一般我帶一個旅行箱，整個賣光

可以賣到將近一千塊美金。我的孩

子上學需要四千塊，所以是不可能

的事。有時候賣不完，我就拖回來。

那個教會也不大，所以我不抱太大希

望，但是跟神說了這個需要。沒有想

到那天賣得極好，他們買到不夠，

就預付錢要我回家再寄。就超過四千

塊。做夢也想不到，會賣得這麼好。

上帝就是都會給我需要的再多一點

點。每次我改變工作，我的薪水是

下降不是上升，從醫生到牧師下降很

多，然後從臺灣到美國，讀書還要花

很多錢，但是不夠神就補。耶和華是

我的牧者。真的，祂供給我們。

請您談談在您的服事中，師母及您的

孩子們對您的支持。

孩子不支持也不反對，爸爸要做什

麼他們也不能說什麼。太太是百分之

百支持，她是上帝給我的最大禮物。

我想讀PhD，但是教會牧會根本沒有

時間去唸。

所 以 ， 後

來我就不講

了。當我快

五十歲的時

候，有一天

我老婆跟我

說，你不要

忘記你幾年

前出國的時

候，你從神

領受的你想

要讀PhD。

我說小孩子

要唸大學，我再去唸PhD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我的老婆說，我們臺灣還有一

棟房子，只要你肯唸，我們把房子賣

掉讓你去唸。我們後來沒有賣房子，

我賣的是錄音帶。所以神是開路。但

是，老婆那樣的什麼都不要，就是要

老公實現他的夢想，這是神給我的最

好的禮物。我自己都想放棄了，她覺

得不應該，她說神給你的恩賜你要衝。

在我PhD還差一點還沒有完成的時

候，沒有時間去寫最後那個論文，神

給我找到一個退休的宣教士，他中文

也懂英文也懂。他幫我改我的英文，

那一個月很可憐，我就是不顧吃不顧

睡，拼命把論文弄完。我弄完了送給

他，他要修改英文，一個月拿出來，

交給學校。我就跟他說，謝謝你，我

請你吃頓飯。他說你可不可以讓我睡

覺。吃飯不重要，給我睡覺就好。所

以神給我很多恩典，除了太太以外還

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

注意到您在臺灣和美國幾個教會當過

牧師，臺灣教會與美國教會各有什麼

特點與需要？

臺灣的教會跟美國的教會不一樣，

臺灣的教會現在有一點美國化。基本

上來講，臺灣的教會比美國教會對傳

道人更尊敬。因為有辦法到美國，不

管是中國來的，還是臺灣來的，香港

來的，都已經經過某種篩選。不管是

跳機的、合法的、留學的，你都有某

種的才能，你才可以移民。移民是一

個很大的篩選，篩選過的人就一定是

精華，一定是頂尖的，他們對傳道人

的期待要求，就跟在故鄉的人不一樣。

另外，當然還有兩種文化、兩代之

間的差異。美國有美國的挑戰跟美國

的機會，因為移民比較容易信主。在

故鄉困難比較少，可是信主的機會也

比較低，他們完全依靠主的需要沒有

那麼大。他們要離開原來信仰的壓力

很大。在臺灣佛教的影響很大。在美

國是後現代、多元化、無神主義的影

響很大。

臺灣都是拜拜的，你要他拜上帝，

比不拜上帝有時還容易些，因為他本

來對神已經相信，他是有神論。特別

的影響倒是家族的壓力，而不是佛教

的壓力。拜祖先的問題，這個壓力更

大。可是我們如果用尊重他、等他、

讓他有困難的時候就學習禱告的態度

和方法，我覺得一般都可以接受。

祖先的問題，我們教會要面對，

對臺灣人來說，對待祖先就應該要孝

順。聖經要我們孝敬父母，問題是你

教會怎麼面對這個問題。臺灣人不認

為這是拜偶像，可是基督教認為這是

偶像，問題就出在這裏。這個認知不

同就讓臺灣人不敢相信，以為信教就

是不孝。這個就很難，不是基督教的

問題，不是臺灣人的問題。問題在宣

教士。宣教士到臺灣的時候，他們自

己的背景沒有這個東西，他們就說你

信教就把這個拿掉，木頭砍掉，放火

燒掉，這樣就乾淨了，除偶像。可是

問題就是給人印象，你那樣殘忍，你

的祖先你都砍呀。清明的時候大家都

在拜。

我一直想說，教會應該辦一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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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儀式的紀念。因為那個本身沒有什麼

不對，我們感謝上帝給我們有我們的祖

先，給我們留下好的遺產。所以我在我

們教會每次清明節就辦一個華人追思禮

拜。教會必須要給大家一個管道，那種

跟祖宗的孝順關係，不應該當作罪。可

是怎麼做，這是個臺灣教會必須要去面

對的問題。就是做法的問題，並不是臺

灣人不願信耶穌。

基於您深厚的神學及精神醫學造詣，請

您簡要談談有關鬼附與精神病方面的問

題。

精神醫學說沒有鬼，聖經寫的時候

沒有精神醫學；所以要討論精神醫學跟

鬼的關係，就有一個困難。聖經裡面沒

有精神醫學的資料可以討論。精神醫學

基本上受科學主義的影響，精神醫學一

直往行為科學方向轉，那麼就要否認那

些不能證實的東西，什麼鬼啊，神啊，

精神醫學當然要否認，因為若不否認這

些，它自己就要被否認掉，就不會被接

受到科學的領域。這是一個困難。那麼

基督徒要從事這行業，他就必須知道怎

樣面對這樣的挑戰。

最近整個醫學界都發現，人不只

是有身體和心理，還有所謂靈性，這

是科學界自己發現的，所以鹹魚翻身

了。現在和尚、牧師在醫院中被歡迎

了，這是整個時代帶來的變化，也給

我們更多的機會。所以傳福音的機會

其實是有，可是太慢。所以要克服的

不是排斥，是自己的時間不夠，這個

要克服。

鬼附和精神病對我來講，在於你

站在哪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同

的角度，就會有不同的解釋。我的立

場，我相信聖經講有就有。但這並不

是說，現在所有牧師說的鬼附都是鬼

附。因為一般牧師沒有精神醫學的背

景，會把看不懂的、怪怪的現像都和

鬼附套起來，這是容易犯的錯誤。另

一方面，一般精神科醫生沒有唸過聖經

的，會把所有科學不能證明的都當成

迷信。這兩邊都有問題。必須要有些標

準，把一些情況排除。我有那個背景與

能力來做這排除的工作。就是說先排除

精神分裂症，排除憂鬱症，該排除的都

排除掉了，我才考慮鬼附。我有可能會

偏低診斷鬼附，我大概不會把精神病診

斷成鬼附。

對這次佈道會，您有何感想？對我們以

後舉辦這類的佈道會，您有什麼建議和

勸告？

對這個佈道會，我很感謝主，因為

我們教會（CBCGB）是一個有心佈道的

教會。聽起來是有計劃，有持續性的。

因為傳福音很重要。我們教會早期也許

是臺灣來的、香港來的多，但是慢慢

中國來的多了以後，我們教會不會被政

治、或者地理因素所束縛，我們是對所

有華人開放的。這一點我感謝主。

這次佈道會的主題是“如鷹展翅”

。太多的基督徒只講“如鷹展翅”，不

是不對，可沒説全。那樣講會給人誤

導。讓人家誤以為信了上帝，飛上天

了。我是覺得神給我的領受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有責任講清楚。是有飛天的經

歷，可是不會永遠飛天。這是我們希望

傳達的。我也鼓勵你們，你們整個佈

道會的安排，有音樂組，陪伴的、跟進

的、照顧的同工。你們這個做法可以成

為很好的模式。不管是北美、中國、臺

灣、香港的教會如果願意做外展，應該

可以學習。建議你們可以把這個放在你

們的教會網站，應該可以有機會分享出

去。願意學的教會，可以學習你們的經

驗。
附註﹕

1.	 蔡茂堂牧師與其令尊蔡色長老的故

事，詳見蔡牧師親撰「脫下白袍穿黑袍—我

的故事」,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

Chhoa/Chhoa,Btong/testimony.htm

2.	 蘭大弼醫師（David	 Landsborough	

IV,1914-2010），係臺灣彰化基督教醫院創

院院長--蘭大衛醫師（David	 Landsborough	Ⅲ,	

1870-1957）之子，他們父子二人都因基督

的愛，不約而同選擇到彰化，成為醫療宣教

士；為臺灣人留下了	“切膚之愛”和	“洗腳

精神”。他們在台長達七十年，成為臺灣醫

界的典範。詳參紀念影片http://www.youtube.

com/watch?v=IfmEE-5ccN8;	 http://blog.quintin-

yang.net/2010/04/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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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三節說：丈

夫是妻子的頭。這話雖然美好，但不符

合我們家的現實。妻子從未拿我當頭，

也不聽我的，所以我就一直未能當妻子

的頭。對我來說，要求和妻子平起平坐

倒是比較現實。我信奉男女平等，婦女

能撐半邊天。的確，在工作和生活中，

你可能也切身感受到了有很多婦女比男

人有魄力、更能幹。我妻子就是這樣

一個人，無論在工作上、還是在家裏，

都撐著半邊天，和我分攤著工作的辛苦

和家庭的重擔。就連家務，我們也是

平分江山。比如，我們家是誰下班早誰

做飯。做飯的，就不刷碗；刷碗的，就

不做飯。這樣很自然，很規範，一晃就

是二十幾年。這種家庭體制，雖然不完

美，但也算比較完善。

我生來認真，手腳利索，見不得廚

房裡鍋碗瓢盆亂堆亂放。如果有用過的

碗筷在水池裡泡著，我會順手拿過來洗

刷乾淨。我老跟在後面打掃衛生，久而

久之，刷碗就成了一種負擔。所以我特

別不願意隨便佔用多餘的碗筷，吃飯的

時候夠用的就行，這樣刷碗也就輕鬆簡

單。然而，妻子卻沒有這種習慣。她

盛飯的時候，總是佔用很多碗筷，給

我下面的刷碗工作帶來災難。如果是我

做飯，輪到她刷碗，她倒也不在乎碗筷

的多少。當然，我很理解刷碗的辛苦，

盡量不佔用太多的碗筷，減輕她刷碗的

負擔。妻子是個不緊不慢的人，輪到她

刷碗的時候，有時常常把碗筷堆在水池

中，等半天才刷。每每看到堆在廚房水

池裡雜亂的碗筷沒能得到及時清洗，我

就心生埋怨，為什麼我履行了做飯的責

任，你卻不抓緊收拾刷碗？難聽的話就

不由自主地冒了出來，點燃了爭吵的導

火線。

不信主的時候是這樣，信了主還是

這樣。每每讀到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三

節，我好生無奈，漸漸的對上帝的這番

話也就失去了感覺。信主後一晃也快十

年，人的悟性也真是很有限，這句話

實際上很簡單，直到近來有一天，我反

覆揣摩，才突然開了竅，悟出了這句話

的所以然。	“丈夫是妻子的頭”，	“

頭”就是領導的意思。領導又是什麼

呢？領導就是發號施令的人嗎？當領

導就是對別人指手畫腳、只說不練？不

對！領導就是管理一個單位使其正常運

轉的人，一個負起責任的人。領導就是

別人不想幹的時候，想盡辦法，哪怕自

己頂上去，填上空缺，也不能讓單位這

部機器停擺的人。如果把家庭當作一部

機器，領導就是操縱機器、保證這部機

器正常運轉的“頭”。過去，我事事與

妻子平起平坐，在家庭的這部機器中，

無意中扮演了和妻子一樣的角色。那不

是一個機器操縱者的角色，而是機器的

一個齒輪，妻子也是一個齒輪。我和她

平攤家務，她幹我就幹，她幹多少，我

就幹多少。她哪一天忘記了刷碗，我就

看著，也絕不會替她刷碗。我們倆彷彿

就是家庭這部機器中相互咬合的兩個齒

輪，她轉，我就轉，她不轉，我就立馬

撂挑子，不轉。

從那天開始，當我悟出了“頭”是

家庭這部機器的操縱者，而不是機器

上的一個齒輪的時候，我堅信的平等觀

念，開始有了轉變。當我看到有碗筷堆

在水池邊，我會順手拿過來洗掉。如果

還有其他的家務活，只要力所能及，我

也就順手做完，不再事事與妻子計較、

平分江山。於是，我由家庭這部機器

的一個齒輪，跳躍出來，成為這部機

器的操縱者，成了名副其實的“頭”。

當我從小事上擔起當“頭”的責任後，

過去那些瑣碎事情引起的不愉快也就沒

有了。實際上，家庭的矛盾，主要還是

由於諸如洗碗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引起

的。這些小事沒有了，家庭這部機器也

就能和諧正常地運轉。家庭和諧了，我

這當“頭”的，在人面前也得榮耀，是

不？

當我不再與妻子攀比家務職分的時

候，妻子也就不再計較家務的多少，幹

的也比原來多了。我看在眼裡，暗暗喜

在心上。我把這一感悟悄悄藏在心裡，

沒有給妻子說。因為，我心裡有自己的

小算盤，怕萬一讓她知道了，哪一天，

她會利用我的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說：你不是妻子的“頭”嗎？你不

是說過“頭”應該多幹家務嗎？那樣會

給我造成更多的家務負擔。

可是，有一天睡覺前，妻子突然

說：我發現你最近有變化。我問：什麼

變化？妻子並沒有說答案，只是說：你

難道沒有發現，你變化後，我幹家務活

也比原來多了嗎？啊！原來她也是聰明

人，已經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乾脆，

我就把我的感悟寫出來與兄弟姐妹們分

享。你看，真正理解了上帝的話，用到

實際生活當中，家庭關係得到了良性改

變。又印證了上帝那句話：萬事都相互

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

責任編輯：張建

丈夫是妻子的頭
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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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蘇敏姐妹，1961年出生於江蘇南京，

十六歲參軍，在解放軍醫院任衛生員；

二十歲復員，在南京藥材公司任職，三

十三歲時隨丈夫蔣宇寧來到美國。2011

年9月24日因腸癌去世；去世前三日，

在簡述自己生平的口述錄音中，她

說﹕“我一生做的最不後悔的決定，第

一是信了主基督耶穌，找到了天上永

恆的家；第二是嫁給了我的丈夫，有了

地上自己的家。一生參加

受益最深的活動，是姊妹

查經小組，更多地認識了

神。最喜歡的聖經，是詩

篇二十三篇。受益最深的

章節，是林前13章4－8節

愛的真諦。……再見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天上

見！”究竟是怎樣的信仰

歷程，使她在五十歲的精壯年華面對

死亡時，對人生竟有如此透徹的領悟。

以下是她去世前一年半，親筆寫下的見

證。

回頭看自己的過去，真是恩典滿

滿。信神的人，是有福的人。

大約十八年前，我住在中國南京，

那時已結婚，並有了一個兒子。按常

理，我們似乎都安定下來了，可先生一

心想出國留學。那時大陸的政策是——

辦護照，先辭職。所以我們被迫辭了

職，可去美國使館簽證卻被拒簽。在那

個年代，大家生活都不富裕，失去了工

作，日子仍要過，孩子也要養。雖然我

們想再得到一份新的工作，那實在是太

難了，因為沒有一個單位會要一個準備

出國的人。真是苦海有邊，回頭無岸！

我原單位有個同事，是個基督徒。

一天，他知道了我的困境，就說“我

為你們禱告好不好？”，我心想：無當

有，就回答說：“好呀”。過了幾天她

又來跟我說：“你們自己也要禱告。”

我回答說：“我沒信，也不會。”“沒

關係，星期天你和我一起去教會。”她

説。

就這樣，我和先生第一次去了教

會。崇拜結束後，那位同事找了幾個弟

兄姐妹，一起牽著手，跪在冬天的水泥

地上，為我們禱告。時至今日，那禱告

的話語已經模糊，可幾個素不相識的人

跪在地上的情景，卻烙在了我們的腦

海裡，時時感動著我們。當我們到美國

後，隨即就去了華人的查經班，去找那

愛的源頭，不久我們夫婦都決定受洗，

信了主。

在信主前，我是一個消極悲觀的

人，覺得生命無常，活著也無意義。時

常有一幅畫浮現在我的腦海——天空，

陰雲密布；海面，濁浪翻滾；茫茫的大

海上，人的生命像一葉扁舟，隨時都有

翻船沉沒的可能。信主後，就不一樣

了，我們已登上了萬噸巨輪，掌舵人，

就是創造天地主宰一切的神，發生任何

事情都不用懼怕，神永遠都與我們同

在，有時遇到的事情，我們無法解決，

就禱告，禱告結束後，情景

雖然似乎沒有改觀，可心頭

的重擔已卸去。

兩年前我被確診為晚期

癌症，醫生認為我的生命只

有一年左右，雖然我知道，

離開這個世界後，我會去一

個好得無比，沒有病痛，沒

有眼淚，沒有悲傷，是神自

己給祂兒女預備的地方。可我心中卻又

有許多放不下的掛念，畢竟我的小兒子

還不到十歲，我不想他這麼小就失去母

親，我還有年邁的父母，我不想讓白髮

人送黑髮人。按常理，我應該是無法面

對這殘酷的事實，可我卻沒有一天為這

件事睡不著覺，每天都有來自神的喜樂

與平安。我家人與朋友都認為我很了不

起，其實是神給了我隨時的幫助。

謝謝神，帶領我過每一天，並把永

生的盼望給了我。

責任編輯：張建 

神帶領我過每一天
楊 蘇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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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玫瑰被很多人認為是

愛、和平、友誼和獻身精神的化身。

想到我們的姐妹蘇敏，玫瑰所象徵的

意義，正如她一生的寫照。	

曾記得九年前，我剛來美國不

久，正處在個人生命的“埃及地”之

中。每星期五，我都等著她來接我去

查經班。那時，她和他們家白色的車

就是我的盼望。

又記得2003年她邀請我去羅德島

的福音營。在那次營會上我決志了，

同年十二月受洗。我走出“埃及地”

之後，他們家更是我常去的地方，好

像是我的“娘家”，可以在那裡無拘

的放鬆，無拘的吃喝，有淚盡情流，

有話放膽說。

她的家、她的愛也溫暖著其他的

姐妹。記得當年毅丁的兒子還小，頭

髮長了，崇拜結束就帶到她家。憑宇

寧弟兄專業的理髮水平，三下兩下就

大功告成，	 一個小帥哥的模樣就出來

了。

對處在困難中的姐妹，她把自己

的家當成愛心接待站。零七年文龍姐

妹做完手術後，缺乏照顧，她就熱心

地接文龍到家裡，在他們不大的空間

裡為文龍姐妹預備了一個安靜的術後

休息之地。她的愛像雪中送來的炭，

讓文龍一直銘記在心。我和光榮姐妹

常笑稱她家是我們的單身俱樂部，有

話向神說，有淚向神流，流不完的時

候，就一股腦流到蘇敏那裡。		

蘇敏給我們帶來的溫暖和愛，更

充滿在團契的活動中。在團契活動

中，她總是默默的用她特別的方式去

奉獻。還記得團契剛成立的頭幾年，

每一次有人受洗，都是她抱著恬恬去

準備鮮花、卡片和禮物。每一次團契

的聚餐活動，她都擔當多做食品的任

務。那時，毅丁誇蘇敏是“才德的夫

人”。我們吃著才德夫人做出來的不

同美味和點心，樂不可支。

蘇敏帶給我們的愛和溫暖不止在

口福上。她家的電話號碼，曾是我和

光榮姐妹心中的“首撥號”。生活中

有難處，情緒中有疙瘩，總喜歡在電

話中和她分享與嘮叨。正像葉蓁姐

妹說的：“已經習慣了和她分享這，

商討那，即便在她回天家前不久，也

沒有中止這樣的習慣，好像她不在病

中，也不會離開，還會有很多日子在

等待我們一天天去共同走過。”

蘇敏不僅僅是陪著傷心的人流

淚，陪著落魄的人嘆息，很多的時候

她是身體力行去幫助。在她生病的第

一年，恰逢徐王運姐妹懷孕反應特別

厲害，蘇敏多次

做好美味給徐王

運 送 過 去 。 如

今，徐王運姐妹

的小女兒已經兩

歲了，蘇敏曾經

的 愛 還 在 暖 著

她的心。今年年

初，有個姐妹很

想尋找一份半時

的工作，卻又膽

怯去面試。當時

蘇敏在病中已經很虛弱，但她仍然自

告奮勇，陪著姐妹一起去交簡歷。

團契的姐妹們可能還記得那次“

香蕉花”運動。香蕉花是去年教會一

位師母為蘇敏找到的一個治癌單方。

蘇敏服用後，意外地發現香蕉花還有

其他療效，於是馬上介紹給團契的姐

妹們。一時間，小組的姐妹們查經結

束就大談香蕉花水帶來的益處，不少

的姐妹當時“大喝”蘇敏引來的“愛

心之水”。

蘇敏總會把她在病中的一些感受

告訴大家，叮囑大家要注意身體，有

機會就去做健康檢查，甚至，她服用

的什麼藥物是對身體有益的，她都會

一一告訴別人。想到這裏，張穎姐

妹特別感動。因為她的健康，她的疾

病，整個團契處在“沸騰”的愛中，

經久不息。

這就是蘇敏帶給我們的愛和姐妹

的情緣。用俊風的話說：“她總是想

著別人，關心著別人的需要。她的捨

己和大度令人難忘。冀榮姐妹說：“

她在我們中間，就像一個知心姐姐和

知心妹妹一樣，她活著，就是為別人

而活”。

玫瑰不僅豔麗，也代表著愛、溫

暖、希望和獻身精神，而沙崙的玫瑰

更是光彩奪目，從她的裡面，透出來

自屬神國度的芳香！

在小一點的姐妹們眼中，蘇敏始

終有一種沉着、平靜的處事態度和作

風，有一種默默的母性的力量。只要

和她在一起，大家心中就會感到安全

和踏實，覺得有所依靠。

讓我們最不能忘記，並給我們帶

來屬靈幫助的，是她在三年的病痛中

一直保持著一顆平安喜樂的心。雖然

她的健康不再，臉上的笑容卻一直陪

伴到她生命的結束。三年疾病的歷

程，是她打仗的日子，每一次手術之

後化療的痛苦，是我們所無法體會

陳 明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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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的忍耐和平靜，也是弟兄姐妹們

所欽佩的。

有位長老在講道時曾說：“發怨言

是基督徒屬靈生命的癌症，就好比在質

問神：神啊，你有沒有搞錯！”這麼多

日子來，去看蘇敏的人，都是看到她在

笑中談論她的身體、疾病和未來，沒有

聽到她一句抱怨的話，即便在她回天家

的前幾天，紅衛和繼敏去看她，三人都

是在笑中談話。在她最疼痛難忍，“坐

臥不寧”，幾乎已經失去正常人生活狀

態的情形下，也沒說一句：“神啊，你

為何讓我如此受罪？”。

感謝神，蘇敏姐妹雖然肉體生了癌

症，但是她屬靈的生命是健康的。她對

神的愛，對信仰的堅定不移，對神的順

服之心，或許正是她一直充滿喜樂的根

源所在。她面對病魔的態度，幫助我們

在信仰生活的道路上開了眼，看到在任

何時候，一切的幫助，安慰和喜樂的源

頭都是在天上，也看到最終我們要到哪

裡去。

蘇敏走了。活著時她不太愛花，不

管真花、假花都沒有太多興趣，可是她

給別人帶來的愛、溫暖和希望，以及她

為別人不求回報奉獻的精神，卻像玫瑰

留給人不滅的馨香。她是一朵玫瑰，一

朵綻開的沙崙玫瑰，那樣的光彩奪目！

責任編輯：張建  

蘇敏反覆叮囑我們眾姐妹，她離開

的日子，是她新的開始，她要一個平安

喜樂的聚會，不要一個憂傷悲戚的葬

禮。我們雖然為她的暫別而悲傷，但我

們仍要同慶她進入永生的日子。

追思會上，大家委以我重任，代表

親友講話，蘇敏在上面看著我們，肯定

會笑著說：你們選對了，光蓉雖然普通

話不怎麼地，但總歸說的比唱的好聽！

是的，在她五十年的生命歷程中，

她的美麗賢慧，溫柔能幹，無一不讓我

們弟兄們稱讚；她的寬厚仁慈，和藹可

親，無一不讓孩子們留戀；她的坦誠熱

心，就像一塊磁鐵，把眾姐妹牢牢地吸

在一起。她很少問：最近怎麼樣？卻讓

許多姐妹們在她的撫慰中走出幽谷；她

很少說：我信主多少多少年，卻讓一個

個游離的心靈歸順在主的門下。事無鉅

細，她一一操心，單身的弟兄和姐妹也

非常信任她。有個弟兄曾經說，蘇敏，

你讓我見誰，我一定就去見誰！

我和蘇敏相知，源於她陪我走過苦

難。如果說，苦難會拓寬我們的胸懷，

那麼它也會給人揪心撕肺的疼痛。而就

在這痛苦中，蘇敏用她的言行堅定了我

的信念—主是我的避難所，我的磐石。

五年前的今天，她説了一句話：“

放心，我挺能幹的”，就擔當了熱線聯

絡的重擔；她説了句：“我媽也是湖南

人”，就讓我們吃上可口的家鄉菜；

她說了句：“今天我過來喲！”就讓我

們髒亂的家煥然一新。一個星期不見，

她就會打電話來：小姐，這幾天你在幹

嘛呢？過來吧，我找到了一本好書！過

來吧，我又研製了一種新的蔥油餅！

我們常常去逛逛商店，有時會呆在試衣

間裡，興致勃勃地品頭論足，忘記了早

晚。

三年前的七月，一天的中午她打電

話來，說好幾天沒見我，挺掛念的。話

還是原來的話，但我覺得她説話有氣無

力，就反覆問，是不是哪兒不舒服，聲

音不對呢！她假裝發怒——就你精明。

在我的追問下，她才說得了腸胃炎，吃

了七天消炎藥都不見效。我覺得不對，

催她抓緊時間再看醫生。不久，她平靜

地告訴我她手術的日期，然後反覆安慰

我説，你我都是信神的人，知道誰掌管

明天。再後來，每次手術，總是平靜地

說：“沒事，沒事，別擔心！”一次，

趁病房沒人，給我看她釘滿“釘書針”

的傷口，她看我的手顫抖地伸出，竟忍

住傷口的疼痛笑了起來說：我雖在患難

中，主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面 對 死 亡 ， 她 想 到 的 是 傳 福

音。2008年，我回到中國，在原單位

繼續當我的孩子王，當我為孩子們缺乏

分辨是非能力感到痛心時，她說，那就

是主的福音工場，你可不要懶惰啊！第

二年離開長沙時，我的校長笑著問我，

你就是傳說中的傳道士吧？蘇敏反覆叮

嚀我要愛惜自己的身體，因那是神靈的

殿。我調侃道，你能在風景如畫的湖邊

散步，我只能在人潮湧動的河岸穿行。

她就問我，如果將福音的單張在人群中

散發，將會是怎樣的情形呢？在蘇敏離

世的前一個星期，她將見證給我，我才

了悟，那時的她正在接受一一佈道的訓

練。

今年夏天，她的病情進一步惡化。

她開始嘗試高溫療法，我們就在桑拿

室，談天論地，說生道死，她竟是那樣

平安喜樂。她說她不會孤單，每天坐在

主的跟前是何等的美。何況還有慶富、

小梅。她還開玩笑說，嘿，你有什麼話

要捎給他們，特別是慶富？我被她快樂

的情緒感染，也笑呵呵地說，他們看得

見我們呢！她給我刮痧，給我按摩穴

位，讓我美滋滋的享受著。偶爾嘮叨，

她很想和姐妹們說說話，道個別，又怕

妨礙她們上班。哎，總歸一句，她心中

裝的傳福音，是眾人的需要……蘇敏就

像沙漠中的一滴水，牆角的一朵花。她

的一生，平凡而偉大。

（寫於2011年9月29日）

責任編輯：張建

懷戀蘇敏
鄧 光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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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我們夫婦在一個星期

內先後接受主耶穌作我們個人的救主。

那年四月份，我們去北京旅遊，住在小

侄女家。五一勞動節期間，應侄女的邀

請，參加了一個去懷柔縣三天的活動。

起初我們以為是侄女工作單位的活動，

去了以後才知道是教會團契的活動。除

了我們倆，其餘的人全是基督徒，於是

我們成了七十多個基督徒共同傳福音的

對象。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跟我們溝通、

交流，我們也不斷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問

題與他們辯論。三天中，與他們同吃同

住同遊玩，也出於禮貌參加了他們的幾

次聚會。

我們瞭解到，他們七十多人中，有

大學教授、博士後、公司白領、正在就

讀的大學生，還有從東北和江西農村來

的學生家長，各種年齡，各個層次的人

都有。一路上，他們互相關懷體貼，個

個謙虛禮貌，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我們

平日少見的“愛”；在他們的群體中，

看到了我們天天要求學生做，卻很難

做到的所謂“四美”精神（當時國內

提倡“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共產主義精

神文明）。我們倆都是退休教師，幹了

一輩子教育人的工作，那時我們被這些

基督徒的“教育”深深地感動了。回到

北京的當晚，在小侄女和她的室友帶領

下，我決志信了主。幾天後，我先生去

西安，母校一位他很敬重的老師再一次

向他傳福音，他也決志信了主。回到家

鄉湖南湘潭，在主的引領下，找到了一

個家庭教會。我們堅持聚會，信心不斷

加強，多次經歷了神的大愛，一步步走

上了服事的道路。

2004年，我們把自己的家作為接

待家庭，由我們傳福音接受了主耶穌的

十幾個人，組成了一個家庭教會。沒有

人講道，就請另外兩個家庭教會的傳

道人每月來講兩次道，其他時間就利用

磁帶光碟和資料來學習。表妹適時給我

們寄來莊劉真光師母的“基要真理”磁

帶，我們夫婦倆先聽了幾次，根據錄音

整理出一本資料發給弟兄姐妹。我們也

經常去別的家庭教會參加培靈學習，尋

找操練的機會。2007年，我們倆開始

在自己家的教會講道。感謝主，為我們

預備了許多資料，還接待了洛杉磯華人

教會去中國宣教的吳得榮牧師，後來他

也不斷給我們寄了許多輔導學習聖經的

書籍，為我們這些年的服事提供了很大

的幫助。

但我們深知，其實我們的裝備還不

足，生怕虧欠了神、虧欠了弟兄姐妹。

可我們沒有條件和機會，加之倆人視力

都不好，不太可能去參加系統的神學學

習，因此，希望能合併到一個信仰純

正，合神心意的家庭教會去。我們總為

這件事禱告，感謝主恩待我們，就在我

們社區附近有個家庭教會，因為信徒不

斷增加，特別是老年人多起來，他們向

神禱告，希望能有兩個老年肢體來帶領

教會的老年團契，而且他們有感動，就

是我們倆。當我們提出希望合併，他們

高興地說：“感謝神，祂垂聽了我們的

禱告！為這事我們禱告一年多了，你們

終於來了。”“但願忍耐安慰的神，叫

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你們

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使榮耀歸與神。”（羅馬書15：5—7

）。今年四月份，我們與他們合併。五

月，老年查經團契正式成立，我們擔任

了老年團契的組長，每週星期四上午，

帶領大家一起查經學習。

七月中旬，我們開始為來美國探親

旅遊作準備。接受帶領老年團契的服事

不到兩個月，我們就要出去，心中很是

忐忑，深恐得罪神。我們每日禱告:“

主啊，求祢按祢的心意來安排我們的行

程，如果我們出去未違背祢的心意，求

你成全；若不合祢的心意，求祢攔阻。

不管怎樣，我們都順服，樂意接受祢的

安排。”教會的弟兄姐妹也為我們代

禱。邀請我們來美國的是我先生的弟弟

和我的表妹，屬於非直系親屬探親，簽

證有一定的難度，材料要準備得盡可能

充分。

按規定我們只能到北京簽證，七月

下旬在網上查尋，排隊簽證已到九月二

十一號，等我們再排隊已到九月底，去

北京正好趕上國慶長假，若過了長假再

去，等辦好手續，到波士頓已是冬天

了，顯然也不合適。正在我們左右為難

之際，八月十五號那天，偶然又查了一

下北京簽證排隊情況，顯示的卻是八月

二十一號，我們覺得好奇怪。馬上電話

聯繫美國大使館，得到的答覆是我們可

以在九月八號上午去簽證。

確定了預約簽證的時間，我們於九

月六號到達北京。八號一大早趕到美國

大使館，排隊簽證的有幾百人，有些人

很緊張，三個多小時了，看到許多人被

拒簽，可我們雖然累卻不緊張，因為我

們已把一切都交託給神了。終於輪到我

們，前後不過五、六分鐘，準備的簽證

材料還沒用到一半，簽證官就對我們

說：你們可以去美國了。一點意外感

也沒有，非常平靜，似乎一切都順理成

神的恩典永遠高過我們所求
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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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因為我們確信，這是神的安排，我

們只有感恩。接下來也順利地訂到了最

希望的九月十九號的機票。

九月十九號，我們登上了從北京經

底特律到波士頓的飛機，對於患有“腰

椎間盤脫出症”的我們，乘坐十幾個小

時的飛機是個很大的挑戰，何況在北京

的這些日子，兩人都已犯病，多站一下

都腰痛難忍。我們沒有訂到靠走道的座

位，否則中途可以多活動一下。我在心

裏默禱：主啊，求祢讓我們的鄰座能同

意和我們換座位。上了飛機我們看到

一個年約五六十歲的美國男子，坐我們

旁邊靠近走道的座位。我心想他也不是

個年輕人，怎麼好意思要求他換座位。

我們坐了下來，低頭禱告：主啊，你是

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保

守我們平安到達目的地。“我用我的聲

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

我，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

佑我。”（詩3：4-5）幾分鐘後，鄰座

忽然起身朝前面的貴賓艙走去，大約過

了半個小時，他回來從行李箱中拿了他

的包，向我們笑笑點了點頭走了。十二

個多小時的行程裏，我們兩人寬寬鬆

鬆地坐著三個人的座位，下機後也絲毫

沒有腰腿痛的感覺。我們禁不住大聲禱

告，讚美神。“主啊，祢的大能不可測

度！你的愛不可數算！”

這次來美國的初衷原是探親旅遊，

當然也考慮到弟弟和表妹家都是基督

徒，不會耽誤我們每個主日的敬拜。但

接下來的事更讓我們明白，這次來美國

這麼順利完全是神的美意。一到表妹

家，她就告訴我們來得正是時候，週三

姐妹會張陳一萍師母“啟示錄”的課

程，以及主日學“發掘屬靈恩賜”課程

都剛剛開始，我們都可以參加，難得的

機會，我們欣然應允。她還告訴我們，

正好趕上了教會的秋季佈道會。在我們

來到美國短短的兩星期裏，時差都還未

倒過來，就已經連續聽了蔡茂堂牧師五

堂專題佈道，兩門課也都各上了兩次，

又在一位姐妹的追思禮拜中受到感動，

願意更實在地去關懷團契的弟兄姐妹。

我們從心底深處發出感恩的禱告。

天父，祢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真

神活神！

祢知道我們的生命很小，裝備太少，

我們真的不配做帶領團契的事工。

祢把我們帶到異國他鄉，

讓我們得著機會操練、得著祢的牧

養，

感謝祢為我們預備的豐盛恩典。

求祢繼續造就我們，

使我們屬靈的生命快快長大，

成為祢合用的器皿。

主啊，我們感謝祢!

祢的恩典永遠高過我們所求!	

責任編輯：張應元

據聞一團契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姊

妹用iPhone之類的手機在教會查經。我

們平常讀經或帶查經時，除了手上的

中、英文聖經，也常上網查考資料。

謹提以下幾個最喜歡的網站，供大家

參考。

http://www.ccbiblestudy.org/  
華人基督徒查經資料網站，有簡

體、繁體中文，和英語。

http://www.biblegateway.
com/ 

許多不同版本的聖經，多國語言，

靈修查經讀物，及音頻聖經供聆聽。

http://www.americanbible.

org/bible-ministry 
美國聖經公會，近二百年歷史，聖

經資源豐富，跨國跨文化宣教事工。

許多教會與福音機構都設有網站，

本教會也不例外（www.cbcgb.org）

。大家用電腦做功課、做事之餘，不

妨“書籤”（Bookmark）一些聖經網

址；也多鼓勵年輕一代，除了打電子

遊戲、上網打電郵、Tweeter、Facebook

等，也可以上網閱讀聖經、多了解神

國的事工，讓神的話作我們隨時的幫

助。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

人便為有福。”（詩1：2）

網站信息
楊 曉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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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0年底來到教會，到離世，超過四

十年之久，吳輝耀弟兄始終如一默默地

事奉、專一地愛神愛人，為我們樹立了

美好的榜樣；特別是他那真誠、謙虛、

英勇、節制的紳士精神，更是今日世代

中「失傳的藝術」。作為《心版》的編

輯，我們特自2011年2月26日吳弟兄追思

聚會，他兒女對他的懷念文章中，摘選

若干篇章，以緬懷我們的吳輝耀伯伯。

生平簡介

吳輝耀弟兄生于1924年二月六

日，原籍廣東省汕頭市，成長于香港。

父親吳寵榮先生，母親林嘉彰女士，有

弟兄姐妹共五位，全家皆虔誠基督徒。

輝耀畢業于廣州嶺南大學，1948年秋

來美，及後在波士頓大學取得企業管理

碩士學位。1957年與朱琳女士在麻州	

Pittsfield	結婚，先後育有子女三位—恩

樹、恩濬、恩琦，及七位孫兒女。自

1970年始，一直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

經教會敬拜神，在教會服事多年，曾擔

任教會執事及司庫等職。2011年二月

九日清晨，輝耀因腦癌不治，在愛妻及

三兒女陪伴下，安息主懷；去世前二

日，在妻兒圍繞下，歡度87歲生日。

我父親是個真紳士

最近這幾星期“紳士”這個詞一直

在我腦中徘徊。爸爸過世後，聽到不少

對他的好評，其中我最感激的是─“你

父親是個真的紳士。”這句讚美對我是

意義深重，因為作紳士，對爸爸是那麼

重要。在他那個年代，真誠、謙虛、英

勇這些紳士的品格，比現在具有更強的

共鳴。很小的時候爸爸就開始督促我作

個紳士，我當然想聽他的話，但是我不

大明白紳士應該怎麼做。當我終於開口

問他，爸爸頓了一下，好像紳士該怎麼

做，對個小男孩是再明顯不過的，他

說：“紳士總是帶條手帕。”當然，那

個回答令我失望，而多年來他為此補充

的，也是一樣令人失望的格言，所以我

至終明白的是，紳士總為女士開門、總

穿擦亮的鞋、總說請、說謝謝。有天下

午，我們看一部50年代關於鐵達尼號

的電影“難忘今夜”，爸爸跟我說，若

沒有足夠的救生艇，紳士就應該與船同

沉。那時我開始想，我可能不想要作個

紳士了。

當我長大以後，流氓和叛徒卻好像

取代紳士，成了世俗文化新的英雄典

型，甚至在公共場合或家庭裡都很少聽

到“紳士”這個詞了。想要成為像爸

爸那麼個紳士的念頭，也隨之沉寂了很

久，直到我在醫學院第二年春天的一個

早上才被喚醒。

我從來不怎麼是個科學家，在康乃

爾的頭兩年有很大的掙扎，常覺得上

醫學院是個天大的錯

誤。但是在電話裡，

爸爸總是說我會找到

自己的路，而那些只

有十秒鐘的電話，後

來竟成了我們主要的

溝通，那是Jane和我們

的兒子們都覺得夠有趣的話題。

在第二年的春天終於有了轉變，那

天我們正準備離開教室去病房，那堂課

教的是臨床合宜的態度。教授強調說﹕

好的臨床態度是對病人有禮貌，而更重

要的是—禮貌的態度，最有把握找出病

人的毛病。當教授講解我們該如何作臨

床表達時，我了解到，簡單地說，他就

是告訴我們要作個紳士，而我早就從爸

爸有所學習了。爸爸可能從來沒有解釋

清楚何謂“紳士”，但他卻身體力行地

活出了“紳士”。那一刻，我半輩子以

前，第一次感覺我終於體會到如何作醫

生了。

我們幼稚的問題不只在童年問，最

近我又再想何謂“紳士”。當我心裡重

溫爸爸最後這幾個月，他在最困難的時

候，表現出的那不可思議的勇氣；發現

讓我感動的，不只是爸爸臨終所做的，

還有他所沒有做的。他沒有抱怨，沒有

責怪任何人，沒有顯出一點苦毒，沒有

要一個人為他難過，甚至完全沒有把他

自己的舒適、福祉，看得比他所愛之

人更重要。那個始終還沒得到解答的問

題，在那一刻清楚了；我終於懂了，何

以爸爸總是用“帶條手帕”的簡單定義

來回答我。因為，紳士的本質在於“節

制”，而這不是用言語所能解釋得清

楚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他充滿表

率、漫長而且活得好的一生來詮釋。

很多今天來參加追思禮拜的親朋好

友，也參加了兩星期前的道別會，你們

可能還記得那個颳風苦寒的週日晚上；

第二天下午，舉行安葬禮拜時，也是灰

暗寒冷的天氣，空氣裡帶點哀傷的刺

痛。當我們開車經過Mount	 Auburn墓園

的大門，西邊地平線上有一抹陽光照不

愛中紀念吳輝耀弟兄
《 心 版 》 編 輯 組



   • THE PULSE •  12 .2011    與主同行 與主同行    THE PULSE •  12 .2011 (總第十五期)   23

到的淺藍，微弱地對抗東邊厚厚的黑

雲。一小時後，當我們步出墓園的教

堂，竟是一片晴朗無雲燦爛的藍天，溫

度升到五十幾度，漫漫長冬顯出了一絲

春意。我想，爸爸並不要他的家人站在

寒冷中向他致最後的道別。我們的爸爸

是個善體人心的人，一個紳士！			

吳恩濬撰，夏宗蓓譯

父親，我的榜樣

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認定自己比

較像媽媽。也許因為我是家中唯一的女

兒，也許因為我“偏要”像她─安詳、

高雅和慈愛。不論來由，我都不假思索

─就是固執地要扮演那樣的角色。

我的假設，似乎在我與父親總是對

不上眼的事實上得到支持。他是共和

黨，我是民主黨，他有企管學位，我鑽

研歷史，他一派輕鬆，我則太熱衷。雖

然我們不常持著共同的世界觀，他卻從

不否決我的意見，如今我明白了，那

是一種泱泱大度的風範。我們找到了共

同的興趣，那平凡的方式，總是讓我

忘不了。每個週末，我們倆人按著慣

例，像朝聖般地沿街而下，到一家小店

買一份波士頓環球報給他，買一袋肉桂

口味的糖果給我。當我養的魚第一次生

產的時候，他不辭辛苦地把牠和其他的

魚分開，並且在我焦急緊張地環繞在他

肩頭的時刻，搭救每一條新生的幼魚。

每週的一個晚上，他會把報紙平舖在廚

房的地板上，愉快地擦亮我們每個人的

皮鞋。他教哥哥們和我如何釣魚、如何

放風箏、如何開車。因著他，我成了波

士頓運動隊伍的熱情觀眾，喜愛大型樂

團，並且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情有獨鍾。

他每週都忠心地與他的父母一同觀看	

Lawrence	Welk，他也會做非常可口的藍

莓鬆糕。

雖然我們找到許多相連之處，然而

縱觀我整個前半生，會敏感地發現我們

有無數不同之處。我們有強烈的政治

辯論，當我說，我要盡力得到多重的

工作經驗時，他擔心我工作的穩定性。

當	Joe和我開始生養我們的兒女	Dan	和

Maia時，我比往日更迫切地認為我比較

像母親，因為我盼望成為一位像她曾經

扮演過的好母親一般。我懷疑我可能永

遠達不到那種鎮定和穩健，但我掙扎地

做去，猶如在激流中困頓的泳者。我看

得見海岸，然而不管我多麼費勁地游，

卻始終不能靠近它。

當我進入四十歲，走過了有些人所

謂的中年危機。其實四十歲根本算不得

是什麼危機，那實在是令人羨慕的處

境。你有足夠的經驗在胸懷，去衡量你

生命中的各個層面，使你在面對未來的

人生時，足以用那些資訊做成有益的

事。我花了很多時間審度內在，試圖多

瞭解我自己，使我儘可能感到完全。在

多方的自我觀察之一，四十好幾（坦白

說，就是自我吸收）的冥想，我大夢初

醒，有如傳說中的雷電重擊我一樣。我

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像我母親的理由，

其實是因為，我實在像父親。它是如此

明白──我們的政治觀可以是分光譜的

相反兩極，但是我們各自為自己的立

場，付出相同的承諾和感情來抵抗。他

可以把他大半生的專業生命投入一家公

司，但是他渴望在每天載著我從這機關

到那個機關的工作中，得到相同的成就

感。我們倆都是尋覓的人，有一點兒浮

燥，但總是試圖把事情做得更好。父親

在穿著上很有品味，我喜愛時髦，我們

兩人都很會自我要求。我們都沒有母親

的安穩執著，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們都

同時被她吸引──異性相吸。

當我傷心地放棄了我可能像母親的

想法時，我逐漸明白，取得父親的那一

部份，是多麼地榮幸。他以一種全新的

方式，成為我的榜樣，因為其中充滿

了讚嘆。他好奇的天性和正直的氣魄，

帶領他成為	Mason的一員（不是一般的

Mason，而是波士頓大學支部的領導）

，參加橋牌團體，在他八十歲的時候開

一個電郵帳戶。他的謙卑數說不盡，他

總是想到別人的需要，不顧念自己，他

有一種在對與錯之間絕不妥協的態度。

他獻身給他的家人，極其忠誠，又無限

慷慨。如果我能具體地行出我父親在世

的這些事蹟於萬一，我就心滿意足了。

最讓人驚嘆的一件事呢？就是我們

年歲愈長，我們變得更相像。最讓人樂

見和訝異的，就是父親在退休之後開始

作畫，我的企管碩士、數學專家的爸

爸，成了個畫家，還是上好的呢！（他

總是比我超前一步，因為我的數學不

曾好過。）我的政治指針，從遠遠在

左，移到了中間，而他偏行在遠遠的右

方，也漸向右中側移動，我投票選了雷

根，他投票選了歐巴瑪。在我們多次的

政治談話中，有一次他說道：“作自由

派有什麼不好？人們說得有如作壞事那

般。”我感到，我們之間最後幾道牆中

的一道被推翻了。父親從不停止追求，

或嘗試，或學習，他總是要一日勝似一

日。

我為著我和父親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和不同處慶祝，因為那些是他所留給我

的私人產業。也就從此時起，不管我的

孩子在什麼時候有什麼事，讓我憶起了

父親，我會微笑地想到，他們是多麼地

幸運。	 								

吳恩琦撰，趙維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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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論與自由意志
屈 慶 恩

我們可用生活的知識來探討這個問

題。先舉一個例子，如果要從波士頓去

新澤西州中部，可選擇多條路線。首先

要選走90號公路或95號公路。起點是

波士頓，這是預定的，選公路是自由意

志。決定了走90號公路，以後的一小

時路程是規定了的。到了87號公路的

交叉口，是另一個自由決定的機會。可

繼續走90號公路，但路程比較遠，也

可選87號公路，但會經過多個城市，

交通會擠塞。決定了以後。接著又是四

十多分鐘的預定車程。如此重覆的決

定，沿著預定的公路，到了目的地，回

頭一看，所有時間都花在預定的車程

中，看不見自由意志的空間。

這是個淺顯的比喻，但它表明了現

在流行的一個方法，名叫“決策樹”（	

Decision	 tree）	 。它主要的功能是以圖

表的方法顯示每一件事都有一個起點。

這起點有它的預定規律。接著下來有一

個決策的機會。選了其中一個決定，就

要接受一個新的預定規律。這樣一個接

一個的決策，預定規律，終點是有很多

可能性，把它全部延伸。用圖表顯示出

來，就像一顆樹，起點像樹的主幹，每

一個決策就像分枝。一個接著一個，到

樹頂就有很多終端了。

用在人際社會上。起點就是個人的

基因、家庭環境、國家、時代背景、父

母教育水準等。這起點就預定了他的童

年、少年。一個重要的決定是勤力讀書

與否。如果決定了要好好讀書，就能進

到好學校，會考、聯考有好成績。接著

就是決定進哪一所大學，出國留學等。

這樣一步一步的，過了幾十年，可以成

一為工程師、醫生、律師、教授等。如

果這人起點好，但後來選不好，也有可

能失業，離婚，以致無家可歸。再例如

有另一個人，起點很不好，家境清貧，

父母教育不高。但他好學向上，最終結

果可以超越前者。他們兩人的決策樹，

起點是有一段距離，但分枝蔓延下去，

終端是有很多重疊的。

如果他們兩人回顧自己的生平，也

許會忘記了曾經經過的眾多的枝叉，只

看到兩條曲折的人生道路。這道路的每

一小段都像是預定的。但真相是，命運

是他們一連串決定的結果，先天預定的

起點是有一些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思考信仰的路程。有些人是從

小信主，有些人後來才信。相信是一剎

那的事。接受了救恩，以下幾十年的路

是預定了。不是要背起十架跟隨主嗎？

當然中間也許會遇到試探，可能考慮離

開主。但如果我們選得好，一生忠貞不

移。到老年回頭一看，又是一條頗為曲

折的道路，看到神預定的安排。很自然

的接受預定論。我們若能把一生的決

策樹寫下來，就能看到許多許多的可能

性。我們就應感謝神給我們自由決定的

機會，感謝神在人生的每一段路上的帶

領，更應珍惜每一個重要的決定時刻。

責任編輯：張應元

莊稼熟了
周 宏 偉

秋天來了，通往教會路旁的楓葉，

露出鐵銹樣的紅。紅得扎眼，紅得鮮

豔，像那美麗的殘陽。

一生都在襯托花兒的楓葉，終於在

生命離去的時候，綻放出超越百花的艷

麗，披上無與倫比的彩妝。那是楓葉謝

幕前最後的絕唱，那是生命最後的豔

妝。

楓葉紅了，路邊的莊稼也熟了，飽

經風霜的軀體上，結著豐碩的子實。那

是莊稼的孩子，依偎在母親的身上。母

親則用堅韌的軀體維繫著它們，生怕它

們掉在地上。

秋天來了，當果實豐滿而喜慶的時

候，莊稼的身板卻悄悄退去昔日的強

壯，綠色的肌膚已風蝕得泛了黃，昔日

為兒女遮擋風雨的葉子不再綠油油的發

亮。

時候要到了，她有條不紊地把孩子

精心打扮的豐滿而漂亮，還化上鮮豔的

濃妝，祝福他們的未來如同這般顏色一

樣。

莊稼要枯萎了，在風兒的吹動下，

翩翩起舞，擺動著風蝕殘年的軀體，嘩

啦啦直響，答謝著上帝賜給她一次生命

的機會，還有過生兒育女的品嚐。

莊稼枯萎了，由一粒種子，經歷了

出芽的朝氣，生長的健壯，開花的美

麗，結果的成熟，變成了枯瘦焦幹的秸

稈，無力地垂下昔日挺直的胸膛，倒在

了養育她的土地身上。

一年又一年，生命沿著上帝劃出的

圓圈，重複著美麗的輪迴消長。賞賜生

命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你

已安然躺臥在造物主的身旁。

責任編輯：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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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與上帝主權
王  智

最近看到屈慶恩弟兄的一篇關於自

由意志與預定論的文章，深受啟發。我

也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個人自由意

志與上帝主權是我一直在思索的一個問

題。即使在未信主以前，自己也時常在

思考類似的問題，像主觀能動性與先天

決定論。人的命運是早就決定了的呢還

是後天創造的？多數的人相信命運，一

人一個命，再努力也沒有用。可是，我

們又常常勉勵別人，一定要刻苦努力，

去創造自己的未來。一個人通過自己

的努力而改變自己的命運的例子實在太

多了。但這並不說明命運不是早就決定

的。為什麼你會去努力？這是早就決定

了的。但我們並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說明

命運是決定了的，只是一個順便的解釋

或藉口罷了。

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問題在哲學、

倫理學、心理學等領域一直是一個爭論

不休的問題。甚至約翰．洛克認為問人

類意志自由與否的這個問題根本就是錯

誤的，可他不過是在避開這個問題而

已。

佛教裡，人的命運是由業力所決

定，包括先天的和後天的，但是一個人

可以通過修行積功德來化解業力。修佛

的一個目的就是不再受業力牽引而達到

真正的自由。業力決定論，是不能追根

窮源的，因為它找不到最初的業力在

哪。同樣不受業力牽引的境界，也只不

過是一種追求罷了。

到了基督教，我們引入了個人自由

意志與上帝主權的概念。對於這一對概

念，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修飾為：個人

的相對自由意志與上帝的絕對主權。這

樣一修飾，它們的關係就明確得多了。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上帝主權的絕對性，

這裡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從根本上

說，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上帝給的。正如

經上所說，即使我們信不信主，也並非

我們自己所決定，最終也是有上帝最初

的規劃。這樣叫我們沒有任何誇口的餘

地。保羅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但這並不是說沒有了自由意志的空

間。自由意志是有的，因為當初上帝把

它放在那。只不過較之上帝的主權，自

由意志顯得較為局限罷了。自由意志無

論其作用的空間廣度，時間長度，還是

深度和力度都是及其有限的，都無法與

上帝的主權相提並論。可是就我們個

人來說，自由意志卻是我們唯一能做到

的，其重要性無法比擬。

在此必須把自由意志的概念澄清。

自由意志應該是自由選擇的能力。自由

意志不同於自由能力，或自由的行為。

自由意志是一個信息的概念，不具有能

量的特性。用堅強等去描述，已失去了

本意。自由意志就是一種想法，一種選

擇。

當初始祖亞當夏娃憑著自己的自由

意志選擇了吃智慧果，我們不能說他們

當時是由於道德敗壞，或由於意志不堅

定才去吃了這個果。當時只是隨便的一

個選擇（當然包括蛇的引誘，但這不是

主要的，否則就不是自由意志，選與不

選仍是各佔50％的機率）。就是因為

這麼不經意地一選，而鑄成了我們人類

的禍患。這似乎有點沒道理。充其量不

過是一過失，絕不是故意犯罪。沒有犯

罪的動機，也沒有實施犯罪的行為，但

是判決和服刑卻不可免除。無獨有偶，

今天如果我們的自由意志選擇了相信基

督，不管你當初的動機是貪戀教會的好

處還是難為情，也不管你過去是多麼地

敗壞，多麼地毫無功德，過錯一堆，你

便立即得救，與主同享天國之福。

在這一層面上，一個人只要有選擇

的能力，就有自由意志。可以這樣說，

自由意志的功能是選擇，本身不具備道

德和倫理等的特性，但其可被道德倫理

等所影響。一旦做了選擇，就必然帶來

相應的結果。正如你開啟了一個電閘，

可能導致光明一片，也可能導致洪水滔

滔。正如屈慶恩弟兄所說，選哪條路是

你自由意志的選擇，一旦選擇了，下面

的路程則與自由意志無關。

有過走迷宮的經驗嗎？可以說迷宮

的入口、出口以及裏面的路，都是上帝

設計好的。怎麼走，是你的選擇。選擇

好了，很快到達終點，選擇不好，或許

永遠走不出。那麼，應怎樣去選擇呢？

知識、智慧，可能會有所幫助，但不能

保證；唯一能保證的是有個熟悉這迷宮

的嚮導帶著你走。這個嚮導，就是我們

的保惠師。每當要做出決定的時候，我

們應徵求他的意見，我們應完全的服從

他。真是，我們的主太愛我們了，竟賜

下聖靈住在我們體內。主啊，我們所能

做的便是俯伏在你面前。

責任編輯：張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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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工作是神所賜的祝福或是神的

咒詛？

基督徒常有一個印象，“你必汗流

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創世

記	 3:19），因此，我們很容易把在社

會上工作視為咒詛，因為創世記3:19不

但是今日21世紀我們勞苦擔重擔的寫

照，“汗流滿面才得糊口”，也確實是

人類墮落後神對我們的宣判。若是屬靈

一點的基督徒也許會認為在社會上努

力工作就等於在建造大巴比倫（啟示錄

18:10-13）。在今日的社會，工作確實

佔據我們每天生活大部份的時間，難道

即使我們成為基督徒，我們與世人一樣

在工作中無奈地“浪費生命”？若工作

真是如此“枉費”，神豈會不關心？

從聖經來看，正確的工作觀應該

是“工作是神的託付”。因為創世記	

1:28提到，神就賜福給我們，要我們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並且“治理這地”

。“治理這地”就是神所託付的工作。

此外，創世記	 2:15	 中也提到神將亞當

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工作的確是神的託

付，並且是遠在人墮落之前設立的。

當人犯罪後，“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

詛”(創世記3:17)；工作仍是神的託

付，只是工作的果效已大不如墮落前，

也失去與神同工的平安喜樂。

其次，聖經也告訴我們在工作中可

以學習事奉神。歌羅西書	 3:22-24教導

我們要存誠實敬畏主的心，凡事聽從“

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我

們“肉身的主人”。無論作甚麼，都要

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像是事奉

主。此外，在工作中給我們機會學習經

歷神。箴言	3:5-6	教導我們在凡事上要

專心仰賴神，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主

必指引你的路。

工作也使我們可以學習見證神。

在馬太福音	 5:14-16提到我們是世上的

光，當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見我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神。也就是我們

在工作崗位上用諸般的智慧，勸戒教

導人，引導人到神面前。（歌羅西書	

1:28）我們在工作上見證神的目的不只

是為了大使命（馬太福音28:19-20），

更可以使我們的信仰落實在我們的生活

中。

既然工作是神的託付，是否在實踐

上就有百利而無一害呢？其實不然。我

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擇工

作。當我們的工作會危及我們的信仰，

我們就應該尋求神帶領，尋找另一份工

作。不要忘了機會是神給的，我們按著

祂的旨意為我們的需要祈求，神必按

祂的信實回應我們的禱告（腓立比書	

4:19）。此外，我們也很容易在工作中

追逐名利，而忘掉神設立工作的目的。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中，提醒我們對名利

的態度。提摩太前書	 6:6-10	 提到，“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	貪

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

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了”。	 當我們因為世上的財務，忽略

更有價值的事，就是尋求主（傳道書	

12:1），我們就很容易從“神的祝福與

託付”淪落到“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如何能從“工作的勞苦愁煩”

回到“神同在的平安喜樂”呢？第一個

省思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優先順序。馬

太福音6:31-33教導我們不要憂慮吃甚

麼，喝甚麼，穿甚麼。我們所需用的這

一切東西，天父都知道。我們要在生活

中先學習尋求神的國和祂的義，所需用

的神都必加給我們了。此外，我們也應

該學習為我們的工作設立界限。若是我

們的工作或是事奉使我們忽略親人的需

要，這樣的工作或是事奉是不會討神喜

悅的。

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的生活是不可

切割的。我們在工作的表現應該與我們

的屬靈生活一致。工作既是生活的一大

部分，工作也會影響我們的屬靈和家庭

生活。我們務必記得邀請神來到我們

的工作生活中。工作是運用神所賜的能

力，來服事神和世人，並向世人見證神

的榮耀。因此，我們應該學習將我們的

工作生活交給主，邀請祂在我們的工

作上與我們同工。如此，祂的名必被高

舉。

簡而言之，工作即事奉，事奉即生

活。學習在工作中安息，仰望神的信

實。

一個基督徒的工作觀
黃 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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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倫理對多數人而言是個很大的話

題，牽涉到世界觀和道德觀的取捨，和

人與人、人與自我、以及和人與生存空

間“對與錯”的思維。我對倫理的理解

和思考多半局限於自己的生活工作環

境。此次由中華福音神學院廖元威教授

所授的基督教倫理延伸課程，不僅使我

在知識上受益匪淺，也引發我對基督徒

倫理和世俗倫理二者關係的興趣。

世俗倫理的無所不在與局限性

鑒於我的職業是金融分

析，對意識形態範疇的學科

沒有系統的認識，我對世俗

倫理的認知完全來源於觀察

與實踐。其實金融業涉及的

倫理話題非常豐富。簡單地

說，此學科是要合理調節經

濟資源在創造價值過程中的

使用與流通。然而什麼算

是“創造價值”、什麼又

是“合理”的，並沒有定

論。如何處理政府在其中的

角色，個人的“小我”和市場“大我”	

權益之間的調節，以及證券商怎樣處

理買方、賣方、和己方的利益關係，

都牽涉“對”與“錯”因人而異的主觀

定義，“或對或錯”	 的糊塗哲學，或

是“各打五十板”的“中庸”之道。

當然最棘手的莫過在看似“對”的

兩個選項中擇其一，正如最近標準普

爾（S&P）公司下調美國的AAA信用評

級。一方面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連連滑

坡，所以下調有據可循；另一方面由於

美國國債在金融市場的特殊地位，在人

心不穩的緊要關頭下此重藥，以致全

球股市一瀉千里，難怪有人猜疑標普

有落井下石之嫌。到底孰是孰非，難有

定論。這是我對世俗倫理缺乏權威的最

大質疑。難道倫理真的是在“對”與“

對”之間作抉擇？

基督徒倫理的聖經原則

基督徒倫理學的定義，是“以聖經

為基礎來研究人的品格、行為、動機、

傾向等特質，並從中歸納合神心意之法

則的學科。”簡而言之，基督徒倫理

學不外乎將聖經的原則用在每天生活

中。正如主耶穌所言，我們當“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也相

仿，就是要愛人如己。（太22：37-39

）”當然，基督徒倫理觀，並非墨守僵

硬的信條，而是本著謙卑敬畏的態度，

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境遇場合（con-

text），忠實地將聖經原則詮釋出來並

付諸於個人行爲上。這不是說基督徒一

定具有上好的品質，因爲我們肉身仍然

處在墮落的世界，罪的權勢不容疏忽。

而是基於我們是罪人的事實，有因信稱

義的確據，靠著聖靈，遵行上帝的旨

意，實踐愛鄰舍的基督徒倫理。

基督徒對世俗倫理的認同與識辨

至此，我對基督徒和世俗倫理關係

有了新的的認識，覺得二者不必有完全

的衝突。其實上帝的普遍啟示彰顯於世

（羅1：20），也體現在世俗倫理上。

兇殺、偷盜、奸淫等惡行，見諸於聖經

舊約十誡，在大多政治、社會、宗教、

文化體系裏也都是非法且不道德的。所

以世俗倫理觀實在體現上帝的慈愛和憐

憫。如果無此普遍啟示，沒有自然律的

約束，社會環境會受到極大破壞，我們

生活的境況實在難以想像。

同時，我覺得世俗倫理的最大缺

陷，是缺乏絕對權威和最終裁決（ulti-

mate	 arbiter）。如果人的循規蹈矩只是

建立在法律和輿論的監督之下而不必面

對絕對公義、無所不知的審判者，倫理

的約束力只能治標不治本，

倫理的實踐也往往只是浮之

於表。更糟糕的是，既然“

對”與“錯”是社會群體約

定俗成的產物，隨著時間、

地點和外在因素的改變，倫

理的度量衡也不免隨星移斗

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莊子齊物論）。難怪世

俗主義倫理（secularist	 eth-

ics）在近、現代橫空出世，

致使不少年輕人認爲凡事沒

有絕對的“對”與“錯”，自古皆然。

更有甚者，這種思潮在教會當中也頗有

滲透，曲解聖經中諸般原則性的教導。

如此可見，基督徒倫理學並非象牙

塔裏的知識，而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的生命教訓。基督徒在所謂“對”與“

錯”、“對”與“對”之間的抉擇，不

應該只體貼人的意思，而是要體貼神的

意思。（太16：23）

責任編輯：張建

基督徒倫理與世俗倫理的

交匯與撞擊
潘  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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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廈門的英語營短宣，由新

加坡國際浸信教會的黃鵬程夫婦發起。

他們與我們教會的何煜光夫婦一起，組

織了一支二十六人的隊伍。在當地教會

的配合下，短宣於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

廈門市郊的成功學校舉行，共有一百四

十二名學生參加。回顧自己帶著兩個孩

子參加的這次短宣之行，我深切感到神

一路上的引領、保守和祝福。

六月初，當我妻子慧娟提出讓我

帶兩個兒子，Evan和Ian，去廈門短宣

時，我立刻表示贊同。為自己的同胞做

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是我年輕時就有的

願望，更何況孩子們可以得到造就，還

能讓九十四歲高齡的爺爺，以及外公和

外婆見他們一面，何樂而不為呢？我想

這一定是神的安排，因為慧娟平時總是

早早地把孩子們的暑期活動都安排好，

可在此之前他們倆八月份的活動安排卻

因各種原因遲遲沒有定下來。

六七月的周末，我們常常是在為廈

門之行的禱告及培訓中度過的。黃鵬

程夫婦提供了課程大綱和指導，何煜光

弟兄主持了大部分的培訓活動。我們一

開始就準備讓年輕人在這次活動中唱主

角，家長只需做些配合的工作。我被安

排負責下午的食品烘烤課，這正是我喜

歡做的事。可是到了廈門才知道，由於

許多學生需要會說雙語的老師，我們隨

行的家長也被安排教英語文化課和教導

聖經的品德課。這樣，我在教會教兒童

主日學的經驗和聖經知識也派了用場。

去廈門一路並不容易。由於Evan和

另一名同去廈門的高中生Anna在紐約

的短宣要到七月底才結束，我只好帶

著Ian坐當天一早的大巴到紐約，接了

Evan和Anna後，再趕去機場坐下午五點

的國航班機去北京。然而，到了機場卻

被告知飛機因故障晚點，在焦慮和無奈

中多等了三小時才登機。因為在北京轉

機的時間也就三小時，按原計劃轉機去

廈門不太可能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內

轉機時誤機，不免有點擔心不安，可是

一想到是神安排了這次旅程，我心裡就

踏實了許多。

到北京已是晚上十點，去廈門的最

後一班飛機早已離開。孩子們問我什麼

時候去廈門，我説不知道，但要他們一

起為平安到達廈門禱告。在國航安排的

旅館住下已是凌晨一點多，第二天一早

坐首班車到機場去詢問，結果我們四個

人改簽到了上午十點的航班。上飛機一

看，座位全坐滿了，我們真是很幸運，

能趕上這班飛機。從廈門機場出來時是

下午一點半，當地教會一位姊妹開車來

機場接我們，到達學校時正好趕上兩點

半的烘烤課。看來神的安排一點也不誤

事。

下午的課結束後，參加短宣的年輕

人都迫不及待地跑到海邊去玩。旅館離

海邊只有一里來路，可中間隔著一條四

車道的馬路，而且沒有紅綠燈，行人和

車輛穿梭混行。我因惦記著要準備第二

天的課程，就先回到了旅館，可是心裡

仍十分擔心這些在美國長大的孩子會在

中國的馬路上出事，只好求神保守。到

晚上，我去找Evan和Ian吃晚飯時，卻

驚奇地發現他倆不但過了馬路，而且還

在路邊的餐館裡點好了既便宜又好吃的

飯菜！真要感謝讚美我們的神。

八月初的廈門十分悶熱，每天早上

九點以前，我們從旅館出來，走十多分

鐘的路到學校，到那裡已是滿身大汗。

直到下午回旅館時，衣服還是濕的。行

程中我一直擔心孩子們在美國舒適慣

了，會不適應國內的炎熱氣候，於是

常為他們禱告。可孩子們穿著汗濕的衣

服，臉上流著汗水，仍然每天快快樂樂

地堅持到營會結束。

營會早上九點到九點半是崇拜時

間，大家在一起唱歌，並有人分享見

證。接下來的兩個半小時是文化課和品

德課。中午有一小時吃飯和休息。下午

的三個小時是各種遊戲和烘烤課。我班

上有十一、二個學生，大多是初中生，

多數聰明好學，天真可愛。每當我宣布

考試時，他們都很認真，並躍躍欲試。

品德課時，大家都能認真聽聖經故事，

並參與討論。全班只有三個學生從未去

過教會。

參加這次營會的老師和助教們來自

兩所不同的教會和不同的國家，可大家

和睦相處，為了福音的緣故彼此搭配，

共同服事。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也給了

我們熱情的支持和幫助。我真正體會到

了在主裡的合一。營會結束前，有十七

位從未去過教會的學生表示，願意接受

耶穌為自己的救主，另有三十位已去教

會的學生表示願意一生服事主。看到我

們團隊事奉所結的果子時，我心裡充滿

了喜樂。

分別之時，老師助教和學生們都依

依不捨，相約明年再見，很是感人。這

次短宣，讓我和孩子們都得到了鍛煉，

家人也很開心，真是榮神益人。神在其

中的保守與祝福，也是不言而喻的。

責任編輯：張建

廈門短宣記
趙 山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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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緣由

教會年度有計劃性地安排了一些重

點活動，福音營會是行之有年的大戲之

一，常常選擇在國殤紀念日（Memorial	

Day）	的長週末在外地舉辦，希望靠着

神真理的聖靈，來感動和改變在世上盲

目忙碌的人們，能悔改回轉歸向主，重

新得力如鷹展翅。教會許多的弟兄姐

妹、家庭和事工同工們，在這種類型的

營會裏，可以有機會同心合一地配搭擺

上。雖然在時間上整個長週末需要無條

件地委身付出，往往也能在靈命上得着

堅立。在偏行己路如羊走迷的生命的道

路上行走的我們，能夠再一次地被主的

呼召挽回。

教會在多年以前，將新英格蘭跨教

會的年度福音佈道營會取消，轉由春秋

兩季配合學校開學的季節，在教會母

堂來舉行。培靈造就的需要在當時被提

及，之後就沿用福音佈道的營會活動，

來開展對新英格蘭地區基督徒屬靈生命

的供應與操練。

去年教會的長執有鑑於場地的費用

與可租用的地點等因素，決定今年的培

靈大會將回到母堂舉行。年初，在同工

安排分工的過程中，韋江牧師（當時還

未按牧）、俊文弟兄和我接受負責辦理

這營會的重責大任。我們也找回了非常

有辦理營會經驗的繼勇弟兄做我們的顧

問，籌備會議就在顫驚恐懼之中開始。

當年，南國猶大的希西家王，開了耶和

華殿的門，重新修理，召眾祭司和利未

人來，先潔淨自己，再獻祭敬拜，最後

的一節竟是這麼地記載的：“這事辦得

甚速，希西家和眾民都喜樂，是因神為

眾民所預備的。”（歷代志下	 29：36

）老實說，雖然我們不足也不配，但在

我的內心深處卻有着一股莫名的興奮與

篤定，我堅定地相信神會親自供應。

陷入膠著

由於過往的營會節目非常繁重，一

開始我們的心也就跟着沉重起來。即便

是移師回到母堂，各樣的需要並不會因

為場地的改變而減少太多。大家的眼界

也跟着過去的節目表，而反覆地斟酌如

何來鼓勵更多同工的參與，對於弟兄姐

妹屬靈生命的負擔和需要卻又不知如何

地來面對。幾次的研討不無結果，但卻

像寒冬的積雪，加上清晨冰晶的霜露。

接着，整個事工的計劃安排進入了一個

前所未有的膠著狀態。

大家的注意力慢慢轉移到韋牧師的

按牧典禮，南區的植堂事工的開展，以

及迎接新來就任的主任牧師和青少年事

工傳道等這些令整個教會感到振奮的一

連串事件。在主日學課前或課後，俊文

弟兄常跟我語重心長地說道，這個培靈

大會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們卻還沒有

明確的計劃和架構。我們私底下分別找

了幾個重點事工的負責同工，幾乎都

得到相似的回應：“我們的同工平日都

在事奉，如果有機會讓同工得着休息和

餵養，在靈命上才能有所長進。”沉默

成為我們的答辯。所以，我們真的只能

互相勉勵，彼此代禱，祈求大能的主帶

領，也在主前耐心等候。

如釋重負

終於，時機漸漸地成熟。就在離大

會開始僅剩一個月左右的一個主日的黃

昏，主把我們再次召聚在一起。這次除

了原班人馬之外，還多了洪長老和章牧

師列席。他們鼓勵我們，希望整個事

工的安排能夠有所突破。記得在開會

的時候，我們仍然沒有和講員聯繫上，

所以各樣的節目安排仍困難重重。崇

拜組、兒童照顧組、活動組等等完全

沒有同工，只有青少年事工由劉牧師

（Sandy）	和林傳道（Jen-Jen）	領軍。

但是，牧長的列席真的給了大家都鬆了

口氣。

章牧師剛來就任，用着非常謙卑的

語氣，請求大家別太在意整個過程的安

排，也當體恤同工們的辛勞，儘量能夠

將節目簡化，讓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得以

有喘息的機會。當然，簡化並非隨便，

但求不拘小節。所有的安排多讓弟兄姐

妹能在晚堂結束提早回家休息，第二天

的主要節目在下午才開始進行，國殤紀

念日的假日仍舊完整地還給大家。至於

大家庭時間的安排，我們可以試着辦“

包餃子”……其後的大家七嘴八舌，

我們用感恩的心領受，幾個月來所有

的陰霾化作塵埃，隨風散去。母親節的

主日，章牧師要我鼓起勇氣向弟兄姐妹

報告，我從神而來的領受是：“我們都

是一家人，讓我們把愛緊緊地包在餃子

裏，讓我們一起學習事奉人，好像事奉

主一般吧！”

整個月，同工之間都動了起來。我

們利用Skype在網路上開了3次會，或禱

告或討論，過去的迷惘不再有，迫切地

期待反成了家常。韋牧師和我們一起，

在小事上極盡忠心，也練就網上開會的

功力，毫不以為辛苦。俊文、繼勇都參

與並迫切禱告，綺麗姐也為了敬拜組的

培靈奮興的操練與禮讚
林 有 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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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跟着我們這羣同工上網開會。

當然，有時我們意見也會不同，但是

總可在網路會議結束前達成共識。期

間韋牧師也常與我們用神的話彼此相

顧提醒，互相體恤安慰。令人感恩的

是，Bedford“亞軒”餐廳的文超弟

兄竟也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作餡，廚

房的同工們更是在當天全力以赴。所

有原本擔心煮餃子的各種大小疑難雜

症，也都迎刃而解，時間的安排竟然

也是綽綽有餘。兒童照顧方面，也有

幾個團契願意認養。這些默默耕耘的

團隊，都是神賞賜給教會的恩典和祝

福。

僕人典範

最是振奮人心的當然是主自己所

賞賜的“合一”的信息。主差遣遠從

新加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加坡神學院

陳世協院長，把弟兄姐妹如何和睦同

居這個很重要的課題，放在我們這

個蒙福的教會肢體之中。誠如講員所

說，在我們願意停下腳步，打斷忙

碌的生活規律的時候，可以一起在領

受上帝的話，用上帝的話語來挽回我

們，並對神的呼召能有正面積極的回

應。“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

善，何等地美！”（詩篇	 133：1）	

整個週末到主日崇拜時進入最高潮。

講員從合一的支柱談起，到合一的情

操，合一的團隊，場場讓弟兄姐妹們

震撼，甚至涉及到華人教會在文化架

構之下不敢提及的合一的張力，讓領

完聚會坐在前排的我，幾近哽咽無

聲。

主日崇拜完的主日學時間，另外

安排了陳院長作專題。教會每遇到長

週末的主日學時間通常是不安排課程

的，那天竟把教會副堂給塞爆，不僅

座無虛席，更是門庭若市，站滿了對

神話語飢渴慕義的弟兄姐妹。再次想

起南國猶大的另一位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事的王—約西亞。因着在耶和華

殿中得了律法書，這神寶貴的話成為

復興的關鍵，將遵守禮儀的宗教轉變

成為心靈誠實的信仰。神的僕人不懼

怕仇敵，也不搶奪主人的事工，但求

專心尋求神的話語，更把神的話語傳

講得清楚明白，不是靠熱情和自信，

乃是靠主的愛和恩典。

由於陳牧師嚴重的胃痛，在第一

堂結束後，大會籌備同工找來腸胃科

醫生替他診斷。等我買了藥和午餐，

回來接他再去Boston城區的崇拜講

道，眼前這位神的僕人在眾人面前，

仍聲嘶力竭地為主做工。一路上，陳

院長也開導我在教會治理上神的心意

是如何，牧長之間的張力如何求神幫

助，同工之間的團隊該從何而起，從

教會母堂到城區這條熟悉的路，竟也

在眨眼之間走完。還記得陳院長細心

地告訴我，在Ruggles	Baptist	Church屋

頂尖塔上的公雞的象徵意義是什麼。

下午，陳院長的胃痛又再度發作。看

着他侃侃而談的面容，不禁羨慕起他

那犧牲自己的僕人典範。這是天父的

世界，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

賞賜都是從神而來，有什麼不是白白

得來，又不能夠白白捨去的呢，求主

幫助。

責任編輯：張建

“媽，那是一個人！”

一天晚上，我從小村莊開車去縣

城。對面的車燈很晃眼，只得慢慢行

駛。忽然，只見前方路中央橫著一

大塊黑糊糊的東西。就在我要繞過去

時，坐在邊上的大兒子猛然叫道：“

媽，那是一個人！”我即刻停車，搖

下車窗，聽到淒厲的求救聲……

在天這樣黑的情況下，那人隨時

都可能被車碾過，必須馬上將他拉到

路邊。我下了車。正在此時，電話響

了，是孩子的大伯父打來的。聽到我

要救人，他急切地告誡我千萬別管。

我當即掛斷了電話，因為我不允許自

己有絲毫的猶豫和動搖。如果因為我

袖手旁觀而導致他喪命，那和我殺了

他有何兩樣！

刻不容緩，我將他拖向路邊，拉離

了死亡地帶……

“媽，我們走了，他怎麼辦？”

電話又響了，還是大伯父：“他

要訛詐你怎麼辦？”是啊，我也有些

害怕。於是，在打通120急救電話後，

我對被救的老人說：“你可不要訛詐

我啊！”他有氣無力地說：“不訛，

不訛。”我對120接線員說：“你聽見

了，我是幫他的。”

打完120後，我對兒子說：“反

正他現在已經脫離危險地帶了，我們

趕緊走吧！”兒子說：“媽，我們走

了，他怎麼辦？”是啊，我們走了，

重傷的老人獨自一人能怎麼辦？

正在這時，來了一個認識傷者的

騎摩托的人。劈頭就問：“你撞了

他？”我趕緊否認。在與老人對證

後，他才放我走並請我幫忙通知傷者

家人。在大路口我找到了老人擺的小

攤舖，他的妻子和女兒忙不迭地道

謝。當他們詢問我的姓名時，我拒絕

了：“你們趕快去看他吧，只要相信

我是救了他，不訛詐我就行！”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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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著驚魂未定的心，我逃離了他

們……

“這是人最起碼該做的”

我失魂落魄地開車回家，心中依然

擔心：他們會不會記下我的車號，以後

再來尋事？隨後，丈夫從美國打來電

話。在告知事情經過和我的擔憂後，我

還是堅持：“我不能見死不救。”正如

意料，他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作為人

最起碼該做的。”還說：“如果是我，

我也會這麼做的。你不必擔心，有什

麼事，我不會怪你的，我和你一起承

擔。”

於是，我們倆在電話中一起禱告，

求神救老人的命，並保守我們不被訛

詐。禱告中，我們將一切交託給神……

感謝主，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丈夫

是支持我的。感謝主，讓我在緊急關

頭，盡了做人的本份。否則，今生我將

無法原諒自己！

“他是被人拉到路中間的！”

三天後，我經過老人擺攤的小屋，

又忍不住“管閒事”，想知道老人是否

得救。他的妻子看到我，就像見到救命

恩人一般，還說想要登門道謝。我依然

謝絕，並說：“大黑天的，無憑無據，

你們能相信我，不訛詐我就好了。這種

情況，人家十有八九都不敢管的。”老

太太說：“十個有十個都不會管的，就

連我自己也不會管。做好事被訛詐的

可不少啊。”她提到，當老人說是有人

相救時，錄口供的警員說：“你真是命

大，現在幾乎都沒有這樣的人了。”頓

時，我的心沉沉的。而她接著講述的卻

更深深地刺痛了我。

事發時，老人被汽車撞倒在路邊。

肇事司機看老人還活著，竟起了殺人嫁

禍之心，將他從路邊拖到路中間。走出

幾步之後，看看還有些偏，不能保證

被碾著，又走回來，將他橫放在了路中

間……

“什麼？他是被人拉到路中間？”

老人那絕望而淒慘的叫喊聲在我耳邊不

停迴響。我不知是怎樣回的家，淚水無

法控制地流個不停……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隨後幾天，我一直處於傷心與恐懼

的狀態。所有人都告誡我：“以後，千

萬別做這種事了。”自己甚至也想：“

如果我不救他，也許別人會救吧？他也

許不至於死吧？”

一週後，我在倒車時，不慎撞到了

後邊的水泥牆。當老同學聞訊趕來幫我

時，我脫口而出：“都怨上星期碰上那

起車禍，讓我好幾天都心神不寧。現在

真的出事了，真倒楣！”回到家中，幾

天來的精神壓力讓我透不過氣來。我關

上房門，放聲大哭……

痛哭中，我拿起聖經，想通過讀經

使自己安靜下來。誰知道，翻開聖經竟

然就看到：“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

救。”我似乎聽到天父在對我說：“人

將被殺，你須攔阻。你若說：這事我未

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麼？保

守你命的豈不知道麼？祂豈不按各人所

行的報應各人麼？”（箴言24：11-12

）

神的話語是如此的清晰，我當即解

除了疑慮並卸下重擔，禱告說：“主

啊，以後遇見這樣的事，我依然要救。

謝謝你保守我，找到了肇事者，使我免

於被訛詐！”原來，在肇事人將老人拉

到馬路中間的過程中，小錢包從他的口

袋裏掉了下來……警員在事故現場發現

了肇事人的行車證。

奇妙的天父！我似乎親眼見你！

我往哪裏躲避你的靈？

這件事，讓我再次經歷神的無所不

在。祂掌管整件事，也讓我直視自己的

軟弱：如約拿一般，試圖逃避神賦予的

使命。我是一個蒙神呼召、獻上自己的

全職事奉者，卻多次因眼前的窘境而想

逃避，想回到從前的專業工作。按照性

格講，我不擅長與人交往。每當聽到有

人說：“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事奉

嘛，就不會把負擔加給弟兄姐妹了。”

我都會回家大哭。別人話中帶刺，我表

面忍耐，不與之相爭，但是回家需要自

舔傷口。這樣的性格如何在教會服事？

可是神的恩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

又不敢違背。進也不是，退也不行，躲

避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

然而，神的靈通過此次經歷向我說

話。我知道，即便遠離所服事的教會，

在那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村，神還是要揪

住我，與我面對。

神啊！我無法躲避你的靈，也無法

逃離你的面！

那感動戴德生的靈……

回到美國後，除了和朋友分享此次

經歷中神的同在和帶領，我也在思考神

還有什麼更深入的教導。有時，想把這

份見證寫下來，與更多的人分享。可

是，分享的目的是什麼？抨擊中國人道

德的淪喪嗎？我倒寧願相信所遇到的“

人被拉到死地，無人敢救”的情形在中

國僅此一件！想宣揚我救人嗎？整個過

人被拉到死地……
劉 愛 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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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只不過是膽顫心驚，做了神讓

我不得不做的事而已。要鼓勵基督徒們

去廣傳福音嗎？那實在沾不上邊。

我想到戴德生，當年去中國，是因

為他想到那裏每天將有多少人喪命，靈

魂也隨之走向永遠的滅亡。遠牧師也

講，他之所以每個週末都外出佈道，是

因為想到，如果呆在家裏，就會有幾十

個靈魂因聽不到福音而無法得救。不

過，他們都是神所重用的僕人。而我，

雖然也曾在頻臨死亡時許願將生命獻給

神，卻總是無法擺脫“不得不還願”的

心態。同時，我一直很努力地“扮演”

溫柔、順服，躲在幕後的“師母”，而

不是“搶救靈魂”的英雄。我想，還是

把這件事封存到記憶裏吧。

去年底，在三年一度的華人差傳大

會上，當戴繼宗牧師講到創立內地會

的第一個原由：“百萬靈魂，心急如

焚”時，他在圖片上打出當年戴德生

領受的異象：“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

救……”我驚呆了！那感動戴德生的靈

彷彿降在了我的身上。我似乎又回到當

夜，聽到車窗外那淒慘的求救聲。我第

一次聽到了百萬靈魂的呼喚聲……

當戴牧師講到他父親戴紹曾牧師在

戴德生墓碑前的禱告：“願那感動戴德

生的靈，加倍地感動我們”時，我知

道，我必須要把這篇見證寫出來，因為

天父是要將這段話給這世代的基督徒，

要我們跟著祂所差遣的愛子，救世人的

靈魂。

誰將他們拉到死地？

誰會將人拉到死地？若不是神讓我

親身經歷又讀到，我尚不知聖經中有這

樣的話。其實，我所遇到的在國內並不

是新聞。人被撞死了，賠些錢就行。而

要是撞成殘疾，卻後患無窮。為了掩飾

輕微過犯，有人竟犯下殺人大錯。若是

他們有基督信仰，相信無所不在的上帝

正在看著他們，縱使車禍難免，故意殺

人總是可以不發生的。

是什麼讓他們置道德、法律於不

顧，將人拉到死地？是罪，是失喪的靈

魂。對於一個心中沒有上帝的人，遭遇

極端的情況，在罪性支配下，就會做出

極端的事來，包括殺人。

曾有妻子，因姦情敗漏，竟用鼠藥

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曾有小偷，因主人回家發現，為滅

口而殺人！

曾有少女，因未婚懷孕後被拋棄，

不是殺人，就是自殺！

靈魂失喪的人啊，會因一點兒小錯

而滑向深淵。因著罪，把別人拉到死

地；因著罪，也將自己推向滅亡。那些

被罪轄制的人、沒有基督信仰的靈魂，

多麼需要上帝的拯救和憐憫。

來自靈魂的呼喚

當那感動戴德生的靈臨到我時，我

的心靈被打開，感受到那失喪靈魂的眾

生態。我聽到他們在痛苦中的吶喊，看

到他們在黑暗中的企盼，更感受到他們

深陷罪中的慌亂與兇惡。那從神而來的

憐憫心腸攫住了我！祂要“叫祂的百姓

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們的神憐

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

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

77-79）

是啊，神憎恨罪惡，卻深愛罪人。

搶救一個失喪的靈魂，也就消除了一個

潛在的殺人犯！	 神說：“我要去除他

們的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以西結

書36：26）

我們也許同情一個眼睛失明的人，

卻不容易憐憫那靈裏瞎眼的人，因為他

們可能犯下各樣不義的罪惡：偷盜，姦

淫，邪惡，貪婪，詭詐，毒恨……

我們也許願意對一個身體殘障者施

行援手，卻不容易幫助那靈裏殘疾的

人，因為他們可能表現為偏激的情緒：

憤怒，苦毒，抱怨，驕傲，嫉妒，冷

酷……

我們也許還願意去解救一個身處困

境的人，卻不容易去拯救一個靈魂已被

魔鬼轄制的人，因為他們可能如惡魔般

令我們痛恨：為非作歹，坑蒙拐騙，貪

贓枉法，殺人放火……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神愛中國人，差遣祂的僕

人戴德生及眾多宣教士，離開他們的親

人，為了中國人億萬靈魂的得救，將他

們的生命獻給了中國。

願那賜下愛子的天父親自差遣我

們！願感動戴德生的聖靈加倍感動我

們！

(作者現為使者協會校園傳道；先生李民舉牧
師，現牧會於俄亥俄州克里福蘭華人教會；
他們原在本教會聚會，一同在Gordon-Con-
well神學院受造就，也曾一同在西區實習。
他們二人蒙召見證，詳見《心版》第三期。
本文所記，係2009年作者在國內時發生的真
實故事。《使者》2011.元月號，以“虎口奪
命”為題發表。因作者夫婦與本教會的長久
關係，今以原題剪輯後發表。)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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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故事不知道是不

是真的，說美國南北戰爭

時，有一次一位北軍的將

軍對林肯總統說：“希望上

帝站在我們這一邊。”林肯

糾正了這位將軍，說：“

不。希望我們站在上帝那一

邊。”

看到社會關懷（社關）

的理念漸漸在我們教會中生

根，令人感到鼓舞。但另一

方面，認識到還有多少尚且

需要做的工作時，又很容易

讓人感到氣餒與無力。感謝

主，社關事工是站在上帝那一邊的。上

帝的事務，上帝常常會處理其中最困難

的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站在上帝那一

邊的呢？

查經時，掌握經文重點的方法之一

就是找出重複的字眼。雖然說宣教的觀

念貫穿新約和舊約，聖經中直截了當提

到宣教的次數，卻沒有上帝指責猶太人

忽視欺壓孤兒寡婦以及其他弱勢團體來

得多。所以，上帝在乎社關並不亞於祂

在乎傳福音。可是，放眼北美華人教

會，關懷社會似乎很少提及，傳福音卻

是普遍的負擔。回到根本，每一個基督

徒的呼召都是要做一個“小基督”。我

們要記得耶穌是我們的模範。─見到病

人和被鬼附的，祂就動慈心，要醫治人

的身、心、靈。我們怎能如此注重耶穌

的一個命令，卻忽略祂用生命所樹立的

榜樣？

這世界為公義和憐憫哭泣、呼求，

這是一個事實。在我們自己北美白領階

級的溫室裏，或許沒有人餓死，或許沒

有人為買不起藥而漸漸衰亡，但是饑

荒、缺乏乾淨的飲用水、戰爭、暴力、

毒癮、酒癮、勞工的壓榨、生態的破

壞、環境污染、貪官污吏、軍警濫用職

權等，都是非常真實的存在。當電視上

播出因饑餓或生病的孩童奄奄一息求助

的畫面時，我們是否趕緊轉台，彷彿片

刻苦難的影像就會打破了我們平安的日

子？當新聞報導有員工被公司或雇主虐

待，或某專制的政府如何欺壓百姓時，

我們是否只同情的嘆一聲息，然後很快

的回到自己的現實，因為不認為我們幫

得上什麼忙？

或許我們還參與造成了世上許多苦

難？當南美或印尼的樹木為我們炫耀居

家豪華的虛榮而倒下時，我們是否加劇

了全球暖化的問題，並為日後的洪水、

山崩種下禍根？當我們一味地追求更便

宜的食物與衣服時，我們是否將無助的

農夫或衣場工人更深地推入貧困中？當

我們懶得洗一個杯子，因而飲用瓶裝

水，然後又因為我們懶得回收瓶子，而

將之丟到垃圾桶裏時，我們是否將一些

毒素通過食物鏈囤積到人們的體內？

對世上很多的問題，我們不是無能

為力。身為基督徒，我們更不可以視若

無睹，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

像造的。感謝神，過去幾年來，我們的

會眾越來越多由“走進教會聽”，轉

為“走出教會做”。諸如去流浪漢收容

所服侍飯食，去社區菜園種菜，捐贈物

資給弱勢群體或災民等善工，我們的教

會和各個團契做得一年比一年多。若想

要再更上一層樓，就得著手更深入地了

解有關問題和需要了。

保羅在羅馬書10:14寫

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

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

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

聽見呢？”這句話，長久以

來被用來論證差派宣教士的

重要性。但這段經文還包含

着另一個觀念：轉變與成長

是從教育開始的。與我們共

用一個屋簷的，本教會的英

文堂，就是一個值得效法的

榜樣。他們的主日訊息裏經

常講到社關的議題。社關也

是英文堂選修率高的一門主日學。這樣

的條件造成了我們教會的第二代對社關

相當的負擔。從現在我們教會中文堂社

關初步的參與，大概可以看出，我們不

會只是紙上談兵的基督徒，而會是由知

識帶出行動的基督徒。這樣的教會，若

接觸到更多社關的資訊與機會，星星之

火可能就燎原了。或許有一天，我們

的教會除了差派宣教士之外，還會差

派出“社關士”。“社關士”可能是賑

災組織的工作人員、窮人的醫生、被欺

壓人的律師、或為顧及人性尊嚴與社會

代價而犧牲利潤的商人。我們能做的還

有很多，但這一切都得從聽道、知道開

始。

再回過頭來看我們的主基督。祂在

教導神國的道理時也沒停止醫病、趕

鬼。其實幾百年來，宣教士們也一直在

辦學校、蓋醫院、賑災、救饑。即使是

今天，包括我們自己教會所差派的多位

宣教士，宣教事工中仍有社關的部分。

因為社關與宣教一直有相輔相成的關

係，只要有機會，社關跟宣教就應該攜

手合作。當世人都體會到、看到上帝

的愛時，傳福音怎麼可能沒有璀璨的成

果？

責任編輯：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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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社會關懷年會上提出的今年

的主題－為本地服務，我們青橄欖團

契今年夏天開始了一項新的事工，去

波士頓郊區的一個叫Community	 Harvest	

Project的農場勞動。這個農場位於波士

頓西郊的North	 Grafton，離開我們教會

約四十英里。他們勞動的果實將提供給

當地的Worcester	 Food	 Bank幫助有需要

的人。這個農場的特點是非常歡迎家庭

前往，可以帶孩子老人一起去。我們的

隊伍裏，從三歲的孩子到七十幾歲的老

人都有。

那是八月初一個周末，大晴天，很

熱。我們團契去了八個家庭，共十四個

大人八個小孩。從早晨九點多鐘開始，

一直忙到過中午。那天我們主要是幫助

採西紅柿，也有其它的組織在那邊摘辣

椒、捲心菜等等。農場的各種蔬菜收成

都很好，看著豐收的果實，賞心悅目。

特別是孩子們，看到那些蔬菜原來是那

樣從地裏長出來的，特別感興趣，學到

了很多知識，回去寫暑假作業的作文題

目也有了。平時喜歡在自己家後院弄花

種菜的，也可以在這裡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農場全靠義工的支持，所

以在生產管理上盡量減少人工。譬如，

西紅柿不用搭架子，而是採用鋼絲和繩

子牽引，既簡單又有效。用塑料管埋入

土中的滴灌技術，方便、省水，連上肥

都可以通過這個系統進行。採用地面覆

膜，保持土壤水分，也防止雜草叢生。

他們做的畦也很有啟發性，既保證了作

物充分的光照又方便田間管理。

摘西紅柿是個令人愉快的活。綠葉

叢中，一個個紅嘟嘟的，小燈籠似的西

紅柿，真惹人喜愛。有些特別大的，往

往謙虛地躲在葉子底下，孩子們往往會

漏摘了。我們知道萬一漏摘了，可能會

有好幾天都沒有人再來摘，這些可愛的

西紅柿很有可能就浪費了，所以我們摘

得很仔細。摘西紅柿不需要什麼工具，

每人發了一雙手套和一個塑料桶。塑

料桶裝滿半桶就要往回拿。因為放多了

怕下面的西紅柿被壓壞。後來越摘越遠

了，我們就請小朋友作運輸隊，幫我們

把摘滿的半桶往回運，把空桶帶回來。

我們摘下來的西紅柿，開始由另外

一隊志願者擦乾淨、檢驗、裝箱，後來

他們結束勞動了。我們摘得很起勁，中

間有很多快手，幹活又快又好，場地上

放滿了一桶桶的西紅柿，眼看著實在太

多了，只好喊停。大家還依依不捨的樣

子。我們的大隊人馬轉入做擦乾、檢

驗、裝箱工作。合格的裝箱，每箱裝兩

層，中間有硬紙板隔開。不合格的放

到旁邊的塑料箱內。據說合格的當天就

運往當地的Worcester	Food	bank,	不合格

的被送到旁邊的Tufts獸醫學校餵豬。

大家一鼓作氣，越幹越快，十二點半結

束了戰鬥。過磅統計，我們一共出品

了1658磅西紅柿，還不包括那些處理

品。勞動結束後，我們在一台大型拖拉

機前合影，人人笑逐顔開，那是勞動帶

來的歡樂。有幾張照片後來還上了農場

唯有神叫他生長
記青橄欖團契一次農場義務勞動

青 橄 欖 團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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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個不算明媚的早上，我們來

到Brigham	Hill	Community	Farm的農場，

進行為期半天的社會關懷活動。參加這

天義工的人不少，除了我們Brandeis學

生團契的一行八人外，還有結伴而來的

一大群高中生和幾個帶著孩子的家庭。

幾個帶小孩的家庭和我們學生組成了一

個大組，分工完成“地膜打孔”、“

苗種篩選”、“分配苗種”和“種苗填

土”幾個步驟，最後我們種下捲心菜的

小苗。

勞動的過程相當愉快，並不像原來

所想的，需要付出大量的體力，反而

像是一個增長見識的“農家樂”。在這

裡，我們一群在城裡長大的成年人從頭

學習種菜的基本知識，冒冒失失地打

弄著土塊，對著打孔鑽到的石頭擠眉弄

眼，對著田裡的各種蟲子大驚小怪，儼

然是一群好奇的孩童。在這種有章可循

的簡單體力勞動中，“第一次”的新鮮

感和興奮給了我們很大的驅策。我們這

鬥志昂揚的一群人，在完成一長行的種

菜安排後，又興致勃勃地申請了更多的

任務，種完了隔壁一群高中生留下的小

半行地。

有趣，不單調；閑適，不艱難。這

可以說是對這次社會關懷活動一個貼切

的評價。對我們來說，這也許不過是“

偷得浮生半日閑”的郊遊罷了；而在此

背後，卻是農場工作人員細心的付出。

在勞動之後和工作人員的交談中，

我們了解到農場的一些基本運作流程。

這些工作人員在農場的運營上花了相當

多的心思，投入了很大的努力。為了使

農場的蔬菜能夠盡量滿足低收入家庭的

需求，工作人員仔細地考慮蔬菜的色澤

外觀大小等各種因素。為了防止蔬菜之

間需求的不平衡，他們甚至對每個新

品種都進行試驗種植，在市場受歡迎

度檢驗合格之後才逐漸投入大量種植。

對於這樣一個幫助流浪漢的項目，他們

卻能設身處地的為需要幫助的人們仔細

考慮，細心經營農場每個細節的運作，

可見他們奉獻的心是何等真誠！連我們

這樣輕鬆的勞動，也和他們的前期準備

有分不開的關係。他們在五月農場開放

前，就配好了營養土，調整好了土壤

濕度並蓋上地膜，而我們這些志願者則

是完成了最簡單沒有技術含量的人力工

作。

我想，在這個志願者項目中，志願

者們人力的支持並非最重要的部分。由

於缺乏經驗，我們種的菜，尤其是那些

高中生種下的菜苗，事後或許還需要工

作人員檢驗糾正；而在平時工作日缺少

志願者時，他們就做我們現在的工作，

或許效率會更高。然而這個活動的更

大的意義，是讓我們在歡樂的勞動中

了解到，我們是為著一群流浪者做著

簡單的努力，那樣一群人的生活，需要

我們的幫助，即便這個幫助只是為他們

桌上的捲心菜插下小苗。這活動也讓我

們了解，志願者的付出並不在多，簡簡

單單，卻也是一份心意。這更是一條信

息渠道，呼籲我們為他們奉獻更多的東

西；或許是一些時間，給這些失去工作

的人提供職業教育，讓他們能找到更好

的工作；或許是貢獻更多體力和財力，

以幫助更多無家可歸的人。

儘管我們的工作不辛苦，也沒有起

到特別大的作用，但是，能夠在心裡淺

淺地記下有這麼一群需要幫助的人，能

夠和團契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為那些

素不相識的流浪者愉快地勞動，這又何

嘗不是一種分享，一種幸福的體驗呢？

若是以後能有機會再來，看著我們種下

的捲心菜小苗長大，為它們澆水除蟲，

然後在八月的艷陽天下，用鐮刀收獲那

些圓滾滾沉甸甸的捲心菜，那該是怎樣

酣暢的愉悅？想像自己栽培的捲心菜被

送上餐桌，能為飢腸轆轆的人提供美妙

的晚餐，那該是怎樣愜意的滿足？

感謝上帝，帶給我們這個在農場勞

動的快樂的上午。

責任編輯：張建

“農家樂”
梁   晨

的Facebook。

這真是一次很好的活動。在付出

體力勞動的同時，我們吸收了新鮮空

氣；在為幫助有需要的人奉獻一份力

量的同時，我們結交了新朋友。一家

老小一起勞動，孩子們特別高興，也

學習了種蔬菜的知識。團契準備明年

提早聯繫，爭取參加春播、夏種、秋

收的全過程。

在這一片莊稼地中，讓我們對天父

的恩典有了新的感受。正如哥林多前

書三章六節所說的：“我栽種了，亞

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眼

望著豐盛的收穫成果，大家體會到，

每一顆果實都是神的恩典啊。

責任編輯：張應元、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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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

“小山沒有幾座，被蒼松和楓林蓋

著。小河沒有幾道，靜靜的穿越茂密的

叢林和平坦的原野……從地球另一端飛

來的金鳳凰、銀鳳凰，紛紛在這裏安

家。”曾在波士頓西區教會實習的李民

舉傳道，如此描述波士頓西區。

確實，波士頓西面以Acton和Box-

borough兩鎮為中心的地區，就業機會

充裕，社區環境良好，住房質優價平，

近年引來愈來愈多的華人居民，使福

音禾場日益擴展，基督徒人數不斷增

長。2006年10月	1日，CBCGB西區分堂

正式成立，開始正式崇拜。

然而，教會從建立伊始，便一直漂

泊而無定所，沒有自己的教堂。主日崇

拜地一年數遷，或用他人教堂，或租假

日旅館，或借學校禮堂。每次換地方，

要通知全體會眾，乃至整個社區，以免

讓人撲空。暑假到了，學生歡天喜地，

同工們卻皺起眉頭，因為學校要關門

了。有一個夏天，教會幾次被迫在露天

球場的帳篷裏崇拜。

到了主日，大夥一清早就忙開了。

音響設備、主日學教材、兒童玩具、

午餐用的鍋碗瓢盆，一應器物都要運

去，“叮叮噹噹”好不熱鬧。到了崇拜

場地，馬上展開陣勢，音響佈線，桌椅

排開，講臺蒙布，幻燈對焦。没電的地

方還得用手提設備。崇拜結束，又要忙

著收線收攤，清潔打掃。如果場地旁沒

有儲藏室，所有東西還都得運回來，放

進自家的車庫或地下室，好不辛苦。

如何脫離這“遊牧生活”？因為教

會小，人力財力有限，開始覓堂時並不

考慮購地建堂，而是想找一個地點適中

方便的，現成的教堂，或是穀倉、倉庫

一類的建築物，不必太花費就能改裝成

教堂。可是，三年內看了五十多處地

方，曾兩次出價購置，都毫無著落。終

於，在零九年，Littleton	 鎮一處五英畝

的農地出現了。它位置和面積都理想、

價錢也偏低。全體弟兄姐妹們都有同樣

的感動：這就是上帝要賜給我們的“迦

南美地”!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路，神的意念遠

高過人的意念。於是，大家心裏起了一

幅願景：自己建新堂！

“過河”

在世界許多地方，最輝煌耀眼、最

富有藝術感染力的建築，往往是那些各

具特色的教堂。教堂亦稱“禮拜堂”，

意為“主的居所”。作為基督徒聚會敬

拜神的地方，教堂的建設是教會發展的

重要標記之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福

音的一個無聲見證。然而，西區教會剛

成立不久，就要自己建堂，空手“創

業”，談何容易。

當道一隻攔路虎，就是缺乏資金。

從零八年五月開始，母堂讓西區教會日

常奉獻的一半留作建堂基金，雖說是“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但短期內只能

湊個零頭，大數還得靠借貸。然而教會

白手起家，沒有財產，也就缺少向銀行

大筆借款的資格。當時大家討論熱烈，

人人在為集資想點子，出主意。想來想

去，就一個方法可行：發行債券。

聽說發債券，有人嚇一跳，説那是

政府的事，咱民間哪能搞！其實，牧會

的李長老心裡透亮，勒星頓母會當年建

堂籌款，用的就是這辦法。發債券集資

有很多好處：首先，會員可用退休基金

來購買長期債券，睡著的錢，換個床而

已，不影響收益；其次，自己運作，不

經銀行拔毛抽脂，債券利息低，可節省

開支。最後，這也是對教會一次信心的

考驗，因為將來債券的利息和本金都要

靠會員的奉獻來還。為了保險，教會做

了一個非正式調查，看看會員的買債券

能力，結果願意認購的數目達到了預期

需求。

“要過約旦河了！”當年的約書亞

和以色列百姓，面對滔滔河水，憑著信

心毫不猶豫，要去領受那應許之地。如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波士頓西郊聖經教會建堂回顧

《 心 版 》 編 輯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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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西區人，面對困難，也懷著同樣堅

定的信念，要去開拓和營建神的家園。

零九年九月，教會買下了Littleton鎮511		

Newtown	Road那個五英畝的小農場。

“灘頭陣地”攻下了，建堂的進軍

步子驟然加快。十月，教會成立建堂委

員會和建堂債券發行小組；到年底，會

眾為建堂基金捐獻二十五萬元。同時，

母會大力援助，購房支持二十五萬元，

並承諾幫助支付前期債券利息。第二年

五月，教會債券正式發行，弟兄姊妹踴

躍認購，不到兩個月，一百四十萬債券

全部售出。用債券發行小組楊弟兄的話

說，“整個過程，積極、合一”。神的

兒女，自有那慷慨心胸，使命激情。

“攻城”

2010年6月6日，是西區大喜的日

子。那天，教牧、會眾與來賓們聚在農

場的屋前，舉行建堂破土動工儀式。長

老手提喇叭一聲喊，仿佛那攻擊耶利哥

城的號角響起，十幾把鐵鍬爭先恐後，

插向土中。多年的願景拉開了帷幕，誰

都想有個“六六大順”。投標成功的那

家俄亥俄州營造商老板自信滿滿，説如

果順利，當年十一月就能完工，大夥聽

了喜上眉梢。

打仗要師出有名，蓋房子要有許可

證。很快，衛生局、規劃局、環境保護

局的公聽和審查都通過了，地面以下的

工程，如停車場地基、化糞排水、地下

電纜水管等，也獲得開工許可，並且很

快完成。然而，關鍵的一份圖紙——營

造商負責的結構工程圖，卻老出不來，

無法報審。“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

來”。沒有圖紙，就拿不到建房許可

證。工地上，一切都蓄勢待發，卻一切

都要等待，焦心哪！

其實，對新堂各方面的設計，教會

的建築設計小組早就花了大量的心思。

據設計組熊弟兄回憶，本來為了利用基

礎的空間，要造地下室。後來發現地下

水位很高。地下室防水，安裝電梯，建

造供殘障人員使用的斜道，這些費用都

很大，於是決定就造一層，反正地很

大，攤得開。為了避免矮闊的房子給人

單調平庸之感，設計組巧妙地運用紅

白兩色，使房子顯得眉眼清晰，凹凸有

致。

設計中的匠心隨處可見，譬如地下

高水位使土地滲水緩慢，造成排污困

難。為長遠計，建堂委員會決定投入資

金幾十萬，買泥沙來堆起小丘，用於滲

水排污，備用的污水管更將穿過新堂，

通到未來二期工程的房基處。真是運籌

深遠，未雨綢繆。

設計組的三位同工已經多次聯手。

他們配合默契，利用先進電腦軟件，妙

手作圖，快速回應對設計的各種改動要

求。為了簡化設計和加快工程進度，他

們決定使用鋼樑預製件，讓營造商自己

做結構的工程設計。誰曾想，在節骨眼

上，這外求的娃娃難了産。

千呼萬喚，夏去秋來。十月底，人

們終於等來了結構工程圖，得到了建築

許可證。頃刻間，工地上人歡機鳴。等

癢了的手，卯足了的勁，把工程的輪子

推得飛快。幾天內，地基挖掘澆灌完

畢；巨大的三角形預製鋼架，一片片立

起；十二月初，鋼架構全部完成；接下

去，鋪水泥地、鋪設屋頂。一月初，潔

白耀眼的十字架尖頂，穩穩地坐上了新

房的最高點。那一刻，似乎像攻城的勇

士在城頭竪起了勝利的旗幟。弟兄姊妹

在心裡歡呼吶喊，深深感恩。

一切都很順利，除了前面那兩個多

月的拖宕。那拖延帶來的擔憂和無奈，

已經過去；它對後面工作的禍福影響，

誰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一切都在

祂的安排中悄然而行。

人們知道的是，根據天氣預報，暴

風雪將要來臨。

“信靠”

元旦剛過兩週，一場數十年罕見的

暴風雪，便席捲北美大陸，北部的新英

格蘭地區，更是首當其衝。鋪天蓋地的

皚皚冰雪，像歌利亞那撲向以色列人的

龐大身軀，要把一切都壓在身下。剛剛

挺起脊梁的新堂，背上了兩三尺厚的

雪，顯得不堪重負。屋頂的積雪如冰川

一般緩緩而下，劃傷了外牆，壓垮了大

門口漂亮的遮棚。看到這些，弟兄姊妹

在心痛之餘，不禁想起半個多月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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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經歷的一場風雪考驗……

那時，聖誕節剛過，建築工人都回

家過節了，萬籟寂靜中，紛紛揚揚地下

起了大雪。由於屋頂前後只各裝了一

半，中間露空，於是雪花洞穿直入，撲

進屋內，狂風又掀下屋頂積雪，地上很

快就積起厚厚的一層雪，有的地方足有

兩三尺。雪水一旦凍結，勢必影響後面

的施工。工程正是緊鑼密鼓的當口，得

搬走這攔路石。

沒有人發令，弟兄姊妹們冒著大

雪，帶上各種鏟雪工具，一步一滑，從

四面八方來到教堂。隆隆的鏟雪機聲時

而響起，蓋住那一片“沙沙”的雪鍬

聲；人們口中呼出的團團熱氣，似乎要

沖淡那刺骨的寒冷。沒有人指揮，那兒

有雪就上哪，先用鏟雪機吹到邊上，

再用手工運出去。有的父母把孩子也帶

來了，小臉兒凍得通紅，小手兒卻不閒

着。這樣的冷雪天，小孩子難道不該在

自家院裏堆雪人，圍着自家火爐撒歡？

不，爸媽說了，神的家要緊。

就這樣，大家一連幹了六個小時，

最後甭說鞋襪，連褲子都濕透了。回到

家，要鏟自家的雪？連吃飯的力氣都沒

有了。肚子餓著，心裡卻踏實……

如今面對大自然的再一次挑戰，弟

兄姊妹們毫不氣餒。當年大衛前有宿

敵，後有追殺，依然堅強挺立，靠的是

對神的信心。困難，是神對我們的試

煉，有神帶領，必能克服。

同工們連日奮戰，緩解了冰雪的直

接威脅。他們又對房屋內外做了仔細檢

查，發現剛起的內牆細鐵柱有明顯變

形。原來屋頂負雪太重，鋼橫樑彈性下

垂時，壓壞了緊靠其下的細鐵柱。其

實按原先的設計，在橫樑和細

鐵柱頂端應留有五寸的緩衝空

間。施工方因疏忽大意而未作

實施，幸好牆尚未完工，最後

作了局部修理。

事後，同工們回想，那一

次的大延期，這一場大風雪，

到底是禍還是福？沒有大雪考驗，隱患

不會暴露，將來要受苦。沒有大延期，

隱患暴露了，也為時已晚，因為房已建

好驗收，損失將由教會負擔。大家不

禁由衷地感激神的美意，感嘆祂的奇妙

作為。“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

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篇

127：1）

建堂，是一個信心操練的過程。

“成殿”

隨著春天歡快的腳步，建堂開始轉

入內部裝修。內裝的活繁瑣而細緻，弟

兄姊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恩賜專長，爭

著為主的殿出一份力，添一份榮光。他

們的故事像掛曆，每一頁都精彩；他們

的故事像風鈴，碰一碰就有動人的旋

律。

先說“挑燈拉線”。房間的牆立起

後，在封牆前短短的一兩天內，要同時

布下大量的音響線、視頻線、安監信號

線和網絡線等。大家白天要上班，又不

能等到周末，只能挑燈夜戰。粗粗細細

的電線電纜，要從地下預埋的管子裏面

穿過去。有時管子的彎頭太小，穿了半

天過不去，正一籌莫展，忽然想到用棉

線，另一頭用吸塵器吸。看著一縷細

絲悠悠地過來了，才舒了一口氣。通了

棉線，就能過渡到塑線和電纜。數九寒

天，或料峭春寒，沒暖氣，一拉就是兩

小時，寒氣

鑽進了骨髓

裏。有時線

拉錯了，要

退回去重來，大家連句怨言都沒有。幹

完要回家了，這才發現凍成胡蘿蔔的手

已經無法開車。

再說“瓷磚大戰”。五月中旬，承

包公司有一星期沒來，大家有點等不

及，為了加快工程進度，決定周末自己

鋪廁所的瓷磚。近二十個人整整幹了兩

天。一位弟兄身體不好，他太太“木蘭

從軍”來做替補。同工們每天十幾個小

時蹲著——劃線、漿、貼磚、鈎縫、清

理，一絲不苟。馬弟兄回憶説，幹完後

別說直起腰，連坐都坐不住了，趴在地

上好半天，才緩過勁來。雖然大家手藝

有些參差不齊，完工後一看，嘿，效果

挺好！

除了苦幹，更有巧幹。建堂經費有

限，必須多用智慧，善用資源，留意每

一個細節。西區年輕的弟兄姊妹很多在

IT行業工作，見多識廣，敢挑大樑，新

堂的音響、視頻、保安和網絡系統，從

設計到採購，從安裝到調試，全被他們

包了。為了做到性能好，花錢少，他

們除了自己分頭研究集思廣益，還派人

到母會和其他教會去取經，譬如音響系

統的設計，就是參照了華人福音堂的系

統。為了讓音響發揮出最佳效果，遲、

謝等弟兄在音箱擺位和聲控微調上花了

大功夫。其他系統也頗具特色，比如網

絡電話、無線保真（Wi-Fi）遠程監控

等。

特別讓人津津樂道的，是那套獨特

的DVR安全監視系統，集錄像、鏡頭控

制、報警、網絡傳輸等功能於一身。王

弟兄有一次出差到外州，在那裏通過

手機看監控畫面，正好看到一群人呆立

在教堂門口，沒有鑰匙進不去。他馬上

打電話告訴他們取鑰匙的地方。這真有

點“天涯若比鄰”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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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9：10）弟兄姊妹的聰明才智，

來自他們對神的熱愛。建堂，也是信徒

學會彼此相愛，彼此合作，交託自己、

與神同工的過程。

走進幼兒班教室，人們眼前一亮：

整面牆上，是一幅巨大的水彩畫，起伏

的波濤上漂著諾亞方舟，上面的小猴小

熊撒歡鬧騰，大象熊貓悠然自得。主畫

的鄭姊妹，曾在西區短期居住，正好作

了這畫。“真像上帝的安排，讓她用畫

筆，向這裏的小孩子描繪了神的愛。”

負責兒童事工的一位姊妹説。這畫裏，

也含著其他姊妹哺幼的心血和心願。誰

知道這些孩子們裏面，會不會有幼年

的“撒母耳”呢？

弟兄姊妹們深深懂得，比起外在的

新堂建設，内心屬靈殿堂的鞏固更重

要。他們“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

，建堂時教會各項事工照樣進行，並開

展講臺力量的培育，宣教的開拓和兒童

事工同工的培訓。

當年，所羅門望著那金碧輝煌的“

第一聖殿”，心裡一定充滿感恩與自

豪。如今，西區會眾們看著新堂和教會

日新月異的變化，心頭同樣盪漾著一曲

曲歡樂的讚歌。

“獻堂”

2011年9月10日，波士頓西區聖經

教會（BMWBC）舉行新堂獻堂崇拜儀

式。會眾與數百名來賓濟濟一堂，同慶

盛典。建堂委員會的劉弟兄，將一把金

燦燦的大鑰匙，交到執事會主席王弟兄

手中，表示正式啟用新堂。詩班唱起教

會會歌：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滿讚美的子民，

他們要靠我靈來往此地，

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

歌聲的餘音中，仿佛響起大衛那千

年不息的讚美聲：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

遠。（詩篇23：6）

慧語論聖經

民權的保障，乃在善良的政府，而

善良的政府，必須建基於聖經上。

欲謀國家之長治，世界之久安，舍

上帝與聖經外，將無由實現。

 －美國國父華盛頓

關於這本偉大的書，我只能說是上

帝賜給人類一項最好的禮物，一切上帝

藉著救主賜給人類的福祉，都藉著這聖

經而來，這裡面的道理，不是我們人類

的智慧所能窺測的！

沒有《聖經》，我們就不能明辨是

非。

 －美國總統林肯

《聖經》告訴我們，你們的光要照

亮於別人，使大家都知道應走的道路，

你們要把你們所受的傳授別人，這樣，

你們的光就能普照人間。

 －國父孫中山

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從我對聖

經的信仰而來，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學著

作，都是從聖經得到指示，聖經乃是我

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資本，真是取之無盡

用之不竭的寶庫。

 －德國文學家哥德

英國有兩本書-聖經和莎士比亞。

英國創造莎士比亞，但聖經創造了英

國。	

 －法國文學家雨果

沒有《聖經》就不可能教育孩童。

 －俄國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

從世界歷史來看，任何宗教，任何

法治，都不能和基督聖道，相提並論，

等量齊觀。因為只有聖經，才能使國家

社會蒙受最大的福祉。

 －英國大哲學家培根

	

	

	

	 	 聖經的莊嚴，令人崇敬，福音之純

潔，使我心折，讀了聖經，則一切哲學

的著作，便成為卑無高論，不堪比擬。

 －法國思想家盧梭

我們應當把神的話——聖經，看為

至高無上的哲學。根據研究的結果，聖

經記載是信而有證，實在遠非世俗的歷

史所能比擬。

 －英國科學家牛頓

聖經的寶訓，乃是人類行為最崇高

偉大的規範，亦為指示人生的道路，不

可須臾或離的指南。

 － 美 國 發 明 家 愛 迪 生 

                  責任編輯：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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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拯救我們？
撒拉、約書亞、東門彼得

小灰鼠安德烈和小白鼠傑米一起在

桌子上哼著歌蹦亂跳去。突然傑米消

失了。安德烈四面張望卻看不到傑米。

“傑米！你在哪裡？”安德烈呼

喊。

“救命啊！救命啊！”安德烈聽到

傑米喊救命的聲音。安德烈順著聲音

往桌子下面一看：傑米在地上放着的

一個水桶裡掙扎。

“傑米，你怎麼跑到桶裡游泳去

啦？也不事先告訴我一聲。”安德烈

問傑米。

“老弟，別拿我開玩笑啦！你知道

我不會游泳！我不小心從桌子上摔下

來，掉到水桶裡的。”傑米喊著說。

水桶很深，裡面裝了一半水。傑米

手腳並用亂打水,	 一面喝水一面大聲呼

救：“救命啊！救命啊！安德烈，快

救我啊！”

傑米的腳夠不著桶底，手夠不著桶

沿。他拼命地想爬出去，可是水桶的

壁很高又很滑。

安德烈站在桌子上，向下看著自己

的同伴，非常著急。

“你不是在小老鼠大學畢業的

嗎？你不是得過小白鼠智力競賽的冠

軍嗎？你不是常常捐錢給貧窮地區的

小孩子嗎？你一定能想辦法救自己

吧！”	安德烈對傑米喊。

“我快被水淹死啦！學歷、金錢、

名譽、善行現在對我都沒有用啊！這

些東西哪能救我的性命啊？”傑米無

望地一面打水一面喊。

“你試試用手抓住自己的頭髮往

上拔，看能不能把自己從水裡救出

來。”安德烈對傑米喊。

傑米趕緊抓住自己的頭髮，使勁往

上拔。他一下子把自己的頭髮拔下來

了幾根。可一用勁，身子就往下沉，

又喝了兩口水。

“這一招不管用啊！我沒法救自

己啊！你別拿我開玩笑啦，快救我

吧！”傑米喊道。

“看在我們朋友交情的份上，我救

你一把！我來啦！”安德烈說完，就

一下子從桌上跳到桶裡。

傑米看到安德烈來救他，就很高興

地去拉他。這一拉，安德烈就沉了下

去。安德烈也拼命掙扎，一面吐水，

一面手腳亂打。

“謝謝你來救我！但我看你好像也

不會游泳啊！”傑米說。

安德烈使勁抓著傑米的手，結果把

傑米反而拉得往下沉。

“我確實不會游泳啊！但是我想救

你啊！兩個人一起努力，可能力量會

大一點兒。”安德烈說。

“苦也！我們兩個都不會游泳，怎

麼救得了自己？謝謝你來和我同死，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傑米一面

掙扎，一面大哭。

兩個老鼠呼救的聲音驚動了他們的

主人男孩傑克。

傑克來到桶邊，看到這兩隻小老鼠

在水裡掙扎。

“你們這兩隻老鼠整天在家裡頑

皮，太不聽話啦！我真想讓你們嚐嚐

這個教訓呀！你們想要得救嗎？”傑

克對他們說。

兩隻老鼠一面掙扎，一面拼命點

頭。

“你們相信我有能力救你們嗎？”

傑克又問他們。

兩隻老鼠趕緊再點頭。

“再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相信我

願意救你們嗎？”傑克對他們說。

兩隻老鼠一面吐水，一面點頭。

“你們願意答應在被救出來以後從

此好好聽話，不再頑皮嗎？”傑克再

問他們。

“一定，一定！”兩隻老鼠

趕緊回答。

傑克拿了個網兜，伸到桶裡

把兩隻老鼠撈了出來，把他們用

布擦乾，放回桌子上。

傑米和安德烈都很高興，對

著傑克一個勁地鞠躬致謝。

“我現在明白啦！我救不了

自己。我的學歷、金錢、名譽、

小老鼠傑米和安德烈歷險記(2)
東 門 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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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傑米和安德烈歷險記(2)

倘若在寒冬裡，在獨處時，面對一

杯淡淡的柚子茶，你能對它說什麼呢？

今年冬天的波士頓，似乎格外的

冷，雪量不比往年大，積雪卻比往年

高，開車行駛在路上，彷彿穿梭在戰壕

一般。這兒雖和平得猶如天堂，卻讓我

時時想：上甘嶺的戰壕無非就這樣高，

這樣冷罷了。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尋找

溫暖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		

獨自漂泊在北美，在這裡度過如許

孤寂的時光，一盞橘黃的燈夜夜相伴，

生命便沿著書頁字間漂移，化作並不掙

錢的文字，只把日子過得如同波士頓的

寒冬，淒淒切切。每每叩問心靈：為什

麼要如此地勞碌的奔波？為什麼如此不

屈的尋找？陪伴我的就是那輛日漸失去

光澤的車，還有那殘缺的冷月。雖滿目

的燈火依舊，哪裡還有我們一家初來乍

到時的溫情呢？心啊，長久地浸泡在苦

澀的水裏，我的心靈也開始冷卻。			

一天，十幾個小時的勞作後，飢寒

交迫地回到我的蝸居。環顧四壁，只有

一瓶韓國柚子茶蜜，它靜靜地立在書架

的一角。原是琳瑯滿目的書架，只剩下

兩本厚厚的《外科病理學》，枕著一本

《系統病理學》，了無生氣，因它的主

人不在了，潦倒得與一些蒙滿灰塵的醬

油陳醋為伍。

可就這瓶被遺棄許久的柚子蜜令我

眼前一亮，似乎還有一股甜香向我飄

來，在這寒星冷月的夜晚，仍然還有一

瓶柚子蜜在等著我！我迫不及待調上一

杯，淡淡的的柚子的芬芳和暖暖的蜂

蜜的香味就縈繞著我，暖暖的就隨著我

手心慢慢的流進全身，哪怕窗外飄著雪

花，哪怕仍是在波士頓的嚴冬。看窗外

纏綿的雪花無聲，就有一種想要融化在

其中衝動。

有個聲音又一次響起：

從麻省總院回來時，去趟新宇家

吧。

哪個新宇？

教會的！

為什麼？

他的太太為我們做了菜，要送過

來，我說太遠，我們可以順道去拿……

那天下著小雨，陰冷陰冷的。一進

門，他們端上兩杯熱氣騰騰的茶。自從

先生生病後，有些朋友就害怕進我們的

家門。有前車之鑑，我們不敢飲用他們

用玻璃杯沏上的茶，他們熱情推薦說是

韓國柚子茶。真的？我問道。我們本不

愛茶，但在國內曾趕過時尚，喜歡進有

異域風情且環境優雅的餐廳，去捕捉那

片刻的歡愉，去嘗試過片刻的滿足。韓

國柚子茶，甜香裏帶著股柚子的清新，

曾是我的最愛。我本早已飢渴，也就不

再裝斯文，一飲而盡，溫暖馬上就遍及

了我的胃，緩緩的瀰漫向我的全身。先

生微笑地注視著我，他那杯始終放在

桌子上，讓那一縷一縷的馨香飄散，飄

散，充滿著房間，飄向窗外。我的目光

追隨這繚繚升起的熱氣，慢慢就有了溫

情，一種非同一般的溫情，在如此陰冷

的季節，就在我的周身環繞，慢慢融進

我的心裡，即便是這樣淡淡的一杯，卻

足以溫暖人的內心。它的呈現，融化了

我心頭的寒冷的異國的冬天。			

有人說，世界很大，但沒有人的心

大；世界很複雜，但沒有人的心複雜。

一杯柚子茶，竟拂去我心頭的冷寂和封

閉，把這一股小小的溫暖託送給我，讓

我在它面前沉思不已。我們生命的元

素，究竟有沒有一杯淡茶強大？有它的

馨香而飽含溫情？有沒有它那麼一點點

亮色？柚子蜜放在眼前，我用目光久久

地去觸摸它，用心靈輕輕地去撫摩它，

我的心也漸漸芬芳，即便冬天還是異國

的冬天，它亦感到了溫暖。

突然，“滴”的一聲，我國內的手

機響起，中國新年快到了，朋友們偶爾

還記得發個短信問好，我打開一看，那

短信是：我很容易自信和滿足，回老家

的路上我開著奔馳500，超過了一輛輛

的豐田和夏利，老婆和孩子也覺得特別

優越，但不出半小時，這種自信很快就

被身邊疾馳而過的奔馳600所淹沒。

我啞然一笑，所謂的陰冷與荒蕪，

原是心靈所生，我就用這瓶柚子茶蜜，

在我孤寂疲憊之時，調上半杯，讓它拂

去我的寒冷，且要把它移植到我的文字

裡，讓我的文字也芬芳溫暖，去駐足在

自己的心裏和朋友們的心裏。

責任編輯：張建

善行都救不了我。靠自己沒有用啊！別

的老鼠也救不了我。只有比我們都大

的那一位才能救我們！”傑米對安德烈

說。

“我們現在既然被救了出來，從此

以後就不能再頑皮啦！”	安德烈說。

這個故事幫助我們明白《聖經》

以弗所書2：8－9：“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

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

人自誇。”我們的學歷、金錢、名譽、

善行都救不了我們。別人也救不了我

們。只有耶穌基督的恩典才能救我們！

救恩就是主耶穌所賜的白白的禮物，但

又是最寶貴的禮物。

責任編輯：張建

一杯淡淡的 
柚子茶

鄧 光 蓉



   • THE PULSE •  12 .2011    特別欄目42

天主教來到中國（二）

1552年，利瑪竇(Matteo Ricci)出生於義大利，19歲加入天主教

耶穌會，25歲獲準赴遠東傳教，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 

1582年（明神宗萬曆十年），利瑪竇受羅馬教廷之命，前往中

國傳教，先抵達澳門，第二年獲準與羅明堅神父（注1）入居

廣東肇慶，將此作為在中國宣教的第一站。

起初的傳教十分低調。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努力學習漢

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求當地官員的信任。他們從西方帶來

聖母像、地圖、星盤等用品，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利瑪

竇利用解釋這些新鮮事物的機會，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

錄》，用中文介紹天主教教義。

1601年初，利瑪竇抵達北京，向明神宗進呈自鳴鐘、聖經、

《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物，獲神宗信任，獲允長居北

京。利瑪竇在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討論信

仰，並以中外文著書立說，名聲鵲起。四年後，北京已有包括

公卿大臣的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是翰林徐光啟。

徐光啟，松江府上海縣人，早年仕途坎坷，後官至禮部尚書和

文淵閣大學士。 1600年他與利瑪竇初次相見，仰慕之餘，願

向他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利瑪竇亦熱衷於向他傳道。經過三年

考慮，徐光啟在南京接受洗禮，帶全家信天主教。 1607年，

兩人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中文版前六卷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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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後，利瑪竇離開肇慶，先後到過韶州、南昌和南京等地，

廣結識上流社會人士，向高官贈送自製的天文儀等禮品，介紹

歐洲科學知識，由此逐步打開局面。得知佛教僧侶的地位較低

後，他開始蓄髮留鬚，穿起儒裝。 1596年，他被任命為耶穌

會中國教區總負責人。

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當時的中國人尊

稱他為“泰西儒士”，後人則稱他為歐洲與中國在宗教和科學

方面交流的典範。徐光啟日後在數學、天文學，農學及水利方

面都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同時，他也一直在協助和保護傳教士

的活動，始終是教會的一名幹將。

圖 ： 陳 東 博     文 ： 張   建

注1：羅明堅神父（Michel Ruggieri, 1543-1607）－義大利籍耶穌會
士，是明朝以來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傳教士，與利瑪竇同
工。他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奠基人之一。

利瑪竇墓碑圖

利瑪竇墓在北京阜成門外，墓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

座石碑一座，碑額十字架紋飾，碑身刻中西文合壁“

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墓地以磚砌花牆圍繞，左右兩

側分別有南懷仁、湯若望二外籍傳教士的墓和碑。

幾何原本圖

徐光啟和利瑪竇在翻譯《幾何原本》時，取“geo”

音為“幾何”，為幾何學定名，同時確定了幾何學

中一些基本術語的中文譯名，如點、線、直線、平行

線、角、三角形和四邊形等。這些譯名流傳至今，且

東渡日本等國，影響深遠。

望遠鏡圖

徐光啟在天文學上的主要貢獻一是主持編纂了天文叢

書巨著――《崇禎曆書》，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

知識，奠定了中國近三百年曆法的基礎；二是引進、

倡制和應用了當時世界上各種先進的天文儀器。圖

為“徐光啟望遠鏡”。              

責任編輯：陳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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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 
集 錦

談 秉 遜 供 稿

6/12 教會歡迎三位新會友:  陳慶生、莫錦惠和蔡業芳。

6/12 Church welcomed three new members.

6/19 章開第牧師差派短期宣道服務隊。 

6/19 Pastor Caleb Chang commissioned 
short-term mission teams

7/27-7/31 教會舉辦神學教育，題目是基督教倫
理學，由臺灣中華福音神學院代理校長廖元威
教授主講。

7/27 – 7/31 CES Extension course held at our 
Church; title was“Christian Ethics.” Teacher 
was CES Acting Chair Professor Liao.

7/31 教會歡迎新會友：彭長
庚、谷牧青、溫瑾瑜、張翔、
郭冠成、包克強、涂偉文、
詹婷婷、李群、劉靜蓉、謝
淑芬、何本澤、姚曉音、周毅
丁、湯曄和舒艷群。

7/31 Church welcomed new 
members to join our Church.

7/17 暑假詩班主日獻詩，洪美齡姊妹擔任指揮。

7/17 Summer Choir singing at Sunday service; 
conductor was Marilyn Chen.

6/19 兒童事工 (一至四年級) 年終
慶祝會手工展覽。

6/19 Children Ministry (Grade 1 
to Grade 4) celebrated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show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6/19 兒童崇拜與兒童主日學聯合主辦兒童事工 (一至四年級) 年終慶祝
會，分享兒童們一年來的成長與學習成果。節目包括音樂, 敬拜與手工。

6/19 Children Ministry (Grade 1 to Grade 4) celebrated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Program included music, worship, arts and crafts.

6/19  膳食組同
工在教會Carriage 
House燒烤聚會。

6/19  Kitchen co-
workers held a 
summer barbecue 
at Church Car-
riag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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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 9/25 秋季佈道
會，講員蔡茂堂牧師以“
如鷹展翅”為題傳講四堂
福音：“疲乏困倦”、“
等候上帝”、“上帝如
鷹”和“如鷹展翅”。

9/23 – 9/25 Fall gospel 
conference speaker was 
Pastor Tsai,; title: “Eagle 
spreading the wings”. 8/28  司提反事工新同工差派禮：張美恩、蔡葉

芳、許淑貞、紀君美、譚湖偉、趙紅和朱淮平。

8/28  Church commissioned Stephen Ministry new 
co-workers.

8/21 暑假詩班福音小組獻詩。

8/21 Summer gospel singing team sang hymn at 
Chinese service.

9/11每星期天，教
會歡迎新朋友。

9/11 Every Sun-
day after the 
Chinese service, 
Church welcomes 
visitors.

9/23 – 9/25 秋季佈道
會講員蔡茂堂牧師。

9/23 – 9/25 Fall gospel 
conference speaker 
Pastor Tsai.

9/10 波士頓西郊華人聖經教會感恩獻堂聚會。 

9/10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held a 
ceremonial service to give thanks, and to dedi-
cate their new building.

9/11  教會116屆浸禮；中文堂三位：儲
英、曾武、周守明；青少年一位：Timothy 
Lung(龍騰)；儀式結束後合影。

9/11 Church held 116th baptism, three 
from Chinese Congregation and one from 
youth group；group picture was taken after 
the baptism ceremony.

9/11 中文堂主曰學老師舉行同工會議。

9/11 Chinese Congregation Sunday 
Schoolteachers held a co-worke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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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秋季教會大清除；參加的團契之一—青橄欖。

11/6 Fall Church cleaning by one of participating fel-
lowships, Green Olive.

11/12 差傳年會國際晚餐；由各團契預備所認領宣教士事
奉地區的風味食品, 並介紹他們的事工。

11/12 Mission week’s international dinner was prepared 
by different fellowships; dinner features introduction of 
their supported missionary’s work, and preparation of 
their typical local food.

10 / 23一年一度消
防演習；孩子們集
合起來，由老師帶
領，以確保沒有一
個會丟失。

10/23 Annual fire 
drill, kids were 
linked up together 
and led by their 
teacher to ensure no 
one is lost.

10/16  教會42週年
年會；兄弟姐妹取選
票，選舉明年的長老
和執事。

10/16  Church held its 
42nd annual meet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getting their ballots to 
choose next year’s el-
ders and deacons.

11/11 李秀全牧師給會
眾祝福。

11/11 Pastor Morley 
Lee gave benediction 
to all of us.

11/11-11/13 差傳年會講員李秀全牧師；主
題: 基督整全福音臨萬民 。 

11/11-11/13 Church’s annual mission 
week; speaker was Pastor Morley Lee; title 
was“Spreading the gospel to all people.”

10/21教會兒童事工專題講
座: 如何維繫家庭的和諧關
係；講員是吳美珠姊妹和
張自達姊妹 。

10/21 Children Ministry 
held a Friday night special 
seminar, topic was “how to 
have a harmonize family”, 
speakers were sister Wu 
and Sister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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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周功和牧師
華語主曰講道題目
是“奇妙策士”。

12/4  Sunday ser-
mon by Dr. Pe-
ter Chow was 
t i t l ed“Amazing 
Counselor”. 12/4基督教神學課程後，學生們與周功和院長合影。

12/4 Student took a group picture with Pastor Chow 
after attending the CES Extension Course.

11/20 教會孩童奉獻禮；家長把兒女奉獻於
神，並致力用聖經教導他們。

11/20 Children dedication ceremony. The 
parents who dedicated their children to God 
promised to teach them using the Bible.

11/13 宣教主日學專題講座； 
講員標毓敏姊妹，題目是“耶
穌是臺灣勞工階級的希望”。

11/13 Mission Week Sunday 
School Special Topic; speaker 
was Sister Angie Piew; title: 
“Jesus is the hope for blue col-
lar workers in Taiwan.”10/16  宣教士候江楫、繆婉明夫婦跟會眾分享

他們倆在亞洲的事工。

10/16 Jason and Ella Hou shared their Asia 
missionary work with Chinese Congregation.

12/4為讓弟兄姊妹健康過冬, 醫療團契在教會 
為他們提供免費預防針注射。

12/4 Health & Medical Ministry provided free flu shots 
for brothers, sisters and their families at Church.

11/28-12/4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北美董事會主辦基督教神學課程, 
由院長周功和牧師教授;題目:“歷
史性亞當與聖經的權威” 。

11/28-12/4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of Taiwan conduct-
ed an extension course at our 
Church; speaker was current 
CES Chair Dr. Peter Chow; title 
was “Historical Adam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11/13 宣教主日學專題講座；講員盧敬雄牧師， 
題目是“貢獻一生的宣教士們”。

11/13 Mission Week’s Sunday School Special Topic speaker was Pas-
tor David Ro title: “China Inland Missionaries”.

11/27 楊明、葉蓁一家在主曰讀經和燃燭。

11/27 James and Zhen Yang family read 
the bible verse and lighted the Christmas 
c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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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God’s “remnant people”, af-
ter all those seventy years in exile, came 
back home with praises and mixed feel-
ings, from their hearts they chanted the 
words “When the Lord brought back 
the captives to Zion, we were like men 
who dreamed. Our mouths were filled 
with laughter, our tongues with songs 
of joy.  Then it was said among the na-
tions,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them.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 and we are filled with joy. 
Restore our fortunes, O Lord, like the 
streams of the South. Those who sow 
in tears will reap with songs of joy. He, 
who goes out weeping, carrying seed to 
sow, will return with songs of joy, with 
sheaves of grain in his arms.” (Psalm 
126) Yes, we feel really like dreamers 
when for the third time we have moved 
across thousands of miles back to New 
England, where we’ve been away from 
for so long. Much more than the beauty 
of the foliage of New England attracts 
us with its charms, it has been the won-
derful leading of the hands of God who 
is worthy of our deepest worship and 
thanksgiving.

As an inspiring place producing 
outstanding people, New England 
has always provided the best schools 
of learning for us. During our first 
stay here, we moved from a rudimen-
tary Chinese church built upon Bible 
study group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to 
a well-established and magnificent 
church called “Woburn Church”. Being 
fortunately favored by the pastors and 
elders, we participated in many min-
istries, seeing brothers working hard 
for the spiritual benefits of the four to 
five hundre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ongregation. Their examples are still 
vivid in our minds. 

Our second stay started one year 
after a short absence. After receiving 
a clear call for my full-time service in 
Pittsburgh, we returned to our old haunt 
and began my service as their first min-
ister of the “Chinese Gospel Church” in 
the western suburbs. Learned as a rook-
ie pastor and the church learned to be 
led by a minister. There were inevitable 
ups and downs, bitter and sweet, and 
colorful experiences. We had blessings 
of receiving seasonal advice from the 
pastors and elders in the Boston area, 
and learned from neighboring church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adminis-
tration. Working as a full-time pastor 
and doing theology studies in evening 
classe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busy, yet 
I had great time. Five years later, our 
Lord sent us to the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In the following twelve years, 
I continuously learned from pastoral 
colleagues their simplicity and love for 
God and people. I learned to hold onto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and, even if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to refrain from ac-
tions out of the flesh and human means, 
but just praying to the Lord.

Then, after five years of seeking 
and waiting, my whole family moved 
to Vancouver, Canada. Our experi-
ence there was really a “Walking be-
yond the waves [Originally the term 
was used in an expository sermon on 
(Matt. 14:22~33), but later it becam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Lord led 
us into the storm, and in the storm our 
Lord prayed for us, as He himself also 
entered my storm, and He taught us to 
do what He can do: walking beyond 

the waves. During the process, we not 
only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od’s grace and love, but also learned 
that God’s holy and righteous attributes 
are not just a matter of theology and 
head knowledge, but a fact facing us as 
solemnly as standing before His throne. 
To God, His Church is the apple of His 
eye, the treasure in His hands, and the 
Bride of the Lamb, demanding abso-
lute chastity. If anyone wants to “play 
church,” the Lord of the Church will 
certainly denounce him. Just as Gala-
tians declares: “God cannot be mocked. 
A man reaps what he sows!” (Gal. 6:7)

Our third trip to New England was 
not from our own expectation. I always 
regard myself as a feeble vessel, suit-
able only for herding a young small or 
medium-sized church and cultivating 
its strength. How can a humble-raised 
girl play the role of a well-bred lady? It 
was really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not 
allowed (as Acts 16:6~7)” into any oth-
er directions for me that I braced myself 
in accepting the assignment from God. 
Although it was not easy to make our 
farewell to friends and families on the 
west coast, and a week after our arrival 
here at the end of March we felt a brief 
sense of strangeness towards the high-
speed maneuverings on Route 128 and 
towards the complexity of roads, it is 
wonderful to say we were filled with a 
home-coming feeling. It was a proof of 
God’s full presence assuring with His 
promise that “Whatever he does pros-
pers. (Ps 1:3) Even for our residence, 
which we had never seen in advance 
but trusted co-workers in acquiring, we 
were also deeply thankful to the unex-
pected good arrangements by the Lord. 
We flew in the first night, passed paper 
the next day, and the moving truck ar-
rived on the following day. Even the 
professional mover surprised with the 
smoothness; Yeah, they did not realize 
who was the One took us back to our 

The Long Way Home
Pastor Caleb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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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I heard that all these years our 

church has been in a situation of rud-
derlessness and fragmentation. My 
only hope is to be a small blade of 
grass, humble and selfless as Jesus 
Christ boasting only in the Cross, 
and to walk on a narrow road with 
all! I regard others are better than 
myself, and consider everything 
from the Lord the best. To com-
plain is to expose my shallow toler-
ance, and to judge is to despise the 
ultimate Judge. Admiring people is 
my joy and blessing; belittle myself 
manifests the fullness of our Lord.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have 
done very little, and learned a lot; 
given little, yet received a lot of 
love and encouragement. As a pas-
tor being cared for and encouraged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knowing 
that I am a beloved servant of God, 
how can I not fight hard for God’s 
kingdom, the family of God? How 
can a happy and harmonious fam-
ily not thrive in its every undertak-
ing? I hope this thousands-mile-long 
journey home will bring out Lord’s 
wonderful work in us. 

(Translated by The Pulse team)

Book of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23 says: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These words are nice, but 
do not comply with the reality of our 
family. My wife never recognizes me 
as the head, nor does she listen to me, 
so I have long been unable to be my 
wife’s head. For me, it’s more realistic 
to seek an equal status. 

I believe in gender equality; women 
can uphold half of the sky (in case it 
falls down). Indeed, you may have 
personally felt that, in work and life, 
many women are more courageous and 
more capable than men. My wife is one 
of those women. Whether at work or 
at home, she holds up half of the sky, 
sharing with me the hardship of work, 
as well as the burdens of the family. We 
even split the housework and chores 
equally. For example, whoever is home 
early from work would cook. The one 
who cooks does not wash the dishes; 
the one who washes the dishes does 
not cook. This arrangement is natural 
and normal, and in a flash,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This family arrangement, 
while not perfect, is relatively well-
established.

Born to be serious, I am quick to act 
and cannot tolerate pots and pans clut-
tered in the kitchen. If there were dish-
es soaked in the sink, I would come 
over to wash them clean. Over time, 
dish-washing, which I have to do again 
and again, becomes a burden. So I am 
averse to taking extra dishes easily. At 
meals, I only take as many as needed. 

Thus dish-washing becomes more 
convenient and easier. However, my 
wife does not have such a habit, and 
always takes up a lot of dishes, caus-
ing a great disaster for my subsequent 
dish-washing work. When it’s my turn 
to cook and hers to wash dishes, she 
does not care about the number of dirty 
dishes. Of course, I appreciate the or-
deal of dish-washing and, to reduce the 
burden, try not to use too many dishes. 
My wife has a slow predisposition and, 
when it’s her turn to wash the dishes, 
often piles the dishes in the sink and 
waits for a long while before wash-
ing them. Whenever I saw the mess in 
the kitchen sink that is not cleaned up 
promptly, I would harbor a complaint: 
I’ve fulfilled my cooking responsibil-
ity, why don’t you hurry up to take care 
of the dishes? Harsh words would en-
sue spontaneously, so the fuse of quar-
rel was lit.

This has been the case before -- and 
after -- I came to believe in God. Every 
time I read though Book of Ephesians 
5:23 I felt exceedingly helpless, losing 
feelings about these words of God. Hu-
man understanding is very limited in-
deed. Ten years had passed since I came 
to believe in God. One day I thought it 
over, and the meanings of these words 
manifested themselves. This sentence 
is actually very simple.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Head” is the 
leader. What is a leader then? Someone 
who gives orders to people? Someone 
who finds faults in others, who pays 

    Husband as the 
  Head of the Wife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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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lip service? No! A leader is the 
one who manages the normal op-
eration of an organization -- the one 
who takes responsibility. A leader is 
the one who, when others are unwill-
ing, tries all means -- even filling in 
the vacancies himself -- to prevent 
the machine from shutting down. If 
a family is thought of as a machine, 
the leader is the “head” who operates 
the machine and ensures its normal 
functioning. In the past, I did every-
thing on an equal basis with respect 
to my wife, thus unintentionally 
playing the same role as a wife. That 
is the role not of a machine opera-
tor, but of a gear. And a wife is also 
a gear. I shared housework equally 
with her.  I do if she does; I do as 
much as she does. Some days she 
forgot to wash dishes, and I would 
just watch from afar, never washing 
them for her. We are like two inter-
twining gears in the family machine 
– if she turns, I turn; if she does not 
turn, I stop turning.

It was on that day when I real-
ized that the “head” is the operator 
of the family machine rather than a 
gear on the machine, that my deep-
rooted belief about equality started 
to change. Whenever I see dishes 
piled on the edges of the sink, I 
would just wash them. If there were 
other chores, I would do it, as long 
as I can. I no longer care about split-
ting everything evenly with my wife. 
As a result, I changed from a gear in 
the family machine to become an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a genuine 
“head”. Since I took over respon-
sibility as the “head” over small 
things, the discords triggered by the 
trivial issues are gone. In fact, the 

family fric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trivial matters such as dish-washing. 
Without these petty things, the fam-
ily machine would function properly 
and harmoniously. As my family be-
comes harmonious, I, as the “head”, 
get the glory in front of people. Am 
I right?

It came to pass that once I stopped 
comparing housework with my wife, 
she no longer cared about the loads 
of housework, and actually did more 
than before. Upon seeing this, I felt 
happy, secretly. I quietly kept every-
thing to myself, without telling her 
anything. Because, as I calculated, 
what if she uncovered everything? 
Some day, she might use my argu-
ment to fight against me and say,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head of 
your wife? Didn’t you say the head 
should do more housework?” In that 
case, I would have to assume more 
housework burdens.

However, one day before go-
ing to sleep my wife suddenly said, 
“I’ve noticed that you have changed 
recently.” “What change?” I asked.  
My wife did not answer directly; 
she just said, “Have you not noticed 
that after you changed, I’ve been do-
ing more chores than before?” Ah! 
It turned out that, being smart too, 
she has seen through the secrets in 
my heart. Thus, I wrote down my 
enlightenment to share with broth-
ers and sisters. As you can see, once 
I truly understand God’s words and 
apply it to real life, my family re-
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positive 
changes. Once again, God’s words 
are testified:  “All things work to-
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Romans 8:28).

Recently, we had a chance to study 
the topic of Christian Ethics at our 
Church from China Evangelical Semi-
nary of Taiwan.  This is a broad sub-
ject that includes Christian views on 
divorce, capital punishment, social 
concern, environment,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abortion, bio-ethic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nd so on.  In 
the work place,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face moral and ethical issues.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business 
ethics and Christian ethics?  When we 
face ethical issues in the work place, 
how should we address them?  In this 
article,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scriptures on Christian Ethics and 
ethical problems I encountered in the 
work place.

What is Ethics?
Ethics is about how we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Ethics ad-
dresses the questions about morality—
that is, concepts such as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virtue and vice, jus-
tice and crime, etc.

What is business ethics?
Business ethics, also known as cor-

porate ethics, are ethics that refer to the 
mo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business world.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 individual action or actions 
of the company.  In most cases, the cul-
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sets the stan-
dards for deter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bad.  In a simplistic 
term, business ethics comes down to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choosing to do what is 
right. 

What is Christian ethics and the 
Bible Teachings?1

Christian ethics are the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Christian faith by 
which we act.  One can find man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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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thics and  
Christian Ethics

Edwin Tam

amples in the Bible.  The most well 
known one is the Ten Commandments 
(Exodus 20:1-17) in the Old Testament.  
Other Old Testament scripture on mo-
rality or ethics includes:
• Concern for the poor and their op-

pression by the rich (Amos 2:6-8; 
4:1; 5:10-11; 6:1-7; Isaiah 3:14-15)

• Condemnation of unethical busi-
ness practices (Amos 8:4-6) and 
bribery (Amos 5:12; Isaiah 1:23; 
Micah 3:11).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re are 
many teachings of Jesus we can draw 
from; the most famous one which is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Matthew 
5 – 7) where Jesus covered numerous 
subjects: 
• Warning against anger and hatred 

(Matthew 5:21-24)
• Warning against lust (Matthew 

5:27-28);

• Subject on the permanence of mar-
riage (Matthew 5:31-32)

• Discussion on the avoidance of 
oath taking (Matthew 5:33-37)

• Discussion on rejection and recon-
ciliation (Matthew 5:38-42)

• Discussion on loving your enemy 
(Matthew 5:43-47)

• Discussion on avoiding preoccupa-
tion with treasures (Matthew 6:19-
21). 

• Finally on the Golden Rule (Mat-
thew 7:12)

12 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
ets.

Other teachings of Jesus  
include:

• The Great Commandment: loving 
God and neighbor (Mark 12:28-

34).
• Understanding the word agapê in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Luke 10:29-37).

• The payment of tribute to Caesar 
(Mark 12:13-17)

Another New Testament teaching 
on Christian ethics is by Apostle Paul, 
his condemnation of the incestuous 
man (1 Corinthians 5:1-5), fornicators, 
idolaters, adulterers, male prostitutes, 
sodomites, thieves, the greedy, drunk-
ards, revilers, robber; because none of 
these people wi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1 Corinthians 6:9-10; Romans 
1:26-27).

My Experience
In the last twenty five years, my job 

takes me to many places in US as well 
as Asia. 

As I travel globally, there are times 
I encounter situations that would put 
me in a situation that is unethical.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I travel to 
places like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On one occasion as I travelled in the 
far east, one of the purchasing manag-
ers of a large company wanted me to 
“inflate” our price and sent the price 
quote to an outside company.  He did 
not want me to send the price quote di-
rectly to them.  Instead, he would pur-
chase our product through this outside 
company.  If we cannot do that, we may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with them.  

After I looked into the matter, I 
found out this outside company was 
set up by his close relatives.  Instead of 
selling directly for a fair price, he want-
ed us to inflate to an artificially high 
price and sell it to this outside compa-
ny.  Although he cannot clearly explain 
to me his relationship to this company,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where he would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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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bstantial kick back.  After much 
prayers and soul searching, I declined 
his suggestion.  Instead, I asked him to 
produce an official document from his 
company which needed the signature 
of his department head or superior stat-
ing to us that was the way they wanted 
us to conduct business with them.  He 
was not happy with my proposal and 
ultimately we did not get the business.  

Several years later, the same com-
pany asked us to price quote again. 
They told us they wanted very much 
to do business with us.  I was puzzled 
by this and very soon I found out the 
reason the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us was because the company eventu-
ally learned about this “shady” set-up 
by the Purchasing Manager, so they 
fired him.  They also learned the sup-
plier knew all along about this set-up 
and went along with it, so they also dis-
continued doing business with them.  
Their department head told me they’d 
rather do business with a supplier that 
is ethical in matters like this.  I learned 
from this experienc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o things right and ethic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By doing things ethi-

cally, we may lose short term profit but 
will gain in long term.

Other areas that we may be sub-
jected to unethical behaviors are areas 
such as quality control,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safety standard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we are under 
pressure if profit or productivity mea-
sures determine the department or 
company’s success. 

I remember a number of years ago 
I discovered that some of our products 
we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FDA. I re-
ported this to my superior immediately 
with the evidence I gathered.  I told him 
we should suspend sending out any 
FDA compliance letters to customers 
since these products were clearly not 
in compliance.  My boss at that time 
asked me to lie and continued to write 
those letters.  I was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o do so, if I didn’t do that, 
he hinted that my job may be in jeop-
ardy.  After much thoughts and prayers, 
I told him no.  The reason was simply 
this: as a Christian, I cannot disobey a 
higher “boss”, since I am responsible 
for my action and ultimately I have to 
answer to God in this matter. Although 

I told him “no”, I did offer him a plan 
to change those products to make them 
comply with FDA requirements.  Even 
though the company may lose some 
short term profi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gain the respect of our customers 
by doing the right thing.

Final Words
Figure 1 shows the different scenar-

ios between Christian Ethics and Busi-
ness.  As a Christian, we should use 
God’s words as our ethical guidance 
in making decision and on subjects 
related to business ethics, so scenario 
3 should be our guiding model.  Hut-
ton, in his book “Good Book and Good 
Business “(2006) used Proverbs 2:9-11 
as an example:

9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is right and just and fair—every good 
path. 

10 For wisdom will enter your heart, 
and knowledge will be pleasant to your 
soul. 

11Discretion will protect you, and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 

Wayne Dosick (2000) in his book 
“The Business Bible: 10 New Com-
mandments for Bringing Spirituality 
and Ethical Values into the Workplace” 
suggested the words “ETHICS” as 
Business Bible words to live by.   ETH-
ICS stands for:

 E: Everywhere
 T: All the Time
 H: Be Honest
 I:  Act with Integrity
 C: Have Compassion
 S: For What Is at Stake Is – 

Your Reputation, Your Self-esteem, 
Your inner Peace.

References
1 www.paulonpau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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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summer was very eventful.  
The Jr ALIVE counselors worked to-
gether to try to bring a little more unity 
to the different grade levels they work 
with. The 6th graders met and learned 
how to make sushi together and then 
sang worship songs and prayed. Fol-
lowing this, there was a huge water 
fight in which the kids were given 
cups, and buckets were planted around 
the yard as water stations.  The students 
had a lot of fun and continue to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water fights and 
6th grade events in the future. 

The 7th graders went on a trip to 
Canobie Lake Park.  The day was filled 
with rollercoasters and a lot of fun! The 
students go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more and switched off riding the 
rides together.  Thankfully, everyone 
enjoyed themselves and returned home 
safe and sound.  

The 8th graders spent the morning 

eating brunch with some of the high 
schoolers and then listening as the high 
schoolers shared about their experi-
ences in dealing with their faith, rela-
tionships, school work, SATs, parents, 
time management, extracurriculars, 
pressures, etc.  Then, they split into two 
teams and went on a scavenger hunt 
around Lexington Center looking for 
clues and racing to the finish.  The win-
ning team was awarded with water bal-
loons to throw at the other team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last point.  

Overall, the summer was full of fel-
lowship and fun, and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he 
counselors a little bit more.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connect the kids 
with each other and to create a sense of 
unity and fellowship among all of the 
students in Jr ALIVE! 

Summer 2011 
             with Jr ALIVE 

Jennife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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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ver forty years, beginning in 
1970 and until he passed away, Wesley 
Wu quietly and generously served our 
church, giving of himself and his love.  
In a modern era where being a gentle-
man is a lost art, Wesley’s earnestness, 
modesty, gallantry, and restraint serves 
as a model for us all.  To remember our 
brother, the Editors of The Pulse selected 
the following excerpts of eulogies given 
by Wesley’s children on his Memorial 
Service on February 26, 2011.  They give 
a glimpse into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our dear brother, Wesley Wu. 

Brief Biography                            
Dad’s life in America began in 1948.  

He left Hong Kong that year at the age 
of twenty-four to assist his father, who, 
while stranded abroad during the war, 
had started a small import-export busi-
ness in New York City.  Dad had always 
held a high opinion of America and 
Americans, but his first sighting of the 
Golden Gate Bridge and his interactions 
with Americans during his cross-country 
travels exceeded even his high expecta-
tions.  Even though the desire to go home 
and help rebuild post-war Hong Kong 
remained with him always, he was grate-
ful for the chance to stay in America and 
build a better life for his family.  When 
our grandfather’s business failed, Dad 
helped him relocate to Boston to start a 
new job.  A proud graduate of Ling-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Dad started 

graduate studi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ended up receiving his MBA from 
Boston University.  He met our mother, 
Jeanette Chu, while she was a student at 
Gordon College and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at his church in Boston’s Chi-
natown.  Mom and Dad were married in 
Pittsfield, Massachusetts on June 1, 1957 
and settled down in the Boston area for 
the rest of Dad’s life.  A bit of a 20th cen-
tury history buff, Dad liked to expound 
on the great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dinner table, though he liked to joke 
that because of his Hong Kong origins 
he also remained a loyal subject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Dad shared with us 
his fondness for Boston’s cultural institu-
tions and sports teams and his apprecia-
tion of New England’s natural beauty, all 
of which we enjoyed during countless 
family outings to Fenway Park, Tangle-
wood, the mountains of New Hampshire, 
and the teeming waters of Cape Cod Bay.  
Our spiritual lives were never far from 
Mom and Dad’s thoughts, either.  They 
started worshiping at the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in 1970, and 
the church, where Dad served as a dea-
con and for many years as treasurer, al-
ways remained a central part of his life.

Family, above all, was what mattered 
to Dad.  His devotion to his parents; his 
sisters, Irene, Corinne, and Magdalen; 
his brother, Lester; his wife, Jeanette; his 
children, Timothy, Jeffrey, and Leslie; 
and his grandchildren, Gregory, Mat-
thew, Thomas, Brandon, Christopher, 
Daniel, and Maia, was quiet but steadfast 
and true to the end.  Dad’s final lesson 
to us came through the faith and courage 
with which he faced his incurable brain 

cancer, and it was with grief but also with 
immense pride that Mom, Tim, Leslie, 
and I sat at Dad’s bedside as the sun rose 
on February 9, 2011 and watched him go 
to his rest with the Lord. (By Jeffrey)

My Father, the Gentleman          
The term “gentleman” has been much 

on my mind these last few weeks. Of 
the many kind comments well-wishers 
have shared with me since Dad passed 
away, the one that I appreciate the most 
has been, “Your father was a real gentle-
man.” That compliment means a lot to 
me because it would have meant a lot 
to Dad. He came from an era in which 
the gentlemanly qualities of earnestness, 
modesty, and gallantry carried more res-
onance than they do today. Dad started 
urging me to behave like a gentleman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wanted to fol-
low Dad’s advice, of course, but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a gentleman was sup-
posed to do. 

When I finally asked him, Dad 
seemed baffled by the question, as if 
the parameters of gentlemanly behavior 
should have been obvious, even to a very 
small boy. “Well,” he said, “a gentleman 
always carries a handkerchief.” That, not 
surprisingly, was a disappointing answer, 
one he supplemented over the years with 
other, equally disappointing aphorisms, 
so that I eventually learned that a gentle-
man always holds doors open for ladies, 
always keeps his shoes polished, and 
always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One afternoon we were watching “A 
Night to Remember,” the 1950’s movie 
about the Titanic, and Dad told me that 
when there aren’t enough lifeboats, a 

In Loving Memory of 
     Our Brother, Wesley Wu 

The Puls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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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leman should go down with the sink-
ing ship. I began to think that I might not 
want to be a gentleman, after all. 

As I grew up, rogues and renegades 
seemed to replace gentlemen as our pop 
culture’s new heroic ideal, and even the 
word “gentleman” seemed to fade from 
both public discourse and family discus-
sions. My ambition to become a gentle-
man like Dad went dormant for a long 
time but was reawakened one morning in 
the spring of my second year of medical 
school.

I was never much of a scientist and 
had struggled mightily in my first two 
years at Cornell. Coming to medical 
school often felt like a giant mistake. 
Dad kept reassuring me that I would find 
my way, though, mostly through ten sec-
ond phone calls which would gradually 
become our chief form of communica-
tion and which Jane and our boys have 
always found so amusing.

The tide finally turned during the 
spring of my second year. We were pre-
paring to leave our classrooms for the 
inpatient wards and were listening to a 
lecture on proper bedside manner. The 
professor emphasized that while practic-
ing a good bedside manner was courte-
ous to the patient, it was more important-
ly the surest way of finding out what was 
wrong with that patient. As the professor 
described how we should conduct our-
selves at the bedside, I realized that he 
was simply telling me to behave like a 
gentleman, and I had already been taught 
how to do that. Dad might not have ex-
plained through words what a gentleman 
does, but he had done something even 
better, he had shown me. That moment, 
half a lifetime ago, was the first time I 
felt I might get the hang of being a doc-
tor, after all.

Our childish questions are not always 
confined to our childhoods, and I have 
found myself in recent weeks ponder-
ing anew what it means to be a gentle-

man. As I relived in my mind Dad’s final 
months and reflected on the incredible 
courage which he displayed during those 
most daunting of times, I realized that I 
was moved not only by the things that 
Dad did at the end of his life, but also 
by the things he did not do. He did not 
complain, did not blame anyone, did not 
express any bitterness, did not ask any-
one to feel sorry for him, and did not for 
a moment consider his own comfort and 
well-being above those of his loved ones. 
A long-open circle closed for me at that 
moment, as Dad’s simple definition of a 
gentleman as a man who always carries 
a handkerchief finally made sense. For 
how could he have possibly explained to 
me in words that the essence of a gentle-
man lies in restraint, when the only way 
he could really do so would be through 
the full example of his long and well-
lived life?

Many of you in attendance today 
were also kind enough to attend Dad’s 
wake two weeks ago. You might remem-
ber that it was a windy and bitterly cold 
Sunday evening. The following after-
noon was cold and gray as well, with a 
mournful rawness in the air. As we drove 
quietly through the gates of Mount Au-
burn Cemetery, a pale and sunless patch 
of blue appeared on the western hori-
zon. It appeared to have at most a feeble 
chance of advancing against the heavy 
banks of black clouds to the east. When 
we stepped out of the cemetery chapel an 
hour later, though, the sky had unexpect-
edly cleared to a brilliant cloudless blue 
and the temperature had soared 
into the fifties, the first hint of 
spring in a long and relentless 
winter. I don’t think Dad want-
ed his family to stand outside 
in the cold when we bade him 
our final farewell. A consider-
ate man, our dad was, a gentle-
man to the very end.                                             

(By Jeffrey)

My Dad, My Role Model
Growing up, I always assumed that 

I was more like my mother.  Maybe it 
was because I was the only girl; maybe 
it was because I WANTED to be like 
her – serene, elegant, and kind.  What-
ever the reason, I never gave it too much 
thought – I just stubbornly cast myself in 
that role.

My theory seeme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Dad and I didn’t always see 
eye to eye.  He was a Republican; I was 
a Democrat.  He got an MBA; I majored 
in art history.  He liked to tease; I was 
too earnest. But even though we didn’t 
always share the same world view, he 
never dismissed my opinions, which 
was, I now realize, a generous sign of 
respect.  And we found common ground 
in fun, ordinary ways that I’ll always 
remember.   Every weekend, the two of 
us would make a ritual pilgrimage to a 
little store down the street to get a Bos-
ton Globe for him, and a bag of Brach’s 
Cinnamon Redhots for me.  When one of 
my pet fish gave birth for the first time, 
he painstakingly separated her from 
the other fish and saved each miniscule 
baby as it emerged while I hovered over 
his shoulder, anxious and worried.  One 
night a week, he’d spread newspapers 
out on the kitchen floor and cheerfully 
polish all of our shoes.  He taught my 
brothers and me how to fish, how to fly a 
kite, how to drive.   Because of him, I’m 
a devoted fan of Boston’s sports teams, 
love big band music, and have a fascina-
tion with World War II.   He woul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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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watch Lawrence Welk every week 
with his parents, and he made really good 
blueberry muffins.

Even though we found many ways 
to relate, I went through the entire first 
half of my life being keenly aware of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we were differ-
ent.  We’d have robust political debates; 
and he’d worry about my career stabil-
ity, while I reveled in having as broad a 
work experience as possible.  When Joe 
and I had our children, Dan and Maia, I 
clung to the idea that I was like my mom 
more fiercely than ever,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s good a mother as she had been.  I 
had the suspicion that I would never be as 
calm and centered, but I struggled to get 
there, like a swimmer caught in a riptide.  
I could see the shore, but no matter how 
hard I swam, I couldn’t get any closer to 
it.

When I turned 40, I went through 
what some people describe as a mid-life 
crisis, but really isn’t a crisis at all: at 40, 
you’re in the enviable position of  hav-
ing enough experience under your belt to 
assess various aspects of your life, and 
enough of your life ahead of you to put 
that information to good use.   I spent a 
lot of time turned inward, trying to un-
derstand myself better so that I could feel 
as whole as possible.  During one of my 
many introspective, 40-something (and 
admittedly self-absorbed) musings, the 
realization struck me like the proverbial 
thunderbolt.  The reason that I worked so 
hard to be like my mother was because, 
in fact, I was just like my father!   It be-
came so clear - our politics may have 
been on the opposite ends of the spec-
trum, but we each defended our position 
with equal commitment and passion.  He 
may have spent most of his professional 
life with one company, but he craved the 
same fulfillment from his day-to-day 
work that drove me from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We were both seekers; a 
little restless, but always look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Dad was a very sharp 

dresser; I love fashion.  We were both 
very self-critical.  Neither of us had the 
calm centeredness of my mother, which 
is probably why we were both drawn to 
her - opposites attract.

While I was sad to give up the idea 
that I could be like my mom, I gradually 
realized what a privilege it was to take 
after my dad.  He became a role model 
for me in a whole new way, because 
there was so much to admire.  His curi-
ous nature and sheer spunkiness led him 
to become a Mason (not just any Mason, 
but the head of the Boston University 
Lodge); to join a bridge group; to get an 
email account in his 80’s.   His humility 
was boundless.  He always thought about 
everyone else’s needs except his own, 
and he had an uncompromising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He was devoted to his 
family, fiercely loyal, and generous to a 
fault.  If I could embody these traits to 
even a fraction of the degree that my fa-
ther did, I’ll be more than satisfied.

And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things 
of all?  The older we both got, the more 
alike we became.  To everyone’s delight 

and surprise, Dad started to paint after 
he retired.  My MBA, mathematician fa-
ther was an artist, and a really good one!  
(He’ll always be one up on me, because 
I’ll never be good at math.)  The needle 
on my politics moved from the far left to 
the middle; and his strayed from the far 
right toward the middle right.  I voted for 
Reagan, and he voted for Obama.  When, 
during one of our many conversations 
about politics, he said, “What’s so wrong 
with being a liberal?  People say that 
like it’s a bad thing,” I could feel one of 
the last walls between us come crashing 
down.  Dad never stopped exploring, or 
trying, or learning; and he always wanted 
to be better than he had been the day be-
fore.  

I celebrate all of the ways in which 
my dad and I were alike AND differ-
ent, because they’re part of the personal 
legacy that he has left for me.  And in the 
meantime, whenever one of my kids does 
something that reminds me of my father, 
I smile and think about how incredibly 
lucky they are.   

(By Leslie) 

明 天 要 做 主 席 （ 漫 畫 ）     王 子 中



談 秉 遜

誰插的花？

每個星期天，當你走進教會禮拜堂，你有沒

有注意到講台前那美麗的插花? 這是不是教會每

星期跟花店訂的呢？這麼漂亮的插花，教會一定

花了不少錢吧。告訴你們，教會沒花錢，這是教

會幾個志願同工的辛勞的成果。她們是朱小鶯、

陳雪慧 (Vicky Ong)和嚴凱莉 (Karin)。每星期六

下午，她們花一個半小時前來插花。夏天，花

來自她們和其他人的花園；冬天，她們到店裏買

花。下週日，當你來到教堂時，請上前來觀賞這

些漂亮的花朵；不過千萬別忘了，當你看到她們

時，一定要說聲謝謝。

穿白色衣裙子的小女孩是誰？

你們是否記得，今年父親節主日聯合崇拜時，有一

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胡中義弟兄旁邊做主持？你們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她是我們前任長老Windsor的女兒

Courtney。她在我們教會長大，這是她小時侯在教會拍

的照片。現在她在華府工作。看到我們的第二代成長離

開後，仍然回來關心我們的教會，我們真高興！

實在太睏了

為什麼這些青少年星期天早上在教會睡覺？他們是

不是前一天晚上玩了個通宵？原來他們去了亞利桑那州

印第安人保留區Hopi做短宣，星期六晚上從西海岸坐飛

機回波士頓，星期天早上才到達。你們大概知道，飛機

上睡不好覺，所以這些孩子回到教會時仍然“昏昏欲

睡”，於是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躺下，小睡片刻，才有精

神作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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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與聖靈
古 枳 子

    
萬物實實在在，
闔上兩眼，
拿在手中的， 
竟然一片虛空！

虛空啊，虛空，
刻著心靈的行踪。
以實實的雙手， 
怎能摸著心的律動？

有物無形無影，
你一感知，
便消如流雲， 
那奧妙輕盈的空靈！

空靈啊，空靈，
那本是心靈的原型，
以實實的外物， 
怎能佔住心的廳庭？

聖靈啊，惟願時時引領！
唯有接待聖靈，
那不易填滿的心靈的虛空， 
才能實實充盈。

心靈與聖靈啊，
原來是一屋一戶，
猶如小屋和它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