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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若有信心像一粒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說，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是親密關係，不是成就

焦源濂牧師

此文是焦源濂牧師於 1989 年 10 月為教會芥菜子所寫，最近再讀一次深受提醒。在這紀念耶穌為我們受難的月分裏，
願我們與主的關係更好，我們不只是要服事主，更是要出於對主感恩與愛他的心服事他。就如使徒約翰對以弗所教
會的提醒，不要離棄起初的愛心(啟 2:4)，並且願我們的服事能在主裏被稱是一件美事。(黃嘉松牧師)

主耶穌的教訓，有一點是祂一再強調的，
那就是：祂十分看重我們與祂之間的關係，其
他的事，都屬次要。可是我們卻很容易把這一

殷勤工作，至於兩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他們不
感興趣。
三、喜樂的道理：「不要因鬼服了你們就
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錄在天上歡喜。」(路十：

點忽略了。

20)──人人都是因工作大有成就而歡喜。但是

試舉主要的幾個教訓予以說明：

主卻提醒門徒，最當喜樂的，乃是因他們與主
一、得救的道理：「凡接待它的，就是信

之間，有了永遠的關係。

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女。」(約
一 ： 12)─ ─ 成 為 神 的 兒 女 ， 是 因 與 祂 有 了 關
係，不單單明白和信服了祂的一些教訓而已。
其他的宗教卻是只要求接受他們的教訓，至於
與他們教主之間的關係如何？他們並不重視。
二、事奉的道理：「若有人服事我，就必
當跟從我；我在那裡，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
裡 … … 」 (約 十 二 ： 26)─ ─ 服 事 主 的 精 意 乃 是
在於與主保持親密的關係，不是單單注重工作

基督徒若是沉醉在工作成就的喜樂中，往
往就是從恩典中墮落的開始。不單生命停止長
進，工作的進展，從此也停頓了。
屆我們教會進入第十年之際，我們應當為
主過去藉我們所成就的事歡喜感恩，但是我們
更當提醒自己，主所看重的，是我們與祂之間
的親關係，不是我們過去的成就！讓我們朝著
與祂更加親密的方向繼續前進吧！

與勞苦而已；世上的主人卻是只要他們的工人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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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筆記

彼得行傳

西門」，不稱他彼得，似乎要他想起自己的原
名西門的真義，使他注意能主的命令（約 21：
陳廣耀

15） 。 此 外 主 又 稱 他 磯 法 ， 這 是 當 時 流 行 的 亞

讀經：徒 1：12 － 5：41； 10：32 － 11：18； 12：1－19

參考：焦牧師講述使徒行傳錄音

蘭語，與彼得同義，意即石頭。
他 是 約 翰 （ 又名約拿 ） 之 子 ， 與 弟 安 得 烈
(Andrew) 原 是 施 洗 約 翰 的 門 徒 （ 約 1 ： 35 －

前言
初來教會不久，就聽說焦牧師講使徒行傳
精闢入微、出神入化、生動感人，不可錯過。
當時歸主不久，飢渴慕義，極盼能親聆教誨，
增長靈命，但未如願，憾甚。今年年初，在錄
音室發現他講的使徒行傳錄音帶十八卷（僅講
到徒十二章），如獲至寶，不惜外借，後蒙立

42） ， 後 聽 從 師 傅 吩 咐 ， 改 追 隨 主 耶 穌 ， 主 心
甚悅，對兩兄弟說「來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
人如得魚」（太 4：18－22；路 5：1－11）。
所以彼得是主耶穌在世時所召十二門徒之一，
也是祂所愛的三個門徒之一。雖係加利利漁夫
出身，也頗得主耶穌的關愛與倚重，尤其主升
天後，地上大工在他悉心帶領下，順利建立初

安弟兄為我複製一套，得解飢渴，感謝主。

期教會，全力執行主交付的大使命，積極傳揚
焦牧師講的使徒行傳錄音，不聽猶可，一
聽入迷，太精彩了！他正道解經，深刻透徹，

主的救世福音，使萬民得救，不讓一人沉淪，
居功厥偉。

讓我對每句經文，都有更深入的瞭解，這才體
會到靠自己讀經，僅得皮毛，難窺經中奧秘。

二、生命改變 （錄音整編）

聽完第一卷，因上了年紀，記憶奇差，隨聽隨

耶穌升天前，與眾使徒聚集時，特別吩咐

忘，若繼續聽下去，勢必有如春夢了無痕，浪

他們，不要離開耶路撒冷，要在那裡等候父的

費時間，實在可惜，於是突發奇想，鼓起傻勁，

應許（徒 1：4）。果然，到了五旬節，當門徒

把他講的，用文字整理出來，以加強記憶，隨

都聚集在一處的時候（徒 2：1），神蹟發生了，

時翻閱，讓我對神的話語，更能領悟融會。

聖靈降臨，產生下述奇異現象：

整理錄音有一定難度，自知淺陋不配，乃
不住禱告，求神賜助，幸蒙垂聽，進展順利，
令我大大得益，深盼能得全套錄音帶，繼續整
編，使完整無缺，自成一集。為與大家分享，
特分成單元，先編寫「彼得行傳」，不揣冒昧，
投稿芥菜子，敬請斧正。

這是從外表看得出來，具有吸引力的現
象。當時聚集的門徒都是加利利人，從來沒
有到過外國，一旦聖靈降臨在他們身上，他
們竟能用方言，即別國話來跟國外來人交
通，而且方言不只一種，計有十六種之多（徒

一、漁夫蒙召

2：9－13），他們不是胡言亂語，都在講述

彼 得 (Peter)之 希 臘 名 為 Petros， 天 主 教 中
譯作「伯多祿」，原意為可移動的石頭，不是
山 上 未 開 鑿 的 磐 石 (Petra)。 他 的 希 伯 來 文 名 為
西門(Simon)，原 意 為「 能」，主 耶 穌 復 活 後 ，
在提比哩亞海向他顯現時，稱他「約翰的兒子

芥菜子 春季刊

1. 奇特現象（徒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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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大作為（徒 2：11），多麼奇妙，難怪
與會者都覺納悶，驚訝希奇。（徒 2：6－7）
2. 改變現象（徒 2：14－36）：
另外一個表面看不出來的奇特現象，就
是聖靈降臨，使門徒的生命徹底改變，尤其
2008 年 4 月

顯明在彼得身上，聖靈的大能使他從一個怯
懦軟弱膽小的人，突然在生命上發生兩大改
變，即膽小變膽大和笨拙變伶俐，分述如

從主耶穌三問彼得
反思我們真的愛主嗎?
司提反

下：

彼得是一個直腸子且率性的人，做事情更

徒 2：22－23 記述，彼得毫不留情，大膽指
責聽他講道的以色列人，膽大包天，竟敢作
劊子手，把神的兒子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在
一群毫無人性的暴徒面前，義正辭嚴，責罵
他們無法妄為，不再怯懦畏縮，跟他在主耶
穌無辜被捕時，三次不認主的卑怯軟弱表
現，實判若兩人，真是難能可貴，他的勇氣
必定來自聖靈，使他的生命大大改變所致。

是隨心所欲，欠缺深思熟慮，他的衝動可以從
他 在 客 西 馬 尼 園 中 拿 著 刀 1 將 馬 勒 古 (約 18:10)
的耳朵砍下看得出來，更離譜的是他竟然身為
大弟子，卻領頭帶著眾師弟回家打魚，好像基
督殉道了，一切就都謝幕了，就曲終人散了，
沒事了；相對於彼得，我們再看主耶穌吩咐彼
得收刀入鞘，被捕之前仍舊醫治了受傷者的耳
朵(路 22:51)，我們從經上所記，相較於主在客

彼得原是拙口笨舌，不善言辭的漁夫，
經五旬節聖靈降臨，突然變成口齒伶俐，能
言善道的傳道人，為主作見證。徒 2：14－

西馬尼園的迫切禱告，身處在生命攸關的極大
壓力下，主耶穌仍然顧念並醫治要迫害他的
人，實在是我們的榜樣。

36 可以看出他的證道，鏗鏘有力，擲地有
我們繼續來看彼得，在約翰福音 21 章，主

聲，他不斷引用舊約經文，一氣呵成，像串
活串珠，整個講道，從頭到尾，高 舉 基 督 ，
傳揚真道，這是聖靈作工，不是平凡的漁夫

耶穌主動的回到提比哩亞海 2尋找門徒，更指示
這些捕魚老手如何捕魚，共捕獲了 153 條彼得
魚 3；這裡提醒我們，唯有主才是我們生命糧食

一時可以做到的。

的供應者，主必充足供應，使我們一無所缺；
順服就能夠蒙福，主知道門徒們整夜徒勞，毫
彼得的證道，處處可見聖靈的工作，「眾

無所獲，甚至沒有進食，主不但沒有責怪彼得

人聽見這話，覺得扎心」 （徒 2：37）。使人

不認主，也不責難他帶著所有弟子重操舊業，

自動悔改，求問過去犯下滔天大罪該怎麼辦？

甚至貼心的為他們預備飯食；以致於門徒中沒

這群聽眾以往喪盡天良，大膽把耶穌釘十字

有一人敢問他是誰，因為他們知道，除了主基

架，現竟向加利利漁夫討教，如何悔改求赦免。

督，沒有人會如此做的，我們從這裡可以見到

當時知道自己犯了滔天大罪的以色列人，計有
三千人之多（徒 2：41），不是少數的一個二
個人，這就展開了人類歷史的新一頁。一旦展
開，就轟轟烈烈進行，使這個反對耶穌最激烈

1

從希臘原文 machaira 看來應是隨身攜帶當作工具及防身的小

2

提比哩亞海就是加利利海，也稱加利利湖，又名革尼撒勒湖，

匕首

無情的地方，暴虐的權勢開始崩潰，福音的大

其命名由來是在希律安提帕統治期間，在湖的西南面建城並

能開始展現，初期教會應運而生。其開始不是

訂為其轄區之首都，以紀念羅馬皇帝提比留；至於到底是湖
還是海，猶太人對於大湖與海是同樣的字詞，實際上加利利

可可憐憐，而是轟轟烈烈，這見證主的確復活

湖是淡水湖，其水源來自黑門山上的溶化雪水，經約旦河注

了，祂給後世信徒奠定了紮實的信心基礎。(待

如同死海沒有生命氣息。

續) 
芥菜子 春季刊

入死海，基督徒通常藉此表明生命只有領受卻沒有傳遞，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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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apia，非洲魚種，常見於北美，台灣又稱吳郭魚。
2008 年 4 月

神用來審判罪的公義背後是那無盡的愛，神的

的我們，為了福音的緣故，要體貼神、榮耀神，

愛是無盡的，是豐盛的。

甚至是要付上代價的 8。
但我們看到了彼得的老我，充滿了爭競、

主在彼得吃飽飯之後問了彼得『約翰的兒
4

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更深嗎？ 又再追問道，

比較的心又跑了出來，在主耶穌顯現交代了門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在經歷完整夜

徒要餵養主所重視的羊的時刻，彼得似乎又要

勞碌與飢腸轆轆之後，彼得此時肉體的壓力是

和約翰比較與爭寵，21 節問道『主啊！這人將

得到舒緩的，彼得一如往常，直率且不經深思，

來要如何？』神在 22 節要彼得單純的跟從他，

甚至是不加思索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

並回答了彼得，這與你何干呢？這也提醒我

我愛你』，耶穌對彼得交代到『你餵養我的羊

們，我們就應當以主為重，以主所掛心的為重，

5

就是單單的定睛仰望神，一無掛慮的追隨神的

』，並且一連兩次；但是到了第三次，主耶穌

在問彼得，彼得就憂愁了 6，並對主承認說，『主

腳蹤，神必會看顧、供應保守我們的一切。

啊！你是無所不知的，你知道我愛你』為什麼
彼得有著如此大的轉變？當然有人說這是三次
彼得不認主，所以第三次主問彼得，他才反省
到他的軟弱，這也許有道理；事實上，希臘文
原文前兩次耶穌問彼得你愛我嗎？這個『愛』
是用相當堅決的用詞 agapao 7，第三次是因為主
早就知道了彼得做不到，卻又見到了彼得不假

神甚至愛我們到一個地步，知道我們承擔
不了罪的公義，流下寶血承擔我們的罪惡過
犯，因為經上記著，若不流血罪就不得赦免，
神親自降下獨生子代替我們的罪，承擔我們的
罪孽，為我們預備了救恩，使我們藉著基督能
與神和好，並藉著基督使我們能夠到達父座
前，因為基督就是道路、真理、生命。

思索的任性回答，因而降低了要求標準，將用
神實在是體恤我們的軟弱與悖逆，從始祖

詞改為較弱的 phileo，這個降低標準的用詞才
使得這位長個兒不長腦的直率門徒驚覺自己先
前的行為而極度懊悔，這時主耶穌的話才能進
到彼得與其他門徒的心裡，就是餵養主的門
徒；主在 18 節也還告訴彼得不可再任意妄為，
他以往過於順從、體貼自己的感覺，如今為了
牧養主的羊，19 節主告訴了彼得也告訴了今日

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中因罪，違背了一開始神
所 託 付 的 看 守 修 理 責 任 (創 2:15)而 在 樹 木 中 躲
避神（創 3:8），但神仍然主動尋找逃離的亞當
與夏娃；神在與亞伯蘭立約時，神也使亞伯蘭
睡了（創 15:12），神如此行的原因是因為神自
己願意單方面的應許與成就，並且不計算人背
約時應付的代價，因為神知道人的軟弱，根本
無法付上約的代價；主耶穌如今依然是主動尋
找並拯救失喪的人，這失喪的人當然也包括了

4

5

6

7

主耶穌在這裡問彼得的是相較於主以及對於世界上財富以
及溫飽與享受，彼得被主呼召前就是漁夫；主不是真要問彼
得對錢財的態度，而是要提醒他不要忘記起初的呼召。
第一次交代餵養我的羊的英文是 feed My lambs-NIV，tend
My lambs-NASB；第二次是照料我的羊 take care of My
sheep-NIV，shepherd My sheep，但中文都翻譯為你餵養我的
羊。
NASB 的解釋是 grieved，有傷心悲痛的意思；NIV 的解釋是
was hurt，是情感與心靈受到傷害的意思。
agapao 字根就是 agapé，就是 perfect love 的意思，這個原文
深受基督徒喜愛，尤其是華人基督徒取名的愛加倍，原文既
是完全的愛，中文也有加倍的愛的意思。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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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他的人，也就如同亞當、夏娃、亞伯拉罕、
彼得以及你和我。
藉由彼得的例子，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求神
使我們天天脫去舊人，穿上新人，使我們日日
更新，受神建造，讓我們真心的愛主。

8

彼得最後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價，為主殉道。
2008 年 4 月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彌迦書 6:8

時就不見了，不都是神的恩典嗎？我們所知道
的，並不完全，很多時是一知半解，所以神啊，

傅琳

憐憫我們，因為我們的驕傲，原是出於我們的

有時候看到基督教刊物上討論屬靈屬世出
世入世等教義問題，會感到困惑，因為有時很
難劃分究竟什麼是什麼。由此想到，神藉耶穌
基督啟示我們的，為的是讓我們人能簡單明瞭
地明白什麼是神所喜悅的，什麼是我們當行
的。在彌迦書裡，神告訴我們：「世人哪，耶

無知，求聖靈每分每秒提醒我們，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行。
「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行。」願與弟兄姊妹們共勉，每時每刻，
將這句話銘刻在心，並行出來。因為沒有行為
的總是空的，沒有行為的信心是死的。

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什麼
呢？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神同行。」
行公義─行神眼中為正的事。現在的社會

生活小品

夏維娜的啟示

阿蕉

鼓吹沒有完全的黑白與是非，各人有權發表自

夏維娜是女兒班上今年新轉來的學生，他

己的觀點，這些觀點也沒有對錯。「各人任意

們一家五個孩子，各個之間年齡相距最多兩

而行」。其實我們作神的兒女，當以神的是非

歲，一家子轉學過來，學校就多了好幾個可愛

標準為我們的生活準則。當作的，不當作的，

的孩子。說他們是討人愛的孩子的確名符其

神不使我們感到困惑，而是清楚地寫在聖經

實；夏維娜的哥哥和兒子同班，據兒子描述他

裡，我們常讀勤學，必能印在腦子裡，行在日

熱心且人緣好，雖是轉學生，一會兒就已經跟

常生活中。

大夥熟絡起來。女兒也告訴我夏維娜溫和善

好憐憫─看到別人的需要，不能扭頭不
顧，要設身處地地想，如果我處在那樣的境地
－失業時、搬家時、哭泣時、需要作出抉擇時、
希望有人傾聽時，毫不猶豫地伸出手，像主耶
穌說的：「因為我餓了，你們給我吃；渴了，
給我喝；我作客旅，你們留我住；我赤身露體，
你們給我穿；我病了，你們看顧我；我在監裡，
你們來看我。」當祂再來時得以「承受那創世
以來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太 25:34) 作那個
撒瑪利亞人，扶起那個跌倒的人，並為他療傷

良，而且有個“cheerful spirit＂。他們的父親在
Foster City 牧會，母親在家相夫教子，我想乖
巧可愛的孩子，再多生幾個也不怕！
有一天女兒放學回家告訴我說：「今天夏
維娜抱著她的哥哥妹妹哭了！」
「為什麼呢？」我不解地問。
「夏維娜的弟弟眼睛進了小石頭，需要動
手術。」女兒從頭向我娓娓道來：「他們兄妹
為這件事時常牽手禱告。」
「什麼時候牽手禱告？」我問，心想兄妹

止痛。(路 10:33)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行─我們常常不
自覺地沾沾自喜，有點成就，工作出色，得到

們雖然同校，卻不同班哪。
「他們吃午飯的時候總是一起牽手禱告。」

讚揚，忍不住以為是自己的才幹、能耐、努力。

女兒繼續補充：「夏維娜也在代禱時間請我們

卻忘了人算什麼，豈不像早上的朝露，出現少

一起為她弟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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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兒接著說：「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夏

去年兒子學校結業時的頒獎典禮，歐順是

維娜的媽媽帶著她弟弟來到學校，原來早上再

第一個被叫上台領獎的人，兒子聽到歐順的名

去看醫生時，醫生說石頭奇妙地消失了，不需

字，高興地高舉雙手，作出勝利的手勢。接下

要動手術了！」女兒提高了聲量：「夏維娜好

來兒子也被叫上台，已經站在台上的歐順立刻

激動，抱著她的兄弟姊妹就哭了。」原來是喜

開心地和兒子來了個 “high five”。 坐在台下的

極而泣呢！

我，為他們的辛苦有成感到欣慰，更為他們的

「我們都好開心，神真的聽禱告。」女兒

情誼感謝主。

興奮地述說著，稍後安靜下來，有些腆靦地再

有一次兒子的網路遊戲密碼被一個來我們

對我說：「媽媽，我好羨慕夏維娜和她的兄弟

家聚餐的小朋友盜取，這個小朋友謊用兒子的

姊妹感情這麼好，我真希望我和哥哥也可以像

名字，和歐順一起上網佯裝玩遊戲。玩了不多

他們一樣。」

久之後，他便開始對歐順出言不遜，甚至惡言

「妳可以的，」我輕摸她的頭說：「主耶

以對！事後這個小孩還得意地告訴兒子他惡作
劇的「傑作」。

穌賜妳力量，只要我們有順服祂的心。」
我在心中默默感謝主，祂讓女兒再次經歷
祂的大能，祂也讓她對美好的品格有敏銳觀察

我記得兒子那晚哭得好傷心，他一方面覺
得自己被朋友出賣了，另一方面又擔心歐順會
信以為真而感到氣憤或難過。當時時間已晚，

並追求的心。

我只能安慰兒子，告訴他如果歐順真的是他的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若有什麼德行，若有什麼

好朋友，應該瞭解他的為人，不會輕易相信這
些傷人的話是出自他口。

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念。…賜平安的神，
第二天放學時，兒子和歐順都如常走到我

就必與你們同在。」（腓立比書 4：8）

車旁邊，兒子開心地說：「媽媽，真如妳說的，
歐順不相信那些話是我寫的。」歐順也笑瞇瞇

友情

地說：「我一開始不知情，後來就越來越感覺

恩惠

歐順是兒子的好同學，他活潑中帶著幾分
內斂，行為舉止有分寸，應對進退也得體，十
分討人喜愛。每天我接兒子放學，歐順總是和
兒子一起跑到我的車子旁邊，和我打聲招呼，
再和兒子聊上兩句，直等到他外婆的車也緩緩
駛入停車場，才依依不捨地離去。遇到長週末，
這兩個好兄弟總想要有個“play day＂，甚至是
“sleep over＂。雙方家長知道他們合得來，也
就盡力配合，不讓孩子失望，甚至連課外活動，
都讓他們兩個一起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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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對勁，所以我就退出遊戲了。」我在替兒子

這樣的恩情，難怪大衛在約拿單和掃羅戰

鬆了一口氣的同時，也慶幸他們的友誼禁得起

死沙場時，要作哀歌弔念他說「我兄約拿單哪，

考驗。

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

最近的一天，當我在學校停車場接兒子放
學，看著他和歐順兩個有說有笑地走過來，我
心中有股莫名的感動，早上讀的聖經浮現我腦
海。我問他們：「聖經裡面有兩個人物，雖然
不是親兄弟，但他們的友情卻比親兄弟更令人

妙非常，過於婦女的愛情」（撒下 1：26）。這
分堅貞的友情更不因約拿單的死而結束，在大
衛的國基穩固，四海昇平的時候，他信守諾言，
因約拿單的原故，施恩於其子米非波設。（撒
下第 9 章）

感動，你們知道是誰嗎？」他倆面面相覷，異

人生道路知己難逢，約拿單和大衛竟然能

口同聲問道：「是誰？」「約拿單和大衛」我

擁有如此這般的真情！我默默禱告，願神祝福

答，並且鼓勵他們閱讀撒母耳記。

兒子和歐順今生都能有幸經歷真正的友誼。

兒子事後利用幾個晚上的時間讀完撒母耳
記，當中約拿單和大衛的故事，對於年輕的他
雖然不易感受到友誼的珍貴和難得，卻也能做
出兩點結論，那就是朋友是彼此信任的；朋友

<<<<<<<<<<<<<<<<<<<<<

人生感嘆

也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
面對兒子的這兩個結論，我不禁莞爾，並
且鼓勵他記取聖經的教導，身體力行。然而在
我內心深處，我更能體會到的是，人生道路知
己難逢；當你得意成功時，有誰真是為你喝采、
替你高興？當你失意落難時，又有誰真是陪你
同哭、與你同愁呢？什麼樣的友誼能禁得起小
人讒言，能勝得過時空相隔？什麼樣的友情是
惺惺相惜，是不計生死？
約拿單在他父掃羅起意要殺大衛的時候，
挺身相救，甚至當掃羅警告約拿單「耶西的兒
子若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立不住」
（撒上 20：31）時，約拿單仍然愛大衛如同愛
自己的性命。他知道，也樂見大衛將作以色列

1 歲 時
10 歲 時
20 歲 時
30 歲 時
40 歲 時
50 歲 時
60 歲 時
70 歲 時
80 歲 時
90 歲 時
100 歲 時

出場亮相
功課至上
春心盪漾
職場對抗
身材發胖
打打麻將
老當益壯
常常健忘
搖搖晃晃
迷失方向
掛在牆上

的王，他更甘願作他的宰相（撒上 23：17）。
在大衛即將開始他的逃亡生涯時，他們
「二人親嘴，彼此哭泣」（撒上 20：41）。在

若果人生真是如此，
那你我該如何活出一份價值？

大衛躲避掃羅追殺，住在西弗曠野的樹林時，
約拿單再次去見大衛，為的是要「使他倚靠神

<<<<<<<<<<<<<<<<<<<<<

得以堅固」（撒上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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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關錯鳥」

小姐竟對我說「那是你的老人斑！」我也就成為
李紡

2-18-2008

「金鵲」被當「錯鳥」的受害者 。
有人只約略讀了一點舊約，就擲書而歎「耶

*************

和華太過嚴厲，我不信也罷！」他對神的批判，
在一家醫院的門診室, 護士呼叫著病患的

實則比「關錯鳥」還荒謬。

名字:
有人振振有辭地說「神是愛，祂的怒氣不過
「張大志！」

是轉眼之間，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於是為

「陳俊傑！」

所欲為，偏行己路，似乎藉此可以考驗神的愛，

「李美珠！」

證明神的信實…。殊不知保羅曾大聲急呼「斷乎
不可!」不錯，「神是愛」，但這並不是神屬性

被叫到的病患，依續進入診療室。

的全部，如果不願將神的屬性了解清楚，這比將

隔了一會兒，護士再度拿出病患的掛號
單，大聲吆喝：

「關金鵲」按己意排列組合成「關錯鳥」還糟糕，
不是嗎？

「關錯鳥！」

我兒驟然離世，有不信的人揶揄我「妳看

鴉雀無聲。所有在等待的病患們面面相覷。
「關錯鳥！」「關錯鳥！」護士心急地連
叫兩聲。

妳！為教會奉獻這麼多心力，竟是這種下場!」
我沒有答辯, 因為她犯了比「關錯鳥」還嚴重的
錯誤，這種生死的奧秘，豈是我們這簡單的腦袋
可以徹悟？「天運茍如此，且服造物主」---這是

這時只見一位打扮入時的中年婦女站起來,
對著護士喝斥---

我及愛 Eric 的親友們必須學習的。
劉東崑牧師曾說過，他有一次

「妳娘才叫關錯鳥！我是關金

問一位信主很久的老基督徒「耶和

鵲！」

華和耶穌是甚麼關係？」那位基督

護士先是一愣，不明所以，周遭

徒回答「他們是父子，都姓耶」…

反應快的等待者，已經爆出如雷的笑

有很多人不願意也不肯來上主日學

聲… 。

或查考聖經，真擔心有一天他們也
會冒出這種答案！說耶和華和耶穌

*************

都姓「耶」的，實在比將關金鵲叫

也許你曾經躬臨其境，也許你只

成關錯鳥的問題還嚴重。

是風聞其事，你是否明白那位護士為
詩篇第八篇首尾以「耶和華我

何犯了這種貽人笑柄的錯誤？

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遙相呼應，我
但事實上，生活裡這種「關錯鳥」的事件
是層出不窮的：

默想著「行大事不可測度，行奇事不可勝數」的
主，祂的名豈不比「關金鵲」還美？但願我千萬

有一次我去染頭髮，黑色的染汁滴到我的

`別「關錯鳥」才好！ 

臉頰上，我請小姐拿毛巾來將它擦掉，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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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

仰望交託

的信心；但也千萬別忘記，主耶穌自己對父神
禱告時都說：「然而不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魯鈍

你的意思」(太 26:39)！

我們基督徒經常掛在嘴邊的一句話，就是
「凡事仰望交託」。

或許我們覺得，我們對神提出的需要或是
希望不是為一己私利，而是合乎聖經真理的，

很多人將自己的困難帶到主面前，求主親

神沒有不成就的理由；但是我們也要時刻提醒

自幫助，仰望神的帶領，把一切交託給神。這

自己：神有祂自己的計畫與時間表。受限於時

是好的。然而也有時候我們會抱怨，覺得主並

空的我們只能想到自己、想到眼前乃至於有限

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

的今生；超越時空創造萬有的神，祂的心意則

問題就是出在：這個仰望交託到底完全不

是全面的、關乎萬民與永恆的。
很多基督徒在苦難中禱告，覺得神必定會

完全。
所謂「仰望」就是跪在主的寶座前，以謙
卑的心面對神；「交託」就是把我們的現況與
需要，完完全全地、恭恭敬敬地交在主的手中。
打個比方，這就好像古代大臣跪在皇

因著我們的信心而救我們脫離困境，或者在一
時的痛苦之後得著更豐盛的回報，所謂「苦難
是化了裝的祝福」。然而有時候神似乎卻沒有
垂聽這樣的禱告。這使得很多遭受苦難的基督
徒本人乃至於親友感到傷痛，甚至對

上面前，低著頭恭敬地雙手呈上奏摺

神產生質疑。

或貢物，然後靜靜地退到一旁等待皇

香港基督徒藝人之家創辦人，影

上下旨。

星喬宏生前曾提到：苦難的確是化了

我們常常犯的一個毛病就是「仰

裝的祝福，然而有時候這祝福是給自

望有餘，交託不足」。禱告時嘴裡講

己的，有時候則是給別人的。這清楚

的是「求主親自保守帶領」，心裡卻

地說明了：一切的主權操之在神。也

迫切地盼望神按照自己的希望來

就是說，我們覺得合情合理的禱告，

做，滿足自己的要求。這樣就不算是

神未必會按著我們的希望，「理所當

全然交託。

然」地成就，只因為祂有更高的旨意；而在世

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原因在於我們經常

的日子雖未必得著安慰，但只要憑著信心仰望

把信心的定義搞錯。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是某

交託，基督徒在永生裡，必定會得到更大的滿

個比較講求聖靈充滿、重視火熱禱告的教派牧

足與喜樂。

師寫的，大意是說我們基督徒要有信心，只要
努力地求，神必定會成就。作者認為我們只要
在禱告中具體地提出我們的需要，然後全心全
意禱告，神就一定會成就我們禱告的事。

苦難中的禱告交託如此，服事中的禱告交
託更應這樣。老基督徒常常犯一個毛病，那就
是一心一意想要完成某件事工，把一切影響事
工的因素都看成魔鬼的攔阻，卻沒有反思這事

這樣的觀念似是而非。沒錯，主教導我們

工到底是否真出於神的感動和帶領，還是僅僅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見之事的確據」

為了滿足自己愛主的心，甚至是為了榮耀自

(來 11:1)，應該在沒有應許前，就對主有全然

己。這就好比是孩子翹課去打工，希望存錢買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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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物送給父母。就算孩子動機只是希望父母歡

知道停的是計時付費的車位，下車用餐時，卻

喜，從沒想要因此得到獎賞，但父母真正看重

茫茫然與計時器擦身而過，誰也沒想到去投幣。

的不在那禮物，而是看重孩子長遠的未來，希

這不是神的管教是什麼？

望孩子能好好讀書，因此不鼓勵甚至責備，是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的想法有助於神國

同樣的道理。

事工，卻不知神喜悅的是我們遵守祂的話，而
當我們立定心志委身服事的時候，是否也
曾靜下心來，以全然交託的心求神引領？抑或
是把自己的希望與計畫帶到神面前，跟神強力

不是憑己意而行。或許以人的眼光看，某些事
情是利己不損人，甚至有助福音事工的；但是
從本質上講，卻可能已經違反神的公義。

推銷說我如何如何愛你，這事工對傳福音有多
此外，我們也往往會一心一意地按照自己

少多少幫助，然後要神承諾背書？當遇到困難
時，是否又靜下心來思想一下，自己走的是否
真是主要我們走的路，還是把一切的困難，不
管是實質的難處也好，或是他人的勸諫也好，
都看成是魔鬼的攔阻，一意孤行地強度關山？

的想法來事奉，認為神必定會祝福；但卻忽略
了神喜悅的是我們委身奉獻的心志，而不是事
奉的內容，因為祂不必靠我們，原本就凡事都
能成。
要委身奉獻，就應該順服神，等候神的帶

願主親自感動提醒我們，讓我們真正理解
仰望交託的意義，無論處在什麼境地，都能全
然謙卑地將自己獻上，安靜等候神的帶領，成

領。體貼神的心腸，而非但憑己意，自作聰明。


就祂自己的美意。

體貼神的心腸

與我
小羊

章志彬

二月的一個週六上午，在朋友的建議下，

自去年九月起，我開始參與兒童 Awana 的

我夫婦二人帶媽媽去舊金山一所博物館參觀法

服事。每週五晚上，我也像孩子般興奮地預備

國瑪莉皇后文物展覽。

好，來教會，感染他們的快樂。我有一班最可愛、

特展接近尾聲，現場人山人海。早到的朋
友姊妹已參觀得差不多，因此好心地約我們在

剛開始，許多孩子忘了帶聖經，漸漸地他們
記得了，不但帶來 Awana 手冊，也記得帶了聖

博物館前見面，好把車位讓我們。
見面時她們將入場券貼紙交給我們，說是
幫我們省兩張票 30 元。盛情難卻，內心卻惶惶
不安。媽媽安慰說：省下錢奉獻給教會事工也

經，一個個都帶著他們的「小包」，有備而來。
（加分喔！）
八點不到，大部份的兒童按時「報到」、「歸
隊」，因為「準時」是 Awana 的訓練之一（可

不錯。

得分！爸媽們，幫助你的孩子從小養成守時的好

觀展完畢去用餐，離開餐

習慣）。所有的孩子們依自己所屬的顏色（紅、

館驚見車窗夾了張違規停車

藍、黃、綠）歸隊，一起以宣言、唱團歌、禱告

罰單，40 元。奇怪的是我們明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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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大家按著自己的進度，背給老師聽，每背

新人介紹

一節可得一分。認真的孩子，在家已先背好兩

萬昌隆、王文相夫婦

三節，便能在一開始時先馳得點。爸媽們，你
們在家鼓勵孩子、幫助他們背經，就在此時此

我是王文

刻，使他們背得開心而有自信，這對孩子而言，

相，很高

非常重要。有些孩子，在家得不到父母幫助，

興能來到

只有「自助」，利用這段時間背經，雖然進度

中華歸主

較慢，但還是能記住神的話，讓神的話充滿心

海 沃 教

中。

會。我們
一家都好
背經時間只有廿五分鐘，結束鈴聲一響，

高興有機

孩子們就興奮地跑去室外歸隊，等著遊戲比

會參與這

賽。隊伍依顏色分為四隊，每隊都有大孩子，

個 大 家

小孩子。這些比賽主要是訓練孩子們的團隊精

庭。我們

神和運動精神，教導他們看重每個人的參與機
會，爭競得分則是其次。孩子個個玩得忘我，
即或冬天也忘了冷，就只擔心下雨，這是 Awana
最吸引他們的時段，每個孩子都有機會上陣比
賽。比賽後的分數，連同背經，準時報到等事
項的積分，當晚便分出最高積分隊伍，及最佳
個人成績，給與表揚鼓勵。

家中成員
是萬 昌隆 (Jack)、王文相 (Jessie)、萬擎 (Jerry)和
萬欣(Joy)。去年七月份，我們一家才從加拿大溫
哥華移居此地。在章志彬弟兄與林育如姊妹的介
紹下，我們來到了海沃教會。從第一次踏進教會
至今已有八個多月。第一次禮拜在詩歌崇拜中深
受感動，就很喜歡這教會。在加拿大時我的弟兄

想起十多年前，我兒子參加離家不遠美國

雖受洗過，但不願上教會禮拜。來到海沃教會

教會的週三晚 Awana 時，我告訴他，背記經句

後，在弟兄姊妹的鼓勵下，我與我的弟兄在去年

（神的話）會讓他聰明，記憶力強，尤其重要

十一月十八日，在這神的家中再一次的行堅信

的是趁小把神的話記在心裡，長大便不會偏離

禮。禮後教會的眾弟兄姊妹一一握手為我們道賀

主道。於是他認真的背經句，每週一、二晚飯

祝福，內心真是感動萬分 ── 我和我的弟兄能

前就背給我聽，幾年的操練之下，他的記憶力

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中，能再享有神所賜與的種

果然特別強，這些 Awana 的訓練也成了我們母

種福分，能再次的把神擺在我們家庭之中，內心

子互動的美好回憶。每到週三下午放學，就互

真是平安與喜悅。我真是開心。小孩在教會中，

相提醒對方，今晚有 Awana 要背經，要早點吃

也成長許多，更愛神。希望我們能不再變動居住

晚飯，準時出門…。

之地，能繼續在教會中繼續學習神的話語，對教

他那別滿獎牌的制服，至今我仍然收藏留

會也能盡一點微薄的力量。

念。數算神的恩典，藉著 Awana 來塑造他，培
養守時負責任的好習慣。當年受益的我，真希
望如今，許多孩子也能像他一樣的蒙福，有一
個愉快的童年。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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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事工介紹-

壯山人

“Crossing’s Celebration 2007”

by John Hillman

The

First Annual Servant Award
ceremony was celebrated on December 28,
2007 as “Crossing’s Celebration 2007”
(pic. 1). It was an exciting & fun time for
everyone in The Crossing English ministry
of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in Hayward.
It was billed as an Academy Award –
“Oscar” type ceremony with formal attire
which included Ladies in flowing evening
gowns and Gentlemen strutting in suits
during this grand event which
celebrated each fellowship
group within The Crossing.
The
awards
ceremony
included film clips from
various movies as “runner
ups” and awards to individuals
which we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by
different group leaders.

pic. 1

pic. 2

Deacon Ellen Lou gave u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nglish ministry’s serving and Pastor
Tim’s speech was more wrapping up
about how God blessed us by guiding The
Crossing’s growth each year.
In order to familiarize you with our
English congregation structure allow me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various fellowship
groups within The Crossing.
Our English ministry is led by our English
pic. 3
Core Team: Alan Wan, Ellen Lou, Josh
Lee, Tim Lee, Thomas & ChoiYing
Leung, and Dr Tim & Betty Tseng (pic. 2). They meet regularly with Tim and Josh to decide “Big Blue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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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s”. We have MERGE, our adults with children fellowship. MERGE leaders are by Jovit & Christina
Alamendrala, John & Shelley Hillman & Karen Chan (pic. 3). Graceland is our fellowship for Young
Adults including college students,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young career singles, and young married
couples without children. Graceland leadership include: Kristina Reyes, Diane Gee, and Matthew Teng
(Pic#4). Footprints is our fellowship for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otprints’ counselors are
Joanna Yee, Melissa Chan, Noel & Kristy Esporo
(pic. 5). Footprints’ youth leaders are: Derek Lau,

pic. 4

Clarissa Toy, Arnold Hyunh, and Samuel
Bo (pic. 6). Lastly, we can’t forget our
talented worship team leaders, like
Cheryl Sheh, Stephen Liu, and Ben
Wong.

pic. 5

Individual awards like John Hillman
for “Best Performance in Welcoming
Ministry”, and a special “satellite
transmission” from Tracy Lin for
“Most Dedicated Sound Room
Technician”. The trophies were gold
spray painted Mrs Butterworth syrup
containers that were not only
“Oscar”-like but also a sweet reward.
The awards were followed by a
Champagne (sparkling cider) Gala with
sparkling cider flowing & hors d’vours
devoured by The Crossing. It was a
New Years’ and Reunion celebration
enjoyed by all.

pic. 6

pic. 7

The awards ceremony included film
clips from various movies as “runner
ups” and awards to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wards we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depending on
which fellowship group was represented. Group awards were given to the English Core Team: Alan Wan,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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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Lou, Josh Lee, Tim Lee, and Dr Tim & Betty Tseng (pic. 2); MERGE leadership: Jovit & Christina
Alamendrala, John & Shelley Hillman (pic. 3); Music & Audio awards to Ben Wong, Raymond Lee,
Cheryl Sheh, and Stephen Liu (pic. 7); Footprints leadership: Joanna Yee, Melissa Chan, Noel & Kristy
Esporo (pic. 5); Graceland leadership: Kristina Reyes, Diane Gee, and Matthew Teng (pic. 4); Footprint
youth leaders: Derek Lau, Clarissa Toy, Arnold Hyunh, and Samuel Bo (pic. 6). Individual awards
included John Hillman for “Best Performance in Welcoming Ministry”, and a special satellite
transmission from Tracy Lin for “Most Dedicated Sound Room Technician”. The trophies were gold spray
painted Mrs Butterworth syrup containers that were not only “Oscar”-like but also a sweet reward. The
awards were followed by a Champagne (sparkling cider) Gala with sparkling cider flowing & hors d’vours
devoured by The Crossing. It was a New Years’ and Reunion party enjoyed by all.

笑一笑 十年少
貴得有理
某人去以色

“When will they learn”

列觀光，到了加利
利海想要搭船遊
湖，不料船家獅子

Dan was a single guy living at home with

大開口。

his

father

and

working

in

the

family

「有沒有搞錯？搭個船這麼貴！」

business.

「開玩笑！這可不是普通的湖！當年耶穌

to inherit a fortune when his sickly father died, he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going

decided he needed a wife with which to share his

基督曾經在這水面上行走過！」
「是啊，搭船這麼貴，難怪耶穌要用走的

One evening at an investment

fortune.

meeting he spotted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he

了！」

had ever seen. Her natural beauty took his breath
away.

別太當真

"I may look like just an ordinary man,"

he said to her, "but in just a few years, my father
和同事到小飯館吃飯，看了半天經營項

will die, and I'll inherit 20 million dollars."

目，決定吃牛肉拉麵。麵很快上來了，可我們

Impressed, the woman obtained his business card

找來找去沒有看到一塊牛肉。心裏很不爽，但

and

我忍了忍沒說話。同事氣不過，把老闆叫過來，

stepmother.

three

weeks

later,

she

became

his



指着碗問：「牛肉拉麵怎麽沒有牛肉？」老闆
淡淡地說：「别拿名字當真，難道你還指望從
老婆餅裏吃出個老婆嗎？」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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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有肥話要說

可是如果一個人非常有口才，但是他對孩

胡蔚萱

子根本沒興趣，你說小孩子會感到嗎？你說耶
依仁去年想退役的時候，我亦是知道的，
只是相信本教會人才濟濟，換一個主編該是小

穌會喜悅嗎？或者他是非常有口才，但是他講
的和他做的不一樣，這會絆倒人嗎？

事一樁。可是中國人大家都愛謙虛，志彬又厚
說到教兒童主日學，大家就覺得沒什麼了

道，不催不逼只是請，這事就耽擱下來。等他
跟我提的時候，已近年底，我大有時間緊迫，

不起，要教成人主日學才算靈命好。我個人認
為它們是同樣重要的。成人會讀聖經，只是一

顧全大局的「覺悟」，就毅然接下來。

知半解需要提拔；成人已有人生閱歷，只用溝
去年最後一期，依仁沒有放「下期主題」，

通提醒神的旨意；成人大都會清楚表達自己的

我請文識登在程序單上邀稿，也不見稿子。所

意見。但小孩子不是這樣。他們是一道白牆，

以我索性挑戰教育執事要求主日學老師先行一

任我們在上面刷。如果一個老師教得很沉悶，

步，帶頭寫稿。因為如果我們每天讀經的話，

這個小孩也許再也不回來，因為他以為教會就

一定會有一句聖經經節或一個聖經人物對我們

是這樣沉悶；如果一個老師自己不懂聖經，會

印像深刻。這對於我們的老師應該是小菜一碟。

誤導小孩子學習神的話語；如果一個老師言行

只可惜我們的主日學老師還是太謙虛，我

不一，會讓小孩子覺得沒有準則。

也是未收足稿件。所以，一來我只得在這裡多

很多調查資料證明，如果一個小孩在 12 歲

說「肥」話；二來，也是挑戰所有會友，把它

以前沒有信主，那他以後只有 4%的可能回來主

當成一份事工來服事。若果你的成功和失敗都

裡。你看，兒童主日學有多重要。

是

神的作為，那麼拿出來分享就是一份提醒

和激勵，豈不是

BASS 也 提 供 一 些 資 料 可 以 給 我 們 很 多 提

神的美意？
醒：

最 近 正 好 去 參 加 BASS -- BAY AREA
SUNDAY SCHOOL (BASS) ：灣區主日學老師
交流會。其中一個講座談到：一個真正健康的

很多統計資料顯明，在自稱自己是基督徒
的現代人中，64%不相信聖經是完全無誤的；

教會，應該是 90%的人在服事；一個不健康的

其中 94%的人不是每天讀

教會，就會是 10%的人一直在服事 90%的人。

有一個牧師做了另外一個調查，訪問青少

我們的教會到底是屬於哪一種呢？

神的話語。

年為何離開教會。這些離開教會的孩子這樣

說到教會服事，因為是義務，我們就很難

說：我們來到這裡就是參加派對，玩游戲；當

又有「品」又求「質」。我們常常是大大地感

我們真是遇到問題時，我們沒有真正的聖經知

謝，如果可以把空白的位子填滿人名。像做點

識讓我們來面對，我們沒有必要再玩下去。

心了，教兒童主日學了，VBS 幫忙了。負責同

可見，孩子雖然頑皮，但他們也在尋找準

工看到二三十個格子是空的，常常頭皮發麻。

則。一個沒有家教沒有原則遵循的小孩，並不

能找到人願意就不錯了，還能管屬靈或恩賜？

一定有創意，相反，他會迷失。

上帝自己負責罷！

芥菜子 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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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當然重要，我們也同意孩子需
要管教。但是如何管教真是頭痛。如果你擔任

不也是人嗎？人都會生氣，沮喪，疲累…。不
信，你來試試！

過主日學老師，你一定知道現在的孩子不好
教。BASS 一直有很好的話題介紹這一方面的
事工。

主編還有「肥」話要說，那就是 BASS 是
非常有用的工具，我們實在不應該不珍惜。神
給我們這麼好的地理位置，這麼好的講員，為

我 去 年 聽 過 一 場 是 關 於 如 何 留 住 你 的 (義

的是讓我們好好得著，然後好好服侍他。

務)同工，講到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個性不一樣，
我們之間的交流和表達方式就會完全不同。所

關於下期主題，我本人認為輕鬆為

以若你是負責同工，你就要小心對每個人講話

好。生活在加州，又是灣區，每個人多

時，注意時間、語氣、長短。

少都有壓力。就讓我們來探討，談談：

有意思的是，今年我去聽一堂關於課堂管

1) 壓力到底是什麼? 從那裡來？

教的課，但是她運用的就是去年的 4 種個性分

2) 神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的壓力?

化。她提到因為個性不同，老師對不同小孩的

3)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壓力?

管教就要不一樣。譬如有小孩是完美主義者，

4) 在灣區的人，幸福到底意味著什

他努力去做但是已經花去太長時間；又有小孩
是想像力豐富，按照自己的思路去做。作為老

麼?
5) 若用一句話來形容幸福，你會怎

師，雖然你看到同樣的結果：他們都沒有完成
你要的項目，但你對這兩種小孩的要求和提醒

麼說?
6) 聖經中那句話提到幸福或有福？

應該是不一樣的。
若你是兒童主日學老師，千萬別洩氣，我

你不需要長篇大論，願每個弟兄姐妹都願
意寫上一兩句。願神的這份「芥菜子」因著你

們都是慢慢「漫漫」學的。
若你不是兒童主日學老師，記得下次不要

的參與，生意興隆！

在別人面前抱怨我們的兒童主日學老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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