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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易經到聖經       趙清隆牧師 
         ~~~一位法師,相命大師信主的心路歷程~~~ 
 
賴岳森法師，本名賴文森，精研風水與命理學方面達四十年之久。由於深信風水、名字與人的命

運惜惜相關，遂於幾年前改名為岳森，並將自宅的正門改為側門，側門變為正門。他的料事如

神，以及在台灣宗教界與命理界的權威與成就，沒多久即被尊為＂午準神符＂。他不但能為信眾

做法、超度，且能看風水、相命、改名、卜卦、指點迷津，所以台灣北部凡認識他的人，都尊稱

他為賴大師。五年前台灣總統大選之前，陳水扁先生特地前往拜訪，請教賴大師有關當選的可能

性，並尋求開釋，他毫不思索斬定截鐵地說， “一定上！＂。去年，陳總統尋求連任，他再次給

了肯定的答案，＂您一定會選上！＂但是＂過程會很辛苦，很曲折坎坷。＂ 果然，選舉的結果，

一切都如他所料。 
 
1951 年生於台中東勢的賴法師，幼年時跟隨父母前遷往花蓮光復鄉靠開墾山區，打獵釣魚來維持

生活。由於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山水、河流、原野和大自然，長期受此薰陶，長大之後，他格外鍾

情於山水、山嵐與雲霧，並將那份感覺很自然地表現於國畫、山水畫、花鳥...人物畫上，先天秉

賦以及造詣之深，令每位看到其作品的人，都驚歎佩服不已。他學傳統國畫的指導老師，就是 台
灣當時的鼎鼎有名的南筑居士(夏荊山大師)。 
 
十六歲那年他離開花蓮負笈台北，想學一計之長，但是由於家境清寒只有靠打零工維生。他第一

個打工的地方便是台北赫赫有名的命理大師，也就是中國易經的掌門人南懷瑾的府邸。前後幾年

在他家中打雜，負責掃地、買菜、煮飯、打雜---雖然辛苦，卻也因此而與中國最早的經典-＂易

經＂，結下了不解之緣。由於南懷瑾大師的名氣，使得台灣從南到北慕名前來其府上受教者，多

如過江之駒，這樣不可多得的機緣，讓他有著許多旁聽的機會。耳濡目染，加上天生極高的領悟

力，幾年的光陰下來，他闡釋命運的理論已經可以稱得上[青出於藍]，並超越眾多的同輩學徒。

由於上進心的驅使，他之後又就教於六零年代台灣的卜卦與八字掌門大師-別號御靈子的胡庸老將

軍。許多年在卜卦與八字理論中鑽研的成果，使他在台灣宗教界的發展如虎添翼，平步青雲。然

而，性情中人的他，潛心於命理的同時，卻不曾忘記年少時所鍾情的山水藝術，他虛心向上，再

度拜師，向台北嶺南大師(黃磊生)就教嶺南派山水畫法，並向國畫界名人蔡友先生研習山水畫。 
 
為了讓更多的人因為命理而得益，賴大師曾不辭辛苦前往桂林、昆明，在大陸西南深山裏隱居，

以尋求更深的靈感，也讓自己的學問知識更上一層樓。日後，他曾有幾年在上海開館，為人算

命、卜卦、看風水、指點迷津及改運。他的命相館門庭若市，但是淡泊名利的性情以及忌惡如仇

的個性，讓他毅然決然放棄這名利雙收的機會，返回台灣，目前隱居於台北士林雙溪公園附近的

山邊小筑。 
筆者與賴大師的認識，淵源遠自 1996 年當我還在美國紐約大安基督長老教會牧會時，有一個主

日，賴岳森大師帶著太太、女兒來到我們紐約皇后區法拉聖台灣會館，參加我們的崇拜。禮拜之

後交誼時，我對他們的家庭有了初步的認識。得知他們夫婦帶著當時約十五六歲大的女兒來到紐

約讀書，由於人生地不熟，所以有人介紹他們來教會找我。當時大安教會本身就有約三十幾位這

樣遠離父母，隻身在美國讀書的小留學生。做為一個牧者，我一直很習慣於協助輔導與幫忙這些

青少年，也就義不容辭盡心、盡力來照顧他們的女兒。為此，十年來，我與賴大師夫婦的情誼不

曾間斷過，我們成為可以跨越宗教無所不談的好朋友。最感謝的是，他們的女兒在留學美國時信

主受洗，這些年來，也一直很熱心在教會裏幫忙司琴。時過境遷，此刻他們的女兒在完成美國學

業之後回到台灣工作。每一次我從美國回台灣時，都會特地去拜訪為人誠懇又熱情的賴大師夫

婦，除了關心他們的家庭暨女兒回台之後的一切，我也希望藉著這樣的機會向賴大師請教有關易



經裡極其深奧的哲理、人生、人性與命運種種問題。沒有一次他不是用很謙卑且深入淺出的理

論，來闡釋他的見解與看法。 
 
賴大師的宗教理念中有一項讓我非常景仰，且極難能可貴的便是他開闊且具包容性的心胸。他雖

然擇善固執，卻從不對其它宗教做任何的論斷，即便他明瞭在世界宗教信仰中有他無法了解，無

法解釋的部份。他那獨特的理念，使他非常能接受我所給他的聖經教導，尤其是約翰福音 3:16 所

記載的：＂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耶穌賜給他們，叫一切信他的不致滅亡，反得永

生。＂他十分確信天父上帝的愛是包容性的愛，也認為有些人認為基督教是有排斥性的宗教，完

全曲解了聖經的原意。因著這樣的認知，賴大師過去在美國停留期都能參加教會主日禮拜，並且

很謙卑地凝聽牧師對聖經的解釋。回台灣之後，他繼續追求聖經的真理，他曾經跟我一起去過板

橋教會，三一教會，士林教會，和雙連教會。他雖然知道＂易經＂-中國歷史上最早的經典，已有

6400 年的歷史，但是他能夠接受我經過幾十年研究之後所給他的結果與歷史資料，也就是聖經在

創世記十二章之前的歷史是遠遠超過 6400 年。甚至，他也能夠接受我多年的研究之後所提出的理

論，＂易經＂裡面的內容是聖經舊約歷史精華的一部份。 
? 
證據之一是：東方的中國在 6400 年前到目前任何歷史學家多不容易找到當時有文化、文明、與文

字的記錄，因為中國文化歷史淵源只有 5000 多年，6400-5000=1400 年。換句話說，在中國文明與

歷史還沒有開始之前，聖經舊約創世記裡的幼發拉底河與底格里斯河兩河流域早就存在了舊約時

代歷史文明，文化與文字。因為根據人類學、考古學、與歷史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幾乎很少

人會否認那裡是世界人類的發源地。 
 
證據之二是： 舊約的希伯來文與埃及文，後來演變成阿拉伯文。這兩種文字與中國的易經形成的

時代的甲骨文，很多字根與字型非常相似，有些簡直無法分別。綜上所述，易經源自於聖經舊約

時代的文化很難否認的。 
 
九年多來，我所認識的賴大師是一位有極高的智慧，心胸相當開闊，會窮究萬物真理的法師，也

是台灣命理學界的泰斗。令人感動的是，以他的知名度與法師的身份，他竟然能夠敞開胸懷，接

受聖經的權威，同時並認可易經極高的歷史價值。今年春，當筆者從美國回台灣過年，再一次造

訪賴大師時，他明確地表示願意與筆者一起建立教會，將未信者從易經帶入聖經真理裡面。因

此，如果上帝能為一位法師和一位牧師的福音聖工開路與預備，讓我們有足夠的人力與財力，在

不久的未來，我們相信能在台北租到適當的地點，先設立查經班，以後慢慢成為教會。目前，我

們已計劃自今年四月份開始，藉著到各地為主做見証的機會籌募款項，俾便一兩年之後購買禮拜

堂，請大家為我們這個異像、計劃與需要代禱！ 
 
願主耶穌那能感動一位法師的靈，也能加倍的感動您！ 
 
          祝大家新年蒙恩！福杯滿溢！ 
 
福音書附錄：解說及共觀福音書【三】           黃全福 
 
本篇是前二篇『譯註塚本虎二的四福音書附錄：解說及共觀福音書問題【一】與【二】』的結束

篇（以下簡稱為本篇）。將用本篇來探討共觀福音書問題經節上差異的理由及與此理由有相關的

說明。 
 
II. C 差異的理由 



在前二篇我們膚淺地探討了（I）解說，（II）A.共觀經節 及 B.差異部份。在本段將要探討（II）
C. 差異的理由。諸多文獻中受認定的四種解說來說明為何在三本共觀福音書（馬太、馬可與路加

福音書）中經節產生差異的理由。大約可歸納為（1）口傳說，（2）利用說，（3）古文書說及

（4）斷片說等等。然而各說尚存仁者見仁，智者見智之別，而無法做十全十美地說明共觀福音書

中經節產生差異的理由，然而，以最新的「雙重資料說」來解說共觀福音書中經節產生差異的理

由最受肯定。 
雙重資料說 
 
這學說所指的雙重資料是： 
1. 馬可資料：也就是說馬太及路加引用了馬可經節的資料（或原有馬可經節），即共觀福音

書（馬太、馬可與路加福音書）具有共通經節（資料），稱為馬可資料，暫名為『Mk 資料』。這

就是共觀福音書內共觀經節的第一資料。 
2. Q 資料（德文 Quelle 資料略寫）為第二資料：這資料是在馬可福音書中所沒有的經節，而

只是在馬太及路加福音書中具有共通引用的資料（經節）。這「Q 資料」與「Mk 資料」有差別的

意義在於 Q 資料是偏重于記載耶穌的語錄，而不是生涯的單面記述。因此，這雙重資料形成了共

觀福音經節的本體結構。然而細膩的探討使我們有不解全然茍同，有很多讀者在這方面可能已經

執筆探討過這雙重資料說，尚有萬綠草原尚缺一點紅之感。 
 
SONDERGUT （S 資料） 
 
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比較共觀福音書的經節時，我們真心領會到 Mark Twain 說過的一句話：

「He was bothered more by the parts of the Bible that he could understand than by the parts he could not 
understand」。雖然在此我們需要把具有特別資料（SOUNDERGUT，S 資料）加入 Mk 資料與 Q
資料中，這樣做才不會使雙重資料說變調走樣。可能有些讀者仍然質疑這樣是否多此一舉，他們

要問「為何在 L. daVincis Mona Lisa 畫像上，需要替 Mona Lisa 點上口紅？」。其實，我們於

2005 年正月十三日在陳金樹長老及長老娘府上家庭禮拜時做了共觀福音書查經時已經發覺到，用

『雙重資料說』及『S 資料』有相輔於共觀福音差異的解釋。如例題：耶穌的家譜、安息日、稻

麥穗、法利賽人的酵等，效果豐碩。在下面推演的共觀福音方程式將用以日後整理其共觀與差異

經節。可借用 Data Base 方式來探討共觀福音題目更為方便。 
 
共觀福音方程式之推演與應用 
由本篇上二段所列雙重資料與 S 資料，我們推演出下列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方程式。A. 假設 
　 A.1 馬可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有 
1. 包括 Mk 資料，參閱本篇雙重資料說【I】； 
2. 不包括 Q 資料，參閱本篇雙重資料說【II】（等於零）； 
3. 包括 S 資料，在馬可共觀福音經節內特別資料，定名為 SK。 
 
　 A.2 馬太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有 
1. 包括 Mk 資料； 
2. 包括 Q 資料； 
3. 包括 S 資料，在馬太共觀福音經節內特別資料，定名為 ST。 
 
　 A.3 路加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有 
1. 包括 Mk 資料； 



2. 包括 Q 資料； 
 
B. 方程式推演 
　 B.1 如馬可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涵蓋之方程式為 F (K) 
則 F (K)＝Mk＋Q＋SK，Q＝0 
   F (K)＝Mk   ＋SK??.(K) 
如此類推。 
 
　 B.2 如馬太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涵蓋之方程式為 F (T) 
則 F (T)＝Mk＋Q＋ST??.(T) 
茲整理三共觀福音經節資料方程式並列如下： 
 
F (K)＝Mk   ＋SK??.(K)F (T)＝Mk＋Q＋ST??.(T) 
F (L)＝Mk＋Q＋SL??.(L) 
 
　 B.3 同理，路加共觀福音經節資料之方程式為 F (L) 
則 F (L)＝Mk＋Q＋SL??.(L) 
 
C. 應用 Workshop：2004 年 12 月 15 日晚上在陳金樹長老及長老娘府上的家庭禮拜及查經時，

探討了『休妻論』的共觀經節，彼時，我們分每組四人，互相研討相關經節，並發表心得，多多

少少應用上述資料方程式（K），（T）及（L）。本人於本稿加以註解如下： 
有關『休妻論』的討論是經過下述程序： 
　 C.1 先讀共觀經節，由指定組別自選經節，大約包括下列經節最適宜在本篇討論的範圍。 
馬可十：1-12 馬太五：31-32；十九：9 路加十六：18 　 C.2 方程式（K），（T）及（L）中之資

料分析如下：Mk 資料＝路加十六：18＝馬太十九：9＝馬可十：11-12Q 資料＝零（因為路加福音

書中共觀經節只有 M 資料）SL 資料＝零，因為路加福音書記載『論休妻』經節只有路加十六：

18（＝馬可十：11-12） 
 
SL 資料＝零，因為路加福音書記載『論休妻』經節只有路加十六：18（＝馬可 
 
祈禱的醫治              馬逸輝 
 
   油在古代是一種藥物。馬可 6 章 12 節至 13 節耶穌差遣 12 使徒時，也用油抹

病人。雅各書 5 章 15 節至 16 節所強調的是信心的祈禱，並不是注重抹油儀式。 
 
最近一、二十年來，越來越多科學家、醫生、心理學家認為身體和心理的功能以外，另有一件神

秘因素主宰人體機能。不少醫院增設探討「靈魂護理」（Caring the Soul）。 
 
有一個事實的報導，賓州有一個 49 歲男人，忽然心臟病發作，呼吸衰弱而昏迷不醒，雖然盡力醫

治，病情仍不樂觀，醫生不對他抱任何希望。但是他的妻子發動數百名教會會友一起祈禱，經過

2 天 2 夜迫切祈禱後，病人恢復意識，然後完全康復。醫治的醫生無法解釋轉好的原因。此種病

歷越來越多，難以用科學原理來解釋此種神秘現象。因此，有關心靈的科學研究，過去一直被嘲

笑認為是迷信或異端邪說的事，現在正式成為各大醫療中心（medical center）的研討項目，例如

Duke 大學、Johns Hopkin 大學醫療中心等。 
 



Duke 大學一項 6 年的研究發現，4,000 名有宗教信仰、年齡超過 64 歲的男女中，經常參加宗教活

動的人，比不參加者的死亡率低 46%。時常祈禱者比不祈禱者壽命多出一半。有些科學家認為經

常祈禱會產生某一種的安祥與和平的狀態，可能有幫助心血管機能與免疫系統。 
 
賓州大學 Andy Newburg 教授記錄靜坐與祈禱時的腦部變化，腦中某一部份血流確實有改變的現

象，他認為此係心靈與生理相通的證據。信念確實能幫助血壓降低、心跳減慢、減少焦慮並加強

健康。人的身體是複雜的，以簡單的生理或心理的實驗，無法掌握人內部的情況。 
 
聖經告訴我們「靈」或「靈魂」是最重要的，因為「靈」是我們和上帝溝通的管道。一個不信上

帝的人無法與上帝溝通。人與上帝建立正常關係時，「靈」的狀態才健康活潑。若「靈」被「聖

靈」引導與充滿時，能影響心思與身體，使我們有健全的身、心、靈。也許科學家永遠提不出明

確的證明，然而由各種的研究，可說祈禱很像運動或節食與人體健康有些奇妙的關聯。 
 
2004 年 9 月 27 日發刊的 Newsweek 也提起祈禱的效果，同時也強調人的健康與情緒比我們想像的

更有密切關係。聯邦政府 2005 年有 1,600 萬美金預算使用於此方面的研究。 
 
由祈禱醫好的實例，在 2004 年夏令靈修會星期六晨禱會時，敝人有提起奇妙的見證。另外，德州

Huston 的一間長老教會洪長老也有記載於他們建堂的刊物，即兩腳麻痺很久、經過許多醫治都無

效的鐵路局員，然而經過祈禱而完全治癒的實例。最近敝人也看到一篇文章，有一個病人在膀胱

由 scan 發現有腫瘤，然後經過祈禱 2 個月後，不開刀、也未針對此腫瘤進行任何治療，此人再做

scan 時，發現該腫瘤已消失。 
以敝人個人的私見，祈禱醫治是上帝特別的恩賜，此恩賜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故祈禱無效也非

表示信心不夠，因為這是上帝的主權。所以過分強調祈禱的醫治，來傳揚福音的方式，敝人不贊

成，認為那反倒使人對福音發生曲解。 
以上綜合起來，從前被認為祈禱得到醫治是一件荒唐的事，現今認為是有其事實，而且在科學

界，尤其是醫學界開始認真研究。但醫治的主權在於上帝，非每個人之心所願能達成的。最好的

例是保羅身上有一隻刺，求主醫治，而主說「我的恩典夠你用」。 
（註：本文要旨於 11 月 24 日在張信行醫師府上查經祈禱會時講述。 
 
水語風情      陳莉莉 
 
 兩個月前，我所疼愛的 niece 生了老二，由於我們住家的距離只有十來分的車程，所以在她

忙不過來時，我常主動前往幫忙。她那近三歲的老大，黑黑的大眼睛，捲捲濃密的黑髮，啞啞的

嗓子，和我的 niece 小時候一個模子。平時，他很喜歡我和他玩那些 Thomas Train,有一天我一

去，他卻一反常態很興奮地拿出一張照片要我看，照片已經發黃，像中人是我二十多歲時在一個

楓紅滿樹的季節，與父母、大姐一家同遊日月潭，我穿著母親手織的背心抱著他的媽媽坐在日月

潭邊看湖水。照片裏，我與三歲的 niece 不知何事，笑得非常開心。我問小男孩這兩個人是誰？他

指著被風吹得長髮飛揚的女生說：[是妳！]而剪著赫本頭的小女生是他！我雖然很高興在他眼裏

我沒有因為歲月無情而歷盡滄桑或面目全非，然而當時同行的父母此刻已不在身邊，念及往日情

懷，那種[樹欲靜而風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在]的心情，讓我有著幾許默默的傷感。 
 
 那年秋天，我大學剛畢業，在台中省交辦的中、小學音樂班教課。當時的台中市還非常的

純樸，每天早晨，我騎著腳踏車穿過台中公園去上課。公園兩旁高大濃密的木棉樹是我的最愛，

清晨的露滴點在朵朵白花上，晨曦照耀著它們，既清純又美麗，常讓我看得痴迷以致於忘了上課

時間，總在最後五分鐘內以最快的腳力、速度衝到學校。每個星期一，是我得到最多朝貢的日



子。因為這些孩子有許多都是家住台中縣市附近，小小的年紀就離家住校來學習音樂，認真乖巧

的常讓我心疼，感受我的疼愛，他們無以為報，所以週末回到自個家，常會摘幾朵香味噴鼻的玉

蘭花插在我髮上，請我吃一些野生的酸果，或是帶給我其它異想不到的驚喜。鄉間的孩子，是落

在凡間的天使，天真的語言，無瑕的心靈，經常讓我很感動。 
 
 小學的音樂班我除了教個別課也教視唱、聽寫。一到五我和他們住在學校宿舍裏，剛畢業

的新鮮老師，我充滿熱情地寓教於樂。閒暇時，我教他們唱兒歌練音感：[大清早裏的小樹林裏，

有隻鳥鴉愛唱歌，呱呀，呱呀，唱唱歌呀，太陽出來了---]也就地取材用木棒、石頭和他們念童詩

練節奏：[小老鼠，上燈台，偷吃油，下不來----]陪著他們摘桑葉蠶寶寶，帶著他們禱告祈求蠶寶

寶快快長大。在那單純的流域裏，歡笑是我們的語言，快樂是我們的心情。他們可愛的笑容，讓

我心中寧靜而致遠，也紓解我許多思家的哀愁。 
 
 我猶記得那個有秋風拂面的光復節，父母親和大姐帶著兩個稚齡的女兒來學校看我，帶給

我極大的喜悅。父親訂好去日月潭的車子、旅館，在日落前我們來到了日月潭。潭水在夕陽餘暉

下，成了淡紫色，份外的美麗。隔天清晨只有我與父親不約而同早起看日出，我們各坐自己房間

的陽台閒話家常，山湖相映，浩瀚沛洵，父親當時很溫和地說了一句話，至今依舊清晰如昨日，

也影響了我的後半生。他看著潭水若有所思的說，[人生的得意失意，不必太記掛於心上，有一天

妳會發現，一切都是溫柔的相伴。]當時我年紀尚輕，不知其中的真意，信仰也尚未堅固，在遇到

困難時，經常挫折、失志、沮喪，不知所措，以致於影響週圍人的情緒。直到我明暸上帝的話語

之後，我深悟到人的一生並非全屬圓滿順利的，有時不如意反而是上帝化了裝的祝福，也是衪恩

典與祝福的一個過程。若是我們在遭到困境時依舊能[凡事謝恩]，轉個彎去思考，將仍會是海闊

天空一片。羅馬書十二：12 保羅先生充滿信心的經句，[在盼望中要常存喜樂，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恒切]，經常讓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三十年時光沈浮的過去，我們每個人都各自漂往自己的天涯，惟有日月潭的潭水，經過

921 大地震之後，依舊美麗靜謐如昔。而父親當年在秋風拂面的清晨對我所說像水一樣溫柔，像

風一樣有情的話語，則像一首永不消逝的旋律，無時無刻不在我心深處低迴蕩漾著。 
 
蒲公英      Hyacinth 
 
晨光與鳥聲中我醒過來，打開窗子涼風拂面而來，溫柔的陽光照滿小小房間，後院草木花朵向我

招呼，似乎在說：[早安！上帝又賜給咱們新的一天------]。 
 
草坪上蒲公英也自晨曦中探出頭，冷風使帶雨珠(水)的它們頻頻向我點頭----，它們也似乎在說：

[今天沒有燦爛的陽光，天空裏只有烏雲密佈，但我們不怕強風暴雨也不怕惡劣環境，仍會堅強地

生活下去----]，主啊！感謝禰！請禰也賜給我們擁有如這棵小小蒲公英般堅強意志和生命力----。 
 
世間崎嶇坎坷的路何其多，雜亂的草叢裏，雨水把你的衣裳弄溼了，你依然勇敢地站在那裏，沒

有倒下去-----，蒲公英啊！我要向你學習，學習拋開人間一切煩惱，遠離貪婪、欺騙、忌妒、和

醜惡的心思-----，只要有上帝溫暖的雙手抱著我，背著我----，我就會和你一樣，任憑風吹雨打都

不致於倒下去----。 
 
蒲公英啊！你沒有艷麗的花朵，卻有高雅的情操，你沒有舒適的住處，卻有溫暖的陽光圍抱住，

你沒有亮麗的衣裳，卻有美麗的心腸---- 
 



蒲公英！謝謝你！謝謝你讓我們知道什麼是純潔、善良---，謝謝你讓我們知道在坎坷的人生道路

上，只要靠著上帝的愛，上帝的話語就能堅強地活下去！ 
 
台灣！我的故鄉！我的懷念！我的愛與鄉愁！ 
      ~告別深愛的矽谷~   趙清隆牧師 
 
 “當寒冬日漸遠去；當楓葉日漸凋零；當晨曦日漸喚醒沈睡的人們；當綠蔭日漸點綴無言

的矽谷；當復活節的陽光日漸普照冬眠後的大地。謹此向台美教會每位長輩兄姐弟妹說聲再會，

也要向灣區我所疼惜的每位台灣鄉親與朋友告別。 
感謝您們在我生命中所付出的愛，感謝您們在我心靈深處所留下，不容易逝去的懷念。＂

如若有緣，讓我們能再相會於我所深愛有彩虹點綴的矽谷！若是無緣，就讓我們再見於雲端的故

鄉-台灣！＂因為，台灣是我永恒的懷念；是我的最愛。在那裏，有我最深的鄉愁！ 
 屈指一算，1989 年來美，至今已過了十五年。十五年，無論對誰來說，都是一段不算短的

人生旅程。除了這十五年，如果再加上 1980 年大學畢業後的年日，我離開父母也已經二十五個年

頭。在這二十五年離鄉背景的歲月裏，有陪伴父母的日子實在屈指可數。因此每當看到年長的長

輩夫婦，內心總會掠過陣陣的酸楚，也會欣羡父母能在身邊的朋友們！為此＂不如歸去＂的意念

常常在心頭繚繞。特別是這些年來，當父母因病住院而我無法隨伺在側，也許只能以＂心如刀

割＂來描寫心境。雖然如此，日漸年老的他們，總鼓勵我要在上帝面前做個忠心的僕人，並且

要＂一日獻身，終生不悔！＂因為，我是他們獻給上帝的長子，我底下有一個妹妹，兩個弟弟，

父母在我出生不久之後，就將我帶到教會行嬰兒禮。他們的祈禱是，[我的一生能為主所用]。 
 1989 年 5 月，隻身由台灣負笈來美國德州 Austin 和 San Antonio 在當地餐廳打工，存些錢

寄回台灣給父母。雖然不多，但那是一份微薄的心意。1992 年初，祖父(阿公)去逝，我自美回

台。阿公的告別式後，父母給了我一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都是從魚市場攤位上賣魚所得的現

金，每一張鈔票上都濕濕的。＂這些錢帶去美國，好好完成神學院學業，好好一生服事上帝。＂

爸媽哽咽地在阿公告別式的高雄澄清湖殯儀館跟我道別。隔日，自桃園搭機返美。時光荏苒，歲

月如梭，沒想到下一次見到父母，時間又過了五年。1995 年，他們生平第一次一起出國，到洛杉

磯 Pasadena 的 Fuller 神學院參加我的畢業典禮。幾個禮拜在美國的停留，我日夜都到他們的臥

房，端詳他們安睡的面容，卻也同時看見他們勞碌一生，疲憊且微駝的身影。 
 1998 年，我從紐約前往南非約翰尼斯堡，協助開拓當地的台灣人長老教會。那段期間，父

親入院，我遠在南非，無法陪伴他老人家。2001 年，我還在南加州柑縣，他老人家再度住院，能

陪他的是我的弟妹。如今，未婚的弟弟在照顧父母十多年之後，身體已不如往昔，而唯一的妹

妹，也因事業不順，幾年來，經濟陷於困境，父母因此也失去了依靠。 
            有云＂落葉歸根，倦鳥歸巢＂。雖然我不認為自己已到有落葉年歲的遺撼，雖然我也不認

為自己疲憊或厭倦於自己的工作與服事，但是，相信任何人對自己出生成長的故鄉，那種感情永

遠不會消失，那種記憶是永遠青翠，那種懷念會深刻到一生一世。這些年裏，有時午夜夢迴，想

到故鄉過去的點點滴滴，眼角總會有不知不覺的溼潤，心中也總有無法言喻的酸楚。因為，台

灣，是我的母親，是我的故鄉，台灣充滿了我童年的回憶和青少年瀟灑的過去。因此，無論人是

如何無情，無論歲月如何來去匆匆。＂台灣＂這兩個字永遠存在著我生命中最深的回憶與懷念。

因為，那裏擁有我生命中的最愛；那裏擁有我想親吻的一草一木，景物，山川與河流；那裏擁有

我無人能解的鄉愁。因為，那片土地能分享我的成功，也能包容我的失敗；那片土地能分享我的

喜樂，也能分擔我的憂傷；那片土地能了解我的創傷，也能拭去我的眼淚；那片土地能分擔我的

無奈，也能告訴我人生的方向，何去何從？ 
              在故鄉台灣這片土地上，每一個景物都能勾起我思想上帝存在與數算上帝恩典的回憶。那

裏的重山與峻嶺告訴我-上帝的崇高與尊貴；那裏的山川與流水告訴我-上帝的恩典是何等淵遠流



長；那裏的日出和日落告訴我-上帝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那裏的藍天和雲彩告訴我-衪要我將所

有的無言與無奈，一切還諸天地；那裏的花草與樹木告訴我-上帝有憐憫與饒恕的心腸，無論我是

何等的不配；那裏的明月與星辰告訴我-人生雖難免有死蔭的幽谷，但是，在上帝的身邊與懷中，

水邊依舊安靜，草地依舊青翠。 
              今年的復活節來得特別的早，是在 3 月 27 日。我會選擇在復活節過後離開，是因為復活

節對任何一個人或教會都有特別的意義，因為復活節代表新的希望，代表超越困境，代表新的力

量；復活節更代表人生新的出發，走向光明。復活節在即，四月中春暖花開時，我將回到闊別多

年的台灣。未來的十年，二十年，將是我人生最寶貴的一段，我願意將它奉獻給我的故鄉，而如

果上帝允許加上祝福，我盼望自己能積極從事在台灣非常需要的對老人關懷的社會工作。因為＂

白頭髮是榮耀的冠冕＂(箴言 16:31)，可是我卻看見不知多少年老的長輩，他們被兒女無情的羞

辱，被至親的人遺棄。目前台灣全國將近百分之五十幾的老人無依無靠，政府也無能為力，或力

不從心。 
               另一個可能性是從事監獄裏關懷受刑人與囚犯的工作。記得幾年前台灣最惡名昭彰的頭

號通緝要犯陳進興，他之所以信耶穌受洗，因為他在獄中有幾位牧師關心他。那幾位牧師在陳進

興死刑被槍決之前都在電視上露面，接受電視訪問。那時我才發現，其中幾位都是我在美國的神

學院或教會的朋友與同工，他們後來都回到台灣，貢獻自己。 
               關懷醫院裏的普通病人與末期病人也是我的期待。馬階醫院是台灣最早，最有歷史，屬

於台灣長老教會的機構。醫院的院牧通常會有數位，跟孤單無助的病人接觸與談話，關心他們心

靈的需要，特別是末期病人。如果上帝帶領，我希望在這方面奉獻我自己。 
               教會學校裏的青少年也是我在祈禱中的服事對象之一。校牧的工作乃在關懷青少年們的

苦悶與種種心靈的需要。青少年的幫派問題在台灣是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教會學校在這方面有

極具重要的角色與使命。 
                孤兒院也是未來我可能服事工作之處。台灣的孤兒院多半是未婚年輕人的子女，教會在

這方面相當的投入，也設有機構。如果上帝帶領這方面的服事，我希望能在幼小孤單心靈的深

處，將上帝的愛帶給他們，讓他們知道父母的愛誠然重要，但是，上帝的愛卻更為可貴。 
                 文字事工，在我個人 20 年的服事與經驗中，是跟講道同樣重要，甚至比講道更為重要

的有效傳道方式。一篇文章，一篇寫作，一篇見証可能改變另一個人的一生。它傳遞信息的方式

不受時間與環境的限制。一份月刊，一本書，一期雜誌，可以在生活中的任何時刻，任何角落，

讓讀者信手招來，在潛移默化中讓上帝的話語深植在讀者的心中。我個人的文字表達能力雖然尚

未能深入淺出或淋漓盡致，但是如果假以時日，加上上帝給吾智慧、靈感與筆觸，相信文字事工

也是我訴說主愛，回報主恩的機會。 
                 哥林多前書 9:22 說[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什麼樣的人，

我就作什麼樣的人。無論如何，總要救這些人。]牧會二十年，我無時無刻不以此經句為我獻身的

目標-關心人的靈魂，先與其作朋友，並進一步領他歸主。由於自己本身對哲學、文學、考古學以

及中國幾千年所留下的古老文化有極為濃厚的興趣，幾年來一直有個異象，希望能將這些東西融

會入聖經真理裏，在週末時到各教會以吸引人的主題開講座，讓未信者從而接觸福音，並引領他

們漸漸走入教會。 
  
                    在收拾行囊準備歸去時，謹在此，再一次感謝所有疼惜過我的主內兄弟姐妹，鄉親與

朋友。如果可能，盼望能在故鄉回報您們的愛！如果不可能，盼望天父記念您們在我身上所付

出，卻無法得到的回報！ 
                     若是有緣，讓我們能再相會於我所深愛的矽谷；如若無緣，就讓我們再見於台灣！因

為台灣是我心愛的故鄉！是我永不褪色的懷念！是我生命中的最愛！更因為在那裏，我將不會再

有最深的鄉愁！ 



                    珍重再見！願主保護咱後會有期！ 
 
世紀大災難                 蕭貞淑 
 
  當大家都忙著歡渡聖誕節時，卻從遠方傳來怵目驚心的大災難。每天扭開收音機，

攤開報紙，打開電視，盡是那些令人傷心，且駭聞的海嘯沖走無法躲避的人們。每天看著死亡的

數字一直往上攀升，真的讓人心情低落到幾冰點。原本是個旅遊勝地，現在卻變得讓人談它色

變，多少家庭因此而破碎分離，多少的小孩因而成為孤兒，生活無助。那棲涼的畫面讓人看了鼻

酸，讓人感嘆人生無常，然可喜的是溫情還是滿人間，各國都及時伸出援手。 
 
 就在出事後幾天看到星島日報希望大家踴躍捐款拯救那些災民，當然啦！義不容遲的也捐

獻一點薄利。有天我在永和超市挑水果時，碰到一位年輕的少婦，剛開始詢問:＂這柳丁好吃

嗎?＂我告訴她:＂非常甜唷，現在是盛產，你可以多買一些＂。接著她說她們教會捐獻了＂一百

多萬＂給災區。她今天來是想說這兒應該看得到慈濟，她想再來捐款，可惜-----------.是個多有愛

心的人。 
 
 俗語說＂人定勝天＂真的讓人存著質疑。就像台灣的大地震，這也是無法去避免發生的。 
由於發生大海嘯，所以也引起大家的擔心。我們居住的美國北加州是否也會發生大海嘯？感謝上

帝！研究的結果我們這兒發生這大海嘯的機率是微乎極微。但我們所擔心的就是大地震了，因此

大家也要多多防備，更希望以後的日子裡都能平平安安的渡過，不要再歷史重演，更祈求上帝的

保佑到永遠。 
 
口出智慧的言語-讀雅各書有感   陳莉莉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惡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輪子點起

來，並且從地獄裏點著的。各類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來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

了；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不止息的惡物，滿了害死人的毒氣。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

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來，我的弟兄啊！這是不

應當的！](雅各三：6-10)  
 
 新約聖經中雖有三位雅各(1)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太四：21)(2)小雅各(路六：14-16)(3)耶穌

的弟弟雅各(太十三：15)，但歷代學者皆認為本書作者是主耶穌的弟弟雅各。根據使徒行傳記

載，這位雅各在當時的耶路撒冷基督徒中，已經居於領導地位(使十二：17，二十一：18)加拉太

書一：19 更清礎記載保羅歸主三年後才上耶路撒冷，去見---[主的弟兄雅各]。該書二：9 保羅又稱

雅各為[教會的柱石]，地位與彼得、約翰相同。他一生為使猶太人歸主而努力，最後以身殉道。 
 
 保羅曾經強調[因信稱義]，而雅各則主張信心與行為並重。[你們要行道，不要單單聽道，

自己欺哄自己。](雅一：22)也就是說，基督徒必須要有好行為，在世人面前見証自己的信仰。喜

歡論斷人，是人的通性，卻不是主所喜悅的。祂曾說：[你們不要論斷人，免得你們被論斷。](太
七 1-2)因此，保羅在羅馬書二章告誡人，凡論斷人的必遭報應。而雅各書在本書第三章指出[舌頭

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惡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輪子點起來，並且是從

地獄裏點著的。]雅各把舌頭可造成的傷害與烈火相比，舌頭的惡毒是從地獄而來的，未受制伏的

舌頭遺害極大，包括：搬弄是非、歪曲事實、惡意中傷-----閒話、謠言一旦出口，便會迅速傳

播，難以遏止，造成嚴重後果。雅各又進一步的分析：[各類走獸---都可以制伏，----惟獨舌頭沒



有人能制伏，是不止息的惡物，滿了害死人的毒氣。]可見不經智慧判斷，讓舌頭擅自點火，是個

既無信心也無行為的假冒基督徒。對於[一口兩舌]的人，雅各也認為非常不好，[我們用舌頭讚美

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造的人；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來，我的弟兄們，

這是不應當的。]我們常在禱告時說話合宜，討神的喜悅；但有時卻又不經智慧判斷事實，出口傷

人。這種言語不一致，也是雅各所極力勸勉的。雅各一再強調，基督徒必需竭力管制自己的舌

頭，戒絕咒詛、批評、造謠---從一個人的言談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智慧，正如我們可以從一棵樹所

結的果子，知道那是什麼樹。我們必須為口禍負責，愚昧帶來混亂，但智慧必帶來和平與良善。

但願我們每個人說話之前先想想，說出來的是有智慧且能造就別人，還是毀謗中傷造成別人身、

心、靈永遠的傷害？搧風點火，傳播謠言都是基督徒不該有的行為，也是不討神所喜悅的。神只

眷愛使人和睦的人，慬慎安慰的言辭和智慧、憐愛的話語，永遠是和平的種子。 
 
I will stay -----   Words from Jesus 
       [我會一直在你身邊----] 
 
If you have got secrets you want to tell,we can talk all day long. 
如果你有什麼秘密想說，我會陪你長談一整晚。 
 
If your dreams get broken somehow,I will remind you that you belong. 
如果你的美夢破碎了，我會提醒你仍然有夢。 
 
If you need some place to hide,you can hold my hand for a while. 
如果你需要一個藏身之處，我會讓你握著我的手好一會兒。 
 
If your sky begins to fall,I will stay with you until you smile. 
如果你的天空開始塌陷，我會陪伴著你直到你笑顏逐開。 
 
If you lost out there,I will come and take you home. 
如果你迷徒忘返，我會引領你回家的路。 
 
I will go with you somewhere else,when you need to get away. 
在你需要遠離之際，我會隨你到天涯海角。 
 
And when nothing seems to be going right,and you need a friend---- 
而當一切不能盡如人意，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I will be your best friend,and I will stay with you. 
我(耶穌)會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會一直在你身邊。 
 
名古屋地下街的紅豆麵包                蕭貞淑 
  
   
 二月底再次來到日本，這已是 N 次了。日本是我們的最愛，只是這次的目的地不是東京而

是名古屋。  
 二月的日本滿冷的。抵達名古屋時，天氣時陰時晴還飄著雪，真令人開心。因為加州是不

下雪的，所以對雪有著一份特別的感覺。  



 出了車站走在地下街，Hotel 說是在旁邊，應該不難找。走在地下街真是熱鬧，可說是人山

人海(不誇張ㄜ)。找著找著，突然發現一家專賣紅豆麵包店生意興隆。據我的經驗，人多的店一

定好，所以也去買幾個回來嚐嚐。日本的麵包總是總是令人垂涎三尺，好想咬一口。喔喔！ 這家

專做紅豆麵包店是每隔二小時{沒記錯的話}就出，而且還是 24 小時供應，你心動了嗎？想去嚐嚐

看？ 
      名古屋 J R 名古屋車站店 052-565-0980  
 第二天我們來到"鈴鹿"，這是一個小鎮，所以地鐵沒有直達，須在中途換車。於是搭乘＂

名鐵"。沿途我一直豎起耳朵聽，深怕坐過頭，由於搭早班車的人很多，有上班的，有學生族，好

不熱鬧。 
 火車才一離開，就看到窗外正下著雪，好美好美耶！不過也很冷，看到車上那些女學生真

是不怕冷，人人都是超短裙，再套上一雙毛襪，真所謂"愛美不怕流鼻水"！ 
 一路上就這樣看著人們上上下下好忙碌，最後終於來到了鈴鹿。仍然下著雪，找了部 Taxi
來到客戶公司，是家大公司耶！所以須經傳達室的連絡，才能進入。當我們說明來意後，折騰了

一會兒，終於得以進去，只是約好的人尚未到公司，原來她住在山上，而山上一早就下大雪，因

此無法下山，而延誤了時間。當然啦！最後還是等到她。  
註:鈴鹿是世界有名的賽車場的所在地  
 回到名古屋也是須要走地下街，走著走著， 咦！這區都是賣餅乾、 蛋糕、 麵包之類，再

走近一看還有賣像麻糬叫"雪梅娘" 於是買了二個回來吃，哇哇！真棒！太好吃了！好像入口即

化。於是又跑去再買一些回來吃，它需冷藏，買的時候，還會附上一包小冰袋，以保新鮮。有多

種口味， 每一種都非常好吃，下次你或妳到日本可別錯過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