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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迎向金秋
今年的夏天已經過去了﹐較之於年初漫長寒冷的冬天﹐大華府地區的夏日﹐出人意外並
不像往年那麼炎熱﹐大多數時日都是風和日麗﹐爽朗宜人。勞動節剛過﹐各地學校也開始忙碌
起來。在美國麻州有一位母親﹐近年來每當秋季返校日﹐就會在家門口跳“街舞”歡送孩子上
學。這條新聞既上了報紙﹐也上了電視﹐雖然有點“標新立異”﹐但是她娛樂自己﹐鼓勵孩子
的幽默心情﹐我們終日操勞的父母﹐看在眼中也會打心底﹐會心的一笑。
董牧師在本期中憂心的談到現今世界充滿了忿怒與暴戾。 人與人 之間的相爭，國與國之
間的相鬥，軍隊的衝突，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各個媒體上。 其實遠在人類一開始衝突就發生
了。 在「創世記」第四章，該隠因嫉恨和惱怒，居然親手殺了自己的親弟弟亞伯。 人類罪的
由來已久，是不是“於今為烈”，見仁見智，沒有絕對的答案。「董牧師的默想」一文中道出
了他的觀察與見解。
吳月嬌姊妹在服事中，常常學習向神感恩。在從洛杉磯飛往台北的旅程中，幾經曲折均能
化險為夷。韓國仁川機場的遭遇是有神的帶領，因為她深信我們的神是「永不打旽、不睡覺的
神」！
二十五年前，我們教會一位嬌小的姊妹 回應了神的呼召，排除許多難處，毅然放下電腦工
程師的工作，遠赴阿根廷宣教的工場。 感謝主，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雖然幾經搬遷，但她依
然堅守在工場上。王玲惠姊妹的「家在清邁」 分享了她目前的工作與近況。
宣道部是教會負責「普世宣道」的重要部門。 除了要聯絡與支持散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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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牧師的默想
董溥強牧師

黃江甯弟兄 譯

現今的人們非常忿怒也充滿暴戾。我不是說現今是個最暴戾的時代。的確有其他的
時期或時代更為過之。但是現在只要我們稍微注意一下新聞報導，許多人們兇狠的事件就
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並且常是針對並無敵意的人們。也就是說，無辜的人們受到一些或相
當少數的一群人的憤恨所傷害。我聯想到的例子像發生在印度公車上強姦及刺殺婦女，在
敘利亞不停歇的暴亂及用毒氣傷害人民，在巴基斯坦於教堂內用自殺爆炸殺死許多敬拜
者。在美國海軍船廠內的射殺事件。肯亞購物中心的恐怖份子射殺購物者。在政治方面，
人們也同樣憤恨，有時有兇暴者。事件常常兩極化，從歐巴馬健保，政府預算，政府的關
閉及政治提名的停擺。政治性的廣告無情的、不斷的攻擊對手，甚至是不公平的。
父母親抱怨孩子們，孩子們也抱怨父母。夫妻間彼此抱怨。「新無神論者」輕視有宗
教信仰的人並嘲弄他們。有宗教信仰人的講話又不關心持不同意見人所說的。上司們敵視
他們的屬下，屬下又不尊重上司。這些都是新奇的事嗎？不！絕不是。
但是放在一起，似乎這些事發生的越來越多，並且更多的暴行發生在不同意見的一方。一般的大眾很容易獲得槍
枝，獨裁者也可獲得化學武器。人們感到困惱，他們退縮及觀望。基督徒可期盼著天家，想著基督將很快再來解決一
切問題。基督徒深深的感到悲哀，現今的社會竟到了如此的地步。那裡有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相互瞭解、憐憫及仁
慈？那裡有能幫助彼此更能互相瞭解的對話與討論？那裡能見到人們謙卑的承認，我們不是永遠對的，仍然有許多值
得學習之處？有太多的壞事可數算，也有許多可能的原因我們可用來簡單的回答。我們感到受壓迫的幾乎不能理清這
一切。我們試著思想這一切但感到暈頭轉向。有太多事我們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罪增加了。
罪在許多方面顯示它自己，包括模糊我們的思想，混淆我們對錯與對的判斷。另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基督在這樣
的世代對基督徒更是重要。一件一件的更讓我確定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其他的我們可以盼望及依靠的。基督自己在十
字架上經歷了人們的忿怒與暴力。靠著上帝的幫助祂克服了這一切。世上的戾氣與怒氣促使我們更靠近基督。在祂裡
面我們可以找到盼望與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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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打盹 不睡覺的神
吳月嬌
詩 121: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詩 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疲倦，要打盹、睡覺 。但保護我們的是神，並不是人，祂不疲倦、不打盹、也不睡覺， 祂
的保護是日夜不間斷的 。
2013 年 8 月 29 日清晨四點多，我們從洛杉磯飛抵韓國仁川機場，準備轉搭十點十分的班機飛往台北，隔天南下嘉
義六腳福音中心，開始新學期的課後輔導。不料，因為颱風，班機延後五個小時，預計三點十分起飛。下午一點多，
我突然從打盹中醒過來，發現丈夫敏機不在候機處。等了一陣子，仍無蹤影，我開始為這急難迫切禱告，求神帶領身
體軟弱的丈夫平安回來。
其後四個鐘頭，我推著行李車往返幾個登機門，和服務人員交談，並請求協助。看著每一個服務人員，不斷地用
手機聯絡查詢。 我感謝神，因為真正幫助我的是造天地的耶和華。祂在天上調兵遣將，指引機場的服務人員， 藉著現
代的聯絡系統，機場的安全監視設施， 使幫助我的人和在另一處正在幫助敏機的人輾轉聯絡上，讓我們經歷了時時刻
刻都在幫助我們的神。
在我慌慌張張推著行李車往返時，裝著電腦及所有重要文件的黑色手提包， 不知何時，掉落在候機處的地上，也
不知它躺在地上多久。當我赫然看到它在地上時，驚魂甫定，我深深地感謝神。神的使者在它的周圍看守著，不讓它
被人拿走，也奇妙的讓我回到原來的候機處時看到它，這才發現它不在行李車上。
看到敏機被平安地被帶回來，感謝在他右邊蔭庇他的是我們的神。原來，敏機在我因疲倦而打盹的時候上廁所，
記錯了登機門號碼，走錯了方向，甚至坐地下鐵，去另一個航廈。永遠不打盹、不睡覺的神，一直在看守著敏機，保
護他，也使機場服務人員協助他。 我們的班機早已飛走了，從轉機服務處得知，一天只有一班飛往台北。 第二天星期
五的班機早已超額 17 位，星期六的情況就比較樂觀。因為，到八月底為止，飛機班班客滿。
在昂貴的過境旅館住了一晚。我不斷地祈求，讓我們離開韓國，因為學校在 8/30 日開學了。我也問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事，我們豈不是遵行神的帶領，要返回宣教工場嗎？進入我腦中的，竟是耶穌回答門徒問生來瞎眼之人的事，
祂要彰顯祂的作為和榮耀。 我終於放棄所有無效的嘗試，願意讓神隨祂的意思來安排， 即使需要再住一天也願意。我
立刻得到安慰也感到輕鬆，就對敏機說，來計劃一下如何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於是，退了必需冷藏的韓國泡菜，走
走看看，又買了一些免稅物品。
從仁川機場飛往台北的班機，在起飛之前約一個小時，轉機服務處的人微笑地說：「你們今天早上可以離開仁川機場
！」我們不敢相信，不知道這奇蹟是如何發生的，也不多問，只知道是神，祂果真彰顯了祂的作為和榮耀。 火速地付
了罰款， 重開登機証，道了謝，推著行李車，直奔登機門。從來沒有如此期盼飛回台灣。
任何事的發生都有神的美意，在這過程中，我擔驚害怕，卻體驗了“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
旨意被召的人。”我們因此更信祂和祂的話，也願意對神說：
將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即使我在驚濤駭浪之中，仍有信心和異像，
將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一生要向著標竿直跑，直到終點得著獎賞。（委身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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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清邁

- 王玲惠

耶穌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生。』(約翰福⾳音 4:14)
有一扇門為我打開… 我走了進去…
ㄧ步一步跟隨神的帶領…

二十五年前我推開一扇門，走進一個陌生
的環境，加入 Gospel MissionaryUnion
( Avant Ministries 的前身)，成為他們的專職
宣教士。雖然在這個以白人為主的美國差會中我
是少數的幾個亞裔宣教士，二十五年來，我在這
個差會中過得甘之如飴。今天，再一次，我推開

王玲惠（二零一四年八月）

一扇門，走進一個陌生的環境，參與 The Well(www.thewellcm.com) 宣教士關顧團隊，成為他們的宣教士協談員/關
顧者。又一次，在這個以白人為主的團隊中我是少數的幾個亞裔成員，在未來的年日，如過往一樣，我會把這個團隊
當作我的家，盡情享受身在其中的樂趣（當然還包括某些的挑戰）。

宣教士關顧的需要
在宣教工場中，支持系統的缺乏是宣教士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遠離家人、朋友、教會弟兄姊妹這些重要的支
持系統，再加上與當地人之間的語言和文化隔閡、以及悟性和屬靈 程度的差異，外加保密和見證的考量，面對壓力、
困難、挑戰時，宣教士常常找不到合適的對象述說心中的困惑和苦楚。「TheWell 宣教士關顧中心」存在的目的，就
是提供宣教士一個安全的環境，扮演他們的「回音板」，幫助他們釐清思緒和情緒，知道如何來面對各樣的挑戰。
上帝為我在清邁郊區一個安靜社區供
應了一個舒適的家，離辦公室只有 15 分鐘
車程，更大的恩典是社區中有一個游泳
池，早上去游泳的人寥寥無幾。最大的祝
福是，游泳把我的背痛治好了！上帝也為
我在清邁預備了幾個好朋友，靠著他們的
幫忙，我找到了一部合適的車子—
HondaJazz/Fit，讓我可以免於在酷暑或大
雨中騎著腳踏車穿梭於呼嘯的車陣當中。
謝謝弟兄姐妹大家的奉獻，讓我得以湊足
足夠的基金購車。搬來清邁四個多月，我
已經有幸享受了四次「有朋自遠方來」的
樂趣，最高興的是，上個月能看到一對二
十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清邁是一個相當悠
閒的地方，我希望把我的家打理舒適，讓
每位來訪的客人可以放鬆、休息。◇

The Well 宣教士關顧團隊（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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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廿八 19）

宣道部的「後勤」事工
宣道部

黃江甯弟兄 譯

也許有許多弟兄姊妹很想知道教會宣道部每月開會的情形，我願意在此與大家分
享。通常會議時間將近三個小時，事後有不少點心。我們開始時全體輪流的為宣教事工禱
告。我們相信禱告對宣教士擴展福音事工來講更勝於我們教會對他們的支援。我們的宣教
士們在工場不斷的經歷屬靈征戰，因為撒但經常的用困難、不方便等手段叫他們失望或分
心。我們經常求神來的智慧、決心在身、心、靈全然的保護宣教士們。禱告也使我們謙卑，
它教導我們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我們教會的資源。禱告的能力在實行中神會「充充足足的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20)
我們會經常討論可能支持的新的宣道單位，同時我們也會與來訪的宣教士們一起有分享。我是非常盼望聽到他們在
宣道工場的故事、喜樂、挑戰及經歷到神所成就的工作。能見證這些收取莊稼的工人們的力量與熱誠永遠是一種祝福。
我們有一位很能幹的同工負責宣道部的財政，我們稱他為「管錢者」。他準備財政報表及所有給本教會資助的宣教士或
單位的支票。他的熱心有時讓宣道部執事得提醒他還不要先開支票。同工門有時會笑他，因為我們知道他就是如此；他
非常的有效率，也急急的要把支票準備好。
宣道部最近主辦過之事件(5/30-6/1 及 6/6-6/8 週末)：黃錫培弟兄主持的「殉道宣教士」紀念展。其中包含 1900 義和
團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相片，遺言及最後的信件。該展覽及專題講座很受歡迎，我們也邀請了其它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參
加。許多弟兄姊妹也購買了黃弟兄所著之書，教會圖書館也有一套可被借閱。
宣道部最新消息：宣道部鼓勵我們的青年人在本地一些資源較不足教會開始假期聖經學校以裝備青少年人在短宣中
可參與事奉。宣道部願在經費中給予資助。請在接洽教會之前與宣道部聯絡取得更詳盡資料。
如前期刊物中提及，宣道部同工拜訪了不同的教會小組，收到許多回應。其中一個建議就是希望能多收到宣教士的
消息、相片與有關他們的生活及事工。這裡我們摘錄來自我們支持的兩個宣教士家庭的來信。David 及 Lila 張，目前在
泰國南部事奉。他們參與傳福音、植堂及英語輔導。每此讀到他們來信的結尾句子「專注向天仰望」都很感動。查了字
典是，堅定有意志的看，特別是帶著讚嘆、驚訝之意。這句子代表他們
生活的目標及在泰國事奉的原因。

Nate 及 Faith 溫，目前他們在西班牙事奉，他們服事的對象是那些
徒步到 Camino de Santiago 的朝聖者。七月二十四日他們慶祝「朝聖者
之家」的開張，這是接待那些朝聖者的中心。在中心未開張之前，他們
有時用自己的家接待朝聖者，雖然他們有個擁擠的四個孩子之家。本教
會能與這些特別為著神國服事的人們同工是我們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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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有重於泰山

生活劄記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太十二 20】

今年八月中﹐好萊塢喜劇泰斗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 )上吊身亡﹐舉世震驚。威廉斯生前以他詼諧幽默的演
技﹐無論在電視中或舞台上均廣受大眾歡迎。但是在私底下﹐威廉斯的遺孀表示﹐她丈夫生前不僅飽受憂鬱症所苦﹐還
有帕金森氏的早期症狀﹐長期依靠藥物支撐。
看來外表光鮮亮麗﹐幽默風趣的威廉斯﹐生前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在大眾面前﹐人們羨慕追求的名利富貴﹑
家庭兒女﹑朋友事業﹐他不但一樣不缺﹐還遠遠超過。但是在不為外人所知的世界裡﹐他可能早已身心俱疲﹐脆弱不
堪﹐無以為繼。最終竟然選擇懸梁自盡﹐了結一生。得年僅六十三歲。
無獨有偶﹐幾年前台灣頗受歡迎的知名藝人﹐搞笑諧星倪敏然﹐也在人事困頓之際﹐感覺走投無路﹐前往台灣東北
部宜蘭縣山區﹐在一棵蓮霧樹下結束了生命。為甚麼世人眼中所謂的的「成功人士」會有如此結局﹖人的心真是難以琢
磨﹐深不可測。在人生遇到了困境﹐憂患交加時﹐「輕生」是最好的選擇嗎？
聖經在「創世記」開宗明義﹐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人是依上帝形像創造的﹐人的生命也是由上帝掌管。「傳道書」
中說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人不能越俎代庖﹐替天行“道”﹐不
能自己動手結束自身寶貴性命。顯而易見﹐從信仰的立場來看﹐「輕生」不是我們在困境時最好的選擇﹐因為這是不討
神喜悅的。
事實上﹐古往今來﹐歷史上許多大人物在面對困境中也做了他們的選擇。我們中國的孔老夫子﹐一生提倡中庸之
道﹐風塵僕僕﹐週游列國﹐「五十而知天命」﹐嘗自況：「席不暇暖」﹐他老人家有門下弟子三千﹐整日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忙得不亦樂乎﹐那裡會有時間想到自殺。
使徒保羅在世紀初三次往西赴海外宣教﹐為主名傳福音﹐歷盡艱難﹐九死一生﹐但是他至死忠心﹐順服到底﹐直到
見主面。
丘吉爾首相在二次大戰中﹐力挽狂瀾﹐是英國的守護英雄。內戰時的美國總統林肯﹐解放黑奴﹐在美國歷史中﹐一
直受到百姓的尊敬與景仰。這兩位偉人在當時都長期受到憂鬱症的痛苦﹐但他們靠著信仰勝過了病魔﹐拯救了自己的國
家﹐也改變了世界。
聖經「約伯記」中記載﹐在神眼中看為義人的約伯﹐遭到幾乎是“滅頂”的打擊︰財產盡失﹐兒女盡亡﹐身患毒
瘡﹐坐臥灰中﹐老友相責﹐髮妻輕看。似乎人間一切苦難全都加諸在他身上。但是﹐最終他降服在神面前承認自己愚昧
不堪﹐不明白神的旨意。張牧師在主日信息中曾大聲說道︰「約伯如果沒有一顆對神敬畏的心﹐他早就自殺了！」
羅賓．威廉斯生為一代喜劇巨匠﹐結果竟以輕生悲劇收場。這件事本身就像莎士比亞的戲劇﹐充滿了對人世間的諷
刺﹐也道出了人生許多無奈。西漢大史學家太史公司馬遷﹐因遭誣罔﹐身受腐刑﹐他自道︰「身殘處穢﹐獨抑鬱而誰與
語？」然而縱然到了人生谷底﹐他始終不輕言一死﹐且愈加發憤完成皇皇巨著「史記」﹐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際，通古
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通
情達理﹐身殘心不殘﹐壯哉斯言！
人在受苦難時需要安慰﹐受傷害時需要治療。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來到人間﹐就是要拯救我們這一群罪人。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主的愛永不落空﹐祂大能的的治療絕對有效！人生不如意十常八
九﹐願我們都能效法那些有智慧的先賢。願我們能學習敬畏上帝﹐尊主為大﹐敬虔度日﹐甘于平凡。
神創造了我們﹐我們也應珍惜生命﹐知道孰為輕﹐孰為重﹐做對的選擇。如此﹐我們就會有喜樂﹑盼望﹑和豐盛的
一生。◇

一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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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蹤
四川閬中貝永光姑娘的墓碑

黃錫培

2014 年 6 月, 有信徒往訪四川省閬中, 在中國內地會所建舊教
堂(圖 1) 外, 見有宣教士墓園(圖 2), 特別攝下貝永光姑娘與眾不同之
墓碑(圖 5) 。
貝永光又名貝月芳姑娘(Miss Rose J. Pemberton) 澳洲人,1904
年來華, 在四川閬中附近村鎮傳道,個人胼手胝足建立多處孤兒院(圖
3), 想不到孤兒院的工作正在蒸蒸日上之際, 貝姑娘因照料一位患傷
寒病的婦人,自己竟罹上此絕症,於 1931 年不治離世, 年 51 歲。因四
川內戰頻繁, 她墓碑遭摧毀,其後人(孤兒們)為她重建, 銘謝她養育他
們之深恩(圖 4) 。
去世時, 巴光明牧師(Charles H. Parsons)寫下對她的懷念:「她

(圖1) 在中國四川閬中內地會所建舊教堂

來到中國之後,差不多大部分時間是放在孤兒院工作上,開始時規模很
小,漸漸地她清楚神的引導後,便憑信心靠著主,多方面發展和擴大孤
兒院。她先在千佛鎮開始了第一間孤兒院,其後又在大儀鄉建立第二
間,然後最近在三廟鄉,開辦一個專為十多個男孤兒而設的農場,這三
處中心,都是距離閬中市約有一天的行程而已。神大大賜福這工作,沒
有特別向各處呼籲捐錢,但從澳洲和各地的友輩卻紛紛解囊相贈,以致
一無所缺。不少孤兒都受了洗,同時,貝姑娘也為成年的孤女安排婚
嫁,像管理農場的那一對青年夫婦,就是很好的例子。神也恩待各中國
同工,與她有同樣的負擔,一起同負一軛。她的生命一直是影響著別
人,也包括宣教士在內,她很少來閬中市宣教站,若出現的話,就是最受
歡迎的客人,大家一同在靈裡有美好交通。她真是為主而活,終生撫養
這群祂的小羊,深信她回到天家,主會大大的歡迎她。」

(圖3) 孤兒院：貝姑娘手抱著嬰兒站在最後一排

在 1930 年夏天,當時四川大飢荒疫症流行時,孤兒中多有患病,連貝姑娘也染上,便預感她自己也可能一病不起,那麼,誰
來照顧這些孤兒? 於是她寫下一封長信,給她在閬中市宣教站的上司巴光明牧師:「該信大致上說出貝姑娘對神絕對的信
靠,倘若主接她離世的話,一定會照顧祂自己的工作,她絕對的相信,每一
樣的需要主必定會供應的,因為『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
妥。』(作者按:聖詩《救世主凡事引導我》第一節最後一句。)若是全
體中國同工願意的話,她的願望就是要他們繼續主持孤兒院的工作,並
且將各部孤兒院集中在一個地方,財政上便容易管理。」
當貝姑娘病重時,她與每一位中國同工話別,據巴牧師聽到一位中國同
工、許大衛曾對他說:「這工作完全是憑信心的。」故他也深信眾同
工仍照貝姑娘一樣,憑信心繼續去辦孤兒院。並且負責儀隆宣教站之
師潤德教士(George A. Scott)也答允了,他會每兩個月到各孤兒院探
訪,兼做查帳目的工作。當然,巴牧師最大的盼望,還是在宣教士中興起
(圖2)閬中教堂外之宣教士墓園

人來,承擔這重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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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郭廷以編著之《中華民國史事
日誌》,從 1934 年 2 月至 1935 年 4 月,
國軍圍剿下,紅軍長征,川東一帶,便成
了川軍和紅軍爭奪的戰場。因為戰事
危及大儀鄉孤兒院, 故於 1934 年 9 月
11 日，高恩海姑娘（Miss Sarah
Gowar）及白錦榮姑娘（Miss Elizabeth A. White）、兩位承擔繼任孤兒
院工作的宣教士,與傅先生夫婦、王姑
娘及梁先生等中國同工,帶著有大小
65 名孤兒，從大儀鄉步行到南充(舊稱
(圖4) 艾偉德姑娘（左）與孤兒

順慶 Shunking), 於 9 月 24 日才抵達,
共走了 13 天。

這段約有 55 哩的路程，和家喻戶曉的, 於 1940 年抗戰期間，艾偉德姑娘（Miss Gladys Aylward）帶著約 100 名孤兒(圖 6)，從山西省的仁昌，走到陝西省的西安相比，(筆者按: 艾教士放棄
英籍歸入中國籍,於 49 年後移居台灣, 續辦孤兒院,病逝台灣。)雖是小巫見大巫，但都是中國宣教史
上一段天倫樂的小插曲,也代表貝姑娘之遺願,神繼續供應孤兒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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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註: 全文史實取自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and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和英倫版《億萬華民》從 1904 年
至 1934 年。◇

貝姑娘與眾不同之墓誌銘
貝老教士永光
教士諱永光大英女.…慈良資稟聰穎熱心主道飽飲經筵本基督
博愛之精神抱救己…志願於清光緒季年來華傳福音於 千福
場教士之作主工也…年靈命竟忘自己苦辛不避風雨不重與乘
兢焉諄諄焉至誠所…道孔多於是建聖殿開支堂辦學校皆井井有條
他如濟貧困施醫藥…慈善靡不抱福利人群之旨其最足稱者則於傳
之外因見連年荒…遺孤孩盈塞道路教士於牧養之餘於千建孩院
一所嗣因房舍難容…於儀之大尼阆之白廟各置房產一份移孤孩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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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貝教士重新再立之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