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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浮華世界乎？ 天父世界乎？
今年二月的奧斯卡金像獎剛剛落幕﹐「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報導：「今年的禮袋是奧
斯卡歷來價值最高的禮物袋。」內容物價值從 5 美元到 2 萬美元不等，其中不乏怪裡怪氣的品項，如
250 美元的雷射振動器、280 美元的楓糖、花草茶口味棒棒糖和價值 2 萬美元的星座占卜。看來﹐“星
座占卜”也成了時尚。
反觀在台灣﹐嘉義縣媽祖信仰重鎮的新港奉天宮，大年初四上午依循古禮迎神與卜公籤，並於正
殿舉行擲筶選籤，由該宮董事長代表擲筊，擲選出包括國運、人口、早冬、六畜等項目籤詩，預卜新
年國運、工商等各行業的運勢。所以﹐欲知國運﹐要靠籤運。
無獨有偶﹐近十多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民間信仰道教﹑佛教在中國大陸逐漸興盛，春節假日期
間﹐各處名山古寺﹐人潮洶湧﹐拜廟燒香﹐求籤問吉。各地方建造大佛像，如無錫的靈山大佛，煙台
的南山大佛，吉林敦化市的金鼎大佛等。就連國家級貧困縣河南魯山縣也不甘落後，投資 12 億建造了
總高 208 米的中原大佛。
上述這些星座占卜﹑預卜國運﹑求籤問吉等﹐行異術﹑拜偶像的現象﹐似乎近年在世界各地﹐也
越來越多﹐完全與聖經十誡中的教導﹐大相逕庭﹐背道而馳。在本期「磐石」中﹐我們特別刊出張牧
師的文章︰「戰場就在你周圍」。張牧師告訴我們說：自古以來﹐十誡最能表現基督徒的倫理規範﹐
世風在變﹐十誡則永不改變﹐因為它是神之道德律﹐更是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今天的應用。摩西從西
乃山上帶下來的法版﹐至今仍然管用﹗人間也沒有一種法律超過它。本文論述嚴謹﹐內容豐富清晰﹐
擲地有聲﹐願我們一起來學習。
因為老我的緣故﹐我們有時會以世俗的觀點來衡量周遭的人與事。觀點若有偏差﹐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判斷很容易出差錯。主耶穌在世上的職業是木匠﹐但是祂在世三十三年所做的一切﹐沒有一
件是“俗事”﹐“聖俗之分”應該與我們的對神的心態有關。梁周家楟姐妹與先生歡喜接待遠人﹐熱
心傳揚福音。她在「賣魚、開棺材車的主僕」一文中指出﹐只要與主同行﹐無論“賣魚”或“開棺材
車”皆是職業無貴賤﹐聖俗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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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起初的愛心﹐這種似曾相識心情﹐感覺特別親切。史文超弟兄也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將他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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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魚、開棺材車 第六頁
的主僕
佳美的腳蹤
漂泊的心
安定

同。吳寶瑛醫生的故事與照片﹐彌足珍貴﹐緬懷先輩﹐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許多人喜歡閱讀見證的文章﹐因為從見證中﹐往往也會看到自己當年剛信主的影子﹐當年的感

天父世界乎？
戰場就在你周圍

感謝黃錫培弟兄繼續提供我們寶貴宣教士在華史料﹐深慶先賢的事跡﹐已逐漸能被世人重視與認

的心路歷程向大家娓娓道來。
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就已將“永生”的渴求放在人的心中﹐除非神自己住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將
永遠沒有平安﹐永遠在找尋。星座占卜﹑預卜國運﹑求籤問吉﹐都是古今中外﹐世人追尋茫茫未識之
神的表相。張牧師在文中﹐一再提醒我們“十誡”的重要﹐“我們可以將十誡應用到倫理生活的各個

第九頁
終於 第十頁

層面”﹐我們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應當既是“出世”也是“入世”的﹐若我們認罪悔改﹐信靠順服﹐
持守聖經十誡的真理﹐現今的世風不會日下﹐人心不會不古﹐“浮華世界”將會成為“天父世界”。
世人說︰“會笑的人﹐笑在最後面”﹐ 對我們基督徒而言﹐最好的﹐永遠在最前面！ ◇ - 文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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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就在你周圍
－基督徒倫理概論
張麟至牧師
後現代的認罪

2002年春天Kansas州的州議會在開始議會前﹐請了賴特牧師(Pastor Joe Wright
of Central Christian Church, Wichita, Kensas)禱告。這個禱告震驚了許多人﹐當時就
有幾位議員抗議步出會場﹐但是也出人意料之外的﹐贊同的人排山倒海之多。他所服
事的教會在六週之內﹐收到了超過五千通回應的電話﹐其中只有47通是負面的。之
後﹐世界各地都有人向該教會索取以下的禱告文﹕
天父﹐我們今天來到您面前懇求您的寬恕﹐並尋求您
的方向和指引。我們知道您的話語說﹕「那些稱惡為
善的有禍了」﹐但那正是我們所做的。我們失去了我
們屬靈的平衡﹐並扭曲了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承認﹕
我們譏誚你的話語中的絕對的真理﹐卻自詡為多元主
義﹔
我們剝削窮人﹐卻稱之為彩票﹔
我們獎勵懶惰﹐卻稱之為社會福利﹔
我們殺死未出生的人﹐卻稱之為選擇﹔
我們槍殺墮胎維權人士﹐卻稱之為替天行道﹔
我們忽略管教子女﹐並稱之為建立他們的自尊﹔
我們濫用權力﹐並稱之為政治﹔
我們覬覦鄰居的財產﹐卻稱之為進取﹔
我們以褻瀆和色情污染空氣﹐卻稱之為言論自由﹔
我們嘲笑先祖遺留下來可貴的價值觀﹐卻稱之為開
明。
噢﹐神啊﹐求你今日鑒察我們﹐知道我們的心思﹔洗
淨我們每一樣的罪孽﹐使我們得以自由。求你引導並
賜福這些被差派的男仕女仕﹐指引我們進入你的旨意
的中心﹐並且公開地詢問這些事。奉你的兒子､ 永活
的救主､ 耶穌基督之名。阿門。
如果你仔細分析他的十項禱告的話﹐你會發現他為後現代社會所觸犯的十誡而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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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倫理學
基督徒倫理學當然是一種倫理學﹐只不過它是以基督徒的價值為本的倫理學。倫理學是哲學體系裏的一
環﹐而且是極重要的一環。倫理學探討人類行為的目的﹑規範和動力。那麼﹐基督徒倫理學則自然是探討聖經
上所界定的人類行為的動機﹑目的﹑規範﹑方法和動力。
基督徒倫理和其基督徒生活有什麼不同呢？基督徒靈命著重基督徒的新生命本質在其個人範疇內的表
現；而基督徒倫理則著重更大的表現－基督徒團體在社會中群體的表現。主的教會自古以來﹐就看重使徒信
經﹑主禱文和十誡。這三樣在宗教改革以後﹐也成為更正教許多教義問答的骨架。我們今日也應重視這個骨
架﹐而不是一味地只看重主禱文所代表的基督徒個人的靈命。事實上以上三者是環環相扣﹑息息相關的。教
會的正統信仰與個人的靈命﹐必須要在教會整體的倫理中表現出來。聖經的權威性只有在教會的倫理中﹐才
表露無遺。這倫理不但是教會內的倫理規範﹐也是教會外者。我們基督徒必需認清這一點：將來神審判人﹐
乃是依據屬神永恆的道德律。它成為神的準則絕不因人的不信而有所改變。神既然堅持祂的規範﹐我們也應
堅持力行。
世俗的倫理學也有其標準：人的良心與處境。可是人的良心被罪污染了﹐有偏差﹐不可做為標準(參弗
4:19﹐羅2:12-16)。處境雖有可同情之處﹐但是那不是神兒女的倫理﹔黑的事情在灰色的背景之下﹐仍舊是黑
的。神的審判並不是根據我們的處境﹐而是根據我們行為的本身。

倫理學的重要
神賦予人的文化使命就在倫理學裏面﹔當它實現了﹐神也因此得到榮耀。文化使命是指神在創世記1:2628賜予人類在造物之上﹑平添人根據神的形像所產生創意的使命。人類如何執行這個使命呢﹖乃是依據正確
的倫理觀。當人類遂行了文化使命時﹐神才得到榮耀。
倫理學十分實用﹐可以幫助我們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處理方式之不同在於其基本思想的不同。譬如﹕
贊成墮胎者以為未生者不算「人」﹐並以為墮胎原因是外在的﹐而非人內在的罪。所以﹐我們必需要有正確
的倫理學﹐才能正確地處理社會問題。
教會要影響社會文化﹐甚至要改造它﹐其關鍵也在此。教會必須從聖經中找出神處理倫理問題的原則﹐
才能作鹽作光。

道德律的用處
更正教本身在十九世紀興起一種新的神學思想﹐以為律法與恩典是對立的﹐它們主導了舊約與新約之不
同。這種思想不知不覺地以犧牲律法﹐來高舉恩典。律法中永恆的道德律(即十誡)的地位一旦被忽視了﹐對
教會與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是無可彌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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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最能表現基督徒的倫理規範者﹐闕為十誡。世風在變﹐十誡則永不改變﹐因為它是

神之道德律﹐是神造人時﹐刻在人心內的(羅2:14-15)。因此﹐我們有十足的理由認定十誡之為道德律﹐乃是普
世性的。
阿拉巴馬州的大法官慕耳(Roy Stewart Moore)在2003年時﹐拒絕把他所置入法院的十誡石版挪出。他的道理
很簡單﹐十誡是法律的根本﹐他有一萬個理由如此做。但是ACLU千百計要撂倒他。在該年十一月﹐該州的法
庭判決一致請他從大法官的位置上下台﹐為的是把十誡法版挪走。
十誡有什麼用處呢？第一﹐使人知罪﹐好叫人歸向基督(羅3:20﹐加3:19, 24)；第二﹐抑制人性的敗壞(提前
1:9-10)；第三﹐聖徒新生活的規範(羅8:4)。2 宗教改革時的馬丁．路德在晚年曾慨歎﹐更正教教會在倫理方面
沒有他所預期的見證顯示出來。為什麼路德(第一波宗教改革)不太成功之處﹐是加爾文(第三波)得力之處呢﹖
其秘訣即在於加氏看重律法的第三種用處﹐從而掀起更正教的文化改革﹐即處處開打「文化戰」。
當然我們所要看的不只是十誡﹐更是它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今天的應用。我們會赫然發現摩西從西乃山上
帶下來的法版﹐至今仍然管用﹗而且人間還沒有一種法律超過它。將十誡實施在其法律者﹐該國必然蒙福(詩
33:12a﹐申4:6-8)。我們信了主﹑學了真道以後﹐就要在家中教導兒女認識十誡的地位與意義。 這樣﹐當基督

徒在按著十誡的真理過生活﹐當教會群按著十誡判斷是非時﹐無形之間﹐十誡就成為一股文化力。這就是
教會在打「文化戰」﹐以執行神賦與人的「文化使命」了。

十誡的解經法
十誡雖是讀經者所加的稱呼﹐記在出埃及記20:3-17 (覆述於申命記5:7-21)﹐的確是真的有十誡。第1-2節是
歷史性的序言﹐「耶和華是救贖我們的神」乃是一切倫理的前題﹐之後有十條誡命。聖經說﹐它是神親用
「指頭」寫在石版上交付給摩西的(出31:18﹐申9:10)﹐它的法源與權威皆直接由神而來。
其次﹐我們要看見整個十誡及其前後的經文﹐是以神與祂的百姓所立的恩約型式呈現出來﹐和當時中東
的「宗主－附庸盟約」的型式﹐是類似的。十誡是主前十五世紀的文件﹐如何應用在今日呢﹖我們從福音書
及使徒書信可以發現﹐以下的七條律是我們今日詮釋十誡的法則。大衛的話實在不錯﹕「求你開我的眼睛﹐使
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詩119:18)﹔「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119:130)
1. 優序律﹕敬愛神優先於愛人
人犯了罪以後﹐倫理的攷量以人為中心﹐而非以神為中心。雅各書3:9b說明「不可咒詛人」的主因是﹕人
乃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換言之﹐第六誡「不可殺人－不可恨人－不可咒詛人」的道德訴求﹐也是由於人乃
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創9.6)。更深的原因是由第一誡而來的攷量﹕我們要敬愛神。保羅也以為犯了第十誡(不
可貪心)等同於犯了第一誡(弗5:5b)。愛神是人間倫理的第一道防線。神的兒女得救了﹐要用這一個「愛神先於
愛人」的定律去攷量人事物。許多時候因著敬愛神的緣故﹐我們得著更大的力量去愛那些原來人以為不可愛
的﹑人的愛愛不來的﹑人的愛不攷慮的人﹔也因此﹐我們有了一顆忌邪的心超越人愛天然的攷量﹐去愛神所愛
的﹑惡神所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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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律﹕由消極的到積極的
主在馬太福音5:38-47那裏強調﹐神的兒女要積極地愛人。「只是我告訴你
們」是登山寶訓重覆出現的基調(太5.22, 28, 32, 34, 39, 44)﹐主不是推翻以往的律
法﹐而是探究律法的真義何在。十誡中有九誡的陳述「(你)不可…」﹑消極的﹐
但是我們要像主耶穌詮釋十誡一樣﹐從十誡消極的陳述中看到積極的教訓。如此
一來﹐第七誡是要我們尊重性道德﹐追求更美滿的婚姻(太5.27-32)﹔而第六誡則
是進一步地尋求和睦(太5:23-25)。
3. 內化律﹕由外在的到內在的
第六誡說「不可殺人」﹐第七誡說「不可姦淫」－皆外在的罪行。可是主的詮釋都強調神對人心靈的要
求﹕性聖潔是從心靈出來的(太5:28)﹔豈止不可殺人﹐連心中恨人都不可有(太5:22﹐約壹3.15)。其實第十誡的
戒貪本身就是十分訴諸心靈的﹐十誡以此作結就意味著十誡本身是十分屬靈的(參羅7:14)。
4. 逆反律﹕由正向的到反向的
保羅書信的下半段常是倫理的應用﹐且是對十誡的詮釋。保羅詮釋十誡往往採用逆反律﹐來擴大其應
用。譬如﹕他在弗6:1-4詮釋第五誡孝道時﹐不但講做兒女的當如何盡孝道﹐也反過來講做父母的當如何教養
兒女。同樣的﹐弗6:5-9教導做僕人者要如何順服主人時﹐也同時教導做主人者要如何對善待僕人的道理。
5. 擴大律﹕由個例的到類別的
以第五誡為例﹐其個例是講孝道﹐其類別則是講順服權柄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將羅13:1-7所衍生的政教
問題﹐放在這個範疇裏﹐因為都是講到順服權柄的案例。中國人說﹐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就是這個道理。
6. 團體律﹕由個人的到團體的
今日的倫理思想非常的個人化﹐以為只要我不去傷人﹑兩廂情願就可為之﹐不算犯罪。十誡不但是神賜
給個人的倫理﹐也是賜給團體的。所以﹐不但個人要身體力行﹐還要群體相互要求。十誡帶著神的祝福與咒
詛﹗它有強制力﹐是「神之法」(jus divinum)。當神毀滅所多瑪時﹐連不犯同性戀(可憎之罪)的人也都牽連進
去了。九一一的悲劇未嘗不是神對美國近幾十年來累積的憤怒之爆發﹗要說它是神1973年以來墮胎合法化之
算帳﹐也未嘗不可﹔每一個美國人對此一團體罪行都有罪責的。
7. 處境律﹕由字面的到當代的
比如今日很重視的環保問題﹐其根源是人類的貪心有關﹐可列入第十誡的項下。這是「貪戀」的處境化
處理。這樣﹐你會赫然發現摩西的法版﹐至今仍然周延管用﹐人間還沒有一種法律超越過它的﹕

Page 6

出20 十誡

內容

推廣

有關倫理議題

3

一誡

只一位神 敬拜對象

宗教多元化﹑人權﹑基因工程

4-6

二誡

不拜偶像 敬拜方式

藝 術﹑ 巫術﹑算命﹑ 祭祖﹑ 拜偶像….

7

三誡

不妄稱神 敬拜心態

起誓﹑口頭禪

8-11

四誡

當守主日 敬拜優序

主日工作﹑主日渡假﹑工作

12

五誡

孝敬父母 敬重權柄

教養子女､ 政教問題﹑老人問題﹑革命﹑不作順民

13

六誡

不可殺人 尊重生命

墮 胎 ﹑ 安樂死､ 死刑存廢､ 正義戰､ 難民移民､ 社安﹑公醫

14

七誡

不可姦淫 兩性道德

同性戀､ 女性主義､ 離婚再婚､ 代孕﹑借精借卵

15

八誡

不可偷盜 尊重財產

工作倫理､ 休閒､ 財產法﹑稅制

16

九誡

不可偽證 傳媒倫理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17

十誡

不可貪戀 心靈聖潔

資本主義vs共產主義､ 世界糧食分配､ 環保問題

假如我們爭戰…
我們的教會有一樣陳設是十分特別的﹐十誡懸掛在教堂內大廳入門處﹐可見我們非常在意十誡在教會生活
中應佔有重要的地位。
社會倫理是老百姓倫理的共同表現。假如基督徒們把聖經價值的倫理活出來的話﹐它就自然地形成了該
地的文化。多年前我家鄰居的岳父大人從中國來看女兒﹐他是中共的老黨員﹐人都到了美國﹐就是堅信共產
主義最好。不久他的心臟病發作了﹐他堅持不去醫院﹐因為沒有保險﹐看病太貴看不起。但是女婿對他說﹐
「房子賣了也要給你看病」﹐堅持將他送醫。心臟病治好了﹐不少的醫療費怎麼辦呢﹖女婿盡他的力量﹐醫
院社工幫他找到一些慈惠基金﹐加上醫院的打折扣﹐這事善了。這位老先生親身經驗了﹐不得不說美國的社
會制度真有愛心。社會上不少慈惠基金之捐助﹐是美國的文化優秀的一面﹐感謝神。
然而美國文化裏有愈來愈多的現象﹐需要我們去改變。改變從心的改變開始﹐然後將十誡應用到我們倫
理生活的各個層面。一位社會學家曾說過﹐一個社會若有5%的人共同努力訴求一個目標﹐就可以改變並實現
它。同性戀者不到5%﹐經
過一代的努力﹐成果斐然﹐
叫基督徒們羞愧。基督徒在
社會不只5%吧﹐為何在倫
理議題節節敗退﹐欲振乏力
呢﹖因為我們沒有打文化
戰。
假如基督徒投入文化戰
場的比數達到了5%的話﹐
我們的社會會如何呢﹖外邦
人會說﹐「那攪亂天下的也
到這裏來了」﹗(徒17.7)
「隨從聖靈」吧﹐「使律
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隨從
聖靈的人身上。」(羅8.5, 4)
◇
（圖）兩幅中英文的“十誡”律法﹐懸掛在我們教會的堂內大廳入門處左右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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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聖？什麼是俗？

賣魚、開棺材車的主僕
- 梁周家楟 -

我認識一位中國傳道人，壯年時離開專業職場接受神學裝備，
與妻子二人全身投入服事。幼小的女兒在父母敬虔教導下，逐漸成長
為花樣年華的少女。我家曾有幸接待傳道人一家。師母問我何處有舊
貨店？想為上大學的女兒添些外出服。但去了兩三個地方都空手而
歸，因為太貴！難得的是，女兒不追求時尚名牌，不和人比較穿著，
對於母親所預備的每一件二手衣物都欣然享用。與同學來往，不自卑不自憐。
這個三口之家原本有固定的收入，父親牧養的教會採取合約制，如果傳道人“不逾矩”即可年年通過考
核，繼續聘約。有一天，同工會的主席電告牧師：「城西張家大兒子車禍死了，你不可去主持喪禮。」人人
都知主席家和城西張家是生意上的競爭對手，傳道人必須表態，選邊站。但他以牧者的心腸罔顧警告，立刻
動身探望安慰喪家，幫忙策劃安葬之事。又一天，同工會的司庫提出：「不要花精力在學生的身上，他們白
吃白喝白用，照顧這些人真是百分之百的賠本生意。」
到了會眾投票決定牧者去、留之日，教會突然湧進一批陌生的面孔，盛況空前。高聲吆喝的唱票、數票
聲此起彼落。傳道人悄然帶著妻女離開會場。前一天他們全家同心禱告，決定不論續聘與否，都不再回來。
當晚，同工會主席在電話留言：「算你好運，可以再留一任。」可能至今主席都不明白，為何人會放棄有保
障的薪資？以後怎麼過日子？
傳道人目前牧養的教會不大，會眾以學生居多，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是極少數。但在牧者的鼓勵、教導與
帶領下，小小的教會已購買了自己的敬拜會堂，連帶一些兒童與成人主日學教室。他並不在乎教會難以負擔合
理的酬勞，更不能提供醫療保險。神恩待自己的僕人，在當地最大的美國超市為他開了一扇門；通過四次面
談，經理答應不在週六與主日排他的班。以最少的工作時數取得保險福利，每週花四個半天在海鮮部賣魚。
一些華人得知他的身份，出於好奇，接受他的邀請到教會，主日聽他傳講神的道。這當然不是一個常例，卻
是一個實例。
我還知道一位美國傳道人，在一個頗有規模的傳統宗派大教會服事。不論待遇、福利、受訓機會都受人
羨慕。他帶領年輕人的聚會，教導成人主日學並負責許多事務。對所有教會指派他的工作都忠於職守，全力
以赴。每天穿戴整齊，開車到教會上班。休息假日則和新婚妻子出遊，生活十分寫意....。有天經過公園，看
見一群長髮嬉皮，身穿破洞衣褲，自彈自唱旁若無人。同為年輕人，他心有所動，上前邀約他們來教會。那
群人上下打量他：「教會？我們可不願像你這樣打扮 自己。到時候你的上帝把我們攆走。」他真誠答道：
「上帝不勢利，不看外表，看內心。」結果真有兩個嬉皮應他之邀出現在聚會場合。一週後又多了一個嬉皮
赴會，再過一週增加數位，再過數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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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長執同工會中，這位年輕傳道人瞠目結舌，信不過自己的耳朵：「你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引進教
會，你看不出這些人的格格不入嗎？我們的會友已經有人極度不滿，減少金錢奉獻... 。」他左思右想，的
確，這個大教會幾乎人人衣冠楚楚，彬彬有禮，面帶微笑，卻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傳福音的對象太不合體統
了，他要檢討，修正路線。否則，有可能失去職位。那天會議冗長不已，記不得他何時回到家。
妻子握住他的手，輕聲提醒：「主耶穌關心瞎子、聾子、瘸子、痲瘋病人、窮人。這些都是與社會格格
不入的。嬉皮是心靈空虛的表現，也是主耶穌關心的對象。」那時，他們已有了嗷嗷待哺的小寶寶，但他依
然遞上了辭呈。之後，在家中開始週間查經聚會以及主日敬拜。嬉皮朋友互通消息，一個個來到，有人饑渴
慕義是福音種子的好土。
傳道人服事心志不變，但如何取得日用飲食？他深信工作不分聖俗，應徵一家喪葬社司機，運送尸體，
論鐘點計酬。老闆看他不卑不亢，誠實守信，以禱告安慰死者家人。於是在同行中大力推薦，成為多個殯儀
館主持喪禮的特約牧師。開棺材車的年日當然不是永永遠遠，但那段歷練令他成熟，走出教會牆外拓寬視
野。四十多年前的嬉皮群，有不少靠神恩典填滿空虛，腳踏實地進入社會，也有人做了傳道人！ ◇

~~~~~~~~~~~~~~~~~~~~~~~~~~~~~~~~~~~~~~~~~~~~~~~~~~~~~~~~~~~~~~~~~~~~~~~~~~~~~~~~~

(圖) 年初本教會主日崇拜後﹐在大堂舉行本年度執事按立﹐全體長執會眾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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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蹤

醫院舊史 故蹟重光

黃錫培

~~ 宣教士以捨命的愛 建立之博德恩醫院歷史, 終於獲得承認( 之二) ~~

上期提到蘭州博德恩紀念醫院舊址內的展覽會, 還有另一大圖片報導我國吳寶瑛醫生的事蹟(圖 1), 大圖
片中展出三張照片, 其中一張放大的家庭照片, 還特別註明 1924 年吳醫生家庭合照, 而事實上,一張吳家的全家
福(圖 1), 和另一張吳醫生遇害後的遺孤(圖 2) ,
這兩張私人照片是如何得來的呢? 吳醫生(Dr. B. Y. Wu) 的小傳, 最初登載在 2004 年 1 月出版, 美國中信
《傳》的雜誌上, 卻被蓋城華人宣道會的李長華長老看到, 即通知他的銘賢校友, 住在洛杉磯的吳醫生哲嗣革
舜醫生, 他便立即去信加州中信, 詢問該文作者是誰? 當我們互相通信後, 才知道吳醫生之名字寶瑛, 並獲
革舜醫生寄來兩張珍貴的全家照片, 並他在相片後加上之註釋, 指出圖一照片拍攝於 1924 年,和圖二照片在
祖父家拍於 1931 年, 若非他在相片後的註
釋, 誰知道拍攝的時間呢? 而這兩張私自傳
閱的照片, 又怎會在公開的場合展覽呢?
並且從他的來信中, 還告訴我他家庭的
往事: 「當那醫院建設時，甘肅醫院很少，
更無公立醫學院。為此這醫院就同時舉辦了
醫生學校，可幸我先父被收納為第一班學
生，我母親為護士班學生，我叔父吳寶琇、
我二舅父、我表兄均為以後班次學生。這醫
院為紀念William Borden被命名為博德恩醫
院，我們姊弟妹四人，均出生在這醫院中。 (圖1)1924年29歲的吳寶瑛醫生遇害前全家福。1928年遇害時年僅33歲。
父親給姊姊起名為蘭香，給我起名為革舜，
妹名馨香，弟名為撒母耳。當我要入學時，
又給我另起一名鼎新，弟弟為鼎勛。當我滿
六歲時，即開始到設在城裡的教會小學讀
書。每天總是要出入醫院大門，還清楚記得
醫院大門上，橫豎著一面很大的『博德恩醫
院』的金字大匾。」
用《捨命的愛》一書 來比較兩張吳家
照片, 至少令我們告慰的, 宣教士捨命的愛
建立之博德恩醫院歷史, 終於獲得承認了。
◇

(圖2) 1931年 吳醫生遇害後的妻子兒女拍攝於祖父家。依續由左至右﹐長
女蘭香，四子撒母耳（後為吳妻），三女馨香，次子革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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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漂泊的心 終於安定

史文超

~人不是從猴子變來的！~

感謝主！感謝主讓我回到了祂的身邊，感謝主一步步打開我的心門，賜我智慧，讓我
能夠學習神的話語，慢慢的接受神，逐漸領會到我所依靠的神是活著的神，是信實可靠的真
神！
今天是一個歡喜的日子。一年以前的我，如何也不會想象到一年之後的自己會走進教
會，接受洗禮。那時的我，和大多數留學的同學一樣，相信人是從猴子變來的。那時的我，
胸前還掛著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墜子。如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說的那樣：我們永遠也無法測
度自己的未來，只有我們信靠的神才能掌管明天。從小到大，我對基督教的認識只停留在學
校的歷史課本上，離我的小學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座聖保羅基督教堂，可是直到我畢
業，我都不曾知道教堂裏的牧師長的什麽樣子。對那時的我來說，那座教堂只是一棟百年的
歷史文物。當我踏上美國大陸，我才真正開始接觸到我所信靠的主。在克利夫蘭的兩年，我
遇到過一些學校的基督徒，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不禁讓我受寵若驚。很遺憾的是，生性
冷漠的我在當時並沒有被弟兄姐妹們所展現基督的大愛所感動，和很多剛剛來到美國的同學
一樣，我們自己疏遠了神，有了自己的圈子，就這樣在忙碌中結束了短暫的研究生生活。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感謝主！讓我能夠回到祂的身邊。當我來到馬利蘭州工作後，神為我安排了一位姐妹來
做我的房東。她把我帶到了團契小組中，讓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到神，體會到神的作為
是何等的偉大。我的生活就從那時候開始一點一點的發生著改變，每周的禱告會，他們為身
邊的每一個人做著真誠的禱告，懷著敬畏的心情稱頌神。我常常問自己，這種自然流露，毫
不做作卻又神聖的愛是出自哪裏？是什麽力量讓他們聚集在這裏虔誠的為身邊的每一個人禱
告？這樣的感覺感覺讓我漸漸的感覺到耶穌基督與我所認識的其他宗教是不同的，基督徒與
我在廟裏見到的和尚，在道觀裏見到的道士，也是不同的。慢慢的，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
了主的大愛，更看到了主的聖潔和公義。
今年的第一個主日，我終於下定決心來到教堂參加崇拜，聽福音，參加佈道會。這讓我
對自己將要信奉的神有了更多的了解，更讓我對自己有了更多的認識和反省。作為一個罪
人，我白白承受著神所賜的恩惠，卻不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遇到困難的時候仿徨無措，順
風順水時卻又得意忘形；平時自己肆無忌憚的撒謊以為理所應當，對別人稍微不當的舉止卻
又無法忍受，心生不滿……太多太多的事情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罪是無法通過個人的努力去拯
救的，只有信靠主耶穌，我的罪才會真正得到赦免。在四月份的一次福音班結束之後，當一
位弟兄問我願不願意歸向主時，我非常歡喜，坦然地做了決志禱告，仿佛一個在外漂泊了多
年的孩子，回到了父親的身邊，那種幸福，是再多的言語也無法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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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靠了主耶穌以後，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變。生活仍舊繼續，可是我卻不會在茫然
中迷失自我，不會因為眼前的困境而驚慌失措，因為我知道我的神是慈愛又聖潔公義的神，
他必會為我預備道路，提供我所需要，在我身上盡顯他的榮耀。我也不會因為生活中的一些
瑣事去與人爭吵，時刻用神的話語警醒自己，脫離罪的捆綁。我時刻提醒自己，要在自己身
上活出基督的精神，讓身邊的家人，朋友，未婚妻認識到，我所信奉的神，是信實可靠的。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感謝主！讓我回到了家
中。我願意成為神的兒女，感受神的慈愛，傳播神的話語，榮耀神的聖名！從今往後，我願
意對任何人說，人不是從猴子變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