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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我的救主之前，

我让我的父母伤透了心。我记得当我在

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顽劣，我父亲不

得不用藤条来管教我。有时，我家人甚至不得不把

我锁在大门和铁栅之间的狭小空间。

	 那时我不懂尊重为何物，特别是对生我养我

的母亲。因为她受的教育程度不高，令我看不起

她。有一次，当她向我询问一个英文单词的意思的

时候，我甚至大逆不道的说她笨。过后我发现她

独自在角落偷偷哭泣，一股懊悔在我心中涌出。

	 我的不孝不止于此。为了买玩具和零食，我甚

至偷了我妈妈钱包里面的钱。妈妈发现钱不见后

责问我，我还抵赖不承认。

	 上了中学后，我的种种劣行变本加厉，我变得

更加叛逆、更加大胆了。放学后我不直接回家，而

是去朋友家玩耍，我老爸不得不亲自前去拽我回

家。我也开始用谎言来掩盖我的这些不良行为。那

时我的英文程度不好，为了提高我的英文，家人为

我报了一间学费昂贵的补习班。可恶的我却不领受

家人的好意，经常逃课去和朋友打篮球，然后在补

习将要结束前去教室外等我父亲来接我。我用假

象来掩盖我的逃课行为，甚至还沾沾自喜。

	 在我军队服役期间，我开始常常出入夜店和

迪斯科，并且常常喝到烂醉如泥，有时甚至没有回

家，在朋友家过夜。有一次，我又醉得不省人事，

朋友送我回家的时候还被我父母责骂了一顿。

	 尽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却总是很抗拒

去教会，有时当我妈妈试图叫醒我去参加礼拜时，

我装作熟睡以试图逃避。有好几次，我听见我妈妈

在我床边为着我哭泣。如果我去了教会，一旦牧师

给予祝福之后，我就会很快地冲向出口。有好几次在

逃离时，我被郭惠明传道逮个正着。她劝诫我去大

专学生团契。在她不断的规劝下，我最终乖乖就范。

大专学生团契的参与也成了我的生命转捩点，我在

一次的大专学生退修会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个

人的救主。

	 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这更

是一个	 神如何回应我妈妈终日为我祷告的见证。我

妈妈为我祷告了超过整整十年时间，在我冥顽不灵

的时候，我妈妈虔诚的祷告始终不曾间断。我为此

向上帝感恩。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得知原来我妈妈一直以

来带领她的生命小组的成员为我代祷，祈愿我能和

一位敬畏	 神的女子结婚。上帝垂听了妈妈的祷告，让

她如愿以偿。我现在身上发生的一切，经历的一切，

都因为我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和回应祷告的		神。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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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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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黑点在一张白纸上，你能把它画成什么？

有一天，我们让我们乐龄的肢体 (60岁以上)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按着

歌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作画。让我们来欣赏他们的作品：



献上馨香祭4 吴金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曾经有一个宣教机构写信给一位海外

的宣教士，信上说：“Have	you	found	a	

good	road	to	where	you	are?	If	so,	we	

want	to	know	how	to	send	other	men	

to	 join	 you.”宣教士写信回答说：“If	

you	 have	 men	 who	 will	 come	 only	

if	 they	 know	 there	 is	 a	 good	 road,	 I	

don't	want	them.	I	want	men	who	will	

come	if	there	is	no	road	at	all.	”这位

宣教士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李文斯

顿（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被称为“非洲宣教之

父”，他深入非洲把福音带给当地的居

民，许多时候连外界也不知道他在哪

里。他为福音开了许多路，但他的遭遇

却相当坎坷。妻子和孩子因为健康的原

因必需长久和他分开，待孩子长大后妻

子要去非洲与他会合，却在途中染病死

在非洲。李文斯顿在埋葬了妻子后在日

记里写下了名言：“我的耶稣，我的君

王，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度把完

全的我奉献在你的手里。我不再视我所

拥有的或将要做的事为宝贵，除非它们

和基督的国度有关”令人油然敬佩。

	 李文斯顿的宣教路是艰辛的。在《

圣经》当中也有许多人物经历了特别的路

程，例如亚伯拉罕走向伯特利，准备要献

儿子以撒的路途；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

埃及、过红海的路程如今仍然被犹太人

津津乐道；还有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

的路程，主耶稣背上十字架走上的苦伤道

（Via	Dolorosa），改变了使徒保罗的生命

的大马色路途等等。然而，在众多的记载

中，有一个人的“路”途实在是非常特别。

	 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四

章22节至33节，彼得行在水面上的

“路”途。

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与大家分享以

下三点我个人的领受：

    

	 这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拍的加

利利湖的照片，白天的时候风和日丽，

傍晚的时候依稀可以看到山的背景。你

可以想象两千年前的夜晚，没有灯火，

湖的周围被山围绕的那种乌漆嘛黑的

景象。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地理环境，

你就知道加利利湖长约21公里，宽约

12公里，低于海平面超过200米。在群

山环抱下，它就像一个大锅底。每当冷

风从西面的地中海，吹向加利利山地和

戈兰高地时，加上太阳的热力打在湖

面，上头的寒流便被卷下，湖水便突然

翻风作浪。所以加利利湖有时水静怡

人，有时却会突然翻起大浪。

	 经上记载门徒在白天的时候亲眼

见证了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过后耶稣让门徒先上船到对岸， 自

己独自上山祷告。夜里四更天（犹太人

的时间是半夜3点到6点钟之间），耶稣

在海面上行走。那时加利利湖翻风作

浪，船摇摆得很厉害，连船上老练的渔

夫如彼得、约翰等都感到害怕。四周乌

漆嘛黑的境况下，突然有人影在湖面

上走动，门徒都惊慌了。在惊慌之余，

只有彼得，也唯有彼得这么冲动和热血

澎湃的人，向耶稣问了一句：“……请

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是彼

得主动地向	 	 	 神呼求，我相信彼得在

白天亲眼目睹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后，想

要亲身的经历神迹。主耶稣的回答很

直接和简单：“你来吧！”。彼得接下来

就走在海面上。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刻，

因为它在乎Walking“On”和Walking	

“With”。彼得行在水面上的经验是空

前绝后、唯一和独有的。在众门徒中，

只有他享有这种体验。

	 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提醒了我：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ve	got	

to	get	out	of	 the	boat!（如果你要行在

水面上，你就必须要动身离开船）。

	 “船”代表已知、安全和安逸；	

而“海”代表未知、风浪和危险。读了

这段经文，我觉得		神让我自省：我的“

安逸船”是什么？神要我行在的“水

面”是什么？我在	 神的面前安静，心里

头却很清楚答案。我的“安逸船”是《

青溪》，是教导主日学。我已经掌舵《

青溪》十年了，写作和编辑是我喜爱和

轻易胜任的事奉；而教导进深栽培课程

的主日学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分析

它们的共同点是“处事多，处人少”，即

我不需要处理太多的人事，只要邀请人

写稿，把文章编辑好，把课本内容教得

清楚，学生听得明白，我就算是已经尽

责。但是	神借着过去5年在湄公河一带

的短宣体验，清楚地告诉我要站出来，

要我承担更重的担子，去经历 的更丰

盛。去年我终于凭信心踏出船身，竞选

执事，也投身在执事的风浪中。

	 我可以有很多的借口来婉拒		神；

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只剩下

一只耳朵，有时候眩晕会突发。我想到

5年前我们一家去短宣前，设想了许多

的障碍——孩子不能适应当地的天气、

卫生条件、住宿和食物，也不能跟乡村

里的孩子打成一片。但是请大家看看这

些短宣的照片，孩子们拥抱当地的孩

子、与他们玩“老鹰捉小鸡”、教导他们

学英文、与成人配合教主日学等等。原

来我们原先的理由都是我们的假象，都

是我们拒绝踏出“安逸船”的借口。

	 去年9月当选执事后，我开始联络

了好几位华语崇拜的肢体，邀请他们当

委员。也许是过去我曾经拒绝了不下十

次的执事竞选，上帝也让我经历了被婉

拒的滋味。我被10位肢体拒绝了，当第11

位的杨柳姐妹答应我的邀请的时候，我

不禁呼出：“哈利路亚！”

	 是什么原因让弟兄姐妹们拒绝事

奉或进一步的事奉呢？我集合了拒绝

者的回应如下：

•	 我的孩子（或父母）需要我照顾；

•	 我的工作让我无法分身；

•	 我已经有了其它的事奉；

•	 我很满意我目前的事奉，不想再有其

它的；

•	 我害怕不能胜任；

•	 让别人去做吧！

•	 执事、委员要开很多的会议，花很

多的时间，还有许多的代价；

•	 领袖常常会被人误会和伤害

	 家庭与事奉的平衡，一直以来都

是很棘手的问题。25岁至30岁的肢体，

忙着恋爱；30岁至40岁的肢体，为着小

孩忙碌；40岁到50岁的肢体，为着事业

打拼；50岁到60岁的肢体，都需要花时

间照顾年老的父母；而60岁以上的肢体

则必需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看到

许多以前非常热心事奉主的肢体，一旦

有了孩子以后，不但事奉减少了，火热

的心也冷了，生活的中心是孩子，事奉

的大前提也是孩子的照顾。每个家庭

的状况不一样，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只能求	 神按着 的心意，感动这些弟

兄姐妹。去年的门徒深化讲座的主题讲

员萧寿华牧师就为《家庭与事奉的平

衡》这个课题给予非常好的提醒：

•	 萧寿华牧师：“谁是你和上帝之间

的第三者？”“谁是拦阻你经历		神

的第三者？”	

•	 萧寿华牧师：“不让责任掩盖了爱			

神的心”	

•	 德兰修女：“最终关键的不是你与

他的事，而是你与	神的事”；	

•	 萧寿华牧师：“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sacrifi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aith”“凭信

心做合宜的时间分配”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或我们

的工作，是我们与	神之间的第三者吗？

但愿萧寿华牧师的话能够在你的心中

起激荡，引起你的反思。

	 让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

的牺牲——舍弃尊荣、降卑、被误会、

中伤、出卖、为罪人舍命。我们都知道

事奉	 	 神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但

是我们的“当尽”有做到“牺牲”的程度

吗？什么是为事奉而“牺牲”？难道我

们在自己的“安逸船”内事奉		神就是“

牺牲”吗？我们在自己的条件内事奉		神

就是“牺牲”吗？很多时候，有许多的弟

兄姐妹对我们说：“我只要做这个，不做

这个”“我可以帮忙做，但是不要开会”

，这些都是“牺牲”吗？主耶稣无条件

地为我们牺牲这么多，为什么基督徒却

用许多的条件回应 ？在我的诠释中，

牺牲等于舍弃、不讲权益和条件、不比

较、没有的还付出、多走二里路、为主受

苦。请看这张照片，这位湄公河一带的

弟兄是一位散工，工作收入非常的不稳

定，家里有6个孩子嗷嗷待哺；但是他却

因为看见	 	神的需要而把他家里一块原

来打算养猪的地腾让出来，用作团契聚

会的场所。再看另一张照片，这位弟兄

收养了40位孩子，当中有些是孤儿，有

些是乡下农村父母们送来寄宿的，他供

养这些孩子，为了更大的目的——传福

音。对我来说，这些才是牺牲。

	 事奉	 神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也

会遇到挫折：性格冲突、配搭协调、意

见相左等等。事奉的人更会遇到误会

和伤害。我们的主不是被同乡、同伴还

有事奉的群众误会和中伤吗？萧寿华

牧师提醒我们：“为教会付代价，为弟

兄姐妹受苦”，我要加上的是“拒绝做

容易受伤的人”，不要轻易就受伤害，

甚至埋怨、赌气、失望和放弃。大家谨

记我们是为	神而作，事奉才能持久。固

然，我们的个人灵性操练不可少，每天

要与	 神亲近，要从 的话语中支取力

量。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时——诸如人

事冲突、被误会和中伤——我们更要定

睛在	 	 神的身上，要不然我们就会像彼

得一样，看见风浪而害怕，险些沉入海

中。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的		神在掌管一

切， 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我们

从中经历 的恩典，从事件中成长。

	 图表上显示我们在2004年做的

华语崇拜事奉调查报告。当年受调查

的肢体有246位，当中有134人没有或

只有一样事奉，占了55%；而47人有3项

以上的事奉，占了19%。这项调查结果

吻合了教会80：20的事奉法则，即百分

之20的人在服侍百分之80的人。14年

后的今天，我们的崇拜出席人数少了，

孩童和老人多了，我们的事奉情况会有

改善吗？我们该怎么突破教会80：20

的事奉法则？恐怕只有从你我开始。

	 目前我们在2018-2020年的执事

人选仍然有空缺。委员会内，布道部和

跟进部由全华弟兄兼任，生命小组部

和关怀部由美华姐妹兼任，这些部门涉

及的范围很广，工作也很繁重。而我也

在不得已中兼任了培育部。步入2019-

2020年当中有些委员会卸下他们岗位，

包括儿童部、布道和跟进部。除了这

些，我们也需要成人部和儿童部的主日

学老师。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出来分担事

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会更轻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回应是

什么？我邀请你在	 神的面前思考下列

的问题：

•	 你愿意更深的经历			神吗？	

•	 你的“安逸船”是什么？你愿意踏

出你的“安逸船”吗？	

•	 你愿意凭信心做合宜的时间分配，

为上帝做出进一步的委身事奉吗？	

•	 你可以为主耶稣“牺牲”什么？	

•	 不要停留在目前的状况，要更深的经

历 神；

•	 突破安逸的领域，进入更精彩的行走；

•	 不断调整，始终专注在 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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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主以前，我的生命里面几乎

没有任何信仰。我出生在一个佛

教家庭，但是我的父亲却很少给

我们个人灌输佛教信仰，所以在我

的思维里，很大程度上都不信仰

任何宗教。在我生活中的大多数

层面，我的生活信念是发现和发

挥自己的长处。对宗教信仰，我打

从内心深处没有好感；但是在内心

深处，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漫无目

的，时常觉得太累，在遇到困难的

时候就退缩了。我渴望确知生命的

目的，渴望有导向的人生。

	 读中学时，因为不想加入传统

的学生军和学生警察的制服团体，

我加入了少年旅（Boys'	 Brigade）

作为课外活动。后来我才知道，少

年旅源自基督教信仰，主要是倡导

扩展基督的国度，与培养青年基督

徒的顺服、尊重、纪律和自爱。我

相信这是上帝幽默的安排。由此，

我第一次参加了教会活动，也开始

喜欢上教堂里的圣诗，当时对自己

的“喜欢”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

觉得自己脑筋是不是出了问题。后

来因为我没有持续参加教会活动，

我的信仰生活也告一个段落，直到

遇见我现在的妻子。

	 妻子当时是我的同学，我们之

间的感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和挑战，

最终两人才能喜结连理。妻子是基

督徒，常常去教会做礼拜，生了小

孩后也仍然风雨不改地带孩子上

教会。为了陪伴她，和让我们的孩

子参加主日学，我也跟着他们开始

固定地参加教会活动。但是我知道

自己去教会的动力是陪伴家人，本

质上我还不是基督徒。就这样，十

年过去了，我在信仰的边缘徘徊。

	 直到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参

加主日崇拜，坐在我旁边一位名叫

Flora的姐妹觉得我有些面生，就

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崇拜。当

她得知我来了教会接近10年，但仅

仅是陪太太和孩子来，还不是基督

徒的时候，她就建议我去参加《信

仰探讨课程》，因为那是专门为对

基督信仰有兴趣的朋友预备的。巧

合的是，那时尽管我还有许多恐惧

和忧虑，内心却有要进一步了解基

督教信仰的感动。在《信仰探讨课

程》中，灏泓弟兄、美玉姐妹和伟

安弟兄给予我许多鼓励和支持；这

驱动我继续参加《成长八课》，由

婷晖姐妹督导。在这些老师、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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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一次的访宣，
你们心中最担心惧怕的是什么

呢？”这是今天早晨耀光弟兄在带

领灵修时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这一批从南方狮城

（Singapore）的客人正在泰国中部

的狮城（Singburi），为的是探访我

们的宣教士黄英杰牧师和阿侬。团

队的队员就包括了耀光夫妇、琦勇

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还有我的一家

四口（太太、儿女和我）。

	 耀光弟兄接着分享说：“自小

语言表达就是我的致命伤。我不

但华语说得让听者满头雾水，就

连广东话也说得‘麻麻地’。因此

对于要参与到说泰语的泰国访宣，

心中难免有说不出的担忧。”

	 琦勇弟兄也回应道：“当耀贤

邀请我一家来泰中时，我心中其

实有许多的顾虑与考量，担心尚

年幼的女儿Kayla是否能够适应，

自己忙碌的工作行程是否会影响

团队的预备工作，也害怕自己到工

场上去毫无建树、甚至帮倒忙。”

	 感恩我们的泰中访宣队的队友

们的坦诚分享，更感恩的是虽然透

过筹备与培训期间的装备与分享学

习，还有彼此之间展现的无私同工

精神，逐渐地舒缓了各自心里的疑

虑。然而神却要透过今天海外基督

使团（OMF）泰中团队的年终圣诞

祷告聚会给我们更完整的答案。

	 今早来到这个来自世界各地

的宣教队伍聚会当中，我们看见宣

教士们选择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

环境而离乡背井，当中有些还带着

尚年幼，甚至还在襁褓中的孩子，

来到这个异乡，学习这里的语言和

文化，为的是要将	 神的爱与福音

带给这里的人。不但让我们由衷

敬佩，也让我们反省自己对于参与

访宣的重重顾虑，相较于他们长

年不间断的摆上而显得微不足道

了。我们都很开心及感恩能有机会

来到他们当中来认识他们。也感谢		

神让我们能服事这些在前线为主

开拓福音事工的宣教士，为他们看

顾他们的小孩，让他们能全心地

投入参与祷告会与小组分享。

	 今天的服事对我们来说其实

是为了接下来几天到当地人当中

服事的热身预备。我们与宣教士

及孩子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能自

由地沟通，甚至在游戏当中还教导

他们Singlish（新加坡式的英语）

。我们感恩看见孩子们在《诺亚方

舟》布偶剧中与我们的互动，特别

是在制作布袜动物的过程里，看

见他们的用心与创意。至于美卿

传道与我太太，则是寻回了她们

初为人母的情怀，献上她们的双

手与怀抱来照顾几个幼儿。她们

在回程途中的反馈简报里，除了分

享自己的学习外，另一个共同的回

应就是收获了一身的疲累与酸痛

的双手，由衷地感谢她们。

	 回程在客车上，我们一路分

享今天的学习点滴，我也回想起今

早耀光弟兄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

音》第28章2-5节的经文时说：“有

些事情我们在头脑上都懂，但心中

其实还是胆怯的，就如那些妇女，

明明是要去寻找耶稣，但心中还是

不确定，有些惧怕。”而你我在目

前的人生阶段境遇当中，还在惧

怕些什么呢？我们又是否全然坚

信	 神会带领我们这一生，直到我

们再见 的面呢？女儿Dawn和儿

子Shawn今早在被问及害怕些什么

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害怕飞行。我还

记得昨天当飞机遇上微微的气流，

坐在我身旁的Shawn突然紧紧抱

住我的手臂，然后对我说：“爸，有

turbulence！有turbulence！”

	 你 我 身 处 在 这弯曲悖 谬

的世代中，肯定会感受到人生

中的turbu lence（气流）。遇到

turbulence时我们是否会时时呼

求主，紧紧地跟随倚靠	呢？若在泰

国，主耶稣肯定会轻柔地以泰语安

慰我们：“孩子，卖冬瓜！”

注：泰语“不要害怕”（Mai	Torng	

Glua）的语音与华语的“卖冬瓜”

非常相近。这是我们的最佳泰语

老师可丽与以期教导我们泰语时

的窍门。

2017年12月7日于泰中Hang	Nam	Camp

云彩的见证原著：蔡国威 7译文：张鹏、夏立珺

和朋友的关怀下，我最终接受了耶

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并且为自

己是基督徒感到开心。我发现在基

督信仰里面，我内心有一种平安和

舒适。尽管我是一个罪人，很多地

方都不完美，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

我总是被 的关心和爱包围着。

	 然而信主后，我的生活没有

一帆风顺，反而令我觉得艰难。我

不知道原来基督徒每日应该有灵

修、祷告、花时间读《圣经》、甚至

要写这篇见证；原来基督徒的祷

告有许多的内容和层次。我自认自

己的弱点是在时间上的管理，要

每日灵修是极为困难的事。我必须

一步一步地改变，重新调整生活

的优先次序，刻意预留时间给上

帝与 亲近。尽管我的生命没有

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仍旧有“老

我”的出现，但是我现在清楚上帝

是我的依靠， 接纳我的软弱和

失败，并容许我在软弱和失败中

成长。我交了新朋友，加入了生命

小组，更明白我生命中有更伟大、

更超然的使命。

	 我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不再

是在信仰边缘徘徊的人！

踏上短宣路 林耀贤

泰
中
家
庭
访
宣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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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赞美飞扬

（闽南语）

阿母的头毛

是上帝化妆的手

少年胭脂点粉水当当

老来头毛苍苍白炽炽

咱姆通给伊嫌

伊的头毛是上帝化妆的手

阿母的头毛

是上帝爱疼的手

经过多多艰苦的日子

时间拢总写在头毛顶

咱 通给伊嫌

伊的头毛

是上帝爱疼的手

啊！阿母的头毛

是上帝互咱大汉的纪念

咱 通给伊嫌

上帝要咱给伊惜命命

（中译）

母亲的头发

是上帝化妆的手

年轻时胭脂搽粉美娇娘

老来头发苍苍泛白霜

我们不可嫌弃她

她的头发是上帝化妆的手

母亲的头发

是上帝疼爱的手

经过多多艰苦的日子

时间全都写在头发上

我们不可嫌弃她

她的头发

是上帝疼爱的手

啊！母亲的头发

是上帝给我们做儿女的纪念

我们不可嫌弃她

上帝要我们珍惜尊贵她

	 小时候，我常为我母亲拔白头发。

	 那时母亲对着小镜子梳着头

发，看着看着就拉着嗓子对我叫：“

幺仔，来！帮阿母拔白头发！阿母

待会给你饼干吃。”然后我就拿着

黑色的小夹子帮她除掉她的烦恼

丝。“哎呀，要死啦！你怎么把黑头

发也拔出来！”阿母吆喝着。

	 现在母亲不拔白头发了。她的

头发，已经全部发白，稀稀疏疏，可

见到头皮。于是我了解到，当一个人

不再拔白头发、染发烫发，就是已经

接受了事实，投降了岁月的摧残。母

亲，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容颜，又或

者说，她已经失去了在乎的能力。

	 那一天我心血来潮，为行动不

便的母亲梳头发。母亲半躺在躺椅

上，眯着眼在休息。“阿母，我来给你

梳头发。”母亲把她的视线从梳子转

到我的身上，她的眼神涣散，始终没

有表情，也没有回应。黑色的梳子从

她的发中轻轻地溜过，炫耀了梳子的

黑，也凸显了头发的白。宽大的梳齿，

因为头发的稀疏，显得更为宽大。

	 “阿母，你头上什么时候长了

个疙瘩？”我手中的梳子停留在疙瘩

上。我知道母亲已经失去回答的能

力。我努力地在过去的记忆中寻求

解答，却发现当中有太多的空白。

	 “阿母的头毛，是上帝爱疼的

手……”我将脸颊贴在“上帝的手”	

轻轻地哼着这首歌。

	 在我毫无防备下，母亲用她颤

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急忙转过身，凝视着她。一

霎那间，我百感交集，手中的梳子“

啪”的一声跌落在地，隐约中夹着一

丝白头发……

天韵诗歌

作词：郑金川

作曲：廖雅慧

参考经文：箴十六：31、弗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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