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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嚴肅令人敬畏，但又慈詳和藹的父親，離開我們

已有三年多，到了那遙遠的地方，感嘆「樹欲靜而風

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對父親濃厚的思念永恆不

渝，他的音容、身影永遠深植在我腦海中難以忘懷，

也經常在夢中與他相見，每次醒來總是熱淚盈眶、泣

不成聲。今逢父親節又加倍我思念之

情，如今他在天上與主耶穌共度父親

節而且又有母親陪伴在身邊，是何等

榮耀和快樂。爸爸父愛如山、情深似

海，在這裏我懷著無限感恩的心，真

誠的向您説一聲：「父親節快樂！您

永遠是我最偉大，最敬愛的父親。」 

 

父親從小與耶穌一樣在木匠家庭出生

成長，在環境薰陶、耳濡目染下也精通製造木器各種

家具成品如書桌、書架、衣櫃...等等，家裏生意繁忙

時也經常幫忙趕工甚至通宵達旦，隔天大早還要帶著

惺忪的睡眼去學校上課。在那種艱難辛苦的環境下，

父親憑著他堅強毅力、寒窗苦讀，終於考上師範大學

音樂系第一屆，以當時窮鄉僻壤的苗栗鄉下能考上大

學是何等光宗耀祖的事。父親一輩子全心全力獻身教

育界，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工作，辛

勤教學、孜孜不倦、鞠躬盡瘁，從老師直到擔任校長

退休近達四十年之久，可説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

也培育出無數英才，深受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可謂

卓越的教育家。 

 

父親對我們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視且嚴謹，不僅對我

們學業功課辛勤教導，尤其身為老大的我，更是嚴厲

有加，可説望子成龍心切。對我們處事作人也諄諄教

誨。父親為了我們有光明美好的未來，竭盡心血，不

惜付出一切代價，紛紛把我們每一個人送來美國留

學，如今個個雖稱不上功成名就，但也都學有所成，

成家立業，而且還子孫滿堂，可以説滿足了他的期望

和心願。對父親的養育之恩，我們永銘在

心。 

 

父親在我們心目中是一個非常正直嚴肅、

認真負責、而且忠厚善良、充滿愛心、風

趣幽默，令人可敬可佩的長者。值得慶幸

的，在他八十歲左右，因著對主耶稣的

「心裏相信、口裏承認」，他終於接受耶

穌為他的救主，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並曾經在我們教會聚會一陣子，後來搬到北加州繼續

過教會生活。他熱愛主耶穌，並堅守他的信仰，定時

到教會主日崇拜，並勤於參加查經班，也經常藉著神

的話來訓勉我們，直到主帶領他走完晚年歲月。我們

有這位優秀的父親感到莫大的自豪和驕傲，我們也會

以父親為榜樣，作一位忠實、蒙 神喜悅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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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背影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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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日6月16日是父親節。這是一個慶祝天下偉大的

父親的特別日子，讓我們向自己的父親、祖父和生命

的師傅致敬。特別對於父親是基督徒的朋友來說，通

過地上的父的無私的愛與犧牲，就更加體會到天上的

阿爸父神對孩子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永不止息的。 

詩篇103: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

的人。 

申命記 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

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

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

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以弗所書 6: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

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詩篇127:3-5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

賞賜。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

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

羞愧。 

出埃及記 20: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

的地上、得以長久。 

創世記 18:19 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

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

了。 

箴言 23:22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 

箴言23:24 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

他歡喜。 

箴言3:11-12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

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

喜愛的兒子 。 

 

 

 

         古代感恩父親的詩句 

 

1. 斜暉脉脉水悠悠, 腸斷白頻洲。温庭筠 <夢江南> 

2.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 自難忘。千里孤墳, 

   無處活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 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 正梳妝。相願無言 

   , 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 短松 

   岡。蘇軾<記夢> 

3. 莫道不銷魂, 窗卷西風, 人比黃花瘦。李清照 

   <醉花明> 

4. 一夜思親淚, 天明又復收。恐傷慈母意, 暗向枕邊 

   流。周淑然<憶其亡父> 

5. 雲母屏風燭影深, 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 

   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隱<嫦娥> 

6. 年年春日異鄉悲, 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 

   上, 斷腸烟柳一絲絲。韋莊<江外思鄉> 

7. 山一程, 水一程, 身向榆關那畔行, 夜深千帳灯。 

   風一更, 雪一更, 聒碎鄉心夢不成, 故園無此聲。 

   納籣性德<長相思> 

8. 嵐霧今朝重, 江山此地深。灘聲秋更急, 峽氣曉多 

   陰。望闕雲遮眼, 思鄉雨滴心。將何慰幽獨?賴此 

   北窗琴。白居易<陰雨> 

9.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蜡     

   燭,輕烟散入五侯家。韓翃<寒食> 

10.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凈-沙秋思> 

黃 

 
父親節贊美祝福天下的父親 

祝福父親的聖經經文  古代感恩父親的詩句 

活在天父的愛中 



 

 

我和Bobby結婚四十年，育有一子一女，大女兒還未出

生，不知她是男是女，想為她先取個名字，但一直沒

有靈感，直至有一次在崇拜唱〝主是我萬有〞這首詩

歌，看到歌詞中有〝天樂〞這個詞語，我們都覺得這

個詞語很有意思，有天天都快樂和有屬天的喜樂的含

義，而且〝天樂〞這名字都很中性，不拘男女，於是

大女兒就取名〝天樂〞。三年多後再生小兒子，做爸

爸的對兒子都有期望，Bobby的中文名字〝強〞其右下

有個〝虫〞字，Bobby想兒子就算不能成龍，也不想他

成虫，於是就將〝強〞右下的〝虫〞除去，變成

〝弘〞字，於是小兒子就取名〝天弘〞。父母對兒女

的期望，多少可從他們的名字略知一二。 

 

三年前天弘結婚，在婚禮上感謝爸媽的環節中，天弘

分享爸媽如何照顧他們姊弟二人，他覺得爸媽很了不

起。至於當年批出移美通知，我為着兒女們的學業，

在我英文不大好和不懂開車的情况下，毅然決定帶兩

個兒女先移居美國，他看見媽媽因着他們姊弟的緣故

而願意獨自在美承受人地生疏的壓力，因而覺得媽媽

很了不起, 說着說着他眼淚泛光了。回想起來，這三

十多年來，我這個做媽的真不容易做，天弘未滿一歲

不只生麻疹，還生了怪病，两顆腎都生了許多小粒，

醫生說六個月大的嬰兒就生腎石，這情况很少見到，

最壞情况會影响腎功能要換腎，但這麽小的腎臟很難

找到，當時我們很担心，感謝神，藉着教會弟兄（他

是私人執業醫生，但曾經在香港公立的聯合醫院做駐

院醫生）介紹他昔日的舊同事給我們，他寫了一封介

紹信，叫我們大清早去醫院兒科病房等，我們從來沒

有見過她，祇有留意看每個經過的醫生胸前的名牌，

最終看到是對的了，就上前向她遞上介紹信，情況好

像古時攔途告狀一樣。於是以後我們就帶天弘給她醫

治和跟進，初期覆診次數很頻密，當時天弘還是嬰兒 

，而香港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都很長，每次覆診都要大

半天，而且醫院離家頗遠，有時我獨自揹着去覆診都 

 

很辛苦，到他會走路時我更要在醫院跟着他四處走。

天弘曾因腎石粒排出而阻塞尿道必須要住院，每次都

要長途跋涉去看他，看完他離開時，他哭，我也哭，

感謝神天弘两歲時腎石完全排出了。 

 

四年前天樂再婚，在她的婚禮上，她含淚謝謝爸媽在

她最艱難的日子給她的幫忙和支持。回想十年前女婿

突然猝死，看着她們孤兒寡婦，我真是心痛，既要留

意天樂的情緒，又要照顧兩個月大的孫女，日子真是

難過，現在十歲的孫女和我的感情就像兩母女一樣。

記得女婿去世的初期，香港電視台播放名為「當旺爸

爸」的電視劇，內容是講述一位爸爸當自己的女兒遇

到挫折時，他如何想盡辦法暗地裏幫女兒，劇情有笑

有淚，當時我看得很有共鳴。這部電視劇的主題曲其

中一句〝當你遇到挫折誰會心痛？〞答案是爸媽，你

們說是嗎？ 

 

曾經聽一位牧師講道提到：〝兒女小時，父母要手到 

，兒女長大後，父母就要心到。〞意思就是說兒女小

時，做父母的要用手來照顧兒女，但當兒女長大後，

做父母的就要放手，多用心來為兒女禱告，而最重要

的就正如聖經箴言22：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當兒女從小認識神，信

靠神，長大後就能面對逆境，父母的心願是希望為兒

女擋風擋雨，但有時我們都是有心無力，唯有把他們

全然交託那賜人平安的上帝，就是最安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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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易做 

馮吳瑞莉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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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祁求、和感謝。(腓立比4:6) 

• 這事藉著你們的祁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腓力比

1:19) 

•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以弗所1:23) 

• 凡自高的, 必降為卑; 自卑的, 必升為高。(馬太23:12) 

轉載華裔藍球名將林書豪勇奪美國職業藍球賽 

東區冠軍, 與加拿大華人青年分享如何在基督 

裏找到身份的認同(identity), 「把愛傳給人」  

 

連續多年回台灣分享生命見證的NBA台裔球員 

林書豪, 今年在球場上正在學習一項特別的生命 

功課:「坐板凳」。加拿大時間五月24日晚止, 林 

書豪受邀在多倫北華人基督教會分享, 坦然與超 

過3000名會眾談到自己目前擔任「板凳球員」的 

心情。他鼓勵年輕人成為「行動電源」, 把愛傳 

給別人。 

 

成功定義為何 挫折中不氣餒 

 

林書豪所屬的多倫多暴龍隊, 在五月26日在主場 

擊敗密爾瓦基公鹿隊, 獲得東區冠軍, 將與西區 

軍金州勇士隊爭奪今年NBA總冠軍。金州勇士 

隊正好是林書豪加入NBA的第一支球隊, 林書豪 

在Instagram放上開心手持東區冠軍獎盃的照片, 並

寫下:”WE. THE NORTHHHH!!!Grateful to God, all 

the prayer warriors and the crazyyyyy fans! This squads 

full of soldiers!”不忘向神獻上感謝。 

 

在與加國華人青年分享會中, 林書豪問所有人:「 

成功的定義為何?」他提自己的人生遭遇許次低潮, 

之前更因受傷而整季報銷, 也從明星球員變成板凳

球員。他曾向上帝抱怨、生氣, 但這一路走來, 因

著家人和上帝的愛始終不離不棄包著他, 幫助他學

習在挫折中不氣餒, 更確信 神掌管萬有, 凡事必有

神的美意與安排。 

 

林書豪很感恩可以加入多倫多暴龍隊, 如今他初次 

参與NBA總冠軍賽, 「能加入這麼棒的隊伍, 我與 

有榮焉」, 雖然上場時間不多, 從林來瘋首次變成 

坐冷板凳的際遇, 卻也讓他從中有許多新的體會。

他仍充滿喜欒和感謝, 很開心能在場邊為隊友加油

打氣。 

 

追求生命中深層的喜樂—耶穌的愛 

 

在耶穌基督裡找到自己最重要身分認同的林書豪 

, 特別鼓勵年輕人:追求生命中深層的喜樂, 而不只

是表面的歡樂。他不斷強調「付出」和「幫助他 

人」的重要性, 鼓勵大家當「行動電源」, 把愛傳 

給別人。正如現在的他, 無論得時不得時, 都做好 

自己份內工作, 不變的是繼續把愛傳給別人。 

榮耀歸給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