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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尋得早年兩首頌讚母親的詩歌,<母親的光輝> 

和<寒衣曲>的歌譜, 其語句親情真摯、深刻動人! 

今逢「母親節」,在“家訊“刊出 

與大家共同分享和欣賞! 

 

        母親的光輝 

母親的光輝, 好比燦爛的旭日, 永遠地, 

永遠地照著你的心; 母親的慈愛, 好比 

和煦的陽春, 永遠地 , 永遠地照著你的 

身。誰關心你的飢寒;  誰督促你的學

業? 只有你偉大慈祥的母親。她永不

感到疲倦,  她始終打起精神,  殷殷地

期望你上進,  她為你嚐盡了人生的苦

辛。她太疲勞了,  你不見她的額上, 已 

刻上一條條的皺紋!  世界上唯有母親 

者,  是最辛苦的

人。可是你怎

樣報答母親的

深恩! 

 

 

              寒衣曲 

(第一段) 寒風勻勻,  冷雨凄凄,  鳥雀無聲人寂寂。織成

棉布, 斟酌剪寒衣。母親心理 ,  母親心理,  想起嬌兒没

有歸期。細尋思, 小小的年紀,  遠別離。離開父,  離開

母,  離開兄弟姊妹們,  獨自行千里。難記! 難記! 腰圍粗

細？身段高低？ 尺寸無憑難算計。望著那剪刀空著急, 

望著那尺兒無憑依,  望著那針兒只好嘆氣,  望著那線兒

没有主意,  没有主意。記起!  記起!  哥哥前年有件衣,  

比比弟弟。 

(第二段) 琴聲韵韵,  笑語吟吟,  課罷

歡愉歡不盡。綠衣人來,  送到包和

信。仔細看清,  仔細看清,  看罷家書

好不歡欣。是母親送來的新衣寄遠

人。 一千針,  一萬針, 千針萬針密密

縫,  穿來暖又輕。對鏡!  對鏡!  不短

不長, 不寬不緊 , 新衣恰好合兒身。

穿起了新衣不離身,  穿起了新衣記

起了人。記起了人兒眼淚零零,  記

起了人兒不能親近, 不能親近。親

近!  親近!  且把新衣比愛親,  親親母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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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旅行嗎？有人遠征至北歐寒天凍地之處，有人足

踏非洲黑暗大陸；或乘飛機或搭遊輪，個人選擇自己

心所嚮往的地方“到此一遊”，好不令人羨慕。多半

的人，喜歡去有名的地方，或者是多數人說好玩美麗

的景點，但是不論去哪都有個名字，總是短暫的，不

至於像以色列民在曠野漂流四十年。這四十年的漂流

以色列民常做的事就是“發怨言”，一會兒沒水，一

會兒沒肉，常嘆不如歸去。又小看自己如蚱蜢，又挑

戰領導者的權威，各種狀況沒少發生，也因此產生好

多奇怪獨特的地名，有些地名甚至蠻恐怖的，來看看

這些地方吧。 

1． 他備拉：因為耶和華的火燒在他們中間。眾百姓

發怨言, 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耶和華聽見了

就怒氣發作, 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 直燒到營的邊

界。（民11：1） 

2． 基博羅哈他瓦：就是貪欲之人的墳墓，因為他們

在那裡葬埋起貪慾之心的人。（民11:34）話說以色列

民因為天天吃

嗎哪，就抱怨

食無肉，無黃

瓜、韭菜，不

如歸去回到埃

及為奴。就有

風從耶和華那

裡刮起，把鵪

鶉由海面刮

來，百姓起來，終日終夜，並次日一整天，捕取鵪

鶉，為自己擺列在營的四圍。肉在他們牙齒之間，尚

未嚼爛，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用最重的災殃

擊殺了他們。那地方便叫做基博羅哈他瓦：就是貪欲

之人的墳墓。 

3． 瑪撒, 〔就是試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 〔就是

爭鬧的意思〕。會眾沒有水喝, 就聚集攻擊摩西、亞 

倫。百姓向摩西爭鬧說: 我們的弟兄曾死在耶和華面

前, 我們恨不得與他們同死。你們為何把耶和華的會 

 

眾領到這曠野,使我們和牲畜都死在這裡呢。你們為何

逼著我們出埃及, 領我們到這壞地方呢．這地方不好

撒種、也沒有無花果樹、葡萄樹、石榴樹、又沒有水

喝。百姓沒有水喝, 所以與摩西爭鬧說:「 給我水喝

罷!」摩西說:「你們為甚麼與我爭鬧？為甚麼試探耶

和華呢？」。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百姓怎樣

行呢, 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手裡拿著你先前擊打河水的杖, 帶領以色列的幾

個長老, 從百姓面前走過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裡

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 從磐石裡必有水流出來, 

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

了。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就是試探的意思〕又叫

米利巴,〔就是爭鬧的意思〕因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

們試探耶和華, 說:「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 

 

不知道去以色列的旅行團有沒有安排這樣的行程，走

一趟以色列民在曠野漂泊的行程看看貪欲之人的墳墓

（基博羅哈他瓦），看看被耶和華的火燒過的地方，

好提醒我們不要隨便發怨言。 

1. 當我們知道, 通過基督我們被一位完美、聖潔 

  的神完全接納時, 我們會受寵若驚, 徹底降服。 

2. 順服神可能很難, 但當我們仰望十字架, 認識 

  神出於愛為我們所作犧牲時, 它變得很容易。 

3. 我們的禱告不需要多麼生動或令人欽佩, 神最 

  珍視的是我們內心深處的真實渴望。 

4. 當我們謙卑地祈求神幫助我們得勝不滿情緒時 

  , 聖靈的喜樂會通過我們流動。 

5. 當我們處於困苦中仍可以喜樂, 因為這是我們 

  可以結出果實的一個寶貴的機會。 

6. 接受神無條件地愛我們本身, 這可能是人生中 

  最艱難的任務之一, 但聖經反覆地向我們保証 

  , 這是真實的。 

7. 雖然失望是不可避免的, 但基督的愛與我們同 

  在, 當生活把我們壓倒時, 耶穌會將我們扶起。 

 

 

黃 

奇特的地名 
趙國英 姊妹 

基督徒勵志的話 主篇 



 

 

 

 

 

 

1935年的冬天，是美國經濟最蕭條的一段日子，這天在

紐約市一個窮人居住區內的法庭上，正在開庭審理著一

個案子，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

衣衫破舊，滿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他

因偷盜麵包房裡的麵包被告上了法庭。法官審問道：

「你確實偷了麵包房的麵包嗎？」老太太低著頭囁嚅地

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確實偷了。」法官又問：

「你偷麵包的動機是什麼？是因為飢餓嗎？」「是 

的。」老太太抬起頭，兩眼看著法官說道：「我是飢

餓，但我更需要麵包來餵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 

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餓

死，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聽了老太太的話，旁聽

席上響起嘰嘰喳喳的低聲議論。法官敲一下木槌，嚴肅

的說道：「肅靜，下面宣布判決。」法官把臉轉向老太

太：「被告：我必須秉公辦事執行法律。你有兩種選

擇：「處以十美元的罰金或者是十天的拘役？」老太太

一臉痛苦的表情，她對法官為難的說：「法官大人，我

犯了法，願意接受處罰，如果我有十美元，我就不會去

偷麵包，我願意拘役十天，可我那三個小孫子誰來照顧

呢？」這時候從旁聽席上站起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

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說道：「請你接受十美元的判決。 

說著，他轉身面向旁聽席上的其他人，掏出十元，摘下

帽子放進去說：「各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迪

亞，現在請諸位每人交五十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

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

養孫子的城市。」按理說，一個老婦人偷竊麵包被罰

款，與外人何干？拉瓜迪亞說得明白——為我們的冷漠

付費。他告訴我們，人和人之間並非孤立無關的，人來

到這個世間，作為社會的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

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也有精神

的契約。在法院裡法官當然是要依法辦案，這是他的公

平、公正和正義。但也不能沒有這份精神的契約, 它代

表了神的憐憫。 

 

早在主前六百多年神就藉由先知彌迦說到為人處世的準 

 

則「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

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迦6:8)。但是在那個時代人們倒行逆施離棄

了神的教導，違背了神的旨意。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不得溫飽。官商勾結，共謀私利，欺詐謊言遍佈全國。

民中已無公義正直的人。神的咒詛和懲罰藉著先 

知的口來到以色列國，以色列南北兩國都難逃其害。耶

和華神按照兩國惡貫滿盈的時間先後的滅了北國和南

國。北國滅於西元前 722 年，南國滅於西元前 587 年，

這彰顯了神的公義。但是餘民被擄後七十年神又帶領百

姓回歸到聖城耶路撒冷重建城牆和聖殿這彰顯了神的憐

憫。以色列百姓屢次的悖逆，多次的被罰，也屢次的被

拯救。猶太人的歷史一再地輪迴直到現在也難脫其咎 

。神愛猶太人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因為他們是神的

選民有神的應許，他也確實受到無比的摧殘和痛苦。這

讓歷史見證了神的公義和憐憫，這是神的屬性，也是要

人遵守的屬性和教導。為了要達到神的屬性，祂不能把

有罪的當成無罪全都赦免而不擊殺罪人，但祂又愛世

人。面對著公義公正而又要有憐憫，這對一般審判官而

言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不是每一件案子都能如紐約拉迪

亞市長緩頰能夠有

面面俱到的判決。

但是神做到了，但

也為這件事也附上

了很大的代價。不

像是紐約市長附上

美金十元的代價，

而是附上了祂獨生子主耶穌基督的生命，約翰福音第三

章十六節「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

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耶穌基督為了開脫我

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在祂最後一口氣說「成了，便

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約19:30。這是說祂同時成

全了兩件事–神的公義和對人的憐憫，人的罪也終於在

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赦免。但這並不是所有人的罪都可以

獲赦免，這是有選擇性的，只有相信祂的人，罪才能獲

得憐憫赦罪。和祂無關的人他的罪並不能獲得赦免。這

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我們相信神遵主的話而行，就成了

神的子民。祂自然會特別照顧，就像當年的選民以色列

人一樣。所以我們這群蒙恩信主，能遵主話而行的人是

多麼的幸福和幸運。在神的公義下我們有著神的憐憫可

以無條件的進入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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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和憐憫 

陳聰榮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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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 當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以弗所書6:2) 

• 你母親在那裏為你劬勞;生養你的在那裏為你劬勞。(雅歌書8:5) 

• 當孝敬父母; 又當愛鄰舍如同自已。(馬太福音19:19) 

• 作兒女的,要凡事順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裏是可喜悦的。(哥羅西書3:20) 

•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指教。(箴言1:8) 

 

在3月31日趁春暖花開的季節，教會在主日崇拜結束，下

午四時，舉辦Powder Canyon 登山健行活

動，來回4公里，約4小時路程，總共有16

位弟兄姊

妹共襄盛

舉。這活

動不僅可

以增加大

家情感的

交流，還

可以藉此機會走出郊外活絡

筋骨，增進身體健康，又可

沿途賞花踏青、放鬆心情、磨練意志力、增加信心，是絕

佳的戶外活動。 

 

我們一夥在下午四 時，從羅蘭

崗公園進口處出 發。感謝主

賜給我們合宜的天 氣，可説和

喣春風、風和日 麗，大家興

緻勃勃、精神煥發 踏步起程。

由於正逢花開季節，加上今年雨水豐沛，迎來沿路盛開櫻

花、桃花、杏花，五彩繽紛、百花爭豔、千姿百態、美不

勝收，令人陶醉在嬌艷芬芳的世界裏。剛開始都是上坡

路，的確對我們這些上了年紀是有點吃力，上氣不接下

氣，但大家表現出老當益壯、堅毅不拔的精神，奮勇向前

邁進。沿途大家談笑風生，到處找景點拍照，留下甜美的

回憶，盡情呼吸清新的空氣，感受爽勁的山

風。終於爬到山頂，大家興奮不已，有登峰造

極之感。我們眺

望俯視聖蓋博山

谷，真是遼濶壯

觀、一覽無遺，

美景盡收眼底，

令人心胸豁然開

朗，而連綿的山

脊上也由原本光禿禿的變成

綠油油的一片，綠意盎然。下山就輕鬆多了，大家心情愉

快、笑容滿面，滿了成就感，無限的樂趣盡藏心中。很快

我們回到出發點，大夥都已飢腸轆轆，不能再忍，全體聚

集在「食全食美」臺灣美食餐廳，大快朵頤、飽餐一頓，

結束這難忘又有意義的活動。人生就像登山一樣，很多時

候，遙看目標，似乎高不可攀，其實每向前走一步，我們

也就距離目標更進一步。一座

山就如主耶穌基督是我們仰

望、追求的目標。雖然主的道

路，也是那麼狹窄艱辛、崎嶇

不平，我們還是憑著信心、真

誠、和勇氣往前邁進，最終爬

到山頂，達到目標，我們就是

得勝者，有份於神的榮耀。 

Powder Canyon 

 

教會登山健行活動 

楊榮國 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