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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雲

    2019年是我們參與愛基
金留守兒童事工在中國農
村的最後一年。我們一行
人在譚品立牧師帶領下，
深入非常貧瘠的四川凉山
山區，探望當地一間小學
的貧困學童。
    凉山州是中國最大的彝
族聚居區——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這片土地孕育
了色彩斑爛的彝族文化，
但礙於地理環境貧瘠，貧
困一直是它難以擺脫的陰
影。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
被界定為深度的貧困區域。
    當時這間小學已經放暑假，
部份學生因為知道我們將會來
探訪的緣故，都留下來沒有回
家去。原來學校離他們居住的
山區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所
以若是他們回家去了，就不會
再攀山越嶺回來。所謂車程，
基本上整個山區迂迴曲折，道
路崎嶇，根本沒有一條踏踏實
實的柏油車路，可以暢順的一
氣呵成開進山內。也許他們就
是這樣被世界隔絕了。
    原來，這所學校是由一位清
貧的彝族姊妹老師，幾經波折
才建立起來的。這所小學名叫
信望愛小學，位於凉山農村偏
遠的山區內。是一所由很多基
督徒募捐而建成的私校。這位
小姊妹，也是這學校的「校長
」，因她的的異象， 感動了很
多信徒。神的靈特別感動了一
位在香港的基督徒商人，就在

他的帶領下，一所充滿着愛的
五層校舍在去年年初被建立起
來。其實，當地山區也有由政
府設辦的學校，可惜水準都偏
低，而且師資參差。即使是免
費教育，但書簿費亦不便宜，
據聞當地農村的孩子很多都不
願意到那𥚃上學去。
    因為山區學校的條件較差，
一般山區學生的成績都比不上
城市裏的孩子。而且，他們多
半不被關注，很多都失去了學
習的興趣。因此，很多孩子情
願留在家裏，下鄉種田割草來
幫補家計也不願上學。而且因
為鄰近雲南毒品種植區，很容
易被引誘吸毒及至販毒。這種
條件和師資參差的情況下，孩
子們亦難以透過教育而脫貧。
日復日的，這裡的貧困情況循
環不斷。一代又一代地活在痛
苦貧困中，周而復始。
    眼見自己的民族活在不能擺

脫的貧困陰影下，這位姊
妹在十多年前開始，在自
己村口一所破爛的房屋內
開始替孩子們補習。而村
內的鄉親父老看見她循循
善誘，都願意把他們的孩
子帶到她那裡學習。
    面對着這位身高不到五
呎的姊妹，娓娓道來她如
何在村內開始她的教學生
涯，及至到她有一天遇上
一位韓國宣教士，帶領她
信主，及後輾轉又認識了
一群外地的基督徒，募捐

建校，一切都恍如電影情節，
在沒有可能中，上帝把一扇又
一扇的門為她打開。
    今天，這所學校已經有600多
名彝族的學生，當中有很多都
是留守兒童，也是一間當地著
名的小學。回想當年，是她挺
著腹大便便的肚，在山區農村
內一戶一戶的敲門，游說爺爺
奶奶們，給他們解釋讀書的重
要，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書簿雜

費，從而
把一個又
一個的沒
有上學的
孩子接收
到學校來
。是神的
恩典，加
上這位姊
妹不遺餘
力，幾年

間不但學生逐年增加，而且成
績斐然。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前
她在那村口破舊房屋內所教導
的幾位學生，已經高中畢業，
還考取了專業老師資格。這位
姊妹從沒有想過，這些年青老
師甘願放下在城裏現代化的生
活和豐厚的待遇，回到這裡承
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原來她
那份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主
耶穌的愛，不經不覺潛移默化
地影響了他們。而我們這群從
北美來探訪的外人，飛越太平
洋，跑進山內，原來是要見證
了上帝的恩手，沒有離開過這
貧瘠之地。
    在這嶄新的學校裏，每天早
上我們把帶來的揚聲器，在廣
闊的操場上播放了詩歌音樂。
我們這群外來老師，包括了年
青10多歲的小伙子到70多歲姊
妹，一同和這一群彝族孩子載

歌載舞。這幾天的天氣，真是
出人意外的風和日麗，清風送
爽。在離開多倫多時我們一直
留意着四川凉山的天氣，天氣
報告預測每天是行雷閃電，狂
風暴雨。奇妙得很，這星期的
天氣出奇的美麗，當地的人說
你們來的前兩星期下雨下個不
停，而且山泥傾瀉啊。
    我們這幾天的活動，由早上
九點開始，到下午四時多才下
課。課程包括英語、科學、衛
生、美術和音樂班。課程排得
密密的，但孩子們卻非常的用
心上課。回想這六年多的留守
兒童暑期班，今年是最舒服最

整潔的一年。以往在河南，山
東，武漢的農村，總是整天汗
流夾背，熱得透不過氣來。神
很幽默奇妙，好像要好好的讓
我們這群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今年的孩子特別乖，天氣特別
清爽，環境特別整潔乾淨。原
來這裡的孩子都要參與清潔衞
生，洗碗收拾，有些更主動幫
手清潔校舍。當我眼見這些孩
子們那細小的身軀，拿着布和
掃把在清潔的時候，這刻我體
會到，他們心裏面是快樂的，
而這所學校就是他們的家，是
他們的盼望和未來。
    學校大樓旁邊正在興建一座
多層高的宿舍和飯堂。因為孩
子們都住得很遠，他們來到學
校入學，都在這裏寄宿的。其
實所謂宿舍，只不過是一間鐵
皮屋裏，放滿一張一张的上下
格床，加上幾扇窗，孩子們就
在這裏生活了。而這裏的老師
就好像成為了他們的父母一樣
，承擔了每天教和養的責任。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十多位老
師要照顧六百多個孩子的起居
飲食，加上每天的功課學習和
教導，身心靈的健康，真的是
任重道遠。當我們有機會去深
入了解的時候，原來這位香港
商人弟兄和一群有心的人，看
見孩子的需要，便捐助興建這
幢磚牆大樓宿舍，建成後可以
讓孩子們不再受鐵皮屋在烈日
40度陽光下的煎熬，及在嚴寒
刺骨的寒冬下生活。
    這裏的幾天課程轉眼就過，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舉辦
了一個快樂的嘉年華會。十多
個超好玩的攤位遊戲，澎湃活
潑的音樂、魔術、面部彩繪、
扭氣球、小禮物... 短短的三個
多小時，也許是這群孩子很久
沒有經歷過的快樂時光。散會
前，我們還把訂來的精美背囊
書包及可愛文具送給每一位孩
子和老師，盼望每個書包能盛

載他們快樂的童年，我們的心
便得安慰了。最後我們這群北
美老師最後送上了一首 “腳步
”, 「你的腳步帶著我的腳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個腳
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
道路。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
我更多的信心，讓我勇敢踏出
跟隨你的腳步。跟你行在水面
上，跟你走在曠野地，曲曲折
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
靠你，只要更多順服你，凡是
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就算
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們帶著米、
油、沐浴露和一些文具，共4部
車的開到山區內去探望一些早
前已回家的孩子。沿途山路崎
嶇彎彎曲曲，偶爾遠處會有平
原農地和一群一群的房屋，但
大多的是很破舊不堪的泥房和
草棚。 我們一行17人，經過了
五個多小時崎嶇山路，恍如過
山車般的搖晃拋滾，假若遇上
大雨天，途中更會有沙石流從
山上滾下來，相當危險。幾經
折騰，終於到達目的地。
    怎麼21世紀還有這般好像三
四十年代與世隔絕的村莊？很
難相信自己眼目所看見的現實
，原來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
困原始的村落。我看見一群又
一群滿面汚穢兩鼻流涕的孩子
們洶湧過來，他們並不懼怕，
也許我們並不是首批來探望的
到訪者。我們分開數隊，校長
帶着我們
和禮物，
在當地村
民引領下
，走訪幾
位學生的
家裏。沿
路所見的
都是破舊
泥黃的房
屋，也看

見一些小孩背着巨型的竹籃，
裏面裝滿剛割下來的稻草，用
頑皮的眼光遠遠的望着我們。
當時下着毛毛小雨，我們挺着
傘一步一步的彷彿走進時光隧
道。
    其中一位女孩子的家，烏燈
黑火家徒四壁，只靠兩扇破爛
的窗把光線引進來。屋內有幾
張床和殘舊的家具，其中的一
張床堆滿了衣服被鋪，和幾本
書本。女孩告訴我們這是她的
床，靠着小窗的光線她就在這
裏看書。另外一角的地上堆了
一些柴火和水壺，也許這是他
們生火煮食的一角。校長告訴
我們，她兩星期前已回家幫忙
幹活了。她很懂事而且成績很

好，我們幾位姊妹看見這可愛
的女孩，一面稱讚她一面鼓勵
她要努力讀書。更流著淚和她
唱了一首「雲上太陽」。此情
此景，總教人唏噓難過。怎麼
這些孩子，要生在這裏，活在
困苦中成長？也許唯一的解決
方法，就是認識主耶穌。
    服侍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大
門已經被關上。我們只能心裡
渴望，上主有奇妙的恩手，在
不可能中施展祂的作為，一如
發生在彝族校長的故事一樣。
更盼望神的恩典，早日臨到這
個早已在人間被遺忘丟棄的彝
族村落。而這所學校，這所在
山中的信望愛的學校，猶如一
顆在黑暗貧困中，充滿著光芒
的明珠，給這群孩子帶來光明

和盼望。
    我們一眾加拿大愛基金的同
工，包括譚品立牧師及幾位創
會顧問包括麥振榮牧師，石耀
綿牧師，馬英傑牧師，都已在
今天9月30日退任加拿大愛基金
一切的職務。過去多年來全面
推動及執行的委員包括Amy Li
姊妹和我等一眾同工，亦都在
這情況下退出愛基金行列。
    回望過去，因為留守兒童事
工，神把我們一眾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的北美信徒連結起來
學習宣教。透過同心努力擺上
，我們都經歷了上帝在教會牆
外無盡的奇妙恩典。盼望在可
見的未來，神再度為我們打開
另一工塲，讓我們再印證祂的
愛，恩霖大地。

愛基金留守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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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我們參與愛基
金留守兒童事工在中國農
村的最後一年。我們一行
人在譚品立牧師帶領下，
深入非常貧瘠的四川凉山
山區，探望當地一間小學
的貧困學童。
    凉山州是中國最大的彝
族聚居區——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這片土地孕育
了色彩斑爛的彝族文化，
但礙於地理環境貧瘠，貧
困一直是它難以擺脫的陰
影。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
被界定為深度的貧困區域。
    當時這間小學已經放暑假，
部份學生因為知道我們將會來
探訪的緣故，都留下來沒有回
家去。原來學校離他們居住的
山區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所
以若是他們回家去了，就不會
再攀山越嶺回來。所謂車程，
基本上整個山區迂迴曲折，道
路崎嶇，根本沒有一條踏踏實
實的柏油車路，可以暢順的一
氣呵成開進山內。也許他們就
是這樣被世界隔絕了。
    原來，這所學校是由一位清
貧的彝族姊妹老師，幾經波折
才建立起來的。這所小學名叫
信望愛小學，位於凉山農村偏
遠的山區內。是一所由很多基
督徒募捐而建成的私校。這位
小姊妹，也是這學校的「校長
」，因她的的異象， 感動了很
多信徒。神的靈特別感動了一
位在香港的基督徒商人，就在

他的帶領下，一所充滿着愛的
五層校舍在去年年初被建立起
來。其實，當地山區也有由政
府設辦的學校，可惜水準都偏
低，而且師資參差。即使是免
費教育，但書簿費亦不便宜，
據聞當地農村的孩子很多都不
願意到那𥚃上學去。
    因為山區學校的條件較差，
一般山區學生的成績都比不上
城市裏的孩子。而且，他們多
半不被關注，很多都失去了學
習的興趣。因此，很多孩子情
願留在家裏，下鄉種田割草來
幫補家計也不願上學。而且因
為鄰近雲南毒品種植區，很容
易被引誘吸毒及至販毒。這種
條件和師資參差的情況下，孩
子們亦難以透過教育而脫貧。
日復日的，這裡的貧困情況循
環不斷。一代又一代地活在痛
苦貧困中，周而復始。
    眼見自己的民族活在不能擺

脫的貧困陰影下，這位姊
妹在十多年前開始，在自
己村口一所破爛的房屋內
開始替孩子們補習。而村
內的鄉親父老看見她循循
善誘，都願意把他們的孩
子帶到她那裡學習。
    面對着這位身高不到五
呎的姊妹，娓娓道來她如
何在村內開始她的教學生
涯，及至到她有一天遇上
一位韓國宣教士，帶領她
信主，及後輾轉又認識了
一群外地的基督徒，募捐

建校，一切都恍如電影情節，
在沒有可能中，上帝把一扇又
一扇的門為她打開。
    今天，這所學校已經有600多
名彝族的學生，當中有很多都
是留守兒童，也是一間當地著
名的小學。回想當年，是她挺
著腹大便便的肚，在山區農村
內一戶一戶的敲門，游說爺爺
奶奶們，給他們解釋讀書的重
要，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書簿雜

費，從而
把一個又
一個的沒
有上學的
孩子接收
到學校來
。是神的
恩典，加
上這位姊
妹不遺餘
力，幾年

間不但學生逐年增加，而且成
績斐然。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前
她在那村口破舊房屋內所教導
的幾位學生，已經高中畢業，
還考取了專業老師資格。這位
姊妹從沒有想過，這些年青老
師甘願放下在城裏現代化的生
活和豐厚的待遇，回到這裡承
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原來她
那份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主
耶穌的愛，不經不覺潛移默化
地影響了他們。而我們這群從
北美來探訪的外人，飛越太平
洋，跑進山內，原來是要見證
了上帝的恩手，沒有離開過這
貧瘠之地。
    在這嶄新的學校裏，每天早
上我們把帶來的揚聲器，在廣
闊的操場上播放了詩歌音樂。
我們這群外來老師，包括了年
青10多歲的小伙子到70多歲姊
妹，一同和這一群彝族孩子載

歌載舞。這幾天的天氣，真是
出人意外的風和日麗，清風送
爽。在離開多倫多時我們一直
留意着四川凉山的天氣，天氣
報告預測每天是行雷閃電，狂
風暴雨。奇妙得很，這星期的
天氣出奇的美麗，當地的人說
你們來的前兩星期下雨下個不
停，而且山泥傾瀉啊。
    我們這幾天的活動，由早上
九點開始，到下午四時多才下
課。課程包括英語、科學、衛
生、美術和音樂班。課程排得
密密的，但孩子們卻非常的用
心上課。回想這六年多的留守
兒童暑期班，今年是最舒服最

整潔的一年。以往在河南，山
東，武漢的農村，總是整天汗
流夾背，熱得透不過氣來。神
很幽默奇妙，好像要好好的讓
我們這群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今年的孩子特別乖，天氣特別
清爽，環境特別整潔乾淨。原
來這裡的孩子都要參與清潔衞
生，洗碗收拾，有些更主動幫
手清潔校舍。當我眼見這些孩
子們那細小的身軀，拿着布和
掃把在清潔的時候，這刻我體
會到，他們心裏面是快樂的，
而這所學校就是他們的家，是
他們的盼望和未來。
    學校大樓旁邊正在興建一座
多層高的宿舍和飯堂。因為孩
子們都住得很遠，他們來到學
校入學，都在這裏寄宿的。其
實所謂宿舍，只不過是一間鐵
皮屋裏，放滿一張一张的上下
格床，加上幾扇窗，孩子們就
在這裏生活了。而這裏的老師
就好像成為了他們的父母一樣
，承擔了每天教和養的責任。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十多位老
師要照顧六百多個孩子的起居
飲食，加上每天的功課學習和
教導，身心靈的健康，真的是
任重道遠。當我們有機會去深
入了解的時候，原來這位香港
商人弟兄和一群有心的人，看
見孩子的需要，便捐助興建這
幢磚牆大樓宿舍，建成後可以
讓孩子們不再受鐵皮屋在烈日
40度陽光下的煎熬，及在嚴寒
刺骨的寒冬下生活。
    這裏的幾天課程轉眼就過，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舉辦
了一個快樂的嘉年華會。十多
個超好玩的攤位遊戲，澎湃活
潑的音樂、魔術、面部彩繪、
扭氣球、小禮物... 短短的三個
多小時，也許是這群孩子很久
沒有經歷過的快樂時光。散會
前，我們還把訂來的精美背囊
書包及可愛文具送給每一位孩
子和老師，盼望每個書包能盛

載他們快樂的童年，我們的心
便得安慰了。最後我們這群北
美老師最後送上了一首 “腳步
”, 「你的腳步帶著我的腳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個腳
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
道路。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
我更多的信心，讓我勇敢踏出
跟隨你的腳步。跟你行在水面
上，跟你走在曠野地，曲曲折
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
靠你，只要更多順服你，凡是
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就算
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們帶著米、
油、沐浴露和一些文具，共4部
車的開到山區內去探望一些早
前已回家的孩子。沿途山路崎
嶇彎彎曲曲，偶爾遠處會有平
原農地和一群一群的房屋，但
大多的是很破舊不堪的泥房和
草棚。 我們一行17人，經過了
五個多小時崎嶇山路，恍如過
山車般的搖晃拋滾，假若遇上
大雨天，途中更會有沙石流從
山上滾下來，相當危險。幾經
折騰，終於到達目的地。
    怎麼21世紀還有這般好像三
四十年代與世隔絕的村莊？很
難相信自己眼目所看見的現實
，原來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
困原始的村落。我看見一群又
一群滿面汚穢兩鼻流涕的孩子
們洶湧過來，他們並不懼怕，
也許我們並不是首批來探望的
到訪者。我們分開數隊，校長
帶着我們
和禮物，
在當地村
民引領下
，走訪幾
位學生的
家裏。沿
路所見的
都是破舊
泥黃的房
屋，也看

見一些小孩背着巨型的竹籃，
裏面裝滿剛割下來的稻草，用
頑皮的眼光遠遠的望着我們。
當時下着毛毛小雨，我們挺着
傘一步一步的彷彿走進時光隧
道。
    其中一位女孩子的家，烏燈
黑火家徒四壁，只靠兩扇破爛
的窗把光線引進來。屋內有幾
張床和殘舊的家具，其中的一
張床堆滿了衣服被鋪，和幾本
書本。女孩告訴我們這是她的
床，靠着小窗的光線她就在這
裏看書。另外一角的地上堆了
一些柴火和水壺，也許這是他
們生火煮食的一角。校長告訴
我們，她兩星期前已回家幫忙
幹活了。她很懂事而且成績很

好，我們幾位姊妹看見這可愛
的女孩，一面稱讚她一面鼓勵
她要努力讀書。更流著淚和她
唱了一首「雲上太陽」。此情
此景，總教人唏噓難過。怎麼
這些孩子，要生在這裏，活在
困苦中成長？也許唯一的解決
方法，就是認識主耶穌。
    服侍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大
門已經被關上。我們只能心裡
渴望，上主有奇妙的恩手，在
不可能中施展祂的作為，一如
發生在彝族校長的故事一樣。
更盼望神的恩典，早日臨到這
個早已在人間被遺忘丟棄的彝
族村落。而這所學校，這所在
山中的信望愛的學校，猶如一
顆在黑暗貧困中，充滿著光芒
的明珠，給這群孩子帶來光明

和盼望。
    我們一眾加拿大愛基金的同
工，包括譚品立牧師及幾位創
會顧問包括麥振榮牧師，石耀
綿牧師，馬英傑牧師，都已在
今天9月30日退任加拿大愛基金
一切的職務。過去多年來全面
推動及執行的委員包括Amy Li
姊妹和我等一眾同工，亦都在
這情況下退出愛基金行列。
    回望過去，因為留守兒童事
工，神把我們一眾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的北美信徒連結起來
學習宣教。透過同心努力擺上
，我們都經歷了上帝在教會牆
外無盡的奇妙恩典。盼望在可
見的未來，神再度為我們打開
另一工塲，讓我們再印證祂的
愛，恩霖大地。

（上接第1頁）



  44  (Nov 2020)

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中日茶文化之解讀與比較》
    中國是茶的發源地，“茶之
為飮，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
公”，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是
世界上最早發現和利用茶葉的
文明古國。現在茶已成為中國
的國飮，亦已馳名中外，成為
世界三大飮料（茶、咖啡和可
可）之一。茶文化是中國人在
對茶的認識、應用過程中有關
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的
形成和發展，一方面融滙了自
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進
一步認識茶性，瞭解自然；另
一方面又融滙了儒、佛、道等
諸家的教義哲理，通過飮茶，
來增强人生修養，提高審美情
趣，完善人生價值觀。
    日本古代没有原生茶樹，也
没有喝茶的習慣。隨着古代中
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深入，茶也
傳到了日本。與中國茶文化在
16、17世紀（明清時期）才傳
播到歐洲相比，日本是中國茶
文化傳入最早的國家之一，從8
世紀左右（唐代）便開始積極
引入中國茶文化。而且，日本
還對中國茶文化進行了新的詮
釋和發展，融入了自身的文化
因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
茶道，擧世聞名。不僅被譽為
日本傳統文化的代表，亦是集
禮儀為一體的藝術，發展成一
種綜合性文化體系。
    一、儒、道、釋三教對茶文
化影響的比較
    1. 在中國茶文化中，道家所
發揮的作用比較大
在文化藝術領域，老莊道家的
影響比儒家更大。道家崇尚無
為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
性的淳樸率真。表現在茶文化
中，不像日本那樣注重茶道的
禮儀和形式。中國茶道崇尚自
然簡樸，不拘禮法形式，任運
自在，無拘無束，率性而為。

    2. 在日本茶文化中，佛教尤
其是禪宗影響第一
日本茶文化的傳播者，主要是
佛教徒，如最澄、空海、永忠
、榮西、村田珠光等。日本茶
道以茶禪一味（即一致）為宗
旨，藉茶道悟禪道。在茶中注
入佛理禪機，茶人喝茶時已脱
離喝茶本身的概念，而成為一
種禪宗修行的形式。

    二、中日兩國茶文化之間的
差異
    1. 中日兩國茶文化的形成過
程不同
中國人首要關注茶的實用性，
先是健身治病等葯用價值，然
後是待客、餽贈、孝親、祭神
等生活習慣。780年陸羽《茶經
》的問世雖然使茶由日常飮用
上升到文化的層面，仍無損長
期以來中國人對茶的實用性的
重視。
    相比之下，日本茶文化的發
展却經歷了相反的過程。唐宋
時代的留學高僧將茶作為先進
文化帶回日本，所以從開始茶
便帶有鮮明的高雅文化色彩，
只有貴族階層和寺院僧侣才擁
有，一般平民是不敢奢求的。
15、16世紀形成的日本茶道更
是强調藝術品味、精神內涵和
審美情趣。

    2. 比較起來，日本茶道規則
複雜、程式嚴謹
日本茶室內外的陳設佈置、茶
庭的園藝、茶室內字畫及插花
等裝飾、主客禮儀、茶具的選
擇及擺法、茶師的衣着、茶師
點茶方法、客人飮茶方法等，
各個細節都非常講究程序。茶
道的精神正藴含在這些嚴密複
雜的程序和規則當中，往往要
茶人花費畢生時間去掌握和體

會。
    相比而言，在中國茶文化中
，喝茶才是目的，至於場所、
茶具、泡茶喝茶的禮法動作等
只視為手段，因此，中國茶文
化則更崇尚簡約隨意，講究的
是對茶本身的品茗、鑑賞和享
受，不像日本茶道那樣重視形
式和教義，没有多少固定且複
雜繁瑣的程式。

    3. 比較起來，日本茶道更反
映禪宗思想
中國茶文化並不依附於某一特
定的宗教，而是融儒、道、佛
為一體，三者相輔相成。日本
茶道的理念主要源於禪宗精神
，突出清寂思想，並在一定程
度上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的和
與敬，和（待客親善）、敬（
互相尊敬）、清（環境幽靜）
、寂（陳設高雅）被稱為茶道
四規，是集大成者千利休（
1522-1592）明確提出的，和與
敬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凖則，通
過飮茶做到和睦相處、互相理
解，以調節人際關係；清與寂
是指環境氣氛，要以優雅清靜
的環境和古樸的陳設，造成一
種空靈靜寂的意境，給人以薰
陶。
    中日兩國茶文化可謂各有千
秋。中國茶文化與中醫、詩詞
、字畫、陶瓷等文化密不可分
；日本茶道則與建築、陶瓷、
書畫、插花、服飾等文化融為
一體。

    2019年是我們參與愛基
金留守兒童事工在中國農
村的最後一年。我們一行
人在譚品立牧師帶領下，
深入非常貧瘠的四川凉山
山區，探望當地一間小學
的貧困學童。
    凉山州是中國最大的彝
族聚居區——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這片土地孕育
了色彩斑爛的彝族文化，
但礙於地理環境貧瘠，貧
困一直是它難以擺脫的陰
影。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
被界定為深度的貧困區域。
    當時這間小學已經放暑假，
部份學生因為知道我們將會來
探訪的緣故，都留下來沒有回
家去。原來學校離他們居住的
山區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所
以若是他們回家去了，就不會
再攀山越嶺回來。所謂車程，
基本上整個山區迂迴曲折，道
路崎嶇，根本沒有一條踏踏實
實的柏油車路，可以暢順的一
氣呵成開進山內。也許他們就
是這樣被世界隔絕了。
    原來，這所學校是由一位清
貧的彝族姊妹老師，幾經波折
才建立起來的。這所小學名叫
信望愛小學，位於凉山農村偏
遠的山區內。是一所由很多基
督徒募捐而建成的私校。這位
小姊妹，也是這學校的「校長
」，因她的的異象， 感動了很
多信徒。神的靈特別感動了一
位在香港的基督徒商人，就在

他的帶領下，一所充滿着愛的
五層校舍在去年年初被建立起
來。其實，當地山區也有由政
府設辦的學校，可惜水準都偏
低，而且師資參差。即使是免
費教育，但書簿費亦不便宜，
據聞當地農村的孩子很多都不
願意到那𥚃上學去。
    因為山區學校的條件較差，
一般山區學生的成績都比不上
城市裏的孩子。而且，他們多
半不被關注，很多都失去了學
習的興趣。因此，很多孩子情
願留在家裏，下鄉種田割草來
幫補家計也不願上學。而且因
為鄰近雲南毒品種植區，很容
易被引誘吸毒及至販毒。這種
條件和師資參差的情況下，孩
子們亦難以透過教育而脫貧。
日復日的，這裡的貧困情況循
環不斷。一代又一代地活在痛
苦貧困中，周而復始。
    眼見自己的民族活在不能擺

脫的貧困陰影下，這位姊
妹在十多年前開始，在自
己村口一所破爛的房屋內
開始替孩子們補習。而村
內的鄉親父老看見她循循
善誘，都願意把他們的孩
子帶到她那裡學習。
    面對着這位身高不到五
呎的姊妹，娓娓道來她如
何在村內開始她的教學生
涯，及至到她有一天遇上
一位韓國宣教士，帶領她
信主，及後輾轉又認識了
一群外地的基督徒，募捐

建校，一切都恍如電影情節，
在沒有可能中，上帝把一扇又
一扇的門為她打開。
    今天，這所學校已經有600多
名彝族的學生，當中有很多都
是留守兒童，也是一間當地著
名的小學。回想當年，是她挺
著腹大便便的肚，在山區農村
內一戶一戶的敲門，游說爺爺
奶奶們，給他們解釋讀書的重
要，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書簿雜

費，從而
把一個又
一個的沒
有上學的
孩子接收
到學校來
。是神的
恩典，加
上這位姊
妹不遺餘
力，幾年

間不但學生逐年增加，而且成
績斐然。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前
她在那村口破舊房屋內所教導
的幾位學生，已經高中畢業，
還考取了專業老師資格。這位
姊妹從沒有想過，這些年青老
師甘願放下在城裏現代化的生
活和豐厚的待遇，回到這裡承
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原來她
那份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主
耶穌的愛，不經不覺潛移默化
地影響了他們。而我們這群從
北美來探訪的外人，飛越太平
洋，跑進山內，原來是要見證
了上帝的恩手，沒有離開過這
貧瘠之地。
    在這嶄新的學校裏，每天早
上我們把帶來的揚聲器，在廣
闊的操場上播放了詩歌音樂。
我們這群外來老師，包括了年
青10多歲的小伙子到70多歲姊
妹，一同和這一群彝族孩子載

歌載舞。這幾天的天氣，真是
出人意外的風和日麗，清風送
爽。在離開多倫多時我們一直
留意着四川凉山的天氣，天氣
報告預測每天是行雷閃電，狂
風暴雨。奇妙得很，這星期的
天氣出奇的美麗，當地的人說
你們來的前兩星期下雨下個不
停，而且山泥傾瀉啊。
    我們這幾天的活動，由早上
九點開始，到下午四時多才下
課。課程包括英語、科學、衛
生、美術和音樂班。課程排得
密密的，但孩子們卻非常的用
心上課。回想這六年多的留守
兒童暑期班，今年是最舒服最

整潔的一年。以往在河南，山
東，武漢的農村，總是整天汗
流夾背，熱得透不過氣來。神
很幽默奇妙，好像要好好的讓
我們這群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今年的孩子特別乖，天氣特別
清爽，環境特別整潔乾淨。原
來這裡的孩子都要參與清潔衞
生，洗碗收拾，有些更主動幫
手清潔校舍。當我眼見這些孩
子們那細小的身軀，拿着布和
掃把在清潔的時候，這刻我體
會到，他們心裏面是快樂的，
而這所學校就是他們的家，是
他們的盼望和未來。
    學校大樓旁邊正在興建一座
多層高的宿舍和飯堂。因為孩
子們都住得很遠，他們來到學
校入學，都在這裏寄宿的。其
實所謂宿舍，只不過是一間鐵
皮屋裏，放滿一張一张的上下
格床，加上幾扇窗，孩子們就
在這裏生活了。而這裏的老師
就好像成為了他們的父母一樣
，承擔了每天教和養的責任。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十多位老
師要照顧六百多個孩子的起居
飲食，加上每天的功課學習和
教導，身心靈的健康，真的是
任重道遠。當我們有機會去深
入了解的時候，原來這位香港
商人弟兄和一群有心的人，看
見孩子的需要，便捐助興建這
幢磚牆大樓宿舍，建成後可以
讓孩子們不再受鐵皮屋在烈日
40度陽光下的煎熬，及在嚴寒
刺骨的寒冬下生活。
    這裏的幾天課程轉眼就過，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舉辦
了一個快樂的嘉年華會。十多
個超好玩的攤位遊戲，澎湃活
潑的音樂、魔術、面部彩繪、
扭氣球、小禮物... 短短的三個
多小時，也許是這群孩子很久
沒有經歷過的快樂時光。散會
前，我們還把訂來的精美背囊
書包及可愛文具送給每一位孩
子和老師，盼望每個書包能盛

載他們快樂的童年，我們的心
便得安慰了。最後我們這群北
美老師最後送上了一首 “腳步
”, 「你的腳步帶著我的腳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個腳
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
道路。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
我更多的信心，讓我勇敢踏出
跟隨你的腳步。跟你行在水面
上，跟你走在曠野地，曲曲折
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
靠你，只要更多順服你，凡是
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就算
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們帶著米、
油、沐浴露和一些文具，共4部
車的開到山區內去探望一些早
前已回家的孩子。沿途山路崎
嶇彎彎曲曲，偶爾遠處會有平
原農地和一群一群的房屋，但
大多的是很破舊不堪的泥房和
草棚。 我們一行17人，經過了
五個多小時崎嶇山路，恍如過
山車般的搖晃拋滾，假若遇上
大雨天，途中更會有沙石流從
山上滾下來，相當危險。幾經
折騰，終於到達目的地。
    怎麼21世紀還有這般好像三
四十年代與世隔絕的村莊？很
難相信自己眼目所看見的現實
，原來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
困原始的村落。我看見一群又
一群滿面汚穢兩鼻流涕的孩子
們洶湧過來，他們並不懼怕，
也許我們並不是首批來探望的
到訪者。我們分開數隊，校長
帶着我們
和禮物，
在當地村
民引領下
，走訪幾
位學生的
家裏。沿
路所見的
都是破舊
泥黃的房
屋，也看

見一些小孩背着巨型的竹籃，
裏面裝滿剛割下來的稻草，用
頑皮的眼光遠遠的望着我們。
當時下着毛毛小雨，我們挺着
傘一步一步的彷彿走進時光隧
道。
    其中一位女孩子的家，烏燈
黑火家徒四壁，只靠兩扇破爛
的窗把光線引進來。屋內有幾
張床和殘舊的家具，其中的一
張床堆滿了衣服被鋪，和幾本
書本。女孩告訴我們這是她的
床，靠着小窗的光線她就在這
裏看書。另外一角的地上堆了
一些柴火和水壺，也許這是他
們生火煮食的一角。校長告訴
我們，她兩星期前已回家幫忙
幹活了。她很懂事而且成績很

好，我們幾位姊妹看見這可愛
的女孩，一面稱讚她一面鼓勵
她要努力讀書。更流著淚和她
唱了一首「雲上太陽」。此情
此景，總教人唏噓難過。怎麼
這些孩子，要生在這裏，活在
困苦中成長？也許唯一的解決
方法，就是認識主耶穌。
    服侍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大
門已經被關上。我們只能心裡
渴望，上主有奇妙的恩手，在
不可能中施展祂的作為，一如
發生在彝族校長的故事一樣。
更盼望神的恩典，早日臨到這
個早已在人間被遺忘丟棄的彝
族村落。而這所學校，這所在
山中的信望愛的學校，猶如一
顆在黑暗貧困中，充滿著光芒
的明珠，給這群孩子帶來光明

和盼望。
    我們一眾加拿大愛基金的同
工，包括譚品立牧師及幾位創
會顧問包括麥振榮牧師，石耀
綿牧師，馬英傑牧師，都已在
今天9月30日退任加拿大愛基金
一切的職務。過去多年來全面
推動及執行的委員包括Amy Li
姊妹和我等一眾同工，亦都在
這情況下退出愛基金行列。
    回望過去，因為留守兒童事
工，神把我們一眾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的北美信徒連結起來
學習宣教。透過同心努力擺上
，我們都經歷了上帝在教會牆
外無盡的奇妙恩典。盼望在可
見的未來，神再度為我們打開
另一工塲，讓我們再印證祂的
愛，恩霖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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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我們參與愛基
金留守兒童事工在中國農
村的最後一年。我們一行
人在譚品立牧師帶領下，
深入非常貧瘠的四川凉山
山區，探望當地一間小學
的貧困學童。
    凉山州是中國最大的彝
族聚居區——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這片土地孕育
了色彩斑爛的彝族文化，
但礙於地理環境貧瘠，貧
困一直是它難以擺脫的陰
影。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
被界定為深度的貧困區域。
    當時這間小學已經放暑假，
部份學生因為知道我們將會來
探訪的緣故，都留下來沒有回
家去。原來學校離他們居住的
山區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所
以若是他們回家去了，就不會
再攀山越嶺回來。所謂車程，
基本上整個山區迂迴曲折，道
路崎嶇，根本沒有一條踏踏實
實的柏油車路，可以暢順的一
氣呵成開進山內。也許他們就
是這樣被世界隔絕了。
    原來，這所學校是由一位清
貧的彝族姊妹老師，幾經波折
才建立起來的。這所小學名叫
信望愛小學，位於凉山農村偏
遠的山區內。是一所由很多基
督徒募捐而建成的私校。這位
小姊妹，也是這學校的「校長
」，因她的的異象， 感動了很
多信徒。神的靈特別感動了一
位在香港的基督徒商人，就在

他的帶領下，一所充滿着愛的
五層校舍在去年年初被建立起
來。其實，當地山區也有由政
府設辦的學校，可惜水準都偏
低，而且師資參差。即使是免
費教育，但書簿費亦不便宜，
據聞當地農村的孩子很多都不
願意到那𥚃上學去。
    因為山區學校的條件較差，
一般山區學生的成績都比不上
城市裏的孩子。而且，他們多
半不被關注，很多都失去了學
習的興趣。因此，很多孩子情
願留在家裏，下鄉種田割草來
幫補家計也不願上學。而且因
為鄰近雲南毒品種植區，很容
易被引誘吸毒及至販毒。這種
條件和師資參差的情況下，孩
子們亦難以透過教育而脫貧。
日復日的，這裡的貧困情況循
環不斷。一代又一代地活在痛
苦貧困中，周而復始。
    眼見自己的民族活在不能擺

脫的貧困陰影下，這位姊
妹在十多年前開始，在自
己村口一所破爛的房屋內
開始替孩子們補習。而村
內的鄉親父老看見她循循
善誘，都願意把他們的孩
子帶到她那裡學習。
    面對着這位身高不到五
呎的姊妹，娓娓道來她如
何在村內開始她的教學生
涯，及至到她有一天遇上
一位韓國宣教士，帶領她
信主，及後輾轉又認識了
一群外地的基督徒，募捐

建校，一切都恍如電影情節，
在沒有可能中，上帝把一扇又
一扇的門為她打開。
    今天，這所學校已經有600多
名彝族的學生，當中有很多都
是留守兒童，也是一間當地著
名的小學。回想當年，是她挺
著腹大便便的肚，在山區農村
內一戶一戶的敲門，游說爺爺
奶奶們，給他們解釋讀書的重
要，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書簿雜

費，從而
把一個又
一個的沒
有上學的
孩子接收
到學校來
。是神的
恩典，加
上這位姊
妹不遺餘
力，幾年

間不但學生逐年增加，而且成
績斐然。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前
她在那村口破舊房屋內所教導
的幾位學生，已經高中畢業，
還考取了專業老師資格。這位
姊妹從沒有想過，這些年青老
師甘願放下在城裏現代化的生
活和豐厚的待遇，回到這裡承
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原來她
那份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主
耶穌的愛，不經不覺潛移默化
地影響了他們。而我們這群從
北美來探訪的外人，飛越太平
洋，跑進山內，原來是要見證
了上帝的恩手，沒有離開過這
貧瘠之地。
    在這嶄新的學校裏，每天早
上我們把帶來的揚聲器，在廣
闊的操場上播放了詩歌音樂。
我們這群外來老師，包括了年
青10多歲的小伙子到70多歲姊
妹，一同和這一群彝族孩子載

歌載舞。這幾天的天氣，真是
出人意外的風和日麗，清風送
爽。在離開多倫多時我們一直
留意着四川凉山的天氣，天氣
報告預測每天是行雷閃電，狂
風暴雨。奇妙得很，這星期的
天氣出奇的美麗，當地的人說
你們來的前兩星期下雨下個不
停，而且山泥傾瀉啊。
    我們這幾天的活動，由早上
九點開始，到下午四時多才下
課。課程包括英語、科學、衛
生、美術和音樂班。課程排得
密密的，但孩子們卻非常的用
心上課。回想這六年多的留守
兒童暑期班，今年是最舒服最

整潔的一年。以往在河南，山
東，武漢的農村，總是整天汗
流夾背，熱得透不過氣來。神
很幽默奇妙，好像要好好的讓
我們這群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今年的孩子特別乖，天氣特別
清爽，環境特別整潔乾淨。原
來這裡的孩子都要參與清潔衞
生，洗碗收拾，有些更主動幫
手清潔校舍。當我眼見這些孩
子們那細小的身軀，拿着布和
掃把在清潔的時候，這刻我體
會到，他們心裏面是快樂的，
而這所學校就是他們的家，是
他們的盼望和未來。
    學校大樓旁邊正在興建一座
多層高的宿舍和飯堂。因為孩
子們都住得很遠，他們來到學
校入學，都在這裏寄宿的。其
實所謂宿舍，只不過是一間鐵
皮屋裏，放滿一張一张的上下
格床，加上幾扇窗，孩子們就
在這裏生活了。而這裏的老師
就好像成為了他們的父母一樣
，承擔了每天教和養的責任。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十多位老
師要照顧六百多個孩子的起居
飲食，加上每天的功課學習和
教導，身心靈的健康，真的是
任重道遠。當我們有機會去深
入了解的時候，原來這位香港
商人弟兄和一群有心的人，看
見孩子的需要，便捐助興建這
幢磚牆大樓宿舍，建成後可以
讓孩子們不再受鐵皮屋在烈日
40度陽光下的煎熬，及在嚴寒
刺骨的寒冬下生活。
    這裏的幾天課程轉眼就過，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舉辦
了一個快樂的嘉年華會。十多
個超好玩的攤位遊戲，澎湃活
潑的音樂、魔術、面部彩繪、
扭氣球、小禮物... 短短的三個
多小時，也許是這群孩子很久
沒有經歷過的快樂時光。散會
前，我們還把訂來的精美背囊
書包及可愛文具送給每一位孩
子和老師，盼望每個書包能盛

載他們快樂的童年，我們的心
便得安慰了。最後我們這群北
美老師最後送上了一首 “腳步
”, 「你的腳步帶著我的腳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個腳
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
道路。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
我更多的信心，讓我勇敢踏出
跟隨你的腳步。跟你行在水面
上，跟你走在曠野地，曲曲折
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
靠你，只要更多順服你，凡是
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就算
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們帶著米、
油、沐浴露和一些文具，共4部
車的開到山區內去探望一些早
前已回家的孩子。沿途山路崎
嶇彎彎曲曲，偶爾遠處會有平
原農地和一群一群的房屋，但
大多的是很破舊不堪的泥房和
草棚。 我們一行17人，經過了
五個多小時崎嶇山路，恍如過
山車般的搖晃拋滾，假若遇上
大雨天，途中更會有沙石流從
山上滾下來，相當危險。幾經
折騰，終於到達目的地。
    怎麼21世紀還有這般好像三
四十年代與世隔絕的村莊？很
難相信自己眼目所看見的現實
，原來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
困原始的村落。我看見一群又
一群滿面汚穢兩鼻流涕的孩子
們洶湧過來，他們並不懼怕，
也許我們並不是首批來探望的
到訪者。我們分開數隊，校長
帶着我們
和禮物，
在當地村
民引領下
，走訪幾
位學生的
家裏。沿
路所見的
都是破舊
泥黃的房
屋，也看

見一些小孩背着巨型的竹籃，
裏面裝滿剛割下來的稻草，用
頑皮的眼光遠遠的望着我們。
當時下着毛毛小雨，我們挺着
傘一步一步的彷彿走進時光隧
道。
    其中一位女孩子的家，烏燈
黑火家徒四壁，只靠兩扇破爛
的窗把光線引進來。屋內有幾
張床和殘舊的家具，其中的一
張床堆滿了衣服被鋪，和幾本
書本。女孩告訴我們這是她的
床，靠着小窗的光線她就在這
裏看書。另外一角的地上堆了
一些柴火和水壺，也許這是他
們生火煮食的一角。校長告訴
我們，她兩星期前已回家幫忙
幹活了。她很懂事而且成績很

好，我們幾位姊妹看見這可愛
的女孩，一面稱讚她一面鼓勵
她要努力讀書。更流著淚和她
唱了一首「雲上太陽」。此情
此景，總教人唏噓難過。怎麼
這些孩子，要生在這裏，活在
困苦中成長？也許唯一的解決
方法，就是認識主耶穌。
    服侍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大
門已經被關上。我們只能心裡
渴望，上主有奇妙的恩手，在
不可能中施展祂的作為，一如
發生在彝族校長的故事一樣。
更盼望神的恩典，早日臨到這
個早已在人間被遺忘丟棄的彝
族村落。而這所學校，這所在
山中的信望愛的學校，猶如一
顆在黑暗貧困中，充滿著光芒
的明珠，給這群孩子帶來光明

和盼望。
    我們一眾加拿大愛基金的同
工，包括譚品立牧師及幾位創
會顧問包括麥振榮牧師，石耀
綿牧師，馬英傑牧師，都已在
今天9月30日退任加拿大愛基金
一切的職務。過去多年來全面
推動及執行的委員包括Amy Li
姊妹和我等一眾同工，亦都在
這情況下退出愛基金行列。
    回望過去，因為留守兒童事
工，神把我們一眾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的北美信徒連結起來
學習宣教。透過同心努力擺上
，我們都經歷了上帝在教會牆
外無盡的奇妙恩典。盼望在可
見的未來，神再度為我們打開
另一工塲，讓我們再印證祂的
愛，恩霖大地。

概談2020年台灣監獄短宣
    當我在寫這篇分享時，我人
正在台灣。10 月13日搭乘加航
飛機，經溫哥華，首爾轉機，
才回到了台灣。但卻不是回來
做像往年的監獄巡迴佈道，而
是回來探望年老的父母。
    過去六、七年來，這個時間
都是和多倫多的弟兄姊妹，一
起組成恩典合唱團，到台灣的
監所中進行兩周的監獄巡迴佈
道。每年都有機會向1300-2000
位的受刑人分享福音，傳講上
帝的愛。大約有五至七成的受
刑人，會受感動而願意決志信
主，或決心依靠上帝來改變自
己。那是一個極為令人鼓舞與
感動的時刻，也是上帝得榮耀
的時刻。
    今年新冠肺炎蔓延全世界，
但是台灣卻是全世界極少數最
安全的地方之一，疫情在台灣
幾乎完全被控制。從境外要進

入台灣的人，必須要先接受二
周的隔離檢疫，檢疫後方能自
由行動，像我是台灣本地人，
也一樣需要受隔離兩周。由於
疫情的關係，今年監所對外關
閉，不能進入舉辦活動，以免
有群聚感染風險。我們是從海
外回去，更是敏感。就算監所
允許我們進入，兩周的隔離，
也讓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台
灣停留。
    因此今年台灣監獄短宣，只
能暫時作罷。期待疫情過後不
久，有比較方便的旅行規定，
這項事工才能夠重新恢復。
    新冠肺炎影響所及，跨越各
行各業，教會也無法倖免。教
會活動暫停，崇拜靠視訊奉獻
減少，顯然地傳福音的工作影
響更大。而更大的挑戰是疫情
後，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政
治、經濟都將產生難以預知重

大的改變。疫情後，如何重整
福音事工，恐怕也是教會面臨
的一項巨大的挑戰。
    前幾年，當我在招募前往台
灣的短宣隊員時，我呼籲弟兄
姊妹，如果經濟、時間、能力
許可，要把握機會，那時有一
種很深的感覺，這項事工不知
還能持續多久。因為在辦理進
入監所的申請，開始出現越來
越多的變數與阻礙。沒有想到
讓這次不能順利的因素，是一
場世界性的疫情。疫情後也許
能恢復，也許不能恢復，我們
都不知道。
    盼望大家為這項能為主贏得
眾多靈魂的事工代禱，求上帝
再為這事工，開啟一道新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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