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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

（下接第4頁）

愛基金留守兒童事工

    眾所周知，大家敬愛的麥希
真牧師，已於今年一月廿六日
在香港安息主懷。麥牧師當過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對這樣 “
國際性人物”，不難見到這時
在香港、北美…先後安排追思
禮拜。大家對他依依不捨，想
念的情懷，可見一斑。
    月前當麥牧還在醫院時，見
到他和麥師母接受他女兒訪問
的視頻，他還很幽默的說道：
可能神很快要讓他回天家。這
不要緊，表示做完在地上所托
付的事工，到時就去天上支取
他的 “人工” (粵語:意即“工
資”) ― 作工的果效也要隨著
他 (啟14:13)。
    回想過去，與麥牧師有不少
良好的合作，茲簡述另類的二
件，如下：

(一) 多才多藝的傳道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麥牧師，可
追溯到1968年吧！那時我從香
港建道神學院畢業後，回到印
尼自己的母會 (印尼萬隆佳音堂 
) 當傳道人。1968是我們母會十
週年，決定舉行週年會慶，邀
請外來講員主領聚會。經人介

紹，我邀請到來自香港之麥希
真牧師。邀請時他答應主領十
天的培靈會，講十堂道。
    後來聽聞他也是很好的 “佈
道會講員”，再請他多講十晚
的佈道會，他也客氣地答應。
    後來又有人向我透露，麥牧
師不單會講道，也會彈樂器，
也會獨唱，每次領會都很吸引
聽眾，何不請他多領十天的晨
禱聚會？麥牧師竟然也答應。

他一到印尼，青年人見到他，
印象深刻，因為他為人親切，
說話風趣，他對聖經道理又很
熟悉；於是青年弟兄姐妹要我
請他多開十堂聖經問題解答。
在大家盛情
邀請下，他
微微笑，又
點頭答應。
    不過，這
次以後，他
無論到那裡
領會，都會
述說在印尼
萬隆這件事
。他提說時
還不吝惜地 
“歸功” 於

我：「大家要注意，若鄭貽富
邀請你到印尼領會，一定要有
心理的準備，因為最初邀請的
講十堂，頓時會變成要四十堂
道。」我那敢如此輕易地 “領
功”，於是每次率直地謝絕：
「對不起，這不能怪我！如果
要怪，就怪神，為什麼給你這
麼多恩賜。」

(二) 服事眾人的好牧者
    像麥牧師這樣的名牧，世界
各地要他領會的邀請信必是紛
至沓來。他一定是忙得不可開
交，不在話下。但麥牧有一句
名言：「人對你有所要求時，
就算在你極度繁忙，看來不可
能作的情形下，不要立刻說 “
不”。要學習回答說：我試試
看。」許多人 (我包括在內)會
想，這該是隨口而出推搪的語
句吧！現在回頭看，我們都錯
了；那是麥牧想幫忙憑信心的
承諾。

    

    記得2011年我在巴拿馬之「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要舉辦
第一屆全巴拿馬華人教牧同工
退修會，大膽邀請麥牧師過去
主領，順便去教課，他欣然答
應。
    其實他當時因眼疾，行動不
很方便，幸得他女兒麥之華陪
同一起去。
    不曉得這是我以前在印尼的
事奉經驗，或是多年來在事奉
中學到的秘訣 ── 機會不可錯
過，現在請到靈命充沛，屬靈
學識豐富之良牧，若不把他榨
到點滴不剩，那便是 “對不起
自己”。
    於是在巴拿馬兩週時間，給

麥牧安排滿滿的節目，簡述於
下：
    1.    以「教牧同工們近況如
何？」為題，分四個分題，主
領兩整天的聚會。
    2.    以「教牧的品格與成長
」在我們聖經學院教2個學分的
課程，即要講20堂 (50分鐘)的
課。
    3.    接著用六個下午或晚上
，主領六堂之信徒講座。
    4.    最後用兩天半的時間，
在一年一度之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以「十字架與我」為主
題，共講五堂道。
    此外，在巴拿馬經過兩個主
日，在五間華人教會主日崇拜
証道。

    走筆及此，心中產生兩個感
觸：
    a.  2011年4 月11日至25日那兩
週，巴拿馬信徒們真有福！試
問，十年後的今天，落在心中
的道種有沒有 “向下札根，向
上結果”？
    b.  麥牧師將自己一生擺上，
給主使用。他的人生堪為眾人
之良範。  
    看完本文的讀者們，請問有
誰敢步麥牧的後塵， “向神求
大事，為神作大工”？
    (在此借用William Carey之名
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                   

難忘與麥牧另類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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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聨合國教科文組
織批准將日本傳統料理“和食
”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録，也是世界第五項食文
化遺產。一般來説，日本飮食
文化有下列幾方面的特徵：

一、纎細感受---對食物原味
和季節性
    森林和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
的基礎與內核，而日本人的基
本食物結構，大致上是“稻米
加魚類”（飯稻羹魚）。直至
近代，由於日本四季分明的自
然環境，以及動植物油的出產
極少，加上各類香辛料和調味
料稀少，逐漸養成日本人對食
材（食物原料）本身的細緻體
味能力，以及追求食材滋味最
為鮮美的時節。關於食材有兩
個頗有意思的詞語，一是初物
（時鮮貨），另一是旬物（當
令食物），前者是指榖物、蔬
果等在收獲季節中第一批採摘
的物品；後者是指正當收獲季
節的當造食物。兩者都不包括
禽獸肉類。
    中國人習慣吃熟，日本人喜
歡吃生：日本人喜歡將食物生
吃，不僅生吃各種蔬菜，還生
吃雞蛋、生吃魚、生吃肉。中
國人習慣吃熱，日本人喜歡吃
冷。飯團和便當（盒飯）通常
是凉的吃。御節料理（日本年
節菜）基本上是將很多象徵吉
祥喜慶的凉菜，放進大盒子裏
，正月裏大家慢慢吃。中國菜
較油膩，而日本料理較清淡：
由於日本傳統上受佛教的影響
，飮食習慣是吃素較多，除魚
類外，不太吃葷，日本料理也
没有中國菜那樣多油。日本人
愛吃生冷、口味清淡的特點與
其對食物鮮度的極度重視是分

不開的。
   
二、割主烹從---製作上是刀
工勝於火工
   傳統日本料理的烹製手法，
與滋味濃郁的中國菜、法國菜
、墨西哥菜大異其趣，只有五
種基本的調理法，就是切、煮
、烤、蒸、炸，比較單純。具
體而言，日本料理是倚仗庖丁
（菜刀）的文化，就是應體現
出食材所具有的真味，盡可能
不用火工，而且不借助或盡可
能少地借用其他調味料。如果
説做中國菜和法國菜是加法，
不斷地添加各種東西進去，最
後與材料合成一體做成一道菜
；那麼做日本菜便是減法，撇
去浮沫，抽去多餘的汁水，稍
加調味或不調味，便成一道日
本菜，味道清淡，色澤自然，
營養破壞較少。因為盡量少用
火工，刀工便最見功夫。在日
本的厨房中，板前（砧板師傅
）佔有最高的地位，而具體做
菜的調理師則聽從他的指揮。

三、高度講究---視覺享受及
食器配套
    中國菜重視的是食物本身的
可口，而日本料理講究的是要
賞心悦目：可以説是，對味覺
和視覺的不同追求，造就了中
日食文化的不同特色。中國人
在評價一道菜時，主要是以菜
肴本身為中心，看其色、聞其
香、品其味，尤其重視菜肴的
味道，即菜本身好吃不好吃。
而日本料理更注重菜肴的外觀
、盛載食物的器皿、用餐環境
等外在因素，所以甚至有人總
結説日本料理是用眼睛來欣賞
的，換言之，不是用來吃的，
是用來看的。日本料理往往根

據菜肴選擇不同的盛載器皿（
包括漆器及陶瓷）、形狀排列
和顏色搭配，而且會在菜上放
些花草以增添自然感。看到那
些小碟小碗，中國人心裏可能
會想，這能吃飽嗎？不過日本
人似乎並不在乎吃飽與否，而
在乎盡量多品嘗幾種，而且在
吃的過程中，一邊品嘗製作精
細、擺放精巧的食物，一邊欣
賞精緻的器皿，既可以增加食
慾，也是一種視覺、美學上的
享受！

四、進餐方式---用分餐制及
使用筷子
    日本人的進餐方式和西方一
樣，是分餐制。每人一份，有
飯、有菜、有水果。便當（盒
飯）就是最方便的分餐份飯。
有的飯盒是用簡單刨花薄木製
成，食罷即棄。有的盒飯是十
分精緻的漆盒，内分若干大小
不一的格子，裏面放着飯、魚
、肉、菜、水果。這種進餐方
式，既衛生，又體現了個性，
有可取之處。
    中國人和日本人都使用筷子
進食，但細心觀察，不難發現
某些差異。首先，日本的筷子
短而細，前部成尖狀。長度也
不同，日本的筷子比較短，其
最佳長度為21公分（婦女用）
和22.5公分（男子用）。然後是

放置不同，日本人是將筷子與
身體平行放在胸前的桌邊上。
日本是世界上使用割箸（一次
性方便筷子）最多的國家。
    造成以上差異的原因，主要
是與身材、菜肴和進餐方式有

關。日本筷子比較短，適合自
己身型；日本菜比較清淡，油
少，除湯菜外，幾乎無汁，輕
易便可挾起。
    另外，日本是採用分餐制，
自己飯菜就在眼前，無須遠征
便可以挾到，所以筷子短也無

妨，如果筷子長，反而影響他
人。
    從筷子的比較，我們不難看
出中日思維的一個不同點：日
本人强調個性，而中國人更多
地强調共性和群體意識！

    眾所周知，大家敬愛的麥希
真牧師，已於今年一月廿六日
在香港安息主懷。麥牧師當過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對這樣 “
國際性人物”，不難見到這時
在香港、北美…先後安排追思
禮拜。大家對他依依不捨，想
念的情懷，可見一斑。
    月前當麥牧還在醫院時，見
到他和麥師母接受他女兒訪問
的視頻，他還很幽默的說道：
可能神很快要讓他回天家。這
不要緊，表示做完在地上所托
付的事工，到時就去天上支取
他的 “人工” (粵語:意即“工
資”) ― 作工的果效也要隨著
他 (啟14:13)。
    回想過去，與麥牧師有不少
良好的合作，茲簡述另類的二
件，如下：

(一) 多才多藝的傳道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麥牧師，可
追溯到1968年吧！那時我從香
港建道神學院畢業後，回到印
尼自己的母會 (印尼萬隆佳音堂 
) 當傳道人。1968是我們母會十
週年，決定舉行週年會慶，邀
請外來講員主領聚會。經人介

紹，我邀請到來自香港之麥希
真牧師。邀請時他答應主領十
天的培靈會，講十堂道。
    後來聽聞他也是很好的 “佈
道會講員”，再請他多講十晚
的佈道會，他也客氣地答應。
    後來又有人向我透露，麥牧
師不單會講道，也會彈樂器，
也會獨唱，每次領會都很吸引
聽眾，何不請他多領十天的晨
禱聚會？麥牧師竟然也答應。

他一到印尼，青年人見到他，
印象深刻，因為他為人親切，
說話風趣，他對聖經道理又很
熟悉；於是青年弟兄姐妹要我
請他多開十堂聖經問題解答。
在大家盛情
邀請下，他
微微笑，又
點頭答應。
    不過，這
次以後，他
無論到那裡
領會，都會
述說在印尼
萬隆這件事
。他提說時
還不吝惜地 
“歸功” 於

我：「大家要注意，若鄭貽富
邀請你到印尼領會，一定要有
心理的準備，因為最初邀請的
講十堂，頓時會變成要四十堂
道。」我那敢如此輕易地 “領
功”，於是每次率直地謝絕：
「對不起，這不能怪我！如果
要怪，就怪神，為什麼給你這
麼多恩賜。」

(二) 服事眾人的好牧者
    像麥牧師這樣的名牧，世界
各地要他領會的邀請信必是紛
至沓來。他一定是忙得不可開
交，不在話下。但麥牧有一句
名言：「人對你有所要求時，
就算在你極度繁忙，看來不可
能作的情形下，不要立刻說 “
不”。要學習回答說：我試試
看。」許多人 (我包括在內)會
想，這該是隨口而出推搪的語
句吧！現在回頭看，我們都錯
了；那是麥牧想幫忙憑信心的
承諾。

    

    記得2011年我在巴拿馬之「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要舉辦
第一屆全巴拿馬華人教牧同工
退修會，大膽邀請麥牧師過去
主領，順便去教課，他欣然答
應。
    其實他當時因眼疾，行動不
很方便，幸得他女兒麥之華陪
同一起去。
    不曉得這是我以前在印尼的
事奉經驗，或是多年來在事奉
中學到的秘訣 ── 機會不可錯
過，現在請到靈命充沛，屬靈
學識豐富之良牧，若不把他榨
到點滴不剩，那便是 “對不起
自己”。
    於是在巴拿馬兩週時間，給

麥牧安排滿滿的節目，簡述於
下：
    1.    以「教牧同工們近況如
何？」為題，分四個分題，主
領兩整天的聚會。
    2.    以「教牧的品格與成長
」在我們聖經學院教2個學分的
課程，即要講20堂 (50分鐘)的
課。
    3.    接著用六個下午或晚上
，主領六堂之信徒講座。
    4.    最後用兩天半的時間，
在一年一度之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以「十字架與我」為主
題，共講五堂道。
    此外，在巴拿馬經過兩個主
日，在五間華人教會主日崇拜
証道。

    走筆及此，心中產生兩個感
觸：
    a.  2011年4 月11日至25日那兩
週，巴拿馬信徒們真有福！試
問，十年後的今天，落在心中
的道種有沒有 “向下札根，向
上結果”？
    b.  麥牧師將自己一生擺上，
給主使用。他的人生堪為眾人
之良範。  
    看完本文的讀者們，請問有
誰敢步麥牧的後塵， “向神求
大事，為神作大工”？
    (在此借用William Carey之名
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                   

緒言
    多倫多大學校園深處有一幢
禇紅色老建築，十九世紀英女
王維多利亞時代的華麗風格，
縷花拱門上方刻著一句名言﹕
「真理必叫爾得自由」

    

這是耶穌說的話，見於《聖經
．約翰福音》，遙遙呼應舊約
時代一位詩人的朝思暮想﹕
「我要自由地生活，因為我尋
求你的法則。」(詩篇119:45)
嗯，自由。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

國大學生以「抛頭顱，灑熱血
」的激情，聲嘶力竭地振臂吶
喊﹕「不自由，勿寧死！」
    當其時也有詩，中國的少男
少女首次掙脫了三千餘年「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首次嚐到自由戀愛的甜蜜，毫
不意外，匈牙利詩人的《自由
與愛情》深深獲得他們的喜愛
和共鳴﹕生命誠可貴，愛情價
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
抛。
    一百年整過去，2019年9月，
我在香港訪問了一位來自河南
省商城縣，在中文大學攻讀計
算機科學的博士生。言談間，
他以歲月靜好的安閒說﹕「我
不認為自由是好的，因為你的
自由有可能會侵犯了我的自由
，如果大家都自由的話，社會
就會很亂。」
    這位27歲的年輕人其觀點並

非只是他個人的，我遇到過不
少人持相同觀點。
    我們坐在中大交談之際，「
反送中，爭民主」運動方興未
艾，正以遠超「五．四」的浩
蕩，遍地開花，二百萬老．中
．青齊上齊下，不信春天喚不
來，惟願榮光歸香港。從港鐡
大學站出來，那片屬於中大的
小小廣場竪立了一尊曾在天安
門廣場曇花一現的民主女神，
一群大學的新生模仿雕像的姿
態，高舉手機權充火把，和民
主女神合照，年輕臉龐上的笑
容比南方初秋的陽光更燦爛，
一心相信自由之花將盛開，明
天會更好。
    自由，自由是什麼﹖
    是救國救民的濟世良藥﹖或
者，制造社會混亂的毒藥﹖是
香花﹖是毒草﹖

    
    1943年，抗日戰爭正水深火
熱之際，宋美齡應邀在美國國
會發表演講，她以流利優雅的
英語，引用時任美國總統羅斯
福所倡議的四大自由﹕免於匱
乏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
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陳
明中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和追
求，百折不撓。且借用羅斯福
的「四大自由」，對照《聖經
》，一探何為「自由」。

1. 免於匱乏的自由
    飲和食，心理學家馬斯洛提
出的「人類需求金字塔」其最
底層之基石，人最基本的生存
條件，沒吃沒喝，就會餓死渴
死，就這麼簡單。
    我相信，人類始祖亞當和夏
娃沒有違背上帝的命令之前，
伊甸園天氣溫和，物產豐富，
生活無憂無慮。我曾多次前往
美國加州訪友，那裏全年天氣
溫和，乾爽宜人，土地肥沃，
草豐魚肥。朋友家的後園有一
棵橘子樹，潔白小花散發濃郁
的香氣，碩大的果子金黃金黃
的，甘甜如蜜，多到吃不完﹔
四處繁花似錦，深山老林裏的
百年老樹參天，青翠茁壯，時
不時還會遇到一隻二隻鹿，溫
柔羞怯。我常想，伊甸園一定
要比加州富庶美好千倍百倍。
    物質匱乏時，吃不飽，穿不
暖，是人犯了罪，被逐出伊甸
園後的事。當時上帝對人說﹕
「地要長出荊棘和蒺藜，你要
汗流滿臉才能糊口。」

    然而，上帝是有恩典，有憐
憫的神，祂守約施慈愛，不會
將人置於死地而不顧。
    詩人如是說﹕「耶和華的聖
民啊，你們要敬畏祂，因為敬
畏祂的人一無所缺。」
   「壯獅也會忍饑挨餓，但尋
求耶和華的人什麼福分都不缺
。」(詩篇34:9-10)
    大衛王也說﹕「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我必一無所缺。」 (詩
篇23:1)
    耶穌則將我們的目光引去觀
看野地的百合花，和天空的飛
鳥。他告訴我們，不要為生活
憂慮，為吃什麼，喝什麼，穿
什麼而憂慮，因為，生命勝於
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百合花朝開夕枯，天父尚且
將她妝扮得美美的，小小麻雀
兒，天父也悉心照顧，祂必然
會看顧我們，如同保護自己的
瞳仁。
    耶穌破除了「汗流滿臉才能
糊口」的千古咒詛，予以「免
於匱乏的自由」。
    上帝賜給我們不僅僅溫飽而
已，祂給我們更多﹕健康、才
幹，以及工作  / 創業的機遇，
讓我們一展抱負，自我實現
──「人類需求金字塔」的頂
端，而得此「自由」之密訣在
於﹕認識上帝，敬畏上帝。
    二戰之後，歐美諸國建立了
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諸如﹕
健康保險、職業保險金、退休
金、老年生活保障金、殘障金
、緊急救濟金，林林種種，其
目的是讓人民有「免於匱乏的

自由」。然而再完善的社會安
全網制度，仍有百密一疏的可
能﹔不但如此，二十世紀全球
一體化之後，失業已成為常態
，隨時有打破飯碗之虞，沒有
幾個人可以一份工做到退休﹔
匱乏的烏雲仍籠罩天空，須要
上帝承諾的新天新地到來，我
們才能夠徹底從「汗流滿臉才
能糊口」中解放出來。
    然而，凡敬畏上帝的人，仍
然可以在今生今世就初見曙光
，淺嘗天國的「免於匱乏的自
由」。耶穌明白，體諒我們的
軟弱，很有可能一轉身就把這
自由丟進東海，又陷入為吃什
麼，喝什麼，穿什麼而憂慮的
泥沼中，所以，當門徒向祂討
教如何向上帝祈禱，他教的「
主禱文」中便有這麼一句﹕「
賜給我們今天的飲食。」
   「我思想自己走過的路，就
決定歸向你的法度。」(詩篇
119:59)
   「賜今天的飲食」禱告是向
後看式，尤其在我們陷入困境
時，我們思想、回顧以往走過
的路，對上帝說﹕「親愛的天
父，我看見在過去的歲月裏，
祢一直帶領我(和我的一家)，賜
給我(我們)每天的飲食，因此我
深信，祢必一如既往保守看顧
我(我們)，雖然我現在處在 …
… (用一句話描述當時處境)，
似乎看不到出路，但是，我相
信祢必然會牽著我的手，領我
走出幽谷，去到那綠草如茵的
溪水旁。」

（待續於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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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飮食文化的內在意藴》
    2013年12月聨合國教科文組
織批准將日本傳統料理“和食
”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録，也是世界第五項食文
化遺產。一般來説，日本飮食
文化有下列幾方面的特徵：

一、纎細感受---對食物原味
和季節性
    森林和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
的基礎與內核，而日本人的基
本食物結構，大致上是“稻米
加魚類”（飯稻羹魚）。直至
近代，由於日本四季分明的自
然環境，以及動植物油的出產
極少，加上各類香辛料和調味
料稀少，逐漸養成日本人對食
材（食物原料）本身的細緻體
味能力，以及追求食材滋味最
為鮮美的時節。關於食材有兩
個頗有意思的詞語，一是初物
（時鮮貨），另一是旬物（當
令食物），前者是指榖物、蔬
果等在收獲季節中第一批採摘
的物品；後者是指正當收獲季
節的當造食物。兩者都不包括
禽獸肉類。
    中國人習慣吃熟，日本人喜
歡吃生：日本人喜歡將食物生
吃，不僅生吃各種蔬菜，還生
吃雞蛋、生吃魚、生吃肉。中
國人習慣吃熱，日本人喜歡吃
冷。飯團和便當（盒飯）通常
是凉的吃。御節料理（日本年
節菜）基本上是將很多象徵吉
祥喜慶的凉菜，放進大盒子裏
，正月裏大家慢慢吃。中國菜
較油膩，而日本料理較清淡：
由於日本傳統上受佛教的影響
，飮食習慣是吃素較多，除魚
類外，不太吃葷，日本料理也
没有中國菜那樣多油。日本人
愛吃生冷、口味清淡的特點與
其對食物鮮度的極度重視是分

不開的。
   
二、割主烹從---製作上是刀
工勝於火工
   傳統日本料理的烹製手法，
與滋味濃郁的中國菜、法國菜
、墨西哥菜大異其趣，只有五
種基本的調理法，就是切、煮
、烤、蒸、炸，比較單純。具
體而言，日本料理是倚仗庖丁
（菜刀）的文化，就是應體現
出食材所具有的真味，盡可能
不用火工，而且不借助或盡可
能少地借用其他調味料。如果
説做中國菜和法國菜是加法，
不斷地添加各種東西進去，最
後與材料合成一體做成一道菜
；那麼做日本菜便是減法，撇
去浮沫，抽去多餘的汁水，稍
加調味或不調味，便成一道日
本菜，味道清淡，色澤自然，
營養破壞較少。因為盡量少用
火工，刀工便最見功夫。在日
本的厨房中，板前（砧板師傅
）佔有最高的地位，而具體做
菜的調理師則聽從他的指揮。

三、高度講究---視覺享受及
食器配套
    中國菜重視的是食物本身的
可口，而日本料理講究的是要
賞心悦目：可以説是，對味覺
和視覺的不同追求，造就了中
日食文化的不同特色。中國人
在評價一道菜時，主要是以菜
肴本身為中心，看其色、聞其
香、品其味，尤其重視菜肴的
味道，即菜本身好吃不好吃。
而日本料理更注重菜肴的外觀
、盛載食物的器皿、用餐環境
等外在因素，所以甚至有人總
結説日本料理是用眼睛來欣賞
的，換言之，不是用來吃的，
是用來看的。日本料理往往根

據菜肴選擇不同的盛載器皿（
包括漆器及陶瓷）、形狀排列
和顏色搭配，而且會在菜上放
些花草以增添自然感。看到那
些小碟小碗，中國人心裏可能
會想，這能吃飽嗎？不過日本
人似乎並不在乎吃飽與否，而
在乎盡量多品嘗幾種，而且在
吃的過程中，一邊品嘗製作精
細、擺放精巧的食物，一邊欣
賞精緻的器皿，既可以增加食
慾，也是一種視覺、美學上的
享受！

四、進餐方式---用分餐制及
使用筷子
    日本人的進餐方式和西方一
樣，是分餐制。每人一份，有
飯、有菜、有水果。便當（盒
飯）就是最方便的分餐份飯。
有的飯盒是用簡單刨花薄木製
成，食罷即棄。有的盒飯是十
分精緻的漆盒，内分若干大小
不一的格子，裏面放着飯、魚
、肉、菜、水果。這種進餐方
式，既衛生，又體現了個性，
有可取之處。
    中國人和日本人都使用筷子
進食，但細心觀察，不難發現
某些差異。首先，日本的筷子
短而細，前部成尖狀。長度也
不同，日本的筷子比較短，其
最佳長度為21公分（婦女用）
和22.5公分（男子用）。然後是

放置不同，日本人是將筷子與
身體平行放在胸前的桌邊上。
日本是世界上使用割箸（一次
性方便筷子）最多的國家。
    造成以上差異的原因，主要
是與身材、菜肴和進餐方式有

關。日本筷子比較短，適合自
己身型；日本菜比較清淡，油
少，除湯菜外，幾乎無汁，輕
易便可挾起。
    另外，日本是採用分餐制，
自己飯菜就在眼前，無須遠征
便可以挾到，所以筷子短也無

妨，如果筷子長，反而影響他
人。
    從筷子的比較，我們不難看
出中日思維的一個不同點：日
本人强調個性，而中國人更多
地强調共性和群體意識！

    眾所周知，大家敬愛的麥希
真牧師，已於今年一月廿六日
在香港安息主懷。麥牧師當過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對這樣 “
國際性人物”，不難見到這時
在香港、北美…先後安排追思
禮拜。大家對他依依不捨，想
念的情懷，可見一斑。
    月前當麥牧還在醫院時，見
到他和麥師母接受他女兒訪問
的視頻，他還很幽默的說道：
可能神很快要讓他回天家。這
不要緊，表示做完在地上所托
付的事工，到時就去天上支取
他的 “人工” (粵語:意即“工
資”) ― 作工的果效也要隨著
他 (啟14:13)。
    回想過去，與麥牧師有不少
良好的合作，茲簡述另類的二
件，如下：

(一) 多才多藝的傳道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麥牧師，可
追溯到1968年吧！那時我從香
港建道神學院畢業後，回到印
尼自己的母會 (印尼萬隆佳音堂 
) 當傳道人。1968是我們母會十
週年，決定舉行週年會慶，邀
請外來講員主領聚會。經人介

紹，我邀請到來自香港之麥希
真牧師。邀請時他答應主領十
天的培靈會，講十堂道。
    後來聽聞他也是很好的 “佈
道會講員”，再請他多講十晚
的佈道會，他也客氣地答應。
    後來又有人向我透露，麥牧
師不單會講道，也會彈樂器，
也會獨唱，每次領會都很吸引
聽眾，何不請他多領十天的晨
禱聚會？麥牧師竟然也答應。

他一到印尼，青年人見到他，
印象深刻，因為他為人親切，
說話風趣，他對聖經道理又很
熟悉；於是青年弟兄姐妹要我
請他多開十堂聖經問題解答。
在大家盛情
邀請下，他
微微笑，又
點頭答應。
    不過，這
次以後，他
無論到那裡
領會，都會
述說在印尼
萬隆這件事
。他提說時
還不吝惜地 
“歸功” 於

我：「大家要注意，若鄭貽富
邀請你到印尼領會，一定要有
心理的準備，因為最初邀請的
講十堂，頓時會變成要四十堂
道。」我那敢如此輕易地 “領
功”，於是每次率直地謝絕：
「對不起，這不能怪我！如果
要怪，就怪神，為什麼給你這
麼多恩賜。」

(二) 服事眾人的好牧者
    像麥牧師這樣的名牧，世界
各地要他領會的邀請信必是紛
至沓來。他一定是忙得不可開
交，不在話下。但麥牧有一句
名言：「人對你有所要求時，
就算在你極度繁忙，看來不可
能作的情形下，不要立刻說 “
不”。要學習回答說：我試試
看。」許多人 (我包括在內)會
想，這該是隨口而出推搪的語
句吧！現在回頭看，我們都錯
了；那是麥牧想幫忙憑信心的
承諾。

    

    記得2011年我在巴拿馬之「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要舉辦
第一屆全巴拿馬華人教牧同工
退修會，大膽邀請麥牧師過去
主領，順便去教課，他欣然答
應。
    其實他當時因眼疾，行動不
很方便，幸得他女兒麥之華陪
同一起去。
    不曉得這是我以前在印尼的
事奉經驗，或是多年來在事奉
中學到的秘訣 ── 機會不可錯
過，現在請到靈命充沛，屬靈
學識豐富之良牧，若不把他榨
到點滴不剩，那便是 “對不起
自己”。
    於是在巴拿馬兩週時間，給

麥牧安排滿滿的節目，簡述於
下：
    1.    以「教牧同工們近況如
何？」為題，分四個分題，主
領兩整天的聚會。
    2.    以「教牧的品格與成長
」在我們聖經學院教2個學分的
課程，即要講20堂 (50分鐘)的
課。
    3.    接著用六個下午或晚上
，主領六堂之信徒講座。
    4.    最後用兩天半的時間，
在一年一度之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以「十字架與我」為主
題，共講五堂道。
    此外，在巴拿馬經過兩個主
日，在五間華人教會主日崇拜
証道。

    走筆及此，心中產生兩個感
觸：
    a.  2011年4 月11日至25日那兩
週，巴拿馬信徒們真有福！試
問，十年後的今天，落在心中
的道種有沒有 “向下札根，向
上結果”？
    b.  麥牧師將自己一生擺上，
給主使用。他的人生堪為眾人
之良範。  
    看完本文的讀者們，請問有
誰敢步麥牧的後塵， “向神求
大事，為神作大工”？
    (在此借用William Carey之名
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                   

緒言
    多倫多大學校園深處有一幢
禇紅色老建築，十九世紀英女
王維多利亞時代的華麗風格，
縷花拱門上方刻著一句名言﹕
「真理必叫爾得自由」

    

這是耶穌說的話，見於《聖經
．約翰福音》，遙遙呼應舊約
時代一位詩人的朝思暮想﹕
「我要自由地生活，因為我尋
求你的法則。」(詩篇119:45)
嗯，自由。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

國大學生以「抛頭顱，灑熱血
」的激情，聲嘶力竭地振臂吶
喊﹕「不自由，勿寧死！」
    當其時也有詩，中國的少男
少女首次掙脫了三千餘年「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首次嚐到自由戀愛的甜蜜，毫
不意外，匈牙利詩人的《自由
與愛情》深深獲得他們的喜愛
和共鳴﹕生命誠可貴，愛情價
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
抛。
    一百年整過去，2019年9月，
我在香港訪問了一位來自河南
省商城縣，在中文大學攻讀計
算機科學的博士生。言談間，
他以歲月靜好的安閒說﹕「我
不認為自由是好的，因為你的
自由有可能會侵犯了我的自由
，如果大家都自由的話，社會
就會很亂。」
    這位27歲的年輕人其觀點並

非只是他個人的，我遇到過不
少人持相同觀點。
    我們坐在中大交談之際，「
反送中，爭民主」運動方興未
艾，正以遠超「五．四」的浩
蕩，遍地開花，二百萬老．中
．青齊上齊下，不信春天喚不
來，惟願榮光歸香港。從港鐡
大學站出來，那片屬於中大的
小小廣場竪立了一尊曾在天安
門廣場曇花一現的民主女神，
一群大學的新生模仿雕像的姿
態，高舉手機權充火把，和民
主女神合照，年輕臉龐上的笑
容比南方初秋的陽光更燦爛，
一心相信自由之花將盛開，明
天會更好。
    自由，自由是什麼﹖
    是救國救民的濟世良藥﹖或
者，制造社會混亂的毒藥﹖是
香花﹖是毒草﹖

    
    1943年，抗日戰爭正水深火
熱之際，宋美齡應邀在美國國
會發表演講，她以流利優雅的
英語，引用時任美國總統羅斯
福所倡議的四大自由﹕免於匱
乏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
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陳
明中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和追
求，百折不撓。且借用羅斯福
的「四大自由」，對照《聖經
》，一探何為「自由」。

1. 免於匱乏的自由
    飲和食，心理學家馬斯洛提
出的「人類需求金字塔」其最
底層之基石，人最基本的生存
條件，沒吃沒喝，就會餓死渴
死，就這麼簡單。
    我相信，人類始祖亞當和夏
娃沒有違背上帝的命令之前，
伊甸園天氣溫和，物產豐富，
生活無憂無慮。我曾多次前往
美國加州訪友，那裏全年天氣
溫和，乾爽宜人，土地肥沃，
草豐魚肥。朋友家的後園有一
棵橘子樹，潔白小花散發濃郁
的香氣，碩大的果子金黃金黃
的，甘甜如蜜，多到吃不完﹔
四處繁花似錦，深山老林裏的
百年老樹參天，青翠茁壯，時
不時還會遇到一隻二隻鹿，溫
柔羞怯。我常想，伊甸園一定
要比加州富庶美好千倍百倍。
    物質匱乏時，吃不飽，穿不
暖，是人犯了罪，被逐出伊甸
園後的事。當時上帝對人說﹕
「地要長出荊棘和蒺藜，你要
汗流滿臉才能糊口。」

    然而，上帝是有恩典，有憐
憫的神，祂守約施慈愛，不會
將人置於死地而不顧。
    詩人如是說﹕「耶和華的聖
民啊，你們要敬畏祂，因為敬
畏祂的人一無所缺。」
   「壯獅也會忍饑挨餓，但尋
求耶和華的人什麼福分都不缺
。」(詩篇34:9-10)
    大衛王也說﹕「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我必一無所缺。」 (詩
篇23:1)
    耶穌則將我們的目光引去觀
看野地的百合花，和天空的飛
鳥。他告訴我們，不要為生活
憂慮，為吃什麼，喝什麼，穿
什麼而憂慮，因為，生命勝於
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百合花朝開夕枯，天父尚且
將她妝扮得美美的，小小麻雀
兒，天父也悉心照顧，祂必然
會看顧我們，如同保護自己的
瞳仁。
    耶穌破除了「汗流滿臉才能
糊口」的千古咒詛，予以「免
於匱乏的自由」。
    上帝賜給我們不僅僅溫飽而
已，祂給我們更多﹕健康、才
幹，以及工作  / 創業的機遇，
讓我們一展抱負，自我實現
──「人類需求金字塔」的頂
端，而得此「自由」之密訣在
於﹕認識上帝，敬畏上帝。
    二戰之後，歐美諸國建立了
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諸如﹕
健康保險、職業保險金、退休
金、老年生活保障金、殘障金
、緊急救濟金，林林種種，其
目的是讓人民有「免於匱乏的

自由」。然而再完善的社會安
全網制度，仍有百密一疏的可
能﹔不但如此，二十世紀全球
一體化之後，失業已成為常態
，隨時有打破飯碗之虞，沒有
幾個人可以一份工做到退休﹔
匱乏的烏雲仍籠罩天空，須要
上帝承諾的新天新地到來，我
們才能夠徹底從「汗流滿臉才
能糊口」中解放出來。
    然而，凡敬畏上帝的人，仍
然可以在今生今世就初見曙光
，淺嘗天國的「免於匱乏的自
由」。耶穌明白，體諒我們的
軟弱，很有可能一轉身就把這
自由丟進東海，又陷入為吃什
麼，喝什麼，穿什麼而憂慮的
泥沼中，所以，當門徒向祂討
教如何向上帝祈禱，他教的「
主禱文」中便有這麼一句﹕「
賜給我們今天的飲食。」
   「我思想自己走過的路，就
決定歸向你的法度。」(詩篇
119:59)
   「賜今天的飲食」禱告是向
後看式，尤其在我們陷入困境
時，我們思想、回顧以往走過
的路，對上帝說﹕「親愛的天
父，我看見在過去的歲月裏，
祢一直帶領我(和我的一家)，賜
給我(我們)每天的飲食，因此我
深信，祢必一如既往保守看顧
我(我們)，雖然我現在處在 …
… (用一句話描述當時處境)，
似乎看不到出路，但是，我相
信祢必然會牽著我的手，領我
走出幽谷，去到那綠草如茵的
溪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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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滿華

    眾所周知，大家敬愛的麥希
真牧師，已於今年一月廿六日
在香港安息主懷。麥牧師當過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對這樣 “
國際性人物”，不難見到這時
在香港、北美…先後安排追思
禮拜。大家對他依依不捨，想
念的情懷，可見一斑。
    月前當麥牧還在醫院時，見
到他和麥師母接受他女兒訪問
的視頻，他還很幽默的說道：
可能神很快要讓他回天家。這
不要緊，表示做完在地上所托
付的事工，到時就去天上支取
他的 “人工” (粵語:意即“工
資”) ― 作工的果效也要隨著
他 (啟14:13)。
    回想過去，與麥牧師有不少
良好的合作，茲簡述另類的二
件，如下：

(一) 多才多藝的傳道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麥牧師，可
追溯到1968年吧！那時我從香
港建道神學院畢業後，回到印
尼自己的母會 (印尼萬隆佳音堂 
) 當傳道人。1968是我們母會十
週年，決定舉行週年會慶，邀
請外來講員主領聚會。經人介

紹，我邀請到來自香港之麥希
真牧師。邀請時他答應主領十
天的培靈會，講十堂道。
    後來聽聞他也是很好的 “佈
道會講員”，再請他多講十晚
的佈道會，他也客氣地答應。
    後來又有人向我透露，麥牧
師不單會講道，也會彈樂器，
也會獨唱，每次領會都很吸引
聽眾，何不請他多領十天的晨
禱聚會？麥牧師竟然也答應。

他一到印尼，青年人見到他，
印象深刻，因為他為人親切，
說話風趣，他對聖經道理又很
熟悉；於是青年弟兄姐妹要我
請他多開十堂聖經問題解答。
在大家盛情
邀請下，他
微微笑，又
點頭答應。
    不過，這
次以後，他
無論到那裡
領會，都會
述說在印尼
萬隆這件事
。他提說時
還不吝惜地 
“歸功” 於

我：「大家要注意，若鄭貽富
邀請你到印尼領會，一定要有
心理的準備，因為最初邀請的
講十堂，頓時會變成要四十堂
道。」我那敢如此輕易地 “領
功”，於是每次率直地謝絕：
「對不起，這不能怪我！如果
要怪，就怪神，為什麼給你這
麼多恩賜。」

(二) 服事眾人的好牧者
    像麥牧師這樣的名牧，世界
各地要他領會的邀請信必是紛
至沓來。他一定是忙得不可開
交，不在話下。但麥牧有一句
名言：「人對你有所要求時，
就算在你極度繁忙，看來不可
能作的情形下，不要立刻說 “
不”。要學習回答說：我試試
看。」許多人 (我包括在內)會
想，這該是隨口而出推搪的語
句吧！現在回頭看，我們都錯
了；那是麥牧想幫忙憑信心的
承諾。

    

    記得2011年我在巴拿馬之「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要舉辦
第一屆全巴拿馬華人教牧同工
退修會，大膽邀請麥牧師過去
主領，順便去教課，他欣然答
應。
    其實他當時因眼疾，行動不
很方便，幸得他女兒麥之華陪
同一起去。
    不曉得這是我以前在印尼的
事奉經驗，或是多年來在事奉
中學到的秘訣 ── 機會不可錯
過，現在請到靈命充沛，屬靈
學識豐富之良牧，若不把他榨
到點滴不剩，那便是 “對不起
自己”。
    於是在巴拿馬兩週時間，給

麥牧安排滿滿的節目，簡述於
下：
    1.    以「教牧同工們近況如
何？」為題，分四個分題，主
領兩整天的聚會。
    2.    以「教牧的品格與成長
」在我們聖經學院教2個學分的
課程，即要講20堂 (50分鐘)的
課。
    3.    接著用六個下午或晚上
，主領六堂之信徒講座。
    4.    最後用兩天半的時間，
在一年一度之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以「十字架與我」為主
題，共講五堂道。
    此外，在巴拿馬經過兩個主
日，在五間華人教會主日崇拜
証道。

    走筆及此，心中產生兩個感
觸：
    a.  2011年4 月11日至25日那兩
週，巴拿馬信徒們真有福！試
問，十年後的今天，落在心中
的道種有沒有 “向下札根，向
上結果”？
    b.  麥牧師將自己一生擺上，
給主使用。他的人生堪為眾人
之良範。  
    看完本文的讀者們，請問有
誰敢步麥牧的後塵， “向神求
大事，為神作大工”？
    (在此借用William Carey之名
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                   

緒言
    多倫多大學校園深處有一幢
禇紅色老建築，十九世紀英女
王維多利亞時代的華麗風格，
縷花拱門上方刻著一句名言﹕
「真理必叫爾得自由」

    

這是耶穌說的話，見於《聖經
．約翰福音》，遙遙呼應舊約
時代一位詩人的朝思暮想﹕
「我要自由地生活，因為我尋
求你的法則。」(詩篇119:45)
嗯，自由。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

國大學生以「抛頭顱，灑熱血
」的激情，聲嘶力竭地振臂吶
喊﹕「不自由，勿寧死！」
    當其時也有詩，中國的少男
少女首次掙脫了三千餘年「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首次嚐到自由戀愛的甜蜜，毫
不意外，匈牙利詩人的《自由
與愛情》深深獲得他們的喜愛
和共鳴﹕生命誠可貴，愛情價
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
抛。
    一百年整過去，2019年9月，
我在香港訪問了一位來自河南
省商城縣，在中文大學攻讀計
算機科學的博士生。言談間，
他以歲月靜好的安閒說﹕「我
不認為自由是好的，因為你的
自由有可能會侵犯了我的自由
，如果大家都自由的話，社會
就會很亂。」
    這位27歲的年輕人其觀點並

非只是他個人的，我遇到過不
少人持相同觀點。
    我們坐在中大交談之際，「
反送中，爭民主」運動方興未
艾，正以遠超「五．四」的浩
蕩，遍地開花，二百萬老．中
．青齊上齊下，不信春天喚不
來，惟願榮光歸香港。從港鐡
大學站出來，那片屬於中大的
小小廣場竪立了一尊曾在天安
門廣場曇花一現的民主女神，
一群大學的新生模仿雕像的姿
態，高舉手機權充火把，和民
主女神合照，年輕臉龐上的笑
容比南方初秋的陽光更燦爛，
一心相信自由之花將盛開，明
天會更好。
    自由，自由是什麼﹖
    是救國救民的濟世良藥﹖或
者，制造社會混亂的毒藥﹖是
香花﹖是毒草﹖

    
    1943年，抗日戰爭正水深火
熱之際，宋美齡應邀在美國國
會發表演講，她以流利優雅的
英語，引用時任美國總統羅斯
福所倡議的四大自由﹕免於匱
乏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
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陳
明中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和追
求，百折不撓。且借用羅斯福
的「四大自由」，對照《聖經
》，一探何為「自由」。

1. 免於匱乏的自由
    飲和食，心理學家馬斯洛提
出的「人類需求金字塔」其最
底層之基石，人最基本的生存
條件，沒吃沒喝，就會餓死渴
死，就這麼簡單。
    我相信，人類始祖亞當和夏
娃沒有違背上帝的命令之前，
伊甸園天氣溫和，物產豐富，
生活無憂無慮。我曾多次前往
美國加州訪友，那裏全年天氣
溫和，乾爽宜人，土地肥沃，
草豐魚肥。朋友家的後園有一
棵橘子樹，潔白小花散發濃郁
的香氣，碩大的果子金黃金黃
的，甘甜如蜜，多到吃不完﹔
四處繁花似錦，深山老林裏的
百年老樹參天，青翠茁壯，時
不時還會遇到一隻二隻鹿，溫
柔羞怯。我常想，伊甸園一定
要比加州富庶美好千倍百倍。
    物質匱乏時，吃不飽，穿不
暖，是人犯了罪，被逐出伊甸
園後的事。當時上帝對人說﹕
「地要長出荊棘和蒺藜，你要
汗流滿臉才能糊口。」

    然而，上帝是有恩典，有憐
憫的神，祂守約施慈愛，不會
將人置於死地而不顧。
    詩人如是說﹕「耶和華的聖
民啊，你們要敬畏祂，因為敬
畏祂的人一無所缺。」
   「壯獅也會忍饑挨餓，但尋
求耶和華的人什麼福分都不缺
。」(詩篇34:9-10)
    大衛王也說﹕「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我必一無所缺。」 (詩
篇23:1)
    耶穌則將我們的目光引去觀
看野地的百合花，和天空的飛
鳥。他告訴我們，不要為生活
憂慮，為吃什麼，喝什麼，穿
什麼而憂慮，因為，生命勝於
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百合花朝開夕枯，天父尚且
將她妝扮得美美的，小小麻雀
兒，天父也悉心照顧，祂必然
會看顧我們，如同保護自己的
瞳仁。
    耶穌破除了「汗流滿臉才能
糊口」的千古咒詛，予以「免
於匱乏的自由」。
    上帝賜給我們不僅僅溫飽而
已，祂給我們更多﹕健康、才
幹，以及工作  / 創業的機遇，
讓我們一展抱負，自我實現
──「人類需求金字塔」的頂
端，而得此「自由」之密訣在
於﹕認識上帝，敬畏上帝。
    二戰之後，歐美諸國建立了
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諸如﹕
健康保險、職業保險金、退休
金、老年生活保障金、殘障金
、緊急救濟金，林林種種，其
目的是讓人民有「免於匱乏的

自由」。然而再完善的社會安
全網制度，仍有百密一疏的可
能﹔不但如此，二十世紀全球
一體化之後，失業已成為常態
，隨時有打破飯碗之虞，沒有
幾個人可以一份工做到退休﹔
匱乏的烏雲仍籠罩天空，須要
上帝承諾的新天新地到來，我
們才能夠徹底從「汗流滿臉才
能糊口」中解放出來。
    然而，凡敬畏上帝的人，仍
然可以在今生今世就初見曙光
，淺嘗天國的「免於匱乏的自
由」。耶穌明白，體諒我們的
軟弱，很有可能一轉身就把這
自由丟進東海，又陷入為吃什
麼，喝什麼，穿什麼而憂慮的
泥沼中，所以，當門徒向祂討
教如何向上帝祈禱，他教的「
主禱文」中便有這麼一句﹕「
賜給我們今天的飲食。」
   「我思想自己走過的路，就
決定歸向你的法度。」(詩篇
119:59)
   「賜今天的飲食」禱告是向
後看式，尤其在我們陷入困境
時，我們思想、回顧以往走過
的路，對上帝說﹕「親愛的天
父，我看見在過去的歲月裏，
祢一直帶領我(和我的一家)，賜
給我(我們)每天的飲食，因此我
深信，祢必一如既往保守看顧
我(我們)，雖然我現在處在 …
… (用一句話描述當時處境)，
似乎看不到出路，但是，我相
信祢必然會牽著我的手，領我
走出幽谷，去到那綠草如茵的
溪水旁。」

真理必叫爾得自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