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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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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于祂！

耶穌在約翰福音14章18節如此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我們每個人生來都是屬靈的孤兒。當我們進入上帝的家庭

時，都是帶着心痛、失望，以及破碎的夢想。我們並沒有立

即得到醫治，但卻立即蒙上帝所愛。

如果你覺得在生活中有許多被拒絕和被遺棄的痛苦，歸若黎

的這本小冊子正是你需要的。她親身經歷了收養的哀傷和喜

樂，發現上帝對我們的愛和讓我們成為祂兒女的過程，與收

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歸若黎（Lorilee Craker）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溫尼伯，

在她兩週大時被收養。多年后，她和丈夫多爾有幸收養了非

比。她寫了十多本書，目前與丈夫和三個孩子住在美國密歇

根州大湍市。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simplified-odb.org/ds，閱讀不同主題 

的探索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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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上帝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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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屬于祂
進入上帝的家庭

也許你覺得收養的事與你毫無關係，其實不

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曾經

是孤兒。

	 在作者歸若黎（Lorilee Craker）分享關于她被收

養和收養孩子的親身體驗時，我們意外地發現這樣的

經歷也能套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若黎自己是被

收養的，結婚后生了兩個孩子，過后還收養了孤兒非

比，一個可愛的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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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黎認為，收養在本質上可說是一種“屬靈的操

練”。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孤兒”，當我們去幫助

有需要的人時，就是在發揚收養的精神。同樣地，當

別人在我們需要時施予援手，我們也領受了被收養的

這份恩惠。這樣的一個畫面，描繪了上帝如何對待我

們，同時祂也要我們如此相待。

	 耶穌告訴祂的門徒：“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

必到你們這裡來”（約翰福音14章18節）。收養顯明

了天父的心意。

	 詩人大衛寫道：“上帝叫孤獨的有家”（詩篇68
篇6節）。的確，收養的事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因為我們有一位願意收養我們的天父，祂歡迎我們進

入祂永恆的家庭裡，成為祂的兒女。

葛庭墨（Tim Gustaf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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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許多被收養的人一樣，我的故事不是始于

出生，甚至不是始于成孕，而是由經年累月

的種種事件，導致我這個獨一無二生命的開始，一個

非常混亂的開始。這種種事件最終塑造了我的個人故

事，雖然當中少不了艱難甚至絕望，但始終有一縷救

贖希望的金線貫穿其中。

	 1967年，一個師範學院的學生，也是未來的體育

老師，經歷一段閃電般的羅曼史，或是照我生父在45
年后告訴我的那樣，“有幾次的偶然相遇”。然后，

在一次的“偶然相遇”中，不小心有了我。我的親生

父母並不相愛，事實上，后來還演變成彼此厭惡。

.（一）

不再是孤兒



不再是孤兒  5    

	 當我的生母希朵拉發現自己懷孕時，生父泰德火

速逃之夭夭。當時，我的生母孤身一人在加拿大溫尼

伯市，舉目無親、軟弱無助。最后，她決定悄悄地把

我生下來，只有她最好的朋友知道她懷孕的事。

	 在1968年三月，一個白雪紛飛的星期三，我在當

地的婦科醫院出生了。那時生母年僅22歲，當收養組

織的人從她的膀臂中把我抱走時，她哀傷痛哭。過

后，她獨自一人坐計程車從醫院回到簡陋的公寓，房

間地板上只有一張床墊，以及一個稍能保暖的睡袋。

	 我的故事起頭就是這樣一團糟，充滿了情慾、嫌

惡、遺棄和哀傷的片段。好在這樣糟糕的開始並沒有

就此定調。

	 從屬靈的角度來說，我們所有人的故事開始都是

這么糟的。我們每個人生來都需要被收養，每個人生

來都帶着創傷，有一種說不出的急切期盼，渴望得到

天父無條件的愛和醫治。當然，用收養這樣的隱喻來

形容上帝與我們的關係，在有些方面不太適用，因為

上帝從未拋棄我們，我們一直是祂所愛的兒女。但是

這個收養的隱喻，卻強有力地表明了一個人類的共同

經歷，那就是我們都缺乏那種有上帝的愛和眷顧的生

命。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說，被上帝“收

養”就像是我們終于找到了一直在尋求的愛與家庭。

	 這位收養我們的天父應許絕不撇棄我們為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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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疏遠、離開我們。祂已應允，無論我們離祂有多

遠，祂都會來尋找我們。祂在約翰福音14章18節如

此保證：“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

來。”而且，祂絕不違背對兒女的承諾。

	 對我來說，在我這混亂不堪的人生故事中，這位

收養我的天父一直都掌管一切。在我出生之前，其實

是在萬有開始之前，祂就已經播下救贖的種子，而且

挽起袖子開始工作，要把一切都更新。當祂親手塑造

我時，祂造了一個喜愛書籍、朋友和紅色鬱金香的女

孩。祂知道（雖然我很久之后才知道），我生父的祖父

精于袋棍球（或稱棍網球）與曲棍球，而且達到列入

名人堂的水平；而我將來的兒子，在這兩項運動中也

出類拔萃。在這一切事情，上帝都在其中，用一縷救

贖金線將這一切編織在一起，包括那些纏結的部分。

我可以想像祂一邊縫織，一邊帶着微笑地想：等到她

發現名人堂的事情，她一定會驚訝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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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備選方案

在我兩週大的時候，養父母接到電話說他們可

以來把我接走。（事實上，是請他們來挑選

一個孩子。但是我養父堅持由社工挑一個，而那將是

上帝為他們挑選的女兒。他氣憤地說：“我們不是來

買一頭牛！”最近我才發現，當時還有一張八元的收

據隨着我，那是收養的手續費。）

	 于是我被帶回家，那是冷戰時期的一幢簡陋平

房，位于溫尼伯市超級門諾會區的金福街。是的，我

們屬于超級門諾會，意思是我們吃門諾會肉堡、羅宋

湯、烤干麵包片等食物。我的養父母說德語（標準語

和方言都說），聽德語廣播的聖詩，不跳迪斯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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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次也不曾跳過。

	 有時候，養父會告訴我和弟弟丹（他的“價碼”

是15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生活情況。

	 養父在史達林大整肅期間生于烏克蘭，他的祖父

被史達林軍隊殘虐至死，他的兩個姐妹（包括他的雙

胞胎安娜）都是死于飢餓。在我養父六歲時，一家人

加入撤退的德國軍隊，逃到他的本族德國，離開凱薩

琳大帝近二百年前給門諾會的土地。他們在逃離家鄉

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的痛苦、失落和創傷。

	 在養父10歲時，他和父母及幾個姐姐橫越大西

洋，來到加拿大諾瓦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加拿大

再次打開大門歡迎我的家人。（我養母的門諾會家

人，早在十九世紀末第一波移民潮時就來到加拿大，

成為安頓在大草原的墾荒者。）

	 這個七口之家，在沒有保暖和隔熱設施的雞舍裡

住了一年。我養父本該上五年級，但因為他不懂英

文，就被安插在一年級。起先孩子們會叫他納粹黨，

向他丟石頭。

	 養父長大后成為書商，是一個熱愛故事和真理的

人。對他來說，世界上最棒的事情，就是把合適的故

事──不論是小說或者非小說類的書籍──在恰當的時

間交到正確的人手中。就這樣，我養父這個難民在故

事裡面找到了避難所；他這個移民也在移居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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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顧客）中安定下來。這些人像他一樣，喜愛並

且尊重故事。經歷過可怕戰爭童年的養父，在書店中

找到了避風港。（在多年之后，我發現養父書店所在

的商場裡面還有一個雜貨店，而我的生父泰德經常去

那裡購物。我們是否曾經像陌生人一樣擦肩而過，卻

從來沒有懷疑過彼此是有血緣關係的父女呢？）

	 每個家庭都有糾結和裂痕，混亂和傷痛。我的親

生家庭如此，收養家庭也並無二致。縱然我很愛我的

家人，珍惜住在一起的生活，但我裡面有一些東西，

在我被生母拋棄時就已經崩裂瓦解了。是的，嬰兒也

會哀傷。研究顯示，幼小的嬰兒經歷重大失落時，通

常他們的表達方式就是哀傷。有些嬰兒會尖叫嘶喊；

有些像我，幾乎都不哭，只是在內心哀傷。

	 美國作家莫麗莎（Elisa Morgan）說，不管孩子是

從多可怕的情況中出來，進入多美好、充滿愛的新環

境，被收養者總會帶着“一種強烈的失落感”。在某

種程度上，被收養者通常會眷念所失去的原生家庭。

破碎和糟糕的情況造成了孩子需要被收養，按理來

說，收養始終是備選方案（或者是第三、第四⋯⋯的

選擇方案）。

	 好在我們的創造主精于修補和救贖。這個地球

上有什么搞砸了（通常是少不了的），祂就捲起袖

子，開始救贖、修補、重建的工作。祂檢查混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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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毀壞的碎片，但向我們保證：“我將一切都更新

了。”（啟示錄21章5節）

修好的陶罐

	 你可曾見過補綴着金絲縷，美麗精緻的日本陶

碗？這是日本傳承數世紀修補翻新陶瓷的一種手藝，

被生動地翻譯為金繼 ，意思是“以金子去承繼”。

一般修補是把破損的陶瓷片，用透明的黏合劑黏合起

來，但金繼技藝卻使用一種特別的樹汁液加上金粉來

修補。一旦完工，原本破損的地方就會閃爍金色的光

芒，讓每個“修好”的陶器變得獨一無二。

	 上帝在祂每一個兒女身上的作為，都與此極為相

似。祂撿起我們生命中的破碎殘片，進行修補。祂就

像是金繼巧匠，修好的陶器通常比原物更美麗，使其

復原並賦予第二次的生命。是的，上帝重建我們的生

命，祂的光芒在破損之處更加耀眼。加拿大民謠歌手

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歌詞說得好：“每

	金繼有時候被稱為金繕，它讓我們想到一種人生哲

學，就是強調破損與修補是歷史與傳承的一部分，不需

要把它們偽裝隱藏起來。金繼這種珍視破損物品的手

藝，也可能與日本美學中的“侘寂”有關，它強調的是

擁抱“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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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東西都有裂痕，⋯⋯那正是光芒穿透之處。”

	 你看到自己生命的破損之處閃耀着金色光芒嗎？

如今我開始看得比較清楚，其實在大小事上都有光芒

閃爍。有人說那是巧合，甚至說我是自圓其說。但

是，當我仔細回顧並更認識這位收養我們的慈愛天父

時，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精金的光芒：

• 我的生母是荷蘭/波蘭裔作家，而我熱愛鬱金香

（荷蘭的國花）、波蘭餃子和寫作。

• 生父雖然令我心痛失望，但我畢竟得到了他的遺

傳基因，還跟奧林匹克運動會扯上關係（我是冬奧

會的第一大粉絲）。但最棒的是，我做基因檢測時

發現，我從生父承傳的四種血統，有一種來自愛德

華王子島，這是啟發我開始文學創作的書──《綠

山牆的安妮》（或譯清秀佳人）故事主角的家鄉。

• 我的養父（也是我真正的父親）傳遞給我一顆

關懷弱勢群體的心，還有一輩子對書籍和閱讀的

酷愛。

	 因為我的養父母收養了我，所以我和丈夫后來也

收養一個韓國女嬰。

	 因為一個難民身份的移民收養了我，所以我深切

關心移民和難民。養父讓我認識到，當一個陌生人來

到新的地方時，受歡迎或者被拒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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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喜愛故事的書商收養了我，所以我在世

上的部分工作就是寫作以及講故事。

	 上帝這么耐心地等待我（和我們）醒悟，留意祂

以哪些方式來改善、修補、更新且救贖我們的靈魂。

但上帝不只是把我們用膠水黏合起來，能運作就好，

祂還保證絕不撇棄我們，絕不讓我們留在混亂糟糕的

開始、境況和選擇中！

	 這位創造主就像一個金繼藝術家，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一步又一步地潔淨、醫治我們，用精金堅固

我們，使我們痊癒。

	 如前所述，我被收養的故事，也像其他許多被收

養的故事一樣，始于充滿情慾、嫌惡、拋棄和悲哀的

片段。但在我一生之中，上帝也一直在作工、在更新

一切，只是多年之后我才看到祂的作為。

	 如果你有幸擁有一個金繼陶瓷，你就會明白在

光照之下，那些金色的接縫處是如何晶瑩閃爍、熠熠

生輝。我正在學習去留意這些閃爍的微光。它們提醒

我，因為有這位天父收養了我們，我們因此就知道自

己是被愛的。我們知道，祂要把一切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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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養的循環

我和丈夫多爾在生育兩個兒子約拿和以斯拉之

后，收養了第三個孩子。有些人以為這是因

為我們不能再生育了，其實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我和丈夫在交往之初，就討論過收養的事。對我

來說，得到多爾的同意是很重要的，不僅是同意有一

天我們可能會收養孩子，而且同意收養的概念。我聽

過有些人說：“我沒辦法像對親生的孩子那樣去愛別

人的孩子。”或是說：“收養的孩子總愛惹禍。”有

一個朋友告訴我，她跟丈夫談到從中國或韓國收養孩

子時，就講不下去了。她說：“他就是對那些外國人

沒什么信心。”（朋友說“外國人”時，還故意假裝

鄉巴佬的口音緩解她的情緒。不錯，達到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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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些言論並非惡意，但還是對我的心靈與身

份造成衝擊。我是不是也算是“外國人”，比較難讓

人愛，或者從骨子裡就愛惹禍？我可說是一個有西歐

血統的加拿大人，但朋友的評論，卻讓我感覺自己是

一個“異類”（試想有多少這種評論，給有色人種的

被收養者帶來這種感覺）。也有朋友跟我抱怨，她們

的丈夫（但問題真的是出在她們的丈夫嗎？）對收養

的事根本不願意考慮，總而言之，收養會是一個令

人不安的景象：被收養者肯定是“異類”，多半會惹

禍，不如“正常出生”的孩子那么寶貝──仿佛被收

養的孩子其出生就像電影《異形》中的情節一樣。

	 我在1990年遇到多爾的時候，還說不清為什么

“收養”對我這么重要，但我知道自己未來的人生伴

侶必須要瞭解這一點。他必須是個心胸寬廣的人，

認為我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與親生的孩子毫無差別。

多爾就是這樣的人。所以在將近十年之后，當我們在

產房聽到“是個男孩！”的宣布而目瞪口呆時，收養

的種子就已經播入沃土。原本做超音波的技師告訴我

們很可能是個女嬰，結果那天生下親愛的小兒子以斯

拉，我便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們給將要收養的

女兒命名為非比，這名字出自聖經，有文學底蘊，又

關乎大自然，是我們倆都喜歡的名字，意思是“明亮

閃耀的星星”。我在臂彎中搖着小兒子時，心裡很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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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們要收養一個女孩，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天，從什

么地方，會有一顆閃亮耀眼的星星到我們家來。

媽媽戰士

	 2005年，在我于寒冷的溫尼伯被收養37年之后，

我和丈夫來到悶熱的韓國，剛得到女嬰翟明珠，即非

比的終身撫養權。當我們帶她回到首爾的旅館時，她

才六個半月大。剛開始，她忍着不作聲，大概是搞不

懂怎么回事。她應該是希望這些看着聞着都怪異的陌

生人，會把她送還給寵愛她的寄養父母。但我們並沒

有這么做，于是她開始尖叫，一直尖叫到凌晨。期間

我抱着她不斷地來回走動，搖她安撫她，再加上禱

告，最終迫切懇求上帝幫助。多爾一向都比我清醒，

但不知何時竟然睡着了，只剩下我一人來應對。他聽

着嬰兒的尖叫怎么能夠睡着，我實在不明白。人家說

急中生智，其實應該是“絕望”中生智。當時我就是

這樣絕望。

	 非比在我身前的嬰兒背帶裡，面朝外。這時，我

突發奇想，打開了水龍頭，把她的小屁股靠着洗手台

邊緣，讓她的小腳去踢水龍頭流出的水。沒想到非比

停止了哭泣。在洗手台前的浴室鏡中，她盯着我，我

盯着她，彼此審視。這是我的小公主。（那是非比寄

養父母給她起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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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那兒，疲累不堪且萬分沮喪，但內心有什

么油然而生，令我好像一名戰士。是的，為了這個驚

恐的女嬰，我會日夜武裝上陣。我不會放棄，直到她

明白她是安全的，而我是她可以信賴的。

	 這是妳和我，小寶貝。這一仗妳肯定贏不了。

媽媽們都會這樣，我們會戰鬥。不管怎么樣，我都

會為妳而戰，即使妳像現在這樣吵鬧不休。我們現

在屬于彼此，再也分不開了。

	 我們就那樣站着，好像過了幾個小時。最后，非

比終于睡着了，我也可以睡了。隔天早晨，她一醒來

又恢復尖叫。我原本還奢望她在前一夜已哭叫完了，

可惜不是，她繼續哭，哭累了才睡，很不情願地從多

爾或我手中喝奶，而且一直厭惡地瞪着我們。

	 其實已經有人警告過我們會發生這種情形。我們

的社工兼小兒科醫生（為國際收養組織工作的非裔女

士）告訴我們，非比可能會哭，而且哭個不停。

	 安迪醫生說：“她可能會尖叫哭鬧，或者非常非

常安靜。這是這些嬰兒處理哀傷的兩種方式。”如果

能選擇，安迪醫生說，她寧願嬰兒尖叫，因為那比悶

在心裡好。尖叫表示她與之前照顧她的人有感情，她

那對慈愛的寄養父母把他們的公主交給我時，四目含

淚。如果她已經跟他們產生了感情，那就表示她也可

能較容易跟我們產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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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爾和我都點頭。理論上我們都知道，但現實卻

從未經歷過。

	 在回家的韓國航班上，非比幾乎是一路哭叫。期

間有韓國人試着幫忙，結果情況更糟。我一再跑進飛

機上的洗手間，哭腫了眼睛，這完全不符合我與女兒

展開新生活的期待。然而，每次我回到座位上就感覺

到一股新的決心，要為她這顆孤兒的心而奮鬥。

	 是的，她這顆孤兒的心。若你像許多人一樣，

“孤兒”這個詞也許會讓你不大舒服。你或許會想，

當人把非比放在我們懷裡時，她就不再是孤兒了。

	 但是，我覺得孤兒並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們認

為孤兒就是失去父母的孩子，而實際上，被收養的孩

子確實失去了父母，但人們並不把他們算作孤兒。

	 艾瑪西博士（Dr. Marcy Axness）是被收養者，也

是一個收養的專家。她在職場生涯中，曾多次看到這

種輕率的態度。“在許多收養研討會的分享中，我坦

誠地說：‘我在出生那天就失去了母親。’多數人的

反應會是：‘噢，天哪，真令人難過，太慘了！’但

若我加以解釋，澄清說：‘噢，我被收養了……所以

……嗯……你知道啦！’他們就會說：‘喔，那就太

好了！收養真是太棒了……’”

	 社會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收養是一面

倒的贏、贏、贏！從前有一個家庭，生了孩子卻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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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撫養，就把這個孩子送給有能力照顧他的家庭，從

此他們都過着快樂的日子。生下嬰兒的家庭贏了（不

必考慮無法撫養親生孩子的悲哀和創傷）；收養的家

庭也贏了；那么這個孩子呢？根據一般的社會觀念，

這孩子算是贏百萬大獎了。這種敘事手法一再以各種

方式告訴我們，這個孩子應該多么感恩，因為他有了

嶄新的生活，有了條件更好的父母。然后，句點。故

事結束。

	 我明白，真的。看到一個孩子找到愛他和珍視他

的家庭，誰會不高興呢？我在社交媒體上關注一個主

題標籤，名為《收養是愛》。有許多夜晚，我邊看邊

流淚，因為那些照片裡有那么多漂亮的嬰兒、小孩，

以及他們興奮的養父母。收養確實會帶來難以言喻的

喜樂，但其中也有深深的失落，這兩種情緒能夠並

存，或者說最好都有。

	 照理說，或從法律上來說，一個人被收養就不再

是孤兒，但孤兒的那些感受依然持續。當我作研究寫

自傳《綠山牆的安妮：我的女兒和我》時，看到一個

孤兒的定義，令我再三思考。孤兒：失去至親的，被

拋下不顧的，被遺棄的。這大大拓寬了孤兒的定義。

我的許多讀者都能體會被撇棄的感覺，哪怕他們是在

親生父母的身邊長大。有些人感覺自己被拋棄，是因

為配偶送來一張離婚協議書，或關係破裂分手，或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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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地被排斥。也有的人，我相信有不少人，總覺得缺

少了什么，渴望得到，但那到底是什么卻說不上來。

	 對于被收養的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被親生家

人遺棄的失落感從未停止，這些家人已莫名消失，留

下重重疑問。你會一再回頭看，期待看一眼那些很久

以前就撇下你的人。

	 值得感恩的是，不論我們感覺被遺棄的原因是什

么，也不管從我們身邊走開的是誰，我們在基督裡可

以擁有一位安慰者和醫治者。作為屬靈的孤兒，我們

也感覺孤單，不斷努力地尋找方法，要滿足內心的需

要。你和我都有人類共同的經歷，感受失去至親、被

拋下不顧，以及被遺棄；我們“本為可怒之子，和別

人一樣”（以弗所書2章3節）。

	 然后，美事發生了。在基督裡，天父上帝給我們

已死的心注入了生命力，並把孤單的我們攬入祂的懷

抱。祂稱我們為兒女，是祂珍愛的孩子，得以領受祂

的愛與眷顧。奇妙的是，在經歷基督的愛之后，我們

也會明白一條真理，就是我們永遠屬于祂。我們終于

可以停止尋找安慰、答案和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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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傷醫治者

我們屬靈的家，或像亞維拉的德蘭 所稱的“靈

心城堡”，是醫治療傷的開始、進展和結束

的地方。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我們不論是在情緒、

生理或屬靈方面，都有太多需要醫治的地方。

	 14年之后，我仍然忘不了嬰兒非比的尖叫。那是

哀痛的嘶喊，當時她被剝離所知的一切：她的阿爸和

	亞維拉的德蘭是16世紀一位神秘主義者，她在描述屬
靈生活的著名自傳中，對于人類為體驗上帝的愛而做的

努力，具有謙卑、同理且深刻的見解，幾世紀以來一直

受重視與稱揚。她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就是《靈心城堡》

（或譯《七寶樓台》），描述七個階段的屬靈發展，終

極目標是心靈與上帝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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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媽（寄養父母）、寄養家庭的哥哥姐姐、家園、祖

國、文化，以及所有的起點。非比對這一切完全無能

為力，這些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陌生而可怕，她只能哀

傷哭泣。她的心碎了，就像骨頭碎裂一樣。

	 這些傷痛是她故事的一部分，也是我故事的一部

分，但只是一部分。我和非比，或任何被收養的人，

都不受這些舊的創傷 所侷限。人們通常會拒絕原始創

傷的理論，因為他們不想讓人用這理論來解釋或限定

自己或所愛的人。但即使這些過往的創傷不可否認，

基督的福音卻告訴我們，創傷可以在創造主溫柔的塑

造中得到轉變與醫治。

	 創傷是可以治癒的，因我們擁有屬靈和情感的資

源。人是堅韌而剛強的，只要有適當的支持和愛，我

們破碎而美麗的生命之初，可以整合成豐盛滿有喜樂

的生命。

	 整合，意思是“適應、融入或聯合”。有點像金

繼的修復過程，上帝這位巧匠會用我們生命的碎片重

新做出嶄新而美麗的作品。但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過

去的創傷，也不要假裝沒有困難或失落。

	這與使徒保羅的觀念類似，就是罪人也可以成為聖

徒。我們的過往，不管是什么，都不能界定我們是誰。

作為被收養的兒女，我們不受過去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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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從外人的角度來看你所愛的養子或養女，

也許你不會相信我。你會說：“但是，若黎，說真

的，像我姪女，她親生父母因吸毒而被終止撫養權，

而她現在有了父母和我們這些寵愛她的人，你能說這

不是更好嗎？”

	 是的，當然她是“更好”。我自己，還有我們的

女兒非比，都算是更好了，我們倆原本都有可能由單

親媽媽撫養。在韓國，我的女兒可能會被視為非婚生

子女，一生受藐視。我甚至聽說，有時這些單親媽媽

和她們的孩子失去社會與家庭的支持，最后落入人口

販子手中，被迫出賣肉體。我簡直不敢想像。

	 被收養者的生活通常都更好嗎？是的。但親生家

庭在我們需要時缺席，總會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然

而，並非只有被收養兒的親生家庭無法滿足他們的需

要，許多家庭都存在破碎與傷害。你的家庭有哪些重

要的缺失呢？這種破碎給你帶來怎樣的傷害呢？

	 無論我們的創傷因何而來，我們人類總有一些舊

傷口需要修復。被收養的人不管是否承認，他們的舊

傷口都不時會突然冒出來，帶給他們一些小麻煩。就

如我的尾椎及骨盆因1997年的車禍所造成的裂傷，往

往在我最想不到的時候，就會突然疼痛。

	 如果要讓我告訴那些養父母一件事，那就是：

	 承認裂痕 存在。即使你的孩子像許多被收養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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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從完全沒有盼望的絕境中出來，進入你慈愛接納

的膀臂，但原先的裂痕依然存在。它就是存在。

	 我現年51歲，為養父母所深愛。我和丈夫也愛我

們的女兒，那種深切的愛有時我自己也感到震驚。

	 但事實上，世上的父母怎樣都無法用愛來消除傷

痕，這種傷痕是原生家庭所帶來的一種說不清道不明

的失落。但這不表示被收養兒就不會有精彩的人生，

我的人生一直都精彩！我非常感激養父母收養了我，

而且給了我無條件的愛。他們比我親生父母更親，我

真正的父母是他們，而不是生下我的父母。我可以站

在屋頂上大聲宣告，我是多么感恩有這樣的家庭，充

滿愛的祖父母、阿姨、叔叔和堂表兄弟姐妹。

	 但是最初的失落還是不容忽視，不管那個失落看

起來有多么微小。那要怎么辦呢？

	 爸爸和媽媽們，你們要有勇氣！要準備解答孩子

們的困惑，並幫助你的孩子收集與他們身世有關的資

料。你是成年人，他們相信你可以幫助他們去探索人

生那令人膽寒的區域，令人困惑的感受。嘗試理解孩

	福音信息中有一股最具革命性的動力，就是挑戰我們

對親生家庭的一般看法。眾使徒強調，人類具有相同的

破碎經驗，需要一個新的身份和全新的生活方式，而不

是從祖先繼承“所傳流虛妄的行為”（彼得前書1章18
節；另見馬太福音12章48節和羅馬書8章14-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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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心，進入心靈痛苦的角落，鼓勵他們去瞭解、接

納以及寬恕。要指引孩子認識上帝，祂能修補我們，

讓我們在生命的破損之處得剛強。

	 你們可以一起倚靠這位醫治人的上帝，這是祂的

應許：“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癒，醫好你的傷

痕。’”（耶利米書30章17節）

	 如果有一天，你的收養兒長大了，想要更瞭解他

們有裂痕的生命之初，尋找親生父母以及出生地，或

者孤兒院，你要第一個站出來，幫助他們尋根。（附

註：這可能讓人害怕。）

	 我的養父母支持我尋根，而最終我對他們的愛與

忠誠只增不減。整個過程讓我更加明白，自己就是他

們的女兒，沒有任何事可以改變這個事實。

	 祈求上帝賜下豐沛的智慧和憐憫，反复求告，每

時每天，一想到就求告祂。你需要上帝所有的恩典。

持續收養的天父

	 當年在悶熱的首爾，我們本來不明白的事，在14
年后的今天，我們明白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自己

對世界和上帝的看法會發生這么深刻的變化。雖然很

多非信徒都會收養孩子，但其實收養是符合基督信仰

的概念，它是基督信仰的教義和實踐，充滿了恩典與

救贖。但到底是什么使收養成為“屬靈的操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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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牧師收養了三個孩子，他很喜歡傳講關于收

養的主題。他讓我瞭解到初代教會在收養方面的榜

樣。在第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殺嬰行為十分猖獗，因

這比讓母親墮胎更簡易和安全。嬰兒（多半是女嬰）

被棄置在郊野，自生自滅或被動物咬死。于是初代基

督徒就起來拯救並收養這些嬰兒。美國神學家韋真爾

（Gene Veith）在他的一篇文章提到：“初代基督徒表

明反對殺嬰的立場，拯救在羅馬境內被拋棄的嬰孩，

像自己的親生兒一樣撫養他們。在當時物資匱乏、難

以生存的時代，這是一種偉大的自我犧牲行為。”

	 我的牧師形容上帝是持續收養的天父，而不是一

般的養父。上帝不是只收養一兩個孩子，從過去到現

在，祂收養了無數的世人，並繼續收養孩子。這樣不

斷找尋新的寶貝來照顧並稱他們屬于祂，原是上帝慈

愛和追尋失喪者的特質。祂這樣的行動持續恆久且沒

有限制。祂始終在收養，隨時準備擁抱我們。

	 藉着暸解收養的意義，我們可以更明白上帝的心

意。基于我本身被收養和收養孩子的經驗，我對上帝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上帝把我們從過去的境況中帶出

來，把我們攬入祂懷中成為祂的兒女，保護我們，甚

至為我們而死，祂的犧牲與付出實在太多了。我們永

遠是這位君王的兒女，祂保守我們的身份。祂的收養

肯定了我們是蒙愛的人，安全且得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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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收養，我們對上帝深廣不變的愛，有了前所

未有的理解。正如我們藉着收養找到非比，宣告她為

我們自己的孩子，成為我們深愛的孩子；天父也切切

尋找我們，宣告我們屬于祂，而且永遠不會離棄我

們。正如我們對女兒的承諾堅定不移，上帝對我們的

承諾更是無比堅定且無窮盡，是永遠不能摧毀的聖

約，比死亡更持久。

	 收養讓我們明白，上帝對我們每個人的愛都一

樣。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同時作為生母和養母，這樣可

以比較我對兒子和對女兒的感受，現在我可以確定其

中並沒有分別。收養讓我們重新看到上帝對祂的兒女

一視同仁，祂喜悅我們，給我們唱歌，溫柔地關懷，

都是一樣的。作為信徒，我們都是被收養的兒女，因

此，沒有什么能夠使我們與祂的愛隔絕。

	 上帝是孤兒的幫助者，我們也可以藉着收養去幫

助人。對于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上帝應許會提供避

難所、幫助和資源。祂邀請我們加入幫助孤兒的聖

工，就是餵養、照顧他們，也為他們伸張正義。祂呼

召我們去保護並支持他們，就像祂所做的那樣。詩篇

146篇9節說：“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

婦。”收養並不能解決全球孤兒的危機，但至少能解

決一個孤兒的危機。上帝的眼目看顧麻雀，我們也可

以照顧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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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擁有上帝的形象

耶穌在約翰福音14章18節說：“我不撇下你

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這節經文是對我們每個天父的兒女說的。雖然我

們活在世上時常會經歷失去至親的感受，或感覺自己

被拋下和被遺棄，但上帝會安慰祂的兒女，會把祂深

刻的愛澆灌在我們身上，這本是祂的特質。上帝絕不

會撇棄我們，相反地，祂會奔向我們。祂不會離開我

們，反而與我們同在，保守、拯救、扶持我們。換句

話說，上帝應許會來尋找我們，祂要收養我們，讓我

們屬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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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對我們這些擁有上帝形象的人來說，這意味

着什么呢？合法的收養表示我們不讓孩子繼續當孤

兒，我們會給予他們實質的幫助。但是，收養並不是

效法天父唯一的途徑，我們可以努力活出“清潔沒有

玷污的虔誠”，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見雅各書1章
27節）。

	 想一想，誰是孤兒？不僅是一般定義中的孤兒。

聖經42次提到孤兒，多半是指沒有父親的人。（是

的，即使一個人跟母親在一起生活，如果父親過世

了，就算是孤兒）。聖經文化對孤兒的解讀，對照現

今父親廣泛缺席的文化，可說頗有先見之明。那么，

我們要如何像上帝那樣照顧孤兒呢？

	 我們可以做的事不少，包括引導叛逆期的青少

年，作他們的大哥哥大姐姐，去關注那些沒父母，或

因某些原因與父母疏遠的孩子。比方說帶一個由單親

母親撫養的男孩去看曲棍球賽、去釣魚，或者一起玩

電動遊戲。當今的社會正面臨教養危機，如果我們仔

細觀察，足夠敏銳，就能看到今日的“孤兒”，並且

願意服事他們。這些都能讓我們培養一種像上帝那樣

的收養心態。

	 你可知道羅傑先生（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母

親有句名言，告訴他去尋找幫助者嗎？“我小時候看

到可怕的新聞時，母親就告訴我：‘去找幫助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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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能找到那些願意幫忙的人。’”這個世界對于孤兒

是一個可怕的地方，讓我們去尋找他們，而且成為他

們所需要的幫助者 。

	 我們的朋友路易莎3歲時離開寄養家庭，被慈愛而

年邁的養父母收養。11歲時養父去世，14歲時養母也

與世長辭。除了回到寄養家庭，她唯一的選擇是跟着

30歲的養兄生活。雖然養兄馬丁對她很好，但他撫養

一個青少年女孩的能力有限。18歲時路易莎住進公共

廉價房舍，為支付賬單和生活而辛苦掙扎，更不用說

去念大學或大展宏圖了。我們家和教會一些家庭，有

幸來關心這個現在已經24歲的孤兒，比方說請她外出

午餐或者來家裡吃飯；最近我不時僱她來打掃房子。

（我不愛做清掃工作，她喜歡！哈利路亞！）當路易

莎來做打掃工作時，我就可以跟她談談近況，給她母

親式的擁抱，請她吃飯，並且多付她一些工錢。教會

其他人也同樣供餐、關懷、鼓勵她。我們資助她上大

學的學費，並且幫助她填寫複雜的表格，好從別的非

營利組織和政府申請補助。我們和她一起禱告，也私

	另外一種反映上帝收養、欣然接納特質的方式，就是

在我們居住的社區中培養一種互相關懷的精神，讓任何

渴望家庭溫暖的人感受到自己受歡迎、被接納。歡迎上

網閱讀探索叢書《佈道：透過關係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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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她禱告，因為她屬于我們教會的大家庭。說真

的，“照顧在患難中”的孤兒意思很簡單，就是在大

小事上、實際生活和屬靈生活上給予支持。

	 我給各位讀者一個挑戰，請在世界上、國內或者

鄰舍中尋找“路易莎”。這意味着要打開心門，接納

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成為你的家人。也許是成為母親、

父親、兄弟、姐妹，或是兒女，但無需任何文件。

	 比方說我的兄弟卓伊，他跟我其實沒有血緣關

係，也沒有收養關係。20年前，我們都到密歇根州大

湍城教會的育兒室接小孩，因而結識彼此。我們驚訝

地發現，我們都來自千里之外的溫尼伯地區，都是溫

尼伯噴射機冰球隊的忠實粉絲。我們也都有門諾會的

背景，他是一部分，我則完全是。想想看，許多密歇

根西部的人從沒聽說過溫尼伯，有些人甚至認為所有

門諾會的人都乘馬車，自己攪拌奶油，卓伊和我立刻

就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我們都很想家，期盼提到有

關故鄉的事時，有人不需要一大堆解釋就能夠瞭解。

多年來，我們兩家無數次共度生日派對、加拿大國慶

日野餐，共慶加拿大感恩節。我們兩家逐漸親密，

嗯，就像一家人。他的太太是我的姐妹，而我的丈夫

是他們的兄弟。卓伊最近做了祖父，我很鄭重地擔負

起“若黎姑婆”的角色，給小迪森買了一件噴射機冰

球隊的寶寶連身衣，上面繡着他的名字，因為那是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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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會做的事情。

	 大衛王在詩篇68篇6節寫道：“上帝叫孤獨的有

家。”上帝把我放在卓伊的家庭中，也把他放在我的

家庭裡。

	 作為上帝的兒女，我們都被收養進入上帝的大家

庭，這個家庭超越基因關係。我們也許點頭同意：是

的，是的，當然這是事實，但我們心裡是否真的相

信呢？我們首要的身份是上帝的兒女，被祂的愛所澆

灌，我們真的相信且活出這個事實嗎？“你看父賜給

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兒女！”約

翰在約翰一書3章1節如此歡呼。

	 但是，我們生活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上，仍時常感

到自己不被愛。

	 幾年前我做了基因測試，震驚地得知以下關係：

“葛泰德就是你的生父。”我想他應該是我的生父，

八九不離十，但有科學基礎的確鑿證據，還是讓我嚇

了一跳。這個人的遺傳代碼深植在我的骨髓裡，卻無

意做我的父親。1967年的夏天，他逃離我的生母，而

且從此遠遁而去	。

	 但在缺失生父的殘垣片瓦中，我被帶回到我們完

美而慈愛的天父懷中。（不過並不是馬上！我曾掙扎

過，試圖弄明白這個大部分人都同意是我“真正父

親”的人，為何會徹底排斥我。這種拒絕又讓我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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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舊的創傷之中。）

	 泰德這一次還是不認我，我的夢想死了，但從中

卻綻放出新生。這成為一個契機，讓我全然投入永恆

天父的懷抱，祂總是陪伴我、成全我，祂要我、揀選

我，而且從今往后直到永遠，祂都保守我。

	 上帝也是你永遠的父親，不管你是被收養的，或

是收養孩子的父母，或者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只是感

覺自己是個孤兒，是被拒絕的，讓我們都被祂大能

的膀臂抱在懷裡。“‘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

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哥林多后書6章18
節）。

	 祂撿起你生命中的破碎殘片，然后把你修補完

好，得享精金般的平安──沒有任何缺失，也沒有任

何破損。我們不再是孤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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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若黎 Lorilee Craker
UE386

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

的聖經智慧帶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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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于祂！

耶穌在約翰福音14章18節如此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我們每個人生來都是屬靈的孤兒。當我們進入上帝的家庭

時，都是帶着心痛、失望，以及破碎的夢想。我們並沒有立

即得到醫治，但卻立即蒙上帝所愛。

如果你覺得在生活中有許多被拒絕和被遺棄的痛苦，歸若黎

的這本小冊子正是你需要的。她親身經歷了收養的哀傷和喜

樂，發現上帝對我們的愛和讓我們成為祂兒女的過程，與收

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歸若黎（Lorilee Craker）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溫尼伯，

在她兩週大時被收養。多年后，她和丈夫多爾有幸收養了非

比。她寫了十多本書，目前與丈夫和三個孩子住在美國密歇

根州大湍市。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simplified-odb.org/ds，閱讀不同主題 

的探索叢書。

我們
屬于祂

進入上帝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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