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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在 天 上 的 父 、 願 人 都 尊 你 的 名 為 聖 。願 你 的 國 降 臨 。
願 你 的 旨 意 行 在 地 上 、 如 同 行 在 天 上 。我 們 日 用 的 飲 食 、
今 日 賜 給 我 們 。免 我 們 的 債 、 如 同 我 們 免 了 人 的 債 。不 叫
我們遇見試探．救我們脫離兇惡。 因為國度、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索解聖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四）
黃全福
短引
在此做一短引（簡短引言），備便無讀過本文（一），（二）
及
及（三）等篇的讀者初步瞭解前文對保羅在十三書信中闡明的拯救意
涵。從歷史（時間）的層面分成：（1）是過去的事（第二篇），（2）是現在的
（第三篇）及（3）是將來的（在本篇討論）。羅八：24「-- That we were saved」，
因為由 「Christ gave himself for our Sin」（加一：14）。就是已成的事。我們已在第
（二）篇有所扼要探討，但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羅八：24），是對將來”盼
望”那所不見的，就必忍耐等候（羅八：24）。我們將在本文（四）篇所要探討的
拯救的意涵，指上帝拯救計畫的完整性：拯救的縱面（歷史亦即時間）詮釋。
III. 拯救是將來的盼望
人不能靠自己來拯救自己，只靠「他曾救我們脫離那極大的死亡，現在要救我們
（參考本文（三）篇），並且我們指望他”將來”（在本篇四要探討）還要救我們
（哥後一：10）。萬物（有機生命）生命歸於終結（Every agent acts for an end, ref 9,
chapter II, third book）。哥後一：10 盼望的”將來”是指（1）新生命中的將來？或
指（2）生命歸於終結後的事。本文是以索解的形式來尋求解答，或在”索而不解”
中覓求近似推理這”將來”的事。這種推理往往使我們如四個瞎人摸象。終於得到四
不像的解答（因有四位瞎人摸象。答案是：第一位摸到象尾的瞎人說象如短的蛇長了
毛；第二位摸到象腳的瞎人說象如大柱而會動，第三位說象是一種長管形而左右上下
不停搖動著，第四位瞎人斷言說他摸到的是好大一個皮球（因為摸到象的腹部）。本
文第四篇以比較方式來索解拯救意涵中四個疑問。對這四個疑問，希望有讀者能更具
體做蓋全論述，以更肯定的解答（以經解經方式）彌補本文短缺之處。我們引用經
節：「（哥後一：10） --- 並且我們指望他”將來”還要救我們，如果這”將來”指
的是（1）從基督徒新生命開始直到終結的”將來”那麼我們已經在本文第（三）篇
已概敘過。或者（2）這”將來”是指”從生命終結了後的事”。這”生命終結了後
的事”稱之為”Last things”即 Eschatology。我們由聖保羅書信中對這”生命終結了
後的事”提四疑問如下：
1）
Pauline Eschatology 第一問
在保羅書信中有不少論敘與 Eschatology 有相關的章節。但他卻沒提到清楚，
單獨，對”將來的事”具體時間表或詳細的描述有關看不見的世界的環境（如
啟示錄）。我們以有限的智能去瞭解聖徒保羅的思潮、聖靈上恩賜、佈道的歷
練，就比登天更難。反而，主耶穌的門徒對基督徒盼望（Christian Hope，亦
即 Last things）有較廣泛清楚的引證著述（如啟示錄與福音書）。另外，在於
索求解答，保羅約在主後 50 年所寫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時間景況時，他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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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來的日子現在近了（帖後二：2）。初期的基督徒在當時也有心同感受，
The last things (Eschaton) are in a true sense already on earth。時已成熟了
（fullness of time）。對 The last things 讀者可參考 Ref 9, 第四及五章及 Ref
10。在主後 50 年，保羅所寫書信帖撒羅尼迦前後書，對主再來（Second
Advent of Christ）的看法，經十二年後（即主後約 62 年）所寫哥羅西書
（一：22 與三：3-4），有截然相異的看法。他（保羅）詮註”祂（主耶穌）
顯現的時候（指明將來），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裡。”他是摯信於主
的死並已復活了，並肇造了萬物的新秩序，主耶穌基督坐在上帝右旁，管轄教
會及世上一切。基督徒開始進入這榮耀的境況。基督徒已跨出黑暗的地界，進
入上帝獨生子統轄國度。這 Eschaton 的層次已經走入歷史。但保羅所指”
must wait till Christ who is our life appears”（西三：4）。在這段索而不解，我
們推論為”基督徒已入在基督的國度”，亦即他所盼望最後的祝福（恩典，
final blessedness）亦已經經主耶穌給我們準備在天父的國，亦即”laid up in
haven”。所以主顯現的時準，咱也要和他一同顯現在榮耀裡。上列帖後二：
2 與西三：3-4 是時段上如行影相隨，不至於相同。
2） Pauline Eschatology 第二問
哥前一：5 ”in whom you have been richly endowed with every gift of speech
and knowledge”。在他（基督）內面，你就得到富盛的口才與知識。在他（基
督）內面指的是以靈在基督內面，而不是以 Physical body 在基督內面（參
考 The Summa Theologica Introduction to St. Thomas Aquinas Question
LXXV, “Man; His Power; His Knowledge”）。
我們對保羅 Eschatology 的第二問就是：基督徒將來在天父國度是靈性的生
活或靈與體（肉體）共生呢？索求這個解答，我們先讀保羅書信中經節：
A. 哥後五：1”地上的帳棚若拆毀了，必得上帝所造，不是人手所造，在天
上永存的房屋”。即以”靈”的生活在天父國度。
B. 腓三：21”…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狀，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保羅所指榮耀的”身體”(Soma)不是指我們觀念中的 Organic Principle of
identity。因為卑賤的身體（Soma 指 Organism / Frame）到天父的國度必經
改變形狀而成做榮耀靈的體（Spirit-body）。
C. 哥前十五：50,”…血肉之體，不能承受上帝的國。必朽壞的，不能承受
承受不朽壞的。上帝的恩典一定備辦”新的型態（A new embodiment）給進
入天父國度的”新生命”（Spirit-Soma，靈體，不具”有機體”）。很多讀者
讀完這段一定有弦外之音，心中對本段稍感短缺。反而對 St. Thomas Aquinas
的論述”The end of Man”，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Third Book 更獨鐘一
面。我要道歉的的是，本文侷限於索解保羅書信為主體。如同結婚，一定
只選一位眼中西施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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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uline Eschatology 第三問
既然基督徒入天父國度不能以 Organic substance 進入。必須”發生”成為
Spirit-Soma（靈體），亦就是 body of Glory。但是”發生”在什麼時候呢？我
們暫用”發生”比較方便翻譯”Take place”的原意。我們不用”改變”肉體
成靈體，因為容易誤導有機體可以”改變”成靈體。如果這樣理論可成立的
話，進化論者更可以大膽假設猩猩進化為人類，再從進化的人類來”改變”
成”靈體”，這樣下來猩猩亦可同樣成做天國靈體？絕絕不可能。我試想用其
他名詞或動詞如”轉變”、”進化”、”脫變”來說明人死後由”有機生命”
到”不朽的靈體”過程。但皆不適宜。只好用”發生”來說明上述的過程。這
大變化從什麼時候才開始的。
在帖前四：15～17 及哥前十五：50，保羅期待到”主降臨”。當我們讀到哥
後五：1,他明顯指在死之後，新的體才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腓一：23 保羅
確明”… departing and being with the Lord”。經節段述有異，但他也提醒咱，
咱只知上帝的一部份，因為咱的知識”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不清”。（哥
前十三：12）保羅的教訓。使我們領會主耶穌是確確實實為了成全救贖。
而上帝就是萬邦萬民之主。”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不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
變成不死的（哥前十五：53）”
4） Pauline Eschatology 第四問
總結 Pauline Eschatology 可以簡略為”依靠基督”。我們已有一部份段落探討
到”In Christ” , ”In Him”, “In the Lord”, “Baptize into Christ”及”Being
with Christ”等等。（參閱本文第三篇 II 拯救是現在的體驗）。既然”依靠基
督”（being with Christ），這恩典也賜給”咱若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
活”（羅六：8）。他所勸勉咱的”So shall we always be with the Lord（帖前
四：17）”，”My desire is to depart and be with Christ（腓一：23）”。咱才
能達到”…效法他兒子（Christ）的款式…”（羅八：29）。假如基督徒放在
心中的將來是”依靠基督”，就要歸入基督（being in Christ）。在亞當裡（in
Adam）眾人都死了。照樣在基督裡（being in Christ）眾人也都要復活（哥前
十五：22）。
第四問：那些拒絕了主基督的人有復活盼望？依帖後一：保羅明確的指明
這些拒絕了主基督的人終被毀滅（帖後一：8-9）。約七年後，當保羅執筆
於羅馬人書十一：32 時他以更廣闊的盼望（larger hope）詮述”因為上帝將
眾人都圈在不順服之中，特意要憐恤眾人（羅十一：32）”。亦即保羅給帖
撒羅尼迦人書信與羅馬人書信有所差異。西一：20 與弗一：10 保羅闡明上
帝的憐憫、恩典”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切所
有的都在基督裡面同歸於一”（弗一：10）。西一：20 他也同樣闡明上帝拯
救的計畫”你們從前與上帝隔絕因著行惡，心裡與祂為敵。但如今藉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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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都成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
引到自己面前（西一：20）”。如果上帝的恩典要憐恤眾人（God will have
mercy on “all”），即任何人終歸受到上帝的恩典到天父國度而不受限。但是
我們所相信的上帝”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世人）叫一切「信」祂的不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本文對這一點與 Pauline Eschatology 意涵
所指有索而不解的第四問。愧疚於這未完之作一定有不少讀者具有不同見
解，不同角度看法或有更深奧論述，懇請共擔此軛，一定助益匪淺。
結語
本文分（一）、（二）、（三）及（四）篇，做了概略性索解。第（三）及第
（四）篇敘述較有短缺。雖然劃下句點，懇請有興讀者參與助興，以文相鼎。參考書
籍雖多，取材偏於個人所好，未能臻其全。實有走馬看花之心情，致使諸多重點尚不
能蓋全。況且以一信徒來做索解聖保羅的信札，猶如海中撈針，只見大海之浩浩然而
不知其所以然。領受恩典必盡職責，Gabe und Auf gabe (Grace & Task)，此乃基督徒
一生課程。用此句俚語來自我鞭策。
參考資料
Ref 1. Bible Handbook, by Henry H. Halley, Published by Zondervan
Ref 2. The Word of God, Published by Sacred Heart League (Family Edition)
Ref 3. Romans, Publisher: Westminster Bible Co.
Ref 4. Memorial Edition Holy Bible with Illustrated, Publisher: Memorial Bible
International, Inc.
Ref 5. Interpreting Paul’s Gospel, by Westminster Press.
Ref 6. The New Testament Against Its Environment, by Floyd Wilson.
Ref 7. G. S. Duncan, Article.
Ref 8. 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World Religion, by Brandon Toropov, Luke
Buckles, Father,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f 9. Introduction to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publisher: Modern
Library College Edition.
Ref 10.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r: Williston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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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樂章

陳莉莉

雪明，我的摯友，我來看妳了。金山空曠的墓園，寒風一逕地吹，暖暖的冬陽，淡淡的
灑在妳的墓碑上。我是如此的思念妳，此刻，妳是否如以往一樣露出甜美的笑容看著我？
雪明是我高中時的摯友，人如其名，冰雪又聰明。高一時，我參加國樂社，社裏三、四
十個清湯掛麵的青春少女，個個彈著走了調的樂器配上嘰嘰喳喳的人聲，整個教室吵得像
間菜市場。她獨自坐在牆角專心地拉著二胡，白裏透紅的肌膚被綠色的制服襯托得份外美
麗，大而明亮的眼睛，卻沈靜又溫婉，讓我的視線久久無法離開她。一週三次密集的練
習，加上她善體人意的個性，讓我們雖處不同班級卻結下姐妹般的情緣。週末下午我們常
在學校旁的介壽公園，啃著鴨舌頭，談文學、音樂、電影以及生活體驗。她有著理科班的
頭腦，卻有著超感性的心，對文學、藝術、音樂、宗教、人生智慧都有無窮的學習慾望與
見解。我們在交流中享受著默契與心智成長的喜悅，更珍惜彼此之間的[心有靈犀]，無論是
對人生的困思，或是未來的憧憬。
雪明和我投緣，亦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喜愛-音樂。她天生一副好嗓子，音色甜美又溫
柔，同樂會時永遠是眾人的焦點。高二時，見我開始準備術科，言談中常常羨慕我能隨心
所欲追求自己的興趣與理想，不像她，仿如生下來就得注定走上居禮夫人的路。也難怪，
她出身在一個學術界的家庭，父親是中研院的學者，母親是台大教授，二個哥哥亦都是科
技界的絞絞者，家學淵源再加上天資聰穎，她以榜首進了台大物理系。然而，在應力的世
界裏她並不快樂，常常一有空閒便跑到師大琴房聽我練琴，並蹺課來旁聽曾道雄老師的歌
劇課。我漸漸發現，只有在音樂的國度裏，她的眼睛才會發亮，她的情緒才會高揚。她悄
悄地拜師學聲樂，悄悄地學義大利文，為的是一圓她未完成的夢。大學畢業，我甫為人
師，她卻已申請到米蘭音樂院主修聲樂。一個年輕女孩獨自在異鄉打天下，舉目無親，倍
感孤單無依，學業告一段落沒多久，即嫁給大她十來歲的義大利宣教士。朋友們一片錯
愣，她卻異常感恩，感謝夫婿給了她安定溫暖的家，也感謝他背後默默的支持，讓她有機
會參與許多歌劇的演出。
在音樂瀚海裏，她真是極端出色，造型漂亮，歌聲甜美，十年內，在歐洲音樂界開始展
露頭角。然而，她並不戀眷名利上的光環與喝采，當她的先生調派至非洲宣教，她二話不
說，辭去所有的合約，隨他去極偏遠落後的地方傳教，並為當地的孩子音樂募款成立學
校，開設課程教育他們。短短的五年在非洲的歲月，她以柔美的歌聲，觸動千百人的心
靈。惜舊惜緣的她，文筆極佳，常常會收到她來自非洲的信函，筆觸裏儘是充滿感謝。她
說，每個生命是如此的可貴，自然萬物是如此美好，她要時時珍惜感恩。她每天忙著生
活，關心每個非洲的孩子，不忍見別人受苦，心中時時充滿愛和憐憫，常為當地人的不幸
遭遇而憂心禱告。她用愛和關懷來擁抱生活，並經常感謝神賜給她這段美好的日子，讓她
有機會為別人而活，有機會成為神的器皿，與非洲人共走一段苦難、哀傷、溫柔、感恩、
淚水中帶著甜蜜微笑的日子。外表溫和美麗的她，內心深處始終堅定地相信[生命中有無數
可能，無數可信、可愛與可堅]，也不止一次在信裏提到[我們今生今世全都為了學習愛，才
會走這一遭，而耶穌基督是所有各種愛的化身，祂是愛的完美具象，我要當祂的終身跟隨
著。]
在非洲待了五年多的雪明，自己沒有生育，領養了兩個當地因內戰而失去父母的孩子，
1993 年的冬天又隨先生回到故鄉-台灣東部宣教。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她對人的熱情依舊，
除了積極投入原住民孩子的教育，更以音樂到處傳揚福音。1996 年的夏天，我回台探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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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花東山區見到別後近三十年的青春時期的好友。乍見時，恍如隔世。多年赤道的生
活，白裏透紅的肌膚不復再見，換來一身的黑亮；年輕時清澄無邪的大眼，此時則像海上
的明燈，導航著許多流離失散的靈魂找回方向。一身樸素的暗色花褲裝打扮，則與昔日舞
台上亮麗的她，判若兩人；唯一沒變的是她依然充滿溫暖關懷的音調。她帶著我到處見她
的大小朋友，每個人見了她，無不深情地擁抱她，仿如她是上帝派來這落後山區的人間天
使。村裏男女老少都很樂意敝開心窗，感受她所散播出來的光、熱與愛，她柔和的笑容，
亦像 Monet 畫中陽光下的水蓮一樣吸引人。我再次深深地被如磁鐵般的她所著迷，視線久
久無法離開她。當時，我是多麼以有過這麼出色的朋友曾在我生命某一處裏駐足過，感到
無比的驕傲與感動。
1999 年的冬天，她突然來了一封字字血淚的信，告訴我幾個月來身體常感不適，手腳日
益麻痺痛苦，體力每天在消失，死亡似乎已如影隨形，醫生初診，懷疑是骨癌。在她的字
裏行間，我可以感受得到，她雖然心情紊亂，卻極力安慰我，不要難過，要記得相聚時心
靈相通的喜悅。我在寒冬下展讀那從靈魂深處吶喊的文字，忍不住淚如泉湧，心痛無比。
我們的距離這麼遙遠，我卻彷彿可以目送她的背影，看著她消失在冬夜裏。
千禧年 2 月，我回台為母親做生日，心中十分惦記著她，下了飛機，迫不及待地去看
她。醫學的診斷是無誤的，她果然得了骨癌，短短的兩星期，我扶持她做了三次化療，看
著各種巨毒打得她五臟俱傷，坐在床沿邊陪著她欲哭無淚。不做化療時，她卻堅韌無比，
處在病痛煎熬中，仍然顯出她不凡的氣質，一天好幾次精神奕奕地要求我幫她推著輪椅，
到末期癌症病患者房間，唱福音詩歌給他們聽。2 月底，返美前夕，在病床旁與她話別，那
時她癌細胞已蔓延全身，骨瘦嶙峋，白色被單裏只剩下兩隻空洞茫然的大眼睛，我強烈地
感受到她的狀況已越來越不理想，心中緩緩升起一股酸楚的離情，忍不住與她相擁而泣。
然而，外柔內鋼的她，依舊堅持著[生命雖苦，治療更累，但還是要積蓄生命的靈糧，希望
精神上仍能愈行愈甘甜]，她無力地在一張短箋上歪歪斜斜寫著這樣動人的字句給我。她-還
是那個年少時代與我一起做夢的雪明，高貴無私的心靈依舊，在痛苦掙扎的顫抖之中，驕
傲地蔑視病魔，自己雖走在死蔭幽谷中，卻因著心中那排山倒海，取之不竭的愛，不斷發
出光和熱，不曾忘記憐憫疼惜比她更不幸的人；在自我暗地撫摸斑斑傷痛的同時，亦不忘
懷別人的恩典，她虛弱的躺在病床上，滿心歡喜與感謝回應來自天涯海角任何一個問候與
安慰。
雪明走過 48 年燦爛的歲月，在 2000 年仲夏夜裏，優雅、莊嚴回到天家。追思禮拜裏，
我應允我們從青春結伴時便有過的承諾，為她彈奏蕭邦的[離別曲]。緩慢感傷的曲調，每個
音符，每個樂句，都是我對她的懷念。我的手顫抖著，表面上強忍著淚水，心卻不止地哭
泣。從來沒有一首蕭邦的曲子會讓我這麼強烈地感受到情與愛，也從來沒有一首彈過無數
遍的曲子，會依舊讓我感到艱深難彈。琴聲縈繞著整個教堂，休止符時，我聽到上百人的
泣聲在為我伴奏著。
在人生的長廊之中，她的足音已成為永恒的懷念，她所留下的馨香之氣，更為基督徒做
了最美麗的見証。短短的 48 年歲月所留給別人的愛，像一盞明燈，永遠點亮在每個與她接
觸過者的心中；她溫柔的聲音，也宛如暖風，徐徐的溫潤著她愛的與愛她的每一個人，她
的生命真像一首動人的樂章。她曾在病痛裏教導我要在苦難中學習感恩，不要忘記別人的
恩惠與上帝的愛，她美麗的靈魂銓釋著人生的意義：[生命誠可貴，死亡不可怕，靈魂永世
長存。]。我的摯友，很想念妳，願妳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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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與杯子 －同心團契分享之文字篇

以文

喜歡冬日的歐洲，避開旺季洶湧的人潮，一幅幅美景彷彿為我們的到來而早早在那兒等待
著；冬天出門旅遊的，有很多是歐洲人本身，他們利用假期拜訪親友或到鄰近國家走走，正因心情
輕鬆因此對人也友善，有時也像我們一樣全家出動，所以小旅館的早餐廳總是飄著香濃的咖啡味和
人情味；一天由此拉開序幕，不論門外溫度如何，一整天都感覺暖暖的。如果能在推門而出之際，
看到外面正在下雪，或下過雪後而一片銀白，我們都會雀躍萬分，大呼： It＇s a lucky day!!先生
喜歡攝影，他也喜歡雪。冬天照片拍起來難免陰暗灰澀，若有白雪，反倒可以襯托出其他主色，突
顯他要拍的主題，也使畫面更有立體感。雪無聲地落在山、水、城市之中，從小範圍的雪景觀之，
白色只是眾多顏色之一，摻雜了人間世的五顏六色、紅粉心情；這景那景，有點雪就更特別了，我
們的目光還是聚焦在人、在景、在物。
然而，如果看到的是大範圍的雪景，感覺就不一樣了，一片皚皚延至地極，如此一整片，白
色是主色，強烈而霸道的佔據雙眼，其他的小教堂、小籬笆看起來渺小而無助，反倒成了雜色。如
果你曾經滑雪滑至無人之境，或從冰雪封凍的東岸而來，相信你能體會，無垠的白給人的瞬間感
動。
此行從紐綸堡租車，開往班貝克，再往南開回慕尼黑。（德國高速公路指標清楚、道路寬
廣、開車人人守法，比起法國好得多了，深得老公欣賞。）在班貝克時下了一場大雪，連機場起降
都受到影響的程度，可見雪勢之大。對我們而言，則是一場驚喜，上床前還計劃著，好不容易住到
有天窗的小樓閣，明天一早就可以起床看「紅屋頂上的日出」了，想不到一夜之間，世界全被染白
了！此後南行的路上，處處皆雪，一大片一大片的雪原羅列高速公路兩側，不知凡幾，天白地也
白，又沒什麼車，只有一條公路往無盡的雪白延伸，敢問這可是通往天堂之路？令老公停車路邊，
我下車感受一下這「天地間唯我與雪爾」的奢侈景色。凝望這雪，這超然的潔白，竟使我百感交
集，流下熱淚。
面對天地間一片雪白，使人坦然歸零，對大自然升起敬畏之心，它用億萬片輕薄微小的雪
片，掩蓋了所有的顏色。（莫忘更妙者，每片雪花都有其獨特的結晶）我完全不知雪下掩蓋了些什
麼？！在春天、夏天，也許這裡會是繽紛的野地，繁花盛開、蟲鳥齊鳴。然而此刻，一切盡在雪
下，雪掩蓋了多采多姿的野地，同時也遮掩了生命爭榮所需的掠奪與腐朽，好的、壞的，皆埋其
下，眼之所見，只一片壯觀、純然的潔白。
雪的冰冷似乎凍結了所有的生機，其實不然！這是大自然休養生息的時段，也是生物界汰蕪
存菁、去弱留強的過濾過程，為的是冬日過後春天來臨時，一切皆有新象、展現新機。奇妙的雪，
以它的小，掩蓋了大的；以它的白，汰去了雜的。
這使你聯想到什麼？
『你們的罪雖似硃紅，必成白雪；
雖如丹顏，必白如羊毛。』－以賽亞書一：18
『祂降雪如羊毛，撒霜如灰。』詩篇一四七：16
『․․․求洗滌我，我就比雪更白。』詩篇五一：7
答對了，雪使人聯想起神了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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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赦我罪，這恩典如同輕柔白雪，掩蓋了人性的不堪。再高的山，雪將之覆蓋；地底的腐
朽，雪也凍結它。這恩一旦賜下，並不再收回，如以賽亞書五十五：10 所言：「雪從天降，並不
返回。」神以救恩帶我們出『罪』之境，並洗滌我們潔如白雪。
這大地潔淨新生的力量從何而來？為何四時交替從不失序？人之賢者著書立論再多，也難使
一朵花開、降一滴雨，唯有 神有此大能，使大自然作工。約伯記三十七章第六節：祂對雪說：
「要降在大地․․․」（英文版唸起來頗有命令的語氣、充滿威嚴：He says to the snow “Fall
on the earth…..＂）大自然在地面所行的一切，都照祂的吩咐，「或為責罰、或為潤地、或為施行
慈愛。」
神有威力，令大地潔淨、再有新生。對我們的罪，也是如此，唯有祂有「赦」的權柄。
常見青少年毆致死案件中，被害人家長寬宏大量，原諒了殺人犯；殺人犯也入監服刑多
年，得到假釋出獄；然而卻對自己年輕無知所犯之錯，終身耿耿於懷。他的罪，死者家屬可赦、法
律可赦、他自己的內心卻無法饒恕自己。我們無法赦免自己的罪，是因為我們沒有「赦」的權柄，
無法洗清「罪」的污穢。這「赦免」的大能，潔淨的威力，只能來自神，猶如白雪潔淨大地，人不
能為，只有從大自然而來，神所造的大自然。
罪無論大小，於神皆可赦。但先決的條件是自己要先認己罪。認識了神的同時，也認清自己
是生活於「罪」的世界，對「罪」日漸敏感，對「無罪」的潔淨也心生嚮往。人很難開口承認「自
己錯了」、「自己有罪」，台灣的諺語也說：「死鴨子硬嘴喙」。這個「認」的確很難，可是，上
帝所做的「赦」更難。如同叫人飲用髒杯所盛的水，想來就反胃，更何況將這「髒」一飲而盡，還
其清白？！相對於這樣的「赦」，我們的「認」其實容易多了，只要把罪帶到上帝面前，用誠敬真
心地懺悔，己罪己認，上帝必赦，並指引我們一條新路。
換言之，沒有經過上帝大能的赦免的，罪仍在那兒。我們只是逃避推託、不敢面對而已，它
在累積發霉，使杯子髒污以致無人敢用、不屑清理，丟也不是、不丟也不是，徒然佔據一個空間而
已。唯有潔淨的靈才能來到上帝的殿堂，唯有認罪悔改才能進神的國。有罪雖羞，豈可懶於
「認」？有時罪是明明可見的，有時基於人的愚昧，自己犯罪自己不知，此時便需求上帝「鑒察」
（詩篇一三九：23-24），讓我們明白哪裡錯了，以便於「認」。
我們要承認自己受這些罪的牽絆，污穢了自己的靈魂，請求上帝赦免、改變。上帝必潔淨，
洗之以聖恩，使如雪之潔白，甚至比雪更白。耶穌接納罪人，凡來到祂面前的，祂都不棄，我們不
需苦行便得救贖，這是十字架的救恩，我們只需憑信心接受上帝赦罪的恩澤。上帝的子女有福，他
們因信得救，這個赦罪後重生的得救，不是靠自己所行的義，而是神所賜救恩的傑作，這恩如雪，
綿密而厚實地掩蓋了醜陋的罪。
罪認後得赦，不論你是飽含年代韻緻的古董杯、或是現代感十足的流線造型杯、或是啤酒
杯、高腳杯，從此便是潔淨之杯，再無污痕。這時，我們才敢靦腆的請求，請上帝用我這杯。
我們自己認罪，也教小孩如此。父母能赦之罪有限，教小孩謙卑向神認罪，孩子對罪會更敏
感，心靈更潔淨。會認罪的孩子其心柔軟，為人、為神所愛，更遠多於父母所能給的，甚福甚幸！
上帝赦恩使我們脫罪得靈裡的自由，這是純然來自神的慈愛，如同大地默默領受白雪地潔
淨，這恩使人感動、使人自在、使人幸福。詩篇十三：5「我倚靠你的慈愛，我心因你的救恩而快
樂，我要向耶和華歌唱，祂用厚恩待我」。下次各位用杯子喝水泡茶，莫忘你也如那杯，因上帝赦
恩潔淨如同此杯，堪飲之杯。潔淨後靈似新造，願為上帝器皿，盡心服事。

【後記】一月七日晚，我於同心團契放映德國旅行中『雪』的照片，分享了「雪」與「杯
子」的專題。隔天一月八日的主日，很驚訝地發現：「雪」與「杯子」這二樣在週報的封面，都為
神所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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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的雜想

莫妮卡

轉眼之間，牆上的月曆一頁頁的消失，一份嶄新狗年的月曆又遞補上去，這樣的年年
月月不斷地交替著，時間就這樣溜走了。想起去年教會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真的讓我學到
人與人之間的寬恕與諒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常常犯的錯誤就是只聽一面之詞，即
斷定誰是誰非，如果我們能靜下心去聽另一方的聲音，然後再把故事重編完整，也許會有
不同的結論。若是沒有機會聽取另一方的說法，那也不需要自我斷章取義，取而代之的，
是可以把所聽到的永遠深藏在心中，或著隨著垃圾攪拌噐 ，讓它流入溝裏。我們人所犯下
的罪，雖然罪行不同，卻同樣沉重，待由上帝來審判，而非我們彼此論斷，審判異己之見
的對方。
在一次同心團契的聚會，以文分享了一些感言，她告訴她的孩子「到禮拜堂敬拜上帝
的同時，也要在神面前學會認罪。人要認罪，神才會洗清及原諒我們的罪」。她又舉了另
一個例子－『杯子』，我們如同杯子般，外表似潔淨，但裡面可能承載了種種污穢或殘
渣，唯有向上帝認罪，得到赦罪後的重生，原本污穢的杯子才會潔白如雪。我以她的口
述，編了一個信息給主日學的孩子聽：眼前有五個杯子，你會選擇哪一個杯子裝水來喝？
（1）一個價值匪淺的古董杯，但是杯底有上星期喝剰 的茶渣；（2）一個非常漂亮的杯
子，繪有鮮麗的花朵與蝴蝶，但杯裡有剩下的酸臭牛奶；（3）一個乾淨的塑膠杯，但是杯
口有一個大紅口印；（4）一個小朋友最喜歡的卡通杯 Pokemon 或口袋怪獸，但因為放
在櫃子裡太久沒有使用，杯子裡充滿了灰塵及一隻死蜘蛛；（5）最後是一個潔白如淨的白
瓷水杯，雖然沒有任何花樣，但裡面及外面都一樣乾淨，請問哪一位不會選擇此杯呢？我
想我們人就像杯子一樣，有不同的樣式與用途，上帝會選擇甚麼樣子的我們，是外表嗎？
還是裡外都潔淨的杯子？無論我們外表多麼光鮮艷麗，不論我們如何熱心事奉主，但是如
果我們不認罪，不藉上帝的潔淨，使杯子潔白如雪，我們如何為神所用而榮耀神？
話說『認罪』，怎麼樣才叫認罪呢？張貼告示，昭告天下說：「我錯了！請原諒
我」；還是保持沉默，用行動表示？讓我舉一個例子：一個人做了一件事非常傷了他朋友
的心，事情過後，他在神面前認罪承認他的錯誤，也用行動來對他朋友表示他的懺悔，但
是自始至終這個人都沒有對他朋友說聲道歉。這樣的例子，我實在不知道該對這個人的認
罪打 100 分或零分？我們犯罪時，常常是與人有關，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傷害了另一人或一
群人。當一個人在神面前認罪的同時，我們要學會一件事就是彼此饒恕！在神面前，我們
都是有罪的人，罪行雖然不同，在神眼裡卻是同樣沉重，罪人之間彼此指責，或比較誰犯
的罪深，就如同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們都有一個共通嚴重的缺點，就是不能忘記別人
的過錯，但是卻是能容忍自己的罪行，為之披上光冕堂皇的藉辭。但是，假若有人來頂撞
我們，或著讓我們受到委屈，我們一輩子也不會忘記，並且每一個情節都巨細靡遺地深刻
在腦海裡，久久無法釋懷。若是我們無法忘記別人的過錯，那將會使自己陷入一個無邊的
苦海。
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如果有一位朋友傷害我至極，讓我無法原諒他/她，我甚至當作
沒有這個朋友。但是若是有一天，我得知他/她生病了，而且非常嚴重，也許會不久於人世
。我在想我會作何反應？我會認為那不關我的事？或者幸災樂禍，認為他/她罪有應得，得
到報應？或者我會後悔，為何過去會為一些芝麻小事而無法原諒他/她，懊悔當時如果退一
步，這份情誼也許可以撿得回來，讓友情繼續維繫下去？雖說『饒恕』是我們基督徒應有
的風範，但是我們都知道破鏡難重圓，覆水難收，要想回到原點實在不太可能，唯靠時間
也許能慢慢地接近原點。我想，如果我們都能彼此接納，彼此饒恕，摩擦力自然減少，便
是順服神與榮耀神。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Feb. 2006

p 10

第七篇-星星王子館&河口湖煙火秀

蕭貞淑

冷冷的箱根早晨,並沒有遊客,趁著早餐前我們出來隨便走走,留下一些足跡.
~~~~~~~~~~~~~~
~~~~~~~~~~~~~
~~~~~~~~~~~~~~~~
今天下午得離開去河口湖了,所以得好好利用有限的時間去看看最想去的大涌谷
行程是:
箱根仙石原文化 ->桃源台搭空中纜車 -> 大涌谷搭新型的空中纜車 -> 早雲山搭登山
Cable Car -> 強羅搭登山電車 -> 小涌谷搭登山 Bus -> 箱根神社去搭 海盜船->桃源台搭登山
Bus -> 星王子 ->搭 3:20 去御殿場(須 25 分鐘) ->搭 4:50 去 河口湖(須
70 分鐘)
Check Out 後還是把行李寄放在 Hotel 然後一身輕的去桃源台搭纜車去大涌谷,搭最早的一班
9:15 去搭涌谷,沒想到會有這麼多的遊客來大涌谷,也許是假日吧,人來人往的好不熱鬧,也因時間的
變遷,這兒跟我十幾年前來時大大的不同,沒變的是仍賣著溫泉煮出來的黑蛋,且人人一袋,人人享受著
這熱乎乎的蛋味.
來到箱根神社站,風大又冷,原想放棄走到神社,此時看到一群群的觀光客往神社走去,想想既來了,還
是去看看吧.
在箱根的最後一個行程是參觀”星王子”
門票每人$1500 日幣, 但可在 Hotel 拿到 100 元 Coupon
園內的建築物都好漂亮,還可看一場電影,雖有些沉悶.
這位漫畫家是一位飛行員,也因常飛行於空中,而引發他的靈感創造這美麗的漫畫故事.然而最熱門
的還是 Gift Shop 幾乎每人都會買一堆有的沒的,實在是個愛 Shopping 的民族.
從箱根仙石原文化 搭 Bus 到御殿場,可以用 Free pass 因此旅行社幫我準備的車票
可以 Save 不用
搭了 Taxi 到 Hotel,迎面來接的人員直說對不起,其實他們有車可以去車站接,於是在心裡盤算,那
明天一定得請他們帶我們去車站,其實網站上好像滿多 Hotel 都有這種服務的
Hotel 在湖旁,晚上的煙火 Show 在前面就可看到了,真的很方便,後來親戚才告訴我,旅行社的小
姐知道我們是外國人,也清楚我們旅程的重點,所以安排的 Hotel 都是最方便最近的,這點真的很不
錯,也 Save 我們好多的時間
煙火 Show 是晚上 8 點準時開始,時間快到時已聚集了大批的人來觀看,真的非常美,非常美,這個
Show 也是這個季節的主 Show,只是冷風冷颼颼的,令人有些受不了.

第八篇-富士山&搭過期的車票回新宿
今天是最後一天的旅程,下午即將回東京了,Chick Out 後旅館的經理即派人載我們到車站.
今天的行程是搭河口湖的復古 Bus
從車站搭 9:00->河口湖香草館->搭河口湖空中纜車看富士山-> 河口湖八音盒森林->自然生活
館->搭下午 3:14 去大月 4:55 ->搭 16:oo  114 號到新宿 17:08
大部份的館都需收費,評估一下不是那麼吸引我們參觀, 於是選了幾個看起來比較值得看的景點,來
到香草館以為很大,但非常失望,小小的館內全都是賣一些香草的東西,我們只看了一下就出來,在等車
時 來了一車的遊客去參觀,館內的人員樂的出來迎接,看來每個地方的旅行團都是如此想賺外快
搭空中纜車上山,這兒離富士山非常近,實在是美呆了,所見過的山都是一排排的排列,唯獨富士山是
高聳的一座山,真的不得不讓人讚嘆著,也讓日本人以它為傲.
來參觀河口湖八音盒森林的人非常多進場時剛好在表演,大家都屏息的聆聽那美妙的音樂,它是個歐
洲風的建築設計,這是一個值得參觀的館,同樣的 Gift Shop 也是擠滿了採購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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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館是這條觀光景點的最後一個景點,一些喜拍富士山的人都會扛著專業的相機來此拍富士山,然
而這個館也是一個賣”伴手”的館,而所賣的東西幾乎都是誘人的紫色,免不了也買了一些,因旅程已
經結束了,不用擔心還要扛著走
原想吃完午餐再去搭 3:14 的車去大月,因對大月車站不熟,怕轉車只 5 分鐘會來不及,所以我們提
前一小時到大月,在等車時我們一直對車票不解,為何一人有二張去大月的車票,後來才知道原來若要
搭快速車得加 300 日幣.
基本上大月車站是一個轉車點,許多旅客都是在此轉車,所以依我們轉車只 5 分鐘,是綽綽有餘,而我
們來到大月車站吃個麵也沒花多少時間,吃完午餐後也只能傻傻的站在這冷冷的月台吹冷風直到火車
的到來.
上車後看到有二位坐我們的位子,於是客氣的告訴她們說這是我們的位子,查看了她們的車
票,再看看我們的車票,以為重複劃位,但再比對一下,呵原來我的車票時間是前一天的,這下傻了,怎會這
樣,旅行社的小姐怎麼會出錯,此時車也走了只好隨便找個位子坐 ,沒多久查票員來了,我們倆顫顫兢兢
的把票拿給他,深怕他看出來是前一天的車票,要我們補票,還好過關,不過想想還是找後面的位子,免得
等一下被趕起來那多糗,當再停一站後,查票員又來了再次拿票出來,查票員看了後直說對不起,剛已看
過了,原來我們換了位子,他以為是新旅客. 就這樣,每到一站我的神經都緊繃的處在隨時會被趕起,也
還好一路上車的人並不多,我們也順利的坐到新宿,接下來出口時票要放入”自動改札口”,我們的票
是前一天的,可能無法過關,還是試看看吧,
果然票一進去就被退回,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找旁邊窗口的看票員,那位先生看了後竟讓我們出去,
真是幸運.不過一定得向那位旅行社的小姐 Complain,這是我們這次旅程的一個小插曲.
最後回到東京時跟親戚說我們有三張票沒用是否可以退錢,在回美國後沒多久就接到退款了,總算沒
浪費.

第九篇-靜電的苦惱
在日本最苦惱的是按電梯及開房門
-------------------------------------------------------------今天是最後一天了,玩了 5 天也滿累了,不想走太遠,於是搭車來到”吉祥寺” .位於武”藏野市”
的”吉祥寺”現已非昔,現今榮居日本人最想居住,也是年輕人最愛 Shopping 的地方,記得 20 幾
年前來時,真的不是很熱鬧,而現在卻到處都是 Shopping 的年輕人,想來這兒是要到這兒的一家陶
磁店逛,因上次來時買了好多好美的碗,然而這次卻失望了,沒找到喜歡的,而想要的咖啡杯又沒貨,只好
帶著失望走
曾看到書上介紹一家拉麵店非常好吃,但找了找也沒看到,只好隨便走走,沒料到卻看到一家拉麵店,
走進一看人還滿多的,應該是不錯吃吧,果然-------回到 Hotel,走在前面一對年輕夫婦也要搭電梯,於是提醒老公趕快搭順風電梯,讓那個人去按吧,結果
聽到那位男士操著中文,呵原來也是來自故鄉-台灣,他說常被靜電電到,我說是阿,真的一想到要按電梯
開關就怕,於是他告訴我們,你在這塊黑黑的除靜電板磨擦一下就不會被電到了,呵原來如此,來那麼多
次,都不知道這檔事,雖然在美國也常有靜電的困擾,以前上班時,開門或開水嚨頭的水都會電到,不小心
碰到老公的手也會有靜電,還付帶電光,自從閒賦在家已經好久沒被門,水,電了,來到日本又開始提心吊
膽的,因忘了帶除靜電手環來日本,不過現已知道除靜電的方法了,下次再去時已不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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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分享（1）

隆純真

這個聖誕節，全家陪我回去我成長的故鄉花蓮，由於 17 年沒有回去了，變化非常
大，幾乎找不到印象中的街道。我們也在 12 月 25 日參加美崙長老教會聖誕特別崇拜。小
時候的教會已經打掉重蓋，剩下新建的牧師館旁的一棵大樹可以依稀看到舊日情景。現在
的牧師及師母是我們青少年團契一起長大的，25 年沒見，轉眼間大家都是中年人了。
禮拜完，一位朋友帶我們去拜訪長輩、朋友。看見老一輩的衰殘，心裡很難過，由
其道別時忍不住掉下淚來。我這樣久久回去一次，真不知這是不是最後一面，只有請他們
多保重。晚上我們去拜訪我小時候的主日學老師高明仁長老，他在那時是教高年級的，而
且不像教中年級或低年級的，有人與他輪替，所以一年四季都是他一個人在教。我那時就
很喜歡上他的課，他對待我們像大人，上他的課很有趣，也學到很多。25 年沒見，當然他
也不再如當年的英俊挺拔，可是他講話的動作、神情跟當年一樣。他現在 78 歲，問了穎哲
三次他哪裡人，問完後又馬上想起自己問過，趕緊解釋說他略略有 Alzheimer。他開始說起
他的故事：他是英文系的，所以當門諾會開始在花蓮設立醫院時，他是幫醫生與病人翻
譯，那時也有許多重病的原住民被送來，有的沒法醫，死了，他還得載屍體回去部落。有
時半夜，他一個人開著車在橫貫公路上七彎八拐，屍體在小卡車後面滾過來、滾過去，有
時他心裡也毛毛的，就大聲唱「來信耶穌」的聖詩。有時原住民住得太遠，無法領回屍
體，他也幫忙去埋葬，在墳場挖洞後，自己還得躺下去，看看夠大、夠深嗎？他後來去行
政管理，在門諾醫院當院長多年，退休後又去台神唸書。在美崙教會一度沒有牧師時，他
負責講道；又在主日學學生減少時，開車去會友家接小朋友來上主日學。在一旁的徳華姊
馬上點頭說「她三個讀高三及大學的女兒，都有讓高長老載過」。
我深深的為高長老的故事感動，他真是個為神盡忠的僕人，我也希望我的生命也能
這樣。

聖歌隊分享（2）

隆純真

我的媽媽在 1 月 11 日週三晚打電話來說「爸爸中風了，現在在急診室」，要我為爸
爸禱告，我趕緊告訴孩子們，大家一起為 Texas 阿公禱告。原來他們那天週三的分區查經
禱告會剛好在他們家，輪到爸爸禱告時，他居然只「嗯---嗯----」的說不出話來，大家問他
怎麼了，他有劇烈的頭痛、眼睛痛，而且臉色非常難看，就趕緊送醫，情況非常嚴重。不
過中風的最初的三小時最重要，因為發現得早，命是被救回來了，若是半夜或是單獨時，
大概就已經回天家了。
接下來的幾天，我跟爸爸講話可以感覺他慢慢的恢復了，他又記起他四個女兒的名
字。我很感謝神沒有接他走，就像二妹說的「我們必須接受爸爸現在不一樣了，但是我們
至少還有一些日子可以跟他在一起」。我又想到爸爸在我高三時，他從花蓮廠被調到高
雄，就在他開車南下時，為了閃一輛腳踏車，人、車整個摔到河谷底。載媽媽下去看他的
司機，看到整個方向盤被擠倒椅背，而爸爸居然一根骨頭也沒斷；因為他整個人撞向左邊
門，所以雖然有大片淤青，及縫了玻璃刺傷，人大致沒問題。我再次從心底感謝神，讓爸
爸兩次平安地走過死蔭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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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個愛讀書的人，我懇求神不要拿走他全部的記憶力，也讓他像以前一樣
開朗、樂觀，不要為他失去的感到頹喪；也讓我們全家人有足夠的力量，陪他這一段日
子。
【後記】我要謝謝 choir 在 15 日的獻詩，你們的歌聲給我鼓勵、給我力量。那首曲
的歌詞如下（詩篇 103 篇）：
我的心啊！你要讚美耶和華，不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切過犯罪孼，醫好你一切病痛，
祂用仁愛慈悲做你的冠冕，替委屈的人伸冤。
天離地有多高，祂的慈愛也是那麼深；
東離西有多遠，祂使我的罪過也離我有多遠。
耶和華有憐憫愛疼，且有豐盛無限的恩典，
從古早直到永遠，耶和華是我的主。

N¾ghi §♭♯♩♪♫♬ƒ ♩ ♪ ♫ ♬ ♪ ♫ e f h i kq x y ♩♪♫♬♩♪♫♬♩♪♫♬♩♪♫

黑輪

蕭貞淑

那天女兒說好久沒吃黑輪了,於是趁著去超市買菜時買
了魚漿回來作,女兒老公直說
好好吃,比市場賣的好吃,又衛生,於是想與大家分享。
材料:
1 魚漿
2磅
2 洋蔥
一個 切細
3 紅蘿菠
小小一條 刨絲
4 糖
一小匙
5 胡椒粉
一小匙( 可視個人喜歡多一些也可
以)
6 水一些可以自由放
作法 :
把 1~5 放在盆裡拌均勻後若喜歡吃軟 一些的可加水,若喜歡吃硬一些的可以不加水,我個
人比較喜歡吃軟一些,所以我都有加水。
燒一鍋油,等油熱了,看個人喜歡的造型,捏一捏,後放下去炸,熟了就可撈起,放在吸油紙上吸
去多餘的油後,趁熱吃,真的非常香,一次可做多一些,吃不完可以冷凍起來,用它來炒韭菜或高
麗菜----等青菜都非常好吃,吃火鍋也可以擺 一些喔,真的比超市賣的還香,又好吃 試試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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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做的,他們不曉得

白瑩

我的孩子都還只是學齡階段的年紀,常常教導他們事情該怎麼做才正確,才有幫助,才有效率,但往往
他們都不願照著指示做,總要依自己的方式進行.做不好或做不對,我就會問＂你(們)為什麼要這樣做
呢?請告訴我你的理由.＂得到的回應,八,九不離十是＂不知道(I don＇t Know)＂我總會很納悶地再
追問＂如果是你自己也不知道為什麼要這樣做的事情,你為什麼還要做呢?＂當然答案還是＂不知
道＂.
我除了滿頭霧水外,就只能搖頭再搖頭.我無法理解(雖然我曾經年幼過),只能以他們還小,還不成熟,
所以不曉得他們在做什麼來解釋他們的行為.如此一來積壓在心中的憤怒,納悶和無解,霍然間如煙霧
般消散而去,心情頓然輕鬆自如,不再計較過往.
其實在生活中的各種人際關係間,也經常遭遇到類似的狀況.除了親子之間外,夫妻之間,婆媳之間,朋
友之間或者同事之間,也常常會有些許磨擦,誤解或衝突,造成心靈受到極巨的委屈和傷害,進而轉成憤
概和怨恨,當心平氣和時,如果告訴自己,他們所做的,他們不曉得,就能減輕內心的負擔,進而告訴自
己＂算了吧不要跟他(們)一般見識,自然就會原諒了他(們).
去年＂黑函事件＂的調查報告正式出爐.結果真是跌破眾人的眼鏡,既震憾也傷透了大家善良仁慈
的心.是什麼深仇大恨,致使一個人要做出如此不尋常的舉動寫出如此低劣的文字?是什麼動力讓人膽
敢藐視主耶穌的聖名,要毀了主耶穌的聖殿,要拆了主耶穌的招牌?簡直就像是在太師爺頭上動土,無法
無天,在滿心充斥著怨懟,不滿和仇恨時,有沒有想想自己真的一點都沒有錯.都是別人的不對嗎?
我不曉得事情怎麼會演變成如此.原本認為最不可能發生的事,最被眾人稱頌視為典範的前輩,卻有
如此最不為人稱道的行逕.,真是最負面的見證.有人激憤難耐,有人灰心喪志,有人百思不得其解,有人
選擇逃避.逃避現實,選擇不相信,情願活在假象中來欺騙自己,更有人用另外一種方式逃避,遠離是非之
地,另覓心中的迦南地.
調查報告出來後,每個人心中自有一把尺,自有自己的一套度量衡,自有自己對此事件的評斷,自有各
自不同程度的感受,但相信或多或少都受到影響,而在內心深處留下深淺不一的陰影.有些人可能認為
某人欠自己一個道歉,故無法撫平內心之傷痛.有些人認為某人該認錯,否則難消心中之怨氣.
但是,難道一個道歉和一個認錯,真的就能除去對不公不義之人的不滿嗎?就真的能夠回歸平靜,像往
常般,什麼事都沒發生嗎?我想未必吧!?
路加福音第 23 章第 34 節＂耶穌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這是耶穌被釘
在十字架上時,當下說的一句名言.祂即使是個無罪的人,被人陷害,又被自己的人出賣,在受到如此大的
委屈,羞辱,怒罵後,依然決定選擇寬恕那些人,甚至懇求天上的父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知道.
我們無法像耶穌般完美無瑕疵,我們都是罪人,但我們可以學耶穌的款式,效法祂的想法和做法,為
那些被撒旦迷惑的人禱告,向主耶穌祈討,求天父＂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曉得.＂就像年幼
的孩童一樣,他們不知道他們為什麼不聽話,他們為什麼不照父母的意思做,難道他們不想成為好孩子
嗎?當然不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不明白,他們所願意的,他們並不作,他們所恨惡的,他們倒去
作.＂(羅馬書 7-15),這是人性醜陋,黑暗,罪性無助的一面,當打從內心深處這樣想通後,明白＂他們所
做的,他們不曉得＂的真諦,或許會釋懷些,傷痛會早日癒合,眼中不再有刺,眾人才能同心做上帝的事工,
才能興旺主耶穌的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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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路走來有主的保佑

蕭貞淑

小時候由於體弱,大小病都都沒斷過,舉凡過敏,發高燒,甚至不知誤食什麼而中毒,差點喪命,在當
時醫術沒有那麼發達,感謝上帝我渡過難關.
小時後就有＂麵粉手＂之稱,也就是拉不得手,只要有誰用力拉一下馬上脫臼,連騎腳踏車,也造成
腳脫臼,變成長短腳,但上帝真的沒遺棄我,讓我找到好醫生醫治我.
由於我非常喜歡手工藝,就在老公失業時,讓我運用了我的手工藝,做的有聲有色,渡過難關,這也是上帝
的保佑.
人總是太貪心了,我們也曾被高利貸所迷惑,拿出所有積蓄借出,結果所有的積蓄全泡湯,雖然傷心,
但想想我們還年輕,不能因而被打倒,更因姐姐的同學的幫忙推銷,再度運用我的手藝,打入學校,甚至老
師還要求我幫忙做一些教材上的國父 ,公公婆婆小孩------等照型的娃娃去參賽,還獲高雄區的第一名,
這真的是上帝賜於我的才能.
當老公在美時,並未因他的不在讓我寂寞,只因嫂嫂的客戶,鐘情於我的手藝,要我在來美前幫她做
靠墊,她想放在她的店賣,做多少拿多少,這也是上帝的照顧.
剛來美時,經營了 Video Store 一年後想賣掉,當時靠著禱告,終於順利的賣掉,而賣掉後沒多久老公也
順利找到工作,進公司後,非常幸運的,因老板的賞識,也讓老公的薪水一跳再跳,更讓我也跟著進公司上
班,讓生活不慮,-在這異鄉裡,直到現在的穩定生活,實在是上帝的照顧.
雖然這些年來總是有一些不如意,但上帝從不遺棄我們,總是讓我們可以迎刃而解,實在太感謝上
帝一路的照顧著我們.

聖歌隊：聖歌隊歌聲，期待更多志同道合朋友加入，共頌主名。 練習時間：週
日早晨 10 : 20。
主日學：週日 11:20 開始。
Children’s choir: 一月於禮拜中獻唱，二月於禮拜中手鐘崇拜。
長青團契：一月有 medicare 相關手續及問題講解，二月於教會聚會圍爐。請為
年長的兄姐，身體有軟弱的代禱，求主加添他們力量。
同心團契： 歡迎加入 friends@tapcsj.org。同心團契將從 2 月份起改成每禮拜
六下午 5:00-6:00 在教會 A4 教室有查經，請先預讀創世記，歡迎兄姊踴躍參
加。
青少年團契：請為此事工代禱，求主賜每個人有足夠的智慧與力氣。3 月 25 日
（禮拜六）將到 San Jose City 去幫忙蓋房子，有意者請與 Daniel Chen 聯絡。
女宣團契：感謝大家盡心、盡力，維護教會乾淨整潔。
傳道文字組：感謝大家忙碌之餘，踴躍投稿。希望大家多投稿，分享參予活動
的心得，追求主真理的見證 及心路歷程。感謝愛卿、時昌、貞淑、幫忙打
字。 感謝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雙月刊，在主內互相鼓勵，一同成長。投稿請
交萌區，或寄 tapcsj@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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