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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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1 月 29 日

路加福音 17: 11~19，以弗所書 5:15-20

在感謝中一起成長

蔡篤(鈴)真牧師

舊曆新年是我們台灣人的感恩節。生命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上帝預定它的目標是永生，換句話說，那
是一個平安、美滿、聖潔的境界。雖然身體及智能的成長到一個年齡會停止，但是心靈的成長卻是繼續而且
是必要的。感謝是帶動生命成長最重要的動力之一，其他二項是愛及希望。在這個新春感謝禮拜，我要與大
家一起思考感謝的功課。
路加福音 17:11~19 的記載有二項讓人不安的事實：第一，會感謝的人不多，不是不多，實在是太少
了。這段聖經記載耶穌有一回醫好十個痲瘋患者。結果只有一個回來對耶穌表示感謝。十個只有一個，那個
比例相差實在相當的大。第二，一個外人或陌生人反而較自己的人願意表示肯定及感激。那個回來對主耶穌
感謝的人是撒瑪利亞人－所謂的外人；其餘九個猶太人，他們是耶穌的同胞，卻沒有一個回來。
我們的經驗豈不也常常是如此，對一位外人或陌生人，我們反而較會去表示欣賞及感激，但是對那些
我們身邊的人，與我們親近的人，我們常常以為他們所做的是應該，常常將他們看作理所當然(take for
granted)。我們在對待兄弟姊妹、妻子、丈夫、父母、同事、教會同工等，的確真的反而不如對待外人。當
外人或陌生人為我們提供一項服務，我們馬上會表示感激，但是卻很少聽見在自己人中間的ㄧ句感謝；不僅
如此，若是稍微不如意，往往就是大小聲、怒氣衝天。當然，上帝以及祂的恩賜往往是最被人看作理所當然
的。
「思想」以及「感謝」是我們的生命成長不可欠缺也是不可分開的二個要素。英文的「思想(think)」
及「感謝(thank)」，二個單字只差一個字母。其實 think 及 thank 是源自同一字根，＂thnk＂；所要傳達
的意思是會「思想」的人就會「感謝」；或者會「感謝」的人是會「思想」的人。會「思想」以及「感謝」
是「成長」及「成熟」的記號。
今天所讀的以弗所書 5:15~21 是保羅勸勉基督徒從「思想」開始，到「感謝」，最後進入在基督裡
「美滿的關係」。「你們要謹慎行事，不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15~18 節) 都是有關
要會「思想」的勸勉。會「思想」很自然的會「感謝」，「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上
帝。」(20 節)無論是個人或家庭或教會若會「思想」，會「感謝」，就會進入 21~33 節所說在基督裡「美
滿的關係」。
第一、會「思想」讓我們看到生命以及所有的一切都是恩典，是上帝的賞賜。會「思想」以及「感
謝」是個人或團體成長、成熟的記號。
﹤﹤在愛裡一起成長(Growing Together in Love﹥﹥的作者布樂莉(Ann Broyles)說到她的一個習慣。
每天早上起來，她一定到外面走一圈。無論在家裡或外出旅行，這是她早上的第一件事。她說每天早上的這
一圈，讓她學會感謝，學會欣賞。上帝實在是奇妙的上帝，同時也非常慷慨。我們若不記得上帝的恩典是哪
麼豐富，一定是我們生活在都市裡太久，或者太長時間坐在電腦及電視機前面。
其實，上帝的賞賜不僅奇妙豐富，且是最好，最寶貴；祂甚至賜下獨生子救我們脫離罪惡與死亡的權
勢，叫我們得永生。
第二，感謝的心是打開以及建立親密關係的鑰匙，感謝帶出全面真正的祝福。路加 17:11-19 耶穌對那
位回來表示感謝的撒馬利亞人說：「你的信救了你。」在這裡耶穌給「信」一個新的定義，「信」不僅是相
信上帝有權能，會醫治；信是一個肯定及感恩的行動。這個肯定及感恩的行動讓他在身體得到醫治之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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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進入跟上帝更深一層的關係，就是上帝的救恩裡面。這是為什麼主對他說：「你的信救了你。」
「你的信救了你」表示這個撒馬利亞人，不但他身體的痲瘋得到醫治，他的靈魂也得救，得到釋
放。對那時起，他的心必定每日可以看見上帝的國，他的心必定每日都充滿喜樂及平安，他也必定每日能夠
活出上帝的愛。感恩讓他能夠領受那個真正屬天的福氣。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信主，所祈求的祝福是地上
的健康、財富、名位、權勢，或是與上帝建立更親密的關係？我們是否能真正享受主耶穌基督救恩的喜樂及
平安？
第三，感謝的心建立更大的信心，並且給人面對艱難的勇氣與力量。感謝的心讓人經驗上帝的同在及
平安，祂是勇氣與力量的泉源。所以環境即使艱難，也不必因此失去希望。
聖詩 73 首，「今阮感謝上帝」，的作者林卡特(Martin Rinkart)是十六世紀德國的牧師。三十一歲的
時候被邀請回到他出生的愛蓮堡(Eilenburg)擔任牧師，在那裡三十二年之久，一直到死。當時正是德國史上
所謂的「三十年戰爭」，愛蓮堡常常被當作戰場，有一次陷落在奧地利（Australian）的軍隊，二次在瑞典
人（Swedes）的手中。在戰爭的中間又有二次遇到饑荒與瘟疫。他有時一天要埋葬四、五十個人，他的牧
師娘也是死在瘟疫。
「今阮感謝上帝」這首詩歌是林卡特及他的會友在面對瑞典佔領軍壓境時唱出的。雖然外在環靜是那
麼惡劣，他們面對刀劍、饑餓、瘟疫、死亡，他們仍能對上帝唱出感恩的詩歌。為什麼？因為他們相信上帝
的同在，祂是歷史的主宰。

最後，感恩的完成是用愛心與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困難或欠缺的人。感恩的
英文 thanksgiving，是由「感謝(thanks)」及「付出(giving)」組成的，告訴我們感恩的完成是用
愛心與人分享上帝的恩典。我們領受的恩典是那麼豐富，但世界上仍有許多人，有的是心靈上，有
的是生活物質的極度貧乏。我們在富裕恩典當中不要忘記那些生活上遭遇困難或欠缺的人。
生命須要不斷的成長，只有感謝的心才能使成長發生。願我們以感恩的心迎接新年，願我們記得上帝
以及四周圍的人所給我們的恩惠，會想，知道感謝，並且願意實際用愛心與人分享上帝的恩惠，特別是那
些生活上遭遇困難或欠缺的人。上帝賜福大家有一個恩典滿滿的年。

主後 2006 年 2 月 22 日
親愛的主內聖荷西台美長老教會兄弟姊妹平安：
非常感謝大家在今年春節期間盛情的接待我並邀請我在 1 月 30 日主日禮拜中證道。我也代
表芥菜種會向大家致意，謝謝大家關心芥菜種會的慈善救助事工以及慷慨的奉獻。我已將咱教會奉
獻的支票轉交給芥菜種會的會計，我相信咱教會不久會收到該會的感謝狀。
有一件事須向大家報告及致歉的是我已經在本(2)月 20 日結束在芥菜種會五年半的服事並接
受台灣神學院的邀請擔任行政副院長的新職。春節回到聖荷西未能向大家報告，主要的原因是與芥
菜種會的約定，須等待芥菜種會董事會 2 月 14 日通過新的總幹事人選才能對外公佈。為此向大家
致歉。芥菜種會新的總幹事是鄭溢恩牧師，他是前 Ohio 州 Dayton 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相當年輕
優秀。請大家仍然繼續關心芥菜種會，當然也請為我在台灣神學院新的服事代祷。
願上帝賜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更經驗祂豐富的恩典。
主末 蔡篤(鈴)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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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教會的人
你想多了解教會的朋友嗎 ? 你想周遭的教會朋友們多了解你一些嗎 ? 打開你我的心門!
承蒙萌區執事,麗娜長老的抬愛,讓我當起教會的小小記者,來訪問各位的心路歷程,我的文筆
不是很好,但我一定會盡力的把各位最真實的一面寫出來,更感謝各位會友給我這學習的機會,
也更盼望經由我的文章,讓大家更能認識這大家庭裡的每一位份子.;
~~~~~~~~~~~~~~~~~~~~~~~~~~~~~~~~~~~~~~~~~~~~~~~~

貞淑

人物介紹: 林英雄長老 張素娥女士
林長老育有三個子女,是個基督世家,林太太是個賢慧能幹的老婆,兒子日前找到一輩子相依
靠的伴侶在台灣結婚,目前定居台灣,愛好電影的小女兒, 現居西班牙,正努力往導演的路發展,
大女兒現居 Milpitas,育有二子,多年前他們從阿根廷移民來美,之後也加入了台美教會的事
奉,在聖歌隊裡每星期都能聽到他們夫婦美妙的聲音,據說虔誠的林長老若要渡假也一定要做
完禮拜才肯出遊,是個令人敬佩的長老。
記得多年前林長老得了鼻咽癌,那時真讓人震驚,感謝上帝給他堅定的毅力,給他樂觀的態度,
讓他戰勝病魔,雖然在治療的過程非常艱辛,不過他都一一克服,直到現在的他一切都平安。
素娥女士也是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裡,是個非常樂觀,開朗,能幹爽直的人,我們的聖歌隊是不
能缺她的,她那高亢美妙的歌聲時常讓人沉醉。
由於林長老對於電比較怕怕,因此這些瑣碎的事,如換燈泡,修水嚨頭----等之類的事,都是她
一手包辦,不像我們總是向老公求救。
說到她的能幹實在太多了,就如當她學會做麵包時,時常下班後就捲起袖子開始做麵包,然後
再一一包裝分送那些年長的會友,讓他們分享她的成就,她的愛心真的讓人敬佩。
信奉上帝也是他們這輩子的信仰,更願他們將上帝的福音遠播,最後讓我們祝福他們一家平
安健康!!

Bible Study, Prayer’s Meeting

Jennifer

Praise the lord, he watched us in every step of the way. Although we didn’t go that
smooth, we are constantly growing.
I have been baptized for many years, God’s message mostly coming from everyday life and
lyrics of the songs. For Wednesday’s bible study and prayer meetings, I always had excuses
of kids’ activities, just got off work, home duties, tons of excuses of not to go. Look back of
my life, I am spared because God still keeps me alive so I don’t need to turn in my report
card yet (I knew he knows how well I am doing, but at least it is not yet on paper). Although
I didn’t join much of the prayer’s meeting, I have more progres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n
from last 30 something years.
In my company, few colleagues of mine have Monday lunch gathering. We don’t have
many people, sometimes 2, sometimes 8. We have co-workers that are familiar with the Bible
so they often share topics from Sunday sermon, or some inspiration of their own. There is
brother Chang, he always finds interesting topic, which then correlates to the materials in the
bible. I asked brother Chang, he seems so quiet during social hours, but then so full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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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he was talking about topics of the bible. His answer to me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You know what? I am surprised by his answer, yet I believe that is really what
he is. When I saw his face, I can see his belief in God and determination to be God’s disciple.
I enjoy Wednesday’s prayer’s meeting due to a lot of reasons. The 1st major reason probably
because I lost my beloved mom last year, it comforts me when I come to prayer meeting to
see church elders and elders. 2nd major reason is we all felt down a lot of times, it is my
selfish intention that I can use bible study and prayer to force myself finds peace and close
to God for his comfort. 3rdly, I knew my weakness is that it is hard for me to sit down and
read bible so I need to force myself go to prayer’s meeting at the beginning. In the meeting,
I forced myself to calm down, through prayer, and to follow the bible study leader, so I can
be close to God day by day or week by week. In hope, I can someday like brother Chang
truly becomes one of God＇s disciples. However, I am human, I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attendance of the bible study and prayer’s meeting. If I didn’t see somebody one week or 2
weeks in a row, I could become depressed. During this time, I will pray to God to touch them
so they can come back to bible study and prayer＇s meeting so we won’t be lonely. One time,
I asked why is bible so hard to read and understand, why it is not like some other articles
that seems so easy for me to start to read? I am thankful that brother Chang didn’t look
down upon me, he just answered. If you think bible is hard, then we need to ask holy spirit
be our lead, invited holy spirit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bible.
I enjoy bible study from unity group. Grace and Yu are very good leaders and they also
are good Christian models. Bible verses that seem so hard and distant becomes interesting.
Names in Genesis become related to me because they now have characters and as if someone
we probably know in ordinary life. I was inspired last Saturday. It was an extremely busy
day for Grace and Lina, they have many bulletin need to work on (edit, print, folding, and put
in the inserts) in addition to prepare for Elder Huang’s memorial service details. On Saturday,
we still have the bible study from 5-6PM. With my ordinary mind, I will skip the bible study
because I don’t think I am ready for it, it is just too tiring. To my surprise, Grace is very
calm and prepared, from the moment we sit down to pray, the bible study is a organized as
other weeks’. I am really stunned, because it seemed to me like mission impossible. I know
what they do is very hard for me to follow, but I will try to strive to do what they just
demonstrated to improve my relationship to God.
I thought last year is my bottom year because my beloved mom passed away. However,
in March, my neighbor in Sunday service brother Lee passed away. I went back to Taiwan to
visit my ailing sister-in-law and we lost another loved one beginning of April. Last week, we
lost brother Huang as well as good comrade in church working group. It is so depressing. I
praise to God to inspire me so I can move on, but how to do it? I think we all need to give
opportunity so he can work on us, we need to try to go to church regularly. If you feel you
are hard to self motivated to study bible and prayer, then we should go to bible study and
prayer’s meeting. It is no excuses of no transportation, neither is hate to ask people to take
me. My friend, God spares us so we are still with this world, we need to be prepared so we
won’t be empty handed when we see God.
20
Jude, verse 20-21 for sharing, But you, dear friends, by building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21 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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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 祈禱會

萌區

感謝主, 保守我們的腳步, 我們雖跌跌撞撞, 卻還有些長進 .
當基督徒很多年, 主的訊息多半是來自生活的體驗及歌曲的歌詞, 每週三的查經祈禱總會有工作
累, 忙孩子, 忙家事, 反正都是理由. 想來又是神在保守, 至今還不用像祂會報, 被查成績單(雖然
心理明白祂知道, 但是還沒有開獎) . 這兩三年查經雖然還是不多, 總是有些進度了.
公司內我們週一中午聚在一起吃飯及分享, 人數不多, 少則兩人, 多則八人, 我們有很熟悉聖
經章節的同事, 會與我們分享週末講道的題材, 或個人心得. 也有張弟兄, 不斷有題目, 引出聖經
的章節. 我問他平時內向, 不多言語, 為何在講聖經章節這麼活潑, 他答說, 因為被聖靈充滿. 你
知道嗎? 我有一些訝異他的回答, 但是我相信那是信與實踐的最佳見證.
我喜歡週三的查經, 應該是有很多因素. 一來因為失去了可以撒嬌的母親, 看到教會的長老及
長者, 多少有一些代償作用. 二來心中也有不平安的時候, 借查經 祈禱會讓自己心安靜, 比較能
接近主. 三來知道自己的弱點, 不愛念文科方面的資料, 必須要先強迫自己坐下來, 禱告, 再藉由
查經主理的領導, 看能不能每次藉由這種訓練與神的距離進一些. 如果這一週進度少一點, 只要
不自己騙自己, 總有一天神會領我到張弟兄的境界吧. 不過嗎! 我們還是人, 心情常會被出席率
影響, 看到誰沒出現, 這週三沒看見, 下週三也沒瞧見, 心理就很沮喪, 只好很委屈的多禱告, 希望
神能感動他們來一起祈禱與查經, 不要讓我們這麼孤寂. 有一次問張弟兄聖經為什麼這麼難懂,
感謝他沒有給我白眼, 只說, 如是這麼難念, 更要靠聖靈帶領, 讓聖靈幫助我們啊!
我喜歡同心團契的查經, Grace 夫婦實在是很好的帶領與好榜樣. 難讀的經節在她的講解下變
成生動有趣. 創世記的始祖們好像都有了個性, 不再是聖經中的名字而已. 上週六查經, 有新感
動. 那天 Grace 及 Lina 好忙, 很多週報加上黃長老告別式要定稿、印、裝訂, 中間還夾有五點
至六點的查經聚會, 照我平時的思考方式,我大概是不參加查經,因為身體、心情都太不安寧了!
但是 Grace 不慌不忙, 自禱告開始, 聖經講解也是如每週一樣有條有理, 真是太神奇了. 我想這
種修養在事奉很不容易做到的, 但是, 如果我們努力, 我們與神的關係一定會有增進的.
本以為去年應該是很傷心的一年, 但是今年三月教會的鄰座李兄弟過世, 三月底回台灣看望罹
患癌症的大嫂, 四月初也辭世. 四月底. 敬愛的黃長老也因意外離開教會工作群, 心情實在沮喪.
但願神讓我打起精神, 繼續打拼. 如何讓神在我們身上做工呢? 我想要先增加與神接觸的機會,
上教會查經禱告, 如果覺得自己查經禱告效率不高, 就要強迫自己參加查經禱告會. 沒交通工
具, 不是理由, 不好意思開口, 也不是理由. 朋友們, 主善待我們, 讓我們現在還有性命在人世, 趕
快做我們的作業吧, 不然會被上帝打屁股的!

附記 猶大書只有一章, 把第一章唸了, 就唸完一書, 很有成就感. 節錄第 20-21 節:
20.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靈裡禱告 21.保守自
己常在神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憐憫，直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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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樂嗎？

陳莉莉

兒子如願進了他心目中最理想的大學，send 了一張 email 給我，”媽媽，妳快樂嗎？”我快樂嗎？
我豈止快樂，我簡直可以用[欣喜若狂]來形容，幾天裏，忙著昭告全天下親朋好友。朋友笑我說以
前他兩個老姐進音樂名校，都不見我們兩個老的這麼興奮過，怎麼兒子念個加州州立大學卻像中了
Lotto 似的。沒錯，有道是[老三照猪養]，我雖然不致於將他當猪養，但生到他時，老媽已經彈盡援
絕，也就讓他隨心所慾，充分自由發展，過了個十分幸福快樂的童年。也因此，我們之間從來就西
線無戰事，和平共存了十三年。直到他上了高中，才知大事不妙。小子十多年來，一路享盡放牛吃
草的樂趣，加上樂觀無慮的個性，要再逼他回到書本似乎比登天還難。近來景氣不好，大家荷包大
縮水，排行榜前面的幾個加州大學都要打破頭才進得去。四週圍朋友的孩子，一個個週末都遠征
Cupertino 補寫作，補數學，補 SAT 加強班，只有他還在那老神在在，不為所動，寧願足不出戶，
窩在房裏編曲自彈自唱，快樂似神仙。17 歲的少年郎，最繁忙的 Junior year，他照樣眉開眼笑看他
的日本卡通，研究電腦遊戲的配樂，再擠出時間去 tutor 一些剛移民來的同學，和志同道合的愛樂
同伴練他的弦樂四重奏，加上三不五時的健身，每天要花在正業時，已經快見周公了。好言相勸加
威脅利誘逼他去補 SAT 無效，只好買了參考書強迫他自修，考 SAT 的前個禮拜，總算難得見他有
點壓力了，夜夜捧著參考書躺在床上，翻一翻便伴著入夢。奇的是，每學期的成績單，雖說比上不
足卻也比下有餘，而人人死惡補的 SAT，不見他寒窗苦讀，卻也考得差強人意，不得不說他是上帝
特別恩待的小孩。他的漫長高中四年，大概也是我這輩子最多[氣]的時候了，只要見到別的孩子忙
著挑燈夜讀，而他還在那高枕無憂，一派輕鬆愉快，我就火冒三千丈加滿肚子的氣。氣他念書只肯
盡三分力；氣他對自己要求不高；氣他心中無大志；氣他旁務太多；氣他不是我理想中的書呆子；
氣他---總而言之，我就是典型的老中媽媽，[恨鐵不成鋼]的心態在作遂。而此時，在他即將展翅高
飛的前夕，我卻突然豁然開朗，才深悟到原來[鐘鼎山林，各有天性]。我高興他在忙碌的青少年時
仍能擁有童心；高興他有和別人不一樣的人生觀；高興他和奧斯卡最佳導演李安一樣，不隨波逐流
只執著於自己的興趣；高興他天天笑口常開快快樂樂過日子；高興他終於懂我的心，注意到我的感
覺了[媽，你快樂嗎？]
正在思考 兒子的問題[你快樂嗎？]，隔沒兩天巧見到[Good Morning America]節目中有個記者專題報
導[你快樂嗎？]訪問一些路人 ABCD。開門見山問：[你快樂嗎？]這麼一個好像屬於心靈層次，與知
交蜜友之間的問話，引起聽者不同的反應；有人一臉愕然、有人開懷大笑、有人羞澀低頭、有人若
有所思、也有人彷彿被觸及心中隱痛-----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卻又無比複雜；看似輕鬆，卻又十分
沈重的問題。汲汲營營匆匆忙忙的人生，時間常被種種雜務切刻得零星瑣碎，彷彿很難營造一個清
明的心境，發出如此這般的天問：[你快樂嗎？]
我們每個人從小就常將[知足常樂]掛在嘴邊、匾額掛在壁上來勉勵自己，內心卻又常被種種欲望所
苦；生活中處處充滿期待與破碎，掙扎與選擇，錯誤與重建--渾然忘記快樂的滋味了。在這人人追
求財富、名聲、地位的世代，許多人早已對[快樂]兩字麻木不仁，毫無感覺。雖然我深信[貧賤夫妻
百事哀]，但是，一個沒有感覺的人，縱然再富有，對我而言，其實就是心靈上的窮人。年少時曾
經看過一本英國小說家-普魯斯特寫的[追憶逝水年華]，他描述了日常生活的視覺、味覺、聽覺、觸
覺經驗，如何激發了他豐富的寫作靈感。他寫道和友人在夕陽西下時喝著下午茶聽著音樂，落地窗
外的餘暉(視覺)，香甜細緻的點心(味覺)，巴哈聖潔的音樂(聽覺)，溫熱的茶具(觸覺)，讓他在平凡無
比的生活裏充滿感動與快樂。結語他這樣描述著他快樂的感覺[一種顫慄突然傳遍我的全身，一種
絕妙的喜感攫住我的感官-------]他能珍惜自己的感覺，而由心底生出快樂的情懷，讓我十分感動。這
段文句，在我記憶深處已三十年了，卻未曾隨著時空而消失，依舊清晰如初次閱讀時。其實，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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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前一個雨天的午后，我也經歷了這樣快樂的意境。和兩位好友在冷冷的冬季裏，捧著熱熱的燒
仙草，聊天、說笑，孩子溫暖的琴聲及節奏分明的雨聲，讓空氣充滿溫馨，不再冰冷。天黑了，得
回家侍候老小，朋友熱情地要我等主人冒著風雨買回的 Korean BBQ，泡菜，兩人體貼著要我帶回
去加菜。當晚，和家人共嚐美食時，那鮮美的滋味，叫我格外思念她們珍貴的友情所帶給我的豐盛
饗宴，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那時更真正能體會到普魯斯特的快樂心情了。誰說快樂一定要富有
呢？一個人如果能以珍惜之心對待每一個經驗，好好珍惜、品嘗，自然會發出自內心深處的感動，
繼而感到快樂了。
有位專家提到讓他感到快樂的事：快樂是睡得好，快樂是隨便走走沒目的什麼也不想，快樂是在寒
冷的冬天裏喝杯熱咖啡，快樂是讀一本精彩的好書，快樂是雨天時看到彩虹，快樂是和三五好友小
聚，快樂是聽一段好音樂-------。聽起來全是微不足道的小事，但細細思索，一個有感覺的人絕對會
努力去體會每一種事物，用心走每一步，如果這些小事能滋潤你的心田，讓你感到舒暢熨貼，沒
錯，這就是快樂了！猶記大女兒結婚時，有人問 father of the bride 心中的感覺，他有感而言，[只要
她幸福，我就快樂]，為父者最真實的心聲，讓聽者十分動容。此刻，我給兒子回了 email，[只要你
快樂，我就快樂！]
人生原本就有順有逆，情緒也會潮起潮落-正因為有痛苦，才覺得快樂的可貴；正因為有困難，才
有突破困境的釋然；沒有風雨，我們永遠看不到彩虹；沒有暗夜，我們永遠不能期待黎明。讓我們
常懷感謝的心，感謝上帝賜給我們親人、朋友。人與人相聚所有愉快的時刻，或許短暫、或許片
斷，但那瞬惜火花所激起的能量，足以促使我們以正面的態度去迎向痛苦與挑戰，並在苦樂交替的
冶煉中，成就一個有滋有味，幸福快樂的人生。

慶
祝
母
親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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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像月亮一樣，照耀我像門窗，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為了兒女著想，不怕烏雲阻擋，賜給我溫情，鼓勵我向
上
大
。
偉
母
真
親
您
啊
，
！
您
我
愛
愛
我
您
，
，
您
我
愛
愛
我
您
!
啊
，
親
您
母
真
。
偉
忘
大
能何恩此，海如深情親，惘迷引指我給，苦困難艱辭不。芒光的愛出發，祥慈多潔聖，窗門家我耀照，樣一星星像親母

拉拉的媽媽
媽媽每天幫我梳投頭, 煮飯。
有時候幫我刷牙, 剪頭髮, 講故事給我聽。
給我吃點心, 唱歌給我聽, 跟我玩。
La La’s Mom
My mom will comb my hair everyday,
and cook for me.
Sometimes she will help me brushing
my teeth, cut my hair, and read me stories.
My mom will give me snacks, sing for me,
and play with me.

Gloria Liou’s mom
My mom will check my work
everyday. She sits next to me
when I practice violin and piano.
I love my mom very, very much.

Gloria Liou
My mom cares for me and loves me.
She looks and makes sure I am safe.
She lets me learn all I need to learn to grow up nice and strong.
我媽媽照顧我,而且她很愛我。
她會看著我,而且確定我是安全的。
她讓我學我需要學的東西 ,
所以我會好好長大而且強狀。

Annabelle Lo’s Mom
I love my mom
very very much...
And my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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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Shereeh’s Mother

Marvolus
Outstanding
Too Great
Heart is great
Every day she serves me food
Really artistic

Leslie’s mom
My mother is special to me!
My mother cooks dinner for me.
My mother buys a lot of clothes and food for me.
My mother washes the clothes and dishes every day for me.
Sometimes my mother works at home on the computer.
Sometimes she drives me to school.
My mother sometimes pulls the weeds out of the backyard.
She sometimes bakes chocolate cookies for me and my sister.
I like my mom a lot because she loves you.
我媽媽在我心目中是很特別的
我媽媽幫我煮晚餐
我媽媽買好多衣服及食物給我
我媽媽幫我們洗衣服及洗碗
有時候我媽媽在家用電腦工作
有時候我媽媽會開車帶我去學校
我媽媽有時候會在後院除野草
我媽媽有時候會烤巧克力餅乾給我跟姊姊吃
我很喜歡我媽媽因為她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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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

蕭貞淑

媽媽是生長在一個不富裕的家庭,是家中老大,下有二個妹妹,二個弟弟,家中信仰佛教,在我出生
後我從沒見過我的外公,我也不知外公是何時過世,對於外婆也只有少少的記憶,在我的印像中外
婆是個嚴厲的人,她也是在我小時候就過世了
媽媽是個聰慧很會念書的人,當時日據時代能考上嘉義女中的台灣人只有少少三個人,而媽媽
也是其中的一個,只是奈何家中的經濟不允許,外婆要母親放棄這念書的機會,當學校老師得知後
極力勸告,也願幫忙,於是母親得以順利的去女中念書,直到畢業.而母親也是家中唯一學歷最高的.
嫁得最好,生活過的富裕的.
當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時,煤人來做煤,此時在日本念醫的父親被征召回來相親,真的是有緣千里
來相逢,很快的就成婚,婚後媽媽也隨著父親來到日本,父親繼續學業,媽媽進入日本的藥劑系念書,
那知沒多久就因懷孕而停學,於是去學縫紉,也好將來幫小孩做做衣服.也因為她的好手工,在之後
我的日本嬸嬸送我一個會走路的娃娃,媽媽常幫娃娃作漂亮的衣服,有褲裝,洋裝長褲-----等
媽媽在嫁入後也因父親的家庭是信奉基督教,沒多久她也受洗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父親是家中長子,所以在他學成後他們即返國開業,也將爺爺接過來照顧,據說當時爺爺已中風了,
但孝順的父母從沒怨言的,總是細心的照顧,舉凡洗澡,餵飯---等等,總是沒怠慢過.成為街仿人人
稱讚的孝子孝媳.
記得小時候家裡請了傭人,但總是做不好,一換再換,最後媽媽決定還是自己來,其實母親的手藝
真的很好,到現在還非常懷念她做的菜.
母親也是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保守派的人士,記得念小學時每每一拿到成績單若沒考 100 分,回
家＂皮就得纏緊一點＂,媽媽一定是藤條伺候因此每到發成績單時總是顫顫兢兢的
父親是個不愛玩的人,也不喜歡別人出遊,連帶媽媽也很少出遊,頂多去看看阿姨,舅舅聊聊天,偶而
去看看姑姑.
在父親得了尿毒症後,媽媽總是無怨無悔的盡心照顧著,直到父親過世後媽媽才得以跟著阿姨,
舅舅們到處旅遊,甚至出國到夏威夷時,還童心未泯的跟著人家搭空中跳傘呢!!媽媽也因爸爸過世
後生活變的多彩多姿.
那年老公剛來美國,而母親也剛好跟團來美國玩,回去後直勸我說別移民去美國,原因是美國實
在是個很荒涼的地方,每家都隔著好遠,太寂寞了,還是台灣好.
由於家庭遺傳,媽媽也有高血壓,心肌梗塞的毛病,時常發作,於是她常禱告說若上帝要征召她,就讓
她好走,別拖累小孩,那年日本的叔叔回台省親,當叔叔回日本後,隔了二天突然接到嫂嫂打電話說
媽媽因心肌在急診室二天了,因為發病時已超過治療的最佳時機,所以沒能送到台北開刀,(當時的
醫術還沒那麼發達)真的讓我傷心又害怕,真怕她就這樣走了,再也無法跟她談心了,於是馬上趕回
去,但當我看到媽媽時醫生幫她打著鎮定劑讓她睡,以免她醒來時因插著管痛苦,可是沒多久藥效
過了,媽媽直掙扎著要拔掉插管,實在太痛苦了,真讓人看得好心疼.!
或許她真的在等著我的來到,沒多久,媽媽就在我的面前走了,就這樣匆匆的走了也因走得太快
了,什麼事都沒交代,為了找媽媽留下來的遺物,哥哥姊姊們都各自找到一樣重要的東西,當時只有
我沒找到,但瞑瞑 中有媽媽的保佑,讓我做了一個夢,結果當我再次回到嘉義去找時,果真一下就找
到我們尋遍不著的印章,我想媽媽到走都是公平的,不是嗎?!!!!
可能因我是老么,最得爸媽疼愛,直到現在偶而還是會在夢中夢到媽媽,在此願媽媽永遠安息主
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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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ash!!
Kaitlyn Shih
On our way home from Death Valley during my spring break, we stopped by Lake Isabella
to take a break. The weather was warm and the lake was calm. Not many people were there. Only
five or six people were enjoying fishing. The atmosphere was peaceful.
After a long drive, we got off the van. While I stretched my sore arms, I heard
“Sssshhhhhhhh” singing in my ears. I paused and wondered what it was. I listened more carefully
with my heart. Suddenly, I realized it was the lake flowing. It attracted me to touch the mysterious
water.
At first, I used my right bare foot to feel the water. It felt so relaxing. It made me want to
stay longer in the water. I decided to walk in. I rolled up my black pants. I started out to stay near
the shore. Then, I thought to go deeper to have more fun. I WAS WRONG!! On my fourth step, I
tripped over a rock. “SPLASH!!!” I was rapidly going down the water, definitely. Wow!! That was
my biggest splash ever!! I was soaking wet except my hair.
Everyone was shocked including myself. Luckily, I was only two feet away from the shore
and the water was shallow. I struggled to get out of the water by myself. When I finally emerged
the water, everybody giggled. My face turned bright red like a rose.
I was a little embarrassed but I thought it was funny, too. I giggled along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The giggling echoed throughout Lake Isabella.

春假我們去 Death Valley 玩, 路上我們在 Lake Isabella 停下來休息,
天氣很暖和, 湖水也很平鏡, 那兒沒有很多人, 只有五六人在釣魚, 氣氛很和諧。
開了好一陣, 我們下了 van, 當我正在伸懶腰時, 我聽到耳旁
“Sssshhhhhhhh”的聲音。 我停了一下, 奇怪那是什麼聲音, 當我再仔細聽一聽
時, 突然發現那是湖水在流的聲音, 我被吸引去碰一碰那奇異的水。
起初, 我用右腳去碰水, 好舒暢, 讓我好想在水裏待久一些。 我決定在走深一
些, 我把黑褲子拉高一些, 本來我要在湖邊, 然後我想深一些會更好玩。 我錯了!!
在我走到第四步時, 我被石頭絆倒了, “SPLASH!!!” 我沉的很快, Wow!! 這是我
這輩子最濕的一次, 我全身除了頭髮全濕透了。
每人都嚇壞了, 除了我之外。 我很幸運, 我只離岸大約兩呎, 水也很淺, 我自己
爬出水面。 當我上了岸, 每一個人都大笑, 我的臉紅的像紅玫瑰。
我有些不好意思,但也覺得很好笑。 在朋友與家人中, 我也笑開了, 笑聲在
Lake Isabella 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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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認老 (Bô-jīn-lāu)
“不認老” 這首詩歌原作者不詳, 於 2000 年初 陳教授, 震基兄弟給我一張影印本.因為感覺
歌詞,有些不通順, 沒有押韻, 而且內容段落不盡意。 他建議我將歌詞修改, 使內容更充實,
當時我正在整理論文, 無法分心, 直到 2001 年聖誕節才完成。
歌詞分為四節,
第一節: 年齡不是老人的定義。 第二節: 不認老的秘訣。
第三節: 老人的使命。第四節: 老人的準備。
歌曲: 取自家喻戶曉的”望春風” 多謝陳教授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主末 : 金樹註。
1. 人生七十才開始, 八十不稀奇。世間九十滿滿是, 一百笑嘻嘻。
六十還是小弟妹, 五十是紅嬰。四十睡在搖籃裡 三十剛出世。
2. 我不認老又決意, 日日換心志。保養身體的健康, 不斷的運動。
心神喜樂又寬容, 給人人欽仰。關心社會及教會, 成做好長輩。
3. 相合牽手又同心, 為主傳福音。苦勸世人著悔改, 遵守主的誡。
人的尊嚴與權利, 不可被奪去。公義仁愛與和平, 是主的召命。
4. 人生那有不死丹, 各人有期限。準備等候主的召, 安息祂懷抱。
富貴地位帶不去, 趁早著整理。不留污染在地上, 可得主報償。
1. Jîn-seng chit-chp chiah khai-sí, Poeh-chp bô hi-kî。Sè-kan káu-chp móa-móa-sī Ch…t-pah chhiò-hihi。Lk-chp iáu-sī sió-tï-mōe, Gō-chp sī âng-en。Sì-chp khùn-tī iô-nâ-nih, San-chp tú chhut-sì。
2. Góa bô-jīn-lāu koh koat-ì, J…t-j…t oān sim-chì。Pó-ióng sin-the ê kiān-khong, Put-tōan ê ūn-tōng。
Sim-sîn hí-lk koh khoan-iông, Hō lâng- lâng khim-gióng。Koan-sim siā-hōe kap kàu-hōe, Chiân-chòe
hó tióng-pòe。
3. Sa-kap khan-chhiú koh tâng-sim, Uī chú thôan hok-im。Khó-khùg sè-jîn tih hóe-kái, Chun-siú Chú ê
kài。Lâng ê chun-giâm kap koân-lī, M-thang siū tot-khì。Kong-gī jîn-ài kap hô-pêng, Sī Chú ê tiàubēng。
4. Jîn-seng ná-ū put-sú-tan, Tk-lâng ū kî-hān。Chún-pī theng-hāu Chú ê tiàu, An-hioh I hoâi-phāu。
Hù-kùi tē- ūi tòa bōe khì, Thàn-chá tih chéng-lí。Bô lâu ù-jiám tī tōe-chiūn, Thang-tit Chú pò-si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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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之旅-第一篇飆著雪的荷蘭

蕭貞淑

寒冷的三月冬天不是旅遊的好時間,但巧的是每次老公去歐洲出差總是碰到冬天,這次其實不
是很想去,但老公希望我陪,只好捨命陪老公,原本訂星期日的班機,竟一票難求,不能延後,只好提前一天,
也因提前,所以讓我碰上雪天。
一早 5 點就出門,從 San Francisco 搭 7:50 的班機到 Washington 轉機到
Amsterdam 也是早上的 6:55,(當然是隔天的早上)辦好租車來到機場外,才看到路旁都是雪,而且
溫度很低,非常冷,還好來之前有 Check 氣溫,也準備了禦寒的衣物。
租車時要求有 Navigation,準備這次的行程全靠它的指引,只是以後的幾天有時被這
Navigation 急死了,時常來個 Off Road 也不知該轉左 or 轉右。
來到 Hotel 梳洗後,接到也是一早來自大陸來的同仁說他接了也是今天抵達的來自肯塔基的
客人,等一下將一起吃個飯,然後再上街。
這位美國人可是第一次到 Amsterdam 所以對於這裡充滿好奇,我們倒像是老荷蘭人,就帶
著他逛市區,天氣時晴時雪,實在是冷吱吱的,半途還飆著大雪,非常好玩,讓我這居住在天候宜人的北加
州人興奮不已,很想就這樣在雪中走,但實在太大了,只好跟路人紛紛躲雪,真的是別有一翻滋味.只是下
到地面的雪很快就化成水了。
原本計劃逛到吃晚餐後再帶這美國人逛紅燈區,但實在太累了,只好改變計劃,紅燈區延至後天
再來,晚餐也改在 Hotel。

第二篇- 如畫的盧森堡
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一窗外是否下雪,果真屋外是一片雪白,大概夜裡下了一場大雪。
今天的行程是到盧森堡,這也是我那年沒機會去的一個景點,從旅遊書上知道這是個迷你的國
家,趁這次空檔,來個自由行,當然這次的遊伴包括大陸來的同仁,還有那位美國人, 來到停車場,沒想到
雪覆蓋整部車,路面也是一層厚雪,天還直直下著小雪,此時我倒擔心起來,若一直下著雪,不知輪胎是否
安全,是否須裝鐵鍊,因在美國,若下雪,輪胎得加裝鐵鍊防滑,於是直叮聆老公一定要小心些,開慢些,或
許是我擔心過度,其實好像也沒見那部車加裝鐵鍊。
一路上,不是下著大雪,就是陽光普照,但大部份的時間都是飄著雪,非常美,是個難忘
8 點多出門直到下午一點多才抵達盧森堡,就在不知往那兒走時,剛好看到加油站,就順便加油
也可打聽一下我們的目的,那知人算不如天算,這兒的加油站星期日是休息的,加油須用 Credit
Card 雖然有 Credit Card 但老公卻不知 Password 只好作罷。
接著我們該何去何從呢?,看來只好全權委任這 Navigation 來帶路了,畢竟這是一個小小的
地方。
當我們看到這如詩如畫的盧森堡地下要塞,時,由於蓋著一層雪,簡直讓我們驚豔它的美,宛如卡
片上的畫,真的美呆了,實在是一個美麗的城市。
一路上帶著驚嘆下山, 眼尖的同事看到一家怎麼看都不像餐廳的”家庭餐廳”,很歐風,開門走
進才發覺好多客人,老板娘操著德文說了一大堆話,管它說啥,坐了再說。 當她拿來 Menu,讓我們驚
訝她的 Menu 做的好漂亮好精緻,好想跟她要一份作紀念,但就是說不出口,只好拍照留念。
Menu 寫這德文,真的是考倒我們,美國友人說他懂一點點,於是介紹這些菜單說:這”應該”是
田螺,這是”應該是”烤鴨,這”應該是”牛肉,----,正當我們熱烈討論著菜單時,來了二位女孩,坐穩後
她們也討論著菜單,我們試探著問她,沒想到那位美麗的女孩用著流利的英文說她懂德文,她是來自美
國,先生是德國人,我們虛心的請教她,她也告訴我們有一道菜就是田螺.問了老板娘兼 Waitress 她
也說是田螺(只是不知她是否聽懂英文) 當下我們就點了這道菜,只是意外卻發生了-----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M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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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期待的田螺來時,怎麼吃都不像是田螺,或許等等就來,但想想不對呀,菜都來了,於是招來
老板娘,問了才知道,原來她的意思是用二種魚做成田螺型狀,哇 是我們雞同鴨講,還是-----,連那位漂亮
的女孩也百思不解,怎會是這樣,不過菜算是滿好吃的, 連麵包都是她們自己作的,非常新鮮,非常香,真
不懂老板娘點菜又要端菜,又要結帳,卻還有空做麵包,實在是佩服她一人兼數職。
飽食後,我們尋著大公宮殿,但走了一段路尚不見,剛巧碰上一位少婦推著小 Baby 問她如何走,
好心的美麗少婦說: “跟著我走,我會經過,你們可是來自 Japan?
“不是 我們來自 US,但我們是台灣人,目前居住在 Silicon valley “
喔喔 原來她也知道 Silicon valley 這有名的地方,聊著聊著她指著那就是”大公 宮殿,”
道謝後我們趕緊拍照留念,當然不免俗的站在那”像雕像的守衛”旁拍照, 廣場前的路面又是一層厚
雪 又滑,鑑於剛剛在上面曾滑的四腳朝天,只好緊抓著老公的手,一步步慢慢的走,以免再次出糗。

第三篇-誤闖不知名的德國小鎮
吃完早餐,我們就出發到荷蘭與德國邊界的 Venlo,這也是我們這次來的主要目的地,Venlo
是一個工業區,也是我第三次造訪。
今晚的 Hotel 是客戶幫我們預訂的,靠近他們公司,若沒記錯的話應是我們多年前住過的
Hotel,在我的記憶這裡是個荒涼的地方,沒有什麼商店,附近只一家麥當勞,然而事隔幾年,全變了樣,
不但附近蓋了幾棟大的 Hotel 還有一些商店,熱鬧多了,而這家 Hotel 卻也變成幾層樓高的 Hotel,
我想可能是這兒工業發展快速的原因吧。
跟他們連絡後,今天不用過去,約明天才去,不想浪費時間,跟櫃台打聽這裡有那兒好逛的,記得那
年我們也是到附近的小鎮逛,回程卻迷失,一路開到比利時,當時天黑路暗真的滿恐慌的,不過還是安全
的回去,話說回來,櫃台小姐告訴我們附近有一 Shopping Mall,是新的,那兒的商店非常高級,值得去
喔!!
我們開了一段路,還是沒看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就這樣開了一段路後來到一處好像滿熱鬧的
Town,下了 Free way 過去看看,反正去那兒都沒關係.但老公非常在意的是洗窗的水快沒了,他希
望先加水,免得回程沒水洗窗就糟,找到一處停車處,當他們這幾個男人要打開前蓋時,上看,下看,前看,
後看就是找不到開鈕,怎麼辦?我們這幾個白痴實在太丟臉了,最後他們決定找家車行,幸運的是就在
前方有一 Auto Mall,於是推那美國友人去問,我在旁邊看他比手畫腳,還用他那憋腳的德文談著,我
看人家也聽得”霧煞煞”,最後那個 Sales 請他去旁邊那家修車廠,當然啦,到了那兒,還是比手畫腳
的,最後請人家到車旁講解,幸虧那人智商算高的,他看了看後,突然想到,應該是在前蓋隱藏在那 Ford
牌子後,哈就這麼簡單,卻苦惱了我們好一陣子。
這裡真的非常冷,當我們走在路上時,時而下著小雪,時而好天,就這樣下下停停,突然颳起一陣冷
得受不了的大風, 接著下起一陣大雪,讓我們直呼凍死了。
已過午餐時間大家都餓扁了,同事聽我說德國猪腳非常有名,於是堅持要去吃德國猪腳,就這樣
來來去去,尋尋覓覓的一家家找,唉!人生地不熟的到那兒找?要他將就吃 Pizza 他又不肯,最後我們
決定到另一小鎮找。
來到另一小鎮,我們開著車尋找餐廳,終於皇天不負苦心人,找到一家餐廳,他們認為一定賣有德
國猪腳,其實我們根本看不懂德文 Menu ,Coworker 說就這家了,此時已接近晚餐間,(為了猪腳我
們錯過了午餐)但餐廳還未營業,我們只好等在外面,吹著冷斃了的風。
當餐廳門一開,我們趕緊衝進去,坐定後 Coworker 趕緊打聽是否有德國猪腳,德國老板有聽
沒有懂我們還比手畫腳的,最後他說沒有,(我想是他的英文不好)我們賣的是西餐,有牛排,猪排-----,最後
Coworker 只好妥協將就吃,不過他們的餐真的還不錯吃,餐廳佈置的非常漂亮.老板還告訴我們他
有個弟弟也住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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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板推薦我們說,離這裡不遠處有一個 Shopping Mall 非常有名,是歐洲最大的一個
Shopping Mall 許多從愛爾蘭,或國外的人都來這採購,說得我們也帶著好奇的心來,只是非常失望,
他們的店看起來沒什麼特殊,不過倒是讓我買到幾部可愛的小車,它們可是 Made In Germany,
在現在到處充斥著 Made in China 的時代,這些小車製作的非常精緻,真恨不得全都搬回家。

教會活動
5/13 慶祝母親節
5/20 TAPC 參與舊金山 Union Square 臺灣文化節, 我們有準備攤位, 請踴躍參加
有意於攤位幫忙的, 請與狀志長老聯絡。
6/4 聖靈降臨主日, TAPC 與 WPC 聯合禮拜, 並舉行聖餐。
6/18 父親節野外禮拜與 BBQ
7/28-29 全教會靈修會于聖法蘭靜修中心, 講員請周弘毅牧師, 請準備時間參加。
週三禱告會: 5 月至 10 月禱告前讀馬太福音, 每次一章。請兄姊踴躍參加一起來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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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11 夏季兒童主日學, 早上半天, 共五天。 請邀請鄰居及朋友的孩
子, 請向 Monica 報名參加, 主題是 “Fiesta” , 須有很多老師及幫手, 有意幫忙者
請與麗娜長老聯絡, 。週日主日學 11:20 開始。
Children’s choir: 母親節將在禮拜中獻唱,。5/27-5/28 與同心團契舉辦退休會于
Monte Toyon 舉行。一月於禮拜中獻唱，二月於禮拜中手鐘崇拜。
長青團契：四月有週末郊遊, 約有五十人參加, 謝謝大家幫忙及接送長輩們。母
親節將在禮拜中獻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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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團契將每禮拜六下午 5:00-6:00 在
教會 A4 教室有查經，歡迎兄姊踴躍參加。
英文部： 請為聘副牧及英文部事工代禱。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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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淑是我們的記者,每期她會訪問,報導家庭, 謝謝她的辛苦,也請大
家多多提供資料,讓會友們多互相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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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