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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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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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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經法  

日期：2006 年 7 月 9 日  地點：台美教會 

講者：呂振天牧師 

一．序言 

      (一)    聖經是天父寫給世上兒女的一封信 

  (二)   讀經的調查  

  (三)   齊來挖寶  

二．本論 

    (一).  讀經禁忌  
1. 自助餐式 

2. 隨興 

3. 走捷徑 

4. 看今天能找到什麼 

5. 一曝十寒 

6. 斷章取義 

7. 虎頭蛇尾 

   (二).  讀經生活 

1. 定出個人讀經計劃 

(1)列出讀經表如附頁 

(2)列出進度表 

      2. 立下讀經心志 

   (1)立志書  

   (2)完成表  

如: 

由    年     月     日開始， 預定   年   月   日完

成．  
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一次   □      年       月       日 起      年       月       日 止 
二次   □      年       月       日 起      年       月       日 止 
三次   □      年       月       日 起      年       月       日 止 
四次   □      年       月       日 起      年       月       日 止 
五次   □      年       月       日 起      年       月       日 止 

     (三).  讀經方法  

      1. 靈修式的讀經法  

查考式的讀經法 

(1)蘋果喻  

(2)查考  

o 誰是作者  

o 寫作背景  

o 受書人  

o 在何處寫  

o 何時寫  

o 主要問題是什麼  

o 解決方法  

(3)現代信息版本對照法  

o 聖經版本  

o 明白經義  

o 翻譯差異  

o 了解當地文化背景  

(4) 注意原文，背景  

(5)留意經文脈絡  

      (四).  讀經工具 

1. 自己的聖經  

2. 自己的筆  

3. 保持一本筆記簿  

4. 參考工具  

  
      (五).  讀經八要  
          1. 選擇特定時間 

          2. 選擇特定地點 

    3. 用虔誠的心去讀 

          4. 小聲且靜心的讀 

          5. 提鋼挈領並記心得 

          6. 要揣摩背誦 

          7. 為求實踐 

          8. 與人分享  

三．結論 

     成為讀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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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靈修會 講題大鋼  
講師：周 宏 毅 牧 師 

主題：相會石磐縫內---在生活中體驗上帝的同在 
 

第一講、由存在到同在 

「上帝造萬物，各照伊的時成做美妙，

閣將永遠的觀念下佇人的心」傳道書 

3:11 

 

   1. 人的有限性 (Human Finitude) 

   2. 回聲 (Echoes) 

     a. 正義感 

     b. 靈感 

     c. 情感 

     d. 美感 

   3. 心門 (Thin Places) 
 

第二講、由伯特利到便以利 

   創世記 28:10-22; 32:22-33:11 

 

   1. 一場夢 

     a. 一個天梯 

     b. 一個應允 

     c. 一個接受 

     d. 一個心願 

   2. 一場相偃 

     a. 一個心結 

     b. 一個計劃 

     c. 一個堅持 

     d. 一個告白 

3. 一場團圓 

「我見著你的面，親像見著上帝的面」

創世記 33:10 

第三講、由西奈山頂到石磐縫

內 

出埃及記 33:1-3, 12-23 

 

 1. 「你的上帝佇叨落？」(詩篇 42:10) 

 2. 「我欲親身及你去(我的面欲去)」(出

埃及記 33:14) 

 3. 「你就會看見我的尻脊後，總是未得

通看見我的面」(出埃及記 33:23) 
 

第四講、由 Mission Impossible

到 Mission I'm Possible 
 

   1. 同在的 Trouble-Shooting 

   2. 同在指標一：猶未有信 

      馬可福音 4:35-41 

   3. 同在指標二：小信 

      馬太福音 6:28-30 

      馬太福音 8:23-27 

      馬太福音 14:22-33 

      馬太福音 16:5-10 

      馬太福音 1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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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hood    George Tang 

When Justin was born in 1998, I became a Father.  Just like that, I wa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father.  There are many books about raising kids, and 
making your marriage works.  But, I don’t think there were that many books on how 
to be a father.  For some reason, people assumed that being a father was natural.  So, 
is it?  Most boys learned to be a father by watching their own father. I did the 
same.  For me, it was a bit different than other boys.  My father left us for Brazil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n an effort to find a better place for us to grow up. Brazil in the 
end didn't work out for us.  My Father decided to move us to United States instead.  That 
entailed more separations and as a result, I didn't live with him again until I was 15 years old.  
During the intervening years, I only spend 2 years with him.  What did I learn about 
fatherhood from my father?  Father is supposed to be the breadwinner of the 
household.  Father should be one to administer discipline in the family.  Father 
should be the one that has the strongest faith in God. However, I found out through 
my own experience that there are more to what I saw in my father.  Father is the role 
model for his children, especially boys.  Father will be the one that boys will lean on 
after he reaches grade school.  Father is the source of knowledge to his 
children.  Father has to be patient and fair.  Father needs to spend time with his 
children.  But, I also learn that I have to lean on God to help me every day to be a 
good Father.   

From my childhood, I thought my Dad was very stern and quite aloof.  I was always 
afraid of him because he administered punishments.  I only remembered him giving 
me two hugs in my life, once when he was leaving for Brazil and once when he finally 
came to the US after not seeing us for two years.  I only gave him one hug that I can 
remember, on my wedding day.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stayed with me for a long 
time after I became a father.  Love for them, I guess, was in form of “tough love.”  If I 
did something wrong, he never comforted me.  I had to pick myself up.  For a long 
time, I kept aloof from my boys in terms of their developments and not showing a lot 
of affection.    

I travel a lot for my work.  I used to go to LA every week.  Once my kids were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y always asked me when I will come back whenever I called 
home.  My biggest joy is always returning from LA and getting very big hugs from my 
two boys.  The times that I gave them or they gave me bugs are beyond 
counting.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re-school, they wouldn’t go into classroom before I 
gave them a big hug.  I guess that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my generation 
and my father’s generation.    

Of my own Father’s many sayings, the one that I remember the most is “Father must 
be the pillar of the faith in a family.” I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but my own boys 
started reading bible stories when they were still very young, around 2-3.  They first 
listened to us reading to them and then they started to read on their own.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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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ren asked me “Dad, I am at I Samuel now.  Where are you?”  I was ashamed since 
I wasn’t reading Bible on regular basis, let alone daily.  I was demanding that they 
read Bible every night while I wasn’t doing it.  I replied that I just started reading 
Mark, which I had thought quickly.  Although he never asked me again, I have kept 
on reading Bible every night since.  Jesus was correct; it takes the faith of a child to 
go to heaven.  

As many of you know, I went skiing in late March and crashed while skiing, resulting 
in my ACL being seriously injured.  I was on crutches for about 2 months after that.  I 
had ACL reconstruction surgery in late April.  I was put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nd when I woke up, I was quite groggy, but then my two boys walked in.  My spirit 
changed by 1000% right away when I saw them.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of rehab, 
they were always there to cheer me up and keeping me company.  Darren was the 
clown who mimicked me limping by limping along with me and doing the stretching 
exercises with me.  Justin wanted to know the ligaments that were damaged and how 
I got a new one.    

Lastly, the role of father in 2006 is very different than the role that I imagined my 
father’s generation.  Father or mother doesn’t do only certain things around the 
family.  I change diapers and cleaned the boys when they were infants.  I helped 
feeding the boys, chase them down in restaurants, or take them to the restrooms 
while we were out in public areas. I don’t think my Father ever did that.  My wife was 
doing a lot of things that my Father used to do, such as disciplining the boys, be the 
stern ones.  I supposed my Dad tried to d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I learned on my 
own.    

One last 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was Father’s unconditional love.  Many 
of you might know that my siblings and I were raised by my Father after my Mother 
abandoned us while we’re in early teenage years.  Until we went away to college, my 
Father cooked for us, cared for us, and did everything that mother and father do by 
himself.  He altered his work schedule so that he could be home when we get off 
school.  He never did remarry out of concern that we would not accept a stepmother 
and that she would get between us and him.  He sacrificed himself for us.  Now that I 
am a Father, I realized how hard it was for him to do it by himself.  This is even more 
so in those days that being a divorced father carried social stigma in Taiwanese 
community.  Although we are fath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t the end, it is all 
about the unconditional love that one has for his children.  

I only have two boys, no girls.  People say that fatherhood experience isn’t 
complete without having a girl to cherish.  That’s fine with me as I have two 
wonderful boys for me to cherish.  I know I will still learn more as they grow 
up.  They are only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re will be more challenges for me as 
they get older and my own fatherhood experience will get that much more.  With 
God’s help, I will try to be the best father that I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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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演奏 My Piano Recital     馬海棠 Hairol Ma  
 

   Nervously, I strode up the chestnut colored stairs. Creak, creak, creak. My puffy light pink 

dress embroidered with delicate lace was like a very fat and gigantic marshmallow. I guess I 

looked like stunt Sponge from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Smiling and shivering, I bowed, 

my pitch-black hair falling onto my flowery chest. After straightening my dress, I flopped 

onto the plush raven-black couch, and began to play Sonatina Opus. 36 No. 3. This song in 

which I played had plentiful dynamics and was fast-moving, like a horse galloping through a 

grassy pasture.  
   Good, I thought I was moving steadily along the ivory-white keys, and nobody seemed to 

notice my tender fingers tripped over three notes. Pong! Okay, I＇m finished with one song. 

Lowering my hands down from the coal-black piano, I slowly flexed the muscle on my hands 

on my twitching lap, who is trying to get rid of my annoying snowy white tights. Into the 

next song, Romance. Beautiful music frolicked from the smooth, black piano, this time, 

slow moving music. A love song. Moving right along, my body whirled and my slander legs 

tapped and glided on the golden pedals. Gently, I made a soft ending to my song. Pong. 

My respond? A very, very, very loud applause from speechless or astonished audience. 

Bouncing off the seat, I quickly bowed and raced down the wooden stairs. I think I did a 

wonderful job and I am proud of myself. 

 

 
 
 
 
 
 
 
 
 
顫顫兢兢地我，步上粟粒色的台階。 我那鑲著美麗蕾絲粉紅色的蓬蓬裙，像一個肥

大碩大的棉花糖。我覺得自己像極了那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裏的 sponge 。 我微

笑並顫抖地向觀眾敬禮， 頭髮垂到我鑲著花邊的胸前。 整理完衣服， 我坐上像烏鴉般黑

的椅子， 開始彈奏小奏鳴曲 Opus 36 No3，我們充滿音樂性， 快速地彈奏這曲子， 彷如

一匹無韁的馬， 奔馳在原野。 

我的十指，安穩地馳騁在象牙色的鍵上。 還好， 沒有人注意到我有三個音絆倒了， 

嘣! 我彈完第一首曲子的最後一音， 手從黑炭般鋼琴垂下。我放鬆一下筋骨， 準備彈奏下

一首曲子-Romance。  溫柔感性的旋律，緩慢述說愛的心聲。  我身體隨著音樂搖晃， 瘦

細的腳，踩在金色的踏板上。 我溫婉地彈完最後一個音， 突然一片巨響起。  我嚇一大

跳， 發生了什麼事，  原來是台下原本鴉雀無聲的觀眾，給我的熱情掌聲。  我跳下鋼琴，

迅速地敬禮，並跑下台。 我想我彈得還不錯，自己很得意。 (作者: 馬海棠 曾在咱教會今

年母親節朗讀 看山 與 連爺爺 您回來了!也謝謝愛卿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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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必看顧你 He Care about You   侯樂敏 

    今天我要分享的幾處的聖經，與我最近發生的車禍見證． 

    第一處的聖經是在詩篇 34:7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圍紮營，搭救他們。 34:8 你

們要親自體驗，就知道耶和華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都是有福的。 

    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我的母親，每天晚上，在我要睡覺之前，她總是來到我的床邊禱

告說: “求天使天兵，在我周圍保護我平安”而我每次都在偷笑，為什麼總是只會講這句

話，而且同樣的話，是不是便成隨便說說而已呢？當我越長大，越發現這句話的重要． 

當我做了母親以後，我有了三個小孩，在我的孩子還在青少年期，他們常常因為學校的活

動，功課的需要，他們常常會在外面，與同學一起做功課，或者到同學家玩．有時他們離

家在外面，還沒有回家，這個時候，我的心就七上八下，很掛心，很擔心；因為我們做父

母親的，沒有看見他們在外面做什麼事，或者遇見了什麼人？發生了什麼事？這個時候，

我只有跪下來禱告，求神眷顧孩子，保守他們的平安，差天使天兵在他們周圍保護他們．

在創世記 19:10-11 說到，一群壞人要進入羅得的屋子裡去做壞事，但是由於天使的保護，使

得屋外的老老少少每個人都摸來摸去，找不到門，這是一個奇蹟，不要認為是僥幸而已． 

    就好像我這次的車禍發生，雖然都是我的錯，但是神都知道，也在危險之中保守我的平

安，並且我在這次的旅途之前，教會裡的牧師 Rev. Erik Swanson 與我的同工 Elder Kathleen 

Stuart，都在每星期三上午的同工會議中為我的 Trip 平安禱告． 我計劃在 6 月 23 日，

Friday，完成我辦公室的所有工作以後，當天晚上就要乘飛機前往芝加哥．此行的目的，是

為了要幫我的女兒 Julie 開車回加州，因為她準備回灣區找工作，她原來是到芝加哥工作半

年以後就要回來． 當天晚上我做夜機，從拉斯維加斯，半夜十二點鐘，轉機前往 Chicago，

預定清晨 5 點半到達，沒有想到，飛機上有一位老太太心臟病發，臨時飛機在丹佛緊急降

落，等救護人員將病人送下飛機以後，還有許多的 paper work 要做，所以飛機延遲了二個

小時，才到芝加哥機場，那時已經七點半了． 

    我的二姊與我的女兒，來到機場接我以後，到了我女兒的住所，再等她收拾一下行李上

車，我幾乎沒有休息的就在十一點繼續出發，要開五天的車趕回加州．當天 6 月 24 日禮拜

六中午就離開了芝加哥，首先我的女兒開了一個小時以後，她就累了，因為她昨夜一點鐘

才睡覺，五時半，又被我的手機叫醒，通知她我的飛機會誤點，而且七點又到機場來接

我，所以她說要換人開，當時我也不覺得累，所以我們換了人開車，當我開了一小時以

後，我也開始打瞌睡了，我不斷地聽收音機，而且準備再與她換的時候，我錯失了一個出

口，我想只有再開四十分鐘，到了 Morlin City 以後再換好了，就在這個時候，我聽見

“啊”一聲叫，原來我一張開眼睛，我的車子正離開 Highway，往左邊的草上 Ditch 衝去，

我一清醒，就想要學電影中的警車，往路上試著開回去，就在此時，我一轉方向盤，就失

去控制，車子開始做 360 度的翻轉，我在車子內好像坐雲霄飛車一樣，只有數一轉，二轉，

三轉，四轉，停下來．我所有的意識都是清楚的，我急著要找手機打 911 求救，但是後來我

放棄尋找，因為我發現我不能轉動，我是面部朝下我有點著急希望有人來結果很快地有許

多人跑過來他們比我還急對我叫 Are you OK? Are you OK?我說 I am OK? Can you help call 911? 

They said We have already did. 然後他們向我叫到”不要動”. 我回答說:  ”我一直要等到警

察來才可以動嗎？他們說是的,後來有一個人看我還可以，他就將我的車門打開一點，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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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爬出來；有一為很好心的女士對我說，她是護士，叫我不要怕，然後慢慢扶我站起

來；以後其它的人，就拿了一個毯子，叫我躺下來，這時 911 救護車就來了，到了一家很小

的醫院，急診處只有一位醫生，我在那兒還等了二三十分鐘，醫生才來看看我，沒有斷骨

頭，只叫我去照了頭部的 CT 電腦掃描以後，就叫我出院去住旅館再觀察；這時我已經打電

話通知我姊姊趕過來接我，到她的家去休息，看我身體無恙，我二姊也說，這真是神的憐

憫與看顧，也是神行的奇蹟，我竟然在那種情況下，可以不斷骨，命也沒有喪失． 

     

我在姊姊家休養一個星期後，還是照著原來計劃，就在 7 月 3 日晚上回到了聖荷西，感謝

主，全家也團圓了，孩子們都回到了家． 7 月 5 日還可以開車上班了，當然車禍以後，感

謝教會中許多愛主的，有信心的兄姊們，由於他們的關心與代禱，我才能夠如此快速的來

上班，雖然有時候，晚上，或清晨，頭部還有點感覺，但並不防礙我的日常生活，只是從

此以後，千萬要小心開車，不可以太自信了，這是神要我學順服的功課，有時太堅持自己

的意思，就會吃虧，不蒙祝福；因此我也要自我檢討，因為我這次要回來，我做錯二件事

情：第一件事，當我在做決定，要在 24 日開車回來時，我的嫂嫂與二姊都反對，因為她們

認為我需要休息，我的二姊更希望我當天開車到她家住一晚，次日再走；因為我的固執，

與不順服，我吃了虧了．第二件事情是，我原來急著要趕回南加州，也是有貪玩的心，想

要玩大峽谷與 LA，這下子我要學習多安靜在主裡面多讀經與禱告，我也感謝神，叫我藉著

這次的苦難，能重新回轉到神的面前，我要多多追求過安靜的生活，不要每天如此的太忙

忙碌碌，以至於失去與神親近的生活時光；今天神還留我一命，我自己盼望能像以前那樣

事事多敬畏神，多讀主的話語，最近教會希望在九月以後推動勤讀聖經，希望我們大家一

起來努力． 

    我的女兒，她也見證主聽禱告，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她叫道：“主啊！救我”她沒有受

傷，只有右手姆指有一點擦傷而已． 至於車子全部毀壞，好在保險公司全部理賠，賠償

的錢可以買一輛新車，這也是對我們心理上的安慰． 

    以上是我的一點分享見證，最後，我再請各位看聖經，彼得前書第五章 7 節：“你們要

將一切的憂慮卸給 神、因為他顧念你們。” 約翰福音第十三章 1 節：“逾越節以前、耶

穌知道自己離世歸父的時候到了．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這兩節的

聖經是我最愛的，它們就深深的刻在我的心版上，每當我想到神對我們的愛與關顧，就是

如此的真實，我們還有什麼憂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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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粒麥子    主恩  
    爸爸沒能和我們共渡中國新年。這本來是我們的禱告；但也許上帝希望我們的新年是一

個新的起點，所以在此之前就把他接走了。因為還沒有過新年，所以來幫忙處理後事的鄉

親還是有很多；而要是熬過了新年再走，估計來幫忙的鄉親就很少了（因為它們會有很多

的忌諱）。 

    有一個晚上哥哥和我們幾個妹妹在一起守靈。二妹在樓上打會盹，我和小妹趁著機會把

福音的道理在跟哥哥講一次。哥哥是個很聰明的人，在某個辦公室當科長；平時也熟讀很

多經史子集，本來有一點泛神主義的觀點。以前跟他講福音的話，他能給你岔開很多的話

題，總是不能落到點子上。但是這一次他也看到了爸爸去世前因著信主帶來的很多變化，

又也許是心境的緣故，居然也能聽得進去。我講完了他就說他也要信主，連我都感到有些

意外。哥哥剛說完這話，二妹從樓上下來，跟我們講了她剛做的一個夢，說是她夢見我們

全家都高高興興地走在一條通往一個很美麗的地方（那是天堂）的路上，然後她很著急地

想起她的兒子（才兩歲，比依琳大一個月），她說她要去帶她兒子一起來走這條路，然後

就從夢中醒來了。上帝真的給了我們很多確據，而且也開始在柔軟哥哥和二妹的心，讓它

們的心田可以漸漸變成福音種子成長的好土。 

    爸爸剛走那幾天，媽媽很悲傷，也哭了好幾次，而且她身體本來就不怎麼樣，我們都怕

她也會倒下來，還好她堅強地挺了下來。爸爸出殯的那一天（1 月 25 日，腊月二十六），

我們幾個兄妹都沒有哭。媽媽本來還在哭，突然間也停下不哭了；他後來說有一股突然的

平靜充滿心田，讓她止住了哭聲。幫忙的、圍觀的鄉親看到我們一家沒有一個在哭的，都

嘖嘖稱奇，都說這一家一定是信基督的。到了殯儀館，這邊還有幾家別的村來出殯的。要

是哭哭啼啼的，看到我們都不哭，也是覺得奇怪；有一個老婆婆還一直勸小妹要哭出聲

來，她說，小妹妹啊，你怎麼還不哭呢；要趕緊哭，哭大聲點。也許哭聲越大，表示他們

越孝順吧。但是我們還是都沒有哭。 

爸爸還沒到六十歲，為什麼上帝要這麼匆忙地把他接走？也許只有在病床上無能為力時，

爸爸才能腑服在上帝面前。在這九個月的治療當中，我們也經歷了很多。我們禱告求主彰

顯榮耀和大能，來挪走，遏制爸爸體內的癌細胞，甚至求主讓爸爸經歷全面的痊癒，因為

在主凡事都能。主沒有直接應允我們，但他通過得到了爸爸來彰顯了自己的榮耀，因為救

回一個人的靈魂還比醫治身體來的重要。我禱告求主能讓我再見爸爸一面，但是主用另外

的方式回答了我：主把爸爸接走，因為已經沒有必要再讓爸爸多經身體的痛苦；再說以後

我們在天上還會再見面的。主的恩典和慈愛永遠都在那裡，就像一首詩歌唱的：”無論是

住在美麗的高山，或是躺臥在陰暗的幽谷；當你抬起頭，你將會發現，主已為你我而預

備。雲上太陽，它總不改變，雖然小雨灑在臉上，雲上太陽， 它總不改變”，是的，主的

恩典和慈愛就像雲上的太陽，總不改變。 

      爸爸的經歷也間接影響了哥哥和二妹，讓她們開始願意聽聞福音接近主。就連我的姪女

（哥哥的女兒，上六年級），在我上次回家（2005 年 8 月）時，跟她講明福音的道理，也

表示願意信主。約翰福音 12：24”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粒麥子不落在地裏死了，仍

就是一粒。若是死了，就結出許多子粒。”願主更多更深地得著我們。我深願全家每個成

員都為主得著，進而我們能以生命影響生命，帶動周圍更多的親朋好友來認識這位奇妙的

主。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July 2006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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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的會友          人物介紹: 沈張彩雲 

 

每次作禮拜她總是坐在我的前排,對她的認識僅

止於跟她握握手問安而已,這次與她交談後,發覺

她是個快樂的媽媽 

她今年已屆 79 歲了,但看起來比實際年齡年輕,

她總是神采奕奕,可能是保養有術,可能是心情愉

快. 

    1990 年移民來美,育有一女一男,女兒嫁在

Sacramento ,兒子也在台灣成家立業,先生已

過世,她自己則住在 Down Town 的老人公寓, 

每星期日她都會搭公車來教會或搭麗娜長老的

車來, 她總是不缺席,之前的祈禱會也時常看到她

出席. 

    在她 30 幾歲嫁作人婦,為了生兒育女的事她總是祈禱著,將一切交託給上帝,也因此帶領著

他先生來認識上帝. 

    願上帝保佑她,在她以後的人生路上.仍是健健康康快快樂樂的活著. 

 
歡迎寶凌姐的歸隊 

這星期非常意外的看到寶凌姐回來,得知她已搬回來居住,高興的是以後都可以時常看

到她了,只是先生仍得二地跑,真的辛苦了. 

閒談下得知她的兒子已於去年結婚了,也搬離加州,雖然兒子離開,但還是有貼心的女兒

陪伴,只是仍有官司纏身,為了那次的車禍,相信她一定能克服這難關,於此也祈求上帝

保佑她,願一切有美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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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之旅 4-來到巨人國 &順到鹿特丹                  蕭貞淑 

  約了早上 9 點到公司 Meeting,老公告訴這美國總公司派來的 Engineer 說 他們不會準時的,

雖如此我們還是照約定的時間赴約,果真驗應了老公的說法,我們可是在會議室等了一個多小時,

他們才姍姍來到,不像我們有著守時的好習慣. 

  公司的每個員工一個比一個高大,連這 185 公分高的美國人都被比下去了,據他們說,這兒的人

個個都非常高,指的是住在這兒的荷蘭人, 

  中午他們買來三明治,這些三明治看起來非常好吃,多種口味,連我這不愛吃外國食物的人,都覺

得非常好吃,可能是客人的我們客氣吧,連那美國人也只吃一塊,而歐洲人可能還沒添飽,看我們不

再吃只好靦腆的說, 

            “我還要再來一塊,你們要不要?＂ 

            “不了,你多吃一些吧 你麼高,＂ 

  相信他應該可以吃三大塊, 

最後還剩好多,真想跟他說 我們可以打包嗎? 但又說不出口,只好望它吞口水了.  
  

         ------還是雨天,但沒冷到下雪---- 

  今天的行程要到鹿特丹的港口辦事,約了下午的時間,於是我們一早就出發. 

Coworker 認為既是港口一定有海鮮,他不想錯過,也想嚐嚐不一樣的海鮮,於是我們非常努力的

找,唉那那麼容易,人生地不熟,又沒作功課,豈是逛逛就可遇到的,當我們亂闖竟也給闖到市中心,

也勾起我的記憶,當年也曾來過,雖然那時只是路過,不過還是印像深刻,倒是老公,還是記不起來,

真是白花銀子了. 

    既然找不到海鮮,Coworker 退而求其次的說那吃中餐好了,他說看到一家中餐館就在百貨公

司旁. 

    這家餐廳剛好就在百貨公司旁,,Waitress 是一位大陸姑娘,點菜時因有幾天沒吃到飯了,問她

炒飯多大一碗,她說就是一人份而已,那就來二盤吧,那知端上來時卻是好大的二大盤,一盤都夠三

人吃了,詢問之下 Waitress 告訴我們,廚師知道我們也是中國人,於是說都是自己的人,當然要

照顧了,所以給我們特大號的,真不好意思,而我們也只好強往肚子裝,但食量少的我們實在沒辦法

撐,只好打包回去. 

    問這位大陸姑娘,這兒有啥好玩的地方,她告訴我們不遠處有一高塔可一覽鹿特丹的市區全景,

最後因離 Meeting 時間快到了,而我們還得開一段路到港口,只好等待來日再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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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巴黎遇到雪  

    以為同是歐洲 ,出境應該滿快的,那知等安檢就等了約半個多小時才通過,原來歐洲也是很嚴的. 

這次非常謝謝 Ricky 的幫忙,給了我很棒的資訊 謝謝喔 Ricky!!  

~~~~~~~~~~~~~~~~~~~~~~~~~~~~~~~~~~~~~~~~~` 

巴黎~` 晴時多雲偶小雪 

    等行李時看到一群群年輕的日本旅客出來,真讓我見識到日本年輕人愛巴黎的熱度,尤其是女

孩子. 

    這次在巴黎有 5 天,但實際只 4 天可以玩,所以一到 Hotel 卸下行李就趕緊出門,這次可是有

任務的. 

    搭地鐵到＂Opera＂的車上,碰到一位修女高歌著詩歌,美妙的歌聲環繞著整個車箱,唱完後一

個個的要求旅客給點盤纏,以為她是為上帝傳福音,原來是為了生存,當然不是每個人都會給的,包

括我們也沒給. 

    來到市區,肚子有點餓了,老公說就去上次那家日本拉麵館吃拉麵吧,也好因這次匆匆出門,對餐

廳沒時間作功課 ,也怕看不懂他們的 Menu,而且這家拉麵真的滿好吃的,就在等拉麵上來時突然

街上飄著大雪,,連服務生都趕緊跑出去接雪,這是我在巴黎碰到的唯一的下雪日. 

    逛完最古老的百貨公司後,我們來到 Chanel 巴黎總店,抱著沒買看看也好,進到店內跟我之前

來時大不同,已重新裝簧過,原本沒打算買,但想想好不容易來了,又可免稅,所以加減買一些了,且

她們的服務也不錯,拿了幾次飲料給我們解渴. 

    結帳時美麗的 Sales 突然問我們是否中國人,我說是台灣人喔,她開心的用中文跟我們交談,想

不到她中文說的還不錯呢,原來她曾去過大陸,非常喜歡中國,也喜歡吃中餐,目前更在學校學中文

哩!,看來中文在世界上的威力越來越有威力了. 

    實在有些累了,又不想提著東西逛,只好草草結束趕搭著 Hotel 六點的車回去,省得提著大小包

搭地鐵.  

           第六篇- 巴黎警察穿著溜冰鞋開罰單  

    這次來巴黎逛街是必要的,但遊古蹟才更是主要目地,昨晚回去後就一直研究去 TOURS(杜爾) 

有沒有直接從巴黎去的 Tour,詢問過 Ricky ,他說除非自己開車,否則只有參加杜爾旅遊中心的

Tour 了,若要參加的話,必須要在那裡住一晚,否則當天搭車去的話一定來不及的,當我看到旅遊

書上介紹當地旅遊團 –My Bus 有 Tour 去 TOURS,於是我們決定今天一早先去尋問是否有

Tour 去＂TOURS＂ ,若有且可以趕上出發時間的話那就方便多了,不但省去 TOURS 住一晚,

也省了好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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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這家 My Bus Express 一進們才知是家日本旅行社,她們說她們只服務日本人,不過她

們指示說,過不遠有一家 Cityrama 旅遊中心,可以問看看. 

    幸運的是 Cityrama 有許多行程 ,我們找到想去的 Tours(杜爾) ,時間上我們都可以趕得上,

高興的報了名繳了錢,原本還有一行程想參加,好心的小姐卻說,我們可以自己搭車去,讓我們省了

一筆費用,還可自己隨性的走.旅遊的事總算定下來了,這下也可好好的再來 Shopping. 

    今天的天氣不是很好,時晴時陰時雨,還是非常冷,來到拉法葉百貨公司看到 LV 專賣店並沒像

以前排著長籠,於是我們先逛逛其它部門,最愛逛的是玩具部,玩具實在做的好漂亮,忍不住買了二

匹馬,接著逛到嬰兒部,哇那些給 Baby 玩的布偶真的太可愛了,質料好,造型美,還是 Made In 

France,這跟美國賣的差好多,讓人愛不釋手,原想多買幾個,但價錢可是不便宜,只好左挑右選的

買了二個當存貨,將來可以給我＂未來的孫子＂.哈!! 

    當我們再度來到 LV 店,這時人就多了些,不過盛況不在,可能大家都往總店去了,懶得走的我們

只要能買的到,那兒買都一樣,據我看進店的人幾乎都會買,只是發覺她們的服務態度不是很親切,

比起 Chanel 差多了,但這止於這家,因之後又到另一家店,服務的小姐就非常親切. 

    早早來到搭車處,這是 Hotel 唯一一天一班車開回 Hotel 的接送車,就在等候的同時,看到對

面警察在開罰單,再仔細一瞧,他們可都穿著溜冰鞋,在路上溜呀溜的,這還真是一個省油的好辦法,

在現在油價高漲的時候.  

炒苦瓜   蕭貞淑 

這是我的網友提供給我的, 

真的非常好吃. 

 

材料：綠苦瓜半條（依人數而定，敢吃的話就一整條）、猪肉切絲或切小片（量依個

人喜好）／或是以培根取代、雞蛋一顆（整條時就用二顆）.  

 做法：  

 1.苦瓜對切後去籽（籽不要丟掉，留著做健康零食）.  

 2.切半後的苦瓜再切成薄片（愈薄愈不苦，大約 0.2 公分厚最佳）.  

 3.起油鍋，熱鍋後丟入肉絲或培根炒熟後（我較偏好用培根），再丟入苦瓜快炒  

 4.以胡椒鹽或醬油調味.  

 5.加入雞蛋覆蓋在所有菜上.  

 6.雞蛋不必等全熟即可起鍋，記住，炒愈久功效愈差.  

  
 另用平底鍋不加油，以大火熱鍋後丟入苦瓜的籽炒過，起鍋前加些許鹽再拌炒一下

即成為可口又健康的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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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同數豆芽        陳莉莉  

在迦南教會卓牧師熱情邀約之下，5/21，台美教會的兒童詩班來到南聖荷西迦南教會獻了

五首詩歌。他們純潔的歌聲配上 Richard 悅耳的長笛，幾位家長虔誠的手鐘伴奏，指揮-

愛卿充滿知性、靈性的解說，孩子們認真專一的以音樂傳達上帝美好的福音。當天主日崇

拜的獻樂，令全場會友非常的感動，這群唱歌的孩子不僅成了兩間教會的親善天使，更擄

走了全迦南教會老老少少的心。  
兩年前在壯志極立鼓吹下，教會成立了兒童詩班。蒙指揮-愛卿的意愛與鼓勵，我排除了手

邊其它的雜事，與她同接下了這音樂技巧上對我而言是易如反掌，在意義上卻又任重道遠

的事工。每兩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得和愛卿陪著十來個不會唱譜的孩子一個音一個音的練

習。兩年裏，我沒有 miss 過任何一次的練習，卻為了他們，犧牲了好幾次與姐姐相聚的時

光；也 miss 掉兒子無數次的音樂會；更爽約了幾回與老公及老友約喝下午茶的情趣，以致

於換來他們好幾聲無奈的[殺雞需用牛刀嗎？]在他們眼裏，我很不可思議，為了一個[區區]

兒童詩班，我這牛刀竟然這麼賣命，可以不顧親情、友情，甚且無怨無悔。我配稱為[牛刀]

嗎？我常自問著。我從來不覺得是，也從來不自認是[大牌屈就]在為孩子伴奏，在我眼裏，

孩子的音樂事工與大人的詩班一樣的重要。二十多年音樂事奉路上，我一直覺得自己只不

過是上帝小小的器皿，也一直期許能盡心、盡力做一個謙卑盡責的好同工。在事奉時，我

常會想起撒母兒下 8:11，14 所記[大衛王將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國所得來的金銀都分別

為聖，獻給耶和華。] [又在以東全地設立防營，以東人都歸服大衛。大衛無論往那裏去，

耶和華都使他得勝。]大衛爭戰都是不斷的得勝，每次上帝都從敵人手中賜給他許多金銀、

財物，但他把這些金銀、財物奉獻在神面前。上帝的話語讓我學習到，當上帝給我們恩典

時，我們需將恩典再次奉獻在祂手中。有時我們會驕矜自喜，認為恩典是理所當然，卻忘

了當我們將自己再奉上時，上帝會賜下更多的祝福。  
答應參與兒童詩班時正是我這一生教會事奉最繁忙的時刻，為了真摯的友情與喜愛小朋友

的心，我歡歡喜喜開開心心地在 85 公路上奔馳。從事弱勢社會工作的指揮-愛卿，不但很

會唱歌也有個超呼常人的愛心。她愛別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和他們玩，和他們瘋，但是

該認真專心時，她對他們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剛開始，這群主日學從小一起長大的孩子，

聚在一起時常常會興奮得失去控制，吵雜的簡直像個菜市場，讓愛卿不得不軟硬兼施，不

但得吼叫他們，還得巴結他們，聽話不搗蛋者有點數，積多了還可以兌換獎品。果然，重

賞之下必有勇夫，利誘中，他們漸漸地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如何聽從指揮學唱一首

新歌。然而，學習的過程依舊十分辛苦，大多數的孩子縱然有些學琴的經驗，也都看得懂

豆芽菜，但是美式音樂教育是不教唱譜的，要他們從升降記號找出主音，以首調唱出曲

子，似乎比登天還難，愛卿常常得很辛苦的一句一句教會他們。一個學期之後，愛卿與我

協商，希望我能準備一些視唱及樂理的教材，每次練習時有一段時間教他們認豆芽菜進而

能唱出[Do-Re-Mi---]及一些基礎樂理。幾個月後終於見到成果了，孩子們像一株株幼苗，

漸漸地一點一滴吸進我們所灌溉的養份。節奏慢慢清礎，唱起首調也不再荒腔走板，問起

樂理，茫然的神情也不復再見。像個園丁的我們，欣喜見到開花、結果。這樣的成績，讓

我們得到鼓勵，便決定讓兒童詩班除了慶祝大節日之外，也能參與主日獻詩。Westhope

的阿公、阿媽十分喜愛這個兒童詩班，一個月一次的拜訪獻詩成了他們崇拜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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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老人家們各各眼睛發亮，笑容明燦，歌聲帶給 Westhope 許多的溫暖、感

動與盼望。  
在歌唱漸入軌道之後，為了讓這個兒童詩班更有教育性，愛卿請我準備每月一位音樂家的

生平介紹與音樂欣賞。幾個月下來，巴哈、韓德爾、莫札特、貝多芬進入了他們的生命。

講起巴哈會那幾種樂器，有二十個孩子，年老時雙眼失明，孩子們如數家珍；也知道韓德

爾偉大的彌賽亞，分為序曲與三大部份，講述了先知預言、耶穌受難以及復活，而他們喜

愛的[哈利路亞]大合唱是在第二部；大學時我才有機會聽到莫札特的歌劇[魔笛]，此時就介

紹給他們這首快樂的旋律，早逝的天才-莫札特，臨終時所寫的哀傷[安魂曲]令他們感受到

人生的悲歡喜樂；耳聾的貝多芬不屈不饒，他偉大的[命運]交響曲更是他們耳熟能吟的---準

備這些教材時，我常想起自己的童年，那個時候物質普遍貧乏，巴哈、莫札特----這些偉大

音樂家的作品，我都得很辛苦的從常會跳針的旋轉唱片聽來的。我很高興這一代的孩子，

比我更幸福。  
組織能力很強的愛卿，對這個兒童詩班真是充滿了愛。早在年初她就告訴我她要為這些孩

子辦一個音樂營，不是光是玩，還要很有教育性的。她要求我幫她準備一些可供小孩玩

game 的音樂資料，也拜托培榮把這些資料全輸入至電腦，我們要玩如同電視的

Jeopardy，看培榮在操作練習時，我覺得這些孩子真是耶和華祝福滿滿，有這麼多的大

人用心在陪他們成長。  
終於到了 Memorial weekend，三十多個大人，小孩浩浩蕩蕩來到了 Santa Cruz

的營地。音樂營除了三次練唱，還有 sports 以及 Jeopardy，Amazing Race 兩個

有趣又充滿教育性的音樂遊戲。愛卿更是買了好多獎品來鼓勵他們。第一天練唱時，先給

他們臨陣磨槍，復習過去我們所教過的東西，以便晚上能對答如流得個大獎。終於等到

Jeopardy time 了，培榮除了配了 TV Jeopardy 的音樂令人莞薾，音樂欣賞、基

礎樂理等問題更是令孩子們緊張又興奮。瑟芬的 Julianne，頗有乃姐之風，一鳴驚人，

為她的 team 得了頭獎，程度好的讓大家都笑稱她可以念音樂系了，逗得 Calvin 老爸笑

呵呵。孩子們興緻高昂，音樂遊戲之後，大夥都意猶未盡還不睡覺，Uncle Johnny 與

以文的 Christine 為大家弄了營火晚會，玩團體遊戲，講鬼故事、吃零食----大人、小孩

同樂一堂，開心的不得了。Uncle Johnny 為大家做了晚禱，回到小木屋，有忙洗澡

的、吃泡麵的、涮牙的-等到一切就緒，熄燈，已是十一點半了。我的右邊木床躺著以文，

左邊是 Monica、Eddie 母子，上鋪是若帆，斜前方是 Tina、Luke 母子，熱鬧滾

滾，覺得好像回到學生時代參加救國團的活動。閉上眼，才覺睏了，畢竟歲月不饒人，老

身經不起長途奔波，前一天才在紐約參加女兒畢業典禮，為了這個音樂營，我是趕大清早

飛機飛回來的。雖然很累，但是很值得。在這裏，我享受了很多溫暖的友情，也經歷了與

孩子們同數豆芽的喜悅。  
隔天還是六點半老時間就清醒，吃過可口的早餐，小孩們準備週日早晨的獻詩。愛卿教他

們唱會一首台語發音的[先求祂的國]，10 點崇拜時，唱得有板有眼，大家都非常的感動。

林傳道也帶給我們很好的信息[愛你的上帝]，和小朋友們所獻的詩歌相呼應。禮拜之後，一

向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祥穎，帶大家玩激盪腦力的團隊遊戲，這個需要英文、數學俱佳

的遊戲，幸而有聰明的 Gloria 母女，以文母女與我同組，我們幾個題目都拿第一，只是

奇怪，怎麼沒有獎品？Lunch 之後，我們又分組玩 Amazing Race 的遊戲，每組的小

朋友要通過視唱、節奏、樂理、name that tune，最快的那組可以領大獎。玩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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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也差不多是[Time to say good bye]的時刻了，上帝保守下，每部車都平安回到

家。  
很多人都說這個兒童詩班讓教會有點生命力，一點都沒錯，每次見他們穿著黃色 Tshirt

獻詩，真讓人覺得未來還是有希望的。兒童詩班能夠歷時兩年，且愈來愈進步，除了感謝

指揮-愛卿的愛心投入，還要特別謝謝一位很盡心、盡力的幕後支持者-Monica，每個星期

她在上班之餘還得忙著 send email 給大家提醒練習時間，注意事項----，這樣好的

coordination，讓教會多了個很好的兒童團契。  
有首好聽的現代詩歌叫做[Thank You]，我曾與兒童詩班分享過。歌詞裏說[我在天堂遇

見你，我想起你了，你曾經在我八歲時教我主日學，因為這樣，我認識了耶穌，我要在這

兒跟你說謝謝---]我相信有一天我們真的在天堂見到時，小朋友也會說[老師，謝謝你在八歲

時教我唱歌，我從音樂裏認識了耶穌。]僅以此文獻給所有支持、愛護兒童詩班的朋友。兒

童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讓我們繼續努力！ 

  

教會活動 
6/25 7/9 呂牧師開訓練課主題“聖經歷史背景”,“如何讀經”。 
7/28-29 全教會靈修會于聖法蘭靜修中心, 講員請周宏毅牧師, 請準備時間參加。 
9/10 請各團契及事工組將預算交給會計組。 
9/16 全教會秋季大掃除。 
10/6 中秋節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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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及 Children’s choir: 暑休。 

長青團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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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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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