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六 月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靈成孕，從童女馬 利亞所生；
在本丟彼拉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了，葬了； 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
裏復活；後升天，坐在無所不能的父上帝的右 邊；將來要從那裏降臨，審判活
人、死人。
我信聖靈；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復活；並且永生。阿門。

The Apostles' Creed (Traditional Version)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Ghos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ead, and buried; he
descended into hell;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sitteth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nce he shall come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Ghos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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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Your Eyes" 開你的眼界
—台美教會 2007 年對外宣教主日—
賴弘專
經文：彌迦書 4:1-5；使徒行傳 1:6-9
各位兄姊平安！有一個阿兵哥，從越戰中退伍下來，在舊金山打電話給他的父母，說：「爸
爸、媽媽，我回來了！但是我有一個請求，我想要帶一個朋友一起回家。」父母回答說：「當然好
啊！我們很高興能接待你的朋友。」這個人又接著說：「不過，我要先讓你們知道，我這位朋友在
越戰時，受到重傷，斷了一隻手和一隻腳，他已經走投無路，所以我想要帶他回來，和我們一起生
活。」這時，父親回答說：「孩子啊！我很同情他，或許我們可以幫他找一個地方住。不過，你知
道嗎？這種殘障的人，會造成我們很大的負擔，我們還有自己的日子要過，不能受到他的拖累。不
然這樣！你先回家，慢慢地將他忘記，我相信你的朋友會找到自己的路。」這個阿兵哥聽完之後，
一語不發地將電話掛斷。之後，他的父母就沒有他的消息。幾日以後，這對父母接到舊金山警察局
的電話，說他們的兒子已經跳樓身亡了。這對父母心情沉重地飛到舊金山，警方帶他們到太平間去
認屍體，他們確信這就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們無法相信的是，自己的孩子竟然只有一隻手和一
隻腳。
聽完這個故事，我想，你和我同樣都會問：「假使這對父母當初有接納的心，願意接受自己孩
子的請求，結果會怎樣呢？」時常，我們自私自利的眼光，反而造成自己和別人更加大的損失。一
個人怎樣看世界，是非常重要的，若是用失望、冷淡來看這個世界，就不可能有正面的行動；若是
用愛、用體諒來看世界，世界就有改變的可能。而對基督徒來說，更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屬靈的
眼光來看世界？在一個充滿憂傷、痛苦的世界，我們所看到的是什麼？
兩千多年前，先知彌迦在猶大國滅亡的痛苦中，看到耶和華在錫安的山嶺上作王的異象。對當
時的人來說，那是最黑暗、最沒有盼望的時代。因為戰爭，百姓失去安穩的住所，猶大國，一個最
弱小的國家，根本沒力氣抵擋巴比倫強大的軍隊，好像一隻小螞蟻，只要被大隻貓輕輕搓揉一下，
就可以馬上死去。彌迦書 4:1-5，就是在耶路撒冷遭受毀滅、百姓被擄到巴比倫的情境下所寫的，
當輝煌的聖殿被人拆毀成破屋；當自己的骨肉，因為戰爭來分離，還有什麼盼望？還能依舊相信耶
和華是作王的嗎？還是認為上帝已經失敗了？讓外邦的神明打倒了？但是，在這種情境中，先知用
屬靈的眼光，看到新世界的來臨，他相信，當一切的戰事、互鬥、憂傷都過去之後，耶和華還要作
王。列邦的百姓，都要上耶和華的山、到耶和華的殿來敬拜祂，萬國都要領受耶和華的教導，耶和
華的道路，要成為所有人遵行的道路。到那時，不再有刀劍、交戰，只有快樂的田園生活，每個人
坐在自己的葡萄樹下，享受和平及平安。
當我在預備今天的講道時，一直在想，這麼美的畫面，跟宣教到底有什麼關係？在一個充滿暴
力和不安的世界裡，上帝的百姓可以為這個世界帶來什麼？彌迦書的作者，沒有否認這個世界的不
公義，強者欺負弱者，但是他的眼光遠大，看到上帝並沒有放棄這世界，在戰亂中，上帝仍然要帶
來和平，讓人脫離壓制，可以得享喜樂和平安。這是先知的眼光，也是上帝的百姓在這個世間需要
去見證的。所以首先我要講的是，「宣教」，是看到上帝對這個世界的心意，而且用行動去做見
證。若是用行動去參與在別人的生活中，就會看見上帝的愛真實的顯現，帶來和平、帶來盼望。
在這，我要分享一個台灣神學院同學的故事：這個同學叫作 Kidaw，是台灣原住民 Amis，阿
美族的女傳道，她畢業後，受派到桃園中正機場附近的一個都市原住民教會服事。他們的禮拜堂，
剛好是蓋在飛機降落的路線上面，所以每個禮拜 Kidaw 講道時，常常有飛機降落的聲音干擾，她
必須等到飛機 puhhhhhhhh 的聲停止後，才可以繼續她的講道。我們都知道，來到都市工作的原
住民，待遇並不好，住在很差的環境裡，常常在工地裡，工作到很晚才下班，所以祈禱會和家庭禮
拜，通常是很晚才開始。但是，當 Kidaw 參與在這群兄弟姐妹的生活中，她就見證上帝的盼望，
在都市生活的緊張和壓力中，她幫助他們看到上帝的釋放，在飛機起起落落聲中，上帝話語的種
子，也透過她，定根在人的心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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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服事，就是一種宣教！宣教，不一定是到遠遠的地方去傳福音，做轟轟烈烈的事業，我
寧願說，宣教是打開我們的眼睛，看到別人的需要，並且將上帝的愛和盼望帶給他們，或許，這種
人就在我們的四周圍。作為基督徒，主動將上帝的愛表達給別人，是我們的呼召，無論是熟識的
人、陌生的人、甚至是我們不願來往的人，都是我們宣教的對象，向他們傳報上帝救贖的好消息是
我們的責任！其實，上帝的百姓最大的寶貝，就是認識上帝律法的美好，若能體會到從上帝而來的
平安，我們會完全沒反應、不出聲嗎？如同彌迦書 4:5 所說的，列邦的百姓跟隨別的神明，總是上
帝的百姓立志，要敬奉耶和華到永遠，因為他們清楚耶和華是全地的主宰，也要透過實際的行動，
來向世間表明對上帝的渴慕！各位兄姐，我們有這種的心志嗎？
在彌迦書裡，宣教是邀請人前往耶和華的聖山敬拜，是對外到內的行動；總是在使徒行傳裡，
當復活的耶穌宣告聖神的來臨，宣教就有新的動力，是對內到外，從在地到普天下的行動，聖神的
力量催逼我們，將主救贖的好消息往世界傳報，讓人可以在每個地方敬拜上帝。使徒行傳 1:8 說：
「獨獨聖神臨到 lín ê 時，lín 欲得到才能，閣佇耶路撒冷、遍猶太，及撒瑪利亞，直到地極，欲作
我的干證。」上帝的百姓多有福份！因為被邀請參與在見證耶穌基督是主的行動中。我們可以思考
一個問題：「今天遍滿世界的教會，是怎樣開始的？是原來就在那裡的嗎？是有人已經準備好了
嗎？都不是！」教會的開始，實在是出於聖神對人的呼叫，出於主所說的，「去，招萬百姓作我的
學生。」「去」，是最重要的動作，只有「去」，才可以打破人和人中間的界限，將耶穌的愛見證
在人群的中間。
這裡，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問大家：「你們知道怎樣才可以移動富士山（Fuji Mountain）嗎？
答案是，假使山無法走向你，你就要向山走去。行動是很重要的，若當初保羅聽到呼召，沒有主動
走向外邦，這樣，今日基督教可能依舊侷限在中東的一個小角落；若是馬偕博士聽到主的聲，他不
願意飄洋過海，來到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嶼，這樣今日的台灣，仍舊無份於基督。
總是，在「去」的行動中，我們也不能忘記，不是自己可以做什麼，惟有聖神的力量可以讓人
得到改變，來認識基督。若是可以參與上帝救贖的工程，看見上帝所行的奇事，看見人生命的改
變，這是世間極其寶貴的事！所以宣教是一種開闊眼界的經驗，投入宣教，讓我們在別人的生命
中，看見上帝的豐富和偉大，難怪有很多的宣教士，他們的心胸很開闊，對生命充滿熱情，因為他
們時時經驗上帝的愛！事實上，宣教學的研究也告訴我們說，當一個人為著宣教，進入一個完全不
同的文化生活，他的眼光會被打開，他會用別的族群的角度，看到上帝啟示的奧妙，這就是今日所
講「異文化」宣教的精神。現今的宣教，已經不是西方人、白人的專利，宣教已經成為一種普世的
運動，不同族群的教會，在宣教的工場上，共同合作；特別，亞洲的教會，當初是受西方宣教士的
幫助，現今卻已經開始派出許多宣教士，到白人的國家宣教。在我所看過的教會裡，只要有投入宣
教的教會，都會表現出一種活力，如同基督的愛在他們中間湧現，這都說明，只有投入宣教，我們
的性命，才會得到豐富，教會才會成長！
最後，我要用馬約翰牧師作為例子，讓大家來思考宣教的意義。馬牧師年輕時很優秀，是讀法
律研究所的，但是讀到一半，上帝呼召他去做牧師，在 Princeton Seminary 受完牧師的訓練，他
先到 Florida 的一個教會作助理牧師，之後在北卡州的黑山（Black Mountain）教會擔任主任牧師
七年，這間教會有很多退休的宣教師在那裡聚會，和他們談話的過程中，馬牧師漸漸受感動要作海
外的宣教。他為什麼要去台灣呢？其實，他首先確定自己要作亞洲的宣教，有人就跟他說：去韓
國，不然就去日本，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宣教同工，但是他認為，韓國、日本已經有這麼多人去
了，可是台灣只有百分之三的基督徒，是更加需要宣教士的投入，於是最後決定到台灣。
一開始，東部的原住民事工是他一個很大的負擔：若是他當初看輕原住民事工，認為他們不是
台灣主要的族群，這樣他就無法將自己豐富的神學知識，帶給他們。同時，他也在原住民的身上，
看到上帝豐富的創造和美好的信仰。馬牧師本身也是 Georgia 州 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教牧學博士，他的專長是禮拜學，所以特別有負擔將基督教豐富的禮拜傳統，帶給台灣的教會，
他透過神學教育，幫助少年牧者來設計可以激勵人心的禮拜。另外，我們從照片中，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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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牧師在原住民的生活中，看到上帝夠用的恩典與盼望，他特別提到，原住民招待人的傳統，很喜
愛客人來，並且將自己所有的食物都拿出來分享，也不去算明天是不是還有飯可以吃，他在這點上
看見上帝賜給原住民，一個很寶貴、喜愛與人分享的文化；其他諸如與原住民牧師有很好的感情跟
合作、鼓勵原住民的青年服事主，獻身傳道、發掘原住民音樂的才能，鼓勵他們用族群的音樂來讚
美、敬拜等。他特別用心幫助學生設計創新的禮拜，用藝術來幫助人敬拜上帝。他認為台灣長老教
會固定的禮拜傳統，需要有新的變化。（詳細介紹請自行瀏覽美國長老教會網站上馬牧師的網頁
http://www.pcusa.org/missionconnections/profiles/mccallj.htm）
我之前說過，宣教是一種開闊眼界的經驗，一方面，我們需要打開眼睛，看到別人的需要，並
且將上帝的愛和盼望帶給他們；另外一方面，宣教也使我們的眼界開闊，因為參與在別人的生命
中，會看見上帝的豐富和偉大。我所認識的馬牧師，他的生命實在見證這兩項。願我們可以繼續為
馬牧師在台灣的服事祈禱，今天的奉獻，有一部分會支持他在台灣的宣教費用。我想，宣教是一項
長期的事工，需要教會長期的支持，特別，在美國的台灣人教會，目前除了我們教會，只有另外一
間教會在支持他，盼望有更多有志於宣教的人，能支持他在台灣的服事。
各位兄姊，宣教是一種眼光：我們有眼光，去看到別人需要上帝的愛沒有？是不是願意走出
去，來到鄰舍、甚至是別種族群的人身邊？遠遠看到有需要福音的人，我們的行動是什麼？當聖神
在我們的心中呼叫，我們就需要用主動來回應。或許，我們已經習慣固定的生活，就好像每次禮拜
後的愛宴，總是跟自己熟悉的人同桌，不習慣換到別桌，跟自己不熟的人吃飯，我想我也是其中的
一個，但是，只有主動突破，信仰才有可能更新。願上帝幫助我們，從這時開始，打開眼睛，
Open Our Eyes，參與在別人的生命裡。
台灣東岸六個原住民教會的青年， 組成了以
鼓與笛為主的讚美樂團。在禮拜的一開始，
他們用傳統鼓樂來讚美上帝。

馬牧師與所教導的神學院學生

後排左為馬牧師
三位泰雅族年輕牧者：
Yabung、Walis、與 Isaac

馬偕之歌 -- 最後的住家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 我一生的歡喜攏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見山嶺，從雲中隙孔觀望全地，
波瀾大海遙遠的對岸，我意愛在此眺望無息。
我心未可割離的台灣啊!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您。
我心未可割離的台灣啊! 我一生的快樂攏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續尾站，在大湧拍岸的響聲中，
在竹林搖動的蔭影裏，找到一生最後的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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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為兒子禱告的母親
筆者是我所愛,所最牽掛的兒子.我曾用盡所有的方法來幫助他.但是我已經學會最好的方法是
放手.把他交在神手中.因為我知道神比我還愛他.請為我們禱告.
詩篇 39:9 “因為我所遭遇的是出於, 我就默然不語.”
------------------------------------------------------------------------------------------------------

恩言善導課後感言

蟋蟀

走出埃及的義工訓練要上歸納法查經？嗯，我有些驚訝….
一整天的課程下來，我細細品嚐神的話語，思想著祂拯救世人的計畫，與祂憐憫的心腸，
我再次深深的被神的愛摸著、提醒並激勵著……。
在「至親的救贖者」課程中，聖經路得記成為基本的查考經卷。拿俄米一家人因為飢荒而
離開了伯利恆，在異地摩押生活了十年，拿俄米的丈夫和兩個兒子接連過世，於是只好雙
手空空的再次回到家鄉。原本以為已無任何可指望的，哪知冥冥之中，神早與有巧妙的安
排。
拿俄米的媳婦路得，恰巧到了本族親人波阿斯的田裡，波阿斯對她說：「你來投靠耶和華
以色列神的翅膀下，願你滿得祂的賞賜。」我們看見路得因著孝順婆婆的心而蒙神的悅納
與祝福，以致於神願透過這名外邦女子來賜福。而波阿斯也盡了做為親屬的義務與本分，
娶外邦女子路得為拿俄米一家留子嗣，使得他也在耶穌的家譜中留名。可見一個人的順
服，不但使自己蒙福，也能成為更多人的祝福。
耶穌來到世上，為了救贖世人，甘願成為人的樣式，使我們不置於全無指望、無依無靠。
神既愛屬祂的人，就必然愛他們到底。神的恩典臨到所有單純相信、順服依靠祂的人。甚
至那些世人看來不配得，或者因該說，正是那些看似絕望的，神卻定意揀選他們。
課堂上又讀到以西結書十六章 18 節，裡面陳述神纏裹、乳養不被憐恤的棄嬰，使其長成俊
美，又遮蓋祂的赤身露體，與他結盟，使他歸與神自己。想想我自己，在同性戀的圈子中
渴求多年，我尋覓同性戀人間的山盟海誓，卻總是失望傷心之餘，我也要問自己，當我一
次次拒絕愛我的神時，祂的心有多麼的痛？
最近在一次的特會中，講員曾提到神對於自己的選召，是不會後悔的。這讓我有了不一
樣的體會。縱然我多次背棄神，神仍然沒有後悔對我的愛，如同先知何西阿願意娶妓女歌
蔑為妻，並深深愛她。感謝神願意重新贖回我，並讓我認識祂、單單屬祂。
回顧這一路走來，時而覺得生命了無意義，我常如同浪子一般的，將恩典揮霍殆盡，卻找
不到回家的路，但慈愛的父神依然願意接納、等候我。還在流浪的浪子啊！歸回吧！因為
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願那前來投靠祂恩典羽翼下的，都滿得祂的賜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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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不見的世代
(聖經: 約 9:35-41 , 1:11-12)

講員:黃銘爵
(3/11/07 於 TAPCSJ)

一. 前言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上帝曾在古時藉著眾先知警告以色列人,說他們不會聽,也不會看.舊約先知以賽亞曾警告
他們: “你們聽是要聽見,卻不明白.看是要看見,卻不曉得”(賽 6:9);先知耶利米也警告這些
百姓: “你們有眼不看,有耳不聽”(耶 5:21);而以西結也曾宣告: “他們有眼睛看不見,有耳朵
聽不見”(結 12:2).
聖經提及“看”或“聽”這個動詞,往往是在要求“看”或“聽”的人必需運用他/她的
意志和屬靈的判斷,譬如“看”是意謂著“願意看”,也需要“看清楚,看明白”才可稱為
“看”或“看見”;如同英語說“I see”,不僅表示“我在看”也在表達“我知道,我明白”之
意.所以,聖經講到“看見”往往包括肉眼,心眼,靈眼都看到了才叫做“看見”.而聖經中若說
“有眼不看”或是說“看也看不見”(路 8:10)往往在說那個人的心靈出了問題.在約 9:40 耶
穌說這些法利賽人是“能看見,反瞎了眼”就是在說他們的心靈出了問題,見不到應當見到的
事.
約翰第九章記載耶穌醫好一位生來瞎眼的病人的故事,我們今日所讀 vs. 35-41 是故事的
結局,這七節聖經告訴我們幾件事:
1) 這個病人得醫治之後,很堅定的為耶穌作見證,就被法賽利人“趕出去”(台語譯為“革
伊出”;英譯為 cast him out,有“離棄他”之意).
2) 得醫治的病人信耶穌是神的兒子,就拜耶穌. 除了耶穌和門徒之外,在第九章出現的人物
有:這位病人,他的父母,鄰居,以及一些猶太人和法利賽人.這位病人是這些人中唯一因
信得救的人,因為他是“過去眼瞎,今得看見”(約 9:25).
3) 耶穌為審判來到世上這件事,有些人肉眼雖不能見,心靈卻看的清楚.另有一些人肉眼雖
能見,心靈反而瞎了而不明白.
4) 這些法利賽人的肉眼不瞎,卻不知道自己的心靈是瞎的,所以他們的罪還在.也就是說,他
們是“視而不見”(台語: “看,卻無看見”)的一群人,是不能得到赦罪的一群人.
今天,我願用“視而不見的世代”為題,與各位兄姐分享三件事:
1) 用心靈才能看見上帝的作為,
2) 為什麼有人心靈會瞎(“視而不見”)?
3) 打開心眼才能得到耶穌的救恩.
二. 用心靈才能看見上帝的作為
舊約時代, 神藉著先知的預言,啟示祂的百姓:有一位彌賽亞要以嬰兒的樣式降世.祂就
是與天父合一的聖子: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祂名稱為奇妙策士,
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神要藉著祂的兒子顯出神的作為.先知以賽亞
也預言:彌賽亞要為祂的百姓擔當苦難.祂來,就是要拯救上帝的百姓.上帝要祂的百姓要
聽,要看上帝的作為.
而在先知耶利米的時代,上帝要祂的百姓知道:猶大與耶路撒冷要受審判,但上帝不會
棄絕祂的百姓.上帝要與他們另立新約,是永遠的約(耶 31:31,32:40)上帝要他們當聽,當
看上帝的作為.
在受擄的時代,藉著以西結的預言,上帝讓祂的百姓知道:聖城耶路撒冷和聖殿都將被
毀,猶大會受審判,也將復興,因為上帝要與他們立平安的約,作為永約(結 37:26).上帝要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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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要聽,要看上帝的作為.
這三卷舊約大先知書,所宣告的 “上帝的作為”都與審判,彌賽亞,新的約,救贖這些主
題有關,而這些主題,也都與耶穌有關.
可惜,猶太人並不重視先知的警告,如同聖經所說:“他們心蒙脂油”(詩 17:10, 119:70,
賽 6:10).當他們面對上帝的作為,他們的反應恰如今日講題“視而不見”(“看,卻看不
見”).也就是說,他們不用心靈的眼睛觀看上帝的作為.
約翰第九章所記:耶穌醫治的這個病人是與生俱來的盲者. 猶太人一向認為一個人生
病或是處於患難,都是因為這個人有罪,所以這個病人就被當作罪人,平素作乞丐,被看作
卑賤(約 9:8).但因這個病是與生俱來,表示這人出生之後尚未有機會犯罪,就已瞎眼;門徒
就不明白,就問耶穌:是這人犯罪呢?還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穌回答:不是這人犯罪,也不是
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神的作為(約 9:3).
耶穌這句話並非說這人和父母到目前都未犯罪,而是說,這人的眼瞎,非因罪所致;但要
透過醫治他的瞎眼,讓這人及其四週的人,認識神的拯救,也看到神的恩典.而主耶穌的醫
治,就是在顯明神的作為---彌賽亞來了.
神是靈(約 4:24).要看見神的作為,必須用心靈的眼睛才看得明白.這位病人確實打開他
的心靈而看見了神的作為.約翰第九章記載他向法利賽人見證耶穌所說的幾句話,值得我
們注意聽:他說: “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見了.”又說: “祂開了我的眼睛,你
們竟不知道祂從那裡來,這真是奇怪.”他又說: “這人若不是從神來的,什麼也不能做.”
(約 9:25 ,30,33).
這個病人真正見到神的作為! 如同耶穌所說:“我為審判到這世上來,叫不能看見的,可
以看見.”各位兄姐,我們要學習這位生來瞎眼的病人,要用心靈去看上帝的作為,才能明
白聖子耶穌的降世就是神的作為之中的重大事件.
三. 為什麼有人心靈會瞎(“視而不見”)?
在耶穌降世的時代,猶太人所用的聖經,相當於今日的舊約聖經.聖經是為耶穌
作見證的(約 5:39).猶太人很重視聖經,而其中的法利賽人特別努力讀經. 為什麼
這些人卻是被先知,也被主耶穌說他們 “看,卻不能看見”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讀經是為了認識律法條文,並不是為了認識神以便自己獲得生
命的改變. 甚至於在他們的心裡,上帝的地位,已被律法取代---遵守律法等於順從上帝的
旨意,譬如:在安息日不可醫治病人,才是順從上帝的旨意.
我們都很熟悉 “天雨則地溼”的比喻,天下雨則地面會溼;不僅如此,屋頂也溼.而當我
們看到溼地一片,也不表示一定下過一場雨.所以,地溼並不等於天雨.同理,守律法條文,不
一定是順從上帝的旨意. 因為上帝是全能的,祂的作為並不限定於頒佈律法.聖經上說:
“律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理,都是由耶穌基督來的.”(約 1:17). 頒佈律法,施恩
拯救,啟示真理都是上帝的作為的一部份. 那些法利賽人不瞭解這些道理,甚至造成律法
和恩典的衝突. 耶穌就說他們是有眼可見,卻是瞎了眼的人,也就是心靈閉鎖的人.
心靈閉鎖不開,除了看不見上帝的作為,也失去救贖的機會.不僅如此,由於一些猶太人
和法利賽人身居社會高層,他們“眼”瞎而不自知,自以為是,就造成信仰和社會秩序的
紛亂:
1) 他們的信仰出了問題: 他們認為守律法等於順從上帝,這是在漠視上帝的恩典,也
誤解上帝的真實,更曲解上帝的完全.因為上帝的全能本質被他們自己扭曲了,他們
當然是看不見上帝真實的作為.
2) 他們不分是非: 他們不相信這個病人“從前眼瞎,今得看見”,竟然否定病人“生
來眼瞎”這個眾人皆知的事實,甚至責問病人的父母為何說他是“生來瞎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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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19).其後,更以“耶穌是罪人”和“這病人全然生在罪孽中”(約 9:24,34)這
種“亂扣帽子”的方式來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造成社會良好秩序的紛亂,也形成
顛倒黑白的社會亂象.
各位兄姐,我們應該開啟我們的心靈,千萬不可學習這些法利賽人.
四. 打開心眼,才能得到耶穌的救恩
在耶穌傳道的時代,耶穌所帶來的恩典與許多行律法的猶太人產生衝突.耶穌上十字
架事件的導火線也與此有關.其後,許多信耶穌的人受到迫害,使徒行傳記載了這些事(徒
8:1).而 使徒保羅,原叫掃羅,本來也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其中的一個法利賽人(徒 8:60, 9:1,
22:3-4).
這個生來瞎眼的病人也是遭受迫害的一個,他被醫治之後,勇敢地為耶穌作見證,結
果是遭受辱罵,而且被趕出去(約 9:28,34).他雖是乞丐,卻不看輕自己(約 9:9),也不懼怕法
利賽人在猶太社會的勢力,因為他是打開心靈,看得見 神的作為的人.約翰第九章中特別
提到他眼睛“看見”或是他眼睛是“開”的,總共有 15 次.
他眼瞎是與生俱來,因此未曾目賭或讀過聖經.有關彌賽亞要來的聖經故事,頂多僅
是耳聞一些.當耶穌醫治他,要他去洗眼睛,他就順從耶穌的話.他洗了之後,回頭就 “看見
了”(約 9:7).他看見世界,也看見世界所這需的這位耶穌. 此情此景,正如約伯所說: “我
從前風聞有,現在親眼看見.”(伯 42:5).他的肉眼,心眼,靈眼都開了.其後,他雖受逼迫,
仍然堅定為主見證,也信耶穌做主. 在那個 “視而不見”的世代,他是用心靈看耶穌的.因
此他得到救恩了,也得到耶穌的真理和生命. 他與他四周的其他人是不同的:
1) 他與父母不同: 他的父母明白自己的兒子生來瞎眼已得醫治,卻不敢在猶太人面前
作證(約 9:21).他的父母因怕猶太人,就失去信耶穌,失去得到上帝恩典的機會.他們屬
於不敢為真理作證,就失去真理的一類.
2) 他與鄰居不同: 那些鄰居很清楚他原是瞎子,也詳細瞭解他開眼的經過.可是那些鄰
居不但不積極去見耶穌,反而帶這個從前瞎眼的人去見法利賽人.這些鄰居見錯了人,
他們也失去得到救恩的機會.他們屬於因親近社會黑暗勢力而失去救恩的一類.
3) 他與那些猶太人,以及那些法利賽人,都不相同: 那些猶太人,法利賽人是在那個“視
而不見”的世代的典型人物.他們的信仰出了問題,而且不分是非.他們的自我意識非
常強烈,是自認“我就是真理”的一群人,也是屬於不可能接納救恩的一類.
親愛的兄弟姐妹, “視而不見”所顯明的心靈方面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在耶穌傳道的時代,
猶太社會就是一個視而不見的世代.那個世代的大部份人的心靈瞎了,而形成各色各樣無法承
接救恩的社會大眾.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打開心靈去看上帝的作為.因為他們的心靈
沒有打開,就沒有真正的“看見”,也就無法領受耶穌的救恩.
我們今日的世代是怎樣的世代?你,我要成為“視而不見”,或是“能視也能見”的人?我相
信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真正的“看見”是關乎自己的心靈的問題. 願在座的
兄弟姐妹都用心靈去看耶穌,也用心靈去跟隨耶穌,成為一個“看又看見”的基督徒.
五. 結語
有一幅畫,叫做“世界的光”,是英國畫家漢特所畫.在這幅畫中,耶穌一手提燈,另一隻手在
拍著門. 這幅畫是描述啟示錄 3:20 耶穌說:“我站在門外叩門”的情景. 奇怪的是,畫中的門
沒有門把,耶穌不能從外面開門.有人認為是漢特疏忽了,漢特解釋說: “不是”.他說: “耶穌
在門外叩門,必需裏面的人主動開門,耶穌才能入內與我們同在.”
各位兄姐,願我們打開我們的心門,接納耶穌. 約翰 1:12 說: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女.” 這是我們今日的金句.
(請我們一同禱告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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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聖詩精選

陳莉莉

(1) 我心讚美上帝 (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聖詩 67 首
台語聖詩 67 首的作詞者 Maltbie Babcock(1858~1901)，是一位特別有恩賜與能力的罕見人才，集
音樂家、運動員、詩人與傳道人於一身。他出身於紐約顯赫的世家，自童年就活力充沛。大學畢業
後，繼入神學院深造。個性隨和活潑的貝柯，不論在課堂上或運動場上，不論是音樂技巧或劇社台
風，都是這兩個學校裡的第一流領袖人物。
Babcock 酷愛大自然，神學院畢業後，在紐約樂堡（Lockport）長老教會牧會 14 年。他經常利用清
晨到附近山上漫步，在那裡遠眺安大略湖的湖光景色，自晨曦中欣賞完美的天父世界。他深以為從
大地上所有的創造物，都可以看出神奇妙的作為和榮耀的光輝，又可以從雀鳥的歌聲和花草的呢
喃，聽出神的話語。黎明的晨光、美麗的花朵，都像是在酬謝神的大恩，並頌讚主的偉大。
這首詩就是在他某次散步歸來後寫的，在他逝世後才在抽屜裏被找到發表，原詩共有十六節，取其
三節譜成聖詩。
作曲者 Franklin Sheppard(1852~1930)是 Babcock 的好友，也是位受過聖樂訓練的傑出音樂家。此
曲調是他根據童年時自母親處學得的英國兒童民歌改編而成的。
我相信這世上沒有人測透神的奇妙；沒有一個舌頭能數盡耶和華的偉大。整個創造都是祂的榮耀，
宇宙在祂大能手中不斷運行。衪無所不在，衪的名何其美！天上萬象的奇偉顯出我們的不足微道，
說起來，我們的一切都是衪所創造的，恩賜都是衪所給予的，我們有什麼好驕傲的呢？就算得了世
上一切榮華名利，比起天上的榮耀又算什麼？這首我心讚美世界，傳達出神的同在，性格和大計劃
之信息，當我們體會了神的大能，也讓我們學習在吟唱時更加謙卑敬拜衪。歌詞如下：
1. 我心讚美上帝，自然永活的父，天地萬物相與應聲，讚美衪大尊名，樹木田園水泉，穹蒼大
海高山，顯明衪大權能榮光，仁愛公義齊全。
2. 我心讚美上帝，世間眾人的父，空中飛鳥吟詩出聲，讚美衪大尊名，溪水草埔青翠，香花果
子極美，日光照來涼風吹來，講起衪大仁愛。
3. 我心讚美上帝，天下本由一家，雖莽惡事暫時縱橫，公義穩當得勝，聖國臨到地上，如準在
天一樣，天下到尾合做一家，榮光歸於上帝。
(2) 聖哉，聖哉，聖哉 ( Holy, Holy, Holy)聖詩#51
台語聖詩 51 首的作詞者是 Reginald Heber( 1783~1826)，他生於英格蘭東北部，曾於牛津大學就
學，活躍於英國國教會的服事工作上。其後，到海外宣教，在印度加爾各達擔任主教。
Heber 致力於傳教，卻不克印度的天候，水土不服，健康受損，於三年後病逝，享年僅 43 歲。
Heber 牧會時最重要的目標與方針，是要改進教會的唱詩。他認為當時只唱詩篇是不夠的，就決心
製作聖詩，供會友唱。他的神學素養，與作詩的恩賜，使他留有許多膾炙人口的優美詩體，成為
19 世紀初英國聖詩作詞者中，特別優秀的一位。
作曲者 Decker 為這首著名聖詩立下汗馬功勞。本詩歌不論在拍子、音高、韻律、音域或和聲，均
臻上乘。令人在吟唱之間，莊嚴神聖之心油然而生。
Decker 亦生於英格蘭，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幼時即展露音樂天分，12 歲時已在祖父的大教堂司
琴。就讀劍橋大學時，還與多位名教授組織音樂研究社，在音樂界頗負盛名。Decker 一生當中，共
譜寫了 300 首以上的聖詩，更因寫作此曲與 Heber 在聖詩史上留一席地位。
這首[聖哉，聖哉，聖哉]是根據啟示錄 4:8~11 所描寫的敬拜與頌讚，原是為聖三一主日而作的。
每當詠唱或彈奏這首詩歌，其莊嚴，典雅的旋律，與頌讚神主宰萬有的完美詩句，往往讓人恭敬，
肅穆。此詩深受每位信徒喜愛，甚至有人比喻為「天國國歌」。今日在地上，我們歡喜吟唱「聖
哉，聖哉，聖哉」；將來，眾天使與聖徒簇擁寶座前，亦彈琴歌唱「聖哉，聖哉，聖哉」，想到如
此的澎湃情景，靈魂難不為之振奮！歌詞如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咱當齊聲唱歌，讚美主耶和華，聖哉，聖哉，聖哉，掌理
天地與海，讚美上帝，至尊，至高，至大。
2. 聖哉，聖哉，聖哉，萬聖攏敬拜，冕旒，感恩，尊榮，奉獻在寶座前，千千萬萬天軍，冥日
讚美敬尊，出聲感謝永遠上帝大恩。
3. 聖哉，聖哉，聖哉，全智大主宰，萬民大聲，吟詩，讚美上帝慈悲，聖哉，聖哉，聖哉，
讚美三位是獨一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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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金山

以文

春日金山，煦陽送暖，排除萬難，攜友同往
前為矗矗高廈
草坪一帶裁開
後枕汪汪大海
白帆穿梭如鷗
滄桑孤島含笑
松風低語 綠漪生波
旁有大橋屏障
紅色警戒謂：
快快放下俗擔
非寫意者莫入我境
隨嶍嶍涼風
悠悠浮雲
飄游於港灣的擁抱中
隔岸翠綠山丘
吐露純氧般滋潤氣味
水襲石岸 聲成浪琴

甦醒成一座實在而巨大的城
沉默的歷史上聳立著喧嚷的科技

遠遠傳來一聲笛鳴

古老的食譜熬煮各國摩登的況味

微聲呼喊

集人的巧智

啟航 啟航

輕騎 鐵馬 徒步 Go
car(*註 1 )

匯自然的慧黠

世界光明燦爛

融城市的個性於一體

探索 探索

遊人點綴此畫

此即金山

隱藏的無窮希望

輕盈的自由渴望

我的城 也是你的城

只管揚帆前去

飛揚的無邊夢想

親近它如此容易

縱使風浪

行過海洋在此著陸

甚至不必髮上戴花(*註 2 )

莫忘 莫忘

如石震震

正如我現在左挽右摟的朋友

島的一嶼有燈塔守候

深俱溫度與風韻

守候並應允每個平安的歸航

後記：4/30/07 與愛卿、莉莉到舊金山為 choir retreat 勘察住宿地，時縫春日，天晴、風
和、友摯、又飽餐，遂引發詩心。
*註 1 ---- Go Car 是在漁人碼頭可租借的黃色二人座敞篷小車，類似遊樂場的碰碰車，允許行
駛於觀光景點的行人徒步區。
*註 2 ---- 有歌唱道： 「If you a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 be sure to wear a
flower in your ha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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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人、情、事

陳莉莉

農曆過年前，我的兩位好友月桂、秀惠，先後因肝、腸不適而回台就醫。那幾天，天氣
嚴寒，我的心情跌落到極點，真是可以用[肝腸寸斷]來形容。沒多久，月桂傳來了治療順利
的好消息，也平安返美，而秀惠却依然辛苦地在台灣與病魔對抗。朝朝夕夕惦記著她，也
日日夜夜越洋電話關心她的情况。當時，心中最想做的事，莫過於盡一份好朋友的心，飛
回台灣照顧她。亞里士讀出我的心事，初春，到亞洲出差前，問我要不要在台灣與他相
會，並一塊去給秀惠加油。沒有孩子與俗事的牽掛，便立刻訂了機票，準備於三月底四月
初回台北。電話告知秀惠將回台看她，她欣喜異常，傳來久久未聞的笑聲，也一再給自己
打氣，一定要好起來，堅持著要和我坐同班飛機返美休養。
3/31 清晨 5:30，細雨濛濛中回到心繫的故鄉，原本說好自己坐 Taxi 直接回台北，却驚
喜地見到乖巧的 Grace Liu 與她父親載了亞里士同來接我。感動之餘，也十分過意不去他們
因為接我，四點就得起個大早。托公司的福，我們得以在福華住上個幾天，並日日享用
Hotel 豐盛的早餐。每次回到台灣，便感覺時間仿如上了發條似的，突然加速起來。由於停
留時間極短，所以分秒必爭，不得浪費。早上八點多，稍為梳洗過後，便立即與小姑、小
叔會合，上山前往公婆墓地做了一個小小感恩禮拜。正逢清明時節雨紛紛，下山時一路塞
車，費了兩個小時才回到台北。接著飯局來了，喜見久未逢面，熱情的姨婆、舅公們，與
他們吃了可口的午餐，並話說當年。在雙方父母都過逝後，亞里士與我都愈加珍惜身旁的
長輩們，心中很感動他們的疼惜。下午稍為休息片刻，便一心掛記著此行回台的主要目地陪陪秀惠，鼓舞安慰病重的她。台北東區改變甚多，增添許多新的街名，而新的高樓大厦
更是林立不少。開車慣了的我們，從復興南路一段走到敦化南路秀惠住處，與熱鬧的逛街
人潮，摩肩接踵，看似很短的距離竟也走了快一個小時，且手上還拿著地圖沿路問人，十
足像個歸國華僑。
一眼見到瘦到只剩 90 磅，臉色鐵黑，身心憔悴的秀惠，我的心不斷淌血，也足足為她
留了一公升的淚水。那一瞬間，我的信心動搖了，突然不知上帝在那裏？[為什麼這麼個努
力為主作工且經常在關心別人需要的姐妹，竟會是癌症末期，濱臨死亡邊緣？為什麼這麼
善良的一個好人會遇上這麼壞的事？]我像約伯記裏的約伯，不斷地質疑著上帝。腸子開刀
之後，她的消化能力變得很差，排泄系統失調加上食慾欠佳，擧足無力，一眼望去便知是
個營養不良的病患。見她無精打彩地坐在床緣，這那是不久前還活活潑潑陪我一起教兒童
音樂班，極有孩子緣的 Kathy 老師？那一剎那，我才深深體會到 Daily 身、心、靈的健康
是多麼的重要。很多時候，人生三大事，吃、拉、睡對我們而言都是理所當然，也常忘了
要為這最簡易的事，做最大的感謝。步出她的住處，台北的天空陰霾霾的，仿如我們心情
的寫照-沮喪、難過。傍晚，亞里士與我享受著 Grace 與她父母款待的美好晚餐，但是我們
並沒有忘記受苦中的秀惠。為她禱告，也直念著等她好了，要帶她吃她最喜愛的担担麵、
烤飯團-------說著，我們倆人眼眶都紅了起來，深深體驗到人生無常，也格外珍惜當下。
星期天是 Palm Sunday, 我們起了個大早去亞里士的母會-中山教會做禮拜，見到別來無
恙的培榮兄母親-沈媽媽，非常的高興。中午和大堂哥在教會附近，久違了的青葉餐廳吃
飯。離開台灣之後，便沒有再來過青葉了，熟悉的佳餚與味道，忍不住思念起最愛青葉的
母親與我年輕的歲月，心中不勝唏噓。時光匆匆，離開台灣一幌竟已三十年了！閒聊中也
得知我的二堂哥-陳茂生已在台神音樂系主任一職榮休，現年近七十了，雖退居美國
Kentucky 州，却仍努力不懈地為台語教會翻譯聖歌隊詩歌。如此為主作工的精神，真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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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實在是我學習的對象。他不虛度歲月還常存著智慧的心榮神益人，也讓我想到詩篇
91:12 所說:[求你指教我們怎樣數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星期日晚，和在台的姐姐、弟弟在台北民生東路居所附近餐廳吃晚餐，手足之情，令人
開心，胃口也因而大開。飯飽之餘，亞里士悲天憫人問著，[找秀惠明早來福華吃早餐，她
今天不知有沒好好吃東西？]星期一一早八點不到，秀惠帶著黑傘，輕飄飄地來到福華
lobby。仍是雙眼無神，精神不佳，胃口不好，吃沒半盤，便摀著胃，張著凹陷的眼晴看著
胃口超好的我們。我憶起幾個月前我們倆開開心心與小朋友敲敲打打之後，每週四中午結
伴同享美食的情景，忍不住，眼眶又溼了----亞里士回美的班機要到深夜才飛，福華 check out 之後，我們總算沒有飯局，得以逛逛
2005 年 12 月 31 日峻工完成的台北 101。這座球最高的摩天大樓，重朔了台北市天際線，
改變了台北形象，凝聚了整座城市的現代氛圍。共 91 層樓，總高 508 公尺的台北 101，有
美食樓、金融樓及視野極佳的觀景餐廳，我們上到 89 樓，以 360 度遠眺台北盆地風光，俯
瞰台北迷人風采。外型呈筆直竹子型，象徵著節節高升；取名 101 是因為 0 與 1 代表著電
腦語言與電腦科技，且在達到百分之百之後，還必需要有所突破，101 象徵這棟的科技化
與現代化，也蘊含著達到極限後仍需衝刺的意義。此外，大厦四樓一隅的大書店-Page One,
更為這座新興的購物百貨商場添增一絲文化的氣息。愛極了台北 101 摩登的氣質，要不是
得趕飛機，我們還想多俯瞰這成長的城市一眼。買了一件[我愛台北]的 T shirt，我的確愛
台北，我們倆人都希望有朝一日能落葉歸根，回到台北-這融合古典與時尚的城市定居。
亞里士返美之後，我搬到民生東路五段弟弟處，與自家人相處很輕鬆自在，無需再有應
酬，便天天去探望秀惠。清明節那日出現奇蹟了，她雖然瘦骨嶙峋依舊，却突然中氣十
足。一到她敦化南路的住處，小姐早已整裝待發，要我陪她走去錢櫃唱卡拉 OK。原來她弟
弟的 family 為了要她開心，找她一起出來唱唱歌解解悶。那天她興緻很好，連唱了幾首我
沒聽過的台語歌，也找我陪她合唱[月亮代表我的心]，[感恩的心]等。回來好幾天，第一次
聽到她說話這麼有力，也是第一次看到她展開歡顏。唱完歌後，我們慢慢走到敦南誠品書
店與前晚剛到台北的以文約在地下樓吃簡餐。吃飯時，她講了許多這段肉體飽受痛苦的心
路歷程，她幾次求上帝拿掉身上的剌，減輕她的痛苦，但是上帝却一再訓斥她，＂這苦妳
絕對担得起!!＂ 她痛到極點時，只有完全掏空自己，humble 趴拜在上帝前讚美上帝。以文
與我都非常感動於她的見証，有誰能和她一樣，這麼痛苦難熬，這麼受盡折磨，却依然充
滿信心地告訴我們，＂我一定會好起來的，我風聞有上帝，過一陣子，我會告訴妳們，我
親眼見到上帝的。]
她果然憑著堅強的信心同我一起坐上 4/7 的班機，沿路依舊胃口不繼，也很疲累，但是
她仍是堅信上帝有祂美好的旨意，要藉著她的病，讓大家更注意自己的身體。的確是，因
為關心她的病情，我開始接觸 Whole Food 的店，購買有機蔬果給她之餘，也閱讀許多健康
書籍，同時也不厭其煩地告訴家人、朋友，吃什麼才能增強免疫系统，且心、靈更要知所
進退，學習取捨，避免壓力。
感謝主恩讓我有機會在台北陪秀惠渡過她一生最痛苦的時光，秀惠認為她的生病，上帝
必有衪美好的旨意，美國有位作家查德也曾說：[生命中的每一道難題，都包含著一份禮
物。]也許這真是上帝藉著信心堅強的她，讓早已忘記生活的我們，重新思考生命中真正值
得重視的課題，引導我們再次學習生命的意義，也更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親愛的朋友-秀惠加油！祝福妳早日康復，打敗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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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陳麗華姐妹

人物介紹:
蕭貞淑
人物介紹:丁秋吟姐妹

麗華姐妹是個非常樂觀開朗的人,育有一女一
男,女兒已經結婚了,兒子尚在尋覓伴侶中,兒子有
份安定的工作,又有房子,就是缺一位女主人,你們
可有好的人選?
說到兒子,她可是滿臉欣慰的笑容,兒子是家中
第一個信主的基督徒,非常虔誠,在兒子努力的引
導下,媽媽也來信奉上帝,聆聽上帝的道理,果然她
在 2005 年的復活節受洗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這真要感謝他兒子。
為了生活,麗華姐的先生目前仍居住在台灣上
班,雖然他還沒來認識主,但有一天,我相信他也會
受感動的來到主面前,就讓我們一起來祝福吧!

為了寫人物介紹,這次我也跟著關懷小組的人去
拜訪秋吟姐妹。
對於秋吟姐妹我並
不熟,藉這這次的訪談
讓我認識了他們一家
人,更巧的是他的婆家
還是跟姐夫是親戚,在
這親戚裡還有一人跟
老公是同學,真讓人直
呼世界真小。
她育有一男一女,多
年前因為先生工作關
係從美國搬回台灣,這
次會再搬來美國是基
於小孩要上大學才回來,會搬來矽谷,也是 一個機
緣,當他們來此探親時小孩對於這裡的環境非常喜
歡,於是就決定落腳於此。
她是個有藝術才能的人,做得一手好手藝,舉凡小
花啦,動物啦,其造型非常可愛,直讓壯志長老希望
她有機會來教小孩學做,增添小孩一些才藝。
因先生的工作在台灣,所以她須二邊跑,但願有天
他們全家能定居於此.也祝福他們一家平安。

朋友 珍重再見了 –祝福你賴傳道

蕭貞淑

這些天我心裡一直在想或許賴傳道會離開我們了,果真
我的心電感應靈驗了,星期日看到週報登出賴傳道將在
六月中離開我們搬到 Virginia 繼續他的學業,此時我心
中又是一陣難過,總覺得他們才來沒多久, 這麼快又要
離開。
賴傳道夫婦是對可愛又熱心的夫妻,他最讓我感動的
是他是個高才生,在台大畢業後,並沒去找高薪的工作,
而選擇念神學院,為主傳道,真是難得,夫妻倆待人更是
真誠,和善,易親近,讓人覺得就像是鄰家小孩。
這些日子來,有幸常聽到他的講道,他的內容真的是非常豐富,可知他是個認真追求上帝真理
的一位好傳道,相信在他完成學業後,回到台灣一定是個上帝的好牧者。
世上真的是沒有不散的宴席,雖然即將將分離,但相信大家的心都會相連的,雖然我們有太多
太多的不捨,就讓我們祝福他未來的學業能順利完成,而離別也是為了來日的相見。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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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記 1 -出糗篇

蕭貞淑

“計劃永遠趕不上變化"原本已計劃過年後才回台灣,但臨時客戶要去,只好改變計劃。1 月底回去,趕
在過年前回來。
一上飛機,就把外套交給空姐掛起來,因是半夜的班機,所以對於飛機晚餐我從不吃,趕緊補眠比較重
要,何況這也不是很好吃的一餐。
好不容易終於抵達台灣了,空姐也在快到時拿來我們的外套,出了機艙後,我突然想起別在外套的別
針是否安在,那知這一摸,卻沒摸到,那還得了,於是趕緊回艙找空姐請她們幫忙找,她們也非常驚訝,因
為她們只把衣服掛上去而已,怎麼會發生這事,還說這是她們最怕發生的事,於是趕緊搬開櫃子下的東
西看看是否掉下去,這時商務艙的客人也都差不多走光了,於是空姐們都靠過來問發生啥事了,我說別
在衣服上的一個小別針不見,她們問清楚是長啥樣的別針,我描述一番後,突然聽到一位空姐說:
“ 哈 我有看到喔＂
“在那兒＂ 我高興的趕緊問她
“在你的衣服上,就在上面＂ 她不徐不緩的說
“真的嗎?＂ 老公趕緊幫我看,阿有哩! 就在領子上,呵!! 真的耶,原來我自己把它別在高一點的地方,
難怪怎麼也摸不到,真是糗透了。好丟臉於是快道歉快閃人.這是回台灣的第一個糗事。

第二篇-小女生小男生的世界
小女生的世界
Ray 的大女兒是個既可愛又聰明但卻是超愛哭的小女孩,現年 4 歲,原本我都不相信她會那麼愛哭,這
次回去終於見識到了.她也是一個超爆笑的小妮子。
她是個超級韓劇迷當她還是三歲娃時,那時電視正在播＂金三順＂ ,這小妮子竟被韓劇內的男主
角 ＂在熙哥＂所迷,每當他一出現她就說:＂在熙哥你怎麼那麼帥, 我好愛你喔＂! 於是大家都喜歡開
她玩笑說:＂我也喜歡在熙哥耶＂ 。 哇 這話若一出, 她可是真生氣的說:＂我討厭你,不喜歡你＂,然
後就不理你,她還會臉紅呢 真是早熟的小女生哈。
在她出生時我買了一個娃娃給她,於是她就把她取名為＂金四順＂ 說這是她的女兒她還會幫＂
她＂打扮,還會帶＂她＂去玩,說是要帶＂她＂去清境農場玩 想像力真是豐富,這次我又帶超可愛的娃
娃給她 ,她將＂她＂取名為＂金五順＂於是我們問她 那她們的爸爸是誰,她回答說:
“ 金四順的爸爸是李岱峰(我不知是否這麼寫)
金五順的爸爸是江紫揚＂
“那她們的爸爸在那裡＂我們接著問
“在大陸啊＂她回答 (其實小女生的爸爸正在大陸出差,)
“去大陸做什麼?＂
“去做珍珠啊(利害還知道做珍珠生意)＂
“呵做珍珠阿 “
“阿是假的啦＂(原來她是在辦家家酒,編一個出來唬我們)
這時我們都已經笑到不行 ,我們說你怎麼還劈腿,有二個老公,,她 一點不以為意的說:＂是啊＂,然後
馬上去表演劈腿給我們看,其實她那知道啥是劈腿的另一個意思。
那天姊的＂百合社＂有個聚餐,社友有個兒子念小學 2 年級,小妮子自稱說那是她＂哥哥＂,那天
她＂哥哥＂也去了,就坐他對面,結果小妮子看到他 竟臉紅得不敢看他,一直躲在桌下,後來我們問她,
她竟說:＂我是花癡啦 ＂簡直太爆笑了。
有天在車上聊說上台北我們要去吃鼎泰豐,此時她非常緊張的問說什麼李泰豐,哈 原來她以為我們
要吃她的＂李岱峰＂反應還真是快
說到哭,那天去台南在車上她一面吃餅乾,一面喝水,結果在路上她就吵著要尿尿,舅舅急著想找一個
好地點停,那知一路塞,不巧的是前面車上竟掉了一箱東西,躲也躲不及,只好撞上去,,越是急越出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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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開玩笑說:＂都是你＇,這一說不得了,她這大小姐馬上濠淘大哭,呵 真是服了她,而這一哭真的沒
完沒了,還說討厭我,氣得不跟我說話。
她超愛乾淨的,常看她奶奶拿穩潔擦桌子,她也如法泡製,剛好那天她看桌子有些髒,她就去拿來又噴
又擦的一直擦不停,,奶奶看她穩潔噴不停就說好了啦不要擦了,話才停,她就開始很委屈的大哭,我們也
不理她,這時她叔叔回來,奶奶說快去開門,叔叔回來了,原本我以為她一定不會去開的,那知她一面哭一
面拿遙控器去開門還一直望著門開了沒,那動作真的好可愛。
她媽媽時常買衣服給她,她老爸總認為太浪費了,於是都會念她老婆,這小妮子耳濡目染的,有一次她
奶奶說要買衣服給她,她竟說＂喔!不用不用＂,因為爸爸會罵,接著她竟學起她老爸的口氣很兇的說:
你不要一直買一直買,亂花錢。
那天在學校,她口中的哥哥經過她身邊冒出一句話說:
“她怎麼這樣＂
於是她告訴她奶奶說:
“我就自己告訴我自己說他怎麼那樣,”
哈這是什麼跟什麼, 真是個小大人。
在她一歲多的時候,有天她奶奶帶她去朋友家,她稱她為姨婆,(實際上那姨婆是個非常年輕又漂亮,叫
她姨婆實在不適合)奶奶有事請那所謂的姨婆幫忙照顧一下,當她奶奶離開後對姨婆說:
“姨婆來來我們來泡茶,你跳舞給我看＂,她還以為她是在看 Show 呢!

小男生的世界
永甯是大哥的外孫念大班,有個弟弟念中班他是個很好學的小孩,每天回家都會認真的寫字,弟弟就
會坐在對面跟著哥哥寫,好玩的是弟弟寫出來的字全都是反面的,原因是他坐在對面呀,真是服了他,哥
哥看弟弟回家都沒功課,覺得太不可思議,怎麼會沒有功課,於是就自己做了十張功課給弟弟寫,不想讓
弟弟混日子,那天在車上他還出了一個題目問我們,這世界先有誰,我說＂上帝呀＂ 他接著說第二是阿
彌陀佛,第三是馬廄人再來是亞當,夏娃,這下我們弄糊塗了誰是馬廄人,經他解釋原來馬廄人就是耶
穌 ,因祂出生在馬槽裡,所以叫馬廄人,真虧他想得出來,也讓我感嘆 ,現在的小孩是怎麼了,腦袋都裝些
什麼,都這麼聰明伶俐,實在自嘆不如。
我想等下次再回台灣,這些小孩不知又有啥新鮮事。

第三篇-吃在台灣
這次老公趁出差,順便請了一星期的假,所以回台灣的第二天我們就回嘉義了。
每次回台灣總是事情一堆,不過玩還是首要的。只是得等 Weekend 大家才有空一起出遊。

台南擔仔麵
等待的日子,我們先去台南拜訪親戚,來到台南已經是中午時分,原本舅舅想帶我們去餐廳吃,但我們
卻想去那家在中山路的老店＂台南擔仔麵＂吃那久違的擔仔麵,可能是早了那麼一點點還有空位,老
公跟我都點了擔仔麵,果然就是那麼香,那麼好吃,欲罷不能再來一碗,我認為它的味道還是別家不能比
的,因前些年回去小姑的先生帶我們去另一家店吃,他說是擔仔麵的原始老店,但吃來吃去我還是覺的
這家老店更好吃。吃的同時還有日本觀光團來吃呢!日本人還真的是美食主義。

關廟麵
回來時帶了資料要去關廟買麵,雖然美國也賣有許許多多的台灣,香港麵條但因每次婆婆回來一定
帶一些關廟麵,覺得非常好吃,更聽說關廟的名產是麵條,也聽說麵條要日曬的最好吃,好不容易找到製
麵工廠,今天有個豔陽高照的天,因此在他們的大庭院曬了好多好多的麵條,這時還看到一家電視台來
採訪,他們說用曬的比用電爐去烘乾的還要好吃,因為關廟的天氣非常好,難怪他們的麵就是這麼好
吃。這麼有名。
我還想帶一些麵線回來,於是舅舅又帶我們去另一家他們常光顧的工廠,這家店的老板是第三代的接
班人,非常年輕,也很親切,當我眼光掃到＂豆簽＂時,他特別介紹他們的豆簽是用樹豆作的,跟他店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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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作的不一樣,它吃起來的口感佳又不會爛爛的,那就來一大包吧,舅舅告訴他我們是從美國回來專成
來買的,讓他有點小感動吧,於是不惜犧牲這趟沒啥賺頭的生意,送了我一包喬麥麵,讓我感動不已,回來
後我也吃了喬麥麵它真的口感不錯耶,等下次回去再去＂補貨。
回來後分送豆簽給朋友,他們都不知這是什麼東西,也沒吃過,經我那麼一指點,原來是要這樣煮來吃,
你吃過嗎 ?你是否也想買來吃看看呢?他們還可以用宅急便送呢 電話專線(06)5967891 協進長
壽製麵廠 。

人生旅途中

蕭貞淑

在人生的旅途上,有歡樂,有痛苦,有喜樂,有悲傷,這些都是我們
人生必需的經歷。
~~~~~悲傷~~~~~
前幾天的一個晚上,兒子突然接到一位同學告之一不幸的消息,
他的一位同學,因車禍不幸逝世了,這突如其來的消息讓人錯愕,難
過,車內還有一位他們的同學,也在這次不幸事件走了,就因為車速
過快,失控而造成無法挽救的不幸。
那個星期日兒子的同學齊聚我家準備一起去參加同學的告別式,
十幾個同學正當年輕力壯,正要開使打拼體驗這人生的歷程,而他
們的好友卻先走了,無緣與他們同歡樂,同經歷人生的路程,真讓人
心酸,據說他們都是獨子,也同時都是家中唯一接班人,如今卻因不
幸而讓白髮人送黑髮人,讓父母哭斷腸, 真是情何以堪。
我也常告誡兒子開車一定要小心,不要逞一時的快感而造成無法挽救的事.年輕的小孩總是喜歡開快
車而忽略危險處處在,小心喔年輕的小孩。
~~~~~~痛苦~~~~~
買菜是我每個星期必做的事,那天才上 Freeway 沒多久就開始塞車,更是迎面吹來大風沙,心想風
有那麼大嗎?就這樣車速慢慢前進,沒多久看到一部車四腳朝天,輪子還在轉動的躺在那兒,必是才發
生車禍,此時看到好多好心人趕緊把車停到路肩,跑去幫忙搶救,這一幕真的是觸目驚心,我也只能在心
中禱告這事件中的人平安無事.逃過一劫。
~~~~~~~喜樂~~~~~
大哥的兒子結婚多年一直想要個小孩,但總是做人不成,試了又試,媳婦非常努力從不放棄,嫂嫂也一
直禱告,祈求上帝的應允,去年突然接到嫂嫂打來電話報告了好消息,她說她一直祈禱,果真上帝應允了,
給她們家帶來大好消息,她也心甘的奉獻她的一點手藝-幫忙輪流教會的事工,值的一提的是嫂嫂是嫁
來我家才開始信奉上帝,她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此更盼望上帝能一直給他們家滿滿的愛與更多的
見證。
而這好消息也傳染了我家兄姐的家庭裡,接著是姐姐媳婦,也傳來好消息因為年輕人生完第一胎後,
不想把自己弄的很累,所以隔了幾年後的今日也報好消息,日前也生了一個好可愛的小女生,小女生更
得到她家人疼愛。再來是二哥的女兒,之前也因懷孕而折騰了一翻,這次終於也傳來好消息,不久前也
生了個壯壯的小壯丁.我想這應是她的好報應,
記得三年前回台時,就在我要回美的前二天,突然接到電話說二哥得了腸癌,當時我真的好震驚,事情
是------當時台灣正推廣檢查腸癌,二哥一直都懶得去做身體檢查,孝順的女兒拿回簡便檢驗的東西回
來給他爸爸,當送回後沒多久就接到通知須做進一步的檢查,才確知是腸癌,也因發現得早,得以早接受
治療,我都說他的命都是他女兒給救的,更感謝上帝的保佑讓他治療的過程非常順利.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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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的父親 & 平凡的爸爸

以文

每年父親節前夕，除了深深懷念愛我的父親外，還會想起我的高中英文老師，李
老師是個年輕漂亮的女老師，從高一進中山起，她便要求我們背誦著名的英文演講
詞、宣言、短詩等。其中背過一篇「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在生養兒女後便不時浮
現在腦海裡，除了尊敬麥克阿瑟將軍崇高的信仰與謙卑的智慧外，文中所揭示的美
德，更如遠星般，在濁流暗世中煦煦生輝。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李順長

譯

主啊！求祢塑造我的兒子， "Build me a son, O Lord,
使他夠堅強到能認識自己的軟弱；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夠勇敢到能面對懼怕；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在誠實的失敗中，毫不氣餒；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在勝利中，仍保持謙遜溫和。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懇求神塑造我的兒子， Build me a son
不至空有幻想而缺乏行動； whose wishes will not take the place of deeds;
引導他認識祢，同時又知道， a son who will know Thee…… and that
認識自己乃是真知識的基石。 to know himself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knowledge.
我祈禱， Lead him, I pray,
願祢引導他不求安逸、舒適， not in the path of ease and comfort,
相反的，經過壓力、艱難和挑戰， but under the stress and spur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

學習在風暴中挺身站立， Here,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學會憐恤那些在重壓之下失敗的人。 here let him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that fail.
求祢塑造我的兒子， Build me a son
心地清潔， whose heart will be clear,
目標遠大； whose goal will be high,
使他在指揮別人之前，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先懂得駕馭自己；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 men;
永不忘記過去的教訓， one who will reach into the future,
又能伸展入未來的理想。 yet never forget the past.
當他擁有以上的一切， And after all these things are his,
我還要祈求，賜他足夠的幽默感， add, I pray, 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
使他能認真嚴肅， 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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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致過分苛求自己。 ye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懇求神賜他謙卑， Give him humility,
使他永遠記牢， so that he may always remember
真偉大中的平凡， the simplicity of true greatness,
真智慧中的開明， the open mind of true wisdom
真勇力中的溫柔。 and the meekness of true strength.
如此，我這作父親的，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才敢低聲說：「我沒有虛度此生。」 whisper,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Dad’s Top Ten (父親的十大名言)

在漁人碼頭

紀念品商店
購得一塊
木匾，引人
會心一笑

蒼蠅頭

10. Ask Your Mother (問你媽去)
9. Because I Said So (我說了算)
8. You’re Not Going…And That’s Final!
(你不能去, 就這樣決定 )
7. 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
(錢不是從樹上長出來的)
6. When I Was Your Age…(我在你這年紀…)
5. You Call That Music? (你叫那是音樂?)
4. If Your Friends Jumped Off A Bridge,
Would You? (你朋友去跳河, 你也去跳?)
3. This Is Going To Hurt Me More Than You
(這事傷我更甚於對你的傷害)
2. You’ll Have Kids Of Your Own Someday
(有一天你會有自己的孩子).
1. I Love You. (我愛你)

蕭貞淑

那年回台,姪兒請我們去 KIKI 餐廳吃飯,這是一家四川菜,他點了一道蒼蠅頭,這是我從沒吃
過也沒聽過的一道菜,等上了菜才知道,原來是一道韭菜花。味道非常棒,它是名符其實的蒼蠅
頭,因為它的配料有豆鼓,看起來就像蒼蠅。
材料 1. 韭菜花切細 2. 絞肉 3. 豆鼓 4. 蒜末 5. 辣椒末 6. 香油
做法: 將肉炒熟後,放入豆鼓,辣椒末,蒜末炒香,即放入韭菜花,與調味的醬油酒同炒,起鍋前再
滴一點香油即可。

編者註: 上期台南肉圓， 有錯誤請糾正。
粘米粉 2 杯片栗粉 - 3 杯 若你比較喜歡吃軟一點的,可以將粘米粉改成 3 杯 片栗粉 2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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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來香感懷

陳莉莉寫於 2007 年母親節

沒有檀花的尊貴，也沒有玫瑰的嬌艷，能在夜裏散發香氣的夜來香，一直是我獨獨鍾情的花。
它那凝聚在空氣裏的香氣，曾陪我渡過年輕時無數練琴夜歸的日子，也常讓我無所懼怕地穿過許多
暗巷。
一直以為它是只屬於故鄉的花。沒想到，一個秋風徐來的午後，竟在林長老娘美麗的花園裏邂逅
久違了的夜來香，著實令我一陣驚喜。長老娘見我讚不絕口，熱情地開出支票，[妳喜歡夜來香
啊？我把它分根，新長出來時，就送妳一株]。幾個月來，念念不忘夜來香，沒有忘記她這份承
諾，但也不敢有太多的期待，因為拈花惹草是挺花時間的，而忙碌如她，長老的健康該才是她生活
最大的重心吧！轉眼，大半年過去了，忙著送兒子上大學，給女兒辦喜事，搬離遠山含笑的南谷也
喬遷至滾滾紅塵的北區，夜來香的香氣並沒有進入我新家門。忙碌之餘，甜蜜想起夜來香時，浮現
於腦海裏的是長老娘開心地分享她的花團錦簇，長老微笑地站在夜來香旁的 deck 上滿足地看著我
們，高興地與我打招呼。難忘那日美麗的回憶-而這溫馨的感受只因夜來香而來。
沒想到，母親節那天，我拿到了最喜愛的花-夜來香，心中真是無限地 [感動]這份情誼。想到人生
一年復一年地從春天到冬天，花開花落，四季年年隨著時光輪替，深深體驗到生命看似平凡，又
處處充滿驚喜。小心地將花置於前庭，享受著這份人與人之間小小的心意與親切的愛，熟悉的嫩葉
也讓我憶起了過逝多年的母親，一下子跌入屬於我們母女的時光隧道，眼眶也不自覺地溼潤起來。
母親是個花痴，愛種花也愛插花，年輕時蘭心蕙質，善於女紅，又巧奪天工，還曾拿到某種流派
的教師資格，可惜的是，她所有對美學的天份，都沒有遺傳給我們幾個姐妹。父親過逝時，我陪她
整理父親的遺物，為了沖淡她的難過，天南地北與她聊著，她神情落漠，有一搭沒一搭地回憶父親
生前種種。我了解母親，知道惟有花的話題才能再提起她的勁，便與她分享對夜來香的懷念與感
覺。我輕嘆著好希望時光倒流，再回到大學時代的台灣，那時治安良好，我夜晚下課回來，在巷口
徘徊聞著花香老半天都不害怕，總覺得夜來香的香氣會帶給我許多平安。一提到夜來香，母親眼睛
一亮，沒隔一下子，眼眶頓時紅了起來，與我快樂又傷感地回憶她的幸福青少年----那時外祖父在日
本房子前種植了好幾株夜來香，她與妹妹常在夏天的夜晚在夜來香前高興地吟唱著日本童謠，夜來
香陪著她快樂地成長，然而，好花不常開，好景亦不常在。18 歲那一年，無情的戰爭殘酷地炸毀了
她充滿香氣的日本房子，少女時代所編織的許多美麗的夢，也隨著夜來香的消逝而幻滅-----母親的
前塵往事像小說般地曲折動人，我常將它拍成黑白電影放在我腦海裏，一個人一幕一幕地放著，獨
自品嚐著上世紀特有的美麗與哀愁。或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母親過逝後不久，我竟夢見她手
捧夜來香含笑來到我面前, 告訴我人生最好的時候, 就是[現在]，叫我要用心活出此時每一刻的燦爛。
的確，時間是一條河流，逝者如斯。而人的一生，亦像是一次旅行，出發的同時，也在歸去。悲
喜無常的人生，並不是我們所能掌握的。惟有熱愛生活，活在當下，擁有充沛的能量，分享心靈的
喜悅，才能擴展幸福的視野，也才能瀟灑地走向未來。而[活在當下]是我在父母年邁之後才有的體
驗。父親生病不久，每年暑假我都回去陪伴母親照顧父親。好幾次坐在客廳陪他們看電視，看到兩
位老人家不知不覺沈睡在沙發上，前一分鐘話題尚未說完，他們已各自遁入夢鄉，畫面中有安慰
也有辛酸，不得不讓我坦然面對生命中年華終將老去的事實，也告訴自己：[幸福，稍縱即逝！現
在，就是最好的時候。]
生前，愛花的母親常要我帶她去看花展，在她過逝前的一個夏季悶熱午後，大雨將至而未下，天
空濃雲密佈。幸而母親午睡醒來，大雨已下過，天氣清爽許多，我帶她去剛開放不久的士林官邸賞
花，經過雨水的洗禮，花朵繽繽紛紛，十分嬌。我攙扶著母親，彼此心情都非常的愉快。她努力
地看著每一朵小花，最後駐足在有含苞待放，也有即將凋零的夜來香前許久，望著淡淡的小花，她
若有所思地講了幾句很有智慧的話，令我至今難忘。[心若沈靜，即使在白天也能聞到夜來香的清
香。]，[顏色愈艷麗的花，愈缺乏芬芳，人也是一樣，愈樸實單純的人，愈有內在的芳香。]母親說
這些話的話氣，是如此自然平靜，完全沒有感觸良多的喟嘆，也沒有飽經世事的豁然，她只是以我
意愛的夜來香來提醒我該怎麼活著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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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朵花從初初綻放的那刻開始，就已經勇敢面對凋零的命運。對它們而言，每一個[現在]，都
是最好的時候。沒有為昨日保留，也毋需等待明天，每一個現在都值得盡情釋放此刻的光采。上帝
會帶領我們走向明天，我們也要感謝衪賜予我們[現在]這份[禮物]。英文裏，present 可以譯為[禮物]
也可以譯為[現在]，這個簡單的英文字，巧妙地將[現在]與[禮物]結合在一起。在經歷了[子欲養而親
不在]之歎後，欲發感受到此刻及時的[付出與回饋]、[給予和感恩]，會讓自已的生命更豐富和優
美，也會讓這個社會更加祥和。
感謝長老娘為我所付出的心力與情意，讓我擁有這株清香宜人的夜來香，相信未來的日子有夜來
香相伴，我將夜夜香甜。也感謝逝去的歲月裏，母親撫育之恩，教導我在人生的旅途上，一路學習
如何心懷感恩與無吝的給予。

2007 台美教會主題
2007 Church Theme
切實相愛，復興教會
(彼得前書 4:8-10)
“ Love Each Other, Revive our Church＂(1 peter4:8-10)

教會活動
1. 6/29-7/1 全教會靈修會特與灣區另三間台灣人教會合辦在舊金山州立大學舉辦,請大
家踴躍報名, 並歡迎邀請親友參加,內容豐富,特從台灣邀請曾昌發牧師為講師。
2. 6/17 為慶祝父親節將舉行戶外禮拜.地點是教會旁邊的 Quito Park of Saratoga 公園.禮
拜後有 BBQ 烤肉,遊戲,球類運動. 請大家邀請親友參加.
3. 敬愛的賴弘專傳道及靜欣姐妹,近期將搬到 Virginia 州繼續攻讀博士學位。回顧他們
過去在咱教會的服侍,無論主日禮拜,在講台上傳達上帝的信息。 成人主日學對聖經的
講解,兒童主日學的講道,每月一次在家庭聚會的聖經導讀 ,以及在各團契 ,聖歌隊都能看
到他們的事奉。讓我們留下深刻的印象及好的模樣,對他們的離開,我們萬分不捨,但想
到在 Virginia,他們能受到更好的造就,更嚴謹的訓練,以便學成回台灣的神學院貢獻所學,
造就神所呼召的僕人。我們只好常為他們代禱,求神的帶領與祝福他們。同心團契訂
6/9 舉行歡送會。咱教會在日 6/10 中餐後為他們舉辦歡送會。
讀經禱告：星期三晚上的查經使徒行傳即將於 6/20 結束, 自 6/27 起將查考哥林多前書,
每星期一章,歡迎大家參加, 一起分享心得。
聖歌隊：您想用詩歌讚美神, 您對歌唱有興趣,或您有音樂的恩賜,聖歌隊期待您的加入,
共頌主名, 時間：週日 早晨 10 : 20。
兒童主日學: 8/6-8/10 咱教會將舉辦 VBS(兒童夏日聖經學校)。即日起開始報名,7/1 截
止。內容有聖經課程,遊戲,手工,唱歌,中午供應午餐.咱極需要教師,助教,餐點服務…等.
同時極需教師、助教、餐點服務等期待您的參與侍奉,請與董倫凱,干麗英聯絡。
同心團契： 每月兩次的聚會查經見證分享及各種活動。歡迎加入 friends@tapcsj.org。
英文部 英文部正在穩定中成長, 請為英文部各事工代禱。英文查經班每週二晚上在會
友家中舉行,歡迎參加。請聯絡 Danny Chen 或 Diego Chang
女宣團契：感謝大家對推動環保的支持,以及盡心、盡力，維護教會乾淨整潔。
聘牧委員會 聘牧工作正積極進行中,但願近期內能有進一步消息向大家報告。請為聘
牧事工代禱,求神呼召祂的僕人來牧養台美教會的會有。
傳道文字組：大家的心靈園地 --台美通訊,期待您的參予,開墾與維護。讓我們的
內容能更充實,更多元化,更能幫助我們靈命成長。講章、讀經心得、個
人見證、教會生活點滴 一切歡迎投稿。 下一期定於八月十二日出刊,
來稿請於八月五日前交張郁男長老，或寄 tapcsj@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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