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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久前我們才過了舊曆新年,不知大家可知道今天是幾號,或許我們都已不記得了,想來我們
來到美國,過不過舊曆年似乎都已不重要了,不像以前在台灣過年是非常重要的,不能拿紅包也要包
紅包,來到這兒卻非常平淡了.
舊曆年過後的一星期又有一個節日,不知在座的各位是否也過了? 那就是”情人節”.在台灣的時
候 . 不知有這節日 , 也不曾去注意 , 當然在婚前一定會交女朋友,但卻未曾記得有情人節這個節日,
來到美國後發覺這個節日在這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從前以為情人節好像只是情人之間的節日,來到美國才知道,這個情人節不只是情人的節日,而
是只要你覺得誰是你比較尊敬的,比較喜歡的,你就可以送他/她禮物,例如學生送老師情人節禮物,所
以這不只是情人之間互送禮物而已.不要以為夫妻結婚後就不用再過情人節了. 其實應該要更加疼
惜的過情人節.
記得多年前我曾看過一篇文章,這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真實的故事.
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情人節這個節日,在這個節日裡,無論是賣禮物,或是花店,總是生意興隆,當
我們住久了,也多多少少受到影響,一位從台灣來的 CEO,他的事業非常成功,有一次情人節,他想回
去跟他太太過一個甜蜜的情人節,但他的事業實在忙到沒空回去陪太太過情人節,不過起碼也得做
一件事就是送一份情人節禮物.
當時科技不像現在那麼方便,可以到網路商店買花,就有人將花送到指定的地方,當時他也是想請
人送,但是花還是得自己去選,因為他了解太太的心,知道太太喜歡那一種花,雖然無法回去陪她,但花
也一定要送到,至於你送什麼花,她一看就知道你有沒有誠意.於是他來到一家花店,當他進到店裡就
注意到一位白髮老先生也正在買花,有人是讓人一眼就無法忘了,因為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氣質,味道
而這白髮老人正是屬於在眾人之中讓人無法忘懷的人,他的特別的氣質引起他的注意.留下印象 , 隨
後他去選擇花 , 然後請花店的人在指定的時間將送花到他太太那兒.一切弄好後,隨後他又要回去繼
續忙他的工作了.
美國的花店許多都開在墓園旁,當他開著車要回辦公室時,突然看見那位在花店遇到的老先生手
中拿著花束,走進墓園內,突然讓他驚醒,心想他拿這那束花到墓園做什麼? 原本要回去的他,改變主
意,跟隨他想知道他要去那兒,沒多久老先生來到一個小小的墓碑前,將墓前清掃乾淨,再將花束放在
墓前,口中念念有詞,他一直覺得這位老先生非常有氣質,很想接近他了解他,於是將車停下來,他心裡
有數,當他下車來到這位老先生的面前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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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在花店看到你買這束花 ,你將它放在這兒,請問墓中人是----?”
“是我太太,以前我在拼事業, 非常忙碌一直都沒能照顧到我太太,現在我事業 有成,但她卻
已離開我了” 老先生回說
“那你現在再跟她說什麼?”
“有許多許多話在以前都沒跟她說,現在她不在了,我總得跟她說說.”老先生這時把滿腹的話
都說出來.
CEO 聽了後突然清醒過來, 是啊!在人生有機會時, 你不會去珍惜, 一晃眼就過, 就如潑出去的
水難收覆, 說出去的話也收不回來,失去的機會抓不回來, 今天我們來想看看,有些夫妻在一起卻不
曾去珍惜,當有一天其中一個不在了,耳邊沒有人嘮叨了,你才懊悔當初為何不對他/她好一些呢?!關
心些呢?!!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於是這位 CEO 再次回到花店問:
“我剛剛買的花呢?”
“ 因為我們正忙著,等一下我們會送”
“ 不用了,我自己送就好了”
真的該做的時候就要趕快去做,別讓機會溜走,再來懊悔,怨嘆當初我若這樣,.我若那樣就好了,
那些都已是過去式了,已經是抓不回來了,真的在世間有許多抓不回來的事情,撿不回來的愛,所以心
很痛悔,彌補不回來.
今天要與大家來分享的是詩篇 90 篇,每當我在閱讀這詩篇時,我常想到我父母.,人生有些事常常
是來不及做,尤其是我自己.我的母親在我念大學時就蒙主恩召享年 41 歲,也就是在母親節過沒多久
就走了,那真的是椎心之痛,這已是三十幾年前的事了,當時每到母親節時,一聽到母親節的歌,就傷心
的無法自拔,只是人總是健忘的,三十幾年後的現在,讓我覺得人是軟弱的,我竟已漸漸淡忘這件事了.
有些事是來不及的,在我年少時並不是一個很孝順的小孩,一個十幾二十幾歲的人那懂得孝順?
直到現在自己為人父母才知”來不及”,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是當還來得及的時候要趕快做,別等它溜
走了,再來說風涼話,再好聽的話都沒用了,”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不在”在他們還活著的時
候就去孝順,該愛的時候也要在活著的時候去愛,別等他們走了,再來說:早知我就要這樣那樣,若是他
們再回來,我相信這些事還是會重演,要改一定要趁現在.
詩篇 90 篇是所有的詩篇 150 篇裡最早的詩篇,也是摩西所寫的,這篇詩篇大約在主前 1451 年,
差不多是 3500 年前所寫的,這裡稱摩西是神人摩西,也是神人摩西寫的一 篇祈禱文,對上帝說主阿你
在我的中間,他談到人生,這篇是談到人生,他說人生很快,很短,有一段他談到人生是苦的,人生為何
會如此快?如此短?在我年輕的時候,我一直希望我能快快 18 歲,,我永遠都記得這個期望,能夠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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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能夠早日離家上大學,因為媽媽管教太嚴了,只要長大了就不用聽媽媽的嘮叨,然而現在想聽也
聽不到了,一 轉眼已是 60 歲了,也就是不知轉了幾個 18 個年頭了,二個小孩也結婚了.
時間過的真快,日子是如何過的渾然不知,看到這人生,詩篇裡他形容”眼中千年如一日就像過去
了的昨日,像夜裡的一更”一更是二小時,一更很快就過了,他形容就像”洪水一般把我們沖走”,好在我
們從沒遇過,否則水火無情,馬上就什麼也沒有了,就像”我們的生命短暫如夢”睡一覺醒來那麼快,也
不知是否睡了,就像”早晨發芽生長的草,生長茂盛,夜裡枯乾”這是形容在以色列的曠野裡,有一些草
非常奇怪,這些草當日生長,到了夜晚就乾枯,它們的生命都非常短暫,其實在我們的生物裡的蜉蝣,它
們的生命都很短,而我們的生命也是短暫的,不知何時,頭髮變白了,眼睛看不清楚了,走路不順遂了,
手舉不起來了,什麼毛病都來了,人生就是這樣,但是我感謝主,我們屬於主的,我們一定要了解, “外
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一定要感謝主.
人生有如這滴水,你一滴,我一滴,若在你未信主前,你將它滴在這兒,等一下吃飽飯後再來,這滴
水就乾了,人生就是這樣,但是信主的人是如何呢?將一滴水滴在大海裡,你在它裡面,它在你裡面,有
如那首歌”你泥中有我,我泥中有你”這滴水就像永恆的連接起來,我們的人生也能與上帝連接起來,
就是這滴水,這滴沒用的馬上會乾的水,我們若自己走自己的人生,很快就消失,但是我們若將這滴水
放在上帝永遠的大海裡,你永遠不會乾,你永遠都在,因為你參與在永遠的裡面,我們真的要感謝,當我
了解這些後,我真的充滿了感謝的心,像我如此不配的人,居然能參與在上帝裡面這是多麼寶貝.
其實上帝給我們的時間非常公平,每人都有 24 小時,無論你是博士,還是富人,也都只有 24 小時,
如何公平呢?我們想看看,年輕的時候,你的體力非常好,有的是時間,想出去玩沒錢,只好努力賺錢,到
了中年錢是賺到了,雖然還有體力,但是沒時間,,等到老了,有閒有錢,卻是沒體力,所以這三項,有錢,有
閒,有體力,年少有體力沒錢,中年有錢沒閒,老年有錢沒體力,真的非常公平,那該如何,所以我們一定
要了解什麼是有的,不能只看什麼是你沒有的,你要在你有的裡面好好了解上帝的心意來走我們人
生的道路.
這裡摩西用快,短來形容人生,在詩篇 39 篇若你們有讀到,大衛王也是如此形容人生,他說人生窄
如手掌也就是人生苦短,我們若看新約雅各,他是何形容人生呢?他說就像一早出去看到雲,霧,然而當
太陽出來了,雲散霧也散了,現在你在,或許等一下你就不在了,之前我在基督徒會堂, 每年的長青團
契都會邀我去講道,每個人都習慣自己的位子,每當看到有位子空時,我都不敢問,你知道嗎? 今天
在,或許明天就不在,今年在,或許明年就不在,這都不敢隨便問的,萬一問了真的不在,心裡更難過,下
星期也有一位要邀請我去做追思禮拜,那位太太告訴我說她先生過世,兒子無法接受面對,是啊!人就
是這樣,今天在明天就不在,難過是難免的,但是我們屬主的人要常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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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生有如搭普通車,每一站都要停,火車停時有人下車,有人上車,有如我的孫子出世,我家
有人上車,每人都非常高興,上車你很高興,但是,下車呢?你們每家都會有人上車,有人下車,不要只是
上車高興,也或許你只看到別人下車,有一天你也要下車的,我也要下車,這就是人生,你一定要了解,
知道這情形,人生有如一個三角型,這個三角型是三件事,一件是信仰,你的信仰是什麼,一件是家庭,
你的家庭有顧好嗎? 另一 件是工作,你的工作事業有做好嗎?,這三件形成一個三角型,請問各位什麼
是最早沒有的,基本條件是在長壽的情形下,若是短命就難說了,請問是什麼最早沒有,是信仰?是家庭?
或是工作?應該是事業最早失掉,但不幸,我們居住在矽谷每個人都非常努力,努力不是不好,但是我們
的打拼沒將上帝放在第一位時,打拼到犧牲信仰沒空上教會,家庭沒空照顧,最後本末倒置,我們沒想
到最重要的是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你這滴水若沒滴到大海裡,你讓它自己乾掉,不知它的利害關係就
是忽視了信仰,忽視家庭,到時我們抓到的只是空氣而已,那些都是空的,在此我們強調的是,若要抓住,
就要面對人生的苦.
剛我們說到短,快,又說到苦,為何說到苦, 說到苦就說到罪,因為人的罪,我們若不跟上帝親近,那
我們都是活在罪內,我們不知自己做錯了,自己疏忽,有時說謊,有時說錯話,就這樣累積在裡面,也不
自覺,與上帝越離越遠,說到罪,上帝就生氣憤怒,因為上帝是聖潔的,祂無法忍受有罪的人與祂接近.
所以“我們若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
我這滴水憑什麼進入大海,只要我承認我錯了,我有虧歉,感謝主耶穌基督洗清我的罪,讓我這滴水能
進入上帝的大海內,讓我得救,讓我能參與在裡面,免去罪的問題,所以我的苦遭釋放了,我們看到其它
的信仰更是強調,提到人生的苦,人生的空就沒有了,接著是你自己去收拾,你自己能做到嗎? 不可能
的,無論你多高多大,你可以抱起別人,但你卻無法抱起自己,也就是我們要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是不可
能,一定要依靠上帝,所以我們能進入上帝的大海裡,倚靠上帝就能免去這些罪,空,苦.
這裡提到在我們的一生可以活到 70 歲,若許 80 歲這是在他們那個時代,如今醫學發達要活到
100 多歲大有人在,這裡的重點是我雖然活到 70,80 歲,拿出來說的都是勞苦愁煩,這是什麼意思,就是
一些老的人,什麼是老的人?就是常提起往事人,他們總是會說當初我來美國時有多苦,身上只有 20
元,--------想炫耀的都只提辛苦事,不會炫耀他小時候有多富有,從沒苦過,所說的都是勞苦愁煩的事,
然而時間飛快,話說 18 歲,一轉眼已 60 歲了,前面已空了,如今我爸爸過世了,媽媽也蒙主恩昭,接著這
棒子已交到我手上了,我沒兄長,接下來就輪到我了,沒關係,總有一天我們會來見上帝,只是在這段時
間裡,我們將如何過才是最重要,我們要求上帝指示我們如何算自己的日子,如何算呢?我們自己不會
算,除非得到智慧的心,或許有人會不服,因為台灣人都非常聰明,英文不一定好,但數學都非常好,;最
會算,在此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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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5 年的 12 月 27 日這是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真實發生的事：
有位律師事業平平,而這位律師在當時做了一件事,讓他因而出名.
在 1965 的時候,有一天一位老太太來到他的 Office 找他諮詢,這位老太太當時已是 90 歲的高齡
了,她有滿肚子的嘮騷對律師說:
“人生沒什麼意思,先生不在,子女也不在.什麼都沒有,連親戚朋友也沒有.”
“ 那你有什麼?” 律師問道
“ 我只有一棟房子,還有政府每月給 300 多元的補助,但這 300 多元卻實在不夠花” 老太太說著.
當年 47 歲聰明的律師腦筋一轉,問道:你家在那兒? 老太太告訴律師後經他一算,這房子至少也
值幾萬元,於是律師馬上問老太太
“那你一個月需要多少錢才夠花?”
“至少也要多 500 元才夠花”
“這樣好了,我每個月給你 500 元,”
“你為何要對我這麼好?”
“我們來打一份契約,每月給你 500 元,但在你過世後你要將你的房子送給我, 好嗎?”
因為怎麼算律師都有勝算,假若是老太太活到 100 歲那也只花他 6 萬元而已,所以他還是賺到
了,老太太聽了他的條件後,覺得這主意不錯,就答應,也簽了約.
從此以後律師風雨無阻的,每月初一定親自把 500 元送到老太太手中,律師也因這機緣常跟老太
太聊天,感情越來越好,時間久了,律師一到屋內,就開始盤算如何佈置他未來的家,
一年過了,三年過了,十年過了,律師 57 歲,老太太 100 歲,但老太太依就健在,20 年過了律師 67
歲,老太太 110 歲,接著又過了 10 年,律師 77 歲,老太太 120 歲,1995 年這年律師生病了,醫生宣佈沒
救了,老太太來到急診室看他,牽著他的手說:謝謝你這 30 年來對我照顧,雖然我的房子,你一直沒能
得到,但感謝上帝派你這位在我生命中的天使來照顧我,謝謝你!!沒多久律師在 1995 年 12 月 27 日
去世,享年 77 歲.3 年後我在報上看到這位老太太去世的消息,享年 123 歲.
你說你會算,大家都會算,你聰明,大家也聰明,但是我們想看看,你會算世間的事,難道你會比上
帝更會算嗎?意思說你的算若沒把上帝的算放在裡面,一定要這樣要那樣,那都不可能的,所以要求上
帝來教我們如何算我們的日子,不要只顧眼前的,眼前的不一定有幫助,真的對我們生命有幫助的,是
我們看不到的東西.
箴言說,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什麼是敬畏耶和華,就是你心裡有上帝,有些事你就不敢做,
你敬畏耶和華走這道路你就有智慧,今天我碰到一位 93 歲的老先生,他告訴我他很笨什麼都不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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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他,你並不笨,因你信奉上帝,這是最起碼的事,這是你走進智慧的開始.何況你已走了 90 幾年了,
上帝不會製造笨人,我們不用謙卑到自卑,認識上帝就是有智慧的走這條道路,看上帝如何引導我們.
所以這裡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依靠上帝,上帝會指導我們走智慧的道路,只要一路走下去,這一世
我們就能很快樂很喜樂,但這意思並不是說看我們得到多少的快樂喜樂,並非如我得到孫子就高興,
得到多少錢財就高興,找到工作就高興,並不是只看到”得”,這是愚蠢的做法,我希望我們做為一位基
督徒,一定要了解,不要只知道”得”也要”施”,才能一輩子快樂很喜樂.「有得必有施」,我們這一生中
一直在”得”從小就開始”得”你看雅各,一出世就知道”抓”,就如每個小孩一出世都會”得”. 到現在若
我們不知「施比受更有福」,那我們這輩子一定不會快樂,我們要知道一生歡呼快樂,為何會有喜樂,
就是我們手要放出來,來接收上帝的福氣,你若不打開你的手,那麼上帝的福氣你得不到,不管你放在
那兒,都不能緊抓不放,否則福氣將會擦身而過,當你放多少,你就得多少,放越多得越多,你要了解上
帝的心意,這兒告訴我們上帝的作為,上帝來幫助我們看到祂的作為,可以經歷在祂的大海裡,每一步
的道路上有祂的引導,所以我可以看到以後我所做的工都經歷過祂.
感謝上帝,透過這段時間在上帝面前的禱告,我越來越清楚以後我要如何走未來的道路,我目前
有機會在眾教會中間傳道,我們的機構所做的是在訓練的事工,若教會有需要,我們也可以教授有效
的讀經方法,如何查經,或是夫妻之間,各方面我們都有課程教授,我也常出國到各地教授,2 月底我將
遠行一個月,雖然到外面教課非常辛苦,有時從早上 6 點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 10 點,整天下來非常累,
每星期都會到不同的地方教課.我要到四個地方教課,所以在這段時間看不到我時,也請你們在禱告
中紀念我,聖經說：“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要記得為我禱告,
讓我們一起參與在上帝的事工內,我們若能習慣大家一起扶持,一起禱告,那我在前面做的工,在後面
的你們也一定能得到上帝的賞賜.
大家了解這人生不只是在山下嘆息, 為何時間
過的這麼快,這是沒用的,與其埋怨黑暗,不如點根蠟
燭,別只想為何天這麼黑,乾脆點根蠟燭,做些積極的
事,不要只在那兒埋怨人生,人生的日子要埋怨的是
埋怨不完的,不如做些積極的事大家參與祈禱,多讀
些聖經,為上帝的國一起來打拼,求主保守我們讀這
段聖經後能得到智慧,可以真正了解上帝在我們每個
人之中的誠意.求主幫助我 們每個人.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P6~

TAPC Newsletter -February 2008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主裏平安。謝謝您們對我的関心和支持。
我即將於二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期間，代表聖言資源中心，外出作培訓教導的事工，預
定要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各有一個禮拜的密集聖經課程，包括每天早上六點的晨更教導，以及晚
上的培靈信息。根據去年的經驗，這實在是超過我個人體力和精力的負擔，但是我相信靠著那加
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愿意全力以赴，希望您們能夠記得常常為我祈禱。因為，撒母耳記上
三十章 24 節提到：“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希望您們能在我的
事工上有份參與。更願 上帝賜福與您們。
主僕 陳振鴻 敬上
人生不能重來，凡事不要等待，
心門若能打開，聖靈與你同在，
查經明白真理，事奉鍊造能耐，
活動使你開懷，快來感受主愛。

愛心澆灌
家與
教會
必得成長

Iris

教會活動預告：
＊三月份---由陳莉莉姐妹開辦的媽媽教室，3/7 開始上課，內容包括古典音樂欣賞、合唱、烹
飪、國畫、手工藝，歡迎您帶朋友來參加，尚有名額，請速報名($50)。
＊三月份---同心團契於 3/8,3/22 有聯誼聚餐，並討論傳福音時遇到的難題(難以回答的問題)及解
決之道，四月份聚會日期為 4/5,4/19，地點詳見每週週報，或洽吳修明會長。
＊三月份---長青團契於三月底有聯誼聚餐， 歡迎長輩參加、晚輩幫忙，時間地點詳見週報。
＊四月份---4/8 Ester Sunday 復活節讚美禮拜。
＊四月份---4/14 教會清潔日，歡迎大家一起來捲起袖子，大掃除。
＊四月份---五月份母親節擬舉辦靜態懷舊照片展，請於四月底前找出“我的母親”或“母親與我”主題
的老照片(貼在抽取式面紙空盒四面)，獲選最古老及最感人者有獎，歡迎長輩提供照
片參展，兒童也可參加。詳情請洽鄭以文。
＊感謝您支持環保午餐，我們只有一個上帝賜予的地球，請繼續愛護它，少用免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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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禮拜講道】

正月初一日

林瑞隆牧師
2008/2/7

聖經：創世記 8:13~19 (和合 P.8, 現中 p.9, 台漢 P.7)
哥林多後書 5:16~17 (和合 p.252, 現中 p.277, 台漢 p.206)
啟應：第 19 篇
聖詩：62A、382、383、509
今天是舊曆年的正月初一日，首先在這新春時刻恭喜大家跨過了「年」這個關口的考驗，邁
入新的一年；也藉此機會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裡多得上帝所賜力量繼續向前走，又有生命的豐盛
收穫。
春節不只是一個節日或節慶，在文化上，節慶除了帶來歡樂的氣氛之外，更具有生命禮俗的
啟示意義。跨過一年，表示一種成長過程中的成就，值得慶賀。盼望大家也藉此機會學習和生命
意義密切相關的功課。

一． 一個新的開始
今天選讀的《創世記》經文，記載的是挪亞時代「洪水事件」完全過後的第一天，也是猶太
曆法的第一天，是大地重新開始的一日。
在世界文化史上，「洪水事件」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許多民族的神話故事、傳說、或歷史文
件都記載著人的洪水經驗。實際上，水是生命的來源，也是維繫生命的一個重要因素。絕大多數
民族的源起或居住地，都和水有密切關係，當然也很容易產生洪水經驗。然則，聖經作者對「洪
水」事件有一種特別的信仰解釋。根據《彼得前書》3:21，挪亞的「洪水」事件是上帝清洗人間
罪惡的行動，具有「潔淨」的深層意義，是大地接受上帝洗禮的一個事件。
聖經作者讓我們知道上帝藉著洪水「毀滅」世上的罪惡，也藉著洪水「清洗」被罪惡污染的
世界。罪惡被毀滅，同時被清洗過後的世界，面對的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正月一日」象徵舊
時代、舊生命、舊世界的結束，以及新時代、新生命、和新世界的開始。每年的這一日也是一個
提醒，讓人知道要常常去舊更新，特別是生命歷程中的反省與檢討，這樣也才能讓內在生命進
步。
其實，生命成長過程中，人常常會犯錯，因此西方人有「試誤」(trial & error) 這樣的觀念，
鼓勵人不要怕嘗試錯誤，只要懂得反省與檢討，就可以在錯誤中學習到怎樣做才是正確的。許多
偉大的發現或知識，也都在不斷重新開始的步驟中得到結果。
上帝創造的人類因為違抗上帝的旨意，遠離上帝而偏行己路，終致惡貫滿盈，「洪水故事」
則告訴我們：上帝用洪水來沖刷、洗淨人的世界，卻不完全毀滅它，而允許留下餘種讓人類能夠
重新開始，這是上帝的憐憫。

二． 走出方舟
挪亞一家人是上帝恩典揀選存留之舊人類的餘種，他們在方舟內過的是受保護與受侷限的生
活，不是一般正常的生活。四十晝夜的水災過後，他們必須從新開始一般正常的生活，走出方
舟，腳踏大地，在一片清洗過的地土上過活。
《創世記》作者明說挪亞是上帝眼中的義人。(6:9, 7:1) 洪水之前，他和他的家人走進方舟避
難的舉動是上帝吩咐的，洪水之後，他們全家走出方舟也是上帝吩咐的。從挪亞身上，我們學習
得知義人的特色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走在祂所吩咐當走的道上。走出方舟，不再侷限於狹窄的
生活空間，也不再完全依賴上帝的絕對保護，讓人有更多自由自主的活動空間，這似乎是耶和華
上帝對待人的美好旨意。現代有些基督信徒十分滿足於方舟內受保護的生活 (雖然也有其必要)，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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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躲在宗教信仰的保護下跟這世界完全隔離是一件美好的事，然則上帝的旨意可能更想讓人學
習挪亞一家人那樣，走出方舟行在大地上成為走義路的榜樣，宣揚上帝的愛與拯救。
我們也可以從上帝對挪亞說的話裡面，知道上帝的創造旨意和祂的話語是一貫的、不變更、
或可以任意扭曲的，走出方舟的吩咐更是上帝的創造旨意的貫徹。因此，上帝重申祂的旨意乃是
要他們全家以及受保存的所有生物全都走出方舟繼續繁衍，而且「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興
旺。」(創 8:17) 因為這本就是上帝的「創造」旨意 (參考創 1:28)。
然而，人的罪性卻叫人常常做出違抗上帝旨意的事，例如伊甸園裡的亞當、夏娃。《創世
記》第十一章 1~9 節所記「巴別塔」的故事也告訴我們：當時人們合力建造通天高塔的動機有
二：一是為了傳揚人類的名 (不是上帝的名)，二是為了免於分散在全地上 (明顯與上帝要人分佈
在全地的旨意相對抗)。巴別塔的故事再度顯示：人常常與上帝對抗，喜歡自主做違背上帝旨意的
事。然則，這卻是人必須面對及處理的「罪性」。

三．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人因罪的緣故容易犯錯，必須常常自我反省、檢討、悔改，然而也因「罪」已經牢牢成為人
性的一部分，反省、檢討、與悔改的功夫常常缺乏實質功效。如果要獲得真正的功效，則有待整
個生命的改變才有希望。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經文裡的教導，指出了基督徒生命的改變與重要
特色：信徒必須追求在基督裡的生命，因為生命在基督裡將被更新、變化，獲得徹底的改變。
在基督裡的生命也就是委身於基督的生命，是讓基督的靈來帶領與管理的生命 (羅馬書
8:9~11)，更是以基督的心為心的生命 (腓立比書 2:5)。人的罪性與舊生命受肉體的惡律轄制，但
在基督裡的生命是被更換過的新生命，「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 (林後 5:17)。
從肉體或「外在的人」的層面看，新生命實際上是舊生命的延續，無可避免必定越來越老化
而終致死亡；但從靈性或精神的層面看，則「內在的人」可以在質的方面更新，甚至越來越新，
與以前的生命截然不同，而有新、舊生命的區別。生命在基督裡，就是脫離罪與肉體的律的轄
制，讓基督與聖靈的律開始掌管，從新展開生命的朝聖之旅。這也是信徒所要追求的生命。

結語：
感謝上帝讓我們比別的民族多出一個「過新年」的機會，也多擁有一次做自我反省與檢討
的機會。盼望大家好好把握與利用這個機會，趕快再一次調整可能踏錯的腳步，讓正月初一日成
為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受祝福之日。

人物介紹: 蘇惠蘭姐妹
惠蘭姐妹在我的印像中似乎有些模糊,那天惠美長老娘帶她
過來問我蝴蝶谷的地圖,她還記得我的名字,而我卻有些心虛的,對
她沒有很深的印像之後再次在婦女祈禱會又碰到她,原來她也是
早期就是台美的會友了.
她是在 20 年前移民來美,育有一子一女,現已是進級到年輕的”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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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查經 之樂

蘇惠蘭

來美多年，進出教會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也聽過很多牧師講道，有一次，牧師在講道中提
到「彼得軟弱，三次不認主」，當時的感覺是，彼得為什麼三次不認主？彼得是怎麼軟弱？即使
軟弱，跟他三次不認主又有甚麼關係？
而當耶穌第一次預言自己將遭殺害後，彼得把 祂拉到一邊，勸阻 祂不要再說了，耶穌轉身
看了一下門徒們，然後責備彼得說：「撒旦，走開! 你所想的不是上帝的意思，而是人的意
思」。 撒旦?
一連串的問題？疑惑？不斷困擾著我，同時問題一直在腦海中徘徊，直到最近教會倡導讀
經，查經，又掀起了一顆探討的心，首先讓我們來了解一下，
耶穌與彼得的關係：
一天，當耶穌來到革尼撒湖邊，當 祂佈完道後，叫漁夫西門把船划到深水區去撒網，並對
他說今天你必有大收穫。然而漁夫西門昨天通宵達旦，也全無所獲，沮喪之餘，只好勉強再撒網
一次，不一會兒功夫，結果，兩條船上都裝滿了魚，數量之多簡直把小船壓得都快沉下去了。
漁夫西門見狀，驚訝異常，立刻跪下說：「主啊，請離開我這個罪人吧!」可是耶穌不但沒
離開他反而收他為門徒，於是漁夫西門就成為耶穌的第一個門徒，是門徒中的第一大弟子，意義
非凡，自然就有一股大俠豪邁之氣，後來包括漁夫西門的弟弟安得烈‧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
翰，四人撇下一切都跟隨耶穌。他們便是耶穌最早召選的四個門徒。
耶穌把漁夫西門改名叫彼得（磐石之意），並說：「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立在這磐
石之上，陰間的權柄不能勝過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
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就這樣，耶穌一邊佈道一邊召選了一批門徒，他把他們帶到山上，從中挑選了十二個人，要
他們與他常在一起，並派他們去傳教，給他們趕鬼的權柄。了解完了耶穌與彼得的關係後，再來
看看馬太福音第十六章
馬太 16:21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 祂必須上耶路撒冷去，受長老，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殺第三
日復活。
馬太 16:22
彼得就拉著 祂勸祂說；「主啊，萬不可如此，這事必不臨到你身上」。
馬太 16:23
耶穌轉過頭來對彼得說；「撒旦，退我後邊去吧！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不體貼神的意思，只
體貼人的意思」
讀到這裡問題來了，感覺上，難不成此時的彼得是被魔鬼附身，為什麼有「撒旦」這兩個字
眼，後來經查，其實那只是耶穌罵彼得，只為肉體着想而不為道着想，只為人想而不為神着想。
再來看馬可福音十四章
馬可 14:30
耶穌對彼得說；「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夜裏雞叫兩遍以先，你要三次不認我」，當我讀到這節
經文時，「你要三次不認我」，本以為是耶穌命令彼得要三次不要認 祂，照理說既然是耶穌命
令的，那麼彼得不認 祂，也該無可厚非吧！不是嗎?
再看馬可 14:31
彼得還極力的説「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不能不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説，
然而經查原文 Mark14:30 “I tell you the truth,” Jesus answered,
“today-yes, tonight-before the rooster crows twice,
you yourself will disown me three times.”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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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區別是你將會三次不認我，語句帶有預測預言的意思，也就是說耶穌預先知道，耶穌與彼
得之間，即將發生的事。
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對門徒們說，「孩子們，我與你們在一起的時間不多了。」彼得問耶
穌：「主啊 ! 你要去何處？」耶穌說：「我要去的地方，你現在不能跟我去，但以後你會跟我
去的。」又說，「你們都會離棄我，因為經上記載：『上帝要擊殺牧人，羊群就分散。』但我復
活後，要比你們先到加利利去。」
彼得說：「即使別人都離棄你，我決不離棄你!為了你我捨命也在所不惜」。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今晚雞叫兩次以前，你將會三次不認我。」
彼得就憑著他的一股豪邁、他對耶穌的忠心、他的自信，他自大誇口的說：「就是我必須與
你同死，也不會不承認我不認識你」，結果，當耶穌被抓時，所有的門徒都離開 祂，逃跑了。
彼得也不例外，捉拿耶穌的人把 祂帶到大祭司亞法的府邸，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
祭司府邸院內，混在警衛中烤火取暖，這時，大祭司的婢女走過來，她見彼得在烤火，就盯著
他，然後說：「你跟拿撒勒的耶穌是一夥的。」彼得不承認說：「我不知道，也我不明白你說的
是什麼。」說著他就走開了，就在此時，雞叫了。
一會兒，那婢女又看見他，對站在旁邊的人說：「他是他們一夥的。」
彼得又不承認，並且發誓說：「我根本不認識那個人!」
又過了一會，那個站在婢女旁邊的人走上前來，對彼得說：「你確實與他們一夥，你的加利
利口音使你露出馬腳」彼得再次發重誓說：「我不認識你們所講的那個人，如果我說的不是實
話，上帝會懲罰我」，就在此時，雞第二次叫了。
彼得想起耶穌對他說過的話與自己的言行，所作所為，違背了良心，已往那股豪情，自信，
忠心，勇敢，一顆虔誠愛耶穌的心，在此時此刻的他，完完全全崩潰得蕩然無存，不覺間悲從中
來，忍不住號啕痛哭，彼得的軟弱顯現無疑。
由以上的幾節經文中，我不但看到彼得的軟弱也看到了耶穌的三大預言:
1. 彼得三次不認主 2. 耶穌受難 3. 耶穌復活
同時我更看到了禱告的重要，原來主早就知道，那天夜間要臨到 祂和門徒身上的事，所以
帶著他們，一同進到客西馬尼園去禱告，可惜門徒不能和他們的主一同儆醒禱告，耶穌來到門徒
那裏，看他們都睡著了，就對彼得說：『怎麼樣，你們不能同我儆醒片時麼？總要儆醒禱告，免
得入了迷惑。』而彼得那天夜間也沒有儆醒禱告，因此當試探臨到，仇敵攻擊的時候，他便立刻
失敗跌倒了。
親愛的朋友，看看我們自己本身，事實上也不是個聖人，不如意之事十
之八九，軟弱之事在所難免，而禱告本是基督徒得著恩典和能力的祕訣，禱
告是與神接觸的時刻，是屬靈的寶劍，是抵抗仇敵試探的武器，在日常生活
中養成凡事禱告，在危機中要儆醒禱告，不但能使冷淡變為火熱，使膽怯成
為勇敢，軟弱轉為剛強，以免遇見環境的試探或仇敵攻擊時，因而失敗，彼
得就是如此，請牢記主的話，「儆醒禱告」願與大家共勉之。

編輯註：因聖經版本不同，文內提及四福音書中相關之章節，請讀者參考比對自有的聖經
內容。另外，提供以下網站助您讀經更精進。

信望愛查經專輯:
http://bible.fhl.net/studyhowto/main.html
華人基督徒網路資源:
http://www.ccim.org/NetRes/index.html
我們的網站:
http://www.oursweb.net/
台語信望愛:
http://taigi.fhl.net/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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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弘專於 Union-PSCE 博士班進修 2008 年初感恩代禱信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師長平安：
轉眼間，新的一年已迎向我們，在此先向各位問安，祝各位在新的一年有嶄新
的心情與主同行。在上學期繁重的課業結束之際，終於有機會提筆向各位分享這幾
個月來經歷的種種，心情十分愉快。在去年六月底，自靜欣與我離開加州，踏上前
往美國東岸維吉尼亞州的旅途，便有馬不停蹄的感受。由加州柏克萊的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轉校到維吉尼亞州 Richmond 市的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Presbyterian School of Christian Education（簡稱 Union-PSCE），著實是很大的轉
變，無論在地理、人文、學校風氣上，都需要重新適應。但感謝在台灣、在美國的
弟兄姐妹，透過代禱與金錢上的資助，使我們能心無旁鶩地投入這個環境，對於您
的關心，我們心存感激，對於持續伸出援手的教會與母校，除了感恩，也深深體會
到對這背後的期許，但願自己所學習的，能夠在未來幫助建造上帝的國度。
Union-PSCE 是屬於美國長老教會的神學院，從名字就可得知，這是一所以培
育傳道者和基督教教育者為宗旨的學校，對於博士生，也要求能夠兼備研究與教導
的能力。上學期我共修了兩門課，一門是新約希臘文選讀，這門課培養學生閱讀較
難的新約篇章（路加著作、保羅書信、彼得前書），並研讀七十士譯本（舊約聖經
的希臘文譯本），這不僅使我體會到希臘文文體的豐富多變，也幫助我進入七十士
譯本的世界，畢竟對於舊約研究者來說，比較舊約希伯來文抄本與七十士譯本是做
釋義研究前最根本的工夫。另外一門課是當代舊約議題與方法研討課，在這門課
中，我們討論自十七世紀以來舊約研究所牽涉到的種種議題，從摩西五經的演變歷
史，到以色列宗教的本質、如何理解先知文學、智慧書在舊約神學中的定位等等。
在與老師、同學的切磋中，我的眼界被打開，以前一些習以為常的假設，也受到挑
戰，看到更複雜的一面，原來，舊約聖經所呈現的視野是如此豐富，也有許多未解
的議題，是留待學者去處理、探討、甚至爭論的。最震撼我的，是關於「舊約神
學」方法上的討論：究竟當代的舊約神學要如何建構？是單純重述舊約中以色列人
所經歷的上帝之「拯救歷史」？是從舊約的正典架構著手，從正典各部份的對話、
張力中，洞察上帝與人類、世界間的種種可能關係？或者，應該讓舊約與當代世界
的現實、學科、世界觀展開對話，讓舊約成為神學建構過程中的夥伴？這林林總總
的問題，敲著我的心房，也讓我思考在台灣教會、社會的未來中，舊約學者可以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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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要特別表達對許多教會及個別兄姐的感謝，由於您們的奉獻，我們在
2007 學年度（即 2007 年九月至 2008 年八月）的預算需求已滿足，我們會謹記上帝
透過您所給予的恩典，好好努力。我們也懇求您伸出援手，為我們以下的需要獻上
禱告：
1. 為弘專這學期的課程：一月有教學研討課，春季學期有亞蘭文及新約釋義，
希望能夠有充足的準備，豐富的吸收。
2. 為論文方向的發展：在春季學期需要與指導教授討論未來論文的整體方向。
我期待論文方向是能夠整合自己的興趣、學校老師的專長、以及對台灣教會
的關連。
3. 為靜欣的生活適應：禱告靜欣在英文上能夠有進步，提升英文的溝通能力。
4. 為我們在台灣的親人：也願主保守我們在台灣的家人，使他們身體健康，時
有喜樂。
如要與我們連絡，我們的電話已改成
歡迎與我們聯繫！
願您新的一年

主光引路

生活得力

Happy New Year!
賴弘專&楊靜欣 敬上
1/5/2008

in Jamestown, Virginia

PS: 提起賴弘專伉儷，他們 180 幾公分瘦高的倩影馬上出現我們心頭；賴傳道台大外文系畢業後
進入台北神學院取得神學碩士，之後來美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 MD 學位，2006 年於加州柏克萊神
學院繼續深造時，因緣巧合( 也多虧惠琇姐妹每週不遠千里的接送及招待食宿 )來到我們教會服
事，幾次用心準備的講道提出清新的觀點，讓我們印象深刻，參與事工亦無不盡心盡力。2007 年
當他們發現維吉尼亞州 Union-PSCE 提供的課程更符合他們人生規劃時，又捲起行囊，遠赴東
岸。這對優秀的年輕人刻苦學習為主獻身，我們教會當時雖只能贈與微薄的獎學金，但對他們信
仰的堅定，立志傳福音的精神， 卻是永遠予以肯定的。希望各位兄姐繼續為其禱告，求主滿足他
們各項的需要。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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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Walls went up. Nehemiah Chapter 4
Diego Chang.

There are times in our walk in life when we become disillusioned, when things around us tend not to
make much sense, when our God seems to keep his distance. This was a topic that came up as we were
studying the book Purpose Driven Life in our English Bible Study. I am sure many of us are going
through the same experience, not just as an individual but also as a church, as a community of God.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had a pastor to guide us. Both our Taiwanese as well as our English ministries have
been in search of a pastor. Those involve in the pastoral search know that there have been candidates
interviewing for both positions, but yet we have not successfully found the suitable persons.
Sometimes, it make us wonder: "what is God waiting?" How long is our Church going to be in this
state? When will revival happen?
The answer, I found in Nehemiah. This book tells of a time when Israel was in exile in Babylonia.
Nehemiah was serving as the cup bearer for the king Artaxerxes, when he learned of the news that the
walls of Jerusalem was destroyed. Because he had God's favor, the king gave him permission to go back
to Jerusalem to rebuild the walls. In fact, he had a letter from the king allowing him to do so (Nehemiah
2:7-9).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when we are called by God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there's always
opposition that tests us. In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4, we see that Sanballat, Tobia and the army of the
Ammonites, the enemies of the Jews, became angry at the very word that the walls were being rebuilt.
They insulted Nehemiah, making fun of him and his people (Nehemiah 4:1-3).
When we face adversities, how do we respond? Our first intuition is to try to solve it ourselves. After
all, God has blessed us individually and as a church with talents. Maybe we try harder, plan meticulously,
or even tithe more. However, Nehemiah did none of that. He could have easily ask the king Artaxerxes to
take the enemy down, since he had the letter from the king granting him safety. First thing that he did was
to pray to God. "Hear us, O our God, for we are despised."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we praying for God to
rebuild our Church, to provide for us the right leadership, the suitable pastors we are looking for, or are
we relying on ourselves to get that done?
It is when the church starts to pray to together, to work together that the enemy wants to attack us
even more. As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Nehemiah were building the walls of Jerusalem the enemies
(Sanballat, Tobiah, and the Ammonites) were trying to find ways to bring the walls down. "They all
plotted together to come and fight against Jerusalem and stir up trouble against it. But we prayed to our
God and posted a guard day and night to meet this threat" (Nehemiah 4:9). It is a spiritual warfare and
during this process some of us will become weary, sometimes disappointed, drained and even filled with
self doubt. "The strength of the laborers are giving out, and there is so much rubble that we cannot rebuild
the walls" (Nehemiah 4:10). This is what Paul was referring to in Ephesians 6:10-11 when he says: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power.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you can take
your stand against the devil's schemes."
So what happened to Nehemiah and his people? As they could sense that the enemy was about to
attack, Nehemiah had people stationed in the wall "with their swords, spears and bows" (Nehemiah 4:13).
He had half of the men continue to work on building the walls, and the others, equipped with those arms
mentioned above, would guard them. There were even builders who worked on the wall but at the same
time, carrying their weapons. And they did this "from dawn till the stars came out." In Hebrews 4:12, the
Apostle Paul says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active and living. Sharper than any double-edged sword..."
From this book we see that everyone in our church needs to be equipped with the weapons to guard us:
the word of God. We need to seek God, not only in prayer but in his Word. This is not just for the leaders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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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ur church: the elders or the deacons. The rest of us need to help 'guard our church' as well, by praying
for the leaders and meditating on the word. And just as Nehemiah and his people, we need to do it day
and night. "Neither I nor my brothers nor my men nor the guards with me took off our clothes; each had
his weapon, even when we went for water" (Nehemiah 4:23).
Are we leaning on our own abilities to carry this church forward or do we ask God for help? Are we
standing guard, with our armors placed, seeking the Word, praying for our leaders? Are we working
together as a body of Christ to build the walls of our church? Maybe it's not that God seems distant or not
responsive. Maybe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for us to grow as a church, to lean on God Himself before He
pours onto our cup, overflowing.

-----城牆高高築起----- 尼希米記第 4 章

Diego Chang.
Iris 草譯

人生旅途中很多時候，當周遭的事不是很順利，上帝又袖手旁觀時，我們難免會感到失意。這
便是我們在英文查經班研讀這本書“Purpose Driven Life”所帶出的主題。我相信許多人都曾有過同
樣的經歷，不僅是個人，敬拜上帝的教會，也曾如此。我們沒有牧師的帶領已經很久了，臺語部
和英語部都在尋找合適的牧師。有人向聘牧委員會應徵過這兩個職務，但我們並沒有找到真正適
合的人選。
有時，我們不禁要問： "上帝呀，祢在等什麼？" 教會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多久？何時才會再次興
盛起來？
在聖經尼希米記裡，我找到了答案。這本書講述的年代，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倫帝國，當尼
希米得知耶路撒冷圍牆被摧毀的消息時，他在國王 Artaxerxes 身邊擔任酒政(cupbearer)之職。因
得有上帝的賜福，國王允許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牆。事實上，他有一封來自國王的詔書允許
他這樣做（尼希米記 2: 7-9 ）。當我們接受上帝呼召去為祂做點事時，總會有一股反對的力量在
測試我們，有趣的是，它如何測試我們。在第 4 章開始，我們看到猶大人的敵人參巴拉，多比雅
和亞捫人的軍隊，聽見城牆將被重建這話，就很惱怒，他們侮辱尼希米，取笑他和他的人（尼希
米記 4:1-3 ）。
當我們面對逆境時，我們如何應對？我們的第一直覺是要設法解決它。總覺得也許我們更努力
些，部署更加周密，甚至奉獻再多一點，上帝就會賜給我們及教會足夠的能力，去解決困難。因
持有國王授予他安全的詔書，尼希米本來可以輕而易舉的請國王 Artaxerxes 派兵殲敵，然而，他
卻不這樣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上帝祈禱。 "我們的神啊，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 。
弟兄姐妹，是我們在向神祈求，求神重建我們的教會，求神正確的引導我們找尋合適的牧師？還
是我們靠著自己在做這些事？
當教會開始一起同心禱告，協力工作的同時，也是敵人加強攻擊的時刻。當以色列人民和尼希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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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始修建耶路撒冷圍牆，他們的敵人(參巴拉，多比雅和亞捫人)也正想盡辦法要拆毀圍牆。"大
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使城內擾亂。然而我們求告我們的上帝，並派遣警衛，日夜防備，以
應付這一威脅" （尼希米記 4:9 ）這是一種精神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些人會變得軟弱，有
時會沮喪，失落，甚至自我懷疑了起來。"扛抬的勞工力氣都已用盡，廢墟還那麼多，恐怕我們不
能重建圍牆了"（尼希米記 4:10 ）。保羅在這時提到以弗所 6:10-11，他說："最後，你們要依靠
主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穿著神所賜的全副武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那麼尼希米和他的從人後來怎麼了呢？因為他們可以感覺到敵人即將攻擊，尼希米和他的從
人，就駐紮在城牆邊"佩著刀、佩著槍、佩著弓箭"（尼希米記 4:13）。他命半數的人繼續築牆，
另一半的人，就佩帶武器守衛他們。有的人築牆時甚至要一手做工，一手拿武器。而他們這樣
做，"從黎明一直到天空出現星星"。希伯來書 4 章 12 節，使徒保羅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
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由這本書，我們看到教會裡的每個人都需要配備神的話語當
成武器來捍衛我們己。我們需要尋求神，不單只在禱告裡尋求，也要在神所說的話裡尋求。不僅
帶領著我們教會的長老或執事當如是，其餘的人作為'捍衛我們教會'之人亦當如是。我們也要像尼
希米他他們一樣，需要日以繼夜的做。"我和我的兄弟、從人，及我的護兵都不脫衣服，甚至當我
們出去打水也帶著兵器。"（尼希米記 4:23）。
我們是倚靠著自己的才幹在帶著教會前進？還是尋求神的幫忙？
我們是否穿戴好裝備，就'捍衛'的定位，
探尋神的話語，為帶領者的出現而禱告？
我們是否在基督裡合為一體，共同為築起教會之牆而同心做工？
上帝並非遙不可及，也並非袖手旁觀。
在祂溢滿我們的福杯之前,
也許這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能成長為一個真正的教會；
也許這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能真正倚靠 神！
編輯註：因英文聖經版本不同，文內翻譯相關之章節，請讀者參考比對自有的聖經內容。

人物介紹: 小田 智燕姐妹
最近您可曾在我們教會活動中，看到一位年輕媽媽帶著一個
溫文儒雅的小男孩？
這位小帥哥叫 Samuel Oda (小田 祐典)，今年四歲，他的媽
媽 Sophia Oda (小田 智燕 )，是位美麗的臺灣姑娘，她跟日本
先生早在九年前即因工作在台初識，1999 年到日本唸書時因緣
巧合又碰到小田先生，最後在東京結婚。小田先生是位電腦工
程師師，2005 年來美工作，兩年前由 Idaho 愛德荷州搬來 San
Jose 加入矽谷工程師的行列。
Sophia 是第一代基督徒，孝順的她來我們教會，是因為想聽
臺語講道，希望有一天能將福音傳給講臺語的爸爸；另外也希
望和小孩在純淨的環境裏，一起學習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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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見証上帝的恩典

陳莉莉

2007 年最後一次司琴是在 Westhope 事奉的，那天正好是 12/30 日，已是一年的尾聲了。所
以，後奏時我特別彈了[離別歌]也就是除夕夜大家必聽到的曲子。平時，那些老人家在牧師祝福
完都會快快開開心心離開。那天，居然靜悄悄地沒人捨得離去，我雖然專心用情地彈著每個音
符，却依稀可以感覺他們全注目著我。當我一彈完後奏，一羣銀髮人泛著淚光跑來跟我擁抱，感
謝我半年來所帶給他們的音樂。天氣很冷，可是他們熱情回應我的事奉，讓我心裏很溫暖，尤其
是有一位推著 walker 的老太太，從左後方慢慢步行至前頭來與我談話更令我感動。她以顫抖的嗓
音說她好感謝今天的後奏音樂，讓她知道她又平安渡過 365 天。她希望明年此時我猶然能彈奏此
曲，她要坐在同樣的位置見証上帝的恩典。我看得出她的身體狀況很不好，明年？她會安然無恙
嗎？我希望她會，我默默地握著她的手，在心中為她禱告著。感謝上帝恩典，讓我有機會服事於
一些音樂上有欠缺的教會，認識不同族群的長輩，還住在舊社區時，也服務過長輩班，我得以與
許多長者建立很好的情誼。他們有許多兒孫滿堂，子媳孝順，讓他們渡過安祥幸福的晚年，也日
日見証著上帝的恩典。
詩篇 65:11 說[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的確，經過歲月，我們每個人
都經歷了更多上帝的同在與恩典，我們所走過的路徑，上帝的恩膏一路豐富滿溢。每天每時都是
上帝的賜予，不是屬於自己的資產，我們是上帝所賜時間的管家，虛心求主，主當會指教我們如
何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12)也讓我們經過歲月，與上帝愈來愈接
近。
人生很短，很多事也是難預料的。有一位朋友的父親，去年才看他日日笑容滿面地含貽弄
孫，今年見到他時，竟然[忘了自己是誰]。這些日子，每個星期我必去探望他，因為他讓我憶起
我逝去的父親。他健康時和我的父親一樣，熱愛音樂、文學，樂善好施，永遠將別人看得比自己
重要。朋友很傷心，無法承受父親巨大的轉變，忙著帶他四處尋訪名醫，忙著同他說話。十多年
前我也和她一樣的心情，每年暑假必帶著稚子奔波回台灣，便是希望喚醒父親睡著了的靈魂。我
和姐姐輪流奔波於各大醫院，掛號、門診、領藥，看著曾經是我們每個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無助
如幼兒般地坐在輪椅被我們推來推去，心中的痛礎，如非親身經歷過，是絕無法理解的。我以同
理心去安慰我的朋友，明知[老人痴呆症]是一路走下坡的病，是無藥可救的，我還是覺得自己應
該經常為她打氣，與哀傷的人同哀傷。我買了一本書叫[明日的記憶]送給朋友，安慰鼓勵她並讓
她知道她並不孤獨的。「明日的記憶」主角才五十幾歲，一個公司的主管，在事業顛峯時突然失
去所有的能力，成了一無所用的人，却努力不懈，不願成為家人的負擔。我讀完那本書之後，便
經常在想，如果有一天，當我不若現在這般俐落靈活的時候，我還有什麼養分可以讓自己繼續勇
敢樂觀呢？我也是這位主角的年紀，記憶力也大不如前，以前可以熬夜爬格子，現在不行了，每
次半夜三點才睡覺，隔天混身大小機器有時也會集體罷工，讓我坐立都不舒服。每當我生病躺在
床上時，便會想到人是多麼渺小，多麼脆弱！生命在神手中，賞賜於耶和華也取之於耶和華，神
掌管著我們的明天。說起來，我們有什麼好驕傲好得意的呢？當你健康出現狀況，當你油盡燈枯
時，名利財富都不再重要，而天底下又有什麼事好堅持己見的？人生又有什麼不能寬容的？
1/26 長青團契會長-林長老娘熱情邀約我與亞里士去参加聚會，並 assign 我照顧一桌人。
當日有陳金樹長老精彩的解說[耶路薩冷]之行，及大家圍爐吃火鍋的午餐。正值狂暴風雨的日
子，上帝却恩慈待長青，當天早晨，雨過天晴，沒有給大家帶來開車的困擾。我很高興我們去
了，除了聽到陳長老極好的聖地見聞，且能與許多長輩話家常，吃火鍋，心中更是覺得很溫馨，
大家過了很喜樂的一個上午，並滿心期待著 2/23 陳長老將為我們帶來下半場[聖地行]。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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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路想著，很多人常說快樂何處尋？快樂其實很簡單，就是選擇如何體會、享受當下時刻。而
在異地，大家能相聚在一起，又是多大的緣份與福份呢！邊吃火鍋邊閒聊時，得知與我同桌的林
校長、蔡牧師娘、陳教授，每位身旁都有孝順的兒女、媳婦、女婿在関心他們的日常起居，我為
他們每位晚年的幸福而感謝上帝，也很感謝林長老娘這麼用心地在帶領長青團契，這麼用情地照
顧每一位長者，一個單純的聚會却帶給每一位長者溫暖真實的剎那。我看著每位長者充滿喜樂的
笑容，泛白的頭髮，讓我想起箴言十五：31 所說的[白髮是榮耀的冠冕]，他們每一位所經歷的歲
月，確確實實見証著上帝的恩典。
年初去為一位華語教會的友人彈告別式，她很年輕，和病魔博鬥多年，還是在 2007 年聖誕
夜撒手人寰，才四十歲，留下一個六歲的兒子。去參加葬禮的人多得難以數計，[愛]可以說是當
天的主題。許多人出來分享他們所珍藏對她愛的回憶以及失去她的痛苦，每個人都深深體會到她
在我們生命中所占有的份量，也為她靈魂安息之旅而禱告。我從未參加過歷時四小時的葬禮，音
樂不斷，笑聲與淚水亦不斷，我們頌揚著她的好，並接受她的形體已離開我們，去到天堂的事
實。記得在儀式中，我曾抬頭環顧擠滿人的 Funeral Home。我看到每一個人，甚至是陌生人，
都牽著手為她禱告著、讚美著。我突然在那一刻裏有著無以名狀的哀傷。[為什麼我們都要等到
所愛的人過逝了，才來頌揚他們呢？][為什麼當我們對一個人最盡情表達心中的愛和讚美時，那
人總是無法聽見我們的心聲？][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對方好好活著時，以同樣深濃的感情來交換彼
此最深惜的回憶與感覺？]在我們頌揚她是一位無與倫比的好妻子，好母親，好姐姐，好女兒，
好媳婦與好朋友時，她本應站在我們的面前，在滿室的鮮花環繞下接愛我們的讚美啊！她是一個
這麼好的人，我心疼的只是竟然是死亡，才將她推向了最受矚目的焦點。步出 Funeral Home，
我看她的安息處，藍天白雲，青綠草坪，此刻她不再有肉體痛苦的折魔，心靈已得到永久平安。
我理當為她高興，站在那美如天堂的地方，我却忍不住淚如雨下，多希望能與她有再偷得浮生半
日閒喝下午茶的時間啊！她的離去讓我一路想著，在我們的生命裏占有一席之地的人，都確知我
們有多愛他們嗎？人性中很不幸的一部份就是，我們總是對已擁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等到一
朝失去再也無法挽回的時候，才拭淚自責，嗟歎時光無情。
有句話說：[通往天堂的路只有一條；在世上，我們稱之為愛。]愛可以摭掩許多的罪，愛是
神性的實踐。當我們疼惜我們的親人、朋友、長者，我們就是愛上帝，也就是在築人間天堂。當
我們心中有愛時，對世上一切必充滿感恩之情。在人生旅途上，我已經走過 2/3 的歲月，生命所
經過的路徑，上帝的恩育一路豐富滿溢，如果上帝此刻選擇我，我是否可以安然離去？我想答案
是[否]。我還有許多待做的事工尚未力行，活著的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賞賜的，我希望在未來的日
子裏能將自己奉獻更多，以見証上帝的恩典。今年，我更要時時以詩篇 103：2 提醒自己[我的心
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衪的一切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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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心問雲山--驚奇啟蒙之旅

蔡篤真

登上台灣第一高峰--玉山，這是許多許多台灣人的夢，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願。其實，
對個人來說，到現在都還訝異，那是真實的嗎？是不是僅是一場夢？特別因為個人在 1994 年曾發
生心律不整，心房室結(AV node)做過導管手術，去掉心結之後，一位醫生曾告訴我之後爬樓梯都
要避免。因此，雲中山頂的經歷，對我來說，是上主豐富的恩典，當然更是奇妙的神蹟。
一、 高山是上帝給我們的寶貴禮物
有關「玉心問雲山」這個題目，「玉心」取材自玉山頂峰碑文上的「心清如玉」，當然讓我
們基督徒很快地聯想到主耶穌在《山上寶訓》所說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問」是學習的第一
課，而且「問」一定是親臨現場的，因此，我們通常用「訪問」來表示謙卑、用心、和誠意。
「雲山」，很清楚地是指聳入眾雲中的高山。台灣有很多的高山，高山是上帝賜給台灣非常特
別，非常寶貴的禮物。我們如果珍惜重視訪問這些山的機會，不一定要玉山，就是臨近的任何郊
山，我們都會立即發現山中有好多的驚奇，走在大自然中的我們又是是何等的渺小無知。
玉山是鄒族的故鄉，鄒族稱它為 Patungkionu，漢語譯音「八通關」，意思為「石英之山」，
因為無論什麼時候，從哪一個角度，它看起來都像石英一樣亮晶晶。玉山這個名稱在文獻上最早
出現在清康熙年間的福建通志，「玉山，山甚高，雲霧常罩其上，時或天氣光霽，人遙望，皆白
如玉，故名。」玉山以及我們周圍的每一座山，單就它的形狀本身，每一座就已經是傑出偉大的
藝術創作，每一座有它獨特的造型；有的傲然聳立，有的起伏翻滾，有的像熊熊火焰，有的像天
空階梯。每一座都值得我們持續地，反覆地去欣賞、想像、讚美、感恩、並藉之與作者對話。
關於玉山或任何山的美或奇特，無論是它的花草、或林木、或岩石、或山嵐、或雲海、或日
出等等，都是上帝傑出的藝術創作，真的值得我們經常撥出一些時間去欣賞，去想像，一定會豐
富我們的生命。
《在愛裡一起成長(Growing Together in Love)》的作者 Ann Broyles 說她有一個習慣，每早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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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說每早上的這一
圈，讓她學會欣賞，學會感謝；上帝實在是奇妙的造物主，同時也是慷慨的上帝。我們若不記得
上帝的恩賜是多麼豐富，一定是我們生活在都市裡太久了，或者坐在電腦及電視機前面太久了。
二、 上帝在生命的旅途中為我們預備天使
其次，當然我必須誠實坦白，上山不盡然都是那麼詩意或浪漫。上路之後，很快地你會發現
登山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尤其是身上還必須背負著沉重的背包。高山上空氣愈來愈稀薄，然而
卻是無窮盡的上坡路，過了一個山頭還有一個山頭。經常你還看到「小心落石」的警告標語。當
你懷疑，落石不會罷？！不可能罷？！然而，幾塊大小石頭忽然無預警地墜在你的四周，路不成
路了。你的腳開始發抖，不僅發抖，還發麻，而且還完全無力不聽使喚，甚至你得用手去幫助抬
起自己的腳，這時天色愈來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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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雲山莊怎麼還那麼遠？我到底走得到，還是走不到？我會不會一腳踏個空，就跌落萬丈深
淵？或是一顆突如其來的巨大落石剛好就扎在我頭上？我舉目，我觀看，看到的盡是大山濛濛的
黑影，我的幫助從何而來？我開始吶喊，我開始禱告，迫切的禱告…。
當我走在山上，我常常發現山路是我人生的縮影。生命的旅途也充滿了各種的挑戰，有時甚
至是危險。一個山頭又另一個山頭，有時候又完全不知道路在哪裡。在路上好像只有你一個人，
孤單、恐懼、無力感等不知道從哪裡一下子全部冒了出來。我的幫助從何而來？我開始吶喊，我
開始禱告，迫切的禱告…。
然而，感謝上帝，祂早就為我們在路上預備了天使。跟台灣神學院廣角鏡 26 位弟兄姊妹一同
走在山路上，無論是系列的訓練活動或最後的登上玉山，都深深地體會到大家是上帝為我們生命
所預備的天使。與大家同行的時候，看到大家的互相關懷，互相體諒，互相鼓勵，以及互相幫
助。這樣的經驗使我確信，無論是山路，無論是生命的旅途，或是天路，我們都不孤單，因為我
們都有天使在身旁。
三、 認識自己和上帝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課題
最後，登山活動本身其實就是一個靈性操練。前面，首先我提到大自然中到處充滿了驚奇、
美麗、與豐富；其次，山路的艱難危險讓我們發現同行的夥伴是上帝預備的天使；然而在登山活
動中最大的發現或收穫，是它提供機會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同時在謙卑中，重新認識上帝，經
驗上帝，並且重新選擇下山後的生活方式。這確確實實是靈性形成(Spiritual formation)的全部內容
及進展過程。
教會歷史有許多的靈修前輩，如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 330-395) 、十字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 、及多瑪牟頓(Thomas Merton, 1915-1968)等人，雖各自活在不同的時空背
景，卻都曾經借用登山的經驗來形容認識及經驗上帝所需要的靈性成長進程。第四世紀的的教父
尼撒的貴格利說：「認識上帝真的有如陡峻的山，很難攀登。」
在上山的路中，我們如果學會褪去都市裡的舒適、驕傲、及聰明，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渺小及
無知，開放自己給上帝，我們會逐漸地克服恐懼、不安、困惑，並且獲悉繼續前進向上攀爬的秘
訣。調整步伐及適當的休息是必須的，當然偶爾接受幫助也不是羞恥的事，而且在別人有需要的
時候，我們也樂意提供援手。其實在休息中，只要保持清醒不讓自己陷入昏睡，不但能獲得繼續
走下一段路的體力，而且可以操練及享受融入的經驗，我說的融入是指與周圍的大自然及與你同
行的上主。
當最後來到山頂的時候，對任何人這都是一種屬靈的經驗；只有無知的人，這時會說：「我
征服了這座山」，因為他竟然忘記下一歩只要稍微踏了個空，他的話就將成為絕響。在山上所看
到的無論是星空、雲海、日出、群山、溪谷、河流、平原等等，我相信我們都可以稱之為異象，
因為它們都是來自上帝的禮物；所有這些看見都會與我們相隨，也必將改變我們的生命。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人，在下山之後都不一樣，摩西不一樣，以利亞不一樣，彼得、約翰、雅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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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一樣…。不要誤會，我完全沒有意思將自己與這些偉大的聖徒並列，也不是說登上玉山或進
行靈修操練的人就會比別人屬靈，我的重點是改變是確定會發生的。重新認識自己，同時在謙卑
中，重新認識上帝，經驗上帝，並且重新選擇今後的生活方式一直都是我們生命最重要的功課。
結論來說，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能參加台神廣角鏡主辦的玉山行動計劃；也衷心的感激同
行的弟兄姊妹，他們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天使。我為能夠在生命中認識他們，與大家一同走在台
灣高山的路上，深深感到萬分的榮幸與感恩，因為在旅途中我們有機會實際體驗到真正的團契
(genuine koinia)精神。這些雲中山頂的經歷，對我來說，它們是上主豐富的恩典，更是奇妙的神
蹟，它們提供機會讓我見證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到處充滿了驚奇、美麗、與豐富；它們是上帝
賜給台灣獨特寶貴的禮物。不僅如此，這些系列的登山活動更提供機會讓我重新認識自己，同時
重新認識上帝，經驗上帝，並且確認在我們生命的旅途，祂同行的保證。這是我在玉山主峰頂上
所聽到的：
因你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
歡笑時祢同喜，憂傷時祢共泣，
因祢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
困乏軟弱中有祢賜恩，我就得到剛強。
(蔡篤真 2005 年 10 月 28-30 日登玉山後記)

食譜大公開

台南滷肉飯
材料 :

① 絞肉
② 蔥頭酥
③ 醬油

2磅
1杯
2½杯

④水

4杯

⑤糖

1 大匙

⑥酒

1 大匙

⑦ 五香粉
⑧ 冬姑

高久美

¼ 小匙
4 朵 切細丁

做法 : 1.鍋內放 4 大匙菜油,以中火將蔥頭酥炸香,呈金黃色,隨即放入絞肉及冬姑略炒,然
後加入醬油,水,糖,酒,五香粉煮開後,改小火悶煮,每 20 分鐘翻炒一次,約一小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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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奇遇記

隆純真

〈大罷工〉

歐洲奇遇記 對應篇

以文

〈大罷工〉

去年九月在教會吃中餐時,以文開始招兵買馬,問我感恩節

Madame Marie 瑪瑞太太是法國

有沒有空跟她去巴黎玩.我告訴她實在沒什麼希望,因為兒子

人嫁給俄國工程師,本身是法文碩

今年正要申請大學,我實在不方便走開.可是過沒幾星期,我

士,來美定居後即從事語文教學.去

發現雖然我想當個盡責的好媽媽,可是每當我去兒子房間問

年從暑假開始 Jeffrey 跟她學法文和

問他申請得如何了,他就覺得我很煩,覺得我ㄧ直去吵他,我

俄文,我只跟她學法文,每個星期的

好像也沒什麼作用,所以我的心就像花開了,而且飛呀飛到歐

法文課聽她唸那如音樂般呢喃的法

洲去了.我問穎哲意見,他居然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我就問以

文,每次都勾起我遊歷法國的回憶.

文還可以去嗎? 她就把 Jeffrey 加下去, 四人二房.

一開學凡事進入正軌,家裡頓時安

之後去以文家訂機票,看她的計畫玩,吃跟住都非常仔細的

靜了起來.在光影流動的窗前,靜靜

設計,好興奮.而且女人最注重 fashion,去到 Paris 又要美, 還

沐浴在陽光下,唸著法文的動詞變

要夠保暖,也夠我忙了. 11 月初我還不小心撞到床腳, 小腳趾

化,好想再去巴黎喔!

都變黑了, 我好擔心歐洲去不成. 學生家長最初也以為我只
是去 Las Vegas 的 Paris, 沒想到我會放下一切, 出遠門去了.

巴黎機場新航站真漂亮,下午三點

照計畫以文跟她朋友早一天去,然後她會來機場接 Jeffrey

的冬日陽光燦爛,但是一到外面等

跟我,可是沒料到法國正進行他們最大規模的罷工, 地鐵及公

車,卻禁不住朔風凜冽.怎麼人那麼

車幾乎全停擺, 所以她到不了機場. 我跟 Jeffrey 按照原訂的

多那麼亂,我等的四號法航市區巴

見面地點在麥當勞等不著, 移到下一個計畫見面的車站還是

士(只到東南區的里昂車站及蒙帕

等不到, 好不容易來了一班車, 便上了. Jeffrey 憑著三年前的

拿斯)等好久才來,心中覺得怪異.明

印象大慨知道方向, 不料我們因時差半睡半醒, 我雖看見

日要記得早點兒出門來接人.

Hotel 的霓虹燈, 卻天真的以為會像在 Hawaii 一樣, 一家家載
到門口, 所以沒下車, 就被愈載愈遠了. 原來這條線只有二站,
我們錯過第一站, 就只有在終點站下了.

遊完國家文物收藏館,遇到臺灣來
出差的路人甲,才知是罷工.直至等

有 Jeffrey 可以靠, 我倒也不擔心, 不害怕, 而且 神一定會

不到往機場的地鐵,才知其嚴重.硬

保守的. 於是 Jeffrey 帶著我托著大大的行李去搭地鐵. 我因

是擠上費時較久的公車到機場,入

為是生平第一次也沒概念, 不知道巴黎地鐵正常狀況是如何,

境大廳有如空城,何處是兒蹤? 情急

等了約半個多小時, 終於有一輛進站, 我們跟著人潮擠進車

之下也廣播了,也報警了,只好靜下

廂 就像日本的新幹線

心來禱告 雖急卻

樣擠成沙丁魚 我抓不到把手 也歪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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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天真是有如歷險,因為交通受阻,計畫只好跟

世事常不如人願,不能去巴塞隆納

著改變.我們也覺得罷工愈來愈嚴重,因為地鐵幾乎全面停

即為一例.來巴黎這麼多次,沒遇過

擺.地面上的交通變的很糟,等 taxi 有時得花一個多小時.但

一次罷工,想不到第一次碰到,就碰

不知為何,我們都仍然很快樂,心情很放鬆,反正我們只是來

到最大的一次.聽說到後來教師也

休假,多看少看都沒關係.正當我們很高興要離開巴黎,搭火

罷工,芭蕾舞者也罷工.我與研究了

車去 Barcelona 時,才發現不光法國,西歐大部份鐵路都罷工

半天的西班牙失之交臂,卻來到一

了.那位好心的劃位小姐來過舊金山,用不是那麼好的英文幫

個意料之外全新的地方-荷蘭,也不

我們.去不了西班牙,德國和義大利的火車也不開,她幫我們

知前面的旅程會如何.只好交托給

訂了去荷蘭 Amsterdam 的火車票及旅館,坐上去 Amsterdam

神.

的火車,看著美麗的風景,真是不敢相信我們的境遇這麼奇
從容優雅的逛完一個博物館,是很

妙,大家心裏不住的禱告,謝謝 神的帶領.

幸福的經驗,現在有中文耳機解說,
在阿姆斯特丹(記得國中還用阿姆吃仙丹的記法),英文可

使我因瞭解這些真蹟而感動,我不

以通,而且人們也非常友善.沒有家裡臭兒子們催促著看快一

只認識了林布蘭登,還認識了純真

點兒,看快一點兒,我們參觀 Rembrendt (林布蘭登)及 Van

的父親-對藝術極有研究的隆先生.

Gogh(梵谷)博物館,就看得非常盡興.小時候在爸爸的幻燈片

純真說我好像比較像她爸爸的女

及圖片上看到的大師名作,現在親眼見到,令人非常感動.

兒,我只能感嘆純真好福氣,有爸爸
帶領,從小沉浸藝術與音樂的世界.

Anne Frank 紀念館裏摩登的 Cafe

安妮藏匿了兩年的暗室,從狹小的
看完海水比陸地高的奇景，

窗口可以望見一角藍天和幾片綠

我們要去港口吃海鮮了！

葉,這便是她日記中所謂的「生命
的希望」了,雖然她只活到十五歲,
卻留下充滿青春氣息與自信的「安
妮日記」,以五十五種語言流傳於
世。然而這棵希望樹近年生了怪
病,全荷蘭人為此樹忙碌不已, 樹最
後雖然死了,但由其 DNA 複製出的
小樹苗卻栽種到全荷蘭各學校及社
區,被命名為「自由樹」.彷彿安妮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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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歌劇〉

〈聽歌劇〉

回到巴黎那天正好是感恩節,等 Taxi 的隊伍好長,好不容易
有了 Taxi,又因為塞車好久才到旅館.放下大行李決定去百貨
公司,卻因為等不到 bus 和 Taxi,只好走到地鐵碰碰運氣.那些
罷工的日子坐地鐵不收錢,因為有些地鐵線不開,有開的線也
是久久才來一班,等我們到了 Lafayette 拉法葉百貨公司,才看
了十分鐘,他們就不讓人買要準備關門了.我們走到附近的小
吃街想吃一碗鴨肉麵,居然那家店也關了,只好吃隔壁另外一
家,記得那晚是輪以文禱告,雖然一切都不順,但她仍然帶我
們用喜樂的心感謝.

態,除了用雙腳走到目的地,有很
多無助時刻就只能依靠“貴鬆鬆”
的 Taxi 了.從這些道地的法國“運
將”以及餐廳侍者的身上,最能體
會到法蘭西民族精神中,傲慢不可
理喻的部份.這著實對我們習慣
“顧客至上”的美國人造成很大的
心理傷害,來過法國的人大概都有
此經驗.

吃完已經九點多了,我們沿路走過歌劇院.這是拿破崙三世
蓋的歌劇院,美輪美奐.學聲樂的我就在門口臺階上裝裝樣
子,以文拿出相機要照我唱歌的樣子.這時有個劇院門口的查
票員一直對我們說話,手中拿一張票比啊比的,我們不通法
文,她也不懂英文,不曉得她要我們做什麼.

這次的歌劇奇遇記,卻讓我遇到
了熱情的 Fatima 和 Sylla 這兩個
法國人,他們和藹可親,健談,熱心
助人,和我們平常遇到的法國人不
一樣.一聽到純真正統的聲樂唱

後來她又去找了另一個略通英文的查票員來翻譯,才知道
她手上有一張 160 歐元(約美金 240 元)的票,可以免費給我
們其中一人進去聽.以文見狀馬上要我高歌一曲,我就唱了一
段 Puccini 的詠嘆調,接著我就被帶位員帶進歌劇院去了.那
張票的位子非常棒,可是因為節目正在進行中,我先被安排坐
在附近的樓梯聽歌劇.
我那沒用的眼淚真是沒法忍住不掉下來,我感謝 神讓我居
然可以來巴黎聽歌劇,而且這麼貴的票,這麼好的位子,就這
樣白白得到.我也好謝謝以文,我知道她一直都想聽歌劇,她
説好不容易有個音樂系的可以跟她旅行,所以安排在西班牙
要聽歌劇 Aida ,但因大罷工去不成西班牙當然也就聽不成歌
劇了.這時她居然大方的把機會讓給我.另一方面我又好緊
張,不知這歌劇還要多久,我一句法文也不懂,最糟糕的是我
連旅館住哪家都搞不清楚,以文他們會在外面等我嗎?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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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馬上 OK 給票.為一張免費的票
找到一個懂音樂的人去聽,猶如為
一串珍珠找到黑絨禮盒來裝,是多
麼美好又該做的事!
因為沒有準備,我們的穿著不夠
正式,純真和我朋友被要求脫掉外
套, Jeffrey 和我卻被要求穿好外套
(裏面不太能看),如此才被各自的
帶位員帶進場.我的票在四樓邊
廂,一進門是衣帽間,紅絲絨的牆
壁上一排掛鉤, 再進去三四步是
半圓形露台，前後三排雙人坐椅,
都是紅絲絨白邊古典扶手木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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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一直到午夜過後才結束,Taxi 站牌下仍舊是一長排人
龍,我們仍舊等了一個多小時才輪到,但是我們心中真的好感
恩,好像才從仙境回來.

一償宿願的我也不禁為這從天
而降的好運及純美的歌喉而感動
得流淚.真是「感恩」節啊!

〈後記〉

如果我們因等不到車就不出門,
如果沒有重重的困難阻撓到那個

在 Paris 最後的二天,有一天是花在羅浮宮.站在羅浮宮外
的廣場,我真希望穎哲也在那兒一起分享我的喜悅,到處都好

時間點,我們都聽不成歌劇,看來

美,充滿藝術氣息,真是視覺聽覺味覺的享受,而且在想:這麼

要感謝 神的地方是祂賜我們對的

好的東西,我一定要兒子們也來看看(雖然現在叫他們來,他

人和足夠的困難而不是歌劇的本

們會拉長臉怨我,等他們大了,成熟了,也許就會謝謝我).浮華

身哪!

的巴黎充斥著名牌,但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價值.在這次旅行
中,碰到的人與事,使我特別 appreciate 教會中兄弟姐妹的情

〈後記〉

誼,我們分享喜與淚,這種情誼是屬神的不是屬世的,更顯出
我們與平凡人的不同.從這次旅行中我切實的感受到 神的

有位作家寫道:沒有意外的旅行
不是完美的旅行.感謝曾與我出遊

愛,朋友的愛,家人的愛.

的友人,捨棄凡事包辦的豪華遊,
陪我走這種意外連連的自由行.我
的美好的法國回憶裡 沒有旅行團

在巴黎歌劇院門口高歌，竟得到免費門票入內聽歌劇。

方尖碑上的金線，即是本初子午線(玫瑰線)
車馬喧囂 一佳人，風華初見凱旋門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 P 25 ~

TAPC Newsletter -February 2008

用音符彩繪心靈

陳莉莉
最近，身邊許多好朋友都罹患癌症。為了要幫助他們走出陰霾，我讀了不少關於讓身、心、
靈更加健康的書，也聽了幾場有關健康的演講。上週，在 U.C.S.F.Medical School 聽的一場是與
音樂有關的治療法，因為聽了有所感動，也思念我病中的朋友們，特將心得感受著筆成文，希望
大家新的一年能夠更加平安健康。
芬蘭有位國寶級的音樂家叫西貝流士，四十歲那年，當他正在創作他的第四號交響曲時，因
為喉部長癌而做了大手術，身體的不適使這首曲子蒙上一層憂鬱的陰影。他的醫生見他終日鬱鬱
寡歡，便鼓勵他要天天在大自然裏吸收新鮮空氣。他接受醫生好的建議，便經常漫步於森林，寄
情於山水，喉癌沒有奪去西貝流士的生命，手術後他又多活了五十年，直到九十二歲那年才去
世。接近大自然不但幫助希貝流士的身心回復健康，他後期的作品也因吸取大自然的精華，充滿
著詩情畫意並帶著北歐民族的色彩，極受世人喜愛。
現代的社會充滿競爭，人也極容易產生壓力與焦慮。1930 年，俄國有位科學家提出一個理
論，他說人類應該要回歸自然，因為森林裏的各種花、草、樹會散佈一種揮發性物質，叫做[芬多
精]，它可以殺死空氣中的細菌，讓森林裏空氣新鮮，活力充沛。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也是
他漫步於德國森林裏時激發出靈感所創作的。這首曲子常用來作為音樂治療的素材，尤其是末期
癌症患者。因為在這首曲子裏可以聽到鳥鳴，感受到微風，讓或許無法去森林的癌症患者，能夠
頭腦帶領身體體驗大自然，進而讓心情產生愉快、安定及美好的感覺，並帶動身體的各種功能，
增強免疫力與抗壓性。因此，從大自然裏吸取[芬多精]，是現代人為了健康，所該經常做的，而
如果充滿大自然的音樂能帶我們去想像大自然，我們的心胸也會較寬潤，亦不再[含怒到日落]。
對人、對事能存著較慈悲、寬容的心時，我們的免疫力會比較好，身體也會比較健康。
U.C.S.F 的醫生曾用 Pachabel 的 Canon in D( 即 X’mas Adult handbell 表演的曲子)作研究，他
們發現這首曲子十分悅耳，無論在旋律、節奏或和聲上都會給人一種平衡的感覺，產生心靈的寧
靜，免疫力也會跟著提高。根據科學報告，好的音樂會讓體內可體松下降，而當可體松下降時，
就是免疫力上升的時刻了。所以，除了食療之外，多聽詳和的音樂，讓心靈得到感動與喜樂，的
確可以增強人體的免疫力。好聽的音樂就像牆上的一幅畫，用心去欣賞，就可以透視畫中的真意
或畫家的情感，得到前所未有的感動。
前陣子也曾陪一位家有自閉症孩子的友人去做音樂治療。老少咸宜的莫札特音樂便是這位自
閉症孩子天天生活裏的好朋友。1993 年，UC IRVINE 曾發表一篇文章於自然期刋上，聲稱莫札特
音樂會使人變聰明，個性變良好。那時，兒子大約小學二年級吧，我這個忙碌的媽媽，趕緊響應
這個[莫札特效應]。每天在他睡眼惺松吃早餐時，必配上莫札特輕快的音樂來增進食慾。幾年下
來，兒子似乎也沒變得特別聰明，然而，樂觀開朗、善體人意的個性却日益增添，我將此優點歸
功於因為聽了莫札特的音樂。也有報告說莫札特的音樂可以使法國乳牛增產牛奶，使日本清酒發
酵得更好，使加拿大街上罪犯減少，使嬰兒減少哭鬧，也讓母體內嬰兒減少躁動-------莫札特的音
樂為何如此神奇呢？因為他音樂的節奏、旋律，簡單中所帶來的感動，能激發腦部創造力和動機
的區域，幫助情緒上的改善，更能將一個人從錯誤、悲觀的情緒中拉出，進而達到降低焦慮的效
果；除此之外，並可幫助自閉症的孩子提高注意力，減少躁動，快樂的音律亦可使其走出以自我
為中心的世界。友人的孩子在小團體音樂課程中，聽著莫札特的音樂學習與人互動，也從模仿、
引導中學會感謝，雖是一小步，對父母而言，却是意義深長的一大步。
希臘人常說:[上帝造出人的傷口，上帝也在傷口裏面，只有上帝能治癒人的傷口]。所以，上
帝賜給我們許多偉大的音樂家，作出這麼多偉大的音樂，幫助我們在生病時療傷止痛。在這忙碌
的世代裏，讓我們常讓音樂進入我們的生活裏，並常在感性的背景音樂中沈思、練習肢體的放鬆
和讓頭腦空白。因為音樂帶來的感動，會對我們身體的組織產生極佳的效果，一但心靈有了色
彩，生活必更豐富，身心也會更健康。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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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George Tong

This article addres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 of walking with our Lord in our daily
life. It is even more pertinent to TAPC because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Taiwanese placed
tremendous value in "Face." "Face" means everything to a lot of people. A person losing "Face"
can destroy family or even self. But is "Face" what our Lord wants us to place great emphasis
over?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I believe our Lord wants us to accept each other as is. Therefore,
"Face" is not that important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maintain our "Face" in front of others. It is
OK to show each other our weakness and shortcomings. For Taiwanese people,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lesson to digest and learn. With Holy Spirit within us, it will be possible and easier than
you think.

Your Weakness, God's Glory

by Jon Walker

For God, who said, "Let light shine out of darkness," made his light shine in our hearts to give us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Christ. But we have this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to show that this all-surpassing power is from God and not from us.
In the same way God spoke light into the darkness at creation, today he speaks light into the
darkness of our hearts. He fills us with the light of the Holy Spirit, allowing us to see the face of Christ
with greater clarity as he transforms us into the likeness of Christ. We carry God's glory, and it shines
from us so all the world can see that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The glory that shines from within us is not our own; it is God's glory and his alone. Our brother, Paul,
explains that we are jars of clay – fragile, chipped, imperfect – exactly as God designed us to be. In this
way, others see the "all-surpassing power" of God through our weakened frames and shattered lives. We
are monuments of God's grace with an inscription written in God's own hand: "Within this earthen
container, the One True God is at work."
Yet we try to put our own "shine" on our simple jars of clay. We maneuver and posture to make
our jars look better. We decorate the outside with ecclesiastical "vain glories" that we call image, power,
position, wealth. Quite simply, we try to make ourselves appear more than what we are, failing to grasp
that God loves us just for who we are – his own creations.
When we try to make it look like we are the ones who shine, we inevitably reveal our "easily surpassable
power." Yet this gives us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at in our weakness, God is strong. His light shines
through even greater; his strength is revealed when we acknowledge we are God's jars of clay.
What does this mean?
See your weaknesses as a gift – You are God's jar of clay, designed exactly the way he intended. Your
weaknesses are an opportunity for God's light to shine even brighter from within you.
· Stop trying to make yourself look good – Just be who you are, a frail human designed by God to
reveal his glory. Frankly, we could use a whole lot more authenticity in the church. If you're hurt, say it;
if you're angry, resolve it; if you're in love; show it; if you've made a mistake, confess it; if you're in need,
reveal it.
· Don't make others think they have to appear good – Accept each other in love, just as Christ
accepted you – a jar of clay with chips and cracks.
· Magnify the glory of God – Magnify the glory of God by simply being you and letting him shine
through. Magnify the glory of God in others, instead of magnifying their weaknesses.
PS. Jon Walker is writer/pastor for the Web site www.GraceCreates.com.
This devotional is copyrighted (c) 2007 by Jon Walker.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老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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