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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施捨

陳振鴻牧師

現在已是二月了,二月主題是寬容慈悲,因此今天我將用這個主題來與大家分享,在我們一起
讀過的經節馬太福音第六章,我曾提醒大家在第六章裡一開始是”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
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這裡有三件事是猶太人的說法,什麼是得到義,有三個方向,對人,對上帝,
對自己,之前我曾說過祈禱,那是對上帝,今天說的是施捨.
今天要談的施捨是對上帝施捨,對人施捨,對自己更捨,這三件事都是好的也是對的事,也都是
善事,但是好的事若是在你的出發點不對,心態不對,做法有欠缺時,原本一件美好的事,卻變成一件
沒受到上帝紀念,沒得到好的結果,那是多麼
可惜.因此今天我們要來好好思考.
今天我們一起來分享三點,
第一:什麼是施捨的意義, 第二:施捨的心態,第三:施捨的福氣
一 什麼是施捨? 我們目前居住在美國這社會上,當你看到貧窮人你沒幫助他是無罪,但是猶太
人他們的律法是不同的.
”收割的時候,你們不可割田邊的穀物,也不可回頭去撿掉落下來的穗子. 你們不可摘光葡萄
園裡的葡萄,也不可撿掉在地上的葡萄,你們要把這些留給窮人和外僑,我是上主你們的上帝”(利
末十九 9-10),
當我們讀到路得記時,路得與他的婆婆回來到伯利恒,看到他們正豐收,而她們倆卻沒東西可食,
此時路得的婆婆跟她說你到田裡去撿一些掉落的麥穗,旁人也好心來幫她,不但幫她撿掉落麥穗還
故意將已收好的麥穗丟下讓她來撿,這是一個律法,為何會有這律法?當時若沒這律法人們就沒有愛
心,如果我們用現在的律法,我們是可以只是自掃門前雪,但上帝的話語在此,你我是如何看待這件
事?難到我們只懂得自己足夠就好,不用管”他人瓦上霜”?
於是說到施捨時,我們思考到以前是命令,現,在我們心中是否也需要如此做!施捨的意義是以
別人為中心,不是以自己為中心,我相信我們其中有許多人時常都在做善事,但有些人都是以自己為
中心,當他施捨時是看自己剩多少才施捨,然而施捨應該是以他人為中心,須視別人的需要來施捨,
不是將你不要的才來施捨.
記得當我還在上班時,同事常會帶些東西來分享,其中有位同事只分享別人帶來的東西卻從不
帶東西來與人分享,突然有一天他帶來一盒餅乾來請大家吃,從沒見他如此大方,於是大家都是一口
接一口的吃著,但心想難到”天要下紅雨了嗎? 於是一面吃一面跟他打聽,他老實的說:”昨晚來了
一群群的螞蟻,爬滿餅乾,若要丟掉太可惜了,所以就帶來給大家吃.”這時滿口餅乾的我是該吞下
去還是吐出來?像這種情形就是自己不要的才拿出來給人家,這並不是施捨
施捨意義的第三點,聖經上告訴我們,在箴言十九章 17 節”濟助窮人等於借錢給上主,他的善行,
上主要償還”所以說施捨的意義是先託寄,難道你有可能將未用完的錢先郵寄到天堂的帳號嗎?這
是不可能的.現在在你口袋並不是你的,在你的帳戶裡的錢也不是你的,也就說當你那天走的時候,
你是帶不走的,所以在這裡教我們的不是寄到天堂,而是教我們去濟助窮人,這就等於濟助上主,在
哥林多後書第九章 9 節” 他慷慨救濟窮苦人,他的仁義存到永遠”在這裡說的非常清楚,我們要施
捨救濟貧窮的人,這並非是白白施捨,而是為我們自己以後到天堂時所預備的也就是在天堂上帝要
冠冕給我們的賞賜.
記得以前曾說過基督的三得,第一:得救, 第二:信主後得勝,第三:有一天回到天上就得賞賜,所以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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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基督徒的我們一定要了解施捨的意義,我們只是先寄放在那兒,這是上帝的憐怋,我們有這機會
在這世間上做一好個好管家.
什麼是管家,就是只能用不能拿走的,就如你請一個人來你家,他可以在你家喝水,可以用你家
的東西
,但卻不能帶走你家的東西,所以管家是有使用的權利,沒有拿走的權利,你我在這世間上沒有一樣
在你走後能帶走的.
要如何做一個好管家?也就是善用上帝給你的恩賜,用於最恰當地方以便將來到上帝的面前,
讓上帝稱讚你是一個善良又忠心的僕人.這就是施捨的意義.
而施捨的心態是什麼?施捨若是在眾人的面前做,讓眾人看見,這樣就無法得到上帝的賞賜.例
如當我們翻開報紙,許多稱為慈善家,當他在做善事時,一定要大肆宣傳,只為了讓人們來稱讚他,
這麼說來人們已稱讚過了,上帝就不須再來稱讚,這一點我們若沒注意到,那可就虧大了白做了,因
此施捨的心態是我們要默默的做,上帝都會看見的,”所以你施捨時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
為善的人在會堂和街上所行的,為要得到別人的誇獎,我告訴你們,他們這樣做已經得了所能得到
的報答了,因此,你們施捨時,別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
看,必然報你.”(馬太六章 2-4)
施捨的第二點,有施就要捨,捨的意思就是手要放下,有時我們常做一些事時,手總是緊抓著不
放,記得當年赴北念大學時,每當休假回南部時,都會搭半夜的火車台南,當時會搭平快車是因為半
夜台北出發,到達台南正好天亮,因而搭平快車的人非常多,必須搶位子坐,有一次跟同學一起回南
部很幸運的佔到一個位子,沒多久所有位子全坐滿人,沒搶到位子的人只好站著,這時有位老太太
站我旁邊直直看著我,這讓我坐立難安,鑑於人人都有憐憫之心,而當時又是個小伙子,於是毅然而
然的讓位給老太太後就到朋友處聊天,朋友得知我讓位給老太太座後直稱讚我是好人有好報
------,大家說說笑笑後也累了,朋友們相繼睡了,只剩我這好人得站著無法睡覺,這時火車抵達台
中站時,眼看著老太太下車,卻把位子讓給別人坐,當時心情非常的鬱卒,於是在心中默默發誓,以
後無論如何再也不讓位給人了.
直到我信了主,念到這一段,我才知道我的心結在那兒?!原來我有施,但卻沒有捨,當你施了後,
你就得放下,在 1991 年我去泰北短宣,
有位姐妹也跟我們一起去,有一天她洗完澡出來說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認為泰北是個貧窮的國
家他們洗澡的肥皂可都是來自美國最好的香皂喔,在美國我都還捨不得買來用呢! 以後我不再奉
獻給他們了當我進去時果真那是個非常高級的香皂,但心頭一念,他們怎會有這麼好的香皂,一定
是美國來的人送給他們的,既然你們來此宣導,當然要拿出來與你們分享,這就是說你的心態若不
正確,上帝也不會紀念,今天你來奉獻,並不是施捨,當教會對教會的機構稱為捐樞,對人稱為施捨,
這是不一樣.
當你要奉獻 10 元,結果錯拿 100 元,事後,去找教會會計說我剛剛拿錯了,能不能換回來,會計
說不行,這也沒寫你的名字,怎知是不是你的,不過天上記帳,你是奉獻 10 元喔.因為你的心就只這
樣,不是嗎?所以說我們施後就要捨!!
施捨的心態第三點,你願施捨是在你有所感恩你才會施捨,在美國我們過感恩節,感恩節是
Thanksgiving ,這意味著 Thanks 後面就是 giving 在我們人生中你要體會”得”與 ”施”,在
得施之間,”得”是靠你的本領,能力,而”施”是體會到上帝給的恩典滿滿,所以才願意與人來分
享這些恩典,才能施捨.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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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第九章寫道 12 月 14 日和 15 日為”普珥日”,在 22 節中記載著: “因為這兩天是猶太人除
滅仇敵的日子,這個月是猶太人轉悲痛,絕望為歡喜,快樂的月份,他們要守這節日,開宴會來慶祝,
互相贈送禮物,並救濟.貧窮人”
接下來施捨的福氣,是什麼人有福氣,是得到上帝祝福拿出來施捨的人有福氣,”我在各種事
上給你
們留下榜樣,告訴你們應該這樣勤勞工作來幫助軟弱的人,要記得主耶穌親自說過的話- 施比受更
有福”( 使徒二十 35),這也就是要能體會上帝的這段話.
在我辭掉工作去念神學院時,我非常低調,有一次受聘去外地講道,剛巧星期六他們有個團契,
希望我能與他們分享,當晚我住在一位弟兄家,這位弟兄突然拿了一個信封給我,內有一張 200 元
的支票著時嚇我一跳,一直以來我從沒接受過任何支助,只有我去支助別人,就這樣整晚反覆的想
這這事,我該接受還是還他,於是我禱告著,突然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施比受更有福”就是這句話
換醒我的心念,”若沒有受的人,怎會有施的人”,而施的人就無法得到福氣了不是嗎?
最後我與大家來分享一篇非常感動人的真實故事
標題是: 誰是最有錢人
事件發生在美國的某地,爸爸已過世,媽媽帶著七個小孩,故事發生在 1946 年的復活節,當時
大姐出嫁,兄弟相繼離家,家裡就只剩下媽媽帶著我們三個姐妹, 姊姊 16 歲妹妹 12 歲而我 14 歲
我們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家庭,那年的復活節前一個月前,我們來到教會,教會的教友約 80 幾人,
做禮拜時牧師跟大家宣佈今年的復活節我們來辦一個有意義的活動,為我們教會最貧窮家庭來奉
獻,希望大家能儲蓄一點錢來為這件事.
當她們聽了後非常興奮,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回到家後她們開始商量著要如何來節流,
最後她們決定這個月去買一袋 50 磅的馬鈴薯來吃這樣可以省下 20 元,其它不聽收音機,不開電燈,
這也可以省下一些錢.
至於開源,她們去幫忙割草,照顧小孩,做些手工藝來賣,一分一分的省下來,每個星期他們來
到教堂,牧師總是會提醒大家這件事,日子一天天的過,當他們看到他們所存的錢越來越多,心中充
滿了喜樂.
在復活節的前一天,她們非常開心把錢拿到雜貨店換一些漂亮整齊的大鈔,總共換了 70 元,內
有 3 張 20 元,一張 10 元,以便星期日要去奉獻.
復活節當天竟下著大雨,他家雖然離教會只一 Mile 但是他們沒車沒雨傘,衣服,鞋也都破了但
他們仍冒著大雨來歡喜的來到教會,他們仍坐在前面第二排,當牧師講道完畢時,他宣佈我們開始
為這次的活動來奉獻,於是媽媽放下 10 元,小孩每人放上 20 元,他們非常高興做了一件好事.
當他們一離開教堂後,因為有一個月沒吃蛋了,媽媽馬上去買蛋回家慶祝,到了下午,牧師跟教
會一位長老來到他們家,跟媽媽說完話後留下一包東西就走了.她們也不知牧師來她們家做什麼,
當她媽媽打開那包東西,裡面有一張 10 元,三張 20 元,17 張一元,他們教會有 80 人,許多人都在聽
道理,但是沒感動,你我一樣許多時後都只投一元,面對這情景時,她們傻住了了,為何她們家是最
貧窮的,從來她們都沒想說她們是最窮的人,直到牧師跟長老來到她們家後她們才知道原來她們在
大家的眼中是最貧窮的家庭,其實她們一直都過著快樂的日子,直到今天竟然她們是最窮的人.
這打擊對她們來說非常大,於是她們不想再去教會了,在學校她們一直都是第一名,如今教會
人是如此看待我們,那麼在學校大家也一樣如此看待我們的,學校也不去上學了,這一個星期中是
他們最難過的一個星期.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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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日他們不想去教會,但是媽媽說我們是屬於上帝的子民,不管怎樣一定要去,於是他們
勉強去教會,事情就是這麼巧,這星期牧師邀來一位從南非來的宣教士,宣教士談起他們正在興建
教室,但因缺乏材料,無法完成上蓋,只要 100 元就可以了當她們聽到這裡時她們非常興奮,於是她
們家把那包錢全奉獻上.當他們點算完錢後,總共是 100 多一點時,宣教士非常興奮的說,沒想到你
們這麼小的教會會收到這樣成績,你們教會一定有人是很有錢的.
請問你是有錢還是貧窮呢?有愛心人才會奉獻,錢是不能買到任何東西的.這一星期來一直想
著自己是最貧窮的人,可是當他們聽到宣教士說,你們教會一定有最富有的人,要不不可能有這麼
大筆的奉獻,在上帝的國度裡,你是屬於有錢的還是貧窮的人?
在這篇文章裡,她寫道:”從那天起,我不再覺得自己是最貧窮的,我常記著:因為擁有了主耶
穌,我是富有的”
願上帝賜福我們,讓我們知道如何用錢,在祂的恩典上,聖經上說不要只做小小的基督徒,要海
闊天空,讓上帝來差遣我們.

傳道與文字事工的思考

吳修明

傳道顧名思義是將真理(上帝智慧的話語)傳給世人,而文字傳道則是將「真理」濃縮.針對特
別要關心的人以他們了解的方式及文字與他們溝通.四章福音書的作者都看到同一個救主耶穌,活
生生地打動他們的心靈,得到同一個信息:神的兒子降世為人,受死和復活,為世人帶來救贖及永生
的盼望.作者們乃為所關心卻不同對象,寫下四部震憾人心,闡釋角度不同,但信息一致的福音書.
保羅也針對他所牧養的教會及關愛的同工,將他親身從上帝所領受的智慧話語,以書信文字
的方式傳達給他們.上帝顧念他的忠心,使其書信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人心,堅固了無數基督徒的信
仰.
我們也許不敢想像自己成為像聖經中的先賢偉人一般,對世界有重大的影響,但我們應該相
信我們所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是足夠影響到教會內外的兄弟姐妹及社區周遭的人,(箴言十二

25)

稱”一句良言,使心歡樂”. (箴言十六 24)也說”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
良書”疾風細言一如何聽神的聲音”中,教導我們天天操練四個步驟-“安靜,注目耶穌,感
受聖靈的感動,寫下來印證”.即便保羅被認為是”他的信又深重又厲害，及至見面,卻是言語粗俗,
氣貌不揚”(林後十 10),也不放棄也不敢不將他從神裡所領受的與人分享.
西哲宣稱”我思故我在”但是記憶久了不可靠,真理也不會愈辯愈明.沒有文字記載,就沒聖
經,人將無處尋找神的話語.葚至猶太民族也和聖經中許多提到但已消失無可尋的民族一樣,永遠
找不到.
我們教會有人天天得著主豐盛的恩典,許多人有深刻感人的經歷,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見證.
不要讓我們的感動消失,無處可尋,讓我們記載下來與人分享,留做永恆的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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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接了婦女團契會長的職務---當我接了婦女團契會長的職務----

蕭貞淑

2007 年底選婦女團契副會長時,大家都希望我能擔任這個職務,但我極力推卸,我怕 2009 年就
得當會長,然而她們都跟我”掛保證”說:不會的啦, 我們已有人選了,安啦!!於是我放心的接受了.
08 年我常出遊,常缺席,以至於沒能分擔月美姐忙碌的事物,一直心存不安,然而很快的一年又
將過了,在 08 年底要選 09 年的會長,她們都來當”說客”,希望我能擔當會長,當時我有些愣住了,不是
早有人選了嗎?怎麼又找上我來,我還是以我會常出遊為理由來拒絕,更何況我不知會長都需做些什
麼工作.但她們都要我放心,她們每個人都會來幫我助我.
在選舉的前一個星期,麗娜姐再次提起這事,我終於突破防線,答應接受,就在我答應後,我發覺
我的心竟非常快樂,並沒有一絲煩燥不安,沒有是一種負擔,當然我的接受讓許多人跌破眼鏡.
當我接手後,我才知這是一份煩雜的職物,但我非常快樂的去承擔,有句話說”歡喜做,甘願受”.
更何況我有這機會來為主做工,也是一件快樂的事.
幸運的是在我周遭的好友,她們總是不吝的騰出時間來幫我,久美姐更常會提醒我一些瑣事,幫
我忙,就在我剛上任沒多久,十年才輪一次到我們教會開會的事就讓我給碰上了,為了備餐的事,在我
旁邊的人,如久美姐,藹玲姐,月美姐,麗娜姐,璧勳姐,全都鼎力相助,實在讓我好感動,在此深深獻上我
的謝意.
二月份有個星期要開會員大會,當天的午餐以簡便為主,於是我聽了她們的意見訂了包子,問題
是必須要自已去拿,為了不想麻煩別人,我決定自己去拿,雖然路程有些遠,但我不以為意,就在前一
晚,突然接到明容的電話,她說她願意幫我去拿,因為餐廳離她家比較近,這樣我就不用跑那麼遠去拿,
再次讓我又感動了,感謝上帝一路的看顧,感謝許多好友總是願意伸手來幫忙.謝謝你們我所有的好
朋友們!!
最後在這一年裡,我會盡心盡力來為主做工,為大家服務,也希望你們能多教導我該如何走這條
路,謝謝再謝謝!!願上帝祝福你們!

台北咖啡館

以文
很難劃出一個界限，很難說出一個時間點，但是你就是回不去了。何時告別了童年？青春
的翅牓掉落在何處？鏡裏紅顏為誰憔悴？青絲怎地變成白頭？就是回不去了。看著小孩蹦蹦跳
跳、童言童語，看著年輕人簇擁嘻笑，誰會去點醒他們，告訴他們這是他們以後再也回不去的
世界？(即便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屬的世界)我們思念的是其實是那種沉浸其中而不自覺的
生命狀態，猷如我們思念著伊甸園中原始美好的生命狀態。
雖說我知最終會回天家，享受神為我準備，比童稚純真更高層的靈魂狀態，但此時的我，
還是逃脫不了情緒的翻滾，台北，承載著我生命中最初始的執著與熱情，如今我回來了，記憶
卻時常召喚我，去尋訪往日足跡。我彷彿穿梭於新與舊、今與昔的時空旅者，獨行在台北的街
頭，迷迷風雨中，尋找著生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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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t has been five months since I have been called to TAPC as the Designated
Associate Pastor. TAPC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a welcoming and warm
congregation striving to grow and be a community of faith that emulates the
love of Christ.
The English Speaking Ministry (EM) continues to have worship at 11:45 a.m.
Every first Sunday of the month, we celebrate the Lord’s Supper and it is
joint worship with the youth. Every Tuesday night, the young adults gather
for bible study, prayer and activities. The English Speaking Ministry has its
challenges. However, the young adults are diligent, faithful and I believe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and become one body of
Christ.
EM is now working on the vision and mission statement. Currently, all
members are working on their personal statement of faith. The statement of
faith will reflect what each one believes about God, Jesus Christ, Holy Spirit,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 They will work together to find who they are, who
their neighbors are and who God is. We are planning a day retreat to pray
diligently, and come up with a vision and mission statement for EM.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I am planning are New membership class and Baptism and
Confirmation class.
The youth ministry worships at 11:20 a.m. and meets regularly on Saturday
evenings for bible study, prayer and activities. On Saturdays, the youth
learn to pray, to work together, grow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and we
arelearning God’s Word (Genesis).
Your prayers are welcome and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young
adults and youth. Though there is a language and culture gap, being children
of God will help us to close that gap for we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who
gives us strength.
Thank you and blessings in the name of Christ,
Pastor Julie Kim

此篇為我們教會英文部新任牧師 Julie Kim 所寫。金牧師是韓國人，信仰堅貞，富有愛心，雖
然不會說中文，但有著敏銳的心思、開放的心胸，帶領我們說英文的朋友、子弟、青少年一同
以英語崇拜服事神。希望我們能消除語言上的代溝，主動釋出關懷，給予她最大的支持，使我
們教會的台語部與英語部因著神的愛，親如一家，在信仰與服事上攜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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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與更新
從尼希米記 8-10 章看教會的建造

賴弘專

在最近幾年，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常常在思考教會靈命更新的問題，面對經濟風暴的衝擊、
生活的壓力與挑戰，教會中漸漸產生一股反省的潮流，探問我們的信仰要如何才能經得起考驗，
在人心惶惶的時刻站得住腳，為人們提供希望。其實靈命更新最根本的就是教會信仰的重建，教
會是一個整體，當教會內在有一股動力去追求改變的時候，改變就是可能的。在舊約，以斯拉─
尼希米記就是一個信仰重新建造的好例子，藉著這篇短文，跟各位一起查考尼希米記 8-10 章，希
望這段經文能夠為我們教會的更新建造，提供指引與亮光。
一、

以斯拉─尼希米記（Ezra-Nehemiah）簡介

在聖經中，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在猶太傳統中兩卷書原合作一卷，所以在這篇文章中
用以斯拉─尼希米記代表）是屬於舊約歷史中「尚尾溜」的一部分，因此較不受到學者的注意，
一般信徒讀經時，似乎也比較容易忽略它們。然而當我們認真閱讀時，會發現裡面有很多的寶藏，
特別在今天這個時代，教會面對的處境與以斯拉─尼希米記中的猶太社群的情況有很多相似處。
舉例來說，當時猶太社群非常弱小，他們的國家在一百多年前已亡於巴比倫人之手，如今受到波
斯帝國的統治，成為帝國統治下的一省（稱為耶戶省）
，在各方面都受到牽制，甚至要繳相當重的
稅賦，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要怎麼樣傳承信仰？要如何固守上帝所託付他們的話語與選民的身
分？甚至，在帝國統治的大網下，他們要如何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這些都與教會今天所面對的
問題相關，教會在美國今天雖然仍可稱為社會的主流，但愈來愈多人對基督信仰產生懷疑與疏離
感，他們寧願追求世俗的享受與物質生活的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教會也可稱為弱勢，如何在時
代的挑戰中堅持信仰、傳承信仰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所以，了解以斯拉、尼希米這兩位社群的
領袖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他們因應的對策，相信對今日有所啟發。
以斯拉─尼希米記所敘述的是猶大人民被擄後如何歸回家園，重建聖殿與信仰的故事。
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在巴比倫人的手中毀滅，至少十分之一的人民被擄到異鄉，這種「失根」
的經驗與劇痛，在猶太歷史中是無可比擬的。因為被擄，使以色列人（即猶大的人民）重新反省
自己的信仰，這可以說是一種「震撼」與「失去」的教育。上帝讓猶大人民被擄了整整五十年，
在這樣長的時間內，他們在異鄉反省自己的過失，整理自己的信仰，探問這種破碎的生活因何而
起，也不斷呼喊上帝施恩拯救，也因為如此，當他們再得到機會返鄉重建祖先的家園時，他們格
外地認真。
主前 538 年《古列王詔令》（Cyrus’s Edict）改變猶太人被擄的命運，古列王似乎對所統
治子民的宗教相當寬容，他准許猶太人回鄉重建耶和華的聖殿（以斯拉記 1:2-4）。波斯帝國是當
時前所未見的大帝國，橫跨歐亞非，有著效果卓著的統治策略，它容許各地區的人民敬拜自己的
神明，建造聖殿，但絕對不容許地方脫離中央的控制，特別是想要在政治、稅賦上獨立。那麼，
有多少人響應古列王的詔令，願意回鄉重建家園呢？歷史家的估計是「佔少數」
。聖經的記載讓我
們看到當時回鄉重建聖殿的困難，首先，旅行的艱苦是個問題，被擄五十年以後，猶太人早已在
巴比倫安居立業，當初的青年，成為白髮蒼蒼的老年，他們承受得了長途旅程的跋涉嗎？所以大
多數猶太人寧可留在巴比倫，過敬虔的猶太團體生活。此外，經濟的問題也影響歸回的人民建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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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決心。雖然以斯拉─尼希米記告訴我們建殿由帝國的國庫撥款贊助（拉 1:2-11；6:6-12），
哈該書卻告訴我們，因經濟的問題，建殿工作停滯不前。這本書提到，當時（約主前 520 年）歸
回的猶太人，飽受生活與經濟問題所困，只顧溫飽以及生活的居所，無心建造聖殿。所以先知哈
該就呼籲：
「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1:9）。他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要
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1:8）
。慶幸的是，哈該與撒迦利亞先知的呼
籲起了作用（拉 5:1-2），歸回的猶太社群在省長所羅巴伯與祭司約書亞的領導下，終於在 515 年
左右將聖殿建成。
在建殿完成後（大流士王第六年，主前 515 年，見拉 6:15）到底發生什麼事，聖經的記載
非常有限，可能的情況是，當時的猶太社會又陷入停滯的狀態，我們只知道，當以斯拉奉亞達薛
西王之命到達耶路撒冷頒佈律法時，已是主前 458 年（拉 7:7），且當時的社會問題重重。以斯拉
的任務為何？他是一位文士／祭司，最重要的任務是頒佈律法、使律法成為猶太社群生活的中心，
，任務乃是重新建造
這是宗教性的；而尼希米乃是省長，他到達時間稍晚於以斯拉（主前 445 年）
，是在政治、社會生活上貢獻卓著的角色。但事實上，他們兩位的角色
耶路撒冷的城牆（尼 1-7）
有重疊（在猶太人的社會中宗教與政治原本就不可分）
，都想透過對律法的尊崇，重新建立猶太人
社群的宗教生活與日常生活，使其能合乎上帝的心意，反映出上帝子民的樣式，這在他們對通婚
問題的處理上可以見得（拉 9-10；尼 8-10）。
既然律法是當時他們改革的重心，我們應該看看摩西律法對當時猶太社群有何特別的意
義。猶太人的律法／妥拉（The Law/Torah）是在被擄時期慢慢匯集而成的，希伯來文 Torah 的意
義是「教導」的意思，不單純代表硬梆梆的「法律」（基督徒容易有此誤會），更深的意義乃是上
帝所賜給他們生活的指南。律法對以斯拉時期的猶太人如此寶貴，是因為這是他們信仰反省的結
晶，視其為上帝所賜生活的基石。在被擄時期，猶太人在喪家喪國之痛中，開始關心他們信仰的
經典、基石在哪裡。他們不斷地問：為何我們與我們的祖先會受到大災難，上帝為何不拯救我們？
最後，他們發現，上帝離棄他們，是因為他們忘記祂透過摩西與眾先知所交代的誡命、律例，不
好好持守誡命，更進一步說，是忘記拯救他們的上帝。所以，他們再次回溯自己的傳統，找尋信
仰的根源，開始收集「摩西律法」
，包括種種崇拜生活的教導，社會生活的準則，將各種傳統匯集
起來，成為猶太社群信仰生活的圭臬，這就是今日「摩西五經」的前身。當以斯拉奉亞達薛西王
之命頒佈律法（拉 7:25-26）之時，他手中的律法書，已反映出申命記、利未記等等的思想。後世
的猶太人以及基督徒能夠擁有摩西五經這樣寶貴的經典，應該感謝以斯拉時代猶太社群的努力。
二‧尼希米記 8-10 章研讀
1. 結構
尼希米記 8-10 章可說是以斯拉─尼希米記中，最能體現律法的豐富意義的段落，在整個段落中，
以斯拉與尼希米皆出現（前者在 8-9 章，後者在第 10 章），以斯拉領導社群研讀律法、透過律法
與上帝重建關係，尼希米則將律法的精神實際落實在社會生活中。整段落可分作三部分：8:1-8:18
（以斯拉宣讀律法並建立住棚節）；9:1-9:37（透過律法回顧歷史並認罪）；9:38-10:39（建立團體
生活的約束）。每一段皆呈現以下的結構：研讀律法
研讀律法→
研讀律法→解釋律法→
解釋律法→回應律法
回應律法。也就是說，百姓認
律法
真聆聽律法，再由文士解釋律法的意義（特別是針對現下的社會處境）
，最後，以行動實踐他們從
律法中所領受的挑戰。這樣具有層次、三段式的結構，顯現出律法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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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處境中，我們面對上帝話語的態度，是否也能像當時的猶太人一樣，不僅敬虔，也運用創
造力，使生活的各層面與上帝的話語連結呢？聖經學者將 8-10 章，稱作歸回猶太人社群「聖約的
更新」（Covenant Renewal），正是因為其中充分展現更新的氣象，透過回應律法，猶太人與上帝
重新立約，離棄舊時違背上帝的生活，活出上帝子民的樣式。今日教會的挑戰在於我們能不能在
充滿世俗化的社會中，發現上帝話語的意義，並且活出具有見證力的生活！
1. 尼希米記第八章：重新發現上帝律法的意義
•
•

•

•

•
•

•

(1) 律法的宣讀與解釋（8:1-12）：
眾百姓同心聽以斯拉宣讀上帝的律法：聽律法是群體性的行動！而且，是眾百姓要以
斯拉將律法書帶來宣讀，這顯示他們的渴慕。
聽律法包括解釋（interpretation）與理解／明白（understanding）（v.8）：一方面，教
會需要有了解聖經的人，透過解釋幫助信徒認識律法對每日生活的意義。另一方面，信徒不是
被動者，在教會的教導中，信徒也需要採取主動來認識上帝的話。上帝的話是豐富的（同時也
有其難解處），這可以從本節中，猶太百姓如此渴慕、追求了解律法得知。
明白聖經首先讓眾人哭泣，但又帶給他們歡喜的心情（vv.9-12）：明白聖經能夠帶給
眾人生活的意義與目標，正因上帝的話是活生生的。但為何以斯拉吩咐人民不能哭泣？因為「今
仔日是咱的主的聖日；恁無通憂悶，因為對耶和華得到的歡喜是恁的能力。」
（v.10）
。此時是
猶太人的七月，在猶太曆中正是新年（今日的 Rosh Hasshanah），新年對猶太人來說是回顧上
帝拯救大能，展望未來、重新立約的時刻，因此，以斯拉要百姓認知這是一個歡喜而具有盼望
的節慶。當百姓聽到律法的解釋之後，他們就有更深的渴望要過以律法為中心的生活（三段式
結構中「回應律法」的部份），具體展現在住棚節的慶祝之中。
(2) 過住棚節（Sukkoth）
「欲致意聽耶和華的話」
（v.13）
：意思是「尋求耶和華律法中的亮光」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law of the Lord）！
2.
百姓的領袖與祭司共同發現「住棚節」的記載（v.14）
：棚子代表出埃及時，曠
野經驗中上帝的同在，棚子（台語：寮）是曠野跋涉時的居所，同時讓人思想到會幕
（上帝居住在百姓之中）
（關於此節期的律例，見利未記 23:33-43；申命記 16:13-15）。
其實，住棚節是以色列人王國時代的傳統，只是他們已經忘記慶祝的意義，通常，只
是慶祝農產的豐收而忘記其根本的意義：記念上帝的拯救。17 節說：「從嫩的
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是因為他們之前慶祝時，沒有把住棚節
與出埃及的意義連結在一起！
慶祝節期代表信仰的傳遞：對於猶太人來說，節期是傳遞信仰給家庭、子女的重要場
合。在猶太人後來的住棚節傳統中，在棚內所住的七天，父母親都會向子女講述出埃及的故事，
讓他們體驗當時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如此，信仰就能透過具體的表達，內化在生活當
中。信仰傳遞的關鍵並不是一次又一次灌輸教條，而是透過故事讓下一代知道信仰的源頭！
百姓的慶祝賦予住棚節新的意義（vv.15-17）：出埃及的經驗，成為猶太社群自己的
經驗；其實，主前 538 年的歸回，在舊約中常被比喻為第二次的出埃及，這正是因為百姓在被
擄與歸回的過程中經驗到上帝的拯救。透過恢復這個節期，同時讓節期與歷史經驗結合，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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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這個節期與他們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今日的基督教會，同樣有許多節期的傳統（大齋節、
復活節、聖誕節等），但必須思考的是，我們有沒有讓節期與現代生活的經驗連結，例如：主
的復活對於活在財務與生活壓力下、沒有盼望的現代人，到底有什麼意義？
3. 尼希米記第九章：透過歷史經驗，找到存在的根源

•

•

以斯拉、尼希米對雜婚事件的處理（vv.1-2）：當時從被擄之地歸回的猶太人中，有
不少與異族通婚；這些異族，可能是猶大省的近鄰，包括撒馬利亞人、以東人、摩押人等等，
他們的宗教可能與偶像崇拜有關，見拉 9:11-12。針對此現象，這兩位領袖做了相當嚴厲的處
置：他們要求猶太人與通婚的對象分離（尼 9:2；另見尼 13:3；13:23-27；以斯拉有更嚴厲的
處置，他甚至要求猶太人與異族的妻離婚，棄絕其所生的子女，見拉 10:3）。這樣的處理有其
時代背景與信仰的考量，但也有可議之處。歸回的猶太群體切斷與同樣居住於土地上的外邦人
民的關係，這對保持族群信仰的純淨（purity）是有意義的，特別，在親密的婚姻關係中，信
仰常常會受伴侶的態度影響。另外從經濟的角度看，外族的姻親很可能會瓜分猶太同胞的田
產，削弱猶太社群的力量，因此終止通婚很可能是一種保護政策。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措施的
負面效果，對於家庭來說，剝奪夫妻的關係、分離親生的骨肉，實在不近人情；對於整個社群
來說，斷絕與外邦人的關係，雖然保護了自己，但也阻礙了別人認識上帝的機會。因此今日，
我們需要思考：教會是否應該對非基督徒採取如此敵對的態度？
〈利未人的祈禱〉（The Levitical Prayer；見尼 9:6-37）：這是一篇意義豐富的認罪文
（confession），回顧上帝對列祖的引導與祝福，並反省歷史事件中間列祖的悖逆與上帝的慈
悲、憐憫。一方面懇求上帝不要閉眼、輕看百姓的苦難，一方面也承認上帝的公義（v.32-33）。
猶太社群在回顧歷史中，認識到上帝對他們的揀選，上帝的恩典如此豐富，他們的列祖卻常常
忘卻上帝的拯救，離棄祂所賜的律法與誡命。這種誠實的反省非常不簡單，認罪在第 33 節達
到高潮：
「在一切臨到我們的事上，你卻是公義的；因你所行的是誠實，我們所做的是邪惡。」
承認上帝的公義常是信仰的轉捩點：這是一種完全將自己交託在上帝手中的態度，不再掙扎堅
持自己所以為是的，反而祈求上帝的憐憫，重新出發。這對教會信仰的更新與建造，至關重要，
若聖靈光照我們使我們知罪，承認己罪、懇求上帝的幫助，上帝會賜下改變的力量，使我們有
能力離開過去所犯的錯失。
認罪文的結尾十分有意思（vv.36-37）：百姓深刻體會到自己
仍處在異族的壓迫中，卻仍振奮精神要過以律法為中心的生活，所以才有第十章實踐律法的努
力。今日，基督的教會有沒有勇氣在世俗價值觀主宰的社會中，過尊崇上帝誡命的生活？或者
就順從社會的潮流、以及當權者的邏輯，隨風搖動？
4. 尼希米記第十章：教會新生活準繩的創造

•

什麼是「確實的約」
（尼 9:38；比較 10:1）？：這不僅是對上帝的約，也代表上帝百
姓之間彼此的約束，要在生活中實踐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說，他們聆聽了律法的宣講以及解釋
之後，決意用生活來回應律法的要求。立約的內容包括安息日誡命的實行（v.31）；對聖殿金
錢、畜牲、田間出產的奉獻有明確的規定（vv.32-37）；對祭司、利未人的生活需要也制定關
懷的方式（vv.37-39）。這是舊約聖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群體運動」，是領袖與人民之間共同
的決定，在聖經歷史上，我們終於看到人民團結在律法之下，要以律法為中心過一種嶄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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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這種決心塑造出來的生活可說是一種信仰團體的「文化」，彰顯出不同的價值觀：例如安
息日的遵守、對欠債者的仁慈（10:31）等等。

二、
•

對教會生活的啟示與挑戰

今日的基督教會，面對著許多的危機與挑戰，而以斯拉─尼希米記正如同一扇窗口，讓我
們看到在不同的處境下，上帝的子民如何忍辱負重，為社群以及社會帶來希望。從以下所提出
的幾點挑戰中，讓我們共同思想，上帝的教會如何因著祂的大能得到轉變，邁向嶄新的未來！
1. 教會「文化」的創造：面對時代的危機、流行文化的挑戰，教會要如何找到自己的生活型
態與身分認同？
2. 對上帝話語的看重與解釋：上帝的話語是信仰團體產生轉變的根源，以斯拉─尼希米記教
導我們透過研讀聖經、解釋聖經，幫助教會有正面的改變。在我們的教會中，聖經怎樣成
為群體生活的中心？我們要怎樣使用創意，讓聖經也能與現代生活連結？
3. 教會怎樣從歷史經驗中得到教導與啟示？：歷史經驗包括聖經的啟示（因為現代教會承接
以色列與初代教會的傳統）
，與每一個教會本身創設以來所經歷的成功、失敗、與反省。回
顧歷史正是幫助教會重新看到上帝過去的帶領，透過認罪與感恩，整理自己與上帝的關係，
是重新出發的關鍵。
4. 教會與外邦人的關係：以斯拉─尼希米記的終止通婚政策，雖然有利歸回的猶太社群保持
信仰的純正、維繫信仰的傳統，但也切斷與其他團體的互動。今日的教會身處於全球村，
不能自外於其他的社群。我們應怎樣維持自己的信仰傳統，同時也用開放的態度來款待、
了解不同信仰的信奉者，使他們也有機會接觸福音？
（本文原於一月十日講於同心團契，再經修改潤飾而成）
在巨浪中

以文

狂風暴浪突襲而來
平時在峽灣中悠遊的船
傾斜了 動盪了 搖擺了
晄晄白日驟地黯淡
船上的人不在意
動盪有時 風浪有時
船長說 航行即是如此
然而
一股隱在海面下的漩渦已然形成
黑夜倐忽而至
風雨與巨浪 無情地
將船拋向漩渦的中心
船上暈眩的人
即便點著所有燈火
也看不到自己深陷的一切
夜與漩渦如此巨大
如口 如魅
等待著吞噬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捻指之間
風狂妄 浪更加殘暴
猶如屠夫 撕裂所有
燈火螢螢 忽明忽滅
船上的人
畏懼地抓不住繩索
船長說：
下錨等候吧
該做的已做，
我們等待風浪過去。
又說：
航行即是如此
繩索撐到極限
下一秒就要斷裂
船上的人 緊箍著雙手
不讓任何一員跌落濤中
信仰如錨
穩住搖搖欲碎的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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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與恐懼
企圖趁機加速毀滅
是信心的禱告
與耐心的等待
帶來靈魂深處的寧靜
上帝的大手
在黑暗與巨浪中托住一切
是的
祂托住 不鬆手
一切終將過去
風平浪息 藍天再現時
漂游於海天的交界處
船上的人和船長一樣
發出內心的感歎：
啊！航行即是如此！
航行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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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另一半

楊靜欣

感謝麗娜長老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跟大家來分享。雖然離開教會有一段時間，還是非常
想念住在加州的日子。在 Richmond，那是一個沒有台灣人教會的地方，弘專和我在美國長老教會
聚會，雖然有許多的學習和看見，但還是喜歡、習慣用自己語言來作禮拜、用自己的語言來分享。
作為一位女性，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實在惶恐，因為在座每一位所經歷的、所看
見的，一定都比我還多，應該是我要跟大家來學習。不過每一人的故事，都是特別的，都有值得
我們參考和思考的地方，所以我就大膽來講，請大家來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一部分是我自己對箴言 31 篇 10-31 節的思考和反省，另外一
部分是希望幫助大家對牧師娘、傳道娘的角色，有更深入的認識。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個長得很漂亮的人，因為這樣，我習慣往實力派路
線發展，就是盡可能培養自己的能力。當我看到這段經文時，帶給我的感動跟啟發實在很大，讓
我更加確信自己的想法應該是正確的。經文中，描述一位殷勤辛勞、精明幹練的婦女形象，每天
早起晚睡，家裡大小事情，都是她在管理，還會賺錢兼理財，成為家裡最大的幫助，是真正的一
家之主，這也是男性心目中最完美的另一半。
事實上，如果我們詳細去閱讀，這段經文不只談到女性經營管理的才能，它也強調有才
德的婦人，是上帝智慧的代表、智慧的化身。在箴言書第 1 章、第 8 章、第 9 章都有說到，上帝
創世的時候，是用智慧創造世界、為世界設立運行的法度，在箴言書的最後，作者用才德的婦人，
來表達他心中智慧的形象，這表明箴言書的前與後是互相連貫的。原來，一個有智慧的婦人，會
將上帝的智慧具體實現在家庭裡，其實不只在家庭，也成為教會很大的幫助。
在經文裡，有才德的婦人，她「張手賑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這表示這個婦人
不是為著自己的利益在活，她知道怎樣將手邊的資源做最妥善的運用，幫助最需要的人，事實上，
她所做的關懷可能比自己的丈夫更多。
另外，她也在信仰教育上有許多貢獻，經文說到：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
法則。」其實在一個大家庭裡，男性家長所傳的智慧不過是一部分，在許多方面，我們也需要女
性家長的智慧，這不只是包括煮飯廚房的事，也包括信仰的教導。特別在關懷、鼓勵人的部份，
女性常常比男性更敏感，更容易貼近人的心，甚至，有時面對信仰原則的堅持，女性也比較容易
看到男性的盲點；若無女性在信仰教育上面的努力，可能許多寶貴的信仰教導就會失傳，下一代
就沒有福氣聽到。最後，這個婦人讓她的家庭完滿和諧，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
讚她。」她受到丈夫與兒女的敬重，他們將她看作寶貝、勝過貴重的珠寶。我想，這也是每一個
婦女心裡最深的希望，盼望丈夫肯定她、看她作獨一無二，勝過美麗的外貌，也盼望兒女心裡支
持她、愛她，時時刻刻會想回到有媽媽的地方。
在我認識的姊妹裡，尤其是女性傳道者、牧師娘、傳道娘，女長老、長老娘，甚至團契
的姊妹裡，多少都會有這種形象在她們的身上，或者是將這種女性的形象，當作是一種理想的目
標來追求。
我第一次來美國，就是到加州，看到大家都非常厲害，各種食物都自己做，包肉粽、灌
香腸、做菜頭糕等等，我就跟自己講，要盡量來學習。後來弘專和我搬到維吉尼亞州，那裡的中
國食物，實在有夠難吃，讓我有很好的機會鍛鍊煮飯、煮菜的功夫。這次回來，本來比較有自信，
但看到大家無論在做任何事上，都展現出快速、俐落的一面，再次讓我感受到自己要學習的，還
〈 聖荷西台美基督教長老教會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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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我們都害怕被人嫌說「真憨慢！」，而希望被人稱讚說「真賢慧」。不是「閒」在家裡什
麼都不會，而是「賢」在家裡什麼都會，就如同我們經文裡所描寫的那位女性一樣。
作為現代的女性，這樣的形象，我們並不感到陌生。但是我們所要面對新的挑戰是，這
種形象融入現代的情境裡，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與我們女性的特質相符合？我們有沒有歡喜快樂
在這種角色裡。這個問題，我也常常在問我自己，現代的女性，不再只是一種犧牲的角色，這不
是說，我們就不需要犧牲，耶穌對人類最大的愛就是犧牲的愛，作為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在信仰裡、生活裡，有時我們都需要扮演犧牲的角色，因為這是一種愛的表現，也是我們信仰的
本質。所以我問有大家有無歡喜甘願的心，事實上是要大家了解，有真正的愛，才有甘心樂意的
犧牲，我們也才會歡喜快樂來做。
箴言 31 篇所講的這位女性，她的工作，主要是在家裡面，從裡到外，循序漸進地作全面
性發展，
「家」主要是她實現自我的地方。這種女性的形象，有時會和現代女性強調自我成長、自
我實現的想法，背道而馳。現今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在外頭上班，一天至少八點鐘，在家裡的時
間，一定會減少，但是家裡的事情，不會因為女性出外上班就不用做，特別是作丈夫的，若是無
法體貼太太上班的辛苦，依然要求太太做許多的家裡的工作，就容易引起夫妻之間關係的緊張。
我讀神學院的時候，有一次上課，老師講到這段經文時，講了一個笑話給我們聽，他問
他的太太說，「妳看！箴言這段經文，所講的女性那麼有能力，妳願不願意照這段經文所講的來
做？」我神學院老師的太太是一位女牧師，就回答講，
「不用了！謝謝！」因為他太太作牧師的工
作，已經壓力很大，無法再負擔家裡工作。這段經文對於現代同樣外出工作的女性來說，實在造
成不小的壓力。我們讀經文，不能只是照著字面上的意思理解，而是要讀懂整段經文的含意，整
段經文的重點在 30 節下半段「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作為一位敬畏上帝的女性，才是
我們一生致力要追求的。
在我要來加州之前，弘專有一個高中同學來找我們，為了弘專的面子，我就盡心盡力每
日煮三餐，變換不同的菜色，還安排行程出去玩，真的是天天晚睡早起，十幾天過去，當然我們
的朋友很開心，但是他走之後，我就感冒了，差不多在床上倒了三天，才恢復過來。我實在不知
道是我太憨慢，還是聖經的標準太高？但是我知道，只要努力成為一位敬畏上帝的女性，上帝一
定會幫助我們，賜給我們各樣智慧，讓我們成為有能力的人，來顯明上帝的榮耀。
現代女性在追求自我實現上，對以前到現在，已經慢慢得到突破性的成果。簡單來講，
在今日已經六十歲左右這代的女性，是什麼都要做，要上班，也要煮飯，因為夫婦都有在上班，
家裡的工作就盡量簡單；若是現今四、五十歲左右這代的女性，雖然夫婦都有在上班，但是先生
會開始分擔一些簡單的家事；到我這代，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什麼工作、事情都要知道、都要
學習。就像在美國，夫婦如果因為工作，需要分開住在不同的地方，日常生活都要自己照顧，根
本沒有人可以倚靠，都要自己來。在不同的處境中間，男性和女性走向更平權的地位，男性和女
性是彼此互相學習的角色。我們如果有了解現今兩性平權的趨勢，再回頭來看女性在教會地位變
化，我們就知道為什麼有愈來愈多的女牧師會出現在教會裡。這是和早期牧師娘在教會的身分地
位，有很大的關係。
牧師娘早期在教會是一份沒有薪水的工作，隨著女性意識的高漲，牧師娘的角色定位開始
受到關注，企圖要從輔助者的角色出走，發展到現在，主要有三種趨勢，一種是牧師娘有自己的
工作，不一定是在教會裡，她在教會的身分，主要是會友；另一種則是成為教育或關懷牧師，主
要是配搭主任牧師，雖然是配搭角色，但是在職份上是牧師；最後則是獨立牧會的女牧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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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份事實上與男牧師無異，就是牧師，只有性別的差異，但是一般來說，目前教會對於女牧師的
接受度還不算太高，這也是目前女性傳道者要持續努力的地方。在台灣的長老教會裡，已經有一
些女牧師，普遍受到教會的歡迎，有時反而是她們的先生得承受著來自教會的期待跟壓力。
雖然新的潮流在轉變，但是大多數的教會還是比較習慣男性牧師加上牧師娘配搭的傳統
模式，這種模式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牧師娘容易成為被遺忘的角色，她的需要、她的付出、
她的自我肯定與成就感，很容易就在教會繁瑣的事工中給淹沒了。而且牧師娘在教會是特殊的角
色，與一般教會婦女不同，她的孤獨與寂寞感，是很少受到關注的，如果再加上個性內向，那大
概只有一個「慘」字可形容。近年來，在台灣開始有關注牧師娘的團體出現，為她們舉辦活動，
聽說許多牧師娘在聚會裡，都哭到不行，第一次有心靈被釋放的感覺。
早期教會對牧師娘的期待，我想也不會比箴言所講的標準還低。牧師娘在教會裡，至少
要會司琴、帶聖歌隊、如果還能夠帶婦女團契、帶兒童主日學更好，另外，個性不要太奇怪，要
懂得關心人，看見人會微微笑、打招呼，另外，一定要將牧師照顧好，差不多這樣，在教會裡，
大家就會感謝主、就會對牧師娘很滿意了。
兩年前，弘專和我有機會去到一間教會去帶暑假的兒童營。到那裡，長老第一句話就問
我說，
「會不會彈琴？」我就說：
「不會」
，他就說：
「要練！」當時，我還真硬練了一首兒童詩歌，
沒辦法！教會的司琴要 11 點才會到。兒童營九點就開始，就要唱詩歌。為了教會服事的需要，我
會非常願意學習，但是作傳道娘一定要會司琴，這樣的期待，讓我感覺很吃力。因為每個人在教
會服事的恩賜上不一定相同，我們應該是期待發掘更多的恩賜，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而不是硬性
規定。
在這，有兩個問題，請我們一同來思考。第一，如果教會請的牧師，是一位女性，我們
對她的先生，會有同樣的期待和要求嗎？不會！通常，女牧師的先生，在教會的壓力，一定比牧
師娘低，女牧師的先生，若是願意做教會的工，永遠都是 bonus。這種問題，同樣發生在，女長
老的先生和長老娘不一樣的對待上，我們對長老娘的要求一定更多，這是長久以來，對待兩性不
平等的觀念所造成的。這種觀念，常常不自覺會出現在我們的想法裡，我們給予男性的信任與期
待常常多於女性，無論在職場上、教會裡，女性如果要成為領導者，通常要通過較為嚴苛的考驗，
她必須證明她可以跟其他的男性做得一樣好，甚至要更好，才能被認可。這是一種挑戰，但我所
質疑的是，男性的標準是唯一的標準嗎？當我們達到男性所認可的標準時，我們會不會也同時失
去了屬於我們女性獨有的特質？
第二個問題，作傳道娘、牧師娘，需要有呼召嗎？沒有呼召，卻已經成為傳道娘、牧師
娘，該怎麼辦？本來我從神學院畢業以後，應該先要去作傳道的工作，但因為弘專要繼續讀書，
我們都只好請假，先到美國來讀書。有時和他吵架時，我就會想，為什麼我要在這裡？我應該在
台灣好好發展自己的才能，服事上帝。不過，我們都知道「有一好無兩好」
，夫妻若是分開太久，
對於婚姻經營來說，是弊多於利。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因為他的太太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本來
他想讀博士，就無法繼續讀下去，實在很可惜。現在我暫時的身分是傳道娘，但是我不是呼召作
傳道娘的，因為我如果要作傳道娘，我就不必去讀神學院，應該是去學鋼琴。許多牧師娘，她們
可能本來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因為她們的先生，呼召作牧師，她們就直接變成牧師娘，之後教會
莫大的期待，排山倒海而來，如果是妳，妳能接受嗎？在 Richmond，我和幾個好朋友，常在每禮
拜三下午，有一個 TEA PARTY，其中有三個人以後都是要作牧師娘。我們常常談論的，就是怎樣
讓自己更加符合教會的期待。其中有一位韓國人姊妹，她本來也是在上班，嫁給她先生之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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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受感動想作牧師，現在她時常憂慮的，就是她不太會做教會的事工，感覺自己不適合帶小朋
友，但是教會每個禮拜要求她要帶兒童主日學，讓她的壓力很大。
以上，我所說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更深去了解牧師娘的心路歷程，在教會，婦女團契應
該是牧師娘最好的幫助，我們若是可以和牧師娘有很好的合作關係，實在是教會的福氣。而且站
在女性的角度上，我們也是要支持女性，互相幫助。有時我們必須承認，給我們壓力的，不一定
完全是來自於男性，來自於女性同儕的壓力，才是更讓我們難以承受的，所以我們要謹記箴言 26
節「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讓我們用溫柔鼓勵的言語來彼此造就，用智慧仁慈
的心來彼此學習。在教會裡，我們也可以從關懷、支持我們的女牧師、牧師娘、女長老、長老娘、
女執事開始，感謝她們在教會裡為我們所付出、用心所做的一切，常常為她們禱告，鼓勵她們，
在上帝的愛裡，有美好的團契。
（此篇文章為 Jan. 15, 2009 於婦女禱告團契分享後整理潤飾而成）

不只不要怕，
不只不要怕，也不可以怕

麗娜

約書亞記 1: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
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
？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
，耶和華 ─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得知賴弘專傳道和靜欣姊年初要來 San Jose 拜訪，趕緊和他們連絡，邀請靜欣姊於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來與我
們婦女禱告團契分享．靜欣姊所要分享的主題＂牧者的另一半＂實在是一個很吸引人的主題，大家也都拭目以待．
當天，以為自己提早幾分鐘到達，想不到進門就看到林桂子姊已經先到，心裡真是一陣溫暖．十一點我們開始
唱詩讚美，當然也請靜欣姊來帶領．她的帶動唱，總是帶來動力、活潑．這時我們這群婦女們，跟著她邊唱邊動，
身體、骨骼，連內心的靈也跟著活潑起來了．窗外看到周明容姊帶著周長老娘也來了．真是讚美主，教會的這群長
輩總是那麼的用心，對事工的參與是那麼的熱忱．周長老娘一向只要有人有時間去載她，她一定會來參加．奇怪，
門開著的，都一陣子了，明容姊和周長老娘怎麼還沒進來呢？正納悶著，有人喊著：＂周長老娘跌一跤啦！＂七手
八腳的，大家趕緊把周長老娘扶進來，一看，額頭、臉上都是紅腫，又有流血，很是嚴重．懂得護理的姊妹們趕緊
是冰敷、擦藥，靜欣姊也帶著大家按手為周長老娘禱告．周長老娘一直告訴我們：＂不要怕，上帝會照顧我的＂．
恐慌的我們，哪裡聽的下去，趕緊催促明容姊帶周長老娘去看她的主治家庭醫師．沒信心的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
怕但還是很害怕．為了使大家靜下心來，靜欣姊趕快開始她的分享．靜欣姊的朋友張育慧姊也分享她走傳道教育的
心路歷程．靜欣姊，育慧姊精采的分享，教育我們當會友的，對女性傳道或牧者要如何打破傳統男女不平等的觀念，
並以正確的態度來支持她們．
接著下半段就是 20 分的禱告時間．通常每次我們不只親密的代禱，其他禱告事項也總是有８到１０項．這次
我們特別著重為賴傳道夫婦和為張育慧姊禱告．當然也要為今天的突發事件- 周長老娘禱告了．當一開口為周長老娘
禱告時大家眼淚直流，把心裡的懼怕和擔心，就在禱告中交托給神．而害怕的我，就在這時領受到＂不只不要怕，
也不可以怕＂的這一句話．頓然明白，害怕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然而神教導我，害怕是因著我對神的不夠信心．
不夠信心，那魔鬼就更有機可乘．只要靠著那全能的耶穌，那我還有甚麼好怕的呢？真是感謝主的安慰！禱告結束
後，大家心情比較安靜，幾位姊妹這才想起，剛才周長老娘不是一直告訴我們：＂不要怕，上帝會照顧我的！＂這
句話嗎？小信的我們，剛才真是不只聽不見也看不懂周長老娘那份信靠神堅固的信心．當天下午得知周長老娘已看
過醫生，大家不敢去電話打擾，只是默默為她代禱．星期日明容姊照常帶著周長老娘來做禮拜、敬拜神．這份信心
和勇氣，真值得我們學習也佩服．接著一週週來，真是看到神在周長老娘身上的照顧和醫治．也謝謝周長老娘，讓
我再次體驗到神的信實彰顯於信靠祂的人身上！
願神的祝福更加添於周長老娘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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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我的父親預備了長眠之地 – 我的見證

王玉琴

我的父親王清白先生，於 2000 年 12 月某日突感身體不適，於是進醫院檢查，
但我們家屬却從醫生那得到最不好的消息，就是他老人家已是肝癌末期了。聽到那樣的
消息，我們怎麽都不敢相信，因為父親生活作息正常，每日爬山健身，勤練書法修身養
性，怎麽會是這樣的結果？醫生估計只有六個月的時間了，所以我們不敢告訴父親他的
病情，只是淡淡的說他的肝發炎需要好好休息與調養。
2001 年元月，大姐從紐西蘭回來，二姐從加拿大回來，全家人多年沒有到齊
一起過農曆春節。但我們心裏都有數，這會是我們全家人最後一次全員到齊的過年。心
中雖然悲傷，但是又不能表現出來，因為父親正沈浸在全家人到齊一起過年的愉快心情
中。大年初一早上，我們陪父親爬了他老人家最後一次山，在山上涼亭中，他突然說”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就是人生啊！”我們姐妹四人強忍淚水，立刻轉移話題，老媽
在旁眼眶巳經濕了。父親生病期間，每日仍勤練書法，絲毫不受影響，看在我們眼裏真
是佩服又心疼。就這樣，在 2001 年 3 月底父親病情急速惡化。有一天晚上我下班，父
親跟我說眼睛看不清楚，字也不會寫了。我心中一涼，應該是癌細胞轉移了。果然不出
幾天我們又再次將父親送入醫院，在新店耕莘醫院住了一個星期，父親說想轉往榮總，
所以我們立刻幫他辦轉院手續。在榮總第二天，我們發現父親潔白的牙齒却一夜之間變
黃。父親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所以我們一直用綿布幫他清潔口腔，但是都沒用。當晚
我們要回家時，大姐在醫院走廊上發現一本”聖經”於是將 聖經 放在父親枕頭下，並
說：”爸，您好休息，主與您同在。第二天一早，我們又去醫院，赫然發現父親的牙齒
又恢復到往日潔白光亮。當時我們還不知是怎麼回事，母親說，她昨晚什麼都沒做啊？
不久，替父親翻身時，聖經從枕頭下滑出，這時我們才驚覺是神知道父親愛乾淨，所以
神替父親清潔了牙齒。在榮總第四天晚上父親就昏迷了，第五天晚上我們回家不久，半
夜母親來電說：”你們的爸爸快不行了！”所以我們姐妹三人立刻叫了計程車直奔榮
總，到了榮總不久，看見父親眼角流下了人生最後的眼淚，螢幕上的線條漸漸平躺，沒
有心跳，沒有呼吸了。父親就在等到了我們後，離開了我們，此時是 2001 年 4 月 14
日凌晨 4 點 20 分。
送走了父親，第二天在同事的推荐下，我們去了萬里金山的山上替父親尋找安葬之
地-金寶山。這是一個以佛教納骨塔為主的墓園，但是父親生前很討厭媽媽拜拜，所以
我們想，如果把父親骨灰放在這裏，早晚有誦經念佛，父親應該會很生氣，所以我們詢
問了金寶山的業務，有沒有其他選擇？業務說：基督教的納骨塔還沒蓋好，只有户外家
族墓地了。因此我們就去看看，一個小小的家族墓地，可以容納 12 個骨灰罈，但是要
價要 180 萬元，實在很貴。當時因為我們心情很亂也沒個主，所以母親說：就買這個吧！
我們回應”也好，以後大家還可以在一起。”於是業務給了我們台北辦事處的資料，要
我們去那兒辦理相關事項。
就這樣，我們一行開車往山下走，約莫 5 分鐘後，看到”基督教平安園”的字樣，
大姐說，我們去看看吧！母親也說好，所以我們就開往基督教平安園。進園後，墓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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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員很親切來招呼我們，大概說了一下園內情形，我們就自行参觀。這時，我看到
一頭灰色的大水牛，心想這種地方怎麼會出現一頭這麼大的水牛？也不見牧牛者，當時
也不放在心上。 巡視一會兒後，母親說：她覺得這裏比較好，我們也深深同意，於是
我們在第一區選了個墓地，墓地數字儘量
選跟父親生日有関的。當時我就去跟墓園管理者說：我們選好了，他就給了我們台
北公館辦事處的地址，要我們去那辦理相關事項。此時我見母親卻在另外一區久站不肯
離去，我便大聲說”媽！我們要走了喔”這時母親却回我說”妳過來一下！”我便過
去，母親說，你看這裏視野更好，奇怪的是我站在這心中煩亂，頓時好了很多。”我回
答說”是啊！”於是我低頭看看這塊墓地，沒想到映入眼簾的一串數字竟是”
4-14-20”！這不就是父親離開我們的時間嗎？4 月 14 日凌晨 4 點 20 分。我大聲叫姐
姐們過來，大家看了眼淚再也忍不住，全哭了！原來神早就為父親預備了長眠之地。 我
們要離開平安園的時候，我發現剛才那頭大水牛不見了。我問有沒有人再看到，結果大
姐說她剛進園時也有看到，也覺得很奇怪。這時我們有個推論：應該是父親來過了也很
滿意，因為我的父親是屬”牛”的。
我們站在那半天捨不得走，想想多神奇啊！神愛父親，給他預備了長眠之地，神也
愛我們一家人，要真實的顯現神是與我們一家同在，神沒有因為我們是拜拜家庭而放棄
我們。相反的是，神要藉父親死亡這件事帶領我們一家人，讓我們一家人真正相信這世
界真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與我們同在一起。也因神的美意讓我們對失去父親的痛也大
大有安慰。因為我們相信父親現在在天國有神的愛，有神的安排。
在父親過逝的後幾年，我們全家都陸續受洗成為基督徒。我也在 2005 年懐孕 6 個
月的時候受洗。現在我們一家都是快樂拜神的基督徒。這麼多年來神一步一步常帶領著
我們家的每一個人，我只能說：”神真正的永不離棄我們。”因為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
曾真正親身感受到神對我們疼愛。神真是用衪無所不能的愛來愛我們每一個信仰衪的
人。
感謝神
給我父親預備了長眠之地，
感謝神
讓我們全家成為喜樂的基督徒。
願神也永遠與教會中的兄姐們時時同在。
認識 Fiona 的人，都叫她雙胞胎的媽媽，在禮
拜後或聚會中，常常看見體貼的雙胞胎爸爸和
她一起照顧兩個精力充沛的雙胞胎兄弟，他們
是
爸爸──于明
媽媽──玉琴
兒子──庭硯、承硯
下次碰到，請記得大聲和他們打招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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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之鄉，夢幻之旅

陳莉莉

去年春天在媽媽教室音樂欣賞課裏介紹了西班牙音樂，也與媽媽們分享了西班牙海鮮飯與西
班牙式布丁的作法。課堂裏，熱情的旋律，充滿異國情的佳餚，讓我們炙熱的心忍不住驛動起
來。不久，班上的高材生，善感的以文在母親節時捎給我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我們有可能一起
在西班牙廣場前漫步嗎？]絕對有可能的！我一向是[心想事成]的最佳信徒，只要有個意念，一
個感動，我便會去努力完成我所想做的，我心裏這樣篤定地說著。以文是位極其浪漫的人，有
種積極歡樂的天性，一顆年輕的心，柔軟又敏銳，每回與她在一起，都會受到影響，覺得生命
都豐富起來。
初夏，以文在網路上標到八張機票，邀我同她一遊西班牙的 Barcelona。Barcelona,高第的
故鄉，地中海畔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不就是我心儀已久的嗎？18 歲時在圖片裏初邂逅高第最
負盛名的聖家堂，驚為天人，在我夢裏縈繞了近 40 年。我第一個擧雙手與她熱情地呼應，幾天
內亦招來志同道合的瑟芬、愛卿、惠琇，加上鄭媽媽與小邱先生，這可真是旅行的夢幻組合。
然而，在學期中喊一聲要去遊山玩水，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上班族要先安排好請假事
宜，有上學的孩子亦得與先生溝通，一切都安頓好才出得了門。
原本標到的機票是十一月初出發，沒想到要出發的前個星期才得知飛機被取消掉了，我們被
安排坐早兩天且得轉三次飛機才到得了目的地的飛機。心裏一陣忙亂與抱怨，最後終於決定抱
著[天底下沒有非我不行]的瀟灑心態，我們異口同聲高興地感謝上帝多賜給我們兩天的假期。
一個個拋開手邊未完成的工作，家庭和一切煩惱的事，在禱告與祝福聲中，飛過三千里路雲和
月，來到地中海沿岸最具藝術風味的城市-巴塞隆那。
巴塞隆那位於伊比利半島和地中海海岸得天獨厚的一隅，就其大小和人口而言雖是西班牙第
二大城市，然而，說它是地中海明珠其實一點都不為過，因為它永遠走在建築、美食、時尚、
風格、音樂和歡樂的最前沿。不僅因其地理位置，更是因為受到歷史、傳統和文化的影響。從
西元前九世紀起，將近七百年的歲月中，這個濱臨地中海的城市便不斷遭到腓尼基人、希臘人、
迦太基人及羅馬人的入侵统治。西元 711 年，回教徒也曾統治西班牙達八百年之久。西班牙看
似滄桑的歷史，却也造成西班牙文化的多采多姿。在巴塞隆那這城市裏我們可以見到現代建築
榭比鱗次，天主教堂、噴泉、雕像也三五步便一見，回教的清真寺，古羅馬人留下的一些遺跡，
則經常在某一個角落，或某一條巷子裏悄悄地習來，帶給你片刻的溫馨和無窮的回味。這種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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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與現代融合的感覺，讓整個巴塞隆那城充滿著一股不能抗拒的魅力。
到巴塞隆那的第二天，終於見到巴塞隆那地標式的建築物-聖家堂了。雖然在夢裏，在圖片
裏見過此建築無數次，當它真的立在我們面前時，我們每個人無不懐著朝聖的心，且充滿了敬
畏感。這座教堂是建築師高第最為經典的作品，展現了他不同凡響的想像天賦。他是在 1883
年從另一位建築師 del Villar 手中接手這座新哥德式的工程，高第不僅傾注了所有創作精力，
甚至住到了工地裏中。高第本身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只想將他的技能貢獻於宗教方面的建
築，這個聖家堂給他一個機會，得以表達他對宗教與國家民族的深刻感情。而這個教堂為何叫
聖家堂呢？因為這個建築代表著耶穌的 12 個門徒，有著聖人家族的意思。整個建築共有[天國
的榮耀]，[耶穌受難]，[耶穌誕生]這三個立面。每個立面有四個鐘樓，總共有 12 個鐘樓，象
徵耶穌的 12 個門徒。高第花了 43 年的畢生心血在這偉大的建築上，但這建築直到他去世時仍
未能完成，只好由後人接手繼續他的設計精神，直到目前尚在建造中，據說還要 100 年才能完
成。這偉大的曠世作品，足足要跨越兩個世紀。除了聖家堂之外，我們也坐上 one day tour bus
參觀高第其它建築，如童話世界裏的奎爾公園及米拉之家，高第具有超人的想像力，在巴塞隆
那城裏，高第的每一個建築都充滿著童趣與鬼斧神工，難怪巴塞隆那人這麽以高第為傲，稱高
第是上帝從天國派來的建築師。世人著迷於高第的天才，也更無法承受這樣一位世上獨一無二
的天才，竟會死於非命。高第是在 74 歲那年穿越馬路時被車撞中，昏迷三小時之後去世。惡
耗傳來，舉國下半旗哀悼。
到歐洲旅行，西班牙算是物價比較便宜的國家。我們除了享受巴塞隆納充滿藝術氣息的風
味，也特喜愛當地的露天菜場。各類水果五顏六色，地中海特有的海鮮，以及菇類、乳酪、香
腸等，則玲滿目，令人食指大動。我們住的附近有個有屋頂的市集，更是深受大家的喜愛。
五彩繽紛的色澤加上混亂的吵雜聲，在這兒買菜還真是好玩。晚餐，我們則獨鍾情有間叫 Hamond
的西班牙海鮮餐館，四天內光顧了兩次，熱情的老閭一見到我們這羣異鄉女子便開心的不得
了，不斷加添開胃小菜，除了招牌 paella，並端出好幾樣海鮮菜及私房甜酒招待我們。感動
之餘，酒醉飯飽之後，我們小費也給的比平常多，那真是金錢所買不到的歡樂的時刻啊！隔著
一個庇里牛斯山，熱情的西班牙人與高傲的法國人是多麼的截然不同。也難怪曾讀過的一本書
叫[薔薇與十字架]這樣寫著，[熱情是西班牙人的行動原則。不但如此，也是該民族與文化的
特性。]我真是深有同感。
巴塞隆那除了處處見到高第留下的藝術建築外，還有一條很藝術的大道叫 La Rambla 大道，
是一條兩邊種植了樹木及處處是花店的步行街。街頭則充斥著藝人、小丑和到處叫賣的小販。
日夜遊人如織，是一條與人們一同呼吸的街道，也是我們在 Barcelona 的幾天，最難忘也最常
漫步的一條街道。在它的盡頭有一個高聳入雲，明顯的指標，那便是哥倫布的紀念碑。西元
1492 年哥倫布在伊莎貝拉女王的支助下發現新大陸，不僅為西班牙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改
寫了世界歷史。16 世紀時西班牙的國力雄霸全球，艦隊強大無比，像今天美國許多州及墨西
哥、古巴等都曾是西班牙的版圖，在南美州除了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外，其餘也都屬於西班
牙，甚至亞洲的菲律賓至今都抹不掉她的影子。這些輝煌的過去已經成為歴史的一頁，如
今的西班牙並不富有，和許多古老的國家一樣，觀光事業蓬勃，大部份的人都靠著老祖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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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過日子。也由於貧窮，西班牙扒手其多無比。觀光區附近常有吉卜賽人四處遊蕩，他們通
常兩、三個人一組，有假裝送妳玫瑰花的，如我與瑟芬在參觀聖家堂時所遇見的。兩個老吉卜
賽女人圍著我們倆要送我們一人一朵玫瑰，說是不要錢，嘴裏又直念著[One cent, one
cent----]纏著妳不放，我們因為找不到 one cent 也覺得她們很煩，便將花丟還給她們，才沒
中了她們的計。後來看旅遊書上寫說當有人要妳玫瑰花，請別被花的浪漫給冲昏頭，當妳打開
荷包找 one cent 時，她們就要下手了，我們可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後來不管走到那裏，
荷包都抱得緊緊且目不斜視一些看起來可憐巴巴背著幼兒來伸手跟你要錢的吉普賽女人。不僅
是我們，以文有日走在街上，有兩三個年輕女孩緊靠著她，手竟伸進她背在肩上的皮包，幸而
以文緊覺性高，當街大叫，才斥走那些女孩，而她們也臉皮厚厚若無其事地散開，又去盯下一
個獵物。小邱先生可沒那幸運了，他開心地拿著新買的照像機去拍聖家堂，却敗興而歸，在回
程坐地鉄時，口袋的皮夾子被一組人給扒走了，回到住處還得氣急敗壞處理遺失的信用卡問
題，碰到扒手，可真是旅行中最掃興的事了！
西班牙的大文豪塞萬提斯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過程勝於目的]，對於喜愛旅行的我，深扣
心弦，因為旅行的實質意義並不在於目的地，而在於它的過程。我們能暫時拋開工作、家務和
一切煩瑣的事情，無拘無束地來享受藝術與文化所帶來的喜悅，讓自己的心再度活絡起來，思
緒再度靈巧起來。同時，旅行也很像在照鏡子，透過自己的雙眼看見別人的種種，反射回來，
又將自己徹頭徹尾審視一遍，好的，壞的，進步的，落後的，全部攤在眼前，無從閃躲。我們
如願地來到西班牙廣場前漫步，並步上最高的石階，眺望整個巴塞隆那城，深深地感覺一個城
市能與藝術融合，才能千錘不朽，藝術文化的薰陶確能讓人的心靈自然安詳靜謐。
這趟旅行，除了巴塞隆那，我們也很幸福地坐上地中海遊輪繞到義大利其它城市，除了看
到美麗的世界，處處是驚喜外，也更深刻體會到[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與好友同行，日日夜
夜開懐暢談，彷彿時光倒流回到大學時代。我們心中感動，也一路歡唱，唱出和聲，唱出共鳴，
吸引了其它地方來的觀光客與我們合唱出和諧的友誼，真可謂[四海之內皆兄弟]。回想四個月
前的旅行，這麽多趟的飛機，又上山又下海，能夠如此一路平安，如果不是上帝浩瀚的恩典，
時時與我們同在，我們怎能如此平順？旅行的所見所聞，幫助我們學習更加謙卑，因為上帝所
創造的宇宙是這麼大，我們算什麼？當我這樣感恩時，也憶起了詩篇 8:4 所言：[人算什麼？
祢竟這樣眷顧著。]每思及自己的福份，更特別感謝家人的支持，讓我們能與好友同遊五湖四
海。但願我們都能學習到西班牙人的熱情，以火熱的心投入我們手上的事工，無私的呈獻，成
為別人的祝福也成為上帝更好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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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遊

萌區

今年公司的年假休到十二號，正好可以避開旅遊旺季及熱門地點，於是決定出國旅行，換個心情。
倫敦住很貴，但大學同學問她兩次，都回答說歡迎，週間她要上班，但週末可陪我。我也覺得幾十
年才麻煩朋友一次，臉皮厚一些應該也還好。倫敦的地鐵非常完備，語言沒有大問題，好像也相當
安全。咬了牙定了機票，London – Here I come。
計劃去那兒玩？
因為沒抱著一次要把倫敦(或英國)玩完的大志向，一切交托，心情輕鬆。出發前幾天，心血來
潮，查了網站，居然可以在網上訂英國國家歌劇院的票，而且同一家歌劇院，在週一還有一場免費
的午間演奏會，另外還有歌劇杜蘭朵及芭蕾舞蹈胡桃鉗，買了芭蕾舞的票，但歌劇太熱門，票價高
得讓我買不下去 (US~$250) 。幸好，幾天勤查的結果，啟程前一天，終於看到一張超便宜的歌劇
票，好了，百分之十的活動計劃有著落了。
一日遊 Day Trip
朋友早就說好了，她只有週末能陪我。我週四晚到，但是很不能接受週五就要單獨去旅遊(奮
鬥)。週四晚趕快上網去報了一個一日遊，去溫莎堡，石林，及 Bath。這些一日遊並不是每天都有。
感謝主，這是我唯一參加旅行團的一天，時間的安排是很完美的，否則第一天就要去面對完全陌生
的遊覽景點，還不如就在我朋友家躲一天了。一日遊每一個景點都要開一個鐘頭左右，晚上回朋友
家時，完全沒有時差。
鐵路文化
倫敦居，大不易，因為交通及新鮮的水果是很不便宜地! 倫敦到我朋友住的地方要換三種交
通工去具 -- 地鐵/鐵路/公車。公車較便宜，但問題很多，地鐵及鐵路點對點超級貴，地鐵或鐵路
點對點的票價，與一日通差不多。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半以後或週末可以買便宜些的一日通，或是
買一張週票，大約是六折，就沒有搭車的時間或車種限制。我方向感不好，一出地鐵，即使有地圖
也找不到路，只好再鑽回地鐵。我找路是靠嘴，出地鐵就問服務人員或友善的路人，就朝他們指的
方向走就是了。
地鐵上是可以吃東西的，早晚還有人在站口發免費的報紙，蠻多人一上地鐵，ipod 就拿出來
了，因為有些人出了地鐵，還要趕火車。有很多交通工具，是 24 小時營業的。我音樂會完自倫敦
回朋友家，雖然很晚，車上還很多人呢！
在公車上，有一個標語: Signup to bring Sally and Harry for a Sunday Afternoon Tea. (請有
心人帶老人出去喝個下午茶)，這也顯現出孤獨的老人是英國(或倫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美國人
很樂意當義工，可能，倫敦人可能比較沒有這種傳統? 最後一天去格林威治 Greenwich ，參觀一
觀光景點”Painted Wall” ，當地居民就穿殖民時代的服裝，向參觀者解釋古早的器皿及習俗，他
們也很樂意在觀光景點回答參觀者的問題，也覺得他們好像快樂一些，與倫敦人很不同。
在倫敦街上走覺得很親切，因為大部份人偶而都會闖紅燈。不像我在美國闖紅燈常會挨罵。
歌劇院與戲院
看了一場音樂會，一場歌劇，一場芭蕾，一場特技表演，感覺真是不虛此行，感謝主。 午
場的音樂會 cello 與鋼琴的音樂家是專職於皇家管弦樂團，其中特地選了一套比較冷門的俄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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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家的作品。歌劇 芭蕾都在皇家歌劇院，由第一流的主角擔綱。皇家歌劇院比舊金山歌劇院高及
淺，我的位置在右邊
高處，但看聽都很不錯，票便宜些因為椅子是活動的，看得過癮極。皇家歌劇院推出的節目，場
場客滿，站票也有位置的。特技表演在另一家國家級歌劇院演出，有很好的現場樂隊，也藉機參
觀開放式的戲院（類似小型的 San Jose Arena）一舉兩得。
博物館 教堂
倫敦大部分的博物館是免費的。相校於美國首府的博物館，感覺上較多元化，參觀了大英博
物館(British Museum)，科學館，自然科學館，Museum of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National Gallery,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Sir John Soane’s Museum。去了牛津及格林威治，當
地的博物館的展示當然較屬地區性，也是免費的，還是非常值得參觀的。 也去了 Winbledon，
溫布敦(Winbledon)的展示館可是要收費的，我們就在外頭照照相，買紀念品，也很過癮了。參觀
倫敦博物館最開心的是，絕大部分的可以拍照，我照相還得連解說一起照，否則整理照片時，可
能會張冠李戴。
有一晚趕去 St. Paul Cathedral 晚間的禮拜及聖餐禮，在大大的禮拜堂中，聽著聖詩吟唱，
聖經朗誦，想著接近主。當地的會友多坐在教堂前面，中間以繩子分界，後面一些椅子是給觀光
客坐的。教堂主禮的負責人也是用心良苦，他們需要讓教友有安靜的崇拜，也歡迎遠來的訪客，
也不排斥來看熱鬧的觀光客。
結語
一月算是英國的折扣月，我在閙區看人家一手提了七八個袋子的，比美國看到的購物狂好像還
厲害。倫敦之行，我感受到英國人一板一眼的民族性，也感受到英國人的自信。懷著滿心的感謝，
感謝我的老朋友，感謝主，平安保守在倫敦生活短短的十一天。

歌劇院

衛兵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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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美惠

上帝是創造宇宙的主宰也是我們生命的源頭,感謝神白白賜給我們救恩,成為神的兒女,憑著
這個救恩去面對我們的人生.人的一生有順境也有逆境,在順境時,我們要感恩,在逆境時,我們要
靠著”禱告”來得著屬靈的力量去面對.
2 月 16 日傍晚,得知惠蘭姐後頸部皮膚有問題,急著要在晚上搭清晨班機回台治療,網上發出
信息,有空的人可以在晚上八點三十分去為她禱告.我們也在晚上八點出發!外面天氣寒冷,氣溫約
在 40 幾度,一連下了幾天的雨,又濕又冷,我們第一位到達她家,由於晚間視線模糊,車子開過頭,
又折回來,找人行道上的地址號碼,一間一間在數,終於找到了 18820 號,緊接著後面有一
部’Benz”的車子跟在後頭,下車的竟是馬長老夫婦由王槐榕,貞淑姐載送他們過來,看得我真的
好感動,這對長輩不怕陰冷來參加惠蘭姐的禱告會.一會兒陳牧師夫婦,載著久美姐也來了,壯志長
老,劉俊男長老穿著醫師服由醫院趕來,麗娜長老也來,最後是吳森源長老夫婦帶著月美姐也來了.
在這個客廳共有 18 人,把客廳擠得水洩不通,此時外面仍下著雨,天氣寒冷,但這股”愛的熱
情”散發在整個客廳裡面,把本來陰冷的空間,變成很溫暖,這個畫面實在很感人,回想過去一年,
看見那麼多的兄弟姐妹,有的人開刀,有的人中風,經過大家的禱告與關心,如今一個一個得到醫治
及康復,這些被醫治的人如:馬長老,劉長老,王槐榕兄,及麗娜長老,如今站在這個禱告會上憑著感
恩的心再去為病痛的人禱告,把這份”愛”再傳播出去,真的叫我好感動的快流淚.
我們的教會像是一個大家庭,一個支體受傷,自體也深同感受,每一個人如果都能散發這種”
愛的關懷”也就是在傳播”神愛世人”的見證,也是我們傳福音榮耀神恩典的機會,但願教會的每
一個人都能為有需要的人代禱,可能有一天我們也需要別人來為我們代禱,希望我們教會把這份”
愛”不僅只在教會傳送,也能在社區發揚光大來為上帝傳播福音,高舉十字架,來榮耀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 1:4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 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 並美好的盼望, 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
慰你們的心, 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堅固你們.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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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2009 年主題與目標
一‧ 年度主題：
年度主題：「彼此體諒，
彼此體諒，相愛和睦」
相愛和睦」
二‧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彼得前書 3:83:8-9
每月主題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13:413:4-13)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領受主愛
寬容慈悲
清除怨妒
無誇口品嗙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無行見誚事
無求己利
無快受氣
無記人歹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無歡喜不義
同喜真理
忍受相信
向望吞愞

三‧ 2009 年工作目標與工作重點:
年工作目標與工作重點
I. 目標
A. 靠著耶穌結滿果子，叫榮耀歸於主。
B. 相愛和睦作為信徒彼此間生活的實踐。
C. 著手聘正牧作業，以發展 TAPC 教會事工。
D. 尋求上帝對教會發展的異象，讓咱 TAPC 教會與 WPC 教會的成長合乎主的心意。
II. 工作重點
A. 蒙主的恩典陳振鴻牧師和灣區多位牧師為每主日帶來主的信息，牧養咱信徒。
B. 通過禮拜、查經、祈禱、團契與個人輔導，培育會員成為主的門徒。
C. 通過家庭禮拜與聚會，分區聯絡，建立會友間互相關懷及信仰造就。
D. 藉著聯合教區委員會與西望教會(WPC)進行聯絡、合作、互助為事工，廣傳福音。
E. 教育館籌劃小組，進行構思、藍圖、申請及動工。
F. 舉辦年度全教會靈修會（7 月 31 日-8 月 2 日於 San Jose 教會本地）。
G. 各事工委員會的年度計劃（請參考各事工委員會的報告）。

四. 長老與執事的分工與事工委員會
1. 禮拜與音樂：沈培榮長老、丁芬梅執事、黃喜芯執事。
2. 傳道與文字事工：吳修明長老、許雅正執事。
3. 英文事工：李壯志長老、陳靖文執事、
陳藹玲（青年/兒童/幼幼）張立德執事 ( 社會 )。
4. 靈修與教育：吳森源長老、隆純真執事。
5. 關懷與團契：李壯志長老、許雅正執事、吳月美執事。
6. 總務與財務：張郁男長老、張若帆執事（出納）、
魏新禧執事（總務與建物）。
7. 社區與教會：劉俊男長老、張立德執事。
8. 執事（主席）: 魏新禧執事。
副主席: 張立德執事, 書記 :黃喜芯執事。
9. 聯合教區委員會：沈培榮長老、侯良望長老、
干麗英執事、李壯志長老。 10. 書記：劉俊男長老。
11. 代議長老：沈培榮長老、劉俊男長老。
12. 提名委員會：劉俊男長老（小會）、陳靖文執事（執事會）、
林白瑩、陳素瑜、李智燕（三位由 2008 年會員大會選出）。
13. 聘牧委員會：李壯志長老、吳森源長老, 陳靖文執事,
葉愛卿執事,張郁男長老, 劉俊男長老, 干麗英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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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教會團契同工與
教會團契同工與聖歌隊
聖歌隊：隊長 李智燕、
指揮 隆純真。
女宣團契：會長 蕭真淑、
副會長 丁芬梅
同心團契：會長 陳莉莉、
干麗英。
副會長 黃淑靖
長青團契：會長 王荷香、
副會長 李素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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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台美教會
台美教會上半年
教會上半年重要行事曆
上半年重要行事曆

Update: 2/1/09

Taiwanese-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Jose Proposed Schedule of Year 2009 (Jan-Aug)

1/1. Mon. New Year Day 新年
1/11Sunday. Newly elected deacon & elder and group leader ordination and Installation
長執/各團契同工,按立與就任禮拜
1/14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meeting 聯合教區委員會
1/24 Saturday. SJ Presbytery 在本教會舉行, WPC/TAPC 聯合招待
1/25 Sunday. Joint Deacon & Session Meeting.Prepare and finalize for congregation meeting.
聯合長執會
1/25 Sunday. Potluck to celebrate Taiwanese New Year. WPC are invited to join.
慶祝新年聚餐邀請西望教會一同參加
2/11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2/15 Sunday. Congregation Meeting (2009 Treasure Report, elect two auditors) 會員大會
3/1 Sunday. Joint Deacon & Session Meeting. 聯合長執會
3/8 Sunday. Daylight Saving Time begins.日光節約時間開始
3/11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3/21 Saturday. WPC/TAPC spring season clean up day.教會清潔日
3/29 Sunday. Year 2008 Treasurer Auditor report during worship 核帳委員結果報告
4/8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4/10 Friday. Good Friday 耶穌受難節
4/12 Sunday. Easter Sunday. WPC/TAPC and Prince of Peace joint sunrises worship 6:30 AM.
復活節讚美禮拜，與西望教會和 Prince of Peace 教會，在清晨 6:30 開始禮拜
4/19 Sunday. Joint Deacon & Session Meeting. 聯合長執會
5/10 Saturday. Mother Day Celebration. 母親節慶祝活動
5/13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5/24 Sunday. Joint Deacon & Session Meeting. 聯合長執會
5/25 Monday.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國殤節
5/28 Sunday. Taiwanese Dragon Festival. 端午節
5/31Sunday. Pentecost/Mother Day. WPC/TAPC joint worship and communion at 10:45 AM.
聖靈降臨節，與西望教會（WPC）聯合聖餐禮拜，上午 10:45 開始。
6/10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6/21 Sunday. Father Day. TAPC Outdoors Sunday worship. 野外禮拜、慶祝父親節
6/28 Sunday. Joint Deacon board and Session Meeting.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eceive Hsieh Mao-Jen scholarship
高中生畢業領發謝茂仁紀念獎學金/小會
6/23~6/27 Mon.~Fri. TAPC 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主日學夏季學校
7/4 Saturday Independence Day. 美國國慶日
7/8 Wednesday. WPC & TAPC Joint Board & Ground meeting 聯合建物,教區委員會
7/12Sunday. Session Meeting.小會
7/31~8/2 TAPC Summer retreat. 全教會靈修會
8/30Sunday. Due-date for turning Year 2009 Budget by each group leader.
各團契及事工組預算交給會計組
8/30 Sunday. Joint Deacon & Session Meeting 聯合長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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