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荷西臺美基督長老教會的沿
與歷史
許宗宏
1982 年 中會謝慶雄牧師
邀請蔡凱棠牧師聚集數個自台
灣來的家庭，借用聖荷西市區
一間美國人的教會，在主日下
午 一 起 開 始 聚 會 。 至 1983
年，在謝慶雄牧師的帶領下，
遷到 Meridian 的加爾文長老教
會，1983 年 6 月 12 日聖神降
臨節的主日，舉行第一次的主
日禮拜，當時有 18 名成人及 7
名孩童參與，教會名稱定為
「加爾文長老教會台語部」，
隨後名稱又改為「聖荷西台灣
基督教會」。
經過三年多積極籌備與
奮鬥，在上帝恩典帶領下，教
會經由聖荷西中會幫忙，獲得
美國長老教會總會新教會發展
計劃的贊助，教會於 1986 年
底開始尋聘專任組織牧師，蘇
秀華、許英俊、馬穎哲等同工
都是當年牧師顧問委員會成
員，且馬穎哲弟兄與隆純真姊
妹在加爾文教會舉行他們的婚
禮。同年（1986）遷至 Santa
Clara 第一長老教會。
蒙上帝的恩典，教會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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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林昭義牧師在過渡期間的牧
養，隨後自紐澤西州哲吾大學
聘得蔡鈴真牧師担任組織牧
師，1987 年 9 月蔡牧師就任，
於是蔡牧師就組織九人的事工
委會（Steering Committee）來
推動教會五年發展計劃。在發
展階段期間，上帝在教會大大
做工，教會會員人數穩定增
加，各樣事工及團契也陸續被
組織起來並穩定發展。
教會發展經過了四年，
終於在 1991 年 2 月 24 日會員
大會表決通過教會的組織章程
與規則（Standing Rules and by
laws），並正式訂定教會名稱
為「聖荷西臺美基督長老教
會」。1991 年 4 月 13 日美國
基督長老教會聖荷西中會正式
核準本教會成立堂會，在 1991
年 5 月 19 日的聖神降臨節主
日正式成立堂會感恩禮拜。由
中會議長 Ms. Nan Swanson 主
理，多位中會牧長蒞臨，陳莉
莉姊妹司琴，吳明雄牧師講
道，呂眾英呈遞請願書（是眾
會員的簽名），並張掛教會會

~T P1 ~ TAPC Newsletter- Jun 2011

旗（是由王荷香長老娘親自裁
布手工製作的）。馬逸輝長老
代 表 接 受 中 會 書 記 John
Lococo 給咱們教會的禮物，由
張郁男長老担任奉獻的邀請，
柯賢德弟兄作報告，蔡牧師祝
禱後結束聖會。成立堂會意即
成立小會、執事會及各事工
組，財務自立，不再接受中會
贊助。蔡鈴真牧師成為聖荷西
臺美基督長老教會的第一任牧
師，教會在蔡牧師的帶領下，
繼續穩定成長。
1996 年陳金樹長老編輯
出版「懷念聖歌集」，陳長老
並與王荷香長老娘一起製作紅
色絨質奉獻袋，聖歌集與奉獻
袋沿用至今，其用心之鉅，是
主所用的恩賜。
1997 年 2 月 25 日台美
教會遷到 Saratoga 西望教會會
址繼續敬拜神，也幫助西望教
會經濟的不足，於是台美教會
與西望教會建立平等教區協
議，一起共同為社區發展傳福
音事工。
蔡 牧 師 在 任 13 年 之
後，於 2000 年返台担任芥菜
子 總 幹 事 。 2003 年 至 2005
年，趙清隆牧師担任台美教會
第二任牧師。2005 年之後本教
會在沒有駐堂牧師的期間，蒙
上帝的保守與恩典，長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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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協力，及灣區多位牧長主
日幫忙講道，台美教會才能一
直穩定成長，中會也指派 Mel
担任小會議長，他細心輔導、
照顧台美教會。
自 2009 年, 台美教會邀
請陳振鴻牧師担任教會的顧問
牧師，三年來陳牧師努力牧養
教會弟兄姊妹，給與弟兄姊妹
有系統的查經，主日講道，關
懷及帶領各團契，並多次赴中
國作培訓工作，默默地為主作
工，擴展神的國度。
2011 年正值建物教室不
敷使用，與西望教會關係處於
緊張之際，在今年的三月，中
會透露聖荷西市以馬內利教會
因為教會人勢越來越衰微，會
友年齡層次越來越老化，所以
準備結束教會。中會建議台美
教會能遷移過去，繼續在那裏
敬拜神。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賞賜台美教會更多的使用空
間，這須要大家全體一起努
力，正如今年的主題「往下紮
根 ， 向 上 結 果 」 （ 賽 37:3032），廣傳福音。
6 月 4 日中會票選全數
通過，正式決定遷移台美教會
至以馬內利教會會址，6 月 12
日台美教會與西望教會最後一
次的聯合敬拜慶祝聖神降臨
節，並一起恭守聖餐，之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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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午餐並互相祝福，咱教會之
後於 6 月 19 日起在新址繼續
敬拜上帝。
台美教會的聘牧從未停
止，選出來的聘牧委員一直都
很用心在尋找主任牧師。由於
上帝的恩典與眷顧，不只賞賜
台美教會一個家，還為台美教
會預備了賴顯章牧師成為我們
的主任牧師的候選人。聖神感
動賴顯章牧師，聽到聖荷西台
美基督長老教會的呼聲與期待

，就如當初馬其頓的呼聲感動
保羅一樣，這呼聲也感動了賴
牧師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
台美的主任牧師，我們教會在
5 月 15 日會員大會票選全數通
過。目前中會與總會正協助辦
理賴牧師神職人員工作許可，
盼望賴牧師八月初即可到任。
願我們所有台美弟兄姊妹，大
家互相鼓勵，互相提攜，同作
賴牧師的同工，共同興旺主的
福音。

於 Saratoga 舊址最後一次禮拜,
Eric 牧師給予兒童講道
於 Payne 新址第一次禮拜,
懸掛台美教會新招牌

與 WPC 協力同行 13 年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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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經文：創世記 12:1-4 羅馬書 4:13, 5:1-5
賴顯章牧師講稿
這次所讀的是有關“改變”的
聖經節, 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三
個重點:
一. 改變是神給亞伯蘭,信靠祂
的 的人, 一個命令。
二. 改變可以帶來祝福。
三. 改變可以帶來挑戰。
對於“改變”這個主題,各位
兄姊請想一想, 我們是否願意
面對改變呢? “改變”聽起來似
乎很容易, 但有時我們卻不是
很想改變。
做禮拜時我總是邀請會友儘
量坐到前面來, 但大家都不太
願意。有一次受邀去一個教會
講道, 我提早到, 坐在前面的地
方, 準備心講道. 不久, 我發現
在我右邊有 一個人 站 在那裡,
我也不認識那人, 他也不像要
和我講話。 後來駐 堂 牧師來,
抱歉地請我不要坐在那裡, 因
為這位子是這教會的某某教授
專門 reserve 的, 他專門坐在這
位子。我說沒問題, 我坐哪裡
都可以, 但那位弟兄卻 認定他
來教會就是要坐那位子。
咱教會從 Saratoga 搬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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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到那裡後,面對的是一個
新的環境, 說不定也會認為在
某個角落的某個位子,那才是屬
於我的角落.
有時我們想, 我就是我, 最好
不要有人來打擾我。我是來做
禮拜的, 做完禮拜就走。我就
是這種只是來做禮拜的基督
徒。從教會生活可以看到, 我
們不容易也不太願意受改變。
可是從今天的經節, 我們看到,
上帝通過改變, 帶給亞伯拉罕
很多的祝福。這經節不只是對
你們,對我也一樣有很多的祝福
在其中。
這次我受你們邀請, 希望我們
一起來同工。我一直在想,我本
身已經是將 近六十 歲 的人了,
在一個教會牧會已經三十一年,
在台灣長老教會也當過高職位
的總會議長,亞伯拉罕的生命在
75 歲離開本族時, 經歷了改變.
我問我自己, 我的生命是否要
改變? 我人生剩下的日子, 是
否應該要退休, 領養老金, 整天
躺在家裡的沙發, 拿著遙控器,
一台轉過一台, 看各式各樣的
節目,過著我退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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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亞伯蘭的故事就是信
心的故事。亞伯拉罕的故事讓
很多人得到勉勵和幫助。
ㄧ. 〝改變〞
改變〞是神給亞伯蘭,
是神給亞伯蘭 給
信靠祂的人,
信靠祂的人 一個命令。
一個命令。
路加 5:1-11 提到耶穌揀選並
呼召西門彼得、雅各、約翰做
他的學生。其中記載西門‧彼
得順從耶穌的命令將船「放到
深的所在，拋網討魚。」西門
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
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
話，我就下網。』
我特別喜歡第四和第五節,這
段耶穌和西門的對話。在我們
人生當中, 我們可能非常認真,
努力奮鬥, 想要去得到我們想
要得到的。可能你準備了一個
考試、做了一個生意、或培養
你的兒女,可是結果如同西門回
答耶穌:的話:「我們整夜勞
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你是
否曾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的人生有時也是如此。
二.
可能因之而氣餒, 就放棄教導
兒女, 放棄我們的先生或太太,
不再繼續溝通對話。因為我已
經努力又努力了。可是在第五
節, 西門繼續說: 「但依從你的
話，我就下網。」
創世記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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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改變是耶和華對亞伯蘭
的ㄧ個命令。
上帝為何要命令亞伯蘭離開
那地方?在聖經中沒解釋太
多。有些聖經學者認為, 因為
當時亞伯蘭所住之地-哈蘭, 是
一個敬拜偶像的地方。亞伯蘭
離開故鄉時, 是七十五歲, 也是
相當的有年紀了。希伯來書
11:8「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
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
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
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離開”容易嗎?回想你當初離
開原來的故鄉, 來到美國, 有人
是很高興, 因為要出國了；有
人或因前途未卜,或出於不得已
卻不是很心甘情願地跨出國門.
然而卻如同西門一樣是”因著
神的命令, 我願意如此做 ” 。
二、〝改變
、〝改變〞
改變〞帶來祝福
改變可以帶來甚麼樣的祝福
呢? 創 12:2「我必叫你成為大
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
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我深信改變可以帶來祝福。
查經時我曾和大家分享神賜我
們全副的六種軍裝, 其中哪一
樣是拿來做頭盔呢? 是"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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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麼是”拿救恩來做頭盔”呢?
清楚的說,”神的救恩是要來
保護我們所想的”。 到底我們
的頭腦都是在想好的 ,還是想
壞的?我們需要讓我們所想的
有所改變。我們常常很容易只
想反面 negative 的一面, 而不去
想正面 positive 的事。可是如
果我們願意改變的話, 那神就
會為我們帶來祝福。
可能有些人的家庭不是基督
徒家庭, 就如同我一樣。但這
是可以改變的。我還記得六歲
以前父親帶我去廟裡燒香的
事。而六歲以後,因跟著我的母
親在基督教芥菜會工作, 看著
她的信靠主耶穌, 我的生命也
有所改變而來信靠耶穌基督。
就這樣, 我的生活也每天面對
改變, 要學習如何去認識神的
愛。神的愛能帶來祝福。神希
望我們改變 。如果 沒 有希望,
我們的生命是沒有用的, 是永
遠沉淪的。
我們可以常常告訴自己, 我
的生命可以得到改變。不論你
的家庭以前如何,你從何而來,
你都可以有改變。
在此也和你們分享, 我就任
總會議長時的就任詞。我當時
告訴大家, 我不是一個有才能
的人。我大膽見證我和我的母
親是在一個在很卑微, 被人看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輕的地方工作二十多年之久。
我非常清楚知道甚麼是恐懼的
心。當時在學校, 吃飯時間我
不敢打開便當, 因為有一次一
個同學吃飯時間走來走去的看,
發現我的便當和另一位同學一
模一樣, 就認為我們事前有電
話連絡。當時我們哪那麼有錢,
其實是我們住同一個房子。不
是四五個人住一個房子, 而是
五六十個人住在一起。在那麼
困苦生活中, 神栽培我, 允許我
漸漸長大。就在那種困難中帶
來改變, 帶來祝福。
我相信我們每人都有不一樣
的故事, 都有需要改變的地
方。可能我們怨恨過某人, 或
被某人所傷害, 我們也可能使
別人傷心, 使別人跌倒過。保
羅在哥林多後書 5:17 提到「若
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信靠耶穌基督最大的福氣是
甚麼? 就是我們能成為受改變
的人,能接受耶穌基督給我們的
恩典,讓我們每天過的是既新又
有盼望,而不是靠自己力量的ㄧ
個生命。
保羅本是一個迫害基督徒的
人, 但他受改變後, 面對從前認
識他的人, 用不同的眼光看他
時, 他在加拉太 2:20「我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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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
面活著。」
盼望我們在主耶穌裡都能得
到改變, 得到祝福。看事情, 想
事情, 都不再是以舊的我來想,
因為耶穌基督的新生命在我裡
面, 所以我對人,對事不再用舊
的我的角度去衡量。
三、〝改變
、〝改變〞
改變〞帶來挑戰
伯蘭出哈蘭時是七十五歲。
我們常以為得到上帝的應許後,
從此以後就沒問題了。事實上,
接續著, 在創 12:10 我們看到亞
伯蘭離開哈蘭入迦南後,就遇到
饑荒, 所以就下到埃及去暫時
避饑荒。創 13:7 亞伯蘭的牧人
和羅得的牧人相爭。創 22 當
他有孩子後, 耶和華又要求他
的孩子有改變, 並帶來挑戰。
羅馬書 4:13 保羅寫他的信仰
神學時, 他想到亞伯拉罕。特
別保羅在討論律法和信, 律法
和福音時, 深深的體會, 亞伯拉
罕被神看為妥當。而他被祝福
不是因為行律法, 乃是因為他
信上帝。「因為神應許亞伯拉
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
義。」如今我接受你們全教會
聘請和邀請, 我相信這是一條
信心的道路。這不是憑著我有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多大的才華和能力, 乃是相信
上帝的帶領。
羅 5:1-5 中「我們既因信稱
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 神相和。」但願我們和
上帝的關係是和好的關係; 是
通過耶穌基督和上帝和好的關
係。這種關係是何等的要緊。
當我們和上帝和好時, 我們一
定能得到祝福。「我們又藉著
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
恩典中。」我們是在恩典之
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神
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
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我相信, 當咱教會搬到新地
點時, 我們會以感謝的心來感
謝上的賞賜。但這種新的改變
相信也會帶來種種的挑戰。咱
有自己的教會, 要提早聚會時
間, 你願意提早嗎? 如果坐的位
子和你以往的不一樣,你願意改
變嗎?如今我們有更寬廣的地
方,你願意和別人分享嗎? 咱們
的空間更多時, 你願意付出力
量傳福音, 並邀請未信者進入
我們中間嗎? 我相信神會祝福,
會供給咱們力量來祝福, 相對
的也是給我們挑戰。這樣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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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上帝也給我們祝福, 引導我
們的路。
願神祝福大家。信靠耶穌基
督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
信靠耶穌基督也能讓我們的生
命得到改變 。對基 督 徒來說,
信靠耶穌基督, 讓我們更能勇
敢面對一生中各種的挑戰。
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人生都
要面對改變。有時是改變我們
住的地方,有時是改變我們的想
法 ,有時是改變我們的習慣, 有
時是改變我們錯誤, 不必要的,
對人的態度。求你保守我們,因
為耶穌基督是我們一生中最大
的祝福. 雖然我們的生命中曾
有失敗, 曾有艱難, 困苦, 也曾
有值得驕傲, 有成就的事。但
就如保羅所說, 我因認識穌基
督, 就認耶穌基督為至寶,看世
間的事為糞土。願你保守我們,
不論我們的年齡, 我們中間有
年長的兄姊, 有人在學校有很
好的服務, 有人在求學中, 有人
在社會中正值打拼的日子, 有
人正在建立他的家庭, 有人正
在養育他的兒女。不管今天我
們遇到的是何種的挑戰, 我們
相信這是上帝給我們的帶領。
請你賜耐性 給我們 來 等待你,
因為我們相信你要把最好的福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份,賞賜給凡信靠你的人。求你
使我們常常來仰望你, 因為我
們相信, 我們一生的道路都有
你的引導, ㄧ生的道路都有你
滿滿的祝福。願你保守我們台
美教會, 在六月中旬要搬到新
的地點時, 我們要準備我們的
心, 將你的平安賞賜在我們中
間。讓我們 知道有 新 的教會,
也要面對新的挑戰。可是這種
挑戰帶來改變, 帶來祝福。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要聽你的
命令。所以有時我們勞累, 有
時我們努力, 就像彼得一樣,沒
得到甚麼。可是我們願意聽你
的命令, 再一次的撒網, 再一次
把我們人生的網撒下, 使我們
一生能為主做見證。讓我們一
生能榮耀主你的聖名。奉主耶
穌的名禱告, 阿門。

TAPC/WPC 共餐, 合切蛋糕
上面寫著:〔合一的靈．擴張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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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擔任台美教會的聯絡人而經歷上帝大大的恩典
by Mel Goertz
愛卿翻譯
在過去八年來，我很榮幸地
擔任長老會中會與台美教會的
聯絡人。這段期間，我與許多
台美教會會員有深入地交往，
也很高興與許多人進而建立起
友誼。我相信我和 TAPC 彼此
已建立互相尊重的關係,我們
也分享了很多彼此的信仰歷
程。
也許有人會問「什麼是聯絡
人(liaison)？」這 liaison 的定
義，用在我與台美教會的關係
上可解釋為「一位協調幫忙教
會處理長老會事務上的人」。
讓我舉個例子：協助台美教會
聘牧委員會尋找全職專任牧
師。我竭盡所能扮好這個角
色，因此我得到台美教會會員
的尊重與愛戴，並與他們一起
分擔在聖荷西的宣教事工。
我們曾經一起經歷了許多艱
難時期，例如在 2000 年初聘
請了一位牧師，卻也在艱困的
情況下失去了牧師。但透過台
美教會的禱告與對上帝的堅真
信仰，他們仍在南灣的台灣人
社區裏繼續傳揚福音的使命。
台美教會的小會負起了優秀的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領導者角色，我也很榮幸繼續
被指定為小會的議長。小會裡
的許多長老，在無牧者的情況
下，帶領會眾崇拜上帝。我的
任務之一也是幫助 TAPC 得到
長老會中會的支持，陳牧師可
以擔任台美教會的代理牧師。
隨著時光的流轉，台美教會
的英語事工在幾位長老的帶領
下，逐漸成長茁壯，現在有
Justin Sim 擔任英語事工的主
任。我觀察到青少年的活躍與
成人部的人數增長，這也顯示
上帝的祝福將持續臨到在要搬
去的新社區。
台美教會的喬遷大大彰顯神
回應禱告並賜給我們祝福，但
我們卻常常擔憂禱告不蒙垂
聽。這次的遷移與新牧師的即
將就任，在在顯示上帝沒有忘
記我們，是上帝，不是我們，
選擇何時讓我們經歷祂的恩
典。台美教會這次蒙上帝大大
的祝福，是超乎所求所想：一
個新的會堂及所有軟體與硬體
設施,都由以馬內利教會的弟
兄姊妹轉贈給我們。
那台美教會的新的任務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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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呢？以我這個聯絡人的角色
觀之：我知道上帝將繼續賜福
給台美教會在台灣人社區的宣
教事工，教會也因此有機會增
長；我預見台美教會會眾裡增
添許多年輕人與長者；我見證
台美教會分享他們的使命，加
添奉獻超越他們以往的付出，
這點我需要特別強調，台美教
會在長老會中會裡，是被大力

推崇的，因為他們總是對世
界各地的賑災支援做第一時間
的奉獻；我相信藉由暑期聖經
學校服事更多的小孩，與教會
各退修會的拓展負起社區更多
的信仰事工；我體會到在他們
信仰的旅途上，上帝將繼續與
他們同在。我很感恩我能夠與
台美教會的會眾一起經歷上帝
無限的祝福。

台美教會 2011 年 6 ~ 9 月行事曆
6/19 台美教會首次於新址舉行禮拜..
7/1~3 英文部靈修(Justin)
7/4 美國國慶日
7/9 主日學教師培訓
7/10 長執會開會
7/10 小會開會討論靈休會各項事工
7/14~16 青少年暑期靈修會(Justin)
7/23 暑期聖經學校籌備會 (1) – 志工工作日
8/6-7 暑期聖經學校籌備會 (2) – 彩排及最後準備
8/8~12 暑期聖經學校週
8/14 小會開會討論---靈休會手冊定案
8/18 (Thu) 盧俊義牧師帶領婦女查經
8/19~21 盧俊義牧師帶領台語部靈休會.
8/21 盧俊義牧師帶領聖餐及台灣同鄉座談會
9/5 勞工節長週末
9/10 (Sat.)中秋節烤肉聯誼
9/11 各團契明年度(2012)預算申請截止日
9/11 .長執會開會
9/12 (Mon) 中秋節
9/17 秋季教會清潔日
9/18 小會開會決定明年度(2012)預算草案及明年度(2012)
新任長老候選人名單
9/24 聖荷西中會及年度宣教事務博覽會 (於聖塔克拉拉)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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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
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
聖經公會總幹事
蔡鈴真牧師
以西結書 37：1-10 記載一
位猶太的愛國青年，自幼獻身
要服事神，他名叫以西結，意
思是「神賞賜力量。」他坐在
一個平原上( <<巴克禮臺語聖
經>> ：山谷) ，一個遍地枯骨
的平原。 這個遍滿骸骨的平原
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前猶太人與
巴比倫人決戰的最後戰場，所
有猶太的勇士都在此被殺喪失
生命。他們的屍體無人埋葬，
現在他們的骸骨已經枯乾。
另外一個可能是被擄巴比倫
的猶太人，雖然在生物學定義
肉體是活著，但是他們卻已經
失去信心，對將來不存希望。
無論是面對滿山遍野戰死的
屍骨，或失去家園被擄的餘
民，都是一種讓人哀傷痛心的
情境,一種讓人欲哭無淚的絕
望。沒料到，神卻問先知說：
「 這些骸骨能活過來
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
麼? 」
這些枯乾的骸骨能復活麼?
以人的理解和經驗，答案必然
是否定，那是一場悲劇。 面對
四周圍枯乾的骨頭，會有許多
聲音質疑未來還有希望嗎? 但
是，這段聖經並沒有以否定做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結束。請注意後續的記載。
他對我說：「
他對我說 ：「人子
：「 人子啊
人子 啊 ， 這些骸
骨能活過來嗎
骨能活過來 嗎 ？」我說
？」 我說：「
我說 ：「主
：「 主
耶和華啊
耶和華 啊 ， 你 是知道的。」
是知道的 。」他
。」 他
又對我說：「
又對我說 ：「你
：「 你 要向這些骸骨
說預言，
說預言 ， 對 它 們說：
們說 ： 枯乾的骸
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
聽耶和華的話。」(以
。」
西結書 37:3-4)
筆者相信先知以西結應該同
我們一樣很清楚，枯乾的骸骨
怎可能再活過來? 從人的理解
和經驗，答案必然是否定，枯
乾的骸骨是一場無法改變的悲
劇。不過，他也深知在創造宇
宙萬物的神手中，沒有不可能
的事。所以，當神問他說：
「人子
人子啊
人子 啊 ， 這些骸骨能活過來
麼? 」 他也沒把話說死。而回
答 ：「主耶和華
主耶和華啊
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
的。」
不過，他一定萬萬沒想到，
神竟然吩咐他對枯乾的骨頭宣
講，「你要向這些骸骨說預
言，對它們說：枯乾的骸骨
啊 ， 要聽耶和華的話。
要聽耶和華的話 。 」以今
天最直接的白話來講，就是神
要先知對死人講道。
這不會是開玩笑吧?! 在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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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學上，我們和先知都相信
神是慈愛和全能的主宰。但是
當神要先知或我們向枯乾的骸
骨講道，必定會讓先知和我們
都感到意外、驚訝和尷尬。
接續在以西結書 37:7-10，
當先知照神的吩咐，對枯乾的
骸骨宣講時，竟然在骨頭中間
產生非常不可思議的變化。
於是，
於是 ， 我遵命說預言。
我遵命說預言 。 正說
預言的時候，
預言的時候 ， 有響聲，
有響聲 ， 看 哪 ，
有地震；
有地震 ； 骨與骨彼此接連。
骨與骨彼此接連 。 我
觀看，
觀看 ， 看 哪 ， 骸骨上面有筋，
骸骨上面有筋 ，
長了肉，
長了肉 ， 又包上皮，
又包上皮 ， 只是裡面
沒有氣息。耶和華對我說：
「 人子啊
人子 啊 ， 你 要說預言，
要說預言 ， 向風
說預言，
說預言 ， 你 要說，
要說 ， 耶和華如此
說 ： 氣 息 啊 ， 要從四方而來，
要從四方而來 ，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 使他
們活過來。」
們活過來 」 於是我遵命說預
言 ， 氣息就進入骸骨，
氣息就進入骸骨 ， 骸骨就
活過來，
活過來 ， 並且用腳
並且用 腳 站起來，
站起來 ， 成
為極大的軍隊。(以西結書
37:7-10)
通過先知的宣講，奇妙的事
情竟然發生。這些枯乾的骸骨
互相連結，然後有筋、有肉。
最後，當先知再次按照神的命
令，吩咐氣息進入他們中間的
時候，這些原本已經是死的
人，果然活了過來，用腳站起
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今天的世界非常類似先知以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西結的情境，到處遍滿枯骨。
不是嗎? 貧窮、飢餓、扭曲、
疾病、暴力、污染、戰亂、災
難等到處都是。
有一位青年從車禍意外醒來
之後，發現他的二隻腳不見
了，躺在病床上，問來看他的
朋友：「我還有將來嗎?」
一對夫婦坐在婚姻顧問的辦
公室，二個人的心裡都問同樣
的問題：「我們的婚姻還有救
嗎?」
一個生意人將自己數年來全
部的積蓄，加上向地下錢莊借
的三千萬，全部投資在股票市
場。沒想到，股市不但沒有馬
上衝到二萬點，反而跌、跌、
跌，要債的人電話不斷，威脅
恫嚇，性命似乎朝夕不保。
一位傷心欲絕的婦人站在地
震後千萬噸的水泥廢墟前，不
斷地呼喚先生的名字： 「你在
哪裡? 你留下我跟二個孩子，
此後的日子要怎麼過?」
這些枯骨還有未來嗎? 還有
什麼希望嗎? 以人的理解和經
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沒
料到，在我們本身都覺得無
奈，無能為力的時候，神卻反
而對我們說： 「你
你要向這些骸
骨說預言：
骨說預言 ： 枯乾的骸骨啊
枯乾的骸骨 啊 ， 要
聽耶和華的話。」神吩咐我們
聽耶和華的話
對這個已死的世界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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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好消息，是喚起生命的
動力。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在 <<領導就是喚醒生命>> 的
書中，針對領導的角色做了很
有見解的詮釋。領導基本上應
該是將人從不成熟，無意識中
引導出來，然後把他們帶進神
為這個人所造無與倫比的獨特
形象。信仰的領導者能以神的
話喚醒已死的人。雖然，我們
遭遇的世界有時會來到那種類

似遍地枯骨的情境，殘活的人
在驚慌中不知所措。但我們不
须被沮喪和絕望擊倒，因為先
知及歷史都見證神的話語能轉
化生命，重建世界。期盼大家
一同得到激勵並竭力將神的話
語傳開，讓這個破碎的世界在
神的話語中得到重建。
*本篇文章經文採用 2011 年三月出版
<和合本修訂版>。

台灣聖經公會事工簡介
聖經公會總幹事 蔡鈴真牧師
一、 緣起
主後 1804 年，英國威爾斯有
一 個 名 叫 瑪 麗 ‧ 瓊 斯 （ Mary
Jones）的女孩，因為她喜歡
研讀聖經，遂刻苦工作積蓄了
六年，而後長途跋涉徒步至二
十五哩外的查理士牧師家，終
於買到了一本屬於自己的聖
經。此動人的真情促使英國成
立了第一個聖經公會。
二、 聯合聖經公會成立
聯合聖經公會成立
United Bible Societies(聯合聖經
公會)於 1946 年成立，是一個
聯繫世界各地聖經公會的全球
性組織，目的在於促進公會之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間的聯絡與合作，從事最忠實
於聖經原文的翻譯工作，共同
以最廣泛有效的方式分發、推
銷聖經。
當初成立的時候，只有十三
個國家組成，現在它已經發展
成一個龐大的組織，在全球兩
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工作。
台灣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
會的一員，自 1956 年起，與
全球的會員國同步為全世界提
供基督教聖經翻譯、出版和推
廣的服務。台灣聖經公會需自
行籌募翻譯、出版與推廣的所
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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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聖經公會的事工
台灣聖經公會的事工
A. 翻譯聖經：
把神的話譯成台灣各族群的語
文，使各族群能用自己的母語
認識真理、敬拜神並傳揚福
音。
B. 出版供應：
配合族群及世代的需求，設計
並供應各種版本的聖經，使人
人喜愛閱讀查考神的話，認識
生命的真道。
C. 推廣宣揚：
配合教會推動讀經活動，幫助
信徒更深認識經歷神，信仰紮
根在聖經的基礎上，成為活出
真理、見證基督、廣傳福音的
門徒。
四、 出版品介紹
A.中文聖經
 和合本聖經
（中文/注音）
 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直排 / 橫排）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直排 / 橫排）
繪圖本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中文，2010 初版）
 新舊約名畫聖經
兒童寶貝聖經
聖經電子書：epub 版、
Libronix 版、FCBH 版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B.母語聖經
 台語聖經（羅馬字/漢字）
新約聖經現代台語
(羅馬字，2008 初版）
 客語新約佬詩篇聖經(1993)
C.原住民語
新舊約全書：阿美語聖經、
太魯閣語聖經。
新約及部分舊約：
布農語聖經、排灣語聖經、
泰雅爾語聖經。
新約聖經：魯凱語聖經、
達悟語聖經
D.工具書
 經文索引
 台語新約聖經 MP3 有聲書
 盲人點字聖經電子版
E.其他外文聖經
TEV,NRSV, CEV
KJV（另有中英對照）
 希伯來聖經，希臘聖經
其他外文聖經
A. 進行中的翻譯及研讀本計
劃: 現代客語 ( 2012 春出
版) 、鄒語(初審)、現代台
語 1. 新約，台漢/漢羅對照
(2013 年 出 版 ) 2. 舊 約
(2015 完稿)及中文聖經研
讀本系列、教牧書信等。
(每年需經費約 1200 萬元
新台幣，
新台幣，敬請關心代禱)
請關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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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稱職的司會者
陳金樹
前言:
本文是準備二月份長執造就會
的講稿.因後來日期改變.時間
衝突.而無法參與.經重新整理.
供做參考.彼此學習.互相勉勵.
一.司會者的角色和責任.
司會者的角色和責任
司會者的角色和責任,比講
道者更重要,責任更重大.
1.司會者是代表全体會眾.向
上帝說話.引導會友敬拜親
近上帝.是由下而上的角色.
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要給
每一位會眾共鳴.同心從心
底裡說“是”,“阿們”.司
會者要掌握一場的禮拜,少
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不是
容易.也不可隨便.比起早前
祭司的職務更繁重.
2.講道者是代表上帝向會眾說
話.傳講信息.是由上而下的
角色.聽不聽.信不信.是會眾
本身的責任.由自已做決定.
與講道者無直接關係.如先知
盡本身該盡的責任而已.
二. 司會者不要
司會者不要“
“標新立異”
標新立異
(包括發言.讀聖經.祈禱等.)
1. 司會時:“發言”(說話)要慎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重,不輕易說話.傳道書 5:2 「在
上帝面前.不可輕易開口.也不
可隨便發言」….言語要少.
其次“聲調”自然明暸. 不
用特殊聲調. 免得讓會眾感覺
不自然. 再者“舉動”端莊.
“穿著”整齊. 認清扮演的角
色-司會不是在主持節目.
2. 讀聖經: 最好使用小會規定
那一版本的聖經.
又,發音要正確. 內容需充分
準備. 不清楚的地方要問別人.
熟練講稿,避免發音錯誤.假如
台語發音困難.也可考慮用華語.
不要在敬拜中讓會眾尷尬分心.
3. 祈禱:馬太 6:7「祈禱的話不
要做重覆」這是主耶穌的叮嚀.
在此有雙重意義.
1). 祈禱中不要用同樣的詞
句重覆一直出現.
2). 每次祈禱不要用同樣的
禱詞.才不影響祈禱的氣氛.
3). 祈禱中不可用「咱」 (lan).
要用「阮」(goan). 這是台
語特殊的分別 .國語就通通一
樣稱為「我們」.
台語中「咱」是表示「司
會者」「會眾」,以及「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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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皆包括在內﹔「阮」則只
指「司會者」.和「會眾」而已.
祈禱是司會者代表會眾向上
帝說話. 所以要用「阮」.若用
「咱」是連上帝也包括在其中.
那麼要向誰禱告呢?
三. 週報的應用
週報的應用:
開始的問侯請安後“ 請司
琴奏樂”.宣召: 司會者不必說
“ 宣 召 ”直 接讀 宣 召文 即 可.
吟詩,啟應,讀聖經:最好停頓一
下,讓會眾有足夠的時間翻書.
或事先報告頁數.

報告事項: 本週的行事要特
別強調.提醒會眾.報告要簡單
扼要.不必念條文.
四. 閉會:
閉會:
司會者要在牧師祝禱後宣佈:
“請坐默禱閉會”.
以上是本人的淺見.也許要求
過深.因為這是祭司神聖的職務.
希望每一位司會者都能稱職.帶
領每一位會眾.体驗面對面接觸
著上帝的敬拜.

左二為 聯絡人 Mel

保有好心”腸”--- 長青團契

勞動不落人後

屬靈歌曲高高唱 --- 張醫師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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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財寶在天上
吳月美口述
惠琇整理
這一次回台探親，有幸能參
與麟洛教會的宣教事工，認識
了一群可愛的年青人。投身於
他們的事奉中，親身目賭了他
們火熱的事奉，上帝著實給我
上人一堂課，既寶貴又真實。
從黃美莉牧師口中得知麟洛
教會是由李寬裕傳道和師母及
兩個兒子在 2002 年接下神的
使命重建麟洛教會。
一家四口都是傳道人，為了
維持教會的事工，神給李傳道
一個異像----就是開創一個剩餘
食物回收再製有機肥料的公
司，神特別祝福李傳道的事
業，公司越來越發達，李傳道
將所有收入都奉獻於教會的事
工上，供應教會所需費用、青
年傳道的薪資，及支持弱勢家
庭的兒童及老年人的生活。主
耶穌說：「變賣你一切所有
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
師母陳慧美傳道則專注於靈
裏造就、栽培訓練同工，並且
關懷心靈受創的婦女。兩個兒
子，老大李一傳道既講道又彈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琴，樣樣精通；老二李懷傳道
也講道又打鼓，一樣不輸大
哥，全家都熱心投入事奉，吸
引了很多年青人一起投入他們
的事工。
李傳道在 2003 年因看見麟
洛社區有很大的需要在單親、
外籍勞工、低收入、隔代教養
的家庭中，甚至家暴等弱勢兒
童，傳道一家招聚了一群大專
院校青年來幫助輔導這些弱勢
兒童的課業，並且在週間也幫
忙照顧這些兒童的生活起居來
幫助年邁的爺爺奶奶照顧那些
家暴受創的孩子，假日再把他
們送回去給爺爺奶奶。
於是在 2006 年成立了國
中國小課輔班、愛心早餐、圖
書館、兒童營、才藝班，並且
幫助弱勢婦女創業。課輔同工
更與社區的媽媽成立了「善工
使命團」養殖牲畜、種植蔬
果、製造健康美味的食品，廉
售給社區鄉民，服務鄉民，帶
領社區鄉民認識耶穌、撤除偶
像。同工也關懷社區老人、贈
受食物及教導健美操，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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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動，把上帝的福音帶進他
們的生活裏，把耶穌十字架捨
命的愛植入他們心中。由於這
些青年同工無私且不眠不休的
服事，愛他們的老人，愛那些
身心靈受創的孩子，讓他們能
再次体會到被愛而能健康成
長。
同工們平時透過種菜養牲畜
來鍛鍊他們的體力，加上慧美
傳道給他們靈性上的裝備，及
每天的接觸鄉民火熱地傳福
音，雖然還未很清楚上帝給教
會清楚的異像，但到了 2009
年的八八水災，他們認為這就
是上帝對他們的呼召，全教會
投入了志工救災。他們不怕危
險的進入林邊災區，搶救生
命，運送食物給災民，並且事
後也繼續加入災區重建工作。
繼八八水災之後，他們在林
邊成立一個災區餐飲部作為他
們的福音總站，向外設立福音
據點。在林邊有十個村落，在
佳冬有七個村落。每天一早
5:30 同工們就起床早泳健身
一小時，然後 6:30-8:00 就
開始早禱，之後就開車到林邊
餐飲部集合，然後分散到各個
村落開始一天的工作，留在餐
飲部中心的同工，有的人洗
菜、有的人開始煮菜準備數百
個便當送至各個社區村落，有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些同工則至各個村落傳福音。
同工們開設健康講座、健
美操，藉著這些活動，把村民
聚集起來，然後傳講福音及唱
詩讚美神，之後並贈送便當給
村民，讓鄉民在靈性和身體都
得飽足。同工們甚至到愛滋病
中心去關懷那些被社會所遺忘
的一群人，把基督無條件的愛
傳送給他們。主耶穌說：「人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人…...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
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
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我深受感動，在家鄉的台灣
竟有這麼一群熱誠愛主的年輕
人火熱的事奉主，搶救靈魂。
我的體力和心志都還跟不上這
群年輕人，但這群可愛的年輕
人卻還激勵我說：「月美姐，
妳來看我們就很好了。妳能跟
這些老年人聊天，對他們就已
經有很大的幫助了。」多麼謙
卑、體貼人的年輕人，他們都
真正地活出主耶穌的生命。
一個多星期來，我看到同工
們開著車到各個村落街道巡迴
廣播邀請村民，我也曾參與這
些青年傳道同工一起挨家挨戶
送小禮物，邀請村民來聽福
音。每一位同工傳道都把救靈
魂當做他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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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他們年紀輕輕的，有的
甚至都有極高的學歷，有的同
工甚至有很好的工作像老師、
工程師或護士，他們願意放棄
世上可能可以擁有的榮華富貴
而來跟隨耶穌，學耶穌所做
的，行耶穌所行的。 這使我想
起主耶穌說的:「人為我和福
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
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
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來世
必得永生。」
願主賜福他們所做的一切.

室內室外, 熱切傳揚福音

要說誠實話
楊靜欣
去年十一月初，家人赴美出
差，邀我一同前往拉斯維加斯
相聚，能和家人在美國見面，
分外欣喜，特別是看見三歲多
的小姪女，可愛逗趣的模樣，
著實十分惹人疼愛。而正當我
和妹妹熱烈的討論未來一週的
行程時，小姪女突然非常認真
地冒出一句話說：「要說誠實
話！」當時我有點意外，不知
道她為什麼要如此說，後來仔
細想想，可能是我和妹妹討論
時，脾氣有點急，說話的情緒
和態度都不是很好，其實我們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家人說話一向都是直來直往，
不加修飾的，但小姪女可能直
覺感受到我對她媽媽的態度不
是很好，因此脫口而出：「要
說誠實話」。
這讓我反省所謂的誠實
話，不單單只是說出事實或是
不說謊而已。事實上，常常在
言語的使用上，我們不自覺會
加上個人的情緒、意圖，或者
運用一些說話的技巧，想要達
成某種目的，這些都使我們在
說話的同時，有可能違反了
「說誠實話」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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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誠實話」應該帶有
平實的特質，特別是在溝通
上，可以讓人感受到信任以及
無壓迫感，是一種自由自在的
交談與交流。古倫神父在他
《活出十誡的真自由》一書中
提到：「誠實（德文 ehrlich）
這個字原來有另一個意思；明
白說出別人正直的行為，並對
自己的榮譽和別人的尊嚴都具
敏感度的人，他就是誠實的
人。誠實的人會尊敬別人，不
會散播謠言，人們會信任他，
在他的周遭會覺得自己受到尊
重，感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
人。」
古倫神父也提到，「『誠
實』並不只是指與人談話時誠
實說出自己的意見或坦率真
誠、從實描述事情的真相而
已，也必須誠實地面對自
己。」
這讓我思考到當時在拉斯維
加斯的我，可能因為時差的關
係，又累又餓，雖然見到家
人，異常興奮，但身體卻早已
疲憊不堪。需要休息的我，還
一直拖著時間聊天，無法誠實
面對自己真實需要的我，事實
上卻早已把真實的情況反應在
言語上，只是我不自覺而已，
反而透過小姪女的口，讓我明
白過來。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有了這樣的體悟，使我經常
反省自己在說話的時候，是否
有一種誠實無偽的態度？！當
然，許多時候因著各種不同的
情況，可能無法總是表現最合
適的狀態，但是我學習特別注
意自己的言語是否恰當以及敏
感於自己的現況，盡可能讓彼
此的交談是處於真誠的情況
下。如果我們常常在交談中感
到失望或者溝通不良，除了應
該先反省自己的態度之外，更
重要的是，學習積極營造一個
可以坦誠開放、信任與尊重的
對話氛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但卻是值得我們努力
的。而在這種氛圍下的溝通，
你將會發現，即使是不同立
場、不同意見的人，仍然能彼
此接納對方，因為溝通的目的
是了解與聆聽，是愛與分享，
而不是說服或命令。
聖經以弗所書提到「我們要
以愛心說誠實話」（弗 4：
15），又是一種更高層次的
提醒，在說誠實話的層次上，i
要加上愛心，所謂的愛心，就
是為著別人的益處著想來說
話。這在說話的藝術上，是很
需要鍛鍊的層次，如同箴言所
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
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
25：11），不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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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能幫助人的。我相信這也
是很多人的經驗，說了一句激
勵人心的話，同時也鼓勵了自
己；而不小心說了傷害人的
話，雖然一時不自覺，但最終
還是會傷了自己，不是嗎？
「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
免受災難」（箴 21：23）。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
「羅生門」的故事，它是網路
上流傳的資料，故事的內容卻
令人深省，原來每個人說話
時，常常都是隱藏著選擇性的
認知，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
向來說話，這是人性，無可厚
非，但我們一定要有所自覺，
免得落入說假話傷害人而不自
知的險境。
「羅生門」 的由來，
是日本導演黑澤明所拍的電
影，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小說
《竹林下》。羅生門只是小說
中被提及的一座破敗的城樓。
小說裡寫道：「荒蕪不堪的羅
生門，被狐狸當成棲身之處。
盜賊進駐羅生門後，甚至有人
會把沒人認領的死屍拋棄在這
一座頹圮的城樓下。因此，夕
陽西下後，人們都懼怕這一
帶，沒人敢在城門附近走
動….」故事是在附近的竹林裡
發生的。黑澤明的電影裡有四
個最主要的人物：強盜、武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士、武士的老婆和樵夫。強盜
想染指武士的美嬌娘，騙武士
和他去尋找寶藏，把妻子擱在
一旁，路上強盜將武士綁了起
來，回頭強暴了他的妻子，還
耀武揚威的把武士的妻子帶到
武士面前，問可憐的女人：
「妳要跟誰？」 沒想到，武士
竟想拋棄失貞的老婆，強盜一
聽，覺得很沒意思，也不打算
要這個女人了。
女人同時被兩個男人拋棄，
覺得自己很沒面子，挑撥武士
和強盜決鬥，兩人都怕得要
命，劍法慘不忍睹，後來強盜
一時僥倖，殺了武士。
有人死了，一夥相關人都被
抓到衙門問話，同樣一件事
情，四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強盜說，他見義勇為與武士比
劍，才贏得美人芳心；妻子說
自己是個貞潔烈婦，被強盜強
暴後，企圖自殺；武士透過靈
媒說，他是因為被妻子背叛，
為了武士尊嚴壯烈切腹自殺─
─這位武士連當鬼也沒說實
話。唯一看清楚真相的樵夫，
卻因偷了武士的短劍，不敢吐
露真相，最後才在「羅生門」
良心發現，將真相說出。
這 部 1950 年 拍 攝 的 電
影，十分轟動，也讓人們思考
「為什麼同樣經歷一件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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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嘴裡說出來的事實卻都不
一樣？」此後「羅生門」就變
成「各說各話」的代名詞。這
各說各話之中，都蘊含了片面
的真實，片面的謊言。深願上

深願上帝保守祂所愛的子民，
不陷落在謊言之中，真理的
光，光照每一個人的心思意
念，幫助我們學習常常用愛心
說誠實話。

讓神蹟活在我們每一天的日子中
葉惠琇
我很喜歡看電影，有人說
看電影既浪費時間，又沒營
養。其實不然，我常從電影裏
學到一些東西，或看到一些社
會現象，更能深刻地理解為什
麼人需要神。
有一天，我在一部影片
裡，聽到一位神職人員在安慰
一位失去丈夫的女子，他的一
句話深深地抓住我的注意力:
「Every day our life can be
a miracle」
」。
舊約時代，神使用摩西行
使神蹟好叫祂的子民知道「耶
和華神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新約時代，主耶穌
醫病趕鬼也行使了很多的神
蹟，為的是要叫祂的門徒和猶
太人、外邦人相信祂和父神是
合而為一的，是父神差派祂來
到世上拯救世人。遺憾的是猶
太人還是不信祂，先知以賽亞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說：「主叫他們瞎了眼，硬了
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
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
們。」（賽 6：10）
有一個網路故事「秤子–祈
禱的力量」是敘述一個窮婦人
很憂傷地走進一家商店，向老
闆拜託看看是否她可以賒帳買
些東西，因為她的丈夫生病，
而且她有七個嗷嗷代哺的孩子
需要食物，但店老闆一口回絕
且要求婦人離開。
婦人苦苦哀求，老闆還是拒
絕她。有一位顧客聽到婦人與
老闆的對話，就對老闆說，不
管婦人買多少，他願意幫婦人
付帳。於是老闆問婦人她是否
有購物清單，婦人說有。老闆
就要求婦人將清單放在秤子
上，清單這邊有多重，他就依
照其重量給與食物。
那婦人從她的皮包裏拿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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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紙，紙上有寫一些字，她顫
抖的將清單放在秤上。結果老
闆和顧客都非常驚訝且無法相
信，那秤子一直往下垂，老闆
不得不一直放食物在秤子的另
一邊直到秤陲到底。
最後老闆拿起那一張紙，仔
細一看，更令他驚訝的是，那
不是一張購物清單，而是一張
禱告詞，上面寫著：「親愛的
天父，祢都知道我所需要的，
我將我所需要的皆交託在祢手
中。」於是老闆將婦人所需要
的食物都裝袋交給婦人，那顧
客也付給老闆五十元現鈔且對
老闆說：「這張支票，每一分
錢都價值連城，現在我們知道
禱告的重量了。」
雖只是一篇短短很平凡
的文章，卻是提醒我們上帝是
不打盹的神，祂等著在我們的
生命裏回應我們的禱告，在我
們的生命裏行使祂的神蹟。
「信心」、「禱告」、與「行
動」是促使神的神蹟能夠成
功，窮婦人若沒有對上帝有那
單純的信心，她不會將她的禱
告紙條放在秤上，因為她理性
上知道一張薄薄的禱告紙張那
會產生什麼重量，甚至她若沒
有放上去的實際行動和事前的
禱告所寫下來禱詞，神蹟就不
會發生了。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在我的生活裏，我相信神行
使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神蹟，有
些可能小到我自己都覺察不
到。就如二月初我剛從台灣回
來，就被告知要尋找客座講員
來英文的崇拜講道，因為英文
部牧師要帶英文部的青年去退
休會。才剛上任英文部長老的
我，東西南北都還未搞清楚，
且要我在三個星期內找到講
員，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我只好每連絡一位講員之前
就迫切禱告，但結果一個個的
回應給我的都是「他們有其他
安排了」，那時我心裏真的又
焦急又沮喪，不知如何是好。
但神藉著聖經啟示我，「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
事的確據」（希 11：1）後來
我連絡到月桂的小兒子，但他
一樣是無法來，結果我最後一
位要邀請的講員剛好又是月桂
兒子的好朋友，神真的是奇
妙 ， 在 我 要 Email 邀 請 講 員
Craig 之 前 ， Craig 就 連 絡 我
說，我是不是有需要他來講
道，他非常的樂意。
神真的是奇妙！若我的信心
失落了，不再持續禱告，不再
繼續連絡的話，我就失去了經
歷神的機會，就如同台美教會
這次經歷神一個莫大的神蹟一
樣。從去年年底，西望教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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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教會因為彼此都在增長，
教會空間不敷使用，我們都不
知道神要如何安置兩間教會弟
兄姊妹。中會也很頭痛，似乎
都無法找到任何一個空餘的教
會可安置我們。
兩間教會協商又協商，似乎
都沒有一個好的解決辦法。但
是台美教會弟兄姊妹相信神會
預備，大家也同心合意的禱
告。我們奇妙的天父，暗地裏
卻早已為台美教會預備了一個
更大更美的家，人的盡頭是神

的開始。這是一個神蹟，也是
一個我們不配得的恩典。
每當我在工作、生活、事奉
上遇到挑戰與困難時，我就常
常回顧過去神在我生命裏所成
就過的神蹟，讓我的信心與理
性重新洗滌一番。讓我更確信
我們的天父是一個又真又活的
神，是一個不打盹也不睡覺的
神 （ 詩 篇 121 ： 4 ） 。 大 衛
說：「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
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篇 37：5）。

神聽小羊的禱告

與 WPC 互贈臨別禮物

愛心褓母--嬰幼兒照顧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快樂的孩子愛唱歌
~T P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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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媽戰歌 VS. 龍媽聖歌
Lily
不久前，耶魯大學教授蔡美
兒 AmyChua 出了[虎媽戰歌]這
本書，講述自己如何以中式嚴
格教育方式，教出成績全 A 且
小小年紀就登上卡內基音樂廳
舞台的女兒。
在凶猛如虎的管教下，她列
出了仿如十誡的十不: [不准看
電視，不准打電玩，不准不考
第一名，不准在朋友家過夜，
不 准 有 玩 伴 日 （ playdate) ，
不准參與校園話劇，不准自行
選擇課外活動，不准玩鋼琴及
小提琴以外的樂器，除體育和
戲劇以外，其他科目不准拿不
到第一]十大不准，看得我張
口結舌，仿如真的見到老虎了!
我想如果照她嚴厲的養兒十
誡，那我這龍媽可以說百分之
百的不及格了，因為虎媽與我
在這些教育的觀點上可說是完
全的南轅北轍。
看一看《紐約時報》或者
《時代周刊》的報導，我們就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虎媽教育法
的特點： 1.制定標準的行為準
則；2.嚴厲的懲戒措施；3.設
計精細的學習模式；4.嚴格的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作息時間表。虎媽用最縝密的
思路，最高效的操作方法，最
嚴格的監管體係來培育最成功
的子女。
此書引起中西方教育孰優孰
劣的激烈爭議，這套教育方式
是否適用於這個崇尚「自由」
的年代呢？我們應否學虎媽，
以高壓嚴厲的方法培養子女，
好讓他們將來在社會上「張牙
舞爪」？有人認為虎媽的管教
方法過分嚴厲，而且並非每個
孩子都願意接受這一套。過於
嚴苛的管教法，是否會對孩子
造成心理的負擔，或者帶來反
效果？
傳統的亞裔父母都會嚴格
管教子女，希望他們成大器。
父母對子女有較高的要求和期
望，並能給予足夠的支持，最
後孩子又有能力做到，絕對是
件好事，因為這會幫助小朋友
發揮得更好。當然，這些都要
看孩子的能力來訂立要求。若
小朋友的能力有限，根本沒可
能達到父母的指標。在訂立要
求時，父母應以孩子的能力來
做基礎，不應過分超越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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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範圍。例如他是一個只能
拿 70 分的人，父母可以把要
求 訂 至 80 分 ， 而 不 是 100
分。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靈
上的支持。當孩子未能達目標
時，父母應以正面的鼓勵來協
助他們，加油打氣，讓他們再
接再厲，不要採取一些嚴苛的
方法來處罰。
虎媽會為女兒決定參加哪些
課外活動，我認為這只適用於
年紀小的孩子。孩子年紀小
時，父母的主導權當然可強一
點，因為小小孩並未完全清楚
自己的喜好，這時父母應替他
們決定，讓他們嘗試接觸和體
驗。然而，當孩子踏入青少年
階段，父母再來這一套，孩子
便會覺得自己被迫做父母要他
做的事，必然會與父母發生衝
突，以致影響到親子關係。此
時父母要學會放手，輔導孩子
變成獨立自主的人，因為這是
人生成長必經過程。
我個人在養育過程中從來不
曾當過虎媽。我深信在期待孩
子有某種才能之前，自己要先
深刻體會過那種生活；在希望
培養出一個有趣的孩子之前，
自己則需先做一個有趣的母
親。真正的愛是與時俱存的。
父母親能給孩子的，就是以自
己努力生活的身影與愛，為他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們建立信心。父母尤其不要緊
張，把眼光多花在自己孩子的
身上，不要常常只看到別人的
孩子與自己孩子之間的差距，
讓無謂的比較佔去你可以用來
關心孩子的時間與情緒。不要
對孩子有不符年齡的期待，也
不讓他們有不符年齡的依賴。
父母如果透過仔細的觀察與思
考，一定能懂得孩子從語言或
肢體中所要傳達的心意。當我
讀到虎媽怒喝孩子送她自製的
卡片不夠盡心盡力，罵它垃
圾，要她重新再做，女兒為此
嚎啕大哭，傷心不已時，我對
虎媽求好心切無人性的教導方
式百思不解?那晚我重新打開
我床頭的百寶盒，裏面珍藏著
毎個孩子在不同階段送给我的
卡片及手工製品…有歪斜字體
的母親節卡片，有像畢卡索的
畫風一脖子很長的媽媽，有藏
著小照片的心心項鍊…這一切
我都視為至寶。不論年代已
久，不論紙張泛黃，不論搬了
幾次家…它們永遠伴隨著我。
子女小時候，我只著重在生
活習慣上嚴格教導，等到他們
長大了，我便讓他們對自己的
言語行為負責。不過，對我而
言，嚴或寬的管教方法不是重
點，而是心中有上帝的話語才
是最重要。虎媽認為人生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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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個人成就，她深信唯有
嚴格的教育，方能培養出成功
的子女。我在學業上給予孩子
極大的空間，從不要求小孩一
定得拿全 A，只鼓勵他們努力
追求自己的理想，唯一的要求
是他們上了大學後要継續努力
於靈命的追求。安慰的是，這
些話他們全聽進去了，離家後
不管在那個城市念書，一個個
都在教會帶領敬拜讚美。記得
有一年去紐約探望當時在念
Juillard 的老二，她很忙，音
樂會、功課何其多，再加上工
讀所花的時間，簡直快喘不過
氣了。却見她每星期天早上要
換兩班地鉄去一個美國教會帶
領聖歌，來來回回星期天就沒
了，我担心她搞得太累，她却
告訴我要記得馬太福音 6:33
所說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與
義，所需的一切都會添加給
你。]上帝的應許的確應驗在
她身上，第二年她拿到全額獎
學金，不再需要工讀，神供應
她所需，讓她得以専心學習，
順利拿到學位。
按照虎媽的觀點，能拿第
一，能拿到獎，比其他孩子
好，比他們快，就是成功了。
她教育兩個孩子成功了，但在
過程中，由她的書裏看來，兩
個孩子卻未必感覺快樂。成功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實在是沒有固定標準的，而到
底什麼是成功也是由不同的人
生觀所決定的。所以，我們所
應該追求的不應是社會上普遍
意義上的成功，而應是適合自
己的成功，名牌大學不一定是
幸福的保障。我支持孩子們的
最愛但不給予壓力，我常禱告
他們的未來能有一個高 EQ 且
快樂的人生，能做一個心中有
愛，懂得付出，懂得感恩且仁
慈寬容的人。我也祈求他們能
找到自己熱愛的工作，努力進
取，發揮所長，所到之處能將
上帝所賞賜的恩賜做出完完全
全的奉獻。
不論西方的尊重或是東方的
嚴格，總有利弊得失。毎個家
庭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父母
子女的性格也各有不同。走過
人生上半場之後，深感父母不
要過度執著於自己的主觀意
識，應抱持開放的胸懷與對兒
女的尊重，在孩子成長不同的
階段作出調整與妥協，盡最大
能力給予孩子支持與祝福。人
生的路很長、很寬、很廣，優
秀不見得就是幸褔。盡心盡力
培養出一個樂觀開朗，向上進
取以及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的
孩子才是
最大的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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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點滴 --- 婦女查經班

感謝神對麗娜姊特別的恩
賜，有這樣的毅力，三年多來
用心地帶領每個禮拜四早上的
婦女查經班。而陳牧師在這一
年五個月裡， 隔週帶著我們研
討＂創世記＂，啓發了姊妹們
對聖經的追求，這等稫份更是
讓人感恩！我們這些班底成
員，包括早期，中期，近期加
入的姊妹。在這個特別的時
段， 暫時脫去在家中做為馬大
的外衣，安心做個乖乖的瑪麗
亞，為自己靈命好好地充電。
在此，我們要見證在婦女查經
班所得到神的恩賜：
＊婦女查經使我們更了解教會
及兄弟姊妹之間的須要，而因
此有機會代禱，也更能了解聖
經及神的愛。
＊我參加查經班，覺得更加了
解聖經的內容，因我為了查經
會更努力去讀聖經，而且來此
聚會更加增姊妹的感情。啊！
好快樂。
＊Warmth! Joy! Peace!
Inspiring! Effective application!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大家以女性的立場來讀經，
覺得格外親切，也多有收穫！
＊我在此學會禱告，從不敢開
口到自然出口。衆人禱告也著
實令人感動，多次大家流淚同
心向神祈求，感覺聖靈就在我
們中間。
＊姊妹齊聚查經，能增加對聖
經的認識，也建立了我們互相
代禱的信心，感謝主。I love it!
＊和姊妹們一起讀經，常常有
心靈相應的默契。聖經是神賜
予世人寶貴的禮物之一。我們
所知道旳舊、新約書的作者們
都是男人。古今中外解經者也
多為男性。我們以女人的觀點
分享，對彼此有更深的意義。
祈求神賜予這個團契長長久
久，也賜我們有力量為教會面
臨的改變做一些事，有正面的
影響。
＊婦女查經班的不但使每位姊
妹在靈命上有增進，禱告能力
跟上帝的靈通更融和，姊妹之
間的友誼更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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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賜很大，姊妹們的關
心很深。愛心很多。互相非常
關懷。
＊藉著聖靈的引導，姊妹們更
同心來接納各人的優缺點。

＊婦女查經班的訓練下, 讓我
查閱聖經"翻"的速度變得超快
的, 也讓我能夠對聖經有更深
入的了解, 在家中教孩子查經
時也能更得心應手.

專注查經,勤做筆記
四代同 (教)堂

屬靈婦女造就屬靈家庭

婦女查經敬邀您!
時間: 每週四上午

靈糧與食糧的大豐收

10am ~ 12pm
地點: 台美教會
主日學教室 E
婦女或非婦女皆歡迎 !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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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點滴 --- 同心團契

台美同心團契是從台灣來的
一群知識青年，年齡層次大部
分在三十到五十五歲左右，來
到美國念書、工作，而後成家
立業、生兒育女，在教會成立
的一個團契，一起在主裡成
長、一起服事神、服事人。它
是一個很溫馨的團契，常常開
始於愉悅的讚美神的詩歌，高
潮於牧師豐富的查經與屬靈分
享及討論，結束於豐富的點心
佳餚，有藹玲姊的美味魚丸湯
和綠豆湯，及各個姊妹準備的
蛋糕、年糕、水果等等。大家
互相關懷，互相扶持，團契也
提供小孩的看護與活動，讓父
母親也能安心聚會，並也會不
定時邀請專業人士給與契友專
業講座，也會舉辦戶外踏青活
動。

查經後備有宵夜

同心團契敬邀您!
時間: 每隔週週六
6:30pm ~ 9:30pm
地點: 會友家或教會
同心為主
提綱挈領 融會貫通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快來同心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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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 媽媽教室
音樂是上帝賜給人類最美
好的語言。感謝教會及同工們
的支持,讓我能夠在人生下半
場時將我上半場所學的奉獻給
社區的媽媽們。我們在此以樂
會友,將音樂與上帝的話語帶
入家庭。快樂的媽媽帶來幸福
的家庭。
＊每個星期五早上的媽媽音樂
欣賞是我最期盼的事！ Lily 老
師以專業的素養帶領我們進入
音樂藝術的殿堂。讓我們這群
媽媽在平日煩雜的生活中得到
心靈的提昇！非常感謝 Lily 老
師和台美教會提供這麼美好的
課程。
＊星期五早上的音樂課是我一
星期中最輕鬆、最愜意的時刻!
＊雖然第一次參加媽媽音樂教
室，可是受益良多。它讓我又
重拾那份遺忘已久的感覺。
Lily 不只是介紹古典音樂，也
介紹音樂的背景故事。讓我們
聽到的每一首曲子多一份觸
動。希望下一回還可以再報名
參加，感謝!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陳莉莉老師徐徐緩緩地介紹
世界名曲，是我一星期最大的
享受。每次發放的 CD 放在車
中，漫長或短暫的車程似乎瞬
間就抵達目的地。
＊感謝的話無法道盡，每次都
抱以感激及渴望的心到 Mama
音樂教室，期待沐浴於古典音
樂中，宛如給心靈洗禮般，覺
得好 blessing!
＊ Lily's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osers behind each piece
of their creation has truly
enhanced my appreciation to
the music.
＊妳一定會遺憾的，如果妳有
時間卻沒來參加此音樂欣賞
課。 由完全不懂到喜歡古典
音樂，自己覺得變得愈有氣
質，愈能静下來。一面欣賞音
樂，一面享受好吃的小點心，
人生還有何求？
＊在一星期繁忙枯燥的工作後,
得到情緒的紓壓及心靈的充盈.
非常享受!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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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到莉莉老師的課堂,
第一次聽到美妙的《聽泉》,
看著門外春天的花朵,唱著
“這世界什麼事ㄦ愁了人?” ,
覺得自己就在天堂了.

＊擾攘紅塵,在此尋著真善美!

＊老師，謝謝您把我從古典樂
的文盲帶到另一個層次。雖然
只有小學生或只有幼稚園程度
而已，但眼界一但打開，從此
”海濶天空”我會加油的.

＊我非常喜愛上這課。我也因
老師的解說，音樂家的背景，
或樂曲的背境，心情跟著起
浮。悲傷、喜樂一齐來。總之
我喜愛上這節課。

＊在一星期繁忙枯燥的工作後,
得到情緒的紓壓及心靈的充盈.
非常享受! 謝謝老師!

亦師亦友, 音樂人生

媽媽教室歡迎您!
秋季班將於九月中
旬開課, 敬請期待
時間: 週五早上
10am – 11:30am
地點: 台美教會
日式卡片, 手巧心巧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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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every tunnel. Death is just another tunnel, though to
many it seems endless and fiery with hell. But it is not so!
Everyone has hope. For there is eternity at the end: ‘we wak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and in that moment when
we awake to holy heaven, Death will be vanquished.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who die at such a young age. I knew a girl who
died in sixth grade, named Abby. She died from brain cancer,
and she was a Christian, so she was saved. And I knew a boy
named Oige Keane who died at the prime of his life—when he
was sixteen years old. He died in a biking trip gone rogue. Many
people where shocked, devastated, and mourned their deaths,
including myself. But everyday, I think about them, and I
remember them, the way that I’m sure everyone else who knew
them do too. And I know that they are up there, in heaven, and
they’re never truly gone; it’s just a physical thing. They’re still
with us, in our minds and hearts. And after I read this poem, I
finally managed to eliminate most of the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always hung over me when I thought about them. As everyone
says when someone dies, they are in a better place now, and
inevitably, one day, I will join them there too.

Youth Teppanyaki night.
“ We can cook! “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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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be not proud
Julianne Wey
Death be not proud, though some have called thee
Mighty and dreadful, for thou art not so:
For those whom thou think’st thou dost overthrow
Die not, poor Death; not yet canst thou kill me.
From Rest and Sleep, which but thy picture be,
Much pleasure, then from thee much more must flow;
And soonest our best men with thee do go—
Rest their bones and souls’ delivery!
Thou’rt slave to fate, chance, kings, and desperate men,
And dost with poison, war, and sickness dwell;
And poppy or charms can make us sleep as well
And better than thy stroke. Why swell’st thou then?
One short sleep past, we wak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
The author of this poem, John Donne, was a Christian. This
poem, also known as Holy Sonnet X as one in a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poems, focuses on Donne’s reflection on death and his
feelings about it. Death may appear frightening and foreboding,
but death does not really kill. It is inevitable, however, and every
man, woman, no matter how rich, how poor, how influential or
how cowardly, will die. It is true that “some have called thee
mighty and dreadful”; nearly in all cases, above all, people fear
death. It is one of the most feared things of all time. However, it
should not be so. Death may appear to be the end of everything
and be complete and absolute darkness, but it is not. The last
two lines state, “One short sleep past, we wak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 This portrays
hope in a time of despair and mourning. Through the blackness,
there is light, like the way people say that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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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ck Fellowship
The Rock fellowship meets regularly on Tuesday night in San Jose
area. Currently we are studying the book of James. Light dinner
and refreshment is provided.
Our fellowship is like a family gathering at dinner table. We enjoy
each other’s presence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Starting with
a one-minute check-in around the circle, we wind down from our
daily work life to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update. It is a time of
relationship bonding – of course whatever is shared stays behind
closed doors.
After check-in, we begin our Bible study. Studying God’s Word is
the major part of the fellowship, learning how applying His will in
our daily walk. Together with Pastor Justin, our Bible study leader
guides us through scriptur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questions.
Often times, the questions allow us to reflect on our journey with
Christ, and reflect on the blessings from God in our lives. Recently
we have had topical discussions such as ‘How to discern God’s
Will?”, “What are my spiritual gifts?”, etc. Every Bible study is
like an adventure, allowing us to see
things throug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Before departing for the night,
we break into small prayer groups.
We are accountable for each other’
s personal prayer requests until
the next meeting. We also enjoys
outdoor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such as fundraising with Walk for
Hunger, building with Habitat for
Humanity, bike rides,making creative dumplings, cooking with
InnVision, etc. We also have a couple of retreats in a year.
There will be many more exciting activities in 2011.
For current fellowship time and location, email Deacon Danny
Chen: dcchen414@gmail.com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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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reflects God, and amidst the abundance of sin and
struggle, I do believe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make Him
unimaginably happy and proud. We can do this, and we
should do this, not for our own benefit but out of love for Him.
There i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Christians obey God
to avoid eternal damnation. Obviously as Christians, it is true
that we recognize the terrifying reality of hell. But that’s not
why we have our beliefs. I still cannot completely grasp the
monumental truth of Jesus’ sacrifice for us; I honestly don’t
think my heart and mind are mature enough to comprehend it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nnate morality and
knowledge that feels the immeasurable love God has for me.
As Lord Tennyson writes, “The heart stood up and answered,
‘I have felt.’” When we feel divine love, this is our inspiration
for faith, and that is what I hope can be the basis of
everything I do and represen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in
writing this article, in pursuing a career, in having a family, in
caring for others. Not for me, not in the name of art, not even
for the world, but in the name of my Father in heaven.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John 9:5)

Walk for Hunger

Bible Study.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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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his orchestra and let them shine. This is a
mentality I hope to adopt, not only toward those I love, but to
all who deserve it (in other words, every person God creates)
The second way is within music. This past semester in
Boston, I was performing Stravinsky’s violin concerto in an
informal performance class one night. The piece is amazing
but not very well-known. After I finished, there was a knock
on the door, and a tall Hispanic guy with an afro stuck his
head in the room. “I’m sorry, I don’t mean to interrupt, but I
just have to know—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piece?” We told
him, and he exclaimed, “It sounded so awesome. Thank you
so much! I’m gonna get me some of that on iTunes!” Then
he bounded off with a huge smile on his face. Previously, I
might have taken this incident as a personal compliment; a
complete stranger being so excited by the music must mean
that I did a decent job. However, it now occurs to me that the
incident has little to do with me at all. A musician is a means
by which a composer’s expressive ideas can be
communicated.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music-making is to
shine a light on the music, not yourself. Of course, performing
personally and intimately is necessary, but I’ve found that a
performance with selfless aims touches a far greater
audience than a performance with selfish aims. This applies
to any passion, art, and hobby, not just music.
The last, most important way is within our connection to God.
As humans, we are constantly susceptible to sin—and by sin,
I mean anything that separates us from God. As in all
relationships, though it is natural for us to love, it is also
natural for us to constantly revert back to ourselves and what
is best for us. God wants us to love ourselves, but I believe
He wants us to do this through our love of Him. As “children
of the light,” every action that we live out during our time on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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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Jennifer Wey
“Once you were ‘darkness’, but now as Christians you are
‘light’. Live then as children of the light…For light is capable
of showing everything for what it really is. It is even possible
for light to turn the thing it shines upon into light also.”
(Ephesians 5)
The Bible describes light in many contexts—as a metaphor
for judgment, truth, and hope, among other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s God’s calling for us not only to embrace light but to
actually become light. What is the role of a light,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one? Lights are illuminants, used to
reveal and clarify the world around us,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The paradox of an effective light is that, though it
is bright and powerful, it does not exist to be seen. Staring
directly into the sun, the world’s strongest light source,
causes blindness. People rarely look at a light bulb or the
flame of a candle and say, “Wow, what a beautiful light!”
Instead, we view and appreciate what the light shines upon.
The more I read the Bible, the more I notice the duality of
many Christian ideals, and light is no exception. A good light
shines brightly, not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noticed itself, but
so that its surroundings will be noticed.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to apply this to my life. Perhaps
the simplest and most accessible way is within relationships.
When you love someone, nothing will bring you more joy than
to give that person the most happiness you possibly can. I
think we’re all generally familiar with this feeling, because
God is love, and we are creatures of God and therefore
creatures of love. On the flip side, while we work to shine a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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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our children’s children, our neighbors of what God is
doing. Let us then come with hearts of worship and thanksgiving
to the new church site proclaiming that “He is good an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2 Chronicles 7: 3). These were the same words
proclaimed by the whole Israel nation when Solomon dedicated the
Temple.
Are you ready for the mov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blessed
Steve Tu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blessed? Does it mean you get or have
everything you desire or does it mean something else? As a Christian, I
believe that I am blessed because I have a beautiful wife who loves and
supports me, a job where I get to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good health, freedom, good friends, a loving family, and
countless other things that I'm very thankful for.
What more could I ask for? The answer is a lot. I wish I were
blessed with a Ferrari, Lamborghini, GTR, Porsche, had a huge
mansion, was a movie star, a famous singer, and the world’s first
Chinese NBA superstar.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ose have happened
yet, but I am still thankful for the blessings I already have.
Although, not everyone has the same ideals or optimism that I
have,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Proverbs 3:5), and to receive
God’s blessings from above in all forms, whether they happen to be
bad or good because the bad 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 and lead you
on the path that God wants you to take. We may never understand
why bad things happen. All we can do is thank God for all his blessings
and live life to its fullest. I may never be able to play in the NBA and I
may never be the next American idol, but I know I'll always be optimistic
and know that God has blessed me beyond belief and that is why I
have faith and peace in my heart.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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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1: 1-7). Similarly,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God would touch
the heart of King Artaxerxes, allowing Nehemiah, a cup bearer, to
go back to Jerusalem and rebuild the city wall (Nehemiah 2:1-10).
What should our response be to the miracl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both Ezra and Nehemiah, the people of Israel still encountered
opposition. In the case of Ezra, people like Bishlam, Mithredath,
Tabeel tried to stop the rebuilding of the temple by claiming that
these people are rebellious and they would stop paying taxes to the
King (Ezra 4:12-16). In parallel, Nehemiah had to confront with
Sanballat, Tobiah, who threaten to attack and intimidate Israel as
they were rebuilding the wall of Jerusalem (Nehemiah 4: 1-15). In
both cases, the people of Israel continued their faithful work,
despite the fear ofopposition. I do not know what issues TAPC
may encounter as we move in to our new church building, but we
need to prayerfully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as one in Christ. As
co-workers, we need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be patient with
each other's shortcomings.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the checklist that we need to do prior to
moving, such as taking an inventory of what items we need to pack
and haul to the new place, thinking about worship time that would
suit both Taiwanese side and our English Ministry The Rock,
changing the church sign for our new location, among others.
However,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prepare our hearts before
we move to the new place, as the recipient of these blessings.
When Solomon dedicated the Temple he built, the first thing that
was done was to carry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nto the temple,
followed by multiple animal sacrifices offered to God. In the same
manner, our church needs to make sure that,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busyness, we do not forget God as we move into our new church
building. We need to walk after God, letting Him lead us; not
before Him as we often times tend to do. We,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as a church, need to remember this as a miracle, for
God himself orchestrated this on our behalf. Let this be a testimony
each of us can tell individually and as a church. Let us tell our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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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ready to move?
Diego Chang
From the outside, it’s just a simple move a few miles away, from
the current site on Saratoga Avenue to our future place on Payne
Avenue. One could easily simplify the even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and the weeks to come as packing our bags, filling the uhaul and then unpacking again. However, if we just look at it this
way, we may miss the point of God’s bless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may fail to listen to what God might be calling us
to do.
As we all know,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TAPC) signed with Westhope Presbyterian
Church (WPC) a Joint Parish Agreement, per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esbytery of San Jose, allowing both congregations to worship
in the same place. However,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 leaders of
WPC began the process to dissolve the Parish Agreement. Being
closely involved in some of the meetings with WPC in order to find
some common ground, I found the process frustrating, and at times,
upsetting. I remember that back then, when leaders of WPC started
to talk about dissolution, both Pastor Justin Sim and Elder Stephen
Lee (in separate occasions) individually tried to encouraged me
saying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the outcome would be, God already
prepared something better for our church. Never could we have
imagined that eventually, God would provide a church building not
too far from our current site where TAPC could call home.
Often times, when confronted with crisis, we want to resolve it
ourselves. But when we see, first hand, how God himself takes
care of the problem in ways we would not have thought of, it i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It reminds me of how God rebuilt his
own temple, as chronicled in the book of Ezra. At that time the
Israelites were in exile, under the control of Cyrus king of Persia.
Who in Israel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God would move the heart
of Cyrus to allow the Israelites to go back and rebuild the temple
and return all the articles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belonged there ?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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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v. Justin Sim as Director of English Ministry. I have
observed the active youth and the adult of TAPC increase in
number, and it appears this trend may continue with God’s
blessing when moving to the new community.
The move to a new facility is a strong indication of God’s
answer to prayer and the blessings that can come to us, often
when we wonder if our prayers are being heard. This move
along with the prospect of a new permanent pastor should
remind us that we are never forsaken, but that God, not us,
chooses the time to shower us with His blessings. And it would
seem that TAPC is being blessed beyond measure right now,
with a new facility, with everything in that new facility being
given by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Immanuel Presbytery
Church.
So what’s next for TAPC? From my perspective as being a
Liaison I see the blessings continuing with TAPC’s mission of
outreach to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having the opportunity
for real growth. I see TAPC’s congregation increasing with
young and old alike. I see TAPC sharing in mission increasing
beyond what they already give, which I must add is one of the
highest in our Presbytery. TAPC is widely admired for the rapid
response to disasters which occur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 see their Vacation Bible School serving the children and all
church retreat expanding to serve a larger community of faith.
I see God’s continued
presence in all that they
do as their journey as
disciples for Christ, and I
am grateful that I’m
there with all of TAPC
congregation
experiencing
God’s abundant blessings.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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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TAPC’s Presbytery Liaison to experience God’s
abundant grace
Mel Goertz
I have had the joy and privilege of being the Presbytery Liaison
to TAPC for about eight years. During that time I have come to
know many of TAPC members quite well, and am pleased to say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with many. I believe we have
developed a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 and have enjoyed
sharing many parts of our faith journey together.
But perhaps for some,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a liaison?” is not
quite clear. The definition of liaison as used in my work with
TAPC is “to be a mentor and helper to the church in dealing
with Presbyterian affairs,” such as working with TAPC’s Pastor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TAPC’s search for a permanent
pastor. I have served that role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n
the process have gained a high degree of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members of TAPC and the ministry they
share here in San Jose.
Together we have been through some difficult times, first in
calling a pastor in the early two thousands, then losing a pastor
under painful circumstances. But through prayer and TAPC’s
trust in the Lord, they have continued its mission of spreading
the word to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bay. TAPC’s
Session has acted with strong Christian leadership and it is my
continuing honor to act as the appointed moderator to that
group. Many of them have stepped up to lead worship in the
absence of a regular pastor, and it has been part of my role to
gain Presbytery support which has allowed Rev. Chen to be
TAPC’s temporary pastoral leader
As time has gone on, TAPC have instituted a vibrant English
Minis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 few of the elders, and now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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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I would like for us to look at our present. How are we
preparing for the transition? All of us are excited, thankful, and no
doubt looking forward to offering our first worship at the new
church on June 19.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historical day I presume
everyone is busy renewi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Lord. After all,
how can we fail to remember God commanding Joshua to prepare
the people before entering the Promised Land by becoming holy?
When we think we cannot possibly do anymore spiritual
preparatio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all of us to do 10% more.
According to the Men’s Health magazine, when we are totally
exhausted from running and our body is telling us to stop, in
actuality, we are able to run 10% more. I believe we can relate this
to our spiritual life. As we strive to prepare ourselves though
reading the Scripture, praying, and applying the truth all we have to
do is 10% more. Let us walk that extra mile, let us turn the other
cheek, and let us give our inner cloth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Finally, I would like for us to look at our future. After
Israelites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as they were camping in front of
the fierce enemy of Jericho, God told them to celebrate the Feast of
Passover and perform circumcision. It required the people to totally
surrender their common sense and trust God. As we move into the
new church building I believe God is telling us to obey Him and
obey Him only. I hope and pray that all of us can set aside our
culture, tradition, logic, differences, and preferences to do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Also, do it in His way because Israelites did
obey God by conquering the Promised Land, but not 100%, for they
left a few survivors through out their campaign. As a result, those
survivors became the thorn in the flesh for Israelites by always
engaging in wars with them but non more devastating than
introducing their idols and ungodly life style. We need to obey God
completely; we need to do all things His way completely. For His
glory and church’s edification, let us not forget that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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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required!
Justin Sim
It i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As a church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this sort of event does not happen very often. How
undeserving? How uplifting? We must feel God’s heartbeat and
sense His urgency as we inherit a church that has experienced a
“holy death.” We are inheri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lanting our
church in place of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to show the
world the power of Jesus Christ’s resurrection. You see, now we
have to do the work of two churches;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required.
To embark on this challenge we need to evaluate who we are in
light of the biblical truth and examine our predispositions. First, I
would like for us to look at our past. It is answer to our prayers that
God is providing this wonderful place for us; however, if we are
honest with ourselves it is beyond what any of us have ever
anticipated. It proves that God is bigger than our feeble minds. I
cannot help wonder, though, how great it would have been if we
could have endured the hardship in more godly way. If we could
have trusted God little bit more in our uncertainty we would have
enjoyed the peace that Paul talks about in many of his letters. If we
could have practiced more joy in midst of our trials we could have
grown so much more in God’s grace. If we could have been more
fervent in our worship, in studying the Scripture, in witnessing, in
praying, in making disciples; simply living the way God wants us to
live perhaps we could have witnessed His true glory. Much like the
one Moses encountered at Mt. Sinai, much like the one Peter, John,
and James have experienced at Mount Transfiguration. More to the
point, this transitioning into a new church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more gratifying. I think of Israelites when they were entering
the Promised L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oshua. It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better if they could have gon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oses 40 years before without making the
mistake of disobeying God and trusting their human instin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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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roups --- The Rock Ministry

Our group is comprised of college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lead by
Pastor Justin Sim.
How did we pick the name for the English ministry: ‘The Rock’?
Because
we desire to be a ministry with solid foundation in Christ.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The Rock is...
"...to offer a foundation for the unchurched and become fully-devoted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The purpose of The Rock is…
"... to w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or Christ;
to participate in meaningful worship
and
develop godly character;
and
to be equipped for a lifetime of ministry."

We welcome new friends to join our Sunday worship as well as our
weekly Tuesday night fellowship. Also we have many exciting
community and fun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our up-to-date activity schedule, please check our website:
http://www.rockofsouth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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