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經老了，
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
約翰福音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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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29.於台美教會講道
我們每日讀經的進度要從這星期開始進入約翰福音。約翰
福音和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特
別在約翰福音中記載許多耶穌與人對話的記錄。在約翰福音裡，
我們可以發現耶穌和尼哥徳慕講話、耶穌和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
在古井邊講話，約翰福音很詳細的將耶穌和人對話的內容記載下
來。
你覺得自己老了嗎？
你覺得自己老了嗎？
今天我們所讀耶穌和人講話的對象，約翰很清楚的記載這
個人的名字叫做尼哥徳慕。這一段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我
們今天的主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在進入今天的
經文之前, 我們先來思考今天的題目的第一句話〝人已經老了〞，
我們來想，人已經老如何能成為題目呢？
你覺得自己老了嗎？我常常被人看成是太年輕，但是我不
喜歡這樣。照台灣歲來算，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對我們的長輩
來說，我是年輕；但對年輕人來說，我也看他們是比我還年輕。
有一位姊妹剛從台灣回來，我問她時差調好了沒？她順口說：
「不知是不是較老了，最近我總覺得頭暈暈，我是老了吧，時差
就是調的不很好」。說了這句後，她馬上說：「啊！在你面前說
老，實在很抱歉。」這也是真的，她是比我年輕，在我面前不可
以說她老。那這樣說，老是不是一件相對的事而已。九十歲的人
看七十歲的人時說，你還年輕啦，七十歲的說六十歲的還年輕，
六十歲的說五十歲的還年輕，其實有些二三十歲的也說，噯！最
近比較老了。
今天我們不是比較誰比較老。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主角~尼
哥德慕，聖經沒提到他幾歲，只是他向耶穌回答說：人已經老
了，如何能重生呢？今天除了主題外，我也想和大家來分享一段
有趣的事。華語聖經我們讀到這人的名字是〝尼哥底母〞；台語
讀得不小心就變成〝尼哥豬母〞，哇！這是甚麼話，那再唸得更
不好就變成〝豬哥豬母〞。這對初來教會的人會迷惑這到底在說
些甚麼啊！怎麼是〝豬哥〞又是〝豬母〞的。現代中文版聖經的
1

翻譯是〝尼哥德慕〞。這個翻譯讓我們比較能了解〝德慕〞是仰
慕更好的道德，他為了仰慕更好的道德, 他來請教耶穌。可能你覺
得，我從小就已經習慣尼哥底母，這樣也很好。但現在新的翻譯
讓我們更能明白聖經的意思。
重生的重要性
再來就是要談我們今天的主題 〝人如何重生〞，現代台語
譯本翻譯成〝重新出世〞。今天不論是任何人；八十歲、六十
歲、三十歲、二十歲，都覺得自己已經開始老了，衰退了，沒希
望了，如何能重新出世？今天的主題、經文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信息，經文的主角是一位嚴守律法的法利賽人，他也是一個法利
賽人的領袖。聖經說他是晚上來見耶穌。有人研究他為何晚上來
見耶穌，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他不願讓人看見，因為他本
身就是一位教導別人律法的人，也是一位嚴守律法，照律法行的
人。這樣的人卻要來請教別人。是的，有時我們會不好意思請教
別人，因為怕人說你真笨，連這個也不會。另外，周聯華牧師講
道時提到，這位經學士他不只白天研讀上帝的話，甚至到晚上也
不休息的研究，結果他一發現問題馬上來請教耶穌，因為他對所
研究的律法有疑問，或許他想知道到底耶穌所行的神蹟，是為甚
麼有這些神蹟，他的心甚至在晚上也不能安靜下來，所以他來見
耶穌。第三種就是一般神學家所注意約翰福音中有一特色，就是
光和黑暗的對比，光來到這世上，但人所做的是壞，所以就不接
受這光。因這光和暗的對比，讓人想到耶穌來到這暗的世界。這
位尼哥德慕，他晚上來見耶穌，我們可以將這三種原因都放在他
身上，他想請教耶穌但卻不想讓太多人看見他，但他的心靈有疑
問，他雖然是一位嚴謹的律法師，一切照律法做，但他還是活在
黑暗中。他想來就近光，這是約翰福音要表達的信息。
請大家翻開聖經來看看這位尼哥德慕和耶穌的對話是如
何，你會發現這段對話非常的精彩，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個段
落：第一個段落是尼哥德慕對耶穌說話，耶穌回答他。第二個段
落是他回應耶穌的回答，然後耶穌來教導他。我們從第二節看這
段對話〝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
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的同在，無人能
行。」〞這個口氣感覺上是在讚美耶穌，照我們所想，耶穌的回
答會說：對啦！對啦！很高興你看得懂啦！請看耶穌真正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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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
的國。」〝實實在在〞在原文是〝強調〞的意思。請注意，這裡
耶穌告訴他說，你所相信的是你看見我行許多神蹟而已，就如
2：23 所說「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
祂所行的神蹟，就信了祂的名」。耶穌很清楚的告訴他，你如果
不重生、不改變，那你所看的都可能是一個表像而已，是神蹟而
已，是你想要看的而已。簡單的說，對你而言這是一種表演。所
以耶穌很慎重的告訴他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這樣的
回答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有時我們習慣說：〝下一輩子再說
吧〞，所謂的下一輩子就是佛教轉世的思想。但是耶穌提到的不
是下一輩子，而是現在重新出世。因為尼哥德慕不能了解人已經
老了如何能重新出世，所以才回答耶穌說：是回到母胎再生一次
嗎？這才是重新的再生一次吧！這是尼哥德慕的問題，也是我們
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從母胎生出來才是出生。耶穌回答：不
是，是要從水和聖靈生的才叫重新出世，才是真正的重生。因為
人要從水和聖靈生的才能成為上帝國的子民。耶穌說：「從肉身
生的就是肉身；從聖靈生的就是靈(3:6)」。換句話說，我們從母
胎出生，父母給我們的是肉體的生命，是肉體的身軀。
你不要驚訝
接著，耶穌說你們不要因為我說你們要重生就覺得奇怪。
3：
：8「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
那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在世
上有許多不明白的事。記得我在土城教會牧會時，開始是在二
樓，會友也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些女子是從南部各地方鄉下來
土城工廠上班。有一天聖歌隊已經坐下來開始在練歌, 對講機響
了，也就是說一樓有人按電鈴要進來，我拿起對講機就問對方是
誰，她就報她的名字說她是要來練歌的, 我就按開門的按鈕，一樓
的門就開了。其中有一位姊妹是從台南來的女子，在還沒來土城
工廠上班前，從小一直都在南部鄉下長大。很有趣的是，當我按
了開門的電鈕後，這女子就喊了一聲說，〝真是奇! 樓上一按，
樓下的門就會開喔!〞對她來說，這件事她實在無法了解。照她傳
統的想法，人就是要到樓下門口開門讓人進來。當時的土城已經
很多人住公寓，有的住四樓有的住五樓，只要按電鈕，樓下門就
開了。當我聽到這樣回應，我就想到我們很多時候也是一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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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事情也是覺得奇怪的。記得有一次我來美國回台灣時買一件
電毯送給教會一位 85 歲的老姊妹，因為台灣的冬天沒有暖氣。後
來我問她的孫女，祖母可否有蓋那一條電毯，她說沒有，因為祖
母怕會被電到，所以她都沒有用。我回她說，大概沒那麼危險吧!
我們今天會對許多事情反應，特別是對我們不習慣的事，可是耶
穌教導我們 “我實在告訴你們，人如果不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
能成為上帝國的子民”。今天我們從這兩段對話，耶穌很清楚的教
導我們應該以新的眼光來看這些神蹟和祂所做的事。第二段，當
尼哥德慕還不能了解甚麼是重新出世時，耶穌解釋重新出世不是
從母親的肚子重新出來，而是我們從水的洗禮，通過聖靈的充
滿，讓我們有新的生命。
台美教會面臨的挑戰
今天我們正在面對挑戰，台美教會可否需要重生嗎? 我們
台美教會是否已經老了？沒有，照我們的歷史，我們才二十出頭
而已。我相信，我們在主裡面，通過水和聖靈，讓我們成為一個
上帝國的子民。感謝神，我們最近一直聽見的見証和感恩總是提
到，去年我們好像已經處於被趕出來，沒地方可以敬拜上帝了。
中會意外的，在我們絕對想不到的時候，聖靈感動中會的人願意
把這個建築物交給我們台灣人，讓我們成為主體，獨立的管理。
我們不再附屬任何教會。另外，據我的了解，已經將近十年我們
沒有一位長老會主任牧師在我們中間牧會。在一直禱告中，最近
很意外，也找到了這一位賴牧師來我們中間。以前我和你們都不
認識，可是一通電話的連絡，我就來接受你們的邀請。請記得，
五月十九日是我們在此舉行牧師的就任典禮，可是我要清楚在此
告訴你們，不是只有牧師在此宣誓而已，中會也要在此和我們所
有的會友做宣誓。我們願意順服於上帝的權柄嗎？我們願意做牧
師的同工嗎？我們願意讓這個教會來榮耀上帝的聖名嗎？我知道
我們教會面對很多轉變。以前我們一直附屬其他教會和其他教會
一起使用，所以我們也沒了解到英文部的事工及台語部的事工是
一體。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去年 12 月開始改變我們聚會的時間。
是的，我們有注意到，主日禮拜的人數在我們中間有減少。從過
去，不論是教會的歷史、牧師的歷史、人和人之間不很好的歷
史，我知道大家都曾面對過。可是，今天耶穌要在這裡挑戰我
們，我們願意有重新的出世嗎？ 五月十九日我們在此舉行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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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典禮時，我們是否願意來重新的出世，重新的出發嗎？禮拜
時間的改變，可能很多人無法適應；但是在我們都還沒有真正再
去改變，在我們也還沒很明確的思考和討論前，我發現到有些很
好的機會。例如:除了吃中餐交誼之外,兩場禮拜中間的空檔，可
以有茶點，成為英文部和台語部很好的交誼時間。成人主日學，
除了我們看重學習上帝的話語之外，我看到很多父母也很在意如
何教導他們的孩子，我們可以開課，讓這些父母共同來學習如何
教導孩子。我們也看到，有人雖然說華語，但他們很願意留在我
們教會做禮拜，那我們是否可以為他們開華語的查經班呢？我們
昨天長青團契在此有舉辦很有意義的活動，我第一次看到在演唱
會後，有人要求再唱一次，或請別人來唱，或自己要出來唱，氣
氛實在是熱絡。成人主日學的課程也可以來說些台灣人的故事
吧。我的意思不是說以台灣人的歌，讓大家再來思想一些悲情的
故事。每次我提到台灣時，我會想起台灣有很多〝愛的故事〞，
例如：巴克禮博士、蘭大衛醫師父子、馬偕牧師、謝緯牧
師、……等人的事跡，他們在台灣所做，有愛的故事，也是我們
可以一代傳過一代的故事。願上帝祝福我們，上帝確實把很多很
豐富的禮物送給我們台美教會。我們也看到上帝在我們中間很多
的作為，就如約翰 2:23「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
許多人看見祂所行的神蹟，就信了祂的名。」耶穌在這麼多人之
中，針對這位來找祂，名叫尼哥德慕的人，很清楚的對他說：人
必須重生。
你是否已經覺得你已經老了？在我們的文化中，你是否覺
得自己已經老了，別人要尊重我，我說的話別人要聽，這是我們
的老我。耶穌打破我們的傳統，告訴我們一定要重生。老不是問
題，老也不是以你的年齡、你的經驗來作定義。老有時是心態的
問題。我們已經老了，不需要改變，照這樣就好。可是耶穌告訴
我們，水和聖靈要讓我們進入上帝的國。
禱告
主！我們說的不夠的地方，祢要親自來補充、親自來感動。現在
我們特別為暑期要舉行的兒童 VBS、為我們教會現在面臨轉變的
期間、聚會場所的轉變、牧師的轉變、聚會時間的轉變、人的轉
變來禱告。求祢親自在此掌權，來作我們主。讓我們心靈憂傷的
人得到醫治、病痛的人得到祢的照顧。奉耶穌的名求，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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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新人、新天地
蔡鈴真牧師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都反映，人的改
變是迫切需要的。台灣的大選剛剛結束，選舉的結果有人高興，
有人沮喪傷心；但我更擔心的是，選舉的中間充滿金錢及利益的
交換。很多人選舉做決定的根據並不是理想、公平、及正義，而
是利害關係。所以我覺得決定台灣的前途最重要的條件是人必須
改變。
我們 TAPC 台美教會，最近遷移到新的會址，新的牧師即將
來到，這些都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但是，我要挑戰大家思考一個
問題，我們在這裡能夠享受新天新地的祝福嗎？決定性的關鍵當
然是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是不是有準備要改變？
人要如何改變？使徒保羅告訴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羅馬書 12:2) 保羅挑戰我們必須「心意更新變化」。要
怎麼心意更新變化？
保羅在另外一封信，《腓立比書》 2:5 曾提到「你們當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基督耶穌的心什麼樣子？感謝上帝，因為福
音書給我們關於主耶穌相當清楚的記載及畫像。所以，今天早
上，我要從福音書主耶穌的畫像，在聖靈的引導下與大家一起來
認識及體驗主耶穌的心。當我們讀聖經，若不僅是頭腦的活動(認
識、思考、記憶)，能進一步的用謙卑開放的心，祈求聖靈的引
導，好像跟主面對面，直接認識及體驗主的心，並且天天與主同
行。教會歷史稱此種讀經為「聖經靈讀」，「神讀」，或「禱
讀」。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此時，請打開你的心，當你讀聖經，
或是聽牧師描繪主的心的時候，讓你有如進入在主的心裡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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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的心與主的心融入在一起，讓你好像能夠聽見他的心跳，接
觸到他的心所發出的溫暖，感覺他的心愛你的疼痛。
一、認識以及體
認識以及體驗主慈愛的心
首先，請大家翻開馬太福音 23:37，「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
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
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
你們不願意。」
我們曾否看見母雞聚集小雞？我們可曾想像小雞在母雞翅膀
下的情景？我們若是小雞，在母雞的翅膀下，貼在她的胸前，必
能聽見她的心跳，感受她的心所發出的溫暖以及愛的疼痛。
1997 年我在舊金山神學院進修，聖餐禮拜結束之後，教授 Dr.
Howard Rice 緊緊摟抱著我，我人矮小，臉正好貼在他的胸前。忽
然聽見他輕輕地對我說：「你必定很辛苦。」那實在是一次很特
別的經驗，因為在記憶中未曾被父親擁抱過。我能感受在他裡面
的愛與關心。
我們都知道當母雞聚集小雞通常是危險的時候。為了要保護
小雞的安全，母雞將小雞聚集在自己的翅膀下，母雞有可能受
傷，甚至可能得付出自己的生命。記得一個故事，有一個農場發
生火災，所有的建築物都被燒盡。事後，在檢查現場時發現地上
有一處特別鼓起的炭堆，人將它撥開，底下竟然是一窩活跳跳的
小雞。我在想那些在翅膀下的小雞必定能深深體會母雞愛它們的
疼痛。我們的主耶穌好像獻出自己生命的母雞。
美國有一位牧師，史丹.蓋德(Stan Gaede)。他年輕的時候，有
一個晚上邀他十六歲的堂弟保羅(Paul)一起開車出去兜風，那個時
候他仍未正式取得駕照。結果很不幸在一段上坡路，他們的車與
另一部車子迎頭相撞。史丹的下巴以及腳踝撞粹，小腿骨折，沒
有生命的危險。可是他的堂弟卻當場死亡。史丹為堂弟的死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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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責不已。
有一天史丹的父親告訴他，保羅的父母要來病房看他。他覺
得非常的惶恐害怕，不知該如何面對他的伯父母。他很想逃走，
可是卻因為受傷仍未痊癒而不能動彈。他的伯父母進來時，臉上
帶著微笑。史丹說他實在無法想像他的伯父母竟然能以微笑來看
他。更令他詫異的是他們的第一句話竟是：「史丹，你現在亦是
我們的兒子，你要儘快好起來。」
史丹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他的伯父母當天所說的話。他說：
「那些話不是他所期待，也不是他應得的。那些話是恩典的
話。」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每一個人的救贖都是上帝用祂的
獨生子所換來的。主耶穌為我們犧牲，上帝不僅赦免我們的罪，
又稱我們為他的兒女。我們若感受及體驗到主耶穌此種的愛，必
定會在我們的生命以及在相互間帶來醫治、和好、與救贖。這是
為什麼主吩咐我們要彼此相愛。「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乃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
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
福音 13:34-35）
二、認識以及體
認識以及體驗主慈悲
驗主慈悲憐憫的心
慈悲憐憫的心
你若就近基督，接觸到他的心，第二你所要認識以及體驗到
的是他的心所發出的慈悲憐憫。請大家看另一處福音書，馬太福
音 9:35-36，「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
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
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耶穌看見眾人，就憐憫他們，他們生活困苦，沒有生命的方
向，欠缺生活的基本需要，政治及宗教的官員只有將他們當作剝
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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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有多處記載「主耶穌憐憫祂周圍的人」。什麼是憐
憫？英文的 sympathy 是從希臘文 synpathos 來的。Synpathos 是由
syn 及 pathos 二字結合起來的。syn 是 together，「共同」的意
思；pathos 是 feeling，「感情，感覺」的意思。所以 syn-pathos
是「有共同的感覺。」換句話說，耶穌完全清楚那些受苦的人的
遭遇，了解他們的苦痛及哀傷。
主耶穌以憐憫的心來對待所遇到的人，不論婦女、孩子、外
邦人，就是一時不小心犯錯，誤入歧途的人，主也願意再一次給
他們機會。約翰福音 8:1-11 的記事，雖然沒出現「憐憫」這字。
但是從頭到尾，我們確實看見耶穌對一位無助的人的憐憫。
耶穌在聖殿教導人，那時文士和法利賽人帶一個婦人來，他
們指控她是在行淫時被拿的。他們叫她站在當中，對耶穌說：
「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
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樣呢？」約翰說：「他們乃
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
開始的時候，耶穌沒有回答，彎著腰在地上畫字。他們一直
追問。耶穌站起來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
石頭打她。」又彎著腰在地上畫字（照推測，耶穌可能是寫十
誡）。聽見耶穌的問話之後，一個一個都出去，留下那個婦人與
耶穌。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沒有人定妳的罪麼？」
「主阿，沒有。」
「我也不定妳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有權力定人的罪，祂可以定這位婦人的罪。但是，祂卻願
意給人有悔改重新開始的機會。
我們若就近主，我們要認識及經驗到主慈悲憐憫的心。這樣
的認識及經驗要幫助我們較能體會別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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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幫助我們發現與我們一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更加可愛；
要幫助我們較不會那麼容易生氣；我們也欲較容易原諒人，赦免
人。
三、認識以及體
認識以及體驗主溫柔謙卑的心
當你就近基督，接觸到祂的心，你要認識以及體驗到祂的心
所發出的溫柔謙卑。基督的心充滿無限的溫柔謙卑。在馬太福音
11:28-30，我們看見主如此宣告：「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
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當你來到主的面前，你能夠感覺祂的心充滿溫柔謙卑；祂好
像一位好朋友，要聽你講話。祂不僅要聽你講話，也要服事你的
需要；你有困難、艱苦、鬱悶、驚惶、掛慮、以及數不盡的問題
與重擔，這些你都能夠放在祂的身上。
主耶穌的心是溫柔謙卑的心，祂虛己，看輕自己，到好像土
壤，好像我們腳下踏的土壤一樣。
「謙卑」的英文 humility 的字根是從拉丁文的 humus 演化來
的，它的意思就是土壤。土看起來很卑賤，卻承擔一切。我們踏
在泥土的上面，在土的上面活動，不僅如此，土壤也供給滋養，
養育一切的作物。
幽默的英文 humor 也是來自 humus，幽默不是搜尋別人的弱
點，當作諷刺或譏笑的材料；幽默是屈下謙卑好像土壤來奉獻自
己，提供別人在緊張及壓力的生活中有趣味和生機。
主耶穌的心是溫柔謙卑的心，祂屈下，看輕自己到好像我們
腳下踏的土壤一樣，所以在這裡，當我們聽見主邀請人就近祂，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我們若能看
見，必要看到ㄧ幅非常意外的畫像。祂不是高高在上叫你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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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你的重擔置在祂的腳下；祂是跪下或者俯伏在你的面前，邀
請你將你的問題，你的重擔置在祂肩頭上。
我們在主耶穌身上經驗到的溫柔謙卑不是膽小軟弱，反而是
主動的奉獻，一種接納、醫治、與創造的力量，帶給我們生機。
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帶領南軍的 Robert E. Lee 將軍，是一位敬
虔的基督徒。雖然他受擁護帶領南軍為了要保留奴隸制度與北方
對抗，但是他卻為了不肯看見兄弟互相殘殺而提早結束戰爭。所
以他最受人紀念尊敬的不是他戰爭的功勞，是他信仰與生活合一
的人格。
在南北戰爭後，有一回他在 Virginia 參加禮拜。很明顯禮拜
堂裡面的氣氛帶有不安及緊張，因為在他們當中有一個黑人。那
個早上的禮拜，他們要領聖餐。他們是用一個共同的聖餐杯，不
像今天許多教會用小杯子。在那個時代，讓黑人一起參加禮拜已
經是無法想像，何況共用一個聖餐杯。
開始領聖餐，那位黑人果然一步當先，走到前面，眾人開始
議論紛紛，躊躇是不是還要進前。但是，忽然間，他們看見一個
人站在那位黑人旁邊。誰那麼勇敢？原來是 Robert E. Lee 將軍。
那天的禮拜，因為 Robert E. Lee 將軍的進前，不但沒有中斷，反
而成為非常美好的見證。
結論：全新的你，全新的福。
結論：全新的你，全新的福。諸位親愛的朋友，你若有像主
全新的你，全新的福。
耶穌溫柔謙卑的心，你將會開始欣賞別人。別人與你不一樣的地
方，不但不是討厭，不是敵對，反而是可愛，也是你的欠缺，你
的需要。
你若有像主耶穌溫柔謙卑的心，你將會開始欣賞大自然，上
帝創造的世界是那麼美麗，充滿奇妙。
你若有像主耶穌溫柔謙卑的心，你將會開始看見自己是上帝
美好旨意的存在，你會較能接納自己，較不會給自己不必要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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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你甚至能為自己的缺陷、逆境、與苦難來感謝；你會發現上
帝確實是值得信靠及讚美。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當你就近基督，貼近祂的心的時候，
你要認識以及體驗到祂的心是為你付出生命，滿滿慈愛的心，慈
悲憐憫的心、溫柔謙卑的心；願你在今日認識及體驗主的心，這
要帶給你醫治，安慰，及改變。不僅如此，你要在這裡，在這個
地上，不用等到未來，不用等到死後，就能經驗耶穌所應允的上
帝國。
在《愛是有代價的》（Love Must Be Tough）這一本書裡面有
一篇非常動人的真實故事。
保羅從小生活在一個不幸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酒鬼，他常
常受虐待。他七歲的時候，母親參加酒會，喝得醉醺醺回來，睡
在自家門口的雪地上，活活凍死。保羅哭著去告訴酒醉的父親，
卻遭到一頓無情的毆打。在這樣的環境成長，保羅十二歲就因殺
人而被關。不過在監獄中，因會有機會聽到福音，保羅決定信
主。出獄以後，保羅遇到一個女孩，二人相愛結婚，不久有了一
個女兒。
有一年的聖誕節，生活非常艱困，保羅身上只有美金八元。
他交給妻子去超市買食物。回來之後，他發現太太竟然用其中一
塊錢買了張包裝紙，二個人因而大吵一頓。在吵鬧中三歲的小女
兒竟然拿了包裝紙，自己隨便包了一個像禮盒的樣子。保羅看到
之後更是火上加油，正如過去被父親毒打一樣，抓住小女孩非常
殘暴地痛毆她一頓。
第二天是聖誕節，一大早起來，他的小女孩跑向聖誕樹拿著
她包裝好的禮盒對他說：「爸爸，這是給你的。」保羅覺得非常
慚愧，昨天竟然那麼狠心痛打這麼懂事可愛的小女孩。可是當他
打開禮盒，發現裡面空無一物的時候，一把無名火又燒了起來，
很生氣地對小女孩說：「為什麼是空的？裡面的東西在哪裡？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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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給人家空盒子？」女孩卻很天真的回答：「爸爸，那不是空
的，我在包裝的時候，我吹很多很多的 kiss，裡面都是我給爸爸
愛的 kiss，像耶穌愛我們一樣。」
聽到女兒這樣的回答，保羅情不自禁大聲哭了出來，抱著女
兒，跪在上帝的面前認罪。他覺得女兒就像主耶穌差派的小天
使，她的純真無邪就像強烈的光照亮著他的黑暗，但也溫暖融化
他冰冷的心。從此之後，他將那個空禮盒放在他的床前。每當不
如意，快要生氣的時候，他都去摸那個空禮盒，每次想到女兒的
話無不讓他眼淚奪眶而出。從此他完全走出過去小時候的陰影，
兒時的傷害也得到醫治及痊癒。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為什麼主耶穌說天國是屬於小孩子的
(馬太 19:14)？豈不是因為小孩子有一顆慈悲、仁愛、謙卑、不記
恨寬容的心。這樣的心會帶來天國，新天新地的發生。
耶穌所講的天國不是在遙遠的未來，不在死後。當一個人被
基督的光照，心被愛改變，他就成為新的人，新的人本身要看見
新天新地，同時也要帶給他周遭的人天國的祝福。我們都記得曾
有法利賽人問耶穌：「上帝國幾時臨到？」耶穌回答：「上帝的
國就在你們心裡（在你們中間）。」（路加福音 17:21）我們
TAPC 台美長老教會今天遷移到新的會址，是上帝賞賜的新天
地，它可以是耶穌應許天國的一角。決定性的關鍵當然是我們的
心是不是有改變？有主耶穌的心為心，我們要在這裡經驗到天
國；但是我們的心若繼續充滿自私、驕傲、本位主義，這個地方
也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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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主恩」
細數主恩」
何美子
對於一個新環境：不同的文化、地理、語言的適應不再那麼快或
是容易時，才警覺到歲月不饒人。也是在每每夜深人靜，想起故
鄉的親人，想起在台灣被繁瑣拖著走的日子，才告訴自己，現在
是一切從頭來的開始....。
「牧師娘，妳還習慣嗎？」兄姊關懷的問候，我總是回答：「這
麼好的環境、氣候是要習慣的。」可是為什麼心中總有說不出的
思緒呢？是掛念小女兒、想念親人或是已經習慣那似是有一條軌
道在運轉的日子嗎？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命記 31：8。這是今年新春禮
拜從傳道手中分到的經文紅包。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應允....。
生命中必有許多的挑戰；我們以為經營好夫妻、子女的關係就有
幸福的感覺；孩子成長的叛逆，讓我們一夜髮白；醫生診斷的宣
佈，像落入地獄的深淵。耶和華說：「你不要驚惶，也不要懼
怕；因我必在你前面行，只要緊緊跟隨。」
在這樣的年歲，接受另一次的呼召；就像一位土城的會友說的：
你們是在〝舉給〞(台語)。我想起主耶穌的話：「若有人要跟從
我，就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仍在學習，何等不容
易啊。
「如親像鹿切切欣慕溪水，我心神欣慕祢主啊！活命水泉滿我
心，真理恩典給我靈換新，使我做純全器皿，心讚美做祢之厝。
如親像風吹過了樹林，吹過了一世人；主啊！求祢進入我裡面，
將祢聖神吹佇我；真理恩典，給我心感化，舉我到鷹鳥所在，教
我知較高境界，教我知較高境界，請指示我主啊！」聽著聖歌隊
的讚美，心中何其感動，人生的道路中，欣慕有主的陪伴，並順
服祂在我生命中的塑造。雖有時不能明白、甚至疑惑拒絕；但仍
願意緊緊跟隨，因知離了祂，我就不能作什麼；祂賜力量給疲乏
人，賜力氣給困倦人，唯有倚靠上主的人，必如鷹展翅，祂必賜
更高境界在我的心中及我的眼所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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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迷城記
楊靜欣
2011 年 11 月有機會再度拜訪 San Jose 台美教會，弘專和
我心裡充滿感恩，承蒙弟兄姊妹盛情款待，讓快兩年沒回台灣的
我們，回到台美就像回到主裡的娘家一樣溫暖。和許久未見的教
會長輩及弟兄姊妺敘舊，彼此分享，吃著道地的台灣美食，剎那
彷彿回到台灣的錯覺，紓緩不少思鄉之情。
猶記第一年到美國，雖然在台灣拿到駕照，卻無實際的路駕
經驗，在柏克萊考照時，筆試輕鬆過關，但第一次路考卻被主考
官罵到狗血淋頭，嚇得我半年之內再也不敢赴考。雖然第一次路
考沒過，我卻沒放棄在美國開車的念頭。當時剛好弘專每每上課
之際，需要走路爬坡，肩負沈重的電腦及書包，久而久之，腳痛
常常發作，我便自告奮勇，要開車送他上課，就在這十分鐘短短
的市區路程，弘專順便指導我開車，慢慢的適應道路駕駛，半年
後順利考上駕照。拿到駕照後，開高速公路是首要的挑戰，那時
每個禮拜日開往教會的路上，幾乎都是我練車的機會，只是那時
的我還從未有獨自駕車的經驗。
就在那段時期，有一次弘專從 DC 參加會議回來，班機是凌
晨一點多到舊金山機場，他原本說要在機場待到早上六點，等
BART 開了再坐捷運回來，我心疼他要在機場待那麼久，就說要
去接他，可是我從未開過到機場的路，對機場也不熟，憑著弘專
離開前留下的路線指示，決定前往。非常緊張的我，出發前拼命
禱告，把所有恐懼、擔憂一股腦的全部說給上帝聽，並祈求祂保
守我一路平安，順利接到弘專。在作完禱告之後，心裡有一種奇
怪的感受，不太說得出來，不是不平安的感覺，也不是那種全然
交託後釋然的輕鬆感，經歷那一晚之後，終於明白。
出發後還算一路順暢，沒有我想像裡夜間開車那麼可怕，可
是因誤判了一個交流道的指示，不小心就開到舊金山市中心，這
下精采了，我就在那裡一直胡亂繞著，比蜜蜂、蒼蠅還忙。舊金
山的道路指標相當混亂，兼之好幾個南下 101 的高速公路路口，
都因夜晚道路施工而關閉。雖然找不到路，一個人駕車在舊金山
亂逛，很奇妙的是我居然不害怕，舊金山夜晚的市景，與白天差
異甚大，沒有魚貫的車水馬龍，寧靜的夜與大放光明的街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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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出她特有的美。沈醉其中的我，也沒忘記任務，嘗試看了地
圖，還是不懂。弘專這時來了電話，說他已經到了機場，我只好
據實以告，本人還在舊金山迷路中。弘專脾氣好，叮囑我小心，
不要慌，到了機場再打電話給他。在舊金山整整迷路三十分鐘之
後，我開始累了，也有點緊張跟害怕，擔心會一直找不到出口，
只好跟上帝禱告，祈求祂讓我早點上高速公路。禱告完突然靈光
一閃，印象中夜晚的大型貨櫃車，總是會上高速公路的，於是我
便賭賭看，跟著一台貨櫃車走，果然是要上 101，而且非常幸運
是往南的，終於上了高速公路的我，趕緊一路飛奔到機場。
原本想說開到機場就沒問題了，結果舊金山機場之複雜，讓
我又開始繞個沒完，弘專打電話來問我人到哪裡？我說我在機
場，兩個人都在機場，卻遇不到。就在我們耐心都快用盡時，我
遠遠看到有一個人站在路邊，果然是弘專，眼淚差點掉下來。雖
然真的非常不順利，但見面的喜悅足以勝過一個晚上的勞累，弘
專也很辛苦，怕我沒看到他，在寒風中站了許久。
有老公在身邊，開往回程的路我就比較放心了，沒想到，同
樣的事在同一個晚上，竟發生兩次，在回程的路上，又因指標不
清，下了交流道到舊金山，還好這次有老公，弘專打開地圖，輕
鬆找到出口，我順便跟他報告剛才迷路的種種情況，凌晨三點多
夫妻兩人同遊舊金山，浪漫中帶著詭異的疲憊感。終於回到家
了，發酸的手臂、一整晚緊繃的神經，終於明白出發前那奇異的
感受為何？原來上帝要訓練我獨自駕車的膽量，經過一整晚的特
訓，讓我明白一個人開車並不是令人恐懼的事。上帝要我面對的
是內心對開車的一種莫名恐懼感。雖然我的祈求是順利接到弘
專，但這並不是上帝那晚所要應允我的，如果那晚非常順利的接
到弘專，我就學不到那原本應該要面對的功課。上帝應允我的禱
告，是應允祂會與我的恐懼同在，幫助我除去恐懼。如同羅馬書
5 章 2-4 節所說：「藉著信
藉著信，
藉著信 ， 基督使我們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
裡，因此我們歡歡喜喜地盼望著分享上帝的榮耀！
因此我們歡歡喜喜地盼望著分享上帝的榮耀！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在
患難中，
患難中，我們仍然喜樂；
我們仍然喜樂；因為我們知道患難培養忍耐，
因為我們知道患難培養忍耐，忍耐蒙上
帝嘉許，
帝嘉許，上帝的嘉許帶來盼望。
上帝的嘉許帶來盼望。」（現代中文譯本）深願上帝滿
溢的恩典，常與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祂施恩的手，扶持需要的
人，在信仰的道路上，日日更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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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服事人的操練
Lily
聖經對於每位基督徒的教導都是一樣的：[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
人。](馬可 10:44)
經文一開始，是耶穌第三次對門徒預言自己即將受難的記載。耶
穌接二連三地提出自己即將受難、死亡、復活的事，十二門徒似
乎仍然無法清楚明白，以致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雅各、約翰會來到
耶穌的面前，向祂提出那麼無厘頭的要求。他們對耶穌說：「老
師，我們有一個請求，希望祢能答應。」耶穌問：「要我為你們
做甚麼？」他們回答：「當你坐在榮耀寶座上時，請讓我們跟你
坐在一起，一個在你右邊，一個在你左邊。」（馬可 10:37）。
對於雅各、約翰向耶穌的請求，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
的是甚麼。我要喝的苦杯，你們能喝嗎？我要受的洗禮，你們能
受嗎？」（v.38）耶穌清楚地告訴他們，祂是自願承受罪的苦
杯，並且甘心透過十字架的血洗，為人類付出救贖的代價，這些
並不是他們現在可以理解、承受的重責大任。只不過，雅各和約
翰卻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v39）。耶穌說：「我要喝的杯，你
們固然要喝，我要受的洗禮，你們固然要受，但是誰可以坐在我
的左右，卻不是我能決定的。這些座位，上帝為誰預備，就賜給
誰。」
耶穌的確沒有任何資格決定門徒可以坐在什麼位置，只有上帝可
以決定誰可以得到天國裡的尊榮。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雅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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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後來一定能夠領受這些，因為在耶穌升天之後，門徒都領受
了祂的吩咐，不畏懼任何逼迫、患難，勇敢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從使徒行傳的記載中我們知道，雅各後來成為第一個為福音殉道
的使徒（徒 12:2），而約翰在晚年的時候，也為福音的緣故被放
逐到拔摩島上，在那裡他看見了啟示錄的異象。
後來，耶穌將所有的門徒召集到祂跟前來，對他們說：「你們知
道，世上那些被認為是統治者的有權管轄人民，領袖也有權支配
人民。但是你們卻不是這樣。你們當中誰要作大人物，誰就得作
你們的僕人；誰要居首，誰就得做大眾的奴僕。因為人子不是來
受人的侍候，而是來侍候人，並且為了救贖眾人而獻出自己的生
命。」（v.42-45）耶穌清楚地指出，在基督國度裡的超越地位，
是因甘心情願地作自我犧牲的低下服事才能夠獲得，誰願為首必
作僕人。
馬可 10:42~45 這段經文不僅是我在事奉路上的明燈，也是我工
作領域上的亮光。十多年前當我還住在 Almaden 時，常被音樂老
師協會選為一些行政組織的會長。事實上並不是我比較有能力，
而是當時我正處於中生代，沒有幼兒纒身，加上頭腦還清晰，四
肢也靈敏，所以每次有些音樂活動需要人籌劃時，我總是高票當
選。在辦這些音樂會的過程中，不盡完全順利，常有資深的老師
在為自己的學生爭取排名，以致於在電話裏對我大呼小叫。有時
在我情绪上快無法承受時，這段經文便不自覺地浮現在我腦海
裏，我聽到主耶穌要我在這段操練裏學習謙卑，也要我學習像祂
一樣，不是來受人侍候，而是來侍候人。當我歡喜遵照祂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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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人、事的爭執時，所有的紛擾最後都會圓滿的落幕。幾年前
在我搬離住了三十年的 Almaden 時，那位最在乎自己利益的老師
還特別為我辦了個歡送會，感謝我許多年的包容與服務。
今年也出乎意料被選為長青會長，不僅讓我的朋友們跌破眼鏡，
直乎我是不是坐上直升機一下子從同心會長被 Upgrade 到長青去
了?連一月底前來講道的蔡故師也滿臉困惑的問我週報寫我當了
長青會長，是不是寫錯了?我猜會讓大家如此吃驚，或許是我看
起來不夠德高望重，亦或是大家的時間靜止了，仿如都還停留在
二十年前一起同工時。從小我就認為「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
人生也確有著許多不同的階段可以為人服務，當我孩子還年幼
時，我是學校熱心的媽媽，PTA 的一員，經常在為學校烘培義賣
餅乾。如今，孩子們已一個個展翅高飛，而烤箱依舊在，我轉而
烤餅乾給年輕的媽媽們吃。我深深的體會到若是我有奉獻服務的
心，上帝自然會加添給我許多的力量。這幾個月來，我也常在安
排長青聚會節目時，感受到上帝美好的旨意，我深信祂必是要我
更加謙卑下來，來服務長者。
沒有人不希望自己是位能呼風喚雨、高高在上、讓人服事的人，
只不過，耶穌卻對所有跟隨祂的人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
人。」耶穌的教導不只顛覆了世俗的價值觀，祂本身也為我們立
了最好的榜樣。曾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看到一個 logo，就是用「耶
穌為人洗腳」的圖案，勉勵所有的醫療團隊，要學習耶穌基督和
外國宣教師謙卑洗腳、無私捨己的奉獻精神。基督信仰的價
值觀與一般社會的價值觀最大的不同，是在於「僕人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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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的心志」是一種「甘心樂意」、「自動自發」、「無條件
付出」的態度，因為生命被耶穌基督的愛所觸動，因此也願意用
耶穌基督的愛來服事所有的人。擁有「僕人心志」的人，就不會
計較自己是什麼樣的身份，總是願意放下身段，在教會或是社會
中熱心服事，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都樂在其中。
求聖靈幫助我們，學習耶穌基督謙卑捨己的服事態度，甘心成為
眾人的僕人，使我們將來能夠領受天國的賞賜，與耶穌基督同坐
在上帝國度中尊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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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主的關係.
我與主的關係
Fiona Wang
最近在 Facebook 上與高中同學聊天，聊到我信主，她很驚訝說：
從來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說: 2005 年懷我家雙胞胎時才受冼信
主的。
想想這 7 年來與主的關係遠多於近。孩子們在半歲的時候，我和
先生辭掉在台灣的工作來到美國。上了十多年的班一下子走入家
庭扮演全職媽媽與家庭主婦的角色，實在無法適應，加上老公又
常出差，讓我每天面對兩個孩子及陌生的褓姆過曰子，心中真不
是滋味。那幾年只盼孩子快樂長大，讓我能出去透透氣，不要感
覺天天像在家中坐牢。曰子雖然單純但不是太快樂，心中也沒想
到主，就這樣，直到了 2007 年我們決定要買房子時，來到了
Saratoga。
看房子期間常常看到在 Saratoga Ave 上的台灣教會，心中想如果
真能住在 Saratoga 就要來上教會。主聽見我心中的期昐，所以一
看再看，我們真的在 2007 年年底如願搬到 Saratoga 來，也就這樣
開始上教會。孩子老公也都一起去，很快的認識教會中兄弟與姐
妹，也蒙大家照顧，心中一直很快樂，這一切都是主賜給我們家
的。
過去三年在教會的日子自知享受比付出多很多，也很慚愧一直受
牧師、兄弟姐妹的關照。這期間主還是一直愛著我們一家人，但
是孩子大了上學加上教會搬家及聚會時間改變，讓我們又開始少
上教會。一週一週過去，自己覺得心中開始產生不安，但是我還
是沒去，唯有在禱告中與愛我的主有互動，很慚愧也很不應該。
但我必需承認，此刻的我還是跟現實妥協，往往想到孩子的課業
與未來的競爭，不得不讓我要督促他們，自己也要努力。孩子們
曾說：媽媽，現在我們很少去教會，上帝可能已經忘記我們了。
我嘴裏說對，但心中很軟弱也很無奈。我回答說：所以我們更要
常常禱告來禰補。我想我這樣對孩子的回答，上帝一定很不能接
受。問題在我自己吧，顧了這又顧不了那。如果問我現在跟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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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是什麼？我只能回答：我是個軟弱的人，只能用禱告來維
繫與愛我的主保持關係。很不應該，也很不對。
Monica 要我寫些分享，我說：我那麼少上教會，寫出來的東西既
不會有感動也欠缺說服力。但想想，我這不好的例子也是一個例
子，或許有人也跟我一樣正在軟弱中。但我知道主還是愛我的，
還沒放棄我，讓我自己來修補與主的關係，也求主讓軟弱的我早
日恢復"正常"。錯誤的示範，錯誤的例子不是很好，但也謝謝
Monica 要我寫些東西，讓我能在平靜的早上有自我反省的機會。
感謝主的恩典。

主日學母親節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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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神的帶領
李貴美
1983 年的一次意外事故中， 神接走了孩子們的父親-我的
先生! 當時二個孩子的年紀還小，兒子 11 歲、女兒才 9 歲，面對
未來漫長的人生，真的讓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的心除了深刻的
傷痛之外，還有許多“為什麼”，更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感謝當時教
會的(洪)姊妹，在我最悲傷的時候陪我一起禱告，提醒我還有 2
個年幼的孩子要照顧，頓時讓我警醒，給我往前走的力量。
1986 年，我和孩子們到日本探親，我的大姊和姊夫滿有愛
心，屆時表明願意為照顧二個孩子，幫孩子們辦理認養子女關
係、以助其居留日本讀書，這樣因申報[養子緣組]居留日本的案
例非常不容易，也讓我們成為日本第一啓案例。依當時的狀況連
資深律師都說“不可能”!但感謝主的恩典，神借著日本台灣長老教
會的鐘子時鐘牧師及會友介紹了一位愛主又有信心的法律前輩，
在其專業的協助下，大姊不停為我們奔走教育局、翻譯與預備多
項文件資料證明，以及姊夫全家無私的支持與配合面談等，終於
完成這些繁瑣的手續，讓孩子們順利進入當地中學讀書，學校也
給予特別的關懷和輔課，二年後孩子們以首例外國學生考進公立
高中繼續升學。而我則因居留身分必須在簽證期滿時離開日本回
台灣生活，從此往返日台兩地，過著與孩子們分分聚聚的日子。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可 10:27)，神何等信實美善!祂
應允照顧孤兒寡婦，祂真的步步引導帶領，從準備離開台灣那時
起 神為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開了一扇一扇讓我們倍感驚奇的門，更
讓我們見證了祂的榮耀。在經歷人生中轉換新文化、語言的生活
的過程中，“適應與融入”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日本不
同環境下，正值青少時期的孩子們，離開的期間擔心他們變壞的
憂慮時常攻擊我的信心，若不是神的手牽著我們領我們往前走，
為我們預備親友、教會的兄姊相互關懷，給我們團契、詩班的生
活，讓我能在神滿滿的愛中，勇敢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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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我們接到美國移民局的綠卡通知，已經適應生活的
我們，又再度面臨人生的轉折。我們依著原先移民美國的生涯規
劃，憑著信心、全然依靠上帝的安排，再次挑戰轉換新的文化環
境，陸續來到美國這裡。93 年我們一家人團聚在灣區並且展開新
的生活，二個孩子半工半讀繼續學業，起先剛開始我在劉瑞義牧
師娘的蒙特梭利教室當助理，兩年後在家照顧幼小的孩童，很棒
的是我的兒女都喜愛小孩，也與家長相處甚歡，時光飛逝轉眼就
過了十多年!
2003 那一年，在長者美意的介紹下認識了李先生，由謝牧
師證婚結束了二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也因為寡居甚久自由自在慣
了，重新走入婚姻是我人生中的另一種挑戰。兩位二年級生和四
年級生彼此適應新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接納與饒恕，“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弗 4:2)，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順服與智慧的言語成了我的功課，感謝聖靈在我心，使我有
更寬廣的心胸和愛來經營這段婚姻。
2009 年，神在我生活安定、準備安享晚年的時候給了我新
的考驗，讓我 3 年內經歷了二次初期癌症，經過開刀、放療、服
用抗腫瘤藥物等治療。經歷傷口及吞嚥痛苦，頻繁的放射療程，
後期甚至如廁如刀割，無法入睡等，雖有肉體的疼痛和心靈的苦
楚，靠著神的話: “當將自己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詩
37:5)，如今已全然治癒，感謝教會會友們的關懷與代禱，更感謝
主與我同行，陪我走過死蔭幽谷!
人的力量實在微小，若不是依靠著 神、從 祂得著信心和力
量，我和二個孩子才能走出喪失至親之痛、才能順利經歷二個陌
生的國家、才能及時醫治癌症病痛，最後 在我的兒女都成家立業
之後，讓我重新擁有一個自己的家、精神的依靠和人生的伴侶。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弗 4:6)。這此 我要大
聲的讚美主，願我的分享能幫助同樣經歷的朋友，因為我們是上
帝所愛的女兒，只要我們全然依靠阿爸父，就能得著從天父而來
的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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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榮光的路加醫生
許瑟芬
今年三月進入讀路加福音時，想起以前唸過的一本有關路加的小
說，書名是《Dear and Glorious Physician》。當時因為同時正在唸
另一本長篇小說，這本書就跳著唸。這回決定好好讀它，也好豐
富一下我的讀經時間。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 Taylor
Caldwell 對此書的用心，為了寫這本書她和先生二人讀了上千部
有關路加以及他所在時代的參考書籍。小說中的故事有關當時的
社會，生活情況，政治局勢，文化背景、⋯等等，都有相當高程
度的歷史正確性。書中有關路加童年生活，求學過程，行醫經
過，以及家人和養父的名字都屬確實。
作者將本書分三部：
一、＂上帝早已揀選他＂路加是生長在安提阿的希臘人，父親 Aeneas , 母親 Iris 都曾經是
奴隸而被正直的羅馬貴族賜予自由人身份。Aeneas 是羅馬貴族
安提阿省長 Diodorus 家中的掌櫃。路加天資聰穎，Diodorus 讓
他陪伴他體弱多病的女兒 Rubia 讀書，二人成為最好的朋友。路
加從小顯現出非常敏銳的感情，對於週遭受苦的人特別是有病痛
者有極大的同情心，並具有尋找解除病痛葯草的天賦。他深信有
一位無名的神-創造宇宙萬物者，時時為著受苦的人禱告。在他大
約十二歲時一個深夜，為病重的朋友 Rubia 無法入眠, 走入林中
禱告，見到天上一顆極亮的星緩緩地向東方移動，在他心中產生
極大的好奇，並引發他追求真理的心。隨著年齡漸長，同情受苦
及受壓迫的人之心與日俱增，在一次與 Diodorus 談話中，表示
想做醫生。Diodorus 讓他跟著他的家庭醫生 Kaplan 學習，並決
定供他長大後去當時最有名的 Alexandria 大學讀醫。在他父親死
後，Diodorus 収他為養子。
二、＂上帝並不看重虛偽的美言，反而特別眷顧那為了別人的受
苦而向祂伸怨者＂當他最愛的人 Rubia 病逝時。他無法瞭解神為何降災於這樣的好
人，對神的崇拜轉為怨嘆..當他隨家庭醫生 Kaplan 學習為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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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療，見到更多人受到不同的痛苦，對原是心中至上至好的神
產生極大的懷疑，信心大受打擊，然而他同情週圍病人的心愈來
愈深，也愈發顯出他與生俱來療癒病患的能力。他在埃及
Alexandria 學醫期間，碰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當時，絲綢
之路已經開發、東西文化已有交流）學成之後，因他有羅馬貴族
身份，已被聛到羅馬做醫生，然而他決定到處行醫，只提供他的
醫療給無法負擔費用的窮人。雖然他的善行感動許多人，超高的
醫術使他聲名遠播，而他卻一直被迷失的信仰煎熬，甚至一度失
去人生目的。
三、＂上帝是永恆，至好的！＂他在到處行醫過程，開始聽說許多有關一位拿撒列人講道及救人
的傳奇事蹟。每一次他都以科學的角度來解釋，一直不相信神
蹟。後來又碰到一些親身經歷神蹟的人述說經歷，漸漸始好奇，
直到一天在雅典家中，忽然天地昏暗，一點光都沒有，好像世界
末日。好些時候才恢復正常。而後驗證正是那位拿撒列人耶穌被
釘十字架時。接著他又親身經歷一個無法致信的奇蹟，一切都引
領他囘到神的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跪地痛哭完全降服，＂神是
至好的神！＂於是他立志追求真理，將耶穌的事蹟真實地記錄下
來。他走訪所能找到跟隨過耶穌的人，雅各，約翰，彼得⋯以及
一些見過耶穌，聽過耶穌講道的人。最後他找到馬利亞，聽她述
說耶穌出生的經過，童年在廟會與人論道的過程..，作者將馬利
亞描述耶穌在山上受魔鬼試探的一幕做結尾..讓我深思: 神造萬物
賜予人類完全的自由，任憑我們的選擇。人生是否美好？在於我
們如何去看世界！
這本書色彩豐富，有人情，地理，文化，政治背景精彩的故事，
細膩地描繪出路加對神那種經過歷練的愛，讓我們除了知道他是
新約聖經作者之一以外，更認識一位榮神益人，偉大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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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計畫超乎所求所想
宜君 Eugenia/ 愛卿翻譯
我叫宜君（Eugenia） ，我想不是很多人認識我，因為我
通常都參加英語禮拜，並坐在後排或只與熟悉的朋友坐在一起。
我於 18 歲自己選擇來美國，我感謝我的父母與神給我這個
少有的機會。我開始與我的阿姨（當時我寄住她家）上教堂，在
那二年裡我初淺地認識上帝並查考聖經。那時的我提出許多的問
題，令當時的青年輔導傷透腦筋。即使當時我在許多事情上有些
困擾，但我靈性上並未就緒。在我搬到柏克萊後，記得曾與朋友
參加一個現代化的主日崇拜，我整堂禮拜不住地落淚。這樣的經
驗，讓來自一個非基督徒家庭的我，感到太強烈而不知如何適應
與了解，於是我「逃離」了神，這樣的光景持續了好幾年，直到
三年前我抱著一顆向神學習的心再度回到教會。有趣的是，就在
那時候我的心理治療師也一針見血地對我說：「Eugenia! 我並不
擔心妳的心理或身體，我擔心而是妳的靈性」，當時的我並不是
十分了解他的意思，但這句話一直深藏在我內心裡。
與神一切，都是從岱琍(Audrey)開始。我的女兒岱琍在我
們結婚十年後來到我們生命裏，我當時並沒有期待什麼，也不知
道自己懷孕了。直到有一天，我的摯友對我常抱怨身體虛弱，而
一語道破夢中人。
岱琍是我經歷神的第一個神蹟，然而我當時並不明瞭，直
到後來。我經常對岱琍說：「妳是上帝差派來的天使」，即使她
常在家或在學校做錯事而受我責備。我在懷孕期間因纖維瘤與腦
膜炎引起多次進出急診室，而後在床上安胎了五個多月。在這段
期間，上帝讓岱琍在我肚子裡漸漸地成長茁壯。
岱琍現已 7 歲，她是一個非常敏感並具同情心的小孩。對
她而言，看迪士尼影片裡一些可怕的邪惡角色，讓她很難受害
怕。當她在托兒所時，我發現她遺傳了我焦慮的個性，那也是我
遺傳自母親的基因。我於是了解到她需要聖靈的協助，那也是在
我生命中長期缺乏的 ，直到我認識神。在她四歲時，我帶她參加
AWANA，這是教會機構提供的兒童屬靈活動；我也送她到教會
學校受教育，我希望她可以學習認識神，知道神永遠與她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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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幼稚園那年，我清楚地記得他們每一個人必須在班上同
學面前朗讀「主的祈禱文」，大部分同學並沒有困難地上台朗
讀，了不了解內容並不重要。岱琍因為必須上台而緊張地哭了，
她的老師要全班為她禱告，岱琍因而毫無困難地朗誦整篇主禱
文，我知道那與能力一點關係都沒有。從那時刻起，我知道神在
那裡像父母一樣幫助她與我。我不知道如何教養一個小孩，但神
知道，祂永遠與她同在。我們都是上帝的子女，所以沒有人可以
比神更能夠提供我一些準則。
我的母親在我十二歲的時候被診斷罹有精神官能症，我很
幸運並沒有遺傳到，但我卻為憂鬱症、焦慮等輕微症狀所擾。我
接受心理治療，也嘗試用藥物控制。我很難解釋我內心深處與外
在的種種掙扎，或我常掉眼淚的原因，但那些可怕灰暗的思維，
有時竟也讓自己驚嚇。去年我被診斷罹患乳癌，我並不畏懼死
亡，我甚至期待死亡，因為它似乎是解脫的最佳途徑。但是在多
人的祈禱，我度過了所有治療與灰暗。我也想藉此機會向牧師、
長老們、及許多並不是太認識我的人說聲謝謝，你們幫助我度過
生命裏灰暗，艱難的時期。
我學習到：神，在我需要的時候，與我同在。更重要的
是，我的心必須先尋求並接受神為救主。藉由禱告，我可以超越
生命裡種種挑戰或每日的掙扎，如讓我的脾氣好一點，使我可以
成為比較稱職的母親。更多的時候，我學習讓神引導我如何活
著、有耐性、在各種光景下自己能夠良善、幫助他人、讓自己活
在光明裡，而不是在內心深處的灰暗情緒與思想。活著對我而言
仍是困難的，但我知道我可以因禱告的醫治而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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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歷史的先驅者- 施乾先生
風竹
去年盧俊義牧師在咱教會的靈修會，提到他在他教會的兒
童夏季學校，幾年來一系列介紹對台灣有貢獻的人物，其中一位
施乾先生是咱教會施敏娜姊的父親。聽完後我大感興趣，於是前
去詢問敏娜姊有關她父親的故事。她給我二本介紹她父親的書
【註一】以及幾篇報紙與雜誌的報導。閱讀完這些文獻後，讓我
對施乾先生及其夫人照子小姐有初淺的認識，並對他們對台灣弱
勢乞丐（聖經中所謂的「至微小者」）的所作所為大感敬佩。
施乾先生生於 1899 年，淡水人，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台
北工專前身）土木建築科。畢業後在一 次工作的「細民」調查
中，發現台北乞丐繁多，其中更有一家三代都以行乞維生的悲慘
現象，他的惻隱之心油然升起。一般人提到乞丐第一印象都是蓬
頭垢面、令人掩鼻的尿騷味、教育水準低、不願靠勞力維生的社
會寄生蟲，而鄙視他們並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施乾因為覺得他們
很可憐，反倒願意接近他們，常常在下班以後買東西給他們吃，
教導乞兒識字，與他們聊天做朋友，聆聽每個人的悲慘人生境
遇，就如同左拉所言「天下幸福的事都大小雷同，但悲慘的故事
卻千言萬語道不盡」。為了能更深入地照顧乞丐，施乾不顧家人
強烈反對，辭去總督府職務，抱著「我不入黃泉，誰入？」的捨
我其誰的決心變賣全部家產，在 1922 年興建「愛愛寮」，作為乞
丐救濟收容所，供他們食、衣與住宿，一切免費。他親自為乞丐
洗刷污黑的身體、理髮、捉蝨、資助病者就醫；除了照顧他們三
餐與生活起居外，施乾並教育他們或送他們的小孩去上學，改變
他們不良的生活習慣（如衛生習慣、伸
手牌的人生態度、今朝有酒今朝醉、賭
博等），教他們種菜、養豬、製作豆
腐、編草帽、及各種手工技藝，讓他們
自力更生，用雙手養活自己，所以可以
活得有尊嚴，不再以乞討與看人臉色為
生。「愛愛寮」除了收容乞丐外，也接
納鴉片、嗎啡癮者、痲瘋病患、孤兒、

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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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乾

智障者、腦性麻痺者與被家人遺棄的重度神病患。
施乾在其著作《乞丐撲滅論》裡闡述他的理想：「我願自
始至終以如此熱情勇往邁進‧‧‧我深知利己之極必將變成利
他，利他的徹底將成為利己之理‧‧‧只有如此，所有貧民、乞
丐將被溫暖的手所救濟‧‧‧在我們面前將展現從黑暗的、絕望
的、不可有的社會，施乾轉移到更光明、更有希望、可有的社
會」。為何取名為「愛愛寮」？ 林金田著的「施乾傳」陳述：
「原來那時乞丐，他們聚集的地方民間俗稱『鴨仔寮』，施乾的
『愛愛寮』在台語的諧音上與『鴨仔寮』一樣，卻有更深一層含
意，他希望大家能更愛自己也愛別人‧‧‧」。
身為社工的我對施乾先生的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作為有
很深的感觸。是什麼樣的憨人會辭去令人羨慕的金飯碗，而去照
顧令眾人唾棄、捧著破飯碗的社會寄生蟲？是多麼深度的執著與
豪邁熱情讓施乾可以不顧家人的反對聲浪，一磚一瓦地興建收容
所給悲慘的乞丐與遭人遺棄的精神病患，使他們有一席棲身之
處？是如何寬廣的悲天憫人胸懷，讓施乾從 24 歲這黃金年華「ㄌ
ㄟˊ落去」拯救乞丐，做他們的心靈導師，帶給他們光明？是從
何而來源源不絕的愛心，讓施乾可以不厭其煩地幫助乞丐改變固
有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活得有尊嚴？有句話說「平凡人不會創造
歷史」，唯有不平凡的人能夠看見異像，執著於夢想，以滿腔熱
情付諸實際行動來實踐心中的理想，締造歷史。施乾便是這樣不
平凡的先驅者。有人將施乾這位「乞丐之父」譽為「東方史懷
哲」；盧俊義牧師則將其媲美於在印度照顧痲瘋病患的泰瑞莎修
女。不是基督徒的施乾先生著著確確地活出基督的樣式， 如同馬
太福音 26 章 35-36 節所諭「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
我喝；我流落異鄉，你們接待我到你們家裡；我赤著身體，你們
給我穿；我害病，你們照顧我。」他以實際行動發揚人道主義精
神，給在社會漆黑角落裡危危岌岌生存的至微小者吃、喝、穿、
接到家裡、照顧他們。40 節: 主說「你們在我弟兄中一個至微小
者身上所做的這些事，就是為我做的。」
施乾的元配謝惜身體一直都不好，無生育，他們領養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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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女兒（明月、美代）。謝惜而後在愛愛寮因勞瘁過度而死。元
配過世後，施乾在堂妹的介紹下認識了一位日本女子- 清水照
子，京都人，家境富裕，是一位千金大小姐，有三個妹妹。經過
一段時日交往，照子小姐深為施乾悲天憫人的崇高胸懷所吸引，
不顧家人強烈反對（哈！也是與一頭ㄌㄟˊ落去的施乾一樣，具
有飛蛾撲火的果斷個性），離開日本與施乾締結連理，非常的浪
漫（啊…..）。那年（1934 年）照子 24 歲、施乾 35 歲。他們育
有三女一男（敏娜、施香、愛鄉、武靖）。照子嫁到台灣後，放
下千金小姐的身段，化浪漫愛情為力量，與施乾一起管理愛愛
寮，照顧院民，成為艋舺居民口中的「乞丐之母」。
然而，施乾在 1944 年（時年 46 歲），因突發腦溢血而與
世長辭。照子在 35 歲成為寡婦，最大的女兒敏娜那時九歲，最小
的兒子武靖才三歲，又有近二百人的院民加上員工，等待她扛起
重擔，繼續經營愛愛寮（後改名為「愛愛救濟院」）。那時又正
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物資、食物、捐款都極具缺匱，照子曾想帶
著孩子們回去京都與父母同住。當時院民一直懇求她「先生娘，
不拋棄我們！不要回去日本！沒有妳阮會安怎？」，她也放不下
乞丐們，最後她選擇留下來，歸化為台灣人，承繼施乾未竟的理
想與志業。照子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她
說：「我只是平凡的弱女子，都是靠主
耶穌的愛與恩賜，才能持續事業至今。
所以我日夜學習主的犧牲精神，忍耐到
底，以求無愧於心而已。」
照子於 2002 年以 93 歲高齡去
世，愛愛院由么兒武靖續任院長，提供
給自費或公費的老人安養餘生。愛愛院
的住址為台北市大理街 175 巷 27 號。

照子

我也去採訪咱教會的施敏娜姊，她是施乾的掌上明珠。七
十多歲的敏娜姊含著淚水婉婉闡述其父親：「他個性很開朗，人
很善良，但是個急性子，有點雷公脾氣，尤其當別人做不好的時
候，他會罵人（但不會罵我）」；她又說：「父親頭腦很好，很
聰明又有愛心，且朋友很多。他常常買東西給乞丐吃，他記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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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吃餅乾、誰中意牛奶糖、誰喜愛吞雲吐霧。他會根據他們的
喜好，自掏腰包買東西請他們吃，買很多東西，一大包一大包
的，但是香菸只給一包。」敏娜姊覺得父親最偉大的地方是「無
私、有愛心」。她說她因為是父親的長女，最深得寵愛。他們父
女感情很好，爸爸在她五、六歲時還一直抱她，也會一起在日式
澡盆洗澡（當時父親與子女都是這樣，敏娜姊道），彼此幫對方
洗背。敏娜姊常與父親前往日本或香港，她的妹妹們都很忌妒她
獨得父親的恩寵。從出生到 20 歲結婚前的敏娜姊，常常在愛愛寮
裡「混」。她將院內的小朋友組成少棒隊，請院裡員工當教練，
有模有樣地訓練他們，並與鄰近的小學球隊對打，而她是啦啦隊
隊長。敏娜姊回憶父親很喜歡音樂，除了愛唱歌以外，也喜歡吹
口琴，他組了一個約有 30 人的青年口琴樂團。敏娜姊最喜歡幫父
親擦皮鞋，擦到黑得發金。談到父親去世的情景，敏娜姊淚水直
流，久久無法言語。她說：「父親騎自行車回家時已經腦溢血
了，他一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另一隻手握住母親。爸爸把我的手
抓得好緊，好緊，口裡一直叫著我的名字。他那時鼻子、耳朵、
嘴巴都在流血，20 分鐘後他就走了。」與父親相處的最後一刻是
如此的肝腸寸斷，留給當時年僅九歲的敏娜姊非常創傷的記憶，
永遠無法抹滅。然而，失去父親又加上時逢戰亂，敏娜姊無憂無
慮與歡樂的兒童年華也因此提早劃下句點。
敏娜姊形容母親是一個「非常低調又重禮節」的人，很有
禮貌，待人親切和藹，很有耐心。她覺得母親很可憐，年紀輕輕
就守寡，又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窮到吃豆籤或地瓜稀飯配
鹽吃，也必須把四個小孩送到新店暫時給別人照顧，自己則留在
愛愛寮張羅 200 多人的飲食及日常起居，她無怨無悔，靠「主耶
穌與大家的幫忙」（照子常講的一句話），管理愛愛院裡裡外
外、大小事務六十餘年直到她辭世。敏娜姊說母親深得大家的尊
敬，台北市歷代的市長如高玉樹、李登輝、陳水扁都很尊敬與疼
惜她，尤其是李登輝先生，常來看她；也有大企業家如養樂多大
老闆，常常帶五、六百罐養樂多前來請院民喝、並也常常捐款贊
助愛愛院。敏娜姊形容母親「極具愛心，有話直說不拐彎抹角，
脾氣好，人緣極佳」。「母親很關心院內的老人，常常柱著柺杖
到每一個房間探望老人，噓寒問暖，關心他們，老人們都很喜歡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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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娜姊又談到一些住在愛愛院已經六十多年的幾個智障者
與腦性麻痺者（當初都遭父母遺棄），他們都還記得她，每當她
從美國回去探望母親的時候，她會和他們打招呼，有幾個人會歪
著頭、很仔細地（非常近距離）看著她，然後若有所思地道「妳
不是那個娜子嗎 (直呼敏娜姊的日本名字)？妳不是住在美國
嗎？」。敏娜姊說他們很天真可愛又富有感情，這麼久了都還記
得她，也叫得出她的日本名字。

敏娜(後左二)與姊妹們及母親(前左一)
看完有關施乾與照子的文
獻，又採訪到他們的掌上明珠敏娜
姊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內心很激動，
歷史真的是由不平凡的人所締造出
的。我非常欽佩那些可以將「無」
化「有」創造歷史的先驅者，一個
平凡的我只能踩著前人的腳蹤，做社會關懷工作。我在想施乾先
生在他那個大環境很貧乏的「民國前」的時代，大家三餐都不易
填飽，各人只能自掃門前雪的度日子，可以說是沒有人會有《撲
滅乞丐論》的理想；Well，也許有，但不是變賣全部家產去蓋收
容所接納他們，大概只是「撲滅」(terminate)乞丐吧！想要做點社
會公益的事，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然而施乾先生不只是免費提
供吃住給他們，他更是釜底抽薪地改變他們的習慣，讓他們原本
苟且度日、沒有陽光的人生變得有意義，這也是讓我很敬佩他的
一點。我修過很多心理學的課，也從事過心理諮商，我覺得要改
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個性如同移山般的困難，但施乾先生做到
了；我也輔導過很多靠政府救濟金 (Welfare)生活的家庭，單親的
母親根本無心思管小孩的教育問題，因此常常是一代又一代地領
微薄救濟金生存，我那時很心痛也很無奈他們無法打破這種惡性
循環，但施乾先生終止了三代行乞的悲慘。看著施乾的故事，我
問我自己我能為目前服務的弱勢團體- 發展障礙人士 (the
developmentally disabled)」再做什麼？我能創造什麼工作機會給
他們，讓他們能夠自力更生，貢獻一己之力給社會？也讓社會能
更接納他們，給他們一席生存空間，達到如施乾先生的理想「在
我們面前將展現從黑暗的、絕望的、不可有的社會，轉移到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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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更有希望、可有的社會。」
人只能活一遭，我常思索一個極其平凡的我要過怎樣的人
生，要如何做才能使自己對周遭有些微影響。施乾先生雖然只活
了短暫的四十六年歲，但他如同蠟炬般燃燒自己，點燃燦爛的火
花，照亮了乞丐們的人生。我已經將近半百了，不知人生旅途還
剰多少年可以走，思考自己能再做什麼，才不會在見主面的時候
汗顏。
【註一】

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施乾傳 林金田著;
典型- 人道精神的實踐家 施乾先生 為鄉里人傑塑

像 第三輯

參觀養龜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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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elp
Rev. Justin Sim
It has never gone out of print.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wo hundred languages. 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s of literature. Hearing these descriptions it will not
be uncommon to think of the Bible, except I am referring to John
Bunyan’s Christian allegory, The Pilgrim’s Progress.
The story follows a Christian on his treacherous journey from
the City of Destruction to the Celestial City. Along the way, a
Christian and a companion approach “a very miry slough.” They fall
into the quagmire, and “the name of the slough was Despond. Here,
therefore, they wallowed for a time, being grievously bedaubed with
dirt.” Christian’s traveling companion somehow gets out, but rather
than giving a hand, he deserts the path and flees home. Christian,
then, is left struggling alone in the muddy hole until a man named
Help, the Holy Spirit, pulls him free from despondency’s pit and sets
him on solid ground. Christian asks Mr. Help why this dangerous plot
of land has not been “mended that poor travelers might go” on
heaven’s journey “with more security!” Mr. Help replies, “This miry
slough is such a place as cannot be mended.”
How true it is to contemporaneous life!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or how spiritually mature we are miry sloughs are inevitable;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we have failed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but
because no one is immune to struggle (a vigorous effort to get free of
restraint or resist attack). It is “such a place as cannot be mended,”
only traveled through.
In my personal life, the word “struggle” is not a foreign
concept. It comes over me before a great victory, sometimes after a
great victory, and most of the times it comes and goes as if it has an
open invitation into my life. Is it just me or time of struggle come over
to most of us? It seems that the strong are not always bold; the wise,
not always prepared; the brave, not always courageous; optimistic, not
always hopeful, and joyous, not always cheerful. There may be here
and there Christians of iron, but surely the rust troubles even these
great believers once in a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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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most expressions in the ancient Hebrew hymnal end
with statements of hope, one psalm, Psalm 88, does not. There the
psalmist calls out, “But I cry to you for help, O LORD; in the morning
my prayer comes before you. Why, O LORD, do you reject me and
hide your face from me?” (Psalm 88:13-14). I actually find this
comforting. Apparently, feelings of abandonment in times of struggle
are common part of spiritual battle that is used by God to prompt us to
seek Him. In doing so He provides for us to have the very words we
need to express the anguish we feel when “bedaubed with dirt.” Oh
God, “Help” us. In miserable times of struggle-when we stumble into
the pit, when we stagger into the despondency-we may not always feel
the Lord’s presence, but we have the promise of our faithful God that
we’re not alone. In times of struggle, get to know Mr. Help, the Holy
Spirit. Be filled with Hi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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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and Jones
Jennifer Wey
“Then they are to take some of the blood and put it
on the sides and tops of the doorframes of the houses
where they eat the lambs…On that same night I will
pass through Egypt and strike down every firstborn
of both people and animals, and I will bring
judgment on all the gods of Egypt. I am the
LORD. The blood will be a sign for you on the houses
where you are, and when I see the blood, I will pass
over you. No destructive plague will touch you when
I strike Egypt.” –Exodus 12
On the night before the tenth plague in Egypt, two Jewish men
converged to discuss the instructions Moses had give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hypothetical story, let’s call the men Smith and
Jones. Smith said to Jones, “So have you slaughtered your lamb and
put the blood on your door?” Jones replied, “Yes, have you?” Smith
smiled assuredly, saying, “Of course. I am so thankful that God and
Moses have provided this protection for us. Now I can sleep in
peace.” Jones bit his lip and shook his head. “I don’t know…I’m still
worried. What if the lamb’s blood doesn’t work?” “How can you
say that?” Smith demand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Don’t
you trust Him?” “Yes, but you see, Smith, you have three sons. I
only have one. If Moses’ instructions fail, you will at least have two
boys left…if my child dies, I will have no one. I just can’t help being
fearful about this.”
That night, the angel of Death passed through the village. The
question is, which firstborn son was killed—Smith’s boy or Jones’
boy?
The answer, of course, is: neither. God does not judge us based on
the intensity of our faith.
He does not judge based on whether we are having an
exceptionally good day and therefore say a thorough and
enthusiastic prayer, or whether we are having an exceptionally
bad day and therefore say a brief and surly prayer. If our fait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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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d on these terms, it would be as wild and unpredictable as
our daily moods. Nor does God judge us base d on our
race…whether we are Jewish or Egyptian. If an Egyptian father had
overheard Moses’ warning and painted his doorpost with the
blood of a lamb believing it would save his family, his firstborn
would have been saved…and if an Israeli father disbelieved or
disregarded Moses’ warning and left his doorpost unblemished,
his firstborn would have been killed. God does not divide us by
ethnicity, nor does he cast us away if we have moments of doubt.
Our deliverance from sin does not come during those times when
we are particularly enthused and glowing with religious fervor. It
comes as long as we are hiding ourselves and protecting ourselves
under the blood of the Lamb, God’s ultimate sacrifice and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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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Jennifer Wey
Christian or not, I think everyone would do well to remember this
story. I know I would.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Jesus] came again to the temple. All the
people came to him, and he sat down and taught them.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brought a woman who had been caught in
adultery, and placing her in the midst they said to him, "Teacher,
this woman has been caught in the act of adultery. Now in the Law
Moses commanded us to stone such women. So what do you say?"
This they said to test him, that they might have some charge to bring
against him...as they continued to ask him, he stood up and said to
them, "Let him who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be the first to throw a
stone at her." ...when they heard it, they went away one by one,
beginning with the older ones, and Jesus was left alone with the
woman standing before him. Jesus stood up and said to her,
"Woman, where are they? Has no one condemned you?" She said,
"No one, Lord." And Jesus said, "Neither do I condemn you; go, and
from now on sin no more."
John 8:2-11
In addition to the simple yet significant universal truth about
humility, mercy, and compassion, there are two factors about this
story that, as a Christian, blow my mind.
First, that when Jesus asks, "Has no one condemned you?" we
ought to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one person that day
who was free from sin and had every right to
judge/accuse/sentence the adulterer, and that was Jesus himself.
But instead of doing so, he lets her go; and you may ask, how is this
fair? A legitimate religion and morality demands a certain balance
between justice and mercy, and you may think: such an act is
merciful, but is it just? It is just, because only shortly hereafter, the
punishment is served, only in the most unexpected way--with
Jesus lying on the cross being condemned in her/our place. So
when we pray about our sins now, we ought not to plead for
39

mercy, since we have already been graced with the most
incredible mercy conceivable. Rather, we ought to plead for
justice.
This leads me to the second mind-blowing point, in the last
sentence above: "Neither do I condemn you; go, and from now on
sin no more." Notice the order in which Jesus phrases this. He
doesn't say, "Stop sinning, and then I will forgive you." He declares
first and foremost his compassion for the woman, regardless of
what she has done, or what she may do in the future...her
redemp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stems from thi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In the same way, we worship and believe, not as an obligation or a
task or a way to build ourselves up...but as a reciprocation of the
love and life that has already been laid down for us.
Mind-blowing.
Prais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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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stimony
Eugenia
I came to the US when I was 18 (at my own choice) and I
am thankful to my parents and God to have given me that rare
opportunity. I started attending church with my aunt, with whom
I stayed at the time, and learned a little about God and the
Bible during those 2 years. I had a lot of questions and my
youth leader probably found me to be a difficult teenager. Even
though I was struggling with many issues back in those days, I
was not quite ready spiritually. After moving to Berkeley, I
remember attending a modern Sunday service once with friends
and I was shedding tears during the entire time of the
Worship. I come from a non-Christian family and that feeling
was too overwhelming to me to cope with and understand, and I
“ran away” from God. It wasn't until many years later, about 3
years ago, that I started to come back with a heart to learn from
God… Interestingly, right around that time my shrink pointed
out to me “Eugenia, I don’t worry about you physically or
emotionally but I am really concerned about you spiritually…” I
did not quite get it but that comment has always stayed on my
mind.
It all started because of Audrey. My daughter Audrey
came to our lives as a surprise after 10 years of marriage. I had
not been thinking about pregnancy at the time and did not know
I was expecting until one day my best friend commented on
it when I complained about the fatigue I had been feeling.
She is the first miracle I witnessed from God; however, I
did not realize that until much later. What I knew all along and I
tell Audrey often, is that she is the angel that God sent me, even
if she often gets scolded by me when she messes up at home
or at school. I had numerous complications during my
pregnancy due to fibroids and meningitis, and I ended up with
more than 5 months of bed rest and many instances of rushing
in and out of the hospital. During this time, God made Audrey
strong while she was in my t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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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who is seven now, is a very sensitive and
empathetic chil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her to watch scary evil
characters from the Disney movies even today. When she
started preschool, I realized that she also inherited my anxiety
issues which _I_ had inherited from my mother. I came to
realize then that she could use some spiritual support,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lacking in my life until I started to know
God… I introduced AWANA to her when she was 4. For those
who may not know, AWANA is Christian program for children. I
also decided to send her to Christian schools when she reached
school age. My hope was that she would learn about God and
know that HE is always there with her.
In her kindergarten year, I vividly remember that kids
were assigned to recite “Lords’ Prayer” in front of the
class. Most of the kids had no fear and just got up there. It
did not matter whether they knew it or not. Audrey was so
worried about having to go to the front of the class that she
cried. The teacher asked the whole class to pray for her, and
she ended up reciting the whole prayer without any
hesitation.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pability… From that
moment on, I knew, God is there, to help her and me as a
parent. I don’t know how to raise a child, but God does. After all,
He has all of us as his children, so no one better than God to
show me the ropes.
My mother has paranoid schizophrenia since I was
12, and I am lucky that I do not have it but I do struggle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milder symptoms. I have been to therapies,
tried few medications. It is hard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all
those tears, and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ruggles. Those
dark thoughts really scare me sometimes. When I had breast
cancer last year, I was not afraid of dying. I was hoping I would
die because it just seemed so much easier for me. However,
with many people’s prayers and I was able to go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I want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 To Pastors, the elders, and the people who helped me to
go through it even though they didn't really kn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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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earned God is there for me whenever I need Him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my heart is there to seek and accept Him.
Through prayers, I have been overcoming a lot of life
challenges, day to day struggles – from letting go of my anger
to being a better parent.
What is more, I am learning to have God to guide me on
how to live, to be patient, to be kind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
to reach out to others to seek that brighter days, rather than
keep the dark feelings and thoughts inside.
Life can continue to be tough, but I know I will be able to
be strong and to heal through the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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