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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做基督的肢體
Rev. Joey Lee

(9/6/15 講道)

翻譯: 侯良望
我一直想著你們 …… 。我認識台美教會已經很久了！我
認識你們前前後後的牧師， 首先是謝牧師，然後是蔡牧師、
趙牧師，那是頗為艱難的時期。我記得我在台美教會已經講道
過 61 次，今天是第 62 次。大部分是在英文部講道， 第一次
是在 1999 年 吧？ 哇！距今已經有 16 年了。
今天講道的聖經節，是我在你們台美教會網站找到的-就是今年的主題「教會復興」, 摘錄自哥林多前書 12 : 26 「若
一體受苦，百體同受苦；一體受榮光，百體同快樂。」 你看，
我認識你們吧！我一直思考著也惦念著你們，台美將何去何從？
一.

複雜的情緒

我想對於最近發生的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見解和感想：
也許有些人樂見其成，有些人則感到悲傷；有些人認為事情如
此發展是好的，有些則視為糟糕；有些人回顧過去，想想這件
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有些人則是向前瞻望, 思考台美教會下
一步該如何走？有些人強烈地感到失望， 覺得被背叛了，甚
至極為憤怒！也有人可能覺得「又來了，歷史重演了！」或許
你覺得非常累了，不想再管了！
當我為教會工作時，我有一個寶貴的資源--「聖經」。
我知道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它卻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資源，特別
是新約，尤其是保羅的書信--保羅給歌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
我以前對保羅的著作沒有那麼有興趣，不像我對舊約那樣深感
興趣，也許覺得它們沒有福音書的重要，也許我對他的某些論
點不認同；或許是因為我不理解他，或者是覺得有些無聊吧。
但是，當我處理教會之間的事越多時，我就越加欣賞保羅的獨
到見解。
今天我們讀的聖經節是你們耳熟能詳的，保羅介紹身體
部位的特性和價值，他還闡釋了身體的整體性。保羅在本章結
尾時論到教會像是一個人的身體，但那不是一般的身體，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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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12 : 31「恁著切切欣慕許個卡大的恩賜。我用第
一好的路續指示恁。」接著保羅寫出有史以來最有意義，也是
最詩情畫意的聖經節，來描寫「愛」：
13 : 4 仁愛是善寬容、慈悲；仁愛是無怨妒；仁愛無誇口，無品嗙
13 : 5 無行見誚的事，無求家己的利益，無快受氣，無記得人的歹
13 : 6 無歡喜不義，是及真理相及歡喜；
13 : 7 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向望，凡事吞忍
保羅提醒我們，我若能說天使的音語，卻沒有愛， 那
只是噪音；我若有先知講道的恩賜，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有
堅強的信心，若沒有愛，那也沒有用。
想想看，這是教會的第一位神學家，基督教會的創始人，
他卻說有堅強的信心能移山倒海，若沒有愛, 那也沒三小路用。
保羅用一句很美麗的話來結尾 ( 13 : 13 ) 「現今所存的就是信、
向望、仁愛此三項，其中第一大的是仁愛。」
我們知道保羅不是在談論家庭的愛，也不是在歌頌浪漫
的愛情，對朋友或對國家的熱情。它是和基督相同的愛，是犧
牲的愛，是「想到自己之前， 先顧慮到別人的那種愛。」
為什麼保羅要寫這些呢？他在他的信開頭就有告訴我們
了答案。（記住，哥林多前書是他一封寫給教會的信, 共有 16
章的信。）信的一開頭 1 : 11 我的兄弟啊，是革來氏家內的人
曾給我講，恁中間有相爭。他接著說，1 : 12 我的意思是恁逐
人有地講：「我屬保羅」；「我屬亞波羅」；「我屬磯法」；「我屬
基督」。1 : 13 基督豈有分開嗎？保羅豈替恁釘十字架嗎？抑是
恁曾受洗禮歸佇保羅的名嗎？
他們已經分成好幾個小團體，我屬亞波羅的、他是屬保
羅的、他是屬磯法的。保羅提醒和鼓勵教會, 要記住他們的教
會是屬於誰的。是保羅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是耶穌基督。
你豈是有奉保羅的名字受洗？不，你受洗是奉耶穌的名。
二.

基督的身體

保羅用人體的不同部位，給我們基督徒團契做一個明確
的說明。身體有一些部位是重要而且也比較體面的，有的則沒
那麼體面。但是事實上，身體的部位，就像整個身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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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連在一起。 我們不只需要同樣對待所有的部位，甚至要
比較看重那些沒那麼體面的部位。他提醒哥林多教會也提醒我
們，我們是基督的身體。如果我們以誠實的態度反省，我們就
會承認有時我們做得對，但有時我們做錯。我們沒辦法永遠都
是對的，因為我們是人，人一定有時候會搞砸的。
我想不出有比聖餐禮更好的記號和對我們的提醒。領聖
餐前說的話你也許可以倒背如流了，因為你已經聽過太多次，
所以也聽不進去了。但耶穌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打破的。」
我們記得耶穌是為我們犧牲的，而
祂的犧牲就是為我們打破祂的身體。
那麼要建立成為教會，要成為基督
的身體，我們需要承認，我們必須
打破自己。如果我們有移山的信心，但是沒有愛，就一切都沒
有用。, 除非我們在很多方面將自己打破。
我今天到這裡來，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本來已經
安排在另一個教會講道，但我取消了那邊而來你們這裡講道。
很快的，你們就要開始重新找新牧師的過程。上一回你們的會
員大會我當時也在場，我想那次大會對我們大家都很難過。票
數非常的接近。有些人講出心裡內話，傾訴他們的感情和他們
對教會的關心；我也知道許多人雖然選擇不說話，但是他們的
內心也有很深的感受。
如果你們還在生氣的話，我請求你們放下那些憤怒；
如果你們站得遠遠的，我請你們回來到教會的團契；
如果你們在考慮離開教會，我請求你們重新考慮也留下來。
我不會天真到認為這些簡單的話就可以改變你的心意，
改變你的想法。但是，我呼籲大家要記得那位呼召我們，讓我
們能相結連在一起的耶穌基督 。各位兄弟姐妹，只有你能夠
讓大家在一起，不分離。為了做到這一點，你需要向上看, 要
仰望上帝，互相伸出你們的手來緊握對方的手。
今天我用保羅的話來做開始，也用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
教訓來勸勉你們, 最後我也要用保羅的話來做今天講道的結束。
1 : 10 兄弟啊，今我對咱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勸恁議論攏著相同。
恁中間莫得有分黨，就是著一心一意，大家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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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羅曼史
許宗實牧師
半夜醒來，拉被、翻左側、又睡，心湧出感恩。因去年
九月、十月，頸椎四節都鈣化，壓到神經，不能抬頭喝水，坐
立都難受，睡也成問題。一個半月，只能勉強睡右側，平躺及
左側都不能。半夜一不小心翻身，就痛到大喊，但不能喊出聲，
怕吵醒美津。起身一坐，又是一、兩個鐘頭。當時痛到幾乎忍
耐不住，今能翻身自如，怎不感恩？可見苦難是好的，豈不是
嗎？不經過苦難與病痛，凡事認為理所當然，就很難感恩了。
要感恩的事太多了：為美津、愷文、愷立；為曾走過的
高山低谷；為許多可愛的弟兄姐妹、同工、代禱者；為教會漸
漸成為家，為兩代能有交集...。沒有一事我視為當然。為我生
命的改變，為「回家」帶給我對天父的更深的認識與愛戀而感
恩。越認識神是怎樣的一位父，就越知道我是誰。從小埋在生
命裡的自卑、易怒，越來越脫落，心越平靜安穩，不再和自己
打仗，不和太太鬥氣，也不與人爭競了。連練書法也反映我生
命的改變。以前性急、心雄，什麼都想學，登這山望那山高，
就急著要登另一座山。今決定收心，安份，在專貞中悠遊可矣，
這也是性格的成熟...。
想想，就哭了，熱淚奪眶，是感恩。我知道我的改變是
因被愛 … ，而愛我的不是看得見、摸得著、被我期盼的人，
而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信主即將滿 45 年，我相信祂，服
事祂，經歷祂，如今深深地愛祂。而且已經不是停留在知識與
宗教的層面，而是進到靈裡關係與真實裡面。在這關係裡，我
找到安息，我感到自在。真奇妙啊！微小的、被造的人，竟能
愛上那偉大，創造萬有的上帝，多不可思議！是聖靈的工作，
是神的大能，是三一真神的集體傑作！
教會一少年人問我生命的意義，今我再清楚不過了。人
既是神造的，那麼人自己發明的宗教及想出的哲學必全歸徒勞，
只有神寫的使用說明書--- 聖經，才有正確的答案。人不可能
在神以外找到生命的意義， 正如手錶若在地上就覺得失落，
直到戴在手腕上才找到生命的意義；聖誕的彩燈在盒子裡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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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它被造的目的，從盒子裡拿出來，掛上牆，插上電，就找
到生命的意義了；火車在水泥地上動彈不得，一上鐵軌，就發
現它被造的意義了。傳道書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是人在不認識神，不讓神參與在生命裡時，生命必然是虛空的；
但當我們與生命的源頭一接連，它就不虛空了，一切全都有意
義了。一方面在永恆的彼端裡有分，一方面能享受今生！答案
在神的話裡，就那麼簡單，可惜找著的人並不多。為什麼?
「因為許多人上當受騙，自以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 1：
22）。
正如入學，唸書，考試及格，一天要畢業，拿文憑；神
給我們的命令就是愛神、愛人，如此去行完一生，到末了會在
主前交賬、領獎。地上所行的將會像種子生長，在天國裡成為
樹，而且結實。所以要珍惜時光，趁還有今日，修正自己，合
神心意。跌倒了再爬起來，磨成基督的樣式，去活、去愛、去
給、去彰顯天父。那天我們將歡歡喜喜，豐豐富富，一同奔入
天父的懷中！
孩子們都愛看迪斯耐的卡通片“Frozen”，一天在飛機上
我也看了，而且跟孩子們一樣喜歡它。劇情簡單，卻極深刻。
公主被恐懼、害怕所傷，心靈結凍；身旁的人，甚至全國，都
結凍了。但真誠的愛能融化它，真愛能除去懼怕，於是終於冰
釋融解了，全國又充滿春的氣息。那正是你我的故事。為什麼
我們從小喜歡「白雪公主」 、「灰姑娘」 、「醜小鴨」？因為
都在述說我們的事，而那白馬王子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啊。我們可以用兩個字來歸納全本聖經這救恩的故事--就是 Divine Romance（神聖的羅曼史）。
從伊甸園到啟示錄是一個故事。天起涼風，神與亞當夏
娃在園中行走，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只是他們傻，不幸上當，
受騙，墮落，然後神開始幾十個世紀的救贖計劃。神不願意離
開人，在舊約，祂設立會幕，建造聖殿。到了新約，祂差耶穌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名稱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人
同在」。一直到（啟示錄 21：3）仍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間，祂要與人同住。」人雖然犯了罪，但神不願意走，聖潔的
神想盡辦法要與人同住。神在找什麼？祂在人當中找愛！你想
過嗎？在聖經中你讀得出來嗎？人叛逆，神傷透了心，於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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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以西結、何西阿...，一個個先知，來告訴我們祂的傷
痛，勸我們回頭。有時告訴我們祂是浪子的父親，有時又表達
祂是被愛妻拋棄的情人，啊！造人的神向被造的人求愛！這神
聖的羅曼史！
直到啟示錄 2 章 4 節，對以弗所教會，祂仍然在想念
他們那起初的愛。啊，這多情的主！祂不要我們忘了祂的愛，
所以設立餅杯，說，「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
記念我。」（林前 11：25）記不記得馬可 14 章 1-9 節，馬利
亞用極貴的膏膏耶穌？有人很不高
興，但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
天之下，無論什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紀
念。」為什麼？傳福音與膏耶穌有
何關係？以前我不懂，但今我懂了，
信神與愛神是分不開的，信主不只
為得救，主所期盼的是我們信祂，
還能懂得愛祂，正如馬利亞愛祂一
樣。神就是愛，那癡情的上帝！
「白雪公主」與「灰姑娘」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有一天
不但變公主，還要成為王后！啟示錄就說到羔羊的婚宴---我們
要成為新婦，要作王，要與主同坐寶座（啟 3：21，19：7，
22：5），真不可思議！不要小看那長滿青春痘的黃毛丫頭，
有一天她要成為豐滿，美麗，穿著白紗禮服的新娘！不要輕看
醜小鴨，有一天牠要與天鵝同列呢！你能想像，毛蟲和蝴蝶竟
然是同類嗎？在宇宙歷史的完結篇裡，神的計劃一旦完成，我
們，得勝者，將是兒子，會繼承產業！我們，得勝者，將是新
婦，會同掌王權！主早已說了，「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
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路 12：32）記得嗎？
你興奮嗎？宇宙的完結篇裡你竟然有份！神會得回兒子，
找回新婦，恢復伊甸的家園！到那天，宇宙的中心會是神的家，
其中有聖父、聖子、聖靈，還加上聖徒！天使好羨慕，因為他
們仍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希 1：14）我頭腦想不通，但我的靈啊，你還要相信！「所
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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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希 11：16）那天，跪在寶座前，主耶穌會摸摸我
的頭說，「宗實，我不是告訴你了嗎？進來，享受父的快樂。」
真的是這樣，那麼今天的受苦，受磨練就全值得了。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30），萬
事包括好事與壞事，要訓練我們得勝---主怎樣得勝，我們也要
怎樣得勝（啟 3：21）。神會給我們考試，我們的軟弱會被曝
露，然後看我們是否像大衛，像彼得---失敗了，願回頭；像約
瑟---被賣，還不恨他哥哥；像摩西--- 經過三個 40 年，末了像
一匹馴良的馬，帶著無比的權柄、能力，作神手中的器皿。降
服，越少自己，越像耶穌，越多上帝，讓神駕馭。這是新婦的
心，是生命的成熟，是得勝者。神得回失喪的兒子，贏回所愛
的新婦，重建伊甸的家園。這是救恩的故事，那麼簡單，卻那
麼深刻。從此以後，王子，公主將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生日快樂，馬逸輝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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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笑
侯良望

(11/16/14 講道)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繁忙快速的社會裡面，每件事都要
求效率，即使我們到了速食店也無法耐心排隊，因為等了一下
子，就覺得已經等很久了。現在美國很多教會敬拜時間大約一
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但是還是很多人覺得時間太長。印第安
納州有一間教會叫 Light Service，這間教會保證三十分鐘完成
一個主日的敬拜。
聖經箴言 17:22「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
乾。」快樂使你面帶笑容，這是聖經教導我們，是上帝的旨意
要我們喜樂。帖撒羅尼迦前書 5 : 16 「要常常喜樂」，上帝的
旨意就是要我們有一顆歡喜的心。我指的歡笑是什麼？就是開
口笑，完全笑出來。現代人有很多病痛都跟不喜樂有很大關係，
因為生活壓力太緊張造成許多慢性病，頭痛、胃腸不舒服、腰
酸背痛、失眠等，我們必須把壓力除去，這些病痛就會好了。
上帝賜給我們一個消除壓力的秘方就是開口笑。我們為什麼要
笑？當你笑的時候如同在吃藥，不但能醫治你的身體，也可以
使你的心情變好，因為笑能把你來自壓力而失去的喜樂找回來。
現在人壓力大而很少笑，或笑得不夠，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玩樂，
以至他們沒有自己的興趣。我們應該去找那個平衡點，你的生
活不只是工作而已，需要找時間去玩樂。我們也要培養一點幽
默感，讓自己快樂，你可以試著讓自己哈哈大笑，你也許會說
我是一個嚴肅的人，沒有錯，神創造每一個人都很特別，每一
個人都不一樣。根據醫學報導小孩子一天笑兩百次，大人只笑
四次。因為生活壓力和責任感，所以忘了笑。有的人已經二十
幾年沒有笑過，他完全忘了如何笑，笑的肌肉也變得僵硬了。
所以我們要決定放棄我們不愉快的心情，盡情開口笑，
不是一個月、一個星期笑一次，是天天笑。你不要失掉你心裡
面小孩子的心就是赤子之心，就像小孩子一樣嘻嘻哈哈笑。
我每個星期三和朋友一起打高爾夫球，那個時間就像是
個小孩們在一起玩耍。我們把小時候小學、高中的糗事都拿出
來講，大家笑得好開心。我們年紀大並不表示我們需要比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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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不知道什麼是快樂，個性就變得古古怪怪。你不但要知道
如何工作，也要知道如何讓自己放鬆心情，如何讓自己開心。
我的爸爸是一個很開心的人，他也很愛開玩笑，記得我
們小時候他常常把們逗得好開心。他也很孩子氣，他最喜歡做
的事，就是每次看完病人，走到外面街上抽煙，他是為了要等
候路人來向他問路，這是他的嗜好，他最喜歡講國語的人來問
他，因為他的國語不是很好，然後他每次都假裝聽不懂，然後
回答說：「你說什麼我都聽不懂」，然後好高興上樓哈哈大笑，
與我們分享。
根據醫學報導人可以活到九十歲，主要原因不是來自規
律的運動或好的飲食習慣，而是在於個性有多快樂，所以永遠
不要忘了，要開懷大笑。
記得我在加拿大的時候，學校舉辦一個教職員野餐，在
眾多教職員中有一位九十二歲的女士，她身體健朗，眼睛炯炯
有神，頭腦也很清楚，走路輕盈。我之所以注意她，是因為她
看起來很開朗快樂的人。在她的眼裡沒有一個陌生人，大家都
是她的好朋友，她和每一個人打招呼，給每一個人擁抱。我就
與她交談，讓我覺得好自在。我對她印象很深刻，因為她穿著
綠色上衣、白色長裙，戴黃色草帽，顏色很鮮艷。當我和她道
別時，我告訴她 Miss. Ruth「我如果活到九十二歲，我也要向
妳學習，如此活潑開朗。」她靠近我的耳朵跟我說：「年輕人
啊！你千萬別學我穿裙子喔！」她就是如此幽默，因為她明白
如何來製造歡樂氣氛，如何讓自己開心。每一個人會變老，但
我要我自己越老越有趣、幽默，讓自己充滿喜樂。
美國有一個布朗博士，他是美國旅遊協會的創辦人，他
創辦這個協會的原因，是要研究喜樂和遊戲之間的關係。在
1966 年德州州長請他去做一個研究，因為當時德州大學有一
個槍擊案，兇手殺了四十幾個人。布朗博士訪問了這個年輕的
兇手，他發現這個兇手從小沒有玩樂，在他的印象中他們家從
來沒有哈哈大笑，是在一個環境失調中長大。布朗博士也在同
一間監獄裡的死刑犯做了相同的研究，得到相同的結果。因為
他們從小沒有真正的玩樂，也沒有印象曾經笑過，所以布朗博
士的結論是遊玩的反面不是工作，遊戲的反面是憂慮頹喪，他
認為歡喜大笑是好的、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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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心情平靜、充滿喜樂、放輕鬆去玩、常常歡喜就
有如一帖大補藥，對你身體很好。醫學雜誌也說如果常常大笑
可以降血壓增加身體免疫力，常笑的人得心臟的比例和不常笑
的人少 40％，因為大笑可以使我們身體分泌出自然的鎮定劑。
有一位女士失眠很久，一直吃安眠藥，看中、西醫、吃草藥都
沒有幫助，後來醫生建議她在睡覺前看一些有趣的書和電視節
目，她照做了幾個月就不用吃藥，也睡得著，因為她之前吃的
鎮定劑是人製造的，無法製造出神製造的自然鎮定劑，大笑就
是可以使身體製造自然安定劑。我們需要放鬆心情、學習如何
笑，那你所有的病痛都會自然消失。希望大家用一些時間開心
大笑，來享受神賞賜給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每天三餐來吃這個
有效補藥。你可以找一些讓你開心大笑的事物，不是在心裡笑，
而是哈哈大笑，你就睡的很好，精神因此好了，工作效率增加，
做出的決定更好。有一個患者得了纖維肌肉疼痛症，就是全身
都酸痛，但不知道痛在哪裡，每天只躺在床上。醫生問他一個
有趣的問題，多久沒有哈哈大笑？病人想一想從學校畢業三十
幾年，他不記得何時有哈哈大笑過。後來醫生也是給他同樣的
處方，尋找讓他哈哈大笑的事物，不久之後他重新找回喜樂，
身體也漸漸恢復健康。各位兄姐，開心大笑有醫療作用，當你
有喜樂的心，自我醫療的能力會從你的身體流露出來。這種喜
樂薬不要錢，是越多越好，且沒有副作用，又可以替你省很多
錢，不用花錢買安眠藥、鎮定劑，你都可以很好睡。
笑不只可以醫治你的身體，也可以強化人和人之間的關
係、夫妻兒女之間的關係。我每天開車回家打開門一定說「我
回來了！」有一天我回家如往常說「我回來了！」可是太太沒
有回應，但我有聽見音樂電視聲音，我進到房間，看到太太正
在一邊看靈糧堂的電視福音講道，一邊在做運動。我知道她沒
有看到我，如果我叫她一定會嚇到她，我決定走出去，但太晚
了，她看到我了，她嚇了一大跳，我就開始無法停止地一直笑，
可是她確沒有笑，一直說我嚇到她，當我停止笑的時候，卻換
成她笑得無法停止。
家裡有笑聲充滿喜樂，最無法忍受的是魔鬼，魔鬼常常
喜歡製造家庭的紛爭，我們千萬不要跌入魔鬼的深淵。家庭要
和諧第一就是要兩個人互相尊重，意見不同仍然要尊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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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要大笑，時常讓家裡充滿笑聲，現在很多心理治療師
也常常用笑的方式解決夫妻問題。笑可以減輕自己壓力也可以
影響別人，你充滿喜樂，別人也會受到你的影響，你的笑可以
隔斷人與人之間的圍牆，也可以降低彼此之間的心防，面帶笑
容比較有親切感和經歷神的恩典。
有一次回台灣回來的時候，我帶了我的高爾夫球杆，櫃
檯的先生問我「你知道多一件行李要多付錢？」我說我知道，
他很訝異的看著我為何面帶笑容。他算一算大約＄1,200 台幣，
我因為沒有帶現金，問他是否可以刷卡，他說可以什麼卡都可
以刷，我就問他可不可用我的 Costco 的卡來刷。後來我要往
登機口走的時候，航空公司的經理跑來叫我名字，說這是你的
行李收據，我們不收你的行李的錢，因為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快
樂的人。我好高興，那天我看到每個人都一直笑。雖然我期望
會被升等到頭等艙，但沒有效用。
每次你大笑，就會越健康強壯。若你覺得社會太亂，笑
不出來，那你錯了！環境越壞、壓力越大，更需要笑。新聞都
是不好的消息，無法享受歡樂，過不了關，你的幽默感不見了，
其實這正是你該笑的時候。約伯記 5 : 22 「你遇見災害饑饉，
就必嬉笑；地上的野獸，你也不懼怕。」遇到災難還能笑嗎？
沒有錯，你遭遇災難時失去喜樂，就失去力量，你就失敗。所
以上帝給你一個解決的方法，遇到困難要開心，遇到災難要保
持喜樂的心，一路笑到贏，笑到身體恢復健康精神充沛。詩篇
2 : 4 「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你可以想像
神坐在天上笑，沒有替我們環境擔憂，生氣你我。他在笑，因
詩篇 37 : 13 主要笑他，因見他受罰的日子將要來到，上帝看
到壞人受罰日子到了，換句話說神已經知道結局。好消息，我
們戰勝了，因為上帝引導帶領我們去爭戰，我們戰贏了。就好
像我們看已經知道輸贏的比賽，無論贏的那邊當時輸的多慘，
你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你知道他們已經贏了。
所以上帝說無論情況有多糟，事情有多嚴重，我們靠信
心一路笑到贏。因為上帝已經寫好最後結局。你遇到災難時不
要失志，因為上帝已經知道結果，上帝已經為你預備，你會戰
贏。你要去台上領受戰勝的金杯。上帝賜給我們一切，醫治我
們病痛為我們伸冤，為我們開路，擔當我們的重擔，為我們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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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將我們心中所求賞賜我們。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也是這樣，
創世記 17 : 16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
出。」亞伯拉罕當時已經九十九歳，但他聽到這個消息他笑，
他趴著大笑。是一個信心的笑，為何他被稱為信心之父，因為
他深信上帝會成就這件事。因為他是一個超自然上帝，上帝常
常給我們應許，當你生病失望的時候他說我會醫治你，當你經
濟遇到困難時他說我要使你富裕，你家庭出了問題，他告訴你
我要使你團圓。我們覺得萬事都不可能時，我們要學習亞伯拉
罕靠信心，明白上帝給你的應許，明白上帝已經解決你的問題，
已經為你預備好了。

曇花一現
Lily
曇花，在夜幕下匆匆地，悄悄地綻放了。在系帷的開闔即生亦
即死，它的每一秒鐘都在悸動，一如生命樂章的律動。
花開花謝，人生無常。萌芽，成長，綻放，枯萎，凋零，曇花
顯現生命的真與實。
經歷了幾次與曇花太匆匆的
邂逅，這朵嬌豔的曇花在它
傲人的瞬間，我們將它移至
屋內，燈光全暗，老爺拿著
小手電筒幫忙打燈，在一絲
微弱的燈光下，拍攝出這張
剎那即永恆的懷念。
明年五月天，當它再度風情萬種展現在我面前時，我將依舊是
它的頭號粉絲，無限痴迷的望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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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BS 經歷神
葉惠琇
三年前真的是初生之犢不怕虎，
第一次接下 VBS Director 的任務，那時真
的是毫無經驗又沒概念，只憑著一個信
念，「這是上帝的事工，只要做，不要
怕；沒有才能，沒關係；不會做，別氣餒，上帝會幫助且供應
的」。
三年來，我一直就是靠著這信念和信心，在 VBS 的籌
劃事工上，經歷了上帝豐豐富富的恩典及無法計數的奇蹟。每
每快接近 VBS 時，只有寥寥無幾且不到四分之一名額的小朋
友報名，但經過大家同心合意地禱告，很奇妙地上帝就把小孩
子送上門來。
就如同今年，在 VBS 開幕的二個星期前，我們才只有 9
位孩子報名，我心想完蛋了！這麽少的孩子，如何辦 VBS
？ 但心𥚃有個聲音告訴我，即使只有一個小孩子報名，我都
要感恩，且為了這一個小孩子，我們也要負責餵養他/她。我
們的阿爸天父真是一位信實、又真又活且聽禱告的神，主耶穌
對祂的門徒説：「若是你們中間有二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
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馬太福音 18 : 19)
我相信全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很迫切為這事工禱告，因為
每星期天一早到敎會 ，碰到陳金樹長老，他第一句話就會問
我：「現在有幾個小孩子報名了？」，接著他就會鼓勵説：「
沒關係，繼續禱告。」陸續地再碰到其他弟兄姊妹，大家都很
關心地詢問我。二個星期之後，有 39 位孩子報名，甚至在
VBS 開始的第一天，上帝又帶來了 5 位小孩當場報名，所以我
們總共有 44 位小孩參加今年的暑期聖經學校。
神不只帶來了我們需要的小孩，祂又呼召了 12 位青少
年為志工小老師，甚至比往年還多的志工來幫忙。廚房的媽媽
、牧師娘、阿嬤們，每天辛勞但卻快樂地為小朋友準備點心和
午餐，牧師和老師們也賣力的敎. 在 VBS 的事工裡，也讓我深
深體會到同工的重要。每個人就像個小鑼絲釘，缺一不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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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盡其職，彼此服事。神也藉著每日的課程和活動把孩子和
大人們的心緊緊地連結在一起。「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𥚃的
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
書 3:20)
另一個感恩的是神在我們所關心的社區青少年事工𥚃，
感動了一位青少年來參與我們的 VBS 事工，我們也邀請她的
六歲的妹妹來參加 VBS。 她跟我們分享說，她的妹妹每天回
去就哼 VBS 的歌， 並且對她的父母親見證説：「上帝供應我
的需要」，「上帝安慰我」、「上帝醫治我」、「上帝原諒我
」等等。真是上帝的祝福！當門徒問主耶穌説，天國𥚃誰是最
大的? 主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説，「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
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𥚃就是最大的。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
18：1-5）
我們真是有福，能在神的 VBS 事工裡有份，接待這群
上帝呼召來的小天使。 感謝神的帶領， 讓我們今年的 VBS 能
圓滿地落幕，但這不是句點，而是起點，願上帝繼續在這群小
天使的心靈裡做工，讓我們所撒下的福音種子能繼續發芽、茁
壯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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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斜西山的省思
許雅正

遊子情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那裏來。

這是唐朝詩人賀知章的七言絕句，形容遊子的心情。
日昌當完兵，提了一只皮箱和大學入學許可證，就來到
了陌生的地方，無親無戚，開始人生的旅程。有血有淚也有喜
樂的時候，因為有盼望，所以不怕苦；果然完成學業、有了家
庭，工作也穩定，這樣一轉眼二十九年。
一顆懷念家鄉的心、盼望家鄉更美好的情懷，在台灣民
主化的過程出錢出力、示威抗議也從未缺席過；當台灣需要半
導體高科技的人才，日昌毅然辭掉工作，返鄉服務。記得第一
次淚灑機場目送他走向登機長廊時，他有一頭濃厚的黑髮，魁
梧的體格。但是十六年後退休回美，迎面而來的卻是一位半駝
的身體、白髮蒼蒼、滿口植牙的奧吉桑，再也不是當初令我心
儀的美少男，怎不叫人唏噓呢？
磨合
他拋掉跟在身邊從不離身的兩支手機，改背著照相機到
處追逐小鳥，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整理庭園，種菜種花，忙得
不亦樂乎。有一天他很感慨地嘆道「我從來不知道不用上班、
沒有壓力的日子是這麼的好！」。的確，他為了學業、事業辛
苦了半輩子，承受多少的壓力，嚐盡競爭和排擠，這是台灣留
學生大半生的寫照，現在總算可以休息了，回到家人身邊，也
回到台美教會的大家庭，開始不中斷的敬拜和聚會。
原本以為從此我們倆人可以過著祥和輕鬆的日子，沒料
到卻開始了半年多爭吵不休的生活。原來是新婚該有的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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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發生在四十多年之後，他以前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學業及工
作上，我則忙著三個孩子及裡裡外外的家務上，兩個人對於彼
此個性，沒有時間真正地去瞭解。一般來講，從男女朋友到結
婚初期，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可以說是三分真、七分假，如今
二十四小時的相處，才發現怎麼判若兩人。
現在聊天的機會多了，我喜歡告訴他一些有趣的事情或
周遭發生的新聞，但是他卻老是半途打岔，指出那裡不合理，
那一個地方又不合邏輯等等，讓我的興緻瞬間蕩然無存。
他剛回來對於灣區城鎮、街道都很生疏，加上有些從台
灣帶回來的習慣，所以兩人坐在車子嘔氣、發飆的情形很常發
生，喝斥閉嘴，我如果就不出聲，那麼十之八九就會開錯，多
走了冤枉路。
加州缺水的嚴重，他並不在意，再三要求他調整草坪澆
水的次數；也提醒他有些樹欉很耐旱，不必拼命的澆，他充耳
不聞。聽他拿著水管澆水的聲音，我那節約用水大道理就又拿
了出來，他聽煩了，有一天突然發飆，指責我許多的不是、數
落了很多的缺點，句句冷酷又無情，恨不得把我休掉的樣子，
結婚四十五年落此下場，情何以堪！只有到主的面前，求祂幫
助我平息內心的委曲。
和我講話還帶有長官上司的語氣，對於我說話的內容，
他會注意是否合邏輯，並且會提出那些我早已忘的光光的化學、
物理、數學來佐證他的看法。
反省、改變
各自需要反省然後改變，先設法瞭解對方也要剖析自己，
他是家中排行倒數第二，六個兄弟一個姊姊，天生安靜、寡言、
聰明絕頂、做事認真謹慎。
我是老大，四個弟弟，父母留學日本，母親大家閨秀、
相夫教子、三從四德的女性。父親家境清寒、努力向上苦學，
成功的教授和首長，深受學生愛戴，但在家中有絕對的權威，
以體罰管教小孩。我從小就能體貼媽媽，分擔家事，也要照顧
弟弟，保護他們，從小被訓練成大姊頭，具獨立而自主的個性。
婚後三個孩子及家中大小事情，順理成章一手包辦，儼然是家
裡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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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教導夫妻相處之道（以弗所書 5：22~25），哥林多
前書 13 章--「愛的真諦」，提醒了我，要把一家之主的頭銜和
實權交還給丈夫，也要以柔順代替剛強，以箴言三十一章賢德
的婦人為學習的對象，內心也期待先生愛惜他骨中骨、肉中肉
的女人。
日昌參加聖歌隊後改變不少，在莉莉老師、愛卿及諸多
姊妹的調教與聖詩的薰陶之下，個性變得柔和，開朗多了。
彼此瞭解對方的個性，而加以接納和尊重是非常重要，
常常爭議不停的事情，其實只要願意找對策，都是能解決的。
就如浪費水的爭吵，我們買了一個大水槽裝在後院，洗菜、洗
水果等等的水都可以接到大桶子，拿來澆花；而洗澡水也用大
桶子回收，我也儘量洗那當兵人快速的戰鬥澡，設法省些水。
他也把自動灑水的次數調降，這樣一來，當他澆花、澆菜時我
也不再責難。
開車時也不再有那些台灣帶回來的小毛病，路也熟多了，
也習慣家裡那兩部馬力強的車子，所以我不再是側座駕駛了。
倆人談話時也盡量控制自己，尊重太太的看法。
每週的查經和禮拜天的崇拜，都能潛移默化，慢慢修整
我們的性格，這是慈悲的天父要我們學習的功課，盼望對主的
順從、謹守祂的誡命，在個人及家庭方面，能夠盡心、盡性、
盡意疼主，也要疼自己的丈夫（妻子）如自己，如此天父就將
祝福加添給我們。
日斜西山
年輕時追逐夢想，壯年時上帝賞以功成名就，年老時呢？
以前的種種如煙消散，如今面對的是夕陽西下，夜月高掛的時
候。詩篇九十篇也提醒：「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
以到八十，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
如飛而去。」
生命的意義是甚麼？人生的目標又該是甚麼？難道是為
了利益、名譽、權力、高位，盲目追求而耗盡造物主所給你的
年日，到盡頭空空虛虛地悵然而去，值得嗎？
讓我們有個燦爛、令人懷念、又沒有遺憾的黃昏歲月；
讓我們成為一位快樂、討喜的長輩；在教會裡和氣待人、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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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老賣老、不要等人來服事、要主動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幫忙、
去關心，盡量謙卑自己、尊重別人、許多事工放手、交棒給年
輕的一代，我們只要從旁鼓勵和稱讚，或許有什麼出錯，不可
粗言指責，反而該婉言建議，避免挫人意志，使人跌倒；也要
切記保守自己的口舌，不要說長道短，搬弄是非。或許年長了，
體力不夠，有些事工沒辦法幫忙，但是我們可以參加詩班，也
可以組個長青老人詩班也不錯，而最有意義、最令天父喜歡的
服事是成為教會代禱的勇士，為個人、為教會、為社區、為國
家、為神的國度擴張禱告，再有電話關懷問候，留意會友的需
要，招呼新來的朋友，……太多太多我們可以做的。
來到這個世界不要白白的走一遭而已，記得人生的目的
是：生命出自上帝，榮神益人就是我們的使命，也是將來要帶
到神面前的一張成績單的唯一要求；有沒有行出好見證榮耀神？
有沒有成為別人的祝福？雅各書要求基督徒信仰和行為要並行。
因為我們和上帝連結，敬畏祂，那麼在黃昏的時光裡，
我們的日子將會充滿了平安和喜樂，雖然有時會有黑雲密布，
但是上帝的疼惜和扶持會與大家同在，祂不會丟棄我們，祂會
一路陪伴直到進入永遠的天家，與長輩們共勉之！

生日快樂，陳震基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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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樹上唱歌
Lily
在每個教會裏，神賜給一些人有
特別的音樂才能，而它所賜給的恩賜，
將來有一天都需要向神交代的。因此，所有的音樂事奉者，都
要善用恩賜來成全提昇別人，因為用生命的服事比専業的服事
更加重要。所羅門王在聖殿中那些「歌唱的利未人」是何等的
專業，然而一旦所羅門王離開神，以色列人背逆了神，結果聖
殿被毀，以色列人被擄，專業的音樂家到最後只能説：「...在
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兒的
柳樹上.....」在教會中的音樂事奉者要先深深感受詩人的哀歌
悲情，願意將音樂順服在神的主權之下，甚至與詩人有同樣的
心志説：「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詩篇 137:5)
在台美的聖歌隊已渡過 25 個寒暑，這期間人來人往，
我已成為最元老級的隊員。我想能譲我留在聖歌隊這麼久，除
了回報上帝的愛，另方面林英雄長老亦是影響我至深的人。
90 年代，林長老來到台美教會聖歌隊，我還記得那時
我們在練十架七言，他唱 Baritone 耶穌的角色，那獨特悲滄的
音色，真的讓我仿如看到主耶穌。二十年來，他很少缺席，永
遠穿著整齊的西裝來到教會，來到聖歌隊教室。在詩班裏很難
有好的 tenor， 台美教會何其幸運有林長老。蕭泰然老師「雖
然行過死蔭的山谷」裏我最喜歡 tenor 優美抒情的旋律「祢的
鎚，祢的拐，安慰我。在我對敵的面前，祢給我攞設筵席。祢
用油抹我的頭殼；我的杯滿出來。」當林長老虔誠的唱出此段
時，我覺得蕭老師仿如是為他獨特的音色量身而寫。
令人心疼且遺憾的是十多年前林長老罹患了鼻咽癌，經
過無以數記的化療及各種治療，傷到他的聲帶及聽覺，讓他無
法正常自然的發聲，更別說唱歌了。然而，他始終是聖歌隊最
大的支持者，永遠穿著整齊的坐在中間専心聽聖歌隊唱歌，有
時精神不錯䝰，會特別拄著柺杖前來給我們鼓勵。他縱使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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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同在台上獻詩，他卻永遠是我們的精神領袖。林長老
榮神又益人的表率，引導著聖歌隊不論晴雨，歌聲永不止息。
今年七月初是林長老 79 大壽，蒙林長老娘的熱忱邀請
，聖歌隊全體在靈修會結束後來到林長老、長老娘溫暖的家，
我們一起唱了 4 首詩歌，林長老看著歌譜専心聽著每首詩歌
，那一幕至今回想起來，依舊十分溫馨且令人動容。我們也用
小黑板和林長老聊天話家常，雖然再也無法聽到他屬靈的歌聲
，但是能夠看到他好久不見的笑容所傳來的光與熱，真的溫暖
了我們每個人的心，衷心期待著明年夏天我們能再以歌聲來為
他慶祝 80 大壽。
在生命樹上唱歌的林長老對詩歌的熱愛，影響我們每個
人至深，也讓我深信當我們獻詩時，若真能走在生命樹的道路
，領受神在敬拜中要賜給祂兒女一切豐盛的產業，才能將音樂
這「心靈的語言」帶出感恩與讚美，也帶給別人屬天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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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我們禱告的阿爸天父
葉惠琇
主耶穌敎導門徒禱告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
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開門。」(路 11：9-10）
去年兒童主日學人數降至只剩 6 個孩子，因為一些大孩
子已升上青少年團契。分班上課甚是困難，只要有一、二個孩
子缺席，大班就成為一對一教學，所以對老師、對學生都是很
大的挑戰。身為主日學校長的我更是憂心忡忡且壓力甚大，一
邊想要如何增加人數，一邊又要想要如何保持大班學生心情不
受影響，且能繼續學習神的話語，在敎材的挑選也甚是挑戰。
每到年底，我就會向神求賜給我們更多的孩子，讓我們有機會
服事他們，讓孩子們能透過主日學來認識天上的天父，就像我
的童年一樣。
我信主的啓蒙老師就是我的主日學老師，大概在小學二
、三年级吧？，我跟妹妹就開始每個星期天跑到離家只有幾步
路程的一個家庭式的小敎會聚會。因為一塊小餠乾及一張上面
寫著聖經經節的精緻小卡片，就吸引著每星期天就愛睡懶覺的
我，能早起帶著興奮的心情和妹妹去上主日學。爸媽當時雖然
不是基督徒，但認為上敎會的孩子是不會學壞，所以也允許我
跟妹妹去上主日學。好聽的詩歌及生動的聖経故事，填満了我
童年的主日學。每到聖誕節，媽媽就把我和妹妹打扮的漂漂亮
亮地讓我們去敎會，主日學老師就會帶著我們 5 個兒童到鄰近
的姊妹教會去獻詩。
孩子的心就像海棉一樣
，老師教什麼就完全地吸收。
記得十歲的我開始思考很多事
，也多愁善感。有一天的主日
，主日學老師説，當所有人都
不在聽你講話時，世界上還有
一個人永遠會耐心地傾聽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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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就是天上的阿爸天父。那時的我很純真，真的就回家跪
在床邊開始向神禱告說，「親愛的天父，若祢真的像主日學老
師所説的，會聽我講所有的話，我願意來相信袮。」從那天禱
告之後, 我就每天寫日記，跟父神約會，説心𥚃的悄悄話，寫
了好幾年。也從那時候開始，學會跟天父講話，無所不談。現
在自己成為主日學的老師之後，每每聽到孩子們閉起眼，合起
他們的小手，開始秀出純真的禱告的模樣禱告時，心𥚃著時的
喜悅。心想我們禱告時，在天上的天父，不也是這樣用愛的眼
神看著我們，很用心地聽我們的禱告嗎？
神是一個信實的神，當你用心地求，且為祂的國度祈求
，上帝所給的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在今年年初，我向神
求主日學能增加到 10 個小孩，甚至到一打，如果神願意賜給
我們的話，結果到今年暑期聖経學校結束之後，神真的賞賜給
我們更多的學生，而且是超過了 12 個，上帝真是奇妙，且是
聽禱告的神。為了這份恩典與賞賜，我更加珍惜這份上帝所差
派給我的事工，竭盡能力來教導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孩子，上
帝更是感動了一群優秀有能力又有愛心的老師一起同工，數年
來他們默默地，甘心樂意地為敎會的主日學事工全心擺上，因
為上帝先愛我們，所以我們才有能力去愛人。（約壹 4：19）
我們能用上帝所給予我們的智慧，才能，及愛心，好好敎導孩
子們上帝的話語，認識上帝的美善，讓他們將來都能成為福音
的天使。神也説：「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

24

今天的風，是什麼顏色?
風竹
有位小男孩名叫凱爾，他生下來就是全盲，不知道光為
何物？ 雖然看不見，凱爾的父母還是用各種想像力教他體會
顏色：「天空是涼涼的藍」、「樹木是叢叢的綠」、「媽媽的
愛是濃濃的紅色」。凱爾用他敏銳的聽覺學習，傾聽大自然細
語，他所認知的世界與一般眼睛看得見的人不一樣。
有一天，凱爾的媽媽帶他到餐廳與朋友吃午餐，她們之
間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凱爾突然興奮地轉向媽媽說：「媽
咪！媽咪！你聽聽看，這邊樹的聲音和我們家後院不一樣。」
他側著耳朵，遲疑地問媽媽「今天的風，是什麼顏色？」
******************************************
記得三個月前，發生在南卡的悲慘事件嗎？ 2015 年 6
月 17 日，一個仲夏夜的週三晚上，一位 21 歲白人年輕人
Dylann Roof 到南卡州 Charleston 的以馬內利黑人教會參加查
經。由於 Roof 是新來的人，熱情的黑人用擁抱的雙手歡迎他。
查經查到一半時，Roof 從容地站起來，手伸進口袋裡，掏出
一把手槍，瘋狂地射殺查經班的人。在這種族仇恨的槍殺，九
人罹難，包括四名牧師。
對這樣冷血的殺戮事件，大部分的人感到非常憤怒，無
法了解世上怎麼會有如此惡魔，懷有如此的仇恨，射殺這群手
無寸鐵、追隨基督的人，只因為他們的膚色不同，只因為自我
的種族優越感？我不明白上帝為何不制止這個悲慘事件的發生？
我在想 Charleston 的黑人教會裡吹的是什麼顏色的風呢？發的
是什麼聲音呢？是被血腥污染的紅色、人們哭泣的聲音嗎？還
是熱血沸騰的紅色、伸張正義的聲音呢？
二日後，6 月 19 日，這九位罹難者的家屬，前去參加
Dylann Roof 的保釋聽證會。一位接著一位，他們直接對 Roof
陳訴心中的話。出乎人意料的，他們沒有表露箭拔孥張的憤怒
或伸張正義的仇恨，相反地，他們傳達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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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ine Collier 是七十歲 Ethel Lance 的女兒，她在保釋
聽證會上對 Dylann Roof 說：「你把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帶走
了，我再也不能與她說話，我再也無法擁抱她。但是，我原
諒你，也求神的慈悲在你身上。你傷害了我，你傷害了很多
人，但上帝原諒你，我也原諒你。」
Sharonda Singleton 的青少年兒子說：「愛永遠勝過仇
恨。如果我們能夠像我媽媽一樣去愛，那麼仇恨永遠無法接近
愛所在的地方。」
Charleston 的黑人教會在 Roof 的保釋聽證會散發什麼
顏色的風呢？是純白無汙染的風，是上帝的氣息吹向人間，安
慰受傷、哀慟人的心；或者是基督鮮紅寶血的愛，洗淨人的罪
孽與擦消悲劇。Charleston 的黑人教會發的是什麼聲音呢？是
哀傷的啜泣，祈求神的憐憫；或者是堅定的信心，有力地傳達
上帝赦免與愛的信息。
******************************************

台美教會的風，是什麼顏色？發的又是什麼聲音的風呢？
從 2015 年初開始，教會就漸漸有二種不同的聲音，因
為牧師在講道中多次提到他心繫台灣年老的媽媽，想返台照顧
她。有一些兄姊，希望牧師留下來，繼續講道與帶領會友查經；
也有些人尊重牧師的心願，回鄉孝敬年老的母親。多重的聲音，
似乎也讓牧師猶豫了，雖然經過長時間禱告，仍不確定。於是，
牧師希望藉由會員大會的投票，來決定他的去留。7 月 19 日
投票結果是 31 : 29，即 31 位會友投贊成票，尊重牧師的心願，
辭職回台；29 位會友投反對票，希望牧師繼續留在台美牧養
我們這群羊。
然而，在投票的前前後後數個月的日子裡，大家的心情
甚是起浮，多種顏色的颶風狂捲著教會；多種聲音充斥會友間，
令人無所適從。有人如密佈的黑雲，傷心哭泣；有人如伸張正
義的紅風，咆哮、指責；有人如風雨中漂泊的方舟，沉靜浮載，
迫切禱告。不管哪一方的人，都同心協力祈求神的帶領，為牧
師的去留、為台美的將來。每個人都是愛神的，並深深愛著這
間上帝賜福的教會。雖然神帶領賴牧師返台照顧母親，讓一些
會友不捨、難過、迷惘與震盪。然而，台美教會仍是我們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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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人在美國的家，是我們的根，上帝的手永遠沒有離開台美，
我們得以在此繼續用最親切的母語敬拜神。
你希望台美吹的是什麼顏色的風？發的是什麼聲音呢？
如果，Charleston 的黑人教會罹難者的家屬都能夠放下哀慟，
原諒殺害親人的冷血 Dylann Roof，我們還有甚麼人或事是不
可原諒的嗎？ 如同 Joey Lee 牧師在 9 月 6 日的講道所言「如
果你們還在生氣的話，我請求你們放下那些憤怒；如果你們站
得遠遠的，我請你們回到教會的團契；如果你們正在考慮離開
教會，我請求你們重新考慮也留下來。」讓台美吹的是奮興教
會的風，發的是愛的真諦的聲音。你可以選擇不要在情緒和精
神上向內爆炸，讓上帝平撫受傷者的心靈，讓上帝帶領著台美
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一起手攜手，心連心，傳達上帝赦免與愛
的信息，讓我們一同譜曲台美下一樂章，榮耀神的名。

TAPC 集錦
2015 教會停車場拍賣

2014 聖誕節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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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科學的經文
編輯組
長青團契有幸能邀請台美敬愛的馬逸輝長老，分享他長
年來努力鑽硏的科學，證明神如何奇妙的創造。 馬長老利用
了八月的兩個週末來分享那深
奧又奇妙的科學發現，來解釋
宇宙的誕生如何契合聖經所説
的。他從各個學説的演變及至
宇宙起源的大爆炸論（The Big
Bang Theory) 來證明「宇宙有
開始」的時刻。
1940 年代 George Gamow 説：大約 137 億年前由一個
小起點發生爆炸如火球（一億億億億億溫度），火球同時也膨
脹，其速度是光速的若干倍（光速：30 萬公里/秒）。一秒後
冷卻 100 億度，因而產生了物質的基本粒子如夸克，質子，
中子，和電子，然後因引力變成了氣體雲、恆星、星系，而星
係間的距離也繼續增加，表示宇宙還繼續在膨脹。由於這種大
規模的加速膨脹現象，2011 年諾貝爾物理學奨得主
Thommason Giannantonio & Robert Critenden 就提出一個學説，
指出宇宙中的確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推動（Dark Energy) 。牛
頓的萬有引力，James Maxwell 的電，磁，光， 及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能量可以轉化成物質），所有都在証明這宇宙不是混
沌的，是有個造物主有計畫地創造這世界及生命。
大爆炸後, 能量経冷卻, 轉為物質. 由萬有引力聚集這些
物質，成為星球、太空. 上帝的靈在無限小的時間內（千萬分
之一秒）將能量轉化為物質，宇宙就如此誕生了。而生命的存
在是必須要在適合的環境𥚃才能生存, 太陽的光線和熱量都會
直接傷害生物細胞 ，九大行星中，只有地球有獨厚的條件適
合人生存，如地球有磁場，故使生物、物質不被太陽風吹掉，
有氧氣氮氣供養生存條件，而且地球自轉且公轉太陽，才有四
季的產生，這種種的保護，才能使生物得以生存。 上帝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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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天頂穹蒼（光和空氣), 然後再創造地上的動物、植物、人。
上帝創造地上、水裡的活物，特別強調「各從其類」, 因此推
翻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為現今的生物學確認不同品種的
動物，其 DNA 是不同，所以進化論與上帝的「各從其類」不
能符合，猴子不可能進化成高等動物的人類。人與動植物的分
別是神將「生命的氣 」吹在亞當的鼻孔裡，人成為「有靈的
活人」。

甘願為主唱詩的羊群
李智燕
我們聖歌隊是一群愛唱歌的羊群，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為了服事上主無怨無悔。我們的服事，除了每週主日禮拜獻唱
以外， 復活節、聖誕節、婚喪喜慶裏我們也會出現。繁忙的
事奉，雖然有時覺得疲憊，厭倦，但如
果能榮耀神，總是還是令人感到振奮喜
樂不已。目前聖歌隊員人數大約 20 人，
雖然不是專業的演唱者，但我們可是都
帶著一顆熱誠奉獻的心，加上我們認真、
謙卑學習、同心練唱，每個禮拜日我們
都期待能藉由詩歌來歌頌讚美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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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個靈
每週日早上 9 點 45 分和禮拜結束後，都可以看到聖歌
隊員在 choir room 辛苦練唱的身影。目的就是要奉獻自己的聲
音，並且做更美好的事工來讚美主上帝。因為聖經上說：「上
帝是個靈，所以我們要用心靈與誠實來敬拜祂。」
聖歌隊是祭司
我們不輕看自己在神裏的重要性。在崇拜中我們扮演著
祭司的角色，除了帶領會友敬拜之外，重要的是將上帝賞賜給
我們的恩賜 -- 音樂，擺在祭壇上，為主所用。而這樣的服事，
在我們的生命中更是一種榮耀。
延續祖孫，一代傳一代
聖歌隊的服事其實是壽命相當長的團隊。隊員從少年就
加入聖歌隊的服事，從年輕唱到中年再唱到老年，有時候還會
看到三代同堂的畫面，真是美極了! 我自己本身也是從信主以
來唱到現在，第二代的也在主的呼召前預備中。詩篇 146：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上帝。
結論
聽了以上的介紹，對聖歌隊服事是不是有感到一點興趣
呢？來吧! 這裡需要你的加入，替我們注入新鮮氣盛的新血吧!
歡迎您留下大名，email, 電話, 我們同工收到後會用最有效的
速度與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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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C 大掃除（9/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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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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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s, David and Dani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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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賜福保護你,賴牧師 & 牧師娘 !

TAPC 集錦

女宣團契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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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帶我回台美教會
張美娜
離開台美十多年，完成沒想過回來台美，但神奇妙的帶
領，我回來了這個久違的大家庭 – 台美長老教會。
前年夏天，頌愛和頌憫分別告訴我，他們要搬到離工作
近一點的地方，我突然感到孤獨，面對這大房子，我覺得很孤
單，所以亮起 down sizing 的念頭，於是聯絡了仲介開始了忙
碌的換房計畫，也完全沒有想到會那麼順利。
三年前我有機會在 Evergreen 買了 一棟 Short Sales 的大
房子，住了不到三年，房地產漲了，我竟然能因著這增值，順
利的如同期待的買了 Duplex，並且回來 West San Jose，離上
班近很多。這房子是我所看的第三棟 Duplex 第一個 offer。當
我來看這房子時，很驚訝的發現台美教會就在對面，我告訴仲
介 Lily，21 年前我懷著老三搬到南灣，並找到台美教會。在我
們來到台美第一個禮拜，Noah 出生了，但是因家庭的變故下，
我離開了台美，過了約 10 年沒有聚會、離開 神的日子，直到
4 年前，開始在基督五家，參加第三堂聚會，在那裏我享受詩
歌讚美、牧師的信息。但除了牧師之外，四年來，我不認識教
會裡任何人，獨來獨往地進出教會聚會，我沒有歸屬感，我告
訴我自己，我只是來聚會的，不是來找人的。
當我們看了房子，房子雖舊，但是 size 和價錢都是在預
算中的，所以當我們走出這房子，我與 Lily 牽手面對著教會禱
告，我跟神求，如果是祂所賜的房子，我就不需要加價去買。
結果出乎意料的，雖然我的 offer 是最低的，但是屋主決定賣
給我，感謝主！ 神再給我第二個印證是：當 Termite 報告出
來，需要支付 $4,575 處理 termite ，這筆錢並不在我的預算之
內，我只有三天的時間考慮是否 turn down offer。所以當晚我
又與 Lily 一起禱告：如果這房子是 神您所賜的，就讓這筆錢
有著落。然後我發了電郵給 Lily 的 Broker，說明我的立場與心
意，結果隔天竟收到 Broker 的回覆：他願意承擔這筆 $4,575
的 termite 費用，哈利路亞！感謝主！就這樣我買了這房子，
成為教會的鄰居，也回來台美聚會；感謝主，在我迷失流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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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祂奇妙的恩典讓
我重回台美這溫暖的大家
庭。
在數算過去的 17 年，
走過跌跌撞撞的日子， 神
讓我堅強的把三個孩子扶
養長大成人。頌愛、頌憫
和頌榮都各自過著獨立的
生活，想到這裡，我要借此感謝台美教會兄姊在我最困難時，
為我奉獻。當我從 Marine County 帶著三個孩子搬回南灣時，
神感動一位白人弟兄開著 20 呎大卡車，幫我搬回所有家當；
當我們到了 Cupertino，台美社青的幾位弟兄已在車庫外等著
幫忙，卸下所有家當、裝好床，讓我們晚上就有床可睡。每每
想到此景，總是讓我淚流滿面。家庭的破碎，我別無選擇的獨
力扶養三個孩子，如今看到他們都長大成人，一切的辛酸，都
在不言中，唯有感恩再感恩！
最後我再為著有一位安定的工作感恩，在美國沒上過一
天課的我，竟能本著在台灣所學的專業考了二張執照，安定地
在 Kaiser Permanente 上班；並且大哥的朋友七年前移民美國，
我與他合開了一家眼鏡行，這份額外的收入，讓我能夠在支付
孩子大學學費時，減輕很多我經濟的壓力， 神的恩典總是夠
我用。感謝主！

「開心」的雅正姊，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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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的晚宴
眾樂樂
這頓驚喜的晚宴是如何開始被精心策劃的呢？
首先，是女主人準備用她那塊喜馬拉雅山塩磚，烹調
料理，宴饗教會多年好朋友們。一位受邀的朋友，慧黠地回電
郵説「我會帶清涼的新疆哈蜜瓜，與眾分享。」
第一波漣漪迴響了：
「我帶精緻可口的英國皇室下午茶甜點，讓大家齒涎留香！」
「法國（平民）長棍麵包，切片，塗抹蒜蓉奶油，微醺烘
烤，金黃香脆，開啟您的味蕾。」
「海鮮白醬義大利麵，濃稠的白醬配搭活跳蝦、干貝、花
枝，烘焗千層起司拌麵，滿足您的胃。」
第二波漣漪盪開了，讓大家迫不急待地想要早點品嚐各國風味
的豐盛佳餚：
「道地香醇的愛爾蘭黑啤酒細火慢墩精選牛肉，將帶給您
色、香、味的感動。」
「德國泡沫啤酒滷製的香噴雞腿、雞翅，將驚動您的味蕾。」
「台式純樸的冬瓜茶冷飲， 配上晶瑩剔透的愛玉與渾圓珍
珠， 讓您清涼一夏！」
陣陣的漣漪逐漸停止了：
「鮮紅、多汁、多沙的美國西瓜，為您消暑！」
「香濃的南非肉羮湯，帶您奔馳原野！」（啥米啊？是獅子、
山貓、羚羊的肉做的嗎?）
「我帶我尼泊爾的朋友來。」（漣漪完全靜止了！）
上帝把我們這群異鄉人，聚集在台美長老教會，用愛
彼此扶持、提攜、包容，這真摯的友誼讓我們深深體會神賞賜
的祝福。一個誠心的晚宴邀請，彷如一顆小石頭投入湖心，餘
波一層、一層展開。無限想像空間的漣漪，因為上帝的祝福與
好友的熱情而盪漾著，伴隨許許多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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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的悲歌
風竹
2015 年 9 月 2 日敘利亞三歲
男孩伏屍在土耳其的海灘上，他天
真無瑕的臉沉浸在海水裡，這張照
片震撼了國際，同時也牽動了多數
人的惻隱之心。這位還來不及長大
的男孩叫做 Aylan Kurdi，他的家人
坐船準備逃到加拿大，但難民船翻
覆了，他與五歲的哥哥、35 歲的媽
媽都溺斃，只有爸爸生還。
敘利亞位於美索不達米亞，首都大馬士革。與土耳其、伊拉
克、約旦、黎巴嫩和以色列等五國為鄰。3/4 的人口信奉回教
。1961 年，敘利亞脫離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為獨立國家。
敘利亞人的「出敘利亞記」（Syrian Exodus）2011 年敘利亞人
不滿阿薩德家族獨裁統治，發動反
政府示威活動，要求民主改革，但
最終卻演變成內戰。2013 年更爆出
化學武器攻擊平民事件，但政府軍
與反政府軍卻相互卸責。四百萬的
人民因政治與經濟因素，前仆後繼
逃離家園。
難民的悲歌 歷經過 228 的台灣人與
家屬大概最能感同身受政治迫害與敘
利亞人的顛沛流離。然而，1947 年
代的台灣人無能力出走躲避政治殘害，
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極反抗、苦難中求
生存。我們求神憐憫敘利亞，早日結
束內戰，正義得以聲張，人民重返家
園，不再有孩童的驚惶、哭泣、死亡與難民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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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那一時刻
by

Cara Wasden

翻譯: 葉愛卿
曾否因一句仁慈的話，把你從低潮的情緒拉了回來？你的話
是具影響力的，它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天，或者幫助他渡過生命的
幽谷。把握那時刻！
去年夏天，我到俄亥俄州參加 Toastmaster 演講比賽，我到
附近的超市逛逛。在櫃台排隊等候付款時，我前面有位老先生，顫
抖的雙手伸入褲袋，極吃力地想要把錢掏出來，櫃台小姐很和藹地
對他說：「慢慢來，我可是一點也不急啊！」老先生轉過頭來看著
我，淺藍的眼睛已蒙上一層淚水了。我對他說：「先生，你藍色的
帽子，把你美麗的藍眼睛襯托地更明亮！」我們倆不是在諂媚他，
我們只是知道，在那剎那，那位老先生需要仁慈的鼓勵與讚美。
離開超市後，老先生走過來，向我說了我這輩子不會忘記的
話：「年輕女孩！謝謝妳給我這幾年來最美好的禮物。我已經不記
得，曾幾何時有人像你們二位一樣，對我這麼仁慈！今天恰巧是我
90 歲生日。」
在那次比賽，我開始思索讚美的力量。有許多參賽者與我分
享，他們所聽到的演講是多麼的棒。但問題是，這些鼓勵的讚美辭，
都不是直接向演講者表達。為何會如此？也許是因為害羞，也許是
怕表錯情、會錯意。但是，別保留啊！你說的話是具影響力的，只
要是誠懇與真摯，而且越具體越好。
在 1980 末，我那劃時代的瀏海像陡峭的懸崖般直聳立著。
那時我在社區大學殘障學生輔導室，與我的輔導員會談，因為我被
診斷為特瑞症 (Tourette Syndrome) 者。被公佈自己為特瑞症患者彷
彿是中了樂透特獎，只是我不喜歡我的獎品--「卡拉！你特瑞症的
獎品包括不自主性抽動、強迫症、過動症及學習障礙！」的確是如
此。我在大學裡出盡鋒頭，但不是因為成績優異。
我現在可以佻侃自己，但是在成長過程中有特瑞症並不好玩。
在我一生裡，有太多的人告訴我，我這不能做、那不能做，
因為我有一大長串的殘障清單，我相信了他們。當遇到困難時，我
選擇放棄：我放棄彈鋼琴、我退掉選課、我辭掉工作、我我 …… 我
放棄自己。那天，我走進輔導室，見我的輔導員，他叫丹納古夫。
我準備告訴他「我決定要退學了！」他專注的眼神未曾離開我，他
說：「卡拉，妳比妳自己想像得更有能力，我相信妳。」丹納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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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不看我一大長串的殘障款項，
而對我說：「我相信妳！」，他改變了
我一生，因為他把握了那一時刻。
八年後，我拿到「四」年的學士
學位—人文學，那證實了我是全面發展
的人。我之所以能夠完成學士學位，是
因為丹納古夫把握那一時刻，幫助了我。
你只需花一剎那就有可能改變一
個人的一天或一生。一位老先生因為我一句誠懇的讚美，而有一個
值得回味的生日。而我的生命也因為丹納的四個字而改變。
現在也是你改變一個人一天或一生的時候--「把握那一時刻！」
【譯者註】此文是我朋友卡拉小姐參加 Toastmaster 演講比賽的演講
稿。欲看演講實況請參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Y2nvj02rE

多方禱告祈求
Vivian Liu
受到英文部牧師 David 的邀請，我和老公前往觀賞他
極力推薦的基督教電影 -- War Room。電影故事在陳述一位
寡婦失去她的丈夫，他是一位軍官，在策劃指揮如何和敵軍作
戰，不幸因心臟病突發而在前線喪生，他們那時僅結婚十一年，
兒子在小學唸書。
因為她年紀已漸漸衰老，腿部不利於行，二樓的房子不
再適合她居住，她想搬去和兒子一同住。於是找了一位房地產
女經紀來幫她銷售她的房子。在她與此位三～四十歲的女經紀
接觸後，她略知經紀是上教堂，但沒有完全敞開心也沒相當熱
烈的心敬拜上帝。她請她的經紀喝咖啡，故意拿一杯室溫的咖
啡，那位女經紀反問她：怎麼給我一杯不熱的咖啡，這位有智
慧的老姊妹回答：因為我覺得妳對待上帝也像這杯咖啡，只有
室溫，沒有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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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經紀問智慧老姊妹，那一間房間是她最喜歡的，
她回答「衣櫥間」，因為那是她禱告的地方。她説她曽埋怨為
何她的先生及上帝留下她一人獨自撫養小小兒子；她也説不曾
為她在前線服軍役的先生每天好好禱告，她當時就像室溫的咖
啡，沒有高溫的心來禱告並敬拜上帝。
於是這位女經紀䦕始訴說她的丈夫，並没有把全心放在
家庭，只是穿著畢挺的當個十分成功的藥廠銷售代表，經常出
差，在家時間就相對減少。當她告訴丈夫希望他減少出差，他
的答案令她心冷。再加上有一次，她的妹妹需要借錢，她就借
給她伍仠元，沒事先徵得先生的同意。她丈夫大發雷霆，不准
她再如此，還嘲笑譏諷地說她妹夫怎麼都無法找到工作，只㑹
開口借錢。
於是智慧的老姊妹就藉著機會，邀請她到她家，像朋友
般聊聊心事。當她第一次到老姊妹家，就開始不停地訴說及數
落丈夫的所行所為。老姊妹説妳是否能替妳丈夫禱告，祈求上
帝的帶領，讓神把妳的丈夫帶回到妳的身邊和妳的家庭，妳要
做的只是為先生與家庭禱告。她回覆說她現在無法替丈夫禱告。
老姊妹説神㑹等妳的。於是她漸漸地學著老姊妹在衣櫥內禱告。
直到有一天，女經紀在她的手機收到她朋友的簡訊，說
她的先生正在跟一位年輕貌美的女人在高檔餐廳用餐，她開始
呼叫上帝，求祂的憐憫、恩典，斥責撒但遠離她家，當晚她把
她的衣櫥全部清出，當成禱告室，全心禱告，求神把她的丈夫
和他的心帶回家。
結果神聽到她迫切的禱告，開始作工，那位和她丈夫進
餐的女人試著誘惑他到她的公寓，但是她的丈夫在付完帳後，
打算前往她的公寓，他突然覺得腸胃很不舒服，必須要到洗手
間。隔天他提早 10 個鐘頭回到家，回到臥室後，他看到他妻
子的手機，才知道她早已發覺他的精神出軌，及他藉著出差機
會邀請其他女人共餐、聊天、試著發展成婚外情。
接著他因為偽開雙份藥廠樣品私飽中囊 (應該要給醫生
客戶群的樣本，他卻私藏一份去賣給第三者以增加收入）東窗
事發，他被抄魷魚了，失去高收入的薪水。 沒有工作之後，
有一天他為了找東西，找到太太的衣櫥內，他發現有很多她替
他禱告的字條，他才臣服謙卑下來，因為他過去得意之餘，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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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女兒全拋在腦後，沒有家庭觀念，只想到他自己一個人所
需所求，如此自私的他，她竟然沒有離他遠去，而且還幫他不
停地禱告，於是他向她下跪，請求她的原諒。
於是，他們把神作為一家之主，得到神的祝福，他們夫
妻關係恢復到以前良好關係；女兒也知道父母不再她面前吵架，
而且花更多時間在她身上；她的丈夫也願意載女兒參加課外活
動～花式跳繩，他很驚訝女兒能夠跳得如此之好，不久之後他
也願意成為教練，志願替女兒的隊伍訓練以參加鄕郡內的比賽。
他也向女兒道歉，因他沒有做好一個父親的角色，希望女兒知
道他很疼愛她，希望她給他一個機會補償她，盡過去他沒有當
好父親的責任。當他在猶豫要不要把他尚存的藥品樣品還給以
前的公司，因為擔心公司㑹起訴他，讓他鎯鐺入獄。他的妻子
鼓勵他要歸還那些樣品，接著不停地禱告，再把所有憂慮交托
給上帝。結果神的憐憫和恩典，讓他免於牢獄之災。
這是一部相當值得推薦的電影，若能去觀看，更能領受
到禱告的能力是超過我們的想像，因為就像那位智慧的老姊妹
所言，我們只要在主的旨意中，盡我們的本份不停的禱告，成
就與否，就交託給上帝～我們的阿爸父神手中了。是的，不間
斷地禱告，神必垂聽我們，順從祂的旨意，祂必在祂的時間成
就。
英文部年輕的 David 牧師，常常在講道時見證並且感謝
他母親三十幾年來，每天在清晨五點半就開始為他禱告，造就
了他成為願意服事主的傳道人。
也聽過許多見證，為自己尚未認識主耶穌的親人們、親
戚們、朋友們，不住地真誠滿心熱忱禱告，有時有長達數十寒
暑，終於在主的旨意和時間內，願意接受主耶穌成為他們的救
主。也有為了婚姻、子女、工作、身體狀況，禱告的力量，是
超乎我們的想像。保羅勸告我們要靠著
聖靈隨時禱告，多方禱告祈求。We
should pray in all occasions。在各種
場合中都要禱告。多方禱告的英文翻譯
是 Pray for all events，隨處禱告與隨
事禱告；我們發現禱告可以，也是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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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不景氣的時候可以禱告，事情順利的時候可以禱告，心
靈憂傷可以禱告，禱告是與神溝通，透過聖靈的傳導與永恆互
動的過程。隨時隨事隨處的禱告，就是全方位的禱告 。
箴言 4:23 提醒我們：『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或 翻譯成『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一個人的心思意念決定了一個的一生。禱告最先改
變的是我們的心。保羅在這裡向我們提到了兩種效應：1 增強
信念。2.心意更新。透過禱告，我們可以超越從更高的角度看
我們目前的處境；我們也可以在禱告中得到新的力量與意義。
你是否願意禱告，願不願意讓神全面來接管與改變你的
生活？但願我們能夠經常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叫我們更多
經歷上帝的大能力。只要每天十五分鐘，為你所愛的家人、親
朋好友禱告。我們透過禱告，絕對是無法想像主如何在祂的旨
意裏、時間內，成就我們所求的。

Volunteering @ 2nd Harvest Foo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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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the Body of Christ
Rev. Joey Lee

(9/6/15 Sermon)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I’ve known TAPC for a
long time now. I knew your pastors, first Rev. Hsieh, then
Rev. Tsai, and then Rev. Chao. That was a very difficult time.
I remember. I have preached at TAPC 61 times, today
makes 62. It has mostly been at the EM service, the first
time in 1999? That makes it 16 years.
The scripture lesson for today, I got from your website.
“Passion for Church Revival” which quotes 1 Corinthians
12:26, “If one member suffers, all suffer together with it; if one
member is honored, all rejoice together with it.” You see, I
know you. 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nd where
TAPC is today
A Mix of Emotions
I assum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recent events… Some are happy and some are sad.
Some think what happened is good, some think it is bad.
Some are looking back and wondering how did this happen,
and some are looking forward, hoping for what is next. Some
may even have stronger feelings of frustration, betrayal, or
anger. You might feel, “here we go again.” Or maybe you feel
just tired and you think “I’m done.”
A valuable resource in my work with churches… the
Bible. I know it sounds obvious, but it is one of the most
helpful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New Testament, and even
more especially, the letters of Paul. I used to not like the
writings of Paul. Not as interesting at the OT,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Gospels. I disagreed with him, or didn’t understand
him or was bored by him. But the more I work with churches,
the more I appreciated what Paul has to say.
Our scripture lesson today is one you’ve heard often
before. Paul describes the uniqueness and value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Paul also describes the unity of the body.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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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s this chapter about the church being like a human body
and then says not just any human body, but in fact is the
body of Christ. He end the chapter at verse 31, “But strive
for the greater gifts. And I will show you a still more excellent
way.” And then goes on to write one of the most poetic
descriptions of the meaning of love ever recorded.
“4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not envious or boastful or
arrogant 5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sentful; 6 it does not rejoice in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7 It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Chapter 13)
Paul reminds us that if we can speak like angels, but
don’t have love, we’re just a bunch of noise. And if we had
the power of prophets and had all the knowledge in the world,
or if we had so much faith that we could make a mountain
move, without love, we’re nothing. Think about it, this is the
first theologian of the church,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Christian churches, and he is saying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is nothing without love. He finishes his beautiful
chapter saying that in the end, all we have is faith, hope and
love and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And most of us know that Paul is not talking about
love in families. It’s not romantic love, or love between
friends or love of country. It is Christ-like love. It is sacrificial
love. It is “thinking-of-others- before-thinking-of-yourself”
love.
Why does Paul do all this? He tells us why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letter. (Remember this is a letter with 16
chapters that he is writing to a churc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letter Paul says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me by Chloe’s
people that there are quarrels among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Chapter 1, vs 11)
He goes on, “12 What I mean is that each of you says, “I
belong to Paul,” or “I belong to Apollos,” or “I belong to
Cephas,” or “I belong to Christ.” 13 Has Christ been 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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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aul crucified for you? Or were you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Paul?” People were separating into groups, aligned with
certain people. I’m with Apollos. He’s with Paul. She’s with
Cephas.”
Paul reminds and encourages the church to
remember whose church it is. Was Paul crucified? No,
Jesus was. Were you baptized in Paul’s name? No, you
were baptized in Jesus’ name.
The Body of Christ
Paul give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as being like the human body with different parts, some
important and honorable, some less so, and the fact that like
the body, we’re all connected, and we need to treat one
another not only the same, but maybe even treat the less
honorable parts with more
respect. He reminds the
church in Corinth, and us
today, that we’re the body of
Christ. And if we are honest
then we must admit
sometimes we get it right,
but sometimes we get it
wrong. We can’t help it.
We’re people. And people sometime screw up.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symbol and reminder, than the
sacrament of Holy Communion. You know the words and
maybe have heard too often so we don’t really hear it
anymore, but Jesus said,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We remember the sacrifice that Jesus made on our behalf,
and that sacrifice was his broken body. And if we are trying
to be the Church, the body of Christ, then surely we know
that we are broken too. If we have faith to move mountains
but don’t have love, it means nothing…except that we are
broken in so many ways.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be here this Sunda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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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cheduled to preach at another church this Sunday, but
I canceled to speak to you. Soon you must begin the
process again of searching for a new pastor.
The congregational meeting last time I was with you,
was hard for all of us. It was a very close vote. Some of you
spoke with deep emotion and concern from your hearts. I
know many of you choose not to speak, but surely felt
strongly.
If any of you were upset, I ask you lay down any
anger.
If any of you have stayed away, I ask you to return
to the fellowship of the church.
If any o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leaving, I ask you to
reconsider and remain.
I am not so naïve as to believe that these simple
words can change minds. But I appeal to our common bond
in Christ Jesus who called you into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ly you can keep yourselves
together. In order to do so, you will need to reach up, to God,
and reach out, to one another.
Since I started with Paul, and claimed that Paul has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church today, let me end with Paul
words as well.
“Now I appeal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by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all of you be in agreement and that
there be no divisions among you, but that you be united in the
same mind and the same purpose.” (Chapter 1, vs 10)

What Church Is For Me
Pastor David Chang
People tend to think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 when
they hear the word church. It might remind them of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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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 specific church that they grew up in or perhaps
just a building that’s called a church. For me church has
always been a community of followers of Christ. It’s not a
building but people. When people who are like-minded
gather together for Christ then a church is formed.
I started going to church the moment my family
moved to California from South Korea. Through the years
I’ve attended number of different churches but the ones that
are closest to my heart are the ones where people made
lasting impressions on me. It’s not the great worship
services or powerful sermons I remember the most but the
way people lived out their love for God in the church
communities that I was part of. I was especially fortunate to
have had great pastors as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My youth
pastor and EM pastor during my high schools years not only
led me to Christ but also helped to transform my life through
my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God certainly uses powerful worship services and
sermons to transform people lives. But often he uses people
to be his hands and feet to be living examples of Christ’s
love for the world.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anyone has
ever given me wasn’t that I preached a great message or
that I was a great pastor. Few years ago this woman came
up to me and told me that she really felt like I loved Jesus.
This touched my heart the most because somehow she was
able to see my love for God through my everyday life.
Perhaps the greatness of a church
shouldn’t just be measured by the
size of the congregation, the
eloquence of the pastor’s sermon or
the level of worship team’s musical
talents. Rather, it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dividual member’s
daily lives as they strive to follow after
our Lord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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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Wei
During a linguistics course I took in college, I learned
that in the most primitive human language, only three
emotions were designated words. The first two emotions
were predictably "happy" and "angry," but the third surprised
me: "guilty." I wasn't able to understand this until something
strange and random happened to me.
There’s an intersection on my way home from work
where, during daytime and decent weather, I almost always
see a homeless man. I've started recognizing faces,
because it's usually the same people who take turns
standing there.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types of homeless
people--loud and crazy ones that make a scene and try to
approach you, or sad quiet ones with downcast eyes that
mutely hold up their signs. The first type scares me, but the
latter breaks my heart. And there's something about seeing
the same person consistently suffering that makes it more
unforgettable.
One morning, my work provided free donuts, so I
went into pig mode and immediately devoured two, saving a
third for later. Later, as I drove toward the aforementioned
intersection, I saw a homeless man and thought, "Wait, I can
give him my extra donut!" The traffic light was red, and I was
stopped about eight feet away from him.
For reason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to me, I
froze. We made really long eye contact while my heart raced
and my palms sweated. I stared into vacant defeated eyes
as the seconds ticked by. Then the traffic light turned green,
and before I knew it, the moment had passed, I'd failed to act,
and was driving past him.
Why did I do that? It wasn't like I had nothing to offer,
it wasn't like I was too far away, or it was a green light and
people were honking at me, or that he seemed 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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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at I had doubts about helping him. It would have been
so easy for me to roll down my window, hand him the food,
smile, and drive away. Instead, I did nothing.
I cried the whole way home and missed my highway
exit because I was so distracted. In retrospect, it seems silly
how incredibly guilty I felt over an apparently little thing. But
when it comes to helping the less fortunate, I suppose there
is no “little thing." Any act of kindness can potentially save
someone's life. It's not like handing that man a tasty dessert
would have prevented him from going hungry ever again, but
maybe it would have lifted his spirits.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do good, yet I didn't, an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Guilt is a complicated and
fascinating phenomenon. In a way,
it's self-centered, because we
obsess over ourselves, our shame,
and our flaws. At the same time, it
connects us to things outside of ourselves and demonstrates
our innate morality, the ability to define an objective right and
wrong. To me, this is an ultimate proof of a supreme being,
because where does morality come from, if not Him? Even
the most primitive humans identified the emotion of guilt,
knowing that evil is wrong and good is right.
Another thing about guilt is, it's sneaky—you don't
know how powerful it is until it hits you. If I were to draw a
pie chart of all the emotions I've felt in my life, guilt probably
would consist of approximately one-third, because it's
unforgettable: It stays with me no matter what. I can't
imagine how torturous guilt from true crimes must be.
Some people are more sensitive to guilt than others,
and there are a few infamous figures that appear(ed) to feel
barely any guilt at all, no matter how deplorable their actions.
Still, it affects us all, whether or not we are open about it. To
err is human, and with erring comes guilt. But the beautiful
silver lining of guilt is, despite how inexplicably, perversely, or
foolishly wrong humans can be, the little spark of light that is
our desire to be good shin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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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Sefen Hsu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phrase a lot because
of recent happenings. I felt confused, and weak in my faith.
Many times I have said in my prayers, "I do believe; please
help my unbelief!" It was almost like God knew that I came
across this lesson from "Our Daily Bread" last week. I feel
quite strongly that this will benefit a lot of us, so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with those who have not yet read it.
In 1860, Thomas Inman recommended that his fellow
doctors not prescribe a certain medication if they weren’t
sure it would work. They were to give the patien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his phrase is also a legal term meaning that if
a jury has conflicting evidence that makes the jurors doubtful,
they are to give the verdict of “not guilty.”
Perhaps as Christians, we can learn from and apply
this phrase to our relationships. Better yet, we can learn from
the Bible about giving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others. 1
Corinthians 13:7 says love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eon Morris, in
the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says this about
“believ[ing] all things.” “To see the best in other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love is gullible, but that it does not think the
worst (as is the way of the world). It retains its faith. Love is
not deceived...but it is always ready to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When we hear something negative about others or
are suspicious about the motive for their actions, let’s pause
before we judge their intentions as wrong or bad. Let’s 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 from orb.org May 2011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times that I see something
negative about others including people close to me, often I
tend to assume the worst. It is so easy to judge others'
intention as bad, and end with broken relationship. I have
seen too many heart broken examples of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not speaking to each other beca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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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s. Being a Christian is a life long journey, I
hope I am constantly learning God's way, and improving my
faith. I pray that I can always see the best of others, and
be always ready to give other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Reflections of 2015 VBS
Valentina Ko
2015 is the second year that I participated in TAPC’s
annual 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In 2014, Gloria, the
Sunday school principal and Hansel, our old pastor, asked
that I help organize the games and activities section of VBS.
It was the first VBS I had ever participated in, since the
church that I grew up in had never had organized similar
events. I remember feeling in awe last year at the sense of
camaraderie not just within the kids themselves, but also
within the crew leaders team as well as between teachers,
leaders and the children. By the end of the five days, it felt
like we had bonded as a family and it was definitely was
heartwarming when I overheard kids telling their parents that
they wanted to be back again the next year.
This year, I was a little more involved and invested in
VBS. There could be a myriad of reasons for this. I had been
helping out with Sunday school for more then a year and
wa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kids that would be attending VBS.
I was also excited to be working with the youth group again
for the second time. We also had more crew leaders this
year as kids from VBS last year became older to be a crew
leader this year. Additionally, I was also excited to work with
our new Pastor, David and his wife, Dani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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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again, I was in charge of games and activities. I
am extremely thankful for Gloria for giving me that particular
segment of VBS to organize, as I felt it was the easiest to
rally the kids for. Additionally, with my background working in
education field, that meant I knew that I would be capable in
helping to organize and control rowdiness. Thankfully, the
children were well behaved for the most part throughout the
five days.
Looking back, I think this has not only been a journey
for me, but for the children as well. On the first day, children
entered their crews or groups quiet and shy, unwilling or
hesitant to participate. We even had a couple of children
telling us that they wanted to go home. However, as the
days progressed, we saw them start to rally each other,
shouting out their team cheers and helping each other out
with their crafts and science projects. Towards the end, we
saw them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VBS songs with much
gusto! Some of them would do it even without the promised
rewards of stickers.
I am extremely thankful that VBS this year was
smooth sailing and we did not run into too much problems. I
received help not only from Gloria and David, but also from
my aunt, Sefen, Grace and all other teachers and crew
leaders that were involved. VBS 2015 would not have been
a success if not for Gloria’s precise planning as well as each
and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and dedication. I am excited to
see what VBS 2016 will bring and am hopeful to participate
in it onc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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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Retreat
Jenny Hung
Thanks to Pastor David, I had the honor of visiting
Karen and Doug’s house and staying there for 3 days. The
trip was like a spiritual retreat. Karen and Doug welcomed us
with open arms with wonderful hospitality and love. Many
members in Karen's church came and pray for us, not just
once, but multiple times. There is a lady whose husband
just suffered from blood slot and was discharged from ER a
day or two before. There is yet another lady whose house
got broken into and the thief left it in a total mess, every
drawer was turned and I couldn’t imagine the headache and
the cleaning required, not to mention dealing with police and
all, but she came and prayed for us. Their church pastor just
flew back on Tuesday night, and yet invited our group to his
house at 8:00 am in the morning on Wed. He spent at least
45 min taking customized coffee orders as a Bartista, and
spent 2-3 hours with us knowing that they likely have m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It is truly amazing and loving
experience. I wish one day I can pass on the love. To me,
time is my most limited resource. Perhaps I have lived in the
bay area too long. My life has been about rushing here and
there. A consistent message from work is this task is
important, so I need to make time for it, and of course the list
of tasks is endless. Having time for work, for church, for kids,
for myself, when do I have time for other people? I can only
equate the experience like, yes, they love Pastor David, yet,
b/c of Pastor David, they also love us. Isn’t this like how our
heavenly Father love us by sending Jesus to die on the
cross?
I also like to share that through Karen’s teaching. She
has taught me a whole new level about God’s love, which is
so encompassing that it is too hard to judge from my
understanding. Despite being a Christian for many years,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I read on the news about the
suffering of God’s faithful disciples, for example about Pastor
Saeed who has been imprisoned in Iran for 3 year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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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bout how ISIS beheaded Christians captured in
Egypt, makes me upset and ponder, where is God? Why
doesn't God take action to save His faithful people? Why
doesn’t God send lightening or angels to strike down the ISIS
group right at the moment? Karen has reminded me that first
of all, Bible pointed out clearly that there would be
persecutions of Christian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Christianity actually grows stronger through
persecution. Also, Karen pointed out that while I look at ISIS
army as enemies, but indeed they are also God’s people,
stolen by the REAL enemy. Our job is to take them back.
Karen also shared that God had revealed to her that He so
loves Osama Bin Laden that His heart desires for him. Wow,
doesn’t that give me a total different perspective about God’s
love, and erased the line between we vs. them? I should not
be the one making choices about God chosen people. So
and so are in b/c I judge them to be God loving, but so and so
are out b/c of the crime they have committed, or they live in a
Muslim country. The fight is about God’s people, not about
you or me. I urge everyone to take parts in this fight. And to
do our parts, in prayers, in actions, in loving and caring, in
donating, in fighting the good fight for God, to take back
God's people from the enemies camp, in helping the crisis of
Syria refugees, in helping the humanitarian work in Christ’s
name, in following Christ. I believe through this crisis of the
Syria refugees, through the ISIS, God’s love and plan
prevails. And even through many things still do not make
sense now, it makes sense in God’s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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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Oregon Trip
Lucy Chang
The original plan for this trip in August was to go to
Las Vegas for our first ever mission trip. But God had a
different plan for us and put in Pastor David’s heart the idea
to take us to Oregon to visit Pastors Karen and Doug. So it
turned out that instead of being the messenger about God’s
love to the people in Las Vegas, I was the recipient of that
message about God’s great love.
Before the trip, Pastor David kept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pray for the trip and prepare our hearts. So I was
asking myself weeks before the trip what did I want to get
out of it. I wanted to spend time with Him. I wanted the trip to
be about God and I, just
Him and I. Jesus had to frequently retreat and spend time
alone with His Father, how much more do WE have to do the
same.. So I prayed for an opened and softened heart for the
things He would do. I went with a spirit of anticipation, and
FULLY EXPECTING that God would do something in me.
Since the first day that we arrived at Oregon I could
strongly feel God’s presence with us, especially at Karen’s
home. I emailed a few of you people from EM and said
exactly that “I can strongly feel God’s presence here”. At
each corner of Karen’s house, you can see artwork
describing a trait of God – as if the house owners wanted to
make sure if you are a guest, you don’t forget who God is.
And there are lots and lots of pictures and souvenirs of their
mission trips around the world. But in addition to the visual
reminders of who God is, you can sense God’s aroma in the
house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was coming out of Karen’s
mouth were praises or testimonies about God’s work in her
life or in the lives of her friends. And you just tell yourself
“This woman lives to praise God!” That was the environment
that we were at for 4 days, and that was MY meeting place
with God for 4 days.
So what did we do? We connected with God through
prayer. We looked for Jesus and opened our hearts t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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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d to tell us. Karen had told us earlier this year that God
holds each of us in the palm of His hands, and He wants to
TALK to us ALL THE TIME, and we just need to turn around
and tune in with Him.
I experienced this during these 4 days. God really
wants to talk to ME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and that week, I
stopped doing 80% of the talking as I normally would have
done when I pray. During this trip I learned to just enjoy
God’s presence and be opened to what HE had to tell me.
One thing I felt God wanted me to do was to pray for
some housecleaning in my heart. I needed to remove things
in my heart that had been buil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housecleaning. But I also felt God telling me that it would be
a process, and it would hurt first, but in the end, I’d be ok. I
liked the end result, but I wasn’t thrilled to hear about how
arduous the process could be. But the Bible says, and
Pastor David has repeatedly reminded us, that God would
not give us anything that we could not handle.
On our last full day there, Karen told us that God can
talk to us through other people around us. So she had us
pair up with someone, and asked God what word He has for
our partner. Audrey, Eugenia’s daughter, who is 10 years
old, was my partner. She gave me 4 words. When she said
them, I knew exactly what God was telling me through her. It
described the step by step process that I had to go through
for the housecleaning in my heart. We did the same thing
again in groups of 3.
Lastly, we did this exercise as a group. It was 6 of us.
We each had to ask God to give us a word or a phrase for 1
person in the group, and it could be anyone in the group. We
had to pray and then we had to write it down on a strip of
paper. When we were all ready, I was about to get up and
give my paper to someone in the group, when I saw that
everyone else was coming towards me, AT ONCE.
Everyone. Everyone’s word from God was for me. I have the
5 strips of paper here. I was so overwhelmed at that time.
Earlier, Audrey had already given me words from God. And
she did it again in the group exercise. Same with Dani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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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e had already given me a phrase from God too, but
she did it again in this group exercise.
I felt at that time that all the love that God had for
the world was poured upon ME. You know God poured on
Jesus His wrath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but
on me, I felt all that love that He had for the
world. A love that can overcome even
the most painful experience. I was so
overwhelmed, because it was such a
tangible expression of God’s immense love
for me… And I knew then, that through each trial, there is
just so much more love that you’ll receive from God.
My hope is that each of you would experience that
immense love from God. Don’t just hear about God’s love
from pastor David, or me. Don’t just read about it as an
experience that happened to people in the Bible only, but
experience it for yourself, HEAR it from God himself. Tune
in. Stop doing all the talking all the time, but just listen. Listen
to what He wants to tell you.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not been the same
since the trip. I find myself WANTING to spend time in
communion with Him, and being in His presence.
What I shared today is just a part of what I
experienced during the trip. I was journaling while I was
there, and I have over 10 pages of notes. God did great
things in me. I’m very grateful for the chance to go on this
trip. That’s why I’d like to encourage you guys to take
advantage of our EM events- bible studies, prayer meetings,
special seminars or trips like these, because God certainly
uses these opportunities to touch our lives and draw us
closer to Him for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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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停刊了近兩年的教會刊物 在大家辛苦的努力下，終於
出刊了。這期的刊物內容包羅萬象，包括三位牧師的文章、講
道、信仰見證、生活分享、感懷神恩，記錄弟兄姐妹一起在台
美服事神，不分 TM 還是 EM，努力做神的事工，共同為教會
的合一和復興齊心努力。
於八月底 Newsletter 初次截稿時，只有 2 ～ 3 篇文章，
但是神一直與我們同在，祂感動許多兄姊願意提起筆，以文字
分享和見證主恩，到九月下旬 ( 三星期內) 我們總共有 23 篇文
章。神總是讓小信的我們完成許許多多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
感謝賴牧師過去四年多在台美的服事，願神祝福並賜福
在台灣的牧師和牧師娘。雖然台美教會目前沒有牧者，但長執、
同工們、與會友非常努力來服事神和幫忙教會的事工。希望藉
著這期教會刊物傳達神的信息 ，鼓舞人心，讓我們為主的事
工更加投入，向標竿奔跑。
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4-10 節所說：「我常
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又因你們在祂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
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
樣不及人的……。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
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
合。」
誠如神的僕人大衛王在詩篇 133 篇 1-3 節的上行之詩所
描述的一樣：「看啊 !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
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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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join our

敬邀您參加我們的

台語禮拜

English Worship

時間: 每週日上午
10:45am

Time: Every Sunday
10:45am
Location: TAPC

地點: 台美教會

Welcome to join our

查經祈禱會敬邀您!

English Bible study

時間: 每週三晚
8 pm ~ 9:30pm

Time: Every Tuesday
7:45-9:00pm
Location: TAPC

地點: 台美教會

Children Sunday
School & Activity

長青團契敬邀您!
時間: 每月最後週六
10:30am ~ 1:00pm
地點: 台美教會

Time: Every Sunday
10:30am-12:35pm
Location: TAPC

同心團契敬邀您!

聖歌隊敬邀您!

時間: 每隔週週六
7pm ~ 9:30pm

時間: 每週日
9:45 -10:30 am &

地點: 會友家或教會

11:50 - 12: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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