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d’s Way         
                   
             Gabriel 
I had already bought my ticket for the Urbana Conference in Chicago that was to be held in 
December after Christmas. It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ristian conferences in the world and is held 
every 3 years. At the time, I had signed up because I wanted to get to know God as much as I 
could. I began preparing and reading up on the material needed to be a small group leader and 
preparing my heart for the conference and quite possibly another event that would change my 
life. I start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o be a small group leader but did not finish the application. 
This was three months ago and the ambition and drive for more of God began to float away as 
school and other struggles began to distract me from God. During finals week, I began to feel 
that God really wanted me to become a small group leader. Feeling very distant and far away 
from God, I could not bring myself to finishing the application.  
During finals week, I found myself praying and talking to God rather than studying finals 
because we had a lot of things to catch up on. I felt lonely because I had few friends in Irvine 
and felt discouraged because I felt as if things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this way. I had never 
lived in dorms and I barely knew the people who I lived with in my apartment. During this time, 
I did not have much to turn to, and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quarter, I felt exhausted. I was 
looking for new friends and a great time in college. I was tired of fighting God and I finally 
asked Him to help me. For two whole days, even though I should have been studying, I just sat 
in the apartment listening and talking to God. I again asked Him if I should become a small 
group leader even though I felt that I was not ready to take a leadership position. He said yes, 
and then He showed me why.  
My finals ended on Wednesday where most people still had finals Thursday and Friday. Some 
friends called me for help, and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was encourage them any way I could. 
Some were sick, so I brought some medicine for them. Some studied all night and I brought 
them coffee and food. Some were studying alone, so I decided to stay with them and read. And 
then, Kelly, the director for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visited me one day, and told me how 
she saw how I was very loyal to my friends and continued to serve them. I felt that God had sent 
her to encourage me while I was lonely and lost.  
It is not what I can do, but what God can do through me. The only thing that we are responsible 
for is the effor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It is not about my abilities, but simply my willingness 
to let God have control. Looking back on my control, I did not let God have control over many 
things in my life, and it left me feeling lonely and exhausted by the end of the quarter. I don’t 
want to control my life anymore, but to let someone who is looking out for my best interest to 
have control over my life. Again, He told me to become a small group leader for Urbana.  
I finished the application and they accepted me after they had contacted David. I had felt that I 
was not ready because I wasn’t mature enough or ready to be a leader. But being accepted, I 
soon realized that we shouldn’t fear that we lack the skills or abilities to be a leader, but having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and using the gifts that God has given us. While reading the 
material for small group leaders, on the 3rd passage for the 3rd day of he conference, the 



passage was the Jesus feeding of the five thousand people.  
 
“Late in the afternoon, the Twelve came to see Him and said, “send the crowd away so they 
can go to the surroundings villages and countryside to find food and lodging, because we are in 
a remote place here. He replied, “you give them something to eat.”Luke 9:12-13. 
 
 Whoever gave up his loaves of bread for the large crowd must have been truly ignorant or 
truly willing. Looking past the miracle of feeding the whole crowd with so little food, we can 
see that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to feed His people with what they had and to stop focusing on 
what they did not have. “We are only responsible for the effort, not the outcome.Go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utcome and we se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God. I know that I am not 
the most handsome, or the most articulate of people to be a leader and that I may be very normal, 
but the willingness of my heart to let God use me is all I need to make me, a normal person, into 
a great person.  
 
 “A person is not grown up when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ut when they can take 
care of others.”On the Sunday when I came back from Irvine for Christmas break, I will 
remember being encouraged by the people who took the time to ask me how I was doing and 
give m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he little things we do could mean so much to one person and 
will one day add up to something big. And in how God is encouraging me through others, I will 
also encourage those who will be in my small group when I go to the Urbana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Instead of letting the world distract us from God, when we encourage one another, we 
are helping God distract us from the world.” 

 
幾度夕陽， 青山依舊                                             
            趙清隆牧師 
 
 2004 年初的矽谷，跟去年年初剛從南加州來時的感覺一樣，涼冷中帶著溫馨。這一年

來在灣區各社團裡認識許許多多來自故鄉台灣的親朋好友，他們當中很多都已在工作事業

各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因著一份愛台灣故鄉的心，許多人都奉獻自己的時間、能力、金

錢。而且，在各社團服務，當義工，表達他們對人與對故鄉的一份關愛。他們那種”對人

有情；對故鄉有愛”著實讓人感佩無限，願上帝記念報答他們。特別在這農曆春節過年前

夕，祝灣區所有我的鄉親好友暨台美教會全體兄姐有個更蒙福更有展望的新年！願大家在

生活上---心想事成；在事業上---平步青雲！至於工作上有所變遷的，期待能夠------重新出

發，繼續打拼。鵬程萬里！更上層樓！ 
 
 過去這一年裡，較難割捨的是不少朋友因工作的變動需要遠走他鄉，離開灣區這個溫

暖的大家庭。雖然我們都期待這種人生的變遷是暫時的，但是，卻有可能有朝一日再相會

時已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其實，這似乎就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所謂的生命，所謂的人生。



在世上這短暫的數十寒暑，咱每個人都需要面對許多的變化，這種變化可能在家庭；可能

在婚姻；可能在工作；可能在人與人之間，也有可能在咱所謂的”命運”。無論如何，”

改變””變遷”，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也是任何人都得面對的事實。有人說：”過去二十

年間不曾發生的事，仍有可能在二十秒內發生。”這即是變遷，變化，或改變----這種改

變會使一個人從有到無；從富裕到貧窮；從擁有許多到空無一物。記得歷史上曾有位詩人

曾如此表達他對人生，對命運，對現實世界的見解。”---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由

於吾個人未能飽讀詩書，故無法記得完整的詩句，謹依稀記得如是。而其中的”青山”與”

夕陽”應是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因為在作者當時的人的世界觀，也許認為”山”是不會

改變，日頭則是會動搖的。---是以詩人以”幾度””幾次”來描述會改變，會移動的太陽。

當然，認為太陽會移動的世界觀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當時代的人在有限的視野裡以為人所

居住的世界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則圍繞著詩人所了解的嵐嵐青山。 
 
 聖經中，撒母耳記上 10~31 章與列王記上 5~11 章，曾記載三位歷史上曾顯赫一時，

著名的君王---掃羅王、大衛王、所羅門王。他們的世界觀也是如此，雖然他們都認識上帝，

但是他們後半生許多時候都生活在自己有限的世界觀裡，因著他們遠離上帝的世界觀，為

他們的人生帶來無法挽回的悲劇。 撒母耳記上 31 章記載掃羅王自殺身亡， 而他的三個

兒子及跟隨掃羅的隨從侍衛也相繼伏在刀上，死狀極為悽慘。至於大衛王，撒母耳記下 12
章記載他犯罪所生的兒子因得了重病而死，壽命僅只七日。最後，撒母耳記下 24 章大衛

晚年時仍犯罪行惡，上帝因此降瘟疫，導致以色列人七萬人死亡。接著是以色列歷史上最

後一位著名君王---所羅門王，他一表人才，智慧勝過萬人(列王記上 4)----造過船，建過聖

殿，一生頗有建樹的他卻晚節不保。列王記上 11 章提到他隨從別神，外邦女子千人在宮

內，最後，手下背叛，百姓造反，王國南北分裂。 這三位曾在歷史上呼風喚雨過的以色

列君王都在悲劇中結束一生。 
 
相信咱都有類似的認知：一個人的世界觀會影響他/她的人生觀，人生觀更會左右一個人的

價值觀。任何人，只要是價值觀錯誤，人生觀短視，世界觀狹窄，那麼,你會很清楚看到他

們即使富有卻不富足。即使擁有許多，心靈深處卻仍然無比空虛。相對的，在你我四周，

不少很難得的兄弟姐妹與朋友鄉親，雖然生活不一定富有，但是他們的生命卻無比的豐盛

與富足。因為他們不斷地將自己的能力付出；將自己的恩賜擺上；將自己的金錢奉獻。讓

時間用在造福社區；利益人群；服事教會與社會。主耶穌曾說：”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10) 祂同時又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路加

福音 12:15) 灣區許多鄉親與台美教會的兄弟姐妹就是在這種生活中見證他們生命豐盛的

內涵。因此，或許他們長相平凡，您卻覺得他們很美；也許他們沒有可讓人欣羨的豪宅，

生活卻凡事感恩，非常豐盛，無比富足。 
 
記得有位哲學家說過：”這個世界惟一不改變的真理乃是----世上的一切都會改變。”有

的人有可能變得更世俗更勢利，但也有人可能變得更愛上帝更願付出。究其竟，世界觀，

價值觀與人生觀正確與否，會決定一切。朋友！一個人如果擁有來自聖經的世界觀，價值

觀與人生觀，那麼他/她的一生即使面對如日落西山般的挫折與不如意等等變遷，上帝仍是

永遠的依靠，她/他仍能青山依舊。掌管你我生命的主，我們的上帝是會改變的萬物中惟一

的不變，所以祂是我們的依靠，也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125:1~2)勉勵我們：”依靠



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如何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

從今時直到永遠。” 
 
 新的一年，願我們在不可預知且多變的環境中繼續抓住上帝的應許，跟隨主耶穌的腳

步，用不變的信心面對多變的環境。藉此，讓我們的一生，即使會有夕陽，仍能青山依舊。 
 
Just For Today    奧巴桑小姐 

 
 Just For Today  我要閱讀一本書，學習一件新知識。 
  
 Just For Today  我要去完成已經拖廷多時的 project。 
 
 Just For Today  我要改變自己而不要求別人改變。 
 
 Just For Today  我要保守口舌，只說造就人的話。 
 
 Just For Today  我要和氣待人。 
 
 Just For Today  我要暗中助人且不張揚。 
 
 Just For Today  我要勤讀聖經且身體力行。 
 
 Just For Today  我要樂於事奉。 
 
 Just For Today  我要提醒自己，人生短暫，肉身不過是靈魂暫居之所，今身 
      不是為追求財富、功名、享樂，而是要為永生做準備。上帝 
      是我們生命的源頭，由祂來主導我們的人生吧！為榮耀上帝 
      而活，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一個冬日的午后    一位姐妹 
 
 當週報登載我們多才多藝的莉莉長老，破天荒地僅邀約姐妹們年終前到其府上喝下午

茶閒聊分享時，我心想：[怎麼有這麼好康的代誌？]詳問之下才知是年終的 special 
program，主要是請秀惠姐分享其生病期間的心路歷程及見証。秀惠姐分享的內容大致在

2003 年 12 月份”聖誕禮讚”中有親自提筆詳述，相信主內的兄姐們都已看過，所以沒來

茶會的弟兄們在這方面並無損失。秀惠姐首先告訴我們，她有兩個版本，有牧師大人在場

時就是嚴肅版，基於當天只有姐妹們在場，她選擇以輕鬆恢諧的方式，要大家不要害怕面

對重病死亡。她的個性開朗，信心也超乎尋常人，從一生病就相信主必一路與她同行，因

為這來自天上的力量，讓她一無畏懼地走過死蔭的山谷，樂觀前進不怕死亡。得到上帝所

賜奇妙恩典之後，她學習用更感恩的心奉獻自己的新生命在事奉上。聽完她笑中有淚的見

証，我非常敬佩她的勇敢、達觀和全心信靠主的課程。 



 
 當眾家姐妹們在”拋夫棄子”後，陸續抵達莉莉姐家， 
並閒話家常時，萬花叢中一點綠，華堂帶著孟廷和其他姐妹們來 
到我們當中。貞淑姐示範教學製作 Cream Puff(奶油泡芙)時，華堂學習 
烹飪的精神不輸我們這群媽媽們。拿著食譜頻頻追問細節，深恐錯失任何 
一重要技巧，在一堆女人窩中尋求一席之地，以便觀摩製作過程。想必孟廷 
有口福了，屆時只要[泡芙來張口]就行了。 
 
 秀惠姐見証完之後，就是茶點分享的時刻，這也正是眾主內兄弟們”重大損失”的地

方。因為除了泡芙外，姐妹們都隨手帶來了她們的拿手點心，像秀惠的味噌湯，淑貞的招

牌蛋糕，蔡牧師娘的 Mochi，林長老娘的巧克力蛋糕，以及許多來源不明的可口甜食和水

果。(姐妹們請見諒)而其中最令大家感動地差點痛哭流涕的該數趙牧師和壯志長老對姐妹

們的愛心奉獻了！壯志長老送來了兩個親手烘烤非常細緻的布丁，在大夥搶食中一掃而

光，而讚不絕口之餘，他已被我們相中為下次姐妹會的師傅了！我們敬愛的牧師大人則在

茶會中悄悄地來到了莉莉家，正在想說他大概代表遠在 LA 的牧師娘來與會吧！沒想到好

戲在後頭，牧師帶給大家一個好大的 surprise， 
他精心製作了一艘長約一公尺的 Sashimi Boat，慰勞我們這群一 
年來辛苦有加的好媽媽們。這個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令大家喜出 
望外也雀躍不已。這艘大龍舟，除了一般常吃到的生魚片外，還佐以 
一隻大龍蝦當主角，讓整艘船氣勢非凡，仿如行家傑作。大夥品嚐著 
生鮮甜美的生魚片配上口味道地的味噌湯，還真以為來到那家門庭若 
市的日本餐廳呢！趙牧師除了開了一艘”挪亞方舟”來與會外，還另外 
準備了十份給小朋友的日式點心，其中有自己親手做的 Sushi 和糕點。 
原本當日有小朋友的戶外活動，奈何天公不作美，全都取消，牧師還是 
很開心地要我們這些忙中偷閒的媽媽們帶回去給小朋友當晚餐。茶會中 
也沒看到牧師像我們這群食客們吃個沒停，他像個餐廳服務生，忙著招呼大家動手動嘴，

儘情的吃。我深深地感動當天他對我們的用心，及自然真誠的關懷，也很感謝他這一年來，

對每個人日常生活無微不至的關心。 
 
 在此也要感謝莉莉姐的邀約和 open 她的家；秀惠姐勇敢樂觀的見証分享及貞淑姐的

點心指導；牧師及壯志長老的超級愛心佳點；及所有愛妻愛子的先生們背後默默支持，讓

我們這些姐妹們在 2003 年底有一個輕鬆、甜蜜、無憂無慮的午后。 
 
又見朋友遠行                                   蕭貞淑  
 
   昨天晚上到蔡牧師娘家參加查經會，就在結束前，突然趙牧師宣佈說許宗宏長老即將

遠走他鄉，要暫時離開我們一段時間。當時聽了，心中一陣難過，怎麼周遭的一些好友都

將離開呢？心中有好多好多的不捨。 
 
 記得到教會沒多久就認識許長老了，第一次做完禮拜後碰到他，他一見到我很親切的

喊出我得名字，當時我真的有些驚訝，頭頂突然出現好幾個？？他怎記得我的名字？也著



實讓我好感動。這之後每每見到他，他都會很親切的跟我打招呼。 
 
 每次的聚會都是理所當然的會看到他，我也知道他時常默默的為教會奉獻。但現在他

須要為他的前途打拼，他須為他的親密親人努力。雖然在以後的一段時間無法見到他，但

我想我們都很希望他能很快的再回到我們之中，我也跟他有個約定，等他回來時我將做 20
個 Cream Puff 給他。 呵！ 這可是利誘他早日回巢！ 
 
我懷念的父親是這樣過一生   蕭貞淑 
 
 好感謝上帝給了我一個如此甜密溫馨的家，給了我一個如此樂觀開朗童心未泯的好父

親。 
父親是家中的大兒子，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四個妹妹一個弟弟。在我父親小的時候他的媽

媽就過逝了，所以祖父又娶了第二個太太，再生了最後一個弟弟後也相繼過逝了。雖然姊

姊都必需幫忙照顧著弟妹，但祖父還是決定再娶第三個太太，因已有一群小孩了，所以她

也沒再生個半子，對於這群小孩也都管教的很嚴厲。 
 
 父親在念完高中後，即被祖父送到日本留學，連同他唯一的弟弟也被送到日本唸書，

父親唸的是牙醫。當時的日本大學生都很喜歡打麻將，於是父親學得了這門技術，還學會

抽煙，也在以後的人生中造成了一些風波。 
 
 因是家中的長子，所以必須負起照顧祖父的生活。當他學成後，就毅然決然的整裝回

國，落腳在台南縣的學甲鎮執業。聽母親說那時每天來看診的人非常的多，從早看到晚，

可說是生意興隆，於是父親必須在晚上看完所有的病患後，才開始做那些假牙，每天過著

忙碌生活。 
 
 有一天住在嘉義鄉下的祖父，突然中風行動不便，於是父親便決定搬回嘉義，並將祖

父接來照顧，也繼續他的牙醫生捱。當時鄰居知道父親也會打麻將，於是時常對他招手，

父親也常趁空檔去搭一腳，母親屢勸不聽，常為了此事爭吵。 
 
 父親是個非常疼愛孩子的人，在那個年代物質非常貧疾，但我們家卻從未吃過苦。當

時一個蘋果一個 5 元，(在那時的薪水大約是一個月 600~700 元左右)我的父親一定是一大

袋一大袋的買，買到我們看到蘋果都怕，他從不缺我們吃的，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喜歡

玩，在嘉義住了一輩子，卻從沒去過阿里山玩，自己不喜歡玩，連帶我們也都受遭殃。 
 
 我上有三個未曾謀面的姊姊，原因是當時戰爭時期，醫藥缺乏，所以我那些姊姊在很

小的時候，也就是我還未出生時就走了。就因為這樣，當我們這些小孩一生病，他都很緊

張，小時候我是個體弱多病的小孩，每次醫生看到我去報到，都會笑我父親說人家是兒子

驕，怎麼你是女兒驕，我可以說是用錢疊起來的。在小學 5 年級時也不知怎麼了，突然中

毒，什麼東西都無法吞，一吃下去就吐出來，連喝水也一樣。這時急的我父親到處背著我

去看醫生，常去看的那位醫生認為我沒藥可救了，只有等死。但父親不放棄，終於找到一

位醫生，就這樣我也被救活了，也或許我命不該絕吧！ 



父親很平易近人，連我們這些小孩的同學他都能跟他們混的很熟。記得他因身體不適時去

住院，每當我們去看他時從沒看他安份的躺在病床上養病，而是跑到護士站跟護士醫生聊

天，他都能混到連人家的家世都打聽的一清二楚的。 
 
 雖然父親喜歡打牌，但對於祖父可是非常的孝順，每天一定把祖父打理的很妥善，街

仿鄰人稱我父親是個孝子。從我有記憶時我的祖父就中風了，直到我小學四年級時，祖父

才過逝，在那時代的喪禮許許多多的人都會很舖張，但父親說親人在世時我們一定要好好

孝順他，死後你再怎麼舖張他也得不到了。所以祖父的喪禮是莊嚴但不舖張的情況下在嘉

義的東門教會完成的。當時也贏得街仿鄰人的讚賞。 
 
 父親也遺傳了高血壓症，於是母親總勸她不要抽煙，不要打麻將，最後因為醫生也勸

他最好把煙戒掉，飲食也要控制，也常藉著禱告祈請上帝賜給他毅力。有一天父親突然說

他決定要戒掉多年的煙癮，以及麻將，從說不抽煙開始，父親每天藉著禱告給他的力量，

終於戒了多年的煙癮以及麻將。他知道這是上帝給他的力量，於是他常為此去作見證。在

以後的日子裡，他更將自己奉獻給上帝，時常做主的工，也為教會出一份力。 
 
 高血壓會引發心肌梗塞，尿毒症。在當時因醫學沒有那麼發達，父親也因高血壓而引

起尿毒症。那時洗腎不像現在普遍，且也只有台北的大醫院才有，記得有一天我補習回家，

突然看到家裏聚了好多鄰居，那是在我二哥結婚前。父親想把家裡的地板翻新，於是趕緊

到屋內一看，原來是父親每天坐的位子下有一口井，當時我就有一股不祥的預兆，但身為

基督徒的我並不迷信，也只能用巧合來解釋。就在二哥結婚那天晚上，有好多遠方親戚來

家裡住，家也顯得好不熱鬧。我們都怕父親吃不消，於是建議他去醫院靜養，當時我大哥

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做事，所以很熟，於是就這樣將父親送到醫院去。 
 
 到醫院是晚上，照例只有住院醫生，首先醫生一定要例行檢查他的狀況，一量他的血

壓竟是那麼高，馬上打了一針降血壓的針，那知這位醫生沒查看父親的病歷，他是不適合

這種藥的。這一針下去，血壓再也回不來了，父親也因此走了。我們都有不捨，但想想這

些年來他為了尿毒症也吃了不少苦，現在總算也解脫了，媽媽的重任也可以輕鬆了。 
 
 在父親火化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父親全身被燒得很恐怖，走在一條淺淺

的小河中，一直往我這兒走過來要抱我，當時我雖有些怕，但想想這是我的父親，也沒啥

好怕的。正當他快要抱我走的時候，竟被我媽媽叫醒，直問我發生什麼事。因我的臉色很

蒼白，還馬上叫醒我哥哥，半夜帶我去看醫生，現在想想，假如我媽媽不把我叫醒，我是

否就真的跟我的父親走了呢？這也是一直存在我心中的一個疑問？？ 
旅情       隆純真 
 
 去年九月的時候，我那住在 New Jersey 的妹妹-信真邀我們 Christmas 時一起去

Cancun；因為他的獨子常常念著表哥們。Christmas 的假期一天一天近了，有時覺得日子

過得很辛苦，像是緊繃的弦，就安慰自己：「快了，快了，馬上就可以好好地輕鬆了。」

不料穎哲的 project 卻一直沒辦法結束，搞得要出門的前幾天，我們還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反而心情更混亂；在幾乎就要取消這趟旅行時，阿哲說，他大概要慢兩天去，他一個人改



機票比全家重新劃位來得容易及便宜，我就自己帶著兩個小孩先出發。 
 
 我們原先訂的直達飛機在十月時已被更改要在 Dallas 轉機，很幸運，趁這個機會，我

也可以驚鴻一瞥看看三妹-愛真(她曾在我們教會司琴過幾次)懷孕八個月的模樣。然後，再

飛三個小時到 Cancun，到達 resort 已是晚上十點鐘。第二天，我們先在 resort 花園內玩擺

在地上的大西洋棋，然後步行約半小時去附近的 5th Ave(算是我們住的 Playa del Carmen
的市中心)去 shopping，照旅館裡的人告訴我要殺半價，而且要貨比三家，可是我們逛的第

一攤，我殺不下價錢就買了三支手鍊，(因為那些人看起來好可憐)結果我被兒子們唸了一

頓。他們看我平常跟他們寫功課、練琴、或玩 game 非常會 bargain，居然跟別人，一下子

就上當了，連討價還價都不會，實在太令他們失望了，只好敗興而歸。 
 
 後來跟信真一家會合後，就開始熱鬧起來了；妹婿上過 Catamaren(輕型帆船)的駕駛課

程，就一批一批載我們出遊。加勒比海海水非常清澈，水也很暖，坐在船上也很平穩，所

以很舒服。James 再來是騎 waverunner(水上摩托車)載大家，我和膽小的 nephew-Darren 是

很好的一隊，他爸爸一騎快，他就叫。他爸爸從慢愈騎愈快，Darren 就阿---阿---一直叫，

我也很怕，覺得 Darren 也是在幫我叫。下來後，覺得自己是個老人家，這玩意兒太刺激了，

不適合我。 
      
 阿哲到達後，我們兩家一起 snorkeling，信真因為他先生的關係已考上深海潛水執照，

我們家則是第一次。我看見許多漂亮的熱帶魚，還有保持完整的一大片珊瑚礁，後來信真

跟我手拉手游得很遠，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年，我們有這樣親密了，從上國中，信真就上

台北讀光仁，接著出國。我們雖然是姊妹，她從小就過著五彩繽紛的日子，她小時候就是

小有名氣的鋼琴家，現在她常常進出歐洲演奏，中美州她也來了好幾次。我們現在卻像回

到小學的時候，手拉著手，一起探險。她以前總是笨手笨腳的(除了靈活的手指外)，現在

因為嫁了個好動的先生，居然滑雪、潛水樣樣都行；我則因為嫁給了阿哲，就只會躺在沙

灘上曬太陽了，也算是幸運吧!不然好累，好辛苦。 
 
 我們一家又參加了一個 tour 去看 Chichen Itza，(信真家是第三次來 Cancun， 所以大

家分頭玩)這個 nickname Chicken Pizza 的古蹟，單程就得花三個多小時，可是非常值得。

我們的導遊是個純正的馬雅人，黑黑矮矮的，可是談吐不凡。他花了一個多小時把馬雅文

化介紹給我們，這個古蹟是西元 900-1200 時馬雅文化的中心，他們的建築照著非常先進

的天文知識建造成的；他們對植物也懂得很多。有種樹的樹皮是調味用的，但吃多了會讓

人失去知覺。馬雅人因猶加敦族的南侵，所以有用人來獻祭。那裡的球場很大，有兩隊比

賽，而需花上三、四星期才能知道輸贏，然後贏的人得吃那特殊的樹皮，直到沒知覺時，

心臟才被割下來，來奉獻給天。這個習俗實在另人毛骨悚然，可是他們的勇氣及榮譽感卻

令人敬佩。Chichen Itza 的塔非常壯觀，也非常陡，所以我和 Joshua 在塔下看穎哲與 Joseph
上去；另一個奇點是在塔下正中央拍手，塔會有回聲，聲音像鳥叫，而且非常大聲，整個

廣場都可聽得到。這次的旅行我對墨西哥人及墨西哥菜深深改觀。他們的人純樸而熱忱，

我們在 resort 裡吃是包括在費用裡的，這些侍者的服務我們不必再付小費，可是他們親切

的態度比起 San Jose 要付小費的服務簡直是天壤之別。他們的菜色有些也非常像中式菜

餚，像魚丸湯、海鮮湯也是清清的，而不是黏稠稠的。這些廚師煮得很好，我們每個人都



增加了 5 磅回來，(只有 Joseph 少了 3 磅) 。 
 
 我們的孩子漸漸大了，以後出遊的機會是愈來愈少了，這次大家一起有很好的回憶，

身體與精神上也好好的 recharge。只是想想 Silicon Valley 的生活實在不是人過的，回來後

要好好調整自己的步調，練習放輕鬆。 
 
生命美學      陳莉莉 
 
 2003 年的聖誕假期，是十多年來我們唯一留守在家的一次。我自己的工作，依舊照往

年一樣，放了十天左右的假。正在享受著不必負擔任何情緒，不必見到任何人，要過一個

隨心所慾的假期時，我所疼愛的一位 niece 從 El Camino 醫院打了個 collect call 給我，聲音

顫抖地說，”阿姨！baby 高燒不退，現正在 emergency room 裏，剛剛在路上全身發紫，

seizure 了一陣，失去了知覺，我們以為他死了---”我聽了之後，拿聽筒的手也開始發抖，

不住地為他禱告。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如此迫切地為一個生命禱告過，包括在我自己父母臨

終前。幾分鐘之後，心情才開始平靜下來，我告訴自己，上帝會垂聽禱告的，我一定要有

信心相信祂的大能。一整天，我的思慮被他盤據著，腦海裏浮現的，儘是他可愛的笑靨，

調皮的動作。開車經過 Almaden Lake 時，也觸景生情，憶起大姐在美時，我們帶他去湖

邊餵鴨子的情景。想到那麼活潑可愛的他差點離開我們，我眼淚忍不住直流----外面的世

界一片喧嘩，正在熱熱鬧鬧的慶祝聖誕節，這個才一歲多一點的孩子卻得了肺炎，無助的

躺在病床上。 
 
 當我踏進單調無趣的病房裏時，他穿著一件小白袍子，身上被綁了許多管子，讓這一

向好動的小男孩動彈不得，見了我，露出無奈的笑容，無力地拿著書要我念給他聽，乖巧

得像個純潔的小天使。niece 也瘦了一大圈，我除了心疼 baby 也心疼她，看到醫院裏那些

難以下嚥的食物，頓生惻隱之心，讓原本在假期裏想要離廚房遠遠的我，反而煮的比平常

還多，也天天忙著奔波于 85 號上，盡我所能帶些營養食物給他們吃。經過醫生護士悉心

治療了幾天，小 baby 終於在聖誕節當天早上，得以出院。見到他恢復可愛的笑容，我有

著難以言喻的感動與感謝。新年前，因為 niece 還得回去上幾天班，而 baby 也才大病剛痊

癒，需要較小心地看顧，我想，反正正好放大假不必上課，便自動 offer 要幫忙帶他。我

每天無所事事，儘是滿心期待看到他，只是沒想到十多年來唯一沒遠行的一次聖誕假期，

竟然變成在 babysit。瞬間，我深深體驗到[萬事都有定期]，生命中許多事上帝都己經安排

好了。我慶幸自己沒有外出，也欣慰在 niece 最需要我給予精神 support 時，能適時在她身

邊。 
 
 Baby 在我家的那幾天，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我在忙著給予、照顧他，事實上，他天

使般的可愛笑容不但帶給我極大的快樂，他的天真無邪也讓我看到生命原本良善的果子，

更讓我體會到聖經的話語。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

小孩子，斷不能進去。](路十八 17)小孩子最明顯的特性，在於他們總是扮演接受者的角色，

沒有人會比小孩更需要別人的幫助的。耶穌教導我們要單純像個小孩，才能認識自己的無

助，除去身上的驕傲與自私。照顧他時我的另外一個感受是，我們一直都深信[施比受有

福]，但是當我觀察到他從優秀的醫護人員，以及疼愛他的爸媽身上，得到妥善的照顧時，



讓我看見一件極美的事，施不一定勝於受，[施與受]的關係其實是非常自然的，我們需要

先被愛，而後才會愛；我們必須被浸在愛中，以後我們才會以愛沐浴人。而無論施予或接

受，原本都是美好的，如同太陽照耀在原野上，令人感到舒適一樣。我相信耶穌當時講[施
比受有福]的原意，為了是要我們學習謙卑自己，勇於向別人表達感情，無論是一個深情

的擁抱，或是適度愛的關懷。 
 
 假期的尾聲，一位在商場頗有成就，信仰虔誠的朋友從遠方來，我們抽空去喝咖啡聊

天。柔和的燈光下，朋友輕聲細語，分享著信心與愛心。她頓悟著說信心是接收上帝所賞

賜的恩典，愛心則是把自我的生命放送出去。一收一送，一接一放，生命就這樣的成長了。

好比盆栽裏的小植物，它必須吸收水分、陽光、空氣，因而茁壯生長，放出異采；人的生

命也是一樣，我們從他人身上得到很多，也必須懂得回報，讓生命發出光和熱，才有意義

與價值。朋友也分享她的童年往事，哽咽地回憶她有位愛彈風琴的外婆，個性溫和又慈愛，

常在下課時煮了好多可口點心等待他們兄妹倆，看著他們狼吞虎嚥地吃，外婆就更開心，

常常笑瞇了眼，很滿足地在旁邊踩著風琴吱喳吱喳地彈聖詩給他們聽。她非常懷念童年時

外婆愛的關懷、叮嚀與祝福。外婆無私忘我的愛，在她年幼的心靈中編織成一張溫暖柔和

有生命的網，讓她長大之後足以面對迎面而來的大小風浪。她的外婆去逝已好幾年了，可

是她的耳畔卻依舊聽得到外婆美好的風琴聲，她堅定地說她在外婆身上看到什麼叫做[終
身美麗]。我聽了很感動，也想著人的外在並沒有[終身美麗]的，只有高尚的品格和內在美

才可以[終身]，而外表的美麗必然是短暫的。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談到美麗時，也認為美

麗是一種[潛入並滲透我們靈魂]的東西，是有諸內而形諸外，是從靈魂深處散發出來的氣

質和魅力。朋友身上所帶著外婆為她編織的[溫柔的網]，不只影響她，也影響她週遭的人，

大家都樂於親近她，與她談話如沐浴春風。曾讀過台灣一位作家寫的一篇散文叫[溫柔的

網]，他說[溫柔，是溫暖而柔和。時時和別人維持良善的關係，是溫暖；時時想到能利益

社會和人群，是柔和。]這些日子當我想到這段話，便會想起遠方的她及她永遠美麗的外

婆。 
 
 無獨有偶，最近，我也看到了另一個[終身美麗]的阿嬤。1/7 早晨參加了素貞姐母親的

追思禮拜。這是我在美國司琴過無數告別式裏最盛大的一個。江家大大小小五代子孫全部

列席，光是親族便有七、八十人之多。我心裏想著上帝賜福她真如同賜福亞伯拉罕一樣，

子孫多如天上的星。看著她慈愛的遺像，我相信她生前的言行必影響後代子孫極多。果然，

好幾個第三代、第四代輪流上台追思阿嬤、阿祖的好，阿嬤不但帶給全家族好的信仰，並

教導他們過感恩知足的生活，即使在艱苦時也不失去人格的尊嚴，他們在阿嬤身上學習到

良知、正義、愛心、同情心的重要，並踐信於行。參加完葬禮，我心裏感觸蠻多，想著，

終有一天我也會離開這個滾滾紅塵；離開我親愛的家人與朋友，而我的小輩們在追思的時

候會怎樣念我？我能留下什麼樣的好模範給他們呢？我想起了一個很喜歡的經節，我決定

將彌迦書六：8 作為我 一生的 resolution，也期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實踐每一個字，而到了

那一天，我的孩子能這樣紀念我，[她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1/9 晚我們有一個同工造就會，之前牧師便讓大家各選一本書做一個讀書 report。我覺

得這是一個互相造就的好機會，便欣然接受這份挑戰。選了一本字體看起來比較順眼的書

叫做[屬靈領袖的七大要件]。這本書似乎易讀，卻也費了好大的功夫才把重點抓出來。七



大要件的第三與第四提到，一個具領導恩賜的領袖[要有僕人的心志，要慇勤，要樂於造

福人群，要會照顧他人，要很有責任感，並且不為名利，懂得捨己，凡事謝恩，凡事讚美，

以天上的獎賞為服事的動機。] 當我整理心得到這裏時，覺得這活脫就像在描述宗宏長老

啊！而那晚我在做報告時，他正在坐往上海的飛機上，探索他新的工作機會。小會的服事

裏，已經很習慣有他，對我而言，他在我們之中，就像空氣和水一樣的自然。一想到他將

離開我們好一陣子，心中便蠻感傷的。還記得三年前和他同時在小會裏時，正是我們無牧

者的滲澹時期，然而因為有宗宏長老這麼好的小會書記領導著，我們和美國牧師 moderator
關係很好，宗宏總是非常負責地將開會報告準備得非常週全，讓我們不但開會順利，事工

也推動運行良好。他能文能武，常常為了教會事裏裏外外忙碌著，趙牧師來了之後，更熱

心幫助牧師熟悉新環境，以及人與事，他任勞任怨無私地成了牧師最好的左右手。那晚，

我們每個人都非常思念他這麼好的一位同工，吃飯時好菜上場，聽到的是[啊！宗宏最愛

吃這個。]吟詩時伴奏音樂一響，耳邊傳來[宗宏最愛這首像鹿欣慕溪水]認識宗宏長老將近

十年了，他才真是我服事時欣慕的對像，也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上帝所給予的時間即是生命，生命是以時間來度量的，但是時間的長短卻無法評估出

生命的價值。有人活到一百歲才入土安葬，卻一生渾渾噩噩，亳無目的地走過。生命的目

的與意義是要人不枉費此生，珍惜每一個時刻，活在每一個現在，以上帝所賜的天賦本能

-信、望、愛，將生活的點點滴滴，活生生地發出亮光，照亮別人。古人有云[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年輕時懵懂的背頌著，到了知天命之年才深深的領悟，一個人一

生所追求的最終目的該就是[止於至善]。寬懷的心胸，虛懷若谷，默默耕耘，不誇耀自己，

真正達到無私忘我，那就是至善的境界，也是人生最美的終點站。 
 
神的僕人           謝孟廷 
 
        和好友Ｙ在電話中閒聊，無意中提及了一個我們曾一

起待過的教會。那是個曾經很美的教會，很溫暖的大家庭。對那時尚未十分認識主的 Y 而

言，那是個沒有壓力的教會。Ｙ曾在別的教會因牧者的一句：「你們要每星期帶領一人信

主。」而嚇得不敢再出現。然而在這個美麗溫暖的教會，Ｙ感到無比的輕鬆，一種回到家

的感覺。是啊！那真是家的溫馨。對那時仍是個浮雲遊子的我，每次教會聚會，每每心中

滑過一股股的暖流。那是我在外流浪多年終於找到的家，一個旅人渴望已久的歇息處。 
  
對於新朋友或慕道友，教會總是張開最熱諴、最溫暖的手臂來歡迎。「今天你們是客人，

之後你們就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你們就是主人。」這句話讓我和Ｙ感動良久。至今我和

Ｙ仍然懷念記憶中這幅美麗的圖畫，這個被神大大祝福的教會。教會要出刊物，Ｙ積極的

參與協助。因著對這個教會有著無比的感情，Ｙ將自己的心得發表在刊物上。末了，便會

加上這句「今日你是客人，明日你就是主人。」來溶化新朋友心中的隔閤。 
  
教會逐漸茁壯。曾幾何時，當初的客人成為了主人，扮演著接待新朋友的角色。愈來愈多

的主人，也愈來愈多對這個教會的愛和期望。於是主人和主人之間有了不同的期望、不同

的意見、不同的目標。漸漸的，意見相同的各自逐漸靠攏；主人們的開會檢討依舊不斷，

檢討的對象郤常是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另一群主人們。於是一波波爭鬥洶湧而至，一齣齣歹



戲不斷上演。有人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有人冷眼旁觀，作壁上觀；有人憤而出走，有人

黯然離去。美麗溫馨的教會不復存在，代之以自大、驕傲、分爭、嫉妒、猜疑、自私、冷

漠。殿堂的光輝逐漸黯淡，神的見證逐漸消失。 
  
我曾大鳴大放，慷慨激昂，因為自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認為自己是主人，很不願認同其

他的人；也曾袖手旁觀，置身事外，因為自認為自己靈性高，只願做個自己得救的人，不

願淌一身渾水。和Ｙ在這場驚濤駭浪中，曾經站在不同陣營，曾經無法認同對方。主人們

人人手持無形的刀劍，個個為自己的正義〈目的〉而戰。在慘烈的廝殺聲中，教會終於倒

下；在主人們的刀光劍影中，奄奄一息。撤旦終於得勝。 
 
在紛亂嚷鬧中，我和Ｙ分別走了出來，各自有不同的經歷，對神的信仰郤愈發堅定。只是

每次回首曾經一起經歷過的這一段，總是特別的感傷難過。Ｙ告訴我，在離去前夕，在滿

滿的行李中，她重拾當年的刊物，重讀自己的作品。突然心中頗有感觸，衝動得想拿筆將

她寫的那句「今日你是客人，明日你便是主人」刪去，代之以   「今日作為客人，明日

將為神的僕人。」一句簡單的話，郤如當頭棒喝，將我打醒。 
 
是了！是神的僕人！原來我們都是神的僕人，我們從不是主人，我們只是管家。「人應當

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祕事的管家」〈哥林多前書 4：1〉。「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哥羅西書 1：18〉。僕人們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是肢體，忘了基督才是教會的

頭，忘了是神在掌權。「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書 4：2〉，對誰忠心？

不是對自己忠心，不是對某個人忠心，不是對事業有成的人忠心，不是對所謂屬靈的人忠

心，而是對神忠心，對基督忠心。 
 
明白了這點，心底真是無比沉重。在神的家，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僕人們，忘了來到主的

面前彼此認罪，忘了同心一起為教會禱告；忘了靜心傾聽主的聲音、主的吩咐，忘了求神

作主、求神帶領。忘了「為要成全聖職，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 4：12〉；
也忘了教會「---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書 3：16〉 
 
有人選擇當個永遠的客人，像老底嘉教會的使者一般，「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啟

示錄 3：14~22〉；自以為是的僕人們，非但未做好主人所吩咐的，反而與永遠的客人們一

同將主人關在門外。教會向基督關起了門，神被關在教會之外。 
 
僕人的工作就是做好主人所吩咐的，以主人所預備的東西來接待主人的客人。當年我們這

些自以為是主人的僕人們，以自己所預備的東西來招待客人，郤忘了將神所預備的東西帶

給客人。什麼是神所預備的東西？就是主耶穌的救恩〈以弗所書 1：3~10〉。神將祂對世人

的愛和恩典，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救贖，賜給了凡信他的人。僕人們為客人端上了各式各樣

自己甚為滿意的佳餚，郤忘了端出主人所吩咐的主菜，甚至忘了主菜在那裡？熱情、溫暖

誠然感人，若無主耶穌的愛在其中，就算不得甚麼。它們的源頭本應來自於基督的救恩、

上帝的愛，就如經上說:「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以弗所書 3：17~19〉 
 



而客人們〈尚未認識主的人〉因著神所賜予的不同的機會和境遇來到教會，是神所邀請的。

神的好僕人不是只招待自己喜歡的客人，而是忠心的為神接待 神家中的每位客人，不因

客人們的社會地位、知識學位、財富多寡而有不同的接待。神給了每個人不同的引子來到

了教會，有人是人情難卻，有人是為生意尋找客戶，有人要教會幫他教孩子，有人是真心

為尋神的道而來。神的僕人都應與神同工，做的是撒種、栽種、澆灌的工，得救賞賜郤是

在於神。因「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哥林多前書 3：8〉 
 
當年我們這些失職的僕人們，忘了先求神裝備自己，讓自己在真理上更站穩腳步；忘了隨

時感謝讚美神，忘了自己一切所有均是出自於神的恩典。於是挑自己喜歡的客人，招待自

己的東西， 
以為熱情溫暖即是愛，以為自己的人生哲學即能幫助人。以為每星期作禮拜，即是敬虔，

即能得救。論到教會為自己所做的，個個口沫橫飛，批判不斷；論到服事奉獻，人人競相

推諉，避之唯恐不及。同工與同工，交相指責，暗箭不斷；有人忙碌服事，不知所為何事？

有人出任同工，郤不見蹤影。上教會如同上聯誼會，處處見所謂人情溫暖，獨不見對神的

見證與屬神的祝福。 
 
這段經歷讓我後悔，令我不安。我懊惱，為我過去的無知、自大、冷漠而懊惱。我表面接

受主耶穌的救恩，郤未曾了解救恩為何物？我曾忘了自己是誰，不願尊主為大，不願放下

自己的驕傲。忘了教會是神的家，是神在供應，神在掌權。我求神原諒我，也為因我的驕

傲自私而受到傷害的人感到抱歉。我願一切從來，但知時間、空間均已不可能。但我感謝

主，藉著好友Ｙ的一句話，讓我覺醒，讓我悔改。 
 
Ｙ告訴我，她感謝主讓她經歷了這許多，讓她在主耶穌的恩典上剛強。因她知主是活水，

是生命的泉源。如今，她不再對「每星期帶領一人信主」感到恐怖，那是所有基督徒該努

力的目標。她希望有朝一日她真能做到這樣。也願主內所有的同工，不分教派，不分教會，

都能活出基督馨香之氣，都能同心為神的福音奔跑，作神忠心的僕人。到那日，當我們面

對主面時，願能蒙神喜悅，願能得到主對我們說：「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
〈好！你這良善忠心的僕人！〉〈馬太福音 25：21〉。 
 
給敬愛的宗宏長老     陳老師 
 
  
 宗宏兄，你好嗎？昨晚(1/14)的禱告會裏，我們大家都念著你，不知你是否心有所感？

那時深圳應該是白天，我憶起你經常忙碌的身影，想像著你這麼努力工作的人，一定又像

以往一樣，忙進忙出的。不同的是，此刻沒有好妻在身邊照顧，你可別一心儘是在工作上

打拼，而忘了保重身體。 
 
 
 我一直視你照顧著教會、小會與大家為理所當然。當你瞬然離開我們身邊，我才體會

到有你這麼好的同工，是上帝給予我們多大的祝福啊！你對上帝的忠心，更是我事奉路上



一面很好的學習鏡子。遺憾的是為什麼在你短時不能再與我們同工之後，我才知道感謝，

也才明白過去的日子有你在教會，是何等的美好、幸福！ 
 
 你身上，所有的美德都教會了我從小背到大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助人為快樂之本]
這兩句名言。你服事的心志也讓我明白任職不是負擔而是在榮耀主名。此刻，我能抱持著

[歡喜心，樂意做]，再度任職，全是因為你過去對人、對事的熱心深深影響了我。 
 
 雖然每次我們擦肩而過時，你總是熱情地高呼我一聲[陳老師]，但是在我心裏，你才

是我一輩子的老師，因為認識你以來，是你不斷地[以身作則]教會我什麼叫做[事奉]。我

感謝幾年前我們有機會一起在小會同工，在選聘牧主委時，你刻意要我擔當這個重任。當

時我其實暗中埋怨著你，我不知你在想什麼？為什麼要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我這個小會裏

的[最幼齒]？是要栽培我？還是因為我是小會裏唯一的姐妹，目標最顯著？開會時在眾弟

兄面前，我不想太沒風度，只好無言苦笑的答應，心中卻非常的惶恐與不安。有好幾個拒

絕的理由在掙扎著：我在小會經驗不足；我還是個醜媳婦，見不得公婆；我從小到大還沒

戴過[Chair]這頂帽子；我有許多低能的地方----我真是害怕能力不足把這張大[椅子]給搞砸

了。然而，人生有許多事的確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的，溫室裏的花朵沒有經過風吹雨

打，那能聞到花香？我回過頭來想，感謝你給我這段磨練的日子，讓我看見風雨之後人生

山水的優美情境，也感謝當時你以及小會弟兄們全力支持，讓我們能找到合主心意的好牧

者來到我們中間。 
 
 千言萬語，對你有無比的感謝與懷念，此時，且讓我把這份感謝化為祝福吧！ 
 
[祝福你有一個嶄新的一年，一個幸福平安的一年，因為幸福常常是在平安中得到的。去

年，你成全了許多聖徒，各盡其職，而此刻不管道路多崎嶇難行，前程多迷茫不定，天日

多無奈難過，我也要衷心地祝福你，仰望耶穌，信心堅固。] 
 
Wherever you go,Whatever you do,May God always,always, always bless you 
 
簡易花生、黑芝麻糠糬  Kaoly 
 
材料：糯米粉 1 包(16OZ)，花生粉 1C.(C.=Cup 之簡稱)  
            黑芝麻 1C.，糖 1/2C.，水 1/2C. 
 
作法： 
1.紅、白色 i-a-chhe--- 鍋內入 1/4C.糯米粉及 1/2C.水攪勻置爐上，以文火煮成糊 
  狀 (稠粘立刻離火，不可煮久)備用。 
2.在(1)內倒入其餘糯米粉 (要預留 1/4C.，以便搓圓仔時用)及水 1+1/4C.混合 
  均勻，若太乾可多加 1-2 大匙水，視溼度如何邊加水邊揉…揉至如耳垂之 
  硬度即成為白 i-a-chhe 然後取其一部份加 1-2 滴 Red food color 再繼續揉 
  至紅色均勻就成為紅 i-a-chhe。 
3.將上面(2)之紅白 i-a-chhe 搓成直徑 2 公分之圓仔，壓扁待煮。 



4.半鍋水煮開，丟入(3)之扁圓仔，等水滾且圓仔全部浮上水面即熟，然後撈起 
   擺在盤內在，其上面半邊撒些花生糖粉另半邊撒芝麻糖粉即成。喜愛花生和 
   芝麻香味濃者，入口前再多沾一些花生糖粉和芝麻糖粉。 
 
附註：水糠糬是老少咸宜之可口甜點，但糠糬有強力黏性，老人及幼小兒童 
        要小心食用，最好切成小塊才吃。 
 
菜肉捲                                                
            蕭真淑 
 
上次介紹了可口的日本點心-奶油泡芙，我想這次就來個美味的日本佳崤吧！或許有許多

人都嚐過這道菜，但據我吃過的還是沒有我做的好吃，這可是我媽在日本留學時所學到的

秘方ㄜ！ 
這是一道很簡單又好做的一道菜，對於上班族的人更是方便。 
 
材料: 
 1 台灣高麗菜一棵-大一點的比較好包，若買不到台灣的高麗菜用美國的 
   也可。 
2 絞肉一磅半 
3 鮮奶一杯 
4 胡瓜絲 (這是一種曬乾的胡瓜絲 ，在日本店有售) 
5 鹽適量 
 
作法: 
1 燒一鍋熱水，把高麗菜放下去燙軟後，慢慢把葉子一片片取下，燙軟的葉子才好包。 
2 將半杯的鮮奶倒到絞肉內拌勻後，拿一片葉子將肉放在中間，兩端包捲成長約 8 公分後，

再用胡瓜絲綁好(若買不到胡瓜絲也可用牙籤代替)。 
3 將包好的菜捲放到鍋裡排好後注入水，以及剩下的半杯鮮奶，及鹽下去煮約 1.5 小時到

2 個小時及可。 
4 煮好的菜捲可以拌飯吃因它的湯非常甜美。 
 你可一次煮多一些，然後放到冰箱內，要吃時再拿出來加熱，試試看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