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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Grace Of God(一)      
              Author Unknown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love from you,the sky is always blue,the sun shall never set,and the 
moon,always,is as graceful and decent as you are! 
********************************************************************************** 
 The closer I look at you,the more I like to talk; 
 The more I listen to your music,the more I like to write. 
********************************************************************************* 
 Tomorrow,in somewhere---- 
 I shall hear------- 
 the sound of the seas,the voice of the waves,the songs of the seagulls, 
 the silence of the ocean,the serenity of the sky, 
 and the music of a friend from far,far away-------- 
********************************************************************************** 
 Your smile speaks of Gods presence; 
 Your music speaks of Gods wonderful creation; 
 Your image speaks of Gods endless patience; 
 And your voice speaks of Gods tender and whispering love. 
********************************************************************************** 
 You are just like todays sunshine,rising my face and my heart---gently. 
 More significently,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are in Gods love and mine,forever,whatever the world will become---- 
********************************************************************************** 
 Today we dont have sunshine---But your love shines much more than the sun, 
 and your smile looks just like the moon in my heart,making the dark night full of hope for a better 
tomorrow-------You are in my heart------- 
*********************************************************************************** 
 Your smile means so much to me---------- 
 Your music and graceful make the life of others richer---- 
      makes the heart of others softer---- 
      makes the world prettier------- 
*********************************************************************************** 
 You are the love that God sends into my life-------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not just in the world,but also in my heart- 
     By The Grace Of God(二)       
           Author Unknown 
Your fingers,speak ----so softly---- 
Your fingers,love------so gently--- 
Your figers,move so fast-------- 
Your fingers for the music have been so great and wonderful! 
Your fingers takes so much care of those who need spiritual healing! 
Your fingers are my love-------- 
        
 
    Gone With The Wind        
              Author Unknown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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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talked about yesterday---- 
     Gone with the wind------ 
 
     Today---lets look forward--- 
     And look up into another tomorrow though unknown---- 
 
     Yet,the grace for you from above----- 
     Never ends----- 
 
     All my wishes-----your---- 
     Wounds-----healed----- 
     Hurts-----no more----- 
     Sadness ----gone------ 
     Tears-----wiped away------ 
     Sorrows----let me carry and share------ 
 For my journey to go on----- 
 I had to------I had to------ 
 Stop by the roadside of the journey----- 
 Not just once------- 
 To dry up my tears------at the corner of my eyes----- 
 To dry up my tears------at the inner corner of my heart. 
 
 To go on my journey------ 
 I had to-------I had to------- 
 Dry up my tears -----not just once----- 
 So as to go on my journey------- 
 
 For the first time in life------ 
 I know I can embrace my love-----Though she is far,far away------ 
 I know I can embrace my love-------Though she belongs not to me------ 
 I know I can have her love------Though she will never be my side---- 
        day and night------ 
 
 This I know,was,is,and will be my journey------ 
 
 I know my journey------alone------- 
 Yet,my journey,my life---- was 
 Intended to be------Seeing my loved one---- 
 In happiness,In blue sky,And in smile------Forever and ever------- 
 
 So,with my blessings------Go on your own journey------ 
 Without looking back-------Without dating back------- 
 To the past of our memories---As they will soon be gone-- 
      And you will soon  forget-------- 
 
 And I will be gone,someday,without saying “Good-Bye--” 
 I will be away,someday,without even getting a chance---- 
 To say”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TAPC Newsletter, May, 2004   

 As I know,you have your own journey-----And I have mine---- 
    This is the journey------I know---------- 
 
And I will be gone,someday,without saying “Good-Bye= 
 For my journey to go on----- 
 I had to------I had to------ 
 Stop by the roadside of the journey----- 
 Not just once------- 
 To dry up my tears------at the corner of my eyes----- 
 To dry up my tears------at the inner corner of my heart. 
 
 To go on my journey------ 
 I had to-------I had to------- 
 Dry up my tears -----not just once----- 
 So as to go on my journey------- 
 
 For the first time in life------ 
 I know I can embrace my love-----Though she is far,far away------ 
 I know I can embrace my love-------Though she belongs not to me------ 
 I know I can have her love------Though she will never be my side---- 
           day and night------ 
 
 This I know,was,is,and will be my journey------ 
 
 I know my journey------alone------- 
 Yet,my journey,my life---- was 
 Intended to be------Seeing my loved one---- 
 In happiness,In blue sky,And in smile------Forever and ever------- 
 
 So,with my blessings------Go on your own journey------ 
 Without looking back-------Without dating back------- 
 To the past of our memories---As they will soon be gone-- 
      And you will soon  forget-------- 
 
 And I will be gone,someday,without saying “Good-Bye--” 
 I will be away,someday,without even getting a chance---- 
 To say”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s I know,you have your own journey-----And I have mine---- 
    This is the journey------I know---------- 
 
And I will be gone,someday,without saying “Good-Bye= 
        
    Until The Day         
              Author Unknown 
 
 As the sun rises----Again this morning----and again 
 Everyones life goes on------So is yours and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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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sky---cloudy---no more----- 
 As the wind--windy----no more----- 
 As the tears-shed-----no more----- 
 And-----As your smile----comes back again----- 
 I have to be away---from you---from someone I hold so dearly---- 
      deep down in heart. 
 I have to be away---from where sorrows ever be shared-- 
       from where hurts ever be embraced----- 
 I might not be back--until the day------my love needed------ 
 
 So,go on your life---without me 
 Go on your life------with those many friends-----around you---- 
 Who love you so dearly--dearer than me--Who cherish you so deeply-- 
      deeper than me. 
 And --go on your life---with those-----Who treasure you wholeheartedly------ 
 All my wishes---they love and treasure you----their love shall never change--and they treasure you--
--forever and ever----- 
 
 Never was I aware---you enter my life---until the day--- 
 Your smile,gone----Your music,stop----And your love---so precious---in life-- 
 Yet,dont worry about me------ 
 
 Go on your life without me-----until the day------ 
 You need someone to listen-----until the day------ 
 You need someone to comfort----until the day------ 
 You need someone to embrace your wounds-----------  
 
 Go on your life without me-----Until the day----You need someone to wipe away your tears--------
Perhaps,I might not be back----Until the day-------- 
        
By The Grace of God(三)           
       Author Unknown 
 You are getting humorous day by day! 
 You are getting happier than before! 
 You are getting back to your normal life! 
 This is a signal that I will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you! 
 Now you can be on your way! 
 and I will be on mine! You have my blessing! 
 
 
      To My Soul Mate 
 
 I am so glad that you are a part of my life.It is a privilege-to know  
 you,to share myself with you, and to walk together on the paths that  
 takes us in so many beautiful directions. 
 
 I had heard of “soul mates” before,but I never knew such a person could  
 exist-until I met you.Somehow,out of all the twists and turns our lives  
 could have taken,and out of all the chances we might have mis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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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seems like we were given a meant~to~be moment~to meet,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and to set the stage for a special togetherness. 
 
 When I am with you,I know that I am in the presence of someone who makes my  
 life  more complete than I ever dreamed it could be.I turned you for trust, 
 and you give it openly.I look to you for inspiration,for answers,and for   
 encouragement, and ~not only do you never let me down~you lift my spirit  
 up and take my thoughts to places where my troubles seem much further away  
 and my joy feel like theyre  going to stay in my life forever. 
 
 I hope youll stay forever,too.I feel like youre my soul mate.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world is reassured by you,my tomorrows need to have you near,so many of my 
smiles depend on you,and my heart is so thankful that youre here. 
 
 
     From Me To You    
    ~~~~Appreciation~~~    Author Unknown 
   I love---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you are. 
   Because of all you do,because of all you are, 
   There is so much about you to thank for. 
 
   I love---the giving person you are. 
   You are always doing things that show how much you care--- 
   Making peoples life richer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without you. 
 
   I love---the understanding person you are. 
   Its great to know you are always there to talk things over with--   
 To really listen to whatever is on my mind. 
   And you understand that I am always here for you too. 
   That when you share your hopes,your dreams and feelings with me,   
  I feel really close to you. 
 
    I love----the loving person you are. 
    You make our times together so happy-- 
 
    I thank God for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you do,  
    And I thank God for who you are. 
  About Tomorrow          
           Author Unknown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For sure,you will be well---- 
 As a place like this-----Belong to you and your love------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For sure,I will not worried about you------ 
 As so much love-----Surrounding a sister---who is the angel to so many---- 
 S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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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For sure,there will be a better tomorrow----- 
 For you and for so many------Who love you ------always------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It is worth the trip------ 
 In such a short time in life------ 
 Getting to know someone who gives so much------So much------- 
 To make the world-----a better place------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Tomorrow might not belong to me----- 
 Whatever my tomorrow is to become-----All my wishes------ 
 Life,all goes well with you-----Sky,always------smiles to you------ 
 Tears,never----never shed again----Winds,day by day,softly and gently---- 
 Rinse your graceful face------ 
 
 I do not about tomorrow-----------Yet,I know------- 
 You have enough love-----To go on your life------- 
 You have enough friends--To cherish you-------So dearly--- 
 And you have------everything------- 
 Enough------for life to go on-------- 
 
 I do not know about tomorrow------- 
 Yet,I know------Its been worth the trip---so far------ 
 Even though-----There will not be another tomorrow------ 
 For me----------- 
    As the day comes        
             Author Unknown 
 
As the day comes----To say’see you ----sometimes,somewhere, 
And someday------ 
The day may be near------Yet,it can be far, far,and far away---- 
Perhaps,the day never comes------ 
 
As the day comes-----To say’thanks’---always 
Feeling----not enough----- 
To exchange the love from above-----The love fills my cup---and my life 
 
As the day comes---to say’take care’----seems---Not enough------ 
As it might be far,far away,Yet,to show how much I care----care----- 
About the clouds under the sky----- 
the tears,shed again-----the sorrow,still comes-----the hurts,much deeper------ 
And----the wounds,never be healed---- 
 
As the day comes---To say‘you are in someones heart----’ 
Seems not enough---- 
Yet,for sure,you are in a hand---- 
That changes darkness into light----That changes sorrows into s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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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hanges rains into rainbows-----That changes storms into sunshine---- 
That change tears into hope-------Then even the day comes------- 
I will say good-by to all my love-----And those whose love fills my life----- 
And my cup----overflows------- 
 
As the day comes----- 
with a hope --- 
That your love be returned----Perhaps,not possible,from someone unknown---- 
and not worthy------ 
But from the loving hands from above------ 
The loving hands down from the sky----- 
That is the hands,forever----- 
Hands of loving------ 
 
These ----all prayers from someone unknown-----and not worthy------ 
As the day might never come---- 
Again----- 
         
         
    Yesterday         
           Author Unknown 
 
    Yesterday----the sky was clear and blue-- 
    Fairly blue----- 
    It seems blue--And the clouds 
    Looking no more---Yet,the storm might fall 
    As it occurred 
    Time,time,and time,after time----as the days gone by----- 
 
    Yesterday to me--- 
    The trees were green----the sky was bright---- 
    and the breeze---in touch 
    So gentle and mild----whispering a love from above---- 
    As the smile speaks in heart---- 
    Gone with the wind------- 
 
    Yet,a soft,tender heart in you gets hurt----- 
    So easy,so quick---- 
    And so,in no time----- 
    I so worry---as we live 
    In a world,human----- 
 
    Yesterday--- 
    To someone the wind may be gone----- 
    Yet, a friend, 
    Not ready for it--- 
    And for---- 
    Another sorrow,another tear,another hu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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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yesterday------ 
      
 
      
     ~~~To A Friend,Forgiving~~      
                          Author 
Unknown 
   Forgiving is a precious gift, 
   Yet,forgiving cautiously and prayfully------ 
   One night,midnight,not long ago, my heart was broken----- 
   As the smile disappeared that day------- 
 
   My heart was aching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at night----- 
   Yet,I had to be leaving for a solitary place the following day----- 
   To a place where I could be alone and mediate ----mediate----- 
   Recalling the face and the smiling----- 
 
   As her smile means so much------so much -----to many 
 
   Many are rejoicing,rejoicing in seeing an angelic smile again---- 
   As there is forgiving------- 
   Yet,forgiving cautiously and prayfully------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me---- 
   If again,someone gets hurt,hurting so much-----deepdown in heart--- 
   My heart will go broken---- 
   If again,no longer smiling-----seen 
 
   Forgiving is a precious gift, 
   Yet,forgiving cautiously and 
   Prayfully------ 
   The reason---- 
   If again,you get hurt,hurting so much----deep down in heart----- 
   My heart again,will go broken------ 
   It,again,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me------- 
       Above The Clouds     
                
Author Unknown 
  
  
 I got up each morning,looking into the sky above,from which come all my  hope,my love,and my 
strength------ 
 
 I got up each morning,thinking deep into my memories in life--- 
 Recalling those that were precious and worthy to keep and hold dear deep   
 down my heart---- 
 Leaving behind all that hurts,wounds---Making me sorrowful---and miserable----- 
 I got up again this morning,remembering all that I always hold dear along the life path--And I think 
of a friend,who is always there,who always s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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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riend smiles always---Though I know I am not worthy----yet,the smile is there day by day-----
for me. 
 
 One day I come to understand why my friend smiles always----- 
 because of the friend is a friend of faith,of love,of kind---and of hope. 
 
 Because this friend looks not just into the clouds--Not just into the clouds--Which causes the 
rain,the storm,winds,and sorrows------ 
 
 This friend looks high above the clouds---the sky. 
 Thy sky far above the clouds---never rains. 
 Never brings tears----hurts,storms,and winds------- 
 
 Then I realize where the sky is----- 
 A place where all hurts are gone---- 
 A place where all wounds will no longer be remembered------ 
 A place where all not worthy to be remembered ,is no more. 
 
 My friend knows where this place is---- 
 It is a place above the clouds------------- 
      
***********A FRIEND OF MINE.....DEAREST***********         
        Author Unknown 
     Friends, we have, are many;  
     Yet, those who understand us are few.  
 
     I have a friend, who stop by sometimes and whisper a sweetest  
       voice, Few ever heard....  
     In this nonchalant world.  
     Out of sorrow, sadness, and heartbreaking,  
     Still comes the voice.  
     If not from heaven, where can it be from?  
 
     I have a friend who understands, loves, cherishes, and forgives  
      always................  
     I have this friend who understands to be understood.  
     I have this friend who loves to be loved.  
     I have this friend who cherishes to be cherished.  
     I have this friend who forgives to be forgiven.  
     This friend is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always.....  
 
     Whatever the world says,  
     A friend of mine, forever, is dearest deep down in heart  
     Of many and mine.  
 
     All my best wishes are for my friend like this....  
     For the clouds never cause rain...  
     For the winds never cause storm....  
     For the eyes, bitter tears never sh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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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heart never weeps..........  
     For the dreams always come true...............  
     For the daylight never goes dark...............  
     For the sun never sets................  
 
     None can ever explain  
     The reason............. The only reason  
     This friend is a friend.....  
     dearest in the heart of many, And mine..........  
 
 
 
 
 
        
 
 
        A Sister,I Know    
           Author Unknown 
 
    A sister,I know, who is so sweet enough------- 
    Always brings to others encouragement, hope,and love---- 
    Even in her times of pains and hurts. 
 
    She makes the church even better---- 
    Yet,few people are aware of her tears and sorrows---- 
    Deep down her heart! Sometimes------- 
 
    The world could go on without many people------ 
    Who just dont care,dont give; 
    and because,they just dont take up the cross! 
 
    Yet,a sister,I know,is so graceful,decent,and kind------ 
    Even in times of sadness and heartbreaking. 
 
    I know her name! 
    But God knows her even more,and------ 
    Much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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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cious Time With My Mother      
           Connie Sheu 
 
 I rememb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mother was a bit strained due to my 
attitude and temperament as a teenager.Like any other normal adolescent girl,I went through my share of 
mood swings, growing pains, insecurities, and self-centeredness.Im by no means perfect now that Im 22, 
nor am I free from all those things.But,I see how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mother has changed now that I 
am a bit older and can understan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didnt when I was 15. 
 
 During this past year,the highlight of my weeks has been the times that my mother has taken me out 
to lunch.We both share the same enthusiasm for yummy food and trying different restaurants,so these lunch 
dates have not only been pleasing to my stomach,but the conversation that has ensued has been a bit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the past.We talk about our plans and dreams,problems, struggles,share funny 
stories, and laugh about different things as well.For the first time,I see my mother as more than just an 
authority figure or provider.I see her as my support, my friend, my sister,and as a woman that I look up to. 
 
 This year I have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her wonderful character and all the way she used her gifts 
to glorify God.I am forever thankful for all that God has provided me such an inspiring mother. 
 

My Nice Mommy     Elaine How 
 
    My mom is nice.She plays with me.She sometimes prepares my   
    favorite snacks.She helps me doing my homework.She buys me new  
    clothes.She borrowslots of books from the library so I can read.  
   She cares about me.She reads stories to me. 
 
My Mommy      Luke Sakanashi 
 
(1) Mommy loves me. 
(2) Mommy knows everything. 
(3) Mommy cooks for me. 
(4) Mommy buys my clothes. 
(5) Mommy likes Japanese food. 
(6) Mommy likes flowers. 
(7) Mommy loves to eat fish. 
(8) Mommy does not like candy. 
(9) Mommy does not like Pokemon. 
(10) Mommy is special. 
 
                        My Special Mom   
  Kaitlyn Shih                 
 
My mom is special to me and she is the greatest. She teaches me how to play piano. She dances with me so 
I can know the rhythm of music and I can know how to play right. My mom spends time with me playing 
poker and guessing games. I always won. My mom takes me to the park. She catches me on a high slide. 
She pushes my back when I swing. She watches me when I skip on the monkey bars. During my spring 
break, my mom took me and my friends to Chuck E Cheese. WE had a fantastic time together. 
My mom loves me and I love her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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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My Mommy   Tony Ying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love me first.  
You are the prettiest mom that I ever have seen. 
Thank you for buying books and toys that I like. 
Thank you for cooking my favorite dishes to help me grow.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bible stories. 
This coming Mothers day, I made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I also wrote a poem for you. 
I always keep you in my prayers. 
I know God hear my prayers. 
Happy Mothers Day!! 
         My Best Mom    
      Eddie Gu 
 
My mother is a Sunday schools teacher. I love the songs she teaches us. 
My mother buys me a lot of toys. My mother likes to go shopping and eat. 
My mother likes to go to the club swimming and go to Jacuzzi. 
My mother likes to cook, read and watch TV. 
My mother always play with me. 
She is the best mom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My Wonderful Mother   Shereen Lee 
                                                                                                                        
My mother is pretty. My mother is smart. My mother makes breakfast for my family.  
My mother makes lunch for my family. My mother makes dinner for my family too. 
My mother is strong. My mother gives me and my brother a surprise after school.  
My mother gives us toys. My mother helps us do our homework. 
My mother is the best.          
 
   My Super mother                Christopher Lee                              
 
My mother is a nice woman. She cooks food for me. She also helps us in piano and violin.  
My mother likes music. Sometimes my mother gives us surprise. Most of the time she gives us very good 
surprises. Sometimes theyre funny, silly, fun, or excellent! I always want to know if there will be a surprise 
or not. 
My mother is Taiwanese. Her mother lives there. Her father also lives there.  
My mother gives me good lunches in school like sushi, dumplings, pizza, smoked salmon and noodle 
  
Dear 媽媽： 
Happy Mother’s Day! Even though Im not at home anymore,Im so happy that we can live close enough to 
share special occassions.Thanks mom, for teaching me the many ways to be a loving person.Even though 
we never talked about it,I hope someday,I can be a special mother like you as well. 
I love you,mom!It means so much to have you at the heart of 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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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m     Joshua Mah 
My mom is a generous person that teaches piano as a job and is a choir director of a church. My mom is 
nice, but forgets things easily. She volunteers a lot and expects high quality of things. She is a cheerful lady 
that gets mad a lot. My mom was baptized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She has always gone to church ever 
since. 
My mom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She has white teeth and always wears earrings. She likes to talk a 
lot. Mostly she talks about clothes and shoes. She uses hot roller to get her hair curve everyday. She likes 
flowers and has them all around the house. She especially likes roses the best. 

My mom cares for the bible and reads it everyday. She cares for me because she does a lot 
of things for me like laundry, clean the house, and cook. We both like a lot of common things. 
We both like to eat meat, shopping, and go to restaurants. My mom spends a lot of time with 
music and dancing. She is a nice and caring mother.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such a nice 
and loving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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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媽媽！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法國大文豪雨果的生平與信仰~~~          趙清隆牧師 

 
說到法國， 巴黎這世界藝術之都，巍峨高聳的凱旋門與壯闊的香榭大道，瞬間映入你我眼簾! 
  說到法國，沒有人不馬上想起那倩影處處，舉世聞名的蔚藍海岸！  
 多少情侶，多少浪漫的故事始於那裡。 
   說到法國，也幾乎沒有人會忘記雨果，他畢生信仰的結晶暨氣勢磅的傳世著作； 
  因著他的著作，法國黑暗的社會重見光明；更讓原本孤立的法國走上世界舞台。 
   但是，談到雨果，可能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位擁有尊貴的信仰，愛家庭；愛社會；深愛法國

的母親。 因著母親的禱告和期許，雨果一生的成就在他逝世一百年之甚至受到聯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肯定，並舉行隆重的儀式，記念這位世界文壇名人。 雨果不僅是文學家；詩人，從他的作

品，可以看出他更是一位根據聖經教導，向世界提出”自由，平等，博愛”與”人道主義”的偉大

思想家。他這些成就的背後，訴說著一個平凡卻有信仰的母親的故事...雨果的母親，對孩子的教育

非常用心，經常帶他到圖書館或書店看書，並鼓勵他多多研讀世界名著與偉人的生平與作品，如伏

爾泰、盧梭,…….後來，母親發現雨果的最愛是：<柯克船長遊記>和<聖經>。 雨果留給後世一句

跟他所有世界名著同樣重要的話:”會的！媽媽！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幾年後母親過世， 但是他

不曾忘記對母親的承諾。 也由於繼承母親的信仰，加上個人靈性上的親身經歷， 雨果留給後世一

句信仰銘言：”在這世界上，人們認為最可貴三件事物：權力、美貌、與天才，都比不上認識造物

主-上帝。” 
 
  五月了！又是康乃馨盛開的季節！這個季節，不知讓世上多少人們歡欣與擁抱，但是，我們

也不知道， 這段日子會再一次讓多少身為兒女的我們，心碎與傷痛暗自飲泣。為的是，”母親” 
也許仍能隨伺在側，然而，卻也許。想讓”阿母”聽見我們的呼喚，已是一種奢望，已經是一個不

太可能的期待。過去的一年裡，咱身旁的母親們，有的因失去兒女而悲痛至極，傷心欲絕；身邊的

兄姐們，有的母親已不在人世。 因此，只能在週年追思時，從母親所留下的遺物去重溫童年的往

事，舊夢與感傷的回憶。或者，只能再從母親所留下，悽冷的臥房，起居之處，去找尋她當年留下

的形影。如果這些都不能 ，那麼，我們就只能在午夜夢迴時，才能再親吻母親的臉頰。只能在可

遇不可求的時空或深夜裡，才有可能再擁抱母親瞬間可逝的身影。 
 
 無論如何，“母親”， 是世上最美的名字；“母親”，是世上最不容易抹去的記憶。 
  “母親”，是世上最無涯與包容的深海； “母親”，是世上最脆弱易折的花朵。 
  “母親”，是世上最能數算主恩的雲彩； “母親”，是世上惟一沒有休止符的旋律。 
  “母親”，是世上最深的黑夜裡，高懸天涯，孤寂的星辰 “母親”更是這世上最容易讓

我們   心碎滴淚的呼喚。     
      
    三月份月刊裡，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的一生。四月份則論及德國音樂家貝多芬的信

仰， 從他們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上帝慈愛的形像。從他們的作品裡，我們也隱約看見他們沒有辜

負上帝給他們的託付---藉著文字的擺上，將福音傳開。 而這個月，屬於康乃馨的季節,屬於母親的

五月， 個人最近重溫了多年前研讀歐洲文學藝術歷史時，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的部份作

品…..其中頗感人的一幕，是雨果在為臥病在床的母親祈禱之後，對母親承諾的一句話:”媽媽！會

的！我會盡最大的努力。”雨果之所以被譽為”法國人的驕傲”是其來有自的---因著他的母親，也

因著母親為他塑造的信仰。 雨果曾經在他的作品<光影集>裡提起一件事：“在我那黃金一般的童

年裡，我有三位老師：我的母親，我的牧師，和我家的花園。”在其它思念母親的詩中，他述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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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親的懷念： ”我的母親給予我一切道德的典型， 她雕塑了我的心靈。”一八一七年元旦，雨

果寫了<致慈母>的詩，作為獻給母親的新年賀禮： 
           “媽媽！指引我吧！我只敢向妳求援，以妳的智慧幫助孩子。 
            不久，頭戴尊榮的桂冠，我將光榮地進入聖殿。 
            媽媽！請妳對孩子的寫作，投以不太嚴厲的眼光。媽媽！期待妳的微笑…會到永遠。”  
 
 綜觀雨果的一生，就如細讀一部十九世紀的法國歷史。 雨果輝煌的一生與法蘭西民族燦爛

的歷史緊密相聯。十八世紀末期，在這塊曾經誕生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的法蘭西大地上爆發

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且震撼世界的革命，法蘭西人民一舉攻佔了象徵封建勢力的巴士底監獄， 
年輕的法蘭西民主共和國於焉成立。 
 
 在國家動蕩的年代，雨果站在歷史巨變的十字路口。他的基督教信仰不是”獨善其身”的信

仰，而是做光做鹽~~”兼善天下”。他的信仰是：”入世不是出世，入世而不屬世。”主耶穌的教

導即是如此，藉著改變社會與政治現狀來改變人的命運。少年的雨果深受母親政治理念的影響而站

在保王黨一邊，父親則是拿破倫手下的軍官，雨果反對父親支持拿破崙的獨裁政權。 他自幼聰

穎，十三歲開始寫詩，十五、十七歲就受全國矚目，得到法蘭西最高學院的文學獎。 他多次為文

寫詩作詞讚美之前執政的波旁王朝，同時也藉著他的文字反對拿破倫，反對血腥的法國大革命。他

的寫作是當時社會的暮鼓晨鐘，可以左右當時的政壇。在當時的法國，雨果的文字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成為社會的指標。曾經有一群認同雨果的同伴藉著文字知會當時執政當局： 
“你們是一群暴政的工具，而法蘭西永遠和苦難的百姓站在一起。 
  你們有拿破崙，我們卻有雨果。” 
  
 細讀他的文學作品，我們必能體會，他的著作事實上是聖經的當代版。 比如”悲慘世界(孤
星淚)”(Les Miserables)正是以主耶穌的話作為背景所寫成的世界名著。”你們在世上有苦難，但是

你們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勝了這世界。”(約翰福音 16:33) 他將他個人在當時拿破倫執政的環境

下老百姓苦難生活的感受，透過信仰的思考，付諸筆墨，並公諸於世， 讓當時生活在苦難中的善

良百姓為法國的命運與未來，作信仰的抉擇。 
 
  過去這幾十年裡，紐約和倫敦的百老匯歌劇院已經連續很多年，將雨果這部寫作編成舞台

劇，呈現在世人眼前。雨果自年少時即酷愛文學與詩歌創作， 當時的法國也提供了寫作的環境和

多種寫作比賽，他的母親對他的鼓勵與肯定，可說是雨果成功的最大助力。 但就在雨果埋頭書案

時，母親卻因罹患肺炎病倒， 雖然臥病在床，母親還是千叮嚀萬叮嚀，要他竭力寫作，並且吩咐

雨果，無論如何，都要拿到法國文學藝術的最高榮譽---“金百合花獎”。 雨果的母親病逝於 1821
年 6 月 27 日，兩天後，安葬在巴黎他們所屬教會的墓園裡.母親的離去帶給他無法言喻的傷痛! 追
思禮拜當天,夕陽雖已西下,送葬的親友已一一離去，雨果仍然跪在母親墓前， 聲聲呼喊…雖然他知

道已經無法喚醒他那已經永遠沉睡的母親……教會墓園的鐵門是鎖著的，不是隨時可以進出。. 因
此，每一次想探望母親時，他經常得臉頰緊靠著門縫，遠遠遙望著母親的墓碑，深深思念著的是母

親慈祥和藹的面容與一生孤單無助的身影。母親對上帝的敬虔與信仰反映在雨果一生的許多層面…

他一生的所有著作幾乎都在彰顯上帝公義與慈愛的屬性與本質，更讓基督道成肉身，與世人同受苦

難的信仰真理，表達在他的詩詞的每一個角落。雨果被拿破崙放逐流亡初期，他的詩集“女烈

士”----描寫許許多多被放逐流亡的女性悲慘的遭遇，更敘述他對因無孤而受苦者悲天憫人的胸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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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就這樣走了….關進車中，關進黑色的馬車…….關進污穢的牢籠。  
 囚犯沒有空氣與陽光….也沒有淚痕， 她們個個坐在自己的棺木裡….. 
 沿路能聽見的… 是她們絕望的聲音…..發呆的人民， 望著受難的婦女…被載出國境…被帶往未知

的他鄉…” 
另外，在詩集<快樂的生活>裡， 不恥 統治者糜爛腐敗的生活，並對照受苦百姓生活的慘狀： 
 
“你們的財產來自他們的痛苦---君王們！ 他們的貧乏帶給你們豪富…. 
征服者啊！ 你們的所有…. 是百姓滴滴的血…..粒粒的淚….” 
 
而其<靜觀集>….”今天”….鼓勵下層無辜人民，雖然罪惡仍然存在，但是在罪與苦難中不要放棄

希望： 
”希望！希望！ 希望！無辜的人們！世上沒有無盡的悲哀，人間亦無無法醫治的創傷。痛苦將歸

向上帝…..美好的行為是打開天國之門之鎖鑰….” 
 
 雨果的一生幾乎都與苦難的人們站在一起， 從他開始動筆寫”孤星淚”(Les Miserables)這部

世界名著，前前後後經過十九年…….我相信，上帝藉著雨果被拿破倫迫害放逐的十九年，塑造他

悲天憫人的胸懷， 藉著自身的遭遇去感受別人的痛苦。 舊約摩西被上帝塑造的過程與經歷也是如

此，聖經中描寫主耶穌降世的話語也出現在雨果生命的每一個角落。”他原本富足，卻為你們成為

貧窮；讓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哥林多後書 8:9) “孤星淚”敘述一個神職人員的

愛，一個男人不幸的遭遇，一位女人和一個孩子的故事，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雨果一生刻骨銘心的

見證與經歷。 咱的翻譯”孤星淚”非常貼切---吾個人的詮釋是： “雨果孤單地為真理流淚與為信

仰奮鬥的一生，彷彿在法國歷史最悽涼幽暗的黑夜裡高懸遙遠天際， 一顆亮麗的星辰…將上帝所

啟示的方向給予他所處的時代。” 
孤星淚分為五個部份： 
<第一部份>雨果用第一部份相當的篇幅刻劃一位神職人員所表達的基督的形像，他仁慈善良。然

後是男主角 Jon Wazon，他為人正直，但是因不忍心看著姐姐的七個孩子忍饑挨餓，鋌而走險去麵

包店偷了一塊麵包，結果被抓被判了五年徒刑。服刑期間因不滿監獄沒有的酷刑而四次越獄， 但
四次都被逮捕並加重刑罰。Jon Wazon 總共被監禁了十幾年， 
               聖經所教導的”與哀哭的人同哀哭。”(羅馬書 12:15)，很清楚表達在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雨果以相當的篇幅寫拿破崙挫敗的滑鐵盧戰役，呈現詩篇 147:10~11 的主題： 
          “上帝不喜悅馬的力大，也不喜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其後半部份敘述 Jon Wazon 對受苦者道成肉身的愛，他甚至自掏腰包贖回一位被賣被凌入的孤女

Corset! Jon Wazon 自己在苦難中仍顧念比他更不幸的人。最後，因政府通緝，他逃到修道院，由於

神職人員的接納，他於是在院裡安頓下來。 
<第三部份>描寫自己在面對兒女私情時，自己內心世界也會有的痛苦與人性的掙扎。 
     (羅馬書 7:18~24)”我真是苦啊！我所願意的善，我反而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第四部份>為實踐信仰理念，Jon 親自加入反拿破崙暴政的街頭運動，分擔窮人的痛苦。 
<第五部份>描寫在反暴政的起義行動中，他不顧自身安危，救了一位忘恩負義，且曾 經傷害過他

的人，實踐耶穌的教導：”愛你的仇敵”(馬太福音 5:44) 
歷經十九年才完成的這部世界名著 ”孤星淚”(Les Miserables)，細心的讀者必能感受它乃在表達作

者漫長人生歲月裡作者孤單的心路歷程。這歷程包括親情與友情，包括面對兒女私情時的掙扎，其

中存在著愛、恨與饒恕，物質的誘惑與信仰的超越，更包括基督徒在沒有公義且動盪不安的時代裡

需要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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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星淚感人的序言表達了雨果對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使命感： 
         “只要法律、政治、和風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只要有人把人間變成地獄； 
         只要本世紀五個問題----黑暗使兒童贏弱；混亂使青年徬徨； 飢餓使婦人墮落；貧困使男人潦

倒； 孤單使老人絕望；得不到解決…；那麼，和本書同一主題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雨果對時代的貢獻與付出受到國際的肯定。一八六九年世界和平大會在瑞士召開，雨果應邀致詞： 
         “我們所有在這裡出席會議的人，希望的是甚麼？和平？是的！ 
              我們希望：人與人之間的和平；民族和民族之間的和平；人種和人種之間的和平； 
        兄弟和兄弟之間的和平；亞伯和該隱之間的和平；我們不希望暴政之下的和平！” 
 
 晚年的雨果，雖然生活稍微安逸， 但仍顧念受苦的百姓。從他的遺囑看得出來： 
 ”我要將我的積蓄五萬法朗給予貧窮困苦的人們，我希望用窮人們所用的送葬車將我送到 
  墓園。我不願有任何儀式，但是我相信上帝。” 
 八十三歲那一年，身體每況愈下，肺部積水，心臟日漸衰竭， 雨果非常清楚聖經的教導，

更知道自己已不久人世。但是， 他告訴在病床邊的朋友與親人：”我相信在天上，我將與已過往

的家人團聚，並永遠活在上帝懷中。 “消息傳出之後，巴黎成千上萬人湧向他的住處，無數人們

憂心忡忡地站在大街上，等候消息，每一個從雨果寓所走出來的人都會被團團圍住。雨果過世的月

份正是康乃馨盛開的月份，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一點三十分，十九世紀一顆閃亮的巨星

隕落。當時，巴黎許多著名的畫家，音樂家，雕刻家，藝術家紛紛趕到，不只是為瞻仰遺容，更為

能從雨果安詳沉睡的面容找到創作與靈感。 雨果的離去是法國也是整個世界巨大的損失， 法國國

會決定為雨果舉行國葬。國葬當日，巴黎凱旋門與香榭大道的裝飾佈置可謂空前絕後，凱旋門的每

一個門洞都寫滿了雨果所有著作和詩詞的標題。 
 
    五月三十一日承載著雨果遺體的馬車緩緩駛過莊嚴肅穆的凱旋門，沿路約兩百萬的人群， 像緩

緩流動沉默不語的萊因河；也頗像常擾人清夢，令人憂傷的多瑙河；更彷彿曾為歷史流淚卻讓淚水

內流的巴黎塞那河……陪著雨果，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旅程。人群中有銀髮皓首的老人，有天真

爛漫的孩子；有來自法國各地的工人、農民、學生，更有來自英國、蘇聯、德國、奧地利、瑞士、

西班牙、捷克、比利時、義大利等世界各國的人民。雨果的一生，不僅照亮法國的天空，更照亮十

九世紀後人類的精神文明。 然而，雨果的生命之所以尊貴，咎其因，時代是一個因素；環境是一

個因素；社會也是個因素。但是，如果雨果沒有一位擁有崇高與尊貴信仰的母親，所有外在的因素

都不會成為因素。 
 
  雨果在動盪不安且多災多難的社會環境中仍不斷寫作，並讓自己作品賦予他的信仰與時代意義。

相信他的內心深處不曾忘記自己對母親過世前的承諾：”會的！媽媽！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的

確，雨果讓自己的生命”寧願燒盡；不願朽壞”(出埃及記 3:2) 他的一生，也的確為了信仰，為了

真理，為了這個世界，盡了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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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勞苦，那一天就夠了』 
       －從領受侯長老之質詢而說起-   徐

謙信牧師 
 
去年（2003 年）12 月間，筆者回台，並投宿在台北，即從前和全家子女居住的大直（今北市北安

路）之家，一共 25 天之久。最後到要回美之前一天，因為是星期日，所以和三女兒徐純慧前往靠

近北市新公園的濟南路教會做禮拜。禮拜完畢，女兒帶筆者參加在禮拜堂外庭的一般會友之茶會。

首先於茶會中遇見稱呼筆者「二姨丈」之莊仲仁先生，所以向他告知明天早上要回美。又在莊仲仁

的旁邊也看到侯書文長老，他不但是濟南路教會的現任長老，並且曾經是大家所敬重的臺大醫學院

教授。侯長老一看到筆者時，立即唸一節聖經節『一天的勞苦，那一天就夠了』（Mt 6：34），並

指出該『勞苦』之用語有何含意？不過他是用日語說：「一日  苦勞                          
          （日本聖書協會，1955 年改

譯版）。 
 
此侯長老之質詢，對於筆者而言有些很唐兀，因為當時筆者並不是有備而來（意指筆者當時在外衣

口袋無帶聖經）。雖然大家都知道此一經文是主耶穌於馬太福音所傳下的「山上垂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Mt Chs 5,6&7）之聞名經句，但還未看到「註譯」（the Commentary）之前，

筆者並不敢回答他的質詢。因此告訴侯長老說：「待我回家後始將回答給您吧！雖然我明日即回

美，但我會想辦法給您我擬要學習的」。 
 
同星期日（即去年 12 月 28 日）筆者先回到大直之家，立即從書櫃裡找出四大冊之德文新約註解

N.T.D.（New Testament Deutsch），該馬太福音之作者告訴讀者：Martin Luther 將該『勞苦』翻譯

為德文 Plage（即英文 labor 或 trouble），但該希臘原文卻是 Schlechtigkeit（即英文 bad 或 evil 之
意）。然後再經過兩天之久，筆者又回到美國加州之家，立即展開「希臘文新約原典」（Nestle-
Aland：Greek NT）研究，始知該『勞苦』原來是希臘文名詞 kakia（形容詞 kakos），又這也是希

臘文初學者所熟練的用語（vocabulary）。希臘文老師常常告訴同學們說：希臘人把「好」

（good）稱為 kalos，而相反地「不好」（not good）或「壞」（bad, evil） 為 kakos，這也是他們分

別好壞之時所慣用的。因此筆者只恨自己為何不知道此『勞苦』（Mt 6：34）之用語是 kakia。 
 
如果我們買到方便的「聖經」的話，該重要的經句應該附有「參照經節」（reference verses）。因

此，我們的經句「一天的勞苦，那一天就夠了」（Ex 16:19，Mt 6:11）有二個「參照經節」。前者

（Ex 16:19）係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拾獲上主（Yahweh）白天賜下的食物「嗎哪」（Manna）時，摩

西警告他們說：「不准有人把食物留到第二天」，而限制他們的食物只適合於當日所需。然而，後

者（Mt 6:11）係主耶穌在「山上垂訓」所留下的「主禱文」（Lords Prayer）其中之一節「賜給我

們今日所需要的飲食」，同時這也表示主耶穌繼承摩西曾經於曠野所確立的生活規律為祂的天國子

民之需求。因此，筆者認為「一天的勞苦，那一天就夠了」是遊牧民（nomade）之經句，他們的思

考或作為被稱為「遊牧民精神」（nomadism）。遊牧民原來是流浪（wandering）在沙漠（the 
Desert，但聖經曰「曠野」wilderness）尋找綠洲（oasis）或草原之老百姓（日文曰「水草  追  
民」）；他們的禍福由惡劣的環境和氣候所左右，因而在他們的困境（即 kakia）之下，只能依靠

上主（Yahweh）的領導和保護之信心所能克服的。 
 
筆者曾經在本文之第三段說過 Martin Luther（1483-1546）翻譯 kakia 為德文 Plage（勞苦），但再

詳查該字源時，Plage 是取自拉丁文用語 Plaga（等於德文 Schlag：打擊、負傷之意），並有英文



 

TAPC Newsletter, May, 2004   

Plague 即黑死病（Pestilence, the Black Death）之含義。按：當 1521 年間 Martin Luther 在 Wartburg
翻譯德文聖經時，歐洲也許還在遭受自中世紀以來的恐怖流行病之威脅。無論如何，當時宗教改革

者們的翻譯（包括加爾文主義者的 Genva Bible，1560 在內）已開始重視他們周圍或環境 
（situation），又這種改革者們的翻譯用語之改變也會影響後代而產生新的釋義學。因為他們的後

裔曾經在 1930 年代初期，開始注重「生活環境」（Sitz in Leben）之釋義學發法（a form-critical 
method）。話說回來，繼 Martin Luther 之後，我們應舉出的是英國人在 1611 年間發行的「欽定譯

版聖經」（AV：Authorized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現在筆者很喜歡看到 AV 把我們的「經句」（Mt 6：34）翻譯為「Sufficient unto the day，【is】the 
evil thereof」，這完全是逐字地符合希臘原文之翻譯。不過此 AV 之出現被認為是 King James I, the 
Stuarts (1566-1625),在 Hampton Court (1604 年間)舉行的會議，擬要討好清教徒們 (the Puritans)之一

個決定。但其實 King James I 曾經自全國動員一個 50 位堅強團體，其中包括 Oxford 及 Cambridge
之 Hebrew 和 Greek 教授們及其他專家，一共為 6 組，並分兩組在 Oxford，兩組在 Cambridge，另

兩組在 Westminster 分別從事翻譯工作。結果 AV 之「諸翻譯者之序言」(The Preface of translators)
指出：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改訂」(a revision)，而不是「新翻譯」(a new translation) 。因此，曾經

被改革者更改為「共同體」(Congregation) 及「洗除」(Washing) 之用語，恢復其原來的「昔時教會

術語」(the old ecclesiastical terms)：「教會」(Church)和「洗禮」(Baptism)。這 AV 之出現是符合英

國人的一面求新，一面守舊的口味並無矛盾。 
 
至此，筆者需向讀者指出：AV 是由集體的譯者而譯成的版本，然而相反的，Martin Luther 的譯本

（LU: Luthers Uebersetzung）是他個人的作品。因此，如果我們把這些 AV 和 LU 互相比較的話，一

定會發現 AV 和 LU 各有不同的特色和效用，包括它們不同的歷史背景。當 AV 於 1611 出現時，國

會(Parliament)便開始由「清教徒」控制，並和擁護君主體制（Monarchy）之「保皇黨」(Royalist)
兩立對抗。結果從國會出現一位「獨立派」（the Independents）之軍事天才 Olive Cromwell（1599-
1654）打敗第二代國王 Charles Stuart (1600-49)，並將之處死在他皇宮 Whitehall 外庭之斷頭台，而

根除國王的專制暴政(despotism)之後，再由 Cromwell 任「攝政」(Protector)，並成立「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然後這一段歷史又加 1660 年間 Charles II (1630-85)的「恢復王權」(the 
Restoration)等演變，大約有一世紀之久，至 19 世紀 Queen Victoria (1819-1901)時代，由英國人建立

日不落大英帝國為止，AV 不但淘汰過去一切英文譯本，並且成為該世紀唯一的英文聖經。 
 
最後，筆者想向讀者提供離今 40 年前即 1965 年間，筆者在南港教會任牧師時所經驗的故事。有一

天早上，北市中山教會的郭馬西牧師來到南港教會，並請筆者陪他一同前往曾經於一年前，在南港

火車站遭受火車禍而慘死的中山教會青年的墓地。當時我倆探墓完畢，於歸途路上，未知郭牧師想

到什麼，忽然問筆者說：徐牧師，你有沒有 LU 呢？筆者回答：我有。當我倆回到教會宿舍時，筆

者立即拿 LU 給郭牧師。他展開舊約詩篇 90 篇『摩西的祈禱』(ein Gebet Moses)那一篇，並讓我們

好像父子般一起朗讀第 12 節：Lehre uns bedenken, dass wir sterben muessen, auf dass klug werden
（「教訓我們深思：我們一定會死，因而成為聰明的人們」）。唸完，郭牧師再追加說：只由 LU
我們始能看到「我們一定會死」（英文 we must die 或 pass away），別的翻譯並看不到。因此，LU
不但是翻譯（translation），也是解釋（interpretation），更是說教（a Sermon）。德國人指出：LU
從第一版起便發揮其能力和適應性，成功地使用一般民眾之用語，使該聖經於德文裡頭獲得生命，

然後影響德國人之宗教，並貢獻近代德語之成立。按 LU 的 NT 是 1521 年間 Martin Luther 被隱藏在

Wartburg 城堡僅八個月之久而譯成的。但在翌年他又回歸 Wittenberg，並在那裡過他殘餘的生涯。

因此，LU 之 OT 翻譯事工，是他回歸該宗教改革發原地而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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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雲集(三)我的瞌睡婆婆       楊惠愛 
            寫於 2004 年母親節 
 
 媽媽和婆婆的信仰是我望塵莫及的，在她們的那個時代，那麼沒有科學、那麼沒有現代設

備，每件家事都得自己親手來做。上有公婆，下有成群的兒女，還要事奉先生，裏外都顧，兒女們

的宗教生活，起碼是上教堂做禮拜，她們都得以身作則。 
 
 婆婆不識字，繁重的家計讓她忙的團團轉。家中經營海鮮魚類買賣，從早忙到晚始得溫飽。

因著信仰的堅持，嫁入基督教家庭，個性溫順的她，遇到挫折，只會簡短的禱告，但落實在生活的

信仰讓曾受神學教育的我們自歎不如。婆婆告訴我，訂婚時的家庭禮拜，她束起耳朵仔細聽講道，

一句話她永遠記在心裏，不敢忘記[做一個敬畏上帝，尊重丈夫的婦人]。 
 
 婆婆是家中的次女，許多事是大姐、媽媽代勞作完。自從嫁到公公家後，開始學作生意，殺

魚、賣魚、批發魚、辦酒席魚類海鮮大賣、學看磅秤、學著招呼買魚客人、設魚攤位、擺地攤-----
。婆婆今年六十八歲，在四五十年前，婆婆學騎腳踏車，一大早到東港魚市場批發魚，然後擔著

魚，坐火車到屏東市場賣，到傍晚才坐火車回家，又換腳踏車，載著一些家用的菜果，準備著晚餐

和明天的便當。有了小孩以後，婆婆更辛勤的工作；婆婆的婆婆是她的好幫手，幫助照顧孩子；所

以我的先生-趙牧師小時候可以說是阿媽(祖母)帶大的；趙牧師是長子、長孫和長曾孫，所以婆婆每

次出門對他的囑咐特別多，要幫助阿祖倒茶、走路、拿東西等等的代勞，因為女阿祖活到將近一百

歲，趙牧師十歲，她才離開人世。 
 
 直到趙牧師國中三年級，婆婆的魚事業也墊定了相當的基礎，從東港搬到潮州住自己蓋的房

子，屋後有魚鹽養活的吳郭魚。婆婆就是這樣，一個不識字的姐妹，養育了四個孩子，三個已成家

立業，最小的還未婚。 
 
 回憶中，假日是家裏生意最忙碌的時候，有時還真的應付不暇，但只要我們表明要上禮拜堂

作禮拜，婆婆絕不阻止。甚至有時我們偷懶或藉故拖延時間，她老是一眼看穿，亳無通融的把我們

給催上禮拜堂。婆婆堅決的態度，理由是大人有時忙的無法做禮拜，但小孩一定得去。 
 
 台灣南部的教會是上午禮拜和下午禮拜，時間上午十點半開始，下午的時間是二點半。婆婆

總是儘可能的參加下午禮拜，禮拜天告訴客人會早收攤，要買要早。去教會敬拜上帝是婆婆的堅

持，她一定穿戴最好看的衣著以及化裝得體的去教會。剛進教堂精神抖擻，大聲吟詩(婆婆是看白

話字)一旦程序進入講道，她總在體力不勝負荷及徐風吹來的情況下打起瞌睡，特別是出席率不高

的下午禮拜，打瞌睡聽道顯得特別醒目，有時甚至會因太勞累而打起呼來！曾經不好意思地，向牧

師致歉，但牧師及長執的態度反應令我們寬慰放心，他們表示接納，並支持鼓勵婆婆上教堂的心

意。所以婆婆並未因瞌睡而終止做禮拜，也一直未離開教會。 
 
 雖然也曾勸阻婆婆若勞累不妨在家休息，等精神足時再上教堂專心聽道。我的瞌睡婆婆自有

她的哲學論點，她說：生活的奔波勞累使得精神體力消耗無盡，能夠回到上帝的教會，疲勞雖然短

暫消失，但靈力卻重新得到，即使打瞌睡，但在乍醒中聽獲的道理教示亦是非常寶貴，專心聽道很

重要，聽得懂也很重要，聽有入耳而行出來更為重要，我就是一句一句撿起來聽而行的。婆婆最近

與我通話，總是不忘記告訴我：[上帝祝福您和您們的教會]。我知道她最近又學到了一句話，[多多

祝福別人，您自己也會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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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花凋落      鄭以文 
         ~~~記一段人世間的父女情緣~~~ 
 
 喜愛花、常買花、桌上常按自己的心情或紅或紫或黃地插一盆花，屋裏有花、有香氣，便湧

起幸福之感。花總是會謝，在要謝不謝之際，趕緊挑上幾朵心愛的，倒置(彷彿要將所有的生命倒

流到花最精華的那端)，做成乾燥花。做成乾燥花，放滿了乾燥花的書櫃、杯櫃，像長了一頭[花]頭
髮，原質的木色與暗色的乾燥花，多相稱啊！這些都是我心愛的書、心愛的杯、心愛的花，它們長

年與我相伴，取悅我的精神、我的口、我的心。 
 
 最棘手的問題不是要如何擺放一盆生氣盎然的花，花正好，隨意拈來都是好風景；時候到

了，花將要謝了，如何面對一盆將謝的花？如何汰蕪存菁撿選最值得的部份留下來？如何丟棄那已

凋謝的？這才是愛花人的心痛處。 
 
 知道父親得肺癌，是二月初的事。二月初春，正是花開遍野，枝芽並茂的時節。看到櫻花正

開，想起許多年前父母來美，那時我們還住在 Apartment，值櫻花季節，父親心血來潮，攜美酒、

輕食，來到 Apartment 櫻花林下，鋪上毯子，就花而坐，談些家常，看 Jeffrey 肥胖的身軀跑來跑

去。這是我此生第一次和父母有過的[浪漫約會]。我說：[看風吹花落真美呀！]父親說：[在日本大

家都這樣，每年來一次。](有點不夠浪漫的回答) 
 
 母親帶著 Jeffrey 去玩，我便與父親攜手散步。散步了好一會兒，才忽然發現新大陸似的，

問：[爸爸，我以前都是和你這樣走路的嗎？]爸爸答道：[是啊！你喜歡走在我的左邊。]於是我開

始發現，我一向都是勾著爸爸的手走路的，就像親蜜的戀人一樣，有時我也會湊上去親他一下(熱
情的擁抱與親吻是我家的傳統)。為什麼我和媽不是這樣呢？因為媽背皮包，或經常是手提重物，

我和媽一起走路的時候，多半是幫忙提著大包小包的袋子。和爸就不同了，他沒有皮包、皮箱，總

是兩手插在褲袋裏，或兩手背在後頭，這樣的姿勢很適於親近，勾著他的手臂也很自然。那麼，如

果我不夠高，也不能勾著他臂膀，讓勾手成為很自然的姿勢，對吧！？一定是從我夠高到適合勾手

走路，我就和爸這樣勾手走來走去了，才會如此舒適自然。然而，我夠高的時候應該是國中或高中

了，那時的我不是青少年嗎？為什麼我會和爸勾著手走路？我們走到那裏去？走去做什麼？ 
 
 回憶像江河在彼時與此時向我奔流而來，我探索著為何一個自我強烈的少女會舒適地挽著爸

的手臂，常常地走到什麼地方去？答案逐漸清晰起來，爸常在我們夜讀時和我走長長的巷子到師大

路買點心回來給大家吃消夜；有幾年他每早開車送我上學，我們常勾著走一段路到停車的地方----
，我一定談著什麼，他也一定聽著我說，親蜜的關係便日積月累形成，所以會覺得這樣勾著手走路

是那麼自然的事。 
 
 現在我的孩子也在青少年時期，他們並沒有機會也不習慣與別人挽著手走路。現在的社會，

每個人都封閉起來了，像整齊劃一的鋁箔包。我懷念起和父親還能有這樣勾著手走路的情緣，他知

我至深，因為我遺傳了很多他的優缺點，他用他人生的經歷及智慧，傾聽一個青少年不成熟、青澀

的思想，他也一定開導了我走出一些死胡同，使我比同齡的人更豁達，所有的交流，在勾手之際，

在長長的巷弄之間，奠定了我們父女親蜜的情誼。他珍愛我，直到最後一刻我都能深切地體會到。 
 
 四月我回到美國，繁花開盡，櫻花早已落光了；開門進屋，一眼望見數星期前的花已枯萎。

那時，花不是很美嗎？還吐露著芬芳？！為何如今眾花凋零，只留枯枝與我捨不得而流下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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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如何丟棄這捧曾經盛開而今凋零的花，生命果真如花之短暫？我檢視著這殘花敗葉，想起與

父親相處的最後幾日的種種，啊！令人心碎的花呀！竟叫我哭不能止，花真的謝了，父親真的走

了，再也尋不到任何生的氣息。孩子不懂，說：[媽！妳就把它丟了，再買新的花就好了呀？！]我
怎敢再買那嬌豔欲滴的花，再看它謝了，再把它丟掉？ 
 
 心情沈澱了數日，漸漸理智清醒了起來，想起查經時讀到的經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

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傳道書三 1-2)所羅門王智

慧的話，安慰我的心。感謝花與父親，他們教了我生死的一課，他們用他們的生命給予我芬芳幸

福，也用他們的死亡教導我生命的真諦何在。生命的真諦何在？[愛]是唯一的答案。花苞含著它的

愛，綻放了；人在活著的時候也要釋放愛，[愛]是一種最可敬重的能量，心中有[愛]的能量，就是

活生生的存在。每一個生命都是無比珍貴的存在，我們必須讓自己盛開如花。縱然眾花凋落，花的

情緣，父女的情緣，人與人的情緣，因愛而永留了下來。 
 
*後記：能正視生死之後，才有勇氣去查看後院缺水已久的殘花，祈求上帝給它們新的活力重新站

起來。正當此時，[叮咚]，門鈴響起，一盆粉紅嬌柔的花舉到我的鼻頭：[Flowers Delivery]！！是

誰這麼心有靈犀，適時地送上生氣勃勃的一捧花？我在這花下燈下寫完這篇。 
       
        [ 謝謝 Lily！！妳真是解語花！！] 
 
書局買書，那時一本厚厚的書，價格都不便宜，他自奉甚儉，對孩子的書卻從不吝惜，常常是有求

必應。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父親鼓勵我們多閱讀的影響，至今，我依舊喜愛每天有一段獨處看書的時

間，這時段，我遠離柴米油鹽，人與事，而不管看那一類的書，我也都能享受書香。回憶兒時，我

最感謝父親在我年幼時帶我進入書中瀚海的世界。 
 在他身體開始走下坡，腦筋尚清礎時，他依然手不釋卷，且好幾度要我陪他去當時住家附近

新開的一間[邱永漢書局]。就像母親見花的喜悅一樣，父親則像是來到了黃金屋，見到書時的飢渴

眼神，幾度令我十分地感動。陪著他興高彩烈地買完書，幫他拎著兩大重袋，慢慢走著，那時他兩

腳已無法走直線，走起路來歪歪斜斜，我攙扶著他，仿如又回到年少時代與他尋覓唱片時的時光。

然而，物換星移，他巳年老體衰，我也不再是那個愛做夢的青少年，心中的沈重，宛如我兩臂那兩

大袋厚重的書。 
 父親生前喜愛與子女寫信溝通，我出國之後常常來信勉勵我們，每封信必提及一些人生哲

理，如凡事要忍耐，因為忍耐是做人處事的無上法寶，能忍耐者才有力量應世。也常提醒我們待人

要溫柔，因為柔和是處世的良方，能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愛柔和，任何艱難的事都能迎刃而解。他

的這番話，在我讀了聖經之後，常讓我想到箴言裏所說的[要保守你的心，嬴過保守一切]。[感恩的

心]也是我從年少時便常聽他耳提面命我的一句話，他不但要我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並要我懂得付

出，回饋別人。在他眼裏，感恩是人生的財富，懂得感恩的人生才是最富有的。他並希望他的兒女

與人交談要和氣且能面帶笑容，記得大學時有一次做完禮拜回家，因為又餓又累，以致於見了他都

面無表情，他對我說：[妳的上帝不是給了妳微笑這個最好的禮物嗎？千萬記得不要吝於微笑，不

要吝於對別人的好。]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敢寒著一張臉對待別人。 
 父親雖不是了不起的偉人，但是每次憶起與他相處的點點滴滴以及生前的教誨，讓我深信，

一句好話，一個讚美，一個肯定，一個微笑，將會使這個世界更加美麗。音樂與書是他帶給我一生

最豐盛的禮物，在懷念父親之餘，我但願自己能在未來的歲月裏，將這份恩典分給更多需要的人，

以慰父親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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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聞有你一路有你 (Part II)          
       謝孟廷 
William 的葬禮，來了一個人，不發一言，默默站在一旁。葬禮結束後，她走了過來，給了我一個

大大有力的擁抱，在我耳邊輕輕對我說：「好好照顧身體，我希望能跟妳談！」。我含淚點頭。我

不認識她。 
深淵  坐月子大概是過得最年月不分的時日。躺在床上，想到 William 就哭，哭累了就睡，

睡醒了再繼續哭。恨不得一覺醒來，發現一切不過是一場夢。只是，終究不是夢-----。 
 
 每天最怕的時刻，不是獨自在家，而是清晨睜開眼的剎那。那個由夢境跌回現實的瞬間，也

同時墜入那道劃過空氣中的靜，一種空洞的靜，如深淵般無底的靜。期待中的清晨不應是這麼靜

啊！懷孕時總和華堂互相調侃：「孩子出生後，可沒有這麼好睡的清晨了！」。期待中的三人行，

突然退回原先的兩人世界，似乎一切又原到了原點。不知所措，無法適應。 
 
 隱約傳來附近鄰居家小小孩的哭聲，總是心頭一顫，暗自流淚，恨不得是 William。深深自

責，恨自己警覺性不夠，恨當初一覺得 William 不太動，馬上去醫院，或許還能挽救。窗外不知何

時總飛來一隻蝴蝶，不肯離去，無意識的看著它飛，突然眼睛一亮，啊！是 William 嗎？ 是小

William 回來陪爹地媽咪嗎？  
 昏睡、驚喜、哭泣、自責伴隨著寂靜的深淵交織成晨昏不明的月子光陰。 
 
探望  40 天的月子終於結束，七月天出了關，耀眼的陽光，灑在身上，打在臉上，睜不開

眼，卻是一臉的茫然。 
 
 出關後第一件事便是要華堂帶我去看 William。彎彎曲曲的小山路，繞得我頓失方向，努力

默背路線，暗記路旁景物，深怕一眨眼，便失去任何一絲重要路標。雖是個愚蠢的想法，但心中定

了主意，把路線記熟了，想 William 時便可悄悄瞞著華堂，偷偷來看他。 
 
 車子開進了墓園，靠著約一個月前葬禮時模糊的記憶，目光不斷尋找著那個屬於 William 的

小 spot；待車子停妥在那片熟悉的綠草地前，突然悲從中來，眼淚隨即像斷了線的珍珠，叮叮咚

咚，直往下掉。坐在樹蔭下，望著尚未完成的墓碑上覆蓋著的小木板，原本滿腹的思念，早已化為

無聲的啜泣；我那尚未出世的孩兒 William，當初他在我的子宮裡，暗無天日，如今他就睡在這深

深的地下，依然不見天日！神啊！為何連讓我的小 William 見著陽光的一點機會都不給？ 
 
 七月十七日，William 的預產期。瞞著華堂，買了鮮花，偷偷帶著地圖，想陪 William 過這個

原本屬於他的生日。對環境仍不太熟悉，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翻著地圖，邊開車邊掉淚，走錯幾

個叉路，來來回回，迴迴旋旋，終於轉進那彎彎曲曲的小山路，遠遠望見墓園的入口，心頭一悲，

不爭氣的淚水，早己模糊了視線。媽咪來了，William！My Dear Baby, Happy Birthday！ 
 
 
黑暗  坐完了月子，再沒藉口整天躺在床上，可生活已失去了目標，日子怎麼走下去的好？ 
當初懷孕時，天天挺個大肚子在附近公園走動，不少媽媽推著嬰兒車散步，雖說彼此不相識，但天

天照面久了，多少總認得彼此。坐完月子，早已失去獨自到公園走動的勇氣，怕人們好奇的眼光，

怕見到嬰兒車內一個個活生生的小生命，怕人們不知情的問：「How’s your baby?」，更怕人們得

知真相後，伴隨著震驚之後而來的尷尬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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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走走」突然變成心頭無法承受之痛。樓下印度老媽媽，陽台上天天逗弄著小孫兒，一雙慈祥

的眼睛含著深深的笑意，懷孕時天天在她面前晃來晃去，挺著大大的肚子也不以為意。然而坐完了

月子，再見到印度老媽媽，卻覺得全身不舒服，渾身不自在，依舊慈祥的眼睛在我眼裡卻搖身一

變，成為如禿鷹般犀利的目光，不斷盯著我的肚子瞧。「看什麼呢？」，我在心裡哭著反問，「我

的 baby 已經不在了！妳知道嗎？他永遠不在了！」。只想逃避，不願再見到任何目光，不願再受

到任何傷害。 
 
一出坐月子的關，華堂便急急要帶我去醫生診所做個健康檢查。坐完月子，肚子沒消多少，仍是大

大凸凸，只好硬著頭皮，繼續穿著寬鬆的孕婦裝。沒想到醫生一進門第一句話便是：「啊！妳到底

什麼時候要生啊？」。愣了一下，不知如該何回答，支支唔唔了半天，終於鼓起勇氣，把經過大致

講了一下。「喔~！死胎嘛！」，從醫生口中吐出的輕鬆語氣，沒什麼大不了的口吻，就像在重覆

著教科書上不痛不養的醫學名詞。「嗯，是！」，噙著淚水點頭，只想立刻離開這間診所。回家後

哭著求華堂不要再讓我見任何陌生人，不要再要求我出門「散散心」。神啊！為何這樣對我？ 
 
 
沉寂  台灣家人的反應卻是另一個極端。父親母親從 William 離開後到今日，未再開口提起

他。懷孕時，家人開開心心，熱熱烈烈要寄來嬰兒衣物，上上下下期待這個新生命。William 一

走，突然一切嘎然停止，一片沉寂，彷彿演奏中的交響樂團，突然間所有樂器一齊停止演奏。不僅

停止，也似乎試圖想將曾經演奏過的樂章，從記憶中徹底抹掉，就像一切從未發生過，這個生命從

未存在過。 
 
或許是台灣家人不知如何表達傷痛，也或許是台灣習俗的忌諱，畢竟那是個不祥的事。不到期而落

的胎，虛虛而來，暗暗而去，在台灣習俗裡，那是個「夭折兒」，是個「不好的東西」，是個難以

啟口的羞恥，一件「見笑」的事。而在台灣民間信仰裡，更是不可牽牽掛掛，以免防礙這個「夭折

兒」的投胎轉世。打電話回家告訴家人 William 的追思禮拜、火化、乃至葬禮的日期，得到的反應

只有：「好啦！好啦！知道了！好好照顧自己！」，這個「夭折兒」叫什麼名字、有多重、長得像

誰，似乎不是件值得關心的事，父親母親至今仍不看這個「夭折兒」的照片一眼，不提這個「夭折

兒」一句，這個生命似乎從未存在過。 
 
不知情陌生人無辜的反應，和台灣家人沉默的反應，就像兩把無情的利刃，一左一右，傷得我幾乎

無法站起來。 
 
掙扎  陸續收到出自同一人的親筆慰問信，洋洋灑灑，信尾總是提及想和我見面，想和我

談。看了看署名，一個陌生的老美名字，雖不認識這個人，心裡卻是十分感激，這麼有心的人，是

該好好謝謝人家的好意。等心中的傷痛痊癒了，再去拜訪她。 
 
 從醫院出院時，社工人員拿了一大袋資料，再三囑咐，一定要跟資料中的組織或人員連絡，

對我們絕對有很大幫助。當時沒啥心思看袋內的東西，回家往書桌上一丟，那袋資料便跟著淹沒在

書桌上的雜物中。 
 知道自己是那種喜怒哀樂藏不住，情緒總是寫在臉上的人。但或許是文化背景的影響，或許

自認為是個成熟的人，也或許是自尊心作祟，不想顯出自己的軟弱，總之下了決心，寧可自己關起

門來痛哭流涕，絕不在他人面前顯出自己的悲傷。朋友打電話來關心：「妳好不好？」，明明是一

雙哭紅腫了的雙眼，仍一律試圖以平靜的口吻回答：「我很好！」。我必須要讓所有關心我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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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在努力求進步，我不是原地踏步，我沒有陷在悲傷中，我不能辜負他們的關心，我必須對

他們有交待。但是，神啊，我真的一點都不好！ 
 
 和父親母親通話，更不敢「真情流露」。可以談好多其實自己真的不是那麼想談的話題：可

以談阿扁、罵老宋、論老連，可以談經濟、論政治、可以談美國、講台灣。唯獨那個我真的想談的

話題不敢碰，那個我真的想提的名字不敢提，就像父親母親記憶中的一個禁區。不小心提了，電話

那頭馬上陷入一片沉默，不是急於改變話題，便是草草收線。 那段八個月的日子，隨著一個生命

的逝去，在某些人心中，真的已不復存在。 
 
 對朋友，我要隱藏傷痛；對父母，更要徹底隱藏；對陌生人？只要躲在家裡，不再出門，不

讓人見到我那仍凸出的肚子，我就不受傷害。就像一隻受傷的獅子，躲在不起眼的草叢裡，獨自舔

噬著自己的傷口。我告訴自己，我要靠自己站起來；我對神說：「神啊！我一定能靠自己站起來，

來 “榮耀你的名”！」。 
 
 只是，神卻不這麼認為。 
 
無助  那段日子已經學會可以在電話鈴響的剎那，馬上拭去臉上的淚水，將哽咽的哭泣馬上

轉為無愁的笑聲，船過水無痕，決不讓電話那頭的人察覺我真正的情緒。只是瞞得住別人，卻瞞不

住華堂。他心中有痛，但看到我的樣，又必須放下自己心中的痛，轉而安撫我。心中下了決定，絕

不在華堂面前讓他看到我紅了眶的眼睛。於是兩人互相掩飾自己真正的情緒。然而這種掩飾又能撐

多久？ 
 
 那時為了想知道導致 William 離去的原因，拼命上網查資料，邊查邊掉淚，讓華堂給察覺

了。也許是工作的壓力，也或許是情緒壓抑太久了，華堂突然對我大吼：「妳以為妳這樣，William
就可以回來嗎？」，一聽，情緒幾乎崩潰，隨即展開最強烈的反擊，兩人一來一往，將所有掩飾撕

裂，終於兩敗俱傷，無助縮在一旁，抱頭痛哭。此時才驚覺一絲絲危機已然在兩人中間悄悄形成。 
 
 終於明白，原來「患難夫妻」並不表示兩人感情自然一定會更好；原來兩個人對「生命逝

去」〈尤其是對孩子〉所持的「不相等」的反應、傷痛程度、表現方式，都可以造成婚姻的嚴重危

機。 
 
終於承認自己的無能。終於明白，我根本沒辦法靠自己站起來，根本沒辦法靠自己解決問題。終於

告訴自己，我需要幫助。 
 
終於對神說：「神啊！我需要你！」。 
 
曙光  打開信箱，映入眼簾的是一封佈滿熟悉字跡的卡片，看了看寄信人，Sister Maureen 
Hilliard，又是她！仍表示想跟我談。問了問華堂，終於想起那天出現在 William 葬禮上的陌生人，

原來就是她。 
 
當初華堂找到 William 安息的墓園時，Sister Maureen 就在那裡，是墓園的 Bereavement Minister。她

陪著華堂看了幾個 spots，一路上卻一直在問我的情形，一直表示想看我，想和我談。因那時我仍

在坐月子中，華堂當時只表示等我身體好點了，會帶我來見她。沒想到她這麼有心，仍不斷想和我

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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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了一下她的身分，一個修女？一個修女能了解我的悲、我的傷嗎？她能了解一個生命在自己

腹中消失，一個媽媽無法將自己的孩子平安帶到這世界的痛嗎？她能了解面對陌生人要逃，面對朋

友要裝，面對家人卻無言的苦嗎？她真能夠了解因為失去孩子而婚姻出現的危機嗎？沒有經歷過這

些，妳如何幫助我？沒有經歷過這些，妳要跟我談什麼？沒有經歷過這些，妳要如何跟我「感同身

受」？我發出了我最嚴厲的質問。 
神，依舊靜靜的聽。 
 
 意識到需要幫助，也開始認真考慮找心理醫生的可能性。只是可能要花不少錢，負擔得起

嗎？真的有幫助嗎？去哪裡找人推薦呢？一連串的疑問，令我不安，讓我無助。神啊！我該怎麼

辦？ 
 
迷惘  七月十五日，一早打開信箱，裡面躺了一封信，仔細一看，是 Sister Maureen 寄來

的。信中表示她將組成一個 Grief Support Group，一個 Group 最多八個人。這封信只針對過去兩個

月內，有親人葬在這個墓園的家庭發的。信尾加了一句：「非常希望妳來加入」。將內容看了又

看，心裡有個聲音在告訴自己：「去吧！你需要的幫助就在這裡！」。固執的我仍不肯屈服，不是

曾在神面前對 Sister Maureen 提出質問嗎？就這麼去？那我在神面前，多沒面子！先緩緩再說吧！ 
 然而，神已開始做工。 
 那天心情特別好。在紐約的義明兄淑容姐前來灣區探望女兒，順道來看看我們。好久沒見他

們，實在很高興。多年前義明兄淑容姐也曾經歷過他們生命中的最低點。靠著主的愛，如今卻擁有

更加豐盛的生命。 
 那晚一起吃了飯，回來繼續聊天，似乎有講不完的話。電視上 KTSF26 台突然打出一則

message：一個三歲半的小女孩剛在 Stanford 大學病逝，當晚 11:00 的電視節目改為重播幾個月前對

這小女孩和她媽媽的訪問。看了這則訊息，著實吃了一驚。幾個月前曾看過那個訪問，小女孩眼睛

特別大，一點不怕生，隱約蒼白的臉龐透露著她正與先天性心臟病搏鬥；留著一頭短髮，同樣有著

一雙大眼睛的媽媽，則帶著淺淺的笑接受訪問。怎會這樣？心裡實在覺得惋惜，但當時並未想太

多。 
 
黎明  連續幾天，一直有個聲音催促我再打開 Sister Maureen 的信，看了又看，我知道我需

要幫助，但那真的能幫助我嗎？突然間想起義明兄淑容姐，想起他們曾經歷過最低潮，曾走過死蔭

的幽谷，如今他們卻有喜樂。我告訴自己，我想要有喜樂，真正的喜樂。我知道靠我自己不可能，

因為我試了，而且失敗了。我只有靠神。其實自己心裡清楚，這封信是神寄來的；不只這封，之前

每封 Sister Maureen 寄來的信，其實都是從神而來的。偏偏自己頑固，不肯順服，認為靠自己就可

以療傷，靠自己就可以站起來。神啊！終究你了解我更勝於我自己。於是我告訴神：「我願意接受

從你而來的幫助。」 
 打電話給 Sister Maureen，當我拼出自己的名字，電話那頭的 Sister Maureen 高興的大叫：

「妳終於打來了，妳終於打來了！」，隱約覺得神也在對我說：「好孩子，妳終於走出第一步

了！」。那天，我覺得喜樂，不再驚慌害怕。 
 
Grief Support Group  一個美麗的下午，就在墓園的 chapel 裡第一次見到了這群人。每個人背

後明顯的背著一個故事，每對眼睛流露出的是一絲傷痛中伴隨著一縷期待。在這裡不用擔心受傷

害，不用擔心要偽裝笑臉，不用擔心別人不想聽你的痛和自責。在這裡只看到愛：對逝去親人的愛

及 chapel 裡主被釘十字架所流出澆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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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方式實在奇妙。祂不是派一個人來告訴我：「別難道了！妳要往前看，不要向後

看。」，雖然這句話似乎沒什麼不對。祂將我引到了一群同樣正在傷心的人面前，不一定是同樣原

因，卻同樣是為著一個生命的逝去而傷痛，甚至懊悔、自責。祂讓我看見丈夫對結縭三十七年的妻

子的愛與不捨；女兒對父親深深的思念；妻子對丈夫的逝去而強烈的自責；父親對被謀殺的女兒的

心痛與對是否該原諒兇手的掙扎。我想起了紐約的義明兄和淑容姐，他們失去當時就讀大學的兒

子。和這些人比起來，我看清楚了一件事：我不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我為我的失去傷痛，別

人也同樣為他們的失去傷痛，而他們的失去卻是比我多得多。 
 
 曾經在神面前質疑 Sister Maureen 有何資格來幫助我。神也回答了我。來幫助我的並不需要

跟我有相同的經歷，當然，有相似經歷絕對有很大幫助。只能說 Sister Maureen 有個未曾來到這個

世界的兄弟，她的母親跟我有類似的經歷。但真正幫助我的，不是 Sister Maureen 的能力，而是她

從神那裡獲得的啟示。她不只幫助我，也幫助 Group 裡所有的人，然而她並沒有與他們任何一人有

相似的經歷。Grief Support Group 裡也沒人跟我有相似的經歷，但他們每個人對我的幫助卻是多得

太多。他們讓我不再專注我所失去的，雖然那是個很深很深的傷，永遠無法忘記的痛，他們也讓我

看到自己因陷入悲傷而一直忽略了我所擁有的，我更要努力珍惜的。我忘了我還有擔心我的父母家

人，關心我、為我禱告的朋友和一直陪在我身邊、照顧我、和我一樣失去了孩子的華堂。 
 
我也漸漸的了解，每個人對親人逝去所表現出的反應、傷痛程度、表現方式都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那和個人的個性、背景、感觸有很大的關係，但那不表示這個人不悲傷，不愛他逝去的親人。所

以，對父親母親沉默的反應，我也逐漸釋懷。特別是對華堂，一直覺得有很大的抱歉，他的悲傷絕

對不會少於我，但他還要安撫我、照顧我。而我卻一直質疑他沒有和我一樣的哀痛，質疑他「不

愛」那個逝去的生命。當神引導著我往不同的角度轉時，我從絕望中看到了希望。 
 
 我感謝神，靠著祂所引導的幫助，我知道我已逐漸站起來，我已看到曙光和黎明。 
但神卻有祂更出人意料的安排。 
(待續) 
 
作者的話  完成這篇「風聞」系列的第二部，正是 5 月 19 日，William 離開的日子。在他

離開後整整一年，我終於完成當初對神承諾的三分之二。雖然原先構想是希望第二部和第三部一起

完成，無奈自己眼高手低，對神實在有很大的愧疚。 
 
看了一眼出刊的日期，5 月 23 日，正是我在醫院生下 William 的日子，也是 William 的生日。沒什

麼好能拿來為他慶生，只有將這整整一年來，神在我們身上所行的一切和我們對神的見證記錄下

來，來懷念 William 與感謝我們的神。 
 
神在去年 5 月，一個屬於母親的月份，帶走了 William；神也在今年 5 月，又一個屬於母親的月

份，讓我得知另一個新生命已孕育。從來不知，哀傷一個生命的逝去與期待一個生命的來臨，這兩

種完全不同的感受，可以同時存在。如今自己親身體驗了這種既悲又喜的感受，集喜、憂、哀、樂

於一身，心中的徬徨，的確超乎原先所想像。然而就像經上所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 5：7〉，如今也明白，唯一的依靠，就是來自於我們的 父
神，因為祂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祂的仗，祂的竿都安慰我。〈詩篇 23〉 
 
Thank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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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心       陳莉莉 
             -寫給以文- 
 那夜，在妳家聽著妳娓娓道來父親生前種種趣事，妳嘴裏有笑，其實我知道妳心中在滴淚。

以前的我總以為一切有關[失喪]或[死亡]的問題，藉著言語、文字與內心自療的力量都可以解決

的，直到親身經歷了[失父喪母]，才知道許多[節哀]的慰詞縱然多麼令人感激，卻又是何等的令人

心碎。失去了至親，才體會到面對親人的死亡竟是如此艱難，傷口亦是如此的難以癒合。 
 
 死亡代表消失，再也聽不見那慈祥的聲音，看不到那熟悉的微笑，摸不著那真實溫熱的血肉

之軀。死亡表示永遠的隔絕，以前明明存在、活生生、有形有體的聲色光影，全在轉瞬間化為過往

的回憶，只能到內心世界去尋求了，彼此的交集全成了休止符，變成無影無聲的過去式。死亡無法

改變的事實，真是讓人一下子身陷萬丈深坑，絕望到底。 
 
 臨走時妳所問的焦心問題，也曾經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父母的宗教問題與我的完全不同，

對他們死後世界的茫然無知，也曾讓我倉皇失措，無所適從，為他們靈魂歸處憂心；他們心中的

[極樂世界]會等於我所信的那個[天堂]嗎？以後我們還會再見面嗎？我也曾想知道的是：當我走到

人生的終站，父母與我是否仍有交點？還是我們緣份已盡？莎士比亞說：[死亡是旅客一去不返的

異鄉。]沒有人去過那死亡的異鄉又轉回來告訴我們那裏的真實光景，因此他讓哈姆雷特悲嘆：[死
後存在或不存在，這真是個心中最悲傷的一大問題。]身為基督徒的我，其實不應該有這樣的憂

慮，因為我深信耶穌死裏復活的事實，人死後靈魂應該是存在的。死亡，對我們而言，不是結束，

而是另一個開始；死亡乃是暫時的分離，並非永別，我們遲早會再相見的，但是我所掛心的是那些

沒有機會聽過福音的靈魂，是否將注定飄泊，永遠被摒除在天堂與永生之外？ 
 
 主耶穌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永生的房間建在天上，在那裏，神備有永生的房間給世人，想

住進去的人只需要單純地相信神的存在。[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基督徒因著

信，將死亡的結束轉為永生的開始，死亡的道路通往何處，聖經上寫的一清二礎。而我非基督徒的

父母呢？他們靈魂的歸宿在何處？這幾年來，我常懊悔自己未能在父母親生前及時跟他們傳福音；

我當初決定要遵重[父母的信仰]，現在回想起來，我是不是也剝奪了他們上天堂的機會？或許我現

在這些遺憾與悔詞，看來有幾分可笑、荒謬，然而[非常時期]自有[非常之痛]，如非身臨其境，絕

無法感受得到的。 
 
 親愛的以文，經上說：[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傷的人同哀傷]，當我打字、編輯妳這篇感

情豐富的文章時，我全然能夠感受、共鳴妳對父親無比的思念。此時此刻，我與妳同哀傷，為妳及

妳親愛的父親，附上我最深的禱告，也很感謝上帝的恩典，有你們這麼好的家庭；有妳這樣性情中

人的朋友，成為我們主內兄弟姐妹。親人的離去像山頭的朝露；像河流的水泡；像泉水的噴沫，去

了，永遠地去了---無人能告訴我們，那已逝去的人，究竟永遠去了什麼地方？然而，請相信我，父

親的愛，父親的好將永遠存在妳心中，不用擔心他去了那裏，當妳抬頭望天時，父親是一抹雲彩，

他永遠在對妳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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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清晨的翅膀    Michelle 
 
  
 
      2004 年 4 月 4 日我在所深愛的家人和朋友祝福下，受洗成

為神的兒女，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小時候我跟著母親上過幾次教堂，那時候並沒有認識耶穌基督，只記得每次跟著大人禱告，

最後總要說”奉耶穌的名”，耶穌基督是誰？那時的我並不清礎，主日學對我而言實在有點乏味，

我對台上老師說的話，一點也不感興趣。 
 
 長大之後，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熱心地介紹我去教會，這樣來來去去也去了好幾家教會。那

時的我心很硬，對於台上牧師的講道，根本聽不進去，我想我大概是屬於那種靈性較低的一群，屬

靈的事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理解的。我是放棄了，但是神並沒有放棄我。 
 
 去年九月，我和先生討論小孩的教養問題，提到美國的學校教育缺少道德教育，我和先生雖

都是不信的人，但是覺得基督教的教義非常好，應該讓孩子們去教會。 
 
 也正巧朋友介紹我十歲的兒子去參加他們教會的 Awana，兒子去了之後，非常喜歡，跟我提

起說星期天要去 Sunday School。我送他去 Sunday School，我自己也去上給慕道者開的基本要道，

我姑且聽道，因為有以前的經驗，所以我這次也不抱太大希望。 
 
 這時神在我心裏鬆土，我愈上愈起勁，心裏好多疑惑得到解答，以前聖經根本看不下去的

我，竟然還可以一邊讀一邊寫筆記，覺得特別感動的經節，我就把它寫下來，常常拿出來思考，我

變得很渴慕，屬靈的書一本接一本的看。 
 
 有一天我開著車子，一邊聽著朋友送我的一張讚美之泉的 CD，其中一首歌叫”展開清晨的

翅膀”，歌詞取自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其中一段是這麼寫著”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就

在那裏，你的雙手也必引導我。”我的腦子閃過一個異象，主耶穌展開祂慈愛的雙手在那裏等著

我，我的眼淚不能停止，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感動，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感謝神，這麼多年來，

祂並沒有放棄我。 
 
 馬太福音七章七節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 
 
 感謝父神，讓我們終於認識也找到了祂。 
 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神，為了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神， 
 我決心一生跟隨祂，活出祂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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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追憶         陳莉莉 
               
寫於 2004 母親節 
 上週末臨睡前，坐在後院乘涼，五月的微風陣陣薰來，很是舒服，仰望著天上繁星，心中無

限感激這世界真美麗 and [Life is so beautiful!]。已是午夜 12 點了，房裏的電視聲傳來一首日本台的

奶粉廣告歌，我聽出是童年時媽媽教我的一首日本兒歌[Ha lu ka ki ta--]想到斯人已遠，心中一陣惘

然。那幾天朝夕格外思念著媽媽，甚至有天在 Mistuwa 買菜，看到一位年約 80 的日本太太拿著一

個花瓶在和店員小姐討論，久沒聽到的流利日本話，令我一陣錯覺，誤以為見到久別了的媽媽。太

像了！氣質、語韻、穿著如出一徹，我一路尾隨著她，有點魂不守舍且目不轉睛看著她的一舉一

動，茫然地站在那兒，眼淚卻不聽話地直直流。 
 
 媽媽是個很女性化的女性，生前最愛的就是花。在她去逝前幾年，我常回台北看她，那時她

腳不良於行，已不太愛出門了，可是每隔兩三天，她便要我陪她去花市買花。由於爸爸晚年健康不

佳，連帶也讓她過得很辛苦，惟獨見到花時，她才會一展難得見到的笑靨。我喜歡陪她上花市，不

僅可以一路與她話家常，也感覺自己彷如又回到女兒時代。她的記憶常停在四十年前-她人生的黃

金時代。一路，老是重複地說著一樣的故事：如那時候爸爸忙著開業，她常常幫爸爸整理門面，每

兩天必變化不同花型放在診所前，病人一進門看到漂亮的花，病就先好了一半，媽媽得意地這麼說

著。我大概聽過一百次了，可是我非常珍惜分享她的快樂，一點都不厭其煩，依然如第一次聽到似

地陪著她笑。她也眉飛色舞地講著，仿如這是昨天才發生的新鮮故事，臉上神情是那樣的

innocent，令我非常感動。每次到了花市，她常像小孩見到糖般的失常，到處亂跑，一路叫痛的腳

也突然健步如飛起來，與賣花小姐熱情地討論著花種。我站在一隅看著她微駝的身影，擅抖的雙手

忙著飛舞於空中，仿如正在想像著插出什麼流派。心中一陣酸楚，是憐惜也是不捨。有一次我特地

帶了照像機去，要她站在花海裏，她開心得跑來跑去，問我是玫瑰花前好看還是百合花？我的鏡頭

突然模糊起來，那一刻，我但願自己握著一個 Magic Camera，能[化剎那成為永恒]。 
 
 愛花如痴的媽媽，50 出頭時和爸爸遊歐洲回來，最津津樂道的當然是荷蘭的鬱金香。爸爸

健康時很愛照像，歐遊回來的照片，全是媽媽一個人或坐、或站於花裏，那時爸爸拿的不是傻瓜照

像機，而是可伸可縮有廣角的，角度、光線、色彩都很完美，我稱讚他技術一流像個 professional
所為，爸爸說，[那裏！是因為妳媽漂亮，比花還漂亮！]爸爸雖是日式教育的，卻是個很 sweet 的
人，嘴裏說出來的話總讓人增添自信。他喜歡寫詩詞，每張照片背後竟還都題詞，溫馨卻又不肉

麻，他們之間的情愛，當時曾令我非常的感動。我相信媽媽那麼懷念年輕時候，是因為當時爸爸所

帶給她的無與倫比幸福。 
 
 媽媽雖是富家小姐出身，卻善於烹調。她年輕時無論做什麼菜，總是色、香、味俱全，而且

非常重視菜的擺色，常常隨手削出一朵玫瑰，劃龍點睛地一擺，活像是培梅食譜裏的圖片。她不但

愛做也愛分享，常要我邀中南部同學來家裏吃飯，最大的樂趣便是看大家吃得盤底朝天，連擺飾的

玫瑰都吃下去。有次一位男同學頻稱讚媽媽的菜，令他感動得想起家鄉的媽媽。媽媽一聽也很感

動，日後每次煮了什麼好東西便要我拿給他吃，我那時心很單純，傻傻地照做，卻沒想到[表錯

情，會錯意]，差點惹來一陣麻煩，怪只怪媽媽的過度熱情。有時回想起媽媽當時的能幹，真覺不

可思議。她一個人外加一個小妹，是如何變得出一屋子人的菜？媽媽是個大肚量的人，小時候家裏

住了一堆人，除了自家兄弟姐妹，還有輪流從中南部來台北念書的堂哥、表姐們，每天一早便見媽

媽開心地上菜場，下課回來也總見她開心地在煮菜。我有時在旁邊幫忙，看她哼著歌在那攝氏好幾

十度的高熱廚房忙著，讓滿頭大汗的我，好感動也好敬佩。當時最常聽她說的一句話便是[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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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才會開心；開心煮出來的菜，才會讓別人開心。]幾十年了，很多人、事的記憶早已模糊，唯

獨這句話常存我心，我自己有了家庭之後，每天面對柴米油鹽，煩惱著菜色，因為媽媽當年的身

教、言教，讓我努力學習做一個快樂媽媽。(missing 2n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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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約拿書」後的省思      幸子 
 
 舊約聖經有關先知約拿的事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先知約拿神要他往尼尼微去宣布神

的刑罰，促人悔改，遠離惡行，他卻違背了神的旨意，坐船朝相反的方向往他施城，去躲避神。不

料船遇到大風暴將要沉沒時，他還在船艙裏睡覺。當人叫醒他時，他已知道遭遇這大風暴，是因他

的緣故，於是要眾人將他拋入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很奇妙的神蹟就發生了，神安排一條大魚

把約拿吞進去，他在魚腹中過了三天三夜。當他在魚腹中，痛苦到極點時，他熱切的禱告，求主赦

免，拯救他。神聽了約拿的祈求，吩咐魚把他吐在旱地上。 
 
 約拿經過一翻與風暴和死亡的掙扎和神奇妙的拯救，才負起責任去向尼尼微人宣稱「再等四

十日，尼尼微必傾覆。」悔改的信息。尼尼微全城的人痛悔前非，上至國王、大臣、百姓，下至

牛、羊都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人切切求告神，個人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因此

蒙神寬恕，不刑罰他們。 
 
 當上帝不降災禍給尼尼微城的人時，約拿反而不悅，寧死也不願見以色列的敵人得救，反而

埋怨神。故事到此讓我感觸良多，約拿的一言一行，他的生氣加埋怨，多麼像我們啊！我們可以從

幾個方面來分析約拿這個人。 
 
 一. 他是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他認為他的仇敵最好是受神的審判，而不願他們得救。他自

以為聰明，心想：「走得遠遠，只要不見神的面。」喔！多少時候，我們何嘗不是像約拿一樣，神

要我們去傳福音、去愛你的仇敵、去事奉祂、服事人、常禱告、讀經、恭守聖日?。然而我們都找

到很多的理由來回絕神的呼召。我們也喜歡用自己的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常尋找自己喜歡的路，

甚至還自以為走自己的路會比神要我們走的路更好。我們也常聽不到神的聲音，只聽到自己的聲

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而不是神要我們做的。我們居然是一個不太聽話的兒女。約伯記 37 章 23-
24 節「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祂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祂，

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祂都不顧念。」 
 
 二. 他是個遭遇患難知道求告神的人：當他在魚腹中，痛苦得幾乎要死時，深切禱告說：

「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但我必用感

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幣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約拿二章 9 節）他深知神是無

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喔！我們實在像約拿一樣，遭遇大困難時，跪在神的面前，切

切的禱告，求神施恩，憐憫或醫治。這樣的行為並非不好，而是我們只知一昧的祈求，求神即時為

我們解決困難，成全我們所求的，忘了主權在神，神有祂的旨意和時間，也忘了我們應該有順服、

信靠和悔改的心。詩篇 50 篇 14-15「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上帝，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並要在

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三. 他是個不很情願遵行神旨意的人－－尼尼微城大，需要走三日的路程，他卻只走一日，可見他

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宣告神的話。換句話說，他是馬馬虎虎。多少時候，我們也與他一樣，當神答

應了我們的祈求，解決了我們的困難，我們很快就忘了向神所許的願，也不再熱切仰望神，讚美神

的聲音也不再響起，事奉的工作也常變成心不甘，情不願，願神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人是多麼

軟弱。 
 
四. 他是個自大的人：當神不降災於他的敵人，他卻大大不悅，埋怨神，因他覺得似受到神欺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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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求死只因他的自尊心受損。喔！我們多少時候也像約拿一樣，當我們的祈求還沒有得到允許，

困難還沒有得到解決時，我們常怨天尤人，有時抱怨神只會眷顧別人，而忘了你。 
 
親愛的朋友，從約拿的故事，我們得到不少的省思，我們千萬不要把他當作故事結束就算了。我們

要深思，要反省自己是否如先知約拿一樣，自我為中心，自以為對的就是對的而違背了神的旨意。

是否在事奉工作上，馬馬虎虎？是否在奉獻上心不甘情不服？是否常常口出怨言，是否在愛人、信

心上虧欠神的榮耀？箴言三章 4-7 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的

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共勉之。 



 

TAPC Newsletter, May, 2004   

有智慧的朋友    秀惠 
 
   台美月刊是我每月必拜讀的靈糧，四月份最後一頁，肢體交通欄，有一串被傳

道文字組感謝的人，哇！我也榜上有名，稱我為重承諾的台美之友，那一定是總編大人 Lily 小姐寫

的。她這個朋友我太了解了！認識她以來，常聽到她在稱讚鼓勵別人，這份月刊，其實她付出心力

最多，卻都將功勞歸於別人，缺失往自己身上坑。 
 
 先來段我們之間的交情歷史吧！話說當年我可是先認識她的兩位女兒，也當過司機順道接送

她們。Lily 本人，90 年代初期，在 Almaden 我早就風聞她的大名，卻未曾遇見她，只知道她是鋼琴

老師，台美教會的司琴，我偶而去台美晃晃卻也沒什交集，平行線一條。當初我這個人也是蠻有些

個性，不隨便交朋友，有時送小孩子到她家玩或送她小孩回家，僅遠遠揮揮手算是打招呼。認識她

之後，我深感受她對待朋友的真摯體貼，頗有相見恨晚之歎，若我當初不那麼自認瀟灑，從她身上

學到的可能不只現在這樣子。現在我跟的好緊，非得把前面的遺憾補回來。 
 
 和她點頭之交好久之後，真感謝上帝的美意，多年前有一天終於在聖荷西迦南教會近距離面

對面了。那時我們教會在鬧嚴重的司琴荒，一條大魚擺在我面前我豈可錯過？我輕問一句：

“Lily，能不能來幫忙司琴？”她笑笑說，”我聽林牧師提過好幾次，可是----]她的口氣聽起來似

乎沒有完全拒絕，於是我天天展開電話功洗腦，再用哀兵之態，動之以情，加上嘻皮笑臉上門死

纏，發現 Lily 真是“一拖拉庫的愛心，純棉花的心腸，”她自己台美事工很多也很忙，卻讓我很感

動，說看在我大面子上，答應每個月來幫忙司琴一次。而她一旦答應，絕不敷衍了事，知道我們音

樂事工上慘兮兮的，不但第一個星期自己來，剩下幾個星期也栽培一些她成型的桃子、李子一起來

幫忙事奉。接著，我們詩班指揮離去，感謝主奇妙的安排，我們的缺乏祂補足。Lily 答應週日一大

早 9am 來幫我們 polish，真的很令人感動，若不是出於愛主的心，她何苦在主日一早這樣趕場，尤

其常常 15 分鐘內必須從迦南趕到台美，奔波於 85 號高速路上，有時看著她匆匆離去的背影，還真

擔心她的交通安全。她不必開會或不忙的週日下午也會過來幫我們 80%豆芽菜看不懂的詩班練習。

常常看到她匆匆提著麥當勞的紙袋進來，因為沒時間吃午餐，真是可憐代！她不但盡心幫我們選

歌，彈琴，有時還加印譜。她很會選歌，知道我們的程度，推薦許多適合我們唱的歌，好練易唱。

我們的男士大部份是銀髮族，有時實在太荒腔走板，她永遠保持微笑鼓勵我們，一遍又一遍練，苦

瓜臉從來不會出現。長青學院早期請她帶[音樂欣賞]課，她一口就答應，也從來沒有小看平均年齡

75 歲的長輩，每週認真準備教材，由淺入深，加上仔細的解說，上她的課真有如沐浴春風，我們

其中一位男士，博士級學生，常被她的講解感動的痛哭流涕。主日崇拜，聆聽她的殿樂，更是一種

享受，她把莊嚴隆重的氣氛帶入敬拜，讓人發出對 神敬畏之心，而她的一流伴奏也很輕易能讓詩

班把讚美主的心靈引發出來。當有人發出讚美詩班進步很多或感激她的聲音時，她絕不沾沾自喜，

把榮耀全歸於主，常在帶領我們禱告時，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們能以音樂服事，更常稱讚是大家的同

心合意才能有如此美麗的成果。她對人、對事所付出的愛，難以計數，實在配得讚賞與感謝，也必

得天上的賞賜。難能可貴的是她最不喜歡澎漲自己，做別人的 supporter，才是她的最愛。然而她所

到之處，事奉上認真的態度，讓人尊敬佩服，也是我們每個人永遠學習的榜樣。 
 
 上個月，她發出 S.O.S 訊號邀我寫篇[運動會]報導，看在她每月提供精神食糧份上，勉強提

筆，擠破頭才寫出來。想到她卻能夠每期寫上一兩篇文采並茂的文章，有時甚至還得挑燈夜戰補篇

幅不足，是這樣的有才華與能力，卻又難得一見的謙卑低調，令人感佩。四月刊物上的報導式文章

被她大大誇讚一番，趙牧師也特來電稱許我，他們的肯定與鼓勵真是讓我信心大增，也就決定再繼

續努力爬格子，不定時的分享自己日常生活感想與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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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她的朋友是很幸福的，老、中、青她都疼惜，尤其善良包容力特強。所以與她相處時日久

後，我當然爬上天，碰到我這種番番的人她不但沒輒而且極端寬容。每當我遇到不順心的事，管她

小姐有沒有在忙，先來個電話折磨，把心理垃圾傾巢而出，全倒給她強迫分享。可憐的她，得聽我

嘰嘰喳喳大呼小叫至少一個鐘頭，她卻永遠很疼惜我這個幼稚型朋友，我覺得受委屈告訴她，一定

聽到這句“可憐喔，我 m 甘。”再來更不錯“免氣，免氣，我帶你吃飯去。”她對朋友很慷慨大

方，我撈過很多次 Free Lunch。照理說她幫我處理垃圾，解決問題，應該是我請她吃飯謝謝她，反

而是她掏腰包安撫我。她常常用溫和的聲調回應我的急噪，和我談天說地來化解我不滿的心情，感

謝上帝，賜給我這樣的良友，這樣子貼心的朋友真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去年我在臺灣差點病死，她每一天打電話來給我打氣加油，為我流下不捨的眼淚，聽到我無

大礙，她才放下心中那塊焦慮的大石，此情令我一輩子難忘。幾年的交往中，我們分享信仰，分擔

煩惱，彼此鼓勵，從她身上我更知道如何讚美主，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包容，如何感恩。此刻，我

這垃圾處理機是該走進歷史的時候，不然，是我不長進，不配擁有她的友情。 
 
   聖經上說道：“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又說：“回答溫柔，使怒消

退。”“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Lily，我最愛的朋友，上帝的話妳都

做到了，妳那愛主的心，為聖荷西音樂事工的付出，主必記念。願上帝加倍祝福有智慧的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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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偶然       陳莉莉 
      ~記一份感動~    母親節葉醫師見証會後感 
 三月份的月刊即將出刊的前一天，女宣會長麗娜趕上最後列車，email 一份介紹葉陳淑淑醫

師的文章給我，也列出葉醫師母親節要來見証的四場 schedule。那時才春暖花開，距母親節還有兩

個月，麗娜卻已這麼用心在準備，令我非常感動。慚愧的是，當時我對葉醫師猶覺非常陌生，只知

道她是一位醫生，有一位嚴重自閉症的兒子，而上帝不但治好她的兒子，也重用她至全世界各地宣

揚福音，為主做見証。四月裏，有次和牧師娘聊天，牧師娘的話題一直繞著葉醫師，也提到非常辛

苦才聯絡上葉醫師。這時，葉醫師在我腦海裏，才漸漸有個 picture 出現，也開始滿心期待這連著

四場的饗宴。 
 街上粉粉的佈置，告訴著我屬於母親的月份快來到了，和麗娜、牧師、牧師娘、時昌，時有

接觸與交談，知道他們正在快馬加鞭，為葉醫師見証會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有天晚上來開 VBS 的

會，也見到麗娜忙碌著在印見証會的 program，我看到她那麼盡心盡力為主作工，覺得好難得，便

希望自己能也幫忙做點事。真是所謂的心有靈犀一點通，才想沒多久，麗娜跑來，說她留了

message 一直在找我，看我是否能連著三天為這個 program 司琴，我感動之下，想都沒想，便說”

Ok”。其實，五、六是我最忙碌的兩天，加上週五傍晚還有兒子最後一場球賽，原本答應他要去加

油的，以及週六他的小小音樂會--但是麗娜愛主熱忱的心確實是 inspire 了我，我也顧不得自己的忙

碌，能調課就調，不能的就 cancel 了，兒子嘛！也只有交給亞里士兄了！ 
 期盼的日子終於來到，星期五晚上一到教會，便見到牧師、牧師娘、麗娜、時昌前前後後地

跑來跑去忙碌著，也看到講台前他們精心佈置的花海，他們的慧心與巧思全是為了這位愛花如命的

講員，令葉醫師感動極了，演講裏再三提到她乍見花時的驚喜。林長老娘是我們當晚的領詩，她沒

有小看這短短的領詩時間，用她的心作了最好的準備，不但來電叮嚀我早點到來搭配練習，在詩歌

中也穿插很多感動的經文，她努力一遍又一遍教大家唱，幾首短短的會前詩歌，火熱了大家的心。

個兒小小的葉醫師，卻有許多不平凡的見証，她的見証風趣又感人，令我們時而帶淚時而大笑，整

整三個小時，意猶未盡。結束時，她有一段決志時間，許多初識的兄姐的心被她感人見証給 touch
了，他們一個個紅著眼站起來，葉醫師只說了一句很簡單卻很感動我的話，[我將你們交給趙牧

師，請牧師為你們禱告。]，牧師用著很帶感情的聲調為他們禱告及帶大家唱當晚的主題歌[主是我

力量]，那一刻，我感覺到聖靈充滿整個教堂。事實上，那是一首旋律簡單，通俗又易彈的短歌，

可是當時卻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我們新成立的 Children Choir 在愛卿、Monica 愛心調教下，也來到星期六的見証會，為我們

獻了三首詩歌。他們清純可愛的歌聲，提醒著有健康兒女的我們，不但要懂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也

要會付出愛心關懷世界各地不幸的孩子們。葉醫師目前的聖工便是特別為偏遠地區不幸的孩子成立

基督學校。我常覺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幾個字知易行難，然而葉醫師以她的 big heart，排除萬

難，親身實踐，真是為我們做了絕佳的銓釋與見証。 
 葉醫師的見証會更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多即[耶穌是最好的良藥]，只有耶穌能夠改變我

們，拿走我們身上所有的驕傲自大；更苦口婆心提醒我們，不要做一個只會背經節的人，要活出聖

經的話語，才能有豐盛的生命，也才能為你四週圍的人帶來光和熱。她說她來到 San Jose，絕[不是

偶然]，是耶穌基督的愛帶領她來的；而牧師為許決志的兄弟姐妹們禱告裏也這樣說，[所有的發生

與感動，都[不是偶然]的----]我聽了很動容，覺得我們這麼幸運能成為基督徒也必[不是偶然]。而

什麼才是真正基督徒？且讓我們記取見証會的信息，[不要做一個只會背經句且心中只有自我的基

督徒；與人相處要懂得處理好的人際關係；要時時以基督的心為心；學習做一個會愛人會感恩的

人。] 
 
  感謝牧師、牧師娘、女宣在這見証會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願主紀念你們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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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四周年回顧    秀惠 
 
邁入第四個年頭了聖荷西迦南教會長青學院，剛成立時，我用滿腔的熱情，往前衝的心態，只想好

好為長輩們服務，供給者由我扮演，長輩們是學習者。經過這幾年的相處，角色大轉變，原來年長

者人生歷練所累積的內涵，才藝，遠超過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輩我，他們才真正是供給者。能有這些

人為學習對象，感到好幸運。其中幾位老師與我走過這些年，他們默默的付出，支持著完全義務的

工作，讓我能夠有動力再走下去，再次藉由台美刊物表達最真誠的謝意。 
 
   老師兼學生的馬長老娘王荷香姊妹，台語有句話“黑干那，Toe 豆油，無塊看”，繪畫課老師認

定她的畫值得裱起來販賣，插花班老師一看到她的作品，只說：“這是藝術品”，她就是有這麼深

厚的才華，更可貴，是那顆謙卑的心，學習的態度，總說：“互相學習，人外有人。”我深知自己

完全無繪畫細胞，她用欣賞的眼光肯定我，讓我覺得還有一點天份。有一陣子，請她教台語課程，

那股認真的態度深深感動我，不在乎學生的多寡，緊守住為人師的職責，準備周全，熱心教導，馬

長老娘永遠是輕聲細語，用鼓勵的話語激勵我們，她更常說的是：“大家都真 gau。”讓我們有信

心學習下去，有時還會親手烹煮食物，帶到教室讓我們享受，看到好幾次在刊物上登載她的簡易料

理法，對我這種懶人受益非淺。她的先生，馬逸輝長老(對不起馬醫生，委屈一下，讓我稱您，她

的先生。) 也是我們的書法教授，他的課成為最受歡迎的一門，因為他的博學與智慧，很多事情都

能仔細的分析，提出適當的見解。課堂上一邊練習書法一邊談笑風生，信仰方面，天文地理，東西

文化都能成為題材。有時事論述，有經歷的分享，有時還要忍受我們這群婦道人家找他討論日本連

續劇，他總是含笑提出看法，真是很佩服他的忍耐程度。上學期結業只有一位學生通過初級鑒定，

可知我們的書法學習態度，實在心中有愧，他仍悉心教導，絕不批評，也不為此離棄我們，持守當

初的承諾。記得四年前請他幫忙時，他只問一句“為什麼做？為誰作？”與他分享成立此學院的目

的後，立刻答應，只因這是為主作，服事人是基督徒本份，他愛主愛人的心意可見一般。夫唱婦

隨，行影不離，羨煞旁人，更可愛，常把自家種的菜拿來與我們分享，也提供種植方式毫無藏私，

對我這“無大無小”的後生晚輩也愛護有加，永遠給的是讚許，夫妻倆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常用

日本話稱呼我“校長”，因為尊重我是開拓者。他們兩位老師有很多的作為值得學習，相信當他們

的兒女，媳婦，女婿，孫兒們是何等幸福，有這麼愛主愛人的模範可就近跟隨。 
 
 提到 Grace 這位良師，她可是嚴格訓練出來的插花高手，藝術家。朽木到她手立即變神斧，

隨地可取材化為藝術品。每個學生的作品她都以欣賞的角度來看待，教授我們如何去體會上帝所賜

大自然的美，連我這沒天份的學生也好像沾點藝術品味。對她本應滿臉愧疚，但我卻總是滿面春

風，她經過一番心力掙扎，決定降低她的水準，配合行動緩慢又意見很多的我們。教學時面對這群

永遠嘰嘰喳喳不上道的老學生們也保持微笑，或許我們太可愛了吧，更何況我們有賴皮的絕招。本

來我們已經很會假借名義 Pot-luck 吃飯，她把我們的聚餐水準提升，帶我們上高級餐廳，雖不曾南

征北討，倒也吃遍不少美食。雖然我們應該尊師重道請客，但除了年度謝師宴外，她絕不接受我們

的另外支出，反而讓她破費多次，不辭辛苦從 San Ramon 來教課。長期為此學院付出，她不但沒半

句怨言，常聽到的反而是謝謝我們給她機會。對 Grace 這麼好的朋友、老師，我真是感激不盡。 
            
 這幾位好老師為人不自誇又溫和，以讚賞勝過批評，以鼓勵勝過指責，更以感恩勝過埋怨來

教導我們。四年來受他們的薰陶，我學會口出造就人的話，很簡單可以從嘴巴說出一句話，先想好

能夠帶給別人什麼意義？惡意？善意？聖經裡清楚教導我們，[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

得醫治]，[智慧人的口，說出恩言]，他們真正身體力行 活出上帝的話語。好厝邊的台美教會，謝

謝你們把三座寶庫與我們分享，願他們的付出，得到上帝滿溢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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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行     蕭貞淑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趕到機場去接由大陸來的 Coworker，聽說機票也很難買，所以只能趕在這天

來。因與 Customer 約好 12 點 Meeting，時間上非常趕，但也是沒辦法的事。  
 來到機場找到華航抵達的時間，感謝主！On time 也找到出關口。已看到搭別家航空公司的

人陸續的出來，我發覺歐洲人真是可愛，每個接機的人看到自己要接的人出來一定都非常熱情的湧

上去擁抱，然後左頰右頰嘴對嘴點一下，好玩的是他們都會發出聲音，呵還很大聲呢！原先還不覺

得有什麼，然而隨著出來的人越多，這聲音也越來越多，此起彼落的響不停，真讓我起雞皮疙瘩

的。用你的想像力去想一下吧，當然我一面看熱鬧，一面一直盯著出關口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

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了，明明是 On time 就是等不到人，真急壞了我老公。怕趕不上 Meeting 的時

間，只因需開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在等不到人時，只好先上個 WC，以免一接到人為了趕路沒時間

去。就在那時，好像聽到廣播器傳出老公的名字，想來是我們錯過了。待我出來，看老公還在那兒

盯著出口看，心想我聽錯了，再等囉！沒多久，我又聽到呼叫老公名字的聲音，趕緊提醒他，這時

他才回過神來，趕去 Service center 去找人，見到他問他說：我們已經等了快二個小時，就是沒見到

你出來，你可是打從那兒出關？？他回答說：從快速道出來，我也已換好衣服了。 我問：那兒是

快速道？ 我似乎沒聽清楚在那兒？ 說真的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有什麼快速道？這疑問仍存在我心。

算！反正接到人就好了，已管不了那麼多 。眼看時間快來不及了，很快的走帶跑的來到 Parking lot
拿車，往目的地飆去了，原本需 3,4 個小時的車程，老公竟只花二個小時給趕到，時速飆到

150,160。路雖好開，但我還是捧著一顆驚嚇的心陪著來。真的感謝主，終於平安的抵達。還好出

發前有先打電話去延後 Meeting 的時間了，不然再怎麼趕也是無法準時到。  
 在回去的途中我發覺在 Free way 的兩旁真是漂亮，一片片的草原，綠油油的養著好多好多

的馬、乳牛。據我的觀察，那些牛真的是放牛班，沒人管，那些牛先生一點都不怕肥，個個都埋頭

苦幹的吃。停下來，那畫面真有趣！當我看到一群長得白白肥肥的看起來像豬時，我覺得太不可思

議的告訴老公，你看(當然他不能看在開車呀)這兒的豬還真好命，能自由自在的在大草原吃草，而

且還是白豬，真漂亮！說得我老公半信半疑的說真的嗎？？結果你們猜是什麼？原來剛好塞車讓老

公瞄了一眼說：那那是豬，是綿羊！我還想說怎麼有白豬？喔！原來是我老花眼看花了，簡直把我

笑死了。當時我真的覺得豬在 Amsterdam 都變得那麼可愛漂亮，而此時我也才想起來為何這兒到處

都養牛羊馬，原來這是個農產國家，是以出產乳酪為主，還有牛奶。人家說來到這裡一定要喝牛

奶，吃乳酪，不喜歡吃乳酪，就來喝牛奶，誰知下午喝晚上全還清，害我接下來的日子都不敢碰。 
 當晚我們又來到紅燈區，他們蠻念舊的說要找上次他們來時去吃的那家中餐館，只因昨天我

們有看到，所以我先生說他來帶路，怎知又是繞好幾條街才找到。這家餐館，賣烤雞烤鴨的，生意

真好，大部份都是外國人在吃，味道比昨天的好多了！ 飯後來到紅燈區，因天色已暗是做生意的

時間，所以每家店都開了。哇！真讓人大開眼界，肥瘦都有，還時時對你拋媚眼，只是很難看到一

位秀色可餐的妖豔美女。在紅燈區的路上都是觀光客，不時聽到用中文在交談，而且都是一群群替

祖國爭光，來自隔壁親家的人。他們就如 Ray 說的個個都是西裝畢挺腳穿皮鞋的高幹，真是佩服佩

服，出國還得服裝整齊，不愧是大國的子民。Coworker 說來到這兒說什麼也要拍張照回去，我與

老公心想他們怎麼會讓你拍，那他生意別做了。然而他一直摧著拍，當然老公是沒膽拍，於是

Coworker 把 DC 拿過去朝著對面就要拍起來，那知後面的女郎很快的推開門大聲的叫：”What are 
you doing?No picture！”這時把我們三人嚇了一大跳，趕緊拔腿就跑，怕被扁。 
 Amsterdam 是個農業國家，乳酪是他們最大的輸出，還有大麻都可以買賣，紅燈區也是合法

的，想想真替那些女人擔心，AIDS 這麼可怕，難到她們不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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