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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TION***** 
            ~~~Digested from 
Pulpit Helps~~~ 
***Talking is sharing,but listening is caring.  
***You can tell how big a person is by what it takes to discourage him/her. 
***A person who moves the world is the person who the world cant move. 
***In youth we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In old age we want to change youth. 
***The sweetest songs often come from broken hearts. 
***Knowledge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k for,but wisdom is a gift of God. 
***Dont focus on your limitations---focus on your abilities and strengths. 
***Gods warnings are to protect us---not punish us. 
***Knowing God makes us humble,but knowing ourselves keeps us humble. 
***Most of what happens to you,happens because of you. 
***God sometimes takes us into troubled waters, Not to drown us, But to  
   cleanse us. 
***Wearing a cross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bearing a cross. 
***Christians are called not to be comfortable, but to give comfort. 
***Add“d”to anger and you have danger. 
***Fifteen minutes of intense anger is equal to working eight hours. 
***Right is right even if nobody does it; 
   Wrong is wrong even if everybody does it. 
***Sooner or later, every teenager gets whats coming to them----they grow up 
   and become parents. 
***Christianity is hard only when it is a job and not a way of life. 
***The most miserable person in the world is the one who has never been  
   someone else“Good Samaritan”.? 
***If there is no God,t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But if there is a God, then nothing else really matters. 
***Nothing lies beyond the reach of prayer, except what lies outside of the  
   will of God. 
***Better to remain silent and th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the doubts. 
***Moments with God---Happy moments, praise God; 
                    Difficult moments, seek God; 
                    Quite moments, worship God; 
                    Painful moments, trust God; 
                    Every moment, thank God.     
 
 
 
My Loving Dad            
      Christine Chiou 
 
 My father is what I guess you would call a one of a kind dad! Even though he is rarely home, either 
on business trip or working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late at night. I still love him very much. He is 
extremely hard working and very honest. He is the one who makes all the money for us. He earns the money 
for us to buy clothes, eat and pay the money for our house. He is a cute, loving dad. Though he is not the 
perfect dad, he is the best dad I could ask for. Besides, nobody is perfect! I really love my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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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Awesome Dad   
  Julianne Wey 
 
 My father takes care of me and he helps me very much. I think he is caring and one loving father. He 
is very nice and he of course, believes in God. He sometimes gets mad at me, but still loves me. I love him 
very much and he always does the right thing. He is a great dad. Sometimes, you would think hes quite 
awesome. My dad is very much likes my mama. Im sure he loves me.I love him too. Hes one that can be a 
great, perfect, kind, loving, and caring father. 
I love you!! 
 
***************************************************************************************
*********** 
         My Great Dad    
 Jeffrey Chen 
 
 My dad is good at chess,thats all I can think about him,but wait! He is tall! My dad is a great teacher 
and a great dad. My dad is kind and loving, a great writer and a great sportsman. My dad is good at taking 
care of me. My dad is the BEST dad in the world.But most of all, He loves me!! 
Who is “she”? The one I love? Is she good at music? Is she outstanding in writing? 
 
********************************************************************************** 
Never in my life did I see such a profound and graceful beauty deep down in a sisters inner corner of heart! 
You are the one! 
You are in my heart and my love,day by day! 
Best wishes to your life! You light up my life!you are in my embrace again,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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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信仰暨基督教的神學反省  趙清隆牧師 
       父親的職份----“生命的延續”誠然可貴;”信仰的傳承”價是更高。 
 今年初春的二月，咱一起走訪----徐志摩----在離開英國劍橋大學時所寫的”再別康橋”;同時

回憶所羅門王在舊約雅歌書中”沙崙玫瑰”的浪漫與故事。 
 
而綿綿陰雨的三月，咱一起----追想英國詩人莎士比亞----他珣爛璀璨的一生； 接著，四月份，暖陽

和勳，咱一起巡禮一位在破碎的生命中仍珍惜命運的德國舉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他的生命是何

等完美，雖然他耳聾，肢體不全。 
 
不久前， 康乃馨盛開的五月，法國世界大文豪雨果對母親無盡的思念再一次喚醒我們----任何人成功

的背後，母親所扮演的角色，世上除了天父特別的恩典之外，不會有人能夠取代！ 
而這夏日已近的六月，會有甚麼需要咱一起來深思，默想與探討？ 
 
  不久前有一天清晨，從住處開車往教會途中，在車上收音機頻道上聽到有關印度總統大選的

結果----Sonia Gandhi(松尼亞.甘地)，女性，當選印度總統。 由於當時正在開車的我，腦子裡已經開

始構思六月份父親節的寫作。”甘地”這個名字瞬間從腦際閃過，想到的卻不是目前當選的印度女

總統松尼亞.甘地，而是印度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Mahatma Gandhi(1869~1948)；他是印度反對英國殖民

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領袖。因著這位聖雄甘地的一生，印度歷史重新改寫。而這背後，有許多很值

得我們去深入探討與了解的課題。當然在這當中，極其重要的部份，是他的宗教信仰。甘地的信仰

改變了他的一生；他的信仰改變了他所處的環境;；他的信仰改變了他的國家的命運；他的信仰更改

寫了印度的歷史！那麼，到底甘地所信仰的是甚麼？雖然身為印度教徒，鮮少有人知道他所信仰的

是甚麼？所實踐的是甚麼？印度歷史上尊他為印度之父-----因為他帶給自己的民族活在有人性的尊嚴

的世界舞台上。 
 
 由於六月份有個父親節，這樣的日子總讓我們難免再一次探討父親(Father)與父親的職份

(Fatherhood)這兩種角色。聖經中希伯來文與希臘文對這兩種角色的界定相當清楚。前者---父親

(Father)，指的是”生命的延續”---生身之父；而後者---父親的職份(Fatherhood)，指的是”信仰的傳

承”。例如舊約記載以撒生了一對雙胞胎兄弟-以掃和雅各，從兩位兄弟的一生來看，以撒所給以掃

的只是”生命的延續”;至於雅各，以撒所給他的是比”生命的延續”更為重要的”信仰的傳承”(創
世記 25:19~34)。至於新約，安得列帶領哥哥西門彼得來到主耶穌面前，這是信仰的傳承。另外，使

徒保羅之所以成為上帝的僕人，如果我們根據使徒行傳 7:54~60;9:1~22，司提反的殉道；聖靈奇妙

的作為；亞拿尼亞給保羅施洗；造就了保羅能為主所用的一生。還有，使徒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也

是如此。根據提摩太前書 1:2，保羅稱提摩太為真兒子，前者並非後者生身之父，而是信仰的傳承

者。 
 
  走筆至此，讓我們藉著本文的主題來探討甘地的生平和他的信仰。印度聖雄甘地之所以會有

如此珣爛璀璨的一生，從他一生的腳蹤，我們也許可以找著誰傳承了信仰給這位曾經改變歷史的人

物。甘地在十九歲(1888 年 9 月 4 日)時隻身前往英國倫敦，兩年八個月在英國求學期間，從他的回憶

錄裡所用的聖經章節，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停留期間，他曾經接觸教會。在那裡，他認識了基督教所

信仰的真理。兩年八個月後，他回到印度，因著因緣際會認識了美國派駐印度的宣教師 Dr. John R. 
Mott，從他們曾有過的對話，看得出來 John Mott 在甘地的生命中撒下福音的種子，這位宣教師扮演

了”信仰的傳承”的角色。就在此期間(1901 年)，曾有位在孟買的美國保險公司經紀人千方百計想

推銷保險給甘地，然而甘地的回答，無論您同不同意，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相信保險公司，但我

更相信上帝，祂會照顧我。] 1924 年，他在回憶錄裡留下這麼一段話：”一個人生命改變的終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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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有基督的樣式。”這是使徒保羅所教導與勉勵的：”你們要學我，正如我學基督。”後來，

從英國回印度之後，因偶然的機會，甘地前往南非，在南非期間，他看到白人的優越感使南非的黑

人備受人間的苦難，因此他在南非與印度同時發起平和的不合作運動、他表示：”我不希望以惡報

惡；我希望以善報惡；我希望能改變他們，讓他們回到信仰。我希望藉著自己實踐主耶穌的山上寶

訓，讓所有在南非的白人和在印度統治的英國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為了實踐他的信仰，他

被執政的南非白人逮捕入獄，但是在監獄期間，他成為每一位囚犯的僕人，他開始學習做飯、煮

菜、拖地板、清洗、打雜----他希望讓被關在監獄中的人們知道，在苦難中還是會有人愛他們。更感

動的是，他常常用主耶穌的話來勉勵他們：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

福音 8:32) 他對獄卒們勉勵說：”你們雖在獄中，你們是自由的；因為你們按真理而行。而那些白人

與英國人，雖然在監獄之外，卻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沒有實踐所信的真理。”甘地在南非留下一

句銘言：”一個人真正的幸福需要建立在能使別人活得更好，需要建立在使自己的信仰能成為別人

的祝福。”後來，他離開南非回到印度，1909 年至 1910 年間，甘地認識了印度詩人和文學家---拖爾

斯泰，托爾斯泰的信仰幫助甘地在許多方面的思考，特別是他所寫的一本書：”上帝國就在你心

裡.?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在這本書中托爾斯泰對基督徒下了定義：他認為基督徒是”

與世無爭；寧願受苦；以善報惡；和平相處；寬容相待。” 
 
 甘地雖是印度教徒，但是他人生的後半段卻在實踐主耶穌的教導。他曾經提出他的信仰理念--
-”在多元化世界裡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他認為”在種種有關宗教信仰的爭論中，最重要的

並非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相互的尊重與包容。”由於印度是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他的宗教信仰

的成熟歷經了長時期的掙扎。甘地的掙扎是--印度教與佛教徒視牛為聖，不吃牛肉。但是牛肉卻是回

教徒宴席上的佳餚---甘地又發現，很多屠宰場的牛卻是很虔誠的印度教徒飼養而賣給回教徒的。而

且，甘地很無法諒解印度教的教條，因為那些教義與印度的牛的命運息息相關---它們被屠宰的過

程，是全世界最慘不忍賭的。更甚的是---全印度百分之五十的牛都處在可能因飢餓而死的邊緣。甘

地斥責印度社會中的迷信，非理性，非人性的現象。因此，他說：”不是我，而是只有基督，才可

能使你所生存的社會更完全！” 
 此外，甘地很無法接受印度宗教的宿命論。因為他認為那是執政者，上流社會，與有錢人操

控社會資源與利益的理念---要老百姓安份守己，不要革命。安份守己的人來世就會輪迴到上流社

會，過較好的生活。有鑑於此，甘地將主耶穌的話給與當時的上流社會與有財有勢的人，”駱駝穿

過針眼，比財主進入天國還更容易。”(馬太福音 19:23~24)他規勸所有富有的人能夠去幫助窮困貧苦

的人們。 
 甘地說：”我不僅是一個基督徒，我也是一個印度教徒；我不只是一個回教徒,，我更是一個

猶太教徒。”如此，在上帝面前我會是一個比一般基督徒更好的基督徒。美國差派在印度許多年的

宣教師 Dr. Stanley Jones 曾經說過：”甘地, 雖是印度教徒，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像耶穌基督的基督

徒。” 又說：”甘地，是歷史上最像耶穌的人；但是他卻不被稱為是基督徒“。[ Dr. Stanley Jones
又說：”也許上帝使用甘地，讓不是一般基督徒所認為的基督徒能認識上帝。”[甘地對基督教的挑

戰](Gandhi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一書的作者 Mr. S. K. George 曾說過：”因為甘地，我才認識耶

穌和祂所帶給世界的信息。” 宣教師 Rev. K. Matthew Simon 提過：”是因著甘地的一生，我才知道

基督教的真理。”甘地也與美國宣教師 Charles Freer Andrew 交情頗深，在探討信仰真理的內容裡，

彼此都有相當程度的認同與肯定。他說：”印度教徒找不到一個像 Andrew，但是，他是一位基督

徒。Charles Freer Andrews 也回應說：”基督徒裡面找不到一個人像甘地，但是，他是一位印度教

徒。”甘地曾經提出一個問題：”難道只有基督徒才能得救上天堂嗎？我表示懷疑！我相信在另一

個世界，並沒有所謂的基督徒；也沒有所謂的印度教徒；並沒有所謂的佛教徒；更沒有所謂的回教

徒；我相信將來在上帝面前，所有能在那裡的人，都是曾經像耶穌一樣，愛過這個苦難的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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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世界上所有不完全與不配饒恕的人。”在甘地的生平與傳記中，我一直找不到他有受洗的記

錄。 
 因此，個人曾捫心自問：”基督教有關得救的神學思想是否值得重新思考與反省？”信而受

洗的必然得救是否意味著信而不受洗的就必然不得救？””信而沒有機會受洗的，但是一生卻如甘

地一樣充滿生命美麗見證的人，是否就無法得救？”還有,”信而受洗，但是並沒有像甘地一樣活出

基督生命的人，他們的得救會有意義嗎？”甘地接受耶穌基督，但是拒絕了充滿被扭曲了教義的基

督教。他曾說過：”我實踐了主耶穌的山上寶訓，所以我敢大膽的說，我是真正的基督徒。” 最後

他說： “這世上太多人懂得科技，但是太少人真正認識上帝；太多人曉得核子武器的奧秘，但是太

少人真正實踐了耶穌的山上寶訓。””這世上充滿了核子的巨人，但他們卻是道德與倫理的侏儒；

太多人懂得戰爭，卻不知甚麼是和平；太多人知道如何生存，卻不知道如何生活。”  
 
 時值 2004 年父親節，盼望我們對它的定義與了解不會永遠停留在”生命的延續”，而是能更

深入至 “信仰的傳承”的層面。而”信仰的傳承”，根據聖經在羅馬書 1:20 的記載，上帝不僅藉著

人去傳承，祂更會”藉著所造之物”(羅 1:20)，讓世人認識造物主；認識生命；認識人生；認識正確

的價值觀與應有的世界觀。亞伯拉罕有這樣的經驗(創 13:16; 15:5)，因為天上的星辰與海邊的塵沙啟

示了天父對他的後代的應許。詩人大衛也有這種經驗(詩篇 8:3)，上帝所造的天，以及所陳設的月亮

星宿，傳承了上帝對世人的顧念。總之，上帝所造之物指的乃是自然界裡的一切，包括陽光與月

色；包括星辰與四季；包括和風與花朵；包括草地的翠綠與花開花謝；包括滴雨和彩虹。聖經告訴

我們，世上沒有人看見上帝(約翰福音 1:18),但是當人們看見祂所創造的大自然裡的事物，有理性有

感情的人就不會推諉對上帝存在的認知。因為這些事物，雖然不像人一樣能說話，卻傳承了上帝的

託付(羅馬書 1:20)。 
因為藉著和勳的”陽光”(傳道書 11:7)，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生就會有盼望；  
因為藉著濛濃的”月色”(詩篇 121:6)，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生就不應有傷害； 
因為藉著天際的”星辰”(使徒行傳 27:20)，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生應該沒有必要有太多的憂慮。 
因為藉著變化的”四季”(羅馬書 8:28)，我們知道只要活著，萬事就會互相效力； 
因為藉著徐徐的”和風”(詩篇 78:39)，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需要知道世上甚麼事物會一去不

返； 
因為藉著會退色的”花朵”(詩篇 103:15)，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接受[天若有情天亦老]； 
因為藉著翠綠的”草地”(詩篇 23:2)，我們知道只要活著，我們總能走過死蔭的幽谷； 
因為藉著”花開花謝”(傳道書 3:2)，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接受凡事都有定期； 
因為藉著”人來人去”(傳道書 3:1)，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接受人間總有悲歡離合； 
因為藉著”瞬間可逝的朝露與晨霧”(雅各書 4:14)，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接受月也總會有陰

晴圓缺； 
因為藉著雨過天晴後的”彩虹”(創世記 9:12~16)，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明白，人生有些眼

淚，有時是必要的。 
因為藉著天邊的”雲彩”(希伯來書 12:1)，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就必須勇敢面對上帝，緊緊抓住這

雖然短暫卻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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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學習祈求   
   2004/6/6 在聖荷西台美長老基督教會證道原稿          曾欽崇 
  
諸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謝天父賜我機會今朝與諸位敬拜。分享之前我要先聲明兩事： 
1. 我不是牧師，也不是現任的長老。  
2. 聖經裡的真理正確的解釋只有一個，但是讀經人的感受可以多樣，對同一經節，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感受，就是同一個人的感受也隨他當時的環境，心情而異。有的感受是人自己的意思，有的

感受是上面來的，什麼樣的感受才是從上面來的呢? 我相信能榮耀神，利益人的感受是聖靈的感動。

我今朝要分享的，懇求主幫助，能榮耀祂的聖名，也能在信仰上跟諸位互相勉勵。 
 
最近在芝加哥我的弟媳 57 歲，因癌不治，歸到天家。同時我們的教會也有一位姐妹患癌症，但是蒙

主醫治，完全回復。 
 
一姐妹身體缺安 
這位在教會事奉真熱心的姐妹雖然患了卵巢癌，帶病出席「執事提名委員會」， 
雙眼凹入，兩頰消瘦，腹部積水，血液中腫瘤指數 CA125 marker 超過 1000, 正常者指數是 4 以下，

醫生檢驗證實是卵巢癌。 
根據網路的醫學統計，在美國 50 歲以上的女士每 57 位有一位可能長卵巢腫瘤。 惡性腫瘤，往往發

現時已經太遲 (在 IBM 就職時 一白人女同事，史丹佛大學博士，42 歲過世)。教會這位姐妹平常是性

情開朗樂觀，但是那天委員會結束時說「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家要為我說一聲生日快樂」。也許她

不同意，也許沒這樣意思，但是從她的表情，我能觀察她露出驚惶的心聲，要大家為她說祝福的

話。 誰不會驚惶，連主耶穌基督受難前在客西馬尼的禱告，經上說〝主心裡甚是憂傷〞〝汗珠如大

血點滴在地上〞。  
 
迫切的祈禱 
主在〝主禱文〞教我們如何禱告。但是沒有教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祈求，祂卻在客西馬尼園教我們

什麼叫真真迫切的禱告，當時我的反應是我們教會需要迫切為這位姐妹祈禱。 
 
兩位姐妹之反應 
 當時我在教會聽到， 
一位基督徒說﹕「癌症已經嚴重到腹部積水，甚至滲透過腹膜進入肺部，要如何祈禱呢﹖也許要加

一句〝主若肯〞，因為癌症是否能醫治好，要合乎主的旨意」。 
聽來很有道理，但是我覺得 Something is not quite right 不太對。對於不像癌症那麼嚴重的疾病究竟加

不加〝主若肯〞一句呢？ 
(2)另位慕道友說「為什麼這樣熱心事奉的年輕人，也會生那麼可怕的病？」 
為了思考如何回答這兩句話，我只有從聖經，找出解答。 
        
主的作為不必合乎人的常識 
 如果加一句〝主若肯〞是因為醫生說「癌症第三期，可能已經第四期，根據常識是沒醫

的」，那聽來好像禱告前，予先準備後門：因為人通常認定癌是絕症，所以萬一禱告沒有成全，有

藉口說是因為主不肯，不合上帝的旨意。 
若是用這樣的心理加〝主若肯〞一句，是否已經違反祈禱要有信心的原則？ 
 其實，神的作為不必合乎常識「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用五餅兩魚餵五千人，使死

人復活，本來就不合乎人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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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Faith 根本就是相信那以常識難以相信的，而常識是日常的經驗得來的知識不是信仰。 
 
謙卑哀叫求恩典的祈求 
有關〝主若肯〞讓我們來看一段經節 
馬可 1:40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 來求耶穌, 向他跪下說, 你若肯, 必能叫我潔淨了. 
馬可 1:41   耶穌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說, 我肯, 你潔淨了罷. 
馬可 1:42   大痲瘋既時離開他, 他就潔淨了. 
 
這裡〝向主跪下〞表示謙卑自己，高舉耶穌：〝必能叫我潔淨〞表示信心，至於〝主若肯〞一句，

我想有三個可能的看法﹕ 
 從〝主掌權一切〞的觀點﹕ 
有人解釋〝主若肯〞一句，是這位長大痲瘋的在求問主的旨意，因為主掌權一切。 
其實，我們請任何人幫忙〝你若肯 If you will〞是西方人禮貌上很普通的話，是在問對方的意思 
 沒錯，但是在這裡是否一定要用〝主掌權一切〞的嚴重性解釋？  
我個人想〝耶穌動了慈心〞，不是出於此觀點。 
 
 從〝神是愛〞的觀點﹕ 
我相信只要懇求，主一定肯。因為經上說：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雅各書 4:2b」 
在馬太福音 15:21-28, 迦南婦人為被鬼附的女兒求主趕鬼，主耶穌要試這婦人的信心，將以色列 
  人比兒女，將迦南人比狗，但是婦人說「狗也吃牠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啐渣兒」。聖

經   說﹕因為此一句，主耶穌不但應允她的祈求，還誇獎她的信心。迦南婦人並沒

問主〝肯不肯〞  只拼命迫切以信心懇求。 
 
 從〝懇求者的心態〞觀點﹕ 
如果〝主若肯〞一句，有什麼重要性引起〝耶穌動了慈心〞，我相信是這一句吐露祈求者謙卑 
 哀叫 crying out 的心聲，這也是我們祈禱時應有的心態。 
 因為： 
 大痲瘋肉體的苦﹕全身長瘡積膿，流血水，甚至手指足趾爛到脫落，用布條包紮。     
 精神上更苦﹕要體會這人精神上的苦楚讓我們先看﹕ 
「彼前 5:14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 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 
中東的人以擁抱 Hugging, 輕吻 Kissing 問安，這是他們表示愛心的風俗習慣， (不像中國人不太 
  露出喜哀表情)，已經習慣於這樣風俗的人，長痲瘋之後被人趕出城外，住在山洞裡

面，出洞外  遇到人還要掩臉喊〝我不潔淨〞。 最難以忍受的是連自己的親戚朋友，甚至自

己的丈夫或是妻   子，兒女都不敢過來接近，更談不上擁抱 Hugging，輕吻

Kissing。對這位來說，被擁抱輕吻，   感觸人的愛心已經是記憶中的往事，他渴望

的是〝愛〞。   
 我想〝主若肯〞也許是表示他的心聲說﹕「世間所有的人都放棄我了，主阿，若是禰也放棄

我，拒絕我的懇求，我了解，我不會怪禰」。一般經驗屢次被拒絕的人，失去自信，不能忍受再一

次被拒絕的苦楚時(Can not stand any more rejection)，會預防，先探探對方的意思。這是一個絕望的

人，以耶穌做最後盼望所發出，哀叫 crying out 的心聲，帶有〝謙卑懇求憐憫和恩典〞的祈求，有如 
詩篇 102:1-2 「(困苦人發昏的時候, 在耶和華面前吐露苦情的禱告.) 耶和華阿, 求你聽我的禱告, 容我

的呼求達到你面前.我在急難的日子, 求你向我側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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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相信主耶穌〝動了慈心〞是因為主耶穌能從〝主若肯〞三個字聽出困苦人的心聲。  
 
 「耶穌伸手摸他說, 我肯，你潔淨了罷.」。其實，主不須要摸他也能潔淨他(羅馬百夫長的僕

人，或 12 年血漏的女人摸衣裳繸子)。 伸手摸他表示主有深深體恤人 Empathy 的屬性，知道這個人

正需要的是什麼，可看出主疼愛的心 Compassion toward those who seek Him.  
 主說〝你潔淨了罷〝 就潔淨了，請注意醫治痲瘋之力量在〝主說〞不是〝主摸〞﹔〝主摸〞

醫心，〝主說〞醫體。主一講就成全，與創世記時(let there be light)一貫，證實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從此我們學習謙卑哀叫求恩典的祈求。 
 
祈求第三要素是﹕ 
信心的祈禱 
馬太 21:21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 , 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

此地, 投在海裡，也必成就。 
馬太 21:22  你們禱告， 無論求甚麼， 只要信，就必得著。 
[講員註：講道時我請相信馬太 21:21 節的弟兄姐妹舉手，結果只有一位姐妹舉手，真可惜禮拜後沒

機會和這位姐妹談話，讓我在此說一聲：願主耶穌基督大大祝福妳，願妳的一生一世有主的榮光照

妳，保守妳，賜恩典給妳，阿門。] 
 
 要了解移山是什麼意思？讓我們用彼得做例子，彼得問主﹕原諒人 7 次夠不夠﹖主答是 70 個 
7 次，主給一個數字，但是祂的意思並不是原諒到 490 次，而第 491 次就不必原諒。祂的教訓是〝無

限次的原諒〞。祂用 70 的原因是因為彼得先用 7 這個數字。 
 
 在這裡因為〝信心〞的程度不能以數目字表示，所以主用挪開山，投在海裡表示主的信心標

準。如果有主所說的信心，並且不疑惑，那麼無論求甚麼, 只要信, 就必得著，包括叫死人復活。 我
想問題在我們人的軟弱，心裡很難做到〝不疑惑〞。[講員的禱告：親愛的主，我信，但我的信不

夠，懇求主幫助。雖然我不能達到移山投海的程度，我願意學習，請幫助我，讓我今天的信心比昨

天堅固，明天的信心比今天堅強，幫助我一日比一日就近彌，阿門！]   
 
 經過這位姐妹本身信心的祈禱，全教會為她迫切的祈求，主垂聽，天父的力量臨到，手術後

這位姐妹完全得到醫治。 
談到全教會為她迫切的祈求，一群弟兄姐妹甚至禁食，我想教會同心為肢體中之一位迫切祈禱是主

所喜悅的，如使徒行傳 12:5「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 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  神.」，主行神蹟解脫彼

得。 
 
 
神是愛，為什麼要有可怕的病症？ 
 我相信上帝要我們長壽，要我們健康，要我們自然老死，不要病死。 但是因為人的近代化，

導致空氣污染，飲水污染，食物污染，人的免疫性 Immune system 弱化，細胞發生突變 Mutation，近

代心臟病，癌症，中風，糖尿病的人突增，這與人為有關，我們不能怪上帝。 
 以色列人不要〝神治〞，要〝王治〞，要求上帝為他們設立君王，經上說這不合上帝的旨

意，但是上帝還是讓他們設立君王 (撒母耳記上 8: 6-18)， 卻在十八節透過撒母耳警告他們說﹕「那

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華, 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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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賞賜人類知識(但以理 12:4)，讓人類科技發展是好的，原意要人用之於榮耀祂，利益人，

但是撒旦引誘人作惡，比如電腦網路可用於傳福音，也可以用於高科技罪行的工具﹔原子能可以用

來發電，也可以用來殺人。結果破壞大自然的平衡(Balance of Nature)而產生各種疾病，人類破壞大

自然的律不合乎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還是容許人類去發展。 
 
 神是愛，為什麼要讓可怕的病症生存？這個疑問相當於馬太福音 13:27 僕人問田主的疑問一

樣： 
馬太 13:27 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阿！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麼？從那裡來的稗子呢？ 
馬太 13:28   主人說：這是仇敵作的。 僕人說： 你要我們去薅出來麼？ 
馬太 13:29   主人說：不必， 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馬太 13:30   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

捆， 留著燒。 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可怕的病症在人間，現在除掉可能破壞大自然的平衡更厲害，上帝要完全除掉它有祂的時間表﹕啟

示錄 21: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

過去了。 
 
      為什麼有的人祈求無反應，有的人祈求得上帝應允？   
 對這個疑問有人答得好說：「上帝一定成就人的祈禱，有的即時成就，有的須要等一段時

間，但是有的成就了，只是成就的，不是所求的」這是很好的答法，可以安慰祈求不得如願的人。 
 又有人說﹕「雖然祈禱，病患不治，也是上帝的旨意，認為某某人早被召回天家對這個人

好」。這究竟是人的解釋或者真的是上帝的旨意，我找不到聖經根據去贊成或反駁，只有讓當事者

的信仰去判斷。 
 至於我，要有聖經根據的答案，我們不應該問「為什麼 神不聽祈禱」，而應該問「為什麼 神
聽祈禱，行神跡醫治，包括醫治這位姐妹」。 
 
我們的祈求若有〝主在客西馬尼一般的迫切〞〝大痲瘋一般的謙虛哀求〞〝有移山投海一般不疑惑

的信心〞，〝像教會為彼得祈禱的同心〞神必施下憐憫和恩典垂聽祈禱。 
最後主成就人的祈求，一件重要的因素是，  
  
主耶穌本身說「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就, 叫父因子得榮耀. (約翰 14:13)」。第一請注意

〝無論求甚麼〞一句。主並沒說「除了癌症之外，其他求甚麼, 我必成就」。祂說無論，意思是包括

一切。第二請注意〝叫父因子得榮耀〞一句， 
我相信我們祈求，要是主成就了，因而能夠榮耀上帝，那麼奉主名，無論求甚麼，主必成就。這是

主耶穌的應許。 
例﹕吳勇長老，他一生見證榮神益人，〝榮耀 神〞是關鍵。 
    
感恩 
 據說美國一小鎮沒有酒吧，大城市的一商人認為賺錢的好機會，就在該鎮開了一家。 
這小鎮本來是平安的，有酒吧之後，開始有醉酒的擾事，鎮內教會舉行大規模的禱告會，求 神排除

酒吧。一天，雷電打到酒吧，將其完全燒毀，老闆向法庭控告說：因為信徒同心祈禱的關係酒吧燒

毀，要求教會賠償，教會也顧律師辯護說，不是他們的責任。  
法官看了案件說  「酒吧老闆相信祈禱，教會信徒不相信祈禱」。 
 
 故事好笑，但是實際上，在我們中間也會發生﹕這位姐妹手術後癌症完全治癒，我聽到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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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說「這姐妹很幸運」。他們相信是幸運，而忘記主憐憫，行神蹟醫治她。然而也許開刀的醫生

心內相信發生了神蹟，因為以醫學常識解釋不通。我想應該感恩，將榮耀歸於上帝。她能得到醫治

不該歸功於這姐妹本身，也不該歸功於教會的祈禱，因為不是祈禱本身醫治，而是垂聽祈禱的天父

做了醫治的工。(我能相信十痲瘋，只有一個回來感恩，忘記恩典是人性軟弱之一，以色列人在曠野

表現了好幾次。) 
 
持續的信心       
 醫生的責任總是會警告其患者「要小心，癌症有復發的可能，每三個月要檢查血液一次」。

但是有持續的祈求和感謝，有移山投海的信心，繼續熱心事奉主，我相信病症絕對不復發。這並不

是說﹕靠信心不必每三個月去檢查一次。我的意思是要檢查，這樣每三個月一次，可以有大大讚美

主，獻上感恩的機會， 
因為聖經說： 
腓立比書 4: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 
吳勇長老現時 90 多歲，癌症未曾復發。 
 
 
主在每人身上的目的 
 恩主醫治，我相信因為恩主還須要我們每人在世上完成使命，叫父因子得榮耀﹕  
摩西的使命是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彼得的使命是傳福音給猶太人   
保羅的使命是傳福音給外邦人 
吳勇長老的使命是到處講道，也見證主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蹟，也讓其他傳道人引證他的經歷同他一

齊榮耀 神。 
 不必是上述的偉大人物才有使命，我相信一個平凡卑微的信徒，像我的母親也有使命，就是

每天為她的子孫祈禱，懇求主幫助子孫，成為按照各人恩賜事奉主，榮耀天父的基督徒。 
 
結語 
 主耶穌要我們學習祈求要有〝客西馬尼園一般的迫切〞〝大痲瘋一般的謙虛哀求〞〝有移山

投海一般不疑惑的信心〞，〝教會為肢體同心禱告〞，〝時刻感恩榮耀 神〞。 
  
 美國總統甘迺迪留下一句名言「不問你的國家能為你作什麼，問你能為你的國家作什麼」 
我想我們該說﹕「不只問恩主能為我作什麼，問我能為恩主作什麼」。 
 
 若是我們先熱心事奉主，服事人﹔上帝的祝福和人的代禱必定回到我們身上，這是主的應

許，因為祂說﹕「凡想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路 17:33」 
在此〝生命〞，也可代表錢財(有視財如命之表示)，時間，才能等等。   
懇求恩主幫助我們在榮耀 神，利益人上面，經驗豐盛的活命，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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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瀟洒也很幽默，任何難事都了他手中都變得微不足道。他的風趣，及超高的 EQ，常能夠四兩撥

千金地化解許多頭痛的人際關係。幾年來，美麗舒適的車子，週日常用來忙碌著接送長輩，親切又

有禮，非常令人感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心，讓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最好的銓釋。晚婚的他，有兩

個稚齡可愛的女兒及美麗有氣質的太太，家庭的幸福美滿，也讓他愈顯得年輕又瀟洒。兩年前因為

帶音樂班，以及有幸此刻教導他女兒的鋼琴，親眼見到他好爸爸的形象。我常聽到他們父女之間的

對話，親蜜感情，溢於言表，他也常說他很享受接送女兒習琴的時刻，可以一路和女兒聊許多事。

他的疼愛女兒，真可以無愧地上[模範爸爸]排行榜。 
 
 難能可貴的是，他不但顧家也很顧教會。除草、清潔打掃、爬得老高換燈泡都有他的影子，

看似日子過得輕鬆自在的人，在算起教會的 budget 卻又很認真而且非常專業化，平時他愛開玩笑，

念起數目字卻又是頭頭是道，我常常還在一頭霧水時，他已經報告完畢了。感謝有他在小會裏，他

的高度幽默常讓開會氣氛輕鬆愉快，窗外的天色也常藍。 
 
*************************************************************************************** 
 感謝上帝恩典，兩度在小會裏有幸能與他同工，才有機會與他熟悉起來。他超人的靈性與熱

心的事奉，在牧師未來之前，常被我們尊稱為副牧。對朋友古道熱腸，明明忙得喘不過氣，卻只要

[打電話，服務就到]。這幾年的文字事工，也因為有他熱忱的幫忙，讓我每個月都能如期完工。除了

幫我，他也幫忙許多別的事工，老、中、小三代的主日學，都有他忙著參與帶領；他和牧師同心同

工的慕道班，也幫助許多的慕道友得造就。 
 
 他也是個極好的爸爸，有兩個可愛乖巧的雙胞胎女兒。記得好幾年前，有一次他兩個女兒

flute recital，找我幫忙伴奏，一路他低訴著與她們之間的點點滴滴，也提到當女兒穿上白紗時，將也

是他的傷心之日，我當時聽了很動容，深深為他柔情的一面所感動。 
 
 這些年的同工事奉，常常聽他說，做教會的事工是他上班最好的調劑。這句話也深深地影響

我，幫助我能以感恩喜樂的心來事奉。因為有他給予的 inspiration，讓我在忙碌的事奉中，依然見到

天色常藍。感謝主！ 
*************************************************************************************** 
 第一次任職小會員時，正處於無牧者的滲澹時期，每次開會還得英語發音，常常讓我不能暢

所欲言。感謝上帝聽到我們的禱告，期待已久的他終於來了。第一次聘牧會和他吃飯時，覺得他好

像有說不出的憂悒，仿如心有千千結。因為身負重任，得再多加了解他是否真的這麼憂鬱，幾次

email 往來身家調查，漸漸感受到他的溫和週到體貼與赤子之心的一面。一年多來，對外，他將教會

帶入社區，也讓更多的同鄉認識我們。對內，他參與從大到小的各式各樣團契，積極於造就我們的

靈命，星期三晚上的查經祈禱會，他努力安排也從旁輔導講員，讓我每次參與都覺受益匪淺也十分

感動於那熾熱的氣氛，加上他出色的寫作才華，用心於文字事工，讓月刊在灣區漸成為受歡迎的靈

糧之一。在他領導下，目前開小會是很愉快的，不但氣氛很和諧，且時間上也控制良好，簡明扼

要，井井有條。 
 
 很多別教會的朋友都很羡慕我們有這樣[Down to earth]的牧師，但願我們都能珍惜他所有的優

點與美德。聘牧期間，有位牧者曾這樣鼓舞我[教會栽培牧師，牧師造就教會]，的確，好牧者是好教

會栽培出來的。希望大家都能熱心和牧師同工，讓教會更溫暖，也讓 TAPC 成為上帝所喜愛的教

會。當恩典滿滿於此，我們個人也才能成為別人的光和鹽，造福我們的社會，更讓眼望所及的天色

常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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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西尼的音樂廚房     陳莉莉 
 
 大學時著迷於歌劇，常和一些主修聲樂的同學泡在一起。幫她們伴奏時，比她們更認真在研

究歌詞，以致於她們的聲樂教授喜歡我更勝過那些寶貝學生。其中有一位同學是唱花腔的，一整年

就是在唱羅西尼[塞爾維亞理髮師]其中一段著名的女高音 piece，那首歌的伴奏並不是很好彈，不但

速度很快，也要很會配合演唱者的起承轉合。可是當時我就很喜歡整首曲子華麗流暢，悠揚快樂的

感覺，也自然而然鍾愛起羅西尼(Rossini 1792-1868)這位義大利作曲家了。 
 
 曾揚言[給我一份洗衣店清單，我也可以譜成曲]的羅西尼，雖然不是像莫札特那樣的超級神

童，卻也早早顯露出他特有的才情與天份。聽說他幼時調皮搗蛋、精力過人，直到十四歲才稍稍收

斂貪玩的個性，開始接受正統的音樂教育。他注重音樂的旋律性，悅耳動聽的曲調，21 歲前，就成

了聞名全歐的音樂家。他雖是義大利人，卻常年旅居於巴黎，他的寓所，也成了當時歐洲最光彩奪

目的音樂沙龍，每逢週末，他廣邀仕紳淑女、文人雅士到他寓所欣賞一流音樂家獻藝。 
 
 羅西尼一生寫過三十八齣歌劇，卻只有兩部受世人歡迎。一部是有名的[威廉泰爾]，另一部即

是我所喜愛的[塞爾維亞理髮師]，37 歲之後就沒有再寫過歌劇，最多只寫些輕鬆的鋼琴小品與歌

曲。其後的三十九年的時光中，他忙著享受生活，研究美食，並常常親自下廚，大宴賓客。沒有人

知道，為什麼他在事業最巔峰之際，毅然放下慣常譜寫的那隻筆，事隔百餘年，當我在台北一個餐

廳角落裏，[塞爾維亞理髮師]輝煌的樂聲，穿越時空而來，感動中，也頓然領悟到一個人在世上走一

遭，所留給後世的祝福是質而不一定是量。 
 
 說實在話，義大利還有兩位歌劇家 Puccini 與 Verdi，在我心中的排行榜，應該遠超過羅西

尼，但是我常覺得人生苦短，若要讓你的人生多彩多姿，就不要讓工作成為你的全部，試著找尋一

些其它的 hobby，讓工作以外的樂趣填補你的心靈，那樣的人生才會充實完美。羅西尼的才華不僅只

限於音樂上，他在廚房與琴房裏同樣自在。精通廚藝的他，把各式各樣的調味料與食材，當成五線

譜上的音符，隨心所欲地混合調配，發明出一道又一首的美味珍饈。 
 
 當年共嚐音樂裏酸甜苦樂的花腔女高音，後來負芨義大利，如今在台北聲樂界小有名氣。她

一直沒有忘記學生時代我所給予的 support 與情誼。年初回台北時，我們聊起當年共愛的羅西尼，她

給了我一個 sweet surprise，帶我來到一家法國餐廳，請我吃了一餐難忘的[羅西尼牛排]，我還記得這

道 dish 有個非常歌劇化的名字，叫做(Tournedos Rossini)。當牛排端來時，盤子上竟然印著羅西尼的

牛排食譜，因為盤子帶不走，我只好偷偷背下它的秘方：用奶油將菲力牛排煎半熟，一刀刀半切

開，讓它呈現閃亮誘人的玫瑰色澤；在牛排上鋪上一片煎過的鵝肝(Foie Gras)，再淋上用葡萄酒醬汁

燒煮的松露(truffle)，就成了法國餐廳有名的羅西尼牛排。這道名菜看似容易，裏面卻有許多的

secret，如鵝肝還先得浸泡在水裏或缽酒(Port Wine)裏一夜，才能準備調製上桌，而松露則比鵝肝更

稀有昂貴，它是長在樹根泥土中，肉眼看不見，要靠小動物特別找尋才找得到，聽說松露光是用白

水煮煮，聞不出什麼特別引人之處，但一旦和其它材料合燒，立刻芬芳四溢、香氣噴鼻，叫人一食

鍾情。 
 當我口裏含著羅西尼精手調製的菲力牛排，耳裏聽著他悠揚動人的音樂，感動之下，聖經裏

一句喜愛的經節[雅各書一章十七節]突然浮現腦海，湧上心頭----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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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饑渴 
        好牧者-我的兄弟        秀惠  
 
  
 從聽說他，直到見到他，認識他，時間雖然短促，但我喜歡稱呼他“兄弟”，雖無血緣，八

竿子也打不出任何親屬關係，但彼此之間所流露的熟悉感，就像親兄弟姊妹那麼樣的自然，與他相

處，不必築起一道防衛的牆，自由自在，無須忌諱，可敞開心胸談天說地，他所散發出的那種真誠

純樸，給我很大的鼓舞，繼續走在事奉的道路，何其幸認識了這個人-趙清隆牧師。 
 
 從小在教會長大的我，看到牧者們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為福音的緣故，總讓我仰起敬佩的眼

光，不由自主將他們擺在高高的位子，就這樣失去親近感，反而有種莫名的距離與疏遠，直到遇見

趙牧師，我才突破那曾心理障礙，原來跟牧者也可以似師似友。記得第一次看到我的兄弟-趙牧師，

很抱歉，我得說一句實話，當時腦袋直覺跳出 “一口標準道地的台語，好台灣味喔！”。經過一些

時日，好友問我對他的看法，我換了另一句真心話，“他是顧家型，很適合你們現在的情況。”機

會到了，來嚇嚇他，一次聚餐時，我對著他說，“趙牧師，你是顧家型。”看他的表情--愣住、迷

茫、帶著些些吃驚，本想開個玩笑，讓他想破頭，但看到美食當前，若讓他食不下嚥，浪費食物我

會罪加一等，趕緊講清楚說明白，“你是很會顧教會這個大家庭的型，不是只顧牧師娘和自己的孩

子而已。”好牧者，認識每一隻羊，他盡心在認識羊廄裡的每一隻羊，連我這隻別人家的羊也常常

被關心，從剛認識到如今依舊不變。論愛心也超人一等，看到他高高興興在長輩會同鄉會收垃圾，

幫忙這幫忙那，吃飯時總先服務別人，有時便當不夠，沒吃到的一定有他，以服務關懷來領更多迷

失的羔羊入羊廄，他的用心及付出主必記念。今年臺灣文化節後，對他的讚許聲此起彼落，聽得我

尾巴也翹起來，驕傲的說：“當然，他是我的拜把兄弟。”，這種搭便車沾點光的事，我絕不落人

後。他是宰相肚裡能撐船，度量大的很，一定不會介意分點光環給我。更有趣的是，一些長輩們對

著我說趙牧師的好話，開玩笑的機會又來了，趕緊打個電話給他，“兄弟，你突然間多出好幾位

媽，而且都 fall in love with you。”話筒的那端，只聽到尷尬的笑聲，若我能親眼目睹他的表情，多

少個夜晚能含笑入眠到天亮。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對不起！我又要說心裡話，他的文章與

他的人真的連不起來，外在純樸踏實的感覺，內心卻感情澎湃像江河，一手好文筆，詩人的風采，

美麗的思維，加上藝術家的幻想，竟然可以把所羅門王與徐志摩寫在一起，服了他，接著莎士比

亞，貝多芬，哇！雨果？害我差一點沒到後 yard，滿地尋找雨過天晴掉下來的果子，再來不知道會

寫那個人、事、物，我這個沒讀什麼書的草地人不努力的話，將來定會霧裡看花，花非花，霧非

霧，我知道他非常愛看書，不管為的是講道或自娛或寫文章，我得好好學著點，有一天本人也許改

頭換面成文藝光環罩頂型。聽牧師娘說起婚前的百篇情書，更讓我睜大眼睛，有股衝動想借來看

看。當然我們也有分享信仰的機會，遇到我這種高談闊論型，還好他有個寬闊包容的心胸，總是很

正經仔細的聽，雖然有時候感覺他沒跟上我的速度，再來個很正式的結論“Good point！”，不會分

享的人請與他聯絡，不久就會了。與趙牧師從教友，進一步成好友，現在有著家人般的感情，都是

時間精力的累積，他用最真誠的心關懷需要的人，在忙碌的事奉中，撥出寶貴的時間服務他人。有

一回家庭聚會，牧師遲到，太不尊重講員的我吧，突然從樓梯看到緩緩升上一條船，上面排滿了生

魚片，原來是牧師親手作的“Sushi love boat”，看到這份美食，差點忘記下一句要說什麼，晚出

現，情有可原，事工太多，趕場的結果，他的平易近人由此可見。聽說牧師還是烹飪高手，退休後

一起用美食來事奉主，怎麼樣？記得有位姊妹曾說過一句很感人的話，“在教會，若能很高興輕鬆

追著的叫，牧師，牧師，那是很幸福的。”，現在頗能體會此句，更感同身受，趙牧師就是那位讓

會友覺得幸福的牧者，在我的心裡深深的相信著。 
 
 



TAPC Newsletter, June, 2004   

 對牧師娘有種相逢太晚，他鄉遇故知的感受，幾次的交談中，總能對我的問題疑惑提出非常

適中的答案和建議，看到她永遠笑嘻嘻，想不開心都會覺得對不起她，她默默的支持著，分擔著，

牧師是公眾人物，我頗能體會牧師娘的心情，也能感受她的付出。趙牧師，想問一問，你曾經問過

別人的問題“美麗明亮的月光下，你會對牧師娘說什麼？”我非逼他寫一篇自家的羅曼史，想起二

月份的月刊出爐前要我寫一篇戀愛史，當場使個回馬槍，要求他以身作則先寫來看看，他的回答是

百分之八十臺灣好男人的標準答案“那有蝦米通講，就是ㄢ呢。”真的是氣不死人。這幾個月，他

能寫那麼多感情豐富的歷史人物，看來又有機會追討他的羅曼史實大公開篇。 
 
 在對的地方放對的人，才能讓其潛能發揮出來，台美教會伯樂視良駒，相信在這片寬闊的土

地，趙牧師定能為 神的國度豪邁奔騰，這是新的起跑點，願我們以此經節共勉“弟兄們，我不是以

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更願我們也能緊守住聖經的教導“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

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

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兄弟，獻上無數的禱告與祝福。 
          好牧者-我的兄弟        
秀惠  
 
  
 從聽說他，直到見到他，認識他，時間雖然短促，但我喜歡稱呼他“兄弟”，雖無血緣，八

竿子也打不出任何親屬關係，但彼此之間所流露的熟悉感，就像親兄弟姊妹那麼樣的自然，與他相

處，不必築起一道防衛的牆，自由自在，無須忌諱，可敞開心胸談天說地，他所散發出的那種真誠

純樸，給我很大的鼓舞，繼續走在事奉的道路，何其幸認識了這個人-趙清隆牧師。 
 
 從小在教會長大的我，看到牧者們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為福音的緣故，總讓我仰起敬佩的眼

光，不由自主將他們擺在高高的位子，就這樣失去親近感，反而有種莫名的距離與疏遠，直到遇見

趙牧師，我才突破那曾心理障礙，原來跟牧者也可以似師似友。記得第一次看到我的兄弟-趙牧師，

很抱歉，我得說一句實話，當時腦袋直覺跳出 “一口標準道地的台語，好台灣味喔！”。經過一些

時日，好友問我對他的看法，我換了另一句真心話，“他是顧家型，很適合你們現在的情況。”機

會到了，來嚇嚇他，一次聚餐時，我對著他說，“趙牧師，你是顧家型。”看他的表情--愣住、迷

茫、帶著些些吃驚，本想開個玩笑，讓他想破頭，但看到美食當前，若讓他食不下嚥，浪費食物我

會罪加一等，趕緊講清楚說明白，“你是很會顧教會這個大家庭的型，不是只顧牧師娘和自己的孩

子而已。”好牧者，認識每一隻羊，他盡心在認識羊廄裡的每一隻羊，連我這隻別人家的羊也常常

被關心，從剛認識到如今依舊不變。論愛心也超人一等，看到他高高興興在長輩會同鄉會收垃圾，

幫忙這幫忙那，吃飯時總先服務別人，有時便當不夠，沒吃到的一定有他，以服務關懷來領更多迷

失的羔羊入羊廄，他的用心及付出主必記念。今年臺灣文化節後，對他的讚許聲此起彼落，聽得我

尾巴也翹起來，驕傲的說：“當然，他是我的拜把兄弟。”，這種搭便車沾點光的事，我絕不落人

後。他是宰相肚裡能撐船，度量大的很，一定不會介意分點光環給我。更有趣的是，一些長輩們對

著我說趙牧師的好話，開玩笑的機會又來了，趕緊打個電話給他，“兄弟，你突然間多出好幾位

媽，而且都 fall in love with you。”話筒的那端，只聽到尷尬的笑聲，若我能親眼目睹他的表情，多

少個夜晚能含笑入眠到天亮。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對不起！我又要說心裡話，他的文章與

他的人真的連不起來，外在純樸踏實的感覺，內心卻感情澎湃像江河，一手好文筆，詩人的風采，

美麗的思維，加上藝術家的幻想，竟然可以把所羅門王與徐志摩寫在一起，服了他，接著莎士比

亞，貝多芬，哇！雨果？害我差一點沒到後 yard，滿地尋找雨過天晴掉下來的果子，再來不知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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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那個人、事、物，我這個沒讀什麼書的草地人不努力的話，將來定會霧裡看花，花非花，霧非

霧，我知道他非常愛看書，不管為的是講道或自娛或寫文章，我得好好學著點，有一天本人也許改

頭換面成文藝光環罩頂型。聽牧師娘說起婚前的百篇情書，更讓我睜大眼睛，有股衝動想借來看

看。當然我們也有分享信仰的機會，遇到我這種高談闊論型，還好他有個寬闊包容的心胸，總是很

正經仔細的聽，雖然有時候感覺他沒跟上我的速度，再來個很正式的結論“Good point！”，不會分

享的人請與他聯絡，不久就會了。與趙牧師從教友，進一步成好友，現在有著家人般的感情，都是

時間精力的累積，他用最真誠的心關懷需要的人，在忙碌的事奉中，撥出寶貴的時間服務他人。有

一回家庭聚會，牧師遲到，太不尊重講員的我吧，突然從樓梯看到緩緩升上一條船，上面排滿了生

魚片，原來是牧師親手作的“Sushi love boat”，看到這份美食，差點忘記下一句要說什麼，晚出

現，情有可原，事工太多，趕場的結果，他的平易近人由此可見。聽說牧師還是烹飪高手，退休後

一起用美食來事奉主，怎麼樣？記得有位姊妹曾說過一句很感人的話，“在教會，若能很高興輕鬆

追著的叫，牧師，牧師，那是很幸福的。”，現在頗能體會此句，更感同身受，趙牧師就是那位讓

會友覺得幸福的牧者，在我的心裡深深的相信著。 
 
 
 對牧師娘有種相逢太晚，他鄉遇故知的感受，幾次的交談中，總能對我的問題疑惑提出非常

適中的答案和建議，看到她永遠笑嘻嘻，想不開心都會覺得對不起她，她默默的支持著，分擔著，

牧師是公眾人物，我頗能體會牧師娘的心情，也能感受她的付出。趙牧師，想問一問，你曾經問過

別人的問題“美麗明亮的月光下，你會對牧師娘說什麼？”我非逼他寫一篇自家的羅曼史，想起二

月份的月刊出爐前要我寫一篇戀愛史，當場使個回馬槍，要求他以身作則先寫來看看，他的回答是

百分之八十臺灣好男人的標準答案“那有蝦米通講，就是ㄢ呢。”真的是氣不死人。這幾個月，他

能寫那麼多感情豐富的歷史人物，看來又有機會追討他的羅曼史實大公開篇。 
 
 在對的地方放對的人，才能讓其潛能發揮出來，台美教會伯樂視良駒，相信在這片寬闊的土

地，趙牧師定能為 神的國度豪邁奔騰，這是新的起跑點，願我們以此經節共勉“弟兄們，我不是以

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更願我們也能緊守住聖經的教導“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

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

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兄弟，獻上無數的禱告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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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遊蹤- 心情筆記         以文 
(一) 樹 
 
現在在火車上，窗外是法國諾曼第半島的原野風光，一片綠，淺淺的小溪以慵懶的曲線穿過平原，

不知流向何方？枯樹，或成行或成林點綴其中。 
 
要說的是枯樹，褪去了豐滿的葉片，褪去了繁華的顏色，就剩一身風骨挺立在原野上。一身風骨，

毫無障物，毫無保留地展現它最裸露的個性；昂然而立的這些樹，深知自己之於風景之重要，總選

好了最佳的位置，或遺世般獨立、或與其他樹成行成林、或與純樸的農莊相偎依、或圍繞在小河的

轉彎處，它不言語，但從它的靜默之姿、從它的站處，它在告訴你它是誰。 
 
若此風景喻為一曲華爾滋，這些枯樹便是音符，譜寫綠色的舞曲。 
 
如果我是枯樹呢？！沒有了花葉的燦爛，我的身形如何？我立足在於原野的何處？可敢以原生的木

質俯望天地？趕緊啜一口香醇的咖啡，把問題一聲咕嚕，吞嚥下去。 
 
(二)畫 
 
站在蒙馬特山丘，整個巴黎盡收眼底。假日人潮擁擠，那些街頭畫家的生意便好了起來，每個學藝

術的人總嚮往到巴黎浸淫一番，免不了為了現實的生計而幫人在觀光區畫畫肖像。所以，可能這些

畫攤上的畫家有的是明日之星也說不定，但大部份只能稱為畫匠。去年幫我和女兒畫人像的那個畫

家（匠？）今年又來拉生意了，女兒趕緊躲在我的大衣底下。她畫了無數的遊客，畫的是臉，畫的

最有韻味的是眼睛。她畫完就忘了，但她也忘記，在她看著我做畫的同時，我也在凝視她。我很仔

細地看著她，二十分鐘過去，她成為我巴黎記憶的一部份，不同之處是，她忘了我，我卻不會忘記

她。 
 
從來沒有這種經驗：直視一個人，肆無忌憚的遊走在她的臉上，一分一秒，等二十分鐘過去。我可

以在她的瞳孔中看到我自己，我很享受這種沒有負擔的「看」，沒有什麼不自在，因為她會說：

「看著我」。情侶之間、親子之間、師生之間、朋友之間，各種和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人之間，沒有

「直視」那麼久的必要。然而，我與這個天涯巧遇的陌生人竟有如此深切的接觸，凝視之間，世界

只剩二人。她在作畫，她可知我已把她雋刻成永恆？ 
 
畫完，她交給我一張炭筆素描，每當我打開這張畫紙，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肖像，而是她的臉。記

憶，就會把我帶回那個山丘、那條「畫家巷」、那個奇妙的眼光交流的時刻。 
 
(三)聲 
 
先是教堂深沉的鐘聲從遠處蕩漾過來，停下來是因為覺得自己的胸腔有若吉他的共鳴箱，絲絲地與

之共振。一定是數百年的古鐘，且不只是一口鐘，深沉地呼喚。閉上眼睛單純地享受聽覺的喜悅，

疲憊的腳不由自主地邁開，朝鐘聲傳來的方向走去。 
 
再來是歌聲，教堂內正在望彌撒。修女一身潔白立於大理石祭壇兩邊，圓弧造型的禮壇由高聳的石

柱圍著，潔淨而明亮。圓頂上畫有耶穌和聖母的像，整個感覺莊嚴肅穆，人在其中顯得渺小。很多

人進來參觀，也像我們一樣，找個位子坐下，靜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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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只聽見自己內心禱告的話語以及襯著禱告的聖歌。因著建築特殊的設計吧！修女的聖歌音質

清晰有如身歷聲音響，就在近處，卻如遠處傳來的天籟之音。 
 
都是女聲，主聲那麼 pure，清澈如水晶，有些童稚、有些成熟，拔地而起的高音拉的又清晰又綿

長。剛開始主音和合唱分開，此時其他混聲有層有次漸序加入，如此祥和協調；隱然有雄壯之勢，

好像要喚醒大地卻不忍大聲咆哮。那主音更加明顯，有如慈母撫著孩童的頭，充滿愛的叮嚀，殷殷

訴說。 
 
歐洲教堂形形色色，所在多有，而這仙樂飄飄卻非處處可聞，它聖潔高雅，不必解釋，自入人心。

在匆匆的行旅腳步中，喚醒我的內心，興起感謝與和主溝通的想望。聖詩並不需要歌詞，那是天使

的聲音，與來自內心的旋律共鳴，音樂如此入人之深，宗教如此入人之深！！ 
 
琉璃鑲嵌的花窗射入黃昏的天光，微塵在光束中浮動，愛戀這天使之聲，久久不願離去。這真是一

次特別的奇遇－與聲音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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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妳一幅織錦    以文 
             -寫在 Melody 舉家遷台

前夕- 
 這織錦，是歐洲仕女閒居時打發時間做的手工藝，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古堡的歲月對於深

居簡出的女子而言，是悠閒而冗長的，午茶後，她們提著針線盒，在大樹樹蔭下，僕人們早備好了

桌、椅及特殊的織布架，這時或獨自一人或約些女伴，便可一起工作聊天，直至日暮。 
 
 這織錦，是這些女子夢想的畫布，由構思、布局、配色、備線、到精密的針腳的加減計算，

在在突顯一個女人理性的一面，是束胸蓬裙包裹不住的左腦活動；然而，錦繡的內容又完全釋放女

子天生的巧思，我遊歐洲，每每刻意留個時段來找尋這種織錦，因為光是織錦的內容就令人目不暇

給；花鳥魚獸、風景人物皆可入畫，當然宗教及地方色彩濃厚的也所在多有，小小一個店逛完會覺

得那股飽滿充實的感覺無異於逛完一間博物館。 
 
 在紀念品充斥的遊覽景點，這種店很少，或許有但卻很小且不顯眼，它的價格也比一般紀念

品貴得多，每一次找到喜歡的，通常標價為提醒我放回原位；但是，還是買了一些；有豎琴的，有

公主與獨角獸的，有皇室風味的，有百花怒放的，有城堡風光的，有仕女盪秋千的，就這些，每次

重遊歐洲，我就帶一幅最小的，再用這幅詢問店家哪兒有賣這種織錦(不知道法文叫什麼，也發不出

那種音)，於是，每次都有新的發現新的感受。 
 
 這織錦，是用時間為線，它織出女子的夢想，它的顏色無法鮮豔，因為那是女人青春的本

色；撫摸它，不平滑也不那麼粗糙，它有它的紋路、它的質感，這是生命造就出來的時代與生活的

紋路，這是女性生活顥示出來的質感，翻到織錦的後面就知道了，千線交錯，複雜中隱含著條理也

掩蓋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心酸與錯誤。所有的織錦都一樣，不論正面的構圖多麼簡潔，翻到後面都一

樣，都是千絲萬縷錯綜複雜地糾結了一些什麼。我因為看到了織線的纏繞而備受感動，織這錦鍛的

時間有多長，這些糾結就有多長且愈加牽扯不清，一分鐘、兩分鐘---[啊！不看了！]心裏想這，手就

凜然的將它翻個面去，正面多美啊！一切好山好水，好花好琴都在正面，都流露出悠閒、工整、智

慧、巧思，汎著古典雅緻的光澤，時光的印記。 
 
 但，唯有看過織錦的反面，我才會如此的愛這織錦，這織錦因此而鮮活了起來，如同你會知

道一個人的缺憾而更愛他，因這些和他的一切是不可分割的，這些構成了他，這些，就是他的一

生，他的織錦。 
 
 這織錦，如此難尋，又是我喜愛的，手上也僅有數幅，可是，我卻將他送出去。有些真誠的

朋友，他們和你一起用時間編織了你的夢想，成就了此時此刻繽紛豐盛的生活，誰也不知明日為如

何，但就現在而言，這質感，這紋路，這色澤早比你手中的織錦更美更具體更富涵深意，織錦送出

去，恩情已刻畫在心中的畫布上，所有的複雜糾結與辛苦一手翻過去，留下記憶中最美的構圖。 
 
      朋友，送妳一幅織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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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與結合   Johnny  Lin 
       
回想 3 月 21 日半夜`我被電的鈴聲吵醒時那一刻，至今不能忘懷。電 話另一頭傳來翠葑的歡喜的聲

音告訴我，我們的禱告已得到 神的回應。自從我向翠葑求婚之後，她一直坐立不安，過去一段不愉

快的婚姻，讓她一直耿耿於懷，無法從那陰影裡走出來，雖然幾個月的交往，了解事事求完美的

她，無法原諒自己，更因為父母的誤解讓她在生命的過程，走得很辛苦。在一個很偶然的機遇由於 
神的安排，使我們彼此的生命開始有交集，她的出現也使我逐漸枯乾的愛重新燃起愛的火種，愛情

在萬物創造者的憐憫之下，漸漸的成長，在彼此互相關懷了解和同心的禱告，感謝 神！她終於接納

了我，可是她心理上的顧慮還是無法突破。來自於保守的基督家庭屬於第五代的基督徒的她，堅持

一切照規矩來，即使是再婚也得有父母的同意，都已過半百的我不得不佩服她對是非善惡的執著，

為了尊重她的立場我同意她的要求，也就是這門婚事必須得到她父母的點頭，所以我們決定把這一

切放在禱告上求主憐憫，我以為事情到此應該有個了結，沒想到她竟然像小姑娘一樣害羞的不敢跟

父母開口，不明就理的我左等右等，以為此事八成是沒希望了。在電話裡她說今天早上教會牧師講

臺主題是：“分離與結合”經文是創世紀貳章二十四節：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她深受感動並知道聖靈在作工，因此散會後她鼓起勇氣向八十高齡的父母提起我婚事，不

但得到父母的同意也得他們由衷的祝福。 
 
 我知道我們的姻緣是 神的安排，就在同一天的早上，我也得 神對我們禱告的回應，禮拜六早

上，我通常會讓我自己輕鬆一點，所以到了八點多我才吃早餐，一陣急促的門鈴聲讓我知道有不速

之客，下樓打開大門，原來是以前教會會友美容帶了一位我不認識的朋友。美容一進門就：我帶了

一位朋友來看你的房子。後面這為朋友自我介紹說：我聽說你有房子要賣，而且只賣給主內弟兄姊

妹。說著就從皮包拿出受洗証書給我看，這時我回想我第一次說要賣房子約在四年前，因為服事的

教會離住家有 40 幾哩，為節省來回奔波的時間，想把房子脫手再搬到教會附近，由於這房子是 神的

憐憫我才能擁有，心裡是有些不捨，所以就把這些事情全交託給 神，但為了肯定自己沒有違背 神的

旨意，就在賣房子的條件上也增加一個條件，也就是房子只賣給主內兄弟姊妹，自從增加了這條件

之後，再也沒有買家上門看房子，但是房地產的價格卻節節高昇一路猛漲，這時法拉盛教會也因為

天時地利，而希望我能參教會的服事，直到這個主內的朋友在看完房子之後，二話不說就決定買我

的房子，連價格也不殺，馬上就通知我辦過戶手續，當我告訴翠葑房子賣了，她也意會到這是 神的

旨意。因為我們倆都能意識到，這是我們的婚姻也是蒙 神的允許，在我們決定結婚之前我希望翠葑

能進神學院造就，要達成這目的我就必須賣房子再搬到神學院附近居住，神的安排就是這麼神奇美

好，不到幾天的時間，翠葑的父母同意婚事，房子不但賣了還比四年前多了一倍的價格，使我們不

必擔憂再回學校時的財務問題。 
 
 感謝 神的憐憫使我們倆在經歷世界帶給我的災難和折騰之後能再共沐主恩，也再一次感謝聖

荷西台美長老教會長老執事和兄弟姊妹為我們代禱和鼓勵，我們也沒忘記媒人公和媒人婆-----趙牧師

伉儷這幾年為我倆的代禱和關懷並撮合這主內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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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決志      陳一鶴 
 
  
     我幼年喪父，守寡的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們四人相依為命。母親雖

然沒有經濟上的壓力，但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小姑們，身為長媳的她，總有做不完的事，遇到種種困

難也必須獨當一面，沒有一個人能分憂解愁，承擔陳家的習俗更加虔誠的拜佛，也許這是她心靈上

的唯一寄託。我雖然看在眼裡，卻也沒有什麼感受，只覺得那不是我的事。母親喜歡燒香拜佛，也

沒有不妥，卻萬萬沒有想到人世間的苦難和憂愁是一輩子的難題。 
 
 母親和我的岳母在高中時代是同學，日後結為親家。相反的，高家在台灣是第一代的傳道

人，可想而知的，在宗教信仰上和我們有很大的差別。由於我岳母在教會是虔誠的事奉者，自然而

然的，母親和我們這一家確實是她傳播基督福音的目標和對象。母親與岳父母家裡互動很好，有來

有往，偶而會捧場式的出席教會，但也止於禮尚往來的程度，談不上有什麼特別的聖靈感動。這樣

子持續了好幾年，福音的種子卻悄悄的在我母親的心田裡開花結果了，她除去了家裡供奉的佛桌，

香爐，繼而取代之的開始上教堂禮拜勤讀聖經。她開朗起來，參加教會的團體活動，唱詩，享受在

基督大家庭內的溫馨。她的感覺是大家庭內每個人都很有愛心，她悟出“永生”是每一個人一生重

要的課題，她為自己找到心裡的喜樂和平安。 
 
 小學時代的我喜歡繪畫，老師們也給我很大的鼓勵。在日本醫科大學時，課餘時間多半在運

動場上，直到有一天因為盲腸炎開刀，傷口未收，不能上操場運動，我才重拾畫筆，繪畫，美術設

計和我就此結緣至今。日本學成返台，結婚之後，岳父母家也沒有給我宗教信仰上的壓力，當時我

服務於岳父的綜合醫院，三年之後我自己出來懸壺開業，工作時間相當忙碌。早年台灣沒什麼工作

之外的休閒時間，有病人就得工作，就像全天候的急診處一樣，任何病人有狀況即使是三更半夜也

會來敲門，或者外出看診。日子在忙碌中過去，督促孩子們是我內人的工作，所以我的三個孩子都

是在教會附設的幼稚園裡長大，由於外祖父母的帶領，他們比我早接觸到福音。我除了勤奮的工作

之外，繪畫成為我餘閒的嗜好，我沒有信仰，但我知道岳父母及內人常在禱告中記念我。我感謝他

們待我真如自己的兒子卻沒有想到禱告的力量和凡事主都有定時，就在我的人生走到 84 歲時，我得

了一位當傳道人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兒即將在 7 月 10 日由趙牧師福證，在台美基督教會締結主內良

緣，除了感謝他的愛心帶領和代禱，關懷以外，我們雖未曾謀面，但那一份親切感，印證了我母親

早年接受受洗，歸主名下的感受。 
 
 我內人雖是基督徒，教會的牧師也常到家拜訪，我也服務於台南的 YMCA，長榮中學，光華

女中，將我室內設的專長，奉獻於基督教團體及學校，但遲遲內心未接受救主的施恩。此次透未來

女婿的引導，我已經決志把握機會接受主恩，將在他們婚禮的同一天，接受洗禮。感謝主和台美教

會趙牧師在越洋電話中的開釋聖經和同工們的接納，我願意成為基督家裡的一份子，這美好的“主

意”姍姍來遲，我終於可以搭上基督列車開往天國的路。我知道我將來要往那裡去，我明白我可以

和母親及家人好友在天國時再相見。這就基督的愛，我今後會盡本份做一個好基督徒，也感謝內

子，準女婿的期待和禱告。哈利路亞，雙喜臨門！ 
長老：許宗宏、陳莉莉、謝其欣、吳森源、蔡時昌、侯良望 
執事：吳鳳玉、沈培榮、干麗英、張若帆、黃大和、蕭萌區、施敏娜 
 
有感於大家都很忙碌，要聚在一起開會十分困難，所以我用較省力的方式來提名長執。請您們在我

附上的會員名單內每人提名一位長老及執事，並請於本週之內來電、Fax 或 email 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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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飛揚之旅       陳莉莉      
 全美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暨 30 週年感恩慶典有感 
 6/3-6/6 和牧師、Terry、美金以及在 UCI 就讀的 AA.BB 來到 L.A.參加全美台灣長老教會宣教協

議會暨三十週年感恩慶典。遠在兩個月前開小會時，牧師便頻頻鼓勵小會員一起去參加，當時我心

中無感動，一想到天天擺在眼前的雜事那麼多，怎麼可能排除萬難飛去 L.A.四天？五月中過了

deadline 之後，牧師又頻問起，聽了有點欠疚，為了表示對他牧會的全力支持，考慮了幾天，便決定

去參加這個從不曾放在心上的會。在短短時間內，把所有私人雜事安排妥當、appointment 全 cancel
掉，牧師熱心果效地幫我們安排好住處，在心無掛慮下，和 Terry 全家在 L.A.渡過身、心、靈充實的

四天。 
 
  簡易的肉燥                     蕭貞淑 
 
這是一道非常簡單的肉燥，也是懶人的作法。但它的味道也很棒喔，妳不彷來做做看！ 
 
材料： 
 1 絞肉一磅 
 2 青蔥 5~6 棵切細 
 3 台灣米酒 3 大匙 
 4 醬油 
 
做法： 
鍋內放油燒熱，將切細的青蔥放下去炒香後再把絞肉放下炒熟，倒下米酒、醬油、轉小火悶 1 小時

及可。 
一定要記得轉小火，若怕燒焦，可放一點點水，不放是最好，煮好的肉燥可以用來吃擔擔麵。 
下期我會再介紹另一種較正式的肉燥作法，請期待！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James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