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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TO COMPLEX TO SIMPLE 
        Rev.Chao digested from Pastors story 
 Life is a journey from simplicity through complexity and back to sim- 
plicity.In 1966,there was a famous exhibit of Picassos paintings at Cannes, France.It was a retrospective 
exhibit,covering all the phases of his career,from those paintings in his so-called “Blue period”to those 
he painted late in life. Picasso was there at the exhibit.He must have been 85 years old. 
 
 At the exhibit, a woman approached Picasso and said,I dont understand those paintings over there 
on that side of the exhibit,those you just painted when you were just starting out.They seem so mature,so 
serious,so somber.Those paintings over here,the ones that you most recently have completed,they seem so 
simple,so joyful,even irrepressible.I would have thought it would be the reverse.How do you explain it? 
 
 Picasso said,“Its simple.It takes a long time to become young.” 
 
**********************************************************************************? 
                 AN ANONYMOUS GIVER 
 
 Anonymous givers are fascinating.And sometimes shocking.This is a true story; a mans name is 
Charles Feeney.He made his money by owing a great many of those “duty free” shops you see at 
airports.Secretly hes been giving money away.Feeney has been with the deepest pockets you ever saw. 
 
 How much did Feeney give away? Six hundred millions dollar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Records 
show that he still is not poor.Why? What motivate a man to give like that? Charles Feeney doesnt own a 
car or a house.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 simply decided I had enough money.”Think about it. 
Charles Feeney is a rich man, not because he has millions,not because he gave away billions. Hes rich 
because he has decided, “I have enough.”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o, like Charles Feeney,have 
found the secret of success.It is saying “enough.”? 
“Lord!”---- Give me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but give me only my daily bread. Otherwise,I may have 
too much and disown you and say, “Who is the Lord?”Or “I may become poor and steal,and so 
dishonor the name of my God.”? 
        (Proverbs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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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 
                      “GONE WITH THE WIND”      趙清隆牧師 
 
 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日(1776)，不只是美國兩百多年裡歷史上的大事; 它更是世界文明

與歷史長河裡，鮮有事件可以比擬和取代的歷史事件。它涵蓋了宗教信仰、政治、經濟、與人性尊

嚴的每ㄧ個層面。 
 
 但是，另一與獨立戰爭同樣震撼世界的，是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 這一場戰爭是由

於奴隸制度問題所引發的。起因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不久，歐洲的白人就以慘無人道的手段，

在非洲沿海誘捕黑人為奴隸， 運往美洲從事墾植、開礦等工作。這種黑奴販賣的交易，延續了將

近三百年，成為美洲各國的嚴重問題，更是文明世界的恥辱。 
 
   黑奴問題由於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情勢為之一變。當新的机器傳入美國之後，北部各州工

商業迅速發展，用不著無知識，無技能的黑奴； 而南部各州因棉花事業日益發展，急需黑奴粗

工，不僅反對解放原有的黑奴，甚而主張輸入更多的黑奴。由於一些貪圖暴利的不法白人，強押黑

奴去賣給棉花田的主人，因而激怒北方人民，廢除奴隸的呼聲四起。 
 
   1860 年間美國大選，林肯當選總統之後，力主憲法與人性的尊嚴，修正錯誤的奴隸制度。

由於林肯的基督教信仰與堅持，美國南部各州相繼脫離聯邦，另組美利堅聯盟國，並選戴維斯為總

統。美國因此陷於南北分裂，在林肯就職之後，南軍開始北上，此即美國歷史上第二場歷史性戰

役”南北戰爭”。內戰爆發之後，效忠北方政府的計有二十三州，但是服從南方政府的僅只十一個

州。”亂世佳人”這部震撼世界影壇歷史的電影即以南北戰爭為背景，呈現在世人眼前。 在美國

歷史上最震撼的這兩大事件之後，不少電影製片商紛紛將美國想脫離英國而發生的獨立戰爭和為了

黑奴而引發的南北戰爭拍成電影。但是，根據考證，在世界電影史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電

影的票房記錄，曾經超越以南北戰爭為背景的”亂世佳人”。這部電影是根據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一位默默無聞的姐妹 Margaret Mitchell 所寫的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所拍成的曠世巨作。 
她在著手寫作這部小說時，還是一位年輕的文字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年(1918 年)的
夏天， Margaret 畢業於華盛頓神學院研究所。由於這樣的教育與基督教信仰背景，使她抱持著上

帝愛世人的心，完成這部到目前為止已流傳了將近七十年的世界文學名著。她的一項信仰特質是對

遭遇苦難的人們，永遠寄予無盡與最深的同情。之所以會有這種悲天憫人的胸懷，當然是神學院的

聖經教導，塑造了她一種擁有上帝憐憫與慈愛的人格特質。 除此之外，相信上帝也藉著 Margaret 
自身不幸的人生際遇，來教導她如何化悲憤為力量，而不是讓自己永遠活在無盡的悲情，無限的陰

影裡。 Margret Mitchell 本人表面上好像過著平靜的生活，其實並不。在她心內，永遠存留一件外

人很少得知的傷心的回憶與往事。她的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陣亡，幾個月之後，母

親也因病去世。當時的她，雖然仍在 Smith College，Massachusetts 上大學，卻不得不休學以便照顧

年老的父親和弟弟。 閒暇時，她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和劇本，但都未曾出版。她說她做夢也不曾想

過自己的心路歷程[Gone With The Wind](飄)會成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名著。 “亂世佳人”裡女主

角郝思佳的遭遇正是 Margaret 自己一生的寫照。 Margaret 由於自己婚姻和家庭的不幸，她與未婚

夫的感情只有開始沒有結束；她無法陪伴自己的母親渡過安祥幸福的晚年；她不少年輕的親戚與朋

友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上一去無回， 因此，筆者個人深感 Margaret 在”飄”這本小說

裡想要表達的是她願意接納自己不完美的人生，而且也能夠接受這個不完美的世界，這是她的信仰

可貴之處。因此，如果您讀完她的小說而且看完這部電影，可能您會與我有所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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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果的結局可能是最好的結局；”                      
 “沒有完成的美夢可能是最美麗的夢；” 
            “沒有結局的故事可能是最懷念的故事；” 
            “沒有眼淚的痛苦可能是最深的痛苦；” 
            “沒有傷口的傷痕可能是最深的傷痕；” 
            “沒有痕跡的創傷可能是最深的創傷；” 
            “沒有未來的未來可能是最大的悲劇。” 
 
  “亂世佳人”是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記錄，其中交織著生與死；得與失；希望與絕望；愛

與恨的感人故事。它扣人心弦，它動人心坎。但是，”飄”這部小說的作者 Margaret Mitchell 所要

表達的，個人以為，並非浮面上的戰爭與愛情的故事，她所要表達的是她的信仰；她所認識的上

帝；她所了解的基督的救贖。由於林肯的基督教信仰引發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而他的信仰正是耶

穌基督與世人同受苦難的信仰。Margaret 抓住林肯信仰的精髓， 藉著黑奴的解放，來闡釋聖經上

帝與世人同受苦難的信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實在看見；他們所發的哀聲，我也已聽

見；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

與密之地。” (出埃及記 3:7~8) 主耶穌來到這世界也是為此：”祂原本富足，卻為你們而成為貧

窮； 使你們因著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哥林多後書 8:9 ) 
 
 記得大概是在二十八年前，台灣當時上演了這部世界電影史上最賺錢的電影---“亂世佳

人”。這部電影，對很多人來說，也許已經是記憶裡塵封的往事，但是那扣人心弦，蕩氣迴腸的情

節，相信不少曾經年輕過的朋友們，在記憶裡仍永遠深藏。當時，相信不少朋友跟我的記憶一樣，

男主角白瑞德(Rhett Butler)極度俊美，無比瀟灑的儀表；女主角郝司嘉(Scarlett )迷人的面孔，尖尖

的下巴，方方的額頭，淡綠的眼珠，濃黑的眉毛，我們頗深的記憶。”飄”這部小說主要角色有四

位，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尚有男女配角衛希禮，韓美蘭。 這四個人物，都是作者 Margaret Mitchell
想像出來的，四位不同類型的年輕男女，在戰火彌漫的時代演出了一齣震撼影壇歷史且在半個多世

紀來不知感動多少心靈的戲劇。在亂世佳人這部電影中，作者最刻意描寫，著墨最深的是女主角郝

司佳。她經歷亂世，她經歷婚姻的絕望；她目睹黑奴的苦難無助與貧窮；她親歷南部各州戰後的重

建；她也曾活在生與死的邊緣；她曾遭遇搶劫；她曾流產；她更曾失去心愛的人。二十八歲那一年

是她生命中最傷痛的一年，但是，她走了過來， 因著她的堅強；因著她的信心；因著她的勇敢；

更因著她對黑奴生命的尊重與熱愛。可是，也許您跟我同樣注意到，這部小說美中不足的是對波多

馬克河著墨不足。貫穿馬里蘭州的波多馬克河(Potmac River)與北維吉尼亞州附近，是當時南北戰爭

時南軍與北軍決戰與死傷最慘重的戰場，波多馬克河於焉成為美國歷史名河。當年南北雙方對峙時

逃兵最多且死傷最慘烈的，就在北維吉尼亞州與波多馬克河。這條河流在某個角度來看是有其極深

的信仰意義---它意味著人在面對生與死，得與失時，人性的掙扎以及所需要做的取捨。聖經中也有

兩條歷史名河---巴比倫河與約旦河，這兩條河流的河岸都曾是以色列人面臨掙扎，抉擇與取捨的地

方。  
  
 詩篇 137：1~9 記載過被擄的以色列百姓在回想過去上帝的恩典時，也想到自己過去所犯的

罪，內心的掙扎和對上帝的虧欠。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耶路撒冷)就哭了。整

個舊約的以色列史讓我們看見人在面對掙扎時的軟弱，但是也讓世人看見上帝是人最軟弱時的剛強

與幫助的。另外， 約旦河象徵上帝的選民以色列民族歷史與生命的分界---苦難與恩典的分界；生

與死的分界；  得與失的分界；愛與恨的分界；希望與絕望的分界。在這個分界點上會交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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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飄”這部電影裡的情節，充滿了淚水，也夾雜著歡笑；充滿了柔情，也夾雜著不得不面對天

下無不散的筵席的割捨與分離。由於以色列人已經習慣於曠野安定的生活，因此，他們接受挑戰的

能力幾乎等於零。從申命記與約書亞記，我們看到無數以色列選民做了非常脆弱的選擇---寧願死在

約旦河東邊，但是，仍然為數不少的選民憑著信心，抓住上帝的應許，選擇與約書亞一同跨越約旦

河，進入上帝應許流奶與密之迦南地。這種跨越，這種超越，並非只是地理上的超越，更是人性與

心靈與信心的超越。橫貫馬里蘭州的波多馬克河(Potmac River)在南北戰爭最後決戰的時刻，也扮演

這個角色---讓研讀歷史與文學的人們，看見人性掙扎時的痛苦與面對抉擇時的脆弱。 
 
 朋友！在我們這非常有限且非常短暫的生命中，不知多少時候，我們也會面對類似亂世佳人

電影中郝司佳同樣的掙扎與抉擇。但是，她做了非常堅強與正確的選擇---勇敢走過，讓自己的生命

活得無比精采與亮麗。 這位具有愛爾蘭血統的女主角勇敢的一生，透過 Margaret Mitchell 信仰理念

的銓釋， 讓我們知道，上帝是心靈受傷者的安慰與依靠。因為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

祂不吹滅。(以賽亞書 42:3)而且，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因為上帝是能”在沙漠裡開江河,在曠野裡

開道路”的主。(以賽亞書 43:19 ) 女主角郝司佳內心帶著鮮為人知的傷痕走完苦難的一生。這世

上，或許有很多人們一生的不幸與遭遇跟她一樣，他們….. 
 
   背負著只有上帝知道的創傷，孤單地走完人生坎坷的旅途； 
   隱忍著只有上帝了解的眼淚，信心地奔跑那該奔跑的前程； 
   承受著只有上帝明白的痛苦，勇敢地繼續走那該走的道路； 
 
 今後，如果您有機會再一次閱讀這本小說或觀賞這部電影，盼望您所看到的，不會只是男女

之間極其脆弱與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兒女私情，而是女主角所要表達的人生更尊貴的層面---[生存]
的勇氣，[生活]的理念，以及對[生命]的尊重。從 Margaret Mitchell”飄”這本小說的原名，也許

我們更能體會作者的原意。它的原名不是電影製片商為了吸引觀眾而取的”Gone With The Wind”,
而是對生命與未來永遠抱著期待、信心、與盼望的”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是另一天，明

天會更好！)”飄”當然意味著”不定”;”不定”意味著”會變”;”會變”意味著”世上沒有任何

存在的人事物會是永遠的。”這是作者的遭遇，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很真實的人生經驗。但是，在這

瞬息萬變的世上，聖經給了世人清楚的應答---上帝是自然界中唯一的不變。還有，可能 Margaret 
Mitchell 也想藉著她的小說，傳達另一個信息---已過的昨日與回憶，無論如何不如意，就讓它寄語

白雲，就讓它”飄”向無涯的藍天。因為來日即使仍有無數的風霜雨露需要面對，卻仍會有無數個

美好的日出與日落讓我們知道，只要活著，人生就有希望與光明；只要上帝允許，明天的日落仍舊

一如往昔；明天的夕陽，依然無限美好。 
 



 

TAPC Newsletter, July, 2004   

夫婦箴言     Esther 
 
這次回美，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林傳道夫婦七月份的婚禮，謹以『夫婦箴言』 
與林傳道夫婦共勉。 
 
 
   夫婦成為一體是基督和教會的象徵 
 
   在凡事上讓基督居首位是夫婦間的榮耀 
 
   同心禱告同讀主話是每日的需要 
 
   婦順夫愛是一切生活的原則 
 
   彼此敬重互相體恤是愛的表現 
 
   敬愛對方的親人是蒙福的本分 
 
   謝謝與對不起是應該常說的話語 
 
   因熟而失禮貌是失和的開端 
 
   第一次失和是撒旦的門戶 
 
   對別人說對方的短處是給撒旦作工的機會 
 
   計算對方的短處想到自己的長處是接受撒旦的提議 
 
   不讓自己做對方的十字架 
 
   不忘對方是自己的十字架是得勝的秘訣 
    （後記：此短文是從孩子的婚禮贈品中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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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故鄉的歌聲    隆純真 
 
這個週日（7/11/04）當我們 choir 正在練二首節奏強烈、曲風清快的中南美洲的讚美詩時，看見趙

牧師帶著幾個穿布農族服飾的人，他們只在門口停留一陣子，又走了過去。我突然覺得很自卑，想

換首歌唱。 
 
當我小學的時候，在花蓮常常有機會看見山地同胞的歌舞表演。我爸爸當時任職肥料廠，因為他能

說日文、英文、德文，所以有時是公司、有時是門諾醫院、教會或音樂界的外賓來訪，總是由他帶

他們去阿美文化村參觀。阿美族的服飾和我們星期日看見的布農族相似，都是以大紅底，再加上各

色的鑲邊及首飾。他們表演歌舞是在一個類似涼亭的大草棚，就像 arena 一樣，外圍是高起來的座

位，中間是表演的地方。每次表演到最後一個節目時，他們就會請來賓一起下去跳。我小時候其實

也很想試試，但是因為膽小、害羞加上臉皮薄（不像現在），所以從來沒有下去過。我還曾有幾次

看過他們的豐年祭：那是在他們特別豐收的那年，在花岡山（只是個小山崗）晚上燒起熊熊烈火，

穿上他們各族的傳統服飾跳舞。我學會山地舞則是在小學運動會表演老師教的，我也打扮成原住

民，頭帶點綴過的環，手腳都掛著鈴鐺，大家手交叉牽成一條長長的人龍。比較難適應的是光著腳

丫，踩到小石子很痛。 
 
其實我小時候與原住民接觸的機會很多，我還記得有個在我家幫忙的山地小姐，一心想要當歌星，

常常叫我和妹妹排排坐，看她表演，我們也跟著學了什麼「媽媽！媽媽啊！送我一個吉他?」。我

的媽媽也曾在現在蔡牧師服務的芥菜種會辦的保姆教會學校教琴，學生全是各地的原住民。她們對

未上小學的我們非常好，他們的學校非常漂亮，因為早先的宣教士種了許多台灣不常見的花花草

草，只是因為蚊子好多，每次去他們學校，回家手腳多了好多包包。 
 
在光復前，日本人是不許原住民信奉基督教，雖然還是有人偷偷信，基本上日本人要原住民信他們

的天皇。光復後，我的外公卓恆利牧師是早期幾位學了山地話，進去山裡傳教的牧師之一，因此我

媽媽也認識許多各族的朋友。我最喜歡她帶回來太魯閣的飯，那是用新鮮竹子，青綠色的，由竹節

處切成一筒一筒，把米加水放在裡面，再放到火裡燒烤。我們吃時，先剖開竹子，裡面的飯外層有

竹子內層膜，我們是沾糖吃，這種飯非常香，有竹子味。 
 
話說回到這個星期日，聖歌隊決定改唱 Bach 的曲子，因為在這些布農族同胞前唱舞曲，就像一群

相撲選手想學 Hip Hop 般。等第二次牧師又帶著他們繞到我們門口時，我出去問他們要不要一起進

來唱，牧師也建議我們選一首曲子與他們一起獻詩。我們練的其中一首是加勒比海地區的歌，他們

知道其中的一段，其他的部份他們沒有聽過，於是作罷。在大家的慫恿與鼓勵之下，布農族的朋友

為 choir 唱了一首「奇異恩典」詩歌。他們美麗的歌聲與和聲非常讓我們心裡感動，就這麼一首簡

單的歌，卻深深打動我們的心弦。在牧師講道之後，他們簡單的介紹自己，他們的純樸、憨厚的言

談與個性真是讓人忍不住地愛上他們，心疼他們。他們獻了三首歌，歌聲嘹喨又自然，我的眼淚忍

不住滾下來，我想起 16 年來不曾回去過的花蓮，我患起了嚴重的思鄉病。 
 
 就像他們 CD 裡面提到的「神卻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世上軟弱的，叫

那強壯的羞愧」（哥前一：27）。我想跟他們比較起來，我不但識字、會看譜，又拿了個聲樂的碩

士，可是說到感動人心、傳揚主的福音，我是遠遠地不及他們，他們才是基督精兵，我真的從心裡

祝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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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會後雜想     隆純真 
 
這次的靈修會，我想大家都有個共識，就是收穫良多，甚至分組討論對教會的期許，也能看得出大

家對教會的關心。我在分組報告聽到一些 comments，心裡有了一點疑惑，就是以一個受「學院

派」訓練的古典音樂人，在當今的社會何去何從？因為有人覺得我們需要改進教會的音樂，甚至應

該改變崇拜音樂的種類。 
 
我們教會的崇拜曾經有幾次嘗試過用「敬拜讚美詩歌」，然而讓坐在下面的我覺得苦不堪言，尤其

領唱者要我們會眾舉起手來，跟著旋律搖動，我的手臂有如千斤重，因為我心裡沒有感動，手臂懸

在那裡，尷尬得很（上面所述全屬我私人感覺，也許有人覺得很好，抱歉了！）。我找了幾個古典

音樂死忠派吐吐苦水，大家心有戚戚焉。以聖歌隊來說，有許多位其實家住得遠遠的，我們之所以

千里迢迢來台美，是因為我們有一群共同愛好古典音樂的朋友。我們台美崇拜音樂的風格與水準，

我一直以為是我們台美的特色，與台美的榮耀。若是放棄這些，我去鄰近開車五分鐘的台語教會就

可以了。其實聖歌隊也曾經嘗試改變，愛卿從台灣扛了一箱「敬拜讚美詩歌」的譜回來，(譜是筱

珮推薦的，我聽了 CD 覺得好聽的，還真不少首。)我們也獻了二首。其實我們練了好幾首，但是練

來練去就是唱不出那種軟軟的（像鄧麗君那樣的）味道，要不然就是輕快不起來，真的是大家（包

括我）都老了，唱不出跳躍的旋律了，因為唱得四不像，當然沒法子上去獻。 
 
我想起在我大學時，曾經約有一年多沒有去教會，有個週末，我帶最小的妹妹從光仁出來逛士林夜

市，玩樂輕鬆一下。忽然看見士林長老教會的看板什麼的，第二天我們就一起去禮拜，士林教會的

音樂也非常棒。那天我們唱大家熟得不能再熟的歌「聖哉！聖哉！」，在鋼琴與管風琴的伴奏下，

會眾熱烈的唱著，我完全唱不出來，因為太感動了，眼淚不斷地滴下來，我覺得像個迷失的孩子，

回到我熟悉的家。我在音樂中覺得被擁抱、被接納，像耶穌比喻中的浪子。覺（我記得我們有位會

友也曾提及她初來台美時，覺得好像回到她小時候阿媽帶去教會的情景）。我妹妹當時只是莫名其

妙看我一眼，繼續唱著。後來我就留在士林教會，參加他們的聖歌隊（一大堆音樂系的），也學到

指揮輕鬆兼嚴肅的一套「騙術」。 
 
靈修會將近尾聲時，我聽說周宏毅牧師也是受過正規訓練的管風琴手，我就想聽聽他的看法，想知

道他們教會的情形。他說他們教會完全是以古典音樂崇拜，而且他們非常早就計劃一整年度的獻詩

曲目，他還非常自豪地說他們教會有 Bay Area 最好的聖歌隊，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說我們教會的

choir 也非常好，周牧師說他聽過二次我們的獻詩，其中一次是去年趙牧師的就任式，他一副老神

哉哉的神色，好像說「你們不如我們啦！」，我只好棄甲地說「那我們什麼時候去跟你們學習學

習」，於是相約年底 12 月 4 日在 Mountain View 迦南舉行的台灣人教會詩班的觀摩禮拜。（請有心

人預定一下時間。）相對於周牧師他們教會詩班的嚴謹認真，我們的 choir 比起來是輕鬆多了。在

與周牧師談話的當時，有人很不替我留面子的對我說「有時你還臨時找譜呢！」，對於這點我想在

這裡解釋一下。我上次回台灣是 1999 年，再前一次是 1991 年，所以我的資源非常有限，或說完全

沒有，只能靠大家提供。我手邊有新譜時一定會讓大家多唱幾星期才上去，有時我們 member 出差

或有是缺席，為了聲部平衡，臨時找譜改歌的也是有的。我非常為我們的聖歌隊感到驕傲，但我常

常警惕自己，這不是我的 choir，我只是比大家多了點聲樂訓練，所以我就出來帶。其實聖歌隊

中，指揮最不重要了，沒人彈沒人唱，指揮站在那裡有什麼用。我非常感謝這群熱心服事神的朋

友，我們互相勉勵，也許我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們也盡了力了。 
這次靈修會，我們學習了、我們思考了，也許解決了一些問題，也許也產生更多的疑問，但是只要

抬頭注神看耶穌，我想方向是錯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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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雲集(五)奇妙的帶領      趙牧師娘 
 
      我總喜歡在讀經禱告時，將那對我特別有幫助的經文圈劃

起來，有時也會特別註明年月日，在什麼情況下，上帝的話特別告訴我，安慰我，鼓勵我或提醒

我。因此我的靈修聖經密密麻麻的有劃、有圈、有點的，常常帶我回到當時的情境，內心都常浮起

許多的回憶和對上帝數算不盡的恩典；甚至有時我會禁不住內心的吶喊與禱告說：[上帝啊！我相

信你是過去、現在、將來永不改變的上帝。我這一生信靠你，你必保守我的身、心、靈，因為你是

信實的上帝。詩篇十六：2[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第 4 節：[以別的上帝代替耶和華

的，他們的愁哭必加增---]第 9 節：[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最近自己的靈修進度又到了希伯來書。當我將希伯來書再看過一遍時，發現在一九九二年十

二月四日那晚，上帝用一段經文來幫助我，安慰我。在我的聖經上寫著：因車禍無法安心入睡，半

夜起床禱告讀經，上帝用希伯來書四章 14-16 節，安慰了我。那時重擔皆脫落，完全的交托，完全

的相信，等候在上帝的面前整整一年半的時間，公義的上帝有祂的恩惠與憐憫，我完全降服祂。 
 
 事情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份感恩的季節。那一天不知為什麼街上的車特別多，那

時我有一輛中古車在接送小孩上下課，另一輛是教會的 Van，由牧師開。星期一早上孩子要上學，

才發現書包放在牧師的車上，所以載著兩個孩子去教會的車拿書包，拿到後就趕緊開往學校，但沒

想到路上車輛之多，緊密排行，我的中古車竟然不聽使喚，剎車不靈，一撞就撞到前面兩輛車；第

一輛車比較嚴重，後箱凹一個大洞，第二輛的女士出來看看，車子沒什麼損壞，但告訴我如果頸子

有傷到，會回來找我，就抄了我的駕照號碼、電話、住址就走了。第一輛的先生就很不客氣的說，

[一切讓保險公司處理吧！]那時我楞住了，因為我的保險正好過期，沒續保。這白人不理會人情事

故，一切依法辦理，我們想私下解決，他一概不理。 
 
 我們開始請教認識的律師，這種情況怎麼辨？律師說你們沒有保險，對方最高可告你一萬五

千元美金；一聽完，全身發抖，四肢無力，那來一萬五千元美金呢？我們還是留學生身份，打工和

教會實習會是我們的收入來源。平時省吃儉用，孩子想要買文具用品都得精打細算，牧師想買一本

書都得考慮再三，是買還是借？突然來的驚恐，使日子都過得了無生趣。不到幾日，對方的保險公

司打了電話來，說，車子修好了，共花費二千六百元，現在他要開始作頸部和身體的復健了。 
 
 十一月份感恩的季節，我卻被車禍事件困住，真是感恩不出來。平時與弟兄姐妹共勉苦難，

臨到要感恩、要讚美、要禱告、要交託------等等；現在自己遇上了，真是信仰的大考驗。在我的牧

會生涯中，接觸到許多兄弟姐妹的難題、家庭中孩子的問題、信仰受逼迫、夫妻離婚事件、丈夫有

外遇、太太有情感走私以及夫妻吵嘴-----等等事故。因為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總是擔任著傾聽的角

色，許多時候等對方發洩過後，心情舒坦了，一起把問題帶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帶領，往往覺得很

容易。但現在情形不一樣了，是自己遇到難處，上帝要考驗你是否真相信祂是全能的上帝，是你口

中向別人介紹的那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上帝。我們常說信主有許多的途徑，有人是透過知識的認知

而來信主；有人是透過經驗上帝的信實；有人是有神蹟奇事的醫治見証來信靠主；無論如何，絕對

需要的信心和行動，是上帝所看重的。只知道而沒做出來，等於是不知道；知道要親近主得力量，

但就是不親近主，就等於是仍靠自己的私慾而行。我們的上帝要的是謙卑、順服、完全降服在上帝

的面前，告訴上帝說：[主啊！我沒辦法了！] 在自己不知如何是好時，只有跪在上帝面前，謙卑求

幫助。記得那晚輾轉難眠，又怕吵到沈睡的先生，就輕聲地起床，走到洗手間，關上門跪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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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桶蓋當桌子，開始認罪禱告，求上帝赦免我沒有保險的投機心理，求上帝幫助我渡過此難過流淚

的日子，求上帝讓我經歷祂的實在-----等等，禱告完後，害怕仍然佔住我心。便拿起聖經開始翻

閱，並讀起希伯來書第一章，邊讀經邊求主安靜煩躁的心。第一章到第三章在當時實在讀不出什麼

安慰、鼓勵或教訓的話，但慢慢的，我的心平靜下來。讀到第四章十四到十六節時，我的眼睛忽然

張開了；我的心平靜了；我的四肢不再顫抖；害怕的靈從我身邊跑走了。這段上帝的話是這樣告訴

我的[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

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我真是感謝

讚美主，這短短的三節經文，上帝已經讓我確信祂要我持定所承認的道，祂知道我的軟弱，祂應許

我只管坦然無懼來祂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憫、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一九九三年十月份收到一份帳單，總共是八千六百元，請我們付清這款項。那時我們的身份

是留學生，我們回信說，只能付四百元。沒想到對方竟回信說四百八十元可以嗎？我們真是不敢相

信八千六百元變成四百八十元，而且還容許我們分十二期償還，每期四十元，一年付清。在這一年

半等待的日子裏，上帝的話不斷的支持著我。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三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

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這位聽禱告的上帝，按著祂的應許和信實，在這件車禍的事上有奇

妙的帶領，相信凡謙卑信靠祂的人，上帝必然有更奇妙的帶領。 
 
生命中的一段旅程   Esther 
 
去年的夏天，一通電話改變了我原來的計劃。 
「Esther，來美國陪我，一間套房給妳住，一部凱迪拉克的車子給妳開，我們一起去唸書。」 
「真的嗎？妳與老公商量了嗎？」我問。隨即由她老公來接電話。「是真的，希望妳趕快來。我七

月初必須回台灣處理事情，妳只要陪陪她，與她作伴，一起去上學讀英文。我們每月還另支付妳

$1,000！」 
真是太好了！可以上學讀書，這是我一生中夢寐以求的事。於是不假思索，十天之後（6/30/03）啟

程來美，還寄了八箱書，郵費$265。一位朋友說：「背著石頭去爬山，來砸自己的腳。」意思是說

「美國的書這麼多，到圖書館應有盡有，何需大費周章、多此一舉呢！」 
懷著興奮的心情，住進好友 L.A.漂亮的家園，過著少女時代夢幻般的生活；每天清晨起來，一起運

動跳舞，一起談天說地，一起彈琴合唱，一起上學（Adult School），一起去教堂，一起烹飪上市

場，一起在社區的小道上看夕陽餘暉，一起到野外觀賞夜空星宿的變化，一起看舞蹈表演與人體畫

藝術˙˙˙。天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多麼愜意！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享受過。但是，不

知道何原因，不知道何理由，在我們快樂甜蜜的時光中，突然劃下一道鴻溝，使我們彼此無法跨

越，40 多年真摯的友情就此劃下休止符，相處 50 天之後分道揚鑣。 
我必須在八月底之前離開 L.A.。我非常焦慮與惶恐，面臨困境與抉擇，我究竟該何去何從？事情的

演變出人意料，這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我不斷的自憐，愁苦也不斷的加增。我於是跪下來禱告，

求主指引我前面的路程。我翻閱名片簿，霍然發現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的名字，我喜出望外。

那是我來美之前，無意中在教會公報廣告欄剪貼下來的。懷著姑且一試的態度，我硬著頭皮鼓起勇

氣，打電話給未曾謀面的趙牧師。 
「我是 Esther，台灣台北縣蘆洲長老教會的會友，現在人在 L.A.。我想到聖荷西應徵幼教老師的工

作，或 House Keeping，的工作，可否幫我訂一間房間？」 
「要住幾天？哪一天到呢？」趙牧師溫和的問。「二天後到，即八月二十八日到。」（後來改為十



 

TAPC Newsletter, July, 2004   

天後到。） 
「好！我幫妳安排住在會友家。28 日那天牧師娘和我會去聖荷西機場接妳。」趙牧師熱心的對我

說。 
由於趙牧師真誠的態度，給我很大的鼓舞。他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就這樣我來到聖荷西。 
從趙牧師夫婦和藹體貼的接機起，帶我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一間充滿活力和諧的教會，牧師

夫婦、長執、會友等熱情的款待，使我親身感受到教會的溫暖。若不是從基督來的愛，在現實的社

會裡，如何去接納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不可虧待流浪的人，要記得你們以前也曾在異鄉流浪。」

（出二十二：21） 
從生活起居的打理、日常用品的需求、瑣瑣碎碎的事情，在在都麻煩趙牧師夫婦及會友的鼎力相

助；二位家庭接待我住宿；二對夫婦帶我去看海散心。趙牧師帶我去應徵工作；一對夫婦提供一座

檯燈、一個電熱器、一些音樂卡帶、CD 片；一對夫婦提供鐵製書櫃，還特別送貨到家；一些會友

送電鍋、蔬菜水果；還有一位奉獻金錢請我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教會舉辦 Flea Market，提供便宜

的電視機、腳踏車、棉被；我生病的時候帶我看醫生，煮東西給我吃。在我最軟弱沮喪的時候，傾

聽、安慰與鼓勵˙˙˙。這種種的愛心與關懷，使我感動不已。 
趙牧師主日的講道使我感傷落淚；聖歌隊美妙的歌聲使我靈裏舒暢；成人主日學使我靈裏享受；週

三晚上的查經禱告使靈命得到造就，並有機會與大家分享信仰與生活的見證；主日禮拜後的愛宴交

誼，會友之間的問安，關愛的眼神，使我有家的感覺；每月通訊更是除聖經以外最佳的精神食糧。

在這裡我獲得許許多多的愛，感謝讚美神，這種種的遭遇使我有機會成長。 
 
上帝為我關閉一扇窗，另外也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無論遭遇何事神必幫助。「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和力量，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46：1）人生的旅程各有不同，有時必須自己獨行，

更多時候需要有人相伴。感謝上帝的恩典與帶領，有幸在生命的旅程中與你們相遇，盼望從今以後

「仰望耶穌堅定信心」，在屬靈的生活中與你們一起同行，一起經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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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澈夜未眠       陳莉莉 

 
     美國的第四十九大州Alaska的自然景觀，一直是亞里士兄幾十年來的

最愛。Discovery Chanel裏有山、有水、有動物的節目，常能帶給他感官上極大的滿足。我們性向與夢中的

世界不盡相同，現實日子裏，各擁有自己空間，生活上卻頗能夠互相尊重各自的喜愛，也盡量在異中求同。

孩子們小時候，他的雄心大志便是要開車橫跨西海岸帶他們暢遊Alaska，然而韶光易逝，女兒們相繼離巢，

我歐洲古堡的夢早已實現，他Alaska小鎮漁夫的夢卻尚未完成。有句名言說[有夢最美]，而我深深相信一個

能夠實現的夢應該會更美。也因此，趁著他尚未[視茫茫、髮蒼蒼]之際，遂決定在六月底，陪他渡過千山萬

水，尋索他二十多年來魂牽夢繫在水一方的佳人-Alaska。 

 

 Alaska，這個離聖誕老人最近的地方，仿如神話裏被詛咒的公主，一年裏有七個月陷入沈睡，於是

特別珍惜清醒的五個月(May-Sep.)，畫夜不肯安歇；而悠長的酣眠，積蓄了充沛活力，甦醒之後的公主格外

容光煥發，帶著涉世未深的靈逸清純。六月底到達Anchorage的首夜，就被不眠的天色震倒。離開機場已是

晚上十一點，一路山色、海色、穹蒼融成一片寶藍，只有幾處峰巔白雪，劃破青一色。公路上稀落的車輛，

在在提醒我們已近深夜。然而已近午夜了，海天山雪卻始終不變顏色，精神奕奕注視著遠方來客。我曾深深

嚮往古人[秉燭夜遊]那份意境，所以當我第一晚來到這不見月光的地方，心中懷念的是上帝所創造的晝夜分

明。 

 

 九月初，暑氣仍以秋老虎的溽熱盤旋北半球多數城鄉，Alaska的樹葉巳開始變色凋零；九月底，雪

花好似天鵝絨帷幕冉冉墜下，封緘翠色殘稀的大地，催眠草木蟲獸入夢；待一夢醒轉，已是七個月後。冬日

的Alaska不但冰雪霏霏，而且縱是晴天也日照奇短，太陽露面的時間從六小時一路隨緯度北升而遞降到永

夜，而仿如為了彌補虧欠，夏日裏天光晝夜不捨卸裝。 

 

 Alaska多山，秀麗、宏偉、險峻，燕瘦環肥各顯麗質。有一天我們從Anchorage上一號公路前往一個

國家公園Mt.Mckinley，它乃是睥睨美加大地的萬山之王，海拔兩萬多呎高，原本就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加上千萬年不化的冰雪沈積，光亮晶瑩通明，群山積雪如粉裝後的白皙容顏，一路眾山千姿百貌，有的更挾

帶冰河，不斷現身路旁，叫人為之驚艷不已。 

 

 山脈為Alaska的藍天勾畫線條起伏，眾水則為大地塗抹秀色盈盈。漫長的冰雪季，是北國夏季的豐

沛水源。無論是數步即可跨越的小溪，還是兩岸遙觀相望的大河，無不承載著融化的冬雪，有的清澄可飲如

水晶，有的挾石帶砂，攪滾成灰色濁浪。在Alaska，不需長途開車進入深山老林，路邊即不時可見到兩座山

的接壤處，自峰巔到谷底，有皚皚冰雪覆蓋，那就是冰河在淌流。多數的冰河只容觀望，要坐上特別的

cruise，才能見識到仰慕已久的它們。夏日的冰河遠看貌似沈睡，其實內心某處竟是熾熱翻攪。融化的雪水

帶著悶雷般的聲勢奔流，如同利鋒，在冰原上縱橫切割出炫奇的山陵幽谷明潭，我們無不驚奇為何泛著曖曖

藍光？導遊說那是因為太陽的七色光譜，只有藍色不被太陽吸收，得以反射於表，遂形成冷艷冰清，像個不

可碰觸的琉璃世界。 

 

 提起Alaska，人們聯想的必然是漫天雪花，或許因為冬季過長，單調的白山黑水令人心情煩悶，所

以天氣一暖和，居民便拼命種花，Anchorage的每一條街道都掛滿五顏六色的花，繁花錦卉，成球成簇，仿

如置身歐洲。Anchorage這個城市地廣人稀，習慣於矽谷緊湊忙碌的生活步調，來到這兒，車水馬龍景象消

失了，空氣中也少了交通工具的塵味，人們閒散地走著，夏季裏太陽永遠高掛，讓人感覺時間多的是，急什

麼？的確，在Alaska停留的這短短一星期，總讓我忘了時間的存在，古人陶淵明所云：[山中無甲子，盡寒

不知年]該是這種感覺吧！他的桃花源仙境，我無緣尋訪，但是來到這花草鮮美，群山環繞，遠離塵囂，

仿如置身世外桃源。Alaska美在它的山水，如果你渴慕人文歷史，來到這兒你會大感失望。它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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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只有愛斯基摩人的一些簡單食衣住行簡介，舞蹈也不像Hawaii那般精彩，引人如勝。熱帶與

寒帶原住民個性與生活情趣真是大有差異。 

 
 Anchorage 雖是交通要站，也產石油，但是油價卻甚高，每天出門加滿油都要四十幾元。食

物也很貴，因為蔬菜、水果甚少。有一天上路前買了兩根香蕉兩個小蘋果，就要五塊錢，令我非常

懷念灣區水果的豐饒。這兒的 Downtown 也不甚熱鬧，唯一的 shopping mall 冷冷清清，令人感到景

氣蕭條。餐廳倒是到處林立，尤其是隨處可見的 Alaska 的大招牌-Alaska King Crab，每個街頭都掛

滿紅紅一大隻的圖片。雖是當地特產，價錢卻不便宜，有一晚吃兩隻大腳，配一些我不太愛吃的

mashed potato，及幾顆小青菜花，一盤也要$39.99，又吃得忙碌得很，也不知值得否？吃了幾天美

國 food 後，突然好想吃白飯，踏破鐵鞋才找到一家中國餐廳。佈置得美崙美喚的餐廳，七點多

了，竟然一隻貓都沒有，老闆一個人坐在漂亮精緻的吧台喝悶酒，老闆娘則坐在黑暗角落聽著鄧麗

君老掉牙的[採蓮謠]。空氣令人窒息，原本想掉頭就跑，不料老闆好不容易逮到客人，親切地直招

呼，知道是台灣來的，更是熱情十足，從頭站到尾，陪著我們聊天吃飯，問長問短，害我差點消化

不良。臨走時，已近 10 點半，迴蕩在空氣裏是鄧麗君甜甜的[何日君再來]，我卻帶著酸酸的心情

向老闆告別，想到他為了生活，在寒冷的北國奮鬥了三十年，心中一陣不忍，臨走前他不捨的眼

神，讓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何謂[他鄉遇故知]。 
 
 過去常聽宗宏提到 Kayak 的樂趣，心中嚮往許久，沒想到竟是在 Alaska 初嚐這份滋味。那天

趕到海邊一個比美 Carmel 的漂亮小鎮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錯過正午那一班次，只好等 6 點

Sunset trip。這兒夏天艷陽高照到午夜，我想像在海上划船看落日的浪漫情懷，硬是尋覓不得。這

個 sunset trip 時間很長，6 點-10 點，其間既無夕陽亦無月色，海天顏色不分，茫茫一片，我只有用

足臂力望著大海拼命划，回程時浪愈來愈大，心中忙唱起[海浪滔滔我不怕-----]來給自己壯膽，划

了近三個小時，開始感到彈盡援絕，離岸邊還有一大段距離，真恨不得有什麼順風車幫我們拖回

去。回到岸邊正好十點正，又開了近四個小時才回到 Anchorage 的 hotel。半夜兩點，終於見到小小

上弦的月亮，只是太陽猶然絕強的不肯低頭，三更半夜，天空依舊亮如７點。hotel 的 lobby 遠遠傳

來三大男高音的最愛-Puccini 的歌劇[杜蘭朵公主]裏的一段著名詠嘆調[公主澈夜未眠]。Wow!我所

意愛的 Domingo 正在唱出我對 Alaska 的心情，這份巧合，令我感動。 
 
 Alaska 只有山水可以看，所以每天心情盡是閒閒散散，純碎渡假的感覺，不像到歐洲有太多

寶藏，每晚臨睡前需要準備心去 study。亞里士兄酷愛海邊小鎮，我們到的好幾個小鎮都是

Haliburt(我們稱為比目魚)最多的地方，他常常站在漁夫們切 filet 的地方流連忘返，幻想著有朝一日

搬到這種美麗的湖邊小鎮定居，帶著心愛的 Husky Dog，每天出去釣魚。他可以離群索居，每天看

山看水，補魚為生；而我呢？偶而一遊可以，要我長期住在只有山水，沒有人文歷史，沒有美食，

沒有朋友的小鎮，雪季那麼長，夏季又見不到月光，長期下來，我怕不是得憂鬱症便是患了自閉

症，想想我還是留在灣區喝我的 Pearl Tea 比較有樂趣！ 
 
 過去亞里士兄常喜愛用科學的角度去探討神蹟，用他的理性去思想上帝的存在。見到 Alaska
的壯麗山水，讓他徹底心服口服，一再驚歎上帝的大作為，終於相信了上帝是創造宇宙的大主宰。

此行是他個人的一大神蹟，因為上帝透過祂所創造的大自然，回答了亞里士兄過去幾十年來心中許

多的疑點，他不但被 Alaska 的風水所征服，也為[風聞有你，親眼見你]做了最好的銓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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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雪莉有約      蔣理容 
 
    每個禮拜六下午不管有多忙，我都一定會抽出時間去看雪莉，像是趕赴

一個重要的約，只是，這是個沒有約定的約。 
 
 雪莉是一位重度巴金森症患者，長年住在療養院，她的床頭牆面上貼著多年前聖誕節的照

片，那時她還能躺在病床上被推去大廳與其他人同歡，但現在的她連頭都抬不起來，深深的埋進胸

口，只有一條舖在被上的毛巾接著她不斷流出的口涎，我沒看過那毛巾是乾的，永遠濕透她的蓋被

和睡袍，這種情形想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是北加州一個慈善組織的高中團 advisor 之一，為了帶青少年孩子們做好一項社區服務─

──療養院探訪，我特地先走訪這家位於溫徹斯特的療養院，同時請社工們幫忙規劃學生們的團康

表演和病房探視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一次見到雪莉我就重重的被震撼了，不只是因為看到有人居然病得這麼厲害！而且還因為

得了這種病，在目前醫學上幾乎沒有治癒可能的人，竟然這麼努力的活著，努力的要與外界溝通！

她身上放著一個電腦鍵盤，她有一個 E-Mail 世界，她玩電腦遊戲，她唯一能用的一隻眼睛瞪得斗

大，在彎到胸口的頭上吃力的看，好像多用力點就能把全世界的事物都看進眼裡。 
 
 之後我就常常去看雪莉，對她充滿了敬意。有一次來訪的志工們告訴她，今天要去街頭募

款，是為了南加州大火的重建工作，雪莉仔細聽了詳情便示意他們打開她的包包，她也要捐錢．他

們拿出一元，她說太少了要多捐一些，便忍不住擁著她說如果每個人都像她那麼好心的捐出一元，

那不就能募到千千萬萬元了嗎？她聽了很高興。 
 
 但是我和雪莉的溝通卻有困難，她講話吃力又不清楚，我盡量找話題一直對她說，每當她有

回應，我卻常抓不到也猜不出她說的是什麼，這使我很有挫折感，也深怕傷了她的心，於是我靈機

一動，告訴她像我這種新移民，在英文上有能讀能寫的功夫，卻在口語和聽力上困難重重，這回我

清清楚楚的聽到雪莉說：Bring a book!（帶本書來！）她表示她很樂意教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

她，有了這個開端我便和她分享更多的看法。有一次我唸讀者文摘上的笑話，她開懷的發出笑聲，

之後我的電子信箱常塞滿了她寄來的美式笑話；還有一次我從時代雜誌上找文章，和雪莉說到

yahoo 和 google 這些網路新貴的成功與危機，驚奇的發現雪莉懂得的事情還真不少。 
 
 雪莉在生病之前想必是位活潑聰慧，面目姣好的女子，她熟悉[披頭四」的每一首歌，也對

六０年代以來的流行音樂十分喜歡，當我那些高中孩子們唱起”Top of the world”這類歌曲時，雪

莉用她病弱的聲音熱切的唱和，令人不禁為她能熟唱每一首歌詞的功力拍手叫好，也深受她熱愛生

命的態度所感動。 
 
 巴金森症是一種殘酷的病，它使人的神經和肌肉逐漸僵化到不能自主，但卻並不影響人的理

性與智力，而這也正是此病最令人難堪、痛苦的一點。雪莉告訴我她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那是你

們中國人的‘兔年’對不對？有著兔子般敏銳感覺的她，如今每天面對的，不是垂垂老矣，非哭即

睡的室友，要不就是還來不及熟悉姓名就已過世的鄰床病人，對這樣一個飛揚神采的靈魂而言，是

怎樣嚴苛的禁錮啊！ 
 
 生活面儘管無奈，雪莉的生命卻是彩色的，她的詩作曾經發表在一本題為“The colo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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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的詩集裡，筆觸生動妙趣連連。她最近又寫了一首 “Carol”，描述鄰床病友賈姬的妹妹凱

若，經常來探望姊姊的凱若，與雪莉結了病房歲月的好友。以下英文短詩即為病中的雪莉所寫的

Carol： 
 
         Carol  
 
    Carol when you visit your sister Jackie 
    It always makes me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when you come 
    You always bring the sun 
    Along with your special smile 
    Which brightens the room for a while 
    When you play your songs 
    I get time to sing along 
    You always help me out 
    Something I cannot do without 
    You are such a dear friend 
    Definitely you are a godsend 
    But when it is time for you to go 
    I try to not let my sadness show 
    Blowing kisses and waving goodbye 
    Wishing for you to soon again come by  
 
 
 原以為，她該是守著一方病床，守著一個窗格的藍天，守著與探訪者一週一次相約的期待；

原以為，我們帶著悲憫來陪伴她，卻沒想到是她用生命教育了我們。 
 
 雪莉！妳好嗎？今天。很好，他們幫我洗了個泡澡！ 
 
 雪莉臃腫變形的臉上散發著動人的光彩，那份沐浴後的滿足，那份神清氣爽，你幾乎一點都

不能懷疑──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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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巴金森       蔣理容 
                                                    
 *註：“巴金森病”不是致命的絕症，大多數的病人在發病之後甚至還可以活二十年或三十

年之久，但它是一種進行性的慢性病，影響生活的層面非常廣大。 
 
  本文非醫療建議，作者謹以陪病心得分享心理建設的重要性。畢竟，當醫藥力有未殆之時，

病人唯有靠自己在生活上、心理上做調適，或許還可以有一段堪稱美滿的人生。 
 
     莎士比亞的名劇“李爾王”﹙ King Lear﹚有一句話：「當上蒼命令我的腦筋去承受身體的痛苦

時，我深切瞭解到我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 
 
     這話聽在巴金森患者和他們家人的耳中，莫不感到心有戚戚焉。巴金森症﹙Parkinson﹚雖不是

絕症，但它幾乎沒有治癒的可能卻是個不爭的事實，加上它的症狀會無情的進展，更是令人痛苦、

失望而沮喪，對心理上的傷害也許大於病的本身。巴金森病人的家屬眼看至愛的親人遭此折磨，除

了心疼與焦慮之外，在照顧上又往往難盡人意，尤其到了後期，雙方都可能心力交瘁。 
 
什麼是巴金森症 
      1817 年，一位六十二歲的英國醫生詹姆士．巴金森在一篇他所作，名為「顫抖痲痺症」

﹙Shaking Palsy﹚論文中發表了他的觀察所見： 
 
/ 當身體靜止時，肢體出現不自主的顫抖，即使受到支撐時仍會顫抖。 
/ 身體向前侷嶁，走路呈碎步移動。 
/ 初期症狀輕微不易察覺，病人因而無法確定何時開始發病。 
 
 他特別建議：「此病似乎逃過前人的注意而無任何研究報告，我提出觀察所見，希望帶動進

一步研究，能提供適當方法解除此病所帶給人難以承受的長期痛苦。」 
 
 然而論文發表之後竟沉寂了半世紀之久，終於經法國的神經科學大師查寇特由巴金森的見解

進一步發現了其他病徵，如肌肉僵硬、動作遲緩，而推薦將此病以“巴金森”命名。 
 
巴金森症的特徵 
      巴金森症是老年人三大腦病之一，﹙另二者為腦中風及老人痴呆症﹚，是不分男女、不分種

族、也不分社會階層，隨著老化而增加罹患率的流行病，此症並不遺傳，但好發於老人，以一般人

口而言，每一千人就有一名巴金森患者，但六十歲以上人口，每一百人就有一名。 
   全世界已普遍趨向高齡化社會，因此，日常生活中不期而遇巴金森患者，或家中有人罹病都將很

有可能。 
  如前所述，巴金森病的表徵在於「不由自主的顫抖」，「肌肉僵硬無力」，「動作遲緩」，使得

當運用工具或綁鞋帶、扣釦子等動作時，往往無法得心應手，令人有挫折感，中期之後病人會出現

駝背、吞嚥困難、流口水、講話障礙等現象，肌肉僵硬的情況會蔓延全身，而使日常活動漸漸無法

自理，到了末期走動可能必須依賴柺杖或輪椅，嚴重時需要長期臥床。 
 
     典型巴金森症並不影響人的感覺和智力，但這也是此病最困難的部分，病人多半不能坦然接受

得病的事實，很多人陷於怨天尤人、恨恨不平或鬱鬱寡歡的地步。 
診斷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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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森症的種類多且複雜，當不只前述的症狀與表徵所可判斷，其病因、病理以及運動神經

之間的機轉，都有賴於專業醫師透過臨床與問診才能確切的診斷，因此與醫生合作非常重要。 
 
 診斷無誤之後，採用外科醫療或內科服藥治療也是屬於醫師的專業領域，病人不宜盲目的在

各個醫院或民俗療法之間穿梭徘徊，也不宜自行停藥或改變藥量，要信賴你的醫生，保持適度的樂

觀，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 
 
積極面對 
     巴金森病人的種種情緒反應雖因人而異，但大多數有些雷同，如一開始的否認、不理，漸漸自

我怨歎、恐懼、低潮、退縮、退化、依賴等等都是可理解的，因為患病的時刻也許正處在事業巔峰

期，也許正在規劃退休生涯的人生第二春，頓覺美夢破碎、前景渺茫，加上無法主宰自己的生活而

失信心，或者因經濟負擔產生了危機感。 
??此時，家人不要只一味的隱忍、伺候和安慰，不妨多一些鼓勵，鼓舞出積極的生活態度： 
 
/    盡量自己做一些事,雖花費較長時間，但可帶來成就感、滿足感。 
/    參加能勝任的工作，如宗教活動或病友會，但前提是一定要喜歡才參加，這樣才能真正抒解焦

慮和孤單的感覺。 
/    不要放棄喜愛的嗜好如運動、交際、與朋友來往，但要量力而為適可而止。 
/    培養對藝術、園藝等的喜好，美的欣賞對於轉換心境有益無害。 
/    有很多求生意志很堅強的例子，可以讓人由消極轉為積極，以希望代替絕望。 
 
     人人都有可能生病，世間千千萬萬種的病都沒有仙丹可一藥而癒，但相信也沒有一種病是真正

的無藥可醫，就算很不幸碰上了，在對抗它的時候，也許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發現到另一片天

地、另一番人生境界亦未可知，最重要的是勇敢面對生病這個事實。與病魔搏鬥是需要勇氣的，但

若選擇與它和平共處，又何嘗不需要更大的勇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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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Remodel  廚房的心情 故事 (一)    蕭貞淑 
 
       多年前就一直想 Remodel Kitchen，但風聞須要花上 3-4 個月。於是就一

直拖，直到最近看到鄰居正在換廚房的地磚，於是再次興起 Remodel 這事。 
 
 剛開始我們先去 Expo Design Center 詢價、找資料，看他們的展示品，還買了一些書來作功

課。問了曾 Remodel 過的朋友，也去看過一些 Model home，此時心裡已有一些譜，因早先就有心

儀的櫃子，就是那種 Country Style 的櫃子，最後由於 Expo Design 的價錢太貴了，所以我決定自己

找。 
 
 很幸運的我在星島日報的廣告看到一家 Design Center，連忙打電話去跟他們約時間，照約定

的時間我們去了。這家 Design Center 雖不是很大，但這位小姐倒是還滿不錯的，先幫我設計規劃

了一個新的 Design，也介紹了我們櫃子的材質，算一算，價格並不便宜。而他們沒有我要的品牌，

但是 Expo 有，於是老公說就去看看他的價錢吧！果真這是一個名牌，價錢不斐，想想他們的報價

還算合理，於是決定給他們做，請他們來家裡量尺寸，而那時剛好已經要帶兒子回台灣，一切只有

等回來再說。 
 
 回來後跟他們連絡，才知道價錢有了大的變動，真是嚇了我一大跳，價格可是多一倍，只好

找時間去問清楚原因，最後刪了一些我認為不必要的，價錢降了下來，也比較能接受。 
 
 接下來是找 Contractor(承造商)，這也是一大事，不知道誰做的好。問了朋友，她說她的

Contractor 不好，不敢介紹。女兒說朋友的父親是 Contractor，他家才 Remodel 過。約了去他家參

觀，是做的不錯，於是請他來估價。哇！沒想到是天價，只好求救於報紙的廣告，我也是一個懶

人，只找了二個人來估價，其中一個看起來滿老實的，價錢也很好，雖然有人警告說，便宜沒好

貨，但我就是不信邪。於是跟他簽了約，等待的日子終於來了，櫃子也照約定的時間送來，沒讓我

的 Contractor 等。 
 
 收到櫃子打開一看，哇！怎跟我要的不一樣？實在好失望好失望。雖說材質很好，可是我要

的是那種古風味的，也就是 Antique 的味道。為了要製造這種效果我須多付 2%的價錢，然而這家的

製作方法跟另一家的製作不一樣，當初我的設計公司一直說這家做的比那家好更漂亮，我也沒再做

確認，也沒請他們訂一個大的 Sample 來看，我相信著他說的話，現在貨都來了，也只能認了。又

不能退，只好說服自己，這也不難看。 
 
 剛開始我很信任這個 Contractor，他做他的，我也沒花太多的時間去監工。那知事情出了一

些問題，當他開始組裝櫃子時，櫃子的木頭給鑽裂開了，他竟然說不要緊，反正門關起來也看不

到，但此時我的心已開始覺得不妙了。就在這時我瞄到他裝上去的櫃子也被他鑽破了，我有太多的

不滿，太多的心疼，我花了這麼多的錢，怎會-------於是我要他別裝了，因那家公司的人就要來看

了，我想問清楚是櫃子不好？還是 Contractor 技術不好？做事馬虎？ 
 
 終於設計公司的人來了，我一直跟她抱怨說，為何我看不出有那種 Antique 的味道？為何跟

我想要的完全不一樣？我告訴她我好失望。我希望她能幫我跟廠商說出我的要求是什麼，我也看得

出她也有些失望，因他們從沒有客戶會要訂製這種看起來滿是括傷，有洞的櫃子。曾有人看到我家

浴室的櫃子時，還問我說你是買舊的櫃子嗎？！只因我就是喜歡這種 Style。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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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行-比利時的田螺湯         蕭貞淑 
 
      十月的荷蘭真的是非常冷。今天，我們參加 Local 的旅行

團去比利時，也不知是否因為是星期六，所以參加旅遊的人非常的多。當車子來 Hotel 接我們到旅

遊總公司時，已有一大群人等在那兒了。由於參加比利時的人很多，所以派了二部車，一部是由西

班牙語的導遊帶團，一部是由說英文的導遊帶。 
  
 車子一路來到比利時的 Antwerp(安特衛普)，已經是中午 12 點了。導遊指示說，等一會兒先

去參觀教堂，看完後就自己去吃午餐，在 1 點 20 分集合。於是我們都緊跟著大家走，還一路認路

怕走丟回不去。首先來到 Market Square 前，前面有一條龍正在噴水。好玩的是，它並沒有蓋水

池，水就直接流到地面。我真的想不通為何是這種設計呢？接著來到教堂內，哇！歐洲的教堂都這

麼雄偉，這麼精緻，實在令人贊嘆不已。不能免俗的，也要拍照留下足跡，不敢流漣太久。出來後

趕緊找吃的，看來看去，實在不知吃啥好。眼看時間也不多了，只好隨便找一家餐廳問道：”這是

什麼?”只因看不懂菜單，餐廳的 Waiter 道：”這是麵包還有火腿”這算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買了

二份打包，想帶去車上吃，若來不及的話。可是好笑的是，當我倆打開想吃時，差點昏倒。就只是

兩片麵包烤一烤，然後夾一片薄薄的 Ham，其它啥都沒，一份是歐幣 4.5 元。你們說是不是搶人？

在歐洲吃東西還真是貴耶！但為了填飽肚子，出外只能將就，來到上車處碰到那位西裔美國人，看

他手上拿著一份炸薯條，上面還淋著白醬，看起來並不可口，所以說嘛！他只吃幾條，然後全丟

掉！交談之後，才知道他是從北加州被公司派到 Amsterdam 去工作的，應該是 Engineer 吧！趁假日

到處玩玩。  
 來到比利時的 Capital-Brussels 布魯塞薾，天氣是陰暗且時又下著毛毛雨。 首先，來到它的

地標，大家下車拍完照後，接著來到市區，總覺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呵！對了！好像台北市的建

築，交通也蠻亂的，誰也不讓誰的搶道，想來混亂的交通世界各地都一樣。.然後車子一路帶我們

參觀皇宮，美國大使館，漂亮的公園，歐洲最大建築的法院，比利時一個精緻古老的教堂，在牆上

的雕像實在是美的讓人驚嘆。我常想，現代的人還能蓋出那種獨特的建築嗎？ 
 比利時的巧克力是有名的，還有蕾絲，導遊也不負眾望帶大家買去了。在這逛街區擠滿了遊

客，發覺人手一袋巧克力，雖說我不喜歡吃甜，但也得買一些”等路”回去，所以我也沒空手。回

到廣場上，覓見有一堆人圍在一個小攤位上，不知在幹嘛？好奇的我倆也趕過去瞧瞧，嘿！是在賣

田螺湯，問了在一旁吃的團員，好吃嗎？她說：嗯！非常好吃！那也來一碗吃吃。呵！在這寒冷的

雨天，吃一碗熱熱的湯，真不是蓋的，身體都舒暢暖和起來。想知道它的味道嗎？嘿！可是一級棒

的唷！有些辣辣的是胡椒吧！一點腥味都沒有，湯真的好甜美，到現在還讓我回味無窮！下次你/
妳有機會去時，別忘了也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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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妳禱告      陳莉莉 
           ~寫給寶凌~ 
 
 妳離開台美該也近十年了！偶而，回到美國，我們會在住家附近的 trail 喜相逢。見面時，總

是興高彩烈地互道近況，時間與空間並沒有造成我們之間任何的隔闔。也從一位共識的朋友口中得

知你們夫妻回台後，事業發展得十分順利；而妳兩位和 La Verne 自高中、Berkely 便一路好同學的

雙胞胎女兒，此刻也在所學很有成就，真是從心底為你們感到高興！ 
 
 才從靈修會開開心心地回來，便看到熱心關懷的壯志、宗宏所發的 email，你們全家出了大

車禍，且車內有人嚴重傷亡。聽了之後，心中有著無比的驚痛！那幾天，教會忙著辦喜事，雖然彈

著喜樂的音符，心中惦掛的卻是你們一家。婚禮結束後的那晚，已是午夜十二點了，一群人帶著沈

重的心到達妳家。看到如驚弓之鳥的妳，滿臉污青的女兒，以及獨臂的先生，我們心中真有無限的

哀傷與心疼。一再問上帝，為什麼有這麼大從天而降的災禍會發生在你原本幸福無比的家庭？ 
 
 妳和先生交接告訴我們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且一再地自責是朋友代替妳而走，如果-------
；如果----；在旁邊的我，一樣在流淚，我相信事情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反應，必然都是一樣的。

有時我們不能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麼悲慘的事？]，我不知該用什麼樣的話來安慰妳，我只能藉著

哥林多前書十三：12 的話語來與妳互勉，這也是我過去不順心時常用來鼓舞自己的，[我們如今彷

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

主知道我一樣。]的確，有些時候，上帝常藉著一些事情的發生，教導我們信心的功課。此時此

刻，請毋需自責，讓我們在仰望中學習順服，未來雖不可知，但是相信上帝必為你們開路。在妳哀

傷的時刻，我也不想告訴妳，每件事的發生，必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裏面，但是日後當妳再回頭看

妳的人生，確實是如此，因為所有的傷痕與眼淚，挫折與沮喪，必然也是上帝恩典的一部份。祂藉

著妳身上、心裏的傷痕，來經驗祂的醫治；也藉著妳的眼淚，來更體會祂話語的寶貴。為妳禱告，

也為你們一家附上我們最虔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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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上帝照顧 寶凌姐一家人         蕭貞淑 
 
 做完禮拜後聽到牧師說有一位會友出車禍，同車的一位友人罹難。聽得讓人心情沉重，原本

是高高興興去參加婚禮，卻發生這不幸事件，也只有禱告上帝保佑他們全家。 
 
 下午時接到純真打來電話尋問是否可幫忙做菜給出車禍的這家人來吃，因發生這事，家裡每

個人的心情都是亂糟糟的，無法安定下來，朋友有難當然義不容辭的要來幫忙。斟酌了一下我的時

間，我答應星期三帶餐去。 
 
 事情總是有變化，剛好家裡在這星期要做後院無法在星期三的中午送餐過去，於是星期二我

就先做好菜肉捲，在下午時先送過去。打了電話問了馬長老這位會友的名字，免得去時不知該如何

稱呼。 
   
 看了地址時，腦裡突然想起以前女兒的二位雙包胎同學應該也住那附近，我想應該不難找

到。於是跟女兒來到這位會友家，當女孩打開門時，我真的好驚訝，這應該是我認識的，也應該是

女兒的同學。果真她看到女兒時互相叫了一聲，怎會是妳們呢？我說真的是妳們發生車禍嗎？怎會

這樣？進到屋內，看到她媽也就是寶凌姐，問了一下發生的情況，也知道兒子比較嚴重，先生及有

一位雙包胎手骨折，而媽媽的心一直無法安定下來，看得讓人滿難過的。友人的去逝對她來說衝擊

很大，也讓她無法釋懷，朋友跟她來自台灣專程參加婚禮，沒想到卻發生不幸。她說出事的原因是

車胎爆破，車轉了三圈後翻倒，真的太恐怖了！也因此導至她心仍有餘悸，笨拙的我也不知該如何

來安慰她，只有請她多寬心，想開些，也祈求上帝保佑她，讓她趕快脫離這個惡夢，更保佑她全家

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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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變的雲彩，不變的愛; 蕩漾的湖水，靜謐的心。”    
           趙清隆牧師  
 “諸天訴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上帝的作為”(詩篇 19:1)”上帝的永能與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雖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 1:20)”雲彩”是上帝所

創造大自然界的景物之一，山川、河流、湖泊也是，上帝藉著自然界的景物和變化，讓世人認識生

命的來源，曉得生命存在的意義，明白甚麼才是生命最有價值的追尋。 
 
 今年年初，咱教會根據希伯來書 12:1~2 做為彼此勉勵的主題。”我們即有這許多的見證

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這節經文提到世上有些人們的一生彷彿雲彩一般，他們

的雲彩圍繞我們，他們的雲彩可以點綴我們平淡、平凡、沒有色澤的人生；他們的雲彩能給我們些

許啟示；他們的雲彩提醒我們甚麼是人生；他們的雲彩能讓我們認識自己； 他們所經歷的雲彩更

能告訴我們世上有一種愛是絕不改變的。這種愛不是世人所能給予的，這種愛是從上帝而來。(約
翰壹書 4:7) 聖經中第一次提到雲彩是在創世記 9:12~16,”…我把彩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為我與

地立約的記號，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彩虹出現在雲彩中，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

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面了。”上帝是守約信實的上帝，從人類歷史看來，我們知道上

帝的確信守祂對世人的承諾。 
  
 每當翻閱舊約出埃及記的以色列史，記憶最深且最難遺忘的莫過於上帝如何藉著雲彩”雲

柱”來帶領祂的選民---以色列百姓 約四十年之久，相信天上的雲彩與景像已成為他們曠野生活中

最深刻的印像與回憶。藉著上帝所預備的雲彩，以色列選民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藉著雲彩，他們

知道上帝不會遺棄他們；藉著雲彩，他們找到活著的目的與存在的意義。因為在他們民族的歷史

中，深知有一位上帝永遠愛他們，這位創造者上帝擁有一項超越人性的屬性與本質---在祂有不變的

愛，雖然天上的雲彩，漂浮不定，色澤可能多變(出埃及記 14:19)，但是，它無法改變天父的本

質，因為---祂擁有不變的愛。 
   
 而在新約的記載裡，革尼撒勒湖(加利利海)也是咱常會留連之處。因為在那裡有主耶穌和門

徒們的腳蹤。革尼撒勒湖，約略是太浩湖的兩倍半那麼大，讓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當主

耶穌、彼得與其他門徒所搭的船在湖中遇著驚濤駭浪，波濤蕩漾時，主耶穌當時再船底安睡，因為

祂擁一顆靜謐的心。 (馬可 7:45)   
 
記得才於不久前離開太浩湖，殊不知轉眼已過了一年。已過的這 365 個晨昏，這麼多次的日出與日

落裡，不知多少朋友們，他們的人生與際遇有了極劇的變化。過去這一年裡我們看到有悲、有歡、

有離、也有合。有陰、有晴、有圓、也有缺。多少時候我們只能慨歎：”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生

吧！” 
 
 今年是我第二次重遊這記憶中曾經美好過與極為珍惜之地。回憶去年離開之前，曾數次回首眺

望，眺望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雲彩。而今年，我們重遊太浩湖，不知這些景物是否帶給您

與我甚麼特別的啟示？ 聖經曾經記載雅各第二次回到伯特利時，再一次從上帝得著二十多年前同

樣的應許。(創世記 35:1~15) 相信雅各當時心中仍存留他二十年前在此經過與停留時的回憶…[天

梯]. 根據個人查考與判斷那個梯子並非我們平常的”梯子”，而是”雲梯”---天上的雲彩由下而上

或由上而下層層重疊的樣式，當時天使就在那雲彩中傳遞上帝所要給雅各的訊息(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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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13)：”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將你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當摩西得著上帝的啟示，寫下創世記 28 章有關雅各這段夕陽西下後的經歷時，其

情景應是與夕陽相互輝映的雲彩。因為多種聖經版本的翻譯多偏向”雲梯”而非”梯子”；而另外

一項可資佐證的的是在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所有美術、雕刻作品，和其它最富美感的文學藝

術創作中，天使和雲彩同時存在的畫面與景像是最為完美的傑作，因為它描述天人合一的境界。話

說二十多年後，雅各重遊伯特利(創世記 35:1~15)，聖經已經沒再記載當年的雲彩。也許，那些雲

彩已被風吹散；也許，當年所見的雲彩已因環境的改變與天候的變遷而不再出現。但是，上帝仍舊

沒有改變祂當年對雅各的應許。” 
 
 今年第二次重遊此地的我，只有感恩，沒有任何的感傷。因為台美全體弟兄姐妹對牧師全家

是如此的愛護。這一年多來，我發現太浩湖擁有太多太多值得回憶與珍惜的景物： 
它擁有會讓人忘記憂慮的湖水！ 它擁有會撫慰內心傷痕的微風！ 
它擁有會讓人留連忘返的翠綠！ 它擁有會瞬間墜落消逝的流星！  
它擁有讓人捨不得入夢的夜色！ 它擁有令人感傷的浮雲！  
它擁有能叫人不忍離去的彩虹！ 
  
 這幾年來我們靈修會住的地方叫做[Zyphyr Point]或[ Zyphyr Cove]。Zyphyr 這個字，根據我

查考，它的意思是”西風”，所以”Zyphyr Cove”意指西風吹襲之處。每年九月起，是太浩湖西風

從西邊海拔 7,500 呎高山驟起吹向東邊海拔 5,500 呎較低處的 Zephyr Point or Zephyr Cove 之時，連

續幾個月，冰冷的西風讓太浩湖湖面蕩漾不已。這種情景，讓我聯想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其實都像寧

靜時的太浩湖。 但是，偶然的微風或極遽的強風可能衝擊原本靜謐的心。這次牧師娘(惠愛姐)在出

發前往 Lake Tahoe 之前預備了一卷我[心]旋律的詩歌錄音帶，其中有一首的歌詞極為感人---描寫人

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在車行途中我一直重複聽著，歌詞如下： 
 
[我一生都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愛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讚美  
   敬拜你；你是我心裏的滿足；你是我惟一的喜樂！ 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

典。] 
 
 的確！我們每個人一生中實在擁有太多上帝所給的恩典，如同雲彩一般，需要數算，需要記

念，需要報答。而上帝這種恩典的給予卻往往是在極遽的風浪過後，用一顆靜謐祥和的心，才能去

領受與體會。對雲彩的觀察亦是如此，我相信只要是雲彩，無論它懸掛或浮遊在何處的天際，都有

它獨特的美和意境。太浩湖的雲彩也是，並無特別之處，但是： 
 
    “當一個傷心的人仰望那一片雲彩，他的傷心可能因此找到安慰； 
    因為雲彩可能是上帝對他的啟示----傷心只不過是人生的過眼雲煙。 
     當一個失望的人凝視那一片雲彩，他的失望可能因此不復存在； 
     因為雲彩可能是上帝對他的啟示----失望只不過是人生的必經旅程。 
    當一個流淚的人看見那一片雲彩，他的流淚可能會很快成為過去； 
    因為眼淚可能是上帝對他的啟示----眼淚有可能成為人生的彩虹。” 
 
在此，也許有人要問：”為甚麼人生會有傷心？為甚麼人生會有失望？為甚麼人生會有流淚？”主

耶穌和幾位門徒在加利利湖風浪蕩漾的湖面所經驗的事實，回答了這個千百年來只要有人的存在就

會提出的問題---人的改變，事的改變，物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境遇的改變………會衝擊人最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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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脆弱的自我。主耶穌在面對激遽蕩漾的利利湖時，選擇安睡在門徒所搭的船的船底， 祂那靜謐

的心，成為你我如何在整個大自然和人生多變的環境中，如何活的亮麗與如何繼續存在的唯一答

案。因為主耶穌靜謐的心告訴世人---”順服與交託”是人生最可貴的功課，卻也是最難學習的功

課。 
 創世記 37~50 章記載約瑟一生所遭遇的風浪----他曾被出賣；他曾被羞辱；他曾被遺忘；他曾被忘

恩負義；他曾遭遇飢荒。但是，他擁有一顆如主耶穌在面對加利利湖湖水蕩漾時一樣的靜謐的心---
他如此平靜！他如此安寧！他如此祥和！雖然四周的人是那麼無義無情。他之所以能如此，相信是

因著他對上帝的信心；因著他的信仰；因著他的人品；因著他的尊貴；因著他的內斂；因著他的涵

養。正因為如此，約瑟一生的美與感人的見證，彷彿劃過舊約幾千年歷史藍天裡的一道彩虹，見證

上帝是掌管大自然與眷顧你我生命的主。約瑟的一生與信仰不只在舊約裡被記念，幾千年後，新約

時代的作者仍不忘記將他的信心與佳美的腳蹤留下(希伯來書 11:22)，作為後世的見證，成為世人

信心的雲彩。讓我們試想主耶穌曾使用自然界的景物做為生命的教導與信心的功課：”天上的飛

鳥…野地裡的百合花…如何長大？他們不種也不收，它們不勞苦，也不需紡線…..](馬太福音

7:25~34)空中的飛鳥需要面對大自然殘酷無情的狂風暴雨，野地的百合花也是需要無奈且無助地面

對大自然中的風霜雨露，但是主耶穌在這比喻的最後強調人的生命在上帝眼中的尊貴與地位。在這

段非常簡短的比喻中祂七次提到[憂慮]這兩個字，但是主耶穌的結語仍是---”不要憂慮“！ 
 
   
 朋友！ 
  
 也許您這一生中曾有過無數次午夜夢迴時，暗自神傷，獨自飲泣。 
也許您這輩子裡曾有過無數次肝腸寸斷時，想一走了之。就讓天邊多變的雲彩告訴你，這世上太多

太多的人事物都會改變，但是，唯有，也唯有上帝的慈愛---不會改變！ 
祂是我們的依靠，也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也許您這一生經歷太多不幸的遭遇與無人能了解的冤屈，但是，唯有，也唯有當我們在天父面 
 前擁有一顆靜謐的心，凡事交託與順服時，你原本認為不會改變的人事物，才有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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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雖是炎炎夏日，但是聖歌隊歌聲不曾中斷，期待更多志同道合朋友加入，共頌主名。 練
習時間：週日早晨 10:20。 
 
主日學：主日學暑期學校，將於 8/2-8/6，8:30-1:00 午餐後結束，感謝所有同工熱心幫忙協助。 
 
長青團契：長青團契將於 7/25 日主日午餐後有專題演講”如何預防血管硬化？” 
   講員：馬逸輝長老，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同心團契：暑假即將開始，同心團契一切活動暫時停止，如有親子活動將另行通知。 
 
青少年團契：團契裏有好幾位青少年願協助 VBS，請為此事工代禱，求主賜每個人有足夠的智慧與

力氣。 
 
女宣團契：感謝大家盡心盡力維護教會乾淨整潔。 
 
傳道文字組：暑假裏，看著教會人來人往，許多家庭忙著 vacation，讓我對七月份的月刊信心欠

缺。沒想到還是有許多好同工，若帆、純真、秋蓉、貞淑，心有所感，用文字獻上他們馨香之祭，

讓我雖處酷暑，卻有我心安寧之感。 
 
特別感謝牧師、牧師娘在忙碌的牧會生活當中，每個月不忘鼓勵文字事工，以好文與見証做出對這

份事工最美好的支持。也謝謝大學的好友-蔣理容，為文寫出她對巴金森病人的關懷。更要謝謝幕

後 supporter-打字同工，我 Children Choir 裏的親蜜戰友-愛卿，忙碌的工作與教育孩子，卻永遠對

我，對這份事工，付出她最誠摯熱情的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