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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活----生命之提昇暨超越 

~~~論貝多芬之[命運交響曲]與其一生~~ 

         

         

 



 
 
上帝，人，與這個世界＂   趙清隆牧師 
 
   自 1985 年從台灣神學院畢業後就開始全時間在教會服事，至今已經過了十九年。這

麼多年裡，經歷了許多的艱苦，但是在甘苦中依然覺得甘甜，因為能有機會接觸人群，能與很多

性格不一樣的人相處。從許多兄弟姐妹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很真實；很善良；很美麗的一面，也

學習他們的成功的為人和建設性的處事方式。當然，在這種學習中，知道做人處事實在不是一件

容易的事。 過去在有本書上曾經讀過這麼一句話：[一個人如果想要在社會上立足，三十歲以前要

靠能力，四十歲左右要靠經驗，五十歲以後就得靠關係。] 其實，每個人生階段都有複雜的人際關

係需要面對。 
 
 每當需要面對與處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我總會想到聖經記載的一段非常寶貴的話： 
“耶穌的智慧和身量，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路加福音 2:52 )特別是＂一齊增

長＂這四個字。 從主耶穌的一生我們看到一個處理＂個人與上帝＂,＂個人與別人＂,＂個人與事

物＂,和＂個人與自己＂的關係的＂一齊增長＂的絕佳典範。的確，人是活在層層的關係中，東方

的文化也強調人是活在<1>＂天＂,<2>＂人＂,<3>＂物＂,<4>＂我＂四種面向(Dimensions)與關係

之間。<1> 主耶穌常常退到曠野靈修，與天父親近；<2>祂也喜歡與別人親近，祂甚至親近那些別

人不願親近的人，如法利賽人、稅吏、妓女、罪人、殘障的人；<3>主耶穌很清楚知道事物與人

之間關係平衡的重要性，因此祂雖然需要物質生活，卻不受物質的誘惑。主耶穌對撒旦說：[人活

著不是單靠食物---。](路加福音 4:5); <4>至於＂個人與自己＂的關係，主耶穌清楚知道祂自己存

在的目的----[為了成就上帝的旨意。] (馬太福音 26:39) 
 幾個世紀以來，人類學家、社會學家 
與心理學家都在探討人在所處的大自然環境中 
的種種問題，後來發現這些問題早在聖經裡 
已經被教導與處理過。而聖經所處理的問題如下： 
<第一>IQ(Intelligent Quotient)的問題--- 
“求美的人生＂： 這是有關人的智慧、智商、 
聰明與否的問題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篇 111:10 )  
<第二>EQ(Emotional Quotient)的問題--- 
＂求善的人生＂： 這是有關情緒處理的問題。 
大衛曾經很建設性地處理他與掃羅王之間的問題。 
(撒母耳記 24: 10~13)  
<第三>KQ(Knowledge Quotient)的問題--- 
＂求真的人生＂： 這是有關理性與知識層面的問題。  
聖經對基督徒的要求與期待是要有知識， 
要做個聰明的人。但是聰明與智慧在聖經中有所分野； 
＂聰明＂是指對上帝所造的大自然的認知，而＂智慧＂ 
則是對創造者上帝的本質與屬性的了解、經驗與認識。 
<第四>GQ(God Quotient)的問題--- 
＂求聖的人生＂： 
這個層面指的是人的心靈與內在對永恆生命與永恆真理 
的追求，亦即一個人對生命的源頭---上帝的認識。  



根據 “一齊增長＂這四個字，我們可以了解主耶穌一生中 
存在四項極其重要的追求。(如圖所示) 
   那麼，人生既然有上述四種關係與面向，於是如何去追求與實踐，就成為人生四大相當嚴肅的

課題。如圖所示，每一個面向(Dimension)都有其不同的內容，不同的方向，不同的途徑，與不同

的目標。然而值得關注的是這四種層面與關係並非完全隔絕或截然分立的，它們相互之間依然存

在彼此的互動關係。從這圖表我們也看到＂人＂的角色是這四種關係面向的中心點，如果我們用

圓來代表生命的完美境界，那麼，從圓心到圓周的半徑一定是等距離，才能畫出一個完美的圓。 
因此，如何整合人一生中的四種關係與面向，讓這四個層面皆能均衡與和諧地發展，應是人一生

中最重要的課題。而想學習與實踐這四項課題，主耶穌在聖經中給予世人絕佳的典範。 
人既然活在這四種關係與面向之中，因此，人的生命本質裡面就具有＂天＂，＂人＂，物＂，＂

我＂，也就是＂靈性的＂，＂社會的＂，＂自然科學的＂，以及＂人文的＂四種需要。 
這個月由於剛好是四年一次的希臘雅典奧運正如火如荼地進行，個人也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希臘雅

典所帶給人類世界文明的一切，也就是曾在那個文明國度裡幾位哲學家，如蘇格拉底、柏拉圖、

亞理士多德。在大約 2500 年來，對世界的影響…..特別是人的生存，人的生活，與人的生命方面

的思考。 蘇格拉底(469~399 B.C.)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他曾經說過一句跟智慧(IQ)有關的

話，他說：＂有關世上的一切，我所知者是我一無所知。＂由於蘇格拉底的謙卑與虛懷若谷，他

的智慧在歷史上被賦予極高的定位和評價。蘇格拉底早在主耶穌降世 400 多年之前，就已經在希

臘雅典生活與講學。因此，在他的所有著作當中，雖沒有提過耶穌的名字，但是，他的不少重要

語句都在表達他超然的智慧以及對上帝的認識。他曾說：＂當一個人的慾望越少時，他會越接近

上帝。＂ ＂知足是上帝所賜的財富，奢侈是人為的貧窮。＂ ＂假如你問我該不該結婚，我會回答

你：結婚與不結婚的都一樣，你都會後悔。＂這三句話裡的每一句話，當你深入與冷靜思考時，

的確都與人的生存、生活、生命息息相關。當然，蘇格拉底還有許多留在哲學與文學歷史上的銘

言大部份都在關注人的＂生存＂，人的＂生活＂，和人的＂生命＂方面的思考。吾個人並沒有有

關他的宗教信仰的深入了解，但是，從他的作品中看得出來他對舊約的認識相當深入。個人認

為，如果我們把蘇格拉底喻為主前最後一個世紀的所羅門其實並不為過，因為兩者的寫作內容有

頗多相似之處，都觸及了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智慧與種種生活中很真實的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到前面所提的 IQ、 EQ、KQ、GQ 等有關智商或智慧方面的問題，並做稍

微深入的探討。 
第一， IQ 方面：  
聖經中所談的 IQ 有異於目前社會心理學上的 IQ。 聖經裡的[I]指的是[我] 這個人的生存、生活、

與生命的光景。而哈佛大學社會心理學家 Dr. Coleman 所探討的[I]指的是一個人的智能，對事與

物的領悟能力(Intelligent)。 在英文字母中，我＂I＂是個非常特別的字，也許沒有人能知道為甚麼

或是從何時開始，無論在任何位置，＂我＂永遠是大寫＂[I]而不是小寫[i ].。這個大寫的[I]，個人

認為並非要一個人誇大自己，自我膨脹。 [我] (I)永遠大寫，從聖經的角度來看，是＂任何人的存

在，無論貧與富，貴與賤，在天父上帝的眼中都無比尊貴。＂因為＂人＂在上帝所有創造的生命

中，是＂唯一＂擁有＂上帝的形像＂,＂唯一＂被賦予＂上帝的靈＂的生命。 因此，聖經告訴我

們：＂上帝看世人為寶貝，為尊貴……＂(以賽亞書 43: 4) 正因為有如此的認知，曾有人如此寫

過： 
“今天的我，是上帝給我的禮物； 
      明天的我，是我給上帝的禮物。＂ 
第二，EQ 方面：EQ 究竟是甚麼？它是英文字母的 Emotion Quotient(處理情緒的能力暨商數)。史

丹佛大學心理學家 Dr. Walter Mischel 對哈佛大學 Dr. Daniel Coleman 所闡釋的 EQ 做了更容易了解

的解釋。他說＂EQ 就是一個人克制自己的衝動，自我調整情緒，以期達成終極目標，獲得成功的



能力。]聖經中的掃羅王與大衛兩個人在處理情緒衝突時所發生的兩極狀況是 EQ 這個課題的很好

例子。這也是大衛成功之處。(撒母耳記上 24:10~13) 他靠上帝所賜的能力，很建設性地處理自己

的憤怒---他饒恕了掃羅王，雖然年輕的大衛可輕而易舉地將他殺掉。 EQ 是一個人活在人群社會

中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緒，與他人、與他所屬的文化社會互動與交往的能力。從某個角度來看

EQ,，我們知道人除了可以看得見，可以想得通，可以摸得著的物質肉體之外，人從一生下來就開

始與他人發生互動關係.。人之所以為人，除了他所具備的肉體之外，他的＂自我的形成＂毫無疑

問地會與他所生存與成長的的社會文化發生密切關係。因此，談 EQ 就是在探討一個人應該如何

活在自己的歷史文化與社會中，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認識自我，了解自我，並進而發展自我。 
 
第三，KQ 方面:  
它所指的是一個人由後天的努力與學習所得到的客觀知識(Knowledge)。在世界知識的領域中有一

個非常特別的名詞---PHD(Doctor of Philosophy)，無論是那門學科，當一個人完成論文被授予學位

時，其學位通常就是 PHD。 可是聖經中也有 PHD， 不過聖經裡的 PHD 並不是 Doctor of 
Philosophy，而是 Praise Him Daily。每天讚美上帝，凡事感謝祂，無論我們的處境，遭遇如何。 
在上帝永恆的旨意中，許多苦難都可能成為上帝化妝的祝福， 除非我們拒絕祂做為我們生命的

主。 
在這一個論點上，我們會很容易聯想到舊約創世記中的約瑟和幾位也試著要幫法老王解夢的術

士。術士通常有足夠的知識來為人解夢， 但是約瑟的知識，連法老王都認為那是上帝給他的屬靈

知識與智慧。因為法老王說：＂在他裡面有上帝的靈。＂(創世記 41:38~39) 但以理(但以理書 6:3)
的一生跟約瑟一樣，也有上帝所賜的屬天的智慧來為巴比倫王尼布甲尼撒解夢，但以理和約瑟的

人生遭遇相當類似， 但是因著他們對上帝的認識與確信，使他們即使遠在國外，離鄉背井，仍然

成就非凡，一位在埃及當了宰相，一位成為巴比倫帝國的總督。 約瑟與但以理在當時全國的地位

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兩個人另一個共同點是虛懷若谷，尊主為大。(創世記 50:20; 但以理

書 9:4) 
 
第四，GQ 方面：  
意味著認識上帝(God)的智慧與能力(Quotient)。凡研究世界文學與哲學歷史的朋友都會知道， 從
十九世紀法國實證主義(Pragmatism)先驅 A. Comte 提出他的理念之後，＂Seeing is believing。＂

(眼見為憑)支配了世人思考領域至今將近三百年之久。實證主義的理論基礎是：＂一切事物都需

經過實驗與證明才能證實其存在。＂三百多年來，許多人活在這種理性掛帥的思考中。德國的尼

采就是個最典型的例子。活在這樣的世代中，我們很自然地會越來越相信我們肉眼所看得到的一

切。換句話說，看不見的就是不存在。 尼采的一生之所以在悲劇中結束，證明一項事實---[在人類

所生活的物質世界中，你我都不可能找到最完整，最完美與永恆不變的答案。]反之，“在看得見

的物質世界上，你找不到的答案，在肉眼看不見的世界裡卻可以輕易找到，那是天父所要給世人

的恩典與答案。＂這是我個人看了尼采的傳記之後所做的淺鮮結論。聖經教導我們，＂要先相

信，你才能看見＂(Believing is seeing)。 “信是所見之事的實底， 信是未見之事的確據。＂(希伯

來書 11:1)我蠻喜歡法國另一位聞名於世的學者巴斯卡 Pascal 說過的一句話：＂Faith has its reason 
that reason can not understand.＂(信心本身有其理性所不能了解的理性.)巴斯卡 Pascal 是世界著名的

物理學家、數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神學家。 相信這句話是他一生實際的經歷與驗證。 因此，

我們要問：＂信心是完全違反理性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有鑑於此，個人閱讀他的傳記之後粗

淺地認為：“有理性的信心，遠比沒有理性的信心需要更大的理性； 有信心的理性，遠比沒有信

心的理性需要更大的信心。＂ 
其實信心、經驗、理性三者並非完全無關或互相對立。 吾以為： 
“信心可以在於經驗之前， 因為信心需要超越理性； 



                  信心更可以在理性之後，因為信心需要經驗驗證。＂ 
 
亞伯拉罕的信仰歷程屬於前者(創世記 12:1~9) 至於多馬，他相信耶穌的過程屬於後者(約翰福音

20:24~29 )多馬對復活的主耶穌的要求讓我想起哈佛大學社會學家 P. Sorokin 所分析的目前人類的

文化危機。 他指出現代人因為一切憑感覺，而且只相信看得見的事物，所以現代文化是一種＂感

性文化＂。其實，在我們所處的大自然界與實際的生活中，底下都是我們切身的經驗，但確實存

在： 
 
  “ 我們看不見空氣，但是空氣確實存在，因此我們能夠活著； 
      我們看不見懷念，但是懷念確實存在，因此我們珍惜曾經關心過我們的人； 
   我們看不見風， 但是風確實存在，因此我們的肌膚能親吻上帝的愛； 
   我們看不見心碎，但是心碎確實存在，因此我們知道人是何等軟弱； 
   我們看不見電，但是電確實存在，因此我們明白自然界裡存在超理性的事物； 
   我們看不見感情，但是感情確實存在，因此我們感受人間仍有溫暖； 
   我們看不見夢想，但是夢想確是存在，因此我們會有奮鬥的過程與成功的喜樂； 
   我們看不見關係，但是關係確實存在，因此我們知道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份責任； 
         我們看不見意義，但是意義確實存在，因此我們知道人生是一段追尋的旅程； 
 我們看不見上帝，但是藉著所造之物，我們知道上帝確實存在。＂(羅馬書 1:20) 
 
現代很多人之所以在生存中失去理想；生活中失去盼望；生命中失去意義，原因是他們一直活在

感性的文化環境中。我發現為甚麼在傳道書中所羅門王會用＂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樣的字

眼？個人的銓釋是：＂日光之下是個感性文化的環境，而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人只注重感覺，只注

重看得見的事物。久而久之，上帝所造世上一切事物內在的真實與美感無形中失去。＂傳道書的

作者雖然帶給我們些許消極的信息，但是上帝的作為卻往往超乎寫作的人。因為祂是能在沙漠裡

開江河，能在曠野裡開道路的主。 世人所見的只在＂日光之下＂,上帝卻要我們仰望＂日光之

上＂。因為：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生命的源頭；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失落的過去；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完整的自我；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過去的理想；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最愛； 
   在那裡，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上帝。＂ 
 
朋友！盼望這個課題＂上帝，人，與這個世界＂不只幫助我，也有助於您在繁忙的生活中的生命

思考。 願上帝祝福您！ 讓您一生的成就，不僅有＂真＂，不只有＂善＂，也不光有＂美＂。更願

您也走在成＂聖＂，走在往生命源頭的人生道路上。 
 
婦女靈修會          陳麗娜 
 
     早在年初就想舉辦婦女靈修會，如今已是八月中，再不行動大

家就等得不耐煩了。上半年一直把這件事放在禱告中，同時也開始尋找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但一

般教會通常是一年前就已定好時間和地點，因此找起來總是有困難。但神的帶領總是有出人意外

的驚喜，吳鳳玉執事在幾個月前竟然主動表示，願意開放她的家作為靈修會的場所，且願意配合



我們的時間。帶著非常驚喜和感謝的心，我們決定接受她熱忱愛主與愛大家的心，神既然賜給我

們這麼美好的安排，在此邀請各位婦女一起來享受神的這份恩典和祝福。 
  
 靈修會講師將邀請 Anaheim 柑縣基督信友教會翁思惠牧師的夫人---蕭幸美女士擔任。蕭女

士早期是護士，之後進修台南神學院，主修宗教哲學。來美國後在 Virginia 拿到 Counseling 碩
士，有過院牧的經歷。因時間上我們尚未確定，很多細節未能和她深談，但她很願意配合我們的

時間。  
  
 附上一份調查表，請大家提供意見。雖然週末對媽媽們來說是非常忙的時間，但卻也在此

鼓勵大家抽空，使自己有靜下來靈修，享受神所賜的機會。也特別呼籲爸爸們，可否犧牲你的一

個週末，與神同工，接管家裡的一切，讓辛苦的妻子可以放心的來享受神所安排的福音饗宴。 
 
 
一千個春天       勃伯 
 
    在一個夜闌人靜的夜晚，坐在身旁的妻忽然冒出一句話：「你有點老態了！」我不知她

是對我稍臃腫微駝的形態或是對我不愛動只求靜，又沒什麼衝動的心態有感而發。但當我回頭一

看，與我相差七歲的妻在佈滿了雀斑的臉上乍現不少魚尾紋，頭髮也長滿了蒼白的髮絲時，讓我

怵然一驚，漫長的歲月已刻畫出倆人年華老去，都已步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一對銀

髮族了。 
 
 暮然回首，我們生活在一起已歷經四十二寒暑（包括戀愛四年時間）。，這麼多年來她與

我一起為生活奔波吃苦。說真的，他不僅是一位賢妻良母，還是一位談心的朋友。倆人在一起的

時候，總有談不完的話，當話匣子一開，款款細語聊個不停，也不知有多少個夜晚我們躺在床上

望著窗外明月談到凌晨一、兩點，還不睡覺，也不嫌晚。 
 
 下班後有時倆人在餐桌上喝咖啡吃點心談天時，也讓她放棄不少練琴或整理花圃的時間，

因此偶而我也欣然提議晚上就吃水餃或麵食，或去買披薩回來共餐。不要花費太多時間在廚房

上，不也就多了傾心而談的時間了嗎？誠如她的文章曾經提過她年輕時家裡請了幾個佣人，因此

她們女孩子從來不用為家事煩心操勞，嬌生慣養。但自嫁到我家來，就得擔負起全職家庭主婦的

角色，茹苦寒辛，養子顧家，生活備嘗辛勞。至於我年輕時也只顧工作、事業，每每「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對她也沒有好好的照顧。尤其移民阿根廷期間，我們開一家小超市，又與親人合

夥經營一家貿易公司做文具禮品的批發生意，整天忙碌，大家都沒有悠閒去享受人倫之樂，甚至

才十二歲大的女兒也得下廚為全家準備晚餐，生活的緊張與辛苦，難以言喻，難怪妻曾經說過：

「在阿國的生活真不是人過的」。只有禮拜天我們才全家關門，不做生意（許多同業卻因阿國大

型超市週日歇業，趁機搶食生意），到教會聚會，練詩（準備復活節、聖誕節的讚美禮拜及舉辦

社區的台灣民謠音樂會），我們在一起事奉，一起讚美，夫唱婦隨，其樂無比。 
 
 新婚當初，我曾經答應願意一生給她一千個春天，在神所賜有限人生的時間裡，每天如能

沐浴在春天的珣爛美麗、滿足幸福，就算是一個春天，但屈指一數，我可能也未⿵滿一千個春天

的一半。這四十二年裡，在故鄉台灣的每年新曆年假裡，我們都會帶小孩去島內各地名勝遊覽。

在政府尚未開放國人出國旅遊時，我們倆人就已用探親名義到香港、泰國的曼谷、清邁遊玩，也

順道造訪美麗乾淨的新加坡。在阿國期間我陪她去過巴西旅遊十九天，遊山（耶穌山）玩水（里

約熱內盧海濱），留給她往後無限的美麗回憶。也到過阿根廷、巴西、巴拉圭交界處觀賞世界第

二大瀑布，其壯觀不遜於美加邊界的尼加拉瀑布，也順道遍遊巴西、烏拉圭等國。還曾經前往阿



根廷號稱“小瑞士＂巴里樂爵的地方尋幽，並搭輪床遊湖時在甲板上餵食海鷗的歡樂情景，迄今

仍躍躍欲試，重溫舊夢。來到美國後我們遨遊過夏威夷、阿拉斯加、洛磯山脈、黃石公園、大峽

谷、拉斯維加斯、優勝美地、太浩湖、雷諾，也到過東部旅遊勝地 Virginia 的仙人洞（美國最大

的鐘乳石洞）、尼加拉瀑布、也遊過紐約、費城、華盛頓特區、波士頓、紐澤西、芝加哥、洛杉

磯、聖地牙哥、鹽湖城、多倫多、溫哥華等城市。很遺憾的是我們曾經爬上紐約的世貿大樓俯視

大都會的市景，當初在 120 層頂樓站立時有如履薄冰的感覺，如今巍然聳立的大樓已因九一一恐

怖襲擊下墬消失於塵埃裡。此情此警以化為過往的回憶。我們的足跡還遠涉西歐八國，北歐五國

（包括莫斯科）、日本。以上累積的春天也未愈一千個春天之半。何時可以補足，耿耿於懷，但

願神幫助我在有生之年努力去營造一個又一個的春天，以償我的諾言。 
 
 旅居阿根廷八年，到美國又已經歷時十七年，時間一瞬間就無影無蹤的消逝，到底我們還

有另一個八年或另一個十七年的時間在一起？聖經不也是說得很清楚，“我們一生的年日是七十

歲，若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詩篇九十：10），尤其近年來倆人的健康都出了問題。我是疾病纏

身，經常困於鼻咽癌（曾經復發過），冠狀動脈阻塞（也倆次開刀植入 stent）高血壓、高膽固醇

等慢性病，還有那些放射線治療後的後遺症：唾液腺壞沒有口水（講話困難）、左邊耳朵失聰、

右邊眼睛視力模糊。至於她也長期為糖尿病所困擾，還有花粉混過敏症、高血壓、高膽固醇等，

因此我們很珍惜在一起的時間，當然也願意相親相愛手牽手走完人生未完的路。如今子女已長成

展翅飛往各自喜歡的地方去生活，偌大的房子剩下倆老經常守著寂靜靜的夜晚，所以她需要人的

關心與照顧，但反而是她再照顧我的生活起居，吃飯、吃藥、散步，都是她一一叮嚀，陪伴、讓

我感受到沒有她就像缺了什麼，心神恍惚。她為我所做的事，真是點滴在心。反觀自己多少時候

為了芝麻小事惹她生氣，當她講錯話時，我立即糾正她的壞脾性，尤其是她經常遺失或打破東西

時，我都很不高興。如今我已 
能釋懷調侃的說：「這就是我的太太」，一笑置之，一點都不生氣。你說我怎麼能再對我滿有愛

心又照顧我，幫助我的愛侶身遭委屈沮喪呢？我也一直在想，過去常為了她喜歡採購大量衣裳而

與她嘔氣，何不附和她所說的：「新的不來，舊的不去」將這些舊衣一袋一袋往 Good Will 送，

既獲救濟人之美譽，又可省稅，就讓她心情愉快去做喜歡的事吧！多少時候我也回絕了她要求我

做的事，令她失望，灰心，我今後將努力去滿足她的願望。 
 
 感謝神，讓她四十多年來，身體健朗，有時還覺得她的體力、毅力比我還剛強，白天要上

班，下班回來要洗滌衣服，忙廚事準備晚餐，還要照顧她所喜愛的蘭花、盆景、庭院花木、一天

忙完十幾個小時，晚上又坐在沙發上陪我看電視、聽新聞、親密談話、她仍然生龍活虎班向前

衝，向生命挑戰。她要做的事總是做不完，令我也甘心情願分擔一些家務事，洗碗、摺衣、整理

床鋪、澆花、割草、清掃前後院、樂此不疲。 
 
 再過幾天就是她的六十大壽，願在此誠摯地祝她〝生日快樂〞！也求 神賜給她健康的身

體，快樂的生活。在 主的恩典眷顧下天天快樂有如春天，我也表心願意陪她過剩下的春天，倆人

相依為命，廝守一生。 
 
愛琴海上       陳莉莉 
 
 今年的奧運在希臘的雅典舉行，童年時看過許多希臘神話，裏面所描繪的那片自然，讓我

嚮往那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而人類早期曾經有過的黃金時代，也是我的心魂常常繫向希臘的因

由。聽說希臘的天空特別的藍，因為天天一早看奧運時況報導的關係，得以常常見到詩人余光中

的名句-天空是那麼地希臘。記得曾獲諾貝爾獎的已故詩人塞佛瑞斯曾如此歌頌著眾神的故鄉-希



臘[杏樹開滿了花朵；大理石在陽光下閃爍；起伏的蔚藍海浪------]兩位中西詩人這樣詩情地描述

著希臘，在他們的筆下，碧藍的天空是如此地亮麗，如此地燦爛。當時讀這首詩時，就這樣想

過，傷心的朋友，不妨走一趟希臘，任何鬱悶、憂傷都將被那一抹神奇的藍彩融化，隨著地中海

海風飄散的無影無蹤。有天早晨很幸運地在 NBC 見到介紹希臘這個古國的歷史、地理、風土與人

文，令我十分確躍，特為文與大家分享。 
 
 希臘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之一。位於巴爾幹半島南端，南臨地中海，東依愛琴海，是個典

型的海權國家，東西又與土耳其、義大利相近，戰略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歷史觀點看，希

臘為[城邦政治]的鼻祖，西元前八世紀時，以雅典與斯巴達最強，西元前五世紀被波斯人占據；

前三世紀又由馬其頓人擊退，在國王腓力統治下，國勢大振。他的兒子亞歷山大，率領大軍東征

西討，聽說還差點來到中國。有人認為，希臘文化能隨著神話故事遍播地中海，甚至更遙遠的地

方，不得不歸功於亞歷山大帝和日後深受希臘人影響的羅馬人的強大武力。 
 
 前陣子看了電影[木馬屠城記]，特洛城的王子巴利斯，飄洋過海，從愛琴海來到希臘，愛

上了美如天仙的海倫皇后，引發了十年戰爭。最後，希臘人設計了一隻巨大的[木馬]，才使特洛

城的戰士中計而戰敗。這希臘式的傳奇故事是他們的盲詩人荷馬所寫的，在西洋文學史上留傳千

古，且在西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上各古老民族常用神話來解釋自然現象的存在或作

用，但是希臘人的神話卻是思想的泉源，在西方世界裏始終是無與倫比的。古今的詩人和藝術家

也都從希臘神話汲取靈感，並從其中找尋現實的意義和彼此之間的聯繫與呼應。 
 
 文明古國的子孫，多半靠著祖先的遺產-古蹟在過日子，希臘也不例外。那天的希臘特寫介

紹了聳立在雅典山頂的[巴特農神殿]，看到許多的觀光客佇立在石柱旁，撫摸著堅硬的米色大理

石，假想一段動人的希臘神話。這個神殿建於四千年前，據說花了二十年才興建完成，是希臘神

廟的經典之作。位於懸崖峭壁，面臨愛琴海，居高臨下，十分險要，古時希臘人防守雅典，倚為

重鎮。我還記得小時候讀過有關巴特農神殿的神話故事，萬神之主宙斯有天突然頭痛欲裂，他的

兒子用斧頭劈開宙斯的腦袋，一個全副武裝的美女從裂縫中跳出來，她就是雅典娜，宙斯的頭也

不痛了，並封雅典娜為戰神，所以希臘人很喜歡叫這個神廟雅典娜，也很喜歡將女兒取名[雅典

娜]。歲月的痕跡，戰火的摧殘，以及海洋性氣候的影響，希臘的古蹟也深受嚴重破壞，螢幕上斷

垣殘石之中，雄偉的神殿已不復往日英姿，能看到的只是幾十根大石柱。然而它依然被推崇為歷

史性的建築，影響歐美建築風格至深。甚至每次回台灣在新公園旁的歷史博物館看荷賞蓮，也會

見到希臘柱式的影子。 
 
 希臘的哲學家蘇格拉底、柏拉圖的思想，影響中西學者甚遠。至今人們還常喜用[柏拉圖式]
的愛，來形容感情的昇華境界。看著愛琴海上蔚藍的天空，靛青的海水，許許多多的故事、人物

伴隨著海上的浪花，升上來，潛下去。此時此刻，我仿如見到使徒保羅站在愛琴海的一座壇邊，

以[未識之神]來打開與雅典人溝通之門，向雅典人見証獨一真正的神。保羅一生最大的目標便是

向世人介紹基督。保羅在大馬士革的路上遇見基督之後，整個生命都投入在傳揚救恩福音的使命

上，不以傳福音為恥，以弗所書 6:19 他這樣說：[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開口講明福音

的奧秘。]因為他知道救恩的信息有改變生命的能力，是給每一個人的。在愛琴海上的落日下，我

看見了至情至性的使徒保羅。 
 
感恩的心 -仰望耶穌，信心堅固         李寶蔆 
 



    經歷了一場大車禍，感謝上帝讓我學會了更多的功課-感恩與惜福。台

美長老教會趙牧師鼓勵我寫下車禍影像的經歷，然後 Looking Forward to God-Lord Jesus，but not 
looking behind。以下的車禍回憶是歷經多日的心靈悸慄，在禱告中一點一滴的寫下來。在我把這

些車禍的慘痛回憶交託出去之前，我願與您們分享趙牧師所給予的「美好活著」以及在上帝應學

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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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不應該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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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藉著有變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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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藉著會褪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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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交託感謝上帝賜給我勇氣與力量。 
 
 幾個星期了，連滾三番的車禍影像仍在我的潛意識腦中揮洒不去。像一場持續不斷的

Motion Picture 與惡夢縈繞在腦際裡，使我不得有片刻的歇息與寧靜。每至夜深人靜，唯有借著持

續不斷的禱告與呼喊主名，始讓我有斷斷續續的睡眠。腦際裡隨時回到過逝的呂太太在醫院裡因

腦死無法挽救，看著她心臟跳動由微弱到無，當醫療螢光幕上顯示到「Ｏ」時醫生宣告無法救助

時，其丈夫呂鴻茂看完斷層掃描及確定無法挽回她的生命時，在那深夜的急救室其丈夫悽厲的號

啕大哭之景像使我內心軟弱與害怕不已。生命是何其的不確定與軟弱、無助，生死如同花開花謝

有其定期，祇是不知何時將至。 
 猶然記得突然間車子連續強烈跳動，震醒閉眼假寐中的我大喊：「怎麼回事?」，澤煌大

叫：「拉不回來」，然後聽到兒女的大喊叫：「媽媽、媽媽、My God, My God! Lord Jesus 
Help！」，慘了，車子「咚」一翻、兩翻、三翻、「咚」停下來，我在非常 alert 的狀況下當知曉

與確定車子停止連滾時，急忙的 buckle off 安全帶尋找坐在 Mini Van 最後一排的兒子與女兒。感

謝上帝，安全帶救了他倆，安全帶將他倆倒掛著，我奮著全力加上前來相助而停下車的路人將全

身是血的兒子、女兒急忙拉出車廂外。先拉出坐在左側的女兒，但是沒看到澤煌。心裡一急耽心

的是：澤煌在那裡？急忙四處搜尋澤煌大喊著：「阿煌！」才看到他走過來協助一起拉出坐在右

側車住的兒子。拉出孩子們後耽心車子是否會爆炸？ 大喊著：「Please help! Is car going to explode 
or not? Please help to stop engine.」，一位非常 soft 的黑人說：「Dont worry, I had stopped 
enginealready」。我才放下心奔跑被安置躺在車子兩側急救的兒子與女兒，血流滿頭的兒子被趕

來的救護人員不斷訊問：「Whats your name? What you are doing here? Whats your parents name? 



What are you doing? How old are you? 」 為的是要保持他的清醒及拉回他的記憶，兒子在當時是

「Block Out」醒來，但是「Lost Memory」。女兒哭叫著：「媽媽」意識清醒。 
 接著，我看到澤煌的同學「呂鴻茂」呆站在旁邊，我急忙問：「您太太呢？」他才大夢初

醒及忙尋找，協助的路人問：「How many people you are?」，我說：「６」。接著有人大喊：

「Here is one lying on here」，急忙跑過去一看，Yes, is she! Taily, 呂太太。 當眾多人急性忙跑過

去發現 she is unconscious, but she is breathing! 在那瞬間，呂鴻茂驚嚇發呆在一旁才慢慢走過來看著

他太太，充滿著希望與自信的問著我說：她有呼吸，到醫院急救後她會醒過來的。我慌亂的說：

是的，是的。 
 
 雖然我們大家都是幾十年來同學們的太太，但是並不常見面因為呂太太經常忙碌於她成功

的事業很少參加同學的聚會。七月八日的下午澤煌與我才到 SFO 的機場接呂鴻茂夫婦倆，我才說

要是在路上遇到我可能還認不出呂太太。 
 
 接著是在一片慌亂中，我強忍著身体碰撞之傷痛急於想知道兒子:鵬男及女兒:鈅文的傷勢及

狀況，還有如何通知雙胞胎大女兒：Rosie 瑛月。這時有一位停下車來協助的白人女孩 Angle 協助

call Rosie，但是線路問題無法聯上。 情況在最 critical condition 的呂太太以快速的救護擔架送上第

一輛救護車，接著兒子鵬男滿頭是血，右眼腫脹無法張開，失去記憶，狀況未明也被第一輛救護

車送到離現場最近的 Salinas City Memorial Hospital。女兒鈅文在急救中意識清醒確定無生命危險

但有未明骨折及是否內出血之虞，澤煌手掌腫脹及流血不斷，呂鴻茂毫髮未傷，我是滿身淤血、

擦傷以及未知的碰撞傷痛，在慌亂中我在第一輛救護車離去後我的歇斯底里神精幾至崩潰被強押

躺在擔架上套上氧氣罩，我們四人被送往較遠一點的 Salinas Natividad Hospital。 
 
 在送往 Natividad Hospital 的路途稍為平息慌亂的我開始出聲禱告：主啊！求您保守呂鴻茂

的太太，鵬男，鈅文。在 Natividad Hospital 急救室裡我心神慌亂一直要求 discharge 讓我下床，我

迫切的想知道及追問呂太太及兒子的狀況，還有到底女兒在那一個急救室。在瀕臨崩潰的狀況

下，一位非常仁慈的護理人員協助醫生為我檢查也看到我的焦慮、慌亂，她不斷 calm me down 教

我迫切禱告不要驚慌。她為我查出女兒在 ICU #8 還不斷的說 she is fine, she is fine, she is going to 
take CAT exam , she would be fine, dont worry, God with her.  
Yes, 仰望耶穌，信心堅固。何西阿書第六章第一節到第三節： 
來吧，我們歸向耶和華！祂撕裂我們、也必醫治衪；施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過兩天祂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祂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 
我們務要認識耶和華、竭力追求認識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臨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

春雨。 
 這時，雙胞胎的大女兒 Rosie 和女婿 Robbie 已經趕到 Salinas Memorial Hospital 並且打電話

到 Salinas Natividad Hospital 急救室，請護理人員通知 Peter Hsueh 的家人，Peter Hsueh 已經脫離

Critical Condition, 但是請呂鴻茂急時到 Salinas Memorial Hospital。此時，我心神回復正常，已經

discharged 下急救床；澤煌在照 X-Ray 確定左手掌中指斷裂及準備固定包紮；雙胞胎的小女兒 
Lily 被送往 CAT X-Ray 。所以在當時的狀況下，我遵照醫生的 Instructions 拿了藥、及醫院給的

Emergency Medical Statement 以備到 Local Hospital 就診所用之急救 Report 之後，我急忙陪著呂鴻

茂到 Salinas Memorial Hospital。 
 
 主啊！請禰救救呂太太，主啊！求禰救救她！---- 我一直不停的禱告著，雖然我知道他不是

基督徒。現在回想起來我很後悔與自責，為何當時我沒有拉著呂鴻茂一起跪下來禱告求主，是不

是整個狀況會改變。約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節：「你們奉我的名，無論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



因子得榮耀。雅克書第四章第十五節：「主若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做那

事。」 
主啊！請禰饒恕我的小信，當時沒帶著呂鴻茂向禰懇切祈求，祇因沒掙脫世俗的捆綁。 
 
 主，耶穌聽到我不斷的祈求、禱告，就在呂鴻茂與我前由往 Salinas Memorial Hospital 時，

我們家多年來的 Travel Agent ，Grace Wu 打 Cell Phone 給我，她聽出我焦慮的聲音、連忙問我發

生了什麼事？並且連忙與其夫婿由 Cupertino 在十點半時趕到醫院來協助；好友也就弟兄與姊妹的

Tom and Sue Yang 夫婦也因 Rosie 通知由東灣 Pleasanton 在 Midnight 趕過來協助到第二天傍晚。

次日清晨，澤煌在灣區的大學同學江仁彬、邱水祥趕來陪澤煌和呂鴻茂與台灣在文化中心處理呂

太太的後事安排。  
 
 Sue 和 Tom 載著我在兩家醫院跑 discussed with Doctor 以 make sure Peter 和 Lily 的受傷與治

療狀況。Lily 已在 Midnight 轉到 ICU 病房，清晨轉到普通病房並且確定 Shoulder Blade broken 
(Scapula)；Peter 也在 Midnight 由 Emergency Care 轉到 ICU 住了兩晚。感謝上帝的保守，確定了

兩個孩子尤其是 Peter 的嚴重外傷、傷癒之後，將來不會有後遺症。 
 
 好友蕭吉源和賴和平也在清晨趕到 Salinas 與 Rosie / Robbie 到 Salina CHP 協助解決被保管

的所有行李帶回來。到拖車廠查看被拖走的車子，發現車子後兩輪都「爆胎」了。回想起來，車

子的強烈震動 (Bouncing) 就是因為「爆胎」。 
 
 兒子女友 Robin 的 Room Mate Ivy 也正巧與我們同教會馬上通知壯志兄及趙牧師，接著雅

正姊、宗宏兄及馬長老、馬長老娘 電話接連的打來問候及關協助。七月十日 Rosie 已在當天下午

兩、三點左右先帶 Lily 出院回家，澤煌與我先 Make Sure Peter 在 ICU 的狀況 (Peter 由 女友 Robin
照顧著)，再 到 San Francisco 看 Chinese Medicine 的骨科，傍晚七、八點時分我們在主耶穌的保守

回到 San Jose Almaden Valley Sweet Home。這時，Rosie 告訴我，教會馬長老夫婦及好多人都打電

話來，以及馬長老夫婦都送食物來。事後我也知道明美姊及其夫婿也來過在家門口的 Drive Way
等候多時。 
 
 Ivy 送來豬腳麵線，蕭吉源、秋月夫婦與賴和平、淑禎夫婦也送來豬腳麵線為我們全家除舊

部新。是夜，教會的所有長老、執事們在參加林傳道人的喜宴後全都來家裡為我們全家禱告，馬

長老娘的疼惜我的慌亂與不妥，安排接著一個星期我們全家的飲食。 
 
 宗宏兄在七月十一日的協助更是感恩不盡，倘若沒有主的愛與疼惜，絕對沒有人願意開車

由 San Jose 到 Milpitas 的慈濟接呂鴻茂要求的法師到 Salinas South Bound Soledad 附近所做的道教

儀事。 
 
 在這次的意外我們全家，即時是慕道友的澤煌也都學了 Lessons。 ? 
雅各書第四章第十節：「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

節：「你們禱告，無論求甚麼，祇要信，就必得著。」 
 
 澤煌的回台飛機票由七月十二日的 1:15AM 改到七月十四日的同時間班機，七月十二日的

下午我們正在討論著七月十五日清晨五、六點時，誰可以到機場開澤煌停在機場免費停的車，而

且載澤煌回家及到公司。真的是上帝聽到我們的焦慮為我們開了門，這時，也不知為什麼，我將

放在樓梯的第三層 Floor 的台灣手機打開胡亂的按著，也不知道為什麼為按下 1900 的 Band, 此
時，手機一響，是好友 Rosa 阿潘打來的，她甚至不知道我在美國的電話也不知道我們發生了什麼



事，她原本是要問我一些 產品的事也沒指望會 Link 到我。真的，上帝聽到我們的禱告，在我們

急難的時候向我們側耳應允了我們的呼求。阿潘馬上安慰我、她會為我安排給澤煌接機及開澤煌

的車回家。 
 
 凡事祈求，不疑惑，在這段時間我在 big depression 帶著 Lily, Peter 和我自己的頸部及脊椎

神經酸痛的求醫過程，倘若沒有上帝、主耶穌的愛及垂聽，以及牧師、弟兄姊妹的照顧，我們真

不知道該如何渡過這段日子。 
 
 宗宏兄、美英姊夫婦，典謨兄無條件提供我們 Transportation，馬長老娘、貞淑姊、雅正

姊、良惠姊送來的美味食物，純真姊送來美麗的玫瑰花，Julie 帶來的 Apple Cider 與關懷，壯志

弟、白瑩姊妹特地為我們購買的台語聖歌 CD，莉莉的美妙詩歌、牧師帶領眾多弟兄、姊妹來寒

舍的查經祈禱會，帶來了上帝與弟兄姊妹的愛，賜給我們全家平安與溫暖了我們的心。剛大病初

癒的謝其欣 (Mario) 還自告奮勇的提供 Transportation，還在電話中講些乾笑話讓我哈哈大笑，

Mario 還是 Mario 在主的家裡，他永遠是個可愛的大男孩。 
 
 從優勝美地帶布農族聖歌隊回來的典謨兄一聽到消息馬上打電話來慰問並且 Offer 交通問

題。典謨兄以基督的愛，帶來了迦南教會在 Almaden 的許牧師與牧師娘為我全家禱告。迦南教會

的好友：美玲姊、釆玲姊、秋嬌姊、還有我同鄉的親戚芙蓉姊都聞訊趕來慰問我及孩子們。基碩

兄也透過迦南教會的朋友打電話來慰問及祝福。 
 
 在這一個多月裡，宗宏兄、典謨兄實質當了我們看醫生的專門司機，由多次 Visit San Jose 
Down Town Dr. Yeh 到 Los Gatos?眼科、腦科及 Oconner 骨科、神經科，這些看醫生的瑣碎事，每

件都是大事，我們真心的感謝，沒有宗宏兄、典謨兄提供的 Transportation，兒子 Peter、女兒 Lily
實在無法在這一個多月時間裡逐漸復原。 
 
 自從一九九七年七月二十一日澤煌返台工作，不久之後，我也正式 Station 在台工作迄今，

我們離開台美長老教會已經七年了。回台之後，我們也在當地的基督長老教會報到。七年來，每

次回 Bay Area 都是來去匆匆。孩子們也都大了，因此，每次回來都是跟著孩子跑，參與孩子的教

會主日祟拜。 因此，七月十八日的主日崇拜是我自從一九九七年十二月 Christmas 聚會後第一次

回到我們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很感動的是多年來的眾多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是熱情洋溢的

給我們全家關照。七年來變化真大，葉愛卿也成了媽媽了，當年初嫁來美的白瑩姊妹也已是兩個

孩子的媽媽了；時昌兄、美金姊的雙胞胎也上大學了；Julie 家的兩個孩子也上大學了；宗宏兄的

Cindy 今年大學畢業開始上班了；莉莉姊家的 La Verne 也嫁給 Grace 姊家的 Jack；郁男兄、嫂家

的 Diego 也當醫生了；雪霞姊搬家了；更奇妙的是，歲月善待了可愛的明美姊，她更加可愛，永

遠笑咪咪帶來陽光，榮發長老真是有福氣；英雄兄一點都沒變，素娥姊變苗條、漂亮了，仍然熱

情洋溢的帶領禮拜詩歌；當年與澤煌夢想一起創業的馬穎哲弟兄家的 Joseph 居然大到像是純真姊

的弟弟；馬長老與長老娘一直視我如女兒般的照顧，即使多年不見對我仍是如此的疼愛，從

「餵」我們全家三餐到為我準備「鎮靜劑」以便睡好覺。很高興看到蔡牧師娘還在灣區，她還是

一樣年輕。感謝主，教會弟兄姊妹的愛讓女兒 Lily 與為我們準備美好菜肴的貞淑姊的女兒 Tiffany
重逢。猶記當年，Lily 和 Rosie 在 Bret Harte 六年級時 invited 剛搬來的新同學 Tiffany 來我們家參

加雙胞胎的 Birthday Party，當年 Tiffany 長得小小的、好可愛、我還記得我跟我先生說：「這個

女孩子像是個日本娃娃，皮膚好嫩、好細，長得真細緻」。好多、好多的記憶與回憶無法一一詳

述。趙牧師與牧師娘雖是初識，可是好像是已經認識一輩子了，七月十一日趙牧師打電話來請問



是否需要任何協助，連澤煌都好感動的說：「趙牧師要帶會友到我們家查經、為我們家祈禱，趙

牧師真感性，他是個好牧師 」，牧師娘好親切就像是隔壁家的姊妹。 
 
 回到教會至今參加了五個主日崇拜，成人主日學的查經、禱告，趙牧師給予的主日信息：

上帝與歷史，時間與空間，生命與生活。 在這裡，生命的成長因著研讀聖經的查考，放下自我，

全心仰望上帝以衪為我們生命的磐石；以單純的信心，信靠三位一体的聖父、聖子、聖靈。  
 
 感謝上帝，Lily 和 Peter 在這個星期將陸續的回到工作岡位。Peter 目前祇要做 Follow-Up 即

可，Lily 將來的 Should Blade 很難回復到正常，但是整体上並無大恙。八月二十日我將返台，再

做脊椎神經的治療，並且回到工作岡位。 
      寫到這裡，想到：Moments with God  
Happy moments, praise God; Difficult moments, seek God; 
Quite moments, worship God; Painful moments, trust God; 
Every moments, thank God. 
是的，我們以一顆敬虔的心、日日月月、仰望耶穌、信心堅固，以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磐石。阿

們。 
後記： 
此文歷經三、四個多星期，斷斷續續完成。  
每一個在主內的感動都是一個美好的訊息，來與朋友分享。五分鐘前迦南教會的許牧師和牧師娘

打電話來慰問我是否內心不再驚慌？送我詩篇第八十四篇第五節到第十二節，帶著我讀此詩篇並

且禱告。 
詩篇第八十四篇第五節到第十二節： 
靠禰有力量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便為有福。 
他們經過流淚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了全谷。 
他們行走、力上加力、各人到錫安朝見 上帝。 
耶和華萬軍之 上帝啊、求禰聽我的禱告，雅克的 上帝啊、求禰留心聽。 
上帝啊、禰是我的盾牌，求禰垂顧觀看禰受膏者的面。 
在禰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寧可在我神殿中看門、不願住在惡人的帳棚裡。 
因為耶和華 上帝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祂未嘗留下一樣好處、不給那些行動正直

的人。 
     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禰的人、便為有福。 阿門。 
 
 
 
仲夏日之歌       陳莉莉 
 
     客居美國的二十多年歲月，雖一直從事著兒童音樂教育，日日

與孩子為伍，可是在教會這麼多年的事奉裏，卻始終與兒童事工無緣，這著實蠻令我有些遺憾且

耿耿於懷於心許久。去年因為 Sars 的關係，我們停辦了兒童暑期學校。今年天時、地利、人和，

卻接到負責教育事工的時昌長老的 email，得知他因為工作忙碌，無法舉辦這項兒童事工。我接到

這 email，為這份事工也為時昌禱告了好幾天，想到自己一直對兒童事工有些微的負擔與欠疚，橫

量了自己的能力與個性，覺得應該可以勝任有餘。心有所感動之下，便自告奮勇向小會表示願意

接下這個擔子。小會裏的好弟兄 EQ 極高的 Nemo 長老也很熱忱的 support，再三口頭、email 來，

表示有事隨時找他。 
 



 春暖花開的四月天時，壯志兄推薦我們使用一個[LavaLava]的教材，乍聽到這名字，便覺

得好似有座活火山快爆發，叫人不由自主地火熱起來。可是當我把所有的教材從頭到尾讀了好幾

遍，心卻開始發涼，因為這個 program 不但需要人力還需要財力，每天主題不同，又有四堂課，

要 order 的東西真是多得無以計數。心中雖懷著理想，可是天天看著這巨大無比的 package，忍不

住有點懊惱自己的 naive，以及初生之襩不怕虎的心。沮喪時，常聽到有個聲音一直在對我說，＂

還不夠忙嗎？暑假裏不好好休息，為什麼不自量力，扛這麼大的擔子？＂工作的忙碌再加上當時

一些外在困擾，頓感心灰意冷，正想打退堂鼓時，卻看到來自四面八方熱情的報名，遠遠超過我

們預定的 40 名小朋友。家長與孩子的期盼，不允許我將任何的憂慮掛在心上，只好全力以赴，開

始積極事前籌劃工作。 
 
 為了要讓小朋友來到教室就能感受到[Lav Lava]的氣氛，我請時昌和他幾位智多星合力製作

栩栩如生的活火山及四週熱帶氣氛的佈置，他們花了好幾個晚上及週末完成這傑作。每次走進

social hall，看見那足可比美 Hawaii 的活火山，真是對他們的聰明才智，感到無與倫比的佩服。而

要辦這麼大的 program，著實需要雄厚的人力，也很感謝牧師召來許多熱心媽媽及幾位年輕可愛

的 youth 願意義務來幫忙。當我拿到名單，一個個打電話請她們擔任任何職務時，每個人都歡歡

喜喜地答應，沒有半句推辭，令我非常的感動。主日學校長 Monica，花了許多時間為我們做了極

別緻的 Name Tag；馬長老、長老娘也一再主動告訴我他們的 schedule，要前來幫忙。他們真是說

到做到，不但來幫孩子們搖了好幾天的下課鈴，幫忙弄中餐，整理 social hall，每次見到他們時總

是滿臉喜樂，實在是我們最好的模範。今年為了要讓家有小弟弟、妹妹的家長們方便，我們也多

設立了學前班，來了七位好可愛的小小朋友。我特別請極有孩子緣也很有教小朋友經驗的以文母

子來帶這天真無邪的小班，並請溫柔又擅講故事的淑文每天早上給小小朋友來段 15 分的 story 
time。絕佳的幫忙人手敲定，接下來便是小學部[LavaLava]師資的問題了。因為這個 program 除了

一早的短歌教唱，尚有四堂主要課程，聖經教導、手工、做點心、及遊戲，每天以一個主要經節

貫穿這四堂課，孩子們天天在 group leader 帶領下，每半個小時換一堂課，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學

習到聖經道理。在尋找師資時，真是感謝上帝送來幾位學有專長的年輕孩子願意來教課，牧師千

金-Linda，是學藝術的，請她來指導小朋友們的手工美勞課，真是不作第二人選，再加上牧師娘

可以在旁協助，還沒開張，我就在想，有這麼優秀的老師，這堂課肯定會讓小朋友十分喜愛。女

兒 Connie 很早以前便表示過，她八月底再回學校之前，今年 TAPC 如果有 VBS，她要前來幫忙。

我當時聽了十分欣慰，覺得好個飲水思源喔！她平時除了擅於 lead Singspiration 也很會帶動團體

遊戲，所以我除了安排她帶遊戲課，每天一早也由她以 guitar 與我的 piano 搭配，教孩子們唱歌，

趨走小朋友的睡蟲，也讓他們的心火熱起來。吳長老的千金-Angela，有天打電話問我，可以給她

什麼 assignment，當我請她與秋蓉姐及貞淑同帶小朋友點心的課時，她也很開心地答應了。平時

沒有機會與她接觸，感謝主，因為 LavaLava，讓我認識到她的乖巧懂事。我們的 lunch team 也是

好幾位愛心媽媽素瑜、宗宏美音夫妻檔、徐麗莉、瑟芬、雅正、真玲所組成，天天為我們變化不

同菜單，吃得孩子們齒頰留香，開心極了！真感謝這群媽媽團隊所提供的愛心午餐。 
 
  
 這個龐大的暑期兒童事工籌備工作，原本要掛心的事真是很多，可是一開始的人事上的安

排卻是出我意料的順利，所有願意參與的同工，都是這麼充滿合一的心，讓我時時感受到聖靈在

與我們同工。 
這期間，腓立比書四：6 裏那段經文常浮現於我腦海裏[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再次

感謝主，因為 Lava Lava，讓我親身經歷到這段令我感動的經文。籌備的日子裏，惟一令我失眠了

幾天的，是原本答應來教 Bible Story 的 Kathleen，離 VBS 只剩沒幾天時，臨時生病了，把教材、



T shirt 全還給我了。雖然無奈地收回，但是我有信心上帝自有祂美好的安排。那幾天朝思暮想，

將可能的人選，一一擺上，突然頓悟到最好的老師不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嗎？說實在，再沒有

比牧師親自出馬更能讓孩子們受造就的了。牧師牧會雖很忙碌，可是最後兩天臨危受命，卻欣然

答應代打，精神令人感佩。四堂課有這幾位這樣好的強棒出擊，讓我像打了強心劑，也對

LavaLava 充滿了信心。  
 
 忙了幾個月，8/2 火山爆發日終於來到，兩位媽媽-白瑩、淑貞，及三位 youth-Jessica,Alice 
Lin,Jessica Chiang 八點很負責地準時來到，這幾位 leader，除了一路得陪著孩子上各堂課，安頓他

們的午餐，並得等到最後一分鐘，孩子全被父母接走，她們才得回家，我常常被她們每位的愛心

與負責所感動，這次的 VBS 能夠完美又安全，全是這幾位帶班的 leader 盡心、盡力的成果。尤其

那三個 youth，素瑜及若帆可愛的女兒們，每天一大早都見她們睡眼惺忪來到，可是只要見到自己

group 的孩子來到，便精神振作，熱情地招呼他們。幾天下來，group 裏大大小小的孩子仿如一家

人，大的常會幫助小的，到最後一天，只見一群孩子難捨難分，也與幾個 youth leader 打成一片，

雖只是短短五天的 VBS，相信日後對彼此該都是難忘的經驗與美好的回憶。 
  
 LavaLava 的 program 裏極受孩子喜愛的，該是他們精心配合主題的數首極有動感的歌曲

了。VBS 尚未開始之前，七月裏愛卿已經在 children choir 裏教會內的孩子們琅琅上口了。這五天

裏，他們除了一早隨著歌曲熱身，中午吃飯前，一群大小孩子也隨著宗宏長老特為他們壁上放大

的 video 又唱又跳，唱跳之際，我相信上帝的話語已經悄悄地進入他們心底了，而他們純潔可愛

的歌聲也整日整夜縈繞在我腦海及心裏。有天早晨教他們唱[Hide Them In My Heart]，一早聽到這

麼好聽的旋律及歌聲，心中很感動，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當天半夜醒了好多次，耳裏一直聽到

孩子們唱著[Im gonna take Gods promises and hide them in my heart,so I wont forget,Im gonna take 
Gods promises and hide them in my heart.]而當我隔天清晨再面對這群孩子時，他們興奮快樂地唱到

[Ill follow Jesus till the day I drop,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thens me.]他們臉上所洋

溢喜樂的神情，也令我感到極大的欣慰，因為＂Jesus＂對這些初次來到教會的小朋友而言，不再

是位陌生人。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灑種的可貴及重要，也更明白教會為什麼要不辭辛苦舉辦這個

夏季學校。猶記得最後一天在聖經教導的 class 裏，絕大多數的孩子也都能背出了這五天裏的

Bible Point，更讓我深深覺得這麼多熱心的同工撥出他們寶貴的時間，參與兒童的福音教育，實在

是非常的值得。每天早上最令我很感動的一幕便是看著那些孩子快快樂樂地來到報到桌前的時

刻，陽光下，他們燦爛的笑容常讓我憶起了馬太十九：14 裏耶穌為小孩的祝福。 
 
 在仲夏日裏忙完了掛心的 VBS，繫於靈，繫於魂的孩子們快樂歌聲，卻依舊時時迴蕩著。

誠摯地祝福這群可愛的小朋友們，但願他們今天所得到的小小種子，有天能在他們心中萌芽，茁

壯成長成一顆大樹，誠如他們日日最愛唱的歌-Everybody Come Along 所說的[Everybody wants a 
life worth living;everybody wants a truth they can believe,only Jesus has the power to save us.Jesus 
came,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願耶穌成為他們最好的朋友！ 
 
生命的活水        陳莉莉 
 
   幾月前接到高中同學寄來的畢業 35 週年的 reunion 通知，雖然心知肚明自己

芳齡好幾，可是看到斗大的 35 週年仍令我心裏一驚，也不禁感嘆年華逝去。其實年華逝去的挫敗

和憂傷，人人有之，我何嘗得以倖免？我常想，一個人要讓年齡變成人生的障礙，是一件完全不

用花費心思的事，只要以[年紀大了]為遁詞，就可以避開所有人事煩惱，讓自己枯萎了！記得當

我青春年華時，期望著自己將來能夠很[優雅地老去]，也常在想人活在世上，不要期待活得老，



而是要希望活得好。我覺得一個人能讓自己更有活力和快樂，並不是僅僅依靠一張與年齡背馳的

年輕的臉，想要活得光鮮亮麗，優雅地老去，就需要有一份隨著歲月而來的耐心和智慧。 
 
 [今夜星光燦爛，讓我們齊來仰望滿天星斗，並與月亮相遇]，這是我收到 reunion 通知裏致

命的吸引力中的一段文稿。主辦的同學知道年過半百的我們，早就被柴米油鹽磨得遺忘了人世間

還有這份詩情畫意，人人都被生活的壓力所逼，對大自然的一切視若無睹，毫無任何的憧憬。當

我看到這張邀請卡時，心中竟有莫名的感動與幸福的感覺。我相信如今的我，在浩瀚的星雲星海

之間，所感受到的不僅僅是年輕時所看見的美麗與浪漫，將還能激生對上帝所創造宇宙的神祕和

玄奧，蘊生出內在的憾動。我相信人與自然的關係，亦正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寫照，甚至代表了

一個人內在自我的觀點。倘若一個人能夠無拘無束地與自然界溝通，不但可以讓自己簡單素樸，

也可以充分觀照自己的內心世界。 
 
 上個月在寶蔆姐家的 Bible Study 裏，牧師用兩個有趣又有思考性的題目，要在座者寫出與

上帝之間的關係。一個是[如果---我就----]，另一個是[雖然---可是---]，大家都回答得深度又趣味

盎然。我雖然也寫出了標準答案，可是回家的路上卻一直思索著這兩個假設性的問題。我覺得[如
果]對我而言，是奢侈的兩個字，人生其實是沒有[如果]的；[如果]是半懺悔的心態說出來的話。

我還記得大學時初讀聖經，曾有一個故事令我感到迷惘，那就是創世紀十九章 23 節裏，當上帝決

心毀滅多瑪和峨摩拉兩座罪惡之城時，特別恩準羅得和他的妻子逃離。但是唯一的條件，是他倆

都不許回頭看。但是羅得之妻卻違反了約定，所以她變成了一支鹽柱。三十多年之後，我再細讀

這段經文，我明白了鹽柱故事的涵意。每個人的人生旅程，都是無法回頭，且重新來過一遍的，

不是嗎？走過的路，不論是悲傷還是美好，一切都成過去。念念不忘太沈重，而依依不捨仍然得

捨，羅得的妻子回頭看那焚燒著的城市，想必是對過去依依不捨，不願意完全撇下，以致於成了

鹽柱，上帝藉此故事告訴我們回頭是無益的。那麼，人生既然無法回頭，我想，[如果]這兩個字

也就不具任何意義了。而讓自己的每一天過得好，日後沒有後悔的餘地，才是[如果]所帶來的正

面啟示。逝去的不可再尋回，未來又不可知，只有好好把握此刻，因為只有此刻才是最真實的。 
 
 而我們該如何讓每一個此刻過得有意義，將生活的品質提昇到更高的境界呢？我常覺得人

活著不是光是追求物質的富裕，一個人內在靈性的生活，應該也是和其它的生活領域一樣，需要

探索、經營和灌溉。靈性，是整個生命的活水源頭，一個能了解內在自我，接近自我的人，必能

感應到生命深層的靈動和渴求。很多社會學家常這樣告訴我們，[人的一生應該不僅為了過生活，

應該超越物質世界，追求更高層次的目標。這樣的人生，才會更充實，更快樂。]然而，在這不景

氣的時候，很多人埋怨著生活是如此的艱辛與繁瑣，那來的精力追求靈性，提昇精神生活？我自

身的體驗則是當我努力追求自己深信的真理之時，力量便源源不絕、生生不息而來。靈性的追求

與增長，事實上並非與物質生活背道而馳，它能夠增益生活的品質，為生活注入喜樂與和平，也

使得我們的愛心、信心與智慧倍增，這份信心、愛心，讓我們對生命熱愛，對所處的世界懷抱著

真、善、美。當我們能做到與神同在，自我的中心必大幅縮小，由於無我，才能為自己也為別人

帶來了平靜、喜悅與祝福。一個人能做到愛別人如己，便不難體會到天地之間的大愛，而與上帝

所創造的宇宙合而為一。 
 
  
8/15 的主日早晨我們沒有聖歌隊，Choir Room 卻擠得水洩不通，因為那天我們所敬愛的長輩特群

集一堂為我們獻詩。他們的陣容比聖歌隊更浩大，態度也很認真，看著他們整齊一致身穿著白上

衣，手捧著綠色的譜，齊聲同唱[你真偉大]，虔誠的表情，莊嚴動人的歌聲，令我非常感動，也

讓我覺得台美教會因為有這些長輩而更加美好。練習時，馬長老分享說，他希望長青團契不是讓



人來服事，也能加入服事人的行列。他的語重心長的一席話，令在場每個人都為之動容不已。的

確，能夠珍惜人生中每一個階段，把握特質和醇美，並保持活力，將信心與智慧奉獻出來，是多

麼可喜的一件事啊！ 
 
 最近牧師連著幾次的講道以[上帝與歷史，時間與空間，生命與生活]為主題，讓我再次思

考到我們人活著的目的與意義。他提到在希臘文的時間論裏有兩個重要的說法：(1)機械式的時間

(Mechanical Time)(2)特殊意義的時間(Spiritual )-＂時刻＂。機械式的時間指的是人毫無目的過日

子，而時刻指的是人與神同行，如創世紀 5:24 所記載以諾與神同行；與神相遇的時刻，雅各一生

有好幾個階段(創世記 28:10-22；35:1-15)；以及主耶穌在客西馬尼花園與父神的關係。(馬太

26:36-44)。我們每個人信主的過程不盡相同，但是因為與主相遇的經歷而改變了生命。讀創世紀

雅各與上帝相遇的幾個故事時，我看到雅各與我們一樣，想討神喜悅卻常有過錯，後來神賜福給

他，並要他學習一些艱難的功課，他才明白惟有依靠神，神才會不斷賜福給他。他與神的關係亦

成為人生重要的部份，神並將他的名字改為以色列，就是與神角力了的意思，他性格也改變了，

成了尊敬神的人。 
 
 在[生命與生活]的部份裏，牧師以路加福音 12：13-20 傳遞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你們要

謹慎自守，免去一切的貧心]耶穌說豐盛的生命並不在乎家道豐富，因此要免去貪心。耶穌的故事

裏，此財主用了很多次的[我]，他存積財富只為使自己富足，而從不關心別人，幫助別人，所以

將會兩手空空地進入永恒。的確，一個人的尊貴，不是因為他擁有什麼，而是他關心的是什麼？

馬太福音 25:31-46 是段蠻感動我的經文，講述的是我們對待每一個遇見的人要如同對待耶穌那

樣，這實在不是一件容易的事。然而，如果我們時時仰望耶穌，就能真正思想祂對我們所說的話-
使飢餓的人吃飽，使無家可歸的人得棲身之所，使生病的人得照顧。我們能愛和服事每一個人，

便能從對別人的愛中反映出我們對神的愛，使祂得著榮耀。在每個上帝所賞賜的日子裏，我們若

能常常想到別人的欠缺，將上帝所賜予的才情、恩賜，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將會讓別人的生活增

添色彩，讓生命有更尊貴的價值。而我們自己本身，也要珍惜我們生命裏所有的福份，因為懂得

珍惜，會讓我們的生活有味，生命更有情。 
 
 有一年冬天，得了流行性感冒，病了兩個禮拜，最後只好去看醫生，醫生說：[妳看起來很

可憐！不能做事，不能愛人，不能笑。妳真是病了！]我當時聽了很感動，心頭一震，得到很大的

啟笛。病好了之後，覺得每天能做事、能愛人、能給予、能快樂、能微笑，都是很值得感恩也是

很幸福的事。也許我們會覺得能給他人的東西可能很很少，其實不然，就好像把一片茶葉丟入茶

壺，一片茶葉看起來那麼細小，但是整壺茶的茶水中都會有那片茶葉的滋味。人的生命是如此短

暫，猶如一片茶葉偶然落入壺中，一旦釋出了滋味的精華，就會失去了。但是一個能將生命熱力

奉獻出來的人，所散發的甘美之活水，在世上永不失去。生命會失去，但是活水，永遠流動著，

價值也會永遠常存。 
 
 但願我潤別 35 年的同學，每個人的生命經過歲月的醞釀、歷練的涵養，對於美的體驗、情

的昇華、人生更高境界的追尋，都能生起廣大的智慧。也期待著我們每個人生命的每一滴活水，

都能帶給別人愛心、信心與慧心。盼望著明年初 Reunion 時，每一掬水，都會看見月亮的華采；

每一穿林，都有滿衣的芳香。 
 
歐洲行- 碩果僅存的 Blue Pottery          蕭貞淑 
 



 為了省事我們還是選擇參加 Tour，今天的地點是去海牙、鹿特丹、席凡妮根、還有小人

國。 跟昨天一樣車子來 Hotel 接我們去總公司，只是這次的人潮已沒有昨天的盛況，很快的我們

找到搭乘的 Bus。 
 今天是位女導遊，車開沒多久，她先解說今天的行程，同時也報告了一件傷感的事說：由

於荷蘭王子 Claus 在上星期去逝，王室決定在下星期二為他舉行喪禮，所以可能無法前往 Royal 
city 的教堂參觀，但她還會再試著連絡看能不能開放，沒多久傳來好消息，成行囉！  
 來到荷蘭最有名的製木鞋廠，看到他們的製作過程，也了解到木鞋的優點，因為木鞋的好

處是冬暖夏涼，又不怕水，你聽了是否也想買一雙來穿？只是你買來會穿嗎？答案是＂No＂這就

對了，別花錢！  
 當來到 Delft 時，導遊解釋說我們要參觀的是在這世界上僅存的兩家專門製做 Blue Pottery 
的陶磁工廠，導遊娓娓道來：很久以前，這兒有 170 多家製造 Blue Pottery 的工廠，後來漸漸由中

國引進，造成他們開始沒落，直到現在僅存這兩家。它的陶磁很特別，直到現在都還是純手工製

作，當場還表演摔不破，它的籃白彩繪真的細膩又漂亮，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仿冒品，所以購買時

一定要住意它的商標。難得來此一遊，也買個花瓶做個紀念吧!  
 導遊向我們述說著皇室的的歷史，在這幽靜的 Royal city， 已有 41 位皇室的人葬於此地。

這次 Claus 王子的喪禮將在此 New Church 舉行，所以未來的這兩天整個城市將關閉，嚴禁任何

人、車出入。 
 當我們一行人來到教堂前，整個教堂的四周都已被鐵絲網圍住，工作人員正在為轉播，為

來參加喪禮的人做準備，非常隆重。用完午餐，即驅車去鹿特丹(Rotterdam)，據導遊說鹿特丹這

個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整個城市全部被摧毀，僅存郵局，以及市政廳躲過一劫，所以現

在的城市都是後來重建。很現代化，而鹿特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接著來到海牙(Den Hood)
它是荷蘭的政府所在地，在市區走馬看花後，來到海牙的聯合國國際法庭，這棟建築物實在真是

美，它的美不知該如何形容，除非你親眼看到，很像是童話中的建築物，導遊也讓我們下車拍照

留念。 
 接著是席凡妮根(Scheveningen)的海濱，雖只能坐在車上繞一圈，但仍可看到一群群的遊客

在那美麗的沙灘上嬉戲著-------------. 小人國(Madurodam)是在 1952 年開始建造，所有模型屋都是

原來建築物的 1/25 比率建造而成，它建造的得唯妙唯俏，有正在行走的火車，有火災中的郵輪，

還有一部華航的飛機停在停機坪上，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足球賽---------, 這一天的旅程也劃上了句

點！！ 
 
浮生半日閒      風竹 
 
   今天（8/16/04）是我來美國多年來第一次需要到 Oakland Superior Court 為
jury duty 註冊登記 。星期五下午五點在電話上被語音訊息告知這個消息，心情就已經很沉重了，

想到除了白白浪費一整天的時間（工作要被延誤，雖然我不是個什麼重要人物，卻有一大堆事等

著我去處理），又要一路開車（塞車）到交通繁亂又車位難求的 Oakland，天知道要花多的時

間！總覺得倒霉極了、煩透了！我到星期天終於決定接受語音訊息的建議，使用大眾捷運系統前

去 Oakland。 
 
星期一一大早起來，比平常上班還緊張，趕緊梳洗完畢，帶一份星期日的中文舊報紙與一本高行

健的『給我老爺買魚竿』便早早出門，開車到 Fremont Bart Station 處停車。雖說不是第一次坐

Bart，但也好幾年沒坐了，在自動投幣的購票處就僵直了一段時間，好不容易買到票，坐上捷

運，像個鄉巴佬似的第一次進城，內心卻少了一份興奮雀躍的心情、多了一份煩躁與焦慮。就像

其他通勤的 Bart 人士，我也帶起面無表情的面具，假裝看我的中文報紙，以避免目光呆滯的尷



尬。雖然有點緊張怕坐錯車（即使我心裡很清楚也知道這班從 Fremont 發的車往 San Francisco 的

途中會經過 Oakland）、也害怕下錯站（即使 Bart 上的行駛地圖很詳細，而且我也可以倒背如流

我所需經過的站名），心情總是忐忑不安，終於在 8：00 左右到了 Lake Merritt 站。走了三個短短

的 blocks，到達法院門口。 
 
8：30 前完成報到手續後，我便專心地閱覽報紙。報紙翻到快爛了，卻還未聽見有任何動靜，滿

滿一屋的 jurors-to-be（約 150 人），鮮少有人交談，所以並不吵鬧，充份顯現都市人的冷漠與疏

離。到了 9：30 工作人員開始播放 jury duty 的簡介與流程，及其與美國司法系統精神所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關係，接著開始唱名，被點到的人必須喊『here』。由

於我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 Y，到 10：00 左右才被很不標準地叫到，而且還是最後一個。總共約有

90 人被點名到，我們被告知法庭還未準備好，所以必須在下午 1：00 再準時報到，沒被點到名

的，則繼續留在 juror 室，我也不知道他們是否是比較好運。總之，我隨著大眾離開法院，一個人

走上 Oakland 街頭，由於沒有自己開車，又不想搭 Bart 回 Fremont 趕來趕去，只好像個無業遊民

般閒逛街頭。 
 
雖已是八月艷陽天，徐徐微風拂面卻仍有涼意。早上 10：00 左右的 Oakland downtown 街頭並沒

有太多車輛行駛，路人也不多，店面門可羅雀，處處顯得冷清。我於是放慢腳步，開始『逛街』

（or『踏街』）。我不知道已經有多久沒有像現在這樣沒有目的的『逛街』了。生完小孩後，我

就不再愛逛街，總覺得時間不夠用，也沒有閒情逸緻去漫無目的的逛街，平常需要買家用品或大

宗食物，都是趕在 Costco 關店前的 10 分鐘進去，以節省排隊等結帳的時間，匆匆拿完要買的東

西、結完帳、開車回到家，前後不到 40 分鐘，有效率極了！所以這會兒，讓我在應該上班的時間

而漫無目的的閒逛，就有一點困難了。我走進一家東方人開的服裝店閒逛，卻沒有一件衣服看上

眼；又走進一間太平洋抽油煙機店，老闆也不理我，大概他們看得出我並不是來訂貨的；當我路

過公車站，一個 Homeless 的白人，衝著我微笑用國語說「你好！」，嚇得我趕緊腳步加快；又走

進一家精緻的禮品店，東看看、西摸摸，老闆問我「May I help you？」，我搖搖頭抱歉地回答

「Im just killing time」；經過美容院，想去剪個亮麗的髮型，讓自己像廣告所說的「輕鬆一

『夏』」，但店面的裝潢卻很老舊，讓我卻步；想看個電影又不知道電影院在何處。過了約半小

時的「適應期」，我收起尋找「何事可做」的心態，開始享受也珍惜起這一段完完全全屬於自

己、無所事事、偷得的浮生半日閒，不為工作繁忙、不為小孩煩心。在繁忙、急躁的生活步調

裡，我已經很久沒有跟自己約會，享受獨處的自由與喜悅。 
 
信步沿著 12th Street 來到 Oakland City Center，經過了一些高級商店，來到 Ronald De L. Federal 
Buildings。在高聳現代建築物外面的小公園，我找了個清靜的角落，坐在楓樹下的涼椅看書，讓

自己從連日事務的紛擾中，解脫開來，沉思冥想一番。燦爛的陽光自樹葉的細縫悄悄地灑落下

來，搖曳的楓葉影子阿娜多姿地在書上舞著，像個善舞的西班牙女郎；小鳥清脆和鳴，徐風拂面

而過，Burger King 的炸薯條味遠遠飄來，這種安詳與靜諡使我憶起苦澀的高中年代，常與友人在

綿綿細雨中到植物園或新公園散步，雨無聲無息地瀰漫在大地，穿過我齊耳的髮稍而匯成小水

滴，悄悄地滴落在肩頭，浸淫在這樣淡淡的愁裡的我，為賦新詞強說愁；也憶起狂狷的大學時

代，常常獨自一人在夕陽西斜之際，倚在東海教堂的黃色磚瓦的斜背，觀賞落日餘暉，金黃的色

彩籠罩大地，令我心情悸動不已，彷彿窺見上帝創造的奧妙；更想起去年拜讀完徐志摩的詩與

書，讓我興起去英國遊學一年的夢想，在炎炎夏日的午後，在劍橋的高聳濃密的樹下悠悠地看

書，遠處傳來鴿子咕咕的叫聲與松鼠嬉戲的追逐․․․，但這終究只是個未譜曲的夢。此刻，往

事逐一浮現心頭，像錄影帶 rewind 一般，許久未曾如此傾心地回溯往事了，我以為往事已過，生

命被瑣碎的日常生活事務所填滿，記憶便模糊了，但此刻都回來，像股清淡的玫瑰芬芳，隨之又



都飄向遠去․․․，但那映象不可磨滅。心裡有點痛、有點惆悵、有些感傷、卻又透著寧靜與親

切。 
 
好久未曾如此愜意、沒有罪惡感的享受過；好久未曾呼吸到如此輕鬆、無所事事的清新氣息。我

的生活步調一直都是緊湊的，即使是假日、週末或度假，總是追著時間跑，忙著不停，但好像都

在忙別人的事、為別人而活。這段偷得的浮生半日閒，使我心情平靜下來，像緩緩流動的山林小

溪，在大自然裡韻律與規動。「我思故我在」，對我而言也許應是「我獨處故我在」，更為真

確，雖然感覺很孤單卻不孤獨或寂寞。彷彿是在塵囂中打滾許久，回到久違的山裡，驟見一股瀑

布自兩山交接處奔瀉而下，那種驚喜與跳躍，像是遇見失去聯絡數年的摯友，而這個摯友是我自

己。 
 
 時間又開始吹促著我，我滿足又感傷地閤上書本，再度回到滿是塵囂、嘈雜、喧鬧、燈光

的聲色人生，回到追著時間跑的日子。 
 



 

 

聖歌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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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團契： 
 
同心團契： 
 
青少年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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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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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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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