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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人，與這個世界<二>      趙清隆牧師 
 
    從南加州來到灣區轉眼已將近兩年。在這段不算長的日子裡，很榮幸

能認識許多來自故鄉台灣的長輩，同鄉和朋友。他們在他們的專業都有各自的成就，有的在科技

與電腦領域； 有的在人文藝術方面，如文學、藝術、音樂； 有的有很和諧圓融的人際關係，對社

區有情，對鄉親有愛；當然每位同鄉朋友也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 有鑑於此，想再一次在這人生

的四個層面裡與大家一起思考與上一期同樣的主題-“上帝，人，與這個世界＂。 
 
人活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上，大體上需要面對四個方面的嚴肅課題。 
第一，求真(KQ)方面： 
我們都知道，科學乃是世人追求真理或窮究萬物真相的方法或方式之一。藉著這種理性與求真的

精神與努力，今日的科學或科技可謂無遠弗屆，但是科學的成就與基督教的信仰並不衝突。根據

聯合國的統計，全世界的人口總數，除了在蘇聯與中國大陸相信上帝的基督徒無法統計之外，有

基督教信仰者還是佔 45%以上，約 23 億左右。這麼多基督徒的存在證明一項事實---人類需要相信

上帝，如此才有可能在生命中找到正確的目標；在社會上找到真正的和諧；在宇宙間找到生命的

來源與意義。如果人不藉著聖經來認識上帝，那麼人所追求的真理以及對宇宙本體的認識就會停

留在機械論或唯物論的階段---認為宇宙與自然界的一切現象都是物質的機械力量，沒有意識地，

沒有目的地在運動，人類的生命就是這種運動的結果。 
 
英國文學家羅素在其[自由人的崇拜]一書中說過如下一段話：＂科學所提供我們對生命的了解是

目的與意義並不存在的。人是某因子的產品，但是無法從這因子中預知將來需要完成的目的。生

命的存在及未來在科學的理論上是原子的無目的的排列。＂在他這個觀點上，吾認為一個學科學

且認識上帝的人，他的知識會變成智慧，他的思考或推論會帶領他或提昇他到生命的另一個境

界。而且，會相信人來到這個世界上是有尊貴的目的與意義的。所以一個人若有徹底求真的理想

與抱負，便會發現相信上帝的存在是真實的，是必要的，而且是無庸置疑的。因為無神論的宇宙

觀與唯物論的人生觀，所提供對生命的意義與詮釋非常有限。 
 
世界上無數的偉大人物都能從其專業領域中意識到這一點，牛頓就是個例子。牛頓(1643~1727),英
國人，是人類歷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他是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登峰造極的物理學家，他和他

的前輩伽利略(Galileo 1564~1642 義大利天文學家)一樣，每次發現了自然界現象裡無法解釋的奇

蹟，就使他對上帝的信仰更加堅定。 牛頓去世之前，曾經很謙卑地說過一段這樣的話：＂這個世

界看我是甚麼樣的人，我不知道；但是我認為我的一生，若有甚麼成就，只不過如一個在海灘玩

耍的孩子，偶然找到一個比較光滑，比較美麗的貝殼；但是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無涯浩瀚的海

洋，其中所充滿的真理，我尚未發現。＂牛頓進一步提到人類對上帝應有的態度。他說：＂我們

因為上帝的完美而追求祂； 因為祂創造的大能而敬畏祂；我們因此需要以僕人的身份來敬拜

祂。＂ 
 
第二，求善(EQ)方面： 
  在我們生活的文化環境中＂善＂=＂好＂，善與好之間是個等號。 所以當您說某某人很善良時，

等於是說他是個好人。但是，我們需要清楚一點：＂好＂的標準與定義會因時間、上帝、人、與

文化的改變而改變。這個時代認為好的，另一時代認為並不一定。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對於好與

不好，對與錯，是與非也大異其趣。 例如：在美國，如果您府上的後院果菜園種了蔬菜水果，其

中有藤子的如苦瓜、南瓜、哈密瓜、菜瓜，如果其藤子延伸到鄰居的圍牆內，那麼，法律上那些

蔬果瓜子的所有權就是鄰居的，而不是您的。可是，在亞洲人的文化中，所有權就仍屬種植該蔬



果者的。 因此，人類文化環境中的＂善＂與＂好＂，＂對＂與＂錯＂，＂是＂與＂非＂就無法成

為普世性的標準。有關這點，蘇聯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eodor Dostoevski,1821~1881) 在他的世

界名著 卡拉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提到：＂如果沒有上帝，每一件事都是合法的。＂他的語意中強

調：上帝藉著聖經，給予這個世界一個超越文化與時代衡量事物價值的標準；更藉著主耶穌的降

世，讓世人有機會重新回到人性墮落前的真正的＂善＂與＂好＂，＂是＂與＂非＂，＂對＂與＂

錯＂的標準。 這個標準，聖經裡用了一個字---＂義＂。 因此，人面對上帝的＂義＂的標準比面對

人的＂善＂或 “好＂，＂是＂或＂非＂或＂對＂或＂錯＂的標準來得更重要。因此，當一個人在

上帝面前存＂無虧的良心＂(使徒行傳 24:16 ) 時，無論別人是否接納或了解；無論文化或時代是

否認同都不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世上每一個人有一天都需要面對上帝。 
 
在行善或求善(EQ)方面，保羅曾經說過：＂立志行善由得我，只是行出來由不得我。＂(羅馬書

7:18) 人的行善能力是有其限制與條件的。聖經不只教導世人行善事，做好人，聖經更教導我們

做＂義＂人。 做好人時，你能面對的只是人；做義人時。你不只能面對人，更能面對上帝。如

此，生命才有可能更圓滿，人際關係才有可能更有建設性的，而不是妥協性的，表像性和諧。主

耶穌曾經在這點上做了世上最美的詮釋， 祂在受傷害最深，被釘十字架時，仍求上帝赦免將祂釘

十字架的人，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知道。 (路加福音 23:34)我相信耶穌的顧慮是，因著他們的無

知或過於現實，將來或現今，他們會受更深的痛苦、刑罰、與末日的審判。我相信這是世上處理

情緒問題(EQ)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彰顯在主耶穌的生命中。祂顧慮的不是自己的寶血、傷痕、

與痛苦，而是將祂釘十字架的人未來可能面對的悲慘處境。因此，祂求上帝赦免他們。 主耶穌在

受傷最深時仍顧慮那些傷害他的人。雖然對世人來說,這實在太難做到了！但是，這是基督教的尊

貴，也是主耶穌的愛＂長闊高深＂之處。(以弗所書 3:18) 
因此，在主耶穌身上，我們知道求善(EQ)的最高境界是： 
在被傷害中，在意的不是自己所受的傷害， 
  在意的卻是傷害我們的人，他們是否受了更深的傷害； 
 
在失望當時，在意的不是自己的失望， 
  在意的卻是讓我們失望的人，他們是否經歷更深的失望； 
 
在流淚時刻,在意的不是自己的眼淚， 
  在意的卻是讓我們流淚的人，他們是否比我們流過更多的眼淚； 
 
在心碎之時，在意的不是自己的心碎， 
  在意的卻是讓我們心碎的人，他們是否遭遇比我們更難彌補的心碎； 
 
在苦痛當中，在意的不是自己的苦痛， 
  在意的卻是帶給我們痛苦的人，他們是否深受比我們更深的痛苦；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這種赦免，給了世人在處理情緒(EQ)問題時一個極高的標準，我們也在這種

極高的要求與期待中學習與成長，成為更像耶穌的樣式！ 
 
第三,求美(IQ)方面很多人都知道[美]是甚麼。通常，[美]意指感官與直覺上悅人耳目之人事物。 
 這個主題在人文藝術中相當重要。我想很多人都了解＂人文藝術＂的實質與內涵，但是我

個人的了解淺了一些，也窄了一點。 人文藝術乃是人類文化中，無論那門學問或專業領域，凡是

能使人在生存中找到價值， 在生活中找到目標， 在生命中找到意義者，都是人文藝術。 例如：

美術、雕刻、音樂、哲學、心理學、社會學、文學、神學等等。曾有位哲學家說過這麼一句



話：＂世上沒有人能確切地了解與回答，為甚麼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物，是美麗的？＂個人發

現， 在人文藝術的領域中，美學具有極崇高的地位。 例如：希臘人在青春或在雕刻藝術的勻稱和

安靜中發現美的存在；羅馬人在秩序崇高的地位和權力中發現美；文藝復興時代(14~17 世紀)在色

彩中發現美的內涵； 達文西 DaVinci(1452~1519)的作品＂蒙娜莉莎的微笑＂，美的不是她的容

貌，而是她的笑容所彰顯的軟弱中的剛強與平凡容貌中內在的＂真實＂，＂善良＂，與＂美

麗＂。至於現代年輕人則在搖滾樂和沒有美感的舞姿中發現美。至於聖經，聖經中在人與上帝的

關係和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時發現美的存在。 研讀西方文學與歷史與生命哲學的朋友們一

般都會了解，在古希臘時代，美學(Esthetics)的研究相當重要。因此我們所熟知的哲學家畢達哥拉

斯把音樂歸類為數學關係；蘇格拉底以前的希臘人，由於科學理念的薰陶，認為美的定義與空

間、數字、和物理有密切關聯。當時的人認為音樂與雕刻藝術是美的一種展現---認為音樂是一種

有規律的音響；雕塑的美是一種有規律的比例。 到了柏拉圖時代，無論您是否同意，由於他個人

的教育背景，他認為藝術與音樂是在表達人類的道德理想與生命的倫理規範。 因此他說過：＂沒

有藝術的科學是野蠻的；沒有深度的藝術是貧乏的；沒有生命的音樂是低俗的。＂而亞理士多德

則認為：＂美麗的事物需有對稱，有比例，有組織，有秩序。＂這三位歷史上名人，雖然見解不

同，卻很少見過他們彼此批評或互相排斥， 這是一個人的修養可貴之處。 
 
一般人認為，一個人只要 IQ 高，有高學位，嫁個美男子或娶個美人歸，就完成人生美夢。事實並

非如此，真正的＂美＂並不是表像問題，而是內涵與生命裡的問題。 從圖中所示，我們看到＂人

文藝術＂的表達或表現都是在 IQ 範疇之內。聖經中的美不是外表或外貌的問題，而是一個人的內

在與生命的問題。撒母耳記上 16:7 記載了＂耶和華看人不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人

的內心。＂這是生命的問題，內在生命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剛才我們提到人文藝術、美術、雕刻、音樂….等等都能表達自然界的美。 過去，無論在台灣或美

國的教會實習時，有機會接觸許多教會的聖歌隊；有的教會的聖歌隊所獻的詩歌，很好聽 ，但是

有的也許只能聽在耳邊，無法聽入內心。有的會有感覺，但是不會感動。 因為家庭環境因素，我

從小就沒有機會接觸音樂， 但是在學文學、人文藝術與生命哲學的這幾十年的過程中，發現最美

的音樂不是作曲家或指揮者的表達技巧，而是他們個人內在生命的表達與屬靈生活的見證。不久

前，台灣布農族的幾位兄姐來台美教會與我們一起主日敬拜，同時分享他們從上帝所領受的音

樂。 他們看不懂音符歌譜，但是他們從靈魂深處所獻上的音樂會使聽者涔然淚下！回想歐洲中世

紀時幾位出名的音樂家除了 Mondelsson 擁有貴族的家世之外，其他如 Mozart、Beethovan、
Brahms、 Handel，……都在清貧艱苦的人生際遇中，寫下留芳百世，能震撼人生命與靈魂的作

品…因此，我個人雖所學有限，卻很深感受到: 
音樂雖然有音符，但是音樂超越音符； 
音樂雖然有旋律，但是音樂超越旋律； 
音樂雖然有聲音，但是音樂超越聲音； 
音樂可以表達一種生命----能感動人的生命；音樂可以表達一種見證----見證上帝的榮耀；音樂可

以表達一種人品----讓別人願意親近從事者；音樂可以表達一種胸懷----表達從事音樂工作者的虛

懷若谷與悲天憫人的胸襟；音樂可以表達一種修養----彰顯一個人凡事包容的心胸與晨，當旭日的

曙光從海上照射到岸邊時，有兩位陌生的觀光客來到港口，站在碼頭上看著老人整夜辛勞捕到的

大魚，那條被鯊魚攻擊得體無完膚，被撕咬得完全不能辨認的魚。那兩位觀光客的對話發人深

省。甲觀光客指著那條大魚的殘骸，問說：＂那是甚麼?＂乙觀光客連看都不看，就對甲觀光客

說：＂那是一堆廢物，等待潮水將它沖去吧！＂一九六一年七月二日清晨，這位一代名人在他

Idaho 州鄉居的書室中，用他慣用的雙管獵槍對準自己的腦袋，就這樣結束被世人認為成功的一

生。海明威的死跟成聖有何關聯？有的！ 因為他沒有將自己的成就分別為聖，沒有將榮耀歸給上



帝。他所得到的，無法得到上帝長久的祝福與保守。因此，海明威的這種成就，到底是＂俗＂或

是[聖]? 就讓他悲劇的一生，回答這個世上很多人將來還會繼續問下去的問題吧！   
 
讀俄巴底亞書有感     陳莉莉 
 
  本月聖經故事因為撰寫俄巴底亞書，將此書詳讀解析多次，知道以東因為驕傲，最

後終遭毀滅，讀後心中有很深的感觸，正好本月份月刊文章不夠填滿，特在此將它化成文字與大

家分享。 
 
 以東是以掃的別名，意思是[紅豆]。以掃是以色列的祖先雅各的孿生哥哥，他以一碗紅豆

湯出賣長子的名份，而得到以東這個名字。(創 25:27-34)。雅各因為搶走以掃的祝福，和以掃有一

段仇，以掃甚至想要殺他。後來兄弟兩人雖然和好，相安無事，他們的後代卻未修好。以色列人

出埃及時路過以東地，想要借道而行，以東不肯，甚至還出兵攻擊以色列人。上帝吩咐以色列人

不可與以東爭戰，也不可搶奪他們的地；以色列人因此繞道而行。(申二：1-8) 以東人住在死海之

南一西珥山。西珥的原意是多毛的、暴烈的，恰似以東的祖先以掃也是多毛、性情暴烈。南國猶

大王約沙法時期，以東曾經聯合摩押和亞捫一起進攻猶大，結果他們自相殘殺，猶大人不戰而

勝。(代下 20:1-30)。耶路撒冷淪陷時，以東人幸災樂禍地希望它毀滅(詩 137:7)。猶大滅亡以後，

有一些以東人搬到猶大南方居住。以東地在公元前第五世紀時，落入阿拉伯人手中，公元前三世

紀，以東終被阿拉伯族的納巴提人所滅。有一批以東人繼續流亡到猶大南方，他們居住在稱為土

買的地方。公元 70 年，羅馬兵攻陷耶路撒冷，以東也被消滅，在歷史的舞台上消失。照先知所預

言的，以色列還有恢復的希望，以東卻永遠斷絕。(俄 10 節) 
 
 俄巴底亞書主要是論到以東受罰。以東為什麼要受罰呢？ 
(1)他心高氣傲：他仗勢著住在岩穴中，以為自己一定立於不敗之地，心裏驕傲地說，誰能把我拉

下地去呢？上帝針對他這種心態，藉著先知告訴他說，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

從那裏拉下你來。(俄 3-4 節)。驕傲是人類共同的最根本問題，卻是上帝所不喜悅的。我們既是主

耶穌的門徒，就必須在聖靈的光照及帶領之下，倚靠上帝，學習主耶穌的柔和謙卑。如果我們能

夠常常記得(林前 4:7)所說的，一切恩典與才能都是從上帝所領受來的，不是我們所原有的，可能

比較容易謙卑。羅馬書 12：3 也這樣說：[不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

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2)他自以為有智慧：以東一向自以為有智慧，可是[人的智慧在上帝看來，實在算不得什麼]。(林
前 1:25)[有時候，反而攔阻人認識上帝]。(林前 1:21) 
 
(3)他在兄弟雅各遭難時，一點也無憐憫之心：先知所指責的有行強暴，袖手旁觀、幸災樂禍、趁

火打劫、甚至做幫兇。以東的許多惡行，都是上帝所不喜悅的。先知提到一個降罰的日子，以東

怎樣對待以色列，他也必受到同樣的遭遇，他會得到報應。主耶穌在馬太 7：12 也這樣教導我

們，[所以，無論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上帝的審判是針對萬國的。無論那一邦、那一國，或是上帝的百姓有驕傲的心態，上帝都

會審判。箴言 16:18 說：[驕傲在敗壞之先]，世人所有驕傲的人都難逃自我毀滅的下場。自高的以

東被耶和華降為卑，主耶穌基督也說：[凡高抬自己的，必降為卑；凡自己謙卑的，必被升

高。](太 23:12)。讓我們僅記以東的教訓，不要心高氣傲，要時時仰望耶穌，以祂作為你的榜樣，

學習衪的謙卑。當我們自大自傲隨意批評別人時，更要記得在馬太７：1-2 主耶穌也這樣說：[你



們不要論斷人，免得你們被論斷，因為你們怎樣論斷人，也必怎樣被論斷。]讀俄巴底亞書之後，

愈發對自己的待人處世有所警惕，願與大家共勉之。 
 
幸福音樂家-孟德爾頌     陳莉莉 
 
   9/5 牧師在[上帝與歷史，時間與空間，生活與生命]第五講生活與生命一段

裏，曾提    到十八世紀德國音樂家-孟德爾頌雖出生於優渥的家境，卻仍努

力不懈，留下豐盛的    生命給予後世，尤其是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所譜的

[仲夏夜之夢]，在音樂史上留下不可 磨滅的一頁。那天排隊吃中飯時有好幾位兄姐與我問及

[仲夏夜之夢]及這位德國幸福音樂家-孟德爾頌，很感動於大家的專心聽道，也願在此願藉月刊一

角與大家分享我對孟德爾頌淺顯的認識。 
 
 我們所知道的音樂家一生大部份窮苦潦倒，只有孟德爾頌，可以說是西方音樂家中最幸福

的一位。他出生在富裕的書香家庭，父親是銀行家，祖父是哲學家也是文學家，母親的聰明與音

樂才華完全遺傳給孟德爾頌。由於不曾遭受生活折磨，也因此，他大部份的音樂都很明朗優美，

曲調和諧悅耳，很受聽眾歡迎。對於十八、十九世紀的音樂家而言，旅行常是為了生計而四處奔

波演奏，但是得天獨厚，貴族般的生活使得孟德爾頌得以四處遊歷，隨意旅行。他每到一地便寫

文章、畫畫、作曲；他常常先用文字敘述他心中的感覺，看到美景並將它畫出來，最後才譜成樂

曲。20 歲那年他旅行蘇格蘭時，他看到蘇格蘭海岸外群島綺麗的風光，腦中即孕育了主題，他先

描繪了孤島、巖穴、蒼茫大海、以及海鷗，再以其畫為靈感譜成出名的[芬加爾洞窟序曲]。曲子

裏頭不斷出現的音形，仿如海浪波濤，便是他在岸邊的文字與繪畫的結合。 
 
 1809 年出生於德國漢堡的孟德爾頌，外型和其它浪漫時期的音樂家的外型不太一樣，沒有

貝多芬那張憤怒的面孔，也沒有鋼琴詩人-蕭邦那麼纖弱的體態，他看起來總是很從容優雅又有自

信，和其它作曲家相似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少年天才卻又短命而已。他在世上只活了 38 歲，但卻

是精緻而燦爛的一生，留下無數精湛作品給後世。17 歲那年便為莎士比亞的名戲劇[仲夏夜之夢]
譜成一部音樂劇，將莎士比亞名劇中夢幻的詩情、瑰麗的色彩、奇異的精靈、與優雅的愛情，細

膩巧妙地以十三段音樂表現出來。這首[仲夏夜之夢]音樂劇熱情又浪漫，充滿華麗與安祥的音

樂，正充分表達了孟德爾頌優裕幸福的一生。[仲夏夜之夢]裏的音樂，沒有絲毫人生坎坷悲苦的

陰影，只有晴朗、華麗與安祥，裏頭一段膾炙人口的[結婚進行曲]，也曾引領了許多情侶走上婚

禮的聖壇與幸福的夢境。 
 
 孟德爾頌喜愛旅行，每到一個地方，便以當地景物為標題譜成交響曲，如[蘇格蘭]與[義大

利]是他最有名的兩首大型作品。他也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作了許多有名的聖樂作品，其中最令世

人感動的莫過於以舊約先知以利亞所寫的神劇[以利亞]了。除此以外，他的許多室內樂作品都極

為浪漫優雅，有名的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旋律更是如泣如訴，極為扣人心弦。我個人則極偏愛

他的 48 首鋼琴小品-無言歌集(Songs WithoutWords)。當初孟德爾頌原本是想將自己寫的詩詞字句

配上音樂而成歌，而他的歌曲旋律因為精緻至極，文字反而成了累贅，最後只留下音樂，成為鋼

琴小品，深受每位習琴學子喜愛。這 48 首鋼琴小品，每首都有一個小小詩情的 title，他用這些短

小的樂曲來捕捉清澄湛藍的天空、透明的空氣、五月的微風與盛開的花朵。孟德爾頌優雅的性

情，貴族般的教養，與對人文的關懷及愛心，讓這些小小旋律譜寫得優美如歌而更勝於歌。 
 
 許多人認為孟德爾頌對後世最大的貢獻是他將巴哈幾乎失傳的[馬太受難曲]給予演奏出

來，使世人再度認識了巴哈的價值。音樂之父-巴哈在 1750 年去世之後，他所作的受難曲、清唱



劇和彌撒幾乎無人聞問，直到 1829 年，孟德爾頌演出了巴哈的[馬太受難曲]，轉瞬之間，歐洲興

起了對巴哈的重視，巴哈走出了被遺忘的角落，登上音樂殿堂最尊貴的華座。孟德爾頌惜才愛人

的心，幾世紀了，一直傳為美談。而這位[上帝的寵兒]，集文學、音樂、藝術才情於一身的音樂

家，雖然只在世間停留了短短的 38 年，卻將他的天賦、才華、創造力發揮至極，回報給人世間無

與倫比、絕美的藝術天籟。 
 
腓利門書讀後感            
   黃全福 
 
 保羅為了基督耶穌的緣故坐監（第一節）時所寫獄中四書信中，腓利門書是最短的一封私

信（一~二十五節）。是保羅為了請求腓利門（第九節）接納阿尼西謀回去一事（第十七節），保

羅甚至於親自寫下自身做保（十八~十九節）。因為阿尼西謀前在腓利門家當奴僕時（第十六

節），品行上的差錯（十八~十九節）虧欠了主人而逃走。 
 
 爾後，阿尼西謀認識了獄中的保羅。在保羅靈性的引導之下，阿尼西謀悔改，且接受基督

耶穌做救主（第十節）。保羅成做阿尼西謀靈性上的父（第十節）教誨阿尼西謀。後來阿尼西謀

也成做有益處的主內弟兄（第十一及二十節）。 
 
 阿尼西謀的主人（第十六節）腓利門，也在早前經過保羅的洗禮成做信主的基督徒（第十

九節）。腓利門並且獻自宅做敬拜上帝的殿堂（第二節）。他虔誠事奉主耶穌基督，又愛同工及

眾信徒（第五節）。是故，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賜落在這群聖徒（二十三、二十四節）與眾信徒

之中（第三及二十五節）。腓利門書就成做新約中的一本短而充滿愛心與信心的書信。主 基督耶

穌的教義廣博在初代哥羅西教會等地，也成做今日普世的福音。這恩典及平安由初代眾聖徒及其

同工奠定了美好且堅固的盤石直到現今，也將延續到永遠無息。 
 
Boat Camping~與子同遊之樂    許宗宏 
去年與時昌、美金約好在今年的六月中一起 Boat Camping at Spicer Meadow Reservoir，卻因時昌

新工作的忙碌，使他們倆位未克成行。取而代之的卻是我們那已高過我一個頭的 Richard。 
 
 Richard 自 UCI 學校回來，放棄打工的機會，打算繼續暑期的學科與實習，僅有一週的時

間，居然答應我與美音一起去 Boat Camping，真是喜出望外，環顧週遭的朋友，已上 college 的子

女們一般都不再＂跟＂父母了。 
 
 在美音姐的安排下，Richard 例行到牙醫師診所做例行檢查與洗牙後，獨自在車庫翻箱倒

櫃，將他那些塵封已久的魚具再次整理妥當，慶幸他的呤噹物未被老爸我＂So 開＂挪用，僅半個

小時一切妥當，ready to go！好大的口氣，還要與我比一技之長，看誰 troutfishing 釣得多。美音

在旁揶揄說一定 Richard 行。 
 
 六月二十二曰，正值週間，經過 Stockton 直上四號公路，經過 CalverasBig Tree State Park
之後，在未達 Valley 之前隨指標右轉直下陡坡至水庫下船處，御下車頂擢式 Porta Boat，與

Richard 一起熟悉地組裝，掛上四馬力弦外馬達，一切家當堆在船的各個空間。＂旱鴨＂的美音姐

第一個穿著 Life Vest＂佔據＂中央座位，Richard 在船首，少年郎在前可作擋風亦可擋濺起的水

花。本官當然末座操作弦外馬達，乘風破浪，朝向既定營地直駛而去，穿過一切無人島，悠哉的

水禽遠遠看著我們這三人行，幸虧沒有打擾他們。沿途景色，映在湖面，美不勝收。在老地方靠

岸，Richard 在船首第一個跳上岸邊，將船首尾用索固定後，像個大力士，全部家當由他一個人搬



到指定紮營地點，隨即提了他的魚竿直奔自選最佳釣魚地點，只留我這 daddy 獨自 set up 營帳，

當然喔！Tent-set up 好，留美音去整理 sleeping bags，我與 Richard 並肩垂釣，各顯神通，魚竿尖

端彼此呼應，忙得不亦樂乎。第一個夜晚，鮮魚佐鱔，不滅的營火與天上的星月伴我們入眠。 
 
 第二天一早尚未日出，與 Richard 駛到水庫的對岸，在一個灣口之外熄了馬達，悄悄用槳

划入這灣，深怕驚嚇魚兒，我倆都用 Luve，絞回魚線時，人造的各形 Luve 有如小魚游姿，大的

Trout 一口咬上，濺起湖面，小心翼翼，keep Tension on Line，來到船邊，用魚網接起後，再解開

Luve 上的 Trible hooks。如此，在這個灣內划行，直到太陽昇起，強烈的日光照射下，魚兒不顯蹤

跡，打道回府！Richard 用無線對講機向在營地的美音報告戰績，穿過水域，回到營地，美音已在

湖邊以清澈的湖水梳洗，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悶熱，將魚兒成串置於深處，享受早餐，無他，土司

夾肉鬆，再加上昨夜剩的燒雞，不多，也夠填飽。 
 
 依 Nemo 交代，將魚清理剖開，學習印地安人將魚曝晒成生的魚乾，千里條條帶回 San 
Jose，未料，被 Uncle Bear 截走，事後，我與 Richard 答應他，下次一定記得補給 Uncle Nemo 一

條更大的。粉紅色的魚肉，這才是 Native Trout，不信？各位姐妹，妳們在 Market 買的都是養殖

的，是白色的魚肉。嗨呀！不要爭了！明年六月跟我去！妳才知道自然的鮮美與健康。 
 
 這天的下午，日正當中，魚兒躲在湖底涼快去。美音在松樹蔭下，高蹺著腿，聽音樂看醫

學書籍，似乎要比美石慧芬營養大師呢！Richard 提議到遠外突出半島的那一邊去＂踏查＂哼！我

可不認輸呢！Richard 所會的西洋棋，球類及各項運動不都是我這老爸教的？想著，想著，Richard
沿岸邊大片澤地，跨過枯木浮木，甚至平衡式地走過倒下而懸空的樹幹，一路領先在前，不禁感

嘆，頗有朱自清所著＂背影＂的心得。自覺孩子真的長大了，心中有著＂長江後浪推前浪＂的感

觸。再攀過大岩石後，我們倆居然在日正當中亦有所穫，各釣兩尾，全部讓牠們自由游去，Catch 
&Release。我倆多次立臨岸岸，欣賞全無人煙寧靜的水庫，烈日下呈金黃的岩石映在微波盪泱的

湖面，加上深綠的高山松柏植物環繞岸緣，多麼美麗，讚嘆上帝造物之美，水中淹枯的樹幹，靜

默立於灣中，顯出咱建造水庫時的付出犧牲，也成魚類棲息之所。 
 
 這次三天兩夜的 Boat Camping，讓我們父子再次重溫舊夢，大自然中欣賞上帝的創造，清

新的空氣，閃爍的星夜，那樹，那岩石及那碧綠的湖，哇！上帝的奇妙，讓我們一同欣賞，多接

近大自然。更令我欣慰的是我的小犬，Richard，長得健壯，撇開他自己的朋友，與我們一同享受

悠閒的居安生活與戶外 BoatCamping 之後，又回 UCI 過他 K 書的生活。雖然這次我們父子檔一共

釣了四十餘尾，平分秋色，不分輸嬴。能與兒子共渡快樂的時光，也是我收到一份窩心的父親節

禮物了！ 
 
咖啡屋裏的話語     陳莉莉 
 
 很喜歡和知心的朋友一起喝咖啡閒聊，在忙碌的矽谷能偷得浮生半日閒分享彼此的喜、

怒、哀、樂，實在是人生一大幸福。由於大家都與孩子同步成長，年齡相近，思想也相去不遠，

也就常不定期地相聚。隨著歲月的腳步，我們也從孩子活動的點點滴滴，到此刻的互祝中年的健

康與美麗。在醇香的咖啡裏，輕易地頓悟到許多簡易的人生哲理。 
 
(一)美麗：美麗不是靠化裝品或是亮麗的服飾，有些人重視外在的打扮，但內心空無一物，你不

會覺得他美麗。有些人外表樸素，但是誠懇善良，很會關心別人，你會覺得他很美麗。美麗，是

發自內心的光華，不會隨著歲月的流失而流失，只會隨著智慧的增長而增長。美麗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自己簡單舒適，也讓別人感到溫馨，樂於親近。 



 
(二)謹言：記得所羅門王所說的[說話浮躁的，如刀刺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良藥。]要說一

句話之前，先在大腦過慮一下，做一個有智慧的人。 
 
(三)謙卑：從最微小的事做起-擦地、打掃。因為這些工作你必需學習彎腰，這個動作更會讓你學

習主耶穌的謙卑。我們每個人不過都是上帝卑微的器皿，所有的榮耀都該歸於天上的父。 
 
(四)改變：常常保守你的心，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開始。與人意見不合時，先改變你的心。因

為心改變，你的態度才會改變；態度改變，個性才會改變；個性改變，人生才會改變；人生改

變，世界才會跟著改變。 
 
彩雲集(七)與君一席談   趙牧師娘 
 
      日前一位不認識的姐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讀了台美

長老教會的 Newsletter 之後，希望能與師母見面，我沒有拒絕就與她約了時間。 
 
 這是一位很端莊的姐妹，其實她並不認識我，我也不認識她是誰。和藹可親的臉龐，讓我

進入她的家中。之後她就進去端已準備好的水果、餅乾和飲料。趁著她忙進忙出之際，我很好奇

的流灠吊在牆上，放在桌上，擺在琴上的全家福相片，奇怪為什麼許多相片都沒有男主人，唯有

客廳正中有一幅發黃的全家福，男主人很年輕。等到姐妹發現我的驚訝時，她開口說：請坐，用

點水果、餅乾、飲料吧！想聽聽我的故事嗎？ 
 
 這是幾年前的事了，我和牽著我手的人，分手了。我開始失去我的另一半，也失去家庭、

孩子，而變成一個結過婚的單身女性。這是一種天搖地動的變化，是劇變也是蛻變，在人生之途

是一個急轉彎，幸好我安然無恙。現在，以前種種都成往日雲煙了，我已經習慣於目前一切。只

是偶而想起那心痛的感覺，還是會隱隱作痛。但是我得繼續向前走，而且要平靜踏實地一步步向

前。我用理性與良知癒合了我的創傷；不僅如此，我的心靈和生命力逐漸充實、擴張，而形成一

個新生完整的我。所能說的感恩，也只有感謝上帝，因為衪收去，祂也補償。也感謝教會弟兄姐

妹對我的包容和接納。 
 
 (我很好奇的開口問這姐妹)我可以請問妳一些問題嗎？她說：當然可以。因為我現在什麼

都可以說了；若是以前，碰到我的傷痛，我就大發脾氣，破口大罵，怨天怨地。如今我已能無動

於衷地，去參加別人的喜宴，為他們祝福。也能接受前夫的問安，並傳達我的關愛。面對曾經牽

手走過一段的男人，現在能泰然自若，一如重逢舊友，這情形就好像我們曾親蜜地同乘一部旅行

車，他卻搭上另一位女客，而中途下車了。然而偶有相遇之際，不但和他友善拉手，也和他身邊

的那個女人，點了點頭。至少我們都是女人嘛！ 
  請問你們是在什麼情況下分開的？ 
 這是一個很好笑的問題，回想起來，我真是太傻了！太相信我先生了。因為他們秘密往

來，眉來眼去，有時我也在場，竟然無法察覺，情詩來往，互相應許對方；朋友對我暗示，我還

為我先生忠貞不二來辯護。直到我看到了，找到了証據，我才恍然大悟，原來是真的。當我先生

將她帶出去時，都告訴別人，我太太知道；事情作多了，太太知道的就少了，甚至不知道，就變

成理所當然。沒有人能忍受別人的背叛，面對背叛的時候是連上帝都會瘋狂的。 
 



 我曾經安靜自己，想想到底那一點不對了，找過專家談到婚姻失敗的種種原因。那專家是

過來人，扮演的角色和我完全相反，她非常重視打扮自己，控制先生的肚子，管束先生的經濟，

結果和我一樣也分開了。 
 
 發現背叛之後最強烈的感受是萬念俱灰，尤其是背叛你的人是你的至親最愛，那是萬剌椎

心，常人無法忍受的，甚至連上帝都一樣，何況芸芸眾生中的女人。 
 
 我努力過，改變自己變得更溫柔，先生不理會；換成報復對方，咒他永生永世不得超生，

天天不得安寧，最後我決定不要再折磨自己了，真正愛一個人就給他自由吧！如果是你的就會回

到你的身邊，不是你的，再強求也是軀殼而已。經過協議後，放手了。沒有一滴眼淚，沒有一句

怨言，因為該努力，該做了，都無法喚回先生的靈魂。但我相信有一天，我們仍會是好朋友。我

們曾經共渡難關，我們曾經擁有對方，只是緣淺無法續緣罷了。 
 
生之禮讚       陳莉莉 
 
 暑假裏忙著為許多好朋友慶生，也被人慶生，收禮物，買禮物，寫卡片，彈生日快樂歌，

與喜樂的人同喜樂，不亦樂乎。看著每個人在這特別的日子裏所洋溢的快樂神采，我深深的相

信，人生每個階段都可能散發不同的美麗。每個人都會在生命中某些時刻綻放光芒，有人在亮麗

的二十歲，有人在繁華的四十歲，有人在智慧的五十歲，有人則在退休之際才尋覓到最珍貴的時

光。而一個人即使到了夕陽無限好的年紀，若能夠優雅地品味生活，依然可以譜出人生璀燦的旋

律。 
 
 大學時上作曲課時，曾被 assign 到用宋朝一闕詞[虞美人]，以五聲音階對位方式譜曲。猶

記歌詞裏有人生幾個階段：[少年聽雨歌樓上------壯年聽雨客舟中-----而今聽雨僧盧下，鬢已星星

也，悲歡離合總無情。--------]我還記得抽到這首詞時，心情壞透了，天天被這功課搞得茶不思飯

不飲，苦惱了好幾個禮拜。當時真是年輕不識人間愁滋味，看到這首著名的宋詞，再怎麼努力，

依舊寫不出那份意境。老師很哲學地為我銓釋此詞，[第一意境見山是山，見水是水。第二意境是

見山不是山，見水不是水。到了第三意境則是見山亦是山，見水亦是水了。]，儘管如此，我還是

無法體會他話裏的涵意，不知所云地譜了曲交差了事。如今，當我走過了三十年悠悠歲月之後，

我才明白，原來隨著年齡的更迭，在人生每個階段，皆有不同的心靈感觸與境界，這是無法替代

與交換的；而人生每個年齡也都有它的使命與責任，生命不在於怎樣生長，而是怎樣地生活。 
 
 上個月二姐從台灣來訪，我們抽空品茶聊天。二姐見我十分忙碌，問我說：[妳最嚮往過什

麼樣的日子？]我說：[無事忙的日子。]她不明，又問說：[既然無事最好，妳何必忙這麼多事呢？]
這倒使我沈吟了，我說，[無事並非不做事，不生活，而是在忙裏能偷閒，在給予付出之暇，尚能

無所牽掛地喝杯好茶，才是人生的一大幸福事！] 二姐總算聽懂了，微笑著喝茶。其實我們每天的

生活也真像在泡茶，只有在偷得浮生半日閒時泡的茶最甘美，也只有心情好時喝的茶最有味。可

惜的是，我們大部份的人泡茶時都那麼焦急，在生命裏也一樣的焦急，每天忙著和時間賽跑，不

知今夕何夕？我想一個人喝茶時有品味，自然對生活有品味；對生活有品味，對生命自然也有品

味。VBS 期間，有一個和煦的早晨，我拿了幼兒班的資料去以文家，那段日子我很忙碌，分分秒

秒對我而言，均十分寶貴。原本只是要 stop by 一下，給了她就要走，誰知她一見我，便熱情地招

呼，要我一定得坐下來同她喝茶聊天。站在門口一眼望去，她的 dining table 上已擺了各式各樣的

美味點心，英式的喝茶道具也很雅緻地放置在一旁。這份閒情逸緻與詩情畫意令我十分感動，便

放掉下一個 date，坐下來與她興緻盎然地閒聊著，溫暖的陽光斜照著客廳，也照著我們的友誼，



一個多小時悄悄地溜走，竟渾然不覺。以文很健談想像力尤其豐富，言談裏，深深地感受到她真

是個生活藝術家，認識的朋友裏，很少人能夠像她一樣，讓自己忙碌的日子過得既優雅又美麗。

我深信只有真正活在當下的人，才會這樣歡歡喜喜、全心全意盡情享受上帝所賜的每一刻。那個

早晨，她家的客廳，像秋天的潭水，那樣澄明幽靜，清澈宜人，令我至今難以忘懷。與她一席既

詩情又富哲理的閒聊，讓我忙碌的心情逐漸放鬆下來，腳步也變得緩慢。聊到近 12 點時離開，我

Miss 掉兩個 appointment，卻悠遊自在地欣賞著她們家社區的繁花綠葉，心中所玆茲在念的許多計

劃都沒有完成，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何必太匆匆？一路也思考著，人活著為什麼每天一定要按步

就班，墨守成規地過日子，偶而隨心所欲，珍惜人世間的浪漫情懷，用心去感覺生命，品嘗出生

命的甘露，不也蠻好嗎？甚至有時只是空白的發呆，放空自己，遠離現實，讓自己有一種悠遊自

在的清心，進入一個想像的世界，那也是人生的片刻啊！國畫大師張大千便常說[在國畫中要會留

白，這是最美的藝術]。生命不也是一樣嗎？人的一生不正是由空白和充實串起來的嗎？當然，很

多事過猶不及，過度的忙碌會造成生命的塞車，而太多的空白，也會讓生活有如白開水般，毫無

樂趣可言。以文很快樂地享受著生命，她不但讓自己的思想有個雲遊的空間，浪漫詩情的生活

著；而在現實的生活裏，她又努力相夫教子，教出一雙聰明有禮又討人喜歡的兒女。 
靈修會過後有陣子左耳不太舒服，老是覺得自己在大海裏面。不但打電話很傷神，彈琴也覺得很

費力。那些日子很少主動與人打電話，也很希望最好天天沒有電話，深深感受到 silence is the 
best！我常常獨坐想古思今，我幻想著如果我變成像貝多芬一樣兩耳都有問題，我會怎樣？我當

然不及他的萬分之一天才，也不可能留給後世那麼豐盛的禮物，可是我是否能像他一樣化腐朽為

神奇，化悲慘為偉大？我也想到了希臘哲學家蘇格拉底的一個小故事，許多人都知道他家有悍

妻，他的妻子總是不斷指責他，不把他當人看待。平時不管他的妻子多麼惡毒的罵他，他都默默

無聲。有一次，在學生面前妻子還是不斷的罵他，蘇格拉底一言不發，妻子氣壞了，拿一桶水往

他頭上潑去，餘怒未息轉身走了。蘇格拉底還能很沈住氣地對學生說：[做一個哲學家，我早就知

道，一陣雷聲之後，必定會有傾盆大雨，天文是這樣，人生也是這樣。]他若無其事地和學生討論

哲學、思想、心靈對人生的重要性。我在身體不舒服時，腦海裏常會浮現貝多芬痛苦時所寫歡樂

頌的手稿；以及全身濕淋淋的蘇格拉底心平氣和的幽默，那時，我就彷彿觸及到更美麗、更高貴

的心靈，看見了苦難中生命的價值。我想著我們在人生的道路，不過幾十年的時間，如果在每天

醒著的時候，將其中的一個小時用來關心週遭人的靈魂，我們將會擁有更豐富的生命。我相信在

上帝給予最公平的東西-時間裏，我們可以用來看地上的泥巴，也可以看天上的星星；我們可以抱

怨沒有時間，讓生命空過，也可以找出時間服事教會，造就別人。每天的生命品質都有感受與提

昇，我相信比起活得冷漠而長久，要好得多。那段無聲勝有聲的日子裏也讀了一本書叫[人生的九

個學分](Legacy,the Giving of life＇s Greatest Treasures)，給了我蠻大的啟示。這本書的開場白裏有

一段令我震撼的文字：[不要問(他怎麼死的？)而要問：(他怎麼活的？)][不要問：(他得到些什麼)
而要問：(他付出些什麼？)]不要問：[(報章雜誌怎麼寫他？)而要問：(他過世了，有多少人懷念著

他？)]這本書的主題是[應該留下什麼給世界]？作者巴瑞.葛力夫寫道：[不要恐懼生命會消逝太

快，我們該關心的是，我們的開始和中間的過程，因為在不完整的一生中，沒有完成的部份遠遠

不如我們已經做出來的貢獻來得重要。]人只能活這麼一輩子，人生歷程的每一階段，都是獨一無

二，沒有能再回頭的機會。我們只能把握在每一個日子裏，好好珍惜生命，並留下最豐盛的給予

別人。 
 
 八月底在 Richard 與 Zoe 家的 bible study，許多兄姐高高興興特來為這年輕的小倆口恭喜入

新厝。剛自紐約搬來的黃長老為我們帶領傳道書三、四章。這兩章經文中，所羅門的重點是說上

帝為每一個人都定下了計劃，為每個人一生不同的階段都安排妥當，我們無法憑自己的能力看出

上帝賦予我們生命的作用，只有與祂建立良好的關係，我們的生命才能作最好的發揮。黃長老也

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在美國如何建立上帝的國度？]正當大家啞口無言，不知如何回答



時，牧師為我們做了一個很好的 conclusion，讓我和惠琇印象深刻，在回程中討論著。他說：[上
帝國度不是地點或是環境問題，而是心境問題。只要你心裏有愛，上帝的國度就可以建立起來，

不一定富裕的國家才能建立起上帝的國度。但是有上帝的國度建立在你心裏，所到之處必能帶來

和平，那和平的境界正如同以賽亞書十一章 6 節裏所說的[豺狼與綿羊同住，豹子與山羊同臥。---
-]我深深感受到一個能有上帝國度在他心裏，處處為別人帶來和平的人，必然和上帝有著很親蜜

的關係；必然常能聽到上帝的聲音；聖靈的九種果子[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

實、溫柔、節制]也必然早已結在他心中。 
 
 前總統雷根於今年六月五日蒙主恩召，各地的慰問卡如雪片飛入，其中最令雷根夫人感動

的一句話，這樣寫著：[Thank you for changing the world.](謝謝你改變這個世界)。雷根總統生前對

生命的愛，對國家的愛，才有今天[Thank you for changing the world]這句話。感動之餘也但願我們

都能從雷根總統燦爛的生命中得到學習，做一個在生活上有好見証，事奉上有好操練，努力禮讚

生命的人，有一天當我們回到天家時，相信懷念我們的人也會這樣說[Thank you for changing the 
world]。 
 
歐洲行-古城之遊                 蕭貞淑 
 
 今天終於要離開 Amsterdam 去德國的法蘭克福(Frankfurt)，在途中我們將到我心儀已久的馬

斯垂克(Masstricht)的古城。當我從旅遊書上看到時，我就決定一定要去走一遭。一直以來我對於

古物古城有著一種說不出的懷舊感。 
 馬斯垂克位於比利時，德國，荷蘭的邊界，從 Amsterdam 出發大約 3 個多小時的車程。 
 為了不想太晚到 Frankfurt，因還須到 Frankfurt 機場還車，一早吃完早餐即上路，先生已先

做好功課，所以也蠻順利的來到馬斯垂克。但問題來了，書上並沒指示該如何走，這下如何是

好？老公說開了再說吧！ 
 瞑瞑之中上帝在指引，竟很順利的闖到市場廣場前的市政廳，也就是我們此行的目的地，

古城是由此開始。下車後照著書上的路線一一拜訪瀏覽，道路全是用小石頭一塊一塊的鋪成，非

常有古代感，很讓人有一種置身於那個年代。正當我倆正研究著這些石板路時說這一定是古時後

留下來的，那知一轉到另一條路時，竟看到工人正在鋪石頭路，原來這些石頭路並非從古代遺留

下來。 
 到聖母院內的禮拜堂，它並不大，在燭光下有人在懺悔，有人在禱告，非常安靜，安靜得

連呼吸聲都會變成噪音。緊接著是第一中世紀的城牆，繞著城牆走到聖瑟法斯大教堂，這教堂非

常雄偉，大得令人咋舌。想來要逛一圈一定要花不少時間，沿著教堂右邊一路的走下來，到達＂

維得霍夫廣場，＂這古城要親身體驗才能體會出它的古意。  
 在廣場前有著一列的餐廳，餐廳外排著餐桌椅，也坐滿優閒的遊客在用餐，好愜意！ 用完

午餐後繼續我們後半段的旅程，在荷蘭的 Free way 上，沒多久就接上德國的 free way ，飆在德國

的 Free way 上真是過癮！只是時常碰到修路，車就擠一堆，雖是如此但我們還是 早早趕到

Frankfurt。今次我們選擇住 Hyatt Hotel，就因它位於萊茵河與緬茵河旁。 美麗的景色雖在眼前，

但還是得先還車，問清楚路線，也問清楚如何坐地鐵回來。 
 德國的標示全用德文，連機場這兩個字也是寫德文，可憐我倆文盲跟本看不懂，還好德文

的旁邊畫了一架飛機，才讓我倆順利的找到機場。然而來到機場眼花了，沒看到還車的標示，繞

一圈也沒看到還車標示，只好先去加油再問吧！據加油站人員的指示要到 Terminate 1 ，但繞來繞

去還是沒找著，真是急死人。最後被眼尖的老公瞄到，原來指示牌躲在旁邊，直走跟本看不到，

你說氣不氣人？而由路標上也可看到歐洲人的驕傲，真折騰我們這些外國人。 
.  



附註：據一位客戶說他兒子住在德國時拿了好幾張 Ticket( 超速罰單)，老公好奇的問，德國不是

沒時速限制嗎？他解釋說開內線可以任你飆，但只要你換到外線就有時速限制了，因此到德國開

車的人要小心些，可別違規。 
 
兒子的成長歷程與他的一群好友       蕭貞淑 
 
 兒子小時候是個過動兒，當他懂事時就非常喜歡拿鐵槌跟釘子在木板上東釘西釘的。只要

他手上有這些工具，就可安靜些。當他開始上幼稚園時，每每我去學校時，老師總是告訴我說，

他今天上課時又是到處打小朋友，再不就是他的同學被欺負，他就行俠仗義的出來替朋友出氣，

替朋友討公道。當他從幼稚園畢業時，從他的小老師手中拿到一本他們在學校的點點滴滴的全記

錄時，我看得都很不好意思，每天老師的記錄都是是一個過動兒，一個問題學生，＂今天又跟那

個小朋友打架---------＂似乎他每天的日子都過的很驚心動魄的。 
 
 當我知道快要移民來美國了，所以他念小學一年級時，我就讓他念家附近的小學。那知每

當我偷偷去學校看他上課時，總看到他不專心的找同學說話，每當他考試時，分數一定是很低。

問他怎麼考這麼差，他可瀟灑的回答說：我不會，所以就不寫啦！當時真的是又好氣又好笑，真

不知該怎麼教。雖說要移民了，但我也希望他學好中文，常常我在房間罵他，他爺爺就在外面心

疼的數落我說：都要去念 ABC 了，何必管他中文念的好不好！唉！真的是太寵啦！但在望子成龍

的心態下，只好趕緊幫他轉學到他姊姊的學校，終於他的學業也有了好轉，但他也還沒完成一年

級的課業，我們就來到美國了。 
 
 開始在美國上學時，由於語言有不好，總是沒什麼朋友。但很幸運的，班上有一位小孩會

說中文，小孩的媽媽很樂意幫忙，於是兒子自然也跟他成為好友。直到上初中，兒子沒跟他同

班，他們才漸漸不在一起了。 
 
 美國的小孩都會去打球，但每每問他去不去，他總是沒興趣。念初中時，因念高中的姊姊

在學鋼琴，想說讓他也學一點琴藝吧！那知他沒這份才藝，每次回家要他練習，就像割他的肉一

樣。有次他還帶著墨鏡仰坐的彈琴，真是服了他。最後＂陳老師＂說話了，還是別讓他學了，看

來他是沒這慧根，於是我這懶惰媽媽也就讓他停掉學琴。 
 
 雖說兒子會說台語，但他的中文卻一翹不通，只會寫自己的名字。他還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離譜的一個字分成兩個字，於是帶他去學中文，那知每次回家做功課，總是讓我教的沒耐心，於

是念一年也停掉了。 
 
 當他上了初中又交到一批好友，一直到高中都是很好的朋友，初中時他們常會聚在一起，

只要有誰生日他們都會到那個好友家住一晚，然後那晚就不得安寧了。也記得 11 年級時每個好友

都拿到執照時，我家就成為他們聚會的地點。我還記得那時我還在上班，每天一回家就會看到我

家都是高朋滿座，幾乎是天天都如此。他那些同學到了晚餐時不好意思在我家吃，都會跑出買便

當回來我家，然後等我兒子洗完澡後一起跟他享用便當，實在可愛。 
 
 這些好友有的去外地念書，每每一到暑假或寒假，我家仍是天天晚上都是他們聚會的時

刻，總是熱熱鬧鬧的。每當他的好友一回來，不論多晚，不是先回家，而是先來我家看我兒子，

回學校時也會來跟兒子去吃一餐惜別後再回學校。記得有一次他們這些好友要去 Reno 玩，那次

我擔心他們才學會開車，就要開那麼遠的路，又是半夜，又是雪天，於是沒讓他去。結果，他那

批好友回來後竟先來找他，還送他幾個他們的戰利品，還約他去吃飯，真的頗讓人感動的。有時



同學的媽媽都會打電話來找他家小孩是否在我家，知道在我家都說，呵！在你家我就放心了。念

高中時，一群朋友來我家還像小小孩一樣玩槍戰，玩得不亦樂乎的，真是長不大的小孩！ 
 
 這群好友中有三個加入軍人，這次的伊拉克之戰，也被調去打仗。當我聽到時，真的好替

他們擔心，我相信他們的父母也都很擔心，不過真的感謝上帝，讓他們平平安安的回來。而其他

在外地的好友得知他們平安回來也都專程趕回來看他。 
 
 長大的兒子也不再調皮了，不再那麼好動，他卻愛上了修改他的愛車，他也學了一些技

術。當我們家車有問題都會找他修，不論是換機油、換煞車、他都能勝任。在他 11 年級時，我們

買了一部 C280 新車給他，他用這車去考駕照，考試時間不到 10 分鐘就回來，我緊張的以為他沒

通過考試，一問才知道通過了。原來考官看他的新車也很滿意，哈！真的不錯耶！他也喜歡電

腦，誰的電腦有問題，他也都會幫忙修，真的長大了就是不一樣！ 
 
 時間過的真快，這些小孩也都長大了，真的希望他們這段友誼能一直保持下去。人生知己

難找，他們都能擁有這麼多年的情誼，實難能可貴，也願上帝永遠照顧他們！ 
 
DEALING WITH CHANGES  
      ~~~~~For TAPC Church Leaders of Each Group~~~~Rev.Chao 
 
1. They are open to Gods transformational work in their lives. 
 
2. They change markedly,and for the better,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they work with. 
 
3. They inspire others to excel, giving people individual consideration and stimulating them to think 
in new ways.  
 
4. They increase their ability to lead by being fair,developing credibility,building morale,and 
communicating respect. 
 
5. They strengthen their legitimate power base through consistency,gentleness, openness,and 
patience. 
 
6. They start building today what will be needed in Gods kingdom tomorrow. 
 
7. They focus on what to do next,realizing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s never-ending. 
 
8. They recognize the telltale signs of decline and,when needed,they regroup, replan,restructure,and 
rethink. 
 
9. They create a vigor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followers. 
 
10.They are willing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11.They understand their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and can identify where they     can be most effective. 
 
12.They know how to give and receiv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by placing a high priority on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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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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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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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