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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說：「這是不可能的。」 
神卻說：「凡事都能。」（路 18:27） 
你說：「我太累了。」 
神說：「我給你安息。」（太 11:28） 
你說：「沒有人真正關心我。」 
神說：「我愛你。」（約 3:16; 約 13:34） 
你說：「我支持不住了。」 
神說：「我的恩典夠你用。」（林後 12:9; 詩 91:15） 
你說：「有很多事情，我不能解決。」 
神說：「我必指引你的路。」 （箴 3:5-6） 
你說：「我不能作這事。」 
神說：「你凡事都能作。」（腓 4:13） 
你說：「我不能。」 
神說：「我能夠。」（林後 9:8） 
你說：「我不能原諒自己。」 
神說：「我寬恕你。」（約壹 1:9;羅 8:1） 
你說：「我應付不來。」 
神說：「我會供應你的所需。」（腓 4:9） 
你說：「我很害怕。」 
神說：「我賜給你的，不是一個膽怯的心。」(提後 1:7）  
你說：「我經常憂慮和沮喪。」 
神說：「將一切的憂慮卸給我。」（彼前 5:7）  
你說：「我的信心不夠。」 
神說：「我所分給各人的信心，是我量度過 的。」（羅 12:3） 
你說：「我不夠聰明。」 
神說：「我給你智慧。」（林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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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兒的信    陳金樹 
 
2002 年的母親節，我四十歲的女兒，從台灣寄來這封感言，使我倆深深體會：一個平

凡家庭的日常生活與作為，竟能影響兒女身心靈的思想與觀念。媽媽將它裱褙掛在客

廳，曾有數位客人索取影本，去年趙清隆牧師要我投於教會通訊，因當時課業未完，今

徵得女兒同意，與共同分享、互相勉勵。 

影響我最深的爸媽 
 自從懂事至今，爸媽每日總是從早忙到深夜一、二點，辛勤的工

作；讓我體會把握每個時刻勤勞工作將不至挨餓，您們不抽煙、不酗

酒、不賭博；使我能遠離引誘而不沉迷，您們不會愛慕虛榮，衣著乾淨

樸實；使我學會簡樸的美德，尤其是媽媽的髮型打扮，總是合宜；這卻

是我最難學習，又深深羨慕的，爸爸凡事都事先計劃、認真準備、減低

突發狀況；使我學習計劃與時間管理的重要，看見您們同進同出、彼此

相愛、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讓我明白一個美滿的婚姻是建立在愛、尊

重及扶持上，您們每日讀經、唱詩、感恩、交托從不間斷，更帶領我認

識主，您們堅定的信仰、熱心的教會服事；更是我學習的榜樣，在忙碌

的工作中，您們總會為我拍照、留下成長的記錄，從不忘記在我生日時

祝福我！既使我已經 40 歲了！ 

 記得小時候家中因生意好，遭人陷害，全家六人一同讀經、唱詩、

禱告；第一次看見堅強的父母也會流淚，剛讀嘉南時，爸爸放下工作專

程送我到學校，來回要 8~9 小時，爸爸對我的重視，我卻在半年後以安

眠藥想結束一生，讓爸媽極為傷心，若不是爸媽與惠聲盡快搶救，就沒

有今日的我。 

 還有剛到阿根廷時，爸媽為了尋找合適的房子，也是從早走到晚，

走破了好幾雙鞋，那時沒有收入只有支出，我卻嫌晚餐菜色少，再一次

傷害爸媽！我一次一次的犯錯，傷您們的心，您們不但原諒我，還籌錢

讓我回台灣完成學業。 

然而在選擇對象上，又違反您們的期待：〝基督徒、不抽煙〞；您

們不止接納我的選擇並祝福我、也時時為我們禱告。 

 在幾次的回台同住中越來越感覺您們對待我們比貴賓更尊重、更客

氣，說是回台灣渡假，卻像僕人一樣，每天忙著幫我們打掃環境。 

 我要謝謝上帝！賜給我世上最好的父母、最棒的榜樣；我也要祈求

上帝賜爸媽有健康的身體、能長命百歲，爸媽我永遠愛您們！ 

您們的女兒美俐於 2002 年母親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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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禱告   陳華堂  謝孟廷 
 

親愛的天父： 

我相信天父上帝是獨一真神，除祂以外，沒有別的神。 

我承認我是罪人。為了救贖我旳罪，神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為我釘死十字架上，第三

日復活，救我脫離罪和死的權勢。 

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道路、真理、生命，唯有藉著祂，我才能回到天父那裡；唯有藉著

祂，我才能認識真理；唯有藉著祂，我才能得著永生。 

我願意受洗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眾人面前宣告我的信仰，歸於主耶穌名下。我願

意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為我生命中的救主，讓主耶穌基督引導我的一生。 

我求主以祂的寶血潔淨我，為我扺擋一切來自魔鬼的攻擊、誘惑和試探。賜給我新的生

命，讓我活在祂的愛中，每一日都能經歷神的恩典，每一天都能成為一個新的見證。 

阿門。 

一路走來，跌跌撞撞，終於走到決定受洗的時刻。曾經低潮，曾經質疑，也曾猶豫，也曾

困惑，然而神的憐憫領我們真實走過這一切，引我們注神看耶穌，助我們越過心中的障

礙，歡喜來到施恩寶座前，認罪悔改獲重生。 

曾經，相信所謂進化論，因為相信科學才是理性，科學所無法證實的，便是毫無根據的瞎

說。曾經，拜偶像是我們生活重心之一，誤將邪靈當真神，以為如此便能一切順利，心靈

獲得平安。曾經，以為人定勝天，因為教育如此教導我們，唯有靠自己，才能成功。曾

經，堅信自己乾淨無罪，因為自己未曾觸犯法律，未曾認知自己與生俱來的原罪。曾經，

以為自己所有均是理所當然，從來不知感恩，卻不知「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 

我們所經歷的，讓我們學會了順從，學會放棄自己的驕傲，由神作主，由神掌權。如經上

所說：「豈不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洗禮

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教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

裡復活一樣。我們若在他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也要在他復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羅

馬書 6：3-5﹞ 

今天，我們決定受洗，神的靈將住在我們心裡，我們就不屬肉體，乃屬聖靈。我們知道這

不是信主的畢業典禮，乃是剛剛開始學習成長。在靈命上，我們仍有太多要學習。「因為

情慾與聖靈相爭，聖靈與情慾相爭，這兩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不能做所願意作的。」

﹝加拉太書 5：17﹞願主耶穌基督憐憫，讓我們藉著祂，作新造的人，多結屬靈的果子，榮

耀神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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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若比鄰     許宗宏 
 

今年元月底，適值農曆過年之前，週五晚上， 下了

班直接開兩百哩，由週五交通 101 與 152 塞車，回到

Visalia 的新居已近半夜。  第二天，週六，我們最可

愛的鄰舍黃長老說安排當天晚上八點作主日禮拜，地

點在他府上，由南加州萬縣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VC) 卯思興牧師講道。  就我們所知 Visalia 小

鎮上，只有四戶是台灣人的家庭，即是 Kevin/ 

Annie，明爵慧英，Annie 的表姐夫與我們，大家都同

時有事未能返回各人的教會參加主日，即在此種特殊

因素之下，Visalia 破記錄地第一次以 Conference Call

方式作禮拜。 

 

晚上八點不到，四戶人都到齊在黃銘爵長老府上，在 La 的那一端即是卯牧師一戶，約

定的時間一到，黃長老的手機與牧師娘的手機接通之後，黃長老再以他家中三台 speaker 

phone 與牧師家中電話聯線，如此兩地兩線六只話機聯結成 conference call worship。 

 

由黃長老司會，宣召並作開會祈禱，大家吟唱聖詩讚美，由我恭讀經文，路加 10: 

25~37，之後，由卯牧師在電話線的另一端以好的撒瑪利亞人的故事向我們講道，勉勵

我們。 聖經上記載，律法師故意試探耶穌，如何做才能承受永生，律法師也知道要盡心

盡性盡力盡意愛主你的神，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回答他說，你這樣行必得永生。

這律法師又故意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 耶穌沒有正面回答他，卻以撒瑪利亞人照顧被

強盜打個半死的猶太人的例子。 祭司是指宗教領袖，是專門幫助人透過祭典來認識上帝

的，利末人也是宗教人，他的工作是幫忙祭司的事務。 這段聖經提到祭司與利末人從那

兒經過，都看到那個被強盜打到半死的人 極待救援，卻”故意”閃過這條路。 

 

撒瑪利亞人與猶太人因歷史上的”結”太深，兩者之間互不往來，故事中被打得幾乎半死

的猶太人 沒得到祭司與利末人的救助，卻被撒瑪利亞人妥善照顧，讓那個律法師明白會

憐憫別人的鄰舍。  卯牧師以此勉勵我們切莫僅至於”知道”而已，卻沒有”行為” ，沒有

行動。 

 

唱完聖詩，即由卯牧師在電話那端祝禱，散會。 會後有兩邊報告事項，肢體交通，我也

代表 TAPC 向電話那端 TAPCVC 教會卯牧師與牧師娘請安，當然，Visalia 這邊會後交

誼，有 Annie 的馬拉糕，慧英姊菜頭年糕及多種點心及水果，這麼豐盛的愛餐，讓電話

那一端的卯牧師/牧師娘垂涎三尺。 

 

有這次好的開始，相約以後再如此擇期兩地作 Conference Call Worship ，若加裝網路

鏡頭， 嘿! 不可著睡衣喔! 

 



 TAPC Newsletter – May 2005          p 5

                一個特別的人                    by Sharon Lin 

             (一位會員的姪女) 
我的媽媽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生長背景和別人不一樣，他住過 4 個不同的國家、有台

灣、日本、韓國和美國。因為外公的工作關係，他們時常要搬家，換學校，所以媽媽從

小就養成很獨立的個性。他在七年級的時候，搬到美國東部，英文不太會講，所有的帳

單、廣告都要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也因為他這種努力的個性，他進到美國頂尖的大

學，順利的畢業也進到 UCLA 讀碩士。我一歲的時候全家搬到美國。聽媽媽說，我小

時候他還當馬給我騎，每天晚上唸故事書給我聽,把我照顧的無微不至!! 

 

我 6 歲的時候爸爸希望我可以把中文學好，所以我們全家搬回台灣讓我讀小學一年級，

那時候媽媽還在唸他第二個碩士，只差一個學期就可以畢業了，但他怕我回去一個全新

的環境會不習慣，所以他放棄了那個學位，回到台灣之後，過不久我弟弟就出生了，家

裡變成有 4 個小孩子，媽媽忙不過來，只好把工作辭了專心照顧我們。我和弟弟差九

歲，媽媽每天要檢查我的功課還要在弟弟的尿片和奶瓶中打滾，好辛苦!!到了我高一的

時候，爸爸媽媽決定帶我去美國唸書,在美國住和旅遊是很不一樣的,定居在美國要繳稅、

保險、食、衣、住、行樣樣都要考慮到,還要接送我們上下學、還要幫我解決功課上的困

難、並要忍受和親人分離的痛苦,但他都只是默默的承受。記的剛來的時候，有一次我有

歷史功課要做，但很多專有名詞我看不懂，媽媽就坐下來一個一個字的教我，結果教到

半夜 2、3 點才完成我的功課，我心裡很感動，她為了我犧牲自己的睡眠，但她都沒有

抱怨，隔天還是照樣載我去學校。現在我來美國已經半年多，一切事情也都差不多上軌

道，我也開始在學開車，相信媽媽不久以後可以比較輕鬆了!! 

 

我的媽媽很偉大， 
他為了小孩子和我的家犧牲和付出了很多， 
他沒有去上班展現自己的才華與能力，  

反而在家裡當全職的媽媽， 
忍受和自己的父母分開到美國陪我讀書， 
把我們在美國的事務都處裡的很好， 
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好好唸我的書， 
有些感受不是一言兩語就說得盡的， 
我只能用行動來表現我對媽媽的感謝。 
他對我的照顧我都知道， 
我也很感激上帝 
能讓我有一個這麼棒的媽媽, 

當然我也要在這個屬於她的節日對她說 
Happy Mother's Day!!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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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    Angela Lin 

      (一位會員的姪女) 
  

我的媽媽名字叫 Susan，她是一個很有趣的

人，心情好的時候很愛搞笑，笑起來很大聲。她

很喜歡和我們聊天，什麼事都可以講，在台灣的

時候，我們最喜歡媽媽開車帶我們去上鋼琴課，

因為我們和媽媽就會一路上嘻嘻哈哈的講個不

停，但如果是爸爸帶的話，我們就會非常無聊，

因為爸爸不是一個很愛說話的人。媽媽很關心我

們，在台灣她都會陪我們做功課，有時候還會翻

一翻我們的書包，看看有沒有什麼功課我們忘了

交。 

 

 
媽媽為我做過很多事，其中有一件是讓

我印像最深刻。二年級的時候，有一天的功課比較多，但我吃完飯後仍然和妹妹玩

得很開心，媽媽很擔心又很生氣，她勸了好多次之後終於發火了。我嚇了一跳 

，只好乖乖去寫功課，但是寫一寫就覺得無聊，剛好旁邊有一本書，我就順手拿

來看，一看就入迷了。等我看完，抬頭一看時鐘，「哇!已經 11 點了，我功課都

還沒寫呢！」等我寫完第一項功課時妹妹已經在呼呼大睡了。時光匆匆，一眨眼已

經早上 2 點了，我的功課還有一半。整個房子超級安靜，一想到全家就我還沒睡

覺就很難過。突然我的房門被打開，媽媽安靜得走進來，她端了一杯咖啡給我，坐

在我旁邊陪我寫功課。我好奇的問她：「你怎麼不睡覺？」媽媽理所當然的說：

「你還沒睡，我怎麼睡得著啊?!」媽媽一直陪我陪到早上 3 點，我的功課全部做

完才去睡覺。隔天早上她照樣 7 點就起床叫我們，超級強的！ 

 

媽媽從以前就特別的關心我，因為我體弱多病但又特別會惹事，所以我被責備的次

數總是比別人多。但媽媽從來都沒有放棄，後來她也不再體罰了。常常她再罵我的

時候，她都會流下眼淚，她也常常禱告，希望我們可以改進，但我們都沒做到。這

次來美國，她空閒的時間比較多，她也開始學日文和國際標準舞，她認真的態度實

在很讓人佩服，我要向她看齊。在母親節的時候，我要特別對媽媽說：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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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Brave  Enough        Kaitlyn Shih 
        施竹寧 

I was brave when I started learning violin. I did not 
want to try another musical instrument after my hard and 
bored experience with piano. I was brave enough to give it a 
try. I crossed my fingers and prayed to God to make it fun and 
easy this time. 

I was quite worried before I met the new teacher. I wondered if he was nice or 
mean, young or old, fun or spooky, good or bad tempered. I was brave enough to go to 
my teacher’s house for my first violin lesson. I peeked through the window to see how 
he looked like. I saw him with a long beard and a pony-tail brown hair. He looked not 
too old to me. I was brave enough to enter the house. He introduced himself to me, but 
I didn’t because he knew my name already. His name is Anthony. My first impression 
with him was: He seemed nice, young, fun, and good tempered. 

I was brave enough to play this new musical instrument. Under Anthony’s 
instructions, I put the violin on my shoulder and used my left hand to hold the violin’s 
neck. I used my right hand to hold the bow how it’s supposed to look like. I was brave 
enough to make my first violin sound. It was quite squeaky and noisy. I was brave 
enough to keep on trying. I finally learned to play my first note. It wasn’t’ as easy as it 
looked. 

As I was brave enough to ignore all the distractions around me and the mistakes I 
made, I kept on practicing. I became better than I thought. I learned my first song 
which was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at my very first lesson. The violin teacher 
said I was quite talented. It took courage and practice to make scary things become 
unthreatened.             

          Grace Liu 譯 
我勇敢地踏出學小提琴的第一步。對鋼琴不感興趣的我，排斥學習其他的樂器，然而，我

是個勇於嘗試的人，願意試試看。我雙手合十，向神祈求，期待學小提琴會是輕鬆好玩的。 

未見到新老師之前，我心裏七上八下的，猜疑著他是個什麼樣的人。他人好不好相處？年

青嗎？還是上了年紀？脾氣是好是壞？他是個有趣的人，或是可怕的人？我提起勇氣到老師家

去上第一門小提琴課。我自窗戶的縫隙往裏面偷瞄，想知道我的老師生得什麼模樣：他蓄著長

長的鬍子，褐髮，還紮了一個馬尾。對我來講，他看起來不算老，就這樣我鼓起勇氣走進了屋

內。老師向我介紹他自己，不過，我並沒有報上我的大名，我想他應該知道我是誰。我老師名

叫安東尼（Anthony）。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好像是個友善、有趣、好脾氣的年青人。 

安東尼老師指導我，先將小提琴倚在肩上，用左手扶住小提琴頸，再來右手握著弓----這是

拉小提琴的標準姿勢。接著，我勇敢地拉奏出第一個小提琴音，它聽起來尖銳又不悦耳。我反

覆練習直至能夠精準地把那個音拉好。拉小提琴看來容易，實則不然。 

「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是我的入門曲。當我心無旁鶩地練習

時，我的表現比想像中好得多，老師也稱讚我是個有天份的學生，我想這是因為勇氣和練習，

使得原本覺得恐怖的事不再恐怖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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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ther   Shereen Lee 
My mother is very nice.  She takes care of me anytime, especially when I get sick.  

She always worries about my safety when I am at school.  She cares about my eyes.  
She teaches me how to do eye exercises.  She reminds me to look far after I do 
something close, such as reading and doing my homework.  She is always proud of me 
when I did anything good.  She wakes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prepare breakfast 
and lunch for my brother and me. 

My mother is helpful.  She helps me on my homework and piano when I need help.  
She helps me borrow and return my library books.  She helps me buy supplies that I 
need.  She helps me on big projects.  She helps me review Chinese very often. 

She is thoughtful.  She always gets to my school early so she can park in a shady 
place, so my brother and I won’t be hot in the car.  Sometimes when we walk home, 
she already bought icy for us in the freezer as a surprise.   

I feel like she is always nice, thoughtful and helpful.  I love my mother very much. 
我的媽媽   李宣儀 

我的媽媽非常親切。 她照顧我每一件事，特別是我生病的時候。當我在學校的時候，她總

是擔心我的安全。她很關心我的眼睛，她教我做眼部的運動。在我做完一些近距離的活

動，如看書和做功課後，她會提醒我看遠一點的地方。當我表現好的時候，她總是以我為

傲。早上她都起得很早，為我和哥哥準備早餐和午餐。 

我的媽媽給我很多幫忙。在我如看書和做功課和彈鋼琴時，如需要 她會幫我，她幫我借和

還我圖書館借來的書。她幫我買我需要的用品，她幫我一起做大的 project。她常常幫我複

習中文。 

她很體貼。她總是很早到學校接我，把車停在陰涼的地方，如此我和哥哥在車裡就不會

熱。有時後我們走路回家，她已經買了冰涼的飲料，放在冰箱裡等我們到家時，給我們一

個驚喜! 

我覺得她總是親切，體貼和幫助人的。 我非常愛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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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other   Christopher Lee 
 

My mother is nice and kind to me.  She gives me and Shereen prizes when we 
earn them.  She is fair too.  She is almost always happy. 

 
My mom has a friendly face.  She wears glasses and has contact lens.  She 

wears her glasses most of the times.  She is tall and smart. 
 
My mom cooks the food we eat.  She makes her own food, sometimes.  I like 

the food she cooks.  It’s so yummy.  We only go to a restaurant when my mom is 
too tired to cook. 

 
Poems for My Mother/Parent 
 
 Mom of Chris 
 Outstanding mom 
 Talented mom 
 Happy mom 
 Exciting mom 
 Returns to me 
 
 Perfect mom 
 Acts to problems 
 Reacts to mistakes 
 Excellent mom 
 Natural mom 
 Tests me 

 

我的媽媽     李宗澤 
我的媽媽對我很和藹可親又仁慈。當我和宣儀賺夠點數，她會給我們獎品。她也很公平。

大部分時候，她總是很開心。 

我的媽媽有一張親切的面孔。她戴眼鏡，有時帶隱形眼鏡。她大多數的時候都帶眼鏡。她

又高又聰明。 

我的媽媽煮我們愛吃的食物給我們吃。有時候，她做她自己的食物。我喜歡她煮的食物，

都相當好吃。我們只有當媽媽很累而沒有煮飯時，我們才到外面餐廳吃飯。 

給我媽媽的詩 

宗澤的媽媽，是傑出的媽媽，有天份的媽媽，快樂的媽媽，興奮的媽媽，總會回來找我。 

完美的媽媽，有問題時就會解決，有錯誤就會改正，優秀的媽媽，自然不造作的媽媽，總

會不時考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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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man in Motherhood  Marisa Chang 
All things in life should come with instruction manuals.  If furniture that needs assembling 

come with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isn’t it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a brand new baby who 
needs to be nurtured and taken care of come with one as well?  This thought came into my mind 
as I struggled to figure out at 2 a.m. how to change my one-day old baby’s diaper at the hospital.  
I couldn’t figure it out, and so I called the nursery for help.  “Are you a new mother?” – they 
asked.  “Well, yes, I am!”  I had no clue how to change baby Evan’s clothes or diapers, nor how 
to burp him.  During those two days at the hospital, I kept thinking that God should not allow 
babies to be born to parents who have no idea what to do with them. 

The next few months were a huge learning curve for my entire family and me.  While Evan 
was learning how to adjust to life outside what used to be a very cozy home, the womb, we adults 
were learning the basics on baby care, as well as learning to decipher why he would be crying.  
During that first month,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only managed to sleep at most four hours of 
interrupted sleep.  During those times, I was ready to give all the money I had in exchange for a 
good uninterrupted night of rest (no joking!).  The tiredness just fueled my frustration as Evan 
simply refused to go to sleep or just seemed to know exactly when my head hit the pillow to wake 
up and cry.  Oh my goodness, was that a hard period.  Without the help of my parents and sister,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go through it without losing my mind.  But people seemed to be 
telling me that there wa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that things would get better once he 
turned one month old.  When the one-month birthday came and went, I found out that it did not 
get that much better.  Evan still needed a lot of attention.  Then people would tell me that the 
three-month mark was the real change, the one in which babies start showing their cuteness and 
start having more reactions.  Sure enough, even before then, Evan was a very happy baby when 
he wanted to.  He would giggle, make baby sounds and smile back at me, and it seemed as if all 
those sleepless nights were finally paying off.  But no, life did not become all rosy at the three-
month mark either.  Now that Evan is four months old, he still has a lot of needs.  While more 
mellow babies learn to sit quietly and happily by themselves in the swing or bouncer, Evan just 
seems too restless to be sitting in the same place for too long.  It is as if he is too impatient to 
learn about his surroundings and needs to take everything in all at once.  And when he gets over-
stimulated by what goes on around him,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turn the switch off so he gets 
agitated. 

Delivering a baby was the easy part for me.  At least, I knew more or less what was going on 
because I had taken classes that taught me what to expect.  Raising and taking care of a baby as 
intense as Evan is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The one thing that I could not do much research on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Evan does not seem to conform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xtbook” baby.  He still needs a lot of holding and demands 100% of my time whenever I’m 
with him.  But I found out that this baby who was too busy looking around him that he forgot to 
cry seconds after his birth, has also taught me how to be a mother, even if he came without 
written instructions.  Sure enough, at times the lessons were rough and I had to learn the hard 
way.  However, one night, while holding him to sleep, he opened his eyes and looked into mine.  I 
had no idea what he was thinking, but his face was telling me that all was very well in his world 
because he knew that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for him.  And maybe this is what mothering a baby 
is about – lots of sleepless nights and worries, but you get rewarded in ways that your baby 
reserves for you and you only.  There are still times when I wished God had given us an 
instruction manual on how to understand Evan.  But I can only hope that as more challenges 
present themselves, we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m and raise him to be a healthy, 
compassionate and good member of society.  (因稿擠， 中文將刊於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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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李雪芬 
  
母親林月鶯女士共生了 6 位男孩、3 位女孩，不幸大姐妙齡的年幼病逝，是她一生最

大的遺憾。母親向來身體健康少生病，有很強的記憶力，常聽她數說過去故事而讓我

聽得津津有味。家裡雖有 8 個子女，她把家管得有條有理，我們兄弟姐妹很少吵

架，大家也自動自發把課業讀好。 

 母親長得美又懂得穿著，風度氣質很好。個性也溫和、明朗、好相處。她永遠

記得哪位孩子喜歡吃什麼，也顧全我們的穿著，很少看她閒著，總是忙東忙西，整理

家事，清掃庭院。自從有了孫兒女後，她又把愛心放在幫忙照顧這些孫兒女身上，很

少抱怨，很能吃苦，是標準的好母親、好祖母。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母親曾戴著十字架的金項鍊卻沒去教會。這個謎底直等

到我 31 年前自己當了母親又成了基督徒，漸漸認識耶穌基督的真理。幾年前我回到

台灣，問起母親這件事，她說姨婆葉圓女士嫁到劉家基督教家庭，成了熱心追求真理

的基督徒，母親年輕時曾跟她去教會，還學唱聖詩。姨婆曾遠度廈門聽宋尚節博士的

奮興大會，買了十字架項鍊送母親，可惜丟了，後來母親自己訂製一條十字架金項

鍊，還照了一張美麗有彩色的照片。我找到那照片，把它放大帶回美國呢！姨婆成了

母親和我認識耶穌基督的啟蒙者，把這福音的種子撒在我們年幼的心田。 

 1996 年的夏天，我從屏東迦南教會得知內埔的迦南松年之家，我跟父母他們

去住了兩個星期，一些基督徒義工的愛心服務和午後的牧師領唱聖詩、訴說聖經故

事，給予這群有病痛的老人不少心靈安慰、鼓勵。等到家姐雪玟接著從美國回來跟他

們在迦南住，家姐的用心計劃，果斷堅持，更讓他們倆老決定在迦南松年之家，接受

迦南長老教會黃信恆牧師的洗禮。 

 1998 年 6 月 8 日父親在睡夢中安然回天家，給予母親沒有道別的遺憾。直到

2001 年 12 月 23 日我和她去迦南教會共慶聖誕佳節，一清早她又提及這個遺憾，我

就為她出聲禱告，祈求主耶穌基督憐憫她老人家的體弱、孤寂，願祂供應她老人家的

需要，常與她同在，溫暖安慰她的心靈，且相信將來必和父親在天家再見面。 

2002 年 1 月 6 日(美國時間 1 月 5 日下午 5 點多)我在達拉斯華人活動中心參加

土風舞運動，忽然有一股不舒服的感覺臨到我心頭，回到家正準備主日的聚餐，接到

大嫂的電話，接著四哥也打來告訴我，母親急救無效，送回家嚥下最後一口氣。瞬

間，我失去一位能傾心吐意的良母，不由悵然，唯一安慰的是，相信她已在天上那美

好無比的家，和父親再相見，永不分離。 

正如所羅門王在傳道書第 3 章所提到「神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

置在世人心裡，然而 神從始至終的作為，人不能參透。我知道 神一切所作的，都必

永在，無所加添，無所減少， 神這樣行，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謹以此文，記念我的母親林月鶯女士，一位賢妻良母，也是良師益友，她永遠活

在我們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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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是一枝受傷的蘆葦        
－－從亡妻所喜歡的經句說起－－             徐謙信 

五月第二禮拜日即母親節（Mother’s Day）已在眼前了。為了要寫紀念亡妻王采薇像天下所

有母親一般，是位「良妻慈母」（a humble wife and loving mother）起見，筆者從書櫃拿出她

生前自己專用的「新舊約聖經」，並找出她喜歡的經句（Mt 12：18-21）來唸，又這是先知以賽

亞之引用文（Is 42：1-4），論述主耶穌在加利利湖邊的「醫療傳道」（healing activity），將要

實現「先知以賽亞之預言」（Isaiah’s Prophecy），即： 

18 看哪！我的僕人 

     我揀選他； 

     我鍾愛他，喜歡他， 

     我要把我靈賜給他； 

     他要向萬民宣告我的審判。 

19 他不爭辯，不宣嚷， 

也不在大街上大聲叫喊。 

20 他不折斷被壓傷的蘆葦， 

也不吹滅將熄的燈火 

他要堅持正義， 

直到正義得勝。 

21 全世界的人民 

都要把希望寄託於他！ 

果然這不辜負筆者的期望，亡妻王采薇用紅色的筆劃線在她喜歡的經句下面：「他（指耶

穌）不折斷被壓傷的蘆葦，也不吹滅將熄的燈火」（Mt 12：20），並在該經句之左邊餘白，以

紅字補記『枝葦』（一枝蘆葦之意）兩個字，這是當我們的孫女出生時，她給她取的名字。如

此，亡妻采薇喜歡「受傷的蘆葦」（或同義的「將熄的燈火」）之經句，我想她大概認為這些經

句最能表現她生活上的一切。又現在我們家人也回想這些，不但會使我們向慈母自省，並且讓我

們了解慈母的犧牲（sacrifice）和謙卑（humble），是她學習耶穌，自願而樂意的。 

現在筆者再認為亡妻采薇所喜歡的「蘆葦的故事」是由「馬太福音書」得到，並且由「馬太

福音書」得知先知以賽亞所說的「我的僕人」（或「主的僕人」）是指主耶穌基督，而這也是今

日基督教所主張的正確解釋。但筆者尚懷疑亡妻她是否研究過第二以賽亞（Second Isaiah 或

Dutro-Isaiah）之「我的僕人」（My Servant）或「主的僕人」（Yahiveh’s Servant ）呢？據

「以賽亞書」之著名的英文註譯家 B.S. Childs 指出「第二以賽亞之僕人詩歌」（the servant 

songs of Second Isaiah）是由 Is 42＇開始，並由德人 B. Duhm 和他追隨者接受為 42:1-4；

49:1-6；50:4-9；52:13－53:12 等部份。雖然這些被認為是後來插入的，但「僕人詩歌」卻成為

第二以賽亞之最重要的主題。誰是「我的僕人」或「主的僕人」呢？這是第二以賽亞時代，即

586 BC 以後被俘囚去巴比倫（Babylonia）而受苦的猶太人之盼望。但那時剛好波斯（Persia）

的古列王（Cyrus the Great, d. 529 BC）出現並征服了 Media（559－549 BC），Lydia（546 

BC），和 Babylonia（538 BC）等後，解放猶太人復國在於 Palestine，而成為猶太人之一時的救

世主。因此，這古列王之出現僅經第二以賽亞暗示為「誰從東方引來的征服者」（Is 41：2），

但實際上古列的名字只出現兩處（Is 44：28 及 45：1），其他的「僕人詩歌」並不能適合當時

的猶太人之期待。尤其是第二以賽亞的「受苦的僕人」（Is 52：13－53：12）不能適合古列

王，只至後來基督教所指出的耶穌基督始能適合為「受苦的僕人」（the Suffering Servant）。

因此，筆者很喜歡亡妻采薇所學習的「蘆葦之故事」，並不是直接地由第二以賽亞，而是幸運地

由馬太福音書」所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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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現在除了聖經將人比擬或形容為蘆葦之外，筆者於學生時代當學習法文時，亦偶然地學習

了教會史上「蘆葦之故事」。當我們學習法文時，老師為要說明法文構成上的特色起見，還引用

一些簡單的用例給我們默讀，即如「不可能並不是法蘭西語」（Impossible n’est pas 
Francaise），「人是一枝思考的蘆葦」（L’homme est un roseau pensant）等等。前者係拿破

崙帶領大軍跨越 Alps 山脈時之名言；而後者亦是法國著名的科學家或哲學家（後來他悔改成為

神學家）Blaise Pascal（1623-62）之散文的一句。然後筆者亦將這法國人的「思考的蘆葦」

（英文：a thinking reed）告訴亡妻采薇，因而增強她喜歡「蘆葦之故事」。不過筆者曾經在記

述亡妻采薇的「蘆葦之故事」時，犯了一個文筆上的大錯，即把 Blaise Pascal 記錯為法國人盧梭

（J. J. Rouseau, 1712-78）。無論如何，筆者現在要訂正五年前（即 2000 年 1 月 27 日亡妻王

采薇去世之時候）所紀錄的追悼故人略歷於下：  

 采薇女士頗認同 Blaise Pascal（1623-62）名言「人是思考的蘆葦」或聖經節：「壓傷的蘆

葦祂不折斷」（馬太福音書 12：20），將無力弱小的我們比擬為河邊的蘆葦，雖極容易因大風吹

倒或受水禽折毀，但上帝賜予人類的靈魂之力量卻是無可限量的。因此，當她的長孫女出生時，為

其命名為『枝葦』（意即一枝蘆葦），以表紀念。 

最後為要補償讀者們之好意，筆者想從『巴士卡之冥想錄』（les “Pensees＂ de Pascal）介

紹所謂「人是一枝思考的蘆葦」（L’homme est un roseau pensant）之有關全文於下： 

 
人不過是一枝蘆葦而已   L’homme n’est qu’un Roseau,  
在自然界之最軟弱的    le plus faible de la nature, 

但他是一枝思考的蘆葦。   mais c’est un Roseau pensant, 
就全宇宙而論，不必用   Il ne faut pas que l’univers  
武器來粉碎他；    entire s’arme pour l’écraser; 
一些煙霧，一滴水    une vapeur, une goutte d＇eau  

就夠殺他。     suffit pour le tuer.  

但雖然（Mais quand）宇宙粉碎他  Mais quand l’univers l’écraserait,  
人還是要比殺他的更高尚   l’homme serait encore plus noble  

que ce qui le tue  

因為他知道他將要死去   puisqu’il sait qu’il meurt  
並（知道）宇宙有超越他的力量  et l’avantage que l’univers a sur lui, 
（但）宇宙卻全然不知此事。  l’univers n’en sait rien. 
因此（donc），我們一切的尊嚴   Toute notre dignité consiste  

存在於思想（la pensee）   donc en la pensée.  
這因為是必須的（qu’il faut）   C’est de là  qu’il faut  
所以我們不從我們不能   nous relever et non de l’espace  
達成的空間（l’espace）   et de la durée, que nous  

或時間（la duree）提高（我們自己） ne saurons remplir.  

因此，請大家盡力好好思考一下：  Travaillons donc à bien penser:  

那裡應有道德上的原則。   voila le principe de la morale. 

【附註】上文係由最近出版的 Blaise Pasca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anley Appelbaum)，

Pensées et Provinciales choisies, (A Dual-Language Book)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2004： pp150, 151 

 

筆者引用的此書，因為每頁是由英、法語二語文編排的（Dual-Language Book），所以即使

不會讀法文的，亦可使用的好書。    －－2005 年 4 月 30 日脫稿－－ 



 TAPC Newsletter – May 2005          p 14

重生      蔡時昌 
在上帝給基督徒眾多的恩典當中，＂重生＂是很重要且必須經歷的過程；約翰福音 3：7 說

「你們必須重生，你不要以為稀奇。」重生，台語說＂重頭生＂，就是重新創造的意思，也就是創

造一個新的屬靈的生命；上帝賜給人一個全新的生命。重生不是我們日常所說的除舊佈新，也不是

在舊有的肉體習性做一番新的改革。它是上帝的恩典，給愛祂的人的禮物－新的生命。這個新的生

命不是重新從母腹再生，而是由聖靈所生，藉著重生我們誕生在上帝的家庭，我們有新的心，新的

生活。上帝給我們的應許在彼得後書 1：4 說….叫我們既脫離世上從情慾來的敗壞，就得與神的性

情有份。感謝主！何等大的福氣叫我們能與神的性情有份。 

 

「重生」與「悔改」表面上看起來像是兩回事，其實這是從兩個不同的角度看一件事；「重

生」是從上帝的角度來看，「悔改」是從人的角度來看。上帝預備了「重生」的恩典，人們必須用

「悔改」來接受。 

 

亞當與夏娃是何等幸福的一對，上帝為他們預備了一個美麗的伊甸園，然後用祂的樣式創造了

他們，讓他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在裡面生活，在園裏他們可以吃各式的果子，管理園中的一切，享受

上帝賜與的安詳與快樂。無奈擋不住蛇的誘惑，沒有遵循上帝的吩咐，吃了善惡果，犯了罪，結果

從此禍延子孫，人們離開了上帝，離開了安寧，開始在世上過著顛沛流離的生活，既不能見上帝的

面，也無法知道上帝的事，因為罪的綑綁使我們不能再進上帝的國。 

 

感謝上帝的恩典，他並沒有放棄祂的子民，藉著他救贖的計劃，讓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來到

世上，靠著祂的死與復活我們得以悔改得救，因著信得著了上帝的恩典－重生。因著重生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感謝上帝，我們無須經過複雜的手續，繁瑣的行善過程才能罪得赦免，我們所需做的就

只有＂信＂，單單＂信＂我們就能悔改重生。 

 

朋友們，你是不是覺得在茫茫人海當中你能掌握明天？你能控制將來？果真如此，那真要感謝

上帝，因為上帝的保守與祝福得以讓你人生一路走來一帆風順。假如你願意讓主耶穌基督在你的生

命中掌管你，帶領你，你就能得到新的生命，在你一帆風順的旅途中加充實與豐滿的喜樂，讓你的

一生綻滿上帝的光彩，那是你真正幸福的人生。 

 

朋友們，你是否覺得世上路途坎坷？世事變化多端難測，你不能掌握自己，你無法預知明天。

黑暗未知的未來讓你踏不出人生的腳步？你知道嗎？耶穌愛你，祂就在你的眼前，祂就在你的身

邊，祂就是你的明燈。放下你手中的一切，將你的重擔交托給祂，祂會給你全新的生命。你不用發

費昂貴的金錢，你不用努力積功德，你也不用費力勞苦，只要＂信＂，單單＂信＂，你就能得救重

生，耶穌要給你一個全新的生命，一個全新的你。 

 

朋友，上帝為你預備了一個禮物，    

一個讓你起死回生的禮物， 

一個讓你脫離黑暗走入光明的禮物。 

祂要給你一個讓你 

凡事可依靠、 

凡事可祈求、 

一個讓你能得安息的地方， 

你為什麼不要？  



 TAPC Newsletter – May 2005          p 15

 

仰望耶穌 
 

今年一月開始到三月底，這期間教會裡充斥不協調的氛圍，使人將要窒息。為此我常

切切為我們的教會祈禱，求神憐憫。但我確信，神允許這件事（牧師的離開）發生，一定

有祂美好的旨意。哈利路亞，讚美神。 

上個星期輪到我領歌，早早到了教會，先去廚房轉了一圈，看看是否需要我幫忙煮飯

否？而後趕往聖歌隊練唱。11 點 20 分，我準時到了禮拜堂，準備領歌讚美神時，突然回

頭一看，教堂內，寥寥無幾，前前後後只有十個人而已。眼簾所見，不禁悲從中來，泫然

淚下，感覺好像被遺棄的孤兒一樣，那麼無助與孤單。本來想坐著不動，在非常灰心之

際，忽然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告訴我說：「少少的人，小小的聲音，也是在讚美神。」我的

心驚醒，即刻拿起歌本，大聲對兄弟姊妹說：「我們的人雖少，但我們大家出聲來讚美

神。我們小小的歌聲仍會上達天庭，蒙神喜悅。」 

 這個星期來，教會的人數突然遞減。也許是小孩學校放假的關係（許多人外出）。也

許由於牧師走了，他們也跟著走了，也說不定。但我相信這些人數不會太多。那又為什

麼？也許有人想：「在這紊亂的日子裡，最好選擇不參與。」有些人也會找一些適當的理

由不來教會。但你們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做，會讓我們的主耶穌為你而流淚？……我們真

的需要再一次學習，學習「仰望耶穌」，學習「仰望我們天上的父。」 

 21 日，我想大家都接到一封嚇人的信。我看了這封信用不適當的言語的信後，非常

的生氣和忿怒。雖然我不是被罵的一位。但當我打電話去安慰那些受害者時，他們反而非

常地冷靜，倒過來安慰我，使我感到無比的欣慰。是的，我們的長老們受辱罵，也等於我

們受辱罵一般，因為我們都是基督的肢體。「若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若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樂。」（哥林多前書 12 章 26 節）。換句話說：

魔鬼已發動攻勢要來傷害我們的台美教會。要攻擊我們每一個人的靈命，讓我們害怕而不

敢上教堂；要分化我們，讓我們彼此猜忌，也想大大地中傷我們教會的每一個人。親愛的

弟兄姊妹，我們不要害怕，不要憂傷，也不要生氣，因為我們信的神是公義的神。「因為

經上記著，主說『伸冤在我，我必報應』。（羅馬書 12 章 19 節）。所以我們沒有什麼好

怕，只要我們抬頭「仰望耶穌。」 

 雖然台美教會，目前沒有牧師，但我們由神親自帶領，因為「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不至缺乏。」（詩篇 23 章 1 節）。「你當默然依靠耶和華，耐心等候他，不要因那道路

通達的，和那惡謀成就的，心懷不平。當止住怒氣，離棄忿怒。不要心懷不平，以致作

惡。」（詩篇 37 章 7-8 節）。因此我們大家更要安靜在神的面前。同心禱告說：「主啊！

帶領我們的教會。阿們！」我們每一個人都要丟棄會員大會所帶來的不愉快，彼此不要猜

疑你是站在那一邊的。其實我們都是站在神的這一邊。既然是同一邊，我們更應該同心協

力再次建造我們的教會。就如一首詩歌所言「 

凡事謙卑溫柔忍耐，用愛心相款待。凡事謙卑溫柔忍耐，用和平彼此結連。致意保守聖

神，賞賜彼此合一的心。致意保守聖神，賞賜彼此合一的心。」（台語）是的，我們由聖

仰望耶穌     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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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保守帶領下，我們不怕外來魔鬼的攻擊和挑戰，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

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詩篇 46 章 10-11 節），那我們還有什麼可怕呢？ 

 我小時候是個很怕鬼的人，鬼雖然沒見過，但在電影裡看到的假鬼，或是在鬼屋看到

的人鬼（人假裝的鬼）我都非常害怕，甚至晚上聽到狗吠的聲音，我都會發抖，但現在我

真的一點也不怕鬼，因為魔鬼不敢近我的身。我知道有一個大密訣，那就是住在我們身體

內的靈（聖靈）要比外面的靈（邪靈）還要大。換言之，當外面的邪靈來攻擊我們時，我

們要靠聖靈來抵擋。那我們又如何靠聖靈來抵擋呢？就是說：我們各人的靈命要壯大要增

長。我們的靈命如何來壯大增長呢？那就要抬頭「仰望神。」--我們每天要有讚美、讀經，

和禱告的生活，要謹守神的誡命，遵行祂的道。「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

要愛人如己」。其實我們每一個人都很軟弱，不管身體、靈命有時候不堪一擊，何況魔鬼

像吼叫的獅子常要吞食我們，我們只有靠著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靠著聖靈的保守，

也要專心「仰望神。」 

 親愛的弟兄姊妹，台美教會遇到空前的危機、迫害和辱罵，我們實在需要團結起來，

同心協力來建造我們的教會，讓台美教會成為神所喜悅的教會，也成為一個發光的燈塔，

高舉十字架來照亮整個灣區。讓我們高歌頌讚，美妙的歌聲，上達天庭，將所有的榮耀歸

於我們天上的父。阿們！ 

 

 

聖歌隊：聖歌隊歌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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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12，8:30-12:30 舉行，即日起接受報明。

Children’s choir: 4 月 24 日咱兒童合唱團在中半島台灣人教會主日獻詩，圓

滿的結束，一切感謝兄姐們的代禱，也感謝主豐富的恩典，願以後還多有機

會服事主；聖歌隊與兒童合唱團的聯合退修會，也將在 5 月 28-29 日舉行，地

點在 Monte Toyon, Aptos CA，請繼續代禱。 

長青團契：請為年長的兄姐，身體有軟弱的代禱，求主加添他們力量。 

同心團契：同心團契活動 刊登在 tapcsj.org，歡迎加入 friends@tapcsj.org。 
如有問題及建議，請用 tapcsj@gmail.com。 
青少年團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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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雙月刊正逢母親節，祝大家母親節快樂。感謝大家忙碌之

餘，踴躍投稿。也感謝愛卿、國妍、時昌、筱珮、萌區、幫忙翻譯及打字。

感謝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雙月刊，在主內互相鼓勵，一同成長。投稿請交萌

區，或寄 tapcsj@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