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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綽綽有餘的祝福            勃伯 
     “五餅二魚＂的故事,大家都耳熟能詳,但它是唯一在日本福音書上都被提

起的神蹟。耶穌三十歲出來傳道醫病,經常會面對成千上萬饑餓的人需要吃飯

的問題,祂的學生也難以應付,因為跟隨耶穌的人很多,傳道醫病也需要很多時

間,常常延誤了吃飯時間,而且耶穌傳道不是在山上就是在海邊,都沒有飲食店可資供應食物。

依耶穌的學生之想法,以為將疲倦肌餓的人群打發回家或或到鄰近鄉村買餐食就沒事了。幸

而安得烈發現一個孩子願意將自己攜帶的食物拿出來,他就拿到耶穌的面前,經過祝福後不只

給五千人吃飽,還收拾吃剩食物裝滿了十二個籃子,這真是一個震人心絃的偉大神蹟。我們有

時也會遇到這種尷尬的場面,面對困難辣手的問題或惡劣的困境,真傷透了腦筋,就想要放棄

了。在教會我們也遇到很難處理的問題,或者有些人不認同自己的意見,就灰心喪志,不再積極

參與事工。請勿忘記學習安得烈將問題拿到耶穌的面前,祂會替你解決困難。 

    “五餅二魚＂,只不過是一個孩子一餐的份量,如果他不肯拿出來,只能讓他一人吃飽,但交

到耶穌的手裡,卻成就了上萬倍的祝福。可是＂自己拿著＂和＂耶穌拿著＂所產生的的結果

和價值,實在有天壤之別。我們每個人雖然微小有限,但若甘心給人,為主所用,就能產生無量

的果效。今天我們活在科技進步的時代,若不去學習,訓練,到頭來就什麼也不懂,什麼也不會

做,跟不上時代的腳步,就難免會感覺無力感。就我而言,我覺得不需要使用手機,因此從未用

過,也不知如何使用,何況現在的手機還可以照相,錄音----,用途廣範,又像 Digital 相機,你可以

在自己的電腦及附屬設備上沖印相片呢。.所以有時感覺我們的社會越來越複雜,也越來越擁

擠,不向前努力就將被擠掉被淘汰。有時候你也會覺得如今好像處在肌餓的時代,當外在環境

在遭受景氣蕭條或通貨膨脹的影響下,造成整個社會失業增加,生活困苦,肌餓難當,而且貧富

差距也擴大,有錢的人越有錢,貧窮的人越貧窮,使許多人的內心充滿空虛,孤單,鬱悶,不滿,甚至

對生命失去了盼望,也間接扭曲了正確的價值觀。翻開每日報紙,發現台灣的自殺事件越來越

嚴重,幾乎每天都在發生,有的是憂鬱症的影響,有的是失業很久,生活窘困,有的是因家庭或感

情的問題無法生存下去,不是上吊,跳樓,就是開瓦斯,甚至有的先殺了妻子,再自殺自己,觸目皆

是,看了這些是讓人傷心,為什麼台灣有這麼多悲劇在發生?又為什麼人會這麼悲觀? 

   在這向下沉淪或向上提升的關鍵時刻,上帝的話強而有力提醒我們: 

       ＂時候已經到了,我要使以色列遍地饑荒。他們饑餓並不是沒有餅吃,他們乾渴,並不是

沒水喝,他們饑渴是因為聽不到耶和華的話＂(阿摩司八章 11 節),但願上帝的話開啟我們心靈

的眼睛去洞察周遭人群的需要,不論我們的力量與資源有多少,只要你有一顆憐憫的心,將自己

獻上,就能成為上帝祝福的管道,在關鍵時刻成為關鍵人物,就像那位獻出＂五魚二餅＂的小孩,

他不拿出＂五魚二餅＂,成千上萬的的人就無法飽足。最近世界日報,報導一位住在高雄市 47

歲女士＂陳玉心＂,當了 26 年家庭扶助中心的認養人,她畢業台大電機系,目前自行創業。她

在大學時代就響應家扶基金會的呼籲,認養了一位叫＂阿英＂的育幼院讀國中的女童,當時她

當家教每月賺得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就認養這位女童,用在她的生活補助,獎助學金,醫療,心理

輔導上,這些年她已幫助不少孩童,自己也獲得很多祝福。誠然基督徒得到祝福的秘訣,就在於

聖經裡的教訓 ＂施比受更有福＂ 。 

    再回到這個故事,耶穌並沒有親手把食物分給人群,而是透過十二個學生的協助去分發,他

們可能要求五十人一組,或一百人一組,將食物傳遞下去,一起服事成千上萬的人。今天的教會

事工也需要大家同心協力,將屬靈的糧食分享出去,在分工和禱告上來完成。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個問題:人群到處尋找耶穌,他們跟隨耶穌的目地是為了什麼?多半是為了肚腹的飽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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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約翰福音六章 26-27 節提醒說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不是因見了神蹟,

乃是因吃餅得飽。不要為那會腐壞的食物操勞,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力,這食物就是人子

要賜給你們的＂。讓我們也好好省察一下:我們跟隨耶穌的目地是什麼?對基督的信仰又停留

在什麼階段呢?我們是否多半都為自己和親人所求呢?其實上帝知道我們在生活上或身體上

的需要,比我們自己知道的還要清楚.我們的生活需要食物,但活著不能只靠會腐壞的食物生活,

更要靠著上帝的話來活。換句話說,我們要找到人生的目標和永生的的答案,就要藉著屬靈的

糧食來得到。 

    耶穌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裡來的必定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約翰六章 35 節},我

們得到了耶穌,就得到了豐盛的生命,我們不要再去看環境的順逆或自己的大小,只要甘心樂意

將自己獻給主用,就能經歷十二個盤子豐盛有餘的祝福. 

 

  順服信心感謝    萌區 
    今年聖誕節假期,   是相當難度的,  往年只要有假期 就想回臺灣 陪伴母(父)親,  現在那幽幽

的心痛, 只要得空就會來拜訪一下。  

    六月底回臺灣去看媽媽,  因為媽媽今年因肺積水進出醫院很多次,  後來都有些怕打電話給她,  

因她總要問,  何時回來。  回去前幾天,  她又住院,  兄姊 們都習以為常, 歸納媽媽太愛吃,  水喝

太多,  入院調養一下, 又可撐好幾個月。  果然幾天後出院,   媽媽只要看到我, 就要我帶她去市

場買蛋糕,   或是去看淡水阿姨,  去阿公阿媽的墓地,  去拜訪吳牧師,  好些計劃。  我還記得有

一天下午, 她午覺才剛睡醒,  就開始翻電話簿,  打給爸爸的舊識說:  『我住美國的女兒 正好回

來 我們去拜訪你好嗎?』 

    預定我生日那天回美,  原本是早上十點的飛機,  我竟看成下午四點,  那天早上陪媽坐一坐 , 

她想起我還沒有放黃河大合唱 (她抗戰時唱過) 給她聽,   聽了 『風在吼, 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黃

河在咆哮….』 她好滿足,  讓我反覆放給她聽,  後來她去休息一下, 大姐來後,  她一覺起來,  走

出房門十來步, 便昏迷不醒在我懷中,  昏迷兩個月後辭世。 

   九月底再次回臺灣,  兄姐們幾位雖年輕時受洗,  但都很少再踏近教堂,  雖然母親喪禮決定用

基督教儀式, 兄姐發了訃文定了場地後,  就將所有交涉細節, 都留給我回臺處理。  為了母親,  

我也順服。  也感謝主,   牧師們前幾天,  雖出外,  但在決定告別禮拜程序, 由吳牧師主講,   羅牧

師司會,  羅牧師娘司琴 等, 都十分順利。吳牧師講的是”回歸美麗家鄉”, 一定有撒一些種子在

親友心中。告別禮拜中有一段母親生平的幻燈片, 由我負責。  憑著信心,  無數的淚水,   我把一

些有代表性的照片, 分成幾個主題。  但有個大問題, 是不知如何說, 如何讓來自各不同階層的親

朋好友,  進入對媽的回顧中, 真想臨陣脫逃, 但兄姊不允 。  順服生信心, 當我拿起麥克風時,  我

說的是: 『讓我來述說一個美麗的故事, 蕭黃素貞女士, 我們的媽媽美麗的故事 …年輕時代熱血

青年…. 相夫教子樂觀的人生….慈祥 愛吃甜 的阿媽….道應嬸, 蕭伯母 - 另一位媽媽….再見 福

州 北京 天津再見老友』…最後由大姐夫朗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

盡了；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了；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留，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了那日要賜給我的；不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 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7~8）  

    兩三年來我也順服, 在教會服務。最近我在同心團契聚會,分享說,  一個人做事, 沒有伙伴,  沒

人可商量, 好辛苦。今年感謝惠、佳蓉, 勇敢出任副會長,  所以今年不孤獨。  同心團契的雙

週聚會也都有很好的分享, 更感謝培榮同意接任明年會長,  希望有志同心的會友多參予及分享。  

也希望教會週日的事奉, 各活動有更多會友參與,  大家分工合作。  教會的事奉, 也是學習順服

的功課,   我們東方人謙遜為美德 , 但是真希望教會的工作會大家搶著做,  就如同小孩子搶糖果

吃,  多麼愉快。  而且我發現,  每接手一件事務,  就多學到一些東西,  不信你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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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人的哪噠香油       許宗宏 
馬可 14:1-9。 

本節經文亦同時記載在馬太 26:1-13 與約翰 11:14~12:8。 

 

    以色列人, 每一年三個大節日,  即是逾越節, 五旬節, 及住棚節。 十二歲以上的男丁都要在

這三個節日到耶路撒冷守節, (參考利未記 23 章) 。 逾越節(出埃及記 12:1~14), 開始於猶太

人曆尼散月十四日(宗教曆的正月 亦是西曆三月至四月期間) ,下午 6 時到十五日下午 6 時,  

整整一天, 紀念蒙上帝的拯救,  門楣及門框以羔羊血作記號,  上帝的天使越過以色列人的房

屋, 擊殺埃及地所有的長子。  無酵節, 是從逾越節開始到 21 日下午 6 時, 整整七天, 記念在

埃及匆忙離開的苦境, 當時甚至沒有時間讓麵發酵起來。  此時, 耶路撒冷全城, 可謂人山人

海, 所以祭司長和文士若在此時, 捉拿耶穌, 恐怕百性擾亂。 

     耶穌在伯大尼, 患大痲瘋的西門家裡坐席時,  一位婦人以當時價值三百銀的哪噠香油,  打

破封口, 澆在耶穌頭上, 參考馬太 20:2, 亦等值當時的一年工資,這麼珍貴,  難怪與耶穌在一起

的一些人非常捨不得,  對婦人生氣,  寧願將這珍貴得香油賣得銀子可賙済窮人。 相關的經文, 

約翰 12 章卻明示是逾越節的前六天, 地點是在拉撒路的家中, 且指明是馬利亞以一斤重的哪

噠香油,  抹在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頭髮擦在耶穌的腳, 同時也指出是出賣耶穌的猶大對馬利

亞抱怨她的浪費, 而不去救濟窮人。 

     通常在頭上抹油, 是上對下的一種封賜, 如同撒母耳在掃羅頭上抹油, 封作以色列王(撒母

耳上 10:1), 此外, 馬可 14 章 未具名的婦人 將油抹在耶穌頭上, 不是封王, 卻是表示耶穌即將

受難的記號, 耶穌此時阻止他人對婦人的責難。肯定婦人所做是為祂的埋怨  耶穌與他們在

一起的時日不多, 而他們若真的珍惜這香油, 與窮人在一起的時間多的是, 可以好好救濟窮人

呢! 第 8 節說, 這婦人是盡她所作的做。就如同馬可 13:41 寡婦可奉獻二個半厘的,  是她生活

所需要的都奉獻出來。 

        我們試想一下, 本章節所說,  婦人抹油在耶穌的頭上, 是為耶穌的受難作準備, 也是耶穌

十字架上的苦難。 所謂福音, 不正是耶穌十字架上的犧牲, 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

苦?  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受刑罰,  我們得到平安(以賽亞 53) 。 當時與耶穌在一起的一些人, 

可能也包括一些門徒, 都捨不得買三百銀的香油, 那婦人卻完全奉獻, 整瓶抹在耶穌頭上, 對

耶穌的愛不是用數字來衡量, 即使窮寡婦的奉獻, 不是那以二個半厘的來衡量。 耶穌誇口說

她奉獻的比其他人還要多, 其他的人的奉獻是出自他們所剩餘的。 耶穌在第 9 節說,  普天下, 

無論什麼地方傳福音, 也要述說這女人所做的以為記念她, 她所做的, 就是福音的事工 ( 為耶

穌的受難與埋葬而做) 。我們亦然, 傳福音, 就是傳那受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TAPC Newsletter – December 2005          p 5

      感恩與知足-歲末隨想   陳莉莉 
 

感恩節期間，女兒的寶貝-愛子小姐又回到溫暖的加州老家。每天清晨六點半，                           

它便跳到我床沿，目不轉睛坐立不安地盯著我，期待著我早點起床帶它出去散步。八點，

送走上班的、上學的，與它共渡好時光的時刻便要上場了。當我忙著涮牙洗臉時，它便在

旁邊靜候發出[嗚嗚]的聲音，似乎在跟我說[妳快一點好不好？]等到我穿戴就緒，它那喜悅

的眼神，真是既知足又感恩，仿如我在森林間隙中看見閃亮小溪時一樣。我們在社區附近

閒閒漫步著，沿途上，處處是新秋轉回殷紅醒目的楓樹，這抹殷紅所轉達的真是一份美的

盛宴請帖。然而，不到兩星期的光景，楓葉轉紅又落了，快速得令人駭異，像電影在交代

時間的鏡頭，亦仿如美麗虛幻的電影場景剎那間全被拆除了。隨著時序的變化，葉落花

殘，草木凋零，要再見芳華只有等候來年了。大自然的生生息息，看似有情，卻也無情；

看似無情，卻又有情。看著好景不常在，想起時光匆匆，人聚人散，世事難全，歲月無

情，心中的感觸很深。思考了幾天，終於有所頓悟。其實，人生不就是要這般地有起有

落，才叫人生嗎？有高潮，便有低潮；有上台，便有下台；有富貴，便有貧賤；有黑暗，

便有光明，有日出，便有日落-----何者不是週而復始，直若轉輪一般地輪轉著呢？很喜歡傳

道書三章所言：[萬事都有定期，天下萬務都有定時。]這段經文，徹底幫助我銓釋了對人生

的困惑與善感。今晨，走在路上，亦想起鹽柱的故事。我覺得不論是一段旅程也好，甚

至，是廣義而言的一段人生旅程也好，都是讓人無法回頭、且重新來過一遍的。走過的

路，無論是悲傷還是美好，一切已成過去。念念不忘太沈重，依依不捨仍然得捨。而世界

日日在變，我相信唯有常懷著知足感恩的心，並讓自己流暢、自在、和諧地與週遭的世界

共舞，才能舞出自己亮麗的人生。 

 

常常感動於一些前人所留下超越時空，超越價值的東西。音樂家，文學家，藝術家，發明

家給予我們身、心、靈的造福--甚至使徒保羅的信心所帶給我們的激勵。因為他們所散發的

光和熱，人間的缺陷才得以彌補，天地的無情才得以消弭。感謝世上曾有巴哈、貝多芬這

麼好的音樂家，他們的音樂讓我每天感恩與知足，典範與精神亦成為我生活的原動力與事

奉的助力。也是這份助力讓我能不分晴雨與 Children Choir 的小朋友們共渡了一年多的快

樂時光。陪著他們一字一句地練到與他們分享上台的喜樂，我感恩有這機會讓我看見上帝

的奇妙。因為上帝藉著這些孩子們純潔的歌聲，為我尋覓到真誠的友誼。每一次的練習

裏，我感動她對孩子們認真執著、不倦不怠的付出及對我無與倫比的關懷，讓我常常雖然

帶著疲倦的身軀，卻充滿感恩的心平安回到家。如果說人與人之間的交集是有緣份，那我

們之間應該是蠻深的情份。回溯幾年前一起和音樂班的小朋友們在音樂中快樂成長，到如

今的 children choir 同工，她所給予我的支持、鼓勵、安慰與肯定，遠遠超過我為孩子們所

付出的。 

 

在這歲寒之際，我心充滿溫暖知足，感謝上帝藉著教育孩子的心靈，賜給我一位[友直、友

諒、友多聞]的朋友。我日日珍惜這段一起學習成長，一起面對困難，一起同心造就孩子的

歲月。在享受這份友誼時，我深深體會到有位[良友]的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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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解聖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三）                黃全福 
 

                         II  拯救是現在的體驗  

   保羅指明凡藉著信主耶穌救贖的人,必受上帝的大能(恩典),達到拯救目的.從咱現在的體驗跨出大

步,日日不息,且與日俱增來體驗上帝所賜的拯救(恩典)。由咱先祖至今,由因信稱義,而臻於聖潔的生

活(Justification to Sanctification) 。在聖靈運行在咱內面。這拯救的工程使咱進入新的生命、生活,遵

行與上帝和好(reconciliation), Joy(加五:22),並靠聖靈行事,心存仁愛、恩慈、信實、節制-----等(加

五:22),並守社會道德規範。茲列述保羅對拯救意涵是現在的體驗: 

A. 新境界保羅稱基督徒生活在新境界(New Realm) 。他們站穩在新的平台(New Platform): 1/站在

上帝的恩典內面(羅五:2); 2/得以和上帝和好(羅五:1,11); 3/經聖靈引導,成做上帝的子兒(羅

八:15~17) 。 所以拯救是現在的體驗。就由生活(生命)的層面加以詮注人的生命是靠著上帝的

大能(恩典)與上帝和好的團契。”義人必因信得生”、 ” He who through Faith is righteous 

should live” (羅一:17) 。使我們(罪人)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In  newness of life)(羅六:4) 。.

保羅更警醒咱講: ”基督替咱死,叫咱無論醒著,睡著,都與他同活” (帖前五:10) 。 

我們恭讀保羅書信時,時常讀到”in Christ”、 ”in the Lord”、 “in Him”或”with Christ” , 

前後不致有二百次。加三:27.保羅所講 “baptisms into Christ”,受洗”入在基督,in Christ”,  也

就是”in communion with Christ”- 與基督相結連,這闡明了基督教教義給基督徒的體驗是根深

蒂固在這”與活命、聖靈的基督做密切的相結連” 。像我們生息在基督聖靈的環境中,生息相

繫,再以基督聖靈的”香氣”(air)當做我們呼吸的原動力.這”氣”當做活命的”氣体”在人體

中,我們也在這空氣中生生息息相關,並呼吸這”氣”成做生活新陳代謝的原動力.使我們體驗了

拯救是現在的體驗. 

  其實”in Christ, with Christ, in Him” 等等更像徵了我們與基督相結連”in communion with 

Christ”也就生活于主基督的團契中”in the community of Christ” 。 Floyd Wilson (REF.6)

說 ”活在基督內面,是奇異恩典和每一個人特別恩賜的體驗。給每一位信基督的人得以體驗這

奇異的恩典與主成做一體在教會的團契與主相連。.也就是 G.S. Ducan (REF7) 所講”in 

Christ”的意義在於宗教上團契(Religions Fellowship )指基督與基督徒成做一生命共同體”

Christ  and his People form a  corporate fellowships) 。 保羅在其書信中諸多章節中提到基督徒

與主成做一體,亦即生命共同體的體驗,在教會的團契,與主相結連,保羅之所以強調, 這種與主做

一體的生命共同體,也展現在社會體驗,例如: 

(1) 因為你們在基督裡,都成為一(人)了.(Ye are all one (man) “in Christ”(加 三:28) 

(2) 原來在基督裡,受割禮不受割禮,全無功效。(加五:6) 

(3)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in Christ), 就不定罪了。(羅八:1) 

(4) 在亞當裏(As in Adam) 眾人都死了。照樣、在基督裏(in Christ) 眾人也都要復活。(哥前十

五:22) 

B. 聖靈是新生命的聖神動力。(帖前一:5;羅十五:13).在保羅書信中”in Christ”的意涵及”in the 

Spirit”時常具有近似文意功用.如”Sanctified in the Holy Spirit”(羅十五:16)與”Sanctified in 

Christ Jesus”(哥前一:2) 。前一句成為”聖潔”,因著聖靈(Holy Spirit),後句指”成聖”是在基督

耶穌裏(in Christ Jesus) 。再看三節經節:  

     1/ joy in the Holy Spirit,(羅十四:17), 

     2/ rejoice in the Lord (腓三:1) 

     3/ The Lord is the Spirit(哥後三:17) 

    聰明的讀者,一定從上列幾點經節做出下列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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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上述羅十五:16、哥前一:2 及羅十四:17、腓三:1 可了解”in Christ”與:”in the Spirit”具

有相等/平行的意義(equally / parallel ) 

      2.  基督藉著聖靈臨到基督徒(“through “ the Spirit that Christ comes to the Christian ) 。這是

三位一體意義所在。 

      3.  上帝奇異恩典與權能對人類及在人類中運行,也就是聖靈是新生命的聖神動力(帖前一:5; 羅

十五:13) 。也可以說基督徒的生命是聖靈在運行於生活上,艱難歷程中,祈禱中及所盼望的將來。

加拉太五章,哥後書三章,羅馬書八章及哥前十二章到十四章,有更豐盛的屬靈的經節可充實我們靈

命的長增。 

 

C. 教會.保羅稱呼教會是 Ecclesia.(或複數: Ecclesiae ) 。有時他稱呼所有基督徒為 Ecclesiae. 由各

地方聚會所加上地名:如 Corinth Ecclesia, Galatia Ecclesia 等等。各地方聚會所就如同敬拜上帝的

大共同體中的一肢體。用做上帝百姓藉著聖靈的大能藉著耶穌基督來敬拜上帝的聖所。 

        

            保羅特別自開始就稱教會為”基督的體” the Body of Christ (羅十二:4 , 哥前十二:12, 西

一:18, 二:19 及以弗所書) 。哥前十:16 更詮注”我們同領基督的血及身體”。”我們雖多,乃是一個

餅,一個身體”(哥前十:17) 。所以受洗歸於基督(Baptized it “into Christ”),也就同理,保羅所用”in 

Christ,  with Christ, into Christ”更使我們了解新生命,指 Christians  are His Body,在這時空棲息的基

督徒是活在主復活,再來的新生命裡。 

             教會就成做基督徒繼承耶穌的模樣,為福音的緣故,以主擔當苦難,直到世界的末了,使世人藉

著基督的救贖與上帝和好。 

 

D.  聖禮典,在此我們做一般簡介聖禮典的幾項儀式.大約可分成 1) 洗禮,  2)主日崇拜  3) 守聖餐。 
     本文不詳述儀式的程序,細節,歷史演變及各教派準則。我們只在保羅書信中索解儀式的本義及延

源。保羅闡明拯救的意涵是指現在的體驗。例如,保羅向哥林多教會,Corinth Ecclesia,的基督徒所傳

的福音,如果他們領受,站立得住。持守,就必因這福音得救(We are being saved,哥前十五:2) 。這就是

指拯救是現在的體驗。 

告白咱的信仰,口裡認耶穌為主(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lips Jesus is Lord----,you will be Saved, 羅

十:9),咱就必得救.不但稱讚主名(in the name of Lord 哥前六:11)並且深深領受與結連在聖靈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p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哥前十二:13) 。跨出接納拯救是現在體驗的第一步 --

稱讚主名與領受聖靈。洗禮就是聖禮典的開始,所以守聖餐就成做與主繼續相團契的聖禮典。主日

崇拜使我們體現與主相結連來遵趁上帝旨意的更新行為(repeated in an act) 。教會生活使我們更體

會到洗禮歸主與主同結連的團契生活。對使徒的守聖餐不僅僅只是思念的靈糧(memorial meal)而已;

聖禮典的意義具有過去的事,現在的體驗及將來的盼望。 

    是過去的事,因為保羅對哥林多教會 基督徒闡明這祭典(rite)是基於基督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所

成的事。宣告(Proclamation, verbum = visible)主已為世人 贖罪而死(哥前十五:3) 。是回顧已成的事. 

    當我們領受所祝福的杯,豈不是同領基督的血麼?當我們所擘開的餅,豈不是同領基督身體麼?我們

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哥前十:16~17)所以我有份與主相結連在祂的聖餐。有份(Koìnōnia , 

Participation )于所祝福的杯(血)及所擘的餅(身體) 。由守聖餐,我們與救主基督成做最親近的團契,成

做一體。聖餐所領受的聖物(divine material: wine and bread) 的同時得聖靈相溝通而合一(divine 

socialism unite) 。 體驗主、基督在聖棹中當了主人,給我們彼此相分享救主替我們擔當了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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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這聖禮典也指將來的盼望。是一完全結連于主的榮耀,直到祂再來(哥前十一:26 “till hee 

come”) 。 

 E. 新生命:洗禮歸主基督,就遵趁成做新人。生活在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理的仁義、和聖潔(弗

四:24)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西三:5)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行為,穿上了新人,這新人在知識上漸漸更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

三:9~10).保羅的 Pauline Ethic & moral issues 對新生命亦詮述了諸多基督教倫理及其衍生的基督教

教意(Christian Doctrine) 。例如葡萄樹由根而到結葡萄.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新生命:如根) 他顯現的時

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三:4) 。這榮耀如同結了葡萄,由葡萄根衍生的果子。也就是

保羅所指明理達通的”Truth is always truth in order to be goodness”。 

保羅更表述了聖靈引導的新生命應所遵行的典範(Standards)是效法基督徒的行為: 1)基督徒不求自

己的喜樂(羅十五:3) 。 2)勸基督徒慷慨為懷(哥後八:9) 。 3)以基督的心為心,存心順服(腓二:6~8) 。 

4)愛心,指 Agape ,而不是 Erōs,也不僅至 Philia  (friendship)而已。保羅書信中一共有 95 次用 Agape 

(動詞及名詞) 。”Agape 愛”含義比較接近 “Caring”或”Charity”。主耶穌說”Thou shalt 

love”。保羅歸納聖靈果子第一件是”愛”(哥前十三:13),愛心連絡全德的(西三:14) 。”愛”就完

全了律法(羅十三:10),著墨至此,尙有很多保羅在新生命歷程中闡明有關 a)家規, b)婚姻問題, c)對女

性方面 , d)奴隸制度, e)對政府的忠信問題,自由人等等。本文無法蓋全。盼望不少讀者有心在方面

能有共鳴相應,實可執筆互相共軛共扶,來完成這部份未完之作。本文只剩下另一次投稿,但仍然無法

做到本文”索解”臻善之效。尙且甚多需修改、補充、調整篇幅及對詞彚多加潤澤. 

附註 

I 請訂正台美(TAPC S.J.)通訊 2005 年 10 月份乙期刊載索解聖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二)一文中誤植

字句如下: 

頁數   行數      誤植             請訂正 頁數  行數      誤植              請訂正 

6 5 (REF2)         (REF2)---------(3)   6 11 (REF4,1-2)    (REF4,羅五:1~2) 

6 28 的猶太人 刪除至..(創:三:21) 6 倒數 2 人類有 人類有必要 

6 2 親情關懷 親情關係 7 2 中文板 中文版 

7 倒數 13   主崽 主宰 8 6 更可清楚的_ 從 

8 11 根深抵固 根深蒂固 8 13~24 驅 軀 

8 12 sin Sin 8 22 sin Sin 

 (II)  並將部份參考書籍列出如下: 

REF.1   Bible Hand book, By Henry H. Hailey  

Published By : Zondervan 

REF.2   The Word of God 
Published by: Sacred Heart League (Family Edition) 

REF.3   Romans 

Publisher . Westminster Bible Co. 

REF.4   Memorial Edition Holy Bible with Illustrated   

Publisher : Memorial Bible International Inc. 

REF.5   Interpreting Paul’s Gospel   

By  Westminst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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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離婚的陰影迎接陽光  - 第二篇                      蕭貞淑 
 
    認識她真的是一件快樂的事,她是我在學校認識的一個朋友,她長得清秀,非常健談,非常開朗,非常熱

忱,是個直腸子,是我們這群朋友中最年輕的,嫁了個有錢人家的家庭,她的婆家為了小孫子的將來,讓他

這唯一的兒子學廚藝終於那年他們也移民來美,他先生先在一家餐館當廚師,後來老板知道他是富家

子,於是提議讓他們入股這家餐館。 

    她原是佛教徒,婆家也是虔誠的佛教徒,忘了她是怎麼接觸基督教,當她一接觸後就非常的投入,非常

的熱心教會,常參加教會的聚會,祈禱會查經班都不缺席,她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他也帶領她先生去教會,

連她的公公婆婆都曾被她帶去教會。經過多年,他先生想去大陸做生意,於是退出這家餐館,到大陸設

工廠,這兒也只剩她們母子,於是旅居加拿大的婆家要他們搬去加拿大,也好有個照應,當時她的小孩還

很小,雖說她喜歡這兒,但也只好搬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她因小孩小,一時也無法跟老公去大陸,這讓她非常苦惱,對於老公只有思念,有次她想跟

老公去大陸,卻被老公拒絕,當然這期間還發生一些不愉快的事,她氣的賭氣說她要無條件的離婚,沒想

到她卻弄假成真,老公一口氣就答應她的要求,因為他老公在大陸有個女朋友,就這樣她糊里糊塗的離

婚,離婚後的她只好回到台灣去。 

     有一天突然聽到她老公在大陸車禍身亡,著實讓我們嚇了一大跳,全車就只他一個身亡,太不可思議

了,但堅強的她咬緊牙,跟婆家說她願意回來照顧小孩,直到他們長大成人,於是她又回到加拿大身兼父

職的照顧小孩。婆家因在台灣還有事業,因此公婆須常回台灣,最後在拿到加拿大的公民後公婆幾乎

都住在台灣,偶兒回來渡個假,她也樂的輕鬆的只要照顧小孩的一切就好。 

    那年她們為了小孩的將來上大學的問題,於是搬到西雅圖去,因路途遙遠,我們也很少碰面,去年跟今

年他來此玩,看到她真的好開心,因她是個樂觀開朗的人,在她的臉上看不到憂傷,只有快樂在她臉上,她

告訴我說她在加拿大,還有西雅圖都有去教會,也認識了好多朋友,在西雅圖她住的地方沒有華人的教

會,所以她們幾個家庭在星期日聚在一起做禮拜,她們也正努力的希望有更多的家庭來參加她們的聚

會,現在的她過的非常好,如往昔她還是那麼快樂那麼樂觀,在此也祝她一切順利,也祈求上帝看顧她一

家平安。 

 

                               東京尋古蹟(下)    蕭貞淑 

第四篇中伊豆修善寺之旅 
 

今天就要去仰慕已久的伊豆,這次的車票,Hotel 都是日本的旅行社幫我訂定的,原本我是自己規劃,

然當我請在日本的親戚幫我在日本打電話訂 Hotel 時,她告訴我,她們日本人出去旅遊都是請旅行社

規劃的,這樣比較方便,想想既是這樣,那我也省事,於是全權委託她幫忙, 在查詢伊豆的資料時,得知

11 月到三月是吃猪鍋及吃螃蟹的季節,2 月 10 日開始櫻花季,看櫻花雖只差幾天,而無緣看到滿是

櫻花季,但吃吃猪鍋也是滿誘惑我的. 

今日行程 

          東京  9:00  ->  修善寺   11:07 

          夜宿-湯島溫泉  旅館 

搭一早八點 Hotel 的接送車到新宿車站,轉搭＂JR 踊子號＂去中伊豆,從網友提供的網站上知道

可在修善寺買＂天城路 2 日 Free pass＂而日本的旅行社卻是幫我買了一張 修善寺->湯島溫泉   

的車票,算算我若要在這兒看那些景點,還得每站買票,是非常划不來,所以盤算後我也買了兩張 Free 

Pass ,開始我在修善寺之旅. 

  修善寺是一個小小的村,景點不是很多,笨笨的我倆拿著我們要去的地點問司機,我該搭那一班車,司

機說就這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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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溫泉區入口下車,但我一直認為應該是在修善寺下車,結果一站站過了,就是還沒看到修善

寺這站,只好趕緊下車,走了一段路,一點概念也沒有,也不知修善寺在那兒.我還跟老公說應該是一路

走上來就可看到了, 但背著笨重的背包有些吃不消,因在美國過慣了不大提大包小包,出門都是開車,

那需要這麼折磨自己,出來旅行卻得背背包,簡直要命,但又不能先去 Hotel,因不順路,於是老公說乾

脆先搭車去虹之鄉看看,順便上上廁所. 

  虹之鄉門票 大人 1200 日幣,我覺得非常貴,原想不進去了,但老公說既來了,就進去吧,反正以後也

不會再來了. 

  由於不是假日,所以遊客非常少,內有伊豆之村,加拿大村,------來到伊豆之村,遠遠上來一位おばさ

ん,迎著我們笑,呵 原來她是這家商店的老板娘,非常熱心的倒香菇茶給我們喝,說好冷唷暖暖身吧,還

忙著去烤香菇給我們吃,吃的我們有些不好意思,只好跟她說我們看完這個村後再來跟她買,經過幾個

店都是賣香菇,這才知道這兒盛產香菇,但我又不想扛回去,因這才剛開始我們的第一個行程,往後還有

幾天的旅程,最後只買一小罐香菇茶. 

  逛完虹之鄉出到門外問了收票小姐,修善寺要則麼去,近不近,她非常熱心的告訴我們,上車後也先跟

司機問了一下,司機真的好 Nice 到時提醒我們下車,還說要從那兒走,一看真的是應在＂修善寺溫泉

入口＂下車,這離車站只幾站而已. 

  一路走到修善寺,非常可惜,正在整修,無法參觀. 

“独鈷の湯＂聽說可治病 

  我們只看了這三個景點就搭車到車站,轉車去湯ケ島溫泉區,下車時剛好也有一位おばさん跟我們

一起下車,她知道我們要到たつた旅館,於是要我們跟她走,因她會經過此 Hotel, 就這樣一路跟她交

談,一路發抖的來到 Hotel,在門口還看到我們的名字寫在上面呢! 

  鄉村 Hotel 的人都不會說英文,所以我也只好用我這破爛的日文跟她們交談,呵還被稱讚我的日文

很好哩,真有些不好意思,而我也盡我所會的日文全搬上來了,還可以溝通算不錯了,只要來日本老公就

全靠我了,這讓我有些得意. 

  實在太冷了,雖還不算晚,但因天氣不好,非常陰暗,而老公病未康復,所以決定不再出去逛了,也真的

非常凍非常冷,不知是 Hotel 為了省電,還是因客人太少了,出了房門就沒暖氣,還是趕緊去泡溫泉,暖

暖身,只希望這樣會對老公的病好一些,這家的溫泉不是很熱,我倒覺這溫度得剛剛好,對我燙傷處也不

會刺痛,還算不錯. 

  吃完晚餐,生病的已沒體力了,加上我們時差還未調過來,所以一早就睡了,雖然我對明天的行程還真

的很擔心要何去何從,但算了,明天的行程等明天再說. 

  

                                 第五篇-追尋伊豆舞娘的步道 

 
  還是一早三點多就醒來,一來時差,二來一直想著今天的行程,該從那兒走起,想再翻翻書,也想早些去

泡泡溫泉. 

  離早餐時間還早,老公提議到外面走走,他說昨天有看到標示寫著＂淨蓮の滝＂入口,出去看看總比

坐在那兒煩好,也許早了些,天有些陰暗,當我們離開 Hotel 沒多遠就看到一個大的路線牌,也就是天

城遊步道的路線,真沒料到我住的地方竟是步道入口,太好了,我們真的不需花太多的時間去找,現只等

問男女橋在那兒? 

  當來他們來整理房間準備早餐時,我趕緊問他們該如何去男女橋,她說旁邊那條橋就是了,只要五分

鐘,我真的不敢相信,就在旁邊耶.而且在房間窗口就可看到了. 

  Check out 時也順便問清路線,再把行李暫放一下,輕鬆走去男女橋,沒有遊客,只有一位當地的お

じぃさん還有一隻小貓咪,當貓咪看到我們時,就棄牠的主人於不顧的一路撒驕跟著我們,跟了好久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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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覺得太丟臉了,只好把牠叫到旁邊訓話,這貓咪好像也聽懂主人的話,最後放棄跟我們回 Hotel

乖乖的回到主人身邊. 

  拿回行李後,原想照步道路線走,路線是   

   瑞祥橋->水戀島廣場->天城山莊->淨蓮の滝->猪村   所需時間 90 分鐘 

  那就走吧,才走一小段路,因背著背包,有些吃不消,更何況老公還在生著病,別折磨他了,算了還是放

棄吧,反正也只走了大約十幾分鐘而已,於是折回趕去搭 9:34 的車去淨蓮の滝. 

  一路走帶跑的去找站牌,此時看到一位婆婆,於是向她打聽 Bus 站在那兒,這位婆婆真熱心的帶我們

來到 Bus 站,站後有家小店,婆婆買了東西,也順便問了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否在此搭車,當她買完後也

沒想走的意思,一直陪我們等,陪我們聊天,實在覺得有些不好意思因為風大又冷,讓她陪有些不捨,於

是我請她回去,但她卻不在意的說她還要去別的地方,所以我也不好說啥了,等到車來了,她趕緊去問司

機可有我們要去的＂淨蓮の滝＂司機說有,,於是我倆趕緊上車,喔鄉下人好親切,親切到讓人有些受寵. 

  來到淨蓮の滝,尋問店員,這兒可有保管箱,那人指示到二樓去,二樓的人員說他們這兒沒有保管箱,你

就把行理放桌上,我們會幫你看著,呵服務還不錯,這又可輕鬆的逛了, 

 來 淨蓮の滝的人真多,而這瀑布真的好美好美. 

  接下來的行程是去水生地下走＂踊り子步道＂行程是 

             水生地下->舊天城隧道->寒天橋->二階滝  大約花了 1 個多小時 

  這次同行的有一對中年夫妻,呵有伴真好,這對夫妻走路的速度真快,我們直跟在後面,當走到舊天城

隧道時,又黑又長的隧道實在有些恐怖,燈光昏黃,有些地方還沒燈,一片漆黑,路上還有些由冰化成水

的濕地,真的要很小心的走,還好有那一對夫妻走在我們的前方,比教能壯膽,不過我們也看到了好美的

冰柱,只是這條步道的路面都是一些小碎石,我還曾滑倒,結果老公為了扶我,也被絆倒,結果是二人都

倒在地上. 

  由二階滝搭車到＂水垂＂只幾站就到了,司機怕我們不知地點,忙 指著左方說從那兒走下去就可

逛＂河津七滝＂,這條路一路都是下坡,可以看到五個非常壯觀的瀑布,一路下來還碰到有人反方向過

來,真的辛苦,因都是上坡,非常吃力, 

  走完這五個瀑布就到外面了,問了店家,店家指指前方,那兒有一個,另外一個是在我們投宿的 Hotel 

旁:＂大滝＂,這個瀑布是從一條小路走下去,這條路是一家 Hotel 的入口,所以有門禁,＂下午四點＂

就關門了,因此要觀看＂大滝＂需在四點前進去,不知 Summer 會不會改時間. 

  一路下來也滿累的,早早就回 Hotel 休息. 
 
                               
                                     第六篇-河津市警報聲聲響 
 

  今天的行程  早上 9:18  河津七滝-> 9:42 到河津車站  搭 10:08 踊り子 2 號->到小田原 

11:38 ->箱根仙石原文化セソター 

 

  河津七滝溫泉區入口,是個小小的村,許多的溫泉旅館,民宿幾乎都是在一條路上,商店也沒幾家,倒是

空氣非常的新鮮,是個很不錯的地方. 

  當車經過湯野,才驀然想起怎麼忘了來湯野,怎麼忘了------,但已來不及了,只好等待下次的旅程吧,

而離櫻花季只有一個星期了, 所以一路上看到早開的櫻花,非常美. 

   在河津車站看到一些＂お土産＂,實在有些受不了誘惑,下定決心想買一點點當伴手時,卻聽到警報

聲響不停,應該是河津市的警報在響,只見商店的老板都跑出來看,原來就在車站不遠處發生了好大的

火災,直冒濃煙,消防車也及時趕到滅火,所幸火勢也慢慢減弱了. 

    到小田原車站時,旅行社安排我們在此自行參觀後再去小田原,於是備有 2 張小田原到箱根仙石原

文化セソタ-的車票,但我們一點頭緒也沒有,不知該從那兒玩起,從 Internet 上得知可以買三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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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Free pass,費用大人每張 4130 日幣,於是我們找到了小田原旅遊服務中心,買了 Free pass 

先搭車到仙石原文化セソタ的 Hotel 把行李放好後開始我們的箱根之旅. 

  箱根的旅遊點幾乎是排列在一路線上,研究了一下地圖,第一個行程來到桃源台搭電欖車去大涌谷,

那知空中纜車因維修停駛,明天才開放,於是轉搭海盜船遊蘆之湖,船一路來到箱根町下了船去參觀箱

根關所(須門票),再搭車去＂小涌谷＂,轉搭電車去＂強羅＂,再搭電纜車去＂早雲山＂再搭空中纜車

去＂大涌谷＂,可是門票人員告訴我說空中纜車停駛,只好搭登山電車去＂箱根湯本＂走走,這兒幾乎

清一色的都賣＂お土産＂我們也不想扛著去富士山,所以只是隨便逛逛,因天色已暗,又冷,商店也開始

收攤了,只好搭 Bus 回小田原仙石原文化セソタ- 

  在這冷冷的天泡溫泉是最棒,Hotel 算滿大的,可是家庭溫泉區的水池上卻飄著小虫,窗戶旁結有蜘

蛛絲,或許是我們比較挑惕吧,這是我泡過的溫泉旅館裡感覺比較差一點的. 

 

 

 

 

     2006 重要日期預覽 
1/28 週六 除夕 

1/29 週日 Potluck to 慶祝新年  WPC are invited to join. 

4/2   週日日光節約時間開始 

4/14 週五 Good Friday 

4/16 週日復活節 WPC/TAPC and Prince of Peace joint sunrises worship 6:30 AM. 

5/14 週日 Pentecost. WPC/TAPC joint worship and communion at 10:45 AM.  

5/14 週日母親節 Mother’s Day. 

6/18 週日父親節 戶外禮拜 TAPC Outdoors Sunday worship. 

7/28~30 TAPC 靈修會 at St. Francis Retreat Center. Rev. William Chou is speaker 

for adult group. 

8/7~11 週一~週五 TAPC 夏日聖經學校 Vacation Bible School  

9/10 週日 Due-date for turning Year 2007 Budget by each group leader. 

9/16 週六 秋季大掃除 WPC/TAPC fall season clean up day 

10/7    週六 Moon Festival special programs, BBQ, sport and games 

10/29 Sunday.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11/26 週日佈置聖誕樹 Xmas tree decorations & hanging green 

12/9 週六 聖誕晚會 WPC/TAPC Xmas special program (Sunday school student) 

12/24 週六聖誕夜 Christmas Eve, WPC/TAPC candle night at 7:30 PM. 

12/31 週六 Farewells Year 2006 and welcome Year 2007. 

 
 

♡♡♡感謝 踴躍投稿的會友  ♡♡ ♡ 

♡♡♡感謝 貞淑 幫忙打好多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