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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靈成孕，從童女馬 利亞所
生；在本丟彼拉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了，葬了； 下到陰間；第三
天從死裏復活；後升天，坐在無所不能的父上帝的右 邊；將來要從那裏降臨，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靈；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復活；並且永生。阿門。  

 
The Apostles' Creed (Traditional Version)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Ghos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ead, and 
buried; he descended into hell;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sitteth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nce he shall come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Ghos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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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馬書主題研經（一）導論        賴弘專 
 —San Jose 台美教會 2007 年五月成人主日學—(**每日讀經表 8/21-9/4**)  
四次主題： 
1. 羅馬書導論；羅馬書中的福音 
2. 因信而得的義與行律法的義（亞伯拉罕為例） 
3. 猶太人與上帝的計畫 
4. 聖神大能中的生活&基督群體的倫理 
一、 羅馬書導論 
1. 羅馬書的歷史背景 

羅馬書寫於主後 60 年左右，此時基督教與猶太教發展的情況：猶太教在羅馬帝國各地
十分蓬勃，各地都有會堂，有拉比在會堂中解釋聖經；基督教可以說是猶太教當中的一
小支，中心是信靠耶穌為彌賽亞，在羅馬帝國是少數宗教。此時，聖殿還沒被毀（主後
70 年），但猶太人與外邦基督徒中間已經有些緊張關係。 

2. 羅馬書是一本什麼樣的書信？ 
a. epideictic letter：「頌揚共同的價值，鼓勵大家為共同目標而邁進」。參 14 章信心

「堅強」與「軟弱」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b. 一本討論上帝福音的書信 
c. 一本具教牧關懷的書信 

3. 羅馬城的文化與教會的情況： 
a. 羅馬帝國的統治：殖民帝國對人的分類；奴隸與自由人；凱撒的「福音」 
b. 羅馬帝國的宗教：非常多元的宗教，但無論何宗教，必須尊凱撒為神、為主 
c. 地中海的「尊榮與屈辱」文化：「誇口」的理由 
d. 教會的情況：教會是少數團體；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的緊張關係 
e. 保羅的宣教計畫：前往西班牙是他宣教的最終關懷 

二、 羅馬書中的福音 
1. 羅 1:16-17：羅馬書的總綱 

a. 凱撒的福音與基督的福音（euangelion）：凱撒的福音是用羅馬帝國的武力作為「拯
救」的基礎，帶來天下太平，凱撒也被視為神，在羅馬各地都有凱撒崇拜；基督的福
音則是以上帝的權能來拯救，不是施加武力，而是透過十字架上的寶血犧牲，使人稱
義、得赦，並得稱為上帝的後裔（8:14-15）。 

b. 為什麼「無掠福音做見笑」？「掠…做見笑」vs.「以…誇口」（2:17；4:2；5:11
「掠上帝做通誇口」；15:18「佇基督耶穌…誇口」）。 

c. 超越種族界限的福音：「欲救攏總相信的，代先猶太，後來希利尼」--對猶太的角度
來看，上帝代先揀召 in 做百姓；對希臘羅馬文化來看，猶太是二等的民族 

d. 1:14-15：「無論希利尼人、抑是番人、聰明的、抑是愚 gōng 的，我攏欠 in 的債」：
希利尼人是文明的；番人是未開化的，甚至不算為人（如西班牙） 

e. 「福音的內面有顯明上帝的義：對信到佇信」： 
上帝的義是— 
(1) 上帝的屬性或特質 
(2) 上帝的作為：上帝的「公義」、忠於盟約 
(3) 上帝的成就：來自上帝的義 

2. 羅 3:21-31「因信稱義」的福音 
a. 「佇律法以外有上帝的義已經顯明，律法及先知給伊作干證」：保羅發現人無法度靠

律法稱作義，總是律法與先知見證上帝以恩典賜人義的身分。 
b. 眾人攏犯罪，虧欠上帝的榮光：惦舊約中可以清楚看見人如何悖逆上帝、無法榮耀上帝 
c. 基督的恩典（3:24-25）：基督作為「挽回祭」，挽回上帝的忿怒，這是「白白的恩典」 
d. 上帝佇現今的時代顯明伊的義（3:26）： 
e. 免於「誇口」的自由：人無法靠自己稱作義 
f. 「人稱義是對信，˜是對趁律法」（3:28）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August 2007          p 3

三、 應用與問題討論 
1. 保羅說我們不再以自己的身分、行為（對律法的遵從）誇口，只誇口基督耶穌，不以福

音為恥，你有什麼體會？ 
2. 對於靠律法稱義與因信稱義之間的對比，你有什麼體會？ 
 
羅馬書主題研經（二）  因信而得的義與行律法的義（亞伯拉罕的例子） 

—San Jose 台美教會 2007 年五月成人主日學— 
 

一、 保羅對律法的詮釋： 
1. 什麼是律法（the law）？ 
      摩西五經—記載上帝與人所立的約以及人在上帝面前應該遵守的生活準則 
      文字的律法與口傳的律法（拉比對律法的再解釋） 
2. 律法本是使人活的道路：申命記記載律法是「生的路」--「人若行，就必因此活著」 
3. 律法使人知罪：「對趁律法無人會得稱做義佇上帝的面前，因為對律法是互人知有罪」

（3:20）。比較 2:12；3:31—律法是上帝百姓「應該」活出的，卻不見得能活出來。
（對 E.P. Sanders 的批評） 

4. 律法顯明人的罪，因而致到上帝的受氣：「律法是致到受氣；若無律法，就無犯著。」
（4:15）。罪惡透過律法引誘人，互人干犯律法，致到人得罪上帝招致死亡（7:9-13） 

二、 亞伯拉罕的榜樣 
1. 保羅怎樣看亞伯拉罕？ 

a. 保羅與當時猶太教諸作者，對亞伯拉罕的解釋有明顯的不同：亞伯拉罕是以色列人最
自豪的祖先，是上帝所揀召欲來祝福列邦的。但對當時的猶太人來講，亞伯拉罕之所
以蒙上帝祝福，是因他順服上帝的誡命，通過了上帝的考驗（例如：獻長子以撒），
他在行為上沒有一點瑕疵。因此，在當時許多猶太教的著作中，亞伯拉罕成了猶太人
「所行完全」的代表（參見禧年書—The Jubilees。）但保羅認為，亞伯拉罕不是因
為行為完全，才得到上帝的揀選與稱義。 

b. 你認為上帝揀選亞伯拉罕，是因為他與眾不同，或是因為上帝特別的憐憫？ 
2. 亞伯拉罕不是對所行稱義： 

a. 亞伯拉罕的信先於受割禮：割禮只是「因信而得的義」的印記（4:10-11） 
b. 上帝的應允先於律法：亞伯拉罕不是因為行律法而能承受上帝賜的產業（4:13-16） 

3. 亞伯拉罕是因信而稱義： 
a. 恩典：「亞伯拉罕信上帝，就給伊算做義」（4:3）。這種義是上帝無條件的施予，

不是因為人有多好（想想亞伯拉罕在埃及的例子：他為保全性命而謊稱撒萊是他的妹
子，但上帝仍稱他是「義人」，這代表什麼？） 

b. 亞伯拉罕的信是所有信上帝的人的榜樣（4:11）：這樣的信不是以割禮為基礎，所以
外邦人透過信，也能成為上帝稱義、揀選的人 

c. 亞伯拉罕在撒拉生子的事件上展現了信心（4:19-22）：「伊看上帝的應允，也無對
m ̄ 信來搖疑。」（這是保羅的詮釋：事實上，我們知道，亞伯拉罕的信心並不是始
終堅定。那麼為什麼保羅這樣詮釋？） 

d. 亞伯拉罕在撒拉生子事件上的信心，成為所有基督徒對基督的信的預表（4:23-
25）：咱若相信使基督復活的上帝，「也欲給咱算做義」！ 

三、 反省與問題討論 
1. 什麼是「互上帝稱做義」？你曾經想過嗎？基督徒的生命若有上帝稱做義，會帶來什麼

樣的不同？ 
我個人認為，被上帝稱為義，是彰顯了上帝的權能與憐憫，是給我們生命有新的動力去
面對罪惡的權勢。 

2. 你是怎樣了解舊約中的律法與恩典？從保羅對亞伯拉罕故事的詮釋中，你對舊約有什麼
新的了解？ 

3. 從亞伯拉罕的信心之旅來看我們自己的信仰歷程：你認為信是上帝給的？還是自己意志
所生的？上帝又會怎樣看我們的信仰起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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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書主題研經（三）  猶太人與上帝的計畫 
   —San Jose 台美教會 2007 年五月成人主日學— 
 
一、 猶太人/以色列人的問題（The Problem of Israel） 
1. 在保羅寫作的情境中，猶太人在上帝拯救計畫中的角色成為很關鍵的問題。猶太

人（Jews）自稱為以色列人（Israelites），以色列（Israel）意為「上帝爭戰」或
「與上帝爭戰」，他們具有上帝選民的身分。事實上，基督教的福音也是從以色
列的根源而來，基督就是以色列眾先知所應許的彌賽亞，照理說，基督教與猶太
人應該密切相關才對，然而，許多因素，使得許多第一世紀的基督徒認為，猶太
人與基督的福音隔絕。釐清名詞— 
以色列人（sons of Israel）：猶太人的自我稱呼 
猶太人：血源上屬於南國猶太的後裔，大多奉行猶太教。外人常以此稱呼他們。
但須注意，第一世紀時也有猶太的基督徒，並有認同希臘文化的猶太人（如希
律）。 
猶太教：第一世紀時已有多元的發展，至少包括撒都該人、法利賽人、愛色尼人
三種團體。保羅在羅馬書中所對話的對象，主要是法利賽人，他們恪遵律法
（2:17-19），奉行敬虔的敬拜生活，安息日在會堂聚集，法利賽派可說是當時猶
太教的主流。 

2. 問題在哪？為何許多當時的外邦基督徒以為猶太人已經不再是上帝的選民？ 
a. 猶太人不接受基督為彌賽亞：無法接受「信基督稱義」的想法。 
b. 「替代主義」（supersessionisn）的思想：認為教會已經取代以色列成為上帝的

選民（見 11:18-19） 
二、 保羅如何處理以色列的問題：羅馬書第 9-11 章 
1. 保羅以自己猶太人的角度，表達對以色列極大的同情，並肯定上帝對以色列的揀

選： 
a. 9:1-3：為了他的「骨肉的至親」，保羅願意受咒詛，離開基督 
b. 11:1-2：他是亞伯拉罕的後裔，便雅憫的支派。「上帝未曾棄捨伊所代先知

（chai）的百姓。」 
2. 第九章：上帝揀召的原則是照伊自己的旨意 

a. 以色列過去是上帝所揀選的百姓，有律法、諸約、應許（9:4-5） 
b. 但上帝的揀選不是因為他們的義，而是因為上帝自己的憐憫：見 9:12。保羅以

以撒和雅各的例，說明上帝的揀選不是照人的行為，而是在於祂自己的呼召。
「欲互上帝所揀選人所定著的旨意會久長佇的，不是出於所行，是出佇召伊
者。」（9:11b） 

3. 第十章：上帝猶原透過先知與基督，傳福音互猶太人聽 
a. 以色列已經聽見上帝的福音：10:16-18 
b. 上帝使用原不是他的百姓，來激起以色列的奮志（10:19） 

4. 第十一章：以色列的跌倒乃是促成外邦的得救，而外邦的得救將要激起以色列奮
志 
a. 上帝照恩典在以色列中揀選餘民：11:2-5 
b. 外邦的得救將要激起以色列奮志：11:11-12 
c. 橄欖的比喻：11:24 
d. 最終以色列都要得救：11:25-26, 32 

三、 反省與問題討論 
1. 以色列絕對不是被替代、被棄捨的選民，上帝仍然憐愛他們，因為「上帝的恩賜

及召人攏無退悔」（11:29）。反省我們今日對猶太人的態度如何。 
2. 思考上帝拯救計畫的奇妙：11:32。上帝使用人的軟弱，來成就祂的拯救，我們如

何以這種眼光來看待自己在上帝計畫中的角色，以及普世教會的發展？ 
舊約與新約的連續性：上帝在舊約中所立的約並沒有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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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書主題研經（四）聖神大氣力中的生活&基督徒群體的倫理 
—San Jose 台美教會 2007 年五月成人主日學— 

一、 聖神大氣力中的生活（第八章） 
1. 聖神的工作： 

(1) 「澆灌」的工作：將上帝的疼「灌沃」於我們的心中（5:5） 
(2) 引導的工作：引導我們認基督為主，使我們不再因審判與上帝隔離，而能稱上帝為父

親，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後嗣：「...lín ˜是受著奴僕的神，致到閣驚惶；就是受著設立
做子的神，對按呢咱叫講：『阿爸！父啊！...』」（8:14-16） 

(3) 印證的工作：聖神是上帝賞賜給我們的「印證」，因為聖神奇妙的工，我們得知自己
是上帝的後嗣（8:16-17）。 

(4) 扶持的工作：在我們的軟弱中，聖神扶持我們，即使我們失去禱告的動力、不知如何
禱告，聖靈也為我們代求，使我們能行在上帝的旨意中。「...聖神也親像按呢扶持咱
的軟 chiáⁿ，因為 m̄ 知影著怎樣祈禱照所應該的，獨獨聖神家己用 bōe 講出的吐氣替
咱求。」這是很奇妙的工作，也是轉化生命的工作，使我們一步一步更像基督，更體
貼上帝的旨意！可以比較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的禱告。 

2. 我們要如何順趁、迎接聖神在我們生命中做工？ 
(1) 肉體的律與聖神的律每天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爭戰：如果順趁肉體，就會與上帝為敵；

順服聖神，就能體貼上帝的意思。（8:6-8） 
(2) 信靠基督所成就的功勞：基督已經在肉身成就了順服上帝的款式，使「律法的義」在

我們身上得到滿足（8:4）。因此只要我們信靠基督，祂復活的能力（聖神的氣力）
就會改變我們，使我們能治死肉體的惡行，活在上帝的旨意中。「伊的神若 khiā 起
佇 lí n，就互基督耶穌對死人中復活的，也欲將伊的神...互 lí n 的身軀復活」
（8:11） 

(3) 順服聖神是每天的爭戰：每天我們都要倚靠聖神來脫離肉體的私慾，活在屬於上帝兒
女的生活中。（8:13-14） 

二、 基督徒群體的倫理（12:1-15:13） 
1. 在羅馬書中，保羅闡述了因信稱義的福音原則之後，最終的目標是教牧的關懷：一個蒙

上帝揀選的、無所可誇的教會群體，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一個喜好比較尊卑貴賤
（猶太人、希利尼人、番人；信剛強的人與信軟弱的人）的團體中，如何實踐基督的
愛？這是十二章至十五章所要處理的問題，是非常實際的倫理問題。 

2. 保羅基督徒群體倫理的出發點：基督憐憫性的拯救以及基督的捨己。 
基督憐憫眾人，使眾人得稱為義----所以沒有人可以誇口，大家都是蒙恩的罪人，在上帝
面前都是平等的。 
基督為眾人捨己，為要拯救眾人----所以我們不再為自己活，是為基督活，為兄弟姐妹、
為厝邊來活、為「他者」活。「因為咱若活，是為著主來活；死，也是為著主來死。」
（15:8）。「咱諸個會的人應該著擔代 boē 的人的軟弱，m ̄ 通求自己的歡喜。咱逐人著
互厝邊歡喜，互 in 得著好處來建立」（15:1-2）。 

3. 基督徒的群體是一個各盡其職，在基督中各自發揮恩賜的團體：人不是單獨的個體，而
是與教會聯繫在一起（12:3-8）。我們有看到自己在基督身體中的位份嗎？我們有發揮
好自己的恩賜嗎？教會需要的不是同一種人，而是各種不同的人，上帝使用那些看來卑
微的人來完成祂的託付。 

4. 基督徒的生活：同患難、同歡喜的生活，在團體中應彰顯對出外人、對卑微者的照顧
（12:9-21）。 

5. 基督徒群體的指導原則：「疼厝邊親像家己」（13:8-10），要永遠以疼人為虧欠！ 
6. 超越「軟弱」與「剛強」：在基督徒群體中，可以容納不同----保羅在十四章提到「信軟

弱」與「信剛強」者的爭辯，這是由於飲食規範不同所引起的，背後也牽涉到不同的信
仰模式（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但保羅提醒，只要是發自對主的敬虔，應該彼此
接納，共同追求更重要的「上帝國的義，及平安，及佇聖神的歡喜」（14:17）。保羅處
理的模式，顯示基督徒群體中可以容納不同，在差異中找到共同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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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歌-聖詩精選                 陳莉莉  
 
 (1)我心大歡喜，主站身邊(Blessed assurance)聖詩# 480  
一般的詩歌，大多是先有詞，再有曲。這首台語聖詩 480 正好相反。作曲者 Mrs. Phoebe. 

Knapp( 1839~1908)是一位業餘的音樂家，她的丈夫是 Metropolitian 人壽保險公司的創辦

人。她的家境奇富，當時美國總統、州長、參議員都是她的座上賓。有一天 Mrs. Knap 彈

奏此曲調給盲女詩人 Fanny Crossby 聽並問她說：[這首曲子妳覺得聽到了什麼？] Fanny

立刻回答說:[ 我心大歡喜，主站我身邊。]隨即寫下三段歌詞，這首著名的聖詩就因此誕生

了。Fanny Crosby 小時因醫生開錯藥方而倒致眼瞎。她出生貧窮，父母早逝，由祖母養

大。Fanny Crosby 從不因瞎眼而自憐，她說她的瞎眼是上帝的意思，因為＂在這塵世我看

不到，但當我安息時就能看到，我首先看到的將是耶穌基督。我的肉體成天生活在黑暗之

中，使我能在讚美上帝方面和帶領一些失落的靈性由黑暗到永恒光亮的方面，更有準備。

如果我能看到東西，我一定會分心而無法寫這麼多歌詞＂。她寫了好幾千首詩歌詞句，在

美國南北戰爭時，軍隊裏的士兵特別喜愛這首聖詩，它帶給人勇氣力量和安慰。  
約翰 20:19 中耶穌對質疑的多馬說：[你因看見了我才信，那沒有看見就信的，有福了！]我

們常常處在福中不知福，非要像多馬一樣，用肉眼看到才要確信上帝的存在，福氣也就因

不信而從身邊溜走。Fanny Crosby 是個真正有福的人，因為她堅強的信仰，讓她體會到祝

福，這，大概就是此首聖詩最大的信息吧！  
歌詞如下： 

1. 我心大歡喜主站身邊，雖然在世界如準在天，做上帝後嗣滿心歡喜，救主用寶血洗我清氣。  

2. 虔誠來順服心內安寧，天堂的福氣如在目前，天使亦降落與我往來，播揚主耶穌慈悲心懷。  

3. 專心來順服凡事平安，信靠我救主福氣無限，儆醒來聽候盼望主來，站在主耶穌滿心仁愛。  
(和)今我愛播揚冥日讚美，為我主耶穌贖罪功勞。今我愛播揚冥日讚美，為我主耶穌贖罪功勞。  
  

(2) 為著美麗的地面(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聖詩 65  
本詩作詞與作曲者 F. Pierpoint 1835 年生於英國，曾在大學教授古典文學，後來成了一位

獨立作家。雖然寫了不少詩歌散文，歌頌他對大自然的愛，但只有此詩[為著美麗的地面]至

今仍被採用在聖詩裏。此詩是他 29 歲那年所作，原是為著聖餐禮拜而用，後來在感恩節中

成為受歡迎的聖詩。  
傳道書 3:11 說神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因此，我們要常常吟詩讚美萬能的創造主。神

創造天與地，創造美麗的世界，除了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讓我們取之不盡，用之

不竭，衪也帶給我們永恒生機與盼望。  
歌詞如下：  

1. 為著美麗的地面，為著燦爛的星辰，為著阮出世以來，所受一切的慈愛，天父上帝阮齊聲，

讚美稱呼祢尊名。  

2. 為著逐時的景緻，無論冥日美無比，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辰照光明，天父上帝阮齊聲，

讚美稱呼祢尊名。  

3. 為著耳目的福氣，為著心神的歡喜，賜阮五官可欣賞，有聲有影得恩寵，天父上帝阮齊聲，

讚美稱呼祢尊名。  

4. 為著溫暖的家庭，兄弟姐妹父女情，天頂地上好朋友，關心看顧又溫柔，天父上帝阮齊聲，

讚美稱呼祢尊名。  

5. 為著主至大恩惠，白白賞賜阮人類，聖神恩典與人情，地上生活與永生，天父上帝阮齊聲，

讚美稱呼祢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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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歌似的行板( Andante Cantabile)             陳莉莉  
     在最後一次媽媽班的音樂欣賞課裏，我為她們介紹了俄國音樂家柴可夫斯基的一首弦樂
四重奏的第二樂章-Andante Cantabile。這首從容優雅，如泣如訴的旋律感動了許多媽媽的
心。好的音樂的確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因為早在 1871 年，它的首演即已獲得了極大的成
功。1876 年，[戰爭與和平]作者托爾斯泰訪問莫斯科音樂學院時，欣賞了這部作品，他懷
著激動的心情寫信給柴可夫斯基，給予高度的讚譽。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說：“我的音樂
能夠使你感動和著迷，我個人深感幸福和驕傲。＂並在日記裏寫下了這樣一段話：“在我
的一生中，我的作曲者自尊心也許還從不曾得到如此的滿足和感動，因為托爾斯泰坐在我
身旁，他聽我的第一號四重奏行板時落下了淚。＂這部四重奏很快就在西歐上演，特別是
它的第二樂章[如歌似的行板]更被改編成各種器樂獨奏曲，風靡一時。有一段時期，[如歌
似的行板]幾乎成為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詞。 
     在音樂術語裏 Andante 意思是[如走路一樣的速度]，cantabile 是[如歌似的]。當這兩個
字在樂譜上擺在一起時，便是要求彈奏者用[心]彈奏，不疾不徐地奏出如歌似的旋律。在個
人彈奏的曲目裏，我極偏好歌譜上印有[Andante Cantabile]的樂曲，似乎惟有這樣的音樂
才能放慢我匆忙的脚步，以平靜柔和的心來彈奏。 
     在矽谷，被這個財富中心論所迷惑的繁囂心靈，常使人一根蠟燭兩頭燒，要過著隨心所
慾的生活的確是一種奢望。走過半世紀人生之後，突然發現最嚮往的兩個字，其實只是[簡
單]而已。近年來更深深體驗到奢華愈少，舒適愈多；多一分從容，少一分忙亂，便會換來
內心的豐饒。前陣子，很羨慕一對夫妻友人。他們在養兒育女責任已了之後，辭去矽谷雙
薪的工作，回到偏遠的台東，買了一棟透天厝，天天在溪邊捕漁蝦，吃著自已種的蔬果，
生活簡樸到極點，並用剩餘的積蓄買了一塊地蓋了一間孤兒院，將後半生的財力、精力，
全拿來照顧二十多個無父無母的孩子，實踐了長年以來掛在嘴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夢
想。志同道合的夫妻倆捎來信函說，[此刻山居的歲月，身貧而心富；雖只花棚石凳，却步
調緩慢優雅，日日如歌。為需要的孩子付出，生命愈有澄澈之樂。]想到他們的生活意境，
柴可夫斯基[如歌似的行板]，那段美麗的旋律，不知不覺地浮上我的腦海。這位朋友，出身
農家，熱愛大自然，熱愛朋友，熱愛生命，常說：[人的一生不算長，生命的價值不在於汲
汲營營過日子，或賺了多少錢，而在於用心思考生命的意義，做出利益別人的事。]尚無法
過處在布衣、陋室，尚無法完全拋空自己，心境寬廣的我，此生大概做不到他們為別人所
付出的，總覺得他們高貴的情操正如同腓力比書 4:12 所言[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
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都得了秘訣。]聽道又行道，我
深深的以有這樣的朋友為榮。 
     去年夏天有機會在醫院當義工，每天經過產房，轉個彎，則進入安寧病房，喜劇與悲劇
似乎只在一線之間，令我感觸至深。在安寧病房服務時，每週一早晨帶著小 keyboard 彈詩
歌給病人聽。有許多過去有權有勢的長者，與死神博鬥時心靈都十分脆弱，一再央求我每
週多去幾次。一回，得了胃癌的病人聽著我彈[如歌似的行板]，淚水不停地流著，祈求上帝
讓他的人生重來一次，他要活得簡單，活得從容，活得優雅。他要有時間閱讀、看花賞
雪、聆聽音樂、陪孫子玩球，仰望高山，聽河水流盪----他更要慢慢地享受家人盛情準備的
佳餚。此時此刻，飯香、菜香、湯香，對他而言，頓時成了最昂貴的禮物。每次看著他辛
苦地用鼻管餵食，走出病房時，我的心常常沈重如鐘，他的奢望人生重來一次，也讓我想
起曾經讀過的一首詩[如果生命重來一回]---------- 
     [如果生命重來一回，我會放鬆自己讓生命更溫柔，我會放手讓別人有所機會，我會對
身邊的人不再那麼斤斤計較，我會多去看這個美麗的世界，我會多與我的家人在一起，我
會多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然而人生是沒有如果的，它不會重新再來一回。因此，在我剩餘
的年日裏，求主幫我記取我心中的遺憾，讓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我心裏，做一個討主喜悅
的人。] 
     生活在 21 世紀的我們，很難像[湖濱漫步]的作者梭羅一樣，帶著一把斧頭便進了森
林。然而，活得有健康，活得有智慧，活得有價值，活得有愛心，活得有品味，活得有平
安，應是我們人生下半場的追尋與目標。整頓疲倦的身、心、靈，讓工作、休閒兼容並
蓄，聆聽松濤，諦觀風雨，仰望星河，勤讀聖經，相信[如歌似的行板]必能成為我們生命的
節奏，富足的人生亦離我們不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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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隆去短宣                                   隆純貞 

     去年(2006)二,三月時,雅如問我要不要讓 Joseph 跟她們 Brian 一起去參加為期二周半
的＂I love Taiwan＂ Mission,於是我們填了表格,他寫了一個短短的有關信仰的自傳,.蓋了
一個台美教會的印章,就送過去了. 
     我當時對著個短宣沒什麼期望,只是想這裡高中生很多去墨西哥蓋房子,雖然 Joseph 高中
有修西班牙文,但是＂肥水不落外人田＂我們還是比較願意回餽給我們的故鄉台灣.在這之前
2005 年的 X＇mas 我們全家回台約二周,這是 Joseph 第二次回去,對他而言,台灣只是他爸爸
媽媽的故鄉,他只是陪著我們回去解解我們的思鄉情.讓他自己去台灣也許他就對台灣有直接
的感情,有他自己的台灣朋友,而且我做媽媽也覺得應讓飯來還不一定張口的少爺兒子去吃吃
苦,去服侍別人.在二月底我們就知道他被派去汐止長老教會(Brian 則被派去台北大橋教會)雖
與當初想像吃苦耐勞的訓練不同,但是就當做他去練習獨立好了. 
     六月底 Joseph 第一次一人搭機回去,台灣那裡有人會來接送這些外國孩子,他們是在新竹
聖經書院開幕禮拜,然後訓練才分發,在汐止教會有二個要讀研究所的大男孩領著 Joseph 及
一個來自 Canada 的醫學生,跟一位活潑的南加州陽光女孩,算是一個 Team, 他們第一週早上
跟青少年團契一起查經,中午吃便當,然後準備夏令學校的教材,傍晚五點就開始忙.這年輕的
一代運用先進的儀器照像及錄影燒成 DVD,我們看到了 Joseph 像我們當年參加青少年團契
唱歌,玩跳繩,假裝在沖浪-----他們還帶主日學的小朋友去鶯歌的陶磁博物館遠足.他回美的那
天,穎哲正好帶 Joshua 去密西根參加音樂營,Joseph 在我開車載他回家的路居然又唱又比動
作,跟他一直很 Cool 的作風完全不同,讓我非常非常驚奇的重新發現他的另一面他的國語講和
聽卻進步很多,他帶回來的歌本有汐止朋友幫他整面密密麻麻的注音,只可惜他說他講得太慢,
沒辦法跟上只好從頭＂啦--啦--啦—“到尾,他在汐止也幫忙青少年彈琴,也學了五句洋腔洋調
的台語回來. 
     今年我們非常高興的再買了機票把他送回台灣去,最初他是被派在南投縣的牛眠教會,我
們對南投沒什麼概念就打開地圖一看,原來是台灣的最中心點,不過 Joseph 卻打電話回來說
他被派在花蓮,是什麼教會他也搞不清楚.後來我花蓮教會姐妹說恩隆被派在鯉魚潭再進深山
裡的重光教會.我聽到他去花蓮教會,真是感謝神在眷顧,因為照顧這些原住民一直是我心裡的
夢.從我外公學山地話進去山裡傳道,外婆在芥菜種會當主任,媽媽以前也在畢士大教山地的殘
障女孩子,現在居然由 Joseph 來幫我實現,但是我也知道這會是不容易的.於是就鼓勵他要多
主動幫忙,並且一直為他禱告求神賜他力量,能做光做鹽 
     這次 Joseph 這一組共六人,其中有一位來自南韓 27 歲計劃當牧師的青年,外加二個 20
多歲來自馬來西亞及新加坡的女孩,加上二位,一位是來自台中,一位是原住民.山上的蚊子非
常凶猛,美國的驅虫藥完全沒用,但是他們常常吃魚,Joseph 打電話稱讚魚好吃,因為新鮮吧!從
他們拍回來照片,看到這些會友很熱忱招待他們,他們他們吃好多種不同的青菜,餐餐有魚,偶
而有雞(倒沒有猪肉)非常豐富,他們也同小朋友及青少年去河裡游泳,及騎摩托車坐卡車夜遊
差點還要打獵,但因大雨作罷.  他們的牧師還做許多木琴,(只有四個音),大家一起彈唱,他們教
英文,做勞作------基本上除了睡覺,都在陪這些孩子.這些孩子非常喜歡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早
就會來叫他們起床.他們學不會＂Joseph＂這個名字,有人叫他 Jason 有人叫他 Harry Potter, 
因為 Harry Potter 是個帶眼鏡的瘦男孩. 
     Joseph 回來後,這些孩子很想念他,我們渡假那週,有一二十通他們要找恩隆的電話,他們打
來也不管白天晚上,我連續四晚半夜 3,4 點接到他們的電話,雖然我告訴他們這裡是半夜,恩隆
在睡覺.恩隆也打電話回去,我要恩隆像大哥哥鼓勵他們好好讀書,我在一旁陪他打電話,或翻
譯及解釋恩隆聽不懂的句子(這些孩子說話有點山地腔),我也跟他們聊天,他們還問我是不是
恩隆的女朋友,恩隆趕忙說＂不是,她是我媽媽＂總之這些孩子很單純,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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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台灣宣教營是從 2002 年度開始,一群近 40 人 PC USA 的牧師長老與青年到台灣,經
台灣總會青年事工委員會的配合在 13 間平地與原住民教會從事夏季學校的服事,後來新加入
美國長老教會台灣人教會聯合會(NTPC 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ouncil), 印度長
老教會(PCI), 韓國基督長老教會 (PROK),英國聯合歸正教會(URC),加拿大長老教會(PCC)-----
等.每年中會青年事工委員會將有合作意願的地方教會,將適合教會申請條件的青年(16 到 35
歲)差派參加服事.今年有 19 間教會參與,其中有 10 間是屏東花蓮台東的原住民教會. 
     我以為今年恩隆吃了苦明年大概不敢再去了,我問他,他居然沒有猶豫的說好,就像不久前
的客座牧師陳振鴻說他去各地短宣的經驗,其實真正得到最多收獲是恩隆他自己.  
 
 
                                                                     人物介紹:                       蕭貞淑 
人物介紹: 謝明煌兄弟 ,李素邊姐妹 
 

 
 
    年輕時移民到阿根廷,在那兒打拼了 20 年,也

在那兒認識了陳金樹長老,張郁男長老,他倆更

是用心做教會的事工,令人敬佩的是他倆都是第

一代的基督徒,而都願意奉獻自己有限的能力給

教會. 

       一年多前由阿根廷搬來加州 Sunnyvale 居

住,是我們的新會友,育有二男一女,女兒嫁來南

灣,二兒子定居台灣也於不久前成家立業了,目

前只剩大兒子未婚,小孩都已有自己的事業,生

活天地,以為他們就此退休享福了,但事實＂

不＂,他們不想浪費上帝賜給他們這美好的日

子,一面從事機場接送,一面還做推拿的工作.來

充實美國的日子.真是活到老也要動到老,雖說

他們還正值壯年. 

       而他們的見證就是來到這兒一切都＂稱心如

意＂也是上帝賜給他們最好的禮物,期望來年我

們的同工也有他們的參與.祝福你們一家!!  

人物介紹: 楊柏峰   許雅昕  

 
   二人從小在加拿大居住了十幾年,一年

多前移居美國,今年的六月才搬來南灣,目

前先生在南灣上班,太太在家當賢妻. 

  太太-雅昕是個基督世家,從小就是在教會

出入而先生可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想來應

該是受太太的引導來到上帝面前傾聽上

帝的真理感謝上帝 

  結婚二年多終於有了小寶寶,就在這個月

即將當新鮮父母,相信這個小寶寶的到來

是他們全家既期待又興奮又快樂的一件

事.讓我們也來祝福他們更願上帝賜福給

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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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台記                         蕭貞淑 
                              第四篇-吃在台灣豆菜麵 
     之前 Ray 已承諾我們回去一定帶我們去吃白河的豆菜麵,還有去大鋤喝 Coffee 跟觀賞他們用鐵

片製成的藝術. 

     住在台灣的時候沒聽過豆菜麵,這也是 Ray 他們無意中吃到的,原來白河菜場內幾乎都是賣豆菜

麵,,  豆菜麵是乾拌豆芽菜,再淋上他們獨門的醬汁,雖沒有肉,卻也夠香,只是去年他們來吃時一碗才

10 元,沒想到今年元月開始全面漲為 15 元,既漲價那麼麵也大碗了,一碗也夠了,再加上一碗豆腐湯

也夠飽了, 

     人總是好奇的,我開始做歷史背景調查,麵攤的老板娘告訴我們豆菜麵是白河的特色小吃,他們已

是第三代,現在是哥哥掌攤,她已出嫁了,但每天都會來幫忙,因位於市場內,所以營業時間是一早開市中

午 1 點收市原因是要配合來買菜的菜籃族囉. 

         六溪電影文化城 

       它位於白河的郊區,佔地非常大,許多電視公司都會選擇在此拍攝,聽說＂飛龍在天＂也是選擇在此

拍,巧的是最近我們這裡中文台的大愛電視劇內的景全都是這兒的景,讓我再次回味,他們的特色全都

是民國 40 幾年時的景,看到那些景就會讓人掉入時光隧道,好熟悉的垃圾桶,記得小時候家前也有一

個那種水泥垃圾桶,只是不知從何時那垃圾桶被拆走,我也一直努力的想,當時的垃圾是誰來清走??至

今仍沒答案! 

       這裡的工作人員非常親切,看到我們瘋瘋癲癲的,也跟這我們 High 起來,還免費給 Ray 的弟弟戲服

穿,她說這是要收費的,但今天老板不在,也沒啥客人就讓我們玩玩吧. 

  Ray 的女兒倒是迷上那麵攤,開始當起麵攤老板賣起麵來,女生就是女生,總離不開材,米,油,鹽的,看來

她以後一定也是個好主婦囉 

       走出外面碰到影城老板,他看到老公的相機走過來跟我們聊天,世上竟有這麼巧,當 Ray 的弟弟談

起他們在斗六是開 Hotel 的,這一說原來這位老板也認識他老爸,聊了一會兒,他希望老公幫他拍的照

片能 E-Mail 給他,接過他的名片上面印著董事長＂林務局＂,我們還想說他是在＂林務局＂上班,研究

了半天原來他的名字就是林務局,取得真好.你說不是嗎?!! 

          大鋤花間咖啡 

       這也是 Ray 他們之前來過的,他曾說這家主人非常有創意,把鐵片巧手做成貓頭鷹,最近這兒的世

界日報也報導那位創意者的故事,當然大鋤花間的主人不是原創意者,看到那些手創的貓頭鷹造型真

的好美,顏色的調配非常鮮豔聽說製作之前要先畫好圖型再用釘子釘洞,聽起來簡單但不知做起來是

否那麼容易了.之前有間工作室讓你親身體驗製作樂趣,但這次去時他們不再提供這個服務了,不過來

此喝喝咖啡,吹吹風看看風景,欣賞他們的藝術創造,也是一種享受.  

                       第五篇-吃在台灣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卉研究中心 

     今天是一個豔陽高照的星期天,就在去斗六的途中,Ray 的弟弟說在公路上有一花卉中心,那兒種

了許多品種的花,非常漂亮可以進去欣賞. 

     在守衛室辦了入園手續後,就可進去了是免費的.一大片的花園種了許許多多的花卉,我這花痴,對

於花我僅止於賞花,花名我可是一竅不通,不過這並不妨礙我喜歡美美的花,種美美的花,當我看到那

是＂波斯花?＂還是＂萬壽菊?＂已經開始花謝結子,我告訴姊說那些枯了的花朵內都是種子喔,趕緊

收集一些種子回去種.當然我也帶了一些回來種,現在正是美國的花季那天我把那些種子撒在前院,還

有我 DIY 過的鐵罐內栽種,目前已長出幼苗了,這可是我這次回台的一大收穫. 

      牛肉麵 

     到斗六已經是午餐時間,要玩也得先把肚子填滿,說到斗六是 Ray 弟弟的地盤,他說有家麵店還不

錯,由於是中午時分,餐廳外已排了好多食客,好不容易有了位子,我們趕忙佔好位子,再點餐,他的麵還

不錯吃,也便宜,在台灣只要不到大餐廳吃,我覺得好吃又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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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坪枝仔冰 

     路過二坪,Ray 的弟弟問說要去吃冰嗎?哈那還用說吃啦 前幾年去埔里時也來吃過,還記得它的

味道呢,雖然天氣有些涼,但來吃冰的人還真是不少!果然是好冰,人人愛 

      九族文化村看櫻花 

     來到九族文化村因已過了 2 點,門票有優待. 

     當我們搭纜車到山上意外的看到整片的櫻花樹開滿了櫻花非常美,是今年的氣候暖和,還是-----,在

一月就能看到櫻花了,每個遊客都不約而同的拍照留影,還有人拿著白紙當背景的用手機來拍櫻花,真

懷疑用手機拍出來的照片會好看嗎?!  

                回台記 第六篇-再次出糗  
     老公早我一天搭高鐵去台北上班,我遲一天也搭高鐵北上.老公到了台北後就趕快打電話告訴我要

如何轉搭捷運,怕他笨笨的老婆迷失方向,千交代萬交代的. 

     帶著興奮的心情找到位子坐下來,旁邊是位年輕的小姐,帶著笑容跟我打招呼,就這樣開始我們的

交談,雖然這次回去還是免不了又是講話講到沒聲音,但我仍很樂意跟她聊天,她告訴我說她是早上從

台北去高雄出差,事情辦好了要回台北,有了這高鐵實在真是方便,只要一天就能南北的來回,她說她是

在台北的家樂福上班,是採購人員,需要時常出差,現在高鐵讓她省了好多時間,真是太好了,看來她應該

是個滿能幹的人,-----------聊著聊著一轉眼板橋就到了,她知道我還要轉搭捷運,好心的帶我來到往捷

運的路線指點著,怕我走丟,真是貼心的小姐,現在想起那幕 倒很像一個鄉下老婆婆被一位好心的小姐

在指點迷津 哈!不過真的好感謝她,在這趟旅途有她的陪伴,在此祝她早日找到她的＂如意郎君＂＂白

馬王子＂.而我也順利的來到台北,在出口處,老公已等在那兒了. 

     好友＂一廉幽夢＂已從西雅圖搬回台灣了,正想打電話跟她約時間見面,她就打來了,她真是個好

朋友,非常熱心也好客,記得那年我還在上班,有次還自己跑來我家帶我公公婆婆去吃午餐呢!! 

約了星期四去桃園,原本不想麻煩她想自己搭車去,最後她還是決定還台北接我們,怕我們下錯站,最後

接受她的好意. 

     一早她跟她姊姊開車來 Hotel 接我們,看到我們直說你們也穿短袖喔,我們剛看到一些外國人還說

怎麼不怕冷還穿著短袖呢!沒想到我倆也穿短袖,真讓她們傻眼了,因為她她姐還穿著毛衣呢呵  

她告訴我們今天的行程,首先去大溪的慈湖,接這去逛大溪古街,再來去他們家看她的公婆,晚餐就在她

家的餐廳吃,他家餐廳可是非常有名在石門水庫那裡.也是最早做活魚三吃. 

    慈湖是我的第一次,到慈湖很巧的剛好碰到衛兵換班,倒覺得這些衛兵真的滿可憐的,在這大熱天穿

著厚厚的制服全付武裝的,晒著太陽在那兒站崗,讓人看了有些不忍.慈湖倒是一個非常幽靜的好地方 

     走在大溪古街上,可能不是假日並沒有什麼遊客,古街跟其它地方的古街幾乎都是大同小異,所有

的商店都賣著古玩之類的東西,當我們經過一家名為＂達文西瓜藝文館＂時,朋友說這家跟達文西有

關連,好像電視介紹過,好奇的我們進去看他們究竟是賣些什麼與達文西有關的東西,但有些失望怎麼

看都跟達文西沒關係呀,只不過是一些木雕小玩藝,出來後我們一直訥悶著他們跟達文西有啥關連,為

了解開疑問,我們再進去問她們為何取＂達文西 , 瓜藝館＂主人告訴我們是＂達文,西瓜 文藝館＂意

思是＂台灣西瓜＂文藝館 的斜音 哈哈原來是  “,＂點弄錯了,它跟＂達文西＂八輩子也不相干. 

     晚餐來到石園餐廳,也就是她家餐廳,她的公公婆婆非常熱情的招呼我們,餐桌上早已備好了好多

菜,有一道是他們的名菜,＂燻鯽魚＂聽說這是他們最先推出的一道名菜,幾乎客人都會點這道菜,一度

老公還怕有魚刺不敢下手,經他們的保證魚刺早就被炸的酥了,這時老公才大膽夾來吃,吃完直呼太好

吃了,剩下的還打包回 Hotel 當消夜呢! 

     到了該告別的時刻,不想麻煩她們,於是朋友開車帶我們到車站此時剛好有一班車要出發了,我們

趕緊跑上車,我是一面跑一面＂從皮包拿錢包出來＂要買票,盡責的朋友趕緊問司機,那站有停,就在一

陣慌亂中,我翻開皮包要拿小錢包來付錢,這一驚非同小可,我大叫我的錢包呢?怎麼不見了這時我腦

裡想到的是我的駕照,Credit Card,都在裡面這下麻煩了,朋友被我這麼一叫也緊張起來問說是什麼錢

包?在那兒不見的?我想了想也沒去那兒,就從你家出來阿,突然她說它不是在你手上嗎?!!原來小錢包

一直握在我手上,哇!! 真是丟臉,全車的人都聽到也看到我的失態,這次回來糾竟是怎麼了老是出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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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 VBS              Suwen   
 
This year our church’s VBS ran from August 6th to the 10th.  The theme of the program was 
Avalanche Ranch.  All together there were 30 kid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The age of the kids 
ranged from 4 year old to 6th graders.  The daily schedule started at 9AM and ended around 
12:30PM 
 

Each morning all the kids gathered in the social hall learning and singing VBS songs with 
Westhope Pastor Erik Swanson, accompanied by Lily’ piano music.  It was a fun time for all as 
Pastor Erik led the children singing with great energy and enthusiasm.  After the singing, the kid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four small groups, with each group led by a group leader.  Through out the 
morning, these four groups rotated among four different stations.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were 
bible story adventures, games, crafts, and short 10 minutes Avalanche Ranch DVD. 
There were mid-morning snack breaks each day.  As the children completed their last activities, 
they were once again gathered in the social hall for more singing and short bible story 
games.  Daily hot lunch was served to all with some of the kids’ favorite food, such as hot dogs 
and Mac-and-cheese.  
 

There was a lot of last minute preparation for the VBS program.  A big great Thank You goes to all 
those either volunteered or were recruited to help out with the program.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all these wonderful help.  All the effort and support from the elders, deacons, 
church members, and the youth were greatly appreciated.  
How much did our VBS program accomplished its goal of reaching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spread God’s love to these little children?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any immediate result from it.  It 
was evident, however, based on the smil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how most of them didn’t want to 
leave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each day, that they experience joy in our VBS program.  As they go 
from Avalanche Ranch back to their families and summer, may they know the God they have 
learned and met through our community continue to bless and guide them.  
 

     2007 年 VBS                       文: 淑文  譯:萌區 
 今年教會的暑期聖經學校在八月六日至十日  主題是 Avalanche Ranch，我們有三十個

年齡自四歲至六年級的孩子參加，暑期聖經學校大約自 9AM 至 12:30PM。 

 每天早上小孩都聚集在 social hall ，在 Erik Swanson 跟 Lily 帶領下，練  VBS 的歌。孩

子們感染了 Pastor Erik 的活力及熱情，他們都唱得很開心。唱歌練習完，孩子們分成四組

由小組長帶開。上完他們小組長之活動後，孩子會輪流上其他三小組的活動。  活動包括: 

說故事時間 遊戲 、 勞作、 及十分鐘 Avalanche Ranch DVD。 

   VBS 每天都有點心時間。每天小組活動結束後，孩子又聚集在 social hall 唱歌及說故

事，然後吃午餐。每天的午餐都是孩子們喜歡的，譬如熱狗 或是 Mac-and-cheese 。 

 VBS 的準備工作幾乎是在最後一分鐘完成。非常謝謝義工們參與活動策畫及執行。沒

有這些支持，此次活動不可能圓滿成功。 非常謝謝長老、執事會、及英文部的幫忙。 

 VBS 有沒有達到我們社區宣教及耶穌喜愛小孩的目標呢?  這些目標一時也許很難立竿

見影， 但是 當你看到孩子們的笑容，以及孩子們每天下課時那依依不捨的神情，你知道他

們在 VBS 經歷了快樂的時光。  現在孩子們由 Avalanche Ranch 暑期聖經活動營回歸日常作

息，  希望 他們藉由此機會認識的神，會繼續保守及領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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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來-談教會異象                  陳莉莉  
     第一次聽到[異象]兩字，是 1998 年在一位牧師的培靈會裏被找去司琴時。當時他引用箴
言 29 章：18[沒有異象，民就放肆]來談他的異象。牧師的第一句話即是[No Vision, No 
Mission]，並問在座每個人什麼是異象？當時我是聖經幼稚班的學生，聽不懂他的[No 
Vision, No Mission]，心中想到最 simple 的 vision 解釋，只是自己每個月對[World Vision]
微薄的奉獻。會場氣氛熱烈，牧師耐心地以聖經解釋[異象] (1)上帝的啟示(2)未來要發生的
事(3)發展的方向。我似懂非懂地回家，很多年之後我才深深明白，異象是我們還沒有達
到，但我們藉著信仰看見我們對未來所要達成的目標，是上帝賜給教會的指標，明確地指
出每間教會的獨特身份和事奉走向並提供使命的藍圖，我們要為領受相同的目標而努力，
教會才有真正的合一，上帝的應許才會一一實現。一個人活在世上，心中有著遠景，才會
有往前的動力，教會亦然。我們若沒有異象，就沒有能力和平安去為神工作。我們要如以
賽亞對上帝所回應的說：[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作為我們的使命異象。10 年
來，依然記得那位牧師最後對[異象]語重心長的一句話，[一切的異象，若無聖靈做工，也
僅是做白日夢而已]。  
     曾在讀者文摘上讀過一篇短文，雖然很短，很能讓人作深入的思想。一開始便問一個
問題，「有五隻青蛙坐在木頭上，四隻決定跳下來，木頭上還剩幾隻青蛙？」答案：[五
隻]。為什麼？因為決定與實際行動是兩回事。每一個人做事都必須有目標並且配合行動，
屬靈的事也是一樣。保羅說：我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召我得的獎賞。生命因有目標而
向外擴張，人因有夢想而偉大。而當你決定要讓生命成長有目標並努力去實踐時，聖靈必
會降臨，上帝也會差派許多人與你一起完成那個目標。  
幾個月前小會通過，教會成立異象委員會，很榮幸能受邀成為其中一員。暑假裏在大家各
自忙完俗事之後，8/5 我們終於能聚在一起分享對教會的異象。當日，張長老希望我提筆
寫下我們初步的分享，在此我就著墨我們心中對教會的遠景。委員會主席 George 長老在開
會之前，便為此事工做了極週祥的準備。他以 Rick Warren 所寫的[直奔標竿]作為引導，
以一個成功的教會做模範與參考來作為我們教會五年 、十年所該設立的目標。  
    這本非常暢銷的「直奔標竿」，在世界各地被翻成許多不同語言，不論是在牧者或是信
徒間都引起很大的迴響。內容是介紹美國南加州的馬鞍峰教會如何以屬靈的目標為導向來
推動教會的復興，以及他們怎樣更新信仰的態度以及生命的改變。該教會從一間小小的教
會，藉著這個目標導向的程序，在十五年間成長到一萬七千人。當然，人數的增加並不代
表馬鞍峰教會是一個完美的教會。馬鞍峰教會在人數增長過程中，運用了幾大策略，如擁
有極具親和力的小組，以目標為導向，確認目標，走入社區服務，並使每位會友成為事奉
者，傳講改變生命的道，製造接納氣氛及維持明確簡單的結構。這些大策略使馬鞍峰教會
脫胎換骨，直奔標竿。  
     Rick Warren 在直奔標竿裏指出，只要做好聖經所啟示的核心五件事，神就會賜福衪的
教會成長，而這幾大重點也是我們第一次開會時達成的共識，也就是要實踐異象，個人、
教會內與外應如何成長：  

1. 虔誠教拜神: 帶動會員盡心盡性盡意愛神。培育更深厚的和諧、相愛與互相欣賞。  
2. 事工推廣：愛人如己，伸延教會於社區內影響力 。教會透過各種事工來觸摸社會需

要，激發愛心去關心社區中有需要的人，讓教會及信徒成為城巿的祝福，就能搭起
橋樑，引人到教會。  

     3, 靈命成長：教導會員勤讀聖經，更重視教會內的關係建立，使愛心關係能與教會異象
及使命連結。  

4. 會員：訓練教會會員，委身教會事工。對教會與團契 / 小組有更確實的委身  
5. 宣教：遵守耶穌的命令，向普天下萬人傳福音，領人歸主。  

     我們將在第二次開會時將進一步討論教會五年、十年的異象，以上幾個重點，將作為教
會未來發展的根基，並與我們所設定的異象相輔相承。我們可以從 Rick Warren 健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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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中有所學習，在短時間內作最好的應用，使我們的教會脫胎換骨，直奔標竿。 
     或許我們會認為要達成目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在此和大家分享心靈雞湯裡面一則故事
來回應這段話：『大地因缺乏雨水，變得乾裂焦黃，農作物也因無水灌慨而漸枯萎。人們
心急如焚，搜尋天空有無旱相解除的徵兆。乾旱連續數週，仍然沒有下雨。當所有教會的
牧師召集鎮民，要在禮拜六到鎮上廣場進行一個小時的祈禱儀式。牧師們要求每個人都帶
一樣象徵信仰的物品來。到了預定的那個禮拜六，鎮民於正午時分全員出動，帶著焦急的
臉孔與滿懷希望的心擠滿了整座廣場。牧師們身受感動，看見鎮民虔誠的手裡握著各式各
樣信仰的物品-聖經、十字架、玫瑰念珠。一個小時過去了，天空如同受人指揮般，神奇地
下起一陣細雨。人們群情激動，發出歡呼，滿懷感激地舉起他們寶貴的物品讚頌神蹟。人
群中有一樣信仰的象徵使得其他物品黯然失色-一個九歲大的小孩帶了一把雨傘來。』 
的確，有時我們把信仰實踐看得太複雜、太困難，在信仰上我們應該就如主耶穌所說：       
「凡要承受上帝國的，若不像小孩子，斷不能進去。」奧古斯丁也曾說過：「信仰就是相
信我們所看不到的，而信仰的回報就是見證我們所相信的。」 
     我們設立了異象之後，便要專注於完成教會的目標，不要灰心喪志，繼續澆灌施肥，栽
培除草修剪，神會讓衪的教會以衪認為最適合的情況，增長衪所要的大小。箴言 19:12 節
說：[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立定。]靠著聖靈的大能，神能改變一切，只
要我們繼續忠於我們的異象，透過信心，努力實踐，靠著恩典，必能得到神的應許。如同
馬太 9:29 所說的[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 讓我們共勉之！ 
 
 
     In the spring, Session approved the idea of forming a Vision Task Force to envision where 
TAPC will be in 5, 10 and 15 years from now.  This task force began working in early July.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we found that TAPC needs to have a Purpose Statement as the starting basis 
for everything.  Without the Purpose Statement, we don’t know where we want to take TAPC to.  
Thus,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for this task force was to generate a Purpose Statement.  We 
consulted Rick Warren’s Purpose Driven Church as a guide for our thinking.  Several of the task 
force members also have clear ideas on the purpose of TAPC.  It was very easy for us to agree 
on the Purpose Statement.  Below is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Purpose Statement.  It will still go 
through some revision before we present the finding to the congregation.  Meanwhile, we will 
begin to set vision goals for TAPC to achieve.  We will also look at the process that will enable 
TAPC to reach these goals.  The next meeting is August 26.  We welcome all comments relating 
to the goals and process.  Please contact any of us: 

C.Y. Chang, Nemo How , Jerry Liu, Lily Sheu, George Tong, Calvin Wey 
 

Purpose Statement 
Jesus Christ is the groom while church is the bride.  The groom, Jesus Christ,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is bride, the church, by giving His life to redeem it.  The bride, the church, 
can express her love to the groom, Jesus Christ, through respecting the groom’s wishes.  
Jesus has given us a Great Commission (Matthew 28:19-20) and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Matthew 22:37-40).  It is the goal of TAPC to evangelize Jesus’ good 
news to the Taiwanese-Americans (or Asian-Americans) in the San Jose area.  We will 
bring them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We will help them 
grow through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We are to worship our Lord with all of our 
hearts and might in the tradition particular to Taiwanese-American (Asian-American) 
culture.  Lastly, we will express our love to the community around us by ministering to 
their needs: spiritual, physical,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August 2007          p 15

      2007 年 VBS 花絮                 陳莉莉  
連著五個早上，social hall 裏傳揚著歌聲，笑聲與信仰的暑期聖經學校，8/10(Fri)在 Westhope 
Erik 牧師的禱告聲中平安結束。五天以來的相處，讓小朋友們不分大小都依依不捨。離別
是再見的開始，相信在主愛裏我們必再相見。  
幾個月前，主日學校長 Monica 便積極招生籌劃這極俱意義的暑期兒童事工。今年，溫婉能
幹的淑文是此事工的 Chair。家住 Fremont 的她，為了讓 30 位小朋友認識主，每天一早要帶
著一車的大小孩子，開上近一小時的車程來到教會，盡心盡力整理、準備一天的開始。壯
志長老、Nemo 長老在上班忙碌之餘，也每天一早來和家長們招呼認識。有他們倆位坐陣前
頭，讓我們很有安全感。  
今年的主題是 Avalanche Ranch，顧名思義此次內容是比較活潑且帶點西部味的。與我一起
教唱詩歌的 Westhope Erik 牧師，很用心地配合主題每天都以西部牛仔打扮出現，除了極有
耐心地一字一字地教孩子，還放下身段連唱帶跳，帶動氣氛，深受小朋友歡迎。我們每天
唱歌時間是 9 點才開始，他總是 8 點多便來到 Social Hall，先與父母早送來的小朋友玩遊戲
打球，等小朋友陸續來到再教唱歌，11 點多分組活動結束時，又會見到牛仔快樂地出現，
先是複習早上所學的主題歌，再教他們幾首有趣味動作的兒童詩歌，逗得每個孩子十分開
心。吃 lunch 時，一孩子常擠著要和他坐同桌，他也很隨興地邊吃邊忙著和孩子聊他們喜
歡的話題。每天最可愛動人的畫面莫過於吃過 lunch 在等家長來接的空檔時，全部孩子圍個
大圓圈輪著和他打棒球，只見牛仔運動細胞十足，投球的架勢一點都不輸王建民。很感謝
Erik 牧師在牧會忙碌之餘，每天花這麼多精力來給孩子們傳揚神的話語。他給予 VBS 的大
助力，令在場的老師、家長都非常地感動。幾天以來，我明白到傳揚兒童福音，不光是教
條式地背經，如能夠先成為他們的大朋友，信仰也會很自然地進入孩子們幼小的心靈裏。  
淑文也很花精神地請來遠住在 Hayward 的 Mrs. Wilson 來教導小朋友聖經故事，她真是位超
極熱忱又有教學經驗的好老師。說起舊約的神蹟故事，每個孩子瞪大眼晴聽得津津有味，
仿如身臨其境。除了能說故事，她也很擅於唱歌，每天講完聖經教事，必教上兩首節奏強
烈，黑人靈歌風的現代詩歌。這五天下來，孩子們學得很快，只要一聽她唱前一句，便知
道下一句該如何呼應，每個人律動感也大為增進，趣味性十足。Mrs. Wilson 活潑福音教學
所留下的美好回憶，亦將陪著他們成長，永存於心。  
除了唱歌，聖經故事，小朋友也有和經句有關連的手工課。老師是最喜歡小孩也最有孩子
緣的鄭以文。年年在 VBS 看她教小朋友，她會哄會帶並會以孩子的目光來欣賞鼓勵小朋友
們手上的作品，真是位學過兒童心理學的好老師。這些孩子在她班上作手工時的畫面，看
起來既溫馨又幸福。  
Program 裏也有玩 game 的時間，這該是小朋友們最解放的時刻了。帶遊戲的大哥哥、姐姐
是淑文兩位 niece 與 nephew，混身解數和孩子們又跑又追，一個早上下來常見他們滿頭大
汗，氣喘如牛。倆人不但會和孩子們玩，也很有藝術細胞，social hall 的西部農場便是他們
的傑作。除了這兩位年輕的孩子，我們英文部的 James，Angela，Jeffrey 以及壯志鄰居的大
女孩，也是天天一早很盡責地帶小朋友換教室上不同的課，以及處理一些突發性的事。真
是很感謝這些年輕的大孩子樂意犧牲寶貴的暑假時光來義務幫忙。  
我們半日的課程是 9 點到中午 12:30 吃完午餐才告一段落，每天 11 點不到，便會見到愛心
媽媽們：雅正姐、秀華姐、月美姐、陳長老的孫女以及才從台灣來的惠莠姪女，在房忙
進忙出，同心合力為小朋友們準備可口的午餐。上星期才從台灣歸來的瑟芬也顧不了時
差，每天 10 點多便來幫小朋友準備配合主題的點心。願主紀念她們的辛勞。  
今年的 VBS，我們也送小朋友每人一張這星期活動的 DVD 作紀念，在此特別感謝 Jeffrey 花
很多時間為大家拍攝錄製。暑期聖經學校帶給小朋友很多的歡樂，且讓我們銘記主耶穌所
說：[讓小孩來到我這裏]，繼續努力兒童福音事工。但願今天我們所灑的小小種子，有一天
會在這三十個孩子身上開出美麗的花朵。  
願主祝福每位小朋友的未來信仰路程，讓耶穌成他們一生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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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也記下 2007 年 VBS 五天的 Bible Point, 每日的唱歌、聖經故事、勞作、遊戲、
點心都以 Daily Bible Point 為導向。 
Day 1: God is real - The Lord is the only true God( Jer.10:10) 

Day 2: God is with us -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with you.”( Joshua 1:9) 

Day 3: God is strong -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 Psalm 118:14) 

Day 4: God is awesome - “ For the Lord most high is awesome” ( Psalm 47:2) 

Day 5: God is in charge - “ If you love me, obey my commandments) (John 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