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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展望 與 異象  
目標宣言：台美教會設立的目的 --- 向聖荷西地區定居的台灣同鄉傳揚福音。教會
藉著團契生活，讓各肢體在主裡合為一體，藉著靈修，真理教導，靈命成熟，為主作見

證。教會以全心敬拜 上帝為唯一目的。關心社區，身，心，靈各方面所需。  

教會異象: 
1. 虔誠敬拜上帝，加強主日崇拜功能，使會友與慕道友能看重聚會，也享受在崇拜當中。  
2. 教會藉著團契生活，讓各肢體在主裏合為一體，愛人如己，讓關懷事工更加完備。  
3. 教會透過事工來觸摸社會需要，對社區做更好的聯繫與服務，共享基督裏的愛。  
4. 推動會友能每日穩定靈修，與神接近，建立個人與神的親蜜關係。鼓勵會友多閱讀靈
修書籍，参加禱告會、靈修會。教會也辦理慕道課程，同工訓練來造就信徒。  
5. 遵守耶穌的命令，向普天下萬人傳福音，引人歸主。  
6. 強化英語崇拜的功能，造就英語為主要語言的信徒靈命的成長。  

教會成長目標： 
                     (依照每年成長比例 8%)  

 目前人數 2008 2009 2010 
台語部 70 75 82 90 
英文部 8 10 12 15 
青少年 12 13 15 17 
兒  童 10 12 14 16 
總  數 100 110 12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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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度讀經表 – 2008 Jan. and Feb. 

2008 1 2 3 4 5 6 7 8 9 10

Jan 馬太1 2 3 4 5:1-26 5:27-48 6 7 8:1-22 8:23-9:17

Feb 24:1-28 24:29-51 25:1-30 25:31-26:13 26:14-46 26:47-75 27:1-31 27:32-66 27 馬可1:1-2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Jan 9:18-38 10:1-25 10:26-11:1 11:2-30 12:1-21 12:22-50 13:1-30 13:31-58 14 15:1-20

Feb 1:21-45 2 3 4:1-34 4:35-5:20 5:21-43 6:1-29 6:30-56 7 8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Jan 15:21-39 16 17 18 19 20 21:1-22 21:23-46 22:1-22 22:23-46 23

Feb 9:1-29 9:30-50 10:1-31 10:32-52 11 12:1-27 12:28-13:2 13:3-37 114:1-42  

        讀經與聖經的解釋原則                      林瑞隆牧師  

       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也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準則」（台灣基

督長老教會信仰告白）﹔拋棄或離開了聖經，就沒有所謂的基督教信仰。讀經，則是基督

徒應該實行的靈修日課。透過不斷的讀經、思考、和實踐經訓，基督徒更能深入體會和瞭

解聖經的內涵及意義。不讀經而期待有信仰、能見證，無異緣木求魚而不可得。讀經，是

為更深入瞭解信仰，但瞭解卻不是一件容易之事，因為瞭解的本質便是詮釋，而詮釋則牽

涉許多複雜問題。  

       近來，總會努力推動新眼光讀經運動，教會公報也配合刊出許多相關的文章以及證道篇

章，一時蔚為風潮。然而「新眼光」的用詞語意稍嫌含糊，引致許多人質疑究竟「新」

「舊」 眼光差別何在的問題來。眾說紛紜的討論中，大體上的結論認為：舊眼光的讀經是

以作者或文本 (text)為中心，而新眼光的讀經則是以讀者為中心。換句話說，用舊的方法讀

聖經，要不是以「作者」所要說的，就是以「經文本身」所能傳達的為主要的思考進路，

但新眼光的方法認為前述的進路在解釋學上是不可能的，因此，不應也不必以作者或文本

為主要的進路，而應以讀者的實況去看能從經文讀出什麼信息來。  

    究竟用什麼方法去讀聖經比較恰當？這是一個學界持續不斷討論的問題。討論這個問題

的學術研究就是「聖經解釋學」，是近年來神學界及聖經學界一直爭論不休的一門熱門學

問。聖經解釋學的目標就是要找出解釋聖經時可用的一些基本合理原則。 

    根據聖經解釋學的研究，歷史上解讀聖經的方法主要有寓意法(allegorical method) 、字意

法(literal method) 、靈意法(spiritual method) 、和歷史批判法 (historical - critical method)等，當

代則又有社會學的進路(sociological approach)。其實，每一種方法都有發明或使用者所持的

預設。古代的一些教父認為聖經是上帝啟示的，但裡面的文字實際上只是表象，文字背後

隱藏著許多屬天的重要寓意(allegory)，所以他們很努力要去找出這些隱藏的寓意。但有些人

則主張聖經是上帝的啟示，啟示的文字卻是明白清晰的，因此從字面上去發掘它的意義才

是正途。不過，另外有些人認為聖經是屬靈的書籍，是餵養靈性的，因此靈意解經才對。

受過科學訓練的人則以為凡事要客觀，因此要儘可能以探究歷史、忠於事實的科學方法，

去探討作者或經文所要傳達的原始意義才好。這就是十九世紀歷史批判法的肇始。這種方

法的重點在於文本的分析，但是它的內容卻很豐富，包括語言、文字、歷史背景等方面的

研究。此外，一、二十年前由美國耶魯大學教授發展出來的社會學進路，則主張從聖經當

時社會及文化情境的角度去解讀聖經，比較能夠瞭解經文的意義。然而，當代解釋學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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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吾人不可能找到完全客觀的東西，因為不論作者或經文或解釋者都有種種拋不掉的主

觀，所謂客觀的歷史批判法是不可能、也不可靠的。所以，有些學者便主張乾脆由讀者自

己決定，看能從經文中發掘到什麼意義和教訓才好。  

    因為是以讀者為中心的，所以也就沒有什麼對錯的問題，只要能讀出「有意義的」東西

來就好。這樣的理論，其實是現代文學理論的一種。根據這種理論，一部作品出版之後，

就算脫離了作者的掌控，作者既無權指導，也無權要求讀者怎麼讀；讀者則有權自己讀出

自己所認定的意義來，是以讀者為中心的。因此，用在聖經的文本閱讀上也是一樣，沒有

所謂標準的解釋，誰都不能說誰讀錯了。不過，正因為如此，也才產生很大的困擾，不僅

基督徒可以按自己所理解的讀聖經，佛教徒、道教徒、一貫道信徒、統一教徒也可以按自

己的理解讀出聖經的意義來，而我們也沒有什麼好的理由說他們讀錯了。可惜到目前為

止，這個問題的解答還沒有人深入去研究過。 

    在各種理論學說中，我們認為當代聖經解釋學所提供的一般解經原則還是值得參考。當

代解釋學的研究，確實教我們發現「完全客觀」的解釋是不可能的，但這並不表示我們就

不需要及不可能深入就經文的語言、文字、文脈、歷史背景、甚至作者的意圖做某種程度

的妥善瞭解。解經的人當然必須體認到科學方法仍然有著某種程度的限制，絕對不是萬能

的，但也不必因此全部放棄。  

       對經文做深入研究及瞭解的功夫，就是一般所說的釋義(exegesis)，原文的意思是「讀出

來」。用白一點的話說，就是儘量讓經文自己說話。要讓經文自己說話，就當儘量用科學

方法去發掘經文所呈現的「客觀意義」。這樣獲取的客觀意義是相對的，真實客觀的意義

只是個理想而已，實際上是很困難得到的。然而，也唯有藉著這種謹慎的方法才比較能夠

讓我們不任意胡亂去解讀聖經文本。  

       如前所述，釋義工作的內容很豐富，包括對文本(text)的語言、文字、文化、歷史背景等做

深入研究，儘量讓經文自己說話。釋義工作做得愈充分、愈精細、愈澈底，則其相對的客

觀性愈增加，同時一段經文本身的意義也就愈明顯。因此，釋義的工作其實就涵蘊了「解

讀」(英文 exposition，原意是「展現」)。  

    釋義的特質是儘量讓經文自己說話（當然，無可避免地必須藉著讀者的心和口）。但如

前述，經文本身和當代之間永遠存著一道鴻溝，因此讀經不能只做到釋義的階段就停止

了，還有進一步要做的事，是讓經文和讀者自己所處的時空情境關連及對話起來，也就是

讓聖經成為上帝「活活的話」， 對當代人有所啟示。這一部份，就是經文的「應用」

(application)問題。經文的應用，實際上就是讀者中心的讀經方式，但因為是建立在其前的

釋義工作之基礎上，所以，即使是以讀者為中心，也不致流於全然主觀。  

聖經是上帝的話，但也是古人的信仰見證文集。聖經文本是在古代的文化、社會、歷史環

境中形成，多半係針對當時的情境說話，難免和現代有著某種程度的差距及隔閡；同時，

文字表達上也難免帶有作者個人的信仰色彩。但聖經不應只是一部和現代無關的古代經

典，也不應只是作者個人的信仰心路歷程文集。它是上帝的啟示，它所啟示的應該也是對

每一時代人的當下啟示；所以若只是重複歷史的陳述，那是沒有意義的。讀經或解經的

人，應該努力找出它對生活在我們這一個特定時空情境中的人所要講的話。因此，一個完

整的聖經解釋應該包含至少兩個步驟：一個是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去探討文本本身的相對客

觀意義，其次是努力去發掘經文對我們這個時代及情境所要傳達的信息和意義是什麼。當

然，最後且最重要的是：在具體生活中去實踐這些從經文裡所獲得的信仰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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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的省思                           林瑞隆牧師  

       經濟不景氣影響了今年聖誕節的熱鬧氣氛，百貨公司、大賣場的人潮似乎沒有以前那
麼多，打著聖誕節慶廣告的書店、禮品店、餐飲店好像也沒有招攬到更多的生意，連街
上的應景燈飾也一下子少了許多。今年的聖誕節顯得比往年冷清，慶祝聖誕的歡樂及喧
鬧聲也減低不少。不過，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聖誕節應該有的氣氛吧！  

       生意、歡樂、熱鬧、和人潮原本就與耶穌基督的誕生沒有什麼關係。基本上，這些東
西都是商人藉機營造出來的。第一個聖誕日，也就是兩千年前耶穌基督降生的日子，雖
然有著大量忙碌移動的人潮，但這個人潮和耶穌的誕生沒有關係。當時那些人是因為皇
帝下令全國普查，所以眾人攜家帶眷地趕著回家鄉。這些洶湧的人潮忙著為自己找到落
腳的地方。旅社因此擠滿了人，滿到連耶穌的父母約瑟和懷著身孕的馬利亞這一對平凡
的夫婦也找不到寄宿之處，所以，嬰孩耶穌只好出生在馬槽裡和牛羊為伍。  

       喧鬧聲中，耶穌基督的降生是卑微的、安靜的、無人知曉的。然而，他的出生卻在空
曠無人之荒野草原的寂靜中，向一群辛苦、卑微的牧羊人宣佈了。這個信息也借著天使
頌讚「榮耀歸上帝，平安歸世人」的歌聲，向這一群社會的艱苦邊緣人宣佈了。曠野的
安靜、沉寂才是救主降生信息的實際場合。因此，第一個真正的聖誕是在平靜的讚美聲
中，而不是在節慶的歡笑中來臨的。  

       這一、二十年來，台灣社會經歷許多重大變革，政黨輪替落實了社會更民主、更開放
的風氣，原本受禁錮的社會力也獲得釋放而爆發出來，卻也產生社會不很平靜的副作
用。新的執政黨銳意改革，不眠不休忙著打拚經濟，要為受困的經濟殺出一條活路來。
其實，台灣的社會一向都是忙碌的，台灣人也一直是忙碌的。大家的生活像不停轉動著
的機器，忙著追逐任何可見的、可得的利益，也忙著爭出頭。  

       台灣人非常忙碌，忙到無暇休息、沉思。台灣社會非常忙碌，忙到沒有機會沉澱、喘
息。許多人忙著賺錢，也為了提昇享受而忙著花錢，大家都忙著忙不完的忙碌。因此，
台灣人不習慣安靜和思考，台灣社會也視靜止、休息為退步或懶散。然而，雖是如此的
忙，但常常我們不很清楚為何而忙，為誰而忙，更不知道忙的意義何在。因為習慣忙，
過去聖誕時節全國大眾也都很忙：教會和基督徒忙著讚美禮拜、慶祝活動、晚會；整個
社會和群眾忙著餐會、舞會、shopping、趕拍賣、促銷等商業活動。大家其實都迷失在
忙的當中，忘記了耶穌基督的降生原本是要帶給我們平靜和平安的。  

       聖誕節應該是安靜和沉思的時節。嬰孩耶穌誕生在無人注意的馬槽裡，但他長大後卻
注意那些無人注意的社會困乏人；上帝將這大好的信息向那些在曠野中辛苦工作的少數
的、不受注目的牧羊人宣佈。這些人當然也不太有可能接近那些有權、有勢、有錢、有
地位的王公貴族和富商鉅賈，將這樣的消息傳給他們。實際上，這些權貴富人在聖誕時
節也正忙著生意、事業、社交、禮物、年終的結算，他們無暇顧及一個在馬槽出生的平
民嬰孩。  

       其實，並不是上帝對這些權貴富人有偏見，所以不對他們宣佈；也不是因為對窮乏困
苦人有偏愛，所以才向他們宣佈；只是富人一向不會因富足而滿足，他們忙著使自己更
富足、再富足……更富足、再富足……，因此上帝向他們宣佈的好消息，他們沒有閒暇
聆聽。  

    上帝的聲音，只有在安靜中才聽得見；聖誕節的真諦，只有在靜思中才能夠明白。今
年的聖誕節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安靜時刻，讓我們在不熱鬧、不喧嘩的氛圍中再次省思
耶穌基督的降生，和我們以及和世人有什麼關係。或許，這正是回歸真正聖誕節的契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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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西乃山                                 陳金樹    
    攀登西乃山是我們夫婦多年來的盼望,因為他是上帝降臨在山上和摩西會合,傳授律法,又將
十誡約碑交給他的聖山(出 24:18, 32:15)是古今朝聖者所嚮往攀登的山嶽. 
    自從報名參加考察團,就不斷向上帝祈求,有足夠的體力,能如願以償,因內人元月份腰部受
傷,二月份曾經坐輪椅出門旅遊. 
    這次雖然比想像中困難,感謝神,祂是我們困難中急時的幫助. 
    西乃山(Mount Sinai)是在埃及北方,西乃半島南端一座最高山脈,高度是海拔 2285 米,四週
環山,沒有樹木,摩西帶領以色列人民,在出埃及第三個月,到此紮營長達十一個月(出 19:11, 民 
10:11-12) ,又名”上帝的山”,何烈山(Mount Horeb) (出 3:1 , 18:5) 
    在此摩西看見”荊棘焚而不燬的異象.  現在阿拉伯人叫摩西山(Jebel Musa) 
    山下有一座紀念聖徒凱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據說這裡就是摩西看見荊
棘焚而不燬的地點. 
        從修道院後面山崖,要花三小時爬上三千七百五十個石頭疊砌的台階,可登到西乃山頂,另外
一條路從修道院往東盤山而上的小路,也可騎駱駝,需要一個半小時到台階口,費用單程 15 美
金,然後再爬 780 個台階到山頂,我們就選擇這條路線.全團 42 人,有 26 人參加,其中 19 人騎
駱駝,7 人徒步,本來有更多團員要參加,卻因為怕體力不支不敢參加. 
        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六點起床,七點半出發,參觀埃及開羅金字塔,人面獸身,到二點吃午餐,
三點出發六個小時後到西乃山下的旅社已經晚上 9:30,晚餐,洗澡,準備行裝已是 11 點,登山者
12 點集合,12:30 出發,預定明晨 8 點回到旅社,九點再出發,12 點抵達埃及和以色列的關卡,通
關後還要開 4 小時到死海,約晚上 10:30,凡參加登山隊員要 40 小時不休息是很密集的行程.
導遊特別提醒騎駱駝不能打瞌睡,因不久前一個德國旅客不幸摔到懸崖而喪命.12 點半由團長
孫通牧師祈禱出發,遊覽車載我們到登山口,要步行 20 分到修道院騎駱駝,駱駝有大有小,大的
有力,穩重,好騎,小的無力不穩又會耍脾氣,我來回都是騎小駱駝,因此感受特別多. 
    先說駝鞍設備簡陋,不比馬鞍好坐,馬鞍的坐墊鐵鞍有弧度,有跨環可掛腳,有繩子可保持平衡,
駝鞍坐墊是木板釘的,鋪上毛毯掛在駝背上,前後各突出個 3 寸高的圓錐型手把,其它都沒有,
雙手只靠那 3 寸高的手把維持全身的平衡,大的駱駝走起路來還算穩定,而且坐著雙腳可跨在
駱駝的腹部,小的狡猾駝腹不准碰,碰到駝身就扭動,我曾經差點就被摔下來,因此一路雙腿都
要伸開,又沒有駝伕牽著走,天黑什麼都看不見,好不容易到終點,,下駱駝時雙腿的內收肌,又硬
又痛,因此影響到登石階時,跨不上滑了一跤,一個月了傷口還沒恢復,時間已經三點多,半山腰
沒電,只有一家草棚蓋的小店賣咖啡,外面很冷,還好我穿了六件內外衣,內人笑著說從來沒看
過我穿這麼多. 
         到這裡每個人想要解決的是”方便”卻找不到,男人才体會到”真方便”女人就不然,還好
天黑看不見,最後還是輪流站崗來解決,將近四點徒步的勇士也會合,孫牧師宣佈三人一組互相
照顧,七點在此會合,準備好可以自行上山,這時候年輕又體健的孫師母自動來陪著我們兩位老
人,感謝主,她是上帝特別差遣來的天使之一,在祈禱後,內人一手拿著拐杖師母一邊扶著她,有
說有笑,一步一步的登上,這個台階是用石頭砌塊疊成,只可供二人併行,很窄,台階的寬度大小
不一,高低不均,天黑看不出坡度,只靠手電筒照明,覺得爬起來很吃力,不小心就摔了一跤,知道
腳有破皮,因為後面的人一直跟上來. 
         不久內人慢慢覺得呼吸困難,心跳加速必須走走停停,後來我們兩位體高力壯走在最後面押
隊的弟兄,其中一位姚弟兄也停下來幫助內人,扶著她慢慢的登上,到達時已脫隊半個小時,到
了山上她的呼吸就恢復,這時天還沒亮,看不到什麼, 一間小教堂已擠滿了人群,我們心情極為
興奮,終於站在山峰上,雖然氣溫很低,卻壓不住內心的高興,舉起雙手高呼哈利路亞,姚弟兄為
我們拍了紀念照,因為怕趕不上下山的時間,只停留十幾分鐘決定不等日出提早下山,2 位天使
還是陪著我們,上山難下山易,她呼吸正常感謝主. 
         大約下了一百多階,有一個大磐石,在這裡有十多個人等著看日出,我們也停下來,天色漸漸
明亮,看到西邊的山頭,喔阿!這麼壯觀的山嶺,用”鬼斧神工”崇山峻嶺”也無法形容,這是天
父偉大的創造,可惜會劃畫的馬長老娘沒來,如她在場必定會有很多靈感,我們很自然的唱出”
你真偉大”想不到那群人也異口同調的回應同聲讚美,場面非常動人.這時候東方已經露出太
陽的曙光姚弟兄為我們搶了二張日出的鏡頭,不到一分鐘陽光已普照大地,該是下山的時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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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一看這段台階竟然是 70-75 度的斜坡,

難怪上坡時是那麼難爬.左側有二尺高的山脊,
右側是懸崖的深谷,她是拉著姚弟兄的背包,我
是顫顫兢兢靠著拐杖一步站穩再跨下另一步,
心中想起了 3500 年前 80 歲的摩西,當時沒有
這條台階你只靠手上那支拐杖,在山上 40 日夜
不吃不喝,下山又捧著二塊約碑,你是怎樣的下
山,我比你年輕,而且還有台階可以走,卻摔了一
跤,你呢?”你真偉大”就在思考中走過最艱難
的那一段,接下來是 50-60 度的斜坡,眼前看到
一塊形狀如同”約碑”的白石版 2”X4”把
它放在背包帶回來,寫上登山的日期,時間,做為
懷念的紀念品. 

 

  
時間再 10 分就 7 點,領隊已經在那裡等著我們,我對內人說不想再騎駱駝,寧願走路下山,

她說錢已付,你要叫我一個人騎嗎?不得不還是要陪她. 
     回程只有四個人,再次又分到小駱駝,四頭只有一個駝伕,是牽著第二頭,小的還是排第一,

騎駱駝與登山相反,是爬坡容易下坡難,已有心理準備,默默的求主保守.牠不走中線偏偏靠邊
緣走,往下一看彷彿懸在崖中,下坡時當牠前腳往下踩身體也跟牠向前傾,當後腳下來時又要往
後仰,坡度大連屁股也跟著跳動,經過幾次的折磨,下半身都酸痛,沒有人管理的牠又好吃,看到
東西就想要,無論在何方都要撿來吃,遇到一個坐在路邊的婦人,手拿著麵包,也被牠搶來吃,那
位婦人嚇得跳起來,走到半路看到在一尺多深的斜坡下有個飲料鋁箔盒,牠也要彎下去咬,被牠
嚇得大叫起來,後面的駝伕趕快跑過來,到現在想起來還真是心有餘悸,感謝主,如果不是上帝
的保佑,就像那位德國的遊客了.這段路是 30 度左右的坡度,團友們只有二位被我們越過其餘
都回到遊覽車上. 
         下駱駝時雙腿僵硬,握在木頭上的右手已經瘀血,反觀內人坐得好高興,問她感想如何?她說
手也瘀血了,(因為握了太緊)腰部本來有點酸,卻被駱駝搖動,反而變舒服,她很幸運來回都騎最
大的.另外二位姐妹,看到她們下駱駝也跟我一樣,一拐一拐走不快,假如有人問我下次免費招
待要不要,我肯定回答:謝謝,一次就夠了.回到車上還有 5 分鐘 8 點,大家都以掌聲歡迎. 
    感謝主,讓我們夫婦能夠如願以償達成心願. 
          整個過程雖然艱難,卻留給我倆畢生難忘的回憶. 

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協助我內人的孫通師母及姚登衛弟兄願主祝福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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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nal Fall Adventures!!             Kaitlyn Shih  
      “Five hundred ninety-nine, six hundred steps!!” I counted exhaustedly. Wow, not only did it 
take forever to climb up those 600 steps, it made me tired and I ran out of breath all the 
way up. We had to take breaks constantly to catch our breath and energy. Every time I 
looked down the steep cliff from the steps I climbed I got scared and dizzy. It was like 
climbing up to an entrance to the sky. What an exhausting adventure it was!! Sweat 
glistened all over my face. Whew! We finally made it - the top of Vernal Fall!! I was shocked 
and touched by the beautiful scenes of the great nature.  
      There are seven circular pools plus a huge rectangular pool at the top of Vernal Fall. 
Shhhhhhhhhhhh!!!!! This was the sound of the mini waterfalls’ water cascading down from 
one pool into the next then rushing down the final giant waterfall. Tempests were swirling in 
the pools and then joining the tranquil clear water. Careful! DON’T EVER WADE INTO 
THE FIRST TWO POOLS!! The powerful currents will push any foolish person who enters 
it and flush him or her down THE MIGHTY VERNAL FALLS!! Ahhh!!! The force of the 
waterfall will smash any object to the rocky bottom that nobody can survive. 
      Splish!! Splash!! Here we come!! It’s the second adventure of the mighty Vernal Fall. The 
parents continued climbing up the next fall, Nevada Fall, while we the kids and my aunt 
stayed behind. We, Dorothy, Hairol, and I, splashed in the water to cool ourselves from the 
sweaty mountain climbing. But, each step in the water sent a chill up over nerves. 
Frrreeezzin’ ccccccold.  
      Despite the chilly water, we decided to go to see if we could catch fish, hoping that we 
would be lucky, just like Hairol who caught one of those sleek, fast-moving black fish with 
her bare hands the other day. Absolutely no luck!! Well, sort of… We all claimed that our 
hands actually touched one of those slimy fish. We learned that we needed a quick motion to 
catch them. We continued on with our adventure, splish-splashing all over the pools.  
      Dorothy and I had decided to throw away a useful stick that I used to test the rocks to see 
if it would make us lose balance. But, a few seconds later I changed my mind. I wanted it 
back, badly. I volunteered to wade into the second pool to retrieve it. Foolish me!! I didn’t 
read the warning sign that said “DO NOT WADE INTO THE FIRST TWO POOLS.” Right 
away, the powerful currents started dragging me toward the first pool. If the water power 
continued, it would push me down to the waterfall, then I would be smashed on the rocks 
from 1,000 feet high and DIE.  Invaded by fear, I fought my way back with all my strengths. 
Nobody could help me. My aunt couldn’t see me. Hairol and Dorothy were nearby, but they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Fear coiled into a knot and set in my stomach. I could 
only pray to God to help me.  
      The battle raged on. With all my strength and God’s help, I struggled to survive the 
churning water and made it on to a wide, flat rock that separated the second and third pool. 
Breathing in deeply, I thanked God over and over for answering my prayers. Then, I saw a 
big, sharp-branched plant in the middle of the humongous rock. I crawled my way under the 
plant and desperately grabbed it, thinking it was God’s way of saving my life. 
      I was worn out and scared to death after getting out of the freezing water. I sat there 
quietly and hugged my legs. I realized that I just experienced the life and death fine line. 
One minute I was still alive searching for the stick, but the very next minute, I was being 
killed by the powerful water force and buried in the Vernal Fall. The line was so thin. I was 
this close to death. I thought about my end if God hadn’t been there to help. When nobody 
is around and a person is in need of help, God is there. And that’s what he did for me. 
Miraculously, I only got a few scratches through the life and death battle. I have learned 
my lesson the hard way - a near death battle. I didn’t really believe in miracles befor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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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 do, since it happened to me. 
      I decided that it was enough of an adventure for me. I sat down with my friends on a 
gigantic rock and chatted. Presently, our parents were back from their own adventures. 
      We started our way down. The wind blew against my cheeks. It is wonderful and precious to 
be alive, I said it to myself. My heart thumped with joy and fear as I skipped down the 
mountain.  I need to be more careful when I enter waters, especially the water close to the 
waterfall, I scolded myself. It is the one and only life I have... 
  

Vernal 瀑布歷險記                                  施竹寧  
    「599 層、 600 層」我上氣不接下氣地數著。哇！費了九牛二虎之力終於爬完 600 層階梯，我已經
累得快癱下來。一路上，我們休息多次，以調整呼吸與補充體力。每次我回頭看我們爬過的高聳山
崖，都會令我覺得昏眩與害怕。那迂迴攀升的山路彷彿是通往天際之路，但這是多麼令人感到精疲
力竭的歷險啊！好不容易爬到山頂-Vernal 瀑布的源頭，我驚攝於大自然的壯觀與美麗。 
    Vernal 瀑布的源頭共有七個圓池及一個大方池。噓……！且聆聽山泉、小溪順著山勢嘩啦啦地流入
水池，水流不斷地漩渦打轉，一池接一池地往前進，最後靜止下來匯聚成大水池，再自數千呎高的
山崖奔騰而下。小心哦！千萬不要踏進第一與第二水池哦！強勁的水流會將任何愚蠢步入的人推向
瀑布的源頭，雄偉壯碩的 Vernal 瀑布會將任何物體自萬丈高摔到岩石地面，將其粉身碎骨。 
    我們來了！踏入水池是我的第二個歷險。我們的父母決定繼續爬下一山座以抵達 Nevada 瀑布，惠
琇阿姨願意留下來照顧我們幾個小蘿蔔頭。Dorothy、海柔與我歡欣地衝向水池，藉以冷卻暑氣與
洗清一路爬山上來的黏瘩熱汗。但是，每走一步，冰涼剔透的水就冷到我們骨子裡去，好冰澈的水
喔！ 
    即便水非常冰冷，我們仍是決定到水池裡去抓魚，希望能夠像海柔昨天一樣幸運，抓到濕滑、游得
非常快的黑色小魚。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幸運，但我們每個人的手似乎都有碰觸到那滑溜溜的魚，
我想我們動作必須非常的快才抓得到魚。雖然沒有抓到魚，我們仍繼續我們的水裡探險。 
    Dorothy 與我決定丟掉那隻用來測試石頭穩不穩的木仗，可是幾秒鐘之後我就後悔了。我非常想要
拿回那隻木仗，於是我自告奮勇地進入第二水池以尋回我的寶藏。多愚蠢的我啊！忽視那警告標示
「禁止涉入第一與第二水池」。當我的雙腳一踏入第二水池，未待我站穩，湍急的水流立即將我推
向第一水池。我想，如果強勁的水流持續的話，我將自千呎高的瀑布沖到地面的石塊而粉身碎骨。
想到此，恐懼盤據心頭，促使我不斷奮力地逆流而游。此刻無人能救我，我的阿姨看不到我，海柔
與 Dorothy 雖然近在咫尺，但她們不知道我發生了什麼事。我恐懼至極，唯有向神呼求。 
    我的求生戰狂暴地展開了！藉由神賜予的力量與幫助，我得與凶煞的水流奮戰，而游到介於第二與
第三水池的大塊平石。深呼吸後，我不斷地感謝神及時回應我無助的祈求。此時，我看到一棵樹突
兀地長在大石塊中央，我立即鑽到樹的下方，窮盡我的力量抓住它的枝幹而離開水面。我深信那是
上帝差來給我的救援。 
    爬出那冰冷的水池後，我感到精疲力盡與無限恐懼。我環抱我的雙腳安靜地坐著，我了解到我剛剛
經歷了一場生死之戰，一分鐘前我還興高采烈地尋找木仗，但下一分鐘我可能葬身於 Vernal 瀑布
裡。原來，生死之間不過是一線之隔，我距離死亡是如此驚人的近。我想到如果不是上帝及時的幫
助，我早已身亡了，當無人能幫助你時，上帝是我們唯一的依靠，那也是祂為我做的。雖經過生死
之艱鉅交戰，我奇蹟般地只有些微的刮傷，我也學會我的功課。以前我不相信神蹟，但是現在我相
信，因為我經歷過。 
    我想我已經經歷過足夠的 Vernal 歷險記，於是坐下來與我的友伴聊天。剛好父母們也至 Nevada Fall
回來，結束他們的歷險。 
    我們開始下山，徐徐的涼風輕拂臉頰，「活著是一件多麼美好與可貴的事啊！」我告訴我自己，心
裡同時充滿了愉悅與恐懼，我跳躍地走下山。我想下次我進入水池時必須更加小心，尤其是水池很
近瀑布的地方，我責備我自己，畢竟這是我唯一並僅有的一條生命……。  
【媽媽的話】：沒有人知道竹寧經歷了生死之戰，直到暑期結束後，學校老師要他們寫作有關暑假
事宜，於是她將此事寫了下來。感謝上帝的保守與帶領，讓這條小生命繼續存活，見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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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妙的見證分享                        蕭貞淑 

    十月三十日是婦女禱告團契第二次的禱告會,在前一天我接到藹玲姐妹的電話,希望我務必參加這個

聚會,於是我答應了,也真的感謝她的邀請讓我沒錯過這麼好的見證分享. 

    這次的見證分享是廖明美長老的親身體驗,她風趣幽默的談話,引來大家哈哈大笑,談起她腳的故事可

是一籮筐,她常一不小心就撞到,每每這一撞就會驚天動地的,有次應朋友的邀請去友人的店一不小心

跌個四腳朝天的,後果是腳上了石膏,但愛玩的她顧不得腳上石膏竟坐著輪椅到國外旅行,到日本旅行

又出狀況,又是找醫院看醫生,但一路上都有上帝的庇護,讓她全都平安的渡過,也平安的回到台灣溫暖

的家. 

    回美沒多久又去以色列朝聖,感謝主的保佑這趟旅程她平安的去平安的回來,如今她又像旋風般的再

次回到故鄉,親愛的上帝,在此祈求你一定保佑她以及她全家一切平安,  

    第三次的婦女禱告團契又開羅了,這次有幸邀請陳慧文牧師,我也風聞她是個非常棒的一位牧師,說什

麼也一定要來聽她的見證分享＂上帝在看顧你＂ 

    一開始陳牧師用詩篇 121 篇;＂我舉目觀望群山,我的幫助從那裡來?我的幫助從上主來,他是創造天

地的主＂,的帶動唱,雖是非常簡單的山地帶動唱,但卻是意義非常深刻,的確我們的幫助一直都是來自

創造天地的上帝,相信大家在無助時一定都會祈求上帝幫助. 

    陳牧師說; 當她在花蓮時有次需要帶一些青少年泛舟,泛舟是非常有趣,但是若不遵守規則也是一項很

危險的事,活動前負責人員,一直叮嚀這些青少年務必要遵守規則,更是祈禱上帝的幫助,因為他們知

道＂(詩 121-5,6,7,8)上帝要保護你,祂在你身邊庇護你,白天太陽不傷你,黑夜,月亮也不害你,上主要救

你脫離各樣災難,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進你出上主都會保守你直到永遠＂,感謝上主,活動期間這些青

少年非常守規局,讓活動圓滿順利的結束,而且令人高興的事,因為這個活動讓這些青少年的心更團結. 

    這次的分享真的讓我們更深的了解,上主是無時無刻都在保護我們的一切.謝謝你 陳牧師,願來日有機

會還能再次與你分享更多的見證. 

 

人物介紹: 楊阿綢姐妹                    蕭貞淑 

80 幾歲的楊婆婆是個身體建康的姐妹,個性開朗,任誰也

看不出她的年紀,旅美 30 幾年,信主也有十餘年了,育有一

兒三女,目前與女兒同住. 

    健談的她告訴我她非常幸福,因為她的兒女,女婿,媳婦都

非常孝順,孩子們也會時常帶她出門,不會因她老了而唾棄

她,她還說我們一定要對孩子們好一些,這樣當你老了時他

們才會好好照顧你,她真是個可愛的婆婆. 

    每個星期天都有會友的接送,因為她女兒行動有些不方

便,只能靠熱心的會友接送才能來做禮拜,也因為她的信仰

有主的保佑讓她的日子過得非常充實讓她的心年輕,讓她

每天都能快快樂樂的過日子,上帝阿求你保佑她以及她那

行動不便的女兒求你降福在她的家庭裡,讓她無煩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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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聖詩精選                 陳莉莉  

 

生命之歌-聖詩精選          陳莉莉  

1. Hark！The Herald Angels Sing (當聽天使在吟講) 聖詩#82  

路二：14 說[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神，在地上平安歸於衪所喜悅的人。]是的，

主耶穌確實能將平安賜給人，凡信祂討神喜悅的人，都能得著基督降世所賜的

平安。這個世界常充滿暴亂不安，但願我們都能到各地傳揚好消息，使天使天

兵讚美的話能實現-[平安歸於衪所喜悅的人]。  

這首[當聽天使在吟講]是英國詩人 Charles Wesley 所作，他默想著救主耶穌降

生的事蹟，深受感動而提筆。曲調則是十八世紀德國浪漫派作曲家-孟德爾頌

所作。此曲調充滿慶祝救主降生的喜悅，是一首深受歡迎的聖誕歌曲。  

歌詞如下：  

1. 當聽天使在吟講，’歸榮光於新生王。”地上和平人受恩，上帝罪人再親近，

世間各國當奮起，參加天軍來歡喜，當與天使同聲起，基督降生伯利恒，當聽

天使在吟講”歸榮光於新生王。”  

2. 至高天頂所服事，永遠無變的主宰，後來看大闢後裔，做處女的子降世，謙卑

降世神的格，甘願化身來肉體，歡喜與人同居起，咱的主以馬內利，當聽天使

在吟講：”歸榮光於新生王。”  

3. 讚美平安的君王，衪是正義當尊崇，光明活命衪所賜，平安醫治衪攏有，放棄

榮光真謙卑，出世使人無再死，出世高昇萬百姓，出世使人重頭生，當聽天使

在吟講：”歸榮光於新生王。”  

2. Joy To The World ( 普天同慶 主臨世界)  

聖誕節成為普世歡騰，因它是成全應許，傳報佳音，給人類帶來歡樂與和平

的佳節。主耶穌的誕生帶給我們永生的盼望，讓我們有必勝的信心，面對生活

的重擔與掛慮。我們也要像昔日的牧羊人一樣，為我們所聽見所看見的一切而

讚美神，榮耀神。 

英國聖詩之父-Isaac Watts，一生寫了六百首聖詩，在寫這首詩時，正逢英國宗

教情緒最低落時，這首詩的出現，振奮了崇拜的精神。曲調則由音樂之母-英

國作曲家韓德爾所譜。  

歌詞如下：  

1. 普天同慶主臨世界，全地迎接君王，大家為主備辦所在，宇宙萬物尊崇，宇宙

萬物尊崇，宇宙，宇宙萬物尊崇。  

2. 普天同慶救主掌權，世人攏當唱歌，田野江河山嶺平原，歡喜的聲無息，歡喜

的聲無息，歡喜，歡喜的聲無息。  

3. 罪惡悲傷無後生出，荊棘一切斬斷，我主臨到福氣平滿，心田無復拋荒，心田

無復拋荒，心田，心田無復拋荒。  

4. 救主管理教示萬類，用道用恩用義，公義和平充滿各位，仁愛極其齊備，仁愛

極其齊備，仁愛，仁愛，極其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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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祈禱會 - 哥林多後書 十三章     金樹長老 

1. 今晚是哥林多後書最後一章,吳長老要我做總結(結論) 。  

2. 哥林多是地名,是歐洲希臘亞該亞省的首都,是當時羅馬的殖民地。  

3. 是保羅第二次旅行傳道,主後 51 年將福音帶入歐洲的第四站(馬其頓的腓立比,帖

撒羅尼迦,雅典,哥林多) 。  

因社會環境的因素,繁華,文化發達,也是社會風氣敗壞,飲酒,淫亂。 

保羅在此用一年半久開拓哥林多教會(使 18:1-17),後來他因要回耶路撒冷述職,

就召留在腓立比的提摩太和提多來繼續照顧牧養。 

4. 當保羅第三次旅行傳道主後 54 年,單獨一人經過加拉太,來到以弗所,才召集提摩

太,提多來會合,他二人對保羅報告,哥林多教會有一些問題,他就寫哥林多前書

叫提摩太帶給哥林多教會共 16 章,時間是主後 55 年春天,在以弗所。 

照哥林多前 5:9 保羅說:他前有寄過一封信(此信不明) 。 

5. 哥林多前書寄出不久,又聽見教會問題,不但無改善,反而更嚴重;這中間照聖經學

者研究,他在以弗所有再次去哥林多(林後 13:2 說第二次見你們所說的一樣)(以

弗所到哥林多約二天的航程) 。 

所以哥林多後 12:14 和 13:1 才提起將有第三次到哥林多的計劃。 

照學者的研究說,他第二次見面,看著哥林多教會的嚴重,才用”流淚嚴厲的那封

信,就是哥林多後 2:4 說的(此信找不到記錄) 。 

這封信寄出後,保羅心不安,甚至等不到提多回來報告,就自己親身出發到馬其頓

(後 2:13, 7:5)(.插曲 2:14-7:4 插入一段保羅感恩的話,引起上下文不連接).保羅

到馬其頓遇到提多,7:6 提多向保羅報告好消息,而得到鼓勵和安慰,所以保羅即

時在馬其頓的腓立比寫安慰和鼓勵的信,就是哥林多後書 1-9 章,叫提多送給哥

林多教會,這就是哥林多後書的一部份,時間是冬天。 

6. 至於後書第 10-13 章,有些學者的報告,就是那封流淚嚴厲的信。  

我將巴克萊博士的解釋給咱做參考(哥林多注解 13-17 頁) 。 

現在咱所讀哥林多的書信,有可能排列的次序有雜亂,包括哥林多前書 5:9.那封

信哥林多後書那段插曲 2:14-7:4, 10-13 章。 

他說保羅的書信是在主後 48-67 年寫的,這些書信到 90 年才收集整理,很多教

會沒有集中保管,而且原稿沒有章節,他說聖經到 13 世紀才有分第幾章,16 世紀

才分第幾節,當時是用蘆紙寫的(蘆紙另外說明)保存困難容易失落又順序會錯誤,

所以他提出重新整理的解釋其理由是: 

保羅寄給哥林多前書,看不出他用嚴厲的口氣。 

哥林多後書 1-9 章,保羅說,自從提多帶來安慰的消息,一切事情都化解,也看不出

嚴厲的口氣,但是到第 10 章,保羅忽然用嚴厲痛苦的口氣來辯明自己的身份, 哥

林多後書 10:2 當我來的時請不要說我對你們不客氣,對那些批評阮的藉著屬世

做事的人我是不客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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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保羅的內心受到空前的傷害和毀謗,特別毀謗他是假使徒,所以學者認為哥

林多後書 10-13 章,就是那封嚴厲的書信.他建議若要瞭解保羅和哥林多教會問

題,先讀 10-13 章,再讀 1-9 章會更清楚。 

以上這些參考資料,對信仰是無影響,但是對查經研經會有參考的價值提供給大

家。 

 7. 第十三章的內容,可分四段 

        1) 1-4 警告 

保羅說第三次去的時,是要根據申 19:15,舊約摩西的律例,所定審理案件的原則,

不會聽片面之詞,要憑二,三人作的見証來辦理,必不寬容(13:2),因為保羅一向用

謙卑,不誇口自己(12:5)致到給哥林多一些會友,認為他 nńg-chiá 軟弱,不夠做使

徒的條件,因此保羅警告說:必要時他會堅強,必不寬容.他雖然是軟弱,也有堅強

的一面, 哥林多後書 13:3-4 基督被釘十字架時好像很軟弱,但從死復活,卻表現上

帝的大能,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警告。 

         2) 5-10  希望(盼望) 
他希望他們能行事端正,省察自己的信心,試驗自己的品德,維護真理,無被上帝

棄絕。 
3) 11-13 勸勉 (khó-khǹg) 

          他對哥林多會友有三個期待: 

        (一)要喜樂 接受做完全的人  

基督徒的生命要求進步不能停止,每天藉著上帝的恩典,日日行天路,是要追

求聖潔,成聖,達到完全的目標。 

(二)希望會聽他對他們的安慰,他不是責備,是愛心的勸勉,是要給他們更加完善.  

(三)希望他們生活於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有一句話說:沒有群眾能在悲痛的情緒

中,敬畏和平的上帝,人必需在祂的愛內面,彼此相愛,才會合主心意。  

 4) 最後是祝福  13:14  

保羅用嚴厲爭論,警告之後,用祝福來結束,他和哥林多教會的困擾,這是痛苦的

付出,卻是和平安慰的落幕收場.祝福是連對敵也會接受的話語。 

特別這段祝福是最完美的祝詞是三位一体恩典同在的祝福,是當今牧師常用的

祝禱文。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愛,聖靈的相通(感動)與你們眾人同在。 

 

結論   哥林多書是保羅書信中最長的書信共 29 章, 古今教會所會發生的諸問

題包括教會中淫亂.的事,信徒中的爭論,男女婚姻,祭偶像的食物,恩賜的發揮,

愛的真締,基督的復活,末日的復活,基督徒的奉獻等等保羅所解釋的真理.是傳

教者,牧會的參考準則,也是信徒靈命長進的參考指南。 
       ******這是我對哥林多前後書的結論******* 
*****介紹  保羅寫信的用紙是用埃及盛產的 莎紙 (so-c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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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年雜感                       隆純真 

  有許多人在新的一年開始時都會來個新年新希望,而我老早就放棄這一套,因為無法改變老我,所以就

這樣一年又一年隨它去了.今年倒不同,新年過了不久我就給自己訂了二樣事,第一我既然願意接下教

會執事的位子我就得響應教會推動一年讀完聖經的運動.之前我其實不怎麼贊同,因為我用 RBC 

Ministries 出版的 Our Daily Bread,好一陣子了,我覺得很不錯,不但不必花許多時間,我覺得常常好

像針對我的問題,及困難,像神親自給我解答和幫助.現在加入教會的讀經運動,我實在沒什麼時間兩邊

都一起來,但是我這輩子沒有從頭到尾徹底讀一次,所以試試看吧! 

  雖然長老們都說一天沒讀就跳過去繼續讀,可是我實在不願意沒有連貫,所以我都設法補.剛開始時倒

還感覺不錯,可是後來讀到歷代記上下,列王記上下實在讀得非常痛苦,這些王做得這麼糟糕,為什麼我

們還要讀他們的惡行惡狀,正在不知如何是好時,謝秀華牧師打電話來,我就跟她抱怨怎麼辦?她說聖經

有的地方要細讀,有的大概讀讀就好,所以我就高高興興的大概大概看一下就跳過去了. 

    今年我的二次旅遊,一次去日本,一次去歐洲,我也都把聖經及讀經表格帶著,反正我出去玩都興奮加

時差睡不著,我都躲進浴室看聖經,這樣燈光就不會影響家人或同伴.我記得在熱海 Atami 的旅館臨海,

半夜醒來,聽見海浪拍打岸上的聲音,加上風聲,最先覺的很好,可是後來胡思亂想想到一些日本鬼故事,

變得滿害怕,又不好吵醒穎哲,起來抱著聖經開著浴室亮亮的燈禱告,感覺好多了. 

  現在一年又到了尾聲我很高興我沒像大學時中途而廢,而且這樣讀經對整本聖經有個連貫性的概念,

不再是一段一段的.就像我參加週四早查經班的一位姐妹分享,若是那天去天堂見上帝,上帝問有沒有

從頭到尾看過一次聖經時,不會沒有臉見上帝. 

  第二件事是去走路,我一向食慾很好,食量不少,但是我每天都在家擦擦洗洗,所以吃下去的好像也剛好

平衡,所以也不想再去做什麼運動,可惜歲月不饒人,我這樣好吃肉,所以膽固醇也略高了,醫生說運動運

動就好.我就給自己訂一週跑二次,是跑不是走路,所以我就小跑 20 分鐘,真的好辛苦,而且還會常常碰

到熟人,只好假裝很輕鬆.後來小妹望真說跑步對下半背的衝擊不少,所以我就有了下台階.可以快快樂

樂的走路,而且穎哲幫我選了一個隨身聽,固定在幾個我常聽的電台,所以我有音樂陪伴我. 

  現在我約走 45 分鐘,在這段時間,我有時跟神說話,有時欣賞各個家的庭院,春天看見花開,樹上葉子的

嫩綠是那麼美,夏天的玫瑰含苞的美,怒放的也好美,我就想自己雖然不再年輕,但我現在該是怒放吧,就

假想自己也非常美.(自戀一下) 秋天葉子的變色,不同的紅,上帝的調色版真的是太高明了,現在有些樹

的葉子掉得幾乎光了,我可以好好欣賞枝幹的蒼勁有力,又可以欣賞有些人家的聖誕燈飾,我感謝神在

忙亂的生活中給我一段安靜獨處的時刻,欣賞祂創造的景緻. 

  我很高興自己今年有開始這兩件事,讓自己在靈命及身體有運動到,希望自己能長久保持進步. 

 

人物介紹:黃惠卿姐妹    貞淑 

    她是月美的姪女,也是透過月美的引導來到教會,現是慕道友,雖

然我跟她是第二次見面,但總覺得她非常面熟. 

    來自高雄的她,20 幾年前來美留學之後在此結婚定居,從 New 

Jersey 搬來南灣也是在四年前.前陣子她的月美姑媽帶她來我

們教會,她也開使接觸上帝的話語,認識上帝,更是認真的追求上

帝的真理,相信在上帝的家庭裡她會有很好的見證在她的生活

中,更相信她會是上帝所撿選的子民,讓我們一同來為她禱告,祝

福她以及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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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and Hyperlipidimia  Diego Chang 
Diabetes is a chronic condition that is not only affecting Americans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not only affecting adults but nowadays as physicians,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kids with diabetes.   Why is diabetes on the  rise? 
Diabete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Obesity.  Obesity in America has become an epidemic.  In 
the past 20 years, obesity have increased by 60%  in adults and in children, it has 
tripled.  Obesity is often tied with our diet, which includes fast foods, refined carbohydrates. 
We often relay on cars to go everywhere, and rarely do we have routine, daily exercise as 
part of our lifestyle.  
Classification: 
Diabetes Mellitus (DM) is a disease in which the body either does not produce enough insulin 
or the cells ignore the insulin.  Insulin is a hormone that signals the body to use and uptake 
the insulin from the blood into the cells. Diabetes Mellitus type I (DMI) is due to an 
autoimmune destruction of the islet cells of the pancreas, which produces the insulin 
hormone that regulates the sugar in the body. The body produces autoantibodies  which lead 
to destruction of these cells.  It typically starts in childhood.    
Diabetes Mellitus type II (DM2) used to be called adult onset or also non-insulin dependent 
diabetes.  This is due to insulin resistance.  Initially, there’s a hypersecretion of insulin 
because the problem is not lack of insulin secretion but decrease response to insulin 
secretion.  It’s typically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abnormal glucose called “prediabetes”.    
What are some of the symptoms and signs of DM2 
Most people typically start having frequent urination, increased thirst, unintentional weight 
lost, despite increase appetite and increased food intake.  Some people have blurry vision, 
and feel irritable.  Patients who ignore these symptoms and eventually may end up 
hospitalized with very high blood sugars, typically in the 500’s.    
How can you check if you have diabetes or not? 
There are a few criteria used to screen for diabetes.  The simplest one is to do a fasting 
blood test and if the glucose is >126, in two different times, then you have the 
diagnosis.  By fasting I mean at least 8 hrs fast.  I tell my patients to have their dinner at 
around 7-8 pm and not eat anything after that.  They can drink water but water alone.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y skip breakfast and come to the laboratory and have the test done.   
Another criteria is if you have the signs and symptoms of diabetes AND have a random 
glucose >200.  Random test, means that you do it without fasting.  Lastly, there’s a test 
called the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here we give you a glucose load (75 gm of glucose) and 
check your blood glucose 2 hours after drinking it.  If it’s >200, you have diabetes. 
Fasting glucose between 100-125 is called prediabetes.  This is a classification that is new in 
the last 3-5 years.  When I was in medical school a few years ago, the definition of DM2 
changed from having a fasting glucose of 140 or more to one greater than 126.  This is to 
show that prediabetes and diabetes are a continium of the same disease and these numbers 
are just used as a cut off.    
Chronic complications of DM2  
Chronic complications of DM2 can be divided into microvascular and macrovascular. 
Microvascular diseases due to DM2 include retinopathy, nephropathy and neu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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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blindness between age 20-74 in the US, leading to 
retinopathy.  Usually happens within the first 5 years of patient having diabetes.  In the USA, 
DM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in which patient’s kidneys do not work 
and need to be on dialysis.  It takes about 7-10 years to develop nephropathy.  The way to 
screen for this is to do an urine test called urine microalbumin.  Neuropathy is numbness 
that occurs in the feet bilaterally, described by many patients as pins and needles in the toes 
and start to progress toward the body.   
Among macrovascular diseases, it includes coronary artery disesase, also known as heart 
disease,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lso known as strokes. 
Patients with DM who do not have a histor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ave the same  risk of 
having heart attacks as a nondiabetic person who already had a heart attack.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occurs when the arteries of the feet are hardened and narrowed 
because of plaques, the blood supply to the lower extremities are diminished.  This, in 
combination with neuropathy, may lead to ulcers.  People with numbness may step on a 
sharp object and not know it, therefore they are more prone to develop infection.  For the 
body to fight infection, blood supply to the area needs to be good in order for healing to take 
place.  However, in diabetics, blood supply is also compromised. This leads to risk of foot 
amputations.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or strokes occur also commonly in diabetics who’s 
blood sugar is not well controlled.   
The risk of these complications increases as a functio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disease and the 
glycemic control- in order words, the duration of DM2 and how well controlled with DM2 is.    
Monitoring diabetes:  
Ideally, diabetes control includes having your doctor check a hemoglobin A1c (HbA1c) and it 
should be less than 7%.  HbA1c is a good measure of how a patient’s sugars has been in the 
last 3 months.  Other ways to monitor diabetes is using fasting finger stick glucose.  It 
should be in the range of 90-130 or postprandial glucose (that is, 2 hrs after a meal) should 
be less than 180.    
How to achieve control:  
Diabetes medication called oral hypoglycemic include metformin, glipizide or glyburide, 
acarbose, and actos.  Recently, there’s been a study that showed that avandia may be 
related to higher risk of heart disease.  You may want to discuss this with your physician if 
you are taking avandia.  However, the best way to control diabetes is to use insulin 
injections.  Other medications which diabetic patients should be taking include aspirin 81 mg 
daily for heart protection, ACE inhibitor (such as lisinopril) to protect the kidneys,  
Beta blockers (such as atenolol, metoprolol) to protect the heart from heart attacks, and last 
but certainly not least,  statin medications (Lipitor, zocor) to control cholesterol.  
Hyperlipidimia 
Cholesterol is an important fatlike substance (lipid) that is made in the liver and is necessary 
for the body to function as the cells in our body uses cholesterol to make their 
membranes.  However, excess cholesterol in the blood builds up in blood vessels and may 
lead to hardening of the arteries (atherosclerosis),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 is called “bad cholesterol.” Most efforts to lower cholesterol are 
aimed at reducing levels of L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 is called “good cholesterol.” 
It can help remove excess cholesterol from the blood vessels. When you go and ask your 
doctor for a cholesterol test, it should be done fasting for 10-12 hours.  Cholesterol test will 
give you: Total cholesterol, LDL, HDL, Triglycerides.   
How low should my cholestero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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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swer is as LOW AS POSSIBLE.  However, the cut off really depends on your risk 
factors.  People with high risk include those who are at high risk have more than a 20% 
chance of having a heart attack in 10 years. These include people with heart disease, history 
of heart attack, diabetics,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or strokes and people 
with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These group should have LDL <100.  People who are at 
moderately high risk have a 10% to 20% risk of having a heart attack in 10 years.   These 
are people who have 2 more more of these 

1. HTN  
2. family history of early heart attack  
3. tobacco abuse  

These patients should have LDL <130.  Thos who have 1 or less of the above risk factors 
should have an LDL <160.  

 
 
糖尿病和血酯肪類超高症               

張立德醫師原稿.                                        劉俊男醫師 翻譯 
名詞簡稱: 
     DM 1 :糖尿第一型 (大部份是小孩) 
     DM 2 :糖尿第二型 (成人) 
        I : Insulin 胰島素 

簡介: 
 糖尿病是一種長期病症,不但影響美國也牽涉全世界人口,它不只是成人之病,近年來醫生們也常

見小孩有這症狀,為何此症一直在增加呢? 
 糖尿病和肥胖是像手牽手分不開,肥胖在美國已成廣泛的問題,20 年來,成人及小孩總共增加了六

成之多,相當於 3 倍,肥胖和飲食是息息相關的,譬如即食餐,加工過的碳水化合物等等,每天生活
型態中,很少規律性的運動,專靠汽車帶我們到各處. 

分類:  
糖尿病是身體不能製造足量的胰島素(I)或是細胞不能辨認胰島素, 胰島素(I)是一種賀爾蒙打信號給
身體,去使用和吸收葡萄糖,由血液進入細胞. 

DM1 是一種身體自己的免疫系統,製造自我反抗體,損壞脾的 I 製造細胞,I 調節體中的糖分,
一般是小孩有的病,身體製造自我抗體,導致那些製造細胞的損壞. 
DM 2  是成人型或非胰島素,依靠的糖尿病,這是因為對 I 的抗拒,初期會有超量的 I,並不是 I 
不足,而是細胞對 I 不敏感,此期常稱為＂糖尿病前期＂血糖不正常. 

DM2 症狀 
三個: 常小便,口渴,體重減輕,即使味口和進食增加,有人會有眼花,覺得身體不適患者沒注意
到,血糖高到五百多,導致需住院. 

檢查方法 
1. 最簡單的方法,禁食 8 小時,量血糖,超過 126,同樣方法,在另一天,再量一次,超過  

126 即定案,我叫患者在晚上 7-8 點,吃晚飯之後,不再進食,只能喝水而已,次晨去量血糖. 
2. 不禁食,有上列三種症狀,任何時抽血檢驗,超過 200,即定案,DM2  
3. 葡萄糖承擔檢驗  

給 75 公克的葡萄糖進食,2 小時後量血糖,若>200,即 DM. 
若禁食血糖 100-125 間,稱為＂DM 前期＂這是新的分類,幾年前,我還在醫學院時,高於 140 幾年間調
到高於 126,其實二種診斷是同一種病,只是定義的分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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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2 的併發症 
1. 微血管  

a. 眼睛  網膜破裂症,美國 20-74 歲間,失明的第一原因,是 DM,通常五年 內 即可見此症. 
b.  腎臟 第一原因,導致腎藏功能全失,需洗腎,一般 7-10 年初期檢查,驗尿中 的微型蛋白質 
c.  神經系統 雙腳痲痺如針刺,由腳趾開始往上進展到身體. 

        2.   小中型血管: 
 a.  心臟血管:  相當於曾有心肌受擊(MI)的人一樣的危險性 
 b.  分枝血管:   腦血管阻塞導致腐爛,甚至到切腳,腳痲痺,沒有感覺,踩到釘子不痛,因缺血

供應,不能抗發炎,導致切腳. 
c. 腦血管:  阻塞中風,因為血糖控制不當. 

這些併發症與 DM2 多久和糖份失控成正比 

測量糖份方法 
1.  量 Hbg Alc, 低於 7%,是量血糖在 3 個月間的控制成果. 
2.  禁食的手指血糖,禁食 90-130,飯後 2 小時,在 180 以下 

控制方法 
1.  藥   (1)  Metformin: 增加排泄,減少吸收 

(2)  Glipizide / Glyburide  刺激 I 的增加 
(3 ) Acarbose / Actos 

                    (4)  Insulin    胰島素注射最好方法 
                    (5) 其它 
                     ASA: 保護心臟血管 81mg 
                     ACE : Inhibitor, lisinopril  保護腎臟 
                     Beta blockers : Atenolol , metoprolol 防止心肌受緊 
                     Statin : 控制膽固醇 
                    Avandia : 最近發現有增高心臟病的危險性,應找醫生談. 
 
血酯肪類超高症 ( Hyperlipidimia) 
膽固醇是其中一種肝製造身體細胞需要的原料之一, 細胞牆膜, 若超量造成血管阻塞引起心臟受擊,
中風.          
 -LDL: 低密度酯肪蛋白質,壞的需要降低. 

-HDL: 高密度酯肪蛋白質,好的需要增加. 
    檢驗:.總量,LDL, HDL, 三糖酯肪 
              應多低? 越低越好,個人的情況來定 
最高危險性(I 級):  LDL 應低於 100 
     下列幾種,有 20%在 10 年內會有心臟受擊(MI) 

1. 心臟病,曾有心臟受擊 2. 糖尿病 
3. 分枝血管阻塞病 4. 中風 
5. 腹內大動脈血管璧膨脹(AAA)   

中高度危險性(II 級): LDL 應低於 130 
       10-20%, 10 年內會有心臟受擊 

有二種下列病症 
         1. 高血壓 
         2. 血統親人曾有心臟受擊 
         3. 抽煙 
  中度危險性(III 級):LDL 應低於 160 
      低於 10%, 10 年內心臟受擊,上列一種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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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類的藝術家                            蕭貞淑 

九月的灣區天氣實在太好了,老公提議出去走走,想了想就到 Sausalito 吧,前年走錯方向,到

了另一個 Beach 這次可不能再弄錯方向了. 

天氣雖不錯,但來到金門大橋卻看不到橋的頂端實在可惜,在橋的那端有一個 Point,在那兒

可以看到金門大橋的正面,這可是我們從不知道的 Point,原因是這是第二次過金門橋,正面

看到的金門大橋真的好壯觀. 

這次有 Navigation 帶路,很順利來到 Sausalito 的小鎮,小鎮雖小卻是很有藝術氣息,因它與

海為鄰,雖然風有些大,但海邊的景色既浪漫又優美,假日裡總是吸引大批的遊客來此渡假. 

當我們一路沿著海邊逛著,突然看到有一群人圍著看熱鬧,我們也湊過去瞧瞧,原來是有個

藝術家正在展現他那讓人覺得不可思議的疊石頭技術,全是就地取材,一塊塊的大小石頭

交換的疊起,神奇的是他竟能用大石頭的尖端擺在小石頭上,然後慢慢調整它的平衡點成

功的完成他的作品,就在完成後每個人都給他熱烈的掌聲,這技巧讓大家咋舌,太神奇了,他

告訴我們凡他走過的海邊都留下他那引以為傲的石頭藝術,還拿出他所創作的作品照片供

人索取.他-真是個不可思議的疊石頭高手也是另類的海邊藝人. 

                                        情定大飯店                                       

  幾個星期前,突然接到姊說她家小兒子要婚了,真的讓我們都很意外,記得 2 月回去時,我還

一直摧他快婚,他還說早呢! 他要等二哥結婚,他才要結,這下真是跌破大家的眼鏡. 

  記得他長大後,總是說他不婚,而且要一輩子跟著他大哥,大哥可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我們都

笑說這下你大哥總算脫離這個包縛了. 

   這的確是個”真實版”的”情定大飯店” 這段好姻緣 要說姊夫在二年多前將飯店交給

二兒子與小兒子來經營,他自己去雲遊大陸,長時間居住大陸,飯店也在能幹的二兒子,與小

兒子用心經營下業績比老爸時代還要好上好幾倍,在斗六算是有名氣的一家 Hotel,就在一

年多前,有位漂亮的小女生來應徵當櫃台小姐,這位女生會英文,日文,而 Hotel 住有一些長

期留台的日本 Engineer 所以需要懂一些日文,因此她就被錄用了. 

    人長得甜美的她,被持著一生單身 要跟隨大哥的老三捷足先登的相中,可說是”近水樓

台先得月”,那年在她生日時老三還帶她去香港過生日讓他老媽喝了一大剛的醋呢!!,接著

去了幾次東京,大阪,終於打動這位美嬌娘的首肯結婚去了.這真是真實版的情定大飯店. 

     現在剩下老二這位單身貴族,不知有誰也想來個情定大飯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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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宣一年                                             以文 

    大多數人會同意,廚房是一個家的重心.不論多忙多累,女主人總能從那兒變出吃食,餵飽一家

人.當初迷迷糊糊接下女宣,也就是抱著這種簡單的信念,把教會當成自己的家,把大家當成自

己的家人,去做就對了.安然渡過一年. 

    如今回眸一望,神給我這個服事的機會,也是一番巧妙安排,祂知道我們一家初信,對教會的

體制及活動都很陌生,特別讓我從最不花頭腦的體能工作做起,反正煮飯,洗碗,掃地等事,本來

在家也是天天要做,只是挪個地方而已.更何況許多事早已經有人在做了,我能做的真的不多. 

   比如: 

o 米用完了,會如聚寶盆般自動有人補充.(因教會中有弟兄志願捐米) 

o 菜是外叫的,餐廳會配好菜自動送到桌上.  

o 洗米,煮飯,燒開水,都是森源兄或聖歌隊的兄姐一來練唱就先做好  

o 英文禮拜一結束,他們年輕人就會自動排好桌椅,幫忙搬飯鍋,熱茶桶等重活,也是

二話不說.  

o 雖然表格上已填上分菜的人,但每次開飯,總是一堆姐妹蜂擁而上,看看打菜分飯

的人手夠不夠.  

o 長老娘會幫教會招待講道的牧師和佳賓,請他們先用餐,還關心許多長輩,看他們

飲食上還需要什麼.  

o 一盤飯還沒吃完,service table 已經被清得差不多了,空飯鍋空菜盆已有人收去

泡水, 洗碗的姐妹正要開始忙.若有人問起什麼東西到哪兒找？什麼東西放哪

兒？這時的我,才稍微派上用場,可以幫點小忙.  

o 廚房外,輪值的執事已在收拾大廳.搬桌椅,掃地,拖地,倒垃圾,其實他們才辛苦.直

到廚房忙完了,還要關燈鎖門.有時他們趕著去開會,我就找人一起助其一臂之力.  

    就這樣, 真的沒做什麼, 別人都做好了,我只是打打電話,看看頭看看尾而已.有時趕活動或不

能來,事先和副會長月美姐講一聲,也都一切「妥當」,沒有壓力. 

    感謝神,在我身邊安放這麼多人間天使.女宣的服事,與其說神派差事給我做,不如說神藉這

事開我的眼. 祂使我看到默默付出的這些人,使我從他們所做的事中,看到信仰的力量,使我看

見這些涓涓細流匯集成河,推動咱教會繼續往前. 

    每次回台都會帶小孩在媽媽的廚房刷半天,小孩說:媽媽妳自己的廚房都沒那麼用心刷.他們

不懂我愛媽媽的心,我想為媽媽做更多.這只是「人子」所能做的.那麼做為「神子」---神的子

民,我也要問:我還能為祢做什麼? 

   我相信神會保守這一切,憑信神愛神的心,必能成任何事, 祂給的總是我們能承受的.屬靈的

服事與俗世的服務不同,愈做力量愈加添,愈看見神要給我的是何等珍貴. 祂不看輕微小的我,

並給我勇氣接受明年的新職務. 

    在此感謝一年來幫助過女宣的眾弟兄姐妹們,並請繼續支持新任會長及副會長. 

能在人世間為神做事,是何等有福;能在教會中藉服事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真情,是何等溫暖.謝

謝各位,願神祝福你,祝福我們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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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人生可以重來一次   會友推薦文章 

「媽媽我背痛！」 
「X光照出來了，肋骨已被侵蝕三分之一……」外子在電話那頭，語氣凝重地對我說明兒子的病情，當時我
尚不知道事態嚴重，竟心不在焉、半開玩笑地說：「少一根肋骨，應該不會死吧？」 
 每個孩子都是父母親眼中的寶貝。當初替兒子取名「宣力」就是宣告他的力氣如虹。宣力的確沒讓我這作
母親的失望，從小到高中，體育表現耀眼，溜冰、滑雪、網球、棒球甚至美式足球，沒有一項可以難倒他。 
 宣力還是跆拳道黑帶呢！他說教練鼓勵他繼續努力，日後可能有機會成為美國奧林匹克跆拳道選手。是啊
！不久前他還說準備進入摔角校隊，怎麼……怎麼……這會兒醫師會診斷出他肋骨已被侵蝕三分之一 …，
這……這到底怎麼回事！ 
 2002年一個春日，宣力說他背部不舒服，帶他去看小兒科，醫師檢查不出什麼大礙，開了一些止痛藥，我
們夫妻倆也沒放在心上。三個月過去了，宣力說止痛藥也止不住痛了，我堅持要送宣力去照X光。沒想到，
早上去照X光，下午就傳來噩耗。 
 「是骨癌！癌細胞來勢__，破壞力大，情況緊急，不能再拖了……」從醫師口中聽到這個判決，我嚇呆了
，說不出話、哭不出來。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可能？我們家沒有癌症的病史啊！如果早三個月前就去照X
光，是不是就不會這麼嚴重？」 
 這一切來得太突然了！十五歲的孩子，正值春春年華，宣力還等著要上大學，要當選美國奧林匹克國手，
有一天要結了婚還要讓我抱孫子……。我沒時間胡思亂想了，必須準備讓宣力馬上進醫院接受化療。  
舉目望天 
 當時，外子手上的簽約工作剛好告一段落，於是他離職，專心在醫院照顧宣力。因家裡需要保險、更需要
收入，所以我繼續保留工作。下午五點下班後，我到醫院換班讓先生回家休息，晚上十點，外子再來輪班。 
 美國同事們聽到宣力癌症入院，紛紛表示關切，有些基督徒同事還說會替宣力禱告。我從沒走進過教會，
但我心中相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只是我不認識祂。我暗暗向那位宇宙的主宰許願，等宣力復原後，我一定
帶他去教會。 
 宣力做完折磨人的化療後，留在醫院追蹤觀察好一陣子。 
 有一天，宣力告訴我，有位年輕的美國女孩到病房來探望他。女孩說她是基督徒，九歲時和宣力得到一樣
的骨癌，後來被醫好了！這個女孩的出現，帶給我們極大的激勵和盼望。 
 只是，這女孩是誰?是誰派她來的?她為什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很想見她，可惜她再也沒有出現！我把這
女孩當作是上帝派來的天使。  
 我開始對上帝感興趣了，我心想，給上帝一個機會吧！我聽過很多神蹟奇事，我相信上帝是行奇蹟的神，
當然我不強求奇蹟一定會發生在宣力身上，可是作為憂心如焚的母親，為了救宣力，不論必須付出任何 
代價，我都願意一試！ 
 因我是台灣東海大學校友，聽說我們家附近有一位許宗實牧師，也是校友，於是我打聽到「傳福中心」地
址，主動走進教會。  
 許牧師和一位年輕的韓裔牧師 Sam Lee 一起來看宣力，為他禱告。說也奇怪，已經好幾天沒胃口的宣力，
禱告完後，竟然吃東西了。 
 「牧師禱告的時候，我很想哭，但不是那種難過的哭，而是喜樂盼望的哭，我的身體好像被提起來一樣」
聽著兒子的分享，我除了流淚感謝之外，也不知道該說什麼。  
重享青春年華 
 2002 年秋，宣力第一次動大手術，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那十五個小時就像一個世紀那樣漫長。這是個
脊椎手術，萬一失敗，可能導致下半身全身癱瘓，終身無法行走。 
 再次感謝上帝，手術順利成功。翌日夜裡，和兒子單獨相處，我問他：「你真的相信上帝存在嗎?」兒子
反問：「為什麼不相信？」幾天後，我決定受洗，並邀請許牧師和 Sam Lee 牧師到醫院為宣力施洗。 
 歲末冬殘意味著春之將臨，一個季節過去，帶來另一個新個季節！宣力出院後，在家療養一陣子，每月赴
醫院定檢。我對生命再度抱著熱情與希望。 
 2003 年春天，宣力回到學校。他不能再參加任何激烈的運動項目，但是他最愛的樂團，他不能放棄。我帶
宣力到「傳福中心」，他也享受教會弟兄姐妹深厚的愛。 
 再度看到宣力臉上露出青春燦爛的笑容，我已無所求。 
 我對宣力唯一不滿的是他已病得快不行了，還愛吃垃圾食物。但想想這幾年，也真是難為了他。2000 年，
他最愛的外婆去世；這幾年我們夫妻感情又失和；加上癌症的折磨，我也不忍心責備他了！ 
 2004 年四月宣力滿十七歲，對開車躍躍欲試。新手上路，載同學回家的路上，發生車禍，車子在空中 
翻滾，不幸中的大幸，車子全毀，兩個高中生只受輕傷。  
二度入院 
 車禍一個月後，宣力再次說他背痛，從那次進入醫院後，他就再沒有走出來！ 
 「癌細胞又開始擴散了，你們要有心裡準備，最多只剩半年時間」醫師肯定的口氣像是宣判了宣力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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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年的夏天好像來得特別早，才五月的第二個星期，熱情的陽光就從光禿禿的枝椏間直射下來。 
街道上、公園裡、超級市場內，為什麼每個大人小孩，都活得如此開心？ 
 我想起那天是母親節，我的心沉到谷底，聽不到身邊的喧鬧聲、看不清楚每個人影，心裡只惦著宣力，突
然間我覺得這世界離我好遠好遠。 
 每一次踏入醫院，我就擔心害怕，每一天都可能是宣力的最後一天，這個夏天將是宣力生命中的最後一個
夏天，我想抓緊和宣力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但考慮醫藥保險，我不能馬上辭職，於是把工作改為半天，只要
多一分鐘陪他都好。 
 那半年是一場漫長的抗癌期。餵藥餵不進去，全靠點滴。宣力下半身有部分潰爛，只稍輕輕翻身也會痛，
連穿衣、脫衣都是一種折磨。  
 我上網查骨癌相關資料，我試著打聽骨隨捐贈，我還想陪宣力做最後一次的掙扎。我向醫師懇求，試試任
何一種新藥，就算失敗，至少我們試了！醫師搖頭，太遲了！看著宣力一天天消瘦，沒有胃口，我的心一天
天像是被刀割。  
終於放手 
 我還能祈求再一次奇蹟嗎?醫師無法拯救我的兒子，我亦無法幫助宣力，真的就這樣放棄了嗎?兒子看著我
痛苦，反而安慰我：「媽媽，妳不要哭，上帝與我同在，妳不要怕！」 
 宣力一直是開朗樂觀的孩子，從他生病以來，從來就沒聽他抱怨過，從來也不問神"Why me?"更沒見他發
過脾氣，我怎麼會有一個修養這麼好的兒子！ 
 十月秋意正濃，片片紅楓飄落滿地。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此刻，我卻無心賞楓。那日我踏著薄暮從醫
院歸來，進屋門擰亮了燈，跪在廚房，悲從中來，大聲呼號：「上帝啊！把宣力接走吧！我放手了！我不願
再看著他痛苦下去！」 
 最後一個月，宣力的同學不時來探望，我在病房外時時聽到病房傳來陣陣笑聲。同學們走出來，個個帶著
笑容，我一臉疑惑，怕是孩子們在惡作劇，問了其中一位較成熟的孩子，他說："Daniel told us jokes。"（宣
力講笑話給我們聽。） 
 我誇宣力真難得，還能逗別人笑，他回說：「講笑話其實並不難，難的是同學每個人『品味』不同，要針
對不同人講不同笑話，那才是難！」這就是宣力，自己連翻身的力氣都沒有，卻還要關心別人！  
「宣力，謝謝你！」 
 2004 年 11 月 3 日，宣力和同學們說完笑話三天後，沒有絲毫掙扎，手中握著十字架，安祥地閉上眼睛，
結束十七歲的生命，回到天父懷裡。 
 如果以為人生可以避免喪失親人的痛，就好像認為一個人可以暴露在狂風暴雨中而絲毫不被沾濕，那根本
是不可能。 
 親愛的宣力，你走了，帶著上帝賜的平安，你走了！我仍是感謝上帝讓我與你母子一場，雖然只有短短的
十七個寒暑。 
 宣力，謝謝你！謝謝你包容媽媽。媽媽曾經為了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而把真正重要的給忽略了；媽媽只
是努力地去盡為母之責，而沒有花時間真正欣賞你、和你作朋友。 
 親愛的宣力，謝謝你臨走前原諒我、與我和好，你是我人生最好的老師了。 
 每次在教會看到年輕人燦爛的笑顏，記憶檔案就會自動編校、整理、更新，如果宣力還在的話, 此刻他可
能也會站在台上彈琴敬拜上帝. 
 你問我，花多久的時間才從宣力過世的傷慟裡走出來?我無法回答。我想起喪禮那天，小艇把我載到哈德
遜河上，灑下兒子的骨灰，我輕輕對自己說了一句：「如果人生可以重來一次……。」  
活得更精彩   往後的人生，我該怎麼善用陪宣力走最後一程時所學到的，讓自己活得更精彩呢？  

1. 照顧家人：當時夫妻兩人把所有注意力都給宣力，忽略了十三歲正進入青春期的女兒。喪事後我想抱抱
她、親親她，都遭拒。但我相信上帝會慢慢彌合我和女兒的關係。  

2. 夫妻同心：宣力生病期間，我和外子感情不穩、身心交瘁。尤其對宣力的飲食，兩人態度不一、時有口
角，可能造成宣力更大的心理壓力。家人生病，夫妻一定要同心，才能三贏。  

3. 接受幫助：過去我很難接受別人的幫助。宣力生病期間，我仍要保住工作，同事合捐七十天的休假給我
，這比送我一筆錢還要寶貴。我也接受「傳福中心」弟兄姊妹們的鼓勵和愛心，幫助我度過難關。此外
，宣力同學的母親們協助我喪禮事宜，減輕我極大重擔。  

4. 改變自己：我一向不能容忍自己有錯，更不能容忍別人有錯。宣力走後，我開始檢討自己，對身旁的人
不要得理不饒人，對孩子教育不能用高壓政策。做錯就該道歉，給自己也給別人改過的機會。  

5. 饒恕和好：宣力生病前，和爸爸沒有太多獨處的美好時光，沒想到在醫院竟成了他們的〝美好時光。宣
力最後告訴我，他愛爸爸，他原諒爸爸，他和爸爸和好了。宣力不帶任何遺憾地走，這對我們全家人是
莫大的安慰。  

6. 珍惜生命：我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是什麼?什麼是優先順序?我珍惜與家人一起的時刻。我看重每一個上帝
創造的寶貴生命，我把親友捐給宣力的錢，轉贈給醫院癌症兒童的家人，因為他們可能比我更需要。  

7. 接受上帝：「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若不是陪宣力走過最後一程，可能到今天我還不
認識上帝。是祂給我平安，是祂給我力量，我願接受上帝走完我的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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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神釋放潛能          陳莉莉  
 

當我被邀加入異象事工發展會時，正是我事奉路上最低潮的時刻。我在平常日子過得快快樂樂，一到禮
拜天常以毫無喜樂的心來到教會。在敬拜時我念不出主禱文，聽到聖樂不再感動，牧師的講道亦極難
觸動我心，更缺少意願參加任何團契，作完禮拜我無心與人交談，像得了自閉症似的，只想快快離開教
會，回到暖安祥的家。八月底，在 parking lot 司完琴匆匆要離開時，一位不知名的太太追出來攔著我
說，” 妳急著要走嗎？我只要告訴妳一句話，妳今天的音樂讓我流淚，妳的每篇文章我也都好感動。
妳要繼續彈，繼續寫喔！]要是在以前，我會很熱絡地與她回應，感謝一番。可是當天我情緒十分低
落，勉強地擠出一絲笑容，謝謝她的鼓勵。回到家，疲倦地躺在沙發上回想她對我說的話，想到自己對
事奉提不起勁已好有一陣子，也許久沒與上帝有任何交談，更下了大決心今年答應的事工作完，明年就
不再司琴也不再提筆了，我無心事奉，慚愧實在不是一個好器皿。此刻，莫非上帝要透過一位我不熟悉
的太太來提升我的靈命？  
張長老則是另外一個例子。異象委員會開了幾次會後，主席 George 寫了一大篇英文報告，張長老看準
委員裏頭只有我比較常提筆為文，順理成章的，便囑咐我將之譯成中文。我一向很敬佩他在教會屬靈的
帶領，聽到他語重心長的叮嚀，我不敢推說我很忙，英文也太高竿。勉為其難地答應了，嘴裏說好，
其實心裏很掙扎。帶著一顆沈重的心，花了幾天時間將 George 的原文，一字一句地譯成了一篇冗長的
中文異象報告。張長老看了之後，建議我不要逐字翻譯，最好將它精簡讓人能看了一目了然。我覺得他
言之有理，也就虛心接受。又閉關深思了好幾天，一提筆，才發現文字要精簡清晰比囉嗦冗長來得困
難，字句推敲了許久，一星期後才得以完成所托。交卷後，張長老頗為滿意，只是，很客氣有禮地又問
道”是否可以將它譯成英文？讓英文部也能了解教會異象？”聽到這高難度的請求，我第一個反應是極
力推脫並推薦其它英才，支唔地說 [英翻中我是尚可，中翻英則大有問題，我不是 ABC，無法譯出標準
英文----。]張長老聽了我的脫詞還是不放棄我，一再美言鼓勵我這隻三貓。因為他的器重，我只好任
重道遠又繼續努力了。說實在，大半個月來，將此文譯過來又譯過去，[異象]一文早已經深入我心。找
出塵封已久的漢英大字典，花了整整一上午，盡我所能地用貧乏的英文能力將這篇精簡的[教會異象與
展望]譯成英文。當我完成這使命時，我簡直不敢相信英文不是母語的自己能夠不太費力地將它流暢地
英譯出來，深深地見証到這完全是上帝在做工，我只不過是衪的器皿。而上帝亦透過張長老來激發我的
潛能，因為原本無此恩賜的我要做好這翻譯事工，實在是障礙重重的。  
我常常在思考以弗所書二：10 說[我們原是上帝所成的，是在耶穌基督裏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行各樣
的善事，就是上帝預先所安排的。]我們受造乃是為了參與上帝的使命。作為基督徒更要相信上帝在整
個世界全時間工作，衪以恩典、憐憫、和能力充滿衪的跟隨者，使我們得改造與救贖。上帝也呼召我們
捲起衣袖，運用我們的才幹、金錢、時間和熱誠與衪同工並讓世界變得更美好。衪讓主耶穌來到世上便
是來教導我們如何改變這個世界。當主耶穌說[你要盡心、盡性、盡力，全意愛主我們上帝，並要愛鄰
舍如同自己。]衪是在呼召我們以與上帝建立真正愛的關係代替儀式化的宗教，並把對自己的關心、尊
重、同情照樣給予別人。耶穌、並清晰地表達衪對我們的心意包括普世的使命。[你們要到普世去傳福
音，奉我的名給他們施洗，我吩咐你們的一切，都要教導他們遵守。]  
每位基督徒活在世上都想過有目的生活，我們都想把自己獻給一個有價值的目標。而無論是上帝賜福予
你，讓你每週可自由運用四十小時，或是僅能從忙碌的時間表擠出四十分鐘來參與上帝的工，我們每個
人都有無恨潛能使所處的週遭變得不一樣。我們能夠獻出什麼？有時是超出自己能夠想像的。上帝慷慨
賜予我們行善的工具：與生俱來的恩賜和天份，熱心助人的心，接受教育的福份以及成熟的人生經驗。
一旦我們決定將這些福份，傾注到別人的生命裏，有一天我們將會發現那顆種子已綻放出奇異花朵。  
當耶穌邀請彼得、雅各、約翰，以及其他門徒協助衪傳揚天國福音時，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決定
的。他選擇把推動事工的使命交給平凡的人，耶穌相信各行各業都可以用來拓展上帝的國度。不論我們
以什麼身份事奉，事奉最大的影響力就是它使我們的心從關注自己轉向別人，而當我們熱心事奉時，上
帝的憐憫必然進入我們的心。  
假如我們要教會成為合乎聖經真理的體，發揮設立的目的，我們必需高舉有關平信徒事奉的異象。當
事奉者接受裝備、接受訓練、得著能力、接受委任去負責事工時，人人都成為嬴家-包括裝備別人的
人，因為上帝大大使用他，賦予恩賜與能力。接受裝備的人亦是嬴家，因為他們在上帝手中，成為醫
治、盼望和轉化的器皿。社區更是，因為它接受一個充滿愛、合一、有多方面恩賜的力量服侍。上帝亦
是嬴家，衪高興見到祂的兒女讓這世界更美好，而衪的名將被高，一切榮耀亦歸於衪。  
教會的異象不是偶然產生的，教會亦不是孤立於社區裏，教會異象的實現需要更多人委身投入事奉，以
憐恤與關懷用來服侍你識與不識的人，把信仰付諸行動，傳遞福音、讓世界更加充滿愛與盼望。我深信
上帝對我們每個人的呼召都有特別的恩典，只要我們肯為衪釋放潛能，衪的恩惠與慈愛必傾倒在我們生
命當中，我們亦必得到自天來的大能力，過著衪所預備的得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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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續前緣                                蕭貞淑                             
     
真的是有緣千里來相逢,這次因團友的邀約,於是有
個洛杉磯之旅,原本打算做四天三夜之旅,後來改變
行程,提早一天回來。 
    真虧我們這位熱心的團友的策劃,來相聚的團友總
共有 15 人,這也是多年來參加 Tour 最有成就的
一團。 
    這次到 LA 老公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會,就是與跟他
失散多年毫無音訊的好友相會,能有這位朋友的消
息還真是巧合。 
    晚上搭團友的車來到”印地安啤酒屋”途中我們
迷了路以至於遲到了幾分鐘這要歸罪於 LA 的路
標實在太差了,害得我們急的像熱鍋螞蟻,因這次是
這位團友招集,而他的邀約信內說 : 
        聚餐時間: 下午六時整, 逾時不候。  
結果自己卻遲到,但這要歸罪於路人甲,路人乙亂指
示而害苦了我們這段迷航記。 
    大家見面後都開心的不得了,這也是大家的第一次,
從沒有分散後還能再次團聚,實在不容易,又這麼有
情。 
    這次點餐工作由 LA 的醫生團友負責,飯後的餘興
是到他家再小敘及唱卡拉 ok,醫生團友非常熱心在
家裡還備有水果,紅酒,以及一個別緻的蛋糕,蛋糕上
還寫著雲南之旅超令人感動。 
    愛唱卡拉 OK 的團友還不忘麗江的對唱,對唱的樂
趣就是,當一方唱完後一定要大喊”呀梭,呀梭,呀呀
梭”對方就得趕緊唱,否則就輸了。 
    愛聊天的也來聊幾個笑話跟個人的心路歷程。  

           ~~~~~一個媽媽的故事~~~~~~ 
    漂亮姐妹花的姐姐說說了一個讓大家噴飯的笑話 
    話說她們全家姐妹在小時後都有被狗追過的經驗,
這陰影直到長大都無法對狗兒有好感,且敬而遠之 
    有一天姐姐抱著 1 歲多的胖兒子搭電梯,當電梯的
門一開,突然衝進一隻狗,被這突如其來的狗兒嚇得
一時喪失理智的媽媽拿起兒子胖胖小腳,忙著揮趕
狗兒,當主人趕緊拖走後,媽媽趕緊將兒子抱好,此時
雙腳被媽媽拿來當趕狗狗的兒子拍著自己的胸脯
害怕的說:” 怕怕,”這時回過神來的媽媽才想起
她怎麼拿兒子的腳當工具趕狗,也不顧兒子的安危,
真是個太沒良心的媽媽,實在愧對兒子。 
       當我們看到她有聲有色的敘訴時都笑到直掉
眼淚,真是服了她姐姐。 

第二篇  
  一早起床問一同前來 LA 的朋友,是否要一起去
San Diego 他們考慮後還是不去,於時我們趕緊
上路。 
  來 LA 一定要吃吃台灣味的早餐,在半路接到另一
位團友的電話,她決定與我們同行,而且還要盡地主
之誼請我們去這兒有名的”永和豆漿店吃早點,真
的是名不虛傳,來吃的客人還真是多。朋友點一道
鹹豆花,這道豆花吃起來就像在吃肉粳豆花真是特
別,不知台灣的鹹豆漿是否也是這樣。 
在往 San Diego 的途中竟下這大雨,讓我們擔心
如何去海邊玩呢!趕緊打電話給在 San Diego 的 

  團友,他要我們安啦,沒事的,他們那兒天氣好得很,
只是那段路都會下雨而已,這翻話讓我們安心了不
少,果然當我們抵達 San Diego 天氣真是好到快
要被晒成乾,溫度又是高到 90 幾度,比起我住的北
加好天氣真是差太多。 
我們的”Local 導遊”,也就是住這兒的”雲南團
友”他說要帶我們去的是普通 Tour 不會來的海
邊,還帶我們吃這裡的人最愛來的吃的魚堡店,他沒
吹牛喔來此用餐的人真的很多很多。而這裡也是
他時常下海去補魚的海港,他自己有一艘船,常常出
海捕魚。 
      我問他: 你捕這麼多魚吃不膩嗎? 
      他笑說: 會ㄚ,所以都會送人,送到人家都會說不要
了再送來了,哈! 
San Diego 的海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迷人,假日
更是 Family 來朝聖的地方,有機會你們一定要來
玩 。 
~~~~~~~~~~~~~~一個男人的故事~~~~~~~~~~~~ 
       他是我們所有團友一致認為應是從大陸來的,
無論他說話的口氣,他外在氣質都像是大陸人士,但
跌破大家的眼鏡,他卻是來自”台灣的台南”。媽
媽還是本省人。 
        他是個旅遊狂,只要旅遊回來二,三個月,他就開
始不安於室的尋找下一個旅遊目的地。一年約 
3-4 個月後一定要出去玩。 
    他從事美國餐廳兼酒巴的行業已有 20 幾年了,生
意穩定,現在他每天只是去店裡收錢就可以了,他的
客人全都是老外,有天那些老外說大陸還是很落後,
男人還是綁辮子,他非常不服氣的說你們每人拿
800 元出來,我帶你們去北京看看,一到北京真讓
這些老外大開眼界。 
    這些愛喝酒的客人喝酒就像喝開水,把先前買去的
酒喝完,竟在半夜敲他的門說要喝某某牌的酒,他沒
辦法只好半夜爬起來叫了計程車帶他去有賣酒的
地方買回來給那些酒鬼喝。 
    因為自己是老板,而且經營的餐廳也不需出差,但他
想來個不一樣日子,也學學人家出差,於是有一天他
就跟著一般上班族一樣,拿著一個公事包,穿著漂漂
亮亮,就出門了,老婆還沒查覺有異樣,到了中午打電
話給他說:你去上那兒去了?  
                             他說:我去出差呀! 
        老婆詫異的問說:出啥差啊!! 餐廳那需出差?! 
        老公說 ;我想過一下不一樣的上班日子 
      然而他出差的地點就是 Las Vegas 跟出差族
一樣,直到晚上 10 點回到家。 
非常幸運的是他娶了一位非常配合他的太太,人不
但漂亮,又會煮菜,他常帶她去學做菜,學做菜的地點
是去餐廳吃,只要吃過那道菜,老婆就一定能做出那
味道,真是天才。 
       他常常突發奇想有時在半夜想去釣魚,於時把
正熟睡的女兒用毛壇裹著一家人就去釣魚了,當女
兒醒來還會幫老爸拉魚呢! 真是有其父母就有其
女。而小女孩也因老爸老媽的愛玩,小小年紀已經
跑遍了大陸及其它各地,真是幸福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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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Without Forgiveness: Impossible                  
by Jon Walker – 2007/11/19 

"Be kind and compassionate to one another, forgiving each other, just as in Christ God 
forgave you." (Ephesians 4:32 NIV) 
 
Fellowship without forgiveness is impossible. 
 
As believers, we're called "to settle ou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2 Corinthians 5:18 
MSG) We need to consistently forgive others and receive forgiveness from others, or we'll 
"give up in despair." (2 Corinthians 2:7 CEV)  
 
Whenever we're hurt by someone, we have a choice to make: Will we focus on retaliation or 
resolution?  
 
The Bible speaks candidly about settling the score: "Make sure that nobody pays back wrong 
for wrong, but always try to be kind to each other and to everyone else." (1 Thessalonians 
5:15 NIV)  
 
In God's economy, it's not enough to say we won't seek revenge; we're to press into the very 
heart of forgiveness, forgiving each other, just as Christ forgave us. (Ephesians 4:32 NIV)  
 
The Bible is very clear that forgiveness is not optional for the Christ-follower. God sets this 
high standard because he knows how much is at stake in your life: Bitterness and 
unforgiveness are a cancer that eventually will destroy you from the inside out. Forgiveness is 
the scalpel that removes the tumor.  
 
This doesn't mean you'll always be able to immediately forgive and be done with it. As you 
become more and more Christ-like, that will become possible, but for now you may have to 
work at forgiving someone who has hurt you in a particularly painful way. In other words, you 
may forgive this person but soon begin to feel a root of unforgiveness growing in your heart.  
 
When this occurs, you can go to King Jesus and ask him to help you with this cycle. He will 
help you release the offender,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you in your effort. 
 
A major point here is that forgiveness is a choice you can make. The power of God, 
working within you, means you no longer have to remain a slave to unforgiveness or 
bitterness. 
 
In Colossians, the Apostle Paul provides the basis and motivation for forgiveness: "You must 
make allowance for each other's faults and forgive the person who offends you. Remember, 
the Lord forgave you, so you must forgive others ." (Colossians 3:13 NLT, italics added). 
When we remember the price Jesus paid to forgive us, how can we not forgive? (Romans 5:8) 
 
What now? 
· When you forgive, you're not pretending it didn't hurt – Forgiveness means you no 
longer hold the offense against the offender. It means you've pardoned the debt, and you've 
intentionally chosen to release the one who hurt you. We're to love deeply, because "love 
covers over a multitude of sins." (1 Peter 4:8 NIV)  
 
· Stop right now and talk to God – Have an honest conversation with God about someone 
you need to forgive. Our heavenly Father knows that it's not easy to let go of our hurts, but he 
will give you the grace to forgive.  
 
· Be honest with God – Cry out to God; tell him exactly how you feel. He won't be surprised 
or upset by your anger, hurt, insecurity, or bitt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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