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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與愛心偏心與愛心偏心與愛心偏心與愛心                              

陳振鴻牧師 

 

   

          經文:雅各書  2: 1-13 

 

    我的弟兄姐妹們,既然你們是榮耀的主耶

穌基督的信徒,就不可憑著人的外表,用不同的

態度對待人.,假定有一個有錢人手戴金戒指,身

穿美麗的衣服,來到你們聚會的地方,同時有一

個衣著破爛的窮人也來到,你們會對那穿著華

麗衣服的人特別客氣,對他說”請上座”,卻對

那窮人說:”站 一邊”或是說:”坐在我的腳

蹬旁”,這你就是偏心,是惡意歧視人. 

 

    我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你們要聽,上帝揀選

世上的窮人,使他們在信心上富足,又讓他們承

受祂應許給愛祂的人的新國度.你們竟侮辱窮

人!其實欺壓你們,把你們拉去見官的正是這班

有錢人!毀謗你們所領受那尊貴名稱的,也正是

他們. 

 

    你們若遵守聖經上所記載”愛人如己”

那新國度的法則,這就對了.但你們若憑人的外

表待人,就是犯罪,法律是要判定你們犯法的,誰

違背法律中的一條誡命`,就等於違背了全部的

法律..因為那位命令說”不可奸淫”的,也說”

不可殺人”儘管你不犯姦淫,你殺人就是違背

法律.既然你們要承受那使人得自由的法則你

們的言行就要符合這標準..因為上帝審判的時

候,不會以仁慈對待那些不仁慈的人,然而仁慈

是勝過審判的. 

 

   有一天早晨八點在人來人往的 Washington 

DＣ 地鐵車站裏,有位青年人站在那兒拉小提

琴,優美的琴聲是巴哈著名的樂曲,但並沒有引

起多少人的注意,或駐足欣賞,四十五分鐘裡只 

 

 

有七個人停下來,放在腳下的盤子也只收到 32

元,其實這是 New Year Times 報社的一項調查,

報社特地邀請當今最有名的小提琴家 Bell  

來參與,在地鐵裡演奏.  

    

 Mr. Bell 在 Boston 演奏時是座無虛席,一張門

票是 100 元以上,那把 1713 年的小提琴更是  

價值 350 萬的名琴.但是當他站在地鐵演奏時,

卻被人視為窮苦潦倒的流浪漢藝人,被瞧不起

被忽視,這是人的偏見造成的.其實在我們周遭

裡充滿了許多有價值的人,值得學習,值得敬佩

的人,以及有價值的事物,但他們卻被忽略了. 

 

    當年耶穌不是也是被人譏笑”那從拿撒

勒來的會有什麼好的嗎?”自己家鄉的人尚且

厭棄祂. 

 

    二千多年前,猶太人在會堂聚集,穿著華麗

衣服的人被請上座,衣服寒酸的人被擺在一旁

或蹲在人的椅下.雅各書作者指責會堂的人.然

而這情形在台灣也發生過,位於萬華風化區附

近的一所教堂,一天有三位婦女進來,從她們的

打扮就知道是從事特種營業的,會友們一看就

坐的遠遠的避開她們,奉獻時她們也準備奉獻,

但司獻的人卻跳過她們,從此她們就不再踏進

教會. 

 

    印度國父甘地,在英國求學時,曾研讀聖經,

及有關耶穌的書籍,深被感動,於是來到教會,沒

想到被站在門口的接待人員擋住,叫甘地到和

他同膚色的教堂做禮拜.因此甘地認為基督教

並沒有比其他宗教好.不僅甘地,以及他的家人,

甚至整個印度都受到影响而被棄於福音大門

之外.因膚色,外表而被拒絕,這都是人的傲慢與

偏見而造成的許多遺憾. 

 

    中國蘇東坡有天參觀一座廟寺,廟裡的人

不認識他,就不理踩他,後來遊客中有人認出他,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 P1 ~           TAPC Newsletter- November 2009 

      



廟方才知道他是頂頂大名的文人,就好禮相待,

請他題字     蘇東坡題             

坐, 請坐, 請上座 

          茶, 喝茶, 喝好茶 

 

     美國的黑人二 ,三百年受盡奴役遭受不

平等待遇,雖經過南北戰爭,解放黑奴之戰,但他

們就和白人平起平坐了嗎?戰爭結束後,一天有

位黑人來到白人教會,聖餐時沒人肯跟他一起

擘餅領聖餐,這時南北戰爭的李將軍 Robert Lee

走向前來說你是我的兄弟,我們一起領聖餐. 

 

    在這社會裡,我們也會被輕視,也會輕視別

人.因為衣著,談吐,學歷而瞧不起人,認為那人水

準低,其實他並不如你想像的一文不值,記住!上

帝是看人內心的. 

 

    最近因為牧師娘生病,使我常常回憶以前

在一起的點點滴滴.相識相愛已有 40 載,當初

男女朋友倆情相悅,難分難捨,就自己跑到她家

向他父親求親,父親知道我的來意後緊張又急

性的說:陳先生,結婚的事可要慎重,要考慮優生

學,我想你最好找個身材高大的比較好,將來小

孩才不會太矮.”他再三強調後代怕太矮,意思

很明顯的嫌我太矮.我坦誠相告,我和他女兒情

投意合,真心相愛,願長相守渡一生,感謝主,終於

娶得美嬌娘,結果二個兒子也不算太矮,這就是

從外表被論斷的例子. 

 

     人為何如此?當時上帝吩咐亞當夏娃不

可吃”分別善惡的果子”,但他們不服從,吃了

後眼睛亮了,也會分辨善惡,但卻只會自以為是,

用自己的標準去分辨好壞,只看到別人的惡,別

人的弱點與缺點,看得起有錢有勢的的人,因為

或許有一天我會有求於他,會從他那兒得到好

處.至於窮人,低階層的人,對我沒好處,就看輕他,

和有錢人做朋友,棄絕窮人,雅各書:”信耶穌的

人不可以貌取人,不可論斷人”,如果你 

 

 

和一般人一樣輕視人,那麼教會豈不白來了,亞

當夏娃造成的錯誤,將人類帶入罪惡,離開上帝.

但十字架的救恩,,耶穌的寶血洗清我們的罪,所

以我們要守主的教導,要和世俗人不同.信主的

人生命要改變,要調整,要符合上帝的價值觀,我

們口口聲聲”主啊! 主的”,但卻不遵守祂的

教導,就是輕視上帝,不把上帝放在眼裡,. 

 

    在雅各書二章 1-13節裡寫著:猶太人是守

律法的,但要知道”愛人如己”是律法的一條,

也是最重要之一,如果犯了一條,就等於犯了所

有的律法,是要受上帝的審判的.在雅各書時代,

猶太人被羅馬政府統治,那些穿華麗衣服戴金

飾的有錢人都是專門討好羅馬政府官員來得

到好處的人,會堂的人會禮遇以待,而信主的兄

弟姊妹卻輕視壓迫自己的同胞,這是違犯律法

的,是上帝看為惡的. 

 

    上帝有三個本質 : 聖潔,公義和慈愛. 

 1  聖潔: 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 

 2  公義: 在公義上帝面前,人人都有審判 

 3  慈愛: 主有憐憫, 祂知道人的軟弱,所以在

創世前,就有救恩的計劃,使有罪的人因 為耶

穌基督的犧牲,獨生聖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

洗清我們的罪,當面對聖潔公義的上帝時,耶穌

的寶血掩護了我們這些罪人. 

 

    正因上帝的憐憫,我們也要對人存憐憫的

心,從我們身上使人看到主的救恩,而帶人信主.

救恩是普世的,是給全人類的.所以不要偏待人. 

 

    有位教授很瞧不起黑人,後來他生病眼睛

瞎了,在一位護士悉心照顧下,他竟愛上她而與

她結婚,那位護士是黑人,當人的眼睛看不見就

不會有偏見,看得見時就有偏心與偏見.我們信

主的人要使人感受到被接納,以仁慈待人,為主

耶穌作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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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召來服事受召來服事受召來服事受召來服事 

林瑞隆牧師 
 

 
聖經： 出埃及記18:13~27 (和合p.91, 現中p.92) 

      彼得前書 5:1~6 (和合 p.339, 現中 p.363,) 

 
教會組織中長老與執事是一種服事的職份

或職能 (function)，而不是職位 (position)，更

不是地位 (status)。這些職份的設立，和教會事

工有絕對密切的關係，離開事工，則這些職份

都失去意義。這些職份雖有榮耀，卻不是一般

社會大眾所認定的個人成就的榮耀，而是服事

上帝和服務人的榮耀，且其最高榮耀最終亦將

歸於上帝。 

 
不論是長老或執事，雖然所擔負事工內容

和責任不同，但本質一樣，都是服事者，而「服

事」的重要意義則和謙卑有關。缺乏謙卑的精

神與態度，無法做好服事的工作；因為服事態

度的精義之一，就是「倒空自己」，或台語所說

的「看無自己」，完全順服在上帝的旨意下。此

外，就是尊重被服事者，將他/她視為上賓，將

自己看做僕人。而在信仰團體裡面，服事者常

常也是領導者。然則，服事者是藉著謙卑的服

事，而不是藉著「地位」來領導。 

 
本質上，不論長老或執事，雖然擔負不同

的職份，都是受召來服事。教會長執的受召經

驗可能和舊約先知得到特殊的啟示、感動、或

看見異象的召喚不同。教會長執係藉著信徒會

眾的選舉產生，但選舉也可以理解為上帝透過

會眾的信仰意志表達出來的呼召。因此，教會

選舉的實質與形式都應該建立在信仰的基礎

上，不應該在其他的基礎上。離開信仰的選舉

是不被祝福的。這是教會選舉和社會上牽扯極

多個人利益的選舉最大不同的地方。 

 

 

 
一． 有才能的人 

 
摩西接受他的岳父葉忒羅的建議，要選擇

有才能者和他同工，一起管理以色列人的事

務。可是，這裡所指的有才能者，和我們今日

所認定的才能者的確有所不同。葉忒羅提出三

個才能者的標準或條件，這三個標準或條件和

信仰以及人格有關，和我們習慣上認定的能力

則關係不密切。茲分述如下： 

 
(1) 敬畏上帝：摩西時代在荒漠、曠野中飄

遊的以色列人，可以說是一個信仰團體，因為

事實上他們除了耶和華信仰和簡單的「可移動

的財產」(亦即動產) 之外，什麼都沒有。此外，

他們的曠野流浪實際上是「在途中」的過程，

真正的目的地是迦南，所以他們未曾打算要在

曠野中定居下來，當然也不可能經營出什麼產

業或企業。摩西選出這些領導者的目的是要他

們協助管理以色列民的日常事務。這裡所列的

「敬畏上帝」可以說是管理者的信仰條件。此

時的以色列人團體以信仰為重，領導者和協助

管理的人都必須信仰堅定、目標明確才適合帶

領人民，並確立起耶和華的信仰。當然，敬畏

上帝也是智慧的表現，以色列的智者這樣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聰明。」(箴言 9:10) 有信仰和有智慧幾乎是相

同的。 

 
(2)誠實無妄：誠實的最簡單定義就是心口

如一、不虛偽或欺騙。台語聖經將「無妄」這

個詞翻譯成「無濫糝」，意思就是「不隨便」。

這個片語的意思就是誠實無欺、心口如一，擁

有值得別人信賴的人格。因此，這可以說就是

一個人格的條件。台灣政界充斥著專擅欺騙的

政客，靠著一張能言善道或是油腔滑調的嘴巴

去顛倒是非、翻雲覆雨，今是昨非，人民永遠

不清楚他們甚麼時候講的是真話。可以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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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話通常是隨便講的，是不可靠的。他們的

不誠實導致台灣政治深陷紊亂，不受信任，連

帶也因上行下效，整個社會風氣受到壞影響，

政治、商業、社會詐騙集團橫行，人和人之間

無法產生信任感，當然也就無法產生和諧的社

會。與此相反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摩西選擇

人民領袖的條件之一是誠實無妄，因為這是維

繫社會安定與和諧的要件。 

 
(3)恨不義之財：摩西選出來的助手所分擔

的責任是處理公共事務，極可能涉及重大利益

的問題，因此「恨不義之財」這一項標準可說

是做事原則的基本條件。由於領袖們手上握有

大小不等的權力，有機會藉著行使權力之便謀

求私利，如收受賄賂、欺壓良善，甚至侵害他

人的生命財產…等。因此這些人必須是公正廉

潔、有良心、不貪不義之財者，這樣才較有可

能免除弊端。反觀今日的台灣社會，政府唯經

濟利益是圖，鼓勵人民向錢看。感慨之餘，我

們真是深深羨慕摩西時代公務人員的人格和做

事標準。 

 
二． 按照上帝的旨意 

 
基督信仰常常提到上帝的「呼召」，甚至主

張所有人的職業，沒有所謂貴賤之分，全都是

上帝的呼召，這就是基督教著名的「天職觀」

(vocational view)。信徒所知的「呼召」係從上

帝而來，也就是按著上帝旨意而生的；因此，

清楚認知及順從上帝的旨意乃是應當的。而

且，不論受選召擔任的是什麼樣的職份，都應

該「按著上帝的旨意」來服事。《彼得前書》作

者特別提醒那些從事牧養工作的長老，要「按

著上帝的旨意照管」群羊，要出於真誠的關心，

而不勉強；要出於樂意，而非為了得到酬勞 

(5:2)。受召服事，一方面的意義是回應上帝的

呼召，願意服事，另一方面的重要意義就是要

按著上帝的旨意做。 

 

 

《彼得前書》的經文告訴我們：當時一些

「長老」必須擔任牧養信徒的工作，他們可能

也受薪。所以，這裡所提的長老，和今日教會

從會眾中選出的長老有所不同，他們應該是某

種類型的牧者。作者勸勉這些從事牧養工作的

長老要「甘心樂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顧羊

群，「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

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現代中文譯本則譯為：

「而是自動自發的服務」)。」(彼前 5:2) 作者

更進一步提醒這些長老們「不要轄制所託付你

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5:3)。「轄制」偏向

以個人的意志強迫他人接受或服從，而作榜樣

則是按上帝的旨意成為眾人可以模仿的典範，

兩者有實質上的巨大差異。作者的這些勸勉或

提醒都指出服事者必須以上帝的旨意為依歸。 

 
「按著上帝的旨意」的另一層重要意思是

不要以自己的想法、計畫為重。在教會中擔任

某種職分，不要以為就是取得了可以一展自己

長才的機會，將之看成是可以發揮與完成自己

之理想的機會，反倒應該將自己的長才貢獻在

上帝的理想上。教會以基督為首，所有信徒都

是肢體，肢體必須聽命於頭腦的吩咐，不能依

憑己意自由發揮。簡單說，教會服事的目的和

目標是要讓基督的身體得到健康平衡的發展，

因此一切都要按著上帝的旨意行。 

 
三． 作信徒的榜樣 

 
《彼得前書》作者勸勉那些擔任牧養工作

的長老不要轄制羊群，要作他們的榜樣。這告

訴我們：教會領導藝術的特質不在於它的權威

之強調，而在於它的以身作則。不管成員的想

法和意願如何，所有的人的團體在其發展的過

程中都會組織化，而形成某種型態的階層制

度。以聚會所為例，所有的成員都是兄弟或姊

妹，沒有牧者和平信徒之分，更無長老、執事

的區別，實際上則所有的信徒一律平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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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運作中，最後還是會因為每個人的專

長、特點不一樣而自然形成區隔。其實，我們

不必刻意排斥這樣的區隔，反倒應該強調在上

帝眼中，不論甚麼樣的服事都是一樣重要的。 

 
作者也在 5:5 提及大家應該「以謙卑束腰，

彼此服事」。這句話不僅僅只是對長老講的，也

針對所有信徒的服事講。謙卑一直是基督徒品

德培養的核心，但甚麼是謙卑呢？著名的《腓

立比書》2:5~11經文以耶穌基督為例，說明了

謙卑的精義就是「虛己」。台語聖經將這一個詞

翻譯作「看無自己」，可能比較接近希臘原文

kenosis 的意思：「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無

我」，無我才能夠順服，就像保羅所說的：「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拉太書 2:20a) 

迎接基督進入倒空了的自我裡面，才有可能展

現基督的樣式，成為小基督，讓人看見可供信

徒效法的模範。 

 
受選成為教會的長老或執事，都應該成為

信徒的榜樣，就像《彼得前書》作者所教導的。

但要用甚麼東西展現與樹立榜樣呢？或應該成

為什麼樣的榜樣呢？要成為眾人的榜樣，不是

嘴巴說說就可以了！除了信仰與行為舉止之

外，還能有什麼可以讓人思念、模仿的呢？ 

 
結語： 

 
 不論是執事或長老，每一個職份都是重要

的，都是上帝的教會需要的，沒有高低的分別。

受選的人在自己的職份上盡責，藉此服事上

帝，也向上帝負最大的責任，並因此讓教會的

事工順利推展，基督的身體得到長進。職份沒

有高低或貴賤的問題，也沒有重要與不重要的

差別，就好像一部車子，不管是引擎或電池，

煞車或雨刷、後照鏡，所有的東西都重要，缺

一就不能發動，或是會導致危險產生。受選擔 

 

 

任長老或執事的信徒，和未擔任任何職份的信 

徒一起和牧師同心協力作工，這樣就一定能將

教會這一部車子發動起來，並且讓它跑得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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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的服事者 

 
「執事」的希臘文是 diakonos，這個字並

未出現在我們選讀的經文裡面，但和這個字相

關的另一個字 diakonia (服事、工作、安排、

管理…等) 則出現在經文中。因此，嚴格來

說，這些被選出來的信徒即使不是我們所知的

「執事」，但他們確實是教會事工的同工或服

事者，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服事或做工。 

 

這一批被選出來的同工，其實是基於事

工的需要。使徒教會選舉服事者是基於事工的

需要。初代教會由於聖靈大大做工在使徒和門

徒當中，所以教勢擴張迅速，人數增加快又

多，需要被關心的人和事也多了起來，十二名

使徒們顯然已經分身乏術，因此他們亟需更多

「同工」來分擔責任。從這一個角度看，教會

的服事者其實是事工責任的分擔者，在聖靈的

引導和感動下，他們與使徒一起努力推展教會

的宣教，讓更多人進入復活主基督的信仰。 

 

在教會中「分擔」事工責任是重要的。

以色列人在曠野中漂遊時期，摩西接受他的岳

父葉忒羅的建議從以色列人當中選出適當有

才能的人擔任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

夫長等，讓他們管理百姓，分擔不同的責任，

以便摩西能夠處理更重大的事情。(《出埃及

記》18:13~27) 摩西的例子是現代管理學所說

的「分層負責」的典範。有了這樣的機制，當

然公共事務就更容易得到關心和解決，事工也

更容易推動。 

 



Ten Principles of Ministry 

聖工事奉的十項原則 

1. The foundation of ministry is 
Character. 
聖工事奉的根基是品德。 

2. The nature of ministry is 
Service. 
聖工事奉的本質是服務。 

3. The motive of ministry is 
Love. 
聖工事奉的動機是關愛。 

4. The measure of ministry is 
Sacrifice. 
聖工事奉的衡量是犧牲。 

5. The authority of ministry is 
Submission. 
聖工事奉的權柄是順服。 

6. The tool of ministry is 
Word/Prayer. 
聖工事奉的工具是 神的話語
和禱告。 

7. The purpose of ministry is 
Glory of God. 
聖工事奉的宗旨是使神得榮耀。 

8. The privilege of ministry is 
Growth. 
聖工事奉的特權是長進。 

9. The power of ministry is Holy 
Spirit. 
聖工事奉的能力是聖靈。 

10. The model of ministry is 
Jesus. 
聖工事奉的典範是耶穌基督。 

 

 

 

         關心那看不見的關心那看不見的關心那看不見的關心那看不見的                   

張郁男 
     

經文: 哥林多後書 :  四: !6 - 五:1 

     

    近一個月來很多人來向我恭喜,喜從何來呢? 

並不是我又得一位孫子,只是一個月前我從前後

工作 45 年的職場正式退休了.他們的恭喜也許

是指以後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是接著他們

又會問”退休後要做什麼?”在這人生一個階

段結束,要進入另 一個新的階段時,”接下去要

做什麼?”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去思考,去面

對的事.哥林多後書 四: 16-五: 1 ,這段經文就給

我很大的激勵,幫助我明白今後我應該做什麼. 

 

    使徒保羅在這 4 節經文裡,用 4 個相對的句

子來闡明上帝的真理.讓我們來思考人生中應該

關心的事物. 

 

 一   第一個相對句在 16 節 ,外在的身體漸漸

衰敗,內在的生命日日更新. 

 

      人是由身體與生命來組成的.這看得見的

肉身是上帝用土照祂的形像來造的,靈命是上帝

造人之後,將生命的活氣吹在人的鼻孔,人就成

為有靈的活人,這靈是讓人知道要去敬拜上帝,

肉體會衰敗是我們很容易了解的.人自出生以來,

人的身體會隨著歲月來成長.但成長到某一個階

段就會停止,當人生在走下坡時就會漸漸衰敗,

體力會減少,各器官也漸出問題,身高也會縮小,

如俗語說:”老倒縮”,我就是這樣.有人形容人

生如同坐火車,開始跑得很慢,然後愈走愈快.而

且每一個人都有他到站要下車的時候.雖然時間

一天是 24 小時,對每個人都一樣,但我們對時間

的感覺會因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在照顧孫子,

總盼望他能像台灣童謠”嬰嬰睡,一眠大一寸,

嬰嬰惜,一眠大一尺”但是總感覺他的時間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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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慢,搖來搖去嬰兒還是那麼小,但回頭看自己

卻老得很快,總覺的時間過得太快了,再不久就

要到站下車了. 

 

    使徒保羅用衰敗來形容肉體的變化,這種變

化對任何人都 一樣是走向死亡的.保羅在這節

經文中提醒我們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會敗壞的

身體或這物質的世界,要轉向關心我們靈命的成

長.但我們要注意,並不是我們肉體衰敗,我們的

靈命就會日日更新,當我們信主,領受洗禮時,就

因信稱義,罪也被主耶穌的寶血洗清了,靈魂也

得救了,但此時我們的靈命如保羅所說的還在嬰

兒吃奶的階段.靈命到成長,須要我們努力去經

營,並付出代價的. 

 

    我們必須連結於主耶穌,通過每天讀經,祈

禱,參加聚會,使我們能明白上帝的真理,與上帝

有更親密的關係.但聖經有許多不容易了解的地

方,所以需要參加成人主日學,查經祈禱會,通過

牧長的講解,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與見證,讓我

們更明白真理,及增加讀經的興趣.當我們能迎

接主耶穌為我們的主,我們屬靈的生命就能日日

更新.能有這種轉變,我們對人生就不會灰心,因

為有更美好的盼望在等候我們. 

 

 二  第二個相對句是在 17 節, 使徒保羅用 

短暫的痛苦與永久的榮耀作對照 

 

    這裡所指的痛苦是為主耶穌基督福音而受

苦難時,將得永久的榮耀.從永恆來看信徒所受

的痛苦,那是很短暫的與永久的榮耀相比,這短

暫的痛苦算不了什麼.保羅將主耶穌比作”寶

貝”基督若住在我們心裡,就是我們的寶貝,這

寶貝能讓我們抵擋魔鬼的引誘,在面對苦難時有

足夠的力量勝過苦難.保羅和他的同工就為了傳

福音受盡了苦難,但他見證說給他力量的就是住

在他心裡面的基督.所以他說”我們都不灰心”

不為所受苦難發怨言,因他屬靈的眼光使他看到 

 

 

那永久榮耀的獎賞. 

 

    使徒保羅提醒我們應有歡喜事奉的心,如何

將所聽到的道理,實踐在日常生活上,將我們白

白得到的福音也能盡力傳給別人.存著愛心去關

懷需要幫助的人,用實際的行動來參與教會的事

工,我們的事奉,愛上帝,愛人的心,上帝會記念,祝

福我們的. 

 

三  第三個相對句在 18 節  , 我們並不關心看

得見的事物,而是關心看不見的事物. 

 

    這一節也可以說是基督徒應有的人生觀,對

看得見物質界的一切,要看淡一點,不必用太多

的精神,但對看不見的屬天的一切,要很關心去

追求.但人往往忽略那看不見的事物,而緊緊抓

住那看得見的物質界的一切,如金錢,名聲,地位

等,因當我們擁有這些時,對我們的人生就有把

握,有信心,可以住豪宅,開名車,子女受好的教育,

也可提高生活品質,下半生可以安枕無憂,但卻

沒想到,這一切也是暫時擁有而已,當我們生命

結束時,這一切也不能帶走,我們不能用地上所

賺的一切財富去買到天國的Visa ,以及天堂的一

寸地. 這種把握信心與聖經的教訓相反的. 

 

    希伯來書十一:1  “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

有把握,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以亞伯拉罕

為例,他順從上帝的呼召就離開故鄉向上帝指示

他的地方去,那時他甚至不知要去什麼地方,但

他相信上帝會引導他.他也確信上帝對他的應許

就是土地,後裔,及福氣這三樣,他將這應許當做

他的盼望.雖然他死的時候,還沒得到上帝應許

他的迦南地,上帝應許他的後裔要像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那麼多,但他死時,上帝所說的後裔只

有以撒一人而已.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

亞伯拉罕至死還堅信上帝的應許是可靠確實的.

從以色列的歷史來看,上帝這三項應許到大衛王,

所羅門王時都完全實現了, 亞伯拉罕就是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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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看不見的上帝的應許的見證人. 

 

四  第四個相對句在 5 章第 1 節 , 地上的帳 

棚與天上的住宅對照. 

 

    使徒保羅將帳棚比作身體,將天上的住宅比

作將來榮耀的身體.肉體的生命是暫時,好像人

住在帳棚裡,隨時要拆去,而復活的身體好像住

宅,是永久居住的地方.帳棚的比喻有舊約的背

景, 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答應了上帝的呼召.就離

開本族本鄉到異鄉搭帳棚,等候上帝所應許的迦

南地,帳棚的生活與寄居的生活就成為亞伯拉罕

等候上帝為他預備美好的家鄉的預表.使徒保羅

強調人生是暫時的,我們不必太關心世上名聲,

地位,榮耀富貴,這一切都會因人肉體生命的結

果而成為過去.但我們不能忽略了永生靈命的成

長,因為這才是我們將來的盼望,是屬天上的獎

賞,是永恆的. 

 

        靈命的成長,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們

需要結連於主耶穌,在聖靈的幫助下,通過讀聖

經,祈禱,使我們的靈命能日日更新,過著成聖的

生活.在我們人生生命結束的時刻,也是永恆生

命的開始.死亡對基督徒如同一扇門,由物質的

世界通過這扇門走向永恆的天堂.對永恆的生命

若有盼望,我們的人生就會有喜樂. 

 

        我們敬愛的劉長老受上帝的恩召,安息

主的懷抱內,在這個時刻,我們來思考要關心那

看不見的事,實有更深的感觸.劉俊男長老在

2001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就認真追求真理,每

日讀經,祈禱,雖然他信主的時間不長,但他靈命

成長可用聖經所說的”後來的要成為前面”來

形容,他的醫生工作再怎麼忙,他也會找機會來

參加聚會.現在他的肉體安息了,我們對他的懷

念與不捨會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劉長

老為什麼會讓人那麼懷念他,愛他?並不是他是

醫生,也不是他在世上的成就,名聲,地位財富這 

 

 

些看得見的事,乃是劉長老有按聖經的教訓”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們的上帝,也愛人如

己”,在教會的事奉,對事工的推動留給我們許

多可學習的地方.對人的關心和愛心這是我們深

深感受得到的.他如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

些都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會友與慕道友在 10

月 18 日禮拜後趕去醫院要送他人生最後一程,

大家流著眼淚,不捨的向他道別的原因. 

 

       劉俊男長老可說是今天這段經文的見

證人,他是一位關心那看不見的靈命的基督徒,

不但關心自己的靈命,也關心那些尚在教會門外

鄉親的信仰.想盡辦法要使未信的鄉親能聽到福

音.他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

書四: 7-8 所說的” 那值得競爭的賽跑,劉長老

已經跑了,應該跑的全程他已經跑完了,該守的

信仰他已經守了,現在他得到得上帝所賜榮耀的

冠冕”,住在天上的住宅,這住宅是上帝親自建

造,永遠存在的.願聖靈感動每一個人,都會關心

那看不見的屬靈生命的成長,使我們也能得到永

久的榮耀,天上的住宅. 

 

謝明煌長老 

感謝上帝 

賜給他 

人間的住宅 

 

 

陳牧師娘 

感恩見證 

庭園台菜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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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念劉俊男長老懷念劉俊男長老懷念劉俊男長老懷念劉俊男長老                                 

林英雄 

 

    在加州和煦的陽光下, Alameda Family  

Funeral & Cremation 參加劉俊男長老安息感恩

禮拜的人 幾乎近 400 人,大家懷著憂傷的心來

送別劉長老回歸天家.在山上墓園,當大家把一

朵一朵的花輕輕放在棺木上時,無盡的思念湧

現心懷.我們真是捨不得,只能默默的道別,想

說的話已經在 Stanford  醫院的加護病房與尚

未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劉長老床前一一道別了. 

 

    短短幾年與他相處,覺得他是一位樂觀,開

朗,幽默,毅力充沛的人,不僅在信仰上有美好

的模樣,而且對於教會的老人與病人也都非常

關懷,以他醫生專業的精神去照顧,慰問.他笑

嘻嘻的臉容,充滿愛心的話語,仁慈的舉動,往

往這些人的病就已好了一半.我知道劉長老在

努力耕耘這 一生愛的田園,園裡住了許多需要

關懷的人,他都在百忙中抽空去探訪並給與診

療上的建議,他是多麼認真學習效法主耶穌的

樣式去關懷”至微小”的人.難怪追思禮拜個

隔天晚上,徐謙信牧師的大女兒在電話中告訴

我一件奇異的事,他說他的爸爸在睡眠矇朧中

醒來連問了兩次”那位醫生長老在那裡?”她

只回應”他在主懷中”,但沒老實告訴他”這

位長老已安然辭世”可見劉長老是一位以行動

見證愛的人,才有這種”靈犀一點通”的現象

發生. 

 

    劉長老是我們教會聖歌隊的一員,不知他

眼睛是否視力欠佳的緣故(與我一樣)每次崇拜

要獻唱的歌譜他都帶回家練唱,甚至註上簡譜

認真練習,主日早晨再與我們配合,也難得是我

們悠揚歌聲裡一個美妙的和聲,他這種鞭策的

精神,讓我深深欽佩. 

 

   

 

猶記得今年教會為慶祝父親節,在教會旁邊的

Quito Park 舉辦戶外禮拜,在禮拜開始瞬息間,

會場驟然湧進不少人群,原來是劉長老誠摯邀

請台灣同鄉會的朋友們來參加崇拜,他衷心想

讓鄉親有機會聽到福音,可見他也是多麼關心

鄉親. 

 

    劉長老如今肉體雖然離開我們,但他音容

宛在,尤其他愛主及愛人的精神,將永遠常在我

們心中,願主的祝福與安慰施予他的夫人及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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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啊，你不要對神懷疑！你不要說

神已經棄絕你，忘記你了。你不要認為

祂不同情你。白日無論如何長，總要完

結的。冬雪無論如何厚， 總要融化的。 

 你當站穩；你的工作不是徒然的。神

必安慰你。那時，你就要高唱凱歌了。  

原作∕Mrs. Charles E. Cowman 



就就就就    醫醫醫醫    記記記記            
               
馬長老、馬長老娘口述 

鄭以文筆記 

 

馬逸輝長老是我們教會裡一位可敬的長

者，教會查經禱告的聚會中常能看見他的身

影，或是代禱，或是主理，或是帶領查經，算

得上是信仰上的尖兵，後輩的典範。十月中忽

聞他身體不適送急診，感謝主，最後緊急狀況

解除，得以回家休養。對於這位在生死關頭徘

徊一圈，卻能奇蹟似的回到我們身邊的馬長

老，基於關懷也基於對醫治過程的好奇，我走

訪了他家一趟。 

 

馬逸輝長老自醫生職位退休後鑽研書法，

自成一家，門下桃李無數。牆上字畫筆鋒流暢，

行雲流水，頗令人玩味。茶過三巡之後，發現

我們可以從他的親身經歷中得到許多知識，家

中若有糖尿病患需要照顧的，有些徵兆更是不

可不知。於是透過馬長老娘的補充說明，寫下

這次就醫記，望能助益他人。 

 

原本預定於 10 月 14 日作定期抽血檢查，

馬長老早早就做了準備，前一天先做了點體力

活動，搬了兩包頗有份量的 water softener的鹽 

(軟水器過濾礦質的填充物)進屋，又在庭院做

些 yard work。自律甚嚴的馬長老，糖尿病二十

年來一向控制得很好，最近一週感覺血糖偏

高，於是在晚餐前多服用半顆糖尿病的藥。 

 

吃晚餐時，馬長老娘發現馬長老進食時，

頭都快垂到飯碗…，馬長老自己認為可能是太

累的緣故，但回想白天嘴唇及舌頭曾經發麻，

又今天下午讀聖經、準備 12 月帶領查經的資料

時，常常眼睛滯留在書中同一段，無法往前繼

續讀下去。種種跡象令人擔心，於是馬長老娘

打電話給家庭醫師，家庭醫師曾懷疑是輕微中

風，但發麻並非只發生在半邊的舌唇，而是整 

 

 

片的舌與唇都短暫發麻，故不似中風，只得吩

咐小心觀察，有問題馬上打電話給他。 

 

接著馬長老娘又打電話給沈培榮長老，告

訴他 12 月可能無法帶領查經，因為馬長老自己

覺得眼睛不好頭腦老化，資料準備上可能有問

題。馬長老娘也打給兒子穎哲，告知父親今天

的狀況。想到劉醫師因肝病入院，滿有愛心的

馬長老、馬長老娘又致電陳牧師詢問劉醫師病

況，寄予關切。 

 

後來陳牧師娘打電話給鄭榮發長老告知馬

長老翌日要去做驗血之事，於是當晚鄭長老夫

婦就打電話過來了，並堅持隔天早上一定要來

載他們去驗血，雖再三推辭，但盛情難卻，只

得接受鄭長老、鄭長老娘的「溫馨接送情」。 

 

    驗血檢查要求病人前一天晚飯之後便不能

再吃東西，馬長老娘打完四個電話後馬長老趕

緊把未吃完的晚餐吃完。晚上十點，一邊聽著

中文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播報，一邊準備著漱洗

就寢，馬長老刷牙時，馬長老娘吃了顆安眠藥，

打算睡得好些以便明天若有需要幫忙開車時較

有精神。 

 

就寢後服了安眠藥的馬長老娘仍注意到馬

長老起身上廁所時步履搖晃，眼皮雖沉重仍起

身攙扶，馬長老幾乎每小時上一次，其間反覆

難眠，問他哪裡不舒服…?他則答非所問，並講

一些聽不懂的話語，說話反常…(在醫學上叫譫

語 delirum)；過後，馬長老就睡得長些，但仍有

點睡不安穩。到凌晨時分，馬長老娘發現馬長

老那麼久不起身，趕緊檢查一下，還好脈搏有

跳動、呼吸也有，於是想讓他多睡一下也好，

如此拖到早上七點。馬長老娘認為這整夜情況

很奇怪，但是想再等一會兒就要去醫生診所

了，所以沒再打任何電話。 
 

清瘦的馬長老雖上了年紀，行動不如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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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但從不到需要別人攙扶的地步。到了

7:45am鄭長老夫婦按鈴來到門口時，馬長老雖

有意識卻虛弱襲身，需鄭長老和馬長老娘的攙

扶才能上車，到了診所，更是體力全無，加上

腿軟，全靠鄭長老和馬長老娘一人架著一邊才

來到醫師診所內。 

 

      醫師一見此況，以為是中風了，那就得

分秒必爭，醫師於是吩咐馬上送 O’Connor醫院

急診處掛急診。急診處立即安排做 EKG (心電

圖) 、腦部 CT 的檢查。細心的馬長老娘發覺從

昨晚至今，馬長老都沒有進食，有點擔心他的

血糖，詢問急診處醫生，醫生說還有很多檢查

要做，不宜進食。後來一直到部分檢驗完畢，

醫生才發現血糖竟低到 25，已達到危及生命的

地步了，馬上緊急注射葡萄糖，把血糖提高，

這才搶回一條生命。另外，檢查 myoglobin的

CK 指數這時卻上衝到 2000(正常應在 70-200 

之間)，表示肌肉因極度缺乏血糖，已產生毒素

傷害到肌肉組織。家庭醫師中午時特別趕來，

建議住院治療，用點滴注射把毒素排出體外，

否則將影響到腎功能。晚上 6pm左右 CK 指數

降至 1000，凌晨 2am再降至 700，到隔天中午，

醫生確定已降至安全範圍內，於是准予下午辦

理出院手續，回家休養。 

 

      馬長老稱為神奇之神蹟處就是在這兒，

在他的醫學教學中曾做過一個實驗，若將兔子

的血糖降至 40-60之間，兔子先會發生痙攣、昏

迷、最後死亡。馬長老的血糖不只低於 40，更

低至 25，竟然沒有以上症狀，若產生昏迷 coma

的情形，一切就太嚴重了。馬長老雖然身體衰

弱，除了夜間有譫語以外，意識還能保持清楚，

連醫生也覺得訝異，這些在科學上是不可能

的。然而，馬長老認為這正印證了聖經的話「在

人不能，在神則無所不能」，是神的眷顧，施恩

在他身上行奇妙的事。 

        

 

 

本來只是要到診所做定期抽血檢查，結果 

卻變成送急診又住院。短短一天半的時間卻讓

馬長老、馬長老娘經歷了生死一線的驚颤。他

們衷心感謝主，這次一則感謝有鄭長老夫婦及

時的幫忙；二則感謝神的保守，血糖低但沒有

產生昏迷 coma現象；理論上人的血糖不可能低

至 25，在血糖這麼低的情況下，馬長老還能把

說得很清楚話、意識也很明瞭，算得上是醫學

奇蹟。事後回顧，照料糖尿病患的人，若能注

意到以下幾點，狀況發生時得謹慎判斷處理： 

 

1.一般人都只知道預防高血糖，不知低血糖也

要預防。 

--- 馬長老有二十年糖尿病病史，80歲以前

靠用食物自我控制血糖(少量多餐)，80歲以

後才有服藥控制，一向只怕血糖高，從沒想

到過低的問題。 

 

2. 有血糖問題的患者，碰到驗血需要禁食的時

候，若超過 8-9小時，則需諮詢你的醫師。 

  ---馬長老從 8:30pm – 9:30am 禁食時間太長

了。 

 

3.運動對藥物的藥性，可能產生加乘的效果，

加強降低血糖。 

 ---馬長老那天又搬重物，又做院子的粗活，

運動量可能已超過平常很多。 

 

4.發譫語(delirum)是低血糖昏迷前的一個徵兆。 

---馬長老半夜喃喃自語，答非所問，胡亂說

話，是精神狀況 On-Off不穩定的警訊，在醫學

上稱 delirum，與說夢話有所區別。馬長老娘說，

若早知道，則會先做處理，趕快泡一杯糖水給

馬長老也好，或立刻打電話給家庭醫師。 

 

5.血糖太低，會傷到肌肉組織，肌肉無力為其

症狀。高血糖則不會。 

---馬長老原本還能起床、刷牙、穿衣，到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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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的肌肉力量驟減，需要攙扶，其實就是低 

血糖的又一徵兆，醫學上稱 Anoxia (muscle is 

cut off oxygen)，肌肉組織因低血糖而缺氧，引

起肌肉無力。 

 

6.肌肉持續缺氧，會產生腎臟無法負擔的毒素。 

---馬長老到達診所完全無法站立，肌肉纖維已

遭破壞，醫學上稱 Rhabdomyolysis ( muscle fiber 

breakdown )，然後會釋出毒素，損害腎臟，常

造成急性腎障礙。 

 

     馬長老感謝大家的關心，希望藉這篇就醫

記，讓馬長老的朋友們仔細了解馬長老的就醫

經過；家有患糖尿病長者的照顧者，希望能藉

著這篇增加一些醫學常識，不要錯過關鍵時

機；最重要的，藉著這篇，讓我們看到主耶穌

真有醫治的大能，祂能行地上一切的事，醫治

在祂，拯救也在祂， 祂是真實可信的執掌我們

生命的救主！ 

 

 

 

 

 

 

 

 

 
上圖：馬逸輝長老於座談會分享心得 

 
下圖：聚精會神─長青團契的活動出席踴躍 

 

 

 

 

 

 

 

 

老母的話老母的話老母的話老母的話    

陳莉莉筆記 

 

九月底長青團契聚會邀請陳金樹長老分享[老

母的話]第二講，在場聽了十分有趣，特與大家

分享其中一、二。 

《俚語》 

(1) 聽某嘴，大富貴。 

(2) 虎頭老鼠尾。 

(3) 一枝草，一點露。 

(4) 在生吃一粒豆，卡贏死後拜豬頭。 

(5) 樹頭若豎在，不驚樹尾做風颱。 

(6) 做官若清廉，吃飯著攪鹽。 

(7) 心歹無人知，嘴歹尚厲害。 

(8) 龜笑鱉無尾，鱉笑龜頭短。 

(9) 輸人不輸陣，輸陣歹看面。 

(10) 手抱孩兒，才知父母時。 

(11) 頭毛白白，嘛要有外(娘)家。 

(12) 別人的桌上挾肉飼乾家(婆婆)。 

《謎語》 

(1) 頂開花下結籽，大人小孩愛食到死。 

(2) 頭刺樅，尾拖帆，在生無血色，死了便身紅。 

(3) 兩兄弟仔，平高平大，日時分開，螟時作堆。 

(4) 一隻黑蜈蜙，腹肚邊全全孔，腹肚內全全

人，一下起腳走，給你追到哮。 

(5) 四腳相扯，四目相夥，一個咬牙齒根，一個

歪嘴面比。 

 

答：花生，蝦子，門，火車，挽面 

 

 

 

 

 

 

 

 
陳金樹長老介紹我們的母語─台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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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同心團契探訪社區養老院同心團契探訪社區養老院同心團契探訪社區養老院同心團契探訪社區養老院     

陳莉莉      

 

8 月 29 日,在孩子們新學期即將開始之際,

同心團契帶著青少年來探訪位於Campell的 養

老院。這是一間只看顧白日,有著專門護士全天

候照顧的養老院。毎天由子女送來院裏的都是

行動不便,需要長期细心照顧的老人。平時院裏

約有三十多位老人,由於我們是週末來探訪,因

此人數較少,約只有十來位。一眼望去,毎一位

都坐著輪椅,有些能自己用手轉輪行動,有些肢

體則已完全失去行動能力,需要護士推著走。 

 

在現今繁忙的工業社會裏,多數是小家庭

制,兒女們忙於生計,無法照顧生病的父母,老

人們就像上托兒所的小朋友一樣,每天帶著自

己的小包包來到此中心。他們看起來都不是很

快樂,或許是在養老院的有限空間內,天天面對

同樣的人,做幾乎一成不變的事,生活無趣且枯

躁。也因此他們極歡迎有外來的團體來探訪他

們。同心團契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訓

及耶穌[愛人如己]的精神,我們在今年的

program 裏決定安排這項社區關懷,希望藉著詩

歌及孩子們的琴聲,可愛的笑臉,能為他們平淡

的日子帶來一些歡樂與活力。 

 

當天,母女檔愛卿與寧寧以一首感人的聖樂

為我們做了美好的開場。接著同心的基本成員

合唱了好幾首詩歌,雖只是唱給這十來個老人們

聽,我們亦不輕忽,去之前在教會集合練習了一

個小時才出發。放暑假回來的魏家大小姐

Jennifer,天才橫溢,一直都是舞台上出色的演奏

家,也隨父母前來,高高興興地拉小提琴給老人

們聽,並编曲與妹妺合奏連串 Disney Songs,小小

的年紀,有這樣的愛心,非常令大家感動。看到幾  

 

 

位老人露出孩子似歡愉的笑容,相信他們必然是

聽到了熟悉的音符。平時看似調皮的 Lucas也

彈了一曲給老人聽,其間一位昔日是鋼琴老師的

老人,手腳齊來忙著為 Lucas打拍子,真是可愛。

最後我們及孩子們與老人們合唱[You are my 

sunshine]並與他們握手請安,其樂融融,才結束這

次有意義的探訪。 

 
短短一個小時的探訪,讓我們每個人感染一

份無宗教分別的愛,老人們開心的笑容是我們最

大的喜樂。 

 
我平日的工作,看到的都是快樂的小孩,聽到

的都是青春洋溢的歡笑聲,在養老院所看到[病

痛的],感受到[苦惱的]令我心情沈重,灰暗的感

覺也與外頭炙熱的陽光十分不協調。當我步出

養老院大門,更深刻體會到音樂大師伯恩斯坦給

年輕音樂家的勉勵,他說[歡樂的舞台永遠不缺

掌聲,寂寞的角落,却更需要我們溫柔的目光]。來

養老院探訪,沒有[施]與[捨],只有[學習]。我們來

此學習[分享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學習[關心不認

識的人];學習主耶穌的教導[心裏柔和謙卑]。 

 
毎個生命都有盡頭,年老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我

們每個人將來也都有可能像這些老人一樣疾病

纏身,到那個時候我們必然也很渇望得到來自四

方的安慰。[不以善小而不為],雖然只是一個小

時的交集,但是愛的凝聚,不但拉長情,擴大愛,也

豐富了我們每個人的一天。感謝上帝的帶領,譲

台美同心團契能走入社區,將愛與溫暖帶给我們

不認識的人。求主幫助我們僅記祂的教導[各人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

常常將需關懷的人担在肩上,掛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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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中心探訪照片： 

中間這位太太昔日曾是鋼琴教師 

 
愛卿母女搭檔表演 

 

 

 

 

 

 

 
Lucas 鋼琴獨奏 

You are my 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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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冰箱中有食物，身上

有衣服穿，頭上有屋頂，有地

方睡覺，你已經比這世界上

75%的人還富有。 

如果你銀行、皮夾中還有錢，

在某個角落還有零錢，你已名

列世上首富的前 8%。 

如果你今早起床時，沒有生

病，你比那在這個星期終將無

法存活的百萬人還有福。 

如果你不曾經歷過戰爭的危

險、被囚的孤單、受折磨的痛

苦、或飢餓的苦楚，你是在世

界上五億人之前了。 

如果你能自由的參加教會的

聚會而不害怕被騷擾、逮捕、

折磨、或死亡的威脅，那麼你

比世界上 30 億人口還幸福。 

如果你的雙親還健在，並且

還結婚著，那麼你是屬於少數

民族。 

如果你能抬頭、臉上微笑、

真心感謝，你是蒙福的。因為

大部分人雖可以如此，但他們

卻不這麼做。 

如果你能讀這信息，你接

受了雙倍的祝福，因有人想

到你，而且你比世界上完全          

不  不能閱讀的 20 億人還

有     還有福氣。 

要常常感恩要常常感恩要常常感恩要常常感恩    

 



童年的回憶童年的回憶童年的回憶童年的回憶                                     

吳修明 
  

    人生中最享受的事,除了有主耶穌做”咱至

好朋友”以外,就是在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好

朋友相伴,留下美好的回憶. 

 

    當你的日子充滿了壓力和緊張,不能放鬆下

來時,翻開童年的相簿,進入封塵已久的過去,發

覺自己也曾經擁有無憂無慮,天真無邪的時光,

一下子覺得上帝給予我們的童年時光真是

Priceless! 

 

    記得曾經與小時玩伴偷偷的爬小學的圍牆,

結果被老師抓到,在眾多學弟面前,被罰站兩個

多小時. 

 

    曾經騎著破舊小單車,在毛毛細雨中唱著”

淚的小花”趕到柔道館,被好朋友摔的半死,成

為”淚的小草”回家. 

 

    曾經和一位美軍小孩做朋友的奇特經歷,語

言不通,比手畫腳也通,他每禮拜都帶我到美軍

俱樂部玩賓果,最後用一生唯一上報(國語日報)

的文章,紀念他的突然離去. 

 

    曾經和好朋友在郊區找到沒人住的空屋和

女校同學辦”空前絕後的舞會”,結果只來了三

位頂著西瓜皮的小女生,不過在小小的燭光下,

她們似乎是”林青霞”的翻版.. 

 

    曾經自認球技不凡,只是太瘦了一點 ( 37

公斤) 只是太緊張,表現不出實力 (比賽前從未

能睡得著覺) 只得過一生唯一的個人獎杯. 

 

    曾經與一些名叫”三齒 ””黑點  ””

黑豬 ””太空 ””飯糰 ”及”白雞 ”甚至 

 

 

叫”神父”(台語)的人做了六年的同學.可以誇

口也有遇到一個非常屬靈的友伴.(而不是皆是

放牛班的) 

 

    曾經在一個暑假,每天清晨六點到小學少棒

隊集訓四個小時,不過癮,下午再組隊再打三個

小時的棒球賽,回家再打二個小時的網球,不用

想學校功課真爽快. 

 

      曾經看著小弟離家出走,騎單車一路從嘉

義市騎到台中市,覺得很自卑,因為自己只會騎

單車到學校和電影院,曾經是那麼喜歡到”蘭

潭 ”遠足,因為就是喜歡媽媽所做的飯糰.和另

一個小朋友的小菜. 

 

      曾經……………. 

      西方人常說五歲定一生,而我們常將這一

句話發揮到極致,要求小孩學東學西,補習”國,

英,數”,將他們的時間表填得滿滿的. 

 

    我自己回憶那一段日子,我所記得的,所能

帶給我真正喜悅感覺的,不是學習一些”超過我

能理解和學習能力外”的功課,而是和好朋友做

一些”無拘無束”,”Make me feel alive”有點  

離經叛道”的傻事.所以我現在學習著讓我的小

孩去嚐試錯誤,去結交不同程度的朋友,多經歷,

多受考驗,豐富他們童年的回憶,希望這樣會對

他們未來的人生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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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禱告不聽禱告不聽禱告不聽禱告不聽     

珮農  

 

初冬的一場雨滴滴答答的打在新翻修的屋

頂上﹐好像千萬細碎的鼓聲述說神的恩典﹐我

的心也隨著雨聲的韻律跳躍﹐一起頌讚﹐回顧

神藉著翻修屋頂教導我謙卑順服的功課。 

 

當鄰居都接二連三的翻修屋頂時﹐我知道

雖然我的屋頂沒漏﹐但是也應該換了。於是去

年約了兩個屋頂承包商估價﹐但因為我是門外

漢﹐始終不能決定﹔今年又鍥而不捨的約了另

兩個承包商。愈談經驗愈豐富﹐我十分清楚這

四個商人中﹐有經驗不足的﹐有哄抬價格的﹐

更有欺騙的﹐都不合適﹔可靠的承包商真難

尋。但如果今年不換﹐不知我老舊的屋頂能否

禁得起多雨季節的摧殘﹖愈想愈煩﹐便開車到

我稱為小曠野的公園去散步。基於以前跟一個

韓裔商人合作愉快的經驗﹐我迫不及待又蠻不

講理的求神﹐像個撒野的孩子, 

 

我說：「求求你給我一個韓裔的屋頂承包商吧!」 

便回家了。 

 

當我把車子開入車庫﹐突然一個亞裔男子

站在我的車道上﹐我走出車庫詢問他﹐他說﹕

「我是屋頂承包商﹐你要換屋頂嗎﹖」我問他﹕

「你是韓國人嗎﹖」他說﹕「我是而且我有三

十年的經驗﹐因我在附近換屋頂﹐發現你的屋

頂老舊或許該換了!」我一陣驚喜﹐心想神這麼

快就聽了我的禱告﹐於是開心的請他測量估價﹐

商談間﹐我發覺他非常主動積極﹐但卻油腔滑

調﹐誇大其詞﹐更甚的是﹐為了省錢﹐他居然

叫我自己去申請或是根本不用申請換屋頂許

可，這種建議使我心裡沒有平安。後來我幾乎

天天接到他的留言﹐降價引誘我簽約。有幾天

我下班後﹐路過家門不入﹐因為看見他在我家 

 

 

附近守株待兔。我好後悔自己跟神求了一個難

纏的韓國商人。 

 

就在懊悔的同時﹐我接到朋友的電子郵件﹐ 

推薦我另一承包商。他是一位越南華僑﹐曾經

任結構工程師三年﹐他所推薦的建材新穎符合

我的需要﹐工程作業合理﹐估價實惠﹐為人也

誠懇。雖然我沒有當場簽約﹐但我恍然大悟他

才是神為我預備的屋頂承包商。當晚我跪在神

面前認罪﹐因我心浮氣躁﹐執意的要神成就我

的禱告﹐以致招惹了一個狡猾的韓國商人。但

同時我更感謝神憐憫我的軟弱與不足﹐仍然為

我預備一位最合適的承包商。 

 

在我信仰的旅途中﹐其實很多時候我不知

道自己在求什麼﹐只是照著自己的想法或喜好

而固執的妄求。神往往不會應允這樣的禱告﹐

但有時候祂真的會答應﹐我因此失去神的賜福

又付上代價學功課。就好像詩篇所描述在曠野

的以色列人一般﹐「等不多時，他們就忘了祂

的作為，不仰望祂的指教， 反倒在曠野大起慾

心，在荒地試探神。 祂將他們所求的賜給他

們，卻使他們的心靈軟弱。」 (詩106:13-15)。 

 

神的意念高過我的意念﹐神的道路高過我

的道路(賽55:9)。我感謝神沒有垂聽那些幼稚﹐

任性﹐不合祂心意的禱告﹔感謝神沒有遂我的

心意﹐以致於我失去上好的福份。「神啊﹐如

果我矇瞳無知的祈求不合你的美意﹐求你千萬

不要應允﹔我感謝你﹐禱告不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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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禱告來到祢跟

前，我要尋求祢，  

求神把自己啟示在我

的裏面，使我曉得祢

的旨意。 



 

 

 

一一一一.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 一杯麵粉 

(2) 一個蛋 

(3) 一杯牛奶 

(4) 2 小匙溶化的牛油 

(5) 1/8 小匙鹽 

(6) 一點油抹一下平底鍋 

 

二二二二.    Sauce 
 
(1) 2 小匙牛奶 

(2) 2 小匙葡萄乾 

(3) 1 杯 Ricotta Cheese 

(4) 1 小匙 Lemon Zest 

(5) 2 小匙 icing sugar 

(6) 1/2 小匙 vanilla extract 

(7) 4~5 小匙 citrus sauce/or orange marmalade 

(8) 4 小匙 orange juice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一) Make the Batter 

將材料用 mixer打到 smooth，置放 2~3小時或

放入冰箱 overnight. 

(二) Make the filling 

平底鍋放小火上加牛奶與葡萄乾，熱約 3 分鐘

再置旁放冷約５分鐘，然後加入 ricotta cheeze，

lemon zest, icing sugar及 vanilla extract，打勻。 

(三) Cook the crepes 

平底鍋上輕輕倒入 Batter，薄薄均勻地 cook 1

分鐘，再翻面 30 秒。 

(四) 將 1 小匙的 filling 放入 crepe中央，然後

對折再對折，放在盤子上。 

(五) 再將 saucepan以小火弄熱，加入 citrus  

 

 

 

 

 

 

sauce/or orange marmalade, stir. 
(六) 將 filled crepe放在 fry pan上涮上 butter, 

cook 30 秒，再翻面 30 秒，將 orange sauce散

在上面，灑上 icing sugar，置於盤子上，就大功 

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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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法式可麗餅來學法式可麗餅來學法式可麗餅來學法式可麗餅   (French Crepes with Ricotta & Citrus Sauce)     媽媽教室提供媽媽教室提供媽媽教室提供媽媽教室提供 

 

 

 

 
那日 

我們一起捲壽司 

 

餅皮要勻 

得常練習 



 

 

 

 

 

 

 

 

 

 

 

 

 

 

 

 

 

 

 

 

 

 

 

 

 

 

 

 

 

 

 

 

 

 

 

 

 

 

 

 

 

 

 

 

 

 

 

 

 

 

 

 

 

 

 

 

 

 

 

 

 

 

 

 

 

 

 

 

 

 

 

 

 

 

 

 

 

 

 

 

 

My missionary camp in Taiwan                                                   

Shereen Lee 

This past summer was a summer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Taiwan over the summer and my mother signed my brother and me up 

for a missionary camp.  

 

At first, I was really nervous to go there because I didn’t know anyone 

there. However, this experience makes me want to go back there again. In the 

five days of camp, we got to know how it felt to be disabled in some way. The 

next four days, we worked around the senior home to help the elderly and 

clean up the senior home. Even though it was hard work, I still fully enjoyed it. 

 

On the first day of camp, we were put into groups and didn’t do any 

work...yet. We had to wear diapers for a few hours. We were tied to beds for a 

few minutes. Then we tried using walkers. Each group member paired up with 

each other and took a stroll around the campus for a few minutes. Last but not 

least, we had to eat food that was all blended up from a blender. It was the 

most disgusting thing I had ever eaten in my life.  

 

For the next few days, each group would rotate arou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enior home. Each group either had to clean up or wipe stuff, sweep the 

ground, or wash the windows and more.  

 

The best part of this camp was the many new friends I made. Having them 

really helped me during the camp. When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y would try their best to explain to me in broken English. I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because I knew that they were trying their best to 

communicate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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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st part of camp was eating up the blended food. It was not 

like a smoothie, it was sort of chunky and kind of looked like barf. It looked like 

someone chewed and swallowed some food and somehow regurgitated it. I 

only ate a tiny spoonful. The only reason I ate it was because we were all 

required to eat some of it.   

 

Overall, I liked the experience a lot. It made me think about how the 

elders felt and saw how happy it made them to see younger people.  

I think it has made me more confident and closer to God.  

I learned to trust others as you trust your best friend  

and closest family members. Everyone was so nice  

to me and I made so many new friends. It was the  

best experience I ever had in Taiwan in my life. 

 Even though the work was tiring, I still had lots  

of fun and enjoyed it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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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秀惠(左

二)演講後

合影 

同心團契為

長青團契準

備午餐 

菜色真豐富 

同 

心 

就 

會 

快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