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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法律教師前來試探耶穌，他問耶穌說：「老師，我

該做甚麼才能得到永恆的生命？」耶穌反問他說：「法律書上說

的是甚麼？你是怎樣解釋的呢？」那人就憑著他的記憶和了解回

答耶穌說：「律法中是這樣記載『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

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耶穌聽到他這

樣回答就對他說：「你回答得很好，你若是照著這樣去做，就可

以得到永恆的生命。」 

 耶穌已經回答了這位教律法的老師所提出的問題，但是，

這位法律教師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接著問耶穌說：「誰是我的

鄰舍呢？」 

 耶穌就用比喻來教導這位律法教師，他說：「有一個人從

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途中遇到強盜。他們剝掉他的衣服，把他打

個半死，丟在那裏。」這是強盜的一貫作為，就像約翰福音 10：

10 所說「盜賊進來，無非要偷，要殺，要毀壞。我來的目的是要

使他們得生命，而且是豐豐富富的生命。」。 

 耶穌接著說：「剛好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去；他一看見

那個人就從另一邊走開。同樣，有一個利未人經過那裏；他上前

看看那人，也從另一邊走開。」 

 祭司制度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設立的，主持祭祀的人稱為

祭司。亞倫(摩西的兄長) 是以色列的首任祭司，以後由他的後代

世世相襲。在出埃及記 29 章有詳細記載：誰可擔任祭司、祭司的

職務、服裝、獻祭的程序也有詳細規定，獻祭的時間是每天的早

上和晚上，世世代代皆要遵循實施。〝利未人〞是屬於有祭司職

位的利未支族人，他們得以在聖殿中協助敬拜的事務(民數記 3：

1-13)。 

 主耶穌說祭司和利未人皆從〝受傷的人〞身旁走開。祂又

說「可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那人身邊，一看見他，就動了慈

心。」 

 撒瑪利亞是位於猶太和加利利之間，公元前 721 年，撒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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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城被亞述攻陷，住在該城的以色列人與遷移該地的外族人通

婚，他們的後代又信奉混和的宗教，所以被流亡回來的猶太人所

輕視、棄絕。由於政治、種族、文化，和信仰上的差異，撒瑪利

亞人和猶太人彼此敵對、不相往來。 

 主耶穌說:「他(指〝撒瑪利亞〞人)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

傷口，替他包紮，然後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一家客棧，

在那裏照顧他。」。「第二天，他拿兩個銀幣交給客棧的主人，

說：『請你照顧他，等我回來經過這裏，我會付清所有的費

用。』」兩個銀幣合兩天的工資，足夠讓一個人在客店裏住兩個

月之久。 

 於是耶穌問：「依你的看法，這三個人當中，哪一個是遭

遇到強盜那人的鄰人呢？」法律教師回答：「以仁慈待他的那個

人。」耶穌說：「那麼，你去，照樣做吧！」 

 好撒瑪利亞人是如何對待那受傷的人？他一〝看見〞受傷

的人，就動了慈心, 立刻上前處理他的傷口, 之後帶他到一家客

棧，在那裏陪伴他、照顧他, 且為他付旅店的費用, 讓這受傷的人

安心養病, 並答應還會再回來看他.  

 所以誰是我們的鄰舍呢? 是受傷的人、是我們可以給他幫

助的人、FCSN( 華人特殊兒童之友 )、AA、難民之家…..等等, 這

些都是我們的鄰舍。那我們是否真正認識我們的〝鄰舍〞？約翰

福音 9：2 〝耶穌的門徒問他：「老師，這個人生來就失明，是誰

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穌回答

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

顯出神的作為來…..」，使徒行傳 10：15〝那聲音第二次對他

說：「上帝認為潔淨的，你不可當作污穢。」〞。 

 上帝將這些有需要被關懷的人擺在我們的鄰舍, 我們是否真

正認識到他們的需要, 不是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他們，而是伸出我

們的雙臂去擁抱、關懷他們。一個溫柔的笑容，一句親切的問

好，甚至更實際地關懷幫助他們生活的需要，這些都能讓他們透

過我們的行動，真正感受到上帝那無限且沒有條件的愛。 

 要如何愛我們的鄰舍？我們的弟兄姊妹也是我們的鄰舍，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從教會內部作起，我們長執同工要先彼此饒

恕，彼此接納，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彼此洗腳，這樣才能同心

服事。也只有我們同心，我們大家才能同工去關懷社區鄰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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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我們居住的城市禱告，耶利米書 29：7，耶和華上帝對耶

利米這樣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

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

安。」 

 主耶穌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我渴了，你們給

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

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了。」(馬太福音 25:31-40) 

 讓我們一起來思考看看，你是否曾經看過或是遇到過受傷

的人？你的反應是什麼？祭司和利未人為何會走開？你服事上帝

的路線是否一向都是固定的，以致於你無法看到、聽到別人的需

要，甚至不願意〝稍停一下〞？我如何在〝全心、全力、全意愛

上帝〞與〝愛人如己〞之間取得平衡？ 

 親愛的上帝，我不願像祭司、利未人，雖然他們的身份十

分重要，但是，卻只是執守於聖殿中祭祀的工作。我要學習好的

撒瑪利亞人的榜樣，我期待我有處理受傷人傷口的能力，我期待

我仍是個〝能動慈心〞的人，我也願意用我的經濟能力協助受傷

的人得到生活上的幫助，奉主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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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的歷史若從聖荷西中會核准組織新教會開始，今年

8 月會滿 25 年。在社會學，有人看 25 年是一個世代(one 

generation)。這 25 年來，上帝實在是恩待台美教會，至少對禮拜

聚會的場所及建物就已經是滿滿的恩典。最早我們在 Santa Clara

的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1997 年遷移到 Saratoga 的 West Hope，

去年聖荷西中會安排我們來到現址接續以馬內利教會(IPC)。對一

個過去曾參與在這間教會前半段事工的我，看上帝這些安排，一

方面見證上帝奇妙的恩典，一方面也深深感覺上帝對台美教會的

使命充滿期待。所以今早，我要從使徒行傳 11:19~30 所記載的安

提阿教會，跟我們一起來思考 TAPC 台美教會的挑戰與使命。 

 

       安提阿教會是猶太基督徒四散到外邦開始的第一間教會。安

提阿從前是敘利亞的首都，位置剛好在巴勒斯坦要進入小亞細亞

(今日土耳其)的門戶，城內除了敘利亞人，也有猶太人、希臘

人、羅馬人等。照使徒行傳的記載，猶太基督徒來到這裡，不但

傳福音給猶太人也傳給外邦人。來到敘利亞的安提阿，實在不能

說當地的人是外邦人，這種情形十分類似我們在這裡說美國人是

外國人。 

    

傳福音給外邦人是保守的猶太人無法想像的，但令人訝異的

是，教會竟然有非常奇妙的發展，信主的人無論猶太人、外邦人

都日日加添(11:19-21)，在歷史上「基督徒」這個稱呼是從安提阿

開始(11:26)，安提阿教會不但關心本國的需要，盡力援助猶太的

饑荒(11:27-30)，而且成為第一世紀第一間差派海外宣教師的教會

(13:1~3)。詳細查看使徒行傳關於安提阿教會的報告，我們可以說

安提阿是一間「活出基督開創歷史」的教會。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讀這段聖經的時候，不知道你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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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沒有？我們教會所在的位置很類似昔日的安提阿教會。如同 

安提阿是進入土耳其的門戶，舊金山灣區也是從太平洋要進入北

美洲的門戶。安提阿教會跟我們一樣是一間移民的教會。安提阿

教會成為一間「活出基督開創歷史」的教會，TAPC 在太平洋要

進入北美洲的門戶會發揮什麼樣的角色及功能？我們的後代，將

來的歷史要如何評價我們的存在？安提阿教會發展的動力、經過

及特色能成為我們很好的啟發。 

 

一一一一、、、、    教會的創立及存在是為了宣揚耶穌基督教會的創立及存在是為了宣揚耶穌基督教會的創立及存在是為了宣揚耶穌基督教會的創立及存在是為了宣揚耶穌基督。。。。    

 

根據使徒行傳 11:19-21 的記載，我們看見四散的門徒(當時尚

未有基督徒的稱呼)，有一些向猶太人傳福音，另有一些開始向希

利尼人(受希臘教育的人，包括猶太人及外邦人)傳講耶穌基督

(11:20)。無論如何，主與他們同在，並且大大賜福他們。「主與

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11:21) 當耶路撒冷教會

派巴拿巴來到安提阿的時候，他勸勉他們「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11:23)，結果又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11:24)。11:19-24 整段

的記載告訴我們，安提阿教會從宣揚耶穌基督開始，在安提阿的

門徒因為宣揚耶穌基督得到祝福，主與他們同在，人數大大加添

。 

說到這裡，我想會有人心裡疑問，豈有教會的創設不是為要

宣揚耶穌基督嗎？形式或表面上，教會應該是為了傳揚耶穌基督

存在，但很不幸，卻常常有教會忘記她存在的目的。 

 

有一個牧師剛剛到一間教會就任。一對夫婦邀請這位牧師到

他們家裡用餐。當太太在廚房裡忙著準備食物的時候，牧師與長

老在客廳裡談話，互相認識，話題漸漸碰觸到教會不久前的分裂

。牧師來赴任之前，教會有一場吵架，有一群人出去，另外開設

一間教會。牧師覺得他若能了解事件的經過，或許能對未來的牧

會有幫助。所以他就請教這位長老，什麼原因致使教會分裂。 

「起因，是關於鋼琴的位置，」長老回答：「有些人要將鋼

琴置於講台的右旁，有人希望在講台的左邊。」「你及長老娘當

時主張鋼琴擺在講台的哪一邊？」牧師當然如此接續問道。讓牧

師這麼一問，長老一下子沒能回答，手抓著頭，然後轉向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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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問說：「媽媽，妳記得，上回教會的大戰，我們是要鋼琴擺

在哪一邊？」 

 

 敬拜讚美或傳統的禮拜，哪一樣較好？上帝較喜歡哪一樣的

方式？喊「哈利路亞」或「阿門」，會不會讓我們較屬靈？我想

到以前在休士頓聽到的一個故事。有一個牧師需要一匹馬做交通

工具。他有一個會友，正好是養馬的。他就跟他預約一匹馬。到

約定牽馬的時間，牧師來到牧場。牧場的主人告訴牧師，他為他

準備的馬很特別，很屬靈。要牠前進，不是說 “Giddy up!” 而應

說 “Alleluia!”；要牠停下來，須說 “Amen!” 而不是 “Hold!” 

牧師很高興，問牧場主人，可以不可以試騎。「當然可以！」牧

師就騎著馬出去。果然，當他說 “Alleluia!”，馬就起跑；

“Amen!” 馬就停下來。可是他若說 “Giddy up!”，馬卻連動也

不動；同樣的，當馬在快速前進的當中，他喊 “Hold!” 馬卻毫

無任何反應，必須要“Amen”，馬才會停下來。牧師騎著馬，愈

跑愈遠。忽然間，在曠野裡，他們遇到一條響尾蛇，馬兒受驚嚇

，就狂奔起來。牧師非常緊張，一直喊“Hold!” “Hold!” 可是

馬都不聽話，繼續跑。眼看，不遠前面就是斷崖。在萬分緊急的

剎那，牧師忽然想到要馬停步，應該要喊“Amen!”。“Amen!” 

果然馬很快地停了下來，離斷崖就差三公分。牧師驚魂未定，滿

心感謝，大聲喊出 “Alleluia!”…。形式的「哈利路亞」及「阿

門」也有可能帶來意料不到的災禍。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宣揚耶穌基督不是鋼琴要在講台的右

邊或左邊，不是禮拜的形式或時間的堅持；宣揚耶穌基督不是喊

哈利路亞，或阿們等口號；宣揚耶穌基督不是我屬保羅、我屬亞

波羅，宣揚耶穌基督不是高舉任何牧師/傳道或個人。為什麼禮拜

的形式、時間、佈置、牧師/傳教者或個人…會成為教會吵架的原

因？是真正為了基督的緣故，或是個人的自我？我懷疑人許多意

見的堅持，甚至服事的參與，其實是為了彰顯自己，表現自己，

高舉自己。  

 

安提阿教會宣揚耶穌基督沒有區別對象，開始的時候他們首

先向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後來他們也向外邦人（應該更正作本地 

人），我想這可以做我們很好的參考。我們傳福音首先給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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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也一定要考慮我們的鄰居，就是當地的人。早在主前第七世 

紀，先知耶利米就如此勉勵居住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我所使你

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

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利米書 29:7） 

    

 在傳福音的策略及行動，安提阿教會首先尋求上帝的旨意也

值得我們注意及學習。使徒行傳 13:2 記載說：「他們事奉主、禁

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

所做的工。』」安提阿教會的宣教差派及發展是從禁食祈禱聽見

聖靈的吩咐開始。宣教及教會的發展不是憑血氣，不是照人的意

思，不是人的作秀表演，是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及順從聖靈的引

導。 

二二二二、、、、    宣揚耶穌基督是見證耶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宣揚耶穌基督是見證耶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宣揚耶穌基督是見證耶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宣揚耶穌基督是見證耶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    

  

宣揚耶穌基督不是我的基督教比你的宗教較優越，是見證耶

穌如何改變你的生命。過去宣教沒有成功一個主要的原因常常與

優越感有關。我的耶穌比你的神明較大、較有能力，我的基督教

比你的宗教較文明。宣教要真正會吸引人、感動人，有動力及果

效其實往往在於教會及基督徒生命的品質。換句話說，耶穌如何

改變你的生命往往是宣教最有力、最感動人的見證。 

 

教會及基督徒會有宣揚基督的動力及果效，決定性的關鍵在

於你我的生命是不是有常常與基督的連結。在使徒行傳 11:23，我

們看見巴拿巴勉勵安提阿的信徒：「立定心志，恆久靠主。」信

徒與教會要如何得到宣揚基督的動力及果效？巴拿巴對安提阿教

會及眾人的勉勵，同時也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提醒，就是需要用

心及意志與基督連結；若用心，我們的禮拜、讀經、靈修、祈禱

都會幫助我們與主連結，讓我們的生命被主改變，讓我們在每天

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主耶穌本身曾以葡萄樹和枝子作比喻講出這個奧妙的道理。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約翰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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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充滿垃圾食物以及價值觀受歪曲的世界裡，形式沒有

感情的宗教儀式及禮拜，再多的開會及討論，是絕對不能帶給我

們幫助，絕對無法滿足我們心靈的空虛，絕對不能清除我們內心

深處的黑暗，絕對不能帶給我們的生命感情及動力。 

  

我們若期待有健壯的心靈，在上帝面前富足的生命，最根

本，最重要的是，時常以愛慕來就近生命的主，持續與祂保持親

密的交通，以及時刻「住在」祂裡面。 

 

Oprah Winfrey 在美國被稱作大眾傳播的女皇 (Queen of All 

Media)。她被無數的美國人當作模範 (Role Model)，特別是「非洲

裔的美國人」(Afro-America)。有一回，她將她整個衣櫥，所有的

衣服及鞋子都拍賣。  

 

在拍賣的時候，有一個婦人以美金 5 元買到她一雙 400 元的

鞋子。之後，這位婦人告訴 Oprah Winfrey，她的境遇很艱難，自

己一個人需要栽培好幾個孩子。她繼續說：「每一次，我若覺得

自己不可能再支撐下去的時候，我就進去我的衣櫥，站在你那雙

鞋子裡面。這樣做，每一次都給我力量。」 

  

 單單一雙鞋，通過站在這雙鞋子裡面，想到另外一個人，就

會使人產生那麼大以及奇妙的力量。何況是創造宇宙萬物，賞賜

我們生命，愛我們的主。我們若來到祂面前，對祂說：「我需要

祢，我要相信祢，我要接納祢在我的生命裡面。」你想我們的生

命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主耶穌的應許是什麼？「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約翰 15:5) 

      

我們若查考歷史上眾聖徒的生平，無論自從前的奧古斯丁到

20 世紀在印度貧民窟工作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他們每日

在艱難的環境中事奉，他們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辛苦，但是他們

好像都有源源不斷的精力，自然內在的喜樂，與他們接觸的人無 

不感染到他們的愛及動力。為什麼？我們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

同的特色，就是經年不斷，每日必定有固定的時間跟主靈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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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交通。巴拿巴、保羅、路德馬丁、馬偕、孫理蓮及許多信仰的

前輩他們勇敢跨過邊界，進入完全生疏的地方，面對各種的艱

難，但是卻能結出豐盛榮耀上帝的果子，我相信他們秘訣就在與

主基督親密的連結。 

 

三三三三    活出基督愛的見證活出基督愛的見證活出基督愛的見證活出基督愛的見證，，，，關心人關心人關心人關心人的欠缺及需要的欠缺及需要的欠缺及需要的欠缺及需要    

        

        使徒行傳 11:29~30 記載在羅馬皇帝克勞丟年間耶路撒冷有飢

荒，那時安提阿教會馬上慷慨募款要幫助耶路撒冷的弟兄：「於

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

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裏。」安提阿教

會雖然是外邦的教會，但是聽見耶路撒冷有飢荒，大家慷慨踴躍

發揮手足之情。關心人的欠缺及需要，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活出基

督最具體的行動，愛不僅僅是一張嘴。 

    

在 Charles Schulz 的漫畫《豆豆福音(Peanuts)》裡，有一回，

他畫到露西(Lucy)在棒球場擔任右邊的外野，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擔任投手。露西大聲對查理•布朗喊說：「這回我們一定

要贏。」查理•布朗將球投出，對方的球員將球打到右邊的外野

，但是露西站著一動也不動。查理•布朗很生氣地對露西說：「

妳若是對贏球那麼有興趣，為什麼妳不移動，跑去接球？」露西

很傲慢地回答說：「我的角色純粹只是給人意見。」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沒有那種純粹只有給人意

見的角色。愛是活出基督，這種的愛是天上來的禮物。愛不僅給

自己教會內的弟兄姊妹，愛也付出給認識及不認識的人。在二千

年的教會歷史，雖然有時候我們會看到腐敗及墮落，但是我們也

經常看到許多教會及信仰的前輩們沒有忘記照顧欠缺及需要的人

。 

 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對加拿大的宣教師夫婦對台灣貢獻非常

大，但是現在沒多少人記得他們。孫雅各牧師和牧師娘於 1927 年

到台灣，在日本轟炸珍珠港之後，被迫離境。戰後不久，於 1947 

年他們又回到台灣。當孫牧師娘看見戰後台灣有許多的孤兒，有

各種的流行病，原住民遭到歧視、排斥、欺壓。她認為她不能默 

9 



不作聲，僅僅作一個宣教師的太太，她在 1952 年創設基督教芥菜

種會，盡力幫助台灣所有弱勢，有欠缺的人。 

 

 孫牧師娘對台灣的愛，其實她本身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孫牧

師娘在 1983 年去世的前一年，她的兒子萬福先她離開世間。1982

年有一天早上，孫牧師娘正準備出發來美國為在台灣的事工募款

，忽然接到醫院她兒子萬福的病危通知。這讓她十分為難，募款

的行程已經安排好了，然而她的兒子現在卻與病魔作最後的掙扎

，作母親的不需要陪他嗎？當時孫牧師娘確實十分猶疑。但是在

簡短的祈禱之後，孫牧師娘吩咐司機載她去機場。 

 

 為了台灣許許多多孩子的需要，她選擇放棄陪伴她兒子的最

後一程。她的兒子萬福就在她在美國募款的途中去世，後事是由

當時在台灣的同工代為處理。孫牧師娘為了對台灣的愛付出了極

大的代價。她一生三分之二的歲月貢獻給我們的故鄉台灣，最後

也死以及埋葬在台灣，埋在台灣神學院禮拜堂旁她的丈夫孫雅各

牧師身邊。 

      

安提阿教會及我們信仰的前輩不僅對我們傳講上帝的愛，在

他們身上也活出基督。你我都在這間教會經歷上帝的愛以及主內

弟兄姊妹的愛。我們也需要在我們的生命及每天生活中活出基督

的愛。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活出基督是明白主的心意活出基督是明白主的心意活出基督是明白主的心意活出基督是明白主的心意，，，，順從聖靈的引導順從聖靈的引導順從聖靈的引導順從聖靈的引導。。。。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安提阿的教會跟我們一樣，是一間移

民的教會，他們應該也有面對生疏環境種種的困難，但是，他們

卻能夠開創歷史，在宣教及愛心的見證都帶出奇妙的果效。使徒

行傳的記載告訴我們，他們的秘訣在於與主的連結，祈禱謙卑尋

求上帝的旨意，順從聖靈的引導。教會的宣教及發展確實不是憑

血氣，不是照人的意思，不是人的作秀表現，也不在有多少豐富

精采的節目，關鍵在於是否願意高舉基督，以及順從聖靈的引導 

。 

Dr. Horace Greeley 是美國教會增長的專家，常常有人請教他

關於教會增長的問題。有一天，他接到一位姊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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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 Greeley 博士：我們教會有很嚴重的財務問題，我們的人越

來越少。我們已經試過所有我們想得到的方法，例如，園遊會

(bazaar)、舊貨市場(flea Market)、賓果遊戲、冰淇淋之夜…等。請

你告訴我們，如何使教會避免解散的命運？ Dr. Greeley 的回答很

簡單，只有一句話：「請你們試試耶穌基督吧 (Please try Jesus 

Christ)！」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安提阿的教會已經成為歷史，她對主

的忠心、祈禱的迫切、對聖靈的順服、以及願意突破界限、宣揚

福音、關心故鄉的欠缺等，這些都成為經典；但是，我們的教會

，仍是一本未寫完，未完成的書，TAPC 教會這本歷史，我們要

如何去完成？過去的 25 年，看見我們教會的起起落落，我的感受

是我們並沒好好把握所有的機會，有許多時候，我們浪費時間在

無謂的爭執及吵鬧，這實在是辜負上帝的恩典。今日我們站在歷

史一個非常重要，關鍵的時刻，上帝賞賜我們新的場所，新的牧

師不久會來赴任，請我們不要再誤用上帝的恩典及寬容，有一天

我們都須要站在上帝的審判台前。我會繼續在祈禱中，懇求上帝

幫助我們，願意謙卑打破自我，與賴牧師同心尋求上帝的心意，

在北美洲太平洋的門戶，電子高科技的中心矽谷活出基督開創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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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懷念我的摯友秀惠懷念我的摯友秀惠懷念我的摯友秀惠懷念我的摯友秀惠    
                                                                                                                                                                                                                                                                                                                                                                                    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 

       

        初識秀惠，是在 1998 年一個春暖花開的早晨。那天九點不

到，便有人來窮按我家電鈴。匆匆下樓開門，只見一個熟悉的面

孔笑意盈盈地站在我眼前，不熟悉的聲音毫不畏怯，開門見山的

說道：「我是秀惠，慕妳大名許久，是這樣子啦，我們南迦南教

會鬧司琴荒，妳可不可以來幫忙一下？一個月一次、兩次都可

以••••」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支唔著說我自己教會事奉巳

經很忙，那有時間與力氣再來幫忙？她則有備而來，口齒伶俐的

回說：「妳考慮看看！上帝的國度是互通有無的，那裏需要事

奉，就應順神的旨意而行，上帝的恩典絕對夠妳用的•••」見

我沒馬上答應，隔沒幾天又天天打電話來繼續磨菇。兩星期後，

我終於被她的口才及愛教會的心給說服，1998 年的六月，開始了

這 15 年來飛馳在 85 號公路上，兩個教會的音樂事奉歲月。 

 

        初到迦南教會，便深感她真是教會的靈魂的人物。兒童的

VBS, 成人社青團契帶領，長輩的長青團契，成人主人學的帶查

經，聖歌隊獻詩，愛餐的準備，處處都有她熱心事奉的身影，有

好幾次我甚至見她拿著拖把在清女生廁所的地。那個時候的秀惠

對教會生活熱愛，對生命充滿關懷。老少咸宜的她，不但長者喜

歡，將她當女兒看待，家裏芝麻大小事都要向她傾訴;而不愛跟父

母講話的青少年更將她視為媽，心事只肯跟秀惠阿姨吐露。 

 

        數算起來，朋友裏聖經讀的最透澈的該屬秀惠了。她人極聰

明，分析事理能力超強，口才極佳，與她漸漸熟悉進而成為好朋

友之後，她也就成為我信仰上的良師益友。有時我寫了一篇教會

文章，需要一段經文來回應我所寫的話，便會打電話請問她用那

一段經文比較合適？她就會像 Google 一樣，馬上給我一串經文，

更在電話裏興奮的為我解經起來，我常常仿如上了一堂查經課。

秀惠也是位真理的捍衛者，她若是在外面聽到了什麼不對的信

息，便會義憤填膺急切地打電話來指責這些傳道者是在妖言惑衆,

徹底違背聖經的教導。我聖經讀得沒她豁然，口才也沒她好，一

小時的電話全聽她在講道。掛電話之前，我唯一能講的一句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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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妳對聖經的認知這麼正確，真該去念神學院，好好傳達上帝

正確的信息，光講給我聽沒有用啦！」然而當聖靈感動她，要去

念神學院時，她的人生竟遇到從未預想到的大變數。 

 

        2003 年的夏天，健康活潑，熱心助人的秀惠突然得了癌症，

開了大刀之後，她明顯體力鋭減，但是復原沒多久，她又開始熱

心帶查經，指揮迦南的詩班。我常勸她要多保重，不要太勞心。

她總是回我：「上帝給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努力做工，聖經是

上帝給人類最寶貴的箴言，只要祂多留我在世一天，我就要盡最

大的力氣來傳揚祂的真理。」十年來，癌細胞一再回來打擊她，

動手術三次，化療三次，但是卻不曾打擊她對上帝不變的愛與信

心。每次見她化療期間肉體所承受的辛苦，我都要一再的質問上

帝「為什麼是她？這麼熱心在傳揚袮話語的人，袮為什麼要這樣

折磨她？」，上帝沒有給我答案過，秀惠卻屢屢與我分享她在病

中的頓悟。「我真的可以體會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楚，比起

來，我這些病痛真的是微不足道了！」「我從未懷疑過上帝的愛

和旨意，一切的病痛都是神衡量斟酌過再臨到我們身上，為的是

帶來豐盛的生命。」「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

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自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人活在世上，就要有希望、信仰和愛。」「上帝雖給我病痛,我

卻看見祂的恩典滿滿在我身上，祂供給我一切的需要，讓我經濟

上無所匱乏，祂也讓我看見親情、友情的可貴。我跟約伯一樣，

要說一聲”風聞有袮，親眼見袮。”」「保羅說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我在苦難中要學習順服，學習感恩，世界上有更多人

比我還辛苦，我算是很受上帝祝福的人。」「上帝創造萬物，並

不盡完美，但衪對世人的愛卻是完美的。」 

 

        秀惠在今年九月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裏回到父的懷抱，歇下

了世上的煩惱，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眼淚。如今陪伴她的是她年

初先回到天家的可愛小孫子。在她生病到辭世的這幾年當中，她

對生命全新的認識和熱愛，對癌症無休無止的對抗和相處，對死

亡親切的了解，都帶給我無限的感動和啓示。她的骨灰灑在大海

裏，對我而言，是一場美麗的告別，是未來的期約，也是還生命

與死亡原貌的見証。秀惠擁有一顆赤子之心，總是看到光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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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陽光般的性格，從不曾讓自己因病而沈溺於悲苦的情緒中。

她在世時，教我用愛和關懷來擁抱生活，讓我看見一個人短暫的

生命是可以如此豐盛的。在人生的長廊中，縱然她的足音巳離我

們遠去，她所留下的基督徒馨香將永存於每個認識她人的心中。 

    

關心關心關心關心以馬內利難民之家以馬內利難民之家以馬內利難民之家以馬內利難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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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別人的祝福成為別人的祝福成為別人的祝福成為別人的祝福    
                                                                                                                                                                                                                                                                                                                                                                                        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    

    

              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特別的呼召，可能是在

職場，或者我們在家庭的身份，或者是其他的，諸如教會的職

份。藉著呼召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聖經中的約瑟因為上帝與他同在，所以他手中所作的事盡都

順利，因此約瑟在他主人面前蒙了大恩。我們看見祝福是雙向的

，主人也因為約瑟的緣故，蒙受了耶和華的賜福。創世記 39:5 節

說：「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與那埃及人的家，凡家裏和田

間一切所有的蒙耶和華的賜福」。更重要的，不僅是如此，因約

瑟的緣故，以色列家可以在埃及度過飢荒，然後成長茁壯。若再

把歷史放大，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原來上帝有一個計畫，藉約

瑟個人的人生際遇，將上帝的救恩傳揚出去。約瑟真的是眾人祝

福的出口。 

 

        我們與約瑟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位置的不一樣，但

是，我們都肩負著一個相同的使命：去影響別人，成為別人的祝

福；去傳揚基督，榮神益人。 

 

        今年年初手邊不期然地多了幾項事工，休閒時間也突然變得

十分有限。桌上未看完的書堆積如山，想彈的曲目無以數計，開

車時，做家務事時總是一心二用在思考著:「下星期聖歌隊該選什

麼樣的曲子?」「下個月長青該排什麽樣的節目?」「在媽媽教室

該如何引領媽媽認識褔音?」一年來，每天，每個星期，每個月，

便在腦力激盪中滾動著。 

 

        在 2012 年即將進入尾聲之際，我回過頭來省視自己在忙碌中

所走過的路，却發現歩歩都充滿著上帝無比的愛與恩典。我頓然

感受到，原來上帝是要我藉著服事來讓我看見我是一個如此蒙福

的人!在聖歌隊一年的事奉裏，有喜愛唱歌的好同工互相支持著，

我們心裏僅有一個共同和諧的想法:「以音樂來榮神益人」。在長

青一年的聚會裏，我從未有過缺少講員的困難;午餐的服事上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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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許多姐妺的熱心協助，讓長輩們每個月聚會都能享受豐盛健康

的午餐。社區媽媽的事工上也得到許多好同工熱心的預備點心，

或是與媽媽們交談，分享養兒育女經驗。美好的見證，慷慨無私

的付出，讓媽媽們一期一期歡歡喜喜踏入台美教會媽媽教室，也

讓福音的種子慢慢灑入社區媽媽的心田裏。 

 

        從同工們好的事奉裏，讓我學習到，我們人活在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從心底無比的感謝她們。我相信「感

謝」並不是只有口頭上的表示，感謝要從心底去體驗上帝的祝

福、上帝的愛和上帝的同在。當我從神領受祝福以後，我更需要

去想到我有沒有進一步與人分享？如果我能延續別人所給予的祝

福，一定會感受到生命的豐盛。而「祝福」這兩個字的確能使人

得著平安，並且有驅策的力量，使蒙福的人再去祝福別人。 

 

        在聖經中，有不少人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其中最明顯的

是亞伯拉罕，當上帝呼召亞伯拉罕時，對他說：「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又說：「你也要叫別人

得福…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因此亞伯拉罕成為祝福的使

者。  

 

        台灣有位作家，杏林子，她生前寫了許多好文章，常令我很

感動。杏林子一生與病魔奮鬥，連執筆也不容易，却出了好幾本

暢銷勵志書籍，她在病痛中依舊很感恩的說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

典。在杏林子的生命中，有數不盡的疾病痛楚，上帝藉著疾病痛

楚使她寫出更真摯、更有利的作品，幫助許多頹喪的人得著振

奮、軟弱的得到剛強，她殘疾的生命反而成為閃耀照人的明珠，

成為別人的祝福。  

 

        願「生命成為祝福」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對自己的期許。祝福

是上帝的善意或恩典的行動，是要使人得著幸福與快樂。祝福也

是一種恩賜，是上帝所賜予的能力。做為一個基督徒，上帝賦予

我們的使命應該是醫治者、聆聽者、支持者和安慰者，目的都是

要使人得著平安，促進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上帝之間的和

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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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的存在，成為別人的祝福。讓自己的存在，為別人帶

來香氣。讓旁人的日子因為有你而變得更美好，那怕只是多做一

個小動作，多幫忙一件小事，都可能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與感

動。再次感謝今年在事奉路上幫助我，鼓勵我，與我同行的好同

工們，妳們所帶给我的祝福，讓我看見上帝的亮光，也讓我不止

一次的高唱「耶和華祝福滿滿，親像海邊的土沙，恩典慈愛直到

萬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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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媽媽教室 

 

 



信主信主信主信主感言感言感言感言    
丁芬梅丁芬梅丁芬梅丁芬梅    

 

        八月初，當林長老娘(張素娥)邀請我在 8 月 25 日晚上在他們

家有個聚會，跟大家分享我的經歷和見證。我實在惶恐，因為我

想在教會裡每位所經歷的，所感受到的見證，一定比我的更多更

深，應該是我要跟大家來學習分享才對。不過每一個人所經歷的

都有所不同，都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我就大膽的說出與各位

分享。   

 

        從小我在佛教的家庭長大，卻嫁入基督教的家庭。雖常陪婆

婆上教堂做禮拜，婆婆也常常苦口婆心的勸我和老公接受基督。

那時年輕感受不到信仰的需要，再加上娘家的父母均在，有所顧

慮，也許那天他們逝世了，我必須行跪拜大禮，一直不願受洗成

為基督徒。 

 

        來加州後，兩個兒子在朋友的引導下相繼成為基督徒。聖經

上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感謝上

帝，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有上帝的話語和他們同在，個個有喜樂， 

有感恩善良的心，努力用功做個好孩子，並勸我和先生接受基

督。我先生當時還曾和兩個兒子爭辯，不過上帝沒有放棄過我

們，老公在去世前幾個月，主動邀我一起受洗接受基督。哈利路

亞，感謝神。 

 

        老公把我帶進教會後不久，就逝世了。當時教會給我非常多

的照顧與精神上的支撐，也因之我喜歡參加教會並參與服事直到

現在。教會的牧師教我們要勤讀聖經的話語，這對我非常有用。

哥林多後書 1:4-5”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

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

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要常常喜

樂，常常禱告，在任何環境中都要感謝。這是上帝為你們這些屬

於基督耶穌的人所定的旨意。”我也從屬靈的方面，得到意外的

平安和喜樂。 

      兩個孩子相繼成家立業後，我又開始有新的煩惱。他們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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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小孩，為這件事我跟上帝祈求禱告，希望兒媳會改變心意，

早一點生孩子。上帝透過聖經的話語，讓我明白有些事情是我不

能掌控的，要學會放下並交託。當有好事時我感謝神，有苦難時

我就禱告祈求，軟弱犯錯時我就祈求原諒。我確信有主與我同

行。一日勞苦一日擔，對於明日，我不再擔憂害怕。我相信上帝

祂掌管明天。  

 

        認識現在的老公 Gary，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有太

多的不同。包括種族,膚色,語言,飲食…等等。我常常問主”這是

祢恩賜給我的人嗎? 祢就是要這個人代祢照顧我嗎? 這是你給我苦

難，在它背後卻是一個化妝的祝福嗎?”我一次又一次的問主。  

神透過父母,兒子,朋友,告訴我”你們是有很多不同，但你們有彼

此相愛，這就夠了。”經過多年的交往，我們決定廝守終身。於

是去年感恩節回台灣時，在親朋好友的祝福見證下完成了終身大

事。 

 

        藉著這些事，使我深深體會”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神的

路徑都滴下油脂”。 如今回頭才看到原來神特別的恩典在我一生

已經早就一直一路的帶領，也更體驗到神是聽禱告的神。在此特

別獻上我對神的感謝! 

 願頌讚，榮耀歸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台美聖歌隊台美聖歌隊台美聖歌隊台美聖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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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雖然已經回天家了爸爸雖然已經回天家了爸爸雖然已經回天家了爸爸雖然已經回天家了    
隆純真隆純真隆純真隆純真    

        我是一個愛吃的人,所以我對小時候和對爸爸的記憶許多跟吃

有關。 爸爸和媽媽都喜歡看電影,所以我們小孩們都快快寫功課或

者妹妹先睡一覺,然後爸爸騎摩托車分二次載我們去看電影,看完就

帶我們去吃宵夜。其中最常 去的大概是一家專賣四神湯和筒仔米

糕 , 在當年物資不是那麼富足的年代, 我們卻有相當高級的享受。

另外在中秋節前, 爸爸帶望真去上小提琴課時, 會去一家賣綠豆椪

的餅店排隊買熱騰騰, 香噴噴的綠豆椪給我們。所以現在我對這些

東西有不能自拔的愛戀。  

        在花蓮每次有外國來的音樂家或貴賓幾乎都由好客的爸媽在

招待, 爸爸出錢請公司的廚師煮了一桌佳餚, 爸爸趁機複習他的外

國語,媽媽及信真有機會增進她們的音樂素養, 我則又多了一個大

吃大喝的好時光。 爸爸的德國朋友每年聖誕節前夕,也一定會寄來

瑞士巧克力。巧克力是小小的方形, 錫箔紙的外層有漂亮的風景圖

片, 所以在吃完濃郁的巧克力後我還把風景收集起來是我小時候的

甜蜜回憶。 

        另外我覺得爸爸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應該生在二,三百年

前的書香世家, 他就可以不必管現實生活,可以從早到晚浸在他的

書堆中,或去瘋他的愛好。小時候他好迷集郵, 可憐的媽媽幾乎獨

自在管家及小孩。家裡到處都是洗好還未整理的郵票。大概在我

二年級時, 我偷偷把他的幾張郵票跟一個媽媽的鋼琴學生換成有色

的摺紙, (因她媽媽是小學老師有各種顏色的摺紙), 幾次後當然被

發現, 被好好的修理一頓, 從此我再也不敢打郵票的主意。  

       我們爸爸雖然是一個工程師, 但是他骨子裡是個不折不扣的藝

術家。 

 

        他從歐洲回台後, 常常在家裡放幻燈片給我們看。他給我們

介紹博物館裡的名畫, 除了生動的故事外也教我們一些知識。等長

大後我們自己去親眼看到這些從小熟悉的建築及藝術品, 好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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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他和媽媽初初移民待在紐約我們去看他們, 爸 

爸興奮得帶我們連看三天的博物館, 三天下來大家走得都跛腳了。

在 Denton 時,他們兩人也學畫, 還畫得蠻有樣子。他們家裡/牆上的

擺設也讓人驚艷。有一次我跟信真談到兒子們學校的 project , 我

都好 高興的幫忙塗色及貼貼剪剪, 她說她也是搶小孩的畫圖功課

來做。我想爸媽從小讓我們從心底真正的愛上畫畫。 

 

        爸爸也是一個演員。小時聖誕節他帶領主日學演聖誕劇, 在

老四望真出生那年, 我們一家還自己演出, 媽媽當然是瑪麗亞, 抱著

四個月大的望真, 阿公當客店老闆, 我跟信真當牧羊人, 愛真是天

使。平時爸爸的表情也很誇張, 所以給主日學講故事也演得非常逼

真,讓大家非常投入。即使在最後一個半月, 他身體非常虛弱, 他也

未失去他喜劇演員的性情, 所以照顧他也不是那麼辛苦, 反而驚訝

他還保持他的幽默。 

 

        爸爸也是一個音樂家, 小時候我們家除了有練琴聲外,爸爸常

常把交響曲放得很大聲,然後拿筷子當指揮棒, 在他最後的二個月,

這些古典音樂帶給他許多安慰。他在 Life Care center 時有一晚我

和媽媽唱了二小時的聖詩,  起初他還跟著唱, 後來他說他累了, 我

跟媽媽唱得正高興, 就叫他休息, 但他卻開始指揮起來, 還給我們起

拍和結尾的漸慢及結束都有給我們 sign。除了許多探訪的朋友唱

聖詩外, 我跟媽媽的二重唱還有信真愛真的 Long Duo 的合唱讓他

的房間充滿了音樂。 

 

        在我們長大成家後, 雖然沒有那麼多時間跟爸相處, 但在我們

的血液裡留著他追求真善美的態度, 這是他給我們最大的禮物。 

 

        雖然爸爸已經回天家了, 但是這些日子來我看見及感覺到神

一步一步的帶領。 我心裡真是感謝神在他最後的不到二個月的時

間, 讓 我們有機會那麼近距離的相處。 若是平常他一定是在看他

的書等等, 我也是在忙自己的事, 可是現在他的身體是那麼虛弱, 他

的視力也變成模糊, 只能躺在床,  唯一他的聽覺還是非常敏銳, 所

以我們可以好好的互相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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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及妹妹們放下先生、小孩輪流來照顧他。我們三個外州輪

流來的時間就儘量讓身心俱疲的媽媽及愛真去做一些像是整理家

裡、運動、或是去教會, 因為她們巳經被綁著好一陣子了。 在小

小的病房, 我那裡也無法去, 我全心的注意爸爸的動靜。 爸爸其實

大部份都是在睡覺或休息,等他稍稍醒來我就趕緊餵他吃東西, 他

愈吃愈少, 最後二週他只吃二三湯匙就說要休息休息。他平時就是

夜貓子, 所以晚上他最有精神, 也最努力做運動。他一直好想回家, 

我們鼓勵他體力有進步就可以回家。 早上因他精神不好 therapist 

以為他退化嚴重, 叫他做一些很無聊的練習, 其實在我離開也是他

離世的一週前, 他還是頭腦非常清楚, 這些 therapist 的好心其實讓

他沮喪吧! 爸爸是個乖病人, 不抱怨,他也很能忍痛, 都沒跟我們 講:

他在醫院時插 I.V. 管子,右手臂皮膚又腫又發炎, 在 Life Care Center 

時有一位粗心的護士換紗布時整片皮被撕起來, 我在一旁看到叫” 

That hurts”, 他卻像沒事一樣。 我想他在外表的傷己經讓人看了

心痛, 那麼他身體裡面癌症侵襲一定更可怕。 

 

        爸爸的心情也一直都是很平靜、很安詳、也充滿感恩。他一

直為跟我們說謝謝, 謝謝, 他也覺得麻煩大家,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回

天家, 那時我真不知該如何回答, 只好說我們還沒 ready。爸媽的感

情很好, 所以他也常常找媽媽, 所以若是媽媽不在我也會告訴他媽

媽的行蹤。爸爸也很掛心教會, 他們教會徐牧師提到破土典禮希望

他能去, 我們就拿此當目標鼓勵他多吃及運動恢復體力, 他也真的

盡力朝這方面做。徐牧師那時有問我可否在破土禮拜獻唱, 我則覺

得在感恩節時跟著大家擠飛機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 不料爸爸卻

比醫生預期的早過世, 而葬禮就在感恩節週末, 就如他以往為神、

為教會願意做一切,他一人換成我們外州的十人來參加教會建堂的

破土典禮。 在破土典禮時我 心裡想著爸爸, 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

次為他做事了。 

 

        爸爸從來為神所用, 就像他在最後的日子一直掛在口上的”

耶穌愛我,我愛耶穌”, 他對死亡沒有恐懼或疑惑,因為他只是要回

去天家。 他的教會有許多新信主的留學生, 我覺得他做了好的見

証也給我們這些後代女兒孫子們做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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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弱勢成為強勢當弱勢成為強勢當弱勢成為強勢當弱勢成為強勢    

楊靜欣楊靜欣楊靜欣楊靜欣    

         最近有一位鄰居經常來敲家裡的門，其實弘專和我並不認識

他，只是之前在搞不清楚的情況之下，幫他打了電話，起初他的

態度非常急切，要我們幫他叫救護車，前兩次在迫於無奈之下，

只好打電話給校警，請校警來處理。但只因為我們幫了這個忙，

之後他便經常性來敲門，一下子網路壞掉，要我們幫他聯絡網路

公司，一下子身體又不舒服，要我們打 911。其實這些都是小

事，但我們卻被他的態度給嚇著了：一開始他會很有禮貌的表達

他的需求，但如果沒有馬上處理他的問題，或者聽不太懂他黑人

腔英文的表達，便會開始不耐煩，以非常強硬的姿態迫使我們要

按他的意思去做，跟他說電話打了沒人接，還不相信，真是會

「柿子挑軟的吃」！經過此次的教訓，後來只要有人敲門，沒有

事先打過電話的，弘專和我只好一律不開門。 

         在美國生活不算短的日子裡，也常常看見一些令我感到不太

舒服的事。比方說，有一次在機場，有兩位坐著輪椅的老太太，

其實已經有機場人員幫她們開道，並且專人服務她們，可是她們

好像唯恐別人沒有注意到她們，一路上還用聲音和手勢要其他人

讓開，剎那間人人享有的路權，成了她們的專屬道路。還有一次

和朋友去吃 buffet，原本聊得正開心，突然來了一台高速的行動輪

椅，差點壓到朋友的腳，幸好朋友閃得快，之後我們又看到她駕

駛著那台輪椅，快速的穿梭在食物吧台區拿取食物，在餐廳用餐

的客人，沒有人的速度趕得上她，如此橫行，除了想證明她與一

般正常人無異之外，反倒更凸顯她漠視他人的存在、無視自己行

為造成的危險。每每看到類似的事件，總是讓我不禁再三反思，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當弱勢成為強勢......」這句話便一直在

我心中流連不去。 

          在 Richmond 我所參與的教會，每年固定有一星期的時間，

全教會的人會組織起來幫助接待流浪漢，這是我個人非常贊同的

服事，它以團體服事的方式解決了居住在 Richmond 流浪漢的問

題，結合許多教會的力量，讓流浪漢輪流到各個教會落腳，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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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裡可以換上舒適的衣物，有熱騰騰的食物等著他們，有地方以

休息睡覺，不必再餐風露宿，是我所見過很美的服事，讓上帝的

愛真實的呈現在每一個人當中。在其中，絕大多數的流浪漢，心

中充滿感恩，不斷地對服事他們的人表達感謝，但偶爾也會碰到

看起來不太感恩的人，挑剔食物，不吃這個，不吃那個，且要求

頗多，雖然教會的弟兄姊妺總是非常仁慈地對待他們，盡可能滿

足他們的要求，但無疑地這種行為很容易削減人們的愛心。   

         「當弱勢成為強勢」，是接受幫助的人容易陷入的心理光

景，將自己弱者的身分轉換成一種特權，這不僅可能傷害最願意

幫助你的人，更呈現出缺乏感恩的心和過度膨脹的自我：「因為

我最需要、最軟弱......每個人都應該要來幫助我、關注我，否則就

是沒愛心、很冷漠！」然而，基督徒可以自我反省，是否常礙於

「愛心」這兩個字，在無形之中寵壞了一些人，養成這些原先的

弱者索求無度的心態，當付出者的愛心用盡時，真正需要幫助的

人卻求助無門，這實質上是傷害、耗損了上帝的國度。其實這些

利用他人愛心的人，應該學習在基督裡尋求完全的愛與信心，使

破碎的心靈得著醫治，而不是一直在人的身上找尋愛，證明自身

的價值和存在感，這種透過壓迫別人而抬高自己的方式，並無法

增加自身的優越感，反倒顯出靈魂的脆弱不堪和卑鄙。不過不用

過度擔心這種現象，因為這些人若不反省，很快的他們將自食惡

果，如同馬太 23:12 所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人的愛心

將會消失的比他們想像的更快。另外，願意付出愛心的人，或許

可以運用判斷力，學習適當地給予、卻不是讓人予取予求，深願

上帝幫助我們成為在愛心上、知識上都日日漸長的人，如同保羅

在腓立比書 1:9 的禱告：「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

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多而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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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佛教徒對基督徒的看法一個佛教徒對基督徒的看法一個佛教徒對基督徒的看法一個佛教徒對基督徒的看法 

王玉琴王玉琴王玉琴王玉琴 

         中秋節前兩天我找了一個朋友來家裡吃晚餐,因為她的兩個孩 

子都大了,一個外出工作,一個今年剛上大學住校去了,老公回台灣

去找工作了,所以心疼她一個人,就約她來吃麵 , 吃到一半後, 朋友

說:今天是我生日, 我說:你怎麼不早說,不然就替你準備個小蛋糕,

不過至少今天我替你準備了壽麵,這樣也算數了. 

         飯後聊天,她說本來有件事不想對我這基督徒說,但他們夫妻

真是很不諒解基督徒,我回應:怎麼了? 她說: 其實我先生今年初在

台灣工作不是辭掉而是公司把他們部門全裁了. 我說: 不過妳先生

一回美不是就又找到工作了嗎? 只是做沒多久公司又把他裁員了,

他先生就晃了大半年沒工作,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暑假又回台灣找

工作,到現在還沒消息, 我說: 這跟基督徒有什麼關係呢? 

         朋友面色凝重說: 去年我公公在台灣病危時,先生的小妹及妹

婿趁我公公意識不清時,找牧師到醫院替我公公受洗,同時也強迫我

婆婆受洗 , 當時我婆婆因擔心我公公又沒辦法,所以就接受了 . 事

後我婆婆打電話來美國跟我們說, 她很後悔 , 朋友公公的告別式當

然就依基督教儀式舉行 . 儀式後牧師來向我們夫妻致意, 並說: 妳

們夫妻是住在美國吧? 我朋友夫妻同聲回答:是. 接著牧師說: 你們

爸媽都受洗了,那妳們夫妻是否也考慮受洗成為基督徒,以後大家都

是主的孩子 . 此時我朋友很生氣對我說: 哪有這種牧師,在這種場合

問這種問題? 我淡淡的回答: 也是.  

         朋友接著又說: 幾天後我先生小妹及妹婿帶牧師及一些人又

到我婆家,把家裡供奉幾代的祖先牌位及神桌全拆了, 也燒了. 當晚

我婆婆打電話來美國跟我們說這件事,痛哭流涕,很難過 . 我先生立

刻打電話回台灣給他妹妹詢問此事,結果我小姑竟然回答說: 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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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獨子, 你早就不住在這個家了,我做決定不需要跟你報告. 

         此刻我了解他們夫妻心情,及他們為何為那麼憎恨基督徒. 朋

友接著說: 祖先牌位豈可亂拆, 甚至燒掉, 朋友接著說: 自從祖先牌

位拆了,我們的生活就大亂, 發生許多大事,我則問有哪些?她說: 先

是我先生在台灣工作沒了, 接著我婆婆出車禍, 再來我先生回美工

作沒幾個月又被裁員, 現在我婆婆住院也不樂觀. 朋友反問我: 你說

這是不是那個基督徒小姑害我們一家人這麼慘? 

         停了一會兒, 我開始說明我聽到這故事及我的立場. 我說: 整件

事聽來, 妳的小姑他們做事的確有欠思慮, 太過急躁, 也未曾與妳們

好好溝通, 如受洗這件事, 妳小姑她的用心是好的, 因為她以一個基

督徒的立場,希望妳公公婆婆能受洗成為主的孩子, 由主承擔你公

公病危的痛,及你婆婆心裡不安的壓力, 更重要妳小姑希望你公公

未來能到天國與主同在, 而妳婆婆有主的安慰, 能在未來日活得更 

平安甚至喜樂 , 所以妳小姑並無惡意, 只是當時妳們還在美國, 時

間上有些急迫,所以就沒跟妳們討論 . 

         再說拆祖先牌位一事, 這件事就基督徒的立場,牌位是鬼神容

易聚集之地,如果不早處理掉, 對你婆婆及家人是不好的. 再來願意

替你婆婆取下牌位的牧師也是不容易的事, 因為不是所有牧師都能

做這樣的事,而是要權柄很大的牧師,才能擔任這份艱鉅的工作. 朋

友問我為什麼? 我說: 因為在取下祖先牌位同時,邪靈同時聚在那,

如果牧師權柄不夠,信心不夠,邪靈有可能會跳到在場人的身上,所

以當日的牧師,及其他與會人員都是真心愛你公公婆婆的人才願意

承擔這樣大的壓力去做這件事. 朋友回我: 是這樣嗎? 我說: 當然是. 

        我開始對她說: 如今你們生你小姑的氣,但妳們可曾想過當時

她一個人在台灣面對自己生病的父親及傷心的老母親,這些你們都

沒看到,也體會不到,你先生雖為家中唯一兒子,卻不在生病父親床

邊,也沒安慰到傷心的母親,你們應該放下心甚至應好好謝謝你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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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因為她一個人負起全部責任,也替你們這些海外兄長﹑兄嫂省去

很多事, 你們不就是回去參加告別式嗎? 我說,如果換成我 , 我會很

感激這位小姑,因為她幫我們扛下全部責任 , 至於事後一連串你所

謂不幸的事發生,在我看來雖是不幸,但何嘗不是上帝另一種安排? 

這時我朋友臉色很不好看,我說: 你別生氣 , 不論任何宗教都是出於

愛及善意,你們夫妻不能接受基督教沒關係,但兄妹手足之親,千萬

不要因此而斷了, 那樣很不值得. 

         說著說著,朋友說: 今天是她生日就不再談這些討厭的事. 我說

好, 但我不知道我這樣安慰她,解釋基督徒的立場她會有何感受? 當

晚幫她及她先生禱告,希望主能安慰她們夫妻,早日帶領他們,也安

慰她小姑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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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主日學園地主日學園地主日學園地 / Our Sunday School 

 

 



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莫妮卡莫妮卡莫妮卡莫妮卡    

 我想我們一生中一定常常會把這句話掛在嘴上，那就是：

「早知道怎樣 XXX, 我就不會 XXX！」早知道你是這種人，當初

我就不會嫁給你。早知道股票會漲到$500，當初我就應該接受他

們的 offer。早知道房子漲的那麼快，當初就應該多買幾間。早知

道來美國這麼辛苦，當初就應該留在台灣。我想如果你不阻止

我，我大概可以繼續寫個沒完沒了！最近同心團契查經路加福音

第 6 章也有類似的對比。「現在飢餓的人多麼有福啊，你們要得

到飽足! 現在哭泣的人多麼有福啊，你們將要歡笑！現在富有的

人要遭殃了!因為你們己經享夠了安樂! 現在飽足的人要遭殃了!因

為你們將要飢餓!現在歡笑的人要遭殃了! 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

泣!」有時候我們的生活會經過風風雨雨，但我們應該往前看, 不

管過去是如何, 我們要歡喜安穩自在渡過每一個上帝所賜福的日

子。 
 

 路加福音 6 章 46 節：「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 卻不

實行我吩咐你們的話呢? 」我們常常會憑著自己的感受及意見來

面對事情? 但是有時一件事總有很多種講法，例如: 我們有時開車

在等左轉的箭頭綠燈，當綠燈箭頭一翻，前面那台車並沒有馬上

開動他的車，在後面的我等了幾秒鐘按了喇叭”提醒”他要動

了。但有些人會 show 出拍謝的手勢，他可能眼睛正在別的地方沒

注意到綠燈已經翻了，但另外一種人索性把車窗打開 show 出一個

中指給你! 這時就需要你的智慧如何來憑估與看待，你可以自己

氣個半死，但你也可以原諒那人可能誤解你的好意才會這樣。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7 節：「…你們所遭遇的每一個試探無

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實的，他絶不讓你們遭遇到無

力抵抗的試探。當試探來的時候，他會給你們力量，使你們擔當

得起，替你們打開一條出路。」是的，我相信不管我們的生活，

工作，或教會都會面對很多的考驗和無法解決的問題，但上帝會

開路，誠如祂所應許我們的話。如今我們要重新思考我們台美的

方向，我們要同心同工來為主做光做鹽。 

  從小爸爸就帶我們三個孩子到教會，我到現在從沒有對自 

己懷疑過說：為什麼我是個基督徒?為什麼我要信上帝? 我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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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搬一回就找一間教會去禮拜！打從畢業後搬來聖荷西到現在有

快 17 年，那也就是我來台美也快 17 年！這中間經歷了三個牧

師，也認識比家人還親的朋友一起同工敬拜主。是的，教會人來

人往，有人進有人出，但人總是都會有不同的意見，難免都會產

生磨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主，需要學習主耶穌的愛，在主

裏學習彼此包容。 
  

 星期天的主日講題”感謝上帝”，牧師說：「我們要有著

感恩的心來感謝上帝！」這間教會是上帝給我們的福氣，我們要

學會彼此饒恕,彼此赦免， 我們要結連一起，結連與主！歌羅西書

3 章 13：17 有糾紛的時候要互相寛容，彼此饒恕：主怎様饒恕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別人。在這一切之上，要加上愛，因為愛

是融合一切德行的關鍵。基督所賜的和平要在你們心裏作主；為

了使你們有這和平，上帝選召你們，歸於一體。你們要感謝。你

們要讓基督的信息豐豐富富地長駐在你們心裏。要用各樣的智慧

互相教導，用詩篇，聖詩，靈歌，從心底發出感謝的聲音來頌讚

上帝。無論做甚麼，說甚麼，你們都要奉主耶穌的名感謝父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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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Goliath in Our Lives 
1 Samuel 17:31-40, 48-50 

 
Rev. Wu, Peter 

Introduction  
Good morning.  On the behalf of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of Fremont, I want to send our greeting to you all.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attles in the 
bible.  It is a fight between David and Goliath.  David verses Goliat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all children’s stories.  In sport event, the term 
“David vs. Goliath” describes a heavy favor against an underdog.  
When David defeated Goliath, he was relatively unknown shepherd 
boy.  Today’s Bible story is a key moment in David’s life that led to 
his rise to the throne of Israel.  From this story, let us learn how to face 
and defeat Goliath in our lives.        
 
Conversation with King Saul (v.31-37):  

In 1 Samuel 17 we read King Saul and the army of Israelites 
gathered at the valley of Elah.  The Philistines were on one side of the 
mountain; the Israelites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as a valley between.  
During those days, the method of fighting is this: two sides will each 
send a representative to fight with one another, the winner is 
victorious.  The representative on the side of the Philistine was a 
warrior named Goliath.  Goliath was the champion of the Philistine 
army.  He was really huge, like Cane in the movie “Batman Rises” .  
The huge giant, nearly seven or ten feet tall, twirling his twenty-five-
pound spear, was intimidating; it can make a grown man faint.  Goliath 
taunted across the valley, teasing the Israelites.  Everyone was scared.  
No one in the Israelite army dared to fight against this bully.  When 
David showed up at the Valley of Elah, Goliath dominated the battle 
field.  Everyone had Goliath phobia; everyone was down with Goliath 
sickness.  May I ask you: who is Goliath in your own life?  Goliath can 
be a person, a sickness or a past failure.  The moment we allow 
“Goliath” to control us, dictate the way we think and shape our 
responses, we begin to lose sight of God’s invisible hand, we lose faith 
in God.                      

However, when David arrived at the valley of Elah, hi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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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filled with God, not Goliath.  He cannot believe everyone was 
cowering before this giant.  At the same time, David also believed God 
had a purpose for him to be there at that very moment.  When someone 
reported David’s words to King Saul, he sent for David.  David 
volunteered himself to fight against Goliath.  King Saul answered 
David, “You can't go and fight him. You're too young and 
inexperienced—and he's been at this fighting business since before 
you were born.”  That is true.  David shared with his King his 
experience: “I've been a shepherd, tending sheep for my father. 
Whenever a lion or bear came and took a lamb from the flock, I'd go 
after it, knock it down, and rescue the lamb. If it turned on me, I'd kill 
it. Lion or bear, it made no difference.  GOD, who delivered me from 
the teeth of the lion and the claws of the bear, will deliver me from this 
Philistine.”  As a shepherd David experienced God’s protection and 
received strength from God.  It was a good training.  These 
experiences qualified him to face Goliath.  So King Saul said to him: 
“go.  May God be with you!”                
 

Putting on Saul’s Armor (v.38-39): 

Now I invite you to focus on three images in this story that 
demonstrate how to face Goliath in our lives.  The first picture: King 
Saul wanted to help this inexperienced young man, so he dressed 
David in his own fighting gear. He put a coat of armor on David and a 
bronze helmet on his head, handed David his sword to strap around his 
waist.  Now this seems like a very good idea.  If there was anything 
that would fit David out for the task ahead, it was certainly this: Saul’s 
armor, the King’s weapon.  It is the highest honor to be so equipped 
with the King’s armor.  David did not refuse Saul’s offer.  Since he 
had never been dressed like that before, he tried it on.  After putting on 
the armor, David tried to walk, he could not move; he was more like a 
mummy.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Saul was well intentioned.  He 
wanted to help.  He was helping in the only way he knew: put on 
armor and use his best weapo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a 
common experience in the Valley of Elah.  All around us people who 
care about us are there helping.  Like Saul, they give us advice and 
instruction: they let us wear their armies, use their weapons to solve 
our problems.  These people are truly concerned about us.  We truly 
appreciat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e listen to them an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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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tell us.  Then we find we can hardly move, like David.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David?  When he discovered 
the king’s armor was not suitable, David did a very courageous thing.  
He said to King Saul: “I can't even move with all this stuff on me. I'm 
not used to this.”  And he took them all off.  King Saul was David’s 
hero, King Saul was doing his best to help him; but despite all that, 
David removed the helmet, unbelted the sword and took off the armor.  
He walked away from all that expertise.  It was not easy to do what 
David did that day.  Imagine this: if David went to meet Goliath 
wearing Saul’s armor, it would have been a disaster.  This is what 
always happens to borrowed armor.  David needed what was authentic 
to him.  He was bold enough to reject King Saul’s offer; he was 
humble enough to use only what he had been trained to use in his years 
as a shepherd.  In facing Goliath in our lives, the first picture is this: 
David removed King Saul’s armor, because it did not fit him.  David 
left Saul’s armor behind and walked out into the Valley of Elah.  Dear 
friends, the way we do our work is as important as the work we do.  
Our own attitude, word and action needs to be in sync with our prayers 
and our faith.  Notice David did not immediately reject Saul’s offer.  
Also David did not try to be Saul, use Saul’s method and his armor to 
fight against Goliath.  In Olympics, in order to win medals, all of the 
Olympians need to be themselves, not someone else.  NBA star 
Jeremy Lin needs to be himself when playing basketball, not Kobe 
Bryan or Le Brown James.     
 

Picked up five smooth stones (v.40): 

 David was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Valley, with the Philistine 
and Israelite armies gather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valley.  The air is 
filled with hostility, ready for blood.  This is David’s first time at the 
brook.  He had never been in the Valley of Elah before.  He had never 
seen a giant before.  He had never fought a battle.  What was David 
going to do?  He kneeled down at the brook, testing, weighing each 
stone, selected five smooth stones for his sling.  Notice his posture: 
kneeling at the brook.  It was a defenseless posture; it was a posture of 
prayer and of humility.  The second image is this: David kneeling 
down at the brook and chose a weapon most suitable fo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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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as just discarded King Saul’s armor as ill-fitting.  To 
accept Saul’s offer would have been devastating.  David needed what 
was authentic to him.  So do each of us and as a church.  The 
weaponry used by North American culture, such as science and 
psychology can be useful; but we cannot work effectively with what is 
imposed from outside.  Each of us needs to kneel at the brook of God’s 
Scripture, selecting there what God has long been prepared for the 
work at hand and find smooth stones.  God’s words deliver us from an 
immense clutter of borrowed armor.  David kneeling at the brook and 
chose five smooth stones: in prayer David chose to be himself.  This 
picture has huge implication for all of us: are we going to live this life 
from our knees, or are we going to live our faith at secondhand?  Are 
we going to be shaped by our fears of Goliath or by God?  Is our goal 
to please King Saul or to fear the living God?   
 

Running toward Goliath (v.45-50):  

Now let us look at the third and last image.  Suddenly David 
was no longer kneeling, but running.  He was not running away from 
the battle scene, but running toward Goliath.  David’s brothers saw 
their youngest brother had lost his mind.  King Saul was worried for 
the young lad.  As Goliath cursed against David, listen to what David 
said, “You come against me with sword and spear, but I come 
against you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Almighty…this day the LORD 
will deliver you into my hands, and I’ll strike you down and cut off 
your head. This very day the whole world will know that there is a 
God in Israel.  All those gathered here will know that it is not by 
sword or spear that the LORD saves; for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and 
he will give all of you into our hands.”  With the most suitable 
weapon in his hand, David did not rely on his own strength, his 
experience or skill;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but he knew clearly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God.  David fought to honor God’s name.  
The third image: with confidence in God, David runs to meet his 
enemy.  As Goliath moved closer to attack him, David ran quickly 
toward the battle line to meet him.  Reaching into his bag, taking out a 
stone, he slung it and struck the Philistine on the forehead. The stone 
sank into Goliath’s forehead, and he fell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So 
David triumphed over his enemy with a sling and a stone; without a 
sword in his hand he struck down Goliath and kille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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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Moment in History:  

When David was kneeling at the brook, not only it was a 
critical moment for him; it was also a history-changing moment for the 
Israelites.  The past leadership of God’s people was crumbling.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Exodus and wilderness experience had turned into 
domestic farming in Canaan.  The days of judges ended up with no 
leadership.  And now the new kingdom was about to be wiped out by 
the Philistines.  The Israelites were about to lose their identity as the 
people of God.  Israel has a glorious past: Abraham, Moses, Joshua 
and Samuel.  But past history cannot save the present predicament.  
Every one of us needs to walk on the faith journey: each of us needs to 
personally trust in God.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God is speaking 
to us, revealing his will to us and select his people.  But who is 
listening, who is paying attention, who is responding?  When David as 
kneeling at the brook, not many were listening, not many were 
watching, almost no one responded.  At the same time, God also chose 
David to lead his people back to the path of faith.  Though no one 
knew at that moment, God was raising a new leadership.  David did 
not depend on people recognize who he is; his confidence rested in 
God.                       
 

When David knelt at the brook, th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two 
sides: one side was the proud, bullying Philistines; the other side was 
scared people of God.  Before David got to the valley of Elah, there 
were only two choices: intimidating Goliath, or worried King Saul.  
David at the brook gives us the third choice: God, God’s direction and 
God’s salvation.  Unfortunately, it is so easy to forget this truth.  Let 
us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kneel like David and pick God’s weapon 
for us.  Please say to people around you: let us kneel at the brook of 
God’s Words.   
 

Living in the Story: 

 David’s weapon comes from God’s gifts in his life.  David’s 
weapon is his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He needed to 
learn to be himself, not others.  God creates each and every person 
uniquely: including you and me.  We need to be ourselves.  Today’s 
Bible story encourages all of us to discover our own uniquenes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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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to encourage the young people among us: “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 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in conduct, in love, in faith and in purity.”  No one 
saw David fighting with lions and bears for his sheep; but they were 
important trainings.  Yet we can say David’s past training was for such 
a moment as this- to face Goliath.  So to all the youth: may you 
become who God create you to be.  To all the parents: allow your 
children become who God creates them to be.  Three years ago, I 
attended 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e 
pastor was musically gifted; another pastor was outstanding in pastoral 
caring, another one in leadership skill.  I really admire them.  But if I 
copied them, it is like putting on King Saul’s army.  God wanted me to 
be myself.  Today’ immigrant churches are like the Israelites in 
David’s time.  The wonderful tradition of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r TC ministry, was like a thing of past for EC second 
generation ministry.  Many Taiwanese immigrant church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In North America setting, it means as Taiwanese 
Americans or Asian Americans, we need to find our own uniqueness, 
our God-given gifts.  As the body of Christ, there are a lot of churches 
that we admire; but they can be like Saul’s armor, their programs not 
suitable for this church.  TAPCSJ needs to be yourself!                    
      

Conclusion:  

 Dear friends, on that very day, only David lived in God reality.  
He was brave enough to remove Saul’s armor, picked up five stones 
and run toward Goliath.  Today God calls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live authentically.  May God also give you and me wisdom, that we 
remove Saul’s armor, use the five stones God has prepared for us, then 
discover, develop, demonstrate God’s gifts in us and courageously 
face Goliath in our live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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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rip in Taiwan 
 
                                                                         Elaine  How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the summer of 2012 was the best of 
my life-then again, I say that every summer. This summer I 
participated in the ILT ( I Love Taiwan) missions trip. It was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To be honest,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it, I wasn’t too excited. I 
wasn’t too thrilled to be spending 3 weeks of my life with complete 
strangers. What if they could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ey like me? 
However, my fears soon evaporated as I stepped into my cabin. I was 
greeted by a chorus of “Hellos!” Or, in the Taiwanese accent “Harro!!” 
And the phase that I would grow accustomed to in the weeks to come, 
“你会讲普通话吗?“ They all smiled warmly at me as they 
bombarded me with questions. Where was I from? Could I speak 
Chinese? (which I found to be very stupid, considering they were 
asking me these questions in Chinese) How did I learn Chinese? While 
conversing with the people, I found multiple girls from California, and 
they were all from the Bay Area. I felt myself easing up as I talked to 
my new friends. I also gradually me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from Korea, Japan, Brazil, and Mizoram. It was all amazing. It 
really hit me how amazing God was when we all started worship. Here 
we wer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peaking all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here, worshiping ONE and ONLY God. I was in awe. 

 I met my team on the second night. My team consisted of 
Rtwo, NN, and Kirstie (they were all from PuZhi church), Perry, and 
Christine (from Mizoram). We spent the evening bonding and 
planning for the worship that the ILT people were expected to prepare. 

 When I arrived at the church 2 days later, I was also struck by 
how friendly everyone was. They bombarded me with the usual 
questions and tried to talk to me in English. The night I arrived, the 
church youth took us to the local night market. I met the other church 
members while snacking on Taiwan delights. The pastor’s wife took 
Christine, Perry, and I around the church, and showed us where we 
were staying. Relief washed through m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grungy cabin and shady showers at the orientation, I was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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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an actual room with a decent bathroom. 

 The next day (which was a Sunday), I also met more 
volunteers. We spent the day cleaning the church and re-arranging 
everything. I really enjoyed meeting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day, we 
made about 7 runs to the stationary store to buy last minute supplies. 
Thanks to the lack of traffic rules, I had a 12-year-old boy drive me 
around to buy errands. Touché.  I also discovered my love for PMT 
that day. There were at least 15 different PMT stores within 3 blocks 
of the church.  

 The following day was the day where I finally met the kids.  
All the volunteers met at the church at around 10 AM. The worship 
team was teaching us the worship set and the motions to go with it. 
Although it’s been nearly 3 months, I can still remember majority of 
the lyrics and the hand motions. At around 2 PM, the kids came. We 
had split the 200 children in roughly 8 groups: Batman, Tinman, 
Captain America, Superman, Catwoman, and more. The kids were all 
incredibly adorable, from age 3 to age 10. They all seemed to know I 
wasn’t Taiwanese, maybe because I was the only one there who was 
tan…  

 The next few days went about the same, waking up at 10, going 
over the worship, the games, and the planned science activity. Since 
there was such a vast age difference, the younger kids (3-6) would be 
conducting experiments with balloons, magnets for the older kids (7-
8), and mirrors for the oldest kids (9-10) I helped with the youngest 
kids. The kids made balloon rockets, balloon cars, and balloon 
telephones.  

 We ended the camp with a huge water fight. I had a blast being 
chased by the kids while being doused by multiple water balloons. 
Near the end, this little girl came up to me and said, “Goodbye! Jesus 
loves you.” This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moments of 
the trip. I was honestly shocked that I could influence som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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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eousness 
Jennifer Wey 

 Knowing what we know about God, amidst a world that seems 
not to know at all, we Christians often become frustrated with the 
ignorance and outright disregard of God in those around us. However, 
in our pursuit of righteousness, I think we must stay wary of a more 
complex and two-sided sin, self-righteousness. 
 

 About a month ago, someone very close to me had a bad day, 
and in telling me about her misfortune, became very angry and 
stubborn, insisting on being miserable and refusing to be positive 
about the situation. Throughout the day, I tried different methods of 
cheering her up—trying to find a practical solution, being really warm 
and encouraging, giving her space to heal alone, relating to her 
feelings, and so on. Although I was already quite busy, I spent 
whatever free time I had on attempting to help her. Nothing worked, 
and after 24 hours had passed, I couldn’t contain my frustration any 
longer. This person is not a Christian, and secretly I was thinking, 
“When I have a problem, I accept it and turn it to God, but all she does 
is wallow immaturely in her misery. She is obviously on the wrong 
path, and it isn’t fair that I have to cater to her weaknesses.” When she 
finally sensed my irritation, I told her honestly that I am sorry that she 
is having a rough time, but if she continues dealing with her problems 
in such a “wrong” manner, I can’t help her, even though she obviously 
needs help. I said I do not approve of the way she’s been acting, and I 
asserted my right to separate myself from her if I can’t handle her 
behavior anymore. We ended the conversation on unresolved terms—
she was hurt and confused by what I’d said, and I was left trying to 
convince myself that what I had done was justified. 
 

 Luckily, the next day was Sunday, and the sermon at church 
happened to be about the prodigal son. The pastor talked about the 
older son’s self-righteousness, and told us that your measure of self-
righteousness is your kinship with others who are more outwardly 
sinful. If you separate yourself from these people, saying that they a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help that you yourself don’t need, you have 
become too steeped in self-righteousness. We all need God’s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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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haps in ways that are more similar than we realize. In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when the younger brother leaves his family and 
“loses”himself, it is the older brother’s job to find him and bring him 
back, but he doesn’t. The pastor asked us, “To whom can you relate 
most in this story, the older brother or the younger brother?”  

 I think when Jesus was telling this parable, his target audience 
was not the non-believers, but actually the believers; similarly, I think 
the true “lost” son in the story is not the younger brother, but the older 
brother. As a naturally bossy and headstrong person to those I’m close 
to, I find myself frequently assuming the role of a narrow-minded 
older brother. I start with good intentions to help a friend in need, and I 
do have the freedom and right to detach myself from someone when 
the going gets rough, but I certainly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put myself 
on a pedestal, thinking someone else is much more helplessly lost than 
me, more troubled and needy and immature than me, so wrong while I 
am so right. 
 

 A parable depicts real life, and I realized there are two ways I 
can apply the story of the prodigal son to my life. The first way is God 
being the father, Jesus being the older brother, and we humans being 
the younger brother. Unlike the older brother in the story, Jesus did 
find us and bring us home, and he celebrated our homecoming with us 
instead of being jealous or narrow-minded. The second way to apply 
the story is God being the father, Christians being the older brothers, 
and non-believers being the younger brothers. Of course we have to 
protect ourselves and keep ourselves on the right tra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being on the righteous path does not mean self-
righteously shunning or judging those on a different path. As the book 
of Romans tells us, “Accept him whose faith is weak, without passing 
judgment on disputable matters… To his own master he stands or falls. 
And he will stand, for the Lord is able to make him stand.” And, “Be 
wise about what is good, and innocent about what is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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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感恩歲末感恩歲末感恩歲末感恩 
                                                                                          惠琇惠琇惠琇惠琇    

 前幾星期我們的每日讀經讀到希伯來書十一章 1-2  “ 信心

是什麼呢?  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  

古人能贏得上帝的贊許就是由於他們相信上帝”.  我很感動因為

我最近剛好經歷上帝這段話, 我們常說人的盡頭就是上帝動工的時

候.  半年前, 我家台灣的房子租給了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租了一

星期之後她的病開始發作 , 每天半夜不停的叫, 前後兩三條巷子的

所有鄰居陸陸續續到警局報案且報怨.  警察, 里長, 社工人員都去

勸她, 但都無法制伏她 . 她甚至跟鄰居, 警察, 還有我的朋友是我的

代理房東吼叫 , 對罵 , 大家都拿她沒辦法 , 真的就像馬可福音五章

一位住在格拉森墓地被鬼附的人沒有人能制伏她.  鄰居常常打電

話找我朋友或我大嫂要我找律師上法院 ,我實在也沒辦法 . 我除了

向神禱告, 也別無他法 . 後來託幾個朋友幫我找律師諮詢看看 . 一

位好朋友她認識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很久也很有

經驗 , 她說這種案子我沒有勝算, 且也會拖很久, 就算我打贏了官

司, 我會又賠錢, 又很難趕走她.  我真的是走投無路.  結果我剛好讀

到希伯來書那段經節, 不知哪裏來的力量, 我突然信心大增, 向主禱

告說我相信祂會解決這件棘手的事.  我求主感動房客搬到療養院, 

那裏有醫生護士 , 可以就近照顧她.  但神的意念真的高過人的意

念, 最近我的仲介太平洋房屋來電說, 我的房客有點感動要搬, 還主

動請他幫她找一間公寓位在一家教會的樓上, 我感謝主, 她終於有

意願要搬, 雖然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搬, 或者會不會又變卦, 但我

存著感恩的心, 相信神已開始在動工, 也感謝神感動她看上離教會

近的房子, 我相信神是希望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去關懷 ,幫助她. 我感

謝神也改變我的心, 讓我從忿怒她那不可理喻的態度到最後憐憫她

的可憐因為她不知道她所作的, 當她有理智的時候, 她怕自己沒有

辦法掌控自己而引響鄰舍的安寧, 所以她就半夜跑到警局, 請警察

將她關在監獄裏, 她就坐在那裏唸書.    

 我的心願是求神恢復她的神智, 讓她能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上星期成人主日學查考約翰福音 第九章, 主耶穌醫治一個天生瞎

眼的人, 那位瞎子他的信心從相信主耶穌是一個好人(因為主醫治

他), 到相信耶穌是先知(因為主行神蹟), 甚至更進一步相信祂是從

神而來(因為主有從神而來的能力行神蹟), 最後他承認主耶穌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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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說: “主啊! 我信!”  我也要跟神禱告說: “主啊! 我信”, 

因為我相信祂無所不能的復活大能, 也相信祂的恩典夠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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