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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先問我？ 

蔡篤真牧師 

「我已經將你奉獻互上帝…。」在我仍然懵懵懂懂的時候，

這句話就響在我的耳邊，當初並不清楚那是甚麼意思。稍長些，媽

媽解釋，在我出生之前，她和爸爸結婚不久就懷了孕，但不幸未能

保住這個胎兒。後來，上帝賜給她一個非常可愛美麗的女娃娃，但

不久又被上帝接走。當再次懷胎時，她就對上帝說，若能順利生

產，而且如果是男孩子，就奉獻互上帝。 

「奉獻互上帝」是有些特別待遇的，從小除了被要求開口祈

禱，還要背十誡、主禱文和聖經金句。更嚴重的還在後面，上了小

學，無論大小考，成績拿回家，每科都要求 100 分，少一分打一

下。「你是奉獻互上帝的，要有好成績。」每被打一下，心裡就抗

議，「妳把我奉獻給上帝，也沒先問我。」 

小學畢業考上台北的大同中學，心裡充滿了興奮與期待。不

料，妳卻說：「我們沒有錢，不能讓你去台北讀書；你就在爸爸服

務的淡江中學讀，學雜費可減免，況且你以後要當牧師，淡江是教

會學校，有很好的宗教教育。」同學們都知道我是校工的兒子，以

後要當牧師。下課之後，我常躲起來，暗自哭泣著，「奉獻給上帝

怎麼不能跟別人一樣去台北讀書？」「把我奉獻給上帝，為什麼沒

先問我？」 

當兵的時候，輔導長知道我是讀神學院要當牧師的，常日夜

找我麻煩。有一回神學院的同學寄給我一些刊物，被他攔截到，統

統作為證物，控訴我在軍中傳教。站在公審的大會中，無限的孤單

無助，「媽媽，妳知不知道奉獻給上帝會有這麼多的麻煩？」 

夢魘持續著，1979 年第一次從美國回來任教於台神母校，不

久發生美麗島事件，高俊明牧師的女兒在我班上。警察和警總的人

定期拜訪，「我們有報告，你在國外參加台獨組織…。」(註：當時

出國在校外唯一參加的只有台語教會的主日禮拜)  天天生活在威脅

和恐嚇的陰影中，「媽媽，妳把我奉獻給上帝，為什麼沒先問我？」 

1982 年再次出國進修，帶著妻兒飄洋過海，把媽媽妳留在台

灣。我們在美國搬了好幾處地方，首先在俄亥俄州短暫停留，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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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美東哲吾大學，接著搬到加州…。蔡頌旻在小學畢業前

共換了五個學校，搬到後來連我自己都問：「我的家在哪裡？」

「奉獻給上帝，就要如此遷徙嗎？怎麼不能跟別人一樣有固定的

家？」「把我奉獻給上帝，為什麼沒先問我？」 

媽媽，其實妳一直都很辛苦，尤其在爸爸別世之後，為了全

家生計掙點收入，妳甚麼都做，幫人洗衣服、打掃、種菜、養雞

鴨、帶小孩…，每天都是早早起，晚晚睏。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妳

的身體健康其實也非常的不好，堅強的妳卻是忍著、撐著。媽媽，

妳把兒子奉獻給上帝，並沒有帶來物質上的祝福，年紀大了，也未

能享受兒孫一起生活的天倫之樂。「把我奉獻給上帝，為什麼沒先

問我？媽媽，妳是否想過？妳若沒有把我奉獻，或許我們會有較寬

裕的物質生活；若不把我奉獻，或者我們會有更多相處的時

間…。」把我奉獻給上帝，為什麼沒先問我？ 

掙扎當中，一個聲音清楚地回應：「我在哪裡，你的家就在

哪裡！」「你不記得我曾說過嗎？『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

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約翰 14:27) 後來，在舊金山神學院進修，當凱希

教授 (Dr. Morton Kelsey) 用生命一句一句地讀出耶穌《天國八福》，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馬

太 5:3-12) 當時整個教室充滿燦爛的一幕，讓我見證媽媽早就體會

到天國是真實的，具體存在的，不僅是未來或死後的。媽媽，妳比

我這個牧師兒子更明白上帝同在的平安與恩典。 

返台這十年來，每次看到妳，妳都帶著滿足的喜樂，甜甜的

微笑，沒有任何的哀嘆怨氣；當最後時刻來臨，妳完全交託，讓主

耶穌扶持著妳，在安睡中，慢慢地停止呼吸。妳的容貌是那麼的安

祥燦爛，似乎回映著天上的榮光。此刻，我們經歷到天堂的一角。

我再次見證妳先前的確信「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

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託我的，

直到那日。」(提摩太後書 1:12)  

媽媽，謝謝妳，在我未出生之前就

將我奉獻給上帝，這真是生命中最大的祝

福。       -------寫於母親安息追思禮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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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愛 
    陳慧文牧師 

05/04/2013婦女靈修會專題 

經文：約翰壹書四 13-21                             

 

去年九月有一則轟動新聞：一位四十歲事業有成的土耳其商

人柯利爾(Chris Collier) 在二年前殺死他的太太茱莉亞 (Julia) 。原本

他們的婚姻美滿幸福。但是有一天 Julia”話講得太快“，Collier 才知

道，他現在所愛的太太，居然曾是男人，只因動過手術，才變成美

麗的女人。他感覺受騙，所以有一天便親手將這曾深深愛過的女人

殺死。 

親愛的姊妹，甚麼是完全的愛？妳的愛完全嗎？有時我們以

為自己的愛很完全，但是忽然遇到一個問題，實在傷害我們的心，

便無法再愛。妳是否有如此的經驗？雖然內心願意，但是言行就是

不聽使喚。事實上，靠人的力量是無法愛人到完全。有時，我們對

曾關心愛過的人，反而比陌生人更疏遠。 

趙鏞基牧師曾分享：「有一天，他起床看到睡在他身邊的

人，感覺很討厭，真想趕緊離開。當他有這樣的念頭時，馬上想到

屬靈的攻擊並求上帝赦免，同時祈求上帝將愛太太的心多多放入他

心裏。祈禱後，再看看睡在身邊的人實在是世上最可愛的人。」當

我們開始對人產生負面的想法時，求上帝幫助我們可以繼續去愛，

直到完全。 根據使徒約翰，完全的愛源自於聖父、聖子、聖靈上

帝，這是跟隨耶穌的人一生努力的目標，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施

工中尚未完全」的階段。 
 

一．，完全的愛：源自聖父、聖子、聖靈上帝 
 

人只有住在神裏面，並讓神也住在人裏

面，人才有可能有完全的愛。我們如何知道自

己是否住在神裏面，並且神也住在我們裏面

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察驗： 
 

第一方面，聖靈的見證：因為上帝己經將祂的靈賞賜給我

們，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與上帝有真實的相交。上帝盼望我們住在

祂裏面，就是盼望我們與祂有親密的關係，並經歴祂的愛，願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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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信靠祂。好比葡萄樹和葡萄枝的結連，當枝結連於強壯的樹時，

不只枝強壯，也會生出多多的果子。所以當人和上帝有親密的關

係，自然會經歴神所賞賜的平安和愛，別人也會感受到這份屬天的

平安和愛。  

今年復活節後，我問教會一位兄弟：「為甚麼你總是可以保

持一份美的笑容和積極的態度？」因為私底下知道，他的太太長期

身體病痛、公司業務忙碌，也遇到難處理的事情。然而和他一起服

事同工時，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即使面對此起彼落埋怨指責的聲

音，當下他都可以笑臉面對，以好的態度和積極的行動跨越障礙。

他回答：「真的嗎？如果是這樣，感謝主！。」接著，更深入的分

享，才知他的生命，遇到極多的不容易。但隨著信仰的歷程，在主

裏不斷的成長和改變，深知終身的事是屬於上帝的，每件事情的發

生，背後定有上帝美的旨意。 

聖父上帝賞賜聖靈給信徒，成為上帝愛我們和住在我們裏面

的證據。聖靈為基督做見證，使信徒可以知道耶穌基督的救恩，並

且和教會、信仰團契保持親密的關係。當人願意給聖神上帝掌管

時，在操練中自然而然就會反應出上帝的愛。特別講「操練」－因

為知是一回事，行出來又是一回事。要將「知」和「行」這兩項

事，成為一項事，需要操練。舉個例：每個人都知道，多吃青菜、

水果對身體較好，但是有的人知道是知道，就是沒有行動。 

結婚前，我先生很少吃青菜和水果。結婚後，他的太太就開

始幫他操練。操練到有一天，他跟我講：「桃子也很好吃！」婚前

他根本就不吃桃子。操練到有一天，他自己去夾青菜。漸漸地，吃

青菜和水果，成為他飲食的習慣。所以好的屬靈知識，也需要操

練，才能成為自然而然的行動。 
 

第二方面，信仰告白：當我們承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受差

來世上成為救主，我們就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我們裏面。聖

父上帝差聖子拯救世間，成為世人的救主，信徒作見證。若是上帝

賞賜聖靈是主觀、內在的經驗；聖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就是客

觀、外在的事實。 上帝何時住在信徒裏面？當一個人信主時，聖神

就內住；當心裏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口裏也告白耶穌基督是上

帝的兒子，他就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 承認耶穌是上

帝的兒子與上帝互相連結是不可分割的。 

親愛的姊妹，從聖靈的見證，和自己的信仰告白查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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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有住在上帝裏面嗎？上帝有住在妳裏面嗎？「有」我們才能繼續 

下去。所以如果妳還沒決志洗禮的，請妳跟牧師做一個祈禱，好不

好？（親愛的聖神上帝，求祢幫助我，可以體會經驗耶穌基督的救

恩，並且經歷上帝的信實，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二．完全的愛：除去所有的驚惶、害怕 
 

既然上帝就是愛，我們就不需要驚惶，

因為完全的愛會除去所有的懼怕。完全的愛是

雙向的：上帝對人的愛，人對上帝的愛。上帝

是愛，當上帝與人結連，人就住在愛裏，並且上帝也住在人裏面，

這樣愛才能達到完全。換句話說，「完全」是愛的目標。欲達到這

個目標，需要上帝和人一起合作、互相配合。所帶來的結果就是：

信徒可以在審判之日沒有驚惶。在此，驚惶本來是針對主再來之時

不用害怕受刑罰，因為主耶穌在世上與聖父上帝的關係，也是我們

今日在世上及聖父上帝的關係，我們全都得到上帝的愛，活在這個

愛裏。住在上帝裡面，使我們有力量去面對困境，自然不會常常憂

慮、驚惶。上帝的愛不只給信徙得到拯救，也讓我們藉著這個愛可

以面對現在及將來 。 

今年三月一位姊妹問我：「師母，妳有兩個孩子，妳會不會

比較愛其中一個？」我跟她說：「應該不會，手心手背都是肉，只

是因著他們的差異，對待他們的方式會不大一樣。」「可是我不知

道兩個孩子是怎麼想的。」後來，這位姊妹與我分享，她和先生不

敢生老二的原因－原來她和她的先生，雙方的爸爸媽媽都生兩個，

雖然一個是老大，一個是老么，但是他們都覺得自己的爸爸媽媽比

較寵另一個小孩。因為怕將來發生類似的情形，即使老大現在很想

有一個弟弟或妺妹，他們還是決定只要生一個就好。因為出於人的

愛有限，就是自己覺得對每一個孩子的愛是平等的，但是在孩子的

心裏是不是這樣想？也因為驚惶，縱使想要有第二個也不敢。 

約翰教導完全的愛可以除去所有的懼怕。 住在上帝的愛裡，

信徒不用害怕上帝於末日的審判，因為愛人到完全的上帝，已經藉

由耶穌基督為人做了挽回祭。通過主耶穌基督拆毀人和上帝的隔

離，也拆毀人和人之間的隔離。同時，在愛的關係裡，不用懼怕與

驚惶。好比，兩個真心相愛的人不用怕對方，甚麼都可以在對方面

前透明化，因為知道對方會完全愛他，接納他。但是，真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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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親愛的姊妹，在世上甚麼人是你最愛最親密的，照理講應該是

妳的另一半？但是生活那麼久妳是不是依然有甚麼話不敢對他講，

因為怕他生氣、受偒、驚惶，甚至離開－沒人付帳單？有時我們不

敢對對方講出內心真正的想法，是怕對方會有負面的情緒及反應，

也會為自己帶來不利和刑罰。是不是？ 

我現在所屬的教會在父親節與母親節，會有一些爸爸和媽媽

在節日的時，互相聚集吃飯。我的先生回來就會分享，某某人今日

喝很多可口可樂；某某人今日吃很多點心、薯條；某某人今日點吃

起司漢堡……他們這些查甫人出去好像都在吃垃圾食物，因為平常

「妻管嚴」；若是勇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就會造成雙方不爽快，所以

都「吞忍過日子，聽某嘴」。當然這是開玩笑的，他們是知道「妻

管嚴」是因為對自己的身體好。 

人敢做是因為不怕，不敢做是因為會怕。夫婦在一起久了，

兄弟姊妹在一起久了，當愈來愈熟時，也愈來愈知道，彼此的習慣

和「地雷」。有的人對某些事很敏感，有的人對某些話會很生氣。

親愛的姊妹！什麼是妳的地雷？為甚麼在對方講出或是做出時妳會

這麼生氣？探究原因，往往與我們的原生的家庭和過去的傷害有關。 

有一次，我煮一碗熱湯，我先生要端，直覺反應：「燒，我

等一下再端。」他就很生氣，不講一句話。後來，等他心情平穩，

再溝通時，才知道，在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是廚師，我們若要

端熱湯時，他都會講「燒，爸爸等一下再端」，因為他怕我們受

傷；但是在我先生的原生家庭，我這樣講話的態度給他感覺有比

較，似乎是瞧不起人。「WHAT？」聽了，實在是差一點昏倒！但

也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溝通，彼此更瞭解，也更加認識自己。 

所以，同樣的事情，同樣的話語，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

境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然而「愛」會讓人願意去溝通和面對，也因

為「愛」會讓人愈來愈了解。只有上帝的愛是完全的，也只有結連

於上帝，我們才會一步一步學習如何去愛，一步一步向著目標前進。 

完全的愛除去所有的驚惶。 完全 (chiau-chng) 的愛指上帝對

我們的愛及我們對上帝的愛，若是達到完全，達到目標、完成上帝

的工作，就可以趕走驚惶。 

「聖靈的勸誡」的作者 Jay E. Adams 亞當斯說：「愛是驚惶

的對敵。除去驚惶最好的方法是愛；愛使我們走向別人，驚惶使我

們軟弱；越多驚惶，愛就越少；愛越多，驚惶越少。」所以，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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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中對某某人感到驚惶時，也許是表明我們對他的愛不夠完全？ 

妳們知道嗎？「完全的愛除去所有的驚惶」-有上帝和家人的

愛，可以幫助支持傳道者勇敢講真理，不用怕聽眾不高興、或是受

棄絕，因為回到家裏，有著完全的愛和接納。 

    

三．完全的愛：需要「被愛」和「去愛」的學習 
 

接著，聖經講到「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信徒愛、

愛的行動，源頭是出自上帝。羅馬書五章八節：「惟有基督在我們

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上帝愛

世人最大的表現：就是耶穌為人贖罪。 上帝差自己的獨生子來世

間，使我們藉著他重生。屬天的愛需要找著看得到的記號。所以，

道成肉身，特別是釘死十字架的耶穌，給人可以找到上帝愛人的記

號。 約翰指出人的愛不是原生的疼，卻是回應的愛，好比剛出世的

嬰兒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愛，只是要別人不斷滿足自身的需要，是從

父母的愛開始學習如何去愛。 

當孩子受傷時，我會替他抹藥和吹吹、抱抱；當我受傷時，

他們也會為我抹藥和吹吹、抱抱。當我們

從上帝學習愛，也會開始學習如何愛上

帝，並且關心愛主所愛人。因為上帝先愛

我們，也賜給我們足夠的愛，去順服主的

命令，我們才可以愛祂和愛人 。 

當我們了解愛的源頭，再來就是愛

的行動。若是嘴巴講愛上帝，生活上依然恨兄姊或是說謊。沒有行

在真理中，依然活在黑暗中，和上帝是光及愛的本性不合。愛未看

見的上帝和愛看得見的兄姊是一樣的重要，愛上帝及愛兄弟姊妹是

不可分開。若是一個人不能愛眼睛看得的兄姊，又如何有能力能愛

那看不見的上帝。愛上帝和愛人是並存的，人若沒有住在上帝的愛

裏，就沒有能力去愛。所以任何人講他愛上帝，却怨恨兄姊實則是

說謊，因為他們的行動和態度顯現還未接受上帝的愛。一個真正愛

上帝的人，不可能不愛週圍的弟兄姊妹。這也是每一次，我和人意

見不同時會在心內先問自己的問題：「我真的愛上帝，我真的愛這

個人嗎？」然後，再繼續處理。  

愛不只是藉著上帝單方面的行動在信徒心內達到完全。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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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這個目的，上帝及人要一起合作。雖然愛是對上帝來的，但是

上帝的愛透過我們去愛兄弟姊妹來顯明。因此我們不是扮演被動的

角色，你我在愛的表達上也需扮演主動的角色。就是用愛上帝、愛 

人來回應上帝的愛。 

當我們受委屈，甚至傷害是出於至親的親人，信任的朋友， 

教會的兄弟姊妹，讓我們實在傷痛生氣無法原諒赦免時。聽牧師的

勸，回到十字架的救恩，耶穌基督受釘在十字架上，對那些釘他十

字架的人所求的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知道。」原諒、赦免一個得罪傷害我們的人需要理由，信主愈久，

牧師愈來愈相信，耶穌基督是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所求的，是當我

們「無法原諒」、「無法去做」、「無法度繼續」……所有「無

法」時的答案。牧師也請妳，如果妳若願意，原諒在生命中深深傷

害過妳的人，這時妳就可以在心裏跟牧師這樣祈禱：「愛的上帝，

感謝祢，賞賜聖子耶穌基督為我這個有罪不完全的人所做的挽回

祭，我也願意學習耶穌基督對我的愛去原諒＿＿＿（某某人）對我

的傷害，因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啊！主啊！我的確願意原諒赦免，

但是當我做不到時，求主幫助，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當妳跟

牧師這樣祈禱後，牧師相信上帝會幫助妳對這個人這件事得到完全

的醫治和解放。因為照上帝旨意行的人，必定會得到上帝的賜福。 

愛上帝及愛兄姊是不可分開的， 愛上帝及愛人的命令是不可

分開的。愛是人在信主的時即得到，是屬靈生命的一部分。愛是從

上帝來的，透過聖靈住在信徒心內。上帝的愛在教會、信仰團體不

是抽象的，嘴巴講講而已，必須透過兄弟姊妹的彼此相愛顯明出

來。 當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我們對上帝的愛就完成上帝所要完成

的工作 。 

 

四．完全的愛：創造留下一個愛的故事 
 

成做一個基督徒，我們每一年都照著教會的年曆：耶穌基督

的誕生、受難、復活、聖靈降臨在過日子。通過耶穌基督的一生，

我們學習如何跟隨祂的脚步，做一個基督徒。當我初信，大學第四

年去到淡水教會，有一個兄弟給我印象深刻，每主日後都會在禮拜

後將沒放好聖詩聖經週報收好，招待桌上面排放整齊。後來，較

熟，林爸跟我講：「收聖經、聖詩、週報和將鞋子擺好，這是他覺

得可以服事的。」淡水教會的陳長老也成做我真好的屬靈長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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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學習如何愛上帝的僕人和教會；現在整理家裏的園藝，總是

會給我想到雙溪的許長老夫婦和美崙的曠媽。許長老對我這個初到

雙溪的傳道者講：「傳道，妳還很年輕，一些生活細事，我可以成

做妳的幫助；但是在上帝的話語上妳就要認真，成為我們的模

範。」許長老娘蒸的冬瓜肉是我離開雙溪後一直懷念的，她最愛對

我講的就是：「做基督徒就要四正。」跟我講真多做生意的方式、

教會歷史、國家大事。我喜歡蘭花，也會看每一朵花不同的紋路。

這是在美崙牧會時，曠媽教我看的。她會在週間來整理教會的花

草，也會將家裏的盆栽當做孩子在養，會對他們講話。「就要好好

開花，這禮拜就可以輪到你表演。」每一個禮拜六下午，還是主日

一大早，她和先生就會將這禮拜家中表現好的孩子放在教會要放的

地方，週週如此。在美崙八年，他們的忠心給我很深的感動。 

現在，我大兒子以祈所坐的 car seat 是五年前，妳們所送

的，上面還有妳們的簽名，妳們對我們的愛，也是我和先生覺這次

不能再推辭的原因之一。在舊的會堂時，有一次李長老拿一條他所

種的黃瓜，又大又美，他盼望台美教會未來也可以「又大又美」。  

教會是上帝給我們在地上的家。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要留

給孩子甚麼？在教會中，我們又要留下甚麼？我常常覺得主日學的

老師所做的是最令人記念的，雖然主日學的老師常常都是在背後靜

靜服事，但是當孩子大時，最給他們記得的，常常也是這些主日學

老師。親愛的姊妹，我們可以在家庭中創造愛和美好的回憶；我們

是不是也可以在上帝的教會創造愛和美好的故事，令人懷念。 
 

五．完全的愛：表明上帝愛人的目的 

約翰強調認識上帝的證據是兄弟姊妹彼此相愛。愛兄姊的行

動是真正認識上帝、愛上疼的表現。惟有人遵守上帝的命令，才會

讓上帝的愛完成祂的工作、達到愛的目的。惟有你我彼此相愛，上

帝的愛才會完全！ 所以，上帝對人的愛需要藉著信徒彼此相愛，當

我們將這愛擴展到兄弟姊妹時，上帝的愛才達到祂欲達到的目標、

完成祂的工作。 

上帝是愛，我們活在祂的愛裏，我們要彼此相愛如同主耶穌

對我們的愛。愛不可愛的人、或是無法愛的人是我們發現上帝住在

我們中間的方法。我們若是要活在上帝裡面，經歴上帝的愛，除去

驚惶，就要先住在上帝裡面，遵守主命令的人表明愛主，會得到聖 

父上帝的愛，聖父聖子聖靈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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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姊妹！我們要彼此相愛，如同主愛我們，這是主的命 

令。約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節將彼此相愛和命令結連，表示這種愛

不只是情感上面的表現，更是為對方得到好處，是心志、行動和意

志。如同主耶穌愛他的學生。雖然耶穌已知道猶大會背叛出賣他，

他依然愛猶大；雖然彼得三次不認耶穌，復活的耶穌依然回去找他。 

同時，要除去驚惶就要赦免。許多時候，我們不是害怕家裏

的人，卻是害怕家裏的再傷害我們。所以遇到傷害，就避開遠遠。

復活的耶穌回去找背叛他的學生，真正的愛會帶來原諒赦免，才可

以得到完全醫治，除去所有的驚惶。 

親愛的姊妹！要赦免原諒傷害背叛我們的人真難，特別是這

些人若是我們曾深深愛過的，更加不可能。主耶穌赦免三年多和他

吃在一起、行在一起、睡在一起學生，祂也邀請我們這樣做，赦免

原諒那些傷害背叛我們的人。靠人這真不可能的，但當我們願意交

託給主，求主幫助。跟主講：「我願意，但是我做不到，求主幫

助。」當我們這樣祈禱交託時，的確會看到神蹟，「在人所不能

的，在上帝凡事都能」。  
 

※結論：意志的行動 

完全的愛包括上帝對我們的愛、我們對上帝的疼、信徒的彼

此相愛。上帝的愛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有能力去愛。當上帝對我

們的愛成為彼此相愛的力量來源時，我們就能經歷完全的愛！ 求聖

靈神幫助、光照、經歴上帝對我們的愛。 

「愛」不要只有靠感覺，要有意志，常常思想上帝對我們的

疼－特別是差祂的的獨生子耶穌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 。 

有一群修女佇非洲盧旺達努力幫助當地三萬的難民，每日面

對痛苦、病痛，感到很大的壓力。常常整個人很累，累到都說不出

話來；但是，就是在守聖餐時，再思想救主的愛，使她們重新得著

力量，繼續在欠缺愛的地方感受愛，繼續愛的行動。 

根據傳統，當使徒約翰年老不能走時，眾門徒就抬他去教

會。他一遍又一遍勸勉會眾：「小子啊，要彼此相疼。」最後，有

學生問：「老師，你為甚麼一直這樣講？」約翰回答：「因為這是

主的命令。如果你我真的完成，就够了。」教會稱呼約翰愛的使

徒。他跟主有極深的相交，住在上帝的愛裏，使約翰活在主的裡

面。親愛的姊妹，我們當聽約翰教導的愛的功課：住在上帝的愛

裏，除去驚惶和怨恨，來經歴上帝要賞賜給我們的那完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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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蔬果初收成的豐收節 

Bill Harvey 牧師 

5/19/2013聖神降臨節 證道 
 

太 13:1-9 & 使徒行傳 2:1-6                     

 

使徒們在五旬節那一天聚集在一起，因此聖神降臨的故事在 

使徒行傳的開端就記載著。在古老的猶太歷史裡，使徒們聚集在一

起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那一天是逾越節 (Passover) 過後的第五十

日，也是主耶穌復活後的第五十日。五旬節同時也是慶祝摩西接受

十誡後第五十日的節日。但是，這一天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慶祝的

原因，那就是慶祝各種蔬果初收成的豐收日。 

所以這一天，不論是在基督教或是猶太教的禮拜日曆上，都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五旬節這一天，當使徒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忽然有聲音

從天上下來，彷彿一陣大風颳過的聲音，充滿了他們坐著的整個屋

子。他們又看見形狀像火燄的舌頭，散開，停落在每個人身上。他

們都被聖靈充滿，按造聖靈所賜的才能說起別種語言來。」 

初代基督教會因此誕生了。在教會形成的第一天發生的三大

記號提醒我們-- 教會有聖靈的風充滿它，聖靈如舌頭的火燄燃燒我

們，使我們變得火熱。希臘語 en-theos. 就是「在上帝裡面」的意

思。第三個記號是--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因著聖靈，彼此能明

瞭對方傳遞的信息。透過經歷神的愛，把和平傳到全世界。 

解釋過五旬節的歷史背景，讓我們來看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十

三章教導我們的一個比喻，這比喻在慶祝蔬果初收成的豐收節時有

特別的意義：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的時候，有種子落在路

旁，飛鳥來吃盡了；有落在淺土的石頭上，土既不深，很快就發

苗，日頭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

來，把幼苗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壤裡的，長大結實，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也有三十倍的。 

我們在此慶祝初代教會因聖靈的感動、智慧的充満和愛而誔

生時，我們也必須記住這撒種的比喻，就是撒種的人、種子、土壤

和聖靈。 

每次開車在 Springdale Hollow路上經過 Jenny Borland小姐的 



13 

老房子時，讓我想起父親在我小時候如何在這塊田地上栽種玉米。

這塊地離我家差不多有一哩路，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父親沒

有工作，只能在 Jenny Borland 小姐的土地耕種一塊二畝大的地。

馬、犁土車和耙子在穀倉裏，母親推著弟弟的嬰兒車，父親牽著我

的手，爬過山丘，走了一哩路到田裏去。 

就在那裏我經歷了一生第一次的奇蹟。 

土地犁過後，父親讓我幫忙栽種玉米。每隔十八英吋父親用

鋤頭挖一個洞，然後讓走在他後面的我放四粒玉米種籽在每一洞

裏：一粒給鳥兒吃，一粒可能不發芽，另二粒是要長成玉米樹的。

父一邊把土蓋上，一邊說：「我們不久就有玉米吃了！」 哇！真的

是這樣！這是我一生經歷的第一個奇蹟。       

撒種的人與土壤這個比喻讓我們在這五旬節可以特別思考：

慶祝蔬果初收成的豐收日、逾越節過後的第五十日、初代教會誕生

的第一天。那真是一個值得慶祝主恩典的一天。 

主賜給我們種子、主是撒種的，如果我們仔細地讀經，可以

洞悉-- 我們是自己靈魂的土壤。你的土壤是什麼樣的土壤呢? 耶穌

用這比喻提出讓我們思考的問題。 

 種子撒出去了，一些落在路上，被人踩踏、鳥兒來了把它吃

了，種子沒有機會成長。我們知道路是給人走的，不是用來長東西

的地方。聖荷西機場的跑道上有時會長一些草，但它沒有長大的機

會。生命就像條道路，因我們汲汲營營於我們認為重要的事上而損

壞，致使神的種子生存的機會渺茫。我們唯恐無法在這強調高生產

效率的時代競爭，造成種子無生長的機會。 

有些種子落在石塊上，很快就因為沒有土壤、沒有水氣而枯

死。 就像有些人欣然地接受福音，但他們的種子沒有深深植入靈魂

的泥土裡，只是表面相信，沒有根基。 

有些種子落在荊棘裡，荊棘長大後把它擠住了。就像有些人

的生命被世事纏絆：「鄰居會怎麼想？」、「同事會如何對待我，

如果我對上司說實話？」或「如果遵守主的旨意，將神擺在心上，

我有機會升遷嗎？」 

所以，這比喻真正要問的是「我生命的軸心是什麼？」，這

真是主聖神降臨嗎？還是並沒有真正那樣呢? 你的心願意接受什麼

做你靈魂的拯救？ 

最後，我們來思考什麼才是好的土壤？它不是飛機場的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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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也不是荊棘叢生的地方，而是靈魂的土壤。這樣的土壤會有

好的豐收，這就像 Jennies小姐的土地會生產玉米給我吃。好土壤需

被犁過的、被細心照料、時時除草與常施肥。 

一個人要具有肥沃的土壤，不一定要有高學歷，雖然教育可

以輔佐；不一定要富有、聰明、或到處旅行。要成為主的器皿 (即

好土壤) 必須讓主引導你。要記住：「經驗」(experience) 並非是你

發生了什麼事，重要是你從中學到了什麼？ 

要成為好的土地，你可以存疑你吃下去麵包質量的好壞，但

你不能開自己玩笑說你不餓；你可以質疑真理，因為你是真心追

求，想探究真理。 

真正好的土地/靈魂就是明白-- 用心智想出來的是膚淺的，唯

有靈魂才能結出果子。真正好的土地就是深知--信心、盼望和愛能

使我們堅定，但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愛。 

所以在這五旬節這一天，讓我們記住，聖靈的強風吹入我們

的心，主耶穌基督愛的火舌與我們同在，使我們成為好的土地，結

出好果子，使我們教會真正成為救主耶穌基督的教會。 

 

FOOD 4OTHERS MOBILEPACK- 5/11/2013 

     

   

教會大大小小參與 Food 

4Others的包裝糧食義工

活動，以賑濟非洲貧窮

家庭。在二小時裡他們

完成 216份糧食袋包

裝。Mission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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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互相效力 
楊靜欣 

 

今年三月底有機會和 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的國際學生

們前往 Washington D.C.一日遊！當天凌晨 4:30 就起床了，5:30 先

去接國際學生團，然後再一起前往巴士站。預計搭乘 7:30 中國巴士

的我們 6:00 就開始排隊，希望搶到好位子，讓期待已久的旅遊有個

美好的開始。當天在冷冽寒風中佇立的我們，幾乎無法抵擋那超級

低溫的冷風頻頻襲來，一群人全靠拼命聊天，打發那難以忍受的冗

長等待。正當我們以為快要成功時，傳來巴士需要延遲至 8:00 出發

的消息，只好繼續等待！好不容易 8:00 一到，司機先生出現了，卻

又發生車門打不開的窘況，在眾人同心協力的幫助，20 分鐘後，車

門終於打開。一陣歡呼聲中，大家魚貫的上車，雖然經歷小小波

折，愉悅的心情卻絲毫不受影響。但沒想到這台巴士上路不到 10

分鐘，引擎熄火，就再也發不動了，我們只好再走回巴士站要求退

票。當時心裡想如果再折騰下去，恐怕還沒出發就已經想放棄這次

的旅行。 

正當胡亂思想之際，上帝讓我看見我們這個團體是多麼的寶

貴，大家迅速拿出手機，查詢資料，互相討論、提供各種可能的方

案，幫助領導者做出好的決定。原以為會是抱怨聲連連，沒想到大

家的態度都非常積極成熟，為了今天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著。在一旁

觀看的我，為這群未來要服事上帝的人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恩。如果

我們做任何事，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擺在最優先，而是看重團體目標

和利益，整體的氛圍會相當激勵人心，一群人努力的要將一件事完

成，即使中間的過程不甚完美，並不互相指責，而是全心全意的在

團體裡將自己擺上。 

最後我們決定自行開車前往 Washington D.C.，當時國際學生

主席需要面對一個對她來說極大的挑戰，就是她不曾開過長程的高

速公路，而且是新手駕駛。但身為主席的她，面對當天不得已的突

發情況，願意接受這個挑戰，而其他乘坐她車子的人，也承諾會盡

力幫助她，終於我們正式踏上旅途，展開飛翔的翅膀。一整天下

來，大家都非常開心，不只是玩得非常盡興，更是因為在團體裡感

受到那種相互支持、鼓勵的力量，使彼此的心更接近，一種真實的

友誼在我們之間互相流動著，打破平時因著課業忙碌而造成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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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美好的團契經驗，讓我再一次反思，如何在團體裡與人

和睦同工？什麼樣的行為與態度會給團體帶來最大的利益？以及如

何幫助領導者做出最好的決定。首先，是提供正確、有效的資料、

意見和經驗，這只是提供，不是強勢主導，讓領導者可以根據具體

的現況做出最好的判斷。當然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狀態，很難出現

在教會的具體運作上，這是因為我們在與人同工時，往往經驗不

足，意見卻非常之多，經常聽到的說詞就是「教會以往都是這樣做

的......慣例是......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的......」美好的教會經驗傳承，

無可厚非，但往往缺乏創新的動力。試想如果我們期待新的同工會

帶來嶄新的變化，而討論時依舊是陳舊的思維模式、一成不變的作

法，如何創新？教會工作之所以停滯不前，常常是在這方面無法做

有效的突破，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難有共識、各行其事，不能同心

又怎能同行？ 

在過往的服事經驗裡常被教導要謙卑，其實謙卑就是一種能

夠傾聽別人在說什麼並願意積極配合別人的能力與態度。還記得當

天我們在討論時，有兩個人並沒有加入，如果不了解他們的人，會

以為他們對於團體的事務很冷淡，其實他們只是覺得已經有足夠的

意見，只需要積極配合即可，而當他們表達出沒有意見且願意支持

配合的態度，其實可以讓領導者更快做出決定。這讓我再次反思到

如何善意理解其他人對於團體的付出，有時我們沉浸在處理事情的

漩渦中，會忘記這種不太明顯卻是有力的支持者，忘了感謝他們其

實對團體也是有貢獻的，相對於那些愛強勢主導意見、為自己爭權

奪利的人，有時這些人在團體裡顯得更為寶貴。他們這種沉潛的態

度，是團體裡不可缺少的潤滑劑。 

最後，是一種犧牲奉獻的精神。在需要的時候，願意主動獻

上自己。其實當天這位主席，她是位小女生，年紀很輕，完全有正

當理由可以推辭，可是她卻願意負起擔當領導者的責任與義務，為

大家服務，讓我們的 D.C.之行得以順利成行，上帝的愛滿滿在我們

當中，成為這次 D.C.之旅難忘的美好回憶。 

「我們知道，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

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處。」（羅馬書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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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不得與你告別 

懷念我的堂哥-- 陳勗生牧師 
Lily 

 

約翰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

去結果子 ... 」 
 

18 歲那年的聖誕節，上帝揀選了我。幾十年來，我一直相信

上帝在揀選我時，已在不同的時日裏預備了許多人在裝備我。當我

回顧過往事奉歷程，我感謝上帝奇異的恩典在我生命裏。 

我來自一個燒香拜祖先的家庭，幼年時常跟著祖母去廟裏，

父親的兄弟裏也只有三伯父跟著三伯母信了上帝。三伯母出身淡水

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她不會看五線譜，卻無師自通，很會彈聖詩，

且在教會擔任風琴手。她有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從小他們一家人

都快快樂樂的跟著母親上教會。堂姐得自真傳，很會唱歌，大學進

了音樂系，也成了我音樂的啓蒙老師。小學一年級時，爸爸買了鋼

琴，便請她來家裏指導我們姐妹彈琴。那時我們都不愛彈琴，每次

總是猜拳後，拖拖拉拉出來上課，在等待的空檔，便會聽到堂姐在

彈琴吟詩。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聖詩，當時我很喜歡聖詩的詳和，也

很羡慕她能自彈自唱。 

我從來沒有想到幼時不愛練琴的我，長大後竟會念了音樂系

且在教會司琴近四十年。因為與三伯父一家十分接近，喜愛音樂的

茂生堂哥在我高中時常與我們分享好聽的唱片，帶我們進入音樂的

浩瀚世界。善於即興演奏的勗生堂哥則在鋼琴技巧上給我很大的指

導，我也在十八歲那年成了他的學妹。音樂系裏男生不多，他不但

視譜特佳，彈得一手好琴，脾氣超好，耐性十足，又天生一副笑容

可掬的娃娃臉孔, 當然成了主修聲樂女同學的最愛，也是系裏知名

的人物。我進入校門的第一年，沒人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大家都叫

我「勗生的堂妹」，我也托他的福，在學校確實得了不少好處。 

大學時，勗生堂哥已是雙連教會詩班的指揮。雖是同一個學

校，平時我們總是各忙各的課業，很少有時間像小時候聚在一起聊

天。直到有一天下課在 12 路公車上巧遇他，那年的聖誕節快到

了，他正要去雙連教會加班練「彌賽亞」，問我要不要跟他去雙連

聽他們練「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是什麼？記得當時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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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儍儍的問他。他很熱忱的一路為我介紹韓德爾這部曠世神劇，

說 它是一部頌讚救主基督全生涯的作品，從舊約聖經的預言，到主

耶穌的出生、生 活、受難、受死及復活，以迄榮耀的再臨。當時我

對聖經一無所知，似懂非懂的聽著，基於對音樂的喜愛，當天我隨

他進入雙連教會的大門。韓德爾的彌賽亞確實帶給我極大的震憾與

感動，我即刻加入了雙連的聖歌隊。從此，星期六晚上的練習是我

一週裏最大的期盼，也常為了週日清晨八奌的暖身練習，六奌多就

起床梳洗。在教會做禮拜時，我最愛的便是唱聖詩時刻，常常唱

著，腦海裏便會憶起童年時堂姐虔誠的歌聲，心中湧起一股酸甜的

感動，視線也常常一陣模糊。 

勗生堂哥後來在美國芝加哥拿了鋼琴演奏碩士，教了幾年書

後，一直聽到上帝的呼召，便毅然決然辭去教職，進神學院念書並

封牧成了音樂牧師。2001 年他又聽到馬其頓的呼聲，與妻子變賣美

國所有家當，回台灣擔任道生聖樂學院院長。當時道生是一無所有

的，他卻有個異象，他要盡其所能，為教會培育聖樂人才。他認為

台灣學音樂的環境太昂貴，他要讓愛好音樂卻沒有能力習琴的孩子

也能受教到古典聖樂的機會。他一歩歩的帶領道生，從音樂組到音

樂系，期間沒有經費，困難重重，他從未氣妥，永遠秉持著一個信

念「在主裏沒有不能達成的事」。他成立道生聖樂團，辦各種大大

小小的音樂會，在各教會設立道生主日為道聲募款，添充學校設備

及各種樂器，讓道生的學生能享受優質的學習環境 

正值道生聖樂學院步入軌道之際，誰知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

意念。2009 年 7 月，勗生堂哥在腦部發現了六公分大的惡性腫瘤，

被診斷得了腦癌，從此開始了進出醫院，漫長的生涯。從起初化

療、電療到後來的復發，真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還記得三年

前回台時曾去道生宿舍探望他，那時他剛做完化療在家休養。雖在

藥物的副作用中，他依舊帶著溫暖的微笑，興高彩烈的彈琴給我們

聽，口齒不甚清晰的說，他下一個願望是帶著學校聖樂團去北美巡

迴獻唱。然而，他終究未能完成他的心願。2011 年 7 月，他的健康

狀況開始急速走下坡，視野變窄，步屨緩慢，他的腦癌又復發，巳

無法治療，12 月中住進了馬偕醫院的安寧病房。2012 年 11 月 5 號

上帝要他辭了世上的勞苦，回天家休息。12 月的追思禮拜有數百人

來到雙連教會，擠得水洩不通的大教堂裏，學生們為他做了近 4 小

時的音樂會，以一首又一首的詩歌來懷念這位一生「愛神、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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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師。每個人雖百般不捨，卻又是充滿榮耀的將心中深愛的老師

送回天父手中。當日所有的奠儀，堂嫂全數設立「聖樂獎學金」，

俾使勗生堂哥這粒微小的麥子能繼續長出更多的麥穗，哉培上帝國

度的音樂人才。 

用音樂服事神，是勗生堂哥一生的心志。因著對上帝、對音

樂的執著，將自己全然擺上。近十二年的光陰，為道生聖樂學院付

出自己的心力，財力，在貧瘠的錫安山上，默默的耕耘，透過優質

的聖樂來榮耀上帝，真的是名符其實「獻上自己成為主的器皿」。

「聖樂是一種美麗的語言，它能傳揚神的生命之道。」，這是我剛

進入雙連詩班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40 年來，在音樂事奉路上我牢

記於心。我感謝主在它剛揀選我時有勗生堂哥在我左右，伴我經歷

主豐盛的恩典與慈愛，引導我做祂的工，以音樂傳揚上帝國的福音。 

勗生堂哥在地上打完美好的仗了，此刻，他一定開心的在天

上與他喜愛的巴哈、韓德爾、孟德爾頌等音樂大師們共切磋琴藝，

眾多天使也必圍繞著他頌讚樂音。勗生堂哥，勗生牧師，感恩您過

去所教導我的。在地上，我會日日思念著您，有一天天家相聚時，

我們還要繼續一起來讚美神！ 

 

Happy Birthday to YOU! 

 
     惠琇長老   陳震基教授     莉莉長老 

      90 歲大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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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恩典超乎想像--- 我的求職見證 
Ruby   

 

在此要跟大家分享發生在我身上的奇

妙恩典。搬到加州已經兩年，生活上已漸漸

適應。搬來的第一年我對「找工作」這件事

並沒有很積極，但隨著離開職場的時間越

長，心情也越來越焦急，越來越沒自信，找

來找去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工作。在找工作

的過程中感到壓力很大，因此我有好長一段

時間晚上都睡不好。這件事情讓我很煩惱，

不過感謝主，我跟家人仍有持續為這件事情

禱告， 求神為我開路。 

剛過完年，試著重新搜尋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忽然

間在網上看到一個職缺，要求的工作職責跟條件，與我之前工作的

內容有些相似。更棒的是，公司地點只離我家大概 10 分鐘車程而

已，這對開車技術很菜的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在這邊要感謝教會很

多人的關心跟鼓勵，給了我很多建議跟幫忙。面試前我還是很緊

張，惠琇長老的一席話讓我舒心不少，她說：「如果這個工作是上

帝為你揀選安排的，那麼任何人都搶不走它」，的確,接下來的幾次

面試，過程都很順利，容易緊張的我透過不斷禱告，竟然也都順利

的通過了。開始上班後，公司的同事、上司對我都很友善，最幸運

的是，與我一起共事的前輩，也是位主裡的姊妹，她之前也為這件

事情不斷的跟上帝禱告，求神安排一個能夠跟她在工作上一起搭配

的同事。 

這一切經歷，這一份工作，都像是上帝為我「Custom 

made」(量身訂做) 的一樣，你相信嗎？我相信！其實當我看到這個

職缺時，它已經刊登在在網路上兩個多星期，並且已經有很多人前

去應徵，其中也不乏比我更有經驗的人選，但感謝主，公司願意給

我這個機會。 

之前的我，僅僅只是在禱告中簡單跟神求說，上帝啊！ 我想

要一個工作，任何工作都好。但沒想到神卻賜給我一個樣樣都符合

我需求的工作！上帝賜與我的實在超乎我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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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7:7-8「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就尋見；叩門，就給

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

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 21: 22「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約翰福音 14:14「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回想起來，很多時候我常常因為沒有耐心，不了解上帝的安

排，在經歷困難的時後感到失望而整日煩憂。但其實上帝都知道什

麼是我們需要的，而早早替我們預備安排好了。等待的過程當然會

有挫折，但千萬不要放棄失去信心，要相信神是慈愛且信實的，祂

必垂聽我的禱告，因此不論是在家庭或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難題，只

要你願意相信、安靜的等候、持續的禱告，神會應允你所求的。 

感謝主!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神, 阿們！ 

 

TAPC兒童主日學集錦 
 

        

   
兒童主日學學生 DIY點心, 好玩、好吃又營養！Yum Yum!! 

Wanna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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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 
魏新禧 

每次看到祖父母，孫兒女在一起

的情形， 都會感覺到非常溫馨， 也勾起

我對外公、 外婆的思念。在我腦海裡，

外公外婆是一體的。外公是牧師，外婆

則是全心投入熱心的牧師娘，夫唱婦

隨，兩人雖然背景與個性不盡相同，但

對我的疼愛之心卻完全相同。 

我跟外公、外婆的關係，可以從

三個階段來說: 
 

第一階段：尚未上學前。外公外

婆身體都還健康時，只要爸爸出差，外公外婆就會來家裡陪伴， 照

顧我們。外婆個子高大， 卻纏小腳， 走路慢， 說話輕聲、有禮。

因為家境富，又是獨生女，穿著、言談都頗有大家閨秀的風範，仁

慈、和藹，也很慷慨。外公是牧師， 收入並不豐厚，七個子女的教

育，不論留在台灣、日本或到大陸，全仰望外婆的支持。外婆喜歡

講她如何幫她的父母經營礦坑、如何去收債、如何跟員工打交道之

事給我們聽。 

小時候喜歡到外公外婆家主要原因有兩點。 第一， 她們所

住的房子很漂亮，西洋式的建築。前院有漂亮的草皮， 房子裡面也

都因外婆佈置的美侖美奐，更特別的是， 每個房間都掛滿了與基督

教有關的照片，還有一些在教會常看到的照片， 感覺很溫暖， 而

外婆也會一一述說照片裡的人物、背景 及基督教的發展給我聽。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每次去都有比較特別的東西可吃。像罐

頭、火腿、奶油、蛋糕、冰淇淋，平常在家裡看不到也吃不到的東

西，外婆會一而再， 再而三的叮嚀外公把這些東西收好。偶而外公

也忘記放在哪裡或放太久壞了，外婆總是頗有微詞的責怪外公。 那

時候無法體會到外婆這一份真摯的愛，直到自己有了小孩，才略有

領會。 

 

第二階段：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長大上學開始忙碌自己之

事， 而外公外婆身體卻逐漸衰退。外婆在一次探訪會友回家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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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一邊手腳癱瘓。自此以後， 外公外婆便很少出門。雖然她們

有幾個女兒， 但是照顧之責幾乎都落在外公的身上。為了便利外婆

復健，媽媽與她的姊妹們將外公外婆之房間打通，中間放了一個類

似嬰兒床的長方形的復建設備。   外婆 10年如一日，從不間斷，也

不埋怨，一天 3 – 4 次， 一次半個鐘頭。而外公也一定坐在床邊， 

看著外婆走路，陪她講話、唱詩歌、 禱告， 從不例外。 這個情景

讓我難以忘懷。   
 

第三階段：高中與他們日夜相處近六個月。高二時， 因為跟

父母鬧意見，所以搬去跟外公外婆相處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吃、

住不成問題，管教及課業卻帶給他們很大的困擾及壓力。外公雖然

身體還算硬朗，但也是將近 87歲的老人， 而且常會忘記事情， 而

外婆也還在中風復原的階段。外公對我的到來並不贊同， 但是外婆

卻極力爭取，化解我和父母之間的危機。每當我回家時，只要外婆

聽到我進門腳步聲，都會慈祥的問：「吃過了嗎?  早點休息， 不要

太累…。」 無意間， 我會聽到他們談論我的學業、生活狀況，對

於我的遲歸，外公總是嚴厲的立場對待，而外婆總是以鼓勵，耐心

勸導之方式待之。 她也總認為要給年輕人空間，但也不時在外公不

在旁邊時，說些勉勵的話。 因為外婆行動不便，所以， 大、小便

都需要人家協助，白天還好，晚上尤其是冬天， 一個晚上 1- 2次，

拉鈴叫醒外公起來拿她的尿壺、等待、倒掉、 清理，10-15 分鐘少

不了。   外公偶而也會叫我幫忙， 但總是聽到外婆責怪外公說：

「年輕人需要睡眠, 不要吵到他…」 這真讓我羞愧, 無以面對。偶

而，我也會自動起來幫忙，外婆總是跟我說「謝謝」與「抱歉」，

然後第二天便責怪外公。 

外婆過世於 7月 3日 1974，  大專聯考完的第二天， 聯考前

幾天我跟媽媽去探望他們， 外婆還是少不了一番鼓勵的話。7月 2

日考完的那天晚上，我獨自去看他們， 因為考得很不好，所以沒逗

留太久，  臨走前外婆還說「沒關係，加油! 」  這是我最後與她的

對話。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電話，  說外婆於睡夢中安詳過世，   外

公也在不到 1個月的時間隨外婆而去。馬偕醫院的死亡證明書寫著

「傷心過度, 器官衰竭而死」 。感謝賴牧師與麗娜長老讓我有這個

機會, 在母親節之際正逢她 40週年的前後思念她.  感謝他們讓我在

溫馨充滿愛的環境中認識上帝，體會到夫妻之間雪中送炭的承諾及

祖孫之間真情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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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人的眼光看待我，而用神的話教導我的媽媽 
賴予淳 

 

我常常用聖經裡「浪子回頭」的故事來比喻自己，故事裡的

父親，縱使知道自己的兒子做錯了事情，卻依然的愛他，用寬恕的

心包容，完全的接納自己的兒子，在這世界上，除了上帝的愛之

外，也只有父母親的愛能如此。我感謝我的媽媽，在我還小的時

候，不放棄地指引我走正確的道路，縱使當下的我無法明白母親的

偉大，她也從來不放棄的一次又一次告訴我:「我們愛你，上帝也愛

你。我們愛你，上帝也愛你。」 

在我十五歲的時候，正是一個小女孩正值青春期的時候，那

時候的我對很多的事情充滿好奇和困惑。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

我突然決定不想再念書，想去外面賺錢，覺得讀書是一件浪費時間

的事，想賺錢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在我們的家

庭裡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我的爸媽從小給我最好的生活，讓

我受很好的教育，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只有國中畢業的女兒，就

突然決定不念書要去外面打工賺錢。他們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和我

溝通，當然有時他們好好的勸我，有時候會生氣的責罵我，但最後

我還是任性的選擇了離開學校。 

離開學校之後，我非常開心的選擇到加油站打工。我還記得

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時候，是媽媽載我去的，我很開心的對她說：

「我自己進去就可以了，你可以回家了。」當下我就感覺自己像個

大人一樣，可以開始上班，可以開始賺錢。過了很多年之後，媽媽

曾經告訴我，當下她其實沒有回家，她躲在車子上看著自己的女兒

在大太陽底下為別人加油，為別人洗窗戶，她躲在車上哭得很傷

心。可是她沒有責備我，她只是一直不斷的為我禱告，把我完全的

交託給神， 要神親自教導我走正確的道路。她知道她能做的,，就

是不停的為我禱告，即使她很痛苦我所做的決定，但她明白唯有讓

我自己去面對去承擔，如果當下她堅持了她的想法，或許在那當下

我們的關係會變得更加惡劣，所以她沒有責備我，完全的放手交託

給神。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段日子，我的媽媽常常帶我出去旅行，她

雖然擔心我的學業，但她用了另一個方式教導我，她帶我去看這個

世界，她陪我出國，陪我旅行，她想讓我見識到更多的東西，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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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活在自己想像的小小空間裡。她知道,當我看的越多接觸到的越

多，會了解人生還有很多的東西是值得我們去追求去學習的。她總

是用了很多的方式在教導我，她說她有的時候其實面對我的叛逆他

也會感到非常軟弱，所以她就向上帝禱告，求神賜給她智慧的心來

教導我。所以雖然在我叛逆的那段時間我總是不聽任何人的勸告，

但我感謝我的媽媽在那段時間裡做我最好的朋友。 

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孩子，在我 20歲的那年，曾經

有一段時間我的心理和精神方面都出現了一些變化。面對了人生的

一些挫折，讓我將所有的事情壓抑在心裡不知道如何面對，那段時

間我常常晚上會失眠,常常會非常的傷心低落，甚至情緒總是非常的

不穩定。我的媽媽陪著我去看醫生，常常告訴我要肯定自己，要愛

自己。在那段時間裡，我覺得我媽媽是我最好的醫生，因為只有她

最了解我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雖然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那些讓我

痛苦萬分的事情，都是那麼微不足道。但她從來沒有在那個時候反

駁我心裡面的痛苦，站在同理心的位置陪伴我，如果那時不是我媽

媽這樣幫助我，我想我常常會把自己困在痛苦之中。 

我常常說，我或許真的不是一個乖小孩，在我的成長過程

中，我真的讓我的父母非常擔心。但是當我們經歷了這一切，我們

更加的珍惜彼此。我知道每個孩子都有神為他預備的不同道路，我

感謝神給了我一個非常棒的媽媽，雖然在我叛逆的過程中我常常讓

她擔心，但當我長大成人之後，我更加珍惜我有一個那麼好的媽

媽。其實每一個媽媽都是非常愛自己的兒女的，只是常常在孩子成

長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想法不同的時候。謝謝我的媽媽從來不用人的

眼光看待我，而是用神的話教導

我。當我現在長大，常常遇到教會

正值青春期的弟弟妹妹，我也希望

能用我的故事來告訴他們，父母親

對我們的愛是超過這世界上所有的

一切，有自己的想法從來不是一件

壞事。 

我要對我的媽媽說，媽媽，

謝謝你對我的包容和照顧，我永遠

愛你。                            

Joy &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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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灰心也不失盼望 
風竹 

 

賴牧師在 4 月 21日的講道，用「浪子回頭」的故事闡述

「死而復活」(路 15：24) 的道理。這段多人講道時引用的聖經故

事，在牧師用一雕像的解經，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牧師形容這

雕像是一位慈父雙手敞著外袍，以慈悲、歡欣的神態迎接曾經讓他

失望殆盡的浪子歸來，他說這位慈父不是拍案臭罵或冷嘲熱諷這個

當初強要分家產而今窮愁潦倒的浪子，他是真心真意歡迎失而復得

的兒子回來。牧師的解經讓我想到東西文化的差異，我想華裔的父

親 99.99%是不可能像這位希伯來人的老爹，熱淚滿盈地迎接浪子的

歸回：拿最好的外袍給他穿上 (也許當時天氣寒冷或兒子衣衫襴

褸)，拿戒指給他戴上 (也許是傳家之寶) ，拿鞋子替他穿上 (一定得

彎腰或蹲下才能替人穿鞋) ，再宰小肥牛 (不是小肥羊，大概 Veal

比羊肉貴很多吧！) ，設宴慶祝，邀請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分享老

爹的喜悅(路 15：22-23)。 

老中的文化是什麼呢？來設想一下此情節：一位有錢有勢的

老爺 (大亨)，聽到僕人(屬下)跑來傳報「小少爺回來了！」，這位

老爺 不會像希伯來老爹滿面流露興奮的情緒，跑出四合院的大廳，

拿外袍、傳家寶、包鞋迎接失而復得的兒子，而是怒目等待不肖子

進來 (儘管他內心澎湃，狂喜得知揮霍家產而盡的兒子還活著) 。老

爺流露的情緒只有憤怒 (甚至越想越氣)、沒有熱淚，才能唯護父親

的尊顏。也許夫人會倚在厚重的大門，強忍快奪目的眼淚，望眼欲

穿、興奮地期待多時不知死活的兒子來到自己跟前。雖然她想跑出

大廳去迎接，但她不敢，因為知道老爺不喜歡也不允許她如此做。 

接著小兒子跨過三吋高的門檻進了大廳，立即跪下，用膝蓋

爬到父親跟前，磕頭請罪，老爺拍著與妻子相隔的檜木案桌，站起

來往兒子臉上甩了一巴掌，大罵「你這個了尾阿子，擱知樣轉

來？！」，大兒子在一旁火上加油，而夫人趕緊催促兒子去換洗，

將一身的污檅與綏氣洗淨，同時叫僕人宰殺一隻雞，敬拜祖先保佑

兒子平安回來。這是老中版的「浪子回頭」，符合我們的文化，甚

至應該說是符合常理。是的， 有「失而復得」的情節，但少了希伯

來老爹歡欣及慈悲的真情流露；大兒子會很洋洋得意，小兒子會很

慚愧，知道自己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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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老中版的「浪子回頭」讓我想到自己現今扮演家長的角

色，等待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兒回頭，每日失望地等待。女兒寧寧從

一個 sweet heart、對我很黏的小孩，進入青春期後變成一個對我很

不屑、不耐、不尊敬的酷妹。稍微多提醒她二句別忘東忘西，她就

很不屑地說：「Can you stop nagging?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嘮叨)」；

有多少次叫她整理房間，她都充耳不聞，或說「You always pick the 

wrong time ! (你總是在不對的時間找碴！)」，直到我再也受不了要

沒收她的東西，她會氣急敗壞地摔門、摔東西，大聲嚷：「You’ve 

ruined everything!  (你毀了一切！)」；多講一句 comment，她就會

嗤之以鼻地應嘴：「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STO…..P！」(你懂

什麼？別再說了！」；有一次她印了十頁的作業，我好奇地問「你

在印什麼？」，她不耐煩地回答「Something important！」。我覺

得我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浪子，我如何學習希伯來老爹，那樣敞開

心懷耐心等待浪子回心轉意呢？如何效法希伯來老爹，讓孩子到外

面的世界，用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闖蕩、去經歷人生、享受人

生、或者浪費生命 (在父母眼中)，直到他願意回頭，回到父母身邊。 

也許老中的家長無法真的放下、放心或放棄 ，讓年輕人用自

己的方式成長。我們總是

擔心他們不夠用功或不夠

好，而無法在這極端競爭

的社會裡立足；我們深恐

他們走錯一步，交錯朋友

而墮落深淵，怕他們回頭已是百年身。於是總是苦口婆心、耳提面

命要他們走你為他們舖好的康莊大道，唸好的學校，找份好工作，

有好的收入，有高成就，過一等一的人生，一代接一代傳承。 

話說回自己的女兒寧寧，有多少次我被她氣得無言以待，不

想再對她掏心掏肺、做牛做馬，但是冷言相待與怒目相罵並不會讓

一個孩子回心轉意。我常常得提醒自己咬緊牙關，按捺失望灰心的

情懷，期待她有一日回心轉意。Lily 說兒子 Danny以前跟朋友在一

起時，總是有說有笑，非常陽光，充滿歡樂，但一坐到媽媽車裡或

回到家裡就變得很陰霾，有一句沒一句地回答她。Lily 說寧寧過了

青春期就會好了，像 Danny 現在對父母就貼心。我說我不知道這一

日何時會來臨。想當初自己多想插翅離開父母，我一直到離開台灣

後才開始與父母恢復良好關係，寧寧是否也會步我的後塵，讓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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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現世報嗎？ 

培榮說當初 Kimberly剛剛學會走路，高興地不停哈哈大笑，

因為她學會了 independence (獨立)，他說「寧寧也在揣摩她的 

independence，你應該容許她有自己的成長空間，尋找她要的前

程，過她想要的人生」。真的，父母沒有辦法替小孩活，你可以竭

盡一切幫助他成長，給他最好的學習環境，但你不能替他讀書或考

試，生命是他自己的，父母能做的很有限，學會讓孩子有獨立的機

會，也讓父母好好為自己活。也許希伯來老爹的心態也是如此，讓

小兒子尋找自己的 independence，讓大兒子以他喜歡的方式，留在

父親身邊，為家庭事業效力。二個人都是自己的親身兒子，接納他

們選擇的人生，所以浪子會回頭，大兒子也會體諒自己對小兒子失

而復得的愛。 

我常在灰心失望時，勸慰自己有一天浪「女」會回頭，Tina

說她每天都在祈求神蹟，讓 15歲的兒子不再沉淪於電腦遊戲裏。

希望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能常常提醒自己，即使灰心也不失去盼

望，有愛就會有亮光。 
 

   

 

 

     15 歲酷妹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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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愛能醫治 
施竹寧 
風竹 譯 

 

對這塊土地我有個夢想 

不同膚色的人手牽手 

每個清晨我祈求一個結束 

讓那傷口終究可以癒合 
 

我們曾經是同一族群 

在交流的生命裡共譜和平 

你奪取一切 

只要一縷靈魂存在，我們吟詩不斷 
 

我們曾經擁有一切 

種族分離使我們失落 

終於了解凡事掌握在自己 

相信我們仍在自己的土地上屹立 
 

我聽到人民的哭嚎 

挑戰我們抗禦的制度 

該是愛與同理心的時刻了 

而非痛苦與折磨 
 

某些原因使他們選擇仇恨 

也許是懼怕或無知 

雖然我們不會忘記，但一定得學會 

原諒 
 

那是邪惡與瘋狂的一日 

他們百般嘗試趕我們走 

我們手無寸鐵 

無法相信他們如此對付我們 



30 

 

子彈從耳際飛過 

七十人的生命劃下句點 

那是南非 Sharpeville大屠殺 

槍林彈雨開啟無止盡的戰爭 

 

也許他們認為可以駕馭我們 

但是唯有愛我們的土地才能治癒我們 

成為我的朋友並支持我 

用言語表明立場 

我們需要重整鄉土 

讓分裂重新修補 

同心協力建立新家園 

 

Only Love Can Heal Us 
Kaitlyn Shih  

 

I have a dream for this land 

People in different colors are hand in hand 

Every morning I pray for the end 

Where the scars can finally mend 
 

We were once a tribe 

Felt the peace in all of our lives 

You have taken everything 

With our sprits alive, we continue to sing  

 

One minute we had it all 

Next apartheid made us fall 

We’ve discovered that it’s up to us 

To believe ourselves stand our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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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ear the sound of my people crying 

Against the system we’re now defying  

It’s time for love and empathy 

Not for pain and suffering  
 

For some reason they choose to hate 

Could be fear or ignorance 

Although we won’t forget, we must learn to forgive  
 

It was a wicked and wild day 

They tried to push us away 

We came without weapons 

We couldn’t believe what they had done  
 

Bullets flew past our heads 

Leaving 70 people dead 

It was the Sharpeville Massacre 

The beginning of war and more 
 

But they might think that they reign over us 

But only love for our land can heal us 

Be my friend and my supporter 

Use your voice and take a stand 

We need to restore our land 

Broken pieces that we must mend 

We must come together, and create this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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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Edwin Guo  

I believe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experienced trouble sleeping at night. I suffered 

from sleeping disorder for many years. It started 

when my first child was born. 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a graduate student, and did not make any 

money to raise our child. My parents told us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us financially; 

they wanted me to focus on my studies. But, as a 

parent, I thought it wa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upport our child, and I did not want to accept my 

parents’ help. Therefore, I started looking for a 

job, and luckily found a job in Oregon. I used my 

spare time after work to do my dissertation. Then, my nightmare began.  

Since I was a new hire and the only foreigner in our group, I 

wanted to earn my boss’ trust. I was the last person to leave every day, 

and I even worked after returning home. At the same time, I had to find 

time to finish my dissertation. Because I stayed up late working and 

doing my research, I was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I could not sleep 

for more than 4 hours per da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 had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at night. The insomnia affected both my health and 

emotion. At that time, I had a painful oral ulcer near my throat that hurt 

when I swallowed food. It hasn’t gotten better for about six months so 

the doctor suspected it an oral cancer; I was so shocked and worried! 

Through the Lord’s mercy, after further diagnosis, it was not a cancer. 

The doctor told me that my oral ulcer did not get improved for so long 

might be related o my insomnia. 

After this painful and frightening experience, I tried to go to bed 

early every night, and hoped that I would fall asleep soon, but I couldn’t. 

Even though I felt very tired, the pressure from work still kept me 

awake. I’ve tried countless methods from different doctors but none of 

them worked.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even took sleeping pills before I 

went to bed. Struggling enough, that did not help either.  

Then one night, I could not fall asleep as usual. I lay in bed and 

was extremely tired because I had not slept well for weeks.  I felt so 

helpless and eagered to have some rest, even just for a few hours.  I 



33 

decided to turn to God for help. While I was praying, a Bible scripture 

entered my mind. It was from Matthew 11:28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At that moment, 

I started to feel incredibly peaceful and relaxed. My pressure and tension 

finally got released. That night I slept soundly. It was the best that I had 

slept for months. 

When we were kids, we trusted and relied on our parents to take 

care of us. Therefore, I never had trouble sleeping at night. However, 

when we grew up, we had to take on all the responsibility ourselves. We 

sometimes feel that the pressure and burden from our lives are too heavy 

to carry. But, as a Christian, why don’t we turn to God for help and trust 

that He will take care of us just like our parents did when we were 

young? I believe that when we fully rely on God, we will be able to sleep 

like babies again. 
 

TAPC兒童主日學集錦 
 

           
 

           
小朋友 DIY復活節彩蛋-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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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Who Never Gave Up on Me 
Joy Lai 

 

I often used the story of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to 

describe myself as the “prodigal son”.  The father in the story knew his 

son was lost in his own indulgence yet still loved him, accepted him and 

embraced him in whole when he returned. Besides God’s love, parents 

gave u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I appreciate my mother guiding me 

endlessly to stay on the right path since I was little. 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how great she was back then, my mom never stopped telling me 

“We love you and God loves you.”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n puberty turmoil, I was curious and 

confused on many things around me.  During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9
th

 grade, I suddenly decided to drop out of the school as I didn’t want to 

waste my time in the boring school life. I wanted to work so I could earn 

some income to buy what I wanted. This decision was very shocking to 

my parents. They have provided me the best life they could and sent me 

to a good school for education. They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ir 9
th

 grade 

daughter quit schooling to work. They tried a long time to communicate 

and convinced me. Sometimes they would get very mad and scolded me, 

yet I was determined to quit schooling. 

After dropout of school, I was very excited that I was able to find 

a job at a local gas station.  I remembered my mother drove me to work 

on my first day. I told her happily “I am going to go in on my own so 

you can leave now.”  I felt I was like an adult who got a job and made an 

earning. Many years later, my mom told me that she actually didn’t go 

home that day. She parked her car in a distance and wept when seeing 

me pumping gas and washing windows for customers under the big 

shining sun.  She had never scolded me once. She prayed for me nonstop 

and asked God lead me to the right path. Praying was the only thing she 

knew she could do for me even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her to let go. She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no way she could have changed my mind 

but allowing me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of 

my own choice. If she insisted and forced me to 

do what she thought was right for me, our 

relationship would have gotten worse. So she 

LET GO of me and LET GOD guid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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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ther often took me to travel after I dropped out of school. 

Worrying me to become ignorant, she used alternative ways to inspire 

me to learn outside of classrooms. She took me to travel abroad to 

expose me to a much greater world so I wouldn’t live in my own ivory 

tower. Through encounter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experiencing the 

world, she was hoping that I won’t stop learning. She used many creative 

ways to teach me. She told me she sometimes felt frustrated and 

powerless when facing my rebellion back then. She then turned to God 

for giving her wisdom and a soft heart to deal with me. Through my 

most oppositional and difficult time, I appreciated my mother to become 

my best friend. 

I was alway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since childhood.  When I 

was 20 years old, I went through turmoil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I’d suppressed the frustrations from daily life to the point that I could no 

longer handle them. I was insomniac, withdrew, extremely depressed, 

and emotionally unstable. Besides taking me to see the best doctors and 

psychiatrists in town, she encouraged me to accept and love myself. 

During that dark period, my mom was my best doctor who knew what I 

went through, how I felt and what troubled me. When looking back now 

on those had bothered me I found them were just trivial. Yet, my mother 

understood the pain I was facing. She put herself in my shoes and helped 

me empathically. If it were not my mother’s steady and strong support 

aside me during that time, I am sure I’d be still bothered by those pains 

nowadays.  

Maybe I have not been a good daughter to my parents. Through 

my growing pain, I really let them worried and troubled a lot. Yet, after 

being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we cherish each other more. I guess 

each child has his/her own path that God prepares for s/he.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e coolest mother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my rebellion 

had brought my mom endless worries and 

pain, as I grew older now, I cherish more 

that I have an extraordinary mother.  

Indeed, moms love their children deeply, 

yet, they may not 100% support the paths 

the children choose. I appreciate my 

mother for not criticizing, judging the way 

I live, but allowing me to search what I 

think is the best for me. She uses God’s 



36 

words to guide me. Now, I am grown up.  I’d like to use my story to 

share with the teen youngsters in the church. Parents’ love for us truly 

surpasses anything in this world. However, it is not a bad thing that you 

have your own opinions and thoughts.   

At last I want to say to my mother: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acceptance to me,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me.  Love ya 

forever, Mom!   

 

 

 

 

               

                    Vivian Chang                  
 

Have you heard that God was concerned people weren’t taken 

good care of after He created them, He decided to create the role of 

"mother" so they will be under the best and most meticulous care. The 

almighty God, omniscient, omnipresent, with unlimited power as small 

as our hair He counts clear, channels through mother’s unconditional 

love, sacrifice, dedication to allow us to experience God’s boundless 

love. 

At this special celebration of Mother's Day, I’d like to share how 

grateful I am to God for blessing me with a loving mother. 

Though my mother is an ordinary woman, plain and simple 

(nagging, too), she is full of wisdom and humor. She is also a very caring 

person and loves to offer her help to people. She took care of our family, 

dedicated and sacrificed her life to ensure we have the best. She’s never 

complained in perseverance of hardships. She often secretly propped 

alone when facing sorrow and unbearable pain in heart. She’s always 

taught us to use glossy courage to face the ups and downs in life. 

My mom does not use fancy words, but put in action to influence 

me, especial her faith in God. One time when I shared with her that I 

couldn’t find a job, she didn’t use gorgeous words to comfort me. Instead 

she said, “I will pray for you. I will pray for you!” After I found an ideal 

job and shared the great news with her excitedly, she just smiled and said 

“Thank God! Praise the Lord!!” 

What she has influenced me the most is her solid faith in God. 

She taught me to trust God in everything as He will provide what we 

need and lead us in life. My mom lives in a senior facility in 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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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I live in Sacramento. I came to visit her once a month. I've always 

felt very guilty and sad that I cannot take care of her personally every 

day. I asked her to move closer to me but she declined it as she has 

friends in San Jos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he told me not to worry as 

God will take care of her. So, I pray and pray for God’s mercy on my 

mother. God truly listened to my prayer. Through the love and care of 

TAPC’s pastor, elders, deacons,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my mom 

is doing fine. I feel a great sense of relief.  I no longer worry that my 

mother lives alone. She is in God’s loving hands and why I should 

worry.  

I occasionally offer my little help to TAPC’s lunch on Sunday. 

Many people said to me “I'm very sorry to let a guest serve the lunch.” 

But I said to them" No, I am not a guest. I'm home!" because where my 

mother is, my home is. 
 

同心團契歡樂集錦  

       
新春過年聚會：  猜謎與禮物交換（White Elephant） 

        

 
老、中、青、小 團契—A Happy Family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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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the First Fruits 

                                    Rev. Bill Harvey 

Matthew 13:1-9 & Acts 2:1-6 

The disciples were all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So the story of our Pentecost begins in the book of the Acts. This is an 

ancient day in Jewish history.... so it was appropriate that they gathered 

together.... 50 days after the Passover for faithful Jews.   50 days after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Pentecost is also the celebration of 50 days 

after the giving to Moses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But there is one 

more celebration of Pentecost–it is also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IRST 

FRUIT HARVEST.    

So Pentecost is an important day in the Liturgical Calendar of 

Christians and Jews.   

The discipl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in one place on that special 

day. And as they mingled suddenly there was a “rush of mighty wind 

which filled the whole house–then they saw what looked like tongues of 

fire which spread out and touched each person in the room and THEN 

they began to talk in other languages which they were all able to 

understand.” 

And thus, according to our tradition the Church of Jesus was born. 

Those symbols on that first day of our Church are reminders to us that 

the Church has the wind of the Spirit blowing through it! That the Fire of 

the tongues reminds us of the infusion of enthusiasm–the greek root 

word is en-theos... “IN GOD” IS OUR POWER. The third symbol her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spoken—a message for 

us to inhabit the whole world and our languages will be understood. 

SPIRITUALLY..... It is our challenge to the world to bring 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God’s love for the world. 

Having set the background for the day of Pentecost... I turn to the 

parable Jesus told in the 13th Chapter of Matthew.  It is well known to 

all of us and very appropriate on this day of celebration of the first fruits.   

A sower went out to sow the seeds in the field. Before the seeds 

could be covered over, birds came and devoured them. Other seed fell on 

the rocky ground and the seeds spang up, but because the soil wasn’t 

deep the sun came out and scorched the plant and they died...for they 

lacked roots. Other seeds feel in the thorns and thorns rose up and 

chocked the plants. BUT some seeds fell on good ground and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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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60, and 100 times the product. 

Now as we celebrate the beginning of our Church with the gifts 

of spirit, wisdom and inclusiveness.... We need to remember this parable 

of the sower, the seed, and the soil or is that soul.... 

Every time I drive out the Springdale Hollow road by Miss 

“Jenny” Borland’s old log cabin, I see the field my father worked and 

planted–when I was a child. It was about a mile from our house and 

according to our history, it was the depths of the depression.  My father 

had no job and he farmed 2 acres of Miss “Jenny’s” land. The horse, 

plow and harrow were in the barn. We walked the mile out over the hill, 

my mother pushing my brother in a carriage and me walking with my 

dad holding my hand! 

This was the first miracle of which I was part.   

Once the land was plowed and harrowed, my dad let me help 

plant the corn. He used his hoe to dig the holes about 18 inches apart and 

I walked behind him and put 4 corn kernels in the hole.... one for the 

birds, one for not growing and two to grow. He covered them and said: 

“Now watch we will be eating corn on the cob soon. And WOW! IT 

HAPPENED!! We did and that was my first miracle. 

Now this parable of the sower and the soil is a good one to 

remember on this day of Pentecost—this day of celebration of the FIRST 

FRUITS, of FIFTY DAYS AFTER THE PASSOVER, OF THE BIRTH 

OF OUR CHURCH. It truly is a day to celebrate the grace of God. 

God is the giver of the seed...God is the sower of the seeds ... 

And if we read it correctly, we are the soil for our soul.  

What kind of soil are you? That is the question raised by this 

parable of Jesus! 

As the seed was scattered, some fell along the path, where it was 

stepped on and the birds came and ate it up. Here, the seed did not have a 

chance to grow.  Indeed the path function is not to grow seed but to 

enable people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hen you look at the 

runways at the San Jose airport, you will see some weeds trying to live 

—but we know those seeds don’t have a chance. And indeed part of our 

lives are like paths, so worn down by our busyness and attention to what 

we think is important for our survival and God’s seeds have no chance 

for survival. The great fear of our PRODUCTIVE GENERATION ought 

to be that there is no place for the seeds to grow. 

Next, some seed fell on rocky ground and when the plants 

spouted, they soon dried up because the soil had neither depth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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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ure. When the seed falls, the soil receives it enthusiastically...  

However, the seed does not sink in to the soil. These are the “flash in the 

pan Christians” –Just skin deep and not in the soil of the soul. 

Further, some seeds fell among thorns AND THE THORNS 

GREW UP AND CHOKED OUT THE PLANTS.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se lives are choked by the world around them. “What will the 

neighbors think?” “How will I be treated by my fellow workers, if I 

speak the truth to power?” Or “If I am faithful to the truth God has put in 

my heart, ‘will I ever get any promotions in this world?” 

The question asks by this parable is: “What is the axis around 

which my life revolves?” Is it the Pentecost of Christ or is something 

lesser?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accept for yourself and your salvation? 

Finally, there is the good soil. I am sure all of know about that 

soil. It is not hard as the Tarmac at the airport, it is not shallow....it is not 

cluttered with thorns. It is SOUL SOIL.  It is the solid which produces 

good harvest. It was the good soil at Miss Jennie’s farm which gave me 

corn on the cob. It is the good soil sometimes broken up by the plowing 

or harrowing or some tragedy... It is soil made rich by loving and tender 

weeding and fertilizing. 

To be soil which is rich and deep, one does 

not have to be well educated, although education 

with help. To be soil which is rich and deep you 

don’t have to be wealthy or smart or well traveled. 

To be the vessel of the grace of god i.e. good soil, 

the way is trust in God’s leading in your 

experience. Remembering always Experience is 

not what happens to you, it is what you do with what happens to you.   

To be good soil; you can doubt the quality of the bread you eat, 

but you cannot kid yourself that you are not hungry. You can doubt truth 

but only because you are committed to truth....You can be skeptical but 

only because you have deep commitments.  

TO BE GOOD SOIL/SOUL is to know that the mind produces 

shallowness while the soul produces harvest and to know that faith, hope 

and love abide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So on this day of Pentecost, we remember the MIGHTY WIND 

OF THE HOLY SPIRIT blowing through our souls, and the fire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ever living in our good soil and the power of God which 

enable us to produce good fruits and continue this Church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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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聖靈的風吹入我們的心，主耶穌基督愛的火舌加添我們力量，使

使我們教會真正成為主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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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您參加我們的 

台語禮拜 

時間: 每週日上午 

9:45am ~ 11:15am 

地點: 台美教會 

        

 
  查經祈禱會敬邀您! 

時間: 每週三晚 

8pm ~ 9:30pm 

地點: 台美教會 

週四查經敬邀您! 

時間: 每週四上午 

10am ~ 12pm 

地點: 台美教會 

同心團契敬邀您! 

時間: 每隔週週六 

7pm ~ 9:30pm 

地點: 會友家或教會 

        

      

   

長青團契敬邀您! 

時間: 每月最後週六 

10:30am ~ 1:00pm 

地點: 台美教會 

     

Welcome to join our 

English Worship 
 

Time: Every Sunday 
11:30am-12:30pm 

Location: TAPC 

Welcome to join our 

Youth Bible study 
 

Time: Every Sunday 
9:45-10:30 am 
Location: TAPC 

Welcome to join our 

Youth Friday Night 
 

Time: Every Friday 
7:30pm-9:30pm 
Location: TAPC 

 

Children Sunday 
School & Activity 

 

Time: Every Sunday 
9:45-11:10 am 
Location: T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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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Jose 

 

 
 

www.tapcsj.org  

 

 

 

3675 Payne Ave. San Jose CA95117 

Tel: (408)255-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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