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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牧者的話   依靠耶和華 黃嘉松牧師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

和華的，那人有禍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

來到，卻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倚靠耶

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

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

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耶 17:5-8) 

耶 利 米 先 知 於 主 前 六 百 多 年 寫 此 段 經

文。當時神的選民以色列北國已經滅亡，南國

猶大也正面臨國勢衰弱即將亡國的處境。先知

指 出 他 們 的 真 正 問 題 是 在 與 遠 離 神 、 敬 拜 偶

像，因此他以此段經文勉勵他們應以信靠神為

人生的根基。 

 

一、信靠人之禍 

人是神所造的萬物之靈，他應當以耶和華

為依靠。人應敬拜神，以神的話語為生活的最

高準則，以神所教導的價值觀與意義為滿足與

目標，但當人心離棄耶和華時，他的價值觀與

人生意義就必定走在錯誤道路上，人生必出了

問題。弗 2:13 説到一個人離棄神時，他的靈是

死的，無法享受神的愛與光，是活在黑暗中，

沒 正 確 方 向 ， 他 的 行 事 為 人 是 放 縱 肉 體 的 私

慾，和順從今世的潮流，得不著永生。生活中

許 多 例 子 讓 我 們 看 到 依 靠 自 己 的 價 值 理 想 為

滿足的人最後是不好的。最近看到歌星 Michael 

Jackson 的過世就是一例，他多麼有才華，但最

後才華卻害了自己。歷史裏的一個名作家海明

威又是一例，他是多麼有才華的好人，但最後

卻走上自殺一途。 

耶 利 米 先 知 形 容 依 靠 人 與 世 界 的 結 果 就

是像沙漠裏的一棵小植物，因為沒有和水源很

近，長的很不茂盛，不能結果子。他也像種在

一個鹼性很高的地裏，無法結果子。人是神造

的，他的根基應是神，他需要神的愛與神所賜

給的人生意義與價值活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 ， 還 要 靠 神 口 裏 所 說 的 話 。 一 旦 離 棄 耶 和

華，他只依靠自己和這世界所給的價值觀，就

無法享受神所要賜的福樂，生命結不出屬靈的

果子，有禍了。 

 
二、依靠神之福 

相反的，一個依靠耶和華的人，他的生命

就有福了。神是他生命的根基，就能從神領受

許多屬靈的祝福。先知形容他就像一棵栽在水

旁的樹，不是小植物。因為離開水源很近，根

就長的又深又遠，即使是在很熱的氣候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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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缺 水 的 時 候 ， 他 的 根 仍 能 從 水 源 得 到 滋

潤，仍然長的很茂盛，葉子也很青翠，也能結

果子。人就是如此，當他依靠耶和華時，他就

緊緊的聯結於神，生命就有神作他的根基，他

就要活出有屬靈果子的豐盛生命，即使在逆境

中有苦難時，他仍能結出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的果子。

聖經中所記載的約瑟就是一個例子，他和耶和

華常常同在，因此即使他被弟兄們賣到埃及為

僕，仍結出生命的屬靈果子。後來即使被主人

的妻子陷害而坐監，但因為依靠耶和華，被監

獄長所賞賜而重用，最後他成為埃及宰相，成

為以色列民族的救星，且能饒恕與祝福那陷害

他的哥哥們。  

 

聖經筆記   

彼得行傳 陳廣耀 

參考：焦牧師講述使徒行傳錄音 

(續上集) 

八、開外邦門： 

彼得在呂大和約帕所行神蹟，傳遍整個地區，

轟動一時，很多人紛紛悔改歸主，使主名遠播，深

入外邦，彼得蒙主大大使用，這是他為外邦人打開

信主之門的前奏。 

1. 神妙安排： 

神雖揀選保羅作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傳福

音，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門，卻由猶太人的使徒彼

得打開。聖經的記載也很神妙，使徒行傳 7:57-8:3

簡單介紹掃羅出場，9:1-30 詳述基督徒的大仇敵掃

羅悔改歸主，避害大數。暫且打住，回頭續述彼得

事工，到 11:19-30 再度看見掃羅在安提阿教會出

現，接著第十二章記載希律王殺雅各囚彼得惡行，

自 12:25 一直到使徒行傳末了，都不再提彼得，而

對保羅（掃羅）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事工，不厭其詳，

大書特書。 

從聖經記載巧妙的安排，讓我們看見神的手不

斷在作工，其目的在使後世的教會，在普世之下，

都是一個教會，試想掃羅得救歸主後，主馬上讓他

向外邦人傳福音，而沒有耶路撒冷教會的使徒彼得

參與，則今天的教會將分為彼得的基督教會，和保

羅的基督教會，二個完全不同等的教會，那就糟了。 

猶大人的五旬節，聖靈降臨，教會成立，由彼

得開始；外邦人的五旬節，同樣是聖靈降臨外邦人

身上，主特意安排這外邦人的門，也要由彼得打

開，目的在使以後的教會合一，奠定堅固基礎，絕

不能讓人認為外邦人教會，由執事開始建立，是二

等教會；而猶太人的教會，由大使徒開始建立，所

以是頭等教會。人常常喜歡分階級立門戶，神深知

人有這個缺點，故要教會合一，不容分裂，所以用

神妙的安排，把初期教會的根基，打得紮實牢靠，

神的工作做得這樣完美，真是感謝主。 

2. 哥尼流家佈道： 

彼得行神蹟使多加復活後，轟動約帕，使許多

人歸主，為續傳主道，彼得暫住硝皮匠西門家裡。 

主用很特別的方法，把彼得從約帕帶到該撒利

亞去，讓他向哥尼流傳福音，這是彼得傳主福音的

新經歷，從前他傳福音是神感動他去，他到呂大、

約帕都是用這種辦法，唯獨到哥尼流家去，神用特

別的方法，就是用二個異象，一個顯給哥尼流看，

另一個則顯給彼得看。所以這段經文的記載是由二

個異象構成，對聽道的人用異象，對傳道的人也用

異象。為什麼這次傳道神要用這種特殊方法？原因

是神若不用這種方法引導彼得，他根本不會自動去

向外邦人傳道，所以異象在這次傳道中，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彼得自己根本沒有向外邦人傳道的意

願，神要打破他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好讓他

打開向外邦人傳道的大門。 

(1) 背景： 

a. 羅馬軍人： 

哥尼流「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徒 10:1)，

可見他是羅馬軍官、羅馬公民、統治者，

是當時羅馬帝國統治猶太人的官吏。他的

軍隊駐紮在該撒利亞，該地是個優良海

港，羅馬巡撫常駐地，希律王在那裡建有

王宮，居民多係外邦人，但猶人人也不

少，位於約帕之北，二地相距約三十英里

（二日路程），再往北就是撒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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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虔誠人 

他是個虔誠人，所謂虔誠人就是還沒信

主，但願意接受猶太人的獨一真神。外邦

人通常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對宗教信仰

不感興趣。哥尼流這個羅馬外邦人，與眾

不同，他願意接受猶太人的獨一真神，並

且很虔誠，表示他對信仰的追求，和真理

的渴慕，非常熱切。這種外邦人不多，但

在當時羅馬帝國的軍人裡，不只哥尼流一

人，太 8:5-13 迦百農那位求主為僕治癱的

百夫長，也是其中之一。哥尼流很單純的

追求真神，在他身上顯出虔誠的記號。 

i. 多多賙濟 

哥尼流跟一般的統治者不一樣，不輕看

他所征服的人民，也不剝削統治下的百

姓，反而善用自己財力，以實際的金錢

或物質幫助窮苦需要的人。 

ii. 常常禱告 

哥尼流在申初（下午三時）禱告，跟彼

得、約翰一樣，都在申初禱告。虔誠人

一定常常禱告，常常禱告的不一定是敬

虔人。相信他禱告一定在固定的時間，

不在固定時間禱告的人，往往不禱告，

或隨便禱告。 

細研經文，頗耐人尋味，在人看來，是「多

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徒 10:2），賙

濟在前，禱告在後；但天使直說「你的禱告，

和你的賙濟」（徒 10:4），禱告在前，賙濟

在後，次序恰好相反，可見人著重賙濟，神

看重禱告。事實上，禱告是根，賙濟是果，

這點提醒，值得省思。 

再從經文看來，哥尼流本身虔誠，由他的

兵丁向彼得的介紹可知「百夫長哥尼流是個

義人，敬畏神，為猶太通國所稱讚。」（徒

10:22），足見他在社會上極有影響力，他影

響了 

他的全家人（徒 10:1）， 

他的兵丁，稱虔誠兵（徒 10:1）， 

和他的親屬密友（徒 10:24）， 

彼得見異象，受神感召，打破他對外邦人的

不正確觀念後，隨兵丁到該撒利亞哥尼流

家，發現他的親友都受影響，成為虔誠人。 

此外，哥尼流一見彼得進來，就「俯伏在

他腳前拜他」（徒 10:25），此舉立即為彼得

糾正，因為只有神配受敬拜，但從行動上看

得出他對神的尊重，行動雖是錯的，但把他

內心的虔敬心態完全表現。從聖經這些記載

顯示，哥尼流這個外邦人是虔誠人，是不爭

的事實。 

(2) 外邦人的五旬節： 

彼得接著向哥尼流家中聚會眾人傳講主道，宣

揚耶穌（徒 10:34-43）。道一講完，聖靈降在一

切聽道人的身上，讓那些奉割禮跟彼得同來的信

徒，親眼看見聖靈的恩賜也澆灌在外邦人身上，

讓他們說方言，稱神為大，此情此景，與五旬節

在耶路撒冷聖靈降臨的情景完全一樣，堪稱「外

邦人的五旬節」。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

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徒

10:47）說完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

在主精心安排下，彼得親手打開向外邦人傳道之

門，主恩被外邦，福及萬民，感謝主，讚美主。 

彼得在哥尼流家佈道，道一講完，就舉行洗

禮，堪作典範。今天，很多慕道友，聽了很長時

間的道，口說相信，但要他受洗，則推三阻四，

萬般不願。聖經記載，真正愛主的人，信的時候，

就要求受洗，埃提阿伯的太監是這樣，掃羅也是

這樣，哥尼流更是這樣，不但他自己，連他的親

友，也在聽道後立即受洗，這是真心相信的人，

真心明白真道的人，很自然的表現。 

3. 二個異象： 

異象是神對人啟示的一種方法，其先決條件

是所見事物，要與外面的事實相符，並且要有屬

靈的意義。否則，那只是虛無不實的幻想。 

神用異象解決見異象人靈命上的困難。正如

彼得對外邦人的成見偏見牢不可破，所以神要用

超自然的異象顯示，幫助他解決靈命上自己難以

突破的觀念。至於平常人的一般困難，神則用祂

的話或祂的靈來解決。總之，神不輕易使用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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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助人解困，除非特殊情事，神才用異象顯

示方法，幫人解決難以克服的困難。 

神為了讓彼得親手打開向外邦人傳福音之

門，特別向他和哥尼流顯示不同的二個異象，這

異象對他們二人的感動，清清楚楚，與外界事實

完全相符，茲分述如下： 

(1) 哥尼流異象（徒 10:3-8） 

羅馬百夫長哥尼流，是個虔誠人，已如上述，

一天他定時申初禱告的時候，看到異象，他看見

一位神的使者，蒞臨他家，叫他的名字，哥尼流

定睛看神的使者，很害怕地說：「主啊，甚麼事

呢？」天使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已達神

前，且蒙記念，現在你應打發人到約帕去，請那

稱呼彼得的西門來你家，他住在海邊一個硝皮匠

西門家裡。」天使說完話走後，哥尼流毫不猶豫，

立即叫兩個家人和伺候他的一個虔誠兵，把異象

所見，詳細告訴他們，要他們立即上路到約帕去

請徒得，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 

哥尼流申初禱告的時候，天使告訴他：「你

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

（徒 10:4），顯而易見，這異象是神因哥尼流愛

神愛人的心給他的賞賜。經云：「耶和華的眼目，

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那些向祂心存誠實的

人。」目前，全球約有五十億人口，要找不認識

的人，有如大海撈針，著實不易，哥尼流獨自在

房中禱告，沒人知道，但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

地，真正尋求祂的人，神必看見，所以特別差遣

天使前來，幫助他解難釋疑，神因為他的愛心，

也就是愛神愛人的心，讓他見異象，得賞賜。主

耶穌也說過：「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

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神是個靈，所以

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 4:23-24）

經文中的「要」字，原文是「尋找」(Seek)的意

思，人只要心靈誠實，「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 7:7）

我們的神，又真又活，有求必應，所以尋找神，

一定尋見，因為神也一直在找人。 

可見哥尼流所見內容，跟他的禱告有密切的

關係，他對主的真理有愛慕，或有困難需要幫忙

解決，他的禱告，上達神前，神就滿足他的願望

與祈求，特別派遣使者，來到他家，針對他的疑

難、需要和對真理的追求，給他指點迷津，幫助

他解決，這異象的內容實在奇妙，天使的話說得

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明白的告訴他到約帕硝皮

匠西門家找彼得去，必得幫助。 

神為什麼不叫天使直接向哥尼流傳福音？聖

經從來沒有記載天使向人傳福音的事，天使只是

傳達神的命令，傳福音是人的責任，所以當你周

圍的人頑梗不信，千萬別以為傳福音不是你的

事，把責任推給天使，這是萬萬不可的。 

異象一經顯明，哥尼流深信不疑，馬上採取

行動，慎重其事，派遣三個人，遵照異象中天使

的指示，到約帕海邊的硝皮匠西門家找彼得，這

三人中，二個是家人，一個是伺候自己的虔誠

兵，都是他最信任可靠的人，讓他們去辦這項重

要的事。可見他信心大，信靠神，毫無保留，照

神的話去做，值得讚許效法。 

(2) 彼得異象（徒 10:9-16） 

翌日，當哥尼流的家人和虔誠兵將近約帕的

時候，彼得正好在午正上房頂定時禱告，他覺得

餓，想吃東西，硝皮匠的家人在預備午飯之時，

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

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裡面包著地上

各樣四腳走獸，和昆蟲，以及天上飛鳥，有聲音

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彼得卻說：

「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之物，我

從來沒有吃過。」第二次又有聲音向他說：「神

所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俗物。」這樣一連三次，

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這個異象對彼得非常重要，不是這個異象的

提醒，他永遠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外邦人，更不會

主動去打開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大門。茲將這異象

分析說明如下： 

a. 地點： 

約帕距該撒利亞僅二天行程，在旅程距離

上算是方便，在神永遠的計畫中，是個很

好的安排，一切都在神暗中掌控中。 

b. 時間： 

這異象在哥尼流見異象後第二天，他的差

遺人員將到約帕之際，向彼得顯現。時刻

不在申初，而在午正，正是彼得定時禱告



 
芥菜子 秋季刊 第 5 頁 2009 年 9 月 

的時候。禱告時，他肚子餓，等著吃午飯，

他雖肚餓還是禱告，不是到廚房找吃的，

而是上房頂禱告，感謝主。 

c. 內容： 

所見異象內容與彼得肚餓有關，對彼得是

個很好的教導。神要用三次同樣的情景，

向他顯現，才使頑石點頭。對哥尼流而

言，天使向他顯現一次，就讓他信服；可

是對彼得這位大使徒，神要向他顯示同樣

的景象三次，他才順服。就靈性來說，彼

得的靈性當然好，但他對神的異象，一次

不服，二次不服，三次還不是心悅誠服。

何以致此？信仰偏差使然，這異象的真

義，在暴露彼得信仰上的偏差。 

彼得是猶太人，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而

且律法主義深植心中，根深蒂固，牢不可

拔。他對不潔淨之物，從不入口，牢牢守

著舊約的律法，這律法不是一天二天形

成，而是以色列人長久以來的民族傳統，

堅不可破，所以神用這個異象把他這個偏

差暴露出來，好糾正他這個信仰上的錯

誤，如果沒有這個異象教導，彼得絕對不

會主動去外邦人哥尼流家傳福音的。 

d. 反應 

i. 第一次，天使要他「起來，宰了吃。」

彼得卻說：「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

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可

見他理直氣壯，抗拒神的吩咐。 

ii. 第二次，天使又告訴他：「神所潔淨

的，你不可當作俗物。」彼得還是拒

絕不吃。 

iii. 第三次，那物收回天上，彼得還是不

服，心裡疑惑，仍覺自己有理。 

縱然如此，最後彼得醒悟過來，當他看見

聖靈差遣來的哥尼流所派三人，正好與他

在異象中神請他吃三次的景象相符，現在

活生生的三個人來請，足見異象感動與事

實吻合。 

在這樣清楚的異象教導下，彼得終於大徹大

悟，衷心順服了。他順服神，放膽跟外邦人見面，

接受他們，並順從他們請求，願意到外邦人家中

傳福音，這是多麼大的改變！ 

直到彼得那個時代，教會的信徒，絕大多數

是猶太人，外邦信徒非常少，這些猶太信徒是否

都被聖靈充滿，他們對外邦人的觀念，有無改

變，值得存疑。若有改變，彼得就不會有此偏差，

大使徒彼得尚且如此，其他信徒可想而知。猶太

人對外邦人的一貫觀念： 

(1) 外邦人是不潔淨的族類，只有他們自己是聖

潔的。 

(2) 外邦人與稅吏和罪人同等，他們拒絕與他們

往來。 

所以，除非做生意，猶太人絕不與外邦人往

來。嚴謹的猶太人與外邦人生意往來時，若同坐

一席用餐，回家後一定先潔淨自己；至於外邦人

到他們家作客款宴，客人一走，趕緊洗滌餐飲器

皿，徹底潔淨，恐怕外邦人不但把人玷污，甚至

把家中用具都玷污了，非常嚴重，外邦人簡直是

毒蛇猛獸，多麼可怕！ 

彼得見異象的反應，若與猶太人對外邦人的

傳統觀念聯繫起來，就可以看出，這種傳統觀

念，在猶太人的心中，根深柢固，牢不可破，所

以神要用超自然的異象，把彼得的傳統觀念打

破，但不容易，異象連續教導三次，只是勉強打

破。當彼得進入哥尼流家，他的親屬密友，早在

靜默恭候，哥尼流甚至對他恭敬得俯伏下拜，此

時彼得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親

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經指示我，無論

什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所以被請的

時候就不推辭而來，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什

麼意思呢？」（徒 10:28-29）他的這段談話，充

份暴露他的老偏見。後來保羅在加拉太書 2:11-14

也指責過他，先跟外邦人共席吃飯，後見耶路撒

冷教會來人，趕忙退去與外邦人隔開，其成見之

深，不言可喻。 

彼得到哥尼流家傳福音，讓聖靈降在外邦人

身上，全體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禮，果效卓著，

照理回到耶路撒冷教會，應得全教會信徒稱許，

同感神恩，結果不然，反而在信徒間引起風波，

全教會一致對他興師問罪，彼得趕忙辯白給外邦

人受洗的事，彼得強調這是神賜外邦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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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看待猶太人及外邦人，「我是誰，能攔阻神

嗎？」眾人聽後，閉口不言，總算平息這次風波

（徒 11:1-18）。了解這個背景後，就知道彼得的

順服，內心是經過許多掙扎的，不要說彼得這

人，民族成見太深，如果是我們，成見可能更深，

感謝神，彼得最後還是順服了。他的傳統觀念和

偏見，這次見異象後，雖沒完全脫離乾淨，在他

裡面徹底粉碎，以致他在哥尼流家講道劈頭第一

句話就是：「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往

來，本是不合例的。」（徒 10:28）他不知不覺

說出這種話，絕不是故意的。縱然他百般不願，

神終於安排他走入外邦人之中，傳揚福音，從

此，他與外邦人之間的門戶之見就打破了。使向

外邦人傳福音的大門敞開，萬民得救，萬邦蒙

福，感謝主。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那時，在該撒利亞，神

已差遣另一位大有能力傳福音的人，那人就是腓

利，他給埃提阿伯太監行洗禮後，立即被提，「後

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

城宣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徒 8:40）「第

二天，我們（保羅一行人）離開那裡，來到該撒

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裡，和他同在，他

是那七個執事裡的一個，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

女，是說預言的。」（徒 21:8-9）可見腓利在該

撒利亞定居，娶妻生女，傳福音成效卓著，神為

何不就近差他去哥尼流家傳福音？原因很簡

單，就是要使以後的教會合一，奠定穩固的基

礎，免得後世信徒誤認猶太人的教會，由大使徒

彼得開創，是頭等教會；外邦人的教會只由執事

腓利建立，是二等教會，這絕不是神的旨意，也

不討神的喜悅，所以神遣天使，捨近求遠，用異

象感動彼得到哥尼流家傳福音，讓他親手打開向

外 邦 人 傳 福 音

的大門，真是神

妙！(未完待續) 

 

生活小品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傅琳 

最近常想到我的一個黑人同事，突然死了。五

十出頭，從我認識他開始，沒有笑容，沒有快樂，

單身一人，渾身疼痛。一早見他，就是皺著眉頭，

我已見怪不怪。不過有時老想逗他，看到他不理不

睬的樣子，我就跳到他跟前，嬉皮笑臉地招呼他：

「早上好！」他不耐煩地答：「有什麼好的？」有

一天他更是不耐煩，問我：「你早上吃了什麼？」

言外之意，吃了什麼興奮劑？我快快樂樂地答他：

「上帝的話。」他更氣「come on!」開什麼玩笑！

不過我最終還是「感動」了他。每天見到我都向我

問好。有一天早上，聽說他半夜死了。我們都楞住

了。昨天下班還好好的，一下子就沒了…… 

不少有名有利的，還在年輕有為時，也一下子

就沒了。像邁克•傑克遜，像張國榮……沒來由的

為他們感嘆，難過。  

喜樂的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會不

會是他們都不快樂？ 

有名有利的，壓力重重；沒名沒利的，也是壓

力重重。人都一樣，活在世上，不容易。 

因此，主耶穌道成肉身來了，帶給我們救贖，

生命，平安，和喜樂。信靠他的，有忍耐，有盼望，

有力量，有愛，還有永生。 

人生，誰會一輩子沉淪在黑暗中不見光明？又

有誰會一輩子掉在蜜罐裡而不嘗苦味？ 

抓住主的應許：「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逆境中相信祂無時不刻的看顧，並且從

中學功課，使我們成長，壯實。像小樹苗，在狂風

勁雨中得到鍛鍊並成才。順境時不驕傲，不沾沾自

喜，存著謙卑，感恩，儆醒的心過好每一天。 

《讀者文摘》上刊登的調查報告顯示，快樂的

人長壽，大笑使人減少疾病。美國的醫療機構向長

期病患提供各種歡笑療法。香港，台灣，日本都有

非營利機構或自發自動組織起來的歡笑俱樂部。大

家聚在一起，沒來由地大笑，笑的樂不可支。 

專家說，歡笑能降低血壓，改善呼吸，促進氧

氣循環，並且減輕壓力，好處很多。 

常常數算上帝的恩典，找出喜樂的泉源，對生

活持正面態度，笑容真的會常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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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特輯 
(1) 台灣中原大學短宣 

---Valerie Chan and team members 

A couple months ago, The Crossing sent out a team 
to go to Taiwan on missions.  The team members 
were to be teachers at a two-week English camp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called “The Art of Leadership: 
An Intensive Immersion English Language 
Experience.” 

Our team from The Crossing was comprised of 
Samuel Bo, Nathaniel Tseng, Ryan Lee, Tracey 
Lin, and myself (Valerie Chan).  Joining our team 
were also former CFCC Hayward members Lance 
Toy (now living in San Diego) and Annie Liu (now 
living in Shanghai, China).  The Crossing’s mission 
team made up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entire team 
working at Cho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YCU).  We were joined by other Christians from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in New Jersey 
and some Taiwan locals.  Included on this team 
were Pastor Tim Lee (The Crossing’s former pastor), 
Dr. Teng, members of ChongLi Campus Christian 
Church (CCCC), and staff from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CYCU.  

The English camp took place from June 29th to July 
10th.  In a typical camp day, which 
lasted from 9:30 am to 4:00 pm, we 
would have icebreaker exercises, 
Pastor Tim would give one or two 
lectures, and we would do various 
class exercises (to learn English 
idioms, to read and discuss articles, 
and to practice conversation).   
The camp focused on having the 
Taiwanese students learn English by 
immersion.  This meant that 
instead of teaching them grammar 
and vocabulary directly, we would be teaching them 
in the context of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inciples.  
We emphasized these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inciples 
by discussing prominent figures like Mother Teresa,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Jesus Christ.  While we 
were not supposed to explicitly talk about being a 

Christian in class, our hope was that by introducing 
these people and by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our 
student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e would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o them the love of Christ and 
evangelize to them through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mp were two 
gym nights, where the teachers would play various 
sports with the students, and two Gospel dinner 
parties.  These Gospel dinner parties included a skit 
or drama in which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us would 
be demonstrated, two or three testimonies, and a 
message from the pastor of CCCC.   

The mission team members’ schedule had more 
things packed into it than just the camp.  We had a 
lot of planned activities in the evenings of the two 
weeks of camp, including dinners with University 
staff and prayer/worship meetings to minister to 
ourselves.  We began training with Pastor Tim and 
Penny the Thursday before the camp started.  In the 
training, we got to know other team members, 
cover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talked 
about how to evangelize and share our testimonies, 
and also learned about the culture of the Taiwanese.  
During the training, Pastor Tim and Penny very 
appropriately emphasized that this would be a 
spiritual battle.  The Enemy would attack from all 
angles because we were here to intentionally share 
Good News about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But key things we were to 
remember were: God has 
already overcome the 
world- we just need to be 
faithful to Him in what we 
do; it is God who changes 
hearts, not man; and it is 
such a blessing to be in 
Taiwan on this missions 
trip in order to be used by 
God and to see Him do 

His work in Taiwan! 

As we had learned when Penny told us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t was evident that 
religion and culture are all mixed together for the 
Taiwanese.  They are not very distinct fro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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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ligions are mixed together as well; the 
Taiwanese tend to turn to whatever god it is that they 
need help from, whether it was for academics, 
finances, or anything else.  It became very evident to 
me that it is hard for the Taiwanese to accep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and that Jesus is the only way 
to God.  However, there were certainly success 
stories in Taiwan and I will proceed to share several 
of them with you. 

I would first like to tell you about Cindy.  Tracey 
and I had a group of 10 students, and Cindy was one 
of them.  About halfway through my time at the 
English camp, I felt that I wanted too much to be the 
on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my students, and that I 
wanted to do this on my own strength.  I prayed and 
asked God that He would be the one to do the work, 
and He answered the very next day!  After lunch, 
our group went to the afternoon lecture, and there was 
a very old Chinese Bible on 
the seats.  Cindy picked it 
up and asked me some 
questions about what the 
Bible contained.  Then she 
asked me to tell our class a 
Bible story!  I 
enthusiastically agreed to 
do so, praising God for 
what He had just done.  
On our way to our 
classroom, we saw a large 
group of students that were from a Christian camp 
being held at CYCU.  They had heavy chains around 
their neck and a good number of them were holding 
large wooden crosses.  I told my group that these 
people were reenacting Christ’s walk to Calvary.  
Cindy then asked if I would specifically tell this story 
to our class.  It was very obvious that God had 
worked in this situation so that this student of ours 
would ask u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our entire 
class!  I am pretty sure that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it 
was Cindy who wrote on the anonymous student 
evaluations that she enjoyed learning more about who 
Jesus was.   

I would also like to tell you about Shelly.  Shelly 
was a staff member with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CYCU.  She lived with us in the dorms 
and talked with us a lot.  I remember asking her if 
she was a Christian, and her answer was, “Not yet.”  
Annie Liu later shared with me that Shelly had said 
she was very encouraged to see us come all the way 
from America just to share about Jesus Christ.  Our 
love and attitudes made her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and be able to follow Him.  It was a real 
eye-opener to think that we were in Taiwan not only 
affecting the students in the camp, but also everyone 
and anyone around us! 

Kara was another missions team member.  She is 
originally from Canada, but has been living in 
Taiwan as a missionary for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years.  She wanted to invite some of her local 
friends to one of our Gospel dinner parties, but ended 

up inviting the wrong friend- 
it was someone else with the 
same name in her phone 
book!  Amazingly though, 
this friend had brought other 
friends to the Gospel dinner 
party, and they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Jesu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ristian.  It 
is obvious that God knew 
who He wanted to invite 

from Kara’s phone book!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seeds that were planted through this! 

Then there’s Annie.  Annie Liu ,on our missions 
team, was dealing with a lot of darkness in her heart 
that the Enemy was feeding her.  Shanghai is a very 
spiritually dark place, and a lot of things were coming 
up to discourage her while she was in Taiwan.  
Grace, another team member, and I spent a good 
amount of time praying intently for Annie.  Annie 
also received prayer from Pastor Gao of CCCC.  
Praise the Lord that He took away the darkness and 
lies the Enemy was feeding her.  She is still working 
through this, but her spirits were much more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amp.  Additionally, God used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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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ssues she had dealt with in the past; a student 
of hers identified very closely with Annie’s past and 
was very moved by what Annie shared with her about 
Jesus.  She came to accept Christ!  Praise the Lord!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Vic.  Vic 
was in my and Tracey’s group.  He was a member of 
CCCC, but I found out that he had not become a 
Christian until sometime in the past year.  He had 
attended the English camp last year (he was in 
Christine Kuo’s and Karen Hsi’s group) and after the 
teachers had left, he had accepted Christ!  Now he 
was coming back to the English camp so that he 
could connect with other students that were not 
Christians in the class and be a liais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camp.  I was so touched by how 
much he wanted to share with the students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Christ.  He encouraged me as 
well.  It was a real blessing to see this frui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From this missions trip,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I 
am always learning because God is always teaching 
me.  But particularly during my time in Taiwan, I 
was able to tak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know in my 
head and transfer them to my heart.  First and 
foremost, I learned that prayer is very important.  I 
cannot emphasize this enough.  It is always a 
spiritual battle, and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 to 
fight.  Don’t be afraid to ask for faith and wisdom; 
God will give these to you.  I also saw during my 
time in Taiwan that God is the same everywhere.   
Even though I was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in a 
country where I barely understood the language, 
where the people dressed completely differently than 
I do, and where the weather is unbearable- God is the 
exact same and He is so good.  And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share about what I learned is that where you 
are is your mission field.  You don’t have to go all 
the way to Taiwan, or some other country- although I 
do highly encourage you to go on short term or long 
term missions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God has placed us in our specific 
places for a reason, whether it’s at work, home, or 
school.  We need to be very aware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we need to be praying very 
intentionally for all of them and for what we do.   

In closing, I want to say that the battle was fought, we 
had many triumphs, and seeds were planted.  But 
know that the battle continues, and remember that 
God has already overcome the world.  All we have 
to do is make sure we are fighting with all our might 
on His side.  

(2) 何當共勉福音情 
--李紡 

(一) 你愛我嗎? 

七月十二日我們起得早，為要趕去七堵參加主

日崇拜聚會。我們費了不少勁才找到面對新光三越

的南二門，然後轉搭自強號的火車去宣道會七堵福

音中心。這個教會的牧師是韓裔的美國人，夫妻倆

原是紐約某教會的會員，蒙神呼召到台灣來傳福

音，這種對異民族的愛真是令我感動。我想到大陸

與台灣，政治立場的不同，引發骨肉相殘，再轉眼

看這對異族夫妻，若非他們有主對他們說：「你愛

我嗎？」「你願意餵養我的羊嗎？」的愛的回應，

豈能如此？ 

當天的講題是「遇見神」，是由黃水牧師傳講

神的話語。說真的，黃水牧師沒有好口才，（不過

以他的背景，能用國語流利地證道，算是非常高竿

了）。但他的舉手投足都讓我感覺我真遇到了那位

「道成肉身，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你能想像一位牧師一邊講道還得一邊放投影片

又兼顧音響嗎？黃水牧師就在這樣簡陋艱困的環

境中，不疾不徐地釋放了神的信息。而他和他的師

母，都是「不是吃台灣米長大」的韓國人，他們大

可待在美國紐約州的教會，「舒舒服服」，有尊嚴

地事奉主，然而他和他的家人卻來到了「異邦」 , 

謙卑地順服神的旨意。 

我也想起路加福音「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他為了傳福音給台灣的人民，放下身段，深入基

層，這份大愛，乃源流於江河般的主愛，是真正愛

台灣人民的人，比起那些口號喊得漂亮，卻大肆搜

括民脂民膏的在位者，使我覺得他是以基督的心為

心，他不是道貌岸然的祭司，也不是空有敬虔外貌

的利未人，他是主所贊許的「好撒瑪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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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仰他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所以當祖佑要

我代表短宣隊上台做見證時，我忍不住向他哈腰，

問候「韓詠哈係喲」(韓語)。 

我和黃水牧師談了一些他目前教會的景況：大

約三十人的聚會裡，真正有能力奉獻的大概不到十

人，大部份是破碎的家庭，有很多棘手的問題…，

他平靜地對我說，我聽得心中戚戚，台灣社會風氣

的敗壞，已經令我嘆息扼腕，我忍不住向神哀告：

神啊! 你如何整治這地？月是故鄉圓嗎？我心中

的痛卻是來自我的故鄉。 

我和陳智培小朋友打勾勾，他答應我以後一定

都會來聚會，不會離開神。 

也聽了金文櫻的見證，她是因為要給公公辦一

個體面的喪禮而走進教會的，不管是何居心，既然

信了主，必蒙悅納！ 

發生兩件糗事：西娓要上火車時，情急之下，

找不到車票。大家轉眼看大衛，只見他笑得很神秘

地說 ”I don’t know her” ；另外一件事是：Serena 
和她兒子提前上了「觀光列車」，我們笑她「工都

還沒做，就先享福觀光去了！」她說她一知道上錯

車，心裡就哀叫「完了！完了！李紡筆下對我這件

糗事一定不會留情的」……其實，上錯車，她只是

失去聽道的機會，還好不是嫁錯郎！ 

(二) 臨陣換角，禾場更廣 

原本以為我們是去宣道會七堵福音中心服事，

出發前才知道我們將被改派往建德國小，與安樂福

音堂的弟兄姐妹配搭服事。建德國小聽說是基隆最

大的小學，他們的家長會勢力龐大，既有組織，又

肯全力支援福音營，使我們辦起事來，更加得心應

手。當然，因為他們勢力強大，第一天結束開檢討

會時，也有家長不客氣地對我們「批評指教」一番，

我們差點「兵慌馬亂」，幸好那天我妹妹和她同學

來探望我們，林茜姐因載著她們來和我們會合，就

義不容辭地加入了我們的檢討會，我相信林茜姐是

經過大風大浪的奇女子，她的勸勉，穩定了我們的

軍心。 

這次的福音營有 120 人報名參加，聽說兩天之

內報名就額滿截止，可見這種英文營是蠻受歡迎

的。我們更應該把握機會，藉著教英文，手工藝，

把福音傳給他們。每天我都感覺自己和同工們站在

一片廣大的禾場，既驚喜又惶恐，「主啊！求祢使

用我們將福音的種子撒向這片禾場」－這是我每天

的禱告。 

(三) 彩虹媽媽，愛的火花 

台灣的「彩虹媽媽」在全國將近四百所國小、

三千餘個班級以說故事、思考體驗的方式培育孩子

優質的生命價值觀。很多教會的姐妹加入「彩虹媽

媽」的組織，在國小裡深耕，培育小朋友們。有一

些姐妹是因在「彩虹媽媽」組織裡受感召而信主

的。可見傳福音的途徑何其多，「愛」與「榜樣」

而已矣! 

謝麗雲姐妹曾與我分享「彩虹媽媽」的「無三

不成禮」的理念：「一」件事情，一定有第「二」

種想法，「刪」除負向，展現笑容。所以她們常常

笑口常開，即使對著七嘴八舌的小朋友，她們仍以

充滿愛的聲音呼喚：「親愛的」，小朋友只要一聽

到這愛的呼聲，也眾口同聲的回應「請安靜！」，

後來我也常聽許潮坤傳道以此法讓小朋友安靜，百

試不爽！我們也可效法他們，對我們喋喋不休的小

朋友來聲 ”My Darling”，不知結果會如何，還有待

實驗。 

劉學珠姐妹是最勞碌奔波的「彩虹媽媽」。在

安樂福音堂她教我們唱了團歌，可惜我沒記下歌

詞。「喜樂的心」使她雖是祖母級人物，卻一點不

顯老，看她與林茜姐相見歡，抱著她又跳又叫的樣

子，簡直像個年輕小姑娘。但她最令我心儀的是：

她的愛心與恆久忍耐，使她拜佛 27 年的兒子皈依

主耶穌，真是不容易啊！我和他倆分別做了探訪的

同工，感受了「有其母必有其子」的深義。 

安樂福音堂的戴牧師及師母也曾撥空來參加晨

禱與靈修，戴牧師因被眾人「戴叔」叫慣了，因此

「袋鼠」的綽號就不徑而走，他那笑嘻嘻的樣子比

袋鼠可愛多了。戴師母對我們可說「長相左右」，

呵護備至，我最喜歡，也最懷念她的禱告，總讓我

心中熱血澎湃。 

 (四) 回首向來歡樂處 

7 月 17 日晚上的結業典禮，為這整個福音營帶

來歡樂的高潮。每個小朋友盡情地唱、跳，大聲背

誦聖經經句，賣力地表演話劇。但願經由這個福音

營，神的話能深印在他們的心版上。我有幸被祖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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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上台講些話，當然把握機會，對著未信主的家

長們放膽講述福音的好處：「我從前年幼，現在年

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

(詩 37:25)「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

也有避難所」(箴言 14:26) 但願這些鄉親們，能帶

領他們的兒女在年幼時就走在主的道中。 

我、西娓、大衛、雅芬、雪雯和昌萍都被招待，

住在黃麗楨老師家。黃老師古道熱腸，慷慨地把整

個二樓供我們使用，任憑我們翻天覆地，享受賓至

如歸的盛情。黃老師是學藝術的，她對音樂，戲劇

都有研究，我被指派負責話劇部份，不但有西娓、

大衛、雅芬、和昌萍作我隨時的幫助，還有黃老師

蒞臨現場，既鎮壓全場秩序，又指導演戲技巧，使

我們在短暫的練習後，就可粉墨登場，沒有她，我

們的壓軸就不會是好戲了，感謝主賜下這麼好的老

師協助我們，我也捨不得這麼好的人流落到神國的

門外，願所有同工齊心協力「搶救」她，使她有一

天也能成為我們主內的姐妹。 

黃 老 師 的 兒 子 陳 敬 文 ， 英 文 名 字 叫 ”Eric 
Chen”，與我兒子相同。我倍感親切。可惜我兒太

早蒙主寵召，如今已回天家安息，我曾在流淚谷

中，幾度以為自己活不下去了，但「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 118:17) 願

我們的短宣行，能帶給台灣基隆的同胞們「秋雨之

福」！  

 
(3)東非烏干達短宣 

--- Dustin & Valene 

Our missions trip began with traveling for 
28 hours starting in San Francisco, then 
through London and Kenya, and finally to 
Uganda.  We were a part of a team of 8 
people consisting of members of Valene’s 
former church, Chinese Commun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CCUMC) in 
Oakland.  The ages of our team ranged 
from us, who are in our late-twenties, to a 
few others who were already retired.  
Though this was our first time visiting 
Uganda or even Africa for us and most of 
our team members, we were comforted 
that our team leader, Aeri, had experience 

traveling to Uganda for the past 12 years.  

We spent most of our time in Kumi, Uganda which is 
a small town in northeastern Uganda.  In Kumi we 
worked alongside a locally established and run 
ministry called Youth and Child Visionary Ministries 
(YCVM).  This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about 10 
years ago and consists of four primary 
leaders—Silver, Grace, Patrick, and Emanuel 
(nicknamed Ema)—, a number of board members 
(including two pastors), and a Praise & Worship band 
that play traditional African instruments and consists 
of about a dozen members. 

YCVM is a local Christian effort to care for the 
vulnerable and orphaned children of Kumi and its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children, YCVM sponsors the 
orphans to go to boarding school (the common 
practice in Uganda) to receive an education so that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and 
rise above the disadvantaged life dealt to them.  
YCVM believes that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s 
vital to the health and future of Uganda.  YCVM 
also shares the hope and joy of life in Christ with the 
people of Uganda through Praise & Worship (and 

 
[From left to right: Grace, Ema, Silver, Valene, Dustin,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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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ing, lots and lots of dancing!).  The YCVM 
band and team members travel to villages, schools, 
and even local prisons to share God’s love. 

YCVM’s future goals include sponsoring more 
children, providing housing to the children when 
school is on holiday, and to build its own boarding 
school that exemplifies and teaches Christian values.  
We were able to visit and meet some of the YCVM 
sponsored children on this trip.  We were also able 
to see the house that was built for the children.  The 
basic structure is complete, however, plumbing and 
electricity need to be put in.  Then, once the 
windows and doors are installed, the children can 
start to live in the house.  One of the main missions 
of this trip was to help build the school.  Two years 
ago, YCVM received enough money to purchase the 
land for the school and build the foundation.  The 
school had not been worked on further until we had 
arrived.  By the time we left, half the school had 
brick walls reaching to window height!  They will 
continue to build the school until the money runs out.  
They do not have money to finish the school, but they 
continue to have faith that God will provide the 
resources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the school. 

Every day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in Uganda.  
We were in awe not only at how we saw God 

working in the lives of the Ugandan people and the 
members of YCVM, but how God took what little we 
thought we could offer and used us for great things.  
God had revealed his glory and his work to us so 
clearly, that by the middle of the trip, we were 
starting each day in expectation of God to do 
something wonderful, amazing, and miraculous that 
day.   

One of these experiences happened early on our trip.  
We were discussing the schedule with the YCVM 
team and found out that they would like one of our 
team members to share a message for Sunday 
worship.  Though before the trip, we were given the 
advice to be flexible, we didn’t expect to be asked to 
preach a sermon for two worship services.  At first, 
two of the older team members decided to share the 
task and share a testimony or share an encouraging 
word.  One of the YCVM team members revealed to 
us that the theme of the recent messages at church has 
been about “grace” and “salvation”.  Once Dustin 
heard this, he sighed and said to himself, “Oh, gosh.”  
You see, first of all, when it was requested for 
someone to speak at church, Dustin felt that they 
weren’t asking for a testimony or sharing, but felt that 
they were expecting a bible teaching type message.  

Because he had already prepared a 
devotional for the team that was about 
“grace” and “salvation”, he knew that God 
wanted him to speak, and all he needed to 
do was tweak his devotional into a 
message.  Dustin was very anxious about 
speaking in front of so many people, but 
felt that God’s clear call was enough to 
make him take a step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Valene sensed Dustin’s nervousness 
and became his personal prayer warrior up 
until Sunday morning.  When Dustin 
spoke during the worship service, God 
filled him with His words and His 
message, and he felt at ease.  Six women 
got saved and gave their lives to the Lord 

that Sunday morning.  The next Sunday, D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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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ched the same message in a local prison.  About 
forty prisoners accepted Christ that day.  We were 
completely humbled and in awe at how God used 
Dustin to preach His gospel and save lives.  How 
awesome is our God!   

Another special experience happened on our two year 
anniversary, which we celebrated in Uganda on July 
14th.  On this particular day we had two things to 
do.  First, in the morning we went 
to the site of the YCVM’s future 
boarding school and helped wor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building.  Second,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an all girls high school 
to do worship and to share the love 
of God in our lives.  Before going 
to the school our team decided to 
have someone share his/her 
testimony to these high school girls.  
Valene felt God tugging on her 
hear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day that 
she should share.  She personally 
does not like to talk in front of 
groups of people, especially a whole 
high school of people.  However, 
Valene knew that God would be doing amazing 
things that day and knew that she needed to allow 
Him to use her in the process.  During the one hour 
ride there, Valene began to get very nervous, so much 
to the point that she had trouble breathing and felt 
like she had a stomachache.  Valene really had to 
call out to God to be her comfort and peace.  When 
we arrived at the school, Valene quickly learn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400 high school girls waiting for us. 
Although she was still nervous, she no longer felt 
sick.  She allowed herself to dance and sing during 
the Praise & Worship time and felt truly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re’s nothing like dancing and 
singing at the top of your lungs for God!  Once the 
music stopped, Valene was introduced and invited to 
share.  She truly felt at peace and surrounded by the 
love of all those around her as she talked.  Valene 

knew that worshiping together had brought such a 
sense of community into the place.  She was able to 
share about her insecurities as a female, and how God 
continues to remind her that she is His daughter and 
His wonderful creation.  That afternoon, through 
God’s amazing power, we had the privilege of seeing 
over 150 girls give their lives to Christ.  We felt 
God’s presence in that place in such a powerful way. 

Our time in Uganda was filled with so many 
emotions and moments: magical, transforming, 
heartbreaking, and inspiring.  Above all, it was truly 
God centered and God powered from day one.   

If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YCVM, you 
can go to the website www.ycvm.org .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ng directly to the organization can also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Also,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to help sponsor children.  

We know God wants us to go back to Uganda.  We 
don’t know when, but it will be in God’s perfect 
timing and will.  Is God calling you to Uganda?  
Please pray about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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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共賞 

十月的天空 李紡 

最近看了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這部影片，

心中有很多感觸，願與大家分享： 

 

這部影片是描述 1957 年代，在 West Virginia，

無 人 不 以 挖 煤 礦 為 生 的 小 城 故 事 。 在 這 個 叫

Coalwood 的小城裡，劇中主角 Homer Hickam Jr. 
和他的三位高中死黨，如何排除學校、家庭以及社

會的攔阻，不屈不撓的奮鬥毅力。當然還有一直鼓

舞他們的恩師，Ms. Reily，使他們在中輟後，還能

東山再起，最後贏得科學展覽會的冠軍。載譽歸鄉

之後，那極力反對的父親，終於軟化，出其不意地

出現在他們試射火箭的地方……結局相當溫馨感

人。 

飾演”rocket boys”的四位明星，有的後來成為汽

車 經 銷 商 ， 有 的 是 保 險 經 紀 人 … 但 演 Homer 
Hickam 的 Jake Gyllenhaal 則名符其實地成為太空

總署的工程師… 

在劇中令我最感動的是：Homer 的母親在他父

親百般反對下，柔情勸說無效，就改以「不支持即

離婚」來威脅，迫使她的丈夫轉而支持兒子….女
為弱者，為母則強，此乃一例。 

聖經裡一再地教導我們「你們做父親的，不要

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

們。(弗 6:4) 但是仍有很多的父母不斷地惹兒女的

氣，而且還理直氣壯的說「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

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弗 6:1) 並且堅

持要先做好弗 6:1，再談弗 6:4。不知你是否也有這

樣的堅持，那就曲解聖經的精意了。 

我常想：我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為什麼

每個人的性向有這麼多的差異？是上帝在每個人

的體內安置了不同的 DNA？我們是否因勢利導比

較能順服神的旨意？ 

我們聽過很多成功的故事，每位成功者後面都

有一位偉大的媽媽：所以姐妹們，神託付給我們的

是重責大任呀! 上一期芥菜子刊登李依仁姐妹寫

的「早晨的奶茶」，她一步步有耐心地帶領她的兒

子親近神，真是我們的榜樣! 

有一次有人訪問 Bill Gates 的父親：「你養大這

麼優秀的兒子的秘訣 (Secret) 在那裡?」，Bill Gates 
老爸的回答既幽默又有真理：“That is really a 
secret!” 

一切都是神所賜的，我們必須「順天承命」， 

謹守祂的誡命，盡我們當盡的本分！  (傳道書

12:13)  

 

人生感嘆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唐健 

二十年前，婆婆（先生的母親）在臺灣過世以

後，由於公公（先生的父親）的兒女們都住在美國，

所以他決定搬到美國來，在五位子女家輪流居住。

我們以前住在芝加哥時、及搬來加州後，每隔一段

時間，公公便會來我們家住一陣子。上次來時，雖

然公公已屆九十六歲高齡，但是仍能住在樓上的臥

房中，每天上下樓梯數次，並在庭院中散步。  

去年年初時，公公本來住在芝加哥的小妹家

中，因不慎跌跤，右手肩骨受傷，行動不便，小妹

打電話來說，她無法再照顧他。於是先生便打算去

芝加哥把公公接來與我門同住，以方便照顧。當時

我的母親因跌傷腿骨，正住在療養院中，她不吃西

餐，我必須每天送中式食物給她，父親獨自一人在

家，很覺孤單，希望我常去陪他。我兩歲多的小孫

女，也常常需要我照顧。兩老一小已使我感到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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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憊，先生還要把公公接來，真使我有不甚負荷的

感覺。但聖經上說：「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於是我常常禱告，求主賜給我力量及順服的心。 

公公未來之前，我們先將樓上臥房中的床、及

衣櫃等搬到樓下的房間中，因為公公已不再能爬樓

梯了，又將浴室中裝置些老人用的設備，以方便他

使用。一切準備就緒後，先生便啟程到芝加哥去接

公公。他們返抵灣區的那一天，我開車到機場去接

他們，見到公公坐在輪椅上，由先生推著走出機

場。公公的右手，因受傷綁著吊帶，面容比以前蒼

老許多。他來後，每日起床、穿衣、上廁所等，都

需人幫忙，先生細心的照顧他。我負責膳食、採購、

打掃、清理等工作。後來公公的肩骨逐漸復原，但

這次的跌傷，使他的元氣大傷，他讀書看報的時間

比以前減少，高談闊論的興趣也降低；相反的，睡

眠的時間增加。他的胃口還好，喜食軟的東西，頭

腦也很清楚，想吃什麼就會告訴我，以便為他採買

及烹調。為了避免他再跌跤，先生和我必須輪流看

守著他，如要出門，也須輪流。 

幸而，去年春天，我的母親康癒出院返家，父

親有母親陪伴，不感寂寞，平日請人照料他倆，我

只需週末來看望他們，他們兩老至今尚稱平安，感

謝主。小孫女則入學 Pre-school，我每星期只需照

顧她一天，能夠常常看到她、陪著她成長，是主賜

給我的恩典。 

去年聖誕節之前，先生在東岸的兩個弟弟，建

議接公公去共渡假期，公公也很想與他們兩家的子

孫們相聚，於是先生便陪伴公公坐飛機去東岸。節

期過後，先生單獨返回加州，公公則留在東岸，打

算在那裡多住些時候。 

今年二月初時，東岸的大弟打電話來說，公公

吃過晚飯後，神色看起來不好，他立刻打電話給

911 求救，911 的人員雖立即趕到，但公公已經走

了，享年九十九歲。一星期後，我們全家到東岸參

加喪禮，公公的所有兒孫們，都從各地趕到，參加

追思禮，並送公公最後一程到墓園。墓地是二十年

前婆婆去世時就買好的，從此公公就與婆婆長眠在

那裡。 

回想去年的一年中，感謝主賜給我力量及耐

心，使我能幫助及陪伴先生渡過三百多個辛勞的日

子，並且周旋在三老一小中，沒有被壓倒。我願將

未來的日子，都交在主的手中，做討神喜悅的事，

並為主傳福音。  

 

教會生活  

信實小組的團契生活 
秦若愚代筆 

我們教會今年的主題是『作主門徒』。那麽、

怎樣做才算是作主門徒了？按使徒行傳二章 42 節

說，門徒「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

餅，祈禱」（42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所謂「遵守使徒

的教訓」，就是聽從主的教導，並將祂的教導在我

們生活中實踐出來。而「彼此交接」，從英譯本字

面上解釋，就是團契生活的意思。引伸來說，就是

在主裏成為一體，在靈裏有關心和分享。「擘餅」

即主所設立的聖餐，為的是吩咐使徒要藉著它去紀

念祂的救恩；「祈禱」是我們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事，而教會更加是禱告的群體。禱告最重要的

意義是敬拜神，使神的名得榮耀。禱告讓我們對神

有愛的流露的機會。禱告更讓我們充滿信心和能

力，使我們事奉更輕省。 

為了學習作主門徒，我們 Pleasanton 信實小組

在過去幾個月裏，也增加了不少彼此交接的機會，

茲分享如下。 

(一) 電影分享 

今年三月初，Jessie 在別間教會的朋友向她推

薦了一部電影，片名為「Fireproof」（中文譯名為

「消防隊員」）。故事的主角為一名消防隊長，他

經常帶領他的隊員們冒著生命危險，面對每一個挑

戰；然而，他的婚姻卻落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嘗試

以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卻一薵莫展。後來他怎

樣做才能挽救他的婚姻呢？容我在這裡賣一個關

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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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看過此片後，非常喜歡，並決定邀請信

實小組的弟兄姐妹在一個周末到我們家一起觀

看。到來的有王讚成、王佑瑜一家，傅祖國、柯惠

珍一家、並高歡姐妹及她的兒子。出乎意料之外，

除了我們這些「家長」外，那些「少年人」也加入

行列，一起觀賞，還看得頗投入呢。 

當晚，一伙兒還一起包餃子來大塊朵頤，並為

高歡姐妹慶祝生日，最後才盡興而歸。 

感謝神，讓我們透過這一部電影，更能面對我

們婚姻的問題、更能明白愛的真諦、更能體會神的

愛。 

（二） 天使島一日遊 

四月的某個星期六的早上，信實小組的徐昇洲

和黃一文一家、鄭仁夫和黃美雯 （Robert & Betty）

一家、黃師母、我的姪女、和我們一家，相約到天

使島 (Angel Island) 踏青去。那天陽光璨爛。當渡

輪離開舊金山，徐徐開往天使島的途中，真被週邊

的美景所吸引。那些跟我們一起前往的年輕人，彼

此鬧笑著。真不敢置信，眼前的天使島，就是曾經

囚禁過多少越洋來美的中國人的地方。多少年了，

這一篇篇的血淚史，才得到政府的正視，卻能洗去

多少唏噓？ 

因為天使島是州立公園，在我們底達碼頭之

後，我們便能以一美元買到天使島有關之地圖。我

們在選定好路線後，便馬不停蹄地開始我們的健行

（hiking）了。雖然，在午後天氣開始炎熱，但所

幸所走的羊腸小徑，斜度並不高，對師母來說，還

是應付有餘。沿途上，綠草如茵，幾年前給山火燒

過的地方，也續漸翠綠起來了。好不容易，午後不

久，便到達全島之頂峰。這時，才明白詩人「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意思。我們一起享用自備

的午餐之時，也一邊盡收眼底下之美麗風光。因為

天使島位於舊金山灣，所以，Marin County 的

Sausalito 和 Tiburon、舊金山、金門橋等景色，一

目了然。在蔚藍的晴天下，加上碧波上星羅棋布的

帆船，真是美不勝收。 

午餐後不久，我們便要踏上歸途了。透過這次

郊遊，我們組員間相互了解更深。也希望我們能有

多些這一類的交誼活動。 

(三) 美國獨立日特別小組聚會 

今年的國慶日剛巧是在星期六，很多公司都沒

有長周末假期；所以，信實小組的大部份的弟兄姐

妹都留守家中。有鑑於此，乃臨時決定邀請小組各

弟兄姐妹在國慶日到我家 Potluck 以歡度國慶。此

外，還準備了一個神祕遊戲，盼能增加氣氛。 

是日，除了 James & Alice Tsai 一家、Alex & 
Helen 一家、和楊斌弟兄（李憶楊姐妹人在上

海），其他的弟兄姐妹們都來了。算算人數，包

括我家、黃牧師和師母、Matt Phu 和 Joanna Yee,
當晚人數竟達 36 人之多。 

當晚飯完了之後，便開始神祕遊戲－QUIZZES 
（問答遊戲）－內容包括聖經、醫學、藝術、地理、

語文、數學、歷史等。將電腦、投影機和投影幕放

置妥當後，便將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分為四

組。遊戲規則是爭答一百條題目，以得分最多之小

組為勝。開始後，每個人都非常投入，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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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都達至忘我境界，年齡界限已不復存在，長幼之

分也無關重要。搞笑之聲此起彼落，多少次捧腹大

笑，多少次笑出淚水來、多少次哄堂大笑、人仰馬

翻，真是濟濟一堂，其樂融融。感謝神，透過這一

次活動，讓親子間的關係拉近了，也讓兩代之間、

「打成一片」、彼此了解更深。  

 

警示燈 
魯鈍 

最近葉傳道以保羅對老底嘉教會的勸誡，提醒

我們檢視自己的靈命與教會的成長，讓我們警

覺到「老基督徒」可能因為安於既有的教會

生活，靈命停滯不前而不自知，也可能是

忽略了聖靈的提醒，一心按照自己的意

思去服事，榮耀自己的潛在欲望更甚

於榮耀神。 

這令我想起去年某次聖餐禮拜

時，一位姊妹的分享見證。大意是她

因為忙碌，對於新車上的胎壓警示燈

一直視而不見，認為是車子有問題；直

到許久以後開去檢查，才知道車胎一直有問

題，若非神保守，可能早已釀成大禍。 

而在屬靈的道路上，我們也常常會看見「警示

燈」，只是我們往往不以為意，甚至視而不見。 

以前認識一位主內肢體，此君十分投入教會事

奉，熱心帶人歸主，然而果效不彰，也有許多弟兄

姊妹對與其同工敬謝不敏。為什麼？因為他一意孤

行，經常用嚴厲的話語指責同工服事不力，或者對

初來乍到的新朋友緊迫盯人，一再追問為何不來聚

會、不參加受洗班、不多參與服事… 。久而久之，

弟兄姊妹對他可說是避之唯恐不及。 

曾經有弟兄姊妹婉言規勸他，希望他不要這麼

尖銳，有時可以委婉一點，並且多體諒他人的難

處；這位弟兄則堅定地認為，服事就應勇往直前，

認為自己的長處就是直爽，認為其他人要他委婉就

是虛偽，不是「用愛心說誠實話」；他更認為，不

全力加入服事或者不立刻受洗就是不屬靈。 

至於他人的好言相勸乃至於自己的事工果效不

彰，他更認為完全是魔鬼的攔阻。 

聽說他換過幾個教會都是如此；而直到我離開

那教會時，他還是與人格格不入，並且經常抱怨其

他弟兄姊妹服事不力。 

這位弟兄就是忽略了各種的「警示燈」。而很

不幸地，這種狀況並不罕見，而且愈是資深的、服

事愈重的基督徒愈容易犯。 

為什麼溺水的許多都是游泳好手？因為他們自

恃水性佳，對「水深危險」的警告牌經常相應不理； 

為什麼出車禍的不少是職業駕駛？因

為他們以為路況熟，對「減速慢行」的

告示往往嗤之以鼻。 

我們資深基督徒呢？面對弟

兄姊 妹 的 建議 、 提 醒或 是 疏

離，是認真地當成警訊，到神

面前靜心、虛心禱告，求神引

領，還是暗自以為「你不過剛

加入三個月，殊不知我在這教

會已經卅年了」、「我聖經讀過幾

十遍了，你不過是個初信者」、「我們一

切服事都有專人負責，該做的事情都有在做，不需

要窮操心啦」… 

老底嘉教會忽略神的教導與提醒，成為看似富

足實則貧乏的，不冷不熱的教會。我們是否也應當

時時謙卑地回到神面前，倒空自己求神引領，而不

是先有自己的想法，再去找適當的經文來背書保

證？ 

更重要的是，當自己所看重的、希望的服事沒

有確切得到神的印證，甚至已經出現若干警訊時，

我們是否還要一意孤行？ 

求神給我們力量，讓我們能明辨神的提醒，以

合神心意的意念，做蒙神喜悅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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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上時代－IT 專欄  

網路安全與 PowerPoint 簡介  
媒體資訊部  

八月初全教會擴大同工會時，有弟兄姊妹提出

兩個與媒體資訊部門相關的建議：一個是希望能提

供大家一些關於網路與電子郵件安全方面的資

料，一個則是希望能夠開辦簡報軟體 PowerPoint
的課程。  

在網路安全方面，我們特別從網上選擇了一篇

文章，其中對相關內容有深入淺出的解說，供弟兄

姊妹參考。也歡迎弟兄姊妹直接去該網站，透過連

結參考相關的範例。  

在 PowerPoint 方面，有鑑於每個人使用的軟體

版本不同（例如 2000, 2003 或 2007；另外還分英

文、簡體或繁體中文），大家的程度與需求也不一

樣，加上教會沒有適當的場地設施，我們實在很難

為弟兄姊妹開設課程；但是我們仍提供一篇文章，

希望能讓有意將 PowerPoint 軟體應用在教會事工

上的弟兄姊妹作為參考。  

◆◇◆◇◆◇◆◇◆◇◆◇◆◇◆◇◆◇ 

 

網路安全守則  

為了電腦使用上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困擾，

如果能善加運用以下的守則，那麼更

能增進您網上個人資料的安全性。  

• 務必安裝防火牆 

防火牆可分為兩大類：硬體防

火牆與軟體防火牆。 

大多數無線網際網路路由器都具備防火牆功

能，但仍應安裝軟體防火牆，以提供更周全的保護。  

• 務必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加以更新。 

光是安裝防毒軟體並不夠。病毒碼會不斷更

新，因此最重要的是定期掃描系統及更新軟體，確

保防護措施維持在最新狀態，並且能發揮功效。  

• 在線上購物時，應選擇安全的網站，

避免進入不安全的網站。 

您可以檢查網址開頭是否為 https:// 來判斷網

站是否安全：這是有加密的安全性網站，常在銀

行、證券、購物網站中出現。  

若網址開頭為 http:// 則表示是在一般性的網

站，若您在這種網站線上購物的過程可能遭人「竊

聽」。  

您還可以檢查瀏覽器視窗右下角是否有一個安

全鎖圖示。  

請勿透過不安全的連線提供信用卡卡號給他

人。  

• 切勿任意按下連結。 

如果您收到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要您「按下連

結」時，請先弄清楚其中的「連結」究竟指向何處。

只要將滑鼠指向連結，便能在瀏覽器下方看到實際

的網址。 

您也可以在連結上按一下滑鼠右鍵，複製其網

址，然後貼在記事本或 Word 文件中進行檢視。 

請不要按下任何可疑的連結。  

• 切勿轉寄連鎖信。 

許多專業垃圾郵件散播者會四處散發連鎖信，

藉此收集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一旦您將連鎖信轉

寄出去，垃圾郵件散播者便可確認您的電子郵件地

址仍在使用，然後您將會收到更多相同來源寄來的

垃圾郵件。甚至許多秘密反而是謠言，應多加查證。  

• 選擇一個長而好記的密碼。 

選擇一個好的密碼，不要與其他人共用，若有

問題發生的癥兆就更換它。 

密碼的長短不拘，並且可以包含空白、符號或

數字。 

有這麼多的組合方式，您應該選擇一個對您來

說簡單好記，但別人卻無法想到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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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公司都不會主動在 email 或電

話中詢問您的密碼。 

如果您遇到這樣的狀況，請假設它是詐騙行

為，並且不要回覆。  

• 請謹慎小心。 

任何人都可以註冊 ISP 帳號，而且 email 使得

任何人都可以傳送訊息給任何人。請勿假設來自於

某人的信真的就是他們寄來的，email 的寄件人是

可以假造的。 

例：我就曾收過某出家師父寄來的信，宣稱某

酒店新張，多好玩等等．．．，沒幾天，就來電要

求我去解毒了；想當然爾，那封信當然不是那師父

寄的囉。  

• 詐騙事件眾多。 

詐騙的方式很容易取得您的個人資料。最常發

生的詐騙行為就是假的登入頁面或者以 email 詢問

您的密碼、信用卡號碼或其他較敏感的資料。請不

要理會這些 email 或者檢舉您認為可疑的事件。  

• 了解您的軟體。 

惡意的軟體（例如：病毒、木馬程式或蠕蟲以

及間諜軟體）經常偽裝成合法或有用的軟體。 

在下載或使用新的軟體時請考慮清楚，尤其是

主動要求您下載或使用的軟體。  

• 使用防毒軟體。 

防毒軟體可在您的電腦受影響之前，防止大部

分，但非全部的惡意軟體。但請注意，防毒軟體無

法防止間諜軟體。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裝了防毒軟體還會中毒？ 

我回答不知多少人多少遍了，家裏有裝鎖就一

定不會遭小偷嗎？ 

每台車都有防盜鎖，失竊率仍是居高不下！ 

安裝了防毒軟體，總比門戶大開要好，也總是

可以提高不少安全性的。  

• 持續更新您的軟體。 

經常檢查您的作業系統、瀏覽器、即時通訊軟

體或其他程式的更新情況，或者安裝自動升級軟

體，可以防止很多問題的發生。  

• 使用共用電腦後請清除紀錄。 

如果您與他人使用同一部電腦，不論是共用電

腦或者個人設定分享使用，請注意不要勾選「記住

我的帳號」，並且記得使用後一定要登出。 

您也應該學習在使用共用電腦上網後如何「清

除快取資料」。 

請記得，使用共用電腦的風險比使用您的私人

電腦更高。 

例：兔兔某次上課，教完網路電話，隔天，女

學員就接到奇怪的電話並回報反應，原來是在電腦

教室使用後忘記登出，讓人有可乘之機，不能不小

心。  

• 維護網路安全人人有責。 

一起身體力行，了解各項風險及保護自己的方

法，我們更能享受上網的樂趣並且減少發生問題的

機會。  

本文出自「兔兔電腦教室」Blog，原文連結為

http://sbonny.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_16

.html謹此致謝。  

 

◆◇◆◇◆◇◆◇◆◇◆◇◆◇◆◇◆◇ 

 

淺談 PowerPoint在教會事工上的
運用  章志彬 

PowerPoint (PPT) 可以囊括文字、圖像、聲音

與影片等多種媒體，是近年來相當流行的簡報軟

體。原本它主要被使用於辦公室簡報，但由於家用

電腦特別是可攜式電腦的普及，使得一般民眾也有

機會接觸到它；加上 PPT 易學易用，且可相應配

搭的數碼影音工具如數碼相機、錄影機等等也不再

只是專業器材，而逐漸走入了一般家庭與機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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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PPT 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教會事工的一個重要輔

助工具。 

PPT 的功能 

PPT 到底有哪些功能？簡述如下： 

一 文字呈現：可將文字資料一次或分項逐條

呈現出來。 

二 圖像呈現：除了放映照片與插畫以外，也

可以一次或逐步呈現表格、統計圖表等等視覺化資

料。 

三 錄音播放：可在特定地方插入聲音檔案，

如播放訪談錄音或音樂；亦可在全部或部份播放程

序當中播放配樂、音效或旁白。 

四 影片播放：可插入事先製作好的影片，在

放映時點選播放，或設定自動播出。 

五 動畫功能：可利用預先準備好的材料如圖

片或插畫等製作簡單動畫，適用於教學示範。 

六 互動功能：PPT 可以透過動畫效果來製作

成互動式的題目，如連連看、選擇題等，並且依照

使用者的反應（答題）作出不同的回應效果。 

七 置入連結：PPT 內可放置連結，點選開啟

預先製作好的其他檔案（文字、視訊等）；若有網

路連線的話，還可在播放時連到相關網頁。 

八 自動或手動播放：綜合了以上全部或部份

功能的 PPT 檔案可以用手動方式播放，簡報者按

照自己的步調與現場反應決定播放的節奏；亦可設

定自動播放，檔案開啟後即按照預設時間從頭播

出。 

PPT 的使用概況 

以目前一般的教會事工來看，PPT 適用的場合

有： 

一 主日敬拜：將詩歌歌詞、講章與相關經文

以及報告事項投射出來以利會眾參考閱讀。目前最

常見的就是用於詩歌敬拜。 

二 主日學課程：將課程大綱與輔助材料綜合

後於課堂播放，使教學方式多元化；亦可將課程綱

要的 PPT 放在教會網站，作為遠距教學輔助教材。

（前述的互動功能雖可用於一對一教學尤其是幼

兒課程，但因製作過程繁瑣，一般教會較少使用。） 

三 特別活動：例如歷史回顧、事工介紹、紀

念會、歡送會等，將相關文字、圖像與影音綜合播

放，豐富活動內涵之外，也可使現場氣氛更生動活

潑。 

規劃使用要點 

所謂的「媒體」，顧名思義就是傳達信息的媒

介與載體。媒體再怎麼好也只是工具、橋樑，而不

能取代信息本身。因此當我們在考慮使用一種媒體

時，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該不該用」、「能不能用」

與「好不好用」。 

或許您已經注意到在本文第一段就提到，PPT
是一種「輔助工具」。既然是輔助工具，就應該要

確定「用了比不用好」。無論是在教會內外，現在

有許多人都認為只要有就該用，否則就是跟不上潮

流；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假如用了耗時費力又徒增

麻煩，那還不如不用。 

在考慮使用 PPT 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 呈現內容：所要呈現的內容如果比較複

雜，需要分層次顯現，甚或需要輔以不同類別的媒

介如圖片、影音等的話，就可考慮使用 PPT；反之，

大量卻形態單一的內容，例如讀書會當中的文章分

享，直接發放文字資料可能就比把冗長文章打在投

影片上要適合且方便。 

二 使用者與呈現對象：PPT 可用於單向的，

一對多的演示，亦可用於使用者自行操作的互動教

學，或者自行觀看的自動播放。假如只是簡單的演

示，只要簡報者懂基本操作即可；但若是要使用者

自行播放或者進行互動教學的話，就要考慮使用者

的年齡與技術背景。 

三 場地器材：公開播映方面，需考慮投影機

的投射亮度與距離是否符合需要。有些小型投影機

適用於小教室或會議室近距離播放，若拿到大廳堂

亮度與畫面尺寸就可能不足；若為簡報者自行操作

的話，也要考慮電腦配置的位置是否便於簡報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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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以本教會大堂為例，電腦安裝在大堂後側錄音

室，安裝遙控器時就得配置加長天線，否則前台講

員無法操控。此外，若需播放音像材料，更要考慮

周邊的音響器材能否支援。 

若是交由使用者自行播放或互動學習，則需先

瞭解使用者是否有相容版本的軟件，以及電腦器材

硬體規格是否足夠。目前最普遍的 Office 版本 
(PowerPoint 是微軟 Office 套裝軟件當中的一樣) 
是 Office 2003，但使用 Office 2000 的仍不乏其人；

而現有最新版為 Office 2007，2010 年更可望有新

版本問世。用舊版製作的檔案新版通常可以播放，

但若使用者的版本較舊，播放時就可能出現問題，

甚至根本無法開啟檔案。 

四 製作成本：除去購置軟硬體所需的金錢以

外，這裡要提醒的是製作的時間成本。相對於傳統

媒體（如書面資料、黑板白板、透明投影片等）或

者單一媒體播放（如直接放 CD 或 DVD、錄影

帶），PPT 需要花費的前置規畫與製作時間通常較

多。假如某個簡報是為了具有特殊意義的活動，一

次播給很多人看（好比說教會週年感恩聚會），或

是可反覆使用（如主日學課程），且內容多樣，不

用多媒體難以表現的話，花費時間心力製作 PPT
自然有其價值；反之，假如內容單純，使用人數少，

未來再次使用機會有限的話，不妨考慮使用其他媒

體。例如說十幾個人在副堂聚會唱三首詩歌，與其

花時間製作 PPT，倒不如直接發詩歌本或樂譜，或

者拿教會現有的傳統透明投影片來得有效率。 

設計與使用原則 

對於知道基本操作的人來說，製作一份可用的

PPT 簡報或許並不難；但若想要在傳播效果上有所

提升的話，不妨注意以下原則： 

一 背景要單純：無論要呈現的是文字、圖片

還是影音，背景畫面或色彩都應該以「綠葉襯紅花」

為考量，避免喧賓奪主。使用圖片的話，若與主題

信息相關，則可收畫龍點睛之效，但是切記不要太

搶眼；若使用顏色的話，則可考慮對比較強烈的色

彩，以凸顯內容，讓觀眾看得更清楚。但仍以素樸

為佳。 

二 方向要正確：人類的視覺動線是從左到

右、由上而下。因此在安排文字的走向與動畫的進

出時，若能盡可能按照視覺動線的話，觀賞的人就

會覺得跟潛意識中預期的走向相符合，從而感到自

然順暢；反之則可能感覺彆扭。 

同樣的道理，假如是現場有講員主講，PPT 只

是輔助的話，講員應盡可能站在銀幕的左方，如此

觀眾才會自然而然地將目光焦點集中在講員身

上，只在講員指引（例如使用雷射筆）銀幕時才會

注意看 PPT。當然有時候受限於場地設計可能無法

達到，就只有靠講員自己在簡報技巧上多作加強，

以適當地吸引觀眾注意力了。 

三 效果要一致：PPT 可作許多種不同的字型

設定，也可安排各種播出效果；然而選項多並不代

表製作者一定得照單全收。如同前述，信息的傳達

仍以信息本身最重要，適當的字型變換與播出特效

可以增加新鮮感並吸引觀者注意力，但若過份花俏

就會使觀眾眼花撩亂，減弱了對於信息本身的注意

力。 

以專業設計（註一）的角度而言，一份 PPT 簡

報中最好不要使用超過兩種字體（例如大標題用黑

體，內文用明體 ）過多了版面很容易顯得雜亂；播

出效果（如文字飛入飛出或淡入淡出以及相關音效

等）也應該從頭到尾一以貫之（這些都是筆者在就

讀聖荷西州大教學科技研究所，學習媒體輔助教學

製作時，系主任耳提面命的要求）。不過本段所述

原則主要是用於在比較正式場合如主日敬拜或成

人主日學對大人使用時，若是以娛樂為目的（如婚

禮、歡送會），或是給小朋友看的東西，考量可能

就不同了。 

附帶一提的是：由於設計製作所用的電腦未必

就是播放的電腦，因此特殊的字型與特效愈多，愈

可能在播放時出問題（註二）。不同的字型就算點

數相同，所佔的空間也未必一樣，因此字型變動很

可能會影響到整體版面設定；新版軟體特效比舊版

多，如果播放的電腦使用 PPT 的版本較舊，就可

能會影響播出效果。而這些問題通常不容易在播出

當場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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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字要簡明：PPT 既然是「簡報」，顧名

思義就是用來呈現內容綱要的。設計演示者要有一

個觀念，就是畫面文字無法完全取代演示者的介紹

內容。因此在設計製作時，要盡可能避免把大篇文

字甚或講稿原封不動地放上去。因為若密密麻麻地

放上成篇累牘的話，觀眾會沒有興趣看，而且也看

不清楚。即便是自動播放，也應該以旁白方式介紹

完整內容，畫面只逐條顯示綱要。 

若非得呈現全文（如比較長的聖經經文）的話，

也應該分段分頁顯示，而不是將所有內文擠在一個

畫面上。 

結語 

PPT 的使用日趨廣泛，教會弟兄姊妹有興趣者

可抽空予以了解，同工更不妨利用機會學習基本使

用與製作；然而媒體工具畢竟不應取代信息本身

（尤其是福音工作），使用前務必仔細計劃考量，

俾能以最佳的投資報酬率與設計規劃，達到最好的

信息傳達效果。  

註一 專業設計會因目的與對象而有所不同。

好比說純粹的美術設計以美感為第一要務，商業設

計則以凸顯主題、吸引觀者注意力從而加強印象為

首要目標；這兩者傳遞的信息量通常較為有限，都

可以使用比較大膽的手法來呈現。 

用於傳播與教育訓練的專業設計，則著重於如

何讓受眾有效地接收並且消化信息，因此使用手法

可能比較平實甚或平淡，但卻有助於大量信息的有

效傳遞。 

這幾種設計並沒有優劣高低，純粹取決於實際

需要。個人認為教會福音事工在本質上應該比較接

近教育與傳播，因此相對於商業設計或純粹的藝術

考量，教會事工跟教育訓練所考量的原則相似度應

該較高。 

註二 這種情況對於海外華人特別明顯，因

為使用者的電腦未必安裝了中文字型。要解決這種

問題，製作者必須在存檔時將該檔案內所用過的所

有字型都嵌入 (embed) 檔案中；但如此一來，存

檔所需時間以及檔案大小都將大幅增加。  

  

山人家的故事  

墨西哥遊記 君無忌 

今年，我們本來訂了

兩個星期的墨西哥假期。

一周是在四月份美墨邊

境，另一周是在七月中旬

到 墨 西 哥 南 邊 的 Cabo 
Sanlucas。 

年初有新聞報導墨西

哥邊境有很多毒品販賣交易，邊境非常不安全。但

是朋友說，應該沒事，小心點。我們猶豫不決。就

在三月底的時候，平時不太管事的阿莊，突然查看

我們的護照，發現他們三個人護照都過期了。加急

辦護照也是來不及的，還好發現得早，我們在限定

罰款日期之前取消了行程。一周後，阿莊的哥哥全

家也去墨西哥，在 Phoenix 轉機時就被留下來，因

為護照都過期了。他們只能改變計劃，租車去了大

峽谷。我們聽了，心中非常感恩，神用提醒使我們

減少損失。 

過了四月，就開始有了 H1N1 流感，每天都有

新聞報導，墨西哥是焦點。六月，兩次飛機失事。

這回，我們又猶豫不決了。去還是不去？去，是輕

狂？不去，是膽怯？我們要求小孩子一起在心中禱

告。禱告之後，大家都覺得應該保留行程，不能活

在新聞布下的恐懼裡，要相信  神會保守。 

Cabo Sanlucas 是在 Baja California 長條版圖上

最南邊的一個小城鎮，在太平洋和 Sea of Cortes 的

彙集點上。它有沙灘，有太陽，也有沙漠。它不是

最美的，但它是第二貴沙灘。我問我的墨西哥同

事，他說 Cabo Sanlucas 和 Cancun 都是很貴，因為

可以從美國直飛過來，不需要轉機。 

我們剛下飛機，就去租車。從飛機場 San Jose 
Cabo 開去飯店，一路上灰塵飛揚，兩邊都是沙漠，

樹木零星站立其中。總算看到有樓房，稍後就看到

了沙灘，稍稍感覺渡假的味道，但還是不確定這地

方是否好玩。直到開進飯店的汽車專用車道，從高

坡往下開去，美景盡收眼底。我們不約而同地驚嘆。 



 
芥菜子 秋季刊 第 23 頁 2009 年 9 月 

我們的飯店坐落在太平洋沙灘前，所有房間陽

台都可望見太平洋。飯店本身很有品味，可以用上

「雍容華貴」四個字。每個單位很寬敞，前後不會

擋住風景。飯店場地之大，客人進出都要叫像

Disneyland 的小拖車接送。就這一樣，就讓我很開

心，很過癮，因為我是不喜歡真的 Disneyland 的軌

道飛車。 

墨西哥還是相當的落後，即使是這個有這麼多

遊客支撐的旅遊聖地。開出飯店的汽車專

用車道，不管是往左或往右，都被叫做「下

角落」，就是貧民窟的意思。我們因為有

租車，也就常常開車去貧民窟的商店買東

西。 

這裡的商店不再像 Safeway，小小的

雜貨店，沒有冷氣，肉已經變了顏色，菜

也是奄奄一息的，全沒有新鮮的意思。我

們趁機給小孩子洗腦，比較美國是多麼富

裕和先進。其實心中也知道，我們大人亦

是被「寵壞」了。 

我們的飯店大部分工人都可以講英

文，雖然忙碌但很得體周到。聽說這裡的

服務生待遇都不錯，想進來受雇的還有常常的等候

排名。大老板是窮人出生，後來靠著賣渡假產品發

跡，但沒有忘本。他在飯店旁設立一座天主教堂，

與妻子再續盟約。他的妻子常去非洲，帶回來很多

藝術作品，以義賣的方式支持當地小孩的教育。我

們雖然未見其人，但這些故事讓我們多少佩服他的

行動，至於他心中的動機，只有上帝知道了，我們

實在不能判斷。 

這次我們帶阿莊的爸爸與我們同行。一路上禱

告交託，求神看顧。神也多有憐憫，公公是吃喝拉

撒睡，個個在位。好幾天都跟我們出去海邊，他讀

他的書，我們玩我們的水。其中一次，我們決定坐

船出航到最南邊跟太平洋相交的島上，想了半天不

知道怎麼把他帶上船。告訴開船的伙計說，我們有

一個「年紀大的」，需要他們幫忙拉一下。其實，

不是拉一下的問題。船在水中是根著海水上下浮動

的，而公公的推車在海邊的沙灘上已經寸步難行，

他的腿一站在水中更是動彈不得。要不是壯小伙硬

壓著船頭，硬把他抬上（挾上，拽上）船邊，我們

實在不知道怎麼來對付。而在這一上一下四個來回

折騰中，他這把老骨頭居然安然無恙，當然要感謝

神。 

我們所住的飯店可以在沙灘上玩耍，但被嚴禁

靠近海水。因為臨近太平洋，聽說一進入海水，深

度就下滑很多，非常危險。去年春假期間，就有十

幾個青少年如此走了，如

此 走 完 一 生 。 可 悲 ？ 可

嘆 ？ 年 輕 的 生 命 固 然 可

惜，但是，對於青少年那

種對誰都不買賬不愛聽的

態度也不敢恭維。而身為

家長，如果我們把我們的

這 種 責 任 拱 手 出 去 ， 以

為，反正講了也不聽；不

聽也很正常，現在的小孩

都沒幾個聽話的……那我

們無異是在放棄他們的生

命。肉體的生命如此，屬

靈的生命同樣；更可怕的

是，我們的生命在影響著他們的生命。 

我是一個不會游泳且怕水的人，所以雖然常被

我們小孩挑戰跳進水裡，但我還是有很多時間都是

在岸上，觀察人生。你會發現，在這麼單純的大自

然下面，膚色不重要，貧富也顯現不出，職業成就

無所謂，肥瘦美醜無關痛癢。這裡的人最多只能穿

一套游泳衣，了不起就是名牌，再外加一個鑽戒，

或許名牌墨鏡，名牌拖鞋。不知有沒有名牌太陽油。 

這裡關鍵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心

有多寬，你的心能裝下多少快樂和感恩。 

我想，有一天，我們站在上帝面前，也正像我

們今天站在沙灘上，我們赤裸裸的，毋須偽裝。上

帝會問：孩子，我給你一生，你盡力快樂渡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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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胡蔚萱  

最近好像沒有特別壞的消息，但美國經濟

還沒有完全復甦跡象。雖然道瓊斯指數一直上

升，但加州失業仍是 11.5%。人心惶惶不可終

日的大有人在。在這亂世中，我們基督徒應該

如 何 存 活 ？ 本 期 牧 師 藉 耶 利 米 先 知 來 提 醒 鼓

勵我們，只要依靠神，不能依靠人！  

整個夏天，我們教會有好幾組短宣隊，去

不 同 的 國 家 或 城 市 ， 為 神 國 傳 福 音 。 Valerie
和 同 伴 一 起 去 台 灣 ， 和 我 們 過 去 的 英 文 牧 師

Tim & Penny Lee 會合，在中原大學與其他年

輕人一起配搭服侍；中文堂的短宣組員也是各

個能力相當，我相信他們每個都有故事可講。

可 是 ， 當 我 問 祖 佑 是 否 可 惠 賜 一 篇 給 芥 菜 子

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李紡是全權代表。所

以，請仔細閱讀李姐的分享，除此以外，別無

分「文」。我們英文堂還有一對夫妻是去了東

非的烏干達。當 Valene 和 Dustin 結婚時，他

們 就 將 他 們 所 收 到 的 禮 金 奉 獻 給 烏 干 達 的 一

個孤兒院機構。今年，神給他們開門，讓他倆

親 自 到 那 邊 參 與 當 地 同 工 服 侍 當 地 孤 兒 。

Valene 一篇簡單的見證，神做工，讓超過 150
小孩歸在基督名下。Dustin 的短短講道，讓 40
多位犯人悔過，認基督為主。多麼奇妙！一個

小小的器皿，神可以用之成就祂的工作！  

傅琳的《喜樂的心是良藥》寫得正當時。

我催她寫搞已經好幾個禮拜，她都說定不下心

來。有一星期天，她和勝男姐走在一起，勝男

姐指著她說：她家著火了。我看傅琳的臉色，

不像家裡著火的，可是，勝男姐也不是隨便開

玩笑的人。接下來，就聽傅琳說，感謝神，她

家是真著火，燒了一半，人都安全，且有地方

暫住……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上帝呀，下次要

是我家也著火，袮也要給我這個喜樂的心，依

然開口稱頌袮！不過，我當時隻字不敢題稿子

的 事 情 － 她 家 都 燒 了 ， 更 定 不 下 心 了 。 誰 知

道，傅琳接下來的星期六告訴我，稿子已經依

妹兒給我了。打開一看，是講喜樂的心。  

傅琳的喜樂的心實乃不易，唐健姐妹的順

服和耐心也是練就出來的。她的《日子如何力

量也如何》分享在服侍公公的最後歲月中，神

對她特別的眷顧。  

神 對 我 們 每 個 人 的 眷 顧 不 只 是 試 煉 和 重

擔，請看若愚弟兄筆下的信實小組的團契生活

是多麼多姿多采，有吃有喝有玩！「多少次捧

腹大笑，多少次笑出淚水來」，你說，他們過

不過份？！你也想去嗎？  

非常謝謝志彬的勞苦，為我們介紹兩篇與

網路安全和媒體信息的文章，不管你是 High 
Tech 還是 Low Tech，相信志彬的專業解釋對

你都會有幫助。  

本期是今年的第三期，時間飛逝。作為主

編，我祈求過去的芥菜子曾是你的「健康屬靈

食品」，不是太枯燥，也不是太浮躁；也期望

未來的芥菜子仍是你桌上的「OPC」或是「深

海魚油」，每天必不可少，並且也略見你的心

得筆記。若你對芥菜子有何建議，請務必告訴

我們，那真是幫了我這個俗人一把。 

第四期：十二月出版：主題：我最喜歡的

聖經經節，歡迎你來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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