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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中得剛強
文 // 本刊專訪 古朝香松常委
每回松年部活動有幸和東排中會古朝香部
長同居一室，近距離觀看這位【小巨人】，她總
是笑容洋溢且無憂無慮，不時口唱心和手舞足蹈
開心的敬拜讚美主。精力旺盛頌揚主恩，深入了
解後才知她一路走來辛苦坎坷，原本幸福家庭一
夕瓦解。
丈夫一瞬間吐血，在送醫途中不治，當時她
才 46 歲，先生 50 歲，兩個孩子分別是 25 歲、
22 歲。支撐一家之主離世，她除了顧菜園外，
在台東山區要如何維生 ? 無法理解且傷心欲絕，
一度罹患憂鬱症與失心瘋，所幸教會兄姊透過關
懷、鼓勵，讓古長老願意逐漸走回人群，在詩歌
服事中找回自信與愛的連結。
畢業於花蓮保姆學校，天生有細膩心意，對
小朋友非常有耐心。上帝賞賜她有 9 個孫子女，

耳中彷彿飄來古長老嘹亮歌聲，她是用生命
唱出希望，用見證分享愛的最佳代言人。跟原住
民朋友相處最自在且單純，總是幽默沒心機，在
談笑自若中開懷唱歌就是簡單的幸福。

在一個個拉拔長大中也洗淨她的哀痛，一家和樂

每年的松年活動要從台東山區出來參加是浩

團聚就是她最大的安慰。平時勤讀聖經看新眼光

大工程，但能與松年朋友見面是最值得珍惜與期

書籍，讓自己跟得上時代潮流，當壓力很大時只

待的，所以會排除萬難跋山涉水出來和大家見面

要安靜禱告，力量就從神而來。最喜歡金國寶作

歡聚。銀髮族其實很適合去做 1 領 1 宣教活動，

詞作曲的【唱出希望】這首歌 :

因為神的恩賜都不同，只要能以身作則，用愛心

相聚在這個地方真是不簡單，多少個窮年累
月今天還能再見面。
經過了千里迢迢走過了萬里山，熬過了百般
試煉在此相互勉勵。

與真心去關懷陪伴，長者都會深受感動的。剛卸
下部長職務後最想和孫子們同歡唱，在唱唱跳跳
中領受到主滿滿的恩典。
每人都是神貴重的器皿，或許合用時機點不

嘿呀哪嘿呀伊阿嘿阿伊阿嘿，把我們的理想

同，但都有神奇妙作為，只要願意謙卑順服主

用歌聲唱出來，嘿呀哪嘿呀伊阿嘿阿伊阿嘿，把

必悅納。讓我們再次學習在軟弱中成為剛強的秘

我們的希望分享給每一個人 ˙

訣，相信主必成為最安穩且甜蜜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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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長者 / 同頌主恩
( 本刊訊 ) 人若能選擇【活得精采 / 老得慢 /
病得輕 / 走得快】，那是最幸福的寫照，或許留
給家人錯愕與不捨，但卻是滿滿的思念與信仰傳
承。耳邊彷彿還飄來前松年主委林齊弟兄爽朗的

扮農夫混入賭場破獲不法勾當，因嚴格執行規定
得罪黑道，慘遭歹徒持刀進入派出所刺傷。
警察生涯形象清新，影響孫子輩以【警察】
為榮為傲也想繼承衣缽。

笑聲，浮現一身雪白燕尾禮服的英姿，才拜讀完

看著孫子們成家立業，阿公時時成為最佳後

林齊弟兄的見證文稿，歷歷如眼前。突然傳來回

盾，生活中更是以【聖經話語】教導待人處世道

歸天家訊息，久久難以回神，那麼身強體健且毫

理。擔任社區主委多年及 25 年鄰長，是社區中

無徵兆，但深信神必有更大作為，我們願意全心

熱心公益的人物。無論是丈夫 / 爸爸 / 阿公或教

仰望並順服。

會的事奉角色，總是盡忠職守努力扮演，是大家

看著告別禮拜程序單內，林齊弟兄 86 年來

眼中的開心果，有他在就是溫馨與安心。

精采的畫面 : 遊遍世界各地 / 教會服事 / 警界退

退休後與牽手旅遊俄羅斯、中東、澳洲、美

休 / 與家人緊密連結。兒孫眼中的阿公是體貼、

洲、亞洲，且幫助孤兒院募物資、贊助弱小教會

細膩、包容、有共同的小秘密、一起唱聖詩、經

成立。曾經擔任高中前金教會松年團契，並帶動

文分享、吃美食、照顧花圃、甩手運動、接送

中會松年事工。林齊弟兄對兒孫最大的身教 :

情、絲瓜與秋葵，樁樁件件都是愛的叮嚀與恩典

1. 時刻親近主，接受主的帶領與旨意。

陪伴。

2. 凡事全力以赴，盡最大本份才能無憾。

幼年身體虛弱，常去新樓醫院就診，因緣際
會認識主，在父親帶領下受洗歸主。
服務警界多年，一生受到地方百姓敬仰，絕
不多取一分不義之財，清廉不苟且足智多謀。巧

3. 多陪伴家人，與家人和睦相處才是人生最大的
福分。
感恩林齊弟兄長期對松年長者的關懷與支持，
謹以此文紀念他的精神長存，願主恩永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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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入京城
( 本刊訊 ) 不畏天寒細雨，8 部遊覽車浩浩

種七彩番茄及仙人掌花卉，長者滿捧場幾乎都買

蕩蕩出發，台北中會松年部新春野外禮拜有 314

得很開心，農場主人還貼心送大家一盒蕃茄當伴

位長者參加。主辦單位體恤大家一大早集合，特

手禮。

別準備熱騰騰的筍包當早點，遊覽車小姐熱誠的

接著去後龍水牛城吃午餐，麵線又香又 Q

提供咖啡、牛蒡茶、杏仁茶，還有教會姐妹分享

且無限供應，配上軟嫩 Q 彈豬腳還真是大快朵

各式各樣的零嘴，吃吃喝喝很快就到關西【金勇

頤。菜色豐盛胃口大開，有人加買菜脯、麵線、

蕃茄農場】。看見每張程序單上都印有各自的名

豆腐乳，總想留下最甜美的滋味，甚至是尋回兒

字，感覺特殊且備受重視，謝謝松年同工們的用

時難忘的回憶。最後去苗栗明德水庫搭太陽能電

心規劃。

動遊艇，導遊妙語如珠講很多苗栗的風土人情，

陳嘉昇長老司會、戴弘毅長老祈禱、熊慶春

介紹天長地久吊橋典故與當初年輕人談戀愛的事

長老讀經、洪寬威長老司獻禱告、王光賜牧師講

蹟，欣賞湖光山色與當地最貴的土地，見識到客

道，以路加福音 19 :28~44 經文，勉勵大家為主

家人胼手舔足勤奮的開墾性格。

所用。當主騎驢入城時，有人搖棕樹枝回應主，

當地攤販大方請吃甘蔗花生、高鈣魚骨、公

有的把衣服鋪在路上，更有人抓住機會直接把衣

館紅棗、黑糖桂圓茶，結果兄姐盛情難卻紛紛慷

服放在驢背上。每人的背後都有主人，你是否

慨解囊，個個滿載而歸。

願意尊主為大。用信心領受恩典，相信只要願意

回程車上又送大家熱騰騰的包子當點心，感

為主所用，必不會走偏路。信主後心意是否有更

謝土城教會洪會長熱心提供燈謎 與口琴吹奏聖

新 ? 能好好保守主的殿堂，發揮最大恩賜，有機

詩，會友一一破解完成高難度的挑戰，最後廖照

會就主動積極服事聖工，在任何時機點都緊緊與

美部長預告 4 月的日本那霸四天三夜麗星遊輪活

主連結，把握為主所用的原則，能做就不推辭慇

動，看到松年長輩精神奕奕且活力充沛，一整天

勤作工。誠如聖詩所言 :【威嚴君王騎驢進前，

行程都不覺得疲憊，還真的超級神奇且恩典洋

謙卑自在向死進行，俯頭忍受肉體苦刑，然後上

溢。

天執掌權柄】。
農場主人介紹各國番茄，並請大家品嘗新鮮
番茄與現打番茄汁，開放現採番茄與觀賞不同品

【活得有目標且心中有愛】正是銀髮族心態
常保年輕的最佳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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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1 / 0」的奇妙啟示
文 // 徐采田長老 ( 星中 . 長春 )
主的肢體，常用「1」比喻神，以「0」比喻人：因為「1」是獨一
無二，「1」的乘方總值還是「1」（１ｎ＝１）永遠不會變；而「0」
是虛無，其自乘方的總數「0」永遠不變（０ｎ＝０）。前者合乎獨
一無二的神性，後者吻合虛無的人性，所以是很合宜的比喻。
茲根據聖經的話語與數學的原理，來探討論證數值「1」與「0」
的奇妙啟示：

一、「0」的意涵
1. 聖經 ( 傳 1:2) 說：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
虛空。
2.「0」意表謙卑，人擁有的「0」越多，表示越謙卑，越敬虔順服，
敬畏，蒙神喜悅。
3.「0」代表人的軟弱，有限，渺小虛無，空無一是。
4. 人雖然虛無，但卻有無限的潛能，待開發。

二、「1」的意涵
1. 意表獨一無二、永不變、永居首位、永能真神。
2. 上帝是獨一真神，具有神格條件 :
(1) 祂是排他性的神，不許其他假神冒充真神，因為祂是獨一真神－上帝。
(2) 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3) 祂是無始無終的神。
(4) 祂是宇宙萬物的主宰，造物的主。
(5) 祂是無所不能（全能），無所不知（全知），無所不在（全在）的神。
(6) 祂是行公義，好憐憫，信實，愛的神。
(7) 祂是賜生命的神。（祂賜下愛子耶穌捨命拯救我們，使一切相信他的，得到新生命）
在世界上，唯獨基督教信奉的三一上帝，完全符合上列的資格條件，所以上帝是獨一真神，無庸置疑。

三、「1」與「0」組合的意涵
(1)「01」的組合：實在數值並無「01」，論述無意義。
(2)「10」的組合：
1) 意表神在前，人跟隨在後，結連在一起，擺一個「0」就是 10 ＝ 10 倍；擺兩個「0」為 10 ２＝ 100 倍；
擺三個「0」則 10 ３＝ 1000 倍 .. 依此類推，從有限變為無限，增加速度是幾何級數，極為可觀驚人。
2) 所擺的「0」增多，表示越謙卑，果效越大，祝福滿滿。
3) 神擺在前，人居後，表示敬畏神，尊主為大，蒙神喜悅。
總而言之，結論告訴我們：人時刻都需要神，更需要與神建立和好，親密的關係，讓神能在人裡面，
人也能在神裡面。然而本質為虛無有限的舊人，就會轉化為無限可能的新造的人。就像葡萄樹枝與
樹連結在一起，就多結果子，離開則枯乾，扔進火裡，焚燒成灰。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 5:7）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
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 15:6-7）
要如何做到呢？
因為神是聖潔的，人除了要尊崇，敬畏神之外，更需要自潔成聖，否則與神的關係不可能改善。所以我
們要認識何者為獨一真神，進而信祂，倚靠祂，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塗人，要成為智慧人，貫徹遵行神
的旨意，行公義，好憐憫，願我們的言行舉止，均合神意，得蒙神喜悅，成為好又忠心的僕人，子民，榮神
益人必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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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畫面回顧

2016 年新舊任松年部長 / 副部長聯誼會參加成員

北中松年部新舊部長交接

松常委認真開會討論議案
望鄉松年團契獻詩

北中松年部同工宣誓就任

周主委夫婦與望鄉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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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夏娃經文朗讀
文 // 李宗光長老 / 周春桃長老 ( 屏中松年部 )

( 一 ) 經文朗讀

上帝真正通

用土造亞當

婦人名夏娃

可合亞當住

樂園真趣味

果子滿滿是

善惡果厲害

吃了你必死

夏娃乎蛇騙

迷惑吃禁果

也分亞當食

日落起涼風

即知是背逆

上帝無歡喜

蛇就受咒詛

自這犯罪起

不能得平安

上帝愛世人

聖子代替神

耶穌替咱死

傳奧妙真理

咱著信耶穌

順服走天路

喜樂敬拜主

祝福永無替

( 二 ) 彼得ㄟ歌

彼得做人真好奇

逐日在彼在抓魚

耶穌來到加利利

放棄船網來隨伊

彼得雖是討漁人

耶穌知伊好品行

耶穌在海行水面

彼得好膽來親近

彼得受關監獄內

主差天使來救他

為著傳道真盡忠

天使救他無延遲

彼得醫病有恩賜

醫好半遂目瞬久

主賜彼得大恩典

賜伊能力過敬虔

聖靈充滿伊身上

所講各句有應驗

應當聖潔主應允

咱做聖徒盡本分

各項好德求進步

主開活命的道路

彼得親目看主榮

所以記載在聖經

( 三 ) 保羅ㄟ歌

保羅有勢擱好膽

出力使徒抓落監

大光照伊仆土腳

入城尋亞拿尼亞

保羅反悔大改變

晴明得著重頭生

耶穌升天有講起

揀選對敵來歸伊

主的福音真道理

人人著聽伊教示

保羅傳道真受苦

三擺叫刺離開伊

人若自誇無利益

藉著基督的能力

保羅入監受苦楚

不知是日也是冥

福音真理著承受

靈魂就能得著救

人站世間若出外

仰望天頂永遠住

7

文 // 劉順得 ( 星中 . 安樂 )

詩歌創作分享
恩典就謳咾
寒冷早時就謳咾
保守阮一生年日
時時釋放阮束綁
歡喜成做祢子兒

有祢照顧過一暝
祢是阮永遠倚靠
互阮心中無負擔
上帝子兒的名份

阮欲帶著喜樂心
祢是阮的保惠師
惦祢翅下得安穩
是阮最大的榮耀

用嘴歡喜來謳咾
時時為阮擔重擔
祢的恩典佇阮心
是阮最大的福份

福音根頭就是伊
福音根基是基督耶穌 萬人歡喜來接受 昔時耶穌受洗約旦河
天開上帝來宣告 伊是我所疼愛的子
這恩典時代就開始
耶穌宣教前來到曠野地受試 撒旦時時試探伊 耶穌基督回應牠
撒旦離開不可試探祢的主 耶穌曠野經歷 40 日 上帝使者惦身邊
聖靈保守來引導 教示百姓認識祂 到處教示 / 醫病 / 趕鬼 / 傳道理
處處受苦受妒忌 伊知時已經到 逾越節暗暝學生猶大將伊賣
交互祭司及兇惡的官兵 受審受判受鞭打 皮肉分裂血滿地
戴著有刺的冠冕來遊街 慢慢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受釘十字架頂流出一滴一滴的寶血 除去萬人一切的罪過 互咱成做新
藉著我主耶穌捨已來流血 連結上主的關係 福音的根頭就是伊

豐盛的恩
新春歡喜來吟詩
滿有祢賞賜恩典
阮謙順佇主祢面前
感謝感謝主的恩

祢賜福氣滿滿有
互阮白白來享有
完全將阮來交託
祢賞賜我夠額用

一年開始祢引導
走向生命的豐盛
豐富佇阮的一生
勇敢走向人生每一步
互祢來掌權我一生 佇新的開始祢眷顧

恩典每一日
哈利路亞我的主
祢總是佇我身邊
走過一切的困境
祢牽我手來面對

一年經過祢保守
時時用祢的話鼓勵
祢是我永遠倚靠
安穩走過每一步

雖莽有經歷苦悶 / 憂愁 / 煩惱時
互我充滿大氣力 面對日日ㄟ挑戰
有祢扶持我安穩 呣驚世上的苦境
祢的恩典佇我我心 我欲感謝祢引導

刺蝟媽媽與
穿山甲女兒的思辨對話
羅怡君著 城邦文化出版 2014 年 231 頁 260 元

非常有意思的書名，一語道破父母難為，新手媽媽你有滿腹委曲與無奈嗎 ? 看完本書保證信心大
增，原來大家都是經過碰撞才學會當父母。作者以自信 / 快樂 / 勇敢 / 誠實為最高原則，不論發生何
事，總是先調整好情緒，站在孩子立場緩和一下態度，發現不硬碰硬彼此各退一步，反而不是壞事。
兒女有時也在摸索父母的底線，大人若只想樹立威信，孩子很快自信力喪失，創意全無只會選擇更
舒適的方向走，這可是雙輸且得不償失。
我行我素直來直往的媽媽，偏偏碰上謹言慎行畏縮不前且相當敏感的孩子，這時火藥味十足一觸
即發，要高壓還是妥協 ? 為母則強刺蝟媽媽小心翼翼先了解女兒的恐懼與裹足不前的背後隱憂，一層
層慢慢解開心結化解敵意對立，讓孩子明白媽媽不會離她而去，只要願意說出原因，再大的問題都
可以共同承擔。
誠如書中所言 :【當孩子有獨特氣質與個性時，我們應該珍惜孩子替我們指引出一條與眾不同的
小路來。】每個孩子都不盡相同人生才更有趣，從孩子身上學到很多發想，尤其學各種才藝真的是必
要嗎 ? 有天分的孩子大人旁觀就好，天才不會被埋沒但會被阻止創意，為人父母先顧好自己的情緒，
偶爾承認自己不夠完美，不用事事要達標，大人失算漏氣也是人生常態。
透過書中的母女拉扯情節不禁會心一笑，原來名家的親子關係也曾是一團亂，誰規定【溝通必無
心結 ?】、【說真心話才能互信 ?】有時太直白也是一種另類傷害，完全會因人而異。
快樂必須自己領悟，父母急於將自以為的認知灌輸在孩子身上，其實父母不用做太多，只要盡力
避免成為孩子的【不快樂】就算是智慧了。無聊是創造之母，當孩子發呆時不用去打斷他，大人多
久不敢放空去作夢 ? 羨慕孩子的無限遐思，這樣幸福的畫面很快就會幻滅於無蹤。
舞台不是每人都適合的，幕後其實更有發揮的空間，孩子不是用來圓當初你未達成的夢想，他是
獨立的個體，有自己想去闖蕩的世界。讓孩子自己做決定自我負責任，才是快樂的生活方式。
孩子是上帝給的最大恩典，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與天真無邪燦爛臉龐，正是大人逐漸流失的
初心，孩子感謝有你，讓我們重新找回真善美的心意與簡單的生活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