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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on About to Become a Reality 
Rev. Jeanne Schwartz 

 
After five years of legality that looked as if it would never end, we 

stood on the cleared ground of our new church, for the ground 

breaking on June 6, 2010. 

 

Our joy was very apparent during our thanksgiving ground breaking 

service.  Rejoicing in song, thankful in prayer, and exuberant in each 

shovel of dirt. 

 

The children sang a very appropriate song that brought smile to each 

face. 

 

John Pang, the building committee Chairman was the leader and 

with his “bullhorn”, kept everything in order.  Rev. Schwartz prayed 

and Rev. Hsu senior pastor spoke and gave thanks to those who had 

been such a big part of making this day happen.  Above all we 

realized this land, this building was a gift from God.  A history of our 

church was given by one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members Kathy 

Chang. 

 

One of the activities was each of the families came to shovel one 

shovelful of dirt to represent they were a part of this church.  Others 

came also.  It was a true sign of loyalty.  

 

Pictures were taken and the group moved around talking and feeling 

full of joy.  There were visitors there and among them were the 

contractor and his wife. 

 

All together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our church.  A new Church. � 

 

 

 

破土啦破土啦破土啦破土啦！！！！ 盧彩秀師母 

 

當你期待再經過等候，特別是等過了預計的時間，終於等

到了，這特別的寶貝。棕櫚灘華人教會的建堂由二○○六年搬離

舊堂租堂開始，執事們與建堂委員們盡心竭力的奮鬥，第一個

大期待就是破土，經過了一再的延期，終於等到了這一天二○一

○年六月六日星期日，破土啦！ 
 

破土主日當天全教會懷者喜慶的心，下午兩點先在堂內感

恩讚美、聆聽神的話 (Rev. Schwartz 以樂意服事、努力向前傳講

信息)開始，接著三點半時全教會準備移到建地，大大小小老老

少少塞滿每部車(為了減少車輛數)，經過交通指揮安排井井有序

地把車子在場內場外停妥，大家主動圍向預定的地點，整四點

破土典禮開始，一星期以來執事們一直在擔心的午後黃昏雷陣

雨到了這個時刻仍不掉以輕心，一把把的傘都打開了，不是擋

雨而是遮太陽。整個星期有些弟兄姊妹特別為天氣禱告，不但

祈求不下雨，還很細節地跟神要太陽別太大，結果，你猜如

何？就在我們典禮的頭上那一塊天空掛著一片灰色的雲，並且

還開始刮起一陣微風，不下雨不太熱，天父的恩寵與同在就像

在曠野時以色列人前面的雲柱火柱一樣，神給了我們棕櫚灘華

人教會一個很美的確據。 
 

典禮在會眾的『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篇

127:1)、兒童的“God Is The Master Builder神是最大的建築師”及

詩班的“天屬你、地也屬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你所建

立。”(詩 89:11)歌聲中進行著，當趙育莘姊妹陳述完教會歷史

後，大家的心都已在飛舞，接著當牧師許登奇、建築師 Ronnie 

Kirchman 及執事代表莊志軍在用鍍金的鏟子鏟起一把土時，典

禮進入了最高點，教會裡個人、家庭爭相鏟土、灑土照相，最

後全教會在建地上照合照，在龐鍾琦弟兄的擴音器大喊一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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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作為結束。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神造萬物，各按

其時成為美好…』(傳道書三：1, 11) 神的時間最美最好，所期

待的終於來了，也過了，接下來第二個大期待是準備進迦南得

產業─在棕櫚灘華人教會自己的地方敬拜服事神。� 

 

 

 
 

請上網看破土照片 (More pictures at groundbreaking)﹕ 

http://picasaweb.google.com/yiye34/2010_PBCCC_GroundBr

eaking?authkey=Gv1sRgCM2sz6CmopzSEw# 

 
臺灣短宣記行臺灣短宣記行臺灣短宣記行臺灣短宣記行 李慶三 

 

服務宣道（Missionary Service）是 PBA大學的一大特色。

光是藥學院，就每年差派十個短宣團隊，服務地點偏向於落後

地區或國家。今年二月初，當我們發布臺灣短宣的消息後，登

記幾乎即時額滿，因為這是藥學院第一次到臺灣這個已開發國

家短宣，在校學生很多從未到過亞洲，更遑論臺灣。短宣隊有

十四個學生，三位教授，七月五日出發，七月十八日返回。 

 

短宣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學術交流宣道，第

二部分是醫療服務宣道。在第一部分的行程中，我們參觀了高

雄醫科大學藥學院和中國醫學大學藥學院。在 交流中，我們強

調 PBA 教育的特色，藥學院教育的使命，不僅是訓練稱職的藥

劑師，而且要培 育以基 督為中心的領 導 僕人（Christ-centered 

Servant Leader）。馬太福音 20：27：「誰願為首就必做你們的

僕人。」 願神祝 福 祂 自 己的話語。透過與教職員及學 生的交

流，我們樂見 對 方有機會接觸 聖經教義，希 望 現在埋下的種

子，在往後持 續交流的狀 況下，能 夠 發 芽、成 長、茁 壯、開

花、結果。在臺灣宣道不是立竿見影的事工，我們深知播種是

人的事，而收穫莊稼是神的事。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祈求

神繼續開路。 

 

我們這次短宣的主題經文是彼得前書 4：10：「個人要照

所 得的恩賜 彼 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 管家。」 馬太福 音

20：28：「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並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作為一個藥劑專業人員或學生，

我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就是神特殊的恩賜，所以服務病人是神

給我們的義務和責任。針對服務的事工，我們的第二部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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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北 醫大藥 學 院 配 合的山 區 醫 療服務。排定的組 合是一個

PBA 學生與兩個北醫大學生配套，一則可以充當翻譯，二則讓

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向夥伴傳福音。醫療服務的地點是南投縣中

寮鄉。這是以前的地震重創地區，雖然重建工作已經完成，但

當地居民多老幼，是服務設施相對落後的地區。當地鄉長知道

我們要來義診，特地接見我們，並帶來當地名產牛肉乾來犒賞

隊員，當地的電視臺也派記者來採訪，讓我們出了個小風頭。 

 

山地醫療服務總共有三個單元。第一單元是家庭訪問，服

務宣導和問卷調查，目的是深入了解民眾對一般藥物的常識及

用藥習慣，並教育民眾正確安全的用藥規則，包括西藥及中草

藥。臺灣是個全民保險的社會，一般民眾的教育水平相當高，

間或也有保險濫用而引起的弊端，譬如有些民眾過分索藥，棄

置家中而造成浪費。尤有甚者，任意丟棄過期藥物，有可能造

成環境污染。我們勸說病人交回無用處方藥或中草藥，帶回當

地醫院藥局做正當處理。 

 

家訪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兩點半, 走在攝氏三十四度的鄉間

小路上，襯衫乾了又濕，濕了又乾，除了在成功嶺受軍訓，我

一輩子沒流過這麼多汗。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隊員全部興致

勃勃走完了全程。金髮白膚的外國 學 生引來了當地居 民的好

奇，他們搭配半生不熟的臺 語有時令人啼笑皆非，但毫無疑

問，問卷調查的成果是有聲有色的。以基督之心為心的學生就

是不一樣。相信北醫大的學生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感染。我們

遇到了一位基督徒患者，贈送他一本中英文對照聖經。當天晚

上的祝禱會上，我們同聲禱告祈求這位病人在基督的施恩裏早

日康復。 

 

醫療服務的第二個操作單元是臨時診所看診及配方服務。

臨時診所設在當地中學的禮堂。病人先由我們的學生測量身高

體重，然後是血壓，血糖及身體脂肪的測試，接著是隨隊醫生

的看診及處方。如果需要處方用藥，藥劑師當場配方給藥，操

作過程迅速確實。殿後的是藥劑師諮詢服務，希望藉由諮詢，

提高藥物的安全及療效。有一個病人本來服用十來種藥品，經

由諮詢後，醫師及藥 劑師達成共識，把藥品項目減至七、八

種。這樣的操作，不但直接幫助了病人，也減少了醫療保健的

浪費，使有限的醫療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運用。我們非常樂見藥

事諮詢在社區 藥局廣泛推行，提高 藥 劑師在醫 療 團 隊裏的貢

獻，使醫療效益在保健系統裏日趨完善。 

 

醫療服務的第三單元是兒童及青少年藥學教育營。我們以

做香包來實施科學教育。每個小朋友自己稱量香料做香包，目

的是讓他們了解用 藥是跟藥量有關的。接著是用 藥安全的宣

導，譬如小朋友不可以自 己取藥吃，也不可以誤取成人的藥

品。最後是濫用藥物的防範宣傳。臺灣近年來，非法藥物的濫

用有日漸擴展的趨勢，特別是在青少年族群。我們認為應早日

實施藥學教育，以防範青少年被壞人引誘墮入歧途。作業中間

我們穿插了詩歌唱游和手語示範。我們的隊員做得高興，小朋

友也玩得盡興，真正達到了寓教於樂的效果。最後我們送給小

朋友們人手一冊聖經和其他獎品，希望這些小基督將來成為我

們並肩的夥伴或薪火的傳人。 

 

為期兩週的短宣在緊湊的作業中結束，在依依不捨的再會

聲中，我們告別了臺北 101，告別了臺灣，也告別了北醫大的同

工。雖然北醫大的學生大部分是非基督徒，但我們同樣地擁有

基督之心，願意以自己的恩賜來幫助病人。我從故鄉來，應知

故鄉事。臺灣有許多靈魂等待拯救。午夜夢回心懷不已，我們

迫切懇求神施恩賜福給臺灣的世世代代，讓福音傳遍每一個角

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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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國之行回國之行回國之行回國之行   譚葵 

 
今年的 5月 7號我帶著孩子 Chris踏上了回國的飛機。

來美國已經四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回國，有很多的感慨。

在此行之前，我為行程做了很多傳福音的計畫，我曾跟馮

晶、劉磊說，每個星期五要在我家辦查經班，每個星期天

要帶我媽和家人到教會敬拜神。我雄心勃勃要把福音傳給

我的家人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難的弟兄姊妹們。可是，事情

並沒有按我的計畫進行。三個星期過去了，四個星期過去

了，不但沒有一個人來查經，我連教會都沒去，難道主不

喜悅我做這些事？我日夜禱告呼求神說：「看來我所想所

做的事不符合你的意，我就以一顆順服的心等待你的旨

意。」奇蹟果真出現了。在這我只能給大家分享其中的幾

件事。 

你們的神很愛你們你們的神很愛你們你們的神很愛你們你們的神很愛你們 

「你們的神很愛你們。」這是我媽這個無神論者發自內

心所說的一句話。在這次行程中我安排了到武夷山旅遊的

計畫，主要是讓母親和孩子有一個在戶外活動的機會。當

我把計畫告訴我哥時，他說：「清明節剛好有三天假，我

可以為你們開車，這樣我也放心，不然一老一小在外你很

難照顧過來。」哇，真是感謝主，沒想到這個行程剛好是

在清明節，又趕上假期改革，清明節有三天假，這樣我們

的旅行就有了專車和司機了。不然我還在考慮是坐火車還

是租輛車。我一直感慨地說沒想到，沒想到，可是愛我們

的神他想到了，並且做了周密安排。 

 

那天我們一上路就下起了傾盆大雨，以至於高速路被封

閉了，聽說還出了事故。剛好這時我們下高速到南平去接

三姊，以便一路可以照顧 Chris。三姊也是基督徒，一聽說

需要幫忙，便放下所有的事。聽說她們查經小組晚上還有

聚會，她還是小組長，她把事情安排好就跟我們走了。當

我們重回高速時，高速又開通了，以至於我們能在預定的

時間到達武夷山，並趕上了下午的竹排遊和觀看晚上的印

像大紅袍。大家都說我們的運氣好，一般下完大雨九曲谿

都要漲大水，為保證遊客的安全竹排都要停遊，而今天雖

然下大暴雨但谿水並不大，竹排照遊。而且在我們整個遊

玩過程中都沒下雨，包括晚上我們觀看的露天實景表演印

像大紅袍。 

 

這天晚上從新聞中我們才知道，白天高速公路為什麼關

閉，因為雨大山體滑坡，有一位工人被沖進河裏，同一時

間在國道上有兩部客車 38 人被沖進河裏，其中 6 人被救起

32 人失蹤。等我們回到福州後不斷聽到各處暴雨洪水成

災，第二天就聽說武夷山的旅遊線路已經關閉，印像大紅

袍的所有設備被洪水沖走。我媽不斷驚呼，說：「你們的

神很愛你們！」是的，我感謝讚美神，回頭看一切都在神

的安排與恩典中，一切又是那樣的完美，難怪人常常用

「天衣無縫」來形容人做事周密的像神一樣。 

 

有驚無險有驚無險有驚無險有驚無險 

很多人說我做事很危險，粗心大意，但每次都能化險為

夷，秘密是什麼，就是禱告。我把困難向主說，他喜悅人

的禱告，他愛我們，他是戰勝世界的主，所以一切都在他

的手中。 

 

7月 2號早上 7點我們到達了福州機場，準備坐 8點的

飛機離開福州前往上海，坐下午 3 點 30 的飛機離開中國前

往美國。在托運行李時機場的工作人員說：「你的行李在

上海機場要取出，因為你乘坐的是國際航班。」他又順便

問了一句：「你的綠卡隨身帶著了吧？」我說：「沒有，

我根本就沒帶綠卡回國。」他說：「沒有？你在上海怎麼

登 機呀？你回來時一定有綠卡才讓你入關。」我一下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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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昨晚在收拾行李時我還想過綠卡的事，印象中沒帶綠

卡回來。再說我將所有的東西都檢查了一遍，而且我老公

在我回國之前把我所帶的證件機票都複印了以防萬一，其

中沒有綠卡複印件，這更加肯定了我沒帶綠卡回來。我哥

說不然先上飛機到上海再說，我說不行一定要找到綠卡才

能走。我在機場給 Gil打電話，讓他幫我找綠卡，又打電話

給我母親，讓她在放證件的抽屜裏再找找。Gil 告訴我只找

到舊的綠卡沒看到新的，我母親回話沒找到像戶口本一樣

的綠卡，我說是像身份證一樣的綠卡，她說再找找。 

 

這時已經 8點，工作人員說：「你肯定坐不上 8點的飛

機了，你可以買 10 點的班機，是到虹橋機場的，只有坐這

班飛機你才有時間轉到浦東機場，其他的航班都趕不上下

午 3 點半的飛機。」我到售票窗口一問，10 點的這趟班機

只剩三張票了，而這時我的綠卡還沒下落。8 點到 10 點就

兩小時，這其中會發生什麼誰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

我不停地禱告。我媽又打電話來說找到一張像身份證並有

我照片的卡，上面沒中文。沒錯這就是我的綠卡，可現在

誰 能幫我送來？！我哥的孩子昨晚值夜班，現 正在交接

班，而且 8點到 10 點是上班高峰期，而福州的機場又是全

國離市區第二遠的機場！ 

 

沒有關係，主讓我母親把綠卡找到了，也一定能讓綠卡

準時送到我手。我先把機票買了，錢包裏就剩 50 元人民

幣、100 美元和兩張信用卡，機場不能用信用卡買票，銀行

也不能提現 金。我哥嫂兩人身上的現 金一湊，不多不少

1400 元，剛好夠買兩張到上海的機票。感謝主！在 9 點 20

分的時候我的侄兒就把綠卡送到了機場，還有一點時間我

在旁邊不停地為我到上海的行程禱告。我有很多行李還有

孩子，我怎樣來完成轉機場的行程。我哥試著給他上海的

朋友打電話，希 望他們能在上海幫助我。我正在一邊禱

告，突然聽到我姊的女兒雙手舉起高呼：「太好了！」我

想主已經為我準備好了一切了。果真朋友叫了兩位年輕小

伙子到上海的虹橋機場接我，然後把我直接送到浦東機

場。我哥在一旁不停地用調侃的口氣說：「要感謝主啊！

要感謝主啊！」他的意思是說，如果真有主你今天怎麼會

出現這事，所有的事不是我們在幫你，你的神在哪裏？我

很肯定地說：「是的，要感謝主，是他把你們帶到我身邊

來幫助我。」而通過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也是

一個很好的見證。  

 

飛機在近 2點的時候到達上海虹橋機場，我帶著孩子在

等待的人群中找到了朋友，我先把 Chris 交給朋友再回去取

行李。上車後朋友的車直奔高速，高速上非常擁擠，我們

只能在有限的車速下隨著車流向前移動。我看了一下時間

已近 2 點 30，不知距離浦東機場還有多遠。這時從未開口

的司機小李出聲了，他說：「我們已經快到機場了。你的

運氣真好，今天沒堵車，前兩天我們也接一位朋友，在這

路上堵了一個小時。這條路每天都要堵車。」我知道為什

麼我的運氣好，因為主與我同在，感謝讚美主！  

 

在機場我辦完所有的手續之後還有許多寬裕的時間，因

為有 Chris 我們還是第二位上飛機的乘客。經過 14 小時的

飛行我們平平安安到達了美國。一路上經歷主的恩典有很

多很多，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就是我哥，他可以打電話給朋

友，但他不能保證朋友有空來幫忙，他可以盡他的能力加

快車速，但他不能保證交通的暢通。只有在主裏面我們才

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傳福音傳福音傳福音傳福音 

6 月 5 號星期天我帶著 Chris 到福州的天安堂教會敬拜

主，這是我回國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上教會。我的大學老

師在這教會事奉神，當我看到多年沒見的美娜老師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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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相擁，多年的時空和距離在這相擁中化為虛無，有的

是在主基督耶穌裏的兩顆相連的心。我從未感覺和美娜老

師這麼接近過，就像同一個肢體。我感慨地問：「你為什

麼早不告訴我你是基督徒？」老師說：「當時不能暴露身

分。你現在不也得救了，主有他的時間和安排，不但揀選

了你還由你將福音傳給你的同學。」接著美娜老師就迫不

及待地問我有沒帶學習資料，我說有，我將師母和舒泠為

我準備的關於家庭、婚姻、孩子的福音學習資料給了美娜

老師。 

 

在離開教會時我買了 5 本中文聖經，接著就去看望我的

老同學。她家的女兒是我的 Fans，在過去，每年暑假她都

要跟我到電視臺混上幾天，相當崇拜我。我跟她媽媽在聊

我在美國的生活和信仰時，她靜靜地坐在邊上聽，特別是

我引用聖經裏的話語時，她一直說：「說的太好了，是這

樣的。」下午 2 點她要去補課，她媽叫她上樓準備去。一

會兒她下來了對她媽說：「我已經給老師打了電話，今天

我不去上課了，我很想聽譚葵阿姨說話。」我非常感動的

握住她的手帶調侃地說：「過去我有成千上萬的觀眾，現

在就剩下你一個了。」她真的想聽我說的話嗎？不，她是

被主的話所吸引。她說：「我很想看聖經。」我說：「感

謝主，他已經為你預備好了，上午剛在教會買的。」當時

我買這 5 本聖經時不知道主會如何用它，看，就這麼及時

地將第一本聖經傳到了他所揀選的這個孩子的手裏。 

 

第二天美娜老師打電話給我講她的見證：「昨天我看到

你給我的學習材料我很高興，我不知道裏面還有你送我的

魚油，你知道嗎，就是昨天早上黃登輝老師（美娜老師愛

人）還跟我說你就剩下最後一粒魚油了，早上吃了晚上就

沒了。我說這藥不是要天天吃的，沒有也沒關係，你給我

的魚油剛好接上。我再一看還有一瓶卵磷脂，我也剛用

完，下個月我的學生才能給我買來。你看主多麼愛我！我

正在喜樂，有個學生打電話來說，老師你今天能不能見一

個人，他是某某某。我說我知道這人，他是我 20 多年前的

學生，聽說他生活的非常不好，又是抽煙又是賭博，不知

結了幾 次婚。我說可以，結果他們來了，我給他們傳福

音。他們這次來福州的目的是要找一位高人給他算算，我

說可以呀，你去後說你的神是基督耶穌，他們一定會說，

你的命我算不了，因為你的神比我的神大。他的太太聽得

很認真。後來我把你給我的福音材料送給了他。你說奇妙

不奇妙！」聽完美娜老師的訴說，我們在電話裏大聲讚美

主。主呀!我這次回國傳福音的任務終於在你的計畫中得以

施行。我非常幸運能成為你手中的器皿將福音傳給你所預

備的選民。 

 

6 月 8 號我和 Chris 到了北京，通過神的帶領將第二本

第三本聖經傳到了他的選民手裏。一天晚上在一個咖啡吧

裏，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小聚，其中我們談到了雲南新發現

的黃龍玉，我的朋友呂老師有一塊。大家要求一睹美玉，

呂老師將包往桌上一放，先將我給他並放在上面的聖經放

在桌上，再去取裏面的玉。我的另一位朋友小魚看到聖經

馬上說： 「這才是真正的玉。」小魚這一句話把我震呆

了。馬上回一句：「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玉？」小魚說：

「我們每星期都學習聖經。」這句話更讓我吃驚，小魚看

到我吃驚的樣子說： 「我是基 督徒。」這時我站了起來

說：「我也是基督徒。」小魚說：「那我們就是弟兄姊妹

了！」我們連連握手擁抱，那情景感染了我另一位朋友剛

毅，她晃動胸前的十字架項鏈說：「我，還有我哪。」我

問：「你已經受洗了嗎？」剛毅說：「還沒，正在學習聖

經。」感謝主，剛毅、呂老師、小何和我的侄女都是神預

備好的選民，早在電話裏主通過我已經在他們心裏播下了

種子，這次讓我來給我們安排這樣一個機會是要堅固他們

的信心，想不到的是小魚也信主了。他曾經是北京的著名

娛記，現在是中央電視臺最熱門的嘉賓主持，剛毅也會是

位著名電影編劇。他今晚的出現真是主的恩典，這樣在北

京小魚就可以把他領到教會去。一本聖經讓我們知道了彼

此的身分，讓那些生活在黑暗中渴慕光明人的心緊緊靠在

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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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在福州的幾次朋友聚會中主又安排了多次讓我傳

福音的機會。當我在傳講天國的福音時，我發現每個人的

表情都不一樣，有的很不耐煩坐定不安，你可以看到主的

話就像一根針扎在他們的心上；有的連連點頭，用手不停

拍桌子表示贊同；有的聽的都呆了入神了，彷彿在說這世

界還有這樣的事，這樣一位神存在。有的皺著眉頭看著我

像在說：「哇，譚葵你現在怎麼變得那麼深沉。」實際上

他們是被主的話語所吸引。我們以前談論過多少策劃、劇

本和古今中外名著，有哪一本能引起聽眾有如此巨大的震

撼和反應？聖經，只有神的話才能給每個人如此的震撼與

吸引。 

真實感言真實感言真實感言真實感言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

也是籍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

待他。（約 1：9-11） 

 

我這次帶回去是那位造萬物天地的神。通過許許多多的

事情主讓我再次看到什麼是光明什麼是黑暗。主把自己比

喻為光，我想再也沒有更好的字眼可以恰到好處地來形容

主的到來像光一樣照亮我們，並住進我們的心裏。同時讓

我看到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內心疾苦。 

 

回家的感覺真好，不論是屬靈的家還是屬世的家，我們

都在神的保守裏。我終於明白神為什麼安排我這次回國的

行程，正像中國人所說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沒有經歷黑

暗的人哪知 道 光的好。也正像我這篇見證的題目「 回 行

記 」，帶著主的光，回到黑暗中，才能辨別出什麼是黑

暗。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堅固我們這顆被神照亮的心，不要

讓黑暗乘虛而入。願神與我們同在直到永遠！阿們！� 

 

 

最壞的時刻最壞的時刻最壞的時刻最壞的時刻、、、、最好的時刻最好的時刻最好的時刻最好的時刻 林敏雯 

 
今夏帶著女兒回臺灣探親，四個禮拜倏然而過。除了享

受親情、美食，也增廣見聞，開拓眼界。身、心、靈好似

那四只幾乎塞爆的大旅行箱，都被餵飽了。 

整理好從臺灣帶回來的書籍、紀念品，也試圖梳理觀察

到的一些現象，心情亦喜亦憂。 

 

回 臺前不久，偶然在此地《僑聲

報》上讀到，同是臺灣屏東人的西點麵

包師傅吳寶春在法國勇奪世界麵包比賽

冠軍。無論對吳先生個人或整個臺灣的

糕點業，如此殊榮確是極大的肯定與鼓

勵。 

在臺灣期間有機會品嘗吳先生所做

的全穀堅果麵包，我雖非美食評論家，除了「太好吃」就

說不出其他的讚美，心中卻滿是溫暖和感動。吳先生以臺

灣再土不過的土產桂圓乾，代替葡萄乾，不僅給予西式麵

包一種特殊口感，更添一點鄉味。 

四個禮拜中，不斷聽到諸如此類「為國爭光」的消息。

一位廿歲出頭的女孩贏得國際特效化妝比賽冠軍，就是如

電影《阿凡達》（Avatar）、《魔戒》（Lord of the Rings）

的特殊造型。還有一位中式廚師拿到國際廚師協會廚藝比

賽亞洲廚師金牌，他所用的食材──臺灣小吃豬血糕。 

另外一群才進科技大學的學生，顧念色盲同學無法辨識

紅綠燈，設計出以「O」、「X」來顯示通行或停步的號

誌。這樣一個點子，為他們贏得美國 IDEA 設計獎銀獎和 iF

概念獎兩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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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發 現，媒體對這

些得獎消息相當重視。過去

基於「惟有讀書高」，似乎

只有「數學奧林匹克」、

「國際辯論大賽」的成績才

上得了報。這些得獎的專

業﹕廚藝、化妝，原不受重

視；得獎的人沒有高學歷，

亦非名校出身（所謂科技大

學 ， 無 非 是 「 專 科 學

校」）。這些本處於文化邊緣的人，執著於自己的興趣與

專 長，投注心力、時間，今天竟得以發揮所 長，被稱為

「臺灣之光」。 

有點驚訝，但更多欣喜。社會肯定創意，尊重天賦，似

乎是對個人「 受造奇妙可畏」意識形態的接納，對過往

「大同」社會（群眾大致相同，不鼓勵個人主義 ）的顛

覆。 

然而，我也見到令人憂心的景況。 

多次聽到親友說起﹕「我也參加過教會的活動」，或是

「我的基督徒朋友告訴我上帝怎麼幫助了她」。往往結論

是﹕「宗教都是勸人為善，沒什麼差別。」 

的確，在臺灣這個泛神社會中，相信「有神」不難，難

的是接受「獨一真神」。那麼，基督徒如何在擁擠的宗教

場面中，「脫穎而出」？ 

臺灣基督徒比例超過 5％，臺北是 10％，其中大安區更

達 18％，全臺千人教會超過 40間。這些數字鼓舞著我，宛

如晦暗夜幕中的瑩瑩星光。 

 

信徒忠心、持續宣講信仰很重要，然而福音可以不單靠

口傳。對個人天賦的尊重，原是信仰的根本。上帝創造你

我，賦予獨一無二的才幹。當信徒發揮天賦，非語文的媒

材亦可傳遞信仰。 

這次臺灣行並非純為度假、探親，也順道「工作」──

採訪。其一是在臺北經營「哈餃子」的餃子達人宋中魁、

張同凝夫婦。他們製作的手工養生餃子，食材新鮮、講

究，以多種穀粉和成的外皮，包進十種彩蔬、上等瘦肉、

不泡藥水的蝦仁等的內餡。 

這家餐館不單賣餃子，他們還賣「信仰」。老闆娘同凝

姊向客人介紹餐點時，會提起﹕「上帝創造如此鮮艷美麗

的蔬果，不僅好看、好吃，還對健康有益。」原來營養均

衡的餃子，不單為趕上養生風潮，還為彰顯上帝創造奇

工，也提醒人們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再深談，她會說起從大陸嫁到臺灣後，教堂詩歌引她入

門，上帝的愛改變她和家人關係。店裏多雇用外籍新娘，

員工會議好像小組聚會，有詩歌、禱告、分享。一爿食

鋪，成了敬拜的殿堂，福音的放射塔。 

又造訪景觀設計與雕塑家楊明忠弟兄，藉由親手模塑的

作品，表達生物之美，進而引人探究造物主的奇妙可畏。

他自己的居家與生活，力行環保與安靜，也正為所服事的

教會設計位於主要道路旁的新堂，以幽靜為訴求。期待汲

汲營營的鄉里，能受這幢身心得安息之所吸引，進而探究

靈命安息之道，讓建築成為福音的代言人。 

「受造奇妙可畏」只是一節熟悉的經文，一個理所當然

的觀念，還是可以實踐的信念？「哈餃子」和明忠弟兄的

例子，可以看見藉由這節經文的「道成肉身」，以手所造

之物，引人注目造物之主。 

或許，這會掀動另一波文化福音的浪潮？ 

臺灣種種，到底對福音是利、是弊？端看信徒能否往遠

處看，往深處走。引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

記》（The Tale of Two Cities）的卷首語﹕這是最壞的時

刻；這是最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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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一直牽引我祂一直牽引我祂一直牽引我祂一直牽引我 單崇謙見證 

 

作者單弟兄，今年七十八歲，是遼寧省丹東人，到佛州探

望女兒曉欽，此期間參與棕櫚灘華人教會聚會、小組，在他即

將離開佛州之際, 他說：「我決定信主，也決定受洗。」 

以下為他個人見證的片段摘錄，其他近六頁篇幅將會編成

小冊。 

我對主耶穌基督的認識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歷史過

程。早在我童年時代，我的家鄉──遼寧省東南邊陲黃海岸邊的

一個小鎮大孤山，有一對丹國（丹麥）夫婦來到我們這個不起

眼的小鎮佈道，建了一幢耶穌基督教堂，牧師取了中國人的名

字，人稱「聶牧師」。當年去那裡聽講宣教的人多為當地商賈

夫人的家眷，因為是「洋人」辦的教會，一般人不了解他是幹

什麼的，所以，普通百姓很少有人去參加。後來教堂逐漸拓展

興辦起慈善事業，辦農場耕地百餘畝農田，養牛七、八頭，僱

用當地的農民多人。教堂蓋起一片青磚瓦房，還有一幢二層小

樓。三十年代後期，在教堂大院辦起了一所崇正女子學校，不

久升格為崇正女子國民高等學校（簡稱「崇正女高」）。由此

讓當地的民眾對耶穌的宗教刮目相看，由陌生逐漸轉向讚慕和

親近。這是耶穌基督在我童年時期留下的朦朧而難忘的印跡。 

我今年七十八歲。五十年代初就參加了共產黨為黨員。在

那「無神論」的政治環境中，頭腦中被灌輸的是鬥爭哲學，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說成是階級的關係，奮鬥的目標是：「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一個個運動中，使人昏頭轉向、

無所適從，內心也是一片空虛。在經歷漫長的歷史檢驗之後，

我感到我失去了信仰，找不到可以讓我信賴的依託。原來從祖

輩流傳下來的信神信彿的習俗，敬財神、海神諸多的神明，那

不是真神，是古代人憑想象造出來的，我把它稱為敬不可信的

偶像。那麼，我的信仰在哪裡呢？我的人生依託在哪裡呢？我

苦思冥想了許久，終於我找到了不敢肯定的答案，就是想我這

樣一個在「共產主義」信仰裏浸泡了半個世紀的罪人，能不能

把信主耶穌基督做為我信仰的歸宿呢？ 

五年前（2005 年），女兒曉欽邀約我夫婦來到棕櫚灘華人

基督教會聆聽幾位牧師傳道講授聖經，讓我們受到莫大的教誨

和鼓舞。原來我們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是模糊的、膚淺的。經過

近半年的時間，我們隨女兒和女婿大衛一起參加教會的各項活

動，並在與教會牧師、師母和弟兄姊妹團契的交往中受到聖靈

的感動，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宇宙萬物是神所創造。聖經是

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完整、最有權威的寶書，聖經是神的話

語，它不僅揭示物質世 界的奧秘，更是揭示了屬靈世 界的奧

秘。只有信仰耶穌，信仰真神纔是我的歸宿。 

2009 年我經歷了喪妻之痛，感到我的人生似乎到了盡頭，

四女兒曉欽與小女兒曉亮商定接我來美國，讓我改變環境，調

整一下情緒。二月一日當我來到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簽證處窗

口，一位黑面孔的女簽證官卻給我麻煩。她需要我上次來美時

的延期批件，但是，我不記 得 文件放在哪裡。就在我焦頭爛

額、一籌莫展的時候，三月六日這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坐在床

邊苦思冥想，忽然頭腦來了靈感，想起了主，大智大能救人脫

離苦難的主，我立即低頭默默禱告：主啊！我是一個軟弱無能

的罪人，我要到美國女兒那裡去敬拜你，現在辦去美簽證，卻

找不到上次去美的延期批件，求你救助我，指示我到哪裡去找

到它。禱告完了之後，我感到頭腦清醒了許多，我邊想邊找，

終於在書桌下層抽屜的底部見到一個文件袋，打開一看，果然

有一份移民局批准延期帶有「火炬」圖案的批件，當時我高興

得幾乎跳了起來，心中向主禱告﹕主啊！謝謝你！在我危難之

時，你的聖靈拯救了我，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不忘。第二天，

以傳真方式把批件傳到領事館簽證處，如此，一週後准簽的護

照終於拿到手。 

四月十六日來到美國，我來到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

敬拜主，感謝主的救恩，把我從本來該死的生命中拯救出來，

獲得新生命，從來到後的第一個禮拜日起，我就不間斷地參加

教會主日禮拜、查經班學習、禱告、唱詩歌。五月九日，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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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向師母表示決志信主。五月底參加佛州華人退修會，我當時

站起舉手，再次表示決志信主。 

在過去的將近四個月的時間裏，在棕櫚灘華人教會充滿了

愛與溫暖的大家庭裏，使我從悲痛、怨恨、憂傷中解脫出來，

走出黑暗踏上新生之路。不久我將回到中國，親友們看到原來

的我和現在的我多麼地不同，我要向更多的人傳講福音信息。

當然，我知道前面的路不一定平坦，會有艱難險阻，會有試探

和風險，但是，我相信主耶穌聖靈的大能，會給我鼓舞，給我

智慧，給我力量。 

我向天父禱告：主啊！你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是一

個罪人，現在又失去了老伴，生活在孤獨苦難之中，求你憐憫

我，用你的恩典救助我，把我從苦難中釋放出來，得到快樂和

永生。我是你的新生兒子，我不怕死，我是一個軟弱愚昧暮年

之人，請你用聖靈讓我心靈得到充滿，我會堅強起來，為服事

你的大使命，為增添你的榮耀，獻上我的一切。主啊！我用感

恩的心等著有一天與我那也信了主的愛妻同聚天上。奉耶穌基

督之聖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