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傳福音 
治生組 / 張碩暉 

          書到用時方恨少！同樣道

理，相片也是用時方恨少。每

每有活動，總會被問到「為何

帶著相機來？」最常回答：「帶

著，會後悔！很重。不帶，怕

會更後悔！想拍沒得拍。」 

          一開始只是很想拍下舞台

上的音樂崇拜。多年前剛到教

會，對於台上主日崇拜，一直

有想用影像記錄下來的想法；

但看著大家的全心投入，不敢

干擾會眾；也猜想國際教會應

更在意肖像權，就遲遲未付諸

行動。 

          直到教會成立媒體小組，

負責了現場混音，此時也與教

友比較熟識，才試著帶著相機

拍拍工作照、舞台上的崇拜，

以及牧師講道。慢慢的再加上

會眾的背影，拍出敬拜的氛

圍，又不觸及肖像權。曾被問

到，照片拍了要做什麼？著實

還回答不出來理由，因為只是

被主日的氛圍感動，想記錄下

來。 

 

 

 

 

 

 

 

 

 

 

 

 

 

          2016 年來了位新牧師，希

望透過教會網站、Facebook、

YouTube 接觸到更廣的人群傳遞

福音。希望能拍出一些歡樂、

有「家」感覺的照片，放在教

會網站上，吸引人們來到教

會。於是開始拍攝教會的活

動，藉由與會眾間的相識與信

任，大家的寒暄問暖，崇拜時

的真情流露，漸漸忽略了相機

的干擾。看到相機，也比較不

會刻意擺拍。 

          當然也曾被告知，有人不

希望入鏡。教會為了正式取得

肖像權，也特地製作同意書請

會眾簽署，解決了拍攝與挑選

照片時的心理負擔與法律責

任。漸漸的，展現「Welcome 

Home」意象的照片就累積起來

了。陸續也招募到有意願的志

願者加入，讓攝影成為一項服

事，也讓照片有了不同的個人

風格與表達角度。 

          教會新網站開張，運用教

會體系的網站服務所提供之網

站樣板，設計出一個綜合文字

與影像的精緻網站。看到照片

讓網站展現活潑的教會活動、

形同家人的人際互動，能感受 

 

 

 

 

 

 

 

 

 

 

 

 

 

到影像的魅力，多了一個吸引

人們來到教會的管道，更傳遞

了教會的願景與理念。如同百

人以「音樂」傳福音，原來也

可以用「影像」吸引人們來聽

福音。 

          每週在 Facebook 上，放上

當天主日崇拜的照片及觀看當

天 YouTube 的連結，讓新舊教

友能有如臨現場的影像，與重

看當日禮拜的機會。在  Face-

book 及 YouTube 後台看到會員

人數與互動次數的增加，知道

福音正在傳播。 

         這期間，也經歷了一次神

的大能。主日崇拜時，在大堂

後面，專心拍著舞台與會眾的

崇拜。拍著拍著，忽然一個意

象提點我看一下周遭，才驚覺

已經在階梯的邊緣，只要再往

後一步，就是後仰的跌下樓

梯。每每想起當天的這一幕，

總會由衷的感謝聖靈的即時到

來，以及耶穌基督的保守。 

         牧師今年要回美國前，留

了訊息：「看著你的照片，讓我

也想要在那裡，這是你的恩

賜。」感謝父神，賜下恩賜，

能為傳播福音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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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週年有感 
治生組 / 康均 

         2021 年 8 月因著芳鄰周淑

琴的邀約，懷著忐忑的心報名

參加容老師的試唱。因脫離教

會詩班多年，又長年疏於發

聲、唱詩歌，自知聲音已顯低

沉；心想若能通過考試，就從

女低音聲部開始，再來慢慢的

恢復音色。 

         記得當時是以「如鹿渴慕

溪水」通過了考試。容老師很

寬容的讓我進入第二女高音聲

部。真是感謝主！因通常女高

音聲部是歌曲主調，較易上

手，好讓我在沒有壓力下進入

百人大合唱。 

         進入百人後，很享受練唱

的詩歌與環境，深感後悔沒有

早一點參加。百人大合唱靠著

一群盡職的行政同工，有很嚴

謹的管理制度。除練唱不行無

故缺席外，遲到早退也有規

定。還有小組的編制，以聯繫

團員的感情及靈性上的造就。

每年還固定有精彩的退修會。 

         所練唱的詩歌，除傳統四

部混聲聖歌，也有名謠、世界

名曲，曲曲動聽悅耳。每次的

練唱非常緊湊；指揮老師逐字

逐句、逐音符逐小節的教導，

每首歌唱到精準外，更要融入

感情；因為唱詩歌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讚美榮耀我們的上帝。 

其中最令我感動的一首詩歌

「全靠祢恩典」，每每唱到：我

能夠順服，全是祢的憐憫……

感觸極深。 

         信主多年真知道自己是多

麼的不配，靠主的恩典才能在

退休之後，還能以詩歌來服事

神。這一年來，我在百人大合

唱中體認容耀老師、指揮、司

琴、同工、團員的認真與親

切，更從詩歌裡體會神榮美、

恩典、慈愛、憐憫與喜樂的無

限。 

         在未來的日子，我期許自

己：「對神」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歌頌祂！「對人」藉詩歌音樂

廣傳福音，引人歸主！「對

己」配合詩班群體的活動，盡

一己之力，凡事能榮神益人！  

         當 用 詩 章 、 頌 詞 、 靈

歌……口唱心和讚美主。 感謝

主！將一切讚美榮耀歸給我們

在天上的父！ 

         

 

 

 

無數個 365里路 
治生組 / 葉明秀 

        [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

因疫情，我們將近 3 年沒來美

國了。這次選擇從西雅圖入

境，是來參加大孫女的生日。

孩子們ㄧ家都來接機。看到兩

個小孫女，開心得疲憊都不見

了。 

        七月底的西雅圖有點熱，

也不太下雨；「雨都」的稱呼，

近幾年來似乎不太合適了。治

生組長推薦我們造訪奧林匹克

國家公園。我們選定新月湖

（ Lake Crescent) 和 颶 風 嶺

（Hurricane Ridge)兩個景點。 

        我們連人帶車上了渡輪。

偌大的船艙像極了車停滿在馬

路上等待紅綠燈的畫面。不同

的是車內的人們，可以下車到

船邊看海景、吹海風。短短 30

分鐘的航程，船艙內也是熱鬧

無比。 

        新月湖是華盛頓州第二大

深水湖。在大太陽下，爺孫們

湖中玩著立漿板，快樂得不得

了！我和媳婦坐岸邊聊天，優

閒欣賞這宛如畫般的美麗湖

泊。 

      「颶風嶺」的海拔高度，讓

遊客可以輕鬆的登頂遠眺壯觀

群峰。雖值夏天，峰頂上仍有

白色殘雪。這兒也是健行、露

營、單騎和背包客旅行的好地

方。兩個小時內走完的步道，

很適合我們家兩老、兩小的腳

程。甚是滿意有成就感！ 

        [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8

月中旬的波士頓氣溫仍然偏

低，不過我們的內心卻是暖呼

呼的；因為接著要來參加女兒

的婚禮。和從南加州驅車前來

的大兒子夫婦會合後，隨即前

往羅德島。女婿用心安排讓我

們六年沒有全員團聚的一家

人，可以住在一起好好的相

聚。同時他也安排了幾個行

程，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和

西岸完全不同人文風情的地

方。 

        前往 Newport City 歐州風格

古城鎮，得經過當地非常有名

的 Newport Bridge。這座橫跨在

Narragansett Bay 上的大橋，是

座懸索式的跨海大橋。它彎延

宛如絲帶的橋身，就像在碧海

藍天中畫下的一道優雅線條，



令人忍不住多看它幾眼。 

        Newport  因鄰近歐洲，17

世紀就有很多歐洲的移民。整

座城市集歐式建築之大成，幾

乎都是百年古建物。漫步其中

讓人有種時光錯置的感覺。當

地又有很多佔地廣闊、富麗堂

皇的大莊園，也是觀光的熱門

景點。 

       接著轉往 Narragansett Gali-

lee ，夕陽下的海邊，漁船ㄧ艘

艘返航，緊隨著ㄧ群聒噪的海

鷗，爭食船家分食的海味。海

風陣陣吹拂著，驅散了酷熱帶

來了清涼。我們優閒地散步著

為採買今晚的龍蝦大餐。 

        兒子分配好由我和德明照

顧小孫女們；龍蝦大餐則交給

他們負責。這招真厲害，把嘮

嘮叨叨的兩老和礙手礙腳的兩

小綁在一起，一切安全。 

        女兒的婚禮於 Kay Chapel舉

行。Kay Chapel 建造於 1869

年，外觀砌以紅磚、內部以深

色原木高眺拱型樑柱為天花

板；四邊白牆配上精緻的彩繪

玻璃窗，內部空間一目了然；

在樸實中更增添了莊嚴的氣

氛。想想女兒的新人生將從這

裡開始，心中就有著藏不住的

喜悅和歡樂。 

        婚禮當天，兩個小孫女花

童，畫著淡妝、梳著俏麗的髮

型，頭上戴著粉色的花圈，臉

上藏不住的喜悅，出席她倆最

愛的姑姑的婚禮。 

        新人在牧師的引導下，交

換信物、互頌誓言。雙方家人

共同見証了這重要的時刻。親

家母代表男方致詞，對新人的

祝福滿滿；也對女兒表示熱忱

的歡迎成為他們家的ㄧ員。此

時，女兒的眼框已經泛紅，德

明也在這個時候為女兒唱出

「月亮代表我的心」。這是女兒

小時候，德明哄她睡覺時輕唱

的歌。應女兒要求在她的婚禮

上，再聽爸爸唱一次，讓她回

味父愛。 

        因疫情關係，晚宴在家中

外燴舉行。在得知親家特別把

ㄧ間出租房子收回重新整理，

好讓我們全家人團聚。德明感

動得頻頻向親家致謝。女兒的

婚禮讓全家人再ㄧ次的大團

圓，真是恩典滿滿。 

        ［加州洛杉磯國際機場］ 

婚禮後又和大兒子夫婦回到南

加州爾灣市。來美國已經ㄧ個

月了，緊湊的行程確實有點

累。非常感謝夢涵老師，將德

明的獨唱演出，安排在最後兩

個公演場次；讓我們可以放心

去美國參加女兒的婚禮。 

        50 天的美國行，收穫滿

滿。感恩這次旅途中所有交會

過的人、事、物，點點滴滴豐

富了我內心深藏的「人生相

簿」。 

2022豐收年 
治生組 / 陳碧玲 

        2022 我的豐收年！就在十

年前，我被動式的加入宇宙光

百人大合唱的同時，也開啟了

我非常不平常的生活。 

        「平常」指的是朝九晚

五、一成不變的職場主管兼家

庭主婦的規律生活。「不平常」

則是去參與體驗非本業的工作

與挑戰；以及因著兒女出國讀

書、就業，我的生活又回復到

與「大王」老爺新婚時的兩人

世界。 

        2022 是台灣 COVID 疫情的

第 3 年。因疫情睽違近三年的

兒女，分別從東京回台。終於

又跟我的孩子們，有了充滿愛

與溫暖的擁抱；而我再次被我

的寶貝兒女充電滿滿。 

          2022 年 3 月 20 日「邱玉

蘭基金會」舉辦歌劇大賽。我

初次參加歌劇詠嘆調的演唱比

賽，就意外得到「樂齡組」銅

獎。能初試啼聲就獲獎，真是

喜出望外。 

        接著 4 月 20 日又參與歌劇

協演，演出「納布可」劇中嚮

往回到自由故土的希伯來難

民；以及「茶花女」宴會上把

酒言歡的賓客。這是一次很開

心圓滿的歌劇協演初體驗。 

        乘著 3 月歌劇大賽得獎的

順風高飛，8月便大膽報名衛武

營舉辦的「武營歐普拉」素人

歌劇演唱甄選。雖通過了第一

階段的初選，決選卻未獲青

睞。素人歌劇演唱甄選，不分

年齡；不分學習背景；不分組
 



別，以致這次沒了「樂齡」的

優勢（偷偷一笑）。 

        雖未獲選卻也收穫滿滿；

感恩評審老師當場肯定自己的

台風與特別的氣質（忘了問是

什麼樣的特別）。 想能在聲樂家

評審老師們面前，毫無破音、

順暢完整地唱完整首詠嘆調，

對我而言，還真是難得！而我

又是參選者中最年長的，評審

老師多好奇提問我報名參選的

緣由。 

        想不過是給自己一個不一

樣的舞台試膽機會。沒得獎是

神的美意，好讓我明年再有機

會唱給評審老師們聽；而且可

以有一整年的時間準備。（好像

志在唱給評審老師們聽，不在

獲選？哈哈哈！） 

        2021 雙十節，學妹導演籌

拍的勵志商業電影，舉辦隆重

的開鏡儀式，正式開拍。拍攝

期間因疫情法規的種種限制，

加上拍片資金未能如期到位、

攝影組技術人員的更換等等因

素，導致拍片過程困難重重。

最終在學妹導演努力不懈地跨

越各個障礙之後，終於 2022 年

7 月 9 日正式殺青；12月 12 日

在信義威秀廣場，舉辦了媒體

星光紅毯首映儀式，並於各大

院線上映。 

        而我受學妹導演之邀，從

2021 年 3 月開始參與籌拍、選

角、製片，還在劇中跑跑龍

套。這一完整的、全新的商業

電影拍片經歷，我彷彿讀完了

一本「片場現形記」。回頭看，

真是難得的人生經歷。 

        如果說這部電影是導演學

妹含辛茹苦生養的孩子，那我

就是守在一旁陪同看顧的褓

姆。因著全程參與投入這部電

影的拍攝製作，讓我深深佩服

學妹導演的堅持理想、不畏艱

難，最終完成夢想。 

        這一路的陪伴，我不僅參

與成就了學妹導演的夢想；同

時也意外的給自己的人生增添

不少精彩；身著旗袍牽著小唐

氏症寶寶公益走秀、為廠商代

言拍廣告、進專業錄音室錄唱

電影主題曲、進棚接受傳播節

目專訪錄影、與台啤職籃趣味

籃賽、跟專業明星演員們一起

飆戲等等，都是我意想不到的

人生體驗。 

        2022 年還有讓我最感恩、

最感動的：百人大合唱「跨

越」年度、「跨越」疫情，順利

完成了四場教會的巡演。而我

一場都不想錯過，也都沒錯

過！這次百人大合唱巡演最特

別的是：我把每一場演出都當

成參賽參選，把觀眾當成評

審，使盡全力對著他們深情款

款地用歌唱訴說主恩！ 

        回顧精彩的 2022，不覺眼

窩泛淚、心窩鼓著一股暖流。

感謝主如此愛我，讓我對自己

的人生如願追求。「Carpe diem. 

Make life extraordinary. 」我的

座右銘，我的小小不同凡響人

生。 

 

 

 

✽Happy Birthday✽ 

求你指導我們怎樣算數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 

組別 姓名 月/日 聲部 

一 沈偉宏 1/1 T217 

八 張慎儀 1/1 A209 

一 陳珍珠 1/2 S212 

十一 吳純翠 1/3 A208 

七 謝金美 1/4 A206 

三 湯秋容 1/7 S246 

五 沈芝蘭 1/15 S217 

九 葉慧琳 1/16 A106 

六 黃雨禾 1/17 S225 

八 吳國清 1/19 B113 

九 陳縈樺 1/23 S107 

四 吳世祺 1/24 T201 

八 嚴小川 1/25 B109 

十一 吳碧珠 1/26 A109 

六 黃慧玲 1/28 S122 

一 甄家驥 1/31 T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