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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的小巨人

文 / 林士涵

印製見證文集是父親在生病後就有的想法，目的是希望更多親朋好友能透
過這些見證認識主耶穌，一起享受屬耶穌那好得無比的生命。

我的父親林進聰，民國 42 年 9 月 18 日生於台中縣大肚
鄉，退伍後輾轉來到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所上班，認識了他生
命中兩個最愛－信仰耶穌基督以及我的母親。

父親總是開玩笑地說所有人都知道他會打網球，但沒有人
知道他會做研究；而他卻是全國十大傑出工程師。他也認真的
跟我說自己不聰明只是很認真，而他的認真讓他３０年來在業
界倍受好評。但他把一切在人看為好的，認為是主耶穌對他生
命的恩典，他的一生就是如此尊主為大。

父親的個子很小，但靈裡巨大。因他認識又真又活的真神，
讓他的一生好得無比，且有永生的盼望。對我們還在世界上的
人來說，我的父親過世，不是少了一個好人，而是透過他的見
證，認識或不認識他的人多了一次認識耶穌、得著更美生命與
永生冠冕的機會。

我知道現在他與主耶穌基督同在天堂。父親，我愛你，你
是謙卑的巨人。



好得無比的生命

文 / 林士淳

2011 年對我們整個家是奇妙的一年，我想對我爸更是如
此。胃癌、開刀、復健、化療，一連串的過程就像是一轉眼，爸爸
媽媽在當中都吃了許多的苦，但唯一能做的就是禱告。

2012 年的五月因著腫瘤持續的擴散，在醫生也束手無策
後，全家一起決定停止化療，一起陪伴爸爸最後一段時光。六
月十八號晚上十點二十六分他被上帝接走了，這是一段充滿
不捨的過程，看著一個人的生命漸漸被疾病吞噬，但我也知道
這一切對爸爸來說仍然是恩典也是祝福。

這一段生病的過程中爸爸從來不會問神：「為何是我？」
他常與我分享上帝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有總有最美的計畫，若
今天上帝覺得他在這世上已經活的夠了要帶他回去休息，他相
信這會是更好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這個信仰的寶貴和真實，
讓一個癌末的病人每一天都能有平安和喜樂，甚至可以到處去
分享上帝在他身上一切的好。

回想我的爸爸，他一直都是個超級認真的人，印象中他
時常早上五點多起床，坐在書桌前開始工作，雖然他後來也
說，人生有時候太認真不一定好，但他認真的身影一直都是最
棒的身教。爸爸也是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於有需要的人他總
是伸出援手，把別人的事看成自己的事情，但卻又很低調，
其實許多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我從別人口中得知，他後來也對我
說，聖經上這段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對他的影響很深，
感覺是上帝親自對他的教導。



我的爸爸雖然現在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我知道他現在是
「好得無比」。脫離了世上的勞苦重擔，不會再因癌症疼痛，更
重要的是他已經與基督同在樂園，有一天我們會在天上相聚。
爸爸在地上的日子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也許不長，但卻充滿著許
多美好的見證，是一個榮神益人的生命。生命中有許多無法掌
握和預期的事會發生，但我也感謝神讓我有這樣的父親。

爸爸謝謝您！我愛您！



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文／林進聰  2012. 1 月

親 愛 的 弟 兄姐妹平
安 ，去年 是要最感謝  神
的 一 年 ， 不 但 光 明 小組
人數不斷增加， 我 在職
場表現 也特別受肯定 ，
業 界計畫更 是應接 不暇，
也前往德國 及 大陸推展
技術，還持續在台科大授
課。

然而 就 在去年初，
當我讀到聖經上說「人們
都説你 們 好 的 時候， 你
們 就 有禍了 ， 因 為 你 們
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
(路加 6:26)」之後，這句
經文 就常浮現 在 我 的內
心，相信這是 神提醒我不可受世界的價值誘惑，要常思想怎
麼做才是 神的心意，也常利用機會述說與見證這一切的好都
是 神的大作為。



胃癌開刀 死陰幽谷有神同在

回想三十年來長期有甲狀腺亢進的我，腸胃吸收一直不好
體重始終只有 50kg上下。十幾年前的體檢報告，發現血液中
各項指數越來越偏離正常值，常暈眩、舌頭變白又敏感，一點
點的酸甜苦辣都不能碰觸，看了很多醫生仍找不出原因，最
後才由新竹醫院韋至信醫師驗血後告知是因缺乏 B12導致的
惡性貧血，此後靠著兩個月打一針B12，生活才慢慢恢復正常。

五年又前因使用放射碘治療甲狀腺亢進，導致眼睛紅腫無
法閉合、雙重影子及眼球突出等眼疾，也只好放棄愛好幾十年
的網球，以散步取代之。由此可見，我的身體健康似乎一直都
藏有隱憂。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
們的道路。(賽 55: 8) 」，就在忙碌且一切看似順遂的時候，八
月份開始感覺胃脹氣、食量變小、體重下降，我一直都不以為意，
仍然沒停下繁忙的腳步，直到今年初開始感冒及咳嗽，加上
腸胃道已難正常進食，在發燒不退的情況下，兩度至馬偕醫
院急診，都發現白血球飆高，住院照胃鏡後赫然發現胃部長了
兩個腫瘤，驚覺嚴重，需要將整個胃切除。

感謝 神，透過尹阿姨及王天路夫婦的協助，當天順利轉
院台北榮總。 神親自預備同為主內弟兄的吳秋文主任及其醫療
團隊，爲我開了十一個小時全胃及膽切除手術。真的非常感謝
愛我的光明小組弟兄姊妹在手術進行當天持續守望禱告，更有
王天路夫婦、鍾嘉華牧師、李易松傳道、張世明弟兄陪伴我的家
人，共渡這難熬的一天。

術後一個月期間藉由醫療團隊的細心指導、妻子添妹盡心
的照顧、光明小組及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與禱告，給我數算不



盡的愛，以及 神賜給我的力量，使身心靈都可調適良好。走過
這次的死亡幽谷後，我更深切體會健康的重要。當我為自己的
身體禱告時，常會浮現耶穌基督在十字上被取笑的畫面，也想
到撒旦對 神控告約伯說：「約伯敬畏 神豈是無故呢？…他手所
做的都蒙你賜福…。(伯 1:9-10)」。好像 神也同樣在對我說：當
苦難臨到時，仍然要堅信 神有祂的美意，只是我們不明白，
也許是要我學習放下世上的纏累，單單來依靠 神。

癌末化療 任何景況都學習順服

術後為了防止腫瘤的轉移，3 月底開始進行每週至台北榮
總住院三天兩夜的 24 次化療，直到化療前才得知體內的兩顆
腫瘤是三及四期胃癌，也就是俗稱的末期。因每週需要去住院
化療三天，愛妻添妹馬上辦理留職停薪陪我，充當 24 小時貼
身護衛。化療後又添增了噁心嘔吐、食慾不振、白血球不夠、體重
下降等痛苦與難題，有時也會有沮喪的時刻，體重也不斷下
降至 40kg以下，只能不斷禱告。

要照顧食慾不振的我真的非常不容易，只能吃少鹽、少糖、
少油的蒸煮食物，每吃一口都有噁心感，沒有親身經歷，很
難體會什麼叫多吃一口就會嘔吐，少吃一口又會營養不良的
無奈，使得愛妻雖辛苦預備食物卻沒有成就感，每次去住院
的大小包重物也都全部由她提，每每湧現無助又不捨的心境，
真是非常感謝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我。要感謝 神，在化療 12 次
之後，7月底做一次完整的斷層掃描，並沒有發現癌細胞的轉
移，真是要由衷的感謝榮總所有為我細心開刀、治療的醫生及
護理人員，他們不但非常辛苦，更是無條件的付出。

8 月起不知是每天至清華散步運動，還是改吃五穀及堅果
打成的泥當作主食，或是身體已逐漸適應化療的副作用，已



漸漸不怕油煙味，也不會想吐，白血球也都超過 3000，所以
能夠沒有中斷的順利完成 24 次化療。但正當我以為可以脫離
化療煎熬的時候，11 月初斷層掃描檢查結果，聽到醫生說癌
細胞轉移至腹部裡面的淋巴結，腫瘤復發的消息時，腦中瞬
間一片空白，心想難道前半年的治療都徒勞無功嗎？小兒子士
淳隨即拍了拍我的背來安慰我。因此，醫生表示需要進行第二
階段的二線化療，採用自費的紫杉醇，療效約 30%。

在此時，我們利用二階段化療前的空檔，到處遍訪名醫，
不論西醫、中醫、甚至自然療法等，了解其他種可能的治療方式。
然而每一種說法都有己見，說法也都不一，徬徨的我這時才
體會人的所知所能真的很有限，主耶穌是我唯一的倚靠，只
要信不要怕，祂才是全能的大醫生，懇求 神的憐憫與醫治。因
聖經說「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
37:5)」，我願靠禱告並將生命交給主，且在任何的景況中都學
習順服。

特別的一年 感恩還是感恩

對我和家人這是特別的一年，生病使我更可以瞭解病人的
心情，也感謝 神，常有機會利用住院時與同病房的人分享信
仰。雖然我被迫停下超過三十年的職場，但也讓我不到半年又
再讀完一遍聖經，並且看完陳昭如姐妹特別為我預備的大衛
包森新舊約綜覽DVD講座，也有更多時間親近 神，受到聖靈
的光照，使我更能體會 神要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的心意。

12 月初同樣是基督徒的韋醫師看完病歷後告訴我：你終
究會因為這個病過世！但同時也用 神的話勉勵我，「因為我們
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我知道自己這
一生都是要為神而活，因此不管是處順境或逆境，行事為人



都應與所蒙的恩相稱，才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主耶穌施恩寶座
前。

神與人所想的往往不同，我當初原本正為小組的人數增加
思考如何讓每個人都能得到造就，也對未來有許多規劃，甚至
計畫想要成立公司。因這場大病使得我不得不停下腳步，對於
正在往前衝刺的我，學習放慢腳步真是一場全新的挑戰，更能
體會人是何等的渺小，相信神的意念是高過我們的意念。

感謝 神，我生病時親自揀選了非常有愛心而且很會關懷
人的廖順芬姐妹接任光明小組長，她不僅敬虔愛 主，更是愛
人如己，也為主耶穌的話「在後的，將要在前。(太 19：30)」作
了最美的見證。

這些日子以來有更多時間與添妹、士涵及士淳在日常及週
日晚上的家庭祭壇中有美好的分享，大兒子士涵也多次提醒我
要常常喜樂。雖然生病卻更能感受到全家人滿滿的愛。也知道教
會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為我禱告，我所愛且非常不捨但已
安息在主懷裏的林有欣弟兄，安排小組弟兄姐妹在我出院初期，
主動預備每一天的飲食，來探訪的教會牧者、長執、弟兄姐妹、
同學及親友也是絡繹不絕。

藉由每一個關心、禱告和問候，感受到教會肢體中彼此相
愛的溫暖。也非常感謝陳政民組長、汪進忠主任、李天三、黃聖夫
等同事在我生病後即時的幫助，以及工研院的主管、同事、及心
泉社弟兄姐妹的關懷，我都感激不盡。這一年來，我總覺得 神
的祝福滿滿，要感恩的事數不盡，要感謝的人也實在很多，
因篇幅有限，未能逐一列名述說您們對我的好，懇求主親自賜
福於您們。我知道能夠渡過這些日子，是因眾人的禱告與 神的
憐憫，有 神與我同在使我成為真正有福的人，每一天仍然存
著感恩與盼望。



一個生過病的人，會更知道如何安慰同樣受苦的人，對病
人而言要「常常喜樂」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功課。當我受特殊試
煉的時候，才能領悟 神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因「我知道我
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
在肉體之外得見 神。(伯 19：25-26)」，相信每一次的試練都是
於我有益，主的恩典也必定是夠我用。感謝神，死亡對我來說
並不是如此的可怕，就如同保羅所說「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
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腓 1:23-24)」，在世上會有捨不得的人，
但我知道我已得著永生的盼望。



林進聰弟兄工研院演講：病榻心聲- 感謝與感恩

『今天我為何要來演講，我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我知道上帝會問我:「人家
給你這機會傳福音，你怎麼沒去?」，我會答不出來，於是我就來了』進聰。

進聰雖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見，但可以聽到，生命似乎要離開他，但他身
旁的妻子添妹、兩個兒子士涵、士淳仍然對著鏡頭微笑，手比著勝利，似乎
在告訴大家，我們很幸福。親愛的進聰，你已經把天上的榮耀帶到地上來，
人要因你認識神，因你見證了聖經的話：「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
處」！

文 / 湯新如 2012. 6/12

進聰服務於工業技術研究院超過 30 年，是一位愛主的基
督徒，當得知罹患胃癌末期時，苦難並沒有把他擊倒，反而更
顯出他對 神的寶貴信心。他把這過程寫了出來，名為：「神的
意念非同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他強調特別的
一年，感恩還是感恩。

這篇文章
使我 們非常感
動， 於 是 工 研
院 信 望 愛社與
心泉社邀請進
聰 以「病榻心
聲 -  感謝與感
恩」為題分別於
101 年 4 月 24
日及 5 月 18 日
來工研院分享。



進聰於 4 月 24 日演講後，身體情況更是不好，但仍然於 5 月
18 日依約前往分享。進聰此份對同仁的情誼、負擔及意志令人
感動，也促使我要撰寫此文，要把榮耀歸與 神，也表達對進
聰的尊敬與感佩，同時也與進聰一起努力，讓他的心願更多
實現，就是有更多人可以認識耶穌，得著今生與永恆的祝福。

以下：進聰分享口述

我為甚麼仍要來演講？

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要來把我生病的過程及神在我身
上的作為與大家分享，就像我們剛唱的詩歌說：神可以把我們
的軟弱變剛強，可以把我們的貧窮變富足。最近我太太添妹聊
天時說：我這一生在金錢方面沒有很富足，但是在其它方面，
如工作、教會、與人相處方面，卻是非常富足。今天來演講我們
已準備好，如果我累了，就由我的兒子士淳代打，代替我來分
享。

我這樣的胃癌很罕見，7、8 年前在成大有一個 case，不
到 2-3 個禮拜患者就過世，而我已活著超過一年，可以與家人
相處。我最感謝我的太太給我的照顧，還有我的兩個兒子。

今天我為何要來演講？我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我知道上
帝會問我：「人家給你這機會傳福音，你怎麼沒去?」，我會答
不出來，於是我就來了。

請大家照顧好身體，不要撐  

今天我來不是說，我多厲害、做了多少事。既然在工研院工
作 30 年，我也應該來分享我的一點心得。先講身體，我很能
撐，這是我生病的原因，請大家千萬不要撐。



我雖然生病，但仍感謝與感恩。人真的要信耶穌，為何重
要？人都有生、老、病、死。如果沒有盼望，會不知道要去哪裡。
我大哥得肝癌，對死亡感到惶恐，我們帶領他信主，請牧師為
他受洗，也請他自己禱告。他說：你不教我，我怎會禱告？於
是我寫下來，我大哥自己禱告，也得了安慰，安然過世。

你問我現在怕不怕死？老實說，我知道上帝要接我去，我
沒有那麼害怕，但我痛起來，實在難過。今天醫生已經醫不好
我了，但我知道生命是在神手中。

熱愛做研究-服務 30 年的工研院

聖經給我ㄧ個服務的人生觀：「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要服事人(可 10：45)」，我做化工製程放大技術，做得很精
通，收集了二、三千張投影片，對聚脂產業很熟，進入其他製
程就不難，這使我有專業可以到處演講授課，服務工業界。工
研院是一個好的服務單位，好在哪裡？它有方向，但常沒有題
目，這就給了自由發揮的空間，但你也須創造價值。我也以此
給新同仁鼓勵。做研究室 1/3學理，1/3 文獻，及 1/3 研究累
積。現在做的題目，也許 30 年前已做過，所以須先有了解。

與主管的相處，我被罵絕不還口，因為伸冤在 神。我在工
研院與同仁相處很愉快，正如聖經上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
的善，何等的美。

但是工作太認真也不好，無法放鬆，要顧惜身體。我喜歡
打網球，我的個性是上場就要贏。我經常被排在第 5 點，也就
是要決勝負。從小我就愛看書，我媽媽從來沒有要我讀書，最
常跟我說的兩句話是：早睡、多睡。

現在人工作壓力很大，一到公司就被要求創造價值，因此



現在有三多：離婚多、離職多、還有罹癌多。我在醫院，常被請
去安慰癌症人，我看到很多 30歲~50歲的病人。聖經上說，
不要為明天憂慮，不要憂慮吃甚麼，穿甚麼，當信主耶穌。

很奇妙，我在家會痛，出來分享就不痛了。我太太本來不
要來參加我的分享，她說，她會難過。我說，妳不來，我也會
難過。於是她還是來了，我很感謝她。我是保守的人，我不會主
動跟同工說讓我來分享，但是新如、智誠邀我來分享，我不想
拒絕，會對不起神。我常幫人忙，因為我相信聖經上說： 施比
受更有福。固然我們要愛惜自己的身體，但勿忘記，「世上沒有
一件事對神來說是太寶貴，以致讓它攔阻祂在你身上的旨意」。
聖經說：「豈不知你們(身子)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
嗎？(林前 3:16)」

我不能，神凡事都能

我已經 13 年沒有考試，但報了五個研究所在職班，結果
卻考上台大，是 神的恩典。現在我工作正忙碌、績效很好時，
卻病倒了。

我現在需要休息一下，我請我兒子士淳代打，上台分享：

士淳分享

去年，我的爸爸不舒服，白血球也飆高，住院檢查知道胃
裡有二個瘤。手術後把瘤拿出來，有拳頭那麼大，醫生說是第
四期癌，不願說是末期，因為怕你喪志。一連串的化療，很辛
苦，我爸爸從不問為甚麼。在我爸爸工作順利、且教會的小組人
數暴增時，突然生病倒下來，但我相信，一切有 神的美意。

有一首詩「除你以外」，歌詞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
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別無眷戀；除你以外，有誰能擦



乾我眼淚；除你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雖然我的肉體和
我的心腸，漸漸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裡的力量，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遠」。有一天我的輔導問我們說，你們能了解「雖然我的
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裡的力量，是我
的福份直到永遠。」是甚麼意思嗎？我們說：不能。但我看到我
的爸爸，我就了解了，我爸爸就是心理有力量，有永恒的確據。
我爸爸做了美好的見證，傳福音、有盼望、不害怕。

我也希望爸爸能活久一點，但我相信 聖經上說「我們成了
一台戲，要演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我們就是要努力，作見證，
幫助人。我很感謝 神可以讓我與爸爸有相處的時間，這真是神
的恩典。

進聰繼續分享：

士淳分享的很好，大家給他一點掌聲吧(眾人鼓掌)。士淳
有分享的恩賜，我以前不太知道士淳在教會的服事情形，但
教會 50週年慶，士淳被請去當主持人，50桌的賓客，二小時
節目，士淳都可以 handle。我對我兒子的期望是，不是只有恩
賜而已，而是要能去愛人。

信耶穌最難也最容易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信耶穌是天下最難也是最容易的事，
最難：不合我們理智所想—耶穌由聖靈藉童女懷孕所生、耶穌
從死裡復活、升天、要再來。信耶穌也最容易：口裡承認、心裡相
信、單單信靠、就必得就、成為新造的人。

　　如果我們不知道信靠恩賜(一時好用)和信靠賜恩者(永久的
愛)有甚麼不同，我們就無法得到真正自由(隨事隨在、平安喜
樂)。



鼓勵大家擁有「三給人生」：把身體交給醫生、把生命交給
上帝、把心情交給自己。鼓勵大家過「三一生活」：生氣一分鐘、
心情一整天、性情一輩子。

最後用聖經詩篇 37篇 5-6節勉勵大家：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
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後記 by 湯新如

6 月 11 日晚，我到台大新竹分院探望進聰，士涵出來帶
我進去，看到了進聰在床上，添妹、士涵及另兩位家人都在病
房。進聰剛打完嗎啡，不會說話，眼睛看不到，但可以聽。於是
我把握機會，趕快與進聰說話，我說：我是新如，我們都以你
為榮，佩服您、感謝您，是我們美好的榜樣。

後來，我們一起分享進聰在工研院的演講，我問大家，
士淳分享完後，進聰繼續分享的第一句話是甚麼，士淳說：
我爸爸說我很會掰，我說，不對，是爸爸請大家為你鼓掌，
我特別跟進聰說，你有兩個好兒子，要傳承您的生命，繼續服
事，為主打美好的仗。我說，可以照相嗎，進聰點頭，我說可
以跟大家分享嗎，進聰仍然點頭。照相時，士涵說，我爸爸還
會比出勝利喔！但今天已經不能比了，我說我幫他比，我不知
我該不該笑，後來看到，添妹，士涵、士淳都帶著笑容，感謝
主：這真是一個在悲痛中仍有喜樂的家庭。添妹問候我的家人，
還給我一大堆水果，士涵送我出來…



禱告

主啊！感謝你，祢藉著進聰的生命對我們說話，祢是真
神，是當受敬畏的，神啊！求你憐憫這個世代，並憐憫你的
僕人！進聰以生命做了美好見證，祢可叫死人復活，求你顯
神蹟，醫治祂，讓更多人因他的生命見證可以信耶穌！阿們。

許一個更豐盛的人生：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林進聰弟兄經過胃癌開刀，走過死陰幽谷，有神同在。但他卻說：「死
亡對我來說並不是那麼可怕。」，「生過病的人，會更知道如何安慰同樣受
苦的人。」，「特別的一年，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聖經上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章 16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

那裡去。」                         約翰福音 14章 6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馬太福音 11章 28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