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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傳承與交棒
經文：書24：14-18
◆陳建中

歷史的巨輪不停地前進，中華基督教衛理
公會在台灣已進入66年了。驀然回首，看到屬
靈的前輩一代傳過一代，直到如今，代代相傳。
這些年來雖然蓽路藍縷，但靠上帝的恩典，使
我們建立了44間的堂會。
目前我們正面對關鍵時刻，求主使我們領
受從上頭來的異象「徹底的門徒」，能繼續落
實在每一位衛理宗門徒的身上，透過「內尋靈
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合一建造教會」，以
佈道、牧養、培育為策略，使每一位弟兄姊妹
們都能成為門徒，不但靈命更新，教會復興，
家庭蒙福，更要緊的是成為有生命力的教會。
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以後，把領袖的地位
傳承給約書亞，約書亞繼續帶領百姓進到迦南
地。等約書亞老了，他該交棒了，又把美好的
託付傳承下去，給誰呢？以色列的長老、族長、
官長就是接棒人(書廿四1)。所以約書亞召聚這
些領袖接棒人回到示劍谷，回想神過去的恩典
並獻上感恩。「示劍谷」，亞伯拉罕在那裡曾
築了第一座祭壇(創十二6)，神就應許亞伯拉罕
的後代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創廿二17)；
那裡也是雅各和神立約，決定一生事奉神的地
方。(創卅三18-20)

約書亞集合這些長老、族長、官長時，問
他們，我帶領你們渡過約旦河進了迦南地，就
在這裡築壇獻祭，向神感恩、向神立約，還把
律法寫在石頭上，記得嗎？你們環繞在約櫃兩
邊，我宣告神祝福和咒詛的話，那時你們都大
聲說「阿們」，感恩聲充滿了整個山谷；當時
你們還立志說：「我要選擇走生命的道路，要
敬畏事奉耶和華」。請看那些立約的石頭還在
那裡，只是很明顯的，你們慢慢忘記神的恩典；
忘了在埃及的十個神蹟；忘了在曠野時神供應
我們嗎哪、磐石水；忘了紅海為我們分開；忘
了渡約旦河中的奇蹟；忘了耶利哥城怎麼倒塌
的；甚至我們懷疑，不再相信這恩典的源頭—
上帝。所以你們又開始用別的假神代替上帝，
活在不聖潔的裡面，也失去了爭戰得勝的力量。
約書亞豈不是提醒我們需要再重新立約、
再一次做正確的選擇：選擇你要事奉耶和華還
是事奉別神？這些選擇關係到我們的生命。「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
16：4)。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在追求什麼？
我們可以留下什麼給下一代呢？是金錢？是地
位嗎？當我們蒙了神的恩典，從黑暗、污穢、
軟弱中被找回來，神恢復我們該有的平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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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和自由，我們該怎樣回應這樣的恩典呢？約
書亞挑戰：今天就要選擇我們所事奉的。約書
亞選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這是他向神立的約；「立約」是一種承
諾、一個決定，不管再大的困難都要事奉到底。
今天我們也願意這樣立約、回應神─「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過去三年來，我們重新檢討本會的產業。
感謝主，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不但使我們找
到出路，更是確認我們的方向；同時，我們也
經歷眾同工同心合一尋求本會發展的核心價值─
「徹底的門徒」，以內尋靈命深度、外展事奉
服務，來合一建造神的教會。因此，我要從兩
方面分享傳承與交棒。

一、蒙恩且得救(內尋靈命深度)
在全家事奉主之前，我們會先經歷到全家
的蒙恩得救，神的祝福是以「家」為單位，天
父應許的是全家得救、全家蒙福、全家得勝。
從聖經來看，舊約挪亞如何逃避洪水？神叫他
一家八口進入方舟，全家人就蒙了拯救。新約
稅吏長撒該，他爬上桑樹想看耶穌，耶穌抬頭
叫他：「撒該，快下來，今天救恩到了你家。」
耶穌親自造訪、住在撒該的家，救恩就臨到每
個人身上，原來耶穌的救恩是給全家的，不是
只給一個人，但常常是透過一個人先得救，福
音再由這人進到家裡，所以我們首先信主的需
要為家人禱告，求耶穌來住在我們家。你看百
夫長哥尼流的家人原本是不認識神的，當哥尼
流信了主，他想傳福音給家人，就請彼得到他
家裏，他召集全家人聽彼得講道，這時聖靈降
臨下來，他們全家通通蒙恩得救了。
使徒行傳有一個獄卒，他看見保羅跟西拉
在監獄裡唱詩敬拜神，監獄門竟然開了，獄卒
看見神的作為就信了耶穌，他又告訴家人，全
家也都信了。所以我們需要常常把你所看見、
所聽見，神的作為告訴家人，徒16：31獄卒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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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保羅說：「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天父上
帝應許：全家都能蒙恩得救，但需要我們去傳
福音、代禱、分享神的作為，救恩必然會臨到。
會祖約翰衛斯理說「全世界是我的牧區」，他
強調真實的信仰，我們所信的，也應該是我們
所能遵行的，透過我們生命的改變影響我們的
家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不要失望、灰心，也
許你的家人還沒有全部信耶穌，但是終有一天
他們和你的子子孫孫都要回到神面前，徒二：38
彼得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離棄罪惡，並
且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好使你們的罪得著
赦免，你們就會領受上帝所賜的聖靈。因為上
帝的應許是給所有上帝呼召的人，就是你們、
你們的兒女和一切在遠方的人。」上帝呼召我
們的兒女都要離棄罪惡、受洗蒙恩，在末後的
日子，聖靈還要澆灌我們的兒女身上，他們都
要說豫言！你在意家人的屬靈狀況嗎？你願意
持續為家人迫切禱告，向他們傳福音分享見證
嗎？讓他們看見你全心全意的事奉，看見你生
命的改變、結出美好的果實，這些是你留給家
人、兒女、後代最好的產業。

二、全家都事奉(外展事奉服務)
年老的約書亞決定要傳承一個寶貴的產業就
是：「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不管別人怎麼想、拜了什麼，但我的家人一定
要順服、服事我們的神。請看書24：16-18以
色列的領袖百姓如何回應呢？「我們斷不敢離
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的，因耶和華我們的神，曾
將我們和我們列祖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
在我們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蹟，在我們所行的道
上，所經過的諸國，都保護了我們，耶和華又
把住此地的亞摩利人，都從我們面前趕出去，所
以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因為祂是我們的神。」
以色列人願意事奉是為要回報神的恩典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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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16：12「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
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
名。」如何稱揚？就是一生事奉祂。如果做父
母蒙了神的厚恩，卻不願意去事奉，甚至不願
意孩子去事奉，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懂得感恩、
不會是個感恩的人，也不會曉得事奉神才是最
榮耀的事。
在英國的約克，有位年輕人聽到約翰衛斯
理的講道，那天他講到「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
奉耶和華」，這段經文深深感動這個年輕人，
當天他不但決定信耶穌，也和妻子一同在神面
前立志：「我們全家都要來服事神。」這個年
輕人叫戴雅各，他的曾孫是戴德生，創辦了中
國內地會。戴德生有一句名言：「假如我有一
千英鎊，不會留下一鎊不給中國人；假如我有
一千條性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人。」為
這異象和負擔，戴德生從英國到中國，把一生
埋在中國，最後死在中國，戴德生的兒子戴存
仁繼續在中國傳福音，當時正是中日戰爭，他
被日本人抓起來死在集中營。戴家的第六代戴
永冕，後來把福音傳到台灣，創立聖光神學院。
第七代戴紹曾曾在海外使命團服事，第八代戴
繼忠在香港華人教會中事奉。200年前因為一
個年輕人正確的選擇和決定，使整個家族和後
代子孫大大蒙福、被神使用。
有研究指出，人對不同的知覺經驗會有不
同程度的印象，如觸覺、嗅覺只有3%會留在印
象中，聽覺會有20%留在印象中，視覺有85%
留在印象裡，也就是說，人們用眼睛看見的多
過用耳朵聽見的，所以我們在孩子面前做了什
麼，比教導說了什麼更有用。孩子要看見父母
如何晨更讀經（他們就如何晨更）、如何奉獻
金錢（他們就如何奉獻）、如何幫助人（他們
就如何幫助人），在道德沈淪的今天，我們需
要傳承下去不就是這些精神和道德、生命的遺
產嗎？你的兒女和子子孫孫就是你的接棒人。
在家裡必須先建立家庭祭壇，每天一段時間或

每個禮拜在家裡分享真理，家人是最好的代禱
同伴，如果你的孩子看見父母同心服事神，他
們也會以事奉神為樂，全家一起事奉是何等美
好的傳承。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手中握有孩子好與壞
的命運。有個故事說一個年輕人握著一隻小鳥
藏在背後，他問一個長者說：你猜我背後的鳥
是活的是死的？長者說：這隻鳥的死活都在你
手中。沒錯，我們下一代是好是壞就在「你」
手中。許多父母以為孩子不懂，就不和孩子分
享神的恩典，也有父母不願過問孩子的信仰，
以為這是尊重，錯了，為何？兒女是天父託付
給父母，兒女是神的，神託付我們用愛用真理
教養、引導他們，把他們從屬地的生命帶到屬
天的生命，可是我們留給兒女的遺產卻往往只
在外表的物質上，不重視內在的靈性；我們留下
的只是短暫、屬世的，而不在永恆屬神的裡面！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父母有責任要委身在
孩子最大的益處上，什麼對他有益？除了營養
的食物、好的老師、舒服的衣服、溫暖的環境
外，更重要的是叫他得著神永恆的真理和祝福，
透過你的「事奉」（是你所做的不是你所說的）
讓他看到我們愛神、愛人的見證和榜樣，他們就
會接棒、願意效法，真理和祝福就代代相傳了。
耶穌在約12：26說：「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尊重」原文是honor，尊
榮他、使他尊貴的意思，神對服事祂的人親自
要使他尊貴、使他被高舉。保羅說：「我奔跑
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們
的人生要選擇向著標竿和異象直跑，「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華」是神給每個家庭的異象，
約書亞向神承諾、戴雅各向神承諾：他和家族
中每個人都要一生一世事奉敬拜神。今天衛理
公會在台灣，我們當如何向神承諾，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直到萬代。求神的靈充滿我們，「
循規蹈矩，過聖潔的生活」，那我們就必蒙神
大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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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台灣需要的門徒運動
路加福音14:25-35

◆龐君華
1.新的里程碑：
每一次的年議會對我們而言，都是一個新
的里程碑、新的階段、新的實踐重點與方向。
本屆年議會選出新的核心服事團隊，與會代表
及不在現場的各堂會同工、執事都是一個邁向
新階段的團隊。
新的核心同工，必須作為我們整個信仰團
體的先鋒，也就是要在我們的年會、宗派或教

口號或教導形式化，就會變得包羅萬象，放諸四
海皆準，缺乏實質的內容。
所以，當年循道（衛理）運動有一個特色，
就是向當時越趨形式化或空洞的信徒生活，提
出挑戰，我們要成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altogether Christian or thorough Disciple。
在過去基督徒與門徒，這兩字常常是通用
的：真實的基督徒或真實的門徒；徹底的基督

會的前端，承擔在這片土地上宣教的使命，要
面對世俗的文化、價值觀的挑戰。同時也要引
領我們整個信仰群體，在這片土地上，實踐上
主所託付的任務，讓循道衛理運動的火在這片
土地上開展。
我們必須以僕人的態度，以領導及承擔的決
心來守望我們的使命，走在跟隨主的道路上。
我們依靠的不是別的，是靠上主在基督裏的恩
典。去年衛神出了一本新書《負責的恩典》，
其概念就是上主的恩典使我們可以負責及承擔，
不是我們因為負責所以有恩典，更不是恩典只
為了我們個人的利益或成就。
因此讓我們彼此勉勵、督責、一同領受上
主的恩典，一同承擔他所分派的任務。

徒或徹底的門徒。
基督徒，一定是跟隨者（也就是門徒），
跟隨基督的人就是門徒。

2.循道（衛理）運動的核心精神
儘管人事會變動，但我們整體的異象與使
命、核心的價值是不會變的。循道（衛理）運
動，興起於宗教改革後的兩百年，而我們距離
衛斯理兄弟亦已三百年。
這個運動的核心，就是不讓教會或信仰的
團體，適應了所處時代的文化與價值，不小心
地越來越俯就或遷就（accommodation）世
俗價值，以致信仰越來越世俗化，組織越來越官
僚化，又或是因為不再去反省自身的存在價值，
任務、身份，以致信仰的實踐越來越形式化。
組織形式化，就會沒有功能與創新；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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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正的跟隨者（路加福音14:25-35）
路加福音的經文一開始就很有意境地提出
了什麼才是真正的跟隨者。「有極多的人和耶
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可見在形式
上，這些人已經跟在耶穌的後面，耶穌對已經
跟在他後面的人提出挑戰，怎樣才是真正的跟
隨者。這段經文提出了三個要求：
●愛我勝過一切所愛…（這是指我們的情感），
原文作：「恨」，這是閃族的誇張語法，表示
那個愛是超越一切，沒有可以等量齊觀的，這
樣的愛是被一個更偉大的愛所引發的。
●背起十架…（這是指我們意志，受苦的決心），
當我們回應主的呼召，跟隨基督的腳蹤，那麼
我們定會在路上遇見十字架，因為十架是上主
的救贖方式，基督在十架上重價地救贖了我們，
我們領受的是重價的恩典；這激勵我們以愛來
回應，使得我們勇於背起十架，成為上主對這
世界的祝福。
●撇下一切所有…（這是指價值的取捨），沒
有比此還更高的使命或人生的目的。
生命的主從輕重的問題 ，最高的與從屬的、
終極的與非終極的抉擇，也就是上帝與偶像之
別，若是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的對象不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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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其他在這個位置上的都是偶像。
因此，耶穌要求我們，要計算一切之後，
不計一切的跟隨。路加用了當時讀者知道的兩
則新聞軼事來作為比方：
其一是主後27年左右有一座蓋得很差的圓
形劇場倒塌，大約死了5萬人；其二是希律安
提阿伯與羅馬鄰近的番屬作戰失利。這些都是
未經計算的行動，以致失敗收場。
我們的計算或比較的兩端分別是：「自己
vs. 基督」；或是「靠自己或靠基督」；又或
是「追求自己以為的價值力量，還是相信以基
督的心為心，思主所思，行主所行」。這些在我
們的心態上是不能模稜兩可的。這也就是放下自
己，才能真正「仰望」基督，這是門徒生活的要
素（潘霍華），因為我們是基督重價所贖回的。
4.這世界的價值：實力才是王道
這正是我們與今日文化衝突之處。這世界
的價值是，若能滿足越多人的需要，才是所謂
的好消息。但是福音卻要我們以信仰的角度來
檢視，人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這世界的法則是我們的資源越多，我們的
支持越多，就越能有所成就。但基督卻以眾人
以為軟弱的、愚昧的方式，完成上帝的託付。
這世界告訴我們，權力越大才有能力指揮
眾人。耶穌卻告訴我們要作僕人，才能帶來真
正的領導。
這世界無時無刻都在提醒我們，我們是無
法撼動這世界的結構。耶穌卻告訴我們，這世
界雖有苦難，但祂已勝過了這個世界。
5.循道（衛理）的門徒運動：
循道（衛理）運動，就是在一個與我們價
值衝突的世界中，活出真實的基督徒或徹底的
門徒的生活運動。
我們首要就是要計算代價，清清楚楚地確
定生命的優先順序。誠誠實實地回應是否要跟隨？
我們要有背起基督十架的決心。基督十架
的重點是救贖，他的鞭傷使我們得醫治。我們
的受苦（承擔），使他人（世人）得到醫治。
所以這不是一個理論，除非我們起而行，否則
我們是不可能理解上帝、理解救恩奧秘。

我們要起而行，這就是我們門徒的操練，
不但自己個人操練，我們的小組（猶如班會）存
在的意義就是要一起學習堅持過門徒的生活。
這一切都是為了基督，也是為了關心基督
所關心的人：耶穌看到許多人流離失所，就哭了。
門徒群體的一切操練、實踐，都不是為了自己。
我們關心人的方式，是以兩個方面來呈現，即
福音與服務，透過這兩方面的行動使這世界與
上帝和好，使受造的世界更合上帝創造的心意。
總結來說，我們要用群體的生活，活出門
徒的生命、價值，才能邀請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不然就會成為「失了味道的鹽」完全沒有意義。
6.台灣需要的門徒運動
台灣文化的底蘊是一種移民的文化：由恐
懼所建立的民間宗教是看不到希望，只顧自己或
自己的族群的一種文化向度。此外，這種文化
也呈現出，沒有核心價值，功利取向的宗教精
神：急功近利、求快、沒有耐心（淺薄），不
求真理（相），以致理盲或反智主義。尤有甚
者，現在的台灣已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因
此在價值上或文化取向上是一種消費的文化：從
他人眼中看自己的價值，自戀；從需求來看待人
的價值。加上在急速的生活中人們靜不下來，成為
一個過動的社會，以致使得對上述的因素缺乏
反省。也就是說形成台灣現代宗教與文化的特
色：恐懼、功利、短視、缺乏信念、反智，以
致人的價值失落，成為工具化而不自知。
在這種情況下，更顯出我們以門徒的生活
（第四天、門徒的標誌），或門徒運動的重要
性，我們要在上主的創造中重估我們生命的價
值，在正情、正信、正行中，活出一種跟隨基
督的生活方式，並且透過付代價的關懷邀請人
加入我們的行列，這是我們回應今日所在的台灣
的門徒運動，透過這運動使我們所在的土地、
社會能朝向上帝的旨意。
最後讓我再簡述門徒運動的精髓：成為徹
底的門徒，或循道衛理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上
帝改變我們（內在生命的改變，才能開啟內尋
靈性的深度），我們與上帝一起改變世界（外展
事奉服務才有可能）。 (本文作者為本會牧職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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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化家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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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圍爐感恩禮拜

基督化家庭委員會在春節期間推出『團圓圍爐感恩禮拜』活動，
感謝主，台北衛理堂、安素堂、內湖佈道所、沛恩堂、榮恩堂、天恩堂、約翰堂、
三重衛理堂、台中衛理堂、台中衛道堂、信正教會、太平幸福佈道所、高雄衛理堂的弟兄姊妹們熱情參與，
更有馬來西亞的弟兄姊妹們共襄盛舉，使人人都在家庭中活出基督美好的樣式，
期許未信主家人也能加入神國大家庭，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安素堂鍾玉蘭姊妹

▲安素堂卓景鋈弟兄三代同堂
圍爐感恩禮拜

▲總會基督化家庭委員會預備參加
團圓圍爐感恩禮拜的弟兄姊妹們小禮物

今年過年的團圓圍爐我們家是特別的開心，因為兩個女兒都在2018年結婚了，
家庭成員多了兩位女婿，所以年初二女兒們回娘家團圓圍爐感到特別溫馨熱鬧。
我的兩位女婿尚未信主，還不太認識耶穌，也不確知為什麼要一直感謝上
帝！因此使用總會提供的這份程序單來做家庭感恩禮拜非常適合，因啟應文開
頭就揭示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是日夜、季節與歲月的主宰，所以說萬
般感謝我們都當先來頌讚、感謝上帝所賜的一切。在分享的當中，我感謝女兒
住家裡的這段期間，總是主動清潔讓這個家一直保持得這麼整潔舒適，現在我
每每環視這個家時心中總是感謝不已。最後為我的兩位女婿楊智傑、張峻樺的
信仰歷程禱告，求主親自在他們當中動工，讓他們能快快信靠主耶穌。
感謝總會舉辦的團圓圍爐感恩禮拜活動，讓相聚時刻變得更有話題更有意義。
◆信正教會朱淑貞姊妹

最近幾年的除夕，因為媽媽和姐姐還有兩個外甥和外甥女，和我們一起吃
年夜飯，加起來大概有10幾位，準備了二桌豐盛的年夜飯，每次都好熱鬧。
在吃年夜飯的時候，我們會一起分享感謝上帝這一年來的祝福。今年總會
基督化家庭生活委員會，提供2019新春家庭禮拜的樣本，所以我們在吃飽飯後，
一起唱詩歌，分享詩篇23篇。大姐夫在分享時說：自從信了上帝以後他從沒缺
乏過，真的很感謝神的帶領與祝福。信主沒多久的姐姐在分享時說：他現在越
來越能感受上帝的同在，而且靠著主把她的一個很不好的壞習慣改掉了！聽到
這裡我在心裡感謝讚美主，這是我一直為姐姐禱告的事。
家庭禮拜是值得全家一起感恩見證的好機會。聽完大家的見證分享後，希
望未信主的大外甥和外甥女，他們也能夠接受主耶穌為他們的救主。

▲信正教會朱淑貞姊妹全家圍爐感恩禮拜

▲台中衛理堂陳明孜姊妹全家圍爐感恩禮拜

◆高雄衛理堂吳佳玲傳道

對我們家來說，2019年的新春真的很「新」。因為弟弟結婚，因此今年有「新」人成為我們的家人；
去年才被授職傳道的我，當然也是「新」人囉；對爸媽來說，兒女們都邁入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們的感受
一定也是相當「新」的。即使有這麼多的「新」體驗，我們卻仍在美好的家庭生活以及信仰傳統中，領
受著從古舊十架而來的寶貴恩典。並且我們相信，這個美好的信仰，要藉著我們，代代延續下去。無論
是血緣上的，或是屬靈上的。感謝上帝一年的保守，也感謝主內肢體們的陪伴。願2019年，我們繼續
為主發光，成為祂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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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衛理堂吳佳玲傳道
全家圍爐感恩禮拜

▲高雄衛理堂鄭進福弟兄
全家圍爐感恩禮拜

▲高雄衛理堂李相蘭牧師參加總會基督化
家庭委員會舉辦團圓圍爐感恩禮拜小禮物

社會關注委員會

無私的愛
每年總會舉辦展開天使的翅膀為偏鄉地區
孩子募款，我都是抱著看熱鬧去吃一餐的心情，
直到幾年前，教會社關主席要我代表台北衛理
堂一同去台東送愛心款。我心想：「哇！去台
東玩一天不錯喔！」就這樣，隨著王牧師去台
東送款，縣政府官員帶我們去台東教育部舉行
捐款儀式，順便聽取國中小學的校長、主任及
志工報告。沒想到聽到偏鄉的老師們為這群孩
子的甘心付出、犧牲自己的時間、金錢來照顧
這群孩子，那種愛到深處無怨尤的情操，讓同
為從事教育工作的我，深深感動，坐在那裏熱
淚盈眶，內心澎拜，心裡禱告：「主阿！求你
記念這群默默工作的志工、老師、校長他們那
無私的愛，求祢記念。」。
偏鄉的孩子大部份是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
每天早上阿公、阿媽忙著去田裡幹活，天未亮
就上山做工，無暇為孩子準備早餐，孩子們六
點多起床後，就在部落裡閒晃，學校志工還未
到校，許多孩子就在校門口等，為的是想到學
校吃早餐，志工、老師們覺得孩子在外沒人照
顧不好，就自動自發的提早到學校開門，讓孩
子們進校，老師也跟著提早到學校照顧他們，
放學後有的孩子與阿媽同住，阿媽生病無人煮
晚餐，老師將中午剩下的營養午餐，讓孩子們
帶回去給阿媽吃。孩子的功課乏人問津，老師
自願開放自己的家庭給學生課後輔導，從清晨
六點到晚上七、八點都與孩子在一起，把學生

◆牟維丹
當成自己的孩子照顧，不為名利，只是像耶穌
一樣有憐憫之心。
偏鄉的校長除了負責教學、行政外，還需
要為自己的學校找尋資源、募款，目的希望孩
子們不輸在起跑點，期盼他們長大後可以脫貧，
一所國小的年輕女校長，她覺得原住民的孩子
有音樂天份，但沒人栽培。她決心讓全校孩子都
學提琴，但偏鄉缺乏師資，她千辛萬苦找到以
微薄鐘點費願意來校教琴老師，老師住在台中，
每週一天坐高鐵到高雄，再坐火車到台東，校
長再開車載他上山教學，這些校長、老師們不計
辛勞、甘心樂意，甘之如飴的跋山涉水，只是心
中有濃濃的愛，誠如耶穌一樣動了慈心。
這三年來，我每次隨著牧師去台東，我看
到這些老師都由衷的感謝他們的付出，他們也
非常感謝衛理公會的各堂會熱心捐款，弟兄姊
妹愛心的奉獻加上校長老師們盡力的擺上，一
起造福偏鄉的學童，讓他們成長茁壯。
馬太福音25章35-40節：因為我餓了，你
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做客旅，你
們留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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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奉獻微
不足道的金錢給偏鄉的孩子，聚沙成塔幫助的
孩子越來越多，有如五餅二魚的神蹟，這善工
是神所喜悅的，我們只要願意做，必看到美事
發生，願神紀念每位奉獻的弟兄姊妹。
(本文作者為社會關注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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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屆年議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第56屆年議會選舉當選名單
(第57屆年議會正式任職)

主後 2019 年 2 月 22 日
1. 會

督：龐君華牧師

2. 牧職會長：劉天惠牧師
3. 會友會長：趙慧敏姊妹 (樹林約翰堂)
4. 財務主席：陳美吟姊妹 (永和天恩堂)
5. 仲裁委員：歐陽輝牧師、陳啟峰牧師、汪鵬聰弟兄、
林光坦弟兄、曾紀凱弟兄。
6. 董

事：龐君華牧師(董事長)、劉天惠牧師、
趙慧敏姊妹、王先緻牧師、曾長森牧師、
辛俊傑牧師、侯協明牧師、沙泰國弟兄、

▲第56屆年議會由十字架及會旗
帶領牧職團隊進場後開幕禮拜

莊友銘弟兄、歐陽讓弟兄、吳劍聲弟兄、
劉瑞河弟兄、陳姿伶姊妹。
7. 牧職委員：龐君華牧師、劉天惠牧師、侯協明牧師、
蘇福全牧師、黃寬裕牧師、王先緻牧師、
徐至強牧師、辛俊傑牧師、林添福牧師。

▲與會者同心禱告

8. 會友委員：趙慧敏姊妹、藍恩琪姊妹、林佼瑩姊妹、
施小惠姊妹、楊寶賢弟兄、蔡碧雲姊妹、
王仲慧姊妹。
9. 法規委員：曾楚傑牧師、陳信成牧師、戴祖聖牧師、
葉新林弟兄、龔書安姊妹。
10.提名委員：龐君華牧師、湯祖和牧師、吳東泰牧師、
徐秀蓉牧師、張東佶弟兄、陳素珍姊妹、
紀瑞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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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議會選舉過程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