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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衛理公會在台設立年議會以來，今年首次分別在不同地點一同舉行年議會。籌備同工們克服
了種種困難、技術上的障礙，在疫情的陰霾仍籠罩的情況下，促成本屆年議會得以如期舉行。在
此謝謝籌備同工的辛勞，以及各會場的同工與代表的配合。

成長中的群體
        其實，勇於面對環境的困難闊步前行，這種精神正是初代教會的見證。今天所引用的經文以
弗所書，就是使徒保羅在監獄中，針對在內外困境中的小亞西亞的教會發出的信函，讓他們一起
思考教會的本質，與她在時代中應有的見證。
        本書一如保羅其他書信的格局，前半部先談理論（神學），後半部談實踐。
        所以第四章的位置，正是處於在教會的理論與教會實踐的銜接處，本章總結教會的本質，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教會是由各不同恩賜、不同功能的肢體所組成的一個基督的身體，因為基督是頭，是元首，

◆龐君華

所以儘管在這群體中的我們各有不同的背景，甚至有
很大的差異，然而也正因為我們連結於這位元首－基
督，如同我們聖餐擘餅時的禮文「我們雖多，卻是一
個身體」。我們是在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的情
況下，我們可以合一。並且在其中個人在各樣的恩賜
與事奉中得以「同歸於一」，並且「認識上帝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
        在這裏我們看到，教會是上帝救贖計劃的奧秘，
人們可以合一，可以「由多而一」，教會是有生命的
信仰群體，所以她會成長。然而，「成長」不是「增
長」；其實兩者不相衝突的，但卻不能等同。

經文：以弗所書4:14-24

啟航心志更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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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是生命素質的長大成熟。不成長的群體，
就形成所謂的「成長遲緩」，或「生長停滯」的
現象，這是一種不正常（或不健康）的現象。
        信仰的群體要不斷的成長，能夠茁壯，能
夠有承擔的力量，能面對外在的種種挑戰，分
辨出時代的假象。若不能成長，就會像所謂「
小孩子」般的行為（或如同「巨嬰」），甚至
會誤入了虛無飄渺的陷阱。

不成長的危險
        第14節提到的「詭計」，原文有「詐賭」
的意思，引誘我們將生命下注在錯誤的選項（
或陷阱）中。
        我們以為會贏得這個世界，到時卻被賭博
的「莊家」，把我們贏去了。教會以為貼近這
個世界，效法他們就可以贏得他們，孰不知，
這樣反而被這世界贏得了我們，成為世俗價值
結構的一部分。
        另外，經文中所謂的「邪說之風（和合本
作異教之風）」，是指不正確的教導，如空虛
的，不真實的口號。
        這些「教導」引得我們的群體活在虛妄（
不真實）的風浪中飄搖不定。我們被當下的各樣
徒勞的活動，或追求，耗盡了我們的時間與精
力，這些對靈性的成長與對認識上帝的兒子（道、
真理），毫無幫助，靈性也因此疲弱無力。

感受生命的成長
        反之，真正成熟的信仰群體，是能隨著歲
月，不斷地「成長」的。也就是說我們能不斷地
「認識上帝的兒子」，以致能夠「彼此相愛」。
        這「愛」與基督（上帝的兒子，道，真理）
有關，這愛使團體中有了真實的關係「說誠實
話」。這愛使我們能彼此配搭，這愛使我們能
埋下去在自己所託付的職分上，毫無怨言。這
愛使我們靈性的生命（心靈的聖殿）能得以建
立，使我們能像「愛子」的生命素質增長。
        無論我們是牧者、是同工、是領袖，在我們
的信仰群體中的生活，是否有這樣生命的成長，
越來越能體會基督（愛子）的心腸，越來越像祂，
越來越能捨己，越來越有分辨力。我們所牧養、

關懷的會友，也有這樣「屬靈的感覺」嗎？

更新與脫去 
        最後，在第17-24節中，保羅要提醒我們，
要立志更新，也就是要告別過去世俗的思想與
習慣，這些都是會使我們與上帝所賜的生命隔
絕，會使我們靈性的觸覺麻木。到頭來我們就
會「放縱」我們的情慾，而不自知，還以為是
在服事主，卻在滿足自己。以為在幫助人，卻
是變相的自我肯定，以為是為主作見證，其實
是讓人對世俗更加依戀。
        我們真的能徹底的改變，就非要「脫去」
舊人，穿上「新人」不可。我們不是「依然故
我」地，只是外觀換裝而已，這是徒勞的。我
們要「脫去」的是我們那搖擺的心，想要既得
到世界又要得到屬靈的恩賜或上帝的恩典。想
要依靠上帝，但又依靠瑪門。
        所以我們要更換我們的心志，與上帝恢復
並保持應有的關係。我們既按上帝的形象所造，
就有與祂交流的潛力（分享祂的性情），靠著
上帝，我們可以基督為典範，由聖靈來引導我
們，在這過程中，我們會越來越認識祂（以祂
的心為心），我們就能活出祂的公義與聖潔的
形象。惟有這樣以基督為首的信仰群體才能成
為基督在世上的見證。

結語：啟航
        在這一年一度的年議會開始之前，我鄭重
地勉勵各位，在開幕之前，讓我們先下定決心，
要立志更新，擺脫我們過去不單單倚靠上帝的
習慣，脫去我們仍然為自己保留的心態，讓我
們再次義無反顧地，為主將自己全然獻上。今
天沒有任何個人或群體的本位主義，只要基督
肯用我們，只要復活的基督能正確地被世人看
見，當基督真實的被世人看見，世人就會聽到
祂的呼召「來跟從我」，他們就會為了跟隨與否
作出抉擇，他們就有可能加入我們的行列。這
是上帝對我們這個群體在這個土地上的託付。
        今年的主題是「啟航」，讓我們的教會成為
孕育門徒（跟隨者）的平台。就在今年，就在這
個疫情減緩的當下，讓我們預備好航向水深之處。

(本文章於第57屆年議會開幕禮拜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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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五十八屆年議會調派單
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

一、牧職人員調派：

北一教區(含外島特區)

北二教區

北三教區

中教區

南教區

牧區主任 曾楚傑

主任牧師 曾楚傑

協理牧師（副牧） 李信政

協理傳道 賴明貞

協理牧師（副牧） 曾以勒

協理傳道 周明乾

主任牧師 金美景

牧區主任 邱泰耀

主任牧師 邱泰耀

協理(義務本地傳道) 卿秀惠

牧區主任 黃寬裕

主任牧師 黃寬裕

協理傳道 秋郁瑄

協理傳道 王光玉

校牧室主任 黃寬裕

校牧(傳道) 王光玉

馬祖衛理堂 主任牧師 戴祖聖

北竿佈道所 主任牧師 鄭憲章

北衛牧區

城中教區

安素牧區

台北衛理堂

林口佈道所

內湖佈道所

安素堂

東吳大學

衛理女中

華恩堂

城中教會

羅東佈道所

牧區主任 林烽銓

主任牧師 林烽銓

主任牧師 林烽銓（兼）

協理(義務本地傳道) 紀瑞和

雅各堂 主任牧師 徐秀蓉

平安堂 主任牧師(副牧) 賴  玲

主任牧師 徐秀蓉（兼）

本地傳道 張主佑

大直衛理堂 主任牧師 王先緻

聖保羅堂 主任牧師（副牧） 吳怡慧

沛恩堂
(松德佈道所併入)

主任牧師 侯協明

恩友牧區

恩友堂

屈尺衛理堂

木柵衛理堂

永和天恩堂 主任牧師 徐至強

板橋榮恩堂 主任牧師（副牧） 楊世昌

三重衛理堂 主任牧師（副牧） 高思凱

樹林約翰堂 主任牧師 陳信成

三峽衛理堂 主任牧師（副牧） 謝  炯

桃園衛理堂 主任牧師 李相蘭

桃園成功佈道所

春湖佈道所（體制外） 本地傳道 張慧美

主任牧師     Rev. Richard & Alma

牧區主任 林樹輝

主任牧師 林樹輝

協理牧師（副牧） 林怡君

協理牧師（副牧） 畢重道

牧區主任 吳東泰

主任牧師 吳東泰

協理傳道 黃建彰

協理傳道 邱惲傑

逢甲衛理堂 主任牧師 湯祖和

信正教會 主任牧師 蘇福全

竹山衛理堂 主任牧師 曾長森

嘉義衛理堂 主任牧師 林添福

中衛牧區

衛道牧區

大里佈道所

台中衛理堂

台中衛道堂

太平幸福佈道所

牧區主任 劉天惠

主任牧師 劉天惠

本地牧師 任聖彬

義務本地傳道 蘇崑寧

主任牧師（副牧） 彭美玲

永康衛理堂 主任牧師 石鎮瑜

衛理南工佈道所 本地傳道 高以琳

牧區主任 辛俊傑

主任牧師 辛俊傑

協理牧師（副牧） 吳佳玲

主任牧師(副牧) 林大聖

牧區主任 蔡偉文

主任牧師 蔡偉文

主任牧師(副牧) 高禎吟

高衛牧區

榮光牧區

南衛牧區

高雄衛理堂

台南衛理堂

榮揚手語佈道所

台南安平堂

鳳山衛理堂

小港衛理堂

高雄榮光堂

二、教區長

三、附屬機構職
    員聘派

四、退休牧師

五、神學生

台灣神學研究院 張辰瑋

郝文章、蕢建華、
曾紀鴻、王春安、
鐘撒該、歐陽輝、
莊美蘭、陳啟峰、
徐雪坪、陳建中、
吳劍鋒、莊璧如、
許  帆

總會
會務顧問     蕢建華
             曾紀鴻
             陳建中
               
衛理神學研究院 
代理院長  林烽銓(兼)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主    任     曾中一
               

北一教區
(兼外島特區)

北二教區    王先緻

北三教區    陳信成

中教區      吳東泰

南教區      辛俊傑

          
          
               

黃寬裕

第57屆年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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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問

「年議會」

        疫情自年初開始，教會為配合防疫工作，
保持社交距離，也有透過直播在家參與聚會。
在剛剛五月舉行的年議會也因此改以視訊會議
形式進行。年議會是衛理公會體制中最高權力
機構。會友可能對年議會是甚麼都有點疑問。
順著年議會剛結束，本期衛理小百科為讀者解
說一下年議會來由。

衛斯理約翰在英國訂立的議會

        在循道衛理運動歷史上，第一次議會於
1744年6月25-29日在倫敦舉行，是整個運動
發展的重要進程。衛斯理約翰期望通過議會來
釐定教義、法規和實踐的準則。在早期議會沒
有一定議程，主要是圍繞信仰主題進行一問一
答，相關內容在1749年被首次刊印，為循道
友提供了信仰和教導的指引。在1753年增訂
為《大會議紀錄》（Large Minutes），及後
又進行多次增訂。
        早期議會主要著重於釐定教義和法規的工
作，直到1770年議會上才有被問及議會該持之以
恆的事項，因此定出關於牧職人員派任、會社（
Society）狀況、慈惠支出等一共13項主要議程。

美國議會設立的初期

        衛理公會系出於美國循道衛理運動，議會
基礎更多承傳於此。衛斯理於1769年首次派遣

牧者到北美洲，到1772年由時任教區長的亞斯
理（Francis Asbury）主持首次季議會。翌年
又有作為衛斯理總助理身份而來的Thomas 
Rankin主持首次年議會。直到1777年，伴隨
著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導致歸屬英國的牧者
相繼離開，Rankin在形勢所迫下回國。
        在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以後，各宗派教會趨
向與母國教會體制分離自立，並籌劃往後的發
展。1784年，美國循道衛理運動獲得衛斯理
的首肯，成立「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自立發展。同年年底在美
舉行「聖誕節議會」（christmas Conference），
衛斯理親自按立Thomas Coke和亞斯理為會
督，開始了美國議會的自立。

議會權限的轉移

        美以美會在美國自立以後，主張以投票、
法規與立法三者作為治理會務的原則，以《大
會議記錄》作為基礎訂立美以美會《法規》。
伴隨著教會外延發展地域之廣，年議會開始按
地方分開舉行，對於維持整體教會關係聯繫和
決策成了一個大挑戰。1785年起在巴爾的摩設
立特別議會對立法、管理與《法規》作最後議
決機關。到了1789年美以美會十一個年議會
的大型架構造成議事上的難處，亞斯理會與各
年議會長牧代表共同籌組協會（Council）替

(本文作者為衛理神學研究院
 宣教牧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陳繼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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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巴爾的摩議會體制。1792年初各年議會
達成共識，在年底召開首次總議會（General 
Conference），並著手調整總議會與年議會
職能分工。
        隨著後來海外宣教的需要，美國總議會在
難以協調海外宣教工場的年議會實際需要，
1895年始為宣教前線設立的中央議會（Central 
Conference）。中國中央議會則設立於1897
年，至1928年獲美國總議會授予舉行會督選舉
的權力，並遵照法規於1930年在中國舉行首次
會督選舉。

台灣年議會的發展

        中國大陸政權在1949年易手後，衛理公會
傳教士先後在香港與台灣重新建立教會事工。
直到1956年5月美國總議會授權香港和台灣地
區牧職會員人數達六
人即可組織臨時年議
會；同年年底由黃安
素 會 督 （ B i s h o p  
Ralph A. Ward）主
持台港兩地合組臨時
年議會，時牧職會員
共十一人，其中八人在香港出席首次年會。議
會下特別設有「差會代表委員會」與「策劃委
員會」就發展、財務、人事需求向美國總議會
提呈的聯繫機構，1960年改稱「差會聯繫委

員會」直到教會自立
後結束。
        1960年美國總議
會授權香港與台灣兩
地教區分開發展，至
1962年由台港臨時年
議會議決落實執行，

而會督仍由美國派任。1969年台灣臨時年議
會開始向教會自立發展與差會進行協商，訂於
1973年教會自立，推展會務、財務、人事逐
步自行承擔。1972年年議會議決改組實行「
會長制」，推選劉子哲牧師為首任會長，並與

差會代表泰勒會督（Bishop Prince A. Taylor）
共同簽訂台灣年議會自立文件；同年獲美國總
議會授權自立。
        在自立以後，1974年隨著年議會董事部
部長換屆，在教產清冊過程中帶出一系列會務
問題。延至1978年，因會務停滯、財務不清
與人事不信任等問題導致年議會陷於困局，年
議會在同年七月二十二日通過凍結法規和會長
制度，推選十一人組成為期兩年的「會務整理
委員會」主持會務並進行整頓，至1980年恢
復年議會運作。
        1985年，年議會就「會督制」及其相關
改制納入議程討論，至1986年7月舉行本會在
台首次會督、牧職會長及會友會長等選舉。       
        2001年，年議會重新增列教區制度， 
2017年更進一步對教區架構探討，推動事工
協作與督導教會發展，架設「教區有議會，堂
會有班會」的模式。

小結：議會作為聯繫的關係

        在循道衛理運動的傳統中，會以「聯結」
（                    ）關係來說明衛理公會教會論的
結構；衛斯理約翰對議會的理想是延續會社與
班會（Class）中循道友共同成長的關係。年議
會是聯結實踐上的一環，連結起年議會──教
區──堂會──會眾之間的關係，即連結牧者、
會眾、宣教、事工與服務等，在信仰生命經歷
上共同參與、承擔並轉化。
        除了連結會內人和事外，年議會同時藉由
每年的會期把時間連結起來，既是記錄衛理公會
發展的歷史見證，同時是作為信仰群體在上主面
前連綿的見證，傳承信仰和生命的培育與實踐。

Connexion第八屆台灣臨時年議會

1963年年議會

3月

5月

9月

10-12月

小記：衛理公會議會時間表

教區議會

年議會

教區議會

季(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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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專欄

       基督教信仰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獨的旅程。耶穌的首批跟隨者聚集在一起都恆心遵
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掰餅、祈禱。（徒2：42）。我們對成為會友的含義的理
解深深植根於我們對洗禮的理解，成為真實會友意味著成為教會的一部分，即基督的
身體，就像我們的四肢是我們自己身體的成員一樣。
       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清楚地表明，基督教是一種社會宗教，而我們內心
聖潔和生活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基督愛中彼此守護著。通過這些面對面的
關係，我們體驗了成為世界上基督的身體的意義。身為衛理公會會友，我們需要積極
參與當地的教會。當我們成為會友時，就表示我們對上帝忠實的信仰，渴望成為耶穌
基督的門徒。我們的誓言包括承諾透過祈禱，讀經，奉獻，服務和見證來忠實地參與
當地會友的生活和參與事工。

◆劉天惠

◆湯祖和

(本文作者為本會牧職會長)

(本文作者為逢甲衛理堂主任牧師)

       近年來本宗推動徹底門徒運動，透過教會生活，培育，造就和形塑，激發我
們學習『成為門徒』。會友證的五項基本操練即是幫助我們委身於教會群體，具
體實踐堅定跟隨基督的徹底門徒。誓示『會友』尊榮的身份與角色，此乃發揮衛
理宗傳統精神，齊心建造顯出本宗的生命力和價值。相同的使命讓群體變成軍隊，
讓使命聯結我們彼此，成為教會事奉的精兵，彰顯上帝榮耀的團隊。
       會友證的五項基本操練，其中第一項「謹守主日」是基督徒的核心價值。謹
守主日是一種應許，神應許謹守主日的人，生命要在祂的聖所中蒙福。我們努力
認真工作六日，連歇息的第七日，都在上帝手中蒙福。第二項「什一奉獻」是基
督徒需要嚴肅看待的操練，表明萬物本於上帝，是一種敬拜，信心和祝福。至於
小組團契生活，服事，或個人造就，裝備，是敬拜的三個向度；生命，生活和聖
所相輔相成，也就是我們回應與上主的真實關係和學習付出，更深化內在生命用
以愛神，和愛人。

成為衞理公會會友意味著什麼？

會友證的五項基本操練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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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

(本文作者為北竿佈道所主任牧師)

       感謝主選召我牧養主的教會，牧養第一站
高雄衛理堂，福音隊裏面有位張吉輝弟兄(現在
是牧師)，不僅參加福音隊接受門徒訓練，也促
成宣教團契。宣教團契的講員開始造就、裝備
我。從菲律賓回來述職的講員吳錦雲宣教士，
知道我們愛傳福音，邀請我去菲律賓做跨文化
長宣。
       在台北雅各堂時，開始學習接待宣教士、
短宣隊，同時有機會到緬甸等地服事。在台南
衛理堂時，我們全家曾受德國開拓牧養華人教
會的陶恩光牧師之邀，去他們的營會服事；曾
率領南衛的訪宣隊至緬甸探訪那裡的華人教會；
也隨同在印尼宣教的任雅各牧師去法國巴黎探
訪華人教會、贈書及服事等。三年結束時，我
們接受差派到南竿島馬祖衛理堂，臨行前，瞿
正老弟兄就預言我會往國外去宣教，我將這話
存在心裏。
       1998年7月31日我們踏上馬祖的南竿島，當
時被委任為本會的宣教委員會主席。接到柬埔
寨金邊衛理福音中心張燕宣教士的代禱信，信
中提到她們二位是金邊單身的宣教士，社區裏
有很多青少年及家庭需要扶持與輔導，希望有
牧師家庭能受差來幫忙。讀後我們夫妻一起禱
告，想到當時衛理公會在東馬、西馬、新加坡、
香港、台灣有數百個華人牧師家庭，居然只能
差派二位單身姊妹前往，看到她們的處境，我
們不禁潸然淚下邊哭邊祈禱：「主啊！還來得
及的話，我們在這兒，請差派我們！」
       1999年暑假我們全家參加本會的訪宣隊去
緬甸，隨後到柬埔寨金邊參加衛理福音中心的
開幕禮拜，與會者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們在旅
館中禱告，二個女兒為柬埔寨的兒童流淚祈禱。
趁勢問她們說：「如果爸媽被派來金邊，妳們
會跟嗎？」她們大聲說：「不要。」
       回台後到高雄探望母親，驚覺母親老了許

多。幾天後返回馬祖南竿。9月20日黃昏，我的
師母問我說：「怎麼樣？如果我們去柬埔寨，
你有甚麼顧慮嗎？」「當然有，除了孩子反對
外，最掛心母親」。 隔日9月21日是母親的生
日，也是竹山大地震的日子。近中午二哥來電
說：「媽媽安息了」悲傷中憂喜參半，天父的
安排除去我心中的掛慮可以去柬埔寨。在曾會
督建議下以休安息年的方式去柬埔寨幫忙。於
是2000年1月初便提案休安息年。但孩子們還
是反對，於是我們持續禱告與討論後，開始為
孩子們寄宿與教育做規劃及安排。四月有一天
小女兒說她要跟我們去柬埔寨。感謝主！到六
月，大女兒也說願意隨我們去柬埔寨。讚美主！
順利休安息年去柬埔寨。
       我們在柬埔寨金邊的衛理福音中心不到一
年，除了教中文、學柬埔寨語外，其他與牧會一
樣。休完安息年從金邊回來，被派到馬祖北竿
島開拓佈道所半年，世界華人衛理聯合(WFCMC)
的宣教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新加坡衛理會之
宣教委員會主席的林厚彰弟兄就三次遠距聯絡，
希望我們家再申請去金邊，因為張燕宣教士休
假去神學院進修，是未來金邊衛理神學院的老
師。不到一年竟又要安排搬家及孩子寄宿和教
育，真的只有神能了。
       這次提案申請去柬埔寨是二年，我們夫婦
不斷地禱告，照例二位女兒先是反對，後來也
跟隨去柬埔寨。而提案在牧職委員會與董事會
聯席會議中也通過了。2002年8月29日在台北
恩友堂舉辦衛理公會宣教差傳禮拜，在曾會督、
鄭家常長老、與眾同工和在場眾弟兄姊妹的禱
告中，正式差派我們全家至柬埔寨金邊144街的
衛理福音中心二年(2002年9月~2004年7月)，負
責開拓牧養。感謝主！如今我們全家再次被派
回到馬祖北竿島，繼續此地的開拓牧養事工。

差派我們一家去柬埔寨
◆鄭憲章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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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三十年前，正值青壯年的先生李良修弟兄，
罹患了帕金森病。
       雖然當時我很鎮靜地安慰鼓勵先生，並讓
他知道他必不致孤單，可自己來到神面前禱告
時，便哭倒在上帝面前，向祂訴盡心裡的害怕
擔心與委屈。感謝主！沒讓我的情緒沉浸於悲
傷中太久，我知道擺在前面的道路並不是一條
容易走的路，但深信『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
傷的靈使骨枯乾』的道理；我祈求上帝將這一
帖喜樂的良藥賜給我的家庭。
       就這樣，帕金森病這位不速之客，毫無預
警地進入我的家庭我們的生活中，我求問上帝
說：「天父啊！我能做什麼？我們該怎麼做？」
上帝就賜給我約書亞記三3-5：「跟著約櫃去，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
沒有走過。」
        約櫃代表上帝的同在與引導，過約旦河進
迦南地這條路，以色列百姓需要上帝的同在與
引導，他們需要聽從上帝的話語與命令；同樣
的，「帕金森」這條路對當時的我們是陌生的，
是我們向來沒有走過的路，上帝要我們跟著祂，
祂應許「必在我們中間行奇事」（書三5）。
        有了上帝的應許與保證，我的心尋得平靜
安穩的力量，我們雖可任憑生命的船隻朝向擱
淺的海灣而動彈不得，更可以跟隨領航員的引
導，而航向安穩的港口，深信我的上帝必為我
負完全的責任！
        然而，當病況急轉直下，就像面對洶湧漲
過兩岸的約旦河水時，我們力不能勝，向上帝
呼求：「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們吧！」
與此同時，我驚覺自己仍舊是軟弱，信心的跨

越竟不是我的習慣，眼見為憑才是。然而如今
回頭望去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一生牧養顧念
我們的耶穌，一點一滴地為我們的信心做那創
始成終的工作，不斷用祂的話堅固我們，使我
們幾時軟弱，轉眼注目信實可靠的主，幾時心
裡的力量就剛強起來！
        多年前的一個早晨，我的讀經進度來到約
伯記，約伯記並不是第一次讀，但那個早晨當
我讀完開頭兩章，我向上帝發出了心中的不滿，
我說：「天父啊！祢看看這個可憐的約伯，祢
見證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但祢
卻為了祢的榮耀，把這個可憐的約伯當賭注！」
話語還在我口中的同時，上帝就用一種奇特又
溫柔的方式對我靈的深處說話，以至於我開始
哭泣，不能停止地從心的深處哭泣淚流不止，
天父說：「孩子！不是那樣，我沒有為了我的
榮耀把約伯當賭注，是我把我的榮耀當賭注放在
約伯身上，因為我信任他，如同信任妳一樣！」
        我是家族中第一位信靠耶穌的人，當我的
人生順利，嫁給一位大學教授，過著幸福美滿
的生活時，我的家人沒有因此信耶穌，反倒是
良修生病後，他們才一個個地接受耶穌成為生
命的主；然後我漸漸地深深地明白，在苦難的
世界中，我們是基督這位匠人手中的活石，在
主的愛裡，一塊一塊的被琢磨建造成為上帝的
殿。我感恩能看到上帝的揀選和工作、看到苦
難的歷程顯出一個真相：原來苦難是房角石，
不是絆腳石，是要帶領我們進入應許之地，不
是要我們繼續在曠野漂流，是滿滿的祝福。上
帝果然在我們中間行了奇事（書三5），感謝
讚美主！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會友)

我們的約旦河
◆陳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