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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訊

        時值進入深秋的十月，一般年議會、堂會、
團體都會完成下年度的工作預算，此時，也正
是思考「管家職分」這個信仰生活實踐的課題。
管家（steward / stewardship）的觀念，有時
又被譯作「受託職分」，我們地方堂會通稱的
財務管理委員會，其正式的全名為「受託暨財
政執行委員會」。這就顯示其職務執行的觀念
來自「管家或受託」的概念。
        管家或受託的觀念來自聖經，與聖經對門
徒生活的一種指引，其重點在於，我們一切所
擁有的恩賜，都是來自創造主，我們的上帝，
因祂的恩典所賜予的一切，其主權在祂，我們
是受託的管理者。
       「所求於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哥林多前書
4:1-2），忠心不只是不佔為己有，為自己所需
而浪費上帝所託付的，還要將這些所擁有的恩賜，
認真地經營管理（營管），使之有最大的發揮。耶
穌在馬太福音25章的比喻中，對那個將銀子埋
在地裏，原封不動交帳的僕人的評價是「你這又
惡又懶的僕人…」（馬太福音25：26），對於另外
兩位將原有交託的銀子，發揮更大效益的僕人的
評價是「你這忠心有良善的僕人」，在這個比
喻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我們必有所託，我
們有責任善加「營管」，我們終必要交帳。

◆龐君華

        因此，這也是門徒的人生觀。當我們與主
恢復關係，成為「新造的人」，我們就認出原
來我們的人生，包括生命在內，我們所擁有的
一切，真正的主權不在我們，這種「主客易位」
的感悟與立志，是成為門徒的起點，將來會要
在主前交帳，這是終點。在這起與終點之間，我
們有責任要將此生「營管」得宜，最終得到主「
忠心有良善」的稱讚，這是門徒一生的企盼。
        所以門徒生活的三部曲是：呼召、立約、
管家。門徒的起始於主的呼召「來跟隨我！」，
這句話成我們探索生命意義的方向，一切人生
的意義、價值與自我的實現都來自這個呼召。
        然後是我們以「立約」來回應主的呼召。
不但與主立約，也與志同道合的門徒彼此「立
約」，學習堅持在跟隨的路上，並在實踐「跟
隨」的過程中，彼此激勵、提醒，並在其中進
一步認識我們的主，換言之，不跟隨的認識是
極其有限的認識。
        立約之後，我們人生就「主客易位」，我
們以「委身」或「獻身」的態度生活著。就如
同我們崇拜中奉獻時的詩歌「凡我向主所呈，都
是主賜的恩，凡我所有都屬於主，是主託付僕
人…」（《普天頌讚 327》或《聯合詩選》237），
這是門徒的人生觀，在崇拜中透過奉獻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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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與管家
會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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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這是門徒的人生觀，在崇拜中透過奉獻的儀式，
再次重申這種受託與管家的精神。
         所以，我邀請我們一同以祈禱的心來思考：
在我們個人，我擁有那些上主的恩賜（如金錢、
健康、家庭、專長…）？我們如何體現上主的主
權？我們如何為主使這些發揮更大果效？接下來
我的生活，有何調整？（以上可以在您們的立約
門徒小組中彼此分享）

         在團體方面：我們這個信仰群體（堂會或團
契），擁有那些上主的恩賜？我們如何忠心地管
理？主的心意是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以上這
些我們可以在執事會或同工會中討論）
          最後讓我們整個年議會的成員及各單位，此
時也一同思考，主會如何評價我們作為管家或受
託者的角色與實踐呢？來年我們將如何照管主所
託付的各樣恩賜與使命呢？

        今年本會特別為會友及同工們製作了我們的《週曆手冊》（以下簡稱《週曆》），
主要是繼推出新的〈會友證〉確認我們共同的基本操練後，進一步與會友們一起
進行每日的靈修操練，期待隨著時間的開展，我與主關係更加親近，這種實質的
靈性成長，其實是我們一切事奉的品質與教會復興的基礎。
       《週曆》除了一般的記事及備忘功能外，主要是以教會年曆（Christian 

《2021週曆手冊》前言： 活為基督，成於真道

Calendar / Church Year ）及經課（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所組成。
        在教會年曆的部分，我們標出了傳統教會的節期，這是根據基督的事蹟為主的節日，使我們
這基督信仰的群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時時紀念上帝在基督裏所呈現的信仰意涵，也以基督救贖的
事件所產生的節期，內化成為我們靈性操練的節奏。年曆部分我們不但提供了節期的意義，也以
彩色編排了傳統教會的節期象徵顏色，以便教會或家庭作相應的佈置。 

        經課表 方面，主要根據分為主日崇拜用的的三段式經文，以及
週間的每日讀經所組成。主日崇拜經課與節期有關，設計上分為甲、
乙、丙年，或是以福音書畫分為馬太年、馬可年、路加年，三年將
聖經的主要經文依照節期，圍繞著基督的事件而設計的經文表，大
致以舊約（經課一），詩篇（舊約經文的回應），書信以及福音書
的順序為結構，所以又稱作，三代經文。

        每日讀經的部分，為是禮拜一、二、三的經文乃接續主日經文的回應與順序，禮拜四、五、
六則是預備接下來主日的經文。如照此閱讀聖經，我們主日與平日的讀經就會有一個共同的脈絡
及進度，一起深入地熟悉上帝的道。
        門徒培育中心，將會在每一個季節，按著上述進度另外
提供一本〈靈修函授手冊〉，可將讀經心得記錄下來 。
        最後，《週曆》每個月也會提供一篇短的譯文，翻譯自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會督及神學家們所寫的短文，為了讓會
友更認識本宗信仰的內涵，提供我們與時並進地認識衛理宗
信仰實踐的精神。
        經過日積月累，我們就能養成勤讀聖經的習慣，並配合我們來年在各區所主辦以祈禱的操練
為主的默想營；相信當我們的教會從個人到群體被上帝的道所浸透時，我們個人的靈性品質就得以在
真道的基礎中不斷地成長，我們的教會也會在上主的真道中茁壯，面對當代文化種種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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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二主日 
出 1:8-2:10； 詩 124:1-8； 羅 12:1-8； 太 16:13-20 

8/24 禮拜一 

伯 4:1 ;5:1-11,17-21,26-27 
如果不看約伯記的整個背景，你會覺得以利法的話很有道理。在上主的管教

中，仍有恩典；所以被管教是有福的。但是對受苦中的約伯而言，所不能明瞭的

是公義的上主為什麼要讓他受這樣的苦？管教一定是針對做錯事的人嗎？上主可

曾對你如此，又打破然後又纏裹呢？你如何了解「上主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這

句話呢？ 

徒 9:19 下-31 
掃羅不必多說什麼，他站在門徒這一邊，就已經是一個見證了，從前是迫害

者，現在反而成為傳揚者。生命的變化是最好的見證。經文中提到巴拿巴，你想

他是怎樣的人？早期教會的發展迅速，路加形容這些人「凡事敬畏上主，蒙聖靈

的安慰」。你想這句話如何實踐在我們現在的信心群體中呢？ 

約 6:52-59 
耶穌的話叫人難以明白，如果照字面去解更是不通，所以門徒議論紛紛。道

成肉身的耶穌，又從肉身的比喻，指向更高的靈性層次，叫人注重靈性的生命，

譬如祂區分了使肉體飽足的食物嗎哪；祂自己顯然不是這個層次的食物。吃喝表

達了一種接受，將基督接受到我們的生命中，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份，這是既神

祕又實在的事。你如何使自己的生命與基督有分？ 

8/25 禮拜二 

伯 6:1-4,8-15,21 
約伯的朋友們似乎不能理解約伯所發出的問題，我們如何理解原來生活的不

順利或受苦是來自全能的上主呢？這是約伯的困擾，上主既是公義的，那麼祂讓

他所受的公平嗎？約伯不斷反省，卻找不到自己應該承受這麼大變故的理由，但

是在他的信念中，上主是全然公義的，這是多麼矛盾啊！約伯的朋友越要他自省，

他就越是不解。千萬不要輕忽他人信仰與生活經歷的衝突，有時越認真，就越感

到有矛盾。這是信仰進深的機會。 

徒 9:32-43 
基督曾經如何讓拉撒路起來，彼得也同樣叫大比大起來。基督所行的，跟從

祂的人也都經歷了。教會如何使現代人得到生命呢？如何使軟弱或活在死氣沈沈

中的人，再度充滿了生機？ 

約 6:60-71 
其實基督是在表明自己的身分，祂是「從天上」來的食糧。祂的話是靈、是

生命。當耶穌表明了身分後，就讓門徒們自己抉擇「你們也要（離）去嗎？」基

靈修函授手冊

2021年週曆手冊封面

2021年週曆手冊內容排版

1.相關內容主要根據美國衛理聯合教會的《崇拜書》United Methodist Church: The Book of Worship.
2.有關崇拜安排的細節請參本會網頁「馬可年主日經課與崇拜資料」。
3.經課表是根據公共經文諮詢會（Consultation on Common Texts (CCT)）所編修的《修訂通用經課》（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 and 
  Daily Readings）。這個諮詢會議的成員代表，大致包括了衛理公會、聖公會、羅馬天主教會、路德宗教會（信義會）、以及歸正教會等。
4.若您參加讀經函授計畫，可按時將心得掃瞄傳到門徒中心，年底將會預備一份禮物以資鼓勵。詳細辦法請參門徒培育中心的公告。



2020.10衛訊111期 3

門徒培育中心

鄭沂珊姊妹的靈修筆記

教導領我精進靈命

教材引我經歷聖靈

靈修使我與主同行

        「靈修」是我信主十四年來從不間斷的功
課，神的奧祕吸引我渴慕認識祂。靈修使我更
加認識神，以及在我身上的美好旨意，並且在
生活中經歷祂的動工。透過靈修，我的生命不
斷被主修剪與陶塑，更加期盼天天與主同行。

教材引我經歷聖靈

        龐君華會督於今年七月開設的「門徒與佈
道課程」中，特別介紹「靈修函授手冊」，自
此開啟我靈修的另一扇窗。這份由會督編撰的
靈修教材取自公共經文諮詢會的經課表，三年
可以讀完一遍聖經，每日有三段經文，一段來
自舊約，另外兩段來自新約。
        我發現，在會督摘要內容與省思提問的精
闢引導下，可以看出這三段經文的脈絡，當下
我非常興奮看到了神的亮光，尤其會督的默想
問題極具深度，經過深思後的回應，常常令我
感到聖靈在當中的動工。
        靈修前，我會安靜、禱告、求聖靈帶領。
先讀每日經文，再讀會督的內容摘要與提問，
了解這一段經文的主旨為何，然後寫下感想，
從中發掘其中的主軸脈絡，再為這三段下小標

題；然後依據小標題，為該日訂出靈修主題。
        以9月2日經文為例：伯12:1, 14: 1~22、
徒12: 18~25、約8:47~59，我的領受是：苦
難與上帝旨意有關、宣揚神的道須在自己身上
興旺、耶穌就是生命的方向。這三段的小標題
為：苦難，更有美意；聽道，更要行道；亮光，
更是方向。最後為這天的靈修定調主題：神是
一切的主宰。有了這樣的淬煉，我理解該日靈
修的重點在於：世事難料，即便人無從理解，
都不減神的美意，而神的真理就需要從每一位
基督徒身上彰顯出來，不從他處尋求，單單跟
隨主耶穌，因為祂就是那通往永生的方向。

教導領我精進靈命

        這份三段式靈修教材帶給我很大的感動，
不僅訓練我對於經文信息的理解能力，掌握該
日的靈修重點，並且透過對仗、對偶或押韻等
修辭過程，進一步將信息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
最重要的是激勵自己勇敢向神回應。
        感謝主，每日打開我的心眼，讓我看見祂
寶貴信息中的亮光，成為我每一天生活的指引。
盼望弟兄姊妹也透過「靈修函授教材」與自己
對話、與神交通，成為神所喜悅的徹底的門徒！

(本文作者為恩友堂會友)

◆鄭沂珊

「靈修函授手冊」靈修心得分享

有系統勵己靈修，
    有紀律與神交通



         1915年美以美會曾招募從事文字工作的宣教士到日本，因此向芝加哥美以美會青年刊
物編輯胡金聲（Paul Hutchinson）發出邀請，並且迅速獲得正面回應。當駐華會督柏思福（
Bishop J. W. Bashford）聞說胡金聲的答覆，隨即請差會轉述中國工場情況作考慮，會督返
美休假時親筆致函邀請。胡金聲最後決定前往中國，旋即做好身體檢查、購買船票，以及打
點好各種準備，並答應兩星期後出發。

衛理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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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獻予東吳的學者

衛理公會宣教士 帶著專業出發

敘述東亞故事的記者

        談到宣教，在過去一個世紀有著很多的轉變。除了佈道傳福音，有的宣教士帶著個
人專業支援工場，也有帶著職業進入對福音封閉的國家工作，生活在人群之中。這種改
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
推動，當時宣教士以專業配搭於福音工作服事上。這一期小百科介紹幾位以自身專業參
與宣教的衛理公會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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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有著一座大樓名叫戴蓀堂，是以紀念
該校的戴蓀教授（Joseph W. Dyson）而建，是唯一一位曾服務
蘇州與台北兩地東吳大學的宣教士，年期共計三十五年之久。
        戴蓀教授早在1919年被監理會派遣到蘇州，任教於東吳大學
生物學系，曾經將揚子江下游可食用植物生態介紹到西方世界。
在蘇州任教年日，他與創系系主任祁天錫（Nathaniel G. Gee）
的學生遍布中國院校生物系。戴蓀在抗戰時帶著學生避禍遷到上
海。戰後仍留校任教，直到1949年，共軍占領蘇州而被迫離開。
        戴蓀教授離開中國後仍從事教育工作，直到1958年耳聞東吳
大學在台復校而申請派遣，差會多次以他的年紀為由拒絕。最後
還是難以拒絕他的熱誠，1959年派遣他到台灣，在東吳教授英文，
並擔任圖書館顧問。戴蓀對東吳復校與衛理公會開拓工作相當慷
慨，既幫助貧乏的學生，也資助活水診所進行義診。另外，安素
堂也是出於他的構思，在他監工下落成。在安素堂落成時，戴蓀
已是七十有五，再沒有可作退休延期的理由，也只得返美，但卻
不幸於1965年7月5日乘船返美當天凌晨於台北與世長辭。

陪同1920年新任駐華會督到訪華西
左起：琴敷德會督（Bishop F. T. 
Keeney）、胡金聲、貝恩溢會督（
Bishop L. J. Bi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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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在1916年年底胡金聲與夫人抵達中國，起初負責美以美
會與監理會合辦的英文月刊China Christian Advocate編輯
工作。1918年被指派到上海籌劃全國辦事處，協調美以美會「
宣教百周年運動」所招募數以百計宣教士。1919年柏思福會
督離世，工作落在胡氏身上，1920年成為全國辦事處首任總

幹事。一年多後，胡夫人因健康緣故
返美，胡金聲隨後也交接工作返國，
在美國繼續推動中國宣教工作。正當
胡夫人康復時，反倒胡金聲健康發生狀況，擱置了回中國的行程。直
到1924年，胡金聲自知康復也大不如前的水平，在差會再三挽留下，
選擇了請辭。
        雖然胡金聲不再擔任宣教士，但因著記者專業和對亞洲的識見，
被美國基督教刊物Christian Century招攬，透過文字講述遠東宣教的
事情。胡氏後來更在美國出版了幾本著作，如China's Real Revolution（
1924）、What And Why In China（1924）、Storm over Asia（1932）
等，讓教會認識中國、俄國、日本等遠東國家的急速變化。

帶來《彌賽亞》的音樂人師

1935年北京大學生聯合歌詠團於紫禁城太和殿獻唱

擔任燕大音樂系系
主任時的范天祥

        1935年6月在北京紫禁城曾有過一次600個北京大學
生的合唱，當時合唱的指揮是范天祥（Bliss M. Wiant），
是美以美會於1922年派遣往北京的宣教士，服務於跨宗
派籌辦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范天祥在燕大服務時，學生歌詠團是他最喜愛的團
體；在1927年秋天，學生們希望他可以指導歐美經典的
合唱樂章，因此選上韓德爾（George F. Handel）的《
彌賽亞》為教材，並同年聖誕節帶著歌詠團獻上這首名
曲。聖誕節獻唱《彌賽亞》自此成了燕大傳統，一直維持到1950年。燕大歌詠團在1937年更受
國民政府邀請到南京，在全國美術展閉幕禮中獻唱《彌賽亞》一曲。

        范天祥被人普遍認識，是在1931年與趙紫宸合作的《團契聖歌集》與
《民眾聖歌集》面世，兩部詩本譜以中式旋律，分別面向教會學校學生與
一般教徒，當時獲得相當好評。後來跨宗派合作的《普天頌讚》，范天祥
曾協助音樂編輯工作，與劉廷芳慷慨奉獻支持楊蔭瀏專職編譯工作，促成
教會聯合詩本編輯的美事。
         1951年范天祥在政治氛圍緊張下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學習」牧會，至
1957年出任衛理公會教育委員會音樂總監，直到1961年因教席工作而辭
任。後在1963年又到香港擔任「東南亞廣播之聲」音樂節目總監，參與
對港周邊地區福音廣播工作，並受輔僑出版社（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委
託修訂《普天頌讚》。1965年退休回到美國俄亥俄州家鄉，仍然受邀到各
地演講，講述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埋首於工作的胡金聲

陪同1920年新任駐華會督到訪華西
左起：琴敷德會督（Bishop F. T. 
Keeney）、胡金聲、貝恩溢會督（
Bishop L. J. Birney）



◆賴玲

◆呂立威

(本文作者為青年事工委員會主席)

(本文作者為青年事工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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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全

(本文作者為青年事工委員會委員)

      感謝龐會督與北一、北二、北三教區的各
堂會、牧長們的支持，在年底前促成「ＭＹＦ
青年聯合聚會」，「ＭＹＦ青年聯合聚會」是
衛理公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各教區青年輔導、
同工、青年們一起聚集，相互交流分享與代禱，
展現信仰與生活共同體的聚集。2020年新冠
肺炎的影響，大型青年活動被迫延期暫停，我
們更加需要建立衛理青年的合一心志，協助各
堂會推動青年整全宣教事工，並凝聚異象避免
青少年的流失！此次聯合聚會也使總會了解各
堂會青年事工的現狀與需要，為規劃未來事工
有美好的方向。
        感謝神，在教區青年聯合聚會中，看見神
興起衛理公會新一代優秀的青年信徒，聚會充
滿活力與希望、討論建議都十分有見地，使我

們更加盼望參與中區與南區「ＭＹＦ青年聯合
聚會」，同心在這大時代中，積極尋求真正「
教會群體」的復興，並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榜樣，
建立有使命、有生命力、影響力的教會。
       目前教會青年斷層的問題在西方教會已經
帶來可見並極嚴重的後果。因後繼無人，教會
被迫關門，或將建築物轉讓給其他族裔的教會，
甚至有些改作其他用途。台灣各宗派、教會也
積極舉辦青年論壇，傾聽青年的聲音，盼望能
扭轉危機。
        關懷與培育青年是需要教會重視的，讓青
年接下傳承的火把，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承繼
教會的使命，讓我們領受神所託付這任重道遠
的神聖工作。

       這次北二、北三教區的青年聯合崇拜，實在非常難得！
平常大家都在各自教會聚會，堂會間青年往來機會不多，透
過這次的聯合崇拜，拉近彼此的距離，這樣的交流團契實在
令人享受！當我們同在一起敬拜神、彼此交流的時候，感受
到神就在我們當中，促成彼此在祂裡面聯合，同為一體同心
合一來敬拜！

我們同是神放在衛理公會的學生
       面對台灣教會學生日益集中往大型教會的現象，非此型教
會的基督徒學生與學生工作者感到孤單與匱乏。衛理公會為了
聯合與兼顧會內青年，使青年在信仰追尋的路上結識更多「同
路人」；在疫情影響不適合舉辦大型營會的情況中，改由各教
區舉辦堂會間聯誼活動。北一教區於八月期，分別於台北衛理
堂、城中教會、安素堂舉辦連續三週之學生聯合聚會。藉由拜
訪各堂會，以及參與各堂會學生所規劃之聚會，促使學生、輔
導、牧者得以彼此連結。聚會內容除了有以衛理宗傳統設計之崇
拜外，亦有團康及小組時間。多位學生表示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並也期待之後能有不間斷的接觸；更也希望不只停留在一起聚
會而已，還能有一起服事、回應世界的行動。

ＭＹＦ青年聯合聚會



2021年2-6月衛神信徒神學教育課程，有實用講道法-林烽銓院長、死亡神學-魏連嶽老師、聖樂與崇拜-林怡君牧師、
認識基督教神學-曾念粵老師、舊約導論-蔡蕙秋老師，歡迎弟兄姊妹有興趣者，可至衛理神學研究院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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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結構體三樓地板灌漿，預定110
年六月完工。竹衛正面外牆採用竹子清水
模工法，充分展現竹山鎮特色，預期完工
後必定會成為當地熱門景點，為福音廣傳
奠定基石。

竹山衛理堂

目前已完成地基灌漿，預計110年11
月完工。感謝馬祖衛理堂的弟兄姊妹
忠心的擺上，為建造馬祖四鄉五島的
基督福音基地，並成為連結對岸的宣
教事工平台。

馬祖衛理堂

目前在申請建築執照當中，預計十一月前取得建築執
照，112年五月完工。營造工程正在公開招標當中，
已完成第一階段資格標審查，預計十一月底完成招標
作業，110年初開工，本大樓完工後衛理公會總會亦
將遷至本大樓。

台北衛理堂宣教教育大樓

建堂資訊

竹山衛理堂現場會勘

馬祖衛理堂
基礎工程施作

台北衛理堂宣教教育大樓外觀示意圖

衛理宗信仰與傳統
由龐君華會督授課

信仰、神學與人生由魏連嶽老師授課 婚姻與家庭輔導由林烽銓院長授課

箴言解析由
蔡蕙秋老師授課

竹山衛理堂
外觀示意圖

馬祖衛理堂外觀示意圖

2020年衛理神學研究院推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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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櫻

        我是林淑櫻，
生於1960年，今
年剛好過60歲，一
甲子的歲月。回顧
一生百感交集，無

法想像若沒有上帝的慈愛帶領是否有辦法走到
這裡。感謝上帝的保守！願我活著的每一天，
都能成為祢的僕人，為祢所用，成為別人的祝
福，是世上的光，地上的鹽，竭力傳福音。
        家父是刑警，家母是平凡的家庭主婦，我
是長女，下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生長在一
個台灣傳統信仰的家庭，但我就讀新興長老教
會幼稚園，小時候也有一個熱心的基督徒鄰居
會帶我去主日學。我的祖父早逝，祖母有五男
五女，家父是唯一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頗受
祖母疼愛。她含辛茹苦，藉著祖父留下的一大
片土地，養活這大家族。家父是么子，在家族
中卻有極重的影響，印象中所有堂哥堂姊，不
論是從台南鄉下求職，抑或擇偶都是家父拍板
決定。父母是小學同班同學，家母是安平望族。
本來父母的婚姻是眾人欣羨的，卻在十二年後
因家母友人的故意介入，家父外遇生子，整個
家庭風雲變色，一夕毀壞。家母生性柔順，逆
來順受，反而是身為長女的我挺身而出。在青
春期我除了讀書保持前三名，另外就是與家父
抗爭，甚至穿著高雄女中校服到小三公司門口
打她巴掌，因為她的話讓家母心生絕望，飲藥
欲自盡。最後，我身心俱疲在高三時吞下四十
瓶老鼠藥，希望以死諫父。之後，雄女中同學
也常常星期日邀我參加主日學。
        在1982年我們因故搬到和平路，也因此
我開始到和平浸信會，參加教會聖經研讀一年。
我於一九八三年復活節受浸，並藉由姊妹教會

(本文作者為高雄榮光堂姊妹)

的交換，到東京開始我的學業。畢業後嫁給高
橋，生下兩子，公婆對我十分疼愛，但一個被
溺愛且有賭博習慣的丈夫，實在不是我能走下
去的婚姻。我在1995年兩手空空的回到台灣，
在孩子的學校遇到兩個因阪神地震中失去母親
的男孩子，變故後他們的日本父親將他們寄養
在母親妹妹家裡。我本以為自己是最慘的，看
到那兩個孩子，我只能說：主憐憫我。雖然沒
有正式領養，我開始照顧他們，四個孩子是我
爬起來的動力。
        1998年，我到中國佛山工作三年後返台，
開始我現在便當店的前身「和心日本料理」，
期間這四個孩子仍是我生活重心。我常告訴他
們：「你不能選擇你的國籍、性別、父母，但
是你可以選擇做個什麼樣的人，且認識神是我
們一生中最重要且當”活人”的唯一選擇。」
        主後2005年8月14日，四個孩子主動提出
信仰告白在日本語教會受洗。現在，藤本家老
大復旦大學畢業後回到他父親家族事業掌理，
藤本家老二高雄醫大畢業在印尼工作，我的長
子新潟國立大學畢業在日本名古屋工作，次子
現就職高醫大附屬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2008年復活節家父在聖經禮拜堂受洗，
是我們家族長輩第一個信主的，三年後蒙主恩
召，父親最後為神做了美好見證!
        來到榮光堂三年有餘，目前在衛神的聖工
碩士班接受裝備。往事歷歷，點點滴滴，讓堅
強的我常自忖，自恐，若非「神同在」、若不
是「主保守」，我哪能安然度過一切？「忘記
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是我的座右
銘。謝謝主的恩典，願一切榮耀讚美歸與上帝！
阿們！

生命見證

千山萬水，主恩相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