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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永生上帝的

家，我們須忠心持守建造經營的職責！

    約主前一千年，大衛受託牧養上帝的百姓、

領導以色列民族，其過程奇妙曲折高潮迭起，

他不僅是君王，也是牧人，他是管家，也是僕

人，他是合神心意之人，卻也曾迷失自我傷人

害己。大衛悔改歸正，以上帝國為念，從牧童

到君王，從年少到年老，服事那一世代的人，

就睡了！

一、營造健康的教會：力行大使命大誡命
    上引經文提醒我們要殷勤遵守上帝的命令，

不敢耽延！這是一種正確的態度。有人說：「

要把對的人安排在對的位置，做對的事情。」

在教會中「對的事情」即「行神眼中看為正看

為善的事」、「神所喜悅之事」、「榮神益人

之事」。聖經說「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1：

5)大使命和大誡命都是上帝所喜悅之事，是上

帝希望我們去行動的方向！教會牧職和信徒當

速速遵守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全

力盡心去愛神愛人！

    我們要常常思考檢測教會：有否在大使命

和大誡命的事工上忠實全力擺上？這是教會存

在之功用和前進之目標，堅持力行，決心推動，

教會才能健康、茁壯、成長，倍增新信徒、門

徒、領袖、小組、教會，成為會生養的教會。

    在每一個階段的事工和人力組訓派遣應有

發展性和前瞻性，讓教會發揮高效能的執行力，

火熱的影響力，健康的生命力，優質的領導力，

訂立良好的優先次序，培育屬靈的學習成長環

境，建立同心合力的事奉團隊，牧者有異象，

配合本會使命宣言帶領教會往前走，訂立前瞻

性評量的客觀機制，去蕪存菁，檢討改進，成

全同工，授職設立各種義工人才，發展資源積

極參與教會的建造，靠賴聖靈大力禱告，熱心

佈道，細心牧養，用心餵養，帶領弟兄姊妹到

主面前，與主建立密切穩固的關係，委身基督，

真心跟隨，各盡其職，建立健康的教會。有健

康的牧者，有更多成熟健康的門徒，才有健康的

教會！

二、操練教會建造的藝術
    根據詩78：69-72耶和華上帝揀選大衛的

記載，可以搜尋到教會建造的藝術(技巧)：

1.「建造祂的聖所如同高峯，又像祂所建立的

永存之地。」(詩78：69)教會牧者和核心同工

團隊同心配搭，有效的參與永恆國度之建造！

「耶和華阿，祢曾將祢的訓詞吩咐我們，為要我們殷勤遵守。」(詩119：4)殷勤即切實(和修本)

「耶和華阿，祢已經賜下法則，叫我們竭力遵行。」(當代譯本修訂版)

「我急忙遵守祢的命令，並不遲延。」(詩119：60) 急忙即速速(和修本)

「我趕快遵守祢的命令，不敢耽延。」(詩119：60；新譯本)

「我毫不遲疑地遵守祢的命令。」(當代譯本)

速速遵守上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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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並宣告上帝是教會的主，基督是教會的元

首；這是絕對的次序、正確的關係！牧者和信

徒必須降服於上帝的主權，敬畏上帝，順服基

督。大衛全然敬畏上帝，不敢傷害上帝膏立的

掃羅王；兒子押沙龍背叛追殺他，他仍想饒恕

兒子，不以怨報怨！上帝不要大衛建聖殿，他

全然順服而無怨言！他對上帝絕對的降服，即

使愚昧犯罪，當先知拿單提醒責備他，他立刻

憂傷悔改求聖靈不要離開他。當他任務結束後，

不戀位，即刻交棒，漂亮的下台！

2.「祂揀選祂的僕人大衛，從羊圈中將他召來，

叫他不再牧放那些母羊，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

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列。於是他以純正的心

牧養他們，用巧妙的手引導他們。」(詩78：

70-72) 上帝揀選大衛，祂謙恭真誠回應。

    一個服事主的人，要明白揀選我們的主，

祂看內心，尋找真心跟隨祂的人：有良好的屬

靈生命品質，是對的人，是正確的人，是有信

心有愛心有盼望的人！晝夜與神同行，勤讀主

話又速速遵行，接納自己，喜歡自己，甘心多

走一哩路，肯吃苦，肯挑起擔子多做少說，無

怨無悔樂意服事，不計較，不逃避不卸責，會

享受與神同在的時間，多禱告，學習聆聽上帝

的聲音。學習大衛有健康的身體和保護自己擊

退野獸的技能，細心照顧主的羊群，忠心持守

手中的工作。

    上帝驗中大衛，讓他轉換服事工場，牧養

上帝的百姓，即上帝的產業，做好管家好領袖，

以純正的心牧養，以巧妙的手引導，領導上帝

的子民，建造了一個強盛的國家。

三、一個教會一個身體一個異象
    我們同屬一個教會一個身體，我們的異象

是以世界為牧區。會祖約翰衛斯理1744年在倫

敦召集首次循道衛理宗年議會，距今已有二百

七十年之歷史，由英倫三島而至北美、世界各

地。至1784年向英國政府立案時據說已設立

359間堂會，深深影響英國屬靈的復興和宣教

的行動。

    這幾年來，本會在國內外設立了21間佈道

所，其中七堵和中和暫停。7月13日由高衛開

拓的小港佈道所正式開始主日崇拜。7月20日

逢甲佈道所升格堂會，正式邁向自立自養，並

將成為太平佈道所的母會，繼續支持大台中宣

教植堂的事工，預計今年9月正式主日崇拜聚

會，屆時太平佈道所將是我們開拓並有正常主

日崇拜的第20間佈道所。願主成就祂的旨意，幫

助我們努力執行大使命、速速遵守上帝的命令！

    微僕呼籲本會各堂會積極投入國內外開拓

植堂的事工，出錢出力，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投資永恆福音事工植堂設立教會建造聖殿和門

徒訓練的核心業務，不要積財寶在地上，將之

用於大使命和大誡命的天國事工，始有金銀寶

石的建造和永恆的價值，這些都是主所喜悅的，

是聖經吩咐我們必須奉行的。相信我們為主所

做的必永遠長存！神建造不枉然勞力，神看守

不枉然儆醒！(詩127：1)

結語
    總言之，領袖對了，國家就對了，一個組

織的領袖若對了，這個組織就對了！一個教會

的牧者若對了，這個教會就會對―發揮生長生

養健康倍增的功能！

    弟兄姊妹應有謙卑受教的心，終身學習，

熱心事奉，做牧者的好幫手好同工，一起速速
執行大使命與大誡命，做

真心跟隨耶穌的門徒！

    大衛的一生蒙神使用，

可歌可泣，合神合意，足

堪學效。求主幫助我們：

晝夜惕勵自我，離惡行善，

與神同住，與神同行，與

主同心，與主同工，討主

喜悅，服事我們這一世代

的人！

逢甲衛理堂升格堂會感恩禮拜

與小港佈道所核心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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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必永遠長存！神建造不枉然勞力，神看守

不枉然儆醒！(詩127：1)

結語
    總言之，領袖對了，國家就對了，一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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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跟隨耶穌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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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衛理堂升格堂會感恩禮拜

與小港佈道所核心同工合影

◆王淑珍

(本文作者為恩友堂會友) 2014.08 衛訊75期 3

全國姐妹會

全國姊妹會領袖訓練營全國姊妹會領袖訓練營

2014/06/13-15

    103/6/13起，三天兩夜，衛理公會的多位

姊妹們在陽明山福音園，參加全國姊妹會領袖

訓練營，報到時就分成四組。特請韓國的Kim

牧師，帶領我們研經、並由朴美蘭姊妹，帶領

我們作全人讚美、又邀韓國的經濟官員吳鐘南

博士，為我們做專題演講。

    研經前，就要由抽到那段經文的小組成員，

集體演出那一段的話劇，表達出經文中字裡行

間的重要意義來，再經Kim牧師解說。Kim牧師

先提問，馬上和姊妹們打成一片；再重整歸納、

並指正錯誤，最後提供她的觀點；她說：「學

問就是要學會問」，勇於發問的人，腦力激盪，

眼光會更敏銳。例如在約翰福音4：3-30，因

為撒瑪利亞婦人的提問，才有對話的開始，因

著彼此關心，才會反問又提問；這一段，也成

了在聖經中，耶穌與女性最長的對話。生命的

活水是從自己內心出來的，上帝創造了我們，

一定會給我們力量，面對逆境，重新站起；逢

有喜樂，就該彼此分享。最後，Kim牧師要我

們各自到園中與大自然交心，讓人人表達澎湃

的情感，更是堪稱一絕。

    吳鐘南博士，是韓國現任經濟官員兼大學

教授，特地挪出時間來，為我們台灣女性領袖

做「解讀全球經濟」和「21世紀基督教女性領

袖」的專題；吳博士口說韓文、書寫的是英文

或中文，並用數字幫忙理解，口若懸河地將專

題融入生活話題。他希望我們學習「聽、聽、

聽、說」，才能發現別人的需要，進而去體諒

別人。21世紀有電子化、富創意、光的應用、

長壽、少子、速食、資訊爆炸等特徵，人生不

要有太高的期待值，我們必須對兒女放手。根

據統計，平均女人會守寡10年，我們要以愛心

的筆，彩繪自己精彩人生的最後；講到遺產分

配，大家也互通了國情的異同，並提出了不少

的現實問題。

    全人讚美是由揚溢著青春活力，從美國請

來的韓人朴美蘭姊妹分段帶領，每天都有數次，

每次約半小時，是一種有內涵又有效率的動態

學習。訓練我們時時要專心、動腦，處處顯現

創意；在多項遊戲中，彼此要有靈感和默契，

並讓我們體會生命成長過程中，要知罪、無私、

捨己、順從；人人都要養成運動的習慣，好維

持健康的身體來讚美神。第三天的才藝表演，

要求每一組姊妹，要編一首指定曲的舞，並富

創意，但不可和朴老師帶領我們時的舞步一樣；

而另一首自選曲，整組的組員，又非得跳和兩

天來朴老師教的舞步一樣。10分鐘的準備，驚

見各組的演出，個個使盡全力，潛力發揮得淋

漓盡致！

    感謝在林長贈會督的帶領和李相蘭牧師的

推動及趙慧敏會長的號召下，由全體同工的規

劃和無私的事奉，而完成了這次活動。我們也

看到李牧師全家人的不平凡，輪流做全程的翻

譯和放映工作；還有2016年東亞姊妹會主席，

也主動從香港來全程參與。

這次的領袖訓練營，雖然多

數人與演講者語言不通，最

終我們的心全通了，也彼此

結識到幾位好姊妹；每個人

臉上都揚溢著喜樂的光彩，

帶著滿滿的祝福，到各處與

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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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雅慧

(本文作者為恩光佈道所主任牧師)

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第七屆青年領袖大會

    事奉神最大的喜樂就是能夠看見神的奇妙作為和安排，以及過程中經驗到神的豐富預備。

    在整個大會的主題籌備中—i世代的英雄聯盟，籌委們絞盡腦汁的思考，在這個世代的青年領

袖面對這世界局勢和生命的挑戰，如何成為基督的精兵？

    在每早晨的晨更，我們透過查考聖經中的英雄人物—約瑟、但以理、馬可、提摩太等不同的

榜樣，走進事奉神生命中所面對的挑戰，其中葉劍順牧師所提到的—一個屬靈的領袖在被神預備

過程中，神自己的供應和預備，挑戰了我們對神的信靠程度。

    透過四個面向的主題談到如何在實際的戰場上為主做見證，這世界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美好。主

題一透過救世軍談人口販賣的防治，這世界中有許多的婦女和兒童在倍受欺壓中，需要人伸出援

手。主題二是信望愛聖經資源中心的網站，執行長見證神如何使用這個華文的網站做出見證。主

題三是世界展望會，透過講員的介紹我們看見在敘利亞這地方，有許多兒童和家庭面臨戰爭陰影

下的窮困和失落。主題四則是呼喚這世代的年輕人，能夠起來作全職的服事者。

    培靈的信息透過[我]、[神]、[我們]三個面向，談信仰與個人並社會群體的概念，在事奉的

道路上，我們並不孤單。在信仰的群體中，我們有彼此相顧的義務。

    這些信息的走向都是事前在籌辦中，一個模糊的概念，當看見神串連著

不同的講員傳遞著屬祂的話語，惟願神的計畫不斷的成就這世代的工人。

神是營會的主

興起吧，i世代的英雄們

2014年
6/28-7/2

願當年感動約翰衛斯理的靈持續地在i世代的衛理青年心中焚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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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G角色扮演新體驗

宣教探索GO! GO! GO!

    一群來自各地的華人青少年扮演多樣的角

色，努力朝著遊戲所設計的信仰道路上直奔。

我們像極了當年的門徒，捨棄了原本的身分，

扮演著自己不熟悉的角色。初代門徒究竟是如

何跨越這樣的障礙，實在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漁夫、稅吏、奮銳黨徒，以及許多無名小

卒，皆因在某日忽然遇見了拿撒勒人耶穌，使

得他們一夕之間便拋下一切，搖身一變成了宣

揚上帝國的福音使者―即便他們當時並未真正

理解上帝國的意義。

    在遊戲過程中，我們常遇到的問題是走錯

路、找錯了目標。由於我們很容易自以為知道

寶物必定會在某處，因此在歷經千辛萬苦到達

後，才發現情況與預期的相去甚遠，時間就在

不斷嘗試錯誤中流逝。即便如此，我們卻能在

過程中享受著彼此同心合作的美好團契。一路

上，我們必須協助馬利亞解決未婚懷孕的窘境、

襄助彼得找回起初的信心與愛心，更要經驗保

羅在宣教路途上所遭遇的困難險阻。這一切都

使我們更加接近初代教會可能經歷的真實情況。

    在經歷RPG體驗後，終於要實際踏上宣教的

路程，範圍在金山老街四周，而任務則高達25

項。這些任務小至與路人拍照、向陌生人說「

耶穌愛你」；或是幫忙店家叫賣，完成店家指

定的事項等；而其中最難的一項，是用「四律」

向陌生人傳福音、甚至帶領決志禱告。

    學員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朝金山老街緩

緩進軍。一開始的任務進行的異常順利，因為

大家不約而同都從簡單的任務開始著手，甚至

是在極度歡樂的氛圍下進行！但隨著時間流逝，

加上完成某些任務所消耗的體力，更伴隨著北

台灣山區午後驕陽的威力，有少數同伴就中暑

了。幸虧大會醫護處置得當，幸而沒有造成更

進一步的傷害。至此，我們開始體驗到宣教探

索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生理上的勞累終究

比不上心理的恐懼，隨著任務一項項完成，我

們終於還是要面對：向陌生人傳講「四律」。

    小隊中的成員兩兩分為一組，各自前往不

同的方向尋找陌生人攀談，就好像當初耶穌差

派門徒出去傳道時一樣。在傳道的過程中，大

部分的民眾多以虛以委蛇態度試圖迴避我們，

又或者唯唯諾諾、敷衍了事，只希望能盡快結

束對話。更有人是當面說：「我們這附近都是

拜拜的啦…」。雖然只要勇於對陌生人傳講四

律便已算是達成任務，但我們的心裡難免還是

有著會有人因此決志的小小期待呀！

    成見與鄙視，始終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疏離

與不信任的主因，而耶穌自己也正是最常經歷

這些不愉快的一位人子。誠然，傳道過程中挫

折與羞辱，永遠都會使我們灰心喪志，但須要

切記的是，我們如今所經歷的，其實也正是耶

穌以及使徒們所曾真實經歷過的。
(本文作者為第七屆青年領袖大會文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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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的營會之前，身為志工的我，幫忙

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排戲、練習敬拜、做

道具等等，尤其是排戲，因為我演的是主角所

以台詞比較多，而且我講話時會因為太緊張而

說得太快，導致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這令我

非常的擔心，幸好之後的情況有比較好一些。

    營會中RPG遊戲是為了要在金山做街頭佈道

所設計的。在這個遊戲中，因為我是當關主，

所以在準備時有點壓力，而且我是高中生，他

們都是大學生，我怕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年紀小

就不理我，還好後來有另一個人來跟我一起當

關主，結果遊戲的過程中都進行得很順利，他

們也很認真配合並且達成任務，真是感謝主！

    在倒數第二天的下午，我們志工被分派到

小組裡，這是很好的體驗，因為能一起傳福音

給不認識的人，還一起完成任務。我發現他們

都很熱情，不會因為在別的國家就不敢跟其他

人傳福音，當地的居民也都很和善，願意聽我

們所講給他們的四律和得救見證。本以為他們

聽聽不會接受就走了，但有一組講完四律後要

帶他們做決志禱告時他們竟然答應，這真是令

我意外，看起來上帝的確有在其中動工呢！

    這次的營會真的讓我經歷到神的奇妙，雖

然過程辛苦，但是一切的辛苦最後都有美好的

收穫，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參加這個活動，下

次應該就是當學員了吧！

    這是我第一

次參加青年領袖

大會。從國中到

現在已經參加過

數十次的營會了，

對認識新朋友也

沒有像以前那樣的膽怯，但我在出發之前，對

參加這個活動其實沒有抱很大的期待。

    第一天的歡迎晚會我遇見了第一個挑戰，

這組除了我跟另一個男生是台灣人之外，其他

是來自香港、馬來西亞、緬甸的朋友，雖然都

會講華語，但因為口音的關係，如果不仔細聽

其實是很吃力的。但也很開心可以和來自不同

國家的基督徒華人朋友們，一同敬拜上帝、聆

聽上帝的話語、分享心得，是個很寶貴的經驗。

第四天的宣教探索活動，第二個挑戰就是要前

往金山老街去完成各項任務，其中一定要完成

的任務，包含以兩人為一組對路人分享個人得

救見證，以及用四律向他們傳福音。對我來說

傳福音一直都是我的罩門，會想辦法去逃避它，

但我知道上帝不會繼續讓我安逸下去！

    到了老街，小組長帶我們禱告，求神在我

們出去傳福音時成為我們的幫助，之後我們就

像耶穌差派門徒兩個兩個出去一樣，尋找路人

並向他們傳福音。我們這組一開始遇見了一個

奶奶，她很願意花時間聽我們分享，因為其他

兩位隊員不會講閩南語，所以我們和奶奶的談

話大都是由我來講給奶奶聽，在談話的過程中，

我能感覺得到上帝在做工，而不是靠著我自己，

我一點都不擔心害怕要說些什麼，很單純地陪

奶奶聊天，即使沒有跟她講四律，但我跟組員

們仍不斷地向奶奶傳達「耶穌愛你」這個訊息，

服事中經歷神

挑戰生命的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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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也為奶奶的身體健康禱告。

    後來有對中年夫妻很好奇我們衣服背後的

英雄聯盟是什麼意思，趁著這個機會跟他們解

說之後，自然地帶到四律，雖然沒有順利地讓

他們接受耶穌，但其中的先生很樂意地收下四

律的小冊子，那天下午所經歷的一切又再次讓

我體會神是何等的信實，上帝就好像要藉著這

樣的經歷，再次告訴這樣不冷不熱的我要完全

地來信靠祂。

    將來的我們都有可能會成為一名領袖，但

要成為一名合神心意的領袖更是不容易，我想

唯有倚靠神的話語，讓祂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

的燈和路上的光，才是首要的關鍵。

    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因為神的愛使我們

聚集在金山。上帝再次顛覆了我對於愛的想像，

我們的眼光不單單專注於自己，可以視彼此為

肢體，當我們突破語言上的隔閡，包容彼此生

活習慣上的差異，為身體不適的家人放慢腳步、

禱告和陪伴，齊心走入金山老街分享福音，為著

不相識的人祝福。感謝神愛我們，也給我們愛

人的能力，讓我們有勇氣散播愛的種子。

    總覺得自己年齡愈大，越來越難以敞開心

胸，總是不安地把雙手繫在胸口，唱詩歌讚美

神，怎麼樣我也無法自然地把手舉起來。常常

也是感性與理性之間在掙扎，分不清楚這個感

動和淚水是來自誰。    

    有一次跟我妹妹問我為什麼不會想去求籤

算命，找到一切生命的答案，當時我也還是想

不透，只是單純不想把命運寄託在別人口裡的

話。但是在金山的每一天，我感受到神用各種

不同的方式在跟我說話，不論是聖經的話語、

牧者的講道、姊妹彼此的關懷，就是最好的依

靠，也是最棒的老師。我低頭閉眼就可以跟神

親近，有這麼多互相友愛的家人，為什麼我要

讓別人成為我生命的作者呢?

    我想我已經找到了，在我生命裡最重要的

答案，就是有一個這麼愛我，一輩子不會離棄

我的神。祂的愛透過我們傳遞就是無限大！希

望未來的自己，可以當作愛神的養分，讓小樹

底下的根部勇敢向下抓牢，也有能量鑽出土壤

看見陽光而茁壯。

    從前我認為自己

能動手解決身邊許多

問題，結果發現有時

改變生命的愛

不要怕只要信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青年)

◆傅同學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青年)

◆鎮萬揚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青年)

我是傷害自己去換來少許的和平。有趣的是，

我竟然還不願意承認。

    在青年領袖大會的培靈活動中，我聽見了

神透過牧師給我的信息，說：「你不該仰仗自

己的聰明，而要依靠耶和華你的神，祂將帶你

度過患難」。當我聽到這句話時，腦袋裡過往

種種像潮水一般湧出，在每個細節提點了我可

以讓事情變得更美好，只因為我害怕事情會走

向我或是他人所不期待的方向，而我卻忽略了

最重要的是，那事是否為神所喜悅的。

    曾經，我所做的一切是要眾人認同我；現

在，當我意識到只要這一切合乎神的旨意，我

又何必去害怕他人的眼光！唯有祂是真理的道

路，只要走在這路上，又何必怕做錯呢?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

不要怕，只要信。」﹝馬可福音5：36﹞

 台北
衛理堂

學
員
分
享

 雅各堂
學
員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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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的營會之前，身為志工的我，幫忙

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排戲、練習敬拜、做

道具等等，尤其是排戲，因為我演的是主角所

以台詞比較多，而且我講話時會因為太緊張而

說得太快，導致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這令我

非常的擔心，幸好之後的情況有比較好一些。

    營會中RPG遊戲是為了要在金山做街頭佈道

所設計的。在這個遊戲中，因為我是當關主，

所以在準備時有點壓力，而且我是高中生，他

們都是大學生，我怕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年紀小

就不理我，還好後來有另一個人來跟我一起當

關主，結果遊戲的過程中都進行得很順利，他

們也很認真配合並且達成任務，真是感謝主！

    在倒數第二天的下午，我們志工被分派到

小組裡，這是很好的體驗，因為能一起傳福音

給不認識的人，還一起完成任務。我發現他們

都很熱情，不會因為在別的國家就不敢跟其他

人傳福音，當地的居民也都很和善，願意聽我

們所講給他們的四律和得救見證。本以為他們

聽聽不會接受就走了，但有一組講完四律後要

帶他們做決志禱告時他們竟然答應，這真是令

我意外，看起來上帝的確有在其中動工呢！

    這次的營會真的讓我經歷到神的奇妙，雖

然過程辛苦，但是一切的辛苦最後都有美好的

收穫，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參加這個活動，下

次應該就是當學員了吧！

    這是我第一

次參加青年領袖

大會。從國中到

現在已經參加過

數十次的營會了，

對認識新朋友也

沒有像以前那樣的膽怯，但我在出發之前，對

參加這個活動其實沒有抱很大的期待。

    第一天的歡迎晚會我遇見了第一個挑戰，

這組除了我跟另一個男生是台灣人之外，其他

是來自香港、馬來西亞、緬甸的朋友，雖然都

會講華語，但因為口音的關係，如果不仔細聽

其實是很吃力的。但也很開心可以和來自不同

國家的基督徒華人朋友們，一同敬拜上帝、聆

聽上帝的話語、分享心得，是個很寶貴的經驗。

第四天的宣教探索活動，第二個挑戰就是要前

往金山老街去完成各項任務，其中一定要完成

的任務，包含以兩人為一組對路人分享個人得

救見證，以及用四律向他們傳福音。對我來說

傳福音一直都是我的罩門，會想辦法去逃避它，

但我知道上帝不會繼續讓我安逸下去！

    到了老街，小組長帶我們禱告，求神在我

們出去傳福音時成為我們的幫助，之後我們就

像耶穌差派門徒兩個兩個出去一樣，尋找路人

並向他們傳福音。我們這組一開始遇見了一個

奶奶，她很願意花時間聽我們分享，因為其他

兩位隊員不會講閩南語，所以我們和奶奶的談

話大都是由我來講給奶奶聽，在談話的過程中，

我能感覺得到上帝在做工，而不是靠著我自己，

我一點都不擔心害怕要說些什麼，很單純地陪

奶奶聊天，即使沒有跟她講四律，但我跟組員

們仍不斷地向奶奶傳達「耶穌愛你」這個訊息，

服事中經歷神

挑戰生命的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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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也為奶奶的身體健康禱告。

    後來有對中年夫妻很好奇我們衣服背後的

英雄聯盟是什麼意思，趁著這個機會跟他們解

說之後，自然地帶到四律，雖然沒有順利地讓

他們接受耶穌，但其中的先生很樂意地收下四

律的小冊子，那天下午所經歷的一切又再次讓

我體會神是何等的信實，上帝就好像要藉著這

樣的經歷，再次告訴這樣不冷不熱的我要完全

地來信靠祂。

    將來的我們都有可能會成為一名領袖，但

要成為一名合神心意的領袖更是不容易，我想

唯有倚靠神的話語，讓祂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

的燈和路上的光，才是首要的關鍵。

    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因為神的愛使我們

聚集在金山。上帝再次顛覆了我對於愛的想像，

我們的眼光不單單專注於自己，可以視彼此為

肢體，當我們突破語言上的隔閡，包容彼此生

活習慣上的差異，為身體不適的家人放慢腳步、

禱告和陪伴，齊心走入金山老街分享福音，為著

不相識的人祝福。感謝神愛我們，也給我們愛

人的能力，讓我們有勇氣散播愛的種子。

    總覺得自己年齡愈大，越來越難以敞開心

胸，總是不安地把雙手繫在胸口，唱詩歌讚美

神，怎麼樣我也無法自然地把手舉起來。常常

也是感性與理性之間在掙扎，分不清楚這個感

動和淚水是來自誰。    

    有一次跟我妹妹問我為什麼不會想去求籤

算命，找到一切生命的答案，當時我也還是想

不透，只是單純不想把命運寄託在別人口裡的

話。但是在金山的每一天，我感受到神用各種

不同的方式在跟我說話，不論是聖經的話語、

牧者的講道、姊妹彼此的關懷，就是最好的依

靠，也是最棒的老師。我低頭閉眼就可以跟神

親近，有這麼多互相友愛的家人，為什麼我要

讓別人成為我生命的作者呢?

    我想我已經找到了，在我生命裡最重要的

答案，就是有一個這麼愛我，一輩子不會離棄

我的神。祂的愛透過我們傳遞就是無限大！希

望未來的自己，可以當作愛神的養分，讓小樹

底下的根部勇敢向下抓牢，也有能量鑽出土壤

看見陽光而茁壯。

    從前我認為自己

能動手解決身邊許多

問題，結果發現有時

改變生命的愛

不要怕只要信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青年)

◆傅同學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青年)

◆鎮萬揚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青年)

我是傷害自己去換來少許的和平。有趣的是，

我竟然還不願意承認。

    在青年領袖大會的培靈活動中，我聽見了

神透過牧師給我的信息，說：「你不該仰仗自

己的聰明，而要依靠耶和華你的神，祂將帶你

度過患難」。當我聽到這句話時，腦袋裡過往

種種像潮水一般湧出，在每個細節提點了我可

以讓事情變得更美好，只因為我害怕事情會走

向我或是他人所不期待的方向，而我卻忽略了

最重要的是，那事是否為神所喜悅的。

    曾經，我所做的一切是要眾人認同我；現

在，當我意識到只要這一切合乎神的旨意，我

又何必去害怕他人的眼光！唯有祂是真理的道

路，只要走在這路上，又何必怕做錯呢?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

不要怕，只要信。」﹝馬可福音5：36﹞

 台北
衛理堂

學
員
分
享

 雅各堂
學
員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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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貫捷

(本文作者為永和天恩堂青年)

◆夏儀齡

(本文作者為木柵衛理堂青年)

    在這次MYF擔任同工參與了寫劇

本，但是在過程中，遇到了困難，出

了許多的問題，讓我遇到挫折，但靠

著其他同工的幫助，終於完成了劇本。

一切終於準備就緒了，但前一個晚上，

有幾位同工壓力太大睡不著，於是我

開始不停的為大家禱告，就這樣等待

營會的開始。

    MFY正式開幕，我們首先歡迎從

北中南各地的兄弟姐妹，一同敬拜神，

演出好笑的戲劇，玩了好玩的破冰，

就成功的把學員帶入歡樂的氣氛，在

這當中我們知道，上帝與我們同在，

因為短短的五個小時，大家就已經打

成一片了，主使我們連結在一起。

    之前口裡說信主愛主，卻一

直做違背上帝的事情，讓祂傷心

的事情。在晨更中，讓我有更多

省思。我們應該將全部獻給神，

將所有交托給祂。在我們的生活

中，會遇到不順遂的事情，但我

們有沒有尋求神的幫助呢？還是

我們遇到困難就都放著，讓事情

囤積在那，等待時間流逝？

    記得我第一次傳福音的時候

失敗了，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

淚。之後我總是害怕踏出腳步將

福音傳給別人。「傳福音切莫灰

心，成功失敗都不需太在意，靠

著神你是否已盡了力」這句話提

    在培靈的信息中，讓我們從心認

識聖靈，祂是如何在我們心中，提醒

我們，該如何行各樣的事。在大地遊

戲當中，我們開始認識各個不同的堂

會，讓我們知道衛理公會，為什麼會

傳到臺灣來，各個堂會如何建立起來。

看著不同的堂會，在台灣我們至愛的

土地上，落地生根，慢慢的增長，真

的是非常的感謝主這麼多年來的帶領。

    在當中真的看到很多堂會的歷史，

認識許多堂會，也期盼學員在這次MYF

能把領受到的，都放在心中，好好的

在主的愛裡，彼此連結，互相關懷，

彼此代禱。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約壹1:6)

醒我不要灰心，不論成功失敗不

要在意，我們在意的話，只會阻

擋福音的道路，當我們做任何事

情的時候，倚靠上帝凡事都能成。

    我想謝謝第六小組的每個人，

我們來自不同堂會。但在主裡我

們都是一家人！我想上帝不會看

我們年紀小，而是我們願不願意

為主奉獻的心。我們彼此交通分

享，從一開始的陌生到現在的熟

悉。讓我們繼續為彼此的堂會禱

告，使我們之間會一直有連結。

    回去以後，我們都要繼續帶

著這顆熱心，當非常少年，繼續

做連結的工作！

從心領受主愛

倚靠上帝，凡事都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