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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ist Church In The R.O.C
會督的話

教會健康成長的原則
◆林長贈

引言：

隨著領導者的能力起落」。《雙贏領導101》

聖經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
有上帝叫他生長。……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
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
前3：6、9)在以弗所書4：11-16教導我們要在
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耶穌，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盡功用，彼此相助，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因此，教會的責任主要是宣教，造就門徒，
相愛，敬拜，生養眾多，倍增門徒，倍增領袖，
倍增教會，成為健康成長的教會。
筆者試從三個向度探討教會健康成長的原則。

教會的執事同工也是領袖，與牧者建立牧
養帶領教會的團隊，要有聖經真理的基礎，有
好名聲，有才能，有熱情，肯受裝備，肯委身，
善與人和諧同工，盡忠心盡功用，做健康成長
的信徒領袖。
牧者與信徒領袖和諧合一同工，同心禱告，
同心興旺福音，相輔相成，努力裝備聖徒，做各
樣服事的工作，朝向建造健康成長教會之路前進。

一、培育健康成長的領袖：
教會領袖健康，教會才會健康；領袖願意
學習成長，教會才會成長。傳道人是教會主要
的領袖，是基督的僕人，要有可塑性、謙卑學
習的態度、強烈成長的意願，積極主動的造就
自己，特別「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猶
20)，接受各種必要的訓練，成為有靈命、好品
質、有能力、忠心良善的僕人管家，可以有效
領導教會、建立團隊、發展事工，促進教會健
康成長。
一個真正優秀的領袖，會不斷培訓更多優
秀的新一代領袖。約翰麥斯威爾說：「一個組
織的成長潛力與其團員的潛力息息相關」、「
領導者決定一個組織的層次」、「組織的興衰

二、裝備健康成長的門徒：
教會組成的基本成員健康成長，教會才會
健康成長。教會要以家庭(小組)為單位建造，
家庭健康，教會自然健康；全家歸主是教會的
重要責任，家庭祭壇建立得好，可以有效促進
聖徒的靈性成長與品格塑造。
若再細分的話，家庭(小組)的組成單位是
個別信徒，每一位信徒都要個別被建造，成為
真心跟隨基督的門徒。生養眾多、門徒訓練、
建造教會的基本單位是個人，擴及小組、團契(
牧區)、堂會(佈道所)、教區。循序漸進，用心
經營，必有所成。
健康成長的門徒有幾個基本操練：每天守
晨更靈修讀經禱告、參加小組聚會追求成長、
守主日、守十一、傳福音、彼此相愛、作主門
徒、委身教會、與主同行、熱心服事、分別為
聖、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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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以聖經為藍圖的聖工：
聖經是我們建造健康成長的教會之藍圖，
聖靈是保惠師，幫助我們如何建造。我們都是
與上帝同工的，必須按照上帝的心意、聖經的
法則建造教會，教會自然會健康成長。
在使徒行傳2：36-47，給我們看見建造教
會的基本藍圖：學習的教會、敬拜的教會、關
懷分享的教會、佈道的教會、禱告的教會、被
聖靈充滿的教會、敬虔的教會、有影響力的教
會，「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聖殿裡敬拜
上帝，又在各人家中掰餅聚會，以歡喜慷慨的
心分享食物，讚美上帝，受到眾人的喜愛。主
使得救的人數與日俱增。」(徒2：46-47，當
代譯本修訂版)
我們應當以聖經為藍圖，靈活運用符合本

會及堂會(佈道所)的相關策略，以教區為系統，
發揮教區應有的職掌功能，同心合力推展聖工，
迫切禱告，牧羊一念，整合資源，盡力擺上，
投入治理經營領導，開荒外展，必能看到健康
成長的果效。

結論：
本會的使命宣言，「以世界為牧區，宣揚
福音、追求聖潔、造就門徒，發展小組，建立
榮神益人的教會。」已涵蓋了幾個教會健康成
長的原則，若加上領袖的培育傳承，更多的禱
告，倍增的思維與行動，有前瞻性、系統性的
發展策略，集中力量委身教會的牧養餵養、管
理領導，在真理與聖靈的引導下，牧者同工聖
徒同心合一建造，使每一個教區、堂會佈道所、
牧者聖徒，都能一起的健康成長。

《倍增教會、全球差遣》倍增教會社群研習會
◆陳怡君

今年6月，從內湖轉進羅東佈道所，體會到新任傳道人在牧會上有許多可進步空
間。因此，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倍增教會社群研習會」，聆聽菲律賓Christ
Commission Fellowship主任牧師陳彼得（Dr. Peter Tanchi）的分享。
這場研習課程，認識到教會的根本建造理念，是要「像基督的樣式」，這才是真
正屬靈的特質。透過課程應用問題，檢視自己是否擁有像基督樣式的明證：「愛」和
「謙卑」。愛是向不完美的人承諾，願意付出代價去尋求他們最大的益處，而謙卑則
是能夠聆聽別人的批評，願意為了神放棄自己的權益。有這樣的建造理念，才能展現
屬靈領袖的影響力，幫助人邁向神為他們生命的計劃。
影響人，首重在影響他們的心。如何影響人的心？是要透過活出榜樣、開放溝通、
投注時間、建立關係、異象、肯定、培訓以及禱告。每一方面，我們都有改善空間，
所以經常問自己：為了影響
人，我需要停止做什麼？我
需要開始做什麼？
倍增教會從個人、家庭
做起。當個人、家庭健康，
教會也健康，自然而然就會
成長。讓我們牧者從自身做
起，帶動教會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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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要道第二十條》

基督於十字架一次獻身為祭完成救世之功
◆吳東泰

基督一次獻身為祭，使世人所有原罪、本罪，均得完全救贖，此外別無贖罪良方。
一個忠心敬拜上帝的人，會在他的生活和
工作中表現出「分享」的信仰告白，他知道自

人心底深處，這樣的祭祀禮儀不但沒有使人的
心得到淨化的功能，反而無形中污穢了上帝的

己所擁有的恩典全是來自上帝的賞賜，並不是
自己具有甚麼才能，而是上帝將祂最寶貴的獨
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贖罪。
希伯來書第九章廿三至廿八節：「照著天
上樣式做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
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因為
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
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
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
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
是自己的血）進入聖所，如果這樣，他從創世
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
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像這樣，基督
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
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
拯救他們。」
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舊約祭典禮儀的問題
討論信仰的基本要義，他強調真正的敬拜，並
不是在於那些繁複的禮儀，因為每年「贖罪日」
的例行祭祀，並沒有使人的罪擔因此減輕，每天
的燔祭並沒有使人的心潔淨，相反的，卻因為
太形式化，導致隨便、甚至輕藐的態度隱藏在

神聖，這一點是希伯來書作者一再提起的問題。
作者要告訴當時猶太人基督徒，讓他們知
道耶穌基督用生命所做的獻祭才是真實的，因
為那是用生命獻祭在十字架上，一次就完全了。
耶穌基督以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上，最主要
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們贖罪，並且因此使我們分
別為聖。所謂「分別為聖」，意思就是要我們
從犯罪的領域中出來，成為特別的選民，就像
使徒保羅所說的，是在我們身上蓋上了耶穌基
督的「印記」，只要信靠耶穌基督的人，就能
因著耶穌基督十字架救贖的愛而得到潔淨，並
且因此使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得到和好的恩典。
我們要感謝上帝，賞賜祂的獨生子耶穌基
督給我們，使我們有罪、會死的生命，藉著耶
穌基督的贖罪得到重生、復活的機會。有這樣
的「新約」，就應該好好珍惜，使這個「新的
約」不會因時間的轉逝而消失或是變了質。我
們必須經常做信仰反省的功課，如使徒保羅的
書信中一再提起在耶穌基督裡的人，就是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參考羅馬書十二：2，以
弗所書四：23），把過去許多舊的，特別是錯
誤的觀念給除去。不跟著世界的流行，也不隨
著今天社會的敗壞風氣，而是要活出有生命力
的信仰告白。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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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經營婚姻
◆藍恩琪

記得小時候最喜歡聽到的童話故事結局是「
從此之後，王子與公主就結婚，一起過著幸福
快樂的日子」。隨著年齡漸長，在自己走入婚
姻及看到周遭朋友的一些經歷之後，才發現故
事的結局不是這樣就結束，而是另一個故事的
開始，這故事有時還伴隨著步步驚心，如履薄
冰般的曲折坎坷。在結婚之後才正是考驗的開
始，原生家庭的背景、生活習慣、金錢觀念、

家裡所有的大小事都是由我做主，我說了算數
，我的口氣常是命令式的或強硬的，但自從我
們有了家庭祭壇時間，透過分別為聖的家庭祭
壇當中，我們有良好的溝通，彼此關心鼓勵，
彼此代禱，這也是我們全家緊密連結在一起的
時刻。藉著神的話語不斷的提醒我們，聖靈也
不斷的帶領我們改變我們，我才深切的體認到
，基督才是這個家的主人，我們只是僕人，僕

教育理念、雙方親友等問題接踵而至，難怪有
人要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但不可否認的，
也有許多人得到幸福。無論是墳墓或幸福站，
就看聰明的你如何來經營婚姻。
首先，我們要知道基督徒的婚姻是神的應
許，因為在創世記二:18耶和華神說:「那人獨
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並在
24節提到「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這就是婚姻的開始，也是神
的賜福。在聖經中有許多關於婚姻的教導，如
果你有參加過教堂的結婚典禮，必定都會知道。
如：丈夫要如何愛妻子，妻子要如何敬重丈夫，
丈夫的本份，妻子的本份......等。這些教導
許多人都很熟悉，但要真正做到卻不容易，所
以婚姻是要「用心」經營的。
基督徒經營婚姻的首要原則是敬畏神順服
神，讓神在婚姻中作主掌權，因為婚姻是神配
合的是神聖的，所以我們須把婚姻交在神手中，
每天為著我們的婚姻獻上感謝與守望禱告，特
別是在現今道德淪落、價值觀扭曲，網路發達，
資訊爆炸，八卦新聞充斥的混亂時代，我們更
需謹醒，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而「建

人就是要服事主人，服事家裡的每一分子。除
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要分享幾個原則：
1.「生氣，卻不要賭氣」
婚姻生活中，往往會為了許多大小事而意
見不同與對方爭吵的時候，但要記住一個原則，
不要因這事賭氣，因為聖經教導我們，不要含
怒到日落。感謝神！在我結婚近30年的日子裡，
不曾和先生吵過架，即便是有為一些小事意見
不合，也忘記了。因為只要我生氣時，他就選
擇沉默，因此我的生氣通常都不會超過一小時。
2.「彼此饒恕」
在婚姻生活中，往往會有互相得罪的時候，
這時我們要學習彼此饒恕，彼此說聲「對不起」，
而這饒恕必須是打從心裡的饒恕，不要再翻「
舊帳」，因為 神饒恕了我們的過犯，有甚麼
能與 神饒恕我們的恩典相比呢！
3.「互信互重，給對方自由」
有人在婚後變的佔有慾很強，常控制對方，
壓得對方喘不過氣來，也讓婚姻關係變得緊張。
我時常因一些事工在外面趴趴走，常有人問起，
妳這樣常不在家，妳老公放心嗎？妳放心老公
一個人在家嗎？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我們

立家庭祭壇，讓基督成為我家之主」就是一個最
重要也是最好的方法。
以前我總認為，自己是家裡的『女王』，

都知道在我們彼此的心中有一把尺，而那把尺
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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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把「離婚」隨便說出口
基督徒的婚姻是神聖的，是神配合的。經
上說「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如果一有爭執
就把離婚掛在嘴邊，這是神不喜悅的，最終將
走向愛情的墳墓。
5.「愛與接納對方親友」
婚姻生活不是只有兩人世界，往往是涵蓋
著雙方家人，而這些親友並非我們所能選擇的，
此時就要有更大的包容力在愛裡接納他們，因
神愛我們每一個人，祂是愛的源頭。

綜合上述原則，基督徒經營婚姻之道，其
實可以洋洋灑灑的寫個幾十點，但真正的秘訣
只有一個，就是「讓基督成為我家之主，讓神
的話語成為我家生活準則」。相信在我們遵行
此原則之後，家裡的王子、公主、國王、女王
都會消失，而是多了許多願意服事家人的僕人。
現在的我是個快樂的「菜市仔夫人」，而老公
也願意當個「快樂的菲傭」。您找到經營婚姻
的秘訣了嗎？願神賜福每個人都有幸福美滿的
婚姻。
(本文作者為基督化家庭生活委員會主席)

進入婚姻，你（妳）預備好了沒？
◆編輯小組

許多人嚮往婚姻，不，更應該說，許多人
想要在感情生活上不留白。每到情人節，為情
人或夫妻設計的活動或商品推陳出新，更讓單
身的男女更顯形單影隻的孤獨。聖經中提到「
那人獨居不好」，雅歌書從字面上看來也是歌
頌愛情的詩篇。就算自己單身的很自在，開開
心心地當一位單身貴族，但身邊的人出於關心
的催促，也讓人不禁要思想，是否也該找一個
伴來終結被關心的壓力。當然，不是每一個人
都適合獨身，婚姻也是上帝所設立並賜福的。
但除了有沒有遇到適合的伴侶之外，我們也要
問自己說：進入婚姻，你（妳）預備好了沒？
除了尋找適合的伴侶之外，自己也要成為
適合進入婚姻的人。如此，才能在進入婚姻之
後經營一個美滿的婚姻。
首先，我們要問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如何？
要有美滿的婚姻，特別是基督徒的家庭，與上
帝有美好的關係是首要的條件。敬畏上帝，並
尊重上帝所設立的婚姻，如此，才能在主裡學
習用愛來經營婚姻。也因著信仰的形塑，使我
們有成熟的靈性與人格，學習用愛心與耐心來

只是想要在感情生活上不留白，為了結婚而結
婚，那麼很可能將配偶工具化。對方不是填補
感情生活或是生兒育女的工具，而是一個上帝
所造，活生生的人。當進入婚姻之後，更是與
自己成為「一體」，我們要像對待自己一般地
對待對方，要像愛自己一般地愛對方。婚姻更
不是一張「紙」，而是「盟約」。不是今天喜
歡就結合，明天不喜歡就分開；而是需要用心
並盡力地經營，委身於婚約之中。
此外，若是已經在交往中的男女，除了享
受熱戀中的喜悅之外，更要注重婚前就要學習
溝通的藝術。婚前的熱戀往往讓人沈浸在感情
的喜悅，以及肉體接觸的歡愉之中，成天牽牽
小手你濃我濃。但此刻更重要的是要多花時間
來認識彼此，並學習溝通。此刻來認識彼此並
學習溝通，才不會在婚後原形畢露時，引起更
大的衝突且不知如何面對。溝通最重要的不是
講，而是聆聽，用心聆聽，明白對方所要表達
的，並讓對方知道自己有用
心在聆聽，是學習溝通最重
要的部份。最後，我們再問

對待人，如此更有助於美滿婚姻關係的建立。
再者，我們對婚姻及感情的態度與觀念如
何，這也影響我們將來婚姻的建造。如果我們

一次自己：進入婚姻，你（
妳）預備好了沒？
2015.08 衛訊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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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6/22衛理神學研究院畢業典禮及神學講座

畢業典禮師生董事合影

畢業典禮在校生詩班

衛理神學研究院2015年衛理神學講座及第15屆畢業典禮於6月22日假台北衛理堂順利舉行，
邀請到香港盧龍光牧師分享三場信息，神學講座及畢業典禮參與人數分別為100人及200人。下
午神學講座聚集了許多衛理公會堂會及其他堂會牧者參與，盧牧師以精闢演說回應現代牧養及
多元世代的挑戰，晚上畢業典禮延續下午神學講座分享風浪中的信心，與畢業生共勉未來。

北中南三區牧職暨會友領袖座談會
義務傳道和小組長在教會事工推動上扮演
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使牧者暨會友領袖們
能清楚的了解其重要性、角色與定位，分別在
北(5/9)、中(6/27)、南(7/4)三區舉行「牧職
暨會友領袖座談會」，期盼透過座談，彙集各
區的意見，做為教會推動義務傳道和小組長訓
練之參考。

6/29-30《倍增教會、全球差遣》倍增教會社群研習會

7月4日南教區牧職暨會友領袖座談會合照

學園傳道會舉辦「倍增教會社群研討會」，
於6/29-30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邀請馬尼
拉基督使命團契(CCF)陳彼得牧師來台分享，藉
著過去他30年的事奉經驗和信念，傳遞『門徒成
長，倍增小組/教會』。本會共有51位牧者及同
工參加。

7/14-15華衛執行理事會暨正式代表會

7/17-19九龍堂與北三教區交流營會-世界的彼端

2015.08 衛訊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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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0北三教區聯合舉辦兒童夏令營-大英雄天團

活動報導

第11屆MYF暑期夏令營
今年（2015）的MYF暑期夏令營（第11屆），是一
個充滿全新的挑戰的營會，因為我們第一次採用同時分
區舉辦！所以舉辦營會的難度、複雜度，都是加倍的巨
大！當然，我們領受上帝的恩典、經歷神的作為、還有
栽培造就青年同工的成效，也都是加倍！對於我們設定
的營會主題：「栽培」而言，算是達成了不錯的成效！
北區營會地點在「桃園市復興區青年活動中心」，營會的宣
傳題目是：「進擊的門徒」。此名稱引用自著名的漫畫
「進擊的巨人」，藉此以拉進與青少年之間的距離。中
區營會地點在「竹山迦南美地」，營會的宣傳題目是：
「等一個人夏天」。此名稱引用自著名小說（電影），
非常具有『文青』的氣息！兩區營會的內容，也各自突
顯出營會標題的特色，一者活潑，一者溫馨。此次營會
兩區合計學員與同工差不多250人左右，特別值得關注
的是，此次MYF，在兩區都有許多是第一次參與MYF夏令
營的本堂青少年或是被邀請來的慕道友！許多慕道友決
志接受耶穌基督做個人的救主，亦有許多已信主的青年
回應委身跟隨作主門徒的呼召！除了感謝所有籌備同工
的辛勞，更是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活動預告
◎嘉義衛理堂50週年堂慶活動
日期：主後2015年9月5日
時間：上午10：00
地點：嘉義衛理堂（嘉義市維新路66號）
歡迎一起敬拜，共享上帝恩典！
◎2015年『聖樂觀摩研習』
主辦單位：基督教教育委員會
日 期：
2015年09月26日(六）下午2：00
地點：台北衛理堂（北區聖樂觀摩）
2015年10月24日(六）下午2：00
地點：台中衛理堂（中區聖樂觀摩）
2015年10月31日(六）下午2：00
地點：台南衛理堂（南區聖樂觀摩）

◎印尼衛理公會以馬內利堂短宣隊
主題：Go Light the World...去照亮世界
第一場 讚美敬拜晚會
日期：2015年9月22日(二)晚上7：00
地點:高雄浸信宣道會武昌教會副堂(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38號)
第二場 中教區以馬內利聖樂晚會
日期：2015年9月24日(四)晚上7：30
地點:台中衛理堂(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37號)
第三場 北教區詩班聖樂觀摩會(與北區教會詩班交流)
日期：2015年9月26日(六)下午2：00
地點:台北衛理堂(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本會將於9/19日在陽明山福音園舉行2015年牧職暨會友
領䄂研習會，本會之牧職人員、本地傳道，以及各堂會之
會友領䄂將齊聚一堂，一同分享、討論，凝聚共識，共同
完成主所託付的使命，並使本會更加增長。
2015.08 衛訊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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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修剪熬煉，活出精彩，邁向命定
◆鄭森茂

我來自民間信仰的家庭，雖自幼失母，但
母親在我九歲前幫我打下了勤勞的個性。因此，
雖資質駑鈍，但靠著後天的努力，我還是能達
到父母及自己的心願。三十歲到四十歲經濟有
了點基礎後，我喜歡研讀各家的經典，但就是
不喜歡讀聖經，雖然那時我已是掛名的基督徒。
直到有一天，有一場演講，有一個人讓我有了
如雅各在創世記三十二章毘努伊勒的經歷。從
此改變了我的一生，我放下自己經營的公司，
到華神上課，五年期間日夜研讀聖經。明白

述的經歷，加上瞭解神的屬性及對癌症知識的
認知，我大膽的向神祈求，我願意成為一個攝
護腺癌的患者。我不是自己找罪受，而是想更
深一層的瞭解病友罹癌的恐懼。六年後， 神
知道我承受的住，照我所求的，使我成了二期
攝護腺癌的患者。
神所給的苦難，神一定負責到底。祂藉著
這個病做了許多事。讓我學會了饒恕的功課，
也因一場開刀失敗，使一群醫師學會了謙卑。
九年來雖因開刀的意外承受許多後遺症，也吃

神透過趙可式博士傳遞異象，要我到安寧病房
當個安寧療護的關懷志工。
從五十歲到七十歲二十年間，我自認是個
非常稱職的志工。我經歷了安寧療護各種不同
專業的志工，也接受了基督教及佛教宗教關懷
師的完整訓練。我自費參加民間有益於照顧病
友身心靈的各種講習和訓練，幫病友洗澡、按
摩、陪伴靈修、唱詩歌；參加病友告別式、安
息禮拜獻上一首首病友生前喜歡的慰詩。我也
將和病友互動的一點一滴記錄成文字，作為將
來要呈獻給神的百人生命故事，向神交帳。
神給異象，給培育計畫，更藉著苦難試煉
我。祂真是用心良苦，知道夫婦倆人同心更好，
先讓我太太得到乳癌，那是一次刻骨銘心的經
歷，我曾為此不捨的向神哭訴一天一夜。但在
我用心服事我太太的化療後，原本不願意和我
一同進入病房當志工的她，居然因自己承受過
化療痛苦的經歷，願意同我進入病房去幫助那
些不敢面對治療痛苦的病友，以親身的經歷現
身說法幫助他們。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書四章一節說「基督既
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有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依我個人的了解，我太太的病是上帝的賞賜，
雖然身體受苦，但對她的生命，對我在病房的
服事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她的病是在零期原位
癌就被發現，真是一個化妝的祝福。基於我上

盡了苦頭。但這些經歷卻成為我在安寧病房服
事的養分。前幾個月我的兩位親友因得了HCC
肝癌，相繼離開我，他們在住院治療期間，因
著我的協助，給予安寧療護的靈性照顧，使我
的親人減少了許多痛苦。真的！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一生活在計劃裡。前五十年活在我的計
劃中，努力追求世俗的成就及別人的肯定，但
就算再有成就，層次也只停留在馬斯勒的自我
實現，是自私的。在神的眼中那是草木禾稭，
經不起水火時間的考驗。感謝神，在我五十歲
的時候，神願意使用我，呼召我進入祂偉大的
計劃裡，目的是要我有了祂兒子耶穌基督的樣
式來榮耀祂。人可以輸在起跑線上，但不能輸
在神所給的轉捩點。我慶幸靠神能緊抓住人生
的轉捩點，盼望在神的慈繩愛索保守下，有一
天基督能在我生命中體現。
末了，我要以C.S.Lewis的一句話來結束這
篇見證，魯益師說：「所有上帝允許在我們身
上的經歷都是必要的。」因此我要為發生在我
身上的大小經歷，向神獻上我的感恩。謝謝曾
經幫助過我的親友。特別要向曾令我不舒服的
那些生命中的貴人，獻上我最誠摯的謝意。對
曾經因我言行不禮貌而冒犯的人，在此特別向
您們說聲對不起，請原諒我的無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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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