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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創1：1)，

上帝說話，萬物造成，祂又照自己的形象樣式

造人；自此春夏秋冬循環不息，生養眾多管理

萬物，本是上帝創造天地之法則。

    值此農曆春節期間，寒流來襲，春寒料峭，

寒梅綻放，祈禱主恩永沐、福音廣傳、主道興

盛、平安健康喜樂。祝願喜樂年年，萬王之王

施恩典度佳節，萬主之主賜平安過新年。

一、願春暖花開上帝的慈愛恆長在我們心中熱
    情一生與主同行

    春天帶來美好的改變，提升我們心靈的純

潔度，渴慕神的話，殷勤聽道學道行道，讓主

道更興旺，讓世人蒙恩得救，讓信徒被造就成

為真心隨基督的門徒，讓聖徒更敬虔愛神愛人，

讓眾聖徒同心合意多禱告親近主，竭力事奉主，

合力建造榮神益人的教會。

二、願聖徒從歲首到年終福杯滿溢

    從歲首到年終，求主賜福同在，以恩典作

我們年歲的冠冕。常以正向之思維看待人事物，

以屬靈眼光看世界，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而變

化，明白上帝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羅12:1-2)。

蒙福的原則，須先悔改離罪，奉獻身心為主而

活，行在光明中，喜悅神的律法(詩1：2-3)、

奉獻十一(瑪3：8-10)，尋求上帝，「誰能登耶

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

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

賜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成義。這是尋求耶

和華的族類，是尋求祢面的雅各。」(詩24：3-6)

凡此種種皆是屬靈生活的操練，生命的塑造，

靈程的進深，與神與人和好，以系統思考整合

一生的旅程，行在主的旨意中，凡事討主的喜

悅，自然蒙福無邊，主恩永偕。

三、享受生命並使生命發揮功能

    聖經說我們不是自己的人，乃是屬上帝了，

要在身上(生命)榮耀上帝。「豈不知你們的身

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上帝而來，住

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

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上帝。」(林前6:19-20)，享受屬天美好的生

命(詩16：1-11)，領受更豐盛的生命(約10：10)，

然後活出聖潔公義和平喜樂的生命，去影響我

們四周圍的人。在一生的旅程中，在一年的道

路上，以基督為至寶，以真理恩典為行事為人

的準則，追求敬虔，熱情服事，積極佈道，真

心愛主，寬恕待人，善盡己職，不白佔地土，

不虛度光陰，常保純正之心，凡事謙卑忍耐，

討主喜悅，與人相敬相愛，尊重在上者，疼惜

下屬，肯定別人，與人和睦，人際之間欣賞優

點、包容缺點、記住好處、擔待難處，多說造

就人的好話，為主求一切，為己無所求，與主

同行，與主同心，作主門徒，忠心擺上，專心

跟隨基督，以基督為一年一生之標竿，必能發

揮生命的功能。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我

們平安，願主的恩惠常常與我們同在。又願主

引導我們的心，叫我們愛上帝並學基督的忍耐

。願2016年成為我們豐盛蒙福之年，使上帝的

名得榮耀，使教會得復興。末了再賀新春蒙福

，救主宏恩開大運，基督福音佈新猷。以便以

謝，以馬內利。

引言：

結論：

新春感言新春感言



(本文作者為高雄榮光堂義務傳道)

專題分享

一、前言

    自從民國57年起加入衛理公會，在這教會

48年中，看到教會由草創期(福音新村教會)到

成長期(福音堂)，到拓展期(榮光堂)，有三次

搬遷、三次更改名稱。到民國101年8月1日，

因著福音村土地訴訟敗訴，土地收歸國有，我

們只好拆屋搬到臨時租用場地，剛好租在新堂

的附近。教會雖有起伏不定但在前年我們仍在

鳳山植堂。我受到聖靈感動，參加移民到鳳山

擔任義務傳道職務。期盼今年教會能穩定，走

上自立自養，升格為鳳山衛理堂。

二、本地義務傳道定義

    自民國94年我就受聘擔任榮光堂本地傳道，

到97年名稱改為本地義務傳道。在法規裡(4-26)

其職務分有給職與無給職，視個人之心願與堂

會之經濟決定。有給職之傳道，可稱協理傳道，

若當事人是曾被按立為牧師者，可接納為本地

牧師，但仍統稱為本地傳道。

三、本地傳道之資格(依法規所定)

凡合乎下列之規定者，皆可頒給本地傳道執照：

1.義務職之本地傳道申請者，必須在本會有良

好事奉三年以上之會友。

2.堂聘受薪之本地傳道，須大專畢業或同等學

歷以上，且年齡達二十五歲；但義務職之本地

傳道不受此限。

3.申請本地傳道執照者，自2011年8月1日起，

需完成本會年議會規定應修之課程至少三十小

時，包括(1)衛理法規六小時。(2)本宗歷史與

傳統精神六小時。(3)神學教義與組織制度六

小時。(4)牧範學六小時。(5)講道學六小時。

(6)聖經概論六小時。由牧職委員會監督其於

四年內修畢該應修課程，已於本會認可之神學

院修畢相關學分者，得抵免之。

四、本地傳道之職責與個人經歷：

    按法規所定之職責有六項，主要在規範有

給職之本地傳道。我自94年擔任無給職之本地

傳道，六項職責大部分均做到。有擔任講道及

主領崇拜，每月一次或在本堂或在佈道所，有

時到友堂或在基甸會之教會見證等。其次事工，

協助主任牧師所分派的工作，有松柏團契的輔

導，在教會中年齡較長者，均會主動關懷，輔

導靈性軟弱者，關懷新來的慕道友。另外在鳳

山佈道所二年多來，協助高傳道牧養工作，有

敬拜、宣教、教育、團契、事奉等方面的事工。

特別對慕道友一對一，或一對二，或基要真理

班的事工。今年我們著重在成立弟兄會團契，

將所有弟兄納入輔導對象，每週六晚上7：30

到9：00聚會。組織已完成，接著就積極聯絡、

拜訪、鼓勵。

    在這一年多來，在陳建中牧師主持下，定

下教會十年發展計劃：特別重視每週一次的小

組長訓練(週三晚上)、義務傳道栽培(每週五

上午)及門徒訓練等。在義務傳道的栽培訓練

中，我們共有四位義務傳道，分工在帶領團契

及小組，並於每次聚會中要檢討。陳牧師特別

注重社區的關懷與連結，最近與YMCA的配合下，

有社區裡弱勢家庭輔導其子女補習英文及其他

課業等活動。對弱勢孩童的課業輔導，將帶來

一些兒童進到教會，其家長關懷工作，也是我

們義務傳道的工作。義務傳道在主任牧師主導

之下，均按照十年計畫，展開各項分工。這是

我擔任十多年義務傳道以後，感到牧者最有計

畫地栽培教會主要同工。小組長及義務傳道，

他們將成為牧者的主要幫手，對教會的發展，

宣教有力的推動，成果指日可待。

四、結論

    每一間教會，牧者能重視栽培義務傳道及

小組長，有計畫並隨時檢討工作的果效，使義

務傳道能夠發揮，成為牧者的好幫手，如此必

成為健康有發展的教會。

◆林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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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義務傳道)

我在衛道堂的義務傳道服事
◆莫玲音

    五年前

的某一天，

牧師拿了一

張由總會開

課的上課報

名表，要我

填上去參加
課程訓練。當時想研習課程當然是好，看也沒

看內容就給它簽了下去。到了上課時才知道，

這是義務傳道的訓練課程，並且是為期幾個月

的時間才會上完全部的課程。心想…但一切都

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把課全部上完。當上

完課才發現這些課程對我幫助相當大，幫助我

更清楚明白服事的重要與服事的心態，也更明

白衛理公會的精神。

    當我接受由會督所頒發的義務傳道證書時，

心中確實有一股莫名的澎湃湧上心頭。這張證

書很輕，但拿在手上卻是沉重的。平常就在做

的服事，被冠上義務傳道的名稱後，感覺使命感

更加重了。

    民國80年我進入衛道堂附設幼兒園工作，

每天在教會出入，也看見教會的需要，我便從

長老會加入了衛理公會，並在衛道堂參加服事。

司琴、主日學、詩班、讀書會、團契聚會講員、

探訪等等，只要我能力範圍能做的我便去做。

但是我知道不是我有能力，而是神在其中動工。

    在我的生命中，沒有一件事能夠比服事神

來得更快樂。看著衛道堂經歷了幾任牧者的牧

養，從二十幾名弟兄姊妹聚會一直到現在，上

帝在其中掌權，也看見衛道堂的復興，更看見

有許多弟兄姐妹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金錢彼

此服事，使教會成為榮耀神的團體。

    衛道堂目前有三位義務傳道，並在2016年

1月3日在上帝與人的面前宣誓就職成為衛道堂

105年的義務傳道，在教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

色來服事神。現今我仍在衛道幼兒園服務，而

對神的服事卻是未曾中斷過，在服事中看見上

帝偉大奇妙的作為，我的心是火熱的。

    目前我的義務傳道工作固定的有詩班訓練，

每當遇到節慶的大詩班練習時，弟兄姊妹齊聚

一堂為了榮耀神來練唱，弟兄姊妹的喜樂便寫

在臉上。我也固定在年長的福壽團契聚會時當

講員，與年長者分享信仰並學習他們的信仰精

神，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喜樂的事情。民國100

年起，我被邀請加入台灣以馬忤斯姐妹旅的工

作團隊之一員。這服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從

徬徨到適應再到熟悉，

每一個旅程從無到有，

經歷好幾次的開會磨

合，才能有一個完美

的旅程。旅程中看見

姐妹們臉上的笑容，

知道他們被主觸摸了，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得了。

今年進入了第六年的服事，上帝仍然使用我成

為祂福音的器皿。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量

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詩62：7。當

我服事軟弱時，主成為我的剛強，當我無助時

主成為我的力量。因此我不懼怕，因為祂是我

的後盾。感謝主，祂願意使用我，而我也願意

為主所用。願上帝賜福祂的教會-衛道堂！

 
日期 內容 負責人 

2016/01/09（六） 義務傳道：牧範學 林烽銓牧師 

2016/03/12（六） 義務傳道：聖經概論 王先緻牧師 

2016/05/07（六） 義務傳道：講道學 陳建中牧師 

2016/07/02（六） 義務傳道：衛理法規 劉天惠牧師 

2016/11/05（六） 義務傳道：衛理宗信仰與傳統 龐君華牧師 

歡迎含現職及將來的義務傳道
(經由堂會牧師推薦)，堂聘之
本地傳道，外教派加入本會牧
職人員報名參加本課程；參加
義務傳道訓練之交通車資為自
費或由堂會補助。

2016年義務傳道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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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理門徒培育中心，是本會特別設立為了提供各種蒙恩途徑，培養信徒在各階段建立基督化

人格為宗旨。期望能達成本會的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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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

    門徒培育中心的組織小巧，由林長贈會督領軍為中心的負責人，配置一名主任（目前由執行

秘書兼任），和一位聖工幹事。雖然組織人數不多，但是事務卻很多，工作繁重，聖工幹事須擔

負較多吃力的事工，負責各種活動和各種課程的宣傳、聯繫、推廣、報名事宜，和現場執行的一

切總務和雜事的工作，後面許多事工的收尾、文件資料和各種物品、工具的整理、收納等等；時

常得搬運各種書籍、資料、物件等；忘了告訴你，還要成為所有牧者和會友們之間的聯絡人喲！

讀者會發現，作為門徒中心的同工，真是樣樣都得做呀！

    還好我們有一位專門資訊服事的同工，她也成為門徒中心的得力幫手，若沒有她，許多關於

使用電腦文書作業的事工，可能會成為大大的難題喔！在此特別感謝好幾位義工姊妹們，她們抽

出時間來到小小辦公室裏，幫忙許多重要的事工作業。例如：我們已經做了第十年的以馬忤斯旅

程，每一次都要準備所有的文件資料，從抽換舊資料、補上新資料、裝訂、分類、排名分配，才

能到達各工作團隊者的手中。有時，還需要有人幫忙整理各樣的小禮物；有時辦公室裏，成為小

小的加工廠，因為有些對內或對外的小禮物，都是由此出品的。謝謝這些可貴的好姊妹們，因為

她們，門徒培育中心能正常運作並事工順利。

    但願門徒培育中心，成為我們教派美好的祝福。希望各教區的各堂會的牧者們和會友們，都

能多多支持本中心的所有事工，因為沒有你們的參與和欣賞，本中心會失去當初苦心設立的初衷，

並且似乎浪費了所有投入的經費和資源。本中心期盼各位的意見和指教，叫這個中心的運作更成

熟，更有利於各教區堂會的需求，並且真能造就門徒，使門徒倍增、堂會倍增、教區倍增，以達

成本會的大使命，使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禾場，不再是夢。

你不知道的門徒培育中心

◆施端姝

    我從創世記中明瞭，＂時間＂之於神與之於人之間的差異。就神而言，祂是起初的，是末後

的，時間在祂裡面；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神。而平凡的我們人類，如何定義時間呢？我

們可以說太陽昇起，太陽落下是一天的時間。也可以說從嬰兒呱呱落地，進入墳墓是人一生的時

間。但以我們有限的智力，很難去明瞭起初與末後。

    老師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來講解〝起初，神創造天地〞這節經文。在我個人以前的讀經中，

我把焦點放在〝神創造〞而忽略了〝起初〞。經由這堂課，使我更加敬畏神，聖經中的每一個簡

單的章節，都蘊含著神那測不透的智慧，使我可以用全新的眼光研讀神的話。

    我們不知道生之始，也未知身之終，但求神使我們更明瞭祂的話語，讓我因著越認識祂越謙

卑自己。神說，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全地，如同水充滿洋海。總會門徒培育中心委託衛神開

設的平信徒神學教育正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徐雪坪

(本文作者為門徒培育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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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理門徒培育中心，是本會特別設立為了提供各種蒙恩途徑，培養信徒在各階段建立基督化

人格為宗旨。期望能達成本會的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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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

    門徒培育中心的組織小巧，由林長贈會督領軍為中心的負責人，配置一名主任（目前由執行

秘書兼任），和一位聖工幹事。雖然組織人數不多，但是事務卻很多，工作繁重，聖工幹事須擔

負較多吃力的事工，負責各種活動和各種課程的宣傳、聯繫、推廣、報名事宜，和現場執行的一

切總務和雜事的工作，後面許多事工的收尾、文件資料和各種物品、工具的整理、收納等等；時

常得搬運各種書籍、資料、物件等；忘了告訴你，還要成為所有牧者和會友們之間的聯絡人喲！

讀者會發現，作為門徒中心的同工，真是樣樣都得做呀！

    還好我們有一位專門資訊服事的同工，她也成為門徒中心的得力幫手，若沒有她，許多關於

使用電腦文書作業的事工，可能會成為大大的難題喔！在此特別感謝好幾位義工姊妹們，她們抽

出時間來到小小辦公室裏，幫忙許多重要的事工作業。例如：我們已經做了第十年的以馬忤斯旅

程，每一次都要準備所有的文件資料，從抽換舊資料、補上新資料、裝訂、分類、排名分配，才

能到達各工作團隊者的手中。有時，還需要有人幫忙整理各樣的小禮物；有時辦公室裏，成為小

小的加工廠，因為有些對內或對外的小禮物，都是由此出品的。謝謝這些可貴的好姊妹們，因為

她們，門徒培育中心能正常運作並事工順利。

    但願門徒培育中心，成為我們教派美好的祝福。希望各教區的各堂會的牧者們和會友們，都

能多多支持本中心的所有事工，因為沒有你們的參與和欣賞，本中心會失去當初苦心設立的初衷，

並且似乎浪費了所有投入的經費和資源。本中心期盼各位的意見和指教，叫這個中心的運作更成

熟，更有利於各教區堂會的需求，並且真能造就門徒，使門徒倍增、堂會倍增、教區倍增，以達

成本會的大使命，使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禾場，不再是夢。

你不知道的門徒培育中心

◆施端姝

    我從創世記中明瞭，＂時間＂之於神與之於人之間的差異。就神而言，祂是起初的，是末後

的，時間在祂裡面；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神。而平凡的我們人類，如何定義時間呢？我

們可以說太陽昇起，太陽落下是一天的時間。也可以說從嬰兒呱呱落地，進入墳墓是人一生的時

間。但以我們有限的智力，很難去明瞭起初與末後。

    老師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來講解〝起初，神創造天地〞這節經文。在我個人以前的讀經中，

我把焦點放在〝神創造〞而忽略了〝起初〞。經由這堂課，使我更加敬畏神，聖經中的每一個簡

單的章節，都蘊含著神那測不透的智慧，使我可以用全新的眼光研讀神的話。

    我們不知道生之始，也未知身之終，但求神使我們更明瞭祂的話語，讓我因著越認識祂越謙

卑自己。神說，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全地，如同水充滿洋海。總會門徒培育中心委託衛神開

設的平信徒神學教育正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徐雪坪

(本文作者為門徒培育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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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義山

    我參與過許多的教會活動，也領受過不少神的祝福和恩典，

但真正被服事、接納、尊重及來自於上帝活生生的愛，身心靈的

感動有如聖靈般充滿，可以清楚感覺到上帝的愛就在身邊，而這

樣有意義的教會活動就是~以馬忤斯之旅。

    在以馬忤斯的旅程中不僅能夠靈性充滿，也更能體會主耶穌

基督和上帝的愛。每一日同工們溫暖的問候、熱忱的服事及出乎

意料的驚奇，讓我感受到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能像這樣有

虔誠及謙卑的信仰，不就能夠讓人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嗎？因此，

在我心中認定：即使一生中只能參加一次這麼美好的旅程，也要

把經歷神的愛和內心的感動去傳揚主道和幫助、鼓勵屬靈軟弱的弟兄姊妹。

    在以馬忤斯的旅程中，每天都有精簡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短講。每一講，講員們透過神的教導

及準備充分，透過聖經和投影的解說，闡述神的話語，讓我反省到現今的人、事、物，都可以透

過默想神的話，並將上帝的話語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與神的關係，活出基督的樣式。每一講

都很精彩，屬靈的生命有如電池般充滿了電，隨時蓄勢待發中的能量，可以去安慰和幫助渴慕上

帝話語的人。小組的課後分享更是達到高潮，以每一講的精華，採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參與的

每一位客旅及同工們，無不在喜樂的氛圍裡與神"靈裏合一"。

    以馬忤斯的旅程中，天天精彩、天天驚奇！早晨起床有驚奇！就連用餐時也有驚奇，課堂中

震撼的勇士進行曲，及時的把瞌睡蟲趕跑(周公沒時間來打攪)。而這些驚奇來自於弟兄姐妹們的

愛心和祝福，就是神賜給客旅們~愛的禮物~。想要參與驚奇之旅嗎？來一趟以馬忤斯之旅享受與

主同行、聖靈充滿的旅程吧!

    以馬忤斯之旅是我與神最親密的接觸！享受神賜下那豐豐盛盛恩典是何等的喜樂滿溢；享受

神的話語是我們屬靈的糧食；享受神主內肢體的愛更是提振信仰、信心的來源。那我們該如何將

火熱的心延續到每一天的生活中呢？就像是通往以馬忤斯路上的二位客旅，經歷主耶穌復活的奇

妙神蹟般，將主耶穌復活的事說給眾使徒門徒聽。親愛的弟兄姐妹，願我們把握住每一天、每分

鐘、每個機會，一起來為主耶穌基督做見證、分享祂的愛。

▲右者為秋義山弟兄

以馬忤斯之旅

◆方桂蓮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會友)

    信主多年後，我始終在教會門口徘徊，與主保持著若即

若離的關係。直到參加以馬忤斯之旅，我的人生有著極大的

翻轉。在以馬忤斯的旅程中，我找回那份起初的愛，我深信

有一位神，祂存在，祂深愛我。我的內心對祂充滿無限的渴

慕，我讀經認識祂的美善與全能，也知道自己的不足與軟弱。

    從此，我禱告為要親近祂，我服事為的是更多的經歷祂，

我的人生本是渾渾噩噩，但遇見神後，神點燃我內心熊熊的烈火，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標，那個目

標就是要把我所得到的這份愛傳出去；那個目標就是單單的渴慕神、仰望神、信靠神、服事神、

歸榮耀給祂。

專題分享

以馬忤斯之旅對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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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尺教會在2015年12月5日正式成為堂會，這是一個新的起點。未來的道路雖然好像困

難重重，但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們已經經歷過各種艱難，我們也在艱難中

經歷過上帝的恩典，我們不會怕。更何況，我們還有一群支持與幫助的人在默默的為我們守

望代禱。

◆謝炯

(本文作者為屈尺衛理堂協理傳道)

《關心我們的堂會》

    桃園衛理堂在各方期待中

終於升格了，雖然還有努力的

空間，卻表明這個教會已經邁

向長大成熟的階段。在歷任的

牧者和會友的努力下，桃園衛

理堂才能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升格後就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從被支持到成為支持者；從受

助者變幫助者；從被祝福的人

到成為祝福別人的人。願上帝

賜福桃園衛理堂更多，使桃園

衛理堂也能更多的給出去。

◆蔡偉文

(本文作者為桃園衛理堂主任牧師)

活動報導

2016.01.10桃園升格堂會

2015.12.05屈尺升格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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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2016年教育委員會將續辦兒主背經比賽及成人團體背經比賽。

願我們同心用上帝的話語教導孩童走當行的道，竭力追求認識上帝成為一生美好的祝福!

比賽相關資料如下:
(一)比賽資格
1.兒童組團體賽及個人賽：國小(4~6年級)、
                        中小級 (1~3年級) 以下 
2.成人組團體賽

(二)比賽日期
北區： 2016/04/16(六)，地點：台北衛理堂
中區： 2016/04/23(六)，地點：台中衛理堂
南區： 2016/04/30(六)，地點：台南衛理堂

強烈徵稿中 為主作見證

投稿
方式

文章請Email：mis@methodist.org.tw
並附上姓名、電話、所屬堂會

衛訊一直扮演著全省衛理公會訊息報導的平台，
期盼2016年開始加入更多的藝文氣息、衛理精神及生命見證，
敬請各堂會的菁英才子，提筆見證上帝恩典。
（文字限1000字內，圖片大小需超過1MB），都歡迎與《中華衛理》分享！

1.三重衛理堂升格感恩禮拜將於2016年2月21日(日)下午3：00於三重衛理堂(地址：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一段50號8樓，電話：(02)8973-2025)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蒞臨參加。
2.年議會會前禱告會將於2016年2月24日(三)晚上7：30於北教區在台北衛理堂，中教區在台中衛
  道堂，南教區分別在台南衛理堂及高雄衛理堂，外島特區在馬祖衛理堂，邀請各位牧長、同工
  及弟兄姊妹同心為此次年會議守望代禱，踴躍參加。
3.2016年2月26日(五)將舉行衛理公會第五十三屆年議會第二次會議，請為選舉事務順利，並能    
  選出合神心意的同工代禱。
4.第八屆青年領袖大會將於2016年7月8-11日在印尼峇淡島舉行。歡迎衛理青年踴躍報名。

活動報導

《總會消息》

2016.02 衛訊84期 7



2016.02 衛訊84期 8

生命見證

一位癱子一生的祝福

    愛在戰火漫延時，父母親在大戰期間結識、

戀愛，進而結婚生子，此後隨著父親的部隊移

防到東北，生有一子，夫妻鶼鰈情深。

    不久母親經常腹痛如絞，戰火連天無法覓

得良醫，最後只能以微量的嗎啡緩解症狀，直

到軍醫出現，才被檢查出是子宮外孕，即刻進

行開刀；術後雖然身體的痛處得以根治，但嗎

啡的毒已經侵蝕全身，終日癱軟無力的母親實

在不宜留在戰場上。一日，父親僱了一艘船將

母親送回台灣老家養病，豈知船一到台灣，大

陸就淪陷，再也無法回去了!

    始料未及的變化實在令人無法承受，父親

幾經波折找到公家機關的工作勉強餬口，體弱

多病的太太毒癮發作時，只能找到盤尼西林充

當安慰劑，父親時常在家中幫她施打，直到我

求學期間仍是屢見不鮮。母親並沒有因為體弱

多病就停止生產，返台後陸續生了7個孩子，總

共育有8名子女。日子艱辛可想而知，家中最好

的食物定要先給癱在病榻中的母親，從有記憶

以來床好像吸鐵般緊緊的纏裹著她，家中的每

一個孩子首要任務--學會如何服侍母親。父親

深怕一個閃失，氣若游絲的妻子會撒手人寰。

不知道有多少人勸說：要他放棄這段婚姻。但「

不離不棄」早已成為父親的座右銘。無論是日

本將領千金亦或是台灣的大家閨秀，一概不敵

病榻中的妻子。 

    我是家中排行老7，求學階段常常請回家吃

午餐的同學幫忙，查看母親是否氣息尚存。天

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分離的日子終將到來。一

日請來的法師作法仍宣告無效，群醫鑑定生命

跡象幾近乎零，將母親搬鋪準備後事，並通知

至近的親友與母親辭別。母親的姊姊依約前來，

立刻將她帶走。數日

後，母親活蹦亂跳的

◆蕭湘逸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回家了!她雀躍地說：她受

洗了！耶穌醫治她。試想一

個被病魔綑綁20幾年，與世

隔絕時常魂游象外的人，雖

然她不認識上帝，但在她的心裡有多少次向天

地間的神呼求吶喊，盼病得醫治可以站立行走。

耶和華是慈愛的，人民、牲畜祂都救護，何況

是一直流淚祈求的婦人呢？耶1：5「我未將你

造在母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

分別你為聖。」母親經歷生命的曠野又經歷復

活的大能，真造就她成為傳福音的勇士。

    床—再也無法禁錮她，她可以起來行走，

可以做家事、說故事、做手工。更神奇的是打

了20幾年的安慰劑，一夕之間棄若蔽屣。遇見

救贖的耶穌後，成為一個敬虔愛主的基督徒。

天剛亮，抱著聖經到森林裡讀經禱告，守主日、

到萬里叩門傳福音。兒女及子孫們也因為母親

的緣故多數接受耶穌、父親到了70歲受洗，我的

先生及同事也相信母親所傳的福音。路4：38~39「

西門的岳母害熱病甚重，有人為她求耶穌。耶

穌站在她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她立刻

起來服事他們。」這是母親最佳寫照，病中的

孤獨、痛楚、落寞，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神的恩典奇妙可畏，身體癱瘓卻使得夫妻

生命得救，上帝的慈憐，保守母親所生的子女

都健康沒有殘疾，並且生活富足有餘。母親在

死陰幽谷處經歷耶穌的救護，生命得已翻轉更

新，她的得救見證是我信靠主的指南針，幫助

我將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真的是

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