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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謝主的恩典，在這個關鍵時刻接任會督
的職責，深信有上帝的美意與託付，我願意做
一個討神喜悅的會督。知道自己的有限，因此
我們需要建立一群服事的團隊，來完成神的教
會。感謝主，這五個月來各事工委員會皆已完
成運作，即便我們有很多需要去調整，有很多
的不足，但我們有信心，因為耶和華是我們的
幫助(詩一二一：1-2)，我們一切的供應是從祂
而來；離了主我們就不能做什麼(約十五：5)，
因此，接下來就是要靠上帝的恩典，過聖潔的
生活，大步往前邁進，讓整個台灣的衛理公會
被轉化、被復興，容我分享近況。

一、當前面對的挑戰

從三方面說明：
1.財務方面
a.2017年財務的編列：10/28董事會已經決定
明年度的預算，雖然預算原編列不足卻也看到
堂會對總會的支持與協助，使預算平衡。
b.高雄福音新村訴訟款3億元(含利息)的籌措，
及將來本利的償還計畫。
2.神學院方面
         2016年神學院常務董事會決議：因應大
環境的改變，為神學院做瘦身計畫，雖已減少

二位老師的人事費用，但仍有很多固定的支出；
2017年本會需編列400萬元之預算來支應。
3.堂會方面
        目前本會有30間堂會，17間佈道所，堂會
數我們是增加了，但主日聚會人數，卻看不到
成長，因此，堂會繁殖擴增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二、因應之道與進度

1.財務方面
a.2017年財務的編列：九月廿四日財務常務委
員會已經決議總預算43,172,400元。
b.訴訟還款3億元(含利息)的籌措，及將來本金
的還款計畫。
(1)八月份董事會已經決議授權財務應變小組先
向銀行辦理貸款額度撥款，俟法院判決確定後
再支應。(目前與銀行洽談中，等銀行高層核准)
(2)本利償還計畫亦授權應變小組籌措。處理還
款計畫同時也讓本會現有資產活化。
目前本會有四處土地需要處理與活化：
        (a)嘉義蘭潭約400坪土地，已整地完成現
交由專案小組評估出租或出售。
        (b)文山區平安堂有12戶被佔用的房屋及
附近私有道路土地的處理。
        (c)竹山兩處農地的處置。
        (d)天品花台區34個塔位的銷售轉讓。
        (e)評估神學院移至福音園的構想。

[會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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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學院方面
         延續2015年常董的決議，先縮編神學院人
事及規模，共體時艱，必要時也將試著與泛衛
理宗神學院合作，俟發展情形再逐步擴增。目
前先從預算縮減開始；與泛衛理宗神學院合作
事宜，請神學院常務董事龐君華牧師接洽中。
3.堂會方面
a.堂會
        教會增長委員會已經邀約五個教區中各一
個堂會成為標竿模組教會，正在進行堂會牧者的
共識與推展。(台北衛理堂、恩友堂、天恩堂、
台中衛道堂、台南衛理堂)
b.佈道所
        對2016年尚有不足款項的佈道所先給予補
足。接下來將逐一評估各佈道所，以所處教區
為主，以發展異象事工為導向，激發熱誠來連
結有共識的弟兄姊妹建立事奉團隊，除本教區
外也鼓勵其他教區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參與。

三、未來改革的重點

        為改革之需成立研究發展小組，分四個方
向研議中：
1.落實台灣衞理公會的願景與發展：
        擬訂策略執行使命，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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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尋靈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合一建
造教會」是我們的目標，經幾次開會討論，我
們擬定「基督至上    立約門徒」的策略。因此「
立約門徒」將是我們衛理公會在台發展的特色。
門徒培育中心正在研議，如何建構立約門徒從
教區的(牧者、會友領袖，以馬忤斯的客旅，堂
會的執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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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牧者的素質與招募新的同工：
        牧者仍要不斷進修、裝備，招募並訓練新
同工，以免斷層。
      牧者建構支持系統：
1.靈命深度的建造。(透過各教區牧者成立門徒
架構)
2.教區制度的落實。(教區有議會，堂會有班會)
3.考核制度的推行。

3.健全財務整體的規劃及資產活化：
        世界經濟情勢不佳，致奉獻減少，且因過
去其他收入幾乎斷絕，目前只能靠會友奉獻支
持福音工作，因此現有資產如何運用、規劃，
土地不閒置，乃是當務之急。總會已經成立財
務應變小組整理資料中，期盼將來神學院與社
會關懷工作的經費來源，由本會的房租收入提
撥專款編列。為健全財務使用原則，將來一定
要徹底執行專款專用的財務規劃。
4.務實法規條文的修訂及確實遵守：
        不合時宜的法規，須經修訂後再遵守，如
此才能符合「循規蹈距」的衞理宗精神。已發
文給各事工委員會請提供不合時宜的法條，經
彙整後將於明年年議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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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主要是期待我們自律地培養靈

性生活。我們的操練一方面是透過

群體(立約門徒小組)的學習，另一

方面則透過個人的靈修，協助參與者

建立其個人靈修的紀律，也經歷在靈

性陪伴過程中的種種經驗，為日後從

事小組牧養、靈性關懷的工作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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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家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
的管家。(林前 4：1) 
       今天每一位蒙揀選，得赦罪恩典的子民，
都是基督的執事、奧秘事的管家；凡因信稱義
的肢體都有執事與管家的身份，這裡不是職稱
或頭銜，也不是指國王的管家，如約瑟做埃及
法老宰相或如哈曼、末底改之宮廷管家；這樣
的管家是擁有莫大的權力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
上的；執事與管家都是神的僕人，是要服事神、
服事教會、服事信徒，是以「僕人式」的服事
來盡心盡力、愛人如己活出基督耶穌。 
        聖經中也說到好幾位惡管家，現代教會中
也存在法利賽人般的執事與管家，重視權力分
配、轄制人心、權謀結黨，藉信仰之名批評論
斷，行驅逐異己之實；當初，耶穌就是被一群
自認為敬畏上帝的祭司掌權者，釘上了十字架。 
如今，為了人心私慾而掌權論斷的咒詛仍然存
在於某些執事與管家中，唯有求主憐憫，醫治
釋放被權力驕傲綑綁的心，斷絕法利賽人自義
的咒詛，讓基督的執事、奧秘事的管家，學習
耶穌的謙卑愛心，效法保羅般的教導，以身作
則為教會的弟兄姊妹熱心服事。因此，「管家」
不是Power (權威)，而是Authority(威信)，因
此我們管家的身分就是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耶穌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二、聖潔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
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12：14)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帖前4：3)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
上也要聖潔。」(彼前1：15)

        『聖潔』是我們衛理公會的特色之一，也
是上帝的屬性，因為祂是聖潔的上帝。『呼召
成為聖潔』(Called to be holy)這是美國衛理公
會神學家(John N.Oswalt)歐思沃的著作，最近
剛翻譯成中文出版，書中指出上帝呼召我們不
但成為聖潔，更是使我們進入完全(太五48)。
因此我們在教會、在職場、在家庭中，都要竭
力過聖潔的生活，不單是個人的聖潔，盼望進
而能影響成為社會的聖潔。

三、立約

        聖經提到「立約」有85次，上帝主動與人立
約，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大衛，到立訂新
約，這都是上帝要幫助人行在上帝的旨意；不是
要轄制人，是要人更多經歷上帝的同在，惟有人
先與上帝和好，我們才能與人和好，這和好的關
係，就是從個人與神的關係，到眾人與神的關係，
透過立約小組的建立，使我們做一個徹底的門徒，
建構內尋靈命深度，才能經歷靈命的復興。
The Radical discipleship
(徹底的門徒)  
(John stott)斯托得

結語：

        靈命復興從聖潔開始，但這幾年來我們卻
面對了很多挑戰，我經常在問，到底我們哪裡
出了問題。「危機就是轉機」，我們不是只要
忘記背後努力向前，而是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尋
求主的面，求主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詩五
一11)，或者　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
們不至滅亡，也未可知(拿三9)。因此，我們需
要喚醒靈命復興運動：「內尋靈命深度，外展
事奉服務，合一建造教會」，這將是我們重新
出發的三大目標，惟有回到與主和好的關係，
過著紀律、聖潔的生活，我們才能看到復興之
火再次臨到我們。您預備好了嗎？

[會督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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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教區有議會，堂會有班會（立約門徒小組）
是促進與落實中華基督教衞理公會「內尋靈命
深度，外展事奉服務，合一建造教會」的使命
任務！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 -“彼此”意思
是基督徒遵行聖經中有關基督徒彼此之間為了
對方、給予對方、陪伴對方所做的活動。主耶
穌對他的門徒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
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因此，我們可以說，彼此相愛的關係與互動是
基督門徒或是教會的主要特徵。這些因為相信
主耶穌的救贖恩典，接受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
於心中的基督徒們在立約門徒小組彼此的互動
關係中將這樣的愛活出來。 
        立約門徒小組最主要目的乃是彼此交談互
相看守問責、彼此深度牧養機制的尋塑！因此
將這麼美好的靈命尋塑，彼此牧養的機制，推
薦邀請您一同來經歷不一樣的立約門徒小組生
活。立約門徒小組是一個有效的蒙恩途徑，目
的是幫助弟兄姊妹有紀律地藉著彼此督促、互
相扶持的關係，裝備我們在世上忠心順服地過
基督徒生活信念。我們承認人性軟弱，故此需
要上帝的恩典和別人同心的幫助。我們相信門
徒藉著彼此立約委身，在愛中互相扶持，才能
穩定地在恩典中不斷長進成熟。皆因立約門小
組發展了一套聚會技巧，組員每週報告、分享
在這世上與主同行的經歷。這樣，組員就能彼

此扶持、互相看守，使每週的對話變成蒙恩的途
徑。每一次的立約門徒小組的聚會、彼此守望
所訂立約門徒生活約章，能幫助組員堅守與主
訂立的立約。門徒在世不斷面對引誘，需要別
人同心守望。立約能夠幫助組員彼此關顧支持。
基督徒豐盛的生命、主要是我們生命要向著水
性乃是在基督裡的生命、(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
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
的、盡都順利。詩1：3) 。
        面對最複雜矛盾廿一世紀的世界，最需要
的乃是"愛與榜樣"來建立人類的不同責任來完
成主的使命，而主耶穌基督在第一世紀便呼召
人來跟隨祂，在地上實踐天國的使命！而今天
也繼續在呼召，使基督門徒的生命見證影響能
使在世上人經歷上帝應許！然而，如果耶穌基
督門徒，只顧自己個人及與個人有關係的人親
友、家庭的好處而活在這世上，必定會被這世
界擄去！除非，我們願意重視我們與上帝藉基
督所立的約，及與眾基督的門徒同行者彼此立
約，我們才能抵擋這世界的誘惑力量，在世上
成為忠心的基督門徒。對靈命尋塑與聖潔生活
來說，最有意義的衡量標準就是「活像基督」；
而「衛理宗聖潔教導的精髓是在人的內在重建
上帝的形象，表現出來的就是活像基督；它的
目標是要門徒到一種境界，可以說是基督成形
在心裡。」

Covenant Discipleship Small Group
◆劉天惠

立約門徒
小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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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多年前，衞理公會的衞斯理約翰牧師，
在他的處境中，透過組織和參加與上帝和與弟
兄姊妹彼此立約的「立約門徒小組」，不但拒
絕了屬世的勢力，且更新了不少信徒，為廣傳
天國的福音作了美好的見證。今天，在我們的
處境，我們同樣可以藉著組織和參加堂會有班
會「立約門徒小組」得著同樣的經歷。
        推動立約門徒小組－Covenant Disclepship 
Small Group，就是盼望門徒們能夠以真誠彼
此相愛互動；潘霍華牧師稱為 Gemeinsames 
Leben (Life Together) 團契生活所要強調的"
教會乃是基督第一次降生與第二次再臨之間，

基督在這世界的具體表現。"這是基督門徒所
形成的社群 (community)。基督是這個社群的
根基、媒介、與中心。但願我們透過社體堂會
有班會（立約門徒小組）的學習，另一方面則
透過個人的靈性陪伴，建立其個人靈性的紀律。
也經歷在靈性陪伴過程中的種種經驗，也能夠
成為“教會立約門徒小組化”的基督社群，是
依靠基督恩典以及聖靈恩賜而彼此相愛的生命共
同體，陳如約翰‧衛斯理說：社會信念「凡愛上帝
的人必愛他的弟兄。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
聖」。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劉天惠牧師)

2016聖樂觀摩研習剪影

專題分享

        為使多更多教會參與在多
元的敬拜讚美，教育委員會特
舉辦聖樂觀摩，分別於北教區
10月15日、中教區10月22日
及南教區10月29日，願一切
頌讚榮耀歸給寶座上的羔羊!

▲沛恩堂詩班

▲華恩堂詩班

▲逢甲衛理堂詩班

▲信正衛理堂詩班

▲高雄榮光堂詩班

▲小港衛理堂詩班

▲台中衛理堂社區兒童合唱班



◆蕢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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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十週年紀念感恩-

(本文作者為本會退休牧師)

▲圖T1弟兄旅、T2姊妹旅

        歲月如梭的過去，一晃已過十二年，回憶
2004/9/23-2004/9/26期間，是我擔任第三任
會督時，看到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中，新
加坡與香港的教會都在積極地推動一個平信徒
主辦的屬靈更新運動，他們邀請了本會的一些
牧者去參加，使我也嚮往及熱切地要與主同行，
要親身體驗與主同行的感受和了解，於是參加
這七十二小時的以馬忤斯之旅。
        我參加的是以馬忤斯之旅新加坡12旅馬太
組，當我自己的生命再次與主相遇，經歷了神
的愛與豐盛的恩典，並沐浴在聖靈的感動與更
新中，享受著豐盛的筵席；神透過崇拜、禱告、
默想、聖餐和小組的彼此分享研討，使我對過
去的事奉有很大的反省與思考。
        當時的信徒導師洪福文弟兄給我的信函說：「
非常抱歉，未能在客旅面前稱呼您尊貴的〝會
督〞稱號。」並說：「在這裡衷心的盼望神繼
續賜福于您，帶領台灣的教會，也能推動以馬
忤斯的運動，以致台灣的信徒，也能在以馬忤
斯之旅的旅途上，蒙受主的恩典與祝福。」
        於是在神的引導下，祂讓我有負擔，回台
後就與同工商討，開始在台灣推動以馬忤斯之
旅的運動。感謝神，在那幾年中，本會已有69
人在新加坡或香港參加過以馬忤斯之旅而成為
社體。於是我們有計畫地去培訓本會的屬靈導
師、信徒導師、小組長等。另一方面也開始向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以馬忤斯之旅總部，申請成
立以馬忤斯之旅台灣社體。
        2006年4月8日（六）邀請國際以馬忤斯
國際屬靈導師Rev.Victor Perez前來舉辦同工「
community training」的集訓。這期間這些同
工非常忙碌，忙碌於翻譯工作手冊、召開籌備會

議，了解依照手冊上的SOP來進行這七十二小
時的旅程，他們每個月密集的開會、修正，解決
遇到的難題等，求主紀念這些開創的同工的辛勞。
       終於台灣以馬仵斯之旅T1弟兄旅2007月4
月19-22日與T2姊妹旅2007年4月26-29日開
始了，假聖心靈修中心舉行。國際屬靈導師
Rev.Victor Perez前來督導，當時同工團隊還需
要新加坡的數位同工前來
支援，才完成這兩梯次的
以馬忤斯之旅的旅程。
        當成立了「以馬忤
斯之旅台灣社體」，看
到社體生命的轉變，熱心
參於教會的服事，有感動
與愛心繼續支援「以馬忤
斯之旅台灣社體」，聽到
社體們的見證，使我們
更得激勵。所以，無論
在任何的困難下都要接
續的興辦下去。
        馬來西亞衛理公會，看見台灣的成立與舉
辦，他們也要開始培訓同工；過去我們接受到
新加坡與香港社體的協助，如今我們也當協助
馬來西亞來設立，在T3與T4舉行時，就留出一
些客旅及同工的名額來培訓他們的同工，如今
他們也有自己的社體。
        感謝主！接著T5,T6……今年已舉辦了T19
與T20，每年舉行兩梯次，至今已有638位社
體。願上帝的帶領，聖靈的感動，常在我們當
中，使本會的每一位兄姊都能經歷以馬忤斯之
旅；遇見神，受激勵去愛神愛人，作主的門徒，
一起去完成上帝所託付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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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本文作者為恩友堂主任牧師)

       由美國「靈修日程事工」（The Upper Room 
Ministries）所發起的「以馬忤斯亞洲領袖發展
會議」（Asi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Event），
於2016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韓國首爾舉行，
共有美國、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東馬、
菲律賓、俄羅斯等八個地區的代表參加。
       本次會議的重點除了推薦《靈修日程》的
重要性，鼓勵亞洲各地區的基督徒踴躍動筆投稿
之外；更再次強調以馬忤斯的核心價值與精神！
      以馬忤斯是牧職與信徒夥伴關係的團隊事
奉、是信徒的運動，應盡量給信徒機會，鼓勵
信徒參與事奉。以馬忤斯也是有組織有紀律的
團隊，必須根據手冊進行運作。在旅程中的幕

前團隊、小組動力、隱藏團隊、僕人桌等，都
要按手冊的規範各盡其職。
       以馬忤斯的核心價值是要激發基督徒成為耶
穌的手和腳，進入世界實踐僕人的事奉。走過
以馬忤斯旅程的人，不僅是享受旅程中三天經歷
神的喜悅，更要看重第四天小組重聚的生活。
       以馬忤斯運動在台灣已進入第十一年，盼望
透過以馬忤斯運動使更多人的生命獲得轉變！
在本次會議中，講員也一再地呼籲：「當人們
越少瞭解以馬忤斯，他們越想對以馬忤斯作出
改變；當人們越多瞭解以馬忤斯，他們越不會
想對以馬忤斯作出改變。」在事奉的道路上，
所秉持的精神也是如此：「多瞭解少改變」！

        當策委會決定接受美國Upper Room的邀請
時， 推選十位同工代表：林烽銓牧師、王先緻牧
師、徐秀蓉牧師、吳東泰牧師、吳怡慧傳道、
沙泰國弟兄、聶大成弟兄、胡瑠美姊妹、楊代
姿姊妹、蕭湘逸姊妹，前往參加9/28~10/2為
期五天的會議。
       行前，受到梅姬颱風的影響，我們遲延一
天抵達首爾。9/28晚間到達會場時，來自美國、
菲律賓、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俄羅斯、
南韓的弟兄姊妹們，已經用餐完畢，卻在會場
等候我們。一踏進會場，他們唱著歡迎歌：我
們歡迎你，真歡迎你，在主裡誠心歡迎！溫暖
的歌聲和笑容，有著回到家的感覺。
       透過交換禮物，輕鬆分享各人用心預備的
珍藏品的故事，在接受禮物的當下，喜悅之情
流露在彼此的臉龐上。破冰時刻結束後，開始

一連串緊湊的課程研討。
       會議中，令我感動的兩片段：(1)Sharing 
Time時，我們十位同工一起走上聖壇，將我們
的奉獻款放入奉獻箱。感謝神，從年青時，祂
使用栽培我；到如今知天命之齡，仍能站立聖
壇前，獻上自己為主所用。低頭禱告時，感恩的
熱淚滴滴落下。(2)表演節目裡，看到菲律賓、馬
來西亞的影片，他們對土地、環境、人民、種
族的珍愛與包容 ，是上帝的愛不斷激勵他們啊！
        另外，從Upper Room Daily Devotional 
Writing Workshop靈修日程的實際寫作操練課
，我將學到的方法與小組成員分享，鼓勵姊妹
們透過文字工作，將上帝的故事加上我們的故
事，可以努力傳福音。
       會議結束後，期盼同工們能探討出2017年
我們的異象為何?

◆胡瑠美

◆林烽銓多瞭解少改變

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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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蘋姐妹見證

       某天在醫院陪伴若蘋，如廁時毫無預警的大量血便，讓我驚嚇得束手無策。妻子堅定的眼神
告訴我必須要找醫生檢查，但鴕鳥性格的我，擔心如果有事，誰來照顧手術後的若蘋呢？便存僥
倖的心態，拖了一個月。
        五月中旬，我又血便了，一連三天都是大量的血跡，這次，我即刻到醫院做大腸鏡檢查，發
現在肛門口上約15公分處有個腫瘤。當時，妻子仍處於術後的恢復期，女兒並不敢告訴我這事，怕影
響我的心情。六月底回診與檢查，醫生告訴我腸道相當乾淨，除了肛門上15公分處的腫瘤外，全腸管
的狀況是不錯的，需利用腹腔鏡切除腫瘤，同時也擷取20-30公分的腸子做腫瘤細胞培養的檢驗，
確定良或惡性。  
        原本若蘋腦部手術順利，卻在放療的過程中因腦壓不適，服藥中血糖飆升造成身體代謝失衡。
我毫無選擇的在7月4日這天失去摯愛的妻子。7月5日醫生確診我的大腸腫瘤為惡性，建議我緊急
開刀切除並做更精細的檢驗。我絕望、失落和孤單。每天捧著與若蘋的生活照片尋找與她的回憶。
主呀，為何帶走我的摯愛？我覺得自己注定慢慢地走向痛苦的死亡之路。
        從若蘋發現癌細胞轉移到腦部後，榮揚團契開始在每晚10：00合一禱告。我不因摯愛離世而停
止禱告，因那是我力量的來源，我需要主的幫助，賜我壯膽的心智與剛強的力量，讓我在苦難壓
頂時，都能在主的懷裡得平安。手術那天我將身心全然交託予主。一週後報告出爐，醫生說我的
大腸癌是第一期，因惡性腫瘤已切除，只需每半年回診追蹤即可。
        當我在患難中，最大的盼望就是有天父的幫忙，還有一群兄姊的扶持，那是我在基督裡，感
受到最大的愛心，在團契裡互相服事的見證。

曾金泉弟兄見證

       當醫生告訴我癌細胞已轉移到腦部，我的腦袋
一片渾沌。想起九年前乳癌手術和化療過程的艱苦
難熬。這次，我要如何再面對！
        體貼的夫婿金泉雖陪伴在側，我仍感到孤寂與迷失。妹妹將此訊息po在聾人小組LINE的群
組裡，大家開始在每晚10：00為我禱告。就在那一夜，主的安慰臨到我，心中重燃盼望。
        我像個已裝備好的戰士，等待著4月19日手術台上的戰場。上帝與我同在，無懼的心讓我唱
起詩歌頌揚主愛。軟弱的肉體在漫長手術完成後更顯痛楚，無法入睡。4月20日清晨4：00左右，
清醒的我忽然看見有個綁著紅色蝴蝶結的美麗包裝，像聖誕節禮物的大盒子放置在我的身上。抬
頭一看，一個耀眼的臉，穿著細絲柔軟的袍子。我驚呼：「主啊，是您來了嗎？」禮物不見了！
主對我說：「請看天花板！」天花板降下黑雨。我仔細看這黑雨，像極了百香果的種子，真是漂
亮！接著這些黑雨竟傾飛而上，彷彿主告訴我這黑雨是來除掉我腦中的腫瘤。聖靈充滿的感覺讓
我肉體上的痛漸漸平息。8點多，醫生開心的告訴我手術成功。歷經4個多小時的檢查，我已從加
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甚至，我可以坐著輪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主的醫治何等奇妙！    
        讚美感謝主！讓我經歷到神的奇異恩典，聾人小組在主裡彼此合一，所帶來的喜樂點亮我最
黑暗的日子！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會友)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會友)

▲圖右二中為若萍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