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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陳建中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美國加州一位女士
在一家肉類加工廠工作。有一天，她完成所有
的工作安排後，走進冷凍庫做例行檢查，突然
間，不幸發生了，門竟意外關上了，她被鎖在
裡面，她的呼救被淹沒在下班的人潮中。雖然
她竭盡全力地尖叫著、敲打著，沒有任何人聽
到她的哭聲。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經下班了，在
冰冷的房間裏，沒有人知道裡面發生的事。五
小時過去了，當她瀕臨死亡的邊緣，工廠的保
安卻打開了那扇門，奇蹟般的救了她。後來她
問保安，怎麼會去開那門？這不是他的日常工
作。保安解釋說：我在這家工廠工作了35年，
每天都有幾百名工人進進出出，但你是唯一一
位每天早晨上班向我問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別
的人。許多人視我為看不見的空氣，沒有人尊
重我。你每天都和我熱情地打招呼，所以我認
識你。今天，你像往常一樣來上班，簡單地跟
我問聲：「您好」。但下班後，我卻沒聽到你
跟我說：「再見，明天見」。於是，我決定去
工廠裡面看看。我期待你和我說：「再見」。
因為這話提醒我，我是被尊重的，使我非常開
心。沒聽到你的告別，我猜想可能發生了一些

什麼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工廠每個角落尋
找你。就這樣，這位女士獲救了...
「謙虛，尊重和愛你周圍的人」。每天去
影響你周遭的人，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
生什麼事！人與人之間，要的就是一份真誠，無
需花言巧語，實實在在就好；不要山盟海誓，
說到做到就好；停止彼此埋怨，相互理解就好；
捨棄相互猜疑，相信對方就好；拒絕成天生氣，
懂得包容就好；不需時刻不離，心裡有你就好；
不必轟轟烈烈，走到最後就好；不用大富大貴，
平平安安就好。
感謝上帝的恩典與憐憫，若不是上帝許可，
沒有一件難處會臨到我們，當我們還有生命氣
息時，理當在上帝面前讚美祂、敬拜祂，因為
祂天天鑒察我們的心思意念。所以保羅說：「
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
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1-2)
過去一年在總會的事奉「雖遇苦難、恩典
相隨，眼雖未見、心卻領會」，心中總是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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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感恩與敬畏。因為上帝在衛理公會預備了很多
優秀的牧職同工及弟兄姊妹們，可能我們還沒
有讓他們完全發揮功能，實踐上帝的託付。但
上帝給人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人會自我省
察，因為當我們因信被稱為義時，聖靈保惠師
也同時進入我們內心，祂會為罪、為義、為審
判自己責備自己。頓時，我想到耶穌「曉喻撒
種的比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從
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
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所以
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
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
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頭地上的，
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裡沒有
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
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荊棘裡的，就
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
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撒在好地上的，就是
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
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17-23)是的，
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都有奇妙的帶領。
有時候自忖為什麼上帝容許這些事發生？每當
有疑惑時，主總是透過聖經的話語讓我釋懷。
撒種的比喻之後就是「稗子的比喻」：「容這
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
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
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太十三30)。
感謝主，上帝的旨意高過人的旨意，「若不是
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
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詩一二七1)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們只有心
存感恩與敬畏。
今年的年議會是衛理公會很重要的轉折點，
一方面將過去我們所面對的困境，經過代表們
充分討論後都有定論，為問題找到出路；之後
是執行層面，總會理當盡管家的職分，在休會
期間徹底執行年議會的決議。另一方面對未來
的發展也有清楚的方向，就是教會要積極裝備
每一位弟兄姊妹成為「徹底的門徒」：「內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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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合一建造教會」。
今年大會的主題就是「徹底的門徒」，年議會期
間與會代表們都充分討論「宣教」、「牧養」、「
培育」三個議題。我們將依代表們的建議擬定
策略與計畫，並重新啟動研究發展小組，分工
研擬一套可行的SOP規範，再由教區提供給各
堂會參考。
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宣教」，教會若沒
有宣教，就不會有動力。我們的主是宣教的「
主」，我們需要禱告求主激勵我們，使主所看
見的，我們也能看見。「祂看見許多的人，就
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
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
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太九36-37)。盼望每一位衛理
宗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一起動起來回應上帝
的救贖大恩。我們努力受造就，不論是教會的
裝備、教區的訓練、門徒中心、神學院的課程，
我們若有一顆受教的心，謙卑學習，上帝必使
用我們。在教會裡我們被牧養，同時也學習去
牧養別人。保羅教導提摩太「你在許多見證人
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二2)。使教會每一個人都能被
牧養，也能牧養別人，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觀
念，也是使教會成長的動力。為了上帝的教會、
上帝的國度，求上帝賜給我們智慧，讓我們經
歷聖靈的大能在我們的事奉中。
即便我們面對很多的困境，但上帝的恩典
與憐憫總不離開我們！感謝主，除了上帝仍給
我們機會以外，在台灣、在海外都有一群愛主
的弟兄姊妹們在背後默默支持我們，他們終日
不離不棄的為衛理公會禱告，使我們能夠堵住
破口，用愛來包容對立，用行動來化解誤會，
用合一來建造教會。感謝主！

衛理神學研究院第二次招生
衛理神學研究院第二次招生，
竭誠歡迎領受呼召、並有心全職、
帶職裝備自己之主內肢體報考本校！
詳情請參閱衛理神學研究院網站

第五十四屆年議會按立長牧、副牧暨傳道受職禮拜

笨鳥慢飛
◆徐秀蓉

多人誤會我故意耽延，實情則是自認「愚惰」之人，既笨又懶。
光是構思牧會報告的題目與方向，常茫無頭緒；打開電腦想要振筆疾
書，卻又眼皮沉重呵欠連連。結果，倏忽十數年，白髮雖平添許多，
我仍淡定地遙望「長牧」這個職分。
去年，某位長牧勸勉我要以身作則順服牧職會的規定，也為後輩
樹立好的榜樣。這番話驚醒夢中人，我若再不完成此事，豈不變成絆
倒他人的罪人了！此外，教會的長執也不時以關愛的眼神和鼓勵的話
語鞭策著，我只好將自己的愚和惰交給神，認分地按著規定要求，開
始過五關。
為了蒐集資料，重回母校圖書館借閱書籍，次數多到心懷愧疚而
特別奉獻；數不清的深夜，寫著80頁以上的牧會報告，有種眾人皆睡
我獨醒的蒼涼；當著眾牧者面前講道，重溫當年在神學院的畢業講道
，面對台下院長、老師及眾同學的寫實評比之刺激；閱讀一本深奧的
指定書籍之後，必參加六小時需寫完六千字的筆試。為節省時間，僅
花5分鐘啃完一個麵包，平常細嚼慢嚥，此時也只好不計形象地狼吞
虎嚥。結束時，右手已不聽使喚，踏出考場，腦袋有不知今夕為何夕
的空白。最後，牧職會與董事會的兩關口試，我竟然還會緊張到手心
冒汗與聲音發顫。有句話浮現腦海：「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
要求是磨練。」長牧的養成確實不易！
雖說腦筋欠靈活，動作又遲鈍，不講速度效率，但是笨鳥慢飛，
也一樣能達到目的地。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主任牧師)

認定耶穌，勿忘我

◆吳怡慧

「恭喜，妳升官了!」這是按牧禮拜當天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多數人誤
以為按牧代表著傳道人的升遷或某種便於工作的名銜，但卻是承載著教會
對授職者牧養恩賜之肯定。
記得李家同先生在《讓高墻倒下吧》收錄一篇「我是誰」提到一位教
宗在地上雖有人為他舉行盛大安息禮拜，但「天堂報到處」從教宗、樞機
主教、主教的稱謂都「查無此人」。最後他才想起自己曾在羅馬鄉下的孤
兒院照顧貧窮的孩子，擔任八年的理家神父(類似駐堂牧師)，當時大家叫他
保羅神父。最後結局是這樣的：「『找到了』，歡迎你，保羅神父，你的
資料上說你是個仁慈的神父。多少貧窮的孩子曾感到了你的愛！」
爾後，教宗選舉終於揭曉，新教宗在聖彼得廣場旁的陽台上現身，並
發表簡短演說。「保羅神父說：『我認識這個傢伙，我要傳個信息給他，
叫他不要忘記他是誰。』」
有一回耶穌到凱撒利亞腓力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
門徒們像極道聽塗說者一一列出街談巷語。接下來，耶穌反問門徒們：「
你們說我是誰？」西門斬釘截鐵地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希伯來書的作者更說「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十三8)耶穌向世人展示他對使命的一致性是跟隨基督的人所要效法的，
但願每一位屬神的兒女在凡事上，認定耶穌，勿忘自己是誰，承擔使命不
(本文作者為聖保羅堂主任牧師)
負主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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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宣教大會

工作坊介紹與回應
（題目：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看同性戀，講員：盧龍光博士）
◆曾楚傑
世界華人循道衛理宗聯會每五年一度的宣
教大會於今年7月13-17日在香港舉行，本屆為
第七屆，大會主題為：整全宣教，代代相傳。
筆者所參加的其中一個工作坊：「循道衛理宗
華人教會看同性戀」做簡單的介紹與回應。
「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看同性戀」工作坊
的講員為盧龍光博士（以下簡稱盧牧師）。在
工作坊當中，盧牧師邀請了香港、台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四地的牧者代表簡述目前各地區
在「同性戀/同性婚姻」這一議題上的處境：
政府的立場，一般民眾的態度，以及教會的如
何因應。台灣的部分，本年議會代表歐陽輝牧
師詳述了台灣目前的現況，並提供了許多具體
的回應資料，由於我們普遍對於台灣的現況有
比較清楚的瞭解，在此就不多贅述！筆者特別
有深刻感觸的，是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會的做法。
相較於各華人年議會，在筆者的印象中，
香港教會一向是較為積極對各種社會議題做出
具體的回應的。對於同性戀與同性戀婚姻，在
社會氛圍、政府政策方向，以及教會回應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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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關懷，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會邀請牧者、會友
與青少年，舉辦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座談會的
名稱為：「一面聽，一面問。」意指教會並不
是封閉、單向的發佈教義或禁令，而是盼望對
此議題能夠有充分的對話與討論，找尋出大家
的共識再以聖經的原則做出適合情境與實踐的
回應。在一系列的座談會中，籌備單位設計了
非常精細的問卷做出調查，使教會能夠充分理
解目前的局勢，在會後，並發佈了代表整個香
港循道衛理聯合會的官方共同聲明。其聲明的
內容，因情境或對聖經的解釋與神學的立場，
可能在某些項目上會與一些個人的立場產生分
歧（例如：同性戀者是否可以領聖餐？），但
是筆者特別感到值得學習的，是他們面對問題、
瞭解問題、處理問題、回應問題的一種整體行
動與關切的態度。
「整全宣教，代代相傳。」盼望這也是我
們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在主所託付的大使命上
的實踐。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主任牧師)

第七屆宣教大會

委身於基督的宣教
◆黃輝崇
轉眼間，第七屆「整全宣教、代代
相傳」循道衛理華宣聚會就過去了。捫
心自問：主啊！我究竟留下甚麼呢？幾
天來的信息，最衝擊我的就是有關柬埔
塞跨文化宣教的一個見證：有一個宣教
士連續多年在當地傳福音，但都沒有人
信主；當他要離開的那個晚上六點，有
一個人來向他表示願意接受耶穌，並且
願意奉獻一半的土地蓋禮拜堂，不知為
何消息不脛而走。更不幸的是，當晚九
點有人來敲門，在碰的槍聲下，這弟兄
竟成了曇花一現的基督徒。這讓我想起
潘霍華曾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
候，祂是叫他來死。」這位弟兄選擇勇
敢的為信仰付上了生命的代價，但在天
上卻是榮耀無比的，「廉價的恩典乃是
教會的死敵，今天基督的門徒正是為重
價的恩典而戰。」宣教就是委身於基督
的生活與生命的跟隨。但願這樣的見證，
能激勵我們成為一個真實背起自己的十
架委身於主的宣教門徒！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會友)

點燃宣教的愛火
◆范晨悅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華人宣教大會，
來之前我並不知道這是給年紀稍長的弟
兄姊妹參與的，第一天在飯店入住的時
候就被通知要以年紀最輕的參加者身分
讓我滿是驚喜。一方面大會還沒開始，
對整個活動沒什麼頭緒，二方面深怕自
己口舌笨拙，不知道被採訪時要說些什
麼。但那時候就深深感到神要藉由我這
樣的青年告訴這些主內的肢體們如果年
輕如我可以做的事，成熟如他們更能夠靠
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神成就更大的事工。
神並不輕看我們為祂擺上的任何一
切，不論是金錢、才幹或時間，祂都喜
悅。我們經歷神的美好，領受神的恩典，
這樣的福音有甚麼不傳出去的理由？藉
由宣教大會更認識身為衛理宗信徒的使
命，也更加知道現在華人地區宣教狀況。
工作坊也讓我得到許多新的領受，宣教
並不是選一個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
做的事，而是要多禱告，求神開路，賜
我們智慧能夠說出來自天國的好消息和
祂對世人的愛。 (本文作者為大直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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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頌恩
經歷過這三天的體育夏令營會，感受到與
以往的不同，之前的整天讀經聚會到現在適度
的放鬆，不僅更快認識彼此，還凝聚了難得的
向心力。經由運動，我們彼此激勵彼此扶持，也
看到這次負責運作的同工們在烈陽下揮汗如雨，
只為了給所有參加的學員美好的回憶！
第一天晚上于浩威弟兄的分享，聽著動人
的歌聲，瞬間好像也擁有跟他同樣的經歷！在
宜蘭長大的他，是當地的人氣王。以第一名之
姿順利進入華岡藝校戲劇科，後來卻因著同學
們的優秀愈來愈沒自信，這一切全因著一次教
會分享而改變！他被聖靈充滿，體驗到上帝的
同在和全然釋放的感覺，決志信主。他使在場
的眾人了解：上帝是全能的，祂會每時每刻保
守我們，唯一的報答便是每天為祂而活！
第二天一早起床，先跳完充滿活力的早操，
填飽了五臟廟，緊接著所有人參與單車比慢，
拔河，籃球，桌球等活動後盡情發洩體力，沖
洗換裝，準備迎接能進入教堂的榮幸！晚上在
路思義教堂先齊聲頌讚後，緊接著便是程大洲
老師的生命見證。從小在教會長大，卻漸漸離
開神。20歲才從國中畢業，有著〝最老高中生〞
稱號的他，因著進入教會，在牧師及會友的扶
持下，學會正確讀書方法，在短短10年之後從
美國紐約大學順利畢業！曾經菸酒賭博來者不
2017.08 衛訊93期

拒的他，如今卻在神帶領之下成為眾人的榜樣。
第三天跳著同樣的早操，腦海中不自覺的
想起這幾天的點點滴滴，雖然才認識短短三天，
卻建立起只有在教會才擁有的情感。我想，我
們不但不會忘記彼此，反而還會帶著滿心歡喜，
期待著明年同時間的營會！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青年)

◆劉柄漢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教會的營會，同時也
是我第一次和完全不認識的人同住，或許時
間有點短暫，但我想在這一趟旅程中，我有
了很不一樣的改變。
第一天到達集合地點，馬上和我的好朋友
被迫分離，繼之而來的是素未謀面的幾人；剛
開始我們小組之間沒有任何的交流，我嚇到了，
因為我怕這三天就都這樣沒了。但感謝主！我
們小組很快的就進入了狀況，甚至還越聊越順。
而在這三天的行程中我想收穫最大的部
分應該就是于浩威和程大洲弟兄的見證了！
從他們的經歷中，我清楚的看見了上帝一次
又一次的神蹟以及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而我
很喜歡這當中的一句話，那就是「做好今天
的事，明天的事就交給上帝！」。或許多多少
少我們都會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惘，但只要做
好自己的本份，相信上帝會有更好的安排！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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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莫非
28年前，我帶著對文學的愛好，去上蘇文
峰牧師的文字事奉課，卻沒想到因此得到一生
獻身的呼召。那時，只是單純地想要編織自己
的文章，為神所用。但也發現基督教對文學的
冷淡，華人基督徒創作者很難在信仰裡找到屬
靈的定位。深深體會創作是一條孤獨的路，若
連結上服事，就更需要有一顆奉獻捨己的心志。
多年來，摸索著如何將信仰揉入生活的土
壤，讓承載信仰的文字不那麼沈重，反而有著
翅膀的輕盈能夠飛傳出去。這些文字摸索的服事
經驗，日積月累，成為日後我對文字人的陪伴。
奉獻第二個十年，神帶領我進入文字課的
教導，和蘇文安牧師在北美一起傳遞文字事奉
異象，訓練、牧養文字工人。我陪著學生寫作、
投稿，到保送上壘。學生的發表與得獎時間都
比我來得早，對「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漸漸
有些領悟，知道陪他們一段，比自己創作，可能
更是來自神的托付。人要安份，我的「份」便是
在曠野裏呼喊，尋求更多可以為神得著的好筆。
因此，奉獻後第三個十年，和蘇文安牧師以及
洛杉磯的一群同工，在2008年攜手成立創世紀文字
培訓書苑，簡稱「創文」。我們的異象是「推動文
字事奉異象，裝備牧養文字工人，創建基督徒文字
人的社群」，我們的使命是「在時代裡攜手，於時
間裡傳承，推動文字事奉，創寫新的世紀」。
多年來在寫作裡又爬又滾，知道能長期堅
持走下來的，不能只靠一點對文字的喜愛和若
有似無對文學的欣賞。呼召，更是讓一個人可
以從「文學愛好者」轉為「文字事奉者」的重
要關鍵。因此，我們在課堂裡強調委身，在同
工團隊裡強調「用受苦作多人的贖價」，在基督
徒文人裡，不斷建造「在神裡的藝術家性格」。
對這個世代的基督徒文字人，在傳遞文字異象
之外，也希望能提供文化負擔和鼓勵文字人組
織社群來互相扶持。到底，創作實在是、也必

須是一個屬靈的經歷。
凡事從禱告和異象開始，創文初成立時，
便有感動要著手進行文字事奉系列的書寫，整
理基督教書寫在上帝創造中的位置、和教會的
關係，和文化的關係，在21世紀裡的呼召，以
及創作者的屬靈生命建造。幾年內先後出版了《
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創作，一種屬靈的
經歷》、《美的漂泊、門外的困惑》三本書。
其中第一本《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在2013年
得到第34屆湯清文藝獎，感覺是神給這書系的
一個印證。盼望這系列可以為我這文字事奉一
生的呼召，留下的一個淺淺的腳印。
2012年十月在香港，當我和已逝文字前輩蘇
恩佩姊妹所帶過的一群突破編輯認識交流時，隱
隱便覺創文和文字事奉的歷史接上軌了。2013年
4月，創文和香港出版聯會合辦第一屆文字營會，
在最後一晚，和這些文字前輩一起跪地，為新一
代奉獻委身的基督徒文字人按首禱告，傳承的薪
火似乎熊熊點燃，當天晚上許多人都流淚了。創文
使命「在時代裡攜手，於時間裡傳承」，在那一
個特別的歷史時空裡，終於有血有肉地實現了。
大陸作家艾青曾說：「蠶在吐絲的時候，
沒想到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28年前，微小
的我掙扎的是完成一篇作品可以為神所用，從
未想過日後會成為作者，會出版書，會得文學
獎，甚至會成立一個機構，在兩岸三地奔走呼
籲文字事奉的異象和使命。但要走出一條「絲
綢之路」，得需要多少綿長不絕的絲綢？多少
孳孳不停吐絲的蠶？多少奔走運送的商旅？以
及飛沙走石中一顆顆不放棄的心。
從一支筆的揀選，到對一世代的呼召，需
要的是一個團隊，眾多創文文友一起的同行，以
及神不斷賜下的異象和祝福。若無你們禱告中
的守望，屬靈的鼓勵和金錢的祝福，一切便淪
為那首著名英文歌的歌詞：風中塵埃(Dust in
the wind)。我們十分需要您在各方面的參與。
衷心邀請各位成為創文忠實的同工夥伴，
讓我們一起走出文字事奉的絲綢之路。願那曾
豐富祝福我們的神，也可以大大地祝福你們！

2017/10/21-23「點燃文字火種」文字營

(本文作者為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
2017.08 衛訊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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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曾琮哲
從我出生到現
在我最欣賞的男人
就是我的爸爸，他
是我家的一個中心，
他能夠掌握家裡的
一切事物。
爸爸的工作是麵粉廠送貨員，他每週工作
六天，都非常辛苦地搬送貨物給客戶，從早上
八點上班，到晚上八點才下班，在我小學時曾
跟爸爸一起去送貨，所以我能體會到爸爸的辛
苦，他付出勞力辛勤工作，都是為了養活我們，
及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如果沒有爸爸的努力，
我們可能沒有三餐可以吃。但是有件最讓我感
到驕傲的事，是我爸在五年前得了肺腺癌，當
時我們全家人心情低落到谷底，但我的爸爸卻
非常堅強，並沒有因此就灰心喪志，自我放棄，
他每天都積極地在清早去運動，有時到醫院回
診，還會主動找一些病患聊聊天，鼓勵他們上
教會，還會為病患禱告。如果換作是我得癌症，
我可能沒有心情去運動，或找病患聊天禱告。
很感謝上帝賜給我這麼好的爸爸，以後我有了
自己的家庭，我也要學習爸爸對信仰的態度，
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
每天晚上爸爸也會帶領全家人一起唱詩歌、
研讀聖經，雖然他因為服藥的關係，假日大部
分時間都在休息，可是有時候他還是會帶我出
去走走。開學我住校期間，爸爸每天晚上都會
傳簡訊關心我，提醒我有沒有讀聖經、禱告，而
這些提醒便成為我每天的動力。
受到爸爸的影響，我也會帶一些同學來教
會做禮拜，可惜的是我曾帶領兩位同學來教會，
與我一起上受洗前的基要真理課程，預備要一
起受洗，可是後來因他們家人反對而受阻，但
2017.08 衛訊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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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爸爸還是會主動關心他們，也持續邀請
他們來教會，或帶他們去玩。
爸爸很積極參與主日在教會的各樣服事，
包括司會，帶領敬拜，彈奏吉他，詩班等。他
也會提醒我要確認音響設備是否開啟，敬拜詩
歌練唱時什麼音域跑掉，帶領敬拜之前要切實
禱告，求神給我智慧來帶領會眾讚美，爸爸也
是位慷慨奉獻給神的人。
爸爸對他的兄弟也很照顧，我有一個很特
別的叔叔，他天生表達能力不是很好，但是自
從他來我們家住之後，我爸爸就帶著他一起去
上班工作，於是我叔叔在工作上開始結交了很
多朋友、同事，他的表達能力也漸漸轉好，還
會主動找人聊天。
記得有次我跟爸爸回山上村莊的時候，發
現每個人都認識老爸，聽姑姑說爸爸之前在村
莊可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帥哥，爸爸還談到曾經
幫村莊驅趕一隻很凶的野牛，還差點被撞死，
不過最後還是順利地把牠趕走了。在村莊我們
有很多親戚，爸爸對待每位親戚都很好，很友
善。我有一個表哥曾聊到他國中時就離家去讀
軍校，我爸若到軍校運送麵粉時，看到我的表
哥就會偷塞零錢給他，可去買一些好吃的點心。
爸爸跟媽媽若有爭吵時，最後總是爸爸先
拉下臉來跟媽媽道歉，因為爸爸跟我說：「媽
媽是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所以自己要多讓媽
媽，因為媽媽在家裡也是非常辛勞做事，爸爸
很心疼她。」
每次當我在學校的棒球校隊練球時，身體
感到非常疲累的時候，我就會想到爸爸比我更
累地辛苦工作養家，我心裡就立即得釋放。
感謝上帝賜給我一位好爸爸，他是我生命
中很重要的老師。 (本文作者為鳳山衛理堂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