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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耶和華所訂的日子，讓我們一同歡喜
快樂七月七日下午本會在台北衛理堂為石鎮瑜
按立長牧；彭美玲、謝炯、高斯凱、曾以勒按
立副牧；林怡君、吳佳玲、畢崇道授職傳道。
感謝主！因為他們回應上帝的呼召與揀選，陸
續加入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這個大家庭的行列；
這是事奉當中另一階段的開始，盼望我們一起
努力，為福音的緣故作一個追隨基督的門徒，
討神喜悅，蒙神祝福。
        彼得前書二章18-25節的經文讓我們看到
彼得作為一個屬靈的長輩，給當時在患難中的
基督徒實際的勸勉，怎樣做一個好門徒，為主發
光。因為「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
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上帝。(彼前二12)問題
是，我們當如何為主發光，在患難中仍能持守
我們的信仰？尤其是今日社會價值觀混淆，教會
世俗化，我們需要求主為我們開一條出路；因此，
今天要以『追隨基督』這個題目與大家分享。

一、有受苦的心志。彼得前書二：18~20(要忍耐)

        今天在世上，那善良溫和的主人實在稀少，
乖僻的卻很多；許多時候，我們常被迫必須面
對不稱心或不合意的主人；但甚麼樣的主人雖

由不得自己，甚麼樣的態度卻由得自己，與其
掙扎的想去改變主人或換新主人，不如以不變
應萬變，存心順服。
        基督徒行事為人最重要的原則乃是，要叫良
心對得住上帝，在上帝面前良心無虧(來十三18)。
受人冤屈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一般人會忍
不住為自己伸冤或申辯，但基督徒卻不要自己伸
冤(羅十二19)，而將冤情交託給主，因為祂是公
義的，遲早必要為我們伸冤(彌七9；啟十九2)。
        既然上帝愛我們，也為我們伸冤，那我還
擔心什麼，只管安然地交託給主，那就需要忍
耐並存著受苦的心志，因為主必看顧。這樣說
是很簡單，但在當下，卻會面對很多爭戰，多
方的毒箭會一枝一枝的射過來，你的上帝在哪
裡？為何上帝不祝福你？你是否犯罪得罪上帝？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回到信仰的根基，回到上帝面
前，追隨基督。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牧師就提出追
隨基督的真諦，我們因信稱義是主呼召我們須付
代價來跟從基督。我們的會祖約翰衛斯理也提
到「負責的恩典」，基督徒為了回應上帝的恩典
就有責任要活出聖潔的生活(負責的恩典P106)。
        初代基督教被視為非法宗教，初期教會更
是長期受逼迫，長達三百年之久。基督徒不斷        

◆陳建中



被迫害，有的甚至被殺害。然而，教會越發增
長，直至整個羅馬帝國歸主(君士坦丁大帝以基
督教為國教)。歷史學家研究發現，基督徒崇高
的道德標準，以及高品質的愛，是教會在逼迫
中仍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當時，有一位著名
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常為教會在面對外
邦人與異教徒攻擊時作出辯護。他說：「殉道士
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潘霍華因此受到激勵，並
為後世的教會打了美好的仗，撒下了不死的種子。

二、作僕人的榜樣。彼得前書二：21~24(當學習)

        上帝從世人中呼召我們，不僅是為要拯救
我們，使我們得永生，並且還含有更積極的目
的，就是叫我們一反世人常態，在世上作「因
行善受苦」的見證，以彰顯耶穌基督的特性。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原可以不須受苦，但祂
為我們的緣故，竟然甘願被釘十字架，且不肯
從十字架上下來(太廿七42~43)─能不受苦卻情
願為別人受苦，這就是祂所留下的榜樣。耶穌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24)。「跟隨祂的腳蹤行」
原來不是別的，乃是跟隨祂背十字架受苦的腳
蹤，為著神呼召我們的心意，步祂的後塵。主
耶穌乃是「完全的」的救主(來七26~27)；祂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
犯罪(來四15)。一個人最難達到完全地步的，便
是他的話語(雅三2)；然而我們在主耶穌的口中，
卻找不到是而又非的話(林後一19；太五37)。
        真實屬靈的基督徒，不僅不以辱罵還辱罵(彼
前三9)，甚至不為自己表白、辯解或伸冤(羅十二
19)。基督徒面對別人的毀謗、辱罵和迫害，最
好的辦法是藉著禱告將苦情陳明在公義的主面
前，把自己交託給祂，從祂得著安慰和激勵。
        我們信徒是已經「在罪上死」了的人，所
以絕對不可以仍在罪中活著(羅六2)；罪既然在
我們的身上已經失了業(羅六6原文「滅絕」)，
我們的身體就不必再作罪的奴僕了。我們信主
之前是在「罪」上活，信主之後則是在「義」
上活；從前如何作罪的奴僕，受罪的管轄，現
今則應當如何作義的奴僕，受義的管轄(羅
六18~19)。「得以在義上活」表明我們有能

力活出義來；從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
力行義，現今則是「力有餘而心不足」，不夠
立定心志順服神在我們裏面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腓二12~13；弗三20)。「因祂受的鞭傷，你
們便得了醫治。」主耶穌救贖的功效，及於我
們身、心、靈各方面的病症，所以凡是我們肉
身、精神或靈命上(全人)各樣的問題，都可以
取用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因此，我們
當學習耶穌的榜樣做一個忠心的僕人，願意放
下身段，服事他人，即便是你的對敵，你也願
意來事奉他們，這樣你就是追隨基督的人。

三、討主人的喜悅。彼得前書二：25(仰望主)

        上帝是我們的牧人(詩廿三1；賽四十11)，
我們是祂草場的羊(詩一百3)，並非沒有牧人的
羊(可六34)。在還沒有信主之前，我們都是走
迷的羊(路十五3~7)；甚至在信主之後，我們
也常常走迷(太十八12~14)。
        主耶穌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
11)；祂今天已經死而復活，作了群羊的大牧
人(來十三20)，親自牧養我們要叫我們得更豐
盛的生命(約十10)；主是牧人，要叫我們聽祂
的聲音，並且跟從祂(約十27)。主是我們「靈
魂的監督」，在祂的愛中，祂關懷我們；在祂
的能力中，祂保護我們；在祂的智慧中，祂引
導我們走在正直的道路上。作神工人的最大特
權，就是牧養並照管神的群羊(彼前五2；約廿
一15~17)；然而，特權也附帶著責任，若不
好好盡責，必要受罰。因此，追隨基督就要討
主人的喜悅，時時仰望主，不但聽主的聲音，
更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這也是約翰衛斯理
所強調的動態救贖論，我們需要不斷的心意更
新而變化，直到見主面。

結論：
        欣逢按牧暨傳道授職禮拜，除了感謝上帝呼
召揀選這幾位同工外，讓我們彼此更深的連結，
記得經常為他們禱告。使他們在事奉的道路上，
緊緊跟隨耶穌，做主的門徒，用生命影響生命，
即便遇到困難，仍不氣餒。因為，主既然揀選
我們，相信必賜下夠用的恩典，使我們在事奉
的道路上經歷上帝的豐盛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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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

       參加MYF之前我從沒去過教會，所以擔心自己格格不入，
結果大家都對我很好，使我放心不少。
       練習時，我充滿著信心，沒想到從彰化回來時中暑了，謝
謝小護士還有大家的細心照顧，到教會時就復元了。
       剛開始懷疑自己有可能會失敗。但是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
所以我再給自己機會，並增加平時的練習，但天公不作美，經
常下大雨，某天還和朋友淋成落湯雞。
       第一天才騎沒多久，我身體就不太舒服，雖然休息過後好
多，但似乎沒有好轉，又再一次感到挫折，覺得去台南的路上
可能會無法與大家騎腳踏車，心想怎麼這麼失敗……
       經過中午的休息，奇蹟發生啦！
       我開始感覺不到任何不適，也都不會累，這個現象一直持
續到旅途終點，體能突然間好很多！
       路上經過城市田野，各種雲彩、群起群落的野鳥、植物，
還有不同城市的景觀，都使我身心得以放鬆～從小習慣田間的
味道，也就不在意，甚至有些熟悉。平穩的曠野長橋上，有涼
涼的風，有時還有“耍特技”的人， 我和朋友有一句沒一句聊
著唱著也就不至於睡著。
       一路的好天氣，報平安時卻得知台中正下著滂沱大雨！兩
天飯店房間都很舒適， 我們真的非常幸運！
       最後終點站，在衛理堂分享心得、唱歌，我也是滿心感動，
居然能撐過這麼特別一段的旅程 。

◆李佳諭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青年慕道友)

       2018年南教區的MYF主題是談「關係」，透過小組、詩歌敬
拜、體驗活動、工作坊、信息分享等，一起相處三天兩夜，好好的
與自己、他人、上帝建立更深的關係。講員要我們背誦生命成長需
要的四個要素：「時間」、「他人的幫助」、「自己的努力」、「
上帝的引導」。
       在小組中，認識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從他人的回饋重新看待
自己的優、缺點。在體驗活動的時間中，學習「互助合作」、「
彼此相愛」、「堅持做正確的事」、「用心溝通」關係法則。當
我們靈裡的需要被神所充滿，而其他的需求，神也會補足。
       在立約禮，學員投入了二至三天的時間，努力與他人互動、
整理過去的自己、思考生命價值，近一半的學員跨出自己的舒適
圈，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收穫，及決定回到日常生活中要改變的
精神喊話，看見上帝的手，一步一步地引導學員們的生命長大。
       身為同工，可能對辦營會的技巧、行政事務、細節流程更加
熟悉，但最重要的功課，還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就像營會中所
唱的「每一天我需要祢」這首詩歌般，應以極深渴慕神的心，繼
續在營會後的每一天，更認識這位愛我們到底的神。我們對神的
看法，不僅會決定我們是誰，也會決定我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不只是學員，甚至是同工，需要努力花時間讀祂的話，營會
只是一個藥效很高的強心劑，平常的運動（屬靈操練）更是我們
要持續進行的習慣。

◆賴佳欣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神學生)

中教區MYF-行動中的上帝

南教區MYF-傳說對決。心思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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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暨授職禮拜

2018.07.07 按立長牧、副牧暨傳道授職禮拜

       身為本會這一屆按立授職感恩禮拜的
其中一員，而且是進階長牧的我，心中充
滿感恩。不但在牧養教會被肯定，且通過
了牧會報告，還經過教義測驗與講道考核
，蒙上帝的憐憫通過各項嚴格考驗，但是
最恩典的還是按立前的研習班，是本會過
去所沒有給牧職進階的學習恩典。

石鎮瑜牧師(晉升長牧)

       此次除了邀請要進階授職的牧職同工外，也邀請今年加入事奉
的本地傳道一同學習。透過會督暨九位資深的牧職委員們一一陪伴。
針對牧者的生活記律、信仰實踐、話語事奉甚至家庭事奉與人際態
度等，給與所有預備開展新的事奉旅程的同工們叮嚀與勸勉。而週
六的按立，更體會到上帝藉資深牧長們賜下的恩典，不僅是事奉的
屬靈權柄，更是來自基督裡愛的期許與澆灌。願每位新進職份的同
工事奉之路榮主益人。

   「任重道遠」
　　任重道遠應該
是這次按牧的心情
寫照。「任重」是
因為牧養的責任更
加重大；「道遠」
是因為這是一條不

彭美玲牧師(晉升副牧)

容易的路，而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成長的地
方。因此，內心著實惶恐，只能亦步亦趨的跟著
主的腳步行。
　　所幸在兩天的福音園講習中，透過每位長牧
們不遲辛勞的陪伴與無私地分享，使原本惶恐的
心得著許多鼓勵與安慰。雖然我是如此軟弱，但
神的恩典夠我用的，因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願神從祂卑微的僕人身上得著榮耀。

       由衷感謝上帝的恩典，在按牧禮
拜前能夠有兩天的時間，不只是聆聽
長輩們的教導和提醒，更是在安靜中
檢視自己的生命、重新思想從上頭領
受的呼召。在長牧前輩們的分享中，
再次看到循道衛理宗豐富的屬靈資產，
期待自己能夠真正地傳承循道運動的精
神；特別在於傳統禮儀的屬靈內涵，
以及對於上帝話語的敬畏和認真的態
度上我特別被提醒─不應當只是盡本
分，而是要更加勤奮、努力；在滿心
感恩和喜悅的同時，我也對於牧者職
分的進階感到恐懼戰兢，深怕自己有
愧於主和主的教會。我想唯有專一仰
望主、倚靠主的恩典，才能為主忠心
到底、牧養主的羊群。

曾以勒牧師(晉升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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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暨授職禮拜

       「封牧感言」          
    “謝牧師，恭喜你升級了!” 最近常聽人這樣說。
       牧師的頭銜是終身職，通常終身職代表的責任遠遠超過權柄。說實話，我
還是我，對於我的會友和認識我的人，並不會因為牧師的職稱而有所疏遠。謝
傳道、謝牧師一樣都是會友生活中可以閒話家常的好朋友，一樣都是一起建造
屬靈生命的好夥伴與幫助者，一樣都是青年人和孩子們口中很瘋的 “炯哥”。
我還是一樣熱心事奉，專心陪伴大家的傳道人。
       但做牧師心境也與剛畢業時候的傳道不太一樣，對於牧養的體會不是用學
術言語可以表達的。從傳道到牧師的轉變，是在牧會過程中不斷成長的。有經
歷過與同工一起服事，成就主的計畫時的感動，有經歷過受人嘲諷懷疑的委屈
與無奈，有經歷過在寒風中追著救護車跑的焦急與掛心，有經歷過帶領新生命
受洗歸主的喜樂。每次的經歷都讓我更確信: 神的恩典夠我用。
       神的恩典夠我用，誰說不是呢?

謝炯牧師(晉升副牧)

       感謝神，透過這次的牧職研習會，讓我對於未來在牧會時可能
會遇到，或許多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都有被提醒到；此外，這
次的研習會，也讓我們這些新上任的傳道們，能與許多牧者們，一
起分享、守望及代禱，使我們彼此更加的熟識，讓我們確實地成為
一個團隊，一起為衛理公會的發展而努力。

畢重道傳道

       感謝總會用心的安排，在牧職研習會中，藉著會督、牧職會長、
長牧及牧職同工們，在信仰要道及實務經驗的分享與互動討論中，
著實有豐富滿滿的收穫。耶穌是服事的最佳典範，祈願竭力效法基
督並且成為徹底的門徒，與神同行。
       感謝上帝奇妙的帶領，「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
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
神愛世人，祂更參與在歷史中，使人進入更好、更豐盛的生命；而
個人、機構和教會是被呼召來參與在其中的器皿和僕人，在不同的
場域裡見證上帝的臨在。
       上帝如何愛我們，我們也如何愛人，將內在所經歷的救恩，實
踐於外在的生活中。透過愛鄰舍的實際關懷行動，門徒的帶領與培
育，以生命來影響生命，從言語和行動上，成為他人的祝福，使人
們有機會經驗到上帝的愛和福音的好消息。

       感謝上帝的安排，感動衛理
公會的長牧們陪伴我們「數算恩
典、展望將來」。牧者們在研習
會中的經驗傳授，特別是他們如
何在上帝的帶領中、經驗到的生
命成長和更新，都深深感動我；
也讓我不斷反思，我如何能常保
有僕人的心態走這條事奉之路，
不總想受人服事，而總願樂意服
事人。
       感謝上帝，是祂的恩典帶領
我，是祂的揀選使我能成為主家
中的器皿。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無用的僕人只求在當盡的本分上，
忠心持守、直前勇往。

吳佳玲傳道

林怡君傳道

林怡君傳道(左)、吳佳玲傳道(中)、畢重道傳道(右)

圖為按立高思凱牧師晉升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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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瑜琳

        第六屆世界華人衛斯理神學研討會在今年
6月5日到7日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盛大展開。
與會來賓包括泛太平洋各地知名的華人衛斯理
神學學者，有澳洲、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
和台灣本地等。其論文內容精彩豐富，涵蓋了
多種面向的衛斯理教會觀的討論，當日的情形、
本質與今日的挑戰。

        首先，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廖玉強主任在「
衛斯理與英國教會：忠心與革新的選擇」中，
描述了衛斯理當時的處境，神學思潮與靈性狀
態，他與英格蘭教會的微妙關係，特別關注「
活的信仰」，廖博士說：「從英國教會的角度
來看，他是一個不按規則辦事，不忠於教會法
規傳統的人。可是，他始終持守著一貫的神學
立場和作風…就是周旋在服從英格蘭教會、按
照實際需要做調適和忠於聖經的指引的張力原
則下來革新教會和社會」，在四大神學支柱中，
他是以聖經為前提，傳統、理性、經驗是要符
合聖經的。因此按著衛斯理的精神，廖博士對
當代教會提出兩個建議：去偶像化和改變神學。
不禁令循道衛斯理人震撼與深思！

        郭漢城會長肯定其處境神學的進路，並以
James Dunn鄧雅各教授之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 所說「初代教會在
行政組織上有多元呈現─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
模式，使徒保羅的監督和執事模式」等。

   
        接著，博學多聞、見識寬廣的前輩盧龍光
教授：在其「從聖經與亞洲的角度看衛理宗究
竟是運動或宣教？抑或教會？」論文開宗明義
提出：循道衛理運動從其開始就沒有意願要成
立教會，只是基於一系列不能控制的因素，才終
於發展成為另一個宗派教會。由此教會觀，論及
其對於現今處於「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之亞洲華人衛理教會的相關性和啟迪。Outler
說：「衛斯理是以行動和使命去說明何謂教會，
亦稱教會是一個拯救和培育他們的靈魂在基督
徒的生活中邁向成熟的事業。」盧教授將邁尼
亞（Paul Minear）提出的新約教會的四個表象，
補充修改為「上帝的民眾」、「道在肉身」、「
門徒的群體」、「聖靈的殿」、「曠野中的會
眾」五個表象，並與衛理宗教會觀作印證，讓
人驚艷。

「循道衛理宗之教會觀」
第六屆衛斯理神學研討會紀實(上)

專題分享

衛斯理與英國教會：忠心與革新的選擇

循道衛理宗：運動？宣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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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許光福會長點出循道運動「就是一個
在英國教會之內滋生的更新運動」，他期待
盧博士有機會可以更多對 「全球本土化，亞
洲與華人，循道衛理教會處境」論述與對話，
並衛斯理如何在其講道中以“Scriptural  
Christianity”詮釋教會或衛斯理運動。許會長
對本文作總結：循道衛理宗是一個動態、流動
性，而非靜態的本體；是更新、轉化的運動，
非組織或制度化；是宣教使命導向，非教義性
的教會。許會長並反省在現實中，是否有此醒
覺？如何去應對？他勉勵亞洲的華衛能夠延續
聖經和衛斯理傳統的教會觀，經歷“新酒新皮
袋”的新機，成為一個持續更新轉化的運動，
由內而外─「傳揚聖經聖潔，更新轉化國家」!

        新加坡何威達博士在「講道家衛斯理約翰」
的論文裡，提出衛斯理講道召命：真基督教四
點訊息─(1)真基督教之本質是內心有上帝形像
的烙印，(2)悔改並相信主耶穌基督，(3)白白
稱義，(4)成聖。衛斯理之認為他所謂的「真」
基督教與普通基督教的差異，乃是在於當時一
般的基督教只有(2)與(3)，卻沒有(1)與(4)！他
曾經在信中說：「上帝對這群被稱為循道衛理
信徒的偉大託付就是這教義，由此看來，祂興
起了我們，主要就是為了傳揚它。」也就是「
基督徒完全」！他堅信自己受上帝託付，要傳
講真基督教的信息，是天職，是屬於整個循道
衛理社體的。何博士說，「衛斯理甚至會認為：
繼續到天涯海角向所有人宣講真基督教的信息，
是循道衛理得以存留下去的最重要（幾乎是唯
一！）的理由。」 何博士指出衛斯理的現場講

道和他收集在講道集內的講章，有著明顯的差
異。他講道時手中是沒有講稿的，講道時簡潔
易懂，即能配合聽眾能消化的程度，堅持「要
向平民大眾宣講平白真理」，常用故事為例證。
其標準講章，乃是「真基督教信息之教義性解
說」，為初信者提供概念上和實踐上的關鍵性
基本指引。威廉亞伯拉罕認為衛斯理是三合一：
講道家，佈道家，屬靈導師。何博士在文章中
反思：本宗是一個宣講社體，「假如我們認同
衛斯理的信念，那麼，無論是當年的他或是今
日的我們，存在的目的，正式為了宣講一個蒙
託付的真基督教信息。」他提出挑戰：「反之，
假如我們不再認為我們的存在的主要任務，是
要如此地傳承衛斯理宣講召命，那麼，在衛斯
理眼中，我們循道衛理宗社體縱然能夠繼續存
在下去，也不過徒具虛名，變得名存實亡！」
        西馬教區長萬富奇牧師提醒：雖然傳講「
成聖」是責無旁貸，但要小心不落入自以為義，
要勉勵人來以愛來回應上帝的恩典，因為每一
個成聖功夫，都是恩典的記號。宣講乃牽涉傳
道者、內容、和對象。講道者，不但要「釋
經」，更要「釋人」。衛斯理關心的是講道者
的牧養素質，即他是否能夠按照聽眾當下的處
境而宣講適切的道，以達到牧養之效，講道服
事之高下，全在於其教義立場、生命品格及牧
養態度，至於技巧，永屬次要。何博士認為講
道者要追求被聖靈充滿的生命，因為如此，他
就更認識真理，對聽眾的需要更有敏銳度和洞
悉力，而能按著神的道來適切的牧養。萬牧師
強調，21世紀的講道，需要更多膏油，藉著聖
靈的大能，也需要衛斯理約翰的睿智、教導和
經驗來提升。 (本文作者為衛理神學研究院院長)

講道家衛斯理約翰



見證分享

2018.08 衛訊99期
8

       閱讀了包約翰所著的「為什麼我不敢告訴
你我是誰？」就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真是剖析的
淋漓盡致，也感同身受。在這個現代錯綜複雜
的社會中 ，我很想知道該如何與人相處，然而
我們常常隱匿真正的自己，也就是幾乎每個人
都會有自我防衛方式，我們之所以害怕不敢告
訴別人「我是誰」，其實是畏懼當我告訴你真
正的我是誰時，你可能會不喜歡那個真正的我，
而這正是我所擁有的一切。害怕一旦赤裸裸地
告訴別人，自己就完全崩潰了，尤其很多見證，
包括罹患重症、家庭或婚姻破碎等等，在世人
眼中是多麼的不堪，更遑論在公開場合，拿自
己的不堪來為主作見證了。
       我常在思索自己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
勇於在人們面前承認自己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若是以前那個愛面子的我，自我防衛機制超強，
根本不可能在人面前訴說自己得病，更何況是
以此來為主作見證。後來我終於明白，這是主
的愛激勵了我，他醫治了我的心，使用我這破
碎的器皿，為要讓我的生命更加完全。也因著
主耶穌的愛，剛強了我，讓我能勇敢地述說自
己罹患精神疾病，被神醫治、帶領的見證，來
安慰與我同樣罹患精神疾病的病友及其家人，
並傳揚神的福音。
       因主耶穌為我們有罪的人捨命，還赤裸裸
地被釘掛在十字架上，我們既要效法基督，豈
不應遵從主的心意，為主作見證傳揚福音。不
要再偽裝自己，也將自己赤裸裸的親身經歷與
人見證分享，不用掛慮別人會如何看待自己，
只要定睛在上帝面前，就能無所畏懼的見證了。
主耶穌不顧世人對他的逼迫、輕視、凌辱、譏
笑甚至是定罪，仍然將天父的真理傳揚給世人，
完全捨己。若當我們連生命都願意為主而捨時，
世人眼中不堪的經歷又算得了什麼呢？我也要
以基督的心為心，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

別人的事（腓2:4）。雖然得了精神疾病現在過
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深愛我的神在當初我嚴
重發病時，差派了王先緻牧師與范繼宗傳道帶
著雞湯立即來家裡探望我，每天關心我和家人，
為我們禱告。病情較好後，王牧師鼓勵我參加
樂活小組，學習和弟兄姊妹互動，之後又請嚴
明華牧師持續關懷我。嚴牧師每週帶領我讀聖
經，即便有時病況又變嚴重，我根本看不下經
文，但牧師還是從電話的另一端，一句一句的
唸著聖經經文讓我聆聽，用神的話語餵養我、
醫治我。感謝神！
       神的恩賜與祝福，就像秋雨之福蓋滿了全
谷（詩84:6），讓我能以神賜予我的方式與途
徑來為主作見證，並能開墾那些尚未聽見福音
的荒地。感謝神！
       如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
也就能夠經歷生命的奇蹟。我願意讓自己像麥
子落在地裡，在我身上成就神的旨意。活在主
愛中，自然就無所畏懼，不用擔心你的不堪，
而是讓主所用，讓我們的親身遭遇化為別人的
祝福！相信不論你身在何方，你總可以找到傳
揚福音的對象，告訴他們主耶穌基督如何改變
了你、醫治了你。告訴他們主耶穌基督的大愛！
因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
到地極，作主的見證（徒1:8）。
       現在的我憑著對主耶穌的信心，深信必與
祂同活，定睛於永生的盼望，眼前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就不足介意與偽裝及隱藏了。感謝神！
得病後親身經歷神的愛與安慰，讓我在主的愛
中不再懼怕，得以勇敢地告訴人我是誰，因神
看重我這破碎的器皿，使用我為祂作見證，這
是何等的恩賜與福分，我願說將這一切榮耀歸
給主！ (本文作者為大直衛理堂會友)

為主見證的勇氣
◆慕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