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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域會長團信息

救援較不活躍的成員
賴瑞‧威爾森長老

亞洲區域會長團第二諮理

有
些人加入教會，參與了一段

時間之後，就不繼續在福音

的道路上向前走了。造成這

種現象的原因很多。有時候是因為有

人說的話或做的事得罪了他們。有些

情況是他們恢復了舊習慣，因為沒有

按照福音標準生活而感到不好意思。

還有些情況是他們的工作和教會有所

衝突，於是漸漸地放棄來教會的習慣。

教會成員變得較不活躍，還有其他許

多原因。

我們大多認識有這樣遭遇的人。

主非常關心這些人，所以說了失羊的

比喻。在這個比喻中，主清楚地表示，

祂會撇下九十九隻羊，去找那隻走失

的羊。
1
祂也要求我們要這麼做。

孟蓀會長上任以來，我們常常聽

到他提起這個主題。不久之前，他說：

「我擔任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的這些年，

一直強調要去『救援』在不同情況中

的弟兄姊妹，這些情況可能會讓他們

無法獲得福音可提供的所有祝福。成

為總會會長後，我更迫切覺得我們需

要參與這項救援的工作。忠信的教會

成員懷著愛心和體恤伸出援手，許多

人因此已經完全恢復活躍，在生活中

享有更多的祝福。但目前在救援方面，

還有很多事要做；我要鼓勵所有的人

繼續主動去救援。主說：『你回頭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 22：
32）。2

這個救援的過程也發生在我自己

的父母身上。我的父母在一位盡責的

家庭教導教師和其他有愛心的教會成

員努力下，終於回到教會，完全恢復

活躍。我和世界各地的教會成員談話

時，總是發現有許多人也像我的父母

那樣被「救援」；都是有人鼓起勇氣，

採取行動去關心他們。

我在青少年時期是父親的家庭教

導同伴，因而有機會觀察要如何救援

他人。我們受指派教導支會中一個較

不活躍的家庭。他們已經很多年不到

教會了。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去拜訪

他們的時候，他們的態度是多麼冷淡。

在那次拜訪當中，我父親看到他們的

後院有個菜園，就問他們種了哪些蔬

菜。他們提議要帶我們到屋外參觀他

們的菜園。

就在他們說明種了哪些蔬菜的時

候，我可以感覺到這對夫妻和我父親

之間的情誼開始萌芽。在之後的幾次

拜訪中，我注意到他們開始跟我們熱

絡起來，於是雙方很快地就順利發展

出一種關心與信賴的關係。這種關係

讓我父親可以邀請他們回到教會，恢

復活躍。他們答應了父親的邀請，也

成了他的好朋友。因為我的父母曾經

獲得救援，所以他們知道如何幫助有

類似境遇的人。

我最近和曼谷的一位主教談話，

談到了他和支會中的其他成員一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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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他人所作的努力。他向我

強調，如果我們本著愛心去拜

訪，並找出方法向他們表達我

們的愛，我們的努力會最有成

效。這就是我父親當年所用的

方法，他詢問了這家庭很在乎

的一件事，也就是他們的菜

園，藉此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曼谷的另一位主教則針對

如何救援他人提出了很寶貴的

意見。他提到，我們不只要邀

請人們回到教會，也要幫助他

們了解為什麼應該回來。我們

要將救主永恆希望和喜悅的信

息傳達給他們。這位主教強調

了教導他們的重要，要教導他

們與神更新聖約所帶來的力量

會使我們的生活更好，而和努

力奉行救主教導的人交誼，也

會帶給我們力量。如果我們說

明參加教會聚會所帶來的祝

福，會看到那些較不活躍的成

員比較可能接受我們的邀請。

我們在從事救援他人的事

工時，應該謹記孟蓀會長所強

調，做這項事工的幾個主要原

則。他在教會總會持有權柄人

員的聚會中演講時，幾乎總是

會提到尋找主迷失的羊有多重

要。他也分享了我們在從事救

援時需要特別考量的幾個關鍵

要素。我常常聽到他說，除了

邀請人們回來之外，我們也

需要讓他們做一些有意義的工

作。這些工作應該有意義，但

卻不會讓他們感到不堪負荷。

除此之外，他也強調，我

們需要幫助他們成功地達成我

們交託給他們的職責或任務。
3

跟從孟蓀會長的這項忠告是明

智之舉。回到教會的成員可以

接受召喚去協助某項活動、教

導一小部分的課程，或是擔任

教師、領袖的助理，讓他們可

以從中汲取經驗，並藉著觀察

較有經驗的成員如何履行其召

喚來學習。

最後一點就是：回到教會、

恢復活躍的成員應該知道的一

件事是：我們需要他們。無論

是在哪個支、分會，他們的參

與都能為聖徒的組織增添力

量。他們的信心和服務可以為

他人的生活帶來正面的影響。

只要我們一起努力學習，以期

能在救主第二次來臨時配稱地

迎接祂，那麼，所有的人都會

有所成長、蒙受祝福。

主在教義和聖約中告訴我

們：「假如你們辛勤終生，呼

籲這人民悔改，即使只帶一個

靈魂歸向我，你們同他在我父

國度中的快樂該是多麼大呀！

假如你們帶領一個靈魂歸向

我，進入我父的國度，你們就

那麼快樂，那麼，如果你們帶

領很多靈魂歸向我，你們的快

樂將是多麼大呀！」（教約

18：15-16）
要帶領較不活躍的成員回

來，或許看來是一項艱鉅的挑

戰。然而就像生活中的每一件

事情一樣，主會為那些運用信

心求問祂的人開啟道路。他們

發現，主會賜給他們該說的話，

讓他們知道分享福音信息的適

當時機，並使他們有勇氣直接

提出邀請，也讓他們明白若效

法主的榜樣去救援迷失的羊，

會有什麼結果。我祈求，願我

們都能聽從活著先知的忠告，

加入「去救援」的行列。■

註：
1. 見路加福音15：4-5。
2. 參閱「伸手救援」，http://

www.lds.org/prophets-and 
-apostles/unto-all-the-
world/monson-encourages 
-members-to-reach-out?lang=zho

3. 見多馬‧孟蓀，「看到別人能成為
怎樣的人」，2012年11月，利阿賀
拿，第68-69頁。

台中傳道部 
新任會長
李世榮報導

康
文 寧 弟 兄（ K u r t 
Blickenstaff）和妻子康趙

元玲姊妹於 2013 年 7 月 1 日
接掌台中傳道部。康會長的職

業是外科醫生，被召喚擔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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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部會長之前，在美國加州的

Ventura執業。康姊妹是華裔，
父母來自中國大陸。

康 會 長 曾 經 於 1976 至
1978年在台北傳道部傳教，服
務於景美、三重、板橋、永和、

苗栗等地，他回憶道：「當時

傳教比較辛苦，每天都需要敲

門，但是很多人不會開門；現

在的傳教士在街上接觸人是比

較好的方法。」他也表示，傳

教兩年讓他學習到「如果我們

歸信耶穌基督，那麼無論在什

麼情況下，祂都會幫助我們。」

這幫助他和家人度過一個女兒

因車禍去逝的艱難歲月。康會

長和康姊妹育有 5女 1男，目
前也有 3位孫子女。

康會長雖然睽違台灣已有

35年，但國語還是相當流利。
他表示，傳教返鄉之後，他在

百翰楊大學唸化學，之後進入

醫學院，後來成外科醫生，一

直非常忙碌，雖然心想教導子

女學習中文，但卻力不從心，

就連自己也很久沒有說國語。

直到 5年前，他家附近有一位
中國老太太對教會有興趣，但

英文不太好，所以康會長和康

帶到全世界。」--豪惠‧洪德
會長

2012年夏天我與家人回美
國探視年邁的父母，某一個安

息日聚會結束後，主教向父母

問候，並拿了一份傳道申請書

交給父母，詢問他們何時可以

再去傳教 ?我的父母回答：「任
何時間都可以」。這樣的一幕，

讓我很感動，他們在傳道方面

從來沒有考慮年齡、健康、經

費，當神需要他們，他們的第

一個想法就是：去做！

我的父母年輕時都擔任過

全部時間傳教士，父親 58年前
在美國東南部區域傳教兩年，

母親 52年前在法國巴黎傳教三
年。第一次擔任夫婦傳教士時

是與第 8個孩子 19歲傳教時一
起申請的，在紐約的 Utica 傳
道部辦公室，母親安排所有傳

教士的需要，父親則是負責傳

教士車輛的安排、維修、管理。

父母在此次傳教期間，該傳道

部的車輛車禍、毀損率降低許

多，總會還因此特地頒發感謝

狀給父親，感謝他的服務。第

二次擔任夫婦傳教士的地點在

Brussels Belgium歐洲傳道部，
一年半的時間需要用法文傳播

福音，這對母親來說如魚得水，

她再次有機會在法國找到以前

的慕道友、協助不積極成員回

姊妹就協助傳教士教導她福

音，也練習了國語，後來老太

太接受洗禮並回到北京，現在

還是積極的成員。在接受傳道

部會長的召喚後，康會長也請

了一位返鄉傳教士來和他練習

國語，以便準備自己能再次向

台灣人民宣講福音。

康會長這次來台灣傳教，

感覺到台灣實在改變很多，當

他第一次在台灣傳教時，台灣

只有 1個支聯會，現在已經發
展到 11個支聯會；以前自有教
堂比較少，現在大部分的支分

會都有自己的教堂，而且又大

又漂亮；以前大部的人都騎腳

踏車，現在則是騎摩托車或開

轎車；但是有一點是沒有改變

的，就是台灣人民友善的性格。

因此，康會長期望教會成員能

與傳教士有更多的合作，一起

建立神的國度，以便能幫助更

多的台灣人民歸信耶穌基督，

並且留在教會裡繼續進步。■

宣講我的福音
宋睿騏（Kim Saunders ）
花蓮分會

將
福音帶到各族、各方、各

民確實是我們在塵世中最

重大的責任。⋯⋯相較於從前

的福音期，我們蒙此特權在末

世出生，為的是要協助將福音

台中傳道部康文寧會長和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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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教會。這一次父母申請傳教，

父親已 80 歲，母親 74 歲，為
神服務的機會一直都是他們心

中的渴望，能再次成為神手中

的工具，對家人來說是件極其

榮耀的事。2013 年 4 月 29 日
父母親起程前往法國巴黎傳道

部報到，我知道這一年半的時

間，我的父母和家人的感情緊

緊地連繫在一起，永遠不改變。

從小我就從父母的教導與

榜樣中學習，成長過程中的每

一個決定都在福音標準中獲得

他們的協助與支持。他們一生

中都奉行著遵守誡命、凡事與

主商量、努力成為神手中工具

的標準，只要神用到他們，他

們從沒有拒絕過，而蒙神祝福

的是：健康的身體、語言恩賜、

傳教經費，都一一被眷顧。我

感謝父母親所樹立的榜樣，他

們在家中所給予的教導在現今

這個普遍遭受邪惡勢力影響的

社會裡變得更加重要。我非常

榮幸成為他們的孩子，我也感

謝我的妻子、兒子們對我父母

登山步道卻是狹窄難行，沿途

的挑戰比想像的要困難許多，

超過三分之一的路程需要運用

四肢攀爬，有時還需要拉著繩

索向上跨躍，才能到達山頂。

參與者中有位男青年左手

腕骨折打石膏，右手腕也受傷

戴護腕，在雙手無法自由運用

的情況下看似困難重重，但在

其他男青年們的加油聲中，以

及主教和父親的協助下，他以

堅忍不拔的毅力完成此一艱難

的挑戰，其精神令人感佩。另

外也有一名男青年，帶著年僅

五歲的妹妹在充滿困難的旅途

中，一路以愛心呵護；當妹妹

累了，就抱著妹妹不辭辛勞地

越過重重障礙而抵達終點，讓

身旁的男女青年及領袖們深受

感動。不僅男青年表現卓越，

女青年們也毫不遜色，在女青

年領袖的帶領下，耐心地跟隨

領袖，沿途克服重重挑戰，行

動和男青年一樣迅速敏捷。有

些女青年領袖在此次活動中，

傳教的支持，父母親樂於服務

並服從領袖邀請的榜樣，深植

在我自己的家中，期盼台灣的

分會會長、主教有勇氣邀請每

一對退休夫妻申請傳教，不只

是為了世人，更是為了可以改

變他們的生活更趨完美。■

（編者按：宋睿騏弟兄目

前是台北傳道部第二諮理）

永不放棄直到登頂
尤懷玉、范陸平

為
了響應全球掀起的傳教浪

潮，新竹支聯會於 2013
年 6月 22日為男女青年舉辦了
「五指山登山健行活動」，這

是繼虎山和加理山之後的第三

次登山活動，領袖們期許透過

這些有益身心的活動來鍛鍊青

年們強健的體魄，為傳教作好

準備，吸引了各支會領袖帶領

近百位男女青及家人熱情參與。

精心設計的活動內容包括

背誦今年度主題經文及信條、

唱聖詩、打擊魔鬼等，每到一

座山頭，就打開一張紙條，進

行建議的內容，並為男女青年

設計了難易不同的路線，但幾

乎所有的男女青年都勇於接受

挑戰，選擇了難度較高的路線，

希望能以最短的時間攻頂。位

於新竹縣竹東鎮的五指山，海

拔不高、也不在百嶽之列，但

Willard G. Saunders Jr.長老和
Rosalie Waite Saunders姊妹在 
法國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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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稍感體力不支，但仍然不放

棄、持守到底，確實是女青年

的好榜樣。

此次活動雖然略具挑戰，

但在過程中也不乏許多樂趣，

各支分會的男女青年彼此交

流，互相打氣，沿途也看到不

少男女青年互助合作，共同克

服困難，培養為人服務及堅忍

持守的美德。大家深深感覺這

就好比人生，雖然考驗接連不

斷，但路途中不時有神所賜的

美景，還有眾多好友和領袖的

支持與陪伴，當大家在抵達終

點相聚時，那種快樂真是言語

無法形容！■

遵行鞏固青年 
的標準
陳昭華

中
興支聯會於 2013 年 6 月
29日晚上在支聯會中心—

員林教堂舉辦「福音標準活

動」，這次活動由溪湖支會的

男女青年負責統籌，並邀請支

聯會所有男女青年一起參加，

主題是「站在聖地，不要動

搖」，活動目標是「強調道德

價值觀和鼓勵大家追求永恆目

標，並遵行鞏固青年的標準，

使大家更接近主。」

活動由支聯會會長團主

領，節目由返鄉傳教士黃翊偉

男女青年們一起策劃，一

起參加自己所設計的標準活動，

不但增進了彼此的情誼，又能

彼此交導、相互啟發，並一同

學習和遵行鞏固青年手冊的標

準。活動最後，大家一起享用

點心，一起交誼，讓男女青年

們知道有這麼多人一起在遵守

主的標準，大家並不孤單！■

中南區單身成人
大會
左崇真

由
台南支聯會主辦的中南區

單身成人大會於 2013年 6
月 7日至 9日假台南走馬瀨農
場舉行，此次活動的目的是希

望藉由大會主題「因為祂、他、

她，我可以變得更好」提升單

身成人們的人生觀、待人接物

的態度和追求永恆婚姻及家庭

的渴望，並建立正確的約會觀

念，以及力行福音及先知的教

導。在三天二夜的活動中，成

員們透過扮演家庭中的一個角

色，除了彼此關愛、互助合作

之外，也為邁向永恆家庭的目

標做準備。其中音樂劇的演出，

讓許多前來參加的成員們感受

到天父與基督無私的愛，也因

為對永恆家庭的盼望而內心感

動不已。

活動第一天，所有的弟兄

弟兄串場，各支分會依照事先

抽籤順序，循著鞏固青年的主

題來呈現、分享和傳達救主要

男女青年們共同遵守的標準。

員林一支會以戲劇和歌唱說明

約會要注意的事情；彰化一支

會以走秀方式呈現服儀端裝的

標準，以及適宜的安息日服裝；

南投支會以話劇方式闡述男女

青年在生活中可以像救主一樣

愛人、為人服務；溪湖支會以

走秀方式表演「健康律法」， 
鼓勵大家養成良好得生活習

慣，也要避免不當或有害身心

健康的事物；員林二支會以另

一種活潑歌唱和戲劇方式，分

享各種服務機會，向人分享救

主的愛；彰化二支會以戲劇演

出，教導如何選擇適當的娛樂

和媒體並小心各種陷阱；埔里

支會以話劇方式，分享「約會、

交友、服裝儀容、音樂和舞蹈」

在鞏固青年裡所談到的標準和

界線。彰三支會也以幽默方式

談到「娛樂和媒體」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只要在

主所規定的範圍內，大家都能

平安喜樂，又能幫助建立神的

國度，鞏固彼此見證。

溪湖支會男女青年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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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齊心協力搭建帳篷及自

炊晚餐。在炎炎夏日裏，所有

成員們汗如雨下，但仍彼此合

作來完成這些任務，實屬不易。

第二天的約會活動及安息日的

音樂會和見證聚會，讓所有與

會的弟兄姊妹們的情誼更加

鞏固。活動主要負責人之一，

台南一支林詠耀弟兄分享他對

此次的活動心得，談到：「對

於第一次親身參與籌劃大型的

活動而能夠獲得所有成員的肯

定，並且大家能夠藉由活動更

加了解永恆家庭的重要性，是

非常令人感動的。」台南支聯

會張定宗會長對此次活動給予

極大的讚揚，他說：「藉由信

心與謙遜，帶來美好的改變與

成長。我確認救恩計畫的永恆

祝福，是臨到那些謙遜且對基

督具有堅定不移信心的人，持

續即時改變自己、提升自己、

歸信基督。」

活動結束後，許多成員紛

紛將活動期間所獲得到的美好

訊息及教導在臉書成立社團，

讓此次活動中所認識的弟兄姊

妹們，透過臉書再次地相聚在

一起，同時也讓基督的愛緜延

與愛，尤其是獨居老人。教會成

員參與關懷老人的活動，除了

表達對他們的支持外，也是用

行動表明跟隨耶穌基督的腳步。

有些教會成員清晨 6點半就出
門，開車到華山基金會關懷的

長輩家裡載他們到活動場地，

並且在活動期間陪伴並協助長

輩。許多人汗流滿面、濕透衣

裳，但還是帶著微笑表示：「非

常高興能有機會為老人服務」。

當日可以看見教會成員有的穿上

主辦單位背心，小心地推著坐輪

椅的長輩進入會場；有的成員則

穿著「援助之手」背心參加遊行；

也有成員在園遊會攤位上協助義

賣活動。有一位方姓阿嬤不良於

行，鮮少有機會出遠門，在這次

活動中有嘉義市的教會成員載

送並推著輪椅陪伴，她不停地

致謝並誇獎伴隨的姊妹說：「很

有愛心，又很水（漂亮）！」

在運動會的開幕式上，嘉

義縣市 19個鄉鎮的華山長輩們

下去。就如同主題經文阿爾瑪

書 5：12所說：「由於他的信心，
他的心起了巨大的變化，看啊，

我告訴你們，這一切都是真實

的。」■

愛老人運動 
嘉年華會
戴美惠

太保分會

嘉
義區會太保分會於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嘉義縣朴

子市大同國小參與「愛老人運

動嘉年華會」，這項活動由華

山基金會主辦，邀請了社會大

眾、公司行號、學校團體等一

起付出行動，關心身邊的弱勢

長輩。活動時間從早上 9點到
12點，活動內容則包括朴子市
踩街遊行、運動會、園遊會、

社團表演等琳瑯滿目。

連日的降雨後，當日一早終

於看見了晴空萬里、艷陽高照。

早上 8點，參與這次活動的太
保分會成員陸續來到大會門口

報到集合。楊姊妹推著娃娃車

帶著 3位兒子一起參加，她平
日除了忙於照顧小孩、家庭之

外，也經常關心教會中高齡的成

員，她會帶著最小的兒子一起探

訪她們，帶食物給她們並聽她

們說話，她知道老人家內心孤

獨，需要比平常人多一點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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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緩進場，他們克服了身體上的

障礙，有的自行行走，有的由他

人攙扶，精神值得讚賞；他們

也 DIY自製道具，裝扮趣味十
足；有些長輩是有生以來第一

次參加運動會，感到非常新鮮

和興奮。擔任愛老人運動會宣

誓的是一位高齡 105歲、身體
健康的林郭理阿嬤，她與嘉義

縣長張花冠女士、朴子市長王

如經先生和愛心大使林芯儀一

起點燃聖火。這場 200位老人、
15,000總歲數的運動會，顯示
台灣進入高齡化的過程中需要社

會及家庭更多的關心和支持，就

像「致全世界文告」中的最後一

段所提到的「我們呼籲各地負

責任的國民及政府人士，推動

那些維護及鞏固家庭成為社會

基本單位的措施」。■

支聯會音樂會
林忠群

為
鞏固支聯會成員們的情

誼，東高雄支聯會特於 5
月 25日晚上 7時，假支聯會中
心圓山教堂，舉辦支聯會演唱會

及音樂觀摩發表會。本次大會主

題為「播下信心種子、用愛澆

灌、唱出愛的花朵」，希望藉由

各支會成員以團體合唱演出方

式，齊聲歌頌出對救主的愛，

以促進成員間的團結和諧。

演唱會結束，三民支會以

整齊的歌聲與完整的陣容，贏

得「繞樑之音」獎；圓山支會

以參加成員最多及樂器演奏，

榮獲「火力全開」獎；鳳山支

會以獨特的表演方式贏得「匠

心獨運」獎等；旗山支會因配

合樂器演奏贏得「金聲玉振」

獎；屏東支會贏得了「魅力四

射」獎；恆春分會雖然人少但

傾力演出，得到「全力以赴」

獎，各支會人人有獎，大家也

都樂開懷。■

我的洗禮故事
賴以珩

台東一分會

我
是初級會的小朋友，大家

都叫我 Apple，我要分享
我的洗禮的故事。我的媽媽是

教會成員，我的爸爸當了 11年
的慕道友，姊姊和哥哥是蔡文

方會長為他們洗禮的，我還在

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開始上教

會了。在我 7 歲多時，我對 8
歲的洗禮充滿期待，我希望爸

爸能夠親自為我洗禮，這也是

我們全家的期望。當我 8歲生

本場音樂會由楊磊會長主

領，由潮州支會李美枝姊妹主

持。音樂會當晚盛況空前，各

支會成員齊聚一堂，將康樂廳

擠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楊

會長在開會致詞時除感謝大家

的熱情參與，並以一曲「感恩

的心」揭開演唱會序幕，贏得

滿場成員喝采。接下來各支會

就依抽籤順序進行表演，本次

音樂會雖然不進行名次評比，

但各支會仍卯足全力進行演

出，如恆春分會演出行動劇追

尋真理——摩爾門經；或是分

別由各附屬組織——初級會、

慈助會、長定組的齊唱，鳳山

支會以手語配合齊唱演出等，

三民支會在服裝方面整齊劃

一，或在歌唱表演中穿插各項

樂器加入演奏，各支會無不使

出渾身解數，讓整場音樂會生

動活潑又不失虔敬氣氛。此外

司琴班的成員，也在當天展現

她們練習多日的成果，這群年

齡已逾 40歲的慈助會姊妹，雖
然彈奏技巧未臻純熟，但她們

勇於挑戰自我的精神，亦贏得

了大家的感動與掌聲；傳教士

們也以英文、國語雙聲帶演出

三首聖詩，另各支會的單身成

人亦於最後合唱今年中南區單

成大會的主題曲，為整場音樂

會劃下完美句點。

鳳山支會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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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台北支聯會：陳廖淑華

西台北支聯會：鍾陳美華

中台北支聯會：呂謝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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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支聯會：范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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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會：郭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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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時，我很失望，因為爸爸對

神的信心不足，沒有克服遵守

誡命的問題，所以我 8歲的時
候沒有洗禮。但是，我一直記

得爸爸說：「Apple 你 9 歲生
日爸爸一定會為你洗禮。」

我每天晚上都向天父祈

禱，說：「天父祈求您能夠讓

爸爸為我洗禮。」記得有一天

晚上，我祈禱完後，難過地哭

了起來。我跟媽媽說：「爸爸

每天都還在抽煙、喝茶、喝咖

啡的，我看他沒有想要為我洗

禮了啦！我也要像姊姊、哥哥

一樣給蔡爸洗禮就好了，我不

想再等了。」

媽媽抱著我也哭了，她安

慰著我說：「Apple 你要對天
父有信心，爸爸沒辦法改變自

己，但天父一定有辦法，祂是

全能的神。」我問媽媽：「天

父有什麼辦法 ?」媽媽說：「我
不知道 ?但天父有聽到爸爸答
應你 9歲時要為你洗禮，天父
一定有辦法。Apple 不到最後
一天，我們都不可以放棄，

要對神有信心！」姊姊也說 :
「對！ Apple我們要對神有信
心！」那天晚上爸爸不在家，

他沒有看到我們為他難過的哭

泣，但天父有看到。

在 1 月時，有天早上我起
床，媽媽告訴我：「Apple 爸

爸有訂 2月 2日為洗禮目標。」
我心裏好高興，但是我卻說：

「他只是說說而已。」因為爸

爸總是放長老們鴿子。爸爸第

一次洗禮面談沒通過，我在家

又哭了起來，媽媽帶著我們一

起跪下祈禱，我從聖靈那得到

了安慰。爸爸第二次洗禮面談

是由傳道部范會長親自主持

的，爸爸回來告訴我們，范會

長說他是準備好的弟兄，而且

會盡速為他按立聖職。2 月 2
日是爸爸的洗禮會，是充滿靈

性的洗禮會。爸爸請了台灣返

鄉傳教士陳冠全長老回來為他

洗禮，因為爸爸以前對他很兇，

爸爸在悔改。那天來了很多人

參加洗禮會，我們因為快樂都

喜極而泣了。

2月 28日是我 9歲生日。
那天我父親也實現他的承諾為

我洗禮。我很感謝台東一分會

的張會長、玉里分會的辛會長以

及傳教士們為我辦了一個戶外洗

禮會，這是我的願望。我感謝

我有一位強壯的哥哥及爸爸為

我搬洗禮池，我更感謝我父親

為我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他很愛

我。2月 28日是個特別的日子，
我與神立了一個神聖的約定。

我要見證，天父愛我，基督是

我的榜樣，福音帶給我們家庭

歡樂，這教會是真實的。■

賴家庭與前亞洲區域會長孫小山 
夫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