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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域領袖信息>

齊心救援
黃志康長老

七十員

亞洲區域會長團第二諮理

先
知多馬‧孟蓀會長邀請我們

主動救援他人，這使我想起

新約聖經裡的一則記載。我

認為這是一個絕佳的例子，正好可以

說明教會成員和傳教士如何能主動經

由支會議會同心合一地救援他人。這

個故事記載在馬可福音 2章 1至 5節。
耶穌當時在迦百農，祂的名聲響

亮，所以人們紛紛前來見祂。聚集的

人很多，把房子擠得水洩不通，耶穌

把握這個機會，教導那些人。

我一直認為，耶穌用來教導我們

某些教義或原則的記載或故事，總是

最理想、最貼切的。這則記載裡的人

物之一是個癱瘓的人，一舉一動都要

靠他人幫忙。不論他的家在何處──

也許是在後街陋巷一處荒涼的角落

裡──他都只能待在家中等待援助。

他被四個人抬著，來到了耶穌所在

的地方。

以下是我想像的場景：這四個人

當時正在履行主教給他們的指派任

務，為這個癱子安排了一次家庭探訪。

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這其中有一位

是慈助會的姊妹，一位是長老定額組

弟兄，另一位是亞倫聖職男青年，最後

這一位──雖是最後提到但卻同樣重

要──是一位全部時間傳教士。⋯⋯

在他們最近一次的支會議會裡，大家討

論過某些人的需求之後，主教便發出

「救援」的指派任務。這四個人受到

指派要前去幫助這個癱子，他們不能

袖手旁觀，等他自己到教堂去，而是必

須進行家庭探訪才行；他們必須走出家

門、找到他才行──而他們真的做到

了。於是，這個人被帶到了耶穌身旁。

──馬可福音 2：3「有人帶著一個癱
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不過，屋子裡太擁擠，他們進不

了門。我很確定他們一定費盡心思氣

力想要進到屋子裡，但就是進不去，

事情的進展並不如他們原先計畫的那

麼順利。在這趟「救援」行動的過程

裡，存在著重重障礙。不過，他們並

未因此放棄，更沒有把癱子留在門口。

他們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動，討論該

怎麼把癱子帶到耶穌基督面前，讓他

得著醫治。這項協助耶穌基督拯救靈

魂的工作，絕非強人所難，至少對他

們而言是如此。他們想出了一個對策，

這個方法雖然不容易，不過他們仍然

付諸行動。──馬可福音 2：4「因為
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

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

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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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他帶到了房頂，我

猜想當時屋外並沒有階梯，要

讓這五個人全都上到房頂去，

一定費了不少功夫、時間。以

下是我對當時情況的想像：支

會的這位男青年率先爬上了房

頂，他年紀輕、充滿活力，這

件事應該難不倒他。他的家庭

教導大同伴，也就是那位長老

定額組弟兄連同那位來自美

國、身材高大的全部時間傳教

士，則合力從下面用力地往上

推。那位慈助會姊妹則提醒他

們要小心，不停地為他們加油

打氣。這幾位弟兄接著合力拆

開房頂，這時候這位姊妹繼

續在一旁安慰這位等待醫治、

等待能夠重獲自由行動的癱瘓

病人。

這項「救援」的指派任務

需要每個人互助合作才能完

成。在這個關鍵時刻，需要大

家小心協調才能把癱子從房頂

上縋下去。這四個人必須合作

無間、和睦共處，才能小心翼

翼地互相協調，這當中不容許

有任何不和諧的地方。他們必

須以相同的步調、速度把癱子

縋下去；要是有個人比其他三

人更快鬆開繩索，癱子就會摔

出床外，因為他本身沒有行動

能力，無法靠自己抓牢。為了

幫助基督，我們也必須合作無

間、和睦共處。每個人、每個

職位、每項召喚都很重要；我

們必須在主耶穌基督之下同心

合一地工作。

最後，癱子被放在耶穌面

前──馬可福音 2：5「耶穌
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了。』」耶

穌對他動了慈心、醫治了他，

不只醫治他的身體，更醫治了

他的靈性──「小子，你的罪

赦了。」這不是很美好嗎 ?我
們難道不也很希望這樣的事發

生在我們身上嗎 ?我個人當然
希望如此。

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認識

一位在靈性上癱瘓，無法靠

一己之力回到教會的人呢 ?他
（她）可能是我們的子女、父

母、配偶、親戚或朋友。

現在教會各單位都有更多

全部時間的傳教士，主教和分

會會長如果能更善加運用支會

和分會議會將是明智的做法。

主教可以邀請前來參加支會議

會的每位成員帶一份可能需

要援助的名單。支會議會成員

要一起謹慎商議最能幫助這些

人的方法，主教專注地傾聽他

們的想法，並在結束前指派任

務。對於支會的救援工作而言，

全部時間傳教士是非常好的資

源。他們既年輕又充滿活力，

喜歡有特定的名單讓他們工

作，也喜歡與支會成員一起共

事，他們知道這些都是「尋找」

的絕佳機會。他們致力於建立

主的國度，有堅強的見證，當

他們參與這些救援的工作時會

變得更像基督。

最後，容我跟各位分享隱

藏在這幾節經文裡的另一項寶

藏，是在第 5節：「耶穌見他
們的信心」。我以前並未注意

到這一點──他們的信心。我

們眾人聯合的信心也會影響到

他人的福祉。耶穌提到的那些

人是哪些人呢 ?很可能包括那
四位扛抬癱子的人、癱子自己、

為癱子禱告的人、所有在現場

聆聽耶穌講道和為即將發生的

奇蹟而內心默默喝采的人。也

可能包括丈夫或妻子、父親或

母親、兒子或女兒、傳教士、

定額組會長、慈助會會長、主

教、或一位遠方的朋友。我們

都可以互相幫助，應時時熱心

參與救援的事工。

我見證耶穌基督是一位奇

蹟之神，祂愛我們所有的人，

並且具有拯救和醫治屬世與屬

靈的能力。當我們協助祂進行

拯救靈魂的神聖事工時，我們

自己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獲得

救援。我這樣見證是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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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突破 
100個聚會地點
金門小組成立
資料提供  黃偉堯
採訪整理  范陸平

金
門小組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由黃偉堯弟

兄擔任小組領袖，隸屬於台灣

台中傳道部澎湖馬公分會。成

為台灣第 101個聚會的單位。
黃偉堯弟兄表示，金門小

組成員由原先的 1位成員，到
現在有 3 個家庭、5 位聖職弟
兄共計有 17位成員，從沒有聚
會到現在的金門小組聚會地點

成立，可說是篳路藍縷實屬不

易，更可以說是有早期教會先

驅者的精神。並表示雖然目前

金門小組還很小，成員人數也

不多，但是成員們相信在不久

的將來會成立分會，會有傳教

士來傳教，小組一定會更加成

長茁壯，也歡迎各位成員慕道

友拜訪金門小組參加聚會。

負責金門小組的台中傳道

部諮理陳信雄弟兄談到關於金

門小組成立始末時分享過去因

考量金門縣屬於福建省而遲遲

未核准其成立聚會小組，期間

有三任台中傳道部會長夫婦均

多次到金門探訪成員及募道

友，也有區域七十員阮瑞昌長

因金門小組成員較少所以聖餐

聚會的儀式很短，也因此有很

多時間可供成員作見證分享，

幾乎每個成員每週都可以上台

做見證分享，其他輔助組織及

聖職課程都與台灣一樣。

金門小組聚會地點：金門

縣金城鎮民權路 226巷 2弄 13
號 3樓

聚會時間：每週日早上 9：
00-12：00

連 絡 電 話：0925-309096
黃偉堯弟兄。■

新加坡成員拜訪
台灣台北聖殿
資料提供  Michael Ang
採訪整理  范陸平

在
2014年 6月初正值台灣過
端午節的連續假期之際，

一群新加坡的成員搭機來到台

灣台北聖殿，這是第二次新加

坡成員組團拜訪台灣。這次旅

程共有 42 位成員參加，包括
12位麥基洗德聖職弟兄（9位

老及其他

領袖多次

訪問、關

心 與 協

助，如今

終於撥雲見日。

金門島外型類似飛翔中的

蝴蝶，四面環海與台灣和廈門

島隔海相望，近來與內地商務

旅遊來往頻繁，金門小組的成

立不只是為往來金門、台灣及

大陸的旅客，提供一個聚會的

場所，也將有助於為到金門求

學、當兵或工作的成員提供一

個繼續在教會成長的機會。

回顧小組未成立之時，黃

弟兄分享了許多金門成員的信

心故事，起初，聚會大部份在

成員的家舉行，也曾在阮長老

的指示下租用飯店會議室舉行

過一次特別的聖餐聚會，領袖

們為金門地區帶來見證及祝福。

黃弟兄也是在小組成立前

第一位在金門洗禮的成員，之

後家人陸續加入教會並於 2013
年 7月在台北聖殿完成家庭印
證。小組成員目前雖不多，來

往交誼卻很熱絡，平時家庭會

互相連絡相約郊外健行踏青，

也有成員會相約研讀經文，舉

辦慶生會等等。黃弟兄說金門

小組的成員都相當棒，目前在

金門小組受洗的成員共有 6位，

金門小組成立暨第一個洗禮會，台中傳

道部康會長夫婦參加洗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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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3位長老）、3位男青
年、2位女青年、20位姊妹和
其他人等。這次訪問台北聖殿

有 1位長老聖職和 2位姊妹做
了個人恩道門，其中兩位正要

出發去傳教。隊員中有 3位家
譜顧問、1位支會慈助會會長和
1位女青年會長。剛卸任的區域
七十員陳家庚長老也在團隊裡。

也有幾位行走不便的年長者。

帶隊的 Michael Ang 弟兄
分享來台北聖殿的原因時談到

過去因為菲律賓馬尼拉聖殿是

距離新加坡最近的聖殿，而且

新加坡大部分成員以英文為主

要語言，後來香港聖殿被奉獻

了，新加坡也成為他們的聖殿

領域，所有的成員就接著去那

裡。直到 2012 年 12 月，新加
坡支聯會會長宣布成員可以自

由選擇方便的聖殿執行教儀。

2013 年 10 月，前任七十
員也是新加坡支聯會的教長陳

思強（Tan Su Kiong）長老夫
婦被召喚到台灣台北聖殿服

務。大多成員和他們是親近的

殿的一切都更加順利。Michael 
Ang弟兄表示：我們的程序幾
乎沒有停止，從一場教儀接到

下一場教儀，直到星期五中午

十二點時，我們已完成了 3684
個教儀。這比我們去年在香港

所做的多出 2.5 倍，遠遠超出
了我們所預料的。我們從何會

長和陳長老身上學習許多，我

們的祖先也與我們一同歡呼！

團員們在教儀結束後舉行

了靈性見證聚會，成員踴躍分

享對救主及進聖殿服務的見

證，其中一位第一次做個人恩

道門的姊妹說到：聖殿工作人

員的誠心接待讓她倍感溫馨，

聖殿中的一切教導讓她更加感

受到天父的愛，在聖殿裡確實

就如在天堂。

另外在聖殿何會長的安排

下團員們也去了九份與基隆夜

市等地，團員們也很享受這個

意外的旅程並表示一定會再回

到台灣台北聖殿。■

Michael Ang弟兄屬於新加坡支聯會Ang 
Mo Kio 支會。目前召喚支會大祭司定額
組領袖，洗禮43年，已婚，有6個孩子。

傳教， 
我所學到的事
採訪整理  呂謝孟娟

王
澤偉姊妹於 2011年 11月
到 2013年 5月 14日在台

朋友也希望有機會和他們在台

北聖殿一起崇拜。同年 12月，
新加坡支聯會的成員開始陸陸

續續的拜訪台北聖殿。他們提

到台北聖殿會長何於振會長夫

婦以及工作人員們的關心和熱

情。其實大多成員是華裔，而有

一部分的祖先來自福建，台灣

的文化與他們相近更覺親切。

舉辦支會聖殿旅遊的責任

被分派給支會大祭司定額組領

袖。他們於實際出發日的前 12
個月就開始計劃，存錢，提早

請假等。聖殿準備班也同時開

課，由支會的大祭司們輪流教

課。出發前 6個月訂購機票，
預訂和確認副殿住宿。支會家

譜顧問與成員舉辦相關課程，

幫助許多人開始做他們的家

譜並送到聖殿列印名單準備教

儀。在旅程開始的時候就已經

準備了 3,000個祖先的名字。
經過一年的準備，在 2014

年 6月 2日星期一離開新加坡前
往台北聖殿。何會長也為此行

做了一些調整，使得團員在聖

新加坡成員聖殿團與台北聖殿會長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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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傳道部傳教，她分享了她的

傳教故事如下，她說傳教的第

二天，需要幫助一個聽障姊妹

在當天洗禮，當時決定要提早

一個小時去提醒這個姊妹，一

直敲門按電鈴，都沒有人出來

應門。當她們敲了 15分鐘準備
要放棄離開時，她們做了一個

禱告。才剛禱告完幾秒鐘，門

居然打開了。這對剛來傳教的

王姊妹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蹟。

這個經驗幫助她了解到：「祈

求就得到，叩門就為你開門。」

只要是正義的祈禱，天父就一

定會回答。在往後的傳教過程

中，也努力並運用這個原則。

在傳教一年半中所遇到的

慕道友，大部分都是心靈經歷

很大的困難挑戰而認識福音的

人。有一次，在一個路口接觸

人，當時一無所獲。於是在心

裡默默地禱告可以找到準備好

的人，不久遇到一個騎著車的

婦人，她問傳教士除了禮拜天

可以去教會外，還有其他活動

14日假屏東教堂舉行支聯會年
度音樂會，希望透過各支會成

員以合唱的方式，共同凝聚祥

和與團結的氣氛，提高成員的

向心力。

本場音樂饗宴由支聯會楊

磊會長主領，音樂主席王馨慧

姊妹主持，楊會長在開場致詞

時鼓勵成員們多向主獻出美好

的歌聲，並頒發了支聯會司琴

班學員的結業證書，另宣布後

續將開辦指揮班及美聲班，

邀請成員共同投入教會音樂事

工，獲得成員熱烈的迴響。接

下來由各支會唱詩班輪流上台

獻唱表演，旗山支會參演人數

雖然不多，仍自許為小型康樂

樂團，並勇敢唱出對主的虔敬

之意，圓山支會則是特別配合

獻唱牧者所愛，製作牧羊人及

小羊的服裝和道具，讓會眾可

以體會詩歌的情境，鳳山支會

由楊會長帶動唱詩班成員與台

下一起鼓掌歡唱愛的真締，三

民支會由初級會小朋友齊唱

「令我驚奇」、並穿插爵士版

的「奇異恩典」，而大寮支會

與潮州支會則分別演唱「主我

願跟隨祢」及「計算恩典」。

最後的壓軸由地主屏東支

會以訓練有素的四部合唱後知

後覺和「我時時需要主」，將

詩歌的優美，詮釋地恰如其分，

嗎 ?就這樣開始幫助這位婦人
認識福音，不過這個從小在道

教家庭長大，母親還是個乩童，

根本就沒想過要去教會的慕道

友卻有個特別的經驗，據她表

示一直有一種要她去洗禮的感

覺，而且她的先生也鼓勵她更

積極認識教會。拜訪中，她們

會分享歸信主基督的影片，鼓

勵她研讀摩爾門經，克服過去

許多不良的習慣和生活模式，

準備好接受洗禮。在她洗禮後

也努力幫助她的先生開始和傳

教士見面。

福音真的改變很多人的生

活，讓每個家庭都可以因福音

而蒙福。王姊妹在她的傳教過

程中，獲得了許多美好的靈性

經驗和成長。並了解只有把根基

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上時，

才能獲得上好的祝福。■

東高雄年度音樂會
林忠群

音
樂具有無形的力量，可以

提升教會成員的靈性及

對福音的熱愛，賦有靈性的音

樂在教會中不可或缺，而吟唱

優美的詩歌則能邀請主的靈同

在，團結成員，並向至高之神

表達讚美之意。

東高雄支聯會成員基於對

聖詩的熱愛，於 2014 年 6 月

中間者王澤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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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了滿堂的喝采。

在歷經一個半小時的精彩

演出後，最後由音樂主席一一

唱名感謝了籌辦此次音樂會的

所有同工們的辛勞付出，成員

們的心靈亦感受到滿滿地平安

及喜樂，在唱完閉會詩歌「離

別一曲高歌」後結束了本場音

樂盛會。■

求職路上
曾靖勛

我
於 2010 年 1 月結束兩年
的傳教服務，光榮地返鄉

回家，睽違兩年的台灣，高速

公路上的貨運車依舊繁忙，人

們也依舊勤奮地工作著，聽著

家人訴說這兩年台灣發生的事

情，感覺有些新鮮與陌生。

傳教的兩年神給了我許多

祝福，讓我有了對神堅強的信

心、屬於自己的見證、還有對所

有人的愛心。這些祝福對於我後

來的求職生涯，帶給我心理莫大

的安定與幫助，讓我知道神一

轉換工作。在了解自己的性向

後，就開始找工作的歷程，但

是履歷及自傳是最基本的工具，

如果沒有這兩項工具，找工作

的事情就無法順利展開，而且當

時自己對於撰寫履歷自傳毫無

頭緒，非常陌生，如果沒有後

來 ERSC 的訓練，無法想像我
找工作的過程會多麼的艱辛。

ERSC 的吳啟碩弟兄是當
時幫助我最多的人，無論從撰

寫履歷自傳、面試的訓練到後

來工作上的諮詢，他都不厭其

煩地叮嚀及提醒我該注意的事

項，並且幫我更正許多撰寫的

錯誤及面試的態度或用語，我

真的很感謝他，也從這過程中

受益良多。

很多人覺得找工作就是單

純的找一份能提供個人或家庭

一份收入的差事，但對於我

來說，找工作有其他學習的意

義，從找工作的過程中，我更

認識了自己，也體認到在教會

ERSC 裡可以讓你學習許多屬
世的技能，也同時增進靈性的

進步，讓我更加明白神對我的

愛，並願意成為更好的人。

現在我在國營機構上班，

可能對於某些弟兄姊妹來說是

份還不錯的工作，我始終認為

這是神賜給我的祝福。■

新竹ERSC提供

直 會 看

顧 祂 的

兒 女，

並 在 我

們 尋 求

祂 的 時

候，給予幫助。

剛返鄉的時候，就接到了

新竹支聯會 ERSC 就業輔導中
心范姊妹的來電，她邀請我到

竹北接受 ERSC的輔導與訓練，
那時候沒有想太多，就是單純

地相信 ERSC 能幫助我學習找
工作的技巧，以及對自己的性向

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就到了輔

導中心開始相關的訓練課程。

經過諮詢讓我學習到，在

找工作之前，應先了解自己的

人格特質及工作目標，才不會

在找工作過程中，浪費太多的

時間或在找到工作後，不斷地

成員合唱表演

曾靖勛弟兄與妻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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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光照亮 
黑暗的生命
呂謝孟娟  採訪

一
個曾經因拜金而一夜白

髮，每天每年不斷遭受精

神方面疾病的摧殘，內心渴望

想找到一個光明安息之地的婦

女蔡宜樺姊妹。

採訪時蔡姊妹不諱言分享

她曾經有車有房有名牌，但這

些導致她負債累累而一夜白髮，

也讓她遭受恐慌症和憂鬱症的

打擊，藥物也無法使她完全好

轉。當她有機會到法國渡假時，

心中充滿感謝並渴望找到一個

教會向神親口說謝謝。一天，

她翻開電話簿找到了我們教會

的地址，經過幾次尋找終於在

燈紅酒綠的巷道建築物中找到。

她進入會堂默默坐在最後一排，

聚會結束後準備起身離開時，

傳教士向前跟她噓寒問暖，就

這樣開始了傳教士的課程。

課程中她決定要戒菸戒酒、

遵守那些她覺得很難的誡命。

上課過程中，有時候甚至因為

身體的不適應而突然情緒失控，

並且想要放棄遵守智慧語和來

教會。但都在福音長老的愛心說

服下選擇不放棄，當她跪下祈禱

就能充滿力量能繼續遵守誡命

並準備好與神立約接受洗禮。

佈置、設備架設與支援、文宣，

與復原工作由新莊和景新支

會慈助會所組織的後勤部隊支

援，讓活動有條不紊的進行。

此聚會由高級諮議鍾銀章

弟兄主領，支聯會慈助會會長

陳雍玲姊妹主持。陳姊妹首先

歡迎與會的弟兄姊妹並以燈台

上的光比喻門徒，鼓勵大家要

努力獲取真理的光以照亮自己

和周遭的人們。

愛在家座談會由新埔支會

慈助會主導，主持人首先介紹

3組貴賓：台北傳道部范孟雁
會長夫婦（President & Sister 
Day）、賈長老夫婦（Elder & 
Sister Garnet），和木柵支會謝
弦佐家庭。接著是問題的討論：

首先在如何有效溝通夫妻

問題與互動，維持愛的新鮮與

溫度 ?如何與丈夫相處、溝通、
作計畫 ?的兩個問題上賈家庭
和范家庭分別談到無效的溝通

有批評、貶抑、防禦，有效的

溝通在於聆聽、學習和練習及

凡事不計較，常懷感恩的心。

接著討論如何培養家庭共

同興趣及話題 ?如何在言行上
幫助未受洗的家人 ?如何作好
經濟（理財）的規劃 ?等，謝
家庭鼓勵家人培養共同的興

趣，努力工作外保持儲蓄，其

他來賓也談到繳付什一奉獻，

回到台灣之後，恐慌症和憂

鬱症狀況還是困擾著她。她轉

而求神的幫助。在福音長老鼓

勵下她走出房子去服務，陪傳

教士上課，有時一天陪好幾堂

課。也常常參加教會中的服務、

單成活動並參加福音研究所課

程，也努力準備家人認識福音，

去聖殿為已逝祖先做教儀等等，

運用對主耶穌基督信心，幫助

她度過一次又一次的考驗。■

蔡姊妹已於2013年7月在San diego 
temple 結婚，目前育有一女，繼續 
運用福音生活。

在光中行走
鍾陳美華

馬陳雍玲

西
台北支聯會慈助會於 2014
年 6 月 28 日在支聯會中

心（金華街教堂）舉辦年度慈

助會聚會，主題為「在光中行

走」，內容包括：愛在家座談

會和四個微型工作坊。會場的

蔡宜樺姊妹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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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聞徵稿

中文利阿賀拿發行台灣及香港兩

種版本的地方新聞，訂閱時請惠

予註明「亞洲區域：台灣」或

「亞洲區域：香港」。

為配合教會雜誌出版作業，地方

新聞均提前三個月彙整編輯，

敬請教會成員惠予儘早投稿。

活動報導、感人事蹟、應用福

音原則的見證均可。來稿字數約

600-1,000，請以中文Word打出
文章，無須排版。照片以電子檔

JPG、500KB，且設定在高畫質
以上為宜。影片投稿請至台灣教

會網站首頁點選「利阿賀拿線上

投稿」，依指示上傳即可。惟教

會保留對稿件或影片的編輯、潤

飾及刊登權利。如欲投稿，敬請

聯繫相關編輯。

敬邀您拜訪教會網站www.lds.
org.tw或www.lds.org.hk覽閱
更多新聞及照片。如有問題，

敬請聯繫相關編輯。

台灣地區編輯：范陸平

電郵：lupingfan@gmail.com

投稿請逕洽各地新聞助理編輯：

東台北支聯會：陳燕君

西台北支聯會：鍾陳美華

中台北支聯會：呂謝孟娟

桃園支聯會：徐芳山

新竹支聯會：范陸平

北台中支聯會：林洪慧娟

台中支聯會：方彭貴知

中興支聯會：陳昭華

台南支聯會：左崇真

東高雄支聯會：林忠群

西高雄支聯會：吳國齊

花蓮區會：郭靜雯

嘉義區會：林廖素芳

避免負債，作預算，量入為出 
的重要。

同樣在單親家庭長大的賈

長老分享以帖書 12：27勸告人
要保持謙卑、忠信，神便會將

我們的軟弱變為堅強並且賜與

當得的祝福。在如何教導孩子

主動 ?這個問題的討論上來賓
的分享相當實際踴躍，賈家庭

談到，讓孩子知道在家中的責

任。讓他們一起打掃房子，給

孩子工作點數以換取酬勞並教

導他們繳付什一奉獻。有七個

孩子的范姊妹則分享每個人輪

流當值日生，各自負責要洗碗，

作祈禱，集合家人研讀經文，

開家人家庭晚會等等，並教導

孩子正確使用選擇權。

另外還熱烈的討論了如何

用耶穌基督的仁愛而不是責難

面對違反誡命或沒有興趣去教

會的小孩 ?和如何能幫助孩子
和父母共同渡過青春叛逆期 ?

傳道部范會長分享教義和

聖約 121章教導聖職的運作必
須以正義為原則，並藉著勸說、

恆久忍耐、溫和、溫柔、和不

虛為的愛來維持。教導叛逆的

孩子就是要運用這些原則。

新埔支會慈助會會長吳孟

天鈞姊妹為座談會作結語時表

示：只要成員能在真理的光中

行走，常懷抱著基督仁愛之心，

就能克服所有挑戰，造就幸福

的家庭。

緊接著是由新店、安康、

雙二、新板等支會慈助會主導

的家譜與聖殿、摩爾門經、愛

在家、家人家庭晚會四個微型

工作坊，教導大家如何上網作

家譜和個人檔案。

應用經文來處理生活中所

面對的問題等。

微型工作坊的討論後，大

家一起享用由土城、木柵、雙

一支會慈助會所準備的豐盛、

美味餐點，共享愉快的夏日時

光與交誼。■

姊妹參與踴躍

翻譯勘誤表：

書名： 總會會長的教訓：
約瑟‧斐亭‧斯密

第1 5章第1 9 3頁從頂數下
第三行。

原譯文：結婚 2 9年後，
愛賽兒患病，健康每況愈

下，4年之後病逝。

更正後的譯文：結婚29年
後，愛賽兒病逝；最後4年
她病痛纏身，健康惡化，

終致不治。

造成讀者誤解，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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