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好消息從遠方來，就如拿涼水給口渴的人喝。」
（箴25:25）；「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
樂。」（箴12:25）；「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
得醫治。」（箴16:24）。
    總會於台中市松竹路東側已安裝了LED幕屏，向社區民眾與來往車

輛做基督耶穌信仰的宣傳和教會活動消息報導，冀望有機會引人歸真。

    各地教會在硬體設備的建置上，因著外觀與空間的需求，不斷的花

大錢進行更新，許多教會也因新堂的建置完成，希望充分利用教會內空

間，適度的開放做為與社區互動傳福音，然有這些想法，因著各教會的

人力、物力、財力、經驗、與安全性的考量還在努力中。

    然而感謝神！我們教會在各地所佔有的位址，都是人來人往很醒目

的地點，有鑒於此！觀察總會東西兩側牆面若安裝LED廣告幕屏，以便

和路過松竹路、遼寧路的車輛與等紅綠燈的各人車及附近商圈、社區來

往頻繁的人們，藉此有更即時的媒體福音內容，及聚會宣道活動訊息的

互動交流受感機會，相信對北台中教會推展福音宣道會有實質的助益。

    因此，總會宣道處特於2014年7月29日提總會第14次主管工作會報

討論通過之後，再於8月5日提案第21次常務會決議通過辦理。並於2014

年10月9日總會發文給北台中教會，委請北台中教會在硬體設備上宣導

募款出力，宣道處負責協助建置管理維護與廣告內容的製作配合因應，

以聚會宣佈並海報張貼週知，讓信徒自由特志奉獻認捐，待款項足額後

始配合總會進行建置。在進行LED外牆設備由內壢教會宣道股林振福弟

兄，介紹同業樂易德科技公司進行議價，從LEDP8、P7.62，費用約新台

幣陸拾萬元。感謝神的帶領！北台中職務會決議支出20萬、40萬由信徒

自由專款奉獻！想不到從發佈奉獻消息之後，不到一個月就完成餘額的

捐獻，願神紀念北台中與同靈們熱愛宣道傳福音的心。

   教會須考慮合法申請，免得成為違章建物，起初也考慮大幕屏，無

奈雜項執照需半年遷設結構建築簽證和丈量等等申請費用約20萬(放

棄)！因此改以一般LED廣告牆向政府申請許可證比較容易通過，申請與

建置費用也較低。2015年3月16日樂易德科技公司又拿一組混光效果更

好的P6解析度的規格幕屏優惠給我們，這是目前台灣外掛LED幕屏最高

解析度的規格！各界許多想安裝的單位或公司都會來觀摩參考。

   2015年3月23日向有關單位依法申請高度與懸掛確切的地方，5-6

月安裝完成與測試並正式啟用。期間公司也安排LED幕屏美工放送訓

練。幕屏許可日期2015中市都廣字234號，縱長200公分，橫寬327公分

（342）P8換P6，突出牆面50公分，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20年4月27

日止，屆時再提出申請，通過再發照即可！

   目前透過這LED幕屏，播放動態引發信仰省思、真神、耶穌、世人、

真理、依靠、安慰、得力、喜樂、平安、盼望的福音經文，和福音廣播

電視頻道時間與北台中聚會時間及目前教會舉辦的活動。相信多少能夠

讓路過或等車的人們，有機會受感廣告文字的內涵，吸引進入教會，查

考認識聖經真理而歸真，願主繼續親自帶領，推展福音、以榮神益人、

同享恩惠。（陳錦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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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東側外牆裝LED幕屏傳福音

獅子坑裏的但以理--中區少特班于塭仔

God's 
      Love

   但以理與三友人，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攝政時期，所留

下令人稱羨的信仰堅持，與對神的忠心、忠誠，乃至外邦的國

王都受感染那份凜然正氣，不屈於威武，不移於貧賤，心更不

浸淫於富貴中，保持「清醒」於惡俗濁世中成為清流。他們倚

靠全能的神，貧食忌口，清茶淡飯仍能面貌宜人、俊美通達、

聰明過人，分別為聖，榮耀神的名。

　　精彩絕倫的好戲，教導我們對神持守忠誠，「即或不

然」，都不改其志與靠神的心，反觀行惡者：「多行不義必自

斃！」此乃2015年中區「少年班特別聚會」的內容，8月2日～

4日全區133名升小學五、六年級生齊聚塭仔教會，參加三天兩

夜的聚會，其中有10名外邦學生。

　　在優質班務人員、課務組籌劃、用心、滿足……加上戶外

課程，餅乾工廠參訪實作（優格餅乾學院）、輔導員老師們無

私的陪伴，拼了全力的祈求靈恩（求聖靈）。感謝主共賞賜24

名學員得到寶貴的聖靈，振奮所有班務人員與同工們，讓核

心團隊幹部準備了好幾個月的辛勞，有了最感動的回饋。無不

感謝眾同工們全力以赴的投入與重視，想必少年學員們也感同

深受，輔導大哥、大姊們的用心、叮嚀、陪伴、學習，雖嚴格

一點，缺少些自由，雖時間被掌握，缺少了自己，但3天的學

習，想必值得懷念與深思。

　　班負責由區負責魏腓利傳道親自出任，王俊忠傳道任課

務，翁正晃傳道擔任副班負責，除了課程分配皆獲支持，每三

餐飯後的加強祈求靈恩禱告時間裡（3-5分鐘換組），激勵了

學員也感動了傳道同工，儘管嗓子沙啞了，睡眠不足牙齦凸起

了，從早禱至晚間夜半的班務會議，不禁佩服～年輕真好。眾

輔導員都具備願作的心，百分百的配合，讓課程運作順暢，責

任心驅使，更獲班負責嘉許，想必天上阿爸父更會記念。

　　幕後英雄應屬為我們準備三餐的炊事組人員，真不是三兩

句的「感謝」聊表謝忱，更是格外的感到「無憂」、求主一併

記念賜福。區辦事員敬彗芳姊妹的連繫、管理，輔導長的觀前

顧後，四位資深輔導老師──石瑛、慈敏、國慶及靜芳，救主

悅納眾同工的付出，賜福所有參與學員，對自我更有期待，如

閉會式時輔導員所唱所教悔的詩歌「要記得」，記得咱們是神

子的尊貴身分、要記得主的愛、要記得將來長大也要保守在主

裡，共同服事的「承諾」、要記得守住聖潔，不得罪神，願全

能的救主，帶領所有學員成長、茁壯，為主所用，如但以理。

（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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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2015喜信生命體驗營-奔向標竿

8月31日~9月3日

˙神訓班長青組

  地點：總會

9月1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9月4~6日

˙中區埤頭鄉/溪湖

  教會醫宣行

  地點：埤頭鄉、

        溪湖教會

9月5~6日

˙志工基礎訓練

  地點：總會

9月6日

˙平地區婚姻介紹

  人交流會

  地點：總會

9月7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9月11~12日

˙第十三屆秋季醫宣
福音團契聚會 II

  地點：總會

9月12日

˙聯合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教會

9月20日

˙神學院開學典禮

  地點：總會

9月29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聖靈》月刊，24小時的屬靈朋友

──閱讀管道多元，隨時隨地，讓您想見就見！

〈雜誌訂閱〉
電話：(04)2243-6960轉1255

傳真：(04)2243-6968

E-mail：julias@tjc.org.tw（請洽蘇真賢姊妹）

〈線上閱讀〉

喜信網路家庭：http://joy.org.tw/holyspirit.asp

ISSUU聖靈電子書：http://issuu.com/tjctw

總會官網：

http://iscomtest.tjc.org.tw/Ebook/List?gpid=9&mid=170

（建構中）

〈手機app下載〉

Android系統：請在Google Play搜尋「聖靈月刊」下載

iOS平台：請在App Store搜尋「聖靈月刊」下載

在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支持下，南區喜信生命教育志工團於7月18-20日於台南市私

立長榮大學辦理「2015喜信生命體驗營-奔向標竿」活動，強化本團隊高中隊輔人員實務經

驗和宣道使命，給予參與學童奔向標竿的精神來面對人生當中的挑戰及人生心靈信仰奔向

標竿的展望眼光。

參加人數：工作人員53人(含傳道2位、執事1位)，國小學生90人(本會52位，非本會38

位)。

透過傳道、長執專題課程闡述奔向標竿的人生精神、態度，另有百人團康大地活動和

運動會，亦有畢業於大學音樂系現職教授鋼琴的音樂老師帶領詩歌歡唱、唱遊課程，還有

創意藝術彩繪課程，製作彩繪鴨舌帽、手工馨香香皂等課程，讓學員在團體的營隊生活當

中學習運動家精神、彼此扶助、友愛相親，並實踐在他們的生命及待人處世中。

喜信生命體驗營自2003年成立以來，每年度舉辦數場次的高中營會人才培訓和國小、

國中生、喜信生命體驗營。因為課程正向多元，得到許多家長的支持，讓學員們在團體的

營隊生活當中學習運動家精神、生活技能、創意潛能開發等，使學生暑假有一個愉快的營

隊團體生活。

未來，營隊舉辦前強化工作人員之訓練及學生輔導知能。期盼能如保羅所言：「這

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

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2~14）

大
小

報
10月4日
˙中區花壇教會

  醫宣行

  地點：花壇教會

10月5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10月6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10月24~25日
˙兒教組分段式

  教員講習會

 （北區）

10月27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10月29日
˙常務理事會/

  理事會

  地點：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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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

   感謝主！這慈惠的事，從1963年的南門安老院開始，到1975年的

崙尾仁愛安老院，再到1996年的埔里基督仁愛之家，一直都很順利，

照顧了不少的弱勢長輩；經歷前輩們多年的努力與付出，收容人數及

空間使用的規模，已較成立初期增加不少。之後，又於2001年在嘉義

的大林成立基督養護中心，提供年長者的生活照護在地化。

   如今，面對急劇變遷的高齡化社會，老人生活照顧及養護問題已

經不是單純的個案問題，乃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在教會裏

亟有必要特別關注，致使「老有所終」銀髮族長者之頤養與生活照顧

更顯重要。

    在地老化成為當政者施政之重點工作

    「在地安養，無憂向晚」、「回歸家庭與社區」是國人核心觀念

與價值。高齡長者能安居原宅老家，能生活於熟悉的社區中，是其最

大的期盼。

行政院於2005年5月18日核定「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

畫」。配合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之推動，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為基本精神，鼓勵民間團體設置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在地的初級預防照護服務，再連結社區照

顧、機構照顧及居家服務等各項照顧措施，以建置社區中連續性之長

期照顧服務與落實弱勢者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

　　所以，推動普及照顧全體教會高齡化的長輩們，是大家所共識

的。因此，要全體教會完全「辦成了」這慈惠的事，就需要更多有愛

心又專業的工作人員；目前北區、東南區積極推動老人安養護及日托

照護工作，我們樂觀其成，但也極需專業同靈獻身投入。

　　公益理事會有鑑於此，擬逐年招聘專業社工或護理人員，經過一

年的神學訓練後，派用各地安養護或托老地區服務，並協助各教會老

人團契的活動，使社會服務事工與福音宣道事工結合，落實敬神愛人

的經訓，使真道早日傳遍各地。

招聘辦法如下：

一、宗旨：

為配合公益慈善與宣道之需要，招收具有社工、護理恩賜之同靈接受

神學訓練，使社會服務事工與福音宣道事工結合，落實敬神愛人的經

訓，使真道早日傳遍各地。

二、招生對象：

1.社工人員。

2.護理人員。

3.修業期間：分二學期上課，每學期上課二個月、實習四個月。

三、修業課程：

上學期（15） 下學期（15）
一、舊約選讀（2）

二、新約選讀（2）

三、真耶穌教會史（2）

四、認識台灣諸宗教（2）

五、講道學及講道訓練（2）

六、宣教概念（2）

七、五大教義（2）

八、教會行政組織與實務（1）

一、舊約選讀（2）

二、新約選讀（2）

三、講道學及講道訓練（2）

四、教牧關懷與輔導（1）

五、臨終關懷（2）

六、團契實務（老人、成人）（1）

七、人際關係溝通（2）

八、成人基督教教育與宣教（1）

九、協談理論與研究（1）

十、基督化家庭（1）

＊詳細請參閱公文（如報考資格、報名及審核程序、考試範圍與服務

及待遇）。

專業社福工作人員的徵召

台灣總會新網站即將上線

開花結果的「喜信學園」

神學院第47屆畢業典禮

喜樹教會成立於2014年1月1日，在2009年寒假的時候（當時還是

祈禱所），教會中有一位小五的學童失怙，教會為了幫助這個家庭在白

天安置這孩子，舉辦了「兒童聖經故事營」的活動，同時也開放給社區

裡的國小學童參加；由於這是全天的課程，必須準備午餐，所動用的人

力、師資和經費都較為龐大。檢討之後，於2009年暑假起，活動改為半

天，並更名為「喜信學園兒童安親班」；活動於週一至週五舉行，原則

上寒假舉辦二週，暑假舉辦七週。

在天父的大能帶領之下，「喜信學園」受到許多家長的肯定，孩童

們也都非常期待每次活動的到來，漸漸地，他們對教會產生認同感，有

些人更進一步來參加平日的崇拜聚會，「喜信學園」就這樣悄悄地變成

喜樹教會的宣教特色之一。

吳佳娥姊妹因兩個孩子長期參加「喜信學園」而來教會慕道，這

段時間裡，不但看到這份信仰對兩個孩子的正面幫助，自己深入查考之

後，也明白了信仰與靈魂得救的重要性，於是在2015年的春季靈恩會，

接受了大水洗禮，歸入主的名下（唯一可惜的是，女兒在洗禮場時，因

為海浪太大而不敢下水，所以本次沒有受洗，求主繼續帶領，盼望在秋

季靈恩會時能完成這項美事）。

「喜信學園」兒童安親班之所以能持續舉辦，是因為有許多熱心愛

主的同靈們投入其中；不惜在寒冬裡忍受冽風，於炎夏付諸汗水，為學

員們說故事，教他們唱詩歌，指導他們寫作業，並準備可口的點心。如

今，天父將這一切的辛勞轉化為屬靈生命的甘霖，滋潤了吳姊妹和她的

孩子們。

感謝主，「喜信學園」至今已是第「七」年舉辦，也許是巧合，但

小弟更相信這是天父美好的安排，在這《聖經》中象徵「完全」的特殊

年度裡，讓南門教會、喜樹教會及南區大專生等，這些曾經參與其中的

所有同靈們，看到這份聖工開花結果。能「歡呼收割」是天父同工的明

證；流淚撒種的同工們，內心必定得著極大的安慰。但願「喜信學園」

在天父的帶領之下，能在喜樹這個傳統民間信仰興盛的地方，繼續成為

世人的明燈，引領人走向光明的道路，願一切榮耀歸於天上的父神。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

帶禾捆回來！」（詩一百廿六5–6）（喜樹教會）

為配合使用需求，總會網站做了全新的改版，以提供更多功能、更好的
內容給使用者。新網站的建置理念，是要把本會在網路上具體的表現出來，
其中有總會及教會的平台。總會網頁部份是集合各單位的業務平台，各單位
也有自己的頁面資料、內容，以提供教會負責人、聖職人員職務上的支援。

教會部份則是提供以教會模式的平台，讓全體教會各股事工人員作職務
上的經驗、心得分享，彼此造就。各教會內的各項宗教活動，可以透過網頁
分享出去，讓這裏成為訊息分享的地方。

在新網站上線之前，在此稍作說明如下：

一、首頁：

1.本會簡介：內容有真耶穌教會簡介、基本信仰說明、真耶穌教會台灣
教會沿革、教會通訊錄、區辦事處介紹、地方教會介紹、全球教會介紹
等。除了讓本會信徒瞭解外，也提供各區辦事處、台灣、全球各教會的
通訊資料及地圖顯示，在首頁中也會輪播教會介紹。

2.總會業務：最新消息-提供總會發布的最新活動或公告事項，也會以
跑馬燈方式呈現；行事曆-提供總會及各教區每月所安排的各項事工；
與提供總會各單位的業務說明及提供服務的內容。

3.活動影音：提供總會及教區、教會各項活動的照片、影音分享。

4.線上閱讀：提供本會圖書、資料，在網站上直接點選閱讀。

5.檔案下檔：文件、表單下載-提供行政表單、文件、規章細則下載；
聯總簡訊、聖靈月刊、真光通訊的PDF檔下載，及總會各單位提供的檔
案下載等。

6.代禱園地：提供信徒需要代禱的訊息平台。

7.教會網站連結：提供本會各教會中有建置網站的網址連結。

8.教會電子地圖：可直接在地圖上點選搜尋，或使用地址、道路、重要
地標搜尋方式，查詢教會分佈點。

9.線上活動報名：提供總會各項活動網路報名平台，分大專班學靈會及
總會活動二部份。

二、總會業務-各單位：

1.教牧處：教牧處簡介、各科業務-兒、青、高、成教科、聖樂科業務
及教材、資料表格下載等；婚姻-婚姻相關教材文章、表格、資源；本
會歷年重要決議文；喪禮勸慰詞等。

2.宣道處：宣道處簡介、開拓科-靈恩佈道會、喜信醫宣福音團契、生
命體驗營、喜信童軍團、函授課程、宣道分享等；視聽科-網路廣播、
網路電視、福音傳真等。

3.文宣處：文宣處簡介、線上閱讀-提供本會圖書、資料，在網站上直
接點選閱讀；各科業務-雜誌科、出版科、編審科業務、投稿需知、文

字傳道基金奉獻、線上訂閱、徵文、新書出版、各類出版品等。

4.行政處：行政處簡介、公文電子版-總會發布需要上網的公文、各科
業務-人事科、事務科、資訊科業務等。

5.財政處：財政處簡介、財務科、不動產科業務；檔案下載-不動產相
關申請規定、申請書下載。

6.神學院：神學院簡介、最新活動消息等。

三、網路教會：

1.最新消息：提供教會各股事工公告訊息。

2.分享交流：以教會各事工股為單位，建立分享交流平台。

3.影音專區：各教會宣道、宗教教育、團契、詩班等活動之影音分享交
流。

4.活動相簿：各教會宣道、宗教教育、團契、詩班等活動之照片分享交
流。

5.線上閱讀：提供本會文書資料供線上閱覽。

6.檔案下載：提供教會及信徒相關表單、資料下載。

7.信仰問題解答：提供本會及慕道者信仰問題解答。

四、綜合說明：

1.總會新網站的解析度為1280X800，較原網站的800X600高，以提供較
好視覺感。

2.總會新網需要完成加入會員，才能提供下載、線上報名及代禱登錄。

3.歡迎各教會提供影音、相片及文字報導，做為總會網站分享。

神學院第47屆畢業典禮於6月21日上午10時於台灣總會舉行，本

次共有二位畢業生高明誠、沈寶華（新加坡籍）接受按立為傳道，及

四位神學生陳啟峰、江有謙、張杰、方顗茹接受差派，為真教會的宣

牧團隊增添了生力軍。除神學院全體師生同工及眷屬們，並有來自畢

業生原屬及實習駐牧之教會長執同靈們齊來關懷，超過百餘人出席。

典禮由教務主任江克昌傳道帶領全體唱詩禱告揭幕，接續由總負

責林永基長老致詞勉勵畢業生：屬靈團體之事奉者當藉由聖靈幫助明

白自我使命，以主動積極的態度自我期許與提升，如同明燈照亮於黑

暗末世，倚靠聖靈自我有效管理，發揮影響力而成為主的忠僕。
    1.重視靈裡禱告：自我要求效法主耶穌的精神，以禱告作為一天

事奉的開始（可一35）。

    2.用心解決宣牧問題：用心的僕人必得主的同工，能製造雙贏的

團隊服事成效（約八1~11）。

    3.提升講道的品質：以言行一致的態度宣講真理，見證真教會

（太七28~29）。

    4.保持事奉的熱忱：以熱忱與積極勤奮的精神服事，感動信徒、

熱心愛主、興旺教會。

   緊接著由院長張超雄傳道致詞，他恭喜畢業生，並引用「王下二

章」以利沙承接服事之經驗，期勉畢業生努力將神學院所學運用於未

來牧會服事之中。今日傳道人當如以利沙起初雖受嚴苛挑戰，卻仍能

勇敢克服之精神，認識真理，培養自信，交託真神，歷練老師從前經

歷之路，面對挑戰考驗之際能重回迦密山，多看看、再想想。雖今日

之服事道路已迥然不同於從前先輩之環境，唯必能如以利沙之勇敢堅

毅而超越前人，在未來的時代中完成神所託付之聖工。

    隨後講員代表車富銘長老勉勵畢業生謹守在院所學，承傳各講員

之經驗與知識，並爰引（提後一6~7）：領受從神而來剛強、仁愛、謹

守的心，如火挑旺，勇往直前；及（提後二1）：在主的恩典上剛強起

來，時常思念主恩，毋忘起初獻身動機與心志，以主心為心，保守在

主的愛中，忠心於受任之職分，持守所有，免遭奪去。也願家屬及信

徒不斷的記念與代禱。

   新加坡代表陳西門傳道致詞表達三點感謝：1.感謝主，2.榮耀歸

給主的名，3.感謝台灣總會神學院的指導與付出。特別勉勵寶華：認

知能以傳道人身分服事神是極大的恩典，亦是神所託付的使命。而做

主工乃是與神同工，雖是重擔卻也是榮耀，但主說凡勞苦擔重擔者可

以到他面前必得安息，所以當相信主必為我們承擔重擔。陳傳道引用

（加拉太書二20）保羅感念主選召如罪人的他實在是莫大的恩典，一

個工人能走完事奉之路是因基督在他心中，使其能終身為主而活。

之後由陳錫民弟兄代表北台中教會致詞勉勵，對四年來畢業生的

積極投入參與及協助北台中及大雅教會的各項聖工，提供靈糧造就信

徒靈命，表達深切的感謝之意；也恭喜畢業生完成服事生涯的階段性

目標，雖在情感上有所不捨，卻明白分離是為了主的福音而前行，求

主加添靈智與靈力，並祝福未來在服事道路上都能蒙神帶領與同工。

最後頒發畢業證書時，院長勉勵畢業生：證書雖然是薄薄的一

張，卻代表神的託付與大家的期待，希望畢業生能夠一生忠心事奉

主。二位畢業生先後上台致詞感謝四年來神的恩典保守與同靈的愛心

提攜、神學院師長們的諄諄教導、同學們的鼓勵與彼此代禱，以及家

人無窮盡的包容與疼惜，無私而鼎力支持，一言難以數盡，只有義無

反顧地勇往直前，方能報答神與人的恩典與愛心。畢業生並獻唱讚美

詩118首「奉獻全生」以表明心志。

最後由總負責林永基長老為高明誠、沈寶華二位畢業生執行按

立禮，正式按立為傳道，再為48屆四位神學生執行差派禮，隨後眾長

老及傳道並為他們六位進行按手禱告祝福，全體會眾亦同心為他們禱

告，求神加添心力。

會後全體合影拍照，留下教會、團體與個人、家庭的珍貴畫面，

並在B1餐廳歡聚，享用午餐，至終圓滿順利地完成畢業典禮。願神以

豐盛的恩典、綿延的慈愛與無比權能為脂油，滴滿在年輕傳道人未來

的服事道路上。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真神，阿們。（神學生 陳

恩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