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乎每月都有出隊的，真耶穌教會「喜信愛心義診團」轉眼又邁入

2015年最終場，在臨台南市南區海線（台17線）旁，喜樹真耶穌教會附

近的社區活動中心，與新整修完成的會堂舉辦了兩場「義診」活動，可

讓全教會傾巢而動員。駐牧的黃釋恆傳道，連兩年於澎湖的牧區與醫宣

同工配合過之經驗，熟悉團員的機動性、自願性、行動力加上火熱的愛

主服事的心志，彼此相協助於福音的媒介，信仰的深耕同工過，因此樂

於在新會堂整修完成準備獻堂感恩禮拜前（預定2016年1月1日），伙伴

們再度樂相會，聚首服事(距申辦醫宣活動也已經去年的事了)。

　　喜樹自成立祈禱所於20年前（1996年）由母會的南門教會，先購得

一棟民宅，作家庭聚會與當地福音開拓用，約2年前，再增購緊臨隔壁

這棟，將兩棟2樓空間雙併打通，整理成為聚會用大會堂，各空間的利

用、配置，可謂麻雀雖小、樣樣俱全（廚房、副堂、辦公室、餐廳、傳

道房、兒聚教室……等）；母會南門也如關顧成長中的孩子，茁壯、獨

立、站穩之際，逐漸放手，只從旁協助，期待喜樹教會藉醫宣的舉辦期

間，在宣道事工、福音廣傳、信徒信仰關懷與堅立，快步的成熟，不斷

長進。

　　兩位執事（林恩霖執事、張靈興執事），原本就在喜樹開設工廠，

幾十年於母會（南門）任負責人，服事主、做主工，得同靈們的依重與

尊重，反倒是南門如失兩臂般的沈重，由侯志道長老獨撐。感謝主2014

年按立傅宏榮執事，遞補聖職同工懸缺，醫宣同工們見識到了小教會的

熱誠愛心接待，單看事前週詳的準備、廣告宣傳、開會、分配工作，眾

人的熱情與地方（社區）的連結相形重要，使活動順利推展。

　　據林恩霖執事表示，為了辦義診，事先與四個里里長溝通協調，得

眾里長們「樂觀其成」，協助廣播、幫忙分發通知宣傳單，連續三天，

居民們早早得知訊息。11月21日於四個里的聯合活動中心辦「義診」，

看診人數就高達百名。一早團員們先於新會堂守安息（7:30-8:30）含

喜樹教會信徒，再全體移至活動中心，義診團開診。下午1:30在現場

作第二場聚會，按預排下午4點邊看診邊進行詩歌佈道會，與民眾同歡

樂，在「神是愛」的主題裡，各科，醫、藥、護理、櫃台、醫宣青年團

契與福音同工們分別上台獻詩讚美神，見證分享福音的好處，榮耀主

名。

　　21日夜宿南門教會，同工們起大早，6點出發移師至喜樹早禱

（6:30），開始，由宣道處處負責陳錦榮傳道勉勵──在神凡事都能

──期待大家再反思本會得救的五大教義，以得救的教義之精神，努力

傳揚福音，不忘領人歸主乃「終身職志」，過喜樂的屬靈生活，建造福

音人生的生命價值。

　　早餐後8點準時在喜樹1F會堂開診，左鄰右舍，大都願意藉義診，

走進會堂來，接受同工們的醫療服務，也接受傳道、執事的「心靈關

懷」。同工們的熱誠分別有開車、騎機車、搭台鐵、高鐵等交通工具，

遠自宜蘭、台東市，加上中部的醫生、護士，南部本地的中醫師；北

部的牙醫與護士、2名藥師，配合南區的復健科同工，福音人員穿針引

線，掃街逐家探訪，順利的完成今年的醫宣最終站之任務。

　　中午12點停診後，由隊長李揚真醫師在邊用餐邊舉行展望會的同

時，大家分享感受、見證主恩，也感謝喜樹教會的配合，南門教會的接

待，做工的滿足驅趕無盡的思念，互道平安期待明年再相見、再同工，

大家平安再見！（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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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2016年真耶穌教會喜信生命體驗營

1月4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1月5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1月15日

˙神學生上學期結束

1月20日

˙神學生寒假實習開
始

1月21日~25日

˙青教組教員講習會

  地點：總會

1月21日~27日

˙平地區兒教組教員
講習會

  地點：總會

1月22~24日

˙喜信生命體驗營冬
令營

  地點：明道大學

 （彰化縣埤頭鄉）

1月26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1月27日~28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小組長訓練

  地點：總會

1月28日~2月4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地點：總會、埔里

 、台中、溪湖

《聖靈》月刊，攝影專欄長期徵稿

紙上攝影展

喜愛攝影的同靈，歡迎您將日常生活翦影或得意之作，附上文字簡短敘述。

照片須以4000x3000，1200萬畫素呈現。文字約200字左右，或以短詩敘述。

請參閱每期聖靈月刊的封底裡。

投稿請寄至聖靈月刊信箱：holyspirit@joy.org.tw 或寄至40673台中市北屯

區松竹路二段180號，文宣處收。

來稿請附姓名（筆名）、聯絡電話、住址、攝影地點、日期，須退件亦請註

明。

　　提供青少年(學童)生活體驗之機會，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培養團隊精神，在靈裡共

同成長！

　　請宣道股、教育股負責人，給予關心鼓勵主內青少年邀請同學報名參加，願主耶穌

基督親自帶領，本營隊活動順利平安，榮神益人。

一、活動日期：2016年元月22日(五)上午9時起至元月24日(日)下午15時。

二、舉辦地點：明道大學（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三、參加資格：國小四、五、六年級生，名額120名。

四、報名辦法費用：※報名前請務必來電，確定尚有名額才匯款。

    1.下載報名表：喜信網站（JOY.org.tw）或台灣總會(TJC.org.tw)。

      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中區辦事處，帳號：02250021劃撥

                    後，將劃撥收執聯與報名表傳真至真耶穌教會中區辦事處，電話

　　　　　　　　　　 聯繫確認。

      ＊聯絡方式（聯絡人）：敬彗芳姊妹電話：04-24630406傳真04-24630402。

      親自報名：學生家長親自將報名表和報名費，送至真耶穌教會中區辦事處。

    2.費用收取：2,200元   ※依報名及繳費先後順序錄取名額120名為止。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之學員費用為（含住宿、伙食、保險、講師、場地等）。

      不足部分，由主辦單位募款補助。

      ※優惠方案(一領一)：3,000元 1 + 1 (真教會小朋友 + 非主內/慕道者)。

    3.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5年元月12日（二），額滿為止。

大
小

報
2月1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2月2日
˙常務負責人會(審

議104年工作報告
及決算)

  地點：總會

2月15日~19日
˙社會組神訓班

  地點：總會

2月16日~21日
˙腓利門書房參展台

北國際書展

2月18日
˙常務理事會

˙理事會

  地點：總會

2月20日
˙神學生寒假實習結

束

2月22日
˙神學院下學期開學

上課

  地點：總會

2月23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2月24~25日
˙高教小組會議

2月26~29日
˙總會負責人進修會

  地點：山區教會

冬令營即將登場

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105年宣道媒體頻道表
台北、基隆、馬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台南、高雄、澎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基隆北部調頻電台 FM88.9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基隆北部調頻電台 FM88.9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3：00~24：00
馬祖非凡音電台 FM98.5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澎湖勝利之聲電台   AM756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澎湖勝利之聲電台   AM756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高雄、屏東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新竹新聲電台 FM99.3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貓貍電台 FM90.9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3：00~24：00
新竹新聲電台 FM99.3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貓貍電台           FM90.9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高屏溪電台 FM106.7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高屏溪電台 FM106.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宜蘭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蘭友電台 FM91.9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蘭友電台 FM91.9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雲林、嘉義、金門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花蓮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金門金馬之聲電台   FM91.7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金門金馬之聲電台   FM91.7  每週日晚間  PM 23：00~24：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東台灣電台 FM107.7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東台灣電台 FM107.7  每周日下午   PM 16：00~17：00

台東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台東之聲電台       FM89.7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東民電台           FM98.7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東光之聲」（阿美語）
東民電台           FM98.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全省地區「真光之聲」電視福音講道節目 真耶穌教會福音資訊網路網址：

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JOY.org.tw
宣道處電子信箱　evan@joy.org.tw
宣道處聖經函授中心：

地址：406-99台中郵政66-21號信箱   

傳真號碼：(04)2243-6968
福音協談專線：(04)2245-2995 (你若是我！你救救我！)

中國電視公司（中視）
2011/ 02/ 20 星期日起

每星期日上午 AM 09:00~09:30

全方位影音宣道媒體製作、託播費、影音光碟產品，均由「視聽傳播專戶」支付。

您的一臂之力！讓媒體宣道推展更順利！得救福音早日傳遍天下！普救萬民靈魂！

敬請支持本會電視、廣播、網路、儲存光碟宣道媒體事工經費，鼓勵特志奉獻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15）

郵政劃撥帳號：0020126-1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通訊欄請註明：「視聽傳播專戶」

頻道表刊登於「真光通訊」，若有變更會隨時更正！

地址：台中市406-73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電話：（04）22436960轉分機1225、1412、122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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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度預定計畫，宣道處青少年福音事工-「喜信生命體驗營」，常
態既定會於寒、暑假都舉辦營隊，對象招收未信的國小、國中學生參
加，藉著課程的進行：聖詩教唱、讀經分享、活動遊戲、談生活體
驗、學習適應團體，禱告祈求靈恩……等；如此潛移默化，帶領學員
認識「真教會」得救的信仰（不同於普世一般教會），帶領學員禱告
中祈求聖靈的同在，與主耶穌面對面，說說話，感謝主10多年下來，
在外界已有相對的口碑，每到寒、暑假前，有家長詢問：「今年有辦
活動嗎？有營隊嗎？」令人欣慰。

當營隊舉辦時，小隊輔的角色（輔導工作）相對重要，小隊輔與學員
朝夕相處、在團隊生活，生命的相互影響中，「福音種子」想必有機
會撒落在學員們的心田，因此為配合營隊順暢進行，單向事工的「福
音營會人才訓練營」更凸顯出它的價值與重要性，期待全國性的福音
營隊工作，同工們都能有使命感、有意願、有承擔、傳主的福音，把
人帶至主前為要務。

宣道處責無旁貸，要不斷推動全國性的福音營隊，當然更要藉機會培
養更多同工勇於站出來，磨練自己，不斷學習、不斷投入、不斷推
動，讓有志之士因參與了解工作的需求。2015年的「福音營會人才訓
練營」得十全教會的職務同工鼎力相助順利的舉開，約70名學員（主
內、外邦）皆有，自花東、北、中、中南、南區陸續報到，手拖著行
囊，心想望造就，肩膀擔負福音使命，樂開懷地先至十全守安息，由
副營長黃智明傳道勉勵：「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期勉再加強、再投
入，不以基督福音為恥，願同工都受感。

下午專題由營長陳錦榮傳道（宣道處處負責）談：「走過從前，展望
未來」，福音工作的經驗法則，乃耶穌留榜樣，祝福這聖工，當我們
不斷前進時，那曾留下的「痕跡」，見證的真實，蒙恩人的改變、神
權彰顯、見證者的雀躍不勝枚舉。當親自感受主同在的喜樂、生命暢
流、奇蹟顯揚，訴說者一邊回憶、一邊記錄，加上媒體資訊快速傳
遞，使軟弱者得剛強，黑暗者得見光明，自身於福音事工有份，那才
是值得慶幸的人生大悅。

60多名學員，隨意願分組，輔導組負責編排組別，活動組設計各樣課
程流暢進行，課務組由聖經人物或事蹟段落編排課程，引導員更在小
隊中，藉實務操作，讓每位學員都輪流戲玩，分享心得。配合社會脈
動，邀請大同教會廖家立老師專題來談—同性戀—對信仰的衝擊，撥
開自我情緒的迷霧與自約，都得學員們很大的迴響喜好；蕭榮燦執事
則談--自願學習服務、海外志工—很多學員於回饋單裏表示有機會願
意存錢，自費出去看看！趁年輕，與熟悉的人、在認同的領域裏學付

出，增廣見聞；對於體驗營擔任隊輔的工作，興致勃勃，我們看到了
需求，也看到了「福音工場」，約6名未信的同學，兩天的訓練裏，
快速的與大家融合，打成一片夥伴相稱了。

越是年末，教會越忙，【十全】本就各樣事工齊全，同一週裏，宣道
處辦活動，教育股也辦靈修會，福音組也有課程，教室與空間的運用
互相協調，場地夠多、夠大，各項活動皆滿足所需，感謝職務人員運
籌帷幄，排除困難，盡力協調，讓我們安心進行課程。最忙的莫過於
「十全教會快樂廚房」炊事組人員，由陳博仁執事帶領組員並肩完成
交辦的餐點，讓我們見識到，執事也可進廚房，醫生(陳執事)也親手
作羹湯，無架子、無怨言、樂意為、甘心受，我們都感動，五位執事
皆各盡其職…難怪近年來十全教會竄升，高雄小區人數最多的教會，
也正積極的朝分設教會的目標而努力。

「人才」絕對非自吹自擂，必須合乎主用走在前頭，如牧羊人領羊
群，盡責餵養與照顧，還要自我裝備驅趕入侵的豺狼，領群羊走向安
全的路；沒有私心，能忠於所託，完成使命。若像賣主的猶大～走在
前頭（路廿二47）～主耶穌說：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生命的進展即
是生命教育的範疇，像一張畫布，上了顏色才有意義，空白只徒增灰
塵或弄髒，結局不可能被珍愛收藏的，願主添加參與者的心志與信
心，與所有已經前行的長輩同步、積極跟上，讓參與成為造就得力的
來源！（店小二）

責任、承擔、傳下去！ 志工特殊訓練心得

　　11月21日，下了火車，換上了公車，到了離總會最近的站牌，繼

續拖著我的行李，走了700多公尺左右，趕上了早上的聚會。有關十一

奉獻，是教會最近必談的主題。我想得更多的是，為什麼要來上這訓

練課程？一張志工證對未來事工有何幫助？那個才是神要我全心投入

的？專職的傳道人？教會機構人員？非營利組織之社會關懷、輔導、

社工人員？社會中的專業人士、主管、老闆？神到底要將小弟塑造成

什麼樣的器皿？恩賜又是什麼？希望小弟往什麼方向去發展，成就祂

所要作的工？

　　教會目前的困境、未來的挑戰、需要又是什麼？面對近期的工

作，尚有很多人事物要處理、溝通，無論是工作的內容、合作的方

式、盈利分紅、時間的安排。決定要出國工作的小弟，還有許多的事

需要準備，外語的練習、英文的履歷、出國工作的條件、所需注意的

事項、技能的加強、氣候是否能適應？同事之間是否能溝通？文化是

否有隔閡？如何避免及處理衝突？

　　生活一切需用的模式、地點的改變？最近的教會？可以服事的工

作？還有什麼意外的情形？如何處理這些意外？所要達成的目標？所

學要如何服事主的工？以上都是小弟最近的禱告內容。上午的聚會結

束了，感謝神，近期的工作，我安了心、有了譜。

　　真開心，意外遇到幾個月前海外事工的同靈，她是一位中南部姊

妹，我憶及神各樣美善的恩賜，及同工間美好的交流、事奉的美好時

光，更加堅定我想要到海外工作，裝備自己，將來為主所用的心志！

她簡單的和小弟寒暄幾句，又說她亦是來參加此次的訓練，下午就要

回去了。也提醒我將來就會了解家庭的生活，好好享受單身的時光，

小弟會心一笑予以回應她渴慕學習、事奉的心。後來才知道她是講

師，其一如既往的謙虛，令我感覺格外窩心。

　　下午的聚會，是即將結束實習的神學生講道，繼續上午十一奉獻

的延伸，在最後說了祝福、感謝的話，蠻感人的。希望這位傳道人在

未來能保持如是感謝、單純、有盼望、熱情的心，勇往直前、不畏艱

難、不怕挑戰、改變，有智慧、聰明，為主忠心，直到天家，得著主

耶穌所準備美好的賞賜。經過上下午的聚會，不斷將心中的重擔交託

給天父阿爸，心中平安、踏實很多，雖然這裡沒有熟悉的人事物，小

弟暫時遠離繁忙的事工、人際的交流，可以專心、安靜的與神親密。

　　第一堂課，黃雅雯老師海外志工的分享，因為小弟有參與，所以

很有感觸。我們在這很安全，卻很保守、固定、不太願意改變、害怕

狀況、不願意承擔更多風險，做得多、也很辛苦，但卻少有神的明顯

感動、奇妙帶領；但在那裏一切很不確定、很多攔阻、很多狀況、很

多的挑戰、變化，卻要時時依靠神、儆醒禱告，有更多神的恩典、奇

妙的作為。

　　在這裡物質豐富，心卻很忙、很累、不易滿足；在那裏物質缺

乏，心卻很輕鬆、很快樂、也很自由，容易滿足。感謝主，在那裏短

短8天，有62個慕道小朋友，1人得聖靈。富足使我們忘了世上需要的

人、自身的擁有，也失去了真正的快樂；安穩使我們失去了願意改

變、願意學習、勇於挑戰、更加依靠神的心；接受良好的教育、環

境，卻做得很少，使我們只懂得接受、而不懂得給與；彼此間輕描淡

寫的聚會寒暄、玩樂、聊天，卻沒有時常、深入的關懷、親密關係的

建立，十字的關係（神與人、人與人），也成了孤枝。

　　傾聽，真的很重要，基督徒常常有事就跟天父真神禱告，但未信

主的人，他們又可以跟誰說呢？傾聽，才能了解學生真實的狀況、問

題，雖然我們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但至少學生有一個可以抒發、信任

的對象，我們不僅將問題交託給天父，甚至進一步私下引導學生禱

告，讓神親自教導他們。適時的主動關懷很重要，也許只是一兩句，

但神就開路，案例的分享中，輔導老師的關心、問候：「假日生活好

嗎？」學生回說：很無聊，老師則進一步邀請她想不想來教會，學生

就答應了。這些小朋友，有些家境不是很好、或是單親，放假時父母

還要上班，沒有錢去補習、學才藝、娛樂，而父母擔心外面的環境、

怕小孩會學壞，所以只能在家上網、打電動、看電視。主的帶領，開

這位孩子的心願意來，而老師適時地關心，及平時關係的建立也發揮

了作用。

　　再來就是陳佩君老師的分享，除愛心、信心以外，還要有更多柔

和、謙卑學習的心。了解一個人，除了當事者本身的問題以外，極有

可能他幼時也是被害者，長大了很容易就由被害者變成加害者，這當

然不是說他們就可以逃避所犯的錯誤、沒有責任。而是在面對這樣的

人事物有多一分的了解，可以從根本的問題來著手、他們不僅要接受

懲罰、教育，更需要治療、輔導的，讓小時那個沒有被治癒、扭曲的

心理回復正常，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法。

　　對社會資源應用有更正確的觀念，最好、最直接的社會資源其實

是親戚、朋友、非營利機構，如果這些都能正常的發揮功能，政府就

不需要介入，但是很多社會問題的形成，其實和政府的政策、思維、

方向息息相關。還有平等不等於公平，公平與否是要看立足點是否相

同，例如大學考試看起來很平等但卻不一定公平，有研究顯示進入台

大的學生大都來自經濟較好的家庭，所以平等不見得就是公平。

　　社會資源原則要考慮到1.在地性2.個別性3.可及性4.便利性5.持

續性。在幫助孩童、年長無法完全自治者時，要考慮的不是只有需要

幫助的人本身，要考量到主要照顧他們的家人的心理狀態是否健康、

觀念是否正確。面對身心障礙者、老人，不應以他們是完全無能力

的人去看待，他們需要的其實是適度的幫忙而已；過度的幫助，反而

造成他們心理、生活自理能力的不健全。並且談及社會資源的權衡考

量、分類，使我們對社會資源的全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蕭有福傳道及羅聰緣執事在安養院的服事也很感動人，要很謙

卑、忍耐、柔和、有智慧。因為在安養院的老人有些會因失智改變性

格，脾氣或許會暴躁，與人摩擦、甚至破壞物品，說兒女要來看他，

但其實卻沒有、有的會一直跑出去想要回家、有的會有奇怪習慣等，

真的是很多的挑戰，我想要對傳道、工作人員說聲：「辛苦了！謝謝

你們愛心的付出，讓年長者能夠有一個安全、舒適、自由、有尊嚴的

生活。」提醒想去服務的志工要「遵守規矩、懂得禮節」，不要造成

院方、住民的困擾。

　　來到這裡，想得很多，受益匪淺，小弟和一些參與本次課程同靈

溝通後，建議那麼好的訓練，是否除了總會，其它各區（北區、東北

區……）能否開辦一場！愛心要加上專業，如同聖經說：「有了信

心……又要加上知識；」，但是不要忘了聖經說：「智慧的未必得糧

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

當時的機會。」所以即便我們有信心、愛心、知識，也要存謙卑、依

靠神的心，才能榮神益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聰明、自高自大，得人

的榮耀，將人引到自己的面前。

　　最後感謝神的安排，有這麼好的場地、天氣、住宿環境、餐飲，

也感謝教會、傳道、弟兄姊妹們的努力、愛心接待，我們才能在安舒

的環境來學習，願主紀念，平安！

後記

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於2015年11月21-22日在總會舉辦的志工特殊訓

練，共計51位參加，有來自全台各教會，從年輕的高中生到退休人員

一同來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