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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韓國釜山海云台教會來訪

大
小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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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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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日
˙社會組神訓班

  地點：總會

2月1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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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新任期總會負責

人、區負責人講習
(報到)

  地點：總會

2月20日

˙新任期總會負責
人、區負責人講習

  地點：總會

˙神學生寒假實習結
束

2月20~21日

˙總會負責人會(審議
104年工作報告及決
算)

  地點：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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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總會

3月1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3月4~5日

˙春季醫宣動員聚會

  地點：總會

3月5日

˙法制委員會

  地點：總會

3月5~6日
˙分段式教員講習會

（中區）

3月7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3月12日
˙第71-6次聯合代表小

組會議

  地點：總會

3月12~13日

˙分段式教員講習會
（中區）

3月14日
˙真理研究會

  地點：總會

3月25~28日

˙醫宣行

  地點：擬議中

3月28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3月29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灰姑娘成「公主」─員林獻堂禮側錄

God's 
      Love

2016年第一天，韓國釜山海云台教會的同靈，晚間11：27抵達桃園機場。一個小時後，總算看見吳

喜道傳道走出入境大門。雖然已經很晚了，韓國同靈們卻未顯露疲憊，親切的與接機的成員問候「哈利路

亞！」頓時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帶著訪客出了機場，合力放好行李、上車，大家用臉上的笑容展開了這

趟的旅程。

到達總會已是淩晨2點半了，趕緊帶領客人進到已安排好的寢室歇息，好為第二天的行程做好準備。

早上享用了北台中教會準備的早餐後，隨即參觀總會各樓層、單位，稍微瞭解台灣總會的現況，接著在北

台中教會守安息日。海云台教會同靈獻唱了幾首韓國詩歌，部分成員特別穿著韓國傳統服裝，增添不少韓

味；再與傳道長執負責人合影後，以歡喜的心一起用飯。

中午來到員林教會，先至會堂祈禱，並觀覽這座榮獲設計獎的美麗會堂，再和員林教會信徒同守安息

聖日。聚完會後，簡介了員林教會的沿革及會堂興建、設計典故，見證了神同工的奇妙恩典。訪問團獻詩

後，在新穎的會堂與信徒們合照，再移步到一樓分享點心、交通。傍晚抵達斗南教會，禱告、介紹，隨即

享用教會已準備好的美食。晚間7點又與斗南、大德教會的信徒詩歌聯誼。不分彼此，用詩歌頌讚主耶穌的

愛。會後，到期待已久的台灣夜市。雖然下了一點毛毛雨，攤位也只有一半，仍不減大伙的興致，品嚐了

許多道地的台灣小吃後，開心的回到斗南教會。

第三天早上道別了斗南教會，往阿里山出發。進入阿里山公路後，一路上陰雨綿綿，山間雲霧繚繞，

路旁還有台灣獼猴在樹上覓食，讓這些久居海濱的韓國同靈興奮不已。儘管外面有細雨，仍商請司機包弟

兄找個地方停車，讓大家駐足看一下山間的美景、拍照留念。到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身穿黃色的輕便雨

衣，乘坐森林火車，坐同一車廂方便照料。因為下雨，只能安排一些室內活動。午餐後，雨還在下，窗外

景色迷茫，也看不清美景。領隊提議以詩歌帶動唱，讓歡樂的歌聲迴響了一整車，就這樣開心的離開了阿

里山。雖然未見巨木、美景，感謝主！有神同在，就有平安、喜樂。

下午至梅山教會，因下雨已延遲。進入會堂禱告、介紹後，與信徒同享點心、水果及感情交流。要離

開前，剛好雨停了，眾人把握時間排好隊在會堂前拍照留念。上車時，又下起雨，就在雨中道別了梅山教

會的同靈，返回台中，晚上住宿總會。

第四天早上參加總會同工早禱會，介紹、合照後，啟程到日月潭。第一站到達向山遊客中心，趁著天

晴，走到向山眺望平台，飽覽整個日月潭的山水美景。接著來到水社碼頭搭船遊湖，天空雖已轉陰雨，但

在船長精采的解說，聽著日月潭的故事，完成了一趟美麗的旅程。中午在碼頭附近的餐廳，心滿意足品味

了當地特色的風味餐。

下午至仁愛教會，在會堂禱告、介紹及詩歌聯誼，用詩歌化作相同的語言。雖然不明白歌詞內容，

卻能共同體會。在參觀會堂、享用點心、水果及茶敘後，離開仁愛教會，前往埔里仁愛之家。到達仁愛之

家，禱告及介紹後，訪問團為院民們獻詩，用韓國詩歌慰問院民，給予親切的關懷。結束參訪之後，返回

台中用膳。

離開前夕，與北台中教會一同聚會、詩歌聯誼，是此次訪問的最後行程。不分北台中或是海云台教會

都用最優美的歌聲來讚美，唱出主耶穌在我們心中的愛。拍完團體照後，在大廳茶敘，熱情的交流。

第四天晚上11點，在總會一樓會堂禱告後，放好行李，驅車前往桃園機場。途中，大家輪流講感言。

有幾位團員行動不是很方便，有些擔心，在韓國教會駐牧卜傳道鼓勵下參加了訪問，行程中蒙神保守，越

走越順。隨行慕道一年的老師，出訪前還有些猶豫，現除了感動，也對真教會信仰更加堅定了。此行眾人

都很感動，感謝台灣教會的接待，讓他們滿載了屬靈的激勵和收穫。

到達桃園機場已是第五天的淩晨1點了，辦好報到及行李托運後，陪同送到二樓出境大廳。領隊、隨

員和韓國同靈互相擁抱，依依不捨的道別，彼此邊走邊揮手，目送到最後一位離開。

感謝神的帶領、看顧，雖然有時下雨有時晴，都是主耶穌美好的安排，一路平安順利。因著主耶穌的

愛，得到造就。希望來訪的韓國同靈們，除了帶回豐豐富富的感動、恩典之外，也要充飽電、加滿油，回

去之後繼續為主發光發熱。

感謝此行受訪教會信徒們的熱心接待，及隨行成員的協助，願主紀念大家的辛勞！（黃禧年）

　　2014年5月宏偉的新會堂，員林教會完工，藉由先使用，

發覺未完善之處，隨即改善、補強。即便裝潢尚未完成、地板

還沒有清潔、副堂也未整理好，頂著外表嶄新，可是內裡還「

灰頭土臉」。全體同靈動員，由舊會堂（原惠明街42號），遷

入二百多坪的新會堂（惠明街288號）；緊湊的工程、整理、

歸位、熟悉，慢慢就定位。

　　涵蓋一樓半圓成接待會客室，二樓半圓為負責人辦公室，

三樓半圓給宗教教育股當教員辦公室，四樓半圓貼心設計為婦

幼室，備有哺乳室、換尿布檯面，供給哺乳期間的姐妹使用，

五樓半圓則提供給校園團契學生使用……等。三樓大會堂完

成、二樓3間宗教教育教室完成、二樓後邊傳道房、傳道會客

室、副傳道房、管理員室也完成，一樓副堂（每週三晚間聚會

使用），兩側的禱告室皆整理乾淨。職務會就訂下2016年元月

1日舉行「獻堂典禮」為主軸，有目標、有方向，群策群力，

逐一按部就班的完成各項工作，同靈們心裡都期待──獻堂禮

的到來。

　　不到200名信徒數，總工程費8700萬（含土地、裝潢、冷

氣、招牌、設備……等），感謝讚美天上阿爸父，全台灣乃

至國外同靈，慷慨解囊、關心、奉獻。從動工至獻堂前，尚缺

2000萬，歷歷在目的恩典，讓原本藏身陋巷不起眼的員林教會

（未曾接待過訪問團）如今搖身一變，成員林市的特有地標，

連過路的民眾都忍不住駐足停觀。單聽駐牧七年之久，於購

地、採圖、籌款、發包、向地方政府、台灣總會文書往來，勞

心勞力的──蔡正群長老感動的細數神恩：「員林教會有今

天，真是青蛙王子還原身分，成尊貴的王儲，灰姑娘的故事，

重現於員林教會，最恰當不過了。」

　　2016年元月1日這特別的日子，有許多值得細數的故事與

恩典，先進駐一年多試用期間，漏水問題、冷氣不明原因跳

停、地下一樓車道油漆（總務負責親自邀三、兩同靈執行，著

實節省許多經費與更深化服事的觸角）。感謝主，舊會堂順利

於2015年10月份出售，售價還真的不辱信徒會議交付決定的價

格，僅差20萬，這將近1200萬的進帳，使得財務狀況輕鬆許

多，向總會借貸約5年的款項得以疏解，減輕許多孳息壓力。

加上北區、南區幾間教會陸續的無息借貸，讓員林的弟兄姊妹

滿心歡喜、快樂服事。尤其會堂外牆的清洗，本應花費10多萬

元，財務負責人真誠的登高一呼，當領頭羊，喚起約10位同靈

以把個月的時間，自行清理，完成幾乎不可能的任務，無不令

人感動，求主紀念。

　　所有設備就定位，會堂全面使用（週五晚間聚會上三樓）

，紀念品、刊物、清潔、動員加上籌備，人人派上場，個個都

安排。接待、帶位、停車場劃線（總務與教牧親力親為），自

己劃，自己安排，全為了──獻堂禮當天，把最美的、最整潔

的「聖殿」呈在主面前，甘心樂意的恭請天父真神悅納，如此

全體動員，將士用命，分工負責。

　　在2016年元旦當天，全體盛裝出席（弟兄淺色襯衫、打領

帶，姊妹盛裝）都為了迎接今日到臨。鋼琴聲響起，司儀耳提

面命會場順序，詩班都著劃一的制服，準備練習已久的頌讚詩

歌，和顏悅色的上傳至主面前。

　　教牧處處負責林章偉傳道證道勉勵與會的同靈，要追求聖

潔，服事才更有價值，更得神悅，個人如世上的光，點在燈台

上，如一座聳立在山上的城，為眾人看見，是不隱藏的「城」

，賣力的證詞憾動所有聚會的人。重頭戲首推──奉獻會堂、

祝福，由許東霖長老帶領會眾，慎重誠懇的高舉雙手，求主悅

納我們所作的、準備的，在南彰化的十鄉鎮（大村、員林、埔

心、永靖、田尾、北斗、社頭、田中、溪洲、二水）裡，如

頂樓十字架，高高被舉起，讓基督福音再興起於員林，與眾天

使唱和，蒙神悅、得人喜、不爭名利、不求己益，為傳得救福

音再出發，齊努力。壯觀的靜肅場面，不敢稍存私心，揚聲自

己，因這會堂是神的，是眾同靈的，是眾人的奉獻與付出，才

有如此榮景。

　　感謝神，慕名關心來訪的教會超過30間，每週、每月都有

固定入帳的奉獻，連慕道中（已受聖靈）的慕道朋友，也自願

的奉獻，在恩典上有份，在建造上有份，在屬靈上實質的參

與。不管自己來的、親友介紹的、收到傳單的、聽見廣播來

的，各型態的慕道友都來了！受聖靈的也特別多，所以員林真

是神所愛的教會，滿得主憐憫與眾人的關懷。

　　大喜的日子終究會過去，兩個小時的獻堂禮，代表了自5

年多前開工動土興建「員林真耶穌教會」再辛勞、再累，都等

到了這天，只剩方興未艾的內部軟體的補強，正一步步努力躍

進中。員林不再是簡單的小教會了，員林已如灰姑娘蛻變成公

主了，若大家「以身作則」相信全體弟兄姊妹必再受感動，朝

「大教會」的目標來努力，如詩歌的頌詞上達天堂，感動的眼

淚，不只是當下與當場，希望都肩負「責任」及不停歇腳步，

同心努力齊心向前，不辜負主耶穌的愛。（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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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耶穌在《路加福音》中，說了一個「好撒馬利亞人的比

喻」，受到世人的認同。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撒馬利亞慈善

基金會」，援助弱勢人士。例如在香港有「撒馬利亞基金」，

幫助窮人支付醫療費用，確保沒有人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得不

到適當的醫療服務。

此外，許多國家制定了「好撒馬利亞人法」，用立法手段

保護作好事的人。例如在美國，急救人士在搶救受傷者過程中

或隨後對方死亡，可以運用此法案撤銷死者家屬對治療者的法

律起訴，從而鼓勵人們對受傷人士施以幫助。「好撒馬利亞人

的比喻」對信徒有何教訓？茲簡略說明如下。

二、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路加福音》中，記載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

「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

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也就是律法的總綱是愛神與愛人。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

這樣行，就必得永生。」（路十25-28）

「永生」指進入神的國（路十八18、24）；「承受」指得

到、擁有。我該做什麼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這是信仰的根

本問題。一般人認為宗教是在教人行善，所以作善事，可以換

取永恆的生命。但《聖經》卻告訴我們：「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

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4-9）。所以我們為了感念主

拯救的恩典，願意回應神的大愛，能夠盡力愛神，並且願意愛

人如己，以愛作為生活方式，就能得到永恆的生命。

三、誰是我的鄰舍呢？

倘若律法師心存謙卑，欣然接受耶穌的話語，對話就此結

束。但律法師要繼續試探耶穌，他不敢挑戰「愛神」事項，只

好挑戰「愛人」事項。他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律

法師認為「愛人」是有範圍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去愛，於

是問耶穌如何界定「鄰舍」的意義？然後，耶穌以「好撒馬利

亞人的比喻」作答。

耶穌說：「有一個猶太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

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偶然有祭司、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

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

到店裡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

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

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路十25-37）

在耶穌所說的比喻中，面對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受傷，祭司

和利未人看見他，卻不願意幫助他。或許是怕觸著死屍而沾染

污穢，便不能在聖殿事奉，而且要行潔淨之禮；但更有可能

的，是二人皆缺乏憐憫之心。但是，最被猶太人仇視與看不起

的撒馬利亞人（約四9，八48；路九52-54），竟然會對受傷的

猶太人伸出援手，用油和酒醫治他的傷處，而且將他帶到店裡

去，交給店主照應他，還答應要幫他支付額外的費用。

耶穌問律法師說：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

的鄰舍呢？律法師明知是撒馬利亞人，卻不願意說出來，只

說：是憐憫他的人。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經云：「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

如己。我是耶和華。」（利十九18）「愛人如己」的「人」，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同胞、鄰舍、密友。所以律法師認為「鄰

舍」就是「同胞」，是指猶太人；而撒馬利亞人和外邦人都不

是「鄰舍」。耶穌想藉此比喻糾正律法師的觀念，愛「人」如

己是不限定範圍的。

祂在登山寶訓中說明，要愛我們的仇敵，為那逼迫我們的

禱告。所以我們若單愛那愛我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

吏不也是這樣行嗎？我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

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所以，我們要完全，像我們

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44-48）。基督徒連仇敵都要去愛，更

何況是那些孤兒、寡婦、患難窮乏的人、無力償還的人。所以

我們要擴大「鄰舍」的範圍，不是只愛自己的親朋好友，這是

「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要告訴我們的教訓。

四、結語

猶太人雖然口說遵守律法，但對於律法總綱卻沒有作到；

反而是被猶太人看不起的撒馬利亞人，真正把這律法付諸實

踐。律法的總綱是「愛神」和「愛鄰舍」，真正的愛心不是以

自己為中心，只愛那些可愛的人。耶穌對「鄰舍」作了新的詮

釋：要跨越種族、地域，是包括任何有需要的人。這是耶穌所

定的標準，也是基督徒應該努力追求的目標。因為「愛神」與

「愛人」與基督徒的得救，是有密切的關係。

本會效法「好撒馬利亞人」，設有「救濟委員會」，不但

救助教會中貧困的孤兒寡婦，也援助發生天災的社會大眾，幫

助他們度過艱苦的歲月。同時，也設「公益慈善事業理事會」

，成立埔里、大林長照中心，從事老人的安養與養護。理事會

對於原住民的照顧也是不餘遺力，除設有博愛幼兒園外，還幫

助設原住民學生的住宿、輔導，並提供獎助學金，幫助他們能

積極向學。

此外，「多加愛心團」是由志工所組成，對國內外偏遠地

區的弱勢族群，給予關懷和照顧。但願信徒能成為「好撒馬利

亞人」，可以多關懷「鄰舍」，在經費與愛心上給予支持。如

此，結合所有信徒的資源，積少成多，讓基督的愛能散播出

去，使更多的人能獲得關懷。（吳明真長老）

神學院專題講座–「閱讀與學習」

2015葡萄園讓愛飛翔公益義賣活動報導

感謝主，神學院於2016年1月10日（日），邀請陳明蕾姊妹，藉「
閱讀與學習」一題，介紹閱讀與學習的關係，並分享閱讀的技巧與藝
術，使我們能看重並更有方法地廣泛閱讀，預備自己成為更能學習的
器皿。

為什麼要關心閱讀？
陳姊妹首先提問：「閱讀到底有多重要？」事實上，閱讀與寫

作，不僅能藉其中的想像空間產生愉悅，使人獲得物質無法提供的精
神滿足，並可鍛鍊人產生較精準的文字理解力、駕馭力，從而使人在認
知、思辨、理解、分析、創造、洞察等學習能力獲得發展，因而在一生
各種挑戰中具備較高的生存能力。

換言之，閱讀能力幾乎可估算一個人未來的經濟能力，及其在社
會上安身立命的機會條件。

為什麼閱讀不靈光？
陳姊妹繼續提問：「哪些原因會造成我們閱讀的障礙？」陳姊妹

歸納出三種原因：首先，面對所讀文本，我們心中潛藏的內在抗拒，可
能讓我們愈讀愈失去耐心；其次，對於文本的專門領域、詞彙、背景知
識感到陌生，可能導致我們愈讀愈挫敗灰心；第三，雖可理解文本，但
文本過長而記憶力有限，導致我們讀到後面已忘了前面，造成後面理解
上的困難。

怎樣才能讀得更懂？
針對閱讀不靈光的原因，陳姊妹提供所謂的「B-D-A」閱讀策略來

加以突破。
1.	B（Before）：針對內在抗拒心理，我們可試著在閱讀之前，

設定適當的閱讀動機與目標。先自問「在讀了這個文本後，我應該知道
什麼？」；接著進行「審題」，即觀察主標題與次標題，預測文本重
點；然後作一次快速概覽，在概覽時標示出，哪些是我已經預測到的知
識，而哪些是我並未預測到的。此目的在於調節正式閱讀時的時間分
配，以便將有限的閱讀時間，投注於未預測到的新知識。

2.	D（During）：針對陌生文本的進入障礙，我們可在閱讀過程
中，不斷自問「作者到底要表達什麼」與「作者的觀點、立場為何」。
其次，我們需辨識文章的結構。對文章結構的掌握，將有助我們對此文
本理路進行重建。文章結構包括主題描述、故事結構（背景、起因、過
程、結局）、序列、對照比較、因果，與問題解決等五種類型。

3.	A（After）：針對長文本的消化與記憶問題，我們可在閱讀
後，先以文章結構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話進行摘要或重述；然後自我提問
推論性的問題、評論性的問題（例：如果我是內容中的……，我會……
？我同意作者嗎？作者這篇文章的價值與限制何在？），最後詰問作者
（例：為何作者要以這樣的方式來論述）。

而針對學科的學習，陳姊妹亦提供KLW讀書方法作為參考：
1.	K（Known）：關於這個標題，我已經知道哪些事情？我已有哪

些資料？目的是觸發自己既有的相關背景知識，幫助自己進入該文章。
2.	W（Want）：面對文本，現在我想要知道什麼？在現有的時空

條件下，我打算讀到什麼程度？
3.	L（Learn）：預留最後10%的閱讀時間，進行讀後評估，自問

「我有沒有達到所設定的目標？」

結語
閱讀是讀者在字裡行間主動尋求意義的歷程，也是一個從理解文

本，到運用所讀知識，乃至產生對美感的分辨與堅持的過程。因此，培
養閱讀興趣、習慣，操作閱讀方法，進而藉閱讀幫助生命中的某些問題
得到解決，是使我們生命不斷豐盛的資源。（神學生劉怡昀）

　　感謝神的帶領，2015年12月20日於台中市北屯區舊社公園，由（中
區）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和北台中教會攜手舉辦讓愛飛翔公益義
賣。義賣所得全數捐獻給台中私立惠明盲校，作為校園購買盲人點字書
籍之用。

【為什麼辦】

　　以往中區葡萄園的戶外活動，主要是讓在校園參加生命教育課程的
小葡萄（國中生為主）參與，通常方式為：上午戶外的大地遊戲等團體
活動，中午在鄰近教會用餐，下午就在教會舉辦福音茶會，藉此使小葡
萄親近教會、體驗禱告認識神。

　　2015年暑假，同工們討論著十二月要以什麼樣的型態去舉辦時，因
為一個《小小鼓手》真實紀錄片的廣告令許多人感動，也讓我們覺得生
命教育的落實，需要走進人群，應該從最基本的社會關懷開始。於是在
大家取得共識之後，便著手規畫公益活動。希望能做到以下幾點：

1.讓社會公益慈善單位，因為我們的小付出能得到幫助。

2.讓參與葡萄園的小葡萄擔任志工，一同做公益、實踐分享愛。

3.讓真耶穌教會的福音廣傳，使來參加的每一個人認識神、認識教會。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三27）

【事前準備】

　　活動準備中，北台中教會信徒為二手物資的主要來源，讓物資款式
多樣、豐富。舞台上的節目規畫是由葡萄園課活組負責策劃、執行。

　　12/5、19（六）安息日下午聚會後，葡萄園跟北台中教會的青教組
學員，一同到教會附近的店家去貼海報，放置邀請卡、分發邀請卡；感
謝主，幾乎每個店家都很願意幫我們宣傳。

　　物資整理方面，由於大家踴躍的奉獻及網路訊息的發送，不少民
眾、公司行號亦主動寄送物資至北台中教會，因此在活動前一日，由葡
萄園工作人員及北台中信徒協力整理物資。

【讓愛飛翔】

　　12/20當天，在上午8點半小葡萄（28位葡萄園學生報名及21位北台
中青教組學生，共49位）來到北台中教會準備義賣的相關工作：了解自
己義賣的攤位內容、練習詩歌。隨後步行前往舊社公園，同時各組按照
分配的路線，沿著路線分發宣傳卡。進入舊社公園後，開始將自己攤位
的桌椅物品擺放好。同一時間，惠明盲校的老師、學生到達做準備。

　　節目部分有豐原教會所組成的樂器團、北台中教會成人詩班、葡萄
藤詩班、豐原教會晨曦詩班獻詩、樂器獨奏、惠明盲校的介紹及表演，
還有活潑的帶動唱，以及葡萄園的戲劇演出。精采活潑，成功引發民眾
留下來觀賞的意願。

　　攤位部份，除了有惠明盲校的介紹，以及他們所準備的義賣品外，
還有北台中與豐原教會的美食攤，來自教會與民眾物資的跳蚤市場，葡
萄園所準備的遊戲攤等，十分豐富有趣。

　　當天因大家的愛心在現場總共募得現金132,805元，再加上之後的個
人奉獻，總金額是161,218元。讓大家的愛能夠飛翔，送到惠明盲校去。

【讓愛延續】

　　或許這只是一場小小的公益義賣活動，但對於葡萄園，及北台中教
會，這絕對不是一個只有付出沒有回報的活動。期盼社區的民眾能在這
當中，感受到真耶穌教會的溫度；期待透過更多不同型態的社會公益學
習，帶領小葡萄不只喜歡參與葡萄園的活動，而且更懂得關懷周遭的人
群，甚至能夠透過葡萄園認識這份愛的源頭──耶穌基督，乃至於最後
能進入神的教會，和我們一同成為神的兒女。讓神的愛不僅在你、我身
上，更散播到祂所交付給我們的世人身上。（中區葡萄園）

義賣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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