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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2013年）

　　我的名字是布祝（阿卡名），中文名是趙美

芬，今年16歲，住在泰緬邊境山區的民模村。屬真

耶穌教會民模教會的信徒，大概在2年多前（2011

年）某一天，我和姪女因為不想去教會聚會守安息

日，暗自騎著摩托車載著姪女離開民模村，到外地

村莊去遊玩。

　　在路途中，我們經過許多蜿蜒的山路，正當我

們要往下坡行駛的時候，不知何故，摩托車忽然失

控，車子前輪先撞到路旁，眼看著摩托車要往左邊的山丘直衝下去時，坐在後座的姪女，迅速

地跳下來，跌倒在路旁，幸好她頭部沒有受傷，只傷到腳。而我和摩托車竟奇妙的倒在路的中

間，沒有衝下山去，且本身傷勢也不嚴重。更慶幸的是，當時沒有車子經過，不然的話我們就

會被車撞到，可能會受重傷，甚至失去生命。

　　我們都知道這是出於神的愛與管教。經過這次的教訓，我和姪女從此就很認真的去教會聚

會禱告，並且向神來認錯。也立志要多讀聖經，為主做工，不再貪玩！我們真的很感謝神的保

護和看顧。

　　願一切榮耀歸與主耶穌的聖名，哈利路亞，阿們。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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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報
7月1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7月2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7月7~26日
˙神訓班大專組

  地點：總會

7月8~10日
˙學生團契主任家屬

聯誼

7月14~16日
˙2019年真耶穌教會

喜信生命體驗營夏
令營

  地點：樂野教會

7月24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7月27日
˙宣牧會議

  地點：總會

7月28日
˙第83次聖職人員代

表會議

  地點：總會

7月29日
˙第152次總會負責人

暨傳道者聯席會

  地點：總會

7月29~30日
˙傳道者進修會

  地點：總會

7月31日~8月4日
˙聖樂研習營

  地點：總會

8月5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8月6日
˙常務負責人會(108年

上半工作報告)

  地點：總會

8月7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小組長訓練

  地點：總會

8月8~14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大一、大二、大三班

  地點：總會、彰化、

　　　　大德

8月10日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

8月16~18日
˙文宣營

  地點：總會

8月19~23日
˙神訓班社會組

  地點：總會

8月24~25日
˙總會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8月25日
˙神學系、志工班入學

考

  地點：總會

8月27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桃園教會C據點福音事工分享

God's Love

God's Love
108年新按立長執
教區 教會 姓名 按立 按立日 按立人

北區

林口
邵銘恩 長老 03/16 車富銘長老

吳以諾 執事 03/16 車富銘長老

鶯歌 王蒼祥 執事 03/30 張恩哲長老

中壢 張豫強 執事 04/14 張恩哲長老

南崁 孔智雄 執事 04/13 黃誌新傳道

關東橋
林玲修 長老 04/20 侯恩源長老

陳恩豪 執事 04/20 侯恩源長老

內壢 林振雄 執事 04/20 賴英夫長老

大同 賴天格 執事 05/04 王明昌傳道

南勢角 楊謙柔 執事 05/18 陳錦榮傳道

中區

北臺中 陳立人 執事 03/31 林永基長老

臺中 邱景恩 執事 04/13 羅約書亞長老

西臺中 蔣惠珍 女執事 04/13 黃東文長老

中南區

新美 楊國強 執事 03/31 趙明洋長老

朴子 黃靈清 長老 04/14 邱義雄長老

大林 沈憲昌 執事 04/13 趙明洋長老

南區
和順 廖豪中 執事 03/16 吳光明長老

喜樹 黃永道 執事 03/30 黃仁德長老

東北區 碧候 松語謙 執事 03/30 簡明德傳道

東南區

忠智
劉嘉恩 執事 03/10 羅約書亞長老

孔智杰 執事 03/10 羅約書亞長老

成功 胡清發 執事 04/20 劉英祥長老

臺東
廖嘉牧 執事 05/05 吳光明長老

張謙信 執事 05/05 吳光明長老

西區

大灣
李良僕 長老 03/23 謝溪海長老

李永生 執事 03/23 謝溪海長老

紅香 曾榮華 執事 03/30 李盈朱傳道

自由 林木深 執事 04/21 李盈朱傳道

　　新按立長老執事以扶持

聖工，誠如聖經所言：「或

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

導。」（羅十二7）；「我

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

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

道理傳得全備。」（西一

25）；「因為善作執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

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

有膽量。」（提前三13）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

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

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

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

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

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

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

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

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

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

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

冕。」（彼前五1~4）

　　請全體教會及同靈為新

按立的長老、執事代禱，求

神加添智慧、能力，盡其職

分，榮神益人。合照長照班的一天 長照摺報紙活動

　　本會是在2018年1月起，經由葡萄園協會輔導成立樂齡據點，

當時是每個月第四週的週四上課，每次上課人數大約20多位。同年

6月，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同工從桃園市社會局同仁口中，得知目

前政府有開放讓教會團體來申請長照C據點，並且邀請我們去聽取C

據點說明會，以便盡快申請。於是匆促準備申請表格、證明文件和

計劃書，在職務會全力支持之下，以教會名義正式向桃園市政府申

請成為C級巷弄長照站。

　　感謝神，祂為我們開啟了第一道門，在2018年7月順利通過C據

點申請，並獲得政府經費的補助。後來才發現，在我們之前，早已

有許多基督教派，都已經申請通過，並且如火如荼地招募許多鄰里

長輩到教會參加據點課程。

　　正如以色列百姓要跨越約旦河，即將進入應許的迦南地之前，

官長們對百姓說的話:「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

約櫃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書3:4)。2018年8月幾位同工蒙主親自帶領，在完全沒有任

何據點開辦的經驗之下，憑著信心走上這據點事工。因此這艘長照

據點的船就這麼搖搖晃晃的啟航了。

　　感謝船長主耶穌為我們掌舵，當此據點一開辦，竟然口碑不

斷，本會長輩們更是一個拉一個來參加，使學員人數迅速攀升至

五六十位，此時，面臨了一個重大的抉擇，就是維持現狀，單純地

對內照顧好教會的長輩就好呢？還是願意放膽轉變思維，成為教會

對外的新形態福音據點，藉由長照據點來吸引社區鄰里的長輩，進

到教會來認識神呢？ 

　　當小弟把這個想法告知職務會時，職務會成員都相當支持，應

該要走出去，帶領更多長輩進到教會來。於是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首先在每週四據點上課前，安排由同工到教會附近巷弄廣發課程

表，接著同工一起回到會堂同心禱告，並且在課程前後增加悟性禱

告，共餐前也增加謝飯禱告，而且就放膽在課程中講見證、聖經故

事和聖經智慧小語，來直接分享這份信仰的寶貴。

　　於是我們看見主奇妙的作為，從2018年9月份開始，每週的據

點上課，都會看到新的非主內長輩來參加。這些可愛的長輩，來第

一次之後通常就會繼續再來，甚至還會帶另外一半或是朋友再來，

因為他們都說，這裡的課程好棒、人都好熱情、感覺好溫暖，好想

再來。就這樣，據點的人數又攀升至七十位以上，而且其中一些長

輩，也開始來參加安息日聚會，成為真正的慕道友了。

　　2019年4月，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告知，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新

政策，他們要把桃園市各地的C級巷弄長照站輔導升級成為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並要求必須增加電話問安或關懷訪視的業務。因此我

們便配合政府，於5月正式申請成為桃園市桃園區的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自此，神又開了第二道門，神也藉由據點的升級，提醒著我

們，這個福音據點是該加速向前航行了，因為可以做的福音工作更

多了。於是除了原本在巷弄廣發課程表來邀請鄰里長輩之外，我們

得以正大光明地用據點的名義，深入地來對非主內的據點長輩做居

家探訪和電話問安，讓福音拓展到長輩的家中。

　　神的帶領還不只如此，由於參加據點的教會長輩有一部分是長

青詩班成員，這些詩班成員經常會在據點上台吹奏陶笛，於是便

有一些非主內的長輩，督促我們開設陶笛班。同工馬上提議，可以

安排在安息日中午開設樂齡陶笛班，讓有興趣學習陶笛的長照長輩

們，能夠踏入教會來吹陶笛，我們便可獲得更多機會，順便邀請這

些長輩到會堂參加聚會，拉近他們與教會的距離。果不其然，神就

感動了這些還未信主的長輩們，一方面來學陶笛，另一方面又願意

留下來參加安息日聚會，都不用我們再去邀約，真是感謝神。

　　目前每週四會在桃園教會開設6小時多元之身心靈課程(包含共

餐)。與其他的據點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的據點每次上課都會安

排2個小時，是由執事、負責人或是北區葡萄園協會的樂齡講師，

透過心靈分享課程或是專業課程，自然地把信仰帶入到長輩們的耳

中。

　　在這段將近10個月的日子裡，我們面對著許多未知的狀況和困

難，包括撒但對同工持續的攻擊和阻擋，或是用一些小事破壞據點

的和諧，但是同工們都從不願放棄，反而互相鼓勵、彼此代禱、向

神呼求，而神也從不間斷地為我們開路，使據點仍能繼續向福音之

海航行。而許多弟兄姊妹，在見證到這麼有意義的據點聖工之後，

心裡也都被神的愛所激勵，無一不樂意無私地奉獻出他們的時間和

體力，來協助據點的各項服事。

　　另一方面，據點的許多教會長輩們，也同樣被神的愛所激勵，

願意無私地去關懷那些非主內的長輩們，向他們作見證，於是眾同

靈們一同在這個據點的時空之下，參與了意義非凡的福音工作。令

人欣慰的是，最近社會局的輔導社工來巡視我們的據點之後，直誇

說這個據點是她所見過辦得最好的單位，我們滿心喜悅，並願為此

將榮耀歸給神。

　　未來，我們據點的目標有兩個，一個就是成為長照據點師資的

培訓單位，對內為教會的據點課程來服事，對外則能有資格到其他

長照據點上課，就有機會把神國的福音傳播給更多的據點長輩。另

一個目標就是鄰里宣道，透過長照據點的延伸工作，帶領更多鄰里

長輩及家人認識神。

　　期盼各地教會，若你們有資格和條件能夠向地方政府申請經營

長照據點，請放膽去嘗試，相信你們必能在這當中看見神的旨意和

美好的見證，阿們。（桃園教會 尤恩民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