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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成教會沿革

   

羅原團契時期
   「羅原團契」是指居住於羅東地區一帶原住民
信徒組成的教會屬靈團契。民國70年代起，陸續有
來自於南澳、旅北團契、花蓮、台東、嘉義、南
投、苗栗等地區的同靈，遷徙至羅東、冬山以及蘇
澳地區就學就業。值此時期，信徒們為了尋找並親
近教會，來到羅東教會參加聚會。

   當時，駐牧於南澳鄉和羅東教會的傳道者，教
區區負責人，以及羅東教會的負責人及信徒，本著
愛主愛弟兄姊妹的心，也不斷地關心原住民同靈的
信仰。民國80年代初期，有了團契的雛型；90年代
初期，成立「羅原團契」。

祈禱所時期
北成社區階段

   95年10月8日，租用羅東鎮北成社區民宅，成立
北成祈禱所。為顧及社區內住戶安寧及使用空間的
因素，96年2月遷至冬山鄉現址。

冬山鄉階段（現況）

   在冬山鄉冬山路五段租用一棟三樓店面，作為
現階段聚會場所。

   97年3月成立北成盼望詩班。100年1月1日起，
總會來函，北成祈禱所正式隸屬於東北教區辦事
處。

北成教會成立
   104年6月1日，核准正式成立北成教會。目前，
一面籌措自有財源，一面尋找合適標的物，作為永
久聚會點。

歷任負責人
95年10月~97年5月

教牧︰賴主生  總務︰豐連達  財務︰趙慧貞

97年6月~100年5月

教牧︰賴主生  總務︰豐連達  教育︰夏金玲  

財務︰鄭秋蘭

100年6月~103年5月

教牧︰彭敦正  宣道︰林勇傑  教育︰趙慧貞  

事務︰方天木  資訊︰方天順  財務︰林華

103年6月~106年5月（現任負責人）

教牧︰彭敦正  宣道︰林勇傑  教育︰趙慧貞  

總務︰方天順  財務︰林華

歷任駐牧傳道
胡清明傳道（095年10月~095年12月）

翁輝明傳道（096年01月~098年12月）

賴安泉傳道（099年01月~101年12月）

陳木群傳道（102年01月~103年12月）

陳健源傳道（104年01月~至今）

   願神帶領北成教會，對內加強人才的培育，做
好牧養的工作，對外廣傳福音，以榮耀主名。

   一位基督徒在他的一生當中使人感動的

事，乃是他過聖潔的人生、得勝的生活。馬可

福音十四章三至九節記載：「有一位婦人拿一

瓶非常珍貴的哪達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

耶穌的頭上。主耶穌說：這位婦人她做在我身

上是一件美事……普天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

福音，也要述說這婦女所做的以為紀念」。當

一位基督徒走完他的一生以後，有留下什麼給

後人懷念，我想：「這就是一件美事」。

    美事人人喜愛，卻不一定人人可為；一個

人因為他對國家、社會、家庭、教會有奉獻，

他的作為會讓人懷念，這是很美的事，「傳福

音報喜訊的人，他的腳踪是何等的佳美」（賽

五十二7）。一位基督徒不但要為主傳揚福

音，也要在這個社會留下美好的見證，來榮神

益人。

   主耶穌稱讚一個窮寡婦捐出兩個小錢，說

她奉獻的比許多富人所獻的更多，因為眾人都

是自己有餘，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

不足，卻願把自己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

二十一1-4）。為了永生真神的家，就是教

會、亦即耶穌的身體（弗一23），盡己所能而

奉獻是很寶貴的。寡婦所獻雖少，但竭盡所

能，值得稱讚。

   教會既是主耶穌的身體，我們為了報答主

的大愛，盡己所能而奉獻，使主的身體（教

會）散發馨香，是何等佳美的事？有多少人能

效法獻上香膏的馬利亞，甘心奉獻，全部做為

聖工發展之用？我們都體會到馬利亞要做這美

事是早已立定的心願，只是等候時機罷了。我

們立志行事，都是真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為要

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一切的工作，都是

為了主而努力。

   要完成一件佳美的事，有時是必須把握機

會，付出代價的。美事可以流傳千古，就如馬

利亞打破貴重的香膏，澆在耶穌身上所成的美

事，極為後人所傳揚。然而要作成這美事，是

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智慧，一個人的信仰會影響

他的一生，求主幫助讓我們有美好的信仰來面

對我們的人生。（王明昌傳道）

作一件美事

  104年度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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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新按立長老、執事

7月5~24日
˙神訓班大專組

  地點：總會

7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7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7月8~10日
˙學生團契主任眷

屬聯誼

7月16~22日
˙東部區兒教組教

員講習會

  地點：花蓮教會

7月25日
˙宣牧會議

  地點：總會

7月26日
˙第79次全體聖職

人員會議

  地點：總會

7月27日
˙教會發展理論與

實務研討會

  地點：總會

7月28日
˙主管工作會報

˙第144次總會負責
人暨傳道者聯席
會

  地點：總會

7月29日
˙全體傳道者座談

會

  地點：總會

 

8月3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8月3~6日
˙第16屆聖樂研習營

  地點：淡水

8月4日
˙常務負責人會(104

上半年工作報告)

  地點：總會

8月6~10日
˙第18屆大專校園團

契幹部訓練

  地點：總會

8月10日
˙高教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8月10~14日
˙神訓班社會組

  地點：總會

8月16~21日
˙大一先修班

  地點：總會

8月20日
˙常務理事會/理事會

  地點：總會

8月22~23日
˙總會負責人會(神學

系、長執志工班入
學考試／入學資格
審定)

  地點：總會

8月25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8月28~30日
˙文宣營

  地點：總會

8月29日
˙法制委員會

  地點：總會

8月31日~9月3日
˙神訓班長青組

  地點：總會

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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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他，到了他那

裡，要留住他，不要他離開他們。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

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於是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路

四42-44）。

   真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註：或作“救贖的”）

（徒二十28）。教會是有主的道路、真理、生命實質的屬靈恩賜的地

方，從今時直到永遠（約十四6）。

   聖經裡面也特別讓我們認知：教會是神屬靈的真帳幕（啟廿一3；

約一14；結四十八35；啟一12-16）；教會是基督屬靈的新婦（羅二

29；腓三3；弗五26-27；林後十一2；啟廿一9-10；歌六8-9；弗五

31-32）；教會是基督屬靈的身體（弗一23；西一24；林前十二27；羅

十二5；林前十二20、25；弗四4）；耶穌基督是屬靈教會為首，祂是頭

（西一17-18；約十五5；西二9）；教會信徒也是聖靈的殿，信徒靠真

理的聖靈所組成的教會也被稱為聖靈的殿（林前六19；三16-17；弗二

22；林前十二4；弗四4；彼前二5；徒一8；四31）；教會是真信徒屬靈

的母親（加四22）；教會是永生神的家（提前三15；弗二17-19；弗四

6；來十二9-10；林前十二6；弗二19）；教會是主的真葡萄樹（約十五

1-6）；教會是主屬靈的羊圈（約十11、14、16、26）；教會是末世屬

靈方舟（來十一7；彼前三20；彼後二5；創六14-16、22；太廿八20；

加一6-9；約三5；多三5；彼前三20-21；弗一14）……。能夠進到真教

會享受主恩典，是一生中最寶貴最美的賜福。

    未信主的人，因為教會弟兄姊妹被主的愛激勵，有使命感的藉著平

時的好行為，展現生命之道的光輝，不斷的以生命影響生命，積極的進

行個人佈道，將福音傳親戚朋友，帶他們來到教會參加聚會慕道，參與

教會的各種福音活動，進一步得聖靈，並認識真理而決心受洗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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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排教會信徒白日或

晚間會堂沒有聚會的時間來教會義工值班，希望能夠把握教會的人力安

排，而適度的對外開放，讓路過的人，能有機會進來教會的空間，接受

我們泡茶、咖啡……的服務，讓我們有機會和社區民眾互動的機會，聊

聊信仰、真理與見證，這行動其實也是很好的傳福音行動。

    教會花那麼多的錢在硬體的設備上，若只是週間隔日的晚間聚會和

安息日聚會、宗教教育上課、團契聚會……，因此應該依各教會之人

力、財力、物力多利用教會空間，推動教會全體動員，多舉辦各種不同

年齡層次的宣道聖工，如：

一、宗教教育宣道聖工

    1.兒教組：(1)說故事比賽。(2)聖經知識比賽。(3)畫畫比賽。 

(4)音樂營。(5)科學營。

    2.青教組：(1)生命教育。(2)醫宣動員。(3)課後輔導。(4)網路 

學院。(5)網路讀書會。(6)外語查經班。

二、團契宣道聖工
1.社青團契：(1)婚姻輔導。(2)心靈健康講座。(3)詩歌事奉。

  (4)音樂營。(5)課業輔導。(6)醫療義診。(7)家庭婦女輔導。

    2.中堅團契：(1)逐家佈道。(2)生命教育。(3)插花。(4)書法。

    3.長青團契：社區老人關懷（老人日托）

三、總務（事務）股
專業志工：(1)美容美髮。(2)法律小組。(3)建築小組。(4)網

路小組。 (5)營養食品。

四、家庭聚會小組（由家庭帶到教會）
    1.禱告組：請小組的信徒禱告一個月，求主感動，知道應帶領那些   

未全家信主的家屬，或是那位親朋好友來慕道。一個月後，把各  

組信徒認領未信者的名單交給傳道者。

2.關懷組：小組長提醒信徒採取關懷行動（探訪、聚餐、出   

遊……），關懷未信者的生活，從關懷中瞭解未信者生活中需  

要幫助之處，從信仰上著手，再給予適當幫補。

3.跟進組：當未信者感受到信仰的可貴時，就帶領他參加家庭聚

會，或是適當的各種聚會。必要時請宣道股提供必要的協助。

4.慕道組：鼓勵未信者參加慕道班，引導他更進一步認識得救要 

  道。

  5.受洗組：引導慕道者，接受主耶穌為救主，領受重生的洗禮。

五、福音組
  1.週佈道。2.月佈道。3.室外佈道。4.分發傳單。5.網路社群            

宣道。6.影音佈道。7.福音茶會。8.慕道班。9.初信造就班。 

  10.見證禱告會。11.靈恩佈道會。

結 語：
    主升天前吩咐門徒說：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註：“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真理的聖靈降在聖徒的

身上另一重大目的是傳福音：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8）。因為我們活著就是基督，我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啟

十四13）。(陳錦榮傳道)

傳福音是真教會的重點工作

教區 教會 姓名 按立 按立日 按立人

北區

新莊 粘天富 執事 3/14 賴英夫

簡傳芳 執事

山佳 黃政治 恩治執事 4/19 吳靈恩

東園 謝忠志 執事 4/19 蕭順從

三峽 李昌明 執事 4/25 陳得力

中壢 林宜盛 執事 4/11 羅真聲

南崁 施忠義 安得烈執事 5/2 王明昌

內湖 陳以彥 執事 4/11 黃誌新

孫心怡 女執事

林口 張勇生 執事 1/3 張恩哲

林聖福 執事

宋明山 執事

竹東 周瑞宏 執事 5/23 林永基

許正雄 約翰執事

南區 南門 傅宏榮 執事 4/25 吳光明

永康 郭尊舟 執事 3/29 黃仁德

十全 楊禮嘉 執事 2/24 侯恩源

陳博仁 執事

東北區 銅門 呂來英 底亞女執事 4/12 車富銘

羅世平 真恩執事

東南區 三仙 武成文 長老 4/25 劉英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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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母愛子女是天性，但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六
4）；（箴廿二6）也告訴我們：「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古聖賢在《三字經》中也說：「養不教，父之
過，教不嚴，師之惰」。而神的兒女，塞特的子孫們，也都是在「求
告神的名」中，生育他們，養育他們的（創四26）。

  但神的愛是完全的赦免和包容，不偏愛人的（約十三1、34~35）；
祂願人人得救、得福，也不願有任何一人失落了（六39；提前二4；
彼後三9；創十二2~3）。

偏愛會忽略了神的應許
  （創廿五21~23）中記載，因為利百加不生育以撒就為她求告神：
「他妻子不生育，就為他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
子利百加就懷了孕。他們在他腹中彼此相爭，他就說：若是這樣，我
為什麼活著呢【或作我為什麼如此呢】？他就去求問耶和華。耶和華
對他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
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這時神已明顯的告訴他們夫妻，未來
所安排的應許。但在孩子長大之後，夫妻卻有所偏愛：「兩個孩子
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
裡。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創廿五
27~28）

   以撒為了口腹之慾，忽略了神的預言和應許。這時的以撒，不只
老眼昏花，恐怕連心眼也渾沌昏迷，也就看不見神的指示了！（創廿
七1~4；太六22~23；詩ㄧ一九18）。而利百加更是不惜以欺騙的方
式，和願意承受咒詛來換取對雅各的偏愛。這種自以為替天行道的行
為模式，豈不就是「作惡以成善」的最佳寫照？！（創廿七5~17；羅
三8）

偏愛所造成的惡果
   以撒夫妻的偏愛，也逐漸地衍生了家庭的悲劇。當以掃知道長子
的名分被雅各以欺騙的手段奪走之後，就「怨恨」雅各，並「欲殺」
雅各才干休（創廿七41）。也為了避免兄弟殘殺，以撒夫妻不得不要
求雅各離開家庭，遠走到他們的外祖彼土利家裡，從此利百加所偏愛
的雅各，在她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了！雅各這一走，和他的母親真是
「生離死別」！（創廿八1~2）

    雅各本身就是偏愛的受害者，但他卻也公然偏愛他的妻子拉結勝
似愛利亞（創廿九27~35）；然而他所偏愛的拉結，卻也因難產而無

法和他白首偕老（創卅五16~20）。可見神的選民不遵守訓勉，心存
成見，行事偏心，是為神所不喜悅的（提前五21）。

偏愛是對神的不信
  「偏愛」，就是隨私慾之所好而為，即偏離了神的訓勉，這就是對
神的「不信」。（來三7~15）特別提到以色列百姓在曠野中，是因硬
著心惹神發怒，是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的神離棄了，結果他們就
倒斃在曠野之中，無法得到應許的迦南美地！

   以利尊重（偏愛）兒子過於尊重神，也因此被神所厭棄。因
為「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藐視神的，他必被輕視」（撒上二
30~32）；從此，以利不但不能再擔任祭司的工作，在他的家中也受
到了咒詛，再沒有一個老年人了。

當效法主耶穌無私的愛
    當我們還為罪人的時候，耶穌基督就為我們眾人死，這就是主耶
穌無私的愛（羅五6~8）。保羅也告訴我們：「你們該效法我，像我
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1）。他為了使人得福音的好處，效法
基督的謙卑、順服、忍耐、包容和赦免。所以我們若沒有「基督的真
愛」，一切的恩賜、財富、知識，都是無用的（林前十三1~13）。

   亞伯拉罕無私無偏愛地獻上他的獨生子給神，終於蒙神的喜悅，
得享屬靈和屬肉的福氣（創廿二9~19）。主耶穌也告訴我們說：「我
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約十三34~35）。

結論
   所以雅各書二章中告訴我們：「偏心待人，就是用惡意斷定
人」，「愛」是不按外貌待人，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
律法定為犯法（雅二1~10）。試想！這是何等嚴重違背神命令的犯
行？！因此，主耶穌在（太五43~48）中提醒我們：「你們聽見有話
說：當愛（偏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
（完全的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
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
義的人。你們若單愛（偏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
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
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樣。」（蔡正群長老）

論「以撒夫妻的偏愛」

從聖經中看音樂的事奉（二）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

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

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啟19:5-6）

按著神學院課程的安排，在5月17日（星期日）上午舉辦本學

期第二次專題課程，由谷錫恩老師繼續分享「從聖經中看音樂的事

奉（二）」。課程開始後，首先是神學院輔導主任趙宏仁傳道的分

享：「對神的事奉有許多層面，而音樂事奉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向

神獻上我們的讚美，也讓自己獲得安慰，使我們在信仰上得到莫大

的造就」。

而接下來，在谷老師的分享中，他引導神學生去思考，在未來擔

任傳道的牧會工作中，若遇到教會的同靈在音樂事奉觀念上有衝突

時，該如何面對呢？又該如何引導呢？當所謂創新的或非傳統聖樂

形態的音樂事奉要進入教會的崇拜時，我們持有的態度是如何呢？

當年輕的同靈開始將原有的聖樂歌詞，套在流行音樂的曲風上並要

帶進教會時，我們又該怎麼辦呢？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4:24）

」這段經節是聖經所教導的崇拜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崇拜要用心

靈，且是受聖靈引導的心靈崇拜。而誠實的崇拜又是什麼呢？是在

真理教導下的誠實拜神。以聖靈引導的心和真理的誠實，來進行我

們在崇拜中的任何事奉，也當然包含音樂的事奉。因此，當我們面

對多樣化的音樂要進入教會事奉時，都能有一致的教導原則。

流行音樂確實能使不少現代的人受到感動，但感動是很主觀

的，重要的是教會的音樂事奉，必須能將人引導進入敬拜的氛圍

裡。因此，不是說要完全推翻多樣化的音樂事奉主張，而是要整理

和選擇。教會的音樂事奉，是要呈現在神的面前，那就要思考在所

獻上的音樂中，是否包含了強調自己的成分了。

當人在神面前不敢強調自己，怎麼會在音樂事奉上強調自

己。乃是要從內在「靈裡」的禱告、頌讚，推展到外在「悟性」

的禱告、頌讚。而在課程的結尾時，趙傳道分享了約翰福音6章63

節，對於教會音樂事奉的分辨，是從真理的標準去分辨，在聖靈中

作判斷。

感謝主耶穌的恩典，使神學院的師生有兩次寶貴的機會，聽

到谷錫恩老師在「聖經中的音樂事奉」方面的美好分享，願主紀

念。更懇求主幫助帶領我們，使我們在教會的音樂事奉上能蒙神悅

納，榮神益人。（神學生 江有謙）

聖經的輔導知能──談憂傷療癒
聖靈月刊七月新專欄介紹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生命的必經過程，且是無可避免的考驗。

約伯記也說：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五7）。

當人面對苦難、挫折和憂傷時，很需要他人的陪伴與協助。
有鑑於此，《聖靈》月刊一直希望能透過文字的分享，帶給幫助
者智慧，為受操練者帶來面對的力量；因為，唯有全體一起剛
強，個體才能得到安舒。

謝秀芬老師從事社會工作研究與教學近40年，深感來自歐
美所發展的社會工作，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甚深。從對人的關
懷，到工作時所遵守的倫理價值，和依循的哲理，都是基督教的
思想之實踐。

幾年前，謝老師就想撰寫一本結合聖經的輔導知識和技能的
書，沒想到，直到退休後才得以實現。

本專欄：「聖經的輔導知能──談憂傷療癒」，係根據聖
經的教訓及古聖徒和先知的事蹟，預計以十五章左右的篇幅來
介紹，牧養關懷的原理原則，對人性和生命的看法，當貴重的器
皿，瞭解羊群的景況，關懷的技巧與方法等等。願此專欄，能使
憂傷者，達到自我療癒的目的；使願意為主所用牧養，關懷弟兄
姊妹者，學到輔導的知識和技能。願神的靈感動我們，在適時、
適地、適人中，得蒙神的幫助與同工。（淑華）

2015年度音樂會【彌賽亞】
箴言‧詩篇聖樂團暨管絃樂團本著傳佈美善的理念，藉由

發揚聖樂來高舉主名。

1.主題：彌賽亞選曲

2.時間：104年8月2日（日）晚上7:30起

3.地點：臺中中興堂

請各教會本於真教會共同之福音事工，全力惠予宣導，並
鼓勵信徒帶領慕道者踴躍參與。願神悅納我們的擺上，並堅立
我們手所作的一切工，阿們。

「青春無悔」─青少年福音營
在協調租借員林教會旁的社區活動中心，臨時用網子搭建的漆

彈場，天羅地網般地圍起來，所有學員按著編妥的組別，在教練的

哨笛聲中開始PK對打，一時槍林彈雨，砲聲隆隆，場中央也擺設臨

時的掩體，四散亂竄的有色子彈飛來飛去，兩邊的人員盡可能躲藏

著，緊靠掩體，就怕曝露在外的手臂或臀部中彈，漆彈雖沒有「殺

傷力」可是萬一中彈也會瘀青紅腫；場內緊張的氣氛，和著音樂節

奏，就連在場外觀戰的我們，也跟著緊張，在暫停射擊的幾秒中，

各組必須有一代表去搶自己的「旗標」，以便計分，不論是男生或

女生，都非常有勇氣與快速的移動，且掩避自己以免中彈……。

是阿，本營會課程中對於主題「青春無悔」的教導，藉此反

覆接收訊息，各傳道人、講員皆不斷提醒，青春不留遺憾！敢做、

敢當，但務必謹慎腳步，畢竟生命的守護只有一次，回應主的憐愛

之揀選，絕不讓自己失落在罪惡的「洪流之中」不斷複製，惡性循

環，正如躲避漆彈，盡全力保護好自己、利用掩體避彈，也需適時

的「攻擊」，誠如保羅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同靈：「要穿戴神所賜

的全副軍裝，來敵擋撒但的攻擊……手持聖靈的寶劍……殲滅仇

敵！」（弗6：11）；若不裝備好，即露出被傷害的脆弱，導致受

損，有生之年，甚至趁年輕更該靠聖靈保護好自己，可以滅那空中

屬靈氣的惡魔之詭計。

感謝主，宣道處按工作計劃，上半年「全國青少年福音營會人

才訓練營」，於104年5月23-24日順利於中區員林教會舉開，按各

教區輪流辦理，一方面可呼應各區青少年福音事工人才之儲備，把

主內有志高中青年整合起來（也鼓勵帶未信同學來參加，可以與將

來進大學之大專校園團契銜接，又可接軌中南區高中喜信社之志工

服務，與「喜信生命教育志工團」作無縫接軌，在校園（國中、小

學）生命教育場域，在喜信生命體驗營隊中的輔導幹部，事先訓練

人才預作準備。

傳道勉勵，可以做聖工是恩典，更是福氣，成長要付出代價，

本營隊「青春無悔系列」邀請到教牧處處負責林章偉傳道，以主

題課程──百戰百勝──勉勵70名與會學員，要有如大衛戰勝巨人

歌利亞般的勇敢，平日就以負責任靠神得勝的心志，為父親圈牧羊

群，可以赤手撕裂來襲掠小羊的獅與熊，安然於曠野獨處，只靠琴

弦解憂，不畏外在的壓力、不憂內心的恐懼，與神親近相伴；當獲

知非利士人罵陣討戰，以色列眾軍兵卻無人敢站出來，單看歌利亞

的外在，足令將士們驚恐怯步，畏縮躲避，反觀神靈同在的大衛，

外表看似乳臭未乾一介青少年，涉世未深，卻不願神的名被辱，生

發雄心壯志，所以自請出戰，最終令眾人刮目相看……隨選溪流「

小石子」、加上牧童玩耍用的「機弦」，甩一顆石子即命中歌利亞

額頭，令其喪命倒地，鼓舞了以色列軍隊，趁勝追擊、反敗為勝，

全賴天上真神幫助；今日我們亦當靠主剛強，青春少年可以是積弱

的「電腦前玩童」，亦可成為「民族大救星」。

「Who am I ?」──我是誰？在彎曲悖謬的時代裡，操練自己，

珍惜身分，立志成世上的鹽、世上的光，主要我們如明亮晨星，將

天國好信息傳給世人；瞭解自己，年輕人明白自己要什麼，穩站現

今世代？該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其實更重要，尋得生命價值，釐

訂生命目標，才能昂首於罪惡的世界，不同流合污，隨流失去，將

來更蒙主悅。

嘉義高商黃雅雯老師（專任輔導教師）主講「男女大不同」

，尊重神造男、造女，性別不同、尊貴性不同、功能性不同、承擔

的生命責任也不同，哺育下一代「分工」也不同；體力、能力、智

力、眼力都不盡相同，生命短暫，認識神權必尊重自己，尊重者必

得福，課務組與活動組設計主題課程，必讓所有學員帶來不小的造

就才是。

守望禱告組，奉行每小時15分鐘的禱告（自早上9點～晚上9

點），感謝主看守眷顧，真神的恩典明現，在戶外課程打漆彈雨就

停，上室內課程時卻雨勢磅礡，內外皆宜不受影響；主賞賜有兩名

外邦學員受聖靈（一嘉義高商學生，一慕道孩子），主與我們同在！

36名幹部與總務群工作人員，加上員林教會負責人，信徒鼎力

相助，本營會圓滿達成任務，週日下午4點30分閉會式後結束，大家

依依難捨終須離別，期待暑期有些校園營隊需要人力，大家相約再

同工聚首，倍感欣慰，願主帶領這批青年，保守心懷意念，將來備

妥自己成──基督精兵，任主差遣！（羽亮）

Forever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