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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報
預告-文宣事工研習營

觸口祈禱所成立

  本教區已在2014年成立嘉平班、成功班之老人

生命教育日托班。2015年增設大橋班及瑞源班。

　　老人生命教育日托班，規劃適合高齡多元化的學

習課程與活動，除了擴展高齡者不同年齡層的伙伴，

並營造老人之間的情感互動。藉由聖經查考、才藝活

動的學習，增進老人自我價值的認同感，提升生活

樂趣及品質。志工團隊不定時的關懷訪視，紓解老人

心中的鬱悶，做好初級健康管理。藉著體適能活動及

掌握血壓狀況，儘早採取預防措施，促進身體健康機

能。

　　課程融入了生命教育，透過終身學習，讓長者活

得更有尊嚴、健康、喜樂，更加敬神愛人，將關懷服

務從教會延伸至社區民眾，努力達成福音拓展的目

標。

9月1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9月4~6日
˙中區埤頭/溪州鄉

  醫宣行

  地點：溪湖教會

9月5~6日
˙志工基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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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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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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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工從接待（食、衣、住、行）即可看出，「用心」：有滿滿

的恩典、「愛心」充足的情，使眾人都甘心樂意、分工合作、分層負

責，實屬不易。

　　「食」：雖小小一個餐盒，總是準時於用餐時間送達，接獲後溫熱

在手、感動卻油然心生。「衣」：行之有年的醫宣愛心義診行動，吸引

眾團員同工，因穿著醫宣團服它是個代表、榮譽、責任，蘊藏著「真耶

穌教會醫療義診團」之廣告，已經不只是打知名度而已，讓民眾與之親

近、互動、信任。

　　「住」：本團約50名同工，仍由全台西部各地（北、中、南）及台

東縣……等，齊聚花蓮秀林鄉銅門村（榕樹、銅光、文蘭、重光部落社

區）以放射形式的移動，不論來看診多少民眾，不影響本團隊的標準作

業程序，所提供的服務。只是夜月暮臨，倦鳥歸巢返回「小小區」三個

教會展出最誠摯的接納，令「棲」有其所，「臥」有其舖，「梳洗」有

處所，同工們皆有賓至如歸的滿心感動；其實「喜信愛心義診團」的醫

宣同工群們最能克難、最儉約，最不求工作服事以外的優質接待，內心

的感謝皆由主耶穌的愛而來，任誰都無法說長道短。

　　「行」：人力的遷移、載送、對教會都是一大考驗，但各教會事工

人員都睿智的全力以赴，10幾輛大、小車同步進行，真是屬靈的「部

隊」，為了福音的「聖戰」，各自在「專業」上提供了無可取代的價

值，願榮耀全歸主的名。

　　2015年6月5-7日三天二夜醫宣活動順利展開，花北/中小區、銅門

小小區：由銅門、銅光、南華、重光聚會點，都有我們的根據地，由宣

道組韋詠恩傳道負責，另有賴賢忠傳道、林有志傳道加上區負責簡明德

傳道，都同聚首關心，振奮了福音同工們的積極行動，所以逐家探訪

時，遇臥床或行動不便的長輩就專車接送；在訓練有素的默契裡，以言

語的問候、周到的禮節、親切的服務，讓各站的民眾都樂於來會場掛號

看診而絡繹不絕。

　　東北區醫宣同工團契成立也屆10多年了，對於整體的服事聯繫，讓

我們看見了順服與團結，縱向、橫向聯繫，教區、小區、教會搭配，

不分彼此，驚嘆……需要車輛時它隨即出現；用餐時（點心），桌子上

已琳瑯滿目、水果誘人；需要翻譯時（太魯閣族語）就有人在旁；需要

搬運醫療器械重物時，年輕人「隨伺在側」立馬搬運；從總務工作的建

制，到庶務工作的繁忙，「紀律」與「口令動作」，都令人臣服、欽

佩，願主紀念諸位同工的付出。

　　安息日早上7：30聚會，韋詠恩傳道勉勵眾同工，當效法保羅，學

做──福音的執事（弗3：7），即有「握住」，投入、把握之意，照著

神給的恩賜，運行的大能，將自己獻上，蒙神悅、人得造就，這就是福

音工人應有的想法與裝備。

　　下午安息日聚會在文蘭村多功能活動中心，一同分享（太14：

22-33）當主耶穌在海面上走，門徒驚懼喊叫：「是個鬼怪！」，主連

忙回答：「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對啦！門徒跟隨主約三年時

間，很多時候也做出錯誤的判斷，將至尊的「師長」夫子耶穌，錯認為

鬼怪……？令人惋惜，若不是主及時更正、安慰，在群體中秩序一亂，

團隊必定瓦解，前功盡棄；虧有大師兄──彼得：「主，如果是你，請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信心的高低起伏，時常可窺，但要

持之以恆卻不容易，彼得信心正強時，平穩如主耶穌安步於海面，但剎

時風浪再起，信心動搖，當然腳下無倚，必沉海底……害怕時大喊：

「主啊，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他，教訓說：「你這小信的人哪！

為什麼疑惑呢？」；比對於滿懷勇氣跳下，行走於海面上，多麼強烈的

心志……可是當風浪再起，考驗隨臨，「失足」在所難免，還好彼得的

呼求：「主啊，救我……」，試問有多少人，遇難滅頂還覺自己可靠，

更不懂得呼求主來救我呢！

　　「喜信愛心義診團」一路走來，從得到信徒們的認同，納編成台灣

總會宣道處是既定福音事工，建立組織、設有奉獻專戶（特志奉獻）。

最大的成長是：「磁吸效應」，它吸引了在學的學生，也組醫宣學生團

契，它吸引了「新枝」，足補「老幹」交替，它傳承了當代福音同工的

服事出口，它匯集了眾人的心志。當然也慢慢顯露不足之處（例如：

醫療器械、車輛、醫護/醫技/醫事的專業……等，都需要更新、需要添

補、新枝老幹的傳承）。

　　期盼醫宣同工群們，謹慎的走，不誤判形勢，不驕縱自滿，在無法

取代的價值（榮耀歸神）裡，不斷的努力、互相提醒；掛診人多時（病

患）仍以標準作業免費提供服務，掛診人少時（病患），操練團隊搭配

功能，求主帶領「喜信愛心義診團」的每一趟出團，每到之處，皆可大

聲告知：「這裡有神的愛」，願主紀念大家的付出。（茁石）

榕樹醫宣，告知「神的愛」

腓利門書房新網站介紹
    腓利門書房的新網站上線囉！讓弟兄姊妹更方便找書、訂書，內容有產品搜尋、購物、新書

資訊等，並且支援手機平版瀏覽器介面。書房也會陸續將更多產品放上去提供弟兄姊妹使用，歡

迎教會同靈、負責人、長執傳道多多利用本網站訂購書房各類產品、叢書。

　　若要到我們網站，請輸入網址http://www.philemon.tjc.org.tw，或是在搜尋引擎上輸入腓

利門書房，即可找到書房的網站，也可以用手機掃瞄QRcode：

【中南區】申請成立隸屬教區之觸口祈禱所乙事，准予自2015年7月1日起成立。

一、各項聖工人員名單如下：

    教牧股　　鄭義山弟兄。

    總務股　　梁明輝弟兄。

    財務股　　胡志明弟兄。

二、駐牧傳道：田靈生傳道。

三、教會住址：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梅花三路70號。

願神帶領觸口祈禱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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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宣處為推廣青年文宣事工，特別在暑假期間開辦繪本寫作、繪圖及攝影的研習課

程，鼓勵有興趣並立志在文字宣道上奉獻一己之力的同靈多多參與。

在各教會的事工或活動中，不但事前需要海報的宣傳、插圖的美化，事後也需要文字

的描述及影像的傳達，這些都是文字宣道的無形力量與軟實力。

透過老師們的耐心教導，學員相互的切磋，在短短不到兩天的研習中，我們不只在技

巧上更進步，也在靈修中更長進。期待您抱著作主工的心情，與同好們於八月28日晚上8

點在台灣總會相見歡。（詳情請見各教會的公文、8月份聖靈月刊的封底，或文宣訊息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jctwlm/）（幸運草）

◎腓利門書房網站的主要界面↑  

東南區長青生命教育日托班

God'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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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有基督的生命，在基督裡應充滿朝氣，正如
同歌羅西教會，自從聽見福音，真知道神的恩惠，教會就結果增長
（西一6）。

   帖撒羅尼迦教會雖然在大患難中，卻因神的權能、聖靈及他們充
足的信心，使福音不斷廣傳，成為亞該亞和馬其頓所有信主之人的榜
樣（帖前一5～8）。

   但是也有些教會因為偏離真道，失去基督所賜的恩典，教會不但
不成長，反而退步了！保羅曾為了加拉太教會靈性退步而擔心，他甚
願再為他們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他們心裡。

   因此教會在成長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導致教會退步了？「三
呆」的事奉是教會退步的主因，若能翻轉「三呆」的事奉，將為教會
帶來活力。

     何謂「三呆」？就是指呆人、呆事、呆物。                                                  

   所謂「呆人」指事奉人員死板不靈活，缺乏屬靈的活力。「呆
事」指該做的聖工，沒有去做，讓聖工停滯不前。「呆物」指對教會
的財物任其閒置不用，或沒有妥善運用，造成浪費，影響聖工的發
展。

   若能翻轉三呆的事奉，所做的合乎神旨意，必看見神的榮耀彰顯
在教會中。

1.翻轉呆人
   教會中若充斥許多「呆人」，他們儘管熱心參與聖工，教會仍不
見增長，甚至做久了就心灰意冷，面對聖工避之唯恐不及，乾脆也逃
避聚會。

   為什麼會有如此現象？當我們回顧主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
並且頒佈大使命，門徒一定大感興奮，滿腔熱誠，要為主做大事。主
卻對他們說：「甚麼也不要做，只管禱告，等候上頭來的能力！」這
對門徒而言，是信心與順服的操煉，他們終於決定藉著禱告等候聖靈
的降臨，果然主的聖靈在五旬節那天降臨，他們大得能力，教會在短
短時間內蓬勃發展。

   今日我們仍然深信聖靈的大能，但是在推展聖工中，卻忙於用自
己的熱心、才幹投入工作，而缺乏耐心等候聖靈的充滿及教導。有時
撒但也會讓我們自誇自己的學問、地位、與事奉的經驗，而輕忽聖靈
的帶領，如此我們的靈命自然會萎縮，成了「呆人」，做起事來事倍
功半！

   因此教會發展當記取以西結所見「平原枯骨」的異象（結卅
七）。神命令先知以西結向骸骨說預言。他說了，就有風好像氣息吹
過那些骸骨，骸骨就有了生命，且變成一支強大的軍隊。這個預言，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時應驗了，聖靈把初期教會變成基督強大軍隊，凡
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變得心志堅強、信心堅強、禱告堅強、愛心堅
強，有能力勝過罪惡和自私，有能力勝過逼迫，積極為主作見證。

   今日真教會是繼續使徒時代的工作，應當珍惜晚雨聖靈的工作。
尤其教會中的聖職人員應以身作則，讓聖靈的風吹起，使每一位信徒
都充滿聖靈，即使懦夫也都會變成勇士，那時人人都會有使命感，看
清主的託付；也會有責任心，積極投入聖工，教會中就不會有閒置的
人才！

2.翻轉呆事

   人在安逸的生活中，容易產生墮性，缺乏進取，往往例行公事；
至於教會是否增長？有人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為由，不在乎增
長與否；有人以為增長的因素牽涉太廣，如制度、人事、經費、訓練
等問題，一時理不出頭緒來，而產生消極的心態：「多做多錯，少做
少錯，不做不錯。」結果造成該做的工作，沒有去做。教會中就堆積
了許多「呆事」，這是教會增長的阻力。

 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時代，若不能未雨綢繆，把握當下，未來將會
面臨許多老人失去妥善照顧，造成家庭與社會問題；又因少子化的問
題，將來投入事奉的年輕人力不足，影響教會聖工的推展，我們要勇
於面對問題，擬定聖工推展的先後次序，才不致於空忙一場，結果一
事無成。

   當耶路撒冷教會不斷增長，行政問題越來越複雜，使徒們眼見危
險迫近眉睫，屬靈聖工已受影響。於是彼得說：「我們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徒六2）他們作出明智之舉：選出
七位又屬靈又夠資格的弟兄負責行政，沒有因照顧孤寡影響了搶救靈
魂的工作。若是本末倒置，教會就無法增長！

   因此我們當求神給我們有屬靈的洞察力，衡量事情的輕重緩急，
使教會聖工循序漸進，不再有「呆事」存在。

3.翻轉呆物
   在主耶穌所講的「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裡，讓我們明白那領
一千銀子的僕人，沒有忠心處理主人所託付的錢財，結果被主人所唾
棄。對於今日教會的牧者而言，是一大鑑戒。

   有些人對於財物問題看作不甚重要，或視為世俗的事情。事實
上，從舊約到新約，對於錢財的功用，無不給予高的評價，教會不能
沒有錢財，也不能不憑著信心靠神領受所需用的錢財，然而有了錢
財，如何管理？如何運用？乃是教會的重要聖工之一。

   教會財務的管理，不可損及信徒奉獻的熱誠，教會的經費富裕時
應適時妥為運用，若只為生息而存入銀行，而忽略運用在教會的宣牧
事工上，實是本末倒置，假如所屬教會經費已充裕有餘，應主動支援
各地教會發展聖工所需的經費，或世界宣教的事工。管理財務的人員
應有「教會一體」的觀念，如同馬其頓的教會在捐助其他教會所顯出
甘心樂意的心，真正做到把自己有餘的，可以補其他不足的教會。如
此基督的身體才能健全的發展。

    論到物品的管理，購買時不但要做到「物美價廉」，同時也要做
到充分使用的程度，不應有閒置的現象，例如會堂的建築蓋得堂皇高
大固然可以榮耀神，但是廣大的空間，經年累月的閒置，實為可惜。
我們應思考會堂不只是作為崇拜之用，更應積極日夜打開大門，作為
宣道之用，從服務社區民眾，進而引導人們看到生活困境在於內心罪
的問題，若能認罪悔改，靠主的寶血得以赦罪，就能看到生命的亮
光，活得精采（徒四12），教會就成了社區的明燈，榮耀主的名。

結語：
   我們要面對教會中呆人、呆事、呆物的問題，靠聖靈的帶領，勇
於擔當；若能翻轉「三呆」的事奉，就能帶領眾信徒，人人展現屬靈
的活力，事事有人做，然後日夜打開教會大門，吸引人們認識救恩，
必能感動列國的人樂意奉獻，這時就會看見神的榮耀彰顯在教會中。
（林永基長老）

翻轉三呆的事奉

灣橋教會之「進擊冒險王」品格體驗營

行政處事務科業務簡介

新編讚美詩「欣賞版」的製作歷程

事務科工作類別較繁雜，如水電、機電、發電機、電話、水池

水塔、汙水池、昇降機、廚房伙食、照明、土木、木工、來訪接待

食宿、大小會議食宿接待，垃圾處理、資源回收、環境整理等。

各項工作運作說明如下：

1.水：水提供大家飲用及洗滌清潔，需維持供水正常運作。遇

有漏水，事務科先緊急自行作補漏；必要時，再請專業人員處理。

沒水時會先檢查水塔，再檢查水池裡的馬達是否能正常運作，

若馬達故障，則切換備用馬達先抽水使用，再請廠商來維修。

2.電：提供空調、昇降機、照明，馬達、網路、清潔等使用。

平常維護使其供電正常。注意每月電費是否異常增加，與上年度同

月份作比較，以瞭解增加或減少用電原因，作為改善參考，並視情

況更換節能燈具及家電。

3.機電：從台電進入本大樓的電壓22800V，經過變壓成為

220V/110V符合電氣規格使用，每月廠商依合約定期保養。

4.電話：目前電話系統已使用24年，轉接、鈴聲、話質等已狀

況連連，雖有固定廠商維護，畢竟太老舊非更新不可。今年五月經

過三家比價，選擇價格較合理、技術成熟的廠商承包，並簽兩年免

費保固合約。

5.發電機：東西兩棟大樓各ㄧ組，分別為300KW及80KW，廠商每

月定期保養，保持堪用狀態，以備不時之需。

6.水塔水池：每年固定請清潔公司清洗，颱風過後水質較混

濁，視情況增加次數。

7.照明：因為電費高漲，原T8老舊燈具老化，逐步改為T5燈

具，約省三成電費。

8.昇降機：與三菱電梯簽約，每個月定期2次保養，緊急狀況時

則隨叫隨到。

感謝主，到目前為止都沒發生過任何危險問題。

9.伙食：由廠商承包煮三餐，兩桌以下得不開伙。

10.各種大小工程，從提案、招商、發包、施工、完工、驗收及

請款等。

11.接待：國內外教會同靈來訪的接待，食宿、開車、租車接

送、行程安排等。

12.會議：聯總、台總各種大小會議的食宿安排，會場布置，茶

點準備。

13.各教會汽機車買賣、etag申請、網路、電話申請，各種申請

文件用印寄送。

14.各教會汽機車稅費單、停車費單、etag欠費單、違規罰單等

寄送。

15.公務車管理：目前有3.5t貨車ㄧ輛，客車五輛，都有專人保

管維護。無論驗車，定期保養，故障維修，洗車打蠟，etag處理，

保險出險，公務派車等。

16.清潔：東側大樓分兩組，ㄧ人負責三樓以上樓層之清

潔、DIY維修、寢室整理寢具汰換清潔。另一人負責二樓以下至B2清

潔工作，且需每天打掃清潔，隨時保持乾淨狀況。西側大樓ㄧ人負

責清潔、寢室整理寢具汰換、DIY維修。

17.承辦非屬各單位的事務及臨時狀況處理。

目前大樓使用已24年，各種設備已漸老舊，維修頻繁，花費逐

年增加。

事務科編制四人，為維護兩棟大樓正常運作確實不容易，但

我們都樂意盡本分來作服事，願大家都能配合制度運作，為我們禱

告，所做能榮神益人。

在棕樹文教基金會及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支持下，灣橋教

會及嘉義高商的高中志工學生，尋求嘉義縣圓崇國民小學的場地與

行政支援，7月6-9日於嘉義縣圓崇國小，舉辦進擊冒險王品格體驗

營營隊。參加人數：高中服務員11人，國小學生14人，工作人員20

人。

教師、高中生在6日集體訓練，為7-9日支援活動各種課程作準

備。活動開始嘍！學生快樂報到，從臉上看到他們的滿足。運用品

格教育講座模式以及探索教育之體驗活動，又加入了音樂、生命見

證、冒險趣味活動等的元素於營隊活動內，期待與會的學生們更能

珍惜所擁有的，經歷愛，學習誠實，願意付出愛，並實踐在他們的

生命及待人處世中。

這是第一次與嘉義縣圓崇國小合作舉辦進擊冒險王品格體驗

營。期待與會的孩子們除了得到良好品格幫助，透過演講、影片欣

賞、遊戲活動、聚焦引導反思討論，讓學生暑假有一個愉快的營隊

團體生活。圓崇國小表示喜歡接納，並熱情邀請2016年再合作。

由台總聖樂科籌劃製作，全部由本會的弟兄姊妹自己編曲、
錄音、製作完成的讚美詩CD專輯。內容豐富而多樣化，包含了各
種器樂與人聲，所以將它定位在「欣賞版」；我們還有許多進步
的空間，並朝著既定目標努力。目前第一片已經出爐，從讚美詩
第一首至二十首，期盼大家「先聽為快」，並敬請期待即將陸續
完成的系列作品。

一、源起

起初召集參與聖樂研習營事工人員擬定製作方向，於2012年
開始編曲及錄音，2012年度錄製了25首作品，內容包含先前聖樂
研習營演出過的讚美詩改編曲，多為趙珮君老師編曲，此25首尚
未按順序錄製，因考慮按順序出版故沒有在當年發行。

次年錄製並補齊讚美詩20首以前的曲目，許多從未編曲過
的詩歌著手開始找人編曲。由於本會具備有能力及成熟度的編曲
人才不多，加上聖樂科出版品以古典音樂為主體的曲風，更增加
了音樂寫作上的困難度。錄製讚美詩之前，小組成員會依當年的
錄音進度，將每首讚美詩擬定適合的編製及風格再尋找可編曲的
人。

二、條件

擬定讚美詩的編製有三個考量點，包括錄製的可能性、可編
曲的人選及可錄音的場地。

(一)錄製的可能性包含可用的樂器種類及演奏人員的技術成
熟度，學音樂的人多但可錄音的人少，錄音有別於台上演奏，錄
音需要不斷的要求錄到最好，各地找來的錄音人員很難有時間相
聚排練，只能各自練好於錄音前在現場合奏、考驗彼此的默契。
總會聖樂科期待與箴言詩篇聖樂團加強溝通協調，以便能固定的
排練與演出，若遇到技術不成熟的錄音人員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
間、精力及錄音費用。

(二)編曲的人選除了成員知道可用的人員以外，透過現有參
與編曲的同工介紹，找尋教會中其他有編曲恩賜的同靈。由於都
是志工，往往無法如期完成作品，有時拖延半年甚至一年，影響
審核及練習，因此必需要建立人才庫，並且透過編曲者的默契與
溝通，盼能改善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同時提昇自創編曲的水準。

(三)錄音的場地除了專業錄音室之外，總會地下室的寧靜是
首選，如果有管風琴的曲目則會到桃園教會進行錄音，但桃園教
會的環境較吵雜，也影響錄音的品質。若選擇錄音室錄音，要考
量是否先練好再進錄音室，否則花費可觀。有管風琴又有寧靜的
錄音室，是當前非常需要的設備。

三、過程

平均一個工作天可錄製3～6首曲目不等，通常一片的曲目至
少要花5個工作天。錄音人數越多花費的時間越長，人員技術上的
不成熟花費的時間也更久。有時候完成錄音，進入後製才發現沒
有錄好，必須在錄音室進行補錄甚至重錄。

完成所有的錄音之後再來就是進錄音室進行後製作。一次完
整的演出往往是最理想的版本，但若演奏人員有技術上、體力上
的困難就要採取分段錄，而分段越多進錄音室剪接的時間越長，
很多時候都要拼拼湊湊才能將一首曲子順暢的接起來，而一片的
曲目至少要花2個工作天完成剪接，後製完成進入母帶製作後期，
完成的成品便是進壓片廠的母片。

四、願景

錄音事工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腦力、時間及經費，在忙碌
的社會裡找尋可參與製作的團隊及時間每一步都是困難重重。求
神帶領，也期待弟兄姊妹多多代禱，並能大力支持聖樂科這項聖
工，相信在更多同靈的共同努力之下，必能逐步提昇真耶穌教會
的音樂事奉水準，榮耀天上的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