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 約 1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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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最大的軟弱是在最強的得勝之後！ 這讓我們清楚的看見，我們若不知道緊
緊的倚靠 神，只不過是一個邪惡女子的聲音，就能勝過數百巴力假先知的怒吼！
以利亞為什麼會驚懼而逃？我想是因為他極其的勞累與睏盹，以致心靈軟弱。所以
接下來我們看到上帝要他安睡，並賜給他食物，而且是重複二次。詩篇四十六篇告
訴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 耶和華那位名為「我是」的是上帝。

神在他疲憊的

時候讓他休息，在他軟弱的時候用微小的聲音對他說話，告知他真相。
在 主裡的安歇，是從新得力的秘訣，但願我們都能在疲憊睏盹之時懂得學習，如
何在 主裡安歇。

2018 年貴格會年議會

2018 年度主題：重新得力
a. 更加落實各教會讀經及禱告生活。 ( 落實 )
b. 牧者同工之間關係修復，真實連結、彼此相顧。 ( 蛻變 )

日期： 2018 年 8 月 20 日
時間： 10:00~17:00
地點：海山教會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 96 號 3 樓

c. 以神的話語為基礎，回應時代議題，在真道上站立得住。 ( 成長 ) 電話： (02)2957-9374

費用：教會代表 500 元
師母、 PK 、退休牧者免費

菲律賨訪宣心得 中區中心教會 廖金河牧師
感謝神，由於我師母乳癌術後確認，不需化療，只
需直接作荷爾
蒙冶療，因
此， 3/5-10 意
外有機會隨
團，參與了聯
會舉辦的菲律
賓南島宣教牧
者退修會，實
地造訪了新成
立維薩亞斯宣教區，看見宿霧和薄荷兩間基地型的教會
的發展現況，也與當地 ? 際負責開拓牧養的牧者近身接
觸，知道他們的需要，也更知道如何他們禱告？並回來
在教會傳遞負擔！
這趟訪宣行程緊湊，停駐教會交通時間不多，但訊
息彌足珍貴！沿途配套安排著名景點觀光旅遊，很好
玩，也很累，挑戰我師母的體力極限，還好一切都非常

南區 活水教會周湘雄牧師

完好！

會通過 3/6-10 「菲律賓宣教退修會」後，我就開

當 1/16 執委

特別回國後，有機會透過網路，再和葉保國傳道線

始責備自己，因為真的不會辦這樣的退修會，應

上交通，方知教會的開始真是神的恩典； 5 年前他支身

該怎樣報名？如何繳費？又如何與旅行社交涉？

來台灣宣教神學院進修時，結識戴坤益牧師及林文華牧

怎樣與宿霧教會聯絡 ? 我完全摸不著頭緒，只有

師，經過異象交通孕育後續在中部維 ? 亞區的開拓呼

不住的禱告。感謝神的憐憫，開拓部林文華牧師

聲，神憐憫使用他 70 多歲的器皿，在當地招聚了菲律賓

願意盡力協助，特別是旅行社方面，還有與宿霧

同工加入開拓，美事也就成了！

教會（宣教士）聯絡等事宜。此外，訂購機票，

這是貴格會在菲律賓拓展的新興宣教區，聯會投入
的資源並不多，但教會的成長卻是非常顯著茁壯，有真
是神的作為！

不如想像的容易，尤其在過年前後的旺季。在
此，要再次謝謝林牧師的協助。
3/6 早上我們搭第一班高鐵從嘉義到機場，因

為飛機上沒有供應食物，到了宿霧立刻去參訪
「曼德威貴格會」，此時已經又餓又累，晚上住
入飯店已十點多了，下車前導遊說：明天早上 3:
30morning call, 四點出發去看大鯊魚（豆腐鯊）。

由於這二 - 三個月身體一直不舒服，所以我們就向
導遊請假，全天在飯店休息，讓體力恢復，並且
看完一本書「討神喜悅的教會」。

每天我們都在遊覽車上「團體靈修」，而我分享「基督徒生命更豐盛的秘訣」 ( 約 10:10)
一、要有蒙福的思想，要用神的話來保守我們的思想。 ( 箴 4:23 ；可 9:23)
二、要有永不放棄的信心，我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 羅 10:17)
可見通道（信心）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我們要效法巴底買一樣，要有永不放棄的信
心，這樣神跡才會發生。
三、要有從神來的夢想 ( 箴 29:18)
沒有異象（夢想、願景），民就放肆。凡沒有夢想的人，在苦難中就容易灰心、挫折、走不下去。創世
記中的約瑟，為什麼被兄長出賣為奴隸，他能熬得過來，因為他有夢想；為什麼被女主人陷害下到獄
中，他能熬得過來，因為他有夢想。神兒女都應該有從神來的夢想，三十多年前，我們曾去美東拜訪棣
老牧師，他為我取了一個英文名字 Joseph ，我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我從小到如今曾吃過很多苦，
約瑟是我學習的榜樣，因他有夢想，所以他熬過來了。感謝神的憐憫，這幾年，我無論在教會服事或家
庭生活都看見 神實在恩待了我，因為我有從神來的夢想。
四、要常說積極的話語 ( 箴 18:21)
我年輕時，一遇到困難，就會說死了、死了、死定了、慘了、完了、算了，一直歎氣，唉 ? 結果就越來
越苦，後來聖靈透過箴 18:21 告訴我，要講積極、正面、肯定、鼓勵、祝福、感謝、讚美的好話，所以
現在我常會對自己說「我是蒙福的人，我是苦難打不倒的人，我是被恩典追著跑的人，我相信美好的事
一定會發生的 ? 」
整個行程中，令我興奮的是「浮潛」，當我躍入海中看到繽紛美麗的
海底世界，也繞蟹船遊了二圈，後來因為喝水了，滿口都是鹽水，使
我不得不遊回船上，看到許多同工在海中興奮喜樂的樣子，心中也充
滿興奮與喜樂。
3/10 要搭機回家了，清晨四點鐘大家拉著行李上了遊覽車後，心想大
家都太累了，就讓大家補眠吧！不料，導遊竟然問「早上是不是也要
唱詩歌呢？」，於是又開始讚美神，接著分享詩 121 篇，盼望主保守
我們平安回到家。
感謝聯會主席及執委們的支持與代禱，讓我們能順利完成菲律賓宿霧
宣教退修會，更感謝神打開我「宣
教的眼光」，期盼儘快帶短宣隊前
往服事！

-- 大坪林教會 黃莉琄姊妹 第一次參加姊妹退修會感覺非常好，
吃得好，睡得也好，也有響導導
覽農場生態，肉體靈裡都得飽
足。
此次專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師
母自身經歷信心禱告，而蒙神奇

專注

妙帶領的見證。等候十四年才懷

認真

孕生子，期間有人建議她吃藥或

尋求

人工受孕，她都沒有做。當她去
傳福音時，有人說你信耶穌，為什麼耶
穌不給你生個孩子 , 師母心理受到很大的
挫折。但師母跟他說等我四十歲就會生
了。 師母跟上帝禱告給她一個孩子，耐
心等候中，結果上帝就賜給師母一個又
聰明又乖巧的女兒。金師母說上帝精心
的製造一個這麼美好的孩子給她，她很
滿足也很感謝神。
要與神同行就要天天勤讀聖經，多多禱
告親近神。既然禱告交託神，就要相信
不可有懷疑的心，並耐心等候。

~ 新埔教會 王子瑜
在基督裡真的是有滿滿的恩典，感謝主在每年的五月
份帶領我們貴格會的姊妹們在繁忙的生活中能齊聚在一
起，也感謝貴格會的師母們，用心的安排，讓我們在主的
愛中學習分享，不但能洗滌我們的心靈，更能在信仰上更
堅定我們的信心。
今年的靈修會在宜蘭頭城休閒農場舉辦三天兩夜，農
場坐落在山中，景色迷人，不得不佩服那造物主的偉大，
特別的是我們晚上享用完飯店的美食後便散步到後山，後
山的螢火蟲如同天上的繁星點綴了整個森林，最棒的是晚
上課程結束後，回到房間就是我們姊妹大家肢體連結分享
心得的時刻，一起討論神的話，

屬靈饗宴

一起分享生命的見證，在聖靈的

『澎湃』大餐

讓我們的感情融洽，最後我們彼

帶領下，我們心靈得到安慰，更
此代禱跟主連結，因為有神的同

心得飽足

在我們心中充滿平安與喜樂。
在三天兩夜的課程安排中，有姊
妹的見證分享，金師母的專題分
享（與神同行），其中的內容讓
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談到『信心的禱告』，啟發了我對
禱告有更不一樣的看見，就是禱告要堅定，不要心懷二
意，也不要沒信心的讓自己的禱告不明確，要有十足的信
心跟主求告，只要我們叩門，主必為我們開門，切勿求得
模擬兩可，對主沒信心，這是我這次靈修的最大收穫與亮
點，期盼透過我的分享，讓下次的靈修會有更多的姐妹參
加，與神同行。

-- 大坪林教會 周訓生姊妹 --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聯會所辦的姐妹會退修會，我聽到這次主題「與

神同行」專題時，心中有股莫名奇妙地興奮與渴慕。我禱告主說「我想參加這次退修會，希望經歷與神同在的美
好」於是決定。
退修會第二天清晨我獨自在休閒農場房間安靜等候，突有一首詩歌湧自心頭，跟著旋律唱「主 ! 我要遇
見 ? 」，來到主前謙卑跪下傾心吐意，唱得心靈被主澆灌，不自主地流下感恩的眼淚。我知道神透過這首歌，已
告訴我要賜恩予我。我相信藉著講員所釋放的信息，得著豐盛的生命，這是我衷心的祈求。以下是我的重點收
穫:

( 一 ) 因信與神同行信心的祈禱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因信的神喜悅。在生兒養女中、在生活中，大小事情經歷神同在同行。
來 11:5-6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
他，因為 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因此信心的三要素：來到神面前相信有神相信我要得到。
而信心的祈禱 : 不疑惑要渴慕要堅忍。上帝讓我們聽到金師母
真實信心祈禱的見證經歷，在等候 14 年才懷孕生產中，在自
身病痛中，在牧會服事牧養會友中，就是單純倚靠神的話和
信心的祈禱。使無變有、使死復活的生命在金師母身上彰
顯。信是得著就必得著，在神絕沒有難成的事，這樣大的信
心事我要學習與經歷的。
( 二 ) 因信與神同行信心之路
雅 1:6-8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
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這些疑惑和心懷二意是因今生的思慮灰心沮喪撒旦的引誘自我驕傲。
( 三 ) 因信與神同行以平安與神同行
瑪 2:6 「真實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裡沒有不義的話。他以平安和正直與我同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
腓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照得著平安與神同行的鑰匙就是讀經禱告。於是我當晚抓住神的應許禱告說：「你受的鞭傷我得醫治，你受
的刑罰我得平安，主啊 ! 求你醫治我多年的失眠，相信奉主名宣告今晚安然睡到天明。」這樣祈禱果真經歷
神的平安。感謝讚美神 !
來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許多信心的見證如雲彩圍繞，如撒拉、利百加、
以利沙伯、馬利亞等都因信與神同行，生兒養女。這次神話語及禱告上獲益良多，享受屬靈的盛宴。現在每
天都在經歷神同行的恩典，希望明年姊妹們揪團一起參加姊妹退修會，成為耶和華的大軍。

唐榮恩

溫金舜

這次營會讓我領悟到許多

原來，有一群人正為著兒童在努力著，
有一群人為著兒童付上代價和時間來學

能夠好好理解小朋友的方

習，就是「臺灣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團

法，並且瞭解如何傳福音

隊」。透過這兩天的學習，新的工具

給小孩子。

「無字書」的方法，其運用，並將福音帶進兒童使用，
真是讓我大開眼界、收益良多。
之前有聽過五色珠、四律、福音橋…等傳福音的工
具，原來，「無字書」也是一種傳福音的工具。簡單的

第一天，介紹每個人在出生後就都有犯罪
的本性，神不願意看見孩子失喪。
講員給了我們一本無字書也給了我們集點的

小冊子，不需要文字和圖片，只有五種顏色，就能把福

一張紙，這種方法是很常見的，可是無字書

音帶進書中來說明，真是奇妙的組合，從創造的神開始

是我第一次見到，我個人認為無字書就很類

講起，提到人的問題，神的拯救，人的悔改和改變，真

似五色珠，所以我常常搞混，那無字書也是

的是很微妙。老師不僅僅在上課有示範這個無字書，也
讓我們學員也有這樣示範的機會，讓我們練習、讓我們
有操練的時間，增加我們使用無字書的信心，我覺得很
棒。

一個很好的東西，小小的書就可以讓我們知
道神的救恩，感謝主。
講員希望我們透過無字書來跟小朋友介紹福

在這個營會中，也有提到其他的工具和教材，都能幫

音，傳福音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只是看

助兒童主日學更有深度；營會中也有講到主日學的課室

你願不願意去做而已，我相信一定會有人被

管理，提到很重要的五個重點，引言、呈現、解釋、應

感動的；無字書中有五個顏色，是要我們透

和溫習，實際的練習更讓我們身在主日學當中，最後也
有介紹整個臺灣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團隊和野外營隊，說
實在的，這一整個流程下來，

過五個顏色去介紹福音，但我覺得為什麼那
個顏色就會代表是那個東西呢？小孩一定也

真的慢慢覺得，向兒童傳福

會問我們為什麼這個東西是這個顏色，我覺

音，其實，沒有很困難。

得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我覺得，我們

最後，我想說的是，很高興
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和臺灣萬
國兒童佈道團來學習和交流，
讓我深信，我們教會裡的兒
童，被福音得著之日，指日可
待阿！

可以透過更科技的東西來吸引兒童的關注。
關於講員講的資訊，我有些不太認同，可
能是因為時代的變遷，也可能是那一份教材
提供的方法，但我相信講員講的資訊，是可
行的。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次的營會，我領受到
許多豐富的恩典。這四顏五色的書本，讓我
知道天父的救恩和這美麗的恩典，我與有榮
焉希望能夠再參與這個營會，謝謝貴格會清
年部能邀請臺灣萬國兒童佈道團來傳講神的
福音。

陳躍方

這次去兒主師資訓

練，雖然場地和人數跟我想像的不
一樣，不過也很好玩就是了，至於
收穫的方面，我倒是還蠻多的。
譬如金句的帶法，因為我在兒主
帶金句都是叫小朋友先念一遍，然
後就問有誰會背要背的，雖然方法
很爛，但是往往還是會有小孩要
背，當然是因為有加點，不然我猜
可能不會有半個人想理我。
另外的收穫，就是怎麼跟兒童傳
福音，雖然這跟我以前知道的方法
有衝突，但我還是願意
聽完，並且去區分出，
這跟我以前學的方法哪
裡不一樣，然後甚麼地
方會衝突。
據我所知我以前學的方法叫五色
珠，然後在營會學的叫無字書兩個
的差別在於，五色珠是要用自身的
得救經驗和感想搭配五個小故事作
為媒介，去吸引一些大人或小朋友
來聽，並且讓他們願意相信神，並
且帶到教會穩定聚會，而無字書是
專門針對小朋友的方法，不像五色
珠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然後無字
書也是五種顏色，只是無字書需要
搭配聖經來使用，而且無字書還有
一種叫連接語的東西，每講完一個
顏色就要講連接語才有辦法帶到下
一個顏色，是屬於比較麻煩一點的
傳福音方法。
除了這些以外，我發覺雖然這是
訓練，但講員給我的感覺不是那種
很死板很嚴肅的感覺，而是一種邊
玩邊學習的感覺，這種感覺還不
錯，因為不會無聊，而且全程都會
讓你跟旁邊的人練習一次，剛剛學
的東西。總之我對這個營會，就是
滿滿的好感，而且在營會裡面還有
一位牧師，非常照顧我們這些學
員。以上是我對這個營會的心得。

溫曉萍

游美玉

感謝神，讓

這次的

我可以參加這次的師資訓
練。我在教會是幹事，是

師訓給我

敬拜團主領，也是青少年
小組長。以前曾教過兒
主，講過預道故事、聖經
故事，對於兒童並不陌生，，我很喜歡
跟小孩子在一起，覺得他們單純又可
愛。目前因為我是主日投影的負責人，
無法參與兒主的服事。我的期待是希望
自己能更多被訓練、被裝備，有一天能
再回到兒主服事。
我從國中的時候就對向兒童傳
福音有負擔，也曾在國一升國二
的暑假參加過 CYIA 的訓練，所
以從那個時候，就對萬國兒童佈
道團有所認識。在參加這個營會
之前，我還不清楚這次的講員是
誰，當我知道是萬國兒童佈道團的老師
就覺得很熟悉。
第一堂課，再次分享到 10 ° -40 °
及 4-14 之窗。在大學參加過青年宣道
大會，有聽過 10 ° -40 °緯度未得之

有些不同
的開啟，
以往傳福
音就去傳，沒有特別去
想過原來最大的核場是 4
歲到 14 歲，神給我的負
擔也是這個年齡層，於
是讓我更覺得這個服事
的重要。
這次上的是無字書，以
前曾經聽過，這是第一
次完整的，我覺得非常
棒，把救恩講的清楚簡
單，搭配聖經更有公信
力，雖然有些人說，這
種方式有些枯橾無聊，
我反而是覺得愈是簡單
的東西，愈能看見神的

民最多的地方。而 4-14 之窗第一次
聽，我馬上就接受了這個說法，因為我
自己也是在 10 歲時真正決志相信耶
穌。我也相信小孩子是可以明白救恩
的。在這課程中，挑旺了我要向兒童傳
福音的決心。
當我們在練習講無字書的時候，我對
於無字書是有點陌生又有點熟悉，因為

大能，愈能看見神的工

之前在國中的時候就有練習講過，也實
際參與戶外佈道。不過我覺得這是複習
也是讓我對於使用無字書講述救恩更加

了很好的示範，讓我學

有信心。
然後關於帶領背誦金句的練習，我看
到了大家的創意和用心，也激勵的我們
金句的預備上要更加用心。針對不同年

用的鼓勵加點方式及好

齡層的小朋友，我們需要轉換言語，用
讓孩子們能理解的方式來帶領，我們需
要向神求智慧和創意。
感謝神，透過營會，讓我知道向兒童
傳福音是何等重要的事，我們就是去
做，歡迎聖靈親自動工，得著下一代。

作。
在上課的課程中，也看
到老師的認真及不馬
虎，每一課距細彌遺的
把重點及細節都講的非
常清楚，還不厭其煩做
習一個服事的態度。
在當中也學了一招很好
幾招背金句的方式，對
於在服事兒主也是很有
幫助的。

1.董事會： 2018 年將在北區、中南區辦理教會財務會議。日期另行通知，請各教會預備心參加。
2.20 屆第一次年議會將於 8 月 20 日 10:00~17:00 假海山教會舉行，相關報名事項將會寄發
報名表，請各教會踴躍參加並代禱。
3.北二區：東園貴格會江志堅牧師于二月 28 日退修。聯會接納郭奇遇傳道自三月一月起擔
任東園貴格會主責傳道。
4.中區：苗栗竹南教會楊啟暉、許筱如師母於 6/2 喜獲麟兒，順利生產，獻上感恩，並懇
請代禱，求主施恩眷顧。
5.南區： 5 月 26 號 ( 星期六 ) 南區聯合舉辦「天國愛情必修學分」講座，邀請李長安牧
師，馮志梅老師作專題演講，內容有聖經中的愛情婚姻觀、如何預備自己成為對的人、
等候真愛持守聖潔等主題， 地點在南門教會，對像是高中生以上及社青的成員。請為此
次的聚會代禱，盼望各教會推動得順利，求神使用這一個聚會，為我們的青少年和社青
的成員，在婚姻愛情和聖潔等方面，有從聖經來的真理造就，以至面對現今社會在愛
情、婚姻 、性方面的混亂，仍能站立得住。

6.代禱事項
a.南勢角教會張國光牧師現仍在化療中，效果不錯但越來越瘦，請繼續代禱。
b.中心教會何淑鳳師母確認「頸部椎尖盤易位」（去年跌倒左手挫傷引發），壓迫左肩
神經，以致牽動左背、左手神經酸痛，需要調
整一個月，鬆開肩頭神經緊蹦，求主憐憫伸手
醫治釋放疼痛，並讓肩頭椎尖盤骨頭復位！
c.為幸福教會尋找新會堂，及翁牧師家庭代禱。
d.伍玩城牧師目前住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安寧病
房，伍牧師氣色還不錯，懇請主前代禱！

聯會劃撥帳號 :01507553 戶名：臺灣貴格會聯會

謝謝您為聯會代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