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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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得力

主席 : 董宇光牧師

「約拿單說：「我父親連累你們了。你看，我嘗了這一點蜜，眼睛就明亮了。」
撒上十四： 29

就此處經文而言，蜜是實在是在極其困倦之時，力量的來源。能使我們眼睛明亮，
精神煥發，重新得力，得著勝利。而在屬靈的困倦中，我們也需要 - 蜜 ! 使我們能靈
裡興盛起來，靠 主大有能力，戰勝撒旦的權勢。
什麼是屬靈的蜜呢 ? 在詩人大衛的口中說道 : 神的話語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
蜜更甘甜 ( 詩十九： 10) 。先知以西結亦提到：食卷，這書卷吃了，覺得其甜如蜜 ( 結
三： 3) 。由此我們就可以清楚的明白， 神藉著 祂的僕人告訴我們，因著蜜的譬喻，
使我們得知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凡真正體嚐過 神話語的人， 神的話語，就如蜜一
般的甘甜。第二件事就是，凡真正經歷 神的話語的人， 神的話語，就能帶給我們無限
的力量。
今天我們都要更深的默想 神的話語，並求 神
賜我們屬靈的悟性，使我們能得知 神的法度，學
習 神的命令，以致使我們在極其疲乏困頓時，能
因 神的話語，得著更新，得著屬天而來的力量，
得以從新得力。

基隆成功教會 幸琮政牧師

得救蒙召見證

我生長在一個傳統民間宗教的家庭，從小跟
著家人拜拜，但是，不是很清楚這些事有什麼意
義，也沒有特別的信仰。國小六年級有機會參加
聖經函授課程，因此接觸基督教，在國二的時候
開始到教會參加青少年團契聚會。國三時因參加
天韻詩歌發表會時決志信主，並在高一（ 1992
年）於貴格會崇信教會受洗。
一開始到教會是為了學吉他，這段期間也因為大
哥哥大姊姊們的關心，深深被這樣一個群體所吸
引，特別是那時候父母親時常為了家裡的經濟問題爭吵，讓我總覺得家中沒有溫暖，缺少關心，
而教會就成為我課後的最佳去處。起初家人不太贊成我去教會，但是，對於處於青少年叛逆期的
我沒有太大的約束力，然而這個時期的我，總是在學校及家中四處的與老師、父母唱反調，所
以，當他們見到我因著開始去教會後的改變，便也沒再反對。
接受耶穌成為我生命的主，給我最大的改變是讓我知道並經歷上帝為我預備了豐富的人生，
所以，我只管將主權交給祂，祂必為我帶領及負責。在我求學過程中，深深領受祂豐富恩典，上
帝為我預備的學校，在每個不同階段，總是最適合我，特別是在我退伍後，當我尋求人生的方向
時，讓我有機會繼續升學，從技術學院、碩士班到博士班，在早年升學不容易的情況下，以一個
技職體系的學生，一路唸到國立大學的博士班，一般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我卻深知這是上帝豐
富恩典的預備與帶領，因為我親身經歷聖經中提到的「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
道路。」
2005 年時，教會的牧者因為一些原因突然離開，頓時讓我有些不知所措，那時深深的感受
到聖經中提到的「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許多的弟兄姐妹受傷離開，教會景況荒涼，心中十
分的憂傷，那時心中激起了牧養主羊群的感動，而聖經的話語「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
牧人，使它們得以躺臥。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
我必醫治 … 」也一再再的激動著我，只是，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我心中雖有感動，卻也體
會到牧養一個教會責任之重，加上周圍親友都覺得放棄博士學業實在可惜，所以就打消了全時間
事奉的念頭。但是在這事件後，我明白到信仰是建立在與神直接的關係，而非是建立在傳道人的
身上，在那段期間更加的親近主，弟兄姐妹也多用神的話彼此鼓勵、互相的禱告扶持；也因著參
與暑期的一些福音事工，經歷到上帝奇妙的作為，及感受到對傳福音的急迫性，透過這些經歷，
生命再一次被更新。
有著更新的生命就更加的積極參與在教會的服事當中，心中打定了主意要在學術研究上成為
卓越來榮耀神，漸漸的就把神的呼召給放在一旁，這段時間以來總是把教會的事務擺在第一首
位，但是卻覺得這樣的生命被人們讚賞，卻一點都不被人羨慕，心中也不時的感到疲憊。

2011 年二月，在牧者的鼓勵下，報名參加青年
領袖營，在營會中大力的呼求聖靈降臨翻轉生
命，但卻得到上帝回應聖靈早已內住在心中，只
是自己常常憑己意行，忽視了聖靈感動。當時大
大的認罪悔改，再次的調整與上帝的關係，學習
放下自己的意念，更多的尋求上帝，親近上帝，
學習過著與神同行的生活。此時，又回想起上帝
對我的呼召，要牧養祂的羊，我再次與妻子分享
這個感動。就在五月份，妻子在禱告中領受神的
呼召，神讓我們看見許多的羊需要牧人，而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我們多有能力多有愛心，而是靠著
神所給我們夠用的恩典及聖靈的帶領，因此她也決定放下教職的工作，我們一同回應上帝全時間
事奉的呼召。
然而，就在我們做此決定時，考驗也隨即臨到，當家人知道我決定放棄博士班學業獻身全時
間的事奉，反彈非常激烈，家中一度滿有火藥味，處在愛神又深愛家人的拉扯中倍感難過，可是
因著上帝清楚的帶領，我與妻子不放棄地為家人禱告，希望能夠在報考神學院之前得到家人的認
同，同時也體恤家人的心情，能多加的同理、安慰及溝通，我深深相信家人的反彈也是因為愛我
們的緣故，特別是還未信主的父親，禱告中期望父親能夠明白並諒解我要服事神的心志，非常感
謝神，在跟父親談過之後，原本所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父親沒有遷怒，也在一一與家人溝通
後，家庭的氛圍因此漸漸趨於平靜，慢慢的家人態度轉變了，在上帝的保守下家中恢復了和樂，
我們也在最後一刻完成了報考神學院的手續。成為基督徒時時領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在回應上
帝豐富的愛同時，也覺得自己對聖經的認識有限，服事的工具也有限，因此，在教會牧師的鼓
勵，及禱告尋求後，於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接受裝備。（附記：感謝神，父親於 2012 年復活節
受洗歸主）
感謝主的驗中與託付，讓我能成為一個牧養教會的傳道人，因著上帝特別的安排，讓我們夫
妻剛從神學院畢業，就接手牧養基隆成功教會。也感謝貴格會聯會對我們夫妻服事的肯定，在我
們服事第二年按立我們成為主責傳道。並於 2018 年初通過按牧考核，在同年五月按立牧師。牧
養教會需要很大的努力，但也體認到自己的有限，不過，感謝主的是，這些都在主大能的保守
裡，一步一步的前進著。期盼自己在貴格會的大家庭中，與許多的前輩與夥伴們相互扶持，能抱
持著莫忘初衷、心意更新、靠主向前的態度，一生火熱服事主。

內湖慈光堂陳文禧牧師

我的蒙恩見證
只記得那位傳教士姓林但已忘了他的大
名，我們都稱他為林老師，那時我小學三年
級，林老師來宜蘭壯圍時，父親是當時的村
長，因他急著找一個佈道所，也就順理成章
的找到我父親，剛好家裡有一個房子正空
著，就租給了林老師。我們那個村子除了一

象，因為三十
歲就非常富有
（除了貿易公
司外在非洲還
有五個工廠，
台灣聘去的工
程師就有二、

座天主堂外就沒有什麼〝外來宗教〞。祖父

三十位。）當

在鄉下開碾米廠略有田產，樂善好施並捐錢

時非洲市場盛

蓋廟，也因此他的外號〝黑頭〞，在當時還

行套匯貿易而

頗具知名度。家裡對鄉間的拜拜活動非常投

我又熟悉這些

入，父親曾組一隊醒獅團，我也常跟著去繞

文件作業，加

境引偶像。

上一點親戚的

林老師來了以後積極的在傳揚他的信

關係，所以我算是老闆身邊的紅人。

仰，記憶裡來參加聚會的，好像只有幾位在

1985 年老闆娘身體不適醫生檢查後發現是

附近有名的小頑童；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

血癌，有一天老闆張先生陪同妻子去醫院做治

豐功偉業是曾經因為玩火引爆了家裡後面的

療，他要求醫生順便替他做檢查。不可思議的

糞坑（日積月累所產生的沼氣）滿臉屎糞看

是檢查結果他也同樣得了血癌，而且是特別凶

到圍過來的家人以為要挨一頓揍，但想不到

猛的一型，同年的除夕夜他就過世了，原來是

〝弄拙成巧〞還換來一番的讚賞，因為我炸

一對人人稱羨的夫妻，突然間得了不治之症並

死了一坑蟑螂。林老師有一種可以使我們安

撒手人寰，旦夕禍福讓人感嘆。老闆過世後當

靜且有規矩的能力，孩子們的家長也樂得將

時公司的三個副總經理沒幾天就各自成立了另

孩子丟給他。起先我們也被好玩的遊戲、好

外三家公司，其中一位是張老闆的妹婿；他邀

吃的點心、精美的外國卡片所吸引，但林老

了我繼續接手非洲奈及利亞的市場。他非常信

師的耐心和愛心相信是主要原因，多年來深

任我，所有訂約買貨，公司上下事情我都有決

印在我心的並不是他教了我什麼？倒是常常

定權。此時我更自得意滿，平常交際應酬不在

想起他柔和的聲音和笑容。

話下，一個禮拜可以好幾天藉口出差而不回

1980 年 7 月當兵退伍，進入一家主要
市場在非洲奈及利亞的貿易商。 1983 年升
為部門主任，也在同年 9 月 14 日與同公司
的同事寶玉結婚。公司的老闆姓張也
是寶玉的親戚他是我積極效法的對

家，香菸一天至少兩包以上，我不但喜歡打麻
將，也喜歡嚼食檳榔，有時候一天甚至要買上
千元的檳榔。後來因年終分紅時我覺得他給我
的實在不是我心中的數目，我負氣的離開了那
個公司。

當時有一個在公證行上班的朋友，邀我
一起另立門戶。公證行的工作就是檢驗貨物品
質、數量、價格等，許多亞洲及非洲落後的國
家因外匯管制，所以對貨品價格常予嚴格控
管。有了一個公證行的朋友作後盾，我對那些
正常的貿易生意已不屑一顧。我當時還另外與
一個美國的客戶成立了一家公司，事實上我並
沒有積極作那些繁雜的正常貿易，背地裡倒是
專門替貿易商處理套匯的疑難雜症，許多貿易
商知道我能夠幫他們的忙，因此年節家裡的櫃
子裡常擺滿了當時流行的 XO 。
1986 年感覺自己的身體不對勁，胸部隱
隱作痛且常常咳嗽，口腔潰瘍而疼痛不堪。有
一天寶玉逼著我去看醫生，檢查時醫師叫我打
開嘴巴，驚覺我的嘴巴只能打開約兩公分而
已。醫師跟我說你的口腔黏膜已經纖維化了如
果再長白斑應該就是口腔癌。醫師說了以後我
全身冒冷汗，從骨中還發出冷顫，覺得完了、
我要死了。從那一天開始恐懼佔據了整個思
緒，陸續找了幾位醫生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
案，我開始無法入眠，一到晚上就開始被懼怕
煎熬；害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陽，那種痛苦實在
難以言喻。
有一個夜裡在客廳走來走去，痛苦到極
點我癱趴在地板上，心中吶喊著小時候那位林
老師教我們的禱告詞：「求主耶穌幫助我
啊！」雖然是含含糊糊的求，但一股平安的暖
流漸漸充滿了我的身體。那是深夜，我也顧不
得挨罵就搖醒了寶玉，告訴她剛剛所發生的奇
妙事，那種得平安的確據至今仍不時的湧現。
那夜發生的事，好似在提醒我該是〝回家〞的
時候了。那些日子我們常看電視七百俱樂部，
寶玉打電話去問；我們要怎樣才能信耶穌，他
們介紹了家裡附近的教會。記得那天進到教會
看到裡面的人，他們的笑容讓我想起了林老師

特有的笑容，使我倍感親切，進去的時候一群
人圍著桌子正在禱告，我並沒有覺得生疏。
從林老師離開後，有 20 年的時間我未曾踏
進過任何教會，我沈迷在繁華的世界中，還好
神的手沒有下得過重使我沒來得及悔改重生就
離開世界以致永遠沈淪，反倒藉著疾病的絕望
適時提醒，給了我蒙恩得救的機會。 1987 年
12 月 25 日我和妻子寶玉一起受浸。接著，很特
別的是 神使我漸漸厭倦那些不討神喜悅的工
作；遠離貪婪的誘惑，收入雖然減少，甚至有
一年幾乎沒有任何收入，但我的心情反而開朗
了起來。
1990 年原計劃舉家移民美國，但 神的手再
一次在我身上動工，不但沒有去成美國反而使
我和寶玉分隔了一段時間，她帶著兒子品志在
那邊讀書，那段時間 神透過好幾個人，不約而
同的用同樣的經節來告訴我：『你們離開吧！
離開吧！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要從其中出來。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
務要自潔。你們出來必不致急忙，也不致奔
逃。因為，耶和華必在你們前頭行；以色列的
神必作你們的後盾。』 ( 賽 52:11-12) 感謝主！
賜給我祂話語的應許，也給了我服事祂的恩
典，沒多久，藉著教會牧長的鼓勵和推薦我也
進入了神學院受裝備。
口腔纖維化是不可逆的疾病，信主後曾經
尋求主能夠完全的醫治，有一次在靈修時翻到
詩篇 45 篇第 2 節：『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裏
滿有恩惠；所以 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因
口腔的病變以致身心受到極大的恐懼，從醫學
的角度看是無法有復原的可能，感謝主！透過
祂信實的醫治，原來吞吃一粒鵪鶉蛋都有困難
的口，如今卻能歌頌、見證主的救恩，願一切
的榮耀歸給愛我的主耶穌。

青年部冬令營感想

青年部陳世文牧師

這次的冬令營會心中非常感謝 神的恩典，感謝 神給我委身有恩賜的同工，先說新埔教會張志國
牧師，他敬拜要求是謹慎的，也富有創意的。如果個別教會音樂同工多的時候，就可以選擇以一個
教會為主的敬拜團，若是個別教會音樂同公布期的時候，就已聯合教會敬拜團，這樣貴格會的青年
們就顯得更加的認識並彼此的委身合一。這就是張志國牧師一直以來負擔，就是揀選一些青年領袖
同工，今年的年輕人剛好比較年輕，因為去年的青年領袖同工，都已經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就無法
如往常一樣的加入在青年部服事當中，也帶給志國牧師相當的挑戰，但還是給志國牧師有智慧來訓
練敬拜團心一代年輕人，成果就是在冬令營的敬拜中滿有聖靈的恩膏，貴格會的青年在營會中享受
敬拜。
談起龜山教會的王宏奕牧師，既年輕又活潑，我們把活動組交給他來執行，他就帶領他教會的
年輕人來負責規劃，他們設計一個活動就是尋寶記，他們一共場勘至少三次，因為我們營會場地在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所以把年輕人拉到陽明山的冷水坑附近，在尋寶活動中看見每個年輕人為了小
組團隊的名次，每一個都非常的努力並且積極的想要趕快找到被安排的寶物，尋寶活能順利進行，
龜山教會的王牧師及青年領袖非常盡心做先前的預備，心中對他們滿是感恩，這需要一起同心才能
完成，感謝 神都平安的完成尋寶活動。
還有一位就是清水教會的游政儒傳道士這次營會安排住宿及飯食，預備點心等等繁雜的預備工
作，他總是默默的完成所交付的工作，或是每次同工開會的記錄及提醒，真是好幫手。 DM 海報時
我都請他幫忙，神給他好的靈感設計每次營會的海報，因此，就不用到外面找設計師，他就是用奉
獻的態度設計每次的海報，心中滿是感恩，還好有這麼一位乖巧順服又有設計恩賜的青年同工。

這次得營會非常的充實，
第一天的下午我們給年輕人低空
體驗營的活動，活動的目的就是
要營造能夠彼此認識合一，各小
組都來自不同的教會，在低空驗
營中各小組就彼此認識，也看見
要合一才能完成每一項挑戰，每
一個小組都盡興的完成低空體驗
營的活動，往後的節目都能彼此
保護小組的尊榮。
晚上也特別安排一場營火晚會，這次特別邀請貴格會發光教會
的莊俊寅傳道， TONI 傳道果然帶給年輕人非常開心，也透過
個人得救生命的見證，我們貴格會的年輕人非常的感動。
有一連三堂的信息。今年的主題是重新得力；開幕禮拜董宇光
牧師邀請貴格會峻頭里教會的黃榮傑牧師分享，第一堂邀請傳
道部主任周湘雄牧師分享，第二堂邀請活水堂周道揚傳道分
享，第三堂邀請貴格會副主席竹崎教會金克斌牧師分享，第二
天晚上邀請海山教會的林文回牧師分享關於海外宣教的信息。
第三天邀請貴格會
前主席大直教會雷
建宇牧師分享，每
個講員都帶給年輕人重新得力生命挑戰的信息。
這次營會能順利完成都因主耶穌成就大事，這次參
與的教會有大坪林教會、中國城教會、新埔教會、清水
教會、非比教會、龜山教會、土城教會、另一間在龜山
原住民的教會等等，願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

執委會： 2019.05.13-14( 一 ~ 二 ) 將舉行執行委員會，會中將討論明年度預算、下屆主席提
名委員、石龜溪教會整建、松德會館規劃 ... 等事項，請代禱。
婦女部： 2019.5.26~28( 日 ~ 二 ) 將舉辦姊妹靈修會，本次特邀新埔貴格會黃進財牧師分享
「親近耶穌，遇見幸福」，誠摯地邀請您來赴會，此次假風景優美的台中漢翔園會館聚
會，讓我們再次享受神話語的更新，與姊妹們主裡的連結與代禱。
報名費 a.5 月 7 日截止前報名且完成劃撥手續者 2700 元。
b.4 月 30 日以前報名且完成劃撥手續早鳥優惠每人 2400 元。
c. 搭乘遊覽車費用：北部來回 600 元，中南部交通自理。
青年部： 2019.6.6-8( 四 ~ 六 ) 將舉辦從聖經真理教導青年如何正常的結交異性的朋友聚會。
主題：「牽手之前」 ~ 進入愛情之前，你是否準備好成為 神心意的情人
地點：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講員：曹克昌醫生及劉素珍醫生夫婦 ( 埔里基督教
醫院皮膚科主任；路加健康家庭中心負責人。
師母劉素珍醫師是路加健康家庭中心主任。 )

資格： 20 歲以上未婚青年
內容：邀請幾位牧師分享交友及尋求婚姻的見證、小
組分享、室內活動、室外踏青增加彼此互動，
節目內容豐富精采歡迎參加。

請各牧師、傳道人推薦適合的青年參加。

2019 年傳道人退 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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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