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的啟發與指示  文／陳道生傳道

1月January

3-4 高教小組會議(觸口)

9 第廿三屆東南區信徒代表會議(成功)

12 傳道者靈修會(重安)

16 社靑團契幹部訓練(東光)

17-20 大專校園團契幹部訓練營(總會)

20-26 兒教組教員講習(總會)

23-24 生命教育福音事工培訓(綠島)

27 旅外大專成長營(芝田)

2月February

3 社靑春節聯誼聚會(嘉平)

7-10 靑教組教員講習會(總會)

8 巡牧(忠勇/眞柄/田組/竹湖)

10 巡牧(靜浦/南溪/大俱來/三間)

13 會籍管理教育訓練(美山)

14-18 神學訓練班社會組(總會)

16 傳道者靈修會(忠孝)

19-20 總會負責人會(總會)

20 社靑聯合聚會(美和)

3月March

7 醫宣福音同工講習(臺東)

10 成功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22 長濱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4月April

7 醫宣福音同工講習(臺東)

8-10 醫宣春季福音團契年度聚會(總會)

14 東河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23-24 總會負責人會(總會)

26 臺東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5月May

1 社靑聯誼聚會(東光)

5 金良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10 巡牧(忠智/小馬/豐泉/豐田)

12 巡牧(忠仁/成功/高臺/芝田)

13-15 國高中班學生靈恩會輔導員
　　  培訓營(總會)

15 詩頌事奉培訓(臺東)

18 傳道者靈修會(石川)

22 教員聯合進修會(成功)

26 鐵路小區未得之地開拓
29 第 73-4 次信徒代表大會(總會)

6月June

2 長濱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3-4 晨光聯契送舊訪問活動(南區)

7 巡牧(嘉平/鹽濱/和平/八邊)

9 巡牧(三仙/美山/忠孝/重安)

11-12 區教牧組會議(總會)

12 東南區親子運動會(臺東體中)

14-15 傳道者靈修會(東北區)

19 宗教教育母語詩歌音樂會(成功)

23 成功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24-26 大畢班成長營(總會)

24-26 東南區醫宣(綠島福音中心)

6/30-7/1 輔導員職前講習(忠仁)

7月July

6/30-7/1 輔導員職前講習(忠仁)

3-7 國中班學生靈恩會(忠智)

3-7 高中班學生靈恩會(芝田)

4-8,10-22 神訓班大專組(總會)

7 東河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10 區聖職人員會議暨審查會(忠仁)

10-11 東南區生命教育體驗活動(成功)

11-13 學生團契主任眷屬聯誼
12-14 蘭嶼生命體驗營(朗島)

15-17 傳道夫婦靈修會
19 巡牧(隆昌/興昌/都蘭/漁橋/美蘭)

21 巡牧(美和/建農/大橋/石川/東光)

23 宣牧會議(總會)

24 第 86 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總會)

25-26 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
　　   進修會(總會)

28 臺東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29 少年班輔導員報到(美和)

7/31-8/2 少年班聖經營(美和)

8月August

7/31-8/2 少年班聖經營(美和)

3 傳道者靈修會(池上)

4-10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4 巡牧(金崙/良溪/土坂/加津林)

7-11 東南區神學訓練班(三仙)

10-11 高教會議(總會)

11 金良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14 長執夫婦進修會(忠智)

16-18 傳道者眷屬聯誼活動
20-21 總會負責人會(總會)

21 彼得團契(前鎭)

21-22 綠島生命教育體驗活動(綠島)

22-26 神訓班社會組(總會)

25 鐵路小區福音人員宣道講習
26-28 旅外大專成長營(成功)

4 晨光迎新靈修暨球類聯誼活動(東光)

18 社靑聯合聚會(臺東)

9月September

4 晨光迎新靈修暨球類聯誼活動(東光)

18 社靑聯合聚會(臺東)

10月October

12月December

3-4 區教牧組會議
4 全區福音組成長營(忠智)

25 第 73-5 次信徒代表大會(總會)

26-27 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進修會

11月November

6 婚介聯誼會(都蘭)

12-13 東南區聖樂研習營(成功)

15 巡牧(華源.太麻里.大武.臺東)

16 傳道者靈修會(漁橋)

17 巡牧(豐南/池上/德高/瑞源/月美/延平)

18-20 長執按立前講習(總會)

20 社靑聯合聚會(金崙)

25 宣牧會議(總會)

26-27 總會負責人會(總會)

memo

1 1 1 ( 2 0 2 2 ) 年 東 南 區 預 定 行 事 曆

　　基督徒更當重視身體的可貴，因為我們的身體是神的
殿，是聖靈內住的所在：「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
住在你們裡頭嗎？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林前三16～17)。
五、啟示生命的可貴：病毒啟示人們，生命苦短，什麼是
我們人生的價値、意義和最重要的事情；因為人生在世的
目的，不是追求那一疊疊的鈔票。
　　義大利在疫情蔓延之時，很多人受到感染，生命在旦
夕時，就將鈔票撒在路上…。如「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
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太十六26)。
六、啟示要謙卑禱告：病毒啟示我們，疫情流行在全球
時，稱為神名下的子民，是否要謙卑、禱告，尋求神的
面，使自己和人們轉離惡行，求神憐憫、垂聽、赦免、醫
治。
　　所羅門曾向神禱告：「國中若有饑荒，瘟疫，旱風，
霉爛，蝗蟲，螞蚱，或有仇敵犯境，圍困城邑，無論遭遇
甚麼災禍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眾人，或是一人，自
覺災禍甚苦，向這殿舉手，無論祈求甚麼，禱告甚麼，求
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
所行的待他們(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們在你賜給我
們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代下六
28～31)。
　　神聽了所羅門的禱告，且應許他：「我若使天閉塞不
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
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
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代
下七13～15)。
七、啟示當儆醒預備：病毒啟示我們，我們是否儆醒預
備，如新婦妝飾整齊了呢？是否如五個聰明的童女裝滿 了
油燈呢？(太廿五1～13)。
　　主曾向門徒說明，主再來的預兆：「民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
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廿一10～11)。
　　又說：「你們要謹愼，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
日期幾時來到(可十三33)，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
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
晨；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可十三35～３7)。
結語：
　　疫情是否使我們有所啟發，觸動心靈層面的悟性；祈
求我們的主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們，使我們
眞知道祂。並且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知道他的恩
召有何等指望…。(參弗一17～18 )。

前言：
世上發生的每一件事，後面都有一個心靈層面的啓示，無
論我們認為是好還是壞。當我們沉思時，肺炎病毒究竟對
我們世人和基督徒有什麼樣的啟發與指示？
內容：
一、啟示世人的渺小：病毒啟示我們不能妄自尊大，無論
你覺得自己多偉大，也無論別人覺得你多麼偉大，一個小
小的病毒就能讓整個世界停擺。人自以為「人定勝天」，
卻 不 知 是 多 麼 的 愚 蠢 、 是 多 麼 的 渺 小 ， 是 多 麼 的 無 能
……。
　　大衛的詩中述說人的微小：「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
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
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詩八3～4)。
　　雅各論及人的生命：「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
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
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
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雅四13
～15)。
二、啟示人人是平等：病毒啟示人們，人都是平等的，無
論我們的文化、宗教、職業、經濟狀況，或有多高的知名
度，在病毒眼中我們都是平等的，也許我們也應該平等對
待他人。病毒也提醒我們，我們建立的虛假國境線毫無價
値，因為病毒並不需要護照。
　　經云：「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
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
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
也進去；你們就看重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
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雅二1～4)。
三、啟示平安的需要：病毒啟示人們，當人的生命受到威
脅，處處都是患難、疾病時，這時人最需要的是平安，和
有力的依靠。
　　造物之主是我們平安的源頭，祂曾說：「我造光，又
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賽四十五7)。因此，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
臨到你(伯廿二21)。主願意留下眞正的平安給我們，因祂
應許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 憂愁，也不要
膽怯。」(約十四27)。
四、啟示保護好身體：病毒啟示人們，健康多麼珍貴，而
我們卻忽視健康，吃垃圾食品，喝被各種化學品污染的
水，如果我們不照顧自己，我們當然就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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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社靑團契幹部訓練　 文／江婕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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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本期除了陳道生傳道的〈疫情的啟發與指示〉靈修小語外，還有三篇教區活動消息稿－－「東南區社靑團契
幹部訓練」、「福音之旅」、「因我得福」，感謝策劃相關活動的同工們，願主紀念您的付出，懇求天上的父神
親 自帶領本區的事工興旺可期。
　　歡迎您提出對本刊物的建議與指教，更希望您能投稿：他鄉音訊、小區花絮、信仰體驗、聖工漫談等。
　　若您被　神愛激勵，願意奉獻心力，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或奉獻財力，金額不限，即便只有寡婦的 2 個
小錢，也是　神所悅納的，奉獻帳號如後：

郵政劃撥帳號 06603558　戶名：財團法人眞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來自後山的鄉音，也盼望能傾聽後山以外的遊子捎回音訊，期待您的迴響……

　　感謝主的恩典慈愛，東南區於110年12月25-26日由宣道股負
責帶領40名慕道朋友及36名福音同工參訪古樓、前鎭、五甲、竹
坑四間教會，所到之處均受弟兄姊妹熱烈歡迎款待，慕道朋友深受
感動，在主裡眞好。
　　安息日下午在古樓教會第一場的詩歌聯誼聚會，恰巧又是嚴仁
生傳道的歡送會，與曾傳道同是熱衷宣道的傳道，信徒百般不捨，
離情依依，大家藉著詩章頌詞讚美歌頌神，並回顧嚴傳道牧養及宣
道的佳美腳蹤，映在慕道朋友的眼裡，感受到主內一家親的溫馨。
　　當日晚上在前鎭教會的慕道者聯誼會，透過詩歌及各樣樂器歌
頌讚美神，特請馬永眞姊妹蒙恩見證，見證神的恩典浩大，凡事藉
著禱告交託主，神必賞賜意外的平安，讓慕道朋友聽了生命的見證，深受感動，許多慕道朋友主動來到前面，虔誠跪下
來，迫切禱告祈求靈恩，禱告場面非常的感人又壯觀，如同(啟十四2)我聽見 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
，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所彈的聲音般既柔美又響徹雲霄，12名的長執傳道按手祝禱，猶如主及眾天使親自降臨祝福
，敞開慕道者心門，將眞理的道澆灌在心靈深處，期盼早 日生根發芽。
　　隔日在前鎭教會的早禱會上，請武長老分享主愛：「神不偏待人」只要謙卑跪在主前禱告，必成全你所祈求的，感
動的靈激勵慕道者迫切禱告。接著福音之旅來到五甲教會，弟兄姊妹熱心的接待並安排五甲教會陳執事蒙恩見證「為何
要信耶穌」，讓慕道友再次探索純正的信仰，對拜神有正確的認知，求感動的靈不斷引領，透過詩歌聯誼口唱心和歌頌
讚美神，在大家同心合意禱告下，再次讓慕道朋友留下一個祈求靈恩寶貴的體驗。
　　最後一站在竹坑，狂風吹襲下，吹不熄竹坑弟兄姊妹的熱情歡迎接待，在偏鄉地區建造如此堂皇的會堂，讓慕道朋
友嘖嘖稱奇，感受主愛長闊高深。慕道朋友當中，令人感動的是一對曾經在泰國北部宣教的李敏旭牧師與師母，受武長
老及長老娘邀請，也隨團參加福音之旅，想了解眞耶穌教會傳全備的福音，他說在神的羊圈外有主的羊，將來要歸一個
牧者來牧養，求聖靈運行能開啓心門早日明白眞道，早日歸回神羊圈內同享主恩。此次的福音之旅，感謝主的帶領與感
動，為我們開傳道之門，讓慕道者的心門輕易被打開感動，眞正見證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蹟。
　　神的平安、恩惠常與我們同在，這次的福音之旅，激盪在每一個夥伴的心靈深處，感恩之心油然而生，深深感受到
神的愛被彰顯出來，見證主耶穌基督的慈愛，我們深受弟兄姊妹的熱烈款待，這一切都是因神愛的激勵，我們何德何能
如此的備受禮遇呢？因在基督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
　　這次福音之旅讓我們留下了寶貴回憶，有目標願景繼續為福音開拓努力，宣道就是要盡一切智慧能力與強烈的使命 
感，始終如一，跟進再跟進才會開花結果，我們打了美好的仗，在疫情嚴峻下福音組仍然帶領40位慕道者參加福音之旅
，跪在主的面前親自體驗聖靈及弟兄姊妹的愛心接待，我們目睹如此浩大壯觀的恩典，作為我們繼續努力的目標。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前二
4)願主施恩祝福，主賜靈智、靈德、靈力，為了福音的緣故，把握機會全力以赴，工作的果效必隨著我們。

因我得福　 文／廖淑貞

福音之旅　 文／廖淑貞

　　感謝主！福音成長營於110年12月12日在忠智教會舉開，參與人員非常踴躍共有120名。這次的主題是因我得福，特
聘北區葡萄園協會開拓小組蔡仁基執事和黃得恩弟兄、郭冠辰弟兄及丁榮芳姊妹擔任講師，藉著分析高齡宣牧實況，運
用長照福音策略，如何做區域資源整合分享的方式，來開闢社區福音的機會，讓我們在神的家中都是守望者，要同心合
意作宣道。
　　今日成長營課程精彩、分析精闢，每個與會者均獲得啟發及感動，從中省思如何扮演天使，是否會用愛心傾聽，能
否體會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我們的責任。分析高齡宣牧實況，不是只有關起門來禱告，而是往普天下傳福音，用策略結
合社會福利，盡全力及智慧縝密的計劃，殿堂無須蓋得如此堂皇，應要廣傳福音，為福音的工作願意被神的愛激勵而翻
轉，我們一定要受全人生命教育，建構信仰的概念，就是讓一個生命改變另一個生命，前提是我們要先改變，神的大愛
是沒有比一個人得救更重要的，我們不可以高高在上，要謙卑服事人，試問自己可曾有人因我得福？神的愛是否經我傳
述？可曾去宣揚耶穌的恩典？可曾預備心事奉基督？生命屬基督，事奉皆蒙福，懇求主使眾人因我得福。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六五11) 神的恩典豐豐富富在我們身上，因神的愛讓我們懂得
愛人，在福音成長營的前一天晚上，邀請慕道朋友於傳道家中庭院舉辦歲末感恩音樂、烤肉福音茶會，也為福音成長營
揭開序幕，落實關懷蘭嶼校園福音工作。
　　那天眞的是大豐收，感謝神親自帶領，共有17位慕道朋友參與，7位蘭嶼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他們是我們蘭嶼課輔

班第一屆的學生及蘭嶼前任高中校長和現任椰油國小校長
及新生國中校長夫妻來關心學生，還有素琴、妙惠、傳
金、明義、子群這麼多慕道者。感謝美和教會江弟兄和珠
花採買及烤肉事誼，更感謝各教會的蒞臨關心，有美和、
建農、石川、都蘭、忠智、三仙教會及北區葡萄園協會四
位講師有61名共襄盛舉。
　　那天晚上用烤肉及詩歌來串場，藉著武長老及路加傳
道的禱告，把慕道者引領到主的面前，願神的恩典臨到慕
道者家庭，並把高一生轉介給桂蘭傳道娘，交接棒子，繼
續關懷。因主的愛激勵我們，我們願將從神領受的愛分享
給蘭嶼的高中生，也讓家長放心，孩子在臺東有一群愛心
的長輩們關心他們，這些學生及慕道朋友因 我得福，因我
們的一句話、一個關懷的動作、一個見證的分享而認識了
主，若得救了，別人因我們而得福，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
事，我們確信，當我們幫助別人愈多， 神也會將那擋都擋
不住的祝福傾倒給我們，願一切榮耀歸主。

　　團契，乃是神要我們過著基督化的生活，從中學習彼此相愛、互相代禱、
靈修、共同服事神，這也是團契應當具備的條件；在每個人的心中團契也含有
別種意義，有的人透過團契的課程增進靈修，也有的人在團契裡找到歸屬感，
結交屬靈同伴彼此關懷、分享…等等，綜觀以上即是團契有別於社會團體的特
別之處。 也因此教會經營團契需投入大量的心思、時間、人力，且更需要 弟
兄姐妹不斷的代禱，讓神引領並建立有神同在的團契。
　　今年年初，教區安排的社靑團契幹部訓練，各社靑團契分享團契現況，大多數團契會定期安排課程、活動及協助教
會事工，但在分享和探討中，我們仍有成長的空間，不論是在契員間的關懷、課程編排、團契的運作模式，諸如此類的
問題或改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以神為首要，並藉著神的愛讓弟兄姊妹彼此激勵、看見需要並相互扶助、

代禱，這樣環環相扣產生的果效，便能
建立有神同在、有愛、富有生命力又活
潑的團契。
　　感謝神的帶領及恩眷，目前東南區
的各小區幾乎都有成立或開拓社靑團契
，値得一提的是，在開拓的社靑團契中
，有熱忱的社靑樂意擔任幹部，促進東
南區聖工逐漸成長。但願眾弟兄姐妹持
續為東南區的將來發展的事工及社靑團
契不住的禱告，期望將來這些新血能成
為主所用的器皿，將神的喜信傳給更多
未曾認識、聽見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