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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在雅典的見證羅在雅典的見證羅在雅典的見證羅在雅典的見證((((徒十徒十徒十徒十七七七七 11116666~~~~34343434))))                文/胡清水傳道 

保羅來到滿城是偶像的雅典城（根據古老的記載雅典城有三千多個偶像），心裡是如此的著急，他

就跟當地的猶太人、虔敬的人，在會堂、在街市上辯論道理。當時，他們認為保羅是胡言亂語的人，有

的人說他是傳說外邦鬼神的，因為保羅傳講耶穌與耶穌復活的道理。 

之後，有人把保羅帶到亞略巴古，想要了解保羅所講的新道﹔也很想知道保羅所說奇怪的事，到底

是什麼意思﹖但是雅典人和住在那裏的客人，也只是聽聽保羅說說而已。 

這是保羅所經歷的傳道體驗，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傳道過程﹔因為我們也必須傳揚福音，這是主在

升天前託付給祂的門徒，同時也是對我們的吩咐。使徒行傳第一章提到，領受應許聖靈的人有兩件事﹕

第一必得著能力，第二是作主的見證。聖靈的差遣極為重要，聖靈所差派的工人，必須具備的工作態度

與工作精神，我們可以從保羅身上學習--傳福音的方法與觀察力。 

一、 保羅建立關係 

保羅站在眾人當中、他很留意、準確地站在他們的立場設想，與他們互動。先稱讚他們拜神的態度

與精神，說他遊行的時候，所觀察到他們拜神的事情，並從此切入，從他們很會拜神的這件事來指出他

們的不對。當時，有許多人敬拜的一座壇，壇上所寫的是｢未識之神｣，保羅就說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

神，我現在就告訴你們。保羅把握機會，抓住這一點來突破滿城偶像之地，他們才有機會聽見保羅的見

證。 

二、 保羅見證真神 

保羅勇敢清楚的說明神，祂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

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有些人很認真的聽保羅的見證，保羅先從神創造世界萬物開始講起，說到人類的源頭從哪裡來，人

類的生命、氣息、萬物都是神所賜。再說到人活在世當如何?最後，才回到耶穌復活之事，讓他們知道

與得救的密切關係。 

三、 保羅離開他們 

眾人聽見保羅說主已從死裡復活的見證之後，有三種反應，第一種人是嘲笑他的人，第二種人是想

再聽保羅說一次，保羅當下的反應是離開了他們，也值得我們深思，為何保羅會離開他們，不再繼續講

一次呢﹖第三種人是貼近保羅、相信保羅的見證而信主。 

最後，聽到的人之中，有官員、一位婦人、其他人一同來信從了﹔誠如(羅十 14、17)所言﹕｢然而人

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可見，信道是從聽

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在偶像充斥的雅典城，保羅的佈道方法，他的觀察力與勇敢的態度，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雅典城

的人很可憐、不認識真神，現今世上的人不也是如此﹖很會拜神卻拜不到真神。感謝主，真耶穌教會在

世界各地接續使徒們的工作與使命，傳揚見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我們也當在本國、本島盡心盡力，讓他們明白，當拜的這位真神是死裡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藉由這

篇分享激勵我們的福音事工，藉著每年的春、秋季靈恩佈道會所作之工，來完成主所託付的使命，榮神

益人。 

 

真耶穌教會                          2019 年 4 月 20 日   067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東南區辦事處發行 

                                                              網址：http://southeast.tjc.org.tw    



11110 8 0 8 0 8 0 8 
                                                    

己的大學生活，見證神如何引導他的
上榮耀神﹔雖然做決定的是自己，只要信靠順服
美好的安排，即使在小事上，也都能體驗

第三堂｢抓住信仰乘風破浪｣，劉明德傳道以聖經人物
勉勵，相信在人生中都有神的帶領，
夠醒來，平安出門、平安回家。再深層一點就是體悟神的
呼召，在得到聖靈那刻起，當作的工就已經落在肩上了
但不用害怕，因為神會帶領，「應當一無罣慮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
(腓四 6-7)。「 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
不是給人作的。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 23

感謝主，讓我們在這裡學習、傳承
一切榮耀歸於神。 

原住民教會原住民教會原住民教會原住民教會~~~~社青社青社青社青、、、、

感謝主的帶領，讓今年「原住民教會社青中堅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
有短短一天的時間，但來自西區、東北區和東南區的團契幹部們
感受到靈裡團契的喜樂。 

課程一開始由何順輝傳道主講“
團契幹部們都當思考如何透過團契，

第二堂課由賴賢宗傳道主講“團契幹部的使命
及傳承，目的是要讓信徒透過團契，
助，進而在愛中建立自己。兩位傳道都提到人與神的連結
則。 

第三、四堂課，由各區代表介紹目前組織的幹部
各區的現狀報告中，我們得以了解不同團契的需求及目標
契則著重在加強信徒的靈修等。 

最後是禱告會的時間，在林有志
傳道的勉勵後，我們同心禱告，結束
了今天收穫滿滿的課程。期望今天參
與靈修會的幹部們，都能帶著這些感
動回到各區、各教會，秉持著愛主的
心，同心為帶領“適合信徒屬性的團
契”來努力，如同（彼前五 2）中說
的:「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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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1/26-28 大專成長營如期舉開
肯收納罪人｣，由張信德傳道講述自己親身例子
罪，分為原罪和本罪(加五 16-21)
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願意作的。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
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
異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耶穌的愛不分貧富貴賤，大家

第二堂｢分別為聖的信仰生活
他的人生，在自己的身子

只要信靠順服，都有神
能體驗神美好的恩典。 
劉明德傳道以聖經人物
，最平常的就是早上能

再深層一點就是體悟神的
的工就已經落在肩上了。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23-24)。 

傳承，把迷失的羊找回，用生命感動生命，

、、、、中堅中堅中堅中堅、、、、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

原住民教會社青中堅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如期在成功教會舉開
東北區和東南區的團契幹部們，一同齊聚在會堂裡

“團契的功能與目標”，傳道點出團契在現
，加強信徒與神、與基督、以及與同靈間的相交
團契幹部的使命”，傳道以歷代志上二十五章為例
，加強自己與神、與教會的連結；此外，要與主內的弟兄姐妹彼此相

兩位傳道都提到人與神的連結，這也是我們在團契課程安排時需要把握的原

由各區代表介紹目前組織的幹部，並針對各團契目前實務運作的狀況進行報告
我們得以了解不同團契的需求及目標，例如有些團契以協助教會聖工為主

在林有志
結束

期望今天參
都能帶著這些感

秉持著愛主的
適合信徒屬性的團

中說
、

    文/陳雅憶 

大專成長營如期舉開，第一堂｢耶穌
講述自己親身例子，人本有
21)，「我說，你們當順著聖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情
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
忌恨、惱怒、結黨、紛爭、

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分享

大家都可以領悟神的慈愛。 
分別為聖的信仰生活｣，曾振華弟兄講述自

，互相分享、一同成長，願

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        文/陳意爭 

如期在成功教會舉開。雖然僅
一同齊聚在會堂裡，仍能讓我們再次

傳道點出團契在現今這個世代中的重要性，
以及與同靈間的相交。 

傳道以歷代志上二十五章為例，強調團契的組織
要與主內的弟兄姐妹彼此相

這也是我們在團契課程安排時需要把握的原

並針對各團契目前實務運作的狀況進行報告。在
例如有些團契以協助教會聖工為主，有些團



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

望得到滋潤，這樣的人生問題急需得到解套

感謝神的帶領，在 108 年 2 月 24

德及張信德三位傳道前來關心，能看到教區對生命教育的重視

分享其在生命教育上的經驗及感受，

的細節，還有課前各樣準備的功夫及自我充實的重要

雖然東南區的生命教育起步較晚

訓的課程，相信能更讓學員們看到自己責任與不足

芽、茁壯。目前在金崙的賓茂國中內有已經推動兩年多的喜信生命社

的講師前來分享，只要您有意願參與或陪伴學生們的成長

學校的社團只是一部分，未來目標的設定希望能將生命教育推展到整個東南區

的手，每位陪伴者生命故事的激勵與澆灌

他們不只有改變，更能因認識耶穌基督而得著盼望

願神繼續帶領，也讓更多人在別人的需要上

戮力同心。 

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

務與心靈關懷，真正的把服務送到群眾身邊

    計畫在人、成事在天，期盼全體教會為此救人靈魂的神國大業同心禱告

有 神的靈與我們同工，開啟眾人的心靈

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生命教育種子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文/王以聖

主耶和華說

饑荒降在地上

渴非因無水，

(摩八 11)，現今的世代就是那

科技騰飛、資訊爆炸

新穎享受，應該是要快樂幸福的

人卻在進步的同時也退步了

沒了過去傳統大家族間的照應幫

補，而在都市叢林的水泥圍籬間各自

為政；少了過往左鄰右舍誠摯的問候

關懷，而是在鍵盤背後默默的重傷他

人，因為不法的事增

心就漸漸冷淡了

變低，彼此疏離

這樣的人生問題急需得到解套，因此生命教育顯得格外重要。 

24 日於臺東教會舉辦生命教育的種子教師培訓

能看到教區對生命教育的重視，而我們邀請到民雄教會的李苡婷姊妹來

，學員也透過實際活動的操作、教案編寫及分組討論來了解課間領導

還有課前各樣準備的功夫及自我充實的重要。 

雖然東南區的生命教育起步較晚，在經驗、資源各方面還有諸多要努力與學習的

相信能更讓學員們看到自己責任與不足，總有那麼一點點的感動存在心中

目前在金崙的賓茂國中內有已經推動兩年多的喜信生命社，每個禮拜都會由不一樣專長背景

只要您有意願參與或陪伴學生們的成長，都歡迎聯絡臺東教會的羅智明弟兄

未來目標的設定希望能將生命教育推展到整個東南區

每位陪伴者生命故事的激勵與澆灌。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感動生命

更能因認識耶穌基督而得著盼望，過著得勝的喜樂生活！ 

也讓更多人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一起投入這項事工

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                                文/Alian

    本區配合總會宣道處年度計畫

108 年 5 月 24-26 日在鐵路小區的永康

紅葉等社區，辦理醫療宣道愛心義診事工

為使前置作業更加完善

區幹部特定於 3 月

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

接洽、設備租借、

安排、宣傳海報、製作廣播

目流程等各項事務

    推動醫療宣道是本著效法主耶穌僕人的

服事精神，經本會醫宣團隊

福音同工)相互配合

真正的把服務送到群眾身邊，藉此廣傳真理的道及得救的福音

期盼全體教會為此救人靈魂的神國大業同心禱告，讓我們所作的

心靈，體會從上頭而來~愛的力量。 

王以聖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

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現今的世代就是那「日子」，

資訊爆炸、物質生活很是

應該是要快樂幸福的，但

人卻在進步的同時也退步了。 

沒了過去傳統大家族間的照應幫

而在都市叢林的水泥圍籬間各自

少了過往左鄰右舍誠摯的問候

而是在鍵盤背後默默的重傷他

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

心就漸漸冷淡了。人與人間的聯結性

彼此疏離、單顧自己，人心渴

 

培訓，當天有林有志、劉明

而我們邀請到民雄教會的李苡婷姊妹來

教案編寫及分組討論來了解課間領導

資源各方面還有諸多要努力與學習的，不過藉由這樣培

總有那麼一點點的感動存在心中，在未來的某天發

每個禮拜都會由不一樣專長背景

東教會的羅智明弟兄。 

未來目標的設定希望能將生命教育推展到整個東南區，透過弟兄姊妹代禱

用生命感動生命，甚至是加倍的感動，讓

 

一起投入這項事工，為神國的福音

/Alian 

本區配合總會宣道處年度計畫，預計於

日在鐵路小區的永康、延平、

辦理醫療宣道愛心義診事工﹔

為使前置作業更加完善，醫宣小組及鐵路小

月 16 日于延平祈禱所，辦理

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討論住宿事宜、場地

、陪談人員、交通車、炊事

製作廣播 CD、詩歌佈道節

目流程等各項事務。 

推動醫療宣道是本著效法主耶穌僕人的

經本會醫宣團隊(醫師、醫護人員、

相互配合，提供村落貼心的醫療服

藉此廣傳真理的道及得救的福音，高舉榮耀耶穌的名。 

讓我們所作的合 神心意，



社青社青社青社青聯契聯契聯契聯契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哈利路亞，感謝神的帶領看顧，108

聯契靈修聚會，當天來參與的有忠智

數將近 50 人。東南區教區地形狹長

家都能放下自己手邊工作，同心聚集來到神的面前學習真理

願神紀念。 

社青聯契聯合靈修聚會每季舉辦一次

相互扶持，使得聖工推展更上一層樓

作用，感謝神，給金良社青服事的機會

念，感動在心，也鼓舞了我們在聖工

此次靈修主題，區負責賴賢忠傳道以

賽時一定會聽見的一句話，引用這句話

己的目標？但最種要的是在上場之前

是否有信心站在起跑線上，等到裁判槍聲一響

（林前九 24）：「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

找獎賞。」保羅在此勉勵我們，得到獎賞的只有一人

賽，但是過程疲累，體力會隨著時間

而「各就各位，預備....」這句話似乎沒有說完

經確定方向跟目標﹖如同保羅所說：

26），否則也是一事無成。就如同開車的人

隨己意走，花時間找路，等到油已耗盡

可到達。因此訂定明確的

目標很重要，也才能順利

抵達目的地。 

社青在教會聖工發展

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神給予每個人不同的恩賜，

為要在祂的道上顯得完備。

我們應當「各就各位」盡

自己應盡的本分，準備充

足獻上自己的恩賜給神﹔

當我們站在起跑線時，是

已經預備好的最佳狀態，

接下來就要一起勇往直前，堅持到最後

督，阿們﹗ 

 

編後語：   

本期除了胡清水傳道的〈保羅在雅典的見證

區大專成長營」、「原住民教會~社青

醫宣同工講習暨籌備會議｣、｢社青聯契

紀念您的付出，懇求天上的父神親自

歡迎您提出對本刊物的建議與指教

等。 

若您被  神愛激勵，願意奉獻心力

的 2 個小錢，也是  神所悅納的，奉獻帳號如後

灣總會東南區辦事灣總會東南區辦事灣總會東南區辦事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處處處。 

來自後山的鄉音，也盼望能傾聽後山以外的遊子捎回音訊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108 年 3 月 2 日週六晚上於金崙教會，舉開了今年第一次東南區社青

當天來參與的有忠智、臺東、東光、美和及金崙等五間教會的社青團契契員

教區地形狹長，能聚集東南區社青一起靈修聚會實為不易

同心聚集來到神的面前學習真理，藉著屬靈的團契一起分享神豐富的恩典

社青聯契聯合靈修聚會每季舉辦一次，除了在屬靈上裝備自己，更能在屬靈的團契中相互學習

使得聖工推展更上一層樓。這次的聯契靈修對新成立的｢金良社青團契

給金良社青服事的機會，協辦第一季的社青聯契聚會。看到這麼多教會社青以父事為

也鼓舞了我們在聖工服事上的熱心。 

區負責賴賢忠傳道以「各就各位，預備！」勉勵大家，

引用這句話，反思我們在聖工上是否已經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但最種要的是在上場之前，是否已經做足了相關的訓練與準備？

等到裁判槍聲一響，勇往直前直到得到最後的獎賞

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

得到獎賞的只有一人，上場比賽的人都是做足了準備才有信心參加競

時間而消耗殆盡，唯有能夠忍耐堅持到終點的

這句話似乎沒有說完，讓我們有了再思考的層面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就如同開車的人，要前往某個沒去過地方，若沒有妥善的路線計畫

油已耗盡仍無法到達目的地，最後才發現，目的地其實只要花

堅持到最後，為要得到不能壞的冠冕。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的真神耶穌基

保羅在雅典的見證〉靈修小語外，還有五篇教區活動消息稿

社青、中堅、長青團契幹部靈修會」、「生命教育種子

聯契聯合聚會~各就各位，預備｣，感謝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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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奉獻心力，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或奉獻財力，

奉獻帳號如後：郵政郵政郵政郵政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 06603558     06603558     06603558     06603558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

也盼望能傾聽後山以外的遊子捎回音訊，期待您的迴響

    金崙教會/張凱偉 

舉開了今年第一次東南區社青

五間教會的社青團契契員，參加人

能聚集東南區社青一起靈修聚會實為不易，因著聖靈的感動，大

藉著屬靈的團契一起分享神豐富的恩典，

更能在屬靈的團契中相互學習、

金良社青團契｣起了相當大的鼓勵

看到這麼多教會社青以父事為

，田徑場上，選手們開始競

我們在聖工上是否已經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是否知道自

？是否已經具備賽跑的資格？

勇往直前直到得到最後的獎賞？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

上場比賽的人都是做足了準備才有信心參加競

唯有能夠忍耐堅持到終點的，才能得到最後的獎賞。 

讓我們有了再思考的層面﹔出發前，我們是否已

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林前九

沒有妥善的路線計畫與方向，

目的地其實只要花 30 分鐘就

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的真神耶穌基

篇教區活動消息稿--「108 年東南

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培訓」、｢

感謝策劃相關活動的同工們，願主

小區花絮、信仰體驗、聖工漫談

，金額不限，即便只有寡婦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臺臺臺

期待您的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