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年聖谷台福基督教會台灣短宣日記
短宣隊記者
05/01(週五) 天氣: 晴
今天是五一勞動節休假日, 我們聖谷台福教會, 2009 年台灣短宣隊十二位隊員, 于下午四時全部在
位於嘉義縣太保市嘉南台福教會報到完畢。 智惠姊指定最後一位進門的瓊元兄, 作個開場式的禱告,
祈求神保守未來一週的短宣事工。 接著智惠姊費心為我們詳細講解每天每個時段的行程與活動, 讓我
們心裏有所準備。 晚餐是象輝兄、智惠姊安排豐盛的自助餐, 並有機會與嘉南教會的其他同工們 (龔
素秋姊、林雅玲姊、來自南非的 Fred Itoem 傳道, 等)相識。
餐後除了部份隊員練習詩歌外, 其他隊員則由許牧師帶領與嘉南教會安親班的家長們, 作個人談道
及交流, 果然神大大作工, 有位已決志的姐妹決定接受洗禮成為基督徒。 看到智惠姊喜孜孜的以小快
步, 去辦公室拿受洗申請表, 我們不但為主內多了一位姐妹而興奮, 並對未來一週短宣產生大大的激
勵作用。
05/02(週六) 天氣: 晴
早晨 6:30 我們加入嘉南教會的禁食晨禱會, 一共有十九位兄姊參加, 仍由智惠姊帶領, 她以耶利米書
十八章 1~6 節經文勉勵大家學習謙卑順服, 同時介紹嘉南教會的同工與事工, 並對聖谷教會歷年來短
宣隊的支援表達感謝。 之後, 大家一起跪禱, 在 “Change My Heart, O God” 的樂聲中, 大家為身心
靈軟弱的、未信主的、其他各式各樣需求的, 開口大聲禱告。 最後由三正兄、牧師娘、以及牧師作
結束禱告, 讓我們經歷這聖靈充滿, 令人難忘的一百分鐘晨禱會。
8:20 – 9:20 AM 晨更: 麗環姊對剛結束的晨禱會, 仍然十分感動, 帶領我們以詩歌 “不再是我” 敬拜。
三正兄則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四至五章, 詳細的解說, 令人獲益良多。 最後牧師勉勵我們, 對今天的
探訪工作, 要有信心, 但也要有碰壁的心理準備, 要事事尋求神的旨意。
早餐後我們展開走訪工作, 先從鄰舍開始, 雖然吃了不少閉門羹, 大夥兒仍能把握機會, 向附近幾位勞
工婦女, 邀請她們參加週五的嘉南教會母親節音樂會。 接著我們步行到附近崙仔頂廟口(北極宮) , 在
湖畔一座涼亭內, 巧遇一位健談的龔姓長者, 經過幾輪寒暄、幾番家常後, 感謝主, 他願意接受祝福,
於是大夥兒手牽手、心連心, 由牧師按手為他作了祝福禱告。
午餐後, 我們分為兩組探訪一些慕道友; 一組由智惠姊開車, 載著淨慧姊、寬正兄、瑞珠姊、明珠姊、
秀卿姊、瓊元兄, 先拜訪一位陳弟兄的雙親, 寬正兄和瓊元兄受邀進屋內工作與陳伯伯交談, 傾聽他的
心聲, 寬正兄以醫師立場勸他節制烈酒, 注意健康, 並技巧的撒下一些福音的信息。 其她姊妹們則留
在外面跟七八位婆婆媽媽們講笑, 陣陣笑聲, 朗朗歌聲, 穿門入戶, 不絕於耳。 最後在依依不捨中, 與
他們道別, 並邀請她們參加週五的母親節音樂會。 接著又去拜訪黃振源兄、龔國榮兄, 並為他們作了
禱告。
另一組慕道友探訪, 由素秋姊開車載著三正兄、牧師娘、夢寧兄、麗環姊, 則探訪了陳仙放兄及麗敏
姊並作了長時間的交談, 並也為他們作了禱告。

05/03 (週日) 天氣: 晴
6:50 AM 晨更: 麗環姊帶領我們以詩歌 “主我敬拜祢” 敬拜, 三正兄則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六章, 開
始今天主日的服事。
1

10:00 AM 與嘉南教會一起主日崇拜。 麗環姊淨慧姊的敬拜讚美後, 牧師以精采有力的信息 ”如何擁
有更美好的人際關係” 勉勵大家要: 總是感謝人們的良善、操練積極正面的禱告、對別人的成長有耐
心、從心裏真實的去愛人。
11:10 AM 牧師為三位姊妹舉行洗禮, 她們是林櫻娣姊、劉素敏姊、黃秀琴姊。 她們並作了受洗的見
證, 十分感人, 接著我們守聖餐, 結束美好的主日崇拜。 午餐後, David 兄與明珠姊, 離開短宣隊, 繼續
他們台灣的假期行程。 謝謝他們過去兩天的事奉, 求主紀念他們的辛勞。
下午時分, 象輝兄帶領約三十位青少年以及小朋友, 到附近的安東國小操場作定期球類活動。 非常難
得見到三正兄的揮棒英姿, 夢寧兄及瓊元兄也加入各種球類活動, 與小朋友玩成一片, 童心未泯, 大家
盡情歡呼, 十分熱鬧。
在神戶牛排館晚餐後, 短宣隊與嘉南教會的同工們舉行座談會。 家裏經營課後輔導補習班的采羚姊
作了令人十分動容的見證, 也希望大家繼續為她的家人以及教會事工禱告, 她有雄心將輔導補習班的
兩百多位學生與老師納入傳福音對象, 願主成全這美好的事工與異象。
05/04 (週一) 天氣: 晴
6:50 AM 晨更: 麗環姊帶領我們以優美的詩歌 ”耶穌愛你” 敬拜。 三正兄則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七
至八章。 我們開口大聲為今天事奉禱告, 今天我們要去東安宮廟口的東勢社區老人活動中心, 作健康
講座以及音樂詩歌佈道。 雖然安排的活動時間為 10:30 – 11:30 AM, 短宣隊與嘉南教會四位同工們在
9:40 AM 就準備妥當。 出發前, 牧師帶領大家再次為今天事奉禱告。 東安宮廟供奉包括牛頭馬面在
內的多群偶像, 給人陰森恐怖感。 首先淨慧姊帶領約五十位阿公阿媽們作了旋律優美的健康操, 接著
在短宣隊的音樂詩歌後, 寬正兄以投影圖片作心臟健康介紹, 最後牧師為所有來參加的人員帶來信息
與神的祝福。
下午我們探訪了位於嘉南教會對街一家傢俱店的陳老闆, 老闆娘秀琴姊, 與他們的千金, 並蒙茶點熱
情款待, 大家並在店內作了禱告。 之後, 象輝兄與智惠姊, 分別各開一輛旅行車, 帶短宣隊沿途參訪了
太保、朴子、布袋、東石各地, 包括農會, 魚市場, 以及碼頭。 並得知布袋碼頭, 有定期班船直開澎
湖, 可給許牧師往後回台省親時, 多了一項交通工具選擇。 晚餐在回程路上的一家 ”尚好吃” 海鮮餐
廳吃的。 由象輝兄與智惠姊作東, 正奇怪為何無一其他食客, 原來今天是當地民間拜拜的日子, 家家
戶戶都在請客, 難怪餐廳大都打烊停業。
晚上, 牧師與部分短宣隊員, 參加嘉南教會的查經班, 其餘隊員則為明晨安東國小的品格教育作準備。
05/05 (週二) 天氣: 晴
6:50 AM 晨更: 為了讓我們能教唱安東國小的小朋友, 麗環姊帶領我們練習 ”耶穌愛你” 歌詞如下: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就是這麼簡單
喔喔喔 喔喔喔 就是這麼簡單
三正兄則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九章, 並轉述故事: 一個牧師因著對神的信心, 最後神差遣他人, 把一座
礙眼的小山挪去。 寬正兄作結束禱告時, 願我們像天使般, 透過品格教育, 帶給安東國小的小朋友一
些福音的種子。
8:00 – 8:40 AM 安東國小品格教育
今天每位短宣隊兄姊, 都分配到一間教室, 向小朋友講述品格教育。 由於內容沒有限制, 因此可以自
由發揮。 我們透過教唱”耶穌愛你” 加上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品格特質, 希望能對小朋友的信仰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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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 課後, 大家聚在一起, 對剛才的品格教育課, 仍然意猶未盡興奮的談論著: 瑞珠姊說, 當她提
到耶穌愛你時, 有位小朋友立刻以手式比劃, 口中唸著 ”阿彌陀佛”; 短宣隊的攝影師夢寧兄, 被小朋
友稱為”狗仔隊”; 三正兄說這輩子從未想到會教人唱歌。
9:30 AM 短宣隊分為ＡＢ兩組
Ａ組訪問台南: 由象輝兄開車載著牧師、牧師娘、三正兄、寬正兄、瑞珠姊、秀卿姊、淨慧姊.
由太保直奔高雄茄萣鄉拜訪顏清榮醫師、素美姊、以及顏醫師診所。 之後, 參訪台南台福教會與其
喜樂小組作感恩禮拜; 牧師以詩篇十六章分享, 短宣隊並與聖谷教會的丁榮兄、溫玉姊、秀美姊、金璟
姊 在台南喜相逢。 顏醫師招待午餐後, 短宣隊訪問甫於今年三月成立的甘恩台福教會, 並與林傳道
分享神的恩典。 之後, 短宣隊在瑋玲姊安排下, 探訪九歲的楊杰霖小弟, 他是聖谷教會清美姊清惠姊
的侄孫 因骨癌正作化療後的康復, 他的爸爸楊忠山兄感謝短宣隊的關懷。
Ｂ組則在當地參訪: 由素秋姊開車載著夢寧兄、麗環姊、瓊元兄, 首先拜訪經營一家服飾店的黃勤女士,
她有意追求福音, 對麗環姊所作的感人見證, 頻頻點頭, 並以自製現打豆漿與爽口醃青芒果招待, 麗環
姊作了結束訪問禱告。 回程路上, 得知智惠姊的侄孫女急性腸炎入院治療, 我們接了智惠姊, 在正午
時分, 趕到長庚醫院急診室時, 這位陳佑婷小妹妹已經過醫師治療處理, 正躺在病床休息。 我們聚在
床邊與她的父母, 一起為陳小妹妹的身體復原作了迫切禱告。 下午Ｂ組兄姊與嘉南教會的朴子小組
一起查經。 采羚姊開放補習班的辦公室, 為這一週一次聚會提供良好場地, 所屬補習班七位女老師以
及我們, 今天一共有十四人參加。 他們使用美國名牧師 Joel Osteen 的 ”活出美好”一書作為查經資
料。 夢寧兄、麗環姊、以及瓊元兄在此也都作了見證, 分享各自信主的經過。 兩個小時, 匆匆過去,
大家有很好的互動。 之後, 我們探訪了戚美華姊的母親, 她已離開教會許久, 我們連唱七八首詩歌,
終於勾起這位來自南投仁愛鄉卑南原住民的一些教會回憶, 最後在禱告聲中, 我們齊聲切盼她早日歸
入主的懷抱, 再見榮光。

05/06 (週三) 天氣: 晴
7:00 AM 晨更: 麗環姊帶領我們以詩歌 ”獻上活祭” 敬拜, 並求主用我一生, 牧師娘作禱告時, 願主
繼續賜福智惠姊以及嘉南教會所作的事工。 三正兄則繼續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十至十一章。
早餐後, 我們立刻步行到安東國小, 為今天的活動準備音響投影設備。 淨慧姊麗環姊的敬拜讚美後,
寬正兄以投影圖片, 向擠得暴滿的國小高年級小朋友, 以 “談心時間” 作第二次心臟健康講座, 深入
淺出, 精彩的講解後, 小朋友問了有關糖尿病、心臟病的問題, 葉醫師均盡力詳細回答, 最後牧師作了
結束祝福禱告, 每位參加小朋友都拿到一份從美國帶來的禮物。
10:30 AM 象輝兄與智惠姊各開一輛車, 載著我們馳騁在嘉南平原。 近午時分, 進入嘉義市區, 拜訪許
彗芬傳道的父母, 他們年紀雖長, 卻精神煥發, 每逢主日則安步當車到附近教會做禮拜。 我們在許府
客廳圍成一圈禱告。 中午許伯伯、許伯母請我們享用有名的噴水嘉義雞肉飯。
2:45 PM 前往民雄, 探訪聖谷教會秀蘭姊的母親, 以及兩位弟弟。 義欽已做完化療, 目前雖仍坐輪椅
但已大有進步, 秀蘭姊的老媽則親切的招呼, 我們在客廳齊唱 “耶和華祝福滿滿”, 牧師作了結束祝福
禱告, 祝福秀蘭姊的家人, 身體健康。 之後, 我們參觀了民雄一家專製老花眼鏡聞名的 Contour
Optik 工廠。 主人藍姊妹, 是聖功會基督徒, 熱心拿出各式各樣, 不同度數的眼鏡, 任我們精挑細選,
價格又打折扣, 客主盡歡。
晚上牧師與牧師娘、麗環姊、夢寧兄、與淨慧姊一同前往朴子探視采羚姊的婆婆, 她因癌症手術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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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化療, 短宣隊向她唱詩、禱告、並介紹福音, 祝她早日開康復。

05/07 (週四) 天氣: 晴
7:00 AM 晨更: 麗環姊帶領我們以詩歌 “我相信” 敬拜, 三正兄則繼續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十二至十
三章.
8:40 AM 早餐後, 我們帶著佈道設備, 到位於北極宮廟口的崙頂老人活動中心, 作健康講座以及音樂詩
歌佈道。 大約有四十多位阿公阿婆, 正在作手工藝, 今天剛好有醫護人員為老人量血壓及測血醣的活
動。 首先仍由麗環姊淨慧姊帶領老人們作健康操, 接著在短宣隊的音樂詩歌後, 寬正兄以投影圖片作
最後一場心臟健康以及保養講座。 末了的 Q&A 倒是五花八門, 有問胃酸過多、睡眠不良、等等問
題, 十分有趣 , 最後仍請牧師為所有人員帶來由神而來的祝福。
稍事休息後, 我們按計畫往訪中台灣幾間台福教會。 今天剛好是台福總會台灣南區例會, 身兼南區區
長的象輝兄, 邀請與會的高雄教會廖牧師及屏東教會余牧師, 一起在位於大同技術學院的學生實習餐
廳 ”加勒比海”餐廳午餐, 物美價廉。 廖牧師強調 ”台灣福音化” 是 “台灣的福氣”, 我們都為廖牧師
特殊的朗爽笑聲, 留下極為深刻印象。 餐後, 仍然由象輝兄智惠姊各開一輛車, 載著我們短宣隊北上,
三正兄則自行開車先回豐原, 安排短宣隊到訪。 下午一時, 抵達彰化台福教會, 傾聽王麗琮傳道, 娓
娓道來她腦瘤摘除手術經過, 目前依靠神的恩典, 積極喜樂面對人生以及傳揚福音, 我們一起為彰化
教會的需求及事工開口大聲禱告。
4:15 PM 我們到達台中中科台福教會。 這是一間成立不久, 設在中科園區 ”主新德科技公司” 大樓的
第四層。 可容納兩百人聚會的場地, 目前約有三十多人, 本地外勞各半, 英語聚會。 日前舉行洗禮典,
”主新德” 的朱老闆親自到場勉勵。 我們與聖谷教會老朋友陳鄂鈞傳道夫婦, 以及他們約八個月大的
可愛 Baby 相見歡。 這應是一所潛力無窮的福音工場, 誠摯祝福鄂鈞兄大展鴻圖, 為神國開疆擴地.
5:25 PM 短宣隊繼續北行, 不久來到三正兄的家鄉豐原, 以及他與美虹姊奉獻的場地, 作為豐原台福
教會所用。 抵達時, 承蒙三正兄, 以及教會的陳牧師在門口迎接。 教會是棟六層的透天厝, 正面對
著富春國小, 地點適中, 鬧中取靜. 我們與教會的陳牧師、鄺傳道、楊傳道、以及同工們座談交通。 由
於去年暑假聖谷教會曾來此短宣與英語教學, 因此彼此熟稔, 交談熱絡: 得知教會舉辦國小課後英文
輔導, 並對附近慈恩安康中心的老人們有負擔, 有定期或不定期探訪事工, 帶他們作決志禱告。. 陳牧
師則希望能促成豐原地區各教會的聯合禱告會。 晚上三正兄破費請我們在豐園海鮮, 吃了一頓層次十
分高檔的海鮮大餐, 真是謝謝。
回到太保時已夜深人靜, 感謝象輝兄智惠姊長途開車的辛勞, 求主紀念。

05/08 (週五) 天氣: 晴
7:00 AM 晨更: 麗環姊帶領我們以詩歌 “獻上活祭” 敬拜, 並作禱告: 感謝過去一週短宣的過程, 在
在都有神的恩典與保守。 牧師則繼續帶領我們研讀約伯記十四章, 寬正兄作結束禱告時, 祈求我們學
習在患難中仰望神, 讓我們學習謙卑, 並感謝過去數天短宣, 神的保守。
8:40 AM 素秋姊引領牧師、夢寧兄、瓊元兄、拜訪她的堂兄龔玉生。 他在嘉南台福教會附近經營一間
釀造工廠, 進入廠內, 到處聞到酸溜溜的醋味, 他請我們喝泡茶以及特製醋飲料, 並天南地北的聊他曾
當船員經歷。 後來牧師因另有行程先行離開, 夢寧兄則向龔兄見證自己信主後的改變, 但願能對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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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有所幫助。
10:00 AM 牧師、牧師娘、寬正兄、去探訪位於朴子鄉下的康麗玲女士作個人談道。
吃完便當午餐後, 短宣隊驅車至台灣嘉義監獄, 會同更生團契的杜牧師後, 一起通過四五道鐵門以及
層層安全檢查, 才得入內, 防護工作可謂滴水不漏。 我們音樂詩歌佈道場地是一間小禮堂, 獄方戒護
官開場白後, 牧師隨即作了一番簡介, 接著麗環姊淨慧姊以優美的歌聲唱出一首一首好聽的歌曲: “真
正好” 、”主耶穌真好” 、”上帝有情人生有望” 、”回家”、”雖然” …. 以及配合母親節的 “我思念您
阿母” 、”新搖嬰仔歌” …在 ”掌聲響起” 樂聲中, 大家靜靜聆聽淨慧姊感性的見證: 她感謝上帝賜予
她一位基督徒的先生, 讓她有機會認識福音, 蒙受神的恩典。 牧師的證道則勉勵台下的一百二十位受
刑人, 今後能凡事依靠神指引人生的方向。 呼召時超過八成舉手, 願意接受牧師的祝福禱告。 離別
時彼此頻頻揮手道別。 我們在獄方安排下, 參觀了受刑人精緻的工藝產品: 包括紙雕、木工、字畫、
陶器製品、等等。 又參觀了他們的睡房, 睹之, 令人鼻酸, 由衷希望他們, 能有耶穌作為個人救主, 將
來出來後能重新作人。
我們約在四點半回到嘉南教會, 稍事休息, 又忙著準備今晚的壓軸: 母親節音樂會。 場地設在教會邊
的停車場, 大家七手八腳, 群策群力, 分工合作, 不一會兒, 舞台、音響、燈光、道具、投影、電腦、
桌椅, 全備齊了。
７:３0 AM 智惠姊當司儀主持今晚的音樂會。 牧師祝禱後正式開始, 安東國小的鄭校長與里長伯也
都來撥冗捧場, 鄭校長並致詞預祝音樂會成功及母親節快樂, 里長伯還贈送大家一大箱飲料。
好聽的歌曲一首連一首唱出, 熱情的觀眾均報以響亮的掌聲, 短宣隊無論演唱、司琴、放投影、打字、
架設音響道具、攝影、招待、等等 均能各司其職, 並彼此合作無間。 今晚除了麗環姊淨慧姊的演唱
外, 我們還有為慶祝母親節而準備的四重唱”老母日”, 並有全體短宣隊一人一句演唱的”明天會更好”。
音樂會氣氛熱烈, 牧師也分享了一些信息。 短宣隊也帶動了許多觀眾的熱情, 也紛紛上台同唱同樂,
台上台下, 玩成一片。 最後每位母親都得到一份由聖谷台福教會贈送的精美禮物, 皆大歡喜, 度過難
忘, 值得紀念的一夜, 也為聖谷台福教會 2009 年台灣短宣畫上美好的句點。
當晚離隊賦歸的有夢寧兄、麗環姊、寬正兄、瑞珠姊。

05/09 (週六) 天氣: 晴
8:00 AM 晨更: 自修
9:20 AM 由象輝兄開車載著牧師、牧師娘、秀卿姊、淨慧姊、瓊元兄, 搭高鐵北上, 正式結束 2009
年聖谷台福教會台灣短宣的光榮任務。
感謝過去一週短宣的過程, 在在都有神的恩典與保守, 哈利路亞，把一切的榮耀都歸給我們的主!!
2009 年聖谷台福基督教會台灣短宣隊名單:
許利民牧師、華玉瑛師母、賴三正長老、葉寬正長老、洪瑞珠姊、鄭夢寧兄、蔡麗環姊、
黃淨慧姊、解秀卿姊、庾瓊元兄
林明珠姊、David (部份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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