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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委身呢?有人說，是夢想者與實踐者的分野。對於馬拉松選手來說，它是「感

覺體力用盡之後，再多支撐十里路」。對於拳擊手來說，它是「從地上一再爬起來，

爬起來的次數總比被擊倒的次數多一次」。對於士兵來說，它是「不管山頭上有多少

敵軍火力，先把它攻下來再說」。對於宣教士來說，它是「向習慣的舒適環境道別。」

一般人們不會跟隨三心二意的領袖。從許多事情可以看出你委身的程度：包括你所維

持的工作時數、你提升能力所作的努力、你為他人所作的個人犧牲等等。 

我們從士師記第六章，看看基甸委身的部曲： 

1. 與主相遇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阿，耶和華與你同在!」(士

6:12)。基甸與主相遇，生命起了改變，因著信靠，相信有神與他同在，便有勇

氣面對前面的挑戰。 

2. 築壇奉獻 

「當那夜，耶和華吩咐基甸說：『你取你父親的牛來，就是那七歲的第二隻牛，

並拆毀你父親為巴力所築的壇，砍下壇旁的木偶。』」（士 6:25）基甸在當時

極其窮乏的時候，還預備了山羊羔 (士 6:19)，這是委身的表現。 

3. 拆毀偶像 

上帝緊接著命令基甸，要他毀壞父親所築的神壇，改為向耶和華築壇。我們要

將身心獻與上帝, 必須將凡足以使我們與祂隔離的障礙物完全消除。有許多人

所祟拜的偶像，就是瑪門—金錢，又有一種人是祟拜名譽，和世俗的尊榮，更

有一種人所求的偶像是一己的安舒和沒有責任的生活。這些偶像都要拆毀，才

能過一個委身的生活。 

委身乃是逆境的剋星，因為它讓你咬著牙撐下去，無論被擊倒多少次，它總能支持

你再爬起來。真實的委身能夠使人受激勵、受吸引，它叫人們看見你堅定的信念，如

同基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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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次由學校舉辦的實務周活動中，我們

的老師選定了兩個比較特別的地點：中原和清

流。 

作為比較偏僻的地區，這裡的老人和原住民

數量非常的多，但是相對的，這裡的教會讓我非

常的印象深刻。 

因為健康不得不說，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

人們的物質生活也越來越豐富了起來，但是很多

人，特別是老人，因為沒有足夠的健康知識，那

不正確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的結果，就是各種各

樣的病痛折磨 

為了帶給這些的大朋友們健康的資訊，我們

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健康活動。水療，烹飪，健康

課程，還有老師給這些大朋友們一對一深入的交

流和指導，我相信，靠著這些健康活動，我們一

定有將這些健康的訊息帶給這些需要的人。 

特別是這一次，我們還去了中原文建站（長

老教會），和他們的教友傳講健康資訊。比起講

道，我們這樣的健康服務更加容易被不同的人群

所接受，這也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中原文建站的人們都很熱情，在這裡我們除

了進行各種健康活動以外，還帶著小孩子們學習

做餅乾和麵包，教會的牧師也送給了我們每人一

本用賽德克民族自己的語言寫的書。 

當然，我們並不只是進行健康活動，在安息

日，我們也會和教友們一起分享聖經上的訊息。 

在講到死亡與孤獨的話題時，大家不由得提到

了自己因病突然去世的親人，我們的同學在講

起自己的親身經歷時，也因為控制不住自己的

情緒，泣不成聲。  

疾病帶來的不只是痛苦和死亡，對於自己周

圍的親人和朋友來說，這有何嘗不是一種折磨。 

我明白，我們健康促進系存在的意義，就是

為了減少這種因為無知識而帶來的不幸的發生。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 何西阿書4:6 

◢  健康促進系  

多納教會位於高雄茂林區，位於 88水災後嚴重受災的區域裡，在教會的後方能夠看見水災過

後的痕跡。教會的羅牧師說: 

雖然災後受創嚴重，但感謝上帝的保守，還是有許多的觀光客來到多納部落，使在當地的民

眾還是能夠藉著觀光資源來維持生計。 

在當地教會，教友對於教會所推廣的活動都相當熱情積極的參與，在我們前往佈道前，當地

教會推動蔬食健康的理念，因此在每個安息日的愛宴的準備，當地的婦女會都是以教會所推廣的

飲食烹飪方式去準備。而這次佈道活動，更趕上了羅牧師所推動的家庭佈道。讓我們所傳達的要

道訊息，更好的幫助他們去傳揚福音的內容。而當地的牧師及教友，也十分有意願，希望能夠學

習學校的佈道活動，帶領當地的教會，一同去到各地佈道。 

而在二次佈道活動結束後，我們分別去探望了在三育基督學院服務多年退休的林福德牧師，

和在三育中學就讀的馬樂芬同學，在他們身上，目前都有相當沉重的病痛於身上，由老師帶領我

們去獻上關心與禱告，願上帝醫治和保守能看顧，使他們能夠早日的恢復健康。為上帝做工，每

每都看見自己的不足，卻更感恩上帝願意使用我們，雖然有缺乏的地方，卻藉著一次次宣講上帝

的話語，使我們眾人更被造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羅馬書 8:28】。 

◢  多納佈道組  

◢  建山佈道組  
 

沈牧師曾形容建山部落的這個教堂說“它

好 像 一 所 學 校”—

這是堂主任杜牧師與我們交談時提到的，從那

之後，杜牧師便帶領著當地的教友們在那裡開

始了許許多多的事工：照顧老人，提倡健康改

良，每天輔導學生等等，这令我們非常感動。

這個教會非常的特別，不僅僅在於他們所做的

事工，還有在他們安息日所有的節目上，可以

看出這是一個非常屬靈的教會，他們每當安息

日的時候，從週五晚上直到週六的晚上，在這

中間一共有8場的屬靈活動：週五晚上5:30開始

接夕陽，接著7:30青年團聚會，週六早上5:30

早靈修，9點安息日學，10:30崇拜聚會，下午3

點是各部門事工的培訓，晚上5點鐘送夕陽，6:

30的時候，大家還會在一起運動，這樣的屬靈

活動，他們一直沒有間斷過。 

來到這裡我們一面學習，一面佈道，非常

的充實，每一次當我們分享的時候，都能夠看

到一雙雙渴慕真理的眼睛。建山的教友是非常

辛苦的，四月五月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因為

他們要打梅子，他們雖然身體疲憊，但是對真

理渴慕的心卻沒有削弱。看到他們，我們也迫

切的要將上帝的愛告訴他們。 

在佈道周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也去探訪

了附近教會的一位教友，這也是一個非常美好

的經歷：這位教友得了癌症，但是他卻滿懷盼

望，並向我們述說上帝在他身上的奇妙作為。 

感謝上帝的恩典，使我們可以參與在這偉

大的事工當中。 

要離開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杜牧師

及教友們拿出了最好的東西送給我們。其實，

現在在當地有些水果還沒有成熟，但是他們去

到各個教友的家中，搜集成熟的送給我們——

有刺果番荔枝，黃金果，他們自己做的脆梅，

還有三顆又大又香甜的菠蘿蜜，這滿滿又豐盛

的果實讓我們想到了福音的收成，建山教會在

這個部落生根發芽，成長結果；在這裡也有許

多人拿著果實出去，去到各個地方播撒福音的

種子，我們期待，不論這果實帶到哪裡，那裡

都能夠有福音的種子繼續生長，最終長成參天

大樹，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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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葉佈道組  

青葉教會給我們最直觀的體會是：

淳樸，熱情。 

第一天一早，柯牧師親自來校驅車

帶我們去青葉教會。一路上，我們與柯

牧師通過談話拉近了彼此的關係。從談

話中，瞭解了青葉部落的教會模式，以

及原住民部落的信仰文化，這對於我們

之後的七天佈道，起到很大的幫助。 

在第一天的下午，我們的組長梁定雄弟

兄向魯凱族的同學請教了幾句問候語。

這幾句魯凱語是我們每次分享資訊、與

信徒打招呼時都要說的。用本土方言來

拉近講者與聽眾的關係，對於資訊的分

享及接受，起到非常大的幫助作用。 

每天清晨，我們與柯牧師一起靈

修，預備一天的服侍。用完早餐，我們

一起進入部落，去“圍城”，去拜訪關

懷弟兄姊妹。在拜訪中，我們瞭解到每

戶人家的情況，知道他們的屬靈生命的

需要，這對於我們分享資訊時，提供了

很重要的參考。 

在這七天中，柯牧師與柯師母的生

活給我們帶來很大感染力。他們的婚姻

以及他們服侍教會就是一個很鼓舞人的

見證。讓我們這些即將畢業的神學生可

以體會到，傳道人應有的生活。 

最後，感謝學校以及青葉教會能給我們

這次佈道的機會，讓我們從原住民的教

會中收穫了很多的感動與經驗的積累。

願我們的福音佈道工作，能夠越做越好

。  

◢  音樂系  

◢  斗六佈道組  
三育基督學院每學期的實務周總是令人

期待，是一個外出實踐與觀摩學習的好機會。

原訂我們這組是計畫到臺中的環山教會開展

佈道工作。但在出發的前一天臺東卻發生了芮

氏 6.7級的地震，臺中也因一連下了整夜的大

暴雨，造成去往環山教會的道路因山體落石而

受阻，無法安全抵達原定的佈道地點環山教

會。但上帝為我們開了另外一條出路，在眼看

無法進行原定的佈道計畫時，我們當天就聯繫

了雲林縣的斗六佈道所，希望能夠在斗六開展

佈道工作。 

斗六佈道所是一個 PMM 牧師所建立的小

小的聚會場所。在聯繫了教會牧師後，牧師爽

快的答應我們的請求，熱情配合我們在斗六的

佈道計畫。在佈道會的當天，有四位雲林大學

的學生參加我們的佈道會，並且留下了有很好

的印象。令我們記憶深刻的是，當天有一位姐

妹在剛進入教會的時候，滿臉的愁容，好像有

很多的心事難以向人吐露，但當佈道會結束

後，她卻充滿了喜樂，感謝上帝當天的佈道會

信息給她帶來的鼓舞與安慰。 

聖經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

得益處”（羅 8： 28）我們相信凡是都有上帝

的美意，雖然沒有去到環山教會，但上帝給我

們預備了斗六，並且也使用我們這卑微的瓦

器，給人帶去了安慰，鼓勵與盼望。只要我們

有願意為主服務的心，懷揣佈道的熱情，上帝

總是願意帶領著我們，把我們放在合適的地

方。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因有人分享而變得有意義。短暫幾日的佈道，感受的很多，來

不及感受的也很多。 

當形形色色的人生在你面前展開，我們不由得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們仰觀和

俯察他人的人生，會思考自己原來置身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之中，會不斷審視自己的

世界觀，變得舒服且真實。一萬種人有一萬種人生，有時候我們可以從他人身上感

受到某種堅強的新開始，因為生活永不停息。 

對於這樣的外出探訪，將自己的微微力量能夠幫助到他人，自己也從中收穫了不

同的幸福。在這次拜訪的三個地點前，在出發前我們就被告知我們能夠帶給他們一

些能夠調動身體機能的活動，我們相信看到新的事物、聽到新的聲音、不同的氣味

都能夠對調動身體機能有所幫助。 

無論是抵達第一站的台中瑪利亞基金會、洗腎中心或第一社區復健中心。當看到一

群心智尚未成熟不同於常人的群體，他們在生與死的極限裡，存活了下來，找到了他

們存活的快樂，當我們用歌聲及樂器與他們互動時，他們高度地配合，雖然有一些沒

有辦法用他們的言語告訴我們他們獲得了快樂，但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們的肢體透

漏他們的快樂，他們的某些舉動，在往常只有快樂的時候才會有相對的反應。在醫院

探訪的時候，我們嗅到的不單單是酒精，更深的體悟是我們在死亡前的脆弱，自己的

身體沒有辦法被支持的無助，聖經中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也願我們能夠藉著詩歌、

藉著上帝的力量給他們帶來安慰。时光荏苒，生命短暂，希望我們能用時間去愛身邊

的人，哪怕一瞬間，也不要辜負。雖然我们的探訪結束了，但我們還是相信上帝在側

耳聽我們對他們的祈禱，他們也在上帝的愛中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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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  
我相信佈道周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處處

都充滿了驚喜！每個人的付出都是幸福

的，因爲有天父的愛在我們其中！ 

關於準備 

緊張準備的鐘聲早已響起，在上個學期靜

美老師就已經帶領我們在緊張的準備中。

準備好自己，在一次一次的試講中，我們

鍛煉信心、好的繼續保持、不好的互相提

醒。在彼此的幫助下，我們在迅速的成長

著，這種成長是有別於課堂中、書本中來

的知識，我們所做的是將知識實踐在救靈

的工作中！ 

關於佈道 

短短的兩個星期的時間，經歷了很多的事

情、點點滴滴。懷揣著緊張的心，我們去

到埔裡教會，但我們知道與人分享福音是

我們成長的管道。我們分享學課、分享資

訊、禱告交談。感謝上帝能給我們這樣的

機會，是我們能夠成爲他使用的器皿，將

我們和聽到福音的人的生命再次的更

新！感謝主！ 

關 於 社 區 關 懷 

在佈道周中，我們本著“去，使萬民做

我的門徒”的呼召，來到了魚池街上。

教育系的同學在與魚池鄉民交流的時候

收穫許多，我們知道原來愛吃的牛肉麵

的來歷和發展的過程，動手參與了鄉民

們的活動。進入他們的生活。我們接受

到了熱情的回應和聆聽福音歌曲的真摯

邀請。原本含蓄的我們，不知如何表達

的我們，改變了原本的模樣，克服了種

種困難，去與人分享用我們的生命爲主

作見證。 

關 於 校 園 服 務 學 習  

在教堂的周圍有著很多的花草，教育系

的同學們在炎熱的太陽下，和蚊蟲叮咬

下，選擇了克服、選擇了勇往直前，我

們在一起的時光，永遠是快樂！我們互

相幫助、彼此鼓勵、一起成長，將每個

人小小的力量凝集在一起，鑄成了教育

系！凝結成了一股力，成爲上帝傳光的

子民！ 

惟願我們每一位，在聽見上帝說；“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的呼

召時，都可以大聲的說：“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  

◢  雙語商務系  

此次實務周活動很豐富多彩。我們去了中正教會侍奉，中正國小帶學生們一起做活動、粉刷牆還有參訪愛迪斯樂器社和長青

村。不管是參與教會侍奉、或是志工服務，老師們帶領著同學們非常積極的參與在其中。幾天的活動下來老實說大家有一點疲乏，

不過每一個人都在這寫活動當中得不少的收穫。  

在這些活動裡中正教會的侍奉是最

有意義的。老師和同學們各自都有不同

的服侍任務。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大家

都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傳揚來自聖經的

真理，讓更多的人知道耶穌，認識耶穌並

且得著《聖經》中美好的應許。不僅在出

去參加活動，我們回到學校老師也帶領

我們討論、總結、分析從這些活動中所收

穫的經驗。  

在這次活動中當我們看到愛迪斯樂

器社的老闆介紹薩克斯風和長笛的時候

大家都領會到一個精美的樂器背後承載

了匠人的心血和手藝。長青村的探訪是

我們領悟到生命關懷是多麼的重要。中

正國小的活動和服務讓我們感受到小朋

友的活潑可愛；看到自己服務的果效。

最重要的還是侍奉，大家參與在其中並

且都感受到了分享福音的喜悅。總的來

說這次事務周對於我們來說非常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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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周年院校慶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忘初心，砥

礪前行。 

不知不覺，三育基督學院已經走過了

68年的歲月。為華人教會培育了許多優秀

的人才，也為華人教會的發展與復興，做

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 

本次聯合校慶有非常豐富的活動：有

原創詩歌發表會，安息日特別感恩敬拜聚

會，學生成果發表會，以及精彩有趣的園

遊會。 

音樂是反映現實生活情感的一種藝

術。在音樂發表會上，我們聆聽到同學們

創作的歌曲。在歌曲中，我們能感受到創

作者在信仰生活中的經歷。同時我們心中

產生了共鳴，這是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 

在安息日證道中，徐文遠院長的分享激勵

了我們。要秉持基督耶穌的愛，活出‘學

習行善，止於至善’的校訓。  

每年的園遊會都是我們最喜歡的環

節。今年的園遊會上，我們也有非常多的

美食可以彼此分享，也使我們樂在其中，

收穫勞動的喜悅。 

祝願我們的學院發展日新月異，不斷突破

創新！ 

作 者 ： 陳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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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林客房整修 ORANGE  HOUSE UPGRADE  

過去橘林客房有水管堵塞、屋頂漏水及採光度不佳...等問題，為提升客房環境品質，於本季陸續將橘林客房做重點式修

繕，將屋簷延伸並拉高，不僅改善漏水問題，也相對提高了室內中庭的採光度。原本中庭的PU地板，只要遇水就容易濕滑，改

用木棧板，兼具實用與美觀，室內外牆也採跳色方式重新粉刷，讓橘林客房整體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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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天的培靈會當中，有很多

的歡笑及感動，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

進入到約書亞季第一章，我們這次的

主題叫【被揀選的族類】，參加這次

得都是基督徒，三天的時間讓我們一

起去了解約書亞記的第一章到第六

章，每一位講員(老師)，都講得很好，

當每一張講完後，都有個分組討論時

間，可以聽到每個人的感想，我覺得

很棒，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再次得到屬

靈上的成長及更新，因為我正在經歷

上帝所要給我的方向及道路，但我相

信只要學習約書亞的信心和持續的

禱告，上帝必為我開路。 

在這次的約書亞記中，我最喜歡

第一章第七節的經文；【只要剛強，

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

咐你的一切法律，不可偏離左右，使

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我相信上帝一直與我同在，祂的

愛永不改變，我的感受非常深，因為

當我逃避祂或做錯事的時候，祂總不

會撇下我，也不會丟棄我，當我再次

尋求祂的時候，祂給我心裏真正的平

安。 

我們要遵行主的話然後晝夜思想

上帝的話語，上帝必與我們同在，我

們在每一天都要去面對人生新的渡

口，但要憑著信心跨出一步，然後進

入到新得經歷。 

我很喜歡這次的基督徒培靈會，因為

讓我們凝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經歷

和見證，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知道我們

是上帝所揀選的子民。  

TAA基督徒培靈會  作 者 ： 江 莛 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