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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何毓芬  路加傳道會執行編輯

◆照片提供：周宜卿醫師

，身心承受很大的重擔和壓力。回想起過

去自己與護理人員之間的互動，大多都是

談論醫院工作，很少機會閒話家常。若要

關心護理人員，該從何開始？

    過了不久，院內有位資深護理人員突

然跑來診間找她，請她關心一位車禍受傷

的護理人員，還來不及關心，不久便聽聞

這位護理人員離職的消息，讓她更加堅定

要向護理人員傳福音！

▲周宜卿醫師

疫情下的福音機會
關心護理人員為主得靈魂

期委身於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服事的

周宜卿醫師，2020年初從張正成醫師

手中接下團契主席，不久就遇上台灣爆發新

冠肺炎疫情。當時團契暫停實體聚會，也無

法進入病房探訪傳福音，只好改以「線上禱

告會」的方式連結同工與契友們，並持續在

禱告中尋求團契未來的方向。

    「疫情雖帶來許多改變，卻出現為主得

著靈魂的機會！」周宜卿醫師提到，疫情期

間發現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相當大，心中有一

個感動：「我們要關心身邊周遭的護理人員

！」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兩頭燒

    有一次周宜卿醫師參加恆春基督教醫院

董事會，恆基董事長簡肇明醫師突然看著她

和吳麗芬牧師說：「妳們去負責護士團契！

」聽見這話後，她便把向護理人員傳福音的

負擔放在心中，並開始為這個事工禱告。她

觀察到，許多護理人員都是工作家庭兩頭燒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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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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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宜卿醫師分享，這兩年遇上疫情，團

契福音工作被迫暫停，神卻提醒她要多關心

身邊周遭的護理人員，況且多數護理人員都

是女性且尚未信主，是亟需聽聞福音的一群

。自己同樣身為女性，能感同身受這些護理

人員在醫院工作、夫妻關係、婆媳關係、親

子關係、感情關係及經濟生活上所面臨的困

難與挑戰，她們心裡有許多委屈及難言之隱

，卻無處傾訴。

舉辦護理人員福音茶會

    之後，周醫師為護理人員舉辦一場「福

音茶會」，營造一個輕鬆、溫馨的氛圍，彼

此認識、互動與分享，聆聽她們的心聲，關

心她們的需要，希望能在這些護理人員的生

命中撒下福音的種子。後來，團契也成立群

組，持續關心連結院內30多位護理人員。

    周宜卿醫師提到，疫情期間團契固定

於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線上禱告

會」，透過禱告彼此連結，一起為團契的

福音工作禱告。不久之後，神就帶領一位

郭朗香姐妹來到團契中，成為團契即時的

幫助。過去郭姐妹因為需要照顧家庭而辭

掉護理工作，如今孩子都大了，她很樂意

加入團契參與服事，協助跟進關懷院內的

護理人員。

    此外，周醫師也跟神禱告，希望能有

一位女性傳道人來到團契一起同工，成為

團契的屬靈遮蓋，過了不久就在醫院巧遇

台中卓越熱力行道會葉淑麗傳道，兩個人

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心意，邀請葉傳道加入

團契協助關懷與牧養。周醫師說：「感謝

神，這些年來安排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在

我身邊，在信仰、工作及服事上帶給我很

大的幫助！」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首次舉辦護理人員福音茶會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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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福音工作不停歇

    每年聖誕節，愛加倍團契都會與鄰近

教會一起配搭報佳音，在兒童醫院四周發

送糖果及福音單張，也會進到病房為住院

的病童祈禱祝福。周醫師分享，這兩年來

適逢疫情，無法進入病房探訪，同工就在

院內大廳設置福音攤位，向前來門診的小

朋友及家長傳福音。雖有疫情來襲，院內

的福音工作並沒有因此停擺，持續把上帝

的愛與福音分享給身邊周遭的人。

    去年11月趁著疫情趨緩，周宜卿醫師

主動寄發電郵邀請院內的基督徒醫護人員

一起參加「感恩節聚會」，也藉此機會感

謝黃達民牧師過去十年來給予團契的協助

。今年2月21日，眾人所敬愛的前團契主席

張正成醫師罹癌過世，周醫師便招聚團契

弟兄姊妹成立「愛加倍團契詩班」，每週

聚集一起練唱詩歌，並在追思禮拜中獻詩

感念張醫師過去對團契的付出與奉獻，讓

契友們的心再次凝聚起來。

不可離開起初的愛心

    2021年2月因院內人事變動，原本擔

任兒童神經科主任的周宜卿醫師，受派接

任兒童醫院（助理）副院長，於今年初正

式接任兒童醫院（行政）副院長。周醫師

說，平時醫院工作已經相當忙碌，現在除

了看診之外，還有開不完的會議，手邊有

許多繁瑣的行政事務要處理。然而，「忙

碌」容易讓人失去熱情、壓抑情感，甚至

過於律法主義。聖靈時常提醒我，不可離

開起初的愛心，不要讓忙碌吞噬了愛神、

愛人的心。

    每天清晨四、五點，我都會來到神面

前禱告，讓神的愛再次澆灌在我心中，求

神光照我的生命，使我能夠知罪、悔罪，

承認自己的有限，學習以神的眼光去看待

身邊的人事物，更多同理並體諒身旁的醫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感恩節聚會

▲周宜卿醫師（右四）與教會弟兄姊妹

  在兒童醫院聖誕福音攤位前合影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發揚醫師，繼續帶領團契前行。我們都欠

了福音的債，要將福音的棒子不斷傳承下

去！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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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同仁。有時候，聖靈也會特別提醒我要

為某些人、某些事禱告，使我的屬靈敏感

度能夠重新活過來。每當忙到疲累不堪的

時候，我會暫時坐下來歇息片刻，來到神

面前安靜禱告，領受神的話語重新支取力

量，繼續完成手中的工作。

交棒傳承福音使命

    周宜卿醫師感恩地說，回顧這些年來

，看見神帶領團契在疫情困境中經歷蛻變

，並且不斷把所需的人力和資源帶進來，

讓我們知道傳福音不能光靠一個人的力量

，而是需要團隊一起同工、同行。今年年

初，我已將團契主席的棒子交給年輕的周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在張正成醫師追思禮拜獻詩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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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上帝的愛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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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山靜醫師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退而不休關懷特兒家庭
願作神喜悅的事 

嘉義基督教醫院兒童醫學部遺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徐山靜醫師 

週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採訪整理：何毓芬  路加傳道會執行編輯

◆照片提供：徐山靜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兒童醫學部遺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徐山靜醫師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6｜           No. 388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上帝的愛專題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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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榮中寶貝班家長成長班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台中榮中禮拜堂寶貝班

    20多年前，寶貝班創辦人汪媽媽（鍾素明）將自己教導女兒的教材和方法帶進教會

，成立一個「特兒的屬靈群體」，並以聖經價值建構一個「傷健融合的平台」。每週日

上午9點，寶貝班以信仰為出發點，透過詩歌、故事、美勞、音樂及大自然教室等，讓特

兒的潛能在愛與快樂中綻放出來；每個月舉辦一次「家長成長班」，讓神的話語成為父

母教養特兒的重要根基。寶貝班每年暑假舉辦「特殊兒親子福音營」，讓特兒與手足能

夠聽聞福音，幫助家長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孩子，在信仰中找到信心與希望，並

且提供各教會的年輕人一個真實「做主門徒」的實戰禾場。

上帝的愛專題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

  援助烏克蘭難民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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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烏克蘭

◆採訪整理：何毓芬 路加傳道會執行編輯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近

台灣Can Help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

著醫療專業來關懷陪伴這些特兒，也有

機會向家長分享福音，帶領他們來到教

會、認識上帝！

赴美進修信主得救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合榮中禮拜堂寶貝班，更名為「特殊兒親子

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特殊兒親子福音營」，深入接觸這些特兒及

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的話語；週末則是在教會關心服事特兒。

退而不休的她，懷著感恩的心過每一天，

持續做神喜悅的事！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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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烏克蘭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日早上9點，長期關懷陪伴特殊兒及罕

病兒家庭的徐山靜醫師，一如往常來到

榮中禮拜堂巡視寶貝班孩子們參加主日聚會的

情況。這群天使般的孩子開心地跟著老師一起

唱詩讚美、手舞足蹈，臉上洋溢天真的笑容，

徐醫師看在眼裡，心中滿是感恩。

    過去曾擔任台中榮總兒科醫學部主治醫師

、一般兒科主任及遺傳諮詢中心主任的徐山靜

醫師，接觸過許多家長帶著特殊疾病及罕見疾

病的孩子前來就診，讓她開始對這個族群有負

擔，著手關心服事特殊兒及罕病兒家庭。

看診接觸特兒家庭

    2011年徐山靜醫師屆齡退休，赴美3年半

陪伴兒孫享受天倫之樂。返台之後，她去到嘉

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顧問，在兒童醫學部擔任遺

傳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並擔任榮中禮拜堂

寶貝班總召，透過醫療專業及提供信仰上的支

持，使特兒家庭得著更全面的關顧。

    「對特兒家庭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很艱難

的人生功課！感謝神，人的盡頭反而是神的起

頭！」徐醫師說，因著神的帶領，讓我能夠藉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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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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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男孩閣樓中為烏克蘭祈禱（圖/M宣教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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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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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信仰經歷，徐山靜醫師分享，

自己以前是個無神論者，頂多跟著家人

祭拜祖先，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小時

候的她，腦海中常出現許多疑問，例如

：人從哪裡來？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面

對這些人生大哉問，她一直想不通，也

找不到解答。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進

入台大醫院婦產科工作3年，之後去到美國

進修攻讀碩士學位，轉科成為一位小兒科醫

師。赴美期間，徐醫師去華人教會參加查經

班，因此接觸基督信仰。當她越來越明白聖

經真理之後，漸漸解開心中的疑惑，更加讚

嘆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徐醫師感恩地說：「在美國那幾年，對

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成為神的兒女！因著神

奇妙的帶領，讓我從婦產科醫師成為小兒科

醫師，有機會接觸服事這些特兒家庭。」

用愛關懷陪伴特兒家庭

    徐山靜醫師進入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工

作，一待就是21年的時間。當時院內人力不

足，她必須橫跨各科看診，包括：一般兒科

、小兒內分泌、兒童癌症及遺傳諮詢中心。

徐醫師提到，那些年正是台灣健保及遺傳醫

學發展相當快速的階段，因著跨科別看診，

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罕病兒。

    20多年前，徐山靜醫師與汪媽媽（鍾素

明）一起在榮中禮拜堂的寶貝班同工服事，

用愛關懷陪伴這些特兒家庭直到如今，兩人

在服事上成為很好的夥伴。過去徐醫師曾在

醫院舉辦兩屆「小胖威利夏令營」，而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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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藉著每年暑假舉辦四天三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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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提供建造家園、教養特兒及信仰上的

幫助，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認識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此外，寶貝班也開辦「家長成長班

」和成立「手足團契」，建立一個全家庭的

信仰支持團體，彼此鼓勵扶持，在靈命上一

起學習成長。

    徐醫師指出，20多年來發現特兒的比例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還有一些合併行為問題

的孩子（自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等）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醫學和

政策來看，台灣對於特兒的醫療、照護、就

學及福利，雖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父母依循聖經教養特兒

    她進一步提到，有些家長每天忙於工作

養家，光要維持生計已經相當辛苦，只好把

孩子交給學校教、老師教，沒有多餘的心力

學習如何教養孩子；有些家長因過度投入，

把全部的時間和心力用來照顧特兒，而忽略

其他的孩子（一般手足），讓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不被重視、不被疼愛；有些家長則是

過度權威，以強硬、嚴厲的方式來教育訓練

特兒，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特兒的教養主責還是要回歸到父母的

身上！」徐醫師認為，每個特兒的個性、特

質、病因都不一樣，每位家長需要的教養方

式也不盡相同。父母的言行及教養方式會對

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鼓勵父母應依循聖經

原則學習教養特兒，及早訂立規範，把握早

期療育，並與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互動方

式。當孩子的情緒越穩定，長大之後就越容

易適應環境、融入社會。

    今年72歲的徐山靜醫師，週間仍在嘉義

基督教醫院看診，也與院牧部同仁配搭晨禱

服事，向小兒科醫護同仁介紹福音、分享神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10｜           No. 388

送愛到烏克蘭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CCMM



己的心來面對各樣未知、艱難的處境，保守

自己直到耶穌再來！末後世代，戰爭如同產

難的婦人一樣，陣痛密度會越來越頻繁，求

神幫助我們隨時做好預備，都是燈油充足的

聰明童女！

    在這關鍵時刻，教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當地教會在援助難民的事上，井然有序

地協助安排接待家庭，安置這些逃離家鄉的

難民，使這些難民有地方歇息免於露宿街頭

，也有福利機構提供餐食、發放物資，祈許

在這冷酷的戰爭中，為人性留下一絲餘溫。

成為燈油充足的聰明童女

    耶穌說過「十個童女」的比喻，聰明的

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愚拙

的童女油不夠用了，必須去買油，只是當她

們買到油時已經太遲了，代表這「油」是可

以事先預備的。越接近末日將會有更大的災

難和戰爭，我們必須做好預備去接待、援助

那些在患難中流離失所的人們，也預備好自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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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教會收容援助難民（圖/M宣教士提供）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留愛在烏克蘭

不是城市被砲火轟炸，沒有人想要離

開自己居住的地方…俄羅斯打響戰事

的那一天，我人在台北。一聽聞這震驚的新

聞，我只想要立即飛到烏克蘭家人身邊，無

法想像丈夫、大兒子、大媳婦、小兒子及四

個稚嫩的孫子，這一大家子人，當如何逃離

戰火？

    頓時，我的思緒陷入糾結，害怕在戰爭

中萬一和烏克蘭的家人失聯的話，該怎麼辦

？他們勢必無依無靠、求助無門。於是，母

性的本能讓我隨即聯絡了教會資源，感謝神

！匈牙利的教會隨即和兒子連上線，並且承

諾只要他們到達匈牙利，一定會妥善照顧。

留下來開放居所接待難民

    我滿懷欣喜的告訴兒子逃離計畫，但是

他卻說：「我們走了，誰來照顧難民？」難

民？哪裡來的難民？那時我才知道，我烏克

蘭的家人已經接受長期配搭的教會請求，開

放家庭作為接待難民的居所了！

    不只我們家成為接待家庭，周圍所接觸

認識的教會及基督徒家庭，甚至孤兒院也都

開放居所，接待這些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

難民。只要還有一席容身之地，只要還有一

口糧食，這些接待者沒有不盡心盡力安頓難

民的。

戰亂中教會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所居住的城鎮，家家戶戶以務農居

多，經濟狀況並不富裕，只能維持一般生活

開支。開戰之後，這個小小的城鎮突然湧進

高於居民數量的難民，對當地教會及接待家

庭來說，的確是相當沈重的負擔，尤其是在

物資匱乏的現實大環境中。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連結各方資源及金

錢上的援助，來減輕教會及接待家庭在經濟

上的重擔，讓他們在服事這些落難肢體時，

可以不為經濟愁煩放心接待，讓在平安之地

的我們，能夠陪伴這些難民在神保守下平安

渡過這場戰爭。

留愛在烏克蘭

若

◆烏克蘭M宣教士◆烏克蘭M宣教士



己的心來面對各樣未知、艱難的處境，保守

自己直到耶穌再來！末後世代，戰爭如同產

難的婦人一樣，陣痛密度會越來越頻繁，求

神幫助我們隨時做好預備，都是燈油充足的

聰明童女！

    在這關鍵時刻，教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當地教會在援助難民的事上，井然有序

地協助安排接待家庭，安置這些逃離家鄉的

難民，使這些難民有地方歇息免於露宿街頭

，也有福利機構提供餐食、發放物資，祈許

在這冷酷的戰爭中，為人性留下一絲餘溫。

成為燈油充足的聰明童女

    耶穌說過「十個童女」的比喻，聰明的

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愚拙

的童女油不夠用了，必須去買油，只是當她

們買到油時已經太遲了，代表這「油」是可

以事先預備的。越接近末日將會有更大的災

難和戰爭，我們必須做好預備去接待、援助

那些在患難中流離失所的人們，也預備好自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12｜           No. 388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留愛在烏克蘭

CCMM

▲製作擺放物資的櫃子（圖/M宣教士提供）

不是城市被砲火轟炸，沒有人想要離

開自己居住的地方…俄羅斯打響戰事

的那一天，我人在台北。一聽聞這震驚的新

聞，我只想要立即飛到烏克蘭家人身邊，無

法想像丈夫、大兒子、大媳婦、小兒子及四

個稚嫩的孫子，這一大家子人，當如何逃離

戰火？

    頓時，我的思緒陷入糾結，害怕在戰爭

中萬一和烏克蘭的家人失聯的話，該怎麼辦

？他們勢必無依無靠、求助無門。於是，母

性的本能讓我隨即聯絡了教會資源，感謝神

！匈牙利的教會隨即和兒子連上線，並且承

諾只要他們到達匈牙利，一定會妥善照顧。

留下來開放居所接待難民

    我滿懷欣喜的告訴兒子逃離計畫，但是

他卻說：「我們走了，誰來照顧難民？」難

民？哪裡來的難民？那時我才知道，我烏克

蘭的家人已經接受長期配搭的教會請求，開

放家庭作為接待難民的居所了！

    不只我們家成為接待家庭，周圍所接觸

認識的教會及基督徒家庭，甚至孤兒院也都

開放居所，接待這些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

難民。只要還有一席容身之地，只要還有一

口糧食，這些接待者沒有不盡心盡力安頓難

民的。

戰亂中教會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所居住的城鎮，家家戶戶以務農居

多，經濟狀況並不富裕，只能維持一般生活

開支。開戰之後，這個小小的城鎮突然湧進

高於居民數量的難民，對當地教會及接待家

庭來說，的確是相當沈重的負擔，尤其是在

物資匱乏的現實大環境中。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連結各方資源及金

錢上的援助，來減輕教會及接待家庭在經濟

上的重擔，讓他們在服事這些落難肢體時，

可以不為經濟愁煩放心接待，讓在平安之地

的我們，能夠陪伴這些難民在神保守下平安

渡過這場戰爭。

送愛到烏克蘭勸募芳名錄 2022年3月送愛到烏克蘭勸募芳名錄 2022年3月

勸募活動期間：111年3月15日至111年12月31日

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

捐贈者

善心人士

吳O如

蘇O君

林O燦

陳O迪

善心人士

張O松

王O堂

善心人士

洪O娜

卓O珍

捐贈金額

2,000

5,000

1,000

2,000

50,000

2,400

10,000

50,000

10,000

3,000

50,000

陳O炘

劉O山

葉O娟

潘O祝

陳O銘

黃O義

賴O敏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O慧

蔡O瑋

謝O君

基督教五福教會

江O靜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石O娥

鄉福褒忠教會

艾O蘭

張O文

高雄歸正福音協會

林O瑞

林O馨

10,000

5,000

6,000

2,000

1,000

5,000

10,000

5,000

10,000

50,000

5,000

20,000

2,000

3,000

1,000

2,500

3,000

50,000

6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5,000

10,000



北市政府及外交部的同意，且通過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的審核許可（勸募許可文號：衛部

救字第1111360810號，勸募期限至2022年

12/31止），並在兆豐銀行設立「送愛到烏

克蘭」專戶，盼藉此平台匯集大家的愛心捐

款與奉獻，直接支持在烏克蘭第一線從事援

助、收容、關懷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用來添購糧食及民生物資，供應難民生活上

的需要，帶給戰亂中受苦的人們即時的幫助

。邀請您，一起付出行動送愛到烏克蘭！ 

留愛在烏克蘭

May. 2022｜13

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火不斷，

不少無辜百姓在無情戰火中傷亡，

甚至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烏克蘭當地負責接待、收容、援助難民的

宣教士及教會已發出請求支援的呼聲，盼

各界能夠伸出援手，把愛心化作實際行動

，共同援助這些無辜受難的百姓！

    長期投入醫療傳道及社會公益的路加

傳道會，在劉伯恩董事的建議下，連結台

灣長照醫學會及嘉義基督教醫院等單位，

共同發起「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立即感

動民間企業捐助一百萬，成為第一筆捐贈

給烏克蘭教會接待難民家庭的善款。目前

俄烏戰事砲火猛烈，當地教會有組織性把

需要援助、接待、收容的難民分散至基督徒

家庭，讓這些難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住

下來，也提供餐食讓他們在戰亂中能填飽肚

子。

宣教士收容難民  家成為避難所

 

    得知「送愛到烏克蘭」行動，烏克蘭M

宣教士透過LINE表達感謝：「感謝眾肢體在

屬靈和屬世的爭戰中，與我家一同站立。」

、「感謝眾教會對難民持續地關懷和代禱，

我們仍然喜樂地接待、收容、照顧流離失所

的難民，堅立在神為我們家命定的道上。」

、「因著大家的代禱，使我們的手腳有能有

力，為缺乏者奔跑、為無助者遞出一杯涼水

。」

    M宣教士分享，日前有20個小孩和2個

大人需要接待，研判這些人應該是從鄰近

城市的孤兒院逃出來的，要不然不會有那

麼多的孩子同行。當她思考著：「這麼多

人住哪？吃啥？人力夠嗎？」兒子在乎的

是：「要洗這麼多人的衣服，家裡的洗衣

機絕對不夠用！」她心裡想的是「怎能」

接待，兒子的眼裡卻是「怎麼」接待，令

她相當感動。因著神的恩典與帶領，讓他

們的家可以成為接待這些孤兒的避難所。

兩個兒子騰出家裡的空間，讓這些孤兒院

的孩子們使用，他們則是搬到空間狹小的

閣樓上，每天屈膝為烏克蘭祈禱，求主幫

助烏克蘭人民度過苦難的日子。

台灣Can Help  讓愛無國界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身處戰亂

中的百姓，並在禱告中紀念這些受苦的肢

體！」路加傳道會董事、台灣長照醫學會

理事長劉伯恩醫師表示，這次「送愛到烏

克蘭」行動會將各界捐助的善款直接轉給

烏克蘭正在收容難民的宣教士及教會機構

，發揮「台灣Can Help」的精神，讓愛無國

界！

 

    「感謝各界的愛心，一起關心烏克蘭

當地的需要！」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

任卓志錠牧師也提到，現今有不少基督徒

持續關注烏俄兩國情勢發展，感謝路加傳

道會願意承擔責任設立平台，匯聚各界的

愛心與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來幫助烏克

蘭的難民。雖然烏克蘭與台灣距離相當遙

遠，當我們看見需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

就不見了！

    「吃一餐熱騰騰的食物，蓋一床溫暖

的被子，這是何等渺小的愛；對這些難民

來說，卻是何等大的盼望！」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表示，感謝路加傳道會

董事劉伯恩醫師的支持，促成這件有意義

的事情，透過大家盡上一點點心意，幫助

烏克蘭受苦受難的民眾與家庭。

路加申請勸募  送愛到烏克蘭

 

    「感謝神！使用路加傳道會成為一個

串連各界匯集資源的平台，讓苦難中的烏

克蘭人民，能感受到台灣人有溫度的分享

之愛！」吳牧師提到，路加傳道會正式向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申請「送愛

到烏克蘭」公益勸募專案計畫，已得到台

「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資訊如下：

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

帳號：214-09-03251-1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郵件告知姓名及帳

號末五碼

電話：04-2465-4936 傳真：04-2462-9325  

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或填寫奉獻回饋表單：https://pse.is/432m8w

玉里懷恩堂

顏O瑞/吳O欣

李O妃

善心人士

呂O雄

安得烈慈善協會

姚O靜

善心人士

李O綢

善心人士

汪O聲

善心人士

謝O敏

柯O貞

蕭O嘉

基督教道生院

洪O芬

善心人士

王O樟

張O琇

善心人士

陳O斌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陳O朋

楊O郎

林O凌

楊O筑

楊O盛

鄒O達

張O歡

鄒O霓

羅 O

中華基督

邱O恩

許O美智

100,000

10,000

2,000

1,000

20,000

100,000

10,000

14,000

30,000

100,000

2,000

10,000

30,000

20,000

20,000

50,000

5,000

50,000

2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2,000

2,000

100,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000

600

600

2,000

50,000

25,200

5,000

朱 O

彭O婷

周O斐

邱O慧

陳O雲

陳O加

沈O忠

善心人士

怒江醫療服務團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莊O欽

林O梅

萬安生命

閉 O

閉 O

葉O蘭

善心人士

黃O蘭

善心人士

陳O沛

歐O昌

邱O麟

張O菁

善心人士

藍O林

善心人士

陳O儀

黃O雯

官O龍

袁O耀

台灣萬人關懷協會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林O吟

善心人士

周O媛

張O真

廖O蘭

曾O之

曾O之

蔡O錦

李O吟

善心人士

黃O芳

鍾 O

于O萍

楊O瑛

黃O幸

林O黛

善心人士

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會

吳O華

陳O雁

陳O進/涂O蕊

陳O蓮

陳O加

潘O華燦

蘇O臻

劉O玲

余O惠

方O棻

善心人士

王O娟

李O珠

陳O恩

洪O賢

善心人士

翁O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0,100

50,000

10,000

1,000

2,000

3,000

1,000,000 

500

200

500

2,000

25,000

20,000

2,000

5,000

10,000

2,000

3,000

10,000

5,000

50,000

5,000

20,000

20,000

16,307

500

3,000

5,000

1,200

4,000

10,000

20,000

10,000

6,000

1,000

12,320

1,000

37,400

2,000

1,000

2,000

2,000

3,200

2,500

13,000

30,000

60,000

100,000

5,000

500

5,000

10,000

8,000

1,000

1,000

200

16,800

4,600

10,000

5,000

2,000

11,110

100,000



美妙的禱讀     我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每週一下午帶

主管讀書會，我們先有詩歌，接著禱讀

，再輪流讀書報告。因為有禱讀經文，

主管們每週至少會認識一段聖經，如此

就把神的話語融入他們心中。我每週二

跟幾位副院長禱讀，已經讀完腓立比書

，現在讀到以弗所書。禱讀幫助我們堅

固信仰和建造生命，體驗弟兄和睦同居

，真是何等的美善。

    禱讀是我的日常，讓我浸泡在神的

話語中，帶來生活的力量泉源。除了在

台東的教會與醫院外，我每週還與幾位

醫師跨縣市禱讀，陪伴和堅固我的弟兄

。現在教會流行的RPG（復興禱告小組）

裡也有禱讀，有神的話語貫穿其間，就

像房屋有棟樑，使RPG更有內涵並聚焦，

是牧養小組的好方法。

    禱讀是用心靈來讀經，邀請您一起

來經歷禱讀的美妙！

讀」是我進入卓越領袖神學院所

學到的第一項功課，我們在神學

院上課時，每天敬拜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禱讀聖經。

    禱讀的重點在「讀」，不在「禱」。

多讀幾遍，讀到內心有感動時就把它講出

來。少用人的話，多用神的話（經文）來

禱告；少用人的腦，多用人的心來禱告。

就像我們吃東西時要反覆咀嚼，才能透徹

品嚐出食物的美味。禱讀幫助我進入經文

「字句」裡，讀出經文的「精義」。我在

教會推動禱讀，弟兄姊妹反應說：「禱讀

讓他們對讀聖經更有味道，更有感覺」。

    禱讀可以一個人進行，也可以小組

2-4個人一起，但不建議太多人。小組禱

讀以輪流方式讀經，會比個人讀經帶來更

豐富的亮光。一方面，因為禱讀反覆讀經

，可以讀出經文中更多的滋味；另一方面

，同段聖經每個人讀到的重點不同，禱告

出來的亮光不一樣，加起來就會很豐富。

用禱讀來預備講章是我們在神學院的學習

之一，我個人禱讀完後有時心中也會產生

一篇講章。 ▲東基陳志成院長（右）與副院長每週相約禱讀

  聖經（圖/陳志成院長提供）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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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經歷神

「禱

◆陳志成院長  台東基督教醫院◆陳志成院長  台東基督教醫院



二、要「直讀直禱」：

    不是用腦筋讀，而是用心讀，讀到能

背、讀到字裡行間、讀到每個細節。讀到

有感覺了，就直接禱告出來！

    不須華麗詞藻，不要思考怎麼禱告！

直接把心中感覺說出來，就對了。

三、要「重讀重禱」：

    可以「加重語氣」讀一些關鍵字詞，

如名詞、動詞、形容詞…等。

四、可以「重讀重禱」：

    可以「反覆、重讀」同一句。讀到後

面可以再回到前面，前後串聯呼應更有味

道。

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

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

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耶利

米書15章16節）

    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4章4節）

    神的話是我們的生命糧。吃飽靈糧是我

們每天靈修讀經最重要的目的。靈糧吃飽了

，心中就滿足喜樂，生命就被建造了。

    禱讀是一種讀經的方式，重點在「讀」

，不在於「禱」。禱讀的要訣有：

一、要「先讀再禱」：

    要先「讀」: 大聲的讀，多讀幾次，不

要急著禱告，要先宣讀。

    別人禱告了，你仍然可以宣讀神的話。

不知道要禱告什麼？就宣讀神的話，神的話

本身就是力量。

    吃東西時要咀嚼，要在口中反覆「咀嚼

」，不是一口就吞下去。讀到有味道，再禱

告出來！

▲東基陳志成院長（左二）與副院長合影

 （圖/陳志成院長提供）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May. 2022｜15

禱讀經歷神

耶

禱讀的要訣
◆陳志成院長  台東基督教醫院◆陳志成院長  台東基督教醫院



十、要「口開、心開、靈開」：

    要開口，回應「阿們」，代表你的支

持、同心、參與！

    敞開心，讓神可以向我們內心說話。

    敞開靈，讓神可以更新我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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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CCMM

五、要「短」：

    在小組中，每人的禱告要短，建議在15秒

內。因為若停留在某個人太長，禱告水流停滯

，會死氣沉沉！如某個人禱告太長，容易是自

己腦筋的慣性想法。

六、要「接」：

    下個人要銜接上個人的話語或意念，好像

大隊接力一棒接一棒，讓禱告的水流不中斷；

又好像疊疊樂，一層層疊上去，越疊越高。如

此就讓禱讀的內涵更深、更廣、更高。

七、要「真」：

    不需華麗的詞藻，不要用腦筋去思考如何

禱告，而是真誠地把內心的感覺直接說出來。

八 要「快」：

    不要在某人停留太長的時間，原則上15秒

內要結束給下個人；接的人要立即接上，不要

等，因為等了就停止，就會沉悶。

九、要「新」：

    要敏銳聖靈的引導，有新的啟示，新的亮

光，就把它說出來。

小港安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誠徵照服員

月休8天，三班制

薪資27000-31000，有經驗者佳

聯絡人：任小姐

電話：07-8017857轉分機606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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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WTT

ynIWU)c;T.
你們可以命令我

◆簡肇明醫師    恆春基督教醫院董事長

【經文】以賽亞書45:11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

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 



從原文看聖經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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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May. 2022｜19

醫宣團隊大事記醫宣團隊大事記

（團契順序按照首字筆畫排列。如有興趣參加未來活動或講座，請事先致電主辦單位詢問。謝謝）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20｜           No. 388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tAYætiaoh' Ar+c.yOw> laeÞr"f.yI vAdïq. hw"±hy> rm:ôa'-hKo)   Isaiah 45:11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 ynIWlêa'v.

 【原文直譯】「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也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祂如此說：要

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關於我的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

命令我。」

【DBY英譯】Thus saith Jehova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nd his Maker：Ask 
me of the things to come；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command ye me.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就是神藉著先知以賽亞向我們說，

關於我兒子以及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令我去做，真是奇妙。我們先來看

他的原文。

    首先hw"±hy> rm:ôa'-hKo)是「耶和華如此說」的意思，接下來laeÞr"f.yI vAdïq.是「以

色列的聖者」的意思，接下來Ar+c.yOw>是「也就是他的塑造者」的意思，接下來

ynIWlêa'v. tAYætiaoh'是「要來的事情，你們要來問我」的意思。最後

ynIWU)c;T. yd:Þy" l[;Poï-l[;w> yn:±B'-l[;是「關於我兒子以及關於我手邊的工作，你們可以命

令我」的意思。

    聖經讓我們看見神是至大、至可畏、至有能力，但是神卻說有關兒子的事

和祂手邊的事，我們可以命令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詩篇

第16篇，大衛的金詩，頭一節說：神啊，祢要保佑我，因為我躲在祢裡面！這

裡的「保佑我」就是用命令句。 

    大衛王為何用命令句呢？因為事情很緊急，他命令神快快拯救他，就像我

們在緊急之時，命令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來幫我們做事，或救我們的命！因為我

們是祂的寶貝兒女，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一定會及時拯救、幫助我們！讓我們

來學習大衛王一樣，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是我們親愛的天父！祂必定十分

樂意幫助我們！

May. 2022｜21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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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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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是跨教會的福音機構，事工費用皆來自基督徒熱心的奉獻。感謝您關心及支持本會

財務上的需要，分享及推動「醫療傳道」的使命，祈求恩主親自報答您為本會所附上的

一切愛心、代禱及奉獻，更多賜福您及您的家人。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言19：17

◎歡迎使用無摺存款，或銀行匯款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臺灣銀行中工分行（代號 ���）���������������
兆豐銀行榮總分行（代號 ���）��������������        兆豐外幣帳號 ��������������
轉帳後請務必填寫奉獻回報單https://forms.gle/X8rFrR2v6i1kTB4W6，以利會計同工核查紀錄，謝謝。

◎親愛的讀者：

為珍惜資源，若您想取消收到《路加》雜誌，請與我們聯絡，電話�����������或 E-mail至 
ccmmtaichung@gmail.com 或 line ID：����������，謝謝您！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111 年 2 月-111 年 3 月收支報表

項目

人事費

經常費

文字事工

醫療宣教

退修會活動

報名費收入

其他及利息收入

合計

2月份收入

25,010

352,758

1,208

10,316

8

0

14,381

403,681

2月份支出

158,118

313,745

72,855

297,203

0

0

0

841,921

2月份餘絀

-133,108

39,013

-71,647

-286,887

0

0

14,381

-438,240

3月份收入

12,000

438,100

13,700

14,800

10,020

3,500

15,073

507,193

3月份支出

211,800

92,242

102,848

293,478

0

0

0

1,101,795

3月份餘絀 

-199,800

345,858

-89,148

-278,678

10,020

3,500

15,073

-594,602

活動費支出 0 0 0 0 401,427 -401,427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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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對路加的奉獻與支持！請填妥下列表單後，傳真至�����������，或郵寄至

本會「�����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號��樓之�會計部」，請務必以電話

�����������聯絡確認，裨益完成奉獻事宜。電子信箱：����������������
	���

※基本資料（Basic Information）：

持卡人姓名（Name on Card）：

身分證字號（ID）：

電話（Telephone）：

收據地址（Donor Address）：□□□-□□

收據抬頭（Donor Name）：（□同持卡人姓名As Card Holder）：

※信用卡授權資料（Authorization）：

卡別（Type）：□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United Credit Card）□JCB
填單日期（Date of Filling）：_______年（Year）____月（Month）_____日（Date）
信用卡有效期限（Expiry Date）：_______月（Month）_______年（Year）
卡號（Card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Same As Signed on Card）

※奉獻金額（Amount）：

□一次奉獻 One-off Donation：新台幣（NT）$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按月奉獻 Monthly Donation：新台幣（NT）$___________________元

  自（Start From）_____年（Year）_____月（Month）至

  西元（Till）____年（Year）____月（Month）
  ※收據：□年度匯總寄發一次 □按月寄發 □免寄收據

※奉獻項目（Donation Items）：

□人事費（Personnel expense）
□經常費（General Expenditure）
□文字事工費（Monthly magazines and books）
□醫療宣教基金（Medical mission fund）
□活動費（Activity expense）

路加傳道會信用卡專用奉獻付款單
（��������������������）����������������������������������� ���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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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金額（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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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路加辦公室消息

1.3/1 TCMA、台東基督教醫院、CCMM三方為「2022聯合退修會」召開線上籌備會議，擬定DM並

確立分工。

2.3/3參與在馬偕登陸銅像前廣場舉辦「馬偕之愛-台灣Can Help 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當日立即

申請衛福部公益勸募字號，3/15獲得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文號為：衛部救字第1111360810號。並開

立勸募專戶：017兆豐銀行寶成分行/帳號：214-09-03251-1，願主幫助受苦的烏克蘭同胞，讓他們

能夠感受到主的慈愛。

3.3/5在路加台北辦公室召開第一季同工會，會中討論2021（110年度）業務執行書，通過後呈交董事

會討論通過。

4.3/12在路加台北辦公室舉辦「生理鹽水課程指導員訓練」順利完成，共有8位學員取得指導員證書

，成為種子教師。

5.3/27配合劉伯恩董事及帝篁國際公益平台在台北舉辦「2022未來主人翁」送愛列車，感謝主的預備

，感動人來幫助偏鄉弱勢孩童。

總幹事行程

1.5/1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立新教會主日證道，願主的話語成為教會及全體會友的祝福。

2.5/12總幹事吳牧師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全院晨會慶祝護師節分享信息。

3.5/14總幹事吳牧師至西屯長老教會松年團契分享「聖經中的老年人」，介紹聖經人物成為會友學習

的榜樣。

4.5/18總幹事吳牧師至嘉義長庚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開飯了，護理甘苦談」，盼學生能得到專業

與信仰的造就。

5.5/23總幹事吳牧師至員林基督教醫院提燈小組專題演講，帶給工作中的員工信仰的力量。

6.5/24總幹事吳牧師至義守大學學生傳承餐會分享，盼學生能更加認識主。

7.6/26總幹事吳牧師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證道，願神保守全體會友蒙恩得福。

路加醫療傳愛

【中華牙醫服務團】活動消息：1. 中華牙醫服務團原訂4/2-4/5前往初鹿部落義診，因疫情延期至

7/2-7/4舉行。2. 5/20-22中華牙醫服務團前往海線獅子文化健康站及四個部落義診；目前徵求牙醫

師、牙科助理、家醫科、痛風科醫師及藥師，費用約伍仟元，有意願者請來信報名：ccmmccds@g-
mail.com。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配合二月台西靈糧之家教會事工安排，義診短宣暫停乙次。2. 

3/26台西靈糧之家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3. 3/27舉行同工禱告會，邀請

董倫賢牧師分享信息：「馬偕的宣教典範」。4. 怒江醫療服務團加入亞波羅宣教諮議團（此為參與

緬甸服事的平台），一同參與關懷緬甸服事。代禱事項：1. 請夥伴們同心為 2022 年度台西靈糧之

家配搭禱告，蒙主悅納，每位家人生命豐盛、平安、健康喜樂。2. 請為緬甸的禾場禱告，求主引領

怒江醫療服務團在緬服事的道路。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為復活節所發放給醫院人員、病人及家屬的福音禮物包能領人歸

主、給予盼望和力量。2. 為牧師室新製關懷卡片（含牧師室服務簡介）能為主得人如魚，成為院內

畢士大池。3. 求神看顧院內基督徒及家人在疫情期間平安、健康、喜樂。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每月一次查經分享「約翰福音」，願神的話語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每月

讀書書分享《信耶穌不用錢》，願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和領受。

三總信望愛團契  盼疫情能獲控制，團契能恢復聚會。

中興醫務團契  4/15發送復活蛋給全院員工，願神賜福每位員工領受神的愛！

仁愛醫務團契  1. 願神使用祈禱室及同工成為醫院的祝福。2. 醫院福音事工求主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原訂4/30在陽明山衞理堂福音園辦退修會，因疫情延期擇日再辦。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4/29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主題：「賺與賠」，由翁瑞亨醫師主講，祝福與會

學生有美好的收穫，在醫療傳道路上有主的帶領。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每週四中午查考「撒母耳記上」，願主的話語在弟兄姊妹身上動工，使更

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願神的信實與慈愛與弟兄姊妹同在。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每週透過聖經閱讀，建造契友的屬靈生命，目前正在閱讀「羅馬書」，願主的話

語成為契友們隨時的引導。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聚會，願契友們得以從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中抽身，透過分享、交流

與禱告中從新得力。

北榮林華英小組  每週五中午聚會，逐章閱讀新約書卷，願主的話語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職場

上作主美好的見證。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聚會時間改為週二中午及週四傍晚，願有更多基督徒及慕道友參加，在主裡彼此

扶持成長。

北醫恩友社  求主祝福學生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在團契中蒙神賜福，每天靈修有主的話語更新和成長

，天天與主連結在一起。

北醫附醫醫心社  願契友彼此在主裡互相扶持與代求，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參加團契，共同興旺福

音。

北醫實習團契  求主祝福學生在臨床上有好的學習，在團契查考保羅書信中有好的領受，更認識神。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5/23晚上舉行送舊聚會，邀請即將畢業的學長姊踴躍參與，求主帶領聚會有

美好的傳承與連結。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5/27晚上，邀請長庚心臟外科林萍章醫師進行醫療與法律系列分享(三)，盼院

內同仁踴躍參與，對醫療與法律有更多的認識。

忠孝醫務團契  1. 范玉嬌姊妹於三月安息主懷，求主眷顧她的兒女更多認識耶穌。2. 求主祝福與帶

領醫院福音事工。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時無開放進入，求主保守疫情能被控制，祝福院內醫療人員與病人的

身體都健康。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希望疫情能控制，醫院服事及團契聚會能順利恢復。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看顧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4/18舉辦復活節特會，由江建平醫師分享，願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每位學生心中

運行。2. 求主看顧麥晁志工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能認識耶穌。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1. 5/17晚上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路加青執、護福理事許惠珠姊妹來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為契友們的學習與講員有美好互動代禱。2. 5/24晚上，團契進行同工交接送舊，為

左智慧長老退休祝福，求主帶領籌備順利。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輪流查考「詩篇」和「路加福音」，使契友更多認識神

的話，彼此互相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盼疫情能穩定，快快回到祈禱室聚會，開展醫院福音工作。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聖靈在基督徒醫務人員心中動工，同心聚集在職場傳福音。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803醫院及周邊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醫院附近的沐恩堂教會有查經

班；5月份從創世記49章開始，每週查考一章，歡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弟兄姊妹參與醫療傳道的行列。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聚會，接下來聚會日期是5/24、6/21，歡迎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聚會。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學期期間週一晚上7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的聚會，聚會內容包

括節期慶祝、餐會、專題、讀經禱告等，期能建立醫務學生良好的肢體生活，歡迎邀請就讀中山醫學

大學的子女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半有查經班，目前查考「列王記」，歡迎醫院周邊的弟兄姊妹參

與。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一晚上9點舉行「核心同工禱告會」，願主使用禱告會祝福中國附醫愛加

倍團契興旺福音。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學期期間每週二中午12點於學校內有由外國宣教士帶領的英文查經

班，歡迎邀請就讀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子女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中午團契  每週三中午12點半於教學研究大樓有查經班，目前查考「馬太福音」

，歡迎榮總醫務團契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晚上6點半於第一醫療大樓腸胃科會談室查考「路加福音」，歡

迎基督徒醫療人員及醫務實習生參加，期待疫情過後能繼續病房探訪的傳福音行動。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學期期間週三下午5點有由「校園團契」主領聚會，活潑生動，內容包括專題演

講、查經禱告、跨校聯誼、戶外活動等，盼建立學生良好的屬靈生命，歡迎邀請就讀弘光科大的子女

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舉行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

享受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四上午11點有查經禱告小組，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上帝使用這個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聚會，歡迎醫務同仁參加。

彰濱秀傳醫務團契　每個月一次查經聚會，5-6月聚會時間為5/6、6/10；每個月一次進行病房探訪

、為病人唱詩歌，5-6月探訪日期為5/17、6/14。

署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團契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周邊教

會及院內同仁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原訂4/13在醫學院D202教室舉辦路加傳承餐會，因疫情取消擇日再辦。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2/8聚會歡送北醫Clerk蕭敬衡。2. 2/15熊安安傳道受邀至愛加倍護福小

組專講「為神賜安慰而感恩」。3. 2/22團契至周偉倪院長府上聚會，感謝周院長全家為團契聚會的付

出。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求神保守每位醫護契友及家庭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暫停聚會，求神保守看顧契友們平安。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聚會讓契友有更多的扶持與關懷，請為禱告室即將搬遷事情能順利和契

友的工作及家庭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喜樂泉學生小組  透過靈修書籍的分享，學生彼此討論，也為彼此的近況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讓契友們有更多扶持與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3/19上午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邀請翁瑞亨董事分享「為生命加值-價值或價

格」。2. 4/14中午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成大助理研究員李貽峻分享生命故事與見證。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4/17在小港社教館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記念主的復活。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願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及擘餅聚會充滿神的同在，同工及家庭有

神的保守與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為院長、副院長及一二級主管、同工身心靈健壯蒙神看顧，能夠同心

合意、喜樂服事主禱告。2.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代禱並祝福各部門人力穩定。3. 為門診及住院

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4. 求耶和華以勒的神補足財務所需，有更多愛心朋友支持奉獻

。5.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及各項資源募集順利代禱。6.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器材房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3/28聚會由熊安安傳道主領，查考「利未記15-16章」。2. 歡迎病理部林

沅臻醫檢師和人事室杜怡伶姐妹參加團契。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已恢復實體聚會，願神保守每位契友及家庭，也為禱告室探訪關懷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3/19與榮恩醫療傳道會完成「人道援助支援烏克蘭物資」行動，外交

部秘書處亦特別表達感謝之意。2. 4/18舉辦感恩餐會，在水京棧-Ripple 20樓景觀義法餐廳舉行。

高醫祈禱室禱告會  每週四中午以線上方式進行，由陳美珍牧師主領，共同為義大醫院、高醫病患及

家屬禱告。

高醫學生團契  1. 3/22團契聚會邀請畢業的學長姊，林晰琪（公衛系）、喬厚如（心理系）、洪一

淨（運醫系）分享畢業後生活上的挑戰及信仰的反思。2. 3/29聚會主題「義旗去高醫」義守大學團契

、高科大旗津校區團契及高醫學生團契三個團契聯合聚會。

校園高醫團契  4/6舉辦路加傳承餐會、邀請CCDS團委徐維宏醫師專講「勇敢走出去」，分享義診出

隊時的心境變化，會中有學生范崇蘭（醫檢系）分享參加寒假東基見習營的學習心得。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4/7線上聚會邀請張典育牧師主講「在悲慘世界遞送盼望」，疫情肆虐下

的宣教工作。2. 歡迎胸腔內科葉東奇醫師參加查經班。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團契採線上方式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喜樂。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2/18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二、三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感謝

主。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3/11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5位醫護人員參加，也為個

人需要、團契與疫情來禱告。

路加花東辦公室  陳聖謙傳道受邀至地方教會證道，每個月一次前往「池南教會」(第四週)和「志學

福音中心」(第一週)；3/13在鹽寮聖教會分享見證，會友深受激勵，4/10和4/17受邀至北埔聖教會和

秀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個月一至二次線上查經，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的經文，並且有

美好的RPG禱告，感謝主。

路加花東義診團  預定七月前往長濱鄉南山教會義診，歡迎有興趣參與義診的弟兄姊妹報名。

慈濟醫院恩多社  3/2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共有6人參加，契友們都深受造就與關懷。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3/3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分享「上好的福分」，共有16人參與，期待契友們與上

帝保持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3/14舉辦路加學生傳承餐會，由林宮羽主任分享「醫護人員如何面對壓力？」，

共有10人參加，希望慕道友們都能受洗歸主。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3/29在路加花東辦公室聚會，主題「禱告」，共有14人參加，盼慕道友

們能夠認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聚會，期待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署彰醫務團契 台大醫心社紙芝居傳福音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路加學生傳承餐會台灣Can Help送愛到烏克蘭捐贈儀式

怒江同工禱告會

嘉義長庚科大信望愛社

嘉基寒假醫療傳道見習營 慈濟醫院恩多社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聚會

忠孝醫務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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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嘉基醫務主管共識營 弘光科大教師團契

台中科大護生小組英文查經班路加總幹事吳牧師拜訪小港安泰醫院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聚會 帝篁國際公益平台結合台灣長照醫學會捐360萬助恆基課輔班學童安心學習

高醫學生團契三校聯合聚會北醫實習團契聚會

國防學生團契路加傳承餐會 慈科大真理堂團契 



May. 2022｜27

活動花絮

奇美愛加倍團契周偉倪院長家聚會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聚會

東基寒假醫療傳道見習營

高基寒假醫療傳道見習營

中山醫務團契 雲林台大斗六團契

仁愛醫務團契聚會

國軍805醫院團契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歡送院長

屏基醫師團契聚餐



奉獻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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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O 妙

王 O 貞

王 O 鳳

史 O 蘭

陸 O 明

朱 O 廉

何 O 芬

余 O 亮

吳 O 枝

吳 O 昇

吳 O 芬

呂 O 雄

志學福音中心

李 O 傑

杜 O 芬

卓 O 平

卓 O 正/謝 O 君

卓 O 安

卓 O 珍

周 O 如

林 O 然

林 O 松

林 O 賢

林 O 峻

邱 O 峰

施 O 恩

孫 O 慧

徐 O 梅

浸信會真光堂

榮中禮拜堂

基督教門諾會

張 O 花

張 O 隆

張 O 庭

張 O 川

曹 O 昌/劉 O 珍

梅 O 佑

許 O 霞

陳 O 豪

陳 O 成

陳 O 君

陳 O 慧

陳 O 謙

陳 O 瓊

曾 O 珍

覃 O 珍

黃 O 臨

黃 O 玲

楊 O 惠

楊 O 慧

葉 O 雲

葉 O 芸

董 O 潔

董 O 賢/李 O 金

賈 O 耕

榮中禮拜堂 2B 小組

趙 O 雄

劉 O 冰

蔡 O 雄

蕭 O 德

諾愛樂有限公司

戴 O 元

二月份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謝 O 絮

謝 O 發

韓 O 比

簡 O 明

蘇 O 君

1,200

500

1,000

1,000

6,000

10,000

3,600

3,000

4,780

10,000

12,000

2,000

3,000

2,700

1,16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

500

300

1,000

300

10,000

300

2,000

1,000

200

15,000

2,000

500

300

1,000

2,000

2,000

1,000

300

2,000

5,000

3,000

5,000

5,000

5,000

4,000

2,000

2,000

1,000

5,123

3,600

14,000

500

500

10,000

5,000

2,400

4,000

5,000

200

3,000

2,000

5,000

500

100,000

12,000

20,000

300

奉獻徵信錄2022年2月- 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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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22｜29

文 O 妙

方 O 媛

王 O 貞

王 O 鳳

史 O 蘭

陸 O 明

朱 O 廉

江 O 亮

何 O 芬

余 O 亮

吳 O 輯

吳 O 洲

吳 O 枝

吳 O 欣/顏 O 瑞

吳 O 芬

呂 O 雄

志學福音中心

李 O 傑

李 O 文

卓 O 平

卓 O 正/謝 O 君

卓 O 安

卓 O 珍

周 O 如

房 O 璇

林 O 然

林 O 儒

林 O 玉

林 O 松

林 O 羽

林 O 峻

邱 O 峰

洪 O 鳳蘭

孫 O 慧

徐 O 梅

榮中禮拜堂

宜蘭禮拜堂

張皮膚科診所

張 O 庭

張 O 川

張 O 芳

曹 O 昌/劉 O 珍

梅 O 佑

莊 O 琁

許 O 霞

陳 O 豪

陳 O 豪

陳 O 成

陳 O 君

陳 O 迪

陳 O 瑤

陳 O 謙

陳 O 瓊

曾 O 珍

覃 O 珍

黃 O 玲

楊 O 惠

楊 O 慧

楊 O 吉

葉 O 雲

董 O 潔

賈 O 耕

熊 O 筠

趙 O 雄

劉 O 冰

劉 O 雄

蔡 O 雄

鄭 O 明

三月份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蕭 O 德

戴 O 元

薛 O 丹

謝 O 絮

鍾 O 賢

簡 O 明

蘇 O 君

蘇 O 國

1,200

2,000

500

1,000

1,000

6,000

10,000

20,000

3,600

3,000

11,000

3,300

4,780

2,000

12,000

2,000

3,000

2,7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

500

500

12,000

5,000

300

2,000

300

10,000

10,020

2,000

1,000

15,000

50,000

1,200

1,000

2,000

2,000

2,000

1,000

300

300

1,000

1,000

5,000

5,000

102,000

1,000

5,000

5,000

4,000

2,000

1,000

5,102

1,600

2,000

8,500

500

5,000

2,000

4,000

5,000

5,000

200

2,000

3,000

5,000

4,000

500

2,500

20,000

300

5,000

高鐵企業會員統編

05600405

本會為高鐵企業會員（企業

編號05600405），路加好友

在高鐵站內購票時，可以使

用企業購票窗口購票，願主

賜福大家！

◎因應個資法，奉獻者之本名予以

隱藏，以上如有遺漏歡迎來電指正！



我們的話

●路加醫療傳道會事工：本地醫院宣教運動、送愛心醫療到偏遠
●歡迎上網閱讀www.ccmm.org.tw
●如果要更改地址，請您於每月15日前，將新址傳到ccmmtaichung@gmail.com
歡迎上網或至臉書閱讀。網站：www.ccmm.org.tw    臉書：ccmm路加傳道會。

路加傳道會總幹事／吳麗芬牧師

神的工作不停歇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

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以賽亞書62：6-7）

    這段經文是先知向神呼求重建耶路撒冷，神就設立守望者，守望者始終保持

警醒，不斷向主祈求，直到主的旨意成就。

    新冠病毒疫情傳播2年多來，對全球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它考驗著民眾的

耐力、執政者的智慧，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不但旅遊消費大幅減少，口罩

成為出門的必需品，保持社交距離成為時下彼此尊重的表現。而今年2月24日，

俄羅斯以「非軍事化、去納粹化」為由入侵烏克蘭，迅速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

    有人會問：神為何容許疫情發生？為何不叫戰爭遠離？也有人說：神藉著患

難熬煉屬祂的人，就像熬煉金銀一般，「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

煉人心。」（箴言17：3）熬煉可以去除個人生命中的雜質，顯出真正的信心

，結出屬靈的果子。神的兒女若能將疫情熬煉視為傳福音的另類機會，關心周圍

的同伴，領人回轉向神，持續做神喜悅的事。當別人疲憊的時候，神的兒女仍舊

堅持勇氣和力量，始終透過讀經與禱告親近神，仰望祂的引導，依靠主的力量，

知道自己是地上的寄居者，為了榮耀神願意忍耐並且持守盼望。因此在經歷患難

時，仍會得到從神而來的喜樂，通過試煉結出屬靈的果子。 

    信徒皆祭司，每個神的兒女都是屬靈守望者！守望者必須始終保持警惕，透

過禱讀聖經，達到基督徒同心的果效；分享神的話語，用禱告回應神的旨意，保

守聖徒不被撒但勢力吞吃。神的工作必不停歇，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