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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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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何毓芬  路加傳道會執行編輯

◆照片提供：路加傳道會

團契」，帶領許多學生認識基督信仰，這

個團契也成為日後培育醫療傳道者的一個

搖籃。

兩機構合併成立路加傳道會

    1974年荷蘭籍宣教護士畢路安

（Louise）來台宣教，她經常背著一把吉

他，去到醫院及醫學院個人佈道傳福音，

也幫助各醫院及醫學院成立團契。她以「

出入醫院的人多，出入教堂的人少」為口

號，鼓勵基督徒醫務人員以醫療專業來傳

揚福音。之後，畢路安邀請韓偉、簡肇明

、李賢鎧、于秉溪等人一起成立「中華基

▲韓偉南下恆基協助第一線醫療服務

扛起旗幟走醫療傳道的路

將邁入半世紀的「財團法人中華基督

教路加傳道會」，是一個由台灣基督

徒醫務人員組成的醫療傳道機構。1974年，

韓偉與畢路安宣教士（Louise）、簡肇明、

李賢鎧、于秉溪等弟兄姊妹一起成立「中華

基督教醫務團契」，之後與台灣「中華醫藥

傳道會」合併，向內政部登記立案，成為今

日的「路加傳道會」。韓偉被推舉為第一任

董事長，扛起耶穌基督的旗幟，帶領弟兄姊

妹走上醫療傳道的道路！

開放家庭、成立團契

    韓偉年幼從父親傳承信仰，並且立志行

醫，先入蘇州大學生物系醫預科，後來因戰

事隨家遷台，進入國防醫學院學習。1955年

，他從國防醫學院畢業，同年考取教育部公

費留學，赴美賓州大學攻讀生理學博士。

1961年學成歸國回到母校國防醫學院任教。

    當時軍校對於宗教信仰採取高壓政策，

韓偉知道自己雖然需要順從人的規定，但是

也需要順服神的權柄，傳講合乎真理的正經

事。在艱難與壓力下，他仍開放自己的家庭

接待學生到家裡查經聚會，並且成立「國防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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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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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醫務團契」（Chinese Hospital Christian 

Fellowship，簡稱CHCF）。

    幾年後，一群年輕的基督徒醫師在韓偉

的呼召下，來到簡肇明醫師的診所，參加每

個月一次的禱告會，一起為醫療傳道事工禱

告；不管服事再忙碌，韓偉每次都會準時參

加禱告會。隨著參加人數越來越多，就在

1977年成立了台灣 「中華醫藥傳道會」

（Chines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簡稱

CCMM），當時的成員包括：韓偉、簡肇明

、蔡朝仁、蔡茂堂、翁瑞亨、（大）王榮德

、范大陵、卓良珍、黃蔚、賈力耕、劉章田

、朱炤廉、鄭國棋、藍志堅、陸汝斌、陳政

弘、張振耀、周神彬、林立民、張肇松、許

江城等弟兄。

    1971年，美國有一群對醫療與宣教有

負擔的華人基督徒醫務人員，經常聚在一

起為醫療傳道事工禱告，由吳超厚醫師等

人在芝加哥成立的「中華醫藥傳道會」。

當時韓偉正好赴美從事學術研究，也參與

了這個傳道會的事工，與台灣「中華醫藥

傳道會」有很深的淵源。

    「中華基督教醫務團契」和台灣「中

華醫藥傳道會」兩個機構的異象與使命都

是強調以醫療專業來服事神，傳揚天國的

福音。1983年，韓偉招聚兩個機構的弟兄

姊妹共同商討合併事宜。在大家同心禱告

與討論之後，決定將兩個機構合併並向政

府登記為財團法人。申請政府登記時，有

一個小插曲，因為依照「中華醫藥傳道會

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韓偉（後排右二）與早期路加執委合影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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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稱的「醫藥」二字，應該屬於衛生

署；而「傳道」二字，則屬於內政部，當

時向內政部申請立案，並沒有被受理。

    經過禱告後，決定更改名稱，隔年（

1984年）再送件，內政部終於接受登記並

正式立案，名稱為「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

路加傳道會」，英文名仍使用Chines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CCMM），董

事會推選韓偉擔任第一任董事長。兩個機

構合併之後，不但在人力與財力上可以集

中管理，在異象與使命上更是相輔相成，

達到相得益彰的果效。

接受委託、合作經營

    1977年，恆春基督教醫院因醫師人力

不足急需支援，當時恆春基督教醫院的蔡

朝仁院長找韓偉幫忙。韓偉隨即邀請當年

一起服事的美國「中華醫藥傳道會」吳超

厚、羅裕康、蔡宇銓及曾佩儀四位醫師，

輪流從美國來到恆基支援，解決燃眉之急

。後來，經營恆春基督教醫院的芬蘭信義

會差會，因為面臨無法再差派宣教醫師過

來恆春，使得恆基出現醫師缺口的危機。

1979年7月，芬蘭信義會決定委託路加傳

道會經營管理「恆春基督教醫院」，韓偉

以路加董事長的身份代表簽約，並且差派

劉章田醫師擔任恆春基督教醫院院長。

    三年後，經營屏東基督教醫院的挪威

協力會，也找上路加傳道會商討合作經營

屏基的事宜。1982年9月，韓偉代表路加

傳道會與挪威協力會簽約共同經營「屏東

基督教醫院」，並差派翁瑞亨醫師擔任屏

東基督教醫院院長、陽明醫學院檢驗科張

振耀老師擔任副院長。後來，陸續有幾位

懷抱宣教熱忱的基督徒醫師相繼南下到恆

基及屏基服務，幫助偏遠地區的基督教醫

院能夠持續經營下去。

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路加董事長韓偉與芬蘭信義會簽約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必須跟其他的福音機構、有密切關係的差

會，在神的國度合一、同心同工，免得被

魔鬼孤立、分化、有機可乘而各個擊破，

阻礙了傳福音的大計…」，期許大家能夠

在主裡同心合一，齊心回應醫療傳道的福

音使命。

醫學教育家與醫療傳道先鋒

    1970年，韓偉因信仰感召，放棄美國

賓州大學生理學系終身教授職，返台接任

中原理工學院院長。1975年，教育部聘請

韓偉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投入醫學

教育，致力培育具有醫德和使命感的醫師

，對近代醫學教育貢獻極大。1984年8月4

日，當時正值壯年的韓偉，因罹患腦瘤病

逝，享年56歲。

    雖然韓偉在世的時日不長，但他不僅

是一位卓越的醫學教育家，更是受人尊崇

的醫療傳道先鋒，一生致力培育具有醫德

及使命感的醫師，身體力行實踐醫療傳道

，在教育界和醫界成為美好的典範，並且

帶領路加同工們在醫療傳道事奉上打下美

好的基礎。如今，許多醫界後輩仍深受韓

偉身教及言教的影響，相繼加入醫療傳道

的行列，在醫療職場上為主作光作鹽，同

心回應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參考資料：路加傳道會廿二週年特刊、三十週年

特刊、四十週年特刊、韓偉院長逝世三十週年紀

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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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偏遠地區醫療傳道

    有鑒於偏鄉地區醫療資源及醫師人力

缺乏，醫院經營愈來愈困難，1983年韓偉

在陽明醫學院院長任內，曾經利用半年安

息年的時間，南下到恆春基督教醫院協助

第一線的醫療服務。韓偉積極鼓勵基督徒

醫護人員要「為主當兵三年」，把自己奉

獻給主使用，效法西方宣教士醫療傳道的

精神，去到偏遠地區服務；他也慎重地提

醒年輕的基督徒醫師，一定要先接受完整

的住院醫師訓練，才能下鄉服務。

    韓偉以身作則投入醫療傳道，關懷偏

遠地區缺乏醫療資源及靈性關顧的居民，

實踐「送愛心、醫療到偏遠」的理想。此

外，他也傳遞給同工們一個重要的理念：

「醫療傳道不再只是單打獨鬥，而是邊走

邊學的團隊事奉！」，並且勉勵同工們：

「為了這個時代的需要，為了福音的遍傳

，為了成就神給路加傳道會的託付，我們

▲韓偉南下恆基協助第一線醫療服務

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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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兩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韓華寧

從韓偉故居憶我的父親

◆照片提供：陽明交通大學博雅書苑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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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韓華寧將父親的聖經和畫放韓偉故居展示

▲韓偉故居充滿韓華寧與父親的回憶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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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韓偉故居外觀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我的「路加」緣 

8｜           No. 389

承先啟後專欄

◆張振耀長老 前路加代理總幹事

是張振耀，每次談到我與路加傳道

會的淵源，總是帶給我無限的感恩

。當初我會認識韓偉院長是因為我的姊妹

和韓師母在同一間教會聚會。我在美國讀

完化驗碩士後，韓院長邀請我到陽明醫學

院教書，同時事奉神。經過禱告後，我們

全家於1981年暑假回到台灣，我在陽明醫

學院任教期間，同時也參加路加傳道會同

工會，跟大家一起服事神。

承接代理總幹事

    陽明任教那段日子，我常跟路加同工

們聚在一起開會，當時需要一位同工負責

總幹事的工作，我們開了好多次會，還是

沒有結果。有一天在禱告中神的感動臨到

我，於是我決定接受這個挑戰。

    1982年9月，挪威協力會要把屏東基督

教醫院交給路加傳道會來接辦，簽訂三年

的合約。我們聽了都很高興，但是最大的

難題是，誰能夠去接辦這個醫院？誰能去

負責這個醫院的事工？後來，路加董事會

決議差派翁瑞亨擔任屏基院長，而我擔任

副院長，協助處理醫院行政事務，同時也

把代理總幹事的工作交給我。因著從神而

來的感動，我大膽地把兩個工作都扛了起

來。

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代理總幹事期間，正好遇上「中華基

督教醫務團契」與「中華醫藥傳道會」兩

個機構談合併。我們考慮了很久，到底是

要變成一個宗教團體或者是醫療團體？經

過禱告後，神啟示我們以宗教團體去向內

政部申請立案，並以四福音書作者之一的

「路加」取名，因為路加是醫生，這樣可

以清楚知道路加傳道會是從事醫療傳道的

機構。當時台北辦公室有一位同工何志勇

弟兄，有他協助我執行一些行政事務，不

用舟車勞頓往返兩地。完成階段性任務後

，1984年1月我辭去代理總幹事一職，由（

大）王榮德醫師接任。我則專心在屏基服

事，直到1985年7月才離開屏東回到美國。

一日路加、永遠路加

    返美之後，1990年初我遇到王繼雄宣

教士，他跟我分享在佤邦興辦小學的事工

。當時我問他，路加傳道會可以幫什麼忙

？他說：「你們來看！」不久，我去了一

趟佤邦，發現當地醫療資源相當缺乏。回

到台灣之後，我就跟路加同工們分享佤邦

在醫療上的需要。大家開會討論之後，決

定投入佤邦醫療宣教的工作，包括：設立

醫院和安排一些訓練課程。隔年，我帶著

小兒科黃仁壽醫師前往佤邦，幫當地孩子

看診檢查身體，黃醫師還帶著顯微鏡去給

孩子們檢查寄生蟲；就讀大學的兒子也曾

利用兩個暑假去到佤邦教書，關心當地的

孩子。

    1994年，大使命中心在哈薩克開拓東

干回民宣教事工，他們想要把這個事工交

給一個跟醫療相關的宣教團體進行長期跟

進與推動，於是透過我找到路加傳道會。

我在哈薩克一個下雪的清晨，領受了神的

呼召：「你去給他們吃吧！」神把向穆斯

林傳福音的負擔放在我心裡面。就在同時

，路加董事會的決議是：「如果張振耀願

意去，我們就把這個事工接下來。」1999

年，路加傳道會就安排我到那邊負責一個

長期的宣教事工。

    當時哈薩克發生排外事件，申請簽證

遇到困難，我們決定先越過邊界抵達吉爾

吉斯，該國雖有70-80%人口為穆斯林，卻

也是中亞地區唯一宗教自由的國家，我們

在邊界開始了宣教事工。由於路加傳道會

這個「傳道」的字在那邊比較敏感，推動

事工會有困難；為了事工的緣故，我們成

立「路加國際服務團（LSI）」，以非營利慈

善機構名義從事醫療與教育事工，並從屏東

基督教醫院差派醫護前往當地支援醫療服務

。我們買下一個餐館開設診所，利用診所後

面多餘的空間設立「青年中心」從事教育工

作，透過醫療服務、生活見證、愛心關懷及

個人佈道，感動穆斯林渴慕尋求信仰。十幾

年下來，我們帶領了100多人信主。「路加國

際服務團」與「路加傳道會」雖然是分開運

作，但是背後大部分都是由路加傳道會來支

持，也栽培一些當地信徒成為同工。

裝備合用的醫宣人才

    我在擔任代理總幹事的時候，路加傳道

會就開始舉辦「醫療傳道見習營」，讓醫學

生利用一週的時間來到屏基或恆基見習，了

解前輩們在當地服事的情況，親身經歷之後

，神的呼召與負擔就會進到他們心裡。如今

，路加傳道會每年持續舉辦醫療傳道見習營

，這是很好的。未來若是經費足夠的話，可

以帶領一些對醫療宣教有負擔的醫學生到國

外見習，並且提供他們一些培訓課程。

    全時間投入醫療宣教的工作，必須付上

很大的代價！盼望路加傳道會能更多挑旺愛

主弟兄姊妹的心，讓他們不只看到周圍的一

些需要，也能看到遠方的需要，願意從一個

舒適的環境，走到一些較為落後的環境裡去

事奉神，回應醫療傳道的感動與呼召！

我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張振耀長老



，並非父親一人所能成就，而是有許多愛主

的基督徒醫師一起同心同行，讓這個異象得

以實踐，並且不斷傳承下去。感謝神，在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所要成

就的工作！

    我深深盼望「韓偉故居」讓眾人看到的

，不僅是父親一生的成就，或是他對社會的

貢獻；我更希望故居的展覽能見證他在生活

不同領域裡：家庭、教會、醫學教育、社會

關懷、醫療傳道，活出他的信仰及人生召命

。我深信，這也會是父親所期許的。盼望父

親的生命寫照能激發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

是在求學階段或是在職場，有真知力行的精

神和服務社會人群的胸懷，肯犧牲，肯背負

使命。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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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張振耀，每次談到我與路加傳道

會的淵源，總是帶給我無限的感恩

。當初我會認識韓偉院長是因為我的姊妹

和韓師母在同一間教會聚會。我在美國讀

完化驗碩士後，韓院長邀請我到陽明醫學

院教書，同時事奉神。經過禱告後，我們

全家於1981年暑假回到台灣，我在陽明醫

學院任教期間，同時也參加路加傳道會同

工會，跟大家一起服事神。

承接代理總幹事

    陽明任教那段日子，我常跟路加同工

們聚在一起開會，當時需要一位同工負責

總幹事的工作，我們開了好多次會，還是

沒有結果。有一天在禱告中神的感動臨到

我，於是我決定接受這個挑戰。

    1982年9月，挪威協力會要把屏東基督

教醫院交給路加傳道會來接辦，簽訂三年

的合約。我們聽了都很高興，但是最大的

難題是，誰能夠去接辦這個醫院？誰能去

負責這個醫院的事工？後來，路加董事會

決議差派翁瑞亨擔任屏基院長，而我擔任

副院長，協助處理醫院行政事務，同時也

把代理總幹事的工作交給我。因著從神而

來的感動，我大膽地把兩個工作都扛了起

來。

年多前在神奇妙的帶領之下，我和先

生還有小女兒從香港搬來台灣，因為

先生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我們來到桃園

中壢定居，從來沒有想過30多年後會再回到

台灣。今年2月19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具有

特別意義的日子，我們夫妻和母親（韓吳期

敏女士）受邀出席陽明交通大學「韓偉故居

」的開幕禮拜。 

    「韓偉故居」的構思源於陽明剛卸任的

郭旭崧校長，他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保存陽明的歷史並對父親身為創院院

長的懷念，趁著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之

際，提議將父親任期時的校園官邸改建成一

    代理總幹事期間，正好遇上「中華基

督教醫務團契」與「中華醫藥傳道會」兩

個機構談合併。我們考慮了很久，到底是

要變成一個宗教團體或者是醫療團體？經

過禱告後，神啟示我們以宗教團體去向內

政部申請立案，並以四福音書作者之一的

「路加」取名，因為路加是醫生，這樣可

以清楚知道路加傳道會是從事醫療傳道的

機構。當時台北辦公室有一位同工何志勇

弟兄，有他協助我執行一些行政事務，不

用舟車勞頓往返兩地。完成階段性任務後

，1984年1月我辭去代理總幹事一職，由（

大）王榮德醫師接任。我則專心在屏基服

事，直到1985年7月才離開屏東回到美國。

一日路加、永遠路加

    返美之後，1990年初我遇到王繼雄宣

教士，他跟我分享在佤邦興辦小學的事工

。當時我問他，路加傳道會可以幫什麼忙

？他說：「你們來看！」不久，我去了一

趟佤邦，發現當地醫療資源相當缺乏。回

到台灣之後，我就跟路加同工們分享佤邦

在醫療上的需要。大家開會討論之後，決

定投入佤邦醫療宣教的工作，包括：設立

醫院和安排一些訓練課程。隔年，我帶著

小兒科黃仁壽醫師前往佤邦，幫當地孩子

看診檢查身體，黃醫師還帶著顯微鏡去給

孩子們檢查寄生蟲；就讀大學的兒子也曾

利用兩個暑假去到佤邦教書，關心當地的

孩子。

    1994年，大使命中心在哈薩克開拓東

干回民宣教事工，他們想要把這個事工交

給一個跟醫療相關的宣教團體進行長期跟

進與推動，於是透過我找到路加傳道會。

我在哈薩克一個下雪的清晨，領受了神的

呼召：「你去給他們吃吧！」神把向穆斯

林傳福音的負擔放在我心裡面。就在同時

，路加董事會的決議是：「如果張振耀願

意去，我們就把這個事工接下來。」1999

年，路加傳道會就安排我到那邊負責一個

長期的宣教事工。

    當時哈薩克發生排外事件，申請簽證

遇到困難，我們決定先越過邊界抵達吉爾

吉斯，該國雖有70-80%人口為穆斯林，卻

也是中亞地區唯一宗教自由的國家，我們

在邊界開始了宣教事工。由於路加傳道會

這個「傳道」的字在那邊比較敏感，推動

事工會有困難；為了事工的緣故，我們成

立「路加國際服務團（LSI）」，以非營利慈

善機構名義從事醫療與教育事工，並從屏東

基督教醫院差派醫護前往當地支援醫療服務

。我們買下一個餐館開設診所，利用診所後

面多餘的空間設立「青年中心」從事教育工

作，透過醫療服務、生活見證、愛心關懷及

個人佈道，感動穆斯林渴慕尋求信仰。十幾

年下來，我們帶領了100多人信主。「路加國

際服務團」與「路加傳道會」雖然是分開運

作，但是背後大部分都是由路加傳道會來支

持，也栽培一些當地信徒成為同工。

裝備合用的醫宣人才

    我在擔任代理總幹事的時候，路加傳道

會就開始舉辦「醫療傳道見習營」，讓醫學

生利用一週的時間來到屏基或恆基見習，了

解前輩們在當地服事的情況，親身經歷之後

，神的呼召與負擔就會進到他們心裡。如今

，路加傳道會每年持續舉辦醫療傳道見習營

，這是很好的。未來若是經費足夠的話，可

以帶領一些對醫療宣教有負擔的醫學生到國

外見習，並且提供他們一些培訓課程。

    全時間投入醫療宣教的工作，必須付上

很大的代價！盼望路加傳道會能更多挑旺愛

主弟兄姊妹的心，讓他們不只看到周圍的一

些需要，也能看到遠方的需要，願意從一個

舒適的環境，走到一些較為落後的環境裡去

事奉神，回應醫療傳道的感動與呼召！CCMM

個紀念館。在新任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

的同意及支持下，幾位早期的陽明畢業生及

同仁成立策劃委員會，於去年底開始進行工

程。 

故居承載我與父親的回憶

    「韓偉故居」承載著我和父親相處的回

憶。屋裡屋外的各個角落依稀可見到他的一

舉一動，聽見他親切嘹亮的聲音。父親和我

之間的話並不多，他的身教過於言教，對我

影響最深的是他的信仰，他對神的專一，完

全的信靠與順服，讓我感受到，他雖然不在

我們中間，卻仍然向我們說話。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子，

父親特別疼愛我。兩個哥哥在中學時期就到

國外唸書，父親因捨不得我離開他的身邊，

直到高中畢業後，我才出國唸書。高中那三

年，我與父親有更多相處的時間，也留下許

多深刻難忘的回憶。儘管父親身上有許多的

身份和職稱，包括：韓院長、韓長老、韓教

官、韓董事長…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一位非

常愛我的父親！

父親留下最寶貴資產是信仰

    父親離世後並沒有留下什麼的財產，但

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父親

傳承信仰給我們三個孩子，對我的生命帶來

相當重要的影響。父親對我的愛不只是口頭

上的言語，而是透過行動表達完全的接納，

讓我更能感受天父無條件的愛，也幫助我渡

過人生中許多的風浪。想起父親離世前曾說

過的話：「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們信的神，

絕對沒有信錯！」如今，這句話仍為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父親擔任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期間，我

們就住在校園官邸裡，這裡充滿許多我與父

親的回憶。高一通勤上學，父親每天早上都

會開車載我下山到公車站搭車；住校期間，

每週一早晨父親會開車載我返校，路途上父

親總會要我用英文朗誦「箴言」，只要唸錯

一個字，就要從頭再唸一遍，可見父親相當

看重讀經的準確性。週日晚上，父親會帶領

我們進行家庭禮拜，一起讀經、唱詩、禱告

。因著父親對神的敬虔及對神話語的看重，

也培養我有一顆敬畏神的心。

保留父親的聖經和一幅畫

    每天清晨父親都會跪在床邊禱告，床邊

放著一本禱告冊子，裡面寫著每位家人的名

字，為家人提名禱告，並列出許多事項逐一

代禱。父親很少在家裡談公事，下班回到家

大多時間都是陪伴家人。晚飯後，父親會站

在鋼琴旁邊，隨著我彈奏的旋律，父女一

起唱詩敬拜神。父親不會因為自己是院長

就擺副架子，他相當平易近人，常親切地

跟學校工友和警衛打招呼，或是去到運動

場跟學生打球。父親一生過著簡樸生活，

只要有一顆包子和一碗蛋花湯，就能感到

滿足。父親也經常把政府配給的物資，分

送給學校工友、警衛或有需要的人。

    

    父親離世後，我保留他生前的一些物

件，其中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父親的聖

經和一幅畫，現今這兩樣物件都展示在「

韓偉故居」。父親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有

他端正有力的字跡，我請校方特別展示「

約翰福音」，因為這卷書是父親最喜歡且

最常傳講的一卷書。至於那幅畫，以前它

被掛在飯廳的牆上，描繪一位老年人合著

雙手為著桌上的一碗湯和一塊麵包做謝飯

禱告。小時候，父親刻意要求母親每逢週

六的午餐，只準備湯和麵包，為的是要我

們學習為有食物感恩。這兩樣物件隨著我

「漂流」在外30多年，先是美國，再是香

港，如今它們算是「回家」了！ 

父親以身作則實踐醫療傳道

    1983年，父親趁著安息年休假期間，

下鄉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看診服務，付諸行

動去回應神的呼召，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

榜樣。他就是一位「說到做到」的人！然

而，成立路加傳道會回應醫療傳道的異象



裝備基督徒醫護工作者

感謝上帝，來自路加傳道會（CCMM）和台

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NEFtw）的成熟教練

團隊聯手在台灣各地推廣生理鹽水過程，除

了上述的課程以外，2020年他們在台南新樓

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2021年在嘉義基督

教醫院也各舉辦了一場生理鹽水過程（SPWT

）訓練。我們對台灣的異象是，藉著生理鹽

水過程培訓，裝備好的基督徒醫護工作者能

將靈性關懷融入台灣及其他地區的日常醫療

保健中，將福音傳給需要的人。願一切榮耀

歸於滿有恩典的神！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使徒行傳 1:8）我們意識到上

帝給予醫療工作者獨特的機會，正如國際基

督徒醫療團契創辦人法蘭西司格林（Francis 

Grim）所說：

    「每週走進醫院大門的人遠多於走進教

堂大門的人。」

    「當你健康時，你的視線是水平的，但

若你病在床上，你的視線會垂直向上，朝神

望去。」

    生理鹽水過程與現有許多 「傳福音」

的計劃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信仰之旅是一個

包含許多小步驟的過程。因此，我們身為見

證人的角色應該聚焦在鬆土和播種，而不是

聚焦在收穫。生理鹽水過程的課程主要探討

以下五個問題：

    1.為什麼信仰在醫療工作中很重要？

    2.回應上帝的呼召有哪些機會和障礙？

    3.我的角色是什麼？

    4.有哪些工具能幫助我鬆土、撒種和

      收割？

    5.我要開始怎樣做？

以聖經真理為基礎

    生理鹽水過程從聖經基礎出發，並且引

用科學證據支持信仰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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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鹽水專題

為一名基督徒臨床胃腸科醫師，我

對信仰與醫學的結合一直很感興趣

。因此，當1990年代中期美國基督徒醫學和

牙醫協會（Christian Medical & Dental Asso-

ciations）第一次推出「生理鹽水」視頻節

目時，我立刻訂了一套教材，並邀請基督徒

醫療同事每週在美國的家中一起觀看，當時

我也希望這樣的材料能有中文版。到了 

2000年代，我很高興的發現，另一個美國基

督教組織「全球國際健康服務團」（IHS 

Global）已經開始將這套材料翻譯成其他語

言，並配合各地文化進行修潤，也將這個全

球訓練方案取名為「生理鹽水過程（The 

Saline Process）」。

祝福125個國家及地區

    2008年，我第一次參與生理鹽水過程，

然後2009年在新加坡參加了一次全球培訓。

接受培訓之後，我發現自己深深的受到培訓

內容的影響，於是逐漸將生理鹽水過程的概

念融入我的日常醫療實踐以及醫學以外的生

活當中。隨後，我接受了指導員的培訓，又

接受倍增培訓師訓練。在過去的十幾年中，

我自願在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華語

地區推廣生理鹽水過程。近幾年，我也有幸

代表華語地區參加了布達佩斯「全球生理

鹽水高峰會」。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上帝

如何使用生理鹽水過程來祝福125個國家/

地區，其中許多「創啟地區」是傳統傳教

士無法進入的地區，接受過生理鹽水過程

裝備的基督徒醫療者將他們的日常職場形

塑成宣教領域，他們以基督徒愛的精神在

職場所中實踐全人關懷。

聚焦福音鬆土和播種
 

    總之，生理鹽水過程是一項幫助醫療

專業人員在職場上成為耶穌基督有效見證

人的計劃。我們的異象來自基督對祂門徒

的最後命令：「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身

◆陳思迪醫師   美國賓州RGI診所主治醫師

▲陳思迪醫師伉儷（圖/作者提供）

包括已經發表的專業文獻。培訓的內容還

包括幫助學員分辨信仰的障礙（我們自己

的和患者的障礙），以及評估對方的靈性

狀態。我們鼓勵學員以充滿活力的靈性生

活為基礎，用自己的生活見證發揮影響力

。此外，教材中還介紹了八種實用工具，

包括「採集心靈史」、「信仰旗幟」、「

真理處方」、「屬靈轉診團隊」等。為了

使材料更貼近學習者，課程進行的方式包

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實際演示和書面

行動計劃等。培訓結束後，我們還鼓勵後

續的聚會（面對面或通過「鹽水在線社區

」線上互動），以建立學員的心得交流和

彼此督責。

    生理鹽水過程2012年曾經在埔里基督

教醫院舉辦過。近幾年的培訓是在2018年 

由國際護福（NCFI）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地

區基督徒護理人員大會（PACEA）的會前

訓練課程中以英文和中文分別進行，同時

也提供了生理鹽水過程（SPWT）和指導

員訓練（SPTTT），我擔任中文部分的培

訓師。隨後我參與過的培訓還包括：2019

年在高雄信義醫院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1

年在台北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

，以及隨後在台中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2年

1月在花蓮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SPWT）

，以及2022年3月在台北的指導員訓練（

SPTTT）。

生理鹽水過程與我
（The Saline Process and Me）



裝備基督徒醫護工作者

感謝上帝，來自路加傳道會（CCMM）和台

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NEFtw）的成熟教練

團隊聯手在台灣各地推廣生理鹽水過程，除

了上述的課程以外，2020年他們在台南新樓

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2021年在嘉義基督

教醫院也各舉辦了一場生理鹽水過程（SPWT

）訓練。我們對台灣的異象是，藉著生理鹽

水過程培訓，裝備好的基督徒醫護工作者能

將靈性關懷融入台灣及其他地區的日常醫療

保健中，將福音傳給需要的人。願一切榮耀

歸於滿有恩典的神！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使徒行傳 1:8）我們意識到上

帝給予醫療工作者獨特的機會，正如國際基

督徒醫療團契創辦人法蘭西司格林（Francis 

Grim）所說：

    「每週走進醫院大門的人遠多於走進教

堂大門的人。」

    「當你健康時，你的視線是水平的，但

若你病在床上，你的視線會垂直向上，朝神

望去。」

    生理鹽水過程與現有許多 「傳福音」

的計劃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信仰之旅是一個

包含許多小步驟的過程。因此，我們身為見

證人的角色應該聚焦在鬆土和播種，而不是

聚焦在收穫。生理鹽水過程的課程主要探討

以下五個問題：

    1.為什麼信仰在醫療工作中很重要？

    2.回應上帝的呼召有哪些機會和障礙？

    3.我的角色是什麼？

    4.有哪些工具能幫助我鬆土、撒種和

      收割？

    5.我要開始怎樣做？

以聖經真理為基礎

    生理鹽水過程從聖經基礎出發，並且引

用科學證據支持信仰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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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名基督徒臨床胃腸科醫師，我

對信仰與醫學的結合一直很感興趣

。因此，當1990年代中期美國基督徒醫學和

牙醫協會（Christian Medical & Dental Asso-

ciations）第一次推出「生理鹽水」視頻節

目時，我立刻訂了一套教材，並邀請基督徒

醫療同事每週在美國的家中一起觀看，當時

我也希望這樣的材料能有中文版。到了 

2000年代，我很高興的發現，另一個美國基

督教組織「全球國際健康服務團」（IHS 

Global）已經開始將這套材料翻譯成其他語

言，並配合各地文化進行修潤，也將這個全

球訓練方案取名為「生理鹽水過程（The 

Saline Process）」。

祝福125個國家及地區

    2008年，我第一次參與生理鹽水過程，

然後2009年在新加坡參加了一次全球培訓。

接受培訓之後，我發現自己深深的受到培訓

內容的影響，於是逐漸將生理鹽水過程的概

念融入我的日常醫療實踐以及醫學以外的生

活當中。隨後，我接受了指導員的培訓，又

接受倍增培訓師訓練。在過去的十幾年中，

我自願在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華語

地區推廣生理鹽水過程。近幾年，我也有幸

代表華語地區參加了布達佩斯「全球生理

鹽水高峰會」。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上帝

如何使用生理鹽水過程來祝福125個國家/

地區，其中許多「創啟地區」是傳統傳教

士無法進入的地區，接受過生理鹽水過程

裝備的基督徒醫療者將他們的日常職場形

塑成宣教領域，他們以基督徒愛的精神在

職場所中實踐全人關懷。

聚焦福音鬆土和播種
 

    總之，生理鹽水過程是一項幫助醫療

專業人員在職場上成為耶穌基督有效見證

人的計劃。我們的異象來自基督對祂門徒

的最後命令：「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包括已經發表的專業文獻。培訓的內容還

包括幫助學員分辨信仰的障礙（我們自己

的和患者的障礙），以及評估對方的靈性

狀態。我們鼓勵學員以充滿活力的靈性生

活為基礎，用自己的生活見證發揮影響力

。此外，教材中還介紹了八種實用工具，

包括「採集心靈史」、「信仰旗幟」、「

真理處方」、「屬靈轉診團隊」等。為了

使材料更貼近學習者，課程進行的方式包

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實際演示和書面

行動計劃等。培訓結束後，我們還鼓勵後

續的聚會（面對面或通過「鹽水在線社區

」線上互動），以建立學員的心得交流和

彼此督責。

    生理鹽水過程2012年曾經在埔里基督

教醫院舉辦過。近幾年的培訓是在2018年 

由國際護福（NCFI）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地

區基督徒護理人員大會（PACEA）的會前

訓練課程中以英文和中文分別進行，同時

也提供了生理鹽水過程（SPWT）和指導

員訓練（SPTTT），我擔任中文部分的培

訓師。隨後我參與過的培訓還包括：2019

年在高雄信義醫院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1

年在台北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

，以及隨後在台中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2年

1月在花蓮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SPWT）

，以及2022年3月在台北的指導員訓練（

SPTTT）。



裝備基督徒醫護工作者

感謝上帝，來自路加傳道會（CCMM）和台

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NEFtw）的成熟教練

團隊聯手在台灣各地推廣生理鹽水過程，除

了上述的課程以外，2020年他們在台南新樓

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2021年在嘉義基督

教醫院也各舉辦了一場生理鹽水過程（SPWT

）訓練。我們對台灣的異象是，藉著生理鹽

水過程培訓，裝備好的基督徒醫護工作者能

將靈性關懷融入台灣及其他地區的日常醫療

保健中，將福音傳給需要的人。願一切榮耀

歸於滿有恩典的神！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使徒行傳 1:8）我們意識到上

帝給予醫療工作者獨特的機會，正如國際基

督徒醫療團契創辦人法蘭西司格林（Francis 

Grim）所說：

    「每週走進醫院大門的人遠多於走進教

堂大門的人。」

    「當你健康時，你的視線是水平的，但

若你病在床上，你的視線會垂直向上，朝神

望去。」

    生理鹽水過程與現有許多 「傳福音」

的計劃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信仰之旅是一個

包含許多小步驟的過程。因此，我們身為見

證人的角色應該聚焦在鬆土和播種，而不是

聚焦在收穫。生理鹽水過程的課程主要探討

以下五個問題：

    1.為什麼信仰在醫療工作中很重要？

    2.回應上帝的呼召有哪些機會和障礙？

    3.我的角色是什麼？

    4.有哪些工具能幫助我鬆土、撒種和

      收割？

    5.我要開始怎樣做？

以聖經真理為基礎

    生理鹽水過程從聖經基礎出發，並且引

用科學證據支持信仰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

耶穌基督而稱義，成為神的兒女。（8）屬

靈轉診團隊是利用團隊力量達到傳福音的效

果，使對方信主，並將神的兒女帶進教會大

家庭裡過屬靈的生活。  

生理鹽水傳福音見證

    有一次我在門診遇到一位腦中風的中年

病人，他的主訴是失眠。當我開完處方，他

正要離開之際，我的專業警覺到，這位病人

失眠的背後必有苦情，於是多留他幾分鐘。

我先介紹自己是基督徒，並徵求同意為他禱

告。禱告完之後，這位病人竟然抱著我嚎啕

大哭，我用無言的安慰拍著他的背，直到安

靜下來。他很痛苦地表白，今晚妻子要和他

在律師事務所辦理離婚。

    他很後悔自己這一年來對妻子百般無情

地折磨。一年前他突然腦溢血半身癱瘓，生

活全由妻子照顧，但他無法接受自己從一個

生龍活虎的人變成廢人，於是性情大變、脾

氣暴躁，把心中的怨氣一股腦地發泄在妻子

身上，妻子在忍無可忍之下要求離婚。

    在此難關下，我主動邀約他們夫妻當晚

來我家吃便餐，我們夫婦使用福音工具將耶

穌介紹給他們。感謝主！他們夫妻願意決志

信主，婚姻也破鏡重圓。過年前，突然接到

這位病人的來電，是從醫院產房打來的，他

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夫妻剛得了一個胖兒

子，而我是他第一個通知喜訊的人。過年時

，他們夫妻還帶著土產來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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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鹽水專題

CCMM

理鹽水是指導醫務工作者瞭解信仰對

於病人的需要，並學會使用有效的福

音工具，在職場傳福音作見證人。耶穌說：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作我的見證。」（徒1：8）

    耶穌交託給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傳福音

。（太28：19）然而，傳福音有許多障礙，   

譬如：時間不夠、不會傳福音、怕受到家人

或別人的歧視和迫害等。其實，真正的原因

是缺乏信心。我們若知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就不會以福音為

恥（羅1：16），反而會感到若不傳福音就

有禍了！（林前9：16）

生理鹽水八種福音工具

    我們若不知如何傳福音，那好辦！只要

運用生理鹽水的八種福音工具，就能駕輕就

熟地將福音傳入對方心裡。八種福音工具如

下：（1）禱告關心對方（非信徒）是傳福

音很好的切入點。（2）提問可探知對方內

心的隱情。（3）心靈史是對方內心的隱情

。（4）信仰旗幟表明基督徒的榮耀身份。

（5）信仰故事是信仰前和信仰後生命改變

（得救）的見證。（6）真理處方是福音單

張和書籍。（7）講解福音是使對方真正知

道自己是罪人，將來必因罪惡下地獄滅亡，

但神愛世人，賜下唯一得救的機會就是因信

生

◆賈力耕醫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為一名基督徒臨床胃腸科醫師，我

對信仰與醫學的結合一直很感興趣

。因此，當1990年代中期美國基督徒醫學和

牙醫協會（Christian Medical & Dental Asso-

ciations）第一次推出「生理鹽水」視頻節

目時，我立刻訂了一套教材，並邀請基督徒

醫療同事每週在美國的家中一起觀看，當時

我也希望這樣的材料能有中文版。到了 

2000年代，我很高興的發現，另一個美國基

督教組織「全球國際健康服務團」（IHS 

Global）已經開始將這套材料翻譯成其他語

言，並配合各地文化進行修潤，也將這個全

球訓練方案取名為「生理鹽水過程（The 

Saline Process）」。

祝福125個國家及地區

    2008年，我第一次參與生理鹽水過程，

然後2009年在新加坡參加了一次全球培訓。

接受培訓之後，我發現自己深深的受到培訓

內容的影響，於是逐漸將生理鹽水過程的概

念融入我的日常醫療實踐以及醫學以外的生

活當中。隨後，我接受了指導員的培訓，又

接受倍增培訓師訓練。在過去的十幾年中，

我自願在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華語

地區推廣生理鹽水過程。近幾年，我也有幸

代表華語地區參加了布達佩斯「全球生理

鹽水高峰會」。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上帝

如何使用生理鹽水過程來祝福125個國家/

地區，其中許多「創啟地區」是傳統傳教

士無法進入的地區，接受過生理鹽水過程

裝備的基督徒醫療者將他們的日常職場形

塑成宣教領域，他們以基督徒愛的精神在

職場所中實踐全人關懷。

聚焦福音鬆土和播種
 

    總之，生理鹽水過程是一項幫助醫療

專業人員在職場上成為耶穌基督有效見證

人的計劃。我們的異象來自基督對祂門徒

的最後命令：「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課程結束前一起禱告（圖/作者提供）

包括已經發表的專業文獻。培訓的內容還

包括幫助學員分辨信仰的障礙（我們自己

的和患者的障礙），以及評估對方的靈性

狀態。我們鼓勵學員以充滿活力的靈性生

活為基礎，用自己的生活見證發揮影響力

。此外，教材中還介紹了八種實用工具，

包括「採集心靈史」、「信仰旗幟」、「

真理處方」、「屬靈轉診團隊」等。為了

使材料更貼近學習者，課程進行的方式包

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實際演示和書面

行動計劃等。培訓結束後，我們還鼓勵後

續的聚會（面對面或通過「鹽水在線社區

」線上互動），以建立學員的心得交流和

彼此督責。

    生理鹽水過程2012年曾經在埔里基督

教醫院舉辦過。近幾年的培訓是在2018年 

由國際護福（NCFI）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地

區基督徒護理人員大會（PACEA）的會前

訓練課程中以英文和中文分別進行，同時

也提供了生理鹽水過程（SPWT）和指導

員訓練（SPTTT），我擔任中文部分的培

訓師。隨後我參與過的培訓還包括：2019

年在高雄信義醫院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1

年在台北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

，以及隨後在台中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

SPWT）和指導員訓練（SPTTT），2022年

1月在花蓮舉辦的生理鹽水過程（SPWT）

，以及2022年3月在台北的指導員訓練（

SPTTT）。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耶穌基督而稱義，成為神的兒女。（8）屬

靈轉診團隊是利用團隊力量達到傳福音的效

果，使對方信主，並將神的兒女帶進教會大

家庭裡過屬靈的生活。  

生理鹽水傳福音見證

    有一次我在門診遇到一位腦中風的中年

病人，他的主訴是失眠。當我開完處方，他

正要離開之際，我的專業警覺到，這位病人

失眠的背後必有苦情，於是多留他幾分鐘。

我先介紹自己是基督徒，並徵求同意為他禱

告。禱告完之後，這位病人竟然抱著我嚎啕

大哭，我用無言的安慰拍著他的背，直到安

靜下來。他很痛苦地表白，今晚妻子要和他

在律師事務所辦理離婚。

    他很後悔自己這一年來對妻子百般無情

地折磨。一年前他突然腦溢血半身癱瘓，生

活全由妻子照顧，但他無法接受自己從一個

生龍活虎的人變成廢人，於是性情大變、脾

氣暴躁，把心中的怨氣一股腦地發泄在妻子

身上，妻子在忍無可忍之下要求離婚。

    在此難關下，我主動邀約他們夫妻當晚

來我家吃便餐，我們夫婦使用福音工具將耶

穌介紹給他們。感謝主！他們夫妻願意決志

信主，婚姻也破鏡重圓。過年前，突然接到

這位病人的來電，是從醫院產房打來的，他

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夫妻剛得了一個胖兒

子，而我是他第一個通知喜訊的人。過年時

，他們夫妻還帶著土產來拜年。

生理鹽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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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鹽水是指導醫務工作者瞭解信仰對

於病人的需要，並學會使用有效的福

音工具，在職場傳福音作見證人。耶穌說：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作我的見證。」（徒1：8）

    耶穌交託給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傳福音

。（太28：19）然而，傳福音有許多障礙，   

譬如：時間不夠、不會傳福音、怕受到家人

或別人的歧視和迫害等。其實，真正的原因

是缺乏信心。我們若知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就不會以福音為

恥（羅1：16），反而會感到若不傳福音就

有禍了！（林前9：16）

生理鹽水八種福音工具

    我們若不知如何傳福音，那好辦！只要

運用生理鹽水的八種福音工具，就能駕輕就

熟地將福音傳入對方心裡。八種福音工具如

下：（1）禱告關心對方（非信徒）是傳福

音很好的切入點。（2）提問可探知對方內

心的隱情。（3）心靈史是對方內心的隱情

。（4）信仰旗幟表明基督徒的榮耀身份。

（5）信仰故事是信仰前和信仰後生命改變

（得救）的見證。（6）真理處方是福音單

張和書籍。（7）講解福音是使對方真正知

道自己是罪人，將來必因罪惡下地獄滅亡，

但神愛世人，賜下唯一得救的機會就是因信

◆陳怡君傳道  路加傳道會北部團契同工

一次聽到「生理鹽水過程」課程是

在10年前，當時對課程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是一個幫助醫療人員在職場上傳

福音的課程，也覺得名稱蠻特別的，吸引

我想要一探究竟。數年後，終於有機會參

加這個課程，一窺其全貌。

    首先講員從五個問題帶領大家思考：

「為何信仰在醫療工作中很重要？回應上

帝的呼召有哪些機會與障礙？我的角色是

什麼？有哪些工具能幫助我鬆土、撒種和

收割？最後，我要開始怎麼做？」經過深

入探討與學習，發現自己傳福音的熱忱再

第

▲賈力耕醫師夫婦（圖/作者提供）

活出光鹽的生命



看見生命的改變

    雖然我不是醫療工作者，但我從課程中

學習到傳福音方式，也能實際運用在自己的

服事與生活中。有一位病友對於受洗有所顧

慮，在契友每週的關懷禱告及經文鼓勵下，

他主動提出願意受洗。另有一位同仁在職場

上遇到人際問題，工作不開心，覺得有志難

伸。他雖不常來團契，但我們仍會私下關懷

他、花時間陪伴他。因此，我們之間建立起

友好、信任的關係，他也更願意參加團契聚

會。

    傳福音是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基督徒

醫療工作者不但可以照顧人的身體，同時也

能關顧人的心靈，是上帝賦予的特權！若想

要知道在職場上如何傳福音，「生理鹽水過

程」課程將是您非常棒的選擇喔！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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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鹽水專題

CCMM

次被挑旺起來，不單在職場盡責工作，更

要在職場上活出光和鹽的生命，更多看見

靈魂的需要，學習與上帝同工，適時地付

出關懷，將人帶到上帝的面前。課程中，

講員與學員之間透過角色扮演、道具示範

及小組討論，學習過程相當生動活潑；講

員也會分享自己在職場上傳福音的例子，

鼓勵學員在職場上勇敢傳福音。

保持真理與愛的平衡

    透過課程，我了解「生理鹽水過程」

這個名稱的涵義，「生理鹽水」是在醫療

行為中常使用的鹽水，它的濃度需要剛剛

好，提醒我們在工作崗位及他人生命中，

要保持真理與愛的平衡，才能發揮屬靈影

響力。此外，上帝會在我們及他人的生命

中不斷工作、更新與調整。在分享關懷的

同時，我們的生命也會被塑造並且更加成

熟；我們不只是一個付出者，也是神恩典

的領受者！

    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們難免會遇到一

些障礙，課程中教導我們如何去判斷這些

障礙並移除它。此外，從「恩格爾進程量

表」學習到，人的信仰過程分成六個階段

，從-12分到+5分，認識每個階段會有不

同的表現，方便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可

以確認此人目前的情況，並針對不同情況

給予正確的關懷方式。

▲2022台北生理鹽水指導員訓練學員合照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Jul. 2022｜15

禱讀經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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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烏克蘭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送愛到烏克蘭勸募芳名錄 2022年4-5月送愛到烏克蘭勸募芳名錄 2022年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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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O民

趙O華

善心人士

王O真

洪O玲

簡O堅

梁O

周O揚

吳O華

徐O秀蘭

彭O博

洪O清

鄭O姍

陳O州

蔡O怡

洪O

張O翕

曹O魁

劉O琴

黃O義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度
使徒信協會

柯O帆

善心人士

葉O珠

陳O芬

呂O怡

何O齊

善心人士

王O真

郭O蓁

雙和浸信會

曾O台

黃O汶

林O瑞

陳O姿

朱O理

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捐贈金額  

10,000

5,000

1,000

5,000

15,000

3,000

2,000

1,000

20,000

5,000

7,000

10,000

5,000

5,000

2,000

5,000

20,000

10,000

500

1,000

80,000

3,000

200

10,000

9,000

150,000

8,000

28,700

5,000

2,000

10,000

6,000

2,000

3,000

20,000

2,000

65,300

曾O興

高雄市基督教
高雄歸正福音協會

蔡o麗

田O艷 

周O菊

唐O蓮

張O華

黃O貞

詹O淇

朱O忠

李O瑩

何O燕

吳O玲

吳O彥

吳O秋子

李O霖

李O雯

李O輝

李O彩綢

周O榮

潘O冕

詹O安

周O芸

孟O華

林O英

王O琳

林O欣

洪O煌

竇O貞

洪O庭

廖O淑

胡O麗

張O枝

梁O珊

陳O良

胡O娜

陳O欽

陳O佑

林O秀

邱O慈

陳O妤

林O潔

陳O樂

陳O珍

陳O華

游O賓

馮O恩

黃O珠

黃O貞

黃O福

楊O玲

萬O萍

廖O瑜

林O貞

廖O郁

劉O馨

劉O玲

黃O心

盧O均

盧O瑋

孫O湖

楊O緹

鄭O芊

劉O鳳

張O彤

黃O鳳

鄭O聰

鄭O卿

楊O

黃O雅

有O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永光教會

陳O雲

Evangelical Seven
Star Church

黃O文

永和堂兒主

10,000

7,000

3,000

3,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3,000

1,000

1,000

2,000

300

1,000

1,000

2,000

2,000

1,000

1,000

500

500

2,000

1,000

3,000

1,000

1,000

2,000

100

300

2,000

500

1,000

3,000

3,000

2,000

6,000

200

1,000

500

1,000

100

1,000

100

1,000

1,000

2,000

1,000

600

1,000

1,000

1,000

500

1,000

100

100

100

500

300

5,000

100

100

1,000

500

500

100

200

8,700

2,000

1,000

74,160

5,000

1,000



那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

而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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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文看聖經從原文看聖經���每月一辭（356）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WTT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簡肇明醫師    恆春基督教醫院董事長

【經文】出埃及記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

燒燬。｣



從原文看聖經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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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M

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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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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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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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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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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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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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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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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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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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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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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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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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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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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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消息與代禱

【希伯來文】

ar>Y:©w: hn<+S.h; %ATåmi vaeÞ-tB;l;B. 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       Exodus 3:2

`lK'(au WNn<ïyae hn<ßS.h;w>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原文直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摩西顯現，而他觀看，那

時看哪！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DBY英譯】And the Angel of Jehovah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thorn-bush: and 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thorn-bush burned with fire, and the 

thorn-bush was not being consumed. 

    這次我們來看神對摩西的呼召，它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章1-10節，但是在這裡我

們只看3章第2節，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首先wyl'²ae hA"ïhy> %a;’l.m; ar"YEw:û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的意思，英譯為then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接下來hn<+S.h; %ATåmi vaeÞ-tB;l;B.「在燃燒的火焰

荊棘叢中」的意思，英譯為in the flame of fire among the thorn bush，接下是

vaeêB' r[EåBo ‘hn<S.h; hNEÜhiw> ar>Y:©w:，是「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的意思

英譯為and the looked and behold the bush burned with fire，最後lK'(au WNn<ïyae hn<ßS.h;w>是「該

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的意思，but the bush was not devoured.

    所以這一節的原文直譯是「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在燃燒的火焰荊棘叢中向他顯現

，而他觀看，那時看哪！該荊棘叢在火中燃燒，該荊棘叢卻沒有被吞滅」。

    我們仔細地探討一下，「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ar"YEw:û是他被看見的意思，

他是動詞ha'r'的niphal waw consec imperfect，所以譯為那時他被看見，就是顯現的意

思，而主詞「祂」就是耶和華的使者hA"ïhy> %a;’l.m;在希伯來書3章1節就告訴我們，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耶穌。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30節就知

道是摩西從埃及逃跑到曠野滿40年，接下來ar"YEw:û它是看見的被動態(niphal)的未完成

式，它表示一時性的動作，叫contingent imperfect，而祂是如何向摩西顯現呢？祂是

在燃燒火焰的荊棘中向他顯現，從申命記33章1節中我們知道主是住在荊棘叢中，所

以就表明荊棘叢就是以色列民的預表，而火焰我們看申命記33章2節就知道它是預表

律法，所以從燃燒的荊棘叢中向他顯現，就是主耶穌要從以色列民來見證祂的偉大

，以色列民本是無用的荊棘，只配燃燒，然而在主的手中（預表大能）藉著祂自己

（燃燒的律法）而有永生與主永遠同在。

    以色列民在神的審判之下，並沒有被審判之火所吞滅，因著主耶穌的救贖，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而此時主要呼召摩西出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時機已經成熟了

，在使徒行傳7章30節用plhro,w表示時候滿足，摩西他不再以血氣行事了，經過40年

在曠野的磨練，已成熟了，可以被神差派去作主工，並且外邦人也可以從他身上看

出主的大能，他凡事都是按著主的帶領來行事，不敢有自己的意見，他是一個住在

基督裡的人，以至於神要打發他去見法老時，他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記3章11節）

    願我們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學習摩西，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在時候滿

足之時，被主差派去作祂所呼召的事工！

Jul. 2022｜21

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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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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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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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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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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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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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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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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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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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Jul .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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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匯款或路加線上捐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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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外幣帳號 ��������������
兆豐銀行榮總分行（代號 ���）��������������        
轉帳後請務必填寫奉獻回報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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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11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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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收入

8,010

330,072

9,205

333,116

8

0

6,516

686,927

4月份支出

94,211

174,893

153,542

297,524

0

0

0

720,170

4月份餘絀

-86,201

155,179

-144,337

35,592

8

0

6,516

-33,243

5月份收入

17,000

307,182

2,200

27,800

0

0

3,318

357,500

5月份支出

204,782

62,991

108,503

280,578

0

0

0

656,854

5月份餘絀 

-187,782

244,191

-106,303

-252,778

0

0

3,318

-299,354

活動費支出 0 0 0 0 0 0

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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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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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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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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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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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No.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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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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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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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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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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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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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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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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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路加辦公室消息

1.路加董事簡肇明醫師每週五晚上7點半在榮中神學院開設「從原文查聖經」網路課程，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2.2022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共有17個醫院/單位，20個梯次，5月底報名截止，6月中旬

公佈報名結果，7-8月各醫院見習營將陸續展開。

3.2022台灣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於10/14-16在台東市禾風新棧渡假飯店舉行，由台東基督教醫院（

TCH）、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和路加傳道會（CCMM）聯合主辦，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單請

上「路加傳道會」官網查詢，早鳥優惠價至8/31截止，邀請基督徒醫療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

療傳道的弟兄姊妹及家屬踴躍參加。

4.2022第二次同工會線上會議完成今年退修會創意口罩的投票，並經過董事會通過，每位參加聯合退

修會的弟兄姊妹都會收到精心設計的禮物。

5.2022第13屆第四次董事會5/21使用Zoom線上召開，會中審核通過110年業務執行書及財務決算書，

並接受「台大醫心社」成為加入路加傳道會分支單位。

總幹事行程

1.7/2總幹事吳牧師參加北區聯禱會，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彼此連結同心禱告，共同為神國事工效力。

2.繼續推動「送愛到烏克蘭」公益勸募，援助烏克蘭難民，並監督每一個善款收支環節都蒙主悅納。

3.關心各醫療校院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提供各基督教醫院職缺給應屆畢業生參考，並鼓勵到基督教醫

院工作。

4.關心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的籌畫，求主的心意成就在台灣最南端的居民身上。

5.繼續執行「承先啟後專案計畫」，完成「路加傳道會的創始與發展經過」歷史資料整理，為迎接路

加50週年做準備。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活動消息：1. 4/30台西義診短宣順利完成，感謝神看顧保守大大賜福。2. 5/28

台西醫療短宣改為贈送防疫物資給教會並與教會同工一起禱告。3. 5/29同工禱告會，邀請董倫賢牧

師分享信息：「當信服神」。4. 恭喜資深同工明貞傳道5/21在台北衛理堂舉行按牧禮。代禱事項：

1. 因疫情嚴峻，醫療服務團六月服事暫停，請為今年度與台西靈糧之家配搭禱告。2. 請為緬甸福音

工場禱告，求主保守教會牧長同工身心靈健壯，傳揚福音得著萬民。

【國醫畢契】活動消息：國防畢業生團契退修會於9/3-4在桃園龍潭渴望園區舉行，主題為「疫起傳

愛，同心建造」，邀請國醫畢契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5ojQp

【臺北榮總牧師室】代禱事項：1. 求主看顧全院及其家人平安、健康、喜樂，記念在疫情期間努力

醫治照護病人及協助家屬。2. 求主帶領牧師室及所有團契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北部醫宣團隊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1.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每月有三次聚會分別有RPG禱告會、約翰

福音查經、讀書會分享，求主大大興旺福音。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在醫院上班出入都平安，有平靜

安穩的心服事病人。

三總信望愛團契  1. 求主看顧醫護人員在忙碌工作中有健康的身心靈。2. 盼疫情能趨緩，團契能恢

復聚會與病患關懷。

中興醫務團契  希望團契弟兄姊妹靠主有智慧與體力面對工作的挑戰。

仁愛醫務團契  願醫院福音工作蒙神帶領。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1. 每週三傍晚有線上禱告會，為國家、醫院、學校、教職員、學生、團契祝福

與祈求。2.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2樓祈禱室5/31下午舉行落成感恩禱告聚會。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1. 為畢業學生禱告，願他們所學專業能應用在臨床上榮神益人。2. 6/18、

6/26、7/3下午舉辦「在台大的第一堂課」，盼學弟妹未來能加入醫心社穩定聚會。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線上查經聚會，查考「撒母耳記下」，願主的話語使大家

得著激勵帶來更新。2. 為老師們禱告，無論是在課堂上或在實驗上都蒙神的帶領與賜福。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每月舉行兩次週五線上查經，查考「出埃及記」，願弟兄姊妹有滿滿的收穫。

台北長庚跨團契小組  每週三中午有線上聚會，閱讀「羅馬書」，在線上彼此分享、討論與守望，為

契友屬靈生命得堅固禱告。

台北長庚醫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聚會，透過讀書分享和影片賞析，彼此扶持勸慰，求主帶領

新舊契友更多線上互動彼此連結。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禱告會，為醫院和契友守望禱告，盼望契友從主得著力量面

對醫療工作的挑戰。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求主看顧疫情下忙碌的醫療人員，靠主得力有平安。

北醫恩友社  1.有些新進學生同工加入，求主讓新同工很快進入狀況，成為恩友社的祝福。2. 暑假

期間學生安排一些營隊活動：青年宣道大會（7/11-7/15）、鄉福營隊共有兩梯次(7/2-7/9；

7/16-23)，求主看顧保守學生在外的學習和服事。

北醫附醫醫心社  1. 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週一晚上進行線上聚會，盼每次聚會都有神的賜福。2. 為

曲天尚護理師感恩與禱告，8月份歐洲醫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在里昂舉辦，她會在台灣以線上方式報告，請代禱。

北醫實習團契  1. 有些學生要進入臨床實習、準備出國或是畢業後有新的人生規劃，求主持續指引

他們的腳步。2. 5-6月有3位醫師（5/31張家堯、6/11吳忠哲、6/26陳建宇）邀請學生到家裡聚餐及

分享主的愛。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

顧。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為團契新任主席莊以樂和吳芯蕙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面對課業和服事的挑

戰，願更多契友委身參與團契。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晚上聚會，8/19跨團契聚會邀請101教會李協聰牧師分享專題

，願主的話語建造契友們的生命。

忠孝醫務團契  麗如姊妹脊椎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她術後的恢復。

桃園敏盛醫院基督教關懷協會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

主的眷顧。

桃園療養院團契  因疫情關係醫院暫不對外開放，求主保守疫情下醫院和弟兄姊妹有主的眷顧。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盼疫情能穩定，恢復病房及護理之家的探訪和團契聚會。

婦幼錫安團契　1. 慕道友能更認識、經歷神，願意受洗。2. 弟兄姊妹的身體能蒙主保守醫治。

國防學生團契  1. 求主帶領麥晁志工團暑假出團的預備，團員們有柔軟的心，認識耶穌。2. 7/4邀

請王星翔醫師分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團契籌組服務隊預計8月初前往鎮西堡，關懷當地居民和青少年，為疫情趨緩、

隊員身體康健，服務隊能順利出隊禱告。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1. 每週四中午有查經聚會，查考「路加福音」與「詩篇」兩卷書，願主的榮美

彰顯。2. 求主保守醫療人員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願弟兄姊妹在每週聚會及RPG禱告中更多經歷神。

雙和醫務團契　求主興起基督徒醫務人員築職場祭壇。

中部醫宣團隊

803醫務團契　每週二上午10點在醫院門口分發福音單張，接著在太平沐恩堂查考「出埃及記」，歡

迎醫院附近基督徒志工一同參加；每週二、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在803院5樓交誼廳設有協談據點，由

志工輪值陪談。

中山醫務團契  每月第四個週二晚上有實體線上同步聚會，聚會日期：7/26、8/30、9/27，歡迎中山

基督徒醫務人員參加。

中山醫學大學信望愛學生團契  每週一晚上7點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聚會，邀請中山醫學大學的學

生參加。

中港澄清醫務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待疫情緩和後，恢復每週一晚上7點查經班。

中國附醫愛加倍團契　每週三晚上8點半為線上核心同工禱告會；每週四中午有「上線15分鐘為醫院

守望」禱告會，邀請院內同仁參加。

中國醫辦公室團契　每週五中午查經班，現參用Community Bible Study International Ministry（CBSI
）及雙福基金會出版的羅馬書查經教材仔細查考「羅馬書」，歡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及弟兄姊妹採線上

方式聚會。

台中科技大學護生英文查經班  每週二中午12點有外國宣教士帶領英文查經班，供應輕食午餐，邀

請台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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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榮總醫務人員參加。

台中榮總信望愛社晚上團契  每週三7點採線上聚會，查考「路加福音」，歡迎實習醫務人員及榮總

醫務人員參加。

弘光科大佳音社  每週三下午5點有校園團契聚會，內容活潑生動，邀請弘光科大的學生參加。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  每週五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線上聚會，由王家良主任主領，歡迎大家一起領受

上帝的愛。

沙鹿寶貝語言治療所團契  每週五晚上8點有線上導讀禱告會，歡迎周邊教會及醫務人員一同參加，

願神使用團契成為福音出口。

埔基杏林小組  每週四下午5點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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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份將於7/1、8/5、9/2 查考聖經；每個月一次進行

病房探訪、為病人唱詩歌，7-9月份探訪日期為7/12、8/16、9/13。

衛福部部立彰化醫院光鹽社  每週二中午12點半有醫務人員實體聚會，由契友輪流分享信息，歡迎

周邊教會及院內同仁一起參加。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歐嘉富、黃天慧宣教士夫婦（香港中華宣道差傳會國際差傳機構），加入禱

告會的行列。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4/26迎新送舊餐會，歡送陳昱明、梁詠輝（國防Clerk）結束在奇美醫院的

實習，並歡迎黃麗文醫師（口腔外科）、郭加慧醫師（牙科PGY）、邵詩媛（佳里院區行政副院長）參

加團契。2. 恭喜郭行道部長榮升總院醫療副院長、張進宏部長榮升柳營院區醫療副院長，感謝主。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防疫規範聚會暫停，求神保守每位契友防疫中有平安。

嘉義大林慈濟醫務團契  因疫情嚴峻聚會暫停，求神保守看顧契友院內工作順利。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扶持與代禱，請為禱告室搬遷事宜能順利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耶穌會怎麼做》，彼此討論、互相代求。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更多扶持與關懷；為志工招募事工代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5/12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2. 6/9醫務

團契餐會邀請宋思權醫師分享生命見證。3. 7月醫務主管共識營因疫情取消。4. 8/11醫務團契餐會邀

請高芷華主任分享生命見證。5. 求主感動帶領對雲嘉地區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師加入嘉基醫療團隊。

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為醫院營運順利代禱，求神保守醫院及員工身心靈健康平安。

屏東基督教醫院  醫師團契、禱告會、查經班、職宣團契、擘餅聚會、探訪行動，願神保守看顧，讓

醫院員工及家庭都有神所賜的真平安。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疫情升溫，求主保守全體人員都有神的保護及平安。2. 為緊急募集

防疫物資順利代禱。3. 求主呼召優秀的醫療人員加入恆基並祝福保守各部門人力穩定。4. 為門診及

住院量提升、新進醫師廣為鄉親所知代禱。5. 放射科影像產生系統與PACS系統及資訊系統專案，求

主保守能順利汰換更新。6. 為恆春半島長照健康園區籌畫順利代禱。7. 求主祝福高壓氧艙及去污室

設置工程、舊大樓各項施工順利。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  1. 5/16聚會由熊安安傳道帶領查考「民數記27章」、「利未記第1章」。2. 

5/17恭喜外科蕭睿琥醫師喜獲麟兒。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疫情下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請為禱告室的福音事工代禱。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務團契  1. 5/16舉辦送舊聚會，歡送葉諭恆、趙峻賢（陽明醫大Clerk）結束在

高榮的實習。2. 7/15與榮恩傳道會在高雄市音樂館舉行「讓愛散播出去」公益音樂晚會，求神保守團

員平安健康，不受疫情影響順利演出。

高醫團契成長查經班  1. 5/5線上聚會邀請鄭博仁醫師（北美路加傳道會執行長）主講「感恩與回報

—結醫療宣教的果子」。2. 6/2線上聚會邀請陳嘉式牧師（聖光神學院新約教授）主講「古老故事的

今日意義」。3. 恭喜醫學院徐崇堯教授榮獲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高醫學生團契  1. 5/31舉行線上歡送畢業生晚會。2. 6/7舉行線上新舊任核工及小家長交接。3. 歡

迎廖家瑩（職治系）、劉哲豪（醫管系）、方正權（後醫系）參加團契。

義大醫院喜樂團契  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聚會，求神保守契友及家庭都平安。

花東醫宣團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4/15聚會由陳聖謙傳道帶領查經「民數記20-21章」，共有7位醫師參與。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5/6網路禱告會由林宮羽主任帶領，為個人需要、團契與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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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中心」(第一週)，連結教會介紹路加，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請代禱。

路加花東查經分享班  每月一至二次舉行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分享「箴言」，並有美好的

RPG禱告。

路加花東義診團  因疫情關係義診行程延後，請代禱。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5/12聚會邀請慈濟科技大學高夏子老師分享，共9人參加，盼契友們與上帝保持

好的關係。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5/9聚會進行「選舉幹部」，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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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線上聚會，主題：「上帝是醫治者」，共有9人參加，期待慕道友能認

識耶穌。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團契  因疫情關係暫停聚會，盼早日恢復正常聚會。

高醫學生團契送舊

林口長庚醫師團契醫療法律專題

中興醫務團契復活節活動

屏基馬可樓禱告會

高醫成長查經班邀請北美路加鄭博仁醫師專講

磐石團契線上聚會

恆基慶祝護師節活動

史懷哲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結業頒發證書

義大學生線上傳承聚會 

路加傳道會拜訪前中國附醫愛加倍主席張正醫師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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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嘉義長庚牧者禱告會

高榮團契送舊聚會

嘉基醫務團契餐會邀請張麗珍副研究員分享生命見證

弘光科大佳音社團契線上聚會

台北馬偕醫師團契聚會

仁愛醫務團契聚會

恆基端午送愛到偏鄉

怒江醫療服務團台西義診服務

慈科大真理堂團契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路加聚會



Jul. 2022｜27

活動花絮

中榮信望愛2在腸胃科會談室最後一次聚會

怒江醫療服務團贈送防疫物資給台西靈糧之家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團契

中山醫務團契線上聚會

北醫恩友社小家線上聚會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台大醫心社路加傳承餐會

高市立民生醫院團契聚會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聚會

國防團契線上送舊聚會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線上聚會



奉獻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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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城華人基督教會

王O貞

王O鳳

史O蘭

陸O明

朱O廉

朱O廉

何O芬

余O亮

吳O枝

吳O芬

呂O雄

志學福音中心

李O傑

李O傑

李O儀

卓O平

卓O正/謝O君

卓O安

卓O珍

周O如

林O駿/蔡O真

林O松

林O峻

林O威

邱O峰

孫O慧

徐O梅

浸信會真光堂

翁O貞

基督徒榮中禮拜堂

張O庭

張O川

曹O昌/劉O珍

梅O佑

許O霞

郭O玉

陳O豪

陳O豪

陳O銘

陳O欽

陳O成

陳O君

陳O德/陳O紋

陳O謙

陳O瓊

陳O女

曾O丞

曾O珍

覃O珍

覃O珍

黃O玲

楊O惠

楊O慧

葉O雲

葉O芸

董O潔

賈O耕

鄒O牧

熊O安

趙O雄

趙O雄

四月份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劉O冰

蔡O雄

蔡O珍

鄭O姍

蕭O德

賴O光

戴O元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O絮

簡O明

蘇O君

3,497

500

1,000

1,000

6,000

10,000

10,000

3,600

3,000

4,730

10,000

2,000

3,000

1,500

1,200

3,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

20,000

300

300

5,000

10,000

2,000

1,000

300

50,000

15,000

1,000

2,000

2,000

1,000

300

2,500

1,000

1,000

10,800

10,000

5,000

3,000

1,000

5,000

5,000

10,000

2,000

4,000

2,000

1,000

1,000

5,109

1,600

4,000

500

500

5,000

3,000

2,000

1,000

3,000

5,000

200

2,000

3,000

3,000

5,000

5,000

300,000

500

20,000

300

奉獻徵信錄2022年4月-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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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O亨

王O璋

王O貞

王O鳳

王O德/梁O惠

史O蘭

陸O明

江O哲

何O芬

余O亮

吳O枝

吳O芬

呂O雄

志學福音中心

李O傑

李O傑

卓O平

卓O正/謝O君

卓O安

卓O珍

周O卿

周O如

林O松

林O峻

邱O峰

邱O育

唐O鳳

孫O慧

徐O梅

基督徒榮中禮拜堂

張O花

張O庭

張O誠

張O川

曹O昌/劉O珍

梅O佑

許O霞

許O茂

郭O芬

陳O豪

陳O豪

陳O成

陳O翔

陳O君

陳O德/陳O紋

陳O慧

陳O謙

陳O瓊

曾O珍

覃O珍

覃O珍

黃O玲

楊O惠

楊O慧

葉O雲

葉O芸

董O潔

賈O耕

鄒O牧

趙O雄

趙O雄

劉O冰

蔡O雄

鄭O姍

蕭O德

賴O卿

戴O元

謝O絮

五月份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鍾O賢

簡O明

蘇O君

龔O玉

2,000

250

500

1,000

40,000

1,000

6,000

1,500

3,600

3,000

4,780

10,000

2,000

3,000

1,200

1,5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0

1,000

300

300

10,000

250

1,000

2,000

1,000

15,000

300

1,000

1,000

2,000

2,000

1,000

300

3,000

2,000

1,000

1,000

5,000

15,000

3,000

1,000

5,000

5,000

5,000

4,000

2,000

1,000

1,000

5,102

1,600

4,000

500

500

5,000

3,000

1,000

3,000

5,000

200

3,000

3,000

6,000

5,000

500

2,000

20,000

3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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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世上的鹽

「凡獻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調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約的鹽。一切的供

物都要配鹽而獻。」（利未記2：13）

    「鹽」有許多功用，例如：殺菌、消炎、防腐。先知以西結曾經提醒說：「奉

到耶和華前。祭司要撒鹽在其上，獻與耶和華為燔祭。」（以西結書43：24），

除此之外，鹽還有許多功能，甚至下雪後在路上撒鹽，就可以幫助溶雪、順暢交通

。鹽的鹹味是我們能感覺到的基本味道之一，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難怪聖經中

以賽亞先知說：「耕地的牛和驢駒必吃加鹽的料」（以賽亞書30：24）；約伯也

說：「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嗎？」（約伯記6：6）

    生理學或臨床上常用的滲透壓與動物或人體血漿相等的鹽水（氯化鈉溶液），

其濃度用於兩棲類時是0.67～0.70％，用於哺乳類時是0.85～0.90％。以人類來說

，用在醫療用途的鹽的溶液稱為生理鹽水（生理食鹽水），無菌的溶液一般常用於

靜脈注射、沖洗隱形眼鏡和鼻腔沖洗。生理鹽水是人體血液的第一替代溶液，被認

為是安全的溶液，而注入生理鹽水的量取決於病人的實際需要（例如，腹瀉或心臟

衰竭需要的量是不相同的）。標準濃度的生理鹽水也常被用來沖洗皮膚的傷口，因

為它不會給人灼燒感和不良反應。

    記得耶穌曾經說過：「你們是世上的鹽。」（馬太福音 5:13）我們知道這話

的含意是：基督徒與耶穌生命的連結，經歷到真理，而我們要將標準濃度的真理，

分享給別人，成為世上的鹽…。此時，身為基督徒的我們，不妨私下反省，是不是

有時候會因為急著分享福音而沒有經過敏銳的觀察，以至於鹽分過高，造成不好的

效果；也可能會因為過於膽怯，變成鹽分過低，沒有達到上帝的託付。

    我們基督徒健康照護者，若能在尊重當事人的原則下，得到對方的允准來評估

並回應他們的情況，在上帝真理的大光中，發出恰當的、平衡的屬靈影響力，相信

必會在陪伴他們接受基督的心路歷程中，享受作「鹽」的喜樂，並帶給他們由神而

來、改變生命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