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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事工台北基地隊 
徐仲達 / 伍嘉慧 / 王柔伊 傳道

　　淡江學園團契的異象是：「淡江人，成為世
界之光，照亮所及之地。」這不只是團契每個人
都朗朗上口的口號，而是我們真心期盼學生領袖
們能活出來的生命。近幾年有人問我們，淡江大
學屬靈運動持續成長的原因，我們思想可能有幾
個關鍵和大家分享。

擁有屬神的異象

　　異象的產生是學生領袖和早期的同工們一起
尋求，經過禱告等候和持續討論了將近三年的時
間，才在某次的會議當中明訂下來。我們深信這
異象是從神而來，使之讓學生們一聽到，就能產
生認同感和擁有感。因此神也親自把那些願意參
與在這異象的門徒放在團契當中，一起學習信靠
神向著這樣的願景前進。

優先與神的關係

　　我們看重與神的關係為第一優先，我們相信
「神」比「事工」重要。我們透過禱告、讀經、
傳福音、團契生活來保持與神親密的關係，求聖
靈常常充滿我們，也就是學園傳道會所教導的信
念，過一個被聖靈充滿的生活。邀請聖靈管理我
們的生活時刻順服主，面對各樣的挑戰和困難，
使我們成為一個內心有從神來的平安，外在有健
康的人際關係界線，使我們能彼此接納、彼此造

就、彼此相顧、彼此勸勉和彼此饒恕。以上這些
都比完成一個事工或事情更重要，因為相信神掌
權引導事工的果效。

生命更新與成長

　　待人處事有哪裡是不討神喜悅的態度，我們
挑戰門徒需要願意順服神，願意勇於信靠神來改
變和調整更新。特別是學生在時間管理和生活作
息，以及人際關係的界線，都有從聖經整理出來
的原則幫助學生了解，使他們能在生活當中為主
作見證。

勇敢挑戰學生承擔事奉

　　我們願意勇敢挑戰學生，也讓學生勇於挑戰
下一代領袖。我們時常告訴學生「團契不缺人，
缺的是敬畏神的人」，我們不怕沒人參加團契聚
會，因我們深信屬靈運動都在上帝手中，而我們
需要做的是忠心地不斷去得人，造就牧養學生　
們，陪伴他們持續成長，因我們深知保羅栽種　
了，亞波羅澆灌了，但惟有神叫他生長。

　　屬靈運動的建立過程會持續有高山、低谷，
但依舊看見神的工作未曾停止。

　　現今世代混亂，我們要面對的困難也越來越
大，但我們仍願意持續依從神的話服事一代又一
代的學生，因不論順境、逆境，神仍在當中作王
掌權。

成為世界之光 
淡江事工簡報大學事工台北基地隊 

徐仲達 / 伍嘉慧  傳道夫婦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裡，記載著一段耶穌和
西門彼得非常戲劇化地相遇，當一群漁夫整夜勞
力捕魚，但是結果卻無所斬獲，當時大夥已經在
洗網，看似準備曬網晾乾、收工打道回府的時　
刻，耶穌上了西門的船，並對眾人講道，講完　
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　
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
什麼。但依從祢的話，我就下網。」結果，超乎
西門和他的同伴所能預期的奇妙經歷，就此開展
在他們眼前……

　　不知道，若您是西門彼得，您會有怎樣的反
應呢？您會對耶穌有怎樣的認識或體會呢？

和彼得相似的經歷

　　類似這樣的經歷，很真實的發生於我們家。
在大學事工服事到第七年時，面對外在多變的環
境，不論人、事、物，都讓我們感到疲倦、失去
起初的熱忱，個人內在生命彷彿是在一個低谷。
面對是否要持續服事，感到徬徨無助時，神對我
們發出邀請的聲音：「孩子，你願意持續委身在
大學事工來服事我嗎？」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
回應祂說：「依從祢的話，我願意。」

　　把船開往水深之處的過程，非常需要克服老
我與自我的淺見。回想當時我們全家面對了很不
容易的搬遷過程，要離開習慣的舒適圈，到另一
個城市重新開始。往事歷歷在目。還記得當時老
二未滿一歲、太太有孕在身（未滿三個月），除
了需要適應新的環境，以及要教養三個小孩，同
時也在服事上有所調整和更新。

但依從主，看見了神的工作

　　感謝神，祂是應許與我們同在的神，使我們
有盼望、得安慰和鼓勵。那時的經歷就好似西門
彼得和耶穌這一段的際遇，當他們依從耶穌的話
下網後，結果就圈住了許多魚。當下彼得對耶穌
的回應是，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並且跟從了耶　
穌。我們也和彼得有同樣的感受，若是當時沒有
依從主的話，憑信心順服去行，也就無法一同經
歷神奇妙的工作，看見在這些年間淡江大學屬靈
運動的成長和許多門徒被主得著。因此，我們的
反應和彼得一樣：「主啊，我們真是個罪人，需
要祢的恩典，且要緊緊跟隨祢。」

　　我們都何等需要主的恩典，事奉的結果在於
上帝全權，神所要我們回應的是：只需要單單憑
信心跟從耶穌。信心是一生要學習的功課，我們
常常需要求主指教我們如何得著智慧的心來面對
各樣的挑戰與主同工、同行。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以
弗所書2：10)

開往水深之處的信心 照亮所及之地
▼ 仲達傳道一家

▼ 淡江團契學期計畫會

▲ 淡江團契禱告會



點亮深水中的燈

信心，源自於神

軟弱中點燃信心

點亮深水中的燈

信心，源自於神

軟弱中點燃信心

大學事工中區催化隊 朱以琳傳道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來11:1）。

　　面對許多問題，我們的心看到沒有突破而

失望疲乏，為LTI方向禱告時，上帝對我的心說

話。祂，始終沒有改變，然而我們對神的信靠

程度如何呢？信心是關鍵，因此訂下主題Light 

up (點燃)。首先要點燃我們對神的信心，點燃

失喪靈魂的心，再來才能點燃每所大學。

    　每一環節，像畫作的一筆一畫，是上帝抓

著我們的手勾勒出來的－大會信息講員Liege分

享在全球上帝的工作，每晚與神同行見證祂在

各處的屬靈運動；早晨靈修時間，結合劉立群

傳道分享如何被聖靈充滿和靠聖靈行事，激勵

我們每日信靠神被聖靈充滿；各級別的課程，

幫助每位學生不同階段的紮實訓練，搭配著　

「工作坊」自選課程，無非是參與屬靈運動中

最好的裝備。課程之餘，也安排了體驗團隊合

作、屬靈倍增、各校的異象和計畫交流、及實

際外出傳福音「人海漁夫」等活動。在最後一

晚，我們全體操練禁食禱告，每個人與神面對

面，為自己、為學校、為國家、為萬族萬民流

淚禱告，在敬拜中用讚美感謝為祭獻給神，齊

唱著大會主題曲「Light up」。

　　感謝神，2020 LTI 這美好的畫作是祢帶著

我們完成的，我們要持續被主點燃，近至新學

期在自己的學校，遠至一生都要信靠祢、為祢

而活！

台大中文三 林穎彤 (LTI動員組組長)

　　「既然信心是不可見、也不可量化，到底怎

樣才能建立他們的信心呢？」「LTI真的可以點

燃他們、甚至是我自己的信心嗎？」

　　大會信息中，上帝透過講員分享在巴西建立

事工的經驗，告訴我屬靈運動美好的畫面是可以

發生在我們校園的！我的信心被上帝點燃！

　　活動和訓練中我們學習以耶穌為榜樣、裝備

傳福音技巧參與在大使命裡，並在人海漁夫實際

去傳福音後，聽到學妹們分享與未信者流暢的對

答提醒了我，不是因為身為學姐的我要拖著他們

前進，是上帝帶領她們成長，是我們都一同願意

向上帝跨出信心、成長的一步。最後一晚，當所

有人圍繞台灣地圖禁食禱告時，神的異象在我們

的禱告中被看見，這不就是點燃我們信心的關鍵

嗎？

台大森林四 李弘恩（LTI節目組組長）

　　營會前我頗有把握，堅強的團隊各司其

職，甚至有點驕傲地說：「主阿！我知道祢

要藉我們成就大事、感動人心。」

　　但營會中我開始看見，雖有預演卻在營

會當下出錯；夥伴在壓力下流淚，我卻不知

如何協助；在課程與營會服事間切換不及，

難以做好原定職責；敬拜團在密集服事中身

心俱疲……。才到第二晚，一切卻都已經脫

離掌控。

　　當晚敬拜，我放手：「主阿，是我太驕

傲了。我一點都沒有能力掌控這一切，只有

祢可以使一切成為美好。」主榮耀的同在彷

彿行經會場，我心被開啟，看見出錯的活動

更使人忍耐與體諒，眼淚與突發的狀況更使

人尋求、信靠神，團隊同工彼此支援、及時

解決各等事務。原來，當我還在風浪中靠自

己搖櫓的時候，主早就在祂的時間和方式中

成就一切美事。

Light up
Lead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 （LTI）

全國學生領袖訓練營 見證

▼全體圍著台灣為台灣禱告

▼ 人海漁夫外出向人分享福音

▲ 大學異象之旅— 各校擺攤分享在校園中的異象

LTI 主題影片 大學異象之旅



政大學園團契社長 張哲聖  

承接領袖的挑戰       

　　去年下半年是我在學園團契社服事的起點，也

是我在信仰生活上不斷學習與突破自己舒適圈的開

始。記得初期在著手團契的時候，面對許多的事工

自己其實也是第一次嘗試，然而，在經驗不足下，

自己的身分卻常常是帶領者，做著自認為超出我能

力外的事情，特別在傳福音及帶領小組的工作上。

我深深地覺得自己對上帝的信心在面對人群和服事

時總是一直在被考驗著，能力的缺乏使我也經常會

陷入許多的負面思維，侵蝕著我對服事的熱情。

一路走來都有神的美意和帶領

　　然而很感恩的是，經歷了這麼多原來都是神逐

步使我明白在二零一九年初抽到的經文卡，「願你

堅立我手所做的工，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每

當在我陷入低落情緒裡，很感恩身旁都會有一群屬

靈夥伴支持著我，用聖經的話語鼓勵我、陪伴我挪

去那些焦慮和懷疑。雖然我是軟弱不全的，但是神

的應許卻是信實的，在我選擇順服，放下自己舒適

的權利去做神喜悅的工作時，神也一直都在透過許

多人事物默默在堅立我手所做的事情。一直到現　

在，很感謝神社團已從原本的兩人到現在漸漸有十

五位學生了。縱然服事神的工作從來都不容易，但

我發現我的心境不斷在更新，因為神不僅僅在事工

過程倍增了團契裡的基督徒，同時也陶塑了我的生

命，使我更剛強勇敢、更明白福音之於這個世界的

價值！

勇敢向前，神是我們永遠的依靠

　　感謝神正當我看不見盼望的時候，祂親自成為

我的幫助，使我知道當我們憑信心去行動就不會白

費，因為所做的一切神都會紀念，未來我將會繼續

帶著這樣的信念，堅定信靠神來行動，在校園裡成

為祝福，相信神會繼續在我們的團契裡做新事，榮

耀歸於神！

大學事工部主任 蔡伯宜牧師

神的旨意就是福音要傳給萬民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耶穌在有小啟

示錄之稱的馬可福音13章如此宣告！也就是說，即

便在像今年如此充滿各樣災難，甚至在執筆此時，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仍然不斷擴散的景況中，更重要

的仍然是要把福音傳給萬民！因此，宣教一直是全

球學園非常看重的一環，台灣大學事工也很期待我

們能成為重要的差遣基地。

接待國外短宣隊的重要

　　過去一年，台灣學園整體差遣了13隊在台灣各

地短宣，16隊到全球各地短宣；但同時，我們也接

收了包括韓國、香港、新加坡、紐西蘭、甚至日本

的短宣隊來台灣，在全台各地的大學中服事。也許

有人想，宣教不就是「差遣」嗎？台灣的事工已經

算不錯的了，還需要「接收」短宣隊嗎？但我發　

現，透過接收短宣隊我們可以更深入、有效的得著

並挑旺門徒們宣教的心志！特別在大學事工當中，

這些年輕人間互相鼓勵激發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看見神透過國外短宣隊在台灣的工作

　　五年前，我們到神戶短宣時帶領了一位大一新

生Shota信主，之後他繼續在日本學園團契成長，

今年甚至提出申請要加入日本學園成為同工。去年

他帶著他的門徒來台灣短宣，鼓勵接待的東華大學

團契的一位大二門徒勇敢造就人成為倍增門徒，現 

在，這位門徒不僅已經在造就門徒，並且計畫要參

加暑假到日本的短宣隊。

　　去年11月，清交大學園團契第一次接收紐西蘭

學園差來的短宣隊，一位大一的基督徒新生分享：

「從前我對傳福音是沒什麼感動的，直到紐西蘭短

宣隊來，我看到一群充滿熱情的人，遠從紐西蘭來

到清大向學生們傳福音，我身為一個清大人，卻對

身旁的同學這麼漠不關心！我感到非常慚愧。可能

是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了，我突然間也對靈魂有了

負 擔，想要向未信主的同學分享福音！」這些短

宣隊在台灣各地都充滿了見證，帶來極大的果效。

傳承宣教的熱火

　　我認為，宣教不是百米賽跑、也不完全是馬拉

松賽跑，它更像是一個接力賽跑，一棒接一棒地傳

遞下去，透過接收短宣隊，接棒神所差來的宣教熱 

火，然後再將它傳到神差我們所去的地方。我期望

台灣學園，特別是大學事工，能夠成為神將福音傳

給萬民的重要棒次，持續地透過接收短宣隊、宣教

士，與有果效地差遣短宣隊、宣教士出去使萬民作

主門徒。

宣教的接力 划向未知
在新的挑戰中謙卑順服與神同行     

透過宣教的接待和差遣成為各地的祝福

▲神戶短宣隊在東華日文課分享

韓國短宣隊在東海▼ 香港短宣隊在東華▼ 紐西蘭短宣隊在清交大傳福音▼

哲聖(前中) 與政大團契核心團隊

政大團契聖誕聚會

更即時、更環保的選擇

學園電子報即將上線
新世代的閱讀習慣改變，學園會訊為更有效的與事工夥伴連

結，並兼顧環保和成本考量，我們正逐步建立電子報的系   

統，屆時只需用手機點選，即可一覽學園最新消息及禾場見

證。2020年七月之後學園將大幅降低紙本會訊的印刷寄送。

若您期待繼續收到紙本會訊或是改訂閱電子報，請填寫回函

寄回（請正楷填寫)：

您也可以掃左方QR 

code，填寫線上回

函，謝謝您的協助。

姓名：                       

電話：                           

□我想繼續收到紙本，

   地址：                                    

□我願意訂閱電子報，

   E-mail：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謝謝您的支持與代禱

我想繼續收到紙本會訊 我願意訂閱電子報



THE FOUR 的信息與你切身相關，把自己跟隨耶穌的
經驗透過四個符號分享給人： 

　　耶穌愛我　　　　　　　　我遠離神

　　耶穌為我付出一切　　　　我願意跟隨耶穌嗎？

▼ 官方網站　　　　　▼紋身貼紙與小卡

超值百元福音材料包 $100元/組，內含：
．THE FOUR訓練手冊一本　．THE FOUR小卡五張
．THE FOUR紋身貼紙一張　．THE FOUR氣球一個

THE FOUR 訓練手冊 $50/本 
訂購10本$500即贈小卡100張

THE FOUR紋身貼紙 $25/張，5張$100

THE FOUR小卡 $1/張

THE FOUR事工更提供完整 THE FOUR 傳福音訓練
訓練洽詢及福音材料奉獻方式：
email至 thefour@tccc.org.tw　歡迎聯繫 

SHOW出你的信仰　　　　　　
　　　　　 THE FOUR

　　關於分享福音，我們積極預備各樣的
工具材料，請參考右方 QR Code 網站：

包含：THE FOUR衣服、THE FOUR餅乾
模具、APP: God tools……

以及支持我們繼續製作相關福音材料的奉獻參考：

　　去年聖誕節當天，神給我恩典，前後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和東華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們用 THE FOUR 餅乾分享福音。

　　和許久未見的大學同學碰面，好奇我戴的THE FOUR手
環，在我分享前，她覺得這四個符號應該是在說「愛除了神
還有誰」，我驚訝不已，因此開始了福音對話。

　　大學生透過THE FOUR信主，受訓後，就使用THE FOUR
向周遭人傳福音，生命影響生命的意義正持續進行中。

大學事工花蓮基地隊 李明儀 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