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園創辦人白立德博士有位屬靈導師梅爾博

士，她曾經說：「激情開啟艱難的工作；決心帶你

繼續前行；但，惟有愛，能領你走完全程。」

在學園全職服事三十一年，不論是懵懂的受訓

期，或擔任大使命訓練中心的訓練者；是將近廿年

的學生事工或現在的職場事工；是讀神學院或參加

短宣；也不論扮演的是妻子、母親或門徒造就者的

角色；神那細膩、及時、無條件又令人敬畏的愛，

總是貫穿在三十一年的歲月中。

在人的生命中有許多關鍵時刻，神在我生

命的這些時刻堅定我的服事心志，也讓我

服事的熱情和動力不致停滯衰竭。第一個

關鍵事件，是在我大學尋求全職服事時。

我參加了客家庄短宣，因我是少數會客語的隊

員，牧師邀我探望一個乳癌患者。我很緊張，因為

沒探望過癌友，也沒用客語傳過福音。但當我踏進

家徒四壁的屋子，看見呼吸不順、胸口潰爛，半躺

在椅上的老太太時，憐憫和不捨取代了緊張。我慢

慢講解四律，有時淚水會模糊視線，老太太點點頭

願意接受主。雖然她呼吸不順，但卻想要

一個字一個字禱告，那是我帶過最久但

也是最感動的一次決志。

她原本愁苦的臉笑了，但患處疼痛

和手臂無力使她不舒服。當時，我內心湧

出一股極深的憐憫，便握住她的手為她禱告，

禱告完，她的手竟然可以自由活動，她開口感謝

神還為我祝福。短宣結束後不久，老太太走了。

這件事讓我真實經歷神有著大能和極深的憐

憫。因此，在服事生涯中，當我陷入機器人模式，

內心枯乾沒動力，卻倚賴技巧和經驗事工時，我會

想起這位老太太，以及用愛與神同工的喜樂，提醒

自己不失去起初的愛。

第二個關鍵事件引領我面對原生家庭，與父母

和好。

1990年我剛結訓，在馬尼拉短宣，得知母親

得了腦瘤。趕回台北，從此和父親展開三年疲累和

近距離的病人照顧。這讓我發現自己在成長過程中

的一些親子問題和傷害沒有處理，因此無法自由喜

悅的服事父母。有一次因痛苦而禱告，聖靈讓我

想起兩句歌詞：「不是自己努力掙扎，是主裡面動

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裡面長大」。我向神

認罪，並求聖靈幫助。我把握機會和母親彼此饒恕

和好，後來母親在醫院信主受洗。不久，在一天深

夜安詳過世。當時，父親和我坐在昏暗的車裡，陪

伴母親的遺體去殯儀館。不擅長表達感情和不是非

常親近的父女兩人，在沈默中，卻嘗試勇敢的輕拍

彼此的肩膀，握住對方的手。生活中雖有黑暗和死

亡，卻因著神的愛，我們的心靈可以勇敢的碰觸和

連結。

因為深嚐「和好」的珍貴和喜悅，在服事生涯

中渴望看見人們能在真理中得自由，能與神與人與

己和好，成為我服事的熱情和動力，也因著知道自

己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因此人生階段中不論是在學

校或職場帶小組，或在家中帶孩子，都因著知道往

正確的方向前進著而堅定自在。

「你是怎麼樣的人，是神給你的禮物；你成為

什麼樣的人，則是你給神的禮物。」深願我一生的

事奉能成為討神喜悅的禮物。

中文
版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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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動了，然後呢？
—單身、交往、訂婚、結婚的蒙福原則
作者╱Ben Stuart 班恩‧史都華

心動了，然後呢？

你不必苦苦等候，你不必變成別人，你不必牢記一堆「交往規則」，你不必心碎。

前提是，你確實了解並遵行單身、交往、訂婚、結婚四個時期的屬靈原則。

現今是有史以來最晚婚的年代，科技縮短距離卻沒帶給人們更深的連結。扭曲的性

觀念和利己心態，更令人們的尋愛之路困難重重。本書立基於聖經，以幽默口吻、

調查數據和生命見證，分享這四個時期的屬靈法則，探討不同時期該追尋的永恆意

義。內容貼近生活也洞悉人性，好讀也好用。

心動的下一步，幸福的新起點，請從打開本書開始。

文╱劉淑貞．年資31年．社領事工

文╱何中輔．年資35年．全球教會運動部惟有愛，

能領你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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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服事
學園資深同工特輯

本期邀請八位資深同工

（平均事奉年資三十五年），

請他們分享服事之路的甘苦與成長。

願激勵每位讀者一生跟隨主，

到老不偏離。

本期邀請八位資深同工

（平均事奉年資三十五年），

請他們分享服事之路的甘苦與成長。

願激勵每位讀者一生跟隨主，

到老不偏離。

一生服事

學園網路書房 https://bookstore.cru.tw/
FB粉絲專頁：學園網路書房Kindle Ministry
學園出版部 (02)2926-2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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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召而堅持

我一生服事的信念：全人發展、終身學習——透過讀書、讀人、讀事、

讀經、讀神，與神同行。

一、讀書，讀好書。有人把他二十年的生命歷程寫成一本書，我們花了兩百

元，讀兩個星期，得到這本書兩成的精華。這如同我們吸取了五分之一

的功力，這多賺呀！

二、讀人，三人行必有我師，只要肯虛心學習，從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學到東西。美國學園白立德博士，使我

學習永不失落起初愛主的心；韓國學園金俊坤牧師，使我學習懇切禱告與對主的信靠；澳門學園藍欽文

牧師，使我學習堅守主所給的異象和託付；還有太多我可以學習的人了！

三、讀事，張文亮教授說：「物理，就是回到最基本的道理。透過『仔細地觀察，詳實地記錄，有效地傳

達』，將我們所學習的分享出去。」

四、讀經，透過「聽，讀，查，背，想」將聖經內化在我們的生命中，「讀進去，活出來」。我們受訓時，

每天讀一篇詩篇、一章箴言、三章舊約、三章新約，為服事打下很好的基礎！

五、讀神，有首老歌叫「讀你」，歌詞唱道，「讀你千遍也不厭倦，讀你的感覺像三月.......」親近主也是如

此。願我們天天享受主！

在學園三十五年，除了事工上的學習，生命與生活的學習也是非常寶貴的。尤其過去六年多，我陪著妻

子佳蓉抗癌：化療、電療、荷爾蒙治療，兩次復發，三次開刀。我學習以諾與主同行，也與佳蓉同行。

陳佑昌一家

文╱陳佑昌．年資34年．教師事工

得人

福音接觸	 147494人次
(用各種實體或數位方式的接觸人次)

福音對話	 12339人次
(與人個別談論信仰話題的人次)	

傳福音	 5381人次
決志	 834人次

造就

參與門徒	 1873人
(參與學園團契、小組等的人數)

倍增門徒	 280人
(帶領造就「參與門徒」的人數)	

差遣

國內短宣	 16隊200人次
現有宣教士	 12人

當年我申請加入同工時，

對籌款緊張到連作夢都夢到在向

人籌款，後來，我靈修到約伯記

四十二章12節：「這樣，耶和華

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他

有一萬四千羊，六千駱駝，一千

對牛，一千母驢。」我領受到，

神賜給約伯的是「活」的羊、駱駝、牛、母驢。羊會生羊，牛會

生牛，駱駝會生駱駝……如此生生不息。神的供應是持續不斷

的。之後，我便放下對籌款的畏懼，果然也經歷神豐富的供應。

幾年前，我因為生病而調動到教師事工（愛思品）。那時事

工需要一個人負責記帳。我是理工背景，本不擅長此事。為此我

特別去補習會計三個月，加上總辦財務組同工的幫助，勉強可以

勝任。感謝神。

雖有經歷一些困難和考驗，我仍繼續服事。原因只有一個：

呼召。神對我的呼召是要我一生全職服事祂。於是，我對於其他

的工作，就不做他想。因著明確的呼召，我們無論遭遇任何困

難，都會忍耐度過。

2020年1~11月統計



在生命的低谷遇見主
服事初期，王哥林姐在台中做學生工作。他們

按照學園訓練忠心事奉，加上良好的團隊，結出很

多果子（多位門徒全職奉獻）。但王哥表示：「當

時我的生命不夠成熟，面對一些內心衝突時，不太

會向外求助。」

林姐分享，「王哥常一大早上去帶學生晨更，

晚上還探訪學生。我們個性差異大、沒時間溝通，

我一個人帶小孩，婚姻關係變得很緊張。我婆婆當

時又有被害妄想症，給我很大的壓力，覺得自己的

生命被燒到只剩下灰燼。」

「後來有段時間，聖靈來造訪我，我每天凌晨

四點就會準時醒來，靈裡知道耶穌正在等我。祂帶

領我讀了兩卷書：以弗所書和啟示錄。即使婚姻關

係仍有許多磨合，公婆仍然苦待我，我卻經歷耶穌

的愛和扶持，靈裡被神復興。」

對方忠心服事神的秘訣
王哥認為，「林姐與耶穌靈裡面對面的那段經

歷，一直很激勵她。此外，她有很願意學習的心，

會主動尋找會外的資源，並且在外部資源和學園教

導之間取得平衡。」

林姐很肯定王哥的個性和品格，「他很溫柔也

很順服權柄，對任務分派從不埋怨。他就像是船上

的大錨，非常穩定。而且多年來，他總是風雨無阻

的分別時間靈修和禱告。」

我在學園服事已進入第三十八

年，我仍在這裡，因為我清楚神帶領我

在學園，而神沒有引導我離開。

我透過學園的領袖訓練營，生命翻

轉，從屬肉體的基督徒變成屬靈的基督

徒。在營會中我第一次聽到大使命的呼

聲，就熱切委身一生協助完成大使命，成為有使命

的人。透過學園的生命投資研習會，我成為有夢的

人，也清楚神的全職呼召。與傳道同工一起生活、

團契、服事，他們生命與服事的見證，幫助我確定

神引導我成為全職同工。

後來神給我宣教呼召，透過德國異象短宣與大

陸短期培訓，神明確引導我去德國柏林，加入德國

學園的國際留學生事工團隊。在柏林宣教，一年中

有九個多月我有嚴重花粉熱，七年裡只有我一個華

人同工，籌款狀況有幾次短缺，我感到孤單，身心

疲憊，因此我申請回來台灣。我的負擔依舊是海外

宣教，因此我加入宣教部服事。

這三十七年中我有三次七年之癢，很想離開學

園：第七年在台灣、第十四年在柏林、第二十一年

回台灣。兩次與關鍵領袖、組織有關，讓我感到異

象、夢想幻滅，一次因海外宣教孤單、無助。

面對領袖與組織的問題，什麼使我繼續委身
我很清楚神的呼召且忠於神的呼召，而學園始

終忠於神的呼召——在各處建立屬靈的運動。我有一

群志同道合的同工，在我遇到組織、領袖的問題時，

見證╱劉寄萍．年資32年．副會長

採訪整理╱陳麗芳

偉大的神

    平凡的我

服事休息站也是家庭修復站
1990～1993年王哥一家赴菲律賓進修。王哥稱

這是他信仰和服事的反思期。「神打開我的眼界，看

到祂的國度有多寬廣，也不再那麼被自己生命局限。

這三年也讓我有機會修復自己的婚姻和親子關係。以

前是事工第一，後來是以婚姻家庭優先。之後，當我

再回到台灣服事時，就比較了解如何牧養團隊。」

婚姻關係的轉折點
林姐分享，「在成大服事時，我們遭遇買房被詐

欺，平白有兩百萬元債務，根本無力償還。當這個風

暴襲來，我軟弱跌倒，但那幾年王哥始終靠神站穩，

並且揹起我前進，我打從心裡佩服他。原先，因為我

的個性強，他習慣順服，所以家裡我常做頭。但那之

後，我甘心樂意回到幫助者的角色，讓他領導。」  

主為首位 丈夫要起來領導
王哥說，「無論丈夫擅不擅長，都必須領導自己

的家庭，妻子也要幫助丈夫。我們曾經失敗過，沒有

及時謙卑求助，希望年輕夫妻都能尋找同伴，彼此關

心和幫助，尤其弟兄，更需有交帳的對象。」

林姐分享自己更年期身體嚴重不適，婆婆多次

自殺，因此她對女兒常失去耐心，控制不了自己的情

緒。那時家中有很大的衝突。「但在當中，神破除我

想掌控的心，讓我把信心放在祂身上，而不是孩子。

感謝神，我們和女兒的關係已大大改善，婆婆也恢復

正常，也常為我們禱告。」林姐勸勉年輕太太首要重

視與神親密關係，把主擺第一位！

享受服事的成熟起飛期
幾經生命的破碎和重整，過去七年他們專心投

入婚姻家庭事工，也更了解神的心意，還特意上了

一年輔大家庭教育學分班。2016年起，神為他們

打開往歐洲服事的門，林姐分享，「我曾作一個異

夢，夢裡有城堡，神賜給王哥權柄、能力和金錢服

事。後來我們為這件事認真禱告，沒多久後，宣教

部主任就邀請我們去歐洲宣教。奇妙的是，之前在

成大帶領的學生，有好幾位正在歐洲牧會。透過他

們，我們又能連結其他華人教會，從2016年開始每

年都去那裡幫助當地教會建立家庭事工。」 文╱栗愛慈．年資38年．人力資源部

見證╱王資超、林麗慧

年資38、39年．宣教部（以下簡稱王哥、林姐）

採訪整理╱陳麗芳

  

他們給我客觀、屬靈的

建議，以他們親身的見證鼓勵、同理我，與

我作伴。我與神摔跤多年，過程中我選擇饒恕，放下

主權，向主申冤，不以惡報惡，由神判斷與處置。

面對宣教的孤單、無助，什麼使我重燃熱情
宣教第一年，我就發現自己屬靈的盲點。在台

灣服事十年間，我始終以使命、服事、異象，取代神

在我心中首要的地位。之後，我真誠悔改，竭力追求

以神，以大誡命為第一優先。我閱讀見證，我操練愛

神，不讓異象取代神在我心中的地位。

這是持續悔改與轉化的旅程，我堅持悔改與復

興。最終，神成為我的最愛與最大的滿足。當我愛

神，我就會愛神的使命。當我愛神，我就有動力信靠

神。當我愛神，我就能愛人，而愛人使我不再孤單。

然而，更根本、徹底的突破是，我相信、支取

神的愛，經驗神的愛，成為神所愛的兒女。如果沒有

經歷神的愛，我沒有能力相信神的愛。如果我無法相

信神的愛，我無法支取神的愛，經歷神的愛。

走過這三十七年，有不同的服事經驗與身分，

最珍貴的體驗是：屬靈生命不斷轉化的經歷——愛神

勝過一切。在我生命裡中最深刻痕跡，是聖經中最寶

貴的信息：神愛我，我內心深知，也不斷經歷！

為祂走 為祂留

為祂而活

我加入學園已經卅八年了。其中經過風風雨

雨，迄今仍是充滿感恩。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

中，我們一起感恩！

生命的建造
結訓之後，我開始參與在學校事工的服事，不

久後成為訓練中心訓練者八年，這八年非常享受，

我覺得自己很適合這個角色。在艱難處，學習如何

實際地被聖靈充滿、被聖靈管理。感謝神讓我一結

訓就學習這寶貴的功課，並能持續實際地幫助他

人。

八年後，我被調到人力資源部，一個新部門，

不只是一般的人事，更多的是學習關心同工、協助

同工分析，這個工作並不容易。在同時也負責會

訊。這些正是我的恩賜與才幹所在，所以也很喜歡

這個角色，有被看重的感覺。我覺得「被看重」也

是年輕同工很需要的認同感，希望我們的恩賜與才

幹都能被看見、被需要。

異象的拓展
加入同工十二年後，我決定去在新加坡的東亞

神學院念「基督教輔導系」，希望可以協助同工，

也針對當時大陸情況的需求。之後，在震亞事工的

總部學以致用，協助培訓、輔導大陸早期的同工。

六年新加坡的生活之後，再轉往美國，加入學園的

橋樑事工。接觸來自各地的留學生，也拓展了我的

服事領域，使我對國際留學生更有負擔。促使我更

多為穆斯林與以色列禱告迄今。我的異象變成「為

主得著全世界」，它成為我名片上的logo，希望可

以更長期在國際學生、學者中服事！

信心的新旅程
然而，事與願違，因著某些不解的原因，我

回到了久違的台灣。即使心中疑惑不滿，神也沒有

給予解答。我惟有安靜在神的裡面，學習忍耐等

候。然而，台灣學園讓我在人力資源部留任，於是

在學園傳道會的服事得以持續。我出國約十二年，

人事變遷很大，認識我的沒有幾個，需要重新適應

環境，介紹自己，讓同工認識我的恩賜與專長，真

是一個長久的挑戰，迄今尚未完成呢，不禁令人唏

噓。

後來，神為我開啟了另一扇窗：目前我積極推

動的「非凡的女性」資源（它是以聖經為根基，專

為基督徒女性設計的生命輔導課程）。這個事奉結

合了我教導與拓展的恩賜，也挺有挑戰性的。這個

事工資源的推廣，使我的心更多轉向神，因為知道

「不是倚靠才能、不是倚靠勢力，唯有倚靠神的靈

方能成事。」我再次重新經歷聖靈的大能，可以靠

著主成就我所不能的事！我期待藉著這個資源在這

世代栽培更多倍增的門徒，協助完成大使命。心中

「為主得著全世界、栽培倍增門徒」的異象再次重

新亮起。這個異象與夢想，若非聖靈動工，無法完

成。

但願我的分享能鼓勵每個聽見的人，積極參與

在神的大使命。因為「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

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外，我因為籌款和受邀講道，每年都會花時間探訪

以前造就的門徒。看到他們利用學生時期的裝備，

有的在教會帶青少年、帶查經班，有的在學校當老

師，向學生傳福音。上帝使用平凡的我，結出許多

果子，在不同的領域開枝散葉，為祂發揮影響力，

這點非常激勵我。

堅定服事神的關鍵因素
第一，是家人信主。自從1992年我和靜如結

婚之後，我們每週一都為家人信主禱告，我們都是

第一代基督徒，也曾經分別向家人傳福音，但當時

他們都沒有接受。正如保羅所說，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所以我們一直禱告。靜如的妹妹去美國讀書

時，她的母親還讓她揹一尊偶像出國。但是，妹妹

在美國信主、成家。接著，我的岳父、岳母和其他

家人也受到影響，一個接一個信主。我的父親原本

不太接受基督信仰，但他有機會看見基督徒生命與

別人不同，之後在病中也信主了。直到去年，我們

兩個家族都全部進入神的家中，我們已經為此禱告

了廿七年之久，感謝神。

第二，是資深同工的榜樣。我已在學園事奉

三十二年，比我資深的同工不多，但他們樹立很美

好的榜樣。前會長李哥說過一句話，「說你所相信

的，做你所說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提醒。我學

生時期，王哥（王資超）是我的造就者。他們夫妻

對學生的愛心和關懷，令我印象深刻。因此，我和

靜如在高雄的十七年中，常常開放家庭邀請學生。

深耕高雄十七年
一開始，我們只有做中山大學，再逐步擴展到

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大學等。因為同工人力不足，

我們挑戰學生也做同工做的事，給予訓練和審核

後，就請他們教訓練。我們的訓練常常四校合辦，

所以學生之間有深厚的情誼。有一次，我們去苗栗

短宣有三十多名學生參加，服事三間教會，我們全

部住在一個會友家，洗澡都很困難，但大家的感情

很好。

為了持續加深與主的關係，並要餵養門徒，我

每天大約花一個半小時靈修，每週也使用多媒體觀

看兩三位牧長的講道。這個習慣是慢慢養成的，我

也鼓勵同工要早睡早起，一早親近主。

服事路上最大的困難
早期最難的就是克服比較的心態，我會和自己

比，也和別人比，會覺得投入那麼多心力，為什麼

果效不如預期。雖然我理智上知道這樣是錯的，仍

會陷入掙扎。這時我需要被提醒：我的價值是從神

而來，神看重我的本相，而不是我的表現。

服事之日漸久，我開始面臨名聲的試探。高雄

地區的牧者來來去去，而我們一直堅守崗位盡心服

事。這時名聲開始累積，有些人邀請我們去牧會。

箴言說，美名勝過大財。有好名聲是好的。但我不

能為了掌聲去服事，判斷我的乃是上帝。

服事動力的來源
學園的策略「得人、造就、訓練、差遣」，

我一直很認同並且實際參與。直到如今，我還是每

週帶領十位門徒，並分別時間去傳福音。如果有合

適的機會，我也會和我太太靜如一起參加短宣。此

服事路 婚姻路 
皆有主同行

劉寄萍與妻子張靜如

廿年前參加美國同工會時的敬拜。郭瑞玲（中間），栗愛慈（右二	）

郭瑞玲（左一）

若想更多了解《非凡的女性》

資源，請掃左方QR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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