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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尋求耶穌基督
              永遠不朽的愛

陳勗生

2009年7月5日，醫生宣佈我長了惡性

腦瘤「膠質母細胞瘤」。經歷死蔭幽谷，

雖然辛苦，我卻更確信生命在　神手中，

更深信祂是我的牧者，是我全能的醫治

者。兩年來，受到國內外數不清主內兄

姐、屬靈長輩及教會牧長的關懷，讓我更

深體會，唯有活在真神上帝的家中，唯有

那充滿如主耶穌犧牲的愛，才能使在  上

帝家中的每一位感同身受。由衷感謝每一

位為我代禱的兄姐。 

現今的世代因著科技的急速發展，一

切都在快速中進行，造成的是急促的變遷

及忙碌的生活，導致世人活在其中無法探

討，也不能了解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在汲汲茫茫的世界中顯出盲亂與虛空，該

有的安詳與寧靜漸漸失去，各種失序亂象

與痛苦病變也不斷產生甚至蔓延，優質的

教會音樂更是漸漸的被遺忘、被捨棄了。

音樂服事者該何去何從？!

我始終確信「主耶穌不朽的愛」是

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真理與教義，而一位

優質的教會服事者所要傳揚的就是愛的源

頭—「基督及祂不朽的愛」。因而，當今

教會音樂服事者必須恆久持守聖經中的教

導，按著　上帝的真理， 因應時代，不與

時代妥協，也不與時代脫節。面對現代人

心靈上的需求，將優質的教會音樂帶入複

雜的流行文化中。而音樂服事者本身更應

清楚，如何在現世代成為合神心意、聖潔

院長的話

的活祭，並察驗何等音樂才是合乎　上帝

的良善、純全並可喜悅的旨意。除去對物

質的追求，對有形安全感的追尋，漸漸操

練寧靜和獨處。

寧靜：能讓我們在上帝面前有反省的

空間，聽到上帝微小的聲音。

獨處：是將我們個人生命中的空間給

上帝，而能享受祂的同在。

我們身心靈軟弱，所知的也有限，到

如今就像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一個

忠心良善的教會音樂服事者必然是感動於

　上帝所創造的一切、感恩於　上帝的豐

富慈愛與憐憫、在優質音樂生命中成長所

得到的激勵與安慰，透過百般的智慧及敬

虔的生活，向　上帝所發出精緻美好的聲

音，以「詩篇、頌詞及靈歌」向　上帝唱

出感恩與讚美，恆常與眾人分享這愛，至

終引導眾人進入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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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晉豪跟我提起，他要在6月

舉行畢業音樂會。我頓時一愣，覺得怎麼

可能！這個大頭娃娃要畢業了？！是嗎？

時間過得真快，叫人忘了他已經在道生過

了近五年的大學生活（其中一年的服兵

役）。是該收割的時候了，一則以喜，一

則不捨。

大一時，剛進道生的晉豪，一臉稚

氣，猶如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五線譜也

不認識幾個，童音未改，只覺得這個頭大

大的男孩，真是可愛。隨著歲月的歷練，

他長大了，成熟了。像一塊大海綿般迅速

地吸進了他所學的，不論是學科或術科方

面，他都有著令人刮目相看，非常卓越的

表現。在學校無論是當學生自治會的會長

或同工，他總是那麼地細心、熱心、耐心，

盡責地扮演好每一個角色。

每當學期開始，給的鋼琴曲目也一

次比一次難，他總是說:『老師，太難了

啦！』，但在聰明與努力的練習之下接

受挑戰，順利完成。因此，才能從剛開

始的『巴赫初步』到巴赫的Partita組曲；

從小奏鳴曲到貝多芬的Sonata、舒伯特的

Impromptu、卡巴烈夫斯基的Sonata，這樣

的快速成長，真是令人興奮。

6月12日，他以鋼琴與合唱指揮作為他

的畢業演出。對晉豪而言，這是一個極大

的自我挑戰，在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他

看清楚自己的目標，朝著目標，非常努力

地往前邁進。把吃苦當吃補，總是滿心喜

悅地努力練琴，努力指揮帶領教會詩班。

他真是一個懂得裝備自己，要成為主所喜

悅，為主所用的器皿，似乎已能窺見日後

他將在教會的聖樂服事上有所展現。

虛心受教，努力不懈，望著標竿，向

前直跑，你會達到目標的！晉豪，加油！

願 上帝祝福你，保守你日後在聖樂事

奉的事工，蒙祂喜悅。

收

割許
玉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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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學院院長對畢業生說：「你們中

間會有十分之一離開當初的呼召。」

我們是否熱情依舊？學音樂、事奉

主，要有熱情。使徒行傳26章19節起，保

羅自訴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以致

非斯都大人驚呼說，他學問太大叫他癲狂

了。有學問的人，能為天上來的異象而癲

狂才是真有學問。

基督教建立在事實的根基上。保羅本

來是逼迫基督徒的，怎會歸向主？未信者

不會勸他，基督徒不敢勸他，除非復活的

主親自向他顯現，否則絕不可能信主。於

是他熱情如火，如瘟疫般翻轉了世界。聖

經真理鐵證如山，確實可信，當我真的深

信神的話，就在裡面產生力量，使我為此

歡呼快樂，例如：

1.神以祂的形像造我們－神給我們崇高的

身份，如此一信，自信心幾乎是一步登

天，我是這麼偉大之神的作品，有神才能

找到自己，肯定自己。

2.神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提前6:17)－美

景、美食、美的人、美的音樂，無限的真

善美充斥於天地之間。馬丁路德為主燃

燒，照樣可以享受音樂，以致說音樂僅次

於神學。只要愛神愛人，好好享受天父

的創造。在我的書房有音響， 一疊CD或

FM90.9或99.7，最好的音樂，天上來的安

慰、鼓勵傾倒而出；架上的書有藝術、哲

學、文學、聖經、神學、旅遊……等，世

界好精彩，我哪有時間沉浸在負面的情緒

熱
情
常
在江

榮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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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再不行，CD一放，我的手一揮，世界

最著名的交響樂團就「在我的指揮下」雄

壯登場，若我跟著唱便是世界四大男高音

在我家， 比陳院長更神氣。

3.見證如雲－神的道不是空談，申命記

30:11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不

是你難行的、也不是離你遠的」。看!各

國有無數美好的基督徒在行道。一般老闆

要助理便找年輕貌美的，唐崇榮佈道團卻

能找較老、不美的婦人作助理、作打掃，

這是定意要討主喜悅，道化生命的表現。

我也很努力，卻不斷的被後進追上，上帝

好棒，造那麼多比我棒的人。我學了六年

琴，只證明了名師也會出低徒。我在音樂

上沒什麼貢獻，但我一彈琴就安慰了許多

人。若有人說學琴沒希望，太笨了。你可

說，不！那個姓江的比你更笨。晉豪竟然

是來聖樂學院才正式學琴，我卻是他的老

師，真是蠢才教天才。以前的見證人已經

多如雲彩，今天更加增了二千年的雲彩，

向我們見證神的道是可行的。既然如此，

服事主被論斷，惡意批評是小事還是大

事？總統被罵的多，還是飯桶被罵的多？

罵總統的北中南都有，因為總統很重要，

你服事主被罵，因為你很重要。只要接近

愛神、精彩的人、喜愛禱告、勤讀聖經，

我們也成能為雲彩，可以告訴別人，我在

行道，不難，你也可以。

4.基督的愛激勵我(林後5:14)－「激勵」原

有在瀑布之下的意思，是極強大的力量。

主如此的愛我們，這是一切服事的動機。

我們可以早上對主說：「主，今天要行你

的旨意。」晚上則說：「主，今天你滿意

嗎？」以主為念。戀愛中的人，眼目中只

有那一位，此時最甜，就把這愛給基督。

與主相愛最美，一般的愛是「婚前大飯

店，婚後陽春麵」，傷心喔。我們寶貴的

是生是死都不能與神的愛隔絕，是這愛，

讓2700萬人走上殉道的路；是這愛，使我

們家三代歡欣傳道，在台灣、在北京、在

新疆；是這愛，使我們與眾聖徒為主萬死

不辭。

5.最後的結局美好無比－不論球賽或戰

爭，最重要的是最後的勝利。今日的眼

淚、不公、罪惡、疾病、悲哀，都是暫時

的，屬神的人必然得勝。結局已經揭曉，

啟示錄21章3節說，以前的事都過去了，主

將一切都更新了，超乎想像的好。聖經中

已有二千件預言應驗了，如此證實它的可

靠，它所說的未來也必定可靠。如此的應

許使眼瞎、耳聾的海倫凱勒說：「我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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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在

另外一個世界，我將耳清目明，今生所有

的遺憾，將榮耀地被完全填滿與補足。」

明白她艱苦奮鬥的人，就知道這些話份量

有多重。

神已明示無限榮耀、光明的前景，

不配的我們理當受寵若驚，時時歡呼，我

們已有不少勝利，還有最後的勝利。別人

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是黃昏

後更美。聖經到處是一字千金：「這至暫

至輕的苦楚，為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

榮耀，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深信這些

話，它就打碎苦難。  

貝多芬說：「誰若能了解我音樂的意

義，誰就能振拔常人無以振拔的苦難。」

這使當年處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我為之瘋

狂，然而比起聖經的話，它只有離苦，卻

沒有我們更需要、更可貴的願景。接近結

局，神魔之戰必更激烈，「聖靈明說、在

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

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4:1)，

以科學主義，離棄基要真理的神學家，攻

入教會和神學院(以致宋尚節稱之為鬼學

院)，就算神的道有錯，也比人的對更對。

講道就是講神的道，不是講政治或其

他。神學家奧古斯丁說：「若我說的不合

聖經、離開我，回到聖經去。」只有這樣

的人可以上講台。兒子要去讀牛津，那裡

會聽到許多不合聖經的教導，我趕快給他

警告，「孩子，你不過是讀牛津，沒什麼

稀奇，我可是吃了很多牛筋。在那裡你會

看到最高級的教授，其學問、人品一流，

卻對聖經多有質疑，你會想這樣聰明的人

難道會錯嗎？他們是第一流，以前聽的講

員及老爸是第幾流？這時你要想，重量級

和輕量、羽量級對打是不公平的，因此你

要找學問、人品也是一流，加上信仰純

正，敬畏神，而且已結出善果的人來和質

疑聖經的人對抗，這樣才不會被拉過去。

更重要的是，只有神的話，才有保證，有

應許，正如有售後服務。跟著神學家走，

以後下地獄怪神學家，他們可說，我又沒

有要你跟我走？！」

以上僅提數件，已足以讓我們熱情

常在。傷害算什麼？比起十架鐵釘，一切

的傷害都像蚊子叮。願我們直到見主面，

都不違背主對我們的呼召。一位年輕人向

宣教士訴說他偉大的抱負，宣教士聽完後

說：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再大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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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不是為主，都太小了，宣教去吧。

「沒有永久的個人，也沒有永久的國家，

但是，有永久的靈魂，也有拯救靈魂的永

久真理。」內村鑑三對主說，我不敢把最

大的熱情給音樂或其他（它們只是你給的

禮物）而是給祢。在永恆裡，神不問我們

有沒有學位、演奏文憑，而是問你為誰而

活？人們可以瘋足球，瘋樂器、迷電玩、

醉愛情，卻對厚賜一切的主冷漠以對、熱

情不再？不!絕不!我們絕不可以如此忘恩

負義，乃要依靠厚賜百物叫我們享受的

神，以神為樂，這是快樂的總和。

參加王永慶二房楊嬌女士的追思禮

拜，未信者就有上千人，靜靜的聽，看這

最好的佈道會，全場滿溢神的榮耀。她每

日禱告二小時，死前主帶她去看要住的地

方，好美，女兒雪紅問媽媽有多美，她

說，美得無法比。記者問台灣首富，要培

養孩子成世界首富嗎？「不，」 她答：

「我要培養他上講台（講神的道）」。首

富太窮了，這才是真正的富有。

主啊，在我們熱情不再之前，接我們

回家。神使太陽燃燒幾十億年，神已使無

數的人熱情常在，繼續燃燒直到見主面。

來！我們一起加入吧！

一次奉獻永不收回，投入這世界最神

聖的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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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
富蘭克陳

在海軍儀隊這個大家庭，我是最菜的

菜鳥，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派掃。早上、

晚上都要掃地，有時候留守周末，更是一

整天都在掃地。而在這樣日夜不停的工作

中，我漸漸地，從厭煩，慢慢的喜歡上了

掃地。

掃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一種淺

移默化的過程。一般我們的掃地方式有兩

種，第一種是將眼前看到的東西逐樣掃起

來;另一種則是慢慢的，從牆邊開始，一次

又一次的揮動掃把，以有規律的行為，將

所有看到的區域，重複的集中那肉眼所看

不到的髒汙。    

一開始，會不知道自己是在掃什麼，

但是很神奇的，髒汙、灰塵在重複有規律

的行為下，漸漸出現、集中。

相較於拖地，拖地是一種將看到的

區域都抹過的行為。我並不是要說拖地沒

有成效，而是要說明我在此所學習到的體

認。我從這裡了解到一種腳踏實地和表面

功夫的差異，也就是身為一個人，在生活

中是否要和掃地一樣，腳踏實地的去完成

那些看不到的努力?或者，只是像拖地一般

抹濕了地板，其實並沒有實實在在，只是

做做表面功夫呢？!

在儀隊裡，長官們常常因為我們的內

務沒有整好而教導、檢查，我就想到，這

些在軍中一定要遵守的規範，是否就如同

掃地一樣，是一種看不到，而知為何而揮

動的掃把一般，正在影響我的人生呢？我

想應該是吧！在這些努力下，一定會將我

變成一個更有自律性，更能夠管理自己的

人吧！

編 按  

本文作者為道生之友，2011年7月甫自

軍中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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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苦難

  證神恩

時 間 真 的 是 如 人 所 說 的

「 光 陰 似 箭 」 。 很 快 的 ， 照

MRI、看報告，信心考驗的時刻又到了。

有時，心中不免向上帝提出疑問「此事何

時了？」這”信心”的功課到底要學多

深？！幾次大聲與神爭執：「為什麼祢不

快快的、完完全全的醫治祢的孩子，而要

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當心裡產

生這種意念時，馬上另有個念頭責備我，

然後「In His time」的歌詞浮現腦海，逼得

我不得不對主說:「是的，主，我知道，祢

是掌管一切的主，謝謝祢！」

從三月底開始，陸續發現外子開車常

常闖紅燈，行車車身偏靠右側。那時，常

常緊張的對他嘮叨，他回說左邊的視力有

問題。剛開始，以為是他太累的緣故，沒

理會。直到有一天他開車撞倒了左邊的牆

壁，走路又撞上從左側來的路人，才驚覺

事態嚴重。回榮總作視野檢查，證實他兩

眼各左半邊都顯現零視力。同時，因兩年

前做了放療，如今，後遺症都慢慢顯現，

動作、反應都變遲緩了。

6月22日MRI報告顯示『白色斑痕又出

現，疑似腦瘤復發。』看完報告，心情頓

時沈重。經過禱告，我們決定全權交托，

不再做化療。問醫師，眼睛視力有沒有可

能治癒？他說，在醫學史上是不可能的，

因兩年前右腦腦瘤已將左半邊的視神經損

傷了，是不可能恢復的。奇怪的是，這兩

年來，外子的視力是正常的，2009年開刀

後的7月19日視野報告也是正常的。顯然，

這又是上帝在外子身上的一件恩典，醫學

史上的奇蹟。我再繼續問，真的一點辦法

都沒有嗎？醫師想想，說，唯一的辦法就

是「你們上帝的神蹟」。

聽完主治醫師的話，我真是感謝再

感謝。連一個非基督徒都知道上帝的大權

能，更何況我們已經嚐了那麼多主恩滋味

的人，怎能不感恩呢？當我再問，那麼，

放療所帶來的後遺症有沒有治療的方法？

同樣的，只有上帝的憐憫有辦法。

在一次靈修禱告時，神的話語進入我

心：「我要在你身上顯出我的榮耀！」。

雖然我不知『你』指的是誰，但我回答

說：『主，我們在此，請使用我們在合祢

心意的事工。請差遣我們，因我們是一同

服事的。我不再專注在病情上，要專注在

祢身上，使我們真的能榮耀祢的名』。

開刀至今，滿兩年。這兩年雖然過得

戰戰兢兢，但主的恩典真是豐豐富富，我

們所得到的愛與關懷超乎所求所想。『所

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林後4:16-17)

阮
慧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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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美麗的祝福

朋友，是神放在我們生命中，非常美

麗的祝福。然而，朋友，無論時間長短總

有分離的一天。

神對我的成長有獨特的安排。我剛滿

二十四歲，到目前為止一共經歷了十七次

搬家，換了五個城市居住。一開始，每當

轉換住處，與舊的朋友群分離，就會感到

非常傷心，在與父母分享時，常常忍不住

大哭起來。

父母一邊傾聽我分享，一邊幫助我反

省：我大哭的主要原因並非完全是想念朋

友，更多的是認為，世界對我不公平。他

人可以有多年的好朋友，我卻被迫要常常

與自己熟悉的朋友分離。更糟的是，眼看

著原來的朋友群彼此越來越親密，而我卻

因地區的限制、生活沒有交集，而逐漸與

黃丹皓

分享 Remember You 

他們疏離，被排除在外。

十七歲的時候，我問過朋友這樣的

問題：「你每次和朋友說再見的時候，不

會難過嗎？你甚至不知道將來能不能再相

見！」她是一位宣教士的女兒，比我小一

歲，很了解我在說什麼。她回答：「我盡

心盡力與現在 神帶入我生命中的朋友相

處，分離了以後，我不會有任何的後悔。

況且， 神的兒女將來都還要見面。」

來到道生後，得到的友情與照顧，超

過所求所想，讓我的心中充滿感恩。沒想

到，神再次透過學校的聖經課程提醒我：

「即使在新的群體中，你也開始比較依賴

某些人。你是不是將交朋友的權利完全交

在我的手中呢？假使我明天就將你最依賴

的人帶離呢？你願我的旨意成就嗎？」

距離十幾歲的年紀已相隔好多年，但

我的心裡還是很矛盾。掙扎的過程就記在

這首歌裡，有著倔強難過與快樂感恩的衝

突。

兩天之後，在聖靈的幫助下，我終

於作了如下的禱告：「主啊，我將這個權

利，完全交還袮的手中，只要是袮的旨

意，即使是與我最依賴的人分離，我還是

要感謝袮。」

編 按  

黃丹皓，牧師的孩子，曾隨父母赴大陸宣教五年，目前就讀本院大學一年級。

丹皓雖未曾接受作曲訓練，卻熱愛作曲，經常搭配吉他自彈自唱。透過她的作曲心

情，也讓我們時常記得為牧家和宣教士的家庭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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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吩咐    陳相穎

「弟兄們，你們蒙召得了自由；只是不可把這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憑

著愛心互相服事。因為全部的律法，都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成全了。你們要謹

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都要毀滅了。」（加拉太書5:23-15:）

保羅在書信中指出律法的基礎是「愛」；最大的誡命是愛神，其次是愛人如己。

靈修時，讀到這段經文的當下，有點傻住，因為正好和今天雪妮姐(本堂的宣教士)提

醒我的很類似。

主日愛宴時，雪妮姐問我在學校學習及最近的狀況，我告訴她這一陣子自己正處於

低潮，也就是所謂的「屬靈厭食症」時期。不愛讀經、也不認真禱告，在這樣的景況下

又要在主日司琴、領會，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因為自覺這樣的我不配服事，覺得愧疚

(對神)。連院長邀請我參與服事，我也拒絕。我誠實的告訴院長自己的狀況，若是把服事

當作一件事來做，那當然沒問題，但那就只是做一件事情，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那幾

天的我，真的覺得自己很糟，很想放下所有服事。

週三禱告會結束後，我告訴傳道人我的狀況，請他為我禱告。他告訴我，不勉強服

事是對的，誠實面對自己，也要把自己的難處提出來。所以當下我是打算要拒絕週四晚

上帶領敬拜的服事。

晚上回家，例行的和一位姊妹在電話中分享禱告，我同樣告訴她我的難處及決定。

很奇妙，她接連告訴我：「院長明明就很肯定妳，為什麽妳一直否定妳自己？」、「妳

為什麼從進學校就很沒自信？這不是妳想念的學校嗎？」、「別人很厲害，又不代表妳

很差…」、「不管妳做或不做，妳都要告訴自己你是最棒的！」…我被這些話給「打

醒」了！我告訴她，我會利用洗澡的時間好好的把思緒整理好。果然，在這樣分享代禱

後，我知道自己的心意已經確定，也知道自己正在跨過「愧疚、不配」的這個關卡，調

整心態接受週四晚上的服事及帶領主日敬拜。

就算我現在低潮又怎麼樣呢？我一樣可以透過服事或別的方式讓自己重新再恢復(當

然不是靠著服事證明自己的能力)。我過去一樣依靠神走過許多低潮，這次當然也可以！

事後再反省，我問自己為什麽會這樣堅持不願意服事？我想，是我太驕傲，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神要用，不管我怎樣的狀態，祂都是可以使用的！我應當只要順服神、知

道自己只是神的器皿(其實我喜歡說是工具)，使用權、主權都在神手中。後來我告訴雪

妮姐，其實當我一站上主日講台領會時，我知道：「我可以了！」。於是雪妮姐跟我分

享：「恩賜沒有強弱之分，若沒有愛，這些只不過是能力、才幹」。

我真的很感謝神，因著靈修的這段經文，也被神提醒「蒙召是要得自由」，不是

被困在自己的「能不能做」、「我的能力有多少？」，而是應當敞開自己並且自由的被

神所用、被神塑造。而且要用愛心互相服事，不要老愛和別人比較，應當接納別人和自

己。雖然「要看別人比自己強」，但同時也要記得神已經揀選了我，神對我的生命塑

造，有屬於我的計畫。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文敏華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太 5:9)

人與人之間，似乎就像兩樣東西放在一個箱子裡，不動它，就沒事，若是搖動它，

這兩樣東西就不停的碰撞，像似吵架一般。兩個人若站在平行線，似乎就能平靜相處。

互相有衝突時，就需看彼此的耐心及表達的方式。

如何能讓對方感受良好？！是個大學問，當A方表達一件事，B方就需了解他所表達

的是什麼，而不是馬上否決，或不接受，否則A方下次就不想再說什麼，免得說完就要大

吵或激辯一番。但這些都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

人需要謙卑到神面前，使自己成為和睦有愛的人。在表達上需想想，別人問你問

題，你希望別人如何回答自己，然後，再小心的回答別人，反之亦然。溝通

問題處處都存在，能否處理合宜，全看個人心態，主耶穌在這裡提到，「必稱為神

兒子」的人，是存心使人和睦的人，看似老生常談，其中卻蘊藏無限的真理，

體會到其中真義後，惟有深深感謝主的教導，並以為惕勵。

神工人的條件    文敏華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 2:15)

我覺得，神對祂僕人的要求，比社會一般人要求更高。但是，一個人若願意在各方

面都接受裝備，神就會在適合的地方使用他。

曾讀過校園出版的一本書「南丁格爾」。她一生順服神的旨意，無論環境如何困

難，始終倚靠神，許多事因此迎刃而解。因此，神為她開路，且大大使用她。據說，醫

院裏的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以及廚師穿白色衣服，都是因南丁格爾而開始的。

最近認識一位醫生，他待人親切、看診認真，因此，我也介紹一位跟我學琴的學生

家長去看他。這位家長以往到處求醫，病情並沒有獲得改善。這位醫生全盤了解他的病

情後，告訴他，針藥無法改變他的現況，只有倚靠神，讓神動工。

我想，神讓每個人在不同工作崗位，為要得著更多的人。唯有當我們與神更親近，

更明白神的旨意，才能活出美善的生命，為主耶穌作美好見證。

靈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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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收據抬頭(個人、教會、機構)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主管：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金 額

(阿拉伯)      數字

寄 款 人      他人存款     本戶存款

收
款
帳
號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記錄

經辦局收款戳

收款
戶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道生院

1 2 3 8 1 0 7 01 2 3 8 1 0 7 0
為聖樂學院奉獻項目:

□為經常費

□為活動費

□為學生助學金

□為師資進修與栽培

□為人事

□為宣教基金

□為學校設備增添、維修

□為圖書館設備

□其他事工

&

道生聖樂學院  

任何姓名、金額上的錯誤， 皆請務必來電更正! 謝謝您的奉獻支持。

禮賢會有福堂 4000

張景雄 2000

陳聖堇 2000

歐英秀 2000

陳勗生 65000

林鴛鴦 500

詹安順 2000

陳詩音 3000

盧正智 6000

張子斌 5000

陳如音 2000

卞安琍 4000

孫得雄 5000

韓顯壽 5000

魏月寶 1000

姜宜君 2000

林文萍 9000

士林長老教會 39770

主知名 2900

陳春梅 2000

學生自治會 160

永樂長老教會 10000

蘇瓊玉 1000

車炎江 2000

林麗如 500

黃重義 3000

石美惠 1000

林素華 1000

陳瑞薰 22000

陳王美花 2000

陳雪娥 1000

洪素真 2000

楊國威 2000

莫素微 1000

廖玉琴 1000

楊敬紅 1000

許加惠 2000

黃呈晃 1000

林正治 1000

董聖玲 1200

王昭雄 20000

黃紹雄 1000

戴正富 5000

花園新城教會 5000

江榮仁 3000

韓鄭美惠 3000

鄭陳玉梅 1000

莊月鳳 1000

蘇純美 200

謝信心 2000

賴秀霞 500

陳阿幸 1000

信義會恩光堂 5000

黃淑裕 2000

郭玉婷 2000 

李玉昭 1000

張予姮 1000 

陳有祺 2000 

蘇肅修 1000 

蘇開德 1000

劉蕙英 2000 

黃吳秀梅 1000 

林秀花 1000 

周銘峻 30000

蔡秋蘭 1000 

李永寧 1000 

郭玉霞 1000 

許玉芬 12000

陳威仰 2000 

黃西城 1000 

李林碧玉 1000 

梁雅玲 1000

杜正華 2000 

黃劉治 1000 

李玲惠 1000 

林立 3000

中山長老教會 400 

黃恆恩 1000

林榮秀 600

許加惠 2000

加百列福音-

傳播基金會 10000

林王美園 2000

陳光生 15000

為經常費

陳勗生 15000

江榮仁 1000

吳麗齡 1000

主知名 2000

奉獻徵信

(2011/3/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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