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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  註 

基隆小區 

高嘉訓 基隆、萬里 開拓【金山】 

黃嘉明 汐止 大專輔導傳道、全區原民關懷 

林智元 正濱、（八斗） 三總基隆分院、小區大專團契 

台北小區 

林智元 內湖  

簡明瑞 台北、(信義)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陳文斌 松山 開拓【馬祖】 

黃恒誌 南港 教牧組、婚姻輔導、開拓【天母】 

大同小區 

黃恒誌 石牌 教牧組、婚姻輔導、開拓【天母】 

張信德 淡水、北投、(三芝)、(竹圍) 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張承軒 大同 宣道組/長庚/浩然、葡萄園/生命教育、開拓【天母】 

賴大成 雙連 長青聯契 

三重小區 

賴大成 二重 長青聯契 

陳忠揚 三重、分子尾 中堅聯契 

黃嘉明 蘆洲 大專輔導傳道、全區原民關懷 

袁松榮 五股、(八里) 協助開拓事工 

張  杰 林口、新莊、(新林) 開拓【福營】、關懷長庚、小區高級班大專團契 

永和小區 

陳恩禧 東園、中和 雙和醫院 

趙宏仁 永和、木柵 兆如安養院、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李信德 景美 大專聯契、網路輔導、協助烏來家庭中心 

田靈生 南勢角、安康、(烏來) 協助烏來家庭中心 

(下接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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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小區 

潘佳舟 板橋、新埔 聖樂輔導 

蕭拿單 後埔、山佳  

謝漢卿 樹林、土城  

許博惠 鶯歌、三峽  

桃園小區 

王俊忠 桃園、北桃園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陳麗蓉 中壢、內壢  

張朝欽 龜山、全區開拓事工 社青聯契、方舟團契 

袁松榮 大園 協助開拓事工 

胡光孝 南崁、一聖  

趙英傑 龍潭 開拓【關西】、協助竹東家庭中心、大專輔導傳道 

新竹小區 

趙英傑 竹東 開拓【關西】、協助竹東家庭中心、大專輔導傳道 

江有謙 新竹、(竹北)、關東橋、南寮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如何參與長庚醫院福音事工 
【本刊訊】北區宣道組於 105 年 12 月 11 日

下午，假大同教會舉辦「長庚醫院志工講習

會」，計有 47 名宣道同工參加。黃嘉明傳道以

「如何參與長庚醫院福音事工」專題，首先以

哥林多前書第三章 6～9 節，我栽種了，亞波羅

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

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

生長的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

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

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

建造的房屋。以此來勉勵福音同工。並闡明探

訪的意義、動機目標、態度來教導福音工人傳

福音應該注意的事項。期盼我們都能同心合意

的興旺福音。感謝大同教會愛心接待，使研習

會得以順利進行，願主紀念！ 

一、醫院福音工人應具備的條件： 
1、 關心病患、憐憫受苦者、有同理心的人

（太九 35～36；路十 29～37，四 38～

41）。 

2、 有堅定的信心和純正的信仰（來十一 6；

加一 8～9）。 

 3、 有熱切傳福音的心，關心他人靈魂的得

救（林前九 16～17、22～23）。 

4、 尊重生命、明白每個人都是神可能揀選

的對象（太十一 26；彼前二 17）。 

5、 平時注重恆切禱告，祈求聖靈充滿帶

領；隨時準備作基督精兵（西四 2～4；

提後二 1～3）。 

二、福音工作人員應有的態度： 
1、 內心安靜充滿神的大愛，態度親切、和

藹（箴十五 4，十七 27）。 

2、 一視同仁，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幼

（加三 26～27），有熱忱、助人的精神

（林前十 33）。 

3、 謹守規定、原則，不挑撥是非；不揭發

他人隱私（箴十七 9）。 

4、 一切所作所為乃為利益人，榮耀神而

作。明白「我撒種了，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神使他成長。」（林前三 6～8，十

31～33）。 

5、 要 

6、 清楚確知你是耶穌基督的代表，一舉一

動都要像是耶穌的使者（彼前二 12）。 
 
 



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    北 區 會 訊        星期一（第三頁） 

（續 如何參與長庚醫院福音事工） 

 

三、談話的進程：每次的訪視 
1、 開始階段──建立關係，知己知彼，留

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2、 發展階段──針對問題給予不同需要與

支持，適時的加入信仰。 

3、 結束階段──離開時用「願神的平安眷

顧與你同在」 

彼此熟悉後，亦可採用靈言禱告；但要清

楚告知禱告方式，並鼓勵病人及其家人隨時隨

地禱告，全心全意倚靠主耶穌。 

 

四、談話的方法： 
1、 敏銳的心，多觀察、多留意。 

可由照顧的親人和週遭的環境、擺設

的物品、病人的表情作判斷（參：太十

16下）。 

2、 多聽少說（用耳朵聽、用心聽、用眼睛

聽），因神給人兩個耳朵，一個嘴巴

（箴十七 27上）。 

3、 談話要能隨機應變，視情況而改變內容

（參：伯卅三 31～32）。 

4、 談話的主題要正面積極，鼓勵人要恰當

合宜（參：伯廿二 21～23）。 

5、 以問句啟發病人的思想；以見證闡明耶

穌的救恩；以體驗鼓勵病人禱告（參：

徒四 19～20）。 

6、 以祈禱的心，求神開傳道的門，使能說

該說的話，並以和氣委婉的言語，回答

病人或其親人的問題（西四 2～6；尼二

4）- 尼希米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 

五、探訪病人頇知： 

1、 對罹重病者，不要問病人是患什麼病。 

2、 不要助長病人對抗醫生或醫院，若醫生

或醫護人員有不當之處，要通過適當的

管道反應。 

3、 不要批評其他不同教派與宗教信仰，或

一開始就強調本會為唯一得救的教會，

以免引起反感而失去見證機會。 

4、 當醫生或護士在執行任務時，不要進去

（看熱鬧）；門若關起來，沒有許可不

要進去。 

5、 沒有必要與病人爭論（聽說在某醫院有 

 某牧師覺得去探訪，非把福音傳給人不

可，為著信仰常與病人爭論，造成醫院

很大的困擾，結果醫院禁止他去探訪病

人）。 

6、 不可否定同行者的見證內容，但可作適

當的補充。不要向產婦一味恭喜，除非

你知道那個嬰兒是她所期待的。 

7、 醫院訪問時，為方便出入病房，通常二

人一組；一人發言，另一人心中默禱；

輪流交談，勿兩人搶著說話。 

8、 探訪中儘量不作筆記或揹著背包，病人

資料需要列入訪問簿，等回去或出病房

後再做記錄。 

9、 探訪時若大聲喧嘩，吵到鄰床病人時，

很可能探訪者離開病房後，鄰床的人會

阻擋慕道者來信主。 

10、 不要隨便接受病患及家屬的贈與，如：

物質或金錢，更不可吃病人的東西。也

不要因病童可愛而觸摸小孩。 

11、 不要隨意打開病房內的抽屜，翻動裏面

的物品，以免被人誤會；除非病人有所

吩咐。 

12、 不要強迫病人只要禱告，不要服藥，當

尊重醫師的處方。 

13、 勿隨便批評醫護人員的醫療、處方及護

理方式，更不要推銷特效藥或秘方。 

14、 與病人或其家屬說話，要保持適當距

離，勿太靠近，免被誤會。 

15、 與病人談話要溫柔親切，耐性地關懷，

不可態度粗魯、說話強硬，亦不可說出

不適當的話，亦不可勉強病人作他不想

作的事。 

16、 因病人極怕壞人傷害，故要他留下資料

時，往往有防禦心，若由親切的姊妹向

其索取資料，較能取得信任。 

17、 適當地酌情探訪病患，勿過於頻繁，以

免帶給病人困擾；探訪應有優先順序，

以不排斥本會信仰者或特殊病患優先。 

18、 勿隨便移動點滴或有關儀器，遇有問題

時應隨即通知醫護人員協助。 

19、 勿談及過去接受不當治療之病人，或已

病逝之患者。儘量用正面、鼓勵、或有

見證性的個案分享 

 

(下接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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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對不同的宗教信仰勿批評排斥，甚至爭

辯、批判、定罪……等，頇尊重他人有

信仰的自由，更忌提出：「你若相信耶

穌，必得醫治」之允諾，以免替神亂開

支票，影響他人信心。 

21、 遇有心追求道理之病患，請務必轉介傳

道、長執或相關人員協助，如：相關教

會、福音組。 

22、 如遇病人不在或休息睡眠中，則不便打

擾，可放置慰問卡片以告知病人或家

屬，福音工作人員曾前來探訪。 

23、 如遇醫護人員迴診、換藥、護理中或清

潔打掃中，可酌情等候，請勿靠近打

擾。 

24、 開刀完、或疼痛、鬧情緒、呻吟、或用

餐中之病人，請簡短問候，酌情再訪。 

25、 對臨危病患，當把握機會見證「信而受

洗的必然得救」之真理，使知悔改認

罪，相信耶穌，得於短時間內聯絡教

會，安排受洗歸主。 

26、 對病人教導禱告方法最為重要，他若不 

 方便起身，可內心或口中迫切向主懇

求，如默念「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主耶穌救我、幫助我、醫治我、減輕我

的痛苦。」相信在誠心禱告下，必能體

驗神的救恩。 

27、 福音單張之使用頇注意：一次不要用太

多，以 1、2 張為限，內容主題盼能符合

需要。福音或詩歌卡帶一次勿超過 2

卷，若能加以記錄可免重覆。 

28、 不要隨便移動病人桌上、床頭之擺設，

如：雜誌、書籍、佛像、香包、念

珠……等，以免造成誤解。 

29、 第一次見面，勿憑直覺稱呼病人，先看

資料知其年齡再行稱呼。因有人因病蒼

老一、二十歲，錯誤的稱謂讓其難過不

已。 

 

結論：盼透過以上的分享能使我們所作的

工，榮神益人。如有其他補充或發現之問題，

請自行填上或告訴主講人，彼此得著益處。正

如經云：「流淚撒種者，必歡呼收割。」（詩

一二六 5），只要以真實的愛心從事醫院福音工

作，必能蒙聖靈帶領而有豐盛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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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生存投資遊戲 體驗真實人生 
【山佳訊】105 年 11 月 26 日山佳社青班的

課程，由葡萄園生命發展協會所製作的 9n 生存

投資遊戲來進行。 

總共進行了四桌，23 個人同時進行，感謝

神，透過輕鬆的方式，遊戲的體驗，讓許多頭

一次參與的社青藉著這短暫的遊戲人生中，去

體驗真實人生的各樣選擇，是汲汲營營在投資

遊戲中耗費精神呢?還是在各樣的試探中戰戰兢

兢?還是平靜安穩中渡過成為一個真基督徒的一

生? 

其中有一位姊妹的體驗，當她抽到喜怒哀樂 

 中癌症的卡片將要死去時，開始擔憂，因為那

時既沒受洗也沒得聖靈，心中開始向神默禱，

希望可以受洗，所以在短短的五次機會中，受

了洗且得了聖靈，幾乎當場要哭出來了，那心

中的感動難以言喻，也在一次正視我們一直習

以為常的恩典，並非得來容易的，若沒有耶穌

基督的揀選，如何能進入神的國呢? 

此遊戲會後的分享成為最重要的部分，因為

遊戲中的體驗，若能藉由問答討論的方式進

行，才能藉機切入信仰的思考，重新調轉在世

上的腳步。 

淡水教會各項活動 
【淡水訊】11 月 5 日早上在淡水教會的敬老

會，有 90 位七十歲以上的受敬長者，其中包含

約 10 位的慕道者，聚會中以長壽之道與大家分

享，會後有的另外再照相，中午用餐特別為長

輩準備適合餐點以及禮物，讓長輩留下美麗的

回憶。 

11 月 6 日復興小區教會 80 位同靈（包括慕

道朋友 25 位）至淡水教會來訪，過程以詩歌互

相聯誼，並請朱文信弟兄見證信主的經過，以

及傳道用荊棘在百合花裡分享，見證平凡的  

 人成為尊貴神的兒女，雖遭患難災害，卻有神

滿滿的恩典。中午用完餐後就返回復興。 

11 月份淡水領會人員的培訓工作，有兩次的

課程，於 6 日所上的課程為簡易釋經學，有 10

位同靈參加，於 20 日的課程，是直接上講台實

習講道，有 7 位同靈參加實習，實習後作內容

與講述的講評，大家都表現不錯，擬訂在明年

一月份安排講道工作，兩人一組在星期三晚上

聚會時領會，最後由傳道補充結束聚會。 

 

息了世上的勞苦 安息主懷 
【正濱訊】感謝神，林招生弟兄在身體狀況

危急之時，仍舊抱持的盼望，接受在 105年 10

月 23日靈恩佈道會的洗禮。 

在 105年 11月 19日安息日的當天上午，身

體不適，親友詢問是否要來聚會，後來他表示 

 要在家中休息，之後在家中離世了。 

神在安息日的時候，息了他世上的勞苦，這

是家屬與同靈感到安慰的一點，能在世上生命

的終點前信靠耶穌，這真是極大的福樂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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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北區各項活動 

歡迎以下二位傳道來本區駐牧 

林智元、陳恩禧 

 

總會活動 

3日常務負責人會 

24日主管工作會報 

20-26日兒教組教員講習會（總會） 

 

教區活動 

6-8日神學院師生於北區實習 

7日社青聯合聚會 

7-8日兩性情緒支持專線志工培訓(台北) 

22-23日傳道者全家福聯誼(北投) 

23-26日青少年聖經營 

 

歡迎神學生至本區實習 

神學生 指導傳道 日期 實習教會 

陳澍佳 趙宏仁 1/21-2/17 永和木柵 

 

傳道者動態 

慰勞假：24-26日李信德、袁松榮 

神學院上課：3-5日姚家琪、10-11日趙宏仁 

18日傳道者靈修會(另訂)  

傳道者春節假日 1月 27日(五)至 2月 1（三）

傳道者得返鄉與家人團聚，並安排於就近教會

協助領會。此假期「不列入」傳道者每週休假

一天之例假內。 

 

福音佈道 

各教會月佈道 

7日中和  21日台北、山佳、北投 

29日新春過年暫停佈道 

 

 
長庚佈道 

 每週日晚上 7:00-8:00聚會 

  （下午三點卅分   大同教會集合出發） 

 1日元旦暫停佈道 

 8日袁松榮 許清杖 王仁華 二重詩班 

15日張朝欽 高百春 林靈民 北桃園詩班  

22日除夕暫停佈道 

關西開拓佈道：每月第 4週日上午逐家佈道

下午 2:00福音茶會(本月因逢春節暫停一次) 

木柵兆如安養院：每週三上午 9:00-10:30 

每周三八里開拓跟進 

 

小區活動 

永和小區：21日雙和醫院詩歌音樂會 

 

神學延伸班 

新竹分班：8日上午 9:00至下午 15:00， 

          但以理書 陳恆道長老(關東橋) 

 

葡萄園協會 

1/10 Pm2:00 常務理監事會 

1/15葡萄園協會年會 

1/22-23優格下一「讚」～ 

2017年冬令營(景美) 

1/23生命教育師生一日體驗之旅(角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