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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與分享

打
開 〈 馬 太 福 音〉，

映入眼簾的是基督的

家譜與介紹基督出生的5個

夢和應驗。換言之，這是基

督宣教實現的啓示。「信友

宣教團契」用了4年的時間，

孕育我們在宣教身量上所需

的養分，「虎尾福音中心」

是我們領受鄉村異象實踐的

【宣教腳蹤】

「虎尾福音中心」的故事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30）

   ／黃義捉、黃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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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神使用老媽媽粗糙的

手，感動帶領我們走進雲

林、嘉義的鄉村。現今這地

的教會仍舊稀少，且教會大

多處於孤單、缺乏和軟弱的

窘境。真是要收的莊稼多，

卻不知工人何處尋？

虎尾鎮舊有「糖都」的

美名，位居雲林縣的中心，

是都會與農村型式的綜合

體。省158公路將虎尾鎮縱切

為二，朝東的外環區域原是

甘蔗田，如今卻大興土木，

建築了許多住宅。這是新興

的社區，約有一萬兩千餘

人；一群往返麥寮工作的技

術人員，與另一群新住民，

他們共同在此生活。遷徙常

帶給人不安和危機，然而身

處他鄉的孤獨，卻使人容易

產生對福音的渴慕，但這裡

卻沒 有教會！感謝「鄉福」

接納我們，兩年的經歷使我

們熟悉並適應鄉村的環境。

神再次開啓我們的心靈看

見福音的需要，並賜下建

造教會的藍圖與託付。

鄉村現況簡介

當你走過鄉鎮的巷弄，

常見一袋袋的農作物，仰躺

在陽光下等候乾燥。這其中

大都是花生、蒜頭、醃製的

菜蔬……等，它們都是從田

裡收割剩餘中所撿拾的。世

界名畫「拾穗」的景象，在

鄉村四處可見。聽一位老媽

媽說，就是這樣，她們全家

得了温飽。人口外移與耕作

年齡的老化，使原本翠綠的

田園蒙上了貧困的陰影。外

籍聯姻的比例逐年升高，教

育單位為了解決問題的需

要，在暑期辦理補救教學，

並邀請新住民的親子共同學

習。根據小學的統計，新住

民、單親、隔代教養和貧困

等，將近班級總人數的二分

之一，這顯示弱勢族群需要

關懷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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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海岸鄉鎮是民間信

仰的大本營，大小廟宇林

立，人們相信多神信仰。土

地公廟四處可見，王爺與媽

祖成了漁民的守護神。我們

輔導一位學童——小瑋，他

的父親曾經吸毒，現在從事

管線焊接。他的工作很危

險，稍有不慎可能引發爆炸

而喪命。小瑋家的客廳原本

寬敞，卻因空間全被神壇佔

據而顯得擁擠，其上擺設面

目被煙燻得漆黑的各樣偶

像。因為家人深信神明愈

多，福氣就愈大。小瑋有過

動的傾向，他恐懼肢體的擁

抱，也不相信說「對不起」

可以解決衝突。在鄉下有許

多這樣的孩童，他們需要更

多愛的關懷和教導。

我們的事工與代禱

2010年起，台灣國際差

傳協會推動「異象119」運

動，呼召119名福音工人來臺

灣，沿著台1線和台19線，建

立60間教會。因為臨近西部

海岸縣的鄉鎮百姓，他們大

都篤信偶像崇拜，福音的需

要顯得格外地急迫。信仰的

改變翻轉耗時費力，若非都

會型的教會支持，並差遣工

人成為福音的種子，教會很

難被建立。

感謝神！2014年12月6日

「虎尾福音中心」誕生了，

感動我們的靈加倍地感動信

友堂支持虎尾事工。信友堂

5個堂會的聯合宣教事工，

借用虎尾大成街的活動中心

舉辦佈道禮拜，邀請社區的

居民，於聖誕節慶時蒞臨同

歡。在活水團契詩班的頌揚

歌聲和戴繼宗牧師的信息分

享中，原本容納200人的場

地，湧進了約280人，並留下

了77個家庭、182人的資料，

有待我們後續的探訪。這是

「五餅二魚」的神蹟，向我

們顯明神愛世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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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4日，「虎尾福音

中心」正式開始第一個主

日禮拜。願神興起，賜福這

地！

代禱事項：

1.學童事工：平和國小英語

班、中正國小美術班、中溪

國小英語補救教學以及福音

中心週六的才藝班等事工懇

請代求，使我們手上的工作

都榮神益人。

2.社區事工：探訪、讀書會

和媽媽教室等，求神開啓傳

道的門，領人進入教會。

3.5堂聯合宣教事工：寒暑

假的營會與特會，求神預備

工人，好叫我們得人如魚。

2015年5月2日週六上午，我

們與台北堂恩典團契企劃舉

辦「親子教育」活動，由虎

尾平和國小主辦，我們協

辦。請為事工進行順利代

禱。

ps.「尋人啓示」：凡有家

人居住虎尾鎮或隔壁鄉鎮

者，歡迎與我們聯絡，以利

安排探望為荷！請郵寄至 :

james19550@gmai l .com 

mailto:james1955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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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聚會的預備工作

2014年12月6日，恩典團契

的10位弟兄姊妹，連

同牧者、活水團契的弟兄姊

妹總共44人，一同搭乘遊覽

車到虎尾，參與由虎尾福音

中心舉辦的聖誕福音聚會。

當天早上9點半準時從台北出

發，抵達虎尾福音中心時已

近中午12點，並與恩典團契

已先南下幫忙準備工作的5

位弟兄姊妹會合。這次參加

聚會的牧者包括沈牧師、戴

繼宗牧師夫婦、許新生牧師

夫婦、傅紀宏長老等。用餐

後，在沈牧師的帶領下，我

們一起擘餅、分杯，讓聖靈

為我們的服事預備。

下午3點開始，同工們

即分頭為聚會作準備：恩典

團契的弟兄姊妹負責場地佈

置，活水團契的弟兄姊妹則

【信友園地】

2014年虎尾
福音聖誕聚會
整個福音聚會從開始到結束，都有祂的帶領，看到這麼多的

百姓、小朋友來到這當中，看著他們定睛聆聽詩歌、敬拜和

訊息分享，願意與弟兄姊妹們交通分享的時候，我們知道神

福音種子，已有新的落腳處。

／陳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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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聚會的獻詩練唱。當活動

中心場地佈置完成後，弟兄

姊妹們就到附近社區中心、

馬路旁、十字路口發放聚會

單張，邀請路過的行人和附

近居民來參加聚會。

5點過後，陸續有附近的

居民帶著孩子來到會場，我

們熱誠歡迎他們，並請他們

留下姓名和相關聯絡資料，

引領他們入座。其中，附近

某國小校長還親自帶領多位

學生和家長搭乘遊覽車來參

加。小朋友大部分來自附近4

所小學，這4所小學校長也應

邀而來。整個會場約有250位

新來的朋友。

撒下福音的種子

聚會由沈牧師帶領，黃

義捉弟兄擔任主持人。在禱

告和簡單的開場後，活水

團契的弟兄姊妹在戴師母的

指揮下，獻唱多首聖誕和福

音詩歌。唱詩結束後，由戴

牧師分享見證，提及當年戴

德生牧師從英國來到中國傳

福音，神的福音從西方進入

東方，讓華人領受福音的恩

典。聚會結束後，我們邀請

來參加聚會的朋友們一起用

餐，並進行摸彩活動。此

時，弟兄姊妹們已為大、小

朋友們準備好飯食，帶領他

們在座位上享用。神的預備

非常豐富，不論是餐點或獎

品，都滿滿地加添給我們。

感謝主，整個福音聚會

從開始到結束，都有祂的帶

領。看見這麼多的百姓、小

朋友來到我們當中，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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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定睛聆聽詩歌敬拜和信息

分享，並願意與弟兄姊妹們

交通分享的時候，我們知道

神福音的種子，已有新的落

腳處，我們為此感謝主。聚

會約在7點左右結束，隨即善

後並復原場地。我們回到福

音中心，稍事整理，就搭車

北返，抵達台北約莫晚上10

點。

團契的配搭

謝謝主，除了搭乘遊覽

車前往的弟兄姊妹外，也有

許多弟兄姊妹自行開車南

下，恩典團契的先發部隊，

在當週的星期四就進駐虎尾

參與相關的準備工作。為這

第一次虎尾福音中心的聖誕

聚會，感謝神為我們開路並

預備，也感謝恩典和活水團

契弟兄姊妹們的擺上，一切

的美好、一切的見證，都歸

榮耀給主！

未來一年，活水團契與

恩典團契將繼續與虎尾福音

中心配搭服事：活水團契會

參與主日崇拜的服事，恩典

團契則有較多時間加入週間

關懷、探訪等事工。求神持

續開路、供應，使我們能克

服一切可能的攔阻。



＜地址更改請通知教會＞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69巷5號

電話：2363-1035

傳真：2363-3343

agape@hfpchurch.org.tw

壞事也可以有好結果，只要你懂得怎麼提煉它。

／康來昌 輯

▲�內湖堂由馬牧師帶隊，在街頭
佈道邀請

▲�沈正牧師於佈道會前，主領聖餐和信息

▲�聖餐的敬拜 ▲�恩典團契參與街頭佈道

▲�活水團契獻詩時，會場已經座無虛席了！

▲�石牌堂負責接待事工

▲�佈道天使的活水之音
由柯悅敏師母指揮

▲�平和社區居民報到 
登記並領取抽號碼

▲�義捉傳道以台語
漢字版經文：

路二8-14宣召

五餅二魚的神蹟， 130份餐點供給220人吃飽還有剩餘！

▲

▲�孩童渴慕聖誕的歡樂

▲�屏息等候佈道會的開始

▲�會前詩班的走位預備

戴繼宗牧師見證基督的降生▲�

孩童也來抽獎，一同歡樂

▲�

▲

活水們忘了自己的飢

餓，歡欣的為人打菜

▲�戴繼宗牧師與
師母於福音中

心前留影

▲ 石牌堂許正郎
長老帶領同工
作佈道先鋒

▲ 五堂的基督精兵集體合影

▲ 與恩典團契的
同工們

▲ 午餐時間,座無虛席無處可容

▲ 沈牧師抽出腳踏車的
幸運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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