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服事的恩典 
玉英組 / 陳楚琴 

 

         第一次聆聽「百人大合

唱」音樂會，是在拿撒勒人士

林教會。當時被「百人」的氣

勢所震撼，還有容老師幽默的

主持所吸引，更羨慕大家能一

起唱詩。以詩歌傳福音，真是

一件美事。 

 

         直至 2019 年，神帶領我進

入「百人大合唱」，我終於有機

會可以在這裡自由地唱詩讚美

神。起初以為「百人大合唱」

單單只是一個基督徒的合唱

團，進團後才發現還有各小組

和傳愛之家的聚會，實在是一

個活潑有趣、主內的大家庭。 

 

          有誰不是因為喜歡唱詩而

加入「百人大合唱」的？每週

四的練唱是神送給我的精心時

刻。每週兩小時與神傾吐心

事，靈裡得到飽足。這實在是

神賞賜的禮物，常常練唱完還

陪伴著我回家。 

 

 

 

 

 

 

 

 

 

 

 

 

 

 

 

         雖然我很享受在百人大合

唱唱詩，但另一方面也讓我感

覺到壓力。我擔心自己無法表

現好，緊張的心情叫我在台上

顫抖。還記得第一次退修會上

幫忙小組伴奏，腦袋一片空

白；很擔心自己琴彈不好，連

累了台上表演的弟兄姊妹。更

別提在溫馨演唱會上，我這輩

子第一次上台獨唱，當時我已

經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當我沒有信心的時候，我

都會很害怕想逃避。聽了康來

昌牧師講道「福音是能力」。他

說神是靈，所以要用誠實和信

心才能領受。怎樣才能得信

心？唯有謙卑承認自己的愚拙

和盲目才能得信心。 

 

         我是否都以為自己可以做

的事，就不倚靠神？結果我都

只看到自己的不足，而看不見

神的大能。我沒有天生好歌

喉，但是神也使用我，我相信

這也是恩典。神呼召我們到祂

的施恩寶座前，坦然無懼地祈

求祂。 

 

 

 

 

 

 

 

 

 

 

 

 

 

 

 

         戴柯悅敏師母的講道，也

給我很大的幫助。把自己最好

的獻上，她將最好的音樂獻上

給神，一生為主而歌。她提到

獻詩就是分享信息，就是神的

話。透過詩歌要唱出歌詞的生

命，唱出聖靈的能力，榮耀歸

給神。若要聽眾聽到信息而感

動，咬字清晰非常重要，也要

有情感豐富的投入。 

 

         過去的我好像只是把歌詞

套到旋律中，專注在把詩歌唱

對，而忽略了自己內心的感

動。先讓詩歌感動自己，才能

感動別人。我相信當我們站在

台上獻詩時，也是聖靈澆灌動

工的時刻。我雖然是微不足

道，但神竟然也使用。 

 

         我加入百人大合唱已經兩

年多，每當輪到各樣服事的時

候，難免感到害怕。鼓勵我堅

持下去的原因，是我相信神是

多麼愛我，祂透過這些服事，

帶領我更多嘗到主愛的甘甜。 

 

        我在這個大家庭並不孤

單。每週有練唱的美好時光，

看見老師和同工們的付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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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鼓勵。在艱難的時刻，有

小組長的加油和信任，也有弟

兄姊妹一同努力，一同堅持到

底。這樣即使在困難中，也覺

得輕省。 

 

         回顧過去小組服事的畫

面，都感到很珍貴。有些組員

或許已經不在我們當中，也有

新的面孔出現。因此，我也很

珍惜我們同台演出的機會。 

 

         我記得容老師曾說，我們

在台上唱歌投入的樣子，是很

美麗的；也說我們每一個聲音

都是獨特，都是好聽。 

 

         雖然我們不知道明天會如

何，但一切都仍在神手中。所

以今天我們可以享受神賜給我

們的福氣，並以各樣恩賜作為

活祭獻上給神，將榮耀歸給

神。深願我們這一群愛唱歌、

屬神的兒女的身上，隨時都能

獻上馨香，蒙神悅納心被恩感

讚美的詩歌。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

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羅馬書 12:1 

 

 

 

考試這條路 
玉英組 / 方仁君 

 

         那天，我站在路邊激動得

哭了。這是我第三次參加「諮

商心理師」高考，在前兩次沒

有通過考試之後，我已經失去

信心也變得更加焦慮。                       

 

         我甚至不敢告訴別人我有

參加這次的考試，因為我害怕

萬一又沒有考上，我要怎麼跟

幫我加油、禱告的人說；我會

不會讓大家很失望。因此，即

便到了考場，我也不敢離開自

己的位子。心裡想著，最好不

要有人發現我來考試。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很

多行程都受影響，包括很多重

要的國家考試，都因此被延

後。不知道究竟是禍還是福，

我所參加的「諮商心理師」高

考，也因此延後了兩週，才順

利讓我們進到考場。 

 

         一方面想著，有多兩週的

時間可以準備考試，但一方面

又覺得內心的焦慮不安，也被

延長了兩週。終於熬過了這漫

長的備考，迎來了放榜的這

天。 

 

         那天我走在路上，突然收

到考試院的放榜通知。當下心

情很複雜，也好糾結；想是否

要停下腳步來查看榜單。好奇

心使然，我就直接站在路邊，

點開了檔案。 

 

         這次有三百多人通過考

試，我很仔細地想要找到自己

的准考證號碼與名字；但看來

看去就是沒有自己的名字。帶

著有點失望的心情，點開了我

的考試成績單，想知道自己究

竟離及格分有多遠。 

 

         點開成績單的檔案之後，

印入眼簾的是「及格」二字。

我著實的嚇了一跳！心想，到

底是榜單錯，還是成績單錯，

著急地回頭去找榜單。終於在

十分鐘之後找到自己的名字，

這才鬆了一口氣的在路邊喜極

而泣。 

 

         準備「諮商心理師」的考

試，從開始備考到考上，前後

花了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因為

還有全職的工作，所以可以準

備考試的時間並不多，也因此

有好多的心情與想法需要被安

撫。 

 

         在我備考期間，有不少人

為我加油打氣、禱告；同時也

有人聽我訴說自己的心情與想

法。然而，因為經歷過了兩次

「未通過」，我發現這些加油打

氣對我已經「無效」了。 

 

         無論別人如何給我鼓勵與

安慰，我仍然沒有辦法突破自

己內心的焦慮不安，直到遇見

了「破碎的神」這本書。我發

現，原來我因過於陷入自己的

焦慮與害怕，而忘記抓住那位

賜平安的神。 

 

         這本書在第 12 章中提到，

很多事情是開始於困難，才會

走向容易。「容易」是可以發生

的，前提是在最艱難的時候不

要放棄。而這個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便是讓神與我們同在。 

 

 

 



留言給蔣公 
玉英組 / 連玉英 

 

等您有空再慢慢看！ 

 

您是乖寶寶 

喜歡看書 

喜歡咀嚼書中內容 

看起來是個大老粗 

但您很有個人的想法 

總是觀察入微 

 

上週許同學 Line來 

問何時去看蔣公 

說他也要同行探望 

 

我想著逼您吃半顆蛋的樣子 

還說我疼您 

我想著討您手上的可樂喝的樣

子 

我想著您看我們吃麵疙瘩的樣

子 

我想著您特調的大蒜辣椒醬油 

雖然我不吃辣 

您說加點在麵疙瘩會更美味 

我更想著以往週五從師母家到

週五小組 

吃您留的晚餐 

 

說查經是其次 

吃您做的晚餐才是真的 

想著您買的南京板鴨店的鴨頭 

 

剛開始罵您總是煮這麼鹹這麼

油 

後來您都叫我嚐嚐鹹淡 

疏不知重口味比較不會失智 

要不然您可能早忘了我們是誰 

 

天冷了 

您老是流鼻水 

常請大嫂提醒您穿背心 

因為您愛大嫂 

她說的話 

您會接受 

有次請您帶點水果回去 

我說大嫂也可以吃 

您才願意帶 

 

為了大嫂 

您要多忍耐病痛 

記得每年同學會 

帶著大嫂一起參加 

今年哥在保養中 

等明年同學會時 

再邀大嫂參加 

 

為了一群愛您的家人 

為了擔憂您的孩子們 

您都要撐過 

我們齊聲禱告 

祈求您平安回來 

 

雖然會瘦點 

沒事 

慢慢吃回來 

或許您不愛我的調皮 

沒差 

誰叫您煮的麵疙瘩這麼好吃 

摔不掉我 

 

加油啊！ 

沒找到人吵架 

您趕快回來 

 

感動於您無私的奉獻 

即使健康不如從前 

仍在週五查經班為大家做晚餐 

像我們的大保姆一樣 

 

求神幫助您趕快康復回來 

換二廚上場 

大廚現場指導 

就這樣約定好嗎？ 

信的人  

必有神蹟隨著他們  

怡昭組 / 周宗瑛(團員李經武妻) 

 

         主！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我從小在浸信會長

大，但對聖靈充滿、聖靈醫

治，都不太了解，也不曾經

歷。 

 

         多年前我因造血功能不

全，影響了免疫系統，最後引

發類風濕性關節炎。每天早上

起床，雙手關節腫的無法握

拳，都要慢慢按摩軟化。每天

全身關節都疼痛不已，夏天再

熱我依然得穿著長袖、長褲、

戴帽子、戴口罩、圍圍巾，因

為只要有一點風吹來，就會像

牙神經痛似的鑽痛我全身的骨

頭。 

 

         在醫院固定看診久了，便

認識一些工作人員。有人邀我

一起作義工，我問經武，他

說：「妳身體不好，就在家好好

休養。」我說：「在家我就只能

等著大痛、中痛、小痛，我不

想再受疼痛的捆綁了！」他

說：「那妳就要自己小心點。」

也就同意了。 

 

         感謝主！我走出來了。不

是從此就不痛了，是依然會

痛，但我不再受其挾制；與病

友交談真的忘了疼痛的存在。

期間多次有義工朋友邀我參加

醫治特會，我都拒絕了。我

想，神要醫治我，祂會用祂的

方法來醫治我，我不要歸榮耀

給人。 



         民國 88 年經醫院義工的介

紹，我和經武參加了「宇宙光

百人大合唱」。通過唱歌帶動喜

樂的心情，使我逐漸學習饒恕

的功課，身體也漸漸好起來。

除了兩個膝關節因長期磨損，

分別在 97、99 年換了人工關節

外，其他小關節都已經康復

了。一般來說，這種病能遲緩

惡化就算不錯了，能治好是很

少見的，所以連醫生都問我是

吃了什麼偏方。而我知道，是

神先醫治我的心，再醫治了我

的病。 

 

         去年底，我們週一小組查

考「使徒行傳」，多次查到聖靈

充滿。何美意老師分享她所支

持的宣教士黃一誠牧師，所經

歷的神蹟奇事。她也多次去馬

來西亞與黃牧師同工，深知黃

牧師就是一本現代版宣教「使

徒行傳」。恰逢黃牧師於去年 12

月初回台探親，經何美意老師

的邀請，黃牧師同意到小組來

作見證。 

 

         黃牧師的第一次見證是在

去年 12 月 27 日，因有其他教

會的弟兄姐妹也想參加，所以

借石牌浸信會擴大舉辦。黃牧

師與師母分享他們的一切服

事，都是靠聖靈帶領；選擇到

簽證困難、貧窮、落後的馬來

西亞偏遠地方。八年困苦貧窮

的生活，自始至終堅持到底，

更學習了多種語言；神就一步

步擴張他的服事，讓他到不同

語言的地方傳福音，最後在神

學院教課，26 年來所經神的供

應。 

 

         因大家意猶未盡，就在隔

週的 1 月 3 日，第二次再邀請

黃牧師來教導，並為有需要的

弟兄姐妹們禱告。黃牧師一一

為身、心、靈想要得醫治的人

禱告：蔣公、高兄、我等，他

更是說到我內心深處及每個人

的事。 

 

         有對夫婦手牽著手一起請

黃牧師禱告，事後有感動想要

除掉過去購置有關其他宗教的

古董、偶像、字畫等，就請黃

牧師到他家去除偶像。黃牧師

只有 1 月 25 日有空，而那天剛

好是那位弟兄 70 歲生日，就是

那麼巧！ 

 

         當天早上 10 點在黃一誠牧

師、師母帶領下，板橋教會的

徐傳道與眾弟兄姐妹共計 15

人，齊聚他家去除偶像。首先

是牧師為在座的每位潔淨禱

告，接著讚美唱歌宣告「祢是

榮耀君王」、「祂是主」、「主耶

穌的寶血」。黃牧師並用「帖撒

羅尼迦前書一章 8～10 節」來

教導我們！ 

 

         最後黃牧師帶著弟兄一一

宣告，斷絕過去所有接觸過的

偶像，歸向真神、服事真

神……。隨後他們夫婦把所有

與偶像有關的東西，都拿出來

毀掉，然後抹油潔淨禱告。牧

師也為有需要的抹油醫治禱

告。 

 

         這幾次和黃牧師夫婦接

觸，他們真的就如聖經：馬可

福音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

著他們……」，感謝主，讓我親

自經歷這一切。我相信真的有

「聖靈感動」、「聖靈醫治」、

「聖靈充滿」，主！我信；但我

信不足、求主幫助。 

 

～生日快樂～ 

求你指導我們怎樣算數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組別 姓名 月/日 聲部 

八 陳伊修 5/1 B110 

八 何國鋒 5/2 B207 

三 張陵玲 5/4 S230 

五 王智勇 5/6 B107 

七 葉明秀 5/6 A138 

七 呂淑芬 5/6 S131 

六 葉雅芳 5/8 A149 

五 郭玉玲 5/11 S233 

七 吳慕鄉 5/12 B114 

八 賴萬發 5/12 B203 

二 張志誠 5/13 T121 

六 溫惠玲 5/14 S112 

八 鍾真理 5/14 A102 

六 柯悅娟 5/15 S145 

二 林怡昭 5/16 S117 

四 張惠純 5/16 A205 

八 李維勤 5/16 S115 

五 簡如姬 5/17 S125 

九 楊春安 5/18 B204 

三 蕭在昆 5/23 T113 

四 楊婉郁 5/24 S124 

五 駱瓊瑟 5/26 S239 

七 方仁華 5/27 S263 

八 林秀竹 5/27 S109 

二 林進賢 5/28 B210 

七 陳碧玲 5/28 S146 

三 陳世芬 5/30 A207 

十 林玉珠 5/30 O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