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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教會訊息】

2017高峰會學員回饋
林翊善/彰化台福
在「關鍵少數」的信息當中，回想
起這兩年在高峰會的服事，覺得十分
奇妙！去年的籌備同工屈指可數，但
是這些都是上帝揀選的關鍵少數，從
這些「少數」中神漸漸地翻轉台福青
年，今年的籌備同工達44人，是去年
的4倍，在此，讓我看到神國的復興
是從「關鍵少數」開始，加倍地翻轉
與改變，台灣台福青年異象中「300
」個青年同工，就從這裡開始！

林靖庭/泰山美門堂
來到這一次的營會當中，學到了很
多的東西，不論在信息還是工作坊。
信息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講到「信
心」那一塊，因為我做甚麼事都沒有
信心，所以我希望可以讓神給我更多
信心。工作坊中，最有印象就是「愛
情微學分」，在那一堂課中，我了解

到男女之間要怎樣準備自己的心來面
對交往這件事，也讓我知道身體上的
界線，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營會很棒！

王悠峽/伯特利台福
•工作坊很有造就，主題貼近青年
需求，大會信息也有很深的後勁，刻
在心上。
•喜歡小組的每個人，每個人的分
享都深深打動我，震撼著我。
•敬拜和禱告卡都很感動，覺得台
福真的是個大家庭，即使沒有去過那
個教會，依然可以藉由禱告卡可以彼
此扶持與守望。

陳俊吉/外埔台福
高峰會的意義是什麼？
它是 個教 會青 年聚 集的 理由 ，是
聚集著「領袖、精兵」的青年團體；
它是風，乘著的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理念；它是星！在一片星海
中，唯有它是最為光耀！主啊！我知
道 祢一 直 就 在 身 邊 ！ 讓 我 參 加 高 峰
會，為的是讓我接受訓練，領導教會
及復興！我很高興神帶我來到在這
裡，在這個時間，接受祢所給我的一
切裝備，並使我看見了「我不是孤單
一人的」！過去的自己，完全不曉得
有這麼多台福青年跟我一樣，承蒙著
阿爸父的照顧！更歡喜的是──我們
都是一家人！
雖然只有短短的3天2夜，但是，主
啊，祢卻也讓這些時光變得如此地充
實的！從各地而來，原本沒有交集的
青年們，祢讓我們有了個共同的目標
──為主所用！為主發光！在營會中
青年們更有互動，更多地認識彼此，
一步一步地知道經由團隊合作，提升
自我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做出神
所喜悅的事。我深信著主安排這些，
讓我們成長了更多、更多！
最讓 我印 象深 刻的 是第 二天 晚上
的信息──關鍵少數，當我聽到信息
時，覺得自己被神提醒──能力越
大，責任越大，而不是「自傲」越
大。在服事的方面，因著年資一年年
增長，開始有種「教會只有我一個人
會，很厲害！（打鼓等）」的想法，
慢慢地，這種想法越來越常出現，直

到今天大會信息中，佳吟牧師分享了
一段話：『青年在舞台之前應該是祭
壇！在麥克風之前應該是「高舉十字
架」』。主啊！感謝祢提醒我服事祢
時，不應有這種想法，要更潔淨自己
的心，歸向祢，單單地高舉十字架，
更加地愛你！讓我更深、更深地在祢
懷抱中！儘管未來多麼地曲折，多麼
地辛苦，主啊！我要緊緊地跟隨你！
為主闖出去！各位夥伴們，我們約
好，明年高峰會見！

林念萱/二層行台福
這次的信息很感動，不管是在大會
信息或者工作坊，得著許多從神而來
的話語。這次也不斷地強調「順服」
與「為主做」，並且要帶領更多的青
年進入教會，希望這個信念可以在心
中延續下去，感動繼續下去。

鄭丞恩/愛家台福
說實在，本來來參加高峰會並沒有
計畫要獲得什麼，就是希望自己靈命
可以成長。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好像
有什麼東西在變化，直到第二天晚上
的信息真的讓我十分感動，希望能一
直將這份感動永遠地保持在心中，保

持自己和神最親密的關係，永遠不會
偏離。

吳正傑/二層行台福
工作坊讓我學習到很多，回首看了
自己的生命，也有著相似的經歷，因
此特別的感動，也期待神能使用我，
就像神使用Mike哥一樣。我願意完全
順服神的旨意與呼召。

夏妘蕓/沙鹿艾華台福
這次 大會 很用 心的 準備 了符 合大
眾需求的工作坊，我在工作坊明白
了：「不是為了神，而是為了別人而
活的人生，不算是人生」，這是我印
象最深的一段話。領袖並不是一個高
高在上的位置，相反的，領袖要懂得
付出、關心，並帶領著身邊的人慢慢
進步，這才是神所認定的領袖；在「
愛情微學分」中，了解了與異性建立
關係之前，要先與神建立良好的關
係，無論感情上發生任何困難，都要
先求主帶領。感謝神帶領我來參加這
次高峰會，也感謝神揀選我成為祂的
兒女，即使我們是「關鍵少數」，但
靠著神的同在，我們依然可以很有信
心，並願意順服神的呼召。

龔郁銜/嘉南台福
求主挪去我心中的恐懼，雖然不是
很明白心中究竟在恐懼著什麼，但求
上帝賜給我信心和力量，讓我真的能
勇敢為主闖出去，搶救更多青年人的
靈魂！勇敢地踏出那一步。

鄭慧吟/二層行台福
感謝神，讓我在這次高峰會中得到
了神的回應，從失落到盼望，並且重
新檢視自己，求神重新破碎自己，成
為器皿讓神來使用我，真的很感謝神
在這三天兩夜的營會裡不斷來對我說
話，感謝主。

楊定容/台北台福
今年 的小 組分 享很 感動 ，大 家都
很敞開，也很接納。跨區辦營會很辛
苦，但是在營會中看到很多一直跑來
跑去的笑臉，覺得這是一件很美好、
很神奇的事。

郭皖宜/台北台福
感謝主願意使用我，而我今天在這
裡所做的所有事，都是從神來的能力

和才能，在這短暫的時間裡，使我完
成我覺得不可能、擔心的事。

鍵少數)，最可貴的是神為我們預備
的路，大家一起向前闖！

張治斌/台北台福

羅心伶/生命奇蹟台福

感受到全台的青年一起來到這，受
到挑旺，感到走在這條路上有其他與
我相同的人，也感受到神會將心中的
懼怕挪移，親自在我心中動工。

「少 數不 代表 神不 與你 同在 」，
當我們遇到屬神的關鍵時刻時，需要
藉著神的話語、一同服事的同工和自
己本身的轉變，打破傳統人性化的觀
念，將一切交託給神，明白並順服神
的旨意，成為那屬神的關鍵少數。

陳銘恩/以馬內利台福
這兩天自己更親近神，也知道了神
要我們去做的事情，搶救靈魂不用到
外地很遠的地方去，先從周圍開始，
向同學傳福音。

王玉蓮/台東太平台福
從2012到現在2017(一起闖出去)，
我覺得很感動。從推手那一年把青年
推出去，大家一起服事，為教會負擔
禱告，看見教會的需要，開始籌備高
峰會，一直到整個交給青年主辦，可
以看見大家和自己的改變。高峰會中
大家一起付出、領受，甚至跨區也不
害怕，那種感動是出自於神，因著神
我們相聚。這三天下來也領受很多，
包含在愛情裏的價值觀以及信息(關

蘇俐萍/左楠台福
對我 而言 ，如 果說 今年 高峰 會要
有個開頭，大概就是從去年佳吟姐打
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當籌備組長
開始。加入後，其實是懵懵懂懂的，
對於這麼大的營會，其實有很多不能
把握的事，偏偏我是一個很不喜歡事
情脫離軌道外的人，但是在籌備的過
程中，神卻大大提醒了我：「不能將
所有事情都掌握在手裡，凡事都有變
化，而祂才是唯一不變的。」我常常
在籌備的過程當中說：『主阿，我真
的做不到了』，但祂卻給了我一群強
而有力的同工，在我忙碌的生活中，
有屏東台福的育榮補足我做不完的工
作，而且做的超乎我想像中的優秀。

感謝台北台福治斌在我眾多事務當
中，總會天外飛來一筆的說出重點或
者提醒我會忘掉的事情。感謝台北台
福的定容，最後很忙碌地做出美麗的
大會手冊，在營會中還一直幫助我。
感謝北斗平安的淑如，常常在忙完過
後總是會主動問還有什麼沒做嗎？
感謝 台北 台福 的翊 安， 雖然 你不
在營會中，但在我常常問你意見、想
法的時候你也總是耐心回覆我。雖然
我聽到的信息時間很短，但感謝主都
扎到我的心裡，『神不揀選能力好的
人，祂揀選適合的人』；人都有軟
弱，但軟弱卻是要彰顯神完全的能
力；當我承認我的軟弱時，神就添補
了我的不足；軟弱可以保持我的謙
卑、可以激勵我、可以印證我的呼
召。我擁有好的同工、好的夥伴，感
謝你們給我的肯定與鼓勵，雖然辛苦
疲憊，但這份榮耀是給你們和上帝
的。當佳吟姐呼召的同時，有人問：
「會不會感到有壓力?」我想，壓力

是一定有的，如果沒有這份壓力上前
去，我不會發現我有多麼想要為上帝
做事，發現我只想要為神作工。拯救
靈魂本來就有負擔和壓力，只是我們
常常在開始時就用了許多理性的思考
來評估，
我們做得到嗎？可行嗎？不過只要
我們回應神的呼召，那份單純的心就
是一切，因為，在神凡事都能。我們
一起為了3000個靈魂代求，牧者、同
工、學員，我們一起流淚禱告。所謂
的同甘共苦，我想就是這麼一回事；
一起將負面的化成正面，朝著標竿直
跑，一起感動一起笑。我很喜歡大家
放下所有，只單單做一件事，而那件
事就是讚美神，所以當我聽到歡迎歌
時，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我們歡迎
祢來到這裡」，這讓我感動萬分！感
謝你們包容我這外冷內熱的人，還一
直肯定我。恩典是我的，但榮耀都是
上帝的！

【台福總會訊息】

正在成全台福的下一代
經過一年的視訊會議，2017年第
六屆台灣區青年領袖高峰會「17闖出
去」，終於在八月三日充滿期待開
始，在八月五日帶著神的神的祝福和
感動結束。但是相信青年的感動會帶
著行動，在這一整年當中，他們會帶
著盼望闖回自己的教會，帶著神的鼓
勵繼續闖到需要福音的人群中。
台灣區的台福教會都不大，青年
也不多，很多教會甚至是沒有年輕
人；今年全台灣有74個青年參加，但
是我發現「我們是台福青年，我們不
孤單；我們並不少，我們是一家人。
」這樣的意識在青年們心中越來越清
晰。留在台福的青年們是台福教會的
下一代，我看見他們的時候，我看見
盼望，我看見5-10年後的台福教會。
這樣的青年圖像一直留在我的心中久
久激動不已，這讓我跳躍過現在台福
教會的侷限。我知道服事年輕的世
代，引導他們、訓練他們、愛他們，
成全他們，是在服事將來的台福教
會。
台福教會的年輕人的流失與流浪是
一個事實，因著到外地讀書或工作，
就不再去台福教會的青年很多，他們
或許累了，或許想稍稍去各處遊走看
一看，但是可能也會不再回頭。這兩
年開始從青年開始產生要留住台福青
年的想法越來越堅定，在高峰會中的

「青年串燒」看見這樣的連結實際的
呈現，跨區讀書的青年分享去到不同
區域的台福教會被關心、被造就、被
當成家人的感動，「我們留下來了，
你也要留下來」。隨著一分區，今年
會跨區讀書或工作的青年馬上被接
待，串燒活動產生連結的效應：「我
們是台福青年，我們要留在台福」。
希望台福青年不再流失、不要流浪，
我們是有家的孩子。
台灣台福教會目前有78間，但是
我們的青年知道台福大家庭卻不知道
除了自己的教會，還有哪些台福教會
屈指可數，透過每一次敬拜時，每人
一張「教會代禱卡」，當齊聲為著自
己手上那張代禱卡上的教會禱告神，
呼求神賜與這各教會有青年時，我心
深深的被觸動，17闖出去代表著青年
們用禱告來認識各個台福教會，我們
禱告，然後這各教會就在我們的心中
了，三天兩夜中，每場敬拜每個人都
為著一個教會代禱，這三天每各人都
為至少5-6間台福教會禱告。這是我
過去沒有想到過的景象。感謝神！
當我講完第二天晚上的信息「關
鍵少數」，我看見68位年輕人走出來
貴在主面前願意成為關鍵少數，被神
使用；我看見所有的牧者跪在青年的
面前與他們一起呼求神，我深深感到
我們是被神愛、被他揀選的一群人，

不在乎自己是少數，這裡沒有英雄，
只有要被神使用的人。我們落淚、
呼求、擁抱，我們要為台福青年異象
2020-30-300-3000而奔跑。
最後一天當我們要結束時，我們一
起用聖餐連結，我們同為肢體，能夠
闖出去是因為已經為我們闖到這個世
界，並且為我們而死，我們身上帶的
耶穌的死也帶著耶穌復活的生命，一
起在這世代為主闖出去。接著我們一
起奔跑出去在大草地上為主搶得勝的
旌旗，每個人把旗子插在自己教會所

屬之地，一起為台福青年要成為傳福
音大軍禱告、一起為台福教會要得地
為業禱告，一起台灣祝福禱告。
謝謝大會的信息講員【愛鄰台福/
劉港木牧師；台北台福/陳佳吟牧
師】與專題講員【愛鄰台福/劉港木
牧師；愛鄰台福/周靖剴長老；正道
神學院/柯志鵬牧師】，在各個專題
和信息中傳講神的話語，讓台福年輕
人可以被神的話激勵與扎心，可以在
信息中遇見神。
謝謝與會的所有的牧者，是你們陪
伴著台福青年，是你們正在成全台福
的下一代。（文/陳佳吟牧師）

台福青年領袖讀經營
緊接著第六屆台灣台福青年領
袖高峰之後，將於今年10月7日到
10日，在台中清泉崗翔園會館，舉
辦台灣青年領袖讀經營。目的是要
讓在高峰會或者在教會服事的青年
領袖有機會學習安靜在主面前讀
經、禱告、接受造就，進一步在真
理上紮根。在領袖高峰會上他們服

侍人，在讀經營中，要讓他們有機
會接受別人來服侍他們。
這一次的讀經營，盼望參加的
學員能夠學習透過默想性的思考，
解經性的思考，神學性的思考，和
句法分析性的思考來研讀聖經。請
教會的牧師推薦貴教會的青年領袖
來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