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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薦的原因

•我快畢業了

•想分享⼀一些事工經驗，鼓勵學弟妹多做嘗試

•去年的高三班講過「你網網不知道的事」，有現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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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1.事奉：服事神是理所當然的

2.我的事工經歷：多做嘗試

3.其他例子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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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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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的信仰嗎？

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
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
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
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
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創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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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天，你會…

•畢業，離開團契高級班

•服事變成教會生活的重心

•立下回應主的愛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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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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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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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過最另類的事奉？

•山輔

•聖樂團

•生命教育（體驗營）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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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標新立異

•而是趁大學時多嘗試各種東西，增廣見
聞，以後才能確立服事的方向

•不要怕犯錯，至少你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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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工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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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網誌與文字事奉

• 2005年4月開站至今

•超過700篇文章，至少有100篇是認真寫的

•超過60,000人次瀏覽（不算多）

•⼀一開始只為抒發心情

•有⼀一天禱告想到：難道我全是在浪費時間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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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買網址架站、SEO、版面設計、配色、流量追蹤

•每天超過20人瀏覽我的網誌。可以因此接觸多少人？

•所用的網路資源完全免費，除了買網址 - http://13h.tw

•從衝動、到感動、到試著去感動別人

•我收到過不少e-mail、去許多教會遇到許多不認識的弟兄
姊妹把我認出來。其實是個試煉

•景美雙週報、景初週報、聖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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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13h.tw/?m=0
http://blog.13h.tw/?m=0


二、影片剪輯

• 2006景高送舊、2007師科想家、2007景高送舊、2008景
高送舊、2010影音事工小組年度作品The Day、2010景高
送舊…

•也是從興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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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HIS

•福音短片

•有夠短：3分鐘

•⼀一次講解⼀一個聖經概念

•好笑、病毒

•要有好的編劇

•我覺得大專生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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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Google 地圖，有⼀一天突發奇想把教會地址給標
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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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耶穌教會 
ON GOOGL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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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上最北邊的是三芝祈禱所，最西邊的是南寮教會，最南邊的是竹東教會，最東邊的

是正濱教會。想不到吧！

從地圖上可以學到很多事情，⼀一邊輸入的時候，我會⼀一邊拉回大比例尺的畫面，看著地

圖上的每個點，感覺不僅僅是有趣而已。例如說，對照台灣北部地區的行政分區及人口

密度，我們就可以知道每個地方教會的教勢概況。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有許多地

方是沒有我們教會的。你可以把地圖拉近到台北市中心，就會發現全台灣經濟文化水平

最高的大安區是沒有真耶穌教會的（其他教派倒是有非常多的教會在大安區）。還有我

第⼀一次知道新竹的4間教會是連成⼀一條線的，像這種事情得藉由地圖才看得出來。

北區這53間地方教會，幾乎每⼀一間我都聽過，但是去過的還不到⼀一半。別看它們好像只
是地圖上的藍色地標，它們並不只是地標，每⼀一個地標都代表了⼀一間真耶穌教會在某個

地方的建築物、⼀一群信徒、當地的生活圈及生活文化、傳教史、見證集，更重要的是神

的工作。假如這張地圖標示出了在全世界各個地方的真耶穌教會，那種感受應該會更加

強烈。

我們習慣用時間的角度來思考教會的發展，會拿以前的教會跟現在做比較，會希望以後

能往什麼方向發展。我們何不也用空間的角度來思考類似的問題，去了解不同地方的信

徒，雖是與我們共有⼀一個信仰，屬於同⼀一個肢體，卻也有許多不盡相同之處。我們怎麼

樣彼此接納、尊重，而不簡單地只用同⼀一套標準看待每個地方的信仰生活型態，我想這

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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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總會聯繫

•後來發現教會電話簿上的地址有誤（過時），於是我聯
絡上總會宣道處，要到全省200多間教會祈禱所的地址電
話

•上傳到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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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我出遊訪問教會的時候都在GPS定位

•現在你可以運用智慧型手機找教會了

• Demo

• WhereIsTJC.app

•請幫忙確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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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真耶穌教會台灣地區大專
青年婚姻價值觀網路調查

• 2009年寒假，跟山輔同工談論到好像嫁娶主内的越來越
少這個現象…

•青年真的不重視主內聯姻了嗎？

•另外我想知道教會青年的網路社群影響力如何

•使用免費的Google 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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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13h.tw/search/label/%E5%A9%9A%E5%A7%BB%E5%83%B9%E5%80%BC%E8%A7%80%E5%95%8F%E5%8D%B72009%E6%98%A5%E5%AD%A3?m=0
http://blog.13h.tw/search/label/%E5%A9%9A%E5%A7%BB%E5%83%B9%E5%80%BC%E8%A7%80%E5%95%8F%E5%8D%B72009%E6%98%A5%E5%AD%A3?m=0


結果

• 249人填寫（感謝北中南東的朋友們）

•男女比例均衡

•青年並沒有不重視主內聯姻

•但是需要更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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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祭要義

• 2009年神訓班期間，好友宗豪提到口述歷史與真理傳承

•陳恆道長老講五祭要義的錄影，key成逐字稿

•他編輯、整理、加上補充資料，善用總會圖書館

•聖靈月刊以⼀一年12期專欄刊出、出版成書籍可以當教材

•我覺得這事工是很需要大專生人力的，也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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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聖靈月刊
ON ISSUU

•偶然發現有個網站（Issuu，http://issuu.com）專門做線上
雜誌出版，而且又是免費

•我把景美教會的三十週年紀念刊放上去，效果很不錯

•聯絡文宣處，試著把聖靈月刊也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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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ssuu.com/tjctw
http://issuu.com/tj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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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ssuu.com/tjctw
http://issuu.com/tj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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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想

1. ⼀一開始什麼都接，很累又沒成就感。不能接太多，不可少的只有幾件（大⼀一）

2. 我喜歡幕後工作，不喜歡幕前工作（聖樂團）

3. 與同工的磨合中發現自己的白目（山輔）

4. 領導非我所長，在團隊中適合當秘書配合總召（山輔）

5. 我喜歡寫文章，也喜歡編輯工作（景初週報）

6. 對我來說，跟小朋友、長輩相處，比跟同輩相處來得容易（山輔、宗教教育）

7. 沒有禱告，做什麼都很難

8. 不要只搞自己的，要觀察與搭配教會需要（景美教會）

9. 得到長輩信任很重要。關鍵是負責任（景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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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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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VLA與PSMA大概是景美這
裡能接觸到比較特別的了

2. 行政文書

3. 企劃

4. 輔導老師與社工

5. 劇場總監

6. 平面設計

7. 遊戲設計

8. 魔術師與蝸牛人

9. 教案編寫

10.小說：吳盈光的「安寧病
房殺手勿進」、多嘉的
「聽說」

11.系統性地投資賺錢，成立
基金會

12.估價

13.跟影印機很熟

14.人力資源資料庫

15.To name just a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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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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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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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人生

•⼀一定要當傳道嗎？事奉之路並不窄

•以愛為出發點，回應神的愛

•⼀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要把握時間

•三個條件：準備好自己，才能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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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
的美意。

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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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 & 呼召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
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
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

提後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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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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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路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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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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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建議做什麼？

A1. 當志工，年輕人⼀一定要有服務經驗（三
年的山輔是我人格重塑的重要）；拍個福
音、見證或聖經疑難解答短片，極短篇；寫
寫文章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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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如何培養服事心志？

A2. 從感受神的恩典開始。用心去感受，用
筆去記錄，用行動去回應，信仰才會變成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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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最新計畫？

A3. 聖樂團演出神劇以利亞歌詞字幕、初級
班用遊戲融入教學、師科團契想家短片手機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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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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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