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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拜



牧養心與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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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心～建造生命的藝術
一. 牧養的內涵~牧者靈魂雕塑家
二. 牧者的心腸～建造生命的藝術

1.一種無私給予的心腸
2.一種真實疼愛的心腸
3.一種寬廣憐憫的心腸
4.一種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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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心～建造生命的藝術
三. 牧者心腸在生活及事奉中的應用

1.樹立正確的牧養事奉觀念
2.牧者心腸在服事及教導上
3.牧者心腸在團隊服事應用
4.牧者心腸在家庭建造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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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建造教會醫院的動力
一. 領導力的內涵~影響他人的能力
二. 僕人式領導～先做僕人然後領導

學習耶穌的領導
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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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西結書36章26節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
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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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4章23節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
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
由心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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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詩篇34章8節
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他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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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心面對醫療環境挑戰
1.神把忠心管家的命定賞賜給我們

面對偷竊～盜賊偷走喜樂，夢想
理想，單純……

面對殺害～生命結束，沒有希望
情感的豐富不見了…

面對毀壞～信任破滅，被傷害，
人際關係，記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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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心面對醫療環境挑戰
2.豐收的源頭是耶穌基督

耶穌來了，是要叫羊（人）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耶穌是我們領受祝福的源頭
祂拆毀魔鬼和撒但的作為。
祂戰勝死亡權勢，
祂從死裡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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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人生的患難中，
「主」與我們同在！
一起經歷苦難、痛苦、

絕望與死亡，
並且得著上帝所賜
復活的力量，

有勇敢、向前的力氣！

復活的主．給我們復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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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五章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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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生命
他是耶穌的首席門徒，

在耶穌受辱時，他曾三次不認主。
復活大能讓他的生命有新體驗，
當五旬節聖靈降臨澆灌後，
彼得勇敢成為宣教勇士。
彼得生命的改變，

是什麼動力影響他呢？



14

彼得的生命
彼得如何超越自我，

成為耶穌忠心的見證人？
彼得的典範我們要如何效法？
讓我們跟隨彼得的腳蹤，
看看彼得忠心管家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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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超越自我～領受使命

彼得選擇只順從上帝的使命

神兒女擁有領受使命的身份

領受神所應許的祝福傳福音

祂給我們恩賜能力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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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超越自我～聖靈充滿

耶穌完成救贖後首次佈道會
彼得大大有能力地領人歸主

領受聖靈充滿才有權柄能力

祂給我們聖靈恩賜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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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超越自我～給人所有
彼得說～把我所有的給你～
耶穌的愛/憐憫/權能都流露
耶穌使人經歷神蹟～得醫治
人得醫治是因耶穌所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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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能力改變我們的個性
彼得個性的改變～靠己/靠神
彼得服事的轉變～膽怯/勇敢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是新造的人
讓神的能力在我們裡面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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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能力改變我們的態度
傳福音的人，內心要有信息
是自己所看見所聽見的福音
這樣的福音信息“不能不說”
這也是傳福音的人當有態度



20

馬偕紀念醫院的醫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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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部創設之宗旨
以耶穌基督救世之

博愛精神，
關懷並培養員工
健康的生命，

使病人得到肉體、
精神、心靈的完整醫治

(Total Healing)，
以達到醫療傳道的使命。

馬偕紀念醫院的醫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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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美德」十二個主題
感恩、專注、熱誠、謙卑、信心、真愛、
喜樂、真誠、創新、堅毅、寬容、分享。
所有的內容與馬偕的歷史、文化、人物

有密切的關係，期待能延續
馬偕紀念醫院美好的精神與傳統，
分享我們努力與學習的目標。

馬偕美德達成醫療傳道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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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事工─
關懷員工的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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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部同仁：單位分工關懷+單位禮拜

安得烈
行動

活力馬偕成長營
美德講座
美德之光
福音茶會
慕道班

小組
團契

轉介教會

關懷員工的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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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張思聰牧師、
陳伯杰傳道

專題：靈命更新、
聆聽神的聲音

安得烈造就會

關懷員工的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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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馬偕成長營
• 主題：Fly High (夢想)

• 場次： 9/9-10、9/23-24 、
9/30-10/1、
10/14-15、10/28

• 人數：501人

關懷員工的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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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契幸福園
內容:

馬偕腳蹤巡禮、草頭娃娃、

生命拼圖、心靈房間、

日期 主題 人數

11/3
草頭娃娃、    生命拼圖

馬偕腳蹤巡禮
30

11/11
草頭娃娃、    生命拼圖

馬偕腳蹤巡禮
26

11/17
草頭娃娃、    生命拼圖

馬偕腳蹤巡禮
26

11/25
草頭娃娃、    生命拼圖

馬偕腳蹤巡禮
29

合計 111

2016幸福園

團契小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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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成長小組

小組名 聚會時間 平均聚會人數

安得烈敬拜團 (一)17：30 10人

感恩小組 (二)12：00 6人

真道小組 (二)12：00 10人

葡萄園小組 (二)12：30 7人

恩典小組 (三)12：00 18人

得勝小組 (四)12：00 8人

活泉小組 (五)12：00 12人

路得小組 (五)12：00 8人

以斯帖小組 (二)12：00 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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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關懷事工─
落實醫院全人醫治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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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關懷事工
◎關懷師、牧師務必關心患者：

（新進住院病人、職牧家、轉介病人）
◎病房探訪事工關懷義工成為第一線。
◎區牧、關懷師為病房探訪督導者，
每天與關懷義工會談--督導時間。

落實醫院全人醫治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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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的關懷就是我們的使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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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關教育事工─
促進醫院與教會機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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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醫院與教會機構關係

醫學中心擔負教學醫院的重要責任，各種不同職系

的單位，都接受各界委託，承擔教學、代訓的工作。

院牧人員的專業在於臨床照護的工作，為教會

傳道人員、神學生及相關輔導專業機構人員辦理

「牧會關顧臨床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訓練，成為院牧部每年重要的工作。

牧關教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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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關教育中心事工

台神CCC莊信德主任與同工前來

馬偕紀念醫院拜訪協商事工

醫院是教會肢體的一部分，
接受教會監督完成醫療傳道工作，
也肩負支援教會各種聖工的責任。

院牧部扮演醫院與教會
互動的窗口，

負責推展醫院與教會
各項合作關係的活動，

維繫教會與醫院之密切關係，
使教會永遠是支持醫院從事
醫療傳道工作的最大後盾。

與神學院建教合辦的課程，接待
海內外教界貴賓，維繫教會與醫
院之密切關係，使教會永遠是支
持醫院從事醫療傳道最大後盾。



35我們學習的典範—馬偕博士的寧願燒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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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神的恩典─
轉個彎服事生命更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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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去的歷史點滴

『看見上帝的保守和眷顧、
認識上帝在曠野中引領、
經歷在風暴中享受的平安、
體會苦難中奇異的恩典。』

轉個彎服事生命更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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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祝福』
伸出我手、握著你手，

神的愛在我們中間流露；

打開我心、迎接你心，

神的靈使我們合而為一；

愛的祝福、衷心祝福，我們

彼此相愛，因神先愛我們。

轉個彎服事生命更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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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障礙開創新契機
神啊！求賜我寧靜，去接受我所不能改變的；

求賜我勇氣，去改變我所能夠改變的；
更求賜我智慧，去分辨什麼是能夠改變的；

什麼是不能改變的。－尼布爾－



40

TCHCA理事長

張達人院長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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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CA秘書長

林麗雪秘書長

介紹.歡迎.



42

我心屬祢

我來到祢面前
我心向祢稱謝~耶穌
祢是如此愛我
我單屬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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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在這裡 獻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獻給祢

因為我並沒有
財寶和金銀

能夠獻給祢 唯有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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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禱告 唯一的呼求
是祢能悅納我
獻上的全所有

願我這一生 成為祢器皿
能完成祢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