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四 ．－ ,.- ；`｀T坂 ',o.;，' ，rm·,｀'，9'v,這次短宣中呔內心覺得特別感動：因為曾偷
家裡的關係並沒有特別好．常常在學校的時候是不快樂的狀態。
但是這次來到這個營隊．擔任教學的角色，讓我學習到用不同的

角度去看事情，我在班上彷彿看到以前的自己．常常糾結在小小

的情緒裡，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可惜，國中時應該像這些孩

子一樣很天真的思考事情．好好學習．不要一直在意別人的眼

光．感覺神在對我說．從現在開始要好好善待自己，把好的壞的

都交在神的手中。

我也突破了自己的舒適圈。當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中常

常覺得自己已經很難被任何事情所感動，但當我在教學時，有人

回應或是下課有人喊著老師！老師！都讓我的內心感覺到自己真

的活在這個當下，不用思考太多或擔心太多，雖然早起很累，但

我感受到我的內心很滿足，看著那些孩子快樂，我也真的快樂。

～范譯心台中東海靈糧堂

這幾天在教學中我學習到如何用神的眼光了解孩子們的情

緒，和他們的需要，神修復了我在醐中時經瀝到父母離婚的創

傷，也在團隊合作當中經歷到神如此的愛我，看見神在我成長過

程安排了很多事情讓我經歴，並且一次次的拯救我使我得以再用

神的方式來幫助和我有相同經歷的人。

～張經佩大直長老教會

一直以來的我的個性沒有自倍，常常讓別人掌握事情的主導

權。這次的營會中，我一開始來參加是帶著平常的心情，覺唱就

是來教英文與傳福音的，而剛好又被分配到主教的位置，一心只

想證明自己能力的我，在每次的課程都想把我自己的能力都秀出

來，焦點永遠都在自己身上，也完全忽略掉了我們的目標：傳福

音與建立關係，在乎別人眼光的我，在這次一開始的營會就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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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為了得到的是組員的鼓勵．但在期間的一次組員身體不適．

我在沒有備課的情況接替他的位置．讓他放鬆後．我卻開始期待

他的鼓勵·卻不知道其實來這邊教的好或不好根本不是重點 ．重

點是要經歴神．很感謝神讓我知道自己焦點上的偏移·也在一次

次的服事中調螯自我。

～劉子寬思恩堂美福教會

小學二年級．因為一群來自美國的大哥哥大姊姊．來到學校

辦英語夏令營．雖然營會所唱的詩歌都是英文．卻在每次唱歌的

時候哭得稀裡曄啦。營會結束後．心裡有種溫暖的感覺·覺得我

要來信耶穌！但感動卻沒有持續多久而消失．一直到國三那一

年．因為家中的一場車禍讓我再次遇見耶穌．回到教會再次被神

觸摸、被上帝所愛．原來那是出自於無條件的愛與犧牲！如今時

隔15年的時間．我能夠成為上帝的器皿．變成大哥哥大姐姐、帶

西海岸的弟弟妺妺們．真的很感恩！原本我們是如此不配得．然

而卻成了上帝所看重的器皿·背上僕人的心志、只為了愛和陪伴

孩子．點燃傳福音的火熱。謝謝上帝因著祂的愛再次將我尋回，

成為祝福別人的人！

～王子妍基隆聖光堂

我們教會是涸非常都市化、公司化的教會·所以我們有很多

訓練準則與方式。但這次的短宣是將我個人與我們教會的同工推

向更深刻、更廣的的屬靈疆界。進班的這幾天有很多超過原先我

們設想的狀況．但因為彼此的合一跟同心搭配．狀況卻出奇地

好。看到不同教會在主面前合—·就不斷讓我想到聖經上說的：

「當看別人比自己強」。真的很多層面我都敬佩神在各教會帶出

來神的形像．是超過我過去對神的認知。期盼未來有更多機會與

眾弟兄姐妺服事我的家鄉－台灣、台中和西海岸。阿們！

～廖證恩台中東海靈糧堂

這次短宣學到很重要的功課是接納自己真實的能力跟狀態。

我是大學匹年級的學生．但這次主要都是跟高中生搭配。看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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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生都好優秀，不管在帶班或是靈命方面都非常成熟｀不免讓

我感到非常自卑。覺得我明明是讀教育相關科系的大學生，帶班

能力卻還不及這些高中生的一半，我就覺得自己很廢，對這個營

隊沒有任何貢獻。但上帝提醒我每個人的狀態跟成長的速度都不

同，我可以慢慢成長，不需要太執著於年齡，或是認為因為我比

較大就必須是最厲害的那一位。希望往後，我能更接納如此不足

的自己，也能看見自己的優點，謙卑學習。我這幾天跟學生說了

很多次，但我似乎也很需要跟自己說：「耶穌的愛是無條件

的。」

～邱慕言台北懷恩堂

在囘工身上看到曾經的自己．看到他勇敢說出自己的威受，

是我過去不敢表達的，他的分享也影饗了現在的我，鼓勵他的同

時我又重新審視了自己一番，其實覺得很慚愧。 2019年來時玩的

很開心，一直想再回來帶領新的同工，結果真正回來時 ， 我心態

終究還是偏向自己，不是真正的想為神所服事。在營會的第一晚

我因為身體不舒服，停了很多我原本接的事物，我變的很輕鬆，

上帝跟我說，你不願意沒關係，後面還有其他同工會幫助你，

但，你的恩典恩賜交給其他人，這是你所願意看到的嗎？神問我

迆句話，我一直想到，是的，我不願意，我想服事，當我準、備好

時，上帝再次給我機會，我非常感謝也很感恩｀也才知道原來短

宣並不是要當多優秀的主教，默默幫了很多小事也是神所喜悅所

愛的，於是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有看到就去幫忙，有需要就去

幫忙，主動的去問去幫忙，的確沒有2019年玩的開心，但我很富

足。感謝神！

～楊昕媳台北安提阿教會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西海岸短宣～這次的短宣真的很刺激

XD 。雖然每天同到營地身體都很疲憊，但是我不斷地感受到神

的愛在呼召我 ，我戚受到神愛每一個學生，每一個靈魂的心。所

以即使身體疲憊，但心靈卻滿足！因為看見神的旨意跟工作行在

每個學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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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短宣的禮拜四·是要呼召學生來認識耶穌，我覺得神

真的是在前面為我們開道路的神．就在進班級的時候．神就先感

動我的心，讓我感受到神對每個學生的愛，無條件的愛，再配上

早上大會的復活節影片，真的很感動。所以在呼召的時候．我使

用六色環的說明加上自己的見證，不斷地講到神對我們的愛 ． 就

算是不好的我，神也愛！所以就在帶禱告的時候我的眼淚就不斷

地流．因為我真的感受到神的愛與罔在就在我們當中，而且也有

學生舉起手相信耶穌！真的非常的感動 ！

看見同學却道自己是值得被愛的．知道有一位神－耶穌是與

他們同在，看見他們的心裡埋下了福音的種子 ！ 有什麼事比看見

迷失的靈魂再次被神找回還要開心呢！真的要把榮耀歸給神 ． 感

謝神使我們能夠成為被使用的器皿！我明年—定還要再來！我願

意 ！

～曾晨陽思恩堂美福教會

在很小的時候就想當老師，但國中的時亻展 ． 因為很在乎別人

的眼光 、 希望吸引別人的注意，所以變成一個很叛逆的小孩 ． 和

家人 、老師 、 同學的關係都很不好．之後經歷了上帝。這次來短

宣．其實也一直都很期待 ． 一方面是我知道有很多同學跟我小時

亻展一樣．外表上希望吸引人的注意，但心裡有可能是很自卑 、 討

厭自己的·看著他們調皮的樣子．我心裡—直有—1國感動．無論

他們調皮 、 搗蛋、成績好壞．他們都值得被愛·當然也配得被無

條件的愛所愛，在呼召的時候，我也講到這句話．那些孩子們也

經歷上帝的愛一起決志禱告。

～趙祐紫思恩堂美福教會

看到這一群西海岸短軍隊青年 ． 心中非常的感動，特別在疫

情期間，能排除各樣的囷難和疑慮 ． 真的非常佩服又敬佩！短宣

期間隊員們的早起、整天教課時間緊湊 ． 幾乎沒有午休，晚上的

聚會、討論、備課 、 團練……，忙了一整天下來，又需要洗衣晾

衣等等．幾乎忙到7深夜，連續六天下來，我想身體會有些疲

累·體力負荷也大．但是看到大家依然精神奕奕、有說有笑的在

預備最後一天的成果發表會……，真的要按100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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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短宣隊員們．甘心樂意付出時間、體力、精神、睡

眠……等等．大大的激勵我更愛主的心．更挑旺我向主願意的

心，及傳福音的心志．求主加添靈魂得救的負擔和行動力！

主啊！我在這裏·求主差遣我！

～湯文清牧師

在這次的短宣當中·我覺得跟神的關係又更親近了！因為這

是我第一次參與短宣．所以一直很緊張．我害怕我做不好、我害

泊我唸錯英文單字、我害怕學生覺得我很無趣·各種焦慮的心情

都在短宣開始的前一個晚上，我開始懷疑我為什麼要來短宣．我

到底在這裡做什麼？帶著這份疑問我迎向了第一天的短宣……在

第—天的短宣當中．我覺得神很奇妙．他透過和我配搭的同工的

口讓我緩解心中的焦慮及緊張．也透過我們班上同學的乖巧．讓

我的那些焦慮都挪去了！

在倒數最後兩天的決志禱告·我也看到很多同學們願意相信

耶穌．甚至是被耶穌的愛感動到哭！就有一種心滿意足～覺得辛

苦都值得了的感覺！感謝有神在我們的身旁一直陪伴著我們！時

間過得很快．巴經到了最後一天。我在一1回信心宣告的禱告裡面

也經歷了神·我看見了一個動態的異象．有一個類似隧道的場景

引導我的視線．我看到一個宇宙的場景．然後畫面再放大我看到

—片含苞待放的黃色花田·—朵—朵的開花結果。

我覺得這個異象就好像在講西海岸短宣．就是一個撒種、發

芽、成長｀開花、結果的過程。每一個孩子都是一朵花！也因為

有這樣的過程、這樣宣教的機會．使西海岸這片花田－宣教地．

可以—代—代的傳承下去！也因為這樣的異象·我覺得這個短宣

很有意義．我明年一定會來參加的！

～黃韻德思恩堂美福教會

In the beginning I was actually very skeptical thinking 
about having to call the children. I'm scared of what their 
reaction would be. I" m scared that no one would respond. 
And since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we should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kids. But there was one day in whi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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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ly felt really sad because I lost patience in the children 
and kind of scolded them. I thought I should have done that 
since they might not open up to me because I was mad at 
them or something. But today, during the calling,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God. And the moment I started to share, the 
teacher walked in. Internally I was thinking whether or not to 
start calling or to change the topic and come back to it later. 
But as I started calling, and the children prayed with me and 
rose their hands, the people who rose their hands were 
really kids we didn't think would respond, they didn't really 
participate much in class, they just didn" t seem like it. But 
God has done His work in these schools. And in the morning 
class, pretty much the whole class responded and raised 
their hands.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that and almost dropped 
tears when I was on stage. 
～劉宇睛思恩堂美福教會

God revealed himself to me and answered my prayers 
that only He can do. I was so tired on Tuesday morning that I 
couldn't even move but I asked God for his supernatural 
strength and I was not tired the rest of that day t ill now 
~espite little sleep. Another is God revealed that I should 
practice sharing my testimony and always have a testimony 
polished and ready to give at any moment. I need to be 
mindful of the things He has done in my life and record it. 
And also have the boldness and opportunity to evangelize 
even when I am not on the mission field on a missions trip. 
How can I bring the gospel to anyone anywhere is the next 
challenge God gave me. Lastly, I was humbled today hearing 
all the Taiwan members testimonies today. One comment 
that I was touched by was one member shared his testimony 
and offered to give them bibles and invited them to his 
church. He said you can take the Bible now, or if you de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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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on, I can even drop it off at your house since I don't live 
too far from you all anyways. As an American teacher, I'm 
never able to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and long term contact 
with a Taiwan missions student. So hearing that convenience 
of location made me really appreciate the Taiwan co
teachers that make discipleship and follow-up possible for 
their long-term growth. And I realized the Taiwan teachers 
can relate to the students even more because they grew up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and school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is Jesus inside of their life. It's so 
attractive to the kids because it's so relatable! All in all, just 
really thankful for this missions to help me experience God is 
a new way. 
~ Christina 美國聖迦谷教會

2022西海岸短宣——
美語品格營同皐國饋分享
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要了解自己的缺點．並勇於擁抱自己的缺

點！信仰也可以是幫助自己在黑暗中的—束光。聽到老師們的經

歷，發現每個人都有一段低潮的時光．可是都用自己的方式走出

來了。～通霄國中陳00

謝謝老師讓我學到更多的知識·了解耶穌的故事。～日南國中鄭

00 
謝謝老師們這幾天的陪伴，謝謝你們願意和我們分享那麼多的故

事。～通霄國中林00

要對自己負責，堅持下去，自己選擇的路．不管再苦再難，都要

走完。～通霄國中洪00

要相信神的存在。～日南國中洪00

讓我學到要相信耶穌和禱告。～日南國中林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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