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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一個年輕的生命』
李弦傳道
10 月 6 日下午，中心邀請馬偕協談中心的
王榮義牧師來進行義工輔導訓練。王牧師以「
聽懂自己的生命故事」開始，帶我們探索自己
的生命歷程，回顧那些受傷、不被照顧的自己
，幫助我們以溫柔來傾聽、擁抱和接納自己內
在那個不被理解的生命。聽懂自己生命的故事
，是傾聽另一個生命故事的開始。很多作輔導
者、助人者、牧者和父母的人無法傾聽一個生
命的故事，往往是因為自己沒有被傾聽、被了
解的經驗，又太快以信仰教條、社會常規，或
自己充滿血淚的奮鬥經驗來掩蓋掉一個正在傾
訴內在聲音的年輕生命，其實也同時關閉了回
顧自己生命的機會。
陪伴一個年輕的生命，其實也是在陪伴自
己的青春歲月。上大學對多數的學生來說，是
自由的開始，也是面對和承擔責任的開始。離
開家庭的保護和管束，或者離開家庭間說不清
楚的糾葛，為每一個邁向成年的學生來說，是
一種難得的自由，卻也是一段困惑的開始。有
許多在青春期無法表達的感受，或者在升學壓
力下沒有機會面對的同儕、家庭和自我衝突，
當外在壓力消失，獨自面對自己生命的時候，
很多問題才開始一一浮現。做自己，意謂要獨
自面對和承擔自己的生命。然而，我們無法代
替別人解決他的生命問題，我們只能陪伴。我
們能夠分享的只有自己的生命、真誠、友誼，
還有那位痛苦和患難中我們唯一能倚靠的神。
回顧我自己的學生時代，總認為那是生命
最難得的時光。團契朋友們包容我還不成熟時
的一切，用他們難得的友誼關愛我、陪伴我成
長，讓我重新認識愛的意義；輔導們傾聽我生
命和信仰上的困惑，在友善的環境中陶成我的
信仰生命。
一位信仰的前輩曾經跟我分享，
「我們的社
會常常抱怨年輕人，對他們抱有負面的看法，
表現對他們很失望的樣子，可是我們很少真正

花時間了解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在
台灣，升學制度壓抑了學習的渴望，也壓抑了
年輕人對自己生命的熱忱。並非所有人都有機
會在友善的家庭和同儕中成長，然而團契卻是
上帝為每個人預備的屬靈的家，在這裡休息、
充電，再預備往自己的未來走去。
我永遠記得，一個冬夜，團契聚會吃完宵
夜後，我和聊了許久的契友各自踏上歸途。我
的車跟在團契一個騎腳踏車的大男孩後面，回
憶他方才不經意和我分享的生命故事，我想著
：
「究竟一雙寬闊的肩膀背後，承擔了多少還沒
能撐得起的勞苦重擔？」大學生雖然已經擁有
了成年男女的外貌，但內心那個還沒完全成熟
的小男孩、小女孩，需要我們更多的傾聽、支
持、關愛和陪伴，讓他們在大學階段身心靈能
更健康地成長，勇敢地迎接生命和信仰的挑戰
迎接開學，在緊鑼密鼓的新生工作中，我
們看到教會同工和牧者用心協助名單的蒐集，
還有 KTL 同工們犧牲假期努力邀請學弟妹、籌
備各種迎接新生的活動，為了歡迎每一位新鮮
人來到這個大家庭。同時，在大學不同的角落
，還有許多基督徒的老師們，默默地協助團契
工作，用心關懷學生的生活和信仰上的需要，
用不同的方式一起為校園的福音工作努力。在
這裡，代表中心所有曾經同工感謝所有一起參
與大專工作的大家，謝謝你們用你們的生命一
起豐富這個愛的大家庭。
最後，請大家一起為高雄大專中心代禱：
在多方的努力下，今年中心開始高宣住宿生的
關懷工作，由謝惠娟牧師前往關心。新開拓的
工作，充滿未知和挑戰，也充滿希望，求聖靈
動工，幫助他們開始一個團契，在其中與主相
遇，享受主的愛。目前還有三個大學：高餐、
和春及實踐還沒有團契聚會，請繼續代禱。總
會大專也將於明年 1/28/-2/2 舉辦第五十屆大專
神學研究班，十二月底是神研班的輔導訓練。
我們需要大量的輔導陪伴大學生研讀、討論聖
經，歡迎有熱情的牧長、輔導、畢契能一起加
入。也請大家繼續為新生以及所有大專學生的
身心靈代禱。

新任同工介紹-林義行助理
各位屬靈長輩、同伴以及為我們代禱的大能勇
士，大家平安!!
小弟名義行，為第三代基督徒，在結束大學、
軍旅等生涯後，終究聽到神在我掙扎、呼求與
追尋後的聲響，當受謝惠娟牧師邀請我成為中
心的事工助理，我問神"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
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
我知道祂的回應，深信我生命中有張奇妙藍圖
，也深渴望尋求、觸碰神，而大專工作蘊含挑
戰與神的美意，也成為我想投身的領域。
這代面對著不同的壓力，更必須依靠神的話語
，年輕如同我自身，無助、無力又無奈，隨時
可能捲入世界的洪流，認識到上帝是永恆不變
的愛，並學習祂的愛去熱愛自己以及身旁的人
，這份信仰，絕對要分享給青年朋友!
我是義行，新的大專助理，有不足處請多代禱
與接納，謝謝!!

【團契消息】
一、義守長青(週一 PM6:00-7:00 查經班，
PM7:00-8:30 聚會/理工 2303 教室；週四
PM6:30-7:30 禱告會/社團辦公室)
1.為團契現況代禱。目前契友以男生居多，新
生男女平均。週四開始在社辦禱告會，為契
友生活近況及團契禱告。有兩位同工本學期
因排課問題無法前來，同工壓力增加。
2.為團契新生工作代禱，求主引導更多新生來
團契，和我們一起享受團契生活、認識生命
和信仰。
3.求主幫助生活中有特別需要和困擾的契友
，求主幫助他們適時找到可以傾訴的對象和
協助的資源。
4.為大四即將面對升學、當兵和出社會的同學
代禱，求主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和
出口，也給他們勇氣不畏懼現實生活中的挑
戰。
二、高大愛鄰社(週二 PM5:00-6:00 查經班，
PM6:00-8:00 聚會/綜合 105 教室；週四
AM7:00-8:00 早禱會/綜合一樓)
1.為團契聚會現況代禱。契友不穩定，二、三
年級有斷層，現多為大四契友。期初校方行
政問題，聚會教室常更動，求主幫助同工有
耐心處理行政事務。
2.為新生工作代禱，求主引導更多新生來到團
契，和我們一起認識生命和信仰。
3.週四已開始校園晨禱，求主以祂的話和契友
的祈禱生活做團契基礎，豐富契友生命，吸

引校園中需要祂陪伴的同學。
4.為大四契友代禱，求主幫助他們完成最後一
個階段的訓練過程，指引未來方向，無論升
學、就業或服兵役，求主保守。
5.為畢契代禱，求主幫助他們找到合適工作，
發揮專長，並兼顧生活所需。
三、海科大團契(週三 6:30-7:30 查經班，7:30-9:00
聚會/屏山教會一樓會議室)
1.為團契現況代禱。目前舊生向心力好，日常
生活互動多，成為新生工作很好的力量。
2.為團契新生代禱，求主為他們安排豐富、充
實的大學生活，引導他們認識生命和信仰。
特別慕道的學弟妹，求主透過團契和學長姊
的分享，幫助他們認識信仰。
3.為新任同工代禱，求主幫助他們在服事中有
所學習，了解團契的需要，也以他們的真誠
和熱情使團契生活更加豐富。
4.為契友的信仰生活代禱，求主吸引他們有追
求信仰的熱情。
5.為同工林曉瑩的外婆代禱，求主幫助她身體
早日康復，也安慰她的家人。
6.為會長蘇詩有神研班籌委的工作代禱，在籌
備工作最後階段，求主幫助他能兼顧服事和
學業。
四、高應大團契(6:00-7:00 查經班；7:00-9:30
聚會/建工教會))
1.請為同工的委身與服事禱告，願上帝幫助他
們能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並為他們的課業
與服事都能兼顧禱告。
2.為新生關懷與小家運作禱告，通過學長姐的
關懷與互動，讓新生願意成為團契的一份
子；也為新生的學習與生活禱告，願上帝
幫助帶領。
3.為本學期所有的事工推動及聖誕節校園福
音事工的規劃與執行力禱告。
五、高師長青和平校區(週五 PM5:50-6:30 查經班
，6:30-8:00 聚會，光華教會二樓會議室；
週三 PM9:30 禱告會，蘭苑全家外)
1.為同工的委身與服事禱告，並為他們在課業
與生活的平衡，願上帝幫助他們能在時間
上做好管理，以免在事奉、課業與生活上
互有影響。
2.為新生關懷與新生在生活及課業上的適應
，學長姐可以主動關懷與幫助新生融入新的
生活環境，新生願意參與團契及中心的活
動。
3.為團契所有的事工、活動之推動，以及在校

園內的福音事工之參與，契友都願意主動參
與配搭，在高師校園成為福音傳遞的入口。
六、高宣住宿生關懷事工
1.為在高宣推動福音性事工的契機禱告，目前
87 位住宿生中只有 12 位基督徒，願上帝幫
助，通過服務與關懷，讓福音的種子得以
灑下。
2.為 10/17 宿舍迎新餐會、11/8 宿舍讀書會、
11/29 為地球而走之生命見證會、12 月聖誕
報佳音活動，以及每週耕心周刊贈送等；
通過這些事工與活動，連結與高宣住宿生
之情感與熟悉度，進而建立互信的關係。
3.為牧者人事費禱告，願上帝幫助有足額的奉
獻來推動及延續高宣福音事工。
（若有感動
者，可專款奉獻至壽山中會大專部；可與
謝牧師或中心聯絡）
七、高苑團契(每週二 17:00-18:30 禱告會查經/
週三 PM5:30-6:30/聚會/二樓綠工程)
1.感謝主，讓團契核工在暑假有前往復興教會
協助一週夏令營的機會。這次服事也讓參與
其中的同工得到很多的祝福。求神繼續保守
教導帶領這群小朋友的生命。
2.感謝主，讓新上任核工越熟悉運作團契事工
的事物，求神添加智慧、勇氣與領導力在他
們身上，也讓核工間能在信仰靈命上彼此提
攜扶持，為團契異象努力。
3.感謝主，學校讓團契社能全權使用練團室，
讓這學期能繼續使用，也讓敬拜團不用再走
車勞頓借用周邊教會的空間。
4.感謝主，這學期係因學校政策讓團契聚會新
生人數暴增，再次考驗同工在接待關懷新生
上有許多的挑戰。求主讓他們在對待新生上
有更多熱情與使命。
5.感謝主，團契有許多願意擺上的義工老師以
及持續深度關懷、帶領與禱告的學長姐。讓
這團契與學校都充滿祝福。
6.懇求神保守 12/19 日團契社每年都會舉辦的
聖誕晚會活動。求神繼續動工讓福音廣傳校
園。也期待透過同工的擺上，得到上帝更多
修剪的祝福！
八、中山長青團契(週四 PM6:30-9:30/鼓山教會/
聚會禱告會/週五 PM12:00-2:00/查經/學員辦
公室)
1.感謝主，讓新上任的同工，有越來越熟悉事
工以及對團契的委身。求神繼續在靈命的眷
顧上他們餵養他們。讓他們不只在事工執行
能力上有所學習，更在靈命造就上更多獲得

。求神帶領激勵更多有使命有責任的學生，
來承擔這福音在中山大學傳遞的事工，讓他
們彼此間的生命因主因福音因團契發光發
熱，求神繼續帶領。
2.請為同工在關懷新生或慕道友心力上來代
禱。求神加添更多有負擔的學弟妹到團契一
起為中山校園福音團契一起努力。
3.求神保守今年的新生。讓他們不只在摸索新
環境過程中，很平安順利，更期待他們能穩
定靈修聚會在神的信仰帶領下，讓大學生活
更豐富。
九、高醫團契(週一 PM6:00-7:30 查經班；週二
PM6:30-9:00 大聚會；週三 PM6:30-7:30 禱告
會/大專中心)
1.感謝主，讓暑假醫療團參與的小朋友與同工
都有滿滿的收穫，特別契友們，因著服事彼
此更熟悉更多扶持。
2.也感謝主，這學期上任核工正式上任，也更
換一批小家長與行政同工。在同工這段期間
，需要更多的溝通與瞭解熟習彼此，才能讓
事工是榮神益人。也求神添加耐心智慧、勇
氣與包容接納在他們身上，在彼此扶持的過
程中見證神的愛，為團契異象努力。
3.今年新生小組工作非常用心。在大小迎新上
都很認真的預備，讓很多新生都有很多得著
。期盼能讓他們在團契中能穩定聚會與被造
就。並給小家長更多能力、智慧與委身。
4.保守團契在聖誕節所擺上活動，願上帝親自
掌權在這校園傳福音的過程。讓活動不只是
參與者的福氣，更是聽到者的祝福。
十、東方團契(週三：15:00-16:30/A403 教室/大聚
會；週二、四：12:00-13:00/社辦/禱告會/查經)
1.感謝主，讓團契有很委身的社長。默默為團
契付出與代禱。求神賞賜更多的祝福在他的
課業以及家人，讓他在凡事上都能見證神的
榮耀。更期待今年的新生能在核工的關愛中
進而影響他們的生命，讓福音與上帝的話。
2.求神賞賜力量與智慧給陳剛毅老師與陳聰
輝牧師在他們教學與牧會上，並在帶領東方
團契中彰顯神的榮耀。
3.請為這屆新核心同工來代禱，求主保守他們
能在服事過程中，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讓他們更有使命與負擔來服事。
十一、樹人團契(週三 15:00-16:50/G601/大聚會
週一 10:30-12:00 信仰造就)
1.感謝主，引領許多基督徒學生加入恩典團契
，更讓一群願意委身的學生能一起服事，求

主繼續帶領他們，在服事的過程中加添更多
智慧力量與勇氣在他們的生命中。
2.今年新生依舊到 60 位學生，同時也考驗服
事團隊。求神安慰核心同工疲憊的身心靈，
求神透過這樣的服事添加更大的祝福在他
們身上。也祝福這群新生，因著團契而尋到
生命的真理。更預備與呼求校園基督徒加入
團契服事行列，增添校園宣教動力。
3.求主應許團契在借用學校的教室與器材過
程中，能得到學校更多支持。也保守聖誕活
動，讓團契與學生會有很好的溝通在足夠晚
會時間中將福音傳遞出去，讓校園有翻轉的
機會。
十二、文藻團契(週一 12:30-13:00/靈修。
週四 16:30-18:00/河堤教會/大聚會/查經)
1. 感謝主，送走很多學長姐的不捨之外，
神也帶領很多新生來到我們當中。求神給核
工更多的陪伴與帶領下，讓彼此關係能更多
瞭解，進而更多扶持與代禱。此刻需要神強
烈添加更多委身心志與方法與傳福音的熱
情，在這一屆新核工的生命中。願神保守添
加更多智慧、信心、彼此接納與寬怒。讓神
的愛成為他們中間潤滑劑。
2.求神帶領團契目前的契友，能在「基督十
架領導」方向上來裝備、犧牲與委身自己，
保守自己能對新生們有使命。讓他們在上帝
的異象與旨意中來帶領團契。求神堅固他們
的信心，持續他們的熱誠，凝聚他們的力量
，讓他們參與在上帝國的服事中被神恩典大
大充滿。
3.求神讓團契契友們能在關係建立之後，能
繼續以上帝的話以及靈修關來代禱，來深化
彼此的關係與更深入連接。讓他們為這校園
做出最大的祝福！
十三、正修團契(週三 PM3:30-5:00 查經班&聚會
準備，PM5:00-7:00 聚會，皆在圖科 0902)
1.本學期已做聚會時間的調整：3:30~5:00 查經
、5:00~7:00 聚會，期待能吸引更多學生參加
團契請為團契聚會時間調整禱告。這幾年聚
會時間一直與學校、系級活動衝突，以致影
響新生參加團契的意願。
2.為團契會長邱建勳(建築四)、同工的委身與
服事及與新輔導的配搭來禱告，願上帝堅固
大家的信心，能存著盼望繼續努力來建立團
契。
3.這學期團契面臨轉型與調整時期，雖同工較
少但仍願意努力去改變，期待能幫助團契穩
定與成長，請為團契的轉型與適應禱告，通

過同工的同心與服事能順利調整改變，讓團
契有新的開始與希望。
十四、義守長青燕巢分部(週四 PM12:30~13:20
查經班/PM6:30-9:30 參加燕巢大聚會)
1.分部由於課業以及實習相當緊湊，學生參加
聚會的意願不高，所以相當需要為他們禱告
，也特別為義行禱告，在服事當中有智慧，
並不至於灰心。
2.請為學生的課業代禱，在眾多的報告以及課
業壓力中，使他們能夠依然有時間可以親近
上帝，聆聽上帝的聲音。並且能夠有機會來
參與團契生活及服事。
十五、輔英天恩團契(週二 PM5:30-7:00 大聚會，
G 棟 607)
1.感謝主，本周第一次聚會有 42 人參加，其
中約有 3/4 的基督徒表示輔英相當具有潛力
成為學校的祝福。
2.天恩一直以來跟社團指導老師都有溝通不
良的現象，這學期我們迎接新的指導老師李
秀山老師，感謝主，在大家同工之下，目前
已進行完社博以及迎新，在服事技巧、合作
模式、同工訓練等等上，仍有許多需要代禱
的部分，願上帝祝福我們接下來的訓練以及
聚會的安排。
十六、樹科大團契(週四 PM6:30-9:30 聯合團契大
聚會/燕巢教會)
1.感謝主，新學期社團嘉年華有一百多人來團
契攤位留名，第一次迎新聚會有 48 位樹科
的新生參加聚會，擠爆了會場。願主前代禱
，求神不但興旺校園福音事工，也給同工有
足夠的智慧和合一，在校園為主發光。
2.為團契 25 位同工代禱，求神幫助每一位同
工有力量帶新生，我們推行一領三，一個帶
三個新生，期望藉著關懷和帶領討論讀聖經
，可以以生命影響生命，建造基督的身體。
十七、高科大團契(週四 PM6:30-9:30 聯合團契大
聚會/燕巢教會)
1.期初校園宣傳，成功的在校園有二場台上的
演出與宣傳，社團嘉年華有二百多人來團契
攤位留名，第一次迎新聚會有 55 位第一科
大新生來參加聚會，真的是擠爆了會堂。請
為交通接送和聚餐交誼和場地空間與編制
分組祈禱，求神預備足夠的同工張羅所有聖
工。
2.為團契 22 位同工代禱，求神興起更多約書
亞起來，成為校園宣教士，為耶穌迎得更多
人。祈願一領三可以很深入的帶領人歸向耶
穌。

【中心消息】
1.為 10-12 月事工的推動代禱：
感謝上帝！10/6 義工輔導訓練順利結束，
約有 45 位朋友參加。
10/12 中心 2013 年度事工計劃研討會，
願上帝幫助能規劃適合且造就大專青年
之事工。
11/10(六)AM10:00「畢契餐會」假中心舉行
，請畢契夥伴們在 10/25 前向中心報名。
11/23-25「新生生活營」，地點：台南虎頭
埤青年活動中心，歡迎各團契新生參加。
12/1(六)PM2:00~5:00「信仰講座」，主題：
誰是異端？邀請羅雅教會蔡銘偉傳道專
講，歡迎各教會弟兄姐妹參加，請於 11/20
前向中心報名。
3.請繼續為大專各項事工的規劃與推動，大專
牧者(謝姐、麗華姐、李弦姐)及助理(曉玲
姐、義行)的身體、服事及家庭代禱；若願
意為大專新任牧者及助理人事經費奉獻的
伙伴們，請與中心或大專牧者聯絡。

【畢契消息】
1.已在 FB 成立北中南區畢契小組（KTL 北
區、中區、南區畢契小組）北區宜蘭至新
竹、中區苗栗至嘉義、南區台南至屏東；
歡迎畢契自己依工作、學校或家庭區域加
入社團，畢契事工將以各區建立關係網絡
及活動為主，請畢契伙伴們就近參加畢契
小組活動；各區消息將不定期在社團公佈
，畢契消息與代禱也依區域發佈。
2.畢契 FACEBOOK 社團：高雄大專(KTL)
畢契聯絡網，歡迎各位畢契加入社團，保
持聯繫互相關懷代禱；畢契及中心消息與
活動會不定期公佈通知。
3.10-12 月畢契好消息：
結婚大事！
10/20 正修譚景文(前金教會)，10/27 高醫
心雅(羅東教會)，11/17 高師奕偉(六甲教
會)，12/29 義守俐貞(斗南教會)
恭喜他們，並為他們禱告，願上帝祝福並
幫助他們建立同心合意的家庭!
升格當新手爸媽！
9/24 中山仰恩得著一對可愛雙胞胎兒子
10/10 義守美芳得到一位可愛的兒子。
10/29 義守善鴻將得到一位可愛的女兒。
4.各位老朋友若有要分享的消息或需要代禱
的事，都請與中心或輔導們聯絡；若結婚
的話，記得將喜帖寄到中心喔！

肢體代禱
【惠娟家】
1.目前尚在適應事工調整的次序與步調，
特別高宣住宿生關懷事工，需要用更多的時
間與精神來了解與服事；請為新事工適應、
生活調整禱告。
2.請為身體健康與有良好的睡眠品質代禱。
3.為負責之明年度總會大專、中心、團契的
事工之策劃與安排代禱。

【麗華、進祿家】
1.求神繼續加添更多的使命與毅力在繁重的
事工上。添加更多智慧看見看顧大專團契上
更多異象。在個人自我時間管理與靈命照顧
上，更有神帶領與保守，然後按著神所賜的
力量服事在祂所帶領的地方。
2.感謝主！透過醫療與家人醫治孩子的母親
，更求神繼續帶領孩子的父母親信仰。讓他
們在困難過程中依舊堅固在上帝的恩典中
。也保守帶領兄長在信仰上在職場榮神益人
，帶領進祿與家人在信仰上也能認識主，相
信主進而接受主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主！

【李弦家】
1.為新生活和團契的適應代禱，求主幫助我進
入學生的生活，了解他們的需要，陪伴他們
信仰上的困惑和生活中的困難。求主給我智
慧和敏感的心，了解祂的心意。
2.為我還沒有信主的家人代禱，求主引導他們
認識信仰。
3.為我時間的安排和生活作息的調整，給我
身心靈都有平安。

【曉玲、順財、崇恩、佳祈家】
1.求神讓幫助能夠管理自己的時間，不論是中
心的事工及家裡的事務能夠好好安排，能
做好時間的管家。

【義行家】
1.正處於適應新環境的景況，尚有許多需要磨合
與調適的地方，需要很多大量的學習與成長
，願神親自磨練、造就。
2.父親腳不適，造成行動稍受影響，願神醫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