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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奉獻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
工，願你堅立。（詩篇 90:17）
2020 年初前往北美服事時，就嗅到 2020 年將有一個很大的考驗等著我們，特別是外在
環境帶來的衝突。但我們深信：『願 神的榮美也歸給我們』。實際回到臺灣，我們原定要
前往服事的教會與地區，因疫情嚴峻的關係，約有二十多場來電取消與改期，我們便知道這
將是一個艱難的開始，即使如此，我們也依舊緊緊地抓住 神，一邊禱告，憑信心一路靠主
往前。
從今年起，磐石事奉團隊的工作區分為：

一 . 北部：磐石現代樂團、樂團培訓、音樂事奉學校、房角石音樂工作室、網路錄影事奉。
二 . 台中辦公室：368 福音遍傳、西海岸偏鄉、原住民部落、弱勢福音關懷、『天愛號』、『平
安號』福音車服事與臺灣大道教會、海外網路培訓與服事為主。

▼兩輛福音車停駐於十字架前，等候
差遣。兩輛車均可在行進間、定點使
用，可以單獨作業，也可串連成為一
個車隊來使用。

▼『天愛號』是一對旅美愛主的夫婦，
為紀念他們的所愛的長輩而奉獻打造
完成的 11 噸福音車。

▲『平安號』是紀念磐石樂團團員林
君平弟兄而打造的。雖然他在磐石樂
團服事僅有十多年的時間，因著他愛
神、愛人服事的榜樣，也促成平安號
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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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壇祝福台灣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裡。以撒說：
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
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創 22:7-8)
將最好的獻給 神，是我們服事最基本的態度。『天愛號』在七月份打造完成後，團隊
便安排將初熟的果子獻給 神！

▲臺灣最東的燈塔『三貂角』迎接日
出，也代表臺灣的利未人，向 神獻
上感恩的祭。

▲在最西邊的國聖燈塔築壇，看到
七股信福之家（信福先鋒七股希伯
崙堂）的傳道人一起來祝福臺灣的
西部。林福音牧師原本在法國服事
（謝鴻文牧師熟識），神呼召她離
開舒適的環境，來到七股服事一群
被遺忘的青少年，讓磐石的同工深
受激勵！

在臺灣最北邊的燈塔『富貴角』獻
祭，奉獻的林氏家族代表與一些主
內同工也一起出席。

▲臺灣最南邊的鵝鑾鼻燈塔，當磐石
一到墾丁公園，就看到恆基的同工們
熱情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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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中橫的最高點塔塔加，在臺
灣最具代表性的玉山國家公園旁，
一 起 來 祝 福 臺 灣！ 在 築 壇 的 過 程
中，遇到了許多登山遊客，感謝主，
大家都給我們正面的鼓勵與支持！

▲謝鴻文牧師與陳志成院長夫婦合
影。他們從學生時代就非常愛主，
一個唱歌傳福音，一個發單張傳福
音；後來一個在臺大醫院服務，另
一個常去醫院關心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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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福音 偏鄉部落 弱勢族群

▲臺中大安的加利利福音中心：李鴻
宗傳道以民宿為福音窗口接待遊客，
也在家裡主日聚會，磐石特別前來支
援傳福音，在大安海水浴場、媽祖園
區報佳音，看到 神奇妙的工作，除了
遇到幾個主動打招呼的基督徒外，也
有人當場就願意來認識 神！感謝主！

▲石龜溪教會佈道：這個教會在去年
時，還是一個聚會已經停止將近二十
年的地方，因著一對從魚池來的傳道
人家庭，目前已開始恢復聚會！這次
佈 道 會 有 兩 位 信 主， 對 這 個 教 會 而
言，有人信主的喜樂是難以言喻的。
去年我們佈道決志的那位先生已經
受洗，再看到他，我們已經稱呼弟兄
了！感謝主！能帶領一個偏鄉的鄉親
信主是多麼可貴的事情啊！

▲臺東長老教會：在服事分享時，
有位愛主的姐妹受感動，奉獻了
平安號的最後尾款，感謝主的恩
典！

▲豐收 119 會議：謝鴻文牧師受
邀參與會議討論，更清楚在臺灣
西海岸六十個鄉鎮中，各項資源
相當缺乏，求主預備更多的教會、
機構，一起參與服事，關懷西海
岸的福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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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中會（阿美族）的服事：與西
美中會議長張莫牧師相認，聊起三十
年前，磐石樂團的同工們在臺東住了
兩 年， 在 興 昌 教 會 有 好 幾 次 培 訓 服
事。聚會開始前，張牧師介紹謝鴻文
牧師時，提到這段往事。當時張牧師
還是個不到十歲的小女生，如今 神也
使用她，來服事近 30 萬個在都市工
作的阿美族家人，多麼奇妙。

▲臺北真理堂：透過福音餐會的
方式，服事許多弱勢的家庭，看
到二十幾個家長決志信主，同時
也了解弱勢關懷的工作絕非易事，
求主加添更多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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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主日

磐石主日是我們今年與教會連結的方式，主要藉由教會服事來傳遞、分享、見證 神在
我們當中所做的，並且邀請都會區域的教會一同規劃福音隊、短宣以及海外宣教，參與福音
遍傳的企劃與訓練。

▲臺南歸仁教會：參與平安七月夜
與聖誕節的點燈晚會及主日服事。
李盈賢牧師與教會兄姐們，都很有
意願參與。無論是在廟口佈道、遊
行，還是教會的主日服事，都得到
很熱烈的回應！

▲員林好消息幸福教會：雖然是
成立不久的教會，卻很有國度胸
懷，非常樂意參與我們的服事。
求主擴張他們的服事境界，能得
著更多人靈魂！

▲士林承恩堂：是小型但穩定成長
的教會，牧師與同工們都很樂意參
與國度事奉。求主更多使用教會，
未來可以組織福音隊前往西海岸
及原住民偏鄉，去得著更多鄉親
與支援偏鄉教會的需要。

福音佈道

磐石現代樂團傳福音的使命與異象負擔，不曾因為人員變動而有更改或調整。我們相信
用音樂分享 神的愛，用音樂引領人來認識這位愛世人的基督耶穌，一直是我們服事的標竿，
我們也一直為此努力向前。過去三十年來人員偶有調整改變，但我們依然堅持創作福音詩歌
及敬拜詩歌，以服事尚未信主的朋友和教會與基督徒，做為我們事奉的主要方向。

▲

臺南歸仁教會聖誕點燈活動：聖
誕晚會甚至吸引超過六百位鄉親參
與！感謝主！歌聲中，感受到大家
為歸仁齊心的祝福。

▲

▲臺中旌旗教會分堂：在國光路舉
辦聖誕園遊會。看到教會有很好的
邀請動員及禱告，再加上好的平臺
節目內容，結果就是有很棒的收割
與跟進！求主也賜福給許多要外展
的教會，都能夠得人如得魚。

合興長老教會聯合聖
誕 佈 道 會： 在 彰 化 溪
州是個很難得的盛會，
求主預備更多的機會
前往服事！

4

社團法人台北市磐石福音遍傳協會

分享 : 聖誕之愛

地址 :10699 台北敦南郵局第 446 號信箱
電話 :(02)8509-1911 傳真 :(02)8509-1917
海外支票抬頭 :Musicstone Ministry
PayPal:musicstone.group@gmail.com
網址 :www.musicstone.com 劃撥帳號 :50035841
銀行帳號 :(008) 華南銀行復興分行 122-10-013923-3
台中辦公室 - 電話 :(04)2326-7917
地址 :403014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 445 號 B1

信用卡奉獻

音樂事奉、樂團培訓

磐石現代樂團成立至今，培訓造就了許多音樂事奉的同工與樂手，因為我們知道只有磐
石服事是遠遠不夠的，訓練更多耶穌基督的精兵走進宣教禾場去得人如魚，是我們的禱告與
努力的方向。

▲磐石在員林好消息信地區所舉辦的音
樂事奉研習會。

▲磐石在高雄德生長老教會所舉辦
樂團的音樂研習會。

佈道研習是我們『生命帶生命』最實際的方式。2020 年我們在許多地區，舉辦了各類
型的培訓與分享研討，包括在西海岸徧鄉地區與許多弱小教會的外展。未來我們將規劃一年
十二次到西海岸的偏鄉教會、原民部落，來服事有需要的教會。
2021 年我們預計規劃四個梯次（3、6、9、11 月）傳福音的培訓課程，來連結區域教
會與基督徒參與在西海岸、原住民部落、偏鄉地區的福音事奉，協助有心突破福音瓶頸的教
會，由區域認識、交流、配搭、支援到一起成長為目標的訓練課程。
▲

我們在員林和平長老教會所舉辦
的傳福音訓練，期待能與教會一起
配搭福音外展。2021 年，也是和
平教會開始外展傳福音的一年，期
待教會藉由傳福音，再次帶動新倍
加運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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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事工－錄影

延續去年的錄影服事，磐石在去年錄製了 28 首各類型的福音詩歌與敬拜詩歌。磐石服
事至今所創作的詩歌超過幾百首，除了敬拜的詩歌，福音詩歌應該是全華人基督徒創作中最
多的！ 2021 年也將透過青少年兒童的錄影製作，來服事青少年與兒童。同時也期待能藉著
錄影的服事，與許多人分享。

房石音樂工作室

出版有聲音樂專輯與樂譜及教材，一直是我們出版的重點。特別是網路時代的誕生，對
文字的創意與運用，是基督徒文化很重要的資產。因此我們不僅看重，也願意不計代價來經
營。
除了敬拜主領（四）的編整，我們也陸續出版基督徒的敬拜教學教材，同時已經將敬拜
主領（一）、（二）、（三）都匯轉成電子檔。鋼琴與樂譜專輯也將預計在 2021 年陸續完成。
我們曾出版的音樂專輯、音樂超過 300 首，預計將分成三個階段完成轉檔，並且將所有的音
樂上傳到網路平臺，求主預備我們所需要的。
2020 年對我們而言是非常辛苦的，疫情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向
神獻上感恩！讓我們在患難中，仍然帶著感恩與盼望持續往前！

網路培訓

網路教學是我們事奉的新旅程，不僅在臺灣舉辦各項的研討會，也與海外的基督徒團體
一起合作，幫助各地華人一起來學習。除了在各地區舉辦事奉研習會，未來四年，我們將規
劃四年一貫制的敬拜事奉課程，來服事有需要的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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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辦公室成立

我們禱告許久的駐點，除臺北之外，期待在臺中甚至南部都能設立辦公室，就更有效率
延伸原本的服事與規劃。

城市祝福

第一階段：以我們的福音車天愛號、平安號串連服事。除了在臺灣各處有分進合擊、持續遍
傳的服事外，期待能再推動祝福城市的遊行，並且與地方教會合作，來使用兩臺
『移動的教會』、『戶外的教會』、『築壇』，來傳福音，報佳音，實現『走禱
祝福』做定點、定時戶外慶典與戶外教會的推廣。
第二階段：期待能夠鼓勵教會能夠外展『march for Jesus』祝福我們的城市，讓我們所在
的社區因著教會的聯合，來接觸社區的朋友，向鄉親、社區見證，讓他們能夠了
解，雖然教會有所不同，但是因著一主、一神、一個肢體的概念，我們都是屬
神的。

前年，我們在員林聖誕遊行報佳音時，就看到二十幾個教會一起走出教會報佳音，甚至
當時就向上百個商家傳福音、祝福，看到那個夜晚整個員林就如同一個大教會般，深信這是
神所愛的！
去年我們用一整天的時間來走禱、祝福基隆七個行政區，我們看到當榮耀的 神進到我
們的城市後，有許多不好事就會被 神的祝福、同在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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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聖誕節，我們參與宜蘭眾教會，用兩天的時間一起來祝福我們所愛的宜蘭與
羅東鎮。甚至宜蘭市長和羅東鎮長，也都一起共襄盛舉，全程參與。當首長也一同來認識
神時，我們深信，那個城市必將走出被惡者轄制、綑綁的網羅，進而經歷城市的轉換與更新。

▲宜蘭眾教會在羅東中正公園。當晚
教會為宜蘭的屬靈空氣翻轉禱告，也
為宜蘭市長、羅東鎮長禱告祝福！願
這地能歸向 神！

▲羅東街頭報佳音。

▲沿路有許多教會、機構表演、
傳福音、吹角隊、舞蹈等節目。

▲羅東分七個大隊先後報佳
音， 一 起 向 市 民 分 享 好 消
息。

▲所到之處跟過去迎神廟會截然
不同的喜悅，充滿平和的氛圍。

▲天愛號擔任前導車，由樂團帶
領敬拜與祝福城市。

在兩公里的市區遊行沿路接觸人群，這是教會茁壯的契機，也是與人同得福音的機會。
期待未來，我們可以在臺灣其他的城市，進行教會連結祝福地區的服事。也藉由陪伴、
訓練當地教會，一起為城市的轉化及屬靈的突破與成長來預備。

第三階段：期待未來都會的區域教會，能夠每年彼此連結，前往鄉村區域、西海岸偏鄉、原
住民部落去祝福偏鄉地區，求主藉由『施比受更為有福』的落實，讓教會能一同
經歷在地上如在天上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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