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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我傳警告，我往哪逃?
我對神唱反調，以為沒人知道。

直到我上船後，風雨大作，

抽籤抽到了我，我被扔到海中。

在魚肚裡禱告：「主，是我不好，

我應該傳祢的話，到每個人家。」

只要禱告，就有勇氣出去傳福音，

讓我有信心，克服困境，作主的精兵。

這首詩歌在離開營隊後，彷彿還在耳邊吟唱，不絕於耳……。

這次喜信生命體驗營的主題很特別，「一條大魚的故事」，以約拿為主角，

1/27-1/29三天兩夜，在嘉義四股教會舉辦。

在查考《約拿書》的時候，會發現很多人對約拿先知的評價很兩極，有人說

他愛國、很有膽量且懂得悔改；有人說他愛抱怨、跟神討價還價、沒有愛心。不

管人們怎麼看他，聖經把約拿的選擇以及神的回應寫實的記錄下來，讓人們省

思，自己是否也在某些時候成為了約拿？在功課、工作上逃避的約拿；在聖工中

抱怨、拒絕的約拿；在教會裡默默哭泣、悔改的約拿……。

不管是哪種約拿，神都有要我們學習的功課，從不明白到獻上感謝的禱告，

從逃避到仰望神的救恩，都需要時間來改變我們的想法。

禱告，不只是約拿的功課，也是我們的功課之一。在這次營隊裡面，一直有人

為我們舉起禱告的手，上課的時候、戶外活動的時候、睡覺的時候……，隨時隨地，

顏望仁傳道及王提多執事、王國慶執事以及有空的同工們都在當「守望者」，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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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能將這份感動、這份恩典，一直記在心中，讓主陪我們走未來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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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站在破口處一樣，求神用祂的大能補足

我們的軟弱。

這次營隊開始前，有一個營前訓，沈慈

敏大姐跟我們分享，人若有願做的心，神的

恩典會多加給你，並以折筷子的體驗活動，

分享同工是互為肢體的關係，彼此不但不可

以缺少，還要彼此相顧，同甘共苦。

因這次體驗營總共有83位工作人員及學

員98位（慕道30位），但四股教會的場地

有限，白天餐廳內放上餐桌吃飯，晚上則變

成喜信晚會的劇場舞臺，半夜又變成工作人

員睡覺的帳篷，雖然讓總務組很頭痛，但在

這當中，看見大家為主做工的心，且蒙神同

工，讓總務組就像有很多天使在一起幫忙一

樣，每一天不斷的組裝再拆卸，才能給營隊

的大家一個這麼舒適的場地。

行政組及炊事組也非常辛苦，四股教會

是一間靠海的偏遠教會，最近的便利商店要

騎車5-10分鐘才會到，晚上8-9點附近居民

就熄燈了，滿天星空下只剩下筆直街道上的

路燈亮著，所以大部分的物資與食物都是從

外面運送進來。因著一顆願做的心，大家同

心的禱告並靠神帶領，才能支持工作人員為

學員們準備每一天四餐以及課程所需的各種

需求。

這次體驗營有許多的同工都是第一次或

第二次帶，雖然經驗不足，但有一顆「因

為主耶穌的緣故」而來的心，皆希望能帶領

學員到神面前；沒想到，在參與服事的過程

中，反而是帶領的人體會到越參與服事越靠

近神，從其中體驗到神

的同在。

3天2夜的體驗營，以劇場方式和演出生

命的見證來串連。第一天是講述約拿的故

事，並虛構一位神祕說書人，將約拿的故事

分享給現代中一位飽受霸凌的學生小皙，將

約拿的故事與小朋友的生活串連起來。

第二天則是新竹教會黃薇瑾姐妹的見

證，在主持人訪談黃姐妹的一問一答中，

穿插著演戲，把重

要的事件或片段呈

現出來。那天晚上

很多人紅了眼眶，

薇瑾姐妹也數度哽

噎。不願回首的過

去，卻因神的愛有

勇氣面對，讓學員

體會到原來有神真

好，原來神一直都

在我們身旁。

因這次的體驗

營大家都有很多的

感觸，以下節錄幾

位活動組同工參加

體驗營後，心中滿滿的恩典與感動。

約拿飾演者—林浩恩

我們都應該當過約拿，曾經和神唱反

喜信生命體驗營活動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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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曾經為此用力悔改，然而在禱告之後，

生活不盡如我們的意思，又跟神鬧脾氣。在

飾演約拿的過程中，才赫然發現，原來我那

麼像約拿……。

其實約拿非常的幸運，在犯錯之後，在

被扔到海中之後，神就安排那麼一條大魚把

他吞了（拿二17）。約拿其實都知道，他

知道他逃避不了神，他知道神無所不在，但

他仍然順從自己肉體，明知故犯，所以他最

後，就算遇到了如此遭遇，以為自己必死無

疑，還是在禱告中感謝主。我們何嘗不是這

樣子，知道神會看顧我，知道神愛著我，但

仍然向神抱怨著。

我的聲音在高一之後就受傷了，我一直

自卑著，同時也一直求神還我聲音，但神沒

有，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我這樣相信著，卻

又那麼不服氣，固執的在禱告中跟神討價還

價，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必須依從？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被點醒了，認知到

這件事情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仍然可以

講話，仍然可以唱第四部，更在一天天變得

更好的過程中，體會到這樣的聲音是神給我

的一個記號。這是神給我的一條路，而我必

須走。怎麼走呢？跪著走！「你們所遇見的

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

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

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

受得住」（林前十13）。

在營前訓的早晨，我特別早到會堂，就

開始禱告大概20分鐘，接著的早禱會，也到

前面祈求，求神幫助這次的聲音無恙，求神

帶領整個營隊。當早禱到一半的時候，我倏

地感覺到神在安慰著我，也默默地告訴我祂

會和我們同在，我的眼淚無法止住，我的聲

音也越發大聲。

禱告結束時吟唱的副歌，很多時候因為

我聲帶的關係，是唱不太上去的；但這次，

傳道開始唱起：「向前行，向前行，為救世

福音齊出征，尊基督為王，齊歡唱，十架旗

下頌主名。」我聲音完好的唱完整個副歌，

對於我來說是震撼的，能夠齊歡唱的感覺很

振奮我的內心，更激發我要盡力做這份工的

殷切。

為了福音的緣故，我們參與這份聖工，

加入這場征戰；當我們先求神國神義的時

候，果然，我們所需用的一切就加給我們了。

我願意做個約拿，看見自己軟弱，然後

重拾自己的信心，出去傳福音！

飾演通往他施船上英勇風發的船

長—楊雯婷

從開始接到企劃時，我有點呆愣，畢竟

約拿這位家喻戶曉的人物，要將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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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來，並要傳福音給小朋友們，我實在想

不到怎麼不選摩西？大衛？約瑟？約拿在我

心裡一直是負面的人物，但是經過這次的企

劃，卻讓我發現約拿的美德。

小時候聽到約拿的故事，都覺得約拿是

個不乖的人，是壞榜樣，神要他去傳警告，他

卻逃走。我一直以為是因為約拿懼怕尼尼微

這個國家，但後來發現他是因為愛國。我們

知道要原諒人，要傳福音給他們，但是當我

們面對敵人時，很多時候就會像約拿一樣，

逃避而不說。但是神願意我們如此行嗎？

這次營隊，我是擔任開往他施船長的角

色，將整個故事串起來。看著約拿逃到船

上，然後經歷這些大風大浪；聽到約拿的故

事，因而相信天上這位真神。我覺得很不可

思議的是，雖然已經了解這個故事，也知道

結局如何，但是自己融入角色後，才發現神

奇妙的作為。

在聖經裡，短短四章就將約拿帶過，卻

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有一章約拿的禱

告更是使人印象深刻。在營隊中，第一次聽

到〈我不願意做一個約拿〉這首歌，緊緊的

抓住了我的心。一首詩歌輕描淡寫了約拿的

故事，我是不願意做一個約拿，但是我卻發

現，自己原來不及約拿。

串連兩場生命劇的神祕說書人—

林光昕

當初會以說書人當作約拿故事的串場人

物，是因為約拿後半段的故事對於小朋友來

說，或許是比較難懂的，因此在幾位同工的

討論下，才

發想出說書

人的角色跟

功能定位，

用以幫助小

朋友了解，

其實約拿的

故事是很貼

近他們的生

活。

在營隊第一天，有許多從來沒有接觸過

聖經的社區小朋友，他們或許都是懷著不安

的心情來到這個地方；故事，是一種可以瞬間

拉近彼此距離跟消除不安感的媒介。說書人

的角色是由小弟扮演，從營隊一開始，大家對

於說書人充滿神祕的色彩，到晚會開始後，認

真想知道說書人傳達的信息，我覺得這個晚

會能成功，所有的榮耀都要歸給天上的阿爸

父！在所有人已經盡力準備的情況下，人的不

足才能顯出神的大能，晚會有許多後臺的準

備真的是主耶穌在帶領，賜給大家一顆合一

的心，完成所有的角色扮演。

這當中我看見了神的大能，也知道神分

配給個人不同的恩賜，為的是要興旺福音。

當說書人下臺一鞠躬後，所希望的是，故事

永遠留存在當晚所有人心裡，成為種子、力

量，願榮耀歸於主！

飾演成年後的黃薇瑾—楊雯婷

這次安排的見證劇主人翁，是一位自己

來信主的姐妹，她的一生令我印象深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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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見證劇中扮演她的角色。

有一幕是她想要戒掉長達數

年的煙癮，而跪下來誠心向神禱

告。角色投射到自己時……，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壞習慣，那位姐

妹有勇氣跪下來禱告，我卻連開

口都不敢，這讓我又再次的反省

自己的信仰。

曾經聽過，信仰若不持守好，會越信越

盲目。自己的信仰是否如此？我相信每個人

的心裡都有答案。感謝神，這次短短幾天的

營隊，讓我學習到不少，也再次對信仰有了

不一樣的反省。

耶和華我的神啊，祢所行的奇事，並祢

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向祢陳明；若

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詩四十5）。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當我們靈性處在

低潮時，神總會藉著人想不到的事情，去加

添我們的靈性，所以時時刻刻抓緊神，神會

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飾演薇瑾的媽媽—江涵清

對於帶營隊我其實很害怕，什麼都怕，

害怕不能融入大家、害怕自己的想法很差、

害怕戲演不好、害怕拖累大家……，不過藉

由營前訓，我告訴自己：倚靠神，只要有願

做的心，神必加添能力。如同《馬可福音》

十一章24節所云：「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

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

的，就必得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飾演薇瑾的媽媽，排

演時組員跟我說：「到時候真的要哭哦！」

我覺得對我來說好難，因我本身就是不容易

哭的個性，要演這麼激動的情緒也感到有點

尷尬，不過既然被安排了，就學習順服！

很喜歡活動組的大家，從開始排演到正式演

出前，都很努力的培養情緒，有什麼需要幫

忙的，大家也都會觀察並主動補足，這種互

為肢體、彼此同心的感覺真的好特別。正式

演出前，甚至還有貼心的同工塞給我人工淚

液，我也祈求神帶領這場演出能感動大家，

是為主而不只是為了好看。

沒想到見證劇前聽到薇瑾姐的訪談，讓

我非常進入情緒，更能體會當時的那種情

境，在演出後居然就淚如雨下，眼淚鼻涕一

發不可收拾，讓整個劇情更有張力的同時，

我發現薇瑾姐在臺下也跟著流淚！讓我非常

非常感動，也許這就是神的大能幫助吧，完

全沒想過會這麼地投入在劇情中，甚至不覺

得在演戲，而是真的在處理自己的情緒般，

相信這一切都有神在帶領。結束後，我們下

樓跟薇瑾姐合照，她一見到我馬上大喊「媽

媽」，並且擁抱著我，我的淚水在眼眶打

轉，她說：「我看到妳就會想哭，妳演的真

的太像了，太像我當時記憶中媽媽的模樣，

真的就是那樣。」我不知道要回應什麼，只

是抱著她，心中不斷的感謝神，若不是主，

我們怎麼能呈現如此動人的故事。

感謝神讓我在這幾天營隊中，每次禱告

都能用心與祂說話，不會像之前那樣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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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焉，也感受到所有工作人員同心為同一目

標努力的力量，甚至越禱告越甘甜，這在我

身上，已經很久沒發生了，我好感動、好喜

歡這種感覺，希望能這樣一直與神對話。相

信這次營隊不只在小朋友心中種下福音的種

子，也對我們同工的屬靈層面有很多的造

就，願我們能將這份感動、這份恩典，一直

記在心中，讓主陪我們走未來的每一步。

閉會式主持人—高曠

很感謝神能讓我參與了這次的營隊工

作，帶營隊是我從小到大很嚮往的聖工，沒

想到今天的我也是他們的一員。進到活動組

這個家庭讓我知道，什麼是同為肢體，如同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25-27節所云，我

們是基督的身體，每一個人都是肢體，這幾

天每個人都互相幫忙、彼此學習。

在這次的事奉中，令我感觸很深的地

方，就是閉會式。我是扮演主持人的角色，

剛開始我要一個人來開場，心理壓力很大，

害怕小朋友不理我，所以在禱告中跟神說，

不求我能主持得多好，只希望能夠順利完

成。很感謝神，我很投入在其中，有一些臨

場反應是我想都沒想到的，當看到小朋友

唱詩，臺下的小隊輔跟著一起帶動氣氛，心

中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動。其實，有時候

看到臺下的小朋友，彷彿就看到了從前的自

己，孩子天真的笑容是給我前進的最大動

力，這一次的營隊真的讓我成長許多，謝謝

活動組哥哥姐姐們的照顧，期待下次還能與

大家為主做工。

×　　×　　×　　×

感謝主，臺上光鮮亮麗的演員，背後是

無數次的背臺詞加練習；草地上出任務威

風的關主們，卻是頂著兩三個小時的寒風烈

陽等待小朋友的來到；人群散去後收道具的

工作人員，看似疲憊卻也收走了滿滿的恩典

感動。活動組不像輔導組一直陪在小朋友身

邊，能得到即時的回饋，但卻是在營隊中牽

動歡笑與淚水的靈魂人物，在一次次的活動

中，從不同角度一直看見神的同在，雖然神

的幫助不一定是照我們所想的路，不一定是

輕省的擔子，但在過程中卻能讓人有深刻的

體會。

帶著神賞賜美好的天氣，與神美好的同

工下，感謝神，這次營隊平安落幕了，願將

一切榮耀歸給神，哈利路亞，阿們！        

91http://joy.org.tw    holyspirit@tjc.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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