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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理事長／劉民和  秘書長／杜林茜 
理  事／曾政忠．沈介仁．陳士廷．李正一．莊百億．溫永生．楊復興． 

羅世昌．黃武恭．羅貞美．張仁愛．王瑞珍．胡業民．李慧敏 
監  事／陳  鐳．李麗明．陳稻松．蘇學龍．林慶宜 

    每一個人都是「誕生」到世界，唯有耶穌是「降

生」，因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

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2：

6-7），耶穌若沒有降生，就不會有聖誕節，也不會有

聖誕老人、聖誕樹、聖誕歌、聖誕卡、聖誕禮物，當

然也不會有聖誕舞會與聖誕大餐。 

耶穌的降生非比尋常，西洋曆以耶穌基督的降生

為界線分為西元前與西元後。祂的出生帶來許多的「異

象」： 

1. 天使與星象：天使向馬利亞問安並預言耶穌降生

（路 1：28 – 38）、以利沙伯一聽到馬利亞問安，

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路 1：41）、天使報喜訊

給伯利恆野地裡的牧羊人，說：「不要懼怕！我報

給你門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

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

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路 2：10-12）又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 神

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

所喜悅的人！」（路 2：13 – 14）、當希律王時，有

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

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

來拜祂。」…..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

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

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太 2：1-2、9-10） 

 

2. 夢中的異象：夢中有主的使者向約瑟顯現說：「大

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

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

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 1：20-21）、博士因

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

路回本地去了。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

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

埃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

小孩子，要除滅他。」（太 2：12-13）希律死後，

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

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太 2：19-20） 

3. 預言的成就：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

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

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太 1：

23）希律被博士愚弄，就差人殺盡了伯利恆城與

四境凡兩歲以內的男孩，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

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

哭她的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我不喜歡「聖誕節」被異教徒改成「耶誕節」，

因為耶穌並不姓耶，況且主禱文寫著：願人都尊

你的名為聖，因祂是聖子彌賽亞。唯有接受耶穌

作他個人的救主，罪得赦免，才能得到真正的平

安。 

 

耶穌的降生 
杜林茜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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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代禱同工：平安。 

     我心緊緊地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詩篇63：8 

     教會在忙著籌備聖誕慶祝活動時，這一年又即將進入尾聲，服事越忙碌就

越覺日子快速的流逝，似乎每天都在起床、入睡間度過，不知是否做了牧師，

講道的次數也就隨之增加了，每主日奔波在不同的教會，還有拓植感恩禮拜、

週年感恩禮拜、特會、年會等等，加上白天、晚上基宣的課程、行政、人事、

企畫、與同工開會、靈修、購校……有一天去探望老爸，他對我說：「人生不

要這樣忙碌啊！」我警覺到基宣需要找一位行政同工來分擔我過多的事工，讓

基宣更有效的成長，更盼望的是要找一位對基層有負擔的接棒者，我可以訓練

帶領他，讓基宣的事工傳承下去。 

    面對新的一年需要有新的計畫，特別是基宣明年就要滿十週年了，三月24

日（週六）下午有慶祝感恩聚會，四月份我將前往北美為購校募款，五月19日

將舉辦「國度均平—基層宣教特會」，六月24日下午是基宣第一屆畢業典禮（第

七屆延伸制結業），六月25日第一次招生考試，七月北美短宣隊來台配搭基宣

安排的教會與學校短宣，八月6日第二次招生考試，八月20日延伸制共有12門

課的各區老師研討會，十月1 - 4日第三屆世界華人基層福音會議（我是籌備

委員之一），以上都是平常之外加添的事工，願 神的右手扶持我，也保守我的

心緊緊的跟隨祂。 

     

    購校近況與進度： 

    忙碌的工作之外，令我最感壓力的事，就是「購校」，十月6日一開完理監

事會，大家就同心前往新鎖定的目的地—桃園大有路上前進，看完房子後都覺

不錯，我想大概有希望了，結果由理監事組成的購校小組與代書、房主商議協

談，中間又出現了一些問題，造成整個購校的障礙，令我非常挫折，因為購校

一事無法安定下來，成為我內心極大的壓力，有時還會影響睡眠，在人手不足

之下，又要承擔購校的壓力與責任，真有力不能勝之感，目前購校小組一面繼

續與房主商議，另一方面仍要我再找其它的房子，做為其它的選擇，我的主、

我的 神：求您預備！ 

敬祝     聖誕快樂 

                                       主內 杜林茜上   2011年12月5日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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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基宣上課是 神在今年給我的禮物，我用

順服的心接受。起初，對於擁有四個幼子的我來

說，一週四天上課，不能常陪在孩子身邊，加上有

牧養教會的重擔，實在懷疑自己的能力是否負荷得

了？經禱告順服後，我才明白 神要我接受裝備，

是讓我學習如何倚靠祂的力量和智慧來面對我心

中各樣的不可能。 

藉著牧者、老師和同學們的代禱，我們全家很

快的適應了新的生活。感謝主！我和師母並沒有因

此少了和孩子們的互動。相反的，我們更重視每週

全家相處的時間。透過老師的輔導及基督化家庭課

程的教導，使我知道如何建立一個合  神心意的家

庭。除了說是 神的恩典，我還能說什麼足以讓人

相信呢？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只要信靠順服就可以

了。 

在學院上課是一個享受。從八月底開始的自

我成長課程中，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目標，

以及生命成長中應有的各樣品格，使我對過去的

事奉有許多的反思與檢討。新生訓練是一個台灣

基層世界的透視鏡，我用真切的心去體會基層的

需要，並且從心中呼喊： 神國度的工人在哪？ 

學院用這樣的開場白，激發我去看見自己的

不足，給予我學習的動力。老師們的細心教導和

熱心關懷，吸引著每個學生努力的學習他們事奉

的榜樣和生命的操守。最讓我受用的是在課程中

安排實際的操練及應用為作業，可以實際的運用

在家庭和服事上，相得益彰。加上在基宣有一群

志同道合、活潑又可愛的同學們，使整個學習生

涯好不熱鬧。 

上課心得 
學士一  游恩得 

第一次來到台北服務業福音教會時，是到青

少年團契作見證。當時的我，覺得這教會很不一

樣，原來是內地會宣教士所建立的教會。教會的

弟兄姊妹，大多都是弱勢族群，或是服務業的從

業人員，當中也有不少是單親媽媽。牧長們都很

隨和，特別是來自德國的宣教士：魏姐（魏莉萍）

我看見她待人的那份愛讓我好感動，好像這裡就

是我的家一樣，是那樣的親切與熟悉。於是心中

就暗暗的自許，我若考上基宣，希望能到這裡實

習。 

感謝主！在今年的夏天，妻子（邱紅）和我

皆如願考上了基層宣教訓練學院，並且到台北服

務業福音教會實習，他們非常的接納我們，尤其 

柯傳道在給我們許多引導，使我們瞭解如何用

不同的方式傳福音以及牧養基層人。 

我之前是在機構服事（大陸晨曦會），神給

我的呼召和使命對象是吸毒者、更生人、和青

少年，他們也是屬於基層人，更需要福音的大

能。神把我放在基宣裝備，從機構到教會的服

事，是新的挑戰，我相信學校要求的實習工作，

是幫助我們能更融入教會的需要。我珍惜目前

在教會實習的時間，以及在學校的學習，這兩

者相輔相成，使我更清楚裝備的重要。我也感

謝基宣，如此接納我，讓我可以受裝備訓練，

成為神在基層教會裡的工人。把一切榮耀歸給 

神！ 

 

證書一  程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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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與人際關係 」課程心得 
雙和行道會   蘇秀秀 

感謝 神為我預備基宣訓練課程，自開始就

讀基宣延伸制課程至今已三年，從未停止過學習

的機會，因為每季的課程都很充實，對靈命成熟

很有幫助。 

  「EQ與人際關係」是由溫和又優雅的資深心理

諮商師─金鳳老師教導，老師帶課方式非常有深

度又易懂，她很會教導有關人際上重要的觀念並

有許多貼切的實例，學員們在輕鬆愉快又有趣的

方式中學習。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真是有著微妙的過程，想

要自我表達意見的時候，要能明確運用訊息，只

針對事情而非針對某人。溝通方式有很多種類，

語言交流、肢體語言、傾聽等，不要小看非語言 

 

的溝通方式，一個眼神、一個肢體的動作足讓別

人感受不友善的訊號。人際互動本來就是一件有

趣的事，每個人都有個人特質，要學習如何尊重

彼此，懂得互重、互動，人際關係就更暢通。另

外，傾聽也是很重要的，如何專注地聽、並聽出

真正的問題之訊息，若只傾聽表面的問題而忽略

了真正的問題根源，將有解讀錯誤或誤解的危

險。 

  這門課程使我與人的互動上有很大幫助，學習

成為傾聽者，特別在親子和家庭關係上有正向發

展。在服事方面有新的體會，當我聽到對方有負

面思想說出他的問題時，我能以正面思路回應，

相信我可以幫助我身邊需要被幫助的人。 

「基督徒倫理」上課心得 
石牌禮拜堂：顏國年長老 

上完基督徒倫理的課程，同學們都懷著感恩

及意猶未盡的心情暫時告別，期待下期新課程的

來臨。這是兩年多來同學們所建立的情誼所致，

更是每一位基宣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所結的果

子。 

回想當初開課之前，同學們對基督徒倫理沒

有概念，心中不免質疑本課程的必要性，不料經

過李文榮老師和藹可親且深入淺出的教導後，同

學們漸漸明白基督徒倫理的內涵。基督徒對聖經

中 神的旨意及啟示雖然知道，但如何活化在生

命中（亦即聖經的生活應用）卻是一個問題；換

言之，我們都知道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和鹽，但如

何本著聖經的標準活出光和鹽的生命，則是一門

學問，而這就是基督徒教倫理學的範疇，更是本

課 

 

 

程的內容。 

老師有三十多年的牧會經驗，上課以聖經

為原則再佐以他牧會的豐富經歷加以詮釋，同

學們個個聚精會神的聽講，受益良多。合 神

心意的基督徒必須先懂得照管自己的家，然後

才能照管 神的家，因此課程中我們學習到家

庭倫理（包括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

係）、婚姻倫理、金錢倫理、職業倫理、環保

倫理等；有好的家庭倫理關係才會帶動好的教

會倫理關係。 

神的話語要銘記在心，生命要發光則需

要 神愛的油澆灌。願  神賜福我們有和睦的

倫理關係，為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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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院本部開放課程 
 

一、 兒童事工（密集課程） 

2學分，學費3000元，同教會5人以上每人2700元 
授課老師：韓世馨傳道 （萬國兒童佈道團新竹區主任） 

＊課程目標：1. 訓練老師有效的使用神的話語向兒童傳福音。 

2. 訓練老師教導兒童福音聚會 

＊課程內容：兒童佈道的重要、無字書佈道法、如何教導金句與詩歌、 

聖經課程備課與教導、如何籌備兒童福音性聚會 

＊上課時間：2012年2月6-8日、13-15日 

週一、二早上9：00～12：00下午1：30～4：30 

週三早上9：00～12：00 

＊截止報名：2012年1月31日 

 

二、 老人事工—老年生活與照顧須知 

2學分，每人3000元，同教會5人以上每人2700元 

授課老師：張宰金教授  （華神專任老師） 
＊上課時間：2012年3/5(週一) 至5/14(週一) 共10週（4/16不上課） 

下午2:00至4:50PM 共30小時 

＊上課對象：1. 在教會中從事老人關顧與牧養事工者 

2. 教會有做社區老人外展事工或社區長青學苑的牧者、 

  傳道、同工、長執、團契輔導、主日學教師、小組長等 

               教會對此重要議題的回應刻不容緩。本課程就是建立在聖經的理念，對於老人的關顧而設計的。 

               相信經過本課程學習之後，必能掌握老人學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達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三、 台語讀經與佈道（共十小時，不計學分，每人500元） 

授課老師：張葉旻豔師母（上課時間在「老人事工」課程後一小時） 

＊需具備基本台語聽、說能力者上課 

＊截止報名：2012年2月25日（與「老人事工」課程同） 

 

＊三門課程報名專線：03-4531472吳淑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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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課程 
名稱 

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的話 

宜蘭區 

基督福音與 

民間宗教的

對話 

吳俊雄 

牧師 

知道耶穌是我唯一的真神雖然時而抗

拒時而 聖靈充滿但是上課之後更佳確

定神是我的依靠別無祂神可代替，我是

幸福的因我是天父的孩子。 

謝謝吳牧師親切生動的解脫突破

心中的障礙對外邦人有更多的認

識和(異教徒)憐憫。 

 

基隆 

安樂區 

舊約人物 

  集錦 

張家麟 

傳道 

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調整，與週圍的人相

處都有很大的進步。 

透過人物了解自己與神的關係，也透過

人物了解神的心意。 

感謝老師辛苦的備課及上課。 

謝謝老師常常分享生活見證讓我

對神更有信心。 

基隆 

暖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在此課程得著了學習怎樣查經， 

  和調整身活習慣及個性上的改  

  變瞭解真理。 

能讓我更認識神，更能明白神的 

  話及教導。 

感謝牧師耐心的教導，讓我們得著

更多。 

杜老師非常用心教導，讓我們更加

領略與運用。 

汐止區 個人靈修 
王婷 

牧師 

建立與主親密的關係更身操練。 

對於靈修生活有更深入的體會與方法。 

謝謝王婷牧師的辛勞教學。 

老師教的淺顯易懂、也都舉很棒的

例子。 

石牌區 
基督徒的 

倫理 

李文榮

牧師 

對於許多事情判斷和準則有了清楚方

方向。 

以為的學習真的非常寶貴。 

 

謝謝老師，能與生活上相應讓  

  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老師這段時間的教課。 

岡山區 
新約人物 

集錦 

汪素春 

教師 

從新約人物反省內在生命及服事心志 

有更多得看見，更多得學習，更多的領 

  受。 

感謝老師使我在歸納聖經經節有

更大的突破。  

雖短短的幾個禮拜老師無私的教ˇ

導，深深感動。 

雙和區 
EQ與人際

關係 

金鳳 

傳道 

當與人溝通時有得到突破性的改變。 

當與家人的關係有方法作調整 

  改變。 

感謝金老師。熱心主動認真教學值

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謝謝老師很用心也很耐心的教導

們，讓我們受益良多。 

桃園區 新約人物集錦 
徐家正 

 牧師 

對新約從空閒、時間中對聖經人物有整 

體的膫解，且更深入並有興趣。 

更能瞭解聖經人物。 

謝謝老師，準備豐富的課程。 

感謝徐老師的教導，希望有機會能

再上徐老師的課。 

潭子區 
聖經的基礎

神學 

顏添祥

牧師 

對信仰更加的確認從探討研讀中 對神

的愛、罪的問題和基督的救恩有更深刻

的體驗。 

對神的話語更深入的了解。 

謝謝顏牧師的教導，他的言教及態

度深深影響了我讓學習凡事要更

謙卑，願神大大的祝福顏牧師一家

人及所服事的教會。 

埔里區 

基督福與 

民間宗教的

對話 

潘文卿

老師 

對民間信仰有更多面項的認識。 

判別出當其他宗教與自己信仰衝突時

該如何做。 

謝謝老師能將自己經歷與我們分

享能有資料和別人說話。 

謝謝老師用心來教導。 

內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使我的靈命成長，讓生活更充實 

  更能活用聖經。 

使經文與平日生活可以相連結 

  看經文可以更深入膫解。 

感謝老師在忙碌中來為我們上課希望能

有更多人能為此課程而受惠。 

課程內容很棒，這樣的課程希望可

以推廣在各教會。 

延伸制課程學生「教學反應評估表」摘要(2011年9~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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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內湖、石牌、永和（2

班）、桃園、埔里、潭子繼續

上初階課程，正在招生中，希

望一切順利。 

 

 基宣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早上10點將在學院召開院

本部實習牧長座談會，請代

禱。 

 
區學生上課情形，為此獻

上感謝與代禱。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400元（進階2,700元），同教會5人以上，優惠價2,000元/人（進階2,400元） 

地 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時 間 上課地點 

宜蘭區 基層佈道 杜林茜 牧師 (一)晚上 7:00~9:50 宜蘭禮拜堂 

基隆暖暖區 基督徒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王瑞珍 老師 (四)早上 9:30~11:50 碇內浸信會 

基隆仁愛區 基督徒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廖昆田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浸信會榮光堂 

汐止區-1 個人靈修的建立 王  婷 牧師 (五)晚上 7:30~9:50 汐止浸信會 

石牌區 基層領袖塑造 宣承義 牧師 (四)晚上 7:30~9:50 石牌禮拜堂 

內湖區 基督徒倫理 李文榮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麗山禮拜堂 

桃園區 基督徒倫理  梁美玉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桃園拿撒勒人會 

雙和區 新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一)晚上 7:30~9:50 雙和行道會 

永和區 EQ 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五)晚上 7:30~9:50 永和循理會 

潭子區 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林和明 牧師 (一)晚上 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埔里區 基層佈道 鄭祚騰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埔里貴格會 

基隆安樂區 小組事工（進階） 崔文海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安樂福音堂 

汐止區-2 基層危機處理與協談（進階） 金  鳳 傳道 (二)晚上 7:30~9:50 汐止禮拜堂 

課程簡介請上基宣網站「當季課程」，網址：http://www.agtm.org.tw/ 

報名專線：(03)453-1472、070-1000-8268  黃淑華牧師 

 

 

 

 

 學院師生及同工11月14日前往北埔一日遊，除了爬山 

運動之外，也有很好的聯誼，感謝 神賜下秋高氣爽的

天氣，保守我們出入平

安。 

 第3 季（9-11月）

延伸制課程已結束，並於

12 月在各區召開「教師、

輔導會議」，檢討各 

 

 

 

    

各有一班進階課程，其他在宜蘭、暖暖、仁愛、 

 

 

 請繼續關心基宣的購校事宜，求 神預備合適的教

室、辦公室、宿舍與需要的經費。 

 
 

延伸制聚餐 

 101年1-3月基宣延伸

制課程推出13班，其中

基隆安樂區與汐止區 

北埔一日遊 

延伸制課程上課情形 延伸制課程上課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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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9,438,673 (US$325,471) 

 

 

 

 

 

 

 

目標：  12,000,000(US$414,000)     6,000,000(US$207,000)      12,000,000(US$414,000) 

現況：   6,047,167(US$199,774)        598,600(US$19,775)        3,081,906(US$10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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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之友 國內教會 國外教會 

目標餘額 目前達成 

3.為飛揚奉獻 

張旭陽         10000 
陳瑞曉         300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史陸如芸       2200 
劉秀玲          2000 
蕭世慧          4000 

李玉曼         4000 
林坤興         4000 
林庭竹          4000 

許一萍          4000 
鐘樹椽         4000 
鐘樹煌          4000 
 
 

4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杜林茜           2000 

沈介仁           3000 
黃武恭           1000 
姚彥伶      10000 

高民朱           1000 
劉慶珠          1000 
周靈智           2000 

豐原行道會      2000 

 

 

6.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基督教內壢播道會       4000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2000 
台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    3000 

汐止浸信會             2000 
浸信宣道會武昌教會      3000 
台北祭壇教會             3000 
基督教聖經教會       2000 

八德禮拜堂             2000 
樹林國語禮拜堂       2500 
財團法人大湖基督教會    2000 

豐原行道會             5000 
 

7.訓練費奉獻 (主知名) 200 

張佩玉                 100 

賴冬妹                 300 
王美霞                1000 

劉獻瑞                1000 
蔡金兆                1000 
豐原行道會           1450 

 

 

 

二. 購置校舍奉獻  (主知名) 

150000 
于祖忠                     10000    

王偉安                       250  
王偉成                       250  
吳莘華                      5000  

李東                      5000  
杜林茜                     10000  
豐原行道會                 500 

林錫釧                  1000 
胡業民                 30000 
梁英子                     12000 

黃幼林                      1000 
溫永生                  10000 
劉若君                     10000 

更正邵潔               20000 

 

8.教學費奉獻 58500 

9.獎助學金奉獻 

謝振鴻              20000 

主知名              50000 
樹林國語禮拜堂       200 
陳東和               1000 

胡育秀               1000 
豐原行道會        2800 
 
10.指定奉獻-大園航空城教會 38600 

11.其他收入                 
13441 

 

 

5.教會機構奉獻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4000 

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000 
大竹航空城教會       31800 
樹林國語禮拜堂        1300 

基督教台中行道會        1000 
豐原行道會             1192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27120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7270 

 

購置校舍 (目標3,000萬元) 

100/10/1 ~ 100/11/30 

上期結餘 NT$8,002,276 

本期收入 265,000 

更正前期 -93,766 

本期結餘  171,234 

累積餘額 NT$8,173,510 

會計：邱月爽    

 

收支報表 

100/10/1 ~ 100/11/30 

上期結餘 NT$ 3,024,157 

本期收入       532,157   

更正前期 635,342   

本期結餘  -103,191   

累積餘額 NT$2,920,966   

秘書長：杜林茜    

 

一、一般奉獻 

1. 會員奉獻 
杜林茜    4000 
黃武恭    3000 

更正邵潔  20000 
2. 經常費奉獻 

于崇蘭     15,000 

王喜美       1000  
王鳳雲        500 
朱靜美       1500 

朱懷中       1000 
吳佩珊       2000 
林燕玲        500 

林麗珠        500 
林蘭玉        100 
俞浩偉        500 

殷偉賢      20000 
張堅浚       1000 
郭憲璋       3000 

陳寧欣       2000 
陳碧玉       2000 
游淑懿        100 

黃甘妹        100 
黃宜幸       1000 
楊同慶        200 

楊淑楨       1000 
劉如菁       1000 
劉祥洲       2000 

蔡文龍        500 
潘雅麗        800 
主知名      13350 

鍾沛承        100 
顏春梅        500 
蘇素眞       1000 

吳信芬       1000 
謝文瑩       1000 
叢榕       1000 
吳金月        200 
翁福文       2000 

收支報表 

100/10/1 ~ 100/11/30 

上期結餘 NT$3,024,157 

本期收入 532,151  

本期支出 635,342 

本期結餘  -103,191  

累積餘額 NT$2,920,966 

會計：邱月爽  

 

 奉獻徵信  100/10/1 ~ 100/11/30   

 

 

聖誕快樂 

新年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