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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秘書長 杜林茜牧師      

    藉著半年的安息年（2010年七月～

2011年一月），埋首完成華神的教牧博士

論文，寫作期間曾往高雄、台中、中壢、

桃園、台北、基隆半隨機的訪問教會、信

主三年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勞工（25-50

歲），錄音後繕打出文字，再整理分析成為

論文所需的資料。 

    訪談過程中有新的發現，看到一些教

會在佈道與牧養上有別於傳統方式，顯出

無比的朝氣，加增不少得救

的人數。但令我感受深刻的，

是在抽樣訪問七位基層非基

督徒時，居然沒有一位聽過

真正的福音，可知大批的基

層百姓仍在福音門外等候；

正好「2009台灣基督教會教

勢報告」又剛出爐，報導基

督徒的比率繼續攀升，使人

看了興奮不已！重點是基層

福音的工作仍是台灣教會復興不可或缺的

重頭戲，嚴格的說：若不能得著基層，教

會就難以復興。當然上帝從來不會忘記這

群百姓，他們是主耶穌所稱「另外的羊」，

目前不在圈中，需要我們把他們尋回，歸

給一個牧人。 

    六位信主的基層勞工如何從「不信」

到「相信」，大部分都是有信主的親友做媒

介，經過教會不斷的關懷、探訪，雖然剛

開始無法適應教會文化與聚會內容（教會

需要考慮文化差異問題），但一對一或小組

的帶領，不可少的是基督的愛濃濃的圍繞

他們，使得基層人無法抗拒的被吸引、受

感動，自然的走向基督；只有一位是生意

失敗，沮喪的從大陸回台，夜晚看見路邊

高掛的十字架，心中有股渴慕之情，第二

天自動到教會找傳道，當傳道將福音說明

後，他立刻決志信主，每週接受一對一的

帶領課程，因著他的改變，影響妻女全家

歸主，在教會有很好的服事。 

    如果每位進入教會的基層信徒，在服

事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得到鼓勵與肯定，

他們的信心就會增加，委

身的心也會更強，基層人

向基層人傳福音將會更加

有果效。 

    教會需要好好的帶領、

訓練基層信徒，使他們成

為服事的門徒或是領袖，

各地區教會、機構凝聚成

各種網絡，有共識的成為

基層事工的資源與幫助，

遵照聖經「均平」的教導。教會要復興絕

不是幾間教會作代表，乃是要整個台灣的

教會都復興，傳福音的策略要多一點轉向

基層，藉著基層群體的特質，跟隨耶穌基

督「道成肉身」的榜樣，實際的活化出來，

基層群體歸主運動才有可能形成，教會復

興的火即將燃起。 

    訪談的兩間教會一南一北都有「愛鄰

舍」的胸懷，認為整個社區就是教會的「教

區」，以基督的愛無條件的用心去愛四周百

姓，就像耶穌基督愛我們一樣，社區會因

我們而改變，當每一間教會成為社區的中

心時，復興之路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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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賽40：31 

    半年的安息年很快就結束了，其中有一個月去了美國，除了五天洛磯山脈的旅

遊外，仍把握機會到一些教會去傳遞異象，其他五個月的時間幾乎都在基隆寫教牧

博士論文，每天早上去門訓的圖書館，中午回家吃飯午休後，又再去圖書館，直到

下班時間才收工：從夏天寫到冬天，不論晴天、雨天，需要的是毅力與專注。感謝

主，論文終於按照計畫完成了，三月中將有論文口試審核，盼能順利過關。如今回

到基宣的崗位上，繼續另一個忙碌的事工。 

    寫論文的日子，有許多同工、弟兄姊妹在背後的代禱，還有邵老師代理我的工

作，非常辛苦；我每一天都紀念她的身體，誰知一月初，她的視網膜剝離，使她忍

受許多醫療上的苦楚與生活上的不便，幾乎整個月都在面對眼睛的困擾，好在我一

過完年就立刻回校接手服事，學生順利的開始密集課程，邵老師因身體需多休息，

她提出新的學期在基宣的事奉改為半職，七月以後就離職搬回埔里。基宣將等候 神

預備新的老師加入，請為此禱告。 

    去年七月因桃園場地不足，再次遷校到中壢的聖德基督學院，

一搬到中壢我就開始安息年，當時兩位舊同工因住在基隆、台北，

感覺距離遙遠因而離職；這段期間有三位新同工加入基宣（一位

專職老師紀濱雲宣教士來自OMF、一位負責延伸制同工黃淑華

牧師來自高雄、還有一位行政總務同工全嘉琳姊妹），在農曆新

年前聖德基督學院告知我們必須搬到另一棟大樓，原來租給我們

的大樓要拆除，只得讓他們替我們再搬一次；我上班第一天就得整理辦公室、宿舍，

才能辦公、住宿。 

    基宣實在需要一個穩定的校舍，不要時常搬遷造成服事上的虧損，求上帝恩准

賜下，最近得知桃園機場附近，政府計畫投資6千億規劃建立一座航空城，雖然現在

看見的是整片土地待開發，似乎顯得荒涼，但道路已規劃好，有新蓋好的大樓，價

格還算便宜（不斷在漲，六月將蓋第三期大樓每坪將漲4萬元），若看未來發展，這

是一個機會，因此基宣準備訂購三戶相連之透天厝（一、二期大樓已經快售完，沒

有適合基宣校舍空間）共312坪，扣除公共坪數與地下室車位，實際有224坪可用，

教室、辦公室、宿舍全部購置約需新台幣兩千五百萬，加上裝修、設備將要三千萬

元，請關心基宣的弟兄姊妹多為此項重大需求奉獻、代禱，謝謝。 

    1-3月的延伸制課程共有11班上課，正在安排5-7月課程；

白天全修生也將於二月21日註冊開學，在五月以前我只有一門

白天的課要教，五月以後可就要加上晚上的課；四月30日是基

宣的獻身研討會，希望多一些弟兄姊妹為基層預備自己，被主

呼召來基宣裝備，但願新的一年服事更有果效，討主喜悅。 

 

敬祝          以馬內利 

 

                                        基宣秘書長 

                                             杜林茜 敬上 2011/2/10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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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科 朱美朔 

    就讀基宣訓練學院碩士班已經一年半了，一年級時學院在桃園，到學院來回只

需要30分鐘；二年級時學院搬到中壢的聖德基督學院，每天來回需要兩個小時。遇

到颳風下雨，尤其是寒流來襲的冬天，到學院上課更加的辛苦。  

    在這一年半中，我每周用三天的時間來上課，其餘的四天開拓

教會，一邊上課一邊開拓，每天都很忙、很緊張。若不是緊緊依靠

上帝，實在無法靠著自己走下去。  

    我常問我自己，我在基宣學到什麼功課? 

    1.聖經真裡：藉著每一門的聖經課程，抓住聖經的真理，成為  

               我信仰和傳福音的根基。  

    2.不住的禱告：在服事中，禱告是我從 神得著能力的武器。也 

                  是我與 神 最親密的時刻。  

    3.傳福音：基層佈道、門徒訓練這是必修的課程，若沒有跟進栽培，就無法把 

             人帶進教會。  

    雖然我已經是傳道人，也在開拓教會、牧養群羊，但我實在不能驕傲的說：我

已經什麼都知道、已經有能力開拓教會。自從到基宣上課，我體會到的是：除非……  

    除非我願意順服，讓上帝的手親自在我身上調教我；除非我願意將在基宣的學

習，歸榮耀給 神；除非我願意看到自己的軟弱及不足，才能謙卑下來，將不會的科

目，重新學會。 

    已經學過，但是沒有學好的，再繼續學會。  

    已經學過，也學會了，再繼續複習，成為能教導別人的人。 

 

                                                         

   

                                                學士科  蘇寶寶 
    在基宣接受裝備第三年了，無論課程或是教會實習，都有豐富

而特殊的經歷。   

    一年級在基隆入學，二年級時基宣搬到桃園，三年級時搬到

中壢聖德基督學院內，本以為可以暫時安定，沒想到學期最後一

週又搬到校內另一棟大樓，同學們都哭笑不得，只能自嘲「基宣

個個都是打包達人」、「基宣人行動力十足」。 

    從學院搬遷的過程中，讓我有機會到不同的縣市，也接觸不

同的學習環境，現在雖然交通比較不方便，但有個寬闊的校園，課餘的空檔可以休

息散步，看看綠樹花草，別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其實老師及同工們比我們更加的辛苦，我們放寒假的時候，他們辛苦的將辦公

室及教室安排妥當，在2月7日年假後的第一天，就能順利的開始密集班的課程，上

帝讓我學習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搬遷，和老師們相比，我們實在很幸福。 

    我在教會的實習，學到不同的操練和挑戰，我們教會的特色是「常常說造就人

的話、成全信徒，彼此看別人比自己強」，雖然忙碌但非常喜樂。今年我的重點服事

是講道操練，感謝教會及長老願意提拔，每月一次的講道服事，是我非常喜愛的實

習項目，讓我將在基宣所受的裝備，與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同受造就，我的成長與

獲得反而更多。 

    上帝的帶領是奇妙的，順服後的祝福更多、也更加的超過所求所想，學院的課

程雖然繁重，但我深信，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主，我一定能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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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制新生得救見證 
宜蘭區/賴倩紋姊妹   

 我出生在公教家庭，從小父母嚴厲的教育我們，成就了我嚴謹而且事事要求完

美的個性。在公司我是盡責的員工，下班是盡責的太太、媽媽，把家中打掃的一塵

不染，每天親自煮晚餐，對於家人的幫忙，沒有一件是我覺得滿意的… 所以，每天

都是筋疲力竭的入睡。 

 慢慢的我心裡開始不平衡、開始抱怨，做家事的同時，嘴也沒停過，但我不知

道給家人的愛，反而讓他們有壓力。漸漸的，先生和兒子常藉故晚回來，自以為辛

苦經營的家全變了樣，心中非常痛苦與無奈。 

 當時也想嘗試改變，但看到的都是別人的缺點，無助之下開始求神拜佛，甚至

被江湖術士騙了錢，失望的心情無法形容。有同事向我傳福音，驕傲的我認為那是

外國人的神，基督徒都走火入魔了，我堅持每天唸金剛經，但痛苦仍然存在。 

 感謝主！慈愛的父神並沒有放棄我，在姐妹陪讀的那段時間，我感到前所未有

的平安，甚至看路上的行人都覺得可愛！原來過去我所不屑的，竟然才是我要找的

真神。因著祂豐盛的慈愛，醫治我所受的傷，也讓我有反省的能

力，看到自己的驕傲，發現自己好多地方做錯了、說錯了。 

 我向先生及孩子認錯，並悔改、重新修正自己。這幾年來依

靠主，天天活在 神的愛中，孩子們也很貼心，家庭和樂融融。 

 感謝神！「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安樂區/廖蘇進弟兄 

我在大學一年級皈依佛門，信佛超過30年，參加非常多的佛教活動，可是多年

以來我的心裡並沒有真正的喜樂，佛教強調個人的修行，我也非常努力，但無論怎

麼修就是沒有喜樂。 

很感謝基隆中正國中的校護馬姐妹，介紹我參加「恩惠相遇」的活動，原本我

抗拒、不接受，但在她的熱情邀請之下，神的愛融化了我剛硬的心，才答應參加。  

進入教會之後我的觀感大大的改變，我感受到教會弟兄姊妹的熱心與關懷，心

裡充滿了喜樂和平安，多次經歷了神的恩典，於是決定在98年8月受洗，感謝主！

一年之後，我媽媽也受洗成為基督徒， 

現在我兩個女兒也走進教會，進入神的殿中，我懇切的祈求神的慈愛與恩典大

大的澆灌，求神憐憫，親自帶領這兩個年輕的靈魂，使她們能領受、明白神的話語，

並遵從神的旨意，一生行在真理的道路、不偏左右！ 

「快樂是責任也是義務」，神希望我們過著快樂的生活，聖經上說：「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信主之後內心越來越快樂，也有個喜樂的舌頭，遇

到任何人都會說祝福及讚美的話，為別人帶來快樂。 

現在接受「基宣」課程的裝備，我的舌頭會日漸成為別人

的需要、成為別人的幫助與祝福。我也要在此祝福，參與「基

宣」課程的同學們，都能帶著滿滿的恩典與祝福回去，成為傳

揚神國度福音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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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宣結業後之應用報告       王錦鐘 

 自從基宣課程結業以來，在自我靈命的提昇，及對福音事工上的認知與方法，

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以下是對基宣課程所學，在日後傳福音方面以及自我靈命的提

昇，所得到的幫助： 

1.基層佈道：學習認識基層，知道如何與基層分享個人的見證，對所傳講的福音， 

  能清楚而有條理的講明白，並學習在實際的操練中傳講福音。 

 2.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的對話：了解民間宗教的淵源及不同， 

  對民間宗教有深一層的了解，也更能明白認識基督福音和民 

  間宗教的不同，造就自已如何與人對話信仰間的不同。 

3.基層群體的探訪及關懷：在實際探訪及關懷中學習如何付出  

  與事奉，使自已靈命更新，增進人際關係。 

4.EQ與人際關係：尋求自我成長，並學習改善人際關係，培養  

  自信心，知道如何與人溝通，並養成良好而積極的態度。 

5.個人靈修生活：了解建立穩定靈修對自我的重要性，學習透過不同的讀經及靈   

  修方法，與  神保持不斷更新的關係。 

6.新舊約人物集錦：從聖經中去認識、明白 神的心意，透過聖經人物學習如何 

  像他們成就 神的心意，對日後自我的生命與事奉有很大的幫助與鼓勵。 

7.基層領袖塑造：按聖經的教導，領導信徒懂得自我操練及訓練別人，使教會不 

  斷的成長，完成福音的大使命，藉著聖靈的幫助，使我能有效的領導，並得著  

  永恆的價值。 

8.基督徒倫理：認識基督徒的基本生活規範，以聖經的角度和原則，釐清生活中 

  爭議的問題，在日後生活中因著 神的恩典，成就並結出生命的果子。 

9.基層的初信造就：明白在信仰的初期，學習如何陪伴初信者一起成長，教導聖 

  經基要真理，成為一個合 神心意的基督徒。 

 

 

 

             大小通吃           陳紹鈞 

 傳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我在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信耶穌得永生，為什麼有人

不要呢？他們在拜拜，在拜什麼？我不知道，我想要知道，又該問誰呢？太多的問

號在我心中盤旋，直到有一天教會公佈欄上貼了一張招生簡章「基督福音與民間宗

教對話」，這個課程我一定要去上，我不能只跟孩子傳福音而忽略了大人。 

 噢！不是忽略，而是我不知如何跟異教徒對話，這是神為我預備的，神要調教

我，傳福音不是在象牙塔裡，跟小朋友玩就好。 

 基宣的課一上就上了四年，基層宣教延伸制初階的課程，通通上完。 

 基宣有計畫有組織的教導，每個課程都讓我驚豔，「基礎神學」開啟我對聖經的

深入認識，「新舊約人物集錦」，了解古今人物與神的相處之道，「基層佈道」、「基層

的初信造就」、「基層群體的關懷與探訪」落實傳福音的念頭。 

 古人說：學而後知不足。我還要加強「個人靈修生活」以及

「生活查經」。也期盼自己能在「基督徒倫理」、「EQ與人際關係」

上改變不合神心意的壞習慣。最難忘的是，「基層領袖塑造」最後

一節課中，老師為每個學員流淚禱告，為了讓我們更清楚神給的

異象，並且堅定的去實現它。 

 至今我不敢疏忽神給我的使命，不論大人或小孩，我都要把

他們帶到神的面前。雖然我不足，相信神是凡事都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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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400元，同教會5人以上，優惠價2,000元/人 

課程：基層的初信造就 了解屬靈生命成長的每個過程，有效的陪伴初信者成長。 

宜蘭區 黃榮基 牧師 
5/2~7/25(每週一) 

晚上7:00-9:20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20號 

課程：個人靈修的建立 建立穩定與神親密關係,並能帶領別人過美好靈修生活。 

安樂區 王  婷 牧師 
5/3~7/26(每週二) 

晚上7:30-9:50 

安樂福音堂         (02)2431-2417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55-7號8樓 

課程：基層領袖塑造   學習自我操練與訓練別人，成為有效率及影響力的領袖。 

暖暖區 宣承義 牧師 
5/4~7/27(每週三) 

早上9:30-11:50 

碇內浸信會         (02)2457-8155 

基隆市源遠路227巷25號之1 

潭子區 莊明哲 老師 
5/2~7/25(每週一) 

晚上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04)2538-9502 

台中縣潭子鄉大成街120巷18號 

課程：EQ與人際關係   增進情緒智商，養成積極行為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汐止區 金  鳳 傳道 
5/3~7/26(每週二) 

晚上7:30-9:50 

汐止禮拜堂         (02)2692-2680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20號2樓 

草屯區 林和明 牧師 
5/2~7/25(每週一) 

晚上7:00-9:20 

草屯聖教會         (049)233-4532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2號 

 
課程：聖經的基礎神學 使學生建立穩固信仰根基，對所學能清楚表達解釋出來。 

石牌區 江天明 牧師 
5/5~7/28(每週四) 

晚上7:30-9:50 

石牌禮拜堂         (02)2823-0333 

台北市明德路281號 

課程：基層佈道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作佈道工作。 

北投區 杜林茜 牧師 
5/3~7/26(每週二) 

晚上7:30-9:5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02)2891-5314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48號2樓 

課程：生活查經 透過觀察、解釋、默想和應用，教導如何將神的話行在生活中。 

雙和區 杜林茜 牧師 
5/2~7/25(每週一) 

晚上7:00-9:20 

貴格會南勢角教會   (02)2943-135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59巷1號 

課程：舊約人物集錦   認識舊約人物，學習與神建立密切關係，明白神的心意。 

桃園區 紀濱雲宣教士 
5/5~7/28(每週四) 

晚上7:30-9:50 

桃園基督的教會      (03)333-4825 

桃園市國光街38號 

課程：基督徒倫理  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基督徒面對生活中遇到各樣的議題。 

埔里區 羅世興 牧師 
5/2~7/25(每週一) 

晚上7:00-9:20 

埔里貴格會        (049)298-0424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207號 

課程：新約人物集錦  透過新約人物認識耶穌佈道與門徒訓練，看神永恆心意。 

岡山區 丁明光 傳道 
5/7~7/30( 每 週 六 ) 

早上9:00~12:00 

岡山聖道堂        (07)621-5016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2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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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舉行「牧長座談會」，了解本院全

修生在各教會的實習情況，也讓牧者了解學

生在校的學習情形與環境。 

 1~3 月基宣延伸制課程共開 11 班(宜蘭、暖

暖、安樂、汐止、內湖、石牌、雙和、埔里、

草屯、潭子、岡山)，共計 168 位學生。 

 1 月 22~23 日召開基隆與台北區延伸制校

友會，會中選出連絡人：基隆—許瓊惠校友，

台北--廖珮君校友，負責與校友們聯絡，聽

取建議和感想。(下次校友會預定 2012 年 1

月 7、8  日在基隆和台北舉行)。 

 基宣學院院本部 99 學年度上學期已於 1 月

11 日結業，下學期 2 月 21 日開學。 

 院本部 1 月 17 日臨時被校方(中壢聖德)通

知：原租賃之文教館將拆除，須遷至校內另

一棟中和樓，已於 1 月 26 日完成搬遷，通

訊地址、電話不變。 

 秘書長杜林茜牧師結束安息年休假，2 月正

式上班。 

 實習處主任邵潔傳道因身體不適，自 2 月起

轉為半職，預計 7 月 1 日離職，請為她的身

體代禱，也求神預備適合接替的專任老師。 

 2 月 7~9 日、2 月 14~16 日院本部寒假密

集課程--「屬靈爭戰的聖經理論與實際」，

學生受益匪淺。 

 3 月 11 日將召開一年一次的會員大會，

本次會議將修改章程並改選理監事，請基

宣會員踴躍參加(含晚餐)。 

會員大會：3月11日下午6:00 

理監事會議：3月11日晚上7:30 

地點：中壢市新生路二段423號中和樓3F 

 基宣將購買自己的辦公室、教室及宿舍，

約需新台幣 3 千萬元，請關心基宣的弟兄

姊妹為此重大的需求奉獻及代禱。 

 請為秘書長杜林茜的父親（杜洪深）腸癌

剛開完刀（2/21）復原代禱。 

 

 

 

 

 

 

 

 

 

 

 

 

 

 

 

 

 

 

 

 

牧長座談會-1 牧長座談會-2 

埔里區教輔會議 潭子區教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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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美國奉獻需扣抵稅奉獻收

據者，可直接將支票抬頭開

「Touch Life Mission」，並註明

為「ALLIANCE FOR 

GRASSROOTS TRAINING 

MINISTRY」(縮寫AGTM)奉獻，

寄送地址：P.O.BOX 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奉獻徵信  99/12/1 ~ 100/1/31    
一、一般奉獻 

  
主知名 200 

 
  5.教會 / 機構講員費奉獻 

 
1. 會員奉獻 

     
    信義會桃園福音堂 1,600 

杜林茜(＃91014) 4,000 
 
3.基層宣教訓練學院贊助人奉獻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壯圍教會 2,000 

曾政忠(＃91001) 3,000 
 
  杜林茜(贊助人#1) 2,000 

 
    貴格會埔里教會 2,000 

卲  潔(＃98001) 6,000 
 
  沈介仁(贊助人#64) 3,000 

 
  6.訓練費奉獻--台中行道會 1,000 

2.經常費奉獻   
 
4.教會 / 機構奉獻 

  
  7.教學費奉獻 332,960 

于崇蘭 15,000 
 
  Touch Life Mission代轉 151,363 

 
  8.其他奉獻 29,096 

何舜瑾 10,000 
 
  士林靈糧堂(為曠神) 45,000 

 
  9.其他收入 14,268 

林尚志 60,00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1,000 

 
 二、專款奉獻收入(購置校舍奉獻) 

 
姚彥伶 10,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4,000 

 
 Nancy Lee 2,908 

洪忠義 1,000 
 
  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000 

 
    李文英 2,000 

張家麟 2,000 
 
  長老教會新竹中會中山教會 4,600 

 
    杜林茜 10,000 

陳嘉其 2,000 
 
  信義會台中勝利堂 2,000 

 
    林錦東 1,000 

黃建銘 10,000 
 
  基督徒魚池禮拜堂 50,000 

 
    林幼 1,000 

黃慧蘭 30,000 
 
  基督教台中行道會 1,000 

 
    梁英子 4,000 

鄭鴻儒 1,000 
 
  貴格會南勢角教會 1,000 

 
    陳紹鈞 2,000 

戴錦稔 1,000 
 
  台灣福音會迪化街教會 1,000 

 
    劉制台 1,000 

李明恭(為飛揚翁彩薰奉獻) 

陳瑞曉(為飛揚事工奉獻) 

10,000 

15,000  

  貴格會埔里教會 

 

11,000 

  

    碇內浸信會 

    主知名 

3,000 

10,000 

      

 

 

      
 

 

秘書長：杜林茜    會計/製表：全嘉琳 

收支報表  
99/12/1 ~ 100/1/31  

購置校舍 (目標 3,000 萬元) 
99/12/1 ~ 100/1/31 

上期結餘 NT$2,854,405 
 
上期結餘 NT$4,417,122 

本期收入 920,147 
 
本期收入 36,908 

本期支出 1,146,453 
 
本期支出 -- 

本期結餘 -226,306 
 
本期結餘 36,908 

累積餘額 NT$2,628,099 
 
累積結餘 NT$4,454,030 

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4,925,596 (US$15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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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2,143,811(US$66,994)      538,600(US$16,831)    2,243,185(US$7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