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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宣第六屆延伸制結業典禮證道訊息 ~ 

基督教台北祭壇教會  楊復興長老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

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他們見彼

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使徒行傳4章10至14節 

感謝主，今天是基宣第六屆延伸制的結業

典禮，與大家分享，基層人漁夫彼得 -- 「跟

過耶穌的」為題。首先要恭喜14位結業生；三

年來要完成九門課程，真是不簡單，不但要付

代價，利用週間晚上上課，而且

還要實務操練傳福音、交作業，

辛苦了！我相信在您們學習過

程中，一定跟過許多老師，在院

長、杜老師、邵老師等等教誨下

獲益良多；他們服事主的榜樣，

會幫助您們生命的學習。剛才會

眾所唱詩歌：「這是耶和華所定

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

喜！」這是各類聚會常常唱的一

首詩歌，它是引用詩篇118篇24

節，讓我們也可以知道前面22

與23節經文是『 匠人所棄的石

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是的；因為耶穌就是

那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我

們在其中當然要高興歡喜！阿門！ 

一、「跟過耶穌的」要有膽量： 

我個人帶職事奉初期，在石門水庫教會學習服

事，記得有一次被張志新長老差派，去主持學

弟父親的告別式。出發前還特別請教張長老要

如何進行儀式，當時被告知只要相信耶穌，要

有膽量，禱告就會了。真的當時也沒想太多就

出發去服事；當學弟父親大體在我眼前時，真

的把我嚇一大跳，還好開口禱告

內心充滿平安，聖靈教導我完成

當天告別式。感謝主！ -- 「跟

過耶穌的」。 

二、「跟過耶穌的」要有見證： 

在基督門徒訓練學院全職服事，

永遠記得吳勇長老的見證，許多

小故事，有一次總務同工忘記開

車去接吳長老來授課，老人家不

但沒生氣，還自己從台北開車來

基隆門訓，準時教課。到校時我

們發現吳長老車右前輪正好沒氣，

檢修後需要更換新輪，事後吳長

老還將輪胎錢付清。這件事讓我在門訓服事留

下很深學習；老人家真是有美好的見證 --「跟

過耶穌的」。 

盼望今天的經文可以鼓勵大家，讓我們一起學

習 -- 「跟過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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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 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 詩篇十六：11 

在炎炎夏日當中，我們完成了11處的短宣隊活動，兩次的搬家行動(辦公室和宿舍)，同

工們忙得人仰馬翻；感謝 主，保守一切都平安順利。在聖德基督學院的新環境中，同工們

忙著把各樣物品就定位，因為電壓不足，還無法裝冷氣，每天都揮汗如雨，也許可以達到

一些減重效果。辦公室有較大的空間，外面有校園，聽著蟬聲鳥聲，別有一番趣味。 

    七月底，各班延伸制課程紛紛結束，教師輔導會議也陸續展開，透過教師輔導會議，

基宣的同工能夠和各位老師輔導一起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下一季老師介紹新的課程，大

家一面吃飯、一面開會，其樂融融，這是基宣的特色之一。9-11月的延伸制課程可能新增

桃園區和北投區兩處的課程，感謝 主，讓越來越多的教會認同基宣課程的重要，願意藉著

基宣課程來造就弟兄姐妹。 

    因為搬家以及杜秘書長開始安息年的休假，今年校本部的招生並沒有積極去推動，但

是仍有兩位姊妹報考，並且錄取為新生。上一學期有兩位學生畢業，一位休學；新的學年

有一位舊生復學，加上兩位新生，三出三進，學生總人數為十位。8月29日為新學年的開學

典禮，將假麗山禮拜堂的會堂召開；8月30日開始為期兩週三十小時的密集課程─「教會真

理」；9月13-15日為新生訓練，9月20日校本部就正式開學。 

    在基宣負責延伸制事工的許潮坤傳道，因為一心希望去牧會，將於八月底離職；新接

任的同工為黃淑華牧師，她是高雄人，有牧會多年的經歷，特來支援延伸制事工一年。另

外，過去這一年負責行政會計的同工─蘇文瑛姐妹，因為基宣搬遷至中壢，離家甚遠，加上

健康狀況不佳，也計畫要離職；目前正在訓練新同工─全嘉琳姊妹。 

    基宣需要您代禱的事項如下： 

一、 同工們和學生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以及身心靈的安康。 

二、 新學年度開始，不論是校本部或延伸制的老師和學生，能有智慧教學和學習。 

三、 新舊同工的交接順利，新同工們對事工和環境的適應良好。 

四、 9-11 月的延伸制課程開班順利。 

五、 杜秘書長在安息年期間，順利完成教牧博士論文的寫作，並且有好的休息。 

六、 除了代理杜老師的職務之外，我需要教授兩門校本部的課程和一門延伸制的課程，再加上原

本的實習主任的職務，實在需要大家強力的代禱。 

以馬內利 

    實習主任 邵潔 敬上2010/8/12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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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課程學生上課評估摘要（2010年5~7月） 

地區 課程 
授課
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輔導的話 

宜蘭區 
基督徒 

倫理 

李文榮 

牧師 

 學會從神的話語來判斷是非善惡。並學習
以基督倫理道德觀作生活、信仰的反省：
無論在親子、夫妻、朋友的互動，會多用
正面思考。 

 感謝老師分享親身經歷神的經驗，激勵我
更樂意努力尋求神。 
 感謝輔導平常給我的幫助，讓屬靈生命更
加有活力。 

安樂區 

(基隆) 

聖經的 

基礎神學 

江天明 

牧師 

 看見神的恩典與愛；老師深入淺出教導，
讓我在個性、生活上均有改變，特別對教
會弟姊及牧師有正面的看法，並學習以神
的眼光去看。 

 感謝江老師用心教導，讓我對神學能有更深
的認識，並激勵我更渴望利用時間研經，謝
謝老師導。 
 謝謝輔導的關懷與照顧 

暖暖區 

(基隆) 

基層佈

道 

邵  潔

傳道 

 課程所裝備的，剛好可以學以致用，在參加
福音隊到花蓮傳福音，隨時派上用場。 
 學到很多傳福音的方法，了解基層的需要並
如何引導他們信主。 

 感謝老師教導，課程中有二次傳福音的活
動，讓我體會以實際行動傳福音的重要性。 
 感謝輔導鼓勵我們憑信心、盡己力去傳福
音，將耶穌的救恩傳給慕道友。 

汐止區 

基督福音

與民間宗

教對話 

呂一中

傳道 

 瞭解民間信仰的內容，佛、道教等真實狀

況，有助於宣傳福音。 

 調整自己的心態，願以平常心與異教徒接

觸。 

 上課越久越能感受老師內涵豐富、經歷深

刻，學習越有興趣. 

 感謝輔導（班長）的熱心關懷，是大家繼續

下去的動力。 

內湖區 基層佈道 
杜林茜

牧師 

 信主16年，宣教卻不知如何開始，不知如

何向家人、朋友開口傳福音，這次經由老

師教導與同學課堂分享，才知道如何向陌

生人或朋友傳福音；此外福音出擊的實務

課程更是實用，傳福音對我不是遙不可及

了！ 

 這是我第二次上杜老師的課，感受杜老師許
多美好見證及風範，在杜老師身上看到捨己
的精神。老師是萬中選一的完美基督徒與牧
者，我何其有幸能上老師的課，也祝福杜老
師主恩滿溢。 
 感謝輔導指導、鼓勵並分享經歷，挑旺我傳
福音的心。 

石牌區 
舊約人物 

集錦 

李慧敏

傳道 

 透過老師分享生命的歷練經驗，給我更多
思想、辯證神的公義、慈愛，讓我更加緊
緊抓住神。 
 看聖經時藉由人物經歷轉化成戲，使人記
憶深刻，也幫助我更有耐心及興趣讀舊
約，深入體會神的憐憫及慈愛。 

 謝謝老師，用生動有趣、旁徵博引的方式導
引我們進入聖經中。 
 謝謝輔導能在服事繁忙中，陪伴我成長，也
謝謝你持續的教導，讓我對聖經，有更深入
的體會，希望之後還有機會，與您教學相
長。 

板橋區 
基層的探

訪與關懷 

何有義

牧師 

 透過課程的學習，裝備自己將「基層關懷
與探訪」實務，用在社區職場，傳傳福音
給他們。 
 認識探訪關懷的重要性，並了解實作時的
注意事項。 

 好喜歡何牧師的課，牧師講解清楚且仔細，
使我能確實運用在探訪中，能學中做、做中
學，隨時應用出來的，很感謝牧師。 
 對輔導分享時，您總會適時補充再鼓勵我，
謝謝輔導的耐心。 

永和區 
個人靈修

的建立 

王  婷

牧師 

 很開心能讀完新約；每天讀經禱告使我與
主的關係更親近，並感到主常對我說話。
這使我生活有力，我要繼續研讀，天天討
神喜悅。 

 建立美好的靈修生活，對我的服事幫助極
大，並帶出極大能力。 

 謝謝老師幫助我走上正確的生活方式，天天

挑戰自我與神關係的進展，使我感恩，求神

祝福王牧師，幫助更多人得復興。 

 謝謝輔導給我在靈修上面的指導，使我能更

上一層樓 

潭子區 

(台中) 

新約人物

集錦 

華秉珠

傳道 

 過去讀經不會特別留意字詞，這次人物查
經，學習透過上下文深入了解經文中所隱藏
的含意；對聖經人物有更深的認識，也學會
運用在讀經上。 
 人物研經的過程，引導我進入豐富深入的洞
察，經由每個新約人物的性格、生平、生命
的影響力，讓我的信仰生命領受更深。 

 謝謝老師的教導、勸勉、安慰，使我大受激
勵，更加順服神的帶領，委身於兒主的事奉
裡，也立志要成為忠心又良善的僕人，來榮
耀主的名。 
 謝謝輔導關心我上課的情形、用心認真聽我
分享得著與感恩，更用溫和的態度補充我沒
有看見的真理。 

草屯區 

基督福音

與民間宗

教對話 

潘文卿

牧師 

 認識各種宗教與基督教的不同，讓我更確信
我所信的是世上獨一的真神，所以要站立得
穩，與神貼近，先安息在神的聖靈，即可凡
事興盛，感謝神，讓我得著如此的豐富。 

 謝謝老師用心教導，得以用自由平安的靈與
異教溝通，介紹福音，與主同行。 

 謝謝李老師，雖然生活很忙碌，但還撥出時
間關心我，也花時間替我禱告。 

埔里區 
基層的 

初信造就 

陳增韡 

牧師 

 學習教案設計，有系統的回應初信者的需
要，並且找回起初的愛心與熱忱，願意成
為帶領者。 
 外在的刺不見了，內在的傷也沒有了！雖
然我不明白如何發生，但事實是如此的奇
妙！多了忍耐、包容、憐憫、體諒，更大
的是神的愛。 

 謝謝您的教導，在學習幫助別人的同時，自
己受益最多，雖有失敗、困難，終究得勝有
餘，歸榮耀給主。 
 我內在生命像脫韁的野馬，呈現如山羊般不
順服的心，常帶著受傷的刺；但輔導溫柔謙
卑的愛，溶化了我，真的很感謝主、謝謝輔
導，您辛苦了。 

岡山區 

(高雄) 
社區福音

事工 

陳明志 

牧師 

 明白傳福音需有計畫並集體同工來作，才
能有強大果效，將更積極投入社區事工。 
 瞭解在事工發展前需先研究、瞭解族群分
佈及需要，並如何與社區建立關係。 

 謝謝老師提供很多社區活動類型及在活動
後的跟進方式，給我們很多省思。 
 謝謝輔導將課程帶入生活中，並給予我很多
的建議。 

遷遷移移啟啟示示  
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暨基層訓練學院 

已遷移至 -- 320中壢市新生路二段423號文教館4樓 

TEL：(03)453-1472，0701-000-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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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制學生課程心得  

個人靈修的建立 

雙和區/中興錫安堂 廖珮君 

靈修是每位基督徒該具備的基本功課，可是「知易行難」，明知該為卻沒去行。在這方面

我尤其非常糟糕，一直有一搭沒一搭的，憑心情、看狀況，沒有規劃出一定的時間與  神親

近。上完這堂課才發現，白白錯過多少與  神獨處親密的時間，真是虧大了。 

上了這門課，三個月下來最大的獲益是不但在觀念上明確了解靈修的重要與必需，且要

身體力行，天天操練，竟也漸漸地建立起屬於我自己靈修的習慣。更可貴的是王婷牧師提到

「羅炳森師母」所經歷的  神同在境界，我好羨慕、也體會到那種甘甜，但願我能繼續操練

靈修的功課，持之以恆，融入我的生活，進而讓我的生命時時享受主豐富的同在，與聖靈同

住的甘甜。 

這一季的課程結束，再回顧前面上過的一系列課程，真是感謝  神的帶領，讓我們在受

裝備中不但能充實自己，又經歷  神的同在，時刻被主提醒，也能夠在日常生

活中，不論手所作之事、口所出之言，因有主同行，不致出錯，在探訪關懷時，

也能以基督的口為口，以祂的心為心，達到傳揚福音的果效。 

我真心建議弟兄姊妹，要建立起自己的靈修習慣，不要覺得自己聖經

不夠熟悉，靈命不夠深入，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天天來到  神面前，

讓  神有機會向我們顯明祂的心意，做一個深知所信、深信所知的清楚基

督徒。 

 

「基層佈道」課後感想 

暖暖區/基隆浸信會 端木芸 

我已是60歲的老人，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很高興主給我一個重新得力

的機會 -- 參加「基層佈道」的學習課程。 

謝謝邵潔老師指導我們認識福音的核心、以及如何對社會基層人傳講福音，她把傳福音

的經驗與我們分享。課程中邵老師還安排了一堂電影教學，播放影片「天生我材必有用」來

鼓舞我們，片中主角時時不忘推銷自己的產品，即便車禍住院還把產品行銷給醫生；不管遇

到任何困難，他都設法突破各種障礙，只為了一個目的 -- 把他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賣給對方。

邵老師鼓勵我們放膽開口傳福音，她不只一次的告訴我們，不要氣餒，很少人第一次聽福音

就馬上信主，不要怕失敗，只管 撒種，收割的事由神來決定。 

我很害羞與矜持，不太會與 人聊天，更別提跟不認識的人傳福

音。但是，上了這門課程，我開 始跨出第一步，學會推薦我的「福

寶」。在七月份的課程裡，更安排 了實地操作的「福音出擊」與「福

音茶會」的課程，其中有詩歌、 讚美操、見證分享、茶會招待....

等等。在實習中可以看出充分運 用團隊的默契和合作，才能夠有

一個完美的團隊出擊。 

雖然灑出去的種子還沒發芽，但 我心中充滿盼望，願這粒芥菜種

子能在他們心中發芽、茁壯、得 到主的祝福，有盼望、有喜樂。

傳福音不是容易的道路，但在神 的引導下，我會繼續前行….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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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暑期夏令營活動感言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郝英蘭執事撰稿 

本堂和美國托倫斯靈糧堂福音隊配搭舉辦國小、國中暑期英語營，這二年配合下來，對

我們而言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因為從我接手兒童事工以來，從未辦過連續5整天的營會，

一則因人力有限，二則怕同工太吃力。但這2次的營會，本堂願意參與的同工每次都有40人

以上的弟兄姊妹，招收的學生總數達120人；(囿於場地，還有很多報不到名的人！) 我們也

招收國中生，感謝主，學員當中有幾位繼續留在教會裡，成為青少契成員。 

通過夏令營的活動也促使我們和「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內

政部兒童局」做社區的連結；今年我們的主題是「我們愛，讓

世界不一樣！」-- 教導孩子從信仰上認識愛、如何去愛，並讓

他們學習表達在生活中、如何具體實踐愛人的行為。而這正是

現今大多數孩子所欠缺的美德，因此宜蘭縣政府社會處也非常

認同教會所做的。 

托倫斯靈糧堂福音隊成員對於服事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更可以激勵本堂的青少年，

認知自己在福音事工上該如何盡上自己的力量，成為福音的出口。 

因著福音隊的來到，我們不只改變舊有的營會方式，更凝聚本

堂服事的同工，家長看到來自美國的老師，對我們在招生上有不少

的助力，更有不少家長反應整個活動進行，讓他們的孩子覺得很快

樂，都希望再次讓孩子參加。孩子不只在課堂中學習到美語發音，

更和福音隊成員成為好朋友互相連絡，對我們後續跟進很有幫助。

這2年的配合，讓本堂在宜蘭縣建立出好口碑，也在家長間還口耳相

傳，希望未來我們和福音隊可以繼續配搭傳福音，讓福音在孩子心

裡不只播種而已，更可以發芽成長茁壯！ 

岡山兒童英文營 

北加州海沃教會 葉雅芬 

七月三日，我們這群來自美國加州中華歸主教會的短宣隊，大人小孩共十七人，平安抵

達岡山聖道堂。初次相會就感受到聖道堂教會對宣教的熱情，全教會同心合一，在王世龍傳

道夫婦帶領下，密切與短宣隊配合，不論是教材所需、場地分配，

以至於生活、飲食供應, 都無微不至, 使得短宣隊員能毫無後顧

之憂，專心於教課之準備。 

此次英文營報名的兒童有120名, 超過預期, 只得借用鄰近

的壽天國小, 雖然沒有冷氣的課室, 卻有更寬敞的空間可供孩童

活動、遊戲。七月的岡山是炎熱的, 但在營會的第一、二、三天

早晨, 神都給了我們一些雨，暑氣得以稍降，第四、五天又送來

了陣陣微風，使得活動可以全程

盡興，感謝聽禱告的神, 祂顧念我們的需要。 

在營會第二、四兩天的晚上，我們與岡山教會弟兄姊妹

組隊探訪一些參加營會的兒童家庭, 看見了當地百姓對福音

的迫切需要。很高興在營會結束當晚的成果發表會中，有超乎

預期的家長們前來參加, 證明了孩子們對此營會的喜愛,  也

提醒我們要緊緊抓住這種傳福音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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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栽種、澆灌中看見神大能 

客西馬尼行道會 郭碧如 

去年七月，美國加州靈糧堂短宣隊的來到，給大里榮耀之家五十多位兒童一份驚奇與

喜樂，帶給參與的同工則是靈裡的合一與團隊的事奉。但是後續的跟進與栽培卻回歸陌生

人般的冷淡與疏遠，探訪與追踪也是困難重重，挫折累累。 

今年七月，美國加州靈糧堂短宣隊二次來訪，再一次帶給五十多位參與的兒童歡樂時光，

短短五天，兒童就能演出Rain or Power，Getup Getup，Absolutely Nothing的詩歌，並演

出短劇 ─ 「耶穌復活與不抱怨」（Resurrection & Do Not Complain）；甚至個個朗朗上口

聖經的金句 － 約翰福音三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從參與美國短宣團隊的事奉，我們學習到一些事： 

1. 課程應事先有細密的預備，以防百密一疏。 

2. 事工需要團隊一起事奉，才能成全，不能一人獨攬。 

3. 領隊楊道華有一顆謙卑、為父的心腸，真令人感動，他在午間休息時還在兒童旁邊講聖經故事。 

4. 短宣隊愛台灣靈魂的熱情是我們的榜樣，他們白天教學，晚上又不歇息的與我們去探訪，向人作見證。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 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

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這次的美語兒童營會中有二十五位兒童和一位家

長決志歸主，使我們看見：「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思想耶穌對我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馬太福音4：19）

聖經上一處說：「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是是的。」（林後1：20）所以藉著主

能實在地叫神因我們得榮耀。願神紀念美國短宣隊的一切辛勞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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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倫斯福音隊活動照     俄亥俄福音隊活動照 

  

 

 推動延伸制 2010 年 9-11 月課程，全省預計開 13 班，各區課程如下，詳細各程介紹請上網

www.agtm.org.tw 查詢： 

延伸制初階課程 
地 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時 間 上課地點 

宜蘭區 基層領袖塑造 宣承義 牧師 （一）晚 7:00-9:20 宜蘭禮拜堂 

基隆暖暖區 基督徒倫理 李文榮 牧師 （三）早 9:30-11:50 碇內浸信會 

基隆安樂區 新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二）晚 7:30-9:50 安樂福音堂 

汐止區 聖經的基礎神學 江天明 牧師 （二）晚 7:30-9:50 汐止禮拜堂 

內湖區 新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一）晚 7:30-9:50 麗山禮拜堂 

北投區 EQ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二）晚 7:30-9:5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石牌區 EQ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四）晚 7:30-9:50 石牌禮拜堂 

中永和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的對話 王瑞珍 牧師 （一）晚 7:30-9:50 貴格會南勢角教會 

桃園區 基層佈道 邵  潔 傳道 （二）晚 7:30-9:50 中國信義會桃園福音堂 

潭子區 基督徒倫理 羅世興 牧師 （一）晚 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草屯區 新約人物集錦 于金堂 牧師 （一）晚 7:00-9:20 草屯聖教會 

埔里區 基層領袖塑造 莊明哲 老師 （一）晚 7:00-9:20 埔里貴格會 

岡山區 基督徒倫理 張茂全 牧師 （六）早 8:30-10:50 岡山聖道會 

 

 本會與學校、宿舍已於 7 月 21 日搬遷至中壢聖

德基督書院校區內 (地址：320 中壢市新生路二

段 423 號文教館 4 樓)，為此獻上感謝並請為後

續環境適應及事工運作順暢代禱。 

 7~8 月來自北加州、洛杉磯、聖地牙哥、鳳凰城、

俄亥俄州5個短宣隊，已圓滿完成在岡山、大里、

苗栗、內壢、桃園、龜山、永和、三峽、暖暖、

五堵共 10 個地點之暑期 ABC 夏令營，為此獻上

感謝。 

 第 2 季（5-7 月）課程已結束，並將於 8 月初召

開各區「教師、輔導會議」，檢討各班學生上課

情形，同時推動第 3 季（9-11 月）課程順利開

班，為此獻上感謝與代禱。 

 本會新進同工—延伸制主任黃淑華牧師、會計

行政同工全嘉琳姊妹於8月2日正式加入基宣

服事團隊，請為新同工的環境、工作適應及未

來服事得力代禱。 

 原負責延伸制事工的同工許潮坤傳道，即將於

八月底離職，轉任教會牧會職務；願 神紀念

他的擺上並祝福他未來服事的腳步。 

 本會將於 8 月 29 日下午四時假麗山禮拜堂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 348 巷 22 號，捷

運內湖線港墘站下車) 舉行第 99 學年度開學

典禮，歡迎蒞臨參加。 

 學院暑期密集班課程「教會真理」，特聘「浸

信會恩惠堂」 鄒仁鴻牧師講授，上課日期為

8/30~9/1 & 9/6~9/8，歡迎教會弟兄姊妹踴躍

報名，報名專線：0701-000-8268 洽 邵潔傳

道。 

 學院 99 年度第一學期課程「青少年事工」，

特聘「青春飛颺青少年宣道中心」桃園區負責

同工 吳志超 弟兄講授，上課時間為每週三上

午 9:00~12:00，共計上課十次。本課程開放

教會弟兄姊妹選修，名額有限報名請早，報名

專線：0701-000-8268 洽 邵潔傳道。 

 為能穩定發展並培育更多基層禾場的專業傳

道人，本會長久以來盼望能購置校舍，若中壢

桃園地區有合適基宣使用之房舍、土地，請與

基宣聯絡並持續為基宣所需校舍代禱、奉獻。

基宣圖書/會議室 

內湖區福音出擊 

~ 7~ 

http://www.agtm.org.tw/


基宣之友  ~ 7 ~  《第49期》 

 

  奉獻徵信  99/6/1 ~ 99/7/31    

一、一般奉獻   沈介仁 (贊助人#64)  7,000    雙和崇真堂   1,500 

1.常年會費收入  2,000  劉維玲 (贊助人#84)  800  7.教學費奉獻  31,900 

2.會員奉獻   鍾宜靜 (贊助人#93)   200  8.訓練費獻   2,900 
   卲潔 （會員＃98001）  6,000  章建佳 (贊助人#94)  6,000  周汝庭     100 
   杜林茜 (會員#91014)  6,000  5.教會 / 機構奉獻   楊美燕   1,000 
   黃武恭 (會員#91063)    15,000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San Diego   10,000  葉曉昀 500 
   蘇文瑛 (會員#98003)   2,000  Chinese for Christ Cuurch of Hayward  210,474  主知名   1,300 

3.經常費奉獻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67,662 9.其他奉獻         12,000 

于崇蘭   15,0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28,773  10.其他收入  33,792 

王中知  1,000  七堵福音中心  2,000    

王肇祥  2,000  台中勝利堂  2,000  二、專款奉獻收入 

李安琪（為曠神）   50,000  台北基督徒長春禮拜堂 10,000  1.購置校舍奉獻  
李建民    1,000  石牌禮拜堂 25,000  丁韻卿   3,000 
阮氏秋雲    200  信義會牧恩堂  6,000  杜林茜  15,000 
高憲維  2,000  客西馬尼會  100,000  邵潔   2,100 
張佩琦  200  桃園中山福音中心  3,000  陳秀英 500 
張進德  3,000  浸信會南景景堂 10,000  曾政忠  10,000 
陳美蘭  500  基督教台中行道會  1,000  碇內浸信會   3,000 
陳瑞曉(為飛揚事工)     15,000  雙和崇真堂  5,200  戴錦稔   2,000 
焦天揚   2,000  麗山禮拜堂  4,000  謝晴軒 200 
馮詩瑾  3,600  6.教會 / 機構講員費奉獻   雙和崇真堂   3,000 
黃哈拿  500  台灣福音會迪化街教會  2,000  朱復華 100,000 
黃靜惠  400  汐止浸信會  2,000  林宣裕  20,000 
葉瑞珍  300  明穗福音中心  2,000  浸信會新美堂   1,500 
趙君華  2,000  信義會內湖教會  2,000  陳月娥   2,000 
蘇銘千  2,000  信義會牧恩堂  1,500  陳彩雲   1,000 
主知名  2,200  客西馬尼行道會  4,000  車城福音中心   2,000 

4.基層宣教訓練學院贊助人奉獻  桃園基督的教會  2,000  信義會光復教會   1,200 

杜林茜 (贊助人#1)   3,000  桃園福音會  1,600  2.拓植奉獻  
黃武恭 (贊助人#26)     5,000  基督徒三峽禮拜堂  2,000  吳金月 200 
楊錫助 (贊助人#33)  3,000  基督教雙和行道會  2,000  李建民   1,000 
鄭美秀 (贊助人#46)  1,000  貴格會龜山教會  2,000    

 

 

收支報表  
98/6/1 ~ 99/7/31  

購置校舍 (目標 4,000 萬元) 
98/6/1 ~ 99/7/31 

上期結餘 NT$2,716,099 
 

上期結餘 NT$4,563,856 

本期收入 751,401 
 

本期收入 166,500 

本期支出 751,388 
 

本期支出 69,888 

本期結餘 13 
 

本期結餘 96,612 

累積餘額 NT$2,716,112 
 

累積結餘 NT$4,660,468 

秘書長：杜林茜              會計/製表：蘇文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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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購置校舍目標：新台幣4,000萬元 (美元125萬元)  

奉獻總計：NT$4,843,038 (US$15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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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6,000,000(US$500,000)   8,000,000(US$250,000)  16,000,000(US$500,000) 

現況：   2,096,611(US$65,519)      538,600(US$16,831)    2,207,827(US$6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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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之友 國內教會 國外教會

目標餘額 目前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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