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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復興 理事
感謝主！基宣終於購屋了，回想購屋

二請杜牧師一定要帶領全校師生及促進會

過程，一路走來，理監事會議常常提出討

所有同工，前往實地看屋並同心禱告查驗

論並共同關心，理事長更不定期召開臨時

是否，大家都有共識及負擔，願意一起委

會議協商，並委派代表們實際前往勘查許

身，在禱告中繼續守望相助，第一優先紀

多地點，最後選定要購買桃園航空城，社

念此購屋案。感謝主！經過代書與屋主多

團法人也預付了 20 萬元訂金。就在與建築

次溝通，並澄清說明後，購屋代表們也重

商討論要如何隔間工程，有關權責歸屬問

新再起動協商機制，接受實情，也實際查

題，雙方產生重大歧見，無法達成共識；

證沒有欺騙行為。

購屋代表們向理監事提出報告，並經大會

購屋代表們建議，召開臨時理監事會

討論決議，與桃園航空城解約，同時起動

議與會員大會討論與表決。會議討論熱

可以另覓他處。

烈，理事長聽取代表們意見後，正式裁決

感謝主！桃園大有路房子出現，理事

並宣布，按屋主「一口價」購買，整個購

長與購屋代表們再次前往勘查，經過討

屋過程，真是讓我們經歷到，詩篇 133 篇

論，大家覺得地點與價格，都很合理。授

1 至 3 節：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權購屋代表們，進一步與代書協商，可以

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

與屋主見面，考慮購買事宜。

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第一次與屋主見面，雙方言談甚歡，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

彼此客氣，惟一談不攏，就是屋主「一口

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價」
，令代表們很失望，沒有議價空間，真

命。羅馬書 8 章 28 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

是無法接受；然而神奇妙的手介入，貸款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

銀行在網路上幫忙查出，該屋曾經有低於

意被召的人。以及箴言第 16 章 33 節：籤

屋主「一口價」，引起爭議，協商暫停。

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哈利路亞，神

因此理事長裁示二項重點，第一同工
及團隊事奉，合一見證比購屋更重要；第

掌權！榮耀歸於愛我們的耶穌基督，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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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秘書長代禱信

主內親愛的代禱同工：平安。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詩 29：11
農曆年期間北部一直下著雨，又濕又冷，許多人往中南部跑，每一個景點則是車多
人多，九天長假讓基宣同工有好的休息，我也從極度緊壓中稍微放輕鬆了一些，一開工
就準備忙於校舍搬遷的事工。
自從去年十二月底確定購買桃園大有路的辦公大樓後，許多後續的步驟一件一件的
接踵而來，趕快尋找學生要住的宿舍、新校的教室、辦公室隔間、整修、裝潢、管線的
配置進度，各樣設備的尋價、購置，希望在寒假密集課一結束（二月 16 日）就搬遷，
時間上的壓力很大，加上搬前、搬後的辦公室、宿舍的規劃與整理，在經費有限之下，
每一項支出都必須精打細算，又正值基宣的人手極為缺乏之時（總務去年底車禍手臂骨
折、OMF 的一位專任老師返新加坡述職），好在實習主任黃清牧師在桃園牧會十多年，
會友中有做裝潢的、水電的、網路線安裝的…分擔了許多壓力，才能如期搬遷，目前購
校經費尚缺新台幣七百萬元，正向銀行辦理貸款，去年的經常費也出現十年來第一次的
赤字，求 神憐憫施恩，繼續豐富供應。
基宣成立今年剛好滿十週年，又買了新校舍，並且六月將有第一屆的全修畢業生
（2008 年招生）
，這一連串的美事，真該獻上滿心的感恩，因此基宣將於三月 24 日（下
午 2：30）借用新校附近較大場地（五他連得教會）舉辦感恩獻校禮拜，歡迎每一位關
心基宣的弟兄姊妹撥冗參加與我們同頌主恩。
由於搬遷校舍，下學期開學延後一星期，二月 29 日正式在新校上課，新的宿舍也
在同一條路上，走路約 10 分鐘左右，我仍會與學生同住，其他老師、同工分租在學校
四周，這個地區生活機能非常方便，附近有 5、6 間教會，相信會有很好的發展空間。
三月 30 日到四月 30 日計畫訪美傳遞異象，行程如下：3/30 – 4/9 在 LA；4/9 – 4/16
在 Phoenix；4/17 – 4/23 在美東；4/23 – 4/30 在北加州；目前已經安排十多次的聚會，
求 神保守我身體健壯、靈命活潑的為祂奔波，也讓基宣得到更多的支持，可以幫助台
灣基層宣教訓練事工順利推動，因而得著更多基層靈魂歸主。
敬祝

主恩永偕
秘書長 杜林茜上
2012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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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化家庭」上課心得

當初聽到這課程所採用的教科書：男士
理財手冊＆重建者手冊，我很有興趣，因此
就透過基宣同工問學校接受選讀生否？隨
著課程的進度，覺得當初自己一時的「衝動」
是對的。這課程的特色是：
一、所有討論的標準來自聖經怎麼
說。黃牧師是學校老師也牧養一間教會，所
以提出來的例子是切實際的。例如：丈夫外
調大陸，太太是上班族也是教會重要同工，
從聖經的觀點應該要鼓勵當太太的跟著丈
夫同去，但是牧者如果鼓勵這妻子同行就會
面臨奉獻的減少及事工少了人分擔，這對小
教會的影響可大呢。所以要為教會著想還是
照著聖經的教導呢？黃牧師說他當然有教
會事工壓力，但是聖經怎麼說他就怎麼做。

選修生

沈雅惠

二、教會的講台教導要教會與家庭教育
並重。單方面推動事工卻忽略家庭，到最後
一定會出狀況，因此所有參與的同工，都要
考慮他們的家庭功能健康否？青少年的事
工是要讓孩子的心轉向父母，父母的心轉向
兒女。沒有上過觀察期交友輔導與婚前輔導
的，黃牧師不幫其證婚，因為預防勝於治
療。
這班的學生多半都要全職服事，上課
的討論會影響他們以後牧會、教導的走
向。即使像我只是個平信徒，在課堂的討
論也獲益良多：婚姻觀、財富應用、自我
重建、家庭功能，在在都影響我去思考「神
怎麼說？」很棒的一門課！

「教會歷史」上課心得

學士科

李金鈴

上了教會歷史課，透過老師用心的教
導，才明白初代教會，跟中世紀教會，如
何從使徒行傳中的一小群人，演變成現今
的龐大體系，而這一核心的小群體如何繁
衍成今日眾多的宗派，從課程內容裡，老
師透過書、透過影片、活潑又豐富的教課，

在逆境中，為主而戰的屬靈偉人，從他們
的身上學到對主的熱誠，因傳福音本不是
輕鬆的事，被拒絕或被譏笑是常有的事，
若對主有熱誠，就會堅持到底，因知道一
切都在 神的手中，最後勝利也屬乎
神。跟隨主的人要有為主受苦的心志，不

更清楚的知道，新約教會是如何誕生，教
會如何全面得勝，教會如何漸趨腐化，教
皇的權勢如何發展，還有教會權勢的衰
微，教會開始的動搖，雖似逐漸衰微，也
看見了 神依舊在當中掌權，祂不斷的興
起許多愛主願為真理而戰的人，例，奧古
斯丁、胡司、馬丁路德、加爾文等等，使
得教會現今仍在進行中，感謝主透過這些

管在順境逆境都不會害怕，即使失去生命
也義無反顧，因知道為主殉道是件極榮耀
的事。這些為主而戰的偉人，有個重要的
共同點，他們是經常親近神，研讀聖經、
禱告，且清楚 神呼召的人，謝謝主透過
這門課，讓我收益良多，榮耀歸給主 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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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第一期購校完成 ---- 2/16 即將遷入新址：
桃園市大有路 487、489 號 11F
電話：03-3252761

傳真：03-3257082

購校貸款新台幣 700 萬元，敬請支持、代禱
歡迎為設備認獻：鋼琴、單槍、螢幕、音響、電腦……
劃撥帳號：19690882 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十週年慶暨獻校感恩禮拜
謹訂於主曆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
分假「桃園市基督五他連得教會」舉行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十週年暨
獻校感恩禮拜。

恭請蒞臨

同頌主恩
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理事長 劉民和
秘書長 杜林茜
敬邀

感恩禮拜場址

: 桃園市大有路 85 號 3 樓（桃園基督五他連得教會） 03-33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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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校友

豐盛教會開拓歷程

廖潘金葉師母

神清楚給的基層宣教異象持續在我與
廖牧師的禱告中，於是我們在 2007 年在基
隆新豐社區建立豐盛教會。沒有任何的資
金、同工的情況下開始開拓，只憑著對 神
的信心，相信祂的恩典夠
用。我的兒子打鼓，女兒
彈琴，我帶領敬拜、牧師
講道，就這樣一步一步的

邀成為社區的鄰長，使教會的關懷工作更
深入。這是我上了基宣的課程，使我對基
層宣教工作有極大的負擔。在教會逐漸穩
定發展中，我們開始建立小組，無論是會
友同工的訓練或者是社區成
人成長班以及兒童教育課輔
班，均是教會服事的項目。
為要使教會有更大的發

服事。
陸續有社區的居民來
到教會，成為 神國的子
民。原本十幾坪的禮拜堂不
敷使用，在 2009 年我們開始尋找較大的地

展，在去年又開始找聚會場
地，我與牧師大膽的向社區
的管理委員會提出社區地下
活動中心租借的想法。真是
感謝主！管委會竟然全數通過，免費讓教

方聚會。禱告是我們的最佳利器！ 神感動
社區的王媽媽將透天三層樓的房子便宜的
租給教會，感謝主！我們逐漸受到社區的
認同，甚至里長常請我們教會協助社區工

會使用。2011 年的聖誕節我們用活動中心
舉行社區聖誕晚會，管委會非常驚嘆被我
們所改造的場地，2 月 5 日即將舉行獻堂感
恩禮拜，將榮耀歸給神。

作，使福音工作順利拓展到社區，我也受
永和循理會

我的得救見證

林姝貝

姊姊是家中第一個信主的,在我大四
那年（民國 89 年）向我傳福音。由於之前
完全不認識這個信仰,又怕姊姊走火入魔,
因此上網查資料,想看看基督教到底是什
麼，也不知道為什麼，一看到聖經和耶穌
的故事,就覺得莫名的感動。在某一天的晚

到今年作了執事,從不
喜歡讀聖經到每日靈
修,我的生命因著認識
神有明顯的改變。
認識 神是我一
生中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事，祂改變了我

上,我就自己決志信主。
回想信主九年多以來,無數的見證,生
命的改變,一次又一次的感動, 神總是不斷
堅固著我的信心,儘管當中也歷經過幾次
信仰的衝擊，但最終都只會叫我愛主更多
一些，感謝主從我信主開始,就給我一個渴
慕的心,我從小就不喜歡讀書,可是我很愛
看屬靈的書籍,從不認識 神到進入教會,從
只參加主日崇拜到成為團契的同工到，再

很多價值觀及處事態度,祂的話語帶有能
力,祂的應許一個也不落空。對我來說，這
不是一個宗教，這是一個生命，一個真實
的生命。我以前不愛讀經，只愛看屬靈書
籍造成自己很多的混亂，當我開始每日靈
修，才把之前所接收到的東西逐一連結起
來，讓我對 神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盼
望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能更多經歷 神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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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 300 元〈舊生免繳〉
，學費 2400，同教會 5 人以上，優惠價 2000/人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作佈道工作。

課程：基層佈道
宜蘭區

仁愛區

5/7~7/23(每週一)
晚上 7:30-9:50

李文榮 牧師

金

雙和行道會
(02)2247-3040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 69-1 號

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基督徒面對生活中遇到各樣的議題。

課程：EQ 與人際關係
汐止區

5/7~7/23(每週一)
晚上 7:30-9:50

宣承義 牧師

課程：基督徒倫理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 20 號

學習自我操練與訓練別人，成為有效率及影響力的領袖。

課程：基層領袖塑造
雙和區

5/7~7/23(每週一)
晚上 7:00-9:20

江天明 牧師

5/4~5/20(每週五)
晚上 7:30-9:50

課程：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黃榮鈞 長老

石牌區

何淑珍 牧師

(02)2422-2384

增進情緒智商，養成積極行為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鳳 傳道

暖暖區

浸信會榮光堂
基隆市仁一路 297 號

汐止浸信會
(02)2642-6470
新北市汐止區民生街 7 號

從聖經教導、探訪實例及見證探討和操練。

5/3~7/19(每週四)
早上 9:30-11:50
5/7~7/23(每週一)
晚上 7:30-9:50

碇內浸信會
(02)2457-8155
基隆市源遠路 227 巷 25 號之 1
石牌禮拜堂
(02)2823-0333
台北市明德路 2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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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區

邵

潔 傳道

5/7~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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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區

杜林茜 牧師

5/4~7/20(每週五)
晚上 7:30-9:50

永和循理會
(02)2942-4440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29 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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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區

陳

內湖麗山禮拜堂
(02)2627-7252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 348 巷 22 號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作佈道工作。

課程：基層佈道
潭子區

4/30~7/30(每週一)
晚上 7:30-9:50

張益禎 牧師

5/7~7/23(每週一)
晚上 7:00-9:20

正 院長

延伸制進階課程

客西馬尼行道會
(04)2538-9502
台中市潭子區大成街 120 巷 18 號

報名費 300 元（舊生免繳）
，學費 2,700(基宣結業生 2,400 元)，
同教會 5 人以上 2,400 元/人

課程：敬拜與短講
安樂區

謝鴻文 老師

5/7~7/23(每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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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危機處理與協談
汐止區

金

鳳 傳道

5/1~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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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專線: （03）325-2761 / 070-1000-8268 黃淑華牧師

基宣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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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16 日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與會員大會，為購校做最後決定。12
月 20 日完成簽約手續，四年的購校計畫總算塵埃落定，裝修後即將於 2 月
中旬遷入，感謝主。也為餘款約台幣 700 萬元需求代禱。
＊ 學生宿舍也在一月初租下，到學院步行只有十分鐘距離，共五房四衛二廳，
感謝主預備。
＊ 1 月延伸制開課共有 11 班，在宜蘭、基隆（3 班）
、石牌、內湖、汐止、永和
（2 班）、潭子與埔里等區，請為各班老師與學生禱告。
＊ 1 月 7 日與 8 日分別在基隆碇內浸信會與永和中興錫安堂兩地舉行延伸制結
業生校友會，大家見面分享代禱，非常興奮。
＊ 院本部 2011 年上學期 1 月 11 日結業，學生開始寒假實習，為學生的身體與
實習平安代禱。
＊ 2 月 6-8 日與 13-15 日對外開放密集課程「兒童事工」，邀請萬國兒童佈道團
新竹區韓世馨傳道授課，幫助學生在兒童事工中有所學習。
＊ 3 月 24 日 3：00PM 基宣十週年慶加上「獻校」感恩禮拜，正在籌備中，歡
迎關心基宣的每一位來參加並請代禱。

理監事會議

會員大會

新宿舍

簽約

校友會

基宣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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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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791 (US$328,253)

目標： 12,000,000(US$414,000)

6,000,000(US$207,000)

12,000,000(US$414,000)

現況： 6,105,165(US$203,298)

599,600(US$20,675)

3,197,026(US$106,273)

 奉 獻 徵 信 100/12/1 ~ 101/1/31 

一、一般奉獻
1. 經常費奉獻
李美葵
杜林茜
主知名
徐吉銘
張家麟
陳月娥
黃武恭
黃淑華
楊淑楨
葉素貞
鄔寧嬿
劉制台
劉維玲
歐維邦
潘文卿
謝振鴻
主知名
主知名
主知名

6.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3.為飛揚奉獻
2000
4000
20000
1000
2000
10000
3000
7000
12000
1000
500
1000
1600
10000
5000
20000
50
10000
1000

張旭陽
陳瑞曉
李玉曼

中華基督徒重生禮拜堂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基督教中壢播道會
蘭陽禮拜堂

20000
30000
4000

林坤興
林庭竹
許一萍
劉秀玲
蕭世慧
鐘樹椽
鐘樹煌
郭玉麗
開山聖教會

4000
2000
4000
2000
4000
4000
4000
3000
5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1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會友 1000
吳安康
1000
李鴻昌
10000
杜林茜
10000
張羢悌
1000
張蔡美華
1000
梁英子
11000
曾立承
1000
曾政忠
10000
楊三元
5000
楊世儀
5998
賴美惠
2000
學院全修生
8000
主知名
15000

285560

7.教學費奉獻
8.獎助學金奉獻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1000
林幼
1200
曾政忠
10000
蔡勝財
12000
謝振鴻
20000

4 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杜林茜
沈介仁
黃武恭
趙國良

二. 購置校舍奉獻

2500
2000
2000
2000

二、會費收入

2000
1500
1000
5000

1.常年會費
2 2.入會費

7000
2000

2.訓練費奉獻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1000

3.為基宣特會籌備奉獻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台北服務業福音教會
台北靈糧堂
台灣基督徒見證協會
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多家幸福婚姻促進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恩友愛心協會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
工業福音團契
財團法人基督教
客家福音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
鄉村福音佈道團
基督教晨曦會
燈塔教會

4000
2000
2000
4000
2000
2000
2000

5.教會機構奉獻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中華基督教大園航空城浸信會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新興教會
多加幸福婚姻促進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徒魚池禮拜堂
基督教中壢播道會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4500
1000
1000
31500
1600
50000
30000
9066
26586
31857

2000

收支報表

購置校舍 (目標 3,000 萬元)

2000

100/12/1 ~ 101/1/31

100/12/1 ~ 100/1/31
上期結餘

NT$8,173,510

800,648

本期收入

82,998

本期支出

1,131,992

集資借款

4,559,400

本期結餘

-331,344

本期支出

13,151,183

累積餘額

-NT$335,275

2000

上期結餘

2000
2000
2000

本期收入

NT$2,920,966

累積餘額

上期結餘
秘書長：杜林茜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結餘

基宣之友

累積餘額

會計：邱月爽

NT$2,589,622
NT$3,024,157
532,151

會計：邱月爽

63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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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91
NT$2,920,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