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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民和牧師       

     （基宣學院畢業典禮證道摘錄1）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全人的塑造，不分社會

與教會，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都在 神的手中， 

神是我們的編劇和導演，在生命中培育我們，

也拓展我們的視野，雖然我們是基層，在成

長背景中有一個特殊文化，但 神是全能的，

所以祂會幫助我們培養出

一種性格或屬靈的氣質，

同時也增加知識、能力和

見識，這一切只是要確認

我們獻身服事的崗位，目

的是要完成被祂差遣使用，

完成祂的心意，知道 神在

我們生命中的本份和本位，

這就是豐富的生命。 

基督教的信仰，不是

把我們塑造成多麼厲害，

然後吸引人，祂是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來

調整我們的劣根性，這就是信仰非常重要的

地方。在舊約中亞伯拉罕、摩西、約瑟、大

衛，新約中的彼得、保羅、雅各、約翰，上

帝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來塑造他們，靈命成長

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它並非只是很會禱告

或聖經讀得很熟，它包括人際關係、生活、

家庭、工作、以至我們從 神領受的異象和使

命都是分不開的，這才叫靈命塑造。神不會

專門塑造你的靈命，祂是全人的塑造，聖經

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預備叫我們去行的，

好公義、行憐憫、存謙卑的心，先求 神的國

和 神的義，這都是聖經鼓勵我們去追求的，

追求這些，在靈命上必定會被塑造起來，當

然基督徒必定要守住一些屬靈生活的紀律，

例如:禱告、讀經、默想、禁食，這些都常常

要做，幫助我們結出內在和外在屬靈的果子，

目的是要在現實生活中有

效實踐信仰；教會有靈命

塑造的責任，學院也是教

會的一份子，同樣也在塑

造同學，被裝備之後就是

要被差遣去傳福音。          

剛剛我們所讀的這段

聖經（羅5:1-8），是靈命

塑造很好的一段聖經，這

也是林書豪最喜歡的經節：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所賜給我

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患難是

現實處境裡的遭遇， 神常藉著患難的處境來

塑造我們的生命，基督教的信仰嚴格來講是

一個苦難的信仰，你要得榮耀嗎？要先受苦

的，它是有次序的，多數的患難是會生出許

多的忍耐，今天的青年人沒有什麼抗壓力，

一點壓力來到，動不動就翹家、情緒不好、

吸毒，只做自己想做的。 

聖經告訴我們，患難生忍耐，經歷許多

患難，就經歷許多忍耐，經歷一點患難，那

就只生出一點忍耐，所以多經患難，會生出

一種性格，這種性格就稱為忍耐（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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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的理監事和學院的同工在主裏向您請安，在這末後的世代，但

願主賜福保守您在祂的恩典中剛強，並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十年前有鑒於台灣基層人口歸主的比率低於1%左右，而總人口卻超過60%這樣大的

禾場，必須有更多主工人去耕耘去收割，於是有鄉福、基福、客福、晨曦會及工福等單

位，一同創立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而這十年來我們先以延伸制方式在各地開課，帶出

不錯的果效。 

四年前開始有全職工人的訓練，蒙 神的恩典與保守，在今年第一屆畢業典禮中，看

見九位畢業生在主前被差派到工場，願 神繼續施恩帶領，成為基層的好工人。但願有更

多關心基層歸主的工人被眾教會與機構差派到本校來受裝備，成為主合用工人。感謝主

的帶領，為我們預備了桃園市大有路的新辦公室與校舍，叫我們不再流浪寄居，目前尚

有九百萬元的貸款與借款，近幾個月經常費也有不足的現象，請

代禱與支持。 

若您想讓貴教會弟兄姊妹更清楚基宣的異象和近況，請安

排我們的同工到貴教會去傳遞異象與事工，但願在多人的關心

支持下，更多經歷 神的豐盛，願台灣基層同胞歸主日日加增，

叫台灣更有力量向海外未得之民宣教，真正成為宣教的美麗島。 

                                                             

                                                         秘書長  曾政忠敬上                                        

     

     主內代禱的弟兄姊妹：平安。                                                  

神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祂！  詩67：7         

整個七月都在忙碌北美短宣隊的服事，每週跑不同的地點，探望來自不同地區的短

宣隊，聽著各種的回應，有抱怨（天氣熱、蚊蟲咬、小孩吵）、有興奮（吃好吃的、小孩

太可愛、探訪家庭、決志..）、有學習（文化不同、方法不同、習慣不同..），有第一次來台

的，也有多次來的，每一隊都帶給當地教會、學校很好的迴響，盼望明年可以再來。  

學院今年的招生有許多人來詢問，可惜大部分都有問題，想到基層的家庭、個人問

題真是層出不窮，為了學院的素質與形象要有一定水準，我們寧可少收也不要影響應有

的品質，我們仍強調進入基層服事的工人訓練除了知識與實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的事奉，求  神帶領合祂心意的工人來接受裝備。 

延伸制九月開班正在14個地點推班，有五個是轉換新的地點或新增班級，如順利招

生將會突破200位學生，請多為招生學生、老師代禱。全修生九月初有兩週的密集課，加

上新生訓練，正式開學要到九月24日。我在十月1 - 4日將前往馬來西亞參加華福會主辦的

第四屆「世界華人基層福音會議」，請為即將開學的忙碌與出國的行程禱告，謝謝。  

連續三個月基宣出現經費上的赤字，這是從未有的情形，令

我不得不警惕，除了開源節流外，更多在  神的面前禱告尋求，

看有什麼地方得罪了祂，讓我有敏銳的靈守望，免得失去 神

的同在，也請關心基宣的弟兄姊妹一起在經常費與購校的需要

上代禱、支持。願 神賜福與您。 

                            院長 杜林茜敬上 20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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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子區 莫再生傳道  

 

       

感謝 神！教會和「基宣」合作，

開立「基層佈道」的延伸制課程使我

收獲豐碩。原本以為「基層佈道」不就

是用「四律」、「福音橋」、「滿福寶」

之類的佈道工具出去傳講福

音嗎？沒有想到第一堂課，

陳正老師就用各樣的統計數

據，和分析教會界推動的佈

道現況，打破了我的思維。

課程內容以聖經為基礎，強

調必須要向福音朋友講清楚

「福音的核心」，以陪讀、做

朋友的方式(生活佈道)帶人

信主才是可靠之道。因此，在「福音

的核心」部分，老師有充分的教授，

建立起穩固福音觀。因為，唯有清楚

福音的核心，才能傳講福音。透過老

師「查經式」的方式，加上活潑、幽

默的教學，不但活化了聖經，並加強

了研讀聖經的興趣，原來聖經是這麼

的豐富。使學員們知道「佈道」的重

要性和負擔。老師也鼓勵

學員，要學習數種的佈道

方法，才能適時的靈活應

用。先作好「佈道」的人，

再來佈道。要讓一個人作

出生命重大的抉擇，不是

幾分鐘的佈道就能決定的。

因此，需要花心思、時間，

代禱、陪讀、做朋友等，才

能完完全全的把人帶到主前。一個人

信主是生命重大的改變，傳福音者，

有責任講清楚福音的內容和核心。相

信學員們將興起教會傳福音的浪潮。 

 

埔里區 宋慧玲姊妹 

     

 

近年來在陪伴一對一的讀經過程

中，發現自己對聖經真理的了解是貧

乏有限，需要更多的被裝備，「生活查

經」對我的需求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帶領查經者必須充分準

備，不僅要明白聖經的原意，

更進一步要了解經文對個人

的意義及如何將聖經真理運

用在日常生活中。在讀經時，

不是只「看」而是仔細「觀察」

做出正確的推論，正確的觀察

能帶出正確的解釋，可避免斷章取義

或避重就輕，不會有太多自己的意見

和想法，這門課使我受益良多。 

老師在課堂上細心教導，課後一

份一份的批改作業，查經的步驟包括 

觀察、解釋、默想、應用，最後是編 

 

 

寫問題這是最難的部分，老師不厭其

煩的引導去找出啟發性的問題，因為

「好問題」是解開經文的鑰匙。老師

的用心、細膩、嚴謹，

使每位學員一步一腳

印的認真學習，在課程

結束前，每個人都實地

操作帶領「生活查經」

並將經驗分享，有的學

員還計畫著學以致用

回教會開始帶領「生活

查經」，老師的身體狀況並不是很好，

但每堂課盡責認真的擺上，讓我們感

受她那「捨己的愛」。 

最後，謝謝基宣在埔里開課，使

眾多的弟兄姊妹被造就及裝備，更謝

謝參與其中的老師們，在您們的身上

我看見值得學習的生命見證。 

生活查經課後心得 

基層佈道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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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倫斯靈糧堂（深美國小）張家琪  

    來台灣短宣前雖曾

參加訓練，心中依然忐

忑，然而想到主説,“將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心中也就

有了方向與依靠，不再擔心了。 

    上課時，多半學生都守規矩，在集點、

換獎品及榮譽心的激勵下，都會爭相表

現，也有些孩子不專心，推打吵鬧。

每天早上及午休都有老師給同學們

説聖經故事，數日下來，看著孩子

們的心都軟化了，下午唱遊課時，

孩子們會圍著小老師們（Chi和Adalia）

嚷嚷著“老師長，老師短”孺慕之情，

溢於言表。最後一晚，大班的孩子們全部

上台用英文背經句，其後隨音樂短片邊跳

舞邊用英文唱歌，聽在耳裏，美妙極了。

讚美主，願主的名在這地高舉，願一切的

榮耀歸與 神。皮傳道在台上呼召，老師們

為與會衆人唱歌祝福，有多個孩子來到台

前，由老師為他們一一按手祝福禱告，也

為他們的家人禱告，感謝讚美 神，願 神

祝福保守這些孩子們和他們的家人們，一

生一世走在 神的真道中，不稍偏離。 

    感謝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的禱告及各樣

的支持，我們在 神的領導下，全體隊員及

在地同工們合作無間，一同努力為 神的國

作工，歡喜而來，滿載而歸。 

托倫斯靈糧堂（好土教會）林安濤 

     我今年是第四次投入暑期短宣，目的

地是桃園好土教會。

此地的天氣炎熱，蚊

蟲施虐，讓我們這些

從美國來的人，難以

忍受，每次告訴我自

己下次不來了。然而

每當我與這些天真無邪的孩子玩在一起，

當我看到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心中，這些

所受的肌膚之苦也就微不足道了。孩子像

白紙畫甚麼就成甚麼，讓他們覺得教會是

有歡樂，有愛的地方，讓他們喜歡來教會，

孩子願意來父母自然跟著來。五天以來節

目緊湊，孩子們努力的學習，當最後一天

晚上的成果展現時，家長們看到孩子們優

異的表現，都展現滿意的笑容，這讓我們

的辛勞煙消雲散。謝謝好土教會朱傳道熱

情的接待，讓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經

由短宣，我看到臺灣基層廣大的需要，這

片硬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願這樣的耕耘，

不斷的持續下去，能使硬土鬆動成為好土，

屆時結出更多福音的果子。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宜蘭禮拜堂）傅琳 

    第一次參加短宣，非常興奮，因為能在

神的事工上有份，是

非常榮耀的事。 

    我的任務是

給參加“品格

訓練營”的孩

子們講聖經故

事。原以為只是其中一個小班的幾個

孩子而已。沒料到其實是在大堂裡，

有100多個孩子，還有宜蘭教會的許多助

手們在聽，心裡不禁忐忑不安起來。畢竟，

從來沒當著這麽多人講過故事，連看都沒

看過別人是怎麽講的， 我每天不斷地看聖

經，既然沒有別的訣竅，最起碼把故事和

細節都背熟了才是。至於上臺是不是怯場，

能不能控制場面，孩子們會不會鬧等等一

系列的顧慮，只有交給神了。 

    當我講完故事的時候，好幾個人都來

鼓勵我，說我講的不錯，不像是第一次講，

孩子們聽得很認真，並且記住了。隨後幾

天，我每天問他們昨天講了什麼，經句和

重點是什麼？他們都答得很好。  

   上帝讓我在這次短宣中學到了功課。首

先，祂喜悅人有願作的心，因為不是依靠

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華的

靈，方能成事；其次，祂不在乎人有沒有

經驗，不在乎人有沒有聰明才智，祂讓我

們看到祂的大能，祂的作為，祂的同在。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宜蘭禮拜堂） 

John Hillman 

I found our short term mission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My children 

blossomed and did a really good job as 

teachers & missionaries. They hardly fought 

and rarely complained 

& stayed healthy. Even 

the mosquitoes barely 

bit them while in the 

countryside. I am so 

proud to see God 

shining in them. They made many new 

friends as I have as well. Our ho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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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loving, caring and incredibly hospitable. 

I was impressed by the changes I saw in 

society in Taiwan since my prior two times 

visiting. The people are much more polite, 

open to the Gospel, and conscientious about 

the environment by recycling nearly 

everyth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showing they can be good stewards of 

God's provision to them. I have much 

confidence in Taiwan's spiritual 

future. I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again soon if it is in God's will. We 

have taken to heart that “No matter 

where you go, trust God”. 

Thank you God for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rusting & loving you more. May 

God bless Taiwan. 

列治文華人浸信會(內壢國小、三峽國小)  

Pastor Larry Farnen 

   It became obvious 

within a couple of days 

that many were too 

modest.  While they 

couldn't carry on a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many of them could 

understand quite a bit of what I would try to 

communicate to them.  While my inability 

to speak Chinese limited me in the home 

visitations, it was still a privilege to be 

invited into the homes of these Taiwanese 

parents and share a little in their lives.  I am 

grateful to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English camps, and for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that I got to know. 

Tenny Farnen 

    For me personally, what amazed me are 

the opportunities to share the Gospel to 88 

children in Neili and 48 children in Xanxia.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although we have a 

hard time managing the classroom while 

teaching our conversational English, but then 

in teaching the holidays we wer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I’m surprised to see the 

children listened with their attentive ears the 

life story of Jesus, from his birth to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and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d them to a prayer of inviting Jesus to 

be their Lord and Savior. 

Brian Chen 

    Here in Sanxia, the environment wa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Neili. Here, the kids 

were truly less fortunate, and the church was 

really doing great things here. Many of the 

church's kids were those who came from very 

troubled or poor families, and the church 

would waive many of the program fees for 

these kids. Here, the church was a place 

for kids to go as a sanctuary of sorts, a 

second family. The people who came 

to the church were very devoted, 

however, and provided for us. They 

took us around, treated us to meals all the 

time, and helped us whenever we had need. I 

respected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greatly; 

as a minority in a very poor area of Taiwan, 

they were here, spreading the message. 

Louie Cheung 

    The kids in Taiwan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kids from America. When we taught them 

the stories about Christ’s birth, His 

Resurrection, and other stories, they were 

attentive. In America most kids have heard of 

these stories and are bored of hearing them 

multiple times.  However in our lessons, 

when we were telling stories, they all 

gathered around a teacher and were listening 

to the story. Even though some usually 

couldn’t sit still, they became calm and 

attentive. 

Alvin Cheung 

    Sanxia is a calm city where we could see 

the mountains that surround us.  The first 

thing we learned was that the English levels 

of the students were very low.  We cut many 

of the harder English 

lessons and they learned 

much of the material, and 

I've noticed that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memory verse and the 

Christian songs were very positive and they 

liked it a lot. The trip was a fun and 

entertaining in spite of the lack of sleep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that they learned a 

lot of English and learned more abou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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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制課程學生「教學反應評估表」摘要 (2012年 5~7月 ) 

地區 
課程 
名稱 

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的話 

石牌區 

基層群體

探訪與 

關懷 

何淑珍 

牧師 

探訪與關懷的關卡可以迎刃而解，                            

  觀察的改變知道可以關心生命。 

了解各年齡階層的人格發展與過   

  程，對於探訪的重要性與影響有更  

  多認識。   

謝謝老師的講授、教導，使我獲益良  

  多。 

謝謝老師撥出寶貴時間及分享，解惑  

  實際探訪關懷的方法。 

 

安樂區 
敬拜 

與短講 

謝鴻文 

老師 

對敬拜讚美的整體態度調整，並盼望   

  回應 神的帶領。 

本身就靈歌的敬拜有更多新的詞與  

 情感向上的表達更多屬靈的操練，原 

 本只會用簡單的話讚美神，上完課後 

 老師指導用詩篇、經文來唱禱敬拜。 

 

謝謝老師，讓我們能學習更多敬拜的         

  生命調整和技巧訓練，收穫良多。 

何等恩典能在此次的課程中認識老師  

  從您認真的態度中，接受研習及所傳 

  遞的服事，相信 神必更加的使用您  

  及差傳會，願神 多加的祝福您和全家 

    

汐止區 
EQ與 

人際關係 

金鳳 

老師 

分清事情是我的事、他人的事，還   是 

是上帝的事，就不再有困擾了。 

感恩、喜樂的心，不看別人的缺點，

說尊重、造就人的話。 

如何與 神的關係變好，更懂得如何

與人互動。 

謝謝老師給予許多正面鼓勵的教導，   

  使我們受益良多。 

感謝老師帶來這美好的課程，使我能  

 在其中學習成長，願神大大的賜福金鳳 

  老師與她的家庭。 

謝謝老師，用特別的方式和大家互動。 

 

宜蘭區 
聖經的 

基礎神學 

江天明

牧師 

對基督教的歷史、三位一體與聖經上 

  的專有名詞，都更加了解。 

對聖經的整體神學有基本的認識，運 

  用生活得著生命的價值。 

 

感謝老師用心的解釋、細心的教導，  

  從舊約歷史、背景，解釋新約的應許。 

感謝老師總是用有趣、生動方式來詮   

  釋課程。 

 

埔里區 生活查經 

邵潔 

傳道 

 

能更深入觀察、解釋、默想與應用  

  聖經，有勇氣與信心去帶查經。 

從聖經章節中可以更了解主題及   

  神的心意。 

謝謝老師辛苦的整理講義，讓我們明    

  白神學的背景。 

老師學識見聞廣博，是值得敬佩與學   

  習的。 

潭子區 基層佈道 

陳正 

院長 

 

知道耶穌傳福音的經歷與基層的互    

  動，不管是言語或行動都是為了榮       

  耀 神，並慢慢知道要在真理上扎根 

關心身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找機    

  會傳福音。 

 

謝謝老師的用心。 

在課程當中可以運用聖經裡的話，清   

  楚明瞭的讓我們知道真理的基要和當 

  初耶穌如何與基層傳福音，生命得著 

  改變，使更多人認識福音。 

 

雙和區 
基層領袖

塑造 

宣承義 

牧師 

提升個人對 神認定及積極的態度。 

生活中運用老師的教導，以心靈圖    

  像建立目標，培養委身，將不能掌 

  控的交託給 神。  

有效的領導是行為改變，從認知開  

  始，更加依靠 神，而不是靠自己的 

  能力與認知去改變他人。 

 

感謝神透過老師的教導及生命的見證   

  把真理的奧秘深入淺出教導如何的運 

  用在教會服事上，謝謝老師! 

老師上課的問題都很有啟發性，讓我  

  重新思索與神的關係，收穫良多。 

  與家人的關係也改善，感謝宣老師。 

謝謝老師的教導，救恩大過於罪惡，  

  執行真理，積極的信念。 

仁愛區 
基督徒 

倫理 

李文榮

牧師 

可用來跟朋友傳福音。生命調整， 

  對於倫理的議題較為瞭解。 

基督徒倫理幫助我生命的改變。 

和其他人相處時，能不偏離聖經 

  的教導，清楚疑惑。 

老師謝謝您在您自己身上這麼多的見  

  證，幫助我生命的改變與堅定。 

謝謝老師的課程讓我更深度認識基督   

  徒所要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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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維吉尼亞、洛杉磯、鳳凰城、北加州

的短宣隊，已順利完成宜蘭、基隆、汐止、

中和、永和、三峽、

桃園、內壢、大園、

苗栗、屏東等12個兒

童英文夏令營，共接

觸746位兒童，獻上

感謝。 

■ 感謝

主，8/9， 

8/10基宣

全體同工

到宜蘭松

羅兩天一

夜退修會，與當地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團契

聯誼。 

 

 

 

■ 9月2日將於台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舉行

101學年度開學典禮，歡迎參加。時間: 9

月2日下午4點（含晚餐）；地點: 台北市北

投區明德路281號   

■ 北美托倫斯靈糧堂林安濤傳道將於9月14

日左右有兩個月的時間成為基宣義工，六

月來基宣三週的「探路」，滿有負擔即將 

繼續參與基宣，感謝主。 

■ 101學年度基宣學院將有4位全修新生加入，   

9月17-19日新生訓練，並參訪各基層福音 

機構，求 神保守出入平安。 

■ 請繼續為學院建校九百萬的貸款與借款

費用代禱、奉獻及支持。 

■ 基宣學院在8月份起將0701-000-8268的電

話更改為03-2701551~553，代表線（03）

325-2761依舊照常使用。 

 

地 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時 間 上課地點 

宜蘭區 舊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一)晚上 7:00~9:20 宜蘭禮拜堂 

雙和區 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黃榮鈞 長老 (一)晚上 7:30~9:50 雙和行道會 

文山區 聖經基礎神學 江天明 牧師 (四)晚上 7:30~9:50 重生禮拜堂 

埔里區 EQ與人際關係 莊明哲 牧師 (一)晚上 7:00~9:20 埔里貴格會 

內湖區（一） EQ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二)晚上 7:30~9:50 信義會思恩堂 

內湖區（二） 基督徒倫理 李文榮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貴格會忠湖教會 

汐止區 基層領袖塑造 宣承義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汐止浸信會 

石牌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廖昆田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石牌禮拜堂 

桃園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紀濱雲宣教士 (五)晚上 7:30~9:50 基層宣教訓練學院 

中壢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賴明芳宣教士 (五)晚上 7:30~9:50 聖潔會龍岡教會 

潭子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陳增韡 牧師 (三)晚上 7:30~9:50 浸信會新城教會 

基隆中正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王 婷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基隆基督喜信會 

基隆安樂區 基層門徒訓練（進階班） 李靜淵 長老 (一)晚上 7:30~9:50 安樂福音堂 

永和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五)晚上 7:30~9:50 永和循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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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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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761，（03）2701551 黃淑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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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奉 獻 徵 信 101/ 5/ 1 ~ 101/ 6 /30  ~ ~ 
              

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11,221,121 (US$37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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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6,674,845(US$223,289)        688,600(US$23,556)          3,857,676(US$129,019) 

 

                                                                                     

                                                                                     

                                                                                                                          

 

一、一般奉獻 二、購置校舍 

個人奉獻 杜林茜              10000      

胡念慈               9000      

吳莘華               5000      

蘇秀秀                500      

主知名               5000      

杜牧師北美教會     651770  

杜林茜    7000 

沈介仁    3000 

徐錦輝   10000 

龐約瑟    3000 

林卿綿    1000 

黃凱華    1000

劉美惠    2000 

曾政忠    5000  主知名   9265 饒忻     1000 

于崇蘭   15000  藍應華    300 王榮慶    100 

施佩英   10000  潘雅麗    500 朱順慈   1200 

郭義中    1000  陳清枝    500 杜國用    200 

謝明燁    1000  謝進賢    500 吳美芬    500 

楊萬師    1000  陳瑞香    500 蔡郁薇    500 

官秀鳳     500 
三、教學費奉獻     213700 

為飛揚奉獻 教會機構奉獻 四、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陳瑞曉   15000 

張旭陽   200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開山聖教會     

        10000 

高雄岡山聖道堂                     28540 

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11000     

新竹縣基督教福音廣傳會              2000 

中華基督教大園航空城浸信會          3000           

桃園縣基督教聖經教會                2000 

碇內浸信會                          2000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6352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35289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40419 

杜林茜               2000 

梁英子              12000 

五、獎助學金奉獻 

謝振鴻              20000 

杜牧師北美教會      29940 

六、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基督教拿撒勒人會桃園教會 

                    2000 

永和循理會           4000 

航空城歸主教會       2000 

浸信會恩惠堂         3200 

安息禮拜謝禮         7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3000 

收支報表  101/5/1 ~ 101/6/30 

上期結餘 NT$2,637 ,671 

本期收入 701,004 

本期支出 835,287 

本期餘絀 -134,283 

累積餘絀 NT$2,503,388 

        秘書長：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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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之友 國內教會 國外教會 

目標餘額 目前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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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TM）

奉獻，寄送地址: 

P.O.BOX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101/5/1~ 101/6/30  

上期餘絀 NT$-9,701,263 

本期收入 681,270 

本期支出 26,177 

本期餘絀  655,093 

累積餘絀 NT$-9,046,170 

          會 計 : 黃美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