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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 
個人靈修

的建立 

賴明芳 

宣教士 

大園區 

基層群體

的探訪與

關懷 

曾政忠

牧師 

中和區 小組事工 
葉聯邦 

牧師 

中壢區 
EQ與人

際關係 

金鳳 

傳道 

內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院長 

石牌區 
個人靈修

建立 

張家麟

傳道  

安樂區 

屬靈爭戰

的理論和

實際 

黃偉峻

傳道 

 

埔里區 
基層的初

信陪伴 

陳增韡

牧師 

可以在固定的時間學習靈修，學習時時禱
  告，倚靠主的恩典，檢視自己的不足與學
  員間互相勉勵 
正確的靈修生活習慣的養成，更加渴慕  

  神，讀經有亮光，享受在神的同在。 
生活習慣的調整，每日與主更親近，更多

  神的話語。 

賴明芳老師很符合神對僕人的要求，
  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服事主服事
  人，主一定大大祝福老師。 
感謝老師教導如何藉由每日靈修與父

  神建立親近美好關係的重要性，在每
  時刻效法耶穌完全順服，讓生命經歷
 神的亮光。 

事奉中很多幫助，尤其是在探訪讓我可以
  得心應手。 
在這課程中，學到探訪與關懷，我也能壯

  膽出去傳福音。 
突破我對他人傳福音的困難。 
 

老師您辛苦了，看見您充滿的愛，在
  您身上學習謙卑的服事主。 
謝謝老師給我們學習的機會，若沒有

  上這個課程，根本不知道從最小的細
  節來作，這是很難得的。看見曾牧師
  學到老、教到老的精神，我們也該學
 習他。

對小組事工有更深的認識，超過以往一知
  半解的體會，能對小組事工的落實有極大
  的幫助。 
教會以小組的形式快速成長的重要；建立

  小組的重要性；培養小組組長的重要性。
可實際運用在未來的事工上。 
 

謝謝葉老師的傾囊，將多年來的小組
  事工經驗傳授，使同學大大得著，謝
  謝老師的熱心、愛心及用心。 
感謝老師的熱忱教導有關建立小組教

  會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教導如何
  合一，同屬一靈。 

知己知彼～以前大概知道的”我”、”別人”
  ，課程後更清楚你、我、他。原生家庭
  父母教導，要求原來影響如此的深，慶幸
  自己從小到大沒有受傷的記憶。對以後的
  服事(如醫治釋放、個人輔導)大有幫助。
要做好人際溝通最重要的第一關，先瞭 

  解自我深層的部分。身為基督徒與神的關
  係是和睦的，與人的關係也必定是和睦的

謝謝老師編了一套很實用，也很能立
  刻應用在生活上的課程，上了這個課
  程後，開始覺得原來我也是很不錯 
  的，讓我對生活不是覺得只是一成不
  變的應付，有時覺得很無力，但是現
  在我開始有計劃的為自己想做的事具
  體放進待辦事項中，而且是可以達成
  的，我想到就開始對生活有熱情起 
  來。真的謝謝老師，願上帝賜福您。

了解查經須透過觀察、解釋、默想、應用
  ,並善於默想神的屬性及恩典,得幫助且學 
  以致用。 

應用在帶領小組員進入神的話語當中,更了
  解聖經,更能活用。 
 

謝謝老師幫助我在閱讀聖經時有新的
  方向與亮光,也提昇我生活查經帶領 
  的能力。 

老師妳服事的精神,令我欣賞也看齊, 
  完全是把聖經活用在生活中,謝謝老 
 師再次提昇我在服事上的信心。

穩定靈修，在靈修中操練神同在，生命
  更新且更認識神，能夠有信心隨時多方的
  禱告。  
靈修習慣的建立，可以與神有固定時間交

  通、讚美。 

 

感謝老師課程安排，將全部的靈修方
  法傳授與我們，教導我們實際操作養
  成靈修的習慣，並懂得代禱的重要性。
謝謝老師上課充份的給予許多教材與

  教導。 

原來屬靈爭戰是一生都要學習，透過老師
  教導讓我更有信心跟隨耶穌，主耶穌與我
  同在，爭戰必得勝。 
可以聽 神的聲音，分辨 神的聲音。 
 

謝謝老師認真的教課。每次遠從淡水
  來回上課，辛苦了。 
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將所學的屬靈爭戰
 功課，應用發揮出來，用生命影響別人。

此課程學習到與被陪伴者要如何建立關係
  及事後的栽培及教導。更深的了解到陪伴
  者角色的重要。 
了解門徒生活及過程，學習如何陪伴的規

  劃及啟發思考的需求。 
 

感謝老師，從您的服事付出中，真的
  讓我感到非常佩服及敬仰，更榮幸上
  您的課，讓我在關懷事工上能夠有所
  突破。 
希望能夠把所學的應用到關懷對象，

  此課讓我了解要有目標才可幫助，使
  他人成為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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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 杜林茜 院長 (二)晚上7:30~9:50 宣道會中壢生命堂

大園區 杜林茜 院長 (三)晚上7:30~9:50 大園航空城教會

雙和區 張家麟 傳道 (二)晚上7:30~9:50 雙和行道會

大溪區 彭榮光 牧師 (二)晚上7:30~9:50 
拿撒勒人會     

員樹林教會

桃園區 李紫陽 牧師 (一)晚上7:30~9:50 基宣院本部  

內湖區 廖昆田 牧師 (一)晚上7:30~9:50 信義會內湖思恩堂

士林區 李文榮 牧師 (四)晚上7:30~9:50 蘭雅禮拜堂

埔里區 簡俊澤 牧師 (一)晚上7:00~9:20 貴格會埔里教會

安樂區 江天明 牧師 (四)晚上7:30~9:50 信義會安樂福音堂



NT$2,754,637

993,312

748,279

245,033

NT$2,999,670

-NT$8,175,456

324,800

12,280

312,520

-NT$7,862,936

收支報表 102/5/1-102/6/30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 102/5/1-102/6/30

上期結餘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其餘絀

累計結餘

上期結餘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其餘絀

累計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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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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曾政忠 會計:黃美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