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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遇到了試驗和試探之後，就是動機的

問題了，動機產生果效，試驗你的要把動機提

昇是好的，如同耶穌試驗腓力；試探你的就是

壞的了，如果你沒有勝過這個考驗，如同始祖

亞當夏娃，背叛 神以自我為中心，這是人的

第三種的光景。第一種光景：就是我們可以犯

罪可以不犯罪， 神造了我們之後就有自由選

擇的可能。第二種光景：因為私慾產生罪之後

我們就墮落了，在墮落裡面你沒有自由不去犯

罪的。我講的犯罪是得罪 神以自我為中心所

產生出來罪的一種行為。第三種光景：人在信

了耶穌之後，重生了、得救了，又恢復到第一

種人的光景，有一種自由可以選擇跟隨主，你

也有可能的選擇不跟隨主，受誘惑甚至跟隨撒

但都有可能。不過我們在基督裡面有自由的選

擇就不一樣，聖靈常常在我們心中激勵、光照，

讓我們有能力放棄罪惡跟隨耶穌基督，所以在

基督裡的重生是不一樣的，最後的光景就是，

我們生命的冠冕在新天新地，在主的裡面永遠

都不會犯罪。 

我們是蒙 神的呼召揀選來的，越愛主的人，

越會受試探、試煉，進到工場要看未來，我們

的未來是永恆。今天很多人都講養生，就是不

講永生，養到最後還是要死。也有很多人一天

到晚講永生，就是不講養生，天天講永生之道

那個人都駝背了，這兩者都要兼顧，上帝的救

恩是全面的、全人的。人之所以為人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美善的恩賜叫作自由，自由就 

 

 

 

 

顯明我們是人，因為人是按著 神的形象被造

的，有人因誤用自由來抵擋 神，以自我為中

心去生活；罪不是從 神來的，死是從罪來的。

罪是從一個被造的自己，有一個自由，而這個

自由裡面有一個元素叫作私慾，這個私慾會懷

胎的，懷胎之後就會生出罪，罪的工價是死，

這是 神所定的，但是你認為得罪 神得罪人都

活得好好的， 神不是放縱，乃是忍耐、寬容，

所以我們傳福音，要有一種耐性，要體會 神

的心意，甘心樂意努力忠心去傳，結果就交給 

神。 

最後的結論，雅各在這個地方突然有個轉

折說，不要看錯啦，一切美善的恩賜、全備的

賞賜都是都是從上頭來的！ 神賜給我們最美

善的恩賜就是人有自由，但是把 神賜給我們

的自由，拿去自我放縱就不好了，這就是罪惡

的來源。人最寶貴就是有 神的同在，事工最

能持續下去的就是有 神的同在。人是先被揀

選的、先被救贖的、先被寬容的，所以人是首

先被赦免的，成為萬物初熟的果子，我們得救

了，連地都要被救贖，這就是成為萬物初熟的

果子的意思。 

進入工場會遇到很多的難處，不要氣餒，

我們傳福音，把上帝啟示給我們的不是為人，

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我們要把這個榮耀歸給 

神（彼前1：12），畢業是一個開始，這個開

始是真正的去經歷神，出去了之後，三、五年

就要再回學校進修的，求 神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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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是國家的慶典月，唯願台灣早早成為蒙福之

地、宣教之島，求主興旺各地的教會，也求主憐憫在

上執政掌權者，因神的託付，能謙卑在主前，把國家

帶向公平正義之路，並能關顧國中的弱勢，叫多數的

百姓蒙福。 

 但願教會成為社會的良心、社區之光，在這彎曲

悖謬的世代，堅守真理，建立保守神賜一夫一妻的婚

姻，關懷性向有困難的同胞走向健康之路，更是積極傳揚福音，叫台灣的百姓早

日歸主，成為慈愛天父的子女。 

 請為台灣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層同胞早日歸主代禱，求主興起更多教會能

委身基層宣教事工，同心合意同心協力來得基層的同胞；主說:做在最小弟兄姊妹

身上的，就是做在祂的身上，目前僅1%歸主的基層鄉親確是最需關懷的一大群，

願眾教會在年底的宣教計畫中，有基層事工的部分。 

 也請為明年度基層宣教機構將舉辦的聯合特會代禱，但願有更多機構走在一

起，把得基層的事工概況和需要傳達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耳中，期待明年在北部、

南部可以分頭舉辦基層宣教特會，叫主的兒女們，更清楚基層的需要而委身其

中。                                                         

                                                                秘書長   曾政忠敬上 

主內代禱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書第2節 

    最近的兩個月中接獲好幾起不好的消息：一位基宣結業生癌末正在化療、一

位大學時高我兩屆的弟兄過世（四月去美才見過他）、還有一位基宣結業生未滿

37歲也被主接去，雖知都有 神的計畫，然而一想到與他們相處時的情景，淚水

仍奪眶而出，心中不勝欷噓。每個人在世的日子長短不一，還有多少時間服事主，

誰也不知道，只要主願使用就是恩典，求神賜給每一位渴慕服事祂的牧者、同工、

弟兄姊妹都是身心靈健壯，越服事越甘甜。 

    九月一日開學典禮之後，就進入新的一學期，密集課程、新生訓練、正式上

課，延伸制八個班約120位學生也分別在不同地區展開不同的課程，我除了基宣

三門課（白天一科、晚上兩科）之外，還有一門在正道神學院（3個學分）教，

相當吃重，每週主日幾乎排滿，到不同教會去傳遞異象、證道，求 神加添心力，

讓我在四處奔波時，靠著主的恩典，滿有能力的顯出

作工的果效來，更盼望基宣蒙 神大大的祝福，為基層

百姓訓練出大批的福音勇士，在未來的5--10年之間，

看見台灣基層群體歸主運動可以日漸成形。您的關懷、

代禱與支持絕不可少，一定要與我們共同承擔這重要

的大使命。 

             以馬內利              

                                              院長  杜林茜敬上2013/10 

院長代禱信 

秘書長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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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宣上第一門課時跟同學介紹：我是2002

年讀神學院的。同學們立刻反應跟基宣成立是同

一年。真是巧合的日子。2002年進華神時，先生

開始了在教會的牧會工作，所以，從道碩到神碩

主修新約，這八年的裝備時間裡，師母的身分一

直伴隨著我在學院的學習過程。雖然同時要面對

教會服事與學院裝備，雙重的時間壓力與精神體

力的限制，但是實際在教牧的事奉，也幫助我深

深地體認聖經真理的重要性，真是信徒生命成長的根基。 

從來沒想過會成為專任的聖經教師。牧會之外，在神學院兼課，好像盡了本

分，也回應了在神碩修業期間，學院的造就以及老師們對我的辛苦教導。神的意

念高過人的意念。當杜院長提出專任聖經教師的需要時，適逢服事變動。在禱告

尋求中，神真真實實地把這份感動擺在我的心上，加上先生的全心支持，使我可

以全然地投入這個階段的服事。 

在宜蘭出生，鄉村的一切是熟悉而自在的。長輩們那一代的工作、生活互動，

原本就是我成長的一部份，每當使用台語和人交談時，濃郁的土地情感，頓時拉

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樣的環境與人情已經存在我的成長背景之中。從另一個

角度來說，進入基宣服事的挑戰是，授課要深入而淺出，使同學們能夠清楚明白，

並且能夠活潑地應用，每堂課是挑戰、同時也是祝福，盼望學生得建造，並能蒙

神擴張境界。在教課的過程中，想到主耶穌對門徒的教導，主已經留下了榜樣，

彷彿讓我有一條清楚的路徑可以跟隨；加上過去的牧會經歷，不管是慕道朋友們

接觸福音，或是弟兄姐妹們追求信仰以及屬靈生命的成長歷程，也間接地擴展、

豐富了我的備課思考，真理與生活實踐本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保羅勉勵提摩太的話：「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 唯有真理的道使基督徒的生活有所依歸、知所進

退。聖經真理原本就是要活潑地在信徒生活中實踐出來的。回首從國中信主直到

如今，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中，所經歷的大小事情，不管在世人眼中看來，是美好

的或是不幸的，每當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領受主的憐憫，回到父神的慈愛中，

就能得見父神的心意，祂的恩手一直牽引著我走屬天的道路。隨著信主年日的增

加，越發現自己的渺小和不能，同時也越看見主的信實與大能，愛我的神始終如

此不離不棄地領我走在這恩典之路上。愛祂、跟隨祂、服事祂，真是我這一生最

大的福份。感謝主！                                    

 

 

 

 

 

基宣專任教師 黃翠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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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帶領我進入基宣受裝備。

記得在95年 神呼召我，像亞伯拉罕離開

本地、本族、父家，我問主說我要到哪裡

去?主說陸光新城，也就是我搬入新家的

地點，搬家後也就在神的帶領

下，進入家門口的小教會聚

會，前幾年看到中華差傳神

學院，搬到桃園火車站前，

我好興奮，我向主說神學院

就在我家門口了，我要去讀

書受裝備，之後進入了解才

發現不適合我，因為華差要到大陸培訓和

服事，我先生還沒信主，我不能拋下家庭

不管；接著後面幾年看到神學院只收大學

畢業生，我才高職畢業，看樣子沒辦法讀

神學院了，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加上年紀

越來越大，在教會聚聚就好了；但是神沒

有放棄我，祂帶領基宣的秘書長曾政忠牧

師來我們教會講道，祂又安排曾牧師的帽 

 

子掉落餐廳，又回來拿帽子，他再次來教

會時，我又正好到教會，因為鄭教士一直

講電話中，我就盡地主之誼陪曾牧師聊天，

在聊天過程中才知道基宣的事情，才知道

我認識的一位師母在基宣教課，

這麼多年來我自己一直在追求，

但在外面上的課都是東一點西

一點，也都很表淺也不夠完備，

我了解到除了基宣的師資學養

很豐富，他們又很注重實際操作

面，並且很看重學生的品格操行，

所以我決定進來挖寶了，感謝主知道我裡

面枯乾缺乏，帶領我進來受裝備，更感謝

主我先生願意支持我，而且學院也在我家

附近，將一切頌讚榮耀歸給愛我帶領我的

阿爸天父! 

 

                      

 

 

 

 

感謝主!有機會與新生一起前往參訪

松竹關懷協會、晨曦會苗栗村以及基福苗

栗的大西教會，見習了不同領

域的基層宣教服事，獲益頗

多! 

松竹關懷協會的高牧師

夫婦長期委身在桃園八德榮

家，關懷照顧許多榮民，他

們默默的致力於老人關顧，

高師母善於將訊息搖身一變

成為活潑的帶動唱，許多榮

民伯伯們精神抖擻的跟著比劃動作和唱

歌，聚會一小時，沒有看到一個榮民伯伯

在打瞌睡，包含聚會中預備的飲品，也都

是符合年長者需要特製的，處處可見服事

同工的細心與愛心。 

晨曦會苗栗村矗立在山上的一個恩 

 

 

典之處，吳傳道娓娓道來村中各樣事，也

分享了 神在這當中許多奇妙的作為，看

著戒毒者一個個汗流浹背的身影，衷

心祝福他們的生命都能突破和得勝! 

 來到基福位於苗栗造橋的大西

教會，看見李牧師夫婦正在幫幾位

小朋友課業輔導，見我們來到，便

熱情的款待我們，從分享中得知，

基層教會牧養的難處，但也知道 神

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 神的恩

典總是夠用。 

 若沒有實地的參訪，基層服事的甘

與甜，實在不是我們這些處在舒適環境中

的弟兄姊妹所能理解的；在各個不同的角

落，總有 神的僕人與使女默默做工，台

灣基層的宣教，需要更多弟兄姊妹的投入、

支持與代禱! 

基宣同工   林秋子 參訪基層宣教機構感想 

  教會進修科  李秀玲 學院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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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台東的泰源鄉，那裡的風景

幽美，有如世外桃源與世隔絕，因為它位

於深山裡面，交通靠客運車一天只有7-8

班車到村裡。小時候去學校要下山走兩小

時的路程才能到達學校。 

   記得有一次颱風天，在回家的路上開始

下雨、路又滑，雨越下越大不能往前走，

只好在樹下等候雨停。天越來越暗看不清

楚，我開始慌張、害怕就哭起來叫爸爸救

我，眼前的路，已像河流般要把我沖走。

我大聲喊叫，抓住一棵大樹，水已漫過我

的身體，我哭喊著一直叫救命，已經聽不

清楚是自己的聲音還是雨的聲音，這時有

聲音在叫我，他過來把我背在背上，穿過

激流把我從對面的大樹下，背到河的這

邊。 

   爸爸是教會的長老，小時候我在教會長

大，爸爸送我一本聖經，告訴我：這本聖 

 

經是你的路，不

要忘記 神。但

我外出工作後，

就完全沒有接

觸教會。偶然在

一個同事的家

中聚餐，聽到他

們在分享耶穌

基督的信仰，我才想起在年幼時，上帝曾

差派天使在那個風雨交加的傍晚，祂把我

的生命救起來，存活至今，我就感動流淚，

自己像是迷失的羊一般，上帝把我找回來，

既興奮又喜樂。 

   如今，我在基督裏有復活的新生命。雖

然我讀的書不多，但是每一次的查經、讀

神的話語，我就認得很多的字，在知識上

漸漸有進步；並且對上帝的愛也有更多的

體會，感謝讚美主。 

 

 

 

                                                

    十七年前家庭

面臨經濟、夫妻關

係崩潰的關卡，正

踏入中年的我心裏

甚苦。由於之前投

資餐飲工廠失敗，

走投無路之下就與

太太開個小店，除

夕前一晚在店裡料理明天客人訂的菜，看

著大量要處理的食材（魚、雞、鴨等），

想著這一年來從未有過的辛苦日子，就想

向觀音菩薩默念，但一句經文「殺生的人

想要證悟佛法，猶如想把海邊的沙煮成飯

一樣」，使我陷入無望之中。 

    有天早上要去店以前，站在鏡子前面

忽然想起小時候，每逢聖誕節會拿糖給小

孩的老外，他們生活很簡單，對我們總是

和藹；又想起曾交往過的基督徒遇到困難

仍能有笑容；看著鏡中的我，內心喊著：

我也要如此。那時有位小姐常到店裡找我

太太，我知道她是基督徒，當天我就問她：

「與神聊天很奢侈嗎？」，她說：「不會！」，

沒想到下午牧師就來店裏，並約好每星期

三下午到教會，我可以隨意發問，我永遠

記得第一個問題是「阿豆啊（老外）（指

耶穌）會愛我嗎？」 

    一個月後我決志，太太與我一同受洗。

牧師要我上夫妻關係的課程，我立刻答應

但心裡嘀咕著「應該老婆去上，都是她的

錯呀」，上課時老師說「二人本為一體」

就令我無言以對，當我出現過去愛指責人

的德行時，老婆也會挑我一下，兩人就笑

得開心。耶穌是主，是要叫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大園區 / 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黃傳和  

 

  內湖區 /內湖思恩堂 費志明 

延伸制學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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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初階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400  同教會5人以上 2000/人 

課程：生活查經   從透過觀察、解釋、默想和應用，教導如何將神的話行在生活中。     

士林區 杜林茜 院長 
1/2~3/31(每週四) 

晚上7:30-9:50 

 

蘭雅禮拜堂        (02)2835-8110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727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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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園區 賴明芳宣教士 
1/8~3/31(每週三) 

晚上7:30-9:50 

大園航空城教會     (03)383-8275 

桃園縣大園鄉三民路一段8號 

宜蘭區  王  婷 牧師 
1/6~3/31(每週一) 

晚上7:30-9:50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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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區 江天明 牧師 
1/7~3/31(每週二) 

晚上7:30-9:50 

雙和行道會          (02)2247-3040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69-1號 

課程：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從聖經教導、探訪實例及個人見證探討和操練。 

內湖區 黃榮鈞 長老 
1/6~3/31(每週一) 

晚上7:30-9:50 

信義會內湖思恩堂    (02)2790-1497 

台北市內湖區星雲街90號 

中壢區 曾政忠 牧師 
1/7~3/31(每週四) 

晚上7:30-9:50 

中壢禮拜堂          (03)461-4159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一段859號2樓 

課程：基層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在不同的信仰對話中，將基督福音傳揚出去。 

清水區 廖昆田 牧師 
1/2~3/31(每週四) 

晚上7:30-9:40 

台中浸信會我們教會   (04)2622-3712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79號(電信局後棟) 

課程 : 舊約人物集錦  進入舊約人物世界，學習如何與神為密友，明白救恩浩瀚。 

埔里區 詹雅莉 牧師 
1/6~3/31(每週一) 

晚上7:00-9:20 

貴格會埔里教會      (049)298-0424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207號 

延伸制進階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700（基宣結業生2400）同教會5人以上 2400/人 

                  

課程 : 耶穌的比喻與教導 

  安樂區 陳  綏 牧師 
1/6~3/31(每週一) 

晚上7:30-9:50 

信義會安樂福音堂    (02)2431-2417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2段189-7號8樓 

 

2014年 1-3月預計開  9  班，可上網查閱課程介紹 www.agtm.org .tw  (正在推動中，請代禱 )

                             報名專線 : 03-2701551   

http://www.agt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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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9/6 基宣學院初次參與在客神舉辦的五

院聯誼，包含浸神、浸宣、衞神、客神

與基宣，各院校的院長、老師、同工齊

聚一堂，祝福滿滿在其中。  

 基宣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於 9 月 9

日順利完成，此次共有 12 位理監事出

席會議，通過 103 年預算以及事工計

畫。  

 9/16-9/18，學院師生同工新生訓練，參

訪晨曦會、工福、更生團契、八德榮家、

恩友中心、台北服務業教會和苗栗造橋

基福教會，讓師生同工大開眼界，獲益

良多。  

 9-11 月延伸制共開 8 班，分別在內湖區、

雙和區、埔里區、安樂區、中  

 壢區、士林區、大園區、桃園區上課，

共有學生 114 位，請為老師、學生的教

課與學習代禱。  

 11/18 將在台北燈塔教會，由五個基層

機構代表出席，討論 2014 年的基層宣

教特會籌備細節，請代禱。  

 延伸制第五屆結業生葉蓉因心臟病過

世，九月 24 日安息禮拜於第一殯儀館

舉行，求  神安慰她的弟兄。  

 延伸制第六屆結業生廖珮君七月時因

卵巢癌開刀，經過 4 次化療，很快會再

一次開刀，目前仍在教會有服事，求  神

憐憫醫治。  

 

 

 

 

  

 

   

 

 

 

 

 

 

   

 

 

 

 

五院同工合影 

理監事會議禱告 

參訪桃園更生團契 參訪松竹關懷協會 參訪台北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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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2,000,000(US$414,000)      6,000,000(US$207,000)      12,000,000(US$414,000) 

           現況：    5,841,487(US$194,717)         726,100(US$24,203)        4,320,433(US$144,014) 

 

                              

                                                                  

 

  

 

                                                  

         

一、一般奉獻 
三、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六、獎助學金奉獻 

（1、個人奉獻） （3、教會機構奉獻） 

杜林茜 4000 陳敏技 1000 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10000 中華循理會中和教會 2000 葉秋瑟  10000 

曾政忠 5000   柯麗姿 2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南景堂 10000 基督教台灣福音會內壢教會 2000 游茲涵 1000 

陳明香 5000 楊玫珍 3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5000 基督教浸信會迦南堂 2000 楊照盛 200 

沈介仁 3000 劉維玲 2000 浮洲浸信會 3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2000 七、訓練費奉獻 

黃翠嫩 5000 黃武恭 2000 桃園縣基督教家庭歸主關懷協會 3000 台灣基督徒三峽禮拜堂   2000 張楊善 3000 

陳紹鈞 5000 葉素真 1000 中華循理會中和教會 3000 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1500     張淑娥 1000 

于崇蘭 15000 陳瑞香 500 大社恩典福音中心 1500 中華聖潔會大觀教會 1500     曹昆金  1000 

武茂萱  1000  馬國棟 500 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2000 中華聖潔會板橋教會 2000 八、會費收入 

安威廉 1000 楊玉蘭 300 台灣福音會內壢教會 100 基督教天母堂 2000  1000 

劉制台 1000 嚴小鑾 5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7523 桃園福音堂 2000 九、其他奉獻 

劉自慶 1000 高秀吉 500 Touch Life Mission轉 316078 四、教學費奉獻 16000  18019 

張家麟 2000 劉慶元 500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31395 五、購置校舍奉獻 
 

  

主知名 17050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6910 杜林茜 10000 
 

 

（2、為飛揚奉獻）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South Bay 14950 施佩英 10000 
  

陳瑞曉 300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二、學院贊助人奉獻                       黃武恭   2000 
  

張旭陽 20000   杜林茜 6000 Touch Life Mission 轉 11984 
  

    杜國用 1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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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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徵信  102/7/1 ~ 102/8/31   

 

 

秘書長:曾政忠 會計:黃美櫻  

基宣建校總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更正）：NT$10,888,020 (US$362,934) 

 

 收支報表   

102/7/1-102/8/31 

上期結餘 NT$2,999,670 

本期收入 719,509 

本期支出 876,417 

本期餘絀 -156,908 

累計結餘 NT$2,842,762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  

102/7/1-102/8/31 

上期結餘    -NT$7,862,936 

本期收入 33,984 

本期支出 10,234 

本期餘絀 23,750 

累計結餘 -NT$7,839,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