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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與大家分享，個人服事主的學習，

是先做(幫手)開始，聖經中提到(幫手)共有 8

處經文，而其中提到(摩西的) 幫手 ，就有 4

處經文分別記載。 

    先談談……摩西的故事（使徒行傳 7：

20~45）摩西一生 120 年，每 40 年一個階段，

共分成三個階段； 

1、摩西的第 1 個 40 年階段「我很棒！｣的故   

   事----話說在徒 7：20~28; 摩西生下來，俊

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

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

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說話行事都有才能。摩西王子真的很棒

耶！ 

2. 摩西的第 2 個 40 年階段是「我不行！｣ 的 

故事----話說在徒 7：29 ; 摩西聽見這話就逃

走了，寄居於米甸。成為牧羊人，天天與

羊無法交通！ 

3、摩西的第 3 個 40 年階段是「神很棒!｣的 

故事----話說在徒 7：30~36;主對他說把你腳

上的鞋脫下來；為所站之地聖地----這摩西

就是百棄絕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

的；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差派

他作首領、救贖的。這人百姓出來，在埃及，

在紅海、在曠野四十年間行了奇事神蹟。摩

西終於白 神很棒，願意成為神蹟的器皿！ 

再談談(摩西的)幫手，也有 3 個階段要學 

習： 

1、一路跟 ( 出 24：13，33：11，民 11： 28 )  

  成為摩西的跟班人 

    

摩西的幫手約書亞，要跟老師一起上神的山：

但是當  神與摩西面對面說話時，幫手約書亞

卻不能在場喔。當摩西轉到營裡去與百姓說話

時，惟有他的幫手，約書亞不離開會幕，真的

會很孤單，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一路跟不容

易。  

2、須跨越 ( 書 1：1~4 ) 神揀選的接班人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

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

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

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們腳

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

你們了。神的揀選與呼召來到時，約書亞就要

起來回應並要跨越！ 

3、要進入 ( 書 1：5~9，5：13~15 ) 生命需要 

   有經歷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

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

無論往  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

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  遵

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

以亨通，凡事順利----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

候，舉目觀看，  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

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

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話吩

咐僕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

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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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12年前設立的核心負擔便是

要在台灣基層教會傳道工人及教會同工的訓練上盡一份

力量，因為沒有好的工人便沒有好的工作。所以首先我

們以延伸制教學的方式在各地教會訓練教會的同工幹部，

能更有效的去得基層人、培育基層人；五年前設立了訓

練學院，目前有15位全職畢業生。 

  最近我們看見有更多的地方和教會有需要教導和培

育同工，但是可以使用的師資不夠，於是我們推動第一

次的基層教學法研習會，期待有志於基層教學的牧長、教

師一起來研習，時間在六月24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桃園市大有路487號11

樓本院舉行，我們特請四位多年在基層教學的牧長:劉民和牧師、溫永生院長、

杜林茜院長、黃翠嫩教師來主持教學及研習，求主聖靈引導更多牧長及教師前

來。 

        但願有更多的神學院校(至少北中南都有)得到裝備委身在基層的培訓工作，

也求主興起更多有負擔基層歸主事工的教會牧長和機構負責人，本身也能直接來

培育基層幹部，造就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來得基層人，培育基層人，那台灣基層

歸主的大業便會很快的開花結果。   

                                                              秘書長   曾政忠敬上 

 

 

主內代禱的弟兄姊妹：平安。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詩111：2 

    五月開始連續三個月，週一、週二晚上安排我教延伸制的課，需要在大園航空

城教會、永和宣道卓越教會兩地教課，回到宿舍已經是深夜11時左右，週三晚參加

教會查經禱告會，負責查經部分，連續三天白天、晚上，還有週四、週五整天的

服事與每月2-3次的主日講道，最近感受體力大不如前，可能睡眠不足，使我身體

常覺疲憊，求 神幫助我在課程上思想如何訓練可傳承的師資，6/24將舉辦「基層

教學法」研習會，這是一個機會，再來也盼望尋找對基宣有異象的「接棒人」，讓

比我年輕的人起來接受挑戰，我願意成為基宣的義工繼續委身在基層的訓練禾場

上。 

請為下列事項代禱： 

1. 今年預備報考基宣全修生的心志與考試（6/23、8/4）。 

2. 最近經常費與購校奉獻均明顯不足，求 神施恩供應。 

3. 7/24-31 將前往香港異象傳遞與尋求未來事工合作方式。 

暑假即將到來，六隊北美短宣隊分別在15個地點的 

夏令營活動也即將展開，求 神保守眷顧，幫助各地福

音工作帶出美好的的果效。     

以馬內利 

                                                   院長  杜林茜敬上2014/6 

秘書長代禱信 

院長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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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2年證書科的裝備即將結束，感謝 神為我開這一

條美好的道路，基宣不只是真理的教導更著重於實地的操練，透過每

週在教會的實習，讓我體驗畢業後的服事生活，從面對各種不同的人、

事、物中，來省察自己不足的地方。 

記得我剛到基宣的時候，心裡以為來讀神學院的人，應該都很屬

靈，個性比較溫和，結果令我很錯愕，和我所想的差很多，原來如何

與人相處才是一門重要的功課。記得院長常常告訴我們，考試分數並

不是最重要的，人的生命有改變、被 神塑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無論

在教會服事或在基宣學習，只要能把老我拿掉，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感謝 神，透過院長和老師們的教導，讓我在基宣成長茁壯，當然短短的2年造就

是不夠的，畢業後一定要繼續的學習。我以前有一個夢想希望有個小牧場，原來這個

牧場是要牧養人。經上有個比喻，100隻羊走失了一隻，好牧人會放下99隻去尋找迷失

的那一隻，你是否願意加入這個行列呢?基宣在等你。 

 

~~ 

麗山禮拜堂  芮嘉信 

  我在2006年復活節受洗，很多都不太懂，像如何靈修，基督徒

與別的宗教最大不同? 總覺得別人很厲害。 直到2008年9月武茂萱

姐妹說基宣要在教會附近開課，建議我參加，第一門課是「基層領

袖塑造」，我想我又不做領袖，就不想上，但武姐一直推薦這課是

認識真實自己，結果很慶幸，我有報名，老師講的淺顯易懂，一下

子三個月就過了，我又接著報下一門課。不知不覺五年過去，我結業了。我有機

會一定推薦別人來基宣上課，接受裝備。 

 

麗山禮拜堂  劉穗珠 

  我很感恩自己可以在信仰的初期，能夠接觸到基宣課程，有些理

性的衝突我當時還沒有遇見到，但卻在課程中被啓發，被挑戰，有很

多的問題我現在還未能一一解決，但上了基宣課程卻給我開了一扇門，

讓我看到了信之所是，帶我認識了信仰的傳承，及核心的價值，非常

感謝能提供這樣的培訓機會，使我得到裝備，總之一句話「盡在不言

中、感謝在心中」阿們！ 

 

中興錫安堂  雷正鈺 

  我可以在基宣結業是 神和基宣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們的幫助，透過

基宣讓我跟輔導有更美好的關係，也讓我的人際關係和 神的關係更親

密，同時也謝謝杜老師一直給予關心和代禱，還有基宣同工的幫助，

在基宣的日子，讓我的人生充滿喜樂，在此謝謝幫助過正鈺的弟兄姊

妹，沒有你們，正鈺是沒法結業的，在學習的過程中，曾經也想放棄，

但感謝 神和輔導的鼓勵，才能繼續完成課程，從一開始上EQ與人際關

係，到現在上的聖經基礎神學，都讓我很受用，謝謝基宣，願 神祝福你們！ 

 

畢業生感言 證書科  吳連成 

結業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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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蒙愛教會  王文德 

  感謝基宣在各教會開的課程，在這些課裡我更認識神、愛神、順

服神，這是我的收穫。1、生活查經課: 邵潔老師她在生病但仍然很

認真的上課，課程結束後又到教會( 蒙愛教會 )為我們繼續查考聖

經，使我們在真道上造就自己。2、基層的初信造就: 陳增韡牧師教

我們如何陪伴初信者，與初信者一起成長，成為好朋友。3、聖經

的基礎神學: 簡俊澤牧師這課讓我更認識十字架上的愛與恩典，這

救恩是何等的偉大，神的愛醫治了我。4、EQ與人際關係: 莊明哲牧師的課裡，讓

我認識自己學會察看自己的情緒，是從何而來，如何引導情緒出口在那裡，神的同

在是何等重要，以上是一些感言。 

 

貴格會埔里教會  宋慧玲 

   感謝基宣有這麼好的課程可以在埔里開課，12期的課程，不論是

生活習慣的調整、生命個性的改變、及事奉經歷的突破，對我都深具

影響，從第一期簡牧師的基礎神學中，一句要把「神當神」，觸動了

我的心，開始學習放下重擔完全交托，神是信實是公義的，祂給了我

更多時間親近祂，藉著讀經、禱告、上基宣課程，我被裝備了，在服

事上也有新的突破，除了探訪、一對一、長青團契，上完邵潔老師的

生活查經後，也開始將所學運用出來，參與帶教會星期四的查經班，雖然在忙碌中，

神的同在，使我在其中得著更多神話與的餵養及裝備，再次感謝基宣，有你們的課

程真好! 

 

雙和行道會牧師  黃保民 

    謝謝基宣的老師群願意到不同教會，盡心竭力將所學所領受的

教導傳授給弟兄姐妹。雖然結束了，但學習是永無止境，尤其是與 神

的關係，每天有靈修、禱告、讀經、親近 神、直到見主面。基宣的

課程是教導我們如何讀經、查經、禱告、最重要還是自己與 神的關

係，是別人無可替代的!  

 

 

碇內浸信會  杜燕貞 

    感謝任教的牧者們的辛勞，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我明白聖經

中的真理及神話語的豐富，也幫助我在困難、疑問時，能用耐心等

候或依靠 神話語的幫助來度過。 

 

 

 

碇內浸信會  王肇祥 

    感謝所有上課的牧師，及老師辛勞的付出與服事，讓我們有了

較清楚的神學觀念，為日後傳講 神的福音有莫大的幫助，感謝 神

將這麼多好的老師聚集起來，成為福音的出口，帶領我們將福音傳

到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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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蒙愛教會  陳秀珠 

    感謝 神，再一次的可以寫結業感言。想當初師母的建議邀約，

使我能在這幾年中，對 神的話更多的認識，經歷 神靈魂體的醫治，

更與 神面對面的親蜜，期許自己能成為 神合用的器皿，在基層獻 

上自己。 

 

貴格會埔里教會  黃瑞仙 

   三年前由於假日要到台北上課，而無法聚會，不希望自己中斷 

了教會生活，因而參加了基宣的課程，上了之後發現穫益頗多，很

喜歡和上帝保持連線的感覺，當時不僅撫平我無法守主日的缺憾，

又帶給我相當不一樣的生命色彩，特別喜愛的是聖經中的「新、舊

約人物集錦」，老師描述每一堂課皆是用盡全力來上，似乎是竭盡所

能的來做主工，帶給我很深的震撼及影響，希望未來我也能成為這樣幫助人的器皿。 

 

麗山禮拜堂  蘇明哲 

  自從上了基宣的課程後，使我的信仰更堅固，解釋了我對信仰的

一些困惑，更使我瞭解如何去傳福音及服事，幫助我對領受福音感

到感激，也使我分辨一些異端邪說及假先知，我覺得基宣可在未得

之地多多地去傳福音，讓更多的人認識主，使他們的生命更豐富、

更喜樂。阿們！ 

 

蘭雅禮拜堂   張台鑫 

感謝主！三年半以來的基宣課程，我學習了…「基層佈道」，

讓我勇於走入人群。「生活查經」，讓我學習觀察、分析、歸納

的讀經方法。「舊約人物」，讓我看見舊約是聖經的基礎。「新

約人物」，讓我以「巴拿巴」宣教士，勸勉自己立定心志，領人

信主。「EQ與人際關係」，讓我在職場中榮  神益人。「基督徒倫

理」，讓我懂得尊重生命。「基礎神學」，讓我明白人與  神的關

係。「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讓我堅立在裡面的比外面的

都大。「基層領袖塑造」，讓我體會長老、傳道人服事的辛勞。「基層的初信陪

伴」，讓我有陪伴慕道友的信心。感謝主！課程學習之後，就是要行出來、活出

來，求  神帶領在十字架信仰的道路上，永不偏離。                                            

  

  埔里蒙愛教會  賴靜瑛 

   基宣在埔里這小的地方，願意有系統的安排屬靈恩賜的牧者帶

領我們學習 神的話，非常感謝，他們大多需開車從台中埔里往返，

卻總是風雨無阻，用心傳道解惑。還記得陳增韡牧師一字不能差的

要求我們背金句的挑戰，記憶一向不好的我，開始壓力好大，又不

願臨陣脫逃，只好時時將金句卡帶在身上。如此背下來之後，至今

還真好用。 邵潔老師縱使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也總是安穩微笑的講

課。她是令我最動容感佩的生命見証。每個老師是經師更是人師，我再一次感謝

基宣用心聘請這些優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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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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的初信造就 了解屬靈生命成長的每個過程，有效的陪伴初信者成長。     

觀音區 卓仁重 牧師 
9/3~11/19(每週三) 

晚上7:30-10:00 

大觀新生命中心     (03)483-3020 

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新生路1707號 

大園區 王乃純 傳道 
9/1~11/17(每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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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EQ與人際關係    增進情緒智商、養成積極行為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士林區 曾素玲 老師 
9/4~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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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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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區 沈其光 傳道 
9/2~1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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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區  張家麟 傳道 
9/2~11/18(每週二) 

晚上7:30-9:50 

 

宣道卓越教會         (02)2929-1781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32號2樓 

課程： 基層佈道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做佈道工作。 
 

大溪區 賴明芳宣教士 
9/3~11/19(每週三) 

晚上7:30-9:50 

拿撒勒人會員樹林教會 (03)380-3517 

桃園縣大溪鎮員林里三元一街26號 

內湖區 杜林茜 院長 
9/1~11/17(每週一) 

晚上7:30-9:50 

麗山禮拜堂          (02)2627-7252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22號 

課程：新約人物集錦   認識新約人物，學習與神建立密切關係，明白神的心意。 

中壢區 黃翠嫩 傳道 
9/2~11/18(每週二) 

晚上7:30-9:50 

內壢播道會           (03)435-4215 

桃園縣中壢市元生三街117號 

課程 : 基層領袖塑造   學習自我操練與訓練別人，成為有效率及影響力的領袖。 

埔里區   邀請中 
9/1~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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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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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 

中山區 
江天明 牧師 

9/1~11/17(每週一) 

晚上7:30-9:50 

愛加倍基督教會       (02)2422-2150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1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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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屬靈爭戰的理論與實際 

永和區 黃偉峻 傳道 
9/1~11/17(每週一) 

晚上7:30-9:50 

中興錫安堂           (02)8923-3229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45巷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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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宣教訓練學院 暑期密集課程        
教師簡介 : 黃 韞老師 (萬國兒童佈道團同工) 

課程目標 : 訓練弟兄姊妹有效的帶領還未信主的兒童                     

           認罪相信耶穌。用活潑的方法帶領已經信主的兒童，聽道行道 

時    間 :  2014年9月1-3、9-11日 

            (第1、2天早9:00~12:00、午13:30~16:30、第3天早9:00~12:00) 

地    點 :  基層宣教訓練學院(桃園市大有路489號11樓之1，03-2701-551) 

費    用 :  3000元(二學分，不含講義費)(同教會5人以上學費每人2600元) 

劃撥帳號 :  19690882，戶 名 : 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報名截止日 : 8月25日  (歡迎教會兒童主日學老師報名參加) 

  

 

 

 

 

 

 

 

 

 

 

 

 

 

 

 

 

 

 

 

 

             

 

   

 

 

 

 

 

            

  

 

 

 

 

 

 

 

 

 

 

 

  感謝主，4/26 舉辦的「獻身基層研討會」順利結束，約有六十位弟兄姊妹參加。 

  感謝主，5/31 在基隆靈糧堂舉辦的基層宣教博覽會順利結束。請繼續為所有  

 基層機構及參與基層事工的教會代禱，使「委身基層、得到基層」的行動落實。 

  6/21 下午兩點在基宣院本部舉行第三屆畢業暨延伸制第十屆結業典禮，歡迎弟兄  

 姊妹蒞臨參加，也為畢業同學未來服事順利代禱。  

  6/23、8/4 學院將有兩次入學考試，請代禱。 

  6/24 將舉辦「基層教學法」研習會，邀請劉民和牧師、溫永生院長、杜林茜院長、  

 黃翠嫩教師分享。詳情請參閱 http//www.agtm.org.tw 

  黃美廉博士福音分享會「彩繪信心、藝術人生」，詳情請參閱 http//www.agtm.org.tw 

  9-11 月延伸制課程預備推展 11 班，分別在觀音、大園、士林、中和、永和、大溪、 

內湖、中壢、埔里、基隆、永和(進階班)。請為各班老師與學生代禱。 

 暑假短宣隊即將來台，請為六隊短宣隊員身心靈健康及十五個地點的兒童美語夏  

令營與教會或學校配合、傳福音順利代禱。 

 院長 7/24-31 將赴香港傳遞基宣訓練異象，請代禱。 

 

  基宣博覽會 獻身研討會 黃美廉福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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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 

103/3/1-103/4/30 

上期結餘    NT$51,266 

本期收入 309,380 

本期支出 6,416 

累計餘絀 NT$354,230 

備註 : 銀行借款: NT$  1,500,000 

            民間借款：NT$  4,559,400 

            本期還款 : NT$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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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6,404,087(US$213,470)         726,100(US$24,203)              4,522,498(US$150,750) 

 

                              

                                                                  

 

  

 

                                                  

         

 

 

                             

一、一般奉獻 
五、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1、個人奉獻 3、教會機構奉獻 

   杜林茜 8160 陳祈諦 1000 桃園縣基督教家庭歸主關懷協會 48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2000 

   曾政忠   6000 費美倫 1000 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10000 台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 3500 

陳明香 5000 陳勤義 1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500 桃園基督恩典教會 3000 

   黃翠嫩 6000 藍月娥 1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5000 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1500 

   沈介仁 3000 萬景姍 500 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2000 台灣聖教會新莊教會 2000 

   黃聖峰 1840   鄭惠琳 100 浮州浸信會 3000 浸信會恩惠堂 3600 

于崇蘭 15000  邢玉美 800 內壢播道會 1000 內壢播道會 2000 

   馬明宜 2000 艾家駟 2000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37825 六、購置校舍奉獻 

柯麗姿 2000 黃武恭 2000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31742 蘇學龍 200000 黃武恭 2000 

溫婕妤 15000 湯佐進 2000 二、獎助學金奉獻 杜林茜 15000 黃翠嫩 2000 

姚燕伶 10000 劉佳峰 1000 杜林茜 6000 李秀玲 6000 李正一 10000 鄧德惠 1000 

   陳紹鈞   2800   傅寶華   2000   陳明香 1000 王瑞珍 10000 葉秋瑟 6000 

蔡素惠 1000 陶有德 1000 三、學院贊助人奉獻     
 

  徐吉銘 3000 

   謝瑞霖   1000    朱洺貞   1000 杜林茜   9000  梁英子  12500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60380 

    彭 菲   5500 張秀敏 500 四、訓練費奉獻  七、其他奉獻             16077 

  彭于珍 1000 主知名 10500     于乃芳   7000 主知名     1000  八、專案奉獻             34000 

2、為飛揚奉獻        王鳳雲 500  九、教學費奉獻           69800 

      陳瑞曉  30000  張旭陽  20000 
 

十、會費收入             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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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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1 ~ 1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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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1,625,685 (US$388,423) 

 

 收支報表(含購置校舍)   

103/3/1-103/4/30 

上期結餘 NT$179,398 

本期收入 876,624 

本期支出 913,817 

累計餘絀 NT$14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