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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門徒訓練的挑戰                                

蔡國山牧師講道 摘錄 

我越來越相信宣教是上帝在主導和計畫，

神本身在掌權，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恩賜、

計畫，都是為了成全祂的救恩計畫，當我們

越這樣看見時，越發現上帝的奇妙，應該把

一切榮耀感恩歸給祂。我們成為一個成全的

角色，我相信今天基宣促進會包括獻校，上

帝在這當中要得到一切的榮耀。 

    宣教主要是學習如何負主的軛和成為祂

的樣式。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若我真是負主的軛，不負自己

加給自己的壓力，或社會不同價值觀而來的

壓力，應該這個軛是容易的。耶穌說你要負

我的軛，效法我的樣式，因為我是柔和謙卑

的，馬太福音 11 章，耶穌在眾人面前說:「父

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的美意本

是如此，你向聰明通達人就隱藏，向嬰孩就

顯現出來」，耶穌如此順服柔和謙卑，願意完

全配合上帝的作法，成為一粒麥子落在地上，

所以耶穌要我們把重擔完全帶到主面前，這

是我在這幾年深深體會非常大的祝福。 

談到整全門徒的挑戰，從四福音到使徒

行傳，耶穌到底如何帶門徒?門徒為什麼改變?

台灣教會經歷兩次基層大復興，第一次是西

國宣教士，馬偕、巴克禮、甘為霖在台灣接

觸基層社群，帶出生命非常有果效的第一代

基督徒，在這當中產生極大影響力。第二次

就是宋尚節來台灣，分別在台北、台中、高

雄各一星期。凡經過那場奮興特會的，終生

沒有改變，我發現這是上帝的作為。為何這

兩次帶動台灣基層那麼大的復興?原來跟這

群人的生命有特別的關連，馬偕最新一期日

記-福爾摩沙，裡面記載「我不能違背帶人跟

隨耶穌作門徒，來台灣的目的不是要使一個

教會增加人數」。而宋尚節本身是他生命的悔

改，且價值觀被翻轉，雖然學歷那麼高，但

他完全不靠自己。我發現彼得改變最重要的

原因是耶穌的門徒訓練。這些人早期跟隨耶

穌，雖聽到登山寶訓，但這些人價值觀並未

改變，他們的紛爭、倚靠自己、血氣、爭誰

為大，問題都還存在，所以耶穌再說，若有

人要跟從我，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隨我，登山寶訓所講的是核心真理，這階段

所講的是天國生活化的真理。所以，耶穌提

醒我們，作頭的要作僕人，不是帶這些人走

入現代思想潮流，基層要復興就在這時候。    

另外耶穌教導我們，父怎樣饒恕我們，

你們必需要饒恕。我很佩服彼得的改變，他

雖是初代教會使徒的領袖，也是基層出身，

但後來出現與他背景完全不同的保羅，彼得

不因自己有實際跟隨耶穌的經驗驕傲，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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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心接受保羅在加拉太書的指責，而在彼

得後書中稱讚保羅。彼得忠於主的良善，而

不是個人的恩怨。彼得學習完全倚靠主不靠

自己，就像保羅說，有這寶貝放在這瓦器裡，

我就誇耀我的軟弱，因讓 神的能力護庇我。 

第二階段耶穌訓練他們天國的倫理、關

係、金錢觀、婚姻觀，特別在基層婚姻中同

居風氣很盛，太太信耶穌，但你卻發現他們

是同居的，你要如何去帶領?若台灣現在基層

家庭都能成為榜樣，見證夫妻、親子的關係

被 神改變，那對社區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人

情在基層的影響力，像選舉時，不是看人的

能力來投票，而是看和誰有人情?在基層有無

改變和復興，就是看在生活化的應用中，如

何表現出門徒的生命和價值觀? 

其實我們今天要面臨的最大爭戰，是三

個戰線，每時刻都在發生，一、是思想，神

的話語要取代那些錯謬的民間信仰思想。二、

權能的爭戰，是指當邪靈撒但用各樣方法來

恐嚇世人的情緒和感覺，他就會被綑綁。約

翰福音 20 章，耶穌提到傳福音的權柄，當一

個人真正悔改，靠著主耶穌的權柄就宣布他

能完全得到平安，罪得赦免，這就是一個屬

靈的爭戰。另一個最重要的爭戰，最常被忽

略的，耶穌三次對彼得說:你跟從我，這句話

的意思就是聽耶穌的話就去行，效忠耶穌，

原來基層要信耶穌，一開始就要使他知道信

耶穌就是要作門徒，聽從耶穌的話語勝過一

切、人情及世間的看法，教導他神的話，拒

絕一些錯誤的想法，生命影響生命，更多傳

道人宣教士和弟兄姐妹一起來帶出更多的門

徒。所以我們相信未來十年，台灣基層會更

不一樣。  

  

 

 

            請眾教會的眼光投向基層的百姓，普世宣教從身邊作起                                

兩年前八八水災時到屏東的林邊鄉和佳冬鄉去訪視，除了災情之外，還看到痛心的奇景

----就是一鄰一小祠，一村一大廟，想到幾年前到韓國首爾，夜晚時分，大街小巷紅色十字

架林立，也難怪這些年來，到處韓流，因他們走在以耶和華為 神的賜福之路。 

想想今日的台灣，雖說教會有新的跡象，但在基層同胞當中，信主的人不過 1%左右， 神

豈不關心?還有那麼多圈外的羊，要把他們領入羊圈，免得流離失所，如羊沒有牧人! 

5 月 29 日將在淡江教會舉行基層宣教特會，期待眾教會的眼光投向基層未得之民，讓

國度均平的理想早日實現，讓台灣向海外宣教的實力更為紮實，普世宣教從身邊作起。 

這次特會的特色在邀請了十七個基層的福音機構與教會，作成本土宣教的博覽會，讓弟

兄姐妹可以面對面的接觸和討論，期能攜手合作，同得基層未得之民並請在五月一日前先行

報名（TEL: 02-2626-7454＃109 楊傳道） 

並請為下列事工代禱: 

1. 請為此次基層宣教特會各堂分享同工及參加者代禱，願主賜異象與能力。 

2. 請為杜林茜院長到美國華人教會傳遞台灣基層宣教異象及學院購屋募款代禱。 

3. 請為曾秘書長新上任，需要清楚異象道路能力代禱。 

4. 請為台灣教會能同心築壇帶下 神榮耀同在，走上復興的道路代禱，願主國度早日降臨 

                                                  

                                              秘書長 曾政忠上   2012年 4月 10日                                

秘書長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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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             報名日期 : 即日起至 6 / 13（第一次） 

證書科（不限學歷）            6 / 26–7 / 25 （第二次）                   

學士科（高中職畢）  考試日期 :  6 / 25 、8 / 6 

碩士科（大學畢）    考試科目 : 聖經、國文、英文、心理測驗 

                   諮詢專線 :  03 – 3252761 

                   地    址 : 桃園市大有路 487 號 11 樓之 1 
                   網    址 :  http://www.agt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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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事工                                              

    來到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上「老人事工」課程，是  神的恩典，也

是  神的帶領；因著我在教會有探訪老人

的服事，深覺自己對老人的認識有限，因

此心裡有負擔， 神藉著旻艷姊告訴我，基

宣將在桃園開「老人事工」課程，我的心

裡充滿了對 神的感激，帶著渴慕的心來學

習，希望可以造就自己也能在自己親人及

教會的老人事工上有所幫助。 

    老師是張宰金牧師（旻艷姊的弟兄)，

也是「松柏長青-老人生活照顧指引」的作

者，他將自己與別人的經驗，深入淺出引

用很多實際例子，又用聖經的教導融會貫

通用心的整理成冊，我讀起來一目了然，

並能以同理心與新的眼光來看待老人；在

課程中，讓我認識老化過程中必須重視心

理、生理各層面的反應。我深深覺得「老

人事工」是教會必須深入思考的服事重點，

若能對年老者有新的認知，同工們的服事

才能事半功倍、同心和睦，並能在老人事

工上榮神益人。 

    二十一世紀的老人與前ㄧ個世紀的老

人截然不同，到205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數，

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年輕人，這意謂著以

後生活的各層面將會產生重大效應。我年

近 54 歲，感謝  神讓我裝備自己再用新的

眼光、態度來服事年長者，願我的身教可

以影響我的孩子，讓他們有榜樣可以學習

而能傳承，將一切榮耀都歸耶穌基督我們

的 神！阿們！  

   

   

   

兒童事工 

    本學期的密集課程『兒童事工』。主要

在如何帶領兒童歸主，透過老師活潑的教

學方式教導  神的話，讓孩子認識  神並

接受救恩。 

    同學們則依進度分三次實際教學（考

試）；一為使用無字書＋經文出處，向兒童

解釋色頁所代表的涵義：金色--神是誰→黑

色--罪→紅色--解決方法→白色--接受耶穌

的邀請→綠色--在基督裏成長。二為教導金

句，除了介紹、解釋  神的話外，複誦是

使用多種有趣的方法幫助兒童背誦經文。

三為說聖經故事，一段經文從引言→情節

發展→高潮→結果。任何一次示範教學前 

 

 

                      碩士科  葉秋瑟 

 

的預備都需熟讀聖經及準備視覺教材，加

以靈活運用，使教學更生動化，讓聖經的

教學對兒童更具吸引力。當然，在帶領兒

童信主的每一個步驟中，都要禱告，仰望

聖靈的動工，預備我們的心；讓兒童知罪，

並向他們開啟福音的大門，光照他們的心

靈，使他們明白聖經的真理。 

    這五天下來，除了學習教學方法外，

每節上課前，老師帶我們唱唱跳跳當中，

再度回到童年快樂的時光。期望這所學的

課程讓我們回到禾場後，實際用在兒童事

工上，向兒童傳福音，透過兒童，將福音

帶入家庭進而影響到社區。 

 

學院學生分享 

選修生  高慧喬 



 

小組事工上課心得 

 

    2007年自基宣延伸制課程結業後，2012

年再次參加基宣延伸小組事工(進階課程)

在這堂課程中,學習如何在教會建立「小組」，

在課程中崔老師盡心盡力在授課，而且每星

期一從龍潭石門浸信教會到基隆授課,而我

也盡自己的力量努力學習，上這堂課對我在

服事上有很大的幫助，在帶領小組只有一個

觀念，在小組「做」給其他組員看,這堂課

的觀念就是「做」就對了。 

目前我參加的小組已經變成一個內聚

型的小組。透過老師授課中，開啟我新的領

受，一個有動力小組必須「建立靈修」習 

 

                    

                   

                   安樂福音堂 何進忠 

 

慣，是帶領組員成為門徒的基礎，也關乎小

組體質健康不健康的關鍵。另外，在小組中

使用生命冊為未信主的親朋好友代禱也是

小組會增長的條件之一。因此，在小組中最

重要的觀念就是不斷的花時間栽培門徒及

對外傳福音。 

因著一邊上這課程一邊帶領小組，目前

我的小組已經有開始改變，首先小組已從教

會更改在弟兄姊妹的家中，並且依照老師的

教導來幫助組員建立靈修生活、對外傳福音、

恩賜發揮和建立組員的歸屬感，建立「小組」

動力與福音效果。 

    謝謝老師的教導。 

 

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上課心得  

 

    這一季的課是「民間宗教信仰」，廖昆

田老師非常辛苦，每星期一都要從台中來

到基隆，多次來回奔走，讓我們非常的感

動。在他的教導中，更了解，如何面對一

般民間的祭拜問題。以前沒有去研究過，

透過老師教導，讓我大開眼界，民間宗教

的內容是沒有盼望。不但甘願被騙，甚至

於殘害自己身體等…明白之後，更迫切要

介紹他們認識這位獨一的真神。 

 老師教導我們，應如何與他們交通，透

過認識他們，了解他們所信的神明及內心

的渴望。雖然祖宗所傳給他們的信仰已深

深烙在他們的心裡，不容易一下子放棄。

反之，他們也認為我們很笨，怎麼去相信

耶穌、阿們呢？老師將兩種心態說明，也       

                 碇內浸信會  徐大輝 

 

將豐富的資料給我們，並教導如何用聖經

的真理，與他們溝通建立關係，時候到了，

聖靈必會在他們身上動工，絕不能一廂情

願的用自己的想法套在他們的身上。 

 老師這一季所教的課，讓我學習更多的

站在別人立場想。哥林多前書 9:22-23：「向

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

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

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

好處。」神不願世上的任何一人向下沉淪。  

    無論信不信總要傳出去，得救與否就

在於主。將這一季所領受的點點滴滴，榮

耀歸與我們天上的父。謝謝基宣的同工及

每一課程所邀請的老師。 

延伸制學員分享 



 

延伸制課程學生「教學反應評估表」摘要(2012 年 1~3 月) 

 

 

地區 課程 授課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輔導的話 

仁愛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

教對話 

廖昆田 

牧師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了解民間

宗教信仰，更可深入他人之心，成

為傳福音的工具。 

＊認識民間信仰、宗教及對人民的

影響，進而透過對人生命的需求，

渴望能用智慧、靈巧的方法將福音

傳給人。 

＊謝謝廖牧師以身作則及愛心的教導，課程豐

富，讓我們對民間信仰有詳細的了解。 

＊謝謝輔導，長期關懷及鼓勵並幫助我能多多

去探討課程的重要性。 

內湖區 基督徒倫理 
李文榮 

牧師 

＊對生命個性、事奉態度的改變及

更認識信仰。 

＊面對各樣生活問題時，更能將聖

經原則應用並處理在生活上。 

＊謝謝牧師生命經歷的分享，成為我學習的榜

樣。＊在這堂課中，更了解信仰和倫理，也學

得正 面的認知和方法。                                                         

＊感謝輔導，在忙碌中，關懷我學習情形及事

奉，使我的靈命成長。 

永和區 EQ 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學習運用認知行為模式來改變負

面的思考模式，使自己人際關係及

身心狀態更加穩定 

＊對自我探索能夠有更深入的了

解。 

＊謝謝老師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及輕鬆活潑的方

式教學，自我剖析讓我們更能了解如何運用在

自己身上。                             

＊謝謝輔導認真的傾聽與務實的建議，讓我很

放心的暢所欲言，又提出很具體的見證。 

石牌區 基層領袖塑造 
宣承義 

牧師 

＊學習對於團體協調須用智慧來執

行，使各方面能夠面面俱到。 

＊思維的方向改變、正向思考帶來

不同凡響的結果。 

＊謝謝老師以牧養經歷教導我們如何作領袖。                                              

＊在輔導的經驗中，讓我學習事工規劃上所需 

要追求的智慧，也謝謝輔導一直的陪伴。 

安樂區 小組事工(進階) 
崔文海 

牧師 

＊小組進度的目地:凝聚→榮耀→成

長→出發→加速，並激勵我帶小組

的方向和方法。 

＊小組事工的態度就是--去作就對

了。 

＊謝謝老師每次充分的預備，活潑的帶領同學

實際參與小組活動並具體的訂立目標幫助小組

成長。                        

＊跟輔導相輔相成、互相打氣、共同努力推動

小組。 

宜蘭區 基層佈道 
杜林茜 

牧師 

＊藉著杜牧師的講解、分組討論受

益很多。 

＊在夜市佈道的操練中，提供了一

個非常實際傳福音的訓練。 

＊感謝老師，所傳授的課程，對我在傳講福音

上，有很大的突破盼，用於生活中。               

＊感謝我的輔導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使我更渴

慕上課，增加我的信心。 

埔里區 基層佈道 
鄭祚騰 

牧師 

＊更加了解傳福音的重要性，也了

解民間信仰並知道如何與他們對

話。 

＊謝謝老師，不辭辛勞的遠道而來並認真的教

導我們。                              

＊謝謝輔導一直以來在背後默默支持的力量。 

暖暖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

教對話 

王瑞珍 

牧師 

＊明白同胞信仰背景，傳福音更能

深入。 

＊了解許多宗教的優缺點不再懼怕

傳福音。 

＊謝謝老師把每個課程整理得非常詳細，讓我

們簡單易懂，且實際可應用。                                                       

＊謝謝輔導給我關鍵性的資料，對事奉有很大

的幫助。 

潭子區 
基層群體的探訪與

關懷 

林淑珍 

牧師 

＊更深的了解基層人的價值觀，知

道他們信主後帶出問題與影響。 

＊藉由觀摩實際認識基層人，學習

以基督的心為心，去領受神的話語。 

＊謝謝牧師教導「先有怎樣的生命，才有怎麼

樣的服事」，讓我警惕自己要有好品格。                                    

＊謝謝輔導幫助我釐清事奉的方向，帶領我走

屬靈的路。 

雙和區 新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從馬大服事主的動機，省思服事

就像是給主做的。 

＊從新約聖經人物，我們引以為誡

並成為我們生活上的榜樣。 

＊謝謝老師的教導，每逢我讀經時想到這些人

物，使我生命、服事都被調整。 

＊謝謝輔導，幫助我更深入認識聖經中的人物

及聖經真理。 

汐止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王  婷 

牧師 

＊定期定量定點固定穩靈修，做禱

告手冊，建立固定的靈修生活；面

對生命有更多的修剪。 

＊感謝老師帶給我們這麼好的課程，讓我有學

習成長的機會。                        

＊感謝輔導，平時對我的教導與關愛及鼓勵讓

我在教會很喜樂的參與不同的服事。 



 

 

 

 

課程：聖經基礎神學 使學生建立穩固信仰根基，對所學能清楚表達解釋出來。 

宜蘭區 江天明 牧師 
5/7~7/23(每週一) 

晚上 7:00-9:20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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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區 宣承義 牧師 
5/8~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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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倫理  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基督徒面對生活中遇到各樣的議題。 

仁愛區 李文榮 牧師 
5/8~7/24(每週二) 

晚上 7:30-9:50 

浸信會榮光堂         (02)2422-2384 

基隆市仁一路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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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止區 金  鳳 傳道 
5/11~7/27(每週五) 

晚上 7:30-9:50 

汐止浸信會           (02)2642-6470 

新北市汐止區民生街 7 號 

課程：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從聖經教導、探訪實例及見證探討和操練。 

暖暖區 黃榮鈞 長老 
5/3~7/19(每週四) 

早上 9:30-11:50 

碇內浸信會           (02)2457-8155 

基隆市源遠路 227 巷 25 號之 1 

石牌區 何淑珍 牧師 
5/7~7/23(每週一) 

晚上 7: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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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佈道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作佈道工作。 

潭子區 陳  正 院長 
5/5~7/27(每週六) 

下午 2:00-4:30 

浸信會新城教會        (04)2532-1709 

台中市潭子區大通街 100 號 

 

       (04)2538-9502 

台中市潭子區大成街 120 巷 18 號 

 

 

延伸制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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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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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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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3/24 順利完成基宣訓練促進會十週年暨獻校感恩禮拜，謝謝弟兄姐妹支持及代禱。 

 5 月延伸制及進階課程開課共有 12 班，請為各班老師與學生代禱。 

 6/24 將舉行第一屆基層宣教訓練學院畢業典禮，請為今年的畢業生代禱。 

 請為今年基層宣教訓練學院招生代禱，6 月及 8 月將有入學考試。 

初階課程報名費 300元〈舊生免繳〉，學費 2400，同教會 5人以上 優惠價 2000/人 

       2012 年 5-7 月預計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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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3252761  黃淑華牧師 

 

http://www.agtm.org.tw/


 

 

 本次奉獻徵信因行政作業變更，更改為1、2月一起刊登，並於下期月刊補登出 1-4月

收支報表和1-4月購置校舍，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一、一般奉獻 二、購置校舍 

個人奉獻 教會機構奉獻 杜林茜          10000 

曾政忠          10000 

楊世儀           5998 

吳安康           1000 

曾立丞           1000 

張絨悌           1000 

梁英子          11300 

揚三元           5000 

學院全修生          8000 

民生社區禮拜堂      1000 

Bread of Life Church  452211 

林惠珠          100000 

楊華華           10000 

葉素真             500 

主知名            1000 

杜林茜         6000 

曾政忠        10000 

謝振鴻        40000 

張旭陽        10000 

陳月娥        10000 

林幼           1200 

楊淑楨        12000 

鄔寧嬿          500 

劉制台         1000 

蔡勝財        12000 

陳瑞曉        15000 

歐維邦        10000 

黃淑華         7000 

李玉曼         2000 

鐘樹椽         2000 

鐘樹煌         2000 

蕭世慧         2000 

林坤興         2000 

許一萍         2000 

劉秀玲         1000 

劉維玲         1600 

郭玉麗         3000 

于崇蘭        15000 

姚彥伶        10000  

沈介仁         3000 

劉登隆        20000 

張維德         6000 

黃武恭         3000 

何逸貞         3000 

主知名           50 

基督教中壢播道會                30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2000     

中華基督內地會                   2000 

民生社區禮拜堂                   30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9066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hurch 26586 

Bread of Life Church               39182 

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2000 

台灣基督徒見證會                 4000 

內地珍珠家園                     2000 

中華基督教大園航空城浸信會       1000 

大社恩典福音中心                  4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工業福音團契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5000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               2000 

開山聖教會                       5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000 

明穗福音中心                     45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三、教學費奉獻    316400 

 

四、會費收入        3000 

 

 奉獻徵信  101/1/1 ~ 101/2/29   

 

美國奉獻須扣抵稅奉獻收據

者，可直接將支票抬頭開

「Touch Life Mission」，並註明

為「ALLIANCE FOR GRASSROOTS 

TRAINING MINISTRY」奉獻 

寄送地址 : 

P.O.BOX 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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