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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學院實習處主任 邵潔傳道      

    參與基宣的服事已經兩年多了，雖是
短短的兩年半，卻是相當精彩。 

    當初回應杜林茜牧師的邀請，經過認
真的禱告和等候，有上帝的印證，揮別魚
池，加入基宣。不料，在這兩年半中，我
的身體開始出狀況，先是發現兩處的惡性
腫瘤而開刀，接著是服用抗癌藥品出現副
作用，兩手手腕疼痛，後來
是今年初左眼視網膜剝離。
身體發出這些警訊，使我不
得不思考我是否應該停下來
休養。 

    經過禱告以及和親近的
屬靈同伴們商討，我決定今
年六月底暫停在基宣的服事，
七月中旬搬回埔里休養一段
時間。認識我的人得知我做
了這樣的決定，都有點訝異，
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停不
下來的人，甚至有朋友說：
你真的閒得下來嗎？不過，
我真的領悟到“工作有時、休息也有時”的
道理，打算讓自己停一停，休養生息。 

    回想過去這段和基宣的老師、同工、
學生同甘共苦的日子，苦的是校舍前後換
了三個地方，每次搬家都很克難、很辛苦，
每次適應新的環境也很不容易。但是，回
憶大部分仍是甘甜的：有可愛的學生們相
伴，有同工們互相扶持配搭，而教學是我
非常享受的一種服事，並且我們的適應力
都很好(最重要是常存感恩的心)，每搬到
一個新地方，我們都會找到有利之處而樂
在其中；例如：在基隆門訓，我們和門訓

的師生有很好的互動，有很好的圖書館；
在桃園華差神州，除了和同工們有美好的
相處，地點鄰近鬧區讓大家覺得非常方便；
在中壢聖德，有校區讓師生可以散步、安
靜、運動，等等。所以，常存感恩心、處
處有美好。 

    朋友們都很關心我未來的生涯規劃，
我計劃先休養半年，除了原先
已經答應的服事之外，不再接
其他的服事。盼望藉著飲食的
調整和建立運動習慣，能減輕
一些體重，增強體力，使身體
更健康；若是上帝願意給我多
幾年在世上的生命，我希望活
得健康，有體力繼續在基宣這
個領域的服事，專心於教學的
事奉，也就是訓練投入基層宣
教的人才，因為基層宣教需要
更多有異象、有負擔的同工投
入基層廣大的禾場，這也是上
帝賦與我的使命。 

    揮別與基宣學生、同工們朝夕相處的
日子，心中難免不捨；但是，「休息是為了
走更長遠的路」，相信不久的將來，我仍然
可以與基宣一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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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前5:7 

    自從五月第一週開始到七月底，每週一晚上要從中壢開車到中和教「生活查

經」，週二晚上則去北投教「基層佈道」，教完課回到宿舍已經深夜11點多，週三

早上七點又與宿舍的學生一起靈修，八點還有課要教，晚上繼續參加教會禱告會，

一個月有三次的主日講道或傳遞異象，加上許多行政工作，購校的事工等等，令

我常感疲憊、精神不濟，服事有些過量，求神加添我的心力，讓我有好的睡眠，

快速的恢復體力（隨著年歲的加增，似乎已不比從前）。 

    四月30日基宣獻身研討會後陸續接到要報考基宣

的資料，第一次招生考試在六月27日，盼望上帝預備

合祂心意的弟兄姊妹進入基宣全職裝備，第二次招生考

試在八月8日，請為今年的新生禱告。現在正在安排下

一學期以及9-11月延伸制的課程以及邀請教課的老師，

這一屆延伸制有17位學生結業，將於六月25日在基隆

碇內浸信會舉行結業典禮，當天下午三時在台北懷恩堂，

也是我在華神教牧博士的畢業典禮，一天要趕兩場，實

在不易！ 

    七月初開始有暑假兒童英語夏令營，四隊北美短宣

隊分別在台灣十二個地點舉辦：宜蘭（2處）、基隆深美

國小、建德國小、汐止禮拜堂、好土教會、內壢國小、元生國小（內壢）、苗栗西

湖平安堂、台中大里、岡山聖道堂、屏東豐盛生命教會，除了為各地的招收學生

代禱之外，也特別為北美的短宣隊參加的隊員禱告，讓福音有果效的發揮出來，

每一個跟進的教會都要盡力配合。 

    需要用代禱信談一些購校的進度： 

    雖然訂金已付，但有兩位理事為了將來可能產生的

問題，出面與建商談簽約內容，拖了很長的時間，至今

仍未定案（理事長、理事常出國），建築師按基宣需求正

繪圖準備修建，籌款部分因事工忙碌，進行得非常緩慢，

有時內心會為這些事憂慮，當交託禱告後，很快就恢復

正常，相信 上帝是掌管萬有的 神，既然是祂的心意，

祂一定會按時成就，因祂不誤事。 

     

敬祝     主恩永偕 

                      主內 杜林茜上     2011年6月1日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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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6月25日上午9點30分 

地  點：碇內浸信會   (02)2457-8155 

地  址：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77巷25-1號                                 

結業生：崔敦玲、葉素真、崔宜萍、黃愛雲、葉瑞齡、 

         鄔寧嬿、高愛妹、戴錦稔、洪忠義、陳政均、 

         黃正昌、陳純真、陳鳳琳、李代秀、張柏盛、 

                                       許百合、陳麗雲 

 

 

 

 

 

 

 

 

 

 

 

 

開車： 

    國道一號八堵交流道(瑞芳暖暖)出口下交流道，朝源遠路/台2丁線前進，於 

    源遠路249巷左轉，至277巷右轉，碇內派出所旁。 

火車：台鐵八堵站下車，在八堵國小對面換搭基隆客運。 

基隆客運： 

  1.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一號出口(SOGO新館)前，搭乘基隆客運「台北─瑞芳」 

         1062號公車，東暖新村站下車，至源遠路277巷左轉，碇內派出所旁。 

  2.八堵：火車站前，搭乘基隆客運「台北─瑞芳」公車，東暖新村站下車，至 

源遠路至277巷左轉，碇內派出所旁。 

                                                  

       暖區/碇內浸信會  崔敦玲 

    自從上了基宣的課程，對聖經有更多

的了解，當初覺得自己年紀大了，體力不夠，不是很想上課，基宣的老

師都很優秀，講得非常清楚、明白。感謝老師們的教導，將他們畢生的

經歷無私的傳授給我們，真心感謝他們。 

                              暖暖區/碇內浸信會  葉素真 

    感謝基宣開的課程，讓我學習到各方面的知識：關心別人、了解寬

恕是愛的表達、教導孩子與神相通、學習在基督裡的順服、活出健康的

人生、務要至死忠心，神就賞賜生命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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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區/碇內浸信會  崔宜萍 

    謝謝所有授課老師，三年前上課很緊張、常失眠，現在聖經看懂

了，翻聖經也快了，神的話醫治了我的軟弱，知道如何與人相處。現

在已是小組長，組員都是年長的弟兄姊妹，因神的愛使我願意愛他們，

感謝神給我機會服事。 

 

                              暖暖區/碇內浸信會  黃愛雲 

    上基宣的課壓力不大，可以學習到不同老師的風範及屬靈的教導，

從他們身上學到他們對信仰的堅強及擺上，身教重於言教，確確實實的

領受老師忠心事奉主的寶貴經驗，和以身作則的典範。 

 

                            汐止區/汐止禮拜堂  葉瑞齡 

    我很榮幸參加基宣的課程，這三年來受益良多。如今要結業了，

萬分不捨，我在這裡要感謝「汐止禮拜堂」黃長老及師母的栽培與

支持，我才能無憂無慮的成為基宣的學生，這些感恩和感激，實在

是筆墨無法形容。 

 

                             雙和區/南勢角貴格會  鄔寧嬿 

    每次課程的學習都是非常棒的心靈饗宴，同學間彼此的互動，也是

我很好的學習和成長，我學到了最好的查經方法—以經解經，藉著個人

靈修建立與神更親密的關係。在此特別要感謝基宣設計這些課程給我學

習的機會，讓我得以受裝備和造就。 

    

                           安樂區/浸信會聖光堂   高愛妹 

    感謝主，來上基宣的課使我生命更成長，我在課程中學到了怎麼

看聖經、更明白真理、也更明白主的愛，讓我找回自信、肯定自己，

感謝主，一切榮耀歸給主。求主恩膏我，希望我學了這些課程，能夠

學以致用。 

 

                               埔里區/埔里貴格會   戴錦稔 

    三年基宣的課程給我滿滿的祝福。每周老師帶來的屬靈饗宴，不僅

獲得豐富的聖經經驗，更寶貴的是從老師們身上看見生命的見證，讓我

樂觀的面對每一天。也感謝老師們不辭辛勞，披星戴月才能從山城返家，

只有禱告乞求神紀念，大大賜福每位老師。 

   

                                埔里區/埔里貴格會  洪忠義 

    上基宣的課程轉眼已經三年，白天工作晚上上課很辛苦，但在付代

價的學習中真的受益良多，「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務實可馬上派上用

場，「個人靈修的建立」有組織的背經法很受用，「EQ與人際關係」聆聽

與同理心的重要。感謝主！可以結業了。感謝老師的教導，有基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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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區/中興新村浸信會  陳政均 

    感謝神三年來帶領我在基宣學習，讓我在裝備課程裡有很大的

收穫，靈命和教會的服事也大大的提昇，在課程的學習很受安慰與

鼓勵，自己的靈修也跟以往不同，現在會默想經文，感謝神的帶領。 

 

                           宜蘭區/宜蘭禮拜堂  黃正昌 

    感謝神的保守，這幾年在基宣的學習，生命更成熟長進，知道怎

樣分享聖經的話語，幫助人認識耶穌，也讓我生命更正直，成為耶穌

愛的導管，成為別人的祝福，讓別人也能得著救恩，得著永生的生命。 
 

                    宜蘭區/宜蘭禮拜堂  陳純真 

    本來以為只上一堂課就好，想不到卻一口氣讀了11門課，不知不

覺要結業了，感謝神的恩典使我一路走來滿了祝福。感謝基宣對基層

的異象，感謝授課老師、感謝教會的配搭，我們才能一路到結業。 

 

                               宜蘭區/宜蘭禮拜堂  陳鳳琳 

    每次課程結束都有豐盛的收穫，對聖經更明瞭，幫助我在生活上的

實際應用，並且在小組分享、更是實際的運用。在基宣被老師們的課程

造就，但是老師們路途上的辛勞，常使我們感動，謝謝！ 

 

                               宜蘭區/宜蘭禮拜堂  李代秀 

    我很感謝每位老師用心的教導，上完課程之後，我對禱告、讀經都

學懂了很多，也更知道持守在上帝的話語上，在面對人生的大小問題上，

學會忍耐、順服，凡事尊主為大，在神和人面前也學習謙卑、交託，靈

命也越來越成熟，思想意念都有所改變，感謝神！ 

 

                                        草屯區/草屯聖教會  張柏盛 

    這些年在基宣老師的引領下，建立個人的靈修生活、透過新舊約人

物了解神的作為、研讀基礎神學更深認識神、查考聖經倫理教導過聖潔

生活、學習溝通和關懷，裝備自己，引領他人來到主面前。再次感謝基

宣的協助，讓我有機會裝備自己，成為主忠心的僕人。 

 

                              草屯區/草屯聖教會  許百合 

    三年來無論颳風下雨，我都很期待上課，主的禾場需要我們去收

割，讓未信主的人能認識主耶穌，有永生的盼望，不再生活在綑綁懼

怕之中。所以我要更加倍用功努力，雖然拙口笨舌，但求神憐憫，用

我的生命去影響另一個生命。 

                              暖暖區/碇內浸信會  陳麗雲 

    基宣課程很實用，十分感激基宣用心開的課程。造就裝備後，真的

不一樣，靈命長進，跟人分享神的話語，還有傳福音都更有能力，盼望

以後能更深的接受造就裝備，為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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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400元，同教會5人以上，優惠價2,000元/人 

課程：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認識不同的信仰，將基督福音傳揚出去。 

宜蘭區 吳俊雄 牧師 
9/7~11/23(每週三) 

晚上7:00-9:20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20號 

埔里區 潘文卿 老師 
9/5~11/28(每週一) 

晚上7:30-9:50 

埔里貴格會        (049)298-0424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2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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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區 張家麟 傳道 
9/6~11/29(每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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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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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止區 王  婷 牧師 
9/6~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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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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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區 金  鳳 傳道 
9/5~11/28(每週一) 

晚上7:30-9:50 

貴格會南勢角教會   (02)2943-135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59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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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區 黃進財 牧師 
9/5~11/28(每週一) 

晚上7:30-9:5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02)2891-5314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48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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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牌區 李文榮 牧師 
9/1~11/24(每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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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區 杜林茜 牧師 
9/5~11/28(每週一) 

晚上7:30-9:50 

內湖麗山禮拜堂    (02)2627-7252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22號 

暖暖區 杜林茜 牧師 
9/1~1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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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區 邵  潔 傳道 
9/5~11/28(每週一) 

晚上7:30-9:50 

草屯聖教會         (049)233-4532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2號 

課程：聖經的基礎神學 使學生建立穩固信仰根基，對所學能清楚表達解釋出來。 

潭子區 顏添祥 牧師 
9/5~11/28(每週一) 

晚上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04)2538-9502 

台中市潭子區大成街120巷18號 

課程：新約人物集錦  透過新約人物認識耶穌佈道與門徒訓練，看神永恆心意。 

桃園區 吳文雄 牧師 
9/8~11/24(每週四) 

晚上7:30-9:50 

桃園基督的教會      (03)333-4825 

桃園市國光街38號 

岡山區 丁明光 傳道 
9/3~11/26(每週六) 

上午8:30-10:50 

岡山聖道堂        (07)621-5016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2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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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472、070-1000-8268  黃淑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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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宣院本部全修生招收證書科、學士科及碩士科 
報名專線：(03)453-1472、070-1000-8268   
考試日期：6月27日、8月8日 
筆試科目：聖經、中文、英文(證書科免)、心理測驗 
口試範圍：蒙召見證、事奉經歷、家庭背景、感情 
          婚姻、人際關係與未來事奉 
 

 

 

 

 

 9~11月基宣延伸制課程預計開13班(宜蘭、

暖暖、安樂、汐止、北投、內湖、石牌、雙

和、桃園、埔里、草屯、潭子、岡山)，有志

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請儘早報名。 

 基宣學院院本部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訂 6

月 21 日結業。 

 6 月 25 日於碇內浸信會舉行延伸制第七屆

結業典禮，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時間：6 月 25 日上午 9 點 30 分 

地點：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77 巷 25-1 號 

 秘書長杜林茜牧師 6 月 23 代表台灣前往吉

隆坡，參加 2012 年 10 月初第四屆世界華人

基層會議籌備會，請為旅途平安代禱。 

 

 6 月 27 日及 8 月 8 日舉行學院全修生入學

考試，請為考生代禱。 

 會員大會通過購買位於大園鄉大觀路(航空

城)3 戶透天厝，做為辦公室、教室及宿舍，

所需經費約新台幣 3 千萬元，請關心基宣的

弟兄姊妹為此重大的需求奉獻及代禱。 

 邵潔傳道 6 月 30 日離職，將搬回埔里定居。

7 月 1 日起由黃清牧師接任實習處主任。 

 7 月將有 4 隊來自北加州、洛杉磯、鳳凰城、

俄亥俄州的短宣隊，分別在宜蘭、基隆、汐

止、桃園、內壢、苗栗、大里、岡山、屏東

等共 12 個地點展開暑期兒童英文夏令營，

請為他們的生活適應代禱。 

 

 

 

 

 

 

 

 

 

 

 

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7,577,821 (US$2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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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3,914,667(US$134,988)      598,100(US$20,624)    3,065,054(US$10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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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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寄送地址：P.O.BOX 

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奉獻徵信  100/4/1 ~ 100/5/31    

 

一、一般奉獻     林庭竹 4,000     福音浸信會新城教會 2,000  

1.會員奉獻     張旭陽 20,000   7.訓練費奉獻 
 

  杜林茜 4,000    莊麗蘋 9,000     黃香萍 2,000  

  林惠真 1,000    許一萍 4,000     黃妙珍 1,000  

  邵潔 3,000    陳瑞曉 30,000   8.教學費奉獻 258,300  

  林慶宜 1,000    劉秀玲 6,000   9.獎助學金奉獻(主知名) 1,000  

2.經常費奉獻      蕭世慧 4,000   10.其他奉獻 38,595  

  丁韻卿 900     鐘樹椽 4,000   11.其他收入 13,764 

  王耀祥 500     鐘樹煌 4,000   二、會費收入--常年會費 2,000  

  王譯醇 2,814   4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三、購置校舍奉獻 

 
  史陸如芸 4,400     杜林茜 2,000       Touch Life Mission 代轉 439,875  

  江李鑽 500     梁英子 26,000       內壢得勝靈糧堂 50,000  

  李秉奇 500     沈介仁 3,000       于崇蘭 200,000  

  汪琴南 3,000   5.教會機構奉獻 
 
     吳莘華 5,000  

  武茂萱 1,000     Bread Of Life Church 38,597       李亞明 10,000  

  施仁誠 3,000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37,648       李惠慈 3,000  

  柯耀虔 2,000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30,167  

 
    李麗明 10,000  

  張家麟 2,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4,000       杜林茜 10,000  

  張曼娜 3,000     利明週邊有限公司 15,000       汪宜忠 1,000  

  彭國樑 10,000     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000       林惠真 1,000  

  黃陳文 2,000     污止浸信會 3,000       柯麗姿 3,000  

  黃慧蘭 10,000     信義會台中勝利堂 3,000       胡業民 20,000  

  黃曉君 11,000     基督教客西馬尼會 1,000       馬美玲 500  

  葉德媛 1,000     基督教台中行道會 2,000       高家彥 2,000  

  劉維玲 2,000     貴格會南勢角教會 1,000       張家麟 1,000  

  潘泓任 1,000     桃園縣基督教聖經教會 12,771       許百合 1,000  

  鄭美玲 1,000   6.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黃恩言 100  

  鄭瑞福 1,000     八德禮拜堂 2,000       葉素真 1,000  

  主知名 49,734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2,500       趙君華 2,000  

3.為飛揚奉獻     桃園基督的教會 2,000       盧彩霞 500  

  李玉曼 4,000     內壢播道會 4,000       蘇秀秀 1,000  

  林坤興 4,000     雙和行道會 2,000       主知名 1,011,500  

        

        

        

    
    

        

 

 

 

 

 

 

 

秘書長：杜林茜             會計：全嘉琳 

收支報表  
100/4/1 ~ 100/5/31  

購置校舍 (目標 3,000 萬元) 
100/4/1 ~ 100/5/31 

上期結餘 NT$3,066,048 
 
上期結餘 NT$5,106,329 

本期收入 731,490 
 
本期收入 1,773,475 

本期支出 858,653 
 
本期支出 -- 

本期結餘 -127,163 
 
本期結餘 1,773,475 

累積餘額 NT$2,938,885 
 
累積結餘 NT$6,879,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