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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你們要去……
首先感謝基層福音全體會員的抬愛和理監事
會的推舉，讓小弟有機會擔任理事長的職
份，這是一份榮譽也是一份託付。也謝謝陳正
雄牧師願意繼續承接秘書長這份繁重的工作，
願全體理監事和同工繼續為基福的異象――也
是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的「大使命」攜手邁
進。
馬太福音28:18～20記著：「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基福秉持耶穌升天前的交代，在鄉村偏
遠地區開拓教會。其實就是遵循耶穌最後的命
令，也是讓福音能夠遍傳台灣各地的實踐。
早期台灣北部長老教會的開路先鋒馬偕博
士，他一生亦以實踐「大使命」為職志，10歲
時在家鄉主日聚會聽到一位到中國宣教的傳道
士回加拿大分享信息，頗為感動，立志要像他
一樣獻身中國宣教。馬偕長大後，在27歲那年
終於獲准到中國宣教，後來輾轉來到淡水登陸
以淡水為起點，最後建立70間教會，帶領3000
多人受洗、拔牙21000顆、建立女子神學院、破
除迷信（綁腳）、引進農業、開辦醫院……一
生貢獻台灣。他以行動「愛台灣」，過世後埋
葬於淡水。並有「寧願燒盡，不願朽壞」的曠
世名言，實在是大使命最佳的實踐者。
耶穌明明吩咐：「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所謂的門徒就是學生，也是耶
穌的跟隨者，而不是只坐在教會的信徒，是要
有決心和行動的。所以這大使命交託我們有甚
麼提醒呢？我認為「……你們要去……」有兩
個提醒：

∕理事長 洪國隆
1.有「要去」的決心
馬太福音9章35～36節說「耶穌走遍各城
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
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
一般。」耶穌有一顆憐憫的心，以至於走入人
群，而非離群索居，獨善其身。如同史懷哲醫
生走入非洲蠻荒之地，德雷莎修女走入印度孟
買窮人之地貢獻一生。
所以說，「要去」的決心就是愛心，是
來自基督耶穌愛靈魂的心志。在英國被稱「講
道王子」的司布真牧師，平日拙口笨舌口才極
差，但一上臺講道聖靈充滿，感動眾信徒頗得
尊崇。有次二個剛畢業的神學生，因耳聞牧師
風采渴慕來學習。某主日來堂聚會學習，百
聞不如一見，牧師講道功力果真非凡。會後請
教牧師牧會講道的秘訣，牧師帶領他們到教堂
二樓指著對面的大公園，問他們說你們看到什
麼？學生直言這公園好多人在溜狗、賽跑和嬉
戲。司布真牧師淚流滿面告訴他們，這些人如
羊迷失，沒有牧者去帶領他們，就如同失喪的
靈魂。接著帶領他們到地下室，門一打，看到
裡面一群人在那裡禱告。牧師告訴他們：「這
是我力量的來源。」學生終於知道要有去的決
心，就是憐憫的心、愛靈魂的心加上迫切的禱
告力量。
2.有「要去」的行動

姓。「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
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盤石上。雨淋、水沖、風
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
在盤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
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
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倒塌了，並且倒塌的
很大。」(馬太福音7章24～27)
當耶穌說「你們要去」時，所說的對象
也包括今天的你我。因為大使命是給每一個屬
神的兒女的，所以沒有任何基督徒可以置身

讓我們一起起來回應神。初成立基層福音
事工的異象，就字在這未得之地，未得之民的
鄉村地區，一起承接大使命。
讓我們一起去!

1.感謝主，基福於2015/3/7上午10:30，借新竹北門聖教會召開第七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通過2014年的決算與2015年工作計劃及年度預算，同時順利選
出第七屆理監事會。九位理事名單如下：洪國隆、葉秀敏、廖明發、洪叡
郎、范秉添、徐新民、謝長安、蘇連成、蘇嘉俊；後補理事為陳鴻琳、羅榮隆。
三位監事為：李王麗雲、陳士雄、許書毓；後補監事為魚麟屏。
2.會員大會結束後，隨即召開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選出三位常務理事：洪國
隆、葉秀敏、廖明發，一位常務監事：許書毓，並依基福章程由常務理事互選出
洪國隆長老為基福第七屆理事長。理監事為會同時決議由陳正雄牧師擔任祕書
長，李勝雄長老擔任顧問。
3.感謝卸任的第六屆理監事會理事長李勝雄長老，另外有韓元雄牧師、陳江銘弟
兄，不再擔任基福的理監事。求主記念這幾位多年來參與基福各項事工，幫助基
福成長向前，讓福音不只能在偏鄉地區傳揚，還建立教會牧養群羊。謝謝卸任
的每一位。
4.天母感恩堂的兄姐與何美玲姐妹於2/7～8春節之前，至頭屋教會關心教會事工，
為兒童與青少年辦了特別聚會，並贈送每位兒童與青少年一個紅包，使頭屋教會
的孩子滿了溫暖與愛。
5.洛杉磯康郡教會張力揚弟兄於四月初拜訪秘書長陳正雄牧師，4/8～22，康郡
教會Laura及另兩位姐妹將到頭屋教會短期宣教。求主使用他們成為頭屋教會
的祝福，並保守他們出入平安。
歡迎海內外教會、團體或個人到基福拓荒區教會短宣。拓荒區教會免費提供住宿。
聯絡方式：gifutaiwan@gmail.com 陳正雄牧師

基
福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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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約翰福音4章4～42節中帶領撒馬利
亞婦女信主的故事百聞不倦。在日正當中的井
邊與撒馬利亞婦人談道，婦人也從稱呼耶穌猶
太人、先生、先知、彌賽亞、基督到救世主。
認識耶穌之後生命完全改變，並在那城傳福音
使好些人信了耶穌。耶穌有「要去的行動」改
變了婦人，也因婦人的改變影響到全城的百
▲李勝雄理事長在會員大會中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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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外。我們都應當有份於福音的工作當中。所
以，請不要讓今生的許多思慮煩擾阻擋了您回
應神呼召的道路，不要讓許多帶不進永恆的事
務，破壞了您結長存果子的機會。

▲會員大會中改選理監事。
基福動態│ 3

秘書長的話
約櫃在基列耶琳，那時接續士師以利，巡
行各地服事以色列眾百姓的撒母耳知道嗎？

一百二十年的黃金時代，達到了以色列歷史的
最高峰。

約櫃靜悄悄地留在基列耶琳。那是一個
沒有報紙、收音機，沒有電視、電話或網路的
時代，環境閉塞，消息不易傳遞。撒母耳若知
道，定然會迎回約櫃，送至會幕的所在地―
示羅。

也許我們必須要等將來見到主面之後，才
能完全明白撒母耳為甚麼能在那樣荒涼的光景
下，堅持事奉二十年？

但約櫃一直在基列耶琳。多年後，那位自
小從父執輩口中聽過約櫃奇妙故事，立志要找
到約櫃下落的大衛，在詩篇132篇1-6節說：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
苦難！

燈，沒有熄滅
基與 青 少 年 。 每 次 看 見 在 當 中 出 入 的 孩
福的拓荒區教會，大部分是婦女、兒童

子，我心中總是默默的禱告著：「主啊，從他
們當中興起這個世代的撒母耳來！」
撒母耳還年幼的時候，就被留在祭司以利
身邊服事。
以利應該是一個好老師，從他教導撒母
耳如何回應神對撒母耳的呼喚，就可以得知。
只可惜他年紀老邁，不但管不了自己的兩個兒
子，還縱容他們踐踏神居所的祭物，且看重兒
子過於尊重神（撒上2：29）。《撒母耳記》
的歷史緊接在《士師記》之後，不但大環境仍
舊黑暗，並且還有兩位作惡師兄權柄的陰影籠
罩，童子撒母耳如何能在成長的過程中維持清
醒的靈？又始終保有耶和華神的同在呢？（撒
上3：19）
為以色列人所鄙視的非利士人來向他們擺
陣，竟在戰場上殺了四千個以色列軍兵（撒上
4：2）。以色列人亮出了他們的王牌，讓以利
4 │秘書長的話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
者許願，

∕基福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的兩個兒子何弗尼與非尼哈，將約和華的約櫃
從會幕的所在地示羅抬了來。這約櫃曾領以色
列人在曠野行走，過約但河如走乾地，喊垮耶
利哥堅城，料必可帶他們打一個勝仗。沒想到
兩兵相接，以色列單步兵就死了三萬，何弗尼
與非尼哈也戰死沙場，更想不到的是―神的
約櫃竟被非利士人擄去！（撒上4：10-11）
九十八歲的以利關心戰場上的結果，當他
聽見約櫃被擄去，這位當了四十年以色列士師
的長者從座位上往後跌倒，頸項折斷而死。榮
耀離開以色列，約櫃被擄去，以色列人大敗，
各向自己的家奔逃……撒母耳就在這樣的景況
下接手服事。
熟悉《撒母耳記》的人都知道，約櫃雖被
非利士人所擄，但約櫃後來在非利士地七個月
時，神為自己爭戰的故事真是精彩。最後非利
士人不得不「將榮耀歸給以色列的神」向耶和
華獻陪罪的禮物，並將兩隻未曾負軛有乳的母
牛套在牛車，將約櫃馱送回以色列地，至終送
到基列耶琳。（撒上第六章）

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
床榻；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
目打盹；
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
大能者尋得居所。
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基列
耶琳就尋見了。

大衛是伯利恒以法他人，第六節的意思應
該是「我們在以法他聽過約櫃，在基列耶琳就
尋見了。」顯然大衛是以王的權柄下令尋找約
櫃的去處，所以才終於在基列耶琳找到了。
也就是說，直到大衛在基列耶琳尋見約櫃
之前，以色列家傾敗散亂，示羅的會幕裡連約
櫃都沒有！……
而身為祭司的撒母耳仍然日復一日，忠
心的事奉。二十年之後，以色列全家都哀哭歸
向耶和華（撒上7：2，和合本修訂版）。因著
他打下的根基，甚至後來帶出了掃羅王四十
年，大衛王四十年與所羅門王四十年，合計

但想想，那位捨得在撒母耳年幼時，就還
願將他奉獻至聖殿事奉的母親哈拿，雖身處遠
方，豈不晝夜為他祈禱，好叫她所獻給神的，
自始至終蒙祂悅納？
再想想，撒母耳記上第三章說「那些日
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以
利……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然而在那黑暗
的世代裡，經上接下來的那句話令人興奮：
「神的燈在神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裡，還沒有熄
滅，撒母耳已經睡了。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
母耳說：『我在這裡。』」（撒上3：1-4）
有沒有可能，神在力挽滔天狂瀾以先，
只在等候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代禱者起來向祂呼
求？又有沒有可能，神在拯救一個世代之前，
只在等候一位眾睡獨醒的小角色，甚至是一個
童子的順服，向祂回應：「我在這裡」？
感謝神，基福的教會身處偏鄉，甚至有三
個教會位於福音硬土的客家莊，比別人資源更
少，艱難更多，如同哈拿母子的身陷亂世，別
無倚靠。然而正因如此，深信為基福教會的禱
告與服事，也必定如同哈拿與撒母耳所做的一
樣，更讓祂動容！
就算只剩下一個人，願意在最黑暗的時代
忠心堅持服事超過二十年，神的燈也一定不會
熄滅！惟願基福的每一位牧者，願意這樣回應
神，也願基福眾教會中年輕的一代，在牧者扶
持、栽培、與造就之後，更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地起來回應神。
讓我們一面事奉，一面禱告說：「主啊，
從他們當中興起這個世代的撒母耳來！」

祕書長的話│ 5

輔導也不一定。不過還是想要回到原點來談，
深知生命環境當中的難處張力試探極大，也明
白除了品格宗教教育外，更重要的是不能遠離
神，求主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被祂的慈繩愛
索牽引，好叫我們不陷入試探。

拓荒區報導

造橋教會

春 天 來了
∕呂逸帆 傳道

我

「

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

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6:3）
春天來了，萬象更新，教會前栽種的2顆
小樹，發出新芽，開花長葉，正好想到民數記
中所記載，上帝使杖發芽，一方面看見神的權
能，一方面也看見生機蓬勃，願神賜福，使我
們裡面有活潑的生命。
每一季總有個好幾次會到看守所擔任教
誨事工，每次都學習很多。每位看守所中的好
漢，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情況不一，有的心酸
難過想家，有的安靜怡然自得，有的則是心如
死灰無望，裡面的生命光景，恰如人生四季，

1.求神帶領造橋教會所在的朝陽村的村民，能
認識真神進入教會禱告。
2. 請為每一個在教會出入的兒童、青少年，不
被家人攔阻，並在教會身心靈皆能強健的成
長禱告。

最後，請為我們的服事代禱，為教會的會
友孩子們禱告，願基督的生命身量長成，直等
到基督成形在我們心裏，願我們活出愛，如春
天一樣，令人歡心雀躍。

3. 請為阿菜媽病危禱告神醫治及引領，也為傅
弟兄肝病經常住院禱告，求神醫治。

▲才藝吉它班。

▲拜訪文英國中。

▲探訪黃太太(左)。

▲得勝者活潑學生。

▲姐妹們齊拜年。

▲新年恭喜。

當然老的少的都有，甚至碰到幾個七、八十歲
的老人也在那。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雜役，很有禮貌的幫我
們把桌椅擺好，設定好麥克風，教誨課程結束
後，他來整理桌椅，跟我們寒暄打招呼，並且
告訴我們，他也是在教會長大，從小參加主日
學，教會的活動也都有在參加等，寒暄過後，
我接著問他，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似乎有些羞
愧，頓了一下，說觸犯某法律才關進來，然後
我們簡單為他加油鼓勵後道別。
回來後我經常回想起這個事情，如果他是
我們的主日學學生，那該怎麼面對神!另一方面
想，人真是軟弱，難免犯錯，神有祂的帶領，
搞不好也有神的美意，未來使用他成為相關的

▲才藝班鋼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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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拓荒區報導│ 7

拓荒區報導

大西教會

「頭一次的愛」
∕李進春 牧師

聽

著恩福會弟兄們所獻唱的詩歌「頭一次的
愛」，真叫人動容，真教人感動，歌詞的
內容是這樣： 「當頭一次 ，遇見了祢，我的心
充滿歡喜，哈利路亞喜樂滿溢，主耶穌充滿在
我裡，頭一次的愛，最甘甜的愛，耶穌、耶穌
我的愛。超過一切 真實的愛，竟然臨及我，甘
甜的愛，最真實的愛，耶穌、耶穌我的愛。」
恩福會的弟兄，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
一段特別的過去，可能因為毒品的捆綁，可能
因為酒精的深淵，日子是黑暗的，是沒有將來
的，是絕望的。因此這首歌從他們的口中唱出
來，特別感動人。
我們很難去想像這樣的生命是如何的痛
苦，是身、心俱疲的痛，是一種不知將來會如
何，不曉得要往那裏去，沒有方向、沒有目標
的痛。感謝神，當他們頭一次遇見了耶穌，生
命不再一樣了，身體健康了，心情變好了，靈
裏也平安了，在心寬了的時候，身體也變胖
了，一個弟兄告訴我，每個來到恩福會的弟兄

▲過年時發送紅包祝福大西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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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會胖5公斤以上。
我想，最高興的人，不僅是遇到 的這些弟
兄們，更高興的，莫過於他們的家人了，特別
是他們的父母親。因為兒子遇見真神，生命已
不再一樣了，就如耶穌所說浪子回頭的比喻一
樣，這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而女孩也回了心中的想念及願意相許之意，這
樣過了六個月，就訂婚了。雖然這位媽媽嫁給
先生之後日子過得非常辛苦，有一些事讓她想
起來既生氣又不平，但當她說到頭一次認識先
生的回憶，心中就充滿喜樂，也忘卻了這一切
的苦痛。
其實每個 神的兒女都曾有過第一次遇見神
的經歷，而第一次的經歷通常令人印象深刻，
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常常回到頭一次的愛的
生命經歷。當我們常常以感恩的心，向神獻上
感謝，不住的感謝，不論遇到怎樣的風暴，就
是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再次向神獻上無盡的
感恩，再次向神委身，立志跟隨主。
當我們全心信靠主我們的神，就算大浪洪
濤漫過我身，我們仍然能靠主立穩，因深知神
仍坐著為王。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們，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代禱事項：
1.請天天奉耶穌的名祝福並宣告，大西村1200
多戶共4000多人（2014年10月底統計）都要
得救，沒有一個是失落的。
2. 請為教會在母親節前以蛋糕關心村裏的慕道
母親們及在5月9日及10日到村裏發送康乃馨
花祝福村民禱告，願收到祝福的母親們都得
到上帝滿滿的賜福。
3.請為教會所關心的慕道朋友劉豐祥先生、蔡
雨嵐先生、張坤仁先生、魏永明先生、劉文
忠先生、張坤仁先生在疾病中，魏永爐神經
被壓迫，求 神醫治並感動他們的心來歸向
神。
4.求神賜福恩福會的弟兄們，天天靠主得勝，
身心靈都健壯，使他們一生都跟隨主，也求
神供應恩福會的一切需用。

有一位媽媽已近70歲了，當她說到以前
一開始認識她先生的過程，就眉開眼笑。那是
53年前的屏東鄉下，當時這位媽媽才17歲，因
為以前的鄉下若要用水就必須到附近的河裡挑
水，或到井裡取水，這位媽媽也是每天要去挑
水。她的住家附近有個軍營，在營區的伙房，
有一群阿兵哥每天都要在這裏為同袍們預備食
物。當時這位年輕又貌美的媽媽每次挑水經過
伙房時，阿兵哥就會出來同聲齊喊1、2、1、
2……，為女孩走路答數，女孩又好氣又高興的
被這群可愛的軍中弟兄給逗弄得停下腳步。而
其中有一位帥哥，就對女孩仰慕、傾心，透過
女孩的舅舅，天天傳紙條向這女孩表示愛意，

▲廖陳菊妹媽媽正在曬自己種的蘿蔔。

▲恩福會弟兄們於主日獻詩感謝讚美 神。

▲賴儒平弟兄夫婦帶領上海華商團契關心大西教
會事工。

▲劉櫻珍慕道朋友（右二）將自己種的菜與參加
晨禱的姐妹們分享。

▲黃榮富先生夫婦喜樂、熱心、愛人，鶼鰈情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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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祂原本就

知道
∕田南芝 牧師

記

得我第一年剛來到頭屋教會牧會時，看
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那時就有一個「課
後輔導班」的意念和願望在心中成形。 其實，
當時的我對「課後輔導班」是完全陌生的，因
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課後輔導班」。因此，
當我將想要開始「課後輔導班」的想法，對當
時的基福秘書長提出時，他問了我幾個問題，
而答案都是否定的時候，他就說：「妳仍然要
做「課後輔導班」嗎？」我因著心裡的感動，
就在什麼都是否定、沒有任何的看見下，回答
說：「是的，教會要做「課後輔導班」。」就
這樣，從零、基福願意支持之下開始，「課後
輔導班」成立至今了。
雖然不是每一個在「課後輔導班」成長的
孩子，目前在課業方面看起來都是優秀的，但
教會總是盡心盡力的想法子提升他們對課業的
理解力、提升他們對課業的興趣、讓他們在課
業上有進步，增加自信心、榮譽感。然而一件

▲探訪黃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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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確定的，就是大部分的孩子都在品格方面
是有長足進步的。現在幾乎很少粗話的三字經
會從他們口裡出來。而有些孩子特別在屬靈方
面的進步看起來是令人興奮的，因為他們會體
貼聖靈的感動，對罪有敏感，他們的禱告是讓
人感動的。上帝原知道每一個孩子的狀況，要
如何祝福、怎樣祝福，祂原本就知道！

終於，在今年教會隔壁的鐵皮屋空房的徐
姓屋主，願意租給我們，初步也談妥每月4000
元的租金。我的心真是大大的開心與跳躍，因
為看見神的手開始動工了，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場地，白天作為聚會、講座、小組、讀書會、
遊戲、喝茶、卡拉OK……等場所，當然就是
社區的「長青團契」的開始啦，晚上作為國中
生的「課後輔導班」場地，啊哈！我真是滿心
相信「課後輔導班」是如何的蒙福，這社區的
「長青團契」也要如何的蒙福！雖然目前整個
情況看起來還只有手掌般大小的雲彩跡象，但
是，日後的榮景是可期的！因為上帝原知道應
當在何時開始、怎樣開始、祂萬事都曉得，祂
原本就知道！感謝主！祂原本就知道！

代禱事項：
1. 請為「長青團契」場地的水電設備、裝修、
衛生設備、冷氣……等所需工程能順利、安
全進 行 ， 也為 所 需 經 費3 0 萬 能 充足 不缺禱
告。
2. 請為全教會會友的讀經、禱告生活禱告。感
謝主，目前孩子們讀經進
度到利未記第6章，
姊妹弟兄的進度到
希伯來書第4章。

在當時除了「課後輔導班」讓我感動之
外，也對頭屋鄉社區的「長青團契」有感動，
特別是如何使在家的阿嬤、阿公們，能得到上
帝的祝福、及教會可以扮演的角色並能有效的
在社區中傳福音，我心裡是有些藍圖的。因
此，常將這藍圖向一些不同的人分享，盼望能
找到一個與我有相同看見、想法的他/她，可以
來做這社區的「長青團契」事工。當然，場地
也是一個問題，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看見在
這方面有任何開啟的動靜。

▲青少禱告。

▲青少年團契。

▲姊妹們午餐。

▲孩子們上英文課。

▲國中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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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時操作簡報檔，及詩歌的蒐集和製作。兩兄
弟的媽媽，則一直參與週間國中課輔班的晚餐
烹煮，和教會愛宴的餐飲服事。感謝主！我們
見證了這一家蒙上帝的賜福！他們來到上帝的
家―教會中，生命被翻轉，並且要在基督的
愛裡持續成長。

拓荒區報導

眉山教會

翻轉

代禱事項：

∕黃信吉 牧師夫婦

當

上帝奇妙地把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帶進教
會，我們當然相信在基督裡，他們生命會
有奇妙的改變。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
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五章17節，和合本修訂版）。眉
山教會剛開拓的第二年（2010年），學謙、學
和（化名）兩兄弟被媽媽帶到教會，加入這個
小小的信仰群體，開始經歷逐漸認識上帝，生
命翻轉、更新的過程。
兩兄弟的家，數年前經歷重大變故，他
們的父親突然車禍過世，從大陸嫁來台灣的媽
媽，堅強的扛起養育的責任。為了能夠安心工
作，就讓二個孩子來教會的課輔班學習，接受
免費的課後照顧。哥哥學謙，小時體弱多病，
曾接受心肺手術。家人為避免刺激其情緒，平
時呵護備至，但似乎反而造成他有情緒障礙的
傾向。學和年齡只比哥哥小一年，常需反向挑
起照顧哥哥的責任；自己很有主見，與同儕格

▲主日禮拜詩歌敬拜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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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在團體裡，會堅持不與其他人做同樣
的事。
學謙、學和兩兄弟，剛來教會時，常常在
活動的隊伍外圍，或聚會的位置旁，逕自席地
而坐，做自己的事，生氣時就直接躺在地上，
誰都搬不動他。對於很多新事物的學習，表示
不屑並明講沒有興趣。兩兄弟的媽媽，非常清
楚知道他們成長上的需要。她個人對基督信仰
的渴慕，激勵她堅持陪伴孩子們持續在教會中
成長。雖然他們生命成長的過程緩慢，但在這
個屬靈的家當中，他們的確在基督裡，逐漸被
模造出新生命的樣式，全家一起受洗歸入主的
名下。

1.求上帝恩待祂親自賜給眉山教會的福音種
子，雖然他們還會繼續面臨成長過程中的挑
戰，相信主會保守他們。繼續藉著他們，祝
福這地，吸引帶領更多鄉親歸向主。
2.懇切邀請您在代禱中，同我們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宣告；眉山教會的每個孩子，要斷開從
家族迷信偶像的一切綑綁，和不好的影響
（酗酒、放縱、不負責任、被遺棄、暴力、

不在乎、混亂）。大人小孩都要在主的愛
中，獲得聖靈所賜的恩賜，被聖靈充滿，信
心堅固，生命有基督榮美的樣式！
3.感謝主！眉山教會的孩子，有機會在2015台
中燈會基督教燈區的詩歌敬拜服事。求主使
他們在對外和自己教會的服事中，操練敬
虔，榮耀歸主，委身於主及各樣蒙福的生命
特質。
4.求主透過基福的「省一杯咖啡救一個靈魂」
專案，和其他了解、關懷眉山福音事工的管
道，充足供應眉山教會發展的需要。若是主
許可，我們也祈求神差派三個以上的基督徒
家庭，來與我們同工，同心建造教會。

兩兄弟對過去自己造成的突兀場景，現
在會幽默地描述，見證自己生命的改變。學謙
因著單純、認真學習的態度，在教會頂樓自產
自食的菜園中，被賦予水耕肥料濃度檢測，及
蔬菜成長記錄的任務。學和現在協助教會禮

▲燈會詩歌獻唱謝幕。

▲參觀台中燈會。

▲燈會中的陶笛詩歌敬拜服事。

▲學習液體肥料酸鹼度測試。

▲學習水耕蔬菜成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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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認識基福

寫真集錦

三十幾年前的一項田野調查，發現台灣仍有好些偏鄉完全不曾聽聞福音。於是有識之士成立了
跨宗派的《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簡稱基福），希望不分宗派，結合眾教會力量，差派宣教士進入
「未得之地」，傳福音領人歸主，建立福音據點。多年來，基福先後建立了宜蘭壯圍、新店撒種、新
竹寶山、新竹峨眉、苗栗造橋、苗栗頭屋、苗栗大西、苗栗西湖、台中日南、台中大安、台中眉山、
高雄生命樹等十幾間教會。其中大部份教會已獨立自主，目前仍由基福總會支持的有四個教會：苗栗
造橋、苗栗大西、苗栗頭屋、台中眉山，我們稱這些在偏鄉第一線的教會為拓荒區教會。

▲2015/3/7會員大會中的敬拜。

奉獻徵信

▲第七屆理監事會改選之計票情形。

2,000

徐紫綾

2,000

鄭馨

2,000

尤富永

3,000

高悉音

4,000

鄧毅中

1,000

方世鴻

20,000

張人元

6,000

盧瑞雲

1,500

紐約聖教會

$400

方美珠

10,000

張勁塵

1,000

蕭聖貞

3,000

若歌教會

$600

王明川

4,500

許洪文

4,000

錢善華

10,000

▲在康郡教會與曾到頭屋短宣的徐增樂夫婦合影。
14 │寫真集錦

▲在基督五家與阮長老（右3）王長老（左1）合影。

$1,200

1,000

許洪猷

4,000

戴金雄

6,000

田南芝

14,900

許玲玲

200

謝仁浤

3,000

ELIZABETH S. CHEN

$420

3,000

F. CHUI & W. CHUI

$500

2,000

HAROLD W CAMPBELL

$300

2,000

HAROLD W CAMPBELL

$300

HUEI M HUANG

$200

JUIN-HWEY CHEN & SUSAN S. CHEN

$300

JULIE PENG

$300

1,000

許書毓

15,000

郭秉慧

10,000

陳小玲

700

陳含笑

吳莘華

5,000

呂怡晴
呂欣怡
呂逸帆
李以諾

4,000
20,000

謝慧柔
鍾維鴻

1,000

魏綉春

6,000

蘇秀緣

陳美津

1,200

李林怡秀

1,000

陳致皓

3,000

杜徐明英

9,000

陳福永

2,000

林曾順妹

1,000

13,000

陳鴻琳

22,000

林賴正宗

22,000

575

彭舒青

10,000

陳張秀珍

8,000

李如恩

2,600

曾乾森

1,000

曾陳勤妹

1,000

李秀英

2,000

曾淑錡

600

曾潘美香

5,000

李佳恩

610

曾貴珠

5,000

齊傅清妹

3,700

李宜頻

360

曾豊鈞

2,000

劉李春香

4,000

李思雨

1,000

黃忠興

8,000

劉彭蘭妹

1,000

李帶弟

4,000

黃信吉

13,000

謝楊梅妹

500

李進春

18,000

黃國榮

2,500

羅陳清妹

1,000

李聰碧

10,000

黃琛婷

500

Joyce C Ku

1,000

林吉雄

39,600

黃靖翔

3,200

李國華、余綺霞

6,200

林為文

2,000

黃臺蔭

4,000

林為欽

12,000

楊智勝

100,000

林訓伊

120

葉秀敏

1,500

文林基督教會

4,000

林敬恩

2,000

葉梅花

1,000

台北衛理堂

5,000

林義銘

200

詹玉雲

24,00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林筱臻

360

齊子嫻

500

平鎮崇真堂

11,000

林麗鴻

4,000

劉宏澤

2,000

協同會台東教會

30,000

林韡承

8,900

劉志宏

5,000

花蓮福音基督教會

林韡承

3,600

劉沛嬴

380

信義會靈光堂

10,000

施鴻娟

48,000

劉敬豊

7,400

浸信會懷恩堂

20,000

范揚傑

2,000

潘佳慧

3,000

馬祖衛理堂

徐幸枝

2,000

潘惠容

7,000

新竹北門聖教會

徐明駿

100

潘朝成

2,000

新竹錫安堂

4,000

徐偉晟

40

蔣憲章

2,000

嘉義救恩堂

12,000

徐偉國

40

蔡仲達

3,6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徐盛誌

1,000

鄭耀宗

1,000

榮光團契

吳尚燁

▲與南灣愛修教會蘇景星牧師（右2）及宣教同工合影。

$200

CHAOCHIN LU

王燕玲

何美玲

▲參加庫比諦諾CCIC禱告會。

翠柏基督教會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CUPERTINO

任秀妍

▲元月祕書長夫婦訪美與愛加倍基金會同工合影。

6,000
美金

乙增婷

白美月

▲徐新民牧師祝禱，會員大會圓滿結束。

2015年1月1日〜2月28日

士林靈糧堂
大慶廣告

2,500
1,000
2,500

30,000
500

3,000

2,000

$200

LAURA CHU

$500

MING CHEN & CAROL PENG
Northern Virgini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000

SHIHHAUR SHEN & FANGYING TU

$1,000

SHYTZONE LEE & GUEY SHYAN YEE

$100

South Bay Agape Christian Church

$900

STANLEY C CHU & NANCY I CHU

$200

THE CHAO-HO LIN & SHAN-LI CHIEN FAMILY TRUST

$2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00

2015年1～2月收支表
1
2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1,363,187
1,566,427
816,494
121,000
416,986
53,655
158,292
-203,240
1,129,522
926,282

人事費
房租
事工費
庶務費
修繕設備

6,000

39,300

$50

LAUNG Y. SHAU

3
4

本期結餘
上期結存

累計結存（含各拓荒區之累計結餘）
各拓荒區可用餘額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61,847 119,030 136,563 42,837 56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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