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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秘書長的話

數算恩典
快一年又過去了，2016年的基福，在主
很的恩典中逐漸站穩腳步且稍許茁壯，我
們心中充滿對上帝與海內外教會及肢體的感
謝！因著主的恩典與弟兄姐妹的關心，基福
每個教會都有想不到的成長與突破！
造橋教會位處一個老舊的社區中，因著
傳統信仰的包袱，附近的民眾對教會的觀感
不易改變，教會的年輕牧者也覺得能作的都
作了，改變有限。沒想到暑假來了一個大學
團契的福音隊，他們將整個造橋鄉畫成許多
小區塊，作地毯式的搜索，逐家扣門拜訪，
讓我們的牧者發現竟然還有他不知道的未
得、未訪之地。此外，附近搬來好些越南來
台讀書的大學生。這讓造橋的牧者又驚訝又
興奮，開始向這些「新鮮人」傳講福音。
頭屋教會去年因著原聚會點的屋主將房
子出售，不得不搬遷到一個比原來的空間小
的房子。 恰巧 新租處正隔壁有一個用來當作
堆積物品的鐵皮屋倉庫。我們鼓勵田牧師洽
商租用鐵皮屋，竟蒙答應了。 恰巧 附近一個
經常合作的戒毒團體有弟兄能作水泥工，除
了幫忙搭建兩間衛浴間供短宣隊使用外，也
幫忙將鐵皮屋大大整理成為聚會的會堂。 恰
巧 理事長有一個剛結案的工程，剩餘一些地
板材料， 恰巧 夠頭屋的新會堂使用。這樣頭
屋就有了新的會堂與兩個課輔教室。 恰巧 就
在這時，附近國中的校長將學校棒球隊二、
三十個學生交給頭屋教會輔導課業。頭屋教
會申請一個基金會補助課業輔導的費用， 恰
巧 就在這時基金會的人來看了現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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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陳正雄 牧師
確有這麼多孩子在這邊吃飯、讀書、出入，非
常樂意的撥給費用支持。一年過去了，基金會
已同意繼續支持到2017年的暑假。這麼多的恰
巧 ，我們知道一切絕非偶然，而是出於神的恩
典。
旅居北美的俞媽媽曾參加短宣隊，拜訪過
大西教會。一次大西的牧師開車載她經過濫坑
里的時候，不經意說了「這個地方很合適設一
個佈道所！」沒想到這話就深刻在俞媽媽的心
裡。今年，俞媽媽在她的家人與教會支持下來
到大西的濫坑里租了住處，開始在家裡有了聚
會，並且協助大西教會建立成人主日學。大西
教會今年也有一位肢體進到客家神學院就讀。
聚會的人數漸長，主日聚會的空間已快不敷使
用。主若許可，給大西教會能買下現在的聚會
所在，空間格局稍作改變，當能容納更多的
人。為此禱告囉！
眉山教會多年帶領附近社區弱勢的孩子，
他們幾乎以教會為家。孩子隨著年日漸長，也
從教會建立的一些事工中學得許多的技能。今
年眉山黃牧師的兩個兒子返鄉協助父母的事
工，甚至善用自己社工的背景，提出大膽前瞻
的計劃，在教會對面租地設農場，一面藉農場
的經營成為訓練孩子各種理念與技能的平台，
一面期待這能為教會帶來資源與助益。而我目
前看見的是這兩個大哥哥健康的形象與榜樣，
已是這些孩子的一大祝福。
比起一年前的光景，基福每個教會都在蛻
變更新中，沒有一個停滯或靜止不動的。主的
恩典真是奇妙！

拓荒區報導

頭屋教會

觀看祂 奇妙作為!!
∕田南芝 牧師

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心中難免湧起因
當著種種的不確定而產生焦慮。
我在2012年來到頭屋教會牧會時，心中
就常有焦慮的感覺。一個位於頭屋村的教會，
信徒卻不住在頭屋村，絕大部分的信徒要遠從
明德村用汽車載來，否則教會就會無人聚會。
而教會四圍的鄰居，深受客家文化與傳統信仰
的影響，並不願踏進教會。面對這樣的牧會環
境，我常焦慮，深感無力，也常在想，為什麼
教會不選在明德村呢？我是否該向理監事會提
出意見，把教會遷到明德村去呢？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由於教會就在
頭屋國小的旁邊，自然就因試著幫助小朋友寫
功課而做起了課後輔導，起初學生人數不多，
直到教會在2014年因房東賣房，我們搬到現在
的住所時，課輔班學生的人數始終在10位上
下。眼看我們的小朋友中，有3位要升入國中7
年級，我們勢必為了他們的需要，要把國中和
國小分開，需要有錢來聘請國中老師，也需要
有足夠的使用場地。在這時，因著新上任的秘
書長陳正雄牧師的居間協助，新竹浸信會開始
每年固定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美國小Joe夫妻
也開始奉獻支持，林明亮弟兄更是帶著弟兄們
前來整頓、修建教會隔壁荒廢的鐵皮屋，以便
增加課輔的教室。如此一來，教會的硬體、軟
體都被拉大擴張，進入一個更大的祝福中！

舊福音車的種種拋錨罷工狀況，我知道行車安
全的問題，來到了該解決的時刻，但是，買車
的費用要怎麼來？面臨不確定的未來時，心中
的焦慮又自然產生，但是，因著神的慈愛，美
國北加州康郡教會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在神的感動祝福下，全力支持，並慷慨大額大
力奉獻，再加上很多其他人的慷慨奉獻，使得
教會不但可以不用分期付款，購買一台7人座
的車，而且，藉著這購車事件，神又再次教導
我，當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要全心相信祂，
祂總是會以祂的慈愛與良善覆蔽遮蓋我。是
的，感謝祂的憐憫與教導，我要藉著常常與祂
同工來觀看祂奇妙作為！

代禱事項：
1. 使教會每一位會友，常常能數算神的恩典，
並成為一位知恩圖報的人。
2. 使教會的青年越來越茁壯，身體、靈命都蒙
神保守，日日增進。
3. 使教會的祝福能越來越進入社區，讓社區看
見，並能服事、祝福社區。

果然，這2年走來，看見從各方各面來到
的恩典祝福，真是述說不盡，萬事互相效力，
頭屋教會得到不間斷的祝福，這一切種種，絕
不是我們聰明能計畫，更不是我們會做、能
做，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妙的成就了！非常
感謝主，也願主大大祝福每一位默默幫助我們
的教會或肢體，恕我無法在此一一提名！
今年暑假，美國來的短宣隊經歷了我們老

▲討論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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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短宣隊
（記南灣愛修基督教會短宣隊在頭屋的服事）
∕Sandee
我們一家五口每年都會參與短宣。跨年齡
層的短宣隊非常有意思，訓練整個家庭能像個
團隊一樣出動。孩子們從小有宣教的經歷，會
讓他們體驗不同的文化，語言，生活。「家庭
短宣」實在是個非常好的「度假」的方式，與
其說是服事，倒不如說是「投資」，因為我們
學到的遠超過我們所投入的。就這樣，一年又
一年，我們繼續帶著孩子們短宣。短宣前後的
旅遊也算是慰勞孩子們的付出。
感謝神，田牧師有networking的恩賜，能
讓校方願意讓我們來教一個星期的英文課。在
多次的協調之後，我們竟然被允許可以帶一個
「英文品格營。」 有小學六年級到國中生同聚
一堂。我們短宣隊共11人，是由兩個家庭加上兩
位上班族的姊妹組成的。我們的禱告就是求主打
開頭屋國中的門，使福音的工作能繼續進展。
英文營的第一天，收到我們美國當地的代
禱同工簡訊：「為你們禱告的時候，感到上帝
會大大祝福營會。我在禱告中看到有很多黃色
的蝴蝶到處在飛！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是就覺
得上帝要觸摸這些學生。「看到代禱同工的簡
訊時候，我心裡訝異歡騰，殊不知，頭屋國中
的學生大部分來暑期班都是穿著黃色的運動校
服。那天心裡領會，知道蝴蝶代表蛻變，黃色
是帝王御用顏色，代表尊貴、 榮耀。我們深
信，這次的營會，上帝要開始改變學生的生命。
隔天我們就格外歡欣告訴學生們，他們
在耶穌的心上，因為他們就是那些黃蝴蝶！有
人在美國為他們禱告，我們來教課也是關心
他們，這些都是上帝愛他們的記號。除了教英
文，我們也教導他們從上帝的眼中看自己，認
識自己是獨特，蒙愛，有盼望的。雖然偏鄉學
校的資源不多，就算很多人家世不好，但是在
上帝眼中 他們的生寶貴的，有價值的，是有潛
能的，所以要盡心竭力學習，也要認識耶穌！
接下來整個禮拜，無論在視聽中心上課，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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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馬路，甚至7-11，遠遠都可以看到穿著
黃色校服的孩子們，望眼過去，一片黃色。我
知道他們已被揀選，凡願意回應神的愛的，生
命都會被改變，我們就繼續撒種！
我聽說校長 已經把整個頭屋國中的棒球隊
交給田牧師來輔導，今年又因為我們來，聽說
校長第二天就拉著田牧師告訴她說他們英測成
績需要提升。頓時，我心中雀躍的感謝主，我
覺得我好像聽見「頭屋國中的門，開了！」藉
著禱告和關懷，我們祈求主讓頭屋國中的學生
得啟發，被鼓勵，使他們的英測真的能夠有明
顯進步，好叫校長見證上帝的能力。當校長知
道來求助於教會的時候，那是頭屋國中蒙福的
開始。一個小小的頭屋教會要散發出的上頭來
的無窮的愛和力量！

∕盧雅雲
像做夢一樣，我們夫妻也可以去短宣，一
開始就厚著臉問Henry牧師：我們家可以跟嗎？
感謝主的恩典有了五天的苗栗頭屋行。全程抱
著去觀摩，學習的心情，謝謝牧師的厚愛星期
四讓我們夫妻上台作見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是，有個女生說老師你是家裡有錢讓你能出國
唸書，當下我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告訴他們，我
出國唸書是自己存錢去唸的，一塊錢都沒有跟
家裡拿（上帝是祝福滿滿的，多年前祂恩待我
有個很好存錢的工作），現在有機會鼓勵頭屋
國中的孩子，不要放棄，在上帝的手中，許多
不可能都變成可能了。短宣是一時的，回到原
本的生活，我希望更多預備自己合乎主用，書
到用時方恨少，是最合適形容我的，有好一段
時間機械般的靈修讀經，短宣之後開始讀經有
滋味多了，期待預備好自己快跑跟隨主。

∕陳家昌
感謝主，讓我可以在這四天的短宣中，
經歷一次不一樣的服事，更從小朋友的回應
裡，看見自己的責任，在這離家不到一小時車

程的地方，就是資源饋乏的偏鄉，若不是硬擠
上Henry牧師的團隊，我應該沒什麼機會會到
頭屋，在過程中看到大家即使是時差造成的疲
憊，依舊加緊努力服事；教學環境髒亂，卻願
意彎下腰去清理，美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和環
境差異甚大，我看到的服事是一個團隊，不分
彼此竭力追求，讓我學習到如何擺上。這個團
隊不僅服事小朋友，我們也是被服事的對象。
謝謝牧師，感謝主。也謝謝南灣愛修基督教會
合一的禱告，那一隻隻黃色蝴蝶一定會飛回主
的懷抱，我相信。

∕Jackie
這是我第二次來頭屋，四年前跟著短宣隊
來過。教會搬到現在的地點，連7-11也搬遷。
回到頭屋，心裡格外親切。這次短宣第一個服
事的場合，是在主日崇拜。牧師分享「大衛的
鑰匙」的信息鼓勵大家就算原生家庭有很多不
堪人知的羞辱，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詩篇
27:10, 51:5, 69:8,19 ）上帝的愛能醫治恢復，
主也能呼召、恩膏他們，只要他們願意委身跟
隨，靠著主的力量，也能擊敗歌利亞 。講道
結束後，帶隊的牧師團隊有短短的時間替弟兄
姐妹禱告。我看到一位年長的姐妹，心裡就
有感動過去在她耳邊為她禱告，特別是求主堅
固她的信心，使她不退縮，不畏懼，求主幫助
她繼續給與，繼續愛，使她堅信她的服事和代
禱是有功效的。後來聚會繼續進行，她帶會眾
禱告，我才知道，原來她是一位「重量級」的
姐妹。她的禱告如此誠懇，有力。她顯然是個
教會的柱子之一。要是我原本在知道她在教會
是如此的角色，我才不敢去幫她禱告呢。因為
我沒有這麼大膽，而且我也不覺得有資格做這
件事，那就像一個平信徒貿然去為某位講員的
師母禱告一樣。但是感謝主，後來田牧師分享
說那位年長的姐妹是因為身體的狀況或某些原
因，服事越來越減少，有些退縮，需要鼓勵。
田牧師也正想需要好好鼓勵她， 然而我那天
的禱告正是她需要的。我覺得這是上帝憐憫，
我順服一個單純的感動來禱告，結果也鼓勵到
我，使我體驗到主真的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光
景，而且祂願意安慰並加添力量。我樂意 更謙
卑學習，讓上帝在禱告的事上使用我。

∕Andre (14歲)
我一開始到達頭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會

發生什麼事。頭屋國中的校園給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到處都是灰塵。操場，走廊，視聽中心，
真的是每走一步路，就揚起灰塵。當主任宣佈
我們營會將用視聽中心，學生們大聲歡呼有冷
氣可以吹。我在美國環境實在太舒適，我要學
習為生活上的一切方便來感恩。幾天下來，我
認識一些學生，發現他們很幽默，也很會開玩
笑，跟他們在一起很開心。我們也常跟他們打
籃球，也替他們取英文名字。我覺得上帝藉著
這次短宣教我要時時感恩。 短宣的經驗很寶
貴，可以接觸不同的環境，體驗別的國家的生
活方式。
（以下兒子口述，媽媽代寫）營會期間，
我們邀請學生們下課時間來接受禱告。當我們
說要為「學英文」禱告的時候，有二十幾位學
生（很多是棒球隊的）到台前。 我們請他們坐
下，鼓勵他們，作簡短的見證，邀請他們尋求
上帝，自己盡力，邀請去教會聚會。他們專注
的眼神看起來就像是很少聽到人 對他們講肯定
他們的話。我看到一種渴慕和需要。我們團隊
為他們一個一個按手禱告及祝福。那是一個很
特別、很神聖的時刻。就在下課時間，我們竟
然與天國連上線！ 我們相信上帝垂聽禱告，
他們學英文的意願和效率一定會大大增長。後
來幾天我們也在下課時間為有其他人的需要
禱告，例如怕黑的，被鬼壓的，從小皮膚過敏
導致影響與人相處的，心靈受創傷的等等。
我們營會小組的時間，也有為學生們禱告。跟
他們談話，聽他們講，又為他們代禱。 我相
信他們既然願意接受禱告，耶穌的愛一定能改
變他們。營會最後一天，我們有機會直接再一
次比較完整的把福音講解給營會的學員聽，並
邀請他們接受上帝的愛，使他們生命被改變，
認識耶穌，進入光明。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有回
應，把手放在心坎上，表示願意，並跟著作禱
告。我們做了傳單邀請他們到頭屋教會，到青
少年團契。我們還特別用帝王蝶和變形金剛的
插圖，代表了他們的生命會蛻變，會被耶穌改
變。感謝主，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Adrien (10歲)
When I ﬁrst arrived at TouWu, I was a little
bit nervous. I was really tired because of jetlag. My
observations about the people there was that they
were all really happy even though they didn't have
that much. When we taught the English Camp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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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wu Middle School, I used my Kendama skills
to share about how to“be yourself.＂Last year,
all my friends at school started playing Kendamas,
but after 2-3 months, everyone stopped playing.
But I found that I really like Kendamas, and I
really want to get better at it, so I kept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even though no one plays it anymore.
Some people laughed at me for still loving
this“useless sport＂, but I practiced everyday and
learned from video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online
examples. Some tricks would take me a long time
to master, but I just kept practicing. I'm glad that I
can ﬁnd joy without needing to do what's popular,
or stop doing what is unpopular. Following Jesus
is somewhat like this. If we experienced Jesus and
want to follow him, we don't need to care if it is
fashionable.
我剛到頭屋時有點緊張，也因為時差而非
常累。我觀察當地人的第一印象是―雖然他
們所擁有的好像不多，但他們卻都看來非常快
樂。
當我們在頭屋國中營會中教英文時，我借
用了玩劍玉（Kendama，見下圖）的技巧來分
享我如何「學習作自己」。去年在我就讀的學
校裡，劍玉大大流行，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玩，
但過了兩三個月之後，大家都玩膩而放棄了。
只有我真的喜歡那遊戲，並且想玩得更好，所
以我在其他人都不再有興趣的情況下繼續學習
並練習。儘管在那期間，許多人嘲笑我還在玩
那「沒用的遊戲」，我仍然每天練習，甚至上
網去找其他專家的影片來模仿學習，其中許多
技巧花了我很多時間才漸漸上手，我卻練習不
輟。我很高興自己能不盲目地跟隨
潮流，在學習的過程中找著喜樂。
跟隨耶穌也很像以上我所分享的經
歷，如果我們真的經歷耶穌並
且願意跟隨祂，那麼就不需
要在意那是不是一件合乎時
代潮流的事。
As I got to know the students in my group,
I realized they all loved to joke around and have
fun (and take selfies 自拍). I would recommend
other youth to go on this trip because it i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you and the kids there. The kids =
are learning more about God, and you are too.
6 │拓荒區報導

當我越來越認識自己小組裡的學生後，我
發現他們都很愛開玩笑、找樂子，還有自拍。
我會推薦其他年輕人以後也來參加這個短宣
隊，因為對你、對那裏的孩子來說，都是很棒
的經驗。不只那些孩子，就是連你自己，也會
更多認識神。

∕Ashley (7歲)
Hi, my name is Ashley.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TouWu, I felt a little nervous and excited. My
favorite food there was the blue soda ice bar from
7-11. When I arrived at the church, I shouted
“What? This is the church? So small?＂But
later I was kind of afraid of the pastor, because
at the restaurant, I heard she said had cancer, and
I thought she still had cancer. I thought it was a
disease that might pass to me if I got too close. But
later my mother told me that God healed Pastor
Tien already, and that it was a big miracle.
嗨，我的名字是Ashley。當我剛來頭屋
時，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我最喜歡的食物來
自7-11店裡那台藍色的冰沙機。當我第一次進
到頭屋教會時，我大叫：「什麼？這就是教
會？這麼小？」後來我有點怕田牧師，因為我
在餐廳時聽到她說她有癌症，而我誤以為她當
時還有癌症，並且會因為我靠她太近而傳染給
我。後來媽媽告訴我說神已經醫治田牧師，而
那是一個偉大的神蹟。
As I got to know the students at the school
camp, I realized that they are fun and exciting, and
real nice. I enjoyed listening to our team members
share stories about how Jesus changed their lives.
My favorite activity was playing with 2 TouWu
jiejie (big sisters) who came to spend time with us
at church in the afternoon. I think God was helping
me to learn about friendship. Everything turned out
bett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amazing!
當我認識學校營會裡的學生後，發現他們
都很有趣，很愛玩，並且非常友善。我很喜歡
聽其他短宣隊員分享耶穌如何改變他們生命的
故事。我最喜歡的就是跟兩個下午來教會找我
們的大姊姊玩，我覺得神在幫助我學習甚麼是
友誼。這次短宣之旅當中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比
我原來期望的更好，實在太奇妙了！

▲滿心期待學習插花。

▲舞蹈組的學員。

▲課輔班學生晚餐。

▲學習爵士鼓。

▲客神田榮道牧師夫婦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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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硬著

頭 皮也要去愛他們
∕李進春 牧師

謝神，蔡健德長老及鄧言師母再次從美國
感回來台灣，來到大西教會短宣，這是長老
與師母第九年來到大西教會，看到他們愛神的
心，傳福音的火熱，是我們學習及效法的。
師母說她每天早上都到社區發福音單張，
住戶常會有兩極化的反應，有人因此而信主，
但也有人是不理不踩的，雖然如此，師母對傳
福音仍然樂此不疲。師母分享，當所接觸的
對象有人願意信耶穌，他們的心情就比中大
獎還開心，也難怪曾政忠牧師說，常傳福音是
基督徒長壽的祕訣之一。但弟兄姐妹為何不敢
傳福音，其中之一的原因，或者說是理由，
就是……怕被拒絕，會覺得受傷，所以害怕去
傳。
感謝神，陳正雄牧師在大西教會主日證道
時問弟兄姐妹們說：「服事一定會受傷，那受
傷好不好呢？」弟兄姐妹大都說「好」，無論
在教會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服事或者是出去宣
教傳福音……等等，都一定會受傷。然而每一
次的受傷都是在經歷神，一次的受傷、一次的
安慰，一次的失腳、一次的成長，這是好的，
使我們的生命一次次被更新。
11月客家長青福音隊來大西村，有一整天
的服事。那天到村裡探訪、關心，一位姐妹分
享，他們到一個喪偶的家庭去關心，女主人看
到弟兄姐妹們來，就非常不悅的要他們離開。
然而姐妹說，沒關係，她這次拒絕了，我們下
次再來，因為我們以前也像她一樣拒絕耶穌，
但因著許多傳福音的勇士他們不止息的愛，時
常的關心，我們才能享有這無盡的恩典，成為
天父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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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習勇敢、火熱的去傳福
音，不怕被拒絕，硬著頭皮也要去關心那即將
失喪的人，因為唯有耶穌能夠拯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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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都要得救，沒有一個是
失落的」。
2. 請為教會12月份聖誕節的福音事工禱告，為
報佳音、到村裡發祝福包及製作相片月曆關
心村民……等，求神得著這地的百姓。
3. 請為大西教會在頭份市濫坑里的福音據點禱
告，求神帶領俞黃碧茹姐妹在此地的服事，
願聖靈感動那些渴慕的人來到主前。
4. 請為教會弟兄姐妹還未信主的家人都能蒙恩
得救禱告。

▲北門聖教會美美及櫻玲姐妹到大西教會協助事工。

▲俞媽探望從美國回台的佩琳姐妹一家人。

▲俞媽的朋友丁玉花姐妹在濫坑里福音據點分享
泰北服事見證。

▲廖先生天天忙著做便當的生意。

▲蔡健德長老及鄧言師母到大西村宣教。

▲在耶穌裏我們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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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感恩 歡慶 得勝
∕呂以勒 牧師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來12:28）

2016

年滿滿的感恩。

又是聖誕佳節，空氣中滿了溫馨
和愛的氣氛，救主耶穌降生，死而復活，戰勝
死亡與罪惡，也戰勝了仇敵的一切詭計。
首先要感謝上帝，差派很多福音勇士前
來造橋，使我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依然記
得每年不論寒暑或聖誕，都在想說有沒有人可
以過來幫忙，但奇妙的是每年神都預備，真是
耶和華以勒的神，神自己親自發出馬其頓的呼
聲。今年聖誕除了《牧羊姐妹》外，也有一對
印度華僑夫婦過來協助事工，很多事都是我們
沒有想到的，神就這樣成就了，榮耀歸神。

榮美。也謝謝基福 前理事長李勝雄長老持續
關心造橋、洪國隆理事長所送來的愛心水果，
各位理監事的代禱支持等，點滴在心，相信大
家所做的絕不徒然，必歸您們的帳上，神必賜
福。
溫馨的聖誕，再次遙想耶穌的愛及榜樣，
歲末，除了感恩還是感恩，讓我們齊心努力，
使鄉村的百姓蒙恩得救吧！一起向高處行，邁
向2017，阿們。

代禱事項：
1.為2016年終的聖誕摸彩晚會，以及歲末感恩
餐會禱告，神賜恩賜福。
2. 為2017年造橋教會目標 扎根、健康、興旺禱
告，預算110萬，神賜福供應。
3.2017年1月15～22華岡文化團契將再次進駐，
並逐家佈道，請代禱。

今年也要特別感謝姚中醫師，無私的付
出，大力的協助，除了讓基福辦公室每一間房
間都有空調外，並開辦了小提琴班，使鄉村的
小朋友有學琴的機會。現在的我們每個人都會
拉阿門頌，音樂素養及知識也提升很多，當中
也欣賞了很多詩歌名曲，印象深刻的四部合唱
如【向高處行】等詩歌，感動震撼我們的心，
另外也在教會舉辦醫學講座，使我們認識很多
野菜、養生、藥理等知識，感謝神，神 必紀
念。
最後要感謝造橋教會的長執同工，感謝您
們台前幕後的代禱協助，雖然我們教會的人數
不多，但每個人各司其職，使得鄉村教會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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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醫師小提班教導樂理情形。

▲感謝李前理事長前來關心。

▲學烏克麗麗的越南學生。

▲飛躍學生。

▲飛躍快樂營1。

▲飛躍快樂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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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教會

住在

愛裡
∕黃信吉 牧師夫婦

「凡宣認耶穌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裡
面，而他也住在上帝裡面。我們知道並且深信
上帝是愛我們的。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
就是住在上帝裡面；上帝也住在他裡面。」
（約翰壹書四章15-16節，和合本修訂版）

一位帶領一個小團隊，來幫我們整合資源，
評估我們事工需求的企業主管，給了我們
一段鼓勵的話：「我了解你們想尋求更多資源
和更可行的模式，來幫助這些社區弱勢家庭，
陪伴他們的孩子成長。但我觀察到，眉山教會
已經『給了孩子們多了一個愛的家』，這就是
你們的模式，祝福你們以後在這個模式繼續發
展。」為神帶領眉山教會成為愛的家，獻上感
恩。我們就來分享：―組三兄弟和一對姊妹的
生命故事。
在父母婚姻出現變化的不同階段，分別出
生的士智、士仁、士勇（化名）三兄弟，原來
的家，因空間狹小，父系長輩持家，在家是不
准大聲吵鬧的。當年士智一個人先來教會的時
候，兩位弟弟還小。他們偶爾來教會玩時，大
聲嬉鬧，讓身為大哥的士智，很不自在。後來
三兄弟還是一起持續來教會，也經常吵架。而
且，通常在比別人更早來教會時，吵得最兇。
隨著士仁、士勇也逐漸青春期，兄弟間仍照
吵，但感覺他們不一樣了。
他們雖然愛吵架，可是卻向來參訪的外賓
說，他們很愛來教會，來教會讓他們覺得很快
樂。透過這個愛的大家庭的互動，他們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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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不同性格的孩子相處，更能包容與協調。
他們照常吵架，可是該和諧團結好表現的時
候，總能不落人後。
上期簡訊提到，怡茉、怡莉兩姊妹，歷經
家庭艱難後，在教會重拾信心，分別負責教會
一些重要的分工。其實她們初來教會時，口語
表達常讓同儕不悅，少有談心的朋友。但是在
這個愛的大家庭，有真理的教導，在主愛保守
中，原來的性格和表達方式，雖然改變並不明
顯，卻有了不一樣的發揮。怡茉的勇於表達和
堅持，把膳食組團隊帶得很有效率。怡莉身為
清潔組長的得力助手，愛找別人毛病的習慣，
幫助她能注意細節，而把所受託負責及督導的
家事清潔，做得更好。
感謝主！在這個愛的家，神親自與我們同
在，並讓我們在愛中，經歷成長和更新。

代禱事項：
1.求主感動眉山這些孩子，更渴慕認識真神，
追求屬靈的成長。回到各人家中，活出榮耀
的生命，也感動家長渴慕福音。
2.眉山今年的感恩音樂會，將於12月24日，配
合聖誕節慶祝活動，在教會對面菜園的戶外
舉行。求主賜福這個社區朋友「路過」就可
以參與的活動，一起耶穌降生的意義。
3.請為半年來幾個新進家庭及孩子禱告，讓他
們在心態上和生活作息，都能適應、融入。
4.求主賜福引導，未來眉山教會的發展模式，
請在主裡常為我們守望禱告。

▲開心帶捐贈的米回家去。

▲師母為過生日的孩子
禱告祝福。

▲大家開心吃BBQ。

▲祝福小佩生日快樂。

▲一起為涼麵餐備料。

▲認真準備週末午餐。

▲認真練習薩克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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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集錦

▲歡迎劉富理院長夫婦訪問頭屋教會。

▲少契的孩子接受嘉昌與雅雲的祝福禱告。

▲俞媽媽關心濫坑里的慕道友。

▲張榮鑫醫師訪大西教會。

▲統域BE20《拓展生命視野》活動。

▲陳張秀珍師母訪造橋老友。

▲葉秀敏長老在頭屋教會證道。

▲蔣長老與秘書長陳牧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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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認識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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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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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

414,923

衛理公會新竹春湖教會

10,000
15,000

田南芝

15,000

高悉音

1,000

戴金雄

6,000

成予恩

100

康海文

5,000

謝仁浤

17,000

台南浸信會三一堂

2,00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百瑞樂器有限公司

48,000

吳莘華

5,000

張人元

6,000

謝慧柔

吳榮英

3,500

張玉如

3,200

謝蕙如

1,500

呂逸帆

12,000

張光慶

8,500

鍾依伶

500

李以諾

450

許洪猷

10,000

鍾維鴻

4,000

李秀英

2,000

許書毓

6,000

羅梅英

2,300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300

李佳恩

350

郭秉慧

27,030

譚南霞

1,000

SOUTH BAY AGAPE CHRISTIAN CHURCH

900

李宜頻

584

陳小玲

1,000

蘇秀緣

2,5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李進春

12,000

陳正熙

5,000

蘇露璇

1,00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4,500

陳含笑

4,000

100

孟藹倫

顧秀英

3,000

ACCCN INC.

10,000

陳俊安

400

十方菩薩

50

300

林于斟

HAROLD W CAMPBELL

3,000

陳紹賢

2,000

林賴正宗

19,000

300

林文信

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4,600

陳福永

2,000

孫黃日昉

500

600

林吉雄

50

徐劉美蓉

900

500

陳鴻琳

10,000

PING-CHAU LIAO OR YA-YUN LIAO

林東賢
林為文

2,000

彭舒青

16,000

陳張秀珍

1,000

林為欽

12,000

曾淑錡

600

曾潘美香

2,000

林敬恩

2,000

曾貴珠

4,000

齊傅清妹

3,300

林筱臻

600

黃忠興

3,500

台北復興堂

6,400

林摯旗

3,000

黃信吉

8,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林麗鴻

2,000

黃國榮

2,500

新竹錫安堂

4,000

林耀宏

200

黃煦程

2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林韡承

4,400

黃靖翔

2,000

文林基督教會

4,000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姜秀雲

2,000

溫素芬

2,5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BALTIMORE/COLUMBIA

姚漢傑

5,000

葉梅花

2,500

洪瑩真

5,000

詹前耀

4,000

本期收入

范瑞香

2,000

齊子嫻

2,200

本期支出

400

劉吉芳

200

徐偉晟

45

劉沛嬴

400

徐偉國

45

劉秀玲

1,000

徐杰

本期餘絀
上期結存
累計結存

美金
NORTHERN VIRGINIA CHINESE CHRISTIAN

900

CHURCH, INC.

50

LAUNG Y. SHAU

2,700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100

HAROLD W CAMPBELL

300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若歌教會）

600
1,000

JEAN E FANNJIANG

600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617,333
473,662
143,671
11,483
$155,154

117,696
291,446
-173,750
329,056
$155,306

123,667
205,374
-81,707
57,240
-$24,467

21,497
16,839
4,658
1,293
$5,951

1,152,269
678,501
473,768
402,208
$87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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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辦
局
收
款
戳

電
腦
紀
錄
經辦局收款戳

□本戶存款

主管：

人
□他人存款

電
話

地
址

□□□―□□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款 人
寄

姓
名

戶
名

奉獻方式
郵政劃撥：14805331 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銀
行：台灣銀行/和平分行
帳
號：108 004 018565 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我願意支持貴會福音事工
□ 入會費
□ 辦公室經常費
□ 支持
拓荒區
□ 支持
宣教士生活費
元
□ 其他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1 4 8 0 5 3 3 1

款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拾
佰
仟
萬
仟萬 佰萬 拾萬
金額
新台幣
(小寫)

帳
號

存
款
金
額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元

收
款
帳
號
戶
名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單
款
存
金
儲
撥
劃
政
郵
98-04-43-04

發 行 所：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發 行 人：洪國隆
理 事 長：洪國隆
常務理事：葉秀敏、廖明發
理
事：洪叡郎、范秉添、徐新民
謝長安、蘇連成、蘇嘉俊
常務監事：許書毓
監
事：李王麗雲、陳士雄
秘 書 長：陳正雄 0916-944-800
機構電話：037-563677
機構傳真：037-563676
通訊地址：36144苗栗縣造橋鄉平仁路128-1號
No.128-1Pingren Rd.,Zaoq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36144,Taiwan (R.O.C.)
E - M a i l ：gifutaiwan@gmail.com
網
址：http://www.twgrm.org/
統一編號：77120828

海外匯款
Bank of Taiwan Hoping Branch
SWIFT：BKTWTWTP108
A/C：108 004 018565
Beneficiary：Taiwan Grass-Roots Mission
英文支票抬頭：
Taiwan Grass-Roots Mission 或T.G.R.M
海外奉獻聯絡處
愛加倍福音中心 Agape Asian Mission
負 責 人：吳怡明醫師 Ye-Ming Wu.DDS
電
話：510-7919232
E - M a i l ：yeming@itsa.ucsf.edu
地
址：4988 Paseo Padre Parkway
#203.Fremont, CA 94555 U.S.A
支票抬頭：Agape Asian Mission
備
註：請轉為「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奉獻
收據將由「愛加倍福音中心」代為開立
海外代表聯絡處
負 責 人：吳怡明 醫師／牧師
電話：510-791-9232
雷鴻 弟兄
電話：214-762-1262
海外顧問：陳智平 弟兄
電話：408-497-3144

各拓荒教會通訊
造橋教會 呂以勒 牧師／王莎拉 師母
地
址：36142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10鄰3號
電
話：037-633567
傳
真：037-633567
手
機：0922-051-311
E - m a i l ：zau.chiau@msa.hinet.net

頭屋教會 田南芝 牧師
地
址：36241苗栗縣頭屋鄉中山街10號
電
話：037-255882
手
機：0977-171-283
E - m a i l ：tw255882@gmail.com

大西教會 李進春 牧師／王明玫 師母
地
址：36142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10鄰尖豐路51號
電
話：037-544675
手
機：0922-946-248
E - m a i l ：paul54467@yahoo.com.tw

眉山教會 黃信吉 牧師／高悉音 師母
地
址：42151台中市后里區眉山里公安路271-2號
電話傳真：04-25560571
網路電話：07010070525
手
機：0925-560-571
E - m a i l ：msch@kim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