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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理事的話

你們是世上的鹽
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
耶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
面，被人踐踏了。」（馬太福音五章13節）
到底鹽是什麼特質，含有那些營養素，
有什麼作用？鹽的種類有天然海鹽和山上的岩
鹽，例如義大利西西里島的海鹽是最受歡迎
的，美國鹽湖城號稱是擁有最完美的天然海
鹽，喜馬拉雅山和南美洲的安地斯山都有高山
的岩鹽，各地的鹽都含有不同的營養成份，綜
合來說鹽的營養素含有鈉、鉀、鈣、鎂、鐵、
碘、 鋅、銅、鈷、錳、硒、鍺、鎵、鉻、鉬、
釩、砷，這些都是礦物質微量元素。用在日常
生活當中，它是不可缺的物質，當它溶解在環
境當中，則可防腐、殺菌、調味、調和、烹
煮、提供身體電解質、美容、活化皮膚去角
質、食品加工，說不完的用處……。
1999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布洛貝爾博士
（Dr. Gunter Blobel）提到：生命的至寶。有充
足的礦物質微量元素，生命才能充滿健康、生
機有智慧，沒有礦物質微量元素，那麼維生素
與酵素無從作用，生命只有脆弱幻滅。
礦物質元素的分類又分為巨量礦物質元
素（鈣、鉀、鈉、磷、鎂、硫、氯，每天需求
量＞100 毫克）和微量礦物質元素（鋅、錳、
銅、鐵、鈷、氟、碘、硼、鉬、鉻、矽、硒、
鍺、釩、鎵、鎳、錫、鑭、鋰、鈧、鈦，每天
需求量＜100 毫克）。

礦物質元素生化功能：
※鐵、鈷、鎂：促進血紅素合成，維持紅血球
正常功能，維生素B12主要成份，維持細胞
內核酸物質的正常功能。
※鈣、磷：構成牙齒與骨骼主要成份，維持心
臟、肌肉正常收縮及神經的感應性，活化凝
血，幫助血液凝固，控制細胞通透性，維持
骨骼與牙齒健康。
※鑭、鍺、硒：體內自由基清道夫，去除活性
氧，提供充分的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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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鋅、硒、鍺、硫：與重金屬鉛、鎘、
汞、銀、砷、鋁相互拮抗或結合而去除體內
重金屬污染毒害。

缺乏礦物質元素引起的疾病：
• 貧血：鐵、鈷、銅、硒
• 痙攣：鈣、鈉、鎂、錳
• 關節炎：鈣、鉀、銅、鎂、硼
• 氣喘：鉀、鎂、鋅、鉬、碘

看很像安非他命！

職場宣教、人人佈道

讓別人一看到你，就能感動地說：有你真
好！或者說好高興看到你、真謝謝你、我們好
需要你……。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
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1章28節

耶穌叫我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耶穌
又對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馬可福音十六章15節）

耶穌的普世宣教策略是「生活的佈道」，
隨走隨傳，走進人群，生活中觸摸身心靈有需
要的人，在所到之處彰顯基督的愛，勸誡人、
教導人、使人從黑暗中進入光明，從捆綁中得
著釋放，在憂傷中得著醫治和安慰在絕望中得
到盼望。

「去」是一個行動，就是要離開原來的位
置，去到更需要你的地方，發揮你的特質，用
生命影響生命，使人看見你身上的救主耶穌的
愛與能力，使萬人得救，就是在萬國、萬族、
萬方，不論種族與地界的地方。特別在各種生
活中的商業買賣與職場工作中所接觸的人是最
多的，而這當中最容易看到心中困苦、心靈盲
目無助的人。

• 便祕：鐵、鎂、鉀

職場即禾場

• 糖尿病：鋅、鉻、釩

改變世界由職場開始：基督徒運用聖靈的
全備與大能，帶來職場之轉化；目標不止是要工
作順遂，乃是要看見轉化發生：先是工作，最終
是企業、城市及國家。職場宣教的異象：有基督
徒的職場，就有福音傳揚！在馬太福音9章36節
中記載：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
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 憂鬱症：鈣、鈉
• 癌症：硒、鍺、鎵
• 甲狀腺腫：碘、銅
• 手腳冰冷：鎂
• 水腫：鉀

每位基督的門徒都要抓住還活著的年日
參與服事各種事工，例如：教會的兒童、青少
年、婦女、銀髮團契、監獄、醫院佈道，加入
各種福音機構，貢獻所長，支持各項福音事工
的延續，例如當志工或專業顧問。
我個人參與青年歸主協會、基層福音差傳
會皆已超過30年，至今仍然繼續支持，另外還有
國際讀經會、基甸會、CBMC國際基督徒工商人
員協會、神學院董事。我不知道未來還有多少年
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承擔這些事工團體的使命
在我生活當中，我以我的商務工作收入來支持這
些事工，用我的體力去傳福音，這些都可數算從
神而來的恩典，感恩不盡、讚美不完！

基
福
動
態

• 脫髮：銅、鋅
• 過動症：鉻、鋅、鎂、鋰
• 免疫系統衰退：硒、鋅、鉻、銅
• 失憶症：鋅、錳
• 骨質疏鬆症：錳、鈣、鎂、硼
• 氧化衰老：鋅、銅、錳、鐵
• 精神不安：錳
鹽應用在生活中，作菜、料理、調味，使
你大開胃口，各國各式料理少不了它。在還沒
有發明冰箱的時代，我們的祖先已將鹽應用在
鹹魚、鹹肉、鹹菜的防腐、殺菌及保存。
可見鹽的特質是需要有各種不同的礦物質
微量元素，若沒有這些特質，就不能成為鹽；
所以耶穌說，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所以耶穌說，我們是世上的鹽，就是說我
們要有特質，能貢獻、犧牲自己、調和環境，
對於人、事、物都能產生良善的功用，發揮影
響力。鹽若不拿出來用，放在罐子裡，遠遠地

1.感謝主，頭屋教會已於9/11順利完成搬遷，開始在「頭屋鄉中山街10號」聚會，同
時開拓了國中一年級的課業輔導班，每星期二、四為數學課，三、五為英文課。
2.9/13～9/16從馬來西亞，沙巴來的由陳必文牧師、 鄧碧萍傳道帶領短宣隊共7人參
與基福拓荒區事工。感謝他們在這期間在頭屋教會有美好的配搭服事。
3.9/27～10/4、10/7～10/8 美國康郡教會張力揚與俞一蓁弟兄夫婦到拓荒區教會短
宣，協助教會的孩童課輔班以及探訪事工。
4.10/11～10/13，10/18～20 美國愛恩台福教會陳名瀛與彭舒嬿長老夫婦來到拓荒區
教會短宣，協助探訪會友。
5.10/22～11/7 美國符琬瓊姊妹在拓荒區教會短宣，幫助兒童課業輔導班。
6.10/27～11/1 美國愛恩台福教會李秀麗姊妹來頭屋教會短宣，幫助孩童課輔班 並在
成媽媽的告別追思禮拜中司琴。
7.10月5日起，作戒治事工的恩福會，每主日到大西教會與弟兄姐妹們一起主日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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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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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區報導

眉山教會

改 變 的能力

傳

∕黃信吉 牧師夫婦

福音的人，往往有最多的機會體會福音的
大能，見證生命被醫治更新。「求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
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識他，照
亮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來
得的指望是甚麼，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
是何等豐盛，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運行
的。」（以弗所書一章17-19節） 。

權能，佩平成為家裡第一個信耶穌明白福音的
人。後來全家在教會受洗歸主，如今已是高中
生的佩平，開朗活潑，領導教會兒童與少年學
習各種樂器，協助課業輔導，策畫年度感恩音
樂會，負責教會音響電子器材的操作維護，更
是主日禮拜領會、領詩和小樂團司鼓等服事的
靈魂人物。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彰顯，見證
這改變的能力，來自於我們所信靠的奇妙真
神。

佩平（化名）現在是眉山教會青少年中
的領袖人物，他們家是教會成員中少數非單親
非隔代教養的完整家庭，也是典型的新移民家
庭，母親是從印尼遠嫁台灣的華裔客籍女子。
佩平和兩個妹妹（較小的妹妹當時還是學齡前
幼兒），是在眉山教會開拓剛滿一年，輾轉經
過同為新移民家庭的外籍媽媽介紹，來到教會
剛開始的課輔班。

代禱事項：

小時候佩平出了一個不小的車禍，一個腳
踝嚴重受傷，本應截肢，佩平的爸爸苦苦哀求
醫生，透過多次整型手術保留，但仍留下了變
形的踝子骨和小腿筋萎縮的後遺症。眉山開拓
頭一年來協助暑假營會的福音隊中，一位傳道
阿姨注意到佩平的腳踝皮膚表面有異樣，特別
交代要協助他就醫檢查。果然證實乾燥局部潰
爛的皮膚，是骨髓炎的外顯症狀。
佩平聰明伶俐，但生性固執，在初進入
青春期叛逆特質明顯時，如果言行被誤解，被
嘮叨，可以馬上放下正要進行的事僵在一邊，
或逕自躲起來啜泣。牧師、師母輪流陪伴長期
就醫，及時在青春期急速發育之前，讓病情穩
定下來，防止傷腳斷裂，且兩腳長度沒有太
大的落差。因著實際體會到上帝的愛和醫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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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智叔叔造型汽球教學。

▲感恩音樂會中的舞蹈演出。

▲感恩音樂會中的樂器合奏。

▲主日崇拜中的小樂團服侍。

▲禮拜前禱告宣告得勝。

▲月眉國小兩性教育課程。

1.為11月15日剛舉行的眉山教會2014年感恩音
樂會，獻上感謝。今年除了內容更多樣精
采，音樂會相關事工，幾乎都由孩子們分組
分工，團隊合作完成，求主賜福他們繼續在
神家中成長。
2.眉山教會有一小群青少年，正值叛逆時期。
求主幫助教會能提供智慧的教導，友善的環
境，陪伴他們成長，持續保守在主愛中。
3.目前教會成員中，單親、家人相處有問題的
比例相當高，同樣求主使我們有智慧，用上
帝的話語把家庭教育融入在聚會和活動中，
陪伴他們領受主的愛走出陰霾。
4.初進入教會的家庭，普遍經濟能力較差。但
教會維持正常運作，含房租，傳道人生活
費，各項經常費用等每月約需十萬元，目前
教會自有的奉獻，僅約十分之一。求主藉著
基福推出的信心認獻辦法，和各種奇妙的供
應，讓眉山的福音事工持續蒙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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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是

神

的話改變了我
∕李進春 牧師

主

日一早就開車去接離教會較遠的弟兄姐妹
們來參加聚會，這位姐妹一上車就說，今
天是輪到她分享讀聖經的心得，我問她要分享
那一段經文，她說：詩篇一一九篇105節「你的
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姐妹在主日分享她的讀經心得說，以前她
不敢一個人走在黑夜的路上，有時接孩子走路
回家，天色暗了，她也會害怕。但自從信主之
後， 神的話賜給她勇氣，現在她在黑夜裏行
走，已不再害怕了。
接著她又分享，有一天家裏的廚房忽然出
現一條蛇，是有毒的龜殼花，她就禱告神，不
要讓蛇咬她，一邊也呼叫先生快來，就把蛇給
趕走了。

今年的七月半中元普度大拜拜時，姐妹
的鄰居看到以前在這個時候都會在家門口擺桌
放供品拜拜的家庭，怎麼今年沒看到他們在拜
拜，就好奇的問姐妹為什麼？姐妹很高興的回
答他說：「因為我已經信耶穌了，耶穌會保護
我們。」

3.請為教會12月20～21日到村裏報佳音發送祝
福包，24日晚上到弟兄姐妹家報佳音，求聖
靈感動村民及弟兄姐妹未信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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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多人（2014年10月底統計）都要
得救。
2. 請為教會2015年事工計畫能合神心意，並行
在 神的旨意中代求，願神帶領2015年是教
會弟兄姐妹們「全心信靠、快跑跟隨」的一
年。
▲主日後分組禱告。

感謝神，姐妹是在今年的3月23日和兩個
兒子一起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成為 神的兒女。
姐妹的改變，不僅教會的弟兄姐妹們看得見，
兒子學校的校長也對姐妹說，妳不一樣了。因
為有喜樂、平安、好心情在她的臉上。
雖然這位姐妹仍然要面對和以前同樣的問
題和難處，但她的心情、心態、心境已不再一
樣了，是 神話語的力量成了她腳前的燈，路上
的光。

▲蔡健德長老及鄧言師母關心黃銘鴻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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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自從教會推動讀經運動，弟兄姐
妹們就按著進度或是超進度來讀 神的話。而每
個主日也抽二位弟兄姐妹起來背誦聖經經文，
並且輪流分享讀聖經的心得，就這樣慢慢的，
弟兄姐妹們對神的話更加的渴慕，在生活中也
更多經歷到這位又真有活的神。

▲張榮鑫醫師（右二）及女兒張月圓姐妹（左二）
關心恩福會。

▲黃琛婷姐妹受洗歸主。

▲曾潘美香媽媽（右一）祝福日托中心的朋友們。

▲歡迎恩福會弟兄們同來大西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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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讓

小孩子

2. 為12/20日聖誕晚會代禱，求主帶領更多的福
音朋友進來。

1.為2015年的計畫扎根、健康、品格禱告，今
年特別著重在品格上的教育工作，希望我及
會友們都能呈現榮美的生命，以生命影響生
命。

3. 請支持我們2015年一切所需，每月1000，連
續一年，預計募集100單位。

▲可愛的阿菜嬤。

▲本文主角鄧小妹妹。

▲惠容姐妹(中)一家關心造橋教會。

▲之蕾小朋友拔河。

▲開心田園樂―簡法官夫婦關心造橋。

▲陽靖導演見證會。

到我這裏來 ∕呂逸帆 傳道
穌卻叫他們來，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
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路加福音18章16節。

耶

種因父母離異的孤單、不安。我總是難過，知
道神何等愛他們，但信仰的不同，雖是咫尺，
卻是天涯，求主幫助打破界線。

鄧小妹妹，升小一，曾短暫上過一個學
費便宜的基督教幼稚園，因父母離異，回到造
橋教會附近的外婆家住。有時經過教會，她總
是童言童語一番，但總不忘記提到耶穌、詩歌
等。記得有一次放了一首讚美之泉的歌，她開
始跳起舞來，很是可愛，說以前曾經學過。

常在想，還有多少孩子需要福音，能救
得了、幫得了多少？但我相信耶穌喜愛一切小
孩，祂賜力量！請為鄉村的孩子禱告，讓我們
帶著基督的信心，在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找
尋祂的寶貝，回到神的身邊。也請為我們代
禱，用百般的智慧將福音帶給他們吧！我相信
信實的主，必不撇下一個，如聖經所說的：因
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
交託我的，直到那日【提後一章12節】。

幾次邀請她參加主日學，她總是說阿嬤
不讓我進教會。有一兩次，她溜進主日學教室
後，硬是被阿嬤帶回去，修理一頓。這樣的情
節也發生在不少其他孩子身上。孩子的眼神、
表情總縈繞在我的心，不能進教會，對孩子是
多麼大的失望。對我來說，更是看見孩子們那

最後，展望2015年，求主擴張我們的信
心及境界，走在神的正道上，活出真善美的生
命，傳揚生命的福音，請為我們代禱，阿們。

▲為新朋友譚姐妹禱告（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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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神愛祂
祂自己的教會

神愛祂自己的教會，讓我們在2014年經歷
祂榮耀的作為，並同心合一邁步進入2015！

2.請為教會孩童的學業、品格都蒙上帝的憐憫
與恩典，越來越好、越來越進步禱告。

代禱事項：

3.請為教會年長弟兄姊妹身體、智慧、靈命常在
主的保守中，居上不居下，榮神又益人禱告。

1.今年聖誕節教會訂於12月20日下午2:30舉行慶
祝會，由美南浸信會趙保羅牧師主領。節目
豐盛、獎品豐富，歡迎邀朋友參加。

4.請為教會明年度的主題：「認識耶穌、活出
愛」禱告，謝謝。

▲陳正雄牧師在告別式中證道。

▲田牧師主禮追思禮拜。

▲成媽媽樹葬禮。

▲教會後院冬瓜採收。

▲小朋友讀聖經。

▲青少年團契使用歸納法查聖經。

∕田南芝 牧師

2015

年即將來到，回想教會這2014年主
題：「認識耶穌，學效耶穌」，所
定的目標是「以喜樂的心仰望上帝、以真理造
就信徒」。 而教會真的太棒了！經歷了神的信
實，例如：

「以喜樂的心仰望上帝」：
在今年雖然遇到許多困難的事，特別是我
們常在一起晨更、查聖經、跳舞、唱歌的好姊
妹在10月中，有兩位就這樣相繼離開我們，回
去天家。這讓大家在心中都憑添了無法釋懷的
痛苦。因為大家都是有了歲數的人，身體也多
少有些病痛，不是那麼硬朗，孩子也都在各自
忙碌著。在晨更時，我帶領大家禱告神，求神
再次將喜樂的心來澆灌我們的姊妹們。結果神
給我感動，在第二位，成張玉嬌姊妹的告別禮
拜上，我要求大家都要參與，同時也邀請基福
的秘書長陳正雄牧師前來主持告別式。果然，
神賜給陳正雄牧師當講的信息，那信息不但
安慰了所有來參加姊妹們的心，事後證實，神
也信實的將永生的盼望與喜樂的心賞賜給她們
了，因為她們不但得知神所看重的是什麼，對
「死亡」與將來的去處也有了更清楚的瞭解。
同時得知成媽媽的兒子，成灝霖要找教會信耶
穌了，成媽媽另一個兒子也願意進入教會，果
然真實地走進教會聚會，哈利路亞！ 他們經歷
了神所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穌裡保
守了他們的心懷意念，知道在憂傷痛苦、患難
中可以喜樂，要以喜樂的心仰望上帝！因為這
是耶穌留下給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感謝主！

「以真理造就信徒」：
孩子們從星期二到星期五來參加教會舉辦
的課輔班，而在課輔班開始的第一件事就是讀
聖經。孩子們新約已經讀完一次，現在進入舊
約的第二卷書：出埃及記。
我很高興他們忠心、且持續的每天讀。
可是，有時，在需要時，我會提到前面才讀過
的經文、或是情節，我發現他們很陌生，全
然忘記了，似乎讀是讀，懂是懂，前一章是
前一章，後一章是後一章，完全都不相干，我
就開始試著要他們仍然是每天讀一章，但是要
讀2遍，且在讀完後，我要抽問問題，希望幫
助他們明白所讀的，並且是用心在讀。這樣做
之後，我發現仍然是效果不彰，僅有少部分的
人有進步，其他的人仍然是一問三不知，原地
踏步。正在煩惱之際，新竹北門聖教會贈送了
我們16套的「出埃及記歸納法查經」(一) (二)
冊，由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出版的書。
我翻了翻，發現教師本：很好用；學生本：很
簡單詳細；習作本：很有趣。當下決定就在星
期六的青少年團契開始試用。結果，效果出乎
意外的好，隨時遇見他們，我隨口問有關上次
上過課的內容，沒想到他們居然可以正確回答
的比率是98%，幾乎每個人都很清楚明白所讀
過的聖經，並且有清楚的印象，真是不可思
議！我相信這是上帝的作為，因為祂希望人人
明白真理，即便是孩子們，仍然需要明白真
理，而藉著新竹北門聖教會所贈送的教材，一
切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哈利路亞！感謝
主！

頭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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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37-255-882

︱ E-mail：tw77120828@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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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福 感恩新出發
年，對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基福）來說
今是特別的一年。成立30多年先後開拓10
多間偏鄉教會，目前仍由基福總會支持的剩下
4間，背後透露出近年在發展上遇到的內外在
環境挑戰不少；但卻也在這樣的低谷時，神揀
選新竹北門聖教會主任牧師陳正雄義務承接領
導基福的工作，陪伴第一線拓荒區同工感恩新
出發。

當選理事長意外轉接秘書長
回顧揀選過程可說一波三折，因為信靠神
則讓危機變轉機。今年三月8日的基福會員大
會，陳正雄牧師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被推選為新
任理事長。當基福同工依規定向內政部登記新
任理監事名單，這時卻遇到極少見的因會員大
會缺少「會員名單審核記錄」而被駁回，等於
選舉結果無效。
陳正雄牧師表示，依法，李勝雄長老仍為
基福的理事長。感恩的是他在與李長老的交通
分享中，談到自己若擔任理事長，其實能做的
有限；真的要幫基福做些事，他願意不支薪義
務擔任秘書長。因此，李長老就指派陳牧師繼
續兼任基福的代理秘書長，直到明年初完成所
有法定程序。
面對前述法定程序的疏漏，一般組織通常
會形式上虛應故事解決，但陳牧師卻做了「不
願意補作記錄應付了事」的決定，並與所有基
福同工分享「誠實、承認、承擔」的態度，讓
人看到基福未來發展的新氣象。
他說，自己在北門聖教會牧會20多年，會
友從50人到現在600多人，一直以來很強調處理
各項事務要乾淨、透明，沒有別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裡是教會」！所以參與基福服事，同
樣也是要求凡事都要討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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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帶領到造橋

∕記者 蔡明憲 新竹報導

服事大西11年

陳正雄牧師的個性是單純、忠心地在一
間教會服事，本身較少參與教會以外的連結活
動。會接觸到基福，是2003那年，神奇妙地讓
他在一天之內，從不同地方聽到「造橋」（苗
栗造橋鄉）兩字多達四次。
那時，神賜福北門聖教會成長有點力量，
開始想要直接支持一間鄉下教會。有一天在參
加新竹同工聯禱會的路上，陳牧師禱告問主：
「當去參與哪個鄉下教會的福音事工？」一個
念頭就湧上來：「造橋福音中心」。他向神求
印證，沒想到聯禱會中就分別聽到兩次「造
橋」。傍晚與教會老牧師分享時，老牧師的感
動也是「造橋」。晚上教會禱告會，一位姊妹
作見證時也是在講「造橋」！
「我後來將這尋求的經過與當天上帝
藉著人與物向我說了四次『造橋』的名字，
一五一十的向老牧師、眾同工與眾執事報告，
大家都以為美。」陳正雄牧師之後與當時基福
造橋教會的陳希耀牧師聯繫，得知造橋鄉的
「大西村」還沒有教會。北門聖教會就開始投
入基福大西教會的開拓工作，負責支持每個月
的房租，教會年輕同工隔周六就到大西協助兒
童事工，每個月並支援講台服事，參與大西福
音工作至今已11年。

「未擔任理事前，實在無法體會基福眾
教會在鄉下傳福音的辛苦。」陳正雄牧師感恩
地說，他看到四個拓荒區教會第一線的同工，
都是整個家庭「埋」在鄉下事奉；教會雖然弱
小，但有很多海內外弟兄姊妹出錢出力，關心
鄉下弱勢居民；基福的理監事團隊，在教會界
也都是資深、愛主的信仰前輩。這些人多年來
默默支持基層教會，只盼台灣鄉下的百姓能有
更多人蒙恩得救！
今年三月，陳正雄牧師並沒想過會被選
為基福的理事長，當時北門聖教會執事們也在
衡量主任牧師在外擔任理事長一事。感謝主
的是，執事們後來看見「當上帝給教會有力
量時，就應伸出手去幫助神國裡的事」。尤其
「主任牧師」帶頭更多去關心鄉下教會，也將
是會友們同樣起來參與服事的榜樣。
現在擔任基福秘書長，陳正雄牧師現階段
希望以自己過往治理教會的經驗，幫助基福整
體事工能制度化及健康化，避免「人治」才能
讓事工長遠發展。「基福總會的存在是為了第
一線！」他也知道自己目前最大的任務是幫拓
荒區找資源，不同於以往的是，希望引導「城
市教會直接與拓荒區教會連結」，例如過去竹
圍長老教會固定支持造橋教會、新竹浸信會支
持頭屋教會，因著更多城市教會願意長期且固
定支持同一間鄉下教會，幫助鄉下教會有一天
能自立。
他提到，目前新竹浸信會持續支持頭屋教
會，每個月也邀請頭屋的傳道同工到執事會分
享，以便了解第一線福音工作遇到的問題，再

隨時調整支援配搭，是各城市教會可參考作為
配搭鄉下教會的方式。

長期目標繼續開拓基層教會
「長遠目標，基福不會只有這四間拓荒區
教會！」陳正雄牧師指出，若四間拓荒區都能
慢慢健康與自立，基福總會扮演的角色將重新
回到基福設立的宗旨：「差派宣教士進入未得
之地，建立福音據點」，這是神設立基福的託
付，也是多年來海內外許多弟兄姊妹一直支持
基福的期待。
在此同時，基福先後建立的宜蘭壯圍、新
店撒種、新竹寶山、新竹峨眉、苗栗西湖、台
中日南、台中大安、高雄生命樹等教會，目前
都已獨立運作。陳正雄牧師期待能建立一個平
台，讓這些教會與基福能互相支持，彼此繼續
成為同在基層傳福音的夥伴。
另一項長遠目標，陳正雄牧師期待未來
基福的秘書長，能從第一線拓荒區的同工中產
生。本月16-17日剛舉行基福同工會，陳正雄牧
師清楚定位自己與拓荒區牧者們是同工夥伴關
係，不因秘書長職分而高舉自己。
陳正雄牧師私下透露，「募款對我是很
大的困難」，事實上在北門聖教會牧會20多年
來，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教會募款過一塊錢。
但擔任基福秘書長後，「我可以學習勇敢地去
為基福各拓荒區募款」，陳牧師肯定地說，因
為這不是為自己，是為鄉下教會。而陳牧師
也感謝神，讓今年60歲的他，開始學這新的功
課。

邀城市教會陪伴鄉下教會
三年多前，基福同工來電邀請陳正雄牧
師加入理監事會，一起關心基福。他說，當下
反應是覺得自己牧會忙碌，關心大西已盡了心
意，遂予婉拒。沒想到坐在教會辦公桌前，心
裡卻有一個聲音提醒他：「要陪伴鄉下教會，
就要站在『裡面』，不能只站在『外面』」，
陳牧師就順服加入基福擔任理事。
基福報導│ 13

秘書長的話

請繼續加油
多會的服事夥伴外，也開始參與山區原住民

年前，我牧養的教會除了成為基福大西教

部落的事奉。我們召集了一群弟兄姐妹，與部落
裡的教會合作，每週六四至八人不等，開一小時
的車程，上山對部落國小至國中的學生進行數學
課業輔導。
有一段時間，來上課的孩子多，但能上山
的老師有限，擔心效果不好，所以我就上了山，
與當地教會的牧師及長老商討，看是否暫時不接
受三年級以下的孩子，集中資源幫助中、高年級
以上的孩子。沒想到他們的牧師及長老看見課輔
的果效，請我們絕對不可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就
是連暫時也不行。因為實在無法拒絕他們那種對
部落孩子的愛，我們只好勉為其難，竭力安排人
手，繼續上山。
山上孩子的功課會進步，還有另外一個重
要原因，那就是―我們教會中許多弟兄姐妹持
守為他們小額奉獻，雖然每人每個月不過拿出區
區200元，但積少成多，就成了一筆可觀的部落
孩子獎學金。一般獎學金是以名次或高分為獎勵
標準，往往是山上孩子永遠無法達到的，因此流
於形式，無人可領。我們教會所提供的獎學金，
起初是只要進步就有獎勵，後來提高到任何一科
能達到80分，便不分名次，均可領獎，並且分數
越高，領得越多，皆大歡喜，讓所有孩子都熱切
期待發獎學金的那天到來。我們給國小生的獎學
金是以書局的禮券發出，父母往往用來購買孩子
所需的參考書或是孩子喜歡的文具。給國中生的
獎學金便以現金發出，往往讓孩子可以為自己買
新鞋或新衣，也讓他們在平地的同學面前更有尊
嚴。
自從開始發獎學金後，部落的孩子便陸續
傳出捷報―剛開始孩子們從不及格變成可以拿
90分了，後來孩子們開始固定拿班上前三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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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福理事兼代理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後來則是有孩子拿國中全年級第一名。去年夏天
傳來了一個好消息：部落裡一個孩子考上新竹市
最好的女中！山上的牧師說：「你們平地人可能
覺得考上那所高中沒甚麼希奇，但她卻是我們部
落有史以來第一人，我們都非常開心。」我們的
老師對那位女生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七年前剛開
始課輔時，她和兄弟姊妹以及堂兄弟姊妹住在一
起，父母都已離異，靠奶奶養大，生活清苦，課
業成績連在山上都還算是落後的。但是她後來發
憤向學，也每週固定參加青年團契的禱告聚會，
甚至有平地的大姊姊每隔週自費從台北過來，在
清晨四點半搭車上山，來教她拉小提琴……實在
是神的祝福，以及許多弟兄姊妹愛的成果。
今年夏天，部落裡有第二個孩子考上同一
所學校。然而正當眾人開心的同時，有個消息傳
來，讓我們頓時像洩了氣的汽球。原來政府為栽
培鼓勵原住民子弟，在好些考試上有優惠原住民
的成績計算方式，包括高中入學測驗。第一個孩
子享受著這樣的權益進入了地區最好的高中，卻
意料中的發現她的實際程度遠遠落後其他同學，
以至於第一年的成績總是吊車尾。雖然我們知道
這孩子只要咬緊牙忍耐一陣，三年後，因著前述
的優惠計分方式，仍然有機會進入不錯的大學，
但我們想到高中三年所受到的挫折與羞辱，將為
她內心帶來多大的傷害？現在這第二位又要步上
後塵……所以我們發現，靠著每週一次的課輔，
能把一個部落的孩子靠加分拉拔到全新竹最好的
女中，但仍然不足以讓她有能力與平地的孩子平
頭競爭！
因著這個慘痛的經驗，幫助我仔細檢視基
福拓荒區會的課業輔導事工。發現眉山與頭屋的
課業輔導幾乎是每天進行的（不只每天讀書，
還每天讀聖經），這對孩子實在是意義重大。
教育或學習需要長期間與高頻率才能達到好的

果效，這點基福的教會做到了。而除了學校的
課業，讓所有的孩子有機會學習各樣的樂器，
並在主日崇拜中操練，更是難得與寶貴。我懂
一點音樂，聽見這些孩子在社區音樂會中的演
出，雖然知道還有很大成長的空間，但也知道
假以時日，給予機會，他們的自信與生命定然
會不同。課業輔導、讀經與樂器學習，敬拜中
操練，既將孩子圈在安全的教會中（而不是在
網咖或不正當的場所遊蕩），又幫助教會有服
事的人手，更讓孩子逐漸明白聖經，明白救
恩。我真要說：基福的教會，做得好！請繼續
加油！期待有一天幫你們募得獎學金，激勵神
託在你們手中的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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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增婷

2,000

曾勝豐

1,02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王燕玲

1,500

湯孟宗

10,000

花蓮福音基督教會

8,000
6,400

王鴻恩

5,000

黃臺蔭

4,000

恩惠福音會復興堂

任秀妍

5,000

溫秀鳳

2,000

017A003XXXX50180

3,000
13,996

Columbu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何美玲

60,000

潘基媛

4,689

卓江麗

120,000

蔡元正

1,500

林文信

3,000

蘇秀緣

2,000

林賴正宗

2,000

Joyce C

1,000

林韡承

1,700

恩福會

5,800

姜秀雲

1,000

陳鴻琳

5,000

柯慧美

72,000

劉李春香

1,000

洪國隆

3,000

斗南教會

3,000

洪勳杰

1,000

台中聖教會

36,000

張忠本

50,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拓荒區房租

90,000

許書毓

4,000

新竹錫安堂

4,000

修繕設備

50,620

許菊霞

6,0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郭秉慧

20,000

士林靈糧堂

60,000

郭姿君

2,000

北門聖教會

37,300

陳小玲

1,0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學園傳道會

2,000

30,000

榮光團契協會

4,000

陳明月

5,0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陳淑華

8,000

文林基督教會

4,000

陳智平

13,0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陳心儀

6,000

陳江銘

14,030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USD$5400

北美愛加倍福音中心代轉-1

USD$8280

北美愛加倍福音中心代轉-2

USD$8595

2014年9～10月收支表（月刊資料）
1
2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1,872,039
1,273,552

人事費

3
4

656,622

事工費

312,117

庶務費

164,193

本期結餘
上期結存

598,487
814,255

累計結存（含各拓荒區之累計結餘）

1,412,742

各拓荒教會累計餘額（至2014/10/31）
頭屋
233,352

造橋
240,131

大西

眉山

93,708

5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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