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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秘書長的話

時間與種子
耶穌說了好幾個關於種子的比喻，其中一個
只記載在馬可福音中。這比喻雖簡短，顯
然彼得留意到了，他讓馬可寫下來。這比喻是
這樣說的：（耶穌）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
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
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地生五穀是
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
飽滿的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
收成的時候到了。」（可 4:26-29）

我

每次讀這段經文中說的「黑夜睡覺，白
日起來」都不禁莞薾，是在人每天平凡
的睡覺、起來的時間歷程中，神讓生命成長。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每天不斷的睡覺、起來就
可以收割了，這段經文先說到「人把種撒在地
上」―撒種的工夫得先做足呢!保羅也說過類
似的話：「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
叫它生長。」（林前3:6）

現代人講求效率，總希望今天栽種，明
天就可以收割。耶穌卻說得很清楚，必需經歷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的過程，不斷的「睡
覺、起來」，這當中所撒的種「發芽漸長」，
直到「收成的時候到了。」我們常留意撒種，
卻忽略了「黑夜睡覺，白日起來」的時間。
撒母耳記上7:2說「約櫃在基列耶琳許久，
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約
櫃應該在示羅的。撒母耳在會幕裡沒有約櫃的
情況下服事二十年，結果是「以色列全家都哀
哭歸向耶和華」。（和合本修訂版）早年讀到
這段經文，我心裡說：「哇！二十年！」
管理學大師柯林斯（Jim Collins）在《為
甚麼A+巨人也會倒下》一書中提到，即便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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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陳正雄 牧師

些最偉大的企業，也可能在一夕間垮掉，但他
也說這些偉大的企業最少都要花二十年才能建
立。「哇！又是二十年！」我開始挑戰自己，
也挑戰我的弟兄姐妹，去參與一個服事，一個
事工，委身其中二十年之久！
幾年前一個短宣隊到大西村，我去與他們
見面，大西教會李牧師安排在一個餐廳一起用
餐。
餐廳老板夫婦告訴我，他們很喜歡李牧師
夫婦，常被李牧師夫婦感動，他們說：「要不
是我們是客家人，我們也想來信耶穌。」那次
因著這樣直接的表達，我才第一次意識到要帶
領客家人信主真不容易。
大西教會的李牧師帶著師母及三個孩子，
將自己的青春埋在大西村，十幾年的工夫，常
常走遍整個村，行走禱告。過年發送全村每個
人一元紅包，聖誕節發送聖誕禮物，母親節給
村裡每個媽媽送康乃馨與蛋糕。曾有兒子因吸
毒坐監的母親拿到蛋糕痛哭失聲―終於有人
幫她過母親節。李牧師參加了大西村每一個告
別式―不管過世者是不是基督徒，仍然去與
傷心人同哀哭。十幾年來贏得每個村民對他的
敬重，雖然還沒贏得每個村民踏進教會。
不只李牧師，基福三個教會、兩個佈道
所幾乎都在客家村。但每一個牧者都是這樣把
自己埋在偏鄉，不斷的撒種、栽種，看起來耗
費資源，果效不彰，但看著他們忠心事奉的腳
蹤，我確信在「黑夜睡覺，白日起來」的時間
歷程中，終有一天，「收成的時候到了」，就
像李牧師的禱告：「大西村成為基督村！」

真實故事

▲明德佈道所小組聚會。

感恩
在明德村事奉近三個月了，心中充滿感恩。
租用社區活動中心供主日做禮拜和禮拜
二上午的小組聚會，順利進行著。在小組聚會
中我們讀了路得記，再一個禮拜就讀完了，接
著會讀創世記。探訪、傳福音也順利進行，已
經有十人決志信主，我們持續做跟進、栽培工
作。
感謝主，住在台中市的許紅珠姊妹介紹她
的同學廖先生給我們，如今廖先生夫妻二人都
已決志信主，並且他們夫妻會一起同心禱告、
祈求。廖弟兄需要做復健，請為他能持續做復
健，並有最好的恢復代禱。
齊傅清妹姊妹的嫂嫂因腸道疾病在台中
市醫院手術，我與田牧師一起去探訪。在她出
院回家後，我在她家傳福音給她，她歡喜接受
信主，後來她的大女兒也跟著決志信主。感謝
台中慕義堂彭茂丹執事為新生命陪讀本奉獻支
持，現在陪讀最穩定、進度最快的是陳光宇弟
兄。
感謝苗栗竹南浸信會裴仲民傳道和裴師
母的幫助，他們教會一位客家弟兄，因為來到

明德佈道所∕陳紹賢 傳道
明德村山裡養蜜蜂、收蜂蜜，因此認識了劉先
生一家五口，教會陪伴帶領他們去到竹南浸信
會一段時間，後來想到因路途太遙遠，所以請
田牧師接續關懷。劉先生已83歲，太太從印尼
坤甸嫁來台灣，大女兒要升頭屋國中一年級、
二女兒要升明德國小五年級、小兒子要升國小
二年級。他們住在較偏遠的山區，盼望透過明
德佈道所長期的關懷，父母會很放心讓孩子們
學習信仰，能夠全家得救。請為劉先生的健康
禱告，他背都駝了，仍辛苦的在山上耕種。
感謝謝楊梅妹和徐邱平年兩位媽媽，每
禮拜三下午我們三人會一起去探訪傳福音，有
遇到家中有年老、中風要照顧的母親(她睡在地
板草蓆上)的家庭，也有因婚姻創痛而酗酒的女
士，我們盼望能傳福音給他們，盼望他們也能
靠主耶穌聖名而得幫助。
最後想請大家為我們的需要代禱。禮拜
二查經聚會讀聖經時，長輩們的視力不好，希
望能添購大字版聖經。我們想唱客家詩歌，需
要購買客家聖樂團出版的詩歌本。另外也須添
購陪讀教材《新生命陪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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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盼望全家都

蒙福
∕李進春 牧師

今

年教會的年度主題是「全家歸主、代代蒙
福」，我們很盼望弟兄姐妹們都能有這樣
的看見，為全家歸主天天禱告，勇敢的為主作
夢，相信這美夢一定可以成真。
有一次到苗栗看守所服事。那次是到愛
舍，也就是都是女生的監舍，我就問他們，他
們現在最想要和最需要的是什麼？有的說是父
母，有的說是自由，有的說是愛……。沒有一個
人提到需要信仰，可能信仰對他們來說，有跟
沒有是一樣的吧!可能他們該拜的都拜了，該求
的也都求了，但還是常常進出監獄或看守所。
我跟他們分享福音，告訴他們，惟有耶穌
能幫助他們，並邀請他們接受耶穌作他們生命
的主，也希望他們常常看聖經、禱告，出去之
後去找一個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聚會的教
會，請牧者幫助他們更認識神。

一個很會賭錢的村民，他可以很辛苦的工作一
個月，但也可以在拿到薪水的那一兩天就把錢
都輸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怎會如此？後來
才在一次偶然中發現，原來他已七十多歲的父
親也很喜歡賭博。
另一個家庭也是，有三個兒子，而且三
個兒子不是愛賭錢，就是吸品，而婚姻更是亂
了，後來才得知這個家庭為何會如此，原因之
一是做母親的，非常喜歡賭博。
這些家庭仍在痛苦中生活著，有的也聽過
福音了，但仍然不願意來認識這位能解決他們
問題的上帝。而有的家庭因著他們願意接受耶
穌成為他們的主，就在教會的協助下，問題逐
漸的得著解決。

在村裏有一些的家庭真的很艱難，常常一
個家庭裡有很大的問題，而且是很難解決的問
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很多。有一次，有

誠如在看守所中的朋友，相信當他們在接
受耶穌的那一刻開始，他們的生命就已經開始
不一樣了。感謝 神，那天有一半的女受刑人願
意成為神的兒女，相信下次再見面時，是在獄
所之外。

▲上海華商團契短宣隊在大西服事。

▲上海華商團短宣隊在大西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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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請大力為大西教會建堂（購堂）禱告，求 神
感動弟兄姐妹樂意奉獻、捐發票支持建堂所
需經費，房東願意以880萬出賣現在教會承租
的房子，求神帶領及預備所需。
2. 濫坑里據點6月底租約到期，原房東不願續
租，需搬遷。請代禱，求神預備合適的地
點。也請為俞媽回美國探親三個月（9月中回
台）及傳遞濫坑事工禱告，求神帶領看顧一
切平安順利。
3. 教會實行各小組分別聚會，目前有喜樂、愛
家、恩慈小組並有週日下午的青少聚會並週
六的兒童活動，盼望能以合適的小組方式，
發揮小組的功能來得著客家人的靈魂。請為
小組聚會禱告。

▲探望劉松村弟兄。

▲俞媽與同工們關心傅姐妹。

▲張醫師及姐姐主日會後留影。

▲探望聖地牙哥雅歌堂短宣隊。

▲謝仁浤弟兄新居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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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夏令、活水
∕呂以勒 牧師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來。』(約7:38)

感謝主，每年的暑假，因著各地來的短宣
隊，總是讓造橋地區的青少年學子感受到
了熱情、活力，汗水和友誼交織成了一首美麗
的詩歌，主在當中，賞賜活水。
記得暑期營會當中的有一個【水世界】
活動，大家在炎熱的太陽下，有水槍、水球、
冰塊、飲料、有團隊的闖關遊戲，因著水的滋
潤，大家都樂活了起來，
生命彼此連結，除了帶隊青年領袖被造
就外，參與的孩子也非常的喜樂。每年暑假，
孩子都會迫不及待地來問我，短宣隊今年會來
嗎？感謝主，神親自呼召他們下鄉陪伴孩子，
神愛我們。

▲暑期美語品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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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透過營會被彰顯，許多孩子的
心靈被觸摸，有多位決志！短宣隊員的付出與
陪伴，詩歌的活潑帶動、內容的精心安排、生
命故事的分享，在在都見證了神的榮耀。看見
孩子真誠的笑容真是令人感動，願上帝的真、
善、美也真實的透過我們生命傳遞給他們。
特別要感謝上海華商團契，以及康華飛
颺、萬隆神的教會。上海華商團契接續北美的
團隊，至今已經連續第九年來幫助我們。特別
感謝上海的莉莉姐，康華的梁長老、羅傳道等
美好的生命榜樣，以及這些青年領袖持續委身
參與，協助撒種與耕耘鄉村，求神大大賜福每
一位。
生命需要活水，我們的生命也當如鹿切慕
溪水，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渴想這位賜活水
的主，將活水分享出去，使人有永生的盼望。
阿們。

代禱事項：
1.為暑期7、8月份的英語品格營會感恩及代
禱，願所撒的福音種子，在整個造橋鄉萌芽
生長，讓福音遍滿鄉間。
2. 8月18～20日，福音聯盟信徒靈修會由造橋、
大西教會聯合主辦，地點在造橋鄉的香格里

拉樂園，請代禱。
3. 為造橋教會的青年領袖小組、復興姐妹小組
禱告，求神賜福。
4. 請 為 媽 媽 小 組 、 弟 兄 小 組 、 兒 少 青 事 工 代
禱，靈命扎根成長，更像主。

▲青年領袖小組聚會。

▲拿撒勒神學院同工來訪。

▲得勝者結業式。

▲探訪劉弟兄。

▲暑期兒童夏令營。

▲短宣隊在營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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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我的幫助從

身為課後輔導班的老師，如何讓學生的成績
進步，一直是我最大的挑戰。
想起多年前，當時還在讀國小的東東，成
績就是讓我傷透腦筋，尤其是數學，我用盡了
力氣，十八般武藝全搬出來，仍然無法讓他明
白所學。印象中美國康郡教會的葳葳姐來頭屋
時，也是對他的數學有負擔，就威脅利誘，恩
威並施，甚至星期六也特意留下他，一對一的
教學，期待他能理解所學的數學。然而日子一
天天的過去，眼見連名校畢業的葳葳姐，都對
他一籌莫展，而隨著短宣隊回去美國了。我就
自我安慰，他就是不會數學的人，不須再對他
抱持期待，也不再特別找時間教他數學了。
東東一直參加課輔班，因此，我退而求其
次，只要求他品行端正，口不吐髒言，不亂交
男女朋友，即可，至於成績一事，就不再叮嚀
他、也不要求他。我向上帝禱告，期待課輔班
的老師會教導、用愛心、盡心、忠心來教，學
生們也能功課進步，成為品學兼優的孩子。
東東今年國二要升國三了。課輔班有另

▲少年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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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而來
∕田南芝 牧師

一位孩子，從進入課輔班開始，成績就持續下
降，從一開始我發現他成績下降時，就找他談
話，警告他，結果，他繼續下降，我找他談話
次數也越來越頻繁，從警告變命令，就是第三
次仍然考試成績再只有20、30分，我就斷定是
他不願意讀書，他就必須離開課輔班。同時也
輾轉聽說，他就是故意要把功課擺爛，因此，
當他把第三次月考成績拿回來，我看到分數
後，立刻命令他收拾書包，離開課輔班。他百
般不願意離開，我執意叫他離開，終於讓他從
還未坐熱的椅子上離開了。這些過程和動作全
看在東東的眼裡，他明白我在乎的是什麼，他
也明白他應該要做些什麼。
我更迫切向上帝禱告了，因為我趕走了
一個功課不好的孩子，我怕會毀了他。結果，
這孩子因著想在教會的安親班中幫忙，要求我
讓他回來。我說：你若願意每天來教會，先讀
一篇博幼基礎英文的小短文，會背，經過我考
試通過後，你就可以參加了。他很高興地答
應了。因著他的答應，我也同時大大鬆了一口
氣，感謝主。

▲孩子們在教會玩桌遊。

果然在上帝的幫助下，東東這學期每次月
考數學成績都剛剛60分及格，我想若是葳葳姊
知道，一定會很開心的！而且，那位令我擔心
的同學，現在每天都來教會先背一小篇英文給
我聽，通過之後，就在安親班中幫忙，經過這
些天，他會背的英文小短文，越來越多，英文
也越來越進步了。我很開心，真是感謝神的幫
助！

代禱事項：
1. 教會安親班中的老師和學生能平安、健康的
在8/10結束。
2. 明德佈道所的事工，有上帝的扶持、幫助，
讓更多人能認識主耶穌，進而成為明德當地
的祝福。
3. 9月開學時，上帝再次祝福課輔班的老師和孩
子們，老師會教、孩子會讀，同在同行滿有
平安喜樂！

頭屋短宣記趣
北加州康郡教會∕David Huang
到達頭屋
7月2日主日清早，從舊金山出發轉至溫哥
華飛抵了台北桃園機場，開始我們為期一周的
英語營的短宣。我們的基地是在台灣苗栗縣頭
屋鄉，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的頭屋教會。
頭屋教會在一個三層樓房的一頭。一半
是敬拜的大堂，另一半則是活動室和廚房。樓
上的兩層可以辦公和住人。台灣的天氣非常濕
熱，坐著不動，也都要出一身汗。剛從北加州
來，非常不適應。幸好，下午下起了雷陣雨，
稍稍的涼快了些。
因為太太和孩子們是當天坐飛機從北京飛
台北。飛機因為天氣的關係晚點，等他們到教
會的時候，大概五點左右，我們的短宣隊員們
已經到齊了，一共有我們一家四口人，還有詩
蓓姊妹和她的兩個孩子一家三口，Sue姊妹和她
女兒一家兩口，以及蕭師母。總共大人孩子各
五個，一共十口人，這就是我們的康郡教會參
加頭屋國小的英語營的宣教教師團隊。

英語營的目的

▲康郡短宣隊與學生合照。

第一天英語營開始的時候，是在學校的視
聽室與所有報名的孩子們見面。首先我代表我
們的教師團隊來自我介紹，我告訴他們，我們
來自美國加州核桃溪的康郡教會，是基督徒，
屬上帝的子民，與頭屋教會的田牧師一樣。
想到他們可能要問：「你們為什麼要從加
州來台灣？」 我告訴孩子們：我們來到這裡是
因為上帝愛我們，祂呼召了我們並對我們說，
你們去到台灣頭屋，和那裡的孩子們分享我給
你們的愛。 我們聽到上帝的旨意，就都順服，
按照做了，所以我們來是為了告訴你們，上帝
有多麼的愛你們！

課程內容
▲頭屋的肢體參加「客家回家」。

介紹了我們的團隊的成員後，也簡單介紹
了英語營的主題《挪亞方舟》。我們為每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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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取了個英文名字，並為他們製作了可重復使
用的名牌，戴在孩子們脖子上。之後我們就把
孩子們分成兩個班級，甲班14個孩子和乙班12
個孩子。
分班後，就把孩子們從視聽室帶回到教
室，我們就開始了教了他們一些口語，怎麼樣
自我介紹。我們給他們做了一些簡單的示範，
比如說我叫什麼，為什麼來這裡？是坐什麼交
通工具來的？
因為我們的教學主題是挪亞方舟，所以每
天會講挪亞方舟的故事，分五天講完。第一天
我們是講故事的起頭，上帝撿選挪亞建方舟。
講的時候，我們的小老師們用英語講，他們講
一句，我們成人老師們就來翻譯一句中文，也
借機訓練小學生們的英語聽力。之後也順便教
了一些交通工具的英語生詞。
我們簡短的復習一下學習的的英語生字，
然後把學生們分成兩組，玩填字遊戲比賽。把
生詞分成兩組寫在黑板上，每個詞我們擦掉一
到三個字母。哪個組最快填完填對擦掉的字
母，就羸得獎品。
獎品有彩色鉛筆，花樣橡皮，彩色的，各
樣可愛的貼紙，小朋友很高興。第一天上午的
課程就很快就結束了。11:40左右結束課程，我
們帶他們到教會吃飯，並預備下午在教會的活
動。頭屋教會和頭屋國小離的很近，走路只有
三、五分鐘的路程。

頭屋教會的課輔班
感謝教會為我們預備午餐，大人孩子都能
吃飽吃好。下午一點到四點是在教會課輔的時
間，讓小學生們在教會裡做功課。頭屋 會有四
位高中生來協助孩子們做暑假作業。
一些孩子沒帶作業的或者作業寫完的，我
們就請他們出來做手工，準備小動物的面具。
因為我們英文營禮拜五上午結業典禮前，會演
一個挪亞方舟的短劇。這些小動物面具就是我
們的道具。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參與我們的短劇
演出，只要手裡拿上一個動物的面具，就可以
來扮演那些蒙撿選進方舟的一對對的小動物。
每天下午孩子們有兩個休息，一個是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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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音樂時間，由我們多才多藝的音樂老師
Sue 和Sharon，教孩子們唱二十到三十分鐘的英
文歌曲。Sharon是在週一下午從台北趕到頭屋參
與我們的英語營。三點還有小點心時間，一般
是仙草冰之類的降溫解暑的飲料。之後一個小時
就是卡通電影時間。我們放映的是Good TV出版
的天國英雄榜，從亞伯拉罕到約瑟，到摩西到路
得，以斯帖再到大衛及所羅門等等。四點鐘左
右，家長們陸續來接孩子們了，我們就結束忙碌
的一天。

頭屋國小的老師
星期一早上我們去學校的時候，視聽室的老
師就非常友好的，主動的介紹並教會了我們該怎
樣使用室內的所有視聽設備。真的是提供非常大
的方便，學校的教導主任也非常的支持，以至於
允許我們每天都可以使用視聽室。謝謝學校老師
們提供的這些方便。對我們英語營幫助很大。

聰明可愛也調皮的孩子
英語營有個小朋友叫Koby。這個小朋友非
常的調皮，也非常的聰明可愛。英文營剛開始
時，要每個人起個英文名字。他就大聲說他不需
要。問他為什麼不，他說我已經有英文名字了，
就叫做B-O-S-S。後來因為他喜歡打籃球，我們
就建議比叫Koby Bryant 的Koby。之後我點中
文名，發現有時會讀錯字，Koby會更正我，點
到不在的同學，Koby總是很清楚知道他們的去
向。幾次三番之後，我就選Koby作我的助教，
幫助我來點名。有效引導，使調皮的孩子成為我
們教學的助力，效果很好。
上午上口語課的時候，我們也問他們是坐什
麼交通工具來上學的，有個叫Jason的孩子很幽
默的，告訴我，是坐11號公車來的，我還真以為
是11號的公車，後來才知
道，11號公司就是兩條
腿走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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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
教會：苗栗造橋、苗栗大西、苗栗頭屋，以及濫坑裡、明德兩個佈道所。我們稱這些在偏鄉第一線
的教會為拓荒區教會。

奉獻徵信

2017年5月1日〜6月30日

40,533

盧瑞雲

1,000

台北文林基督教會

4,000

400

蕭聖貞

2,00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40

賴淑玲

1,000

浸宣斗南教會

3,000

徐偉國

40

戴金雄

8,000

陳智平、曾建華

6,600

4,000

徐紫綾

700

謝玉瑩

1,000

新竹北門聖教會

67,900

王燕玲

1,000

徐新民

4,000

謝雨親

2,000

翠柏基督教會

乙增婷

3,000

高純琴 128,000

謝慧柔

2,000

澳門錫安堂姐妹

10,000

乙增婷

3,000

張人元

6,000

謝蕙如

3,0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田南芝

15,000

張光慶

8,000

魏呈晞

2,0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

任秀妍

6,000

許洪猷

2,000

羅梅英

700

乙增婷

2,000

唐光楷

方美珠

8,000

徐杰

王明川

2,000

徐偉晟

王姿儀

10,000

王遠嘉

1,000

182,300
美金
300
300

吳莘華

5,000

許書毓

6,000

蘇秀緣

2,000

ACCCN

呂欣怡

3,000

郭秉慧

20,030

顧秀英

3,000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呂逸帆

12,000

陳小玲

1,000

左劉玉正

3,000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 CUPERTINO

1,200

李如恩

7,900

陳含笑

4,000

林賴正宗

16,000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2,700
1,000

李秀英

2,000

陳家昌

2,000

俞黃碧茹

6,000

GEN-HWA CHIANG & STEPHANIE PAI

李佳恩

200

陳紹賢

1,500

迦拿團契

3,000

HAROLD W CAMPBELL

600

李進春

12,000

陳福永

2,000

徐邱平年

4,000

HIGHPOINT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600

林吉雄

4,600

陳鴻琳

10,000

徐劉美蓉

700

1,000

JEAN E FANNJIANG

50

林志陽

2,000

彭舒青

16,000

陳張秀珍

4,000

LAUNG Y. SHAU

林為文

2,000

曾淑錡

1,000

曾潘美香

3,000

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林為欽

12,000

曾貴珠

4,000

齊傅清妹

2,40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林敬恩

2,000

程書昌

2,000

士林靈糧堂

30,000

林橋慧

10,000

黃忠興

3,500

台北復興堂

林麗鴻

2,000

黃國榮

6,000

林韡承

11,000

黃臺蔭

8,000

邱桂香

150

溫素芬

1,000

2,000

造橋

大西

總會

葉文雯

4,600

頭屋

邱榮彩

本期收入

135,373

942,372

葉梅花

2,100

95,925

姜秀雲

2,000

440,600

本期支出

402,023

91,738

172,149

1,017,318

柯慧美

72,000

劉秀玲

3,000

本期餘絀

38,577

4,187

(36,776)

(74,946)

洪國隆

1,000

蔡仲達

3,600

上期結存

76,701

87,784

(38,441)

555,965

500

鄧沛晴

2,000

累計結存

115,278

91,971

(75,217)

481,019

洪

雀

300
8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500

6,400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500

新竹錫安堂

4,000

南灣愛修基督教會

9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紐澤西主恩堂

825

奉獻徵信│ 11

經
辦
局
收
款
戳

電
腦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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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地
址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本戶存款

主管：

人
□他人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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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