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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故事

重生的麥粒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12:24）

∕俞黃碧茹

這些日子在基層福音差傳會，有件不同凡響
的事在悄悄地進行中，那就是―現年75
歲的俞黃碧茹姊妹，大老遠從美國搬回台灣，
落腳在頭份的客家庄濫坑里，與大西基督教會
配搭服事，並且自己籌措房租及一切生活開
支，不累著教會。
相信任何關心基福事工的弟兄姊妹聽到這
個消息欣喜之餘，一定也忍不住充滿疑問：為
何一位兒孫俱都孝順的老人家不在生活安逸的
美國養老，而獨自搬到並非自己故鄉的一個偏
僻地區呢？她是客家人嗎？她打算留多久呢？
為此我們特別走訪了這位看來不過像是
六十歲的俞媽媽，以下是她自己的分享：

我出身虔誠的佛教家庭，但小學時基督徒
老師為了幫我們課後輔導，向教會借教室免費
上課，我因此上了兩年的主日學，使我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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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這一位神。我雖然喜歡教會的氣氛，但當
時認定基督教是洋教，外國人的神與我無緣，
家人也嚴格禁止。
1977年10月，我的丈夫突然心口劇烈絞
痛無法忍受，我們將他送到醫院急診。兩天之
後，接到丈夫病危通知，因為胰臟嚴重發炎腫
大，影響肝臟等都發炎。經過一個星期的折騰
與檢查，我丈夫的體重由162磅掉到152磅，卻
查不出病因（病歷表上寫疑似胰臟癌）那時不
但我三嫂透過關係找最好醫生來給他做檢查，
我也跟隨母親到各地大小廟宇燒香求福，盼望
我的丈夫早日康復，然而越拜越沒有平安，心
情更沉重。最後檢查報告出來，只確定不是
胰臟癌，但卻查不出任何病因。我忽然害怕丈
夫會死，心整個碎了！就在那一剎那，突然小
時教堂安詳平安的畫面浮現在眼前，跟著心中
響起了一首熟悉的詩歌：「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主日學老師的話也在我耳中
響起：「你們遇見困難的時候，要知道我們在
天上有一位天父，只要奉耶穌基督的名求，祂
就必幫助。」那時我才想起來還有一位神就是
耶穌還沒有求。於是我走入臥室關上房門，跪
在床前禱告說：「天父，我把我丈夫俞贛交給
你！」想到往後自己悲慘的歲月，於是我又
說：「我把我自己也交給你了！」正要好好放
聲痛哭一場時，突然一股力量進入我裏面，把
那壓在我胸口的千斤重擔一下子全都拿去，同
時連我即將奪眶而出的熱淚也收走了，一瞬間
平安寧靜充滿整個房間。
第二天，懷著興奮的心情去到醫院，我
丈夫還是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我內心卻有說
不出的平安。醫生為他動了五個多小時的手術
後，發現胰臟竟然沒有長膿，只是膽總管細沙
結石堵塞，切除膽囊並清除結石後回到病房，
當天晚上他就可以自己站起來了，第二天早
上甚至告訴我他肚子餓了。和他同病房的一位
健壯軍人，同一天由同一位外科醫生做同樣膽
囊的手術，一夜哎哼，到第二天時已經過世。
我心深深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於是告訴自
己，一定要尋求認識祂。
我以為只有我經歷了神，沒想到我丈夫
竟然也有奇妙的遭遇。他住進加護病房後，有
兩位病友過世被抬出去，他心想快輪到他了。
因為他初中高中都讀教會學校，小時也去過教
會，就開口向神祈求說：「神啊！求祢再給我8
年的時間，讓我把孩子養大，不然他們太可憐
了，只要我好起來，我就帶我全家來信你，來
歸向祢。」禱告完了，他也奇妙地就不再擔心
了。
因著這些經歷，出醫院後一個月後，我
們找到台中自由路的浸信會，從此就在那裡聚
會，後來我和丈夫以及三個孩子都接受了耶穌
基督作我們的救主。
我丈夫1978年病危時向神求8年的壽命，
心想只要等到老三18歲成年了就夠了。然而神
加給他不只8年，而是29年5個月的壽命。
後來我們移民到美國。他在2007年6月7日
前的一星期突然吃不下東西，送到醫院檢查後

發現是末期淋巴癌。靠著主，雖然災難來臨，
我們全家內心卻是平靜安穩，彼此同心扶持。
我和子女傾全力看顧，教會弟兄姐妹輪流料理
三餐外，並負責接送我（因為我不開車），還
時時關心陪伴我們。有一天我去看他，看到81
歲的他老淚縱橫，說他哭了兩、三個小時，我
問怎麼了？他說：「為什麼大家這樣愛我？為
什麼我有這麼好的妻子、兒女和這麼好的弟兄
姐妹？」他自己想著感動而哭了！
在那兩個月中，主憐憫我和孩子們，讓
我們個別都跟他有很好的交通，他也深深體會
天父對他的愛，沒有遺憾了。最後當主要接他
走時，教會弟兄姐妹一群群來探訪，詩歌聲不
斷，一直到深夜。8月6日中午開始，我們全家
坐在他旁邊，用他喜歡的詩歌以及他教過孩子
們的兒歌來唱。原本需要不斷幫他抽痰，那時
卻呼吸、血壓、心跳都趨向正常。當我們唱讚
美詩時，感覺到他也和我們一同在敬拜，天堂
就在我們中間，很有平安，整夜就這樣過去。
護士來看了好幾次，看見他指數那麼正常，都
覺得希奇。
8月7日早晨4點鐘，突然他血壓心跳開始
下降，直到完全停止，孩子們都哭了！我知道
他離開我們了，心中感到很深的失落。但我抬
起頭來，卻驟然看見他站在一旁笑瞇瞇地看著
我，在向我告別，我好像看見他身邊有來接他
的，他高高興興地走了。使徒保羅曾說他「情
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這句經文突然變得那樣真實，我的心開了！
我的丈夫已經與主同在，無病無痛地享受著天
家之樂，等我在地上的任務完了時，我也要回
去。想到這裏，我立刻招呼孩子們一起來感
謝：感謝神賜給我們好丈夫、好父親，並且感
謝神那無限的救贖恩典，將來在天父家裏我們
必定能再相會！
從前我丈夫和我不管人前人後都是形影
不離的。我因為眼睛不好，不能開車又體力比
較差，他成了我的眼睛、我的腳。但沒想到主
把強壯的他接走了，把軟弱的我留下來。我對
主說：「主，祢把他收去了，祢要自己來代替
他，祢要親自帶領我前面的路。」主果然親自
帶我行不認識的道，領我走不知道的路，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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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祂在2008年1
月與9月兩次醫治我的重病，又兩次帶領我去以
色列。
2010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自己很快就滿
70歲了，自己規劃餘下的日子可常常參加教會
聚會；用電腦打字，見證過去神在我身上的作
為；再加上與同伴固定用電話禱告及關懷，覺
得晚年生活夠豐富了。然而是夜做夢，夢見有
艘靠在岸邊的大船上有個豪華的棺材。那時有
話對我說；「妳要在那裡等死！」醒來之後默
想，發現我沒有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只想按
照自己的方式服事，而不依靠聖靈。沒有聖靈
流通，所有的服事只徒具外表，也就不過是一
具漂亮高級的棺材而已。自己也許看為美，但
其實是死的。
後來神也曾在敬拜中對我說：「妳一生
七十年中，有多少年日是神所紀念的？」我心
想：「不多吧！」聲音又說：「用七年把它
補起來」因此我決定趕快走出去，就這樣踏
出了我個人宣教之旅，後來神在2011至2016年
間帶領我出去短宣8次，前後合計6年的時間。
我不但沒有落入憂傷痛苦之中，反而進入主耶
穌裏面那更美、更豐盛的人生旅程，這是過去
無法想像得到的。我不會用台語傳福音，但有
次在來台的短宣街頭佈道中，為一位老太太禱
告時，我一開口台語自然跑出來。又有一次在
公園，一群老年人坐在那裡聊天，我竟然也能
用台語講解約翰福音3:16，講到連自己都很感
動。從這件事我學到，語言不通沒有關係，只
要有「愛」，神就會做工！
2010年10月12日到苗栗短宣，大西教會李
進春牧師來接我們。本來走入鄉村接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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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客家庄，對我來說非常陌生，因為背景
不同，不知道要怎麼樣和他們溝通。但是一遇
見李牧師我的困難顧忌全沒了，他把我們接到
他們教會，一放下行李立刻帶我們去探訪，很
愉快自然。探訪後回到教會，又看到師母為課
輔的孩子預備了一大鍋吃的端出來。在鄉村的
孩子多是阿公阿媽在帶，或是單親家庭及外籍
新娘的孩子，缺少關心及教導。看到那些學生
走進教會，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樣，拿了碗就開
始吃起來。牧師師母就像他們的父母，關心他
們肚子餓不餓，也關心他們的功課、品格及屬
靈生命。李牧師及師母除了牧養教會，作課後
輔導，去學校上得勝者課程，也開拓了監獄事
工。那次我們還買了便當去探訪94歲的獨居老
人。在短短的三天兩夜裡，看見牧師夫婦的服
事我很受感動，因此後來要來台灣服事，便決
定與大西教會配搭，並選擇住到李牧師心中最
掛念，連一個基督徒都沒有的濫坑里。

俞媽媽已經打算長期留在這裡，她對弟
兄姊妹的勸勉是―讓我們趁著還有今天，趕
快去做父神在耶穌基督裡向我們所定的旨意，
不要錯過現在這個時機，也不要擔心我們出去
要做什麼。這些基層教會不需要我們去增加他
們的事工，而是他們有做不完的事工需要人手
幫忙。「走出去」是神的心意，是與神同工，
祂知道我們的恩賜是什麼，祂也知道如何帶領
並使用我們的恩賜。「走出去」讓我們更增長
見識，更警醒，更依靠神，更多經歷神，信
心更增長，更學習聽從，順服，配搭，更多認
識主，更瞭解主的心意，也更能蒙受恩典服事
主―讓我們珍惜神眷顧我們的時刻！

寫真集錦

▲南灣愛修教會短宣隊。

▲浸神彭詠茹老師來訪。

▲張堅浚長老証道。

▲陳軍成傳道及同工來訪。

▲華岡福音隊的福音勇士。

▲感謝以琳老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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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耶穌愛

─記一個
在鄉下執醫60年的老醫師
∕李進春 牧師

能

夠認識張醫師，是因為有一天，教會來了
一位從美國回台探望父親的姐妹，才知道
她的父親在教會大西村的鄰村錦水村執醫。

張醫師自年輕時就到錦水村開設診所，到
今年已是超過60年了。從老一輩的長者口中得
知，以前的錦水村，因為出產石油及天然氣，
中油公司在這個村子裡投入了很多的資源，也
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為了要照顧員工的生
活，當時的中油公司設立了各樣的福利設施，
連電影院都有。在60年前這個鄉下的小村落就
有電影院，可見這裡的繁榮，甚至曾有「小香
港」之稱。
只是時代的變遷，因著一些因素，從繁華
到沒落，現在還在這村裡的僅剩一、二百戶人
家，已看不見以前的榮景。

感謝在心。那天去探望張醫師時，正好有一個
家庭來張醫師這裡看診，就問他們住那裡，這
位病人已有60多歲了，她說，現在住在新竹，
以前在她一、二歲的時候若身體不適，就會去
張醫師那裡看病，一直到她長大成人，到現在
也是，常常會來麻煩張醫師，遠從新竹來到苗
栗造橋給張醫師看診，也回來看看已90歲的張
醫師。
張醫師雖然還沒受洗，但他的愛，使村
民都銘感在心。耶穌要我們作在最小的弟兄身
上，堅持在此處行醫了60年的張醫師，行誼是
我們所學習的，讓我們在各拓荒區為主散播
愛，也為主堅持。張醫師的姐姐及女兒也是基
督徒，盼望他也能快快來認識這位愛他的天父
上帝，我們的救主耶穌。

而張醫師卻在這個地方行醫一甲子，看這
過裡的榮華興盛，也看到這裏的沒落蕭條。但
張醫師就是捨不得離開這裡，繼續在這裡裡幫
助需要的人。

代禱事項：

張醫師分享，以前雖然有過繁華，但人們
生活還是很苦，生了病但沒錢看醫生的大有人
在。沒錢還是要看醫生，面對沒錢付醫藥費的
窮困家庭，張醫師仍然幫助他們，先把病治好
再說，等有錢再拿來還。所以有的家庭可能一
年後來付醫藥費，也有很多是二年、甚至三年
後才來付醫藥費的。

2. 請 為 大 西 教 會 在 頭 份 濫 坑 里 的 福 音 據 點 禱
告，求神帶領俞黃碧茹姐妹在頭份濫坑里的
服事，使俞媽在生活上及身體狀況都能適應
新的環境，並為主得人。

張醫師的愛，使得被他照顧到的村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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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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失落
的。

3. 曾貴珠姐妹就讀客家福音神學院，請為家中
一切事務安排妥善，真理造就根基堅固成為
福音勇士禱告。

▲為即將去讀客家神學院的曾貴珠姐妹禱告。

▲在錦水村行醫一甲子的張榮鑫醫師。

▲新生命福音性查經課程。

▲俞媽媽帶鍾春英姐妹的兒子及親家母信主。

▲新學期的得勝者課程。

▲北門聖教會的姐妹來協助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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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福音 滿鄉間
∕呂以勒 傳道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
腳蹤何等佳美。」
（羅:10:15）

福音經常遇見的實際狀況。找到一個有效不被
拒絕的模式是我們需要努力及注意的地方。請
繼續為鄉村的光景代禱。

感

雖是如此，不失望也不喪膽，神仍在當
中。看見其他參與營會的孩子，滿滿的喜樂。
偏鄉學生或許家境不好，資源缺乏，但是卻從
營會當中感受不一樣的溫暖，那是神的愛。無
論學生或輔導美好的生命故事及見證，再再都
看見了神的恩典及榮耀，何等蒙福有盼望的一
群。正如聖經所說的，那傳福音，報喜信的，
你們的腳蹤何等佳美。感謝主，我相信福音已
經進到孩子心中了。

謝主，暑期的幾個團隊透過各種型態的服
事，傳福音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整個造橋。
上帝行了奇妙的大事，讓福音遍滿鄉間。看見
上帝調動萬有，真是超乎所求所想，也為此獻
上無限的感恩。
鄉村，傳福音著實不易。今年暑期團隊
青年活動進行中，忽然有一位住教會附近的阿
公，跑進來團隊來罵人，並要求參加活動的孫
女回家。大家頓時手足無措，之後請師母陪同
這位少女回家與阿公說明原由，仍遭來一頓臭
罵且不得諒解，最後這個少女被迫中斷活動，
原因是阿公知道我們都是在教會出入的，他不
希望他們家的孩子來信教，因此攔阻。這只是
當中的一段小小插曲，也是我們在鄉下地方傳

▲香港元朗浸信會福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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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向關心我們的每一位獻上感
謝，看見許多真實的、可敬的榜樣，讓我有很
深的學習，願神賜福您們的付出及擺上。光輝
十月，讓我們一起來祝福台灣，繼續為主發光
吧！

代禱事項：

營隊所做的一切。

1.感謝主，願神賜福暑期的四個團隊（上海、
香港、康華飛颺、華岡文大）。感謝你們的
付出。也請為10月建中飛躍六校團契在造橋
龍昇國小舉辦的周末快樂營禱告，求神賜福

2. 請為住在教會附近宿舍的越南僑生代禱，求
主賜我們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或帶領他們
進入教會認識主。

▲飛躍軒宇（左）訪校場勘。

▲認真的小提琴學生。

▲華岡―逐家佈道1。

▲華岡―逐家佈道2。

▲關心越南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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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教會

長大 看得見
∕黃信吉 牧師夫婦

「為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
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
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
長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四章12-13節，和合本修訂版)。

上一期基福月刊，基福各教會多有分享營
會事工精彩見證，而多年來我們也經常
分享教會中一些活生生的生命見證。但是神的
恩典實在廣大，我們夫婦在基福的服事，進入
第九年，而我們在眉山教會也進入第八年，回
顧每年暑假期間，教會的孩子們「放假愈忙學
越多」的景況，都會獻上感恩。但今年，真的
感覺他們無論在個性和靈性，整個生命的成長
特別明顯，誠願藉本月基福簡訊篇幅，用個人
化名，一一敘述，期待呈現整體生命成長的畫
面，分享基督在他們身上彰顯的榮耀。
當年被引介來教會的柳家三兄妹：裕台、
祥芬、英婉，都有不同的個人特殊狀況和問
題，但經歷生命翻轉、更新的過程後，裕台已
是今年舉辦營會的靈魂人物「值星官」，祥
芬、英婉兩姊妹，則分別是總務和音樂方面的
領導者。
伊芝和悅典兩姊弟，一個單純活潑，一個
聰明伶俐，現在伊芝已是教會聖樂組的組長，
悅典雖然進入升學班忙於功課，但他總是有辦
法面對新近頭痛人物，折服他們的心，叫這些
新來的孩子能好好學習。
怡茉、怡莉兩姊妹，雖然歷經父母分居的
10 │拓荒區報導

傷痛，但也在教會重拾信心，快樂而順利地成
長。怡茉現為膳食組總負責，當年難以說服學做
家事的怡莉，則已經是清潔組長的得力助手。
連幾位新近的頭痛小男生，包括那位在家
個性跋扈，暑假中出了車禍，綽號「飯有剩」
者，最近都變得殷勤多了，雖然賴皮依舊，可
也總是幫忙做了很多事。
經常外食的于伶，今年暑假在教會廚房，
打了生平第一個雞蛋下鍋。之前總因身材給予
人慵懶印象的德芬，暑假在廚房中，變成身手
矯捷的主廚助理兼清理廚房快手。……限於篇
幅，實在無法一一勝數，但近卅位高三以下的
兒童青少年，共同經歷了好幾場屬靈的饗宴，
對真神更認識了，更肯定耶穌基督對她的愛，
具體領受聖靈在他們身上的引導。誠懇祈求上
帝，使他們將明顯被主改變，充滿喜樂盼望的
生命，帶進各自的家庭，引導家人信靠真神。

代禱事項：
1.為長期彼此分享資源的社區附近月眉國小和
后里國中禱告，現牧家老二、老三也分別在
七星國小和育英國小代課。，求主讓這樣的
的接觸和緊密的合作，會地區帶來祝福。
2.求主賜福眉山教會人人成為基督精兵，將天
國福音傳開！
3.求主繼續透過基福的「省一杯咖啡救一個靈
魂」專案，充足供應教會發展福音事工的需
要。求神繼續賜下智慧和機會，在后里月眉
地區，彰顯主基督的愛與權能，吸引更多人
成為天國子民。

▲帶領營會活動。

▲音樂會杯子歌表演練習。

▲帶領小組。

▲分享敬拜的意義。

▲準備中秋燒烤。

▲戲劇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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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頭屋短宣記
∕George and Stephanie

剛過去的這個暑假中能有機會服事頭屋國
在中的學生，實在是個極大的祝福。雖然前
後只有一週的時間可以教導這些學生，並向他
們傳福音，但我們已經覺得從這趟短宣之旅中
學到很多。
這其實是我們家第二次來拜訪頭屋。四年
前頭一次來時，我們有幸能服事明德國小的學
生。那次我們的心就深深被服事孩子的經歷摸
著，並且激勵我們今年再度過來。
感謝主！頭屋國中校方相當支持我們，
在那五天中特別提供了一間大演講廳供我們使
用。雖然那幾天又潮濕又炎熱，卻無法阻擋我
們團隊向那些國中生分享神放在我們心裡的感
動與勉勵。我們團隊共有8位成人、4位青少年
以及2個孩子，加上田牧師，我們每天都服事超
過70位國中生。
看到那些學生每天都努力參與我們所設計
的各樣活動，實在讓我們很感動。更讓人覺得
窩心的是，連課間休息時間那些學生仍然粘在
我們身旁，希望我們為他們禱告，有的希望英
文能學得更好，有的希望能夠不再怕黑……。
我們也在下午時段另外提供諮商輔導，跟這些
國中生說明男女身心結構之不同，也鼓勵他們
敞開自己，勇敢提出關於人際關係的各樣問
題。在這次短宣之旅中，我親眼見到隊員不分
老少，都盡心竭力擺上自己所有的，以便向那
些學生傳福音。只有當我們都被神的愛所感動
時，才能「有人作手、有人作腳」地帶出這樣
美好的團隊配搭！
特別要感謝田牧師卯足全力來支援我們的
團隊，每天花許多工夫協調學生來往的交通問
題。看到她單槍匹馬在頭屋社區服事，鼓勵了
我們每個人都來效法她那僕人的心志。求主興
起更多同工在頭屋地區與田牧師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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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神能繼續祝福頭屋社區而禱告，盼
望主耶穌基督的名可以在此地被高舉，更多頭
屋的百姓可以認識耶穌，並且藏身在祂的翅膀
蔭下。我們所擺上的不過是區區五天的短宣服
事而已，甚願神不斷地以祂的愛激勵我們，以
至於我們有一天可以像田牧師一樣，將自己傾
倒，充滿對此地的愛而無怨無悔！
願主祝福各位！
It was such a blessing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and serve the students of 頭屋中學 this
summer. Although it was just 1 week of teaching
and reaching out to these students, we also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is mission trip.
This is actually our family's second visit to
頭屋. The ﬁrst visit was 4 years ago when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明德國小. It really
touched our hearts to be able to serve these kids
and inspired us to come back to serve again this
year.
Praise the Lord that the faculty of 頭屋中學
were very supportive to provide a large meeting
hall for us to use for the 5 days we were there.
Although the weather were really hot and humid,
it did not stop us to share our thoughts and pour
out the encouragements that God has inspired our
group to share.Our group consists of 8 adults 4
teenagers and 2 younger kids. Together with Pastor
Tien we served about 70+ students each day.
We were very touched to see the students
were eagerly to participate with the activities that
we laid out each day. It is especially touching
to see that during the class breaks, the students
continue to hang out with us and asking us to pray
for them over their needs such as better English

learning or pray for them over the fear of darkness.
We also provided extra counseling meetings
opportunities in the afternoon where we shared
with the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nd opened up for them to ask questions in the area
of relationship. Through this mission trip I witness
how each one of the mission team member (young
or old) all poured out what they have to reach out
to these students. A team work that is truly inspired
by the love of God to be able to serve as His Hands
and Feet!
Special thanks to Pastor Tien who went all
out to support our mission team to help coordinate
with the school and picking up and dropping off
the students from 明德國小 each say. Seeing how

Pastor Tien served the 頭屋 community all by
herself really encouraged all of us to have a true
serving heart! We pray that God will raise up even
more coworkers to help co-work with Pastor Tien
at 頭屋!
We pray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bless the
頭屋 community and that Jesus's Name is lifted
high and that more people of 頭屋 community will
come to know Him and seek shelter under God's
wing! For us it was only 5 days of mission trip.
May God continue to inspire us with His Love that
we will one day be able to pour out like what pastor
Tien did in 頭屋 with just love and no regrets!
Blessings!

∕Caleb Chiang
次來到頭屋福音中心，很訝異地發現教會
這比起四年前我來時更大了，我也很訝異教
會裡開了一個烏克麗麗班。第二天就是主日聚
會，非常有趣的是講員和會眾許多分享和禱告
是用客家話，即便其他部分是以國語進行，我
也不太聽得懂，但我還是努力想辦法去明白周
遭所發生的一切。那天我們團隊也開會討論第
二天的教學計劃。
我們所有團員都最愛7-11便利商店了，因
為在這裡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飲料和點心！
我們在週一見到了預定要教的那批國中
生，請他們都坐到演講廳裡。首先由我們跟他
們介紹自己的背景以及未來人生的目標，然後
就給他們每個人取英文名字，並且開始教他們
英文。
剛開始那幾天，因為他們的老師都跟在旁
邊，所以我們很少提到跟福音有關的內容。但
後來那幾天，老師對我們更加信任，開始離開
演講廳到別處去，我們的團隊便講論福音的信
息，並且問是否有人願意我們為他們禱告？
當整週的教學最後結束時，許多學生都捨
不得我們離開。這次短宣之旅實在太精彩有趣
了，我真希望明年可以再來。
When I ﬁrst got to the church in Towu, I was
surprised that it was bigger that the one I went to
four years ago. I was also surprised that the church
had a Ukulele class. The next day, was Sunday

service. During the Sunday service, the interesting
thing was that they had a lot of prayers and
speeches in the Hakka language. Although it was
all in Mandarin, I did my best to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at same day, our group had
a meeting in which we discussed what we were
going to teach on Monday.
One of the best places we all loved was 7
eleven. We all love 7 eleven because we get all our
drinks and snacks from it.
On Monday, we got to meet the kids we were
going to teach at the middle school. Our team
decided to have them all seated in the auditorium
where we later shared our background and future
goals. After, we gave them all English names and
started to teach them English.
Since there were teachers present in the ﬁrst
couple of days, we were limited to a small amount
of evangelizing. However, as the week past by, the
teachers started to trust us and left for periods of
tim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our team would
evangelize and ask if anyone needed prayers.
When the week came to an end, many of the
kids were reluctant for us to leave. I felt like this
trip was exciting and fun so much so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come back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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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2016年教會各項事工，合乎神心意、蒙神賜
福、扎根結實。

3. 為課輔班的學生、老師禱告，盼望上帝的憐
憫，使他們有機會認識神！
4. 神將得救人數，加給教會。

2. 教會成為頭屋鄉民的祝福！神蹟奇事彰顯，
見證主！

▲學習烏克麗麗。

▲短宣隊在學或活動中的小組討論。

▲短宣隊帶的分組討論。

▲短宣隊在學校上課情形。

▲臨行前在高鐵站為孩子們禱告。

▲在教會舉辦的品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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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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徵信

2016年7月1日〜8月31日

乙增婷

2,000

張光慶

7,000

謝蕙如

2,000

上海華商團契金科區

20,000

方美珠

3,000

張起明

700

鍾依伶

260

台北市文林基督教會

4,000

田南芝

15,00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任秀妍

3,000

張靜慧

500

羅梅英

100

財團法人以琳基督徒中心

6,000

江秀香

1,000

張懷第

4,800

羅榮隆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耕耘會

吳榮英

2,000

許書毓

6,000

譚南霞

2,000

華崗文化大學福音隊

6,000

呂逸帆

12,000

1,000

臺中市助扶關懷協會

3,600

李以諾

650

陳小玲

1,000

蘇秀緣

2,000

衛理公會新竹春湖教會

5,000

李秀英

2,000

陳含笑

4,000

蘇露璇

4,000

李佳恩

100

陳智平

6,000

顧秀英

3,000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300

李宜頻

314

陳福永

2,000

李林怡秀

1,300

紐澤西主恩堂

$825

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600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5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100

張舒莉

郭秉慧

1,000

20,030

鍾維鴻

蘇志學

4,000

8,000

陳鴻琳

10,000

林賴正宗

17,000

林吉雄

37,600

彭舒青

12,000

林賴正宗

2,000

林為文

2,000

曾淑錡

1,000

徐劉美蓉

300

沈鷹

林為欽

12,000

曾貴珠

林敬恩

2,000

林義銘

200

林筱臻

50,000

美金

4,000

陳張秀珍

2,000

黃忠興

2,000

曾潘美香

6,0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00

黃信吉

16,000

齊傅清妹

1,800

HAROLD W CAMPBELL

$300

400

黃國來

100,000

Joyce C Ku

1,000

MARIA K HUANG

$500

林麗鴻

2,000

黃琛婷

1,000

8,000

林耀宏

500

黃煦程

200

$600

林韡承

3,600

黃靖翔

姜秀雲

2,000

黃臺蔭

姚漢傑

20,000

楊冰

范揚傑

2,000

溫素芬

400

信義會靈光堂

10,000

范瑞香

2,000

葉健治

9,555

浸宣斗南教會

3,000

徐幸枝

2,000

葉梅花

2,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300

齊子嫻

1,000

新竹北門聖教會

徐偉晟

45

齊寶兒

500

新竹錫安堂

4,000

徐偉國

45

劉吉芳

80

榮中禮拜堂

10,000

徐紫綾

1,100

劉沛嬴

380

徐懷恩

3,000

潘榮泉

1,500

高悉音

2,000

蔣建華

32,000

康海文

5,000

蔡仲達

3,600

康海文

5,000

蕭聖貞

2,000

康海文

5,000

戴金雄

6,000

張人元

6,000

薛碧玉

100

張玉如

8,980

謝慧柔

2,000

徐杰

上海華商團契

20,000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若歌教會）

2,000

士林靈糧堂

30,000

LAUNG Y. SHAU

8,000

元朗浸信會

12,000

3,200

台北復興堂

6,400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BALTIMORE/COLUMBIA

$9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25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100

HAROLD W CAMPBELL

$300

SOW

翠柏基督教會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絀
上期結存
累計結存

62,040

2,000

$50

C H I N E S E C H U R C H I N C H R I S T,
CUPERTINO

$1,200
$100

Mr. & Mrs. Tan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114,710
346,667
231,957
243,440
11,483

273,131
242,481
30,650
298,406
329,056

301,963
275,035
26,928
30,312
57,240

34,445
32,117
2,328
1,035
1,293

695,301
606,049
89,252
312,956
4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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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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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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