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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共沐主恩
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會再回流關懷基
已層福音的事工，主要是因為自己來自鄉
鎮的小教會，瞭解小教會的不足與需要。雖
然自己的力量相當有限，但是如果不做，就
一點都沒有；如果做了小小一點，總有一點
點的關懷與果效。就如我自己目前參與的教
會雖然弱小，但也專找偏鄉的事工關懷，甚
至有宣教的機會延伸至海外，參與跨文化的
海外宣教。
感謝主賜給基福於偏鄉建立教會的異
象。基福的可愛就在此，吸引人關懷也在
此。現代教會開拓植堂偏鄉不易雀選，因偏
鄉事工需要的資源沒完沒了，屬長期挹注資
金的事工， 短期間沒有看得到的成績或果
效。
每當有機會上山進到原住民部落，看到
一部落就有一間教會，很敬佩初代宣教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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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許書毓

腳蹤―有人的地方必有他們傳福音的佳美腳
蹤，一生之久服事偏鄉，甚至葬埋於偏鄉。其
傳福音於沒傳過的地方的宣教精神，值得城市
中的大教會羨慕與學習。
基福與鄉福的異象雷同，每當看到鄉福福
音據點有出國留學、就業、退休之後（或提前
退休）返國投入偏鄉教會或福音據點，真為他
們叫好，因為他們是台灣最優秀的人才，有福
氣的規劃投資下半生（有如落西山的餘生），
既是台灣偏鄉感謝他們來貢獻所有，也是他們
感謝台灣偏鄉接納他們，提供了下半生的事奉
舞台。
不管如何，看見鄉福的榮景，也期盼能於
基福遍地開花，共沐主恩。

真實故事

從課輔到 牧養

∕部落客

子還沒開進N村，就已經越來越有「回
車家」的感覺，因為迎面而來的摩托車上有

位坐在輪椅上，手腳都不方便的國二生。營會
最後一天早上，那位學生竟然自己開著電動輪
椅，大老遠過來與我們道別。短短幾公里的路
程，電動輪椅走了近兩小時才到，還要冒著大
太陽再開回家―那種師生之間的感情，現在
幾乎已經無法在一般學校中再找到了！

人驚喜地對我們揮手，路邊攤旁的孩子發現我
們，也大聲歡呼「老師來了！」等到停好車開
始卸貨時，一群孩子更是一擁而上，搶著來抱
老師和大哥哥、大姊姊……
這是我們團隊第九年來此舉辦暑期課輔
營，當年第一次參加的小一生，如今都已經預
備要考高中了。
在這兩週密集的課輔營中，我們每天早
上在大集會中個別表揚全體學生的好品格，接
著分成國小與國中組。帶國小生上兩小時的數
學個別課，加上一小時歡樂的英文團體課，下
午繼續教導品格歌曲、口訣、故事、手工及遊
戲；國中生則是紮紮實實地每天上三小時一對
一的數學課，及一小時半的KK音標。
每年這短短兩週中都充滿許多讓人感動的
片段，今年也不例外……
有位國三生雖然有志向學，可嘆即使鬧鐘
放在胸前，也無法把他叫醒。某天他睡過頭，
沒來參加課輔，負責教他的老師不但沒責怪
他，還走到對面山上他家中去把他叫醒，又請
他去早餐店坐，一面看著他吃早餐，一面教他
數學，學生感激涕零，說一輩子沒有見過這麼
好的老師。那位學生雖然數學不錯，卻多年在
學習英文上大大受挫，堅稱自己永遠不可能學
會英文。然而在今年課輔營短短15小時的英文
課中，他終於學會KK音標，相信自己也是可以
學會英文的！
那位老師每天下午還開車至鄰村去教一

課輔營兩週密集上課的果效非常大，至少
兩位國中生把下學期第一次段考前的範圍做完
了，一位小三生甚至把下學期整個數學計算題
的範圍都做完了，還有一位原本在數學上落後
甚多的孩子趕上了整年的進度。
然而更重要，卻不那麼容易評量的，是這
群孩子多年來在品格與學習態度上的進步―
有位去年在營會中特別霸道的小女孩，今年竟
然改頭換面，成了端莊文靜的模範生。所有孩
子也都長大了，除了要升小一的孩子初次來到
營會，還渾身帶著山上特有、豪放不羈的性
情，無法片時安靜外，其他的孩子都更成熟穩
健，不但可以輕而易舉靜坐廿分鐘聽故事，也
都更快速並樂意地順服師長的指令，他們的優
良品格和生活常規早在附近小學及附近村中備
受矚目。
這次有位升小一的孩子上課多次不願遵守
規矩，被任課老師送至營長處管教。其實營長
既沒打也沒罵他，只是請他搬張板凳到營長身
邊，兩人安靜對坐至午餐時間。沒有想到管教
結束後，那孩子不但變得非常順服，並且還在
另一次用餐時間當著眾人的面，對營長大呼：
「XX老師，我愛你！」另外還有一個升小一的
孩子上課上到一半，沒來由地忽然堅持不要再
上了。營長也沒有罵他，只是很冷靜地開車送
真實故事│ 3

他回家（並且因他家中沒人在，門口又有條很
兇猛的狗，為免他害怕，營長還花了很長的時
間陪他在門口說話，一同等媽媽回來）所以他
後來雖失去了結業的資格，但自始至終仍對整
個營會留下好的印象。這些在在證明只要我們
嚴格（卻不嚴厲）地教導孩子，他們不但不會
怨恨師長，反而會更敬重師長。
恐怕更讓我們訝異的是，有三兄妹平日在
家中水火不相容，卻都喜歡來參加我們營會，
因此每年我們就分別與他們作朋友，並且在他
們當中做調和的工作，如今他們已開始學習彼
此相愛，不再見面就大打出手。另外還有一對
姊妹，平日也在男生堆中粗言粗語，像大姊大
一樣。但是今年再看她們，已經越來越溫柔，
甚至在這次營會結業式時自己選擇穿裙裝，搖
身一變，成了嫻靜的淑女，不但讓人讚嘆，更
證明了許多在性別取向上混亂的孩子，所缺的
不過是真誠的關愛！
這些偏鄉的孩子不只過去在學習上落後
甚多，許多出身背景也悽慘到叫人憐惜——其
中一個小一生父母離異，使他多年無人好好照
管，到三歲半時仍不會說話，還好後來養母收
容他，也訓練他，讓他終於能說話；這些孩子
的父母也隨時可能大醉一場，回家後就對孩子
拳打腳踢。當前述那位國三生終於學會KK音標
時，換了其他家長，必定會好好獎勵一番，但
是他面對的卻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來發酒瘋的爸
爸！他的姊姊也需要在炎炎夏日賣剉冰，才能
幫助他繳出下學期的學費……總之，偏鄉孩子
環境的惡劣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能阻撓他們學
習的因素也多而又多。連他們自己都知道能到
課輔營中安靜學習是多麼難能可貴，也因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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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協助他們突破這種惡性循環的外力，就成
了他們在逆境中最珍貴的祝福。
過去幾年中，村裡的風氣有些改變，從前
青少年一輩子的目標就是高中畢業，然後工作
賺錢；現在卻一個個渴望能去讀大學，更增長
見識，將來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過去連續三
年中，這村子裡已經每年都有國中畢業生加分
後考上附近城市裡最好的高中。但我們盼望未
來能從他們孩子還在幼兒園時就開始提供最好
的教導，甚至讓青少年連加分都不需要，便可
以憑著真才實學，考上好的學校，並且回到原
鄉服務（今年有兩位出身村中的年輕老師剛剛
被錄取回到母校任教），那才是長久振興原鄉
的真正穩定根基。
為了要達到那樣遠大的目標，顯然靠著每
年一個營會是不夠的，必須要從課輔延伸到牧
養，才能真正落實。因此我們不但每年去辦暑
期課輔營，還堅持要至少做廿年（現在才剛結
束第九年）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在學期中每週
六送另外一批老師上山，持續陪伴這群孩子。
我們最看重的也不是學生的名次成績，或是他
們考上的學校，而是確定他們在愛的環境中成
長。因此除了授課之外，我們也常探詢或探訪
各家的生活狀況，確定每家的孩子衣食無缺，
又在緊急狀況時幫忙籌措醫療或生活費……
我們沒有人敢誇口說自己有能力去幫助任
何人。過去九年來，因著神的恩典，讓我們得
與一個偏鄉的村民們相連結，彼此互相鼓勵打
氣，成為最親愛的家人，雙方都因此得著莫大
的祝福。惟願更多在財務和人力上略有能力的
教會，也能與我們一同領受這樣的福氣。

拓荒區報導

頭屋教會

頭屋短宣之旅
∕SOW短宣隊 許妏莎

在

逆境中最能看見自己的成長與試煉，也最
能明白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什麼樣的安
排。唯有持續信靠著祂、遵循祂的話語才能找
到最後的出路。
這個夏天，我在臺灣苗栗的頭屋教會開
始了生平第一次短宣之旅。到達苗栗之前，我
承認自己沒有做太多的準備，無論是心理上或
是身體上。為期五天的服事說長不長，說短不
短，但足夠讓我受益良多。每一天遇見的挑戰
與難關也都不盡相同，而這也讓我更加瞭解上
帝安排我到苗栗是要磨練我成為一位祂更棒、
更堅強的孩子。

在這次苗栗服事團隊的十一位成員，都是
從不同的教會來的，有來自南加州、有的是從
香港來，有的和我一樣是從北加州來的。也許
是處理事情方式的不同，我們會有意見分歧的
時候、爭論不休的問題；而我們到頭屋國小去
傳福音和教英文的時候，有些孩子會不斷的試
圖干擾其他同學，或是有很多孩子們的心都沒
有打開接收我們想傳達的訊息。印象非常深刻
的是在第二天晚上，我們團隊的領導把我們所
有準備要睡覺的團員都叫了起來，她覺得我們
需要想辦法讓孩子們在唱詩敬拜的時候，都跟
著我們一起跳、一起唱。所以當天晚上我們熬
夜找歌、編舞、翻譯英文，只為了能讓詩歌裡
的字句烙印在孩子的心中。隔天早晨，所有團
員提早了半個小時起床禱告，因為我們知道當
我們遇見試探與難關的時候，唯有倚賴上帝才
能解決問題，我們的能力總是有限的。

而這個旅途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Altar
Call。在這次的行程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傳
福音給孩子們，所以當他們舉手表明自己要追
隨耶穌基督的時候，心中的感動和感謝是湧流
不停且難以忘懷的。「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
們。」在新約約翰一書第四章十九節裡，非常
簡短的一句話，但卻非常受用在我們所有的人
生課題裡面。愛是所有情感的開始，而耶和華
正是創造我們的那位真神，而我們能夠去愛那
些孩子是因為神先愛了我們。當他們舉手禱告
決心投靠耶穌基督，所有的愛又回到了耶和華
身上。
小時候移居美國之後，能夠認識上帝，就
連這次短宣也是祂替我細心安排好的。起初我
打算報名參加短宣的時候，名額已經滿了，但
是有一位姐妹她的簽證一直簽不下來，我才得
以替補上。我想神一定是對我另有安排吧！這
次短宣的收獲不只是學習到團隊事奉的訣竅，
我還學到在逆境中要更堅定仰望神的態度和禱
告的重要性。一開始前幾天我們的課程不太順
利的時候，我們會花更多時間禱告，到了第三
天我們的難題都會奇蹟似的消失。而一開始不
太理睬我們的孩子們也開始變得聽話，他們的
心也被神柔軟了許多。
感謝主，在我們的生命中坐著為王，我們
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祢是完美且最有能力的。
請祢繼續使用我，將祢的聖名傳揚到世界每一
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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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頭屋短宣感想
∕SOW短宣隊 Kion

「

耶

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
見神的榮耀麼？」（約翰福音10:40）

在我來苗栗之前，曾經對這次短宣有著
各種各樣的期待和幻想。畢竟，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短宣。因著平常的忙碌，總覺得短宣前的
準備不是很充分。田牧師寄給我的小學英文教
材，我匆匆看了幾眼隨手一放，之後就再也沒
找到。曾經參加過頭屋國小短宣的張弟兄要我
把使徒行傳再研讀一遍，但是上飛機前我只讀
到了第12章。
除了準備的不充分，陌生的環境也讓我一
開始有些不知所措。團隊裡的成員都來自不同
的背景，性格年齡也各不相同。教材也跟我一
開始期待的「教英文」完全不同，側重點更多
在聖經故事，這讓教學難度增加了不少。
第一天的教學，就遇到了難題。首先是課
堂秩序完全失控了。我們小組中的Sophie老師
主要負責英文講課，Oscar老師因為不懂中文沒
辦法對小朋友進行教育，這個重擔就落在了中
文最流利的我身上。但是我既沒有對他們設下
規矩，又兇不起來，導致他們更加為所欲為。
上課的時候突然有人把麥克風拔掉，走來走去
動同學的文具，甚至還有用橡皮筋打我們的團
員。我講故事的部分也不成功，用詞生硬，小
朋友大多都覺得無趣，幾乎沒幾個在聽的。
但是感謝神，之後事情有著很多的好轉，
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讓祂得榮耀。首先是我們
團隊迎來了新成員Caleb老師，之後由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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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堂紀律有了很大的改善。其次，我們在教
學過程當中的默契與配合也越來越好。我在第
一天結束的晚上就向神禱告，祈求祂賜給我當
說的話。我看熟了第二天要講的故事以後，就
決定第二天不看教案，憑著信心講課。之後的
每一天講課效果都越來越好，從一開始我講我
的，台下各幹各的，到後來他們要我多講一些
故事，這實在不是我們能夠憑著自己改變的，
完完全全是神的帶領，神的作為。
神不僅在我們身上改變，也改變了小朋友
們的心。第一天淘氣的幾位小朋友，慢慢也開
始放下內心的防備，願意聽我們說話了。即使
有的時候他們不願意彼此道歉，不願意互相體
諒，但是我相信看到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他們
也被感動。其中最讓我感動的就是Caleb老師
的一次教育。那一天因為在台上拍照時推推搡
搡，幾個小朋友就打起來了，五位同學有兩位
哭了。Caleb老師首先讓他們互相道歉，但是
有幾位小朋友還是很生氣，連我們用糖果收買
都不管用。這時候他為了讓小朋友們消氣，不
要互相打，就讓他們打他的胸肌。雖然他的胸
肌很壯，但是他事後跟我說，有個小朋友沒打
準打到骨頭很痛。我覺得即使是不懂事的小朋
友，也能從這裡感受到Caleb老師對他們的愛。
不僅僅是Caleb老師，我從許多老師身上都
看到了耶穌的愛。這次短宣之旅，神不僅讓我
經歷信心的試煉，也讓我看到了祂的愛大有能
力。與其說是我來頭屋宣教，不如說是神讓我
來到這裡學習並見證祂的榮耀作為。

▲上課之一。

▲上課之二。

▲在視聽教室唱歌聽故事。

▲康郡教會的Kion、妏莎與秘書長合影。

▲教孩子唱詩歌。

▲營會中的孩子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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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是什麼在吸引

青少年
∕李進春 牧師

這

個主日，外面的嘈雜聲嚇我一跳，。一
大早，就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車輛，還伴
隨著廟會的音樂，一聽就知道是廟會的活動。
主日聚會才剛要開始，外面的車潮及人潮越來
越多，聲音也越來越大，還好天氣熱，我們把
門關起來，打開冷氣，就比較沒聽到外面的聲
音。
在大西村偶而會有廟會活動，但從沒看到
這麼大的陣仗，而且在當中抬轎子的，拿旗子
的，開小車子的，很多是年紀很輕的，還有一
些小朋友也在當中。我心想，這麼多青少年來
參加廟會活動，是什麼在吸引他們？
兒子上國中之後，我常在他們放學後，
與兒子到學校打籃球。二個大籃球場，竟然都
空蕩蕩地沒有其他國中生打球，且幾乎天天如
此。孩子都跑去那裏了？我想，我們都知道，
就是大多在家裏上網、看手機、打電動。是什
麼在吸引他們？

在很多的場合中，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
才二歲、三歲而已，就已在低頭玩起手機、平
板電腦裡的遊戲。好些父母甚至為了使孩子可
以安靜不吵鬧，而用平板、手機來轉移他們的
注意力，很快的，孩子就愛上這些東西。是什
麼在吸引他們？
最近教會有一些孩子，他們頗為心動的
想學一些樂器。他們來教會已有一段時間，這
次他們看到從上海來的大哥哥、大姊姊們又是
吉他、又是鋼琴，他們聽到了美妙的聲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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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了他們的心扉，吸引他們的心想要學習樂
器。
求神帶領這些孩子，讓他們在教會透過各
樣的學習能走在神的道路上，不被這世界所迷
惑，讓他們成為祝福的管道，吸引更多的人來
認識主，得著屬天的祝福。

代禱事項：
1.大西教會在頭份濫坑里開拓了新的福音據
點，請為此事禱告，求神帶領年逾七十的俞
黃碧茹姐妹及Joy姐妹在濫坑里的服事有美好
的配搭，生活上及身體狀況都能適應，能為
主得人。
2. 請為教會音樂班禱告，目前有鋼琴、烏克麗
麗班及青少年自學吉他，求神幫助他們在樂
器上的學習，也為著這些孩子陸續在教會參
與服事禱告。
3. 教會在七月底到八月有國小暑
期作業指導，請為教會青少
年一起服事這些兒童禱告。

▲自 美 回 台 的 葉 志 津 姐 妹 帶 著 弟 妹 參 加 主 日 聚
會。

▲為期二週的青少年活動在感動中畫下句點。

▲教會左鄰姚家三姐弟參加教會主日聚會。

▲感謝上海華商團契再次到大西教會協助事工。

▲葉健治弟兄受洗後接受徐新民牧師的祝福。

▲歡迎俞黃碧茹姐妹回台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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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神愛世上一切小孩
∕呂以勒 傳道

感

謝神，祂是豐盛的神！再次在主面前大大
感謝，也特別感謝幾個短宣隊伍，帶來滿
滿的愛及見證。榮耀歸神，相信神必賜福。
今年上海華商再次組短宣隊前來，繼續
服事鄉村的孩子，他們愛的行動，每年都深深
的感動我們。上午在國中進行美語品格教學，
下午讓願意到教會的孩子，繼續更深的信仰
見證，很多孩子遇見神，福音也撒進他們的
心中，相信奇妙的救主，必成為他們一生的盼
望，也為此獻上感恩，神喜悅孩子們來到祂面
前。
記得幾年前曾經去關心一戶父母吸毒入
監的家庭，家中有三個小孩，情況堪憐。雖幾
次的關心，但家中阿媽卻攔阻他們進教會，後
來因著短宣隊在學校的活動，孩子心門漸漸打
開，後來他們與短宣隊員在facebook上都有連
絡，每年孩子都非常期待他們到來，因與隊員
年齡相近，容易對話，也能彼此更深的交流。
下午的信仰造就課程，透過幾年的陪伴，硬土
也漸漸鬆軟，這幾個孩子們竟願意自發性的來

到教會，真是感謝主。還有許許多多的見證，
都在訴說耶穌就是那位奇妙的救主。
感謝主，每次的短宣都讓我學習很多，
這次上海短宣隊都是青年領袖起來承擔第一線
的服事，也因此讓我學習到培育年輕一代的重
要，也求主興起新一代的領袖在造橋教會，現
在教會也積極培育青年領袖，願主賞賜智慧能
力。
最後，我要說，神愛造橋!相信小小的造橋
必彰顯偉大神的奇妙。請為我們代禱，下半年
繼續往高處行，得地為業，神必開路，一起以
信心往前邁進吧!願您們平安。

代禱事項：
1.2016暑期分別有上海華商、飛颺康華、華岡
文大、香港元朗等短宣隊，請代禱。
2. 為教會老中青三代的各樣事工代禱，特別為
最近姚中醫師開辦的小提琴班代禱。

▲造橋國中營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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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字卡學習。

▲小提琴班開課。

▲用點心教品格。

▲美語會話。

▲探訪生病的卓媽媽。

▲與學生開心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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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教會

成長
∕高悉音 師母

七年前的某個晚上，越南籍的美女媽媽帶了
二個小孩子來教會，用著越南國語說：
「我星期六、星期日都要上班，他們可以來這
裡嗎？」就這樣，兩姊弟就再也沒離開過。今
年，姊姊升高一，弟弟也升上國三了。
阿玲是一個很安靜的小女孩，很認真，但
是數學總是學不來，不會又不敢說，總要在檢
查作業時發現，問她說：妳不會對不對？她才
回答：對呀！書雖然讀得不怎樣，但卻很能畫
畫，把她的作品拿去比賽，至少也拿個佳作。
做起打掃工作，或是進廚房，那就厲害啦！沒
有一樣她不會的。她總是不放過細節，讓她做
事，就是放心！有一次客人來，師母請她去切
水果，一端出來，哇！擺花！好漂亮的一盤
水果端上桌，把大家都嚇了一下，怎麼才國
小四年級，就能做出這個成果！在她美美的腦
子哩，就是有許多的創意！每一回孩子們畫謝
卡，阿玲就會主動的設計，然後帶著孩子們一
起完成卡片，做出來的卡片總是叫人驚豔，會
很想把卡片裱框掛在牆上欣賞。
今年，阿玲被任命做音樂組長，每次練習
完，孩子們使用完樂器，她要負責大家都確實
有把樂器收好歸位，這是一件挺煩人的工作，
但總是看到她笑嘻嘻地說：某某人，樂器要收
好歐！孩子們就都會乖乖地把自己的樂器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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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音樂會，年初阿玲就帶著團隊
一起籌畫，國中畢業後，立即利用週六開始排
練，暑假更是天天練習，毫不鬆懈。看著她輕
聲細語，卻又是嚴格的要求，一種溫柔的堅持
和嚴厲，真的是沒有一個孩子敢造次。太厲害
啦！
七年來，阿玲經歷了上帝的恩典，樂意
擺上自己服事神！在她美麗的笑臉上，看見上
帝的雕塑，也看見上帝賜下恩典與能力在她身
上。求神更多使用阿玲，讓阿玲成為神國度的
精兵。

代禱事項：
1.8月15-20日在育英國小的服務學習營，宛容
是行政長、沛嬴是值星官、宜頻是膳食長、
筱臻是教案長，已經開始行前的規畫及預備
工作。其他升國一以上的孩子也都是小隊
輔，或小隊助理，求神祝福每個孩子們的服
事。
2. 孩子們被訓練起來後，期待能夠開始有外展
的事工。孩子們也能夠開始帶朋友來教會。

▲分組活動。

▲拿證照喔！

▲烏克麗麗練習。

▲喜樂營會前禱告。

▲樂團練習。

▲營會中的戲劇―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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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短宣隊。

▲上海華商團契短宣隊。

▲南灣愛修教會短宣隊。

▲眉山青年營會中幫小學生垂降。

▲遊戲中學習。

▲與學生在操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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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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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35

乙增婷

2,000

張世明

2,000

戴金雄

6,000

新竹北門聖教會

方美珠

6,500

張玉如

3,700

謝仁浤

8,13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王明川

1,000

許洪猷

4,000

謝慧柔

2,000

新恩全人關懷協會

22,000

王建華

5,000

許書毓

8,000

謝蕙如

1,000

台北市文林基督教會

2,000

王燕玲

1,000

郭秉慧

20,000

鍾維鴻

4,000

基層宣教促進訓練會

1,200

田南芝

15,000

郭麗貞

1,000

簡朝振

6,000

衛理公會新竹春湖教會

白美月

1,000

陳小玲

500

魏繡春

2,000

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基金會

任秀姸妍

3,000

陳正育

20,000

羅梅英

200

江秀香

1,200

陳含笑

2,000

羅榮隆

4,000

ACCCN INC.

吳莘華

5,000

陳壽穗

2,000

羅際旻

3,805

5,000

陳福永

3,000

譚南霞

3,000

BLACKHAWK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2,000

吳榮英
呂逸帆

12,000

陳鴻琳

10,000

蘇秀緣

2,000

$1,650

李以諾

250

彭舒青

10,000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顧秀英

李秀英

6,000

曾淑錡

1,000

林賴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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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李佳恩

560

曾貴珠

4,000

徐劉美蓉

800

300

湯昕穎

2,500

陳張秀珍

1,000

EVANGELICAL FORMOSAN CHRUCH
OF SOUTH BAY MISSION

$2,000

李宜頻
李進春

12,000

黃仁祈

3,000

曾潘美香

4,000

HAROLD W CAMPBELL

$7,420

林于斟

10,000

黃忠興

5,000

齊傅清妹

800

林吉雄

6,900

黃信吉

8,000

羅陳清妹

500

林志陽

2,000

黃國榮

2,000

士林靈糧堂

30,000

林為文

3,000

黃煦程

300

台北復興堂

6,400

林為欽

18,000

黃靖翔

2,000

芳迪企業社

3,000

林敬恩

3,000

黃憲宗

3,000

新竹浸信會

100,666

林筱臻

300

溫素芬

250

新竹錫安堂

4,000

林摯旗

2,000

葉梅花

1,7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林麗鴻

2,000

詹前耀

4,000

文林基督教會

2,000

林韡承

6,000

齊子嫻

1,000

浸宣斗南教會

3,000

姜秀雲

2,000

劉沛嬴

3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柯慧美

72,000

潘榮姿

1,0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范瑞香

1,000

潘榮泉

4,500

徐偉晟

40

蔡仲達

3,600

本期收入

徐偉國

40

鄭道恩

15,000

本期支出

徐紫綾

600

鄧沛晴

2,000

本期餘絀

高悉音

1,000

盧瑞雲

2,100

上期結存

張人元

6,000

蕭聖貞

3,000

累計結存

3,000
21,000

5,000
125,900
美金
$300

HIGHPOINT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600
$1,000

JEAN E FANNJIANG

$50

LAUNG Y. SHAU
LEE KUO

$10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200

South Bay Agape Christian Church

$900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ORANGE COUNTY INC.

$2,6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500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500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306,067
239,958
66,109
177,331
243,440

336,550
226,984
109,566
188,840
298,406

165,743
162,267
3,476
26,836
30,312

19,504
20,506
-1,002
-33
-1,035

355,443
797,509
-442,066
755,022
31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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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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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