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 
Grass-Roots Mission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苗栗郵局許可證
苗栗字第390號

中華郵政苗栗雜字第17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請退回

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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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福音據點。

各拓荒教會通訊

目錄

1、用肩扛抬............................................... 1
2、祕書長的話～「用肩扛不車載」的事奉∕陳正雄 ............. 5
3、真實故事～愛網重重∕鄉間小牧  .......................... 2
5、拓荒區報導～〈造橋教會〉愛、短宣∕呂逸帆 ............... 6
6、拓荒區報導～〈大西教會〉呼求主的名∕李進春 ............. 8
7、拓荒區報導～〈頭屋教會〉我在這裡，請差遣我∕田南芝 .... 10

8、拓荒區報導～〈頭屋教會〉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Michelle Bong ...................................... 12
9、拓荒區報導～〈眉山教會〉我們的教會 ∕黃信吉 ........... 13
10、一分鐘認識基福、奉獻徵信............................. 15
11、劃撥單............................................... 16

8月

用肩扛抬

設計編印∣　 天路／天恩

 / AUGUST / 2015 / 



「用肩扛不車載」
∕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現代製造商，為了獲得最大的利益，為產品

設計有限的壽命。從20世紀初的燈泡到

21世紀初的手機，製造商將這概念發揮得淋漓

盡致。透過電池的壽命或速度的限制、功能的

更改等，製造出使用者對新產品的饑餓感，以

至於你不斷要追求新的產品，電腦也許三年，

手機頂多兩年，你就要換新。他們甚至有本事

創造出一種氣氛，如果你沒有跟上新的產品，

你就落後了。這是現代人追求科技新產品的現

象。這現象也進入了教會，用手機「滑」聖

經，用YouTube上的詩歌來敬拜……。

民數記第七章1-9節，會幕立起來，帳幕和

各樣器具都用膏抹了，成為聖潔，開始起用。

就在那一天，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族長領袖送

來了當時的「高科技產品」，那是他們誠心奉

獻給耶和華神的禮物―六輛篷子車，十二隻

公牛。兩隻公牛馱一輛車。上帝吩咐摩西說。

收下這些禮物，作會幕的使用，並且交給那些

辦事的利未人。於是摩西收下來了。

利未支派除了亞倫後代成為祭司，其他三

個家族，革順族負責帳幕、罩棚、會幕蓋、門

簾等的搬運，摩西交給他們二輛車、四隻牛。

米拉利族負責會幕的板、閂、柱、座、橛子、

繩子等的搬運，摩西交給他們四輛車、八隻

牛。哥轄族負責扛抬約櫃、桌、燈臺、香壇、

祭壇、聖所內器皿並簾子等，摩西沒有給他們

車與牛，「因為他們辦的是聖所的事，在肩頭

上抬聖物。」（民7:9）原來這些聖物必須用

肩扛抬，不能用車載。大衛就是在這件事上不

夠明白，錯用牛車載約櫃，導致好意的烏撒滅

亡。

整個聖所代表的是聖徒敬拜的生活，只能

肩扛不能車載。

原來在科技極為發達的現代，有一些事卻

是無法用現代科技產品替代的。我們可以有極

方便的讀經機，有手指滑一滑就可以找到經文

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但這些不能代替你每天需

要花時間研讀或默想神的話語。你無法用禱告

手冊或各種禱告文來代替禱告，你需要安靜心

來到神的寶座前親自向祂傾心吐意的。敬拜讚

美更不是你可以用YouTube、用mp3或CD來代

替的，你必需用心靈與誠實，親自開口出聲用

詩章頌詞將頌讚歸給神。宣教亦然，必需親力

親為，踏入禾場。

不管時代如何進步，

科技如何發達，關於

聖所裡那些神聖的

事物，我們必需用

肩扛抬，不能用車

運載。

秘書長的話

的事奉

「因為他們辦的是聖所的事，在肩頭上抬聖物。」（民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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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傑是個小學四年級的孩子，他的父母已經

不住在一起，媽媽工作時間很長，常無法

妥善地照顧他，甚至曾被村裡的人告到社會局

去。有一次，教會的少年人拿著家中剩餘的肉

骨頭，打算去餵小傑家的兩隻狗。沒想到小傑

看見了，說肚子好餓，一把抓過來自己吃了。

我實在無法想像今日台灣還有處於這樣境

遇中的孩子，聽了十分難受，想要去關心他。

但是村裡的人說：「沒有用啦！」連慈濟功德

會都想過要關懷他，也沒有辦法！我只能列入

我的禱告單裡。

去年6月左右某一天，我決定要去找小

傑，就買了一盒蛋糕到小傑家。然而小傑家養

的兩條狗沒有拴起來，又在他家門口狂吠，不

讓我過去。我只能在小傑家門口大聲叫喚他的

名字，說明自己是誰，請他開門出來說話。

喊了大約五、六分鐘之後，小傑才打開

門，讓我進去。立刻我被到處是跳蚤的狀況嚇

壞了，又看到陰暗的客廳裡只有被狗啃得破爛

髒黑的沙發，全屋充滿狗味，內心難過到無法

形容。

我邀請小傑上我的車，跟我去小學的操

場，一面吃蛋糕，一面聊天。問他是不是願意

來教會？我也給他的媽媽留了一張字條，說明

自己是附近教會的牧師，知到她工作時間那麼

長，還要帶孩子，很辛苦，問她是否願意跟我

聯絡，讓孩子去教會？

小傑的媽媽果然讓小傑來到教會，但是他

坐不住，所以只來過一次，就沒有再來了。那

之後我無論打電話或發簡訊，小傑媽媽都沒有

回覆，甚至再去探訪，也都沒有人開門……然

而我未忘記小傑，不時就會想到他。

有一天，我去學校接孩子回家，不知為什

麼走了平日較少走的路，剛巧從小傑家門口經

過。我發現他坐在路邊，一手拿著飲料，一手

拿著麵包，但是胸部一鼓一鼓地，又說心臟好

痛。我聽說過小傑有氣喘，問他要不要打電話

給媽媽？他說不要。打電話給他媽媽，也都無

人接。當時我必需帶孩子趕回家，只能跟他約

好隔會兒來接他去醫院。

等到下午兩點再去他家時，喊了十多分

鐘也沒有人應門。我深怕他已經遭遇不測，立

刻禱告求神讓我能親眼看見他平安無事。沒想

到禱告完，門開了，看見他家中有個男人（後

來知道是小傑媽媽的同居人）緊張地抱著他走

出來。我讓他把小傑放到我車上，那時小傑已

經失去意識，無法自己走路了！我在慌亂之中

開車前往最近的醫院，同時請那位男士繼續不

斷與小傑的媽媽聯絡。醫生見到小傑時，說：

「好險，再晚一步就小命不保了！」小傑後

來被送入加護病房，媽媽直到四點多才趕去醫

院。小傑總算有驚無險。

∕鄉間小牧

愛網重重
―小傑與小傑媽媽的故事

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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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小傑媽媽懷孕了，無法繼續勝任原來

的工作，想要請教會協助找其他工作，今年5月

16日那天早上帶著小傑，騎摩托車來到教會。

我終於見到從未謀面的小傑媽媽。

除了工作的事，產期已近的小傑媽媽說

她因前置胎盤而必須剖腹生產，但無人可幫助

她，她來尋求教會的幫助。談話中，才知道

小傑媽媽三天後必須自己一個人去醫院接受手

術。我找了教會幾個人討論要如何協助這位單

親媽媽。

結果5月19日小傑媽媽生產的那天，有三

位教會的姐妹到醫院並全程陪伴，從在病房待

產，到護士抱出新生兒給「家屬」檢視，直到

麻藥退去，推回病房（相較之下，令人傷感的

是―孩子的爸爸從頭至尾不曾露面，陪伴小

傑媽媽及新生兒的那三位姐妹最多只與她有一

面之緣而已）。

教會人手不多，我們儘量安排有人能去陪

伴小傑媽媽，另外也出一些錢，聘專業的看護

在晚上的時間前來照顧。

然而不只如此，背後還有其他我們意想不

到的動人故事……

小傑媽媽住院期間，國小的學務主任夫

婦把小傑接去自己家中照顧，並天天帶去醫院

看媽媽和新生的小妹妹（他們愛小傑，也注重

生活管理，讓小傑在幾天之內就養成好的生活

習慣，甚至連成績都在幾天之內就有明顯的進

步。他們說小傑被編入資源班實在是可惜了，

因為他頭腦資質都不差，純粹是被環境耽誤

了）。

小傑媽媽原來打工的餐館老闆娘（是召會

的基督徒）不但為她保留職位，還加給她一個

月的薪水，好讓她有錢調養身體，並且哺餵孩

子。

甚至還有一位與我們原不相識的看護，聽

說我們與小傑媽媽非親非故，後來也決定免費

通宵看顧，不肯向我們收取任何費用。

小傑家旁邊的房子剛好被清華大學租下，

用作一門田野調查課程的教室。在那裏出入的

師生都對小傑家的情況略有所聞，但是他們一

點也沒有嫌棄。小傑媽媽請他們代養身上滿是

跳蚤的兩隻狗，他們就義不容辭地接手了，

結果造成他們自己的房子裡跳蚤肆虐，他們

仍然沒有一句怨言（只偷偷地私下讓我們知

道）―這種種情景與每天台灣社會新聞所描

繪出的冷漠自私，真有天壤之別！這樣的台灣

真是充滿盼望！

剛開始住院的時候，小傑媽媽表現出異

於常人的堅忍，即使身上傷口未癒，還是凡事

都儘量不假手他人，幾乎沒有笑容，也不曾對

照顧她的任何姊妹說過一聲「謝謝」。但隨著

彼此熟悉起來，我們才漸漸從跟她的對話中明

白，為何她笑不出來……

原來她從小父母就離婚，愛她的父親以為

作母親的會比較懂得養育女兒，所以讓她跟著

母親。哪想到在她十四歲的某一天，她親生的

母親竟然瞞著父親，把她以三十萬的價碼，賣

給了一個相當年長的男人作老婆。不但使得她

從此無書可讀，並且只要稍有不順從，丈夫就

把她打得頭破血流。後來她脫離了那段婚姻！

打從踏入教會找到我的那天起，小傑媽

媽就明說自己無力再多撫養一個孩子，所以孩

子生下後會儘快交給辦理領養的機構。我們聽

了都很難過，然而除非我們能長久幫助這個家

庭，否則實在沒有資格干預她的決定，也就一

句都不敢勸，只能默默禱告。

但是神在動工……

小傑媽媽住院三天後，竟然開始誠懇地對

照顧她的人說「謝謝」，並且也不再提要把孩

子給人收養的事。有教會的姊妹邀請小傑媽媽

去她家坐月子，但是小傑媽媽堅持要回到自己

家中。

出院的那天，一共出動了兩輛轎車去醫院

接，才裝下她們一家三口，以及教會及弟兄姊

妹為她們預備的各樣新生兒器具與用品（國小

的主任夫婦還另開第三車過去關心）。可是當

大夥兒把人和物品送抵她們家，進入屋內時，

都傻了眼！小傑媽媽可能已經非常習慣那個環

境，一點也不為意，但其他人身上立刻就被跳

4│秘書長的話



蚤咬了，並且屋況的不理想遠超過眾人所能想

像。只好公推小學主任的先生（也就是師丈）

作代表，正色告訴小傑媽媽，不可再堅持己

見，必須去教會姊妹家作月子，並且連停都不

要停下來，立刻就去，否則新生兒稚嫩的皮膚

可能馬上就會被叮咬而發炎感染！ 只有在那樣

半強迫的情況下，小傑媽媽才勉強點頭，讓大

家再將所有人與物品載至姐妹家。

在姊妹家不用自己燒飯，孩子上下學也有

人接送，照說是很理想的休息環境，但是小傑

媽媽仍然惦記著自己家，堅持在住了七天後就

一定要返家。

我和三位姊妹因此於5月26日那天「全副

武裝」先去他們家打掃，希望能為新生兒預備

整潔的環境。但是才整理一小時，就知道憑著

區區四人，那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在5月31
日主日那天講道結束後，請所有的弟兄姐妹在

主日崇拜後，愛宴一結束，一同過去幫小傑家

大掃除。

那天下午加上幾位清華大學的學生，浩浩

蕩蕩的二十多人。團結真是力量大！只不過用

了約一小時左右，就把小傑家所有該汰換的家

具，都搬到村長指定的回收地點。又把城市教

會弟兄姊妹捐贈的二手家具搬入，整個家看來

已經大不相同，我也向小傑媽媽言明會在接下

來的一週內，再請清潔人員去進行深度的清掃

與消毒。可惜小傑媽媽幾天後再次婉拒，清掃

的工作最後仍然只到那裡，就不得不結束了！

但是教會對他們的關心沒有停止，幾位姐

妹作了安排，自掏腰胞地輪流幫小傑媽媽預備

月子餐，希望能好好幫她補身體。

∴∵∴∵∴∵∴∵∴∵∴∵∴∵∴∵∴∵∴∵

這篇故事除了角色、名字更換過，其他都

是真實的。故事到此告一個段落，但是顯然小

傑的家庭不會從此就一帆風順，教會在村裡的

服事也不會就此畫上句點。不單許多像小傑與

他妹妹這樣的孩子每天需要足夠的食物，就是

他們本身的學習及身心發展也需要一個充滿愛

的大家庭來長期關顧―鄉下教會還有極長遠

的路要走！

然而小傑的故事讓我們驚喜地發現―神

的宣教工作並不需要仰賴大有恩賜的領袖，祂

更樂意使用一群能力不多，但甘心獻上五餅二

魚的無名小卒。求神使用無論城裡或鄉間的弟

兄姐妹所擺上的五餅二魚，祝福我們遇見的每

一個生命。

而我，繼續思量著怎麼幫助小傑與他的媽

媽可以認識耶穌。經過這些事，我知道當我傳

講福音的時候，他們不會把臉轉向別處。

祕書長的話│ 5



感謝主，七月美國聖地牙哥雅歌堂及上海華

商團契的短宣行程已經圓滿結束，八月尚

有康華禮拜堂的服務隊和飛颺青年成長中心的

夢想體驗營會，請繼續為我們代禱。

七月仲夏，來自美國、上海的學青、社青

和華商，帶著神的呼召，風塵僕僕地來到苗栗

造橋，在大西和造橋國中短宣。這已經連續七

年不曾間斷。一開始是美國隊主領，在上帝的

完全數七年後，交棒給上海隊。

感謝主讓這次主領的上海隊招募順利，

隊員共同的目標及使命，以及領袖的生命，令

人由心底佩服，愛使短宣充滿奇蹟，也讓我們

學習彼此相愛及接納，更重要的是學生聽見福

音。

回想整個過程，早上學校的美語品格營，

下午學生的生命培訓課程，看見隊員認真的美

語教學、與學生的交流互動、遊戲中的開懷笑

容，真想回到自己年輕時代的短宣，那樣單純

又真誠的服事。另外，生命品格的教育，深入

孩子破碎的心，很多孩子眼淚都止不住了，將

心中的傷痛釋放出來，並與隊員互相擁抱、禱

告，天父的安慰在當中行奇妙的作為，醫治受

傷破碎的心靈，獻上感恩。

離別前的團契時間，隊員打趣說這次的眼

淚流好多，抱歉用掉太多衛生紙，同時大家也

分享短宣的點點滴滴，坦承自己生命的不足及

愛不夠，更要倚靠天父的大能，相信主的愛連

結我們，要將祝福分享出去。

造橋教會

拓荒區報導

∕呂逸帆 傳道

▲上海華商團契短宣隊在造橋國中。

愛、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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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福您們的一切，願我們一起來，

將愛帶到偏鄉，傳揚福音。

代禱事項：

1.為8/1～8/5康華服務隊―新港國中小體驗

營、飛颺團隊-談文國小夏令營禱告，求主帶

領過程一切順利。

2. 為8/21～8/23福音聯盟於烏山頭水庫舉辦的靈

修會禱告，求主保守出入平安蒙福。

▲點心製作。

▲上海華商團契-彩繪T-Shirt。

▲短宣隊在國中教導生命教育。

▲感謝付出。

▲上海華商團契舞蹈表演。 ▲短宣隊在國中的美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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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10:13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

彼得行在水面上時，當他的眼目不再定睛

在耶穌身上，他就開始往下沈，彼得這時只有

呼求主的名說：「主啊！救我！」，耶穌就拉

起他的手，他就得救了。

有一位已當上國中校長的主內姐妹這樣分

享：當她還是高中生時，有一次家族出遊，正

準備要往回家的路走時，她看見一個清澈的水

潭，因為自己會游泳，心想，這水潭就這麼大

而已，這麼短的距離，應該很快就能游到對岸

了，難不倒她的，於是就跳下水慢慢地要游到

對岸去。

當她快游到岸邊時，心想應該可以踩到

底了，於是準備停下來要上岸，沒想到竟然踩

不到底，這使得她非常驚恐！因為體力已經透

支，幾乎沒力氣了，人就開始往下沈，但為了

保命她還是拼命地冒出水面喊「救命」，不遠

處的姐姐聽到了，但以為妹妹在開玩笑，並沒

有理會她。

這位姐妹想到以前她曾去教會聽過福音，

知道有一位救主耶穌可以幫助她，雖然生長

在傳統拜拜的家庭，但此時她沒有向所拜的

神明祈求，而是在心裡向這位救主耶穌求救

說：「主耶穌啊！我若能活著，我就要來相

信祢。」就在她說完之後，當時手中還抱著小

Baby的舅舅，聽到呼救聲馬上跳下水將她救

起。

從此，這位姐妹心中篤定，耶穌就是她的

救主。在大學一年級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成

為神的兒女，那已是30年前的事了，但這位校

長分享起來，歷歷在目，彷彿昨日，心中充滿

感恩。

類似的場景也發生在我身上，那是高一的

時候，我和同學相約到宜蘭的武荖坑溪去玩。

就在大家準備要回家時，我們經過一個水潭，

大西教會

拓荒區報導

∕李進春 牧師

▲週三下午客家小組在陳四珍慕道朋友家。
▲感謝呂傳道及師母一同參與客家二組在孫媽

媽家的服事。

呼求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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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黃以琳姐妹帶領暑假鋼琴班及烏克麗麗班。

▲羅溫水清媽媽固定參加主日崇拜。
▲黃媽媽細心呵護自己的菜園。

▲感謝聖地牙哥雅歌堂及上海華商團契這兩週

來的服事。

清澈見底，心想，以我的游泳技術，隨便游都

可以游到對岸，就下水去游，以為游兩下就到

了，豈知，當我停下來竟踩不到底！就在我快

要滅頂時，我的同學看到了，就一把將我救

起。

我當時雖然還不認識主耶穌，但當我回首

過往的事，深知有一位神，祂在創世之前就揀

選了我們，我的生命是祂所賜予的，是祂拯救

的，如今祂派我在大西村事奉祂，這是莫大的

恩典，除了感恩仍是感恩。

代禱事項：

1.請為客家小組分別在大西村、大龍村、錦水

村、大坪村慕道朋友家聚會禱告，求神預備

村民的心能快快認識祂。

2. 請為短宣隊來到大西教會期間我們所接觸的

孩子們禱告，求聖靈感動他們的心，願意繼

續來到教會認識神。

3.請為教會每週六下午的鋼琴班及烏克麗麗班

禱告，求神帶領每位學生有美好的學習，並

藉著黃以琳老師的見證分享，有機會聽見福

音，得著救恩。

4.請為教會將預備購買八人座

或九人座的福音車禱

告，求神預備經費及

合適的車子。

拓荒區報導│ 9



今年暑假的七月，我答應了頭屋國中去教8
年級和9年級的「補救班」英文，8年級班

有12位學生、9年級班有10位學生，這是第一

次的嘗試。上課頭一天，我就見識到他們需要

「補救」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議的低，由於不

會，上課就坐不住、隨意走動、說話、打架、

滑手機……（雖然學校每天都有指定人收手

機，放學再還他們，但是，他們不理會，仍然

將手機帶在身上）真是五花八門，亂成一團，

不知道要怎麼上課！

因此，在課堂上，我設計了一些益智問

題問他們，找了些益智遊戲給他們玩。我發現

其中有些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是不想那麼搗蛋

的，但是由於功課的疏忽，落後太多，沒有人

教導和幫助，就自動放棄上進、放棄學好。我

開始在學校的空檔「巧遇」他們，一對一的隨

便談談，在課堂上也偶爾一對一的教學，慢慢

地，我發現有些學生願意跟著我學習，而且自

動幫助我管理秩序，站在我這一邊；知道我是

教會牧師的學生就會直接稱呼我「牧師」。因

此，我的心被激動，我知道他們是有救的，還

來得及，只要他們認識神、與神和好，他們就

能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羅馬書10:13-14說：「凡求告主名的，就

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

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

教會和傳道人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哥林多後書5:14-15說：「原來基督的愛

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

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

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

是的，教會應當為主而活！

哥林多後書5:18說：「一切都是出於神；

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

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哥林多後書5:20說：「所以，我們作基督

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

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頭屋教會

拓荒區報導

∕田南芝 牧師

▲美國播種國際事工短宣隊。▲田牧師在頭屋國中協助英文課。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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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的話激勵我們，但願我們都能

來到賜人智慧、能力和祝福的主面前向祂說：

「主阿，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能發揮功用：傳講真理、報好信息、

領人歸主、使人與神和好代禱。 

2. 請為在2015/7/26受浸的9位弟兄姊妹們禱告，

他們是：羅梅英、鄧沛晴、劉玉芸、劉玉

蔧、謝耀東、成予恩、鄧玉欣、李芸萱和黃

煦程。盼望真理在他們裡面，除自己與神和

好之外，也常帶領別人與神和好，一生為主

而活。

3. 為真理能進入弟兄姊妹的生活，並能經歷、

活出真理來禱告，使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的

應許，成就在頭屋鄉！

▲短宣隊在國小短教課。

▲喜樂浸信牧師及弟兄姊妹來訪。

▲曹承礎教授證道。

▲曹教授帶領的營會。

▲恩福會的弟兄們獻詩。

▲短宣隊在學校帶領英語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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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y third mission trip to Taiwan, my 
second to Touwu. 

After a 4 hour train ride from Hualian, where 
we spent the first week of our mission, we arrived 
at Touwu in Maoli in the early evening. I came 
here last year so I was quite familiar with this town 
although the church has moved a few shophouses 
down and is bigger and more warmly decorated.

We had a team of 10 members, 2 couples and 
3 teenagers plus 3 helpers from Touwu, to teach 
two classes in Touwu elementary school and one 
class in Ming De elementary school.

Our Bible story this year focused on our 
creator, God, and his creations; we taught the 
children that all things are created by God.  We 
also taught them about sins and everyone's need for 
Jesus, our Savior, to atone for our sins.

Our story's main character was an orphan 
named Esther; God raised her up to be the queen 
of the great Persian empire so that she could 
save her people when the king's right hand man, 
Haman, wanted to destroy the Jews. She gathered 
her people to fast and pray for three days and God 
in his faithfulness delivered the Jews from their 
enemies once more. We also taught our students 
about Esther's godly character, her dependence on 
God through prayer and fasting, her patience in 
waiting for God's timing to present her case to the 
king.

I met a young boy who now has to stay with 
a foster home because his mother remarried. He 
told me about his frustration because unanswered 
prayers. When I asked him what they were; he told 
me his three prayers; prayer that he can live with 
his mother, prayer that his uncle can be released 
from jail, and prayer that his other relative may 
recover from illness.  I asked him where his father 
is and he told me his father died of an overdose.  

5 days of teaching bible seems very short 
and I wonder how much these young kids have 
retained after our departure, but I believe my God 
can do great things through us. In this little town 
of Touwu and Ming De, around 70 kids now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reator and his creations 
and know that our Jesus loves them.  For me, that 
is enough! As for the little boy, I encourage him to 
stay put and keep praying because God is faithful 
and He is the God of orphans and widows.

頭屋教會

拓荒區報導

∕Michelle Bong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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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教會都很特別，就像每個人在神面前，

都是獨特的。聖經哥林多前書12:12及14
節也以「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提醒我們，定義

教會只有一個：「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

肢體，而且肢體雖然很多，身體仍是一個；基

督也是這樣」；「原來身體有許多肢體，並不

是只有一個肢體。」（新譯本聖經）。同時也

強調，這很多不同的教會，猶如許多肢體，成

為一個身體，基督是這個以身體為喻的教會的

頭。這一期的基福簡訊，我們想綜合過去說過

的個人及家庭的故事，稍加補充，輕鬆喜樂地

再把我們的眉山教會，介紹給大家。

2009年元月，腳微跛的信吉牧師和偶爾

身體會發功（熱潮紅）的悉音師母，分批帶了

一些奇怪的家具和行李，一面裝潢整修，同時

陸續搬進現在這個寬敞的雙拼三樓透天厝。那

時，我們大概都還小，而且小得很可愛。現在

教會的大姊姊筑美(化名，以下個人名字皆化

名），在月眉國小種稻體驗活動中，突然跑到

剛剛致詞聲稱自己很「孩仔款（孩童樣）」的

牧師面前，主動表明家就住在最靠近教會的巷

子裡，詢問晚上可否去教會看看。而三天後，

筑美的姊姊和弟弟組成的姊弟三人組詩班，就

奇蹟式地創下教會開拓三天，就派出小詩班在

基福大會獻詩的記錄。接著，陸續幾年，后里

到處傳出眉山教會常免費帶孩子到處玩的「美

名」。

一個星期天下午，阿典在牧師也參加的

月眉觀光糖廠的吃冰比賽中（那次他得吃冰冠

軍），突然喊出：「怎麼都是眉山教會的？」

的時候，我們已似懂非懂地體會，我們都是眉

山教會的「主要」成員囉！陸續來了好多奇怪

的人，像我們在活動時，總是趴坐在一旁的

學謙、學和兄弟倆；被我們戲稱「餅乾芬」、

她哥哥及愛哭卻也愛現的妹妹三兄妹也加入了

我們的行列。雖然當中有些人離開教會，但我

們的快樂學習隊伍，卻陸續不斷地壯大。愛漂

亮的阿芳，國中畢業後去外地依親；餅乾芬的

哥，筑美和基福「一杯咖啡救一個靈魂」DM
上的「有個女孩」等三人，加上被稱為孩子王

的ㄚ吉慕穌（我們故意用台腔叫他），一起幫

師母管理這些維持在二、三十人規模的小孩。

眉山教會

拓荒區報導

∕黃信吉 牧師夫婦

▲徐新民牧師分享信息。 ▲政良弟兄領會―請為其眼疾代禱。

教會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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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領袖帶領詩歌拜。

▲在教會屋頂用水耕方

式種出大冬瓜。
▲鋼琴烏克麗麗配搭

司琴。

▲芥菜種會資助烘培老師教學。

我們教會當然也包括牧師的媽媽牧師嬤，

傳說中偶爾出現的牧師弟弟全家，以及牧師家

的三個葛格，我們共同稱呼他們為大哥、二

哥、三哥。我們最喜歡二哥，因為他回來時幽

默風趣，會帶我們耍寶；我們也喜歡大哥，因

為我們都是第一次玩他送給我們的新型滑板、

遙控直升機；我們也有點喜歡三哥，因為他會

用很厲害的方法讓我們英文進步，但我們也有

點討厭他，因為他偶爾會用一些小故事對我們

講一番大道理。

我們教會除了經常聚會的二、三十人外，

也包括台中附近及台灣稍微遠一點的地方，來

關心我們，陪我們玩過的哥哥、姐姐、叔叔、

阿姨們。那些為我們奉獻金錢或實用東西的，

無論我們認識不認識，也都算我們眉山教會的

人。牧師說，連那些無法奉獻金錢，為我們禱

告的爺爺奶奶，和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也

是我們眉山教會的，雖然我們不曉得他們是

誰。

代禱事項：

1.牧師斷斷續續參與駐軍部隊心理輔導心理事

工，目前因部隊演訓暫停。期待眉山教會參

與部隊心理輔導，和部隊之間能有常態正規

的互動。

2.繼屋頂菜園之後，透過台中市助扶關懷協

會，上帝為我們調集了各方資源。請為7月12
日華碩人資長、華碩基金會、元智大學吳老

師（父母后里人）及師生，協會理監事、學

校主任、老師，地方社區人士等各方在眉山

教會召開共識營之後，能有系統地組織、有

效率地興起社會企業，為服務地方貢獻社區

及教會的社區事工，創造持續不斷的資源。

3.月眉地區各國中小學及靠市區的七星國小，

與眉山教會一向有良好互動，求主賜福引

導，也透過學校把恩福帶到社區家庭。

4.主已開始奇妙地調動萬有，除了透過基福的

「省一杯咖啡救一個靈魂」專案，和其他了

解、關懷眉山福音事工的管道，充足供應教

會拓展福音的需要。我們繼續求神賜智慧和

機會，為本地區百姓和弱勢家庭，引進社會

企業豐富社區資源及家庭收入。求主創造更

多得福機會，引領更多人成為天國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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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日〜6月30日奉獻徵信

文林基督教會 4,000

浸信會懷恩堂 2,000

浸宣斗南教會 3,0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新竹北門聖教會 56,0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花蓮福音基督教會 4,000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6,000

哈利路亞網路社群發展協會 300,000

台南市基督教浸信會三一堂 20,000

美金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500

ACCCN INC. $300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CUPERTINO $1,200

EFCSB-MISSION $2,000

GEN-HWA CHIANG & STEPHANIE PAI $500

HAROLD W CAMPBELL $600

JUSTIN YANG KAO & JUSTINE C HUANG $200

LAUNG Y. SHAU $50

SHARON WU & CHI TIEN WU $300

SHYTZONG LEE & GUEY SHYAN LEE $200

THE HOME OF CHRIST, 5TH $600

南灣愛修教會 $900

若歌教會 $600

新澤西主恩堂 $825

乙增婷 2,000

方美珠 13,000

王明川 1,000

王姿儀 5,000 

王貴鳳 100

王燕玲 1,000

田南芝 10,900

余秀梅 1,000

吳尚燁 13,600

吳莘華 5,000

呂欣怡 6,000

呂逸帆 10,000

李以諾 900 

李如恩 2,600

李秀英 2,000

李佳恩 150

李宜頻 340

李帶弟 6,275

李進春 12,000

汪靈聲 5,000

孟藹倫 3,000

林于斟 10,000

林吉雄 4,600

林為文 5,000 

林為欽 17,000

林敬恩 2,000

林筱臻 220

林麗鴻 2,000

南賢天 5,000

姜秀雲 1,000

柯慧美 36,000

徐偉晟 45

徐偉國 45

徐紫綾 1,000

高純琴 192,800 

高悉音 2,000

張人元 3,000

許洪文 4,000

許洪猷 4,000

許書毓 4,000

郭秉慧 20,015

陳小玲 1,000

陳四珍 1,000

陳正育 12,000

陳含笑 4,000

陳智平 9,000

陳新長 3,000

陳壽穗 2,000

陳福永 2,000

陳鴻琳 10,000

陳麗圭 200

陳麗美 2,000

彭舒青 10,000

曾淑錡 600

曾貴珠 4,000

黃允祈 12,000

黃忠興 8,000

黃信吉 9,000

黃國榮 1,000

黃琛婷 1,000

黃煦程 200

黃靖翔 3,000

溫秀鳳 1,000

溫素芬 1,836

葉梅花 2,000

齊子嫻 800

劉沛嬴 510

劉秀津 12,000

劉敬豊 6,400

劉德志 4,000

潘佳慧 3,000

潘惠容 2,000

潘惠容 2,000

潘朝成 2,000

蔡仲達 3,600

鄧欽志 3,000

盧瑞雲 3,200

蕭聖貞 2,000

駱伯誠 2,000

戴金雄 2,000

謝仁浤 52,000

謝慧柔 2,000

鍾維鴻 2,000

蘇秀緣 2,000

何宋知真 500

李林怡秀 1,000

林賴正宗 18,000

徐劉美蓉 600

陳張秀珍 5,000

曾潘美香 4,200 

齊傅清妹 1,800

劉李春香 3,000 

北門聖教會 27,800

台北復興堂 6,400

平鎮崇真堂 12,000

喜樂浸信會 20,000

新竹錫安堂 4,0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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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認識基福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本期收入 293,665 137,910 158,515 90,345 719,326

本期支出 439,558 113,289 271,965 52,083 716,709

本期餘絀 -145,893 24,621 -113,450 38,262 2,617

上期結存 328,115 105,664 165,040 734 788,061

累計結存 182,222 130,285 51,590 38,996 79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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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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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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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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逸帆 傳道／王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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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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