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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秘書長的話

理事的話

為耶穌多搶救一條靈魂
四

年前的某一天，接到敬重的長老李勝雄律
師來電褒獎我說服永光化學創辦人陳定川
長老出版《往高處行》這本勵志傳記，並邀請
我加入「基層福音」團隊，當初我搞不清楚基
層福音是在做甚麼，但我卻一口答應加入基福
團隊，成為基福理事之一。如此也有四年之久
了。
馬太福音九章35節說：「耶穌走遍各城各
鄉，在會堂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
樣的病症」。
原來耶穌傳講福音除了在人群聚集的大城
市外，也在窮鄉僻壤的鄉野。切切實踐了「不
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的異象。
想起自己親人信主的經歷,不也是如出一
轍：在百年之前有一位愛主的弟兄，因著有一
顆搶救靈魂的心，在炎熱的夏天，背部插著一
根很茂盛的樹枝遮陽，沿路敲鑼打鼓大聲疾呼
「上帝的兒子迷路了，派我來尋找」先祖因一
時好奇圍觀聽了福音，因而得救信主。

今被呼召從事基層福音工作，實為回報上
帝之恩。也因著參與基福的工作才進一步了解
台灣城鄉之差異如此大，人力、財力等資源都
極其匱乏。感謝海內外愛主的弟兄姊妹全力代
禱和奉獻，特別感謝陳士廷牧師擔任秘書長期
間，大力的聯絡海外華人教會，每年寒暑假均
有福音團隊前來分享與協助並奉獻金錢，使基
福的事工能繼續走下去，願神親自報答你們的
愛心。
也謝謝拓荒區牧師師母們的辛勞，願意
委身鄉下地區在資源缺乏時仍然不減對神的熱
誠，誠如聖經馬太25章40節所說：「這些事你
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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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與大英雄

∕洪國隆 理事

聖經中有兩個小人物，小到一個地步，往往
連信主數十年的基督徒都還不認識。不只

記得八年前我帶領一羣年輕人查經，讀
了一本The Purpose Driven Life（標竿人生英文
版），當讀到36課「為使命而被造」最後一段
「為耶穌多得一人」作者Rick Warren華里克
牧師描述父親晚年彌留之時的事。他父親做傳
道人50多年，大半都在鄉間的小教會服事，雖
然是個平凡的牧師，卻是個有使命的人。他最
喜歡做的事，就是帶領義工隊到世界各地為小
教會建造教堂。他一生在全世界各地共建造了
150多間教堂。1999年他父親得了癌症，離世前
一個星期，他常在床上說夢話，不斷講述一個
個教堂建築的事，當他臨終前一個晚上，他的
家人大大小小都在他的床邊，他突然變得很活
躍，甚至想下床來。家人勸他好好躺在床上，
他卻不停試著要下床，口裡不住的喊著「為耶
穌多搶救一條靈魂！」「為耶穌多搶救一條靈
魂！」「為耶穌多搶救一條靈魂！」他不斷的
重覆著這句話有百次之久。

如此，絕大多數人即使讀到他們的名字，也會
立刻把接下來的好幾章快速翻過去，連讀都懶
得讀……

當我們大家讀到這裡，每個人都淚流滿
面，這不是耶穌要升天時交代門徒的大使命
嗎？再沒有一件事比這使命更有價值、更為重
要。祂要我們將迷失的兒女尋回。「為耶穌多
救一條靈魂」不也正是基福成立的主要目的
嗎？弟兄姊妹們願我們一起同工，「為耶穌多
搶救一條靈魂！」

他們究竟是誰呢？原來是摩西帶領以色列
人出埃及後，在曠野裡銜命負責建造會幕的兩
位工匠，分別叫做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而絕
大多數人不認識他們，正是因為跟他們有關的
記載都環繞著會幕裡各樣器具的樣式與尺寸打
轉，讓人覺得枯燥無味。譬如：

要用精金作一個燈臺。
燈臺的座和榦與杯、球、花，
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
這旁三個，那旁三個。
這旁每枝上有三個杯，
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那旁每枝上也有三個杯，
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從燈臺杈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
燈臺上有四個杯，
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燈臺每兩個枝子以下
有球與枝子接連一塊。
燈臺出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連一塊，
都是一塊精金錘出來的。
要作燈臺的七個燈盞。
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
燈臺的蠟剪和蠟花盤也是要精金的。
作燈臺和這一切的器具
要用精金一他連得。
要謹慎作這些物件，

∕理事兼代理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出埃及記25:31-40）
但是你一定想不到，基督徒若是真的肯
好好下功夫來讀聖經，卻可在關於這兩位的記
載中找到神只為有心人預備的稀世珍寶！―
這，怎麼說呢？
我們如果仔細去讀出埃及記25-27章，就會
發現它們幾乎跟出埃及記36-38章完全一樣。而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去逐字比較這6章，就
會發現它們彼此之間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出埃
及記25-27章是「耶和華指示如何造會幕及內中
的器物」，而出埃及記36-38章卻在描述「比撒
列及亞何利亞伯如何依照耶和華的吩咐一一完
成」。
我們當中腦筋動得快的，也許會有衝動，
想跟上帝提個建議，告訴祂為節省篇幅起見，
只需要用一句話―「比撒列依照耶和華的吩
咐一一完成了」，就不必讓可憐的摩西用三章
來重抄一遍。但我們都知道上帝不笨，祂之所
以要我們不厭其煩地細細比較「祂的吩咐」與
「比撒列的工作報告」，第一個目的是要讓我
們知道祂多麼以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為榮。創
造天地的主竟然為這兩位順服的僕人有一種
掩飾不住的得意，正如祂在約伯記1:8中對撒
但誇口，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
有？」在這裡，祂好像在說：「你看看，比撒
列做約櫃時真的寬是整整一肘半！」「你看
看，比撒列真的不多不少，剛好用精金一他連
得作燈台和燈台的一切器具！」
能讓主那樣忍不住吹噓的，世間能有幾
人？主不會交代我們去完成一件力不能勝的任
務，祂總是先量過了，才交給我們，但世間有
幾人願意日復一日，堅定持守主的標準？
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主都用「尺」來
量過了，祂知道祂在每件事上要求的是「一
肘半」，還是「兩肘半」。祂也知道我們實
祕書長的話│ 3

際做到的是「一肘半」，或是「一肘半少一
分」。我不是要在這裡說主是一個挑剔的「完
美主義者」，祂就是因為知道我們永遠不可
能達到祂全然聖潔的標準，所以才差祂的兒子
耶穌來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們因
祂的救恩而得在神面前白白稱義。但是我要說
的是—當別人嘲笑你，為著你堅持不能「少那
一分」時，主知道！主很可能在天上也對撒但
說：「你看他，不肯多拿別人一分錢！」「你
看他，不肯在背後說別人一句壞話！」弟兄姊
妹，主知道，主真的每一絲、每一毫都知道！
那就讓我們一切的委屈都值得了，不是嗎？
比撒列出身猶大支派，亞何利亞伯出身但
支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平信徒，但主用
了三章來描述一位平信徒如何巨細靡遺地遵行
祂的旨意。平信徒能為主所做的服事一點不必
比全職傳道人遜色。他可以是業餘的身分，卻
帶專業的水準。
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在奉差遣之前已經下
了許多年的功夫，才能有那樣的巧藝，主不輕
看技巧。也許在他們被主拔擢之前的日子裡，
有人看輕他們，說他們會的不過是一門手藝，
不如祭司榮耀，不如文士有學問，但他們仍然
堅持。我們在各行各業都可以被主拿來誇口。
當比撒列花許多年的功夫作木工、作裁縫、作
鐵工；當你花許多年的功夫練習彈琴的基本
功；當你花許多年在廚房烹飪，想法子讓眾人
吃得飽、吃得好，雖然看上去好像不是那麼屬
靈，但是主看到了，主也大大讚賞。
基督徒要羨慕作傳道人，但是主顯然不要
每個基督徒都作傳道人，只要主現在仍然把我
們擺在平信徒的位份上，我們就要繼續琢磨我
們的手藝，在各行各業中成為翹楚，叫主的名
得榮耀，也隨時預備接受主的臨危授命。
平信徒本來不得進入聖所、至聖所，不得
摸、甚至不得見會幕中的器物，但比撒列與亞
何利亞伯從某些方面來說，其實是先所有祭司
進入了聖所與至聖所，也摸遍了聖所中的每一
個部份，比祭司更早瞻仰了聖所的榮美，也更
熟悉會幕中的大小細節。
沒有任何一條律法、或是一個敵對的環境
可以阻擋一個清心的人「進入聖所朝見神」。
在 「親近神」這件事上，平信徒與傳道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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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機會，不須妄自菲薄。
在聖經中沒有記載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
他們單獨說的任何一句話，也許他們是拙口笨
舌的人，也許他們是沈靜的人，也許他們因為
常與主對話，就不在意多與人說話。恐怕他們
在作工時也沒有群眾圍觀，得不到許多景仰與
稱讚，直到完成的那一日。當會幕建造完畢之
後，聖經上就再也沒有看到關於他們的事蹟。
我們看到一位服事神的人可以甘於安靜與隱藏
的事奉，而不一定站在講台上事奉。而有多少
人可以像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滿足於在關鍵時
刻被主使用，而之後就消聲匿跡或擺在一旁不
被用？
我們從上面引述的出埃及記25:31-40，看
到神不過藉著短短的幾句話，來透過摩西指
示比撒列如何製作金燈臺。依照那樣簡略的
說明，本來可能造出來千百種不同的形式，比
撒列如何知道神要的是甚麼樣子呢？（顯然
主後來完全悅納，所以他的領受一定是正確無
誤的）想必他一面做工，一面戰戰兢兢地時
時求問主，也在與主的 一問一答中享受了不足
為外人道的屬天喜樂。原來一個彷彿是擅長用
「手」做工的人也可以是（甚至也絕對必需
是）用「心」來親近神的人（誰說馬大與馬利
亞的特質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主
樂意將祂最細密的心思顯明給我們看，但我們
問過祂嗎？
除了他們兩位之外，還有「凡心裡有智
慧、而且受感前來作這工的，摩西把他們和比
撒列與亞何利亞伯一同召來」（出36:2）。主
不只用他們兩人，而是要用每一位更小的人
物，或者說，還有不及備載的千千萬萬「心裡
有智慧」的，我們不需要因為自己名字沒有在
許多場合被宣讀出來就氣餒，主明說祂看見
了，並且每一個所做的祂都紀念。
今天在台灣最基層的福音宣教禾場，我
們每位自以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都
可以從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得激勵。我們不需
要羨慕別人有華麗的會堂或成千上百的會眾，
只要在「主指示我們的時刻」站在「主指示我
們的位份」上，作主忠心良善的僕人，我們也
可得到與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一樣的誇 獎與賞
賜！

拓荒區報導

頭屋教會

約 束 自己的眼目
∕田南芝 牧師

路

加福音11:34～35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
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裏
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原與舊房東訂在5月底到期的簽約，她因
知道我暑假有短宣隊來，無法搬遷，就主動問
我，雖然房子已經賣了，但是她可以和買房的
人說，給教會寬限一些日期，到8月底交屋，
可以嗎？ 我盤算一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再
說，我也需要在9月一日國中生開學上課時，準
備好一個新的、好的讀書環境給他們，因此，
對舊房東給我的體恤，以及所訂的搬家日期非
常滿意，非常感謝，滿心歡喜地答應了她在8月
底交屋。
7月份時，當看到美國陸續前來的短宣隊
員們對國小孩童們的努力，認真教學、愛心、
細心的對待，我禱告神不但要祝福他們，也要
祝福他們所接觸到的所有國小學生們，我深深
覺得頭屋鄉民大蒙恩寵、大有盼望，無形中真
是被喜樂充滿，就這樣喜樂、禱告、和感謝充
滿在每一天的日子中。

家父年事漸高時，身體越來越虛弱，需
要借助外勞幫助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可是他
總是不能釋懷，對自己不能自理一事，非常
在意。有一夜他小便在床上，弄得整家人都
醒了，忙手忙腳的清理，夜不能眠，他自責到
無地自容，就開始常說：「人活著，若沒有尊
嚴，就不需要活了。」終於不久，在8月4日他
選擇回到天家，讓我頓失一位常幫助我、教導
我、鼓勵我、安慰我的父親，雖然我知道他去
的地方是好得無比：他會很快樂、有尊嚴、有
榮耀，可是，我還是無法釋懷他的離去，無形

中，喜樂、禱告、和感謝在我的日子中減少
了。
之後，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國中課輔老師
的人選，始終無法確定，眼看9月開學日就到
了，仍然是一點頭緒都沒有，急得我不知如何
是好？ 搬家也是一樣，看似容易的部分，也突
然變成惡夢一樣的困難攪擾，樣樣不順、事事
不通，眼看8月底就要交屋了，我的心裡哪裡還
有喜樂、禱告、和感謝？！洗髮店的老闆娘安
慰我說：秋天到了，每個人都會掉頭髮的。就
知道我的頭髮已悄悄的掉了許多。
田牧師，我知道妳可能忙不過來，我有寬
容妳10天，9月10日交屋可以，不會多收妳的租
金。
田牧師，課輔班的老師找到了嗎？我看
妳找了好久了，若是沒有人教，我幫妳，我來
教。（他目前教我們國一的數學）
就在8月底前，沒錯，我有課輔的老師
了！我可以平安的延遲交屋！
而且在9月已搬遷至新屋時，也有一位
素昧平生的女士前來幫我整理院子，打掃教
會！！整理出來的後院看到8顆火龍果結在枝
上，正迎著陽光歡迎著我們！
那夜，躺臥在床上回想了這2，3個月來的
總總經歷，誠如路加福音11:34～35：你眼睛就
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
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感謝神，再次提醒我要常省察我的眼睛是
否昏花？ 裏頭的光是否黑暗？上帝沒有應許天
拓荒區報導│ 5

色常藍，但是，祂卻應許與我們同在同行！永
不撇下我們為孤兒！

拓荒區報導

感謝神常提醒、祝福，我要約束我的眼
目！

造橋教會

代禱事項：
1.感謝神，教會在9/21日完成喬遷之喜，盼望教
會在頭屋鄉越來越被祂使用，讓越來越多的
鄉民認識祂，生命得改變。
2.願頭屋的孩子們能好好
「讀聖經」，目前進度
是在創世記32章，加
油！繼續！

▲Ann 及老師了解學生的需要

品 格 教育

「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如金銀」（箴22:1）
神，就
沒有品格，教育只完成一半，沒有
沒有美好的品格，想起主的話說美名勝
於大財。是的，台灣近來發生餿水油、隨機殺
人、富少性侵毆警致死等事件，著實看見品格
教育的重要，也明白人很容易迷失在這灰色的
世代，問題出在哪裡，或許不在經濟，乃在品
格。
▲大班和老師

▲姊妹們舞蹈

▲小朋友們舞蹈

▲洪國隆理事勉勵祝福

▲新會堂

頭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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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37-255-882

︱ E-mail：tw77120828@hotmail.com.tw

感謝主，基督教教育正是以屬神的品格為
核心，想起教會的孩子，光是這群「聯合國」
的孩子，要調整他們的行為已不容易，但是看
見孩子漸漸長大改變，帶出信仰的美時，心中

∕呂逸帆 傳道

確有說不出的喜樂，神在動工，春雨秋雨已進
入孩子的心，屬靈品格成形。
最近，也再次回溯自己的事工歷程，似
乎忙著事工外，自己也容易失焦，忽略品格建
造的重要，求主幫助，自己也不斷學習，從聽
從順從神的話開始，培養基督的屬靈品格，每
日靈修，進而活出天國子民的風骨、風度、風
範。
品格教育，任重道遠，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天國的子民，讓我們靠著主一起加油吧。
從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開始，讓神來陶塑我們
吧！阿們。

▲參加福音聯盟靈修會
拓荒區報導│ 7

代禱事項：
1. 基福鼓勵各教會募集100單位，每月1000元，
支持傳道人生活及事工需要，請為我們代
禱，成為後援及代禱勇士，若有感動請指定
為造橋奉獻。

2. 為受洗後的傅弟兄、張姐妹（見照片）的初
階培訓課程禱告，信仰更扎根。
3. 為湯弟兄（見照片）的身體輕微中風，以及
求主幫助勝過各樣的困難。

拓荒區報導

大西教會

長
基督徒 壽 的祕訣
∕李進春 牧師

從

來沒有聽過這種長壽的祕訣。

上次客家長青福音隊來到大西服事，感謝
神，由曾政忠牧師所帶領的客家長青福音隊，
已好多年都來大西村宣教，而曾牧師成立的這
個福音隊也已20多年了。
▲傅弟兄、張姐妹受洗歸入主名

▲傅弟兄洗禮式―聖靈充滿

每年曾牧師都會帶著長者出來傳福音，有
一個老媽媽已95歲了，雖然行動緩慢，但就是
喜歡出來傳福音。有一位老弟兄也是94歲了，
但看起來並不像有這樣的年紀，且行動敏捷，
說話有力。
果然是長青福音隊，因為年紀都是七十以

▲信神新生觀摩

▲福音聯盟―兒童表演

▲開心開課―得勝者

▲湯弟兄信仰造就及關顧

上，也有數位是年紀較輕的，也一起來服事。
曾牧師特別在聚會時分享他服事的經歷，說
到，長青福音隊的成員，每次出來傳福音時，
都精神抖擻，並說，依他數十年的觀察，常常
參加福音出擊的隊員們，通常都會活的比較
久。
每次都看到他們充滿著喜樂的進到未信
的家庭，分享耶穌的救恩，上帝的愛，經過多
年的撒種、關心，就有人因而願意受洗歸主，
這是福音隊最最開心的。這使我想起了一首
詩歌，「每天我快樂去撒種，每天他就發芽
生長，他若生長在好土裏，就可以結實一百
倍。」

▲感謝曾政忠牧師帶領客家長青福音隊到大西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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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聖經中已告訴我們，「施比受，
更為有福」（徒二十35），當我們領受了這樣
浩大的恩典，就是要分享出去，使別人與我們
同得福音的好處，別人得福，我們也必得福。

3.請為弟兄姐妹靈命成熟，每個都能成為傳福
音的大能勇士禱告。

拓荒區報導

眉山教會

原來，傳福音可以使我們更加長壽，因
為看到有人得救，認識耶穌了，那種喜樂，真
是無法言喻。把福音傳揚出去，看到有人領受
了，那種高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故事中的故事

∕黃信吉 牧師夫婦

代禱事項：

曾

經提到來到眉山教會的每個孩子、每個家
庭都有精彩的故事。事實上，這些故事，
都是從一個古老的故事，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降世為人，使人得救贖有永恆盼望，這個
古老的故事發展出來的。這是個奧秘：「敬虔

1. 請天天奉耶穌的名祝福並宣告，大西村1298
戶共4000多人都要得救。
2. 請為大西教會建堂（或購堂）禱告，求神預
備。

的奧祕真偉大啊，這是眾人所公認的，就
是：“他在肉身顯現，在聖靈裡稱義，被
天使看見；被傳於列國，被世人信服，被
接到榮耀裡。” 」（提摩太前書三章16節，
新譯本）。

▲王德勇及其孫女王佑如第一次參加主日

▲黃年文先生在長庚醫院受洗歸主名下

這些孩子，多數原本是放蕩不羈，曾經
是師長和父母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他們活力充
沛，剛開始師母戲稱他們是「跑山土雞」，平
常他們真的靜不下來。但給予適當的關愛，同
時要求嚴格的紀律，在合適的情境下，竟然發
展出高昂的學習情緒，發揮了高品質的學習
效果，充分展現土雞能操耐操，極佳的生命特
質。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家長，好奇並肯定上帝
在他們孩子中生命的影響，也跟著來教會信耶
穌，受洗進入神的家。其實，在功課和樂器的
學習上，或是要求他們讀經、背經，甚至被處
分時抄聖經，也曾受到孩子們的反彈和不以為
然。但堅持下去的同時，聖靈動工在他們身
上，上帝的話語逐漸在他們身上產生功用，影
響他們的生命，豐富他們的認知，也很實際體
會耶穌的愛和上帝的權能。
出於主愛的呼召，我們蒙召在基層弱勢
族群中述說這古老故事，並且持續從中衍生這
故事中的故事，還要繼續傳誦下去。容許我們
不惜版面，跟您分享閩南語詩歌「我愛講這故
事」：

▲徐明駿弟兄與將要受洗的黃琛婷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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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愛講這故事
1.我真愛講這故事，天頂奧妙的事；
論主極大的榮光，以及祂大仁愛；
我真愛講這故事，因為我知是實；
使我心安兼知足，贏過香花甜蜜。
(副歌)我真愛講這故事，昇天亦講這故事；
永遠新新的故事，思念愛我的主。
2.我真愛講這故事，親像樂器的聲；
各次愈想愈出奇，愈講亦愈好聽；
我真愛講這故事，世人真多未聽；
上帝聖經所記載，福音救人的聲。
3.我真愛講這故事，雖然聽到熟熟；
猶原愈餓愈嘴乾，欣慕愛聽到極；
到於榮光的所在，口地吟天頂的詩；
亦是記念這故事，救主仁愛無比。

代禱事項：
1.為暑期海內外的福音隊，進駐眉山所做的，
獻上感恩。深願福音種子，能發芽滋長；對
教會兒少的門徒造就，他們的生命也能持續
成長。
2.教會以台中市助扶關懷協會名義，獲得夢想
搖籃網站，和企業與個人的支持，在空中菜
園的夢想實現專案募款上，於期限內募足
的預定目標款項新台幣廿萬元。除將作為菜
園立體蔬菜塔的建置，滿足課輔班伙食的需
要，也將逐步推展在教會斜對面明年租用的
農地上，發展蔬菜自然種植的規畫，期待能
提供弱勢家庭參與，家庭經濟獲得改善。

▲客家小組在陳昌郎弟兄家聚會，感謝 神，房屋
增建已順利完成
拓荒區報導│ 11

短宣感言

愛 的真諦

3.沛嬴腳部舊傷復發骨髓炎，並經醫師提醒，
可能會終身不斷復發。求主保守，每次的診
治過程順利，並且不影響生活作息。
4.基福建議各所屬教會，蒐集提供個人和家
庭，信主蒙恩，生命更新的小故事。求主聖
靈感動我們，好好將這幾年實際看到的，寫
成一個一個蒙恩蒙福蒙愛的生命故事。
▲主動練習的樂器團隊

感謝神，我們夫婦能榮幸參與今年美國播
種國際事工SOW（Spring of Water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與台灣苗栗頭屋基福教會以及頭
屋國立小學共同主辦為期一週的英文夏令營訓
練。師資部分有來自美國南加州一群即將進
入UCLA的大學生，以及研究所的畢業生所組
成。藉着教英文神給我們開了門，讓我們能接
觸到台灣的青年與小孩，並把福音傳給他們，
引導他們到神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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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
1:28）在這一星期的營會裡，我們跟頭屋國小
的小學生們的接觸中，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學生
們都很需要更多的愛跟關懷，還有最重要的是
功課上的輔導。

愛的需要
▲2015福音震台灣―育英國小韓國文化體驗營

▲台中聖教會協助兒少門徒訓練

▲育英國小韓國文化體驗營小隊員

▲校園之愛夢想飛揚營會

在上課的頭一天，國小校長和教師在有
冷氣設備的小型影音室聚會中心，來歡迎小朋
友和我們。然後依照年齡高底分班，我們同工
就分工合作教英文。課程是多元化的；有玩遊
戲，有唱歌；有舞蹈班；還有講故事的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和小朋友們打成一片。在
這氣氛中，每個人都充滿著喜樂並上進的心。
我們也深深的體驗到聖經上所記載的「愛的真
諦」正在孩子間運行，願這世界能夠充滿了
更多的愛，因為耶穌基督本身就是愛。聖經說
「神愛世人」，「神就是愛」。「馬太19:14
節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
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馬太
19:14節）我們盼望凡我們接觸過的孩子，都來
到 愛他們的 神面前；領略神的大愛並且學習愛
神，愛人，成為天國的子民。因為耶穌說，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並且要愛人
如己。

禱告的力量

▲主日詩歌樂器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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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蔡爺爺背經獎金

在課餘交談的時候，有幾位小同學會透露
他們的心情。他們所期望和煩惱的跟我們成年
人是很相像的。其中有一位小弟弟，他希望沒
有經濟上的負擔；有一位小妹妹說她的身體不
好有敏感的問題；有一位小弟弟他要立志成為

∕Andrew & Ann
牧師；有一位小學生，他長大後要成為一位科
學家；還有一個小弟弟，他透露他在學校的時
候很頑皮，要改過自新。我們帶他們禱告，也
跟他們說明了禱告的重要。盼望他們學習隨時
隨地仰望神，藉著禱告，求主耶穌賜給他們力
量，來克服一切。「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
6-7 ）

學生英語的水平及需要
在教英文課本的過程中，我們漸漸的體
會到小孩子們的英文要好，就要從最基礎建立
起。他們都是有心學習的，所以特地的來報
名參加暑假英文夏令營。教導的過程中發現
有一兩位上過英文補習班，他們的英文基礎好
一些，但是大多數的基本英文是非常薄弱、有
限的，因此這群孩子們的課外輔導就非常的重
要，是不可馬虎的。這一個星期中，我們指點
出「學習英文的好方法」的第一步，學好基本
的英文也不是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可以提
高很多。學生們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力，常常
閱讀英文書籍，平時要不斷的練習英語會話，
在英文寫作方面更要注重它的文法。

結束感言
終於苦盡甘來，最後的一天來臨了，結
業時，田牧師，校長，老師，以及所有的小學
生和我們的同工，再一次聚集在那唯一有冷氣
的小型影音室，校長頒獎和致謝之後一起觀賞
學生們表演當週所學的舞蹈。當我回憶和這一
群活潑，天真，又可愛的學生們在一起的時
光，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愛和關
懷，並得到助人為樂的滿足感。我希望學生們
有一個美好的學習環境，好讓他們更輕鬆的，
完成他們各人的學業和志願，同時他們能夠認
識主，愛主更深。正如「說認識耶和華榮耀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哈巴谷2:14）但願這些孩子們都認識神，榮
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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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恩事項：
1.感謝新竹浸信會的支持，頭屋田牧師於8/3至新竹浸信會，參加他們的長執
會，在會中要報告頭屋教會的事工，盼望在主裡能得到他們固定的支持與幫
助，好使福音的種子能有效的在鄉下發展。
2.由台北韓國教會主辦、恩福會及大西教會協辦，8/15（五）在大西村有一日韓
語營，吸引許多學生參加。
3.8/13～16眉山教會的國中生參與『校園之愛』在月眉國小的營隊服事，8/17
～22 參加台中聖教會訓練營。感謝主，連續二梯的營會，讓每個孩子都有成
長，能突破自己的限制，成為小隊輔，學習帶領小隊員。也有人更深的經歷
神。
4.由基福栽培，目前就讀客家神學院的黃靖翔弟兄，在頭屋教會的實習至八月底
結束，教會於 8/3（日）舉行餐會感謝並歡送他。未來一年，靖翔在客神溫永
生院長的教會―平鎮崇真堂實習。
5.馬來西亞沙巴陳必文牧師和短宣隊一行共 8 人，於9/13至頭屋教會，白天探訪
成媽媽和會友，晚間服事青少年團契。9/14主日，帶領敬拜和證道，為頭屋教
會代來鼓勵與祝福。
6.8/29～30，基福常務理事葉秀敏長老與所有拓荒區牧者、行政同工等於埔里舉
行基福同工會。會中葉長老分享寶貴信息，教導同工籌辦大型聚會的行政流
程，還帶了許多「好康」的禮物讓同工摸彩，人人有獎。同工無論心靈或行囊
都滿載而歸。
7.頭屋教會因租約到期，於九月上旬搬遷至苗栗縣頭屋鄉中山街10號（舊地址
是：13―2 號），並於舉行9/21為教會喬遷感恩禮拜，新竹北大路浸信會姜燕
香牧師證道，基福洪國隆理事祝福、勉勵。
8.感謝美國康郡教會的張力揚、俞一蓁夫婦於九月到頭屋教會短宣，給與關懷，
並在課輔班幫助，帶給教會很多祝福！

二、代禱事項：
1.眉山教會2014年度感恩音樂會，預定11月15日（六）在張連昌薩克斯風觀光工
廠博物館音樂廳舉行。請為眉山的青少年及兒童能盡全力預備與練習，當天有
完美的演出代禱，也求主祝福所有的邀請工作，讓受邀者都能歡喜前來。
2.頭屋教會預定於12/6（六）下午借用學校禮堂舉辦聖誕慶祝會，邀請鄉民參
加。感謝主，目前已有新竹全福會的樂團，新竹北門聖教會兩位弟兄的獨唱與
重唱、頭屋教會兒童的烏克麗麗團體演奏等節目。請為慶祝會的行政作業、場
地佈置、信息分享、宣傳廣告等所需的人力與器材支援之各項安排禱告，求主
藉這次的大型慶典，拉近教會與頭屋鄉民的距離，讓頭屋鄉民樂於走進教會。
3.為各拓荒區禱告
1) 讓每一位拓荒區牧者能按不同時空與對象的需要，有最合宜的宣教策略，耐
心撒種栽種，並求主讓他們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時常經歷收割的喜樂，激
勵拓荒區牧者歡喜向前。
2) 讓拓荒區教會能與城市教會逐漸建立固定的聯盟關係。拓荒區教會資源人力
都缺乏是事實，若能有城市教會固定的支援與代禱，一方面可以幫助拓荒
區教會，一方面成為城市教會肢體的宣教服事的實踐與操練平台，對
彼此都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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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Arlington Chinse Church

US$300

陳小玲

1,000

Columbu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US$500

陳江銘

30,000

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US$600

5,000

陳志宏

2,000

Dora 牛

2,000

陳碧鳳

2,000

John Zhu

3,000

陳慶珠

25,000

Joyce C.

1,000

王燕玲

3,000

陳鴻琳

10,000

Judy Chang

3,000

田南芝

21,600

曾淑錡

1,900

Laureen

9,000

任秀妍

10,000

曾笠涵

500

何佩芳

3,000

曾貴珠

5,100

may Hu

何知良

10,500

曾潘美香

6,000

SOW播種國際事工

22,000

吳尚燁

900

游英沛

1,000

上海華商團契

20,000

乙增婷

2,000

郭書軒

方美珠

14,300

王明川

200

王姿儀
王慈瀞
王蔚蔚

2,000
30,000

Leona Ho

91
104,573

8,500

湯昕穎

500

上海華商團契金科區

20,000

34,700

黃忠興

6,400

北門聖教會

57,050

李如恩

1,000

黃信吉

10,100

台北復興堂

6,400

李秀英

4,000

黃善良

4,800

台北韓國教會

3,000

李宜頻

720

黃靖翔

7,400

李進春、王明玫

李帶弟

4,000

黃臺蔭

4,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呂欣怡
呂逸帆/王沛琦

13,200

1,500

楊芳儀

1,000

康華禮拜堂

3,100

37,600

楊智勝

50,000

曾乾森、曾陳勤妹

2,000

林均翰

115

湯孟宗

10,000

雅歌堂基督教會

林宗津

2,000

葉秀敏

2,000

新竹浸信會

林怡秀

300

葉梅花

2,750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林基督教會

林芸萱

101

齊子嫻

500

財團法人台灣中國基督教信義會靈光堂

林彥凱

500

齊益德

500

新竹錫安堂

4,000

林彥博

500

齊傅清妹

2,950

榮中禮拜堂

10,000

林政富

5,000

劉加恩

500

林為欽

10,000

劉玉芸

58

林筱臻

500

劉玉彗

58

杜徐明英
林吉雄

40,000
119,777
4,000

榮光團契

4,0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2014年7～8月收支表（月刊資料）

18,000

劉宏澤

2,000

林麗鴻

2,000

劉沛嬴

550

林韡承

1,700

潘佳慧

3,000

姜秀雲

1,000

蔡仲達

3,600

徐偉晟

45

蔡庭睿

500

徐偉國

45

蔡國基

10,000

徐筱涵

500

蔣雲嬌

1,000

修繕設備

徐藝庭

500

盧瑞雲

1,600

事工費

398,179

馬經方

2,000

戴文維

5,000

庶務費

264,193

高悉音

2,500

戴金雄

6,000

康海文

40,000

謝仁浤

1,000

張人元

8,400

魏琇春

2,000

張世勇

9,000

羅月琴

1,000

許書毓

2,000

羅榮隆

2,000

許菊霞

6,000

蘇秀緣

2,000

郭秉慧

20,015

林賴正宗

10,000

1
2
3

上期結存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1,099,353
1,212,694
1,497,792

人事費

636,827

拓荒區房租

102,000
96,593

累計結存（含各拓荒區之累計結餘）

814,255

各拓荒教會累計餘額（至2014/8/31）
頭屋
287,589

造橋
223,459

大西

眉山

88,998

2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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