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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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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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十架˙奔赴前程
在 主 寶 架 清 影 中，我要立定站穩，
如身經乾渴曠野地，投進磐石涼蔭，
好像曠野欣逢居處，途中喜得安歇，
到此得息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

海外代表聯絡處
負 責 人：林華山醫師 How-Shan Lin
電 話：949-262-9107
E-Mail：eunice0904tw@yahoo.com.tw
地 址：4 Songsparrow.Irvine.
CA92604.U.S.A
雷鴻弟兄
電 話：214-7621-1262

（摘自【寶架清影】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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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號
電
話：037-255882
手
機：0977-171-283
E - m a i l ：tw77120828@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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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后里區眉山村公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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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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格拉森的故事
路加福音第八章記載了耶穌平靜風和海的故
事。耶穌要門徒將船開到湖的對岸去，按
馬可福音的記載(馬可福音四章35-41節)，那是
個晚上，並且耶穌就「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
覺」。沒想到途中風浪大作，他們急著把耶穌
叫醒，並且說「夫子！夫子！我們喪命啦！」
（路加福音八章24節）。故事的結局我們很熟
悉，耶穌命令風浪平息，並責備門徒沒有信
心。
這是一個幾乎讓門徒賠上性命的旅程，但
目的地竟然是格拉森！會這麼說，是因為若熟
悉緊接著在格拉森所發生的事，恐怕會讓一般
人覺得困惑。
耶穌在格拉森上了岸，馬可福音說「耶穌
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裡出
來迎接他。（馬可福音五章2節）」，這一個
鬼附之人，馬可福音有很生動也令人鼻酸的描
寫：「那人常住在墳塋裏，沒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鐵鍊也不能；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鍊
捆鎖他，鐵鍊竟被他掙斷了，腳鐐也被他弄碎
了；總沒有人能制伏他。他晝夜常在墳塋裡和
山中喊叫，又用石頭砍自己。（馬可福音五章
3-5節）」當時的人可能覺得他是可怕之人，所
以常常需要繞路經過（馬太福音八章28節），
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孤孤單單住墳墓堆裡，
心中的痛苦讓他晝夜常在山中、在墳墓堆中喊
叫，甚至不覺自主的拿石頭自殘，真是一個可
憐之人。
耶穌一來，這格拉森鬼附之人身上的群鬼
被趕出去了！群鬼改附在豬群中，讓兩千頭豬
投入海裡淹死。而這鬼附之人整個清醒過來。
這事轟動了整個格拉森！只是令人詫異的是格
拉森人竟然不歡迎耶穌，他們央求耶穌離開他
們的境界，耶穌就上船回去了。
你留意到了嗎？耶穌與門徒雖算不上千里
迢迢，但一夜的海上行程到格拉森，還遇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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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恩事項：

∕理事兼代理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險些喪命，若再加上兩千頭豬，代價夠大的！
並且老遠跑一趟路，甚麼別的都沒做，單只為
一人！更讓人覺得困惑的是，只為一個對社會
沒有貢獻，被眾人遺棄、輕看的鬼附之人！

1.基福頭屋教會聚會的場地，因屋主已將房屋出售，八月底以前必須搬遷。感謝
主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找到附近格局較小的場地，最感謝的是原先擔心因為搬遷
而導致事工受影響，羊群因交通不便而四散，現在這些憂慮都成消除。
2.感謝上帝透過百瑞樂器有限公司致贈基福一批吉他、烏克麗麗及其他小樂器，
讓四個拓荒區都有新的樂器使用。

二、代禱事項：

過去四年雖擔任基福的理事，但除了在經
費與人力上稍稍支持大西教會外，頂多就是一
年幾次參加基福的理監事會，對基福各拓荒區
教會所知不多。今年初暫代祕書長，有責任更
深入瞭解每個拓荒區教會的狀況與需要，才發
現我們同工常在第一線的服事中與有酒癮、毒
癮的人接觸，甚至已經帶領當中一些人信主。
這事讓我沉吟許久。我們的同工竟然在最簡陋
的資源下做最高難度的事工！我覺得敬佩與不
捨。另一面我被神的愛感動，我似乎看見格拉
森故事的現代版。

1.請為秘書長陳正雄牧師禱告，讓他很快熟悉基福，在最短的時間內度過人事更
迭的不適，並且能與所有拓荒區同工一起明白神的心意與策略，同心合意在神
所託付的禾場上宣揚基督。

基福的同工領受神的話：「我們渡到那邊
去吧!」，他們就進入禾場划起槳來，有風，有
浪，有覺得快撐不住而大喊「夫子！我們喪命
啦!」的時候，有被主提醒「信心在哪裡」的時
候。而那位信實的主，祂總在船上。那位主，
不但忍心讓基福同工付代價，祂自己也已付上
十架捨命的代價，單單為著拓荒區這些「人看
為卑微主看為寶貝」的每一個百姓。無論白
叟，無論稚子，甚或那些被各種癮頭轄制的邊
緣人，主都與拓荒區同工一起為他們而來！我
為此覺得感動與敬畏。

2) 讓拓荒區教會能與城市教會、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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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會固定的支援代禱，
一方面可以幫助拓荒區教會，一方面成為城市教會、海外教會肢體的宣教服事
的實踐與操練平台，對彼此都是祝福。

惟願所有基福的同工，與
一切關心基福宣教工作的
人，常常經歷、眼見所服
事的百姓，如同格拉森鬼
附之人─ 因主的恩典而
全然向主清醒
過來！

基
福
動
態

2.基福於去年底經理監事會同意，成立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由北美陳智平弟兄
擔任董事會主席，並向美國政府相關機構註冊申請中。請為此事能獲得美國政
府同意，順利通過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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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西基督教會所在的大西村幅員廣大，每次聚會時都得用福音車到村里各角落
接送年長與年幼的肢體。目前福音車已老舊（14年，41萬公里），經常需要花
大錢修理。請為大西教會能有新的福音車代禱。若有堪用欲汰換的二手九人座
車，亦歡迎捐贈給我們。
5.暑假期間，各拓荒區有各式營會及福音隊，請為福音隊眾多成員出入平安，傳
福音有果效，參與者受建造等禱告。
6.暑期行事曆（另有多項營會確認中）
06/01-08

07-08

08/25-26

學園福音震臺灣事工―新加坡學園至造橋教會配搭服事
大西：美國聖地牙哥雅歌堂
造橋：美國聖地牙哥雅歌堂、台北康華禮拜堂
頭屋：美國 SOW 播種國際事工、美國康郡教會福音隊
眉山：學園福音震臺灣事工―韓國學園至眉山教會配搭服事、
校園之愛營會活動配搭、台中聖教會福音隊
各拓荒區牧家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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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從前風聞神話語有 權 能 ，
如今親眼看見
∕田南芝 牧師

教

會的孩子們一天讀一章聖經，已經有八、
九個月了。前些日子按照進度，當他們讀
完提摩太前書一章時，我按慣例隨口點一位小
朋友起來做結束禱告，哪知這位小朋友用提摩
太前書一章15節「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
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來禱告。我有些訝異，
不只是因為他很願意禱告，更多的是他竟然選
用這一經節來做禱告。

蛋的孩子，在認罪禱告時是有這樣嚴肅、認真
的一面。因此，他一禱告結束，我隨著內心
的感動，要求每一位孩子，都要像他一樣，
為自己的三個罪行來到耶穌的面前禱告，請求
耶穌的赦免。他們果真一個一個輪流著禱告。
我聽著、聽著這些平日任性妄為、打鬧成性的
孩子們嚴肅、認真、認罪的禱告，我好感動！
我最清楚，我什麼都沒有做，孩子們能有今天
這樣的表現，我只能說：我從前風聞神話語有

權能，如今親眼看見！「聖經」自己親自在孩
子們的心裡做了開啟、養育、教導、指引的工
作！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
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
節），「聖經」奇妙的作為，看在我的眼裡，
令我敬畏！

3.今年九月能有國中課輔班的成立，教會有四
位孩子將進入頭屋國中就讀。
4.為年長的兄姊們有好的身體、靈命，經歷神
的平安喜樂與信實，仰望禱告。

代禱事項：
1.感謝神為頭屋教會即將到期的房租事宜，預
備了超過所求所想的理想新住址，就在同一
條街上，房租可省四分之一。
2.感謝神帶領頭屋教會孩子們「讀聖經」，祈
求孩子們能持續在讀完新約時，讀舊約。

▲探訪劉豐祥先生

▲Harry 教英文

▲探訪傅碧蓉姊妹

▲參加教牧研習會

▲主日聚會

待他禱告結束後，我問他，你知道什麼是
「罪魁」嗎？這時，其他的小朋友七嘴八舌的
你一句我一語的說著，把「罪魁」的意思說得
很清楚，我就順勢問禱告的這位孩子：「你可
以想出你所犯的三個罪，要耶穌赦免你的嗎？
可以再重新禱告一次嗎？」沒想到他既願意又
認真的，真的再次禱告了。在這次的禱告中，
他說出了三項他認為不好的行為，請求耶穌原
諒。
我的心澎湃不已，真沒想到一個調皮搗
▲青少年團契

▲青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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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聯絡電話：037-255-882

︱ E-mail：tw77120828@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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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湊巧，我與這位素未謀面的牧師竟然
在福音橋的聚會中巧遇，且才聽完他們感人的
見證，真是奇妙的上帝，哈利路亞。

拓荒區報導

造橋教會

主

愛

感

謝基督的愛連結我們，感謝造橋的長執同
工們，透過大家同心，不斷的彼此信任，
真誠溝通，體恤彼此，互相幫補，以至於造橋
教會越發榮美，也感謝海內外弟兄姐妹們的代
禱支持，有你們真實的愛托住我們，使我們能
不斷前進，相信協助鄉村弱勢的教會，就好像
做在一個最小弟兄的身上，也是做在基督身
上。
感謝主，訴說不完的見證，幾個月前接
到一位台北牧師的電話，要我協助去關心一位
傅先生（罹患肝腫瘤），他們倆因同時在長庚
住院認識，身體並不好的老牧師常常關心隔壁
床的傅先生，並且用福音橋傳福音給他們夫婦

連結

∕呂逸帆 傳道

1.為傅弟兄、林弟兄、張姐妹預計將於6/15日受
洗歸入主名禱告。
2.為新加坡、康華、美國短宣隊禱告，主保守
服事、出入平安，得人如魚。

倆。傅先生出院後，身體狀況時好時壞，這位
火熱愛主的老牧師常常電話的關心代禱，因著
老牧師的愛，傅先生終於要在6/15日受洗。
每次與傅先生分享慕道課時，總看見他
真誠的笑容，單純感謝著這位上帝，感謝傳福
音給他的牧師，感謝弟兄姐妹，感謝我們的陪
伴，主的愛連結我們，好像一家人……我感謝
主，榮耀歸給主，牧會五年，我越來越能夠去
體會設身處地的為人著想，一通聖靈感動的電
話，一位牧者的愛及榜樣，許多弟兄姐妹們默
默的付出代禱，使得一個個失喪的靈魂得救，
就是這樣，把我們都圈在愛子的國度，連結在
主愛中。

▲慶祝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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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為我們繼續代禱加油，進入新的一
季，即將跨入端午及畢業季，六、七月分別有
三個短宣隊，將在造橋附近的幼稚園、國小、
國中、大學有各樣的服事，感謝主，神的愛連
結我們，以愛為旗在我們以上，求主看顧一
切，榮神益人，阿們。

代禱事項：

▲本文見證主角―傅先生

▲紐約聖教會大合照

▲林弟兄

▲新加坡短宣隊隊員―6月初到造橋短宣

▲張姊妹

▲得勝結業式
拓荒區報導│ 7

所接觸的人，不論是我們的家人、朋友、鄰
居，都將因著 神的愛而被感動。

拓荒區報導

大西教會

饒恕 再饒恕

看

到社會上有很多的亂象，特別是每當選舉
時，人與人之間就因著顏色的不同（支持
不同的政黨），而彼此撕裂，甚至友好的關係
變為反目成仇，叫人情何以堪。

有太多的人需要彼此的饒恕，有太多的關
係需要互相的原諒，而教會中弟兄姐妹們的關
係，牧者與會友的關係都需要彼此的接納與饒
恕。
有一位剛受洗的年青人，我問他：「你有
討厭的人嗎？」，他說：「好像沒有」，我再
問：「為什麼？」他說：「若我討厭他，以後
如果有什麼事要找他幫忙，不就很尷尬，可能
他也不會來找我。」

代禱事項：

∕李進春 牧師

這位年青人很簡單的說明自己與人往來的
心境，不需要去掛記別人對待我們如何，主耶
穌就是要我們去與人和好。
神要我們去饒恕別人，可能別人真的有得
罪我們，我們也可能會去得罪別人，但神要我
們就是要去饒恕，若不饒恕別人，神也不會饒
恕我們，意思是無論如何，就是去饒恕，不為
別的，就是為著順服神的話，為了榮耀神的緣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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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村要成為基督
村。
2.請為客家長青福音隊於6月16日在大西的短宣
禱告，求神保守成員出入的平安，藉著短宣
隊得著這地的百姓。
3.請為美國聖地牙哥雅歌堂、上海華商團契將
於7月14日至18日在大西國中；21日至25日
在造橋國中的英文營代求，求神得著這群學
生們，也保守短宣隊在台灣的行程出入都順
利、平安。

這些年也一直在學習饒恕的功課，而神
就是要我們一直的饒恕下去，明知不容易，但
就是要順服神的話。當我們願意聽神的話去做
時，相信神必賜下更大的恩典給我們，使我們

▲為溫素芬姐妹懷孕一切順利禱告

▲慕道友廖仁盛及張戊妹夫婦感情深厚

▲受洗後的曾乾森爸爸及陳勤妹媽媽喜樂洋溢

▲前進大西村祝福母親們

▲重生得救的9位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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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見證

杜弟兄 受洗見證

拓荒區報導

眉山教會

傳承

耶

穌只揀選了十二門徒，還出了個賣他的猶
大，卻承接繼續了上帝奇妙的救贖恩典，
歷代在聖靈大能引領之下，普世教會已發展成
最大宗的信仰群體，且更進一步要將福音傳遍
地極，讓真神榮耀之名在每一角落被尊崇，直
到主再來。
主耶穌升天前宣告並吩咐我們：「父憑
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間或日期，你們不必知
道。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
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使徒行傳
一章7-8節，聖經新譯本）。充分顯示，事工的
傳承，不是靠著人的熱心和衝動，而是謙卑禱
告中，尋求並順服聖靈所賜的能力，和主自己
奇妙的帶領，藉著成全祂自己的兒女，成就大
工。

基福開拓眉山教會，已進入第六年。神恩
典不斷，看見主奇妙的揀選、造就，促使眉山
教會已發展成一個老、中、青各年齡層兼具的
微型教會。雖然15歲以下人口仍占75%以上，
但他們的活力和所連結的社區家庭，更顯示了
神所賜眉山教會，在未來擴張天國地界的信心
和展望。

兄姐妹們平安，我是杜弟兄，於今年4月
弟份於造橋教會受洗歸入主名，我生長在竹

∕黃信吉 牧師夫婦

關懷者訓練異象，將開始認真思考事工傳
承，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服事承接人選。求
主賜福這極早的看見和懇求，能讓后里月眉
地區的福音拓荒事工，不斷蒙福，大大拓
展！

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時候曾進入教會，參
加兒童主日學，但後來長大後漸漸離開教會。

▲張連昌薩克斯風館音樂廳母親節音樂系列演出

2.教會社區服務事工後援團體―台中市助扶
關懷協會，5月底在眉山教會召開理監事會，
求主賜福諸多新興及與其他機構合作方案，
為本地社區福音關懷行動，創造、連結更多
資源。
3.為早年牧師師母在鄉福開拓基督芬園教會之
時，關懷的武順素梅一家禱告。他們一家目
前分散各地，兩位孩子可於台中就近關心，
最近也透過助扶協會資源，引介武順至苗栗
某無毒栽植農場工作，期待他們一家更被保
守在主愛裡。

▲育英國小兩性教育結業式頒獎

進入職場後一路順遂，在房地產銷售方
面有很好的成績，賺取財富後開始結交一些酒
肉朋友，在一次機會下染上毒品，從此墜入深
淵，後來也因毒品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染上毒癮後，一連串的打擊，我被抓入
了看守所服刑，還染上惡性的口腔癌，幾經苦
難，多次呼求我認識的上帝，記得在服刑過程
曾經因為身體嚴重不適，常態性的發高燒，白
血球飆升，幾乎要死，經由向上帝禱告，主
阿，是否能夠讓我保外就醫，幾經波折後，上
帝終於垂聽了我的禱告，所內醫師讓我可以出
來好好療養身體，感謝大家的禱告，我的身體
已漸漸恢復健康，口腔腫瘤也在手術持續追蹤
後，竟然奇蹟式的消失，真的感謝上帝，上帝
是聽禱告的神。
另外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表弟，他是一位基
督徒，總是時時幫助我，為我禱告，帶我去教
會，謝謝大家願意接納我，感謝傳道、弟兄姐
妹們的陪伴、代禱，未來還有刑期要去面對，
請繼續為我加油代禱。

4.請續為眉山教會暑期福音及造就營會的策畫
執行，及校園之愛事工的順利推展代禱。

▲眉山教會大家庭的衛生清潔分工

奇妙的恩主預備了這些家庭，他們將傳
承福音的種子，在整個的大月眉地區（一號國
道為界穿越后里區之西南區域），在未來的時
日，把真神奇妙的恩典和大能，帶到這個地區
的每個角落。

代禱事項：
1.牧師師母只接近六十歲，但已經達可屆退年
資，並因積極領受更多培育拓荒人才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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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弟兄受洗歸主
▲參與月眉國小慈母情音樂會表演
▲眉山教會大家庭的廚藝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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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感言

那山頭上的老相思樹
主奇妙的恩典

愛屋及烏

從老家門口往外望，那山頭上的一棵老相思
樹，從早到晚牢牢地牽引著家人的目光。
因為那是我們從小看到大的一棵相思樹，85歲
的父親常說：「我念小學時，這樹才如小指頭
大……。而今它已高聳參天。」可惜樹幹也乾
枯了三分之一，經常有很大又枯朽的枝幹會掉
落，已有很大的安全顧慮了！
但我們誰都不敢也不忍去動它，除了這
老相思樹伴隨著太多我們成長的記憶之外，最
主要的，它是「伯公樹」，也就是長在「土地
公廟」旁邊的大樹。為了安全砍樹，同時廢掉
逢年過節，祭拜多年且和鄰居合建的「土地公
廟」，這種在主內弟兄只是掃除偶像的一樁小
事，誰知在父母信仰、得救的道路上卻是扮演
著何等巨大的綑綁和攔阻！
在客家 原來就存在較多根深蒂固的傳統守
舊思想，以及「硬頸」精神，加上很多似是而
非的誤解，比如不祭祖、不拿香就是不孝，很
多迷信綑綁的婚喪習俗及儀式，加上普遍的逢
到偶像必拜，經常準備豐盛酒菜、燒紙錢賄賂
式，卻不知為何而拜的祭拜習慣。

∕大西教會會友 曾淼泉 弟兄

動，極有智慧地決斷下，把那山頭上的老相思
樹及土地公廟圓滿潔淨處理完畢。並在完成李
牧師用心安排的初信造就課程後，在今年三月
二十三日，父母親決志歡喜受洗，由大西教會
李牧師施洗歸入主名下，成為在基督裏新造的
人，這是多麼喜樂宏大的恩典！
哈利路亞，這種恩典讓我更深深相信，
若我們同心合一禱告，神必垂聽，也必應許成
就，因為在 神凡事皆能。
愛是永不止息，神的愛賜給我們豐衣足
食、家庭和睦，祂就是好牧人，使我們必不至
缺乏，我們要降服在耶穌愛的懷抱裏，並大聲
宣告：耶穌是我主，是我家之主。
每天有主同在，有主同行的日子是多麼
美好，也讓年邁的父母，出入蒙福，有了全新
的生命。感謝讚美全能的神這奇妙的賜福和應
許，更祈求福音廣傳，榮耀我主，阿門！

再比如到廟裏會看到十八層地獄，牛鬼蛇
神，妖魔鬼怪的圖畫，會讓人不安，令人心生
恐懼、心靈更產生懼怕……。凡此種種，都大
大攔阻了鄉親接受福音，失掉早日認識賜給我
們平安、喜樂的耶穌基督的機會。
提摩太後書一章7節：「因為 神賜給我
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
心。」神是聽我們禱告的神，真是感謝讚美，
經過多年的禱告及基福大西教會李進春牧師和
師母，以鍥而不捨的態度和令人感佩的僕人精
神，把福音和神的愛源源不絕地傳遞到位。
加上教會客家小組參與和關懷，以及父
母親持續多年到大西教會親近耶穌作禮拜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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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父母合影

頭屋教會兩週記

∕加州 康郡福音教會 王蔚蔚

頭屋教會位於台灣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是
一間由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基福）建
立的教會。基福的工場對象是基層民眾；主要
分佈在台灣窮鄉僻壤，廟宇林立、偶像充斥之
地。
數年前聽過基福的事工；兩年前教會的張
力揚夫婦在頭屋短宣，了解頭屋教會的兒童課
後輔導（課輔）需要幫助，我以為這是可以勝
任的工作，所以三月初我們夫婦拜訪頭屋教會
兩週，希望能幫助當地兒童的功課。但是兩週
下來，發現課輔並不簡單，因為兒童功課不好
是有其他的原因。
頭屋鄉離苗栗市其實只有3-4哩，10分鐘的
車程，但已有鄉下的感覺。三四條主要街道，
其他就是小巷弄堂。一間7-11超商，一家小型
超市賣蔬果雜貨。大部分的蔬果販是路邊攤，
或是小貨車定時載運蔬菜、水果、豬肉、甚至
糕餅麵包，沿街叫賣。雖然鄉下，但也有三層
樓的公寓，私家車、機車上下學接送小孩。主
街樓房之外，就是零星的農田，荒廢的、耕種
的，彼此夾雜。無規劃的小路，彎彎曲曲、上
上下下，進入一戶戶老舊房子。再往外走，就
更鄉下，有些小朋友的家在竹林邊。另外，五
步十級的就可看到寺廟，煙火繚繞。
頭屋教會成立有21年之久，位於民政中
心，附近有鄉公所、衛生中心、警察局、頭屋
國小。教會租用一棟三層樓的公寓，一樓有聚
會廳堂、辦公室、廚房；二樓三樓有教室、臥
室和一大空間，相當實用。現任田南芝牧師兩
年前由美返台來到頭屋，她一人負責教會的牧
養、探訪、接送和兒童輔導，相當忙碌。
頭屋早年產茶，是客家茶農集中的地方。
然而，現在年輕一代不再從事這一行業，有辦
法的進城工作，搬出頭屋。整個頭屋鄉的人口

▲徐增樂夫妻來基福短宣

約11,400人。頭屋國小最旺時，有八百成千位
學生，如今不到一半，約350至400位。附近明
德國小，偌大美麗的校舍，只有30名學生，平
均一級只有五名；是少子化、城市居的典型例
子；剩下的就是老弱殘障。頭屋教會就看出這
種現象。我們在這裡兩週，注意到教會裏常來
聚會的約有20人左右，幾乎都是祖母、曾祖母
與他們的孫輩們；不見有18-65歲的弟兄或姊
妹。兒童有十來位，二年級到六年級為主。
這群小朋友周間每天下午5:00到教會，一
起念聖經，然後5:30-6:30接受英文輔導。星期
六晚上有青少年聚會。主日沒有兒童班，所以
主日崇拜時，小朋友與大人一起聚會，有些騷
動；但小朋友輪流朗讀經節時，倒也覺得朝氣
活力。
有些學生有學習心，但大多數沒有什麼
勁。好說歹說地勸他們，告訴他們讀書的好
處，他們無動於衷，認為只要國小畢業即可。
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他們都願意下午
5:00來教會一起念聖經，輪流地讀30分鐘。
5:30上英文課的意願不高，吵鬧玩耍，只想應
付學校考試即可。週六晚上青少年團契有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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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考得好就有獎品。他們最高興的事就是
進城吃麥當勞。
一位五年級的小朋友，因為在學校攪擾其
他同學，學校課輔班不願收，所以需要教會個
別輔導，加強補習所有科目。他下午3:45到教
會，按照老師指定的作業，無論國文、數學、
社會、英文都要輔導。5:00功課做完後，參加
聖經課與英文輔導。我的責任就是個別輔導這
位小朋友。
我倆第一天見面是補習數學。我想了解
一下他的程度，於是按著課本裡的題目問他，
他兩眼發呆，低頭不語，很長一段時間非常冷
場尷尬，我不知所措，只好坐在一旁，暗暗禱
告，求主讓他開口。還好，後來他終於開口，
我們才能開始上課。他的數學根基不好，趕上
進度有些難度。很多時候課業是抄同學的，有
時還抄錯。
慢慢地我發現這名學生玩心很重。上了
20分鐘課或稍稍有些進步，就坐立不安，想出
去玩。我想他既然無心上課，浪費時間，不如
讓他去玩一會。不料這一出去，就如放了韁的
野馬，不回來了。牧師得去學校操場找他、叫
他，然後他心 不甘情不願地回來繼續寫功課。
有幾次他對父母說來教會輔導，卻跑出去打電
動遊戲，一打就是一兩個鐘頭，牧師到處打電
話詢問其他同學，方才找到他。
當我們問到他們的父母時，才知道很多父
親因酗酒吸毒、坐牢或無法工作，甚至因酒醉
殺人服刑或車禍死亡。母親離異再嫁，有的和
繼父生活，有的是祖父母或姑媽撫養。即使與
父母親同住，母親得負起家計的重擔；不時還
有家暴事件。有幾位母親是外籍新娘，中文不
好，無法輔導課業。老祖母有的身體不好、有
的識字有限，也無法幫忙課業。少數稍稍年輕
的姐妹中，還有兩三位有身心障礙，溝通有些
困難。
常來的一位弟兄也已是祖父級，最近假釋
回來，想好好調整找工作，把家裏整頓一下。
其他弟兄則是在附近的恩福會戒毒中心見到。
恩福會類似晨曦會，創辦人本來吸毒販毒，在
晨曦會戒毒成功後，回來鄉里，幫忙有需要的
人。他們有農場，種植薰衣草（lavender），提
14 │短宣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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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油製造香皂出售；種植蔬果、養雞自用。
兩週下來，我們 深深感到這一生還沒有見
到這麼多不幸的人都聚在一個地方。教會外的人
看到教會裏這麼多「異類」都裹足不前，因為他
們覺得教會裡的人有諸多不法的行為，怕自己的
小孩來教會會受到不好的影響。傳福音給外面不
信的人有些困難。我們拜訪新上任的基福理事長
陳正雄牧師時，曾提出這個問題。陳牧師語重心
長的表示，傳福音給外面人是困難，但我們絕對
不能放棄這些信徒或曾經走入歧途的人，因為社
會已經不接受他們，教會是最後的防線，是唯一
能愛他們、幫助他們的地方。陳牧師的話真是見
證耶穌所說的「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才用的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
罪人」（馬太福音九章12、13節下）。
頭屋教會與基福的牧者因愛神而對人所付
出的愛，尤其是愛那些被人輕忽的人，可說是
「愛屋及烏」。欽佩他們對神工作的擺上，求主
保守祂的僕人，願更多的弟兄姊妹支援基福與頭
屋教會，祝福頭屋教會。

乙增婷

2,000

曾潘美香

4,000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尤富永

500

游英沛

2,000

ACCCN INC.

US$300

方美珠

9,100

湯昕穎

20

Chen-Wen Liu & Szu-Ting Ho

US$200

牛潤芝

4,000

黃忠興

4,800

Chienwen Shih

US$300

王明川

100

黃信吉

7,400

Chih-Chin Liu & Annie Liu

US$500

王燕玲

2,000

黃啟寧

2,000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Cupertino

主知名

100

黃靖翔

4,200

Columbu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古運宏

3,000

黃臺蔭

4,000

Dr.& Mrs.George Liang

田南芝

8,400

葉秀敏

3,500

Fang Liang kuo & Yenyin Liu

US$300

成予恩

600

葉梅花

2,000

Harold W Campbell

US$900

朱進台

500

詹前耀

5,000

Harrison Luoh & Diana Luoh

US$500

何宋知真

1,000

鄒博岱

1,500

Highpoint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US$900

吳尚燁

4,100

齊子嫻

1,100

Huei M Huang

US$200

吳莘華

5,000

齊傅清妹

1,100

Jing-Shiu Lin & Jean Cheng Lin

US$100

呂欣怡

7,500

齊寶兒

500

Junmimg Chen & Yueh Y Chen

US$1,000

呂逸帆/王沛琦

8,700

劉玉芸

83

Meihuei Judy Chang

李王麗雲

1,000

劉玉慧

30

Peter Lee & Ellen Li-Hwa Lee

李如恩

1,490

劉沛嬴

500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李秀英

4,000

劉美蓉

500

Shumei Angela Shieh DDS Inc

李宗洲

10,000

潘佳慧

5,000

South Bay Agape Christian Church

李宜頻
李信誠/李庭毓
李帶弟
李進春/王明玫

▲蔚蔚姐參與探訪成媽媽

US$1,200

US$100
US$100
USD$600
US$500
USD$900

蔡元正

3,000

Taching Yang

US$500

蔡仲達

1,800

The Home Of Christ,5th

US$750

4,000

蔡庭睿

500

Timothy Wen & Julie Marie Wen

US$200

12,200

蔣雲嬌

1,000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USD$500

3,600

100

周群凱

盧瑞雲

7,000

林吉雄

4,600

戴文維

2,000

林芸萱

135

戴金雄

6,000

林為欽

10,000

謝增彬

100

林筱臻

250

魏綉春

2,000

林義銘

200

羅月琴/陳靖

1,200

18,000

蘇秀緣

2,000

林麗鴻

2,000

蘇東瀛

2,000

姜秀雲

1,000

大西教會

洪瑩真

4,000

中華救助協會

范揚偉

20,000

徐筱涵

26

徐增樂

24,000

徐藝庭

30

馬經方

9,614
15,000

仁義教會

3,540

文林基督教會

4,000

斗南教會

3,000

北門聖教會

47,450

2,000

眉山教會

11,695

高坤賜

5,000

恩惠福音會復興堂

12,800

高悉音

2,000

馬祖衛理堂

張人元

100

許書毓

2,000

愛鄰福音中心

陳士廷

1,000

新竹錫安堂

4,000

陳小玲

1,000

榮中禮拜堂

10,000

陳張秀珍

1,000

榮光團契協會

4,000

陳壽穗

2,000

翠柏基督教會

2,000

陳鴻琳夫婦

US$1,200
USD$1,000

250

鄧沛晴

林賴正宗

USD$300

10,000

100,000

杜徐明英

▲徐弟兄教學生英文

2014年3月1日〜4月30日

10,000

曾依婷

3,000

曾貴珠

4,000

造橋教會

3,000
10,959
500

頭屋教會

7,6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Yaowu Xu & Ling Yang

US$200

2014年3〜4月收支表
收入科目
會員奉獻
一般奉獻
專案奉獻
指定奉獻
其他收入
合
計
本期結餘
上期結餘
累計結餘

金額
88,135
595,840
67,100
9,350
6,100
766,525
-587,327
2,035,073
1,447,746

支出科目
會員奉獻
一般奉獻
專案奉獻
指定奉獻
其他收入
合
計

金額
648,738
381,590
226,790
77,554
19,180
1 ,353,852

【本表上期結餘與2014/1-2月收支表(2014/04月月刊)累積
結餘不符係4月月刊誤植。】

2014年1〜4月收支表
收入科目
會員奉獻
一般奉獻
專案奉獻
指定奉獻
其他收入
合
計
本期結餘
上期結餘
累計結餘

金額
127,951
1 ,810,022
116,700
142,750
36,879
2,234,302
-671,529
2,119,275
1,447,746

支出科目
會員奉獻
一般奉獻
專案奉獻
指定奉獻
其他收入
合
計

金額
1 ,400,611
696,221
524,525
254,565
29,909
2 ,905,831

【本表為總會和各拓荒區合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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