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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豐盛的恩典
（羅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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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天恩

見證分享

阿平的故事
那是星期五的晚上，阿平的爸爸焦急的打電
話給我。我立刻趕到他家。
阿平是一個國中生，那天下午在學校用美
工刀割自己的舌頭，班上的同學嚇壞了，女同
學哭成一團，學校也立刻處理。但阿平爸為了
家計，只能在下班後才趕到學校帶回阿平。
阿平的祖父已過世了，但生前在村裡有一
個道壇，阿平幾個叔叔伯伯都是乩童。阿平爸
從年輕時便看見家裡雖然擺滿了各種神像，但
也為家族帶來數不盡的混亂與紛擾。他因為渴
望平安，決心走自己的路，尋求真神，後來成
為家族中唯一的基督徒。
當阿平爸接到學校通知時，家族的經驗告
訴他阿平在學校「起乩」了，因為那是乩童起
乩的典型動作。
我到他們家，細問之下，才知道阿平因為
學業能力落後太多，即便教會有課業輔導班，
也不願參加。他週六、日到處閒逛，被附近的
聖○廟吸收，廟裡的人問他願不願意讓神明上
身，他答應了。難怪會在學校上課時間「起
乩」。
我為他禱告，也要他宣告棄絕之前廟裡
的誓言等等；又與阿平爸商量，要他次日到廟
裡去見負責人，表明他不願孩子參與廟裡的活
動，請他們以後不要再找阿平了。
哪知道事情尚未了……
原來阿平的同學週五回家後，描述了阿平
用美工刀割舌頭的事。星期一早上，學校接到
許多家長關切的電話，讓學校備感壓力，將阿
平爸又找了去。阿平爸當時慌了，返家後立刻
打電話找我。原來阿平在學校不只「起乩」，
還養小鬼。星期一晚上，我再到阿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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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間小牧

「學校怎知道的？」我驚訝的問，過去
曾聽聞養小鬼的事，怎麼這下子真到眼前了。
「學校在廁所裡找到用紙杯做的香爐，除了插
著香，還有血跡。學校找阿平來問，確認這
事。」阿平爸說。
我找阿平來問詳細。已是國中生，卻身形
瘦小，單純未脫稚氣的阿平，知道闖了大禍，
小聲的說從頭：包括兩個小鬼怎麼跟著他，要
求他做一些事，怎樣與常覺孤單的他玩等等。
重要的是，他想擺脫，小鬼卻不願離去。我聽
得頭皮發麻。阿平爸這才知道為何過去兩、三
年阿平都不願單獨在自己房間睡，一定要來跟
他擠同一張床，並且老睡不安穩。
學校為了避免同學繼續落在恐懼中，那個
週一沒有讓阿平進班上課。熟悉一些靈異事件
與民間習俗的主任，堅持叫阿平爸將孩子帶回
聖○廟，由廟方作法退乩，否則不讓阿平進班
上課。因著阿平爸過去的家族經歷，加上他已
信主，絕不肯帶阿平去廟裡，可是主任的堅持
叫他非常為難。我要他週二回覆學校，我們已
經跟廟裡的人表明不讓孩子去廟裡了，並且我
們會用教會的方式，處理起乩與養小鬼的事。
再者，國中教育是義務教育，學校無權不讓孩
子進班上課。
離開阿平家之前，我與他們一起禱告，
宣告基督已經承擔所有過去阿平在誓言中的許
願，基督已為阿平付了代價，黑暗權勢再不能
盤據攪擾他，阿平是屬耶穌基督的！我們約妥
週二晚上再一起禱告。
週二早上，阿平爸到學校與校方溝通阿
平的事，我則請教會幾位堅固的肢體為此事禱
告，並約了晚上一起到阿平家。
見到阿平，我小聲問他：「小鬼還在嗎？」

他說：「走了！」阿平爸說前一晚是那兩、三
年來阿平睡得最安穩的一晚。「現在，連他的
眼神都不再亂飄了！」阿平爸說。
我們在阿平家客廳唱詩歌、敬拜、禱告，
為每一個房間禱告抹油。在阿平的指引下，我
在房間衣櫃頂上靠牆處找到一個小香爐，同時
在深咖啡色的衣櫃上依稀看到紅色畫在木門上
的符。我用手指沾橄欖油在符印上畫十字，並
宣告耶穌的得勝與同在。衣櫃的深度與高度擋
住了視線，深色的木門更看不出符印，難怪阿
平爸一直不知道這事。我站上椅子，將小香爐
拿下來，紙杯作的香爐裡不是香灰而是腥紅色
液體，我得深呼吸免得作嘔。

清理乾淨了。阿平次日也進班上課了。
「老師跟同學對你還好嗎？」他微笑點點頭。
去潔淨阿平家的那晚，回到家裡時夜已
深。我躺在床上，仍然反覆思想著那幾天所發
生的事 ― 阿平所引起的風波應該暫告平靜
了，但他成績落後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
所產生的自卑，仍會繼續讓他感覺孤單，交不
到朋友。虎視眈眈的黑暗權勢會不會再找上他
呢？除了陪伴之外，我又還能怎麼幫他呢？我
帶著那樣的問號入睡。
（除了名字更改過，整個故事都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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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或保羅？
拿的故事很吸引人，特別是他被大魚吞吃
約的部分。
我的教會有同工寫兒童主日學的教材，這
份教材是讓兒童自己讀經文，然後由老師不斷
地問問題。讓主日學學生從經文中找出答案。
我在《約拿書》教材的教師手冊中看見一
段有趣的問答。這段問答是總結約拿事工的一
部份。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他施，就給了船價，上了船。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
作，甚至船幾乎破壞。
（約拿書1:4,15）
請問：「約拿喜歡嗎？」 不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船員最後將
約拿抬起，拋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
了。

耶和華要約拿往尼尼微大城去，向
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耶
和華的面前。
（約拿書1:1）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
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約拿書1:17）

請問：「約拿喜歡嗎？」 不喜歡！

請問：「約拿喜歡嗎？」 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他就起
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我們在下一
章中看到約拿在魚腹中禱告，感謝上
帝。

約拿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
他施去。
（約拿書1:3）
請問：「約拿喜歡嗎？」 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他正要逃往

耶和華吩咐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
地上。
（約拿書2:10）
請問：「約拿喜歡嗎？」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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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約拿如果不
被吐出來，就一定要死在魚腹中了！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要他起
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們宣告神所
吩咐的話。結果約拿去尼尼微後，不但
尼尼微人信服神，宣告禁食，從最大的
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甚至連尼尼微王也
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
灰中，要人與牲畜都披上麻布，切切求
告神，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
暴。神察看見他們離開惡道，於是就不
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約拿書3:1-10）
請問：「約拿喜歡嗎？」 不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在第四章一
開始，就看見約拿為這件事「大大不
悅，且甚發怒。」
於是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要
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華神安排一棵
蓖麻，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
他脫離苦楚。
（約拿書4:5-6）
請問：「約拿喜歡嗎？」 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聖經上說：
「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
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
這蓖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
神又安排炎熱的東風，日頭曝曬約拿的
頭，使他發昏。
（約拿書4:7-8）
請問：「約拿喜歡嗎？」 不喜歡！
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聖經上說約
拿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
還好。」
總之，最後我們發現神對約拿說：
「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嗎？」約拿
甚至仍然硬著頸項，說：「我發怒以至
於死，都合乎理！」
（約拿書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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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知道約拿不願意去尼尼微的真正
原因。但我深欣賞兒童主日學老師的創意，我
彷彿成了兒童主日學的學生，一面聽著老師講
故事，一面看他的手掌翻來翻去，代表約拿的
「喜歡」與「不喜歡」。我似乎可以感受到約
拿情緒的轉變，短短四章的經文裡，就看見他
不斷翻騰的情緒。
* * * * * * * * * * * *
卻不是這樣，我們在他身上看見的，是
保羅一貫的篤定。
第三次旅行佈道的時候來到哥林多，他在
那裡寫了羅馬書。他在羅馬書15:23說：「如
今在這裡再沒有可傳的地方」，因此他「這幾
年……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保羅想往西班
牙去傳福音，並且希望途中經過羅馬。保羅
告訴羅馬的弟兄姊妹說：「我現在往耶路撒
冷去，供給聖徒……等我辦完了這事……我
就要路過你們那裡，往西班牙去，我……去的
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 」（羅
15:23-29）
保羅寫完給羅馬信徒的信以後，他往回
走，準備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有聖靈向他指
證，也有先知向他發預言，都說在耶路撒冷有
捆鎖等著他。然而他說：「現在我往耶路撒冷
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裡要遇見甚麼事；
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
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
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傳
15:22-24）
保羅去到耶路撒冷以後果然被抓，被關在
監牢裡，甚至在那裡被關超過兩年的時間。後
來保羅說他要上訴到羅馬皇帝那裡。雖然巡撫
非斯都認為他並沒有犯什麼該死該綁的罪，應
該可以釋放，但因為保羅的上訴，所以非斯都
仍然派了一位百夫長押著他和其他囚犯，帶他
們坐船往義大利去。這是使徒行傳廿七章所講
述的故事。
保羅在那之前幾年就想要往羅馬和西班牙
去，但總是被攔阻了。那次應該算是最大的攔

阻吧，因為他還被關在監牢中。然而神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沒有人會預想到，保羅被押、
被捆鎖之後，反而終於可以坐船直往羅馬而
去，更出人意外的，是那趟行程充滿了驚險與
艱難。
船遇見了颱風。那颱風大到一個地步，船
員第二天必須把貨物拋在海裡，第三天連船上
的器具也都需要拋棄了。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
說：「太陽星辰多日不顯露，狂風大浪吹逼，
得救的指望絕了。」保羅卻安慰眾人，篤定地
對大家說：「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唯獨
失喪這船。」即便如此，船仍在暴風雨中，船
上276人14天之久懸望忍餓，忙著跟暴風雨奮
鬥！保羅勸他們吃飯，並再次安慰他們，說：
「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他還
率先在眾人面前作謝飯禱告。他不只是話語安
慰人，他的行動也叫大家安心吃飯！
那艘在風雨中飄搖，並已全然毀壞的船，
最後在馬爾他島獲救。天雨中有人生火取暖，
保羅拿了捆木材丟入火中，沒想到卻竄出一隻
毒蛇咬住他的手。島上的土人以為保羅定要仆
倒而死， 結果保羅不但沒有被毒蛇咬傷，還醫
治了島長部百流父親的熱病和痢疾（使徒行傳
28：7-10）。
「……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 多
年前保羅寫信給羅馬的教會時，就那樣預言。
如今他果然上路了，卻是囚犯的身份，並且一
路上因著海上的颱風而大受顛簸。可是在那樣
的顛簸中，我們卻真看見基督豐盛的恩典，彷
彿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叫那艘在暴風雨中看似
要滅亡的船立時安穩下來！
原來「基督豐盛的恩典」不是指「無風無
雨也無浪的平靜航程」，而是在「風浪大作，
人以為連活命的指望都沒有了的狀況下，仍然
有平安的應許」叫每一位領受了那恩典的「性
命一個也不失喪！」「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
於損壞！」
原來保羅說：「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
去」，不是去到羅馬「之後」，才能享用基督
豐盛的恩典，而是「沿路上」就開始擺設基

督豐盛恩典的筵席，供飢渴的人，需要的人享
用。原來無論我們在哪裡，都可以帶著基督豐
盛的恩典，不僅是為著將來的目的地，也為著
沿途上的需要 。
有時在我們經過風雨，經過奮鬥，經過
14天懸望忍餓，終於有平安的指望，終於離開
波濤洶湧的海浪上了岸。雖然天仍下雨，天氣
寒冷，但至少有人接待，有可以烤火取暖的地
方，我們開始感謝上帝！誰知就在那時，就在
給我們溫暖的烤火處，竄出一條毒蛇，緊咬著
我們的手臂！於是我們身邊的眾人（甚至神家
中本該同為弟兄姊妹的基督徒）像那些土人一
樣，懷疑我們暗中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以
致天理不容。我們面對四面八方質疑的眼光，
即使自問內心光明磊落，也恐怕免不了問上帝
說：「神哪，你在哪裡？」
但保羅沒有容讓自己有任何時刻落在自
憐或自怨的光景裡！無論土人的質疑或以他為
神，他都不為所動，反而是立刻去為一個又
發燒，又拉肚子的老人家禱告，並且使他得醫
治！ ―他果然是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上路，
並且一路上享受基督豐盛的恩典！
* * * * * * * * * * * *
約拿是有影響力的人，他的宣講使尼尼微
人悔改而得救。但我們看見約拿自己也被環境
影響，他的情緒不斷被環境攪動。我們看見他
最在意的是自己，最愛的是自己。
保羅也是有影響力的人，但他的風範與約
拿有天壤之別！他的一生有許多捆鎖與患難等
待他，他卻說「我不以福音為恥」，「我不以
性命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
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基福的事工都在偏鄉，更有客家庄的硬
土，若沒有長期深耕的經營，恐怕拿不出甚麼
耀眼的成績報告。在多年這樣的過程中，我們
每一位同工的內心可以像約拿一樣時時翻騰，
也可以像保羅一樣始終篤定。你我，要選擇像
約拿，還是保羅呢？

祕書長的話│ 5

拓荒區報導

大西教會

主奇妙的帶領―

一日奇遇記

早禱會結束，教會一位姐妹說先生的表妹前
日出車禍，住在新竹馬階醫院，想去看
她。我們也想去探望一位最近常來教會聚會，
已快90歲的老媽媽，她因為胃穿孔而住在台大
醫院新竹分院。
我們看到了這一位平時來去自如，卻忽然
住院，近90歲的老媽媽。她很感謝教會一直關
心她，很感謝神，當我們為她禱告，她就說阿
們，老媽媽很感恩。老媽媽離道不遠，相信她
要快快歸主。
告辭了老媽媽再去馬階醫院探望因車禍
而住院的姐妹。這位姐妹的身體原本就不是很
好，行動也不便。當她要去上班時，同教會的
同工用機車載她，因腳的不便她只能側坐。
忽然一輛轎車從他們的左邊切進來，擦撞
到他們的機車，坐後座的這位姐妹就從車上摔
了下來。送到醫院，右腳瘀青，左小腿骨折。
感謝神，她竟然從跌下來到現在都不覺得痛。
而且她說，當她從機車後座跌下來時，好像有
天使將她捧著輕輕放下一樣，就只有左腳骨

▲母親節以蛋糕祝福村裏的母親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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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春 牧師

折，她充滿著喜樂，述說神的奇妙救恩。
而且她說，因為服事久了，很想休息一
下，這一撞她可能要休個半年的時間。因為撞
她的人算是家境不錯，也很負責任。骨折處要
開刀裝上鋼板，對方說要用最好的鈦合金，以
後就不用再開一次刀取出來；所有的醫療支
出，看護等費用對方也都表示願意負責。且因
是在上班途中出車禍，依法算因公受傷，生活
費也沒影響。她說，上帝給她放了個豪華的假
期。
聽到姐妹雖然因為車禍而身體受到傷害，
但內心卻充滿了平安、喜樂、感恩，我們真是
看到了一個有主耶穌生命的人的不一樣，就是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姐妹真是大大的激
勵了我們。
離開了馬階醫院，驚喜還未了。以前與師
母到馬階醫院探望病人或看醫生時，常會去附
近市場內的小攤吃豬肝麵。這次師母建議與同
工去那裏吃中餐。但我記得過了中午他們就休
息了，而且已經快一點了，應該收攤了吧。但

▲母親節上台感謝母親。

師母心中有感動，要過去看看，感謝主，麵店
還沒休息。當我們點了餐，很習慣的作謝飯禱
告，老闆娘看到我們在謝飯禱告，就說，她也
是基督徒。
他們之所以信主，是因為女婿是基督徒，
且當時麵店老闆因長期喝烈酒而導致食道破
裂，去住院。醫生說，開完刀後一定要住加護
病房的。但在教會的代禱下，他不僅在開完刀
後的第二天就出院了，連酗酒的習慣也戒了，
幾十年的菸癮也沒有了。夫妻因著相信耶穌，
全家充滿喜樂、平安和健康。
他們的女兒在受洗後，可以看到靈界的事
物，不僅看到耶穌、天使，也會看到魔鬼，就
在一次牧師的禱告後，她再也沒看到魔鬼，而
是常常在異象裡看到耶穌和天使。
在彼此交通中得知，他們信主快一年了，
但因為沒有人帶領，且白天要做生意，星期日
只能參加教會的晚崇拜，又因初信且不熟悉人

▲收到教會祝福的母親們都很高興。

▲美珠姐與李茶妹媽媽在教會相見歡。

與環境，所以目前聚會不太穩定。我們 就鼓勵
他們，將每個禮拜中的二個小時奉獻給神，排
除萬難去到教會參加主日聚會，相信神一定會
賜福給他們，最後，我們就為他們祝福禱告然
後離開。感謝神，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們
天天都可以經歷的神。

代禱事項：
1.請天天奉耶穌的名祝福並宣告，大西村1200
多戶共4000多人（2014年10月底統計）都要
得救，沒有一個是失落的。
2. 上海華商團契將於7月6日～17日在大西國中
及造橋國中開辦英文營，請弟兄姐妹為此守
望代求，求神感動所接觸的每一位學生，使
他們願意來認識神。
3.基督徒靈修會將於8/21（五）～23（日）共
三天二夜在台南烏山頭水庫湖境度假會館舉
辦，求神保守一切順利、平安。

▲李秋生姐妹追思禮拜。

▲婦女要成為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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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安息主懷
∕呂逸帆 傳道

感

謝主，鄉村的福音工作著實不易，很多時
候必須跟社區多做連結，有更多友好的關
係，好叫福音能夠傳揚出去，這也是我一直在
學習的功課。
近來教會有阿菜媽、耀真弟兄，住教會
斜對面素娥姐的父親賴爸爸先後過世安息，好
像搭上同一班列車，都在這個時節。其中的過
程，無論陪伴，神的愛，弟兄姐妹的服事關
心，在在都成為他們及家人的安慰及幫助，榮
耀歸神。
特別阿菜媽的追思禮拜，充滿著神榮耀的
大能。這次神的帶領，讓家中6位都不信主的
兄弟，竟然願意尊重媽媽的信仰，主動聯絡教
會，同意全依基督教儀式辦理安息禮拜。因他

們是村裡望族，所以這對鄉村來說是一個重大
的突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神行了何等大的
事。
回想整個過程，教會從探病關心、臨終陪
伴、到兩場的家庭追思、以及5/24最重要的告
別式，看見遺族的感動及感謝寫在臉上，心中
就說著阿們。
不但告別式有別於以往傳統鄉村喪禮，
更看見聖靈在追思禮拜中的作為，家屬中竟然
有人做見證說想要信耶穌，要跟隨阿菜媽的腳
步。真是神的奇妙作為，讓福音的種子進到家
中。
在這邊也要特別感謝陳正雄牧師、陳張秀
珍師母、李進春牧師、周鴻文傳道、恩福會全

▲恩福會在阿菜媽安息禮拜獻詩。
8 │拓荒區報導

體及大家的協助，讓阿菜媽兩場的家庭追思禮
拜及以上安息告別禮拜充滿見證，彰顯神榮耀
的作為，相信福音種子有一天要發芽成長，神
掌權。請繼續為我們代禱。

代禱事項：
1.7月13～17日上海華商團契在造橋國中舉辦英
語品格營。8月1～5日康華禮拜堂服務隊在文

英國中舉辦體驗營。飛颺團隊在談文國小舉
辦夏令營。請為以上營會禱告，求主帶領過
程一切順利，並能為主得人。
2. 新加坡鄉村服務隊將於12月12～20日在幾個
附近的大學、國中小服務，請為後續聯繫安
排代禱。

▲傅弟兄告別式上追思。

▲阿菜媽的家屬。

▲造橋與大西詩班在阿菜媽安息禮拜獻詩。

▲先鋒營同工來訪。

▲為芷蓉姐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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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教會

歡 呼 述說祂的作為！

∕田南芝 牧師

今年二月的基福月刊裡，秘書長陳正雄牧師
寫到「……主耶穌也必定會對他們說：
『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
成全了吧。』」今年四月的基福月刊中，洪國
隆理事長提到耶穌吩咐門徒的大使命「……你
們要去……」有兩個提醒：（1）有「要去」的
決心（2）有「要去」的行動。「要去」的決
心，就是愛心；要去的決心就是來自基督耶穌
愛靈魂的心志。
理事長和秘書長曾鼓勵我們在鄉下―特
別是客家庄的鄉下―傳福音的牧者，必須具
備「信心和愛心」來牧會，否則，在很多不理
想的境遇中，容易失望、灰心，因為總是看不
見前面的道路。是對？是錯？摸不著事情的脈
絡，此刻看起來是好，明天又全變樣了……。
哈利路亞！我們是有遮蓋、在團隊中一起服事
主的！

營、兒童英文教導、陪伴讀聖經、國中生課業
輔導、探訪會友、傳福音、晨更小組等，做了
許多美好的服事。今年更是勇敢答應並接下頭
屋國中的暑期英文營! 哈利路亞！我們是一家
人，他們做在我們這弱小的弟兄身上！
今年二月因著自己的私事回了一趟美國，
見著了很多好朋友，分享了在客家庄，又是鄉
下傳福音的缺乏和艱難，得到了很多的鼓勵、
安慰、和扶持。我的心因著有同伴溫暖的圍
繞，又重新得力了！特別是 Joe Wang 弟兄，就
對我提出了一個想法，他說：「神國的事，要
大家一起來，田姐，你們頭屋教會有臉書嗎？
何不讓大家一起參與？！」就這樣，他投入了
他自己，為我們製作一個「頭屋教會」臉書！
哈利路亞！我們是蒙愛的、有你、有我，在團
隊中我們一起服事主！

美國北加州康郡教會的張力揚夫妻，因
著前前後後來了頭屋教會幾次之後，深刻明白
教會和孩子們的處境和需要，就推薦、鼓勵他
教會的牧師、傳道、弟兄姊妹們來參與幫助頭
屋教會中各式各樣的服事。他們參與暑期英文

台灣大學曹承礎教授在今年2月初與他夫
人何美玲姊妹，及一些天母感恩堂的弟兄姊妹
們，來到頭屋教會探望孩子們，不但帶給他們
很歡樂的時光，還給他們每人一個大紅包過新
年！看著歡樂、滿足散開在他們開心的臉上，
曹教授回去之後，就把心裡的感動告訴了他的

▲青少年團契。

▲國小課輔班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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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她
是台大的學生，要和一些同學來拜訪我們。結
果有5位同學來，當她們知道客家庄鄉下孩子
們的處境、及在教會努力下的需要後，就主動
為我們製作了「頭屋兒童福利計畫」的臉書！
為我們募集所需！哈利路亞！我們當以感謝為
祭，獻給祂，並歡呼述說祂奇妙的作為！

地卻不足，需要擴充增建下，伸出援手，在專
業的知識、工程修建上大力支援，盡心協力，
只有一個想法目的：叁與在神的旨意中，使人
人早日盡得福音的好處！哈利路亞！讓我們因
祂的慈愛和祂向我們所行的奇事來稱讚祂！讓
我們都以感謝為祭，獻給祂，並歡呼述說祂在
頭屋鄉奇妙的作為！哈利路亞！讚美主！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是，有一些教會，例
如新竹浸信會、康郡教會等，和弟兄姊妹們的
奉獻幫助及參加「省一杯咖啡，救一個靈魂」
的救援計畫，這些都是神奇妙的作為，成為我
們的及時雨！使我們滋潤、獲得紓困、進入神
的旨意，得以繼續在鄉下、客家庄努力傳福
音！

代禱事項：

這實在是神奇妙的作為、帶領！詩篇107篇
21～22節說：「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
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
給祂，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1. 請為擴建、增建的材料、設備經費能充足禱
告，由於沒有經驗，費用估算不準，造成誤
解，請原諒。若有感動，請繼續支持奉獻，
並請註明為「頭屋教會建設費用」。謝謝！
2. 我們將在七月舉行洗禮式。請為準備受浸的
孩子們及一位已決志的黃媽媽（目前正在上
基要真理課程）禱告，盼望上帝的愛保守每
一個將受浸的孩子以及受浸相關事宜能順
利！

還有，我們的鄰居，頭屋福音戒毒戒酒中
心―恩福會，願意幫助我們在福音雖廣傳場

3.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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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屋鄉民進入光明國度！

▲教導孩子們英文。

▲國中生上課。

▲課輔班準備晚餐。

▲恩福會弟兄幫忙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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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教會

陪伴
∕黃信吉 牧師夫婦

我

「

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
來。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
導的，也要交託給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
人。」 （提摩太後書二章1-2節，和合本修訂
版）。廿多年來的全職服事，在教會無論是牧
養治理或佈道拓荒，都發覺使徒保羅「交託給
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人」的教導和提醒，
其實是一個生命陪伴的過程，並且在當中體會
靠著聖靈的引導，用生命影響生命。眉山教會
剛開拓的頭一年（2009年），暑假之前，經由
同為台灣媳婦（新移民家庭中原為外籍的配
偶）介紹，柳家的裕台、祥芬、英婉（均為化
名）三兄妹到教會，加入這個小小的信仰群
體，開始經歷逐漸認識上帝，生命翻轉、更新
的過程。

得華裔客籍女子為妻，陸續生養了三個孩子。
裕台初上小學被母親機車載送過程出車禍，單
腳腳踝原本須截除，雖勉強保住，但重要筋絡
無法完全復原，且可能要終生受骨髓炎反覆復
發之苦；祥芬小時長期嗜吃餅乾，初來教會大
家愛稱其為「餅乾芬」；英婉剛來時才初上幼
稚園，大方聰穎，一般歌舞一學就會，馬上成
為眉山教會小型表演隊伍的亮點人物。

三兄妹的家，也是一個典型的新移民家
庭。柳父小時注射預防針後，單腳發生不明原
因之萎縮，青少年時期曾赴台北振興復建中心
治療。在這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辦的機構中，
透過聚會接觸過基督教信仰。成年後自印尼娶

除了課輔和聖經教導靈命造就，還有其
他個別的陪伴。當裕台青春期前被診斷發現骨
髓炎復發時，除轉介陪伴至大醫院治療，牧者
也曾密集個別陪伴做高壓氧治療。餅乾芬被轉
介至中醫診所，醫師吩咐不能再常吃餅乾，而
當場哭出來。但在教會課輔和聚會時，牧者
還是得堅持不給或少給餅乾。活潑大方卻常跟
男生打打鬧鬧的英婉，偶遇心情不好或想媽媽
（柳母二度返回印尼久居）時，要給予特別的
安慰。有陣子柳母對家庭婚姻不滿，心情沮喪
時，在束手無策中，只能天天召集陪伴他們禱
告；柳父雖有穩定工作，但仍要常給予鼓勵、

▲青少年牧養領袖與牧師師母。

▲成年核心同工與牧師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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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造就，並透過參與教會服事，使其與主建
立親密關係，促進靈命成長。
如今，柳家是眉山教會穩定聚會成員家庭
中，唯一完整（非單親或欠缺其他成員）的家
庭，且全家皆已受洗。雖然柳母礙於體力及情
緒，仍無法久留聚會，但柳父參與教會關懷接
送及禮拜中司會的服事。裕台除了是教會眾弟
妹的模範大哥哥，也是牧師設備管理的好幫
手，師母課輔、詩歌樂器練習的助理老師。祥
芬和哥哥一樣，成為培育中的青少年領袖，和
妹妹英婉，也都是教會聚會中的主要司琴手。
感謝主！他們也在繼續操練成可以成為陪伴
者，陪伴新來教會渴慕福音的同儕和鄉親。

2.繼續懇切邀請您在代禱中，同我們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宣告；眉山教會的每個孩子和家
庭，要在真理的領受和福音的見證上，做一
個得勝者，成為基督精兵，將天國福音傳
開！
3.眉山教會的孩子，有機會參與2015台中《幸
福家庭，快樂一生》園遊會的服事。求主使
他們透過對外活動和操練，體會自己是神國
大軍的成員，蒙召參與上帝救贖人類的偉大
行列。

1.求上帝恩待社區附近的月眉國小和后里國
中，含稍遠的育英國小和七星國小。目前都
有事工的接觸和緊密的合作，求主讓這樣的
連結會地區帶來祝福。

4.求主繼續透過基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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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也求神賜智慧和機會，為本地區百姓和弱
勢家庭，引進可增進家庭收入和挹注社會福
利措施所需的資源。讓福音和福利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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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眉觀光糖廠詩歌快閃。

▲小男孩已成活潑領詩的少年。

▲理事長洪長老主領眉山及頭屋教會野外禮拜。

▲週末率樂營中包水餃。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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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集錦

▲洪叡郎牧師與師母訪問基福。

▲台大學生來訪。

▲亞東劇團邱姐妹分享。

▲頭屋教會因空間的需要租下鄰房將兩間打通。

▲開始美化拱門。

▲拱門形狀美麗。

14 │寫真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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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日〜4月30日
12,000

乙增婷

2,000

徐幸枝

4,000

劉沛嬴

400

方美珠

16,000

徐偉晟

145

劉秀玲

4,000

花蓮福音基督教會

牛潤芝

3,000

徐偉國

150

劉敬豊

6,100

門諾會錫安新城教會

王明川

1,000

徐盛誌

1,000

劉筱文

2,000

信義會靈光堂

10,000

王貴鳳

200

徐紫綾

400

劉德志

4,000

浸宣斗南教會

3,000

3,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105,900

王燕玲

2,000

高浩然

20,000

潘佳慧

平鎮崇真堂

4,000
5,000

田南芝

10,100

高悉音

2,000

潘惠容

2,000

新竹浸信會

任秀妍

3,000

張人元

6,000

潘朝成

2,000

新竹錫安堂

11,162
10,000

4,000

吳尚燁

5,800

張恩豪

1,000

潘榮姿

3,000

會員大會奉獻

呂欣怡

6,000

梁正雄

2,000

蔡仲達

3,600

榮中禮拜堂

2,000

翠柏基督教會

3,000

謙誠法律事務所

3,000
美金

4,000

鄭馨

許洪猷

4,000

鄧欽志

3,000

870

許書毓

4,000

盧瑞雲

2,300

2,000

郭秉慧

40,000

蕭聖貞

2,000

150

陳小玲

1,000

戴文雄

500

李宗洲

11,000

陳永河

10,000

戴金雄

7,500

李宜頻

200

陳含笑

4,000

謝仁浤

5,000

李建勳

3,000

陳智平

3,000

謝慧柔

2,000

李帶弟

2,000

陳福永

2,000

鍾維鴻

2,000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李進春

12,000

陳慶風

100,000

蘇秀緣

2,000

BALTIMORE/COLUMBIA

周凱群

12,000

陳慧真

1,000

李林怡秀

2,000

GEN-HWA CHIANG & STEPHANIE PAI

林主恩

1,000

陳鴻琳

10,000

杜徐明英

2,000

HAROLD W CAMPBELL

$600

林吉雄

4,600

陳

麵

1,000

林賴正宗

19,000

HIGHPOINT EVANGELICAL CHRISTRIAN CHURCH

$600

林柔貝

15,000

陳蘭芬

1,000

徐劉美蓉

400

林為文

2,000

傅碧蓉

2,000

時真牧師

1,500

MARIA K. HUANG

$1,000

林為欽

12,000

彭舒青

10,000

陳張秀珍

2,000

MAY HU, MAY & JOE WANG

$3,000

林羿君

500

曾乾森

2,000

曾潘美香

4,000

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600

林清雯

5,000

曾淑錡

600

齊傅清妹

2,250

MR. & Mrs. TAN

$100

林敬恩

2,000

曾貴珠

5,000

劉李春香

2,200

SHYTZONE LEE & GUEY SHYAN LEE

$200

260

黃光漢

300

劉沈月娥

THE HOME OF CHRIST, 5TH

$600

林嬋娟

1,000

黃忠興

8,000

戴余富桂

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500

林麗鴻

2,000

黃信吉

9,700

謝楊梅妹

林寶秀

1,000

黃國榮

1,000

9021503(未具名)

林韡承

3,600

黃靖翔

3,000

Lai Yee Hom

26,000

姜秀雲

2,000

黃臺蔭

4,000

Laura Shieh

姜燕香

3,000

溫素芬

776

Vicky Cheng

柯慧美

36,000

葉秀敏

5,600

洪國隆

1,500

葉梅花

范崇賢

500

詹前耀

范揚傑

2,000

齊子嫻

唐匯君

2,000

齊寶兒

11,000

許洪文

李以諾

200

李如恩
李秀英
李佳恩

呂逸帆

林筱臻

5,000
500

$300

ACCCN INC.
ARINGTON CHINESE CHURCH

$300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825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SAN JOSE

$5,000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4,200

$500

$50

LAUNG Y. SHAU

500

$600

頭屋

造橋

大西

眉山

總會

446,602

106,010

122,654

18,922

981,132

119,376

94,177

61,025

759,076

文林基督教會

11,000 本期支出 180,334
11,000
4,000 本期餘絀 266,268

-13,366

28,477

-42,103

222,056

1,000

北門聖教會

66,100

4,000

台中福音基督教會

60,000

61,847

119,030

136,563

42,837

566,005

300

台北復興堂

165,040

734

788,061

台南福音基督教會

12,800 累計結存 328,115
6,000

105,664

300

100,000

本期收入

上期結存

奉獻徵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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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