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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清明節，參加了花蓮鳳林鎮詹

府的追思敬祖禮拜，看見詹府的親族們依

長幼排行，一個一個家族在墓前獻花鞠躬，

子孫述說對先人的恩情軼事，十分感人，

讓我再次思想何為建構本土教會的佳美道

路。 

 聖經在歌林多前書九章提到「向什麼

樣的人就做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

救些人」，這是重要的宣教原則，使徒行傳

十五章耶路撒冷會議的結論是:不把猶太

人的律法規矩〝割禮〞，強加入外邦基督徒

的歸信禮儀中；初代教會把福音傳到外邦

時，發生了文化及律法方面的問題，當時

的教會在聖靈奇妙的帶領和保守下，有了

美好的決定，叫外邦教會得以歡喜向前行，

歷史、文化、律法帶來的問題，沒有成為

福音真道傳播的攔阻。 

 今日台灣基層人的歸主一直是很不

容易的事，而其中比較多的攔阻是文化習

俗上的問題，人是生活在文化習俗中的，

直到今日，人信耶穌仍然被一般基層人叫

做信洋教，這是今日教會當思想的問題，

若一個基層基督徒可以用他習慣的語言、 
他以音樂、來敬拜神，而教會也知道如何

教導台灣本土而又合真理的方式來過年感 

 

曾政忠  秘書長 

 

恩，清明追思敬祖；甚至教堂的建築可以

是很本土式的，如三合院的房舍或客家的

圓樓式建築；牧師、傳道、或詩班的禮服 

也是很台灣本土風味的，婚禮中的訂婚、

結婚的禮儀和服裝、喪禮中的安排與表達

也很有本土化的品味，讓台灣基督徒很習

慣方便來表達他們心中的感情、敬拜，仍

然是過正常的文化生活，拿去一些不必要

的絆腳石，那該是多美好的事! 

 想到六十年前大批台灣原住民歸主

時代，若是教會能提出好的追思禮儀和豐

收的感恩禮拜，今日也不會有許多「祖靈

祭」「豐年祭」的復活，成了原住民教會頭

痛的問題。 

 今年新竹燈會後，有幾位牧者提出，

若是燈會中有一個週末晚上，讓當地眾教

會的兒童和青少年一起提燈籠遊行，拿著

「耶穌是世界的光」「在光中行就沒有黑暗」

的題字燈籠出去，若一百個教會參與，每

教會有三十人，便有三千人，一起提燈繞

會場遊行，之後把燈籠贈送給燈會中的遊

客或帶回家掛在門邊，讓教會更深入參與

元宵節的活動，也是在原來的民俗中注入

真理與福音的啟示，叫文化得以漸漸地更

新，應當是不錯的構思；有一天福音能在

台灣文化裏生根，錯誤的民俗得以被真理

更新，台灣歸主的目標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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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基宣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和理監事會議，三月

十八日在基宣學院召開。看見眾同工從各地趕來，關心基宣同

工與事工的進展。特別沈介仁前院長夫婦遠從斗南開車上來，

弟兄姐妹和睦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善。 

會中決議，成立購校募款計畫小組，分擔杜院長的辛勞。並期

待在中南部舉行基宣特會，傳遞基層歸主異象與訓練事工。願

主施恩保守帶領。 

請為下列事項代禱： 

1. 5 月 4 日在基宣學院召開「委身基層獻身研討會」。願主豐滿同在恩典榮耀在我們中

間。 

2. 求主打發工人前來，一同教導基宣就讀的學生。 

3. 請為今年招生禱告，求主打發工人前來，願意在此受裝備，成為主的好工人。 

4. 請為邵潔傳道的身體蒙主保守醫治代禱，好早日回校教導學生。 

5.   請為下一季（5~7月）延伸制的師生禱告，求主聖靈充滿賜智慧能力，並求主 

     賜下合宜的輔導陪伴幫助學生們有好的學習與實踐   

                                                                                                                                           

                                                           秘書長  曾政忠敬上                                   

                                                             

主內代禱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頌你，因為 神是我的高台，是賜恩與我的 神。詩59：17 

為了要赴美傳遞異象，已經忙了好一陣子了，除了聯絡各

地的聚會，準備不同的講章配合PPT簡介放映，還要將延伸制

所教的兩門課「生活查經」、「基層佈道」所剩最後一堂課找時

間補課，另外要在離台之前，四月要出刊的「基宣之友」以及

獻身基層研討會的海報、學院簡介都趕著要印製，幾乎沒有太

多休息的時間，家父多次來電警告我要注意身體，不要接這麼

多工作！我感受家人的關懷，也向 神禱告保守我的身體，賜

我夠用的力量。 

二月底延伸制行政同工因家住龍岡，每天開車到學校正值上班時間，路上需時一小

時半，不堪勞累就辭職了，現有新的同工接手。接著就是延伸制主責同工因家在高雄，

爺爺失智，父母要求她回家，加上她也感到延伸制責任過重，做到五月底就離職，再來

就是專職老師OMF宣教士，今年過年回新加坡得知她年老的父親即將洗腎，她準備七月

返新加坡照顧父母親。面對人事不斷的變化，我只有禱告仰望 神帶領有異象、願委身的

人來到「基宣」，相信 神從不誤事，祂是主導基宣的主，也是供應基宣一切需要的主，

隨時學習交託仰望的功課。 

5-7月延伸制我要在內湖區、桃園區教兩班的課，五月4日舉辦一天的「獻身基層—裝

備為基層」研討會，求 神呼召關心基層事工的基督徒來參加。 

敬祝    主恩永偕                      

                                            院長 杜林茜敬上 2013/3/28 

 

院長代禱信 

秘書長代禱信 
秘書長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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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學校開了〝大小先知書〞這門

課。感謝神，透過張家麟老師的課程規劃，

使我們順利在十五週45小時學會十七卷

的先知書；上課至今大致分課程和作業兩

方面來看：  

    課程方面：藉著聖經研讀

及課堂討論，更了解舊約時

代先知職份的特性，便是傳

達 神的信息並斥責百姓所

犯的罪，使百姓知道 神的審

判和應許；還有代表性先知

的蒙召過程與事奉，以及在

當時的歷史背景；先知在君王治理之下所

要傳遞的信息；先知文學內容以及彌賽亞

的預言，都有詳細的介紹，讓我們對讀先

知書有更清楚的引導。作業方面：除了依

進度讀聖經外，還需依課程閱讀〝舊約先

知書導論〞， 

 

 

尤其是書卷內的難題，解經家都有提出合

理的解釋來支持聖經的記載。老師對每卷

書的簡介、神學主題、代表先知及寫作日

期、歷史背景，都有詳細的解說；為減輕

我們的作業負荷，每位同學都預先認領題

目寫好答案，在課堂上分享、討

論，經老師訂正後，集中彙整，

到學期末每位同學都會拿到一份

完整的作業，作為往後讀先知書

的參考，這真是〝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大小先知書的學習，讓我們

知道在當時所發生的不管是政治、社會道

德問題，在現今社會並無不同，求 神幫

助我們，有一顆敬畏 神的心，才能在任

何環境之下站立得穩。 

 

 

 

     上癮行為就是沉迷於某種物質如毒

品、藥物、酒、菸、網路、性，而使其終

日渴想無法自拔，嚴重者影響到工作、生

活，健康甚至人際互動。通常造成上癮的

真正原因，並非全然環境因素，而

是人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因內心的

罪、悖逆、不順服神，表現在外的

明顯特點，是認定自己是生命之主，

只要我想要沒有什麼不可以。 

 常見的濫用藥物有海洛因、安

非他命、搖頭丸、k他命、大麻等，

根據警政署資料顯示吸毒人口及

毒品查獲量逐年激增，使用年齡漸年輕化，

已成為嚴重的社會、治安、教育方面的問

題。目前國內戒癮模式多採用以下四種方

式，(一)自己解決：透過抵癮藥物，或用

酒抵癮，但常導致多重用藥過量致死。(二)

就醫：採取藥物治療搭配社工、心理師協

調，但需自費且費用極高。(三)司法處置：

國家提供觀察、勒戒、及戒治並由醫療人

員定期檢驗。(四)社區治療：如晨曦會的

戒毒村模式領人歸主、戒毒成功，訓

練門徒戒毒宣教，建造生命全人康復。

其中以第四種成功率最高，但需長期

安置和輔導，導致收案量有限是其美

中不足之處。 

 毒品危害世人，造成個人、家庭

破碎、社會不安，甚而影響國家的國

力；福音戒毒是迄今所知最有果效的

戒毒法，藉著 神大能治死老我，脫離毒

品轄制，在信仰裡悔改認罪，在基督裡成

為新造的人。 

 

 

院本部學生分享 

「先知書」學習心得 碩士科 葉秋瑟 

「上癮行為與輔導」學習心得 選修生  王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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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學員分享 
     

 

  

音樂系畢業的我，身為教會敬拜團團

員，抱著想得著更多的敬拜技巧與知識的

心情，來上敬拜與短講,得到的收穫比預期

的更多；這堂課不是從增進音樂上的技能，

而是從敬拜的真義-「降服在神面前」開始，

延伸至敬拜的實用技巧，老師

總是用恰當的比喻及故事來

表達真實的敬拜態度。 

  以前認為敬拜詩歌的流動

性，是表達對上帝的愛，透過

這堂課，有新的觀念, 詩歌的

流動性是人對人的互動。真正表達對上帝

的愛，乃是透過敬拜，來幫助「人」來到

神面前，與祂更親近。當服事越多，遇到

的試煉也越多，在領敬拜中時常太在意他

人的言論，而感到挫折，在課堂上老師引

領我們閉起眼 

 

  

 

 

睛想像，若是耶穌就在我們前面，祂會對

我們說甚麼？事實上，真的沒有一句話語

比祂說一句「孩子，我愛你」還要令人感

動與安慰，那就是一個重點，我們知道有

一個這樣的神，在愛我們，即使我們覺得

自己不足，但若祂揀選了你，just do 

it！遇到試探與軟弱的時候，祂也

陪伴著你，祂才是那個有權柄評論

我們的。 

  這堂課有太多的重點，我無法在

有限的字數內一一表述，但我知道

我所學習到的是，帶領大家敬拜，首先要

從個人的敬拜開始，從自己生命的改變開

始；上完這堂課我深深感覺到「作為一個

敬拜者的心」比重視「敬拜技巧&音樂」

更為重要。 

 

 

                                                          

 

五倫中「夫婦關係」確能說明一切的

問題癥結，因為五倫關係中所有的根源、

基礎都源自夫妻二人的關係所延伸。所

以沒有行在真理中的夫婦關係將衍生出

現今令人聞之怯步的「青少年叛逆期」、

「同性戀」、「離婚率」等，只要合乎

聖經教導與實踐合 神心意的方法：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

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

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看見你們

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們

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

他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

沒有阻礙。」（彼得前書三章1-2、7節）

社會許多親子與婚姻問題就可減少。 

 「婆媳問題」是現今三代同堂的家庭 

結構常發生的。丈夫是個孝順的孩子（或 

 

長子、獨子），妻子卻要承擔起全部「孝

順」工作，以及因雙薪家庭所造成隔代

教養問題；衍生媳婦熬成婆的惡性循

環…，創世紀二章24節「因此，人要離

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裡講到「離開」絕非遺棄，而是情

感、心理、生活上的獨立，與妻子聯

合共同尊榮、孝敬父母。更何況丈夫

本是妻子的「頭」，從上列的教導我學

會丈夫必須擔負起供應、引導、保護

的責任，不忍心讓妻子直接承擔或面

對公婆。 

感謝 神為期三個月的課程中透過

老師明確教導以  神的話為根基，使我

用真理的原則看待、面對、釐清許多問

題，不再人云亦云。更當以榮耀神、服

務社會、發展自我的三重意義來實踐所

學的。 

 

浸信會義美堂  沈舫蝶 「敬拜與短講」上課心得 

「基督徒倫理」上課心得 航空城歸主教會 陳啟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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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2,000,000(US$414,000)      6,000,000(US$207,000)      12,000,000(US$414,000) 

                  現況：    7,092,770(US$237,415)         710,100(US$23,769)        4,308,449(US$144,216) 

 

 

 

 

 

 

 

 

 

一、一般奉獻 
二、購置校舍 六、獎助學金奉獻 

（1、個人奉獻） （3、教會機構奉獻） 

杜林茜                4000 于崇蘭 15000 台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 50000 杜林茜 10000 劉宗隆 30000 

曾政忠 6500 潘璉福 1000 基督教內壢播道會 20000 施佩英 10000 崔文海 10000 

黃淑華 1700 林秋子 2000 貴格會埔里教會 5000 姚彥伶 10000 七、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黃美櫻              1000 何美景 15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5000 黃武恭 2000 台北基督徒民生社區禮拜堂                       3000 

林惠珠 2000 鍾美君 5000 中壢播道會 2000 陳良靈 2000 台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    3000 

李莉貞 30000 黃武恭 2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飛揚國外代收 50167 大園航空城教會       1500 

陸明娟 10000 汪郁純 4000 大社恩典福音中心 1000 
  

八、訓練費奉獻 

符家裕 9504 楊淑楨 10000 大園航空城教會 2000   于乃芳 3000 

潘敏文 6000 Yvonne Low 7000 金儒補習班 2000 三、教學費奉獻 367400 鄭秋子 2000 

黃俊凱 200 主知名 22100 Kerith Ravine Ministry 28950 四、會費收入 2000 劉自慶 500 

沈介仁 3000 許海濤 2000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6559 五、學院贊助人奉獻 九、專案奉獻 12000 

傅寶華 2000 張珮琦 1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26668 杜林茜                  6000 十、其他奉獻 2037 

陳月娥 10000 顏國年 2000 Touch Life Mission 38428 梁英子 12000 
  

江陳彩

雲 
1000 張進德 7000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19658 張文宏 3000 

  

王惠珍 10000 
  

飛揚國外代收 350343 高翠玉 6000 
  

王吟微 2400 （2、為飛揚奉獻）   
   

 

謝克猛 1000 陳瑞曉 30000 
      

張曼娜 2000 張旭陽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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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之友 國內教會 國外教會 

目標餘額 目前達成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 )102/1/1-102/2/28 

上期結餘 NT$-8,294,171 

本期收入 84,167 

本期支出 14,326 

本期餘絀 69,841 

累計餘額 NT$-8,224,330 

 

美國奉獻需扣抵稅奉獻收據者，可直接將支票

抬頭開「Touch Life Mission」，並註明為

「ALLIANCE FOR GRASSROOTS TRAINING 

MINISTRY」（AGTM）奉獻，寄送地址: 

P.O.BOX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奉獻徵信  102/1/1 ~ 102/2/28   

 

 

秘書長:曾政忠 會計:黃美櫻  

基宣建校總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12,111,319 (US$405,400) 

 

收支報表 102/1/1-102/2/28 

上期結餘 NT$2,260,037 

本期收入 1,277,047 

本期支出 808,272 

本期餘絀 468,775 

累計餘額 NT$2,72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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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課程 
名稱 

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的話 

內湖區 
基督徒 

倫理 

李文榮 

牧師 

改變自己,對人事物的觀點與真理能分

辨,獲益良多。 

更了解真理,從中得釋放與自由,並實際

應用在生活上。 

感謝老師的教導,使我更認識真理,改

變我,更新我。 

謝謝老師預備充足的資料,及諸多見

證,深入淺出說明真理,使真理生活化。 

石牌區 
基層的 

初信陪伴 

黃榮鈞

長老 

確實找初信朋友進行陪伴與造就。 

重新認識信仰及堅定信仰,並勇於傳福

音亦勇於陪伴初信者。 

落實初信造就陪伴,以致教學相長。 

感謝老師提供很多輔助教材,幫助我

更容易與人分享。 

謝謝老師深入細心的解釋經文,老師

生命的榜樣激勵我們。 

安樂區 

基層危機

處理與協

談 

金鳳 

傳道 

有技巧與人對談,了解及化解危機。 

運用在生活中隨時檢討,幫助自己也使

人得幫助。 

意識自己在言語需改變,才能助人。 

 

 

老師的生命見證及實例,講義都很幫

助我。 

謝謝老師認真的帶領,可以有新眼光

及成長。 

感謝老師教導我們用正確的方法去處

理各種危機。 

 

中和區 基層佈道 
杜林茜 

院長 

勇敢向基層朋友傳福音。 

學會佈道事工的預備與規劃。 

更積極的傳福音。 

謝謝老師親自帶領我向基層傳福音。 

感謝老師的鼓勵,讓我在傳福音受挫

時,得鼓勵也學會如何用智慧來回應。 

謝謝老師辛勞與用心,愛靈魂的心倍

受感動。 

永和區 
敬拜與短

講 

夏昊霝

牧師 

學習敬拜是一個降服的生命,內在生命

的觸動及表達等。 

課程中靜中得力,給我很大的幫助,知道

安靜中親近神,享受神的同在,使靈得安

慰。 

謝謝老師創意有趣又深入的教導,您

的專業造就了我們,您的謙和鼓勵了我

們,您生命的服事是我們的榜樣。 

.幫助我在生活習慣上,及生命個性上

都放慢腳步,在事奉團隊中更有自信,詩

歌的順序更流暢。 

中正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更懂的查經觀察與默想,更明白神的話。 

將神的話應用在生活上。 

非常感謝在您帶領中學習到原來查經 

是可以如此生活化。 

對聖經的瞭解與闡釋很有獨到見解。 

埔里區 
舊約人物

集錦 

李慧敏

傳道 

 

能站在舊約人物中的角度思考問題並

理解。 

在生活和服事中面對困境時,這些舊約

人物的生命特質，給我學習的榜樣。 

 

謝謝老師給予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

解釋,使我對舊約有更多的渴慕。 

謝謝老師認真的準備和對神話語的熱

情,這大大提升我的學習意願。 

高雄區 基層佈道 
葉恆序

牧師 

了解傳福音的迫切,學習用同理心將福

音傳給周圍的人。 

有了信仰上的知識,更可擅用,福音出擊

後,多了些勇氣與未信主的人談論信仰。 

對基層的人有進一步的認識,並知道如

何與他們談話傳福音。 

謝謝老師認真的授課,對基層傳福音

的熱忱及需要,讓我有很深的領受。 

謝謝老師辛苦的教導,使我有成長,並

對傳福音有更大的信心。 

 

 

桃園區 

 

基督徒 

倫理 

黃清 

牧師 

深入瞭解在平常生活中所忽略的問題, 

關懷人時有更正確的態度來回應。 

幫助我在家庭和教會小組牧養中,能合 

乎聖經根據的倫理規範。 

 

謝謝老師的授課,講義和講解非常的

清楚,加上生活上應用的分享討論,使我

收穫很多。 

老師用心的教導,使我明白與人互動,,

彼此幫助,提升自己人際關係和睦 

延伸制課程學生「教學反應評估表」摘要（2013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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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3/18順利完成第四屆第七次理監 

   事會議及第四次會員大會，謝謝弟兄姐妹 

   支持及代禱。 

2. 第一季延伸制課程1-3月已全部結束，共有 

   學生125人，4月中旬陸續召開各區「教輔 

   會議」，檢討各班學生上課情形，並推動 

   第二季新課程。 

3. 5/4基宣學院將舉辦〝獻身基層〞研討會， 

   請弟兄姐妹為此活動代禱。 

4. 5-7月延伸制課程開課共有12班，分別在 

 

 

   

 

   

  基隆（兩區）、內湖、士林、石牌、中和、 

  永和、桃園、中壢、大園、埔里、高雄， 

   請為各班老師與學生代禱。 

5.6/22將舉行第二屆基層宣教訓練學院畢業 

   典禮，請為今年的畢業生代禱。 

6.請為今年基層宣教訓練學院招生代禱，6月 

  及8月將有入學考試。 

 

 

 

 

 

 

 

 

 

 

 

 

地 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時 間 上課地點 

桃園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院長 (一)晚上 7:30~9:50 基宣院本部 

內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院長 (二)晚上 7:30~9:50 信義會思恩堂 

基隆中正區 基層群體探訪與關懷 黃榮鈞 長老 (二)晚上 7:30~9:50 基隆基督喜信會 

大園區 基層群體探訪與關懷 曾政忠 牧師 (三)晚上 7:30~9:50 大園航空城教會 

石牌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張家麟 傳道 (四)晚上 7:30~9:50 石牌禮拜堂 

士林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賴明芳 宣教士 (四)晚上 7:30~9:50 蘭雅禮拜堂 

中壢區 EQ 與人際關係 金 鳯 傳道 (二)晚上 7:30~9:50 宣道會中壢生命堂 

高雄區 EQ 與人際關係 吳信安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武昌真光教會 

中和區 舊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二)晚上 7:30~9:50 雙和行道會 

埔里區 基層的初信陪伴 陳增韡 牧師 (一)晚上 7:00~9:20 埔里貴格會 

基隆安樂區 
屬靈爭戰的理論與實際 

（進階班） 
黃偉峻 傳道 (四)晚上 7:30~9:50 安樂福音堂 

永和區 小組事工 葉聯邦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中興錫安堂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400元（進階2,700），同教會5人以上，優惠價2,000元/人（進階2,400） 

課程簡介請上基宣網站「當季課程」，網址: http://www.agtm.org.tw 

報名專線: （03）3252761，（03）2701551 黃淑華牧師 
 

消息與代禱 

理監事會議 
會員大會 



 

      
     

  曾為哈佛、耶魯大學教授與知名作家盧雲說： 

 

 「我決定要選另一條路，進到貧窮、軟弱、憂傷、破碎的人那裡。」 

    「從內心深處去認識上帝，用新的眼光看事物，學會真正的去愛人。」 

  

 

 

 

 

 

            

 

 

 

 

 

 

 

 

 

              〜本院招生訊息〜 

    以真理、生命、服事訓練、委身基層的學院 

    資    格 : 重生得救受洗兩年以上，對基層福音工作有負擔並清楚蒙召者 

    科    別 : 基宣碩士科 、基宣學士科、基宣證書科、教會進修科 

    報名日期 : 即日起至 6月 20日（第一次） 

               6月 21日至 8月 1日（第二次） 

    考試日期 : 6月 24日（第一次），8月 5日（第二次） 

    考試科目 : 筆試→聖經、中文、英文（證書科免）、心理測驗 

               口試→包含蒙召見證、事奉經歷、家庭背景、感情婚姻、 

                     人際關係與未來事奉 

日  期：2013年 5月 4日（週六） 

時  間：9:30 ～ 16:00 

地  點：基層宣教訓練學院 

          桃園市大有路 487號 11樓之 1 

對  象：對基層福音工作有負擔。 

費  用：100元，報到時繳交。 

連絡電話：03-2701-551（林姐妹） 

傳真號碼：03-325-7082  

截止日期 : 5月 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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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 開車前來 

中山高下桃園交流道→春日路直

行（桃園方向）→寶山街左轉→

大有路→ （右邊大樓，樓下是大

四喜餐館） 

※ 搭乘火車 

出桃園火車站→直行到統領百貨

（左側）→搭 105號公車（大有

路方向，寶山街口站下）→站牌

對面大樓便是基宣位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