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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代禱信 
  

   新年，是除舊佈新的意

思，特別在農曆新年前，家

家戶戶會好好的打掃，連清潔隊都要特別載運大型的

垃圾及舊家具，但是人心要如何打掃乾淨呢?求主幫助

我們，只有主的寶血可以洗淨人的一切不義，求主幫

助國人在打掃家裡的時候，能更多省察生命，因此領

受主的救恩，成為新造的人，因為人若在基督裏就要成為新造，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 
 新的一年，基宣促進會有幾樣重要工作，請同工們舉起禱告的手向神呼籲: 

一、 三月十七日下午下午六時起，召開新年度基宣會員大會並要改選理監事，願主保守帶領，選

出合 神新意的人，同心興旺主福音。 

二、 五月將由基層宣教聯禱同工發起「為基層歸主」禱告月，但願結合教會媒體一起呼籲眾教會，

從五月一日到三十一日，教會弟兄姊妹一起為基層歸主及基層福音機構事工及需要代禱，早

日興起基層歸主的浪潮。 

三、 五月三十一日將在基隆靈糧堂舉辦基層宣教博覽會及特會，請為特會講員及參予的眾機構需

要主能力代禱，也求主興起教會弟兄姊妹更多委身基層宣教事工代禱，讓基層鄉親早日進入

主的國度。 

                                                              秘書長   曾政忠敬上 
 

主內代禱的弟兄姊妹：平安。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詩34：9 

    基宣的成立至今即將滿十二個年頭，一路走來承擔著重責大任，要面對全方位

事工的壓力有時真的幾乎難以勝任，若不是 神大能的膀臂托著我，祂恩典的手環

繞我，我自己早就喪膽了。感謝主！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動

搖。 

    1-3月延伸制課程終於十個班都開始上課，這次推班非常的艱難，但蒙 神保守

總算各就各位，心情舒緩不少。接著要忙5-7月的課程、老師安排，將推出13個班

級，其中兩班是進階的課程，盼望這次早一點作業，可以有好的果效。 

    一月裡延伸制結業生舉行北區三個地點的校友會，基隆區、石牌區與雙和區

連跑三場，大家都很開心的彼此分享、代禱，雙和區來的校友最多，大家相約三

月要一起去陽明山踏青，還要求學院在雙和區開進階課程，要繼續裝備自己。院

本部只有兩屆的畢業生也不遑多讓，北區也將於2/10召開

第一次的校友會（中部地區正在籌備中），地點在第一屆

校友新拓植的教會—宣道卓越教會，藉此也祝福新教會宣

道多得人、健康發展榮耀 神。 

    院本部上完兩週的密集課後，開始一週的農曆新年假

期，可以好好休息，準備迎接嶄新的一年各樣事工。新的

一年願我們愛主更深。                              

以馬內利                  院長  杜林茜敬上2014/2 

院長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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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真理」心得                     學士科二 田桂花 
   感謝 神！讓我在寒假期間上

一門「教會真理」的密集課程。本

課程談到教會與我的關係，我對

「教會真理」認識多少？我所扮演

的角色，是否成為教會的幫助，並

協助教會成長成為健康的

教會？ 

   一個健康的教會，牧者

一定要有從 神來的異象

和使命。對教會未來的發

展要有遠見，對聖經真理

有正確的解釋，在傳達信息時才不

會誤導弟兄姊妹，並且帶領他們追

求 神話語的供養，參與教會的服

事，成為重要同工。健康教會需將

傳統思想模式，做一些轉化，教會

不只是看中人數的增長，更是根基

的穩固，質勝於量，讓弟兄姊妹生

命都被翻轉過來。 

    

 

  健康教會是需要基督精兵的訓

練，訓練對象從社會青年開始，他們

是生命最堅固階段， 神在選勇士去

打仗也是選30~50歲之間，是屬於最

強壯的年歲。佈道、落戶、養育、門

徒訓練、栽培同工、到再生產

訓練，老師用雙翼養育訓練的

課程幫助我們，為著 神所賜

的使命及呼召，使萬民都歸向 

神。 

 這門課讓我更深的的明白

聖經真理。我們的教會新開拓兩年多，

需要有聖經的真理作基楚，我的角色

是帶領敬拜讚美，訓練兒童主日學老

師，在社區傳福音發單張，處理人與

事的問題。基宣在教導上重視生命的

改變，並且將所學的應用在教會中，

幫助教會成為健康的教會。 

    

 

                    
       

      面對上帝，主與我

同在（以馬內利）是我

學會的第一句禱告詞；

在我人生艱難困境當

中，這句簡單的禱告，

帶給我心境平順並產生新的力量，也將

我的人生做了一個大大翻轉。 

     一場交通事故,經歷了官司訴訟，

一審我個人無過失不須賠償,對方仍在

上訴中，也因這場車禍讓我認識上帝。

在傳統的家庭中，家人立即帶我到宮

廟拜拜、收驚並祈福，但是我內心深

處依然害怕與驚恐；然而卻在學生家

中，姊妹的一起代禱，生平第一次體

會到「平安」，我知道那是「真平安」，

上帝撫慰我的心靈；我決定去教會面

對上帝。信主後，第一個改變的是我 

 

的工作，從一個收入頗豐的音樂老師

變成了收入減半的幼稚園老師，但是

我所信的上帝供應無缺，經由時間驗

證，收入沒有太大的改變，我也由開

著車到處奔波上課的慌亂生活，變成

每天安定的正常上、下班；兒子說：「媽

媽信主後，我變幸福了！」因我不再

為工作壓力而亂發脾氣。第二個改變

是對於孩子的教養也有所調整，不在

用自己的方式，而是用神給我的方式

教育我的孩子，在這學習放手的當中，

我和先生不斷的經歷神的大能，漸漸

地改變自己，在我們改變的同時，也

感受到孩子的改變。 

    雖然信主只有三年，我的家庭不

斷的經歷 神，願 神的恩典也能臨到

你們身上！ 

 龍潭區龍潭循理會  楊秀英 

學院課程分享 

延伸制新生得救見證 

主與我同在      



基宣之友    ~ 4 ~  《第70期》 
 

  

  

 一月五日基宣台北區校友會在石牌禮拜堂舉行，由杜院長的主持。我想院長

願意不辭辛勞，在百忙中撥空前來參加，一定是看見校友是基宣的後盾，也是一

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校友是分布在不同的教會，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大家都有基

層宣教的共同異象。校友會是個平台，可以讓校友彼此分享見證，彼此激勵及支

持，因此有必要持續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如

此才能凝聚力量成為「基宣」的後盾。 

此次聯誼會中，院長分享友一位校友在桃園

航空城地區建立教會，受到美國華人教會的

支持，在財力或人力上都得到幫助，以致教

會有很大的增長，這是 神的賜福。我們委身

在基層宣教事工上， 神必與我們同工。 

願 神感動每一位校友，使我們都努力做主工。  

（石牌區 顏國年長老） 

 
 很感恩能參加１月４日基隆區的基宣校友會。

這次相聚雖然是「答應要出席人數不少」，結果是

「實際到場的人數不多」，但是，仍然很精彩。我

們首先簡單的自我介紹和近況分享，很快的就回到

基宣上課時，同學們快樂學習的氛圍，其中，讓我

特別感動的是，有多位職場退休的校友，非常喜樂

的分享他們在教會承接長者關懷的事工。因為，現

今社會普遍的現象是，兒女們為了工作出外，把長

者留在家中，他們非常需要關懷、陪伴、激勵、慰

勉，帶出健康的老年生活。這些基宣延伸制校友，對教會非常有幫助，藉著長者

關懷，不僅被 神大大使用，也帶給長者及其家人很實際的幫助。感謝 神，讓我

們在基層宣教的聖工上有份，甚願校友們，為基宣持續代禱和關懷，共同為「基

層群體歸主」，齊心努力，讓 神得榮耀。 （基隆區 黃武恭傳道） 
 

感謝主，基宣延伸制新北市校友們一月十二日在循理會中和教會齊聚一堂，

彼此分享目前的服事狀況。很開心，校友們來自不同的教會，但因著對基層有負

擔，願意為基層的朋友們盡一分心力。感謝杜院長，她在百忙當中，仍然撥出時

間關心我們的服事。說真的，院長對基層的負擔，校友們有目共睹，校友們接受

裝備，就是為服事基層。 

校友們在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的傳揚主的

愛，是因「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

等佳美。」(羅馬書十章十五節)，不管哪個階層，

都有校友的腳蹤。不是我們能做什麼，乃是主

的愛激勵我們，我們才有能力參與服事。我們

也有軟弱、無助、身心俱疲的時候，大家同心

合一的代禱扶持，願  神祝福堅立我們手所作

的工。 （雙和區 劉制台姐妹） 



1月13日於台北晨曦會舉行基層

宣教聯禱會，共有八個單位及教

會一同參與，感謝主，讓我們彼

此互相扶持及代禱；下次聯禱會

將於4月14日在中壢工福舉行。

1月13日舉行「實習牧長座談會」

，幫助我們瞭解學生的實習情況

，大多數的牧者都對我們學生的

實習感到滿意。

院本部102學年度上學期已於1月

15日結業，下學期2月24日開學。

1-3月延伸制開課共有10班，分別

在基隆（兩區）、內湖、士林、

中壢、龍潭、中和、埔里、宜蘭

、大園 ，請為各班老師與學生代

禱。

1月4、5、12日分別在基隆、石牌

、中和三區舉辦延伸制校友會，

感謝主，使校友們彼此都有美好

的聯誼及分享。院本部校友會也

分別在2/10、17於台北、台中舉

行，久未相見的校友們聚在一起

，非常開心熱鬧。

3月17日將召開理監事會議以及會

員大會，此次適逢理監事改選，

請基宣的理監事及會員們準時出

席。

會員大會 : 3月17日（一）                     

                 晚上6:00~8:00 （含晚餐）

理監事會議 : 3月17日晚上8:00

地 點：桃園市大有路487號11樓之1       

              （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



為了得到僅 1% 信主比例的大量台灣基層同胞，基層
宣教聯禱會呼籲在今年的五月 1 日至 31 日，眾教會
的禱告會及禱告大軍，可以同心在主前祈禱，願主的
憐憫大能在台灣興起一個新浪潮，叫祂的百姓在這些
年間得以「委身基層、得到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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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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087(US$203,576)         726,100(US$24,243)        4,462,118(US$148,986) 

 

                              

                                                                  

 

  

 
                                                  

         

                             

一、一般奉獻 
四、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1、個人奉獻 3、教會機構奉獻 

杜林茜 4000   徐新生 5000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龍潭教會 5250         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36000

曾政忠 5000 陳士廷 1600 台北基督徒麗山禮拜堂 5000 基督教中華福音神學基金會 1500

陳明香 5000 黃美櫻 1500 台灣浸信宣道會神學院 2185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龍潭教會 3000

黃翠嫩 6000 黃武恭 2000 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4500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高榮禮拜堂 3000

沈介仁 3000 謝瑞霖 6000 中華聖潔會 大園航空城教會 2000 中華聖潔會 大園航空城教會 1500

吳佩珊 4900  張家麟 2000 基督徒魚池禮拜堂 30000 台灣浸信宣道會神學院 2000

于崇蘭 15000 歐維邦 5000 大社恩典福音中心 1000 桃園基督的教會 2000

林惠珠 24000 鍾美君 5000 恩典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1600 五、購置校舍奉獻 

溫婕妤 15000 孫台莉 2000 浮洲浸信會 3000 杜林茜 10000 李鴻昌 10000

李鴻昌 30000 彭國樑 2000 迪化街教會 1000 楊世儀 150000 黃翠嫩 4000

竺正國 10000 陳謝玉嬌 1000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South Bay 14700 施佩英 10000 吳景文 10000

羅惠文 14750  吳羅瑞蘭 4100 S o u t h  B a y  E v a n g e l i c a l  C h r i s t i a n  C h u r c h 26451 黃武恭 2000 林秋子 1800

蔡龍珆 4000 黃保民 30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14770 Touch Life Mission轉 109224

周綉鳳    500  蔡筱楓   900 Touch Life Mission轉 259914 六、獎助學金奉獻 

余玉玲   800  張珮琦 100 二、學院贊助人奉獻 陳秋伶 7000 程隆光 500

主知名  11500  杜林茜 6000  梁英子  13300  黃主喜  1000 七、訓練費奉獻 

2、為飛揚奉獻 三、教學費奉獻          40500 劉康克 2000 鄧德生 5000

陳瑞曉  30000  張旭陽  20000                                    八、其他奉獻      2252 九、會費收入  0

士林靈糧堂  45000  中華基督福音基金會  8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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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基宣之友 國內教會 國外教會

目標餘額 目前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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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1 ~ 10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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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5,305 (US$376,805) 

 收支報表   

102/11/1-102/12/31 

上期結餘 NT$3,139,193

本期收入 867,572

本期支出 830,462

本期餘絀 37,110

累計結餘 NT$3,176,303

購置校舍（未含宿舍）  

102/11/1-102/12/31 

上期結餘    - NT$7,759,159 

本期收入 307,024 

本期支出 10,234 

本期餘絀 296,790 

累計結餘 -NT$7,462,369 

備註 :  銀行借款: NT$1,500,000 

       民間借款：NT$5,0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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