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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實習處主任  黃 清牧師  

    2005年我們全家到大陸宣教，有一年

半的時間在一家企業的工廠內負責員工關

懷的工作，同時傳福音、建立小組，並與

附近一公開教會合作，為著工廠的員工增

加主日晚崇拜。 

    我們在員工關懷中心和他們一起泡茶

聊天，開情緒管理、做點心、讀繪本等課

程，並在暑假為員工的子女舉辦兒童品格

夏令營。在這個工作經

驗中，讓我們能更多了

解工廠員工的工作、生

活及心理等各層面。 

    我的岳母每年春天

會來與我們一起住，冬

季來臨前她就會回台，

因為華中一帶冬天最冷

會到零下5-6度，我的岳

母擔心自己無法適應。 

    2009年時，岳母年

歲已高且身體有些不適，我們知道是 神帶

領我們回台的時候，雖然大陸福音的需要

很大，但我們知道需先回來盡為人兒女的

本分。 

    2010年三月搬回台灣，但仍陸續進大

陸將未完的工作告一個段落；同時尋求回

台後的道路。我在牧養教會時，就領受了

基督化家庭的異象，在大陸也不斷傳遞、

教導，致力於此。回台後我們夫妻不斷的

禱告、尋求 神的帶領，在這過程中，「建

立一個將基督化家庭與門徒訓練結合的教

會」，這負擔越來越強的在我們心中。    

也有幾個領受相同異象的家庭，很希望我

們能帶領他們建立教會，但主提醒我們應

該成全後起之秀，讓他們來做，我們在後

面支持。 

    這個時候接到秘書長杜牧師的邀請，

希望我能來接替實習處的工作，也在學院

裡面教基督化家庭的課程。杜牧師的一句

話：「以我們的年紀，應

該是將經驗傳承的時

候。」若是能將自己過

去一些失敗的經驗，或

是從主所領受的異象與

恩典和後進們分享，似

乎更能夠回應主給我的

託付和異象。 

    九月新生訓練，我

帶著學生參訪許多基層

福音機構與教會，體會

到做基層福音工作實在需要呼召，看見這

些忠心在基層福音工場上，堅守崗位 神的

僕人，雖然心有不捨，但確信他們在主的

面前必得大賞賜。 

    進入基宣後越來越感受到在這個世代

主要帶領祂的教會看見基層福音的需要，

因為這是主的心意。 

    盼望在基宣學院的服事能造就出更多

合祂心意的工人，使主的心意得著滿足。

也求主施恩與我，讓我有足夠的體力、靈

力來完成主對我的託付。 

 

 

   國   內 

 郵資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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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祂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靜。詩篇107：29                             

    過了中秋，天氣一天一天的轉涼，感覺舒爽不少，從八月中感冒咳嗽直到十

月才漸漸好起來，喉嚨仍時感不清，不知是否由於夏天氣候酷熱，冷氣房間進出

很容易感冒（我的辦公室只用電扇，很少開冷氣）。年紀越長，就更要多注意身體

的保養，也請代禱同工們多多保重身體，才能健康的服事主。 

    八月29日借用北投基督徒聚會處場地開學典禮後，院本部學生就開始新學期

的密集課程，延伸制12個班級也陸續開課，暑假結束，忙碌的日子接踵而來，全

修生共11位，選修生1位，延伸制170位學生，使得我們老師、同工們做好一切的

準備，來迎接新的一個學期。 

    二月安息年回來，主日講道、專題講道等直到年底就

有30多次，每主日去不同的教會，不單是基宣主日，還有

其他證道，平均一個月有三次講台，我不知是否這也是做

傳道與牧師的差異，似乎責任真的增加不少。九月24日的

特會：「國度均平、本土宣教研討會」，出席200多人，我講

的主題是：基層群體歸主策略，反應不錯。九月26日召開

基層機構聯禱會，訂出明年五月26日舉辦第二屆「基層宣

教特會」，基宣又是策劃單位之一，將於十一月24日開籌備

會，請為此代禱。 

    十月6日理監事會除了報告今年的經費使用與各項事工之外，也核定明年度的

預算（含購校募款共需一千兩百萬）與計畫，最重要的是購校事工！一開完會，

所有理監事一起前往看新找的場地，大家都很滿意，立刻約定一週後與屋主會談，

請特別為購校禱告，好使我心中壓力減少一些。 

    購校近況與進度： 

    上次代禱信中提到購校所訂的「航空城」三棟透天厝等候改建的報價，經過

近三個月的報價，令我們咋舌，竟然超過一棟透天厝的價錢，只好放棄，另覓校

地，半年時間往返航空城十多次，結果又落空，心中只覺非常疲累，要做的還是

要做，繼續再找，藉著一位代書弟兄的介紹，落座桃園大

有路與寶山街交叉口附近的一座辦公大樓含四個停車位實

坪約170坪（在春日路中間，離桃園火車站與中山高速公

路南崁交流道不遠），可做教室、辦公室用，四周都是住宅

區，宿舍只得用租的，目前正準備與屋主約談，價格還算

便宜，希望下一次寫代禱信時，將有一定案，求 神憐憫。 

敬祝     主恩永偕 

                                  主內 杜林茜上        2011年10月8日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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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區/蕭雅尹姊妹    

    我從小在傳統的

道教家庭長大，直到19

歲認識了男朋友(也就

是現在的先生)，才開

始接觸基督教，但是我

只是一個坐在教堂裡

的慕道友，一坐就是好

幾年，沒有任何感動，我很感謝公婆的

寬宏大量，他們完全不會逼迫我跟著他

們一起信教。 

    在我接觸基督教的同時，哥哥在大

學也成為基督徒，但因為與父母的宗教

信仰不同，也造成了一些家庭漣漪。有

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妳以後好命了，

不用再拜了！」似乎透露出她在傳統中

的無奈。 

    後來爸爸得了憂鬱症，沒有人可以

醫治他，家庭陷入愁雲慘霧中，就在此

時一位教會姊妹突然出現，很熱心不斷

的帶領爸爸到教會，爸爸終於信主，憂

鬱症也好了。此時我才真的相信有一位

造物主在天地之間。 

    在民國87年我受洗了，現在在教會

擔任小組長，期望更能了解主的話語，

才能造就組員。 

 

 

                                                   桃園區/鄭芳怡姐妹    

    常說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然而又知

在日光之下無新事，

但當關乎自己時，卻

又是常常不能自己，

果真人的一生當中，

不論年歲多少，總是

有如曲線圖，差距只在它的高與低、快

與慢，音符的節奏是憂傷、是喜樂、是

讚美，亦或是不斷的嘆息抱怨。 

    很慶幸的，上帝垂聽了小孩般純真

的祈望，自小就喜愛聽來自教堂優美的

詩歌讚美。因此就跟上帝說：「希望將

來能嫁入基督徒家庭」，果真，上帝應

允了小女孩的心願，更大的福份是有疼

愛我的公婆，尤其是婆婆的疼愛更甚。 

    婆婆識字不多，但常看她賣力的看

聖經，她心胸寬大、從不埋怨，常常讚

美，遇事總是用喜樂的態度去面對，是

我學習的榜樣。 

    在我低潮困境之時，要不是上帝的

榮光在婆婆身上彰顯，教我隨時儆醒，

時刻忍耐及讚美，真不知現在的我又是

什麼光景。 

    上帝告訴我，即使屋內吵雜煩亂，

窗外仍舊是一片寧靜的藍天，關了這道

門上帝會開另一扇窗，感謝主！教我到

如今更能體會磨難之後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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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進修科/林惠珠

    我在2008 年基

宣延伸制結業，向基

層傳福音的理念令

我深受感動，想要繼

續裝備充實自己，才

能有足夠的力量向

基層傳福音，所以報

考基宣全修生，接受更深的裝備。 

    新生訓練時觀摩各基層福音機構

與教會，其中我最有感觸的是活水泉教

會，這是為遊民設立的教會，每天為遊

民準備食物、安排信息分享，希望讓這

些遊民感受到上帝愛他們每一位，並不

放棄他們，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夠力圖振

作、克服障礙，不再做遊民。 

    看到教會傳道及弟兄姐妹的擺上，

持守 神的呼召，真的是令人感動，深

深覺得自己是很有限、很軟弱的。 

    新生訓練的觀摩行程，非常的激勵

我，也讓我能多所學習及成長，願一切

榮耀頌讚歸給愛我們的阿爸天父！ 

 

                                  學士科/游恩得 

    我 從 小 生 長 在

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裡，自小父母就很愛

我和哥哥，也非常虔

誠的事奉主。 

    在 我 成 長 的 過

程，無論經歷什麼困難或是意外，媽媽

總是帶著我和哥哥一起禱告，經歷過無

數次 神奇妙的作為，從此我知道我所敬

拜的 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 

    1994年我受洗後，便經歷了一段的

掙扎。在經過人際關係的破裂後，我重

新的認識耶穌：祂不只是生命的救主，

更會陪伴我走人生的道路。 

    之前， 神又藉一場聚會，呼召我全

時間服事主。全時間服事至今7年， 神

恩典滿滿不說，更領我到基宣接受裝備，

預備我更大更廣的為 神所用。

 

                                       學士科/陳復奇

    未信主以前，總

是汲汲營營於賺錢，

我認為這才是家庭穩

定美滿的唯一。自從

信主之後，我持守安

息日、等候 神、親近 

神，我發覺錢不僅沒有少賺， 神賜下的

恩典反而有增無減，內心的平安與喜樂

也更多。 

    從 神而來的平安與喜樂是財富無

法換取的，唯有親近 神、等候 神，以

謙卑順服的心，進入基督的安息，才是

得勝而美好的生活！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

二:24)。深信救恩是出於 神的恩典和揀

選，我願意順服 神的旨意，成為一粒落

在土裡的麥子，將自己完全獻上，愛 神

也愛人，成為神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回

報祂的愛和恩典。 

    凡在基督裡的人，就必須要完成 神

要我們是光是鹽、使萬民做基督門徒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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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進修科/陳邱紅

    我的孩子兩歲時被診斷為「左鞍旁

海綿竇內神經纖維瘤」，傾其所有給他

治病，醫生判斷孩子很難養大。 

    一年後他父親提出離婚，面對傷害

和困境的我常以淚洗面，離婚後我學會

堅強地生活。孩子七歲時再次手術，日

子過得很坎坷，他還需眼睛整容手術的

費用。我常恐慌兒子的希望在哪裡？我

無力改變現狀，徹夜難眠很想自殺。 

    在我最掙扎的日子，有位弟兄帶我

去到深圳的教會，看到弟兄姊妹喜樂的

笑臉，聽到美妙的歌聲，心裡得到安慰。

也參加《唱詩班》、《查

經班》，很渴慕 神！

對《聖經》充滿了好

奇！在2006年12月

受洗， 神給我莫大的

福分和恩典！ 

    我把兒子和自己

交托給 神，也清楚看到人的有限，以

及人心的不足（慾望無窮）。感謝主！

拯救了我，賜我新的家庭、得著我兒子

的生命。“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

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證書科/程安鵬    

       我在當船員時學會喝酒、賭博，還 

染上了毒品，我不但吸毒也販毒，一共

關了10年。 

    主愛之家的人來獄中傳福音，我曾

經用過許多的方法，都不能脫離毒品的

糾纏，怎能相信只靠耶穌就會成功？ 

    輔導我的教誨師是更生團契的李

教授，後來我接受了耶穌。當我服刑期

滿回到家中，毒品的試探與誘惑立刻迎

面而來，多次拒絕還是被打倒。我才知

道自己只是個空殼的基督徒，基督的生

命根本就不在我裏面。 

    「毒癮易戒，

心癮難斷」，我無法

靠自己，只有再回

到神的面前。來到

晨曦會之後，我的

生活充滿了唱詩、

讀經和禱告，以前

我不愛唸書，經常逃學，但現在不同了。

我很喜歡讀聖經、唱詩歌，因為  

 神的話引領我人生新的方向，帶領我

前面的道路，我讀出了喜樂，也讀出了

盼望，更讀出基督愛的生命。

 

                                        證書科/謝瑞霖    

    瑞霖的過去是一個人見人怕的吸

毒者，從15歲染上毒癮，斷斷續續吸毒

20年，造成家人莫大的傷害，父親尤其

為我痛心，流了無數的眼淚，直到父親

逝世，我仍舊不知悔改。  

    96年出獄以後，立刻又沾染毒品，

這一次我的家人、妻子都離我而去，正

當我窮途末路，要燒炭結束自己的一生

時，姐姐救了我，我痛哭不已；原來家

人一直沒有放棄我，他們只是不知道怎

麼幫助我。經過和姐姐討論後，我來到

晨曦會戒毒。 

    認識信仰後才

明白，靠自己不能脫

離罪的轄制，感謝主

的救贖，使我能活出

新生命，也跟家人修

復了關係。原來我有

一位愛我的天父，現

在一切都變得如此美好，我非常樂意跟

別人分享這一份奇妙的愛，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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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基層佈道   認識基層人文化特質與信仰、傳福音並帶人去作佈道工作。 

宜蘭區 杜林茜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宜蘭禮拜堂          (03)932-2454 

宜蘭市舊城東路20號 

埔里區 邵  潔 傳道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埔里貴格會        (049)298-0424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207號 

課程：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對話   認識不同的信仰，將基督福音傳揚出去。 

基隆暖暖區 王瑞珍 老師 
1/5~3/29(每週四) 

早上9:30-11:50 

碇內浸信會         (02)2457-8155 

基隆市源遠路227巷25號之1 

基隆仁愛區 廖昆田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浸信會榮光堂       (02)2422-4384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97號 

課程：基層領袖塑造   學習自我操練與訓練別人，成為有效率及影響力的領袖。 

石牌區 宣承義 牧師 
1/5~3/29(每週四) 

晚上7:30-9:50 

石牌禮拜堂         (02)2823-0333 

台北市明德路281號 

課程：基督徒倫理  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基督徒面對生活中遇到各樣的議題。 

內湖區 李文榮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內湖麗山禮拜堂    (02)2627-7252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22號 

桃園區 梁美玉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桃園拿撒勒人會    (03)335-9327 

桃園市三民路一段16號 

課程：新約人物集錦  透過新約人物認識耶穌佈道與門徒訓練，看神永恆心意。 

雙和區 張家麟 傳道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雙和行道會         (02)2247-3040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69-1號 

課程：EQ與人際關係   增進情緒智商，養成積極行為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永和區 金  鳳 傳道 
1/6~3/30(每週五) 

晚上7:30-9:50 

永和循理會         (02)2942-4440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29巷14號 

課程：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從聖經教導、探訪實例及見證探討和操練。 

潭子區 林和明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04)2538-9502 

台中市潭子區大成街120巷18號 

延伸制進階課程 
報名費300元（舊生免繳），學費2,700(基宣結業生2,400元)，同教會5人以上 2,400元/人 

課程：小組事工   

安樂區 崔文海 牧師 
1/2~3/26(每週一) 

晚上7:30-9:50 

安樂福音堂         (02)2431-2417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55-7號8樓 

課程：基層危機處理與協談 

汐止區 金  鳳 傳道 
1/3~3/27(每週二) 

晚上7:30-9:50 

汐止禮拜堂         (02)2692-2680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20號2樓 

報名專線：(03)453-1472、070-1000-8268  黃淑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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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全修生 9 月中新生訓練，參訪桃園更生團

契、萬華活水泉教會、台北服務業教會、新莊

福音中心、客家福音協會、苗栗大西教會、晨

曦會苗栗村等基層福音機構，學生獲益良多。 

 由工福、鄉福、淡江教會及基宣合辦「國度均

平--台灣本土宣教策略研討會」，9 月 24 日在

華神圓滿落幕，共 200 多位關心基層宣教的牧

長、弟兄姊妹參加。 

 9 月 26 日舉行基層機構聯禱會，會中決議 101

年 5 月 26 日舉辦基層宣教特會。 

 10 月 6 日舉行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議

決 101 年度預算，並商討購校事宜，會中決定

放棄購買大園航空城，另覓合適地點，請關心

基宣的弟兄姐妹為購校代禱。 

 101 年 1~3 月基宣延伸制課程預計開 12 班(宜

蘭、暖暖、仁愛、安樂、汐止、內湖、石牌、

雙和、永和、桃園、埔里、潭子)，有志接受

裝備的弟兄姊妹，請儘早報名。 

 基宣、活水泉教及淡江教會，11 月 24 日將召

開明年「基層宣教特會」的籌備會，請代禱。 

 

 

 

 

 

 

 

 

 

 

 

 

 

 

 

 

 

 

 

 

 

 

 

 

 

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9,438,673 (US$325,471) 

目標：  12,000,000(US$414,000)   6,000,000(US$207,000)  12,000,000(US$414,000) 

現況：   5,758,667(US$198,574)      598,100(US$20,624)    3,065,054(US$105,692) 

參觀萬華活水泉教會 密集課程-自我成長 

理監事會議 

參觀晨曦會苗栗

村 

國度均平特會 基層福音機構聯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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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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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寄
送地址：P.O.BOX 5514 Diamond 
Bar, CA91765  USA 

 

 

 

  奉獻徵信  100/8/1 ~ 100/9/30   

一、一般奉獻 
    盧盈僡 1,000   6.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1.會員奉獻 
    蕭秀真 1,000     大湖基督教會 2,000 

  杜林茜 4,000    戴志強 2,000   中壢播道會   4,000 

  李麗明 2,000    謝貴美 1,000  汐止禮拜堂 2,000 

  黃武恭 3,000    嚴永博 1,000   明志禮拜堂 2,000 

  黃淑華 3,000    主知名 25,067   重生禮拜堂 2,500 

2.經常費奉獻  3.為飛揚奉獻 

 
 碇內浸信會 2,000 

  于崇蘭 30,0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主知名 2,000 

  王世龍 2,000     史陸如芸 4,400   7.教學費奉獻 564,500  

  王良珠 10,000     李玉曼 4,000  8.獎助學金奉獻 

   王清玉 1,000     林坤興 4,000   大湖基督教會 2,000 

  王喜美 500     林庭竹 4,000  吳呂鳴鳳 1,000 

  朱懷中 1,000     張旭陽 30,000   杜林茜 6,000 

  何玉梅 500     許一萍 4,000   黃幼林 1,000 

  何宗杰 1,000     陳瑞曉 30,000     謝振鴻 10,000 

  利世堯 1,000     劉秀玲 2,000  9.訓練費奉獻 

   李亞明  3,000     蕭世慧 4,000     蘇明哲   2,000 

  周新基  1,000     謝克猛 7,000    湯毛起鵷   1,000 

  林文樂  1,000     鐘樹椽 4,000     王嘉銘 2,000  

  林志成  1,000     鐘樹煌 4,000   10.其他奉獻 43,989 

  施佩英 10,000   4.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11.其他收入 47,553 

  徐全善 10,000     杜林茜 2,000  二、常年會費--李秀蘭   1,000 

  張美英 100     沈介仁 3,000   三、購置校舍奉獻 

 
  張進德 2,000  

 
  黃武恭 1,000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16,852 

  陳正直 500   5.教會機構奉獻     Touch life mission 代轉 115,120 

  陳李罔市 1,000  
 
  SOUTH BAY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5,543  
 

  杜林茜  10,000 

  劉美齡 1,000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30,429 
 

  崔宜萍   6,000 

  黃錫煌 1,0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16,675    崔敦玲   4,000 

  詹許玉 500    台中行道會 2,000     梁英子 20,000 

  廖紋淑 1,000    明志禮拜堂 4,600     陳淑美   1,000 

  趙彥民 2,000    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8,000     蔡明吉   1,000 

  劉陳惠美 1,000    浸信宣道會聯合會 3,000    主知名   5,500 

  劉維玲 1,600     基督教客西馬尼會 1,000    

  劉寶書 1,000     麗山禮拜堂 6,000     

 

 

★55期「本期收入」應為$735,518，「本期結餘」應為1,247，「累計結餘」應為$2,940,132，

特此更正。 

 

 

 

 

 

 

 

收支報表  
100/8/1 ~ 100/9/30  

購置校舍 (目標 3,000 萬元) 
100/8/1 ~ 100/9/30 

上期結餘 NT$2,940,132 
 
上期結餘 NT$7,822,804 

本期收入 938,075 
 
本期收入 179,472 

本期支出 854,050 
 
本期支出 -- 

本期結餘 84,025 
 
本期結餘 179,472 

累積餘額 NT$3,024,157 
 
累積結餘 NT$8,00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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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杜林茜             會計：邱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