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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宣延伸制同工 黃淑華牧師

    2010年一月正式卸下南部十二年的牧

會生活後，準備進入另一個深造的階段。

那時正在禱告是南部或是北部之時，接到

杜牧師的電話，因著她的關心與邀約，我

開始禱告求 神開路、賜各方印證，以便清

楚要去協助基宣或者去深造。 

    有一天，上帝將我

所求的印證，擺在眼前。

於是我將一切的預設立

場完全放下，以申命記

第八章當作是 神引導

的紀念來到了基宣。 

    回想甫來基宣的那

段日子，許多事都是新

鮮沒經歷過的第一次：

記得2010,7/31從高雄開

車到桃園，因路況不熟

開了七個小時；在高溫

沒有冷氣炎熱下渡過了

三夜；離開自小最熟悉

的家人、朋友、環境；開車至各區延伸制

的班級~如宜蘭、基隆、汐止、、、、潭子、

埔里、草屯。當時思鄉深切的心情曾使得

我想要離開基宣。感謝主！ 神在身邊安排

了許多天使，成為我每天的鼓勵和幫助。  

    神安排基宣代禱的同工陪伴，幫助我

面對許多生命的掙扎。過去我在牧會的事

奉上可說是得心應手，如今從獨立牧養教

會轉任陌生的機構工作，種種甘苦的適應，

實在是一言難盡。 

    時過境遷，在基宣已一年了！深深體

會到我們的服事不是依靠勢力、也不是依

靠才能、乃是依靠 神的靈方能成事。更加

明白 神要我在曠野中（陌生）中依靠並經

歷祂的全能與信實，不再依靠自己有的。

現在，我不能憑自己承擔甚麼，因所能承

擔的，都是出於 神。我

更加體會到為什麼 神要

用申命紀第八章引導我

進入基宣的服事。 

如今我需要的是常

常提醒自己，不是以為自

己已經得著了，乃是要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

引導我的 神直跑，為要

進到那佳美之地。 

    未來我盼望在基宣

服事之時也可以到神學

院選修教牧輔導課程。一

來投入基層訓練傳遞異

象，幫助訓練有負擔在基層領域的工人。

二來也能將所學的輔導專業，實際服事基

層人。基宣延伸制與各教會合作，在全台

有十二個教學點，持續的訓練基層工人投

入基層禾場，來得著這群未得之民，基層

宣教這個廣大的禾場，實在需要有更多人

獻身。 

    個人深深相信，基層百姓若是更多人

歸主，台灣的教會必定大大復興！回首這

一年，一路走來真是恩典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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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 127：1 a 

    燠熱的酷暑使人動輒汗流浹背，七月中有三個星期，北美的

華人教會4隊短宣隊來到基宣所安排的，從宜蘭到屏東，在國小或

教會，分佈有10個地點、共861位小學生聽到福音，看見短宣隊盡

心的服事，雖揮汗連連，有人中暑、有人被蚊蟲咬的到處紅腫，

卻是無怨無悔，最後一天成果展時，小朋友難分難捨（還有在台

上大哭的），短宣隊的成員們忘了所有的辛勞，仍說：「明年再來！」 

    5-7月延伸制的課程已經結束，接著就是到各地區開輔導

老師會議，也要推動下一季的課程，將在九月開班上課，這季

預備要推十四班，請為延伸制招生代禱。八月28日下午6時將

舉行一年一次的開學典禮，不論全修生、延伸制學生一起聚集，

這次地點使用北投基督徒聚會處（北投捷運站附近），求 神保

守看顧。開學典禮一結束，第二天就是校本部的密集課程 --

「自我成長」，由基宣七月份才上任的實習主任黃清牧師教課，

經過一個暑假盼學生、老師都很快的適應學校生活。 

    原來每半年都有一次的基層機構聯禱會因著我的安息年而停止，希望九月可

以繼續開始，這是一個基層事工的連結，不應該輕易的結束，未來還有許多的事

工發展需要整體的努力，若能凝聚力量，基層事工大有可為！明年十月1-4日將在

馬來西亞舉辦的世界華人基層福音會議，目前正在籌備中；今年

九月24日預備在台北華神召開一天的「國度均平‧台灣本土宣教策

略研討會」，這只是一個起頭，由台北淡江教會、工福、鄉福、基

宣發起，重點是從聖經「均平」的角度喚起中大型的教會眼光轉

向弱勢的教會與基層事工，使多的沒有餘、少的也沒有缺，讓 神

的國度可以更寬廣且均衡的拓展，教會的復興自然就臨到。 

    購校近況與進度： 

    暑假似乎是「奉獻」淡季，七月一兩週下來接到的購校奉獻不

多，連經常費奉獻的也少，內心不住禱告、自省，相信我們的 神

是顧念基宣的，有一天接到加州來的電話，她是我以前的學生，很

久沒有聯絡了，她告訴我有負擔要為基宣購校奉獻，之後，也看見

有郵撥進來的三千、一千等等，不論大、小金額都是恩典，內心只

有感謝，深知上帝加給基宣的恩典永不斷絕。上期「基宣之友」就

告知已訂好的三棟透天厝需要改建內部，直到現在建設公司的修改

圖樣與報價遲遲沒下文，催了好多次，應該這幾天就會報價，求 神

幫助購校修建盡都順暢。 
 

    敬祝     主恩永偕 
                                     

                                     主內 杜林茜上     2011年8月5日 

基宣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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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區/李亞明姊妹    

    大學畢業時，

一心想繼續讀書，

30年前軍校研究所

對女性的報考員額

及條件限制極為嚴

苛，當時我信主沒

多久，正與 神處於

蜜月階段，常抓住「凡祈求就必得著」

的話語，向 神求考上研究所。 

    無奈多次落榜，心生疑惑，也自以

為如此用心應有所成就，在失望及痛苦

中，同事積極推薦算命師為我卜卦，算

命師的結論是考運極差，請我不要浪費

時間在考試上，並建議我如做生意將無

往不利。 

    之後再開始接受福音時， 神藉著

傳道人向我說話，我也禱告求 神給我

命運的啟示，我很想知道 神在我一生

中有無進修的計畫，因為算命的咒語經

常盤據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有天我請一位傳道人為我禱告，以

為他會告訴我日後的考運，他卻說：「先

求 神的國，再求 神的義」。當我放下

這念頭投入婚姻生活時， 神開啟了考

試的機會，軍中的女性員額增加了，但

是算命師的咒語卻常困擾我的情緒。我

向 神禱告「願聽候 神的帶領，求主破

除算命的魔咒及考試的綑綁」。 

    我的碩士、博士學位都是見證 神

的帶領，是 神帶領我越過算命的魔咒，

讓我經歷與祂同行的甜美。如今我要奉

勸所有人，我們一生都在 神的掌握中， 

祂是我們的救主，會管好我們一生，不

要再相信算命的了。 

EQ與人際關係~學習心得感想          汐止區/張家傑弟兄    

    上課第一週我就懷著許多人際關

係處理的問題想要詢問，隨著金鳳老師

在課堂上的講解，使我了解有各種人格

特質與原因在每個人的掙扎與捆綁中，

讓我想起聖經中所說：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 神的榮耀。人因為在罪中被捆

綁或不知罪的破壞力量，容許驕傲或接

受謊言，因為失去了 神當初造每一個

人所有的美麗特徵。同時也感受到唯有

耶穌的愛才能使我們回歸 神所造的榮

耀，應驗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耶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隨著課程的進行與分享，我看到許

多弟兄姐妹在各樣的環境中努力，為尋

求更好的自我態度與人際關係，許多的

忍耐與傷痕，可以透過團體的分享而被

了解與同理。我自己也在其中得到了突

破，原來我不是唯一最慘的遭遇。拿去

了苦難的驕傲也看到自己在 神手中的

寶貴。我學習到要為 神而活，活出 神

所賜生命的色彩，真誠表達與正向回餽 

。如此會讓我看我自己或看與別人的關

係都能以 神為主，而不為別人活，也

不被罪惡限制。 

    課程的末了我才發現是個開始，因

為有很多資料與情境我尚未熟悉融會

貫通，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仍需要不斷

的複習，把我所聽所聞

與我的心得與疑問再次

帶到 神的面前。EQ與

人際關係課程的結束，

開啟了我繼續倚靠耶穌

的愛，並能繼續學習應

用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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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鳳凰城教會(基隆建德國小) Elijah Chiang

    基隆建德國小夏令營共來了120個孩

子，教會多數的助手缺乏經驗和興趣，我

們團隊要肩負全部工作，除教學外，也要

為耶穌做見證。 

 孩子們多來自單親家庭，精力充沛，

缺乏管教，一天下來我們的嗓子都啞了。

每天教學後，晚上去

探訪，回來討論次日

的工作，天氣炎熱，

沒有空調，我們只能

禱告，靠主的力量過

日， 神信實地的供應，在飯食和住宿上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 

 神在靈裡使我們愛這些孩子，很多家

庭願意我們去探訪，五天內我們探訪十六

家。來營會的孩子有明顯的喜樂和改變。 

成果發表會來觀禮的人超過百人，120

個孩子表演，顯出在主裡的喜樂。教會邀

請他們都來聽福音，很多父母和孩子都答

應明年再來夏令營，不少的父母答應讓孩

子參加教會的主日學。

                   托倫斯靈糧堂(宜蘭區) Rebecca Wu 

    宜蘭禮拜堂(都市)的學生行為與英

文領會能力勝過內城國小(鄉村)的學生。

都市的學生雖然不太吵鬧，但通常不尊

敬老師、同學彼此間也不善待。 

    我面對的挑戰是都市與鄉村學生很

不一樣的特質。都市的孩子看來很容易

表現他們的熱情，

也較依附老師。然

而，他們並不是尋

求老師的照顧和指

導，乃是要得賞識。

我為這事禱告，讓

我 們 的 團 隊 明 白

「都市的學生是需要多一點愛和關注。」 

    也因為言語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

自己需要對抗孤單感，但面對眼前的挑

戰，我感覺比以前更需要仰賴禱告，唯

獨 神可以開路。我很訝異自己迫切地為

這群學生禱告，希望他們禮拜五晚上聽

福音信息時會接受基督。我不知他們的

未來會如何，但我祈求那些接受基督的

孩子會有人來帶領陪伴他們。 

    此外，我也為宜蘭教會這些年輕的

助手們祈求，讓他們願意接受門徒訓練，

為主得著更多的靈魂。 

 

        托倫斯靈糧堂(汐止禮拜堂) Albert B. Wang  

    這次夏令營的孩子很多，而我們只

有三位，因汐止禮拜堂同工給予有組織

有效率的搭配，所以辦得很成功。每早

在金龍國小，孩子們都預備好唱歌，跳

舞，歡笑。他們各個不同，卻都是 神

的創造。我感受他們純潔的心和聰明的

頭腦。相信他們將會

成為 神國重要的成

員。我很珍惜和懷念

與孩子父母分享的

時間，感謝 神。

            托倫斯靈糧堂(大里、西湖夏令營) Lin,yi-fong    

    在夏令營的第二週感冒，病中也更

仰賴神。祂的恩典幫助我度過每一天。

雖然肉體虛弱，但靈裡在呼求 神時卻

得力量完成工作。旁邊忠心的同工也協

助、祝福我完成這次宣教的事工，使 神

的愛能種在這些孩子的心中。我發現越

多將基督的愛告訴孩子們，就越多認識

基督對我這罪人所賜的恩典與憐憫。奇

妙的是我給出的越多，主越祝福我。願

我明年能回來台灣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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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io哥城華人基督教會(內壢國小) Shine Wu    

    感謝 神助我勝過

不安與顧慮，加增信

心，也改善教學技能。

在教課中看見孩子們

如何互動，助我決定

今後當以愛和尊重來對待我弟弟們。 

    課中孩子們都安靜專注地聽牧師

分享福音，一週後，有兩個學生開始讀

牧師送他們的聖經。很高興參與這撒福

音種子的工作。繼續代禱。 

        Ohio哥城華人基督教會(內壢國小) Esther Lee

    回想第一週在內壢和孩子們親密

相處，課後研討分享都很寶貴。我們教

孩子英文，也教他們認識 神賜人的救

恩：罪，救恩，人的墮落，和有關基督

耶穌的事。這是我

第一次短宣，很捨

不得向孩子說再見。

           Ohio哥城華人基督教會(內壢國小) Evelyn Yao    

    這 是 我 第 一

次參加短宣。由於

在兒 童事 工服事

多年，但如何用不

直接 的方 法把福

音介 紹給 這群的

小朋友，使他們了解，是個挑戰。小朋

友的心很柔軟，專心的聽。感謝 神！

透過這次短宣的機會，讓我能向這些小

朋友大膽地傳福音，聽分享時，心中受

到蠻大的鼓舞。想念他們在耳邊不時

「老師、老師」的叫，願 神保守這些

孩子心中留下我們的友誼，和所傳的福

音！

               Ohio哥城華人基督教會(內壢國小) 羅克媛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短宣，過去是支

援，這次主責教學，很不一樣。上課的

第一天，就遇到兩個挑戰老師權威的學

生，時而不理會老師，時而譁眾取寵，

擾亂課堂的秩序。於是求 神給我智慧

與愛心來教導這兩個孩子。沒想到其中

一個孩子在成果發表會時，一上台唱歌

就哭到無法自已，捨不得和老師分別，

哭得唏哩嘩啦，我

就告訴他們可以保

持聯繫，更是為他

們禱告。短短的五

天中看見孩子的改

變，歸榮耀給 神。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屏東豐盛教會) Lisa  

    謝傳道在兩年內

帶領不多的會友服

事社區：每日供應

100多份餐飲給弱勢

家庭、以課輔班幫助

低收入家的孩童學

習、辦英語夏令營。 

    短宣隊與教會同工合作教四班70

多位學生。藉著在岡山聖道堂英語營所

得來的經驗，強化了教學能力，得到教

學相長的果效。教會青年同工忠心地做

營會中煩雜的瑣事，使營會成功。願 神

祝福屏東豐盛教會，堅立他們傳福音的

事工。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高雄岡山聖道堂) Lisa 

    今年短宣隊的隊員，不顧昂貴的機

票，有25位來台協助岡山英語夏令營。 

王牧師為培植青少年成為基督精兵，動

員教會和全台中國佈道會的青少年一

起來與美國短宣隊配合，服事170位小

學生。王牧師也從當地未信主的學生中

招募義工。每日晨更宣講神的信息，勉

勵青年人。最後一

天的晨更，有好幾

個年輕人回應 神

的呼召，接受主耶

穌為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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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課程學生「教學反應評估表」摘要(2011年5~7月) 

地區 
課程 
名稱 

老師 課程中的得著 給老師的話 

宜蘭區 
信徒的 

初信造就 

黃榮基 

牧師 

明白聖經的基要真理，建立穩 

  固的信仰根基。 

對真理更加清楚，對聖靈的工 

  作更明白。 

感謝您，我收穫很多，而且生命 

  改變，又有見證可分享了。 

謝謝老師用活潑的方式來帶領我 

  們，鼓勵我們。 

安樂區 
個人靈修

的建立 

王婷 

牧師 

培養正確靈修的觀念，活用在 

  小組中，幫助我生命建造。 

對 神有更堅定的信靠，能夠 

  與  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謝謝老師的教導，讓我成為門徒 

  、做個有生命的基督徒。 

謝謝老師將個人所經歷的與我們 

  分享。 

暖暖區 
基層領袖

的塑造 

宣承義 

牧師 

處理生活及工作上的一切事情 

  都有程序，按部就班。 

思想、觀念的改變，積極的想 

  法代替消極的想法。 

感謝老師，所教導的很實用，改 

  變我許多事情的處理方式。 

謝謝您為課程的擺上，我從中得 

  到很多的智慧，一生都受用。 

汐止區 
EQ與 

人際關係 

金鳳 

傳道 

更多了解人格不同和特質。 

可以活學活用，應用在日常生 

  活及事奉。 

謝謝老師的用心和細心。 

理論與實務並重，學習踏實，收 

  穫豐富。 

石牌區 
聖經的 

基礎神學 

江天明

牧師 

更認識信仰以及 神的神性、 

  屬性，更堅定信仰的純正。 

對聖經有具體的認識，也對基 

  礎神學有更深的感動、興趣。 

謝謝老師辛苦的整理講義，讓我   

  們明白神學的背景。 

老師學識見聞廣博，是值得敬佩 

  與學習的。 

北投區 基層佈道 
杜林茜

牧師 

更勇敢向人傳福音，突破後， 

  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難。 

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更務實、更認真、更有成果。 

很喜歡老師娓娓道來、聊天式的 

  教學。 

透過您分享傳福音的經驗，使我 

  對傳福音更加火熱。 

雙和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更實際明白聖經，更了解如何 

  帶領查經，看聖經時更細膩。 

會用聖經加上地圖，能夠連貫 

  起來，更加深印象。 

謝謝老師深入淺出的教導，帶領 

  弟兄姊妹有興趣研讀聖經。 

感謝老師的幫助，我慢慢查懂開 

  始進步了。 

桃園區 
舊約人物

集錦 

紀濱雲

宣教士 

勇士偉人都有軟弱的一面，讓 

  我知道不要用放大鏡看人。 

使我的靈命更提升，更認識信 

  心如何養成。 

老師的教導很貼近人性，平易、 

  樸實的講解，讓我更明白真理。 

謝謝您，希望有機會能再上紀老 

  師的課。 

草屯區 
EQ與人

際關係 

林和明

老師 

改進自己在溝通上的缺點，避 

  免誤解的產生。 

用愛心說誠實話也要有技巧。 

謝謝老師每週辛苦的上課，真的 

  受益良多。 

謝謝老師詳細的解說。 

潭子區 
基層領袖

的塑造 

莊明哲

老師 

領袖不是權威、命令，乃是僕 

  人、服事。 

生命個性的改變，也更明白要 

  有計畫的遵行各項屬靈操練。 

謝謝老師用心的準備教材，使大 

  家能熱烈討論，期待上課。 

感謝老師透過思考幫助我們釐清 

  盲點，建立正面的思想。 

埔里區 
基督徒 

倫理 

羅世興

牧師 

對基督徒各種關係的釐清，讓 

  信心更穩定。 

當基督徒可以不用那麼嚴肅。 

羨慕被老師牧養的羊群。 

謝謝老師用心、用時間、用愛心 

  來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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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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時 間 上課地點 

宜蘭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的對話 吳俊雄 牧師 (一)晚上 7:00~9:20 宜蘭禮拜堂 

暖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四)早上 9:30~11:50 碇內浸信會 

安樂區 舊約人物集錦 張家麟 傳道 (二)晚上 7:30~9:50 安樂福音堂 

汐止區 個人靈修的建立 王  婷 牧師 (二)晚上 7:30~9:50 汐止禮拜堂 

北投區 基層群體的探訪與關懷 黃進財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石牌區 基督徒倫理 李文榮 牧師 (四)晚上 7:30~9:50 石牌禮拜堂 

內湖區 生活查經 杜林茜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麗山禮拜堂 

雙和區 EQ 與人際關係 金  鳳 傳道 (一)晚上 7:30~9:50 雙和行道會 

桃園區-1 新約人物集錦 吳文雄 牧師 (五)晚上 7:30~9:50 桃園基督的教會 

桃園區-2 新約人物集錦 徐家正 牧師 (一)晚上 7:30~9:50 桃園拿撒勒人會 

潭子區 聖經的基礎神學 顏添祥 牧師 (一)晚上 7:00~9:20 客西馬尼行道會 

草屯區 生活查經 邵  潔 傳道 (一)晚上 7:30~9:50 草屯聖教會 

埔里區 基督福音與民間宗教的對話 潘文卿 老師 (一)晚上 7:30~9:50 埔里貴格會 

岡山區 新約人物集錦 汪素春 教師 (六)早上 8:30~10:50 岡山聖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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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472、070-1000-8268  黃淑華牧師 

 

 

 

 

 

 

 

 來自北加州、洛杉磯、鳳凰城、俄亥俄州的短

宣隊 72 人，已圓滿完成宜蘭、基隆、汐止、

桃園、苗栗、大里、岡山、屏東等 10 個兒童

英文夏令營，接觸 861 位兒童，獻上感謝。 

 第二季(5~7 月)課程及各區教輔會議結束，感

謝 神保守同工出入平安。 

 8 月 28 日於北投基督徒聚會處，舉行基宣學

院 100 學年度開學典禮，歡迎參加。 

時間：8 月 28 日晚上 7 時(6 時用餐)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 48 號 2F 

 8 月 29 日~9 月 7 日院本部暑期密集課程--「自

我成長」，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9~11 月基宣延伸制課程預計開 14 班(宜蘭、

暖暖、安樂、汐止、北投、內湖、石牌、雙和、

桃園 2 班、埔里、草屯、潭子、岡山)，有志

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請儘早報名。 

 100 學年度學院將有 6 位全修新生加入， 9

月 13~15 日新生訓練，並參訪各基層福音機

構，求神保守出入平安。 

 「台灣本土宣教策略研討會」，講員：華神院

長周功和博士，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時間：9 月 24 日上午 9 時~17 時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 101 號 6 樓 

      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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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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1 ~ 100/7/31    

一、一般奉獻 
    李玉曼 4,000     基督教台中行道會 2,000 

1.會員奉獻 
    林坤興 4,000     基督教客西馬尼會 100,000  

  杜林茜 4,000    林庭竹 4,000   6.教會機構講員費奉獻 

   邵潔 2,000    張旭陽 20,000     內壢播道會 2,000 

  黃武恭 4,000    莊麗蘋 4,500     台灣福音會迪化街教會 2,000  

2.經常費奉獻    許一萍 4,000     拿撒勒人會桃園教會 2,000  

  于崇蘭 15,000    陳瑞曉 30,000   浸信會我們教會 3,000 

  王肇祥 2,000     劉秀玲 2,000    基督教客西馬尼會 4,000 

  史陸如芸 2,200     蕭世慧 4,000   7.教學費奉獻 55,960  

  田桂花(為航空城    鐘樹椽 4,000   8.獎助學金奉獻 

   教會)      3,000    鐘樹煌 4,000    劉美珠 2,000 

  吳佩珊 3,800     士林靈糧堂 45,000    張淑媛 1,000 

  宋文明 500     台南靈糧堂(嘉義分堂) 40,000   9.其他奉獻 47,400  

  林惠珠 3,000   4.基宣學院贊助人奉獻 

 
 10.其他收入 3,812 

  紀承宏 7,000     杜林茜 2,000   二、購置校舍奉獻 

   范睿哲 3,000     沈介仁 3,000       Mrs. Rhoda Lowinger 2,000 

  徐燕芬 5,000     梁英子 6,200       吳莘華 5,000 

  高家彥 2,000     黃武恭 4,000   杜林茜 10,000 

  高憲維 2,000     劉自慶 500       林宣裕 5,000  

  彭明亮 5,000   5.教會機構奉獻 

 
     林惠珠 5,000 

  黃玟溱 1,000         South Bay Eve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25,702       林慶宜 1,000 

  黃聖峰 2,200    Chinese For Christ Church Of Hayward 76,305       邵潔 10,000 

  黃曉君 15,400    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 25,702      金鳳 10,000  

  端木芸 1,000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 2,000      張永輝 850,000  

  劉寶書 11,000     台北基督徒長春禮拜堂 10,000       張芳雲 20,000  

  顧彭春敏 1,000     台北基督徒麗山禮拜堂 4,000       曹素珍 4,000  

  主知名 34,667     信義會永生堂(為航空城教會) 35,600      曹蘭萍 1,000  

3.為飛揚奉獻    浸信會南景堂 8,000       曾政忠 10,000  

  史陸如芸 2,200    浸宣斗南教會 4,000       主知名 10,000  

 

 

 

 
 

 

 

 

秘書長：杜林茜             會計：陳敏技 

收支報表  
100/6/1 ~ 100/7/31  

購置校舍 (目標 3,000 萬元) 
100/6/1 ~ 100/7/31 

上期結餘 NT$2,938,885 
 
上期結餘 NT$6,879,804 

本期收入 735,518 
 
本期收入 943,000 

本期支出 734,271 
 
本期支出 -- 

本期結餘 1,247 
 
本期結餘 943,000 

累積餘額 NT$2,940,132 
 
累積結餘 NT$7,822,804 

基宣建校目標：新台幣3,000萬元 (美元103.5萬元)  

奉獻總計：NT$8,520,821 (US$29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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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   4,857,667(US$167,505)      598,100(US$20,624)    3,065,054(US$105,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