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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為宣教士的力量！
學園更名公告

▲ 與日本主婦分享四律手環
團隊建造高尾山健行

動、材料等事工費用籌款。感謝主，不但全隊費用
都籌足，有好幾位弟兄姊妹為我們要送給日本教會
的禮物奉獻；到最後一天，我們還有餘為日本教會
的牧者們奉獻。
在行程安排上，起初安排兩次健行，一次是
團隊建造，讓隊員的身心靈在神的創造中得更新、

信心

在健行中認識日本、為日本禱告。另一次是與教會
配搭的福音健行，卻因颱風而取消，當天大家只能
待在旅館。但隊員們和教會弟兄姊妹自發的用LINE

王峙 傳道

成長之旅

彼此關心，晚上我們也和配搭的日本教會陳寶如牧
師一起線上禱告。這個意外使我們在基督裡更深連

心故事，新視野

結，也預備我們之後幾天同工的默契。
我們也經歷到神能藉大自然，使人享受祂，也
能藉大自然，讓人敬畏祂。而與日本民眾一同經歷對
風災的恐懼後，隊員對日本的負擔和關懷也加深了。

前年暑假全國退修會中，一位在日本校園宣

原本，台灣隊員中只有一位日語流利的姐妹能

教的資深同工向大家傳遞日本的需要，也詢問我是

擔任翻譯，但神所預備配搭的HIS Church Tokyo教

否能組一個日本短宣隊。當時，戶外事工剛滿一

會，除了牧師與傳道能翻譯，好幾位留學生和社青

年，我自認事工尚未成熟，不適合立刻開始跨文化

也能翻譯。這個恩典讓隊員們可以輕鬆自然的跟日

短宣，但我們還是認真看待這個邀請並為此禱告。

本大學生及社青交流，這些日本人準確的聽見我們

後來，神感動我與麗昌要以信心跨出安全領域。於

的生命見證，並且真誠回饋，使我們的隊員大受激

是，我們回應神，並開始籌備工作。

勵。而校園參訪的禱告行動，對教會也是一次信心

籌備過程既期待又有壓力。從隊員招募、費用

的突破。我們跟著幫忙翻譯的留學生，一起進入他

籌募、行程安排、語言和文化上的認識和預備等等，

們的學校，認識校園和同學，為他們禱告；帶領的

對第一次帶領跨文化短宣的我來說，都不容易；然而

學生也經歷成長、蒙受祝福。

神一一帶領我們走過，並經歷信心的成長。

宣教

Tokyo教會的兩位華人弟兄，開始線上造就，盼望

也都能互相配搭。社青們工作雖然忙碌，仍用心參

能幫助陳寶如牧師不易施力之處，幫助台、日雙方

與籌備；其中二位隊員也突破信心領域，首次為短

的弟兄們在信仰上一起成長突破。願弟兄們在各自

宣籌款。我們家除了基本費用外，還要為行政、活

所在之地，為主多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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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挑戰、突破
起步、挑戰、突破

訓練無國界

拓展新視野

為了幫助每位同工適才適用完成所託，學園提供新同工訓
練、國外研習課程、暑期聖經課程等各種不同階段、面向的裝備，
以提升學園整體的質與量，更多、更廣、更快的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下和您分享同工們的見證。

盈竺（右）
福音對話後傳
福音

▲ 新加坡同工帶領「處理團隊衝突」

旅程，以及領袖面對世代變遷的調適。有一堂課
用黏土塑型，反映自己當下的處境。我像是個在

李盈竺 傳道

蹺蹺板上的人，在別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渴望中擺

按時且定量傳福音、造就門徒、穩定讀經和
寫靈修筆記、預備分享信息……，這些都是我在新

游子毅 傳道

▲ 福音聚會現場，子毅
(右一)擔任小組長

▲ 啟慧 (左 前一 )和 各國 同工

合照 ，手 勢C 代表 學園 簡稱

同工訓練中花大量時間做的事，當我確實下工夫去

我在新同工訓練時學習了「目標區計畫」，它

國際學園提供豐富的資源，我們每年都有許多

完成這些事時，我的習慣漸漸改變，信心也隨之增

有兩個原則，幫助我在結訓之後，倚靠神去得著某

同工參與國際會議和研習，在當中與他國同工一起

長，能隨時做好準備為主做見證。

所大學的一千六百位準新生。

學習。以下是去年十一月參與泰國領袖發展論壇的

盪、掙扎。一直隱晦於心的憂慮和迷思，在這些
探索之後，找到一些希望，也看到上帝帶領的出
路。」—鄭瑜菁傳道
「其中一門課提到，處在羞恥文化背景的我

光是傳福音前的福音對話就很需要操練。要向

第一個原則是：分享神的願景。每當挑戰人加

這世代的學生傳福音，必須先透過福音對話，與對

入這個行列，我們問：「你希望這一千六百位準新生

「加入學園三年多，我深刻體會到學園看重領

『 如 果 我 …… 人 們 會 怎 麼 看 我 ？ 』 、 『 要 以 和 為

方搭建福音橋樑，每次向不同人對話的方式和切入

回到神的家嗎？」回應這個挑戰的五十位基督徒，來

袖的發展，在這個國際機構中，有許多機會出國認識

貴』等等。我們討論在這樣文化背景下的領導可能

點都不盡相同。因著受訓期間需大量傳福音而累積

自不同團契、教會，但都有渴望領人歸主的心志。

其他國家的事工，促使我們思考能為台灣做些甚麼。

會有哪些正負面的影響，講員分享許多自身的深刻

同工分享：

們，導致我們作決策和行事為人很受面子影響，

第二個原則是：組織團隊和訓練領袖。透過組

此次論壇中，有一堂課令我印象深刻：如何

結訓之後，我被分發到濁南地區的同工隊，

織團隊，被委任的十位領袖負責帶領團隊，去完成各

處理團隊衝突。我們透過聖經、實際案例去思想。

這堂課使我回顧自己在過去服事的崗位上，不

常常需要駕車到其他縣市開拓學校，在心力和時間

個學院的宣傳和福音聚會。透過訓練領袖，領袖學習

很多衝突處理起來並不容易，我們需要一併考量差

論是擔任任務領袖或是隊員，有時確實因為文化背

安排上都很受考驗。我應該優先安排去哪一間學校

信靠神、勇於傳福音，也去訓練團隊成員成為禱告者

異、情緒、環境等層面。即使是被聖靈充滿的基督

景而對於『領袖』的角色有錯誤的期待與認知。感

呢？如果只有一位學生我要去嗎？各校學生是否都

和傳福音的人。感謝神使用我們向兩千多人宣傳、傳

徒，也可能產生衝突。有時解決問題可能需要二到

謝神給我寶貴的學習機會。」—李明儀傳道

有顧及？

福音給一百六十位準新生，並有六位決志！

三種方法一起使用，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法；重點是

的對話經驗，成為現在傳福音時很大的幫助！

經歷，產生偌大的共鳴。

然而，在持續開拓的過程中，我學習到持續

當中使我感觸最深的困難，是有些基督徒擔憂

為學生禱告，並且放手交託，重新對焦：學生的成

初次見面就傳福音，會破壞關係；也有人認為福音

長在神的手中，我有時顧及不到的學生，上帝會照

是靠活出來的，不需傳講。「信靠神的話」使我站

「與領袖有約的午餐中，我們聽到巴基斯坦領

習團隊領導角色、工具、處理衝突的內容，但在那

顧。這使我的心情輕鬆許多，也越能享受與把握每

穩腳步。當我們思想神的話，就更加確信許多活出

袖的感恩，雖然當地的環境對基督信仰很不友善，

之前，先學習的是領袖和上帝的關係，關係對了，

次與學生相處的時間！

福音的榜樣，都忠於以貼近人心的方式傳講福音。

然而他們的經費籌募卻從自籌兩成，上升到八成，

才能好好領導人和有智慧使用合適的工具策略。即

現在駕車穿梭在各縣市中，身體依然會疲憊，

當領袖向成員分享自己如何信靠神，成員的心也被

這個原先只在禱告、奉獻中記念的地區一下子真實

使會議中的語言是英文，難免有點影響溝通的流暢

但因著深信上帝掌管我未見的學生及學校，使我每

感動和鼓勵。信靠神使我們勇敢，積極準備優質的

了起來。

和深度，但同工們的生命和謙卑成長的心，是最好

次去開拓新學校時， 心情像是去探險一樣！

內容，也體會到：復興是從信靠神開始！

處理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黃啟慧傳道

「最寶貴的是可以看見不同同工的生命：他們
願意積極謙卑的表達想法並彼此給予鼓勵。我們學

在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穫是反思自己的領袖

的語言。」—黃小庭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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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黃小庭傳道

來，成為宣教士的力量！
WEN（宣教士）
「每個月二號我都會為你守望禱告喔！」這是我過去在馬尼拉宣教三年期
間，收到最溫暖、最鼓勵我的短訊—有人一直記得我，一直默默在為我禱告。
孤單是海外宣教士常常會面對的感受。隨著在海外宣教的時間拉長，跟台
灣的關係網絡不易維持，原本熱絡的互動有時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失聯，或遺忘。
認識的人群中卻感到更孤單。因此，當我結束宣教任期，回到台灣被指派宣教士關懷的職責時，我很樂意接下
這個任務。
透過去探訪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的聯繫，主動和他們建立友誼，去關懷宣教士的近
況，了解他們正在面對的挑戰或困難，為他們的個人、家人、靈性、事工需要代禱，並且收集他們的代禱事項

關懷宣教士的家人

神的話，
就是引領的光

宣教士在宣教地被當作是客人，回到自己家鄉也感覺自己像客人，這種沒有根的飄浮感，曾經使我身處在

給宣教部，再傳遞給關心宣教的弟兄姊妹為宣教士守望。
▲ 聖經課程結束，同工與劉幸枝牧師合照

目前台灣學園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除了兩對夫婦，其餘都是單身的女宣教士，她們當中有好幾位是獨自
一人前往宣教國，或是單獨在某個大城市中，進行長期宣教（三年或以上）或一年以內的實習宣教。

官淑惠 傳道
每年暑假學園都有開設聖經裝備課程，在老
師細心解說下，無論新舊約概論、教會歷史或宣教

聖經課程的裝備使我們更認識祂，我們憑信心和意
志上降服回應時，知識的傳遞、悟性上的理解，也
能使我們經歷神那信實的愛。

許文豪 傳道

要如何回應人與神。
例如這次舊約概論，老師不斷提到：神的命

神走上信心的道路，但同時也渴望被關心和鼓勵。我們可以透過禱告成為她們的力量。
如果您有感動透過守望禱告參與宣教關懷，並與宣教士們一起同工，我們每週三早上十點半到十二點在台
北學園辦公室有宣教禱告會，歡迎與我們聯絡，加入我們。

學……，我們看見歷代聖徒或學者如何為真理發聲
和作見證，處於混亂世代的我們一樣要思考，我們

當我聯繫這些女俠們，有的熱情活潑、有的身心疲憊、有的沉著老練，有的正在摸索前進，她們樂意跟隨

學園宣教部聯絡人郭瑞玲：(02) 2362-9539，2362-3794 #246。

今年我第一次參與學園為新同工準備的聖經裝
備課程。這些課程給我很大的幫助。

令是叫我們活著。無論贖罪祭或潔淨禮，人越靠

在我還沒上過歸納法查經之前，有時在讀經、

台灣學園傳道會 事工統計

近這位聖潔永活的神，就是越遠離叫人死的景況

靈修，沒辦法很快發現或是清楚明白經文當中的細

(2019年1月至11月)

（罪）。贖罪祭，潔淨禮是神開出一條活路，照著

節和內涵，讀到某些不熟悉的書卷或章節，也很難

祂的命令行，使人可以到祂那裡。

應用。但經由歸納法查經老師的教導，我知道可以

神學裝備的過程，好像戴上望遠鏡，看見神在

透過觀察經文的人、事、時、地、物，就所觀察到

歷代留下的豐富，才知道自己知道是多麼有限；它

的部分提出問題，再從經文或上下文解釋觀察中列

也好像X光線，掃描出人生命的核心價值，才知道

下的問題，最後清楚經文和篇章的重點後，就能應

自己所信的有多真實。

用在我們的生活裡。如今我也在學校的小組中教導

在聖靈的幫助下，神學訓練也更加深、堅固我

歸納法查經，不但讓自己讀懂神的話，也能幫助門

的信念。有次因民間信仰課程，我們進入廟宇訪問，

徒和對聖經不熟悉的基督徒認識聖經的真理和奧

看見無數的人排隊求籤、用香薰衣，希望廟方人員能

秘。

幫助消災解厄，當我們問，為什麼來這裡拜拜？他們

另一堂舊約概論，我也獲益良多。由於舊約的

說，為了求平安。大部份的人所求的平安是不要發生

敘事和寫作手法和新約有很大差異，加上讀舊約某

壞事，基督的平安卻是面對苦難仍有穩妥。

些書卷需要極大的耐心，過去我也曾感到困難。在

幾十年來，出入廟宇的人很多，但他們未曾

老師清楚的講解下，我了解舊約歷史的脈絡、神對

得著永遠的平安，而基督徒在重生得救那刻起，就

以色列民的心意，還有新舊約的呼應，使我改變讀

擁有永遠的平安─基督耶穌。神命令的總綱就是

舊約的態度，不再感到乏味，而是滿懷期待。感謝

愛。神長闊高深的愛不只是情感上的經歷，當神用

神透過這樣的課程幫助我有如此大的突破。

更即時、更環保的選擇
—學園電子報即將上線—
新世代的閱讀習慣改變，學園會訊為更有效的與事

得人
福音接觸（用各種實體或數位方式的接觸人次）
120,693人次
福音對話（與人各別談論信仰話題的人次）
14,441人次
傳福音
5,892人次
決志
663人次

工夥伴連結，並兼顧環保和成本考量，我們正逐步建立電
子報的系統，屆時只需用手機點選，即可一覽學園最新消
息及禾場見證。2020年七月之後學園將大幅降低紙本會
訊的印刷寄送。若您期待繼續收到紙本會訊或是改訂閱電
子報，請正楷填寫回函，剪下後直接投郵筒寄回。
姓名：

造就

電話：

參與門徒（參與學園團契、小組等的人數）
1,814人
倍增門徒（帶領造就「參與門徒」的人數）
286人

1. □我想繼續收到紙本，
地址：
2. □我願意訂閱電子報，

差遣
國內短宣
國外短宣
現有宣教士

E-mail：

13隊288人次
16隊90人次
12人

您也可以掃QR code，填寫線上回函，
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代禱。
▲繼續收紙本

▲訂閱電子報

來，成為宣教士的力量！
WEN（宣教士）
「每個月二號我都會為你守望禱告喔！」這是我過去在馬尼拉宣教三年期
間，收到最溫暖、最鼓勵我的短訊—有人一直記得我，一直默默在為我禱告。
孤單是海外宣教士常常會面對的感受。隨著在海外宣教的時間拉長，跟台
灣的關係網絡不易維持，原本熱絡的互動有時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失聯，或遺忘。
認識的人群中卻感到更孤單。因此，當我結束宣教任期，回到台灣被指派宣教士關懷的職責時，我很樂意接下
這個任務。
透過去探訪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的聯繫，主動和他們建立友誼，去關懷宣教士的近
況，了解他們正在面對的挑戰或困難，為他們的個人、家人、靈性、事工需要代禱，並且收集他們的代禱事項

關懷宣教士的家人

神的話，
就是引領的光

宣教士在宣教地被當作是客人，回到自己家鄉也感覺自己像客人，這種沒有根的飄浮感，曾經使我身處在

給宣教部，再傳遞給關心宣教的弟兄姊妹為宣教士守望。
▲ 聖經課程結束，同工與劉幸枝牧師合照

目前台灣學園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除了兩對夫婦，其餘都是單身的女宣教士，她們當中有好幾位是獨自
一人前往宣教國，或是單獨在某個大城市中，進行長期宣教（三年或以上）或一年以內的實習宣教。

官淑惠 傳道
每年暑假學園都有開設聖經裝備課程，在老
師細心解說下，無論新舊約概論、教會歷史或宣教

聖經課程的裝備使我們更認識祂，我們憑信心和意
志上降服回應時，知識的傳遞、悟性上的理解，也
能使我們經歷神那信實的愛。

許文豪 傳道

要如何回應人與神。
例如這次舊約概論，老師不斷提到：神的命

神走上信心的道路，但同時也渴望被關心和鼓勵。我們可以透過禱告成為她們的力量。
如果您有感動透過守望禱告參與宣教關懷，並與宣教士們一起同工，我們每週三早上十點半到十二點在台
北學園辦公室有宣教禱告會，歡迎與我們聯絡，加入我們。

學……，我們看見歷代聖徒或學者如何為真理發聲
和作見證，處於混亂世代的我們一樣要思考，我們

當我聯繫這些女俠們，有的熱情活潑、有的身心疲憊、有的沉著老練，有的正在摸索前進，她們樂意跟隨

學園宣教部聯絡人郭瑞玲：(02) 2362-9539，2362-3794 #246。

今年我第一次參與學園為新同工準備的聖經裝
備課程。這些課程給我很大的幫助。

令是叫我們活著。無論贖罪祭或潔淨禮，人越靠

在我還沒上過歸納法查經之前，有時在讀經、

台灣學園傳道會 事工統計

近這位聖潔永活的神，就是越遠離叫人死的景況

靈修，沒辦法很快發現或是清楚明白經文當中的細

(2019年1月至11月)

（罪）。贖罪祭，潔淨禮是神開出一條活路，照著

節和內涵，讀到某些不熟悉的書卷或章節，也很難

祂的命令行，使人可以到祂那裡。

應用。但經由歸納法查經老師的教導，我知道可以

神學裝備的過程，好像戴上望遠鏡，看見神在

透過觀察經文的人、事、時、地、物，就所觀察到

歷代留下的豐富，才知道自己知道是多麼有限；它

的部分提出問題，再從經文或上下文解釋觀察中列

也好像X光線，掃描出人生命的核心價值，才知道

下的問題，最後清楚經文和篇章的重點後，就能應

自己所信的有多真實。

用在我們的生活裡。如今我也在學校的小組中教導

在聖靈的幫助下，神學訓練也更加深、堅固我

歸納法查經，不但讓自己讀懂神的話，也能幫助門

的信念。有次因民間信仰課程，我們進入廟宇訪問，

徒和對聖經不熟悉的基督徒認識聖經的真理和奧

看見無數的人排隊求籤、用香薰衣，希望廟方人員能

秘。

幫助消災解厄，當我們問，為什麼來這裡拜拜？他們

另一堂舊約概論，我也獲益良多。由於舊約的

說，為了求平安。大部份的人所求的平安是不要發生

敘事和寫作手法和新約有很大差異，加上讀舊約某

壞事，基督的平安卻是面對苦難仍有穩妥。

些書卷需要極大的耐心，過去我也曾感到困難。在

幾十年來，出入廟宇的人很多，但他們未曾

老師清楚的講解下，我了解舊約歷史的脈絡、神對

得著永遠的平安，而基督徒在重生得救那刻起，就

以色列民的心意，還有新舊約的呼應，使我改變讀

擁有永遠的平安─基督耶穌。神命令的總綱就是

舊約的態度，不再感到乏味，而是滿懷期待。感謝

愛。神長闊高深的愛不只是情感上的經歷，當神用

神透過這樣的課程幫助我有如此大的突破。

更即時、更環保的選擇
—學園電子報即將上線—
新世代的閱讀習慣改變，學園會訊為更有效的與事

得人
福音接觸（用各種實體或數位方式的接觸人次）
120,693人次
福音對話（與人各別談論信仰話題的人次）
14,441人次
傳福音
5,892人次
決志
663人次

工夥伴連結，並兼顧環保和成本考量，我們正逐步建立電
子報的系統，屆時只需用手機點選，即可一覽學園最新消
息及禾場見證。2020年七月之後學園將大幅降低紙本會
訊的印刷寄送。若您期待繼續收到紙本會訊或是改訂閱電
子報，請正楷填寫回函，剪下後直接投郵筒寄回。
姓名：                       

造就

電話：                           

參與門徒（參與學園團契、小組等的人數）
1,814人
倍增門徒（帶領造就「參與門徒」的人數）
286人

1. □我想繼續收到紙本，
地址：                                    
2. □我願意訂閱電子報，

差遣
國內短宣
國外短宣
現有宣教士

E-mail：                                     

13隊288人次
16隊90人次
12人

您也可以掃QR code，填寫線上回函，
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代禱。
▲繼續收紙本

▲訂閱電子報

起步、挑戰、突破
來，成為宣教士的力量！
學園更名公告

▲ 與日本主婦分享四律手環
團隊建造高尾山健行

動、材料等事工費用籌款。感謝主，不但全隊費用
都籌足，有好幾位弟兄姊妹為我們要送給日本教會
的禮物奉獻；到最後一天，我們還有餘為日本教會
的牧者們奉獻。
在行程安排上，起初安排兩次健行，一次是
團隊建造，讓隊員的身心靈在神的創造中得更新、

信心

在健行中認識日本、為日本禱告。另一次是與教會
配搭的福音健行，卻因颱風而取消，當天大家只能
待在旅館。但隊員們和教會弟兄姊妹自發的用LINE

王峙 傳道

成長之旅

彼此關心，晚上我們也和配搭的日本教會陳寶如牧
師一起線上禱告。這個意外使我們在基督裡更深連

心故事，新視野

結，也預備我們之後幾天同工的默契。
我們也經歷到神能藉大自然，使人享受祂，也
能藉大自然，讓人敬畏祂。而與日本民眾一同經歷對
風災的恐懼後，隊員對日本的負擔和關懷也加深了。

前年暑假全國退修會中，一位在日本校園宣

原本，台灣隊員中只有一位日語流利的姐妹能

教的資深同工向大家傳遞日本的需要，也詢問我是

擔任翻譯，但神所預備配搭的HIS Church Tokyo教

否能組一個日本短宣隊。當時，戶外事工剛滿一

會，除了牧師與傳道能翻譯，好幾位留學生和社青

年，我自認事工尚未成熟，不適合立刻開始跨文化

也能翻譯。這個恩典讓隊員們可以輕鬆自然的跟日

短宣，但我們還是認真看待這個邀請並為此禱告。

本大學生及社青交流，這些日本人準確的聽見我們

後來，神感動我與麗昌要以信心跨出安全領域。於

的生命見證，並且真誠回饋，使我們的隊員大受激

是，我們回應神，並開始籌備工作。

勵。而校園參訪的禱告行動，對教會也是一次信心

籌備過程既期待又有壓力。從隊員招募、費用

的突破。我們跟著幫忙翻譯的留學生，一起進入他

籌募、行程安排、語言和文化上的認識和預備等等，

們的學校，認識校園和同學，為他們禱告；帶領的

對第一次帶領跨文化短宣的我來說，都不容易；然而

學生也經歷成長、蒙受祝福。

神一一帶領我們走過，並經歷信心的成長。

宣教

Tokyo教會的兩位華人弟兄，開始線上造就，盼望

也都能互相配搭。社青們工作雖然忙碌，仍用心參

能幫助陳寶如牧師不易施力之處，幫助台、日雙方

與籌備；其中二位隊員也突破信心領域，首次為短

的弟兄們在信仰上一起成長突破。願弟兄們在各自

宣籌款。我們家除了基本費用外，還要為行政、活

所在之地，為主多結果子。

發展與人力資源

部特

2020 新年版

Connecting You with Taiwan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回台灣後，藉網路之便，我們與HIS Church

在今年初，神就賜下足夠的隊員，各人的恩賜

領袖
&
部

發行所／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發行人／王 睿

電子信箱／tccc@tccc.org.tw

傳真／02-2369-1600

劃撥帳號／00155847
文編／陳麗芳‧劉惠瑩

電話／02-2362-3794
美編／林曉君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6樓之5

網址／http://www.tccc.org.tw

發行日期／2020年1月

刊

新書優惠

四十個虛謊之果，藉真理一舉粉碎
作者╱羅伯．沃格曼 Robert Wolgem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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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女人，別聽信謊言》系列書籍 新上市

9年2月29日

尺寸╱23×17cm
頁數╱317頁
定價╱380元

如果那天，伊甸園中亞當將夏娃護在身後，以真理戳破蛇的謊言，人類的歷史
將完全翻轉；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開始全力以真理對抗撒旦的耳語，你和你周

歐宣紀實：生命翻轉，

是最美的奇蹟

遭人的生活也將大大改變。
暢銷作家羅伯．沃格曼以真摯不失幽默的語調，坦誠分享自己勝過虛謊的生命

王資超 牧師、林麗慧 傳道

歷程。本書囊括魔鬼最常用來攻擊男性的四十個謊言，分為八大面向：神、自
過去四年，我們每年都有一至兩個月去歐洲

歐宣期

和省思問題，使你擁有必勝武器，為基督、為自己、為家人，贏漂亮的一仗！

短宣（包含法、葡、德、西、荷、義，以下簡稱歐

間，當我們

宣），感謝主給我們機會透過歐宣來回應大使命的

傳講婚姻家

差遣—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庭的真理，

THE FOUR
貼紙
材質╱珠光環保防水貼紙
規格╱寬11cm、長18.2cm
定價╱25元

歡迎至全台各基督教書房選購，或來電02-29262712#12（郵資另計）
更多優惠請至學園網路書房

1 0 6

台北廣字第05440號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台北局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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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廣 告 回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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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會已正式更名為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主內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平安：
本會「財團法人中國學園傳道會」於2019
年十月十七日第十五屆第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同意法人名稱由「財團法人中國學園傳道會」更
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並經內政部
2019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內民字第1080072396號函
同意備查並由台北地方法院2019年十一月二十日
108法登他字第1561號函核發法人登記證書，特
此公告。
感謝主，感謝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長
期的支持，請繼續與我們同心同行，一起在這世
代興起工人與門徒，協助完成主的大使命！
＊銀行、郵局帳號皆無變更，戶名請改為「財團
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舊有的奉獻收據於109年申報所得稅時仍可使
用，無須更換。

這些年我們都是與當地的華人教會、學園傳

常看到人心

道會配搭，服事對象包含青少年、未婚男女、年輕

醒悟過來，

夫妻、中年夫妻。我們心中最主要的負擔在婚姻家

或是禱告接

庭，因為這是我們人生中最深刻的學習，另外，也

受耶穌，或是認罪悔改，或是饒恕、和好，這些都

看到這末後世代，惡者偷竊、殺害、毀壞得最嚴重

使我們讚嘆並對神心生敬畏，生命的翻轉真是最美

的就是婚姻關係、親子關係，而神最寶貴的心意之

好的神蹟！有時在輔導協談、為他們禱告時，看見

一卻是要保守、恢復、重建人類的婚姻與家庭！

聖靈奇妙的工作，因為聖靈是最好的諮商輔導者，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

神常會給我們知識和智慧的言語來服事他們，人們

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常在禱告中得到安慰與醫治，也有些未信者在協談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拉基

時接受耶穌。感謝主，在這幾年裡，我們也看見神

書四章5～6節）

使所結的果子存留，因為當我們第二、三次去時，

每次歐宣前的預備期中，我們需要建造團隊、
與當地教會往返溝通、等候回音、做計畫、面對各

看到有幾位已經在主裡穩定追求、成長了，這是我
們很大的喜樂！

種人或事的困難、預備服事的內容、籌措經費，常

我們深知若是沒有許多默默的代禱者、奉獻支

常在這過程發現自己的小信與不能，因此，我們夫

持者忠心與我們同工，我們絕不可能經歷神這麼豐

妻就需要在每件事上同心禱告主、仰望主、信靠

富的恩典。因此深深感受到，宣教，必須是一個團

祂、等候祂！當然，在歐宣期間就更需要信靠主，

隊的事奉，你我前線與後勤同心協力興旺福音時，

因為實際情況常會與預期不同，感謝神使我們的信

天父的心將得到最大的滿足！

心在考驗中成長！

馬德里婚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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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荷蘭婚姻講座

己、罪、性、婚姻家庭、工作財富、人生境遇、世界，並提供與其對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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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天，伊甸園中亞當將夏娃護在身後，以真理戳破蛇的謊言，人類的歷史
將完全翻轉；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開始全力以真理對抗撒旦的耳語，你和你周

歐宣紀實：生命翻轉，

是最美的奇蹟

遭人的生活也將大大改變。
暢銷作家羅伯．沃格曼以真摯不失幽默的語調，坦誠分享自己勝過虛謊的生命

王資超 牧師、林麗慧 傳道

歷程。本書囊括魔鬼最常用來攻擊男性的四十個謊言，分為八大面向：神、自
過去四年，我們每年都有一至兩個月去歐洲

歐宣期

和省思問題，使你擁有必勝武器，為基督、為自己、為家人，贏漂亮的一仗！

短宣（包含法、葡、德、西、荷、義，以下簡稱歐

間，當我們

宣），感謝主給我們機會透過歐宣來回應大使命的

傳講婚姻家

差遣—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庭的真理，

THE FOUR
貼紙
材質╱珠光環保防水貼紙
規格╱寬11cm、長18.2cm
定價╱25元

歡迎至全台各基督教書房選購，或來電02-29262712#12（郵資另計）
更多優惠請至學園網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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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會已正式更名為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主內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平安：
本會「財團法人中國學園傳道會」於2019
年十月十七日第十五屆第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同意法人名稱由「財團法人中國學園傳道會」更
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並經內政部
2019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內民字第1080072396號函
同意備查並由台北地方法院2019年十一月二十日
108法登他字第1561號函核發法人登記證書，特
此公告。
感謝主，感謝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長
期的支持，請繼續與我們同心同行，一起在這世
代興起工人與門徒，協助完成主的大使命！
＊銀行、郵局帳號皆無變更，戶名請改為「財團
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
＊舊有的奉獻收據於109年申報所得稅時仍可使
用，無須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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