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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報
2月5日
˙北區新任教會負責

人講習會

  地點：臺北教會

2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2月6~10日
˙大專校園團契幹部

訓練營

  地點：總會

2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審議

105年工作報告及決
算)

  地點：總會

2月8~13日
˙腓利門書房參展台

北國際書展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2月10日
˙聖樂營籌備會

  地點：總會

2月12日
˙中南區、南區新任

教會負責人講習會

  地點：永康教會

2月13~17日

˙社會組神訓班

  地點：總會

2月19日
˙東北區、東南區新任

教會負責人講習會

  地點：花蓮教會

2月20日
˙神學系下學期開始

2月25日

˙常務理事會/理事會

  地點：總會

2月25~26日

˙總會負責人會(審議
105年工作報告及決
算)

  地點：總會

2月26日
˙中區、西區新任教

會負責人講習會

  地點：總會

3月4日

˙法制委員會議

  地點：總會

3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3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3月13日
˙真理研究會

  地點：總會

3月17~18日
˙醫宣春季動員聚會

（基礎核心課程）

  地點：總會

3月18~19日
˙醫青年度聚會(醫宣

青年/40歲以內)

  地點：總會

3月18日

˙聯合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3月19日
˙兒教組、青教組教材

編修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3月21日
˙聯總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3月22~23日

˙聯總-真理研究委員會

  地點：總會

3月24日
˙聯總-聖工研討會(主

題：百年靈恩，世紀
傳承)

  地點：總會

3月25日

˙聯總世界各國代表
大會(主題：百年靈
恩，世紀傳承)

˙感恩音樂會（晚上）

  地點：總會

3月26日
˙傳教百年感恩聚會

（上午）

  地點：總會

3月26~27日
˙聯總世界各國代表大會

˙青年事奉委員會

  地點：總會

3月28日

˙聯總負責人會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3月28~30日

˙各國代表訪問教會

3月29日
˙聯總常務會

  地點：總會

3月31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2017年愛心計畫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利河伯基金會核發助學金報導

多加團契幹部關懷泰國教會之旅

　　保羅說：「因信基督
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
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
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
希臘人，自主的、為奴
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
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
了。」（加三26~28）

　　保羅認為受洗之後，
不能分白種人與黑種人、
主人與僕人、資本家與勞
動者、男人與女人。當然
在社會有這樣的分別，但
是這些分別在基督裡已不
復存在。

　　竹東教會的特色就是
種族特別多，在這裡至少
有十一種母語。客家語、
泰雅語、阿美語、賽夏

語、布魯語、太魯閣語、北京語、日本語、越南語、印尼語以及閩南
語等等。說他是聯合國一點也不為過，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多族群融合
的教會。但是大家都和睦相處彼此尊重，符合聖經教訓多族群融合相
處的模範教會。

　　本會之所以稱為真教會乃在於此精神的實踐。創造和救贖的主對
於祂所創造和救贖的人類是一樣的看待和愛護。也要人類彼此相愛、
生養眾多，享用和治理祂所創造的世界（帖前三12、創九1~3、詩八
6）。我們也應該明白不拘是為奴的、自主的、猶太人、希臘人、文明
人或野蠻人，全世界的人都要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神所賦予人的權利
一律平等，因此基督教不能認同任何種族歧視的現象。

　　以上觀點係信徒對種族問題當抱持的正確態度，說起來容易，但

實踐卻不簡單。末肢過去曾住在美國一段時間，曾有幾位黑人慕道者
告訴我說：「你們的教會能夠容許不同族群的人進來聚會，是一所很
了不起的教會。」感謝主。

　　竹東教會雖擁有這麼多種族，但大家都能和睦相處、彼此關懷尊
重，在宣揚福音事工上同心一意，團結在一起。以這次遷建會堂為
例，原本是一件極為艱難的工程。可以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
購地及建堂總費用高達七千一百五十萬元。竹東教會在購地前八年每
年平均結餘只有十七萬元。如果要籌措七千多萬元的經費最少要420年
的時間。建築委員會主委周執事說：「得從明朝末年就開始存錢，才
有足夠的經費完成建堂目標。」

　　因為不分族群、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同心合意、恆切禱告，並
想盡各種方法籌錢。聽人禱告的神，垂聽我們的禱告，施展大能、感
動各地教會愛主的同靈將珍寶送來（賽六十5）。終於完成了這件不可
能的任務，讓我們充分感激神的恩典及祝福。

　　如今竹東教會已完成硬體的工程，今後的使命就是要加強軟體的
配合。首先，要積極培養各族群的事工幹部進入各族群中宣揚福音。
尤其竹東鎮位於關西、橫山、北埔、寶山、芎林等客家鄉鎮中心。更
應負起向鄰近客家鄉親傳揚福音。相信在神的帶領之下，能夠吸引更
多客家鄉親來歸主。

　　其次，就是要尋找迷失的羊重回神的懷抱。根據竹南小區調查：
外出在竹東工作、就學，而未就近參加聚會的信徒多達160人左右。必
須趕快找回這些迷失的信徒，引導他們回到主的懷抱。

　　為打破族群情結，遵循神的誡命和旨意。建議總會重新規劃部分
教區。不要再分平地與山地教區。目前中南區、南區、東北區及東南
區都是按行政區域劃分。只要將北區、中區及西區重新按照行政區域
劃分，而每教區都將山地與平地教會納入即可。

　　但願主賜福竹東教會同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開創更多更美的
前程。榮耀主聖名。阿們！（周道明長老）

報告人：蔡順榮傳道
日期：2016.11.18-23
地點：民模、利凱、美賽宣牧中心、學生中心、磐
　　　甲岱、考橋、曼谷
成員：黃恩堂執事、陳賜義弟兄、盧靜如姊妹、羅
　　　淑瑩姊妹、湯忠敏姊妹、張淑琦姊妹、一對
　　　英國夫妻（chi and christine）
內容：
　　感謝多加團契幹部蒞訪關懷泰國聖工，長期關
心與財力支援。尤其對泰北學生中心之關懷費財
費力，誠如經訓：「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
財費力。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
嗎？」（林後12:15）愛心的事奉值得敬佩。

　　18日，出發抵達美賽學生中心。19日，由林有
志傳道夫婦陪同於民模教會守安息日，會後與學生
家長座談，又到每戶信徒家中訪視、禱告。20日，
訪問利凱教會及參觀皇太后花園。21-22日，訪問

磐甲岱、考橋教會。

　　這次的關懷擴及磐甲岱、考橋，21日從美賽九
點出發抵達考橋17時30分，歷時八小時多，見面一
聲「哈利路亞」真是鏗鏘有力，毫無疲憊之感。晚
餐用畢，再趕去考橋聚會，契長及執事致詞勉勵、
學生獻詩歡迎來訪者、多加獻詩感謝神恩；會後拍
照紀念，關心交談，信心得以鼓舞，黑夜已深再回
磐甲岱已經21時30分。

　　22日早上九點多出發前往，16時30分平安抵達
曼谷教會；晚間走走認識曼谷環境，很充實結束了
一天的行程。

　　23日早上，與聯絡中心及曼谷負責人座談會，
藉著討論溝通，了解事工的運作。相信在大家的用
心與配合，克服困難、聖工得到幫助；下午四點抵
達機場，就在一聲中「哈利路亞，平安再會」，目
送揮手出境離泰，後會有期，完成泰國關懷之旅。

多族群融合的教會——竹東教會

　　唯有能夠持續幫助這些經濟弱勢的家庭，單親、失親、外籍配偶、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們上
學去，才有機會擺脫貧窮，及先天弱勢環境的限制，不會因此而放棄升學的機會，甚至落入貧窮的循
環中。這條希望之路需要更多人攜手接力，感謝有您，給我們力量，給他們希望！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利河伯基金會每年辦理二次（每年三月及十月接受申請），分上、下學期兩次發
放，國內清寒學生助學金及學生團契生活補助金，鼓勵學生向學。國內清寒學生助學金之大專院學生每名
8,000元，名額為15名；高中生每名5,000元，名額20名；國中生每名2,500元，名額20名。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已審核完畢，幫助34名學生，助學金額217,500元，已在2016年11月份匯款給各
代理單位轉交給受助學生。符合條件錄取之申請學生並已通知各代理申請單位（教會、學校、學生團
契……）協助簽收確認，希望這筆愛心助學款項能給予學生一些幫助及鼓勵。由於少子化，今年度國中和
高中的申請學生有明顯減少，請各教會教育股鼓勵關心協助符合條件之主內國、高中生，提出申請。

　　目前基金會仍有名額限制提供助學金，以協助社會上最需要的少數族群，但畢竟社會上需要協助的貧
困學生仍舊很多，基於公平的原則下僅能以成績高低的方式擇優錄取，基金會本著一步一腳印的踏實方
式，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做為現階段規劃基礎，期許逐漸成長茁壯，以更完整的方式協助更多需要幫
助的學生為最終目標。

~如果你想幫助他們~

郵政劃撥：帳號22282678　戶名：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捐款時請在劃撥單上註明「多加愛心-清寒助學金」

幫助貧困家庭的學生，鼓勵學生向學。讓這些孩子長大後能繼續升學或就業

一個學生就是一個家庭的希望，而教育就是扭轉人生的希望。

　　為將耶穌基督偉大無私的愛落實到社會關懷層面，對弱勢族群、患難中急需救助等，提供適切的關懷與愛心幫助，利
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規劃今年度之愛心計畫如下。我們相信動員更多有意願、有能力、有資源的各界人士加入愛的行列，
可以讓基金會的各項活動更活絡，發揮最大效益支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邀您攜手以實際行動共同參予。 花蓮學生團契受助學生合照

NO 計畫名稱 地區 計畫目標/目的 幫助對象

1 老人關懷據點
台東
花蓮
中南區

規劃高齡者多元化的學習課程與活動志工團隊
不定時的關懷訪視，增進老人自我價值認同感
，提升生活品質。

花蓮（山里）、台東（成功、嘉
平、大橋、瑞源）、中南區樂齡
學習中心

2
國內清寒學生助
學金計畫 

國內
協助台灣地區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學生
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神。

國內清寒青少年
國中生2,500元*20名
高中生5,000元*20名
大學生8,000元*15名

3
原住民學生團契
學生生活資助金
計畫

國內
協助原住民學生團契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
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神。

國內原住民學生團契學生
失親8,000元/單親6,000元/
清寒4,000元

4 急難救助
國內
國外

為施行耶穌基督愛的教訓，對於遭遇重大變
故、急難、意外等事故而頓失依靠的家庭，本
基金會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幫助其度過難關。

中低收戶入、
負擔家庭生計的人頓時失去經濟
能力
國內預計一年幫助15個家庭

5
電子/紙本統一
發票捐贈

國內
歡迎關心弱勢家庭，捐贈統一發票。電子發票
捐贈只需於結帳時出示愛心條碼掃描，或報編
號2995即完成捐贈。

國內貧困、弱勢、急難之家庭

6
資助美賽學生中
心助學計畫 泰北美賽

補助到美賽中心附近學區就讀的主內學生，全
額學費與伙食費及華語課程。

泰北山區部落的國小、國中、高
中學生

7 泰北華語老師 泰北美賽
為訓練泰國教會未來工人，華語人才的培養，
成立自己的中文班，依學生程度設計課程，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

泰北山區部落的國小、國中、高
中學生

8
泰北地區-民模
中文班/生命教
育

泰北
藉由舉辦宗教教育課程、中文課程、生活教育
等，讓部落的小學生與居民認識真教會的信
仰。

泰北山區部落(民模部落的小學
生與居民)

9
國外清寒青少年
助學金/
生活補助金

印度
菲律賓
緬甸

幫助國外貧困地區學生解決在就學時之教育經
費，而能專心致力於學業。
幫助國外落後地區貧困者有三餐溫飽，矜寡孤
疾者可獲得照顧。

印度貧困地區
菲律賓
緬甸

10
國外清寒青少年
生命教育補助

泰北
非洲
印度

幫助國外貧困地區，提供生命教育的課程及其
所需師資、教材及生命教育器材、生命教育教
室/訓練中心。

泰北
非洲-迦納、尚比亞、坦尚尼亞
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