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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焦：神的期待or我的期待？
正當大夥七嘴八舌地商議怎麼抓老鼠時，短宣隊員H君已經收拾好行

李準備搬到鎮上的旅館，他打算每天搭計程車回來和團隊會合，同行的隊

友勸不動，但其實大家心裡並不意外。H君受不了了！來到宣教地後，沒有

一件事按照原定計畫進行，再加上宣教士所在的村子環境簡陋，房子的牆

壁會透光不說，鼠輩竟爭相在屋裡賽跑，害他晚上睡不好。打從第一天開

始，H君常說：「這種事要是發生在我們國家一定會……，在他們這裡怎麼會……」。計劃的變動大大

地影響他的心情，每當有突發狀況需要調整分工也讓他難以接受，嘗試和他溝通卻沒有太大效果，

這帶給宣教士不小的壓力，也影響這次團隊和村民之間的關係建立。

在跨文化處境中，變化很可能超過我們的計畫，不論去到哪裡短宣，若能帶著「四個願意」前

往：願意保持彈性、願意去愛人、願意服事人、願意留心觀看神的計劃而不是我們的計劃，才能在關

鍵時刻扮演好神所預備的角色。很多人回顧短宣歷程時發現，原來影響他們最深遠的並不在於去了

哪裡、或是做了什麼，最重要的是他們和宣教士一起與神同工的經歷。短宣不在於去了多久、去過幾

次，而是在於每一次是否好好思想這幾個重要問題：

自己的期待是不是和神對我的期許一樣？

我希望神在旅程中教導我哪些功課？

回來後我盼望有甚麼改變？

短宣能幫助我們：

◆	體驗一個截然不同的新文化，我們的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

人，住在全地上，透過這樣的機會來認識造物主的奇妙。

◆	近距離觀察並認識福音未得之民的需要，加深對跨文化

宣教或某一族群的負擔。

◆	直接參與宣教工場的事奉，支援宣教士在當地的事工。

◆	察驗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畫，對於已經有宣教呼召的人，

直接走進宣教禾場、親身體會跨文化事奉，應證神早已放

在心中的呼召。

◆	有機會成長與改變，使自己的信心茁壯，幫助我們更倚靠

神。

您是否準備要踏上短宣旅程？在出發前重新與神對焦自

己短宣的期待，學習神要我們學習的，讓我們都成為參與建

造神國度的一份子！

陳香如 內地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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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只要提到爸爸就掉淚，那是「子欲養而親不待」，悔不當初的淚。

剛認識妞妞時，她還是個高中學生。後來妞妞離家到外頭念專科，有宣教士在他們學校作學生

工作，帶著他們吃喝玩樂當福音預工，如果作了決志禱告，還有升級版的福利，妞妞興沖沖照單全

收，也開始對外國人有好感與好奇。

妞妞和一位男同學在校園裡同進同出，同學都看在眼裡，可是

兩個人身邊也都有其他愛慕者，而且誰也沒把話挑明。妞妞爸爸聽

說這事，含蓄提醒女兒：仕倫到底鄉下地方，這事若在閒雜人嘴上溜

來溜去，多少會妨礙黃花閨女的名譽，趕緊拿個主意挑一個，爸爸媽

媽都支持的。

妞妞其他兄弟姊妹老讓父母操心，有染上毒癮的、有下監吃牢

飯的、有一喝酒就回家砸場子的、也有欠了一屁股債回家跟爸爸要

房契地契的。身子骨本來就不硬朗的妞妞爸爸一下子垮了下來，過

沒幾天兩腿一伸斷氣走人，妞妞媽媽沒了老伴，決定搬到廟裡住。幫

爸爸作完百日，把媽媽送到廟裡後，妞妞專程來打聲招呼：要去金邊

了。那是2011年的事。

後來經過妞妞家總得瞅瞅，但始終庭院深深。那天門竟然開

著，湊近前看，竟是妞妞！旁邊一個小娃正鬧性子，原來是妞妞的兒

子。她娓娓道來：當年兩個年輕人說好，妞妞直接上他家去，進了洞

房成了夫妻。因為名不正言不順，兩人心裡犯疙瘩不願一道出門；後

來妞妞懷孕，本來就不愛人來人往的她又因身懷六甲，十足樂意待

在家裡。可是先生回家時間越來越晚，甚至徹夜不歸，妞妞臨盆時，

還是鄰居一位媽媽於心不忍幫忙打理。人生地不熟的妞妞在屋子裡

三餐不繼，坐月子期間的孤立無援和狼狽，讓妞妞絲毫沒有初為人母的喜悅，只有無所適從以淚洗

面，也起了要帶著孩子回仕倫的念頭。和先生的最後談判裡，先生反倒下了切結：一塊兒回仕倫從頭

開始唄，這裡的鶯鶯燕燕一刀兩斷。

重新打理荒煙蔓草的家，到市場租個攤位批貨買賣。妞妞先生做生意挺上手，她只管在家帶孩

子，算是苦盡甘來。住在爸媽的房子裡，妞妞卻悲從中來，想起當年爸爸的言者諄諄，十足飲恨聽者

藐藐，怎麼就不肯了爸爸一個心願，讓他作主辦樁喜事，偏要丟人現眼，嚐盡世態炎涼。先生到了仕

倫果真洗心革面，妞妞卻是餘悸猶存，只說聽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兩口子遙想當年，一道上教會

讀經禱告，吃乾抹淨信徒福利；可是現在被問到耶穌，只能口徑一致：成天忙得夠嗆，哪來時間精力。

妞妞不好意思地老實說：其實從來沒真信過。

妞妞弟弟中學時染上毒癮，幾年不事生產，妞妞和先生於心不忍，回仕倫後接他一道住，拉拔他

做買賣，指望他將來可以自食其力。妞妞開始注意到家裡的錢、家具和貨品竟人間蒸發，原來妞妞弟

弟胳臂往外彎，內神通外鬼的開始掏空妞妞家。妞妞知情又急又氣，妞妞先生還是不放棄，弟弟在

家裡的反應卻越來越激烈，不僅言語威脅，甚至動刀傷了妞妞先生。妞妞心灰意冷，承認無能為力，

只好搬家。雖然分家了，妞妞卻活得恐懼戰兢，不敢想像弟弟哪天找上門該怎麼辦。邀請妞妞一起禱

告，只聽妞妞說了句主耶穌就沒了下文，張開眼睛只見妞妞滿臉淚痕……

禾場報
導

Field

妞妞 徐葳葳	宣教士	
與夫婿史偉家在柬埔寨服事



了確定宣教方向、指派各地區

負責人以外，牧養、關懷的對象

也從台灣基層轉向內地會的宣

教士同工們。許多人以為，身為

英國人的林大衛和其他「老外」

共事，應該比面對本土基層容

易得多，然而林大衛並不這麼

認為。不同國籍同工間的文化

差異、老一輩宣教士與新進同

工間的世代差異，在在都是他

未來需要面臨的挑戰。在不確

定同工們有何要求期待，能給

予協助的前輩又相繼回國退休

的情況下，新官還沒上任，林大

衛已感受到不少壓力……。

上帝的應許

縱使改變必定伴隨著壓

力，但若非上帝將訓練新領袖

的異象放在林大衛心中，他也

不會接下主任一職。林大衛認

為，雖然來台的宣教士增加了，

但其中有許多人熬不過前五年

的適應期，因此離開。幫助這些

新人們「存活」，並讓他們留在

台灣成長茁壯，成為五年後的

主任人選，是大衛對自己的期

待。

回顧過去近二十年的宣教

士歲月，林大衛與羅馬調真實

經歷神那句「我必與你同在」

的應許。因此，即使再次碰到重

大的變動與挑戰，他們依然深

信，呼召他們經歷此一改變的

主，也必繼續引領他們。

台灣區工場主任 新上任
宣教心

語

Story

林大衛、羅馬調 宣教士夫婦專訪
本刊編輯 朱蕊／採訪撰寫

1992年，林大衛隻身來到

台灣，落腳台中，開始學習語

言。在內地會前輩的介紹下，位

於台中太平的思恩堂成為林大

衛的第一個教會。當時的大衛

一句中文都還不會說，也聽不

懂，而那個每週主日都坐在他

身邊協助大小事，同樣擁有宣

教異象的台灣女孩，正是他未

來的妻子羅馬調。

兩人於1996年結婚，之後

便開始了他們在台灣的宣教生

涯：五年在高雄大寮，七年在嘉

義市和太保，最後又回到了兩人

的起點台中太平，投入當地基層

事工近六年的時間。十幾年的

事奉歲月裡，對需要不斷搬家、

移動的林大衛和羅馬調夫婦而

言，「改變」是他們一直要面對

的課題，這一點，不喜歡分離的

羅馬調感觸尤深。然而每次的

低谷裡，神一再用對摩西的呼召

安慰羅馬調，讓她想起主必與

她同在，使她能靠著神度過每

次搬家前的失落，並且慢慢找到

方法調適自己的弱點。

牧養宣教士的新挑戰

2015年，隨著內地會任職

十年的工場主任倪僕生（Phil	

Nicholson）卸任，即將接下這

棒子，成為下一任工場主任的，

正是資歷已深

的林大衛，他的

妻子羅馬調則

接手丈夫的職

務，領導太平

團隊。這巨大

的變動，對大

衛夫妻而言，

可說是全新的

挑戰。

成為工場

主任之後，大

衛的職責除

上帝的宣教士養成計畫

來自英國的林大衛（David	

E a s twood）出生於非基督徒

家庭，然而早在他認識救主之

前，神已開始為他的宣教生涯

鋪路。不僅林大衛接觸的第一

個基督徒家庭是一對宣教士夫

婦，在他大學歸主之後，教會中

許多內地會宣教士的榜樣，也

深深影響林大衛日後的決定。

大學畢業之後，林大衛放棄升

學和前途無量的工作機會，決

定委身全職，成為內地會宣教

士的一員。

意外的帶領

自神學院畢業之後，有負

擔向華人傳福音的大衛本預計

去香港服事，然而回歸前的不

安情勢卻臨時關了這扇宣教之

門。雖然這出乎預料的變動打

亂了大衛的計畫，卻也成為他

來到台灣的契機。

林大衛與師母羅馬調

泡茶聊天是林大衛與鄰居建立關係的法寶



五月四日晚上平安返抵台中。這陣子去了台南、

屏東和高雄，參加同學會和表姪女的婚宴，這些城市

改變好多。在高雄住了不只20年，沒想到幾年沒回來，

居然迷路了！這應該就是	Counter	Culture	Shock	吧！	

時間過得好快，記得不久前才送走最後一個短期隊，本該有「完成任務」、「告一段落」的成就

或落寞感，卻被接下來緊湊的行程給淹沒了，最從容的，反倒是道別。不喜歡「被送」的感覺，所以

邀請朋友到家裡吃飯，看著大家開心地把飯菜吃完或帶走，對我而言，那是一種很愉快的告別方式。

「會再見的！」我總是這麼告訴大家；不過，心裡真正想的是：把握當下，盡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不留

下遺憾，那麼，再見與否就不是那麼重要了！述職前，整理房間又是一場混戰。連續幾天都在丟東

西，以前像寶貝一樣收藏的，現在卻覺得一無用處！或許真正領受「客旅」什麼也帶不走吧。那麼，

這四年自己又留下什麼呢？當初來到這個城市是因為家長的一句話：「我希望我的孩子（自閉症）以

後可以好起來。」然而自閉症是治不好的，當他發現這個殘酷的現實時，那才是我陪伴

的開始。三年多來參與自閉症家長的工作，天父給的是超乎人所求所想

的——他給了這些家長「同伴」，他們組成支持團體，讓家長可以彼此

加油打氣，並且可以在這交流平台上互相學習。	

我們不過是他的器皿，在適合的時候，做合宜的事罷了！

千里家
書

Letters 喬英
在創啟地區服事

這一趟返國述職，常常在想要開口傳福音的時

候，驚覺自己彷彿像是個「短期」過客。確實，出一趟

門總要仔細研究複雜的交通路線，回到家又要搞清楚

垃圾清運的時間、資源分類的方式，丟垃圾成了我最

大的壓力之一；當然，學習一個人過日子更是挑戰。在

工場20年的服事，每次回來都是匆匆一瞥，而且填滿一個又一個的分

享行程，誇張一點說，自己好像是回到台灣「短宣」！

家畢竟是家，回家短宣或許還行得通，但是在工場的工作，特別

是在創啟地區的專業事奉，那就需要長期的委身，好讓自己這個客人

變成當地鄉親的家人。許多創啟地區並不允許宣教士進入傳福音，但

宣教士可以透過職場上的專業來取得簽證進入工場，這是專業事奉

當初發展的一個著眼點。不過就算進了工場，基本上仍是無法暢傳

福音，我們能做的宣教工作就是「活出基督的精神」，以身傳代替口

傳。

這當中有許多學習：要入鄉隨俗，當政府禁止宣講福音，我們就

乖乖噤聲，安靜作工；要隨機應變，宗教自由是當地憲法所保障的，

當有人問起我們為何禱告、阿們是什麼意思，我們就可以把握機會說

明；要隨遇而安，用當地的方式去「釣魚」，用心服事，人們其實都將

基督的愛看在眼裡……。

「嫁雞隨雞（嫁基督隨基督）」是一生委身和服事的開始，或許是

最難的功課！無論是短宣或長宣，都希望可以緊緊跟隨耶穌，活出祂的

樣式！

為述職中的宣教士代禱事項：

1.	現在共有喬英、沙崙、南希、晨曦等宣教士在台述職，求神讓他們在家鄉能有好的適應，在各處的

分享出入平安，並求神使用他們傳遞的信息。

2.	在述職期間，求神繼續保守他們在工場的羊群，並加添力量給他們的同工及代理人。

在創啟地區服事

沙崙



在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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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er

在地故
事

Tinder

為了歡送我退休，國立中

興大學校園團契特地在3月7日

舉辦了一個聚會，聚集了25年來

畢業的同學。這個別開生面的

場合讓我非常開心，看到上帝

如何在教會、職場、家庭、甚至

宣教工作上使用這些學生，讓

我回想過去30多年所做的是多

麼快樂的事。

我養育了許多孩子，但都

不是我親生的。各位大概已瞭

解我們夫妻沒有孩子。但是，

因為學生工作，我以主的愛竭

力愛每位參加團契的學生。透

過教導學生以聖經為生命的依

據，我們建立了長期的友誼。在

這過程中，也因為研讀有關基

督的書籍、註釋及文章，我的屬

靈知識因而大幅增加。

走筆至此，我不能不提大

學生事工最令人激勵之事，就

是當學生在考慮未來方向時，

我有幸幫助他們思考，問題不

再是：「我要做

什麼？」、「我父

母要我做什麼？」

而是：「上帝要我

做什麼？」、「我

該怎麼做才能榮

耀主名」”

許多學生在畢業後仍與我

保持連絡。我參加他們的婚禮、

證道，和婚前輔導。我傾聽他們

的問題，並鼓勵他們在日常生

活中遵循聖經的原則。

一些學生帶著青春期的孩

子來參加這次團聚，也有人帶

著初學步的幼兒，有二位則是

身懷六甲。在我6月16日離台前

還有四個婚禮要參加。這些婚

禮全部趕在我離開前舉辦，學

生們似乎要確保我一定出席。

數十年來我未曾計算有多

少學生在教堂牧會，但的確為

數不少。有五位成為跨國宣教

士。有一位成為鄉村福音事工

的領袖。

剛開始接觸學生福音工作

時，我認為我的角色僅是個小

組領導，帶領查經課程，也教導

其他人做跟我同樣的事。逐漸

地，我發覺自己像許多人一樣，

因為怕遭拒絕而怯於直接傳福

音。有鑒於此，我必須學習傳

福音，而且做他人的榜樣。我

開始環顧四周找尋適合我的方

法——根據聖經，教義明確，給

人們自由討論和思考，不要求

立即回應，不需要在思考前急

著做決定。我要一些容易教導、

可以適合基督徒生活方式的東

西。我也必需融入台灣文化，討

論當地人所面對的議題，同時

也不得不假設這裡的人對於基

督教一無所知，因為狀況的確

如此。過去15年台灣的學生、學

生工作者、和我們採用了「基督

教信仰釋義」課程。現在我喜歡

開啟有關基督的話題。我知道

要表達什麼，也可以表達得清

楚。

我所服事的許多學生現在

都更有信心分享他們的信仰，

也有許多人能夠帶領同學歸

主。我已將接力棒遞出，不是交

給另一位宣教士，而是給我的

台灣同工——來自校園團契的

一位同工。

想知道更多關於石哥和安

姊的故事嗎？

強力推薦《老英之歌：英國

宣教士石明理與安莉的故事》，

不只是兩人在台灣事奉的點點

滴滴，還有安姊的私房食譜大

公開喔！

學生事工的回顧
石安莉	宣教士

（Angela	Symonds，英國籍）

與夫婿石明理在台中服事



導我天路行

「當事情沒有產生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還算是上帝的引導嗎？」

如同今天年輕基督徒的掙扎，魏竹安的故事不是一位宣教士努力得勝的

老式傳奇，而是一個家庭不幸與屢屢受挫的人生閱歷。當她在1951年無奈離開

中國，許多人認為那是一個悲哀的結局，然而，正如我們所知的，上帝以不同的

方式看待事情……。對追求「速成」與「效率」的現代人而言，我們是否缺乏前

一個世代堅守的能力？我們是否僅以短宣隊、遠距的廣播節目，或是光碟影音

等方式，來替代過往接觸福音未得之地的方法？這麼一來，我們又要如何看待

那些長時間的語言學習和文化適應，以求與當地人建立關係的宣教過程？魏

竹安的經歷將引導你看見宣教之路的另一種視野！

我
要
訂
閱

內
地
會
網
頁

2015年3～4月 收支表

宣教書
窗

Book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收入	 	 	 支出

 項目  3-4月   2015年累計  項目   3-4月   2015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217,808   2,146,710   人事費用   417,738   1,000,230 

 宣教士支持奉獻  1,873,013   4,260,608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98,320   773,658 

 國際事工費  803,400   897,34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671,137   4,944,946 

 收入合計	 	3,894,221		 	7,304,658 支出合計		 	3,487,195		 	6,718,834	

	 3-4月餘絀	 	 	407,026		 2015年累計餘絀		 		 585,823	

走過150年，
從中國內地到

服事東亞萬民

曼谷青少年福音工作
你是青少年的好哥哥、好姊姊，或是小朋友的大玩偶嗎？

曼谷的宣教團隊需要你的協助！

工作內容：用6週至11個月不等的時間⋯⋯

1.運用針對佛教徒的福音材料，透過英語教學和青少年

建立友誼。

2.向兒童教授基礎英文。

3.準備各種營會、團契需要的活動。

歡迎：對青少年工作有負擔，而且願意為教會裝備門徒

的你！

日期		 時間

6月23日(二)  19:00-20:30

6月29日(一)   19:00-20:30

7月27日(一) 19:00-20:30

7月28日(二) 19:00-20:30

8月25日(二)  19:00-20:30

8月31日(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內地會月禱會/專業與宣教三部曲之二：策略篇（南希）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宣教聚會 (2015年6月～8月)

地點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因當日靈光堂場地不便，
   改至內地會辦公室）

短宣機會



仍舊說話的墳墓
為了將福音傳入中國內地，瑪莉亞和戴德

生先後葬身中國，成為落在土裡的麥子。或許

有人會好奇：「經過一百多年的時光，特別是

在各樣的戰亂和動盪之後，他們的墳墓還安在

嗎？」對戴家後代而言，這更是不言可喻的關

切。雖然知道戴德生和瑪莉亞並不困居區區四

方墳地，但仍盼望能見到先人佇足之處，畢竟

那具有特殊的意義。

1983年，戴德生的曾孫戴紹曾牧師、玄

孫戴繼宗牧師連同家人共十一人，前往江蘇鎮

江進行尋跡之旅，但當地已是滄海桑田、人事

全非，墓地、墓碑根本毫無蹤跡可循。雖然此

行鎩羽而歸，但鎮江福音堂的胡士輝牧師卻將

此事放在心中，四處留意、打聽戴家墳墓的下

落。1986年，他們終於在鎮江博物館的一個儲

物間裡發現了戴德生的墓碑！早年館方還無法

辨認墓碑上的外文，只見那石碑高級，料定主

人是個頗有來頭的洋人，便先蒐藏起來，剛好

躲過了文革時期的破壞。

能夠尋得戴德生的墓碑已是神蹟，沒想到

後頭還有更多奇事。

2012年，在揚州的古玩市場，一塊墓碑

吸引了黃姓台商的注意。玩古董的人其實不太

碰墓碑，而這塊墓碑只剩半截，但他感覺這並

非尋常之物，雖不知這

墓碑的主人是誰，心中

卻有莫名的感動要收購

此物。為了避免古玩商

藉機抬價，老經驗的黃

先生使出了聲東擊西的

策略，假裝中意另一件

古物，再說服老闆順便

將那墓碑一併賣出。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後，還

沒信主的黃先生赫然發

現，這是與華人教會淵

源深厚，戴德生之妻瑪

莉亞的墓碑。之後，透過在台灣教會參加日語

課的妻子，他輾轉與戴繼宗牧師取得聯繫，並

樂意無償將墓碑完璧歸趙贈與戴家。

2013年，一位開發商買下鎮江原屬西僑

公墓之地，準備大興土木建成高級住宅。因

為墓主們都是外國人，其後代多半早已不在中

國，整個墓地幾乎是一片荒場。或許這是尋找

戴德生墓地的最後機會，熱心的鎮江福音堂尹

素華牧師決心做最後的嘗試，請博物館的考古

團隊，協助探測戴德生與瑪莉亞的棺木存在與

否。但是，這塊墓園已面目全非，而如前所

述，墓上的石碑也早已不在其位，如何能夠找

出埋在地下的戴德生和瑪莉亞呢？

他們細心比對戴德生葬禮時及其他老照

片，從圍繞墳墓的矮牆、鋪在地上的幾塊大石

板，推測出大致的位置，隨後又在那裡找到了

戴存仁牧師為父母親所立的中文墓碑，終於確

定那就是戴氏夫婦埋骨之處。

然而，戴氏夫婦的墓葬要何去何從呢？

首要任務是搬遷。開發商主動協助，且分

文不收，連同水泥構造、四圍的土牆，整塊墓

本刊編輯	饒以德	

1905年戴德生的葬禮

戴存仁所立的中文墓碑

(感謝戴柯悅敏師母提供)



葬被挖掘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大土方。為覓

地安置，在陳思源建築師與尹牧師的牽線與奔

走之下，正在興建中的鎮江宣德堂鐘樓似乎是

個可行的地點，畢竟戴家與當地信徒均盼望戴

德生繼續長眠鎮江。

發現戴家墓的時候，鐘樓設計已在進行，

格局大小竟剛好適合安放墓葬，上帝的預備正

恰到好處，墓碑與棺木終可合體！在墓址安放

之後，四周還留有一些空間，正好做為展示、

介紹之用。這個鐘樓

將命名為德生樓，一

進樓就能看到戴德

生、瑪莉亞的墓碑，

重現兩人的墓，地下

室則是他們的墓葬，

以及兩人生平工作的

展示說明，二樓則將

作為相關宣教歷史的

展示空間。

德生樓會變成一

座紀念館、觀光景

點，甚至某種「聖

地」嗎？這就是上帝

想說的故事嗎？從發

現墓碑、墓葬出土到

陳思源建築師解說工程規劃

德生樓近日外觀（感謝馬禮遜

學園魏外揚老師提供）
宣德堂

德生樓，在內地會創立150週年前夕，上帝似

乎要再一次藉祂僕人說話。150年前，為了將

福音傳給未曾聽過福音的內地萬民，上帝感動

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單單倚靠祂的供應，

單單傳講祂的寶貴十架……。	

若您有機會造訪這座德生樓，將可以看到

戴存仁在墓碑上的題字：「他雖然死了，卻因

信仍舊說話。」戴德生今日仍舊對您我說話，

繼續高舉十架，繼續見證上帝的供應，繼續激

勵我們投入未完的大使命……。願那感動戴德

生的靈加倍感動我們！

內地會150週年感恩禮拜暨宣教講座
詳細時間與內容近期將於內地會網頁公告，歡迎預留時間參加

宣教講座：

高雄場	9/3(四)	9:00-16:00	武昌教會		

台中場	9/7(一)	9:00-16:00	台中思恩堂

台北場	9/4(五)	9:00-16:00	台北真理堂

感恩禮拜：

台北場	9/5(六)	上午	南京東路禮拜堂

台中場	9/6(日)	下午	新平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