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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熱的夏季月份，我們為祂的幫助要感謝神。這夏季月不只高溫這個意義上怎麼 
“熱”，乃是在我們與神日程非常緊張的自我熱”經“ 驗上以樣。為了引導一些最迫

切的禱告請求我們用過每週一或雙週次出版的郝 Weekly 分享。現在 TECC 有需要把

神的作為更詳細的報告。TECC 的新部落各有最新的消息和代禱事項： 

 

親愛的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朋友們平安親愛的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朋友們平安親愛的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朋友們平安親愛的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朋友們平安! 

在菲律賓語事工在菲律賓語事工在菲律賓語事工在菲律賓語事工::::  
目前在台灣已經有超過 300 個菲律賓福音教

會(2013 年)，平均每教會計數 30-80 位菲律賓

信徒。他們大多數屬於福音派的「耶穌是

神，Jesus is LORD」和「神的話到萬國，

Word to the World」這兩個基督教派。台北國

際教會的菲律賓語部擴大了，並從天母在內

壢，深圳，五股，新莊，林口，樹林，大

仁，南港，並保持的地方開始儘管充滿有活

力健康的教會。那多語德「Kaibigan」宣教肝

幫助了許多許多菲律賓人跟自來印尼，泰國

和越南的朋友傳福音，透過「Kaibigan」很多

這些朋友免費的上 BSCC 的英文聖經課程。

  

印尼勞工印尼勞工印尼勞工印尼勞工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其印刷後，我們感謝神有一個更容易閱讀和理解翻譯的印尼文的路加福音。國際路加服務差

會幫助很多把印尼文聖經帶到台灣來。4月有關的印尼意識研討會讓大家看到在台北和新北

市的印尼人已經是台灣所有50％以上，表示台灣的印尼人應該更受我們的重點努力推廣文化

以其敏感化的注意傳福音。張牧師的的實驗提供給沒有地方住的印尼女子在TIEF辦公室過

夜，好像一個很棒的方法，以顯示愛情。– 
這無疑有助於建立友誼和糾正穆斯林於基督教信仰的看法錯誤。 - 每日聖經閱讀，團

契和在一起的時間，使他們的在台灣時間更有意義 – 在他們中有一些的決定要成為耶穌的

門徒而且想受洗！在此期間，我們已經很清楚，我們為台灣的印尼人需要一個有20％信奉基

督教的內容和80％的印尼文化印尼雜誌。 
若這80%的內容要注意從穆斯林世界的印尼人背景，這雜誌可能能夠成為一個偉大

的工具預備印尼人了解福音以及顧立基督徒印尼幫助自己國家同包更多基督教的價值觀。如

果你願意支持這個項目，請致電: 張仁愛牧師0919546041。 
 

泰勞福音事工泰勞福音事工泰勞福音事工泰勞福音事工 (包包包包含監獄含監獄含監獄含監獄，，，，拘留事工拘留事工拘留事工拘留事工) 
泰勞透過TECC關顧或一部分支持的已經達到9個地點。在內壢足球比賽來到400泰國。內壢

的足球比賽，吸引了400泰勞。一些泰勞福音音樂團隊進行良好的基督教音樂。之間其他人

分享福音。目前計劃在桃園開始一個泰勞關顧中心。泰勞福音隊感謝上帝給她們新的智慧，

以擴大他們的事工。2013年 6 月 30 日在桃園縣蘆竹鄉﹙南崁﹚泰勞之友教會有包 光榮牧

師就任典禮﹙恩典之家﹚。 

  

誰會英語夠好，就可以訂第一個聖經課程。事

實上，那所謂的 BSCC 聖經課程好像是非常有

效的，自 2010 年以來每年他平均產生 316 名

聖經課程學生。自 2010 年以來，BSCC 發行

566 證書（每完成本書簽發的證書）。徐牧師

說，在相同時間內共在 1266 活躍個學生中有

430 學生決定跟隨基督，26 人受洗和 81 完成

了所有 13 本課程書! - 有趣的是，在這段時間

Kaibigan 幾乎成了獨立的補貼。徐牧師在最近

TECC 會議分享了他的負擔也飽含動員在國家

像阿曼，達喀爾，韓國，日本，香港，馬來西

亞，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百萬數的菲律賓
人，這是他的原 9 月時候離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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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我們: 國泰世華銀行，永春分行,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7 號  (Cathay United Bank, No.687 ,  Sec.  5 ,  Z hong  Hs iao 

E .  Road ,  S iny i  D is t r ic t  110,  Ta ipe i  C i ty,  Ta iwan ) 銀 行 代 號 :0130785 : 帳號 A/C 078-50-400-3484,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Chinese Christian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註明： “ 普世宣教中心會, TECC”, 劃撥帳號 14514373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註明： “ 普世宣

教中心會, TECC”.  

 

Currently Taiwan counts more than 300 
evangelical Filipino churches/fellowships 
with an average membership between 30-
80 Filipino believers per church. Most of 
them are overseen by the “Jesus is 
LORD” and “Word to World” Christian 
denomination. The Tagalog Ministry of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church was able 
to expand and start churches at the to the 
places Neili, Shenzhen, Wugu, The multi-
lingual Kaibigan helped many Filipinos 
to help their friends from Indonesian, 
Thailand and Vietnam and us to offer a 
free English bible course for those 
speaking or reading well enough to 
master the bible courses in this language.
In fact the so called BSCC (Bible Study 
Correspondence Courses) proofed to be 

探方和答電話是非常耗時和為這許多越

民的傳 道人太少。–目前在台中一個

小越南教會必要有一位講越南語的牧師

來。本週 TECC 辦公室已經把最後的

30 箱（3800 冊）越文福音材料辦出去

分佈在醫院，教會，監獄和拘留中心給

越南人。儘管很忙得時間表為了打印的

越越越越勞福勞福勞福勞福音音音音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禱告請求禱告請求禱告請求禱告請求：：：： 

TECC Taiwan 

Expatriate 

Caring 

Committee 

 

 02- 8660-1070#170  
Cell: 0932 922 190 

http://tecc-
resources.blogspot.com  

 
Kaibigan: for expatriate 

people outreach! 

 
Celebrating a Baptism 
of an Indonesian Maid  

 
Ptr.Ko: preparing for 
Filipino outreach in a 
larger scale in Asia 

  

準備工作幾乎都完成了: 這馬可福音解

聖經新翻譯的版本的是可以更仍易的了

結的。目前，在監獄和拘留中心一個福

音隊每週 6 次能夠傳福音給犯人。其中

數以千計的越南，印尼，菲律賓人，泰

國囚犯。文學常常是第唯一的方式加深

一些於關上帝共享的的想法。 

very efficient and since 2010 generated an 
average of 316 students per year. Since 2010 
BSCC issued 566 certificates (for each 
completed book a certificate is issued). 

Pastor Ko reported, within the same time 
from altogether 1266 active students 430 
decided to follow Christ, 26 were baptized 
and 81 finished all 13 courses per 
correspondence!-  

Interestingly during that time Kaibigan 
became almost independent from subsidies.
Pastor Ko at the last TECC shared his 
burden to also reach and mobilize the 
millions of Filipinos with similar means in 
countries like Oman, Dakar, Korea, Japan, 
Hongkong, Malaysia, Saudi Arabia, the 
Arab Emirates, etc.,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he is leaving us this September.- 

  

� 要創建一個適當印尼文化使命雜誌找到合適的人的編輯隊伍，足夠的地方財政

的支持與合作在印尼教堂。 

� 要找到正規的贊助獎學金的學生來自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

律賓神學。 （學生必須會說流利的中國人）。 

� 研討會定於 10 月 5 日和 11 日在台北與高雄“如何成為一個好基督徒老闆印尼

女傭”的高上座率和正確的人來。 

� 我們需要更多越南和印尼宣教士，開方的教會，也許在結合與 TECC 的關西/支

持¸為在從信義神學院(CLS) 的外國留學生的獎學金禱告。 

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敬上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special provision during the hot summer month. They were not 
only “hot” in the sense of high temperatures, but also in terms of our self experience with 
the LORD with a tight schedule. Some of the most urgent prayer requests were channelled 
through the weekly, sometimes bi-weekly HAU-Weekly publication. Yet, it is time for a 
more detailed newsletter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ECC’s supported ministries. 

The Tagalog/Filipino Ministry: 

Dear TECC Prayer Partner and Suppor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