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普世宣教打開外籍人士福音之門  

親愛的關顧在臺外籍人士委員會的朋友們平安： 

在主裡問安。在我們的服事

愈來愈擴展下，所以決定與

您分享我們的計畫及代禱事

項。神不斷呼召各移民社會

講多種語言的人，回教徒、

佛教徒、無神論者及天主教

徒信主及更新生命。六個外

國教會已差派九位宣教士到
世界各地宣教。 

 

2007 年重點：為了榮耀主的名，仍有幾點事項

值得記得： 

1.2007 年我們面對了兩個事實：在越南聖經及

單張的需求及越南宣教士來台及幫忙擴大。 

2.第一次我們在校園福音團契宣教會議上報告(7

月 6-10 日特展)，雖然參加人數不多，但有超

過 30 個人感興趣且振奮人心。 

3.外籍人士關顧委員會(TECC)第四次會議：我

們請到的講員為台南高忠明牧師，感謝中華

信義神學院讓我

們使用新大樓的

頂樓，提供我們

在報告、分享、

禱告時可以有美

好 的 景 觀 及 心

境。 

4.第一次我們有從海外來的越南教會幫忙。丁

科傳道及其夫人武心(Barnabas and Thamy)，來
自美國循理會的越南人家庭。他們在台北、

基隆、高雄地區快速地建立起幾個查經班及

其他宣教工作。 

5.也有從德國來的越南人來台灣幾次。 

6.我們印了五種不同的越文福音單張，且準備

分享上帝的福音。 

7.泰國宣教：在泰國人宣教方面，我們面對新

的挑戰。最初，有

人願意來台並牧養

泰國信徒， (於台

中 )，但卻臨時取

消。夏義正牧師及

他的團隊需要擔起

一些不同的、卻也

已經開始的泰國信

徒工作並且持續它。這幾乎是確認的事：如果

有人能全職服事，該事工會快速地發展。 

 

最近 

在經過幾年為越南

牧師事項的代禱

後，我們有了阮秋

牧師及師母。他們

來自加拿大，在 2

月 22 日 抵 達 台

灣。他們與他們的團隊來到台灣。(越南文四方

報在三月的報紙中報導)。阮秋牧師將用他豐富

的人生經驗及神的話語服事越南人。正好在在

台灣成立第一間越南教會的前夕。(台北縣永和

區) 

 

2008 年計畫、展望及代禱事項： 

外籍人士關顧委員會(TECC)第五次會議。在

振奮的 2007 年之後，在今年二月份的會議

上，TECC 決定在今年聚焦幫助在這幾年有

許多基督徒事件的台北及全台灣地區，且將

慣例的會議延到明年初。目前正在準備 10 月

30~11 月 2 日佈道大會的葛理翰福音協會正與

關顧外籍人士委員會及中華福音協進會接

洽，提供資源及動員外籍人士族群。其他計

畫如下： 

 

1. 完成越南文馬可福音雙語聖經計畫。 

2. 開始印尼文馬可福音雙語聖經計畫。 

3. 分配我們的資源。 

4. 預備越南文化中心計畫。(有誰要參與的?) 

5. 發展越文查經班及服務地區。(台北、基

隆、台中縣太平、高雄、桃園) 

6. 發展在苗栗附近的印尼教會計畫，且在台

灣發展未開發的印尼人、台灣人區域。 

越南文資源擴展： 

福音小手冊：人們是否需要神?/ 什麼是愛?/生
命的意義/新造的人/跟隨主第一天(初信者使
用)。新約聖經、初信造就、福音影片、越南文

四方報、越南文詩歌(歌本+CD) 

 

這些福音手冊多少錢?  一冊小手冊約 16-23頁，

印製費用約在新台幣 25-27 元間。我們不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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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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ong Hs iao E .  Road,  S iny i  D is t r i c t  110,  Ta ipe i  C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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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註明： “ 普世宣教中心會, TECC”.  

任何東西，但讓您知道費用。請按照 主給您的

感動支持這樣的宣教事工。透過奉獻中華基督

教福音協進會，支持這項宣教事工者，我們會

寄收據給您。 

勞工朋友總計： 

2007 年 1 月有 350,100 位勞工朋友來自印尼，形

成在全台 103,000 位外籍勞工中最大的一個群。

接下來為泰國勞工 90,000 人及菲律賓勞工

88,000 人。(根據行政院統計資料) 

2007 年 12 月 19 日新聞：10 位外國老師有 4 位

以偽造證書教英文。在當地學校及大學的假外

籍老師有 2114 位，0.8%以下為初等教育水準(中

國郵報)。 

最新消息： 

1. 一家德國基督徒印刷公司運送以下越南

文材料給台灣：每日默想(中文)850 本，每日默

想(越南文)958 本，新約聖經(越南文) 5397 本，

50,000 福音單張(一封給你的信), 8,600 福音單張

(一封給年輕人的信)。 

2. 台北越南教會於基督教循理會永和教

會，舉行會議。(地址：234 台北縣永和市民權

路 29 巷 14 號). 

Kaibigan 菲語雜誌消息：Kaibigan 是一個快

速成長的菲語月刊。去

年，Kaibigan 找到一個

可以協助發行多語月刊

的合作夥伴，可以發給

上千個在台灣的外勞朋

友。一期的印刷費用為

新台幣 180,000 元。由於

這多語月刊事工讓一些台

灣教會突然發現新的方式

讓外籍朋友聽到福音。”

更多的支持，就會有更多的教會被服事”。對外

籍朋友而言，可以用自己的母語讀 神的話，是

一個很大的祝福，並且可以觸摸到他們的心。

請為此一具挑戰的任務禱告，以及所有 TECC

的其他語言在各教會事工及外籍朋友的福音事

工推動。 

 

祝 主恩滿溢 

 

郝安倫牧師  敬上 

 

李老師  寫: 

 親愛的外勞小組同工平安， 

上周我們訪問了，三峽外籍收容所，和基隆浸會

的外配機車駕照班。看到很多福音機會，等著我

們去參與。 

1， 北縣的三峽外籍收容所，同工和一些印尼漁

民訪談，收集他們的資料，幫助他們和警局，移

民署，法院聯繫，好讓他們早日回家。我們當然

不放過機會發聖經，單張。各別隔著欄杆，交談

禱告。請紀念他們。 

 

1）Sarin---船員無10,000，跑掉3個月 

1）Hiu Long Ping--- 

2）Wan Bo Han---外勞在仲介有22,000 

3）Louw Hua Hen---來觀光有效6個月，過期，遺

留十年 

4）Deni---跑掉一年 

5）Amrita Ratnasari---無錢， 朋友 Topah 

0930103764, 6） Istikharoh--- 外勞 無錢，關6

個月，薪水在僱主, 7）Indah Nurhayati---外勞

在仲介20,000，跑掉1年2個月, 8）Siti Fatimah-

--外勞在仲介20,000，跑掉3年, 9）Purwanti---

外勞丟了19,000， 跑掉19個月, 10）Pumiah---

外勞在仲介18,000，跑掉2個月 

 

 (李老師的電話: 02-2768-5450  0926-493-071) 

 

泰國人宣教：(夏義正 牧師  Tel: 0921 450 711) 

 

4月 18-20.號 在 三 各泰勞佈道會 有 60多泰

勞 得救贖 感恩 

4/18（五）在新竹少年監獄有機會給90位外勞 

作佈道會有30多位決志者（6位泰國人其餘大多

是印尼人），為他們開始信主感恩。 

4/19（六）三重的二重埔長老教會舉行泰勞佈

道會，七點鐘開始只有一位來，感謝神，八點

有30多位慕道友來，29位決志信主。4/20

（日）在內壢教會舉行泰勞佈道會有90人來，

30慕道友，有8位決志感恩。 

 

請為60多位新的泰國信徒代禱，因為開始信主

的泰國人非常被試探靈性很不容易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