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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社區/
社區/部落生命分享會
部落生命分享會」
生命分享會」方案補助作業流程
方案補助作業流程
壹、方案公告與說明：2015年1月31日前
貳、方案申請截止日：2015年11月31日止
參、方案撥 款 日：活動前一個月
肆、成果報告截止日：活動後一個月

壹、方案公告與
方案公告與說明：
說明：
一、公告時間：2015年1月31日前
二、方案目標：為更落實生命見證分享，鼓勵地方教會聯結區域鄰近教會與資源，舉辦社區
型生命分享會；期待信徒透過友誼陪伴之後，藉著生命分享會，將人領到基
督耶穌前。
三、執行方式：
1、 由總會核撥補助款給各中會／族群區會，每個中會／族群區會每年最高補助五萬元
整。
2、 由中會／族群區會審核所屬教會之申請，而其補助款如下：
(1)個別教會自行舉辦：補助一萬伍元，向所屬中會／族群區會實報實銷。
(2)區域性教會聯合舉辦（三間教會以上）：補助三萬元，向所屬中會／族群區會實
報實銷。
四、申請方式：
1、 由教會向所屬中會／族群區會提出申請，由中會／族群區會決定需要補助的教會。
2、 2015年11月30日前以中會／族群區會為窗口，以公文向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提出申
請。
3、 請申請教會填寫「2015年社區/部落生命分享會」活動計畫書，如第3頁。
以上，請中會／族群區會將公文及活動企劃書寄至：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 余淑玲牧
師收；同時將方案計畫書的電子檔 mail 至 101@mail.pct.org.tw。
五、講師推薦：如第4頁。
貳、方案申請
方案申請截止日
截止日：
2015年11月30日止。
參、方案撥款日：
方案撥款日：
1. 核簽後，活動前一個月，由中會／族群區會開立奉獻證明，寄至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
余淑玲牧師收。（原住民中會／族群區會則用所屬財團法人的捐款證明）
2. 本中心收到奉獻證明後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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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報告截止日
成果報告截止日：
截止日：
一、活動後一個月。
二、「成果報告」內容：
1、活動相片（至少10張）
2、若有簡易的錄影檔，請提供給本中心一份。
3、活動後的實際跟進記錄。
以上資料請寄至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 余淑玲牧師收，本中心將置於一領一網站。
（若教會有製作「活動手冊」請寄兩本給本中心存檔）
附錄：
附錄：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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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 年「社區/
社區/部落生命分享會」
部落生命分享會」方案計畫
方案計畫書
計畫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方案負責人

職稱

中會 / 族群區會

手機

e-mail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中會 / 族群區會

承辦教會：

教會

教會

教會

協辦單位：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
活動宗旨與目標
參加對象
預計參加人數
活動舉辦前的

《一領一友誼傳道》：

領人訓練計劃

《福音五要》：

活動流程
(含預定邀請的講師)

活動後跟進計劃

經費預算表

請另起一頁

中/區會核審：
區會核審：中會議長

；中區會一領一小組長/
中區會一領一小組長/執行長

本頁 2015 年社區/部落生命分享會之「方案計畫書」的電子檔將放置於 101.p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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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會講師推薦名單
一、本宗牧師（接洽方式：教會一覽表 ）
黃顯光牧師
1989 年 台灣神學院畢業
1989 年~2000 年 台北中會三光教會牧師
2000 年~2011 年 七星中會榮星教會牧師
2011 年至今七星中會總幹事
分享內容：小組帶領、禮拜更新、培靈佈道、教會建造、兒童服事

莊孝盛牧師
莊孝盛牧師
1988 年台南神學院畢業道學碩士畢，1988 年～迄今 竹塘長老教會牧師
2006 年 美國 LPTS 教牧學博士(Doctor of Ministry)
2010～2011 年任傳道委員會主委、2009～2016CWM(世界傳道會)理事
2001～2012 台南神學院兼任講師，教授宣教神學
著有《真理與生命》
、
《教會再發展》
《健康的教會》
、
《宣教神學的理論與
實踐》…等國內外著作
分享內容：建造個人內心的聖殿，活化內在生命，用生命尊榮神，
建立幸福的家庭，基督徒蒙福的態度，真理問答八課。

鄭國忠牧師
台南神學院神學系畢業(M.Div)、芝加哥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M.Th)、澳
洲南昆士蘭大學管理碩士(MBA)。
曾服事於中中后里教會、南中仁和、口埤教會，以及第十屆省議員；第
五、六屆立法委員、台南市政府新聞暨國際處處長、民政局局長…等等
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義行動教會牧師(2010 年 2 月 28 日開拓至今，
位於台北 228 公園內，為一無建築物之教會)
分享內容：組織改造、衝突管理、教會與社會、社區宣教、行動訓練、
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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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銘牧師
1986 年南神畢業，曾在花蓮服事 12 年，
現為德生教會主任牧師(1998-迄今)，並在多所大學及神學院兼課。
曾赴英國、美國讀書，獲有神學博士(Th. D)學位。
到 2013 年為止，已出版 24 本個人著作，並發表過數百篇學術和各類文章
於神學與報章雜誌上。
分享內容：禮拜設計、信息、培靈、生命見證、教會建造、轉化與增長。

Sifo 高清福牧師
畢業於玉山神學院
曾任：西美中會玉成教會副牧、阿美中會督旮爾教會
現任：阿美中會南華教會、花蓮區牧者聯禱會副主席
經歷：生命更新、聖靈恩賜事奉
分享內容：培靈會、生命見證、轉化建造、青少年

Omi Wilang歐蜜
Wilang歐蜜．
歐蜜．偉浪牧師
就讀玉山神學院時，曾到日本見習一個月、菲律賓海外宣教訓練半年、
並遠赴澳洲、紐西蘭各一個月，研究澳洲原住民的社會實況與民族議題。
玉山神學院畢業後服事於泰雅爾中會羅浮教會、龍泰教會、比亞外教會。
2000 年時擔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的機要秘書與參事…等等。
現任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教社幹事。
分享內容：民族與社會議題、部落宣教、福音與文化、教會轉化。

林榮任牧師
1990 年台灣神學院畢業，受派至嘉義中會椬梧
椬梧教會，兩年後至竹中大溪
椬梧
教會，七年後前往七星中會錫安教會。
在錫安教會 14 年的服事，先後擔任學校董事，中委、部長、中會幹部及
中會議長，也參與總會傳道委員會常委委員，現擔任總會財團法人董事。
2013 年神帶領前往牧養南崁大安教會，期盼未來越服事越甘甜。
分享內容：信息分享、專題、青少年事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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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成牧師
於 1983 年在小金門當兵時，神親自呼召回到長老教會。
1989 年台南神學院畢業。在花蓮玉里長老教會牧會，直到如今。
喜歡查考聖經原文，聖經講得深入淺出。
建立禱告祭壇，玉里、卓溪漸漸轉化。相信教會體質改變整體就會改變。
分享內容：靈命的建造、禱告的操練、教導聖經(整卷)、長執訓練、
門徒訓練、培靈、信息、祈禱操練、生命見證、教會建造、
教會轉化、青少年、婦女...等。

ljumeg.patadalj蔡愛蓮
ljumeg.patadalj蔡愛蓮(排灣族名魯夢歌)
1986 年於玉山神學院畢業後在排灣中會牧會十幾年
2004 年以「探討婦女在原住民宣教運動的參與—以排灣中會為例」畢業
台南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
2010 年以「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宣教史探討其神學與策略」之
論文於台南神學院牧範博學博士班畢業。
分享內容：婦女成長、子女教育、兒童故事、社區宣教策略、生命見證…。

tjuku kasupeljan 傅梅花（排灣族名秋谷 卡索波浪呢)
牧會年資 30 年，經歷牡丹鄉大梅教會、獅子鄉中心崙教會及現任泰武鄉
比悠瑪教會。這是我的母會，8 年的時間在此，也是我牧會經歷的另外
一層有省思之高峰處，是刻骨銘心的，耶穌說在自己的家鄉傳福音是不
受歡迎的，所以我經歷更豐富的上帝供應與憐憫，以及更多的不同生命
體驗。在上帝的同在與顯現中，有訴說不完的生命故事…。
分享內容：祈禱操練、生命見證、靈命成長、生命轉化

Legean樂歌安
Legean樂歌安．
樂歌安．督達里茂(
達里茂(涂美惠)
涂美惠)牧師
1989 年玉神畢業
2009 年南神畢業
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首任機構牧師(1994-2006)
2006 年至排灣中會大同教會駐牧至今
分享內容：信息培靈、門徒培訓、團契小組、婦女議題、社區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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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嫵‧
竹嫵‧法之山牧師
法之山牧師
排灣中會望嘉教會牧者，夫婦皆為牧者，各自牧養不同的教會。
在長老教會機構服事 7 年，開拓教會 2 年，在望嘉教會正邁入第 13 年。
在望嘉的服事，以釘根本土，為愛受苦，使教會成為盼望的記號為使命。
分享內容：語言文化、心靈建造、家庭祭壇、兒童及青少年、社區美化、
部落兒童課業輔導、全教會成為社區及學校的義工等。

劉清虔牧師
曾任美和科大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系主任
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高中教師生命教育類課程學分
班」課程召集與授課教授
分享內容：社區宣教、老人服務、生命信息…

許弘恩牧師
現任宜蘭教會牧師
教導敬拜的意義與目的，並在陪伴青年上充滿熱情。
分享內容：敬拜主領實用技巧，渴望興起更多敬拜者。
透過真理協助青年恢復對自己、對上帝的信心，
帶著愛來培育門徒，帶出領袖並成為他們的榜樣。

王榮義牧師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愛丁堡大學神學碩士，波士頓教育碩士。
曾任大專工作者、馬偕院牧及協談中心主任。
現任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幹事。
分享內容：為自己及家庭祈禱、親子溝通、婚姻與家庭、自我照顧與成
長、情緒與壓力照顧、夢與靈修、心靈治癒、人際關係、悲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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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榮牧師
台北中會永光教會主任牧師（2000－至今）
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課程：敬拜團）
歐讚樂團輔導牧師（兒童、親子佈道）
分享內容：靈命更新、佈道、教會管理、 教會更新與發展、領袖訓練、
敬拜讚美與樂團訓練、細胞小組之策動與運作…。

蔡幸昇牧師
台灣神學院畢，曾服事於星中大安教會、大直教會
於大直教會17年的牧養中，致力於教會轉化與門徒訓練
現任竹中南崁教會
分享內容：門徒訓練、長執訓練、教會轉化、教會增長、培靈佈道

葛兆昕牧師
主後 2000 年畢業於台灣神學院，
隨即接受差派至台南大同村教會擔任傳教師，
2003 年受聘至屏東和平教會擔任教育牧師，
2012 年通過教會監選成為和平教會第四任主任牧師直到現在。
葛兆昕牧師看重門徒訓練與領袖培訓，
分享內容：門徒與領袖培訓、培靈、佈道、教會建造及兒童、青少年事
工等方面擁有明顯恩賜也確實帶出極大果效。

陳坤生牧師
1981 年南神道學碩士畢，牧會於中中台中港教會、南中和順教會
1987 年任加利利宣教中心院長至今
1995～1997 年台南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班進修
2008年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牧學博士畢
常被邀請至國內、外教會培靈佈道共計數百場，
分享內容：祈禱操練、靈命成長、聖靈論、教會建造上有獨特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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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憲平牧師
1979 年台南神學院道碩畢，在澎湖馬公教會牧養六年
在台南西門教會牧養三年半
1989 年開拓天橋教會至今 25 年，福音興旺、倍受神的祝福
曾在加拿大溫哥華、美國洛杉磯、澎湖鳥嶼、台南永康等開拓教會
致力於推展教會增長及門徒訓練，目前教會策略是 E3 小組化教會
將來計畫新買土地推展天國文化中心，期望大台南市有十分一的人信主
分享內容：教會增長、門徒訓練、小組化教會……等。

張思聰牧師
臺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德國漢堡大學神學碩士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聖經翻譯進修
加拿大頌泉服事中心「以賽亞 61 課程」結業
羅東長老教會宣教牧師派駐「台北市台灣教會更新協會」總幹事
恩賜：教導靈命更新課程(內在醫治)、禱告操練、生命轉化、長執訓練

蔡幸昇牧師
台灣神學院畢，曾服事於星中大安教會、大直教會
於大直教會17年的牧養中，致力於教會轉化與門徒訓練
現任竹中南崁教會
分享內容：門徒訓練、長執訓練、教會轉化、教會增長、培靈佈道

陳見岳牧師
陳見岳牧師
感謝主奇妙的帶領，微僕原先渴望走神學教育之路，後來卻轉向牧會。
2000 年來到右昌教會牧會，是我獻身服事的轉捩點；因為生命被聖靈更
新，驅使我更認真思考牧會及教會之建造。
分享內容：個人對靈命更新、教會建造關注較多，尤其在禱告、小組牧
養、 裝備訓練、組織改造及外展事工上稍有心得，願和同工們一起分享。

王福祥牧師
1961 年 2 月 4 日出生，第一代信徒，蒙神特別的呼召，1984 年進入台
南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1993 年畢業。
1993 年-1999 年受派至新竹中會開拓二重埔教會，購地建堂。
1999 年-2004 年彰化花壇教會第六任牧師教堂重建。
2004 年-至今台中內新教會第四任牧師，教會復興三倍翻轉，
分享內容：培靈佈道、心靈醫治、教會倍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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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光喜牧師
美麗島事件後信耶穌；蒙主呼召，得芝加哥神學院舊約學博士學位。
前台中神岡教會牧師，現任台南神學院舊約學副教授、總會信仰教制與
法規委員會委員。牧會期間參與社區關懷協會的籌組，做過獨居老人服
務，關心二二八、流浪漢、族群共和、台灣建國等事宜，。
近十年來在台南神學院教書，主旨在持守忠於主耶穌的聖經解釋以及不
屈服於中國帝國主義的基督福音救台灣。
分享內容：舊約聖經、信仰經歷、教會禮拜與體制、以及牧國牧世做法

陳勝政牧師
1941 年生，台南神學院進修，美國太平洋神學院暑期進修
19 歲於新興教會任幹事 20 年，後開設民族教會，39 歲開設大順教會
任大順教會牧師到退休共 34 年 9 個月
曾任教會歷史委員會主任委員、高雄市「府會愛走動團契」輔導
Good TV 衛星電視「台語講座」
（2000 年迄今）
、義守大學醫學倫理委員
會委員、台灣教會公報社理事、家庭協談中心、記者、編輯…等等。
著《奔向十字架》
、
《牧場上的陽光》
、
《宣教的設計與實踐》等共 13 冊
曾受邀至美、加、日本、菲律賓的台灣教會培靈宣教。
分享內容：培靈、佈道、長執門徒訓練、教會行政、教會增長、認同委身

黃智鴻牧師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1981)及牧範學博士畢業(2007)
現牧會於嘉義中會民雄教會
長年參與「教會與社會」服事，公義與和平之實踐者，負責組織、動員。
1989 年首座 228 紀念碑之會計與總務
使教會對社區人民之生活有感受，使社區人民對教會所服事有感動
急難救助的後勤支援與長期補給線之維護與災區如何在災後重建。
開拓教會之支援與促使弱小教會之再發展。
現任嘉義中會董事長、嘉義縣宗教服務職業工會理事長
分享內容：教會與社會、社區宣教、教會再發展、救災與重建

許榮豐牧師
大學畢業後服務於國泰產物總公司（富邦集團前身）
、彰化基督教醫院
行政主管後蒙召為傳道人，
曾於屏東學生中心、北中明德教會、 星中中崙教會牧會
現為星中南港教會牧師、58 屆總會議長
分享內容：教會再造、團隊服事、及個人職場事奉、人生下半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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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南州牧師
國立中興大學農學碩士、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神學碩士、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曾任總會青年幹事、台南神學院教授、玉山神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現任阿美中會鳳信教會牧師
分享內容：1.我所經歷和了解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作為 2.從聖經和長老教
會信仰傳統談生命的更新與教會的宣教 3.從生命與死亡的理解談生活的態
度 4.當代社會倫理議題的省思 5.福音與文化之關聯的解說

黃春生牧師
台灣神學院畢業、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短期進修(王國史)
現任馬偕紀念醫院董事長
台北中會重新教會主任牧師(2000.9~迄今)
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2003~迄今，教會行政、規劃、牧養)
分享內容：講道、培靈、查經、行政、規劃、牧養

謝懷安牧師簡介
1991 年畢業於台南神學院
1991~1998 東部中會瑞穗教會牧師
1998~壽山中會新生教會牧師
著作：
《我信─談使徒信經》
參與總會每日祈禱系列書撰寫與舉目向山祈禱會事工推動多年。
分享內容：聖經閱讀分享、主領禮拜、福音信息、佈道分享。

陳明志牧師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業，曾經擔任霧峰教會長老職
1989 年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在澎湖啟明教會牧會
1994 年上帝引領到左營教會事奉迄今
2001 年迄今，任聖光神學院兼任老師
分享內容：靈性塑造、門徒訓練、教會建造、行政管理、社區宣教

Pusin Tali布興
Tali布興‧
布興‧大立牧師
泰雅爾族，畢業於玉山神學院神學士、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東南亞
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並於 2008 年取得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自 2002 年任職於玉山神學院院長迄今。也曾擔任第五十七屆總會議長。
以原住民族生存與文化為使命，多次為原住民族發聲，並出版許多相
關著作。
分享內容：本土神學、系統神學，及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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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t Nayuki黃志堅牧師
黃志堅牧師
在高中時經歷一場大車禍……..
被神呼召進入玉山神學院就讀，畢業於 1996 年。
牧會 20 多年，長期致力於部落福音工作，更透過社區宣教來翻轉部落，
老人日間關懷站、兒童夜間課後陪讀班的開始，漸漸促使寒溪基督長
老教會進入屬靈的新光景，部落福音是從「生命影響生命」傳揚開來。
分享內容：部落營造與宣教、教會轉化、生命信息…

Yasala.hola陳克安牧師
asala.hola陳克安牧師
1989 年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1994 年英國諾丁罕大學聖約翰神學院神
學研究一年
曾牧會於泰雅爾中會、客家宣教中會，現牧會於新竹中會中壢教會
曾任職於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大專事工委員會
分享與使命：專心致力於教會信徒靈性生命的操練，認知每一位基督徒
被主呼召是要成為可以為主作工，可以經歷聖靈大能並
禱告蒙應允的門徒生活。

林慶台傳道師
1993 年玉神畢業
曾牧會於泰雅爾中會金岳教會、司馬庫斯教會，現牧會於烏來福山教會
2009 年參與電影拍攝「賽德克巴萊」及 2013 年電影記錄片『看見台灣』
，
分別入圍第 48 屆、50 屆金馬獎最佳新人及最佳電影原創音樂。
常受邀至公部門、公司、學校機關、教會等，做生命教育分享、專題演
講、教會佈道等。以平凡生活為出發，傳遞出發人深省的生命意涵，讓
人思考核心價值與其意義-就在耶穌基督裏。
分享內容：培靈佈道、福音與文化、生命教育、原住民文化、狩獵…等。

宋信喜牧師
台南中會鹽行教會牧師 19 年
2006 任南中會仁和教會迄今
父親是長老教會牧師，從小嚴格要求信仰及教會生活，但自已
沒有經歷上帝。在軍中五年生活中經歷多次生命挑戰（在死刑
現場協助執行等）
，更深認識上帝深長的愛，牧會中也深知全能上帝親
自引導，帶領各項福音事工。
分享內容：街頭佈道，心靈關懷，社區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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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昌牧師
曾在嶺頭台神讀神學，畢業於台南神學院。
心目中的神學是合一的（ecumenical）
，在台南神學院任教一段時期後，
開始涉獵俄國東正教的神學和宗教性哲學。
對於教父學（patrology）頗有興趣，也花過不少時間研究中世紀思想，
面對生命和聖靈的工作，並期待在聖經學院從事靈修輔導的事工。
分享內容：靈修入門、認識基督信仰、從佛教到基督信仰

拿難‧
拿難‧達道牧師
玉山神學院畢，曾服事於大山、米亞丸、初音、和平、太魯閣、和中、
重光、思窪撒爾等教會，及太魯閣中會總幹事
現任太魯閣教會牧師
曾參與反雛妓救援運動、全台還我土地運動、花蓮亞洲水泥還我土地、
反和平水泥專區建置的抗爭、太魯閣國家公園收購土地抗爭、反對核能
燃料棒放置和平、風災地震等救援與安置、推動農業復耕計劃、精緻農
業的推動、蘭嶼農業技術的提升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傳說故事與母語繪本、
、教會與社會、產業發展、急難與救助

鄭耀宗牧師
神學院畢業後，東部牧會八年半。
加利利宣道學院操練祈禱、體驗聖靈、學習團隊服事近三年。
目前是鹽洲教會牧師。多年苦尋牧會的核心價值與策略；直到 2008 年暑
期接觸到「雙翼養育系統」
，並研讀四福音書，才發現耶穌早就把牧會與
宣教的：方向、策略、方法，都告訴我們。
分享內容：傳講「耶穌是好神」與「門徒訓練事工」
，是我最喜樂與人分
享與交流的課程。

Sudu Tada 牧師
1979 年玉山神學院 B.TH 畢業，曾任總會青年事委員會主委、花蓮縣
立和平國民小學太魯閣族語老師、花蓮主愛之家戒毒中心夜間觀護員
和輔導師。
2003 年台南神學院 M. Div.畢業
曾任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幹事、賽德克族語認證評審委員、任太魯
閣中會第 52 屆中會議長、教育部族語九階教材質詢委員、任總會新
眼光讀經手冊編輯委員
現任太魯閣中會思窪撒爾教會、總會幹部（副書記）
分享內容：喜愛的神學課程聖經神學、歷史神學、嗜好講古、演說、
講道、查經、禱告、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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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ina Nakaisulan 蘇畢娜.
蘇畢娜.那凱蘇蘭牧師
2006 年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畢
2006~2013 年牧會於布農中會卓溪基督長老教會
現任總會原宣教育幹事（參與原住民青年、大專、主日學、普世等事工）
分享內容：門徒培育課程、靈命更新、青少年領袖訓練。

Ispalakanibi 伊斯巴拉淦‧
伊斯巴拉淦‧黟弼牧師
2000 年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曾服務於台灣世界展望會
曾牧會於南布中會二集團教會、中布中會潭南教會
曾任中布中會原住民學生中心主任。
目前牧會於中布中會武界教會、並擔任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主委、台灣
國際幸福家庭協會及台灣美滿婚姻促進協會理事。
分享內容：生命見證、信息、福音與文化、布農族神話故事、常帶領排球
隊參賽，並持有國家級排球裁判執照。

盧天武牧師
生於屏東魯凱族雲豹故鄉古茶博安(好茶部落)，孕育在第一代基督徒家
庭。少年國中離鄉就學，國中畢業蒙召入神學院獻身傳道志業。
後經三十又餘年分別牧會於魯凱族群之開拓、佈道所、原鄉、都傳等教
會以及總會社福機構服務。
分享內容：社區宣教、教會行政、長執訓練、教會文獻、原民之神學、
宣教、釋經等為喜悅與關注之議題。

馬約翰牧師
在台灣已經服務超過十六年
在台神、南神和玉神教授靈性和神學教育
領導全台牧師靈修團體，也寫了三本書《給上帝空間》、《在小組中遇
見上帝》、《基督徒生命共同體》
我的熱情是裝備全台灣的基督徒和教會，以上帝的夢想為夢想。
我相信做上帝的工，信仰上帝，在世上是個非常令人興奮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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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人推薦名單（接洽窗口：磐石製作 洪文香姐妹 ）
宋逸民
台灣藝人，與其弟宋達民為雙胞胎兄弟；早年以電影與電視劇為主，近年來
專注於電視劇的拍攝，加入民視後主要拍攝台語鄉土劇。
2007 年 10 月時受弟弟影響，受洗成為基督徒。
現為藝起發光協會-秘書長。2013 年發行跨界福音專輯【唱情歌】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生命見證分享。
分享內容
: 詩歌演唱
、生命見證分享
。

陳維齡
台灣藝人，曾演過多部戲劇，婚後當通告藝人。台灣大嫂團第一代「黃金五嫂」
成員。曾與先生宋逸民一同出演電視劇《一千個秋天》。
2007 年與老公一起參加《國光幫幫忙》，在節目中談論話題而爆紅。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宋達民
台灣藝人，與其兄宋逸民為同卵雙胞胎之中的弟弟。高中時代，因兄長
宋逸民入伍服役，而受兄長推薦代班主演連續劇－《萬世師表》
。
2005 年受基督教藝人孫越影響，與新婚妻子洪百榕雙雙受洗成為基督徒。
2013 年出版《傾聽，愛的聲音》
，敘述女兒左耳失聰後的故事。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也可詩歌演唱)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也可詩歌演唱
)

洪百榕
洪百榕童年時期曾經隨家人移民阿根廷，在當地生活 4 年；爾後返臺直至大
學時代赴美求學。2004 年 10 月 10 日與藝人宋達民結婚之後，以藝人妻子身
份上電視，分享生活軼聞，曾為「大嫂團」的一員。
目前於烹飪節目《美味擂台》擔任主持人。
2013 年出版《傾聽，愛的聲音》。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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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敬堯
華語流行音樂作曲家、編曲家、製作人、鋼琴演奏家。父親為洪一峰，胞
兄洪榮宏，弟弟洪榮良也是台灣知名的節目製作人及電影導演。
洪敬堯為華語樂壇的編曲大師，出道初期曾為蘇芮、周華健、庾澄慶、張
信哲等紅歌星製作單曲。其後也與周杰倫、羅志祥、張惠妹、五月天、蔡
依林等合作。且兩度獲得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亦曾六度入圍金曲最
佳編曲人獎，近年為各大歌唱選秀節目擔任評審。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生命見證分享。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生命見證分享
。

倪子鈞(
倪子鈞(小馬)
小馬)
台灣男藝人，藝名小馬。曾與吳宗憲、小鐘、劉畊宏組成歌唱團體
咻比嘟嘩。團體解散後朝主持界發展，主持八大電視台外景節目
《世界第一等》
，幾經磨練後，榮獲 2010 年電視金鐘獎「行腳節目主持人
獎」
。除了藝人的身分，小馬還投資副業、創辦「愛無限 I WILL SHARE」
環保公益團體，現任「元鼎娛樂有限公司」總經理。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也可詩歌演唱)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也可詩歌演唱
)

何戎
何戎曾是電視新聞主播；後來進入演藝圈開啟另一個舞台。目前為主持
人、專欄作家、演員等。也因從主播到主持，從新聞圈到演藝圈，他的人
生經驗也成為企業與校園演講爭相邀約的對象。
2008 年，何戎開始踏進劇場表演的舞台，演出偶像劇、連續劇：包括 『飯
糰之家』
、
『瑰寶 1949』
，
『花心大少 P.S 男』和『命中注定我愛你』
。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分享內容
：生命見證分享
。

李宣榕
女歌手，畢業於北一女中，2009 年 6 月 17 日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2007 年參加中視《超級星光大道》獲得第九名。
2012 年參與由陳亞蘭製作的《天龍傳奇》歌仔戲的主角演出。
2013 年與劉清彥搭檔主持 GOOD TV《烤箱讀書會》節目，榮獲第 48 屆金鐘
獎之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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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懷民
1975 年，因話劇《孔夫子》獲得全國話劇協會頒發「最佳男演員獎」
。
1978 年，考取華視演員訓練班，出道後演出現代、民初、古裝等各式戲種。
1984 年，因公開演出京劇，受華視歌仔戲紅星－葉青之邀，參與華視《葉
青歌仔戲》之《孟麗君》的演出，為台灣電視史上第一位男性的歌仔戲小生。
1992 年，開始擔任戲劇幕後製作工作；2001 年製作『公共電視』第一齣「八
點檔」歌仔戲－《秦淮煙雨》
，亦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擔任講師。
2009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亦可詩歌演唱）
可詩歌演唱）

馬之秦
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60 年代中期從影；與中視簽約，主演了電視劇《女
巡撫》
《親情》和《愛心》
，奠定了她在影視圈的位置。
1984 年獲金馬獎最佳女演員獎、1987 年金龍獎最佳女演員獎。
1985 年，憑藉《昨夜星辰》獲金鐘獎最佳女演員獎。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也可詩歌演唱)
也可詩歌演唱)

施孝榮
屏東縣排灣族，1980 年代初、中期臺灣校園民歌歌手。
施孝榮從小熱愛國術運動，於 1978 年參加「世界盃國術比賽」，奪得冠
軍，因此保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施孝榮成名曲是〈歸人沙城〉、〈中華之愛〉、〈拜訪春天〉。
於校園民歌時代後轉型為諧星，代表作是《報告班長》系列。
近年來製作民歌演唱會、唱片，也發行福音詩歌，並到各地傳福音。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何方
面對突如其來的感情問題，引發生命中最深沉的風暴，一度想尋死的她，因
為有家人的支持鼓勵與基督信仰，陪伴她走出憂鬱暗巷，重建自己內在的生
命，活出真我。 個人專輯：1989 -1996 年間曾發行專輯唱片「停看聽」
、
「放感情」
、
「隨便你」
、
「情不自禁」
、
「我不是那種人」
。
得獎事蹟：1990 年入圍金鐘獎兒童節目主持人入圍 。
2001 年出版《從憂鬱飛向陽光》
。 2002 年主持星情.心情 - 何方時間
電視戲劇演出：中國電視公司八十九年金鐘劇--走過帕金森幽谷
電視節目主持：Good TV 好消息衛星電視--觸動的音符
電影演出：中央電影公司--生命的禮俗(連續劇)
現任「中廣流行網立體世界二」節目 DJ 主持人。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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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歡
歌壇與演藝界雙棲紅星葉歡，1987 年演出《十一個女人》連續劇而被人注意
而推薦到唱片公司，1988 年與王傑合唱《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而走紅。之
後以《鹽田兒女》與《浪淘沙》兩部戲入圍電視金鐘獎最佳戲劇女主角獎。
風光的演藝生涯背後，葉歡的內心深處始終藏著一股強烈的不安全感；總認
為自己不聰明、不漂亮、不討人喜歡，因此自卑、不快樂。使她無論錄音、
拍戲、主持節目等，均因擔心不夠好而失眠，一度想放棄生命。後經藝人朋
友娃娃、紀寶如等向她傳福音，最後在表姊的幫助下決志信耶穌基督。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以上藝人分享時間為 30～
30～40 分鐘（
分鐘（可配合教會需要做調整）
可配合教會需要做調整），費用如下
費用如下：
如下：
1. 桃園以北：
桃園以北：8,000～
8,000～10,000 元(含藝人及 1 助理車資)
助理車資)
2. 新竹以南：
新竹以南：10,000 元(不含藝人及 1 助理車資；
助理車資；如需住宿，
如需住宿，2 人的住宿費另計)
人的住宿費另計)
接洽窗口：
接洽窗口：磐石製作 洪文香姐妹 0202-25412323；
25412323；09330933-757069

Biung TakTak-Banuaz 王宏恩（費用另洽磐石製作
費用另洽磐石製作 洪文香姐妹）
洪文香姐妹）
布農族，台東縣延平鄉武陵村人，大葉大學畢業後加入風潮唱片，2000 年發
行首張創作專輯《獵人》
，包辦此專輯的作詞、作曲和製作人，2001 年以此
張專輯得到第 12 屆金曲獎，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獎。同年 8 月發行第二張創作
專輯《Biung》
，2002 年此張專輯獲得第 13 屆金曲獎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獎。
後來王宏恩的《Biung》這張專輯，被選為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年度十大優良
專輯之一。其它得獎如下： 第 16 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得主
第 16 屆金曲獎：最佳國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入圍
第 16 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入圍
第 16 屆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獎入圍
分享內容:
分享內容: 詩歌演唱、
詩歌演唱、生命見證分享。
生命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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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
朱約信
台南人，臺北義光教會執事，臺大大氣科學研究所
歌手/詞曲作者/音樂製作人
電影演員/電影配樂/主題曲寫作
電視/電台主持人
雜誌/報紙專欄作者/出書
[搖滾主耶穌]團長/長期音樂佈道
各大學院校開課/演講「流行音樂/電影研究」課程
接洽窗口：FB/總會新倍加推動中心

簡文秀
聲樂家，台灣宜蘭縣人
台北師專、美國國際大學（U.S.I.U.）表演藝術研究所聲樂碩士(M.F.A.)
美國布希總統就職慶祝音樂會中獻唱並獲頒贈「國際音樂獎」
金鼎獎唱片類─最佳演唱獎及唱片出版獎得主
於加拿大、英國、希臘、日本國際聲樂大賽中，榮獲二個首獎及四面金牌
接洽窗口：張助理 2365-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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