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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ingLives,
Delivering the

Messages!

觸摸生命、傳遞使命！



Our vision is to help the people groups that we support to develop their God given 
potentials.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and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use multiple means to 
develop the untapped human and economic resources in areas populated by indigenous 

people who are both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deprived.  We want to through our 
ministries empower these community by teaching them to use its local resources to 

develop and transform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elf-
sufficient, and holistically healthy unit – in body, mind, and spirit and, in the process, come 

to know God as their Creator, Provider and Lord.

傳仁的異象

是以扶立為主 - 本著基督的愛，激發物質及精
神貧乏地區百姓的潛能，使其成為一自立、自
養、自足，身心靈全人健康的社區。

傳仁的使命
用諸般的智慧，融合「大使命」及「大誡命」
傳揚整全的福音，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參西
1:28)



➢ Our vision is to help the people groups that we support to develop their God given 
potentials.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and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use multiple means 

to develop the untapped human and economic resources in areas populated by 
indigenous people who are both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deprived.  We want to 

through our ministries empower these community by teaching them to use its local 
resources to develop and transform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elf-sufficient, and holistically healthy unit – in body, mind, and spirit and, 
in the process, come to know God as their Creator, Provider and Lord.

傳仁的事工
中國
❑ 雲南省：貧困助學、醫療、社區發展
❑ 江蘇省：貧困助學、殘障學校事工

緬甸
❑ 希望之家
❑ 緬北教會學校及外邦人學校

美國
❑本地傳福音/傳遞異象



中國

貧困助學：



雲南省

▪ 痲瘋康復項目(與一當地機構合作)

▪ 社區發展項目
水窖工程、學校援建、養蜂

江蘇省
▪ 貧困助學
▪ 殘疾人學校的技能訓練(待疫情後

開始)



為何去緬甸？



2018年，聖靈引導我去到緬甸，一
個我從未去過的地方。在那裡神讓
我看到一遍待收割的莊稼。

全國人口5400萬
90%信奉佛教

早在軍政府
之前，宣教
士在緬北建
立許多教會。

令我欣喜的
是，每間教
會都有附屬
的學校



根據統計，緬甸有40萬至50萬的人
吸食毒品。



為回應這樣一個呼聲，傳仁基金會於
2018年開始至今多次派出短期服務隊去
緬北舉辦：

▪ 英語品格營
▪ 暑期聖經班
▪ 教師培訓
▪ 「真自由」生活營
▪ 臘戍福音戒毒所門訓

神
是愛！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

那一天，貴概聖光學校的校長領我
們一行28人拜訪在附近一間佛教背
景的政府學校。

那一天，該校的校長及老師們允許
我們分成的7個小組進到13個班級
向學生們宣講十字架及耶穌基督的
救贖。
那一天，許多孩子聽後都舉手表示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個人的救
主。

那一天，神的名大得榮耀！



緬甸的事工
目前與三個單位合作：

1. 南渣拉「希望之家」

2. 貴概聖光學校

3.  臘戍新生之家福音戒毒所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馬太福音28章



如果沒有人「願意去」宣揚耶穌基督是人類唯
一的救主及希望，使他們得到真自由，他們將
落在沉淪之中。主所託付的這一個使命又如何
能完成呢？

基督徒怎能保持沉默，緘口不言，他們不也當
有得到耶穌基督救贖及永生盼望的機會嗎？



錢
錢

錢 宣道

宣道

宣道需要錢

宣道也需要



傳仁基金會2021年事工計劃
中國
❑ 雲南省：貧困助學、醫療、社區發展
❑ 江蘇省：貧困助學、提供殘疾人學校學生們的生

活技能訓練
緬甸
❑ 與南渣拉希望之家配搭。提供門訓及聖經教導、

繼續資助孩子們的生活費。
❑ 與緬北貴概聖光學校合作，提供遠程教學及職業

技術訓練
❑ 3月生活營、8月暑期聖經班、10月福音營
❑ 與臘戍新生之家福音戒毒所合作，提供門徒訓練

課程
❑ 小額貸款，以助百姓遠離毒品



非常需要你們的參與！

CONTACT US!

請與我們聯絡
@goandlovefoundation

serve@golovefoundation.org

www.golovefoundation.org

(650)-393-4095

433 Airport Blvd., Suite 218 
Burlingame, CA 9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