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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復興小區集體實習

神學院本學期的第一次專題演講，在2015年10月11日舉行。雖適逢連

續假期的最後一天，神學院師生並不因假期而有所鬆懈，在許多人正享受

著假日的輕鬆時，神學院邀請到朱仲暉老師繼續分享上次所安排的主題﹣

快聽慢說～談人際互動第二部分，與會者除了神學院全體師生之外，還有

遠道而來的神學生家屬及總會同工共襄盛舉。

從朱老師的分享當中，了解到人際互動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透過傾

聽對方的話及本身的說話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用正面的方式使彼此

的互動產生更多的交集，這些都是在於我們用什麼動機及什麼身分說話及

傾聽，這樣的學習對未來的服事，都有莫大的助益。

本次的演講當中，朱老師以“基督裡的人際溝通”為主題，從科學

對人體腦部的研究分析開始介紹圖像的觀念，而圖像分為立體與平面。要

建立快聽慢說的基礎，先明白大腦迴路平衡發展，認識操控行為的潛在

威脅，練習對自我說話動機的辨識，是橫向發展或是縱向發展，盡力而後

交託。當人以立體圖像作傾聽中的思考時，是比較偏向基督的教導，並且

比較容易與人溝通、較易與人連結；雖然經過立體圖像的思考方式反應較

慢、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但卻是一種深入、相對之下，比較不會傷害到對

方的良性互動。

溝通，簡單來說就是對話，是雙向的交流。主動者甚至要站在對方

的立場、高度、處境去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在基督裡，主動者甚至將情與

意滲入對話其中，使對方感覺被瞭解，進而想提升不足。因此，說話的層

次可以從一般的社交進到雙方成為好朋友，更可以達到互相造就的目的。

朱老師以現場的實際演練，並提出“三種雙圈的圖像”來說明聽與

說時思維的交集，如何在對話當中達到雙方人性的整合，因為在雙方的期

待，從交集越高所建立的交織網絡中，更能達到雙方期待越高交集的程

度。而在雙方的交集中可以根據以下幾點來辨識交集：1.過往你對他的認

識；2.確定且強而有力的證據；3.從談話中不斷地提問；4.使對方的信心

經歷有著力點；5.自己的一小步能夠成為對方的一大步。例如：從對方的

話語中，轉換成從聖經正向的觀點，肯定對方、扶持住對方，設法在交談

中撐住對方的情緒，藉此慢慢地靠近對方，使對話產生更正面、更積極的

果效。

當然在聽與說之間會有阻隔，如：先入為主的觀念或動機，對話是以

目的導向為前提，在在都可能牽動我們想說話、隔離了我們聆聽的能力，

有時可能會覺得自己要說的比對方要說的重要、或是覺得自己的知識分享

比對方的掙扎更重要等等的因素造成無法聆聽，不仔細省思的確很容易落

入這種漩渦當中。

經過這次的專題演講，使我們能夠再次思考“聽”與“說”看似再簡

單不過的事，其實當中還有許多值得學習並改進的地方。這樣的主題，不

只是對這次參與演講的所有人有極大的助益，相信對每一個人都是非常有

造就性的。（神學生高一玟）

　　11月6日（五），神學院師生一行人從總會出發，第一站訪問

大溪教會，接受教會的接待，也耹聽了教會沿革及學生中心成立

的宗旨，是為原鄉地區的孩子因在平地就讀而設立，使這群孩子

們得以繼續親近教會，參與聖工，建立信仰。

下一站奎輝祈禱所，在此用餐、並聯誼聚會與住宿。一下車

就傳來兒童悅耳的歌聲，不斷地唱著歡迎歌，直到我們四台車全

數抵達。看著一群媽媽們忙進忙出，當汗水劃過她們的臉龐，同

時也劃入我們的心窩，更劃進天國的紀念冊上。

晚上的聯誼聚會，是大灣教會、奎輝祈禱所聯合聚會，弟兄

姊妹齊聚一堂，會堂坐得滿滿的，在神面前準備口唱心和同來頌

讚我們天上的真神。原鄉同靈的口喉是神的恩賜，飽滿、渾厚、

純淨、響徹雲霄的聽音劃過了天際，孩童、大人、年長者，不論

年齡，都高聲的頌揚，深入人們的肺腑心腸，感動了在場的人，

連想起啟示錄的記載，那些得勝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

的琴，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啟

15:1-2）！在全能者面前有什麼能比讚美的聲音呢！

11月7日（六），是安息日的領會實習，神學院師生分別到

復興、霞雲、義盛、雪霧鬧、三光、光華、中巴陵、高義等桃園

復興小區的教會。從同工的分享中，可以感受到，每個人在與信

徒的交流、分享見證中，彼此都得著相當大的激勵與造就，也看

見各地方教會牧養的須要性。

以筆者所去實習領會的三光教會，信徒個個都蒙受神極大

的恩典，其中一位在醫院已呈現腦死的賴姊妹，醫生已放棄急救

下，就在瀕臨死亡最壞的時刻，神帶著她遊走好得無比的天國，

與極深幽暗的地獄可怕景像。自此她身體便日漸康復，也恢復了

意識。看到她默默地做聖工的身影中，可以感受到她將從主得著

的愛，轉換付出在弟兄姊妹身上。

另外有三位小朋友，其中有3歲的，最大也不過6歲，看到我

們來領會很開心，主動要求老師要上台獻詩讚美神，他們告訴老

師：「老師，我們好久沒有上台唱詩了，我們想要上台。」就這

樣在領詩時間他們上台唱了三首詩歌，聽著他們的歌聲，令筆者

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動，我想在主裡長大的孩子是最幸福的。

在結束安息日的領會實習後，就到上巴陵集合，用晚餐、聯

誼聚會和過夜。在百忙當中，信徒仍然撥空來接待，令人感受到

主內一家的美好，主必記念他們愛心的付出。

11月8日（日），這天主要的工作是林口長庚醫院佈道，在

桃園教會用過午餐稍作休息後，立即出發到長庚醫院，約下午四

點左右抵達，同參與的同靈分成12組，由有經驗的組長帶隊到各

樓層病房分發傳單，並邀請來參加七點的詩歌佈道。這裡的佈道

工作已經做了三十一年了，其中病患或家屬來相信歸入基督的也

不少，感謝諸位同靈默默地辛苦耕耘，因著神的悅納而成長。

這次佈道的主題是：「信耶穌就得平安」。從悟性禱告、福

音短講、見證、獻詩……等事工，皆由神學院師生安排負責，在

神的帶領下，一切順利完成。來參與佈道的病患及家屬相當多，

幾乎佔滿了整個候診間，也看出神引領人的腳步。

當神學生組成的新生命詩班站於台前獻詩時，往台下一望內

心感觸良多，他們就好像一群沒有牧人的群羊，尚未得著生命的

避風港，開口一唱，台下好些的人已流下眼淚，頻頻擦拭仍帶著

溫度的淚水，路過的人們也被詩歌的聲音吸引住，停下腳步轉近

會場，這使得在台上的我們更加認真與用心，深知聖靈動工了，

祂感動了在場所有參與的人們，喜樂、眼淚交織在心頭，與神同

工的喜悅能用什麼言語形容呢！

散會時，神學生站在門口唱著詩歌，一一與要離開的病患與

家屬握手祝福，此時他們的眼中早已泛著淚光，帶著感動與不捨

的心離開。種子撒出去了，期待神使他們成長。主曾說：「要收

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願我們都能說出：「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願一切尊貴、權柄、榮耀都歸於主的聖名，直到永遠，阿

們！（神學生陳嘉弘）

神學院專題演講

大陸長執會和諧之旅及聖工研討會

大陸長執會前來台灣訪問，展開和諧之

旅，並與台灣總會各單位及活泉全球基金會

舉開聖工研討會。

長執會於11月9日至14曰在台灣訪問各教

會，接受各教會接待，並參與聚會或聯誼，

及聽取各教會事工及牧養經驗。5天內共訪問

了13間教會，包括松山教會、永和教會、大

灣教會、上巴陵教會、中巴陵教會、北台中

教會、樂野教會、開元教會、南門教會、永

康教會、黎明教會、台中教會、南台中教會

等。

研討會於11月15日上午8時20分起在台

灣總會九樓簡報室舉開，輪流由台灣總會各

單位、公益慈善事業理事會及活泉全球基金

會報告各自的組成、工作內容及重點工作項

目，並討論與長執會可配合之事工。

長執會此行共24人，於11月9日中午抵

達桃園機場，於11月16日上午8時20分搭機離

台。

數十年來，大陸教會儘管經歷了火的試

煉，但在主耶穌帶領下，聖工開展順利，並

自然形成「長執會」，擔任聯絡、互助、協

調的工作，以保護教會，在拓展教會聖工中

固守真道。

長執會已在大陸各省和各大城市建立了

一千五百多個教會。為了便於聯絡、互助、

開展宣牧事工，將全國劃分為八個牧區，並

組織關懷團隊，彼此協助。

願主堅立長執會所作的工。

   

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大
小

報
1月4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1月5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1月15日
˙神學生上學期結束

  

1月20日
˙神學生寒假實習開

始

  

1月21~25日
˙青教組教員講習會

  地點：總會

1月21~27日
˙平地區兒教組教員

講習會

  地點：總會

1月26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1月27~28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小組長訓練

  地點：總會

1月28日~2月4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地點：總會、埔里

  、台中、溪湖 

12月1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12月3日
˙常務理事會

˙安養護事業推動小
組會議

  地點：總會

12月4日
˙71-5次聯合代表小

組會議

  地點：總會

12月4~5日
˙財政及公益小組查

帳

  地點：總會

12月5~6日
˙71-3次信徒代表大

會

  地點：總會

12月7日
˙第145次總會負責人

暨傳道者聯席會

˙學生團契主任管理
委員會

˙編審會

  地點：總會

12月13日
˙教材編修會議

  地點：總會

12月16~18日
˙駐牧前講習

  地點：總會

12月20日
˙高教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12月27日
˙高教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12月29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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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音樂會【彌賽亞】

請各教會本於真教會共同之福音事工，全力惠予宣導，並鼓勵信徒帶領慕道

者踴躍參與。願神悅納我們的擺上，並堅立我們手所作的一切工，阿們。

箴言‧詩篇聖樂團暨管絃樂團本著傳佈美善的理念，藉由

發揚聖樂來高舉主名。

1. 主題：神劇<彌賽亞>

2. 時間：105年1月23日(星期六)

         晚上6:30起

3. 地點：臺北國家音樂廳

4. 聯絡人：陳美恩姊妹

   電話：(02)2351-5840 或 0933-090340

   E-mail：psma2009@gmail.com

基督裡的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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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屆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上網、觸網、網住了誰？

自從有了手提電腦後，少用桌上電腦了，有了「平板」後，

少用手提電腦了，「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繁後，「平板」漸被取

代了。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當智慧型手機盛

行時，逐漸顛覆著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多數人依賴「LINE」與

「FB」即時通的訊息功能、收E-mail、瀏覽網頁、查詢資訊樣樣

便利，廣為民眾使用，查詢、訂票、導航……它已成不可或缺，

與被重度使用的資訊工具，其功能的強化也在各廠商互相競逐之

下，簡便、速度、不斷提升，照相、攝影……功能更是好用，價

格也任君挑選，與其說：「人手一機」，倒不如應說，它已經進

入人們生活領域中，電子產品的必須品了。

網路吃到飽……電話隨處撥打，家用電話少用了慢慢被取

代，走到那裏撥到那裏（不必付費），真可謂：「有網不利」；

電視曾報導，有小朋友用智慧型手機玩電腦遊戲，竟可以廢寢

忘食、逃學不厭、日夜顛倒、本末倒置，待家長糾正指責，沒收

手機，竟跳樓輕生，糊塗間結束寶貴生命，令人唏噓，如此「中

毒」般的使用，更遑論節制之道了。臨睡前要看FB，下半夜上完

廁所，也要看有沒有人LINE過來，起床第一件事即是手機不離

手，極近全民式的瘋狂，是喜、是憂、似樂卻又似苦。難怪笑

言：「第三顆蘋果……賈伯斯改變後現代社會。」追求進步乃

人之常情，進步中便捷生活，資訊互通亦在所難免，快速便捷，

消息即時快速上傳，有些私人領域理當尊重，不得隨意、隨性的

發佈，尤其是私人「隱私」的部分，不能不小心，更不得浮濫隨

便，以免觸法。

當佈道會或聽道聚會，大家以詩歌交通，增進屬靈情誼的同

時，我們樂於讓相關的「臉書好友」知曉信息，即PO上網，其實

選曲部分，若非本會專屬「讚美詩」之外，其它教派或音樂人的

樂曲著作，不經意間即觸「著作權法」而失了原本的好意。因此

總會也已經發文通告全體教會共同恪遵，謹慎處理，以免製造不

必要的困擾。領會人員，一篇努力準備的道理，若只是來參加聚

會的少數人得造就，真是可惜，通常就有同工好意將其PO上網，

讓大家再看「視頻」，當然遠比以前只是錄音檔案更「實況」，

殊不知領會人員有些引用的「見證」，或緩和氣氛的用詞……不

一定適合PO上FB，所以網路經營或管理資訊的人員，必須慢慢建

立起較「專業」與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處理，以免造成「誤解」，

同時也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周圓、更相得益彰。

遇到有可議人士，進到公開的「社群」裏毀謗、謾罵或堆

放不當圖片、影音時，應立即「封鎖」其使用者的「IP」或以可

用的管道，警示、報警備案，表達嚴正立場。資訊便利當然帶給

全體訊息交流更快、更即時，手機拍照、攝影功能很強，又可留

「檔案」，故此專職傳道同工們，在執行「聖禮」應尤須謹慎、

用心，不因「個人」因素惹「爭議」。如「大水浸禮」、「洗腳

禮」兩項皆可事後再被檢視，如同「證物」一樣，不得大意，盼

望可造就自己，也造就信徒。又如「聖餐餅」、「葡萄汁」製

作：也可因留檔案供各教會互通，互相學習，如同教學「影片」

來參考，提供觀摩，必能做得更好，求事半功倍之利。

總之每件事，都有其一體兩面，希望大家同得造就在公開

的、可觀賞的網頁或傳輸工具中，以不影響他人，幫助更多的人

為方向來努力，人得造就，神得榮耀，乃不變的訴求，願主帶領

眾同工的辛勤付出。（羽亮）

發佈教會資訊應謹慎

建立主內聯婚

備　註：依據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函 104年11月5日

        真台牧字第104-0491號

主　旨：提醒教會眾信徒，將個人所得之教會資訊，於網站

        公開發佈時應謹慎為之。

說　明：

一、依第21屆常務負責人會第31次會議第4號案決議辦理。

二、現今是一個網站發達的時代，每個人皆能將所得之影音

　　、文字、圖片等發佈於公開的網站上。

三、常見到熱心之信徒將私人所錄製之教會視訊（佈道會詩

　　班獻唱詩歌、見證會內容、講道內容…等），在無透過

　　審核機制的情況下，舖上公開之網站供點閱。

四、此舉動作可能會將沒有取得版權之福音詩歌、不合宜之

　　見證內容與講道內容公開，恐造成侵佔版權或對信仰無

　　造就之情況。

五、若再冠予「真耶穌教會」之名稱發佈，可能造成對教會

　　之負面影響。

六、常務會之建議要點如下：

    (一)提醒信徒，於網站公開發佈有關教會之影音、文字資

        訊，應謹慎為之，避免因侵權觸法而影響教會聲譽。

    (二)講道內容公佈於網路前，須經當事人同意方可為之。

    (三)詩歌獻詩，除了本會讚美詩以外都有版權問題，避免

        因侵權觸法而影響教會聲譽。

    (四)請教會職務會根據以上要點，研議教會影音錄製影音

        檔或公佈網站之管理辦法。

宗旨 為因應上班無法請長假之同靈，提供進修之
管道，特以短期方式開班，期使因材施教、
健全基督肢體，充分發揮各肢體之功能，以
加速完成真道普傳世界之使命。

舉開日期 105年2月15日（週一）至19日（週五）

報到 2月15日上午10點到12點

地點 台灣總會

報名方式
與期限

1.新生：向各地教會職務會報名，新生報名
        表上未貼照片及未經家屬或配偶同
        意簽名者，視同報名程序不完整，
        不予錄取，報名表經教會職務會審
        核通過後，請於105年1月10日前寄
        交神學院複審。
2.舊生：請直接於105年1月10日前，以電話
        、e-mail或傳真方式報名，並告知
        學號、姓名、所屬教會、聯絡電話
        及通訊地址。
※院方統一於1月25日前寄發公文，通知新舊
  生報名錄取名單及上課事宜。
※以利接待工作及訂購教材，恕「不接受臨
  時報名」！

上課科目 士師記—羅讚坤傳道主講24節

費用 代收班費100元、伙食費及雜費1400元，共計
1500元整，2月15日報到當天繳交。

名額限制 共100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若不足
二十名，則不開班。

聯絡人 何美珍姐妹 04-22436960分機1512 
e-mail：shilyh@tjc.org.tw

105年2月份神學訓練班社會組開課

班別 主題 對象 地點電話

1.埔里班 五大教義 凡就讀一、二年級大專院

校之學員（五專四、五年

級）。

地點：基督仁愛之家（南投縣埔里鎮

      福興路146巷48號）

電話：049-2930390

2.總會班 五大教義 凡就讀一、二年級大專院

校之學員（五專四、五年

級）。

地點：台灣總會（台中市北屯區松竹

      路二段180號）

電話：04-22436960

3.台中班 榜樣 凡就讀三年級之大專院校

之學員。

地點：台中教會（台中市中區公園路

      115號）

電話：04-22013356

4.溪湖班 更美的事奉 凡就讀四年級之大專院校

之學員。

地點：溪湖教會（彰化縣溪湖鎮光平

      里東環路425號）

電話：04-8855830

三、參加資格：大專生（限就讀台灣地區大專院校之學生，五專生須四年級以上；請勿跨年級報名），非學生身分者請勿報名，歡迎慕道者報名

              參加。

四、報名期限：自104年11月5日(四)晚上11點起，至12月17日(四)晚上11點止；逾期不再開放延期報名。(除了總會班之外，不接受臨時報名。)

五、費用：雜費100元、伙食費500元（慕道者優待免收伙食費），合計600元，現場繳交。＊現場報名者，報名費需加收為800元；慕道者加收為

          300元。埔里班請於11/16(一)前劃撥繳交報名費1,000元整完成報名手續(全程參加者，則退費500元)！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請詳見公文或網站。

一、舉開日期：105年1月28日至2月4日止（1月28日下午5:00前報到）。

二、舉開地點：

本會的宗教教育是所有基督教界的牧者所推崇的健全神學基礎

教育，從幼稚班到高級班共計19年，期間花費了無數的人力、財力與

物力，付出了教會多少的心血與精神，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栽培、澆

灌，能為未來的教會培養出健全信仰之好青年，承接聖工的重責大任

而成為耶穌基督的好幫手。

但當青年完成學業踏入社會之後卻因無法主內聯婚，導致花費漫

長時間、苦心栽培的下一代不但無法接任神託付的聖工棒子，反倒成

為教會必須還要再關心牧養的另一區塊，只因嫁娶外邦，故曾聽過本

會的資深工人說過一句話：「宗教教育的成功與否乃在於青年是否有

主內聯婚！」

聖經有一段經文記載「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

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

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

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

要作我的子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

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

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

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林後

6:14~7:1)。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這句話的呂振

中譯本：別跟不信者異類同軛相配偶了。原文直譯：你們不要發生和

不信的人同負軛配錯對。)屬神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聖潔的屬靈特質，

主內聯婚是一個指標。

很令人感到遺憾的事實，筆者曾負擔過教區的行政與牧養工作，

在所擔任期間亦與其他教區負責人協商必須要推動的牧養政策，其中

就有「積極推動主內聯婚」，運用巡牧的講台講道時間引用聖經真理

宣導主內聯婚，然甚為悵然的遺憾是經過統計之後，這兩個教區的主

內聯婚率也僅在50％左右，一年當中主內青年的婚姻有一半是嫁娶外

邦。神所安排出生在主內家庭的神的產業(詩127:3)，竟然不能遵守

神的婚姻之道與外邦人聯婚，致使神遺棄祂的百姓進而毀滅當時的世

代(創6:1~3)。

總會教牧處是牧養關懷主內青年婚姻的責任單位，我們的前輩有

相當的遠見早已在全台各教會推動「婚姻介紹人」的成立，來關懷介

紹主內青年的婚姻，今年也分別在北區的林口教會舉辦原住民教區的

婚介聯誼，在總會舉辦平地區的婚介聯誼，針對各教會較有急迫性(

非年紀較大)想進入婚姻的青年積極以power point的電子檔，提供資

料彼此互相介紹青年，希望能有良好成效，但大多數的婚介多同聲哀

嘆：很困難介紹。有位同工說這6年內介紹20多對青年的婚姻(非喬太

守亂點鴛鴦譜，乃是在客觀條件上覺得蠻適合的)，可是沒有一對成

功的，他感到很迷惘因不知現代的青年於主觀的認定上要甚麼？

當然主持婚介聯誼的傳道同工在禱告會時勉勵說：1.亞伯拉罕

和撒拉一個年紀老邁身體如同已死，另一個月經(生育)已斷絕(創

18:11~12、羅4:19)，然而若是出於神的旨意必成就的事，神說「在

我豈有難成的事」(創18:14)。2.神都能以祂的大能和膀臂創造天地

萬物(這是人力所無法達成的)，神也說「在我豈有難成的事」(耶

32:17)。3.神又說：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成

的事嗎？」(耶32:27)。這3次的記載都表明神能成就合乎祂旨意的

事，婚姻又是神創造天地萬物之後為人類所做的第一件事，主內聯婚

絕對合乎神的旨意，故所有婚介人員在婚介的事上都當對神有信心，

神絕無難成之事，感謝神，這讓婚介人員得到士氣的激勵。

教牧處亦積極透過總會重新建立新網站的同時也將設立婚姻網

頁，一方面提供好的婚姻真理文章一起分享，並將於主內聯婚的青年

婚禮照片、影音置於網頁上讓所有信徒也能一起為他們祝福，另一方

面有婚介網(有加密保護，只有被授權的人員才可進入)能快速提供在

客觀條件尚吻合的青年資料，以期提高介紹時的效率。

當然最重要的兩件事是1.盼望身為父母者，能在孩子於國、高中

階段就在家庭祭壇中殷切囑咐他們，「婚前保守聖潔和主內聯婚」，

父母的注意提醒能常常耳提面命這對孩子有絕對性的影響，能增加主

內聯婚的成功率。2.主內未婚青年應立志主內聯婚，經云：我聽見我

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參4)，在婚姻

選擇時要記住「信仰與婚姻是不可切割的一體兩面」(參創2:21~25)

，在整個婚姻中「神」也就是「信仰」這個因素從沒有消失過，無論

是以撒式的婚姻或是雅各式的婚姻，「婚前聖潔與主內聯婚」都是絕

對性的條件(參創24:1~9、29:13~30)。

教會的婚介人員盡心投入期待不要成為3年不結果的無花果樹(

路13:6~9)，也請主內的父母們和未婚青年都能以 聖經真理為重，

降低擇偶的個人外觀條件，看重真理以敬畏主的心行事，這才是婚

姻幸福的絕對條件，願神的靈感動我們建立主內聯婚的基督化家       

庭。(教牧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