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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Philippines Preachers

菲律賓4/8-4/16
Short-Term Theological Course

短期神學課程

3/29-5/9
US
美國

Spiritual Evangelical Service
靈恩佈道會

FM Tse
車富銘

4/27-5/1 Canada
加拿大

Spring ESSC(Vancouver)
春季靈恩佈道會(溫哥華) JR Wang

王欽如
4/29-5/1

Spring ESSC(Calgary)
春季靈恩佈道會(卡加利)

4/21-4/25 FOZ
福斯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

Sheng Ming Chen
陳聖民

April
4月

Ecuador
厄瓜多

Pastoral Work
巡牧

CM Chu
朱成明

April
4月

Bolivia
玻利維亞

Evangelical/Pastoral/Training 
宣道/牧養/訓練

CM Chu
朱成明

4/2-4/10
Dominican Rep.
多明尼加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

Samuel Kuo
郭霈信

April/May
四/五月

Italy
義大利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

HH Ko 柯恆雄
Bao Qin Wang

王寶欽

April
四月

Greece
希臘

Member Visit & Concern/ Spiritual
Convocation信徒探訪關懷/靈恩會

Bao Qin Wang
王寶欽

4/28-5/9
Russia
俄羅斯

Pastoral Visitation/Spiritual Convocation
巡牧/靈恩會

D. Liang
梁得仁

4/20-5/30 South Africa
南非

Pastoral ministry / Training
宣牧(賴索托開拓)/訓練(負責人/領會者講習)

Luke Chan
陳路加

Philippines 

菲律賓工人

Philippines Preachers
菲律賓工人

Preacher's Seminar 
4/3-4/15 Sabah 全州傳道者進修會  Indonesia Preacher

沙巴
SH Hsieh 謝溪海Ordained Workers & Divine Workers

4/8-4/9 Spiritual Nurture
聖職同工及聖工人員靈修會

Malaysia Regional Pastoral Visit/Evangelical/ Fang I-Ju
方顗茹4/28-5/25 Training by IA(Southern Region)馬來西亞

聯總差派區會巡牧(南區)

Kalimantan Region Divine Workers
4/2-4/24 Spiritual Nurture

Indonesia 加里曼丹區聖工人員進修會
印尼

4/8-4/10
Bible Seminar/Spiritual Convocation (8-10/4)

CC Huang

聖經課程/靈恩會
黃志傑

4/7-4/25
Spiritual Meeting & Bible Study Service YH Chiu

靈恩會/查經聚會 邱義雄

Australia
Pastoral visits/ACB Council Meeting & FM Tse車富銘

National Church Conference Joshua Phoong4/29-5/22 澳洲 巡牧工作/澳聯及全國教會會議 馮約書亞

Hong Kong Spring Spiritual&Evangelical Convocation KC Jiang
4/1-4/17 香港 春季靈恩佈道會 江克昌

Japan Voluntary minister Spiritual Meeting Daniel Chin3/31-5/16 日本 志工聖職人員靈恩會 陳但以理
New Zealand Spiritual Meeting/ Bible Study Seminar Lee Ying Choo

4/4-5/8 紐西蘭 秋季靈恩佈道會/聖經講習會 李盈朱
Philippines Preachers Seminar 

4/5-4/7 菲律賓 傳道講習

    世界宣道對真耶穌教會而言是一個很普遍的主題，並且
我們也用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不同層次來討論這主題。這持
續的宣告是：主耶穌基督託付我們所有的人，去向萬民傳福
音，使他們做主的門徒。

    我們都了解，天國的真福音必須被傳播並開拓到全世界
之神聖使命的重要性，一旦我們向萬民做見證，我們就完成
這使命，世界末日也將來到。但僅止了解是遠遠不足的，重
要的是如何去實現這個使命？從目睹最近世界上發生的種種
現象，我們知道末日己經近了。隨著末日臨近，我們要如何
完成向全世界傳福音的任務呢？

    是的，我們覺得需要做到，並且我們也意識到，無法承
擔已賦予我們的角色。為了達成世界宣道，我們在期待和渴
望中持續制定出各種計劃，並為策略方法舉辦了許多研討會
。從表面上看來，我們似乎已經為世界福音策略規劃了非常
適合、具擴張展望的相關主題之研討會。在這當中，我們已
經討論「全球化和真耶穌教會的願景」和「全球宣道的策略
」，做了許多策略討論並紀錄許多意見，但，下一步是什麼
？現況仍與討論前沒有兩樣，彷彿什麼都沒有執行。那些具
企圖心的偉大計劃在哪裡？我們何時要付諸實行？現在仍是
少數同樣的工人在福音禾田裏持續辛勞工作。

    就我看來，大家並非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缺乏根本的
動力和願景來達成這使命。細想起來令人悲傷，我們為世界
宣道所付出的是少之又少；每當我們做報告時，安慰自己正
非常積極地參與世界宣道，但我們怎可如此坦然呢？我們確
實有大量的福音小冊，有網站可讓所有世界上的人看到，也
有少數的工人試圖傳福音給那些尚未聽到喜信的人，在一些
新的開拓區也已經有人受洗歸主。而難道這就是我們所有能
講能做的工嗎？即使在所做這些零丁的工作中，都明確表現
我們心中缺乏熱情來為神完成使命。

    我們推動世界宣道的態度並不迫切，並沒有全心全意地
投入，彷彿還有許多時間可以拯救靈魂，神的到來並非迫在
眉梢。我們所做的及所達成的僅僅是一種象徵性的努力，用
它來安慰寬釋自己的良心：「我們已經為所託付於我們的使

由心而發 馮約書亞

命做了一些事情」。我們對那些將亡並等待拯救的靈魂的愛
及情感在哪？我們似乎缺乏真實的服事精神和無私犧牲的心
。我們大多數人都處在一個自私生活的方式來滿足自我和肉
體的需求。人性的墮落，就是無情、自私，自滿和追求舒適
。可能有人認為這是每個人的選擇權，這些話說來很苛刻而
不公平，但在大家顯示的實際行動中，我經過觀察作出了誠
實的評價：我們可以透過每個人的實際行動看出其內心。 

    我們本應是分別為聖及被揀選的族類，並已蒙主的啟示
。弗1:18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我們這已被照明心中眼睛的
，已經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
豐盛的榮耀」。那麼，為何我們不趕快積極回應主的呼召，
來進行拯救靈魂的工作呢？

    當摩西為建造帳幕並聖衣服事以曉喻人民，在出埃及記
35:21記載：「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
來，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聖衣。」這些
都是心裡受感為主服事的人所做的事，與現況相較是多麼鮮
明的對比。我們自己心裡是如何呢？仍是心裡強烈受感、充
滿活力，或者是有距離而相去甚遠呢？

    在馬太福音3:7-10的事件中，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求
施洗約翰為他們施洗，施洗約翰嚴厲的警告他們要逃避將來
的憤怒，必須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而不是靠外在的小
小動作；他也鞭撻他們不要自我安慰說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以後會得救。相反地，他們實際上就像不結果子的樹一般，
會被砍下來被丟在火裡。有了這嚴厲的警告，我們的心是否
依然剛硬不為所動？難道我們想惹來主的憤怒？

    其實，前面的道路是平坦而簡單的。我們不需要更多的
方法或計劃，只要重新審視過去兩次專題研討會的決定並具
體實行出來。路加福音12：47- 48告訴我們，那些明白主的
旨意，卻沒有實行出來的將受到嚴厲的處罰，而對於那些不
明白主旨意的人，也無法脫離懲罰。我們不能再說我們不在
意，而是應該存著感謝的心，明白主的旨意，並付諸實行。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算得上是一個聰明且討主喜悅的管家，
讓神成為祂家中的主宰。

韓國



柬埔寨聖工近況*************************************** **************************************

     感謝主，歐陸關懷小組在歐洲有包括三個國家共七處華人
聚會點，宣道工作如下：
.

馬德里
     信徒人數有50人左右。在當地信徒奉獻及聯總的輔助下於
2015年10月9日簽約購置會堂，至此信徒終於告別漂泊流浪“  

出埃及”式的聚會崇拜。新購置會堂為一棟約 200  平方米兩層
樓的建築， 2 樓在弟兄姊妹同心協力下於購買後一個月內自行
改建為餐廳、廚房、宗教教育室及休息室。 1 樓的主會堂也正
如火如荼地加緊改建中，期望「耶和華以勒」，在不久的將來
能把最好、最美的會堂獻給神！
     為此，在神的愛與恩典感召下，幾乎是自行開業的同靈決
議自2016年 1 月23日開始執行星期五晚上及安息日全天聚會。
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講道人員、宗教教育師資的欠缺，願大家為
此獻上您的代禱。故此，自2013年開始，同靈於每天晚上23:00
-23:30一起為個人、為教會、為事工禱告，建立禱告的群組互
相勉勵！
.

阿爾巴塞特
    起始為家族信仰，在穩定中求發展。主其事的弟兄在馬德
里購買會堂過程中，自會名的申請、與原屋主之交涉、簽約，
盡心盡力，求主紀念他的辛勞！
.

巴賽隆納
     聚會人數目前約10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慕道友范先生，
自2015年 9 月偶遇開餐廳的黃進興弟兄後，即為我們教會的教
義所吸引，因這十數年來他周遊於當地華人各教會(派)，並積
極從網路搜尋中欲得一完全符合聖經經訓的教會，卻不可得而
甚苦惱，沒想到一接觸到我們教會，竟有「踏破鐵鞋無覓處」
之驚覺。待其釐清個人生涯規劃後即可準備受洗，求主帶領。

歐陸關懷小組歐陸關懷區2016年事工報導

西班牙馬德里聚會點新購會
整修前之外觀

(購買前為一修車廠)

 義大利
     信徒人數約 113 人，目前有三個聚會點：普拉托、恩波利
、拿波里。近幾年因生活環境的關係，三個聚會點以恩波利為
主要之所。每年除本地靈恩會外，尚有夏、冬兩次全國性的靈
修會在此地舉行。
     恩波利這個聚會點的成立及其坎坷的茁壯發展均顯露出神
恩典的帶領。與各地的建堂歷史一樣，恩波利聚會點亦肇始於
信徒的家庭聚會，但常因禱告的關係引來鄰居的抗議、員警登
門「關照」，與房東勒令限期搬家的厄運。如此循環， 3 年內
換了 8 個地方，正值焦頭爛額、走投無路之際，不經意得知同
屬外來移民其他教派教會的作法，就是尋覓一可聚會之處將教
會名字掛於其上，讓左右鄰居、路過之人清楚知道此地乃是教
會，是敬拜神的地方。因為之前的聚會委身於信徒之家且未掛
其名，鄰居只見人多聚集進進出出，又不識禱告為何物，就直
覺我們是噪音的製造者而報警取締。感謝主，2015年夏季，在
決定改變尋覓會堂地點後不久，得知距離信徒家不遠處有一位
於一樓之店面欲出租且價格合理，經與房東協調後隨即簽約租
下，恩波利會堂終於有了新的落腳之處。
     至今半年以來，弟兄姊妹終可無憂無慮地在一起聚會。雖
然信徒為了聚會歷經滄桑，但也突顯了神實在是既守約施慈愛
又憐憫人的神！
     另外兩處拿波里及普拉托，因為聚會人數較少，目前正在
尋找固定教會場所。求神帶領！
.

希臘雅典
     信徒人數共23名，聚會是在一弟兄住家之處，目前正在向
政府申請教會註冊，求神帶領。一年有三次靈恩會 (一月、四
月、十一月)，由聯總及歐陸關懷小組主辦。
.

展望與代禱
    歐陸開拓區各地教勢概況與代禱事項如下表：

義大利恩波利聚會點在新租的會堂舉開靈恩會

                       
     感謝主，柬埔寨因主耶穌的憐憫，聖靈感動聖工人員，依據
聖經的教訓，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金邊祈禱所禱告時間如下，
分為四個時段：0500~0600、1000~1030、1500~1530、2000~2030
每回禱告半小時以上。而各個安息日聚會點，會前都以禱告為先
，很注重祈禱。
.
一、各地區聚會情形
金邊市
   金邊祈禱所，在每星期二、五晚上七點；每安息日上午九點半
  、下午兩點半聚 會。
   金邊郊區，在展替慕道友家聚會，分別是每星期三晚上七點，
  和每安息日上午 七點。
波羅勉省
   在許美英姊妹父母家聚會(每星期五晚上)；許美英姊妹家 (每
  星期六上午安息日 聚會)；拉莉姊妹家(每星期六中午安息日聚
  會，與前處合一)；呢、弟兄家 (每星期六上午安息日聚會，兩
  處合一）；兒童則是分開聚會
肯寨湄 有兒童聚會
磅士卑省
   貝路通，在PHUN Pen弟兄家(每星期六上午安息日聚會)歐巴，
   在CHHUN弟兄家(每星期六中午安息日聚會)； NGOUN Hok弟兄 家
  (每星期六下午三點安息日聚會)；
  LONG姊妹家(每星期六下午安息日聚會)
柴偵省
    TEP KEM姊妹家(每星期六下午安息日聚會；兒童則是分開聚會)

 每星期六上午安息日聚會茶膠省
 每星期六上下午安息日聚會暹粒省

  陳萬發 

波羅勉省靈恩會後的合照 磅士卑省靈恩會後的合照

二、舉辦靈恩會
   感謝主，2015年8月~12月一共舉辦三個梯次，共有40名新受洗：
   第一梯次為2015/8/20~8/23，在金邊祈禱所舉行，同工為陳建忠
  傳道(臺灣總會)。水洗：7名(男3女4)；靈洗：11名。第二梯次
    為2015/10/17~10/18，在波羅勉省(拉莉姊妹家)舉行，同工為葉
  路加執事(香港九龍教會)。水洗：17名(男6女11)；靈洗：8名。
   第三梯次為2015/12/19~12/20，在磅士卑省(貝路通 遍弟兄家)
  舉行，同工為林恩靈執事(臺灣東光教會)。水洗：16名(男7女9)
   ；靈洗：6名
.

三、宣道中的見證
  第一個見證：尋找迷羊卻使福音拓展。倪姊妹是迷失的羊，牧者
  很擔心，不知到何處尋找；但憑著「太7:7 -  8」的應許，尋找必
  尋見，感謝主真的尋見了；她的老闆是開一家縫紉製衣店，有五
  六個員工，這位稱為「展替」老闆的女士是基督徒，我們藉機和
  她商量在她家聚會，感謝主她一口答應；因此每星期三晚上及星
  期六早晨舉行聚會。
..

  第二個見證：從聖經揭穿魔鬼的技倆。本會王前華弟兄公司的女
  員工So Khehg20歲，受魔鬼的干擾，希望帶去教會住能安靜；她
  白天喃喃自語，而晚上如播報新聞般特別大聲，幾乎是用喊的，
  惟恐吵到鄰居。第一晚還能把鬼趕出去；第二晚深夜吵的更大聲
  ，已經無法控制；檢討結果是我們錯了，父母不信就不可能把魔
  鬼趕出去：聖經明明記載，患癲癇病者的父親主動懇求主耶穌而
  蒙治癒；被污鬼纏身的女兒，其母親到主前懇求，終於女兒得釋
  放。因此，傳道人交待三位青年，明天將So Khehg帶回鄉下家，
  並勸她父母信
  主並除掉偶像
  ；感謝主，因
  著神的憐憫，
  魔鬼最後趕出
  去了，
  也清醒，全家
  慕道信主得平
  安。

So Khehg

歐陸關懷小組

義大利    

國家   信徒數   代禱事項

阿爾瓦塞特   13人

巴賽隆納    10人

普拉托    35人

拿波里     13人

雅典    23人

‧ 與馬德里聚會點的協調溝通

‧ 領會人員之培訓
‧ 安息日聚會出席率之提升
‧ 拿波里及普拉托固定聚會場所知尋找

‧ 向政府提出會名之登記
‧ 安息日聚會出席率之提升
‧ 領會人員之培訓

希臘

恩波利    65人

‧ 弟兄姊妹身體的健康及信仰
‧ 慕道友范先生鈞的帶領

西班牙  

馬德里  50人

‧ 會堂整修、經費運用
‧ 負責人、建堂委員間彼此之和諧、協調
‧ 領會人員及宗教教育師資培養之切迫
‧ 大部分弟兄抽菸陋習之矯正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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