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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各班招生

5月2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5月3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5月13日~15日

˙國高中班學生靈恩

　會輔導員培訓營

  地點：總會

5月20日~23日

˙東南區台東縣蘭嶼

　鄉醫宣行

  地點：台東縣蘭嶼

　鄉椰油、朗島村

5月21日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教會

5月22日

˙聖樂發展委員會

  地點：總會

5月28~29日

˙全國青少年福音營

　會人才訓練營

  地點：中南區嘉義

　縣番路鄉觸口祈禱
所

5月28日

˙第71-7次聯合代表

　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5月29日

˙第71-4次信徒代表

　大會

  地點：總會

พยานอาจ่า 阿柵得聖靈見證

大
小

報
5月31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6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6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6月12日~14日
˙傳道者梯次進修會

  地點：總會

6月13日
˙神學系、長執志工

班招生截止

6月17日~19日
˙東北區花蓮縣萬榮

　鄉、鳳林鎮醫宣行

  地點：花蓮縣萬榮

　鄉西林、見晴村、

　鳳林鎮鳳仁國小

6月18日
˙教牧會議

  地點：總會

6月19日
˙神學院畢業典禮

˙教材編修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6月23日
˙常務理事會

  地點：總會

6月28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神學院各班招生，已發文通知全體教會，歡迎有志獻身及學習聖經真理之同靈，把握神所

給與之機會，踴躍報名，裝備自己以榮耀主名！（詳情請見各教會公文）

招收班別 報名截止日 考試日期 報名資格 承辦人

神學系正
期班

6月13日 8月28日

1.受洗六年以上，聖靈充滿。
2.弟兄、姊妹年滿二十五歲(民
　國80年次(含)以前出生)，未
　滿四十歲(民國65年次(含)以
　後出生)，品行端正，身心健
　康(請附公立醫院體檢表)，能
　刻苦耐勞。弟兄須服畢兵役，
　或免役具有證明者。
3.參與聖工四年以上，清楚神之
　召命，決心獻身事主。
4.大專畢業以上或同等學歷(須
　有證件)。

何美珍姊妹

（分機1512）

長執宣牧
志工訓練

班
6月13日 8月28日

1.立職滿五年。
2.年滿四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
　下之長老、執事。
3.欲協助教會代理駐牧者。

洪哲恩弟兄

（分機1515）

神學訓練
班大專組

新生5月30日

舊生6月10日

1.本會信徒，經教會職務會審核
　通過者。
2.大專在學生（僅限已在學之大
　專生，不含高中職畢業即將進
　入大專就學者）。
3.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4.須家長同意簽名，已婚者應徵
　得配偶同意簽名。

洪哲恩弟兄

（分機1515）

　　真耶穌教會的網站（www.tjc.org）已整合之前的宣道網站、信徒網
站，也整合聯總、各總會（連絡處）、各教區、各地方教會之網站。每
當任何一位網路使用者點擊TJC.ORG時，他就很容易看出這是真耶穌教會
的網站。同時，網站的設計將能使慕道者更容易找到他想尋覓的訊息。

　　歷經2015年一整年的整合，也經沙巴教會代表大會通過，沙總文宣
處於2016年一月開始，陸續地在亞庇小區、山打根小區、拿篤小區以及
斗湖小區進行聯總網站操作訓練。顧名思義網站操作訓練，其實更貼切
的是招募新人並更新各地方教會與沙總網站本身的信息。

　　感謝主親自的帶領，聖靈的感動之下，身負重任的IMP同工們都準時
的出席訓練並努力的更新各自所負責的網頁。經過一番努力後，工作簡
報歸納如下：

（i） 亞庇小區

　　　日期Tarikh：24.01.2016 （9:00 a.m. － 12:00 noon）

　　　地　　　點：總會會議大廳（二樓）

　　　工 作 人 員：邱德雄弟兄、鄭運倫弟兄、魏迦瑪列執事

　　　與 會 人 數：14位同工（兩位借調協助菲律賓差傳之網站）

（ii） 山打根小區

　　　日　　　期：30.01.2016 （7:00 p.m.－ 9:00 p.m.）

　　　地　　　點：西埔架教會行動室（三樓）

　　　工 作 人 員：何金罕執事、魏迦瑪列執事

　　　與 會 人 數：5位同工

（iii）斗湖小區與拿篤小區

　　　日　　　期：30.01.2016 （7:30 p.m. － 9:30 p.m.）

　　　地　　　點：斗湖教會行動室（二樓）

　　　工 作 人 員：李明山弟兄、魏迦瑪列執事

　　　與 會 人 數：7位同工（另，有兩位執事列席）

　　親睹聯總能準確無誤超越時空伸展全方位多元媒體宣道觸角，又藉
著各方的契機建立點線面的全球福音網絡外，這網頁的設計仍然以對外
宣道為主，對內牧養為其次。

　　沙總與地方教會可提供各自的訊息，例如總會常年活動、教會的聚
會安排表、各種活動通知、代禱事項、活動照片等等，藉此讓信徒能常
常關心教會的一切事工，讓慕道朋友更容易尋獲福音的信息，引領他們
進一步查考真理，認識宇宙獨一的真神。

　　因此，沙巴總會的IMP小組將由何金罕執事與邱德雄弟兄，長期監
督沙總與各地教會之網頁操作，希望各地教會網站都能依時提供最新的
教會信息與時事動態，俾使網路使用者從中獲益，榮耀歸主聖名！（迦
瑪列）

　　2016年3月13日，邀請蔡彥仁老師以全球宣牧與神學教育之個案研
討系列（一）為主題，與全體師生就目前在宣道、牧養與神學教育所
面臨的挑戰，採互動教學方式進行。

　　首先，蔡老師談到本會在真神的帶領之下，從早期的中國、台灣
開始，傳教即將屆滿一百年，真教會已經建立成為遍及全球的國際性
教會。一方面，在全球化急遽變動的世代，真教會面臨多元種族、文
化、宗教、政治、社會等挑戰。另一方面，也面臨莊稼成熟、禾場寬
廣，但收割工人嚴重不足的窘境。當世界各地教會內部的牧養，有語
言、宗教教育、婚姻及家庭遭遇的困境，對外有泛基督教派教義、釋
經的挑戰。

　　神學院是傳道工人培育的機構，應嚴肅看待教會所面對的操練，
不論在基礎的神學教育，或是在實際的問題探討，要有充足的知識裝
備，使神學生在踏出神學院以後，有信心和能力面對複雜的環境。

　　蔡老師分別就「宣道組織」及「聚會模式」兩個主題，提出相關
案例，與神學生進行討論。「個案研討」的目的，是以《聖經》為依
據，集思廣益，在引領和啟發，進行多向互動與交流，以激發出提升
本會在「全球宣牧與神學教育」的可行方案。

　　「宣道組織」主題方面，論到非洲有關英、法語區之牧養與開
拓，雖然目睹神的作為，也在英總固定派遣專職傳道、大量徵召志
工、各國前往協助下，聖工有顯著的發展，惟福音開拓乃長期性工
作，急需更多同工投入。其次，本會在中南半島進行宣牧工作多年，
過去負責泰國的聖工，因神的帶領將福音傳至鄰近國家，其中以柬埔
寨形勢最為明朗。惟現階段柬埔寨因其特殊的政治、社會、經濟、教
育、文化等關係，前往協助宣牧的團隊，須自行負責食宿、需教導當
地年輕人中文和英文、租屋建立宗教教育。工人停留當地時間較短，
明顯需要傳道工人長時間的駐牧，以避免初信之信徒流失。另外，
「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推動生命教育、校園社團、原住民照顧、
社區關懷四大工作項目，成為本會與社會接觸的重要介面。

　　在「聚會模式」的個案研討方面，現行的聚會方式已近百年。全
球宣牧的多元環境下，在不同的年齡層、教育程度、民族性、自然或
文化氛圍等，老師藉著崇拜聚會的型態讓神學生思考，如何讓講台有
更充實的內容，提高全體會眾的專注和參與、神話語的深刻領受、達
到真正的崇拜目的。另外，1980年代起在全球各地掀起「第三波靈恩

運動」，重新點燃傳統教派和新興獨立教會對靈恩的追求。這些教會
中不少教會發展出所謂「敬拜讚美」的聚會模式，其崇拜方式，以生
動活潑、配合時代生活節奏、導引聚會參與者的情感為主要考量。蔡
老師亦藉此提供各類型禮拜模式，讓學員廣泛討論。

　　神學院院生的組成有台總、聯總、英、馬及香港的神學生，對於
蔡老師所設定的議題有深入及熱烈的探討。從神學生不同的背景，彼
此分享在英國協助非洲事工，所遇見的困難；歐洲廣大的禾場僅一位
傳道人牧養，信徒又處在文化風俗高度開放的困境；馬來西亞牧養本
地教會，又兼顧東南亞地區的牧養；看見台灣各教派為結合現實環
境，發展出不同的禮拜方式，也自省如何提升本會講台信息。

　　在課堂上，我們有共同的體認。第一，世界各地的工人短缺是事
實，如何整合現有人力資源，長遠的從各類型的教育訓練的體系（神
訓班、長執班、宗教教育等）培養人才，要有規劃、策略，教會的組
織方能發揮效能，宣牧的工作有更大運用的幅度。第二，在全球化的
環境，基督教世界有文化的差異，聚會的方式也沒有單一性。但是，
本會安息日是聖日，是嚴肅會。真正需要被改變的，是講台上的工人
對聖經真理要有更深、更廣的查考，更瞭解教會的需要，才能做好按
時分糧，造就信徒。

　　感謝主，經過三個小時的課程，看看世界，也看看我們自己。真
教會的每一個人都能看見教會的需要，自我充實，追求真理，為主所
用，真教會的第二個一百年才會被神所祝福。最後，期待5月22日，接
續全球宣牧與神學教育之個案研討系列（二）的課程。願一切尊貴、
榮耀、權柄歸主耶穌基督名下，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神學生簡
初光）

奉主耶穌聖名見證

　　我是緬甸的阿卡族，經常往來緬甸南

部和泰國北部山區邊界之間。今年二十八

歲，在還沒有到泰國北部的民模真耶穌教會

之前，已是一位基督徒。於2007年5月的時

候，剛好真耶穌教會在民模村租來的一個鐵

皮屋舉開靈恩佈道會。當時由來自台灣的陳

錦榮傳道見證耶穌的福音，證道過後，武成

文傳道帶領大家禱告，他要大家大聲奉主耶

穌聖名禱告，他們跪下禱告後，有很多人就

說出聽不懂的言語，身體震動，因為從來沒

有看過這樣的禱告，當時候我覺得很怪異又

好笑。

　　後來我也跪下去禱告，迫切禱告中看到

一片榮光，及耶穌釘在十字架受死的畫面，

我的眼淚立刻流下來。看到耶穌為我們罪人

痛苦受死，我心裡感到非常的難過，眼淚不

停的流，我放聲痛哭，開始說出聽不懂的話

語。

　　禱告結束，我仍然在哭泣，武成文傳道

透過翻譯來問我為甚麼哭，我就把在禱告中

所看到的異象告訴大家。武傳道勉勵我要查

考聖經，見證聖經裡受聖靈的人會說方言，

身體也會震動。我本來以為很好笑的禱告，

原來是領受聖靈的憑據。

　　感謝主耶穌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穌讓我

看到異象，並賜給我寶貴的聖靈，我還不知

道，真耶穌教會才是有聖靈同在的教會，是

屬神的教會，真正可以使人得救。我在那一

次的靈恩佈道會也接受大水的洗禮，進入得

救的教會。

　　願一切榮耀歸與主耶穌的聖名，哈利路

亞，阿們。

斗湖小區與拿篤小區聯總

網站操作訓練

亞庇小區聯總網站操作訓練

山打根小區聯總網站操作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