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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s Pastoral Work
代理駐牧教會

Habakuk Hee
5/1-5/25 許哈巴谷 5/14-5/15 Spiritual Convocation John/Philip

Philippines 靈恩會
5/4-5/19 Theological Training神學院訓練 菲律賓 RE Teacher Seminar Zebedee ChongSabah

Amos Chow 5/24-5/29
宗教教育教員講習沙巴 Ordained Workers & Divine Workers 沙巴宗教教育老師

周阿摩司Spiritual Nurture Youth Theological Course
青年神訓班

5/21-5/22
5/5-5/15聖職同工及聖工人員靈修會 Myanmar Habakkuk Hee

Tamil speaking & Regional Malay speaking 緬甸 許哈巴谷Youth Bible Camp青年聖經營
Sabah Preacher

5/12-5/23
5/26-6/27 Spiritual Meeting Fiji pastoral & outreach work Joshua Phoong

Malaysia 區會印度及馬來語靈恩會 沙巴傳道 5/18-6/7
斐濟 協助牧養宣道工作 馮約書亞

馬來西亞 Regional Malay speaking
Spiritual Meeting

Sabah Preacher Thailand
泰國

Spiritual Convocation & Evangelical Service CJ Chen
陳錦榮5/30-6/27 沙巴傳道 5/5-5/22

上半年靈恩佈道會
Indonesia Preacher

區會馬來語靈恩會 印尼傳道 5/6-5/8
Spring ESSC(Montreal) Raymond Chou

Canada 春季靈恩佈道會(蒙特羅) 周瑞霖
Preacher's Spouse Spiritual Nurture

傳道娘進修會 加拿大 Spring ESSC(Edmonton) Chun Hung Chou
5/6-5/8

春季靈恩佈道會(愛明頓) 周俊宏MT ChienBible Seminar/Spiritual Convocation
5/4-5/29 Indonesia

簡明德聖經課程/靈恩會 Argentina Enoch Hou
印尼 5/3-5/30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East/Central/West Java/Jakarta Region 阿根廷 侯弘哲
Divine Workers Spiritual Nurture Brazil Pastoral Work Jonathan Chou

東/中/西爪哇/雅加達區聖工人員進修會 5/13-6/5 周惠嘉巴西 巡牧
Pastoral visits/ACB Council Meeting & Fuming Tse車富銘 5/14-5/16 France法國 Seminar講習會 Johnny Liu廖觀煌Australia

5/11-5/23 澳洲
National Church Conference

J Phoong馮約書亞 Germany Spiritual Convocation(Hamburg) HH Ko / TK Chin
巡牧工作/澳聯及全國教會會議 5/13-5/16

德國 靈恩會(漢堡) 柯恒雄 / 陳天求
New Zealand Residential pastoral (Christchurch) Shaw Shee En

Austria Special Service(Vienna) HH Ko
柯恆雄

5/6-5/16
紐西蘭 巡牧(基督城） 邵錫恩 5/7-5/8

奧地利 特別聚會(維也納)
Philippines Seminar Of Accounting Malachi/Philip

Zacchaeus
May/June Spain Visit & Concern(Madrid/Albacete/Barcelona) Chi-Jen Hsieh5/7-5/26

菲律賓 會計講習 探訪與關懷(馬德里/Albacete /巴塞隆納)五月/六月 西班牙 謝志仁

     古今中外有一些很有名的城牆，譬如已成世界十大古蹟的

萬里長城、或已被拆毀的柏林圍牆，這些牆的建造都有其當時

的目的，有的是為防衛作用、有的是為了作為國界之用途。雖

然這些在剛建時很堅固，但是隨著時間，經歷風吹日曬雨打就

漸會有破損，所以常常去檢查並且修補已經破損的地方是絕對

有必要的，否則這些牆很快就會漸漸的腐蝕，最後倒塌，而失

去了它原有的作用。舊約時代重修城牆代表以色列民信仰的復

興，然而今天則預表著真教會的發展要更加完全、興盛。

     回顧真教會的歷史，將近百年，按世人的說法即如「百年

老店」，教會發展至今當然仍有不完全、有待改進之處，但她

必將妝飾整齊，以等待主的再臨。

     今天我們有那些教會的牆需要我們一起來修補呢？

一、 宣道的牆：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

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啟14：6)

此乃使徒約翰所看到末日的異象，引人得救的福音要傳到各國

、各族、各方、各民。當我們自己審視我們目前的景況，我們

知道我們離這目標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我們必須積極投

入所在之地的宣道工作，更可以藉由網路將這生命之道，不斷

的向各國 各族 各方 各民宣 ，藉由各樣多媒體，將神的

道轉換成各種人所容易相信、接受的訊息，以便有更多未信的

人主動願意與我們接觸。而我們也必須裝備更多宣道的工人，

隨時奉差遣到這些未得之地，做福音佈道、澆灌、收割的工作

。

二、 牧養的牆：

     主耶穌在復活升天之前曾經三問彼得愛主之心，主教導彼

得愛主即是要餵養、牧養主的羊(約21：15～17)，使羊得豐盛

的生命。可見這是主耶穌託付教會極重要的一件工作。目前各

地教會在牧養工作上碰到極大的困難和挑戰，愈接近末世，挑

戰也愈大。隨著網路及各種傳播媒體透過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普

及化，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資訊之方便取得，有造就人心的訊息

，也有敗壞人心的訊息，那看不見的敵人更藉此尋找可吞吃的

重修牆垣﹑開展境界 (彌7:11) 周碩軍

人，有些原本熱心、積極追求信仰的神的子民也會在此充滿誘

惑的環境中漸漸迷失方向，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或而逐漸失

去他們屬靈的生命。

     今天牧養工作之鞎難挑戰已遠超過以前的世代，教會工人

守望的工作將更重。除了加強講臺的訊息、團契的活動，我們

可以藉由一些社群 APP 將屬靈的文章及影片常常傳給信徒，並

鼓勵信徒在閒暇之餘多多收聽我們信徒網站上 (members.tjc.

org)電子圖書室中的講道錄音及錄影。唯有不斷藉由耹聽潔淨

人心的道，同靈才能常常真正親近神，能在每天做長時間而深

入的禱告，教會牧養的工作才能單純化。

三、 合一的牆：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

繩子不容易折斷。」(傳4：12)。 感謝主的帶領及恩典，各國

總會及聯絡處在過去五十年來相繼成立，除了更有效地發展所

在地之聖工，他們也都額外擔負起各開拓區的工作。各總會各

聯絡處為此出錢出力為所負責之開拓區獻上各樣所需，使得真

教會之發展能面向全球，這是在神的帶領下逐漸形成的全球宣

道策略。放眼未來真教會的發展，我們必須更同心，雖然我們

散聚全球各地，但為了重建神榮耀的殿，我們更應該效法以色

列民當時回來重建聖殿，立聖殿根基時，他們如同一人的精神

(斯3：1)。在此教會成立百年之際，無論面對有形和無形的挑

戰，全球的信徒、教會、總會更必須要更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在聯總的協調下，各地教會不分彼此，同心努力支援人力、物

力、財力以供世界宣道的需要，我們擴展神國疆界的工作才能

更有效率、更快速地繼續展開。

     從真教會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神在各個階段奇

妙的帶領，因為聖靈與真教會同在，今天我們的教會才能克服

了許多困難，持續不斷開展境界，我們深信這 對不是人的工

作，但是我們每一個信徒必需以更戰戰兢兢的態度，常常檢視

自己本身的信仰，才能使教會更加興盛，使福音傳遍各國、各

族、各方、各民。



泰國聖工近況*************************************** **************************************

奉主耶穌聖名簡要報告東非和西非教會近況。

東非
     東非教會進展顯得緩慢但呈穩定狀，教會仍在學習處理當
地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措施包括拒絕來自其他組織機構財務援
助，並防範那些離道反教者，試著用外教會的金錢來引誘真信
徒。雖有種種挑戰，我們有一些工人仍堅守信仰，投入時間禱
告，所有關於教會大小事全數提到神面前。
     每間教會總有「過濾、篩選」的時刻，這是一個考驗和痛
苦的過程，然而，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感謝神，儘管教會在建
立初期遭受了一些不忠的工人製成混亂，我們有一些真信徒已
度過這場「火洗」，他們表明，不論情況如何艱險，他們願意
全心全意跟隨耶穌，就這樣，信徒的信仰一般是穩定的。
     話雖如此，東非的教會發展有一個主要問題，特別是其中
某一國家，一直存在有教會工人相關之問題。一些真信主的弟
兄姊妹們，目前正受到激烈的攻擊和尖刻批評，會堂建築遭破
壞，教會成員被下監。感謝主，這些弟兄不被威脅所屈服，我
們請求世界各地生活在安定中的真教會弟兄姊妹，為這些在大
患難中的聖徒代禱。

非洲教會近況
張福華

西非
     在非洲西部，教會正處於信仰關鍵的時刻，於此，我指的
是工人和信徒必須想辦法使自己的信仰在主裏面生根建造。有
人對教會的領導，財務和組織提出許多質疑，教會必須照神的
智慧並以敬畏神的方式立穩雙腳，在此關鍵點，領導人都應該
受勸誡，並且接受屬靈正確的引導。
     教會在奈及利亞現在是獨立的，也就是奈及利亞的弟兄姊
妹們不再需要受其他地區之真教會的物資援助，工人們能夠自
己舉開靈恩會，講習會和學生靈恩會。我們感謝神，這一度被
視為「不毛之地」的地區，如今卻成果豐碩，神的作為真是偉
大！但在這喜悅之中，我們仍應謹慎行事，在奈及利亞的教會
，仍須要外地傳道工人的協助以彌補教會中缺乏的部分。
     此外，一些奈及利亞工人，也積極參與鄰國牧養教會的工
作，其中一個國家是賴比瑞亞。協助在賴比瑞亞建立教會一向
是非常痛苦的掙扎，不過，主的道路總是高過人，藉著奈及利
亞工人的參與，加上神的大憐憫，賴比瑞亞教會再度死灰復燃
，這事發生完全超乎我們所預期的。誠然！神知道如何為自己
選立工人來完成祂的工作，我們的責任，除了把該做的工作做
好，就是要祈求神差遣祂所選的工人，在這些地方建立教會。
.

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我們的主。阿門！

迦納全職工人與神學生 教會青年訓練講習 教會信徒與學生

泰國事工主恩眷顧，垂聽禱告事情順利
一、神恩降臨與眷顧保守
    1957年泰南合艾的溫姊妹至北馬雙溪大年參加靈恩會，據
    知是外教會信徒吳弟兄，主動找溫姊妹談道。同年3月11
    日，何重生執事等四人到合艾佈道並施洗，8月15日合艾
    教會舉行獻堂禮及靈恩會。1958年因邊界暴動，阻斷兩國
    人民出入，工人無法入境泰南，信徒無人牧養導致四散、
    教會消失，前後約有25年。
    神的愛從不放棄他的兒女，如經上所記﹕壓傷的蘆葦，他
    不折斷；將熄的燈火，他不吹滅，直到他使公義得勝，外
    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太十二20-21)。1983年何重生執事
    及蔡馬可執事再度入境泰國，四處打聽找回羊兒。女醫師
    林姊妹信主歸真，積極傳福音於磐甲岱和考橋。為了福音
    ，約翰執事搬到清萊，被全村都信奉五旬節的村民逼迫趕
    出，但反更堅定其信心；後來到曼谷，聚會處改到約翰執
    事的家，聚會一段時間又搬去清邁。曼谷聚會處就改到盧
    美昌弟兄家，後成立祈禱所。
二、神的開路，靠著神的靈方能成事
     2013年6月1日泰國聯絡中心開議，台總交辦成立美賽購屋
    事宜協助人員小組，及成立「真耶穌教會泰國教會」向政
    府登記註冊。美賽購屋的想法，源自於這幾年工人及志工
    前來關心協助聖工發展，看到願景而提供建言。台總於泰
    國聖工小組會議討論取得共識，請求聯總支援。
     為完成所託，泰北傳道工人與聯絡中心負責人及購屋小組
    ，善盡職責運用及動用各種方式，了解法律問題及土地使
    用權。一來一往交涉事宜，來來去去了解其內文。甚至請
    求信徒之泰國人幹部與屋主電話交涉，期望降低購屋金額
    
                             

蔡順榮

    。感謝主，最後再次確認要購置，又再降兩棟過戶費用，
    於2013年9月26日完成簽約，真是神的幫助。
    因此，總會宣道處建議，是否可開辦學校推展福音聖工？
    但因場地、師資、財力…等因素受限，於泰國聖工小組報
    告其困難處因而擱置，才能成立今日之美賽學生中心。
    為了學生中心的發展，多加基金會全力援助經費，及華師
    人力之投入，使運作更順暢，學習更進步。現在民模與利
    凱教會，已在培訓學生聽中文用阿卡語或泰文翻譯。大家
    的用心已看到了曙光，期盼彼此代禱，繼續推動，必更趨
    成熟。

 三、固守產業
    泰國基督聯合公會是一龐大的基督教團體，屬耶穌新教派
    ，1969年經宗教事務廳認同、文化教育部承認，可向本地
    與世界各地的組織成員傳播福音。本會雖已登記，但仍屬
    基督教聯合會的會員，在很多事務及財產管理上還有其不
    確定性。因此，為使教會硬體更妥善管理，於2014年1月
    25日成立基金會籌備會議，推選幹部及申請個人所需資料
    ，同年2月8日開會彙整所需資料，於6月16日申請設立真
    光教育基金會。
     在送件審核資料期間，雖然遇到困難，但委員們不氣餒，
    教會也宣佈為這件事禱告，並於安息聖日會後，再次十分
    鐘特別禱告，同靈們齊心努力迫切祈求，時刻將此事放在
    禱告上。感謝主的帶領，垂聽了眾人禱告，教育基金會於
    2015年6月26日申請通過。雖然通過了，但初期運作還有
    很多需要學習了解之處。為使教會在而後推動福音事工上
    更能順暢，期盼大家一起關心，舉起雙手幫助禱告，榮神
    益人。
  
                             

泰國盤甲岱考橋舉行少特班與敬老聚會泰國曼谷教會同靈於會堂合影泰北美賽舉行
學生靈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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