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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27
Taiwan World Delegates Conference IA&TWGA

3/24-3/26
Canada Sacred Music Seminar(Vancouver) Tina Yang

台灣 國際聯合總會第12屆第1次世界代表大會 聯總&台總 加拿大 聖樂研習營(溫哥華) 張慧如
Training, spiritual convocation, Sacraments

HF Yeh 3/3-3/5 Germany Training & Special Service(Hamburg) Bao Qin Wang
3/20-4/3 (Sydney) 德國 事工訓練及特別聚會(漢堡) 王寶欽Australia 培訓、靈恩會、聖禮(雪梨) 葉雄福

澳洲 3/3-3/5
Austria Spiritual Convocation & Evangelical Service Johnny Liu 

Gold Coast Pastoral Silas Kong 奧地利 (Salzburg)靈恩佈道會(薩爾瓦茲堡) 廖觀煌
3/26-4/1

巡牧黃金海岸聚會點 鄺西拉 Bao Qin Wang
Spiritual Convocation(Western & March Italy Spiritual Convocation(Empoli) 王寶欽

3/31-4/9 Hong Kong Hong Kong Church) En Si Lin 三月 義大利 Chi-Jen Hsieh
香港 靈恩會(西區教會&香港教會) 林恩賜 靈恩佈道會(恩波力)

謝志仁

SpainBible Seminar&Spiritual Evangelistic March/April Visit & Concern(Madrid/Albacete/Barcelona) Bao Qin Wang
Convocation (Christchurch/Auckland/ 三月/四月 西班牙 探訪與關懷(馬德里/Albacete/巴塞隆納) 王寶欽

3/27-4/30 New Zealand East Auckland) CC Huang
紐西蘭 聖經講習會&靈恩佈道會 黃志傑 South Africa Pastoral Ministry(Botswana)& Training &

Lesotho Outreach
Luke Chan

(基督城/奧克蘭/東奧克蘭) 3/22-6/4 南非 陳路加
Spiritual Convocation(Ozamis)

宣牧(巡牧博茨瓦納信徒)&訓練&賴索托開拓
3/18-3/19

Philippines Dn Philip &
Bro Dennis菲律賓 靈恩會(Ozamis) West Africa Workers Training(Nigeria) Raymond Chou

TTP Courses
3/9-4/12

西非 工人培訓(奈及利亞) 周瑞霖
3/16-3/31

CH Huang
US 神學院訓練課程 黃誌新 TK Chin
美國 East Africa Pastoral ministry&Training(Malawi/Zambia)

3/27-5/7
Spiritual Evangelical Service Hao Wu 3/16-4/16

東非 宣牧&訓練(馬拉威/贊比亞)
陳天求

靈恩佈道會 吳豪 Volunteers義工

活化福音遍傳的願景                  林永基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
來到。」(太二十四24)。
.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是主給我們一個美好的願景，
讓我們深知主愛世人的心願，我們就要積極地推展世界宣道聖
工。
    當前真教會福音已傳至約60個國家，這是主極大的恩典，
但是放眼世界，還有近 140 個國家未聽聞得救的福音，我們需
要收割的莊稼真是非常多。
.

    在2017年1 月26日標誌人類危機的「末日鐘」撥快半分鐘   

，距離象徵人類滅亡的午夜12時，只有兩分半鐘，是1953年以
來最接近「人類終結」 (註1)。這個新聞的報導至少讓我們更
明白：主再來的日子近了，隨之而來的是末日人類終結毀滅性
的大災難要臨到，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的，我們豈不應加快「
福音遍傳」的腳步？
.

    「福音遍傳」人人有責，各國真教會屬神的僕人，不但要
關心本地的聖工，也要放開眼界，正視主所託付我們 福音遍「
傳」的這個願景。主曾以不義的管家為喻，提醒門徒：「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路十六 1 - 8 )，為了活化這個願景，各國必
需主動提出為期十年之世界宣道聖工，讓各國同靈都清楚知道
未來宣道聖工推展的方向，激勵大家參與世界宣道的聖工，與
主同工。
.

    如何活化 福音遍傳」的願景？主耶穌升天前的教導：「「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
所以宣道聖工當由近而遠。
.

    首先要動員全體信徒參與宣道聖工，就要先讓沒有參與事
奉的同靈知道如何參與聖工，進而找回流失的信徒，若是這兩
件事都能做到的話，全體信徒就真正動員了，這時大家就能同
心往外作宣道的工作。
.

    敦親睦鄰的工作，引導我們走入人群，以福音關懷社會。
主耶穌向天父禱告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
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約十七15)。 所以
我們要進入社會，服務社會，開展生命教育的福音工作，讓社
會上未信主的人知道，教會能提供他們最需要的「愛、喜樂、
與平安」。感謝主，這些年來，有些教會不但走入社會，同時
也開放教會的空間，關懷青少年，老年人、與不同年齡的慕道
朋友，讓他們更親近教會，有機會領受得救的福音。

    真教會擁有無法取代的得救真理，當迅速廣傳。我們要鼓
勵年輕人積極作好屬靈裝備，同時學習第二種語言，才有益於
世界宣道。近來有些教會開始有計畫地鼓勵青年參與宣道志工
團，為擴展世界宣道的視野，從訪問、瞭解、然後按各人的恩
賜，以多元的方式參與世界宣道的聖工，完成福音遍傳的使命
。
    在這個如同地球村的世界，本會的信徒因為經商、就業、
求學分佈在許多沒有真教會的國家裏，極需要鄰近國家的真教
會聖職人員，主動前往關懷牧養，然後在成熟的時機，就可以
在當地建立教會。這也是世界宣道的一種方式。
.

   「主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9)，對
於硬心的世界，我們也應藉著禱告，來思考如何破除這個世代
盲目的樂觀，我們不單用話語來傳警告，更要用各種足以啟發
人心的方法，來傳揚神的救贖。今日的媒體、網路對於傳福音
可帶來更大的功效，我們要求主給我們智慧，善用它來警告世
人，當及時悔改信耶穌，那時福音遍傳就指日可待了。

註1:「末日鐘」的新聞請參閱下列：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8764346

*⽇本⼤阪關西祈禱所
���欲前往聚會之同靈，請與下述聯絡⼈聯繫：
���關西祈禱所聯絡⼈：⿈清弟兄�090-4270106

���⽇本聯絡處聯絡⼈：林翠⽟姐妹�80-9668-5218

 

*法國東巴黎祈禱所
���購堂需要各地同靈關切代禱與奉獻，
���可將捐款匯⾄以下帳⼾：
���帳⼾名����TRUE�JESUS�CHURCH
���銀⾏名����Banque�Populaire�Rives�de�Paris
���地址��������172�avenue�Jean�Jaures,�92140�CLAMART
���BIC�����������CCBPFRPPMTG
���Iban�number����FR76�1020�7000�2522�2124�1703�286
���東巴黎祈禱所教務負責⼈：以賽亞執事
���聯絡信箱：france@ijc.org



第二十屆大專校園團契幹部訓練營特輯

     感謝神的帶領，台灣總會教牧處所舉辦第二十屆大專校園
團契幹部訓練營在2017年二月六日(星期一)到二月十日(星期
五)期間舉行。在六日上午，學員進行報到的流程，于上午十
一點整的開會式正式舉開，共有近200位大專團契的幹部來參
加。
 
     幹部訓練是為了培養校園大專團契的各種幹部，使大專生
在校園求學生活中仍能藉著團契聚會獲得靈修養分，彼此激勵
學習，並開拓校園福音工場。因此，這次幹部訓練營的課程分
為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通識課程，其中包含了：團契是什
麼？同工的搭配與人際互動、稱職的真理管家、幹部的傳承、
團契幹部如何與教會互動、團契福音策略、團契福音跟進技巧
、平衡的事奉、知識加上見識、危機處理等課程。第二部分為
行政分組，按團契中的幹部工作分為契長組、活動組、課務組
、關懷組等。第三部分為帶狀時間，將所有組別分成三等分，
以三次帶狀的時間分別以關懷實務、團契查經、福音陪談為討
論的內容。第四個部分為早、晚禱，由各區輔導傳道來主領，
在晚禱會時更是以膝蓋的責任、祈求恩賜、面對挫折為主題，
勉勵學員們在禱告上下功夫，在早、晚禱中也請各分組幹部們
輪流到前面來接受傳道的按手禱告。

     在這次大專校園團契幹部訓練過程中，除了給予學員們課
堂上的知識，特別在生活層面給學員們多一些實務訓練的機會
，讓學員們能夠自動自發管理訓練期間的生活，更是要學習掌
控時間。在星期四下午舉行通識課程的測驗，除了驗收學員的
學習成果，更要以測驗成績來考量是否頒發幹部訓練合格證書
(七十分及格)，感謝神，學員們決大部分都通過測驗合格。

　　台灣總會教牧處

 

     在這次的幹訓過程中，有些學員原本在開始幾天上課還會
遲到，但到了最後幾天，幾乎是零遲到的成果，從這看出了學
員們的成長；更感謝神的帶領，讓這次的大專校園團契幹部訓
練能如期平安順利完成。願將這一切的榮耀、尊貴、頌讚都歸
於神的名下。阿們！

**************************************莫斯科教會近況報導************************************

學
員
上
課

頒發測驗
合格證書

     2016年 8 月，從網路新聞和俄羅斯基督教協會負責人發來
的資訊得知，為了加強對恐怖分子的防備，俄羅斯政府對宗教
法律作了變動，並已開始實行。其中包括不可到居民住處進行
傳教，所有傳教人員必須擁有政府宗教機構的合法身份檔，外
國短期傳教士必須用傳教簽證進入俄羅斯，如長期在俄傳教，
要有俄政府的傳教工作卡。所有傳教印刷品都需要有宗教機構
詳細位址和名字。如發現違法罰款 5 萬盧布，外國傳教人將被
驅逐出境。
 
     為適應以上新法律規定，莫斯科教會在禱告祈求神施恩帶
領幫助的基礎之上，採取了一些對應措施，其中有向俄羅斯基
督教協會提出申請註冊教會，申請兩名本會莫斯科教會的負責
人獲得講道人資格，印製了一千張莫斯科教會的中俄文名片代
替宣傳單使用。目前，教會註冊還在進行中，兩名負責人的講
道資格已獲得俄羅斯基督教協會許可並提供檔案。教會的各項
聖工照常進行，基本沒受影響，感謝神！
  
     由於一些西方國家的制裁，俄羅斯經濟連續幾年景況不佳
，本會莫斯科教會多數信徒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
響，甚至有人離開，回中國大陸發展。感謝神！大家的信仰狀
況還都比較穩定。目前安息日聚會人數三十個人左右，除了安
息日兩堂聚會之外，每週三、五晚上8至9時有兩次網路查經，
每週日下午5－7時有一次家庭聚會。每晚9時至9時30分為全體
教會禱告時間，有專人負責網路通知並列出代禱內容，已持續
堅持三年多，多數信徒參與。

     莫斯科教會每年1月初和5月初固定舉開兩次靈恩佈道會和
兩次學生靈恩會。今年初的靈恩佈道會有49人參加，慕道者14
人。學生靈恩會有7人參加，慕道者2人。目前慕道者的跟進工
作以帶領者為主，教會負責人和外來工人協助，周日的家庭聚
會主要是針對慕道者的需求。莫斯科教會沒有專職工人，每年
靈恩會之前和期間有四個梯次外來工人幫助聖工。

     去年12月上旬一位之前在俄羅斯聖彼德堡留學音樂指揮碩
士畢業後回國的弟兄來到莫斯科，他有感動要獻身作全職工人
，而且有意在莫斯科教會參與聖工。莫斯科教會負責人商議決
定提供會堂給此弟兄住宿，安排他參與帶領網路聚會，負責籌
畫和實施教會的詩頌工作，參與少年班的宗教教育和安息日下
午的詩歌禱告會或見證禱告會的領會。一段時間之後 (預計一
至兩年)， 教會再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向總會推薦此弟兄作
專職傳道。

宋力強

     莫斯科教會負責人會制定未來兩個三年的聖工主題分別是
〈生命更新〉與〈追求完全〉，其中2017年為〈深入禱告，生
命更新〉，2018年為〈用心學習，生命更新〉，2019年為〈積
極工作，生命更新 〉，2020 年為〈 言語方面，追求完全 〉，
2021年為〈愛心方面，追求完全〉，2022年為〈順服方面，追
求完全〉。經信徒提議，負責人會商議決定從今年 1 月28日開
始，每個安息日晚上6時至7時30分增加青年事奉團契學習。
 
     請同工、同靈們多為莫斯科教會代禱！

學生靈恩會

學員合影

新年靈恩佈道會信徒合影

週日

家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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