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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6 New Zealand
紐西蘭

Pastoral(Christchurch)
巡牧(基督城)

San Sheng Li
李聖山

2/7-2/22
US
美國

Systematic Theology(Cerritos)
系統神學(喜瑞都)

HH Ko
柯恆雄

2/22-3/5
Argentina
阿根廷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
秋季靈恩佈道會

Jonathan Chou
周惠嘉

2/1-2/21
Brazil
巴西

Pastoral Visitation &
Spiritual Convocation(2/10-13)

巡牧 & 靈恩會(2/10-13)

Jonathan Chou
周惠嘉

2/2-3/5 Dominican Rep.

多明尼加

USGA TS Internship Training
美總神學生實習訓練

Francisco Macias

2/25-3/12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
靈恩佈道會

Samuel Kuo
郭霈信

2/17-2/18
French
法國

Spiritual Convocation
靈恩會

FF Chong
張福華

2/14-3/11
West Africa

西非

Workers Training(Ghana): 
Youth Ministry, The 10 Articles of Faith,

The Synoptic Gospels 
工人培訓(迦納)：

青年事奉、十大信仰、對觀福音

Steven Shek
石文彬

非洲志工班㈲感 mst

    非洲志工班已有十五年的歷史，我第一次參加。

    為了讓青年能參與非洲服事的工作，早期工人有

設立志工班的遠見。集中青年，在教義上密集培訓、

在服事的精神上給予裝備，也帶領他們實地投入非洲

的戰場。這培訓，小弟觀察到下列的果效：

強化工人服事的心志：

    經上說：「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

裏運行」（腓2:13）。感謝神，讓志工班的學員有心

到非洲服事。有些學員在參加此項訓練後，到非洲看

到神的榮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體驗。體會到原來在

優渥的物質生活外，人生還存在許多喜樂的來源，原

來活著可以不用這麼複雜。於是許多服事的心志加倍

點燃。有的後來報考神學院，有的後來積極在地方教

會服事。有位青年從志工班回來後，不曾缺席任何一

次聚會，既使外面下雪也消滅不了火熱的心。後來她

甚至搬到自己國家的偏遠地區，牧養一兩個家庭。

深入認識本會的教義：

    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為以為內中有永生

 …… 」（約5：39）。在非洲的宣道工作集中在教義

的闡明。所以學員必需學會如何介紹教義。專職工人

在非洲，常常與人辯道，於是累積了許多談教義的經

驗。許多可能看似簡單的經文，卻能成為宣道利器。

有位與會青年說，從小就知道我們是獨一的真教會，

因為我們有真理、有神蹟、有聖靈。但從來不知道在

馬可福音16章15-18節的經文中，已經談到了獨一教

會的三特色。在這裡似乎更能聽到講員對現今在本會

內曾有的錯誤教導，做更深入的批判。

促進歐美青年的聯誼：

    經言：「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裝

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詩110：3）。這幾年從美國到倫敦參加志工訓練的

學員有增加的趨勢。在此次約65位的學員中，英國地

區以外的青年約佔一半。有從美國、加拿大、台灣、

歐陸來的青年。一群有心到相對落後的地方做工的青

年相聚在一堂，彼此學習、彼此團契，有種惺惺相惜

的感覺。在此之前，這志工班也促成了幾對佳偶。在

這次，一位加拿大弟兄與英國姊妹宣布訂婚。聖經中

的模範夫妻：亞居拉與百居拉，他倆為主一同漂泊、

一同傳福音給亞波羅、一同接納保羅到家中織帳篷、

一同打開家中成為教會。在此都是有心做工的青年同

靈。主若願意，期盼在志工班中，可以產生志同道合

的佳偶，為神的國齊心努力。

    在課程中，有安排學員分享他們到非洲的宣道感

言。原來在與會學員中已有近十名的青年到贊比亞、

迦納、肯亞、多哥等不同的國家做宣道與宗教教育的

訓練。聽到一位女學員分享她如何與一位傳道、一位

神學生到贊比亞；如何搭最後一班巴士，而且因路況

關係，車子不能繼續前行，整夜同一整車的人夜宿巴

士；如何三人共吃一包乾糧、如何飽受蚊子侵襲，又

如何因下大雨必須關窗，經歷一夜難眠的煎熬。好不

容易隔日到達目的地，又要在半小時之後馬上教學……

心中聽了很是感動。見證完，小弟問她還會繼續去做

義工嗎？做義工的意思是說：她要自己花錢買機票、

花時間請假、花精力去到辛苦的地方。她毫不猶豫的

說：「會。」後來我才了解，這已是她第二次去了。

    這裡，我發覺每個人的心都是燙的。我想，我也

該多去非洲了。



南 非 工 作 報 導 南非聖工小組

    南非現有信徒大約600名，分散在各省份。有二處教會，
約翰尼斯堡教會與開普敦教會，還有二個聚會點，是在伊麗沙
伯港（Port Elizabeth）及威爾恆（Welkom）。其他地區有工
人前去探訪時才舉開家庭聚會。雖然有數百信徒，由於分佈太
散太廣，能來教會守安息日聚會人數不是很多，在約堡教會能
來聚會大約50-60名，在開普敦大約40-50名參加聚會。其餘二
個聚會點，大約10-20名。

    約堡教會於2017年固定舉開二次靈恩會；夏季(一月份)與.

冬季(七月份)。一月份靈恩會聯總差派梁得仁傳道前來協助，
加上南非小組成員協助。來參加信徒大約有170-180人，受洗
2名，領杯155名。七月份靈恩會，聯總差派黃世明傳道前來協
助，加上南非小組成員協助。來參加信徒大約160-175人，受
洗4名，領杯171名。

    開普敦教會於一月份舉開靈恩會，梁得仁傳道協助，加上
南非小組成員。參加人數大約60-70人，受洗5名，領杯59名。
感謝主，這次洗禮有一名是當地白人，因與信徒是熟識，信徒
帶他來教會慕道一段時間，工人巡牧時，向他闡述得救道理，
他就滿心歡喜接受，即以信心接受洗禮，歸入主的名下。受洗
後，非常熱心幫忙教會工作及協助信徒一些難題。
.

    聯總工人除了協助靈恩會外，亦於一月份與七月份在約堡
教會舉開教會負責人進修會與培訓，及在開普敦教會舉開訓練
工作。藉以培養帶領人員與領會人員。
.

2017年工人巡牧如下：

    南非教會於2006年間聘任一名當地弟兄為專職義工，在中
國已受訓了二年，今年是最後一學期。祈望受訓完後，能承接
負起南非牧養工作，讓教會延續長期穩定發展。
.

    為了南非教會在聖工上能有傳承及有新人加入事奉，聯總
於2018年起重新改組南非小組，讓新舊小組配合推動南非牧養
工作。
.

    南非近年來治安每況愈下，周時發生搶殺，生命難受到保
障，經濟下降，對開店的信徒影響亦大，加上工作證難於續期
及難辦身份，部份信徒的店舖已關閉，有些回流中國，一些遷
移到其他國家發展，故此信徒從去年800名下降到今年大約600
名。請為南非教會及同靈們代禱，讓信徒在不平靜中能安定生
活，讓教會蒙神看顧發展。讓一切榮耀歸於天上真神。阿們！

南非約堡教會冬季靈恩會

日期             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     

1月4日－3月8日      張敏雄

1月9－23日 梁得仁

12月28日－2月27日 陳路加

3月22日－6月4日 陳路加

6月21日－9月6日 張敏雄

7月1－17日 黃世明

7月11日－8月14日 陳路加

10月4日－12月4日 陳路加

宣牧/約堡靈恩會/開普敦靈恩會/巡訪伊麗沙伯港

約堡靈恩會/負責人培訓/開普敦靈恩會

宣牧/訓練/約堡靈恩/開普敦靈恩會/巡訪伊麗沙伯港

宣牧/訓練

宣牧/約堡靈恩會/賴索托開拓

宣牧/訓練/約堡靈恩會/領會者培訓（哥林多前書）

宣牧/訓練/約堡靈恩會/巡訪伊麗沙伯港

宣牧/訓練/巡訪伊麗沙伯港

2017年開普敦教會靈恩會受浸者

*********************************************************************************************沙巴聖工現況簡報

    沙總2017年下半年的聖工在主耶穌親自帶領下順利完成。
續以日記行筆，向諸位讀者彙報一切聖工之進行。
.

更新沙巴教會教勢
    教會與祈禱所共 106 處，信徒17,735位，長老10位，傳道  

26位，退休傳道3位，執事 153 位，宣牧助理4位，神學生 8位    

(6位於2018年差派為實習傳道)。
.

文宣處臺灣訪問學習
    沙總文宣處同工與家屬一行19人於11月25日至12月 3 日，  

在主的保守下至臺灣進行環島訪問。當淩晨抵達機場，看見臺
總的文宣處處負責謝溪海長老、總編輯林淑華姐妹、美編林連
珠姐妹，以及蘆洲教會的林奉生弟兄夫婦、陳文聰弟兄夫婦等
人的一聲「哈利路亞」，驅走了彼此的疲憊，讓我們內心感動
不已，求主記念！ 
.

    今次的出訪，絕對稱得上是「讓文宣帶文宣，談文宣話文
宣」！平時編輯同工寫文章秉承著「咬文嚼字」，死咬語法定
規而造成的精神緊繃終得舒緩。
.

學生短期神學訓練班
    於11月26日至12月17日假亞庇教會、兵南邦教會以及根地
咬教會附屬的訓練中心同步舉開。學員人數達 541 位，多數學  

員都有聖靈，也有蒙主愛憐的64位新受聖靈者，感謝主恩！ 
.

第43次沙巴教會代表大會
    大會於12月23日至24日假總會會議廳召開。與會人員共計
120 位。大家在和諧的氣氛下共商神家大事，檢討一整年的事  

工得失。願藉這次的大會使我們更同心團結，各自在聖工的崗
位上以謙卑順服的態度，用「心」事奉我們的主。
.

      過後，進行 2018-2020 年沙巴總會負責人會選舉。卸任總
負責提醒諸位代表，務為神家選賢任能，善用恩賜為總會策劃
未來的三年，成為各項事工的火車頭。禱告後，選出21位理事
同工：葉雅各傳道、陳拿但業傳道、溫約翰執事、梁利慕伊勒

                魏迦瑪列
傳道、吳那鴻執事、鄧哈該傳道、黃波阿斯傳道、魏迦瑪列執
事、黃安德列執事、約珥多馬執事、譚尼哥底母執事、楊撒該
傳道、廖哥尼流執事、彭彼得執事、洪多馬傳道、瑪拉基執事
黃迦得執事、魯孚執事、邱便雅憫執事、魏巴錄執事，以及達
太執事。
.

沙巴總會神學院第七屆、第八屆結業禮
    代表大會結束的當晚，於亞庇教會舉行神學院結業禮。院
長梁利慕伊勒傳道祝賀 6位神學生在主的保守下，努力完成了  

四年制的神學課程；也語重心長的叮嚀神學生，要持續追求神
學院的目標與院訓、屬靈的力量及智慧，完成主所託付。葉雅
各傳道則勉勵神學生繼續虛心學習，凡事靠主，時刻警醒，心
存誠實敬畏主，定能完成所託。
.

      隨後，神學生獻上三首創作詩歌，「詩篇 136 篇」、「神
的僕人」，以及「全心全意」，讓與會長執傳道感動不已；大
家為他們按手禱告、祝福，正式差派他們出去。
.

2018-2020年沙巴總會理事會組織、常務負責
總負責：溫約翰執事
副總負責：梁利慕伊勒傳道
秘書處處負責：邱便雅憫執事
財政處處負責：吳那鴻執事、廖哥尼流執事（副）
宣牧處處負責：黃波阿斯傳道、葉雅各傳道（副）
文宣處處負責：魏迦瑪列執事、瑪拉基執事（副）
教育處處負責：約珥多馬執事、魏巴錄執事（副）
神學院院長：洪多馬傳道、陳拿但業傳道（副）
東區區負責：鄧哈該傳道、譚尼哥底母執事（副）
西區區負責：楊撒該傳道、黃安德列執事（副）
內陸區區負責：葉雅各傳道、魯孚執事（副）
菲律賓總負責：梁利慕伊勒傳道、以賽亞傳道（聯絡員）
青年事奉委員會主任：鄧拉撒路執事、張慶賢弟兄（副）
.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父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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