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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巡牧(基督城) 邵錫恩 事工講習/靈恩佈道會(恩波里) 侯弘哲/王寶欽

使萬民做門徒的使命 祈恬夢

    當主耶穌復活以後，為了預備祂的門徒能不畏苦難，繼

續傳講天國的福音，祂用了四十天向他們顯現。然而在升天

前，還有人存著疑惑，祂主動對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

民做我的門徒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從28:18-20

此主的門徒都有了這不可忘的使命，直到祂的再來——「使

萬民做主的門徒」。

    使徒們照著主所指示，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傳到地極當作

目標，靠著領受應許的聖靈之能力，奇蹟式地建立教會，以

團契的生活訓練門徒成為福音的尖兵。主也在適當的時候揀

選祂所預備的器皿，成為將福音傳遍地極的使者；在主升天

後的短短數十年間，即靠著聖靈所指引的路線，將主的道傳

遍當時的羅馬帝國，甚至於保羅定意前往當時認定的地極—

西班牙(羅 )。使徒時代完成主的託付，許多的生命15:17-24

得更新，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結滿了仁義的果子，

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1:11,27

    真耶穌教會按神的旨意，在末世從東方興起，為要復興

使徒的教會，再一次將神倒塌的會幕建立。主所交付的目標

是向普天下傳揚全備的真道，倚靠聖靈的帶領，讓凡聽見又

願意相信的萬民，藉著重生的洗與聖靈的更新，稱義成聖，

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然而，在末世要使萬民做主的門

徒，是何等艱難的任務。讓我們從主耶穌訓練門徒的作法，

學習可行的方案以完成這項艱鉅的使命：

一、呼召全時間跟從主的工人

    主耶穌一開始傳福音的時候，呼召門徒跟從祂，應許他

    們將要得人如得魚，成為搶救靈魂的使徒（太 ）。4:19

    當祂看見許多人困苦流離，就憐憫他們，對門徒說：「

    莊稼多但工人少，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

    的莊稼」（太 )。今日要使福音傳遍天下，需要9:36-38

    有全職工人的奉獻全生，接受差派前往各地發展聖工。

    然而，各地真教會共同的難題都是缺乏專職傳道。全體

    教會需要為招募神學生禱告，祈求主打發工人，勇敢地

    到各地方收取屬靈的莊稼。

二、深化真理的教導，認識神國的奧秘

    主耶穌帶著門徒一起生活，也一起傳福音，多次特別對

    他們講說天國的道理，將自己的身分、使命以及成全救

    恩的方法，逐一顯明給他們知道（太 、 )，更5:17 12:40

    教導他們天國的奧秘（太 ）。 他們對主的認識在13:11  

    領受應許的聖靈之後更臻完全，也成了福音的主題—天

    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

    今日真教會要加強傳道工人對真理的深入查考，厚實信

    仰的根基，才能促進信徒對主的信心。信心是一切事奉

    的基礎，對真理愈肯定，信心就愈剛強。信徒有真理的

    教導才有使命感，有了使命感就有事奉的動力，有動力

    就能靠著聖靈完成主的大使命。

三、加強禱告，被聖靈充滿，活出基督的生命

    主耶穌呼召使徒，以「師徒式」的訓練模式（ 可    3:13-

    15），帶著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沒有任何掩藏地

    讓使徒們知道祂在地上極為簡單的生活方式，也學習祂

    藉著不住地禱告從天父支取能力的秘訣（路 )，9:18,28

    更親眼看到主所散發出豐盛的屬靈生命，進而能堅定不

    移地完成天父的旨意。主耶穌以禱告的生活訓練門徒的

    模式，也是使徒們所用來面對苦難而得力的秘訣，讓眾

    人見識到屬耶穌的人與眾不同的生命光輝（徒 )。16:25

    真教會能在短暫的百年中將福音傳至六十餘國，都是靠

    著聖靈的能力，也與信徒所活出如光如鹽的屬靈生命有

    關。今日全體真教會信徒，特別是主的眾僕人們，若能

    在禱告上下功夫，追求被聖靈充滿（弗 ），結出屬5:18

    靈佳果，成為美好見證，如此，要完成主的心意，使萬

    民做門徒的使命，將是指日可待的。



2018年日本聖工近況報導

****************************************************************************************************************東半球開拓區事工近況

    日本聯絡處所屬教會有東京、墨田、橫濱、千葉四間，以及 
川口、關西兩處祈禱所。感謝主，得神的幫助，今年日本地區的
聖工在硬體及軟體方面持續的發展。截至2018年10月，在籍人數
共996位。
.

靈恩會
    春季、秋季靈恩會分別於4、5月與9、10 月舉開。聯總前後
差派台灣賴大成與黃誌新傳道前來協助。  在春季靈恩會中，受洗
人數11名，領杯 540名，靈洗70名；秋季靈恩會受洗人數14名，
領杯536名，靈洗6名。
     8月15至16日，在東京教會舉開第16屆學生靈恩會。大班講
員是何緒理傳道，主題「但以理書」；小班講員是李恩冠執事，
主題是「何西阿書」。參加學員53名，輔導員 6 名，聖餐禮領杯. .

76名，靈洗 2 名。而社青與大專生靈恩會則是第一次辦理，主題. .

為「生命的價值」，參加學員46名。
.
各講習會、進修、團契、會議
●聖經講習：每週一晚上7～9點於墨田教會進行，以講授經卷為
  主；講師為駐牧傳道及短期駐牧的長執、傳道。今年度講習內
  容有：教會的走勢（七比喻、七教會、腓利門書、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猶大書、瑪拉基書  )； 撒母耳概述；希伯來書中信
  心的見證人；創世紀概述；啟示錄等。
●婚姻介紹委員聯誼：1月14日於東京教會進行。
●教員講習會：採分梯講習。講員及課程：賴大成傳道 (五大教
  義 )；李恩冠執事 ( 崇拜教學法 )；孔玉芬與吳美香姊妹 ( 詩頌
  教學法)；黃誌新傳道(兒童心理學+班級經營)。
●各類進修會： 3月21日領會及翻譯人員進修會。 8 月 5 日輔導員

何緒理

  在職進修。9月2日新舊任負責人講習會。11月23日長執教牧人
  員靈修會。
●團契方面：提摩太團契為聯絡處工作重點之一，以學習聖經為
  主(主題：路加福音)。除培養及關心各教會青年的信仰，也促
  進彼此間的交流。每月於一個週日分別在各教會舉辦。
●聯誼活動：9月16日青年戶外聯誼由千葉教會承辦。11月4日全
  日本真耶穌教會詩歌交流會由橫濱教會承辦。
●會議：聯絡處負責人會議6次(臨時會議2次)；法制委員會議 3
  次；聖職人員會議1次；全國信徒代表大會2次。
.

文宣方面
    按時發行一年四期的聯絡處會訊，並持續翻譯聯總網站及各
類屬靈書籍，包括安息日論、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詩歌本、
以色列戰車馬兵、學生靈恩會手冊等。

購置後的會堂改建
●關西祈禱所：2017年5月30日購買新會堂，6月份開始聚會並進
  行內部裝修。11月3～5日在一樓新會堂舉行靈恩會聚會。至今
  因經費不足，內部工程尚未完成。
●橫濱教會：2017年 9 月30日購入新會堂，內部裝潢已經完成約
  七成。因聚會人數增加，空間受限，已於秋季靈恩會前遷入聚
  會，並持續趕工。
●川口祈禱所：2018年2月8日購入一棟三層樓的建物，經內裝修
  建，於10月啟用，進行靈恩會。10月28日舉行成立教會及獻堂
  禮。
●墨田教會：因聚會人數多，空間有限，急需合適的會堂，也正
  尋覓合適地點。

斐濟西區靈恩會 孟加拉戶外佈道會 孟加拉於休息室佈道 孟加拉慕道朋友 斐濟東區靈恩會

馮約書亞
寮國
    寮國是一個人口約700萬的共產主義國家。64.7%的人口信奉佛
教，31.4%為民間信仰，1.7 % 是基督徒。本會有一位信徒與寮國有
多樣生意上的往來，並且帶我們的退休傳道前往此國開拓。我們已
經造訪此地數次，傳福音給與我們有接觸的未信者。

柬埔寨
    雖然我們有信徒在90年代中期移居柬埔寨，但直到2005年才積
極展開宣道活動。藉由神帶領，宣道工作從金邊市傳至農村地區。
目前我們在柬埔寨約有300名信徒，由少數同工進行牧養的工作。

    為了加強柬埔寨的聖工，臺灣總會被分派關懷柬埔寨的工作。
2019年將會由臺總積極參與柬埔寨的事工，並差派一位傳道駐牧當
地，建構一個完整的計畫來發展當地的教會。

太平洋島嶼
    在太平洋島嶼地區，我們在斐濟、東加、薩摩亞和巴布亞紐幾
內亞皆有信徒。

斐濟：此處聖工的開展，始於傳福音給當地原住民及印度人，於是
有了兩群當地信徒；後來，中國信徒也移居當地經商。目前我們有
兩群華人信徒分別聚集於兩處。

東加、薩摩亞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所有的信徒皆是華人，為了求得
更好的生活而遷移到這裡。我們在這些島嶼的主要工作即是牧養這
些華人信徒。為了更有效地牧養這些華人信徒，我們徵求東亞傳道
的協助。今年，有一位中國傳道協助斐濟、東加、薩摩亞的聖工。
我們希望能持續獲得中國聖職人員對當地聖工的支援。
再次感謝神對這項事工的帶領。

    感謝神帶領東半球開拓區的事工，將所有的讚美歸於祂！儘管
面對一些困難及挫折，我們仍在其中看見神的指引與帶領。是祂，
為道打開了門。以下，報告這些新開拓區的新進展。

孟加拉
    不斷有新的慕道者從福音未到之地寫信給我們，其中有多位是
藉由網路來認識我們的。我們透過網路給予回覆，並待時機成熟時
將探訪這些區域。

    最近，有位來自孟加拉的朋友來信。孟加拉大約有  億人口，
其中90.5%為穆斯林，8.5%為印度教徒，0.6 % 為佛教徒，0.4%為基
督徒。這位朋友來自於一個以印度教為主的村莊。從網站上，他發
現我們的教義與聖經是一致，於是藉由信件往來互動與對真理的解
釋，這位朋友接受並開始在他們的小會眾當中實踐真理。我們於是
決定前往拜訪他。

    這一群會眾在印度教的村莊裡，他們透過某個基督教團體的活
動來認識耶穌。然而該團體的活動並不包括建立教會。在認識基督
後，這一群會眾開始自行敬拜神。他們是這個以印度教為主的村莊
裡，唯一相信耶穌的團體。他們受到嘲笑，也遭遇逼迫。他們的孩
子必須離開村莊，到城裡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在那裡，他們接觸到
不同的信仰實踐。於是他們將這些實踐帶回村莊，並開始讀經，於
是發現其他的教派並未遵行真理。因此，他們開始在網路上搜尋其
他教派的教義。透過對真理的渴望，他們設法瞭解真耶穌教會。

    開拓事工在此地面臨了許多挑戰。印度教本身是這裡的少數宗
教，他們面對來自穆斯林的許多迫害。其他以印度教為主的區域，
則表現出毫無改變的意願，他們強烈排斥一切對文化與宗教而言是
外來影響的事物。然而我們發現，這一群小會眾對於尋求真理極為
真誠。請為他們代禱，求神敞開他們的心門接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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