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9

      真神的救贖計畫早已在舊約中啟示出來，在末後的日子，
神要先救贖外邦人，然後再引領猶太人進入救恩，根據聖經的

預言，神已在東方興起祂的教會（結四十三1~4;啟七2）。
.

      我們深信這預言已應驗在真教會。我們深知真教會的同靈
之中，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

多，卻都蒙主揀選（林前一26），並且要按著從主所領受得救

的真理，靠著聖靈的引導，負起更正萬國各教的大使命；這麼
重大的使命，誰能承擔呢？聖經告訴我們：「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 6 )，我們

既蒙主的託付，就要尊主為大，去完成這個大使命。
.

      真理就是神的道，能帶給人們活潑的生命，是引導人們通
往天國唯一的指引，得救的真理是神所賜的，我們得著聖靈的
啟發，就要發揚光大。
.

      為了負起萬國更正教的大使命，首先神學院要重視神學教
育，神學教育深度化在於真理的造就必須要具有深度與廣度，
如此培養出來優質的師資，才能造就出更多有屬靈素質的傳道
人，熟悉得救要道，堅守得救的真理，以負起更正各教的使命。
.

    同時我們也不容忽略神學教育的普及化，長老、執事、負
責人在真理上正確的認知，才能發揮各人的職責，這是提升信
徒靈命素質非常關鍵的一環。
.

      傳道者、長老、執事、負責人平時就要教導信徒重視家庭
祭壇的建立，天天讀經、禱告，以熟悉聖經內容；在教會除了

負起萬國更正教的使命 林永基

舉開各種聖經講習之外，也應定期舉辦聖經釋疑的聚會；以掃
除真理上的盲點，不但能明辨是非，同時也能把握得救真理的
要點。對於尚未有共識之道理，就應定期召開真理研究會，以
達到在真理上的共識，才能在真道上合而為一。
.

    當我們努力打好真理的基礎之後，我們就應本著基督的愛
與憐憫，主動參加各種的宗教研討會，廣結各教的人士，待時
機成熟，由我們主辦真理座談會，邀各教相關人士參加。早在
四十多年前，本會的前輩就曾有過這樣的努力，藉著真理的座
談，主動與各教派在真理上進行交流，把我們所領受的真理與
那些渴慕真理的人分享，真理的聖靈必引導那些人進入真理，
這樣就更有機會在真道上促進合一。
.

    在推展更正的工作當中，難免會遇到敵對真道者，主若願
意，必可化敵為友，如同保羅未信主前是極力迫害基督徒，但
是主仍憐憫他，以神的大能改變了罪魁保羅，使他臣服在主的
腳前，成為合主所用的人。
.

    因此聯總應主動成立更正各教的工作小組，協助各國總會
、聯絡處，積極作好更正各教的工作計畫，使各國能重視這項
重要聖工。
.

    聯總工作小組有計畫地協助各國教會，鞏固信徒真理的基
礎，有利於牧養與宣道，進而主動友善地接觸各教派，作真理
的交流；順勢而為，真理的聖靈必引導我們進入真理，有助於
提升整體教會真理的素養，使我們在真道上成為大丈夫，勇於
承擔「萬國更正教」的大使命。

※請為以下聯總各項差派聖工代禱 Please pray for IA work assignments as below:
聯總工作安排 IA Schedule

2/8-2/18
Korea
韓國

Evangelical Practical Seminar
宣道實務講習會

Lin Chang Wei
林章偉

2/25-3/14
Theological Seminar

神學研修會
HH Ko 
柯恆雄

2/20-3/5
Australia
澳洲

RETSN for Trainee Teachers/
Holy Communion/Pastoral

(Perth – Dianella & Cannington)
見習教員靈恩會/聖餐禮/巡牧

(伯斯–但尼拉&坎寧頓)

Elisha Shim
沈以利沙

2/7-3/10
New Zealand

紐西蘭
Short Term Residential

協助駐牧傳道
En Chao Yang

楊恩超

2/8-3/15
Canada
加拿大

TTP Course(Vancouver)
神學院課程(溫哥華)

FF Chong
張福華

2/8-3/11 Brazil
巴西

Pastoral Work
巡牧

GH Chou陳建宏
(2/19-3/11)/

Pablo Chou周穎緯

2/12-2/18
FOZ
福斯

Pastoral Work
巡牧

GH Chen/MT Kuo
陳建宏/郭明道

2/17-4/1
Dominican
多明尼加

USGA TS Internship Training
美總神學生實習訓練

Francisco Macias

2/18-2/21
UK
英國

National Adult Theological Training
(Sunderland)

成人神學訓練班(山打崙)

Enoch Hou 
侯弘哲

2/23-2/24
France
法國

Spiritual Convocation
靈恩會

Michael Chan
陳志榮

2/6-2/27 West Africa
西非

Pastoral Ministry/Training 
(Ghana, Liberia, Togo)

宣牧/訓練(迦納、賴比瑞亞、多哥)

Timothy Yeung/
Volunteer

楊志豪/義工

2/21-3/3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亞

Pastoral Work
巡牧

Johnny Liu
Silas Chan

廖觀煌/陳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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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為昇
      澳洲聯絡處目前有 5 間教會， 1 間祈禱所， 1 個聚會點，
以及負責斐濟開拓區之宣道事工。去年一整年除了例行的牧
養、宣道、訓練的工作以外，末職簡單以字母次序，介紹各
地教會、祈禱所與開拓區之概況。
    首先是阿德雷德祈禱所，於 2016 年  5  月獻堂後，開始積
極建立教會的事工，包括健全宗教教育、兒教組聖經營、靈
恩佈道會、福音茶會、各類的講習會，也定期至離阿德雷德
約5小時車程的Roxby Downs 照顧一戶從菲律賓移民來澳洲
的家庭。
    布里斯本教會所屬的黃金海岸聚會點，自2015年12月份
開始定期舉行安息日聚會迄今，已經有固定的慕道者參加聚
會。布里斯本教會也於2018年開始設立黃金海岸建堂基金，
期待不久的將來能有固定的聚會場所，使各項事工的開展更
臻完善。
    達爾文聚會點目前有10名信徒，因為過去有一戶信徒，

超過10年無償借用給教會使用的場所，從2018年起歸回屋主
使用，因此達爾文信徒輪流在信徒家聚會；達爾文工作小組
正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例如定期每兩週安息日差派工人面對
面的視訊聚會，與每周日定期的視訊宗教教育聚會，更希冀
未來能找尋合適固定的聚會點，使神的福音廣傳出去。

    約近20年前，斐濟開拓區受東宣的委託，澳聯成立了斐
濟宣道小組，負責斐濟的牧養與宣道工作。感謝主，在神大
能的帶領之下，斐濟的牧養工作已邁入第19個年頭，從最初
只有一戶從台灣移民到斐濟的陳弟兄家，之後有當地居民經
慕道查考真理後信主，還有  9   年前由福清的幾位弟兄開始在
斐濟   Navua  經營砂石開採事業與磚場迄今，以及陸陸續續從
中國移民斐濟的信徒。目前信徒約有35位，固定慕道者約有
7位，共有5個小區聚會點。感謝主，這些同靈也將兒女遷移
過來就學，因此未來宗教教育也是重點工作之一。
    墨爾本教會近年來的佈道工作進展頗多，也有不少從外
地移居到墨爾本定居的同靈，因此 2012年獻堂的Croydon教
會已漸趨飽和，因此職務會正積極在北墨爾本找尋另一個聚
會點，相信不久的將來，因著聖靈的動工，能在墨爾本地區
再分設另一個福音據點。
    伯斯現有兩間教會，分別是Dianella教會與Cannington
教會。Dianella 雖然人數較少，但教會卻積極展開訓練的工
作，特別是宣道工作的訓練。而Cannington教會已於2017年
獻堂，感謝主，日前在會堂正後方，教會也增購了一間三房
的單位房，解決原宗教教育場所不足的問題。目前也有不少
穩定的慕道者，其中有幾位是非亞裔的慕道者也定期地參加
聚會，願主繼續帶領。

澳洲聖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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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下旬沙巴聖工簡報
「歲首至年終，有主的同工」
2018下半年，沙總在主耶穌的帶領下，順利完成所託。一路經歷
神豐富的恩典和奇妙的帶領，以日記行筆，向諸位彙報。
.

2018年沙巴教會教勢
教會與祈禱所數110處、信徒人數17,735位、長老數10位、傳道數
26位、退休傳道3位、執事數153位、宣牧助理4位，神學生4位。
.

東半球青年聯誼會
籌備已久的東半球青年聯誼會於5月26 -29日在亞庇教會舉開。主
題為「興起發光！」。出席人數有157位；除沙巴州的青年外，尚
有來自西馬、新加坡、 臺灣、 印尼、澳洲、英國以及加拿大的青
年參與。課程與講員分別是：興起發光 (梁利慕伊勒傳道)、 踏入
會堂的紅地毯( 洪多馬傳道)、 真耶穌教會青年在傳承聖工上所面
對的挑戰 (潘以賽亞執事)。其中有35名青年參加會後五日之訪問
與觀光行程。
.

全州傳道娘進修會
 12月 9 日於擔波羅利教會舉開傳道娘進修會，由臺總之趙宏仁傳
道擔任主講。趙傳道用心備課，細心分糧，其傳道娘相伴，行動
勝於言論，讓與會者獲益良多，願主記念傳道的辛勞。
.

全州聖職會
11月18-19日，聖職會於沙總舉開，有143位聖職同工出席。會議
結束後，緊接著進行聖工研討會，主題為「恢復起初的愛心」；
同工彼此討論、交流，並交換牧會的心得。
.

學生短期神學訓練班
11月26日至12月16日分別於亞庇教會(第二、三學年)、兵南邦教
會 (第一學年)、根地咬教會附屬之訓練中心（內陸區第一、第二

棉蘭老島 (Mindanao Island)，是菲律賓的第二大島，因豐富的天
然資源與肥沃的土地，被譽為菲律賓人的應許美地，但是政經治
安長期不穩定，導致60%的居民活在貧窮水平以下。在這美麗的
土地上，不時發生綁票案件，或政府軍與叛軍之間的零星戰爭。
但神特別眷愛棉蘭老島的居民；1983年一位五旬節教派的牧師到
巴科洛德島 ( Bacolod ) 的滿西林甘慕道歸真，隨後將天國的福音
帶回棉蘭老島的巴卡典( Pagadian )；至今棉蘭老島上已成立了8 
間教會，另有祈禱所 6 間，聚會所 9 間， 3 位傳道，2 位神學生，
成為本會在菲律賓聖工最興旺的區域。
.

卡咖艷祈禱所的聖工狀況 (Cagayan De Oro)
2010年，來自伊美黛祈禱所 (Imelda, ZamboangaSibugay) 的林
珍妮姊妹嫁到棉蘭老島北部的卡咖艷市(Cagayan De Oro)。由於
當地並沒有真教會，於是林珍妮和表妹美拉妮 (Malanie Padilla).

堅持每安息日2人聚集家中聚會。2014年以西結傳道遠道北上追
蹤關懷，之後，楊撒該傳道與其他同工也前往協助牧養。
.

第一波聖靈的工作
2016年，林珍妮姊妹的父親翟彌 (JaimePasadOmpia)罹患莫名. . . .

的頭痛，當地醫師診斷為一般的高血壓，但他病情卻逐漸惡化，
經常嘔吐，甚至無法正常作息而躺臥床上。林珍妮姊妹因關心父
親而自薦把父親帶到卡咖艷家中親自照顧。經卡咖艷的專科醫師
以核磁共振與斷層掃描，證實為腦瘤，遂住院接受醫療，且醫生
說需要接受高風險的腦部手術。林珍妮和家人聞此噩耗皆憂心忡
忡，想到父親一生勞碌清苦，從未有機會享受輕鬆舒適的生活，
便禱告求神延長父親的壽命。於是全家人同心依靠神，並要求各
地教會合意迫切代禱，求神堅固信心。禱告一個月後，她父親明
顯病情好轉了，於是再度安排掃描，醫生證實之前的腦瘤竟奇妙
的完全消失！她父親因而平安無事的出院。如此活生生的神蹟，
為卡咖艷市信徒的信心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2016年，林珍妮的住宅已不敷使用，在附近空地上蓋一間簡陋亭
子，三面圍上白布，在此地崇拜聚會達一年之久。2017年信徒人

學年)同步舉開。學員人數達513位，大多數學員都有聖靈；新受
聖靈者有57位。感謝榮耀歸主聖名，在耶穌基督親自帶領下順利
完成！
.

第44次沙巴教會代表大會
年度代表大會在主的帶領下，於12月22-23日順利召開。與會的  

代表、觀察員以及總會理事共計137位。除共商神家大事之餘，  

也檢討整年的事工得失，並討論五個重要提案。席間，大家對神
學院擬填補懂中英文傳道人之空缺，共商良策，說明主的莊稼多
、工人少，神國大事人人有責。
.

沙巴總會神學院第九屆結業禮
12月23日當晚於亞庇教會舉行神學院第九屆結業禮。梁利慕伊勒
傳道代表總負責致詞勉勵，提醒神學生：「神的僕人，理應擁有
像四活物的特徵；如獅子追求屬靈的權柄；如牛學習獻上自己；
如人一樣有為父的心、關愛信徒；如空中的老鷹有敏銳的視覺，
學習以屬靈的眼光及判斷力。」院長洪多馬傳道祝賀神學生Aidey
Resin弟兄和Simzin Simun弟兄，蒙神保守及用功努力，完成了    

三年制的神學課程，準備受差派為實習傳道。院長語重心長的叮
嚀神學生：「即使已畢業，仍要虛心地學習，不斷提昇屬靈的智
慧、靈力與靈德；對人的要求不能馬虎，以愛心為牧養的精神，
憑愛心說誠實的話，堅守真理並勇敢指證錯誤，絕不討好人。」
葉傳道也提及：「僕人若謙卑順服，必看見神的恩典；凡事靠主
適應並渡過，時刻警醒並反省，存心誠實敬畏主，肯定能完成所
託。」隨後，神學生獻上詩，接受眾長執傳道為他們按手禱告、
祝福，正式接受差派。
.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父神！阿門！

東半球
青年聯誼會

訪問團於碼頭合照 兩名結業的神學生及家人

第44次沙巴教會代表大會全州聖職會

★★★★★★★★★★★★★★★★★★★★★★★★★★★★★★★★★★★★★★★★★★★★★★★★★★★★★★★★★★★★★★★★★★★★★★★★★★★★菲律賓聖工簡報

數增加到15位，便合力買了一塊地，建立了一間 12x16 尺的小會. .

堂，掛上真耶穌教會的會名，高舉主的聖名。
.

第二波聖靈的工作
2018 年靈風再起，10月25日菲律賓宣道小組收到了聯總同工的來
函，通知卡咖艷市一位牧師  Rebecco Regino，自收到本會的嗎哪
季刊後，認真查考本會的教義真理；崇拜聚會時，使用嗎哪的資
料教導會眾。這位牧師在 10 月3日致函聯總辦事處與本會取得聯. .

繫。11月20-21日，菲律賓宣道小組差派以西結傳道、約翰傳道. . .

與約瑟執事 3 位工人，到卡咖艷市與 Rebecco Regino 並其餘的 6 
位牧師會面，舉辦兩天的教義講習會，與會者皆投入認真的態度
學習，尤其以 Rebecco Regino 牧師最為積極，全程無激烈的辯
論。他們針對本會的神觀提出問題討論，並願意謙卑跪下禱告祈
求聖靈，會後雙方也約定每月固定舉辦教義講習會。隔日，另一
位牧師聞訊前來，詢問有關安息日與嬰孩洗禮的教義問題。數日
後，Rebecco Regino牧師傳來簡訊，表示願意全家受洗歸入真. .

耶穌教會。
.

棉蘭老島的居民長期處於物資匱乏，心靈卻特別渴慕信仰的追求
與屬天的盼望。跟大部分菲律賓人一樣，他們喜愛唱詩歌，在平
日所吟唱的聖詩當中，大部分的歌詞皆含有天國的信息，由此可
見，他們內心所渴望追求的，正是天國的應許美地。讓我們舉起
禱告的手，時刻托住菲律賓教會的同靈，讓主耶穌的名在菲國得
著更大的榮耀。

教義講習會 兩位牧師與本會同工合影教義講習會 兩位牧師與本會同工合影

東半球
青年聯誼會

訪問團於碼頭合照 兩名結業的神學生及家人

第44次沙巴教會代表大會全州聖職會

沙巴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