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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5 Taiwan GA
台灣總會

Preachers' seminar
傳道者梯次進修會

HH Ko
柯恆雄

6/29-7/27
India CB 

印度聯絡處

Residential Pastoral /Pioneering work in
North East India 巡牧/印度東北部開拓

Joshua Phoong

馮約書亞
Caleb Chang

5/28-6/29

West
Malaysia

西馬

Pastoral work / Tamil speaking
Spiritual Meeting/Regional Malay speaking

Spiritual Meeting
傳道巡牧/淡米爾語靈恩會/區會馬來語靈恩會

Sabah Preacher
沙巴傳道

6/2-6/29
Regional Malay speaking Spiritual Meetings

區會馬來語靈恩會
Indonesia Preacher

印尼傳道

6/3-6/29
Regional Pastoral by IA sent minister

(Central Region)聯總差派之區會巡牧(中區) YZ Wang
王耀真

6/4-6/12
International Youth Fellowship

國際青年聯誼會

6/5-6/21
New Zealand 

紐西蘭
Volunteering work( Christ church)

志工協助(基督城)
JG Tsai
蔡真光

6/27-7/10
Sabah 
沙巴

Preachers' Spiritual Nurture (conduct with
West Malaysia/ Singapore)

傳道者靈修會(沙巴/馬來西亞/新加坡合辦)

HH Ko
柯恆雄

6/8-6/15 FOZ
福斯

Pastoral Work/Training

巡牧/訓練

Enoch Hou
M. Kuo

侯弘哲/郭明道

6/21-6/23
UK
英國

Evangelical Spiritual Convocation

(Gifford Park)靈恩佈道會(迦福園) MY Chao
趙明洋

6/28-7/1
Evangelical Spiritual Convocation(Elgin)

靈恩佈道會(澳魯景)

4/9-6/7
South Africa

南非

Pastoral ministry/Training
宣牧訓練

Luke Chan
陳路加

6/23-9/1

Pastoral ministry/Lesotho Outreach/
Johannesburg Spiritual Convocation
宣牧/賴索托開拓/約堡靈恩會

MH Chang
張敏雄

6/1-6/30
East Africa

東非

Student Convocation (Tanzania)

學生靈恩會(坦桑尼亞)

Volunteer
Kenya Workers
義工/肯亞工人

王明昌立穩根基，發展教會 
    主耶穌升天前交託門徒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
音給萬民聽。」（可十六15）保羅也說：「我們都欠外邦人
的債，若傳就有賞賜，不傳就有災禍。」（林前九16）因此
廣傳福音，發展教會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事。
.

    雖然現在這世界變化迅速，時常有趕不上之憾，但身為
屬靈百姓的我們，應以不變應萬變，就如先知以賽亞的勸告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
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試以分享幾點，作為彼此互
勉：.

一、 發揚教會宗旨與精神
        本會是於一九一七年在中國的北平創設，迄今已有
    九十八年。起初的名稱為「萬國更正教真耶穌教會」，
    後來才簡稱為「真耶穌教會」。顧名思義，其所標榜的
    是要更正萬國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切宗教，又是復興使
    徒教會唯一得救的真教會，這是本會創設的宗旨和使命
    。傳教的方式，不依賴外國人或外教派，完全依賴真神
    ，以自立、自養、自傳之精神傳道迄今。如保羅所說：
    「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
    福音。」（羅十五18、19）這種依賴真神的獨立傳道精
    神，應發揚光大。。
二、 注重追求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對信徒與教會的重要性，是不容
    否認的。過去各教派，多數對聖靈不感興趣，將祂視為
    神位格中的第三位。他們對於使徒行傳所記載「聖靈的
    洗」，亦視為歷史的陳蹟，不需要去追求。甚至對靈洗
    現象，也不分青紅皂白的一概指為邪靈。這種盲目的武
    斷，不但牴觸聖經的權威，而且褻慢聖靈的尊嚴（太十
    二31、32）。
        聖靈的能力，除了是每個信徒得救、得勝、得贖、
    得福不可少的因素之外，與教會傳福音之工作，亦關係
    至鉅。原始教會所表現，傳道的能力，品德的聖化，神
    蹟的轟動，恩賜的磅 ，事主的忠烈，教會的團結，皆
    由聖靈所賜的能力而來。因此，該注重追求聖靈的能力
    ，謙卑地祈求聖靈不斷充滿，從新得力，同赴聖工。切
    勿以往事自滿，以現狀自足也。
三、 重新確認聖經的權威
        興旺福音發展教會，乃是基督徒所負的使命，更是
    一個傳道人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先決問題，必須重新確
    認聖經的權威，福音方能傳得正確而全備，與使徒所傳
    的相同。但各教派分類繁多，所傳道理各不相同，或以
    遺傳取代誡命(太十五6)，或用人意更改福音(加一7)，
    或隨風俗廢棄聖訓（王下十八33、34）。皆因不尊重聖

    經的權威，以人意為中心，不以神的訓誨和法度為標準
   （賽八20），以致在信仰及行道上陷於錯誤的地步。
        聖經上指出：「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四十8）；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約十35）；「不可加添，也
    不可刪減」(申四2）。可知神早已建立了聖經的權威，
    我們今日只有加強確認，忠實服從。不應該提出無理的
    藉口和強辯，來逃避服從聖經的責任。在此末世，邪說
    風行，異端竄起，我們必須以聖經為信仰與行道的圭臬
    。在傳福音及為真道爭辯的工作上，都要本著聖經作為
    戰勝的利器（徒十七2、3）。並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以追求作個蒙神喜悅的無愧工人。
四、 宏揚前輩同工的美德
        前輩工人，憑什麼傳揚福音，闡明真道？何以能苦
    口婆心，講解救恩？何以能使人信服，卑恭屈節，勞而
    無怨，茹苦如貽？上事父母，只有菽水以承歡！下養妻
    兒，唯藜羹以充腹！傳道之苦，非身經披荊斬棘之勞苦
    ，不能與語心酸苦澀之實情；任憑我們今日加深想像，
    亦無法窺知其萬一，淌下同情淚水！
        在此我們要對前輩工人，已故的，健在的，在奮鬥
    中的，追隨步伍的，致崇高敬意！願主恩永偕！爾出爾
    入，神必展開翅膀覆庇爾。
        故此呼籲，願弘揚前輩同工的美德，為修身養性之
    助；保守真教會在真理與福音工作上，樹立宏規，光耀
    四海；迎接新耶路撒冷的降臨，符合末世預言（啟二十
    一2、9、10）。
五、 結語
        感謝主揀選我們參與祂的聖工，這實在是主極大的
    恩典。我們一定要珍惜祂對我們的恩待，滿心感謝，好
    好學習，認真工作。先做好基本工作，就是主交代門徒
    的兩大使命：傳福音、牧養主羊（太二十八19、20）。
    把主的救恩從台灣這個小島，傳揚出去，傳遍天下（徒
    一8）。然後迎接主的再來。

國際青年事奉網站
一、 國際青年事奉委員會已設立一個網站，以簡要快捷的平台，提
    供本會青年分享國際青年重要的青年團契/訓練活動消息並事
    奉資訊/資源。此網站連結為iym.tjc.org，其主要內容如下：
    (1)國 際青年事奉委員會簡介
    (2)國 際青年聯誼與各地聯誼資訊
    (3)各 總會青年神學訓練班年度各項資訊
    (4)開 拓宣道事奉工作資訊
    (5)青 年事奉課程教材
二、 請各總會、聯絡處及聯總直屬教區將此網站提供給各地教會18 

歲至40歲之青年。若對此網站有任何疑問，或對國際青年事奉
委員會有任何的建議，請寄電子郵件給國際青年事奉委員會，
                iymc@tjc.org。



歐陸開拓區發展現況

    紐西蘭的教會受東宣部委託執行東加、薩摩亞的巡牧工
作，目前奧克蘭教會擔任 2014-2015 年度兩地聖工的聯絡員
工作，負責聯絡紐西蘭三間教會巡牧兩地的工作，2015年東
加6個梯次(每兩個月)巡牧、薩摩亞4個梯次(每三個月)巡牧
，巡牧工作以牧養信徒為主。

    東加約有12位信徒及 3 位慕道朋友來自中國福清，絕大
部分人開雜貨店，每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到
很晚甚至到半夜；星期六中午，較近的關店一小時讀經聚會
一次，星期日上午一次聚會，以讀經或聽錄音為主。建議他
們先以讀經聚會為努力方向，輪流主領，提前預習所讀的經
節，才可以雙向溝通討論分享，即可提高讀經的興趣，又可
增 讀經聚會的效果，逐步可以達到自己帶領讀經聚會。

    薩摩亞約有11位信徒及 1 位慕道朋友來自中國福清，主
要開百貨店和小超市，百貨店星期日開店，超市每周七天均
開店；在沒有巡牧人員時，沒有正常的聚會。建議在可以組
織起來的時機，可先做不定期的聚會，希望可進一步推動每
星期有1次正常的聚會，若能在星期五晚上 (安息日) 更好，
若因星期五忙，星期日晚上也可(因星期日除超市外休息)。
正常的聚會可以培養聚會和拜神的習慣，並可以逐漸增強信
心。

1.西班牙牧區
  西班牙各地所有能聯繫上的信徒人數有90名，現有三個聚會
  點：馬德里、巴塞隆納與阿爾巴賽特。
.

  馬德里(Madrid)：人數最多的一個聚會點，但只有約30位信
  徒能來聚會，而且因為工作休息時間不固定，所以無法大家
  都同一天參加聚會。這幾年安息日聚會地點都不固定，目前
  安息日聚會暫時於信徒家聚會，時間為每個星期六下午三點
  至四點半。
.

  每個星期六都有聚會和宗教教育，目前參加安息日聚會之平
  均人數為10-15位，參加宗教教育課程的學生有5位，當傳道
  人員來訪時聚會人數大約為20多位。
.

  感謝主，西班牙申請教會已於2014年 1 月得到政府批准，現
  在正準備購買會堂，敬請大家為此事禱告，求神賜予祂兒女
  們能安定、安心敬拜祂的場所。
.

  阿爾巴賽特(Albacete)：有12位信徒，都是來自一個家族的
  人，於信徒家裡聚會。每個星期五晚上有固定聚會，每兩個
  星期六大家聚集一起聽網路講道聚會，聚會人數約８位，慕
  道者1位，宗教教育學生3位。

  巴塞隆納 (Barcelona)：有10位信徒，安息日大部分都有聚
  會(唱詩和禱告)，於一位弟兄開的餐館內聚會。因為信徒工
  作地方不固定，因此現在只有兩家庭一起聚會，求神保守帶
  領。

2.義大利教會近況
  義大利信徒人數約 111 位，慕道者約有34位，信徒大部分居
  住於Prato, Napoli與Empoli，少數居住在Milan, Sicily,
  Alghero, Padovo與Venenzia。
  主要聚會方式為電話聚會，共57位信徒與12位慕道友參與。
  一年舉辦兩次靈恩佈道會，平時由當地王寶欽執事與關懷小
  組義工定期探訪信徒。

薩摩亞與東加聖工近況報導(2015年)

未來的教會發展目標:
  1.在Prato成立聚會點。
  2.實行義大利探訪月，由執事帶領同工同行，探訪分散於義
    大利各地信徒。
  3.培訓講道人員，加強講道素質與聖經知識。
  4.聚會點盡早購買會堂，讓信徒更有凝聚力，也更有利於傳
    福音的工作。
 
恩波利聚會點近況(Empoli)
    感謝神, 恩波利聚會點較前幾年已有明顯的進步，組織健
全，租固定會堂並獨立聚會。
    信徒人數約有33位，約 15-22 位參與安息日聚會，聚會時
間為下午兩點到四點，附近信徒都前往恩波利參加現場聚會。
有 5 位宗教教育學員，除了當地宗教教育課程以外，關懷小組
教員每兩個月前往恩波利探訪。
    恩波利聚會點一年舉辦一次靈恩會，平時不定期組織探訪
小組探訪久未參加聚會的信徒，靈恩會或特別聚會時由王執事
帶領同工探訪信徒。
    請為義大利信徒們的工作，生活與信仰代禱，求神保守看
顧並帶領教會的發展。

3.希臘聚會點近況
    隨著希臘經濟日漸衰退，歐元貶值，信徒的信心受到很大
  考驗。大部分信徒都是靠夏天工作賺錢，冬天基本上都沒工
  作，原因之一是因為雅典星期六上班，若是上班就無法守安
  息日，因此大部分信徒為了守安息日而放棄工作，也因此經
  濟情況受到影響。
  
    希臘共有23位信徒， 8 位慕道者，約有8-15位信徒參加安
息日聚會，聚會時間為11:00-12:00與14:30-15:30，偶爾聚會
結束後有詩歌教唱。每年由義大利王寶欽執事與聯總差派工人
定期探訪信徒。
    目前還沒有辦法註冊教會，求主繼續帶領並保守信徒們的
信仰與生活。

 

馬德里, 2014年10月27日 阿爾巴賽特, 2015年1月11日 2014年12月21-26日, 於拿坡里舉辦靈恩會 2014年10月23-27日, 於雅典舉辦靈恩會.

**************************************************************

    因上述兩地的信徒均來自於中國的福清地區，若有福清

地區工人參與巡牧工作，會更了解他們的情况，按時分糧，

牧養會更有效，且可以一次巡牧斐濟、東加和薩摩亞。兩地
的牧養應以逐漸培養他們自立為目標，每次的巡牧工作應以
培養、訓練和提高對道理的認識為主。

東加信徒和慕道朋友合影
前排（從左到右）：詹雪娟姊妹、郭碧霞姊妹、李雲玲姊妹、陳麗麗小姐、陳雨欣小姐、張麗娟姊妹。
後排（從左到右）：林永堯弟兄、郭進其先生、吳春和弟兄、黃季茂弟兄、吳文峰弟兄、吳文光先生、劉文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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