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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在開頭說：神的僕人摩西死了，神曉諭摩西的幫手，
嫩的兒子約書亞 (書 )。在約書亞記結尾說：這些事以後， 1:1  

神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正一百一十歲就死了(書 )。24:29
.

約書亞記訴說的，不只是神軍隊的元帥如何的帶領以色列民征
戰、佔領迦南，也陳述著一位神所揀選的工人怎樣從摩西的幫
手約書亞，成長為神的僕人約書亞。作為人的幫手，是跟著一
個看得見的人；作神的僕人，是服事看不見的神，以心靈聽從
吩咐、順從引導、跟著。 
.

神僕人摩西的死是一件大事。他是非常偉大的領導人，他的偉
大不是因他對工作有遠見、有不平凡的抱負、或堅忍達成自己
所訂的目標，而是因他努力隨著雲彩的行止拔營、起行，且準
確傳達神的話語、依神的指示行事，作忠心的僕人。
.

約三十九年前，十二個探子在迦南地看到的居民非常強壯，城
邑也堅固寬大（民 )；那是吞吃人之地，那裡的人身量高13:28
大，反觀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民 ）。如今，他們再13:32-33
一次來到那地之前，當地的頑強不見得有什麼改變，改變的，
是以色列中沒有了摩西。而他們已到了必須渡約旦河的時候。
擺在前頭的，還是許多的城邑，和無數的戰役。
.

在四節經文中，神三次告訴約書亞：「你當剛強壯膽！」（書
1:6-9）因為祂承諾了四個應許：
  凡你們腳掌所（將）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 ●

    (已經)賜給你們了。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

你當剛強壯膽！ 蔡恆忠

神向約書亞承諾，在他後半生征戰迦南的日子中，祂將與他同
在，必不致半途離去；他們一切的仇敵，必沒有一人在他們面
前站立得住。在約書亞的晚年，他們發現神的話一句也沒有落
空，都應驗了（書 ）。21:43-45
.

今天，我們的信仰人生同樣免不了困難和挑戰，就如迦南地無
數的城邑和戰役，但知道主必與我們同在，我們若願意以祂作
元帥，跟著祂，必能一一得勝。
.

摩西先前曾說：「你今日當知道，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如同
烈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這樣，你就要照祂
所說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亡」（申 ）。9:3
.

一把烈火掃過之後，後頭的以色列軍隊還有什麼能做的？不是
嗎？一切都燒盡了，還要做什麼？信仰最原始的要求，本就是
「跟」！一個願意接受主帥領的人，必學習讓衪走前面。我們
真正能做的，只是跟過去：走衪走過的路，學著衪說，跟著衪
做，得衪所給。
.

未來，是一條沒有走過的路，也是人憂慮不安的對象。焦慮，
往往來自對未來的無知、和無法掌握：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將
會遭遇什麼、或該怎麼走。其實，神要我們做的，只是「跟過
去」；衪已走在前頭，以衪的話語，作我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
光，為我們披荊斬蕀，在約旦河中闢出一條斷絕水流的乾路。

主說：來「跟從」我。有這一位元帥在前頭，我們大可剛強壯
瞻，跟著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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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人信徒約 位、當地信徒 多位；聯總每多明尼加祈禱所 80 20
年差派六個梯次前往巡牧，平常由美國總會積極關懷。現有兩
間會堂，一間在聖彼得市，由早期的木造房拆掉重建，於2016
年 月 日完成獻堂。 年 月在首都聖多明哥市又買下一橦7 7 2019 5
三層樓的房子，現正積極籌備整修改建，以符合會堂用途。
.

除了硬體設施的籌建之外，聖工小組也積極規劃舉辦各項講習
會和靈修會，培養各種聖工人員及提昇信徒的靈性。今年六月
舉辦了一系列培訓課程，包含華人訪問團隊培訓、華人青年靈
修研討會、華人講道培訓和多明尼加學生靈恩會。在與青少年
的互動中，發現他們對聖經知識瞭解有限，希望未來能持續舉
辦青少年 兒童培訓研討會，提升青少年的聖經知識及對神的認/
識。而這些計劃，也亟需仰賴具有語言能力和有宗教教育背景
的志工參與。
.

現有 位信徒。十多年來因無專職工人駐牧，致使智利祈禱所 42
祈禱所無法成長茁壯，新受洗的同靈流動率大。 年 月開2013  5 

始安排專職傳道駐牧，職務會積極牧養，除每週五晚上及週六

中南美洲聖工近況 中南美洲聯絡中心

固定於會堂聚會外，週間也輪流安排了家庭訪問及查經聚會，
並全面推行每日讀經禱告運動，期盼信徒能養成每日靈修的習
慣。另為了提升聚會的果效，每週五晚上改為系統性的查經聚
會，循序漸進，逐步奠定道理根基。每安息日第一節聚會安排
啟示錄的查經講道，讓信徒對真教會有更清楚的認識；第二節
安排專題講道，力求按時分糧，滿足信徒實際的需要，將信仰
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靠著聖靈的親自帶領，實施六年多來，
信徒們在信仰上穩定成長，獲益良多！
.

信徒數 位，遍布全國。除了 和厄瓜多聚會點 43          
兩個城市的信徒較多，其餘少數在V
等市。現由中南美洲聯絡中心安排聖工，每年差派五梯次的聖
工人員前往巡牧。
.

的信徒數分別為巴西福斯、墨西哥聚會點與巴西聖保羅祈禱所
19 20 40位、 多位(多居住在墨西哥市)與 多位。聯總每年安排四
至五個梯次前往巡牧。此外，墨西哥安排一組聖職人員在每週
日晚上透過 視訊與信徒一同查經聚會。Skype

QUITO GUAYAQUIL
VENTANA TURCAN SAMORA、 、

多明尼加祈禱所 - 華人青年靈修會

聖多明哥市新會堂
聖彼得市教會安息日聚會

2017年聯總工人巡牧巴西福斯

2019-3-8 墨西哥聚會點

2018-5 訪問巴西聖保羅同靈

2019-2-24 巴西聖保羅
Alison父女洗禮&洗腳禮

厄瓜多爾信徒

聖多明哥市新會堂
聖彼得市教會安息日聚會

2018-5 訪問巴西聖保羅同靈



2017- 成立 Nadi 祈禱所
.

       Rachel 姐妹和慕道朋友高先生領受了聖靈。

      真耶穌教會 (斐濟) 於2018年8月在Navua舉行了第一屆

      的信徒大會。斐濟聖工小組也積極找尋可做為正式聚會
      的場所，好讓福音的真光可以照亮更多人。
.

      2018年9月，東宣部聖職人員巡牧期間舉辦了為期兩天

      的靈恩會。
.

      澳洲聯絡處資助 2 名斐濟青年弟兄參加澳洲所舉辦的短

      期神學訓練班。
2019 澳洲聯絡處批准 6 位新志工加入志工團隊，對人力資源

      是一大助力。
.

      2019年5月26日在馮長老的巡牧期間，為高先生舉行洗

      禮、洗腳禮和聖餐禮，同期在不同的地區為當地的信徒
      舉辦聖餐禮。
.

      澳洲聯絡處資助  1 名斐濟青年弟兄參加在澳洲短期神學

      訓練班。
.

      目前斐濟共有35位已受洗的大人和小孩，分布於Suva、

      Navua、Lami、Nadi及Lautoka的2個地點。有幾位信徒

      的信仰有了明顯的進步， 也主動堅守安息聖日的祟拜聚
      會，並願意參與慕道朋友的跟進工作。

在斐濟尋找合適的物業以作為教會使用
2018年8月，發現了位於Lami鎮主要道路皇后大道的物業，占

2地面積1141m ，正面寬24.5m。原址有一棟小房，占地面積很

小。賣方願以斐濟幣86萬的價格出售整塊土地，但當時我們未

繼續洽談。
.

2019年3月20日，賣方詢問我們是否仍對該物業感興趣，並告

知我們願意以斐濟幣60萬出售整筆土地。斐濟宣道小組列出了

一調查清單，是我們盡職調查的一部分，必須全數調查完畢後
才能進行下一步。同年 5 月於全國教會之會議上表決通過向澳

洲聯絡處之各地方教會及祈禱所發出公文，為斐濟建堂基金進
行募集資金。在6月4日，賣方同意將價格降至斐濟幣50萬。

 7 月12日與賣方進一步協談，我們出價40萬，賣方表示願意折

衷以45萬出售。賣方也補充說明其強烈降價的意願，使我們有

一個可以崇拜聚會的地方。到 7  月24日，賣方同意降至40萬出

售 (約澳幣$266,450)。斐濟宣道小組決定於 8 月17日召斐濟信

徒大會，針對是否購買該物業進行表決。
.

斐濟宣道小組目前正積極籌集資金以購買該物業。主若願意，
我們將在2020年初完成這項購置。如同靈受聖靈感動，願為建

築基金的奉獻做出貢獻，可匯款至以下帳戶，願神紀念您們的
愛心，也願一切榮耀歸於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阿們！

獲准正式登記為宗教組織 Suva慕道者 - Samuel弟兄之鄰居
Joshua Isaac先生與妻子Esther和孩子Daniel

Navua慕道者
右邊身著藍衣之Jean女士與其兒子Graham

Lautoka工廠慕道者 – 站於賴姐妹後方
為Jack弟兄工作的斐濟人

斐濟真耶穌教會之歷史簡介

感謝神的恩典使我們有機會參與斐濟的開拓工作。下列簡短分
享從 1994 年至今的聖工概況。
.

真耶穌教會（斐濟）歷史簡介
.

年    記事
1994  福音種子撒在斐濟

1995  成立 Lautoka 祈禱所

1999  澳洲聯絡處承接了斐濟的開拓工作，並成立了斐濟宣道

      小組，致力安排及協調志工前往斐濟進行牧養、訓練及
      宣道工作。
2000  經由逐家佈道的工作成立 Suva 祈禱所。

2000- 開始了每兩個月一梯次的志工巡牧。每梯次為10天(含

2010  兩個安息日)；東宣工人差排則為期 3 - 4 週。聚會地點

      均在信徒住處。
2002  澳洲聯絡處通過並制定了「志工行為準則」，「志工遴

      選條件」及「志工規章細則」。
2011  從中國福清移民至斐濟做生意的信徒日漸增加。

2011- 增加志工巡牧次數，包括東宣工人增加至一年2次巡牧，

2017  重點強化佈道工作
.

      成立 Navua 祈禱所
.

      每梯次差派新舊志工 2 人一組，讓新進志工學習傳承與

      接受指導，確保延續正確的服事精神與態度。
.

      向斐濟政府申請登記，將真耶穌教會正式列為宗教組織。

2017-  兩年後，真耶穌教會獲得斐濟政府批准，於2017年8月

2018  15日正式登記為宗教組織 (圖1)。目前斐濟宣道小組期

       望能以真耶穌教會（斐濟）的名義購買會堂以便於崇拜
       聚會與佈道。東宣同意待時機成熟即協助購買會堂事宜
     （如管理會堂人員、領會人員等）。
.

      澳洲聯絡處首度資助 1  名斐濟青年弟兄參加在澳洲舉辦

      的短期神學訓練班，斐濟宣道小組也持續培訓該斐濟青
      年。並積極強化斐濟年輕信徒的宗教教育與輔導。
.

      持續差派了志工前往斐濟，牧養各年齡層信徒的宗教教
      育。斐濟信徒在信仰上有顯著的成長，每逢志工不在斐
      濟的期間，他們主動協助斐濟宣道小組進行牧養與宣道
      的跟進工作；在志工巡牧期間，樂於支援志工的交通與
      住宿。這一路走來也少不了許多牧養上的挑戰（如：信
      徒的壞習慣造成傳福音給慕道者的絆腳石、操守問題、
      背道、及信仰呈停滯狀態）。
.

      不斷更新聯系的名單，為要把真福音傳給更多的人。在
      Lami、Suva、Lautoka 和Navua都有一些已對話很久的

      慕道朋友，但因缺乏工人，無法保持有效的跟進，致使
      實際進展不佳；另外，沒有正式的聚會場所也是阻礙聖
      工發展的另一項因素。

2018

東宣部

斐濟教會建築基⾦奉獻
銀⾏⼾名：True�Jesus�Church
銀⾏�-�國家�-�分⾏號碼：119010
快捷的代碼：BREDFJFJ
分店名稱：001
⼾⼝帳號：00197495018

計畫購買之建堂基地

Navua - 2018年靈恩會 Suva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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