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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7
Malaysia
馬來西亞

Pastoral of Churches(Central)
駐牧(中區)

Ying Chu Lee 
李盈朱

5/31-6/2
Pastoral of Indian speaking members

牧養印度語信徒
Philip Joseph

5/3-5/19

Australia
澳洲

Pastoral visit/National Church
Conference/ACB Council Meeting

(Brisbane/Sydney/Melbourne)
巡牧/全國教會會議/澳聯負責人會

(布里斯本/雪梨/墨爾本)

Joshua Phoong

馮約書亞

5/30-6/12

Spiritual Convocation/Evangelical
Service/Pastoral(Perth–Dianella &

Cannington)
靈恩會/佈道會/巡牧

(伯斯-但尼拉&坎寧敦)

Thomas Kam

甘多馬

5/31-6/23 New Zealand
紐西蘭

Pastoral
巡牧

Zephaniah Li
黎為昇

5/13-6/2 Fiji
斐濟

Pastoral & Evangelistic
巡牧&宣道

Joshua Phoong
馮約書亞

4/30-5/6
India
印度

National Youth Training/Short-Term
Theological Course 

全國青年訓練/短期神訓班

Isaiah Phan
潘以賽亞

5/3-5/18
Philippines

菲律賓

Pastoral & Evangelical/RE Teachers
Refresher course(Manila)

宣道與巡牧/宗教教育教員進修會(馬尼拉)

Caleb Chen
陳迦勒

5/7-5/24
Thailand
泰國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

宣道&巡牧

Ming Te Cheng

簡明德

5/1-5/27
Cambodia
柬埔寨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Theological Seminary

宣道&巡牧/神學院

Jia Ming Huang
黃嘉明

5/17-5/19
US
美國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Seattle)

靈恩佈道會(西雅圖)

Timothy Yeung
楊志豪

5/1-5/5
Canada
加拿大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Toronto/Vancouver)
靈恩佈道會(多倫多/溫哥華/)

Chun Hung Chou
Enoch Hou

周俊宏/侯弘哲

5/7-5/29
Brazil
巴西

Pastoral Work
巡牧

WC Yeh/Pablo Chou 
葉文銓/周穎緯

5/30-6/5
FOZ
福斯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

WC Yeh/MT Kuo 
葉文銓/郭明道

5/9-5/20
Ecuador
厄瓜多

Pastoral Work
巡牧

CM Chu/FR Kuo
朱成明/郭風榮

5/26-6/3 Mexico
墨西哥

Pastoral Visitation
巡牧

Patrick Wong
黃明輝

5/22-6/17
UK
英國

Spiritual Convocation/National Board
Member Retreat/National Sister

Spiritual Meeting(Birmingham/Gifford
Park/Newcastle)

靈恩佈道會/全國聖職人員及負責人進修會/
全國姐妹靈修會(伯明翰/迦福園/紐卡素)

Fu Ming Tse 
車富銘

5/4-5/5
Austria
奧地利

Special Service(Vienna)

特別聚會(維也納)

Johnny Liu

廖觀煌

5/1-5/5
Italy

義大利

RE Teacher Training/Spiritual
Convocation(Prato/Empoli)

教員訓練/靈恩會(普拉托/恩波里)

BQ Wang/HH Ko
王寶欽/柯恆雄

5/17-5/20
Spain
西班牙

Visit & Concern(Madrid/Albacete)
探訪與關懷(馬德里/阿爾瓦塞特) Patricia Boemin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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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屆第2次世界代表大會暨聯總各大會議報導 吳明真

本會世界代表大會，每二年舉辦一次。第 屆第 次世界代表12 2

大會，於 年 月 日，在馬來西亞波德申橄欖園舉開。2019 3 23-24

3 22月 日世界代表大會的開會式中，除了聯總與馬來西亞總會

總負責致詞外，還有高原詩班、加影先鋒鎮詩班(印度裔坦米
爾人)、和散那詩班(沙巴住在馬來西亞的原住民信徒)獻詩。

3 24月 日的閉會式中，也有中區少年團契詩班、長青團契詩班

獻詩。
.

本次代表大會主題是「分辨時候」(路 : )。除世界代表大12 54

會外，還舉開聯總常務負責人會（ 月 日）、聯總負責人會3 18

( 月 日)、真理研究會( 月 日)、聖經研討會（ 月3 19 3 20-21 3 22

日)，以及國際青年事奉研討會（ 月 日）。本次世界代3 23-24

表大會，共有代表 人參加，此外還有真理研究委員 人， 6 6  3 6 

觀察員 人，青年事奉委員 人，隨員 人，總計 人參16 24 17  130 

與聖會。
.

真理研究會討論 個主題。第一:對《約翰福音》三章 節 6   1 - 8 

的逐節釋義。第二:關於《羅馬書》的論點。第三:「與主有    

分」如何正確解釋（約 ： )？第四、「七十個七」如何正13 8  

確解釋 (但 ： )？第五:「惟獨褻瀆聖靈，今世來世總 9 24-27    

不得赦免」如何正確解釋(太 ： )？第六:如何以《聖12 31-32   

經》教訓的原則記念、遵守安息日？
.

聖經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末世『時序』   以救贖經綸為主 

軸的探討」，分為 個子題。第一：真神救贖經綸中的「時序4

」綜覽。第二:《啟示錄》中的末世「時序」探討。第三:救   

贖經綸中「神觀」的啟示。第四:介紹真耶穌教會瑞馬( )Rhema

《聖經》工具。這是聯總建置的《聖經》工具，其中有中英      

文各版本《聖經》，包括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舊約聖經》       

( )，還有希伯來文與希臘文逐字分析。本會瑞馬《聖經》LXX

工具的網址有 個，一是 ；二可由聯總網站 2  bible.tjc.org

研經工具進入。
.

國際青年事奉研討會討論 個主題。第一:我們如何提高青年 3 

的屬靈辨識能力，得以辨識末世的跡象？  第二  :  我們被託付
一個不變的真理，我們也以持守不變的信仰為目標。但我們
應該如何幫助青年愛慕真理呢？ 第三 : 我們如何鼓勵青年從
只是接受指令轉變為熱心於善工？
.

此次世界代表大會，除了通過真理研究會「與主有分」的正 

確解釋之外，還審議 年聯總的預算，以及將聯總「文宣2019

部」改為「媒體宣道部」。此外，也重申「真耶穌教會乃獨
一得救之真教會」。
.

在每天上午與下午的禱告會，由各總會輪流報告各國聖工，
以及協助開拓區的福音傳揚工作。倘若開拓區的福音事工能
積極進展，則福音傳遍天下的目標將可儘快達成。
.

為了籌備這次會議，馬來西亞總會特地增建了電梯，並且每
天除早、午、晚餐外，還有點心與宵夜。此外，也供應了各
種熱帶水果、飲料。馬來西亞總會也準備了一間接待室，有
各樣茶點、咖啡、茶葉，可供大家在休息時間多多交流。所
有的與會人員都感受到熱情的愛心款待。馬來西亞總會總負
責張以西結傳道致詞時說：「我告訴所有工作人員，參加會
議者都是各國資深工人或精英代表，所以要盡力接待。」閉

3 25-28 2會後，還用心規劃參訪行程 ( 月 日)，分為 組：南線

訪問巴生、八打靈、亞當路教會；北線訪問鵝嘜、八打靈、
怡保、打巴教會。
.

企盼 年後在印尼舉開的下一屆世界代表大會中 ( 年 月2 2021 3

20-21日)，基督的眾精兵們可以一起談論，我們如何為主忠

心的工作。

先鋒加影教會詩班 ⾼原詩班先鋒加影教會詩班 ⾼原詩班



楊昱民的事件發生後，貝南教會有幾年的時間沒有得到任何牧
養，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大部分信徒已能看穿並摘下假先知的
面具，只有十個人左右還是楊的支持者。
.

在這段時間裡，靠著聖靈的帶領，科多努教會 得以(Cotonou) 
生存，自已藉由自身的奉獻收入組織起來，星期六在學校租了
一個教室，以遵守安息聖日，維護教會的合一。
.

教會的敵對者想盡辦法要將信徒帶回楊的族群，甚至提供了金
錢的幫助，弟兄姐妹雖然貧窮，卻知道真道的爭戰必須抵抗到
底。
.

在與楊的衝突中，信徒被迫離開教堂，面對法院的審判，因此
信徒分散，意志消沉。雖然法院多次延後判決，最後裁定聯總
所支持的教會一方勝訴，然而教會的敵對者又提出上訴，致使
弟兄姊妹還是無法使用會堂聚會。
.

就在這個時候，神的恩典彰顯出來，奈及利亞的一位弟兄提供
屬靈和物質的幫助，讓弟兄姊妹得以擁有一個地方可以聚會守
安息日，並傳福音的管道，且在靈性上繼續成長。
.

年，非洲法語事工小組 成立，開始幫助科多努教2016  (FAMC) 

會，自此以後，一年有兩次穩定的差派，目標是強化教會信徒
的信心，執行聖禮，糾正楊昱民所傳的異端，諸如影響信徒的
二元論(魔鬼自存)。
.

聖職人員和奈及利亞的弟兄也持續透過電話、網路、互聯網等
社交媒體 關懷跟進信徒，邀請信徒每 (messenger, WhatsApp) 

貝南事工近況
非洲法語事工小組

天早上進行一個小時的禱告團契聚會。
.

福音傳入鄰近科多努 的一個小鎮--巴屋 ，一(Cotonou) (Pahou)
位科多努的弟兄在他的家裡成立教會，讓信徒們有個聚會的地
點。
.

年，包含基本教義所有經文的福音小冊已完成印製，並發2018
送給教會使用；法文的讚美詩也放置在聚會點。更多基本信仰
的福音小冊也準備印製。
.

年的事工目標是建立宗教教育體系與讚美詩教唱，之後將2019
邀請並交接鄰近國家(奈及利亞和迦納)的傳道和聖工人員，參
與關懷與跟進的工作，如此可有多餘的時間去訪問及傳福音給
其他的法語系國家。
.

在下次的差派之前，會印製兩份福音傳單：聖靈和安息日。接
著會印製「洗禮」小冊。宗教教育教員的基本信仰訓練手冊已
由《 》翻譯完成，將會進行排版和印製。與鄰近國Just for me
家的聖工交接尚未完成，這是今年的目標之一。
.

總之，科多努教會所經歷的重大考驗，加深了信徒對神和教會
的忠心與堅持。藉著繼續信靠祂，在每日的禱告中被對祂的體
驗、認識與忍耐所堅固，教會必須帶著確信繼續前行。若要達
到這樣的光景，信徒必須在奉獻與傳福音的事上更長進，並配
合未來來自英語區傳道者的協助與  的跟進，讓神繼續祝FAMC
福並帶來真教會在貝南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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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年起，台灣總會委由北區松山教會負責連江縣馬祖地區2009
的福音開拓工作，歷經十餘年，受洗人數3人，福音開展不易。
2016 每月前往一梯次 ；2018 開始，年起，北區開拓小組 協助 年
由 與駐牧傳道每月一次前往開拓，其餘週次由松山教會 北區長
執支援， 安排領會弟兄前往當地，跟進慕道友，協助福音開並
拓。
.

馬祖聚會點 介壽村 9 號11樓   年2月起租用 ；新原 ( ) 自2017 至今
購買 會堂， ，預計於 年可完工。的 動工興建中 2019
.

南竿 固定慕道朋友 9  人 鄧易順先生一家，其太祈禱所目前有 ：
太翁美妃及小孩鄧堉柏、鄧堉棠 ；石岩紅小姐一家已得到聖靈
小孩：劉俊德、劉俊珽)；郭慶榮先生(得聖靈)、肖麗蘭小姐(
(得聖靈)；每月家庭聚會在慕道友鄧易順、林增官家中舉行。
另在北竿、莒光地區的慕道友與信徒，會配合開拓行程前往探
訪。每月 馬祖監獄 生命教育與1小時。也於 進行
.

音樂營
近年來 暑期辦理音樂營及學生暑期課輔活動，於南竿介壽國在
中小舉行；由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主辦，松山教會協辦，透過
馬資網、馬祖日報與馬祖官方網站擴大宣 。傳

馬祖福音開拓事工簡介
臺灣總會關懷主內服役同靈

目前在南竿服役有韓平豪弟兄、陳永漢弟兄、謝麗君姊妹、賴
恩惠姊妹、張天成弟兄；北竿有陳宇智弟兄，均邀請參加聚會
關懷。及

.

開拓見證
翁美妃女士慕道   家暴 媽媽，患有已 3 年多。過去曾是一位會 的
重度憂鬱症， 吃藥控制 當時雙眼視力僅有 0.025， 是地方需 ；
上 大家都頭痛的家庭 藉著福音恩典 改變，神賜寶貴的聖令 。 的
靈給她，在南竿祈禱所安息日聚會時，主耶穌親自向她顯現微
笑。 她的手經常會僵硬，有一次在聚會中，她忽然感覺有一而
股溫暖的手，輕撫她僵硬的手指，醫治了多年的疾病。她因為
信耶穌，憂鬱症得到醫治，不再倚靠藥物 有一次朋友問她：。
「 ？」 「妳既然信耶穌，為何不叫耶穌醫治妳的眼睛 她說： 我
要先為主耶穌傳福音，再求主耶穌醫治我。 感謝神，主耶穌」
都聽見了，使她的眼睛視力愈來愈好。2018年6月23日 南竿在
祈禱所安息日聚會中，領有弱視殘障手冊的慕道友翁小姐，突
然大喊「飛機起飛了！」神顯 醫治了她的眼睛，使她的視大能
覺恢復，看得到遠方事物，而她雙眼周圍的黑眼圈也逐漸的淡
化！她也 聖靈，感謝主。帶2個小孩來教會慕道，孩子也得到

新建購買會堂(僅⼀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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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命教育

新建購買會堂(僅⼀樓2⼾)

家庭聚會

監獄⽣命教育

2016-4-28
受患難前的科多努教會

2017-01
失去會堂的科多努信徒

巴屋信徒與會堂建築

2018年巴屋洗禮 2018-10⾙南巡牧 在科多努租房供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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