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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專欄 聯
總

前言

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相關會議，原訂2021年3月在印尼雅加達舉

開。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經第十二屆聯總「負責人會議」後，與印尼總會

負責人協調，決定以視訊召開會議。會議前兩年，印尼總會在這期間積極籌備，

費盡心思、歡喜雀躍著準備迎接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各項會議，然而因為

疫情限制，相關人員無法如期前往印尼，顯得有些遺憾，但仍願神紀念印尼總會

所做的工和所付出的勞苦。

目前因疫情的威脅，世界的環境急遽變化，令人感覺計畫趕不上變化。因此

在三月期間召開的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雖有時空阻隔，卻在基督裡合而

為一，能藉著視訊，心連心、以靈相通、以愛相繫，聚在一起召開會議。願神同

工，靠著聖靈的帶領，在會議中達成共識，解決教會相關的議題，推展聖工、興

旺福音。

視訊會議  網路交流

第十三屆世界代表大會主題為「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聖經上保羅說，我

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的，我若不傳，我就有禍了，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

凡我所行都為福音的緣故，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林前九16-17、23）。今日

因為疫情關係，有些聖工似乎受到影響，但神的道並不受捆綁，世界各國仍然可

以透過網路，舉辦相關培訓與宣道牧養事工或網路聚會與線上會議，我們相信福

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大家也都為福音齊心努力，願神同工。

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紀實

文／車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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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帶領，3月15日到16日召開聯

總「真理研究會」，討論有關教會立職、婚

姻輔導關懷及教義真理的議題。，教會是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在真理研究會中，各

位委員潛心研究、發表心得，提到十多個議

案，都能逐案說明，並解決問題，以議決回

應或供教會參考。

第十三屆第一次聯總世界代表大會，於

3月22日至23日在網路視訊上召開會議，與

會人員有代表85名及觀察員11名，共計96

名參加開會。在會議當中，除了前次會議辦

理情形報告，聯總2019-2020年事工報告，

及各國相關報告，歲出歲入決算報告承認

案，並就今年（2021）事工計畫安排，因

疫情的限制，其事工計畫與各國神學院和神

學相關訓練，都以線上授課為主，等待疫情

趨緩解封，再作協調。目前在本國當地相關

的訓練課程，則以當地的長執傳道為主，由

當地傳道負責授課訓練，就不另作差派。

2020、2021年，真理研究委員會之決議認

同案，也在本屆代表大會中做決議和處理。

事奉傳承  世代交替

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中選出的

「聯總負責人」如下：

周碩軍、趙明洋、柯恆雄、王明昌、邵

銘恩、馮約書亞、車富銘、許彼得、陳乃

信、黃世明、谷慕霖、蔡恆忠、張福華、 

侯弘哲、馬家驎、張以西結、溫約翰、張便

雅憫、朴恩真、張以斯拉（英國）。

▲第12屆第4次聯總真理研究委員會  

2021年3月15-16日於臺總與Zoom視訊會議

▲第12-7次聯總負責人會  

2021年3月9日於臺總與Zoom視訊會議

▲第13屆新任聯總常務負責人  

2021年3月23日於臺總與Zoom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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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因為各國時差的關係，及會議的限

制，所以在3月23日藉由網路視訊會議接續

選出第十三屆聯總新任「常務負責人」如

下：聯總總負責趙明洋、東宣部部負責馮約

書亞、西宣部部負責黃世明、訓練部部負責

侯弘哲、財務部部負責王明昌、總務部部負

責馬家驎。

 接著，經由網路舉行投票，選出各部負

責，分擔聯總的常務工作，作為事奉傳承的

搭配、學習事奉成長的機會與各國聖工上的

協助與聯繫。各部也推選「副部負責」，名

單如下：

東宣部副部負責張以斯拉（馬來西

亞）、西宣部副部負責張福華與楊志豪、媒

宣部副部負責谷慕霖與金洗翰、訓練部副部

負責許彼得與林章偉、財務部副部負責陳乃

信與謝宏志、總務部副部負責邵銘恩與高春

霖。

承先啟後  團隊搭配 

聯總第三屆第一次國際「青年事奉委員

會」分別在3月28日與4月4日召開網路視訊

會議。

青年是教會的棟樑，現今教會青年的素

質，將會影響教會未來的動向。青年事奉委

員會的宗旨是組織青年事奉團隊、按恩賜培

訓，鼓勵投入聖工，健全事奉制度與果效；

激發青年事奉使命與心志，在各國總會聯絡

處輔導下推動聖工，在事奉中學習長進，培

植教會的接棒人才；聯繫全球主內青年，促

進交流與認識，增進教會一家的精神，彼此

激勵愛主心志。本屆會議中，檢討過去工作

上的困難，並鼓勵青年投入全職的事奉，建

置青年事奉工作委員會臉書（FB）平臺。

選出的青年事奉委員會三位執行委員為有石

文彬傳道、郭霈信傳道和謝提摩太執事。教

會對主內青年寄予厚望，青年要重視承先啟

後，繼往開來，完成主所託付的使命。

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在這次會議中，雖然是聯總第一次藉由

網路召開世界代表大會，各國語言不同，

環境時間也各有差異，但在主的愛中、在聖

靈和真道上，全體與會人員卻是合一的，為

神國的大業共商大計。更深刻體會在基督裡

合而為一的心志，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為福音齊心努力，正如本屆的主題為「同

心合意，興旺福音」，就像聖經所說耶路撒

冷是聯絡整齊的一座城，我們也不住的為教

會聖工禱告，願她城中平安、宮內興旺（詩

一二二7）。

▲第三屆第一次國際青年事奉委員會



17http://joy.org.tw    holyspirit@tjc.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本屆會議回顧過往、展望未來，運用同

工累積的經驗、集體的智慧、屬靈的恩賜和

聖靈的能力，繼續加強彼此間的交流，促進

聖工發展，興旺福音、榮耀主名。

結語

綜觀今日世界，在科技上急速發展，資

訊發達，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國與國的關

係，但在這一兩年之間，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的關係，也限制了人跟人、國跟國的接觸。

然而福音卻不阻隔，神道也不被捆綁。我們

更要在這末後的世代，加快傳道的腳步，開

啟福音的恩門，期盼世界各國、各總會、各

聯絡處及開拓區，幅幅相連、兩兩相對，立

起帳幕（出二六1-6）。

無論在人才訓練、開拓佈道、媒體宣

道、跟進栽培，宗教教育各項事工都有一體

的觀念、一家的精神；群策群力，靠著聖靈

幫助，向前邁進、向上提升，求神同工，使

福音傳到地極，為主作美好的見證，榮耀主

名。                                                              

▲臺灣開會現場

▲13-1聯總世界代表大會各國代表  

2021年3月2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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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真教會在西半球大多數移民的教會中，除了非洲是當地人為主所建立的（南
非除外），無論是美洲還是歐洲的教會，都以亞洲移民的信徒居多。這些移民

的教會有必須面對的挑戰，而幫助他們建立新移民的信仰，成為當務之急。

新移民信仰的挑戰

1.婚姻與家庭生活的挑戰

聖經告訴我們，夫妻不可以分離太久，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

們（林前七5）。許多新移民，先生一人獨自漂流他鄉，妻兒留在國內，因為

距離遙遠，不常溝通，父子、夫妻感情變淡了，有時候賺到錢了，卻失去了婚

姻也失去了孩子。人若賺得全世界的，而失去孩子或配偶的靈命，有什麼益處

呢？人用什麼換靈命呢？（參：太十六26）

2.過敬虔生活的挑戰

誰能住在祢的聖山？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詩十五

1-2）。有的新移民為了拿到當地的居留，律師要求他們作假見證，雖然不至

於陷害人，然而良心還是有虧損的。許多同靈選擇誠實地跟法官訴說自己的困

境，蒙神開路拿到身分的見證不勝枚舉。因此我們要勇敢說誠實話，也要知道

人的疆界和壽數是在神的掌握中。

有些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舉債來到他鄉。有時到了離教會很遠的地方

工作，有時為了還債，也常常不眠不休的工作，以至於許多人沒有辦法遵守安

息日。將全部的生命賣給工作，沒有辦法上教會、沒有時間靈修，導致信仰軟

弱，最後染上不好的壞習慣，如賭博、流連網路……，沒有基督徒的樣式。即

使後來身分拿到了、生活安定了，卻因已經習慣不守安息日，信仰也漸漸失落

了，令人惋惜！

新移民信仰的建立
文／黃世明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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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新移民建立信仰

1.鼓勵為主耶穌而活（林後五14-15）

人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常常是為了更美好的環境與生活品質。一旦到新的國

家，漸漸發現生活是充滿各種挑戰與問題的，如果沒有神，異地他鄉之路真不曉得怎

麼走下去?!也能漸漸體會追求移民夢想的實現，不如追求為教會而活、為神而活，就

像保羅所說的，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

為神而活是觀念的改變，一樣教孩子，但如今是為耶穌教，不考慮安息日佔用耶

穌時間；一樣上班，但如今是為主上班。你會發現心態轉變後，反而在工作上有主的

幫助，你會活得更有價值與方向，並得著神的賜福。

大衛說，我來此豈是沒有緣故？（撒上十七29）。我們會體會到，原來我們到國

外來，有神美好的旨意。神讓我們把福音傳給當地人，神的旨意是福音傳遍天下，然

後耶穌再臨。

2.鼓勵全家人生活在一起（詩一二八3）

亞伯拉罕跟撒拉一起移民到迦南，這是信心的行為，因為出門的時候，還不知道

往哪裡（來十一8）；雅各在舅舅的家娶妻，全家也一起搬回迦南。

筆者和太太在婚後一起移居國外，從紐約的地下室住起。仰賴神，一起經歷貧

窮、小康，一起面對挑戰，一起承擔兒女的問題，這是革命的情感，禍福同享、不棄

不離。其實有愛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不以為苦楚。我們不要想說自己先把家建立，

再請妻兒來享，這不是一家精神，不是神要的生活方式。雖有時短暫的妻兒別離，是

不得已的選擇，但是不可以把特殊情況變成常態。

我們要鼓勵父母與兒女住一起（參：創二二8）。許多人在國外生孩子，就往國

內送，兒女由祖父帶大，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祖父母比較容易寵孩子，孩子也會覺

得被父母親遺棄，以至於心理出問題。人世間沒有什麼可以代替父母的愛，有父母的

孩子真是像一塊寶，尤其小朋友在國外長大，將來是會講雙語的人才，也能為福音的

傳揚作預備。

Ｘ                 Ｘ                 Ｘ

多麼希望新移民的教會能蒙神帶領、早日茁壯，能在異地他鄉高舉主的聖名，把

福恩傳遍天下，預備主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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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過客，在世為客旅，

只能陪伴孩子一段時間，利用短暫時

間，鼓勵泰國當地的人才與心志，從

泰北中心畢業的學子，能真正留在民

模教會與聖工行列的弟兄姐妹，愈多

愈好，能夠自立、自養、自傳。

也感謝來自臺灣的傳道長執，弟

兄姐妹及多加團契的滿滿的愛心，充

滿在泰北美塞學生中心，求主紀念，

並繼續為泰北美塞學生中心代禱，願

成主旨。

※備註：

陳建光傳道夫婦6月27日，自泰

國返回臺灣，住宿防疫旅館做自我

防疫，6月30日晚間防疫旅館發生火

災，陳建光傳道因濃煙吸入嗆傷窒

息，7月1日搶救無效，安息了，息

了世上的勞苦。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

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

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十四13），阿們！

每當想到「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

停止慣了的人……」（來十25），這節經文

對英國同靈而言，無疑較以往有更深刻的體

會。自去年三月新冠病毒（COVID-19）在英

國蔓延，除了人心惶惶，政府實施封城措

施，希望能夠減少這「瘟疫」的傳染，英國

各處教會的會堂在同月底開始亦不能作群體

聚會。這措施持續至今年六月以後，已超過

十五個月。英國在今年一月的第二波疫情尤

其嚴重，每日感染人數最高約為六萬人，死

亡病例一天可高達接近一千九百人，那時處

於疫情最嚴重的時刻，甚至有人將大清早的

問安說成「您還活著嗎？」感謝神的恩典和

看顧，大家都能靠主度過這個危險時期。

文／英國總會

不可停止聚會 
─英國聖工近況

倫敦教會整修後的會堂 

Chapel of London Church after refurbishment 

澳魯景教會舉行浸禮 Baptism conducted by Elgi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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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同靈在疫情中對信仰亦感觸良多！

不少人懷念過去能每週前往教會參加聚會，

弟兄姐妹一起遵守安息日，聚會敬拜神，彼

此見面、團契，這讓我們深深明白何謂「失

去」，並真正體會「擁有」的可貴。人生在

福中，要知道惜福啊！舉一實例：倫敦教會

去年進行大整修，其中包括會堂內的講臺、

地毯和空調設施，惟裝修工程完工已超過一

年，同靈仍不能返回會堂參加聚會。

英國總會為了讓大家「不可停止聚

會」，自去年三月開始，改在線上直播崇拜

聚會，春、秋二季靈恩會亦分區在網絡上舉

開，讓信徒足不出戶仍可參加崇拜。然而，

疫情正在顛覆傳統的聚會生活，其對信徒的

影響亦不知會有多大？！求主保守憐憫。

除了把一般實體崇拜聚會改為線上直播

外，還有利用 Zoom 視訊平台舉行線上佈道

會、全國講習會和團契聚會，並設立多個慕

道班；另為祈禱所和聚會點舉辦查經團契，

也藉此機會鼓勵教會中更多的工人參與牧養

工作。

此外，英國總會工人在每個星期

天晚上利用 Zoom 關懷在非洲的中國

同靈，他們散居納米比亞（Namibia）

和博茨瓦納（Botswana）。感謝神，

他們都懂得珍惜這難得的機會而一同

學習聖經道理。

直至今年五月，教會在疫情期間只

舉辦了三次活水洗禮，受洗歸入主名下的分

別為澳魯景教會一名、卡迪夫祈禱所一名，

以及倫敦教會、森山教會和埃塞克斯聚會點

三處合辦共十一名。因著神的恩典和帶領，

一切順利完成，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父神。

每位同靈若能存著敬畏神的心，主就是

我們的倚靠和幫助。在疫情中，使人在信仰

上覺悟，從人生歷練中成長，讓人從驕傲變

為謙卑，不順從變為順服，常常憂慮變為時

刻交託神。由患難至喜樂，並非一朝一夕達

成，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也是神大能的

塑造，為要讓我們成為祂的工作，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弗二10）。這過程是需要「時

候」，時間會改變我們，修正腳步，調整心

態，成為更成熟的基督徒──謙卑服事，在

愛中除去恐懼，常存天國的盼望，把握機會

傳揚福音。

主啊！要到幾時呢？（詩

十三1）。願神憐憫，期盼新

冠疫情早日結束，使我們的福

音工作不受阻，也讓更多人願

意歸向祂。阿們！                    

卡迪夫祈禱所舉行浸禮 

Baptism conducted by Cardiff Prayer House

南區教會舉行浸禮 

Baptism conducted by church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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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衝擊巡牧行程，聖工仍可藉由網路繼續。弟兄姐妹及慕道朋友們，皆

透過線上學習而更加裝備自己。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的慕道朋友透過教會網站與

我們聯繫。或這樣、或那樣，神的工作總是持續地動工，直到完成。

2021年5月1日大事記：教會之前遭持信仰異議者奪去，而今日貝南教會的弟

兄姐妹終於可以重新進入會堂。

儘管貝南教會屢次遭受攻擊，但神保守這些弟兄姐妹們，他們堅定面對各種

試探、遇患難並不喪志、靠著禱告與禁食爭戰、日夜求告神的公義。

在第一審勝訴後， 明確的判決將鑰匙歸還給真耶穌教會信徒。弟兄姐妹歷經

了數月清理修復長滿雜草的教會後，神的兒女終於得以快快重回教會敬拜神。

目前異議者已對判決提出上訴，我們仍須為了維持原判繼續代禱。讓我們在

一體的聖靈中，為著基督的榮耀，持續為神的公義並教會的增長禱告。願一切榮

耀歸於主耶穌！                                                                                                                                     

文／非洲法語區聖工小組

或這樣、或那樣 
─神的工作在非洲法語區

貝
南
教
會
外
觀

貝
南
教
會
重
返
合
照

歌頌讚美神                               孩童齊心頌讚                               會堂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