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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靈
修
小
語

教會網站及媒體資源之
利用與運用
文／周碩軍

在網路、媒體盛行的這一個世代，感謝
主，聯總及各國總會與聯絡處都看到資訊傳

播之便利及重要，紛紛投入人力、財力，且

有弟兄姐妹特別奉獻錢財支援這方面的聖

工，並為此而代禱，使得在過去六、七年

間，得神的同工而蓬勃發展。然而，在投入

這許多資源的同時，教會亦希望所有的同

靈，能夠多多善加運用這些寶貴的資源於個

人宣道、靈修、研經等方面。以下乃聯總所

開發、製作之網站及影音媒體資源之簡介：

全球宣牧網站：tjc.org

感謝主，目前該網站提供十二種語言，

包括英、中（繁體、簡體）、日、韓、印

尼、德、西、法、葡、俄、越語等，今年將

增加高棉文。

本網站內容以宣道為主、牧養為輔。我

們感謝臺總及美總對於聯總的支援，使得

中、英文網站的內容得以更豐富。而自本網

站啟用以來，我們收到來自世界各國、各民

之慕道朋友的許多詢問，我們也因為積極的

與他們連繫，因而使得救的福音傳到一些我

們過去尚未開拓的國家和地方。而所製作的

宣道內容，包括十大基本信條、蒙恩見證等

的影音視頻及文章，對於我們自己教會的同

靈也有很好的幫助，使同靈對本會所傳的得

救要道，有更深入的了解，好裝備我們自己

做好個人宣道的工作。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聯總網站，在每一網

頁的左邊都有各種社群媒體的符號，這些社

群媒體的分享功能都是為了方便我們將網站

上所讀到的文章、所聽到的音頻、所看到的

褔音短講影片、蒙恩見證等等，藉由各種社

群媒體分享給我們所認識的群組和朋友，這

是非常有效而且比較自然的一種傳福音的方

式，藉此機會帶領一些周遭的朋友，連結至

我們的網站繼續查考真理，並將他們帶到主

耶穌的面前。

目前管理系統的資料庫中有超過三萬筆

影片、音頻、文章、書籍資料。為了方便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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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目前在技術方面進行內容管理系統的整

合，希望在今年（2021）即可完成此工作計

畫。

瑞馬網站：http://bible.tjc.org

感謝主！聯總媒宣部在2018年推出了瑞

馬網站，此網站可幫助並促進同靈對聖經的

學習及研究。歡迎有心研經的同靈藉由這個

線上聖經應用軟體的各項功能及資料，對神

的話語有更深入的學習和認識，進而使每一

個人的信仰往上提升。以下簡單介紹此網站

的部分功能：

1.經文閱讀：在查考每一卷聖經章節

時，左版面是經文，可按下左版面之右上邊

之小三角圖標，依需求選擇自己所要的版

本、譯本，並可點擊左版面上方三條橫線

（三明治）之小圖標以作經文對比，亦可以

按照不同需要在右版面上方選擇不同版面。

2.逐字對照：當在左版面選擇任何一節

經文時，在右版面即可以看到該經節之原文

與所選擇語言之逐字對照，即使我們未學

過希伯來文或希臘文，我們都可藉由點入

該字之 Strong 編號（H-希伯來文，G-希臘

文），透過各種原文詞典來深入了解每個

所對照之原文字的字義。例如中文版提供

BDAG詞典，此乃翻譯成中文之新約希臘文

詞典，內容非常值得參考。另可藉「原文單

字搜尋」功能，將所有分布於整本聖經中的

該特定單字，全都彙整，並可拷貝到剪貼

版，方便我們轉貼到自己的電腦筆記上作進

一步整理，非常適合我們在帶領查經或準備

講章之用。

3.片語分析：此功能乃將在每一經節中

同時出現的兩個不同原文原形字彙整起來，

例如「林後五17」的「在基督裡」，這詞彙

乃是由兩個希臘文字所組成，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詞彙在聖經中常常出現，在新約聖經中

就出現了82處，當我們點擊「82」這數字，

即可搜尋到所有82節的聖經經文，我們即可

學習到有關「在基督裡」的奧祕和重要性等

相關經文。

4.聖經主題：再以「林後五17」為例，

本經節中目前已經完成之聖經主題是「創

造」，我們若想研究這個主題，我們立即可

以得到整本聖經中有關「創造」的分類整

理，此功能方便我們學習聖經中的各個主

題，目前中、英文版均已經整理許多主題，

若點擊這版面上之九點小圖標，即可看到所

有目前已完成之聖經主題。

5.背景百科：若任何經節提到任何人

物、地名，即可從此處了解到相關的資料。

例如「創十二1」談到「亞伯蘭」這個人

物，當我們點在地圖這個選項時，我們可以

學習到亞伯拉罕一生曾經走過的路線圖簡

介，若點入「亞伯拉罕」旁邊的小地球圖

標，即可從地圖上看到亞伯拉罕一生走過的

路線圖，這些的資料都是我們教會所製作而

整理之寶貴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在閱讀聖經

時設身處地的去了解經文。

6.電子圖書：當選擇任何一經節時，所

有在我們三萬多筆的內容資料庫中引用到該

經節之文章、書籍、證道、講習會之音頻、

或影片，均已分類整理，方便我們在查考時

對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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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操作示範：在右版面的右上角處，有

瑞馬之操作示範，如果用心學習每個影片中

之介紹，將幫助我們了解更多的使用功能。

相信在看過一兩次後，就能夠幫助我們對此

研經工具之使用駕輕就熟。

社群網站及群組之經營與運用

我們發覺本會信徒在社群媒體上正逐漸

變得活躍。作為一種工具，社群媒體可成

為一有效的宣道、關懷與牧養年輕世代之媒

介。

社群媒體的平臺能有效地提供信息共

享，並使每個人的聲音得以被聽見。從分享

真理的角度來看，社群媒體亦可作為一很好

的工具。

《聖經》教導我們，基督徒乃是入世，

而非屬世。在這世界，我們無力阻擋潮流，

而社群媒體乃是潮流之一，教會將必須與之

共存而無法避開它。我們必須引導信徒正確

的運用社群媒體及群組APP的優勢，協助我

們完成主耶穌所託付的兩大使命。

1.運用社群媒體作為宣道工具：例如邀

請朋友上教會，撰寫可吸引其他人對基督

教與本會產生興趣之相關訊息、分享一些見

證、短講之影片等等。

2.藉由社群媒體作為關懷信徒、分享證

道、見證、文章之工具。

目前聯總有中、英文之臉書（FB）專

頁（真耶穌教會－聯總，True Jesus Church-

IA），以及中、英之IG（Instagram）專頁

（tjc.ia, tjc.ia.chinese）。盼望所有同靈們設

定「追蹤」（follow）的功能，即時收到教

會所推出的訊息，並且常常分享適合的內容

給家人或朋友。

結語

網路（Inter-net）宣道就好像漁夫在撒

網（net）捕魚（參：太四19），漁夫需要

撒網，也需要收網，才能捕獲魚量；亦像農

夫在撒種（神的道、蒙恩見證），有時無心

撒的種，卻落在一塊好土裡，深根、發苗、

長大，最後結果百倍。

在這個世代，網路愈來愈普及，遠至世

界的各角落，近至周遭的親戚、朋友、同

學，甚至自己本身，均可藉由教會所提供的

網路媒體資源得到造就。網路媒體雖是這世

代的潮流，但是「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

八28）。只要我們善用網路的優點，藉著

教會所製作各樣媒體的寶貴資源，就可使我

們在這世代發出福音的真光，傳揚引人得救

的福音，使失迷真道的同靈回轉（雅五19-

20），並且使自己對聖經的真理有更深入的

認識，信心得以增長，靈性得著造就。

願神繼續帶領這項重要的事工，也願我

們每一位同靈能常常善加運用教會所提供的

網路媒體資源，並為此代禱、奉獻，使主的

聖名得榮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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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國總會／聯總在臺辦事處提供

美國與墨西哥聖工近況

由於2020年3月新冠狀病毒
疫情在美國越發嚴峻，政府下

達了居家自我隔離防疫令。因

此美國許多企業不得不關閉或

讓員工在家辦公。教會也必須

關閉，並取消所有需要搭乘飛

機旅行的宣道、牧養、訓練等

活動。為了因應COVID-19新冠

病毒大流行，美國總會立即與

所有教區的區負責進行了協

調，整合各個教區內的所有資

源，為信徒建立了網路聚會直

播服務，讓信徒可以透過網路

收看聚會證道的直播，繼續在

家裡遵守安息日，並將直播講

道的鏈接添加到美國總會網

站。美國總會還向所有各地教

會提供了《冠狀病毒預防措施

指南》，並就我們的線上崇拜

聚會提供了一些溫馨的提醒。

在過去的一年中，許多地

方的真教會除了提供線上安息

日聚會之外，還能夠繼續利用

網路定期的舉辦佈道會、福音

班、宗教教育各班的課程，以

及為居住在偏遠無教會地區的

信徒舉辦虛擬的團契活動。許

多教會協助年長的信徒下載觀看直播聚會的

應用程式，並建立教會的 LINE 群組聊天室，

將信徒聯繫在一起，以分享彼此在生活上的

見證，互相造就和互相鼓勵。

從去年各教會的工作報告中，我們看到

教會在宣道和牧養信徒的工作上面臨的挑戰

越來越多。為了幫助全體信徒追求更多的屬

靈成長，和促進每個地方教會的增長，美國

總會為所有地方教會設定了一個年度主題，

即「過一個禱告的生活」，協助每個地方教

會建立自己的實施計畫，鼓勵全體信徒每天

在家祈禱，以實踐2021年的這一主題。 

自2020年5月以來，教牧處也一直努力

將臺灣總會出版給少年班及初級班使用的聖

經閱讀指南翻譯成英文。目前已經完成《馬

太福音》聖經閱讀指南，並可通過以下鏈接

獲得該指南：https://drive.google.com/drive/

folders/1Z8bKjk_0QovdQt2t-6lKzm7MpxlYH_

OM?usp=sharing 掃描QR Code開啟連結－Bible 

Reading Guides > Matthew （TW J1）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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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聖經閱讀指南》有中文和英文兩種版

本。家長與宗教教育老師在帶領家庭祭壇或閱讀

聖經時，可使用該材料。教會信徒和慕道者也可

以使用它做為日常閱讀聖經時的補充資料。我們

會繼續發行更多的聖經閱讀指南。希望教會信徒

能充分利用這項資源，尤其是在疫情大流行期

間，孩子們在家裡的時間比以前更多。

宣道處也於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透過美國

總會的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

user/TrueJesusChurchUSGA 在網路上舉行了全國性

的和散那英文佈道會。並將繼續在2021年5月22

日再次舉行。

在2020年全國成人神學訓練班（NATS）上，

許多學員表示他們有興趣深入學習聖經，希望總

會可以在幾個週末舉辦延伸課程。因此，訓練處

決定在2021年6月的四個週末，於線上舉行NATS

延伸課程（NATS 通常是在每年11月舉行，為期

一週）。參加者將學習但以理書和帖撒羅尼迦

前、後書。所有課程僅在Zoom上進行。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不斷升高，教會取消了所

有需搭乘飛機旅行的宣牧及訓練等聖工人員的行

程。但是，多明尼加教會的中國同靈，在新冠病

毒疫情大流行期間，仍然親自到會堂裡聚會。

目前，多明尼加當地信徒已返回會堂參加聚

會。在墨西哥的信徒和慕道者也於週日晚上透過

Skype一起查經。我們還使用Zoom與多明尼加和

墨西哥城的中國信徒一起查經學習真理。感謝讚

美主，大約有22個行動裝置加入了我們的查經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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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約書亞／聯總在臺辦事處提供

緬甸教會近況更新

緬甸的局勢仍然非常具有挑戰性。政治局勢仍然動盪不安，反對派之間
偶爾會發生衝突。過去幾個月新冠病毒迅速傳播，增加了該國所面臨的

挑戰。隨著企業、機構和民眾的生活廣泛地被中斷，連取得醫療保健、藥

品、甚至食物等基本服務的機會也受到了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

信徒也無法倖免於困難的環境。部分同靈檢驗出病毒呈陽性，而其他同靈

則出現類似的症狀，無法進行檢測。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有兩位同靈在新

冠肺炎的疫情期間安息主懷，而其他人已經康復。

儘管面臨挑戰，仍然感謝神，讓我們能在每週五與週六透過 Zoom 和 

Facebook Messenger 恢復正常的安息日聚會。青教組在週日也恢復聚會。

聚會出席的人數也開始增加，著實令人鼓舞。我們還開始了虛擬訪問，來

自新加坡的傳道與當地傳道配合，和信徒進行視頻通話。在過去幾個月，

物價上漲，信徒的生活確實遇到了困難；有鑑於此，我們事先儲備了一些

米糧，並設法安排將食品及藥品分發給信徒。隨著疫情的惡化，我們還設

法保全了一些製氧機和血氧儀以備不時之需。但是，情況變得越來越嚴

峻，將來提供這些支援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確實需要繼續祈求主

的憐憫、保守和保護我們的同靈；也祈求這些試煉能有助於堅固祂教會的

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