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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主權乃在神

世人喜歡找貴人，貴人的幫助可

以讓他得到益處，而主耶穌勝過

世上所有的貴人和朋友。祂將永

生賜給我們，並使我們在信仰

上，藉由聖靈的幫助，或出或

入，或向左或向右，皆能引領我

們走在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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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間彼此互為肢體，人

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建立在

愛的基礎。因著神的愛，我

們也可以以相同的愛去愛

人。聖經中對於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有深入的刻畫。我們

都渴求一份真摯的友誼，但

這份友誼必須在神的愛裡，

才能永久地建立！

jeanhu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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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靈
修
小
語

末職曾在2018年至2021年擔任韓國總會

資訊出版部的負責人。在這四年中，除了製

作了一些福音小冊及部分有關真耶穌教會十

大信條的視頻，也做了其他業務。但其中讓

末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理韓總倉庫裡長

久累積的古文書，在這過程中也考察了「韓

國教會建立的歷史」。

這一堆塵土飛揚的舊文件中，發現有各

教會的聚會日誌、總會的公函、宗教教育的

教材及活動紀念照等，全都夾雜在一起。藉

著掃描將這些資料整理成電腦檔案，目前檔

案全都上傳至韓總的網路雲端。

整理後的數位資料曾用於製作2018年韓

總成立《70週年紀念刊》，也製作了一本

《70週年紀念相冊》，以便與各地教會的同

靈分享。不過末職認為只有出版這兩本書還

缺少了什麼，因為那些黑白老照片是屬於第

一代的信仰，有關每張照片的細節只有當事

人自己知道。因此，這些文獻及照片對於後

代而言，其實很陌生，這些古文獻的涵義也

無法好好地傳達。更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

所有知道這些古文獻和歷史照片背後故事的

人，將一個個蒙主恩召，隨之消失在我們的

記憶中。所以末職認為有必要製作一個可以

解釋這些古文件和照片的歷史記錄片。

我們調查了全國境內依舊存活，並瞭解

每間教會成立過程的第一代同靈，當中有各

教會的退休傳道、長執及同靈等名單，從中

韓國事工新展望

整理過去 立足未來

文／金洗翰

這個歷史展覽室將成為許多韓國真耶穌教會的同靈們， 

在一生當中必須參觀一次的歷史教育重地。

▲韓總金泉教會早期聚會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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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了32位。接著開始前往全國各地巡迴

採訪，拍攝關於過去各教會成立的經過與見

證。在這過程中，又增加了4位見證者。雖

然疫情的關係使得拍攝困難，但共同參與的

大方教會金弟兄卻沒有停下腳步，在36位中

完成了32位的影片，其中部分見證者的影片

已後製完成並上傳到YouTube（可搜尋：참

예수교회 Korea > 참예수교회 간증)。每一

位見證者的影片劃分成數個片長約10分鐘的

小短片，截至2022年3月，已完成了10名見

證者，共27部的小短片；這些內容僅佔總拍

攝長度約27％。全部拍攝完成後，還需要經

過挑選的過程，部分內容可作為製作歷史記

錄片的素材。

自今年起，雖然由另一位同工接任資訊

出版部負責人的職位，但如此的工作量與

內容性質，不應輕易中斷即交付給新任負責

人。因此，韓總常務會決議末職的續任，也

就是繼續執行韓總宣道部負責人的職分外，

並同時進行這項拍攝工作。製作記錄片需耗

時多年，過程也相當艱鉅、具有挑戰。

另一項與教會歷史有關的工作也緊鑼密

鼓地進行──在書道教會旁設立早期歷史教

育中心，此空間將改造成一間歷史展覽室。

展廳內將由古至今按時間排序，陳列與韓國

各地教會建立過程相關的重要照片。從一樓

的入口到二樓室內的牆上，展示著照片和公

佈欄，天花板上安置燈光

投射，而書道教會舊建築

之原始窗框上也黏貼照片

展示。

從一樓到二樓的走廊

裡，陳列著關於早期工人

朴必善傳道殉道之記錄和

照片。並在距離書道教會

約4公里處，一處推測為

朴必善傳道殉道的地點，

豎立一座紀念碑。這間展

廳的設立也與見證影片的

製作息息相關。未來，所

▲見證採訪過程

▲YouTube見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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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會早期歷史展覽室

▲朴必善傳道殉道紀念碑

▲朴必善傳道殉道紀錄及照片

有的歷史見證影片完成上傳到YouTube後，

將與展廳的歷史文物搭配QR Code進行連

結，而每位參訪的同靈可透過自己的智慧手

機掃描、瀏覽影片，進一步瞭解本會在韓國

的歷史。

今後，這個歷史展覽室將成為許多韓國

真耶穌教會的同靈們，在一生當中必須參觀

一次的歷史教育重地。各地教會的團契、同

靈也可攜家帶眷來參觀，在此處過夜及教導

韓國教會的歷史；爬上被推測為朴必善傳道

殉道地點的那座後山，看看紀念碑。

韓總如此斥資打造，也投入不少的時間

收集、整理、建置，其中更包含了許多付

出恩賜的同靈們之辛勞。目的只有一個──

為教會及每位同靈提供認識過去本會歷史

的機會，發現真耶穌教會的整體性，並進

一步鞏固他們的信仰根基。因此，關注教

會歷史與整理文物資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工作，藉由相關硬體設施的展示與呈現，

能使下一代更加明瞭易懂。當這個目標實

現之際，真教會的信仰就可以一代一代地

傳承下去，更可以奠定本會未來進

一步成長的基礎（參：申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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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縮水的心志 
    ──港澳地區近況

文／陳秀雲、陳澍佳、施福安

九龍、大埔教會（陳秀雲傳道）

感謝主，2021年4月份疫情穩定後，政府對宗教界放寬了疫情的相關限

制，再次准許開放性的實體聚會。末肢所駐牧的九龍、大埔教會一切的聖工，

都按照原有的安排恢復正軌。

不同的是，今年的暑假，初中及高中班學生靈恩會的安排。首先，由過往

連續數天的課程，縮短到只有兩個星期天的日間課程；週間學員會各自回家數

天，繼續日常的生活。這次也只有來自西區、九龍、荃灣和大埔教會的學員

參加。雖然課程天數和人數都「縮水」了，但我們各個同工的心志沒有「縮

水」，盡本分維持學員的參與度與投入度。感謝神，讓我們的學員能再次和其

他真耶穌教會的同伴一起學習道理，建立屬靈的情誼。一切都在祂的帶領下平

安順利，每位同工和學員也都能身體健康的完成工作和學習。

雖然，香港地區在新的一年進入了第五波疫情，但感謝主！經歷了兩年的

防疫過程與經驗，我們深信各人都能處變不驚，在改變不了的大環境下改變自

己的心境，繼續在靈修與事奉上盡本分；願神繼續帶領我們。

2021初中生學生靈恩會於九龍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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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荃灣教會（陳澍佳傳道） 

自2020年底開始，香港地區疫情再三反覆，政府再度禁止宗教場所等聚會活動，因此

2021年即「出師不利」，許多聖工受到影響。例如，在每年固定的假期期間舉辦的少年班聖

經營，也因而再度停辦。限聚令生效期間，教會唯有採用線上直播方式，勉強維持信徒聚會

的習慣。然而，線上聽道無法與實體聚會相提並論；因為主耶穌所教導的是「無論在哪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20）。故此，在最低限度下，

應該也要有兩三個人聚在一起才算聚會；但有些獨自信主的信徒，線上聽道對他們來說，難

以達到聚會的效果。

有鑑於此，西區教會及荃灣教會在疫情期間，教會為了盡最大程度與信徒聯繫，均加強探

訪工作。從理論上與疫情防控的角度來看，這是有風險的；但從教會牧養的角度，這是絕對

與必須的。因為信徒在疫情期間，其實更需要教會關心，但教會卻在法律限制之下得暫時關

閉。所以，唯有透過加強探訪，方能了解信徒近況。感謝神的帶領及保守，這段時間沒有任

何聖工人員因為參與探訪而染疫，也沒有信徒在探訪之後染疫，我們相信這是主的恩典。

感謝神，2021年4月下旬，香港疫情已逐漸獲得控制。政府開始放寬防疫措施，會堂在人

數限制之下可以重啟聚會，其後聖工逐漸恢復正常。及至秋季時，西區和荃灣的靈恩佈道會

均未受到影響，且即使在疫情期間，依然有慕道朋友前來參加。

荃灣教會靈恩佈道會

西區教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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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洲教會

自2021年5月開始，聯絡處每星期日安

排兩位志工前往鴨洲，分發印有景點和鴨洲

教會簡介的福音宣傳單，方便遊客觀賞景點

的同時，也增進對鴨洲教會的認識。

香港、澳門教會（施福安傳道）

2021年因疫情關係，為降低感染風險，

減少了參加跨區活動。香港教會自行舉辦靈

恩會、少年班信仰生活日、初中班學靈會及

高中班學靈會等活動。除了早禱會之外，每

晚十點信徒們也會一起禱告，教會則會定期

宣布代禱事項。

牧養方面，由每區關懷小組安排，以白

天探訪組陪同傳道探訪為主，週日則分區輪

流探訪。因大型佈道會人數受限，改以個人

佈道為主，亦會邀請合適的慕道者到教會進

行個別輔導。整體來說，是以小型聚會形式

進行。

香港教會自2022年開始，嘗試調整各

股負責人的人數比例，以加強牧養及宣道的

資源運用：教牧由一位新增至二位、宣道二

位；宗教教育、總務及財務各一位，配合一

位全職工人。求主悅納安排，祝福帶領香港

教會的事工。

2022年初因大型疫情爆發，聚會及探訪

改為線上進行。此外，2022年春節期間，大

部分信徒及長者皆因疫情的關係居家，新春

聚會暫停，也無法進行探訪，教會首次以網

購方式贈送生活必需品給教會長者；各區關

懷小組致電通知並問候關心，老人家都感受

到教會的愛心關懷。中堅同靈們在疫情中能

參與聖工，也增加了與長者的互動，願神悅

納此事。

澳門因疫情關係，香港無法直接前往關

心，澳門信徒透過直播觀看聚會。最近教會

在澳門多安排了一位負責人幫忙，並定期與

澳門負責人開會給予意見，還讓澳門信徒直

接線上參與香港教會各種團契，及宗教教育

課程。但願疫情能盡快結束，讓信徒們能再

度相聚。

初中生學生靈恩會於香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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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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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期

疫外的平安──日本聖工近況
文／林提多

感謝主耶穌基督的保守和眷顧，疫情從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兩年多。雖然也有一部

分的信徒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蒙主耶穌的施恩憐憫，神賜給我們「疫」外的平安

（參：腓四7）。

駐牧日本之傳道

2020年開始，聯總差派林永基長老夫婦駐牧在日本，牧養日本各教會；並於

2021年8月22日，按立小林禮二弟兄為小林以利沙傳道，與林永基長老一起牧養日

本各教會。

各教會現狀

分組牧養：依據聯絡處的會議決議，從2021年開始，各教會將該會信徒分成數

個小組來關心牧養，各小組都有組長及幹部關心小組成員。同時各小組每個月都會

輪流在弟兄姐妹家舉行家庭聚會，一起查考使徒行傳，分享主恩。

雖然疫情仍嚴峻，但是感謝神的帶領，各教會的靈恩會以及聯絡處所預定的學

生靈恩會（前後六天都住在教會）還是照常進行，且人數不斷地增加。今年參與的

人數突破歷年記錄，學生近80名，輔導員17名，主講講師2名，期間都蒙神的眷顧

保守，一切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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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聯絡處神學院現狀

感謝臺灣總會和臺總神學院，協助日本聯絡處神學院培養傳道人材。2019年9

月開始，由聯總派遣傳道及講員，在日本或透過線上方式，為2位神學生（王長卿弟

兄、王為清弟兄）培訓神學。課程為三年，預定今年2022年6月結業，7月開始作為

實習傳道駐牧各教會。

感謝神的帶領，2021年又有一位遠藤利弟兄獻身。由於受疫情影響，暫時無法前

往臺灣神學院就讀，目前先透過線上參加臺灣神學院的課程。期待疫情過後能盡快前

往臺灣神學院學習。

聯絡處現狀

聯絡處現有教會5間，祈禱所1間，1,160多位信徒，多處家庭聚會；負責人7位，

駐牧傳道2位，神學生3位，專任辦事員2位。橫濱教會預定2022年，在鶴見區分設一

間祈禱所，也期待在2025年成立日本總會。

祈求主耶穌基督繼續帶領日本各地聖工的發展，在各地都能高舉主耶穌基督，榮

耀主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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