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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受文者：全體教會、祈禱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06月 29日 
發文字號：真臺宣字第 111-0276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全體教會 2022下半年靈恩佈道會舉開日期與協助 
      傳道、長執，請公佈會眾週知。 
 
說明：  
 

一、宣道處依規章第三篇第三項：臺灣總會辦事細則；第二十六 
    條職責及工作項目辦理，安排靈恩佈道會工作人員。 
 
二、靈恩佈道會為本會重要聖工，關係全體信徒靈命之長進及慕

道朋友之得救，敬請充分準備，迎接聖會求神同工。  
1.靈恩佈道會首重祈求靈恩，充實靈糧，祈求聖靈充滿；懇請
職務人員帶領眾信徒同心合意為此聖會多方禱告祈求，事先
舉開籌備會(事後應有檢討會)，動員福音同工，加緊跟進慕
道朋友。 

  請參閱：聖靈月刊 2014年 12月第 447期，「靈恩會」文章；
靈恩佈道會前該有的預備，靈風吹薰 靈雨滋潤，靈恩會今
昔觀，設立指路碑 豎起引路柱，聖餐禮的聖經源考與再思。
建議靈恩佈道會前按月舉辦「福音茶會」，並於每次聚會後
宣導，對明白道理者作「受洗前須知」之對談，以便提早報
名，並可確定受浸之人數。有意受洗者，可提供「信徒生活
手冊」閱讀，並協助輔導信仰生活疑難。 

 
2.靈恩會聚會時間安排，以上、下午各兩節為宜，講道者當祈
求聖靈帶領，按時分糧，或可由職務會擬定主題（專題或經
卷），事先通知工作人員預作準備。每次會後禱告祈求靈恩
的時間切勿太短，以二十分鐘以上為宜。 

 
3.若職務會有通過洗禮報名，正視「聖禮」之重要，大水洗禮
時間安排週六下午聚會結束後出發。這樣可鼓勵信徒到洗禮
場觀禮，宗教教育股學員也可安排工作，較不影響聚會人數
與秩序；協助聖會工人請彼此事先協調搭配，期盼全程參
與，以利聖工。 

 

地址：406506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號 
承辦人：徐毓

 

ㄩ
ˋ燮

ㄒ
ㄧ
ㄝ
(̀HSU,YU HSIEH) 

電話：（04）2243-6960分機：1225 
傳真：（04）2243-6968 
E-mail：HenryHsu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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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道、長執、負責人務當勉勵全體信徒，提早赴會，同心合
意，加強禱告，虔誠事奉，俾使靈恩佈道會達到美好果效。 

 
三、懇請眾教會及工作人員熱切帶領慕道者，共同以對外「廣傳

福音、引人歸真、同沐主恩」；對內「牧養主羊、建立教會、
造就信德」為目標，齊心努力，榮神益人，普救萬民。 

 
四、協助靈恩佈道會非專職的長老執事及退休傳道者的差派安排 
    ，是由各教區區負責處理，依宣牧會議決議通過之名單安排

之。長執同工若有特殊原因，不克前往協助聖會者，請務必
主動與教區區負責聯繫，以利工作調整安排。2021年 11月
09日之 110-0411號公文：2022年度各區協助靈恩會人員及
各教會安息日領會名單；說明二所述：為顧慮身體及交通之
安全，年滿 75歲以上之長執，不再安排協助靈恩佈道會，若
有需要另行邀請。感謝資深長執多年來之辛勞與奉獻，求主
施恩賜福。 

 
五、【靈恩會報告表】 

1.協助靈恩佈道會之非專職的長老執事及退休傳道者若有異
動，敬請各地教會務必詳填，以便總會精確計算，核發旅費。 

2.搭乘『高鐵』者旅費全額支付，票根於 2022年 11 月 30日
前，寄回宣道處及簡訊告知 0928-988484。 

3.「慕道者參加人次」即從第一日佈道會起至結束之人次。 
 

檢附：靈恩會人員安排表、靈恩佈道會前預備週事工預備、地方 
      教會靈恩佈道會舉開型式內容參考表、靈恩會成果報告表 
      、靈恩佈道會差派原則。 
 
正本：全體教會、祈禱所、工作人員 
副本：總會負責人、各教區辦事處及區負責人、總會各單位、公益理事會、腓利門書房、 
      聯總臺灣辦事處、信徒代表會－宣道、教牧小組、基督仁愛之家、大林養護中心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總負責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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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佈道會人員安排規範及原則 
附錄(2017 年第 22屆宣牧會議第 5次會議) 

壹、傳道者部分: 
一、傳道者原則上順服差派。 
二、傳道者之總會負責人的關懷區，可妥善安排前往 
    當區協助關懷(提供安排者資料主動安排前往協 
    助)。 
三、傳道者原則上駐牧教會舉開的前一週儘量會避開 
    安排，但因調派人力需求，有時需連續二週安排 
    協助請同工體諒。 
 
貳、長執部分: 
一、長執之總會負責人前往關懷區關懷，由教區負責 
    邀請或主動向當區區負責約定安排。 
二、教區找不屬於當區的長執前往協助，請先知會該 
    區區負責，避免撞期安排。 
三、教區駐牧傳道若邀請外區長執協助，請先知會該 
    教區區負責再邀請為宜。 
 
叁、注意事項: 
一、按立長執之人員由教牧處安排。 
二、長執協助各教區之工作安排，請注意身體健康狀 
    況，避免密集奔波勞累。 
三、傳道長執在靈恩佈道會期間，有預知需要排開的 
    日期，請預先告知開拓科與區負責，避免太多更 
    改公文。 
四、請協助靈恩佈道會的同工，留意時間的管控。 
五、請於佈道會中，多以聖經得救要道證道，輔以見 
    證。 
六、請協助靈恩佈道會傳道長執，若攜眷前往，請事 
    先知會當地教會以免造成接待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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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靈恩佈道會前預備週 

 
 

星期 準備內容(建議參考) 

星期一 專題：心志的勉勵 

星期二 見證會(選較具福音性的分享) 

星期三 舉辦特別禱告會 

星期四   職務會可以規劃教會周邊區域發傳單 

星期五 佈道會:(詩歌或專題信息) 

星期六 安息日：專題勉勵/舉開禱告會 

星期日 分發傳單—宗教教育股各班學員/各團契 

備註 

◎分發傳單規劃參考如: 

婦女團契：市場 

長青團契：公園 

社青團契：學校/社區/住宅區/區域 

◎在靈恩佈道會前二個月宣佈「早餐」禁

食禱告；請職務會同工帶頭，宣導同

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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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佈道靈恩會型式內容參考表 
 

臺灣總會宣道處 

 

※週六：建議可以舉開詩歌音樂佈道會。 
※藉著半年一次的靈恩會舉開信仰疑難問題解答座談會 
 (日期、時間自訂)，更可貼近同靈及慕道者的需求。 

 

星期 聚會型式 

星期日 

星期一 

室內/外(詩歌)佈道會、 

福音茶會、慕道者造就班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晚間：室內/外(詩歌)佈道會、靈恩會、 

經卷或其他主題之專題，亦可由教會 

自行決定辦理。 

星期五 
白天：靈恩會、禱告會 

晚間：室內(外)詩歌佈道會、靈恩會 

星期六 

白天：早禱、靈恩會、 

原則：分上、下午各一節，每節二小時 

晚間(傍晚)：禱告會、聚會、佈道會、 

信仰座談、室內(外)詩歌佈道會、 

信仰疑難問題解答 

星期日 
早禱、靈恩會 

原則：上午一節聚會二小時、聖禮 

特殊 
經卷/主題講道 

教會成立周年聚會/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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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下半年靈恩佈道會報告表 
★請將報告表寄回/傳真各區辦事處，以利編製各區成果統計表。 

                教會；舉開日期    月    日 ～    月    日       

項      目 
2022上靈恩會結束後至 
2022下靈恩會前之紀錄 

2022下半年 
靈恩佈道會 

水浸/大人(男)18 歲以上   

水浸/大人(女)18 歲以上   

水浸/大人(男)65 歲以上   

水浸/大人(女)65 歲以上   

水浸/主內孩童(男)18歲以下   

水浸/主內孩童(女) 18歲以下   

水浸/初信孩童(男) 18歲以下   

水浸/初信孩童(女) 18歲以下   

水浸人數合計：   

靈浸主內（男）   

靈浸主內（女）   

靈浸慕道（男）   

靈浸慕道（女）   

靈浸人數合計：   

慕道者參加人次： 
說明：從第一日佈道會起至結束參加人次，請協助紀錄之。 

 

領杯人數  感恩奉獻  

協助靈恩會非專職的長老、執事、退休傳道者，請務必填寫以便
計算核發旅費及津貼。搭乘『高鐵』者旅費全額支付，票根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寄回宣道處及簡訊告知 0928-988484 

長執 姓名 協助靈恩佈道會天數 長執 姓名 協助靈恩佈道會天數 

    

備註： 
1.2022年更正版，是 2021年下半年信徒代表聯合小組會議討論及建議後，修正執行。 
2.表格的欄、列文字變更設計，是依據 2004年元月第 17屆常務會議中建議。 
 
     教會   教會負責人：        
 
駐牧傳道者：      填表日期：2022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