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餘走筆 
周建華（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每日快訊》主編） 

今屆世界華福大會與過往的舉行方式迥

異，不再以單向宣講方式為主，而是透過先

研究、先預讀，現場簡介後作深入的討論與

分享。《每日快訊》也朝著即時採訪，即時

報導的方向努力。然而作為新嘗試，在網頁

設定、更新上出現了許多一時無法解決的問

題，是以延至今天才正式公布與鼓勵參加者

瀏覽《每日快訊》的網上即時版本。故此，

除了這個已被你下載的 PDF 版本外，也歡迎

瀏覽本刊的網上即時更新版。網址：

http://cccowe.wixsite.com/9ccowe-news。 

大會報告 

一．大會會場內的展覽將於星期五

（26 日）中午結束，請把握時間前往

參觀。三個展覽為：華福 40 週年歷史

圖片展、馬雅各入台宣教 150 年歷史圖

片展及宗教改革五百年。 

二．大會設有祈禱室，鼓勵每一位

大會參與者使用，為福音廣傳、為教會

或個人需要獻上禱告，也請記念華福運

動及大會得蒙上帝使用，成為普世教會

的祝福。 

公開園地：代禱與分享 

本欄歡迎每一位參加者投稿，內容可為

代禱需要外，亦歡迎分享參與大會感受，或

就參與門徒訓練、差傳或結合二者的經驗。

字數只限一千字以內，本刊擁接受與否之權。

若 有 意 投 稿 ， 請 將 稿 件 電 郵 至

ccowe9news@gmail.com或直接於投稿公開園

地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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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參加者 

回應神乎召，到中國宣教 

K（化名） 

採訪：戴恩加 

「我以前就想參加華福大會，因為目前

人在中國大陸服侍，那中國教會這幾年又很

關心宣教，所以我想知道華福如何在大會中，

針對差傳、中國事工作相關培訓，傳遞相關

的知識和真理。」 

K（牧師）在訪問中堅定地說出此次參與

大會的原因，也說出他對大會的期待。他是

土生土長的韓國人，二十幾歲信主，奇妙的

是，神在 K 受洗隔天，參加教會凌晨禱告會

時，感動 K前去中國傳福音，服侍當地華人。 

宣教路上經歷神 

一九九四年，K 曾來回中國大陸數次，

直到二○ ○一 年，偕妻子、孩子開始穩定

地在中國服侍。過去二十年來，K 在中國沿

海一帶逐步透過口傳、帶領門訓、開拓教會

與神學院，將福音傳給中國人，並且藉由講

課裝備牧者。起初，語言的差異挑戰 K 的信

心，但四十歲那年才開始學中文的他，最終

沒有放棄，靠著神，努力學習。 

「我最難忘的是一次在軍人醫院傳福音

的經歷。」K 描述多年前在軍人醫院，曾看

見一位中國軍人快要病逝，這位軍人在病痛

中尋求 K的幫助，請求 K 為他禱告，並帶他

決志、受洗。然而，帶領人決志到受洗的過

程，可能會引發四處軍警人員的關注，更何

況病房的門不被允許關上，而外頭又有許多

人走經門口，因此 K當下感到緊張、害怕。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當我順從心裡面

要為這位病人禱告的聲音行，我開始小聲禱

告，輕輕拿起水，要為他受洗，我心裡面依

舊緊張，但聖靈卻感動我要大聲禱告，而就

在整個過程中，病床附近居然沒有任何一個

人影。」那次的經驗，讓 K經歷神的信實。 

活出基督生命的牧者 

「這幾天的大會，內容設計與情緒醞釀

都顧及得很周到，並且敬拜時的氛圍能幫助

我們安靜下來。」過去，K 從未參與過如此

大規模的福音聚會，華福大會是第一次，讓

他得以在會場遇見許多同樣服侍華人的牧者、

宣教士，並且從對話中互相學習。 

問起 K 生命中的榜樣，他提及多年前認

識的一位韓國牧師：「這位牧師心繫朝鮮，

經常為北韓流淚禱告，最特別的是他非常愛

慕神的話，這使我也不斷提醒自己要更多讀

《聖經》。」 

還有一回，K 在韓國參與門徒訓練課程

時，遇見韓國愛的教會玉漢欽牧師，他的品

格使 K 深深感動。K 說：「玉牧師大我二十

歲，教會會友超過五萬人，但他所表現出來

的態度總是十分謙卑，我看見他真是耶穌的

門徒，在他身上看見耶穌的影子。」 

愛靈魂，服侍才會長久 



K回想過去多年的服侍，他反省道：「若

能重新調整再出發，我會更多裝備自己，因

為發覺自己過去在屬靈生活習慣，像是禱告、

讀經上還做得不夠多。」而對於想要出去宣

教的弟兄姊妹，K 勉勵道：「沒有愛靈魂的

態度，就不要勉強去做。」他也說：「我去

中國以前，都是流著淚為中國禱告，有了愛

靈魂的心，服侍才會長久。」 

------------------------------------------------------------------------------------------------------------------------- 

以生命為信息的職場宣教 

J（化名） 

採訪：黃維萱 

「我們要重新思考工作的定義，不要說

教會事工比較神聖，在公司工作是世俗的。」

已在中國從事專業宣教十五年的Ｊ表示，職

場宣教無法速成，必須長期耕耘，而自身的

生命就是一篇信息。不僅服侍對象是「跨文

化」，連合作伙伴也是來自各國的同工，需

要諸般的智慧與愛心相互配合。而過去在母

國新加坡政府五年的工作經驗，也有助於她

與中國政府協調。 

五年公職經驗，累積為神國 

J 在大學時期負責宣教與短宣事宜，大四

那年的巴基斯坦（Pakistan）短宣之旅，神呼

召 J 為祂擺上。她對神回應：「我願意去，但

我想要先有職場經驗。」於是開始在政府工

作。後來聽說中國的教會很蓬勃，但卻在職

場中很難活出信仰，心裡有了負擔。時任的

督導恰巧將投入職場宣教，為Ｊ推了一把力。

爾後神開路讓 J 遇到理念相合的單位，於二○

○一年開始服侍。一開始她是當外語老師，

後來轉作行政與領導，過往在新加坡政府工

作的經驗就派上用場了。 

跨文化的團隊、跨文化的事工 

「雖然中國與新加坡的國情不一樣，但

公務員都有一些類似特質，掌握了就比較好

溝通。反而是團隊內部的溝通比較困難。」J

進一步指出，由於該機構是國際的團隊，同

工不只需要學習中國文化，更要學習英國

（United Kingdom）、韓國（Korea）、香港、

臺灣等不同國家的文化。「如何讓一個國際

的團隊有合一的心，是我們要學的功課。」 

以生命為信息 

職場宣教快不得。很多人以為來短宣，

一、兩年就可以領人決志。Ｊ分享之前有次

在做醫療培訓時，有位本地護士觀察到他們

進病房之前會敲門而感到震撼。「生命的改

變需要時間累積。我們就是一把手，一對一

地帶，沒有辦法大量做。」J 呼籲，不要把生

命分割為屬世或屬靈。在動員宣教時很常聽

到人回應「職場宣教不是宣教」，或比較在

教會服侍及職場工作哪一個比較神聖。在這

次華福的會議中，Ｊ也把握機會與不同牧者

交流，由神學的角度重新思考工作的定義。 

與本地基督徒攜手，擴展影響力 

問到若有機會重來，甚麼方面想調整？J

沉思了一會說：「應該早點讓本地的基督徒

參與。」過去曾經有本地的基督徒來機構實

習，再把異象帶回教會。若未來有更多本地

基督徒一同參與，影響力將會更大。而目前



機構也面臨老齡化的問題，需要「新血」以

及注入新觀念。 

裝備再裝備 

目前 J 正在攻讀公共政策博士班，渴望更

深入了解中國政治的運作。如同工作與宣教

不可分割，Ｊ認為政治與信仰也不可分開，

兩者都是深入影響生活的每個面向。許多基

督徒不明白政治，也不知道如何跟中國政府

互動，被政府干預時該如何回應。未來將進

入撰寫論文的階段，也邀請讀者為Ｊ順利搜

集研究資料代禱。 

------------------------------------------------------------------------------------------------------------------------- 

竭力傳福音 

梁溢長（澳門浸信會會佐） 

採訪：賴中申 

今年已屆八十九歲高齡的梁溢長執事，

在澳門浸信會擔當「會佐」的事奉，這是澳

門浸信會對執事的特別稱呼，乃「佐理教會」

之意。今屆是他第四次參加華福大會──加

上第八屆在印尼峇里（Bali, Indonesia）、第

七屆在澳門盡地主之誼招待，他甚至參加過

一九七六年在香港九龍城浸信會舉辦的第一

屆大會！ 

「這一屆，不是想來的人都能來。」梁

會佐一句話點出今屆大會與歷年的不同，他

指出，大會希望邀請真正對福音有負擔，以

及年輕一輩的人能多多來參與，所以這次大

會只限受邀者報名。 

梁溢長執事的第四代都已有人奉獻做全

職傳道，他自己也在澳門經營福溢福音長者

書室，是一家專門針對長者的福音書房，並

透過寫書法、劃畫、聊天等方式，與這些銀

髮長者建立關係，分享福音。他說：「每位

基督徒都要努力傳福音！」 

------------------------------------------------------------------------------------------------------------------------- 

回應時代所需 

翁家玲（新加坡基石教會傳道） 

採訪：戴恩加 

翁家玲傳道出生於馬來西亞（Malaysia），

年輕時在新加坡信主，神學院畢業以後，有

感動持續在新加坡服侍。因著曾經離開熟悉

的家鄉，在異地服侍，翁傳道說：「我自己

作為一位移民者，所以我知道接納不同的族

群很重要。」目前，翁傳道與丈夫一同在新

加坡教會作傳道，服侍本地以及來自臺灣、

中國的華人。 

翁傳道這次來大會，主要是希望自己能

回應時代的需要，回到新加坡後，也鼓勵教



會同工和弟兄姊妹更敏感於時代需要，學習

活出樂於給予的生命，作主的門徒。 

認識臺灣宣教歷史 

這次大會設有「馬雅各入台宣教 150年

歷史圖片展」，讓與會者在聆聽大堂信息之

餘，也能前往參觀展覽，認識過去多名宣教

士在臺灣踏過的足跡。「這場展覽將宣教士

帶到我的面前，讓我體會過去一百五十年臺

灣宣教歷史的不容易。」翁傳道在展覽中，

看到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戴永和等宣教士，站在臺灣

醫療衛生、教育的需要上給予幫助。 

彼此交流，開拓視野 

回憶過去三天的聚會，翁傳道表示，這

次大會做出明顯的改變──讓與會者有更多

互動，透過圓桌對話，彼此認識、激盪想法。

此外，大會此次安排不同單位的代表人物，

從年輕到長者，一一上臺分享，與會者彷彿

被放在歷史長廊中，一同聆聽不同年齡層在

所處時代背景下的經歷，「每位與會者的眼

界，在聚會中就被改變。」 

翁傳道提到，她在休息時間聽見一位教

會傳道分享自己尋求服侍禾場的過程，這位

傳道現在所服侍的教會，並非位在自己原先

計劃要前去的國家，然而神仍一步步顯明祂

對這位傳道的帶領。「這就如同昨天上午信

息提到的：想要回應神就必須要全然的順服，

即使前途來到一個死角，也要相信神必然有

祂心意。」翁傳道分享道。 

------------------------------------------------------------------------------------------------------------------------- 

以身作則，生命影響生命 

唐僑斌（泰國黃橋禮拜堂長老） 

採訪：黃維萱 

提起門徒訓練，來自泰國曼谷（Bangkok, 

Thailand）黃橋禮拜堂的唐僑斌長老認為，最

要緊的是遵守《聖經》的教訓，裝備自己的

生命，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做信徒的好榜樣。

而黃橋禮拜堂近年致力在華僑子弟、自中國

來泰國的中文老師以及臺灣的泰國移民工中

實踐耶穌頒布的大使命。唐僑斌長老出生於

廣東饒平縣，家中是第四代基督徒，十七歲

時便移居泰國，從一九八八年起在黃橋禮拜

堂服侍，至今已有二十八年。以下是唐僑斌

長老自述服侍經歷： 

抓住流失的一代 

「我們教會已經有一百二十年歷史了，

並有第三、第四代的信徒。過去我們比較傳

統，近幾年來開始重視門徒訓練，因為若是

沒有門徒訓練，很難去影響更多人。這幾天

在華福會議上交通，發現全世界的教會面臨

的問題都一樣：第一代非常敬虔、愛慕神，

第二與第三代受到外在價值觀的影響，離信

仰愈來愈遠。我們要裝備自己成為屬靈的基

督徒。我們的生命也要純潔，要以耶穌基督

為中心。在家裡要做好榜樣，時常禱告及聚

會，讓我們的孩子時常親近主，以至於在學



校或職場中，都可以做其他人的好榜樣。同

時作為教會領袖也要有好的行為，讓每個平

信徒都可以看到。」 

接待漂泊異鄉人 

「泰國也有很多中國來的老師、商人、

企業家，我們很希望他們可以來教會敬拜主。

我們有一個中文查經班，牧養大約一、二十

位從中國大陸來教中文的老師。因為中國政

府和泰國有合作，若是泰國的漢辦學校或是

孔子學院有需要中文老師，就可以跟泰國教

育部申請。而這群老師大多是剛畢業，年紀

很輕，剛來新地方人生地不熟，也沒有基督

教背景。神把他們帶到我們面前，我們就要

跟他們傳福音。這群人當中，有的人播下種

子後很快就發芽，經過慕道班的培訓，現在

成為非常有屬靈恩賜的基督徒。像是有一對

夫婦，洗禮快要三年了，現在帶查經班。比

較大的困難是，當中有一些年輕老師，每週

工作五天很辛苦，週末就想去遊玩。我們還

是會一直持續去關懷牧養，用各樣方法來彰

顯神的愛。」 

去，往普天下去 

「再來是泰國本地的會友。我們一直在

尋求要如何去接觸這些人，如何讓他們成為

有影響力的門徒。二○○九年，我們的堂會

派出蘇傳通宣教士來到臺灣三重的泰勞訓練

中心，關懷在臺灣的泰國移民工，也有一小

部份人信主。兩個月前，蘇傳道按立成為牧

師，未來必定會持續為主影響更多在臺灣工

作的泰國移民工。」 

衷心服侍，主必記念 

「服侍的過程中難免有許多挑戰。但是

我們要衷心服侍，神必定會報答我們。這是

我們的責任，也是大使命。教會的傳道以及

牧者，都是我們的好榜樣。而這次大會採分

組安排很好，可以跟不同牧者交流各國的文

化與國情，能真正學到許多新知。平常在泰

國沒有這樣的機會，希望可以把大會的精神

帶回教會，更加愛神，擴展神的國度，讓每

個信徒都成為耶穌基督的好門徒。」 

展覽介紹：大會展覽攤位（二） 

除了前天在本欄中簡述過的多家展覽攤

位外，這次展覽還有許多重要而不可不看的

展出單位。 

例如國際事工差會努力推動的不單是佈

道與植堂，尚有醫療、愛滋病的防患與護理，

賑災與社展，門徒訓練，《聖經》翻譯，神

學教育等，為要藉著不同的事工，增強世界

各地的教會，以至彼此配搭同工榮耀真神。 

臺灣本土福音事工機構則有臺灣工業福

音團契，他們致力於宣教異象擴展、團隊關

懷與佈道、門徒栽培與訓練、國度宣教與夥



伴合作及文宣與影音事工，服侍臺灣的基層

人士。 

走到以勒旅館業集團的攤位，當看到他

們標列出的重點為完整的酒店管理，業務管

理、咨詢和可行性研究，全球策略性聯盟，

財務、稽查+滙報，銷售和市場，品牌打造、

價值+身份的展版時，小記頓有摸不著頭腦的

感覺，這與差傳、福音工作有甚麼關係嗎？

若你也有這疑問，就要在休息時間前往問問

看看，這可是個十分特別的職場福音事工

啊！ 

主辦地區專輯（四） 

臺灣神學教育近況 

 

蔡麗貞（臺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教育部立案 

十多年前，臺灣教育部開始向神學院招

手，政府認為臺灣學生的生命教育、心靈領

域缺乏宗教這環節實屬可惜，同時希望宗教

學院的管理更公開與透明化。臺灣眾神學院

經過審慎評估，結論是有能力的神學院可以

自行與教育部接軌。目前已完成立案的有浸

信會神學院、臺南神學院和臺灣神學院；中

華福音神學院（下簡稱華神）與聖光神學院

的立案進度較接近，因為校地規模不符合教

育部的要求，需另覓他處擴校。華神已於二

○一六年五月獲許籌設新校的公函。 

國際認證 

除了國家教育體系立案，具規模的神學

院也各有國際神學協會認證的行動，如亞洲

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和東

南亞神學協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國際認證的評

鑑項目包括師資、課程、教學環境、學生、

校友的表現與向心力以及日後發展潛力等，

評鑑過程雖然繁瑣而辛苦，但可幫助學院聚

焦設校的異象、使命並持續提升教育品質與

競爭力，也是締造各校招生時的口碑。 

師資培育 

神學院最重要的實力與資產是師資團隊，

因師資往往會牽動學院的重點課程、特色與

優勢，且卓越師資亦將吸引優秀學生，形成

良性循環。訓練下一代接班領袖是昂貴的事

工，過去華人教會在領袖栽培的事工上常缺

乏植樹建人。 

最近華人神學院已深刻覺醒，知道師資

是學院競爭力最經典的指標，紛紛主動培育



英材，不但要求專業領域的深造，招募之際

也留意靈命、個性的養成，更要求實際牧養

的歷練。例如華神新生代師資成為儲備師資

期間，也需積極參與教會事奉。就讀博士班

前，全職牧會未滿三年者於完成學業後須補

滿牧養經驗。如此的資歷比較能勝任未來學

院中對學生的輔導與關懷。 

困境與突破 

過往二十年因著神學院的訓練較偏理論，

導致大型教會開始自辦訓練體系，讓普世神

學院陷入裹足難行之局面。 

為因應大型教會對學院的意見，例如華

神目前在課程上採取更靈活的設計與運作，

同時外拓尋找合作專業伙伴，如二○一五年

與靈糧堂團隊合作的「教會增長與開拓植堂」，

二○一六年與淡水教會開設的「社區營造」。 

另外與新店行道會合作設新店校區，進

行之「教牧碩士科」──「都市教會的開拓

與牧養」，神學院負責《聖經》與神學核心

課程，實踐課程則由新店行道會規劃。「教

牧碩士科」也會在其他校區按其不同特色規

劃實踐課程，未來焦點往社區學院模式發展

「學分班」在地化，以及成全各具特色的「分

校」。 

如此的合作創舉不但能堅持神學院的核

心理念與課程，也能強化與有卓越成果的教

會保持深度合作。以華神為例，能突破僵局

是基於大型教會的牧者多半是華神校友，他

們即便對學院式的訓練有諸多意見，但仍感

念在裝備時所受益的核心課程。因此臺灣各

神學院若要突破與成長，仍端賴於栽培出的

校友是否建立具特色與規模的教會，以及校

友對母校是否親密互動，這是非常現實、艱

苛的市場趨勢，也是驗收神學教育栽種的成

果。 

深信神給各神學院不同的託付與資產，

願眾神學教育同仁領受主人所分發的銀子，

扮演好忠心良善管家職分，將來各自領受獎

賞。筆者於二○一五年擔任神學院聯合會主

席時，母教會家長周神助牧師曾出面款待與

會的神學院代表，特別感謝幾家神學院所培

育的校友在臺灣偏鄉牧養弱小教會。雖然規

模較小的神學院無法申請立案或國際認證，

但相信神仍記念其擺上，正如偏鄉教會也很

可能孕育出將來大師級的牧者如畢德生

（Eugene Peterson），或俠客型的機構領袖如

夏忠堅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籌建中的新校區 臺灣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院、浸信會神學院

及衛理神學研究院聯誼聚會 



  

臺南神學院 第一家政府立案授予學位的神學院： 

浸信會神學院 

華福地區介紹：加拿大、巴拿馬、意大利 

加拿大（Canada） 

 
馬英傑（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自一九八八年成立

以來，在前兩任聯區總幹事麥振榮牧師及李

帝平牧師努力事奉下，建立起一個很好的平

臺，本著僕人、橋梁、先知的角色服侍加拿

大超過六百家華人教會及機構。  

加拿大幅員很大，從東到西有六個時區，

加拿大聯區分六個時區，每區設有區委會，

原則上區委會與當地的教牧同工團契緊密地

合作，選出該區的區委，協助聯區事工。六

區中以加西區［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

大溫哥華（Greater Vancouver）］與加東區［

安大略省（Ontario）、大多倫多（Greater 

Toronto）］華人教會最多，佔八成半。教會

大多數是中、小型教會，大型教會（人數超

過一千人）約有十四家，其中有一家超大型

教會（人數有四千多人）。華人教會面對的

挑戰很多，多數教會都是兩文三語（中文、

英文；華語、英語、粤語），如何協調及互

補，使教會整體能合一及增長，特別需要神

的恩典。 

教會面對的挑戰 

一．交棒與接棒 

目前及將來有許多教會的主任牧師退休，

要物色接棒人非常困難。 

二．下一代的流失 

  六成以上土生華裔在中學及大學階段漸

漸離開華人教會，換言之華人教會將會失去

下一代，後繼無人，步加拿大主流教會的後

塵──教會老化。教會越大，挑戰越大。 



代禱 

  請為聯區現正進行之「第二代流失」（To 

Whom Shall We Go）之研究禱告，盼望藉這研

究，喚醒眾華人教會能亡羊補牢，改變策略，

贏取下一代。 

  

二〇一五年 

美、加華人教會策進會議 

陳世欽牧師、師母與部份美、加華福董事 

攝於聯區辦公室門前 

巴拿馬（Panama） 

 

吳必能（華福巴拿馬區委會主席） 

巴拿馬位處的中美洲是南、北美洲中間

最窄的位置，上午在太平洋游泳後開約一個

鐘的車程（約八十公里）就可以到大西洋再

游泳。因為這情況，一百多年前美國（U.S.A.）

就在巴拿馬建運河，成為世界七大工程奇蹟

之一，今年六月二十六日運河擴建落成，用

了約六十多憶美元。巴拿馬這幾年是中南美

洲其中一個發展很快的國家，約有四百五十

萬人，當中約有二十萬第一代華人，加上其

他有華人血統的後裔共有四十萬。 

因巴拿馬的地理位置四通八達，在當地

同工同心下，曾分別於二○○三及二○一三

年舉辦第二及第五屆泛美華福大會。 

巴拿馬華人福音事工於四十四年前展開，

成為了今日的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後來

又於大西洋邊岸的科隆（Colon）植堂。一九

九六年受難節聯合退修會中，領受二千／二

千運動，目標是在二千年帶領二千人信主，

配合此異象，開始了華人基督教書室（晨光

書房）及推動其他事工。 

今日巴拿馬已經有二十家華人教會及福

音站。除屬於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系列的

堂會，也有多家宣道會、播道會、浸信會及

華人基督教會的堂會，台福基督教會已經設

有福音站，也有其他的獨立堂會。神除了在

巴拿馬建立多家華人教會外，也為我們在二

○○○年設立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在當地

訓練天國工人，並預備了一處超過人所想所

求的地方給學院作基地。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也在巴拿馬出版報紙及設有電臺。二千／二

千運動也藉當地的華人教會建立了仁愛書院，

現在已經有近千位學生。巴拿馬華人教會的

同工很努力地保持合一的精神，每年受難節，

巴拿馬華人福音事工都會有三個聯合聚會：

給教牧同工的退修會、給教會信徒領袖的講

座及所有華人教會的聯合退修會。今年的聯

合退修會大小共九百五十人參加。明年除了

聯合退修會之外，還會在六月聯合以音樂巡

迴佈道，在不同城市合辦音樂佈道會。 

  

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擴建運河後峻工啟用儀式 巴拿馬城市夜景 

意大利（Italy） 
吳蘇權（華福財務顧問及意大利區委會董事） 

意大利教會簡介 

  意大利的華人教會早於一九八四年已被

建立，目前約有九十家華人教會，包括復興

教會、弟兄會教會和臺灣國語堂等。有二十

多位在職牧師（傳道），帶職同工約有二百五

十人。意大利華人教會從被建立開始，就是

採用差派同工到各堂講道的方式，每半年一

次，由派工小組安排及發布。禮拜一至五有

各種不同聚會。目前意大利華人教會分為南、

中、北部牧區，每年按牧區舉行大型培靈聚

會。 

 

福音事工 

  目前意大利華人約有四十萬，基督徒的

數量只佔 8 %左右，福音禾場很大，福音工作

需要不斷擴展，目前還缺少全職同工牧養教

會。 

代禱事項 



  一．為教會領袖禱告，求神給他們異象。 

  二．為留學生福音事工禱告。因意大利

有二萬五千名華人留學生，福音禾場很大，

需要全職同工牧養，求神差派。 

區委會的工作概況 

  意大利區委會成立已有三年，共有十九

位委員，今年已經改選新一屆委員會董事及

主席。 

  感謝神，一切榮耀歸給神！ 

  

意大利區委會與華福中心總幹事 

陳世欽牧師留影 

意大利基督教華人教會 

同工團隊 

數碼傳真：大會照片分享 

   

為華福運動獻上 奉獻時刻 每一份獻上，神都已悅納 

   

分組永遠精采 分組討論，欲罷不能 專心聆聽，領受神恩 



   

互相服侍，莫過於此！ 
若要到此取景處，必須爬、

爬、爬！ 
媒體工作室何處尋？ 

更正啟事 
《每日快訊》第二期「我不是臺灣人，我是江陰人」一文第一段中，原報導「二〇一三年一個

偶然的邀約之下，留牧師在福建省江陰鎮待了一年……」實為短期服侍，並非長住一年，在此

更正，造成不便之處也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