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化當從我們開始
截至今年二月為止，全台將近 180 位的教會牧長

同工接受我們部門舉辦的倍增教會社群（簡稱 MC2）
的訓練，這套訓練課程的內容是把學園門訓的 DNA －
倍增門徒的信念與方法，透過適合教會運用、發展的訓

練，讓有傳福音動力的牧者、傳道及小
組長，可以藉由訓練信徒，開始在

教會各社群中產生新的小組。
倍增訓練的短期目標是動員教

會得著附近社區鄰舍還未信
主的族群，終極目標是期望

看見各地植堂運動的興起，帶來
全地的轉化與收割。

不過當開辦多次 MC2 訓練後，我們收到的回應呈
現不同的反應，確實有些教會及小組開花結果，產生倍
增；然而大部分受過訓練的教會，仍面臨停滯的挑戰。
為什麼會這樣呢？評估結果如下：牧者覺得訓練的內容
與教會原有系統並不相容，以至於不容易實際落實；或
是牧者普遍忙碌，不容易專心帶領門徒去落實訓練的內
容；另外有些弟兄姊妹信主後，未曾經歷門訓的歷程，
亦未將馬太福音 28：18-20 耶穌的大使命視為己任，
仍覺得這是牧者的責任。

跨出你我的舒適圈
當我們面臨這些挑戰，我花更多時間去思想宣教的

核心理念，我發現倍增宣教不只是藉著訓練和教導產生
的，它無疑也是一個全人的行動。要轉化弟兄姊妹，從
跨出自身的舒適圈，到踏上傳福音的第一步，絕對是需
要一段時間歷程的。當我們先幫助陪伴他們從心裡轉
化，當他意識到宣教是一件他渴望去做，也義不容辭的
事時，那份渴望就會帶領著他，從一開始的膽怯、不敢
嘗試、不敢冒險，到願意勇敢嘗試跨出去與人分享、甚
至願意帶領人跟著他一起去採取宣教行動。這就是我們
強調訓練倍增門徒的重點所在。

為了得著全世界仍未信主的 52 億人口，全球教會
運動期待能在 2025 年前動員現有的 25 億基督徒，向
這些失喪者傳福音。我們需要先跨出自身的舒適圈，也
挑戰弟兄姊妹跨出自身的舒適圈；而最最重要的，是如
何讓弟兄姊妹得著傳福音的心，能感受到耶穌對差遣工
人的迫切，以至於他把與人分享福音、帶領人作門徒，
也當作是自己切身想要去做的事，這是我們始終心繫的
負擔！

這一期會訊我們很榮幸的為您介紹和分享在多元不
同的社群中，神怎樣藉著他們開展祂的事工，並使神愛
的心意得著滿足。深願每一位在不同領域行業中跟隨主
願被主使用的門徒，都能參與在神的國度，與主同行在
宣教裡。

國度宣教國度宣教
與主同行宣教裡與主同行宣教裡
陳偉斌傳道（台灣學園傳道會全球教會運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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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將之家」我的無力感
當我從華神畢業，一個人進入「計程車司機職場」

宣教時，常常倍感無力，雖然有著兩三位同工，但是要
建立一間教會卻讓我覺得遙遙無期。因司機每天一人
一部車在街上跑，用餐時間不定隨處吃飽，平時都用
line 群組相互溝通聯絡。不像一般上班族，總有一群
同事在一起工作，隨時可以近距離聯絡溝通，畢竟有形
的人際關係較雲端無形的關係更易建立起關係和分享福
音。

因此我只能透過教計程車司機英文見到一些司機，
或不定期舉辦活動來認識一些司機。但每當我和司機同
工去傳福音時，有些司機就會懷疑我們是否是正派的基
督徒團體，或是質疑我們的動機。當下我們就有深刻的
體認，我們需要屬靈遮蓋，否則很難取得人們的認同。

宣教困境的出路
2019 的某一天陳明達傳道邀請我上學園傳道會全

球教會運動部舉辦的倍增教會與社群 3.0 的「啟動」課
程訓練。這課程讓我的宣教困境有了出路。主因是，三
位成員就能啟動宣教機制，同時「學園傳道會」也成
了我的遮蓋，讓我的宣教有了名份。2019 年 6 月我上
完這培訓課後，接著我們就開始以倍增教會社群 3.0 的
「啟動」聚會模式。這個模式的優點是使用三分法：向
後看、向上看、向前看，並且重點是本著神的話語激勵
大家一起傳福音。

同年的 11 月我們成立了「運將之家」，成立的當
天有來自 12 間不同教會的主內司機參與、分享和見證
主愛，讓「運將之家」正式在眾教會間成立。此後我們
不論是關心未信主的司機，還是辦聚餐烤肉活動都有了
名份。漸漸地大家都熟悉這是基督徒王老師（王傳道）
成立的「運將之家」所辦的相關活動。

感謝神！原本計程車司機的聚會場地是借用別人的
店面，如今宣教進入第三年，有位司機同工願意開放他
的家庭成為第一位小家長。在 COVID-19 期間在學園
傳道會同工的鼓勵下，我們得持續用 line 視訊聚會，
讓我們的凝聚力不因疫情受影響，反而增強了。

請容我介紹：
「倍增教會與社群」教材的優勢：
1. 三分法的內容很簡單，強調以「關懷禱告分享」產
生凝聚力、與主連結、宣教。
2.「引導員手冊」都已將帶領者的內容寫得很清楚，只
要有負擔且敬虔者都可成為小家長，帶領關懷人信主、
建立新小組。
3. 這個宣教模式很容易栽培後進門徒領袖和傳承福音
宣教異象。

我誠心推薦有心植堂和倍增小組的牧者同工和主門徒們
一同來研習並參與神國度的宣教。

王春鳳傳道

神如何帶領我成立神如何帶領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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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福音•奇妙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

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林前 9：16-17）

這段神的話在我內心不斷醞釀著。

龍潭門諾會湧光教會中央街社區小組
小組長林月雲姊妹

倍增教會社群訓練
自從教會柯傳道參加了學園傳道會舉辦的 ｢ 倍增教

會社群訓練 ｣ 後，每週三早上她和學園同工在教會訓練
我們 PCS（禱告、關懷、分享福音）和順服式查經。
每週上完訓練，柯傳道和學園同工便帶著我們走出教會
去落實 PCS- 關懷探訪我們禱告名單中未信者和許久未
聚會的姊妹們，且為她們的需要禱告。PCS 使我們產
生了福音行動力！

建立社區新小組
「倍增訓練課程」結束後，柯傳道先在中央社區陳

姊妹的家開辦 10 週的婚姻親子課程，她的女兒也在其
中信主也受洗了。之後，陳姊妹願開放她的家成立了
「中央街社區小組」，柯傳道指派我當小組長，參加者
大多是社區中的國軍遺眷。從此，我們開始隔週小組聚
會，每次以倍增跟進課程為聚會內容，練習三分法小組
聚會，會後留下一起吃午餐；週間有空時探訪或打電話
PCS，朝著建立使徒時代健康的小組為目標邁進。

PCS 的落實
從在教會的倍增訓練、陳姊妹家成立新小組，到帶

領新小組，我們一直為我們小組關懷名單裡的未信主朋

友禱告，真心以行動去關心她們。我關懷的名單中有一
位是孤單的聽障人士戴姊，她是我晨泳會朋友，因著每
天晨泳結束後我常順路開車送她回家；漸漸了解她的家
人及一切的生活，才知道她的家族龐大，卻沒有一個人
信主。我開始天天迫切流淚為她守望禱告，期待她「能
認識福音、聽得懂我向她傳講聖經上的話，求神帶領
她，開她屬靈眼睛，能用心認識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我邀請她來教會上柯傳道開的查
經班，她一口答應了，從此主日未停止到教會。剛好「中
央街社區小組」成立，邀請她來聚會，她也很樂意一起
聚會。有一天，戴姊跟我說：『我要信耶穌，也要受洗。』
當我聽到這話時，我感動得掉下眼淚。感謝神，在人做
不到的，在神凡事都能做。如今已受洗的戴姊，她的心
願是她所有的家人都能和她一樣認識主相信主。

「倍增啟動訓練」後的福音茶會 
後來我們小組進行每週一次為期 8 週的「倍增啟

動訓練」，我們持續透過 PCS 在社區中關懷探訪鄰居
為她們禱告。「倍增啟動」訓練結束後，我們組員分工
合作在陳姊妹家辦了一個「福音茶會」。內容有活潑的
遊戲、短片對話、福音沙畫、宣教士的生命故事，和韓
國飯卷教學。那天在我們邀請的朋友中只來了 2 位老
媽媽，結果，這 2 位老媽媽都禱告信主了。

感謝讚美主！這福音，奇妙 !!!

奇妙奇妙
龍潭門諾會湧光教會中央街社區小組

！
韓國紫菜飯卷教學

這福音•這福音•
中央社區小組福音茶會

開疆闢地音為愛音為愛
音為愛福音音樂事工　蔡嘉揚牧師

嘉揚造就的福音歌手

遊走世界的宣教
以前我們都用「上山下海」來表達一個團隊四處為

主傳福音，基督徒也用「走遍各城各鄉」這句聖經的話，
描述我們學像耶穌四處傳道。

但現在傳遞音樂，不只是現場的音樂會，透過「網
路」，音樂也在世界各地被聽見。我們曾收到訊息：我
們的歌曲在泰北的深山被吟唱；在北美教會的兒童主日
學中被用來獻詩；也曾在南美洲的詩班中被使用。甚至
我們出團時，經常聽弟兄姊妹對我們說，他們的教會也
常唱著我們的歌。

因我們「音為愛福音樂團」是一個上山下海、四處
奔波的團隊，很需要各位為我們佈道行程出入的平安、
出團服事順利代禱。同時也請為我們團隊為主創作的　
福音歌曲能在世界各地發揮屬靈影響力代禱，希望這些
福音歌曲繼續與主同行四處遊唱，不論環繞世界幾圈，
都好。

前線爭戰的宣教
「音樂佈道」真的是一種很有能力、影響力、感染

力的服事，而「音樂佈道團隊」的特色，就是能在第

一線接觸到許多未信主的朋友，經常有機會呼召 - 為主
收割莊稼，因此我們常在靈界裡，與撒旦魔鬼搶奪靈
魂。所以，也會真實經歷到攪擾和挑戰 ! 在這種景況之
下，我們除了靠主喜樂練團、更需要儆醒面對「屬靈爭　
戰」，與主一起出團服事。懇請您常為「音為愛」服事
團隊、成員、家人和事工都蒙神的保守禱告 !

音樂宣教門徒的培訓
「音樂佈道」這樣的宣教方式在台灣行之有年。從

宣教士街頭吟唱、基督徒組成的音樂佈道團，至今日各
教會的音樂佈道團隊、機構的敬拜樂團、福音歌手，　
看似眾多，但…多數往往僅止於「佈道演出」或發行專
輯。

「音樂宣教」可否造就出相關的宣教門徒 ? 如何
與神建立個人關係 ? 如何預備佈道信息及歌曲 ? 如何
組團、經營團隊 ? 如何面對各類型舞台、音場、音控 ?　
如何在網路上經營或推廣音樂？……。個人觀察，在台
灣的音樂團隊或個人「可能」不易取得相關的訓練材
料。或者沒有足夠的造就系統，可幫助「音樂佈道團　
隊或福音歌手」的培訓。

感謝主 !「音為愛」福音音樂事工，已經開始累積
這樣的訓練和材料，希望對於幫助佈道團隊的產生、福
音歌手的訓練，都能有系統的建立並傳承。深願神繼　
續帶領我們，也在主裡連結幫助各個團隊、福音歌手、
基督徒音樂人，讓台灣的福音音樂宣教與傳承做得更好
更廣更深，直到耶穌再來。阿們！



神邀請我宣教中華神邀請我宣教中華

神對我宣教的帶領與挑戰神對我宣教的帶領與挑戰

1994 年，神以但以理書 12：13「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
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呼召我成為傳道人。1997　年在美
國宣教士訓練時，神再次提醒我的呼召，讓我們決定去東亞大國服事。我們在
那國的五個大　城市服事了 20 年，經歷了神在那些地區的奇妙作為。在那段
期間神也賜給我們　五個孩子，使我們生命箭袋豐滿。2018　年下半年我們
突然被告知必須緊急離境，我們很難過知道以後再也不能進去那國了；但我們
夫妻繼續禱告尋求神的帶領。神給了我們「宣教中華」的異象，並指示引導我
們要到台灣。終於，神開路，2019 年 8 月我們和家人到了台灣。

2020 年初我們開始，在林口醒吾科技大學和附近探訪新朋友、傳福音、造就門徒、建立小組；也在社區透過一
對一韓語學習，和韓國泡菜教學認識新朋友，希望 2020 年底可以繁殖出新信徒小組。我們最終的目標，是透過建立
家庭教會，來繼續繁殖教會。我們禱告神，願台灣在家庭、學校、職場、市區，和各地教會都能倍增門徒並繁殖神國
教會。我們也禱告，懇求神使用我們家人來祝福台灣和華人，使神大得榮耀。

聯繫方式：　abraham.jun@tccc.org.tw　電話：　0923373745

1989 年，我考上大學之後，參加了一個宣教團契，並投入服事。十四年後，我成為東亞宣教士。在那裡服事
十二年，因著神賜福和帶領，有許多美好的果子。但因為某些因素，我們無法繼續留在東亞宣教，只能先轉往菲律賓
研讀神學課程。這期間，我心裡還是期待回東亞服事。四年後，我的申請仍被拒絕了。得知消息的那一天，我心裡有
很多抱怨，但也更多體會到耶穌被世人拒絕的心情。我哭著在神面前悔改禱告，也更多地尋求服事的方向。

就在那時，我聽到台灣學園傳道會邀請具有東亞服事經驗的韓國宣教士家庭前來台灣服事。但我自問為什麼要去
台灣服事 ? 後來得知台灣基督徒人口比率只有 5~6%，如果台灣教會復興了，就會影響華人教會和整個世界宣教的復
興。因此我心裡感受到台灣並不是一項新的服事，而是延續以前的服事。

經過禱告和思考，我寫下未來在台灣事工異象的簡報，期盼透過參與台灣　
GCM（全球教會運動）事工，能影響台灣教會建立健康的基督徒價值觀與世
界觀；也藉由職場培訓課程，動員台灣信徒職場宣教，並帶來華人及世界的宣
教。剛到台灣時，曾有機會向一位牧者介紹我的事工，他看到我的簡報內容提
在台灣的未來異象，很想要把這些內容拍下來。那時我心裡非常感動，深刻地
體會也驗證了神對我的帶領和挑戰。感謝主 ! 阿們 !

台灣學園全球教會運動部　韓國錢源勳牧師

台灣學園全球教會運動部　韓國卞星辰牧師

卞牧師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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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　

3：16）經文中，「世人」的希臘原文 kosmos，意思
也包含了「世界、宇宙」。長久以來，我們只讀到「世
人」　而忽略「世界」，鮮少關注聖經所記載神與受造
界關係的經文。神差耶穌到世上，不但愛按祂形象所造
的人類，也愛自己所造的「世界」；耶穌來，不只要人
與　神和好，也要人與人、與萬物（世界）和好。（弗　
1：10）

在因　COVID-19 疫情嚴峻許多教會停止實體聚
會的三月底，愛岳人將主日敬拜帶進了山裡，也帶進登
山愛好族群中。弟兄姊妹們與未信者，一起看天上的飛　
鳥、地上的野花，聽風和樹、瀑布與鳥的旋律；一起唱
詩、聆聽信息、為疫情代禱。在專心聆聽自然萬物聲音
的當下，提醒了我們，這個神所創造的世界不是只有人
類，而這世界也非為人類所奴役。

人的治理
起初，神託付人「治理」這地（創 1：28）。「治

理」的希伯來原文是一個形容農夫在農地翻土、去石、
除草等，帶著「用力制伏，以改善、使情況更好」的農
耕動詞。人類本當帶著神的形象去完成「治理的使命」。
只是，在罪的挾制下，我們卻辜負所託，所作盡是毀壞
與掠奪。COVID-19　疫情的擴散，像是神對人類的活　
動按下了暫停鍵，使我們看見傷痕累累的世界，得到了
喘息和修復。碳排量與廢氣的漸少，讓天空恢復原本的
湛藍；經濟廢水的減少，讓河流變為清澈；旅遊和交通
運輸的減少，讓生物的活動空間增加。從全台灣各地的
大小山頭上開始擠滿爬山的人潮，說明了，即使人擁有
一切高科技產品居留在家中，也不能滿足他的所有需
要，因我們本來就是受造界的一份子。

神的託付
基督福音的關懷對象不是只有人；雖然全地因人的

罪也受了咒詛、受到挾制，但一切受造物更在等候神兒
女恢復榮耀的自由身分（羅 8：19~22）。如此，我們
才能看見神國度的整全面貌，並積極盼望一切被更新後
的新天新地（賽 66：17~25）。你我生命的首要，是
與神同工使人能與神、與人、與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中
有真正的「平安」（Shalom）；同時我們也需要在「神
的園子」中謙卑與神同行展現受造的身分與角色。願造
天地的耶和華重新吸引我們的目光，激勵我們重新負起
神之託付―以服事和關愛「祂的世界」（kosmos）成
為祂國度宣教的見證。

學園愛岳人戶外事工：
https：//tccc.org.tw/outdoor-ministry/

愛岳人戶外事工　王峙傳道 k o s m o sk o s m o sk o s m o s
以服事和關愛「祂的世界「祂的世界」」之

k o s m o sk o s m o s
宣教宣教



挺身無畏成為真正的領袖
什麼是聖經中所謂的男子氣概 ? 在現今社會做一個

敬虔、勇敢的男人意味著什麼 ?
〈挺身無畏〉小組　USB　版是《勇氣》一書相

關的影音材料，由 FamilyLife® 團隊耗資數百萬美元
精心製作。在十週內帶領男士們深入探討、了解挺身無
畏以及勇氣人生的含義。透過引人入勝的故事、專家分
享、幽默的小插曲和街頭訪談，呼籲每個男人在自己的
生活、婚姻、教會和社區中成為勇敢的領袖。

〈挺身無畏〉小組手冊包含小組討論和後續個人紀
錄活動，每個年齡層的男士都將學習到實際又切合個人
需要的工具，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生命，在家庭和社群　
中做個真正的英雄。

〈挺身無畏〉小組 USB 版預告片搶先看

建立友誼就像在兩顆心之間搭建小橋。無論在
家庭、學校、職場、教會中，你都能使用心橋卡　
BRIDGE　為你的橋添磚加瓦。

這 52 張小卡畫風溫暖別緻，問題由淺入深，每個
參與者都能輕鬆地分享自己，連結彼此的心。你準備好
了嗎 ? 祝福你在這個過程中，享受交談的時光，收穫美
好的友誼。

訂購請至學園網路書房或來電　02-29262712#12

〈挺身無畏〉〈挺身無畏〉

心橋卡

十週邁向登峰造極的人生攻略十週邁向登峰造極的人生攻略
小組　USB　版小組　USB　版

原價 $2500限時優惠 $1899
買 USB 送小組手冊乙本

加購手冊享 7 折優惠
（本 USB 支援 Windows 跟 Mac 作業系統）

原價 $250限時優惠 $199
　內含：52 張遊戲卡、1 張簡介卡、1 張說明卡

真誠友誼，僅有一座橋的距離真誠友誼，僅有一座橋的距離

歡慶上市

限時優惠至限時優惠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