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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軍人基督徒與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MCFs)於其國內外軍中分享基督福音的事

工，已日見迅速發展。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國際基督徒會議、教

導與服事協會(ACCTS)、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Accts MMI)，與使命支援組織

(MSO)的同工們，對於此一事工的做法以及協會的緣起和同工職責等，尚無確切

一致的認識。在 1991 年間，AMCF 和 ACCTS 特為此聚會─禱告與計畫，遂產生此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參考手冊」，相信可以提供各國 MCFs 和亟待建立 MCF

者必要的幫助。 

此手冊非命令，惟內容均深具參考價值，請多多利用。 

 

 

李弼燮 

韓國陸軍上將(退) 

AMCF 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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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SSOCIATION OF 

MILITARY CHRISTIAN FELLOWSHIPS ,AMCF) 

“…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 加拉太書 3:28 

簡史 

1.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是神的兒女在不同時間、地點，從事世界各地服

事軍中肢體的工作。大部份國家的軍人基督徒團契與 AMCF 連繫，必須回

溯到 1851 年在印度服役的英國騎兵上尉 TROTTER，當時他感到有如此的

需要。因這個負擔，使得英國軍官團契聯盟形成，這個組織開始是一個禱

告的團契。 

2. 另一個起始是 1961 年一位在智利海軍服務的下士，感到同樣的團契需

要，而有了＂制服福音團契＂(MISSION EVANGELICA UNFORMED，MEU)。MEU

與 AMCF聯合時約有 6000位會員，MEU的開始也是一個敬拜與見證的團契。

1960 年代，一位在新加坡陸軍服役的軍醫回應神的呼召，開始了陸軍軍

事福音使命並與 AMCF 聯合。在 1980 年神引導一位祂的僕人，在多明尼加

共和國開始＂軍事工作福音使命團＂的事工，並與 AMCF 聯絡。1986 年神

激勵一位在西班牙且不曾聽過 AMCF 的肢體，開始軍人聖經機構，這組織

後來也與 AMCF 聯合。這只是幾個例子來說明 AMCF 是神自己興起的工作，

而不是人。這些運動的起始都是由禱告、團契、見證。今天，向全能的神

禱告、基督徒團契、廣傳福音無疑地已成為 AMCF 的標誌！ 

3. 國際性的軍人基督徒團契起始於 1920 年代。一位荷蘭的軍官參加英國軍

官團契 SKI PARTY 在瑞士的聚會。他回國後決定在荷蘭的陸軍組織一個

相同的組織。SKI PARTY 的領袖 ARTHUR SMITH 少校(後來晉升到中將)，

後來成為推動設立國際軍官團契聯盟（FNOCU）的力量。他鼓勵他的朋友

BARON VON TUYLL 擔任第一任的總會長。 

4. 國際軍官團契聯盟（FNOCU）後來演變為 AMCF，這團契的設立不是政治性

的，不分宗派或教會、沒有中心組織、沒有預算、總會長只能在家中作業，

也沒有幕僚。每一個國家的軍人團契與 AMCF 聯合，必需自力管理與自力

財務支援，並在國家的路線上發展。 

5. 國際軍官團契聯盟（FNOCU）第一次的會議在 1930 年在荷蘭 ZUYLEN CASTLE

舉行,這是 VON TUYLLS 的故鄉。當時只有四個國家參加，且全是歐洲國家。

一位年輕的英國軍官參加此次會議極受感動，因為基督的愛與團契在這些

曾參與一次大戰壕溝戰對立的軍官之間滋長。此次的會議“在基督耶穌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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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一＂的座右銘與禱告被採納。會員們同意每主日用這禱告，這禱詞有

些許更改如下 

天父 

我們感謝你以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所有的罪 

求你賜福各國的男女軍人， 

允許我們身知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 

喜樂的人，得以充滿你的愛， 

並藉由聖靈的大能大力， 

將愛傳遞給其他的人， 

直到主的再臨，阿們！ 

6. 團契藉由數種方法傳到其他國家及各洲。有超過 20 年的時間，滿有信心

的蘇格蘭愛丁堡軍人基督徒團契(OCU)一起為美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的誕

生禱告。美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F)回應了這個禱告。在韓戰期間一位

韓國的軍官在美國受訓時，被邀請參加美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他經驗到

奇妙的接待與基督徒的團契。他回國後與其它的軍官基督徒組成了韓國軍

人基督徒團契( ROK OCU)。美軍駐韓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F)成員協助他。

韓國軍人基督徒團契( ROK OCU)是亞洲許多軍人基督徒團契中，第一個蓬

勃發展的。第一個非洲的軍人基督徒團契起源於西非的迦納。是由二位英

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 OCU 成員的幫助，他們對福音的火熱鼓勵了迦納許多

的陸軍官校學生成立了迦納的軍人基督徒團契 OCU。這個運動現在已拓展

到非洲、亞洲、歐洲、北美。 

7. Baron von TUYLL 去世後，英國陸軍少將 Robert Ewbank 被邀請為第二任

的 AMCF 總會長。他服事的時間由 1965 到 1976 年。將軍與他的夫人 Joyce，

訪問了許多現有或有潛力的各國軍人基督徒團契，包括美國、加拿大、挪

威、瑞典、芬蘭、西德、迦納、肯亞、澳洲、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

印度，這期間國家級軍官團契穩定成長。 

8. 在 1961 年 FNOCU 的國際會議成為拓展國際工作的主要方式，早期歷年的

大會列舉如下。每次大會是由一個 OCU 組織較完善的國家來承辦。 

1961 西德 

美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出席的國家來自北美、非洲、亞洲、

及歐洲。迦納、韓國、芬蘭第一次派代表參與。 

1964 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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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荷蘭的軍人基督徒團契承辦 

1967 漢城，大韓民國 

韓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出席的國家來自北美、亞洲、及歐

洲。四個亞洲國家第一次派代表參加，印尼、日本、越南、韓國 

1968 英國 

英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出席的國家來自北美、非洲、亞洲、

及歐洲。加拿大、印度、肯亞、及瑞典是第一次派代表參加，肯亞的

軍人基督徒團契(OCU)的種子在此次撒下的。 

1971 西德 

德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 

1976 美國 

美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出席代表及第一次參與的國家包括

六大洲，超過 600 位代表，共 21 國代表出席。這是一個值得紀念的會

議，第一次派代表參與的國家有，澳洲、巴西、牙買加、紐西蘭、中

華民國（臺灣）。Ewbank 將軍將總會長的棒子交給 Clay T Buckingham 

美國陸軍少將。在接下來的 15 年期間 Clay 將軍與他的妻子 Clara，

為了 AMCF 的事工幾乎走遍全球。直到 1991 年將總會長的棒子交給

Laurence New 將軍。 

1980 英國 

英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承辦，出席的國家有 39 個，兩個歷史性

的決議在這次會議中獲致，第一個決議是把名稱改成 FNOCU，第二個

決議是召開區域性會議。 

9. 經過這些年的成長，MCF 進入國際化的路線拓展。這當中特別有一些小的

團契，也有在團契組織中包含所有階級的，分別是荷蘭、澳大利亞、日本、

肯亞、新加坡、加拿大。智利的軍人基督徒團契(OCU)在與國際軍人基督

徒團契協會(AMCF)聯合時已有 6000 位的會員，幾乎都是士兵。這些的發

展對於他們參與國際的年會是不成問題的。但是需要一個新的名稱來適應

彼此的不同。在 1980 年英國的國際年會上將國家軍官團契聯盟（FNOCU）

更名為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這是第一個歷史性的決議。 

10. 第二個歷史性的決議是，這次大會的代表將世界分成五個區域，副總會

長被指定負責個別的區域。除此之外，AMCF 地區或區域國際會議來支持

世界會議的觀念也發展出來。一般依區域的需要，每二至四年召開一次，

區域性的聯合會議也曾舉行。 

11. 在 1984 年起，AMCF 在區域會議之外，開始籌辦世界大會，於韓國漢城

舉行，共有 54 國參與。1994 年美國 維吉尼亞州 世界大會, 共 94 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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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047 人出席，因為舉辦的複雜度及預算龐大，目前是每十年舉行一次。 

12. 在歐洲，1994 年 AMCF 回應了華沙公約解體後的歐洲情勢，藉由發展出

「歐洲研討會」來因應前共產國家軍人有關倫理道德的迫切需求。 

13. 因為空間的因素並不允許舉辦在許多區域性與國家級會議，或是 AMCF

成員頻繁互訪。許多的國際友誼形成並不因階級或是種族而成為障礙。 

14. 更重要的是歷史上第一次的軍人看到如此的異象，並親身參與集中的合

作無間也將福音傳給世界各國的軍人。那就是主最後的禱告，祂的跟隨者

都要合一，祂最後的命令是要我們傳福音到普天下。這就是 AMCF 所努力

的目標＂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並加上＂完成大使命＂。 

15. Clay Buckingham 將軍在他屆滿總會長 15 年之前的一個月，公開表達他

對於 AMCF 的認識，並刊載於 1991 年第一季的 AMCF 通訊錄中。他寫著: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的使命是將福音帶給世界各國的男

女軍人＂，＂我們的信息十分簡單，就是耶穌是誰？祂作什麼？祂教導

什麼？祂要求我們什麼？＂，＂我們的使命並不是設立一個偉大的組織

或宗教系統，也不是支持特定的教會或是特定的崇拜模式，也不是要贏

得政治或經濟的實力，我們只是要將耶穌基督告訴每一個人，使每個人

有永生的盼望。以使每個人能脫離罪惡及罪的工價，並使每一個人擁有

與主同行無價的恩典。 

16. Clay Buckingham 將軍擔任 AMCF 總會長共 15 年的時間，從 1976 到 1991

年，此期間 Clay Buckingham 將軍與夫人依照前任榜樣，藉由旅行至各國

鼓勵各軍人團契。 

17. Clay Buckingham將軍於1991年9月將總會長一職交給英國陸軍少將(退)

紐倫斯爵士接下來的 11 年中，神一樣祝福 AMCF，藉由網際網路的發達更

容易介紹 AMCF，藉由網際網路將 AMCF 的網站設立，介紹 AMCF 歷史及教

材，並藉由電子郵件聯結各區域的副總會長。從 1991 年到 2000 年 副總

會長由 7位增加到 14 位。 

18. 當紐倫斯將軍與夫人巡迴世界各區域，他強調禱告及計劃(參見附件 K)

的重要，我們所有的計畫要在禱告及神的帶領下才能成就。紐倫斯將軍任

內於俄羅斯及前華沙公約國設立軍人團契，即係禱告與計劃落實的果子。 

19. 韓國李弼燮將軍於 2002 年 9 月被指派接任為總會長，李將軍與夫人於

2004 年世界大會前走訪全球 14 個區域及各區的副總會長。 

20. AMCF 詳細的歷史由 1838 年到 2002 年可由 generalnew@manx.net 索取

光碟介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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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運作原則 

21.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是為了實現發起者的異象，它是世界性

的軍人基督徒團契。每一個國家的軍人基督徒團契是獨立的，各自管理自

己的事務及財務，並以國家的路線來滿足各國軍中福音的需要。AMCF 不

是政治性的組織，也不對特別的政治人物及政黨支持。它是超宗派的組

織，所有宗派的基督徒都能參與。同時不隸屬任何宗派或特定教會。 

22. AMCF 設置有總會長與地區副總會長，他們結合成為 AMCF Presidential 

Bench，都是義工性質，由數個軍中宣教單位，如 MCF 者來支援。隨著 AMCF

的成長，總會長與數個副總會長，咸認必須具有自己的行政，支援以利聖

工開展。請參閱附件 C，擔任什麼角色則參閱附件 D。 

23. AMCF 成員對國家 MCF 內部事務無權干涉，他們既無指導，亦不代表 MCF。

MCFs 直接從主得到引導，AMCF 成員則是鼓勵與幫助處理 MCF 與 AMCF 相關

事務。在國際階層，他們協調活動，及提供鼓勵、引導和協助，依協會和

國家 MCF 的需要而定。 

24. AMCF 總會長於協調其他副總會長及主要支援機構的主官來任命副總會

長及遴選他自己的接任者。總會長一般任期十年，地區副總會長則為七

年。AMCF 的地區數目不固定，依協會成長可能有所變動。 

25. 財政方面 AMCF 全依分享其異象者的奉獻支持。奉獻的款項由 ACCTS、

Accts MMI、MSO 或國家 MCF 適當處理，但這些單位不與任何政府或宗派

掛鉤。 

使命 

26. AMCF 的使命是將耶穌基督的福音，帶給世上每一個國家的男女軍人。 

目標 

27. AMCF 的目標就是要在各國建立成熟並有果效的軍人團契。 

五週年會議 

28. 五週年會議是 AMCF、ACCTS、Accts MMI 與 MSO 同工夫婦參加，除了強

調合一、合作外，並檢討 AMCF 現況及策劃下一個五年的工作計畫。這樣

的會議於 1991 年美國首次舉辦、1997 年英國舉辦、2002 年在英國再辦一

次。在 2002 年會中前任總會長 New 將軍將職務移轉給現任的總會長韓國

李弼燮將軍，李將軍提議為了經濟及效率的原故，五週年會議應與十年一

次的世界大會齊頭舉行。2004 的世界大會既在韓國舉行，故於會後召開

第四次五週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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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援機構 

29. ACCTS、Accts MMI、MSO 都是支持 AMCF 的事工機構。他們保有最新的

各國 MCF 地址，並發行會訊與代禱信協助 AMCF 會議，需要時作財務處理，

派遣同工赴世界各地。接觸及鼓勵軍人基督徒。更多的細節關於各支援機

構將於接下來的相關章節說明。AMCF 與 MCF 及支援機構關係圖請參閱附

件 A。 

其它支持機構 

30. 其它支援 AMCF 的機構在附件 S 有說明 

AMCF 如何開展工作 

31. AMCF 的工作就是完成創始者的異象，就是請求神 “賜福各國的男女軍

人，允許我們…得以充滿神的愛，並將神的愛傳給別人＂ AMCF 的活動也

是來協助這些願意將神的愛，傳遞給每個國家在軍中服役同袍。國家軍人

團契(MCF)與各個個人，也彼此鼓勵完成主的大使命。(馬太 28:19) 

藉著禱告 

32. 禱告是完成目標的要角。這是神藉著祂的僕人完成神的工作。這並不是

人為神做事。多數國家軍人團契依需要，發行逐日禱告型錄。各國的代禱

事項被收集，AMCF 每三個月出版一次代禱信。藉由此方式，各國地軍人

基督徒可彼此代禱。 

33. 除了每日的代禱外，還列舉一些世界上，特別需代禱的國家。如此一段

時間後，便能為世界各國禱告，神將興起各國的軍中福音事工，並在尚未

建立軍人團契的國家中，建立軍人團契。所有參與禱告者，鼓勵於每日中

午禱告。若不允許於中午禱告，也可以在其他時間進行。所有禱告者都被

鼓勵，不要停止禱告，因神把需要放在他們心中。此外 AMCF 每年定期的

舉行世界性的＂禱告日＂外，許多國家也在這天舉行特別的禱告聚會，代

禱或禁食禱告。 

除了各成員禱告外，也鼓勵各國成立代禱團隊，由成員的朋友及親戚及退

伍的肢體組成。相關的細節在手冊的附件 Q有詳細說明。 

34. 關於＂禱告與計畫＂的詳細內容在手冊的附件 K 有說明。主要是將服

事的焦點放在神的心意，而不是 MCF 裡個人或群體的意念。 

藉著拓展 

35. AMCF 的軍官及 ACCTS、Accts MMI 與 MSO 的同工藉旅行來拓展，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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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找尋那些願意確實跟隨基督的肢體，鼓勵他們建立軍人團契並參

與 AMCF 所舉行的會議及其他軍事宣教活動。當基督徒軍官肢體訪問他國

時，也時常尋找當地肢體參加禱告查經及團契聯誼，他們也會熱情地接待

這些來自其他國家的肢體。 

藉著一起開會 

36. 世界性、區域性及次區域性的研討會由 MCF 安排各國輪流舉辦。這些會

議，使各國軍人基督徒瞭解其他國家的軍中福音狀況。他們藉此拓展超越

國界的異象，並讓他們知道自己並不孤單，且神在軍中的工作是十分宏大

的。他們彼此便得到鼓勵和彼此學習。他們建立很有價值的團契關係及連

繫。每一次的研討會會決定下一次的研討會時間及地點。有意舉辦的國家

透過總會長或副總會長邀請各國參與。研討會主辦國會設計榮耀主名的議

程，並確符 AMCF 是非政治性與泛宗派性的屬性。除了 AMCF 的研討會外，

各會員國也會定期常常彼此聚會一起查經、禱告、團契聯誼。 

藉著彼此連繫溝通 

37. AMCF 的代禱信每季出版，報導有關各國軍人團契及國際的消息，對於未

來的事工也作內容更新，這些代禱信分送有需求的個人及沒有軍人團契的

國家。對設有 MCF 的國家可依協調以大宗郵件寄 MCF 轉送主要幹部參閱。

翻印禱告信或其一部分是許可與受到鼓勵的。 

38. 有些國家的軍人團契發行自己的月刊。他們被鼓勵與其他國家的軍人團

契分享。各別的連繫是藉由互訪與彼此通信。 

39. AMCF, ACCTS, Accts MMI 及 MSO 有各別的網站提供 AMCF 相關的支援，

當然包含這份手冊、代禱信等。 

藉著教導與鼓勵 

40. 研討會、訪問、刊物發行等等，是用來教導聖經真理，及鼓勵其在生活

中、生活上活出主的樣式來，並與其他的三軍同仁分享。 

藉著同工 

41. 軍人基督徒團契與 AMCF、ACCTS, Accts MMI 與 MSO，及與其他認同軍中

福音的團體，一起同工同心，以期使果效加倍。相關訊息細節請參閱附件

S. 

如何聯誼 

42. AMCF 並不是一個真正的組織，而是經由非正式的協議，由自主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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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F 和沒有軍人團契的國家的個人軍人基督徒互相連誼。個別的基督徒稱

為接觸人。軍人團契的成立是當兩位以上的軍人一起禱告及讀經、見證。

通常一個團體設置有了名稱，選立了領導人，即成為 MCF。在某些國家可

以自由組成軍人團契，但有一些國家可能是軍人肢體非正式的彼此聯結。 

43. 任何軍人團契的成立或接觸人，可以藉由 AMCF、ACCTS, Accts MMI, MSO 

的同工向 AMCF 總會長報告，若需要一份證明則 AMCF 也可提供，範例列於

附件 B中。軍人團契與 AMCF 的聯合，是表示彼此鼓勵在軍中服役的弟兄

姐妹於工作及生活中活出耶穌基督的教導。他們可與 ACCTS 保持聯絡並提

供正確的地址，並將活動與代禱事項刊載於代禱信中。並鼓勵參加 AMCF

的各樣活動。 

結論 

44. 自從 1930 年 FNOCU 成立以來神大大祝福 AMCF，現在軍人團契與同工遍

佈全球，有些不僅對自己國家的軍中福音努力，也協助鄰近的國家開展福

音工作。他們自己選擇合適的名稱以配合當地的需要。合一的結果是來自

於對主耶穌基督的共同信心及為主作見證的心願。 

AMCF 的座右銘就是 

“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加拉太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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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徒會議、教導與服事協會(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NFERENCES TEACHING & SERVICE, 

ACCTS) 

「往普天下去…」 (馬可 16:15) 

介紹 

1. 基督徒會議、教導與服事協會(ACCTS)，是一個委身於鼓舞及幫助基督徒

靈性成長及成為福音有效宣傳的組織，他們的對象以軍中福音為主，但並

不是唯一的對象。ACCTS 是全球軍中福音運動的主幹。它提供 AMCF 行政

與後勤支援。 

使命 

2. ACCTS 的使命是，協助世界上的軍中基督徒領袖的培養，以及協助各 MCF

的建立與成長。 

組織 

3. ACCTS 是一個世界性的非政府組織，總部登記在美國科羅拉多州丹彿市。

ACCTS 的成員與 AMCF、Accts MMI、MSO 以及各國的 MCF 密切連繫同工。 

4. ACCTS 不是一個會員的組織，它是由一小型同工組、職員及很多熱心義工

組成。同工多是軍中退役的肢體。兼職的志願宣教士，以禱告或其它方式

支援的稱為同工，ACCTS 的福音工作都是團隊工作，所以配偶也必需在這

福音的團隊中。 

5. 同工受委派負責地區性或特定的福音工作。 

功能性範圍則包括：武官宣道、軍牧宣道、國際學生宣道、傳媒宣道、助

理醫生宣道、軍校生宣道、調解宣道、英語營、計畫與訓練、軍中倫理宣

道、以及會議輔助等項。 

功能性與地區性同工工作包括下列一項或各項之旅行、傳講與教導、計

畫、會議協調、接待、諮詢與地區協調。 

6. ACCTS 的地區同工儘可能每一年拜訪他所負責的區域，他們出訪期間與範

圍受經費所限，通常他們拜訪有以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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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應區域國家軍人基督徒團契的需要。 

B. 與各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作個人接觸，並鼓勵協助他們，並收集資訊

與他人分享。 

C. 發掘、會晤、分享一些尚無接觸點的軍人基督徒。 

D. 對＂互動訓練＂及＂醫師助理訓練＂者進行跟進。 

E. 激勵軍人基督徒成為單位中的福音宣教士。 

F. 適時在軍中進行福音工作 

7. ACCTS 的同工名單及其責任範圍列於附件 E 

功能 

8. 所有的活動及課程都是要完成 ACCTS 的使命，共有三個部份，會議、教導

與服事。 

會議 

9. AMCF 的國際性會議分為世界性、區域性及次區域性，會議的相關內容已

在第一章提過。ACCTS 的同工都儘可能地參加會議，他們協助會議的籌備

與宣傳，協助邀請其他國家的代表參加、提供講員與討論會指導，以及若

干經費支援。舉辦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MCF)負責處理經費問題。有時

ACCTS 會提供經費支援，如果主辦國有經費方面的問題，協助的金額由

ACCTS 與該 MCF 商洽。ACCTS 鼓勵各受邀國派代表參加 AMCF 國際會議，至

少派一員。若因為經費問題無法成行，則 ACCTS 就秉持＂先來先提供＂

的原則給幫助，被邀請的一位來自尚無軍人基督徒團契(MCF)之設者容易

中選，但此一個人或 MCF 亦應提供一部份會議費。 

10. 軍人基督徒團契(MCF)或個人若需要 ACCTS 的協助，必須以信函來請求

支援；信函中必需包含： 

 無法提供經費派代表參加 

 代表的名字 

 參加會議的所有費用明細 

 軍人基督徒團契(MCF)或者個人可以負擔的金額 

 申請經費支持的金額 

11. 各國軍人基督徒團契(MCF)會議 

ACCTS 鼓勵各國舉辦此項會議，以彼此分享國家軍人基督徒團契的現況

及禱告。經費及人員許可下，ACCTS 會派一位代表參加。由於會議日程

排定、計畫、財務等，完全由舉辦國負責，ACCTS 的參與。回應一些特

別的需求。例如，有關 AMCF 及 ACCTS 的介紹，帶領討論會、福音講道

及提供特別詩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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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別會議 

有時 ACCTS 也會因特別的需求而發起會議，例如在美國有許多機構都參

與軍中福音工作，並滿足不同的需求。通常各機構並不瞭解其他機構的

成立宗旨，因此功能重疊而效率不彰。ACCTS 發起＂軍中福音會議＂，

以便使各機構可以相互瞭解，並學習彼此合作。後來此種會議演變成為

「基督徒軍中福音團契(FCMM)會議」。 

13. 應乎需要 AMCF 的領袖們，與 ACCTS 同工召集起來，研討數項任務，此

即之執行，由 ACCTS 舉辦「AMCF 領袖會議」，亦即後來習知的「第一次

五年會議」。 

教導 

14. 教導是 ACCTS 的另一個功能，提供機會增進學習。提供不同的課程來滿

足不同的需求，或提供特別的課程邀請代表參與。一些教導由 ACCTS 擔任

講員，一些是由ACCTS安排與其他的機構共同擔任，另外還有一些由ACCTS

安排其他機構擔任。 

15. ACCTS 持續研究有關有效的訓練方式與品質，在本手冊的附件中有列出

一些訓練及教導的課程。請參閱附件 F 有關「互動訓練」及「洛磯山訓練」

的內容。 

服事 

16. 訊息的儲存所：ACCTS 的服事是將各國 (MCF)的最新消息，作收集、整

理及散佈分享。包含但不限於 

 各國軍人基督徒團契(MCF)與連絡人的連絡 

 ACCTS 所有的活動內容(包含 AMCF 國際會議、國家 MCF 會議、特別會

議、訓練特會(靈性互動訓練、洛磯山…) 

 AMCF 與 ACCTS、Accts MMI 與 MSO 宣教旅遊 

 其他福音機構的需求 

 歷史資料 

17. 出版：個別接觸人、軍人基督徒團契、及支持軍中福音工作等同仁，都

需要分享  神在各處的工作。為了滿足如此的需求，ACCTS 出版一些刊物。 

 AMCF Newsletter and Prayer requests 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俄文，每季的第一個月出版，以上刊物寄給個人，及大量寄給各國的

MCF 軍人基督徒團契，數量依和 ACCTS 的協調。 

 ACCTS news and prayer requests 每月以英文出版，分送給支持 ACCTS

的機構及個人。 

 ACCTS 及 AMCF 網站，ACCTS 的網站包含目標及過去、現在與未來活

動的訊息，所有當期的 ACCTS 及 AMCF 禱告信也公告於網站中，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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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種文字發行。ACCTS 網站提供相關會議訊息，例如世界大會與靈

性互動訓練，並隨時將最新消息公告於網站讓讀者可以親身感受如同

現場參與。另一個部份是有關 ACCTS 的年度報告，與按月的特別財務

需要，以及如何支持 ACCTS 財需等。網路並可聯到倫理會議，英文營

會等。亦可於網站中閱讀 NIV 及 KJV 版本的多國語文聖經經文。另一

個網路連結到軍校生論壇，係針對軍中年輕一代。AMCF 的網站由 

ACCTS 一併維護。 

18. ACCTS 同工支援. ACCTS 的同工提供 AMCF 官員、MCF 領袖、軍校生、武

官、國際軍校生(指各國派美受訓)、軍牧相關的事工支援。 

經費支援 

19. ACCTS 的經費是由認同這個事工的弟兄姐妹的奉獻所支持的，包含若干

教堂與軍中教堂。ACCTS 並沒有接受政府部門的支持，只有極難得狀況之

下，例如一國軍校商請 ACCTS 舉辦倫理會議，才接受財務支援。ACCTS 的

經費是直接以事工為導向。ACCTS 的執行董事(執行長)和大部分同工均是

無給制，只有辦公室的職員是有給職，其他同工是自籌經費。 

標誌 

20. ACCTS 的標誌是一本打開的聖經，置於世界之上表示我們的主耶穌是全

世界人的道路、真理、生命（約 14 章 6 節）。綠色的區域上有白色，代

表莊稼已熟（約 4章 34-36 節）ACCTS 就像是一群新約時代的教會，為完

成主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執行基督的命令(馬可 16:15)，將福音傳

遍世界及鼓勵基督徒，特別是在軍中的基督徒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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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徒會議、教導及服事協會國際軍中宣教會

(Accts MMI) 

背景 

1. 基督徒會議、教導及服事協會國際軍中宣教會(Accts MMI)的工作在鼓勵

及裝備全世界各國的男女軍人在服務單位及家庭成為良好的基督信徒，並

不斷成長且幫助他人成為基督徒。 

‧ Accts MMI 以協助建立及發展軍人團契和軍中牧師機構，達到此目的。 

‧ Accts MMI 相信這樣做對於個人生命及他們的國家都非常重要。 

‧ 因為基督徒軍人都是較優秀的軍人，基督教在軍中的增長，可以使一

個國家有顯著的改變效果，特別是在一些以軍隊為中堅的國家。 

配合 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在非洲、南亞、中東和歐洲，都是世界軍人

基督徒團契總會(AMCF)的主要支援機構。雖然使命支援組織(MSO)在這些

區域沒有特別責任，它都提供盡可能的協助。 

2. Accts MMI 用一句話總括它的工作＂服事全世界的軍中基督徒及軍中牧

師＂。 

任務 

3. Accts MMI 的任務是協助成立及發展軍人基督徒團契及軍牧組織，俾鼓勵

及裝備全世界各國的男女軍人在工作單位及家庭成為有見證的基督徒。 

運作原則 

4. 依照我們的目的及我們的信條，在神帶領下對我們的受託者負有責任，在

支援 AMCF 上，我們的工作主要是藉著個人訪問及聯絡，藉著組織或協助

建立及管理及參與區域的、國家的或其他的會議，以求達到： 

a. 介紹基督教義及軍中事奉。(在沒有這種信仰的地方) 

b. 在軍中加強基督徒的信仰與門徒地位。 

c. 鼓勵建立軍人基督徒團契及軍牧制度。 

d. 鼓勵及加強現有的軍人團契及軍牧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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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勵軍人團契之間的友愛合作(若一個國家的軍中有不同教派的團

契)，以及軍人團契與軍牧或軍中教會的合作。 

f. 裝備軍人基督徒能在他們的環境中傳福音。 

g. 鼓勵在軍人環境中對基督徒倫理的更深認識。 

h. 在以上各方面提供實際幫助。 

5. 我們相信，為了贏得了解與幫助，有必要與政府及軍中的最高層官員合

作，以便鼓勵在每個國家的軍中建立實質的和真正的基督信仰。 

6. 我們分區的同工，在英國的或各區域的，和現有的軍人團契及軍牧機構與

連絡人一同配搭。同時藉著個別聯繫─旅行探訪、鼓勵，將信徒們召聚一

起，最終發展為永久性的聖經關係。在這些活動中，MMI 的同工常常有志

工配搭，在歐洲則有 ACCTS 的同工配搭。 

機構 

7. 同工。Accts MMI 在英國設有駐在理事(FIELD DIRECTOR)，負責 MMI 所支

援的各作業區域，並在非洲(東、西、南)、歐洲(德國、波蘭、挪威)各設

有當地同工。此外，在英國本土 Aldershot 置有一個小型的辦公室，同工

組織包括一位國內理事和辦公室經理。MMI 每天工作由一位執行主席督

導，他們的名字和資料見附件 G。 

8. 辦公室。Accts MMI 的總部設在英格蘭漢普夏郡的 Aldershot，而它的駐

在理事及執行主席均利用個人住處辦公。 

9. 財務。Accts MMI 是個在英國立案的慈善信託基金，主要來自個人捐贈支

持。它也時常收到來自遺產與捐贈信託等較大的捐贈。基金集中管理，受

薪職員按照任職時的協議支付薪資，在協議時，信託委員會考慮到求職者

個人的情況和需要。 

事工 

10. AMCF 會議。Accts MMI 的工作一個主要部分，是協助 AMCF 籌劃並進行

各種會議。這些會議包括大的如區域會議到小型的會議，按照各國個別要

求的歐洲研討系列會議。 

附件 R為舉行各種會議訂有指導綱要，但是通常，雖非必須，係由一個軍

人團契主辦 AMCF 會議或研討會，Accts MMI 希望在議程計劃上提供協助。 

在行政活動事務、講員的提供，代表的邀請，及某些財物贊助上等等事項

提供建議。然而，接受贊助的會員代表，我們也鼓勵他至少應付出出席會

議的部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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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CF 會議。Accts MMI 也幫助安排各國的 MCF 會議，MMI 可以幫助會議計

劃、講員準備、以及行政後勤。通常 MMI 並不為一個國家的 MCF 會議提供

財力支援。 

12. 非 MCF 的會議。Accts MMI 也為不屬於 AMCF 或 MCF 的會議或研討會提供

協助。例如：軍牧研討會。Accts MMI 的協助程度端視該事務的性質，以

及 Accts MMI 的能力。其限制包括 Accts MMI 信託金的契約及現在的計劃

與財務問題。 

13. 教導與訓練。在附件 H 中，有一份 Accts MMI 曾經提供的有關教導與訓

練的清單(並非全部)。各個 MCF 再考慮舉辦會議或研討會時，可查看這份

清單。任何教導與訓練的請求皆應向 Accts MMI 辦公室提出。 

14. 錄音帶和錄影帶。關於過去 Accts MMI 協助實例所做的演講正不斷地錄

製下來。俾將該教導作更廣的傳播。現有的演講清單，可向 Accts MMI 查

詢或上網查考。(參看第 7段) 

15. 探訪。對個人，Accts MMI 同工在他們個別作業區的各國家中花費許多

時間探訪當地的基督徒，通常是在他們參加一個會議或討論會之前或參加

之後。訪問目的在鼓勵受訪者，且提供團契關懷，特別是在地理上或是靈

命上受隔閡的基督徒。 

16. 探訪。對各 MCF。當受到邀請時，Accts MMI 會訪問 MCF 的正式活動或

臨時聚會。我們希望各 MCF 歡迎 Accts MMI 的同工探訪，在適當的時候，

安排軍人基督徒聚會，分享團契關懷，同時了解在 Accts MMI 的連繫區內，

神在其他地方的軍人基督徒中所作的工作。 

文宣 

17. 新聞信。Accts MMI 發布一種新聞信與支持的刊物，公告支援情形、非

洲新聞與歐洲新聞、提供各機構現今和將來的活動細節。這些刊物每季發

行，提供給函索閱讀的人。凡希望收到這些刊物的 MCF，請告知 Accts MMI

的總部。 

18. 禱告摘要。願意為支援 Accts MMI 事工而禱告的弟兄姊妹，我們也有禱

告摘要季刊提供。 

19. 網站。Accts MMI 的網站為 http://www.acctsmmi.com 。本網站包括以

英文和法文發行的新聞信，本網站也包含計劃事工的詳細說明、已完成事

工的報告、一些 Accts MMI 的宣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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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命支援組織(MSO)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 28:19 

背景 

1. 使命支援組織(MSO)是一個獻身支援 AMCF 的機構。他的辦公室在韓國漢

城市中央軍人教會。MSO 的成員有現役、備役和退役的，男女志工及韓國

軍中現職和退職的聘雇人員。成員的眷屬也歡迎參加 MSO 的活動。在國

內和海外為了向軍中宣教，MSO 和韓國民間教會有著密切關係。它是一個

獨立機構，不屬於任何教派、政府和政治團體。 

任務 

2. MSO 的任務是協助將耶穌基督的福音帶給世界各國的男女軍人，它藉著支

持 AMCF 的活動及與有關的宣教機構合作以達到此目的。 

目標 

3. MSO 的目標係協助主的大使命完成(馬太 28:19)。藉著支援 AMCF 及與之

合作以求在每個國家的軍中成立一個軍人團契，及於已建立的軍人團

契，則求其繼續發展。 

宣教的職責與態度 

4. 職責。MSO 藉著實施 AMCF 的六項主要職責以完成其任務與目標。此六項

主要職責為：禱告、外展、聚會、交通、教導、鼓勵及合作。 

5. 宣教態度。MSO 依照下列所宣示的原則從事宣教任務。 

a. 每一樣努力必須符合 MSO 的任務和目標，以及盡最大能力與有關機構

攜手做到羅馬書 8:28 所說的＂萬事都互相效力，叫愛神的人得益

處＂。 

b. 作為神宣教的僕人，經常抱持服事、協助及支援的謙卑態度。 

c. 扮演一個忠實助手的角色。給與協助與合作；在合作中，保持每個軍

人團契的自主性，同時也讓他對自己的成長負責任。 

d. 一貫使用＂禱告＂和＂計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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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韓國教會及宣教機構積極合作，推行軍中宣教，包括全球的軍中福

音宣講。 

f. 尊重 AMCF 參考手冊中所宣示的目的與指導原則，與 ACCTS、Accts MMI

及其他機構保持密切的聯繫與合作。 

g. 作為非宗派的機構，MSO 與參與、提供贊助及支持 MSO 的基督教機構

或教會保持密切協調與合作。 

6. 執行方式 

a. 禱告 

(1) 為 AMCF 的會員國禱告，在他們的禱告行動中幫助支援他們。 

(2) 為 AMCF 同工的宣教禱告。 

(3) 編纂共同的禱告項目，分送給有關機構。 

(4) 在編組及建立代禱中提供支援。 

(5) 致力編組建立全球的禱告網。 

b. 外展 

(1) 協助及支援 AMCF 同工的外展工作，若有需要，支援他們派遣軍

中宣教人員。 

(2) 在 MSO 的能力之內，協助 AMCF 同工的外展事工。 

(3) 支援宣教人員建立或強化各國 MCF 的訪問行動。 

(4) 散播外展活動的訊息及在 MSO 能力所及給予需要的支援。 

c. 會議 

(1) 協助並支援各國的 MCF 主辦世界會議、區域會議、次區域會議。 

(2) 在主辦及參與各種會議有關的事務上給予合作。 

(3) 為支援其他機構舉辦的會議，保持協調功能。 

(4) 視需要提供宣傳支援。 

d. 聯繫 

(1) 協助及支援在 AMCF 同工之間的聯繫及團契，在各個國家內 MCF

之間的聯繫及團契，及 MCF 內部會員的聯繫及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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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 AMCF 新聞信的發行與分發，經由文字工作，致力提昇聯繫

與團契事工。 

(3) 經由現有的聯繫方法，包括網路系統，鼓勵並支援全世界軍人基

督徒之間的聯繫與互動。 

(4) 提供可用的服務，類如筆譯、口譯、特別信差、膳宿等。 

e. 教導與鼓勵 

(1) 協助支援各 MCF 教導聖經的真理，過著聖潔的基督徒生活及分享

屬靈的經驗。 

(2) 協助支援發現、發展、翻譯及分發教導材料及其他相關的文字，

俾有助於傳播福音及培育靈命。 

(3) 協助支援、主辦及參與關於軍中倫理、軍中統御及軍中宣教等的

互動訓練與研討會。 

(4) 協助支援教師之教導與裝備。 

(5) 參與協助國外派在韓國參訪及受訓的軍人教導聖經真理。 

(6) 協助支援韓國派在國外的軍人，例如武官及受訓學員。 

(7) MSO 現有的訓練和教育，參見附件 J。 

f. 合作 

(1) 與 ACCTS、Accts MMI、各國的 MCF 和其他有關的宣教機構合作

聯繫。 

(2) 為了資訊順利交換及相互合作，MSO 與 ACCTS 及 Accts MMI 保持

密切聯繫。 

(3) 在各國的或國際的軍中宣教團契(FCMMs)的事工中，給予合作。 

(4) 在國內外給予 MSO 事工協助支援的軍中及民間教會團契，MSO 與

之合作並互換必要的資訊。 

(5) 在財務支援的事工上合作。 

編組 

7. 主要編組 

a. MSO 的組成，有董事會，及一個行政部和執行部的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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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董事會包括主席、副主席(包含現役和退役)、執行長(董事)、MSO 的

牧師、執行部的各部部長，及其他由 MSO 法規所指定的人員。 

c. MSO 的執行部包括總務部、資訊系統部、計畫與工作部、國際事務部、

國內事務部、及後勤支援服務部。 

d. 所有參加 MSO 的都是信實的基督徒志工，因此除了少數受雇於行政部

的成員，其他人都沒有酬勞、沒有薪資。MSO 的同工和他們的職責可

參考看附件 I 的附表。 

8. MSO 和 ACCTS、Accts MMI 及其他國際機構的關係：MSO 和 ACCTS、Accts MMI

屬工作上的伙伴關係。同時也與其他有關的國際機構保持良好的合作。 

9. MSO 和韓國軍中宣教的關係：MSO 對下列韓國軍中、民間的基督教機構保

持支援與合作關係。 

a. KMCF(韓國軍人基督徒團契) 

b. KVOCU(韓國退役軍人基督徒團契) 

c. MEAK(韓國軍中福音協會) 

d. 民間教會及軍中福音宣教機構 

財務來源 

10. MSO 財源來自會員會費、捐贈及有關個人與團體的奉獻。MSO 的政策是

為了感謝捐贈的個人與團體，他們的名字都不公開透露。 

標誌 

11. MSO 的標誌代表它終極的任務─實現主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 28:19)。字母＂M＂象徵＂山巔＂， 字母＂S＂

象徵＂蜿蜒的道路＂， 穿過＂M＂與＂S＂中間的直線代表＂福音的一直

向前行＂。字母＂O＂代表將被十字架的福音所充滿的地球。藍色顯示涵

蓋世界的海洋，白色則顯示＂和平＂與＂罪污的被潔淨＂。＂求你用牛

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更白＂(詩 51:7)。總結

的說，雖然山巔與蜿蜒的路檔道，MSO 仍然以穩定的步伐勇往直前。要以

耶穌基督的福音填滿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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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軍人基督徒團契 THE NATIONAL MILITRAY 

CHRISTIAN FELLOWSHIP (MCF)  

「無論在那裡，有兩三個人聚會」馬太 18:20 

介紹 

1. 軍人基督徒團契的形成是由同一個國家的兩三位軍人基督徒聚集一起聯

誼、禱告、查經，並見證主。若果如此的行動被認為是非法的，協會會鼓

勵他們遵行聖經的教訓，馬太福音二十二章二十一節＂該撒歸該撒＂。 

2. 當一群軍人基督徒聚集並選出領袖及賦予名稱，則軍人基督徒團契就成立

了。在一些國家可以自由組織團體，但在有些國家軍人基督徒就只能有非

正式的聯絡。 

3.  軍人基督徒團契的形成有二種方式，神將彼此團契的負擔放在各別基督

徒的心上，當時機成熟就能形成。另一種方式是，神興起在軍中服役的僕

人，分享軍人基督徒團契的觀點。這是神興起許多活躍軍人基督徒團契的

方法。這二種方式的成立，若他們與 AMCF 連絡便允許在往後成立正式的

組織。 

4. 許多軍人基督徒團契的開始，是藉由其它國家軍人基督徒的到訪，分享軍

人基督徒團契的概念，報告神在其他國家軍中如何作工。 

5. 各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各自取名字，設立組織，並跟據需要設置職責。各

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是獨立的，並自籌經費。並且是非政治性，也不屬任

何宗派。各國的軍人基督徒團契，是基督徒彼此相交並和聖父、聖子相交

的場所(約壹 1:3)。MCF 亦建立了軍中有組織的經驗見證同工(Lay 

Witness)，原因有二；許多國家沒有軍牧；或是這個工作對牧師而言太大

了；另外許多軍人不願聽牧師說什麼，倒是願意聽軍中同袍基督徒分享。 

 

成長 

6. 成長是自然的結果，也是計劃的結果。自然的成長是會友邀請新加入的會

員，或是調職新的地方著手組織分會。通常成長很慢，且損耗可能比成長

快。有合適的計劃會使成長加速。一個好的計劃必須繼以的行動，主要是

找到軍人基督徒，以使他們加入軍人基督徒團契。以下有一些例子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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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軍人基督徒團契使用的範例，所有的行動需要與軍牧、軍、民單位

主管一起同工。 

a. 預備 

(1) 設立一個禱告支援基地，包含地區、全國、或國際的。 

(2) 盡可能地學習 MCF 的事工，AMCF 與鄰近國家 MCF 的軍中福音行

動。 

(3) 參與 AMCF 及其相關的活動。 

b. 接觸可能的成員 

(1) 用電話遊說附近的教會。 

(2) 向牧師作個人拜訪。 

(3) 在當地的教會分享軍中福音的異象。 

(4) 尋求在營區中分發聖經的許可。 

(5) 經由熟識的軍人基督徒探聽其他的軍人基督徒。 

(6) 在軍中期刊登通告。 

(7) 登報-新聞報導。 

(8) 廣告。 

(9) 電視或電台採訪。 

(10) 與軍人基督徒保持接觸。 

c. 設立及運作一個軍人團契 

(1) 命名並組織軍人基督徒團契。 

(2) 設立一個定點或永久辦公處，可使傳遞資訊。 

(3) 選舉領導人；會長、副會長、秘書與財務。 

(4) 時常舉行禱告及計劃聚會，為領導人能順服神的引導，並確定目

的與計劃。相關的例子在附件 L 有說明。 

(5) 準備介紹軍人基督徒團契的文宣小冊。 

(6) 設立一些分支部，使同地區的軍人基督徒可以就近聚會。 

(7) 對分支部提供引導及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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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軍人基督徒團契，準備一份合法的組織章程及細則；相關的例

子在附件 M 及 AMCF 網站 www.amcf-int.org 與 ACCTS 有說明， 

 

注意事項 

7. 當軍中的肢體來到軍人基督徒團契時，有以下的事項需要強調： 

a. 軍人基督徒團契不是一個新宗派或教會。 

b. 軍人基督徒團契不會使人離開教會或牧師，相反地軍人基督徒團契提

供了一個在軍中建立據點的福音觸角。在軍中接受主的軍人，可以回

到教會中接受門徒訓練。特別是拉丁美洲的軍人基督徒團契，需要當

地教會的會友成為軍人基督徒團契的成員。 

c. 軍人基督徒應在自己的職務上榮耀神，並成為模範。不僅在職責上成

為見證，也不能有紀律方面的問題、毒品問題、酗酒問題、家庭關係

問題等等。 

d. 服役與基督的精神不衝突。 

e. 若牧師需要軍人基督徒團契支援，軍人基督徒團契就是牧師最好的後

盾。 

 

活動 

8. 所有可以榮耀聖父及聖子耶穌的活動都是合宜的。各國軍人團契活動的基

礎是在於對神的愛 “你要盡心、盡意、盡性，愛主您的神＂(馬太 22 章

37 節)， 對人的愛 ＂愛人如己＂(馬太 22 章 39 節)。這活動遵行初代教

會一或多條的原則。 “都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使

徒二章 42 節)。 這經文表示信徒恆心遵守及委身於福音事工。 

9.   MCF 的基本目標通常包括： 

a. 在軍隊中實踐神的大使命，   

b. 幫助成員達到靈性上的成熟。 

這下面所討論的典型活動都是滿足此等目標為宗旨。  

話語教導 

10. 經文教訓：這經文引用使徒的教導及信徒從神來的學習。內容是:＂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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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 神作了什麼事? 神對任一個題目說了什麼? 我們如何讓神喜

悅? ＂。基督徒靈命的成長與生理生命相同。一個信徒的靈性成長端視對

神的真理及學習與應用。大多數各國的軍人團契數個活動都落在這個範疇 

a. 查經：研讀聖經的要旨就是，神的話語是神對今日信徒啟示的最主要

來源，＂聖經都是神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都是有益的＂(提後三章十六節)。有許多研經的方式，傳統，摘要，

書卷，段落。有不同方式來研經，且研經範圍由正式教導到個人研習。

依何種方式研經，看查經的團體及研經主題而訂。軍人團契的研經原

則包括 a.在軍中實現大使命 b.協助會員靈命成熟。多國軍人基督徒

團契的經驗，歸納法查經是十分有效的查經方法。歸納法查經可以讓

個人單獨依聖靈為師而研經(當軍人被派單獨出差往各地時)。並同時

解決普世缺乏個人神學教師的缺憾。凡具有領導才質的人，都可領查

經，而不需聖經學者。歸納法查經的範例見附件 P。 

b. 初信者的餵養：“就要愛慕那純淨的的靈奶，像纔生的嬰兒愛慕奶一

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至得救，你們若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

此＂(彼前2:2-3)。 新生嬰兒需要人協助餵奶以便肉體生命成長。 同

樣的初信者也需要協助來瞭解神的話語。他們須要屬靈伙伴協助他們

的靈命成長。 當一位軍人信主，他的屬靈伙伴來自是當地的教會、

軍牧或禮拜堂，及軍人團契。 只是給一本聖經及邀請到教會是不夠

的。 他們應從創世記到律法書及啟示錄。需要人協助了解基要真理，

軟弱時扶持起來及分享神的應許。 

c. 門徒訓練：這是保羅訓練方式，如同保羅寫信給提摩太說：＂你在許

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二章二節)＂。這是一種相乘增長的原則，讓成熟的領導人能帶領別

人成熟這些人再帶領其他的人成熟。這訓練可由當地教會，及(或)

軍人團契來執行。 

d. 研習會：由教師對一群研經參與者團體作聖經經文的說明與教導。 

 

團契 

11. “他就設立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馬

可三章十四節)。＂我們將所看見、所聽見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

交(Fellowship)。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 1:3)。

參與團契簡單的含意就是彼此同在並與神同在， 軍人團契的第二個範疇

就是彼此團契在一起，也就是靈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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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伙伴系統：許多父母教導小孩，參與活動時應該帶一個伙伴，如果有

什麼不可預見的危險發生可以彼此有個照應。同樣的軍人團契也鼓勵

一個或幾個人一起成為屬靈伙伴，彼此可以有靈性的幫補，主耶穌即

是成對成對地分派使徒外出的。 

b. 社交活動：當軍人團契成員喜樂地聚集在一起，可以是一起打保齡

球、游泳、划獨木舟、溜冰等等，可以是一個一起看比賽運動，也可

以參觀博物館、音樂會等。軍人團契成員打發時間在一起，就是讓彼

此更加瞭解，並拉近和主的距離。 

c. 聚餐：餐飲與團契通常是一起的，可以在一起查經後舉行。二個人或

一個團體一起在家用餐，或是到餐廳用餐都可以；例如一家一菜的方

式。這都是增多彼此瞭解和一起團契很好的機會。 

d. 退修會：軍人團契成員偶爾可以一起到某個地方舉行退修會。可以有

不同主題，如美滿婚姻的促進，家庭的經營，為未來的活動計畫及禱

告(P&P)，及靈性更新等。 

e. 研討會：當軍人團契成長到一個關鍵點，通常是轉換成更大的團契

時。此時區域會議、國家性的研討會就成為必需。如何舉行一個研討

會在附件 K 有說明。 

f. 會訊：定期發行會訊以便使每個軍人團契的成員可以彼此連結，即使

有一些肢體無法定期出席團契聚會，仍有作為團契之一員的歸屬感。 

 

擘餅 

12. 主耶穌說：＂…為的是紀念我＂(林前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六節)，保羅

說：＂你們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 軍人團契進行，此一活動是

為了紀念主耶穌所作的，並對其他人宣告主耶穌的救贖恩典。 

a. 進行聖餐：軍人團契成員進行聖餐是表明我們彼此要與主耶穌親近， 

並一致的經驗到敬拜、順服、與見証神，這些經驗使我們遠離隔閡而

能彼此合一。 

b. 敬拜服事：敬拜就是注意力集中在神，讚美、降服、領受神對我們說

話。 

c. 傳播基督刊物：在軍眷社區中傳播見證小冊給鄰舍，在允許的情況下

也可將見證小冊或福音刊物在軍營中發放，分發送聖經可請基甸會與

聖經會社在得到適當上級許可時進行，並可伴之以福音宣講，邀請人

來認識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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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監獄與醫院事工：軍人團契成員可以基督的愛來回應軍營中的需求。

例如軍人監獄和醫院的福音事工，因為在此時刻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

可能接受福音的時刻。 

e. 福音隊：有一些軍人團契有組成福音隊來服事軍人社區或個人。 執

政當局有時很歡迎這種型式，尤其當福音隊成員也不以福音為恥時。

尤其協助一些官兵能完成任務並改善軍紀方面的問題。有一些個案是

福音隊提供一些後勤的支援來協助指揮官讓福音隊有福音行動的機

會。福音隊可以由現役也可以由退役組成。福音隊可以幫助軍人團契

未成立的區域，也可以幫助是其它鄰近國家。 

f. 佈道活動：通常由軍人基督徒來策劃與執行，在幾個國家中有一些成

功的個案，在軍人社區或是整個大城市都可舉行。 

 

禱告 

13. 主耶穌教導他的門徒禱告。聖經教導所有的信徒應該＂不住的禱

告＂(帖前五章十七節)禱告就是與神對話，參與的要素是敬崇認信、感

恩、祈求、懇求。所有軍人團契的成員都應該參與團契禱告及個人禱告。

許多軍人團契成員都接受過會話式禱告的訓練。會話式禱告是讓初信者可

以很快參與的方式。會話式禱告就是一小組人員，把神當成祂在你身旁而

你在對祂說話的方式。每次一個主題，可能只有一句不要太長，切忌多個

主題冗長的禱告，大家彼此輪流。例如第一個禱告說：＂感謝神的恩典＂，

接著一個人可以說：＂感謝神的憐憫＂，下一個可以說：＂感謝神的愛＂

等等。對神的祈求也是一樣一個接著一個。有關會話式禱告請參考附件 P。 

a. 出版禱告信：定期出版軍人團契成員的禱告清單，這對每一個作為被

禱告的成員都是一種鼓勵，同時使彼此合一。 

b. 禱告鍊：這是一個禱告的組織，當被提醒為特定需求時就立時禱告，

並將禱告事項傳給名單中的下一個成員。讓名單中的成員都對這個需

求提出禱告，現在有些地方用 E-mail 代替禱告鍊。 

c. 禱告會：軍人團契成員一起聚集禱告可以跨夜也可以禁食。通常可以

在國際禱告日及感恩節或是定期的聚會中舉行。 

d. 代禱群事工：這個事工是針對靈性穩固的成員而設，通常是由軍眷、 

親屬、軍人團契之友或退役軍人組成，定期為現役的肢體及軍隊禱

告。請參閱附件 Q。 

e. 禱告與計畫(P&P)：這個程序在附件 K 有說明。主要的用意是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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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畫前以及執行計畫中要先禱告，祈求神的帶領，讓整個程序集中

在神的旨意而不是人的意念。 

 

其他資源 

14. 做任何事情當使用正確的工具就容易完成，軍人團契的事工也容易推

動，當所有資源或工具都妥善使用時，常加忽略的資源如： 

a. 其它支援組織： 當單打獨鬥時任何事工就困難，但有許多機構可協

助軍人團契，見附件 S 說明。 

b. 配偶： 配偶的支持對於服役中的軍人基督徒成員十分重要。配偶的

力量可以對整個社區福音產生影響。她們應該參與所有軍人團契活

動。因為她們的參與具有強化 MCF 的效果 

c. 退役者：退役者有較多時間參與福音事工。他們可以為軍人團契帶來

多年的經驗與成熟的靈命。檢視一下 AMCF 的軍官及 ACCTS 的成員，

Accts MMI以及MSO就可以得知退役者對於軍中福音事工參與的程度。 

 

結論 

15. 上述的活動對於軍人團契而言常加結合在一起的，例如最常做的活動就

是軍人團契的成員常常定期禱告、查經、團契、見証神。上述的要點都是

可行的。都是要討神喜悅並榮耀神兒子的名。 

16. 在這一章中一開始引用馬太福音十八章二十節“無論在那裡有兩三個

人…＂，下一段有兩個重點是每一個軍人團契成員不能忘記的：＂奉我的

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這是提醒我們所有的軍人團契活動都

是為了主及主的榮耀及祂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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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AMCF 圖解圖 

ACCTS、Accts MMI 與 MSO 提供支援 

 

 

ACCTS、Accts MMI 與 MSO 提供支援 

 

星星與圓圈顯示各國 MCF 與接觸人 

直接從上帝接受指導、引領 

AMCF 副總會長 
太平洋區 

AMCF 副總會長 
北歐、東歐區 

AMCF 副總會長 
南美洲區 

AMCF 副總會長 
南亞區 

AMCF 副總會長 
東南亞區 

AMCF 副總會長

東亞區 
(暫兼代中亞區)

AMCF 副總會長

中東區 

AMCF 副總會長

西非洲區 

AMCF 副總會長 
中美洲區 

AMCF 副總會長 
北美區 

AMCF 副總會長 
南歐、中歐區 

AMCF 總會長

AMCF 副總會長

北非東非區 

AMCF 副總會長

法語系非洲區

AMCF 副總會長

南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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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協會會員(MCF)証書樣本 (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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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官員與分區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F) 

美國柯羅拉多州丹佛市80277 

郵政信箱(P.O. Box )27030 

電話: +1 303-985-8808  

傳真: +1 303-986-4710  

電郵: accts@accts.org  

網址: www.amcf-int.com  

總會長:  

李弼燮 韓國陸軍上將(退役) (夫人Moon 

Suk)  

電郵: prayers@unitel.co.kr  

 

各分區副總會長: 

非洲 
東非 

蒲隆地、剛果民主共和國、吉布迪、厄利

特里亞、衣索比亞、肯亞、盧安達、塞席

爾、索馬利亞、蘇丹、坦尚尼亞、烏干達 

 

尼宙基‧瓦尼基 陸軍少將 (夫人盧伊斯)  

電郵: njukimwaniki@yahoo.co.uk  

 

法語非洲 

阿爾及利亞、貝南、布吉納法索、喀麥隆、

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象牙海岸、加

彭、幾內亞、馬利、蒙利坦尼亞、摩納哥、

奈及利、希里哥、多哥、突尼西亞 

 

格斯東‧諾茂司令(退役)(夫人伊鈴諾耳) 

電郵: gaston.amcf@liptinfor.bf  

 

南非 

安哥拉、波札那、科摩羅、賴索托、馬達

加斯加、馬拉威、模里西斯、莫三鼻克、

納米比亞、Sao Tome、南非、史瓦濟蘭、

甘比亞、辛巴威 

 

彼特盧文南 南非海軍上校 (夫人 迪) 

電郵: petedillo@netactive.co.za  

 

西非 

維德角群島、赤道幾內亞、甘比亞、迦納、

幾內亞比索、賴比瑞亞、奈及利亞、獅子山 

 

愛沙古柯莫 空軍准將 (夫人 莎拉) 

電郵: komonmcf@hotmail.com  

 

美洲 
北美洲 

安地卡、巴哈馬、巴貝多、貝里斯、加拿

大、多明尼加、格瑞那達、蓋亞那、海地、

牙買加、聖露西亞、聖文森、蘇利南、千

里達、美國 

 

羅勃‧迪斯 美國陸軍少將 (夫人凱薩琳)  

電郵: krdees1@aol.com  

 

中美洲 

哥斯大黎加、古巴、多米尼克共和國、塞

爾瓦多、瓜地馬拉、宏都拉斯、墨西哥、

尼加拉瓜、巴拿馬 

 

馬多拉都‧喬亞昆陸軍上校(退役) (夫人 

維琪) 

電郵: amilcri@gua.net  

 

南美洲 

阿根廷、玻尼維亞、巴西、智利、哥倫比

亞、赤道幾內亞、巴拉圭、秘魯、西班牙、

烏拉圭、委內瑞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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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美達 巴西陸軍少校(退役) 醫師 (夫

人 美爾迪) 

電郵: masalove@uol.com.br  

 

亞洲  
南亞 

阿富汗、孟加拉、不丹、印度、馬爾地夫、

尼泊爾、巴勒斯坦、斯里蘭卡 

 

席拉‧威拉蘇利雅 斯里蘭卡陸軍上將(退

役) (夫人 迪亨妮) 

電郵: srilal43@hotmail.com  

 

東南亞 

汶萊、柬埔寨、東帝汶、印尼、寮國、馬

來西亞、緬甸、菲律賓、新加坡、泰國、

越南 

 

魯班‧錫朗 菲陸軍少將(退役) (夫人 愛

伊達) 

電郵: benciron@mydestiny.net  

 

東亞 

中國、日本、大韓民國、蒙古、北韓、中

華民國在台灣 

 

雷學明 中華民國海軍中將(退役) (夫人 

馮延君) 

電郵: hm.lei@msa.hinet.net 

 

歐洲 
北歐‧東歐 

亞美尼亞、亞塞拜然、白俄羅斯、保加利

亞、塞浦路斯、丹麥、愛沙尼亞、芬蘭、

喬治亞、希臘、冰島、拉脫維亞、立陶宛、

馬其頓、馬爾多瓦、挪威、波蘭、俄羅斯、

瑞典、土耳其、烏克蘭、摩爾多瓦 

 

陶比壯‧波斯強 上校 (夫人 安妮)  

電郵: to.bos@telia.com  

 

南歐‧中歐 

阿爾巴尼亞 安道爾 奧地利 比利時 波士

尼亞克羅埃西亞 捷克 法國 德國 匈牙利

愛爾蘭 門恩島 義大利 科索夫 列支敦斯

登盧森堡 馬爾他 摩納哥 蒙特內哥羅 荷

蘭葡萄牙 羅馬尼亞 聖馬利諾 塞爾維亞 

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 瑞士 英國 

 

馬克‧費林翰 少校(退役) (夫人 安娣亞) 

電郵:charles.fillingham@ntlworld.com 

 

中東 
巴林 埃及 伊朗 伊拉克 以色列 約旦 科

威特 黎巴嫩 利比亞 阿曼 卡達 沙烏地

阿拉伯 敘利亞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葉門  

 

Imad Ma`ayah 少將(退役) (夫人 Heyam)  

電郵: athamaran@hotmail.com  

 

太平洋 
澳大利亞 科克島 斐濟 吉里巴斯 馬紹爾

群島 密克羅尼西亞 諾魯 紐西蘭 帛琉 

 

Group Captain (Ret) Rev. Allen Neil 

(Lynette)  

電郵: allen.neil@bigpond.com  

 

中亞細亞 
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

土庫曼、 

 

雷學明 中華民國海軍中將(退役) (夫人 

馮延君)  暫兼代 

電郵: hm.lei@msa.hinet.net 

 



 
D-1

附件 D 

MCF 官員的職掌 

一、 AMCF官員(指總會長和各分區的副總會長)不干預各國軍人基督徒團契

(以下簡稱 MCF)內部事務，他們不指導亦不代表他們。在國家層次中，

他們鼓勵和幫助他們處理與 AMCF 相關事件；在國際間層次中，依雙方

需求，提供鼓勵、導引及協助。  

二、 每個 AMCF 官員，可組成一個禱告及計畫小組，依需要聚會尋求神對其

事工的指引，他們援引「禱告與計畫」的程序（參見附件 K）驗證其

活動與宣教的執行。 

三、 本附件所列職責係供 AMCF 官員作參考，以協助、鼓勵和幫助各分區的

聖工。他們也提示 MCF 或接觸人 AMCF 能作什麼，可提供那些幫助。  

總會長 

四、 決定 AMCF 區域編組和指定分區的副總會長。  

五、 宣佈每年的全球禱告日(Day of Prayer)，通常為星期六。 

六、 與 ACCTS, Accts MMI 及 MSO 密切搭配事奉。 

七、 與 AMCF 各分區副總會長密切同工。 

八、 適時與 MCF 主席通信連絡。  

九、 依時機和經費許可，旅行鼓勵各地的 MCF。 

分區副總會長 

十、 密切與總會長配搭同工，適時適切提出工作報告與建議。 

十一、 密切與 ACCTS, Accts MMI 及 MSO 各地區代表連繫，互通消息提出建

議，同心合意如同一個團隊服事此一地區。  

十二、 定期與 MCF 領袖和接觸人保持通信連絡，最好一季至少一次。 

十三、 可能時作旅行探訪，鼓勵並參與世界性、區域性會議。 

十四、 核可在其區域內舉行的 AMCF 國際性會議，並參與在其區域內會議的

策劃與執行，確使此類會議支持 AMCF 的目的及事工。 

十五、 推薦與評估區域內的代表參與「互動訓練」、「洛磯山互動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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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活動，特別是涉及財力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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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國際基督徒會議、教導與服事協會(ACCTS) 

ACCTS 總部 

美國科羅拉多州丹佛市80227-0239 

郵政信箱27239號  

電話：800-487-8108(僅美國國內使用) 

或 +1 303-985-8808 

傳真: +1 303-986-4710 

電郵: accts@accts.org 

網址: www.accts.org 

 

國際留學生宣教 

中亞細亞 

美空軍中校 艾門(退役)  

吉姆/瑪莉‧琴 

電話: +1 210-680-9390 

電郵: deltafac@ev1.net 

 

區域媒體宣教 

艾里柯瓦‧伊里拉 

烏克蘭 

電話: +380 44-440-7625 

電郵: elena_alikova@realis.org 

 

東歐‧中歐 (武官/俄羅斯宣教) 

空軍中校 巴恩斯(退役) 

迪克/琳達 

電話: +1 410-740-1160 

電郵: RichardHBarnes@cs.com 

 

太平洋/西班牙宣教 

畢萊堡 中校(退役) 

羅素/海倫 

澳洲 

電話/傳真: +61 2-6258-6224 

(傳真請在他們當地時間早上7:00以後) 

羅素的電郵: 

Russell.Bielenberg@mcf-australia.c

om 

海倫的電郵: 

Bielenberg@mcf-australia.com 

 

北美洲 

美海岸防衛隊中校 穆爾(退役) 

佛蘭克/琴妮 

電話: +1 303-670-0331 

佛蘭克行動電話: +1 303-324-3312 

電郵: Frankginny@worldnet.at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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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停服務 

美陸軍CW04 康拉(退役) 

克雷格/愛里森 

電話: +1 303-367-5010 

克雷格的電郵: fastcraigie@msn.com 

愛里森的電郵: aeconrad@msn.com 

 

東歐 

英陸軍中校 道斯(退役) 

諾亞/墨爾 

電話: +1 757-382-0472 

傳真: +1 757-382-7452 

諾亞的電郵: noel@dawes.net 

墨爾的電郵: meryl@dawes.net 

 

執行長 

美海軍少校(退役)唐勒普 

克羅/琳達 

電話: +1 720-962-0533 

克羅的電郵: director@accts.org 

琳達的電郵: lindad@tvmax.net 

 

見習官宣教 

美陸軍上校(退役) 弗里克 

麥克/雷思禮 

電話: +1 303-791-6373 

電郵: mike-leslie@thefliggs.net 

 

會議協助 

美空軍中校(退役) 克雷雪 

傑姆/洛意絲 

電話/傳真: +1 517-332-7470 

電郵: jgreshel@cs.com 

 

國際學生宣教 

GRAZIER, Maj. USAF (退役) 

Vic/Marsha 

電話: +1 937-427-2247 

傳真: +1 937-427-3317 

電郵: vicandmarsha@aol.com 

 

Web Master /軍校生宣教 

 HAIEN, 尹蔓紐拉‧克雷米 

電話: +1 303-752-9208 

電郵: webmaster@accts.org 

 

國際學生宣教 

美空軍少校(退役) 格雷斯爾 

威克/瑪莎 

電話: +1 303-471-1064 

電郵: RussBonni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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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編輯/行政助理 

韓福瑞‧伊莉莎白 

電話: +1 303-734-1709 

電郵: editor@accts.org 

 

主計官/德國宣教 

凱爾登柏 

邦赫/謝里伊 

電話: +1 303-347-2380 

電郵: finances@accts.org 

 

東岸協調官 

美海軍上校(退役)查拉迪 

凱/琴妮 

電話: +1 301-299-2594 

凱的 電郵: guyjarbbr@aol.com 

琴妮的 電郵: vtjbbr@aol.com 

 

軍牧宣教 

美海軍軍牧中校(退役)周肯姆 

唐恩/伊蘭 

電話/傳真: +1 360-698-7386 

電郵: jukam@wavecable.com 

      dejukam@aol.com 

 

國際學生宣教/聖安迪奧 

美陸軍上校(退役) 朗姆肯 

電話: +1 210-543-8787  

電郵: lumpkinteam@earthlink.net  

 

副執行長(唐恩) 

媒體宣教 (凱倫) 

美陸軍上校(退役) 馬丁 

唐恩/凱倫  

電話: +1 303-838-8300  

電郵: dmartinjr6@aol.com  

唐恩的電郵: deputy@accts.org 

凱倫的電郵: 

ocfdesign@wispertel.net 

 

國際門徒訓練宣教 

美空軍中校(退役) 麥當勞 

德洛 

電話: +1 303-347-2088 

電郵: dellmcdonald@comcast.net 

 

英語訓練營 

美空軍少校(退役) 里梧(Neu) 

保羅/蘇珊 

電話: +1 303-306-9866 

電郵: phneu12@earth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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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宣教 

(與Accts MMI 同工) 

辛巴威陸軍中校(退役)  拉甲 

佛洛/吉娜 

辛巴威 

電話/傳真: +263 4-335-166 

電郵: valrajah@zambezi.net 

 

拉丁美洲宣教 

美陸軍中校(退役) 雷史耐德 

巴柏/畢里琴 

電話: +1 814-435-8864 

傳真: +1 814-435-2664 

電郵: BobandBJ@Pennswoods.net 

 

禱告支持 

美空軍少校(退役) 西蒙斯 

洛珊拉 

電話: +1 719-395-2328 

電郵: programs@springcanyon.org  

 

太平洋宣教 

美陸軍中校(退役) 史諾 

唐恩/瓊妮 

電話/傳真: +1 541-752-6001 

唐恩的電郵: Dsnow65@aol.com 

瓊妮的電郵: Jonsnow410@aol.com 

 

中國宣教 

王裘蒂與何剛 

電話: +1 303-985-8568 

裘蒂的電郵: china@accts.org 

何剛的電郵: lovechina@accts.org 

 

英文作為第二語言 

美陸軍軍牧上校(退役) 威伯斯特 

諾力斯/露意絲 

電話: +1 812-345-2456  

電郵: lnwebster@aol.com  

 

歐洲宣教 

(亦為AcctsMMI成員) 

挪威空軍上尉(退役) 福爾德 

英吉/克玲 

挪威 

電話/傳真: +47 69-285-027 

電郵: karli-w@onlin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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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國際基督徒會議、教導與服事協會所能提供的

訓練(Train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hrough ACCTS Interaction USA)  

美國靈性互動訓練（Interaction USA） 

1. 每年有來自 8-10 個國家的基督徒軍人領袖齊聚美國，參加國際基督徒會

議、教導與服事協會（ACCTS）所舉辦的美國靈性互動訓練。這個訓練課

程是鼓勵與挑戰這些參與者以一種全新的軍中福音異象回到自己的區域

或國家，包括以下的觀點 

 僕人式的領導 

 歸納法查經 

 會話式禱告 

 軍中的宣教工場 

 軍人基督徒的世界家庭 

 

2. 這個訓練包括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在美國東岸的一個會議中心進行，各

國代表及 ACCTS 同工進行一週的互動，活動包括敬拜、個人見證、國情報

告、訓練課程作業、休閒活動等。這部份結束後各國代表與 ACCTS 的同工

成為十分緊密的團體，這是美國靈性互動訓練的核心。 

 

3. 第二部份同樣持續一週，在這一週中參加的成員將參訪美國相關具代表性

的軍事基地。這部份的活動由美國軍官團契、軍人團契、軍牧及軍中教會

負責支援。這期間各國代表與美國軍人基督徒進行多方面的互動。代表們

住在接待家庭並參與活動，包括分享個人見證、國情報告、個人討論、查

經、一家一菜式晚餐會、敬拜服事、早餐祈禱會、婦女或兒童的特別活動

等。 

 

4. 最後一個部份，所有與會各國代表再次聚集檢討評估。代表們將被鼓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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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中所學的化為行動計畫並帶回自己的國家。 

 

5. 當美國靈性互動會開始籌劃時，協調官請 AMCF、ACCTS、Accts MMI、MSO

的推薦與會者。推薦的條件 

 成熟的靈性 

 不管現役或退役, 對於各國未來的軍中福音具有影響力 

 熟諳英文說與寫能力 

 必需能夠在美國停留二週(另加旅行期間) 

 

6. 協調官等到與會者選定後，即通知AMCF(總會長或副總會長)、ACCTS、Accts 

MMI、MSO。ACCTS 會發出一份正式的邀請函給與會者夫婦，並協助提供必

要的文件及行程安排。個別的與會者及 MCF 視能力所及提供相關的旅費支

援，ACCTS 將補助旅費差額，並負擔一切訓練費用。各國與會者被鼓勵儘

可能攜眷與會，訓練一經開始即須全程參與，不得中途退訓，若有其它個

人拜訪或旅遊應與訓練期程區隔。 

 

國際互動訓練（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7. 各國若要自行舉行互動訓練會議，可與 ACCTS 位於美國丹佛市的辦公室洽

詢相關細節。希望各主辦國可以依詢上述的步驟，並洽請至少有一位ACCTS

的同工參與策劃與施訓。 

 

洛磯山互動訓練（Interaction Rocky Mountain High） 

8. 這是一個為剛進入軍官職場初級軍官所舉辦的領導術訓練，第一部份是

10 天的野外訓練，藉由許多活動來訓練領導統御 例如結繩、繩索登山、

橡皮艇、查經、泛舟、及相關的團體活動。這個部份由美國軍人基督徒團

契負責，並於他們位於美國大峽谷的營地進行訓練。 

 

9. 第二部份由 ACCTS 負責，有些美國靈性互動訓練的課程與會者年齡與經歷

加以採用，以討論會方式進行，並讓各國代表參觀科羅拉多空軍官校及科

羅拉多泉附近的軍事設施的行程，這期間各與會者由美國軍官基督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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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使彼比有互動的機會。 

 

10. 當洛磯山互動訓練開始籌劃時，協調官商請以前參加過的人員，MCF 會

長、AMCF 總會長、副總會長，與 ACCTS、Accts MMI、MSO 等團體的同工

推薦。推薦的條件 

 具有專業的信心。 

 軍校生、海軍官校生，或者剛授階的初級軍官。 

 有機會未來在他們國家的軍方建立影響力。 

 體能狀況優良可勝任第一階段活動。 

 熟諳英文說與寫能力，以便安全的參與第一階段訓練。 

 必需能夠在美國停留兩週(外加旅程)。 

 

11. 候選人被推薦後經遴選成為正式與會者，協調官便通知 AMCF、ACCTS、

Accts MMI、MSO。ACCTS 會協助與會者提供必要的文件及行程安排。各別

的代表及 MCF，將提供相關的旅費，ACCTS 將補貼所需旅費的差額。ACCTS

和 OCF(美國軍官團契)提供全部訓練經費，但不包括個人的消費，各國代

表應全程參與訓練，若有其它個人拜訪或旅遊應與訓練期程區隔。 

 

機動訓練組(Mobile Training Teams) 

12. ACCTS 可提供各國軍人團契相關訓練的材料與多種討論會的帶領人。通

常提供給同工參訪或是會議之一部運用，若有個別需求亦可與 ACCTS 以信

件或電子郵件聯絡，以下是 ACCTS 已提供的訓練課程： 

 歸納法查經：提供一般未受神學教育訓練的平信徒，也能有效地帶

領查經 

 生命見證：向未信之朋友、鄰舍、或於工作場所作生命的見證 

 領袖特質：發展領袖特質,於領導過程中使用基督徒的領導術特質 

 AMCF、ACCTS、Accts MMI、MSO 等組織的簡介：他們是什麼？做什麼？

及他們彼此及與國家軍人團契的關係。 

 狀況協助：以基督為協助者的模範, 讓成熟的基督徒更有效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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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適切的協助。 

 基督徒與戰爭：以聖經的觀點來看戰爭與和平解決國際糾紛。 

 國家軍人團契：什麼是國家軍人團契？國家軍人團契在作什麼？ 

 邊界外展：向其他國家的軍人傳福音，整合機會向他們介紹 

 與軍牧的關係：軍人團契如何支持軍牧？ 軍牧如何協助軍人團契 

 紀律訓練：進行紀律訓練課程 

 

基督徒倫理會議（Christian Ethics Conferences） 

13. ACCTS 具有舉辦數天或一個週末的基督徒倫理討論會. 這是為有興趣瞭

解基督化對國家三軍影響的資深軍官或政府官員所預備，最主要是為前蘇

聯共和國所設計，但仍適用於其他國家。包括以下課程 

 軍人基督徒的歷史 

 基督徒與國家的神學觀 

 軍牧的角色 

 基督徒指揮官 

 基督徒對決心形成的展現 

 現役軍人的社會/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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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Accts MMI) 

(註：為保密計，僅姓名、電話號碼、國別與電郵具列在此) 

Accts MMI 總部 

本土執行長 

英國陸軍中校(退役) 派得森 

麥克/維多利亞 

 

辦公室主任 

派克‧伊利薩白 

Havelock House, Barrack Road  

Aldershot, Hants GU 11 3NP 英國 

電話: +44 1252 311222  

傳真: +44 1252 350722  

電郵: headoffice@acctsmmi.com  

 

執行董事主席  

英國陸軍少校(退役) 溫斯 

韓弗瑞 

電話: +44 20-7978-7650  

傳真: +44 20-7978-7651  

電郵: Europe@acctsmmi.com 

 

禱告協調 

蘇米勒德夫人  

電郵: prayer@acctsmmi.com  

 

非洲 

地區主任-非洲 

佛爾墨 牧師 

西蒙/雷徹爾 

電話: +44 1636-813599  

傳真: +44 1636-816276  

電郵: Africa@acctsmmi.com  

 

非洲大角及大湖區(東非) 

肯亞陸軍少校(退役) 師艾艾 

約翰/塔貝德 

肯亞 

電郵: jaseii@hotmail.com  

 

南非 

辛巴威陸軍中校(退役) 拉甲牧師 

佛洛/吉娜 

辛巴威 

電話: +263 4-335-166  

電郵: valrajah@ecoweb.co.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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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及法語非洲 

賴及利亞陸軍中校(退役) 拉德爾 

亨利/維琪 

奈及利亞 

電郵: henrylad@bwave.net  

 

歐洲 

歐洲主任 (中歐及東歐) 

梭朗‧奧比史脫南迪 

南勒/克玲 

德國 

電話: +49 385-610-7198 

傳真: +49 385-610-7098 

電郵: rainer@thorun.de 

 

歐洲(軍校生及波羅的海) 

挪威空軍上尉(退役) 福爾德 

英吉/克玲 

挪威 

電話/傳真: +47 69-285-027 

電郵: ingewo@frisurf.nor  

 

波蘭上校博士(Col. Dr.) 薩威基 

伊哥爾/艾唐娜 

波蘭 

電話: +48 22-825-2388  

電郵: igorwaw@email.net.pl  

 

南亞  

地區主任-南亞  

英國海軍中校(退役) 派白 

邁克/蘇 

電話/傳真: +44 2392-736389  

電郵: SouthAsia@acctsmmi.com  

 

中東 

地區主任-中東 

聖堤上校(退役) 

理察爾/桑妮雅  

電話: +44 1722-329445  

電郵: MiddleEast@acctsm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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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Accts MMI) 

現有的訓練 

導言 

1. 本表所列現有的訓練項目及基

於研討會和會議的資料及經認

定 MMI 可以安排訓練教導的科

目。並非所有 MMI 的同工可以

教導全部的科目，而是可以找

到講員、教官來擔任。大部分

題目的論文目前都有，若申請

就可以提供。對於某些題目，

也有錄音帶提供，這些錄音帶

列在下面： 

科目/題目 

2. 基督徒軍人 

a. 做一個基督徒軍人。 

(1) 跟從我 

(2) 一條生與死的道路 

b. 做軍人和基督徒─聖經所

給的權力。 

c. 在處理部隊中的社會和道

德問題時，基督徒的希望。 

3. 基督徒統御 

a. 現實世界中的基督徒領導

統御。 

b. 基督徒對部隊長的責任。 

c. 作一個基督徒軍人─在基

督身上的真正的領導統御。 

4. 軍人專業 

a. 基督徒與和平維護。 

b. 不公義世界中的公義戰爭。 

c. 以信仰為基要的領導。  

(1) 神學的眼界 

─派屈克‧蘇克狄奧

(Patrick Sookhdeo) 

(2) 佈置一個場景─在危

機中的世界。 

─維克多‧達賓(Victor 

Doblin) 

(3) 21 世紀的戰爭─十三

世紀的道德守則？ 

─伊恩‧杜瑞(Ian 

Durie) 

(4) 恐怖主義─一種倫理

的新挑戰 

─伊恩‧杜瑞(Ian 

Durie) 

(5) 正直和統御的兩難困

境 

─派屈克‧蘇克狄奧

(Patrick Sookhdeo) 

(6) 軍中的道德發展 

─維克多‧達賓(Victor 

Doblin) 

(7) 執行職權同時作基督

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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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杜瑞(Ian 

Durie) 

(8) 作決策時的倫理考量 

─維克多‧達賓(Victor 

Doblin) 

(9) 以信仰為基要的領導 

─理查‧但奈特中將(Lt. 

Gen Richard Dannatt) 

5. 軍牧與軍牧職務 

a. 發展有效的軍牧職務。 

b. 軍牧─是幫助還是阻礙？ 

6. 軍中基督徒 

a. 軍人基督徒團契的特性 

b. 禱告與計畫 

c. 個別與集體的查經 

d. 個別與集體的禱告 

e. 代禱 

f. 如何編組及管理當地軍人

基督徒團契 

g. 倫理問題─在上帝國度活

出信仰是什麼意思？ 

7. 外展 

a. 和伊斯蘭教的互動 

b. 從西方觀點了解東方正教 

8. 歐洲研討會。從1994年起Accts 

MMI 一直協助歐洲國家就基督

徒倫理與軍中統御這個題目舉

辦研討會。以上的題目曾在這

些研討會討論。不過歐洲研討

會的計畫通常為滿足主辦國的

需求而制定。內容細節可自

Accts MMI 外駐理事─歐洲取

得。參看附件 G 

9. 軍校學生宣教。Accts MMI 正與

越來越多的軍校學生同工且發

展出許多計畫。最近 Accts MMI

協助學生及青年軍官舉辦戶外

退修會，包括駕駛帆船、滑水

以及類似的體能活動。若需要

關於這些事工的建議與協助，

可聯絡相關的區域外駐理事。

參看附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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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使命支援組織(MSO)同工 

 

MSO 辦公室 

永山郵政第9號信箱 

中央軍人教會 

首爾 140-600 

大韓民國 

 

電話: +82 2-795-3917 or 3363 

傳真: +82 2 792-7655 

Email: kmcf2020@chol.net or 

      mso@mso.co.kr 

Website: http://mso.co.kr 

 

主席(President) 

LEE, Jun, Gen. (Ret) ROK Army 韓
國陸軍上將(退役)李俊 

Park, Yong Sook 

電話: +82 2-403-0562 

Email: Lee1788@freechal.com 

 

副主席(Vice Presidents) 

KANG, Duk Dong, Vice Adm. (Ret) ROK  

Navy, Sr. VP  

韓國海軍中將(退役) 首席副主席 

Park, Jung Hi 

電話: +82 2-2651-3668 

Email: kdd39@hanmail.net 

 

KIM, Young Duk, MGen. (Ret) ROK  

Army, VP for Int＇l Affairs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國際事務副主席 

Hur, Sung Hwa 

電話: +82 2-417-2281 

手機: +82 10-4701-4117 

Email: ydkim2020@hanmail.net 

 

YOON, Yeo Il, MGen. (Ret) ROK Army, 

VP for Home Affairs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國內事務副主席 

Lee, Young Choun 

電話: +82-2-418-9238 

Email: yy431115@daum.net 

 

執行長(理事) (Executive Director) 

JUNG, Sung Kil,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Yoo, Kyung Ja, Col, (Ret) ROK Army 

電話: +82 31-302-5770 

手機: +82 11-335-8865 

Email: jungsk1010@hanmail.net 

 

副執行長(理事)  

韓國軍人團契(MCF)的執行理事為當
然的使命支援組織(MSO)副執行理事 

 

使命支援組織(MSO)牧師  

SON, Chang Moon, LtCol. (Ret) ROK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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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陸軍中校(退役)  

Min, Hyo Ja 

電話: +82 2-792-3917 

手機: +82 17-675-1332 

Email: kmcf2020@chol.com 

 

國際基督徒會議、教導與服事協會連
絡人(ACCTS Coordinator) 

KIM, Sa Mook, Lt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中校(退役)  

Kim, Myung Duk 

電話: +82 2-2647-3526 

手機: +82 2-17-352-3526 

傳真: +82 2-2647-3526 

Email: ksm425@orgio.net 

 

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連絡人 (Accts 
MMI Coordinator) 

OH, Hyung Jae, Ph.D, Maj,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校(退役)  

Koh, Jung Ja 

電話: +82 2-983-0484 

手機: +82 11-9037-0483 

傳真: +82 2-983-0484 

Email: hjoh@venus.uos.ac.kr 

 

行政部祕書 (Secretaries for 
Administration) 

JUNG, Nam Ki, Lt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中校(退役)  

Lee, Jong Keum 

電話: +82 2-795-3363 

手機: +82 11-791-0363 

Email: namki727@hanmail.net 

 

KIM, Jin Ok,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Chung Jae Soon 

電話: +82 2-795-3363 (Cell) 

Email: kjo215@hosanna.net 

 

總務理事 (Dir. GA) 

IM, In Chang, MGen.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Choi, Myung Ok 

電話: +82 2-594-3478 

手機: +82 18-227-3478 

Email: iclim@orgio.net 

 

資訊和系統部理事 (Dir. Inf. & 
Sys.)  

KHIL, Joon Seog,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Park, Soo Jung 

電話: +82 2-833-1114 

手機: +82 10-2337-1114 

Email: jskhil@cheilic.co.kr 

 

計畫、管理部理事 (Dir. P&O) 

KIM, Duk Soo, RAdm. (Ret) ROK Navy 

韓國海軍少將(退役)  

Yang, Dong Ja 

電話: +82 2-537-1812 

手機: +82 11-9980-4761 

Email: kdsjus@daum.net 

 

國際事務理事 (Dir.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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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Kap Jin, LtGen. (Ret) ROK 
Marine Corps 

韓國陸戰隊中將(退役)  

Park,Woo Ju 

電話: (H) +82 31-702-4209 

手機: +82 11-9001-4201 

Email: kjleemc@dreamwiz.com 

 

區域連絡 (RCS)  

亞太區連絡(APR) 

KIM, Young Duk, MGen.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Hur, Sung Hwa 

電話: +82 2-417-2281 

手機: +82 10-4701-4117 

Email: ydkim2020@hanmail.net 

 

歐非區連絡(EAR) 

OH, Hyung Jae, Ph.D., Maj. (Ret) 
ROKArmy 

博士，韓國陸軍少校(退役)  

Koh, Jung Ja 

電話: +82 2-983-0483 

手機: +82 11-9037-0483 

Email: hjoh@venus.uos.ac.kr 

 

南北美區連絡 (SNAR) 

KIM, Sa Mook, Lt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中校(退役)  

Kim, Myung Duk 

電話: +82 2-2647-3526 

手機: +82 17-352-3526 

Email: ksm425@orgio.net 

 

國內事務部理事 (Dir. DA) 

OH, Shin Ki,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Jo, Ok Hyun 

電話: +82 2-494-0561 

手機: +82 16-273-0561 

Email: osk1961@zaigen.co.kr 

 

後勤支援服務部理事(Dir. LSS) 

LEE, Tae Woo, MGen.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Lee, Gae Sim 

電話: +82 2-536-9592 

手機: +82 11-774-9592 

Email: leetw54@hanmail.net 

 

網站管理者 Website Master 

KIM, Chan Soo, Maj.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校 

Park, HYUN jOO 

電話: +82 32-237-3747 

手機: +82 17-675-5890 

Email: ks3747@joins.com 

 

MSO訓練教育科目特別助理(TEPs) 

KIM, Grace 

電話: +82 31-314-8696 

手機: +82 19-9119-0697 

Email: gekim0691@hanmail.net 

 

MSO 英語營 (English Camp) 

YUN, Chae Kwan, Rev. GS US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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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2 2-7913-3555 

手機: +82 16-9346-2027 

Email: yun-1938@hanmail.net 

 

韓國互動訓練 (Interaction Korea) 

HONG, Sung Pyo, Col. ROK Air Force 

手機: +82 17-671-6227 

Email: hspn@hananet.net 

 

虛擬大學 Cyber University (CU) 

OH, Hyung Jae, Ph.D., Maj. (Ret) 
ROK Army 

博士，韓國陸軍少校(退役)  

Koh, Jung Ja 

電話: +82 2-983-0483 

手機: +82 11-9037-0483 

Email: hjoh@venus.uos.ac.kr 

 

軍中倫理統御科目 (MELS) 

KIM, Duk Soo, Rear Adm. (Ret) ROK 
Navy 

韓國海軍少將(退役)  

電話: +82 2-537-1812 

手機: +82 11-9980-4716 

Email: kdsjus@daum.net 

 

軍中福音研究(MEO) 

IM, In Chang,MGen.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少將(退役)  

電話: +82 2-594-3478 

手機: +82 18-227-3478 

Email: iclim@orgio.net 

 

在韓受訓外國學員 (FMS-K) 

OH, Shin Ki,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電話: +82 2-494-0561 

手機: +82 16-273-0561 

Email: osk1961@zaigen.co.kr 

 

電腦科目 

KHIL, Joon Seog,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電話: +82 2-833-1114 

手機: +82 10-2337-1114 

Email: jskhil@cheilic.co.kr 

 

跆拳道(韓國武術)科目 

JEON, Ho Yun, Lt. Col. (Ret) ROK 
Army 

韓國陸軍上校(退役) 

電話: +82 31-973-7485 

手機: +82 17-224-5708 

Email: hhjeon@chol.com 

 

醫療支援科目 (Med. SP) 

KIM , Rok Kwon, BGen. ROK Army, 

Medical Doctor 

韓國陸軍准將，軍醫 

手機: +82 17-671-4888 

Email: 1004krk@han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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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使命支援組織(MSO)所提供的訓練 

導言 

1. MSO 主動參與 ACCTS、Accts MMI 及 MCFs 所主辦的訓練。MSO 也發展自己

的訓練科目。所有這些訓練、教育科目均由 MSO 的訓練與教育科目策劃

及籌備(MSO-TEPs)。本附件所列的 MSO-TEPs 的科目，有些最近就可實施，

有些則需要多時間準備。每項科目可以單獨實施，或與其他兩三項合併

實施。例如：MSO 英語營就可以與電腦科目合併。 

MSO 英語營 

2. 每年 MSO 為選定的國家舉辦英語營。英語營也接受其他支援機構的協助，

包括 ACCTS、Accts MMI 和向軍中宣教的民間教會。 

3. 英語營的期限和次數端視所在國的支援能力與狀況而定。 

韓國互動訓練 

4. 從選定國家而來的軍中基督徒領袖聚集在韓國，參加由 MSO 所贊助的＂

韓國互動＂科目、時間、參與人數及應邀國家，由 MSO 與相關機構協議

作決定。 

5. ＂韓國互動＂科目類似 ACCTS 的互動訓練科目，然而其內容細節由 MSO

作更多的發展，且將通知有關個人與機構。 

虛擬大學(CU) 

6. 虛擬大學(CU)是遠距離學習機構，使用國際網路位與 AMCF 有關的人員教

導或提供關於基督徒軍中倫理與統御的資訊。有關它的組織、所在地、

課程、學生甄選、行政程序及財務支援等細節，將與 ACCTS、Accts MMI 和

其他機構作進一步的研究發展。MSO 乃推行虛擬大學(CU)的協調機構。 

軍中倫理和統御研討會(MELS) 

7. MSO 將為軍中領袖及對＂軍中倫理和統御＂有興趣的政府官員安排該項

研討會。基督教在軍中對軍中倫理和統御的影響是該研討會的主題，其

他涉及題目可包括基督徒領導、軍牧角色、指揮官與軍牧的關係、軍中

神學、信仰與服事，以及軍中的各種宗教。詳細計畫可以安排一個單獨

的研討會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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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傳福音觀察科目(MEO) 

8. 邀請選出的軍人基督徒領袖及軍牧觀察及體驗韓國軍中在軍人及民間教

會支援下，每天在各基地所從事的傳福音活動。 

9. MEO 科目提供機會來觀察軍方與民間教會團體，和軍中福音機構之間的相

互支援關係。該科目介紹並強調韓國軍中的二０二０年異象運動，也提

供一個詳細的觀察教導科目。 

在韓外籍軍事學員科目(FMS-K) 

10. FMS-K 科目是為外籍軍事學員所設計。目的在藉著提供安全友好的環

境，使他們可以得著基督的愛與交通。 

11. MSO 可以依照願望，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援、協調、聯繫、資訊分享及其

他事務。就此一目的，希望各國的軍中團契(MCFs)。ACCTS、Accts MMI

等提供在韓學員的資料。 

電腦科目 

12. MSO 可以主辦或要求贊助電腦科目。本科目可以在韓國，也可以在其他

國家實施，端視實際需求。本科目也可以與其他科目類如 MSO 的英語營

合併實施。 

跆拳道(韓國武術) 

13. 在韓國由 MSO 所贊助的跆拳道科目，可邀請各國軍中武術領袖或安全人

員參加。MSO 也可以聯合在國外的跆拳道教練安排此項科目。 

14. MSO 可以與適當的機構合作參加國際跆拳道競賽。 

醫療服務科目 

15. 當有醫療支援需要時，MSO 可以安排。醫療支援應由主辦國主動提出。

MSO 審查其需要，同時協調有關機構，尋求支援。MSO 可能需要和 ACCTS、

Accts MMI 及主辦國的軍人團契 MCF 密切聯繫，以安排所需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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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K 

禱告與計劃 

背景 

1. 準備參與禱告與計劃時，首先要想到以下的經文： 

“因為無論在哪裡，有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裡就有我在他們中

間。＂馬太 18:20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

當魚給他呢﹖＂路加 11:13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靈幫助，我們本不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靈

親自用說不出來的歎息替我們禱告。＂羅馬書 8:26 

“只等真理的聖靈來了，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切的真

理；因為他不是憑自己說的，乃是把他所聽見的都說出來，並要把

將來的事告訴你們。＂約翰福音 16:13 

“你們中間若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不斥責人的神，

主就必賜給他。＂雅各書 1:5 

“耶和華說：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念是賜平安的意念，不是降災

禍的意念，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利米 29:11 

為何要禱告與計劃 

2. 當神指示我們有一個特別需要時，或向個人或向團體，也就是要求我們

為他從事某種特別的工作--此時我們也需要明白祂要我們如何去做。而

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就是與神交通—禱告。 

3. 下面經典性的章節為＂禱告與計劃＂提供聖經的基礎。＂ 在安提阿的教

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利奈人路

求，與分封之王希律同養的馬念，並掃羅。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靈說：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羅，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

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了。＂使徒行傳 13:1-3 

同心禱告 

4. 在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常常同心禱告—它對他們的宣教有莫大的效果！

以上引用的經文，證實了同心禱告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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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計劃 

5. 在組成一個＂ 禱告與計劃＂小組之前，必須先要有神指示給這個團體清

楚的需要或關懷。它可能是某個軍人團契的新工作計劃，或者特別活動，

或者這個團契覺得是主所帶領的一項事工，一旦明白了，神就期盼我們

運用所有的資源，以保證每個活動去盡力做好。祂不希望我們只是禱告，

然後認為其他事情都靠上帝完成＂禱告與計劃＂，小組構成計劃委員會

的中心，同時徵集支援團體盡力提供廣泛的禱告支援。對於一個重要計

劃(例如國際會議等等)，最好在某些方面能成立所屬的＂禱告與計劃＂

分組，這也是訓練＂禱告與計劃＂領袖的好方法。 

禱告與計劃小組領導人 

6. 像所有團體，禱告與計劃小組必須有一位領導人。然而，該領導人並不

必是最好的禱告人，也不一定是資深的基督徒，但是，該領導人必須是

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一位能幹的組織者，同時願意作為領導人。領導人

有責任督導把禱告轉變成可行的計劃，因此它應該具有組織的才能。 

小組的大小 

7. 禱告與計劃視任務及小組可用的人數的多少而定，可以肯定的是，最少

為二人，最多不超過需要的人數。 

小組人員 

8. 對於其他的組員，並沒有特別的資格限定，但他們必須是願意分享公開

的、即席的、談話式的禱告的基督徒。同時在事工的準備階段，他們必

須願意接受小組領導人的指定工作。 

小組準備 

9. 小組成立後，所有組員的優先工作是自我準備禱告與計劃的任務。這個

特別重要，因為如果組員的搖擺不定，最後的計劃也必受影響。組員們

必須為聖靈所接受及在神前有一個無愧的良心。組員應該先讀並做到羅

馬書 12:1-8 的要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神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理所當然的…“，因此，在每個禱告與計劃聚

會前，均應該這麼做。 

聚會的次數 

10. 聚會多久一次是小組領導人的責任，有需要時，小組長可召集臨時

聚會，當某項事工在計劃中，聚會次數可能將隨著接近行動日期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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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繼續一直到事工開始和完成之後，特別是隨之而來的感恩讚美，以

及所學到的功課之評估。 

進行過程 

11. “禱告與計劃＂的起點是禱告與讚美。以讀經來開始＂禱告計劃＂

聚會，常常會得到幫助，舉一篇詩篇作例子(例如：詩篇 63 篇或讚美詩

篇 148-150 篇)，然後用起初的數分鐘作讚美和敬拜。這個時間的目的

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都順服基督＂(林後 10:5) 

12. 然後小組長提到需要禱告的題目，若必要，稍解釋一下它的背景。

假若題目很多，每次可提幾個，而不是單單一個或者長長一串。然後為

每個提到的題目分別禱告。一些禱告的提示，列在本附件的最後。 

認識該計劃 

13. 神實際上如何將祂的計劃默示給禱告小組？小組討論不該被任何會

員所獨佔，整個小組該是一群敏於覺察主的領導而又充滿分享和盼望的

基督徒。當在某一問題上沒有共識時，小組應該作特別禱告，然後藉著

討論再認清主的話語。＂禱告與計劃＂的特點應該是共識。有時  為尋

求從事新的創舉，一個小組，在主透露根本的問題之前，像這項事工的

重要目的，必須召開三或四次會。主能夠容易地透露細節，像透露原則

一樣給一個禱告小組。事實上，主帶領小組獲得極精細計劃的事不勝枚

舉。簡言之，主可以默示祂的完美計劃給任何相信的基督徒團體，只要

他們願意獻出至誠的禱告與讚美，然後進入期盼的倚靠的計劃作為。 

14. 在計劃進程的開始，該禱告計劃小組必須要問上帝的目的是什麼？

是外展傳福音，更深的屬靈教導。是否需要結合當地的基督徒團體，或

是其他？在神的目的沒有透露之前，目標或目的都無法有效地敘述。該

小組不必擔心暫時停下來，可作進一步的禱告、靜默的沉思，或在討論

之後，神的目的仍未顯明，而必須順從主，確定需要才能確定該活動的

形式和內容。 

15. 然後可能影響活動計劃的相關因素必須評估。本手冊中的有關事工

計劃的附件對於可能的因素提供了廣泛的指導。對於禱告計劃小組，這

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它們在禱告與討論中出現的時  小組長應該將所

有因素筆記下來。特別重要的是，假定說，一個軍人團契的發展正在計

劃當中，每個因素都要在禱告中作衡量。這就是說，在一個方案採用之

前，每個因素和隨之而來的每個選擇都經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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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16. 到了這個階段，應該出現一個計劃大綱，同時也應該有了清楚的共

識 (如果沒有，就需要更多的禱告)。然後就該將計劃在禱告中交託給

神，同時記錄下來。之後，作成會議記錄。這很重要，因為撒旦會不斷

伺機破壞小組的信心，他們需要被提醒，這個計劃現在有了聖經經文的

意義。(參看馬太 18:9)，計劃的記錄也應該以正式記錄形式，立刻分派

有關人員，如此，在禱告與計劃下次開會前，相關的工作就可以進行。 

讚美與感恩 

17. 禱告與計劃小組在每次會議結束時，應獻上讚美與感恩，因為主已

經給了這個小組祂的智慧和認識。 

結論 

18. 一個準備週全的禱告與計劃小組，沒有做不到的事，--只有缺乏信

心才會在工作上限制聖靈的潛力＂… 你們若有信心，微小像一粒芥菜

種，就是對這座山說：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

一件不能做的事了。＂(馬太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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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原則、目標與目的  範例 

工作原則 

1. 個人查經、禱告、順從。鼓勵及幫助個人會員在生活的各領域，建立及

堅守個人查經、禱告、順服神的教導。 

2. 家庭。在全家中養成為每一個家人的屬靈生命作最重要關懷，同時認識

在上帝的經營裡，家庭就是最基本的敬拜社區。 

3. 專業的表現。鼓勵所有成員以專業的態度，執行他們的軍中責任，同時

符合遵守上帝的命令。 

4. 個人宣教。經由團契，養成向個人宣教的習慣。 

5. 禱告。透過全體會員，重視＂禱告與計畫＂會期，以尋求在計畫與評鑑

宣教事工的智慧，同時鼓勵會員、友人、親屬參加對所有宣教事工的代

禱。 

6. 本地團契。鼓勵及幫助會員成立維持本地的團契，其活動包括定期的查

經、禱告、和個人分享。 

7. 傳福音與成為門徒。藉著各種榮耀基督的方法，傳講福音並裝備軍中各

部門。召開會議以教導屬靈真理，在屬靈原則的實際應用上傳授訓練，

並彼此鼓勵及享受團契的友愛。 

8. 管理。鼓勵並協助個人會員成為財產、時間及屬靈恩賜的好管家。 

9. 軍牧支援。(在合適的地方)激勵會員以禱告及鼓勵來支持當地的軍牧同

時參加軍中教會的事工。 

10. 媒體宣教。鼓勵文字的製作與散播，例如每月的新聞信、代禱信、專題

小冊子和傳單，還有錄音帶、錄影帶。 

11. 國際宣教。鼓勵個別會員及當地的團契，依照屬靈和屬世的需要，向國

際軍人社團宣教。 

目標 

12. 加強每個會員，在與神同行中、與家人間、與他們同事間的互動中，到

屬靈生命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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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導、裝備並支持會員，以便他們能帶領在軍中的同事歸向基督，並且

幫助他們屬靈生命的成熟。 

戰略目標 

14. 為造就向軍中，包括每個主要營區、船艦、學校，外展與服事有活力且

以基督為中心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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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M 

組織法  範例 

每個國家的軍人團契或早或晚幾乎都發現需要制定一部組織法和細則。在

某些國家，法律規定，在一個宗教團體聚會之前，這些法規必須得到政府批准。

另外一些國家，像軍人基督徒團契這樣的組織並不需要政府的同意，但是如果

該組織想擁有辦公室和自己的財產，它必須符合組織法及其細則。從無到有去

準備這些文件困難，有時候必須求助於律師。下面一些由 ACCTS 提供的軍人基

督徒團契範例可以幫助需要草擬組織法和細則的ＭＣＦ作參考。 

‧ 紐西蘭─政府參與，有堅強的軍牧支持 

‧ 巴西─通知政府即可 

‧ 肯亞─軍牧參與 

‧ 美國─非教士(LAYMEN)；政府不參與，軍牧自行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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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N 

軍人團契與指揮官的關係 

（MCF-Commander Relationship） 

 

1. 一位指揮官最主要的工作是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在過程中，指揮官需負

責所有的成敗。指揮官最不喜歡發生的是陷於不在掌握中的情況，因此他

需要知道營區中的軍人團契，它是什麼？它和 AMCF 的關係，以及軍人基

督徒團契如何協助他完成任務。 

2.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並不是一個官式的組織，而是一個非官式組織由

各國軍人團契以及尚未建立 MCF 國家的基督徒所形成的。國際軍人基督徒

團契協會是非政治性的，並不支持個人、政黨或國家政治活動和觀點。它

也是超宗派的組織，所有宗派的基督徒都可參與，它不是任一宗派或教會

的支會。它是一個沒有中心組織、沒有辦公室、沒有預算與職員的協會。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是由總會長及各區的副總會長所組成的。這些軍

官組成 AMCF 的 Presidnet Bench，他們通常是義工並由數個基督徒軍中

福音團體與 MCF 依能力所及加以支援。AMCF 對各國的軍人團契並無隸屬

關係，也無任何指揮權柄。每一個軍人團契都是獨立、自我管理、自我經

濟自給自足、並鼓勵與各國的軍中福音工作方向一致。各國軍人團契參與

AMCF 是以非官方的方式進行，以便與其他各國的軍人團契彼此鼓勵。團

契協會所指的＂軍事＂一字包含了，國防武力、軍事武力及各國法律上認

定的軍力，在某些國家尚包括消防及相關的國家層級機構。 

3. 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各國都成立軍人團契，並使

軍人團契變得更成熟及有效率」。各國的軍人團契會員被鼓勵榮耀神並協

助指揮官完成任務，藉由： 

a. 盡最大努力來完成任務，為了榮耀神。這樣的表現同樣是支持指揮

官。 

b. 以神所喜悅的方式生活，展現一種正面的倫理道德影響本單位並減少

軍紀問題。 

c. 支持軍牧的事工。 

d. 樂意完成危險的工作，因為對神有信心。 

e. 時常彼此代禱，為指揮官及為國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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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O 

軍人基督徒團契與軍牧的關係 

（MCF-Chaplain Relationship） 

1. 許多國家的軍隊中，受到神的祝福建立有軍牧的制度可以提供軍人靈性的

需要，但並不是所有的國家都有。通常的經驗，實際上軍牧並無法完全滿

足及提供，在此狀況下就需要平信徒的協助。 

2. 在許多國家的軍人團契的成員及領袖幾乎都由平信徒組成，這些平信徒即

帶領人而非牧師，一般經驗中，當他們被軍牧支持時會更具能發揮效率。 

3. 總結而言，許多軍牧與軍人團契一起同工，對於彼此都會有益處。軍人團

契可以藉由鼓勵會員參與服事來支持軍牧的事工，例如詩班、兒童聖經教

育、帶領查經、醫院與監獄探訪。軍牧可以支援軍人團契聚會時講道，及

提供特別聚會時的設備。 

4. 然而合作的程度及方法會受許多因素影響，例如 環境、神學背景的差異

等；但有一個原則可以遵行，就是「充分合作而非妥協」。若是個別性的

差益，經驗告訴我們「彼此相愛」是最好的對待原則。 

5. AMCF 是不分宗派的，可以扮演溝通軍人團契及軍牧的橋樑。AMCF 鼓勵軍

人團契支持軍牧的事工「合作而非妥協，此即充分合作而不損及基督徒信

仰」。AMCF 也鼓勵與協助軍人團契，在沒有軍牧的國家，建立軍牧制度

以宏軍中福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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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 

課程範例-計畫  

1. 在這個附件中的歸納式查經及會話式禱告課程計畫及作業表單被設計成

可一起來使用。作業表單是給所有受訓學員用來填寫所提供的教材。透過

這項作業他們可以比光聽講獲得更多。如果他們沒有做好這項作業，他們

仍然可以得到所有的重點。針對教師的歸納式查經課程計畫是一個小時。

針對教師的會話式禱告課程計畫是 20 分鐘，並且它是傾向於在小組中一

段會話式禱告時間裡來使用。這材料可隨時修訂。在作業表單上空白的答

案都位在課程計畫有劃底線的地方。  

2. 第三個課程計畫「個人佈道」介紹三種方式來舉辦個人佈道，這在某些軍

人基督徒團契中具有很大的果效。 

3. 所有三項課程計畫及作業表單可以重製及依需求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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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查經 
課程計畫 

軍人小組示範  

簡介（5分鐘，包括目標） 
‧有許多種查經形式：包括專題型的、按人物的、及依經書等。 

‧有許多進行查經的方法：從正式的授課到個人學習。 

‧形式及方法的選擇依這小組人數及所要求的目標而定。  

‧多數軍人基督徒團契的目標包括，在部隊中執行這項主的大使命及協助成員達到屬靈上

的成熟。 

‧許多國家的經驗得出歸納式查經是最有果效的查經方式之一，但並不是惟一的方式。它

可以由具領導能力的軍人來帶領，並不需要具備神學訓練。  

目標：在提報結束前，每一個人應該可以： 
A. 用自己習慣的話語解釋甚麼是歸納式查經。 

B. 說明四項基本的指導要領。 

C. 帶領一次歸納式查經。 

D. 評估一個歸納式查經活動。 

提報（10 分鐘） 
A.定義：歸納式查經就是－ 

1.研讀一小段聖經，經常是一章、有時會更短，很少更長。  

2.小組中進行，最多可到六至八人，通常是相同位階的人。 

3.以非正式、尋寶式的形式。基本上是由聖靈自己來帶領這個查經。 

B.基本的指導方針：這些並不是僵硬的法則 

1.扣緊章節。研讀在這段限定的經文，通常不採用其他經文及見證，如此一來，才不

會造成參與者因困難而洩氣。  

2.每個想查經的組員都可加入，不能強迫。 

3.沒有人壟斷。  

4.依所查的這段經文回答三個問題： 

a.這段經文說了什麼？（內容）回答問題例如：是誰？發生甚麼事？何時？何處？

如何？  

b.這段經文甚麼意思？（尋寶/發現）：是一節課、一個應許、一個命令、一項警告

或者是一個好的或壞的案例？對神來說您能學到甚麼？  

c.這段經文對我有甚麼意義？（應用）像是：就我所發現的事，我應該做甚麼？ 

C.領導者(組長)的職責： 

1.為查經而準備。時間、地點、題目、誰來參加、有無茶點及每人一本聖經來，並提

前備課。 

2.準時開始、準時結束。在軍中準時是重要的事。 

3.按著這四項基本的指導方針來執行。在這時候複習一下。 

注意事項：組長是促進者，靠聖靈照亮（啟發）人的心，並且使我們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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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練習（35 分鐘） 
A.示範一次歸納式查經 (10 分鐘)  

1.選擇約 6個人的小組。  

2.使用一小段經文。  

B.進行一次歸納式查經 (20 分鐘)  

1.透過計數來劃分參加者為 6到 8人一組。 

2.指定一小段經文。  

3. 指定小組長。  

4.定時重新集合。 

C.評估這次查經。詢問每個小組: (5 分鐘)  

1.這個研讀是否限制於這個所選擇的段落？  

2.是否每一位參加者想要如此都出於自願？ 

3 是否有人壟斷？  

4.是否這個研讀回答所有三個問題？ 

5.是否你準時結束？  

總結（5分鐘）  
A.歸納式查經是一個軍人基督徒團契中一項最有效率的工具。它並不需要一位領導者具

有神學訓練，因為聖靈照亮（啟發）人的心並且使我們瞭解。.  

B.定義。歸納式查經是一小組人以非正式、尋寶式的形式，查考某一小段經文。  

C.基本的指導是：  

1.緊扣章節。  

2.每一個人都參與。  

3 沒有人壟斷。 

4.回答以下的問題：  

a.這段經文說了甚麼？  

b.這段經文甚麼意思？ 

c.這段經文對我有甚麼意義？  

D.領導者(組長)的職責： 

1.為著這次查經準備。  

2.準時開始及結束。  

3.按著這四項基本的指導來執行。  

E.評估包括判斷這個小組在這個事工做得如何：  

1 準時開始及結束。 

2.按著四項基本的指導來進行。  

給予教師的提示：這項課程計畫是一個小時的課程。可依所想望來修正。劃有底線的部分

是作業表單空白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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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查經 
作業表單 

軍人小組示範  

簡介 
歸納式查經是最有效率的，雖然不是惟一的，但在部隊中是推行主的大使命的方法。它可

以由具有領導能力的任何人來帶領，並不需要具有神學訓練。 

目標：在這個提報結束後，你們當中的每一位應該可以做到以下事項： 

A.                                                                           

B.                                                                           

C.                                                                           

D.                                                                           

提報 

A.定義：歸納式查經是： 

1.                                                                         

2.                                                                         

3.                                                                         

B.基本的指導方針 

1.                                                                         

2.                                                                         

3.                                                                         

4.                                                                         

a.                                                                       

b.                                                                       

c.                                                                       

C.領導者(組長)的職責 

1.                                                                         

2.                                                                         

3.                                                                         

注意事項：組長是促進者，靠聖靈照亮（啟發）人的心，並且使我們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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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A.歸納式查經是一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來完成主的大使命。它並不需要一位具有神學訓

練的老師，而是靠聖靈照亮(啟發)人的心並且使我們瞭解。 

B.一項歸納式查經是一個由一組人以一種非正式、尋寶式的方式研讀一小段的聖經經文。 

C.基本的指導方針是： 

1.緊扣章節。. 

2.每一個人都參加。 

3.沒有人壟斷。 

4.回答這以下幾個問題： 

a.這經文說了甚麼？內容 

b.這經文意謂著甚麼？尋寶發現 

c.這經文對我有甚麼意義？應用 

 

D.組長為這次查經作準備，準時開始及結束，遵循基本的指導方針，並且提前備課。 

E.評估包括判斷這小組在下列事項做得如何： 

1.準時開始及結束。 

2.遵循基本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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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式禱告 
課程計畫  

簡介（5分鐘） 

‧ 聖經教導我們禱告。 

‧ 禱告經驗從沉默到喧鬧，從自發性到儀式性的。禱告有私禱、公禱之分，若沒有另一

方，就如同有白天沒有晚上，它們相互並存，互相支援。 

‧ 大多數公開的禱告，特別是自發性的公開性禱告，給初信者不好的榜樣，使用浮誇性

的言辭，用所謂“屬靈＂的腔調及模糊不清的需求。 

‧ 很明顯地，會話式禱告並不是惟一的禱告方式。在這裡所呈現的是：許多國家的軍人

基督徒團契及其他小組的經驗告訴我們，經使用會話式禱告會增加產生與神同在的認

知，帶來更多的小組的活力及合一。它同時是非常有助於教導人員如何禱告。 

‧ 大多數的這些原則適用於個人禱告如同適用於小組禱告。 

目標：在提報結束前，每一個人應該可以： 

A.用自己習慣的話語解釋甚麼是會話式禱告。 

B.說明四項基本的指導。 

C.說明帶領者的職責。 

提報(10 分鐘) 

A.定義。會話式禱告是： 

1.與神交談(不是只對神說話)(神是三位一體的神).(馬太福音 18 章 19-20 節) 

2.說話對象由一小組，3-6 人組成，常常是一歸納式查經小組。 

3.非正式座談，可用一般性對話語句、聲調和詞彙。當你意謂你自己就說「我」；當

你意謂是這小組就說「我們」。 

B.基本的指導。這些並不是僵硬的法則。 

1.緊扣主題。在單一的主題上一個人或一種情況進行及回覆禱告，一直到這個主題禱

告完畢(馬太福音 18 章-19 章-20 章)。參加者在聖靈的感動下再進行新的主題。按

信心大小或需要來禱告。 

2.人人參與。每一個想禱告的組員都可加入，不是被迫參與。 

3.沒有人壟斷。保持禱告簡短，只一句話或一小段。隨時禱告，但進行下一次禱告前

至少每人皆可輪到一次。沉默不語也是可以。 

4.認識並須回應三方面： 

a.察覺到神與我們同在。 

‧尊崇神：祂是誰？ 

‧感謝神：祂做甚麼？ 

‧專注神：祂說甚麼？ 

b.察覺到我們自身，與神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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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我所做的事或我沒有做的事。 

‧懇求：我需要甚麼？ 

c.從神的觀點察覺到別人的需要。 

‧代禱：他們需要甚麼？ 

C.領導的職責 

1.為禱告時間做準備。主要是行政工作。找出一個非正式、不互相干擾的方式。設定

時間、邀請人、蒐集適切的禱告事項和需求。 

2.準時開始、準時結束。 

3.儘可能按指導進行。 

注意：帶領者只是個促進者。要靠聖靈照亮(啟發)和導引。 

總結(5 分鐘) 

A.會話式禱告在軍人基督徒團契中可以提高與神同在的意識，使團契更具生命力，更加

合一。它同時有助於教導人們如何禱告。 

B.定義。會話式禱告是以一個小組非正式會話方式與神交談。 

C.基本指導是： 

1.緊扣主題。 

2.人人參與。 

3.沒有人壟斷。 

4.認識並須回應三方面： 

a.神：尊崇神、感謝神、專注神。 

b.我們自己：認罪、懇求。 

c.別人：祈求。 

D.帶領者的職責是： 

1.為這禱告的時間來準備。 

2.準時開始準時結束。 

3.按著基本的指導方針來執行。 

 

 

給予教師的提示：這項課程計畫是一個 20 分鐘的課程，並且傾向於遵循著一小組人在限

定的會話禱告時間裡進行。它可以依所想望來修正。劃線部分是作業填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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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式禱告 
作業表單 

簡介 

經使用會話式禱告會增加產生神同在的認知，帶來更多在軍人基督徒團契中小組的活力及合

一。它同時是非常有助於教導人員如何禱告。大多數的這些原則適用於個人禱告如同適用於

小組禱告。 

目標：在提報結束前，每一個人應該可以： 

A.                                                                           

B.                                                                           

C.                                                                           

提報 

A.解釋甚麼是會話式禱告。 

1.                                                                         

2.                                                                         

3.                                                                         

B.說明四項基本的指導。 

1.                                                                         

2.                                                                         

3.                                                                         

4.                                                                         

a.                                                                       

b.                                                                       

c.                                                                       

C.帶領者的職責。 

1.                                                                         

2.                                                                         

3.                                                                         

注意：帶領者只是個促進者。聖靈照亮(啟發)人的心並且導引這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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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A.經使用會話式禱告會增加產生與神同在的認知，帶來更多在軍人基督徒團契中小組的

活力及合一。它同時是非常有助於教導人員如何禱告。大多數的這些原則適用於個人

禱告如同適用於小組禱告。 

B.會話式禱告是以一個小組非正式會話方式與神交談。 

C.這基本指導方針是： 

1.緊扣主題。 

2.人人參與。 

3.沒有人壟斷。 

4.認識並須回應三方面： 

a.神：尊崇神、感謝神、專注神。 

b.我們自己：認罪、懇求。 

c.別人：祈求。 

D.帶領者的職責是為這禱告的時間來準備、準時開始準時結束、按著基本的指導來進行。 

 



 

P-10 

個人傳道 
課程計畫 

簡介（5分鐘,包括目標） 
‧ 基督告訴我們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太 28:19). 

‧ 門徒起於當人轉向基督或受洗歸入主。 

‧ 一項軍人基督徒團契的核心功能就是帶領人們信靠基督得著拯救。 

‧ 個人傳道是一項神與人聯合的事工。 

‧ 有許多不同的方法帶領人來到基督面前。這課程將介紹這些原則，並說明 3種方法。 

‧ 禱告是所有傳道工作的一項基本而且重要的元件。 

目標：在提報結束前，每一個人應該可以： 
‧ 說出傳道的意義。 

‧ 說明福音的四項基本元素。 

‧ 說明什麼是福音。 

‧ 說出歸向真理的原委。 

‧ 與要接受基督進入他(她)的生命中的人禱告。 

提報(25 分鐘) 

A.定義。傳道是一項過程，包括： 

1.告訴人有關基督永生的盼望，藉著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2.來自基督大使命的部份(馬太福音 28 章 19 節)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3.一項傳道者與神聯合的工作。傳道者可以說話，但是聖靈證明這是需要來求問基督

的。 

B.福音的四項基本元素是： 

1.神創造的計畫就是住在有愛的團契裡頭。 

2.人類的不順從及遠離恩典是在於我們偏行己路，而不是走神的路。 

3.基督的贖罪犧牲是惟一能夠帶我們回到與神建立美好團契關係的路徑。 

4.選擇基督做為我們的救主，並且邀請祂進入我們的生命中恢復我們與神美好的團契

關係。 

C.解釋福音真道。一對一傳道可以藉著許多的方式來實施，每一個人必須切身地滿足追

問者(他或她)的需要。以以下三種方法作為說明： 

1.四個屬靈的定律(取材自學園傳道協會的「四個屬靈的定律」，並在大多數國家或者

軍人傳道的國家主管中被使用，電子郵件為< paul.pettijohn@milmin.com >，這已

獲得允許來使用。 

a.定律 1：神愛你，並且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計劃。(約翰福音 3:16 及 10:10) 

b.定律 2：人因有罪而與神隔絕，所以不能知道並經驗神的愛和神為他生命的計劃。

(羅馬書 3:23 及 6:23) 

c.定律 3：耶穌基督是神為人的罪所預備的唯一救法。藉著祂你可以知道並經驗神

的愛和神對你生命的計劃。祂為我們而死，並且從死裡復活。(彼得前書 1:3 及約

翰福音 14:6) 

d.定律 4：我們必須親自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這樣我們才能知道並經

驗神的愛和神對我們生命的計劃。我們必須藉著信接受基督。(約翰福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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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2:8-9 及啟示錄 3:20) 

2.羅馬的道路。羅馬人建造直的道路是沒有彎曲及偏向的。他們往上往下依地勢而行，

但是仍然直往到目的地。好的基督徒生命有點像這樣，在他們的旅程中，基督徒必

須去處理生命中的高峰與低谷，但是神呼召我們堅持不懈及繼續保持往前進，直到

我們到達目的地--與祂在一起的永生。以下的羅馬書概要經節以平鋪直述的方式來

告訴我們這福音的故事，此即“通往羅馬的道路＂。 

a.羅馬書 3:23「因為世人都犯了罪，虧缺了神的榮耀。」 

b.羅馬書 5:8「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神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

明了。」 

c.羅馬書 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神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裡乃是永

生。」 

d.羅馬書 10:9-10「你若口裡認耶穌為主，心裡信神叫祂從死裡復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裡相信，就可以稱義；口裡承認，就可以得救。」 

3.神-創造主及掌管者。 

a.神創造這個世界，並且如今掌管著這個世界。(創世記 1:1；2:1)祂自己是配得成

為我們生命的焦點。 

b.人類在選擇像神而遠離老我，作為我們生命的中心(創世記第 3章)。然而，我們

可能既無法有效地且永遠地掌管我們的生命。 

c.耶穌從神而來，並且以人的身份住在我們中間，像這樣在神與人之間的深淵，提

供這惟一的橋樑。(約翰福音 1:12)祂以祂所說過的話及如何來生活來證明這事，

但最後祂如何為世人而死，並且以第一位復活者身份復活顯現。 

d.當我們接受基督為我們釘在十架所完成的工作，就是承認神的正確身份，把祂擺

在我們生命的中心。(羅馬書 10:9-10)因著神在我們生命的中心，我們可以信賴

神有效的且永遠的掌管我們。 

D.分四個部分來告訴人你自己的故事，以說明這福音的信息： 

1.在我成為一位基督徒之前的生命。 

2.我是如何得知我需要耶穌基督。 

3.我是如何把我的生命委身給耶穌基督。 

4.這件事如今對我來說有何意義呢？ 

E.邀請耶穌基督進入他(她)的生命中的委身禱告： 

父神，對所有我曾經說過、做過或思想過的錯誤，我要為我的罪說抱歉。我選擇從這
些事轉回，我相信耶穌為我的罪而死並贖回我，因此我可以自由地來認識祢。現在，
耶穌，我邀請祢來，並住在我的裡面，用祢的聖靈充滿我，永遠改變我的生命。阿們！ 

實際操練(15 分鐘) 

A.向人介紹福音及你個人的故事，使用附錄中任何一個方法。最好使用一位助理已經準

備好問一或二個一位詢問者可能詢問的問題。 

B.評估這項操練。詢問這個班級： 

1.這福音的四個元件是否被清楚地解釋呢？ 

2.這個人故事是否以一個適切的方式來告訴人呢？ 

3.這詢問究者是否被邀請來做這個委身性的禱告呢？ 

4.任何的問題是否有幫助性地及公正地被處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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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5分鐘) 

A.個人傳道是一項神和人聯合的工作，去帶領人在耶穌基督裡有得救的確據。 

B.它是軍人基督徒團契成員們的核心事工。 

C.這福音的四個基本元件是： 

1.神的創世計畫。 

2.人的不順服與墮落。 

3.基督的贖罪犧牲。 

4.選擇基督。 

D.這福音可以多種方式來傳達： 

E.告訴人你自己的故事說明這福音如何工作。 

F.對這詢問者來說這委身性禱告是個確認的行動。 

 

 

 

 

 

這課程計畫是 1小時，包括一個 10 分鐘的休息。它可以依需要修改。 



 

Q-1

附件 Q 

軍中代禱組(IPG)宣教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了基督的律法。靠著聖靈，隨

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不倦，為眾聖徒祈求，我又告訴你們，若是你

們中間有兩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

為無論在那裏，有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加拉太

書 6:2；以弗所書 6:18；馬太福音 18:19-20。 

1. 由於關懷軍人的精神福祉，基督徒組成軍中代禱組(IPG)，定期為他們禱

告。 

2. 代禱組特別宣教為全國的軍人團契(MCF)的某些成員從事經常的個人禱

告支援，這些成員又被稱作＂連接體＂，若以圖畫呈現代禱者就像一手

抓住神的手，一手抓住接受代禱者的手，把接受代禱者和神連接起來。

軍中代禱組和其他禱告宣教會不同之處，在於它主要的目的是為＂連接

體＂代禱。 

3. 一種有效的編組方法，是由 MCF 指派一位全國軍中代禱組秘書，他接受

組員的參加申請，並把他們安排在各代禱組。全國代禱組秘書且負責各

代禱組的組成，保管各代禱組的資料，向各組秘書簡報，並定期舉辦分

區或全國的代禱組會議，目的在鼓勵代禱者持續為他們的＂連接體＂禱

告。代禱組對＂連接體＂的要求是他或她要經常用信件、電話或當面告

知代禱組，他們的活動與需要。 

代禱組秘書負責吸收組員，每組最好不少於四人。組員可以是軍人的親

屬、退役官兵，或是願意經常代禱的其他基督徒。 

4. 代禱組的工作方式，是由＂連接體＂(通常每組不超過六人)在月底前寫

下他們下月的禱告需求。然後代禱組在下月初聚會，通常在週間的同一

日期，俾便於組員與＂連接體＂可以安排自己的日程。聚會通常以靜坐

開始，繼之以禱告和敬拜。然後代禱組秘書告知組員所要代禱的對象─＂

連接體＂，有時是書面資料，有時由代禱組秘書口述，其他人筆記。在

月會中大家一同為某些項目禱告，然後組員將筆記帶回去，以便當月為

某些＂連接體＂作經常禱告。在會後代禱組秘書寫信告知每位＂連接

體＂，確定他們的禱告支援，對於得到回應的禱告中分享他們的喜樂與

鼓勵。並確定下次的聚會。如此＂連接體＂就知道什麼時間要寄去他們

的禱告請求。 

5. 除了為特定＂連接體＂代禱，代禱組也為某些特定的駐地、基地、船艦、

單位等代禱，或某個國家的軍人團契代禱。通常由全國代禱組的秘書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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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這些需求，如時間許可，各代禱組也可為全國或 AMCF 國際軍人團契代

禱通報上的項目代禱。代禱組還可以參加緊急禱告鏈，為緊急需要作出

立刻回應。 

6. 凡與代禱團分享的資訊一律以高度機密處理。如與其他國家書信連絡要

留意沒有文化上的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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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 

舉辦會議的指導綱要 

 

引言 

一、 隨著軍人基督徒團契的成長，通常會盼望在一起小組研經共同敬拜、團契

活動及各項事奉工作處理等。會議可以強化信心，同時鼓勵平常與人少有

往來的信徒。地區性會議或全國會議是滿足該項需求的方法。在更高的層

次，包含擁有軍人團契的數個國家，也可能盼望聚集在一起召開區域性或

國際性會議。通常，該項會議之前的上次同型會議，無論是全球性、區域

性或次區域性的，先決定舉行該項會議之時間和地點。ㄧ國的軍人基督徒

團契若想以 AMCF 總會的名義舉辦該項會議，應首先確定其舉辦能力，然

後經由該區的 AMCF 副總會長，得到 AMCF 總會長的同意。舉辦該項會議，

原是為了推進 AMCF 總會的目標與事工。會議負責人應擬訂一個計畫，該

計畫必須在各方面尊主為大，且符合 AMCF 不分宗派及非政治之特性。應

該和 AMCF 的區域副總會長保持聯繫，並且在計劃全程中，請副總會長給

予指導。基督徒會議、教訓與服事協會(ACCTS)、Accts 國際軍中宣教會

(Accts MMI)、及使命支援組織(MSO)所能給予會議負責人的協助，在第二、

三、四章另有敘述。在計畫初期，讓這些支援機構參與已行之已久，也證

明對發展中的計畫確有助益。 

二、 建議一個大型 AMCF 會議的計劃時間至少要十二個月，一個全國性會議要

九個月。假若還要請求政府支援，很可能要十八個月的前置時間，以配合

國家的預算作業。 

三、 任何會議的舉行需要許多計畫和準備。整個過程應該經過從容的和安靜的

禱告、尋求神的引導。在計畫前要先禱告。在計畫中，尤其當有了困難，

更要常常憑藉禱告。關於禱告和計劃更多的資訊，請參看本手冊的附件 K。 

四、 下面提供的指導綱要和檢查項目，在協助 MCF 的領導人做好會議籌備工

作。這些都頗為廣泛，目的在包括大部分可能的情況，但他們並非都適用

於每個會議。 

初步行動 

發起機構應負責： 

五、 界定其目的(Purpose)：為何召開這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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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建立一個目標(goal)。 

七、 為達成這目標確定所需要的次目標(Objective)。預想在出席會員身上所

得到的影響，以及會議結束後有什麼果效。 

八、 界定主題。這樣可以帶領出席人員貫注在會議的目標上。 

九、 選擇日期。避免和節日衝突，也避免和其他早已安排定的活動衝突。 

十、 指定一位會議協調員，同時為籌備工作各個分項選出組長，由這些人組成

計劃(籌備)委員會；大型會議並可視需要組成次級委員會。 

籌備計畫 

十一、 應該為下列諸項擬訂計畫 

 禱告支援 

 節目(程序) 

 文宣 

 行政 

 財務 

 接待 

 後勤 

禱告支援計畫 

十二、 下列為如何得到禱告尋求會議支持的方法 

 透過 MCF、AMCF 及 ACCTS/Accts MMI/MSO 的刊物 

 禱告支援團隊的聖工團體 

 當地禱告團體 

 個人禱告支援團體 

 定期的電子郵件＂讚美短訊與禱告請求事項表＂ 

 製作禱告卡片/書籤/禱告備忘卡 

 活動進行期間為籌備人員所作之每日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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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計畫 

在製訂節目時，應考慮的各種事項 

十三、 安排適當的會議場地。他應該大到足夠容納預計數量的會友，使大家舒

適但避免奢侈浪費。 

十四、 確定達成目標與次目標的最佳方法。可以透過借助講員、演講會、討論

會、講習、或綜合活用以上方法。 

十五、 製訂節目表。開始與結束時間應該考慮到旅途的需要。若有旅遊安排可

以包括在內。在會議期間，要給會員足夠的時間做互動與休息。 

十六、 要確定該節目也能吸引軍中女性及眷屬參加。 

十七、 要包括兒童節目，可適時與成人節目相配合，須預先告知父母兒童節目

的範圍和地點。 

十八、 安排專人按時注意節目時間表，俾使會員按時到達指定地點。 

十九、 慎選與邀請講員、團體、兒童節目主持人、和演奏人員，確使推出節目

適合會員的水準，不太簡易也不太艱深。確定所有推出內容符合會議目標

與次目標。請講員把握時間，要強調準時結束，勿超過分配時間。亦考慮

設置信號，讓講員知道時間已到。確定要付的演講酬勞，並事先告知講員。

與講員協調有關講義之準備及所需要的輔教器材(如投影機、螢幕、錄影

機、電視機等) 

二十、 確認講員的經驗與學養勝任會議講台，至少有一或兩位講員來自主辦

國，儘可能講員應該由該區人士擔任，要注意會議不能用作個人提倡特別

宗派的講台。該區域的 AMCF 副總會長、ACCTS/Accts MMI/MSO 在選擇講員

的事工上，可以給予協助。 

二十一、 會議結束，應該寄上謝函，同時附上酬謝金(敬師金、講員費) 

二十二、 為會議室提供＂器具＂，類如講台、其他所需要的特別裝備(附備用

燈泡、驅動帶等)、多插頭的延長線及電線接頭等。 

二十三、 佈置會場─鮮花、公告欄、足夠的座位，還有一份所有使用房間的

示意圖。 

二十四、 為大型會議選定主席和司儀，且在事前給予簡要說明。 

二十五、 為小型討論會選派主持人和會員，並指定會議室。 

二十六、 如安排聖餐服事，應備妥所有需要的物品，在準備該事工時，應慎

重考慮宗派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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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依照需要在每個會場為詩班提供詩歌本和樂器。 

二十八、 在每個場地為會員準備足夠的詩歌本與詩班的樂譜。 

二十九、 依需要準備口譯人員。 

三十、 依需要準備音響及錄音設施，例如麥克風、擴音器、錄影機及操作人員。 

三十一、 準備合格的攝影師拍照並迅速地洗印照片並標示清楚，俾供會員購

買，及籌辦者以後使用。 

三十二、 如果認為需要時，可安排書店和展示攤位。 

三十三、 當計劃出席代表時，應考慮以下的原則： 

1. 如係國際性會議，通常主辦國代表不宜超過會員的一半。 

2. 儘可能本區域的其他國家所派出代表人數不相上下。 

三十四、 安排適當的開幕及閉幕式。 

三十五、 為各國代表安排時間報告他們軍人基督徒團契的事工。它可以簡要

講義加上五分鐘的說明，或用一個小架子擺上照片。不一定要使用講台。 

三十六、 鼓勵軍牧參加節目。(軍牧及軍人基督徒團契應該儘可能經常一同事

奉)。 

文宣計畫 

三十七、 發送有關該會議的通知給 MCF、AMCF、及 ACCTS/Accts MMI/MSO 希望

登載在各該機構的刊物中。 

三十八、 準備並分發會議小冊子/邀請函。及如何獲得更多資訊的方法。發出

個人邀請函，經驗顯示此舉最有效。 

1. 確定由誰將發出邀請函。由 AMCF 的總會長、副總會長、主辦國國防部或

主辦國軍人基督徒團契。 

2. 確定邀請的對象。 

3. 確定邀請函發出時間。 

4. 正式的邀請函如寄給國防部，副本應寄給軍人基督徒團契及主要幹部。 

三十九、 把文宣品貼在公告欄上，但須先徵得同意。 

四十、 經由基督教電台、電視、報紙、網路、電郵來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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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用文字、圖片展示近期活動。 

四十二、 指定一位新聞發言人處理與媒體接觸事務。 

四十三、 注意勿在無效的文宣資料上浪費資源。 

行政計畫 

四十四、 擬具參加會議須知，包括會後旅行安排指導、會議地點的電壓、和

會議期間的氣象，還有服裝的穿著。 

四十五、 提供參與會員的名單，包括在會員註冊時所蒐集的一切資料。 

四十六、 擬就會員食宿的計畫。 

四十七、 擬訂當地有關寵物、酒精、吸煙、宵禁、鎖門等規定，並確實遵守 

四十八、 擬訂醫護規定，包括急救箱、與醫護人員的服務。並備妥可獲得醫

護服務的詳細資料，包括急症範圍，在註冊登記時發給會員。 

四十九、 決定會場所提供的保險範圍，及是否可以得到更多的保險服務。 

五十、 指定一位秘書擬具在會後發佈的會議經過報告。 

五十一、 考慮個人、團體、及會場安全需要，並據以制定計畫。 

五十二、 建立網站協助行政事務並促進會議成功。 

財務計畫 

五十三、 擬就會議預算及如何獲得。 

五十四、 處理及說明支用明細，包括奉獻在內。 

五十五、 最好為該會議開立一專設帳戶。 

五十六、 付清會議的花費。 

五十七、 詢問會議中心職員，或外包餐點商家，了解當地付服務費(小費)的

慣例，確定服務費的收集與支付。 

五十八、 信用非常重要，因此最好有一位具有財務經驗的司庫。 

五十九、 應設法尋求各代表國家的軍方資助。 

六十、 鼓勵在主辦國內及其他國家代表間募集經費，並且應及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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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計畫 

六十一、 設置歡迎、接待區，該區應經常備有同工。如果有「主人」、「女

主人」在場迎接抵達代表就更好。他們的職責包括在註冊時告訴各國代

表，行李放在何處、引導站在適當的註冊行列，然後依需要帶他們去安排

的宿舍。倘若是個大型會議，可依照語言、地區、或者是姓氏字母，安排

不同的行列，這要視會議的性質而定。 

六十二、 擬就註冊程序表，包括要填的表格、應繳費用、發給各代表的資料

袋(會議節目、場地略圖、個人名牌、關於安全、防火、防盜等規定)關於

醫療急救的說明、用餐及寢室位置。 

六十三、 為遲到的人安排註冊及餐飲。 

後勤計畫 

六十四、 準備(會議所需的各種裝備、供應品及材料。 

六十五、 與行政部門配合準備與會人員的餐飲。 

六十六、 與行政部門配合準備與會人員的住宿。 

六十七、 若有攜帶嬰兒，需計畫他們的特別需要，例如嬰兒奶瓶之加熱、尿

布之處理、尿布清洗和烘乾設備、嬰兒手推車之停放等。 

六十八、 準備會場位置之地圖/連絡卡片納入「參加人員須知」中。 

六十九、 安排車輛迎接和運送，乘火車、巴士、飛機抵達的人員。 

七十、 準備當地計程車、公車及火車站的電話號碼。 

七十一、 做好停車處安排。 

七十二、 為乘火車、巴士、飛機離開的人員，安排交通工具。 

七十三、 若有可能，從軍方運輸單位獲得支援。 

 

七十四、 與 ACCTS/Accts MMI/MSO 保持密切聯繫，他們隨時準備幫助這些事

工，並幫助軍中基督徒團契的會員，在他們召開團契會議時，接收上帝的

祝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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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 的附錄１ 

為 AMCF 第五屆泛美會議的禱告與計劃。 

(向祕魯 AMCF 在準備本報告中所作的辛勞表示謝意。) 

導言 

1. 數年前，祕魯被國際金融機構宣告為“不合格國家＂，我們深為高度通貨膨

脹及恐怖暴力所困擾，在這種情勢下，祕魯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AMCP)也顯

然受到財務短缺的影響，但仍能完成 AMCF 第五屆泛美會議的計劃工作。 

2. 祕魯籌辦第一屆軍人基督徒團契(AMCP)會議和第五屆泛美會議的經驗可以

說是件範例。負責籌辦的人數很少，可是當他們接受任務後，他們的努力奉

獻卻是有決定性因素。他們將自己奉獻給神，在才能、時間和錢財的付出，

都超過了他們的能力。 

3. 在這些事工完成後，我們很高興看到神在許多方面的特別賜福。 

4. 在準備此一附錄時，我們希望藉著經驗分享，並非初創的目標，而是神對我

們禱告的奇妙回應，來與 AMCF 合作同工。 

 

組織 

預備工作 

5. 首先我們審視我們的組織，然後走向全國各地的軍人團契，鼓勵他們參加這

次會議。 

6. 我們此前雖沒有籌辦國際活動的經驗，但我們有籌辦及舉行第一次全國性

AMCP 會議的經驗，由於該次會議的順利成功，對我們有很大的鼓勵。本次

會議是在沒有金錢支援的情形下所舉辦的。就財務而言，我們是從零開始。 

7. 一九九一年九月在美東白硫磺泉所舉行的 AMCF 會議中，我們學到禱告與計

劃的意義。在計劃過程中，禱告是最重要的因素。 

 

成立各委員會 

8. 我們相信在這件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能神的參與，因此所指定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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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有效地工作，第五屆泛美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包括下列各組： 

－財務與註冊 

－醫務 

－膳宿 

－音樂、廣播系統 

－健康設施 

－公關與文宣 

－交通與接待 

9. 前項各組有專門職責，且將進度作定期報告。 

訪問與會晤 

10. 我們自問：“我們為何找到個人或團體，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尋求協助的？

“全部名單列表的過程就是在禱告中完成的。 

11. 每組的組長主持編列可以提供協助的個人或團体名單，例如：主食提供者；

新鮮蔬果；音效系統，音樂團體，油漆服務，會議場地等。名單包括商人、

專業人士、銀行經理、企業家、編輯人、運輸機構、教會團體，最後是親屬。

訪問得到所盼望的結果：捐助包含烤麵包的麵粉、牛肉和家禽，還有其他食

品，總加起來，節省不少金錢。 

12. 有幾個場所被排除在考慮之外，所有的機構都提供適宜的環境，可是我們都

可以用較低的價錢租用陸軍士官俱樂部的休閒設施。 

13. 我們要強調的是，在選擇場地上，我們考慮到下面幾個條件：由在利馬的情

勢最主要是安全考量，然後是環境、氣氛、場地設施應該有助於會議目標、

價碼、休閒和康樂場所。 

邀請和出席 

14. 我們有足夠時間準備邀請，無論國內或國際，並計劃有一百位與會人員，這

個人數是很實際的預估，也是可以安排的規模。因為在祕魯常常發生這樣的

情形，一些偏遠地區的代表因未能在限期前確定參加，然後他們突然到來，

常甚至達到二百多人，致使我們的膳宿供應不足，這是神所造的奇蹟，神在

這件事上讓我們可以克服許多困難。 

15.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來自利馬(首都)以外地區的本國代表，一律不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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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和兒童節目 

16. 預期有許多婦女與兒童到來，我們有鑑於此，所以為他們準備了一些特別聚

會。這包括各種兒童活動，有手工藝活動和遊戲，一切都符合聖經的教導。

受過專業訓練的老師和兒童一起活動，得到並服事神的果效。該節目的   

特定細節是一種挑戰，但都獲得了成功。 

一般節目與主講的選擇 

17. 我們開始用熱切的、特別的禱告求神引導我們為每個講題選擇最適合的講

員。 

18. 通知 ACCTS 和 AMCF 我們為某些講題所希望的國外講員。 

19. 最後，將一般節目表寄給 AMCF 的總會長，表上留有足夠的時間請他致詞。 

會議的總協調 

20. 我們認為，為了統一及確保對本事工的財務支持，以及確保每個組的工作進

行，選擇一位總協調非常重要。 

結語 

21. 遵照 AMCF 領袖會議的建議，我們在開始計劃前，曾數度禱告並禁食。我們

的箴言是＂祈禱與計劃＂，其結果是神為我們打開了門，也感動許多人，使

我們能得到希望的結果。 

22. 我們在祕魯的經歷顯示，沒有龐大的財務支持，也可以舉行會議。我們單單

懇求神，同時申盼對會議成功的信心，便得到二百名與會人員的所需。 

23. 我們認為各分組的責任劃分與工作非常重要。它們對會議成功負有主要責

任。我們強調「膳宿組」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在我們的激勵和建議之下，

這些分組都能夠合作良好。 

24. 在獲得好的出席率方面，文宣工作很重要，能達到這樣的成果，全靠國內與

國際間不斷的連絡，以及無線電廣播。 

25. 我們也達到低註冊費、高出席率的預期，首都利馬以外地區的國內代表不收

任何費用，利馬及國外地區的家長只付象徵性的費用，我們認為高註冊費只

能把會員趕走。 

26. 會員的自律很重要，也該表揚。他們都遵守禮貌、信仰和品德的規範，也因

此得讓更偉大和真實的團契。並沒有特別的要求，但他們都能放下教派的差

異，也不計各國的利益，我們生活在屬靈的合一，兄弟的情誼與基督的愛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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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過去兩次主辦泛美會議的經驗告訴我們，為了與會人員的平安，會議主辦國

應該考慮建立一個永久性的醫療隊或急救站，俾在需要時，提供協助。 

28. 我們特意地也確信地宣告，主的手總是伸出給予足夠的幫助與保護。榮耀、

與尊貴都歸於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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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S 

其他支援機構 

美國內地會(American Inland 

Mission,簡稱 AIM)  

84 Toad Suck Lane 

Bigelow, AR 72016 USA Tel +1 

501-759-2229 

Fax +1 501-759-3035, 

Email: AIMISSION@juno.com 

向軍中從事福音運動，主要在中美洲

地區。 

 

國際巴拿巴會(Barnabas 

International) 

PO Box 1121 1, 

Rockford, IL 61126 USA, 

Email: Bamabas@Bamabas.org 

向傳教士宣教，用英文、西班牙文每

月發行＂鼓勵＂信，這些刊物正向拉

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分送。 

 

國際韻律會(Cadence International) 

PO Box 1268 

Englewood CO 80150 USA 

Tel +1 303-762-1400 

Website: www.cadence.org 

與全球美軍分享福音與生活見證。 

Email:dave-schroeder@cadence.org  

與俄國、白俄羅斯及烏克蘭的軍人分

享福音。 

Email: dave-meschke@cadence.org 

 

El Verbo para Latino Am6rica 

(EVELA) 

給拉丁美洲的話 

P.O. Box 1002, 

Orange, CA 92856 USA, Tel +1 

714-2851190 

Email: simanjaime@integrity.com 

Website: www.evela.com 

分送西班牙文的福音卡帶與小冊子。 

 

長青會(Evergreen) 

6660 Delmonico Drive Suite 201 

Colorado Springs, CO 80919 USA 

Tel +1 719-536-3256 

Email: FinnT@pcisys.net 

攜手向中國軍中宣教工作 

 

全球使命會(Global Mission Society,

簡稱 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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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0- 1, Wolmoon-ri, Paltan-myun, 

Hwasung-si, Kyunggi-do, Korea 

445-914.  Tel +82 31-354-5599 

Fax +82 31-354-8854 

Email: gmshq@gms.or.kr 

Website: http://gms.or.kr 

為全球機構，已派遣一千二百多位傳

教士倒世界各地 

 

國際軍中牧師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 

Chaplains,IAEC) 

P.O. Box 2100, 

Astoria, NY 11 102 USA, 

Tel +1 814-435-8864 

Email: IAECHAP@yahoo.com 

在各國軍中推動軍牧之發展 

 

韓國陸戰隊傳教士協會(Korean 

Marine Corps Missionary 

Association,簡稱 KMCMA) 

#506 Ri-;er Hill Officetel, 

Kwangjangdong, 

Kwangjingu, Seoul, Korea 143-210 

Tel +82 2-755-5483, +82 

2-2201-6617 

Fax +82 2-755-9186 

Email: cmc4l5@chol.com 

由過去陸戰隊官兵成立的基督徒協

會，宗旨在以禱告，外展、研經、鼓

勵、合作等方式協助在韓國軍中及海

外宣教 

 

韓國退役軍官基督徒協會(Korean 

Veteran Officers' Christian Union, 

簡稱 KVOCU) 

#1207 Korean Christian 

Association Bldg. 136-56 

Yunjidong, Chonrogu, 

Seoul Korea 110-740 

Tel +82 2-708-4474-5, 

Fax +82 2-708-4476 

Email: kvocu@yahoo.co.kr 

Website: www.kvocu.org 

透過每周和特別的禱告，支援軍中的

福音計劃。為韓國軍中及其他國家軍

中基督徒提供財務協助，特別是那些

支持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事工的團

體。 

 

韓國軍中福音協會(Military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of Korea,

簡稱 MEAK) 

MEAK Office, 47-1, Hyojedong, 

Chongrogu, Seoul, Korea 110-850 

Tel +82 2-744-2661-3 

Fax +82 2-742-7954 

Email: meak@v2O2O.or.kr 

Web site: www.v2O2O.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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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正式的軍中福音機構，在韓國擁

有十五個分會，在美國有十個分會

MEAK 為軍中宣教中心，它和軍中各宣

教機構合作，也和民間教會合作。它

也是二０二０年異象運動的中心。這

個異象是要在二０二０年前，透過軍

中福音事工，要將百分之七十五的韓

國人，成為基督徒。 

 

軍中校園十字軍宣教會(Military 

Ministry of Campus Crusades for 

Christ, 簡稱 MMCCC) 

6060 Jefferson Ave, Suite 6012. 

Newport News, VA 23605 USA 

Tel +1 757-247-7502 Ext. 260 

Fax +1 757-247-7507 

Email: Paul.Peftijohn@milmin.com 

Website: www.milmin.com 

協助所有國家的男女軍人及家屬，成

為基督的信徒。 

 

 

國際使命動員會(Mission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簡稱

MMI) 

P.O. Box 77165, 

Colorado Springs, CO 80970-7165 

USA, Tel +1 719-761-6257 

Email: randygreen527@aol.com 

MissionMl@hotmail.com 

用傳福音為軍、警提供戰術訓練，和

警方合作傳揚基督，並將重點放在家

庭。 

 

海軍基督徒團契(Naval Christian 

Fellowship) 

2b South Street, GOSPORT, Hants, PO 

12 1 ES United Kingdom Tel +44 

23-9258-3878 +44 23-9258-0058 

Email: NCF@dialpipex.com 

Website: www.navalcf org 

為皇家海軍的男女基督徒提供協助，

使它們能為耶穌基督作好的見證。 

 

海陸空軍聖經會(Naval, Military & 

Air Force Bible Society, 簡稱

NM&AFBS) 

Castaway House, 311 Twyford 

Avenue, 

Portsmouth P02 8RN United Kingdom 

Tel +44 23-9269-9873 

Email: jmh@nmafbs.org 

在許多國家的軍中，分送聖經、新約、

屬靈小冊子及單張。 

導航者軍中宣教會(Navigators 

Military Ministry) 

P.O. Box 6000 

Colorado Springs, CO 80934 USA Tel 

+1 719-594-2541 

Email: @Isupport@navigato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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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navigators.org 

接觸、訓練及派遣軍中人員及眷屬 

 

軍官基督徒聯會(Armed Forces 

Christian Union, 簡稱 AFCU) 

Havelock House, Barrack Road, 

Aldershot, 

Hants, GU I I 3NP United Kingdom 

Tel +44 1252-311221 

Fax +44 1252-350722 

Email: office@ocu.org.uk 

Website: www.ocu.org.uk 

為英國軍人提供協助，使他們能夠在

工作崗位及家中見證基督，經由國際

代禱組體宣揚福音。 

 

國際橄欖枝協會(Olive Branch 

International, 簡稱 OBI)  

P.O. Box 748, 

Norfolk, VA 23501-0748 USA 

Tel +1 757-518-8749 

Email: bgkittleson@cs.com 

Website: www.obi-intl.org 

對國際軍人社團作人道服務 

 

號角行動會(Operation Reveille) 

P.O. Box 26396, 

Colorado Springs, CO 80935-6396 

USA, Tel +1 719-572-5908, Fax +1 

775-248-8147 

Email: bside@oprev.org 

Website: www.oprev.org 

訓練及裝備軍中人員作跨文化的宣教 

 

光兵統御學院(Pointman Leadership 

Institute,簡稱 PLI) 

5545 East Hedges 

Fresno, CA 93727 USA, Tel/Fax +1 

559335-2718 

Email: pointmanjim@msn.com 

Website:

 www.pointmanleadership.com 

Presenting Principle 提供用福音作

基準的統御學及其他的討論會，給政

府、軍中和警察的領導人物。 

 

軍人及空軍人員聖經研讀協會

(Soldiers' and Airmen's Scripture 

Readers Association,簡稱 SASRA) 

Havelock House, Barrack Road, 

Aldershot, 

Hants GU I I 3NP United Kingdom 

Tel +44 1252-310033 

Fax +44 1252-350722 

Email: admin@sasra.org.uk 

Website: www.sasr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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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研讀聖經一對一的宣教方式，向

英國的軍人及空軍傳福音。並對英國

軍中的男女基督徒提供支援，使他們

在家庭及工作場所能為基督作見證。 

 

世界軍中使命機構(World Military 

Mission Organization,簡稱 WMMO) 

#501 Sungsan Bldg, 76-2 Hangangro 

2-Ga, Yongsangu, Seoul, Korea 

140-872 

Tel +82 2-795-7735 

Email: jmj423@hanmail.net 

一個對全球軍人傳揚福音有異象負擔

的軍中使命機構。 

 

~全文完~ 



 

 AMCF 座右銘及國際軍人禱告詞 

雷學明 95.02.06 

AMCF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的歷史，追溯到公元1930年，四個歐洲國家在荷蘭

宙能堡舉行的首次小型國際會議，會中議定國際軍人基督徒團契協會的座右銘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感謝您以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所有的罪， 

求你賜福各個國家男女軍人基督徒， 

允許我們深知在主裡合一 

喜樂的人得以充滿你的愛， 

並藉由聖靈的大能大力 

將愛傳遞給其他的人， 

等到主的再臨。 

阿們！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cleanses from 

 all sin. 

Bless the service men and 

women of all nations, 

And grant that we who know 

the joy of being 

｀ All one in Christ Jesus＇  

may be filled with your love 

and pass it on to other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Until His coming again.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