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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早在新約教會的宣教工作尚未展開前，主耶穌就已

定規：宣教工作不能繞過的一個關鍵環節是「禱告」。面

對「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這樣一個令任何一位投

身宣教的人都會覺得無奈氣餒的景況，主耶穌說：「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太9:38》在另一處經文，當門徒們怎

樣都無法將鬼從一位孩子身上趕出去時，主耶穌說：「非

用禱告，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可9:29》而在祂頒

佈了大使命後，更在升天前特別囑咐門徒：「不要離開耶

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徒1:4》門徒顯然領會

到主的意思就是要先禱告，所以才有馬可樓上120人的同

心合意，恆切禱告。《徒1:14》當你看見五旬節聖靈降臨

與當天的三千人悔改就緊接在馬可樓上的禱告之後，你就

曉得耶穌所言實在不虛，禱告確實是有效宣教的最關鍵環

節。但我們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底為宣教禱

告的實質意義何在？只是如一首詩歌所描述的，揺動著神

的手來成就神的工嗎？其實在《太9:35-38》這短短四節

經文中，主耶穌已向我們啓示出為宣教禱告的豐富意義。

從以下這些意義我們更能體會出當如何為宣教禱告。

A. 為宣教禱告使我們尊基督為宣教的主。

面對宣教禾場上的急迫需要，主耶穌對門徒的第

一項吩咐竟然不是「去」，而是「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顯然不論禾場需要如何迫切，沒有主的差遣誰都

不可輕舉妄動。祂是莊稼的主，一切宣教工作都要聽命於

祂。確實，一位宣教工人若忘了尊基督為宣教的主，他的

工作很快就會變質為個人企圖的展現與個人成就的追逐，

流露出文化上的優越感，也會偏離福音的真道，不僅不能

成就主的宣教大計，反而攔阻主的工作。反過來當我們照

主的話，將各樣宣教的需要都帶到主面前，呼求等候祂的

指示時，我們的心就再次轉向神，承認祂是宣教的主。此

一禱告的操練使我們更深降服在祂的主權下，不致偏行己

路。因此，主耶穌吩咐我們要為宣教擺上禱告，實在是要

保守我們的心，在宣教的事奉上持守與祂正確的關係，如

此才可能與祂親密地聯結同工。

B. 為宣教禱告使我們從神的眼光來認識禾場。

我們的眼需要先看得見主所看見的「要收的莊稼

多，做工的人少」，才可能具體地「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很顯然主的旨意不要我們只泛泛地為宣教禱告，而

是要我們學會針對宣教禾場確實的需要來禱告。很多基督

徒常抱怨不知如何為宣教禱告。這原因很簡單，因為若沒

看見禾場的具體需要，禱告一定都是泛泛的，甚至千篇一

律，騷不到癢處。但一旦看見禾場的真實景況，禱告就會

變得非常具體，能夠切實托住禾場的宣教事工。注意主耶

穌是在走遍各城各鄉的當中，看見他們「困苦流離，如同

羊沒有牧人」，從而得出「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這樣的結論。從這裡可以得出兩個為宣教禱告的要素。第

一個要素是具體禾場資訊的取得，可以透過不同資訊管道

來收集（參附錄），也常需要藉由走入禾場來親自體驗。

第二個要素是對所取得資訊的默想，從聖經的觀點探索神

要在所見的景況中施行怎樣的作為。因此，主耶穌吩咐我

們為宣教禱告，乃是要引領我們深入瞭解宣教禾場的景況

與需要，默想體會祂在禾場中要做的工作，好在禱告中切

實地與祂同工。

副總幹事  林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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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宣教禱告會使我們得著基督憐憫的心腸。

主耶穌看見到人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

人」，就打從心裡憐憫他們。這「憐憫」在原文的涵義

裡，其實就是極其心痛的意思。換句話說，主的心腸為那

些困苦人的困苦而痛；看見他們的困苦，祂的心與他們一

同傷痛。當我們因不瞭解禾場景況而只是泛泛禱告時，那

禱告實在不痛不癢，甚至好像言不由衷。這樣的禱告也很

難持續下去。但一旦看見了禾場的真實光景，主耶穌那種

憐憫之心就被激發出來，禱告立時就變得非常迫切。筆者

過去很少關注穆斯林宣教，這十多年來一再看見各地穆斯

林群體在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的暴行中所遭受的殘殺蹂躪，

設身處地感受他們如此沈重的苦難，心中就覺得很痛，常

不禁迫切為他們的得救而呼求。這是因為實在體會到除非

有十字架饒恕的愛臨到他們，這些民族如何能脫離仇恨的

綑綁？主耶穌吩咐我們為宣教禱告，實在是要在這樣的禱

告中，將祂裡面那憐憫的心腸澆灌進入我們心中。

D. 為宣教禱告促成宣教工人的興起。

在為宣教禱告時，主耶穌指示我們首要向神發出的

呼求，是求主興起那收取莊稼的工人。顯然主看宣教禾場

最缺的資源還不是宣教的經費，而是宣教的工人。今日宣

教禾場的光景實在是如此，並非不需要宣教的經費，但實

在太缺宣教的工人。沒有合主所用的工人，再多其它資源

也無法將福音傳開。因此，當我們為宣教禱告時，當特別

為宣教工人的培育與呼召，以及為禾場上的工人蒙主托住

保守而禱告，如此深入參與在神興起並打發工人的作為

中。很奇妙的是這樣禱告的果效常會同時發生在禱告者自

己身上，就如同耶路撒冷教會同心為使徒們禱告後，個個

都被聖靈充滿，放膽傳道一樣。《徒4:31》為宣教禱告會

改變我們對生命及許多事物的態度，使我們更認識宣教，

更體察神的心腸，而成為能與神同工的工人。因此，為宣

教禱告絶不能置身事外地禱告，乃要把自己以及一同禱告

的夥伴都擺上去，讓神同時塑造我們來成為合祂心意的工

人。

E. 為宣教禱告使我們親身經歷神的大能。

主耶穌指引我們藉禱告來參與突破宣教禾場的瓶

頸，這表明祂是在我們的禱告中工作的神。祂既定意藉著

我們的禱告來工作，就必成就我們按祂旨意的呼求。主耶

穌也說：「凡你們禱告祈求的， ⋯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

著。」《可11:24》因此，為宣教禱告，必得經歷神在宣

教上的作為。很多人想到神做事有祂的“時候”，就以為

其它時候神不做工；其實神是不停「做事直到如今」《約

5:17》的神。祂的作為或許不完全按我們所祈求的細節，

但一定是不停的與奇妙的，甚至超越我們所祈求的格局。

使徒們與初代教會多有這樣的經歷《徒12:13-15; 16:6-

10》，我們也必能經歷到。但常都只有那些曾付上禱告代

價的人才看得見神的作為，因而大得激勵與造就。因此，

為宣教禱告當緊抓住主的應許，深信主的同在，用心觀察

神的作為，預期經歷神的大能。這不只是為宣教禱告的秘

訣，更是一切禱告都需要有的心態。

當主耶穌吩咐我們為宣教禱告時，祂特別說「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不難體會主預期看見的是祂

的門徒們聚集一起，同心恆切地為宣教禱告。這樣說的意

思不是貶抑基督徒各別為宣教禱告的價值，而是按主心

意進一步強調基督徒應當聚集為宣教禾場上的爭戰，擺

上同心合意的禱告。因為「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太18:19》。芝華宣道與愛穆協會於今年年初共同成立

了「以利哩古宣教禱告團契」，就是決意單純順服主的話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與眾肢體們一同來把握

住宣教絕對不可繞過的環節。不僅只是擺上禱告而已，更

要在禱告中實現宣教禱告的豐富意義，使我們與眾教會的

宣教參與絕不會雷聲大雨點小，空熱鬧一場，乃是實在收

割豐盛的莊稼。歡迎所有有同樣感動的牧者與肢體都來參

加。

附錄：為宣教禱告的充沛資訊網站：

1.  Joshua Project
  http://www.joshuaproject.net/

2. 創啓事工 (30天為宣教士禱告指引)

http://www.creativemin.org/index.php/daily-prager

3.   Operation World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country-lists

4. 遠東廣播公司

http://www.febcchinese.com/index.php/TW/
2011-05-06-13-10-43/2011-05-13-16-18-24

5. 愛穆協會

http://www.aimutoday.   
com/29233313023109521578.html

6.   Global Prayer Digest
http://www.globalprayerdige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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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基督徒大會早堂實踐信息摘錄)

也許有人會問我，黃牧師，你自己怎麼做呢？下面

我講第三點，我自己是怎樣囘應的。當我們一家人要去非

洲的時候，很不容易，我們全家一起禱告一年多才印證神

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在澳洲神學院進修兩年時間，這兩年

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就全家一起禱告，結束後孩子才去上

學，那時老大才二年級，小女兒兩歲多。每天早上我們為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某一方面需要禱告，並求神引導我們要

去什麼地方。有一天，拿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450萬人

口，沒有教會、傳道人和聖經。我想這地方沒人去，這些

人民怎麼辦呢？我們怎麼能夠知道有一些人還沒有機會聽

到福音卻無動於衷？

我的想法很單純，神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

會想太多。但是，我卻不適合做宣教士。那時候神學院有

位老師專門有一套評選誰適合做宣教士的測試，他為我們

做了一個測驗，就個別叫我們進去。他為我分析了很多很

有道理的信息後，對我說：我不適合做宣教士，不要去。

我想，若我太太也不適合，那就是神的旨意。輪到我太太

進去，當她飄飄然的出來我就知道糟糕了，她說：老師說

我可以去。我想著現在這樣怎麼辦？但我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肯為神做工，不是因為我們是誰，乃是因為祂是誰；

也不是因為我們會的多少而決定神願不願意用你。另外一

件事情就是呼召遠遠高過恩賜。很有恩賜的人神也重用他

們，但神不是單選很有恩賜的人。像我這樣很內向、不喜

歡跟不認識的人接觸該怎麼辦? 以前我的母親對我說，你

怎麼做傳道人，狗咬了你，你都不會叫。我和弟弟住在同

一個房間10多年從來沒有吵架，因為我們兩個人從來不講

話。若我做傳道人要怎麼做呢？不能做啊！但是我們要記

住，當我們回應神的呼召時不要考慮太多我適不適合，因

為重點不在你，而是在神，只要你願意讓祂在你身上做奇

妙的工作。不是你會做多少，乃是因為祂做多少。人乃是

與神同行，當我們與神同行、配搭時，就看到神的工作。

因此我決定聽神的，不聽老師的。

當我們決定一家人去非洲時，孩子的教育問題，年

長父母問題等都一一出現，我們卻沒有答案。有人提議我

們先去非洲看看再來決定，因為不是你一個人去，若耽誤

了孩子的前途，他們會恨你的。他們越講，我們心裏越害

怕。那時有位老牧師剛從非洲回來，他說：不要去了，去

了就不去了。我問什麼意思？他說，你看到就不敢去了。

我說，你不講還好。但我信心很單純，就開始辦手續去非

洲。當我們願意順服，願意回應神，跟神說我在這裏的時

候，撒旦就開始用盡方法。我們計畫在1990年12月聖誕節

結束後一天出發，而1990年12月2日我的大兒子就住進醫

院，他的左半邊臉中風，不能動。我們看了好多的專科醫

生，所給的答案都是一樣，三個月後會康複，若沒有康

複，一生半邊的臉就是這樣。當時該怎麼決定呢？怎麼帶

孩子上飛機呢？這真是很困難的事情。那時我跟神說，若

太太開口說不去，我們就延遲。但她一直沒有說，一直到

上飛機。我們去非洲前先到法國學語言，每一天晚上，我

和太太一起去看孩子，大兒子左半邊的眼睛和嘴合不上，

需要用膏藥將孩子的嘴巴黏起來，每一天晚上我們流淚禱

告。三個月的時間到了，孩子的眼睛和嘴都還是開的。三

個月零一天，還是一樣，我們的心都碎了。我們跟神說，

我們都順服你，願意回應你的呼召，但現在怎麼辦？在三

個月將近第10天，那天晚上我和師母拿著膏藥進房間，看

到兒子的嘴合上，眼睛沒事。我實在感恩，對神說，神

啊，我感謝你，還沒到宣教工場，你就再次印證你對我的

呼召，你是與我同在的。

到非洲時，從未想過在世界上有這樣的地方。那時

是冬天，飛機師報告現在是攝氏37度。機門一打開，熱風

迎面襲來。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六歲的小女兒站在

我旁邊，說，爸爸你看，有燈，好美。她的一句話開了

我們的心。晚上我們到接待宣教士的地方，在那裏住著

來自不同地方的宣教士。當我們想去察看服事的工場，

很多宣教士問我們，你去那裏做什麼？他們說，我們進

觉  醒 ─預備迎見你的神（下）

黄约瑟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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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十幾、二十年，從未去過你要去的地方。

那地方真的很偏避，十多年沒有電話，孩子生

病，什麼人都知道，只有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非

洲最難的是什麼呢？就是擔心孩子的前途。我們

一直禱告，也一直不知道該怎麼辦。當要和孩子

離別時非常困難，我的小女兒從六歲半就住到差

會預備的住宿學校直到高中畢業，十幾年不在家

裏，這樣的分離是非常的難受。我記得一月份送

他們去學校，安排好一切，對他們說，你們好好

在這裏讀書，爸媽要去鄉下做福音工作。孩子一

聽才發現以前講的事情今天是真的要發生了。小

女兒突然哭起來，哭到吐，在地上打滾。老二是

一個非常安靜、內向、不表達情緒的孩子，但他

也是跑到旁邊擦著眼淚，一句話也不說。對於老

大，我希望他能幫一點忙，但是十歲的孩子能幫

什麼忙。第一次跟父母親分開，怎麼幫忙。當我

們說再見時，老大沒有流淚。當車子在黑暗中慢

慢離開，才開一小段路，車子就停下來，因為開

車的宣教士從後照鏡看到有人追上來。當車子一

停，大兒子一雙手就扣住我旁邊的車門，眼睛看

著我們。我問他：有事情嗎？他想一想，說：沒

有。我說，沒有的話就回去，弟妹需要你陪著他

們。他的手就放下，車子就繼續往前開。開了一

小段路，車子又停下來，老大又追上來。這樣一

連三次，我們的心都碎了。我回去時想著怎麼這

麼難、這麼苦啊，怎麼能做宣教士？但是我想到

耶穌基督離開天上的榮耀，離開父神，祂願意為

著世人靈魂緣故而來到這世界。祂所付上的比我

跟兒女分離大的多，因此我又重新得力，擦乾眼

淚，繼續走。走了十多年，建立了教會，有自己

的傳道人和教會的領袖後我們才離開。

當我想到這些事情，想到我的大兒子在亞

特蘭大的教會服事神，老二回非洲七年多服務當

地的宣教士和居民，小女兒回去非洲兩年半，因

泰國有需要，今年10月到泰國做宣教士。我跟神

說，我完全擺上時，你就完全負責。你願意回應

神嗎？你回應神，生命就不再一樣。

多媒體特別節目

青少年聚會

回應神的呼喚

小組個別談道

快樂歡唱

同工們為營會守望禱告

決志者合照

福音營回顧
2015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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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第二屆芝加哥華人領袖峰會於今年4月18

日星期六在Elk Grove Baptist Church舉行。這次峰會是

由芝華宣道和柳溪協會Willow Creek Association聯合主

辦。從中西部四個州的十幾間教會近120人報名參加這次

領袖培訓。全球領袖峰會由柳溪教會於1995年創建，主會

現場設在柳溪教會，在每年的八月舉行。隨後，地方性的

領袖峰會以同樣的內容，包括講員的演講以播放DVD及分

組討論的形式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三百多個城市，上萬

間教會舉行，這些材料已被翻譯成45種語言作為培訓建造

各地教會領袖。

今年的華人領袖峰會比上一屆更多感人之處是敬拜

團隊，由芝加哥華人教會和Elk Grove Baptist Church的
弟兄姐妹組成，用中英文帶領敬拜。團隊隊員有各種膚

色，多種樂器，分男女高低聲部，整個敬拜讓我們體驗到

啟示錄裡所描述的有一天在天上，天使與萬國萬民萬族一

同歌唱敬拜讚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父神！一位黑人弟兄

以薩克斯管吹奏的一曲低柔委婉的“奇異恩典”，以及萬

族萬民一同敬拜的見證讓在場的許多人感動的流下眼淚。

大會休息期間，有一些弟兄姐妹上前來詢問及表示他們願

意加入下次大會的敬拜服事。

本屆的講員共有六位，分別有精彩的演講，其中五

位講員列舉聖經的金句，以耶穌為做領袖的榜樣。在不同

講員的演講間歇有小組分組討論，讓與會的弟兄姐妹能將

剛剛聽到的內容應用到實際生活當中。柳溪教會的主任牧

師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講到領袖需要具備的勇氣，要像

約書亞一樣剛強壯膽；要有勇氣傳遞異象，澄清現實，營

造優質的集體文化；有勇氣確立落實以聖經為基準的價值

觀，並要堅持不懈；有勇氣做最後的衝刺。教會事工不

利，基督徒靈命成長緩慢，做教會領袖的牧師和同工要勇

於承認現狀，承擔責任，求神的帶領。

加州北海岸教會的四位主任牧師之一的克里斯布朗

Chris Brown的演講對我們最為震撼的是，在他接到做全

球領袖峰會的講員邀請時曾感到極為出乎意料，因為同教

會的另一位主任牧師拉里奧斯邦才是開創這一分享領導力

模型的創始牧師，而且執筆成文全部關於相關困境團隊、

困境教會和法利賽人等方面的書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更讓他敬佩的是，當拉里牧師得知被邀請做講員的不是他

自己而是克里斯時，卻真誠地祝賀他：“克里斯，這是我

們的共同成就！我真的很高興！” 拉里說，“我不在乎

誰在教導那些信息，而是那些信息被教導出去了！”這就

是克里斯所傳講的內容的一個鮮活的見證：他在“正確的

頭銜，錯誤的國度”的信息中講到，以色列的第一任國王

掃羅在大衛的能力和功績超過他時，無法容得下大衛，他

將頭銜名譽都歸他自己，忘記了國度是神的。同樣，我們

在教會、公司做同工、領袖，也不應把教會、會眾和公司

看成是自己的國度，而是屬於神的國度，要記得我們無論

做什麼都應將榮耀歸給神。很多教會裡牧師與同工之間，

同工與同工之間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因為驕傲和自我中心

在作祟。主揀選了我們，你有空間為他人鼓掌喝彩嗎，尤

其是利益相關的時候？你有空間再提供一個位子嗎？甚至

給更年輕、更有能力的人讓出自己的位子嗎？這是你效法

基督要付的代價。你也許會說，這太難了！有幾個人能做

到呢？但是，克里斯在他的講座裡提醒我們，主耶穌付出

的更多，主付出了祂的全部，祂是我們領導力的偉大榜

樣。

在小組討論和分享時，有人分享在未參加峰會前自己

或教會一些同工對領袖峰會有保留看法，覺得提倡領導力

和培訓領袖是屬世的做法，來到峰會聽到講員的演講覺得

內心很受震動。有的弟兄姐妹在峰會的大會回應意見表中

“峰會帶給你最深的感動與幫助”一欄寫到：“（峰會）

是現代主的教會領袖必須參加的，能更好的服事主。”、

“很感動，願培養年輕的領導人”。在“對於明年舉辦芝

加哥領袖高峰會，你有什麼建議”一欄有人寫到：“祈求

芝加哥及四周之教會牧長領導能被“廣告”reach到，每

個教會就有更多會友，特別是領導者得益了。”還有許多

寶貴的反饋和意見，無法在此一一詳述。

願參加今年峰會的弟兄姐妹們將所學到的帶回自己所

在的教會、事工和職場，效法主耶穌基督做僕人領袖，培

養做僕人領袖的品格，不為建造自己的國度頭銜、兵馬戰

車，而是注目在神的國度！願神保守我們的心！願神帶領

我們繼續籌備明年的領袖峰會！

芝加哥華人領袖峰會報導
陳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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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原訂六月舉行的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因故延到

十一月，仍將在芝加哥、奧斯汀與洛杉磯巡迴舉行。今

年研討會以「穿越 i 次元，牧養新世代 — 塑造合神心

意的學生輔導團隊」為題，探討校園事工輔導的角色與

培育，並輔導團隊的建立。此一議題的重要不可言喩，

因為有了成熟的輔導團隊，校園學生才能得著紮實的帶

領與牧養。芝加哥研討會的日期為11/13-11/14，更多詳

情請上芝華網站(www.cccm.wa)。歡迎各地牧者率領在

校園事工上可栽培的年輕同工及早預留時間，踴躍報名

參加。

中西部短宣

秋季的中西部短宣於六月下旬開始招兵買馬，目前

已大致成軍，將於八月展開集訓，於九月中到十月初的

不同週末（週五至週日）進入禾場事奉。今年共有四支

短宣隊：本地佈道短宣 (9/18-9/20, Oak Park, IL)、
香檳校園短宣 (9/25-9/27, Champaign, IL)、普度校園

短宣 (9/25-9/27, West Lafayette, IN)、德頓校園短宣 

(10/2-10/4, Dayton, OH)。以上本地佈道短宣是在往年

走出芝加哥的校園短宣之外，首次與本地教會（中華友

愛教會）的合作嘗試，深盼可以成為芝加哥眾教會與校

園事工在福音佈道上彼此協力支援的一個模式，更加促

進本地福音的興旺。敬請代禱。

“TEE”神學延伸課程

經一年半的密習培訓，芝加哥地區幾間教會的69位

學員己完成了「基督生平」神學延伸課程。學生們不單

生命得到改變和更新、更對新舊約聖經，耶穌基督的一

生和基督教教義有了深透的認識。本屆畢業典禮將於八

月八日星期六假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舉行。節目有感

恩敬拜，見証分享，勉勵和共享晚餐。本屆畢業生中已

有開始在本地教會教導「基督生平」課程、另有幾位己

準備將這密習培訓課程帶到中西部和海外的教會,讓更多

弟兄姊妹靈命得到造就。「保羅書信」及「以弗所書」

短期課程將在八月初開課，由李前明牧師、師母擔任講

師。「基督生平」課程新班將於明年一月開課，有

意參加者請與孔祥信弟兄聯絡 847-852-0884 email: 
nelsonh2@yahoo.com

春季福音營

今年的福音營已於國殤節週末順利在Cedar Lake 營
地舉行。感謝神再次恩領營會講員與眾教會弟兄姊妹，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地見證主道。也歡喜看見青少年聚會

的佈道力量在不斷提升。這次參加者共417位，有119位

成人與青少年慕道朋友，其中37位在營會中決志信主，

包括10位青少年決志者。由於Cedar Lake的場地容量這

幾年一直是福音營人數增長的主要障礙，我們已開始在

尋覓更大的營地。懇請為神的引領與預備代禱。

芝華宣道急需人才，若神賜你以下寶貴

的才華，願意獻上讓神使用, 歡迎您快與我

們聯絡!

* 海報設計：最主要設計的項目是基督

徒大會海報。

* 臉書管理：對臉書有興趣並對校園學

生有負擔者；主要責任是主動、隨時更新訊

息，回覆問題。

    * 網站管理：定期更新芝華事工訊息。

徵招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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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今年基督徒大會的節目規劃與講員邀請已大致完

成，總共將有22個（共28堂）精彩的專題，包括有關宣

教圍繞大會主題「起來，接最後一棒」的題目，以及切

合學生、工作人士與為人父母生活需要的題目。另外，

仍在規劃中的三個今年大會新特色是(1)與早上大堂同

步進行的福音聚會，使大會更適合慕道朋友同來參加；

(2)按不同興趣或需要安排的座談餐會，促進有共同關切

的肢體們彼此聯結；(3)教牧協談，個別給予有心全職事

奉或有其它具體需要者屬靈的指引。大會將從九月初開

始接受報名，但願再次蒙聖靈動工，看見眾教會被主興

起，接棒完成主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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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宣道財務報告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赤字）

同工薪津及行政 （二位全職，一位半職）

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海外宣教 

營會專款（福音營）

本年合計 (1至6月)

$78,154

預算

$43,493 $58,852 ($15,360)

$26,750 $4,010

$59,689$51,600

$7,053 $(3,043)

$60,651 $(962)

$13,500 $7,050 $13,100  $(6,050)     

$170,004 $114,242 $139,656   $(25,414) 

2015年6月底

2015全年預算$359,848.00

海外宣教
$27,000.00

8%
營會專款

$116,000.00
32%

同工新津及行政
$156,348.00

43%

事工開支
$60,500.00

17%

親愛的芝華宣道夥伴們：

非常感謝您們多年來對芝華宣道的愛護和忠心支持，與我們

同心合力興旺主的福音。根据最新的財務報告，從今年年初到六月

底,我們的總收入尚不敷支出$25,414。懇請您們在主裡繼續支持並

在禱告中記念芝華宣道的需要。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

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

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林前9: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