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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大使命是頒給門徒的，祂明說：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太28:19）！筆者願藉本文簡

述門徒與宣教的關係，並從下面三點加以探討。

1. 門徒是誰？

去年底的基督徒大會饒孝楫牧師曾公開指出，

若在今天的教會問誰是門徒的話，可能舉手的人不會

太多；若問誰是基督徒的話，所有信主的人都會舉

手。饒牧師提醒：把信主的人分成兩類是不應該的，

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門徒！當門徒第一次被稱為基督徒

時（徒11:26），是安提阿教會周圍的人給一群常聚

在一起敬拜神，卻又來自不同種族、背景、文化，他

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跟隨耶穌，所以稱呼他們為基督

徒！

芝華宣道在近年大力推動「教會中的門徒造

就」，感謝神的引導，經過兩次研習會，許多教會的

肢體紛紛響應，組成3-5人的門徒造就小組，在敞開透

明的關係中，讓聖經的核心真理活現在日常生活中，

定意學習更像耶穌，見證了神翻轉生命的大能。芝華

同工在不斷的跟進中，也聽到許多生命被改變的故

事1，榮耀歸主。

筆者在前幾期芝華通訊中曾撰文陳述門徒造就的

要點2 。門徒就是選擇定意尊主、放下自己、跟隨耶

穌的人，因愛主而樂意遵行基督的教訓，因體貼天父

的心意而常以天國的事為念，關心參與福音未得之民

的歸主事工。

2. 門徒在哪？萬民在哪？

毋庸置疑地門徒就在基督的教會裏。芝華宣道

因此竭力推行教會中的門徒造就，與教會一同興起基

督門徒，關心參與萬民歸主的使命，建立胸懷普世的

宣教基地。筆者也為文探討造就門徒是動員宣教的基

礎，整體動員更是爭戰得勝的關鍵3 。

今天交通發達，世界各地的福音未得之民已悄悄

門徒與宣教
洪亮(寫於西域)

1芝華通訊13期（2011.11）

2芝華通訊13, 14, 15期（2011.11, 2012.4, 2012.7）

3芝華通訊10期（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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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來到我們的面前，跨文化的禾場也正在我們的門前

展開，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明顯。要面向萬民，必須

先從本地本族做起，戴德生說：一個福音工人若不在

本地操練傳福音，飄洋過海不可能變成一位宣教士！

3. 門徒如何成為宣教工人？

筆者推動宣教多年，也向多個差會咨詢成為宣教

工人的資格；總結心得是門徒的基礎加上下面四個條

件：

（1）聖靈分派：宣教士是神所選召、預備的，

不是自告奮勇或受感動的自願者。保羅與巴拿巴在安

提阿教會服事了多年，時候到了，聖靈把他們差派出

去（徒13:2）。每位宣教工人是神所差派，必須清楚

蒙召。

（2）憐憫之心：正如主耶穌看見許多人所起的

憐憫之心（太9:36），一位宣教工人也必須對特定的

未得之民產生強烈的憐憫之心，為他們的困苦流離、

如羊無牧人的光景，獻上自己，為神所用。

（3）生命品格：慕迪（D. L. Moody）曾說，

“品格就是一個人在夜深人靜、四周無人的環境中的

所思所為”。宣教工人的品格操守是他一生能跑遠路

的資本。

（4）裝備訓練：華人教會對聖經與神學上的基

本訓練已有普遍認識，然而對跨文化的認識及其特定

的訓練仍有待加強。宣教工人有了最好的裝備與訓

練，還需加上前述的品格操練，對未得之民的迫切關

愛，與清楚的蒙召，這樣的工人在工場上方能持久、

有效! 

筆者近日讀到一本剛出版的英文書4，記載近十

年在西非有成千上萬的穆斯林歸主，令人十分振奮。

突破的關鍵在以耶穌造就門徒的方式，平實地運用在

未得之民的宣教工場上。這些宣教工人先迫切禱告，

專心尋求“平安之子”的出現（路10:6），等候的功

夫有時要花上幾年。等神所預備的平安之子出現，工

人開始與他的一家人一步步從聖經中發掘真理，並在

生活中付諸於行（太7:24，28:20）。在發掘真理與

立即遵行的正面循環中，家人發現生命有了改變，對

神的信實與祂話語的能力產生敬畏，一段時間之後，

全家人就定意歸主了！信主後，他們再逐步禱告，在

本族中尋找另一個平安之家，生命的傳承就這樣開

始，越來越多越快，有全村、全部落的人信主的報

導。

這個結合門徒造就與跨文化宣教的例子，讓我們

領會門徒造就與宣教不可分的關係，確認「凡我所吩

咐的都教訓他們遵守」的要訣，在教會中力行門徒造

就，以致能在萬民中造就主門徒。唯此是禱！

4.Jerry Trousdale, “Miraculous movement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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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見證

二個月前，母親說我90歲的外公生病住院了，我

聽後十分著急，不多久，外公被檢查出患有胃癌和肺

癌，因為年紀太大做任何的手術都有極大的風險。還有

一件事讓我不得平安，就是外公還沒有信主，怎麼辦？

外公的聽力近兩年退化得很厲害，我已經無法通過電話

給外公傳福音了。雖然我之前努力的嘗試過，可是他常

常不明白我在說什麼。我發郵件給在中國宣教的黃牧

師，請他幫忙聯繫當地的馬牧師向外公傳福音。可惜外

公完全不相信，藉口要休息就把牧師給請了出去。我知

在
門
訓
小
組
中
經
歷
神

今年2月3日我被邀請參加由胡姊妹，黃傳道三人結成的門訓生命小組。那天當我們在書本第17頁的門徒

之約上簽字時，大家的認真慎重和願意付上代價的決心讓我十分感動，我到現在都還清晰記得空氣中瀰漫著

的那種神聖感。感謝主！到今天，三人已經攜手走過了9個月，我們彼此的屬靈生命也發生了很多奇妙的變

化。我深深感受到門徒訓練不是一個課程，而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神的話之真理真是帶著改變生命的奇

妙能力！這9個月裡，我們用眼淚、鼓勵和代禱彼此守望、坦誠互助、共度難關，神讓我們成為屬靈上最親

密的夥伴。這9個月裡，我在神的帶領下、姊妹們的關懷代禱中一次次經歷神，神的愛如潮水般湧向我，使

我的福杯滿溢…

道後很是難過，心裡問：“神啊，我當如何向外公傳福

音呢？”其實我心底還有一個聲音就是外公一生為人善

良，他賙濟窮人，常常是傾囊相助從不計回報，他自己

一生卻過著十分簡樸克已的生活。而現在他明確拒絕福

音反而讓我十分害怕和不安，我帶著這樣的困惑參加了

那一週的門訓小組學習。很是奇妙，那天我們討論的是

罪，背誦的經文是羅馬書三章和六章的23節，這兩節經

文都是在講罪的普遍性，以及它對我們與神的關係所造

成的既可怕又可悲的結果。我記得有個討論的問題“也

許我們犯罪的程度不盡相同，但當我們站在神面前，這

會導致有任何差異嗎？如何為罪下定義呢？”

裘
海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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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文章中提到神尊重人，賜給人類一個具有冒

險性的禮物就是選擇的自由，而人卻不相信神的良善，

反叛神的權威。然而神卻沒有對我們這些不順服的人袖

手旁觀，卻有一個好消息就耶穌基督，祂的拯救為的是

要給我們一顆新的心。

當天的學習完成後，我意識到自己對罪的認識不

夠，用輕微的方式來看待罪，雖然常常口上說因信稱

義，但是骨子裡還是存在因行為稱義的想法。其實罪在

我的心中是有等級的，而且我還犯了罪就是論斷人（彷

彿我判外公無罪他就無罪，我覺得他能進天國他就能

進），且不知我們全知全能、慈愛公義的神才是唯一能

施行審判的主。外公不認識神，失去了信靠神和順服的

關係就是罪的根本。

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深深打動我：“把自己安放在神

的憐憫中”。於是我向神悔改，求神先赦免我信仰上的

錯誤觀點和論斷人、得罪神的罪。我求神把我的外公安

放祂的憐憫之中，求神給我時間和智慧…。後面幾天，

神就給我一個感動，外公的視力還很好，為什麼我不寫

信給他呢？

 

我一邊流著淚一邊把我要對外公說的心裡話都傾

吐在紙上；信裡告訴他這七年我對他的思念之情，告訴

了他主耶穌基督是如何拯救我的生命和家庭，數算神在

我身上的奇妙恩典等等。讓我自己都吃驚的是，我竟然

花了整整2頁信紙給這位好人外公講述什麼是罪。我懇

求他能認罪悔改，也能和我一樣，認識神、歸向神，盼

望我們一家人將來在天上能重聚…。為了讓外公能容易

看懂，我特意把字寫得十分工整，就像小孩子在練字一

樣，寫的速度很慢，這花費了我不少體力和精力。可是

直到今天，我覺得我做過最有價值的事，就是寫了這7頁

的長信給我的外公。

當我的信送達時，外公已經放棄治療回到了家中。

根據舅舅回憶，當外公讀完我的信時，十分激動。他原

本半躺臥在那裡邊讀信邊流眼淚，後來就坐直並叫喚著

要馬上下樓去，因為他記得樓下不遠處就有一個教堂，

還要舅舅一定把馬牧師給找回來。神的安排何等奇妙，

馬牧師和外公仔細重溫了福音真理後，外公當天決志歸

主。當我第二天早上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哭了，滾燙的

淚珠不停地順著臉頰滑落下來，我能感覺眼淚裡的火熱

溫度，這又是何等喜樂，何等恩典！那天早上，是門訓

小組聚會的時間，我迫不及待把好消息告訴了姊妹們，

我們三人手拉手流淚禱告感謝主，讚美祂的奇妙救恩！

之後雖是時間緊迫，但也幾番波折，外公終於如

願在馬牧師和教會弟兄姊妹的見證下受洗歸入主名！感

謝我的門訓姊妹，她們陪我走過信心之路，在困境中她

們的代禱和鼓勵給我很大的慰籍。外公在受洗後的11

天，安息主懷，得享主耶穌親自的擁抱和安慰。在他生

命最不容易的最後一個月裡，外公的心靈經歷到神奇妙

醫治，他打開心門接受主，得享了這永生的福分，成為

一個真正有福的人！外公過世的那晚，我跪在家中客廳

裡禱告，心裡沒有難過，而是充滿了對神的愛和感恩：

我感謝神，在聖靈的光照下，藉著門徒訓練讓我更明白

神話語的含義，讓我明白作主的門徒一定要深深紮根真

道，在真理上不得有半點的誤差和曲解，要傳福音無論

得時不得時。門訓就是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讓耶穌在

我的心中活出來，屬靈生命長大成熟後，分別建造、

傳承延續，為主結出更多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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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洛城/北伊大短宣已經過去
幾週了。整個過程中經歷神的恩典與同
在的感動卻仍然在心中蕩漾，融成我們
生命的內容和記憶。今年第二次參加芝
華宣道的短宣活動讓我有機會細細品味
與神同在、跟神同行、和神同工的恩典
和喜樂。

今年的短宣行程比去年提早了2
周，而我們開始短宣集訓的日期又比去
年遲了一點。不但預備和練習的時間少
了，神還給我們加添新的挑戰。由於洛
城教會缺少兒童事工，也無法估計福音
聚會時參加的兒童人數和年齡結構，
短宣隊必須從13名隊員中抽調4名來負
責福音聚會和主日敬拜期間的兒童看護
與活動。時間短，任務重，很多隊員的
心開始焦慮了。感謝神，祂知道我們的
軟弱，也瞭解我們的需要。當我們一起
同心禱告的時候，祂就用溫柔的話語告
訴我們：孩子，我的軛是輕省的，凡我
加添給你們的磨練，都是你們可以承受
的。有我與你們同在，你們還擔心什麼
呢？那屬天的平安和喜樂悄然間充滿了
我們的心。我們也漸漸學習凡事仰望
神，順服神的帶領，把一切重擔都交托
給祂，我們只需要享受跟著神的腳步與
祂同行的福分。

這次洛城/北伊大短宣，恰逢中秋
佳節。有隊員提議帶點中秋月餅，由於
許多的代禱勇士在短宣隊員的背後支
持，當我們把這愛心的建議放在每週的
代禱信裡，南湖堂姐妹們憑著細膩的愛
心和神的恩賜，在我們出發前一天，把
39個香噴噴甜蜜蜜的月餅送達我們的
手裡。一分為四，藉著神“五餅二魚”
的大能，福音的種子在主愛裡向外傳
播……。

入住洛城酒店後，短宣隊立即和當

地同工一起交流禱告。由於種種原因，
有些原先答應接受福音探訪的家庭臨時
改變主意，探訪小組以及和當地同工的
配搭必須做調整。部分隊員就由當地同
工帶領，到附近的商場和中餐館去發邀
請，傳福音。在與當地同工的配搭侍奉
過程中，我們深深被他們愛神愛人，默
默服侍的生命見證所激勵。

感謝神給我們與祂一起收穫的機
會，這次短宣共有9人決志信主，還有
7位兒童舉手要讓耶穌基督帶領他們成
長。儘管孩子們不一定十分明白救恩的
意義，可是，神悅納的正是孩子們的純
真和信靠。願我們也像孩子們那樣，不
讓自己的理性和知識成為親近神的阻礙
和絆腳石。

短宣的意義不在於讓多少人決志
信主，更在於通過這樣的機會和過程，
讓我們自己的靈命得到造就，與神的關
係更親密。短宣隊每天清晨和晚上都聚
集在一起靈修，禱告。9月30日清晨我
們靈修的經文是約翰福音第三章，當姜
傳道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問，父啊，為
什麼棄絕我。這是聖經裡唯一一次表明
聖父和聖子的短暫分離時，我的心感受
到了十字架上的苦痛，我的眼淚不由自
主地流了出來。 我對十字架上救恩的
偉大和奇妙開始有了刺心的感受，也對
“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耶穌”有了全新的
認識。 

以前聽到普度、洛城，那只不過
是地名而已，與我們的生命沒有多少關
聯。現在這2個地方已經成為我生命的
一部分。親愛的主耶穌，以前我只是風
聞有你。感謝你一次次的恩召，讓我親
眼見你，經歷你的同在，見證你的作
為，享受你的賜福。     

經歷神的恩典和同在
傅慶建------洛城/北伊大短宣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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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月第一個週末，芝華宣道
與拉法葉華人宣道會聯手，進行福音探
訪，福音聚會。點點滴滴大小事項中，
見證了神的奇跡榮耀，以及短宣人員的
生命更新。

神是奇妙的神

感謝神預備短宣隊員的住宿。由
於週末有美式足球比賽，當短宣隊負責
住宿同工在竭力尋找價格便宜，地點適
宜的旅館時，拉法葉華人宣道會快速
回應可以入住Upper Room Christian 

Fellowship。那真是神賜給隊員極好的
住宿地點，極美的環境，極好的格局分
佈。女士住樓上，有享受大學寢室氛
圍的，也有兩姐妹共擠一床聊天至深夜
的；男士在樓下打地鋪，晚上睡覺有呼
嚕交響曲，有大有小。清晨一起靈修禱
告、晚上開會分享禱告，這種“六星
級”旅館的經歷，好難得。

感謝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願意
接受福音探訪的人在週一的時候只有兩
個探訪對象，在迫切的代禱和教會弟兄
姊妹盡心竭力的邀請下，最後三天決志
者卻有10位。有一位接受探訪的福音
朋友，平時對信仰不感冒，偶爾去查經
班學英文，卻在短宣隊員講完福音概況
後接受了決志邀請，大大出乎當地同工
的意料之外。另一位福音朋友，去年曾
被短宣人員探訪過，今年也是在福音聚
會結束後，與短宣隊員聊天，突然心門
打開，跟著做了決志禱告。神的意念高
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
路。

感謝神讓短宣隊員在短短的一個
多月，本來互不相識，卻結下深切的情
誼。當講員正要登臺講道時被敵人攪

見證 神的恩典作為

擾，弟兄們同心為他禱告，驅走了敵人
的攪擾。隊員體會到像家人一樣彼此同
心扶持的溫暖。直到現在，隊員們仍然
相互代禱。並期待下次短宣再次一起與
神同行。

神也更新改變著短宣隊員的生命

感謝神讓隊員認識到“在人不能，
在神卻能”。人的能力有限，信心小。
可是卻學會放下自我，倚靠神。越在軟
弱上見證神的剛強，見證神的榮耀。

感謝神讓隊員意識到傳福音的急迫
性。神讓隊員看見有太多需要拯救的失
喪靈魂，再次審視生命的意義。並安排
將來時間為主擺上。

感謝神讓隊員看到不論什麼年紀、
體力，神都用。拉法葉華人宣道會許多
同工都是90後，卻熱心為主擺上。這讓
隊員反省自己，激勵自己為主更多擺上。

感謝神讓隊員“定睛於神”。牧師
們生活簡樸，顛覆了曾經留學美國追求
生活物質享受的觀念。萬事為糞土，唯
有主價高。

感謝神讓隊員願意更多付出愛。
在為主作工，經歷神的愛時，各種疾病
軟弱，不治而癒。我們為神做一件事，
神卻為我們做十件事。“施比受更有
福。” 期待神更多的帶領。

感謝神也讓隊員重新審視信仰，感
受生命再次被更新改變。感謝聖靈一直
感動作工，喜樂湧流。

讚美天父直到萬代，神配得所有榮
耀稱讚。

2012芝華宣道-普度大學短宣感言

劉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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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校園短宣

24位來自芝加哥區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參加了2012中西

部短宣。今年除了過往已經有的普度短宣，還增加了洛

城/北伊大短宣，當中大多數是第一次參與短宣服事。大

家期望通過這次短宣，瞭解校園狀況，面向學生，傳主

福音；操練個人佈道恩賜與發掘恩賜；提高屬靈生命，

經歷神的愛與恩典；在侍奉中與主同工，聽主帶領，

為主所用。感謝神，有眾多代禱勇士和我們一起與神同

工，短宣隊員和當地教會同工一起得著傳福音和收割的

豐盛恩典和靈魂得救的喜樂。

*洛城/北伊大短宣，共有9人決志信主，還有7位兒童舉

手要讓耶穌基督帶領他們成長。

*普度大學短宣，進行福音探訪和福音聚會，共有10人決

志。

秋季絲路短宣
今年秋季的絲路短宣（10/12~11/1）共有來自不同教

會的7位隊員參加，巡訪五個不同城市的校園事工，堅

固當地信徒與同工。校園學生不斷流動，在一些年初時

很興旺的校園裡，又見換成一批幼嫩的新面孔。另一方

面也驚喜地看見多位今夏剛畢業的學生獻身全職，成為

神國的生力軍。本次短宣特別著重聖經真理上的教導與

學生信仰根基的建造，並藉個人協談一一幫助學生與同

工，面對個人所面臨的信仰或生活問題。感謝神使用每

位短宣隊員，參與建造神國明日的工人。

音樂佈道會

芝華宣道與芝加哥地區的若干校園團契和教會互相搭

配，將於2013年春節期間邀請新心音樂事工團隊在芝

加哥地區共同舉辦佈道音樂會和敬拜事奉培訓：第一場

將於2/8週五晚上在CCUC舉行，第二場將於2/9週六

（除夕）晚上在Wheaton華人宣道會舉行，週六下午在

Wheaton有音樂敬拜培訓。請上芝華網站查看更多消

息。

2012基督徒大會

感謝神！今年報名情況比往年踴躍。至11月初有900人

報名，其中大人近600位。大會報名費在12/2日以後將增

至$60，臨近賓館已開通，請把握時機上網報名(www.

cccm.ws)。

「把握時機」(Kairos)宣教課程

繼推動「教會中的門徒造就」之後，芝華宣道將與Team 

Expansion合作，於明年2/27-3/3日(週三至週日)在芝

加哥舉辦第一次的「把握時機」(Kairos)宣教課程，藉

以建立合神心意的宣教理念，服事眾教會，齊來參與宣

教。詳情將在年底大會公布，請代禱，並拭目以待。

～事工動態～



藉培訓增強教會的質與量，藉營會短宣逐步動員宣教，藉實踐深化大使命的委身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Chicag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s
P.O. Box 335, Elk Grove Village, IL 60009, USA 
Website: www.cccm.ws    E-mail:  cccm4u@gmail.com 
Tel: 847-868-2226 (國語), 630-671-0411 (Eng)

本期內容

1. 門徒與宣教
2. 在門訓小組中經歷神 
3. 經歷神的恩典和同在
4. 見證神的恩典作為
5. 事工動態
6.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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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宣道財務報告

              項   目 預算 收入 支出 結餘（赤字）

同工薪津及行政 （四位全職）

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營會專款 （福音營，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10月)

$139,583 $68,940 $131,767 ($62,826)

$24,083 $8,047

$56,158$5,000

$16,192 ($8,145)

$42,392 $13,767

$29,167 $9,420 $27,283 ($17,863)

$197,833 $142,566 $217,633 ($65,067)

2012年1月至10月底

感謝神，近日收到弟兄姐妹們的感恩奉獻，補足芝華在財務上的一些需要。請繼續關心芝華

宣道的財務需要，盼在年底前再次達成收支平衡。求神按著祂榮耀的豐富，使我們一切所需

用的都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