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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短宣」二字已成了教會最熟悉的宣教名詞，
短宣事工也成為普世宣教中重要的一環1。但是，作為
一個宣教工作的形式，對短宣的負面評價仍深植在不少
人心中。筆者以為短宣既已成為當今一個主要的宣教形
式，教會一方面應對短宣的價值與意義有中肯的評價；
另一方面更應竭力思考如何使短宣事工發揮它最大的價
值與作用，以致能對普世宣教的進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般對短宣這個宣教事工形態的主要批評有三：
(1) 短宣隊員良莠不齊，使短宣的價值主要限於對短

宣隊員的造就，而對禾場的實質貢獻微乎其微，甚至常
只徒增禾場的負擔，干擾宣教的進行。

(2) 短宣經常耗費龐大旅費，與其事工果效不成正
比，形同神國資源的浪費。不如將這些經費用於支持長
宣工人，更能將資源用在刀口上。

(3) 短宣不需很大委身，因而提供了信徒逃避宣教委
身的途徑，自滿於參加短宣就是已經參與宣教。短宣蔚
為風氣終究使神國更缺長宣工人。

筆者深以為以上三項批評指出了當今許多短宣事
工的主要缺失，但仍不能抹煞短宣事工的重大價值，譬
如：

(1) 短宣提供教會信徒多樣性的參與宣教機會，使人
人宣教完全成為可能。

(2) 短宣使教會各項資源能機動而充分地發揮出來，
用於支援宣教禾場的需要。

(3) 短宣能強化教會與禾場的連結，堅固宣教鐡三角

讓短宣事工帶出深遠影響

的關係2，讓宣教士得著更有力的後援。
(4) 短宣能有效提升教會宣教意識，激發信徒宣教心

志，同時培育及裝備教會的長宣人才。

因此，短宣是一高度策略性的事工。教會絕不可只
一頭熱地栽進短宣，卻沒有讓它發揮出當有的價值與作
用。在前文「走出教會的宣教誤區」中，筆者曾提到當
從長遠眼光來規劃思考短宣事工，目的就是要讓短宣事
工能發出深遠的影響。為此，以下提出六點對教會短宣
事工的建議：

1. 認識短宣的定位：短宣絕不可脫離長宣獨立進
行，一定要與一當地事工合作，並定位於支援當地的事
工。短宣不論多麼轟轟烈烈，若沒有當地事工團隊的繼
續跟進與長期耕耘，絕大部分的短宣果子都會很快流
失。這樣的短宣事工只是曇花一現，不會產生任何深遠
影響。

2.  調整短宣的心態：短宣隊對禾場情況的瞭解不會
比當地同工清楚，務要謹守支援的角色而不喧賓奪主地
指揮當地事工。過度強勢的短宣隊常沒意識到自己留給
當地信徒同工的混亂與傷害有多大。因此，參加短宣一
定要操練放下自己，存謙卑學習的心，才能使自己與禾
場在短宣中同蒙祝福。

3. 慎選短宣的禾場：宣教禾場廣闊，短宣的機會極
多，需要有策略性的指導原則，才會集中力量，加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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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個人特別建議三點：
(1) 選擇目的非常明確的短宣—短宣無可避免地會是

工作導向的，必須目的明確、合乎禾場需要、可行而且
有挑戰性，才能對短宣隊員與禾場都產生真正助益。

(2) 開闢多樣不同類型的短宣—教會能貢獻於宣教的
資源是多元的，不同信徒合適參與的短宣也不盡相同。
當規劃幾項性質不同的短宣，讓靈命、恩賜與才幹不同
的信徒都有合適的短宣可以參加。

(3) 留意短宣事工的經濟效益—基本上花費高的短宣
宜採精兵政策，即小團隊、靈命成熟並著重於教導培訓
當地信徒；至於大多數信徒皆合適參加的短宣最好花費
不高，可以按禾場需要組較大的團隊，並著重於較基本
層面的事奉工作。

4. 注重隊員的素質：短宣目的決定短宣隊員所需的
素質。不同短宣所需的素質不同，但對素質的要求絕不
可妥協，因為素質不足終將導致草木禾稭的工程，還可
能給禾場製造麻煩。隊員素質主要是藉明確的參加資格
以及紮實的隊員培訓來確保。其中特別必須強調的是後
者，因為這是大部分短宣最缺欠之處，常都只顧到事務
性的籌備工作，卻忽略了隊員所需的裝備。然而，絕大
多數信徒未經培訓都無法具備短宣所需的素質。

5. 建立長期的關係：單獨一次短宣不論有多完美，
對禾場的長遠影響仍是微乎其微。因此，只要禾場有長
期支援的需要，就應將短宣發展成每年定期的事工，使
教會與禾場逐漸成為彼此委身的長期宣教夥伴，共同耕
耘當地的禾場。在這樣的夥伴關係裏，才真正能從長遠
眼光來規劃短宣事工，使短宣帶出深遠的影響。

1 對多數信徒而言，「短宣」是泛指一為期三個月內的

宣教行動；但對宣教學者而言，這名詞是指為期一個

月到一年的宣教行動。至於更短的宣教，學者則多稱

「訪宣」。本文為便於和教會一般信徒與同工溝通，

甘犯不夠專業的忌諱，採用他們較熟悉的用語。

2  即教會、差會與宣教士三者之間的聯結關係。

3 對入門者特別推薦「Kairos把握時機」宣教課程，以

及「Perspectives普世宣教面面觀」課程。

6. 培育長宣的工人：短宣事工的長遠眼光，也不只
著眼於一宣教禾場而已，更是放眼普世禾場的需要，為
神國培育一生獻身宣教的人才。忽略了此一重要面向，
就很容易落入「短宣取代長宣」的嚴重偏差。在此特別
提出三點建議，好有效協助已參加短宣的肢體逐步預備
自己，若蒙神的呼召就可踏上長宣：

(1) 短宣隊員的培訓內容應包含一些基礎的宣教教
育，以及宣教視野的建立。

(2) 要鼓勵已持續參加短宣的肢體接受進一步宣教課
程的裝備 3。

(3) 建立宣教禱告團契，聯結有心宣教的肢體，彼此
扶持鼓勵，一同操練為未得福音的群體禱告。

短宣絕不可取代長宣，而必須與長宣緊密連結。
要從長遠眼光來推廣規劃短宣事工，才能建立這樣的連
結，不但使教會回歸人人宣教的聖經教訓，更大大增添
普世教會與機構的宣教力量，使福音早日傳遍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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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全職）

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營會專款 （福音營、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10月)

$115,698

預算

$84,176 $93,620 $(9,445)

$37,200 $15,584

$85,967$52,400

$22,387 $(6,803)

$69,478 $16,489

$35,000 $9,125 $20,517  $(11,392)     

$240,298 $194,851 $206,002   $(11,151) 

2014年10月底



普度，雖近在咫尺卻不曾涉步。初秋的周末，踏
著今秋的第一片落葉，迎著早到的秋涼，帶著最好的禮
物——穌基督的救恩，懷揣一顆忐忑與激動的心，驅
車一路南下，直奔印地安那州。我們下榻於上房教會
（Upper Room Church），一個對中國學生有著宣教負
擔的美國教會，且為海外宣教士回家休整的地方。

初識普度美麗的校園，熱情的弟兄姊妹，一張張洋
溢著青春和朝氣的臉，一個個與我女兒一般朝氣蓬勃的
青年，心中一切的忐忑瞬間蕩掃無存，心裏溢滿了莫名
的喜樂。急不可耐地要把我當年得到，現在視為至寶的
那最好的禮物與他們分享。

在兩天半短短的時間裏，在聖靈的督促下，我們就
像一輛加滿油、踩足油門的奔馳，使足馬力一往前奔。

周五晚上的“敬拜之夜”，顧不上旅途的疲憊，
帶著因排練而有些沙啞的嗓音、與新樂隊配合上的不默
契，腸胃也在翻騰；但當頌讚的音樂聲響起，仿佛就
有聖靈傾下，心中激情充滿。弟兄姊妹全身心投入在敬
拜之中，同心合一讚美神，而神就賜下喜樂和能力，澆
灌整個聚會，聖靈也在此刻大大做工感動人心，哈利路
亞！我們第一次經歷這滿有神大能的敬拜，由此而帶來
的震撼可想而知，被神點起的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燒。以
至於晚歸後仍繼續與同室的姊妹暢談，交流著要怎樣把
這火熱帶回教會，要如此這般投身於敬拜事工…。一不
留神已過淩晨，還誤了晨起，讓等候在大廳裏的兄弟們
著急且無奈。

周六下午的探訪，有幸結識了一位甜美溫和但坦

率表示不願接受壓力的女士。帶著“只求播種，不問收
獲”的心情前往，只是臨行前一個短而又短的禱告，
“神啊！求你聖靈賜下，讓講述的講得清楚，聽到的聽
得明白”。在我們以為講清楚福音四律後，就小心翼翼
地問上一句，“你願意嗎？”。她，一個隻身帶著兒子
的女博士，居然沒有絲毫猶豫地答，“我願意”。我心
中只有一念，“神啊，我讚美你！”

“菜園行”，巧遇顧先生，原本不願與我們多聊，
晚上卻驚訝地見到他帶著一家人參加佈道會。“校園漫
步”，突破自身局限把單張逐一送到所遇學生、同胞手
裏時的愜意。“中秋聚會”，全心靈的投入與陶醉。星
期天的主日崇拜，大家一起敬拜讚美神。總結會上，與
當地同工暢所欲言和依依不捨……。把我們的心一次一
次地拋向峰尖，澎湃著不肯退去。

幾天來，近距離地接觸到那些被稱為八零後、九零
後年輕稚嫩的一代，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了解他們的
憧憬、夢想和迷茫。真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與他們分享過
往的經歷、當下的喜樂和今生永世的盼望。

普度之旅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最棒的團隊合作，不是
自我能力的彰顯與拼比，而是在愛中相互取長補短，包
容並接納。體驗什麼是最好的搭配，不一定有相同的性
格和認知，但心存互愛、互敬和互重，感受什麼是在主
裏的暢所欲言…。心中明白這一切的作為不是出於人，
乃是源於那超越世間一切的“愛”。這次的普度之旅，
把所有細節歸一，最為寶貝的是神在身旁幫助引領的經
歷。想起一句歌詞，“從前我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見
到你”，讚美感恩的心由衷而生，從此不敢忘懷。 

《普度之旅》
小  琴

(普度短宣) 

齊心禱告尋求主 

(普度短宣) 

隊員與當地

同工齊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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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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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大香檳短宣)
 隊員合照 

(密西根短宣1)

 隊員與當地牧者合照

(密西根短宣1)

 為 "福音搶灘" 用心

預備福音單張禮物包 



德頓校園短宣見證
林  捷

短宣已過去一週，但它在心中留下的滿足和感動
還久久不能平復。想必多年以後，我們依然會記得，在
德頓大學駐留的那個周末，我們享受了一頓豐美甘甜的
“愛的宴席”。

在週五的福音聚會中，林牧師一場“尋愛的翅膀”
信息，拉開了這愛宴的序幕。這信息充滿愛的力量，
告訴大家：主耶穌在呼召尋愛的靈魂，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在祂懷裏便可以得到安息。當信息結束時，看著一
只只舉起來的手，我們知道，聽眾渴慕愛，響應愛，更
在等待機會，來親自體驗神對我們奇妙的愛。

如果說週五的聚會，大家只是淺嘗這愛的滋味。
那麼在週六的探訪中，我們更深刻感受到了人們對愛的
饑渴。與被訪者分享時，當我們在談話中漸漸地進入他
們內心，便看到許多創傷和空虛。無論外表如何光鮮亮
麗，幾乎每一個心靈都曾被這世界傷害。而那些破碎和
空洞，這世上沒有任何人或物能夠補足填滿：年青人在
學業、感情、尋工上遭受各種挫折和打擊；精明強幹的
中年人，事業看似一帆風順，卻無力改變社會的現狀和
人生的變故；歷經滄桑的老人，到了晚年，仍然不能得
到家人的關愛和內心的平安… 。我們看到，每一顆心都
隱藏著孤獨和不被理解的感傷。但同時，每一顆心也都
沒有放棄對愛和平安的期待。這是神在祂兒女靈魂深處
放置下的一個愛的信號，憑借著這信號，引領著人們尋
找回家的路。

對愛的渴慕需以愛來回應，這是隊員們在幾天中
學會的重要功課。經文說得明白：“我若能說萬人的方
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
的鈸一般”（林前13:1）。口才再好，福音說得再清
楚，四律背得滾瓜爛熟、引經據典…，這些都難打動人
心。當我們真正做到“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

哭”，塵封已久的心門便悄然為我們打開。談話中，我
們分享自己生命的見證，說明夫妻情侶之間的愛帶有條
件，而神的愛卻毫無條件，這時往往對方的眼睛就亮
了起來。有好幾次，隊員含著眼淚、充滿感情的分享和
回憶，讓被訪者放下防備，向我們傾訴內心。搶灘時偶
遇的學生，通過隊員對他生活工作的實際關心，當下決
志，要跟隨主耶穌度過有意義的人生。一位慕道十餘年
的老姐妹，看到牧師親自到她家來訪傾談，心情激動。
雖然當天沒有決志，卻足以讓她第二天充滿期待地參加
主日崇拜。午飯時，隊員一句真誠的感慨“您這些年的
經歷多麼坎坷啊！”，讓她的眼淚奪眶而出。深入的交
談之後，她帶著滿臉熱淚做了決志禱告。

對人的關愛並非出自我們自己，而是來自於神。
在短宣中，我們感受到了聖靈做工的力量。我們這些充
滿缺陷和不足的器皿，只是在協助聖靈的工作。在週六
晚間的同工聚餐中，德頓同工跟我們分享了許多心得和
經驗。他們談及，去年短宣隊帶領決志的人群中，有些
來過一兩次，便再也不來了。而一些當時未決志的被訪
者，後來卻主動找到教會決志受洗，開始在教會服事，
這次還陪同我們一起探訪搶灘。聖靈在各人心田裏所做
的撒種、動土、灌溉、結實之工，是常人不能預料的，
它充滿了愛的奧秘。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信靠配合聖
靈，謙卑順服地被神使用，並為那些未接受福音的人們
繼續禱告。

正如聖經所說：“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
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約
壹3:23）。短宣中，隊員們體會到那豐富的聖靈之愛、
肢體之愛，如同冬日之火，暗室之光，不僅點燃別人，
更加照亮自己。但願我們每一個都成為神手中愛的管
道，為需要的人送去愛、光明、福音和恩典。

(密西根短宣2)

隊員們和來訪芝加哥的橄欖樹校園教

會張牧師、同工與學生慕道友合照 

(密西根短宣2)

 真光堂的牧者與弟兄姊

妹開放教會，讓隊員與

來訪芝加哥的同工、慕

道友一起參與主日敬拜

(德頓短宣) 關懷
靈魂，耐心聆聽  

(德頓短宣) 隊員與德頓教會

同工齊心配搭，和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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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事工報告～

感謝主！2014年芝華宣道的事工特別在培訓和短宣方
面、有很明顯的擴展。以下是幾方面主要事工的簡報：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課程

芝華宣道與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於今年4/1-5日在芝加
哥合辦第一屆「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參加
者共有21位牧者、同工及信徒。課後反應甚好，是每位
主門徒必修的課程。緊接著又在5/31-6/1舉辦Kairos導
師訓練課程，在上述學員中有7位參加並完成訓練。原計
劃十月下旬接續舉辦第二屆Kairos課程，因與許多教會
既定的活動衝突而不得已取消。計劃明年3/23-27日再
次開課。

「TEE基督生平」延伸神學課程

為裝備信徒能有效地參與宣教事工，芝華宣道與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y從今年一月開始合辦。這個深入
淺出的神學課程不單能造就靈命，有系統地建立神學根
基，更能成為在宣教工場培植當地信徒的裝備工具。課
程以基督的生平作為主幹，共有六冊，用一年半完成，
並授予證書。目前已有40人參加。將於明年二月再開新
班。

「個人佈道」及「初信跟進」訓練

或應教會及團契的要求前往培訓，或結合芝華宣道的短
宣與福音營事工，已多次舉辦「個人佈道」、「初信跟
進事工」、「歸納式讀經」以及其它培訓課程。不少弟
兄姊妹接受裝備後己投進傳福音的行列。

海外校園短宣  

今年春季海外校園短宣(4/8-5/6) 共有7位團員參加，分
別來自芝加哥、底特律、中國與台灣，短宣隊走訪了5個
城市的校園。海外校園短宣經十多年耕耘，不少當地同
工現己進到神學院接受裝備，畢業返回工場繼續事奉。
因芝華宣道本地事工與新近開展的事工特別繁多，今年
秋季的短宣暫停一次。明年仍計劃恢復兩次海外校園短
宣。求神繼續興旺海外校園的福音運動。

中西部校園短宣

當今中國大陸留美浪潮高漲，北美校園的華人學生入學
人數不僅居各國之冠，更以驚人的速度加快增長。中西
部的廣大校園因此成為芝加哥區教會責無旁貸的福音禾
場。
芝華宣道今年組成五支短宣隊，分別前往普度大學 (IN, 
9/12~14,)、伊州大學Champaign (IL, 9/19~21) 、
密西根大學 (MI, 9/26~28 和10/10~12) 與德頓大學 
(OH, 10/3~5)。共有來自16間教會的64位隊員參加，
經過縝密策劃與嚴格培訓後，進到禾場與當地教會搭配
傳福音，擴展興旺校園事工。

福音營  

今年福音營經歷到神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與動工，參加
人數破記錄地達到510人。投入小組事奉的同工達到74
人，而在與會94位慕道友中有32位清楚決志歸向主，其
中包括6位在兒童聚會與青少年聚會中決志。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今年六月芝華宣道與美國華福、美國福音証主協會為更
推動與興旺北美校園福音，共同在波士頓(6/14~15)、
芝加哥(6/20~22)與曉士頓(6/28~29) 舉辦「北美校園
事工研討會」，主題是“培育90後起來影響校園”，旨
在提供各地校園同工彼此交流、聯結、激勵與裝備的平
台，來攜手贏得新一代的校園靈魂。在芝加哥有81位分
別來自中西部31開校園或教會的牧者同工參加，皆大得
啟發與激勵，並呼籲年年舉辦這樣的聚會。

基督徒大會

2014基督徒大會將於12/27-30日於芝加哥附近的
Pheasant Run Resort (St. Charles, IL) 舉行。大會主
題是“覺醒！預備迎見你的神”，期待靠著聖靈的親
自工作，與眾教會肢體一同在末世的各樣挑戰中，站穩
腳步，持定盼望，堅守使命，預備好迎見主的再臨。主
題講員有饒孝楫牧師，劉傳章牧師和劉志雄長老，另加
上28個專題講座。同步有英文與青少年聚會 (GRACE 

（接下頁）

各項事工的詳細資料將刊登在芝華網站www.cccm.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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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以及兒童節目。從九月初到報名優惠截止已超
過一千人報名參加！請繼續為今年的大會禱告。

以利哩古團契

為更提昇教會的宣教動力，將宣教行動落實在禱告的根
基上，芝華宣道與愛穆協會將於明年初共同建立一跨教
會與機構的宣教禱告團契，定名為「以利哩古團契」
《羅15:19》。歡迎所有關心宣教的牧者與肢體們同來
在宣教的事奉上彼此扶持激勵，一同成長，並為普世宣
教守望禱告，為世上未得之民，特別包括廣大穆斯林族
群的得救，獻上呼求與仰望。敬請期待！有心參與者可
上芝華或愛穆網站查詢更詳細資訊。

芝華宣道新辦公室

芝華宣道自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使用新辦公室後，日常運
作、同工配搭與事工擴展都更加順暢。現所需的家具及
設備都已裝配齊全、歡迎隨時前來參觀。有了固定地
方，當然財務開支也增加，需要更多奉獻支持。我們相
信並仰望神的供應，也誠懇請貴教會大力支持。若蒙貴
教會許可，非常期盼能到貴教會分享芝華宣道的異象和
事工，好與貴教會更深同心配搭，來完成主耶穌所託付
的大使命。
芝華宣道再次肯定，教會是宣教使命的核心，願以僕人
心志與眾教會配搭服事，提供履行福音使命的管道，裝
備興起主的門徒。目前芝華平日事務性工作需要義工參
與，有心參與者，敬請與我們聯繫。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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