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芝加哥， 操练大使命

芝华2010普度短宣汇报



团队建造

短宣队征兵广告： [資格]

“重生得救，愛主愛人，具團隊精神，看重福音使命，建造門徒，關懷輔導”
“名額限10-15位，集訓15小時(七至八月，日期由團員共商確定)，

团队：(成功健康)

目标相同：走出芝加哥，操練大使命(异象)，到普度去(使命)目标相同：走出芝加哥，操練大使命(异象)，到普度去(使命)

同心协力：分工合作，任务明确，截长补短，协调配搭(服事、祝福工场)

士气高昂：荣辱与共(仆人心志)，彼此互补(团队精神)



团队建造

姓名 英文名 教会

周栋 Dong Zhou                     西北

林恆志 Matthew Lin                    芝北

吳楊美珠 Dora Wu                          海德园

賴滿園 Marian Wang                  真理堂

潘自力 Zili Pan                           真理堂

陳紓華 Su-hwa Lin                     真理堂

張松壘 SongLei Zhang              真理堂張松壘 SongLei Zhang              真理堂

鄒求仲 David Tsou                     活水
蔡志偉 Chih-Wei Tsai                 活水

盧海霞 Judy Due                        真光堂

王传华 Charles Wang                真光堂
王峰 Frank Wang                   城北

胡越嶸 Yuerong Hu                    城北

邱立伟 Winston Chiu                 城北

杨伟向 Wendy Yang                   城北

代祷伙伴115家(以家庭为单位)



团队分工

姓名 职份 职责

周栋 领队 安排集训时地，协调服事内容、聚会细节，分配人力资源完成任务

王峰 (副领队) 协助领队，分担完成任务

杨伟向 文书 会议记录，代祷短讯/信、团队花絮、摄影(短宣後评估时使用)

胡越嶸 总务 安排交通、食、宿

邱立伟 灵修 预备晨祷*材料、安排带领者，关照队员起居

鄒求仲 財务 预算收支、记帐结帐，短宣後提交财务报告

代祷勇士 团队伙伴 守望祷告(上阵的与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

对内：分工合作 � 以仆人心态，服事祝福禾场！(请参看队员一览表)

对外：

短宣队负责筹划人 GLCAC联系人

周五晚福音
聚会
儿童节目

潘自力
陳紓華

史天虹姊妹 (765-464-1315, tianhongshi@gmail.com)
邢福淦弟兄 (765-463-5136, hockganheng@yahoo.com)

周六早 探访 張松壘 史日异弟兄 (765-463-3201, riyi@purdue.edu)

周六午 探访 盧海霞 史日异弟兄 (765-463-3201, riyi@purdue.edu)

周六晚聚会 吳楊美珠 -

主日早 成主
儿崇
献诗
信息

蔡志偉
陳紓華/吳楊美珠
王传华
林恆志

邢福淦弟兄(儿童)(765-463-5136,hockganheng@yahoo.com)
何晓彤牧师(Pastor Xiaotong He)

教会纲站：www.glcaconline.org

对外：



团队培训

一. 团员性格测试(DISC Personality Profile)和情绪健康测试

- 由洪保利牧师提供



团队培训
二.  婚姻关系, 亲子关系(如何培养身心灵健康的儿女)，生活关系(平

衡事业、家庭和教会), 三代同堂的关系 - 由吴杨美珠师母提供



团队培训
三. 同侪辅导基本要领和分享福音要领的训练

- 由林恒志牧师提供。



Dry-run 



周五晚福音会 -

•7:00 – 7:10 破冰活动 Pastor Lai

•7:10 – 7:30 （20 minutes, “唱一首天上的歌”，“撒網的

人”，“野地的花”，“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Pastor 

Lai/Zili, Charles, Judy, one more brother, one more sister

•7:30 to 7:45 覌看福音短片:“金色的貝殼” (~15 minutes, •7:30 to 7:45 覌看福音短片:“金色的貝殼” (~15 minutes, 

http://www.mystorytv.com/) 

•7:45 – 8:25 福音信息短讲：“事实或真理”（~40 minutes, 

Pastor Lai）

•8:25 to 8:40 结語（唱歌“一件礼物”，call, prayer ,牧师祝

福）Pastor Lin

•8:40 – 9:00  跟进，陪谈，回答 (~20 minutes) 



周五晚福音会 -



周五晚福音会 -



周五晚福音会 -



有一件禮物 你收到沒有

眼睛看不到 你心會知道

這一件禮物 心門外等候

是為了你準備別人不能收

一件禮物一件禮物

是為了你準備別人不能收

生命有限 時光也會走

如果你不珍惜 機會難留

禮物雖然好 如果你不要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親愛的朋友 你是否想到

馬槽的嬰孩 是為你而來

親愛的朋友 你是否了解

最好的禮物是人子主耶穌

一件禮物一件禮物

生命有限 時光也會走

如果你不珍惜 機會難留

禮物雖然好 如果你不要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周五儿童节目 -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Friday night (7:00-9:00pm)

7:00-7:15 Welcome Su-hwa, Joy

7:15-7:35 Worship Chih-Wei, David

1)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2) Here I am to worship

3) 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God is so good

4) You are my king

5) How great is our God5) How great is our God

7:35-8:05 Message- God is mighty and good (John 6:1-15)

Memory verse: Luke 1:37             Wushimu

8:05-8:15   Hymn: 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Calling                                            Wushimu                                  

8:15-8:45 Skit for youth Wushimu

Craft for children Su-hwa,  Joy

8:45-9:00  Skit presentation by youth

Closing prayer Wushimu



周五儿童节目 -



周五儿童节目 -

约十几个儿童决志



周六家庭探访及聚会

• 团员清晨灵修 (路加福音: 10: 17-22)

• 周六家庭探访 (7 家) 顺利完成, 1 位慕道友决志

• 团员参加普度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LCAC) 举办研究生迎

新会并和新生有积极交流新会并和新生有积极交流

• 团员参加周六晚 GLCAC 聚餐并和年轻家庭联谊

• 吴师母和杨伟向在晚餐前作个人见证



周六野餐聚会



周六野餐聚会



周六野餐聚会



主日崇拜,主日学

• 团员周日清晨灵修 (提后 2: 17-22)

• 林恒志牧师周日证道：復和之路 (創50:15-21)

• 王峰和賴滿園牧师带领成人主日学：青少年父母辅导

• 张松垒和蔡志伟带领成人主日学：如何用圣经作辅导

蔡志伟作见证分享蔡志伟作见证分享

• 吴楊美珠师母，陈纾华和邹求仲带领儿童崇拜

• GLCAC准备午餐欢送STM team



主日崇拜 - Message: 40 minutes, Pastor Lin

講題：復和之路

經文：創50:15-21

由於這次短宣的重點是在於扶持拉法葉教會中的家庭，我求神給我一個與家
庭有關的信息。我所得著的感動是講關於「如何修補破損的關係」，因為每
一個有難處的家庭裡面其實都有受損需要修復的關係。若不勇敢地去面對與
醫治關係上的破損，也很難重建甜蜜的家庭。

我的信息將從約瑟與哥哥們過去那破損的關係講起，根據這段經文講到破損
關係的一些外顯記號，講到哥哥們一些常見卻不智的和好方法，進而講到約
瑟如何真正重建與哥哥們的關係。從約瑟的範例中，我也會指出耶穌基督的
十字架在我們與親人和好的過程中起的是何等關鍵的作用。盼望藉這信息也
鼓勵還未信主的人接受耶穌基督作他的救主與生命的主。

Song/5 minutes寶貴十架 (Charles + all)

benediction/closing (5 minutes): Pastor He



寶貴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稣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为我而流祢的宝血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涌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俯伏敬拜祢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约

祢的愛永远不会改变



主日崇拜



儿童崇拜- You want me to do what?

10:00-10:15 Worship David

1) Here I am to worship

2) I will sing of the mercies of the Lord forever

3) Praise Him, Praise Him, All ye little children

4)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5) How great is our God 

10:15-10:45 Message- Forgive each other in Christ (Gen 50:15-21)10:15-10:45 Message- Forgive each other in Christ (Gen 50:15-21)

Memory verse: Luke 23:34a Wushimu

10:45-10:50   Hymn: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Calling                                Wushimu

10:50-11:00 Small group discussion Wushimu,Su-hwa, joy

Closing prayer Wushimu



儿童崇拜



主日学



午餐欢送



爱普度，祝福 GLCAC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1)

感谢

• 神的呼召：走出芝加哥，操练大使命

• 普度大学工场有针对性的属灵需要 (对象: 年青家庭)

• 短宣队顺利组成：成员15 名(来自7 间教会)，代祷伙伴66 位 (以家庭为单位)

• 团队集训：已完成(11.5小时)团员性格和情绪健康测试，同侪辅导基本要领，婚姻

关系, 亲子关系(如何培养身心灵健康的儿女)，生活关系(平衡事业、家庭和教会)，

尚有三代同堂的关系和分享福音要领的训练(3.5 小时)。由洪保利牧师，吴杨美珠师

母和林恒志牧师提供。

代祷

• 顺服全能主的差遣引导

• 团队：目标相同，同心协力，士气高昂

• 团员：谦卑舍己，事事靠主，身/心/灵健康，自洁合乎主用

• 普度同工: 短宣队到达前妥善准备

• 短宣对象：被圣灵感动

• 短宣队员家属：全力支持短宣队

• 各项短宣中的事工正在积极准备，需要与普度同工有美好的配搭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2)

感谢

• 神带领各项事工准备: 

• 周五福音聚会及儿童节目，周六家庭探访及聚会，周日证道，献诗，成人

及儿童主日学

• 各项事工负责人确定初步方案

• 短宣队员完成15 小时集训

• 代祷伙伴增加到115 家 (以家庭为单位)

代祷

• 神带领我们打这场属灵的争战• 神带领我们打这场属灵的争战

• 短宣队员领会自己如何被神使用

• 团队合一，彼此配搭，工场配搭

• 各项事工方案落实并响应普度工场需要

• 短宣队员及家属身/心/灵健康

• 普度短宣对象开启心门, 接纳圣灵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3)

感谢

• 神带领各项事工准备就绪, 各项事工负责人确定项目方案

周五 (08/20) -福音聚会: 賴滿園, 潘自力;  儿童节目: 吳楊美珠, 陳紓華; 

献诗: 王传华

周六 (08/21) -家庭探访: 盧海霞, 張松壘;  个人见证: 吳楊美珠, 邱立伟, 

杨伟向

周日 (08/22) -证道: 林恆志; 献诗: 王传华; 成人主日学: 蔡志偉; 

儿童节目: 吳楊美珠,陳紓華

• 团队事工: 周栋(领队), 王峰(副领队), 胡越嶸(总务), 邱立伟(灵修), 鄒求仲(財务) • 团队事工: 周栋(领队), 王峰(副领队), 胡越嶸(总务), 邱立伟(灵修), 鄒求仲(財务) 

杨伟向(文书)

• 代祷勇士 : 115 位家庭

• 周五儿童节目预计有40位儿童参加

代祷

• 神装备短宣队员去应付各种现场情况变动

• 短宣队员面对短宣挑战，奉献全爱

• 短宣队员积极帮助队友,并接纳团队帮助

• 短宣队员出发前灵修，祷告生活蒙神恩赐

• 短宣队周五出发前最终确定项目方案

• 短宣队各路分队周五顺利到达普度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4)

感谢:

• 全体队员顺利到达普度

• 队员完成最后节目排练

• 赖牧师领导周五福音节目

• 吴师母和陳紓華领导儿童节目

• 约十几个儿童决志

代祷:

• 神祝福慕道友，早日打开他们的心门• 神祝福慕道友，早日打开他们的心门

• 周六家庭探访顺利完成

• 周六晚普度教会聚餐及个人见证

• 短宣对象扩大到单身及学生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5)

感谢:

• STM 团员清晨灵修 (路加福音: 10: 17-22)

• 周六家庭探访 (7 家) 顺利完成

• STM 团员参加普度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LCAC) 举办研究生迎新会并和新生

有积极交流

• STM 团员参加周六晚 GLCAC 聚餐并和年轻家庭联谊

• GLCAC 热情招待STM 团员参加聚餐会

• STM团队和 GLCAC 同工密切配搭服事家庭探访, 迎新会和联谊会

• STM 吴师母和杨伟向在晚餐前作个人见证• STM 吴师母和杨伟向在晚餐前作个人见证

• 1 位慕道友决志

代祷:

• 神祝福慕道友, 早日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耶稣作救主

• 神保守周日证道, 成人主日学和儿童崇拜

• 神带领个人见证分享(蔡志偉) 和保守成人主日学老师事工: 慕道班和青少年父

母辅导班

• 全体队员安全返回芝加哥

• 神祝福普度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LCAC)



芝华2010普度短宣队 -感谢与代祷事项 (6)

感谢:

• STM 团员周日清晨灵修 (提后 2: 17-22)

• 王峰,潘自力和賴滿園牧师带领成人主日学：青少年父母辅导

• 张松垒和蔡志伟带领成人主日学：如何用圣经作辅导。蔡志伟作见证分享

• 吴楊美珠师母，陈纾华和邹求仲带领儿童崇拜

• 林恒志牧师周日证道：復和之路 (創50:15-21)

• GLCAC准备午餐欢送STM team

• GLCAC 大力支持和配合STM team• GLCAC 大力支持和配合STM team

• 115 家代祷勇士后方支持

• STM 全体队员周日安全返回芝加哥

代祷:

• 神祝福保守何晓彤牧师带领GLCAC

• 爱普度，祝福 GLC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