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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的責任，神是將它交給教會。教會能夠履

行大使命的重要關鍵，不僅在於看重宣教，更需要能將

各樣資源在宣教上充分發揮出來。當今不少華人教會雖

然有心宣教，然其宣教事工卻始終停留在一初步階段，

擴展不開。

筆者在牧會時也常有這樣的苦惱，深盼尋得教會

宣教的出路。這幾年逐漸領略到有不少宣教的誤區，普

遍鉗制著教會宣教的擴展。教會的牧者與同工需要及早

從其中走出來。由於篇幅有限，僅就以下幾個方面略述

一二。

A. 宣教策略上的誤區

首先，教會在宣教上雖然有心，卻缺乏成熟的宣教

理念與策略，這是一個關鍵的誤區。許多教會在宣教上

幾乎沒有策略性的思考，只是順著因緣際會進行。結果

被動、就近與方便成了教會宣教事工的三大原則。若支

持某宣教士或機構，常是因該支持對象正好與教會有關

係，近水樓台先得月，就得著了教會的支持。

缺乏深度的理念與策略性思考，也使不少教會的宣

教事工陷入急功近利的陷阱裡，只支持立即看得見果效

的工作。其實，很多動員性、支援性、裝備性與後勤性

的宣教工作，都是同樣重要的宣教事工。更有很多在未

得之民中的宣教事工是需要長期默默耕耘，不能立即見

到果效的。而這些卻更應該是當前優先的宣教工作。

第三個策略上的短視現象是只顧發展宣教事工，卻

忽略栽培宣教工人。只急切地將有心宣教的肢體領進宣

教事工裡去，卻鮮少用心構思這些肢體需要怎樣的裝備

與提昇，受栽培成為成熟的宣教工人。結果是將許多大

有潛力的宣教人才快快折損。

教會領袖需要接受宣教的裝備，建立成熟的策略性

思考，才能抓住教會宣教的方向。

B. 宣教視野上的誤區

大部分華人教會至今仍然只見華人宣教，不見普

世宣教，缺乏跨文化的胸襟，更沒有「未得之民」的視

野。華人教會遍佈世界，若有足夠廣闊的宣教視野，跨

文化宣教早已如火如荼。

北美華人教會身處在講英文的社會中，有看見本地

英語宣教禾場的卻不多。華人教會英文部其實應當及早

走出第二代事工的框架，放下華人文化的包袱，不再隸

走出教會的宣教誤區
林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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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中文部的管轄，擴大成為跨族群的英語堂會，向亞裔

甚至本地美國人社區宣揚福音。正如同耶路撒冷教會的

信徒到安提阿設立了教會，就在那裡向説希臘話的人傳

福音一樣。

華人教會向自己同胞傳福音固然是責無旁貸。然

而在神面前，向萬民還福音的債也一樣是無可推諉。若

説華人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那豈不意味著華人教會

的宣教事工中當有75％是跨文化宣教嗎？若不能達到

75％，能達50％也一點都不為過。

華人教會的宣教視野與胸襟亟待擴大，教會領袖必

須正視本地與外地跨文化宣教的責任。

C. 經費運用上的誤區

宣教策略的貧脊與宣教視野的淺短，第一個直接

影響到的就是宣教經費上的不當運用。根據統計，普世

教會所收到的奉獻中只有5%使用在外地宣教（foreign 

missions），而用於向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的宣教更是不到1％。如此嚴重的資源錯置顯明教會在宣

教策略與視野上的盲點。

另一個嚴重的誤區是：不少教會雖然宣教經費有

限，卻近於來者不拒地支持許多宣教士或機構。在僧多

粥少的情況下，對個別對象的支持都變成微乎其微。這

種作法使教會宣教表面看似熱鬧，讓教會領袖可以逃避

策略性思考的責任，實際上卻是分散了資源，大大降低

對宣教禾場的實質助益。越多教會採取這樣的作法，宣

教士的募款工作就越龐大而辛苦，越難專注於禾場上的

事工。

D. 短宣運作上的誤區

若説對當今很多教會而言，差錢加上短宣就等於宣

教，恐怕並不為過。的確，短宣（包含訪宣）已成為今

日教會在傳統宣教模式之外，所發現最令人興奮的宣教

途徑了。短宣的優點與價值無可否認，然而短宣若喧賓

奪主，把長宣擠到冷板凳上，那對普世教會的宣教工作

來説，弊就遠大於利了。

一個已逐漸成為隱憂的問題是：許多教會的短宣經

費已高到會阻攔教會對長宣的支持。不可諱言，短宣是

個費用較昂貴的宣教模式，特別是當短宣必須跨國或跨

洋的時候。如果一短宣事工對禾場的祝福，以及對參加

者與教會的建造和所花的經費不成比例時，就需要三思

了。筆者個人認為長距離、花費高的短宣事工應採精英

主義，務求每位參加者都能提供禾場紮實深入的幫助。

若要讓一般信徒得開廣視野、體驗宣教的短宣事工，宜

選擇短距離、花費較低的短宣事工。

顧名思義，短宣就只是短期地參與宣教工作。若未

從長遠眼光來策略性地思考短宣，短宣事工很容易因著

短視變成熱鬧有餘，功效微薄，意義不大。當教會思考

短宣時，千萬不要只想到一次的短宣，一定要從規劃長

期固定差派短宣的角度著眼，選擇能與禾場建立夥伴關

係，以致能長期投入耕耘的短宣事工，使短宣也能產生

長遠的果效。

結論：教會的宣教事工是個需要廣闊的胸襟與高度

宏觀視野的事工。個別教會的宣教事工一定必須要與普

世教會的宣教事工聯結，更必須與神在帶領當代普世宣

教的方向接軌。因此，有心宣教的教會絕對不可關起門

來蒙著頭幹。教會的領袖與宣教部同工必須走出教會，

接受宣教的裝備，操練策略性的思考，建立跨教會的聯

結，帶領教會在宣教上作主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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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夏有一天洪牧師跟我說：“我想到肯達基州

的路城 (Louisville, Kentucky) 去上Kairos，妳要不要跟

我一起去？”

我說:“肯達基州的路城我是知道，但是Kairos是什

麼東西？” 

洪牧師說：“是講宣教的，五天密集的課程，是用

英文講課。” 

我說:“哇，又是密集又是英文，我能跟上嗎？” 

洪牧師說：“我覺得妳應該是可以應付的。”  

就憑他這句話，後來我在確定教會的服事沒有衝突

之下，以一顆好奇且又願意的心，與洪牧師到離芝加哥

有五個多鐘頭車程的路城Team Expansion總部與其他24

位學員一同學習“Kairos”。

自從2009年完成護理助手取得証書之後，我再也沒

什麼機會念英文書籍或需要用英文與人應對。可當時我

的心非常興奮，特想知道這門有奇特名稱“Kairos”的

課到底是在講什麼？

大概許多人跟我一樣有同樣的問題，所以在第一堂

課時我的問題馬上就有了答案。原來希臘古文用兩個詞

來形容“時間”，一個是指時間的“值”(chronos)，就

是時間的長短；另一個是指時間的“質”(kairos)，所指

的是“對的時刻/機會” (right or opportune moment)。

中文我們把它翻成“把握時機”，實在是太棒了！ 

接下來我面對的大挑戰就是每天從上午九時到下午

五時用英文聽課、討論和分享，加上每晚閱讀、寫作業

等，彷彿又回到三十多年前在研究所念書時的光景！唯

一不同的是，這裡有神的同在與聖靈的恩膏，更可貴的

是那些導師都是曾經在宣教工場上服事多年的宣教士。

雖然五天下來都在上課、吃飯與睡覺中打轉，我的心並

不疲憊，因為在這裡我親身從眾宣教士身上體驗到生命

的流露，我總是興奮地等候下一堂的學習！

“把握時機” 這門課是特別為推動整個基督教會

對福音尙未普及的族群作跨文化宣教而設計，從聖經、

歷史、策略和文化四層面來認識宣教。內容包括課文修

讀、錄像教學、宣教工場短片、聚焦禱告、靈修分享與

活潑的跨文化活動。就在這短短的五天當中，藉著創世

記十二章二節中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我必叫你成

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上半段的祝福)、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下半段的祝福)”。這節經文，我被再

次提醒大使命與我深切的關係。我們的神是一位差傳的

神，祂的旨意是要將福音傳給“地上萬族萬民”。我對

宣教的理念就在那時從宣教民族自閉(上半段的祝福)，走

入有挑戰性跨文化宣教的領域(下半段的祝福)！

在人生道路中我們所面對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把握時

機的，例如播種在春天，禾熟當收割；讀書趁年輕，良

機莫錯失。更重要的是，我們信主也要把握時機，在年

輕時就得到這人生最美的祝福，儘早走上永恆的路，以

免浪費生命。感謝神，衪讓我把握時機去上了這“把握

時機”的課程，誰知那竟會是我與洪牧師最後一次一起

上課？

Dr. Ralph Winter 曾說:“If you can’t see what’s 

ahead, go ahead as far as you can see.”神的帶領

就像指南針(compass)而不是一張平面地圖 (map) 。

當我憑信心跨出去時，祂就指示我眼前當行的路陘。

“Kairos”課程成為我服事道路的轉捩點，它擴張了我

對普世宣教的視野與胸懷，在充滿活潑生命的學習當

中，神幇助我這因著信成為亞伯拉罕後裔的人，牢牢記

住在四千多年前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萬族萬民要因我

得福！

但願我們接受從神來的挑戰，勇敢走出安舒圈。從

那些有宣教經驗的人所編寫的教材和見証，學習如何有

策略的活出宣教。不再只做一位屬世的基督徒 (Worldly 

Christian)，而是做一位邁步在普世宣教人生的基督徒 

(World Christian) ！

洪游麗卿

把握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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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主已經多年，經常讀聖經，自認對新約聖經人

人皆祭師的神學觀念相當熟悉。我知道彼前2:9說：“惟

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是屬上帝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而一直有傳福音的負擔。

我所在西人教會也非常強調傳福音。他們的一個基

本的做法就是每周抽一定時間（週六上午，周日下午）

挨家挨戶敲門傳福音、發送福音單張。我也跟著他們去

過幾次，有時還專門到CHINATOWN去向華人同胞傳福

音，但總的效果差強人意。後來我就沒有太多的熱情，

也就不再跟他們一起出去了。但我心中對傳福音的負擔

一直沒有減輕，總是在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能夠把福

音傳出去？

參加了林牧師個人佈道訓練，心中非常歡喜，體會

和收獲頗為豐富。具體來講有以下幾點：

1）林牧師通過對聖經有關章節的分享和講解讓我

們擺正了自己的心態。特別區分了哪些是我們自己的責

任，哪些不是，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以前也嘗試

向我身邊的人傳福音，但失敗的次數居多，所以我一直

自責，總是在想：是不是我哪兒有問題，為什麼沒有辦

法說服別人？所以我下次傳福音的時候就特別怕再次失

敗。這樣我就總是帶著顧慮，放不開，不能輕裝上陣。

這種心態下傳福音當然效果不好，也不能持久。

2）把福音分成可以非常容易分享的四點屬靈定

律，並附有相關的聖經章節作支持，並要求我們多練習

背誦。這樣我們分享起來就心中有底，不會語無倫次。

我以前自以為對聖經很熟，但是真正說起來又抓不住重

點，經常跑題，事半功倍，別人聽的累，我說的也累。

現在好了，我知道哪是重點，哪不是重點。心裏更有把

握了。

3）林牧師還特別地提到許多在特殊情況下應急的

小技巧。這些看起來不太起眼，但實際上非常有用。比

如，我以前傳福音時經常被別人把話題帶跑了，自己卻

沒有辦法把話題再拉回來，所以經常半途而廢、不了了

之。現在好了，我學到了一些小技巧，知道如何在不同

的情形下掌握主動。

4）林牧師特別強調團隊合作，我覺得這一點也非

常重要。我以前基本上是單打獨鬥，效果不怎麼好，以

後我要努力尋找同工合作或加入團隊，一起更好地傳福

音。

謝謝林牧師這麼實用的個人佈道訓練課程，讓我明

白到過去自己有很多不足。幫助我擺正了心態，裝備了

知識和技巧，讓我更有信心去為神傳福音。求神來使用

我，在更多的福音工場，特別是在回國傳福音中派上用

場。願福音興旺，更多的人得救。

-參加個人佈道訓練的體會和收獲

闞立新

人人皆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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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校園短宣

今年春季海外校園短宣(4/10-5/4)有七位成員參加，

分別來自北美、台灣與北京。共走訪五個城市，深入當

地不同校園，造就學生領袖，堅固全職與宣教工人。這

次的事奉內容除講授《希伯來書》外，更就各地校園的

屬靈光景，在真理、靈命與生活上給予不同方面的教導

與輔導。請特別為短宣的福音西進異象，也為每位成員

與事奉的安全代禱。

福音營

今年福音營(5/24-5/26)仍將在Cedar Lake營地舉

行，講員為張路加牧師、鍾舜貴牧師、高青林姊妹與林

恆志牧師。目前已在熱烈報名中，並正在招募小組同

工，約需要80位，這是福音營的主力部隊。從今年起小

組同工訓練將更上軌道，分初階、中階與進階，造就在

小組佈道與個人佈道有過不同歷練的同工。訓練日期及

詳情請看芝華網站。願神再次使用福音營，興起福音精

兵，並得著靈魂歸入教會。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為更増進北美的校園福音事工，擴大事工之間的

聯結，將於六月份再次與美國華福共同在Boston (6/14-

6/15)、Chicago (6/21-6/22)以及Houston (6/28-6/29)巡

迴舉辦校園事工研討會。今年的主題是「培育九零後起

來影響校園」，講員包括蘇文峰牧師、高榮德牧師、王

星然長老、蘇妙嫺姊妹、⋯等多位在校園事工上有豐富

實際經驗者。歡迎關心校園的牧者、同工與肢體就近選

一地點參加，彼此深入交流探討，共同興旺校園福音。

中西部校園短宣

中西部校園是芝加哥眾教會最責無旁貸的宣教禾

場。而在過去兩年裡，芝加哥教會對中西部校園的關注

也大幅地提昇。今年芝華宣道仍計劃於九月下旬到十月

上旬間舉辦中西部校園短宣。目前已確定將會有一隊前

往Dayton (OH)，兩隊前往Ann Arbor (MI)，另有兩個校

園禾場還在積極聯繫中。待規劃完成後將於六月初開始

招兵買馬。

芝加哥華人領袖高峰會

比爾 •  海波斯（Bill Hybles）牧師說過一句話：“地

方教會是世界的希望, 但她的成長與否在於其領袖”。

這是一個不能否定的事實。今年芝華宣道與柳溪協會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 聯合舉辦第二屆芝加哥華人

領袖高峰會。講員有比爾 •  海波斯（Bill Hybles），安地 

•  史旦尼(Andy Stanley) 等。峰會目的是透過傳遞異象和

激勵，讓來參加的基督徒領袖們，在心志和領導力都得

到更新。能以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其影響力，透過復興

地方教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基督的盼望。舉辦日期與詳細

內容將另行公佈。

2014華人基督徒大會

華 人 基 督 徒 大 會 將 於 1 2 / 2 7 - 3 0 舉 行 ， 地 點 是

Pheasant Run Resort, St. Charles. Illinois。主題是「覺

醒，預備迎見你的神！」。特約講員包括有饒孝楫牧

師、劉傳章牧師、劉志雄長老等。除了中文聚會外，同

步舉行的有Grace 2014(英語成人/青少年)和兒童節目。

這是一次不可錯過的豐滿屬靈盛會。詳細內容請上網查

詢: www.cccm.ws。

全年總預算： $ 341,180

1.薪津及行政 $ 138,980  (總幹事，副總幹事，祕書)

2.事工開支 $  50,700  (短宣，培訓)

3.營會專款 $ 116,500  (福音營、大會)

4.海外宣教 $  35,000  (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2014年度財務預算

海外宣教10%

營會專款34%

事工開支15%

同工薪金和行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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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1. 走出教會宣教誤區
2. 把握時機
3. 人人皆祭司
4. 事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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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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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915

預算

$20,612 $20,462 $150

$3,850 $6,278

$0$225

$3,805 $2,473

$917 ($917)

$8,750 $2,000 $5,500  ($3,500)     

$35,740 $28,890 $30,683   ($1,794) 

2014年2月底

631 Illinois Route 83, Suite 204, Bensenville, IL 60106
Website: www.cccm.ws    E-mail:  cccm4u@gmail.com 
Tel: 847-868-2226(國語), 630-671-0411(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