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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這講臺上興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樣是我
又可以穿上這衣服。這是我在非洲十幾年穿的衣服，不是
馬來西亞的服裝，乃是在非洲黑人當中穿的服裝。在非洲
不穿這樣的衣服就無法生活。我們到沙漠佈道的時候沒有
帶什麼東西，晚上睡覺，這衣服就可以當被子。我以前宣
教的對象有450萬人口。那時候沒有教會，沒有翻譯好的
聖經或其他傳道人，也沒什麼基督徒。當地老一輩人對我
們說：在我們當中絕對不會有教會出現，因為他們是回教
徒，有一千年的回教背景。而這就是我們在非洲花了十幾
年的時間生活在一起，並傳福音的對象。

今天我要從普世宣教的角度來看大會的主題「覺
醒—預備迎見你的神」。這次大會有早堂查經和晚堂培
靈，已有很多神的話語，而中間這堂就希望能實踐。既然
聽了許多，我們該怎麼做，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這幾年我一直追求更深明白一件事情，除了神在聖經當中
啟示給我們認識的真理之外，我要看近兩千年來，神在做
什麼。聖經到啟示錄結束後就沒有繼續啟示更多的書卷，
但神沒有停止工作。所以除了聖經的真理以外，我也一直
關心神在做什麼。今天的信息有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
神的佈置，神在做什麼；第二點是我在這裡；第三點是我
自己怎樣回應。

第一點，神的佈置。幾年前我在教會的主日學教使
徒行傳時問學生一個問題，請問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沒有中
國人？學生們回答說應該全世界都有中國人。我也覺得這
答案正確，因為我在非洲時去過尼日爾，那是一個不太適
合人住的地方，攝氏38度的天氣算是涼爽，45度大家說
這是一般性，過了50度才說受不了。在那裡我遇到一位
從中國瀋陽來的女士，還有一對臺灣夫婦在開餐館。之後

我繼續問，既然大家認為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中國人，那
請問，為什麼全世界都有中國人？學生們就開始談各樣的
原因，後來有位學生就舉手說，我相信在神沒有偶然的事
情。當大家都贊成這答案時，我又問，如果在神沒有偶然
的事情，神必然有計畫，那祂的計劃是什麼?

當底特律的同工要去德國東部做大陸學生福音工作
的時候，我和他們開了幾次會議，一直跟他們提一點，去
那裏傳福音是一件事情，去那裏傳遞異象是另外一件事
情。你們明白這兩句話的分別是在什麼地方嗎？我們派宣
教士到南非向華人傳福音、建立教會是一件事情。你到南
非向華人傳福音，他們信耶穌了，然後把異象傳遞給他們
就是另一件事情了。我的祖父在1917年從中國來到馬來
西亞後，我就生長在馬來西亞，每天接觸著不同種族的
人。我們從福建省到馬來西亞，神把我們放在多元文化的
環境中，神有使命。神要我們不單是相信祂，能夠成為好
的基督徒，經歷神的愛，學習過一個聖潔的生活而已，還
要思想祂把我們放在那個地方的計劃是什麼。當神呼召我
的時候，當時我正和教會的牧師去到另外一個民族中傳福
音。神就讓我看見他們的需要，然後神就問我是否願意為
著這些不是我自己的同胞，卻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的人，將
自己的一生擺上？我們不要只為去非洲向華人傳福音為最
終目的，不要只為了去南美洲向華人傳福音、建立教會、
關心我們的同胞為最終目的。因為神的計畫不是這樣，祂
有更大的計劃。今年有機會回到自己的母會，教會的牧師
分享著教會如何發展，並向不同種族的人傳福音，我說感
謝神，這就是神的計畫。今天我們來到現在所在的地方，
不是偶然的事情，神有祂的計畫。

接著我請主日學的學生看世界地圖，問他們看到什

─預備迎見你的神（上）

(2014基督徒大會早堂實踐信息摘錄)

黃約瑟牧師

觉  醒



2

麼？我們看到一件事情，神透過華人教會把全世界包圍
住。除了北極沒有華人，南極還是有中國的科學家。發現
這件事情，我就求問神：你到底要向我們講什麼？神就讓
我看見一件事情，在歷史上，神把猶太人分散各地，而近
一、兩百年來，神把中國人分散，一定有祂的策略和使
命。目前全世界的宣教士從什麼地方出來的最多呢？美國
還是最多。請問，神有沒有把美國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成為當地的人，然後從裡面開始，作好朋友，傳福音，建
立教會？神沒有這樣的安排。為什麼神在過去一兩百年一
直到現在，還會繼續的把中國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就是要
把我們華人放在不同地方，然後有人信耶穌，教會建立，
而這些教會遍布世界各地。神要華人負起耶穌基督回來之
前最後、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我這樣說，不是指只有華人
教會作，乃是說我們今天要覺醒。很多其他的宣教士和教
會在作，而我們要學習如何與他們配搭，如何負起這樣的
責任，把福音傳遍世界。

神的心意從宣教的角度來看，在創世記12章就講明
神呼召亞伯拉罕，要透過亞伯拉罕使萬民因他得到福氣。
所以亞伯拉罕去了。主耶穌在離開世界之前，祂一直重複
地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向不同民族的
人傳福音。這樣的經文一直出現。然後在啟示錄第七章第
九節說，老約翰在拔摩海島時，他說我觀看，見有許多的
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這些
人身穿白衣，在白色大寶座面前敬拜、歌頌。你看，這一
條線是神要我們看見祂的心意是什麼。神的心意當然是要
我們作堅強的基督徒，要作負得起神託付給我們使命的基
督徒。但是弟兄姊妹們，不要忘記，不要只看自己的需
要，不要只追求作一個好的基督徒，而需要進一步跟神
講，你讓我看到你為什麼把華人放在世界不同地方，你要
我做什麼？教導我知道如何來回應你？若我們沒有這異
象、看見，就會開始迷失、失落，甚至放肆。這是第一個
重點，讓我們知道神對你我或教會的託付是什麼，神已經
安排好了。

我的一位好朋友，英國人，在馬來西亞50幾年時
間，拿不到馬來西亞的居留證。他專心的到一個民族中傳
福音，這民族差不多有50多萬人口。他成為那民族語文
的專家，並撰寫了字典。這宣教士從很遠的地方來，離鄉
背井，有簽證、身份的問題，有文化的問題。他的擺上就
是來到馬來西亞向一個民族傳福音。如果馬來西亞的華人
教會都願意負起向這民族傳福音，你可以對比一下，一個
外國人來到馬來西亞向這民族傳福音，這叫做地極的福音
工作。如果馬來西亞的教會向同一個民族傳福音，這叫做
猶太全地，最多撒馬利亞的福音工作。你明白這分別在什
麼地方嗎？有一些教會說我們不想做差傳工作，原因是如
果當地人可以起來做，$300塊美金足夠他一個月的生活
費了。如果派一個來自遠方的宣教士，$5000塊才夠。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在非洲將近12年時間，這期
間有6-7個家庭來過我所服事的地方，都願意一生在那地
方服事，但是沒有一個家庭住在那裏超過三年。為什麼？
因為孩子教育、健康、夫妻有不同看法等問題就離開了。

投資很大，卻沒有什麼果效。所以你明白為什麼神這樣的
佈置是非常的重要，關鍵在於要讓整個世界聽聞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當醒過來，要知道上帝在做
什麼。我們當覺醒，禱告求問神，神！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想知道。我想知道聖靈現在在非洲作什麼，在中亞作
什麼，或在中國大陸做什麼。如果我們專心來看神的手是
如何工作，並願意在神面前說，神啊，我願意學習與你
同行。你知道我們的生命將會是怎樣的生命嗎？我們的
生命就將不斷的經歷神，不斷地與神同行，就不斷看見神
行那奇妙的作為。那樣的生命是充滿了喜樂、激情。那種
生命就不是風聞有神乃是親眼看見神。我們追求屬靈生命
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請記住，即使我們追求到人生最後
一天的時候，我們的屬靈生命還不能達到完美，所以不要
以追求屬靈生命為人生最終目標，因為那是我們應該有的
目標，但卻不是最重要的目標。要追求看神怎麼樣工作，
然後怎樣回應神，與神同工。就算我不完美，有許多欠
缺，但卻願意與神同行，按著神的憐憫跟神同工，看神如
何工作，我們來經歷神，那種基督徒生命才是亞伯拉罕、
摩西、保羅的生命。亞伯拉罕生命當中有許多的爭戰，不
是完美的人，但神不提這些事情，神提亞伯拉罕是信心之
父，是我的朋友。神今天要我們回應，你怎樣迎見祂呢？
就是跟祂一起走。不要在這地方等，乃是跟神一起走。

第二點，我在這裡。有些經文直接講“我在這
裡”，也有些經文沒有直接講。這是一個回應神的心態。
在創世記12:1-4節講到亞伯拉罕聽到神對他說要他離開
本族、本家，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時，亞伯拉罕就去了。
這是神對亞伯拉罕第二次的呼召，是亞伯拉罕第二次的回
應。第一次的呼召按著司提反在使徒行傳第七章裡提到，
神要亞伯拉罕離開迦勒底的吾珥，他就帶著父親等親人離
開向北走，到哈蘭停下，停到他的父親去世。然後創世記
12章第一節開始第二次呼召。出埃及記3:1-4，摩西看到
一個荊棘燒著火，他想要向前走去看，神就在荊棘中對摩
西說，摩西，摩西。摩西就說，我在這裡。這句話我記得
在建道神學院藤近輝牧師說，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跟神說我
已預備好，你要叫我做什麼。我很喜歡這句話，但喜歡沒
用，要自己跟神說我在這裡。單單羨慕別人也沒用，你要
使所羨慕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出現，那才有意義。撒母耳
記上3章，神在夜裡一次又一次的呼喊撒母耳，後來知道
是神在叫他的時候，他說我在這裡。這實在太美了。在
使徒行傳9章掃羅遇見耶穌時，耶穌呼召他要作外邦人使
徒，他回應順服。神要亞伯拉罕離開家鄉到不同文化、
背景、國家中，要使萬族因亞伯拉
罕蒙福、認識神，所以亞伯拉罕是
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者。神呼召
摩西是對同胞工作，整個事奉都是
陪著同胞走。撒母耳也是在自己同
胞中工作。保羅後來成為外邦人使
徒，但他開始時是以猶太會堂為起
點，作一個橋樑，然後向不同的民
族傳福音。

（請看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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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跟先生首次參加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
會。還記得那年的主題是：高舉基督，同得萬民。我們倆
也是在那次大會上獻身，全職事奉神。轉眼間，兩年過去
了。歲月流逝，往事成堆。說到這，我想有人能跟我感同
身受並為我點贊的。這兩年的事奉生活充滿了酸甜苦辣，
有時也會灰心喪膽。幻想過我真的能逃到“他施”，孰知
竟泊到2014 年的基督徒大會了。

2014年的基督徒大會舉行於12月27-30日。主題
為：覺醒--預備迎見你的神。在大會舉辦前不久，我剛讀
過阿摩司書。那裏提到說，“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讀
到那裏的時候，我並沒有什麼緊迫感。當時感覺我跟阿摩
司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很難將其應用到我的生活
中。好吧！想必你會說，‘非也！’

覺醒

感謝主為我們預備忠心、敬虔的傳道人在我們當中
傳講末世的信息。我個人從大堂信息得著很多。主來的日
子近了。雖說神有祂自己的時間，但與阿摩司的時代相比
是更加的近了。彼得後書3章9節說，“主所應許的尚未
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
們，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當牧師在分享
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問自己說，“主啊！我們還有多少時
間可以浪費？”

如今時代動盪，邪惡。但我卻活在不該有的安逸之
中。聽說不久前橙線的某個車廂在晚高峰期的時候被劫
持，兩個持槍的歹徒打劫了車廂的乘客。知道嗎？橙線是
我每天上學必乘的火車。最近學校三番兩次發來警報，停
車場發生劫車未遂事件。報紙、電視、廣播所報導的槍擊
和犯罪案件已是屢見不鮮，你可曾想到其中一個案發現場
可能就離你們家僅有幾條街而已嗎？我覺得安逸，因為神
的保護，沒有使那些事臨到我們家。

ISIS和非洲暴動正在上演；世界各地有多少基督徒正
面臨著信仰逼迫。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與神的心意相違
背。我為什麼還覺得安逸呢？是因為我習慣了惡人的惡還
是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邪惡呢？我深切感受到神一
直藉著這些末世可畏的真相在提醒我“覺醒吧！”

怎樣預備？

在服侍上，我個人的恩賜是“教師”，就是保羅在
以弗所書四章所說的。請不要覺得我很自大，其實有這樣

恩賜的人不好過的。對我自己最好的勸誡莫過於雅各所
說的，“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
斷。”這是要作師傅的謹守舌頭，過聖潔的生活。想到這
個，自己真的忐忑不安。這次大會的信息更讓我深思自己
的現狀。我聖潔嗎？我在過敬虔的生活嗎？我有在追求生
命長進嗎？我在傳純正的福音嗎？我是按正意分解真理
嗎？我能持守真道嗎？我能傳承信仰嗎？我在竭誠為主
嗎？我。。。很羞愧。主，求你憐憫我。我感謝上帝一直
在給我機會。祂藉自己的僕人提醒我要悔改，預備迎見
祂。

與蒙召的人同樂

還記得我之前說過兩年來在服侍中有灰心喪膽的時
候嗎？然而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神。上帝在呼召之夜再
次給我們確據。當牧師呼召的時候，我們再一次被聖靈感
動，願意回應神的呼召和差遣。那晚有40多位弟兄姊妹
回應神的呼召，走到台前。我們彷彿又回到了兩年前。看
到神又興起一批願意全職服侍祂的弟兄姊妹，我們心裏的
火再一次被挑旺。我為那些願意為神擺上一切的弟兄姐妹
讚美神，並為能和他們一同在神國同工而喜樂。父，求你
繼續堅固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使他們清楚明白你的帶領
和差遣。願我們共同侍立在你面前說，“我在這裏，求你
差遣我。”

來！看那些角落

這次大會參與服侍的肢體眾多。每每提到肢體，
我都會想到保羅的肢體觀。他們當中有參與註冊組，場
務組，禱告組，飯食組，醫務組，翻譯組，兒童事工
組。。。我肯定漏掉了很多其他的事工團隊，當然也有叫
不出名字的。但我相信上帝不會落掉，神會記念各人忠心
的服侍。同工們互為肢體，彼此配搭。有分工，卻沒有輕
重。每個事工團隊都是整體的一部分。站其位置，各施所
長。謙卑尋求神的幫助，同心完成所托使命。神的家就是
這樣的！

三天在緊湊而充實的行程中就這樣過去了。相信大
家跟我一樣是滿載而歸。願神藉著存在我們心中的道，改
變更新我們的生命。如果上帝許可，我們2015年基督徒
大會再見！

 

參加2014基督徒大會感想
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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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作為一名第二次去德頓(Dayton, Ohio)短宣的“老隊
員”，我並沒有太多的期待，主要在想怎樣在講屬靈四定
律的時候能更自如地切入，更好的承上啟下，等等技巧方
面的考慮。以至於周五出發去德頓，當被稱為“老隊員”
時，我還有點洋洋得意，心想，到時候給你們新隊員傳授
一些臨場發揮的經驗。

感謝神，短宣的經歷給了我那“老我”當頭棒喝，
我不僅有比第一次短宣更大的感動和收獲，而且還從新隊
員那裏學習到了許多。

其實在出發前的一次隊務會議上，帶靈修的弟兄就
大膽地道出了也是我內心的掙扎，那就是怎樣不要去和前
面的三個短宣隊比探訪次數的多少，以及決志人數的多
少。我清楚地知道比較是不蒙神喜悅的，但每次讀別的隊
裏發來的代禱信，心裏老是放不下那揮之不去的兩個數
字。

而且在那天的隊會上，一位姊妹隊友就回應說，我
們不要忘記“愛”，我當時聽到了，但沒往心裏去，因為
沒理解這兩者間到底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情況在周五晚上的福音聚會發生了變化。

我在福音聚會裏唱兩首詩歌，有一首“是愛”。當
唱到“因著愛使人活著有希望”時，突然內心有很大的感
動。

更大的感動在牧師講道時，“真愛的四個特質”引

吳小松 

真爱之旅 - 2014 德顿短宣

起了巨大的共鳴。當牧師呼召時，要不是我們短宣隊員有
任務觀察誰舉手回應的話，我自己都有了舉手的衝動，雖
然我知道那呼召是針對慕道友的。

那天晚上在回味“真愛”的信息時，突然想到了出
發前那位姊妹提醒的我們不要忘記“愛”。進而想起了最
近一位弟兄分享的“找回起初的愛”，引用的經文是《啟
示錄》2:4，“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
的愛離棄了”。說的是有些基督徒事奉越來越多，卻越來
越沒有愛。想到這裏，我眼前一亮，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
我會被那兩個數字所困擾，因為短宣事工中如果不能把來
自神的真愛體現出來，就很有可能進入“把起初的愛離棄
了”的誤區。真愛的第一個特質就是完全為對方的愛，無
私的愛。而當我們去短宣時，如果還想著那兩個數字，就
不免有功利的性質在裏面，想有所回報，不是完全為對方
的和無私的。

想通了這一點，那晚我睡得特別香。感謝主賜我這
亮光！

第二天周六是短宣的核心“福音探訪”。我被安排
在第一個探訪，由於路途比較遠，需要在隊務會議進行到
一半的時候就離開。眼看出發的時候就快到了，內心一個
很大的感動促使我打斷了帶靈修的弟兄，和短宣隊員們分
享了我昨晚的關於“找回起初的愛”的得著。分享之後，
看著那一雙雙飽含真情的眼睛，我知道聖靈在我們每個隊
員身上都在做工。

周六一天的福音探訪，成了弟兄姊妹們把“真愛”
融入宣教事工的一個個生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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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位第一次參加短宣的姊妹配搭去探訪。她平
時凡事都無所謂，嘻嘻哈哈，是我們隊裏出了名的開心
果。可是到了和探訪對象傳講福音時，她完全變成了另一
個人。不但四律講得自然，她總是能敏銳地察覺對方在四
律的什麼地方有困惑，然後用自己和別人的見證去感化和
打動對方，和對方同時流淚分享。到了吃晚飯時，我突
然發現她拿著盤子，靜靜地走到一個遠離大家的角落的位
置。我很詫異，以為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就去問她怎
麼了。我這才發現她臉色蒼白，只回答了一句：“我有點
累了”。突然之間，我明白了這一天三次的探訪和搶灘，
她已經用完了所有的氣力。這就是完全為對方，不求回
報，犧牲的愛，這樣的愛是從神而來的。

還有一隊探訪隊員，探訪對象是位年輕的母親，她
有一個三歲的女孩。當隊員們得知她剛來美國，還沒有車
時，就開車送她們去購物，還特意給小女孩買了件漂亮的
裙子。返回芝加哥途中，那位年輕的母親發來小女孩穿著
新裙子的照片，我看到那位參加探訪的弟兄的眼裏含著喜
悅的淚花。這滿足人們真實需要的愛，也是從神而來的。

這樣的真愛發生在每一個探訪中，發生在每一次的
搶灘過程裏。

周日主日崇拜，領聖餐時唱“十字架”，當唱到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時，我控制不住，流
下了感恩的眼淚，因為耶穌為贖我們的罪釘十字架，正是
“真愛”的體現。

正像隊內的文書在代禱信裏總結的那樣，這次德頓
短宣中，我們的得著遠遠大於付出，福音和愛不僅傳給別
人，更深入自己心中。

“如今長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
的是愛”（哥前13:13）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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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福音營）

本年合計 (1至3月)

$39,057

預算

$33,047 $29,433 $3,614

$12,000 $1,880

$5,592$300

$2,310 $(430)

$8,734 $(3,142)

$6,750 $4,200 $6,550  $(2,350)     

$58,107 $44,719 $47,027   $(2,308) 

2015年3月底

全年總預算： $ 359,848

1.薪津及行政 $ 156,348(總幹事，副總幹事，祕書)

2.事工開支 $  60,500  (短宣，培訓)

3.營會專款 $ 116,000  (福音營、大會)

4.海外宣教 $  27,000  (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2015年度財務預算

2015全年預算$359,848.00

海外宣教
$27,0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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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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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新年立志”是在知識上有所長進。所以當
年初聽到好幾位弟兄姊妹不約而同向我推薦“基督生平”
課程後, 我終於決心參加這門共6冊，每三個月花一個周
末上一冊要歷時一年半完成，據說作業很多很多的TEE延
伸神學課程。

 
如今一年下來，課程已完成2/3，覺得真是非常值得

學習的一門課。教材內容深入淺出，實用性強，課堂討論
涵蓋話題都是平時教會中不太有機會接觸但和實際生活息
息相關的，往往讓大家反響熱烈。對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大
的幫助。具體地來說：

 
1. 知識性相當全面
“基督生平”以馬太福音為主線，交叉結合其他三

本福音書，對照舊約中關於彌賽亞的預言，也呼應新約各
卷耶穌基督的教導，不但將耶穌一生的各階段特別是他三
年的傳道生涯梳理得清清楚楚，並且對耶穌時代的地理，
政治，宗教，文化背景都有一一教導。學習後再讀聖經，
看到加利利，迦百農，約旦河，伯利恒等地名時腦海裏就
出現一幅巴勒斯坦地圖；對法利賽人，文士，撒都該人之
間的區別也一目了然；讀到猶太人的各種節期也不再一頭
霧水。。。開始對四福音書有豁然開朗，連貫成線的感
覺。

 
課程中也學習了不同的研經方法，幫助我們更全面

細緻地來讀聖經，比如如何看各福音書中記載不一致的地
方，讓我對慕道友類似的問題不再覺得無從說起，對帶查
經也有了新的信心。今年第一次在教會開始參與主日學教
導的服事，雖然講的是舊約中的女性，課堂上學的很多知
識都能直接用上。

 
2. 應用性非常強
這套教材非常實用。記得學完關於異端後，我們對

於幾個主要異端如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等，他們的教義

與聖經相悖的地方就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後一周正好有耶
和華見證人來敲門。以前碰到這種情況我會立即，堅決地
將他們拒之門外。這一次我就用課堂上的裝備，和她們談
了40分鐘，最後她們主動告退。

 
教材中也學到禱告操練（個人禱告與公禱），如何

帶領小組查經，甚至如何講道，如何植堂，內容提綱挈領
相當實用，感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讓我們可以開始操
練。

 
3. 課堂討論活躍，學員間的彼此建造
TEE的神學課程都是小班教育。秉承的原則是課前所

有的作業要完成，課堂上藉著問題和回顧，讓學員間有許
多的彼此分享，建造的時間。這樣一種每一位都需充分準
備也要積極參與的學習方式，使我們獲益匪淺。也理解了
為什麼作業多多，所謂“No Pain, No Gain”。在信仰的
道路上，當我們付出的時間，精力是真正對我們生命有益
的時候，我們會更有動力來繼續。我們這一期共有四班學
生，據我所知沒有中間退出的。

 
在過去一年的課堂討論中，我們涉及到的話題包括

基督徒與苦難；面對末後世代中同性戀，逼迫等各樣的社
會環境中基督徒如何站立得穩並能作光作鹽；教會在現今
世代中的責任；真正的認罪悔改；人際關係；婚姻…。很
多分享都是從我們自己開始。課堂上或課堂下，弟兄姊妹
們之間常有美好的彼此互動，溝通和激勵。

 
這裏也介紹一下TEE課程 --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中文翻成“延伸神學教育”。TEE旨在突
破傳統神學教育在學制，課程設計，及課業難度等方面的
局限性，為教會快速有效地裝備建造門徒，讓其信仰有根
有基地建造在聖經的基礎上。其中“基督生平”是TEE的
核心課程，可以用作多項用途的門徒培訓目的。也盼望有
更多的弟兄姊妹在這門課程的學習中得益！

基
督
生
平
學
後
感

徐
宏



事工動態

福音營

福音營 (5/23-5/25) 仍將在Cedar Lake營地，講員
為饒孝輯牧師，陳欽文牧師及王鄧曉雲師母。小組同工訓
練有初、中與進階三階段以便造就在個人與小組佈道不同
歷練的同工。初、中階分別於4/25與5/3同時舉辦。進
階在5/16。詳情請看芝華網站。願神再次用福音營，興
起弟兄姊妹，搶救靈魂歸入教會。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

去年(2014)的基督徒大會特別蒙恩，超過1500位的
與會者藉眾講員所傳講的信息，更堅定在末世中跟隨主的
步伐。今年(2015)的基督徒大會已訂於12/27~12/30在
Pheasant Run Resort (St. Charles, IL)舉行。繼去年的主
題「覺醒—預備迎見你的神」，將進一步以「起來—接最
後一棒」作為主題，與眾教會肢體一同被主興起，好把握
末世的福音契機，承接華人教會特殊的宣教使命。今年大
會的主題講員為賴木森牧師、Dr. Grant Osborne、杜明
達牧師，佈道講員為張志剛牧師。另有多位專題講員仍在
繼續邀請中。敬請代禱並期待。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過去幾屆的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都蒙主重用，造就
並興起許多校園工人。今年六月芝華宣道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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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與關心校園事工的友會於芝加哥、奧斯汀以及洛
杉磯三城市合辦巡迴校園事工研討會。輔導在校園事工裡
的重要性不可言喩，願神藉今年的研討會，親自建造各地
校園的輔導團隊，使校園事工更發揮深遠影響。歡迎各地

牧者同工選擇方便的地點與日期，踴躍參加。詳情請上芝
華網站www.cccm.ws。

2015「TEE」延伸神學課程

今年新一屆由芝華宣道與 TMCC (TEE Movers for 
Chinese Church) 合辦的「基督生平」延伸神學課程已於
2月6至8日開課、共十八位學員參加。這個深入淺出的神
學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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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將為70多位己完成「基督生平」課程的學員
舉行畢業禮。

下列是今年將開辦的新課程：
-保罗生平及書信( 第一本)    
7/31 (週五晚), 8/19(週六全曰), 8/2(週曰下午)
-以弗所書     
 8/8 (週六全曰), 8/9 ( 週曰下午)
-首屆粵語「基督生平」課程 
8/28(週五晚), 8/29(週六全曰), 8/30 ( 週曰下午) 

2015 芝加哥華人領袖高峰會

每年一度由芝華宣道與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 
合辦的「芝加哥華人領袖高峰會」已於4/18日舉行，
有一百位左右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己妹參加。講員包括 
Rev. Bill Hybels，Chris Brown，Andy Staney 和朱正中
長老等基督教教會知名領袖。內容包括現場敬拜，透過大
型螢幕觀賞實境(DVD) 及現場回應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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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世記12章之前神花了多少筆墨來提亞伯拉罕
的事情？摩西一生120年的時間，在摩西回應神說我在
這裡之前，神花了多少時間來記述有關摩西的事情？當
保羅回應神說他願意作外邦人的使徒之前，在聖經當中
有多少的記載是關於掃羅這個人？我要講一件事情，保
羅說在他不認識耶穌之前，他的生命是糞土。為什麼是
糞土？因為神沒有記述。保羅信主前不是一個普通的
人，但在神的眼中，神不記述他。保羅在沒有回應神之
前，他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一點價值都沒有。亞伯拉罕的
生命在創世記12章之前就是簡簡單單的記載著離開吾
珥，跟他的父親和幾個家人到哈蘭。那麼我們今天活在
這個世界是不是一個挑戰，有沒有浪費了我們在這個世
界的時間。回應神的呼召的本身就是生命的轉捩點，在
神的眼中是生命的轉捩點。你可以等，可以在20年後來
回應神，但這20年就浪費了。在世人的眼中，這20年
你賺了不少，但在神眼中，這20年就像保羅所說的是

（上接第二頁）

如糞土。我們今天作基督徒，追求的是什麼？如何迎見
我們的神？不是說我們預備好坐在這裡等神來，因為神
要的是我們現在與祂同心，同行，一直到耶穌基督再來
的時候。這才是一個正確，從宣教的角度來講基督徒應
有的人生觀。有時我們正在活出的生命不是很合乎神的
心意，神都明白。大衛一生當中有很多的錯誤，但是大
衛是神所愛的。神看事情和我們看事情是不一樣的。神
不是要求我們完美，神是要我們跟祂學習完美。有一次
我在新加坡擔任差傳聚會講員，牧師對我說，我們第一
次辦，不知道如何做差傳，最後請你呼召。那天講完道
我說我要呼召，但不是我要呼召你們，而是你們聽完信
息願意獻身的請出來。當詩班才開始唱，第一個就走出
來，之後就一個一個走出來，一共有28位。明白神的計
畫，明白回應神的呼召是我們生命轉捩點的時候，接下
來就是你對神的回應，因為神要祝福你，要使你的生命
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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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