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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是主，而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哥林多後書4:5）

異象：聯合眾教會，履行大使命，建立胸懷普世的宣教基地　　　　　　　　　　2011年8月 第十二期 Vol.12 August 2011

事工動態  感恩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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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6月)

預算 收人 支出 結餘 (赤字)

$69,775 $30,616 $68,258 ($-37,669)

$9,600 $7,146 $10,834 ($-3,688)

$4,000 $40,393 $35,918 $4,475

$27,500 $6,164 $12,000 ($-5,836)

$110,875 $84,319 $127,037 ($-42,718)

項      目
2011全年預算 $268,500

如何在教會推行差傳教育（下）

            林安國牧師
迪端玲筆錄　梁永勝摘要

教會如何有效地培育信徒參與宣教呢?

教會基本上需要有一個推動的架構，如果沒有弟

兄姐妹在教會做推動的工作，單單靠牧者一個人是非

常難以推動的。這一個推動的架構，在教會中被稱為

差傳部或差傳小組。最理想的是由牧者組成一個3至5

人的差傳部，大教會可能是10至11人，單數比較好，

盡可能是各團契都有人參與。差傳委員們要常常在一

起禱告，並推行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擬定一個方針。起初定的方針要簡單，不

要太複雜，如專門關懷中國少數民族。同時，要透過

主日講道、年會或宣教士見證來挑戰弟兄姐妹參與。

金錢方面，可以有信心的認獻、特別奉獻。我現在參

與的一間美國教會，他們的牧者每月都有一個宣教方

案。這些方案可能是幫助菲律賓一個教會建一個副堂，

或者幫助在中國的教會領袖，送他們一套書。這些方

案也可能為期幾個月。透過這些方案，也鼓勵弟兄姐

妹為宣教奉獻。

第二、從上而下地帶領信徒了解差傳的重要性，

裝備信徒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我們需要牧者和領袖們做這個訓練與裝備信徒的

工作。剛剛提到的差傳部/差傳小組，若加上牧者和

眾領袖的帶領，那麼教會在推行差傳教育時就容易很

多了。

差傳的教育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教會裏面內

部的教育，如自己辦的差傳年會，鼓勵弟兄姐妹出去

宣教；另一條路線在教會外面，好像我們來這裏參加

大會，讓弟兄姐妹將訊息與負擔帶回去教會。

宣教教育是一種頭腦與行動內外兼備的教育。如

果裏面有知識，卻沒有外在行動的話，那麼教育還只

是停留在頭腦而已。所以，要鼓勵信徒去短宣，去探

訪本地的西方宣教機構，或是在本地植堂，關心那些

做勞工的人，因為實務能幫助你更加明白你的知識。

好像我以前去印尼宣教，因為過去神學院很少提及宣

教，也很少關於宣教的訓練，所以毫無宣教理念和訓

練的情況下就去了。結果，在那裏五年，不但被印尼

政府抓去坐監牢、趕出境，有半年在首都雅加達被軟

禁，成為政治犯，教會的發展也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但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歷。得到這些經歷之後我

才去讀宣教，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如果早一點有宣教的

知識我就不必碰釘子了。因此，宣教教育好像火車軌

的兩條軌道，一條是頭腦的知識，另一條是實際的經

驗。教會先開一些課程來裝備弟兄姐妹，有頭腦知識

之後就讓他們出去實習。

――2008年基督徒大會專題信息

福音營

福音營已於5/28-30日在Cedar Lake Bible Conference 

Center舉行。總計有來自20間教會的341位成人、青少與兒

童參加，其中成人244位，包括90位慕道者與61位小組同工。

講員有黃雅憫牧師與師母、彭加榮牧師以及林恆志牧師。

基督徒音樂家商泉弟兄特別在會中演奏並分享見證。感謝

神的靈在營會中動奇妙的善工，共有28位慕道者決志信主。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2位是在小組裡由小組同工帶領決志

信主。這數字為歷年來最高，顯見神已使用福音營來裝備這

些小組同工逐步成為佈道的精兵，與得救的人一同歸給教

會。本次參加人數又再次超過營地容量。我們一面為此感

恩，也懇請一同來為福音營得以突破場地限制以帶動更深

更廣的福音浪潮向主呼求。

 

美歐校園福音策略大會

經過一年多的蘊釀與半年的密集籌備，此一期待多時

的校園事工大會已順利於6/22-25日在Wheaton College舉

行。共有來自美加、歐洲與台灣的253位校園事奉同工以及

牧者，包括22位講員與會，就如何贏得九零後學子歸主的

六方面議題展開熱切討論與交流。與會者均覺這次大會內

容非常具體實際，受益良多也心得激勵，期盼合辦單位能

繼續提供校園事工的交流平台與深入各種不同議題的校園

事工講座，讓各地的同工得以攜手來再次興起這片美歐校

園福音禾場。大會最後在全體與會者流淚牽手，彼此代禱，

互相祝福，再次委身校園的高潮中結束。相信有更多神大

能的作為將由此開始。

 

基督徒大會

2011基督徒大會按期在積極籌備中。場地(Radisson, 

Merrillville, IN)商洽已到了簽約的階段，小海報設計已完成

並在送印中，大會各部門負責同工也陸續回應邀請，請為這

些進展感恩。大會仍需大批服事同工，請為此代禱。中文節

目主題講員之一Dr.Paul Stevens在六月中通知我們，因妻

子近期發現有嚴重疾病，年底恐怕無法來芝加哥，請為師

母的身心靈健康與神的僕人求恩，請紀念節目部同工尋求

神的引導。

短宣

芝華宣道回應「為穆斯林禱告30天」的運動，請上芝

華網站(www.cccm.ws)「宣教資訊欄」查詢代禱資料，今年

全球穆斯林的齋月訂在8/1-8/30。愛穆協會的星火異象團

將在八月底成行(8/22-9/3)，有九位來自芝加哥、臺北、北

京、上海、南京的肢體報名參加，請為團隊領受愛穆的異

象禱告。

歡迎新同工

芝華宣道的事工日漸擴展，執行隊工人手早已嚴重不

足。感謝神帶領黃麗芬傳道從六月份開始加入執行隊工，

先擔任聘約同工六個月，待深入熟悉芝華各方面事工後，

再確認為正式全職同工。黃傳道生長於臺灣，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道學碩士與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有豐富

的牧會、教導與校園事奉經驗，熱心愛主，並對宣教有很

深的負擔，亦認同芝華宣道的異象與使命。願主使用她，

使芝華宣道的服事團隊與事工更加強健。

芝華夥伴募款餐會
 

為與許多參與或支持芝華宣道的牧者、同工、肢體一

同來數算主恩，展望今後的事工，今年將如昔於10/9日(主

日晚)在活水福音教會舉行「芝華夥伴募款餐會」。誠懇邀

請每一位關心芝華事工的弟兄姊妹來參加，與我們一同見

證神在這一年中奇妙的作為，並祂還要彰顯的榮耀。

請弟兄姐妹們繼續記念與支持芝華在財務上的需要

海外宣教21%
同工及行政51%

營會專款21%

短宣培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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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教會中推動宣教教育

1. 用講台信息做差傳教育

現在很少人在講台傳講宣教。中國教會善於講靈

修性的講道，很會講愛主、受苦的那種講道，但缺乏講

宣教或鼓勵教會做宣教工作的講道。比如以賽亞書49章

1-6節就是一篇很好的宣教講章，它講到以色列人在普

世的使命。這一段聖經有很多「使」字，「使」就是使

命的意思。神的子民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

直到地極。所以教會不單要向同胞傳福音，也要關心

普世教會整體的復興，要向萬民宣教，並且裝備自己。

2. 用主日學做差傳教育

我最早寫的書是《攀上高峰》，其中講到從聖經、

歷史、教會的角度看差傳，一共13課，讓信徒對宣教

有一個很簡單的整體認識。我另外寫了一套書名叫《念

恩情》，內容提到13位來華的宣教士，如戴德生、艾

得理等。這些宣教士的見證對青年人很有幫助，可以

作為主日學的教材。我最近出版了一本《訪宣訓練手

冊》，這是由於我們的短宣隊往往沒有經過訓練就跑

出去，有時候帶給宣教士很多的麻煩，產生很多的問題。

3. 現身見證的差傳教育

邀請一些回美的宣教士在教會中作見證，他們的

見證會增加信徒對宣教的認識和負擔。戴德生過去參

與英國人的差會，宣教士全都是英國人，那時內地會

的人力不足，就想要去美國、加拿大徵召更多的宣教

士。當時英國的差會不贊成，但戴德生覺得做主的工

作應該不限於英國人。當他到加拿大多倫多分享自己

生命的見證時，很多人受到感動而流淚。當時，他說

自己要在這裡徵召最少20對年輕夫婦和他一起回中國

向中國人傳福音。因他感人的生命見證，離開時真的

有20對年輕夫婦獻身參加內地會的工作。

4. 資料上的差傳教育

我們要在教會的圖書館或海報上經常向弟兄姐妹

提供宣教的資料，多買一些有關宣教士傳記、差傳神

學、宣教歷史、如何做一間差傳的教會、怎樣為差傳

禱告等的書籍。同時也張貼一些好的宣教文章或宣教

士通訊等。教會給的資料越多，弟兄姐妹就知道得越

多。

5. 禱告的差傳教育

用禱告來訓練弟兄姐妹關心宣教。比如設計一個

一週的禱告內容，每一天為一個項目禱告：星期一為

世界某個國家禱告；星期二為未得之民禱告；星期三

為中國某一省禱告；星期四為50個少數民族禱告；星

期五為分散的華人禱告（以色列有4萬華人，韓國有

25萬華人，及爾及斯有2萬華人……）；星期六為教會

事工禱告；星期日為自己的需要禱告。也可以設計週

末的禱告退修會，不但在神面前為自己靈命的復興和

教會的事工來禱告，也為宣教禱告。鼓勵信徒擴張禱

告的範圍，不只是列出誰病了、為主日講道禱告。如

果把宣教放進去，整個禱告會就不一樣了。

6. 家庭的差傳教育

使徒行傳中有五個宣教的家庭：馬可的家是一個

宣教禱告的家，腓利和他四個女兒努力傳福音，呂底

亞開放她的家接待宣教士（保羅），亞基拉、百居拉是

帶職宣教的家庭，提摩太的家是培育宣教士。我們以

他們五個家庭為借鏡，將宣教的禱告放在我們的家，一

家人努力傳福音，開放我們的家接待過境的宣教士，

在職業上為主作見證，培育第二代做主的工作。

絲路探訪的開啟

在這個萬物復甦的春季，我特別感恩。我有幸踏

上了為期三週的絲綢之路探訪之旅，探訪一些當地的

學生團契，途經中國西北部的五個城市。對於在江南

出生長大的我來說，這是一段特殊的旅程。

整個團隊行程中的點點滴滴，總是在我心頭縈繞

不已，揮之不去。看到很多，聽到很多，更是學到很

多。想起領隊說的一句話：「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

能去做什麼，就是去擁抱那些孩子吧！」當然，她所

做的比這多得多。

多年委身於當地團契的外籍帶領者、國內同工和

各民族的學生，在一起彼此互相服侍、互相勉勵。我

的心不斷地被觸動和鼓舞。上帝，實在是在各國、各

族、各民中揀選人來歸祂，讓我們這些蒙恩的人，共同

來敬拜這位創造的主！我可以有機會擁抱這些年輕而

剛剛信主的學生，陪著他們走一小段人生的道路，真

是感謝上帝。並且也祈求上帝，用祂的愛來撫平和醫

治他們生命中的傷痛，也得著他們的全部。他們將是

耶和華軍隊的中堅力量！

與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團契相比，與眾不同的是

他們很多人都對穆斯林有負擔，可能因為穆斯林就在

身邊的緣故。我也慢慢開始發現，越了解穆斯林多一

些，越覺得他們是人數龐大的福音未得之民，需要耶

穌基督的真光來照亮他們的生命。參觀西寧東關大寺

的那天，看到很多小白帽漸漸聚集在清真寺的門口。他

們一到那裏，剛剛站定，第一件事就會做「僕人敬聽

」的動作，雖然他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聽不懂阿拉伯

語！很多人每天都虔誠地作五次朝拜，卻仍然沒有得

救的確據，他們的盼望在哪裏？全球穆斯林人口已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我無知地聽到這麼驚人的數字！而

僅僅只有很少比例的弟兄姐妹在做穆斯林的工作。為

著穆民中間的福音事工的緣故，他們不得不盡量少與

漢族教會接觸。他們孤單又寂寞，他們需要我們的關

心和支持，也需要我們迫切的禱告！

一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全職同工，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如何被主所得，真是特別美的事。有個營會的

活動，那是一場「宴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幾

十位同工被分成四個族群；漢族、維族、藏族，以及

未得之民。漢族得到很多很多吃的，維族得到了幾個

饢，藏族得到了幾個糌粑，還有未得之民，他們在較

遠又較隱秘的地方，什麼吃的都沒有。漢族人，吃著

吃著，怎麼也吃不完，最後不得不倒掉！維族和藏族

也是自己吃自己的，勉強填飽肚子。而未得之民呢？

他們忍饑挨餓了很久，眼巴巴等著人去找他們。但是，

卻沒有人想到他們，尋找他們……

這張照片是當地的同工按照世界人口比例特別做

的！

右邊：深色的代表非基督徒，白色代表基督徒。

左邊：白色的代表未得之民，深色的代表在他們

中間的福音工人。

上帝在不斷邀請我們走出去，去看這個世代的需

要。誰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把自己的才力、財力、

體力、時間，都為著使人得以進入基督同在的永恒，

敬拜祂，一直到永永遠遠！

心中響起上帝的呼召，今天祂仍然在尋找……「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效法主的謙卑　完全獻上作活祭

周  曉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

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人。我們四面受

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

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哥林多後書4:7-9)

感謝讚美主！ 

去年冬天很冷，加上途中遇車禍，屬靈爭戰幾乎

使我失去了寶貴的機會來參加以「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為題的2010基督徒大會。感謝神的恩典和憐憫，

恩賜我平安和力量，增添和堅固我的信心，使我順利

到達了會場。感謝門徒保羅在羅馬書裏所寫的：既是

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

們呢？

正如以往參加的Urbana Missions Convention、生

命季刊的大會一樣，這次芝華宣道舉辦的基督徒大會

充滿了聖靈的恩膏和澆灌，神差派祂的敬虔僕人牧者

前來照看祂的羊群。王永信，馮秉誠，池金代和傅立

德等牧師們的信息，使我豐豐盛盛地得著了神純全的

訓誨、祝福和帶領，我的心充滿感恩，我的靈充滿喜樂。

感謝主的恩典！

當我整理大會筆記時，「謙卑」，「完全獻上」

和「活祭」等詞彙頻頻出現在我的眼前。大會的每一

位主題講員都存著敬畏神的心，傳講了效法主耶穌的

謙卑，並大發熱心地鼓勵了參與大會的眾弟兄姊妹要

忠心順服和事奉主，回應神的呼召，將自己的生命在

神的寶座前完全擺上作活祭，事奉和榮耀神的國度。

通過他們的講解，我對於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和事奉

的職分中效法主的謙卑，以及作為神的僕人如何在神

的寶座和旨意面前完全順服，如何完全擺上作活祭等

課題，有了更深刻的領受。就像神在歌羅西書裏所教

導的：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

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感謝聖靈的幫助

和帶領！

不禁想起2003年的Urbana Missions Convention，

聖靈感動我獻身宣教；四年後，神藉著我在中亞國家

的宣教實戰來熬煉我的謙卑、擺上與順服；以及神在

2008年恩待我和我先生，讓我們在芝華宣道的基督徒

大會上共同回應神的呼召，獻身全職事奉。如今，聖

靈又使用這次大會來感動和帶領我邁出往神學院接受

裝備這一步。回顧我這些年來與神同行的經歷，真可

謂百感交集。就像約伯所說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

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

悔。我不配做神的孩子，更不配事奉祂的國度。但創造

天地萬物的萬軍之耶和華神竟然願意接受、原諒、潔淨

和使用我這個驕傲、不義、軟弱和悖逆的罪魁，將大

能的寶貝，主耶穌基督的力量，放在我這無用無能的

瓦器裏，使我成為天國的榮耀器皿，我很感恩！

唯有神的恩典和愛，能使我浪子回頭，脫去舊我，

穿上新我。唯有主的憐憫和幫助，能潔淨和裝備我，

並允許我親身經歷祂豐豐盛盛的恩典和憐憫，帶領我

走事奉天國和傳揚福音的道路。耶和華神實實在在是

信實和滿有耐心的，祂與我們同在，祂大能的手親自

成就祂的旨意，我們可以凡事信靠祂！正如門徒保羅在

腓立比書裏所說的：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2010基督徒大會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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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教會中推動宣教教育

1. 用講台信息做差傳教育

現在很少人在講台傳講宣教。中國教會善於講靈

修性的講道，很會講愛主、受苦的那種講道，但缺乏講

宣教或鼓勵教會做宣教工作的講道。比如以賽亞書49章

1-6節就是一篇很好的宣教講章，它講到以色列人在普

世的使命。這一段聖經有很多「使」字，「使」就是使

命的意思。神的子民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

直到地極。所以教會不單要向同胞傳福音，也要關心

普世教會整體的復興，要向萬民宣教，並且裝備自己。

2. 用主日學做差傳教育

我最早寫的書是《攀上高峰》，其中講到從聖經、

歷史、教會的角度看差傳，一共13課，讓信徒對宣教

有一個很簡單的整體認識。我另外寫了一套書名叫《念

恩情》，內容提到13位來華的宣教士，如戴德生、艾

得理等。這些宣教士的見證對青年人很有幫助，可以

作為主日學的教材。我最近出版了一本《訪宣訓練手

冊》，這是由於我們的短宣隊往往沒有經過訓練就跑

出去，有時候帶給宣教士很多的麻煩，產生很多的問題。

3. 現身見證的差傳教育

邀請一些回美的宣教士在教會中作見證，他們的

見證會增加信徒對宣教的認識和負擔。戴德生過去參

與英國人的差會，宣教士全都是英國人，那時內地會

的人力不足，就想要去美國、加拿大徵召更多的宣教

士。當時英國的差會不贊成，但戴德生覺得做主的工

作應該不限於英國人。當他到加拿大多倫多分享自己

生命的見證時，很多人受到感動而流淚。當時，他說

自己要在這裡徵召最少20對年輕夫婦和他一起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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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通訊等。教會給的資料越多，弟兄姐妹就知道得越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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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禱告來訓練弟兄姐妹關心宣教。比如設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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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事工來禱告，也為宣教禱告。鼓勵信徒擴張禱

告的範圍，不只是列出誰病了、為主日講道禱告。如

果把宣教放進去，整個禱告會就不一樣了。

6. 家庭的差傳教育

使徒行傳中有五個宣教的家庭：馬可的家是一個

宣教禱告的家，腓利和他四個女兒努力傳福音，呂底

亞開放她的家接待宣教士（保羅），亞基拉、百居拉是

帶職宣教的家庭，提摩太的家是培育宣教士。我們以

他們五個家庭為借鏡，將宣教的禱告放在我們的家，一

家人努力傳福音，開放我們的家接待過境的宣教士，

在職業上為主作見證，培育第二代做主的工作。

絲路探訪的開啟

在這個萬物復甦的春季，我特別感恩。我有幸踏

上了為期三週的絲綢之路探訪之旅，探訪一些當地的

學生團契，途經中國西北部的五個城市。對於在江南

出生長大的我來說，這是一段特殊的旅程。

整個團隊行程中的點點滴滴，總是在我心頭縈繞

不已，揮之不去。看到很多，聽到很多，更是學到很

多。想起領隊說的一句話：「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

能去做什麼，就是去擁抱那些孩子吧！」當然，她所

做的比這多得多。

多年委身於當地團契的外籍帶領者、國內同工和

各民族的學生，在一起彼此互相服侍、互相勉勵。我

的心不斷地被觸動和鼓舞。上帝，實在是在各國、各

族、各民中揀選人來歸祂，讓我們這些蒙恩的人，共同

來敬拜這位創造的主！我可以有機會擁抱這些年輕而

剛剛信主的學生，陪著他們走一小段人生的道路，真

是感謝上帝。並且也祈求上帝，用祂的愛來撫平和醫

治他們生命中的傷痛，也得著他們的全部。他們將是

耶和華軍隊的中堅力量！

與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團契相比，與眾不同的是

他們很多人都對穆斯林有負擔，可能因為穆斯林就在

身邊的緣故。我也慢慢開始發現，越了解穆斯林多一

些，越覺得他們是人數龐大的福音未得之民，需要耶

穌基督的真光來照亮他們的生命。參觀西寧東關大寺

的那天，看到很多小白帽漸漸聚集在清真寺的門口。他

們一到那裏，剛剛站定，第一件事就會做「僕人敬聽

」的動作，雖然他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聽不懂阿拉伯

語！很多人每天都虔誠地作五次朝拜，卻仍然沒有得

救的確據，他們的盼望在哪裏？全球穆斯林人口已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我無知地聽到這麼驚人的數字！而

僅僅只有很少比例的弟兄姐妹在做穆斯林的工作。為

著穆民中間的福音事工的緣故，他們不得不盡量少與

漢族教會接觸。他們孤單又寂寞，他們需要我們的關

心和支持，也需要我們迫切的禱告！

一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全職同工，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如何被主所得，真是特別美的事。有個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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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主的謙卑　完全獻上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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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會增加信徒對宣教的認識和負擔。戴德生過去參

與英國人的差會，宣教士全都是英國人，那時內地會

的人力不足，就想要去美國、加拿大徵召更多的宣教

士。當時英國的差會不贊成，但戴德生覺得做主的工

作應該不限於英國人。當他到加拿大多倫多分享自己

生命的見證時，很多人受到感動而流淚。當時，他說

自己要在這裡徵召最少20對年輕夫婦和他一起回中國

向中國人傳福音。因他感人的生命見證，離開時真的

有20對年輕夫婦獻身參加內地會的工作。

4. 資料上的差傳教育

我們要在教會的圖書館或海報上經常向弟兄姐妹

提供宣教的資料，多買一些有關宣教士傳記、差傳神

學、宣教歷史、如何做一間差傳的教會、怎樣為差傳

禱告等的書籍。同時也張貼一些好的宣教文章或宣教

士通訊等。教會給的資料越多，弟兄姐妹就知道得越

多。

5. 禱告的差傳教育

用禱告來訓練弟兄姐妹關心宣教。比如設計一個

一週的禱告內容，每一天為一個項目禱告：星期一為

世界某個國家禱告；星期二為未得之民禱告；星期三

為中國某一省禱告；星期四為50個少數民族禱告；星

期五為分散的華人禱告（以色列有4萬華人，韓國有

25萬華人，及爾及斯有2萬華人……）；星期六為教會

事工禱告；星期日為自己的需要禱告。也可以設計週

末的禱告退修會，不但在神面前為自己靈命的復興和

教會的事工來禱告，也為宣教禱告。鼓勵信徒擴張禱

告的範圍，不只是列出誰病了、為主日講道禱告。如

果把宣教放進去，整個禱告會就不一樣了。

6. 家庭的差傳教育

使徒行傳中有五個宣教的家庭：馬可的家是一個

宣教禱告的家，腓利和他四個女兒努力傳福音，呂底

亞開放她的家接待宣教士（保羅），亞基拉、百居拉是

帶職宣教的家庭，提摩太的家是培育宣教士。我們以

他們五個家庭為借鏡，將宣教的禱告放在我們的家，一

家人努力傳福音，開放我們的家接待過境的宣教士，

在職業上為主作見證，培育第二代做主的工作。

絲路探訪的開啟

在這個萬物復甦的春季，我特別感恩。我有幸踏

上了為期三週的絲綢之路探訪之旅，探訪一些當地的

學生團契，途經中國西北部的五個城市。對於在江南

出生長大的我來說，這是一段特殊的旅程。

整個團隊行程中的點點滴滴，總是在我心頭縈繞

不已，揮之不去。看到很多，聽到很多，更是學到很

多。想起領隊說的一句話：「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

能去做什麼，就是去擁抱那些孩子吧！」當然，她所

做的比這多得多。

多年委身於當地團契的外籍帶領者、國內同工和

各民族的學生，在一起彼此互相服侍、互相勉勵。我

的心不斷地被觸動和鼓舞。上帝，實在是在各國、各

族、各民中揀選人來歸祂，讓我們這些蒙恩的人，共同

來敬拜這位創造的主！我可以有機會擁抱這些年輕而

剛剛信主的學生，陪著他們走一小段人生的道路，真

是感謝上帝。並且也祈求上帝，用祂的愛來撫平和醫

治他們生命中的傷痛，也得著他們的全部。他們將是

耶和華軍隊的中堅力量！

與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團契相比，與眾不同的是

他們很多人都對穆斯林有負擔，可能因為穆斯林就在

身邊的緣故。我也慢慢開始發現，越了解穆斯林多一

些，越覺得他們是人數龐大的福音未得之民，需要耶

穌基督的真光來照亮他們的生命。參觀西寧東關大寺

的那天，看到很多小白帽漸漸聚集在清真寺的門口。他

們一到那裏，剛剛站定，第一件事就會做「僕人敬聽

」的動作，雖然他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聽不懂阿拉伯

語！很多人每天都虔誠地作五次朝拜，卻仍然沒有得

救的確據，他們的盼望在哪裏？全球穆斯林人口已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我無知地聽到這麼驚人的數字！而

僅僅只有很少比例的弟兄姐妹在做穆斯林的工作。為

著穆民中間的福音事工的緣故，他們不得不盡量少與

漢族教會接觸。他們孤單又寂寞，他們需要我們的關

心和支持，也需要我們迫切的禱告！

一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全職同工，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如何被主所得，真是特別美的事。有個營會的

活動，那是一場「宴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幾

十位同工被分成四個族群；漢族、維族、藏族，以及

未得之民。漢族得到很多很多吃的，維族得到了幾個

饢，藏族得到了幾個糌粑，還有未得之民，他們在較

遠又較隱秘的地方，什麼吃的都沒有。漢族人，吃著

吃著，怎麼也吃不完，最後不得不倒掉！維族和藏族

也是自己吃自己的，勉強填飽肚子。而未得之民呢？

他們忍饑挨餓了很久，眼巴巴等著人去找他們。但是，

卻沒有人想到他們，尋找他們……

這張照片是當地的同工按照世界人口比例特別做

的！

右邊：深色的代表非基督徒，白色代表基督徒。

左邊：白色的代表未得之民，深色的代表在他們

中間的福音工人。

上帝在不斷邀請我們走出去，去看這個世代的需

要。誰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把自己的才力、財力、

體力、時間，都為著使人得以進入基督同在的永恒，

敬拜祂，一直到永永遠遠！

心中響起上帝的呼召，今天祂仍然在尋找……「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效法主的謙卑　完全獻上作活祭

周  曉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

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人。我們四面受

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

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哥林多後書4:7-9)

感謝讚美主！ 

去年冬天很冷，加上途中遇車禍，屬靈爭戰幾乎

使我失去了寶貴的機會來參加以「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為題的2010基督徒大會。感謝神的恩典和憐憫，

恩賜我平安和力量，增添和堅固我的信心，使我順利

到達了會場。感謝門徒保羅在羅馬書裏所寫的：既是

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

們呢？

正如以往參加的Urbana Missions Convention、生

命季刊的大會一樣，這次芝華宣道舉辦的基督徒大會

充滿了聖靈的恩膏和澆灌，神差派祂的敬虔僕人牧者

前來照看祂的羊群。王永信，馮秉誠，池金代和傅立

德等牧師們的信息，使我豐豐盛盛地得著了神純全的

訓誨、祝福和帶領，我的心充滿感恩，我的靈充滿喜樂。

感謝主的恩典！

當我整理大會筆記時，「謙卑」，「完全獻上」

和「活祭」等詞彙頻頻出現在我的眼前。大會的每一

位主題講員都存著敬畏神的心，傳講了效法主耶穌的

謙卑，並大發熱心地鼓勵了參與大會的眾弟兄姊妹要

忠心順服和事奉主，回應神的呼召，將自己的生命在

神的寶座前完全擺上作活祭，事奉和榮耀神的國度。

通過他們的講解，我對於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和事奉

的職分中效法主的謙卑，以及作為神的僕人如何在神

的寶座和旨意面前完全順服，如何完全擺上作活祭等

課題，有了更深刻的領受。就像神在歌羅西書裏所教

導的：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

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感謝聖靈的幫助

和帶領！

不禁想起2003年的Urbana Missions Convention，

聖靈感動我獻身宣教；四年後，神藉著我在中亞國家

的宣教實戰來熬煉我的謙卑、擺上與順服；以及神在

2008年恩待我和我先生，讓我們在芝華宣道的基督徒

大會上共同回應神的呼召，獻身全職事奉。如今，聖

靈又使用這次大會來感動和帶領我邁出往神學院接受

裝備這一步。回顧我這些年來與神同行的經歷，真可

謂百感交集。就像約伯所說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

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

悔。我不配做神的孩子，更不配事奉祂的國度。但創造

天地萬物的萬軍之耶和華神竟然願意接受、原諒、潔淨

和使用我這個驕傲、不義、軟弱和悖逆的罪魁，將大

能的寶貝，主耶穌基督的力量，放在我這無用無能的

瓦器裏，使我成為天國的榮耀器皿，我很感恩！

唯有神的恩典和愛，能使我浪子回頭，脫去舊我，

穿上新我。唯有主的憐憫和幫助，能潔淨和裝備我，

並允許我親身經歷祂豐豐盛盛的恩典和憐憫，帶領我

走事奉天國和傳揚福音的道路。耶和華神實實在在是

信實和滿有耐心的，祂與我們同在，祂大能的手親自

成就祂的旨意，我們可以凡事信靠祂！正如門徒保羅在

腓立比書裏所說的：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2010基督徒大會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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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是主，而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哥林多後書4:5）

異象：聯合眾教會，履行大使命，建立胸懷普世的宣教基地　　　　　　　　　　2011年8月 第十二期 Vol.12 August 2011

事工動態  感恩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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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6月)

預算 收人 支出 結餘 (赤字)

$69,775 $30,616 $68,258 ($-37,669)

$9,600 $7,146 $10,834 ($-3,688)

$4,000 $40,393 $35,918 $4,475

$27,500 $6,164 $12,000 ($-5,836)

$110,875 $84,319 $127,037 ($-42,718)

項      目
2011全年預算 $268,500

如何在教會推行差傳教育（下）

            林安國牧師
迪端玲筆錄　梁永勝摘要

教會如何有效地培育信徒參與宣教呢?

教會基本上需要有一個推動的架構，如果沒有弟

兄姐妹在教會做推動的工作，單單靠牧者一個人是非

常難以推動的。這一個推動的架構，在教會中被稱為

差傳部或差傳小組。最理想的是由牧者組成一個3至5

人的差傳部，大教會可能是10至11人，單數比較好，

盡可能是各團契都有人參與。差傳委員們要常常在一

起禱告，並推行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擬定一個方針。起初定的方針要簡單，不

要太複雜，如專門關懷中國少數民族。同時，要透過

主日講道、年會或宣教士見證來挑戰弟兄姐妹參與。

金錢方面，可以有信心的認獻、特別奉獻。我現在參

與的一間美國教會，他們的牧者每月都有一個宣教方

案。這些方案可能是幫助菲律賓一個教會建一個副堂，

或者幫助在中國的教會領袖，送他們一套書。這些方

案也可能為期幾個月。透過這些方案，也鼓勵弟兄姐

妹為宣教奉獻。

第二、從上而下地帶領信徒了解差傳的重要性，

裝備信徒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我們需要牧者和領袖們做這個訓練與裝備信徒的

工作。剛剛提到的差傳部/差傳小組，若加上牧者和

眾領袖的帶領，那麼教會在推行差傳教育時就容易很

多了。

差傳的教育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教會裏面內

部的教育，如自己辦的差傳年會，鼓勵弟兄姐妹出去

宣教；另一條路線在教會外面，好像我們來這裏參加

大會，讓弟兄姐妹將訊息與負擔帶回去教會。

宣教教育是一種頭腦與行動內外兼備的教育。如

果裏面有知識，卻沒有外在行動的話，那麼教育還只

是停留在頭腦而已。所以，要鼓勵信徒去短宣，去探

訪本地的西方宣教機構，或是在本地植堂，關心那些

做勞工的人，因為實務能幫助你更加明白你的知識。

好像我以前去印尼宣教，因為過去神學院很少提及宣

教，也很少關於宣教的訓練，所以毫無宣教理念和訓

練的情況下就去了。結果，在那裏五年，不但被印尼

政府抓去坐監牢、趕出境，有半年在首都雅加達被軟

禁，成為政治犯，教會的發展也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但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歷。得到這些經歷之後我

才去讀宣教，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如果早一點有宣教的

知識我就不必碰釘子了。因此，宣教教育好像火車軌

的兩條軌道，一條是頭腦的知識，另一條是實際的經

驗。教會先開一些課程來裝備弟兄姐妹，有頭腦知識

之後就讓他們出去實習。

――2008年基督徒大會專題信息

福音營

福音營已於5/28-30日在Cedar Lake Bible Conference 

Center舉行。總計有來自20間教會的341位成人、青少與兒

童參加，其中成人244位，包括90位慕道者與61位小組同工。

講員有黃雅憫牧師與師母、彭加榮牧師以及林恆志牧師。

基督徒音樂家商泉弟兄特別在會中演奏並分享見證。感謝

神的靈在營會中動奇妙的善工，共有28位慕道者決志信主。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2位是在小組裡由小組同工帶領決志

信主。這數字為歷年來最高，顯見神已使用福音營來裝備這

些小組同工逐步成為佈道的精兵，與得救的人一同歸給教

會。本次參加人數又再次超過營地容量。我們一面為此感

恩，也懇請一同來為福音營得以突破場地限制以帶動更深

更廣的福音浪潮向主呼求。

 

美歐校園福音策略大會

經過一年多的蘊釀與半年的密集籌備，此一期待多時

的校園事工大會已順利於6/22-25日在Wheaton College舉

行。共有來自美加、歐洲與台灣的253位校園事奉同工以及

牧者，包括22位講員與會，就如何贏得九零後學子歸主的

六方面議題展開熱切討論與交流。與會者均覺這次大會內

容非常具體實際，受益良多也心得激勵，期盼合辦單位能

繼續提供校園事工的交流平台與深入各種不同議題的校園

事工講座，讓各地的同工得以攜手來再次興起這片美歐校

園福音禾場。大會最後在全體與會者流淚牽手，彼此代禱，

互相祝福，再次委身校園的高潮中結束。相信有更多神大

能的作為將由此開始。

 

基督徒大會

2011基督徒大會按期在積極籌備中。場地(Radisson, 

Merrillville, IN)商洽已到了簽約的階段，小海報設計已完成

並在送印中，大會各部門負責同工也陸續回應邀請，請為這

些進展感恩。大會仍需大批服事同工，請為此代禱。中文節

目主題講員之一Dr.Paul Stevens在六月中通知我們，因妻

子近期發現有嚴重疾病，年底恐怕無法來芝加哥，請為師

母的身心靈健康與神的僕人求恩，請紀念節目部同工尋求

神的引導。

短宣

芝華宣道回應「為穆斯林禱告30天」的運動，請上芝

華網站(www.cccm.ws)「宣教資訊欄」查詢代禱資料，今年

全球穆斯林的齋月訂在8/1-8/30。愛穆協會的星火異象團

將在八月底成行(8/22-9/3)，有九位來自芝加哥、臺北、北

京、上海、南京的肢體報名參加，請為團隊領受愛穆的異

象禱告。

歡迎新同工

芝華宣道的事工日漸擴展，執行隊工人手早已嚴重不

足。感謝神帶領黃麗芬傳道從六月份開始加入執行隊工，

先擔任聘約同工六個月，待深入熟悉芝華各方面事工後，

再確認為正式全職同工。黃傳道生長於臺灣，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道學碩士與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有豐富

的牧會、教導與校園事奉經驗，熱心愛主，並對宣教有很

深的負擔，亦認同芝華宣道的異象與使命。願主使用她，

使芝華宣道的服事團隊與事工更加強健。

芝華夥伴募款餐會
 

為與許多參與或支持芝華宣道的牧者、同工、肢體一

同來數算主恩，展望今後的事工，今年將如昔於10/9日(主

日晚)在活水福音教會舉行「芝華夥伴募款餐會」。誠懇邀

請每一位關心芝華事工的弟兄姊妹來參加，與我們一同見

證神在這一年中奇妙的作為，並祂還要彰顯的榮耀。

請弟兄姐妹們繼續記念與支持芝華在財務上的需要

海外宣教21%
同工及行政51%

營會專款21%

短宣培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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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C h i c a g o  C h i n e s e  C h r i s t i a n  M i s s i o n s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是主，而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哥林多後書4:5）

異象：聯合眾教會，履行大使命，建立胸懷普世的宣教基地　　　　　　　　　　2011年8月 第十二期 Vol.12 August 2011

事工動態  感恩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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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6月)

預算 收人 支出 結餘 (赤字)

$69,775 $30,616 $68,258 ($-37,669)

$9,600 $7,146 $10,834 ($-3,688)

$4,000 $40,393 $35,918 $4,475

$27,500 $6,164 $12,000 ($-5,836)

$110,875 $84,319 $127,037 ($-42,718)

項      目
2011全年預算 $268,500

如何在教會推行差傳教育（下）

            林安國牧師
迪端玲筆錄　梁永勝摘要

教會如何有效地培育信徒參與宣教呢?

教會基本上需要有一個推動的架構，如果沒有弟

兄姐妹在教會做推動的工作，單單靠牧者一個人是非

常難以推動的。這一個推動的架構，在教會中被稱為

差傳部或差傳小組。最理想的是由牧者組成一個3至5

人的差傳部，大教會可能是10至11人，單數比較好，

盡可能是各團契都有人參與。差傳委員們要常常在一

起禱告，並推行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擬定一個方針。起初定的方針要簡單，不

要太複雜，如專門關懷中國少數民族。同時，要透過

主日講道、年會或宣教士見證來挑戰弟兄姐妹參與。

金錢方面，可以有信心的認獻、特別奉獻。我現在參

與的一間美國教會，他們的牧者每月都有一個宣教方

案。這些方案可能是幫助菲律賓一個教會建一個副堂，

或者幫助在中國的教會領袖，送他們一套書。這些方

案也可能為期幾個月。透過這些方案，也鼓勵弟兄姐

妹為宣教奉獻。

第二、從上而下地帶領信徒了解差傳的重要性，

裝備信徒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我們需要牧者和領袖們做這個訓練與裝備信徒的

工作。剛剛提到的差傳部/差傳小組，若加上牧者和

眾領袖的帶領，那麼教會在推行差傳教育時就容易很

多了。

差傳的教育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教會裏面內

部的教育，如自己辦的差傳年會，鼓勵弟兄姐妹出去

宣教；另一條路線在教會外面，好像我們來這裏參加

大會，讓弟兄姐妹將訊息與負擔帶回去教會。

宣教教育是一種頭腦與行動內外兼備的教育。如

果裏面有知識，卻沒有外在行動的話，那麼教育還只

是停留在頭腦而已。所以，要鼓勵信徒去短宣，去探

訪本地的西方宣教機構，或是在本地植堂，關心那些

做勞工的人，因為實務能幫助你更加明白你的知識。

好像我以前去印尼宣教，因為過去神學院很少提及宣

教，也很少關於宣教的訓練，所以毫無宣教理念和訓

練的情況下就去了。結果，在那裏五年，不但被印尼

政府抓去坐監牢、趕出境，有半年在首都雅加達被軟

禁，成為政治犯，教會的發展也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但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歷。得到這些經歷之後我

才去讀宣教，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如果早一點有宣教的

知識我就不必碰釘子了。因此，宣教教育好像火車軌

的兩條軌道，一條是頭腦的知識，另一條是實際的經

驗。教會先開一些課程來裝備弟兄姐妹，有頭腦知識

之後就讓他們出去實習。

――2008年基督徒大會專題信息

福音營

福音營已於5/28-30日在Cedar Lake Bible Conference 

Center舉行。總計有來自20間教會的341位成人、青少與兒

童參加，其中成人244位，包括90位慕道者與61位小組同工。

講員有黃雅憫牧師與師母、彭加榮牧師以及林恆志牧師。

基督徒音樂家商泉弟兄特別在會中演奏並分享見證。感謝

神的靈在營會中動奇妙的善工，共有28位慕道者決志信主。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2位是在小組裡由小組同工帶領決志

信主。這數字為歷年來最高，顯見神已使用福音營來裝備這

些小組同工逐步成為佈道的精兵，與得救的人一同歸給教

會。本次參加人數又再次超過營地容量。我們一面為此感

恩，也懇請一同來為福音營得以突破場地限制以帶動更深

更廣的福音浪潮向主呼求。

 

美歐校園福音策略大會

經過一年多的蘊釀與半年的密集籌備，此一期待多時

的校園事工大會已順利於6/22-25日在Wheaton College舉

行。共有來自美加、歐洲與台灣的253位校園事奉同工以及

牧者，包括22位講員與會，就如何贏得九零後學子歸主的

六方面議題展開熱切討論與交流。與會者均覺這次大會內

容非常具體實際，受益良多也心得激勵，期盼合辦單位能

繼續提供校園事工的交流平台與深入各種不同議題的校園

事工講座，讓各地的同工得以攜手來再次興起這片美歐校

園福音禾場。大會最後在全體與會者流淚牽手，彼此代禱，

互相祝福，再次委身校園的高潮中結束。相信有更多神大

能的作為將由此開始。

 

基督徒大會

2011基督徒大會按期在積極籌備中。場地(Radisson, 

Merrillville, IN)商洽已到了簽約的階段，小海報設計已完成

並在送印中，大會各部門負責同工也陸續回應邀請，請為這

些進展感恩。大會仍需大批服事同工，請為此代禱。中文節

目主題講員之一Dr.Paul Stevens在六月中通知我們，因妻

子近期發現有嚴重疾病，年底恐怕無法來芝加哥，請為師

母的身心靈健康與神的僕人求恩，請紀念節目部同工尋求

神的引導。

短宣

芝華宣道回應「為穆斯林禱告30天」的運動，請上芝

華網站(www.cccm.ws)「宣教資訊欄」查詢代禱資料，今年

全球穆斯林的齋月訂在8/1-8/30。愛穆協會的星火異象團

將在八月底成行(8/22-9/3)，有九位來自芝加哥、臺北、北

京、上海、南京的肢體報名參加，請為團隊領受愛穆的異

象禱告。

歡迎新同工

芝華宣道的事工日漸擴展，執行隊工人手早已嚴重不

足。感謝神帶領黃麗芬傳道從六月份開始加入執行隊工，

先擔任聘約同工六個月，待深入熟悉芝華各方面事工後，

再確認為正式全職同工。黃傳道生長於臺灣，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道學碩士與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有豐富

的牧會、教導與校園事奉經驗，熱心愛主，並對宣教有很

深的負擔，亦認同芝華宣道的異象與使命。願主使用她，

使芝華宣道的服事團隊與事工更加強健。

芝華夥伴募款餐會
 

為與許多參與或支持芝華宣道的牧者、同工、肢體一

同來數算主恩，展望今後的事工，今年將如昔於10/9日(主

日晚)在活水福音教會舉行「芝華夥伴募款餐會」。誠懇邀

請每一位關心芝華事工的弟兄姊妹來參加，與我們一同見

證神在這一年中奇妙的作為，並祂還要彰顯的榮耀。

請弟兄姐妹們繼續記念與支持芝華在財務上的需要

海外宣教21%
同工及行政51%

營會專款21%

短宣培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