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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動員宣教」1一文中提

及：現代軍事家公認戰事決勝的關鍵

在於前後方的動員配搭。前方有訓練

有素的軍隊，後方有機動高效的支

援，而軍事訓練的重要與人力資源

的儲備，就不在話下。宣教是一場

長期的屬靈爭戰，耶穌把這場最終必

勝的爭戰，託付給一代代的門徒(太

28:18-20)。放眼今天的軍事訓練與

門徒訓練有個共通之處：軍訓是把普

通老百姓變成一個愛國愛民的軍人，

門訓是把單顧自己的普通信徒翻轉成

一個愛神愛人的基督門徒。

兩千年前耶穌在加利利傳道兩

年多，已有很多人跟随衪。當衪要

轉往猶大地與耶路撒冷時，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

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可8:34)。耶穌用「若有」和「就

當」對眾人明白表示，要跟從衪往前走必須先作個

選擇，就是確認誰是主，作個定意跟随的門徒，毫

不含糊地以捨己背十字架的態度，過每天的生活

(路9:23)。

戴德生對中國宣教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

的許多名言中，有一句少被引用卻是他一生宣教的

原動力：“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衪就全然不是你

的主了(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我們可以看見，他骨子裡先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基督跟随者，所以才會說：“假

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

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

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衪所作的，會嫌太

多嗎？”

耶穌要門徒選擇每天過捨己背十架的生活。用

今天的話來說，捨己2可說是放下自己(ego)，背十

架3可謂面對自己的罪債(sin)，藉著悔改支取赦罪

的恩典。筆者信主愈久，愈能體會從罪根而來的自

我中心和它所造成的轄制，也更加領會要天天面對

殘餘的罪根，徹底的悔罪更新。順此提醒，當人定

意跟随主時，可能會為主名受苦或為義受逼迫，這

是主所許可的；然而，許多人生苦痛的境遇4，因本

質不同不宜以背負十架或走十架道路來形容。

耶穌在這段話的末了又說：“凡在這淫亂罪惡

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衪父的

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

恥的”(可8:38)。衪用現在與將來，罪惡與聖潔，

可恥與榮耀的對比，襯托出衪降世為人的最終目

的，就是彰顯父神的榮耀(約17:4)；衪也要門徒被

神的榮耀吸引來定意跟随主，在今天的世代中彰顯

神的榮耀。

定
意
跟
隨 

洪
保
利
牧
師

1.芝華通訊第十期(2010.10)主題文章。

2.耶穌說捨己，但沒說捨命。衪沒有要門徒否定、看扁、放

棄自己，甚或唯唯諾諾，任人踐踏。捨己或可說是放下自

己的身段、職位、權力、擁有等等，毫無保留地將一切全

然獻上，讓主使用。

3.耶穌說背十架，沒說要自討苦吃。衪要門徒天天背負，因

自己罪根所帶來的本該受罰的痛苦、傷害、羞辱，卻因主

耶穌十架上的代贖和自己的徹底悔罪更新，過犯得以赦

免，罪債不再被記念，讓羞辱變成浩大的恩典。

4.如夫妻吵架，老板欺負，生病失業，誤入歧途，作錯行

惡，甚或天災人禍等，本質與為主名受苦或為義受逼迫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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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宣道為了進一步動員宣教，在推動福音宣

教十年後，開始與眾教會關注門徒生命的深度。一

年來竭力學習耶穌的造就模式，發掘在關係透明的

3-5人小組中，尊主為主(Lordship)，靠神的話語

專注生命的翻轉(Christlikeness)，定意繁衍門徒

(Reproducibility)，帶來了彼此的激勵。現有十六

個門徒造就小組在七家芝加哥區的教會中進行(參

看本期王倚真傳道一文)。在這場宣教動員的爭戰

中，我們可以在教會中一起學習門徒造就，以便隨

機蒙召在萬民中造就門徒。今年底的基督徒大會將

強調以教會的門徒造就為基礎，激發門徒在職場、

家庭與生活圈中活出基督。

  

筆者深信神的話語必要成就！衪的榮耀一定要

在定意跟随衪的門徒身上彰顯，影響更多的肢體與

教會，儲備扎實的基督門徒，隨時等候聖靈的動員

令，在後方或前線與神同工，引領普世福音未得之

民，歸向基督榮耀的國度。

學做基督門徒
王倚真傳道

感謝主，藉著芝華宣道的異象，把我們帶進一個與

往常有所不同的門訓學習當中。其不同首先是，參與者

須先在神面前慎重禱告尋求，願意委身於這樣的一個學

習當中，而不是被動地因受邀而為之。

再者，就是明確這個門訓的目的，不單

是增加聖經知識，更是要在生命的更新

方面有所突破。

如何突破？箴言4：23節說，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在這個

門訓中，我們把學習的重點放在深入了

解，認真思想每課的『核心真理』所強

調的聖經真理，並對照我們個人目前的

心思、意念和言行，找出這些核心真理對我們有什麼提

示、勸誡、教導？我們如何把所學到的真理用在實際生

活中？

為了達到心意更新、生命改變的目的，我們相約從

最基本的做起，例如：為了操練有正常的靈修生活。有

的姐妹願意立志改變以往的作息習慣，撇棄一些個人嗜

好而節省出時間來讀經禱告親近神。神的信實讓我們經

歷到只要我們願意信靠，神就扶持引導我們走在祂所喜

悅的道路上。我們跟神的關係也就逐漸改善，跟人的關

係自然也會好起來。一位參加門訓的姐妹說，有一天她

的先生突然對她說，“嗨，我發現自

從你參加了這個門訓之後，你跟我發

火的次數好像少了很多唉！看來這個

學習很有幫助……。我也應該回到週

五的查經小組……。”感謝主，這位

先生果真又回到了週五的查經小組。

在過去這七個多月的學習中，我

們最大的收穫應該說是從《合神心意

的門徒》這本書所設計的問題，學習

到如何更深入地了解聖經真理的核心所在，並圍繞這核

心真理反復思想，並對照自己的心思意念、言語行為，

且靠著聖靈加給的力量來糾正過去的一些錯誤觀念和行

為，學習以信心和順服來回應神的恩召，作一個名符其

實的耶穌基督的門徒，就如教材中第29頁的核心真理所

強調的：“門徒乃是以信心順服回應主耶穌恩召的人。

成為一位門徒，乃是願意一生不斷地捨己，並讓耶穌基

督在我們生命中活出來的整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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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福音策略大會上，臺灣校園團契的經驗對

我觸動最深。他們適應年輕人的靈活，多樣服事方式

和技巧固然很有啟發，但更激發我思考的卻是他們從

學生時代就被塑造成型的團隊文化，一代一代奉獻生

命的使命傳承，以及體貼神心意的國度觀念。

基督徒的團隊當然要形成以基督價值觀為核心的

文化。但事實上，在服事中我們經常不自覺地帶入過

多的積習。尤其對我這種成年後才接受福音的第一代

信徒，由於在世俗思潮和原有的家庭環境中淫浸過

久，“革面”容易“洗心”難。即使是在自以為有恩

賜的部分，也需要在真光活水中被照耀洗淨，不可被

表面的服事果效給迷惑住。首先需要從罪的污染中打

撈自己，否則自我感覺良好的服事很可能終究絆倒

人。

神曾藉著一次短宣改變了我對“90後”的看法。

當時，我與一群初信的本科生同工。出發前他們許多

人還不知道該如何與人分享福音，我建議他們放膽講

述自己之所以信的原因，告訴同齡人自己最被主觸動

的部分，而不去硬背四律。結果神就使用這些單純的

心，一次得著十幾位年輕人，他們自己也大大經歷了

神。相較之前與成熟同工合作的經歷，大家說話都格

外注意技巧，許多需要提醒、注意的地方都互不開

口。“90後”的寶貴就在於他們有機會信主之後，就

建立或委身在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團隊文化裏。他們

被神修剪起來還不會那麼痛，在服事中經歷合一還不

那麼難。我們有什麼理由抱怨他們不好服事？其實不

好對付的是我們自己。

北美同工對“90後”的苦惱來自多方面。單從

走
出
自
我   

看
見
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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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的人員構成看，“壯年勞

力”格外少，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

華人把美國當作自己的奮鬥目標，

看世上最可愛的地方就是美國，因

此一些正值壯年的信徒也無意從世

界抽身。結果服事“90後”的同工

們很像中國留守家庭裏的長輩。父

母都外出打工去了，放眼望去，都

是爺爺服侍孫子。

校園人群的流動性很大，然而

神卻將越來越多中國學生和學者帶

來到美國，這些人我們在大陸幾乎

不可能自由、密集地接觸到。在美

國卻有機會能在一次活動中就面對

中國各所大學的幾十位教授。得著

他們一個人，就是得到一個講臺。

即使他們不能馬上信主，至少可以

不敵對基督，善待大學裏的學生查

經小組。這些學生、學者在大學的

這段期間，是他們人生中最多時間思考生命意義的時

候。他們脫離了過去所熟悉的由無神論控制的環境，

是一段最少被人際應酬所苦惱，最少被金錢權勢所左

右，也是最需要幫助而容易打開心扉的時候。這是一

個我們可以與神同工的寶貴時間窗口，一旦錯過，惋

惜無限。

對他們的服事實在是很能幫助我們成聖。每當我

們被驕傲到囂張的質問激動的時候，為人前見不到果

效而鬱悶的時候，為別的同工摘了我們的果子而嫉妒

爭競的時候，我們都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問自

己，我真的信嗎？我信的是什麼？這位神是怎樣的

神？

國度觀是我們在服事中最缺乏的。我在多間教會

中發現，為人處世以及事業上比較被認可的信徒，通

常都是服事本地社區人群。一些教會的兒童主日學佔

據了大半資源和同工的精力，而傳福音卻只是每年幾

次的任務，就像學生要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一樣。教

會的服事力量配比與服事重心最能反映出信徒的生命

一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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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芝華宣道於10/2日召開了
第一次的「門訓造就心得分享
會」。目前有6個教會和1個大
學團契正在進行門訓造就，15
位來了分享會向神獻上感恩，
也喜樂地分享門訓造就所帶來
的改變和祝福。深盼主耶穌造
就門徒的心意，更加深植於各
教會。

狀況與國度觀念。另外許多信徒只是“有理有利有

節”地服事，只在我要服事的時候才服事，而不是在

被服事對象有需要的時候去服事。就像一間飯店，只

給顧客吃我願意做的和我會做的菜，卻不給對方點菜

的權利，擔心對方自由了我就不自由。於是，人就局

限了神的大能。

這次校園福音策略大會在福音傳講策略和技巧上

給我許多啟發。在聚會中我被深深提醒，與領受的恩

典相比，我虧欠很多。道路只有一條：求主破碎老

我，在真理的光亮中賜下真正懂得俯就的心，讓聖靈

隨著神的意思在校園自由流動，我們則在與主同工中

領受生命的豐盛。

芝華宣道財務報告

              項      目 預  算 收  入 支  出 結  餘（赤字）

同工薪津及行政（三位全職及一位聘約同工）

事工開支（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營會專款（福音營、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本年合計 (1至9月實際收支)

$101,025 $57,099 $107,187 ($50,088)

$12,400 $10,346 $11,692 ($1,346)

$5,000 $41,321 $35,993 $5,328 

$41,250 $7,678 $12,000 ($4,322)

$159,675 $116,444 $166,872 ($50,428)

2011年1至9月

門徒造就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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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度短宣

今年的普度大學短宣隊
於九月初成軍，共11位隊員
來自芝加哥區7間教會。全隊
經過5次共超過15小時的密集
培訓，於10/14~16日起行，
與當地拉法葉華人宣道會配搭
福音事工。感謝神，在三天的
事奉中共計帶領了21位決志
信主。在這次短宣中隊員們聽
到校園禾場的呼聲，搶救靈魂
的心再次被主激勵挑旺起來，
決定於11/17前往芝加哥市區
裡的福源團契舉辦佈道聚會。
求主幫助，叫全隊靠著福音的
大能，得著更多靈魂歸主。

星火短宣

今年八月愛穆協會舉辦
的星火隊有來自五個城市的
10位參加，在齋月結束前
後兩週走訪數個城市，並有
隨隊伊斯蘭專家提供解說與
訓練。星火隊是藉著短宣推
動海內外華人教會，關心、
支援、投身穆宣。團隊探訪
了穆宣工人和穆民歸主者，
親見福音正在穆民中傳遞，
族群教會也漸被建立，隊員
大得激勵，回來後在各地多
次見証分享，榮耀歸神。

絲路校園

秋季絲路校園短宣為
期三週(10/13-11/4)，有
7位隊員來自3個城市(芝加
哥、北京、南京)參加，這
是芝華第15次組隊。

募款餐會

今年餐會於10月9日在活水教會舉行，有123人參加。餐會中，芝華同工與眾教會弟兄姊妹在歡喜中數算神
在過去一年在芝加哥、中西部、海外的福音與宣教事工。特別來賓美國華福總幹事祁少麟牧師針對“驚嘆神的榮
耀” 的主題，提醒大家以積極的態度，來回應神所託付給我們的榮耀職份。這次餐會共收到奉獻$25,805，定期
認獻$13,250。感謝神的供應和衆教會弟兄姊妹們的奉獻與代禱。

親切和藹的招待同工

特別來賓
美國華福總幹事
祁少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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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服侍眾教會，興起主門徒；挑旺宣教心志，實踐福音使命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Chicag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s
P.O. Box 335, Elk Grove Village, IL 60009, USA 
Website: www.cccm.ws    E-mail:  cccm4u@gmail.com 
Tel: 847-868-2226 (國語), 630-671-0411 (Eng)

本期內容
1.定意跟隨
2.學做基督門徒
3.走出自我，看見國度
4.財務報告、事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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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底 大 會 的 中

文節目將以教會中的

門徒造就為經，以

職場、家庭與生活

圈的見證為緯，闡

明「紮根福音，活出

基督」的主題，並邀

請腳印音樂前來帶領

詩歌敬拜。英文部

主題是「Rooted in 
Christ」，由Blessed 
Madugba擔任主要講

員。歡迎闔第光臨，

請速上網查詢、報名

(www.cccm.ws)，同

蒙祝福。

基督徒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