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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教會的宣教角色
與以教會為本的宣教動員

  林恆志

宣教真有可能是全教會參與的行動嗎？從現實情況
來看，宣教似乎總是教會中只有少數人參與的事；對大
多數人而言，它是如此陌生與遙遠。然而無論如何，我
們都不能不去面對「聖經所教導的是人人宣教」這一清
楚事實，來重新思考如何在教會中動員宣教？

談到如何在教會動員宣教，必然牽涉到另一重要的
宣教議題，那就是：地方教會在普世宣教中的角色定位
為何？對這兩議題的思考與立論，很大程度取決於我們
是從少數人宣教還是從人人宣教的角度入手。換言之，
在制定教會的宣教動員策略之前，需先確立教會（指地
方教會）的宣教角色定位為何，更需先確認我們的目標
是人人宣教還是少數人宣教。

壹.對傳統教會宣教角色定位的反思

一、「由差會主導」宣教模式的困境

不可否認，從18世紀末威廉·克理（Wil l iam 
Carey，1761-1834，英國宣教士，浸信會牧師。英
國浸信會差會的創辦人之一，被譽為「近代宣教士之
父」。）以來，普世宣教的普遍共同模式是一個「由差
會主導」的宣教模式。教會被定位為在後方供應、支持
的角色。教會出人出錢，然後由差會來宣教。去哪宣
教？如何宣教？人力財力如何分配？這都由差會決定。
宣教士也由差會來訓練、指揮與照顧。所以，教會的宣
教角色主要是間接的，不會對上述的問題做太多思考，

也就對宣教的實況與實務相當陌生。難怪大部分基督徒
總是對宣教與宣教士有種很神秘和傳奇的感覺。

這種差會主導的宣教模式其實有利也有弊。其優勢
包括差會採取精英主義、嚴格篩選宣教士；他們紀律嚴
謹，專業性和行動力強，資源集中，策略目標明確；比
起懶散的教會，工作效率極高。但另一方面，此一模式
的最大弱點就是使教會一直只能以間接方式參與宣教，
在教會與宣教禾場中間總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隔閡。談
到教會房子老舊，主日學課程需要改善，信徒與同工都
非常有感。但談及禾場上人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
人，他們就覺得很抽象遙遠，沒有一點感覺，因為教會
和禾場是脫節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長久以來對宣教的
態度總是差會熱，教會冷，很難點燃教會的宣教熱火。
教會有人有錢，卻沒什麼宣教工作可做；差會有極多宣
教工作想做，卻沒人沒錢，只能嘆息莊稼多工人少。這
個幾百年來一直無法有效克服的宣教瓶頸顯示：教會
「間接參與宣教」的角色定位是無法符合聖經中人人宣
教原則的，亟待重新定位，大幅提升。

二、當前宣教趨勢與情勢的需求

自波音747問世以來，旅行已變成非常便捷，地球
也縮小成為地球村。宣教禾場與宣教基地之間，不僅距
離大為拉近，甚至界限逐漸模糊。各種新形態的宣教事
工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如訪宣、短宣、中宣、帶職宣
教、雙職宣教、職場宣教、媒體宣教、營商宣教、創啓
宣教、…。其中具體例子不勝枚舉，譬如擔任外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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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外傭、扶貧與難民救助、職業訓練、社區發展、接待
外籍學生與新移民、…都成為有效的新型態宣教事工。
此一多元化的宣教趨勢可總結出三個特徵：(1) 普世宣教
的渠道與人力需求都爆炸性地增加；(2) 除傳統宣教士之
外，各樣不同專業的基督徒都成為宣教禾場所需的重要
人才；(3) 教會參與宣教的深度與廣度都在大幅擴展，也
亟需大幅擴展。換句話說，教會直接參與宣教以及平信
徒宣教的時代已經來臨。唯有順應此一神所帶動的宣教
趨勢，才可能加快普世宣教的進程，實現福音遍傳的目
標。

在過去這十多年當中，神聖手一項跌破世人眼鏡的
大能作為就是打開了教會向穆斯林世界宣教的大門。從
911事件開始，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演變到伊斯
蘭國的興起與暴行，直到今日超過千萬的穆斯林難民危
機；在這一連串的動盪與苦難中，到處都開始有大批的
穆斯林歸向基督，甚至許多穆斯林國家的基督徒人口增
長率都已遠高過西方與亞洲國家了。神藉極大的苦難來
打開全球穆斯林的心門，要讓教會將愛與饒恕的福音帶
進到這16億人當中。面對如此巨大而急迫的宣教呼聲，
若我們仍像以前一樣，以差會主導及教會間接參與的模
式來面對，怎回應得了此一宣教契機，完成得了神的託
付呢？

貳.合乎人人宣教原則的教會宣教角色定位

一、推廌「以教會為本」的宣教模式

很明顯地，地方教會的宣教角色亟待提升，必須從
間接宣教轉為直接宣教，才能打破教會與禾場之間的隔
閡，釋出更多教會豐富的人力與財力，來收割今日廣大
的禾田。筆者所謂「以教會為本」的宣教模式簡單來說
要點如下：(1) 強調普通信徒也可以宣教；(2) 全面動員
一般信徒起來參與短期與長期宣教；(3) 教會直接差派並
支持、關顧宣教士，與宣教禾場維持直接密切的連繫；
(4) 藉由網絡關係來連結眾教會的宣教事工；(5) 差會的
角色由主導宣教轉型為宣教專業顧問，著重於建立與耕
耘宣教網絡、提供宣教諮詢以及對教會和宣教工人的在
職培訓。簡言之，教會的角色由過去的幕後配角轉變成
為宣教主體，而傳統差會的角色則由主導轉變成為聯絡
輔導。

「以教會為本的宣教」此一用詞就筆者所知，是由
1996年從香港開始的一個稱為CCMN的教會宣教網絡首
先使用。創始人王利民牧師多年來竭力傳遞上述(1)~(4)
的理念，並在CCMN的網絡平台上，與來自台灣、香
港、東南亞、甚至中南美洲的許多教會（大多是中小型

教會），共同在網絡連結的關係中具體實踐此一宣教模
式。他們成效卓著，發揮極大動員力，在短短20年間已
差派出上百位宣教士。其實在18世紀，此一宣教模式
莫拉維亞弟兄會早就實行過了。這間教會的宣教熱潮維
持了一個世紀之久，從他們直接派出的宣教士約有三千
位，平均每12位會友就有一位被差派出去宣教。他們澎
湃持久的宣教熱情與驚人的宣教動員能力，清楚見証了
以教會為本宣教模式的極大優勢。

這幾年在華人教會當中，由國際關懷協會發起的一
個「一會領一族運動」，已有一些教會回應參與。此一
運動有一重要特徵，就是將教會與禾場直接連接起來，
大幅提升教會在宣教參與上的角色。而在此之前，筆者
也已認識好幾位有宣教異象的教會牧者，親自走訪福音
未得的群體，為教會尋覓合適的宣教禾場，然後從自己
的教會或與幾間教會共同組織宣教團隊，來耕耘建立當
地的宣教事工。林林總總許多事例都在共同見證以教會
為本的宣教時代已經來臨。

當教會直接參與宣教時，禾場對教會與信徒而言
就不再遙遠陌生，宣教士更是教會信徒熟識並且親愛的
主內肢體。對於需要福音的群體困苦流離，如羊沒有牧
人，信徒都看在眼裡，感受在心。禾場中的屬靈爭戰經
常緊扣信徒的心，激發迫切的代禱。同時必會有更多人
在這樣的關切與代禱中領受聖靈的感召，願意竭力支援
宣教，甚至親自投身宣教。「以教會為本的宣教」必須
取代「由差會主導的宣教」，成為當今普世宣教的一個
典範轉移。

二、面對「以教會為本」模式的可能弱點

沒有一種事工模式是只有優勢沒有弱點，思考事工
模式絕不可只看優勢而忽略弱點。面對與處理弱點的重
點有二，即權衡優勢與弱點，來評估模式的實用價值，
以及竭力尋求弱點的化解之道。

若認真面對「以教會為本宣教模式」的可能弱點，
應該可以看見以下幾個方面：(a) 強調普通人也可以宣
教可能導致宣教工人裝備不足、良莠不齊，宣教工作品
質低落，甚至造成大量宣教士因不能勝任而早早鍛羽而
歸。(b) 由各教會直接差派與支持宣教士可能導致宣教禾
場山頭林立、各自為政。因缺乏整體的協調與指揮，造
成宣教的事工重疊或力量渙散，終至一無所成。(c) 教會
因為缺乏傳統差會所具有的宣教經驗與素養，可能不但
無法提供宣教士所需的規範與引導，甚至反因過於掌控
而成為宣教士工作上的制肘。(d) 各教會對宣教士的支
持、管理與關懷，在方式上與程度上都各異，可能在同
一禾場內會造成宣教士之間的攀比與隔閡，影響禾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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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一與士氣。(e) 當教會發生動盪或領袖階層（包括牧
者）有重大變動時，對宣教士的支持與關懷也可能隨著
改變。這種不穩定因素會使宣教士在禾場上很難不有後
顧之憂。

以上這些弱點若無法找到切實的化解之道，都是相
當致命的，會導致以教會為本的宣教終究只轟轟烈烈地
曇花一現，很快便無以為繼，潰散瓦解。筆者以為這些
可能的嚴重問題強烈提醒我們在思考「以教會為本的宣
教」時，必須同時思索以下重要的配套措施：

(1) 必須大幅提升教會領袖與信徒的宣教素養。教會
要扮演更重的宣教角色，領袖與信徒的宣教裝備當然必
須大幅提升。長久以來，宣教在教會的教育事工裡，大
多是被完全忽略的，如今必須被置於顯著的地位。教會
領袖必須以身作則，積極接受所需的裝備，並結合教會
的宣教動員與宣教教育，雙管齊下培育信徒投身宣教事
工。精良的平信徒宣教課程近年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其中筆者特別推薦「Kairos把握時機」宣教課程。這些
都是神在引領教會起來宣教的奇妙作為。

(2) 必須研發宣教工人所需的各類在職培訓。說普通
人也可以宣教，絕不意味只要一招半式就可闖蕩宣教江
湖。在過去的精英主義下，有心宣教者未經八年十年的
預備（包括神學院訓練），很難步入工場。如此的高門
檻一方面成為禾場工人來源的瓶頸；另一方面，在與禾
場脫節的環境中所培育出來的工人，距離勝任常常還是
很遙遠，仍需再經多年的磨練。今日交通與資訊通達，
在職培訓早已成為各行各業培訓人才的實際有效作法。
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們應當將更多精力投注在研發多方
面實用的宣教士在職訓練課程，讓許多具備基本條件的
信徒可以先上工場，然後在工場上結合實務與裝備，持
續在宣教事奉上成長茁壯。這反而是培育優秀宣教人才
的更有效途徑。

(3) 必須建立成熟的教會宣教網絡。教會實踐以教會
為本的宣教，一定必須參與在一個成熟的宣教網絡裡，

透過網絡關係與聯結
來宣教。這類網絡若
發展成熟，可以發揮
多面性重要的功能，
如協助教會尋找或開
拓宣教禾場、聯結力
量不足的教會共同合
作開展宣教、在禾場
上協調與整合宣教事
工、提供教會與禾場
各類的裝備培訓、居

間調節教會之間的差異、促成跨教會之間在困難時的幫
補等等。宣教網絡的目的不是要主導宣教，而是要在宣
教上營造跨越教會的團隊搭配，使力量再不足的教會都
可以參與宣教，使宣教士得到堅實穩固的支持，使教會
宣教的果效因團隊合作的緣故而達到極大化。

(4) 傳統宣教差會必須找到轉型的方向。傳統宣教
差會中的人才與累積的宣教經驗都是教會界中最寶責的
資源。然而以教會為本的宣教若是蓬勃發展，必會擠壓
傳統宣教差會的角色，使傳統差會逐漸失去人力與財力
的支持，同時失去宣教的影響力。因此，差會領袖必須
儘早規劃差會的轉型，找到在教會為本的宣教中，原有
差會一切資源最能發揮作用的新角色。筆者以為差會轉
型有幾個可能的方向：(1) 差會可轉型為宣教網絡，協助
教會投身宣教，(2) 也可轉型專門研發與從事宣教工人的
培訓；(3) 有經驗的宣教士可投身牧會，藉建立宣教的教
會來從事宣教，(4) 也可重新被教會直接差派，在所熟悉
的宣教禾場中帶領來自不同教會的宣教士成為宣教的團
隊。

以上思考都還只是初步，仍然相當粗陋，但期盼拋
磚引玉，帶出教會與宣教領袖們更全面的思維，為教會
共建寬廣的宣教角色定位，徹底將教會的宣教潛力激發
出來。

參.以人人宣教為目標的教會宣教動員

一、 讓信徒直接參與宣教

期待人人宣教會採取的動員策略，當然與期待精英
宣教的動員策略不同。教會過去推動宣教的傳統作法，如
舉辦宣教年會、鼓勵宣教認獻、組織宣教禱告小組、在主
日學開宣教課程、邀請宣教士分享見證、…等等做法都與
「以教會為本」的宣教模式不相衝突，但卻遠遠不足以動
員人人宣教。其中最大的一個缺環就是：缺乏對宣教親身
直接的體驗，有如隔靴搔癢，難以激發信徒對宣教有大的
熱情。換言之，要在教會動員人人宣教的最關鍵策略是：
藉着讓信徒直接參與宣教，從親身的經歷中激發宣教熱
忱，以致在教會中帶出熱忱感染熱忱的滾雪球作用，逐漸
動員出全教會來投身參與宣教。

二、突破信徒個人佈道的瓶頸

個人佈道在今日教會中是一個幾乎完全荒廢的
事工。然而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個人佈道是教會所有宣
教事工的基石。理由很簡單：沒有領人歸主的熱情，
就不會產生宣教的熱情；然而信徒若不知如何領人歸
主，就無法產生領人歸主的熱情。發展出三元福音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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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訓練（Evangelism Explosion）的佛州牧師James 
Kennedy曾做過的一項調查，得到驚人的結果：信徒不
傳福音的首要原因是他們不知如何傳福音。因為傳福音不
得其法，失敗幾次之後就灰心沮喪，傳福音的熱情也就冷
淡消退了。今日大多數信徒都視傳福音為畏途，只敢期待
藉教會牧者或佈道會講員帶些人信主。若不幫助普遍信徒
突破此一心理障礙，怎能期待他們有勇氣走到福音未得之
民當中去呢？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佈道訓練對教會動員宣教就變
得極其重要了。筆者在過去牧會期間曾在教會推行三福佈
道訓練，學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就是信徒突破傳福音的障
礙，關鍵不在於課堂上精彩的教導，而在於你帶著他有效
地實地操練。個人十幾年來在教會與機構事奉中，沒有停
止過個人佈道訓練，也從中親眼見證一批又一批的弟兄姊
妹藉由實際操練，突破個人佈道的障礙，嘗到領人歸主的
喜樂，重燃傳福音的熱情。許多這樣的肢體今天都已成為
熱切宣教，經常參與短宣的福音精兵。他們的喜樂與熱情
也在教會中不斷感染更多的人，願意跟上來經歷福音的大
能。

三、策略性發展教會的短宣事工

今日短宣（含訪宣）已成教會的時尚，但不多教會
真明白短宣的真正價值。常常短宣本身就成了短宣的目
的，教會只是為短宣而短宣，有做短宣就代表有在宣教，
就覺得已經達標了。這樣的短宣事工長遠果效幾乎是零。
從教會宣教策略的角度而言，短宣是一個途徑，而不是目
的，它的短期目的是支援長期宣教（特別是教會所直接參
與的長期宣教事工）的某些具體需求，而長期目的則是培
育教會的宣教人才，裝備可被差派出去的長期宣教工人。
短宣因此必須成為教會動員宣教的重要環節，藉著帶領信

徒直接參與並操練宣教，讓他們親身體驗宣教，聽見禾場
的呼聲，激發宣教的心志，尋求神的呼召。

要使短宣能充份發揮動員的作用，教會短宣事工的
背後就必須要有深刻的策略性思考。在此簡單提出幾項
要點：(1) 短宣不可脫離長宣，必須定位於支援長宣；(2) 
短宣的交通費用動輒可以是非常可觀，在規劃中必須衡量
其短期目的上的經濟效益；(3) 短宣所要從事的工作性質
必須非常明確，並對參加短宣者有足夠的挑戰性，這才可
能帶出磨練宣教的作用；(4) 每一次短宣都要有紮實的行
前培訓與之後的回顧評估，務求讓參加者透過短宣確實得
到裝備，生命與事奉更加成熟；(5) 必須發展出多項不同
類型（不同工作性質、不同程度的挑戰性、…）的短宣事
工，讓教會中不同屬靈程度、不同恩賜、具備不同事奉裝
備的信徒都有合適自己，能夠再被提升的短宣可以參加；
(6) 要建立短宣事工與長宣禾場之間的長期夥伴關係，千
萬不要常常變換短宣禾場，反要藉著對長宣的長期固定支
援，使短宣事工在宣教禾場上也能產生長期的果效。

結語

聖經中人人宣教的原則與當今普世宣教的趨勢都催
逼著我們必須走出「由差會主導」的宣教模式，轉到「以
教會為本」的宣教模式，將普遍信徒全面動員起來，蔚為
普世宣教的大軍。要廣泛在眾教會中落實此一典範轉移，
實在不是易事；然而莊稼已經發白，普世宣教禾場的急迫
呼聲實在刻不容緩。求主親自引領祂的教會，在這關鍵的
年代勇敢跳脫過去的框架，確實擔起宣教的重任，達成福
音遍傳的目標。

(本文已先刊登於01-02-2016期使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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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二次參加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身為一
個家庭主婦，一年的末了能夠參加這四天三夜的大會令
我非常期待！因為我終於可以脫下馬大的那件圍裙，當
個幾天馬利亞，單單坐在主耶穌腳前享受祂的話語與激
勵。抱著這個單純的念頭來到芝加哥，沒想到接下來這
幾天竟是個改變生命的轉折！

現在回想起來，在這次基督徒大會裡我最大的領受
就是：宣教是神對每個基督徒的心意。我知道這不是什
麼秘密，是早已寫在經上的，但過去的我，總把宣教看
成是又大又難的事，只有一些具有無比愛心信心又敬虔
的宣教士才能完成，只能仰望感謝，然後默默感嘆我不
是那種偉大的人。但是這次的大會開了我的眼界，原來
宣教的模式與方法可以這麼多元！世界已經改變，雖然
還是有冒險犯難去接觸未得之民的需要，但時代與科技
的進步已經讓人人宣教變成可能。賴牧師鼓勵我們，身
為基督徒，每個都是服事神的人，都是全職的基督徒。
每個人都可以在家庭、職場、社區，任何需要福音的地
方做見證。宣教不只是宣教士的大使命，而是主耶穌給
每個基督徒的大使命。我們即使不是宣教士，還是可以
做宣教事！

只是心裡還是有微小的念頭質疑著：軟弱平凡如
我，可以做些什麼？此時杜牧師的一句話大大鼓勵了
我。他說， ｢神使用普通人。｢神所使用的，都是些微小，
軟弱，普通的人：除了漁夫跟市井小民組成的門徒，還
有撒馬利亞的婦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稅利撒該等
等。神的呼召不在乎恩賜，乃在乎順服！神信任我們，
甚至比我們相信自己還要相信！賴牧師也用彼得的例子
鼓勵我們，這個一開始連船都捨不得變賣的漁夫，三次
不認主又魯莽冒失的漁夫，主還是願意使用建造他，最

後成為偉大的教會領袖。我們往往都自認能力不足，但
是牧師們帶來宣教工場的例子：在南亞的一所孤兒院裡
有一位老師和一位校長，老師教一到三年級的學生，校
長教四到六年級的學生。為甚麼這麼分配呢？是因為這
個老師的最高學歷就是小學三年級，而校長的最高學歷
就是小學六年級；在北美這麼多博士，能做何等大的
事！這些看似幽默的分享，其實句句都扎進我的心裡。
我問自己，我這個普通人，可以為主做些什麼？

在北美的生活是平凡而富足的，雖然不是大富土豪
那種富足，但是神的恩典讓我們一家人能夠過得平順安
穩。先生負責上班，孩子負責上學，而我就負責買菜煮
飯餵飽一家人；日復一日，似乎能夠永遠就這麼重覆下
去。讓我想起彼得，做漁夫的他是不是也如此日復一日
繞著加利利海，似乎能夠永遠就這麼重覆下去？如果我
跟彼得沒遇見主耶穌，或許就這麼煮飯捕魚過一生了，
但是祂一句：｢來，跟從我！｢卻打斷了平淡的日復一日。

｢起來，接最後一棒 ｢是此次基督徒大會的主題，大
會最後一天晚上牧師在台上呼召，真的有許多人起來，
走到台前。有些願意成為代禱勇士，有些願意去短期宣
教，有些獻身長宣或全職服事神，我很榮幸自己是走向
台前眾多人裡的一個。

｢

誰要起來？如何接棒？ ｢這是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問問
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只是個很普通的家庭主婦，但是我
要起來！順服接下任何擺到我面前的棒子，之後的路，
就由神來帶著我走。寫下這篇文章就是個開始，願這篇
短短的與會心得能夠激勵跟我一樣的普通人：起來，接
棒！

誰要起來?如何接棒? 
–2015華人基督徒大會的感動與領受

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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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倒空的生命

“宣教”對於初信的基督徒應該是既陌生又缺乏興
趣的話題。基督教的宣教是當一個基督徒的靈命達到成
熟，在生命中遇見神的信實，嘗過了主恩的甜美後，產
生對他人靈魂博大的愛和負擔，而生發出來的具有使命
感的行動。宣教是一個基督徒對自己生命的認識和對神
的愛的回應的真實表達，就像穆迪牧師從倫敦教會的窗
口看到芸芸眾生而留下熱淚一樣。因為他知道神愛世人
以至於不惜為罪人而死，就效仿耶穌，把耶穌的大使命
當做他人生的使命。

基督徒大會裏，賴木森牧師的講道在我的內心產
生很大的震動。看得出來，他是一直奮戰在宣教的第一
線，他窺見了神的大使命的藍圖，並竭力在這個藍圖中
塗上了神呼召他，要他填上的色彩。他的生命的寬度讓
我看到了這位屬靈長輩靈性的光輝，打開了我的心眼，
改變了我的人生觀，讓我看見了自己狹隘的眼界和稚嫩
的生命。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不就是應該這樣完全的擺上
獻給神嗎？生命的意義不正是在大使命中才能得到最有
價值的彰顯嗎？在和一位被主呼召獻身全職事奉的同輩
弟兄的深談中，他的心路歷程，對神的信心和內心的謙
卑，也讓我重新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更深的思考。林恆志
牧師在呼召跟進會上的見證，講述他如何被主呼召決定
全時間讀神學，神在這段時間裏對他豐盛的供應，也讓
我更多的認識神必預備，神的名─耶和華以勒的含義。

雅各在騙取了以撒的祝福之後，在逃往哈蘭的路
上，神在伯特利向他顯現。他許願說，“神若與我同
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
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
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這是雅各在第一次經
歷神之後，對神獻上的禱告。其實，這也正是大多數初
信的基督徒與神的關係的寫照。在我們和神感情的“蜜
月期”，神在祝福裏招我們，用祂的慈愛吸引我們，我
們彷徨中膽怯的邁出一小步，就發現神早已預備豐盛的

賞賜傾倒下來給我們。然而，生命的價值僅僅在於此
嗎？我們和神的關係的本質，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嗎？
我常常會神遊在這段“蜜月期”裏，回想起以往的“波
瀾壯闊”，與神的軍兵一起披荊斬棘，得勝高呼哈利路
亞。但是，神說，這裏雖然美好，但是你是客旅是寄居
的，你是神國的子民，是我的兒子，天國的窄門在遠
方，我陪你趕路吧。

神在賜給我們屬靈的名分的同時，也給了我們與
這名分相配的使命。愚昧的以掃為了一碗紅豆湯，貪戀
世俗，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把他長子的名分賣了。他
為了短暫的現實利益，在放棄了他屬靈使命的同時也失
去了所有屬靈的福分。我無知如以掃一般，在追求神的
祝福，卻不知道自己屬靈位分的寶貴，無意中輕看了我
屬靈的使命。元旦新年前夜，好友們在微信朋友圈貼了
很多對2015的回憶，我努力的回想讓我激動難忘的事
情，然而，我的記憶裏一片空白，我很茫然，我不知道
說什麼。這一年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一切便如此如飛而去。我沒有數算好自己的日子，也沒
有用智慧的心去度過每一天。如果這一年，就是我的一
輩子，我在彌留之際該是如何的哀痛悲傷啊！當我們有
了屬靈的名分，卻不履行我們的使命，我們在地上的工
作，又有什麼是可以被堅立的呢？

神說，你要倒空自己的生命，放下一切，背起十
字架來跟從我。說實話，我確實有很多東西放不下。但
是，這次基督徒大會帶給我人生觀的改變真的讓我可以
放下了。比起一個人靈魂的得救和未來聖徒要得著的天
國的基業，地上的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呢？以前我做決
定，想的更多的是自己人生的計劃，然而這次大會的信
息改變我，讓我願意去順服神的計劃。

2016年已經到來，我的禱告是，神啊，求你將你賜
給我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賜給我剛強、仁愛、謹守
的心。我是你手中的器皿，願你陶造！

2015年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

Jacob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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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福音營

今年的福音營(5/28-5/30)仍將在Cedar Lake營
地，講員為袁岱青牧師，劉曉亭牧師及姜少龍傳道。註
冊和小組事工今年都在運做上有所調整，各方面正在積
極進行及完成中，報名更是熱烈的展開, 請繼續邀請慕道
朋友參加。小組同工的招募也同時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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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與
5 月 1 日 同 時
舉辦。進階在
5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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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今年的春季芝加哥Kairos基礎課程已於二月下旬順
利舉行，仍由芝華宣道與神州華傳、愛穆協會及芝加哥
正道共同舉辦，共有來自11間教會的21位學員參加，
不但熱烈參與學習，並收穫良多。學員的課後感言包括

「讓宣教從理論變成實際，讓學習從枯燥變成生動有
趣」、「開展視野、更新觀念、翻轉生命」、「使基督
徒真正明白作神門徒的涵義」。同時進行的還有Kairos
的導師訓練，共有5位過去已上過基礎課程的弟兄姊妹完
成訓練，加入成為芝加哥Kairos事工的生力軍。

感謝神施恩幫助拓展Kairos的事工，目前已決定於
10月21-22 & 28-29日在芝加哥舉辦第一次粵語Kairos
基礎課程，並於明(2017)年3月3-4 & 10-11日在底特律
舉辦普通話Kairos基礎課程。請有心在宣教上得裝備的
同工與肢體及早預留時間參加。

芝加哥2016華人基督徒大會

今年基督徒大會(12月28-31日)將移到新的會場——
Westin Lombard Yorktown Center (Lombard, IL)
舉行。感謝神的預備，這間旅館不僅收費合理，地點、
規模與設備都比過去的會場更加理想。節目規劃從一月
份便已展開，三位大堂講員為劉富理牧師、林祥源牧師
與賴若瀚牧師。按大會的循環主題，今年將著重於教會
的更新與建造，期待藉聖靈的引導光照，與眾教會肢體
一同反思今日教會的生命光景，回轉歸向神為教會所定
的道路。目前大會主要籌備團隊的負責同工多已到位，
並已於3月20日在大會會場舉行第一次全體籌備會議。
請在禱告中記念大會專題的規劃，並進一步講員與同工
的邀請，求主使用今年大會，再次帶動眾教會與聖徒的
復興。

中西部校園與教會短宣

秋季的中西部短宣目前仍在初步聯繫規劃中，估計
將組成三支校園短宣隊與兩支教會短宣隊，分別與個別
校園或教會搭配佈道，協助耕耘當地福音禾場。計劃從
六月中開始招兵買馬，八月初展開隊員培訓。短宣日期
仍將安排在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間的不同週末（週五~週
日）。中西部短宣的主要目的除了支援各地（特別是校
園）福音禾場之外，同時是要藉由短宣的實際操練，為
教會培育福音精兵與宣教人才。求神興起更多教會來一
同參與此一事工，藉著差派短宣或接待短宣，共同興旺
各地的福音，興起神國的宣教。

2016 芝加哥華人領導力研討會

每年一度由芝華宣道與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 
合辦的「芝加哥華人領導力研討會」將在5月14-15日舉
行。講員包括 Bill Hybels、Jim Collins 、Albert Tate 
、Horst Schulze 、Liz Wiseman 、Sam Adeyemi 、
Craig Groechel等。詳細資料請查詢芝華網站，歡迎報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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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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會專款（福音營）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64,700

預算

$10.085 $18.681 ($8,596)

$38,200 $3,868

$2,482$143,000

$3,495 $374

$3,310 $(828)

 

 

$27,000

$372,900

$1,750

$18,185

$0

$25,485

  $1,750

  $(7,301) 

2016年2月底

2016年度財務預算

2016年度全年預算
$372,900

全年總預算： $372,900.00

1.薪津及行政 $164,700  (總幹事，副總幹事，祕書)

2.事工開支 $  38,200  (短宣，培訓)

3.營會專款 $143,000  (福音營, 基督徒大会)

4.海外宣教 $  27,000  (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事工開支
$38,200

10%

薪津及行政
$164,700

44% 營會專款
$143,000

39%

海外宣教
$27,00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