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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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Chicag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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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華通訊
異象：聯合眾教會，履行大使命，建立胸懷普世的宣教基地　　　　　　　2013年4月 第十七期   Vol.17 April 2013

1

教會應當打開心胸，放眼普世，走出四圍藩籬，

將福音傳給未得之民。這不僅是神對歷代教會不變的心

意，更是對當今華人教會一個最急迫的意旨。去年年底

的「芝加哥2012基督徒大會」強而有力地向所有與會

者發出一個時代性的呼聲：華人教會與信徒不能再耽延

了，現在必須起來行動，邁開跨文化宣教的新里程。

在過去十多年裡，海內外華人教會對宣教的關注

和參與均在大幅提升，這是有目共睹的。然不可諱言，

普遍華人教會仍視跨文化宣教為未來遙遠的事，總覺得

「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約4:35）。然而世局的

轉變、社會的變遷以及教會的增長，都顯明神正在將一

個極大的宣教之門向海內外華人教會打開來。這些奇妙

的局勢變化包括：

(1) 中國大陸校園事工興起，城市教會掘起，大批

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歸主，不但教會的神學素質逐步提

升，教會資源大大增長，宣教視野也大為擴展。海外

宣教所需的人力、財力與理念策略都在逐漸匯聚與成形

中。

(2) 中國躍居世界強權，影響力與政經關係遍及全

球，特別與穆斯林國家關係密切，為中國人前往這些國

家居住或工作大開方便之門。無形中也開闢了華人基督

徒可以進到各未得之民中間宣教的渠道。

(3) 海內外華人教會因密切聯繫而逐漸接軌，產生力

量的匯聚，從過去單向由海外造就國內的關係，漸漸轉

變為在宣教上的夥伴關係。海外教會的神學根基、宣教

經驗以及國際視野目前都是優勢所在，而國內教會的人

力資源並逼迫中的經歷則是其強項之處，使海內外教會

可以在這末後的世代合成一股宣教的大軍。

(4) 自911後，穆斯林世界的人心逐

漸向福音敞開。雖然從政府與宗教勢力

來的逼迫仍然兇猛，這群當今最大的福

音未得之民中，願意暗中探索福音的人

卻在快速增多。如今史上最大波的穆斯

林移民潮正大量湧向歐美。他們離開了

本地、本族，在某個程度上擺脫了許多

過去的鉗制，向穆斯林世界外的基督徒

開啟了引領穆斯林歸主的極大契機。

(5) 許多限制宣教的國家或地區雖拒

絕宣教士入境，卻歡迎專業人士前往工

作，協助發展經濟。此一對宣教的限制

奇妙地與當今宣教工作多元化的趨勢不

謀而合，反開闢出更廣闊的職場宣教大

門，使各類專業人士在宣教禾場上得著

更大發揮的空間。

(6) 進入21世紀，華人的留學潮仍

然方興未艾，中國甚至成為擁有在美最

多外籍學生的國家。每年大批年輕學子

負笈歐美，在異地他鄉的校園中歸信基督，經歷了跨文

化的磨練，成為具備專業訓練的基督徒，正是當今普世

宣教最需要的工人典型。

然而宣教契機不等於宣教，敞開的門反亟待華人

教會的回應，只有行動才能邁出新的里程。今日的華人

教會必須看見神的靈已動工開路，而在回應跨文化宣教

（甚至穆斯林宣教）上，加快步伐跟上神的腳步。要邁

開跨文化的宣教新里程，華人教會首先需要突破的不是

外在現實的障礙，而是裡面內心的包袱，謹就有限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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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拋開「自卑自憐」的心態，看清教會在基督裡

就應該是一個昂首走出去與給出去的群體。華人教會中

普遍的「先安內再攘外」的思維，使教會總是陷在軟弱

中，自覺不夠，需要外援，不能外展。事實證明，這樣

的思維只會使教會越發內向，更走不出去，永遠也等不

到自覺能夠攘外的一天。宣教從來不是因為教會有能力

做什麼，而是因為這位命令教會宣教的主大有能力，且

應許要與教會同在（太28:20）。就如馬禮遜當年回答船

長的嘲弄，說：「我不能，但神能。」先用信心邁出宣

教的步伐，教會才可能脫離軟弱的困境。

(2) 打破「小本經營」的格局，從地球村的眼光重

新尋索教會的宣教位份。當「華人」還被歸類為福音未

得之民時，華人教會將一切力量集中在向本鄉或同胞傳

福音聽來似乎合理。然而即便合人的理，聖經卻不是這

樣說。在（徒1:8）裡，主耶穌所指出的宣教原則是本地

與外地並行，同文化與異文化並重。換句話說，教會應

有普世的胸懷，從一開始就同時關切外地與異文化的宣

教。如今，漢人早已不算福音未得之民，地球村的現象

更使天涯若比鄰，海外與跨文化宣教的障礙已較過去大

幅降低。世俗企業紛紛曉得轉型成為跨國企業，教會豈

能不建立宏觀的宣教視野，投身跨文化的宣教。

(3) 走出「落戶定居」的心理，重拾使者身份與寄

居者的精神，尋索生命的祭壇。今日雖然華人足跡遍佈

世界，卻不表示華人特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反而歷代

華人移民潮都是在追尋更富裕安舒的生活。此一根植於

文化裡的追尋，成為華人基督徒極大的綑綁，使許多人

信了主之後仍終究走上羅得與底馬的道路，不能為主而

活，更走不出去，無力回應宣教的使命。然而這世界非

我家；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約壹2:17）。身為基督的使者（林後

5:20），基督徒人生的中心不是在尋找家園，乃是在尋

找祭壇，不是追求安定，乃是要把握寄居的年日，完成

神國的託付。

(4) 脫去「人本孝道」的包袱，將神的地位正確置於

父母與兒女之上。孝道是聖經所看重的，也是儒家文化

的核心價值。然而儒家思想的人本特質卻使孝道成為一

個華人文化的包袱。孝敬父母逐漸淪為唯父母命是從，

一切生活以父母為重心。近年社會風氣丕變，在一胎化

政策所衍生的唯妙處境裡，孝順父母逆轉成了孝順的父

母，子女反成為父母生活的重心。今日多少華人基督徒

蒙神呼召，卻走不上獻身之路，極多都是因著父母或兒

女的牽累。聖經將孝敬父母放在十誡中的第五誡，置

於四條敬神的誡命之後。耶穌更說：「人到我這裡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和自己的生

命，不能作我的門徒。」（路14:26）華人基督徒必須揚

棄人本的孝道，效法亞伯拉罕回歸神本的孝道，才能在

這彎曲背謬的世代，堅立家庭，還能承擔神國使命。

自馬禮遜來華，華人教會作為福音的接受者已超

過了兩百年。如今絕不能再空有契機沒有行動，空佔地

土沒有結果。走出華人的藩籬，邁出跨文化的宣教新里

程，把福音傳給其他未得之民，這不只是件必須的事，

更是現在必須起來行動的事。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

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

2012大會心得點滴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新
鮮活發的得著，更透過
大會知道改變人生命的
唯有耶穌基督。

領袖們在宣教工場
中的奉獻:流汗、流
血、流淚。

連主耶穌都要背十
字架，我也要!!

見到不同教會的弟
兄 姊 妹 同 工 、 合
作，真美好!

宣教不是一種事
工，而是一種生
命的傳遞。

講員用生命來
分享。

信主時已奉獻自己、
全家給神，但因日常
生活繁忙，這一次大
會再次重燃我對神呼
召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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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基督徒大會有很好的收獲，特別是從戴繼宗牧

師在12月28日晚堂所講“草場的訓練與戰場的得勝”的

信息。他以大衛的故事闡明在草場上倚靠神，才能在戰

場上得勝。戴牧師說草場(即職場) 的訓練先於戰場 (全職

事奉) 的出征。這句話字字敲進我心裡，解開了多年的

疑惑：我已經獻身20年了，為什麼神還沒呼召我全時間

事奉祂？所以當戴牧師呼召時，牽著我姊妹的手走到台

前，接受眾牧者的祝禱。回首過去20年草場經歷，看到

神從未停止在我身上工作，每一階段，環環相扣，操練

我的信心，塑造我的生命品格 (提後2:21)。

階段一 (1992-1996) --配偶的預備，耐性等候(詩

37:5,7)。在人生求學最後階段裡，我也在熱切尋覓伴

侶。足足禱告、等候三年半之久，神才讓我遇見了我的

姊妹。當晚靈修時，神的話語臨到我，"...還有一點點時

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來10:37)。從既興奮又

期待地踏出了交往的第一步，六個月後訂婚，一年後結

婚，看到都是神的預備和帶領。我們倆多年來同心地羨

慕善工，最大的滿足是看到弟兄姊妹們生命改變和熱切

愛主，深信將來神會一起使用我們。

階段二 (1996-2003) --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

意往來(約21:28)。初入職場七年后，因對工作環境和老

闆不滿，換了工作。本以為從此一帆風順，豈料神卻讓

我栽了跟斗。新工作第三年，聖經有句話時常進入我腦

海，“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難忽然臨到他們”(帖

前5:3)。我還在思索此話怎解，一週後突然被公司裁

員。知道這事出於神，是為打碎我倚靠工作和財富的

心，學習認清楚唯有倚靠耶和華才是正道這功課。

階段三 (2003-2008) --受教於職場的師傅，終身

受益。因著神的恩典，兩個月內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只

是薪水少了20%，公司財務岌岌可危。剛開始時有些困

惑，一年之後才知道神要我從這位基督徒的老闆身上學

習功課。他特別地積極進取、正面樂觀，而且待人接物

圓融，這些都是我所欠缺的。2007年10月，老闆退休

了。我和妻子一起禱告求神帶領。當我尚未付出行動，

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力資源顧問突然打電話來推薦一間全

球前10大公司，待遇福利優渥的新工作。

階段四 (2008-至今) --祂試驗、熬煉我，如熬煉銀

子一樣(詩66:10)。進入這家公司後，感覺從天堂掉入

地獄。新老闆作風強勢，微觀管理，工作負荷極重。公

司人事也異常複雜，同事間彼此傾軋。豈不知苦難與熬

煉正是從神來的偽裝祝福嗎！開始的幾年，我常常唉聲

嘆氣，但是神要我學習專心仰賴，認定祂必要指引我的

路(箴3:5)。曾幾何時，我的抱怨和批評慢慢減少了，開

始積極正面地思想並操練。特別是自從基督徒大會回來

後，更讓我有了近乎脫胎換骨的轉變。

結語，我的生命經歷印證了屬靈四律的第一律：神

愛我，並且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個奇妙的計畫。最近靈修

中，神17年前對我說的話再次臨到我，"所以，你們不

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

耐，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只

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來10:35-38) 。神馴服了我， 

讓我在最艱難的職場生涯中甘之如飴，讓我看到祂在加

快打造我這卑微但願意的器皿，預備我投入人生的下半

場。主啊!我願這樣的門早日打開，阿們!

迢迢獻身路

陳銘祖

 ─2012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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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痕手，引我前行；我只願，合你心意……”

轉眼芝加哥大會已經結束快四個月了，這首《我願

為你去》的旋律依然不停地在我腦中響起。我能深切地

感受到自己內心復興之火在熊熊燃燒，更加旺盛。

作為信主不到一年的信徒，雖然每周敬拜查經，

卻仍處於靈命的嬰孩期。缺乏有規律的讀經計劃，不時

常禱告，使命感也幾乎為零。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和

教會弟兄姐妹一起參加芝華宣道組織的基督徒大會；感

謝神！讓這次大會舉辦地是如此成功！可以毫不誇張地

說，通過這次大會我更加明確了人生的方向，就是跟隨

耶穌，做祂的門徒，傳天國的福音！

我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信靠神的。因為失去了對

自己生命的掌控，無助地像在夜晚雨中迷路的小羊，看

不見亮光，感覺不到溫暖，不知道該往哪裏走，只有站

在原地哭泣。卻有一雙手把我抱起，不但治癒我內心的

創傷，給我久違的安全感，還告訴我祂就是我的父親，

只要相信祂，就可以永遠和祂在一起。我幾乎是毫不猶

豫地選擇信靠祂，也知道只有信靠祂，我才不會回到那

可怕的雨夜。

也許是天生的惰性，信主後一直沒有很強的動力

讀經，也不願開口禱告，尤其是有別人在場的時候。雖

然感謝神給我的一切，也喜歡在周末去教會，沐浴在神

的愛中讓我能暫時從繁忙的學業中得到休息。可是在基

督徒大會，牧師宣講的聖經話語像當頭棒喝敲醒了我：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我的見

證。（使1：8）。”基督徒不是自己享受救恩就行了，

原來耶穌一直在敦促我們去為祂得萬民！以前也聽過宣

教的信息，卻覺得宣教跟我似乎沒什麼關係。因想自己

才剛信主，靈命不夠強，沒辦法講出很多符合聖經的屬

靈話語，也缺乏傳福音的勇氣，要等到把聖經完全弄懂

才有可能去宣教；但神通過牧師的信息告訴我，宣教可

以去很遠的地方，也可以從身邊的每一個人開始。而且

神並不是呼召裝備好了的人，而是祂要裝備祂所呼召的

人。神要的不只是我們能背誦多少經文，多麼有智慧，

更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自己的漁網來跟隨耶穌。

只要全心跟隨祂，祂就會叫我們得人如得魚。

我也感受到了這使命的迫切，如約翰福音9:4講到，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

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突然想到自己的父母和朋友

還沒有得到這份來自神的禮物，如果黑夜來臨，他們將

會跟我永遠分開。我越想越覺得緊迫，在牧師呼召的時

候，就毫不猶豫地走了上去，表示願意跟隨耶穌，聽從

祂的呼召，去祂差我去的地方。

我和團契裏一起參加基督徒大會的弟兄姐妹們分

享了各自的想法，發現大家和我一樣，並不了解傳福音

是每個基督徒緊迫的大使命，因此我們開始計劃如何從

基督徒大會學來的信息運用到實際事奉中。神真是信實

的，祂會裝備祂所呼召的門徒，並賜給他們力量。我現

在雖然事奉多了，卻不會感到疲憊，反而每天因為親近

神而更加喜樂。

我願為主去。你呢？

—2012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心得分享

嚴  陽

我願為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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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春季國語福音營

今年的福音營仍將於五月國殤節週末，在印州的

Cedar Lake營地舉行。三位講員為劉志雄長老、黃天賜

牧師、馬劉育清師母。福音營的主要目的在於眾教會同

心傳揚福音，將得救的人數歸入教會，並裝備造就教會

的福音精兵，增進教會佈道動力。特別鼓勵基督徒帶領

慕道朋友，透過教會報名參加，並自己接受小組同工訓

練（5/4與5/12），在營會中親自參與傳福音。有感動

者歡迎聯繫芝華宣道。

芝加哥基督徒大會

2012年底的基督徒大會以「高舉基督，同得萬

民」為主題，參加人數與教會均為歷年最多。聖靈在會

中奇妙地動工，藉大堂與各專題信息，感動激勵與會者

委身福音使命，回應宣教呼聲。會中有89位走到台前，

獻身回應全職事奉、全職宣教或帶著專業投身宣教的呼

召。由於這幾年大會的參加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已展開

為2014年大會尋找合適場地的工作。請為大會獻身者前

面的事奉道路，以及將來大會場地的尋覓代禱。

海外校園短宣

海外短宣長期與當地校園事工成為夥伴。今年仍將

分春秋兩梯隊，巡迴支援校園事工，輔導建造校園同工

以及學生。春季團隊的日期為4/11~4/30，成員來自芝

加哥、底特律、台北與北京，將走訪四個城市，行程緊

湊。請特別記念每位隊員的體力、腳蹤與服事。

中西部校園短宣

今年中西部短宣將進入第五個年頭，仍計劃在秋天

（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時舉行。繼去年的普度與洛城

北伊大兩支短宣隊，目前正積極與更多校園禾場洽談今

年安排短宣的可行性。期待看見神為芝加哥區教會廣開

傳福音的門，得以祝福中西部的校園禾場，為主贏得更

多校園靈魂。請代禱並歡迎預留時間參加。

芝華代理總幹事

芝華宣道總幹事洪保利牧師罹患癌症至今己

四個月。最近經過六週放射線治療後，病情未見

好轉。董事會已發起眾肢體憑著信心，同心禁食

禱告，求主憐憫醫治。芝華宣道董事會於3月11

日開會，決議委派董事陸堅信弟兄為代理總幹

事。陸弟兄將義務擔任代理總幹事，為期一年，

或直到新任總幹事正式上任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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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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全職）

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營會專款 （福音營）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10月)

$22,867

預算

$24,703 $22,426 ($2,277)

$2,383 $2,783

$500$417

$997 ($1,787)

$138 $362

$5,833 $1,700 $500 $1,200

$31,500 $29,086 $23,542 $5,544 

2013年2月底

2013年全年預算$243,200

全年總預算： $243,200

1.薪津及行政 $137,200 (洪保利至6月底，林恆志，葉麗玲)

2.事工開支 $24,000  (短宣，培訓)

3.營會專款 $47,000  (福音營)

4.海外宣教 $35,000  (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2013年度財務預算

海外宣教15%

營會專款20%

事工開支11%

同工薪金和行政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