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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穆同居    

我們一般人對穆斯林的印象都是從媒體的報導而
來，而這些集體印象往往流於片面甚至扭曲。每當我們
提到“穆斯林”，我們通常都會想到恐怖主義，伊斯蘭
主義，種族主義，原教旨主義，......；而我們對穆斯林
朋友傳福音，往往就是教義和神學的爭辯。

其實，我們應該學習耶穌先關心對方的個人需要，
再來分享真理。耶穌主動接觸撒瑪利亞井旁的婦人，展
開對話，當婦人詢問耶穌神學性問題的時候，耶穌卻滿
有智慧地把對話的重點轉移到婦人的個人問題上 --“來
談談妳的丈夫”！

Rev. Roy Oksnevad

（上）

經文 聖經真理

創 1: 26-27 每個人（包括穆斯林朋友）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是尊貴的。

太 28: 18-20 耶穌差遣我們使萬民（包括穆斯林朋友）作祂的門徒

徒 1: 8 耶穌應許我們必從聖靈得著能力在各處各方為祂作見證

路 19: 10 神尋找失喪的人

約 4: 23
神在尋找有心要敬拜祂的人（編者按：此節經文請參 ESV, KJV，NASB, NIV, 等英譯本，及呂
振中譯本 “但時候必到，如今就是了，這時真的敬拜者就要用心靈和『真實』敬拜父；因為父正尋找
這樣敬拜他的人。”）

羅 1: 18-20 透過受造之物，人（包括穆斯林朋友）就能領悟神永恆的大能和祂的神性

羅 6: 23 神針對人類的罪，給人類（包括穆斯林朋友）的恩賜（gift）是永生

創 20: 11-15 在末日的審判中，有很多冊子揭開了，它們代表神的審判，在裏面記錄了每一個人或善
或惡的行為。其中生命冊記錄了那些願意悔改信靠基督而得蒙拯救之人的名字。

林後 5: 18-21 神把勸人（包括穆斯林朋友）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幫助人們信靠基督得蒙救贖。

同樣的，我們應該先關心穆斯林朋友的個人需要，
然後再針對他們的需要來分享福音真道，而不是一股腦
的給他們灌輸神學教義或與他們爭辯。其實很多穆斯林
朋友很誠心實意的尋找真神，但是他們不知道在哪裡才
能找到神，我們需要引導他們認識誰是真神，如何能找
到祂，在這尋索的過程中陪伴他們，按照聖經解答他們
的疑問。

為什麼要與穆斯林朋友傳福音

聖經告訴我們，為什麼需要與穆斯林朋友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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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就是神的使者，我們的使命就是向世人（包
括穆斯林朋友）解釋並活出神國的價值觀。若我們按聖
經的教導，當穆斯林朋友餓了，給他們吃；渴了，給他
們喝；病了，看顧他們；......真誠關心他們的話，會比
較容易跟他們建立愛的關係，相對也就比較不會陷入壁
壘分明的對峙局面。

若我們已經跟穆斯林朋友建立關係，對方願意跟我
們一起查考聖經，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幾個問題：

一.其它宗教也有真理嗎？
其實，每個宗教，或多或少都有些教義讓人覺得是

真理，人們才會願意去歸信。而我們更需要去回應和思
考的是“哪個宗教所彰示的真理是完全無誤的”；引導
穆斯林朋友查考聖經可以幫助他們回答這個問題。

二.基督徒如何在多元信仰的世代分享基督教真理？
當我們與人分享福音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必須掌握：我們不需急於把全套福音真理一下子講
完，嘗試把真道分成一個個的‘福音小籠包’，讓對方
一點一點的思考福音真道。另外，多用故事和比喻來說
明福音真理，也會幫助穆斯林朋友理解我們的信仰核心
是什麼。

耶穌在世間宣講福音的時候，也是如此做。祂擅於
用故事和比喻，而且祂不會一下子長篇大論的把整套福
音真理傾倒出來，塞給對方；祂經常針對對方的需要，
把相對應的福音真道作簡潔有力的宣講和闡釋，然後就
讓聽道者去思考祂所說的真理。

當我們帶領穆斯林朋友查經和分享福音真理的時
候，我們不妨學習耶穌的做法。那些有心尋找真神，尋
求真道的慕道朋友，會認真的思考那些真理問題，他們

會持續的來，持續的聆聽和思考；尋找的，必尋見！

三.我們可否使用其他宗教的義理來作橋樑分享
福音？

答案是“可以”！穆斯林朋友對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以實瑪利是熟悉的，甚至大衛，所羅門，他們也
都知道，他們也有神創造宇宙的概念，當我們向穆斯林
朋友分享福音真道的時候，可以跟他們說，“其實，可
蘭經只是提到部分的事實，我們不妨來查考聖經，對這
些故事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有趣的是當我們打開聖經
與穆斯林朋友一同研讀的時候，真理的光就照明他們的
心。我們向他們解釋這些故事彼此的關係，以及與耶穌
基督福音救贖的關連。

四.對於如何向不同信仰的朋友傳福音，使徒行傳第
十七章裡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使徒行傳第十七章，保羅很有智慧的藉著雅典人
所拜的“未識之神”作為橋樑，打開與雅典人的溝通之
門。保羅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引述猶太人的歷史，因為
對於希臘的聽眾來說，猶太人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他
以雅典人明白的事例來開始，為獨一真正的神建立論據
（徒17:22-23）；接著他強調彼此對於神的一致觀點，
以建立共同立場（徒17:24-29）；最後--也是很重要
的--他把分享的重點轉移到基督身上，特別強調祂從死裏
復活（17:30-31），凸顯基督復活主的獨特性。

當我們向不同信仰的人（包括穆斯林朋友）傳福音
時，可以用保羅的方法：運用例子、建立共同立場，然
後引導人認識基督。

（編按：本文由【芝華宣道】編輯群根據去年【基

督徒大會】Rev. Roy Oksnevad主講的專題[和穆同居] 

之錄音，摘要整理編寫。本文未完，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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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至8月底合計 

$164,700

預算

$61,402 $73,570 ($12,168)

$38,200 $11,996

$53,232$143,000

$21,202 ($9,206)

$55,681 ($2,449)

 

 

$27,000

$372,900

$4,950

$131,580

$12,100

$162,553

  ($7,150)

  ($30,973) 

2016年8月底

感謝神，蘇妙嫻姊妹已正式上

任，成為芝華的全職同工。妙嫻姊

妹多年在教會並第一線的福音廣播

以及校園事工有美好的事奉，蒙神

重用，並對宣教深有負擔。相信神

要藉著她的加入更深祝福芝華宣道

前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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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挨過了四十七年！從越戰戰場到美國工
場；從十三歲開始替爸爸打工，到在美國做起生意；這
些歲月都是在充滿血淚和艱辛的日子中渡過。都是神的
恩典和保守，如今讓我能安居樂業；大女兒Irene出嫁，
小兒子Brian還有四年醫學院畢業，再過六年我就可以正
式退休下來，安享黄金的晚年！” 

這是我六十歲那一年(2006)春天，自鳴得意地籌算
着那享福安稳的日子來到。想不到有一天在禱告中神對
我說: “堅信，我要你放下你的事業，專一服事我！”

“主啊！我是願意事奉祢的”，我回答主說 “但我
是六十歲的老頭子，比不上年輕的人學歷高，精力充沛
又能幹。”

主說: “我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侯，他豈
不是八十出頭嗎？六十歲還年輕呢！”

“主啊！是的。但我若能多賺錢，奉獻給祢的事工
不是更好吧！”

衪說：“我要的是你，不是錢。”
當時我雖然願意接受神的呼召，但心中仍有點猶疑

不決。我只把這件事放在心裡，没有告訴任何人。
一個晚上，我跟我內人慕真在聊天。忽然間她轉過

身來對我說: “堅信，你年纪也不少了，年日無多，還是
放下你的事業，提早退休來專一去服事主吧！”

當時嚇我一跳。“是真的嗎？” 我有一點不相信；
我一直不敢向她提起這個决定。

“那麼Brian 的學费怎麼辦呢？”
“我們一切都屬於神的，衪自然會供應的！”  她的

信心比我還大。
神已給了我一個明証，還要等什麼呢！
三個月後，我將我的生意賣出去，正式加入【芝

華宣道】成為全職義工,  將我的餘生投資到永恆的事業
上。

那時侯，【芝華宣道】還没有辦公室，事工也不算
多。除了每星期同工見面開會外，每個同工都在家裡上
班。我趁着空餘的時間去完成多年無法實現的一個夢想--
將我在越戰中和海裡逃生的經歷寫成一本傳記。經過斷
斷續續四年多收集資料，尋找和採訪有關人物，也特地
回到越戰戰場去考察。终於完成了這本‘Freedom At 

All Costs’(英文版) 的書 ，於2012年10月底正式出
版。

同年11月，我們所敬愛的總幹事洪保利牧師從中國
短宣回來後，身體很不適。經醫生檢查後，發現他患上
了腹膜癌，立即進行電療。2013年3月醫生判斷他的癌
症已到末期，他停止了各種的治療，在家中養病。我們
都很震惊和難過。同時，洪牧師也决定辞去總幹事的職
務。芝華宣道董事會經禱告和商討後，决議要請我暫代
總幹事一職，任期為3年。同年5月中洪保利牧師被主接
回天家。

過去三年中得蒙神的憐憫和智慧，並弟兄姊妹的
禱告和支持，同工們也彼此同心的配搭，芝華宣道的事
工穩定地成長。我們仍持守當初神給【芝華宣道】的異
象：就是服事芝加哥和中西部眾教會，讓我們能同心合
力，去完成神託付我們的宣教使命。2013年11月我們搬
進現在的辦公室，讓事工能更有效率地發展下去。

感謝主！使用我, 完成了我對【芝華宣道】的承諾，
今年底我將卸下代總幹事一職。我之能完成這個重任
是因為神赐給【芝華宣道】一羣忠心又能幹的同工和義
工。他們為主擺上的一切，只有主能報答他們的勞苦。

今年六月，董事會正式通過聘請林恆志牧師為【芝
華宣道】的總幹事。林牧師為人謙和，又有宣教的心志
和恩賜，是我所敬佩的牧者同工；我們一直都有很美好
的配搭！

最近有人問我：“你辭去代總幹事一職後，有什麼
打算呢？”

老實說，順服神所帶來的喜樂和恩典是無可相比
的。這十年來我们一家得蒙神的保守和神的供應，生活
没有任何缺乏，靈命得到更新，更體會神的信實和同
在。我感謝神願意使用我這個卑微的人。以後的日子，
一方面我會留在【芝華宣道】董事會，繼續支持【芝華
宣道】的宣教事工；另一方面，等侯神的指示，去衪要
我去的地方，作衪要我去作的事。若神賜給我健康和體
力繼續去事奉衪的話，也許有一天衪會再對我說: “七十
歲還算年輕呢！”

*編者按：服事神的心志與年輕人相比，毫不遜色。

老而不「遜」
*

代總幹事  陸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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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初藉電波傳基督到神州的福音廣播，到貼近本
地同胞的社區外展，協助教會成立國語堂，再進“住”校
園，在留學生當中，見證基督，踐行互愛，建造生命，到
如今加入【芝華宣道】。這23年來，對於祂的召命，我
的回應不敢改變；改變的是事奉的崗位；繼續要持守的是
對基督全人全心的委身。

二十三年前，神呼召我離開新聞媒體的工作，投身
對中國大陸的福音廣播服事。在那崗位中將近十年的事
奉，神破碎我，要我學習事奉的生命基礎是謙卑。過去傳
媒方面的專業訓練不是事奉的本錢；對神的認識，對聖經
真理的理解，是事奉必須的條件。於是就開始一邊服事，
一邊接受神學裝備。

然而接受神學裝備不保證有委身的生命！好幾次，
我因著血氣而萌生退意。然而，神都藉著祂在客西馬尼園
的禱告，讓我更深地被祂的順服與捨己所觸動，我原本的
‘resign’ ，蒙神憐憫挽回，被祂‘re-assign’。

後來我服事的芝加哥遠東廣播與加州遠東合併，神
讓我看見當年遠在神州的骨肉同胞，已經成為我們教會的
鄰舍。當時我們所參與的教會只有粵語和英語堂，要把福
音傳到這些鄰舍的心靈裡，不是光邀他們‘來’教會，而
是‘去’到他們當中，進入他們的生活，才能進入他們的
生命。與丈夫經過兩年的禱告和等候，神為我們開路，讓
我們在教會附近買到一個適合開放家庭的房子，協助教會
成立以大陸學生學者與家眷為主體的國語堂。

在進入社區開放家庭的八年福音外展服事中，我丈
夫幾次失業，神要我們學習的是信靠的功課。面對每個月
兩千美元的赤字，神很奇妙的差派‘烏鴉’‘寡婦’來供
應我們的需要，正如祂多次藉著以利亞先知的話對我們
說：「不要懼怕！......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
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
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
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列王紀上 17:13-14）在經濟
上，神讓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教會國語堂建立，專責的牧者到任牧養兩年後，神
藉著一個對留學生事工有負擔的機構對我們的邀請，帶領
我們家再度搬遷，進入城區的UIC大學校園，住在留學生
當中，過著‘金魚缸’式的透明生活，見證復活主的真實

一樣的呼召，不同的崗位，持續的委身 
蘇妙嫻

與恩典。過去六年我們家在UIC的事奉，有很多掙扎和眼
淚，也有因學生生命成長帶來的喜悅；恩典的主，更讓我
們得安慰與被激勵的是看見自己兒子的生命蛻變！神再次
讓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兩年前，蒙華福【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的邀請，
在休斯頓的場次擔任專題講員，與來自美中各地的牧者，
校園同工交流，讓我看見美中校園和教會的福音禾場何其
的大，而且在改變中，教會之間需要作更多聯結，才能更
有效的完成神的託付。實際上，由於在芝加哥城區校園
事工的需要，我經常要聯結其它的校園團契，教會和福
音機構，深深的體會當前美中華人教會有幾個‘失落的環
扣’：老化的華人教會與年輕人（含校園）銜接的環扣；
中產化信徒與草根新移民聯結的環扣；耽於同文化舒適圈
與跨文化宣教的環扣，...... 。

在禱告中，“聯合眾教會，履行大使命，建立胸懷
普世的宣教基地”的呼聲不斷在心中迴蕩；而這不正是
【芝華宣道】的異象嗎？！ 我跟主說，“如果是出於你
的心意，要我轉換事奉的崗位，到【芝華宣道】為共同的
異象一起服事，就請求你使芝華的負責同工有同樣的看
見，讓他們主動與我聯繫，顯明這事是出於你。”去年九
月初，【芝華宣道】的林恒志牧師主動跟我約談，希望我
能加入【芝華宣道】的服事團隊...... 

 
過去20多年來，我的事奉崗位雖有更改，但是神帶

領我服事的軌跡，卻是讓我心生敬畏；在服事中神對我生
命的破碎與重塑，是我服事最大的收穫；在事奉中，復活
主的供應，憐憫與重建，讓我們家深覺不配與感恩！

“Contact ，Connect，and Conquer the souls for 
Christ”是耶和華神對我的4C呼召；其實，祂自己本身就
是主動與人Contact & Connect, 邀請人與祂同工，一起 
Conquer 的神！祂是生命的主，復活的主，祂呼召，祂
引導，祂信實！

如此的神，配得我們全人全心的持續委身服事祂，
見證祂，榮耀祂！

期待與你一起同工，事奉我們恩典的主！



神啊，你又真又活！
                 －福音營小組長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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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家第六年來福音營服事。我先生哲亮來
了六年，我來了五年，缺席那年是因為我的產期很接近福
音營營期，本來當時想報名，但我先生說：“你還是不要
去了，讓爸爸去，萬一在福音營生了怎麼辦，給同工添多
大麻煩。”於是那一年，翁婿二人配搭服事，我到現在都
還清楚記得爸爸回家報喜訊時的表情，很有意思！

以往的年歲裏，我們在福音營見證過多少神奇妙的
大能，回頭數算真是感恩。記得第一年參加福音營，我們
就被安排做小組長，當時既興奮又感到壓力山大。福音營
第一頓飯，有幸坐在洪保利牧師旁邊，當他知道我們第一
次來就擔任小組長時，開玩笑說：“安排的人真大膽！”
現今如果洪牧師還在，我要告訴他，安排的同工既大膽又
有智慧，因為我們小組除了一對菜鳥組長和慕道友外，都
是資深基督徒。三天裏，他們支持幫助，給了很好的示
範。那次小組的慕道友全部決志，而且一位阿姨回國後還
向我媽媽傳了福音，神的作為奇妙！

今年對我又是個新的挑戰，往年都和先生配搭，這
次卻被分了出來，獨自負責小組。非常欣喜，可以有更多
的學習和操練了。尤其是剛學了基督生平二冊，有很多收
穫，想上陣實踐一下。我懷著興奮和期待來到了福音營。

第一天：不一般大的難題

第一次主持小組分享，感謝主，組員全部到齊！四
位慕道友，加我5位基督徒，互相介紹並玩了破冰遊戲，
對慕道友的情況基本有了初步認識，自覺難度很大。四位
慕道友來自兩個家庭；一家是信主的丈夫和不信的太太，
太太自稱信佛，明說來福音營沒有期待。再看另一家，新
受洗的姊妹滿懷期待把全家帶來，丈夫誠懇表態是家中第
四代佛教徒，還曾帶髮修行，是第二次來福音營了。他表
明不反對基督教卻是不會信的，因為不能背叛祖先。姊妹
的父母二老一開口就說是來幫忙帶孩子的，看看就好，沒

期待！

在晚堂信息後的小組分享裡，那位未信主的太太一
直在唱反調；甚至刁難說：“舊約裏神殺了這麼多人，祂
怎麼會是公義的呢。”她表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會
信。小組結束前，我問了大家一個問題，你知道人死後去
哪裏嗎？基督徒組員非常肯定的回答確實觸動了其他人的
心。雖然那位太太不肯死心，還搬出佛教講法，卻仍然給
不出肯定的答案。小組結束後我就發了愁，這次又是誰膽
子那麼大，給我四位這樣的慕道友？

雖然疲憊，同組的基督徒英魁夫婦陪著我一起參加
晚禱，同心迫切禱告。我也微信給自己教會的兩位姊妹，
請她們為我和慕道友們向神迫切禱告！回到寢室見到帶孩
子的先生，他說他們小組已經有位慕道友決志了，並且信
心滿滿未來幾天要帶更多人信主。他說，他一拿到慕道友
的名單就每天堅持為他們禱告。我聽後既為他歡喜感恩，
又感到慚愧和壓力。我向神禱告，並認罪悔改，不敢就此
休息，藉著微信，和英魁夫婦一起查詢討論那位太太提出
的佛教觀點，並藉著查考啟示錄更加地認識神的公義。

第二天：看到神奇妙的工作

參加晨禱前收到為我禱告的姊妹傳來信息：“如果
真的一點都不相信，人是不會來福音營的，為你禱告！”
此時，我醒悟到內心其實有恐懼，因為得了些裝備就壯志
雄心地來福音營，若沒為主得著一人，實在沒面子。認識
到自己未將主權完全交托並求神作工，於是在晨禱時，迫
切呼求神，交托順服，因為“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亞4:6）

那位信主的先生第二天早上告訴我，對於“舊約裏
神殺了這麼多人，祂怎麼會是公義的呢”這個所謂困擾她
的問題，其實很多人甚至教會牧師都曾向她解釋過。我們

海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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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覺到這不過是個幌子，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於是同
工們達成共識，我們就談生命的改變。小組中一位姊妹當
年有相似的情形，當她開始分享見證時，就看到那位太太
的抵觸開始鬆動。她的先生緊接著也給了一番情真意切地
分享，言語間充分流露出對太太和這個新家庭的愛和情
感。

晚堂我坐在那位太太的身後，聽劉牧師的信息“回
頭”。當劉牧師最後呼召時，那位太太舉手了，手舉得特
別高、特別堅定！我整個人一陣發熱，感動不已。當那位
太太在劉牧師帶領下決志後，這對夫妻的手就緊緊握住，
不肯鬆開。神不僅賜下救恩，也讓他們夫妻關係往前跨躍
了大大一步。若不是上帝的工作，沒有可能！

後來英魁大哥告訴我，那位太太有位非常敬虔的婆
婆，一直在為媳婦的得救禱告；他們的團契小組在她報名
福音營後就在微信上有40天的連鎖禱告，最後7天更是禁
食禱告。上帝激發眾人的愛心，並實在喜悅與單純仰望祂
的人同工，成就大使命。我的神作為奇妙可畏，讓一切的
不可能變為可能！

晚堂後的小組時間充滿了溫馨，大家在剛信主姊妹
的“屬靈生日卡”上簽名留念。而另外一個家庭未信主的
先生也說當天的詩歌特別打動他，袁牧師的信息讓他震
撼。午餐時，一位弟兄專門和他聊佛教徒怎樣才能信主的
話題，幫他解除擔心靈界的攻擊等顧慮，讓他受益頗深。
下午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的岳母聊天，因為是老鄉，我們

用上海話敞開心懷聊得很開心。我在談話中找到切入點，
談到她心裏的顧慮並分享了福音，之後第一次用上海話為
這位阿姨禱告！晚禱唱詩時我淚流滿面，感謝主！為今天
主讓我看到和經歷的一切感恩！ 

第三天：神給的超出所求所想

最後一次小組聚會，我給每個組員準備了告別的禮
物。三天的相處，我們好似一家人彼此相親，沒有偽裝，
十分坦誠，我和同工們繼續鼓勵大家。這時候，同教會的
一位弟兄過來，坐在那位未信主的先生身邊，給他又講了
一遍屬靈四律，那位先生就表示願意相信主並決志了，我
們都歡喜快樂得不得了！緊接著，阿姨告訴我，她也願意
決志信主，我和她的女兒拉著她的手，第一次用上海話帶
人作決志禱告。阿姨非常激動，結束時拉著我的手反復地
說：“我們家有福了！”再次見證到神行事奇妙可畏，恩
典浩大，我們不由自主地發出讚美！

在回家的路上，老公一邊開車，一邊問我這三天的
感受。我告訴他最大最重要的收穫是感覺上帝的救人計
劃，好像一個大拼圖，神負責那最大最難的部分，而其餘
的部分是人在不同方面的服事，須要眾人同心合意擺上自
己，且不能誇口，因為人只能盡力去做好應當做的事，結
果卻由神的手掌控。回想這三天的經歷，我們不禁同聲感
歎，祂真的是位垂聽兒女禱告、充滿憐憫慈愛且又真又活
的神！

歡唱與歌頌

破冰與歡笑

收割與祝福

不可或缺的禱告時刻

這些年來，神使用國殤節週末在Cedar Lake的福音營成
就了大事–許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年参加人數
共約400人，慕道友佔93位, 43决志信主。因著每年踴躍

2016春季福音營回顧

的報名人數，現有的場地實在不敷使用。我們現正尋找更
大的場地，好容納更多教會的參與，讓更多人得蒙神的福
音。請為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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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中西部短宣

Champaign 校園短宣隊

今年8/30日，正當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源源不絕抵達UIUC
的Champaign/Urbana校園時，三個不同機構的短宣隊
(包括【基督工人中心】，【芝加哥大學】和 【芝華宣
道】) 也齊集在Champaign華人基督教會向學生們分享福
音、作個人談道和福音探訪工作。晚上的福音聚會中有三
位學生决志，歸信基督。星期天下午在校園廣場舉行的
「Quad Day」盛會中邀請學生們参加當地的學生團契。

大部份的中國留學生都是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條
件、思维和需要跟以前的留學生有很大的不同，求主賜給
我們智慧去了解他們的需要，以更有效的方法關懷他們，
與他們分享福音。願神差派工人長期駐守在這個校園，展
開福音和關懷工作；同時盼望弟兄姐妹一起為UIUC的校
園福音工作代禱。

Purdue校園短宣隊

感謝神，普度校園短宣中有三位學生決志，清楚明白救
恩，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和生命的主！另外有好幾位
願意繼續認識神，求神繼續引導他們。本次普度短宣中有
三分二是芝加哥的年輕人，第一次走出校園參與短宣。他
們在傳福音過程中深受激勵，也感染了普度校園的弟兄姐
妹，明年也要“走出去”！求神繼續興起更多年輕基督徒
參與跨教會的短宣，既履行大使命，也體驗與神同工的喜
樂，與各教會弟兄姐妹配搭的美好！

芝加哥社區短宣隊

芝加哥短宣隊於9/16-18日由來自不同教會的11位短宣
隊員經過近二個月的靈修禱告和培訓準備後，與真光堂
的同工們彼此配搭。周五晚上真光堂的弟兄姐妹共邀請
到58位來賓，46位成年慕道友中有29位是第一次來教會
的。短宣隊員和教會同工們用短劇，詩歌，見證和信息為
來賓獻上豐盛的福音聚餐。周六探訪了6位慕道友，帶領
一位決志信主。部分短宣隊員還到附近的中餐館及超市福
音搶灘，並邀請慕道友來參加第二天的主日敬拜聚會！感
謝主使用我們的生命來與真光堂弟兄姊妹一同在福音上受
裝備，得激勵，讓基督的愛與祝福藉著我們這些器皿和管
道傳播擴散。

底特律社區短宣隊

感謝神，使用短宣隊在底特律帶領四個慕道朋友歸向基
督。神施恩，為我們在很短時間內安排了12組對象接受
探訪和個人談道；當中有人願意悔改，決志信主的；有人
曾經信主冷淡後退，信心得堅固；另外有家庭鬧矛盾的願
意尋求神的幫助。這次短宣，我們深感關懷、裝備與佈
道宣教是環環相扣，又
互為影響。對於跨教會
的短宣隊，與當地教會
之間如何組成短宣（訪
宣）鐵三角，是我們需
要繼續交流和改善。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本計畫十月舉辦的粵語「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
程，因報名人數不足，決定延期開課。開課日期將另行公
布。請繼續為「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在粵語
教會中推動禱告。同時為回應中西部教會的需求，芝華宣
道也將於明年三月在底特律開辦「Kairos 把握時機」課
程。我們將繼續在中西部其他城市推展此一課程。

為了90後，就做90

後的普度短宣隊

為福音，總

動員的芝加

哥社區短宣

為這獨一真神，我們拚了!

不同機構
同一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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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興奮今年「基督徒大會」的場地將改在Westin 
Hotel, Lombard, IL 舉行。日期訂在12/28-31日，主
題是「悔轉！回歸新婦的位份」。已邀請劉富理牧師、
林祥源牧師、賴若瀚牧師為大堂講員，並十多位各有專
精的專題講員。Grace Conference主題是“I Am To I 
Am”，講員是Hans Sun。新的場地寬敞而新穎，很
適合大會使用。現已開始報名(www.cccm.ws)。請為大
會禱告，求神帶領更多人來参加，生命得蒙神的建造。

芝加哥2016華人基督徒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