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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的 職 業 體 壇 最 近 出 現 了

兩位球員，媒體用“Tebowing”與

“Linsanity”來描述他們對球迷與社

會的影響。這兩位年僅23-24歲的基

督徒，在NFL(美式足球)和NBA(籃

球)的球場上與記者會中，公開表明

他們的信仰，不以福音為恥。T i m 
Tebow1在數萬觀眾眼前，以“單腳跪

下單手托額”的禱告姿勢名聞全世界

(Tebowing)，Jeremy Lin (林書豪)2因

替補缺席的資深隊友，被教練從冷板凳

提升上場，卻因球技與連場得勝而帶來

“林來瘋”(Linsanity)。正如Dr. Paul 
Stevens在2011年基督徒大會所傳遞的

職場信息(請上芝華網站收看)，這兩位

家喻戶曉的人物，正在他們的職場平臺

上，為基督的福音作美好的見證。

Tim Tebow與Jeremy Lin都是從基督徒家庭長大

的，我們為他們的父母教養敬虔的後代感謝主，同時

也要肯定家庭信仰傳承的重要！

	

保羅年老時寫信給年青的同工提摩太，提醒他說：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

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

教導別人的人。”(提後2:1-2)	

聖經告訴我們，提摩太傳承了他外祖母與母親的信

仰(提後1:5)。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邀請提摩太

加入宣教團隊(徒16:3)，接受造就，一起同工。十幾

年後保羅寫這封信提醒，雖有良好的家庭影響，又有

良師多年的引導，還是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方

能傳承生命。人在生活中難免會有軟弱的時刻，第一

代的基督徒可能會有較多的家庭纏累，就得更加注意

了，讓自己少受影響，讓生命多有傳遞。因此，教會

的肢體要彼此代禱，相互扶持，在主救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和知識上多有長進(彼後3:18)，不從恩典中跌倒

(加5:4)，讓屬靈的生命可以延續。去年大會中饒孝楫

牧師分享了他生活上許多的挑戰與兩難，這位可敬可

愛的老門徒見證了靠主恩典得勝的經歷(請上芝華網站

收看)。我們也要為Tim與Jeremy禱告，更親近主，逃

避引誘，遠離惡事，在恩典上剛強！

提摩太在加入保羅的宣教隊之前，已是一位得人

稱讚的門徒(徒16:1-2)。保羅用忠心來提醒他作一位

不折不扣、切實可靠的基督門徒，用教導的原文字義

引出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在乎生命的傳遞。乍看之

下，以為保羅在選拔提摩太作接班人，其實不然，保

羅是用“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來表明生命傳承的關

鍵。提摩太是受書人，是一個值得鼓勵傳承生命的對

象，原文的“人”是多數，門徒造就的模式不一定限

制於一對一，但是一定要扎扎實實的。

其實主耶穌對門徒早有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28:19-20)。我…你們…他們，正指向門徒

生命的傳承，這是神愛世人的心意，保羅也在其中扎

實地履行基督的大使命。

記得2008年的奧運嗎？美國田徑隊的男子與女子

400米接力隊，原本有實力與希望得金牌，卻在同一天

的預賽中，因最後一棒沒接到手，雙雙出局，前功盡

棄，傷心懊悔，切切不已。保羅在往後的幾節經文(提

後2:3-7)中，用三個例子來強調傳承的操練：像當兵

的要掌握優先秩序，不被世務纏身；如作運動員的要

嚴格守規，鍛練自律；像種地的農民要長期勞力，耐

心耕耘，才有收成。

兩千年來，福音的傳遞就是這樣一棒一棒地傳承至

今，門徒再生是神的

心意。近年的宣教統

計給我們帶來激勵，

譬如，20世紀全世界

信主的總人數，比前

19個世紀信主人數的

總和還要多3。華人

信主人數在20世紀增

門
徒
生
命
的
傳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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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了200倍，從1950至2000年增長了100倍！這些史無

前例的增長，讓21世紀的海內外華人基督徒，從蒙恩

到感恩以致施恩，神正在把傳承生命的棒子交給我們

呢！

兩千年來，福音的傳遞也有未能持續的時候。導

航會創始人Dawson Trotman在1950年出版的“Born to 
Reproduce”中，用人類肉身的生育，引申出屬靈生命

未能傳承，基督徒不傳福音的三大原因，讓我們一同

得到警惕：

•	精卵未結合生命未常與基督連結，有如枝子

與葡萄樹缺少生命的關係

•	身體上有病罪根阻塞、靈命有疾，像神所恨

惡的七樣(箴6:17-19)，還有謊言，詭詐，閑言，不

合…等，有如哥林多教會的光景。

•	未發育成年生命不成熟、屬肉體，有如：嫉

　　　　　　　　　　　　　　　　　　　　　

　　　　

可一15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
悔改，信福音”說明馬可福音的兩大主題：神的
國近了（神的層面）與人用悔改的信心回應（人
的層面）。用另外一面來說，神國的福音就是耶
穌，但耶穌究竟是誰呢？人悔改信耶穌就成為耶
穌的門徒，但門徒跟隨耶穌的道路是哪一條路
呢？所以馬可福音的主題也可以說是強調耶穌是
誰及門徒道路這兩方面。在馬可福音四35～41
中我們將會看到這兩個主題：耶穌是誰及門徒道
路，交織在一起。

在進入經文之前要先說明兩件事情。第一是神蹟
（神國權能的彰顯）與耶穌是誰之間的關係做說明。
神蹟為耶穌是誰做指路牌。神蹟就是把神國是甚麼的
幕幔揭開叫人看見耶穌是誰。第二是耶穌是誰呢？耶
穌是這位神國的君王，藉行神蹟叫人看見神國權能的
彰顯，看見耶穌所帶來的神的國要把被罪污染破壞的
世界恢復更新。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自己放在這段經文的情節當中，
像是置身在一部電影當中，在35-41節中有三個轉折
點就把整部電影分成四幕，而且馬可把三個轉折點很
技巧的告訴我們。他用“大大的”（原文）來形容的
三件事就是這三個轉折點：大大的風浪（暴風）great 
storm of wind，大大的平靜great calm，大大的懼怕

great awe。這四幕的頭三幕，每一幕都在談耶穌和
門徒之間的互動，第四幕是門徒之間彼此的互動。然
而從這四幕和三個轉折點我們將看見門徒對耶穌的認
識，這一路的發展到最後問出“這到底是誰”？也幫
助我們思想：對耶穌的認識到什麼程度？

神國權能 

妒、分爭、論斷、隱情、淫亂、貪婪、勒索、辱罵、

爭訟、醉酒、拜偶像、自高自大…等都要釘在十架上

(也是哥林多教會的現象)

走筆至此，讓我們互相激勵，作個扎實的基督門

徒，在恩典上剛強，傳承門徒的生命。芝華宣道將在

芝加哥開辦一天的“門徒造就研習會”（6/16週六)，

再邀有30年門徒造就經驗的大師Dr. Greg Ogden親
臨指導。盼大家抓住機會，報名參加，有福同享。一

起學習在教會中造就門徒，一同與眾教會在萬民中造

就主門徒！

諶志豪牧師

—耶穌是誰 

本文：
1.第一幕：在大大的風浪發生之前。耶穌對門徒

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在海那邊，格拉森人的地
方，有人迫切需要耶穌所傳的神國的福音。今天對我
們來說，耶穌的心意仍然一樣，因為人們迫切需要耶
穌所傳的神國的福音，無論人自己承認不承認這個迫
切的需要。“那邊”可能是我們的鄰居、同事、朋友
或親人，可能是美中校園短宣，可能是----。但最關鍵

前    言
馬可福音四35～41　　

（上接第一頁）

再探

1.www.youtube.com/watch?v=mfJtDeve89M	
(Tim Tebow中文字幕3.5’)
2.www.goodtv.tv/wmvbox.php?filename=YDA0526	
(好消息電視台林書豪專訪50’)
3.Patrick Johnston & 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 
2001 (pp.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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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們願意聽耶穌的話嗎？因為耶穌說“我們”渡
到那邊去吧，所以只要是耶穌叫我們去的那邊，我們
就可以安心，耶穌一定同行而且是祂在帶領我們。門
徒的反應如何？“門徒離開眾人”離開站在岸上的眾
人（4:1），離開“在岸上的眾人”這個詞背後所代表
的安全舒適的環境，願冒風險出海航行，是信心順服
的決定，很不簡單。

2.轉折點一：忽然起了暴風，而且嚴重的程度是
到船要滿了水，意思是要沉了。為什麼會忽然起了暴
風？當神的國在推進，“我們渡到那邊去吧”，誰的
國就得退後？魔鬼撒但的國。魔鬼是不是應該會很恐
慌緊張啊？所以先下手為強，給你來個暴風，叫你
死。但魔鬼似乎忘記了耶穌在馬可福音3:27說過“沒
有人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在3:27上下文中，魔鬼是那壯
士，比壯士更強的那一位是誰？耶穌。

3.第二幕：在大大的風浪發生之後，風浪大大的平
靜之前。耶穌與門徒的反應是強烈的對比。按理說，
門徒是在海上航行的老手，應該怎樣？有經驗所以不
緊張。結果呢？嚇死了，因為船真的馬上就要沉了。
耶穌是木匠，按理說是不懂海
上遇見暴風該要怎麼辦？所以
應該會很緊張。結果呢？耶穌
竟然可以安然睡覺。門徒的反
應是現在先叫醒你，起碼還可
以幫幫我們忙！這番描述你覺
得會不會是“門徒叫醒了他，
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
麼？”這句話的含義呢？

4.轉折點二：藉耶穌平
靜風浪的故事，馬可講出兩個關於耶穌是誰的深奧真
理。真理一：四39奇妙的說出耶穌是神又是人，百
分百的神，百分百的人，而且神性與人性在耶穌裡頭
不會混亂，不會衝突，這是人不能明白的奧秘。耶穌
睡覺可以如此安穩不是因為他太累了，也不是不顧門
徒，而是耶穌早就知道睡醒之後他有權柄和能力平靜
風浪，所以安穩的睡覺本身是否也成為說明耶穌的
神性的一種方式呢？真理二：四39帶權柄的說出耶
穌是比魔鬼更強的那一位壯士。在聖經中，大海被看

為邪惡的力量及混亂的所在，大海中的風浪代表毀滅
的勢力，都是神要治服的。神藉耶穌所帶來的救恩，
大至宇宙，是至終把被罪污染破壞的宇宙全然更新，
帶來新天新地，這是宇宙的新創造。小至個人，是至
終把被罪污染破壞的人性全然更新，讓我們的生活有
秩序，很充實，這是人性的新創造。但一定要把人放
在一個群體裡進行這個新創造，教會（信耶穌的你和
我）就是這個新人的群體，這是人類的新創造。因此
平靜風浪不僅僅說明耶穌是比魔鬼更強的那一位壯
士，更說明他是創造主也是救贖主。救贖意味著新創
造，奇妙吧？你認識耶穌是誰了嗎？

5.第三幕：在風浪大大的平靜之後，門徒大大的懼
怕之前。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
心嗎？”耶穌很明白怎樣才能幫助門徒更願意聽進去
耶穌的責備，以致他們的信心能成長。責備是有必要
的，但要看你怎麼做才最合適！耶穌責備的是門徒沒
有信心，再一次讓我們看見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如果
你認識的耶穌只是個做過木匠的老師“夫子”而不是
“主”，也不會喊救命，只說“你不顧嗎”，你就還
沒有信心。小信與沒有信心之間的差別還不是“量”
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這是很可怕的差別！你

看見了嗎？請問你認識的耶
穌是怎樣的耶穌呢？你所認
識的耶穌會直接決定你的信
心是怎樣的信心，千萬要留
心。

6.轉折點三：門徒大大
的懼怕與膽怯完全是兩回
事。膽怯是因為看環境，就
快沒命了，手腳發軟。懼怕
是因為看見只有神才能做的

事，就是平靜狂風巨浪，而耶穌竟然也能做。耶穌你
是誰？難道耶穌是神嗎？越想就越怕，因為我們遇見
了非常“神聖”的事情。

7.第四幕：門徒大大的懼怕之後，不敢再問耶穌什
麼了。所以就彼此問“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
他了”從外表來看，耶穌明明是個人，怎能做出只有
神才能做的事呢？這也就來到信息的最後。我們從耶
穌平靜風浪的故事中要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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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耶穌是誰？耶穌平靜風浪不僅僅說明耶穌是比

魔鬼更強的那一位壯士，更說明他是創造主也是救贖
主。如果你正處一個人生的狂風巨浪中，而且你知道
是耶穌帶你進入的，甚至你感到耶穌似乎睡著了，不
管你了，離你很遠，好像不存在一樣，你這條人生的
船看來就要沉了，你可以從馬可福音4:35-41得著鼓
勵，安慰和盼望，因為耶穌一直都與你同在，祂領
你進入風浪是對你信心的考驗。不論風浪再大，也大

不過主耶穌的權能和祂的恩典。向耶穌呼喊救命吧！
“主啊，救我，我喪命喇”。不論耶穌最後用什麼方
式救你，或把你救到什麼程度，你可以確信祂必定會
帶你經過這個風浪，因為是祂帶你進入的，祂一定負
責你這條船到底。而且當你呼求祂的拯救時，你將經
歷耶穌對你心中的狂風巨浪說“住了罷，靜了罷”於
是風浪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請問你願意來投靠耶
穌，向祂呼求嗎？

芝華宣道團能達到十五周年的哩

程，讓我想到所羅門王的詩歌：”若不

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詩篇127:1)；芝華宣道

各樣事工被建造到現今的光景，都是蒙

耶和華恩手一步一步的帶領，過去所經

歷的成功或失敗，都有神的美意在其

中，願耶和華得著一切的榮耀與讚美！

福音營

從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未期，北美

中西部地區的學生事工每年都會在芝加

哥舉辨年底冬令會；邀請很多好的講員

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到會人數曾高達

一千六至七百人，在這段熱心傳福音過

程中，神興起芝加哥地域的福音熱。

從1997年春天，開始了在Cedar Lake,	
Indiana的福音營事工；芝加哥許多華人

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聯合起來，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帶領人來歸向主。每次福音營都有兩百至三百多人參

加，决志人數總共超過五百人。福音營就成為芝華宣

道最早期而重要的事工。

美國中西部校園短宣

從2001～2006年，芝華宣道與基督工人中心合

作，每年夏天從芝加哥教會徵招短宣隊員，與加州來

的短宣隊會合，一起到印地安那州，密蘇里州，與愛

荷華州的校園，向中國來的新留學生和家屬傳福音。

短宣隊在出發以先有六周的培訓與禱告預備，接受裝

備之後，才出去短宣。短宣隊在這十天當中，每次都

經歷到聖靈強大的能力與福音的大能，在短宣的旅程

中，結滿了福音的果子，飽嘗為主作福音工作的喜樂

與平安！2009年芝華和拉法葉華人宣道會開始合作組

織普度短宣隊向留學生、訪問學者和家眷傳福音和探

訪；神賜福，使短宣隊員留下福音佳美腳蹤。

海外短宣

2003年開始，神籍著芝華宣道組織短宣隊到海外

亞洲地區參與一些校園福音工作，培訓校園同工，與

當地教會配搭建立主內信徒的生命。海外短宣從每年

一次增加到春季，秋季二次。隊員不但來自芝加哥地

區，也有外州或國外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服侍，同心

合意的興旺主的福音。經過這些年的服事與配搭，芝

華也與絲路校園事工建立了宣教夥伴關係。

基督徒大會

從2005年也開始舉辨年底的基督徒大會，邀請有生

命榜樣和注重神真道的講員，主領關於宣教或培靈的

講座和專題。聚會人數從六百多增加到一千多人，到

會的弟兄姊妹都經歷到神國度的肢體生活；從美國中

西部幾十個不同地區來的教會，聚集在一起，同心合

意聯於元首基督。大會中彼此配搭事奉，讓世人看見

主肢體中的彼此相愛，就認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了；

同時也在當中被挑旺作主門徒、傳福音和宣教的熱

誠。	

展望將來到主的再來！願神繼續使用芝華宣道的

各樣事工，幫助弟兄姊妹熱心作主的門徒，操練＂遵

守神的道”，“彼此相愛”，“多結善果與福音的果

子”！願耶穌基督的名被高舉！願神得著一切的榮耀

與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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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宣道財務報告

2011年財務報告

2012年全年預算$314,100

              項目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赤字)收入

收入 支出 結餘（赤字）

同工薪津及行政 （四位全職）

工同工薪津及行政53%
$167,500

海外宣教  11%
$35,000

營會專款  23%
$71,500

事工開支  13%
$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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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去年芝華的財務至終是收支平衡，謝謝眾教會與主內肢體們的奉獻與支持!

本年合計 (1至2月)

$27,917 $7,778 $26,975 ($19,197)

$1,717 $1,182 $2,310 ($1,128)

$0 $3,352 $183 $3,169

$5,833 $400 $7,363 ($6,963)

$35,467 $12,712 $36,830 ($24,118)

2012年1至2月

基督徒大會

去年底的基督徒大會有1100位參加，分別來自芝加

哥、中西部地區的60間教會。大會以全人福音、門徒與

主、職場見證為信息主軸，配以20多個豐富的專題，帶給

與會者強烈的迴響，激勵會眾委身事主，在工作崗位上活

出基督。會後，芝華同工在芝加哥與密西根蘭辛舉行兩次

獻身研討會，共有27位獻身者參加，感謝主！

今年大會的中文主題訂為「高舉基督、同得萬民」，

已受邀的講員有王美鍾、戴繼宗、于慕潔等。中文節目將

在3/25日的同工推動大會中作詳細的報告，各部門也在積

極徵召同工，請代禱！

絲路短宣

今春的絲路校園短宣(4/12-5/4)將進入第十年，第

十六次組隊，有十二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分別來自芝加

哥、底特律、北京、南京、臺北的教會，請記念他們的腳

蹤與服事。

愛穆體驗工作坊 

愛穆協會於今年穆斯林齋月的第一個周末(7/20-21)，

在芝加哥舉辦首次“愛穆工作坊”，讓華人基督徒更多認

識穆民，了解他們的信仰生活。別開生面的節目安排包括

有：清真寺拜訪，與穆民歸主者座談交流，華人宣教士分

享，本地穆民基督教會介紹，清真午餐等。敬請期待！

福音營

芝華宣道今年的福音營於國殤節週末(5/26～5/28，

週六至週一)在Cedar	 Lake舉行。特別邀請陳世欽牧師與

陳昆華博士擔任講員，並計劃徵召約60位小組同工，來與

講員一同配搭，領人歸主。詳細資料與報名表將於三月中

旬發出，也會登於芝華網站。歡迎參與並請代禱。

校園創意聚會充電講座

針對北美校園禾場事奉和同工的需要，芝華和參與

校園事工的團體一起合作，特別邀請台灣校園團契總幹事

王文衍牧師及黃旭榮牧師來美，在四個城市(包括芝加哥

8/11-12)舉辦「校園創意聚會」巡迴充電講座。詳情將登

於芝華網站，敬請期待。

門徒造就研習會

為了落實“使萬民作主門徒”的托負，芝華再次邀

請歐格理牧師（Dr. Greg Ogden）回到芝加哥主領「合

神心意的門徒造就研習會」，一同切磋如何在教會中造

就門徒。時間訂於6月16日（週六）9AM-5:30PM在Elk 

Grove Baptist Church舉行；學習檢視門訓目標，再思

耶穌門訓模式，示範演練門訓小組運作，建立有效再生的

門訓小組，造福眾教會！歡迎踴躍上網報名(www.cccm.

ws)。 

同工薪津及行政 $146,532          $144,550            $1,982 

事工開支  $14,036           $17,057           ($3,021)

營會專款 $106,728           $93,197           $13,530

海外宣教  $20,341           $17,200            $3,141

本年合計 $287,636          $272,004           $15,632

2012年主要活動

3/25          基督徒大會同工推動會
5/26-28     春季福音營
6/16          門徒造就研習會
7/20-21     愛穆體驗工作坊
8/11-12     校園創意講座
10/7          15週年感恩餐會
10中旬        普度校園短宣隊
                  秋季絲路短宣隊
12/26-29   基督徒大會 
          歡迎上網查詢詳細內容



藉培訓增強教會的質與量，藉營會短宣逐步動員宣教，藉實踐深化大使命的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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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生命的傳承
2.神國權能再探--耶穌是誰 
3.主恩滿溢慶十五週年
4.事工動態 
  財務報告
  2012年主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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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員：

特別節目：

生活專題：

詳情請看福音營簡介或上芝華宣道網站�(�w�w�w�.�c�c�c�m�.�w�s�)

         請在�5月1�4日前向教會聯繫人報名

芝華宣道籌辦

�5月2�6日�(周六中午�)至�5月2�8日�(周一中午�)國殤節長周末

陳世欽、陳昆華、宋梅琦

相聲《情歌王》、個人見證、

DVD見證《誰是傳奇�-�-宜其室家》

《現實的壓力 vs�.信仰的動力》

《健康的自我形像》

《不再抽象的神─從林書豪談起》

Cedar Lake Bible Conference Center
13701 Lauerman St., Cedar Lake, IN 46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