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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教會的使命 

 

杜俊江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是讚美神、傳講神的話語？是基督徒實踐彼此相愛、彼此相

顧？還是門徒再生、不斷成長？這些答案都正確，都陳述了教會事工的一方面，然而所有

這些事工的起始都是教會的宣教。當宣教把人帶到教會的時候，才有可能使慕道友變成基

督徒；這些基督徒的不斷成長，就實現了門徒的再生；隨著教會的增長又會有更多的門徒

在教會敬拜神，彼此相交團契。 

一個團體存在的目的常常是由其使命所揭示的。教會的使命，或者說“教會存在的目

的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取決於世界對教會的定義，也不是由信徒對教會的期望來

決定，而是要尋求三位一體真神的心意，要從神的話語--聖經中去尋找。我們通常所説的、

大家都熟悉的大使命，明確指出教會的使命就是宣教。而宣教的對象則是普世性的，並非

僅僅只針對某個特定族群，這一點貫穿從舊約到新約的整本聖經。舊約特別指出，基於神

的本性，聖父的恩典及永恆的救贖計劃是包涵所有的種族及世代的(創 12:3，王上 8:43，

賽 49:6，詩 67:2)。新約聖經特別是福音書藉著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及復活，顯明

神的救贖計劃是體現在全人類身上(約 3:16，太 28:18-20)。使徒行傳及其他書信，則是

強調聖靈如何在世上運行，幫助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主耶穌在升天前，應許祂會賜下聖

靈的能力給門徒，他們就可以從耶路撒冷，撒瑪利亞，猶太全地，直到地極作主福音的見

證(徒 1:8)。所以神的心意是萬民的救贖，而祂也在歷史中不斷地尋找與祂同工完成這個

救贖使命的群體--教會。 

今天每一間有形的教會都是普世教會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其存在的目的不僅僅只是為

了自己地方教會的成長，更是透過普世宣教建立神的國度，正如以弗所書 4:11-13所説的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回顧歷史，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的成立和成長本身就是宣教的結果。四十年來，由

起初幾個家庭成長為每週包括成人和青少年在内將近 150人聚會的教會，教會的增長是宣

教的結果。西北教會也一直是一個注重宣教的教會。弟兄姊妹們多年來在本地，在香檳，

在外州，在海外參與了許多宣教的活動。這中間包括了本教會的信仰探索課程，春節、

感恩節的佈道會，勞工節的福音 BBQ 聚會，以及各個小組的福音聚會和聖經學習。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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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這些聚會把慕道友帶到教會，透過弟兄姊妹個人、小組和教會的跟進使慕道友成為門徒。

此外，教會和弟兄姊妹還與福音機構同工，參與中西部福音營、校園福音營、耶穌愛芝城、

中西部校園短宣、愛穆體驗週和聖經課程教導等事工。 

總結這些年教會宣教事工的得失，教會領袖開始探討長期持續的宣教策略。2018 年教

會發起並參與 UIUC 香檳恩典之家的事工，服事這座全美中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校園。我

們與其他五間教會一起，每週派遣短宣隊，配合當地的同工，透過查經和一些特別聚會向

中國學生傳福音，將校園一年一次的短宣變成了常年的宣教。 

海外宣教方面，教會過去很多年來主要透過與一些差會同工，以金錢奉獻和禱告支持

宣教士。這些宣教士服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香港、臺灣、日本、印度、東南亞，以

及肯亞等國家。近幾年開始有弟兄姊妹參與到中國民工子女夏令營、穆斯林宣教之旅的服

事。2014 年西北教會同其他兩閒教會一起差派龔文輝牧師到肯亞成為宣教士，服事當地

非洲教會和散居華人教會。2019 年我和宣教委員會成員周宇弟兄前往肯亞龔牧師服事的

機構參加短宣，盼望藉此更多地瞭解和關心宣教士的生活，並參與到他們的事工中去，通

過彼此的同工互相激勵，興旺福音。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一個有宣教事工的教會，未必是一個宣教的教會。一個宣教的教

會，她的每一位成員必然是有著基督樣式的宣教的門徒，是宣教士，是傳福音的人。彼得

前書 2:9 中說基督徒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我們要去成為神的見證，宣揚耶穌的福音。教會將 2019 年事工的主題確定為：宣

教的門徒--作主門徒，傳主福音，就是盼望藉著教導和分享鼓勵每一位弟兄姊妹，按照神

放在各人心中的感動，參與到宣教當中來。無論是在本地還是在遠處，是參與有組織的宣

教活動還是在自己生活的社區，是得時還是不得時，都能夠勇敢地傳揚主的福音，成爲主

的見證。 

一個宣教的教會，也應當有相應的組織架構，裝備訓練其肢體成為宣教的門徒。教會

中的牧養、教導、敬拜和團契等事工，都要圍繞支持以神的救贖使命為中心的宣教事工。

幫助弟兄姊妹從只關心個人得救，到關心萬民得救贖；使教會從只有少數人參與、推動和

關心宣教，成長為人人都參與宣教的教會；從大家只是在本地參與能直接幫助到本教會的

宣教活動，到衆人都甘心樂意按照神的心意，支持普世宣教；從只是給宣教士和宣教機構

提供金錢上的奉獻，到更多地瞭解、關心並參與他們的事工；從參與宣教機構差會主導的

宣教，到差派宣教士，進行以教會為本的宣教。 

願西北教會在神國度的擴展上與神同工，與眾教會同工，因為這是神的心意，是教會

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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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  

 
 
 

本地宣教：信仰探索课程 
 

  阮永剛 

 

在過去六年的時間裡，神的恩典讓我們教會每年都舉辦“信仰探索課程”。這是一個

全體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的本地宣教事工，從推動、邀請、禱告、同工陪訓、課程實施，

每一期課程前後經過五個多月的時間。從 2013 年春季開始，在幾個家庭小組聚會時舉辦

“啟發課程”，2016 年改為“信仰探索課程”，每週五晚上在教會舉辦，內容包括共進

晚餐，福音信息短講，小組討論三個環節，每次約兩個半小時，共十週課程。“信仰探索

課程”通過營造一種輕鬆的環境，讓同工們與慕道友建立關係，講解福音基本內容，回答

慕道友的信仰疑問，帶領慕道友歸向真神，進而能夠加入小組和教會，直至成為合神心意

的門徒。 

2019 年春季的仰探索課程，從三月初到五月初，共有十幾位同工參與服事，由盧海霞

姊妹負責飯食，吳麗雅姊妹佈置裝飾場地。分為三個討論組，第一組同工有姜鯤、朱昱、

陸怡；第二組有林之宙、陳大為、蕭悅、劉靈鴿；第三組有阮永剛、劉衍進、廖安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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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       

必彬、晏頡。福音信息短講，由杜傳道和四位長老孔祥信、姜鯤、傅慶胜和阮永剛輪流，

每人分享兩個基督教基要真理信息，包括：到底有沒有神，耶穌是誰，耶穌為何而死，什

麼是聖經，如何禱告，什麼是教會，為什麼要受洗等。參加的慕道友包括 60-70 歲的退休

人員，也有 16-17歲的國際高中生，更多數為職場專業人士，背景差別大，資深慕道友多。

最多時有近 20位慕道友，常來參加的有 8-10位。 

今年雖然大多數慕道友沒有留下來繼續參加小組和教會聚會，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們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提後 4:2)。有一位慕道友在小組討論時說，“第一次這麼整全地了解了福音，

也糾正了以前對基督教認識上的偏差，雖然我沒有決志，但比以前更前進了一步。” 

現今的世代，傳福音似乎越來越難，但我們相信神的主權和計劃:“我栽種了，亞波羅

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林前 3:6)。宣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也是我們西北

教會的使命和異象。求神繼續使用“信仰探索課程”，通過加強禱告，關懷，興起更多的

同工，在本地和遠方，履行大使命，將福音傳到地極，榮耀歸主！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羅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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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  

 

香檳 UIUC 福音宣教事工 
       

  周  棟 

 

芝加哥眾教會一直有這樣的共識：北美校園事工，是北美華人教會福音事工中最重

要的事工之一。距離芝加哥兩個半小時車程的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是華人學

生、學者最集中的美國校園，華人總人數近萬，針對華人學生學者的福音工作有加強

的空間。經過迫切禱告尋求，主叫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 UIUC 建立福音宣教基地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17 年宣教基地的倡議一經提出就得到芝加哥眾教會共同的參與支持。多間教會

願意同心建立這個可以由眾教會共享的福音宣教基地，並邀請香檳華人教會及華人基

督徒團契參與這一事工。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為香檳福音事工的準備階段。當時參與這項事工的有五

間芝加哥教會：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活水福音教會，華人基督教聯合會北郊堂，

芝北華人基督教會南湖堂，中華友愛教會。五間教會的負責同工成立了“芝加哥-

UIUC 聯合宣教事工委員會”，制定事工計劃和財務預算，並在 UIUC 校園附近尋租場

地，供宣教小分隊居住、聚會、以及開辦週末福音茶社所用；與此同時在香檳成立了

“芝加哥-UIUC 福音團契”，確定了“靠聖靈引導，傳純正福音，願同心協力，救失

喪靈魂” 的使命宣言，並開始培訓同工。我們 2 月與當地的教會團契有溝通會。 

感谢神的供應我們很快找到了離學校很近的房子(804 W Michigan Ave, Urbana, IL 

61801)，神也為我們預備了七八位當地同工。2018年 3月我們搬入出租房，恩典之家

正式建立。从 4 月开始每個週末都由一閒教會的弟兄姊妹組成短宣队到香檳。我們提

供服務，建立關係，帶領查經，開辦福音茶社，和前來的朋友探討信仰，並有計劃地

培訓同工。福音團契事工的原則是傳講纯正的福音，開展長期的宣教事工，依靠神的

話，聖靈和禱告。當時我們開始禱告神預備合適的長期傳道人常住香檳，及時與學生

聯繫。感謝神很快預備了當地的同工聯絡人呂松宇(Ray)和姚凌雲(Rebecca)夫婦。

呂弟兄接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有道學碩士學位。起初我們是週六晚聚會，後來為方

便學生改到週五。團契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https://www.uiucgospelfellowship.org/。2019

年，新光基督教會加入事工。這中間有多人決志，受洗，並有一位姊妹全職侍奉，開

始神學院學習。慕道友的人數也在穩步上升，背景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和訪問學者。 

https://www.uiucgospel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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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       

2019 年 7 月底我們搬離了 Michigan Ave 的出租房，來到了神為我們預備的更合適

的場地。舊的場地是住宅區不能掛任何牌子。現在的新址本是基督團契的房產

(Christian Campus Foundation – 810 W Oregon St, Urbana, IL 61801)，我們聚會是

可以掛恩典之家的橫幅。我們除了與從前一樣的週五晚，即將開始的週日早晨的聚會

也會使用這個場地。新地址更靠近校園中心，每月的租金也減少很多。 

經過一年多的探索，“芝加哥-UIUC 福音團契”服事的模式更加清楚。學生基督

徒人數由最初的兩人增加到五六人(開始的兩位學生已畢業)，為新學期打下了很好的

基礎。也為我們開始主日敬拜做準備。我們西北教會已經組隊七次前往，弟兄姊妹得

到很大的激勵。恩典之家計劃近期開始週日敬拜，届時需要更多弟兄姊妹的參與。願

新的學年帶來新的突破，福音傳給更多的學生，特別是本科生。求神幫助我們抓住現

今的機會，開始主日敬拜，成立以學生教員等當地同工為主的基督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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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脚蹤  

 

  

2019 肯亞短宣隨感 

 

周  宇 

 

2019 年 6 月 21 日凌晨 2 點，經過近 30 個小時的長途旅行之後，我們來自芝加哥的三

位短宣隊員終於到達了華人散聚事工(CDM)在肯亞的辦公室。這天是中國農曆夏至，一

年中白天最長的日子，但對於在赤道上的這個國家，卻沒有晝夜長短的分別。第一次踏上

非洲的土地，居然有一種回到家鄉的感覺。CDM 在赤道附近高原上的小城 Limuru，海拔

兩千多米，座落在肯亞首都内羅畢西北大約 30 公里的地方。因為海拔比較高，溫度就比

較低。加上是東非的雨季，空氣也比較濕潤，可以說是涼爽宜人，完全沒有之前想像中非

洲的酷熱。到處是綠樹成蔭，繁花似錦。依山而建的茶園在霧氣中浸潤著，鬱鬱蔥蔥，青

翠欲滴。CDM 辦公室也是順著山勢而建，掩映在這處處都蓬勃著生機的綠色之中。庭院

里高大的牛油果樹矗立在青草之中，一片茂盛的景象，處處都透著旺盛的生命力。辦公室

是租用一位中國商人的房子，這棟房子一邊靠著一大片茶園和茶廠，另一邊是茶廠工人的

住地。無論用什麼眼光來評判，這個房屋大概都只有中國三四線城市 20 年前的建築水平，

但在當地，這已經是很好的房子了。我和杜傳道住在龔牧師幫我們預備的僕人房裡，很契

合我們這次來短宣服事的目的，真的感覺是神的恩典！ 

我們這次肯亞短宣是對跨文化宣教呼召的一個回應，也是對我們教會差派的龔文輝牧

師的事工支持和關懷。短宣隊員還有來自匹茲堡教會的十多位弟兄姊妹和孩子。根據

CDM 事工的需要和短宣隊員的異象，為期兩週的宣教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和多樣。有非

洲牧師退修會，聖經學院 iTIM 課程的教

授，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和肯亞華人

教會的服事以及馬賽族的婦女事工，非

洲師母退修會等。 

感謝神的恩待，我有幸參加到非洲牧

師退修會，Kakamega 神學院培訓和內

羅畢華人永光堂的服事。這些服事都是

以 iTIM 門徒培訓課程為核心的。肯亞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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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來講是一個以基督信仰為主的國家，但是因為教育水平和資源的緣故，信仰紮根卻

不是很堅實。甚至很多牧師都沒有受過比較系統的神學培訓，信仰上有“一英里寬，一英

寸深”的狀況。所以 CDM 開展的對牧師培訓課程就很重要，只有牧師裝備好了，才可以

更好地牧養教會。 

因為肯亞的經濟比較落後，即便是全職侍奉的牧師和傳道人都很難單單通過教會的奉

獻滿足基本生活所需。所以絕大多數牧師除了牧養教會，還需要有一份工作來養家糊口。

比如我們在牧師退修會上服事的一些牧師領袖，他們很多人還要種地，餵養牲畜來賺錢養

家。我們看到當地牧師不僅僅是有屬靈上餵養的需要，也有現實的物質生活幫助的需要。

而對於牧師生活上的幫助又不能簡簡單單地給錢了事。因為肯亞的確是比較貧窮，在我們

看來不多的一些金錢，如果直接就交給牧師和傳道人，很容易就讓他們陷入了金錢的試探，

甚至幾百美金就有可能讓他們跌倒。一些事工的展開也因此受到影響。龔牧師給我們分享

了好幾個這樣讓人痛心的例子。比如有一個牧師本來和 CDM有 iTIM課程培訓合作，但在

收到短宣隊員私下給的一些錢以後就中斷了培訓課程的合作，趕緊回到家中把所得金錢給

自己家里安裝太陽能熱水器。人都是軟弱的，尤其是面對試探的時候。我們從相對富裕環

境來的短宣隊員不一定對肯亞的這個現實狀況有切實了解。所以我很大的一個得著就是我

們要幫助非洲本地教會自立，而不是簡單的金錢援助完事。對在北美和中國有心服事非洲

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募款可能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如何使用金錢切實幫助非洲本地教會和

牧者卻肯定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如果需要完成對本地教會支持的事工和社區建設，就需

要有更多人親自參與到具體的項目中，監督事工的執行。這其實是需要更多長期宣教士加

入到工場服事。因為目前 CDM 的長期宣教士還是太少，工作又太多，工人是不夠的。主

耶穌在兩千多年以前對門徒們說“收割的工作多，而工人少”，那時候的心情，在這裡可

以真真實實地感受到。 

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肯亞人敬虔愛主，值得我們

學習的一面。主日的時候，當地信徒都會停下手中的工

作去教會敬拜，所以主日的時候商店基本上是不營業的。

他們真正把這一天分別為聖，留給了敬拜神。這和我們

在美國很多基督徒還在為了主日是工作，是安排孩子活

動，還是去教會敬拜神的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

去教會的時候，都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雖然大多都

是從二手市場買來的衣服，但他們很會選擇、搭配。打扮得十分得體、漂亮。拿出自己最

好最美的獻給神。孩子們和大人們一起敬拜都很認真，沒有亂跑走神的，都在很認真地敬

拜神。雖然教會設備很有限，很多教會都沒有投影儀，也沒有鋼琴。但是一個非洲鼓，一

個鈸就可以帶動整個教會的敬拜氣氛。神在音樂上真是恩待肯亞的人民，他們一群人敬拜

的時候，沒有樂器的情況下清唱，各個聲部都有了，而且和聲十分美妙。我在 Tigoni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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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他們一起敬拜的時候，聽他們唱 Swahili 語的《你真偉大》，真是直刺人心，讓我眼

淚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們也記住了很多歌詞，沒有投影儀，一直唱下去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使我想到我們在教會敬拜的時候，如果投影出了一點問題，我們有時就無法唱了。這真

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改進的地方。 

CDM 的宣教士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上海的林清福弟兄和他的太太石麗梅姊

妹，蒙神呼召，克服困難，來到非洲服事當地的華人教會。麗梅姐負責我們短宣隊的飯食。

她是一個很體貼、謙卑的人，沒有什麼高言大志。她所作的在人看來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

的事。但我們看見她喜樂地服事飯食，沒有任何怨言。她跟我們分享，從剛剛到非洲的時

候覺得活不下來到現在的喜樂。中間經歷了神親自的帶領，改變，最後和神有了一個良好

的關係。讓她在困難的時候也能剛強壯膽，有信心面對。就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麗梅姐

的媽媽在國內歸了天家。她一度很難過，甚至痛苦到無法歌唱。我們所有人一起為她恆切

禱告。為著服事的緣故，她決定留下繼續幫助我們而沒有回國。之後的幾天她自己禁食，

但還堅持繼續為我們準備飯食。我知道如果沒有神親自的感動和安慰，她是一定做不到的。 

宣教士在工場會面臨很多現實的困難，是我們在遠方無法想像的。很多在我們這裡很

容易，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工場也許會困難很多倍。比如肯亞絕大多數地方沒有公共的自

來水系統，也沒有公共的排污系統。CDM 辦公室所在地也不例外。我們用的水來自於隔

壁茶廠的水塔。茶廠因為生產的緣故，有自己的地下水抽取和淨化系統，所以 CDM 就從

那里拉來管道，買它們的水用。房間裡沒有熱水，但是浴室裡有一種電熱水頭，所以還是

有熱水澡可以洗的。只是整個供水系統和供電系統都不太穩定，在肯亞短短的兩週短宣過

程中，我至少經歷了三次洗澡到一半停水停電的尷尬。除了這些生活上的困難，宣教士事

工開展的困難更是需要母會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宣教士還有家庭，孩子也在這邊，那就有

更多現實的挑戰。他們面臨的壓力和情感上的需要可能是我們在遠方無法想像的。我們如

何去切實的關懷宣教士，讓他們不再孤獨，不再覺得是孤軍奮戰，甚至是任其倒斃曠野是

值得弟兄姊妹思考和擺上的。就我這次短宣的直接感受，我們如何讓短宣的服事更好地契

合到長期宣教士的事工，真正地幫助到在工場的宣教士，是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工場的

具體情況，宣教士應該是最清楚和明白的。我們應該更多聆聽和了解宣教士的心聲，感受

他們具體的困難和需要。各個支持宣教士的母會如果能比較持續不斷、有計劃地派出短宣

隊去工場幫助做一些必要的事工，對他們就是一個最大支持。如果能有這樣比較良性的互

動，教會宣教的熱情會被挑旺，宣教士也被支持關懷，事工也能更好的開展。 

這次短宣也得到了西北教會眾弟兄姊妹的大力支持。沒有他們的禱告，他們的奉獻，

我們這次短宣是無法這麼順利完成的。更感謝神，激動這麼多的華人教會參與到 CDM 的

短宣服事。並將這樣的宣教熱情帶回到自己的教會中。我盼望有更多的有負擔的弟兄姊妹，

能夠好好預備，參與到宣教的服事中來，為拓展神的國度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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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中的以色列人  

-- 我的 UIUC 宣教心得 

 

張  民 

 

我叫張民，2009-2013 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的時候蒙恩受洗，並在校園

Paddle 團契小組服事，2014 年初我回國任教。雖然我讀過耶穌在荒野接受試探的故事，

但是自己卻在實際環境中不能勝過，甚至一度離開教會，只是偶爾心底呼求神。我想是神

垂聽了我的禱告，2016 年中，我聯繫美國律師，發現在中國高校仍然可以通過傑出人才

的方式申請美國綠卡(EB1A)。於是我們全家 2018年 1月移民美國。 

在經歷了幾個月的感恩和歡欣之後，我發現我的材料/化學專業在美國很難找工作，我

很焦慮迷茫。 2018 年底，我愛人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工作，我們全家來到 Schaumburg，

並在教會朋友的引薦下加入西北華人教會。 

從 2018 年 12月來芝加哥，我經歷了八個月在家全職帶孩子的日子。 芝加哥寒冷漫長

的冬季令我難以出戶；我也感覺自己學無所用，一個從前在國內擁有自己實驗室和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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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如今在美國變成彷彿已不認識的自己，非常迷茫無助。直到杜俊江傳道提議我參

加 UIUC 宣教。我當時心裡有一些感動，是感謝神帶領我們全家出埃及，所以就報名參加

了短宣活動。可以說，我是帶著這樣一個悲傷迷茫的心情參加宣教的。到了 UIUC 校園團

契，我沒有具體的諸如帶領敬拜或帶領查經的任務，只是坐下來和 UIUC 在讀的本科生、

研究生、博士、博士後聊一下自己的經歷和感悟。沒想到神很奇妙，由於我既有在美國大

學的經歷，又有在國內工作的一些經驗，之前還參加過賓州大學校園團契，我和這邊的學

生聊得蠻好。我可以跟準備學成歸國的學生聊我在國內的實際工作和生活情況，使得他們

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想像力來決定是否海歸；我也和 UIUC 的學生聊到在美國專業選擇的

問題，申請綠卡的問題等等，幫他們出一些主意；我也拿自己在美國受洗歸主，在主的帶

領下從國內移民來美國的經歷來為主作見證……。 

從 2 月份第一次去 UIUC 短宣，我連續去了三次，和 UIUC 校園團契的慕道友學生也

漸漸熟了起來，大家聊得挺投緣。另外，每次和教會短宣隊員一起驅車往返 UIUC 的途中，

以及在 UIUC 宣教處租住的屋裡晚上臥談的時候，大家一起暢聊彼此侍奉的經驗和感受，

一起聊聖經和各自的見證等等，每次都令我感受到靈裏的歡暢。 

可以說，我在 UIUC 短宣的隊員裡面，是屬靈最不成熟的一個。但是神使用了我之前

在美國和中國兩邊的經歷和所接受的訓練，為那些尚在迷茫和掙扎中的 UIUC 學生傳達了

神的愛和見證。之前，我雖然有感於主帶領我們全家出埃及，但是我對聖經出埃及記裡面

記載的一些事情很不理解。最大的困惑是，為什麼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降十災、

分紅海、用雲柱火柱領路、賜嗎哪給以色列人果腹？為什麼在這麼多神蹟面前以色列人還

要拜金牛犢，甚至偏離神在曠野流浪？現在對照自己，我就能想像到很多以色列人在埃及

雖然為奴，但是一定有許多能工巧匠，他們來到曠野的時候，也可能和我一樣經歷了短暫

的感恩，但是因為他們的才能在曠野裡無從施展，儘管神照顧他們衣食無憂，但是他們仍

死在了驕傲的老我之中。至此我更加堅信聖經記載故事情節的真實。同時我很感恩神的保

守，讓我在困頓中藉著侍奉的機會悄然間回想起神在我身上的作為，使我堅定神一直在帶

領我。我走過的每一步也許在我自己看來是挫敗，但是神卻讓很多挫敗成為見證。我在

UIUC 的侍奉中不但使自己漸漸走出了屬靈的低沉，而且為那些有需要的人作了一些見證。

我還有一個大的感動是在短宣的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我不僅僅是單向輸出福音的一位宣

教隊員，我感受到在服事的過程中，神藉著慕道友的反應讓我看到自己的一些血氣和過失，

我想這也是神對我的塑造和操練吧，即讓我在服事中也被慕道友所服事。 

今年 8 月，在教會一位姊妹的推薦下，我找到了一份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我很感恩

神藉著 UIUC 事工讓我看到神在我身上的救恩，並把這些分享給 UIUC 的一些慕道友。在

此，謹以粗陋的文筆，記錄下UIUC宣教中我的心路歷程，紀念主愛，以饗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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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福音聽主命，感謝耶穌愛芝城 

 

廖安娜 

 

為響應敎会今年作“宣敎的門徒”的異象和教導，我夥同本敎會和其他教會的 70幾位

弟兄姊妹參與了芝加哥短宣中心於今年 8 月 17 日在中國城所舉辦的“耶穌愛芝城”福音

宣教活動。在去中國城的路上，心中忐忑不安，一來是擔心自己不諳粵語，二來是從來沒

有向街上陌生人傳過福音的經歷。但想到自己有傳福音的負擔和心志，也相信聖靈會在前

引導，叫我不至於膽怯害怕。經過一番禱告後，心中不再掛慮，反倒因神給我這個機會而

歡喜起來。 

我們先在城區的中國教會敬拜和禱告，然後每三人一組去街上發單張、傳福音。當我

站在中國城的街道，看到熙來攘往的同胞，心中頓生憐憫之心。我跟神説“有这麼多老老

少少，他們有多少人認識祢了？請使用我們，讓我們能成為福音的出口”。我們剛開始時，

碰到一些忙著採購的人群，他們都不願意停下來與我們交談; 但还來不及洩氣，突然發現

有一位年輕的泰國女孩站在一個角落等人，我們逮住這個好機會，就問她有沒有去過教會，

聽過褔音沒有，她告訴我們她父母都信佛，所以未曾接觸过基督敎。我們馬上遞上英文版

的單張給她，跟她分享好消息，她態度很好，也表示有興趣知道更多，與她分手前，建議

她回米城后去找基督敎會，她也欣然接受。我們在那一剎那真是很感謝神，因為祂賜給我

們第一個操練傳福音的机会居然是一個非中國人。神是在提醒我們傳福音的對象不能只局

限於中國同胞。 

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家人坐在對街門外的樓梯上聊天，有公婆、媳婦、兒子和孫子。

等我們介紹自己後，媳婦馬上很熱絡地與我們搭上話題，她説她以前也去教會，但自從生

了自閉症的兒子，就沒去了。她覺得生活很苦，不知如何走出這困境。問她有沒有禱告的

習慣，但她説不會禱告，所以我們就教她要如何禱告，可以藉著禱告把重擔交給神，也可

以求神賜她聰明智慧來教養她的小孩。在談話中知道她先生還沒信主，也不会説普通話和

英文，唯一我們能做的就是發單張和《號角》報紙給他，他居然馬上讀起來，讓我們鷩訝。

而她和先生也同意晚上去參加音樂佈道會。感謝神！ 



 

15 

 

宣教脚蹤  

我們走著走著，就來到了中華會館。這時突然下起雨來，我們趕快進入會館躲雨。在

裹面, 看到一群年長的同胞往地下室走去，又見到一群一群的人，提著饭盒上來。細問之

下，才知道會館提供老人餐，只要居民付美金一塊半，就可以吃到一頓美味的中餐。看到

如此多中國同胞為了食物聚在一起，就有衝動要把屬靈的食物與他們分享。當我們把單張

交到他們手中時，有些人对福音心硬，馬上表示反感，但我們不灰心, 継續祷告、繼續發

單張，結果有好幾位表示願意去參加佈道會。 

在會館裏,有兩件特別的事，要在這裹分

享：第一件是，有位婦女，拿著破傘進來時，

身體被雨淋濕了。我的同工姊妹趕快迎上去幫

她修傘，因為這願意幫她修傘的動作，也是愛

的動作, 她開心極了，停下來與我們交談；知

道我們從郊區來參與耶穌愛芝城活動，要將福

音傳給她，她亦感動，她拿了單張，說回家後

要好好地讀，也答應晚上去參加佈道大會。另

外一位婦女，她擔心她親戚小孩身上長嚴重的

濕疹，知道我們従台灣來後，问有無天然食品可治療，我們聆聽，覌察, 試著跟她建立良

好的關係，一旦找著切入點時，我們就將福音四律説給她聽。基本上我們是把福音的種子

放在她心裡了，就盼望她晚上去佈道会時，種子能發芽、結果。 

下午的任務是去住家敲門、作見證。好不容易等到一家願意

開門的，而出來的居然是我同工和我大姊大學教授的兒子。記得

上回見到他時，是在他父親的喪禮。他看起來蒼老也有點落魄。

我們送他單張，但他說他對基督敎有質疑的態度，他問為什麼他

信天主教的母親在死前説看到鬼，而他的姑丈因他和他父親的不

信，就罵他們是鬼。我們說他母親生病時可能有幻覺，而他也不

要因姑丈的話影響自己失去探索信仰和得救恩的机会。我們鼓勵

他參加週日的佈道会，他說他會考慮。 

短短几个鐘頭的宣教，譲我看到中國城的禾埸如此浩大，但工人卻少。盼望當地敎会

弟兄姊妹能常常走出去関懷这些人，而當他們察覚這群人灵性甦醒時，亦能邀請他們作朋

友，融入教会，進而相信耶穌，作神兒女。 

感謝神賜下聖靈和兩位同工一起出去為主爭戰。一天下來，勇氣倍增。藉著這個操練，

希望將來也可以去周邊的社區發單張、傳福音, 榮耀主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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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脚蹤       

 
因 祂 愛 我 

-- 暑期青少年短宣回顧 

 

張  帆 

 

今年暑假我們全家人一起參加了由教

會青年團契參與的 Group Mission Trip 組

織的 Week of Hope 的短宣活動。這個活

動是在全美不同城市同時舉辦以福音為導

向的暑期社區服務短宣，為期一週，主要

參與者是 12 歲以上的青少年。我們教會

有八位青少年和三位成人組成的十一人的

團隊參加了位於 Indianapolis 的營會。 

這週營會共有 70多人參加，他們來自

五個不同的教會。營會的主題是“神穩固

之愛”(Relentless)。營會組織者將成員

分成五人一組的分隊，每個隊都有來自不

同教會的人，大家素不相識，卻可以很快

認識，在所分配的工作中彼此合作。所分

配的工作主要是社區服務類，如 food 

bank, food pantry, 老年中心，boy's or 

girl's club，和當地教會等。每日的安排

都很有規律：早餐，全體靈修，社區服務，

午餐，團隊靈修，社區服務，晚餐，全體

靈修及團隊交流。除了社區服務之外，營

會的飯食和清掃工作也是由各教會輪流承

擔。這次短宣，雖然只有短短一週，卻讓

我們收穫良多：操練有規律的靈修，從聖

經中學習並體會神穩固之愛；體會神愛世

人的心腸，祂使用我們這樣普通人去傳遞

祂的愛；觀察體會周圍社區的需要，操練

捨己；操練過節儉的生活；享受簡單的飯

食起居；操練團隊精神和人際溝通能力，

從陌生人變為朋友；通過寫 care cards 操

練表達對隊友的關心；朝夕相處迅速增進

青少年之間的情誼；操練對新事物和技能

的學習能力，如使用 power tool, pallet 

jack 等；操練謙卑，向其他教會虛心學習；

體驗沒有電視和網絡的閒暇時間……。 

神藉著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青少年，

不僅使當地社區蒙福，也會使我們的教會

蒙福。在短宣最後一天，大家都一致表達

願意明年再次參與暑期week of hope。我

們歡喜看到神挑旺大家傳遞神愛的心志。

我們要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神，祂

愛我們，拯救我們，也預備我們做各樣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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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脚蹤  

  
参與宣教的好平台 

--基督生平密集班的服事 

 

孔祥信 

 

感謝主的恩典，我從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長大，也在基督教的小學以至中學畢業；我信

主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之後，也知道要向他人傳耶穌基督的福音，但是沒有注意到要委

身作祂的門徒。 

在我的屬靈生命成長過程中，慢慢地認定了作耶穌基督門徒的重要性，因為主耶穌升

天之前，衪给門徒們頒佈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给他們施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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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约翰福音 14:21 也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

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當我在大學畢業不

多久，神感動呼召我，要委身來服事祂。感謝神讓我在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㑹服事祂四十

多年中，参與過許多的宣教事工，我却越来越領悟到宣教的核心就是要帶领人成為耶穌基

督的門徒，也同時培训新的門徒去帶领别人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在 2011 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在神没有偶然)，神藉着本教㑹支持多年的宣教士 Ross 

McKay 牧師介绍李前明牧師來到芝加哥(李牧師是現今 TEE 事工的負責人)，李牧師和李

師母在東南亜使用 TEE 的教材作門徒培訓多年，他們把基督生平教材介紹给西北教㑹；

在 2011 年底，西北教㑹開始了芝加哥地區第一次基督生平密集班，有西北教㑹，活水教

㑹，和 CCUC-城北堂共十五位弟兄姊妹修課並畢業；這羣弟兄姊妹擺上十八個月選完了

六册書，在過程中各位都努力做作業並通過一切考試。從 2013 年初到現今，基督生平和

其他 TEE 課程也被介紹給芝加哥和美國中西部地區其他的華人教㑹。 

感謝主的恩典！在過去六年中，西北教會和其他教㑹的弟兄姊妹開始参與以基督生平

為平台的門徒培訓事工，我也看見許多來修課的弟兄姊妹，藉着基督生平的教材和教學方

式，他們對神話語的愛慕和追求心很明顯地被挑旺起來，不單止個人熱心委身作主基督的

門徒，也願意走出去幫助其他信徒成為委身的基督門徒。 

我個人也非常感謝主！我找到了一個很有果效的宣教平台，讓我可繼續不斷地参與在

主大使命的服事中；主若願意，我有生之年可以繼續参與在基督生平的服事，讓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的委身作主的門徒，讓主的名被高舉，願神的荣耀得到更多人的称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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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動態       

 

華人散聚事工 CDM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是國際性的宣教差會，其宣教使命是：致

力於幫助華人教會動員、裝備和差派宣教士，在散居華人及其他族群中造就主門徒。差會

總部設在芝加哥，重心的宣教工場在東非。目前，我們在非洲工場明確的工作範圍分為以

下三個方面： 

1. 通過訓練和栽培非洲的牧師和教會領袖，為華人教會建立非洲宣教工場。  

a. 建立 iTIM 系統門訓與宣教栽培課程的訓練中心。 

b. 透過特別項目，如貧困兒童教育，社區項目建造，和婦女事工等，幫助非洲教會的

成長。  

2. 在非洲的散居華人中傳福音、栽培門徒。  

a. 幫助在非洲有需要的華人教會建立適應華人散居情境的行政架構，訓練教會領袖作

個人佈道與跟進栽培。  

b. 在沒有華人教會的城市，幫助華人宣教士建立查經班與門訓小組。  

c. 為在非洲的有需要的華人牧者和宣教士提供培訓、輔導與退修會。  

3. 動員和訓練從中國來的宣教士。 

a. 動員和幫助華人教會差派宣教士，包括宣教士的篩选和預備。  

b. 聯結已經在非洲的華人宣教士，建立同工網絡，彼此扶持而站住腳跟，形成宣教團

隊。  

到目前為止，我們完成的事工如下：  

1. 在肯亞、盧旺達、埃塞、烏干達和坦桑等地為非洲本地開展 iTIM 系統門訓與宣教栽培

課程的輔導員訓練。我們已經與 59 個聖經學院簽約，開設 iTIM 系統門訓與宣教栽培

課程，每個學院都有受訓合格的導師在其中作課程帶領工作，其中 34 個學院在使用

iTIM 開展當地社區教會、牧者與領袖的栽培工作！ 

2. 十二位在東非的華人宣教士與我們建立連接，使用差會的 iTIM 門訓課程造就自己並拓

展事工，我們的長宣與短宣同工與他們一起搭配服事開展工作。  

3. 在肯亞的 Suba 與 Limuru 共有 260 個特別貧困的學齡孩童，得到午餐的供應，讓他們

可以不餓著肚子繼續上學；30 位本地教會師母參加了特別為非洲婦女設計的退修會，

在知識、能力、品格與生命等方面都得到建造。  

4. 目前有五位長宣工人在非洲工場，與我們在美國各地的同工搭配服事。  

從去年 3 月到今年 7 月，五支從中國與美國的華人教會組成的短宣隊共 34 人次，進行了

基於工場的系統計劃與組織安排的效果顯著的短宣，使得華人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得到動

員，短宣成為持續宣教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成就了上面的工作！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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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動態  

 

 

 

宗旨：高舉基督，同得穆民 

使命：興起海內外華人基督徒和教會關

心、支援、投身穆斯林歸主事工。 

國際愛穆協會事工簡介：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三十天  

    國際愛穆協會於 2014 年起與 “為穆

斯林世界禱告三十天”機構合作，積極鼓

勵華人基督徒參與穆民歸主的浪潮，並在

每年伊斯蘭教齋戒月中使用“為穆斯林禱

告三十天手冊”與全球基督徒為穆民歸主

代求！明年穆斯林齋戒月是 4月 24日至 5

月 23 日。願神感動您參與這項禱告的服

事。 

為穆民 52週焦點禱告 

    國際愛穆協會呼籲大家加入為穆斯林

禱告的行列，每週使用國際愛穆協會網站

www.aimutoday.com 刊登的“為穆民 52

週焦點禱告”的禱告指南，透過網路或電

話為穆斯林歸主代求。 

e3Partners 每週為穆民代禱 

    國際愛穆協會從 2019 年 5 月起與達

拉斯 e3Partners 機構合作，翻譯了由該

會寄出的每週代禱焦點，並刊登在愛穆網

站 www.aimutoday.com，供大家使用。 

以利哩古宣教禱告團契 

    國際愛穆協會和芝華宣道合辦的“以

利哩谷宣教禱告團契”首次聚會在 2015

年 2 月 22 日舉行。我們聯合眾教會每季

一次，各以不同的焦點舉辦宣教禱告團契。 

從 2018 起，我們改為每兩個月一次聚會，

大家同心為宣教士，教會和機構，特別是

為穆民歸主向神呼求。 

愛穆體驗週末   

    為了激勵各地基督徒對平時較少接觸

或注意的伊斯蘭世界，產生多層面的認識、

瞭解和關心。從 2012 年起，國際愛穆協

會每年在芝加哥，紐約，臺灣和中國不同

的城市舉辦愛穆體驗週末。明年 2020 年

芝加哥愛穆體驗週末的時間是 4 月 17-19

日，地點在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請您

預留時間參加。 

 

(續上頁) 

請特別代禱： 

1. 行政制度的建立、完善與培訓。目前我們的事工與管理大多沒有成熟定型的程序與製

度，也缺乏人手。求主給我們有華人宣教負擔與相關恩賜的工人，與我們一起做成這

一事工。  

2. 宣教工作的進入與深入。我們不做競爭的事工，明確是神要我們做，但沒有人去做的

事工我們才去做。神興起的本地 iTIM 系統門訓與宣教栽培中心，超過半數不能有效展

開工作；我們華人宣教士的關懷和牧養，特別是他們的穩定安頓與子女教育問題，我

們缺乏足夠的人力與財務支持，求主在華人教會中興起勝任的工人與資源。  

3. 宣教工作是很大的屬靈爭戰。我們感受這場爭戰的壓力與嚴峻，特別是團隊同心合一

的建造，宣教士個人屬靈生命與家庭婚姻關係建造，我們需要教會眾弟兄姊妹們恆切

的禱告來托住！                                                           ■ 



 

20 

 

機構動態       

 

愛穆星火體驗隊 

    國際愛穆協會每年組成“愛穆星火體

驗隊”出去訪宣，信徒以學習的態度，本

著主愛穆民的心走進伊斯蘭世界。我們走

禱或接觸穆民，更是親身經歷神使當地穆

民病得醫治的喜樂。我們親眼看見神在曠

野鋪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不僅穆民有機

會聽聞福音，而且神的子民也因為看見祂

的作為而得激勵。 

Dearborn 穆斯林社區短宣 

    2017 年國際愛穆協會與芝華宣道首

次合辦中西部跨文化短宣，地點是密歇根

州的 Dearborn 市，宣教對象是該市的穆

斯林和校園學生。明年短宣的時間待定，

歡迎您預備心參加，一起來瞭解伊斯蘭教

並學習如何與穆民交談。  

“把握時機”宣教培訓課程 

    從 2014 年起國際愛穆協會與芝華宣

道合辦“把握時機”宣教培訓課程，由芝

加哥本地到中西部城市，並於 2019 年在

達拉斯推動這宣教生命課程。若教會有負

擔願意合辦這課程，歡迎和我們聯繫。  

“Al Massira 旅程” 

    “旅程”穆宣培訓課程是由幾位中東

的信徒，以穆斯林文化與思維為背景所寫

的探討聖經的教材。這是一個與穆斯林朋

友一同探討真理的好管道－從創世紀到耶

穌基督降生，從認識彌賽亞的身份，工作，

與天父的關係，以及三一真理等等。目前

這套中文的教材已在各處結出果子，決志

的穆斯林背景信徒也開始帶領“旅程”小

組。這套影音材料目前有簡體，繁體，回

語的字幕和回語的配音，也有維吾爾文的

字幕和配音。國際愛穆協會很榮幸地在

2015 年正式成為“旅程”全球華人地區

翻譯及培訓分發的總代理。 

“Journey to Jesus 步向耶稣之旅” 

    “步向耶穌之旅”是一套説明基督徒

如何以基督的愛來和身邊的穆斯林作朋友

的影音材料。全套六集，其中有演劇和教

導，合適在機構，家庭，小組，教會或查

經班上使用。大家一起探討穆斯林的文化

和背景，我們也會認識不同的穆斯林，包

括難民，新移民和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穆斯

林。“步向耶穌之旅”這套影音材料裝備、

激發基督徒更有效地以基督的愛和穆斯林

交談。國際愛穆協會有幸與 COMMA 機

構合作，在 2017 年底承接了教材的中文

翻譯工作，目前翻譯已完工，預備開始進

行配音和字幕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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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言輔導中心事工報告 

 

趙約翰 

 

感謝主，神自己在 2007 年興起《恩言》的事工。最起初的異象是幫助弟兄姊妹將“信

仰”和“生活”結合起來。開初是透過舉辦以“真理應用”爲根基的生活講座，教導弟兄

姊妹把平時熟悉的真理應用到個人的生活上。如今已經開發到“真理應用二階”(解經應

用課程)。 

2014 年，因應國內婚姻問題的嚴峻，我們發展了“盟約之愛”的夫妻課程。今年剛剛

製作成了 USB 隨身碟。方便教會使用。2016 年，因應國內敬拜讚美方面的混亂，我們開

展了“敬拜讚美研習” 課程。讓人明白什麽是真正合神心意，以神為中心的敬拜。2018

年看到網絡傳播的無遠弗屆，能達到許多我們原來沒有想像去到的地方。因此我們開發了

“網絡輔導課程”。目前有 360多人在線上學習。 

過去的十年，《恩言》服事的對象遍及北美，澳洲，歐洲及亞洲。我們夫婦平均每年

到海外兩次，一次近三個月。在各地作宣教，教導。並固定在每年 4月份參與生命季刊所

舉辦的“香港傳道人培訓大會”，負責敬拜讚美及專題等。不論是解經、輔導、婚姻，還

是敬拜，這幾塊都是今天教會世俗化最嚴重的區塊。也是神放在《恩言》同工心中的負擔，

雖然機構不大，但全是神自己所賜的恩典來工作，榮耀都歸給祂！我們不過是回應神的託

付。 

2019年中，《恩言》與生命季刊合辦 2019的敬拜讚美大會。於 7月 18-20日的週末在

芝加哥完滿結束！弟兄姊妹經歷神的同在，進入神的同在，也渴慕將來與主永遠同在。我

們夫婦在大會中分享了兩個專題。一是“慎防教會敬拜世俗化”，講到仇敵魔鬼撒旦是如

何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受後現代主義文化的影響，漸漸偏離了以神為中心，而滑向了以人

為中心。不單單在敬拜，在婚姻、輔導、傳福音這幾方面都是如此。第二堂專題是“如何

帶領敬拜”。幫助與會者學習如何把會眾的唱詩，帶進直達天庭、蒙神悅納的境界。我們

深信“回歸聖經，遠離世俗，蒙神悅納的讚美敬拜”的大會主題，必像一粒粒種子，由人

們一顆顆火熱愛主的心帶回去他們所在的地方，將來影響和帶領更多神的兒女，在靈裡，

按真理，有討神喜悅的敬拜。 

感謝主，讓我個人多有機會到貴教會有講台的服事。貴教會也一直在這麼多年裡與我

們同工，特別在禱告上、經濟上成為《恩言》事工的後盾。願神賜福你們！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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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中華--福源團契事工簡介 

 

  曲義坤 

 

回顧從 2003 年 1 月開始福源團契，到今年已經有 16 年致力於校園福音事工！從最初

十個人左右每週一次的聚會，發展到現在有 50 人以上每週查經團契聚會；從請客座帶領

查經，到有十幾位同工；從每週一次聚會，增加到每週有十人參加的禱告會，福源團契靠

著神的恩典與憐憫，各教會和弟兄姊妹的支持與代禱，如今已經參與舉辦了五次校園福音

營，有了每個月兩次的心理輔導、子女教育等福音外展講座，更是有了固定的聚會場所。

福源團契在頂峰時每年 30 人左右認信，15 位左右受洗，這實在不是我一個笨嘴拙舌不善

言辭的人靠著自己能作成的。 

近幾年我們服事的對象有所改變。政府班的沒有了，許多學生家境富裕，也不那麼容

易被我們所提供的免費傢俱、美食和教學車等服務所吸引，但是訪問學者及家屬，新移民

及其子女，又成為我們事工的重點對象！我們針對這些人在英文培訓，子女教育，心理輔

導等方面的需要提供相應的服務，藉此傳揚福音，吸引了許多人，即便假期每週依然有

50 人以上參加聚會！此外我們每年至少兩次開車帶學生、學者到東部旅行，途中又結出

了新果！去年到大瀑布周弟兄家談道，交流到深夜。回來之後兩位研究生已經認信，一位

已經受洗！ 

雖説留學生的生活條件已經今非昔比，但是好飯食依然是亮點，還是有不少學生及學

者盼望來我們福源之家改善一頓！而且今天學生學者精神上的需要越來越多。有位新生剛

被我們接到賓館就說有臆想別人讒害自己；另外一位提到自己有焦慮的症狀。我們找來醫

生同工一起關心他們，請精神科醫生開藥控制，同時用基督的福音堅固他們，奠定心理輔

導基礎。這兩位學生都得到治癒，一位上博士了，另一位又拿到一個碩士學位！目前還有

幾位遊戲成癮的，還在輔導進行之中。子女教育是學者的又一個心結。感謝神在需要的時

候及時得到重要的同工：吳平治牧師已經給我們培訓、輔導多次；吳師母講座也給朋友們

帶來極大幫助，其中五位幾個月前在吳牧師教會受洗。 

請繼續為福音前線拯救靈魂與魔鬼激烈的徵戰懇求神給力量、裝備、儲備，徵集精兵

強將禱告，一起為神打那美好的勝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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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C-TEE 宣教事工介紹 

 

李前明 

 

TMCC 領受的異象經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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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書 2:2)。 

2006 年 10 月我們非常興奮地踏上了亞洲宣教之路到今天。感謝主！祂清楚地指示我

們宣教的策略，是以門徒訓練、造就建立門徒，訓練教會領袖成為那可以忠心教導別人的

人為主；而得時不得時就抓住機會傳福音、領人歸主。很快地，主帶領我們加入 TMCC 

(TEE Movers for Chinese Church)，中文是“天牧差傳”，從創始人韓國老牧師夫婦手

中接下了 TMCC 總幹事和教務的服事。 

這十三年來的宣教生涯，我們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宣教除了需要差遣願意去的人之

外，更重要的是：差遣出去的人要先接受好的裝備和訓練，需要帶著好的、正確的、有果

效的、吸引人的材料去宣教，可以為當地教會訓練會用這些好材料的同工，再支援他們繼

續往前跑，將福音傳到地極，為神國度訓練合用的器皿。 

主帶領我們在 TMCC 出版了簡體版和繁體版中文 TEE 系列教材：“豐盛的生命”、

“豐盛的恩光”、“基督生平”、“以弗所書”、“保羅生平及書信”、“摩西五經”、

“靈界探索”和“如何講道”。 

TMCC 的同工們，一起努力已經在中國、美國、馬來西亞、台灣、香港、澳門、印尼、

泰國、澳洲、韓國、英國、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希臘、馬達加斯加、留尼

旺、厄瓜多爾、緬甸、汶萊、寮國、柬埔寨、越南、日本，25 個國家(或地區)的華人教

會、機構及神學院，培育了四代 TEE-基督生平可以傳承的師資，已經有六千多位基督生

平的畢業生。看到神極大的恩典與祝福！感謝讚美主，榮耀歸主名！ 

芝加哥西北華人教會在 2011 年有七位長老、執事及主日學老師，來參加 TMCC 在芝

加哥開的第一個基督生平師資培訓班，2013 年 1 月完成了六冊的學習之後，就開始在教

會和 CCCM 宣教機構推動，用基督生平及豐盛的生命材料投入近處、遠處的宣教服事，

結出許多美好的果子。這個傳承會繼續下去，會有更多可以用中文 TEE 教材去宣教的工

人被培育出來，TMCC 會盡全力繼續支持他們去各地宣教。 

非常感謝西北教會支持 TMCC 的事工，也希望西北教會繼續和 TMCC 一起同工服事

主，投入並執行主的大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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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西北教會弟兄姊妹：  

感謝神賜給芝華宣道那能與眾教會一同學習並參與宣教的福氣。從成立至今芝華宣道

的最深祈願就是要看見眾教會興起發光，有力地在本地與全地宣揚基督。感謝西北教會牧

者領袖與弟兄姊妹多方並大力支持芝華宣道，共同印證神這樣的心意與奇妙帶領。   

福音營是芝華宣道草創時期的第一項事工，更因西北教會在初期的大力支持而茁壯成

長。它的主旨就是要連結眾教會，挑旺福音熱。連續舉辦 21 年後，看見過去兩年的參加

人數有明顯的降低。芝華同工一方面認識到原因並開始著手調整對年輕世代的佈道策略，

也同時樂見到許多教會對佈道的重視與著力相較十年多前已大幅提升，甚至發展出針對鄰

近校園 UIUC 的聯合植堂事工，並有友會開始在芝加哥區推動跨教會的聯合本地佈道運動。

我們非常願意大力支持這些聯合的外展運動，與眾人同心搭配，更加興旺神教會的佈道動

力。  

感謝神在過去幾年當中在中國國內教會中興起一強有力的宣教運動。同時因著國內政

治情勢的轉變，國外教會進到國內去宣教的門也逐漸在關閉。所有神的作為都顯明今天海

外教會應轉向投身於面向未得之民的跨文化宣教，與神同工來贏得萬民歸主。自從 2012

年的基督徒大會以“高舉基督，同得萬民”作為主題開始，芝華宣道便竭力呼籲華人教會

起來回應主的大使命，關切華人之外的福音未得之民，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藉著逐步開展

穆斯林宣教以及蒙古宣教來喚醒華人教會的跨文化宣教意識。  

福音傳入蒙古國是從九零年代初才開始，至今該國已有約 600 間教會，信徒大部分是

年輕族群，主要由本地牧者所牧養。他們滿有開荒植堂的熱忱，特別有向同為藏傳佛教背

景的西藏地區宣教的使命感。然而在普遍貧窮與資源的匱乏中，教會與信徒非常缺乏屬靈

的栽培和餵養，很多弱勢群體更亟待海外基督徒藉著福音與愛心的服事協助他們走出困境。

今年 9 月我再次與三間教會的牧者同工前往考察禾場，開始逐步規劃他們個別的蒙古宣教

事工。相信神要在此一新興福音禾場中大大使用北美的華人教會。  

芝華和愛穆協會自 2016 年起共同成立“以利哩古宣教禱告團契”，連結有心的弟兄姊

妹，跨教會共同多方為宣教禾場並眾教會的宣教動員守望禱告。禱告的火熱與參加的人數

都蒙神不斷增添。今年 4 月芝華宣道也與愛穆協會第三次合作組織短宣隊，前往密西根州

的 Dearborn 向穆斯林居民傳福音，體驗學習跨文化宣教。我們計劃從今年起也逐步開展

在芝加哥區的穆斯林社區事工，讓更多弟兄姊妹有體驗與操練跨文化事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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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際宣教是今日北美華人教會面對老年化危機的一項當務之急。為協助眾教會跨越

代際鴻溝，能夠贏得並牧養年輕的世代，這幾年芝華宣道與友會聯合，在中西部致力推廣

“生命衝擊營”和“主*旋律職青退修會”事工。兩個營會今年的參加人數都超過 130 人。

藉由許多有心牧者與肢體的熱烈參與，使兩項事工開始成為有效的橋樑與平台，使教會更

認識年輕人，也讓年輕人得著教會的關愛。今年的“主*旋律”營會更以“跟著耶穌上教

會”作為主題，協助年輕人建立正確的教會觀，學習融入教會生活。  

已開辦六年的“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是芝華宣道推動跨文化宣教的主力事

工。這幾年來我們和愛穆協會共同合作，逐步茁壯此一課程的導師團隊，今年首次能夠分

別在三個不同州的主要城市(包括芝加哥)開班。每一班都報名踴躍，學員也都收穫豐碩，

體認宣教對教會以及個人生命的重大意義，迫切尋求踏出參與宣教的腳步。目前業已開始

規劃明年在四個城市開班。今後除繼續在各地推廣此一課程外，更計劃將它與跨代際事工

的異象結合，在北美的校園與職青群體中推動宣教導向的青年福音事工。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從 2005年開始就一直是芝華宣道帶動屬靈奮興並推動普世

宣教的旗艦事工。感謝神感動眾教會熱烈參與，藉著大會興起許多神國工人，也喚醒教會

回應使命。今年大會將以“跨越”作為主題，以《賽 54:2-3》作為鑰節，期盼激勵教會

與信徒靠主突破生命罪性的綑綁，跳脫從傳統或世俗而來的包袱，經歷生命的自由，更跨

越族群與世代的隔閡，走向全地與萬民，宣揚神的救恩。我們期待再次藉聖靈的動工與跨

教會弟兄姊妹的同心事奉，祝福興起眾教會來向全地發出基督榮耀的真光。  

願主賜福並保守西北教會，在祂豐滿的恩典中持續茁壯成長。也叫芝華宣道忠心於祂

的託付，因著西北教會的支持，更加成為眾教會的祝福。  

 

主僕  

  

    

林恆志牧師  敬上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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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生命季刊/中國基督徒生命團契 

 英文：Chinese Christian Life Fellowship, Inc. ( CCLiFe ) 

異象 

呼籲教會回歸聖經，傳揚“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並推動“回歸十字架”的信仰

運動。 

主要事工 

以文字出版(網路與影音)、大中型聚會、神學培訓、聖經輔導等形式傳講“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的真理信息。 

一、出版事工(紙版出版物進展報告省略) 

生命季刊微信公眾號(cclifefl)通過微信平台每天播發文章，是本機構的一項重要事工。

2013 年 8 月 18 日生命季刊微信公眾號開始運行，目前有 488,000 多位讀者，為華人教會

中颇具影響力的平台： 

➢ 每天播發三篇文章：靈修，神學，教會生活，見證 

➢ 牧養平台：多位牧者參與：建造教會，建造生命 

➢ 文章強調真理性，適用性，可讀性 

➢ 原創文章，及時播發，以聖經原則回應時代 

➢ 每週末播發專門傳福音的文章 

幾乎每一篇文章的閱讀量都保持在一萬以上，每日靈修文章，一般都有兩萬以上的讀

者，有些重要文章會有高達五萬以上讀者閱讀。 

神既然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可以傳講“回歸聖經、回歸十字架”的平台，我們就要在

這個平台上忠心事奉主。持續每天播發三篇高質量的屬靈文章並加語音，是一項具有挑戰

性的事工，所以需要弟兄姊妹特別為我們的微信事工團隊禱告。 

根據微信後台統計資料，生命季刊微信公眾號最近 30天(2019年 7月 16日至 8月 14

日)的閱讀統計如下： 

閱讀次數：2,933,431 次 

閱讀人數：1,527,814 人 

 

本機構微

信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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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動態  

网络事工：“新生命熱線聖經輔導事工”簡介 

事工的建立：從自殺群福音事工開始 

這項事工開始於 2013年秋。最初是因為發現在網絡(開始是 QQ 群)有“自殺群”的存

在，某些對生活絕望的人在 QQ 群中相約自殺，又稱“約死群”。生命季刊看到這個情況

後便禱告分享，呼召有負擔的同工建立了這項事工。同工們通過私聊和群聊的方式傳福音，

多人得救。同時建立了禱告群，牧養群，創建了微信公眾號《新生命熱線》。後來事奉重

點就放在培訓同工上。已連續三年在國內舉辦同工培訓營，有 20 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同

工參加。服事範圍從自殺群擴展到婚姻輔導、親子關係輔導、抑鬱患者輔導等。並通過網

絡/微信群培訓工人。輔導團隊由十幾位散居在北美及亞洲的同工組成。 

二、北美事工 

➢ 舉辦大型聚會：中國福音大會。地點分別在北美和亞洲。至今共舉辦九屆大型聚會。

2017年福音大會在芝加哥舉辦，2500多人出席。 

➢ 舉辦“海外傳道人靈命與使命退修研討會”。舉辦“海外傳道人退修研討會”(原名

為“靈命與使命退修研討會”)。2018年 10月 16-19日，“海外傳道人退修研討會

2018”在溫哥華舉辦。 

➢ 舉辦首屆“讚美敬拜大會”。2019年 7月 18-20 日，與“恩言輔導中心”聯合舉辦了

本次大會，詳細報道請參考生命季刊通訊 91期文章。 

三、海外事工 

➢ 為有需要的教會提供各種屬靈資源(刊物、書籍、DVD 等。) 

➢ 生命神學院在泰國北部或其他不固定地点舉辦。2019年 4月，生命神學院舉辦畢業典

禮，共有十七位同學畢業，其中七位獲碩士學位，其他獲證書。 

➢ 舉辦每年一次的“香港傳道人培訓”，為期六天。最近一次是 2019年 4月舉辦。 

➢ 開展貧弱群體福音關懷事工。在艾滋病人、孤兒、自殺群，及特別需要者(如遇重大

傷亡事件、患癌症需要救治)等貧弱群體中傳福音，並幫助他們的生活需要。在經濟

上支持的同時，也把福音傳給病人及家人。接受幫助的病人及家人幾乎 100%接受耶穌

為自己的救主。 

➢ 支持部分有經濟需要的國內傳道人生活費。 

特別代禱事項 

1. 求神保守生命季刊所有的事工行在神的旨意中，使我們所做的事工在神國中有份。 

2. 敬請為 2020年 12月 27-31日召開的“中國福音大會”禱告。 

3. 敬請為本機構所需要的事工經費代禱，求神透過各教會及弟兄姊妹們支持。        ■ 

  



 

 

宣教週日程安排 
 

2019年 9 月 20日週五 

晚餐..............................................................6:30–7:45pm 

詩歌敬拜..........................................................7:45–8:00pm 

主題講員...................蔡頌輝牧師：校園宣教攻略...............8:00–8:45pm 

福音機構分享......................................................8:45–9:30pm 

 

2019年 9 月 21日週六 

校園事工研討會.................................................9:00am–12:00pm 

 

2019年 9 月 22日週日 

主日崇拜....................蔡頌輝牧師：藉我賜恩福...............9:30–11:00am 

主日學....................... 蔡頌輝牧師：宣教 5G .............11:15am–12:15pm 

 

 

 
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 

Chicago NW Suburba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2401 Kirchoff Road,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Website: www.cnsccc.org 

扎根聖經，造就門徒 

成爲不斷成長的福音宣教教會 

http://www.cnscc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