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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參與機會 

 

 

 

 

 

 

 

 

 

 

 

 

 

 

 

 

 

 

 

 

 

 

 

 

 

聆聽: 宣教年會 

主題: 同心建造，合力傳揚 

講員: 賴木森牧師， 

潘德牧師 

時間﹕ 

華語堂宣教年會 

10/5/2013（星期六）- 賴木森牧師 宋尚節禮堂 

7:00pm 

10/6/2013（星期日）- 賴木森牧師 主日證道 

**另於十月每主日有美中短宣短宣分享 

 

粵語堂宣教年會 

10/12/2013（星期六）- 潘德牧師 馬禮遜禮堂 7:00pm 

10/13/2013（星期日）- 潘德牧師 主日證道 

**另於十月每主日有哥斯達黎加短宣分享 
 

禱告: 

以禱告支持教會各種有關宣教

活動，參加每週三的禱告會，

忠心地為各團契所認養的宣教

士，作守望的禱告等。 

金錢奉獻: 

將金錢投資在神國的事

工中，支持短宣的活

動，參與每年的宣教信

心認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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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事奉: 
如有感動成為全職宣教士，

請與牧師聯絡。 

關懷傳教士: 
各團契認養至少一位宣

教士，並以關懷和禱告

來支持宣教工場。 

參加短宣: 
回應神的呼召，參加短宣或

長宣。 

如有感動請與教會牧師或宣

教執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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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短宣參與機會 

 

全教會﹕ 

泰北 

 

英語堂﹕ 

玻利維亞 

日本 

 

華語堂﹕ 

美國  
 

粵語堂﹕ 

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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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年會講員 -賴木森 

 

賴木森牧師畢業於新加坡神學

院道學碩士，現進修美國 Oregon州西

方神學院的宣教學博士學位。賴牧師

是馬來西亞福音自傳會的前主任，也

是新山“協傳培訓中心”的創辦人之

一。目前他是福音自傳會的主任。 

賴木森牧師擁有超過十五年的

牧會及宣教事工經驗。他的宣教足蹟

遍滿世界各地。身為一名資深牧者，

賴牧師經常受邀為培靈會、佈道會、

訓練會及營會的講員。他也經常被邀請到亞洲多國、北美洲、

歐洲、澳洲、紐西蘭及南非等地的教會主領教會領袖訓練會、

差傳年會及各類差傳事工研討會、工作坊等。他培育並裝備許

多信徒與領袖，也帶領無數的人信主，更引導許多人決志全職

奉獻服事主。 

賴牧師已婚，育有兩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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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年會講員 - 潘德 

 
 

潘德牧師出生並成長於香港，少年時開始參加教會聚

會，80年代初期，協助主任牧師推動教會差傳工作，並多年

擔任差傳委員會主席一職。及後與家人於 1991 年移民美國並

在休士頓中國教會參加聚會，第一個侍奉的崗位也是在差傳委

員會內。1997年福遍中國教會成立，為創會會友之一；並從

新開始策劃差傳工作，鼓勵會友積極參與，於 2000 - 2003 年

擔任差傳委員會主席一職。及後回應神的呼召作全職事奉主的

工人，於 2004 年 8月加入教牧團隊成為差傳主任，以後邊事

奉邊學習。至 2009 年 5月獲西南浸信會神學院頒宣教學碩士

學位。他與鄺卓芳姊妹結婚後，育有二位子女，現已成年，並

有三位孫兒。潘德牧師的負擔是差傳佈道工作，每年都前往宣

教工場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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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洲擴展神的國度 

 

去年我在國語堂和廣東堂分享了我的宣

教夢想，那就是跟隨使徒保羅的腳踪， 學習

早期教會如何在亞細亞建立新的教會為我們樹

立的榜樣。 

早期教會始於耶路撒冷，那里大多是猶

太人。信徒們看到司提反受迫害後，紛紛逃離

耶路撒冷， 分散在世界各地。使徒行傳第十一章十九節到二

十六節講述了在安提阿的信徒如何因猶太人逃離耶路撒冷分散

在世界各地，而建立了最早的外邦人教會；藉著聖靈與他們同

在，使很多人歸向主(使：11：20-21)。門徒被稱為基督徒是

從敘利亞的安提阿起首。起初，巴拿巴被耶路撒冷的領袖派去

確認外邦人是否歸向主。之後巴拿巴和保羅一同去安提阿， 

花了一年的時間在那裡幫助建立教會。安提阿後來成為向外邦

人傳福音的差傳中心。保羅的三次宣教都始於此。在第三次宣

教途中，他在以弗所住了大約三年的時間， 他的行道藉著聖

靈大有功效，“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

人，都聽見主的道” (使：19：10)。啟示錄中所描述的七個

教會很有可能是在這期間建立的，或許不是保羅親手建立的，

仍是通過他所差派的使徒和那些歸向主的信徒後重返家園後建

立的。 

中美洲有許多華人，僅在哥斯達黎加就有約七萬華人，

他們大多講廣東話。我的夢想就是與一個注重宣教的教會同

工，先在中美洲建立一個教會， 然後通過這個教會在那裡進

一步植堂，向華人傳福音。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們一直和華人

基督徒宣教會一起考察在中美洲植堂的機會。今年我們同宣教

會總秘書 Samuel Chiang 牧師一同前往哥斯達黎加， 他表示

願意與我們共同在中美洲植堂。願神祝福並賜能力給我們， 

幫助我們實現在中美洲擴展神的國度這個夢想。 

 

 

牧師的話 - 周偉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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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Brad)在高中時參加衝浪比賽，他

希望畢業後可以成為專業選手。在高中最後一年

(1973)，他決志信主。幾個月後，他決志將福音

傳到地極。經過幾年宣教訓練，他和太太和他們

兩個幼小的兒子於 1979年便前往巴布亞新幾內

亞(Papua New Guinea)，向當地的部落土人傳福音。他要先用

四年的時間學習他們的文化及不成文的語言，才能教他們聖

經。二十年後，當地教會成立，他也完成將新約聖經翻譯成當

地土語，他們一家便回美國，繼續在宣教機構裡事奉神。 

在馬太福音 28章 19-20 節中，寫到主耶穌所講:“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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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我們要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便要“去”、“給他們施洗”和“教訓他

們”。布拉德(Brad)高中畢業便遵行耶穌的大使命，去外地宣

教，足足二十年之久。但當一個基督徒得到大學學位、一份好

的工作、一個美滿的家庭、住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裡，要“去”

便越來越難。是的，要放棄一切，去外地宣教，談何容易! 

奧斯汀華人教會一直蒙神賜福，人數不斷增長，建堂在

今年也開始動土。願我們都遵行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繼續在

本地傳福音，到外地短宣和長宣，用禱告和金錢支持宣教士。

願我們通過門徒訓練，更加跟随主，順服主和活出聖經真理；

靠着神的恩典，在不久的將來，奧斯汀華人教會能差派本會的

傳教士，到外地傳福音給未得之民，擴張神的國度，榮耀我們

的神。 
 

 

 

 

長老寄語 - 陳洲鈴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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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樓海威-宣教執事 

 

參與宣教：讓更多普世的人認識主 
 

羅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10: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

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

佳美。』 

今年我們宣教委員草擬和釐定教會長期的宣教異象和規

條，使我們能有策略地使用我們的資源和努力。祈求神賜予我

們智慧和決心，讓這些能使更多普世的人認識神。神賜 ACC 特

權在宣教上服事祂；故此，我鼓勵大家繼續去探索各樣參與宣

教的機會。在上次宣教簡訊中，我分享到宣教是需要與神一起

合作和配合，因此我們可以在參與宣教事情上先禱告，求神預

備我們的心，並給予方向和指引。 

我們希望透過每年的宣教年會和手冊，能更有效地讓各

堂的弟兄姊妹了解宣教禾場的工作和宣教士的狀況。很多時候

藉著講員的分享，讓我們知道神奇妙的工作怎樣改變人剛硬固

執的心和生命，去結出聖靈的果子來。而我們每一個禱告和金

錢的奉獻，都能被神所使用。除了禱告和金錢上的支持外，我

們可更瞭解宣教士和機構。瞭解他們的工作和負擔，並支持和

關懷他們，都能給予我們這些前線福音的戰士很大的鼓勵。另

外，在許可的情況下，我鼓勵你們去參加短宣。親身經歷和體

驗宣教工場都是神特賜寶貴的經驗。 

當我們繼續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宣教的事工時，希望我們

每一位都下定決心，去為主參與和付出。我為我們每人祈禱：

使我們都能在宣教的事工上有更多的參與，讓我們更緊跟主的

腳步，讓我們能更被主使用，讓更多失喪靈魂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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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鄒昆-宣教執事 

 

造就門徒 － 宣教再思 

 

感謝神給我今年在宣教部做執事，有機會

與許多宣教士和神學生接觸，也有機會去短宣。

今年宣教部目標之一是靠聖靈得帶領，共同尋求

神在 ACC 宣教策略上的心意。過去的幾個月，

神將“造就門徒”這個信息不停的放在我的心

裡，從 4 月的國語退修會，5 月初的同工培訓，聘牧過程與牧

師的分享到多次的玻利維亞短宣培訓。從“造就門徒”這個信

息引出了我對宣教策略的一些思考，與弟兄姊妹分享。 

 

宣教的事工是由教會來推動的(By the Church)。從使徒

行傳我們看到，雖然初期教會有些(如安提阿教會)是由一般信

徒自發性地傳福音所建立的，但是這是特例。大多數外邦的教

會，卻是由教會所差派的宣教士(如保羅、巴拿巴與西拉)所建

立的。換句話說，宣教事工不是一些散兵游勇所能達成的，而

是應該經由教會整體的規劃，然後差遣宣教士，短期，中期和

長期相結合來進行的。 

 

宣教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教會(For the Church) 。既然宣

教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 教會，因此建立一

個有組織的群體，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基督徒

的群體，則弟兄姊妹間的肢體關係無法建立，同時許多信仰的

教訓就不能落實，許多屬靈的操練也無法進行了。從耶穌與祂

的門徒同吃同住 3 年半，我們知道“造就門徒”是需要陪伴和

生命的相交。這次在玻利維亞的短宣中，短宣隊與當地教會同

工，領人歸主，門徒栽培，在社區中建立細胞教會，看到了事

工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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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使命是屬於教會全體會眾的(Of the Church)。主

耶穌賜給門徒「大使命」， 在馬太福音 28:19 中：“…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 在使徒行傳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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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的見證”，那大使命是給所有的信徒

的。既然如此，宣教的使命就應該是屬於教會全體會眾的，而

不僅是專職的教牧同工，或少數會眾的責任了。 

 

求聖靈賜給 ACC 眾弟兄姊妹作見證能力, 參與「宣教

認獻」，經常為宣教士禱告，及參與短宣。聖靈主動引導我們

宣教策略的方向， 有越來越多的弟兄姊妹成為“造就門徒”

的人， ACC 真正成為「宣教導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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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分享 

哥斯達黎加聖荷西華人福音短宣 

 

轉眼已經到 Costa 

Rica 短宣的最後一晚

了，—切的"工作"都

已經在過去九天中完

成了。躺在旅館的床

上，靜靜地聽著一些

悦耳的詩歌，心裡有

説不出的平靜及舒

服。回想這ー次的短宣，就像人生經歷的縮影。因著上帝的恩

典，來到這個國家，學習如何見証上帝與分享耶穌基督的恩

福。每天認識到不同的人和事。了解到當地華人作為遊子，所

經歷著那一份離根的人生。每天沉長而枯燥的生活，與家人不

健康的相處模式，加上四週包圍的異鄉文化，與及治安環境欠

佳的衝激，很容易便迷失了自己，掉進了各種各樣的引誘網羅

中。 

 

雖然如此，教會卻成了荒漠中的甘泉。在這裏，我看見了

在主內弟兄姊妹的闗愛和熱情。特別是那些在教會中的領袖，

他們對身旁弟兄姊妺的闗懷與照顧，所付出的時間，金錢和心

力，便知道上帝在他們生命上的工作與恩典。他們生命的見証

更成為激勵教會內弟兄姊妹的原動力。 

 

在這數天的探訪中，每當去到—個家庭，從我們的交流

中，便知道教會內弟兄姊妹的定期探訪。這些預工，確確實實

地在這些人心中種下了很多屬靈的種子。所以當我們探訪的時

候，很快便能進入更深的交談，甚至能分享福音。 

 

除了弟兄姊妹的幫助，我更深深體會到聖靈的工作。在最

後一天的探訪中，我們嘗試每到一家探訪前，大家便同心合意

地為著那一家禱告。因為明白到真正作工的是神自己，我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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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班被神使用的僕人。當我們抱著這個態度進到每—家中，

發現很多奇妙的事發生。例如，在繁忙時他們會停下來跟我們

閒談；又或是被訪者剛剛睡醒出來前舖，跟我們見面，甚至老

闆把門闗上來與我們談話。那天，我們親身看到兩位朋友接受

耶稣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亦有幾家人願意在主曰去教會。 

 

在這數天中，我學習到其中一個工課: “彈性”。在出發

前，陳長老多次提點我們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一個彈性的心

理準備，跟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配合。當中亦有很多突發事

情，而我亦學習如何"彈性"地面對這些事情。而且因着上帝的

恩典與同在，最終都能把每—件事情完成。正如聖經説：“我

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 

 

總括我在這數天所得

的比所付出的更多，深深

感受到弟兄姊妺從上帝中

經歷的愛。願上帝記念他

們所作的—切。願一切榮

耀歸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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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維亞短宣分享 

 

2013 波利維亞之短宣       Gerald Schmalzried 
 

我本意要特地誇獎奧斯丁華人教會,但想應該先自行自

我介紹。 

 

自大學時期我就開始支持宣教士,但心知道應該親自去

參與。在過去兩年,每逢新年期間,教會都有舉辦而我也參加的

短宣資詢座談會。資詢會結束後,我繼續有自己的藉口,如小孩

還小,工作太忘和休假日不多,就沒有多想。今年卻不一樣,上

帝一一地將我的藉口拿掉。論小孩還小,在 2012,教會另一姊

妺帶她當年九歳的女兒 Mikalya 隨 e3Partner 去波利維亞短宣,

讓我看到自己九歳的女兒 Laine 也不能再説是年紀小。論到工

作上,被調動到新的一組,工作比較輕鬆和容許我可缺席雙週。

加上公司恢復嘉勉休假政策,我再也沒有藉口。二月期間,e3 

partner 的 Enzo 牧師到訪及在 AWANA分享,結果我兩個小孩對

短宣生起極大興趣。以往上帝在我生命過程上的帶領,並不是

用大聲呼喊,而是困難迎刃而解的讓我容易去順服。就在這情

況下,我們父女二人決定參與到國外的短宣。 

 

但沿途還有其他障礙,就單人的費用需求達$2600,何況

二人之需。另一共安排四次網絡訓練,但因網絡問題,才訓練二

次。所以我在飛機途中靜靜練習用 evangecube 時,上帝憐憫

給有機會跟坐在旁邊的女士傳福音,聽後她決定接受主成為上

帝的兒女,真的活學活用。從籌備費用至受訓過程中,我深深感

受到上帝的帶領和豐富的預備,更加堅定我的信心。 

 

到達目的地 Tarija,開始工作,日子過得像經歷大旋風,

但知道上帝掌管一切。女兒在一兒童院與當地幼兒們分享基督

的愛。自己配搭一位滿有信心的傳譯員與當地教會弟兄姊妹,

同心傳福音,教導,訓練新信徒。回家後才察覺上帝的恩典,讓

我們北美一隊短宣去幫助南美信徒，在短時間內不單學習如何



 16 

運用 evangecube 來傳福音，並安排日後跟進探訪和門徒訓練

等事工。我們繼續和當地教會在禱告紀念這超過五十名的新信

徒。 

 

回到誇獎，資詢會去了兩年,讓我認識和了解教會的短

宣策略。至今年立志參與,女兒和我領受到教會各弟兄姊妹的

鼓勵,禱告和金錢上的支持, 都是大家以生命回應與活出上帝

的愛。 願上帝親自賜福。 

 

特在此鼓勵參與短宣；您可先捜集資料,讓聖靈在您心

𥚃動工。 

  

（2013 隊員: Justin Chan, Leslie Keng, Hal Lin, Gerald 

and Laine Schmalzried, Justine Shih, Pastor Gaylord 

Tsuei, David Wang, Dorothy Yip, and Kevin and Aaron 

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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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宣 

 

奧斯丁隊伍被分到彼此分隔兩小時車程距離的兩個隊

伍。我，Ayaka 和 Noriko女士被分到 Kamaishi 的日語口說

隊；剛開始我還以為這（把我分到口說隊）是個玩笑，但這成

為我學習信靠耶穌的個人訓練。我們隊上還有從 JEMS來的

Minako 和從西雅圖來的大學生暨帶領崇拜的 Matt Sekijima。 

Kamaishi 是一個位於 Iwate區/省沿 Sanriku海岸的

小城市。2011的 Tohoku地震發生時，海嘯高達 14英尺，突

破防波堤，造成嚴重財產損失，接近 30%在 Kamaishi 市的家

庭被迫離開，1,250 位居民喪生。兩年後，許多人仍住在臨時

屋，叫做“Kasetsu”，對於盡速遷居永久住屋的希望渺茫。

許多人在災難中失去一切，而今也漸漸失去對未來的希望。 

Kamaishi 短宣的主要目的在於配搭 Takahashi 牧師的工作。

Takahashi 牧師約一年前從東京（Tokyo）搬遷過來，進行全

職服事 Kamaishi 及周邊地區。我們在這裡的第一週，早上為

Otsuchi 的 Kasetsu（另一個 Kamaishi北邊的小鎮）孩子們安

排類似暑期聖經學校（VBS）的日程。我們的隊伍在下午分成

兩組，一組在志願中心附近教英文以認識周邊鄰居，另一組在

另一區臨時屋主持流動咖啡館（Ochakko）。 

在這次短宣隊令我們大開眼界的是了解到在這偏遠地區

宣傳福音有多不同。這個地區有他獨特的區域文化，口音，而

且這裡的居民經歷了巨大的創傷。災難一開始吸引了許多援

助，包括宗教性團體和一些異端。異端在這地區相當積極，並

引誘不知情的民眾加入會員，但這些人事後感到悔恨及羞恥。

因此這裡的居民有些防禦心，也拒絕一些願意分享信仰及福音

的傳教士。實際上，在臨時屋區現在有禁止公開分享信仰的規

定。Takahashi 牧師主要透過交朋友來傳福音，先經由時間和

服事來建立信任，好為將來傳福音鋪路。我們的第二週多在

Kamaishi 不同的臨時屋區主持流動咖啡館，分發米和當地居

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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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的行程其實都相當累人。然而，我們互相激

勵。我們覺得很蒙福也很珍惜團隊的合一。每一個隊員都有獨

特的見解和天賦，我們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透過這次短宣，

我們見證到神如何在祂的僕人的心中做工，好比 Takahashi 牧

師與他的家人，我們遇見的基督徒—從美國到加拿大，從香港

到新加坡。 

對我來說，基督讓我看見對主缺乏的信任，及主如何竟

能使用在人群中最卑微的來拓展祂的王國。我是隊上唯一不是

以日語為母語的成員，我們的服事有許多的人際互動，而隊上

並沒有特定的翻譯人員；此外，隊員彼此的互動多以日語進

行。語言障礙對我而言是個重大的挑戰，我感到受攔阻，甚至

開始質疑我在隊上的意義，或我如何有能力作任何貢獻。神以

祂的話語回應，而且讓我與一個在臨時屋的十歲男孩溝通－並

非口語溝通，而是我們對武術的熱愛。我們見證這個男孩在這

幾天與我們相處的改變，我竟能與他分享神鼓勵我的話語，進

而鼓勵他（腓立比書 4：13）。 

在這趟短宣，我們聽到許多個人的巨大損失－妻子失去

丈夫，家園和記憶被摧毀。我們也感受到許多人的空虛感。我

們聽說在 Kamaishi除了普遍的佛教和神道教，附近也有關於

龍的傳說及敬拜。經地震與海嘯肆虐之後，有些人對這些未能

提供保護的假神憤怒。人們渴望相信“什麼”！我們希望你能

與我們一起繼續為這些人禱告，願神顯大能修補這些人的心，

並引導這些人與祂接近，讓他們經歷在基督裡那出人意外的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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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短宣釋疑 

 

問：奧斯汀有學生工作

的禾場和很多沒信主的

華人，為何到美中做學

生的短宣？ 

陳振興弟兄： 

在我們周圍的環境裡，

傳福音的對象和機會多

得很，例如我們的鄰居

、朋友、同事、UT 校

園等。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時間、精力去參加短宣呢？其實

短宣的目的和我們總希望有一段時間外出度假的本質是一樣

的，度假可暫時脫離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上班、上學、洗衣、

燒飯，而到外地去走一走，擴大我們的視野，對生活有不同體

會。短宣亦是如此，讓我們走出去與神同工，更新生命—張開

居所的幔子，擴展疆界—擴大帳幕之地。 

平常我們在奧斯汀，我相信我們對傳福音或多或少都有些負

擔，總是想把我們所相信的神介紹給我們周邊的人。但往往我

們只停留在“愛你在心口難開”的階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怕

碰釘子、吃閉門羹或是深怕無法把福音說清楚、更怕對方問倒

了，以後再見面時就很不自在了。反之慕道友也持有保留態

度，雖然心中有些問題，卻不敢問，深怕提出的問題不夠成

熟，而暴露出自己深不為人知的一面，所以就深藏不露，以致

於這二者之間一直保持着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懸在那。其

實短宣隊所到之處的情形也不例外，可是短宣隊願意走出去的

時候，情形就會起了微妙變化。因為大家都不認識，心中的顧

忌一掃而空、煙消霧散，一時之間如魚得水。昔日在團契查

經，聽佈道會、主日信息，主日學的心得…等，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十八班武藝揮洒得淋漓盡致。慕道友更是珍惜如此的

美中校園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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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平常深藏不露的問題傾巢而出，打破沙鍋問到底。如此

這般相互切磋，二者心裡很可能因此起了化學變化，正如經上

所記，有人栽種，有人澆水，唯有神叫他生長。這就“成就”

短宣隊的功能。 

 

問： 請談一下在美中短宣隊集訓的收獲？ 

丁霞姐妹： 

我認為集訓是我們接受裝備，建立團隊，調整自我狀態的階

段。我們不僅要學習如何更有效的使用福音材料、解答各類福

音問題、練習崇拜詩歌，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心

態，對這次短宣有更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操練在當中依靠

神，經歷神。對我個人來說，每一次的集訓都讓我更充實也更

加堅定了參與這次短宣的決心。在修改我的個人見証時，我常

常要反復思想怎樣才能讓每句話更精簡，意思更准確。本以為

很容易做的事情卻讓我抓耳撓腮，費了好大力氣。在傷感自己

缺乏能力的同時，我也禱告主，雖然我是如此卑微，沒有能

力，但是我願意擺上，求主使用！這也讓我意識到，我們不應

該在參與短宣時才開始學習操練和裝備，其實在平時的查經和

主日學中我們就應該利用各種資源完善自我。對於宣教，我從

前只是很單純的認為只有走出去，離開我們所熟悉的環境才是

宣教。但是如果我們懂得為了福音的好處，在各樣的事情上都

裝備自己，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就操練出來，那麼我們自然而然

就參與到宣教事工中了。其次，在集訓的過程中，我們隊員也

更加認識彼此，建立關系，成為合一的團隊。特別對於我這個

ACC 的新成員來說，我非常感恩能在短宣中更加認識弟兄姐

妹，從他們身上學習美好的品格。隊友們淵博的聖經知識和對

宣教事工的熱情也常常鼓勵著我。我想到大部分的隊友都是朝

九晚五的職場人士，但是他們願意拿出自己本可以度假的時間

來參與這次短宣，可見他們對主的愛有多深！我要感謝神借著

這些隊友們來提醒我，讓我知道我要珍惜時間，盡心盡力服侍

神！十天的短宣將是一個奇妙的旅程，我很期待和隊友們並肩

作戰，一起成長，一起經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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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支持的宣教士 

Daniel & Karen Evans 

 

 星期五的英文聖經討論小組已經增長到超過 30人。我

們爲有小孩的母親增加了“媽媽與我”的環節。有十多

個參與者與他們的媽媽或婆婆專門來參加這個環節。我

們十分感謝支持我們的禱告。請爲在 Far West地區有

更多希望有自己團體的外國人認識我們和加入我們的活

動禱告。 

 星期五的 UTAF英文班進展很好，有基礎英語，口音矯

正，文化會話幾個班。懇求神繼續增強英文老師和

UTAF的關係，帶領他們成長。 

 星期一的口音矯正，聖經討論班在九月會重新開始。我

們與很多訪問學者和他們的配偶都有聯系。這班也可以

滿足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需要。很多時候學者們告訴我們

大學希望他們加入英文班，而不是只專注研究工作。請

爲他們禱告，讓他們繼續了解我們的小組，加入我們。 

 每個八月都有一批留學生在 UT開始他們的學業。爲了

接觸他們，我們專門提供德州烤肉的晚餐。一般在

1200新的留學生中，有 300人參加晚餐。今年我們希

望有更多的（其他 800 個）學生來參加我們的晚餐。今

年我會負責籌辦這個活動。這個名爲“歡迎到德州”的

活動將有烤肉晚餐，社交甜品，方塊舞，免費乘車購

物，和板球，足球比賽。我已經邀請不同的校園事工人

員去主領這些活動，希望透過增加的這些活動，新的留

學生會被邀請參加各個基督徒校園事工。 

謝謝 ACC的記念和爲我們的事工禱告。如果我們能爲肢體做一

些鼓勵的工作，我們也很樂意參加。 
 



 22 

 

 

 

 “神真是太奇妙了！” 我可以把我學習聖經

的過程比作是一個拼圖的過程。當我在七年前

剛開始學習聖經時，我就像一個拿著一千片沒

有盒子裝的小拼圖片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該

從哪裡開始。當我在跟主耶穌建立的新關係中

逐漸成長時，我也在 ACC的弟兄姐妹和我的導

師的幫助下開始能把拼圖小片小片的拼湊在一

起，但我還是沒能看見神的大拼圖。 

在上課時，我的教授說：“當你翻開

聖經的時候，你應該永遠清楚自己在聖經故事

中所處的位置。”那句話對我有很大提醒，因

為大部分時間，我並不知道自己在聖經故事中所該處的位置，但我

確實又很想知道。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我漸漸可以將拼圖的框架

搭起來了。 

隨著我在對神和聖經的熱愛中逐漸成長，我也可以把越來越

多的拼圖片放在一起。我能逐漸看到神所做的美麗畫捲和神藉著聖

經經句彰顯的創造大工。隨著神的指示越來越清楚，我對神和他人

的愛也與日俱增。我非常感謝神沒有隱藏恩典而是將榮耀向我們清

楚顯現，也很感謝 ACC的弟兄姐妹讓我在這個夏天有機會到科羅拉

多學習神的話語！當我今天在跟校園裡的學生們分享我的學習經歷

時，我知道神定能改變他們的生命。我很感謝 ACC的弟兄姐妹支持

我的宣教事工，使我能和未信主的朋友分享基督的愛，並有機會指

導訓練更多的學生成為他們社團的領導者，在對神的信仰和神的話

語上有更深的造就。 

請大家為我和我的團隊禱告。我們會繼續把福音帶給德州各

個校園的大學生。作為一個新的團隊領導者，我仍在尋求如何謙卑

使用神的恩賜又順從聖靈的指引。有時恐懼會讓我懷疑神是否真的

在校園學生福音的事工上做工。請大家為我們信心的加添來禱告。

請求神大大使用我們去影響即將入學的學生們。也請大家繼續為我

的團隊禱告讓我們尋求智慧知道該如何用適當並有效的方式把福音

傳給每一個亞裔美籍學生。我也會永遠感謝各位對我一直以來的鼓

勵和關愛！ 

榮耀歸於神！ 

T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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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Ng 

 

親愛的奧斯汀華人教會， 

 

相信你們在奧斯汀一直經歷著神的信實，

一切安好。十分感謝你們對我在德州大學

校際基督徒團契事工的禱告和支持。通過

亞裔美國學生校園事工和一個我協助建立

的新事工--外國留學生事工，我們實在看到神工作的大能。 

 

亞裔美國學生校園事工： 

 

名稱：亞裔美國學生校園事工 （AACM） 

人數：250 – 300 學生 

使命：我們裝備，培養學生，與他們一起同工，把基督介紹

給在奧斯汀德州大學（UT）的亞裔留學生和亞裔美國學

生。在 UT，大概有 8000 亞裔美國學生，但只有 750 是

基督徒。我們不斷禱告，努力把耶稣帶給那 90%還沒有

信的學生，同時也培養和造就耶稣基督的門徒。 

異象：AACM是一個在神話語裏紮根，致力于造就，更新基督

門徒，在 UT和全世界見證神的大家庭。 

近況：今年我們看到 15位學生決志接受耶稣爲他們的救主。

贊美神的信實！今年我們的工作包括：聽從神的呼召向

有其它性趨向的社團回應；在春假時幫助奧斯汀東部社

區；建立 30個查經小組和造就終生門徒。 

 

 

外國留學生事工 

 

名稱：外國留學生事工 （ISM） 

人數：25 – 30 學生 

使命：通過把福音帶給來 UT念書的外國留學生，從而使福音

達到萬族。 



 24 

異象：ISM是透過我們對留學生的愛，使萬民作神門徒的決

心，建立的一個留學生能尋找，認識耶稣的家庭。 

近況：今年我們看到 3位留學生作出在生命中跟從耶稣的重

大決定！我們的工作包括：爲留學生舉辦三個查經班；

與奧斯汀華人教會和其它學生組織同工在校園裏舉辦每

周的英文角落。 

禱告事項 

 

 接觸留學生：爲剛成爲我們同工的新實習生 Tiffany 禱

告。今後的一年我會不斷培訓她，與奧斯汀華人教會和

其它機構同工，去接觸從世界各地來的學生。同時祈求

神興起美國學生和留學生的領袖，帶領我們的事工。 

 在 AACM 造就門徒：求神幫助我造就愛神，愛亞裔美國

學生的門徒。在我裝備我們的領袖團隊時，我希望神興

起終生跟隨基督，明確屬于主的門徒。很多時候我們看

見學生們在生命中有許多痛苦和創傷，請爲我們禱告，

使我們能幫助他們在基督裏得醫治和复原。 

 同工變動：請爲 AACM，ISM禱告，我們同工今年會有變

動。懇求神繼續滿足我們的需要，在校園和我們的生命

中擴張神的國度。 

 供應：這個財政年（七月一日 – 六月卅日），請禱告

神供應我的一年預算 $73,000。這預算包括： 

- 薪水和健康保險 

- 事工和出差費用 

- 事工和神學培訓費用 – 我正在福樂神學院兼職攻讀

神學碩士學位。  

 

信實的神在過去四年裏提供了協助我們的事工的同工。十分感

謝你們的禱告和經濟上的支持。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和我聯

絡。 

 

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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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宣教預算 

2014 年宣教預算 

 
Area 2014 Budget

LT Missionaries 80,000.00

Contingency 2,000.00

Hardship One time Gift 0.00

Seminary Students 21,800.00

ST Missionaries 0.00

ST Mission for staff 15,000.00

ST Missions for Congregation 15,000.00

Mission Expense 2,000.00

Mission Organizations 30,000.00

Mission Conference 6,000.00

Missions Training 1,000.00

Mission Special Project 8,000.00

Intern Salary / Stpend 34,000.00

Total 214,800.00  
 

 

教會支持的宣教機構 

Existing Organization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versea Campus Inc.

CES - North America Campus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Christian Life Press Inc.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Far East Broadcasting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Taiwan Industrial Evangelical Fellowship

North America Mainland Chinese Missions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e3Partners

Miss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Mobilization Ministries Corporation

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Partner in Development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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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建造，栽培同

工， 這些同工以弘揚福音給人們生

命所帶來的影響為宗旨。我們作為

一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團隊朝著這個

目標繼續不斷地努力。 2013 年 4

月 Joey 接管這個團隊。我們花大量

時間幫助同工實現神在他們生命中

發出的呼召。這些人大多是教會領袖， 同時我們也和社會各界人士

聯繫，建立友誼。 

  最近，有四位弟兄加入到神的大家庭中，讓我們在城市初見

傳福音所結的果子。同時，我們也看到通過教導和講道所結的果

子。我們的服事主要是在周間提供同工培訓和在主日早晨講道，以

便使牧者得到他們非常需要的休整。我們團隊有一位成員，在過去

的兩年中幫助一所地下的聖經學校，親眼看到二十位學員畢業，之

後全部返回他們的家鄉並在當地教會服事。 

請大家繼續為我們代禱。雖然基督教不斷擴展，但是很多

人，其中不乏一些領袖，常常會對福音有困惑。我們希望能夠幫助

朋友認識到主耶穌基督不僅僅是人生多種選擇中的一種，而是我們

要活出我們被造意義生命中唯一的選擇。我們熱切希望我們的朋友

樹立信心，堅信聖經所教導我們的是主耶穌基督， 而不只是講講道

德觀而已。 

請大家和我們一起為以下事情禱告： 

- 求主讓我們繼續經歷來自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憐憫。 

- 求主透過 Joey 和 Jenny 的婚姻關係反映出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 求主幫助我們將我們的子女養育成為敬畏神的兒女。 

- 求主幫助我們真正成為當地教會的祝福和為這個城市帶來生命影

響的人。 

- 求主幫助我們團隊把對神和教會的忠心放在首位。 

感謝大家花時間閱讀我們以上的心得分享。願神加倍恩待奧斯汀華

人教會， 紀念這個教會對我們的慷慨支持。 

 

 

 

江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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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 

在過去一年中神在事工上為我們敞開許多大門，賜福於

我們在兩個方面。首先，神繼續領教會領袖和牧師到我們當中

訓練。我們的訓練已被證明在塑造他們的事工模式是有效的。

上海一位牧師說：“我學會了如何做我的事工，並讓上帝完成

這事工。我一直擔心我的事工的所有細節。而現在，當我這樣

放手了，教會就做好了。在超過 10 年的事工後我終於得到一

個休假年”。根據我們的培訓授課原則，另一位牧師在杭州成

立了一個新的領導班子結構。他還將我們的培訓帶到雲南少數

民族群體當中。新疆的一個教會網絡也得益於我們的訓練。在

過去 10 年中至少有 500 名中國牧師和教會受益我們的訓練。 

其次，上帝給了我們新視野，讓我們去接觸非信徒，為

他們提供“建立關係”的訓練。我們已經開始為要建立親密關

係，但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單身人士作訓練。基於這些培訓，我

們將開始查經班，然後開始新的教會。一些企業已表示有興趣

將我們的培訓內容，包括在他們的客戶（員工）護理服務當

中。 

祈禱的需要： 

越來越多的人想加入這事工，這是我們領導人的一個挑戰。在

以下幾個方面請祈求神的智慧： 

1．更多教練的訓練 

2．以聖經為基礎的教練認證材料寫作 

3．印刷和出版培訓教材 

4．融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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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明 

 

與神親近 
 

當我們置身於熟悉的環境生活工作時，通常內心是呈現

平穩有序的狀態（Orientation）。但當人事與環境有巨大的變

遷或離鄉背井、身處異國時，我們往往會覺得失去定位與方

向，覺得困惑、孤單、與懼怕（Disorientation）。一般來到輔

導中心的人就在這種狀況下，就像剛剛遭遇親愛的主耶穌離

世，兩個面帶愁容往以馬忤斯路上的門徒，心中充滿著許多困

惑、失落、與憂傷。我們學耶穌就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一方

面問問題，了解他們，一方面求神開他們的心眼能看見他們過

時的心靈地圖，需要被真理更新改變（路 24：13－17，

32）。每次會談結束前，如果個案是基督徒，我們都會邀請對

方進入三向對話，向神傾心吐意，同時聆聽神的回答，通常個

案和諮詢師會感受到神的同在（太 18：19－20），心中恢復

了平安與盼望（耶 29：11），願意接受現實來學習修訂自己

的心靈地圖，這是恢復定位的狀態（Reorientation）。可以

說，這三種狀態在我們人生的旅程中，不斷交替循環著。 

常有人問我倆，如何在過去 20 年那多巨大變動與挑戰

當中，從暫時失去方向、困惑、孤單的階段中走出來，恢復定

位方向？我們的回答是讀聖經詩篇，並默想之。因為詩篇的內

容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凡事平順的禱告，如詩 98 篇；第

二類是在失去方向，表達困惑與挫折的禱告，如詩 69 篇及 73

篇；73 篇的作者亞薩看見生活的不公平，看見惡人和狂傲人

享平安，心懷不平，他就向神傾心吐意，結果神給他新的看

見，讓他更渴望與神親近。第三類是恢復定位的禱告，如詩

30 篇。當我們默想這些相應的詩篇，並覺得認同時，就可以

開始向神傾心吐意，有時在祂面前吐露苦情，陳述患難（詩

142：2）時而向祂感謝，唱新歌，甚至向祂歡呼，不知不覺

地，我們也寫下了個人的詩篇。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讀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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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常常啟發了我們的心智，淨化了我們的情感，並引導我們的

意志來信靠順服。 
 

代禱事項： 

 我們在七月開始有關情緒與靈性課程、團體課程、及兒童

音樂營，九月有「不再拖累康復課程」，求神預備參加者

的心，學習成長。 

 每月一次的「助人者團契」有神的引領及同在，參與者多

為教會領袖們，大家都感到支持與自在，請為我們禱告。 

 感謝神帶領更多的全時間服事的領袖們從各地來到我們中

間，讓我們看見同工關懷的重要性，也感到任重道遠，也

請在禱告中托住我們 

恩典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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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玉 

 

親愛的奧斯汀

華人教會的弟

兄姊妹, 

 

在英國的康妮

向你們問安!  

多謝你們的支

持讓我可以服

事在英國的中

國學生。在去

年, 我繼續在

列斯特華人教會裡服事華語學生團契和華語會眾, 亦同時負責

在英國多個華人教會當中作講道, 在差傳中心為學生開辨培訓

和門徒訓練班, 亦遊走於英國附近去作中國學生福音聚會。 

 

這個月, 我們有九位在華語聚會的姊妹在列斯特受浸, 同

時有一位學生在洗禮儀式中願意接受主耶穌!  上星期, 我們擧

行一個 研讀“羅馬書”的“五日讀經營”, 有八十個學生參加, 

其中八位是非基督徒, 但在讀經營結束前, 有四位已願意將自己

的生命主權交給主耶穌! 

 

許多的講道, 教學, 旅遊 和牧養工作使我很繁忙, 可是我

亦從這些經驗中學會了很多功課。 神 是信實和 恩慈, 祂 能改

變人心並將所有環境配合一致, 祂 是那位真正的創造主, 我只

能站在旁邊見證驚嘆 祂 奇妙的作為。  

 

再一次多謝你們的禱告與支持; 沒有你們, 我不可能進

入宣教工塲。 願 主按着 祂 豐足的恩惠大大地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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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Pang 

 

我的故事... 

雖然從小我就巳信主和經

常到教會學習成長，但是直至在

大學一年級，我才開始明白與主

有親密關係的意義。在德薩斯州

A&M大學的第二個學期，我參加了

一個查經小組。藉此, 上帝幫助

我真正明白祂的話語來直接提醒

我，並從弟兄姊妹的幫助下引領

我懂得將祂的話語應用在我的生

活當中。在大學的時候，神帶領

我第一次海外短宣與 Cru 一起去。在那裡祂開了我的眼睛, 

讓我認識到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基督如何為他們的罪已死和他

們可能與神有一個個人的關係。上帝也使用此行讓我有堅決的

心與他人分享福音。自從大學畢業後，Cru 和我用幾年時間在

海外宣教。然後, 我返回美國工作。不過，自從回國後，海外

宣教一直都在我的心裡迴響着。因此，我向 Cru申請作一個全

職宣教人員，並已被接受。我很榮幸被派到希臘雅典將基督分

享给當地的大學生。 

宣教事工... 

我們深信上帝藉“勝利，建立，差遣” 三倍策略會達

到在世界上的 150 萬大學生。我們願為基督要贏得學生的心

（將基督介紹給他們），通過社區改變他們的生命和建立信

仰。我們並派送他們出去分享基督的真理和他們能訓練其他

人。我們用不同宣揚方法,例如: 我們在校園裡一起午餐或下

午茶與學生談話，短片電影之夜，查經小組和輔導。我們的心

志是希臘人不僅與神有個個人的關係，而且他們開始更新自己

的國家成為向世界宣揚基督的國土。我很高興在希臘是有這樣

的策略亦將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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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祈禱為... 

* 我們能榮耀歸主,與主同行和合一的心可以同希臘的學生相

識和交流。 

* 我們的團隊：布列塔尼(Brittany)，J.T.和勞倫(Lauren)，

佳佳(Allison)，莉安(Lianne)，凱爾(Kyle)，傑森(Jason)和 

Mandie 的三個孩子,和我。 

* 我們團隊對神的真理鞏固合一和在屬靈爭戰中仍能站立得

穩。我們互相愛護和彼此服事能興旺福音。  

* 我們有智慧與希臘學生溝通和上帝在他們的心動工。使他們

能有受教的心去領受福音而信靠基督作為他們個人救主。  

* 神祝福這事工，並給予領導人方向和洞察力以致更多希臘人

認識基督將福音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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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鈴惠 

 

三月搬來泰國至今也都快四

個月了。三月十六日抵達曼谷，三

月十八日隨即就轉到位於曼谷東北

兩個鐘頭車程一個叫Lopburi的小

鎮，展開完全嶄新的生活和語文學

習。相信在家鄉的親愛朋友，也是

我最忠心的夥伴同工，你們一定巴

望著，迫切地想知道我在泰國的日

子到底如何。雖然我出生長大在亞洲，我對台灣以外的其他亞

洲國家其實是相當的陌生。所以，來泰國的頭幾個月面對許多

新的學習和適應。一直到現在才寫第一封代禱信，謝謝你們的

諒解和耐心。三月到五月是泰國一年

當中最炎熱的季節，所以我在泰國的

頭三個月是最辛苦的。炎熱的天氣是

極大的挑戰，每天幾乎都到攝氏四十

度（華氏一百度），而且早晚一樣炎

熱。除了炎熱的天氣之外，學習新語

言，對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人來說，才

是一個最令人謙卑的經歷了！我是一個相當固執的人，我最大

的優點就是很有決心和毅力。我定意要克服一切的困難。靠著

上帝的恩典，我度過了最困難的頭三個月。從一個字聽不懂，

一個字不會說，漸漸地這個本來聽起來又長又奇怪的泰語也變

得越來越熟悉了。我非常用功，除了週日和週一，每天學習

七、八個鐘頭，只睡六個鐘頭。三個月下來，也開始看到努力

的成果，開始我可以聽懂一點點了，也可以在教會和弟兄姊妹

有些簡單的對話。一年的語文學習總共有九個階段的課程。再

一個禮拜我即將結束第三個階段的課程，接下來的第四個階段

是讀和寫。我迫不及待可以早日脫離文盲的痛苦！ 

「你來泰國做什麼？」「你打算待多久？」這兩個問題

是別人最常問我的問題。我想都沒想，一貫的回答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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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十年，泰國會是我的家。」雖然我很自然地如此回答，

主耶穌卻一再地挑戰我的委身：「是嗎？你確定嗎？你是認真

的嗎？」從來想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來住在泰國。泰國是一

個貧窮國家，氣候長年炎熱，在這裡的日子不容易。長宣和短

宣或是短期探望是很不一樣的經驗。短宣或是短期探望你只是

來一、兩個禮拜，你知道很快你就可以再回到你溫暖舒適的

家，所以再怎麼辛苦的環境你都可以暫時忍受。可是，長宣卻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譬如，我就不太確定，這麼炎熱的天氣

我真的可以適應嗎？那麼，也都五十多歲了，可能很多人在我

這個年齡都開始在籌劃退休以後的日子了，那麼為什麼我還選

擇來過這麼辛苦的日子呢？上個月當我去泰北探望一位宣教士

時，我找到了答案。這位宣教士和她所服事的當地人一起生

活。當我去拜訪的那一天，我們盤裡裝的是白飯、一點馬鈴薯

和一些碎骨頭。在這裡的生活是辛苦的，你也必須放棄許多以

前你所熟悉的「奢侈」，可是，宣教士還是心甘情願地選擇來

過這種辛苦的日子，為什麼？我想起了艾略特(Jim Elliot)的

名言「付出不能保有的，為要獲得不能失去的，這人可不

傻。」宣教士離鄉背井來到異鄉，因為他們有一個更崇高的使

命和呼召。 

有一天我的泰文老師心情沈重，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

早上來學校的路上她把她的手機給丟了。我問她，我可不可以

為她禱告，她說好。所以，我用英文為她禱告，求神賜智慧讓

她可以找到她的手機。下了課，她打電話給早上一起和她喝咖

啡的友人，她的朋友告訴她，她幫她把她的手機收起來了。

Wan 老師好高興她可以找到她的手機，也很驚喜地認識到這位

我們所信靠的上帝竟然真的聽禱告。請為Wan老師和泰國許多

像她一樣的人禱告，但願有一天他們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經驗

上帝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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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馬小芸 

      六月對我來說，是特別的日子，我於 1971年 6月 26 日

畢業於香港神學院，這一日也是我 21歲的生日，而 1981年 6

月 13日是我與以嵩結婚的日子，從此我便成為「何家」人，

與以嵩同奔天路。六月第三主日是父親節，我的父親和屬靈的

父親都先後離開我回到天家，但天父永遠沒有離開我。 

 

      事奉主 42 年，主恩說不盡，我感到很滿足，不單是有

何牧師與我同奔天路，乃是主成為我的一切。 自從開始昌孔

教育中心宿舍事工，同工和宿生都為做我生日，我實在不配。

我常告訴宿生，令我最開心的事，是「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

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三書第四節。我也

要每日靠主恩按真理而生活，讓我的天父喜悅。 

 

      剛過的生日，實在太有意義了，神的愛和信實一直環繞

我，文怡和美仙為我預備的生日會很有心意，太美好了，我沒

法形容，只告訴他們，我的願望是「我要更愛主、我要更愛 

人」，他們預備好心形卡給每一位宿生和同工，讓每一位都送

一張卡給我，而她們則搜集從 1975年我首次到泰北的相片到

現在，貼在每張生日卡下面，繼而用䋲子連在一起。當晚我已

去睡覺了（現時我八時多就要睡覺）何牧師叫醒我，說宿生已

齊集在辦公室門外，我知孩子們又要帶給我驚訝，果真是。他

們為我唱生日歌，為我祝福，唱歌給我聽，送給我用魚膠粉自

製的蛋糕。跟著何牧師帶領宿生一同為我禱告，而我也逐一祝

福每位宿生，然後拍照留念，繼而到飯堂用茶點。 

 

      今年的父親節，我特別想念我大哥，因長兄為父，1968

年當我決定要讀神學時，母親沒有正面的同意或反對，只說，

等大哥回來，你問大哥，家兄雖比我大三歲，但他的看法很精

銳，他說：「人各有志。」就這樣我就去報名讀神學﹐這一次

的報名，改變了我一生，我怎能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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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健康雖不如以前﹐今年住了兩次醫院，但主恩夠

用，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在此也謝謝 ACC對我經濟和禱

告的支持，願我們同心為福音齊心努力。 

事工近況： 

一，基督教永通浸信會（Wieng-Tong Baptist Church）：六

月二日舉行動土禮後，翌日就開始工作，一星期後，承建商便

提出解除合約，跟著有第二位來接洽，我們都認為他可以做，

但事與願違。至今我們仍未找到合適的承建商，請為我們禱

告。 

二，基督教晨光學校(Christian Sangpratheep School)：現

有學生365人，教職員16位，宣教同工2位，現仍需三位註冊教

師。 

三，頌讚學生宿舍(Keetaleela Dorm)：現有宿生40人，男女

各20人，現需要男舍監。 

四，恩慈之家(Ban Mitathorn Children’s Home)：現有 12

名孩子，老大今年大學二年級，最小的讀小學五年級。需要專

任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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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欣如 

 

   去年

自從從美國

回來, 我就被

委任管理教

會事務直至

找到新的牧

者到任。 上

個月我從這

岡位退下並

且交予我們

的本地同工來擔任直至新的牧者到任。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鼓勵

我們教會的客家組羣，用宣教士去輔助那些本地牧者們而不是

用一個職位，去代替他們。我在三義這裡, 每當有我支持的牧

者們離開, 我都要補上領導的空缺, 雖然這並不是我計劃之

內。 

 

同工： 

一班委身的基督徒負責教會不同事工。（敬拜/ 教學/ 外展/ 行

政/ 會友𨶹懷） 

 

   我從領導岡位退下後, 也放棄了我的＂選舉權＂, 這樣

我就可以全力支持我的同工們當有需要時可給予意見。當我剛

退下時, 真的感到十分興奮和感恩, 因為我們的教會終於有一

些本地的同工能夠充滿信心地帶領各事工。過了不久, 盡管為

他們對基督和教會的承擔感到驕傲, 但是有時看到他們的處事

方法和所作的決定, 就令我懷疑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屬靈態度和

原則去完成神的工作, 相信每位父母都需要學習什麼時候讓孩

子獨立, 好讓他們成長。越迫切希望他們長大和作出對的決定, 

我就越想在他們還沒有求助之先作出了幚助。當我發覺我已經

不像從前一樣那麼讓人需要我的幚助時, 就會出現很多情緖起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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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讓我深信神才是他們真正的幫助者並且帶領他們 

• 讓我謙虛下來順服他們的領導 (對於驕傲的我並不容易） 

• 讓我懇切為他們祈禱而不是在他們還未要求之先就已忠告他

們 

• 同工與神更親近並且更明白神的帶領 

• 同工能夠更多關心神的旨意而不是教會的不同聲音 

• 興起更多弟兄加入同工行列. (現在我們教會只有三位剛信主

的弟兄, 為他 們的靈命成長並且對神、對教會的承擔禱告） 

 

社區外展 

 

  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參與教學工作，我會在六月開始教兩

班兒童和兩班成人的英文班, 希望藉此會有更多機會去傳福

音。有一班婦女已經跟我學了七年英文, 她們都十分雀躍英文

班又再開始, 我們已建立很好的關係，甚至其中幾位也曾跟我

到過美國, 雖是如此, 一個也沒有接受基督, 縱使她們十分願意

參加教會活動, 其中一對夫婦甚至願意讀我們分給他們的閱讀

資料, 但是他們仍然不願意放棄傳統的拜祭偶像, 求神賜下機

會讓神在他們的生命裏動工。 

 

祈禱事項： 

• 預備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心靈來參加 

• 教會有計劃和熱心參與接觸這些學生 

• 教會弟兄姊妹有能夠勝任和願意跟進初信者 

• 我可以成為一個好的英語老師, 有智慧如何幫助學生學好英

文並且帶出福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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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雁 

 

台東豐年教會建堂自去

年 2012.7.15 開工至今已近完工

階段，這是一棟小而美的建築

物，一樓有會堂約 14 坪，另有

一間辦公室、教室、和一套半

的衛浴間，二樓只作宿舍，其

餘約 30 多坪空地作為庭院(總坪

數 68 坪)。總經費:台幣 230 萬

元，已付 200 萬，另 30 萬尾款待交屋後再付，建築商只收成

本價。感謝主預備的建築商並豐盛的供應。 

    回憶二十多年前來到此地開拓教會，先從兒童主日學開始，

在這二十年裡，我們恆心向神祈求一間新會堂，並願意等候 

神按祂自己的時候成就；因主說:“等候我的並不致羞愧。”

感謝主，祂的話真的沒有落空，也感謝 ACC 教會多年來的支

持和待禱!願 神賜福你們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代禱事項: 

    新會堂設於阿美族的部落社

區裡，此地原住民朋友對福音

真理極為排斥，當地的一位小

學老師問:“這一帶青少年最

麻煩、家庭問題又多…，為何

要選在這裡?”我答:“就是因

為如此，才會選在此建教

堂。”所以請為我們代禱: 

一、求主賜給當地原住民朋友一個柔軟的心，勿抵檔福音，勿

攔阻他們的孩子來教會。 

二、求主制止青少年翻越鐵絲圍籬進入破壞新會堂，並拖住孩

子們勿受傷。 

三、求主賜我智慧，知道如何和他們建立互信關懷，並與他們

成為好鄰舍。 



 40 

 

Esther Fan 

 

感謝神，「宣教日引」除了在香港，美加，星馬，台

灣，中國西北部的發行外，最近，神開路，在華南地區也開始

發行(先試行發行三千本)，鼓勵更多主內肢體、教會為未得之

民舉手禱告。 

請為在當地的印製及分發代禱。 

 

感謝主，去年 2012 年 8 月動的三個心瓣更換和修補，

搭橋，心包袋縫合手術，除了手術過程順利，康復也順利。現

在已逐漸重拾生活節奏，上班和恢復禱告服事。飲食恢復規

律，體重回升，天天領受從神來的恩典和人來的幫助支持，實

在感恩。 

家庭方面，兩個孫兒都伶俐可愛，分別是 4 歲和 1 歲。

兒媳的父母移民來美，也投入教會的生活，和我們有很美好的

相處。 

 

感謝主，「聖經遊蹤」課程，蒙主使用，去年在美加，

香港，澳洲，台灣，歐洲和中國等地，共有 4,200 多位參加了

這個課程，許多人生命得到造就。為此感恩。 

 

晨曦福音戒毒事工，感謝主，第一位戒毒學員，Scott 

Lin，現已大學畢業，接受神的呼召，留在中心實習。今年 4

月成為正式同工。生命的改變，實在帶來莫大的鼓勵和祝福。 

 

為戒毒學員禱告，最近有一位受不住引誘，在 18 個月

療程完畢出村後，又軟弱，兩位不守中心規矩而要離開，願

主保守服事者的心志，也為 Esther 帶領同工們學習以禱告醫

治服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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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C.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約

翰福音 1 :14 

 

學習和教導摩西的律法是從石板上和書面上, 但是道成

肉身卻是達到了極致: 耶穌成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律法--恩

典和真理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成為人的模樣。祂用生命彰

顯了神的心意和品性。當我們準備去亞洲的福音工場, 我們渴

望不僅傳講福音而是道成肉身: 住在他們中間, 敞開我們的生

命, 讓他們看見真實生活中, 在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中恩典是怎樣

的。我們的異像是和當地的家庭教會一起來培訓門徒, 關心帶

領現有的和未來的教會領袖們, 不僅幫助他們在能力和信心上

成長, 更重要的是在品格上造就他們--我們的目的是心的轉

變。我們要為領袖們創造安全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分享他們的負

擔, 掙扎和罪, 讓福音的大光照亮他們內心黑暗的角落,讓他們

經歷支持, 恩典和恢復。我的長遠目標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激

勵和訓練這樣的領袖把福音跨文化地傳給未得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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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來講, 神賜給我們一個男孩! Elliot 四個月大了, 儘

管第一個月他考驗了我們的耐心, 他大多時候是我們初為父母

的快樂。我們剛剛結束我們宣教機構 Pioneers 提供的為期一周

的培訓。神容許的話, 我們準備十月離開前往福音工場。請為

我們婚姻溝通的成長禱告, 為 Angela 的入籍手續在十月前辦妥

禱告, 為我們離開家人前和家人度過有意義的時間禱告, 也為我

們更加彼此相愛, 更加愛主禱告。謝謝你們奧斯汀華人教會, 感

謝你們這些年來一直站在我(Tim)身後支持我, 現在又站在我和

我的家人後面支持我們。願神使用我們完成祂在亞洲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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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an Lo 

 

去年今時，

AMBER 和我雖疲憊不

堪，但充滿喜樂。堅信神

對我們財務上的保守，讓

我們積極應對解決我們當

時家庭健康和財務問題。

今年今時，我們還是疲憊

不堪，但繼續充滿喜樂。

今年勞累的不同點是為了夏季宣教差遣而整理行裝踏上行程。

我們現已抵達科羅拉多州的科林斯堡參加兩年一度的全國基督

可路學園的同工大會（還有其他 6000 名同工和我們一起）。

我們為這個月在科羅拉多州維爾市的學生服侍所花的時間而感

恩。我們也感謝神讓我們看到他們愛基督心靈日益增長，領受

主話語能力的加深以及他們持續的渴望以讓更多人了解和體驗

到神的大愛。 

 

這兩年來, 籌集財務支持工作一直比較艱苦, 但感謝神我

們每月 100%的籌款目標現在只差$600 就能達到。 

 

AMBER 和我今年秋天全力事奉並專注開創丹佛市區的

美籍亞裔學生宣教事工。我也會繼續攻讀我在丹佛神學院的基

督教形成和心靈關懷學位。 

 

過去兩年，我們一家三口學習到如何面對生活重大壓

力，我們也期待著全力事奉神國事工及認識到面對新的挑戰，

在這段經歷中，我們真是很感謝 ACC 教會弟兄姐妹給我們的

禱告和支持。我們為神在這些丹佛亞裔學生身上所行的奇妙大

工更是興奮不已。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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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美籍亞裔學生的校園宣教事工禱告，求神帶領我們找到

信主的弟兄並成為神的學生領袖。為我們有美好的聚會禱告，

能和尚未信主的學生共享福音。求神在丹佛能興起培養有志成

為主的信徒，並將神和事工在他們的心中紮根。 

- 我們仍然在和保險公司交涉，讓他們支付 AMBER 由去年十

月車禍引起的神經損傷治療費。請首先為我們禱告傷病的治

療，然後請禱告神賜我們所需的醫療護理。 

- 求神賜我們為人父母的智慧，養育哈德森，愛他，牧養他的

心，引領他跟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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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支持的神學生 

李華 

 

1. 五月二十四日我開始休假,然後我來到多倫多天道神學院參

加為期二個月的夏季課程。我很感恩我有這個機會來天道神學

院學習,這門課開擴了我的眼界,使我看見事情的不同方面,也

激發我思考我事工中遇見的問題。 

 

2. 我在多倫多期間,神提供了兩個家庭接待我,他們慷慨款待

我,使我感到如同在家一樣。這讓我看見神對祂的孩子是何等

的信實。 

 

3. 我七月中旬結束了在多倫多的學習。感謝上帝讓我在多倫

多度過了很好的假期, 願神帶領我把我所學到的更多地祝福我

服事的學生。 

 

4. 八月我將訪問一些回校的學生,禱告讓神把合適話放在我口

中,讓我們的交談對我們彼此有益。 

 

5. 新學期九月開始。我們團契大多數學生已在六月畢業,這意

味著我們的事工一切又要從零開始。替我們團契禱告讓我們新

學期遇見更多的新學生,也讓神把對祂話有渴慕之心的學生帶

到我們團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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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 Teresa Chen 

 

春季學期一晃就過去

了。真是難以置信我們在惠

敏斯特神學院已經渡過了三

年時光。以下是這幾年值得

回味的亮點。 

• 觀賞華府盛開的櫻花。我

們原先計劃在放春假時去，

但今年花季推遲了，因而行

程改在非週末出行。儘管缺了一次課，但還挺值得。 

 

• 亞歷克斯上學期修四門課，特蕾莎則旁聽兩門。因我們倆要

一起參加一門“救贖學”，我們還得請一個朋友一星期兩次來

照看蒂姆。課程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與基督合一。所有基督

徒的恩惠（罪惡赦免，靈命增長，歸主子民等等）都是從我們

和主耶穌基督合一而來。憑著信，因為我們和主耶穌聯合，所

有主耶穌道成肉身及所成就的大事都恩賜給了我們。就如同兩

人聯姻一樣。所有他們的財產和債務都變成家庭共同擁有。我

們把我們的債務帶給主耶穌，主則賜給我們豐盛的恩惠。 

 

• 因特蕾莎要去參加她朋友麗娜的婚禮，所以我們的學期在一

次德州之行後結束。我們的德州之行一共為兩星期，這樣蒂姆

就有足夠的時間去見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他父母則也有足夠

的時間去品嚐當地墨西哥菜和德州燒烤。亞歷克斯也有幸在

ACC 講道並向我們的德州教會致謝。感謝教會在我們學習期間

所給予的大力支持。 

 

• 由於半職工作和學習，我們這個夏天依然會很忙。如同去年

一樣，亞歷克斯會作為實習傳道在我們公約團契教會服事。和

他的同事實習傳道，利奧，帕里斯一起，亞歷克斯會帶領一些

青少年的社區事奉和扶貧工作。他還會閱讀並整理一些書籍。

以此來幫助教會牧師想些主意來裝備和振興教會的福音傳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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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特蕾莎的半職工作是在神學院做舊照片掃描和存檔。在工

作中看到教授們以前的照片（這個神學院有 80多年的歷史）

真是有趣。看到原來規劃的空地現在蓋上了教室和圖書館也是

很有趣。我們還要預先準備未來繁忙的秋季學期。 

 

• 整個夏天都在出門旅行並充滿樂趣。蒂姆第一次去了棒球

賽，看了費城隊在本地和紅襪隊的比賽（加油，費城隊！）。

我們剛從波士頓回來，在哪兒參加了一個婚禮。期間在吉米和

卡蘿萊（及他們倆個小孩）家住了四個晚上，也頗有樂趣。八

月份我們和幾個要好的朋友在帕克諾山中的分時度假屋度假，

參加兩個神學院朋友的婚禮並去聖克拉門托看特蕾莎的祖母。 

 

• 其它令人興奮的新聞是蒂

姆歡慶了他的一周歲生日！

因為他的頭盔上有一個宇航

局局徽的貼紙（謝謝杰克遜

叔叔），我們搞了一個宇宙

主題的生日慶祝聚會。搞了

太陽系中太陽和其它行星的

裝飾。蒂姆的頭盔應該在七

月底能拿掉（大約在兩星期內）。謝謝大家為他的禱告，蒂姆

的頭型矯正大有進展。 

請大家在我們神學院的最後一年繼續為我們禱告，求神

賜我們智慧和方向，讓我們知道在 2014年 5 月畢業後神如何

帶領我們。今後向何處去，我們真的難以告知，但神知道並會

親自帶領。 

請讓我們知道我們如何可以為你祈禱！ 

求神祝福！ 
 

 

 

 

 



 48 

王燕 

 

2003 年神

用“舉目望亞

洲、莊稼已發

白”這句話呼召

了我，神讓我看

到無數的靈魂在

罪的痛苦中掙

扎，唯有福音的

大能可以拯救他

們。經過神這十

年的帶領和兩年

的宣教經歷，我對裝備宣教同工和教會的健康發展更加有負

擔，神也讓我看到在合乎聖經的教牧輔導這個領域有很大的需

求。感謝主的恩典，2012 年秋天帶領我來到北美接受神學裝

備，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生活、教會背景等等的衝擊之下，

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突破，特別是與神與人的關係上得到很大的

醫治和祝福。暑假在 ACC 的實習對我也是一個極大的祝福。

我不僅有寶貴的機會和帶領我信主的 UTAF 的弟兄姐妹和

ACC 的教牧長執同工，更是通過參與到不同的服侍中，生命

得到很大的挑戰和更新。 

時間過得很快，2 個多月的實習就要結束了，我即將返

回神學院繼續學習，下學期我將修 4 門課，希伯來語、釋經

學、教牧輔導技巧和基督教歷史。請為我禱告，求神賜給我智

慧和夠用的體力順利完成學習。我也將參與 9 月去美中的短

宣，求主祝福我們此行滿有祂的同在和能力，願主使用我們將

福音帶給更多的人，也在短宣中建造我們的生命更像主耶穌，

更多彰顯祂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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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珍 

 

在我寫這封信

的時候，也剛好是夏

天我正在學習希臘文

3 的課程。在秋季，

我會學習希伯來文課

程，並且，求神看

顧，讓我能完成我的

畢業課題，在十二月

順利畢業。我會從休

斯頓神學院畢業，獲

得神學理論研究碩士學位（主要方向是聖經學習）。 

能有機會在神學院學習真是神賜給我的一份極其珍貴的

禮物。多年來我一直渴望對聖經經句有更深的理解並學習如何

用我們的信仰來裝備自己並幫助周圍的人。我從未想到當我們

從東亞宣教回來以後神會賜給我這樣一份禮物來實現我的夢

想。 

我有時也會懷疑自己把所有時間精力都花在神學院是否

太瘋狂。在這期間，奧斯丁華人教會給了我很大的支持鼓勵。

弟兄姐妹相信神能使用像我這樣的一個普通的媽媽去幫助其他

人對神的話語有更多的了解。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持我度過了那

些寫論文，準備考試， 同時還要照看家庭需要的困難時光。 

現在即將畢業，我也不知道神會提供怎樣的機會讓我能使用我

所接受的教育訓練來參與侍奉。現今，神已把我們想重回東亞

侍奉的門關上了。所以，我們計劃在美國至少再呆四年，直到

我們的孩子從高中畢業。我也感謝大家繼續為我們禱告，求神

為我的丈夫 Dale 和我的侍奉開門。也請大家為我禱告， 讓我

即使在畢業後也能一如既往的渴慕神並繼續學習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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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謹代表宣教部向所有參與籌備宣教年會和預備宣教手冊的弟兄

姊妹們，表達最誠懇的感謝，你們的辛勞在主裡都被紀念。 
 

 

 

 

 

 

 

 

 

 

 

 
 

2013 年宣教委員會同工 

 

•陳洲鈴長老 

•樓海威執事, 鄒昆執事 

•亓文傑 

•David Wang 

•邊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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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手冊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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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手冊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