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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姐妹是波士頓一所華人教會的宣教同工，她在2021年參加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舉辦的「說哈囉共學班－服事穆斯林婦女」
及「簡介伊斯蘭」兩門課程後，被主挑旺她內心對穆斯林的愛
心、熱心及勇氣，不斷忖思要如何服事穆斯林。去年8月正值美
國自阿富汗全面撤軍，並接受許多阿富汗人來美，引發她積極
探討接待阿富汗人的途徑。對她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是一條完全陌生的路。然而主已經堅定了她的信念，她就無畏
地往前行。下面就是她如何在教會裡動員肢體接待阿富汗散居
者(註一)家庭的經過，提供給各教會參考。
第一步，探索：首先要花時間了解教會、服事的對象及社會
資源。
1. 了解教會宣教生態。像大多數的華人教會一樣，以往，
嚴姐妹所屬教會的宣教對象主要是華人及華人中的少數民族。
大多數會友沒有參加過宣教教育課程，很少有人參與為未得之民
（UPG）禱告。對跨文化、跨語言宣教也是今年開始，剛在起步
階段。然而教會肢體極有潛力，他們有智慧及判斷力；也能提供
豐富資源，包括知識、愛心、熱心助人、樂意奉獻及服事。
2.

認識服事對象：她搜集有關阿富汗及其人民的資訊，包

括地理、歷史、種族、文化、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習慣、語
言、家庭結構、婦女地位及其他。將資訊建立檔案，制作簡
報，提供會友學習。她也去發掘阿富汗人初來美國會有什麼需
要，一一詳列出來。
3. 尋找社會資源。全美國有九家志願機構援助散居者，
嚴姐妹最後選擇與「路德會移民及難民事工(LIRS)」的子機構
「Ascentria」合作，Ascentria是在麻薩諸塞州及新罕布什爾
州運作的機構。之所以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建立在信心根
基上的機構，她們極願意在他們的指導下，學習以愛心及服事
接納移居美國的阿富汗人。
第二步，策劃及行動：計畫、宣導、動員及組織。
1. 向宣教部提出計畫草案：由嚴姐妹執筆寫草案，制作簡
報，並設計各種表格，如志工申請表。她的計畫有很完整的聖
經根據及調研心得，附上按部就班的行動計畫，使會友看了之
後深得鼓勵，知道是可行之事，而樂意參與。
2.

與教會服事跨文化族群的社工部聯繫，取得共識。

3. 宣教部及社工部都同意之後，與教會牧長及其他各部門
溝通，得到同意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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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英文堂會眾宣導，取得共識。

5. 組織支援團隊：告訴會眾有哪些事他們可以參與。
為了安頓來美的阿富汗家庭，嚴姐妹宣召了三十位志工組成
十五個服事小隊，負責照顧與新家庭生活有關的大小事，如
機場接送、交通服務、找住處及學校、上銀行、市場、政府
機關、熟悉環境、語言翻譯等等諸事皆安排好人手。還設立
行政同工及財務同工。
6. 與專責機構Ascentria聯繫，申請接待阿富汗家庭，
參與服事的組員還需接受機構的背景審查。
7. 目前嚴姐妹的教會已獲准接待一個家庭，(已經在元
月六日抵達)。
8. 為了教育全教會，嚴姐妹舉辦「認識伊斯蘭講座」
及「阿富汗文化及民情講座」，分別邀請中、英文講員來教
導中文堂及英文堂的會友。

結論：
嚴姐妹在課程中接受了主的感動及挑戰，她以積極的行動
接受挑戰。不但自己行動，還鼓勵動員及組織交會肢體一起
參與。這就是耶穌的門徒所當行的。她的教會從過去對阿富
汗民一無所知，到現在積極參與服事難民，他們付出很多，
也學習很多，他們跨出了一大步。可見只要人不消滅聖靈的
感動，主就能帶領他們從無到有，並且領人一同成長，不論
成果如何，都能將榮耀歸主。
嚴姐妹特別記錄這次的行動，做了一個PPTX檔，供教會小
組參考。有興趣的人可以來信索取，請email：4cbibleinstitute@gmail.com 。
(註一)散居者：包括移民、難民、迁徙者、流亡者、客
工、流放者、海外社群等

9. 做預算及籌款。安置阿富汗家庭需要財力支援，因
而設立基金做近程及長遠打算。
10. 確定教會接待阿富汗家庭及做跨文化宣教的短程及
長程目標。
第三步， 近程及長程目標
近程：這個服事阿富汗家庭的計畫是嚴姐妹提出的，元月
份已開始服事一個家庭。等到教會及阿富汗家庭彼此認識，
對跨文化服事有更多了解及累積經驗之後，希望能接待更多
的阿富汗人。她願意負責執行計畫幾個月，等到有其他人願
意接手再退讓。
長程：未來期盼在教會裡達到以下的目標：
1.

人人都熟悉並傳講耶穌的故事和上帝的話語。

2.

人人都明白如何在基督信仰和伊斯蘭之間搭建橋樑。

3. 推廣：會眾學習「宣教心視野」及「把握時機」宣
教課程，盼望這些課程成為教會會友的必修課。
4.

推廣：見證分享，宣教士及會眾都要常做見證。

5. 將服事阿富汗單一家庭的事件逐步變成全教會的正規
事工，並組成兩個團隊：
a. 婦女隊──支援妻子、兒童及青少女。
b. 男子隊──支援丈夫及青年男子。
嚴姐妹說她的禱告是：願教會藉服事阿富汗人而穩定成
長，進而服事社區內的其他穆斯林。讓穆斯林看到耶穌的真
門徒是他們值得信賴的朋友。願阿富汗人在美國成功安頓下
來，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居民並認識上帝的愛。希望在不久
的將來，在阿富汗人中間建立一個富有阿富汗色彩的教會，
這是一個極有可能實現的夢想！！

“Reaching Out To Muslims” Seminar Outlines:
1-

Testimony

2-

Types of Muslims in America

3-

Three Prerequisites for Muslim Evangelism

4-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uslim Worldview
and the Western Worldview

5-

How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a Muslim

6-

Gospel Presentation to Muslims

7-

Communicating Christ to Muslims

8-

Christians’ Response to Muslims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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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語

IV. 兒童的節目
七月中，創傳中心會推出兩項兒童節目：四個週日下午的
「兒童音樂營」和一整週的「兒童歡樂營」。我們想藉這些
活動讓孩子們在經歷了二年多疫情後，從孤獨隔離的環境中
出來，重新融入團體學習和與人相交的社交生活。詳情請注
意日後的消息公佈。

常思恩牧師

引言：
美國今日通貨膨脹率是7.9%（2022年2月的數據）。這是
美國4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高點。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情況的
呢？原因非常複雜，主要是從政治上引起的。不過也跟以下
的因素有關：
1. 自從拜登總統自去年上台後，他馬上推行了一系列
新的能源政策，基本上是與前任總統川普的美國能源獨立的
方針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2. 在疫情當中「供應連鎖」因工人缺乏而導致到貨緩
慢，來不及供應巿場需求，也是其中一個使物價飛漲的原因。
3. 自烏俄戰爭之後，美國禁止進口俄國的原油是第三
個原因。
按專家的分析，這通貨膨脹的情形還會持續一陣子，看來
美國經濟的恢復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日子。
活在這麼動盪的一個世代裡，基督徒應該有怎樣的態度？
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第23、24、25章那裡，非常清楚描述了
在末世的時候有哪些的跡象：比方說，國要攻打國、民要攻
打民。到處都有饑荒、地震。這是末世的開始。這些情況，
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活生生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因此我們
要警醒禱告，不住的傳福音，趁著白晝，努力做主工！讓我
在此簡單地分享一下創傳中心正在進行的以及未來要完成的
事項：

3月6號第二期的PMP培訓生中有八人畢業。他們當中有幾
位是在學的神學生，有一位是眼科醫生，還有多位全職的傳
道人。他們經過了十五個月的培訓，透過多方的實習，終於
取得了傳道的資格。希望他們以後忠心的傳講主道。第三期
的教牧培訓班將會在四月開始。(畢業生合照及傳道證書的
圖片請看p7.)
II. “Going All In” 的翻譯
目前這本書的翻譯如期進行。相信還有一兩個月就可以完
成。我們跟出版商的協議是預計在九月初把它出版。盼望大
家能為這本書的翻譯小組多多代禱。
III. 4月－8月的學習機會

VI. 特別的活動
A. 四月二日本中心將舉辦一英文特別講座Reaching Out
To Muslims。由Bitar博士主講。講座將在本中心舉行，實體
和線上參與並行，盼大家早日報名，一同學習服事穆民。
B. 五月廿一日的按立典禮。四海之家將準備按立二位
傳道人成為牧師：王健東和韋丹維。三月十九日是二位的會
考。通過後即在新堂舉行此盛會。
VII.

四海之家教會動態

A. 四海之家教會新址裝修基本收尾，入住在即。目前
需要市政府批復OC（入住許可證），所需的全部文檔已經提
交PCA（一個獨立於甲方、設計師與施工方外的協力廠商監管
機構/人員）進行最後審查，若施工情況滿足規範，PCA將會
發放OC。計畫獲得OC許可後兩周，舉行奉獻禮。並已邀請淩
頌恩牧師作為講員。
B. 四海之家部分同工的身體經過休養、治療，已經從
病毒感染中康復。

D. 待新址啟用後，四海之家教會將恢復成人主日學，
目前計劃分為兩班：一是常牧師與林牧師配搭，帶領粵語主
日學；二是喻牧師與建東傳道配搭，帶領中文主日學。並且
四海之家教會也將恢復週二團契、週五查經班。
VIII.

家事分享：

我的兒媳婦預產期是六月廿四日，這是我家的一件大喜
事，想到我有孫輩了，心裡非常高興感恩。我正在為孫女起
名字。另外常師母剛做了腸鏡，醫生說情況良好。不過她近
日發覺右腹下面有些疼痛，醫生安排了超音波測試，希望沒
有大碍。近來我身體安好，只是忙了一點。
結論：

時間

內容

講員

4、5、6月

教牧書信 週一下午1-4pm

方平牧師

4、5、6月

小先知書 週四下午1-4pm

常思恩牧師

6、7月

四海讀經會暑期課程：

常思恩牧師

每週一10:00AM-12:00PM

我們雖身處亂世之中，遇到許多困難及不確定的未來，
然而主說「祂再來之前，福音要傳遍天下」。因此，不論得
時不得時，我們堅守主耶穌的話語，同工們都儆醒並殷勤服
事，把福音廣傳。創傳中心希望能帶動許多學員及肢體共同
努力，不畏艱難，忠心事主。
願主加添我們能力！順祝復活節蒙恩！

歌羅西書/6月
以弗所書/7月
邁向以經解經的神論

創傳中心目前有兩個崗位是需要填補的：第一位是視頻後
期處理員，而另外一位是Facility Manager。希望神會在短
期內提供這二位的同工。

C. 四海之家敬拜團隊已更新組建，帶領主日敬拜平
穩、有力。

I. 教牧培訓班(PMP)

6、7、8月

V. 同工的需要

許勁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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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活的重要性
常思恩牧師
「祂受害以後，將自己活活的獻給使徒看。」

歡慶！歡慶！
歡慶主耶穌已復活！

「有一個人名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却說祂是活著
的。」(使徒行傳25:19)
春天來臨，大地復甦，基督徒每年都在此時紀念耶穌的受
死及復活。基督有否從死裡復活，是關係很大的事嗎？請聽
保羅的判斷：
「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
信的亦是枉然。並且顯明我們是為神妄做見證的。…
你們仍在罪裡。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我
們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哥林多前書15:14-19)

請齊來參加 4月17日達福地區復活節晨曦禮拜。
地點：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由此可見，基督之復活是基督教義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因
為它證實了基督的神性、祂的救贖性和拯救性。若沒有了基
督的復活，則我們所傳的福音，就華而不實。我們的信仰就
虛空貧乏了。我們對末後的盼望就毫無把握了。

地址：Formosan Christian Church of Dallas
6700 Independence Parkway Plano TX 75023
時間：上午6:30

基督之復活是神使祂升高(腓立比書2:9)的的第一步(請看
下圖)。祂復活之後，第2至第7步才有可能發生。如果基督不
復活，我們所信的就是枉然。

圖： 神使基督升為至高，使其超乎萬名之上

1
復活

2
升天

3
坐在至高
者的右邊

4
再來

5
坐在大衛
寶座上

6
白色
大寶座

7
新天新地
裡永恆的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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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資訊
聖經翻譯知多少？
請問你的書架上有幾本聖經？手機或電腦有下載聖經嗎？
有幾個版本？中文？英文？有聲書？聖經漫畫？聖經助讀
本…？你每天讀，看，聽聖經嗎？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聖
經，你如何明白上帝的話呢？不過，你知不知道世界上還有
許多族群從來沒有接觸過聖經？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聖經，也
沒有人為他們翻譯聖經，使他們能用他們懂得的語言接觸到
上帝的話？

2022年齋戒月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今年是「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30週年。這個運動
始於1992年的四月，在中東的紅海旁一個全球宣教機構的基
督徒聚會。當時，正值穆斯林的齋戒月。
這群基督徒一起禱告時，強烈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並呼召
他們為穆斯林世界投入更大的努力。與會的基督徒得到一個
明確而有力的啟示，指示他們擁抱多元的穆斯林世界，用上
帝的眼光看待祂所愛所造的穆斯林。他們承諾要順服上帝的
話，就一起從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和禁食30天開始。
隔年，他們繼續進行第二個「30天禱告」，邀請在穆斯林
群體當中工作的宣教士來分享他們的服事與需求，逐一寫成
禱告指南，並編輯成冊，好幫助他人一起投入禱告。「30天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團隊由此成立，協調組織禱告手冊的翻
譯工作，並向更多地區推廣，推動這個禱告運動。
之後每一年，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受到激勵開始為穆斯林禱
告；更多的機構、教會和事工團隊不斷地投入到撰寫、翻譯
和行銷禱告手冊的工作當中。30年後的今天，《30天為穆斯
林世界禱告》手冊已被翻譯為40多種語言版本，每年全球有
超過百萬基督徒參與禱告，以此回應上帝最初對那一群在中
東聚集的基督徒，要他們更加愛穆斯林的呼召。

根據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統計圖表可以知道，今天世界
上還有1,892種族語是需要聖經翻譯的。這些語族分佈在亞洲
(751)、大洋洲(405)、非洲(558)、美洲(119)及歐洲(59)。
耶穌在馬太福音廿四章14節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當我們有各種聖經資源，充分享受上帝話語之時，是否真
的體會到上帝愛世人，願意人人都認識祂的心意？我們是否
願意為主耶穌去到沒有聖經的族群裡，做聖經翻譯的工作，
並教導他們做識字教育及經文運用，使得該族群可以用自己
慣用的語言認識上帝，進入上帝的國度？

30年來，許多基督徒在禱告中受到鼓勵，勇敢投身穆民事
工，禱告運動也帶動了全球的禱告運動，並激發人為了各族
群或國家而製作30天禱告手冊，例如《中国穆斯林祷告指南
30天》，《为阿拉伯半岛 二零二一年斋戒月祈祷指引》及《
敞開的門禱告30天》等等具有特殊目的的禱告手冊。
今年齋戒月日期是：2022年4月2日至5月2日

齋戒月期間，創傳中心將每日刊登為穆斯林禱告的單張，
       請上網閱讀：
4c-ministries.org/2022prayformuslims
如果您願意4C每天寄發禱告單張給您，請聯絡莫姐妹:
godglobalglory@gmail.com

我們誠邀您每天花五分鐘，屈膝在天父寶座前，本著信望
愛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愛穆斯林，從禱告開始
取材自2022年《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手冊，蒙台灣前
線差會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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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失敗
見述

2021年元旦前夜，疫情仍彌漫。我接到電話得知即將失去
教會服侍，心塞中想到還在神學院受裝備的丈夫，两人全職
侍奉的信念陡然搖動…即将步入青少年的大孩子，正承受著
轉學的苦惱…新生半年的寶寶嗷嗷待哺…經濟壓力…剛搬家
後能否暫居下來…一連串不確定因素接踵而至，痛楚禱告伴
著失焦後的危機，迎面而來。

在病房四夜五天，我從開始想逃離病房，但拒絕回家，到
感恩病房，決定回家，猶如重獲新生，也得享了與主單獨交
流的深度幸福時光。7月14日我回到家中，倍感力不可支，
丈夫抱著小寶，牽著大寶，向躺在床上的我和孩子們正式道
歉，並表示在危機時願與我保持正常溝通、共尋主面。我也
願按心理醫生建議，調整與丈夫的溝通方式。

六月底，多重壓力交織下，我和丈夫分別藏在各自樹洞裡
獨飲苦惱後的怨毒起底，夫妻戰爭爆發，直擊婚姻。

15日晚餐前，我也向丈夫、孩子誠懇道歉。16號晚上，孩
子們睡后，丈夫與我相依坐在沙發上促膝深談，一同回顧了
我住院期間，倆人各自與主相交的體會。

在聖靈催逼下， 7月7日下午，我決定主動與丈夫道歉、
和好。但事與願違，還未溝通，我就從家中樓梯上踩空，身
體勁直向後摔倒，無法動彈，由救護車送入急診。全身CT檢
查結果：感恩頭、頸、腰骨均無骨折，但尾骨創傷需要休
養。次日淩晨我回到家。
10日晚，丈夫邀請心理輔導線上陪談。當晚我二人無法平
和溝通，一道溝壑橫亙在我們之間！丈夫不接受我的道歉方
式，也絕口不願向我道歉，一股強大的危機感向我襲來，並
感到夫妻蒙召求學的計畫幾近枉然，悔不當初回應呼召的代
價，如今就像落入捕鳥人網羅，想要掙脫，卻是無力。
暗黑之夜，我默默流淚，終於忍不住奪門而出，在社區一
片漆黑中哭喊：媽媽，媽媽…，主啊，主，我該怎麼辦…？
一時間，空中有一個巨大的黑影向我砸來，受驚後，我
又見一黑影走來，聞聲是丈夫抱著小寶出來找，我加速想躲
避他，但傷骨疼痛，沒戴眼鏡穿著拖鞋，在丈夫緊追下，我
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絆住，重重摔倒路旁，身上多處血肉
破綻。
等我爬起，警員把我反手按在了地上，戴上手銬，重重地
扔進了警車。我向丈夫喊出了絕情仇恨的話，切如陰間之殘
忍。警車送我進了醫院，一連串檢查後，我迷糊在過道的擔
架床上睡著了。
再被喚醒時，我被輪椅推進了一道鐵門，套上了一件毯
子，進入一間鐵窗病房。哭號聲、咆哮聲從隔壁病房陣陣傳
來。我發抖蜷坐在病床上到天微亮，看見醫護人員時，才知
自己住進了精神科病房。

那些天支撐我恢復的是醫牧在主日留下的單張、聖經，
和護士破例同意我用的一支短鉛筆。單張裡是馬可福音六章
7-13節和讚美詩《我的希望全在於祢》(My hope is in thee)
。支撐丈夫恢復的也是神的話，彼得前書三章7節。我敘述這
次醫院旅程可謂一次特殊短宣，丈夫讚歎主幫助他沒有失去
妻子和家。
就醫期間，我與醫生、護士、病人也建立了友誼。從防
範、拒絕，到友好交談，他們發現我並不像病人，我也發
現他們的善良和幽默，並坦然接受醫生建議少量藥物治療，
以緩解抑鬱情緒。病房的一切使我產生了留戀。在有限時間
裡，我用蹩腳英文一邊禱告，一邊與剛入院的病友交流，
當聽到病友相似心境時，我默默擁抱了她，並將耶穌和盤托
出，把福音傳給了她。她失聲痛哭，決志信主。
這次事件讓我明白了又一個事實：傳道人同樣會被無形
強大的勢力，拖拽著離開神的軌道，如兩軍對壘，隨時在摧
毀個體生命，乃至家庭、國家、教會。人性有背道而馳的可
能，但聖靈也有相向而行的大能。因此，傳道人只有願意重
回在基督裡，讓神人合一的力量來共闖難關。
我們夫妻也更深體會真理：基督信仰的人生，沒有例
外，道路越走越窄，不同生命週期經歷不同渡口。但也越走
越亮，尤其在死蔭幽谷處，神超然保守家庭、乃至群體關
係，在願意相歉中相諒，在相磨中方見相愛。從另一個角度
看，已有一把火光利劍發出，距離靶心越來越近！而突圍中
每一步的得勝，都在見證：「我是之主」在十架上勝過失敗
的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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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傳道人的自白
Jason傳道
今天看馬太福音十九章，其中有一個青年財主找耶穌，
問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到永生？耶穌回答：「你若要進入永
生，就當遵守誡命，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這位年輕財
主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

從年輕財主的回答中，我看到自己的心態。我知道自己
有許多優點，卻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又不能容忍別人指出我
的缺點，不論在家庭中，在工作中，或在服事中。我常常認
為自己做的決定是正確的，一旦某個環節出錯，我頭腦中第
一個想法就是「這是其他人的錯」，因此我無法容忍別人的
指責，包括我的家人。當太太批評我的時候，我通常火冒三
丈，非常生氣。我們常會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個對錯，
每次都堅持自己是正確的那一方，但最終的結果是兩敗俱
傷，因為兩個人都希望自己是正確的，錯誤都是對方的。
很多時候，我就像經文中的財主，希望用好行為換取神的
獎賞。記得我剛剛信主的時候，常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認
為有了信仰就會成為更好的人。因為很多宗教都是教導人如
何行善，靠做善事積攢功德。後來我對聖經瞭解越多，越發
現這個理解是錯誤的。聖經清楚的表明基督信仰與其它宗教
有很大不同，神並不是揀選好行為的人，而是要人在基督面
前承認自己是罪人，承認自己是不配被神救贖的罪人。
但人無法靠自己承認是罪人，因為我們常常相信自己是正
確的，錯誤都是其他人犯的。因此耶穌說，得救這件事在人
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常常向
神禱告，祈求聖靈不斷光照我們的內心，照亮那些黑暗的地
方，讓我們看到自己內心的污穢，然後求主的寶血將它從我
們內心洗去。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改變，使我們成為主真
正的門徒。

教牧培訓班(PMP)相片

第二屆教牧培訓班畢業生合影
(攝於2022年3月6日)

畢業生和他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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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經濟支持

CHRISTIAN CREATIVE COMMUNICATION CENTER
Monday, March 14 2022

Profit & Loss

Jan 01, 2022 through Feb 28, 2022

Accrual Basis

20

Amount

0

-20

愛心認獻支票抬頭：C.C.C.C.，您也可以
在網上(www.4c-ministries.org/supportus)用
信用卡藉PayPal奉獻。直接轉帳至 Bank of
America, CCCC Account# 004773424883
所有美國國內奉獻均享有稅項減免。

-40

-60
Jan

您若要用股票奉獻,請直接轉到
Stock trader: TD Ameritrade
Account Name:

Feb

FY 22

In 1,000s

(45,942.78)
NET INCOME

55,194.87
INCOME

101,137.65
EXPENSES

2022年 1月至 2月

Christian Creative Communicaiton Center

總收入：$ 55,194.87
總支出：$ 101,137.65
欠缺：   $ 45,942.78

Income
UNPAID

Account #: 422192591

PAID

0.00

0.00

OPEN INVOICES

更詳細奉獻方式，請掃描
QR code 了解更多。

0.00

OVERDUE

PAID LAST 30 DAYS

Expenses
Jan 01, 2022 through Feb 28, 2022
46,768.18

PAYROLL EXPENSES

代禱需要

Accrual Basis

15,178.15

OCCUPANCY EXPENSES

101,137.65
1 為“Going All In” 的翻譯、排版和出版
進行順暢禱告。

15,000.00

OFFICE RENOVATION

24,191.32

OTHER ACCOUNTS

2 常牧師的兒媳婦的預產期是6月24號。
取英文名叫Madison。
3

為喻牧師的綠卡申請禱告。

4 為王健東和韋丹維在5月21號的按牧典
禮禱告。
5

四海YouTube
在線內容共享
Click Here or Scan QR code

為鄭祿偉傳道的宗教人員申請禱告。

6 為四海讀經會英語事工的發展和推廣代
禱。
7 為 許 勁 浪 博 士 在 六 月 、 七 月 、 八 月 的    
「邁向以經解經的神論」課程代禱。
8

為到中心新租的單位的入伙允許禱告。

9 為到四海讀經會在歐洲的推廣和發展禱
告。
10 為中心的同工湯家豪弟兄四月從中國回
來的平安腳步代禱。
11 為中心同工朗尼四月初的白內障手術成
功代禱。

編輯委員會

常思恩牧師
陳弟兄    Sophie

會長行程
3/19

四海之家按牧考試（早上）

3/19

Tom 和Nora的婚禮（晩上）

3/25-27

四海之家靈命進深營、廿七日主日証道。

4/2

“Reaching out to the Muslims”講座。

4/3

教牧培訓班第三期開學禮。

4/7

達福地區華人教牧同工會議、第一華人浸信會。

4/17

達福地區復活節晨曦禮拜、台灣基督教會

5/5

達福地區教牧同工聯禱會同工會議。

5/21

四海之家按牧典禮

5/22

三一堂主日證道

6/2

達福地區教牧同工會議、達城中國基督徒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