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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 

本期摘要 >>> 

• 從乘風到疫風 -- 黃茂林  

• 不解之緣 -- 黃思敏 

• 神的恩典述説不盡 -- 尹國安 

    言「芝」有「你」 

 有心人與你談天說理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晚） 

7 月 28 日 7:30PM 

8 月 25 日 7:30PM 

9 月 29 日 7:30PM 

Zoom Meeting ID：881 2327 3010 

Password：202099 

言猶在耳，去年十三週年晚宴主題為「乘風拓展」，與會牧長及來

賓有二百多人，一同見證僕人受委為芝加哥短宣中心總幹事。我們

深信神必眷顧此歷來久蒙恩惠，並有各樣屬靈條件基礎的芝城。誰

想一轉入 2020 年，中國亞洲新冠肺炎發展迅速，而美國在三月已

進入封城階段，教會及基督教機構，無一幸免。 

 

全國的教會及福音機構迅即進入在網上直播或預製崇拜在網上轉

播，會議及小組均靈活地在網路平台進行。某些原是規模一般的網

路平台，在極短時間內用戶增長過億，這絕不是人數個月前能預料

的。芝加哥短宣中心，眼見實體聚會將大幅度的限制，加上社區在

後疫情的紛圍影響下，在幾個月間原計劃大幅改動，成了疫風下的

回應： 

1. 耶穌愛芝城的會前「跟進栽培進深課程」，成了橫跨六個週四及

週六的網上訓練。有來自八個教會的六十多人參加，雖然是網上平

台受訓，但眾人心志可嘉； 

2. 而在九月舉行的耶穌愛芝城的粵語北區及南區遍傳，今年着重在

網上作培訓及培靈工作，同時也利用電話及預約在網路平台作福音

關懷探訪；  

3. 為加強社區接觸及福音預工(PET 事工)，芝加哥短宣中心在 6 月

30 日(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 晚上 7:30 在 Zoom 平台舉行「言芝有

你」節目；目的在多元化的切身題目下，芝宣同工與一眾有心人，

與你談天說理，探索生命及信仰。當日共有 59 人上線，氣氛熱鬧

温馨。7 月 28 日將會有第二次的「言芝有你」，分享嘉賓：黃思敏

醫生；歡迎基督徒聯同親友一同上線。盼望我們的節目中有你！ 

 

 

 

 

信徒興起，遍傳福音，短期受訓，長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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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芝聲 

 

 

今年是第四屆的「耶穌愛芝

城」，因疫情的原因, 我們決定

以網上進行訓練；電話/網上探

訪 ， 希 望 大 家 踴躍 參 與 。 

 

 

 

南區粵語  

9 月 16-19 日（星期三至六） 

北區粵語  

9 月 2-5 日（星期三至六） 

北區國語  (延至另行通告) 

 

 

 

「耶穌愛芝城」 

 

 

新冠肺炎阻相見， 

傳揚救主莫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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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察驗了弟弟一段長時間後，感受到神

的大能大力，可以將人從極端敗壞當中揀

選成爲主合用的器皿時，就相信聖經所

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 19：26）。在 1988 年，一次福音佈

道會中，當牧師述説聖經話語：「凡勞苦

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太 11：28），我就決志信耶

穌，懇請主耶穌進入心中做個人救主，心

中立時充滿喜樂與平安。主為我解決了錢

財問題，因我正處於窮途末路，負債累累

的境況之中。 

 

信主後，我明白我是個罪人，藉着耶穌基

督使罪得赦免，因信可以稱義。每天讀經

祈禱，求聖靈救我脫離心中的捆綁和不討

神喜悅的事，與耶穌建立關係，對主的信

心加增，因神就是愛。基於主的憐憫、同

情、恩惠、仁慈和赦免，除掉了不良嗜

好，如抽烟、自高自大和賭博。在身體方

面，靠主醫治每一季都發生的二三次頭痛

症。有一次，傍晚雨後，開車到十字路口

刹車時，車子在打轉，剛巧沒有對頭車

來，得保平安，感謝神！於去年正預備回

三藩市之前六日，脊椎發生劇痛，不能自

己起立，需要別人來幫忙才可過活。我與

太太靠着誠心向上主禱告，在上飛機前一

日，主完全醫治康復，不需靠藥物幫助，

感謝讚美主！神的恩典真是述説不盡，因

爲篇幅有限，只能述説到此。但願尊貴、

榮耀、權柄、能力都歸給被殺的羔羊， 

阿們！ 

 

神的恩典述説不盡  尹國安 

   

 

 

 

 

 

我名叫尹國

安，是越南

第 二 代 華

僑，父親是 

富商，經營 

雜貨。我有 11 位弟兄姊妹，排行第四，

母親 59 嵗離世，父親因工作繁重，沒有

太多時間照顧我們。那時適逢軍役年齡，

便送我去當兵，也曾做過地方官，便養成

軍人一般的不良嗜好，例如賭錢、每日抽

兩包煙、自高自大、脾氣暴躁, 兼且是無

神論者。 

 

1975 年越南解放行共產主義，銀行被封

閉，國有化，富人一夜之間變成窮光蛋，

次年父親病逝。因爲我不是共產黨員，找

不到工作，坐食山崩，生活非常艱苦。 

 

我不是聽聞福音，乃是親身經歷福音。聖

經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我最小的弟弟因着父親在世時過於寵

愛，從小失去母愛，養成不可一世的性

格，與壞人爲伍，終日迷迷茫茫，吃大麻

及搖頭丸；嫖賭飲吹樣樣齊，他自稱為

“鬼見愁”。因着主耶穌的大愛，他悔改認

罪，相信主耶穌，讓主成爲他個人救主。

父親在世時不能改變他，但主可以令他

180 度改變，包括言語，行爲，心思意

念，成爲一個溫文有禮的人。主曾救他脫

離仇敵追殺，並救了他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他遷到祂愛子的國裏。現時，有着豐盛

的生命，是一位在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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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對我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有什麼特別? 

 

故事的開始..... ，發生在 2000 年的暑假，差

不多已經是二十個年頭了。在那年暑假之

前，我過平淡而安逸的基督徒生活，除起居

飲食和工作外，週日回教會參加崇拜；週六

参加小組聚會，查查經、討論討論生命與信

仰的問題，有點紙上談兵的感覺； 

而朋友的圈子全部都是基督徒；事 

奉上亦止於教會內部事工，對於傳 

福音沒有一點兒熱衷，這樣的生活 

我過得非常満意。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日子便如此的渡過了。我掉 

入了一個「安逸的陷阱」而不自知。 

 

主説：「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不冷也不熱。我

情願你或冷或熱，你像溫水、我必將你從我

口中吐出去。.....你不知道自己困苦、可

憐、貧窮、瞎眼、赤身露體。我勸你向我買

精煉的金子，使你真正富有。你也要向我買

白袍穿在身上，好遮蓋你赤身露體的羞辱。

你也要向我買眼藥抹眼睛，使你能看見。」

啟示録 3:15-18 

 

直到 2000 年的暑假，教會宣佈，邀請了「香

港短宣中心」的馬國棟教士來做本地短期宣

教訓練，教授傳福音技巧的訓練課程。我跟

太太商量後，兩人便報了名，參加訓練，反

正原來的旅行計劃已經告吹了，時間也空了

出來。 

 

上帝的安排就是那麼奇妙，祂把我從安逸中

抽了出來，訓練我，裝備我；祂把我事奉的 

不解之緣   黃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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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從對內改為對外丶從後方放到最前

綫；祂把耶穌升天前的吩咐變成我生命的

目的。我所學所講的都是與傳福音有密切

的關係，不再是紙上談兵。自古以來，聖

經中隱藏著的一個「福音的奧祕」，這奧秘

就是使萬民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得

到「救恩」。我們在教會裡所聽、所講、所

學的都是以耶穌的救贖為根基，我們不能

再單單坐在教會𥚃，我們要走出教會；要

將生命展露在人的面前，將福音傳給世界

上的人。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

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

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

作見證。」約翰福音  1:7-8 
 

雖然我們不是施洗約翰，但上

帝卻給了我們一個更大的使

命。那怕天涯海角，我們要用 

生命去見證主耶穌，領人歸主。如果基督

徒缺少了聖經中這重要的一環，我們所講

的愛、所講的義，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何分

別，基督教只是通往「羅馬」的其中一條

大路而己。 

 

記得當年接受訓練的弟兄姊妹中，有老有

少，有退休的銀髮一族，有年青力壯的學

生，其中也少不了我們幾個的中年人。但

值得一提的是，當中有一位九十多歲的婆

婆，雖然拿著拐杖，行動不太方便，體力

也不如我們，她仍然每天早上和我們一起

上課、接受訓練、出隊探訪、分享福音。

這位婆婆不忘天父的使命，年紀和體力阻

擋不了她傳福音的心志，停止不了她對人

的愛，堅持著去「傳」。還有另一位是身患 

嚴重紅斑狼瘡症的姊妹，她自身的免疫細

胞已經不停地攻擊她身體裏的器官，已經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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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experts >>> 

Option congue nihil imperdiet doming id quod mazim placerat 

facer minim veni am ut wisi enim ad minimeniam, quis erat nostr 

uexerci tation ullamcorper nostru exerci tation ullam corper et iusto

 odio dig 

nissim qui blandit praesent lupta. Tummer delenit augue duis 

dolore magna erat aliquam erat volutpat. Nam liber tempor cum 

soluta nobis sed. 

芝加哥短宣中心作爲非牟利機構，需要金錢上的支持，

繼續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 

 

如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STMC」 

郵寄地址：P.O. Box 1848 Arlington Heights, IL 60006 

 

芝加哥短宣中心為註冊非牟利機構 501(c)(3)，所收奉獻

將獲寄發抵稅收據。 

感謝芝加哥衆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地福音事工在禱告和

經費上的大力支持！ 

 

 

 

 

 

 

 

 

 

總幹事 :  黃茂林傳道  

董事會主席 :  黃思敏弟兄 

行政主任 :  陳敏華姊妹 

 

 

 

 

芝 
多 D 

 

網上教室 

網址  ：www.stmchicago.org 

電子郵箱 ：stmchicago@gmail.com 

電話 ：(847) 387-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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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個重要器官被破壞了、身體關節嚴重的

發炎、全身疼痛、容易疲勞，只靠藥物壓制

病情，但她並不懼怕疾病的煎熬，在與病魔

對抗中，依然堅強地把她的生命奉獻在福音

事工上，不願意浪費她生命中的一分一秒，

因為她不知道生命在何時將會結束。結果幾

年後，在一個除夕的晚上，這位姊妹吐血昏

迷，不久，她便離開這個世界，留下一位愛

她的丈夫和一位剛入大學的女兒。雖然時間

已經過許久，她的見證到今天還深深的留在

我腦海中，她對主的忠心不時的提醒著我，

「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

帝！」其實，世上有誰能知道自己的生命會

在何時結束？只要緊記：「每一天都為主而

活，用生命去見證主耶穌，叫人因為你的見

證而歸主。」 

 

感謝主！雖然我曾是一個不冷不熱的基督

徒，主仍然給我機會，祂沒有把我吐出來，

反而給我一個機會，叫我明白到傳福音的重 
 

 

要, 讓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榮耀主的名。主教

訓老底嘉教會時，在啟示錄三章十八節説

「你也要買眼藥抹眼睛，使你得看見」，主

還繼續的說：「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

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主沒

有放棄我，衪疼愛我，給我機會去明白、去

悔改，我願意發熱心，傳揚主的救恩，把我

的生命重新的奉獻給主使用。 

 

自 2000 年，主交托了傳福音的負擔在我身

上。至今已經二十年了，我不敢閒懶，緊緊

的跟隨著主的腳步走。不是我們有什麼好

處，乃是主耶穌疼愛我們。經過那次短期宣

教訓練，讓我有機會認識了馬國棟牧師。之

後，又藉著上帝的安排，認識了「香港短宣

中心」的滕近輝牧師、滕張佳音師母和麥鳳

佩姊妹，更藉著上帝的感動，在 2006 年 11

月成立了「芝加哥短宣佈道團」，從此便與

「短宣運動」結下了一個不解之緣份了。 

 

請在 Youtube 上搜索 

“芝多 D 網上教室” 並訂閱 

 

 

http://www.stmchicago.org/
mailto:stmchicag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