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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指引

DAN & AMANDA COLEMANJACOB & JESSICA DAHL
ELLENSBURG, WASHINGTON

改變的生命

香倫對 Resonate Church 一無所知，就算她知道
這個教會，也不會有什麼關係。她在一間咖啡館任
職經理，要長時間輪班，週末就參加社交聚會。她
形容自己是在一個「破碎的」家庭中長大。教會是
她小時候一家人會去的地方，不過她說：「通常只
是擺個樣子而已。」

有一天，香倫在咖啡館櫃台遇到了植堂者戴雅各
的妻子潔西，從那時候開始，潔西就不間斷地來找
她。香倫再三拒絕她的邀請，但最後終於讓步了，
開始和戴雅各夫婦會面，並參與教會。她通過這間
教會群體，得知神的恩典。「成為基督兒女最美的
一件事，就是恩典 — 神的赦免。」香倫在戴家的
客廳禱告，接受基督為她的救主。如今她帶領一個
小組，並打算在 Resonate 教會再次植堂時，參加
教會植堂小組一同遷移。

以下網站有更多關於戴雅各夫婦的資料：
AnnieArmstrong.com/Dahl.

言行一致的重要性

寇丹恩說，他和妻子曼達是「熟悉新英格蘭的新
英格蘭人。」他們在土生土長的地方作宣教士，憑
著直覺創造出一套以當地社群背景有關的傳福音
策略。Kennebec Community Church 的成員經常
與周圍的人建立關係，不論他們是市政府官員，
還是有小孩的家庭。

這裡被稱為是美國境內其中一個最沒有宗教信
仰的地方，因此舉辦兒童運動營自然非常適合。
寇丹恩說：「我們已經接觸到幾百名兒童，而且能
夠在營會結束之後的主日，邀請那些家庭來到教
會裡面。在這裡，言行一致是很有用的。」當那些
家庭體驗到 Kennebec Community Church 這個
熱心敬拜與遵守聖經教導的群體，就使他們從新
的角度來審視耶穌。有好幾個人已經加入教會，
接受了浸禮。如今寇丹恩繼續在這個教會事奉，
同時有機會擔任北美宣教部植堂促進者（church 
planting catalyst）的這個角色，與當地將來的植
堂者一起同工。

以下網站有更多關於寇丹恩夫婦的資料：
AnnieArmstrong.com/Coleman.

KELLY & BRANDI PARRISH
FORT COLLINS, COLORADO

從死亡進入生命

白可力夫婦住在德州的時候，開始為植堂事工禱
告；這表示他們需要離開家人、朋友及所愛的德
州。在那段過渡時期對他們有幫助的一件事，就是
求神使他們的心為科羅拉多州的百姓破碎，並對
即將成為鄰居的陌生人生出愛心。他們的禱告結
出了果子。

在建立活石教會（Living Rock Church）的過程中，
白氏夫婦接觸鄰居的方式，是將聖經經文綁在萬
聖節的糖果上，並組織復活節尋蛋活動，且在結束
時分享福音。他們投資在人的身上，花時間陪人一
起飛釣或喝茶。白太太說：「我們從來沒跟任何人
說，我們是來這裡建立教會。我們是為了他們來到
這裡，來這裡愛他們。」今天，白氏夫婦歡迎鄰舍，
並為社區內許多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他們以德
州風格的殷勤款待，邀請人來到他們家裡。他們欣
喜無比，因為已經有許多人決志接受救恩。白可力
說：「植堂事工是超自然的，唯有神能夠使人從死
亡進入生命。」

以下網站有更多關於白可力夫婦的資料：
AnnieArmstrong.com/Parrish.

想像一下，若北美各地的美南浸信會信徒，包括
像我們一樣的平民百姓，都接受宣教的呼召，齊
心為神國努力，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心會轉向，
生命會被改變，

美加地區的百姓會進入在基督裡的
新生命！

代禱事項：
求神讓艾倫斯堡（Ellensburg）的失喪之人被尋見，並求

神興起事工領袖。

求神顯示給你知道，祂要你去做哪些善工。 
（以弗所書 2:10）

代禱事項：
求神差派成熟的基督門徒來協助栽培剛信主的人。

求神帶領你憑著在主裡的信心而行，而不倚靠自己的聰
明。（箴言 3:5-6）

代禱事項：
求神興起更多新英格蘭人回應呼召加入全職事奉。

求神幫助你在所住之地為基督發光。（馬太福音 5:16）

AUGUSTA, MAINE

請熱切地為北美的宣教士及教會禱告，求神使他
們為了神國齊心合力。（羅馬書 15:5-6）

請慷慨地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奉獻支持北
美宣教士。（哥林多後書 9:6-7）

請有意以宣教士的身份去到神帶領你去的社區。
（馬太福音 28:19）

若欲了解更多有關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內容，
或要通過網上奉獻，請瀏覽以下網站：

ANNIEARMSTRONG.COM

第六天第五天 第七天 第八天

寇丹恩夫婦，緬因州白可力夫婦，科羅拉多州戴雅各夫婦，華盛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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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齊心合力，有效地建造神的國度。今
天，美南浸信會的信徒緊隨其後。使徒行傳所
記載的初期教會成功的關鍵，在今天仍然不
變。我們在使徒行傳第八章發現，腓利在撒馬
利亞那個充滿邪惡之地，向那些失喪之人傳講
耶穌。聖靈突破了黑暗。人們從不潔之靈中被
拯救出來，疾病向基督全然降服；甚至聲名狼
籍的西門，就是那令人害怕的行邪術的巫師，都
轉向耶穌，並接受了浸禮。神的靈席捲撒馬利

你的禱告及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所給予的經濟支持，對我們的宣教士來說是極重要的禮物。

亞城，而聖經說：「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對
基督和祂的國度來說，那是一場勝利。

既然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
那使祂從墳墓裡復活的大能，也同樣活在祂子
民的生命中。我們奉耶穌的名，靠著祂的大能，
差遣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去到北美那些未得之
民當中，去宣講福音、為人施浸，並且齊心合力
為神國栽培門徒。

豐收

北美—廣大的宣教工場

美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工場有許多挑戰，這已
不是秘密。美國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
的美南浸信會已處於停滯期或正在衰退。平
均來說，每一個星期日就有十七間美南浸信
會的教會永遠關上了大門，在北美各城市留
下了仍未開發及福音未得之地。

然而，光在黑暗中更顯明亮。我們不要忘記
北美從前經歷過屬靈的黑暗期，在那個貧
瘠的時代，大覺醒和復興運動使得耶穌的國
度以指數方式增長。這塊土地上最偉大的
靈命突破是從禱告開始，這一點也不奇怪；
在禱告中，我們邀請神進入，並向祂傾吐心
意；在禱告中，我們讓君王耶穌來掌管。本
週，讓我們轉向那一位至高神，祂在上掌
權，治理一切有形無形的萬物。

代禱事項： 
為北美各地的宣教士代禱，求神幫助他們在努力

事奉時持續以基督為中心，並由聖靈引領。 
（羅馬書 15:18-19）

求神差遣足夠的工人來觸及北美成千上萬處於
黑暗中的人。（路加福音 10:2）

為你和你的教會禱告，求神帶領你們在社區內
為基督宣教。（林後 5:14-15）

第一天

JAMES & NATARSHA ROBERSON 
BROOKLYN, NEW YORK

如使徒行傳一般的遭遇

羅亞格知道搬離自己舒適地帶的重要性。身為美
南浸信會的植堂宣教士，他和妻子舉家搬遷到
人生地不熟的布魯克林市去建立大橋教會（The 
Bridge Church）。他們在這個社區安頓下來時，羅
亞格相信主會為他打開正確的門，他說：「我只是
打開使徒行傳來試試看。」

某一天，羅亞格在行走禱告時，經過了布魯克林市
的長島大學，這個校園已有七年的時間沒有福音派
的工作存在。他將手放在一棟建築物上，禱告說：
「神啊，你是否會為我或其他人在這個校園內打開
一扇門呢？」當他走進大廳，有兩位學生在爭論，其
中一位大聲喊叫說：「是的，祂就是。」這名學生看
到羅亞格接近，就問他說：「你相信耶穌是神的獨
生子嗎？」在這次奇妙的邂逅之後，還有幾次在教
務長辦公室裡的會談，加上神在當中主導所有事
件，如今羅亞格牧師在校園內帶領一個叫做 Ignite 
的學生事工。

請至以下網站瞭解更多有關羅亞格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Roberson.

代禱事項：
求神帶領 Ignite 這個學生事工成長為自立、敬拜的

群體，而大橋教會能建立起提供領袖的渠道。

求神讓你知道如何對周圍人的需要有敏銳之心。
（腓立比書 2:4） 

GARTH & PATTY LENO
WINDSOR, ONTARIO

RON & KIM CARR 
JACKSONVILLE, FLORIDA

以福音為基礎

柯羅恩夫婦建立了國際學習中心（International 
Learning Center），這是一間宣教機構，採用以憐
憫為基礎的方式，來向國際人士傳福音。學生們上
英語班（ESL），接受文化訓練，並且學習有關公民
入籍、保健和其他方面的課題。最重要的是，柯羅
恩夫婦設立了補充閱讀課程，讓教師們在上課時
使用聖經作為閱讀材料。

柯太太說：「學生們登記上課，接受閱讀上的協
助，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第一次接觸到聖經裡的世界
觀。」這個課程包含聖經概覽，還有關於基督受死
及復活的閱讀摘錄。當學生們得知耶穌的愛，許多
人就在課堂上以信心作出回應。柯羅恩夫婦對社
區福音工作有什麼建議呢？「確保事工要以福音為
基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提供教導，還邀請
植堂者來到班上，好讓他們將英語班的學生們與
本地教會連結起來。」目前這項事工在其他城市進
行複製，紐約市就是其中之一。

以下網站有更多關於柯羅恩夫婦的資料：
AnnieArmstrong.com/Carr.

齊心為福音努力

雷諾加夫婦從未考慮過要去植堂。雷諾加曾經在
擔任教牧同工時講道，但要去植堂？他和妻子會邀
請人來到他們在安大略省的家中參加週六晚的查
經，這樣他們就感到滿足了。然而，神開始向他顯
示祂有其他的計劃，這計畫包括要在整個城市內改
變生命。

查經班人數增長，客廳已容納不下，因此他們開
始在當地的高爾夫球俱樂部聚會。後來，兩個大
房間也容納不下增長的人數。在神無形之手的帶
領下，The Gathering Church 就自然而然地在溫
莎市（Windsor）按著自身的規律形成起來。雷諾
加分享說：「有一天我開玩笑地說：『或許我們應
該建立一間教會。』所有人都贊成。」今天，The 
Gathering Church 著重於接觸新朋友及拓建新的
教會。雷諾加說：「假如我們能使會友齊心努力，
在鄰舍中間活出福音，就能見證到福音的大能在
作工。」

請至以下網站瞭解更多有關雷諾加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Leno.

代禱事項：
求神讓百姓在生命中、教會內及整個溫莎地區， 

都經歷福音的增長。

求神使你因著對神的信靠，而有膽量與信心。
（詩篇 20:7）

代禱事項：
求神賜下智慧與引領，讓國際學習中心（ILC）的模

式能在北美各處倍增。

求神向你顯示，有哪一個人需要你立刻為他/她代
禱及付出關懷。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上帝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 
連男帶女就受了浸。—使徒行傳八12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羅亞格夫婦，紐約布魯克林區 雷諾加夫婦，安大略省 柯羅恩夫婦，佛羅里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