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奉獻
支持北美宣教士

瞭解更多資訊或線上奉獻：
ANNIEARMSTRONG.COM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WMU.®

合力向城市傳福音
在紐奧良宣教十年之後，神呼召威爾頓夫婦參與新的事工。
他們從第一次造訪匹茲堡以後，就知道神要呼召他們來到這
個歷史名城服事。

羅伯解釋說：「這裡有超過 200 萬的人口，其中大多數人都
還未聽過福音。美南浸信會在過去幾年裡，已在許多規模像
匹茲堡這樣的城市建立了二十、三十或四十間教會。但在這
裡植堂卻不容易，我們在這裡建立起來的教會屈指可數。」

羅伯是城市差傳宣教士 (Send City Missionary)，他來到匹
茲堡不僅僅是為了建立教會，更要藉著激發植堂者一起同工，
向這個城市傳福音。

羅伯說：「我正在匹茲堡西南部建立一間教會，這間新教會
與現有的堂會聯合招募、培訓和差派新的植堂者。我們作為
合一的團隊，已經看到神如何使我們團結一起變得更堅固。」

求神興起更多蒙神呼召的宣教士，來到匹茲堡建立教會。

求主讓植堂領袖彼此間繼續保持合一。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ROB & ANNABETH 

威爾頓夫婦
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

2020
禱告手冊
北美宣教禱告週

在福音裡合一
凱文．艾哲爾 (Kevin Ezell)，北美宣教部主席

最近，我們經常聽到有人用「兩極化」來形容北美，越來越多人
因為不同種族、政治和文化而分裂。在這個看似被分裂所操弄
的時代，我很感謝我們在北美的宣教士們，他們毫不羞愧地全
然為了福音，一個叫人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的福音。

最終，只有耶穌的福音及祂的救恩能修補裂痕，並醫治我們周
圍失喪的人。北美各地還有數百萬人尚未接受福音，但透過你
的奉獻、禱告的大能和信徒忠心的見證，神將會且有能力吸引
人來歸向祂。

求主幫助宣教士在社區內放膽向所遇到的人分享福音。

求主賜給他們力量與智慧來面對時常與基督信仰敵對的文化。

求主興起更多人來分享福音，並到北美那些有極大需要的地
方宣教。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更多關於威爾頓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WILTON

培訓下一代
大學生透過學習活出宣教使命來塑造北美的未來。

2015 年，還是大學生的艾比．戴維斯 (Ebbie Davis) 首次
來到聖地亞哥，參與北美宣教部的 GenSend 學生宣教計
劃。後來，上帝呼召她回去，成為植堂團隊的一員，並擔任 
GenSend 的城市輔導員。

艾比解釋說：「我們大約有八位學生曾經參加過這項計劃，目
前住在聖地亞哥透過生活來宣教。有人作出奉獻，就可用來
投資在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身上。」

在為期一個暑假的課程中，大學生會和植堂教會一起服事或
參與慈善事工。他們在預先支付基本費用之後，就會獲得一
筆津貼，讓他們能夠專注於學習與服事。

艾比說：「他們將培養出的習慣和發展出的工具帶回家，無論
是帶到另一個城市、農村小鎮，還是準備回到自己所在的城
市服事。」

求主讓更多大學生透過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來服事。

求神讓參與 GenSend 的學生知道在畢業後，神要呼召他們
到哪裡開始在職場上活出宣教的人生使命。

宣教工場就在這裡
摩吉克生長在蒙古，是一位無神論者，但神買贖了他。他從

一位大學朋友那裡聽到福音，然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
不久之後，他領受呼召進入神學院就讀。

摩吉克解釋說：「我和妻子一直在為能在美國的某個地方植
堂禱告。我們感受到神呼召我們去向成千上萬移居美國的蒙
古人分享福音，這就是我們離開蒙古並搬到這裡的原因。」

丹佛市蒙古人口增長的數目估計超過 1,500 人。摩吉克的教
會內大多數會友都是第一代移民，跟他一樣從小接受無神論
教育，要克服他們的世界觀和文化影響是一項挑戰。

摩吉克說：「人們可能會覺得像我們這樣離開自己國家來到
美國的宣教士很奇怪，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思維。宣教工
場就在這裡。」

求主帶領丹佛的蒙古人真正經歷到屬靈的復興。

求主賜給巴丹多切夫婦領導力，協助在美國其他城市內建立
更多的蒙語教會。

學生宣教計劃 

GENSEND
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州

MOJIC & MUNKHO 

巴丹多切夫婦
丹佛，科羅拉多州

更多關於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
ANNIEARMSTRONG.COM/GENSEND

更多關於巴丹多切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BALDANDO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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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ANDREINA 

法索利諾夫婦
多倫多，安大略省

DAVE & MARY 

伊戴維夫婦
西雅圖，華盛頓州

KIRK & KAREN 

柯克蘭夫婦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
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

說，第三天復活了。」

哥林多前書 15:3-4

3.63 億人
在北美

350 種語言和
超過 14 種宗教信仰

2.73 億人
尚未信主

JONATHAN & YESENIA 

聖地牙哥夫婦
瓜伊納沃，波多黎各

統計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美南浸信會北美宣教部 (NAMB) 宣教研究中心

什麼原因會讓你離開家、家人，甚至
離開事業，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也
不認識任何人?什麼值得你做出那樣的
犧牲?

這一週，您將讀到宣教士回應此呼召而踏上宣教
旅程的故事。你將發現他們的挑戰，並明白他們動身
前往的秘訣在於他們相信哥林多前書 15:3–4 的緊迫
性，這一切都關乎要將福音信息傳給需要聽到的人。

這些宣教士及成千上萬他們所代表的人需要你的禱告。
請在靈修的時候使用這份禱告手冊，並且記得，透過禱
告，神正在打開生命轉變的大門。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慷慨奉獻是另一種支持北美
宣教士的重要方式，所得獻金將全數用來資助他們的宣
教事工。

第三天第二天第一天 第四天

從聖經帶到玄想帶
戴維和妻子瑪麗離開自己的家鄉阿肯色州時，也離開了家人
和熟悉的文化，來到太平洋西北地區建立新教會。

戴維說：「在南部，我們身處在所謂的聖經地帶，而我們在
西雅圖植堂的這個地區卻被稱為玄想地帶，這裡有 96% 
的人不參加福音派教會的聚會。這裡其實是以新紀元運動
(New Age) 和東方宗教而聞名。」

伊戴維夫婦與另外一對夫婦一起建立了根源社區教會
(Roots Community Church)， 他們很快就透過社區外展
及招募其他蒙召在西雅圖服事的人，組成了核心小組。

瑪麗說：「這個社區叫羅斯福區，我們於 2016 年就在此地建
立了根源教會。從那時起，我們一共搬了三次家，因為人數一
直增長，空間不夠用了，但這是個令人高興的問題。如今，我
們教會已有近百人。」

求神堅固團隊，賜力量幫助他們在充滿挑戰和福音尚未觸及
的社區中服事。

求主預備羅斯福區居民的心來聆聽福音。

更多關於伊戴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ELLIFF

在多元中建立合一
多倫多是世界上種族最多元的城市之一。雖然當中西班牙裔
的人口眾多，卻沒有幾間西語教會。法索利諾夫婦從委內瑞
拉搬到此地，要在這裏建立教會。

法索利諾夫婦從一個小組查經班開始，如今城東以馬內利
浸信會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East) 共有七十多人一
起敬拜，分別來自哥倫比亞、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墨西哥、古巴和瓜地馬拉。他們還有一項事工是去服事
當地蘑菇農場的那些農民工。

雖然多元化有其美好之處，但也帶來了挑戰。

J.D. 說：「由於多元化，有些人往往會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變
得孤獨。這當中存在著一種持續的哀痛，就好像失去了親人
時的那種感覺，然而這裏的情況則是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傳統、朋友、家庭，甚至沒有食物可吃。」

求主幫助我們在充滿對立的城市中放膽宣講基督。

求主使用以馬內利浸信會，為那些寂寞孤獨的人建立社群
與家庭。

更多關於法索利諾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FASOLINO

合力建造
柯克蘭解釋說：「我和妻子搬到辛辛那提市建立復興城市教
會 (Revive City Church)，如今回頭看，才發現自己那時真
是瘋了。我放棄了穩定的薪水，妻子當時還懷孕九個月了。我
來自獨立浸信會背景，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宗派或網絡的支
持，感覺非常孤單。」

他們在市中心一個多族裔聚居的地區建立了第一間教會，那
個地區有極大的屬靈需求。2016 年，他們為建立第二間教會
禱告，只是這一次他們知道不用獨力進行。

柯克蘭說：「那時我們已成為美南浸信會的一份子，而這是
我們做過最好的決定。」

柯克蘭夫婦擔任美南浸信會的植堂宣教士，獲得支持，成功
地建立了第二間教會，並擴大社區外展事工。如今他們正期
待在神的帶領下建立更多的教會。

求主帶領教會領袖在辛辛那提市區各地栽培門徒，使小組
數目倍增。

求主引導他們建立第三間教會的計劃。

更多關於柯克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KIRKLAND

復原之路
雖然瑪莉亞颶風已不再直接造成威脅，但這場颶風對波多
黎各的社會、人心和經濟都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因著當地迫
切的需要，喬納森夫婦從紐約的家回到了這個島上。

喬納森是波多黎各 Send Relief 事工的主任，他與當地各教
會和機構同工，確認有哪些百姓和群體處於危機之中，並安
排每週抵達的志願救援隊來協助滿足他們的需要。喬納森
表示，身體上的需要比較容易解決，但是還必須認識到情感
和屬靈方面的問題。

喬納森說：「雖然波多黎各人有宗教熱誠，因其天主教背景
與西班牙的傳統相連，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失喪的。我總是告
訴那些志工，他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重建屋頂，而是去服事
那些住在屋頂下的人。」

求主賜下智慧與方向給喬納森一家人，以及那些與他們一起
服事的志工。

求主開啟傳福音的大門。

更多關於聖地牙哥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JSANTIAGO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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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ANDREINA 

法索利諾夫婦
多倫多，安大略省

DAVE & MARY 

伊戴維夫婦
西雅圖，華盛頓州

KIRK & KAREN 

柯克蘭夫婦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
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

說，第三天復活了。」

哥林多前書 15:3-4

3.63 億人
在北美

350 種語言和
超過 14 種宗教信仰

2.73 億人
尚未信主

JONATHAN & YESENIA 

聖地牙哥夫婦
瓜伊納沃，波多黎各

統計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美南浸信會北美宣教部 (NAMB) 宣教研究中心

什麼原因會讓你離開家、家人，甚至
離開事業，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也
不認識任何人?什麼值得你做出那樣的
犧牲?

這一週，您將讀到宣教士回應此呼召而踏上宣教
旅程的故事。你將發現他們的挑戰，並明白他們動身
前往的秘訣在於他們相信哥林多前書 15:3–4 的緊迫
性，這一切都關乎要將福音信息傳給需要聽到的人。

這些宣教士及成千上萬他們所代表的人需要你的禱告。
請在靈修的時候使用這份禱告手冊，並且記得，透過禱
告，神正在打開生命轉變的大門。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慷慨奉獻是另一種支持北美
宣教士的重要方式，所得獻金將全數用來資助他們的宣
教事工。

第三天第二天第一天 第四天

從聖經帶到玄想帶
戴維和妻子瑪麗離開自己的家鄉阿肯色州時，也離開了家人
和熟悉的文化，來到太平洋西北地區建立新教會。

戴維說：「在南部，我們身處在所謂的聖經地帶，而我們在
西雅圖植堂的這個地區卻被稱為玄想地帶，這裡有 96% 
的人不參加福音派教會的聚會。這裡其實是以新紀元運動
(New Age) 和東方宗教而聞名。」

伊戴維夫婦與另外一對夫婦一起建立了根源社區教會
(Roots Community Church)， 他們很快就透過社區外展
及招募其他蒙召在西雅圖服事的人，組成了核心小組。

瑪麗說：「這個社區叫羅斯福區，我們於 2016 年就在此地建
立了根源教會。從那時起，我們一共搬了三次家，因為人數一
直增長，空間不夠用了，但這是個令人高興的問題。如今，我
們教會已有近百人。」

求神堅固團隊，賜力量幫助他們在充滿挑戰和福音尚未觸及
的社區中服事。

求主預備羅斯福區居民的心來聆聽福音。

更多關於伊戴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ELLIFF

在多元中建立合一
多倫多是世界上種族最多元的城市之一。雖然當中西班牙裔
的人口眾多，卻沒有幾間西語教會。法索利諾夫婦從委內瑞
拉搬到此地，要在這裏建立教會。

法索利諾夫婦從一個小組查經班開始，如今城東以馬內利
浸信會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East) 共有七十多人一
起敬拜，分別來自哥倫比亞、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墨西哥、古巴和瓜地馬拉。他們還有一項事工是去服事
當地蘑菇農場的那些農民工。

雖然多元化有其美好之處，但也帶來了挑戰。

J.D. 說：「由於多元化，有些人往往會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變
得孤獨。這當中存在著一種持續的哀痛，就好像失去了親人
時的那種感覺，然而這裏的情況則是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傳統、朋友、家庭，甚至沒有食物可吃。」

求主幫助我們在充滿對立的城市中放膽宣講基督。

求主使用以馬內利浸信會，為那些寂寞孤獨的人建立社群
與家庭。

更多關於法索利諾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FASOLINO

合力建造
柯克蘭解釋說：「我和妻子搬到辛辛那提市建立復興城市教
會 (Revive City Church)，如今回頭看，才發現自己那時真
是瘋了。我放棄了穩定的薪水，妻子當時還懷孕九個月了。我
來自獨立浸信會背景，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宗派或網絡的支
持，感覺非常孤單。」

他們在市中心一個多族裔聚居的地區建立了第一間教會，那
個地區有極大的屬靈需求。2016 年，他們為建立第二間教會
禱告，只是這一次他們知道不用獨力進行。

柯克蘭說：「那時我們已成為美南浸信會的一份子，而這是
我們做過最好的決定。」

柯克蘭夫婦擔任美南浸信會的植堂宣教士，獲得支持，成功
地建立了第二間教會，並擴大社區外展事工。如今他們正期
待在神的帶領下建立更多的教會。

求主帶領教會領袖在辛辛那提市區各地栽培門徒，使小組
數目倍增。

求主引導他們建立第三間教會的計劃。

更多關於柯克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KIRKLAND

復原之路
雖然瑪莉亞颶風已不再直接造成威脅，但這場颶風對波多
黎各的社會、人心和經濟都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因著當地迫
切的需要，喬納森夫婦從紐約的家回到了這個島上。

喬納森是波多黎各 Send Relief 事工的主任，他與當地各教
會和機構同工，確認有哪些百姓和群體處於危機之中，並安
排每週抵達的志願救援隊來協助滿足他們的需要。喬納森
表示，身體上的需要比較容易解決，但是還必須認識到情感
和屬靈方面的問題。

喬納森說：「雖然波多黎各人有宗教熱誠，因其天主教背景
與西班牙的傳統相連，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失喪的。我總是告
訴那些志工，他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重建屋頂，而是去服事
那些住在屋頂下的人。」

求主賜下智慧與方向給喬納森一家人，以及那些與他們一起
服事的志工。

求主開啟傳福音的大門。

更多關於聖地牙哥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JSANTIAGO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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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ANDREINA 

法索利諾夫婦
多倫多，安大略省

DAVE & MARY 

伊戴維夫婦
西雅圖，華盛頓州

KIRK & KAREN 

柯克蘭夫婦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
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

說，第三天復活了。」

哥林多前書 15:3-4

3.63 億人
在北美

350 種語言和
超過 14 種宗教信仰

2.73 億人
尚未信主

JONATHAN & YESENIA 

聖地牙哥夫婦
瓜伊納沃，波多黎各

統計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美南浸信會北美宣教部 (NAMB) 宣教研究中心

什麼原因會讓你離開家、家人，甚至
離開事業，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也
不認識任何人?什麼值得你做出那樣的
犧牲?

這一週，您將讀到宣教士回應此呼召而踏上宣教
旅程的故事。你將發現他們的挑戰，並明白他們動身
前往的秘訣在於他們相信哥林多前書 15:3–4 的緊迫
性，這一切都關乎要將福音信息傳給需要聽到的人。

這些宣教士及成千上萬他們所代表的人需要你的禱告。
請在靈修的時候使用這份禱告手冊，並且記得，透過禱
告，神正在打開生命轉變的大門。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慷慨奉獻是另一種支持北美
宣教士的重要方式，所得獻金將全數用來資助他們的宣
教事工。

第三天第二天第一天 第四天

從聖經帶到玄想帶
戴維和妻子瑪麗離開自己的家鄉阿肯色州時，也離開了家人
和熟悉的文化，來到太平洋西北地區建立新教會。

戴維說：「在南部，我們身處在所謂的聖經地帶，而我們在
西雅圖植堂的這個地區卻被稱為玄想地帶，這裡有 96% 
的人不參加福音派教會的聚會。這裡其實是以新紀元運動
(New Age) 和東方宗教而聞名。」

伊戴維夫婦與另外一對夫婦一起建立了根源社區教會
(Roots Community Church)， 他們很快就透過社區外展
及招募其他蒙召在西雅圖服事的人，組成了核心小組。

瑪麗說：「這個社區叫羅斯福區，我們於 2016 年就在此地建
立了根源教會。從那時起，我們一共搬了三次家，因為人數一
直增長，空間不夠用了，但這是個令人高興的問題。如今，我
們教會已有近百人。」

求神堅固團隊，賜力量幫助他們在充滿挑戰和福音尚未觸及
的社區中服事。

求主預備羅斯福區居民的心來聆聽福音。

更多關於伊戴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ELLIFF

在多元中建立合一
多倫多是世界上種族最多元的城市之一。雖然當中西班牙裔
的人口眾多，卻沒有幾間西語教會。法索利諾夫婦從委內瑞
拉搬到此地，要在這裏建立教會。

法索利諾夫婦從一個小組查經班開始，如今城東以馬內利
浸信會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East) 共有七十多人一
起敬拜，分別來自哥倫比亞、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墨西哥、古巴和瓜地馬拉。他們還有一項事工是去服事
當地蘑菇農場的那些農民工。

雖然多元化有其美好之處，但也帶來了挑戰。

J.D. 說：「由於多元化，有些人往往會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變
得孤獨。這當中存在著一種持續的哀痛，就好像失去了親人
時的那種感覺，然而這裏的情況則是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傳統、朋友、家庭，甚至沒有食物可吃。」

求主幫助我們在充滿對立的城市中放膽宣講基督。

求主使用以馬內利浸信會，為那些寂寞孤獨的人建立社群
與家庭。

更多關於法索利諾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FASOLINO

合力建造
柯克蘭解釋說：「我和妻子搬到辛辛那提市建立復興城市教
會 (Revive City Church)，如今回頭看，才發現自己那時真
是瘋了。我放棄了穩定的薪水，妻子當時還懷孕九個月了。我
來自獨立浸信會背景，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宗派或網絡的支
持，感覺非常孤單。」

他們在市中心一個多族裔聚居的地區建立了第一間教會，那
個地區有極大的屬靈需求。2016 年，他們為建立第二間教會
禱告，只是這一次他們知道不用獨力進行。

柯克蘭說：「那時我們已成為美南浸信會的一份子，而這是
我們做過最好的決定。」

柯克蘭夫婦擔任美南浸信會的植堂宣教士，獲得支持，成功
地建立了第二間教會，並擴大社區外展事工。如今他們正期
待在神的帶領下建立更多的教會。

求主帶領教會領袖在辛辛那提市區各地栽培門徒，使小組
數目倍增。

求主引導他們建立第三間教會的計劃。

更多關於柯克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KIRKLAND

復原之路
雖然瑪莉亞颶風已不再直接造成威脅，但這場颶風對波多
黎各的社會、人心和經濟都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因著當地迫
切的需要，喬納森夫婦從紐約的家回到了這個島上。

喬納森是波多黎各 Send Relief 事工的主任，他與當地各教
會和機構同工，確認有哪些百姓和群體處於危機之中，並安
排每週抵達的志願救援隊來協助滿足他們的需要。喬納森
表示，身體上的需要比較容易解決，但是還必須認識到情感
和屬靈方面的問題。

喬納森說：「雖然波多黎各人有宗教熱誠，因其天主教背景
與西班牙的傳統相連，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失喪的。我總是告
訴那些志工，他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重建屋頂，而是去服事
那些住在屋頂下的人。」

求主賜下智慧與方向給喬納森一家人，以及那些與他們一起
服事的志工。

求主開啟傳福音的大門。

更多關於聖地牙哥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J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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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ANDREINA 

法索利諾夫婦
多倫多，安大略省

DAVE & MARY 

伊戴維夫婦
西雅圖，華盛頓州

KIRK & KAREN 

柯克蘭夫婦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
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

說，第三天復活了。」

哥林多前書 15:3-4

3.63 億人
在北美

350 種語言和
超過 14 種宗教信仰

2.73 億人
尚未信主

JONATHAN & YESENIA 

聖地牙哥夫婦
瓜伊納沃，波多黎各

統計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及美南浸信會北美宣教部 (NAMB) 宣教研究中心

什麼原因會讓你離開家、家人，甚至
離開事業，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也
不認識任何人?什麼值得你做出那樣的
犧牲?

這一週，您將讀到宣教士回應此呼召而踏上宣教
旅程的故事。你將發現他們的挑戰，並明白他們動身
前往的秘訣在於他們相信哥林多前書 15:3–4 的緊迫
性，這一切都關乎要將福音信息傳給需要聽到的人。

這些宣教士及成千上萬他們所代表的人需要你的禱告。
請在靈修的時候使用這份禱告手冊，並且記得，透過禱
告，神正在打開生命轉變的大門。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慷慨奉獻是另一種支持北美
宣教士的重要方式，所得獻金將全數用來資助他們的宣
教事工。

第三天第二天第一天 第四天

從聖經帶到玄想帶
戴維和妻子瑪麗離開自己的家鄉阿肯色州時，也離開了家人
和熟悉的文化，來到太平洋西北地區建立新教會。

戴維說：「在南部，我們身處在所謂的聖經地帶，而我們在
西雅圖植堂的這個地區卻被稱為玄想地帶，這裡有 96% 
的人不參加福音派教會的聚會。這裡其實是以新紀元運動
(New Age) 和東方宗教而聞名。」

伊戴維夫婦與另外一對夫婦一起建立了根源社區教會
(Roots Community Church)， 他們很快就透過社區外展
及招募其他蒙召在西雅圖服事的人，組成了核心小組。

瑪麗說：「這個社區叫羅斯福區，我們於 2016 年就在此地建
立了根源教會。從那時起，我們一共搬了三次家，因為人數一
直增長，空間不夠用了，但這是個令人高興的問題。如今，我
們教會已有近百人。」

求神堅固團隊，賜力量幫助他們在充滿挑戰和福音尚未觸及
的社區中服事。

求主預備羅斯福區居民的心來聆聽福音。

更多關於伊戴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ELLIFF

在多元中建立合一
多倫多是世界上種族最多元的城市之一。雖然當中西班牙裔
的人口眾多，卻沒有幾間西語教會。法索利諾夫婦從委內瑞
拉搬到此地，要在這裏建立教會。

法索利諾夫婦從一個小組查經班開始，如今城東以馬內利
浸信會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East) 共有七十多人一
起敬拜，分別來自哥倫比亞、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墨西哥、古巴和瓜地馬拉。他們還有一項事工是去服事
當地蘑菇農場的那些農民工。

雖然多元化有其美好之處，但也帶來了挑戰。

J.D. 說：「由於多元化，有些人往往會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變
得孤獨。這當中存在著一種持續的哀痛，就好像失去了親人
時的那種感覺，然而這裏的情況則是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傳統、朋友、家庭，甚至沒有食物可吃。」

求主幫助我們在充滿對立的城市中放膽宣講基督。

求主使用以馬內利浸信會，為那些寂寞孤獨的人建立社群
與家庭。

更多關於法索利諾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FASOLINO

合力建造
柯克蘭解釋說：「我和妻子搬到辛辛那提市建立復興城市教
會 (Revive City Church)，如今回頭看，才發現自己那時真
是瘋了。我放棄了穩定的薪水，妻子當時還懷孕九個月了。我
來自獨立浸信會背景，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宗派或網絡的支
持，感覺非常孤單。」

他們在市中心一個多族裔聚居的地區建立了第一間教會，那
個地區有極大的屬靈需求。2016 年，他們為建立第二間教會
禱告，只是這一次他們知道不用獨力進行。

柯克蘭說：「那時我們已成為美南浸信會的一份子，而這是
我們做過最好的決定。」

柯克蘭夫婦擔任美南浸信會的植堂宣教士，獲得支持，成功
地建立了第二間教會，並擴大社區外展事工。如今他們正期
待在神的帶領下建立更多的教會。

求主帶領教會領袖在辛辛那提市區各地栽培門徒，使小組
數目倍增。

求主引導他們建立第三間教會的計劃。

更多關於柯克蘭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KIRKLAND

復原之路
雖然瑪莉亞颶風已不再直接造成威脅，但這場颶風對波多
黎各的社會、人心和經濟都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因著當地迫
切的需要，喬納森夫婦從紐約的家回到了這個島上。

喬納森是波多黎各 Send Relief 事工的主任，他與當地各教
會和機構同工，確認有哪些百姓和群體處於危機之中，並安
排每週抵達的志願救援隊來協助滿足他們的需要。喬納森
表示，身體上的需要比較容易解決，但是還必須認識到情感
和屬靈方面的問題。

喬納森說：「雖然波多黎各人有宗教熱誠，因其天主教背景
與西班牙的傳統相連，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失喪的。我總是告
訴那些志工，他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重建屋頂，而是去服事
那些住在屋頂下的人。」

求主賜下智慧與方向給喬納森一家人，以及那些與他們一起
服事的志工。

求主開啟傳福音的大門。

更多關於聖地牙哥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JSANTIAGO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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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奉獻
支持北美宣教士

瞭解更多資訊或線上奉獻：
ANNIEARMSTRONG.COM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WMU.®

合力向城市傳福音
在紐奧良宣教十年之後，神呼召威爾頓夫婦參與新的事工。
他們從第一次造訪匹茲堡以後，就知道神要呼召他們來到這
個歷史名城服事。

羅伯解釋說：「這裡有超過 200 萬的人口，其中大多數人都
還未聽過福音。美南浸信會在過去幾年裡，已在許多規模像
匹茲堡這樣的城市建立了二十、三十或四十間教會。但在這
裡植堂卻不容易，我們在這裡建立起來的教會屈指可數。」

羅伯是城市差傳宣教士 (Send City Missionary)，他來到匹
茲堡不僅僅是為了建立教會，更要藉著激發植堂者一起同工，
向這個城市傳福音。

羅伯說：「我正在匹茲堡西南部建立一間教會，這間新教會
與現有的堂會聯合招募、培訓和差派新的植堂者。我們作為
合一的團隊，已經看到神如何使我們團結一起變得更堅固。」

求神興起更多蒙神呼召的宣教士，來到匹茲堡建立教會。

求主讓植堂領袖彼此間繼續保持合一。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ROB & ANNABETH 

威爾頓夫婦
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

2020
禱告手冊
北美宣教禱告週

在福音裡合一
凱文．艾哲爾 (Kevin Ezell)，北美宣教部主席

最近，我們經常聽到有人用「兩極化」來形容北美，越來越多人
因為不同種族、政治和文化而分裂。在這個看似被分裂所操弄
的時代，我很感謝我們在北美的宣教士們，他們毫不羞愧地全
然為了福音，一個叫人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的福音。

最終，只有耶穌的福音及祂的救恩能修補裂痕，並醫治我們周
圍失喪的人。北美各地還有數百萬人尚未接受福音，但透過你
的奉獻、禱告的大能和信徒忠心的見證，神將會且有能力吸引
人來歸向祂。

求主幫助宣教士在社區內放膽向所遇到的人分享福音。

求主賜給他們力量與智慧來面對時常與基督信仰敵對的文化。

求主興起更多人來分享福音，並到北美那些有極大需要的地
方宣教。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更多關於威爾頓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WILTON

培訓下一代
大學生透過學習活出宣教使命來塑造北美的未來。

2015 年，還是大學生的艾比．戴維斯 (Ebbie Davis) 首次
來到聖地亞哥，參與北美宣教部的 GenSend 學生宣教計
劃。後來，上帝呼召她回去，成為植堂團隊的一員，並擔任 
GenSend 的城市輔導員。

艾比解釋說：「我們大約有八位學生曾經參加過這項計劃，目
前住在聖地亞哥透過生活來宣教。有人作出奉獻，就可用來
投資在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身上。」

在為期一個暑假的課程中，大學生會和植堂教會一起服事或
參與慈善事工。他們在預先支付基本費用之後，就會獲得一
筆津貼，讓他們能夠專注於學習與服事。

艾比說：「他們將培養出的習慣和發展出的工具帶回家，無論
是帶到另一個城市、農村小鎮，還是準備回到自己所在的城
市服事。」

求主讓更多大學生透過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來服事。

求神讓參與 GenSend 的學生知道在畢業後，神要呼召他們
到哪裡開始在職場上活出宣教的人生使命。

宣教工場就在這裡
摩吉克生長在蒙古，是一位無神論者，但神買贖了他。他從

一位大學朋友那裡聽到福音，然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
不久之後，他領受呼召進入神學院就讀。

摩吉克解釋說：「我和妻子一直在為能在美國的某個地方植
堂禱告。我們感受到神呼召我們去向成千上萬移居美國的蒙
古人分享福音，這就是我們離開蒙古並搬到這裡的原因。」

丹佛市蒙古人口增長的數目估計超過 1,500 人。摩吉克的教
會內大多數會友都是第一代移民，跟他一樣從小接受無神論
教育，要克服他們的世界觀和文化影響是一項挑戰。

摩吉克說：「人們可能會覺得像我們這樣離開自己國家來到
美國的宣教士很奇怪，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思維。宣教工
場就在這裡。」

求主帶領丹佛的蒙古人真正經歷到屬靈的復興。

求主賜給巴丹多切夫婦領導力，協助在美國其他城市內建立
更多的蒙語教會。

學生宣教計劃 

GENSEND
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州

MOJIC & MUNKHO 

巴丹多切夫婦
丹佛，科羅拉多州

更多關於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
ANNIEARMSTRONG.COM/GENSEND

更多關於巴丹多切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BALDANDO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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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奉獻
支持北美宣教士

瞭解更多資訊或線上奉獻：
ANNIEARMSTRONG.COM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WMU.®

合力向城市傳福音
在紐奧良宣教十年之後，神呼召威爾頓夫婦參與新的事工。
他們從第一次造訪匹茲堡以後，就知道神要呼召他們來到這
個歷史名城服事。

羅伯解釋說：「這裡有超過 200 萬的人口，其中大多數人都
還未聽過福音。美南浸信會在過去幾年裡，已在許多規模像
匹茲堡這樣的城市建立了二十、三十或四十間教會。但在這
裡植堂卻不容易，我們在這裡建立起來的教會屈指可數。」

羅伯是城市差傳宣教士 (Send City Missionary)，他來到匹
茲堡不僅僅是為了建立教會，更要藉著激發植堂者一起同工，
向這個城市傳福音。

羅伯說：「我正在匹茲堡西南部建立一間教會，這間新教會
與現有的堂會聯合招募、培訓和差派新的植堂者。我們作為
合一的團隊，已經看到神如何使我們團結一起變得更堅固。」

求神興起更多蒙神呼召的宣教士，來到匹茲堡建立教會。

求主讓植堂領袖彼此間繼續保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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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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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艾哲爾 (Kevin Ezell)，北美宣教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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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我很感謝我們在北美的宣教士們，他們毫不羞愧地全
然為了福音，一個叫人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的福音。

最終，只有耶穌的福音及祂的救恩能修補裂痕，並醫治我們周
圍失喪的人。北美各地還有數百萬人尚未接受福音，但透過你
的奉獻、禱告的大能和信徒忠心的見證，神將會且有能力吸引
人來歸向祂。

求主幫助宣教士在社區內放膽向所遇到的人分享福音。

求主賜給他們力量與智慧來面對時常與基督信仰敵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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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市蒙古人口增長的數目估計超過 1,500 人。摩吉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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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吉克說：「人們可能會覺得像我們這樣離開自己國家來到
美國的宣教士很奇怪，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思維。宣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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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後來，上帝呼召她回去，成為植堂團隊的一員，並擔任 
GenSend 的城市輔導員。

艾比解釋說：「我們大約有八位學生曾經參加過這項計劃，目
前住在聖地亞哥透過生活來宣教。有人作出奉獻，就可用來
投資在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身上。」

在為期一個暑假的課程中，大學生會和植堂教會一起服事或
參與慈善事工。他們在預先支付基本費用之後，就會獲得一
筆津貼，讓他們能夠專注於學習與服事。

艾比說：「他們將培養出的習慣和發展出的工具帶回家，無論
是帶到另一個城市、農村小鎮，還是準備回到自己所在的城
市服事。」

求主讓更多大學生透過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來服事。

求神讓參與 GenSend 的學生知道在畢業後，神要呼召他們
到哪裡開始在職場上活出宣教的人生使命。

宣教工場就在這裡
摩吉克生長在蒙古，是一位無神論者，但神買贖了他。他從

一位大學朋友那裡聽到福音，然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
不久之後，他領受呼召進入神學院就讀。

摩吉克解釋說：「我和妻子一直在為能在美國的某個地方植
堂禱告。我們感受到神呼召我們去向成千上萬移居美國的蒙
古人分享福音，這就是我們離開蒙古並搬到這裡的原因。」

丹佛市蒙古人口增長的數目估計超過 1,500 人。摩吉克的教
會內大多數會友都是第一代移民，跟他一樣從小接受無神論
教育，要克服他們的世界觀和文化影響是一項挑戰。

摩吉克說：「人們可能會覺得像我們這樣離開自己國家來到
美國的宣教士很奇怪，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思維。宣教工
場就在這裡。」

求主帶領丹佛的蒙古人真正經歷到屬靈的復興。

求主賜給巴丹多切夫婦領導力，協助在美國其他城市內建立
更多的蒙語教會。

學生宣教計劃 

GENSEND
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州

MOJIC & MUNKHO 

巴丹多切夫婦
丹佛，科羅拉多州

更多關於 GenSend 學生宣教計劃：
ANNIEARMSTRONG.COM/GENSEND

更多關於巴丹多切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BALDANDO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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