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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任牧師的信

感謝神的保守，西區中國教會又走過了精彩的一年！

感謝神，因祂在承先啟後上所成就那奇妙的工，使我們有難忘
的2017年---我們不能忘記哈維颶風所帶來的毀壞，更無法忘
記在災後救援和重建工作中，無數弟兄姊妹的慷慨付出；我們
為休士頓地區超過400個受災家庭提供了哈維救濟；我們看到
許多人在新生命夏令營中認識了基督；有31位弟兄姊妹以洗
禮見證了他們的信仰；中文堂事工啟動了「承啟培訓中心」
（TGTC）來裝備領袖；我們支援北區教會的植堂團隊，幫助
他們提前付清了購堂貸款；新開展的承傳事工為要動員和服事
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兄弟姐妹。

我們是藉著給予，而委身於世代傳承的教會。我們這樣做不是
出於不得已，而是因為我們蒙大恩領受托付！

我們能這麼做，是因您為了這大使命所作的慷慨奉獻。我們感
謝您! 您的付出直接影響了生命，也轉化世世代代面向永生。

雖然我並不知道您具體的奉獻金額，但我知道教會為每一位的
慷慨奉獻感恩。同時本著財務誠信的原則，現將您2017年的
奉獻記錄隨函附上，以供核對。如有疑問，請聯繫財務部同工
康葉振瑄姊妹：jennifer.kang@whcchome.org。

2018年將是生命翻轉的一年，特別是在門徒訓練方面。我們
將繼續在神的話語中成長，帶領更多的人認識主耶穌，以此來
延續西區中國教會蛻變生命程的故事。我們仍面臨因事工成長
而教室空間不敷使用的挑戰，我們盼望神在我們追隨基督並栽
培他人作主門徒的時候，會為我們預備一切。

再次感謝您作為西區中國教會重要的一份子，按照神的心意來
奉獻自己，願主繼續在我們中間行大事。再次感謝您成為西區
中國教會的祝福。                                                                                                                      

您的牧師

許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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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福音使者 

門徒栽培是「承先啟後」異象的一個
重要內容。五月份，一支由中文堂和
英文堂的主要同工組成的團隊，在許
重一牧師和白安卓牧師的帶領下，參
加了新三福(XEE)的培訓。這次培訓為
我們即將開始的新裝備課程鋪路。新
課程的目的，旨在幫助弟兄姊妹在日
常生活中，成為更大膽、更有果效的
福音使者。西區教會早在90年代後期
就差派同工接受三福裝備，如今聖靈
感動並興起新一代的同工願意接受新
三福的培訓，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新生命夏令營 

六月，籌備近一年的新生命夏令營終
于圓滿落幕。這次夏令營共有400多
人出席，其中70多位慕道友。我們一
起見證了神的大能在營會中運行，有
30人在營會中決志信主！會後，對
初信者一對一的跟進工作正在進行當
中。我們為所有在營會中擺上時間、
精力和金錢的弟兄姊妹感恩，正是因
為大家無私慷慨的付出，營會才能取
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榮耀歸給神！

栽培



「信仰傳承」祖父母研習會

首屆祖父母研習會于2016年召開, 當
時西區教會有4位弟兄姊妹參加。今
年，共有21位來自西區教會的弟兄姊
妹參加了在達拉斯地區舉辦為期3天的
會議。今年的會議重申了「立志成為
基督徒祖父母」的主題。集中和分組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鼓勵和挑戰每位祖
父母都行動起來，在孩童和孫輩的生
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有與會者都
表示透過這次會議，大有收獲，大家
願意謙卑受教，努力成為聖經所教導
的祖父母的式樣。

META(英文堂) 預查小組

周鼎揚姊妹、劉紀文弟兄、吳丹娜姊
妹和王林喻恩姊妹用了今年一年的時
間，對英文堂明年的小組查經內容進
行預查，為每週小組活動制訂了一套
指南，旨在幫助大家對主的話語有更
深的認識，生命得以成長。為他們的
忠心服事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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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啟培訓中心(TGTC)

經過近一年的籌備，承啟培訓中心于三
月正式開課。TGTC旨在為實現教會「
承先啟後」異象，提供門徒栽培平台，
最終實現服事大休士頓地區眾教會的目
標。在前6個月，TGTC舉辦了兩期有關
研經及宣教裝備的培訓課程,共有分別
來自7間教會的85位弟兄姊妹接受了培
訓，反應熱烈！讚美主讓TGTC事工的
需要得到了印證！歡迎訪問hammerly.
org/tgtcTGTC了解詳情。

教牧、行政團隊新成員 

經過兩年多的禱告與等待，我們終于
迎來了新的兒童事工主任陳秀珍姊
妹。感謝神聽我們的禱告，唐德怡姊
妹在台灣宣教多年後，終于可以回來
休整一年，這期間她將擔任教會的駐
堂宣教士。她的先生林鉅峰弟兄(大家
都稱他‘葡萄’)也與她一同在教會服
事，擔任華語實習傳道(半職)。同時，
教會新聘任陳澤榮弟兄任場務經理。
感謝大家的慷慨奉獻，使得我們的團
隊可以吸納新成員。他們的加入，帶
來新的能量，使我們成為一支裝備齊
全的團隊，在神國事工中發揮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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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結束檢討工作坊

10月21日和22日，我們為所有參加今年短宣
的隊員們舉辦了一次工作坊。感謝讚美神，共
有35名隊員出席。大家就許多主題進行反思
與檢討，例如：短宣經驗的分享、 下一步的
打算：如何將短宣的經驗發揮最大的功效、短
宣中遭遇過的危險等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過
得很快，會後，許多隊員反映，希望下次有更
充足的時間就這些主題有更多的分享。在為明
年的短宣作預備時，我們將努力達成這願望。
作為西區教會「承先啟後」異象的內容之一，
我們希望短宣能成為每位西區會友屬靈生命中
的一段旅程。短宣結束檢討工作坊是一個很有
效的方式來反思、探討今後如何在宣教事工中
更加地委身，以及如何讓短宣的經歷，在隊員
的生命和服事中發揮更長遠的影響力。   

2017全球領袖高峰會議   

有近50位領袖在休斯頓衛星聚會點參加了今
年的會議，學習僕人領導的功課。今年是西區
教會差派領袖參加峰會的第12個年頭。蒞會
者們從峰會中受到挑戰和啟發，學習如何以彼
此相愛及彼此諒解與未來的領袖們建立關係，
發掘他們各自的優勢，幫助他們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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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短宣隊

去年秋季，西區教會差派一支由14人組
成的短宣隊（主要來自粵語堂），前往位
於越南胡志明市的越南夥伴教會。這是西
區教會第二次差派至該國的短宣隊。短宣
隊舉辦了為期五天的英語聖經營，服事了
約60-70名兒童和青少年;另外，也為數十
位父母舉辦了工作坊(workshops)。短宣
期間，也參訪了孤兒院、長輩公寓、移民
工工業設施、非政府組織，以及幾個地方
教會和越南唯一的基督教神學院。其中八
位隊員更另外飛往越南河內市，參訪包括
北越唯一的中國基督教教堂。此行使我們
對馬太福音9章37節，主耶穌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少。」這句話留
下深刻印象。

繼續成為裝備工人的宣教基地  

夏季通常是西區教會宣教活動最繁忙的
季節。阿魯巴(Aruba)短宣隊今年參與了
OM福音船事工。隊伍中多位中年和長輩
隊員是首次參加短宣。奧斯汀短宣之旅讓
青少年們在如何傳福音上，經歷了一次很
好的學習；由中文堂和英文堂的同工組成
的台灣屏東短宣隊收獲滿滿；由康馬太牧
師帶領的北區教會短宣隊第一次前往東亞
短宣…這樣激動人心的消息不勝枚舉。今
年，我們還分別差遣吳子穎夫婦前往伊索
比亞，杰森弟兄前往東亞作中宣。因為您
的慷慨奉獻，西區教會才能繼續成為宣教
的教會，裝備、差派工人，把福音傳到世
界的每一個角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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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華人教會東亞短宣 

由18位弟兄姊妹組成的東亞短宣隊，
為來自4個不同教會的68位高中生舉
辦了為期一周的夏令營。大家在一起
接受裝備、敬拜並享受彼此之間的交
通。4位青少年在營會中，每天負責帶
領敬拜及同工培訓工作坊。大家深刻
地感受到詩歌敬拜所帶來的力量。另
外，短宣隊還為大家準備了有關溝通
技巧的工作坊；由康馬太牧師帶領的
傳福音工作坊，讓大家學習到如何使
用“佈道魔方”來傳福音。許多人認
為要青少年去學習傳福音、做見證是
一件不太現實的事情，事實證明並不
是這樣。這群孩子除了母語不是英語
以外，和一般的美國青少年並沒有差
別。我們為那段團契、教導和敬拜的
美好時間向神獻上感恩。 

北區華人教會購堂貸款提早付清 

經會友大會的投票表決通過，我們在
五月底，提早付清了北區華人教會
(NHCC)購堂貸款！這一行動：1)節
省了月付的利息； 2)NHCC償還西區
教會的代付款項開始進入教會植堂基
金，用于教會未來的柘植事工。請注
意，這行動會使教會的儲備金降至歷
史最低(低于三個月的預算額)，因此我
們鼓勵大家繼續忠心地奉獻，尤其是
在奉獻通常較緩的暑期，以實際行動
來支持我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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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因為哈維風災所帶來的災害，
長執會立即授權成立哈維救災基金，藉以祝
福、幫助、鼓勵受災社區重建他們的生活。 

透過大家的慷慨愛心奉獻及來自全國各地的
愛心捐贈，我們籌集到二十六万多美金，長
執會決定從教會慈惠基金中劃撥出二万五千
美金加入其中。透過您慷慨及關懷：不僅有
來自全美各地的愛心捐贈及奉獻，更因有位
弟兄姊妹以一對一，最高10萬美元的對等奉
獻而使救災基金得以成立。我們籌集到26萬
多美元，長執會決定從教會慈惠基金中劃撥
出2萬5千美元加入其中。

我們給予三個本地社區組織及教會3萬美元
的賑災協助：記有在Westwood 國小的社區
學校、Misericordia 浸信會及凱地中國教會。

西區教會會友中，超過40個家庭受到哈維風
災的影響，有25個家庭申請經濟協助。 這
些家庭中的大多數都經歷了巨大的損失，需
要5萬到10萬美元才能重建家園，並從這場
災難中恢復過來。我們給予超過$105,000，
來幫助這些家庭災後重建。

在9月份時，我們收到了超過300份的經濟
援助申請，當中超過250份不是本教會會友，
或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哈維颶風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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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颶風救援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接觸新朋友的好機會，所
以，於截止日期，我們總共給予超過13萬
美元的救濟金，給每位來申請的人。全部
救濟金的43%用于本教會會友救助，57%用
于教會之外的災民,幫助他們在災後看到希
望。 

教會的牧者及領袖們與200多戶受災家庭見
面，關心他們的需要。儘管他們的故事令人
傷感，家園重建之路漫長，但他們中的大多
數人表示，對整個過程中西區教會所給予的
幫助深表謝意。

我們要特別感謝以下差派出清理隊伍，給予
物資或金錢來幫助哈維救濟的教會：Asian 
American 浸信會, 奧斯汀華人教會(Austin 
Chinese Church), Centerville 長老教會
(Centerville Presbyterian Church), 聖荷
西基督徒會堂(Chinese Church in Christ 
in San Jose),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Dallas 
Chinese Bible Church),北區中國教會
(New Lif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沐
恩教會(Grace One), 費斯可基督徒中國教
會 (Frisco Community Bible Church), 及
太空海岸華人教會(Space Coast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此外，我們要感謝湯姆·馬霍尼及他家庭在
紐澤西城組織了「Sandy Helps Harvey」，
他們開著滿載捐助物資的車，加入賑災行
列。

正因您們在時間及資源上的慷慨付出，讓人
們雖然經歷哈維帶來的黑暗和破碎，仍可透
過教會，看到從神而來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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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財務
藉上帝的恩典及您的慷慨，我們一同見證
了豐富奉獻的2017年。在2017年，曉士
頓西區中國教會(以下皆稱西區教會)的經
常費奉獻達到$2.2MM。令人難以置信的
是，與2016年相比，我們的經常費奉獻基
本上是持平的，雖然我們有許多家庭都遭
受哈維颶風所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從哈維
救濟基金的巨額奉獻中可看到，來自會友
及全國各地事工夥伴的慷慨支持與捐助，
其總額接近$263,500。

2017年，我們因著在The Woodlands的植
堂團隊休斯頓北區華人教會(以下稱北區教
會)付清所有建築貸款，使教會植堂計畫邁
入另一個里程碑而歡慶。我們之所以能夠
做到，是藉主的豐富預備，自2012年起，
為教會植堂計畫忠實奉獻的累積，以及您
對2016年開始的承先啟後異象的信心回
應。北區教會貸款的付清，代表著我們能
夠省下不必要的貸款利息，並且北區教會
在未來10年中，能開始投資100萬美元進
入植堂基金，使得將來教會能繼續做下一
個植堂工作。

由於「承先啟後」異象日益增長的工
作，西區教會的年度預算，在2018年
將增加3％， 達$2.95MM，高於去年的
$2.86MM。2018年的年度預算包括30萬
美元的設施相關改善和分配。在過去的兩
年裡，為了集中付清NHCC的建築貸款，所
以我們決定延後設施的改善。藉著您的慷
慨奉獻，我們得以進行西區教會的改善，
以滿足因事工增長而不敷使用的空間。

我們因北區教會的福音事工使許多
生命得以改變而感到激勵。也非常
感謝您不斷的禱告和您財務上的支
持，因為我們看到植堂的日趨成
熟。因您的慷慨奉獻，使得北區教
會能在無負債的情況下，為了神的
榮耀，使得「承先啟後」繼續成為
可能。

120萬美元的建築貸款部分，藉以
下方式還清：
2016年開始的承先啟
後異象的信心回應 $542,100

2012年起，教會植堂
計畫忠實奉獻的累積

$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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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此處報告的所有數據僅限於西區教會，不包括的財務數據。

所有基金來源

2016 總計實際 2017 總計實際 變化

奉獻

經常奉獻1 $2,174,505 $2,165,626 <1%

差傳奉獻 $156,909  $178,538

植堂2 $24,743 $70,338

其它捐助者指定的奉獻3 $33,693 $298,963

總計奉獻4 $2,389,850 $2,713,465 14%

 

支出

經常  $1,752,190 $1,692,287 -3%

差傳 $323,127 $423,089

慈惠 $27,588 $26,521

植堂 $84,195 $22,300

其它5 $24,109 $290,289

總計支出6 $2,211,209 $2,454,486 11%

儲備積聚/(儲備使用) $178,641 $258,979 45%

期終結存至12月31日7 $1,840,900 $972,100 -53%

註一- 截至2016年為止，收到的所有奉獻（除了指定奉獻）將分配至經常費基金，並將其分配到事工
最需要的地方。

註二- 教會植堂基金包括指定奉獻和北區教會在未來10年內100萬美元的奉獻，這些奉獻是從2017年6
月北區教會抵押貸款償還後開始的。

註三- 在2017年奉獻收入包括聖誕奉獻，學校學生用品奉獻和哈維救濟基金。

註四- 總奉獻不包括北區教會收到的奉獻

註五- 這包括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奉獻，為要支持一個夥伴事工。這數字於2017年大幅增加，是由於哈
維救濟基金的支出。

註六- 2017年的總支出不包括120萬美元的貸款支付，因為其算為北區教會的資產。此外，總費用不包
括NHCC的費用。

註七- 2017年現金餘額的減少是由於2017年支付北區教會建築抵押貸款。為了突發事件和意外事件可
能得發生，我們維持最少3至6個月的預備金，作為我們財務規劃和準備的一部分。截至2017
年年底，我們目前的預備金可維持3.2個月的事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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