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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第一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cals,

簡稱北美華福NACOCE);   CA Richardson Springs 12/25~30; 300人 
1974 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IL 惠敦大學, 8/26~31; 1000人 
1978 第三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加拿大.多倫多， 
1980 第四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南加州。 
1983 第五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芝加哥。 
1987 第六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溫哥華。 
2000 泛美(1)華人福音會議.  洛杉磯.3.16~20 
2003 泛美(2)華福宣教行動大會. 巴拿馬.4.22~26 
2005 泛美(3)華福大會.        巴西.4.5~8 
2008 泛美(4)華福宣教行動大會. 阿根廷.4.29~5.2 
2009 (第1屆)美加華人福音策略大會  美國.賓州 11/30~12/04  
2013 泛美(5)華福宣教行動大會, 巴拿馬.4.29~5.3 
2015 (第2屆)美加華人教會策進會議  加拿大.多倫多 10.5~8 



2011 美歐華人校園福音策略大會（6/22~25） 
2012 校園創意聚會充電講座  
 紐約(8/7-8), 芝加哥(8/11-12), 洛杉磯(8/14-15), 休士頓(8/17-18) 

2014 校園同工領袖培訓營 (1/11-12) 
2014 校園事工研討會  
 波士頓(6/14-15), 芝加哥(6/21-22), 休士頓(6/28-29) 

2015 南加州華人教會門訓研習會 (2/28)  
2015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芝加哥(11/13-14), 洛杉磯(11/14), 奧斯汀(11/20-21)

校園福音策略研討,培訓 



 
2006 3/21-30 祕魯餐福宣教行動大會 
2006 7月澳门华福大会成立世界餐福 
2007.6 亞特蘭大餐福行動大會 
2008 4/20-27「美味人生」餐福宣教行
動 (秘魯，利馬) 
2009 南加基層福音培訓大會 
2010 紐約六八餐福領袖研討營(6/7-11) 
 

推動餐館福音事工



 
2000第一屆泛美華福大會.    洛杉磯.3.16~20 
2003第二屆泛美華福宣教行動大會.巴拿馬.4.22~26 
2005第三屆泛美華福大會.    巴西.4.5~8 
2008第四屆泛美華福宣教行動大會.阿根廷.4.29~5.2 
2013第五屆泛美華福宣教行動大會,巴拿馬.4.29~5.3 
2014 智利策略訪宣.     智利.  10.10~27 
2014 泛美華福 中美短宣團   5.1~12 
2019第六屆汎美華福大會    巴西.聖保羅 4.24~27 

 中南美洲華人宣教



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
和腰是铜的， 33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
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35 于是金、银、
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
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2:32-35) 

I。神正实现祂计划 
一.你要在祂话语上留意 



 

金头－－巴比伦帝国 

银胸－－玛代波斯帝国 

铜腹－－希腊帝国 

铁腿－－罗马帝国 

半铁半泥脚(分开，搀杂，半强半弱) 

东西罗马帝
国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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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祂邀请你参予祂的工作 
神的话语(预言)  

 金像结局半铁泥，民不相合(但2) 
 石碎金像成大山，福音广传(但2,太24:10) 
 主再来 

+ 神的手(环境) 

+ 人的配合 (是神的邀请) 



关于『基督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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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別信假基督與假仙知 
2.追求聖潔 忠心服事 

神是怎么实现祂的计划？预言( 神的话)+ 环境(神的手)+ 人的配合 



如何贏得未觸之民(Un-Engaged Un-Reach People Group) 

禱告群:一日愛一族  教會：一會愛一族 







1.赛19:24,25圣经的顺序：以色列第三，随埃及与亚述 

2.诗87:4 最先提起的是拉哈伯(埃及)，才是巴比伦(巴比
伦与亚述描述相同地区)与其他伊斯兰教地区 

3.埃及我的百姓(赛19:25)除选民 

以外，唯一称为神的百姓的民族 

4.历来都是中东经济贸易中心，军 

事要塞，政治强国，也曾是五大教 

区之一 

有12大理由： 



5.語文的優勢：目前與中東多國同語，同字，同文化 
 
6.開放的政治、宗教，是穆斯林世界的領袖，與嚮往的
「美國」。El Sisi總統對基督徒友好。 

 
 
 7. 夏甲(埃及人)是以 

实玛利(中东人)之母 

从埃及人产生整个中 

东阿拉伯人 
 



8.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何11:1)。出埃
及的关键－十灾(假神被击打)。宣告与属灵
的争战乃是埃及大复兴的关键。 

9.耶稣惟二的居住地(脚掌所踏之地) 
 

10.马可1世纪传入，5~9世纪，大部分埃
及人信奉基督古教派Coptic。有复兴的种
子与殉道者的血，必定发芽。 
 

11. 埃及是约瑟发放粮食的中心, 旧约第
一本翻译圣经70士译本在亚历山大城翻
译.属地的粮仓到天粮的发放。 



都巴拉福音長老教會  

(Kasr el-Dobara 

 Evangelical Church) 

埃及基督徒目前仍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基督
教群體，約有1千萬，占埃及 9千萬總人口
的10–15％。 

1941~50 

1952 



 
莫卡塔姆 Mokattam Cave Church Cairo, Egypt 



异象异梦 



“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 
David Garrison 

 



神为我们大开门户,以往慕思邻受大家长,长
老控制,社会辖制,军警压制,却因为ISIS的作
乱,把这些慕思邻,送到我们可及之处。 



黎巴嫩的短宣情势 

•是目前中東唯一可自由传福音的慕思邻国家 

•基督徒比例40.6%，是中东国家中最高的，签证
简易，人稱中东的巴黎 

•全球难民人均(1/3)最高的国家，人口約450万，
卻湧入240万难民 

•儿童、妇女、医疗事工都很需要，且極其渴慕 

•华人在慕思邻当中大受欢迎，对慕思邻与华
人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支持埃及,為他們復興
禱告 

•救助難民，特別是黎
巴嫩 



喇合接待探子~~~~~~~~~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 
以斯帖冒死求见王~~~~~~~~~犹太全族得拯救 
四个痲疯报好信~~~~~~~~~撒玛利亚城得解围 
但以理闻讯祷告三年~~~~~七十年满余民归回 
东方博士，牧羊人庆贺~~~~~万民的救主降生 
西面，亚拿预告~~~~~~~~~耶稣是万民的救恩 
马里亚打碎玉瓶膏主~~~~~~~主受死埋葬复活 
 

看！这些人把握了机会， 
不然他们会永远懊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