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国语堂美国罗城短宣报告 

 

1. 前言 

2017 年 8 月 16-20 日, 由麦城华人浸信会十位弟兄姐妹组成的罗城短宣队, 來到与多伦多一湖

之隔的美国纽约州罗城 (Rochester, NY state, the USA).  展开了以支持和参与当地教会,迎接新留

学生为主题的短宣事工.  为了让罗城福音撒种事工持续发扬光大, 特将此次短宣中的过程,收获, 

经验, 存在问题都总结汇报如下… 

 

2. 短宣过程 

Day 1:  Aug 16, 2017:  踏上去罗城的道路, 碰头会, 共祷告 

第一组成员:   杨晓, 黄亮, 李懿伦, 马涛, 罗珈, 廖德一行六人, 分二辆车, 于周三上午 9:30 在教会集

合, 祷告后 10:00am 踏上去罗城的道路; 下午 2:30pm 來到住地: 44 Magee Ave, Rochester, 安顿完毕 

3:30pm 到访罗城胜利浸信会, 与冯牧师开了碰头会…. 

 

与罗城教会冯牧师共进晚餐后,  在 7:30 pm 回到教会, 一同为本年迎接留学生撒种事工祷告…. 

 

Day 2: Aug 17, 2017---大学校园内发单张, 与学生交流, 探访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 

7:00-8:00 杨晓带领灵修. 使徒行传 1:1-11;   金句: 徒 1:8 ”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早餐后 9:30pm 來到教会, 与罗城同工祷告之后, 兵分二跆路, 杨晓, 李懿伦, 罗珈, 及廖德一行四人來

到 罗城大学內发单张邀请参加教会迎新活动, 并与学生交流撒种. 与此同时黄亮, 马涛在教会参加

迦勒老年团契, 12:00 之后队伍重组: 黄亮,  李懿伦去探访一位罗城大学的 PhD 学生; 马涛, 罗珈去探

访一个病患的教会姐妹;  杨晓将身体需要休整的廖弟兄送回驻地, 此后约 2:30 pm 独自前往罗城理

工大学接二新生办理银行帐户, AT&T 电话卡, 然后去购物… 

 



19:00 短宣队请新生共进晚餐, 20:00 刚把新生送回宿舍, 教会同工告之需一组随冯牧师去探访一个

家庭, 另一组随于群姐妹带去学生公寓发单张….     紧张忙碌地服侍了十四个小时, 返回驻地时己是

22:30…但队员们感受了圣灵赐下无穷的力量, 毫无怨言!  

Day 3: Aug 18, 2017--发单张, 与学生交流, 探访学者, 受佛教影响的姐妹 

7:00-8:00 黄亮执事带灵修…使徒行传 2:1-13, 42-47, 金句: 徒 2:46-47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

殿里, 且在家中擘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第二批短宣队四位队 员---张宇明, 伍朝红, 袁宁, 陈琼涛在 MCBC 教会集合, 祷告之后 9:3am 出发… 

 

早餐后, 第一批队员于上午 9:30 來到教会与冯牧师汇合, 恒切祷告后兵分二路, 一路由黄亮夫妇去

罗城大学探访一位中国访问学者; 另一路由杨晓带的四人组來到罗城理工大学(RIT), 发单张, 帖海

报…分头午餐之后, 黄亮夫妇回驻地迎接第二批队员, 下午 13:45-15:30 杨晓一行四人探访了受佛教

影响的姐妹王老师…来自上海的昆剧专家 受佛教家庭背景影响不浅, 对基督教抵触态度, 廖德和罗

珈用他们自已的经历, 如何研究佛经转为相信创天造地的真神, 尽管王女士仍有保留, 但相信每个人

有自已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 第二组 张宇明, 伍朝红, 袁宁, 陈琼涛在下午 14:30 顺利來到罗城短宣驻地… 安顿完毕, 十

名队员來到 Ontario Beach Park , 放松片刻, 享受神創造之美,  合影留念… 



  

             

18:00 短宣队分三路分别去接学生, 参与罗城教会福音电音影及分享交流晚会, 大家一起晚餐, 看耶

稣生平的电影, 然后大家分享福音到 23:00 才返回驻地.... 

 

             

Day 4:  Aug 19, 2017   --罗城西郊 Churchville Park:   BBQ party, 向留学生传福音撒种子 

7:00-8:00 由 Elaine 带灵修: 使徒行传 3:1-10, 金句: 徒 3:6 ``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 只有把我所有的给

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大家从彼得对跛子行神迹看到, 在人看是不能的, 

在神都能.. 

 早餐中大家分享短宣体验.. 

 



上午 11:15-11:45 am 队员陆继來到罗城西郊的 Churchville Park…. 

 

BBQ party 约 120 多人参加, 其中新生 30-40, 大家一同唱诗赞美耶和华, 冯牧师致欢迎开场白, 黄亮

弟兄的中英双语短讲: 叩门_ 扣人心弦. 之后 短宣队员与学生们亲切交流,  午餐食品丰富, 学生们都

通过教会弟兄姐妹的无私奉献, 感受到主耶稣的一份厚爱. … 

饭后大家在草地上, 围成一圈,   击鼓传花, 花落谁手, 自我介绍, 有才艺的学子现场表演, 大家初來北

美, 互相认识,  自由交流, 气氛热烈, 学生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相信福音的种子已深埋于学生们

的心中….. 

晚上 7:00 由伍朝红带领袁宁,  张宇明一行三人参加了罗城当地教会信望爱团契, 分享各自的信主见

证… 

 Day 5 Aug 20 2017: 福音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及见证分享福音 

7:00-8:0 由伍朝红带领灵修, 徒 4:23-31 金句: 徒 4:31 ``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充

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早餐后全体短宣队员与房东合影后告别 

 

2017-8-20 上午 9:30-9:45 在教会祷告, 福音主日开始:  

 

主日上午在短宣队有一位队员作了见证分享之后, 主日崇拜福音讲道由冯伟牧师主持, 一共有十几

位新同学及 30-40 位罗城教会会众参加主日崇拜, 会上三位同学举手决志信主…… 

 

 Elaine 分享见证   



八月二十号下午 6:00 – 8:00 pm 十位短宣队员陆续安全返回大多市… 

 

3. 短宣收获及建议 

 

1)  通过这次短宣, 我们向罗城两所大学及附近一些学院的 100-150 名中国留学生, 访问学者, 当地

华人传扬了福音的信息, 有 3 人决, 我们为此感恩, 也相信许多福音的种子会在今后的时间发芽. 

2)  十位短宣队员中有五位是第一次参加短宣, 相信在 Rochester STM 过程中, 互相学习, 互相配合, 

每的个队员在不同程度上, 灵命都有所升华, 传福音的技巧也有所提高. 

3) 通过这次短宣, 让我们学习到罗城华人胜利浸信会同工, 在校园学生事工上的负担和摆上,   建议

罗城作为麦浸国语堂今后短宣的一个定期宣教工场, 鼓励更多弟兄姐妹参加 Rochester STM 行列. 

4) 冯牧师建议 2018 年短宣队在七月中來, 主要针对 300 位商学院的硕士生, 同时避开与新则西州

STM 同期到访. 

5) Elaine 建议 Post-trip interview 并制成宣传短片, 鼓励更多 MCBC 弟兄姐妹, 尤其希望英文堂中 22-

30 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基督徒在 2018 年参加到 Rochester STM. 

6) 建议今后 短宣准备工作应更加提前, 从招募短宣队员 deadline, 到传福音你培训, 出发前的准备会, 

特别 祷告会.. 

 

 

Andrew Yang 杨晓 

终稿 201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