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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7 第 20 屆海宣夏令會：「承接使命，迎主再來」。主要講員：吳勇長老、邊雲波

弟兄。會中並為王安琳宣教士舉行差派禮。

1998.07 王安琳、張美君宣教士參加埔里基督教醫院醫護訓練，為期約二個月。

1998.09 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二屆異文化宣道營，會後並舉行海宣三十週年

感恩禮拜。

1998.11 余勝裕牧師擔任「海宣泰北宣道中心」主任。

1998.12 泰北宣道中心完工，27 日舉辦海宣 30 週年感恩禮拜暨中心奉獻禮拜。

1999.01 張美君宣教士進入柬埔寨宣教，並開始學習語言，配搭當地華人教會事奉。

1999.01 北美理事吳昊城弟兄成為全時間同工，負責海宣推廣事工。

1999.03 與聯合差傳促進會合辦「第一屆跨文化宣道培訓班」於基督門徒訓練學院舉行。

1999.07 第 21 屆海宣夏令會 :「明日的差傳」。主要講員：吳勇長老、范大陵長老。

1999.07 李秀全牧師夫婦前往外蒙古考察宣教工場。

1999.11 前總幹事周伯達長老安息主懷。

1999.12 陳麗如宣教士在母會基督徒明志禮拜堂接受差派，次年一月赴泰國接受新宣教

士職前訓練。

2000.01 李秀全、余勝裕和劉智欽三位牧師同行前往泰國東北部，傳遞海宣異象。

2000.01 王安琳宣教士與楊世忠傳道夫婦配搭，開始「傈僳學生中心」事奉。

2000.03 北美理事黃希真、屈越銘夫婦、錢蘇桂魄及李秀全牧師夫婦前往美賽、佤邦、清

邁、曼谷、金邊及台北探訪宣教士及各區理事。

2000.06 李力彌長老接任工場主任。

2000.07 第 22 屆海宣夏令會：「福音遍傳，末期來到」。主要講員：吳勇長老、鮑會園

牧師。

2000.07 泰文版海宣雜誌創刊，共發行 1500 本。

2000.07 台北辦公室向門徒訓練中心購買永和舊址第四樓，作為接待宣教士及訓練宣教

人才之場地。

1998.7～2007.12

海宣近十年重要記事



53

CMO 1968-2008

2000.10 吳勇長老在美國加州各地分享信

息，每週末安排主領特會。

2000.11 李秀全牧師夫婦結束在海宣六年

來的服事。總幹事暫由黃希真長

老代理。

2001.02 第一屆苗族傳道暨同工會，吳勇

長老前往擔任講員。

2001.06 李力彌長老與海宣籌組之短宣隊

赴外蒙古考察。

2001.06 清 邁 大 學 福 音 中 心 ( Outreach 

Center) 開始使用，並支持清邁

郊區之清道傈僳學生中心福音事

工。

2001.07 第 23 屆海宣夏令會：「使徒時代

的教會」。主要講員：吳勇長老、

焦源廉牧師。

2001.07 王安琳宣教士在美賽工場得了登

革熱，緊急返台就醫。

2001.07 海宣雜誌編輯同工王林

秋月姊妹離職，隨夫婿

於教會配搭事奉。

2001.07 接納吳尚賢宣教士成為

實習宣教士，預備前往

外蒙古事奉。

2001.07 黃新明宣教士赴緬甸參加

醫療巡迴事工感恩聚會。

2001.09 劉智欽、黃淑麗宣教士夫婦離職。

2001.09 黃麗華姊妹接任海宣雜誌編輯。

2001.12 王萬靈、林培紅宣教士夫婦離職。

2002.02 黃新明宣教士前往仰光，籌組第

二部巡迴醫療車事宜。

2002.02 「錫安之家」育幼院舉行破土感

恩禮拜，預計十月底完工。

2002.03 第一屆泰北英語營舉辦，約有來

自北美十位大專青年參與教學。

2002.03 泰國第一屆教會領袖培訓班開始

，主題是「無愧的工人」。

2002.03 黃新明宣教士從緬甸前往迴窩，

接醫官學生回萬宏受訓，車子翻

覆，七人受傷，幸無生命危險。

2002.03 陳麗如宣教士搬到邊隆居住，開

始當地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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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4 吳尚賢宣教士差派禮，預備進入

外蒙古向當地人傳福音。

2002.06 戚鄭文倩姊妹加入海宣北美辦公

室服事。

2002.07 第 24 屆海宣夏令會，主題：「聖

靈的大能」。主要講員：吳勇長老

、李定武牧師。

2002.07 王安琳宣教士離職，轉往母會浸

信會仁愛堂事奉。

2002.09 李力彌長老和余勝裕牧師前往泰

南各教會分享海宣異象。

2002.12 台北辦公室同工茅亞君離職。

2003.01 張美君宣教士離職。

2003.01 屈越銘長老接任總幹事。胡千惠

宣教士接任宣教幹事。

2003.06 海宣雜誌編輯黃麗華姊妹離職。

2003.07 第 25 屆海宣夏令會：「願人都尊

你的名為聖」。主

要講員：吳勇長

老、高雲漢牧師、

陳世協牧師。

2003.08 陳麗如宣教士在

邊隆地區建立佈

道所「以馬內利

福音中心」。

2003.09 總幹事屈越銘長老、主恩堂林祥源

牧師、李力彌長老前往外蒙古探望

吳尚賢宣教士。

2003.12 緬甸和尚團契中心建造完成。

2003.10-12 汪川生院長、楊吉田長老、袁

海倫傳道加入台北理事會。

2003.10-12 張祥蹟弟兄、蔡邱淑美姊妹加

入美國南加和北加辦公室。

2004.01 潘敏姊妹加入海宣，擔任美國北加

辦公室同工。

2004.07 第 26 屆海宣夏令會：「我可以差遣

誰呢？」主要講員：寇紹恩牧師、

賴若瀚牧師。

2004.08 梁浩、胡千惠夫婦加入本會，成為

本會的宣教士。

2004.09 開始第一次的克倫 (Karen) 族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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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退修會。

2004.11 海宣在香港立案登記。

2005.01 吳勇長老安息主懷。

2005.01 梁浩、胡千惠宣教士赴泰宣教。

2005.04 售出向門徒訓練學院購買的永和

舊址。

2005.07 第 27 屆海宣夏令會：「願你的國

降臨」。主要講員：盧家駇牧師、

寇紹恩牧師。

2005.07-08 前總幹事盛禮約長老和盛師

母相繼安息主懷。

2005.09 吳長老夫人吳賴多加師母安息主

懷。

2005.11 海宣董事及宣教士在清邁舉行退

修會。

2006.02 屈越銘長老赴台灣聖光神學院，

主領跨文化宣教講座：「華人宣

教事工的挑戰」。

2006.04 黃和美宣教士返台，身體檢查發

現腫瘤，需留在台北追蹤治療。

2006.05 余勝裕牧師帶領泰國東北、北部

、中部及南部的傳道人約 12 人

，到台灣向泰勞傳福音。

2006.05 龍學寧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本會

的宣教士，預定向泰國人藉著教

中文傳揚福音。

2006.07 第 28 屆海宣夏令會：「宣教心志

普及萬邦」。主要講員：王永信

牧師、龍維耐醫師。會中差派龍

學寧宣教士前往泰國宣教。

2006.11 黃和美宣教士正式離開泰國工場

，轉任台北辦公室外展部主任。

2007.01 總幹事屈越銘長老夫婦離職，暫

由宋先惠長老代理。

2007.01 廖明珠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本會

宣教士。並於月底前往泰北回鵬

恩光堂，向阿卡族、拉胡族等少

數民族透過教學傳福音。

2007.07 吳尚賢宣教士離職。

2007.07 第 29 屆海宣夏令會：「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主要講員：孫約

翰牧師、陳世協院長。

2007.10 龍學寧宣教士車禍受傷，左腿膝

蓋骨折，送醫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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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必興旺，我必衰微」是吳長老一生最常
用的經句，也是他一生服事神的心志。今
年 是 海 宣 四 十 週 年， 我 們 決 定 出 這 本 書，
並且以「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為書名來
紀念吳長老夫婦。

本書一部份是吳長老和師母的見証，另一
部份來自吳長老夫婦的子女及弟兄姐妹對
他們的懷念。

精美全彩，珍貴照片，你將看到吳長老夫
婦的一生，充滿了主的恩典，也活出榮神
益人的見証。

每本工本費新台幣 280 元，請自由奉獻。

《祂必興旺》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中 華 海 外 宣 道 協 會
2007 年 1/1 至 12/31 收支表

北美總部 台北辦公室
收入項目 金  額 US$ 收入項目 金 額 NT$
宣教士用途奉獻 97,705.21 宣教士用途奉獻 2,138,100 
海外宣道工場奉獻 132,730.00 經常費奉獻 428,994 
海外宣教事工奉獻 22,085.00 特別奉獻 2,663,364 
海外宣道奉獻 119,795.00 指定奉獻 12,000 
夏令會收入 82,990.00 利息收入     126,359 
其他收入 11219.64 其他收入 784 
利息收入     315.39
收方金額 466,840.24 收方金額 5,369,601 

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
宣教士用途支出 82,236.41 宣教士用途支出 2,807,965 
海外宣道工場支出 189,499.25 同工生活費 1,099,848 
海外宣教事工支出 41,625.00 海宣雜誌印刷發行 266,376 
夏令會支出 80,975.43 辦公費用 184,713 
同工生活費 59,992.01 特別奉獻轉出 2,011,682 
辦公費用 44,600.33 準備金費用 108,607 
聚會支出 7,047.14 指定奉獻轉出 12,000 
編輯費用 250.01
付方金額 506,225.58 付方金額 6,491,191 

本期結欠 -39,385.34 本期結欠 -1,121,590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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