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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豪、施欣慧宣教士履歷資料 
 

主內牧長同工、弟兄姊妹: 

    收信平安！我們是張家豪(Gary)施欣慧(Jennifer)張迦樂

(Caleb)張予愛(Abigail)蒙神的帶領，我們一家在 2009 年進入

全職服事，先在培城國語浸信會（現名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

擔任教育傳道直到 2012/12 月。2013 年來到了聖地牙哥主恩堂

-特美谷分堂擔任駐堂牧者一直到 2017/3 月。在這 7 年中，主

讓我學習牧養的功課，也在宣教方面給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主在我讀神學院最後一年中，把宣教的負擔放在我心中。

當時我選修了『世界宣教學』這門課。在這課程中我們要對一

個未得之民做深入研究，並且為這國家（民族）禱告一學期，

當時我選擇了日本。雖然我對日本一直有強烈的興趣，但我不

並不瞭解日本福音的需要，只聽說這是宣教的墳墓。然而主透

過這門課程，把向日本人傳福音的負擔放在我的心中。雖然我

當時還不清楚如何做，但我向主說，若祂要我去，請差遣我。

畢業後，就投入教會事奉，這感動就埋在心中。 

    全職事奉一年過後，震驚世界的 3 月 11 日 2011 大地震發

生在日本東部。9.0 大地震帶來海嘯、地震與核災。瞬時間幾

千人死亡（後統計共有一萬五千多人死亡，上千人失蹤）。人

的生命好像野草一般，一轉眼消失。這事件讓我們夫妻有很深

的感觸，我們決定走一趟日本，尋求主的帶領。於是在同年年

底 12 月，我們去了日本。拜訪了一位美籍宣教士，也參加了他

所創辦的教會，和他們同工參與一些傳福音的行動。我們走訪

醫院、唱詩歌報佳音。這經歷深深感動我和欣慧，我們唱著日

文詩歌，看到許多老人在醫院神情憔悴。主讓欣慧想到，她的

奶奶，從來沒有人向她傳福音。而這些老人家，若沒有人來，

他們也將毫無盼望的離開這世界。訪宣過後，我們感到神呼

召，因此我們開始尋找差會，也請教屬靈長輩。然而主的時間

還沒到，因此我們繼續留在教會內事奉。這些年間，這負擔還

是一直在心中。特別在每年的宣教年會特會中，主都一再的感

動我，於是經由主恩堂主任牧師的祝福下，我在 2015 年 7 月再

次與差會聯絡，想瞭解一下成為宣教士的條件與申請程序。感

謝主，主就一步一步開路，經過了大概 7 個月的申請、審核，

我們二月接到面談通知，五月通過面試。正式成為

WorldVenture(美國保守浸信會)宣教士。我們感到非常的榮幸

與不配，是主的恩典帶領我們踏上宣教的路。雖然這條路不容

易，但我們求主使用我們，我們誠懇的邀請您和我們一同關心

日本福音的需要。我們盼望貴教會能成為我們的宣教的伙伴，

在禱告、財務上支持我們，盼望透過這機會，主感動呼召您和

我們一起同工，好讓福音在這世界第二大未得之民中傳揚，求

主改變日本，使日本有一天能成為宣教大國。 
 

 

 



得救經歷、家庭背景： 

張家豪(Gary)-我在台灣高雄出生長大。十二歲全家移民到紐西蘭。我父母在我五歲的時候信主受洗，然而我一

直到十三歲才重生得救。蒙神的恩典，自從重生之後，就一直在教會團契參與學習事奉。在這過程中，我越來越

經歷神的愛與憐憫。在大學時期，因朋友介紹，參加了學員傳道會，一同學習在校園傳福音。也因為參加學員，

有一個機會能到土耳其兩個個月的短宣。神透過這旅程清楚呼召我進入全執事奉。因此在 2000 年，主開路讓我

來到美國接受神學裝備。先在鳳凰城國際浸信聖經學院拿到學士，後到加州就讀 Talbot(Biola 大學)神學院，

取得道學碩士(M.Div)畢業後 2010 全時間在培城國語浸信會（現名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擔任教育傳道。後在

2013 年來到聖地牙哥主恩堂，擔任特美谷分堂住堂牧者直到 2017 年 3 月底。 

施欣慧(Jennifer)-我出生在鹿港 、台灣。17 歲移民紐西蘭，18 歲第一次上教會， 19 歲信主得救。我熱愛手

作 、設計 ，大學時主修金工 。希望能用手作來分享福音。熱愛兒童、信主以後參與兒童事工至今無間斷，耶

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可 10:14)希望日本的小孩也能有機會聽到福音！ 

Gary 事奉經歷： 

 1998 學員傳道會土耳其短宣兩個月，領受神全職事奉的呼召。 

 2000 來美接受神學裝備，2000-2004 在鳳城華人基督教會實習，擔任團契輔導、成人主日學教導、帶查經

班、讚美團團長。 

 2004-2012 年在培城國語浸信會（現名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事奉。前後擔任青年團契輔導、教成人主日

學、帶領查經班、教育傳道。 

 2013-2017 年三月底，在特美谷主恩堂擔任駐堂牧者。 

Jennifer 事奉經歷： 

 1997-2008 曾擔任兒童主日學助教、老師、校長 

 2005 Vanuatu 短宣，VBS 兒童暑期聖經班 

 2009-2012– 培城國語浸信會兒童主日學老師 

 2013-2016/July – 特美谷主恩堂兒童主日學老師&主任 

張家豪 (Gary) 

 2009 Talbot Seminary (Biola University), M.Div. Major: Pastoral in General (www.talbot.edu) (Biola 大學的神學院

學位：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主修：教牧學 Pastoral in General 

 2004 International Baptist College, B.A. in Bible and Christian Service (www.ibconline.edu) 
學位：B.A. in Bible and Christian Service 

主修：教牧學 Pastoral Emphasis 

施欣慧(Jennifer)  

 2004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w Zealand.  
Major: Certificat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00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 Zealand.  
Bachelor of Design Major: 3D Design, Jewelry Design 

 



代禱事項： 

1. 2017-2018 年我們家將經歷許多的變化，請為我們一家人身、心、靈的預備禱告。需要外出訓練、

募款、到處旅行分享異象。求主保守我們一家出入平安。也求主幫助孩子在這轉換的過程中能適應。 

2. 我們預計在 2018 年暑假(7-8 月)全家出發到日本長宣。要達到目標，我們必須在這一年中完成募款

與訓練，我們已經完成部分訓練。求主開路，給我們更多機會到各個教會分享日本宣教的異象，也

喚起更多華人來學習愛我們的敵人（日本）好讓主的福音在日本廣傳。 

3. 求主感動更多教會、弟兄姊妹來與我們同工，在禱告與財務上支持我們。差會的要求是我們必須募

款(認獻)100%，日本宣教所需要的經費是比較高，所以我們募款的金額也比較高，求主賜給我們信

心勇敢向前，求主供應一切的需要。我們相信主既然呼召，祂必供應。 

4. 2016 年 7 月，我們差會失去了三位宣教士。一位是我們日本區主任的妻子 Biola Taylor，因癌症在 10 月 19

日 2015 年離世，享年 54。另外在 2016 年 7 月發生的一件意外，一家(5 口)準備要在 2017 年 3 月派去日本

宣教的宣教士家庭，不性因車禍全家罹難，我們都感到非常難過，然而他們為主擺上的生命感動許多的人。

這是他們的網站 https://joyofjapan.org/ 

求主使用他們的故事來感動更多人關心日本福音的需要。約翰派伯(John Piper)牧師在他們的追思會上做了

以下禱告『主啊！奉耶穌基督的名，藉著這五個人的血，我懇求，興起！興起！興起一整營的工人來取代他

們的工作，就是為了耶穌基督國度的榮耀而擺上一切！http://www.desiringgod.org/interviews/john-piper-s-

funeral-prayer-for-a-family-of-five. 我們渴望成為那補缺工人，求主差遣我們！ 

5. 求主繼續在日本開起福音的門，讓福音的種子能有更多散播的機會，也求主興起更多工人來收割與培訓門徒。 

 

更多瞭解我們的異象與事工請看我們網站 

 https://www.chang4japan.org （我們的網站） 

 https://www.worldventure.com/chang4japan （我們的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4Japan/ （我們的臉書） 

我們日本植堂團隊將在神柰川地區建立教會。以下是我們植堂計畫，由我們領隊 Kevin 所製作的分享報告 

 http://www.lavermansinjapan.org/workandvision/Vision2020.html 

若您願意收到我們中文版的代禱信，請到以下網站登記 

 http://www.chang4japan.org/201953115320449.html 

以下是我們日本宣教的預算，歡迎瀏覽，有疑問歡迎和我們聯絡。 

 http://www.chang4japan.org/financial-report-chines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