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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的事工目標：盡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傳福音給最多的人；在ECM整體的策劃，帶領和幫助下，使所建立的本土化的團契/教會能夠實現自治、自傳、自養，並產生本土傳道人。
ECM的異象：懷著親情廣傳福音，將福音的火把傳遍歐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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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去年底在《歐洲校園事工》通訊上所發表的“歐
洲福音工場的三大急迫需要和對策”一文，引發了不少對
歐洲福音事工深具負擔的同工們的熱烈反響和回應。不少
牧長同工們在電郵、電話中，與筆者交通了他們的看法。
我覺得非常寶貴，看見今日歐洲福音工場的需要實在是許
多人的共同負擔。今願再藉ECM通訊的一角，就這些回響
做一匯總整理，提出來供各位參考。

一位在歐洲華人教會牧會多年的資深牧者特別給予
了長篇回應。對於筆者所提的關于“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的
挑戰”，該牧者認為三十年前，美國的華人教會也面臨過
同樣的問題和挑戰。當時，對於教會應當注重青少年事工
的呼聲，一些年長的傳道人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就
是讓下一代的華人子弟參與成人的華語聚會。因為他們認
為自己講道不錯，可以供應年輕一輩的需要，但結果並不
理想。年輕人在進入大學，離家住校後就從教會流失了。
現在的北美華人教會多已開始以英語傳道人來負責這些工
作。相對的，漸漸看到了成效。該牧者自北美牧會退休
後，就投身歐洲華人教會的牧養，且開始呼籲所牧養教會
的領袖們，要用當地的語言來教導青少年。起初，他得到
的回應是：“中國人應該學習華語。”但是從牧會第五年
開始，終於開創了為教會青少年用當地語聚會的事工。他
認為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除了外來傳道人的呼籲之外，
還要有本地傳道人不斷地推動。在傳道人與教會領袖互信
的程度提高了之後，才能開展。

關于推動在下一代中用本地語言開展崇拜事工的不
易，他認為除了歐洲華人的“本位化”觀念之外，在歐洲
還有一些北美較少的問題，即在歐洲的新一代“移民”多
半是為著經濟目的而來，一心想等賺足了錢，就回國退

休，安享晚年。希望在歐洲長住的意願不高，學當地語言
的熱情缺乏，得過且過，能做生意就好了。不像在美國的
華人，還能用“破英語”帶頭起來。其次，這些打頭陣的
華人對自己的下一代沒有信心，許多教會工作不願放手讓
年輕的一代接手。這樣下來，教會只有“老化”，對年輕
人的吸引就越來越小。年輕人也樂得“不挑大樑”，這實
在是很遺憾的事情。

對于“教會開展留學生及校園福音工作的挑戰”部
分，該牧者完全同意筆者的論述。

對於“栽培華人教會下一代領袖的挑戰”，該牧者特
別以《歐華神學院》為例，認為該神學院的創立，相信就
是為此緣故。現在第五屆畢業生都已經“出爐”了。《歐
華》是否真正承擔了這個責任，他認為現在是到了可以檢
討的時候了。據他看來，《歐華》是由在台灣的一部分教
會所推動負責的，這個擔子誠然不輕。可是，似乎一直在
一個較小的圈子裡運作，似乎還沒有得到台灣大多數教
會，以及北美的華人教會的普遍參與（任教的人參與面不
夠廣，且各方的資金流入的更少）。他認為目前歐洲華人
教會整體程度參差不齊，《歐華》似乎只顧到了知識水準
較高的一群，而相對忽略了水準較低的一群。到底歐洲華
人教會還能繼續支持這個重要的訓練機構多久？該牧者對
此心存憂慮。他認為如果這個神學院辦不下去，其它類似
的機構要去拓展也前景不妙。過去在歐洲的幾個神學短期
訓練班就是這樣，最後一個個結束了。怎樣使《歐華》突
破自我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他也認為師徒制的訓
練模式應該值得推動，像薛弗(Schaeffer)以前創立的那
種模式，值得借鑒學習。因為這樣可以方便一些年長而優
秀的牧者、教師，能闢室為中心進行施教，讓願意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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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到中心就教三、五周，或是一個月。當然，這需要
經費、場所，邀請師資，以及學生生活供應費用等等。他
認為《華福》作為一個聯合全球華人教會的中樞及平臺，
或許可以在這方面出力，擔起這個責任。最後，該牧者特
別呼籲我們這一代的傳道人、事奉者，不能再走個人單打
獨鬥的路子，能否放下個人的雄心（或者提升個人的雄
心），一同合作，為神國攜手做點事情？

另一位自北美退休後，即多年投身歐洲宣教的校園事
工事奉者，也表達了類似的心聲，並特別提出若是後面還
有什麼具體的行動計劃，他一定全力支持，而且也願意為
之推廣宣傳和出主意。他特別表明不是為自己的事工，不
是為個人的機構，完全是希望為歐洲福音的工作，走出一
條更寬廣的路。

在美東藉著“基督學房”服侍眾教會的劉長老則特別
推介學房這種模式，來有針對性地加強歐洲事奉工人的培
養。他舉例如柏林的華人教會，和學房一起合作。他們的

大勝，致渝：

回到美國兩個月，參加董事會，體檢，又到美東南九
個教會分享。肚子裡裝滿了特為我們張羅“德國吃不到”
的美食，心裡湧流著親人和肢體的關愛。美國的聖經地帶
如此實在地溫暖了我們的心，讓我們體會到神國的美好，
前線的爭戰並不孤單。

回到Dresden，感謝同工呂孝培牧師在我們不在時的
殷勤耕耘，再見到的大孩子們更喜樂、更友愛、更有使命
感了！因為他們眼見牧師雖然身軀日益消瘦，愛心和信心
卻日益高昂。

四月第一、二個週末黃子嘉牧師專程來ECM，分別在
Mannheim和Dresden舉行聖經營，兩處都超過我們能力
的爆滿，完全是靠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愛心
和信心，才能克服場地的困難。營會中間黃牧師還不辭勞
苦地探訪了幾個團契。年輕的Koethen團契，學生們自己
組織起來，歡欣而戰兢地接待，“我們用對待嬰兒的細心
來照顧，卻因著牧師裡面君王的身量而不由地敬仰。”90
後剛信主的孩子稚氣猶存，卻有這樣屬靈的水準，怎不令
人驕傲！

五月第一個週末是第一屆單身成長營，由Jena的弟兄
姐妹主辦。新澤西州的楊秉剛、許菁芬夫婦專程來帶領。
兩位經驗豐富的老師敞開自己的心懷，又用許多精心設計
的活動來教導幫助年輕人的成長。整個營會溫馨喜樂，學

同工在學房學習，教會的牧師負責在當地跟進。雖然開始
還沒有多久，但效果非常好。學房不收學費，學生不需要
離開工場，嚴格的要求加上當地的鼓勵，盼望可以為神國
培養出一批可用的人才，如同在中國大陸所做的一樣。學
房現在在世界各地有超過1500位學生，目前效果最好的是
國內以及海外有當地教會配合的地方。

其它尚有不少的迴響，限於篇幅就不一一摘列了，不
過確實發現許多同工們對歐洲福音工場極有負擔，也感覺
需要很大，甚至瑞士那邊有不會中文的同工（只會講德語
或英語），也來函要求筆者上期文章的英文翻譯，以便他
們和歐洲當地的西國同工們分享交流。

筆者衷心期待歐洲的華人教會之間，和各個福音機
構、神學院等，有更廣闊的合作。攜手同心，為著神的心
意完全的實現而努力，為著福音在歐洲大陸的同胞中廣傳
而努力！

生們高度參與。最後的分享會上笑聲眼
淚不斷，嘉言妙語連篇。參與者絕對有成長，也絕對有快
樂！願這一群有福的年輕人成為明日神國的棟樑！ 感謝主
在4月中至5月，分別有黃子嘉牧師來訪，張永光牧師做歸
納法查經的訓練及個別陪談，許菁芬老師過得勝生活的輔
導。願主親自紀念他們忠心的擺上。

如珊：

每一次再回到禾場前，心中總免不了有些忐忑。一是
要真實地去檢視過去對學生們的帶領與教導，是否在離開
的三個月落實在學生的生命、生活、與團隊服事中? 二是
未來的三個月，會面對怎麼樣的挑戰? 有什麼新的功課要
學? 自己是否能通過一關關的考驗? 在帶領孩子們的路上，
愛他們的心是否能不因任何因素的改變而有所減少? 出發

工
場
來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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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讓自己不得不向神支取
更多的信心與勇氣。感謝主應允我，讓軟弱又渺小的我，
要藉著主的同在，再一次親眼見祂在禾場上施行拯救、改
變生命的作為! 

Koethen團契

目前有九位已受洗的弟兄姊妹，很穩定地在主裡成
長。雖然他們平均信主的年日只有3到6個月，但有幾位已
養成每日靈修並寫靈修筆記的習慣。在考試與放假期間，
團契聚會仍能維持平均15至20人。弟兄姊妹有美好的服
事，相互扶持，更能發揮恩賜，彼此激勵，在主裡有合一
的心。深深地為他們向主感恩，求主使用這群孩子，在校
園裡作鹽作光，保守他們愛主的心，加添他們傳福音的心
志，讓主的名在Koethen校園中被高舉! 

Bernburg 團契

在7位姊妹同時畢業後，神在去年底又添加了三位姊
妹歸入主名。目前最迫切的就是將心力放在傳福音的工作
上。近期我們將在校園內租一個小房間，盼能更貼近學
生，有更多的時間陪伴他們，使主內的弟兄姊妹能更好地
紮根，團契也能有健全的成長。

Dessau 團契

Dessau團契成立了，中國學生終於有一個屬靈的家可
回了。感謝主感動了美東南多個華人教會一起以接力的方
式來Dessau開始宣教工作。由蒲介岷牧師及丁同甘長老開
始拓荒的工作，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所謂的“毛胚屋”變
成一個溫暖的小窩，樣樣齊全，蓄勢待發，要為主傳播愛
與溫暖。我們充滿期待與盼望，願聖靈親自動工，讓福音
遍及整個校園!

代禱：

1. 六月6-9福音營：為講員張路加牧師國內病中父母
的身體，為牧師身心靈的健壯禱告；為參與營會的亞東劇
團和其他講員禱告；為報名推動和營會的籌辦禱告；為慕
道友的邀請和救恩禱告。

2. 為單身弟兄姐妹的交友婚姻禱告；為成家的弟兄
姐妹中的孕婦和胎兒健康禱告。

3. 為佘明恩宣教士學習德語和更快融入服事禱告；
為他們小家庭的健康成長禱告。

4. 為事工的前路禱告：求主預備中年的牧者來關心
陪伴青年同工；求主帶領本地弟兄姐妹奉獻的道路；求主
留下更多愛主的弟兄姐妹在德東找到工作而留在團契服
事。

5. 為Dessau福音拓荒事工禱告，也為各團契更有效
的傳福音的行動禱告。

很 早 以 前 就 知 道
黃子嘉牧師要來德國，
復 活 節 前 的 週 末 會 到
Dresden的ECM中心辦
一個《哥林多前書》的
讀經營。團契之前的主
日敬拜都在聽黃牧師講
的《羅馬書》，感覺受益匪淺。現在總算要看到真人從屏
幕裡走出來了，還是有點小小的期待。

黃牧師週四晚上來到我們團契參加聚會，對於弟兄姐
妹們一些平時難以理解的問題給予解答。這位神的老僕人
謙卑的態度和對聖經扎實的理解，頓時就讓我開了眼界。
想到自己半吊子的狀態，不禁感到深深的慚愧，也決心要
努力向前輩好好學習，努力在神的話語上面下功夫。

週五晚上開始的營會，一直到週日中午結束。在這
段不長的時間裡面，黃牧師對於保羅所寫的《哥林多前
書》全面的解釋和重點突出的說明，讓我再次佩服得五體
投地。這本書信可以說是我自己在所有聖經經卷裡最熟悉
的了—自己靈修過一遍，研經過一遍，還曾經在團契裡整
全地帶過一次查經。可就是這自以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
書信，神就借著黃牧師的講解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內
涵。參加完整個的讀經營之後，更是對這本書信有了新的
瞭解，也更願意回到神的面前來好好再次研讀。很奇妙，
神不僅僅是讓我收穫了聖經知識層面的內容，也讓我看到
了自己的驕傲和敗壞；提醒我要學習謙卑，並不只是嘴上
說說而已。對待聖經更是要認真不馬虎，每次都力求聖靈
帶領，從寶貴的話語裡面得著力量的源泉。

讀經營雖然結束了，但生活還在繼續，信仰之路還需
要繼續往前奔跑。期待神繼續地帶領和引導，讓自己走在
正確的道路上！

讀經營分享
Y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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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樣做會被傷害，索性徹底封閉自己。其實這樣的日
子並不好受，笑的時候少，孤獨的時候多。即便在營會開
始時也不曾期待有所改變。但感謝主的是，我竟然出乎意
料地被任命為小組長，帶領大家每早晨更靈修，做遊戲；
還組織大家成功地完成一次情景表演。其間無論是看到大
家在我引導下，晨更熱烈的討論；或是做遊戲時隊友們信
任的目光；及結束時，組員們的擁抱和祝福，都讓我覺得
自己的心被撬開了，可以信任別人了！因為我也被別人祝
福著信任著。

最後一晚大家坐在一起點蠟燭，宣誓為愛等待。那
一刻永遠地刻在我心裡，讓我想起了信主前帶給別人的傷
害，和自己所受的傷。聽著老師的禱告，看著顫動的燭
光，好似得到了醫治，在主裡得到了赦免和接納。簽下聖
潔公約之後，我坐在那裡，一下子覺得好多好多話要和主
說。立定心志，相信主一定會給我一個最美好的婚姻。感
謝老師們給我們這麼美好的祝福，和為我們的誓言做見
證。

還有特別要感恩的是一次作業：寫下你最欣賞別人哪
一點。我發現這給自己上了最重要的一課：學會了如何去
欣賞別人，學會了理解，也發現了自己的盲目和驕傲。

BXW：營會組織的形式讓人覺得溫暖和充滿力量。
楊老師和許師母一起在臺上同心協力，相互幫補，為大家
呈現了主裡恩愛夫妻的榜樣。老師們所講授的資訊既生動
又有深度，理論和經驗兼具，有知識有信仰，讓我獲益匪
淺。營會上豐富的互動遊戲，讓我頭一次認識了這麼多其
他團契的弟兄姊妹，也加深了大家相互之間的瞭解。感謝
神為我們預備了這次愉快、有豐富所得、且充滿正能量的
成長營。

從年初得知這次單身營會，我就打定了主意不參加，
覺得把單身單拉出來弄個營會很彆扭。但感恩的是，經過
幾個姐姐不停地吹風，我去了，且載著滿滿的收穫和感恩
歸來。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神對我們交友婚姻的教導，第
一次從雲端來到我的腳前。

這次楊老師和許老師帶領的營會，可以說“顛覆”之
前我所熟悉的營會模式。如老師們開始強調的：我們是營
會的主角，老師只是教練和幫助者；不是教導，而是協助
學員互動自學。開場的暖身活動，每人得到一張填滿問題
的表格，要找不同的人來答。我一向在這種集體活動中，
人越多越覺得孤獨無處容身。當老師講完遊戲規則，我還
在心裡犯難時，一抬頭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動了起來，到處
找人問問題。結果很快的，原本陌生的人似乎瞬間就親切
起來，名字也容易記下來了。

這樣的破冰之後，我對後面兩天的活動充滿了期待。
不出所料，每一節課都有驚喜，每次聚在一起都很投入。
我印象很深的有三點：一是我們分組拼圖形的遊戲，讓我
看到自己原來喜歡分享和給予，喜歡團隊協作。而過去的
二十幾年裡，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那種唐吉坷德式的獨行
俠。其二，等待真愛的誓言時刻，每個人的臉在燭光的照
耀下，都那麼真實。我們堅定地向神宣誓，在婚前持守聖
潔。第三，在營會最後一晚的作業：給至少20個在場的
學員寫“家書”，以“我很欣賞（某人）的（某些正面特
質），因為……”格式開始。寫家書的過程，我學會了如
何欣賞、鼓勵他人。收到20多封不同筆跡的家書，滿滿的
都是稱讚、祝福。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如此的溫暖和
被愛。對一個“焦慮型”的人（認為自己總不好，別人都
好），這是多麼寶貴的禮物！

這次營會讓我前所未有地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和
在通往婚姻的路上，我處於哪個階段。因為年齡和周圍人
的壓力，總覺得自己還沒結婚是好奇怪的事情。而現在我
明白了，其實自己還沒準備好，神沒有讓我進入婚姻是保
護我和對方少受傷害。感謝神！也真誠感謝所有為營會付
出的大家!

此外，我還有幸從兩位學員那裡也得到了很多寶貴的
感想。

WDCH：以前，自己仿佛害怕打開心扉去接受別人，

從雲端到腳前
 (Jena單身成長營感言)

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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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認識基督是在國內，我每週去看望姥爺的醫
院裡。醫院是離死亡最近之地，病人及家屬那種痛苦的表
情，讓整個醫院都變成灰色。然而有一次我在電梯裡看到

在國內時，我對基督教信仰一無所知。來德國後，記
得第一次在Glauchau的教堂聽到了讚美詩，我感覺世界
上竟然有這麼好聽的歌。但在此之後我並沒有經常參加教
會的活動，我沉迷在遊戲裡。

我再次接觸主是在來凱姆後，WH弟兄邀請我來團
契。那段時間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好，一個週五晚上，我決
定去團契。就在那一瞬間，我感覺那些不好的情緒完全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完全的平靜、一種勇氣，我不會再
害怕任何事。來到團契，我再一次被讚美詩吸引，覺得世
界上沒有任何一首歌能超越讚美詩。這不是人所創的，而
是上帝寫的。之後，我弄了很多讚美詩的音樂，每天電腦
裡一直播放，聽著聽著我也會感動地流下眼淚。

後來我又一次被一件事弄得十分心煩，那時我就向主
禱告。之後十分鐘左右，我感到一股暖流從心裡湧現，又
有一股力量從我腳底湧入，使我的身體充滿了能量，同時
我的心再次歸為平靜；並且有一個資訊告訴我，你不用害
怕，因為你的路我已經給你安排好了，你只要順著它走下
去就行。那時我就知道主是存在的，世上除祂以外無人能
這樣關心我們，瞬間治癒我，安撫我的心。

在鄭老師10月來之前，主提示我，信主的時候已經到
了，但我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真信耶穌？鄭老師給我看了
福音圖，同時也告訴我，主給我們的救恩，並問我願不願
意接受這個救恩。當時我就感覺主的恩典降臨在我身上，
10月22號下午5點40左右，由鄭老師帶我做了決志禱告。

信主後我感覺主拿走了我一些不好的東西，剩下了一
些好的東西。開始還有些不適應，不過後來好了許多。當
XF弟兄問我12月營會是否要受洗，我因懶惰而拒絕了。後
來參加營會時也是很難受，什麼都聽不進去，營會之後一
直處在頹廢的狀態。感謝主把我從頹廢中拉出來，通過第
一次帶查經我明白了受洗的重要，所以我決定要受洗。

我承認主耶穌是獨一無二的真神，是我的救主，除祂
以外無人能拯救我。我希望一直按照主的路走下去，永不
回頭，因為這是一條恩典之路，感謝主! 

受洗見證(一）	

受洗見證(二）	

恩典之路
WXF

CL

了不可思議的一幕：當一位老人看見另一老人佩戴十字
架，得知她也是基督徒後，她們就像多年沒見的姐妹，握
住手談論自己的病情和生活。她們的表情中沒有痛苦和抱
怨，而是一種平靜和樂觀。分開時，她們只說了“主與我
們同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們談論耶穌，從此就埋下
渴望瞭解基督的種子。

幾年後我來到德國上學，閒暇時被朋友帶到團契去查
經。那時我只想瞭解聖經，從來沒想過信仰。但是不論我
多努力地想去理解經文，還是無法明白，幾次後就沒耐性
了。我問過幾個弟兄姐妹，為什麼信主？他們都回答：感
到了上帝存在。我就在心裡問，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為什
麼我沒感受到？之後就不再去團契，把聖經、基督都拋到
了腦後。我想尋找自由刺激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對我來
說太乏味了。我嘗試抽煙，喝酒，去夜店整夜跳舞，和陌
生男人調情。我以為自己可以從中找到所謂的自由，但是
high過後我感到無限的痛苦和空虛，甚至每晚流淚。這
難道是自由嗎？我到底想要哪種生活？我感到難過，這是
某人為我的錯感到著急傷心的難過；但同時感覺心中有個
溫暖的大手托著我。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周左右，我開始戒
煙酒，不再去夜店。我發現自己的狀態變好了，不會莫名
地哭泣，不會感到空虛。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一位姐妹
說這就是主的帶領啊！作了決志禱告後，我真正感受到聖
靈的充滿。我渾身不停地顫抖，淚水不斷湧出。這不是傷
心的淚，而是喜悅平安的淚。我想大聲讚美主，感謝主把
我從黑暗中救出來，給我生命的光！當我再次看聖經時，
能看進去了，而且看得很快。雖然有些句子還是不太能理
解，但我慢慢明白主想要傳達給我的資訊了。聖經字字句
句都體現了耶穌對我們的愛。即使我做了很多錯事，祂仍
然沒有放棄我，給我悔改的機會。在我明白祂給我的巨大
恩賜後，除了跟隨祂，我不知道可以為祂做什麼。

今天受洗更多的是平靜，因為我要永生跟隨基督耶
穌了。只有依著祂的道，才能得真理；也只有真理才能給
我自由！我知道以後的生活並不會一帆風順。我還是會軟
弱，犯錯，但主是我的依靠，祂必定會給我添加力量！仔
細想想，不論我跌倒還是得救，都是主精心安排好的，主
就是以這樣的帶領讓我認識祂，感受祂。我想對還沒信主
的朋友們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音 7:7）上帝就在你身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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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5/4參加
Dessau當地德英雙語小教會，一位姐妹
很好奇地問我，怎麼會來德紹這小地方？
亞特蘭大的華人教會怎麼會知道德紹，並
且知道德紹有許多中國學生？其實德紹並
不小，它位於Saxony-Anhalt州，在柏
林西南120公里，人口有8-9萬，中國學
生約有300人。

亞特蘭大和德紹似乎沒有任何關
聯，然而神很奇妙地讓我們得知ECM
的服事，參加2013 ECM Forum，並
有機會參與ECMD冬令營的服事。去年
冬令營結束後，高如珊姐妹帶著我們到
Koethen住了三天，並且拜訪了在德紹的
Markus、Hana夫婦，得知德紹有許多
中國學生，並且他們家所在的一樓後院有
公寓空閒著，屋主可能願意出租。公寓二
樓有德英雙語教會，場地我們也可使用。

回美之後，與教會宣教委員會成員
分享。大家經禱告後，確認有主的帶領。
今年1/16，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三個
堂中對德東宣教有負擔的同工們，聚集在
西北堂一同分享，禱告後，大家都願意一
起參與。因此，德紹聯合校園事工成立。
之後，Markus成為我們的中間人，與租
屋仲介聯繫租房事宜。

感謝主，一切順利，過程中的小插
曲就不一一述說了。

4/23中午扺達德紹，高姐帶著丁老
師與Koethen團契的張馳弟兄已早一步抵
達。我們四人開始了中心各樣用具及廚具
的採買。不得不提的是，Markus和張馳
弟兄二、三週前就已經替我們物色好蠻新

的舊家具：二個單人床和沙發床，並且早
幾天就已送到。否則，丁老師和我就得打
地鋪了。四天之後，中心就已經有模有樣
了。

4/28拜訪當地Anhalt Univeris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紹校區以
Architecture, Facility Management, 
Design and Geoinformatics專業再加
上預科為主) ，Bauhaus建築學院掌管外
籍學生的陸老師，雙方相談甚歡，她也理
解我們的用意。

4/29邀請德紹目前所知唯一基督徒
學生及她二位同學來吃晚餐，這是第一次
請學生吃飯。

德紹到處都可遇到中國學生，超
市、路旁、火車上等。我們與他們打招
呼、談談，並且邀請他們來參加5/3週六
的燒烤。有點可惜的是因5/1長假，許多
學生早已計劃出城，不能前來參加。週六
的燒烤有八位學生參加，其中一位是在大
門口遇見，邀請來參加的。雖然人數不
多，但一起聊天，一同吃燒烤、唱詩歌、
彼此認識。

有點可惜的是，剛認識他們，就到
了準備離開的時候。這些孩子蠻單純的，
需要有人關心、愛護，並且把上好的福份
帶給他們。我們能作的，真的很有限，但
改變人心的主能！就是單純地把自己交在
祂手中，讓衪來引領、使用。接下來，在
學期中(4-6月及10-12月)，每4-6週就會
有同工以接力的方式輪流來。希望這樣的
服事討主的喜悅，也能掀起美東南華人教
會宣教的熱情。

德紹聯合校園事工介紹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三堂聯合宣教)                      

蒲介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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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耶穌基
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 獎 賞 。 ( 腓 立 比 書
3:13-14)

過去的三個多月,
最大的體會就是世界
和我們的信仰有多麼
的背道而馳。除了在
和學生的接觸當中發現,很多人對信仰漠不關心，甚至排斥
(其實是沒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之外，更是看到價值觀和聖
經教導的截然不同：放假的時候就是應該出去玩，有機會
就要到好的餐廳吃個過癮，人生的目標總是更好的車、更
好的住宅區，在這個無奈的人生，重複著一個循環—今天
的工作就是為了明天的感官享受，很令人難過，但更可怕
的是它使人迷失自我的能力。我們應該是光是鹽，可是世
界這些在我們身上的影響反而較大。《羅馬書》告訴我們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我們卻或多或少地跟著它走…，
我們到底怎麼了？

 

你愛神嗎？

讀經計劃的推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弟兄姐妹們
(包括我們在內)都有一種在做例行公事的感覺；服事也沒有
被主所吸引的火熱，更多的是因為我們相信主是最好的，
也知道這是應該做的而事奉；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
渴望使命和異象，我們的內心似乎在呼喊“為什麼？主
啊！這不對，幫助我們”。當我們追究問題的根源,其實原
因昭然若揭。我們的心每天被太多事物所佔據，根本沒有
留什麼空間給神。每天早上起床先看看昨天的 facebook、
微信的狀態有沒有人回應；關心一下自己支持的球隊，閒
暇工夫研究一下之後想要買的東西，多餘的時間“抽空”
和神見個面，就希望看到神的作為？原來讀經沒辦法改
變我們的生命，因為當我們的肚子裝滿了垃圾食物，再
營養的美食也吃不下！有鑒於此，團契決定從4/17開始
“禁”一些東西，40 天，我們要停止做一些事。禁什麼因
人而異, 基本上是霸佔我們的生活，或是不合神心意的事
情：可能是每天禁食一餐，禁煙，禁酒，禁電腦遊戲，禁

明恩金磊家書
facebook 等等，我們要將時間分別出來給神。除此之外，
無論你在哪裡, 德國時間早上七點半，都一起來為自己，
為Chemnitz 團契禱告，我們希望看到神的復興降臨在這
裡！老實說，能做到百分之多少，我也不確定，但是個起
頭。相信那在我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我們縱然失信，

    祂仍是可信的！

在這段看似沮喪的幾
個月，神卻沒有停止做工。 
1. 祂感動一位弟兄和一位
姐妹, 做出他們人生最重要
的一個決定—委身在與神的
關係裏面，在眾人面前宣告
要一生跟隨主，現在也都
積極地參與在團契的服事
當中！2. 有好長的一段時
間,我們在附近語言學校的
傳福音都沒有太大的果效。
雖然我們去邀請，敲門，發
單張，但是好多個禮拜都只
有一個人來參加查經。可是
就在我們開始更多來到神的
面前的隔周，突然就來了六個學生，並且開始帶朋友來參
加，為此真的感謝主！ 3. 一位女同學將我們週日的講道視
頻放在她facebook 的頁面上，一個久沒聯絡的同學看了之
後，上網搜尋 “什麼是團契？”，進而加入團契，現在已
經準備受洗！我們的神是活的！感謝祂給我們機會與祂同
工。

代禱事項 

1.團契弟兄姐妹的屬靈生命、生活：當我們有令人羨
慕的生命,相信神就會透過我們為祂得人。另外，弟兄姐妹
也經歷到各樣的難處(家人、感情、經濟)，求主幫助我們能
夠有堅固的信心。 

2.團契的凝聚力：三股結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同心
合意為主做工！ 
     3.Glauchau的傳福音事工：我們計劃將兩週一次的德
文查經，改成一周德文，一周中文。求主吸引更多人來參
加，也讓參與這個事工的弟兄姐妹有好的見證。

范老師和2014年Chemnitz受洗的第一

位弟兄和第一位姐妹！

人生的道路有時候就是會感到無

助,孤獨,沒有方向。在“困境”

中, 有時天父讓我們學習功課,而

祂其實就在不遠處, 隨時願意提

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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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結存 $34,193.35

2014年經常費預算 $144,687.00 

一至三月收入 $49,403.12

一至三月支出  $27,222.27

本年結餘  $22,180.85

累計結存 $56,374.60

2014年度一至三月經常費財務報告： 

收入圖析

支出圖析

2013財務總結

個人奉獻 $57,915.73

行政$4,126.04

銀行利息$21.74

支持德國校園工場事工$62,250

參加會議及異象分享$13,118.35

人事開支和稅金支出$48,022.92

59.08%

10.288%
3.236%

48.817%

0.15%

40.905%

范大勝，錢致渝夫婦 全時間
呂孝培牧師 3/3-5/4，其餘待定 
高如珊姐妹 4月中至7月中，10月中至年底
黃子嘉牧師 4/3-14
張永光牧師 4/16-5/19
丁同甘、何力珊夫婦 4/17-27
蒲介珉牧師 4/22-5/7
壽明榮、黃錦秋夫婦 4/20-5/12
楊秉剛、許菁芬夫婦 5/1-12
張佶姐妹 5/12-7月初
盛凱、王虹夫婦 5/14-7/4
柯碧芬師母 5/26-6/24
張惟中、锺文良牧師夫婦 5/28-6/26 
臺灣亞東劇團 6/2-9福音營
張路加牧師 6/5-15
宋梅琦姐妹 6/5-7/2
黃小芳姐妹 6/6-10
鄭惟悌、鍾婉紅夫婦 10月一個月
辛立牧師 聖誕節期间 
其他 待定

同工行蹤 — 2014上半年

37.66%

教會和機構奉獻$83,64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