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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的異象：懷著親情廣傳福音，將福音的火把傳遍歐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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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校園事工》十年回顧
嘗試中發展出來的獨特宣教模式
范大勝、錢致渝、呂孝培
十年前，三位總數近兩百歲的老人，順服聖靈的感
動，帶著割捨不下的親情，從美國來到德東的屬靈荒野拓
荒，關懷牧養，建立團契，並建立《歐洲校園事工》，動
員北美教會的資源。至今，近十個生機蓬勃能夠繁衍的校
園團契分散在德東以至德西（合併以前的東德和西德）。
這些團契緊密連接，不僅發揮了教會的功能，更培養了本
土的傳道人。今天我們回顧以往，才發現像這樣由同一群
來自不同教會的信徒同心合一，從拓荒到牧養，到建立教
會，甚至於開始差傳，這個模式是獨特的。在本文我們願
意報告這項事工發展的過程和特質，並將在另一篇短文裡
抛磚引玉，嘗試討論這個模式應有的修改，以此就教于主
內前輩和同道。

事工發展的過程
1. 短宣
1985年，在底特律東北郊區，幾個家庭開始了大陸
學人事工。從查經班到教會，到經濟支持和參與德國的宣
教。後來自己更從專業工作上提早退休，來到德西短宣。
2001年，在德西短宣中，驚訝地看見每個小站都有中
華學子。近距離的接觸裡，發現他們一般心志幼弱，生活
能力差，卻要面對德國特殊嚴峻的學制，承受比留美學生
更多的文化、語言、經濟的壓力，以及難以忍受的孤單。
第一次短宣中，就遇見在德西打工的男生，因不能承受壓
力而自殺，心中無比傷痛沉重。
2002年，幾位德東女生來德西打工時信主，送他們回
德東念書後，才知道當時德東沒有華語的福音事工。回美
後，經歷了兩個癌症，理所當然地準備在美國陽光地帶買
房退休，沒想到心裡卻放不下這些幼弱的大孩子。
2003年底開始到德東十幾個校園尋訪中國留學生。孩

子們見到我們好像見到了親人。他們不少人因學習困難和
孤單，或沉迷遊戲，或醉酒尋歡來逃避，未婚同居成為普
遍風氣，而帶來的卻是身心的破敗和自卑。然而因著我們
幾個月的關心和輔導，有的孩子重新回到課堂，有的從感
情的重創中重新站起。
2. 長宣
2005年，清楚認識到短宣的有限，遂結束在底特律的
家，搬到德東落戶至今。我們住在學生中間，體恤他們的
軟弱，為他們在主愛裡預備一個避風雨的家，也領他們回
到天父的家中。
3. 聯絡眾教會
幾個人無法滿足各校園大批學生的需要，於是就在美
國成立了跨教會的《歐洲校園事工》（Europe Campus
Ministry，簡稱ECM）的聯絡機構，開始向美國的眾教會
分享德國留學生的迫切需要。十年中，神已親自感動了超
過100位志同道合的牧師、長執和弟兄姐妹，從美國約20
州40個教會及少數加拿大和臺灣的同道來這裡短宣。他們
帶著國度的眼光，親人的愛心，義務付出幾天、幾周、或
兩三個月的時間，來陪伴留學生。另外還有更多的教會和
信徒以行政、禱告和金錢來支持。如此才有了現今近十個
生氣蓬勃的團契。
4. 培養本土同工
學生的流動性很大，因此我們必須生養同步，“精
耕”禾場。在短時間從全人關懷，傳福音施洗，到初信造
就、門徒訓練，以致培養當地同工承擔團契事工的責任。
2009年，ECMD（ECM德國）在德國註冊成為獨立
的法人。雖然成員快速流動，團契仍日趨成熟。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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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為合格的僕人和小牧人，不只負擔團契內的全責，而
且開始分擔跨團契整體事工的責任。畢業生到德西或回國
就業，大多都能在當地教會積極服事，或在沒有教會之地
建立學生團契。
2013年，十年前帶我們巡迴校園的小姐妹和她的丈
夫在美完成神學裝備，回到了ECM工場作全職傳道人。
2014年，另一位早期和我們一起拓荒建立團契的本土青年
同工也到西班牙全職服事教會。懇求神呼召更多的本土青
年同工們，在歐洲這片金黃的禾場裡，全職服事主。

事工的特點
1. 親情中一起成長
十年中，所有的長、短宣同工都是義工。他們放下在
北美安定的生活，遠離兒孫和教會，帶著親情來關懷陪伴
學生，都因天父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懷著親
情來住在我們中間的。這些屬靈的父母在聖經和屬靈的教
導以外，還幫助大孩子們學習紀律生活，時間管理，學習
方法，交友婚姻，個人成長，人際關係，甚至寫論文找工
作等等。團契/團契群是家，基督是家長，兒女們共同的目
標是學基督、榮耀天父。家裡手足相親相助，離家後仍會
常回家看看。
在ECM的服事不但享受孩子們的親情，“大人”同工
中間的親情更是事工凝聚的力量和孩子們的榜樣。參與服
事的同工有共同的使命，有配搭同工的情誼，又共同經歷
神的大能。親情，是我們的感恩、心態和特點，我們也在
親情中一起成長。
2. 網狀撒種和連接
開始就是巡迴於校園之間，同時撒種，幾個團契一起
長出來，然後是團契間網狀連接，彼此守望相助，資源分
享，每年合辦兩次大營會。同時在其中三個團契點設有中
心，有較多的人力支援。每年多次在中心裡舉辦各種小型
營會，供應周邊團契的需要。
3. 拓荒與牧養並重
宣教是我們的初衷，也是我們的火車頭。我們相信宣
教是教會存在的目的，教會也靠宣教保持活潑的生命力。
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人都不以牧養為滿足，從拓荒到牧養，
牧養有了成效再往外拓荒，永遠是宣教士的心態。也帶領
我們的學生們信主、門訓、服事、傳福音、宣教，繁衍倍
增，在這個迴圈裡趕上畢業生離開的速度，培養以後的牧
者和宣教士。
4.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團契是練兵所，認識基督、學習聖經、活出聖經是我
們的操練。我們制定了《聖潔公約》，先由各團契的同工

會接受，再由每位要受洗的信徒在受洗班上個別接受，在
弟兄姐妹的互相提醒和扶持中真正地落實。
流動性大是挑戰，也是機會。信徒畢業離開團契後，
如蒲公英的種子落到德國、歐洲各地，或國內，不久就加
入當地教會服事或建立新團契，顯示出堅強的生命力。鐵
打的營盤練出了流水的兵。
5. 本土化的成長
大部分團契沒有老師常駐，卻有老師們的鼓勵和付
出，還有團契內、團契間肢體緊密的連接。在愛的氣氛
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信主較久的樂意為弟妹們擺上，
一代服事一代。現在本土的信徒已加入帶領全體的服事，
期待全面本土化能早日到來。
6. 長宣和短宣
目前的難處是當事工往外開拓的同時，工場的需要有
增無已。北美教會願意來短宣的也在增加，然而當地的長
宣和青年同工卻因事工的拓展加倍忙碌，更沒有足夠的人
力來接待短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和一些其它問題將在另
文來研討。
7. 一個實體三項功能
一個實體是緊密連接卻分散在各城的團契群和帶領、
教導、支持，並與他們一起成長的北美同工團隊。每個團
契都有相當的獨立性，但有共同的目標、異象、紀律和事
工模式；且彼此互為肢體，資源分享，並在關懷、牧養、
教導、傳福音上都有聯合事工。
這一實體有三項功能：(1) 聯絡：包括團契間的聯絡
和與北美教會的聯絡。ECM將宣教工場上的需要與北美等
地教會連接起來，使工場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教會也
有了宣教的操練機會，進一步促進教會的成長。(2) 共同建
造：使這個團契群儼然有了教會的功能：有神的話，有聖
禮，也有紀律，可以擺陣打仗。(3) 差傳：ECM培養的青
年同工或回到ECM工場成為全職宣教士，或到歐洲其它國
家全職牧養。期望ECM這個“鐵打的營盤” 將來不但能
產生足夠的本土工人來拓荒牧養，也能成為輸出工人的基
地。

結論
歐洲校園這大片工場有需要(拓荒、牧養、訓練)，也
有一些資源(當地的經驗、領路、聯絡的能力，和本土同工
的力量)。北美教會有需要(宣教實習的場所、教會成長的促
進)，也有很多資源(雄厚的人才、經驗、禱告、金錢等)。
如何更好地結合工場和後方，讓神國和神國子民一起更上
一層樓，是我們需要研討的話題。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CMinistryInfo@gmail.com or call (931) ECM-9777 or (931) 32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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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來鴻

春夏是ECM事工最忙碌、最興奮的
季節，六月初有聯合福音營，營會後陸
續的跟進、洗禮和初信造就，大家忙得
不亦樂乎。
交棒在繼續進行中，美國密西根的
張惟中牧師和鍾文良師母更多的來工場
支持; 本地的青年同工在整體的事工上更多的承擔，在各個
團契中更成熟、更勤懇牧養教導。
Mannheim ：團契仍然在愛中穩定成長，特別是近
來穩定工作的家庭越來越多。原來住定德東Dresden的
大勝、致渝七月初開始挪出部分時間到德西陪伴曼海姆團
契，並帶領三元福音培訓。(大勝，致渝)
Dresden：原來三組的查經固定好了每組的組員，還
增加了關懷，傳福音和服事的功能，初見小組雛形。每週
的禱告會也增加為三組，在三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用聖經
的話來禱告。大家先抄一段讚美敬拜的經文，然後用經文
內容來讚美、認罪、宣告(感謝)，最後分享感受；再分2、
3人小組禱告。這種方式糾正了通常的禱告只一味自說自
話，從頭到尾都在“求”，經常忽略讚美、認罪、宣告(感
謝)三個重要環節。做好這幾步，讓我們可以清心、謙卑地
來面見神，可以感受到聖靈的帶領。有些人的禱告並非經
過很多思考，但說出來的話卻感動到很多人落淚，包括自
己在內。我們在禱告中遇見了神。(學生同工J.F.)
Koethen：
為了邀請慕道朋
友而舉辦的燒烤
活動偏逢大雨，
初信的孩子們渾
身濕透卻喜樂地
服務著新朋友。
許多同學都深受
感動，好奇是甚
麼力量讓這群基督徒如此有活力，能冒雨為大家烤肉，並
高唱詩歌?
為亞東劇團前來佈道所需的費用，初信的孩子們憑信
心決定把團契所有的奉獻都擺上，為了讓更多福音朋友能
藉著戲劇分享來認識耶穌。8個初信的基督徒，到校園中
500多位同學的宿舍敲門邀請。感謝主，100多位慕道友參
加佈道會，都有很好的回應。這群信主只有8-10個月的孩
子們為主盡心盡力擺上。神也恩待他們，感動了其他團契
的弟兄姊妹分擔經費，讓團契最後豐盛有餘。孩子們也更

明白，為主而
活，原是讓我
們更加經歷主
的恩典。
請為後續
的跟進工作禱
告，願聖靈繼
續在學生們心
裡動工，堅固
他們更進一步認識主的心志。求主攔阻撒旦的作為，賜給
學生分辨的能力，使他們不被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及
法輪功的錯誤信仰迷惑，讓屬神的子民一個都不流失! (如
珊)
Bernburg: 感謝主差派了盛凱、王虹夫婦來
Bernburg一個半月，與初信的4位基督徒每天早晚一起
靈修，讓他們的屬靈生命得到很好的餵養。盛凱夫婦也挑
旺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志，邀請福音朋友一起吃飯、建立
關係。目前團契聚會固定有十人以上。請大家為他們守望
禱告，盼孩子們在老師離開後，也能有持續穩定的靈修生
活，靠著聖靈，及他們的生活見證，福音的大能仍在校園
中做拯救的工作。(如珊)
Dessau: 新開始的Dessau團契在亞特蘭大眾教會的
宣教接力下，已在週五有固定聚會。目前團契只有一位已
受洗的姊妹，2位已決志，其餘都是慕道友。求主繼續帶領
Dessau的事工，願參與服事的同工能體會主的愛，摸著主
的心，學生們都能蒙受從神而來的祝福與恩典。願福音工
作更順利地在校園中展開。(如珊)
Jena： 愛在耶拿
耶拿是德國中部薩萊河畔的市鎮，人口約十萬餘，
傑出詩人席勒，及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和福斯特等人都出
於此城。目前有400個中國留學生。他們因基督榮耀的福
音，在異國他鄉演繹著不一樣的愛。
我們來到耶拿團契的第一天，總聽到弟兄姊妹提到
“叔叔”，後來才搞懂這位叔叔就是H弟兄。因為在去
年，一位姊妹夫婦到中國出差一個月，兩位幼小的女兒由
團契的同學們輪流看護。這些原本在家裡都接受別人服侍
的同學們負擔起做爹又做娘的責任。這段經歷給耶拿團契
留下了非常美好及有趣的回憶。小姊妹倆喊H弟兄為“叔
叔”，從此，“叔叔”就成了這位弟兄的專有名稱。從
耶拿團契開始至今，H弟兄夫婦一直開放自己的家作聚會
點。後來在該團契中成長的Y弟兄，也願意效法“叔叔”，
開放自己的住所為團契所用。神也果然成就了這一美事。
Y弟兄與妻子雖剛剛新婚三個月，然而同學們覺得他
倆像結婚了三十年那樣的默契。他們在飯桌上彼此一個對
視、或微笑，便瞬間明白了對方的意思。其秘訣在於，他
們追求一種以神為中心的婚姻生活。團契的聚會大多在他
們家進行，這是一個以愛所築造的聚會所。每次聚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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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默默地預備茶飯，排桌椅；聚會後也是悄然無聲地打
掃，清潔洗手間，收拾廚房，甚至將同學們穿過的鞋子都
清洗乾淨。這些瑣碎和不起眼的事情，只有在宣教工場裡
打滾過的人才明瞭個中的心思及辛勞。
年輕人的海外留學生活，在寂寞與孤獨中常是無言
的拼搏與脆弱。我們非常欣賞耶拿團契弟兄姊妹彼此間的
守望與關愛：有的同學在緊張的考試期間仍然花半天時間
去堅固即將回國的同學；哪位同學有需要，馬上得到其他
弟兄姊妹滿了體諒的扶助；哪位肢體在靈性上軟弱了，禱
告、提醒成為其歸正的動力。願與耶拿團契的弟兄姊妹一
同在基督裡彼此相愛，同奔天路！(潔香、孝培)

鼓勵幫助。
3. 求神賜下工作機會，讓更多的家庭能留在當地工作服
事，建立教會。
4. 求神興起更多青年同工起來全職服事。
5. 求主為單身肢體預備合神心意的婚姻，保守多位待產
媽媽母子平安。

感恩與代禱
1. 青年弟兄姐妹順利接棒，在事工、心態和異象上都能
傳承。
2. 求聖靈保守Koethen、Bernburg、Dessau三個新
興的團契，在暑假老師不在時，能持續靈修，堅持聚
會。求神使用Dresden團契哥哥姐姐每個月的探訪來
同工們在莫拉維亞弟兄會教堂前合影

春天的祝福
在一年一度的五旬節，ECM第七屆福音營又在美麗的
德東小鎮Schmiedberg如期舉辦。九個團契和畢業後散到
德國各地的弟兄姐妹及慕道友，共兩百多人歡聚一堂。短
暫而精彩的四天三夜卸去了我們身上的疲憊，一起在營會
中領受了主豐豐富富的恩典和愛。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露”，這正是
營會的主題：《人生的春天》。主講張路加牧師藉著聖經
的真理幫我們梳理人生遇到的困惑和迷茫，讓我們能“走
出心靈的曠野”；幫我們看到人生中真正的愛，讓我們能
“遇見最真的朋友”；領我們看到一生最美的祝福；讓我
們“認識最好的天父”；使我們知道天堂之門為我們開
著，領我們“進入心靈的綠洲”。
人生之路有時不堪重負，我們忙碌、寂寞、疲憊、思
緒紊亂，孤獨地行走在曠野。我們心靈掙扎渴求愛，卻又
最恐懼愛，缺乏愛，似乎在掙扎中也失去了愛的能力。可
是神臨到我們有如甘露。基督奇妙的愛，藉著十字架，尋

ZT

到了我們。祂的愛是永遠堅定不變的。感謝主賜給我們智
慧和啟示的靈與道。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讓我們在
信、望、愛中找到心靈的綠洲。
憂傷和枯乾的心等待我們去安慰和澆灌！身邊失聯
的靈魂急切地需要關愛！很多人還生活在死蔭的幽谷裡，
需要基督的安慰和救贖。主啊，幫助我在面對你時能說：
我在地上已榮耀了你，因你吩咐我做的事，我已全部做完
了。
臺灣亞東劇
團也來到這次營
會，有三場感人
的演出，激起我
們深省生命的真
諦，靠主活出人
生中的真善美。
《MSN之戀》讓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CMinistryInfo@gmail.com or call (931) ECM-9777 or (931) 32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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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會中最讓人感動也最讓人興奮的，還是要屬幾位弟
兄姐妹的受洗見證。聽到神在他們身上奇妙的帶領，不禁
讓我想到去年自己站在臺上的時候。當時真的不理解，台
底下的那些人為什麼看起來比我還激動。現在終於懂了，
原來他們的激動和淚水是真的。
藉著月光，每天就在小組分享的笑聲和淚水中結束。
小組討論中，大家都願意分享自己在家庭受到的傷害。有
弟兄強忍淚水訴說父親的離世和父愛的偉大；也有直言不
諱自己對信仰的看法。看到大家相互的鼓勵和安慰，心裡
滿是感恩。晚上，我流著淚，感謝神的醫治和陪伴！
我們看到一個美好的見證，更加願意屈膝在主腳前，放下
一切掛慮，安靜留心聆聽，在交友婚姻上等候主旨意，祂
給我們最美好的祝福。正如經上說：“女兒啊，你只管安
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
休息。”
《牽》是另一部探討婚姻家庭的話劇，它帶給我們太
多的震撼。原生家庭對下一代的影響不可估量，給我們帶
來過甚至無法醫治的傷害；可是神醫治的手卻領我們走出
黑暗，並帶著祝福進入自己的婚姻。
短暫的三天裡，每天借著清晨的陽光，跟著柯碧芬
老師晨更靈修。悅耳動聽的琴聲溫暖著我們的心靈。從天
父而來的愛和恩典，把我們冰冷的心溶解。是啊，當我孤
單時，祂告訴我不要氣餒。當我在十字路口，祂引導我不
迷茫。當我失望時，祂告訴我不要放棄。早晨，我當張開
口，高唱哈利路亞；當舉起手來，讚美祂。
專題講座包括(1) 宋梅琦老師的交友戀愛和原生家庭：
教導我們靠著神將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化為祝福。(2) 亞東
信榮導演的戲劇佈道培訓專題：我們可以當一個無臉人，
用戲劇的方式去讚美敬拜
神，把生命中的見證用一顆
愛主的心演出來。人生本來
就是一個大舞臺，只有把心
騰出來，讓神做我們的導
演，即使是悲劇，我們也可
以演得滿有喜樂和平安。
(3) 張惟中牧師的異端分
辨；(4)亞東純心姐帶領的
探索自我突破障礙；(5) 亞
東小梅姐的敬拜讚美專題，
都讓弟兄姐妹從中收穫很
多。

營會中有許多慕道友決志跟隨主，很多弟兄姐妹們
也都願意獻身為主所用。大家揚聲讚美我們的神，因為知
道，主的奇異恩典已臨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祂十字架上
的愛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的，這是在人間找不到的愛！
營會最後一堂資訊是《承接榮耀的使命》。錢老師代
表ECM創始的老年同工們重述事工的經過和特質；張路
加牧師代表中年同工分享了事工的異象；高姐報告了為達
到異象而有的組織架構，並介紹了青年的同工們；張惟中
牧師鼓勵青年同工們在事工、心志和異象三方面都接下福
音的棒子。最後青年同工們被邀請到臺上，由老年和中年
的老師們為他們按手禱告，求神為所託付于他們的榮耀使
命，加添給他們力量來承接。
我聽到年邁的老師自省：“老了才發現學生中間福音
的需要如此迫切，我們為什麼就不早點來呢？” 這句看似
平常的話，鞭策著老人們這許多年像戰士一樣不知疲倦的
事奉。現在是老人們卸下帶領的責任的時候了。這句話也
敲打了我們的心，鞭策我們這新的一代，勇敢接起福音的
棒子，就是神交給我們的棒子，同心合一，承接這個榮耀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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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們的主，給了我重新做人的機會。感謝老師
們、明恩和所有的弟兄姐妹，組成了這麼一個溫暖的大家
庭，彼此分享、勉勵，讓人在這裡倍感溫馨輕鬆。

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信主，今天終於能夠來到神
面前，將自己交給神。
小時候我相信存在某種力量掌控這個世界的一切，

一路走來，感覺神的帶領真的很奇妙。自己一度覺

但大學時很排斥有神。沒想到，來到Ilmenau我又被神帶

得，打死我也不會承認神的存在。但之後在學生會的不愉

到了團契，而且竟每週都來查經。按照人的理智，我無法

快經歷讓我第一次誠心地來到神的面前，身心俱疲的我誠

證明神的存在。但是，既然幾千年來很多傑出的人嘗試去

心禱告，把一切都交付給神。讓我不敢相信的是，神真的

證明都沒成功，那我為什麼不相信這位神自己說的，就像

就把它不知不覺間解決了。我真的很驚奇於神的做工，也

我們接受一位新認識朋友的自我介紹，接受老師講授的各

驚訝於自己在對外人極度不信任的狀態下，能夠一見面就

種定理。當我這樣嘗試相信神，慢慢把自己交托在神手裡

對素不相識的呂老師傾訴心聲。神的殿就是一個奇妙的地

時，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改變發生了。

方，感覺疲累的人就進來歇息吧！神應許我們必得安息。

我做事有嚴重的拖延症，我可以把整個暑假的作業

從決志到受洗，我又經歷了一年。這階段讓我認識

拖到最後一天去寫，且年年如此，最後我都放棄醫治自己

到：神蹟常在而信心不常在。相信很多還沒受洗的人和我

了。來到德國，要一個人住，一個人上課、考試，沒有人

一樣，希望看到一個神蹟，讓自己徹底的相信神。在營會

催促，沒有強制規定，不想考試就下學期考，這對有嚴重

前的一次受洗課上，明恩告訴我，受洗就如結婚。婚後不

拖延症的我簡直是噩夢。這學期我平時上課只有兩門，但

意味著彼此不需要改進。受洗後，我們的新生命才剛開

考試有好多門，再加上寫Hauptseminar，要做很多事。

始，與神的關係仍需繼續親近。我突然意識到，既然結婚

但我就是不想做，嚴重厭學。早晨醒來就是發呆，坐在電

需要一點衝動，受洗為什麼不也要有一點呢？我信神，信

腦前就是無法打開要寫的論文。每晚向神禱告時，我會求

耶穌基督為了拯救我們而流出寶血，我信神的國也必降

神看顧我的學習，但我也知道，如果自己都不學習，神又

臨，為什麼我還要一個神蹟來推我一把呢？

怎能看顧呢？這樣持續了三周，就在我發呆時，突然有一

這次營會上，張路加牧師的資訊見證，真的讓一陣

個聲音說，把學習當做工作吧！當時我就想，既然我現在

陣暖流湧上我的心頭。尤其當他說自己初到美國神學院，

這麼討厭學習，迫切渴望工作，那就把學習當做一種工作

因語言不通，神學院的老教授帶著全體同學在他面前跪地

好了。然後整個人瞬間有一種很平靜的感覺，就是明天我

禱告時，我的淚終於忍不住流了下來。我想起了我們的主

可以開始做事情的確定感。神來拯救我了！我確定那句話

耶穌。他那麼愛我們，但世人卻對他百般淩辱唾駡，而他

是神告訴我的。因為接下來的日子，我過得充實而簡單，

為了拯救我們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還說：父啊，赦免他

乖乖去上課，去圖書館，甚至開始乖乖地做飯而不是吃零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我現在清楚地明白，

食。我不知道這樣的狀態能堅持多久，但我不會害怕，因

這種溫暖的感覺是神給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傳揚這種

我相信愛我的父神不會丟下我不管，甚至會管教我。我知

溫暖的感覺，去親近神，親近每一個愛主的弟兄姐妹，親

道戒掉我的拖延症需要經歷不斷反覆的過程，但我知道自

近每一個還沒認識主的朋友、陌生人。所以我受洗了！

己不是孤軍奮戰，父神會看顧我，而我自己也因他更有勇
氣和動力。
就像一位姐妹說的，信主之後，當由神在我們的生命
中掌權時，生活會是意想不到的精彩。在主裡剛獲得新生
的我，會充滿盼望面對每一天的難處，也會用心經歷主的
奇妙恩典。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CMinistryInfo@gmail.com or call (931) ECM-9777 or (931) 32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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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金磊家書
一轉眼, 我們來到德國已經將近一年了。回顧這一段
時間在服事當中有許多的嘗試，發現學生事工是個在時間
上特別需要抓緊的事工，許多機會錯過了就不會再有 (例如

己、弟兄姐妹和教會禱告。從事工中退出來, 才能看見神的

當學生有了自己的小團體, 傳福音就變得困難; 沒有在合適

藍圖。現在雖然只有個大方向, 但卻是內心最深的渴望。希

的時間澆灌, 有時候剛長的嫩芽就會凋謝)。有些服事則是

望未來 Chemnitz 教會是一個禱告, 經歷神, 有見證, 傳福

季節性的, 每年就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在這些摸索中, 終於

音, 真正彼此相愛, 一體的教會。也希望我能夠發掘弟兄姐

慢慢學會主耶穌早就教導我們的功課, 就是 “教會增長的

妹的恩賜, 幫助學生們都能找到神在他們生命中的計劃！建

循環”, 先帶領門徒, 再一起服事, 傳福音。自從我們開始

立教會是神的心意, 也是 Chemnitz 團契的一個目標。我

了門徒訓練, 團契在三个月内已經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 並

們正在尋求神什麼是最好的時間、地點, 目前每週的禱告會

且開始積極參與服事，整個團契氣氛不同了。主日、查經

都在為此事禱告。弟兄姐妹甚至有心想要先和父母借錢買

的人數開始增多, 整個都活了起來。正如主耶穌所應許的：

地, 建堂的打算。求主讓這樣的火熱能夠轉化為實際的行

“我就與你們同在, 直

動。

到世界的末了”。同

在這所有正面的跡象之下, 我們卻發現光是門徒訓練是

時, 神帶領我們選出了

不足夠的。目前我們門徒訓練的課程是十二堂課, 每堂課兩

團契的主席 (性格特長

個小時。一般來說, 三個月就會上完，比起主耶穌以三年半

與我們特別互補！)。

來訓練門徒, 明顯是不夠的。怎樣持續地建造這些初熟的果
子是我們下一個課題！

團契領袖訓練

透過 Willow Creek 教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和學生們一起成長。才剛剛來了快
一年, 就開始為他們未來的離開感到微微的傷感；但是更期
待看到未來他們都成為合神心意, 熱心服事的基督門徒！

會送給我們的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的
團契自己第一次領聖餐

代禱事項

資料開始培訓領袖 (原本與

他們的同工聯絡, 希望購買他們的 DVD, 但是當他們了解
到我們正在德國向中國學生傳福音時, 就決定免費送給我

1.求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讓所有學生都熱心
傳福音, 將信仰融入生活。

們, 並且直接寄到我們家門口！願神大大的祝福我們主內
的弟兄姐妹柳溪教會！)。我們也第一次在團契自己領聖餐,
我開始每兩個禮拜講一次道, 甚至神也賜給我們當中的弟兄

2.求主賜給我們足夠的心力, 能夠平衡一邊服事, 一邊
帶兩個小小孩, 並學德文的能力。

姐妹有兒女！我們越來越有教會的樣子！
3.求主讓德國東部的幾個團契能夠有更好的合作。
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弟兄姐妹開始有了建立教會的想
法和感動。這樣的念頭也讓我開始思想教會的方向, 發現身
為一個神的僕人真的應該時常安靜在主的面前, 好好為自

4.求主讓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是建立教會最好的時機,
我們還需要在哪裡做預備, 哪裡是最好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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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行蹤 — 2014下半年
范大勝，錢致渝夫婦

全時間

高如珊姐妹

4月中至7月中，10月中至年底

張佶姐妹
盛凱,王虹夫婦
張惟中、鍾文良牧師夫婦
呂孝培牧師
呂盧潔香姐妹
宋梅琦姐妹
鄭惟悌、鍾婉紅夫婦
陳濟祥、王淑雯長老夫婦
王大維、陳宜夫婦
辛立牧師
其他

5/12 – 7月初
5/14 – 7/4
5/28 – 6/26, 10月, 11月部分時間

6/8 – 8/1
6/8 – 7/1
6/5 – 7/2, 12月
10月中至11月中
10/19 – 11/1
10/30 – 11/10
聖誕節
待定

2013財務總結
收入圖析
0.15%

教會和機構奉獻$83,648.71

2014年度一至六月經常費財務報告：
去年結存
2014年經常費預算

$34,193.75
$144,687.00

個人奉獻 $57,915.73
銀行利息$21.74

40.905%
59.08%

支出圖析

本季收入

$14,317.25

支持德國校園工場事工$62,250

本季支出

$38,105.46

人事開支和稅金支出$48,022.92

本季結餘（結欠）

$23,788.21

參加會議及異象分享$13,118.35

一月至六月收入

$63,720.37

行政$4,126.04

一月至六月支出

$65,327.73

本年結餘（結欠）
累計結存

$1,607.36
$32,586.39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CMinistryInfo@gmail.com or call (931) ECM-9777 or (931) 326-9777

3.236%
10.288%
48.817%

3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