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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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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團契到教會”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張路加

從團契逐漸發展到教會，在北美可說是一個相當普
遍的現象。今日大多數的北美華人教會，其前身許多都是
校園查經班，或是獨立及半獨立（從屬於西人教會）的團
契。其轉型過程按照麥希真牧師的觀察，大致是兩種情
況1：一種是大學中華人基督徒原先成立查經班，後來水到
渠成，就轉型成為教會；另一種是西人教會對宣教或是華
人福音事工有負擔，就在教會中成立華人團契，以後漸漸
獨立出來成為了華人教會。

北美的華人查經班或是團契，從六、七十年代開始，
在八十年代初進入轉型高峰，至八十年代末已經相當成
熟。華人教會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和可觀的力量（人
力、物力、財力等），甚至也有了為數不少的華人神學
院，可以自己培養牧養教會的工人，因而也進一步促成了
華人教會的穩固和壯大。而正在此時，大批大陸的留學生
湧出國門，來到北美。他們對基督信仰的開放態度，以及
對福音的極度渴慕，使得華人教會看見神的奇妙作為：大
批大陸的學生、學者進入教會，決志信主，這種情形至今
還是方興未艾。

自九十年代起，在許多的華人教會中，專為大陸群體
而設的團契紛紛成立。隨著這個群體的漸漸壯大，許多教
會中的這類團契常常人滿為患。九十年代中期，一場是否
需要成立專門以大陸群體為主要成員的教會的討論也在無
形中展開2。一方認為無此必要，大陸群體和港臺信徒本
是同文同種，大家可以互相融合，共同敬拜；另一方則認
為，兩岸三地雖是同文同種，但因過去生活境遇，所受的
教育等廻異，故此有必要從講台資訊（主要是講道例證等

方面），以及平時的團契生活，都能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加
熟悉的環境，以幫助他們更好的投入和成長。與此同時，
一些以大陸背景成員為主體的教會也在一些城市中被建立
起來。這些教會在一段時間內都有相當明顯的成長。隨著
華人教會對大陸群體的福音工作越來越深入，教會的會眾
群體也發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即從過去傳統上以港
臺、東南亞為主要會眾的華人教會，到如今大多數華人教
會其大陸背景的群體已經過半，甚至成為多數；並且許多
大陸背景的教牧同工，傳道人或是教會的長執出來服事。
這樣一來，上述問題也漸漸消失於無形。大家共同的看見
是華人信徒在主裡可以彼此融合，彼此建造，一起成長。
以地域、語言來劃分教會特色的情形，在今日的北美已經
越來越趨於式微，甚至許多曾經以粵語、台語為主要群體
的教會，今天不少也轉型成為以普通話為主要敬拜語言的
華人教會，成為福音在華人世界中廣傳的美好見證。

團契（Fellowship，希臘文Koinonia）和教會
（Church，希臘文Ekklesia）之間的異同，筆者在“團
契的真意及其教會實踐”一文中已經有所闡述3。簡言之，
按照聖經的原意，“團契”要表達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內涵
和實質，而“教會”要表達的是基督徒這個得救蒙恩的
群體的外在表徵和特性。兩者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無法完全隔離，但也並非可以互相取代。而兩者
的屬靈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徒有所謂“教會”的
外在形式，而沒有內裡基督徒之間生命相交的群體，是無
法自稱為“教會”的；同樣，一個只注重所謂的“內裡交
通”，卻無法對外作見證，讓世人看見這群人的“光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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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也是無法自稱“基督團契”的。今日在具體的教
會實踐中，我們往往把規模較小的群體（或是從屬於某個
教會的群體），叫做“團契”，而把有一定規模的，本身
有一定獨立性的基督徒群體，叫做“教會”。這樣已經約
定成俗的劃分，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們還是要注意
到這兩個詞的聖經原意，而真正把其屬靈特質彰顯出來。

那麼在具體的實踐中，上述約定成俗意義上的團契和
教會之間的關係如何呢？彼此的特點和分界又在哪裡呢？
筆者以為，和團契相比，教會無論在其功能，或是對肢體
的屬靈造就方面，至少有下列七項長處：

·教會有更加寬廣的成員背景面；
·教會有更加完善的組織結構面；
·教會能開展更廣泛的各類事工；
·教會能進行更深入的靈命造就；
·教會能更有效整全地服務社區；
·教會有更周詳長遠的發展規劃；
·教會能更完備地執行聖禮紀律。 
筆者本人在過去的侍奉中，無論在德國，還是在美

國，都親身經歷到從團契轉型到教會所帶來的屬靈上的
“更上一層樓”和不一樣的屬靈境界。事實上，北美華人
信徒群體從團契發展到教會，也印證著這種轉型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

當然，筆者還是要強調，在條件不是很成熟的時候，
或者是本身已經在一個成熟的教會之中（無論這個教會
是華人的，或是西人的），硬要為著表達自身的“獨立
性”，而不顧客觀條件如何，強推“成立教會”，則不但
非常不智和費力，且也容易造成教會群體的不合與紛爭，
使神的名受損，當然也是不合神心意的。故此，從團契到
教會的轉型，需要相當的慎重，不斷地藉著禱告，尋求神
的旨意，不但注意各項外在的條件，看其是否已經成熟，
同時也需要注意過程轉型中，自身的成員是否已經具備了
足夠的成熟度和責任感。

麥希真牧師就認為從查經班（也包括團契）轉型成為
教會，可能會有兩個弱點4：一個是有些教會資歷深的信
徒領袖，不服也不尊重牧師的領導，帶著“僱工”的心態
看待牧者。這種情形在有查經班背景的教會中可能更為嚴

重。另一個是信徒領袖因為沒有受過正規的神學教育，又
缺乏教會整體組織的觀念，往往只憑自己過去片面的團契
經驗，而去判斷教會的方針或活動，在帶領教會上容易產
生偏差。我想上述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回到今日的歐洲工場，相對北美華人教會的林立，
歐洲可說是華人教會寥寥無幾；同時由於歐洲的屬靈狀
況，以及語言本身的原因，華人更不太可能完全進入當地
歐洲人的教會；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新移民，和為數眾多
的留學生，湧入這片大陸，並且會在這片土地上，停留相
當長的時間，有些甚至會在這裡生根、定居。面對這樣急
迫而廣大的屬靈需要，歐洲華人教會的建立和建造，已經
是非常迫切的“馬其頓呼聲”。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感謝
神的恩典，許多自北美和港臺、東南亞的華人牧者同工和
信徒，看見那裡的需要，藉著長宣、中宣和短宣，將福音
帶到了那裡的同胞中。許多團契和校園查經班，如雨後春
筍，紛紛被建立起來。來自中國溫州、青田地區的基督
徒，也藉著移民和經商的機會來到歐洲，更在不少地方，
建立了相當有規模的華人教會。而“歐洲華僑佈道會”
（COCM）、“歐洲校園事工”（ECM）、《海外校園》
(OCM)等福音機構，更是在歐洲的學子中間辛勤耕耘，播
撒福音的種子，也結出了累累的碩果；同時更讓眾教會，
看見了那裡的廣大需要。許多長年投身在那裡侍奉的牧者
和宣教士們，無論是在西歐、南歐或是東歐、北歐，在這
些年間都看見他們所牧羊之教會的快速增長，及當地與周
邊的巨大的福音需要，幾乎都忙到了分身乏術的地步。我
們一方面為此感恩，但另一方面，更多教會需要被建立的
呼聲也撲面而來。如今的歐洲，就好像二、三十年前的北
美一樣，查經班和團契向教會的過渡和轉型，也同樣已經
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扶持幫助這些團契/查經班，在內
外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順利完成這樣的轉型，已經成為擺
在眾多教牧同工面前的一項急迫的屬靈任務和責任。惟願
我們同心在神面前，切切為此獻上禱告，懇求莊稼的主，
也是打發和興起工人的主，親自來收割，來建造，來催逼
我們，與祂同工，完成時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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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校園事工 

Dresden 團契

隨著陪伴了Dresden團契近10年的范長
老夫婦的離開，弟兄姐妹們心中一方面還存
有對范長老和錢老師的依賴，另一方面要學
習去獨立思考，做決定。靠著主的恩典，團

契還在如常運轉，繼續固定的查經、敬拜、禱告和細胞小
組的活動。老師的離開也促發了更多弟兄姐妹們對團契未
來之路的思考，更鼓勵大家從屬靈上定睛在我們信靠的神
上，一起走過這段艱難的路。感謝主賜給我們短宣老師的
牧養和營會的教導，可喜的還有在聖誕營會上有四位弟兄
姐妹受洗歸入主名。

新的一年，搬進新的聚會場所，希望團契也有新的氣
象。我們相信靠著愛我們的主，在一切事上得勝有餘。

代禱：為團契前面的路禱告，求神帶領看顧祂的羊
群。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靈命成長，過一個團契工作學習
家庭平衡的生活禱告。(学生同工DYH)

Mannheim 團契

懇求工人：來Mannheim半年，搬了三次家，就為工
人來有落腳之地，能讓福音更快更好地傳出去。接下的呼
求是：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收割莊稼！

看著年輕的弟兄們扛著、抬著幾乎力不能勝，心裡疼
著，腦子裡冒出的是：福音的代價這麼大啊！短宣工人巧
新、旦逸居然帶了工作手套來幫忙搬家！在他們身上看見
了“用長宣的心態做短宣”，處處融入當地的需要，默默
在生活中活出他們所傳的道。同心配搭服事帶來的是豐碩
的果實，11月Mannheim團契有六位受洗歸入基督。

丁同甘長老，欒大端長老也先後來到我們當中，使團
契更清楚認識到走向教會是必然，開始在心態和組織分工
上來學習和調整。

ECM 服事周邊團契：我們來到Mannheim(目前ECM
在德西少數團契之一)後，從一些德東畢業，現在德西不
同團契和教會服事的弟兄姐妹瞭解到，這一帶小城市屬靈

資 源 缺 乏 。
回 应 附 近 團
契 的 請 求 ，
E C M 把 在
Mannhe im
的訓練向他們
開放。

近幾個月
我們有三元福

音訓練(致渝)，
帶領小組查經
訓 練 ( 惟 悌 ) ，
關懷訓練(梅琦)
和造就營(欒長
老 ) ， 附 近 的
團契都組織了
弟兄姐妹來參
加。神賜給我們的資源，用在神國的建造，何等感恩！不
同團契的弟兄姐妹歡聚一堂，認真學習更好地服事主，同
心建造神國，何等美善！求主親自祝福祂的教會！

在德國邊界法國境內的斯堡團契，因ECM畢業生的婚
姻關係也要求我們幫助。感謝主讓陳進榮長老成為ECM差派到
斯堡的第一位短宣工人，求主祝福這樣雪中送炭的服事。

代禱:弟兄姐妹未信主的配偶的救恩，學生工作的發
展，信徒健康的教會觀，與附近的團契一起籌劃今年四月
的 夫 妻 營 和 單 身 營 ， 以 及 迫 切 需 要 的 季 宣 工 人 。
(大勝，致渝)

Cottbus 團契

感謝主，在2014年底Chemnitz欒長老的營會後，
Cottbus團契再添3位新的主內家人！參加這次進深營的弟
兄姐妹都滿有得著，有2位新人就是在營會中受感後決志信
主的。目前團契已受洗的弟兄姐妹有十一、二位，決志但
還未受洗的有七、八位，感謝主，大家在團契生活中，相
互扶持，同心合一參與服侍。2015年元旦，因著ECMD
的幫助，團契家也喜迎新主人，一位弟兄滿有擔當承接搬
入。同時，在新年與福音朋友的聚會中，一對主內弟兄求
婚成功。

代禱:在冬季考試階段，求神在弟兄姐妹的學業上，賜
下屬天智慧；同時，求神施恩看顧福音朋友，弟兄姐妹家
人的平安、健康及救恩，未婚弟兄姐妹的交友婚姻，已婚
弟兄姐妹的家庭後代。(学生同工XC)

Koethen & Bernburg 團契

2014年底的年終禱告會，信主年日不長的孩子們聚集
在一起數算神的恩典，聖靈在每個人身上作翻轉重塑的工
作。只有神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改變人心。孩子們能彼此
相愛，坦誠地把自己的軟弱敞開在弟兄姊妹面前，相互扶
持，包容接納。因著他們相愛，就吸引了許多慕道友，也
見證了神又真又活地住在我們當中。

代禱:目前團契慕道友與基督徒是4:1，聚會若全體
出席大約有40-50人。在考試假期時，只有少數基督徒留
守，聚會仍然照常。求聖靈繼續在慕道友心中作鬆土的工
作，讓福音的種子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也加添主內孩子
們的智慧與力量，在服事中經歷主的愛，也能體貼神的
心，活出主的心意榮神益人。(如珊)

工
場
來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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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ECM在東邊的Chemnitz和西邊的Mannheim
附近前後舉辦了兩個造就營，講員是欒大端長老，總共約
有150人參加，絕大多數是基督徒。下面是與會者的一些
心得：

十字架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最後一堂資訊。那天正好是主日，
欒長老跟我們分享到他在以色列親自去走了一回當初主耶
穌所走過的那條通往各各他的路。當長老分享到腓立比書2
章6，7兩節時，我眼前似乎看到主耶穌他正拖著滿是傷痕
的身體，一步一步蹣跚的走向各各他，走向那要奪去他生
命的十字架。他甘心捨命，沒有怨言，沒有苦毒，有的只
是他對父神的順服，對人類完全的愛。與之相對，我又深
深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悖逆，生命是何等的污穢，愛心是何
等的渺小可憐。

神並沒有嚴厲的責備我，他只是用這樣的方式讓我看
見，只是用他無盡的愛在呼喚我。他更讓我清楚的知道他
的心意，那就是在今後的日子繼續背起我的十字架，跟從
他，效法他，被他破碎，被他建造。感謝神這樣的恩典，
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YY）

喜樂的生命

欒長老的分享幫我脫去了心中的纏累，得享靈裡的安
息，這都是主的恩典。我看到一個屬靈前輩在教會的服事
和工作生活中，活出了一個基督徒的真實生活：就是雖有
試煉，但是有喜樂的生命。《雅各書》1:2說：“我的弟兄
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欒長老
在與公司一位較自私的同事相處的經歷中，靠主勝過內心
的苦毒，泰然地面對這位同事，最後得著同事的認可，更
得到喜樂的生命。這個故事像面鏡子一樣讓我明瞭如何活
出喜樂的生命，那就是不被環境所影響，看到永恆盼望的
生命。這喜樂是不被眼前屬世的瑣事所纏累困擾，而是發
自內心的得勝。（DYH）

《用我一生》
    --2014聖誕節造就營

感恩

欒長老講的內容很貼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他舉了很
多他親身經歷，很是生動真實：一是要靠主喜樂，讓喜樂
成為對任何環境的反應，用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喜樂來改
變環境。二是在日常服事中，要學會像耶穌一樣看同工，
為他禱告，要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要為每一個同工感謝
神。三是要在侍奉中操練謙卑捨己，藉著不斷去愛得著愛
的能力。感謝老師們和凱姆尼茨團契為營會付出了很多心
血，讓我們可以單單安心經歷和享受營會，身心靈都得到
修復和成長。（ZYP）

活出來

“財物的所有權屬於神，祂賜給我們的是財物的使用
權。”求神施恩典，讓我們弟兄姊妹在主的真道上不斷紮
根的同時，也將神的道在生活中活出來。也求神讓我們更
多地品嘗到主恩滋味的美好，將這樣的美好與我們身邊的
親朋好友分享。（WGY）

捨己奉獻的人生

又是新的一年開始，回想在去年年末Chemnitz信徒
進深營所受到的教導和鼓勵，我的心中不禁充滿了對神和
ECM輔導們的感激。

欒大端長老詼諧地講述自己親身的見證，向我們這些
屬靈的嬰孩們闡述了如何過一個捨己和奉獻的人生。“奉
獻”不再僅僅是我以前所認為的財物、精力上的付出，更
是我們整個人的獻上。我們這些蒙神所愛的人，應以敬拜
的心來做每天所當做的事，且像神愛我們一樣去愛別人。
在神裡面，我們要心意更新，人生的價值也要隨之更新。

聖經的教導藉著講員的口，傳達到我的心裡，給了
我更多的感動，也使我重新思考如何過一個屬神的人生。
用欒長老的一
句話來總結，
“ 學 習 捨 己
的 功 課 是 難
的 ， 也 是 必
要 的 ” 。 求
主 引 領 我 。
（A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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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退休的公務員。我們五零後是受無神
論影響最深的。和多數基督徒一樣，我的信主
之路也經歷了不信、吸引、感動、彷徨、掙扎
和篤信這幾個過程。

初次接觸基督教是在老伴信主後。2008
年，學習一直很順利的兒子，臨近畢業時，
兩門課遇到了麻煩，他非常無助，我和他媽
也吃不下睡不好。老伴的一個同學把她帶給了
基督，教會一些弟兄姊妹為她禱告。結果，奇

蹟發生了，在兒子認為無任何希望的情況下，兩門課輕鬆
過關，在以後的工作、婚姻、孩子等事上，都見證了神的
恩典。老伴信主後，她持續了34年的嚴重頭暈病，奇蹟般
地好了。這些真實的見證，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主的神奇和
偉大。我開始關注耶穌這位被稱為無所不能的神。從去年
起，我和老伴在兒子的鼓勵下，參加了十餘次團契活動。
團契裡人們謙和真誠，團結互助，彼此之間的愛，時刻在
感染、融化著我，使我在不知不覺中愛上團契，愛上神的
家。但是對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神，仍然持懷疑的態度。

真正打動我，使我迷途知返的，還是老師和牧師們
十餘次的輔導和佈道，在我面前展現出屬靈世界的美妙圖
畫。我如饑似渴地聆聽神的教誨。每聽一次，心靈就受到
再一次的淨化，堅信耶穌基督的心得到一次次的昇華。尤

其是聽了創造論與進化論，要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開的輔
導，我豁然開朗，如黑暗中的指路明燈，把我領進了神的
家。我不止一次流下激動的淚水。10月11日，在紐倫堡營
會上，當牧師邀請決志時，我第一個舉起了手。

決志後，除了參加教會團契的活動外，抽空讀聖經和
相關資料，感覺生命有所長進。一是心情好了，不再那麼
沉悶、遇事放心不下了。以前兒子每次探親往返，或開長
途上班，我都會不放心，以致失眠。信神後，我最大的感
覺就是有個交托。孩子也是神的子民，神無時無刻在佑護
他，我還有啥不放心的？二是處理事情的心態有了改變。
從過去的計較、苦悶、生氣，變為現在的寬容、換位、原
諒。過去常和老伴鬥氣，現在看老伴每天很辛苦，我也不
時地幫忙，說句好聽話，家庭和睦了。對以前工作中遇到
的生氣、糾結的人和事，現在心裡有了反思。我是新造的
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要結出良善、仁愛、恩慈的果子。基督愛我，為我捨己，
我要榮神益人，要做鹽、發光，愛所有的人，影響周圍的
人。今後要擯棄前嫌，像朋友一樣善待他們，用神的光照
亮他們。

感謝聖靈光照，感謝無所不能的神，在我的身心於黑
暗中徘徊六十餘載，四處碰壁，無路可走時揀選了我，為
我洗去罪過，接我回到天父的懷抱，讓耶穌作我的救主和
生命的主宰，讓聖靈永駐我心中。

我們的意念。感謝讚美神。
第二次聚會，因德國教會有退修會，我們不能借用其

場所，又不能在剛迎新後取消聚會，我們決定憑信心在德
紹中心的小客廳照常舉行，並相信神依照我們的信心而成
就，準備了30人的晚餐。感謝神，來了20多位新朋友，
把小客廳擠的水洩不通。更讓人感動的是，聚會結束後，
大家仍然留下聊天，真誠地談話，不僅談信仰，也涉及個
人生活，直到午夜後才散去。

平日也有同學來聊天，把德紹中心當成自己的家，
分享自己生命中的挑戰和困難。我們深感能陪伴他們這一
程，是神給予的機會，願把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影響能夠分
享出去。

那位高中生曾問我們為何來此？怎麼營利？我們說是
神給予的機會，我們順從神的帶領，沒有任何營利目的。
我們當初也是白白領受神的恩典，只望今後他也能訴說神
在他生命中的改變。

德紹短宣
王大維、陳宜

信
主
見
證

 

LJX

來德紹前，因不知要做什麼而不安；同時也深信神的
工作，神必定親自帶領。面對如何有效地把神大能的福音
在有限的時間裡講述清楚，使學生願意継續追求神這個難
題，我們靠著禱告，求神使用我們的有限擺上。

雖語言不通和不熟悉狀況，但感謝神，我們平安到
達德紹，並能及時參加團契第一次迎新聚會。在姚弟兄夫
婦、陳長老夫婦及幾位同學的協助下，有二十幾位新生來
參加，聚會圓滿結束。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和自己兒子年
齡相似的小大人，同時也看到當年自己的迷惘和第一次參
加基督敎聚會的不安。因為前輩弟兄姐妹對神的真誠和擺
上，我們才有人生的改變和今天位置的轉換。神讓我們瞭
解到薪火相傳的意義，傳是我們的責任。

由於罷工，鐵路整個癱瘓，我們在德紹遇見第一位孩
子，他高中畢業到此唸書。一句普通的訊問，變成了幾個
小時有關神國事的對話。他也開始參加週五的聚會。神用
人看為不好之事，成為這孩子人生的轉機。神的意念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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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初，巧新結束了近40年的新產品研發生
涯，從漢高公司退休。我們在康卅的房子在他上班的最後
一天也順利脫手，這都是神給我們莫大的恩典。在康州教
會牧師和弟兄姊妹的祝福下，我們開車千哩到亞特蘭大。
在房子整理裝修結束後的第三天，我們來到德國曼海姆
(Mannheim)，開始六週半的短宣事工。

我們對歐洲校園事工的認識是從2011年研討會䦕始。
會中的講道、分享都相當精彩，但更打動我們的是三位年
長的宣教士，願意放下在美國舒適的退休生活，來到德國
長住。為的是要向學生們傳福音，在主愛裡預備一個避風
雨的家，引領他們歸回到天父家中。我們為他們的忠心服
事，辛苦耕耘，為主完全擺上，深受感動與激勵。研討會
後，我們就為退休後的生活禱告，神奇妙地開始預備我
們。在2012年感恩節，康州教會牧師與同工有合一的看
見，開始了學生福音工作。我們積極在學生團契服事90後
的學生們，經歷神的大能及恩典。“耶和華本為大，該受
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
要傳揚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嚴的尊榮，和你奇妙的作
為。人要傳說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傳揚你的大德。
他們紀念你的大恩，就要傳出來，並要歌唱你的公義。” 
(詩篇145: 3-7)。

這次德國短宣我們首要是聽從范長老,錢老師的安排，
在事工上幫助他們，及在工場中學習一起生活，與團契同
工彼此配搭，榮耀神。

到後第二天，范長老、銭老師就邀請團契同工來吃
飯，讓我們彼此認識。范長老又安排巧新週曰講道，雖然
不是他的強項，但是為了順服，靠著神的恩典，及信靠神
的能力（以前少有的學習機會），就在主日講臺上傳講神
的話語。

·每週我們除了參加主日崇拜、週二禱告會、週五
團契查経，旦逸參加週三姊妹團契外，我們有許多私下的
約談及探訪。他們敞開心與我們談到服事、信主、受洗、
家庭關係、交友等面臨的一些現實問題。我們試著用聖經
原則、溫柔的話語、同理的心與他們分享、扶持、規勸，
及一同禱告，懇求神的憐恤及智慧。感謝主，有一些得到
幫助的反饋，我們為他們高興並感恩。

·在與一對主內年輕夫婦談話中知道他們很有心服
事，但總覺得裝備不夠。我們就抓住機會，用更新出版
聖徒裝備的課程，與他們開始了門訓。我們雖然只上了

四課，但銭老師會継續帶領他們完成十六堂的課程，感謝
主。

·應同工們的需求，我們與幾位領詩同工分享以基督
為中心的主日詩歌敬拜，之後也陪伴了一位姊妹從領詩預
備到當日的敬拜讚美，感謝神。

·兩次去海德堡與姊妹們分享婚姻及教養兒女。她們
配偶中雖有還沒信主或冷淡退後的，但靠著神的恩典，她
們彼此扶持照顧。求神堅固她們。

·第三個週六，正逢范長老，銭老師搬家。目睹元平
弟兄率多位年輕弟兄們為搬家費盡體力，真是感動。我們
也幫忙打包及提些較軽的物件。我們不單為他們對宣教士
的愛心獻上感恩，也因神特別保守看顧，沒人受傷，大大
地感謝神。

·在臨別的週末，欒大端長老來曼海姆主領三天退修
營會。我們從他的證道中得益良多，是額外的收穫。我們
也被派帶領専題: ＂憐恤與饒恕＂。旦逸同時與元平弟兄及
継紅姊妹一同負責飯食，讓其他赴營會的弟兄姊妹安心聽
道，我們也享受一起服事神的喜樂。

六週半在德國確實看到神恩典中的預備、供應及作
為。感謝主，在後方有康卅及亞特蘭大牧師們及弟兄姊妹
的禱告支持, 在工場與范長老夫婦一同服事主, 學習他們過
儉樸的生活，及在神的事工上全心擺上。曼海姆團契主要
同工們盡心竭力事奉主；許多年輕愛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謙
卑受教的心。若能多關心職業人士及學生, 向他們廣傳福
音, 人數必然增加, 事工也更能向前推展。求神祝福這團契
在曼海姆成為金燈檯, 為主發光；也期盼有更多短、中宣的
弟兄姊妹對這團契有負擔。若神許可，我們今年秋天會再
去曼海姆探望弟兄姊妹，並一起同工。

曼海姆短宣回顧
林巧新、邵旦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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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金磊家書

2014 年的年終, Chemnitz 團契開了第一次團契大
會, 針對過去一年的所有服事做檢討，以及對來年的建議和
計劃; 也是十年來第一次針對信仰的問題 (基督徒可不可以
跟非基督徒交往？) ，幾個家庭, 幾個主要同工, 一起坐下
來, 打開聖經, 把自己的想法和領受分享出來。這一年, 無
論對於我們或是團契都是學習, 磨合的一年。在各樣的嘗
試之後, 我們確定了團契的年度計劃 (希望是永久的持续下
去), 那就是全團契的門徒訓練。每三個同學就由一個年紀
較長, 生命較成熟的哥哥姊姊帶著完成 10 週的門徒訓練課
程, 之後固定每週聚會一次, 內容不拘, 禱告, 查經, 看影片, 
喝咖啡, 運動, 目標是建立深層的屬靈夥伴關係, 直到同學
畢業離開 Chemnitz 為止。另外各家庭也組成 “人夫幫” 
“媽媽幫”, 讓團契的領袖也能夠得到關心, 而不是永無止
境的給。我們會做這樣的決定是很多方面的：1. 看到一些
同學本來參加的很穩定, 卻突然流失了, 很久不見, 因為沒
有緊密的關係, 也沒有人將他們找回來。2. 穩定參加的同
學也沒有規律的靈修習慣, 屬靈的新生兒需要加倍的照顧。
3. 在我們還沒有開始之前, 神就藉由一次事件提醒我們應
該儘早開始。在一次練習敬拜的過程,幾位弟兄姊妹起了比
較嚴重的衝突, 事後發現彼此在不經意的情況下, 互相都造
成了一些傷害, 包括我們也傷害了我們的同工。感謝主讓我

們之後有彼此流淚認罪禱告的時間, 但是門徒訓練, 屬靈夥
伴是刻不容緩的！

堅定、清楚的信仰：
在德國我們有一個特殊的 “優勢”：這裡有很多摩門

教長老、耶和華見證人傳教士，神很奇妙地讓我們跟他們
有機會接觸。我們有機會和他們坐下來, 談論我們的信仰兩
個小時。基督徒一般對於他們敬而遠之, 但他們同樣是迷失
的羊。透過與他們的談話、辯論, 我們不但了解了他們的誤
區, 也讓我們對自己的信仰盲點更加倍地在聖經上下功夫。
從他們身上也看到值得我們檢討的地方, 他們是多麽懇切地
述說自己的信仰啊！我們的 “福音” 不是更應該歡天喜地
到處去傳揚嗎？
          

          代禱事項：

1.2015 年 Chemnitz 團契靈命長進, 經歷
神, 為主得人如得魚。

2.門徒訓練, 屬靈夥伴能夠風雨不間斷, 成
為團契美好的傳統。

3.團契的弟弟妹妹在兄姐不在的時候能夠
持守自己的信仰。

4.我們回美國述職的行程一切順利, 果泥能
夠及時地拿到護照。

見證完第一位在德國讀書, 奉獻, 

的傳道人按牧, 與呂紹昌牧師, 師

母, 張路加牧師相見歡！

跨年交換禮物

跨年禱告會, 感謝, 新年展望 

聖誕節與語言學校學生一同聚餐

呼召宣教夥伴
第三屆歐洲校園事工研討會（ECM Forum）：
          從團契到教會
          從德國到歐洲 
          培養傳道人
時間：2015年3月8日  (主日下午3點）到10

日（週二下午兩點半）
地點：底特律機場附近的 Wyndham Garden 

Romulus Detroit Metro Airport 
網上報名：http: / /www.RegOnl ine.com/

ECMForum2015
                 截止日期延至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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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經常費財務報告： 

收入圖析

支出圖析

2014財務總結

個人奉獻 $45,120.00

工場中心器材$4,500.00

行政$3,378.68

銀行利息$12.86

支持德國校園工場事工$62,250.00

參加會議及異象分享$9,665.86

人事開支和稅金支出$64,765.02

29.477%

3.113%

0.008%

范大勝，錢致渝夫婦 全時間
應廣焘，馬淑華 3/30 – 4/24 
張永光牧師 4/9 – 5/17
楊秉剛，許菁芬夫婦 4/10-20
高如珊姐妹 4/16 – 7/10
壽明榮，黃錦秋夫婦 5/2 – 5/28
黃學齡牧師 待定
黃小芳姊妹 5/12 – 6/5
馮秉誠牧師夫婦 5/19 – 6/3
柯姐、呂水音姊妹 5/29 – 6/26
張惟中牧師夫婦 待定
宋梅琦姐妹 待定
盛凱，王虹夫婦 五—七月
其他 待定

同工行蹤 — 2015上半年

教會和機構奉獻$107,937.99

44.802%43.062%

6.686% 2.337%

70.515%

2013年底結存 $34,193.75

2014年經常費預算 $144,687.00 

2014年第四季度收入 $72.458.84

2014年第四季度支出  $44.207.41

2014年第四季度結餘  $28.251.43

2014年收入 $153.070.85

2014年支出 $144.559.56

2014年結餘 $8.511.29

累計結存 $42.7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