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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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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第十八期要目

神的呼召與全職傳道---宣教的核心 
黃子嘉

 感謝神！十多年來祂興起並恩待了歐洲校園事工。許
多大學校園中紛紛成立了查經班，甚至有一些也已經建立
成為教會。隨著歐洲移民政策的放寬，接納專業人才居留
的增加，由查經班建立教會的趨勢必然會愈來愈盛，重演
四、五十年前美國校園華人查經班逐漸形成教會之美事。
但願上主施恩，顧念旅歐約三百萬的華人，除了已有的各
處各形之教會外，更在各校園中作奇妙的工，使華人教會
更普遍地被建立起來。

但是，宣教事工及建立教會之成敗，最關鍵的問題
是有沒有長期留守事奉的傳道同工，可能是外來的長期宣
教士，但最好是當地興起的專職傳道人。否則外來的「訪
宣」、「短宣」甚至一、二個月的「中宣」，事工成效皆
難持久。若有查經班中的基督徒，一面求學、一面成長、
一面事奉，學成之後，蒙神呼召，而專心以祈禱傳道為
事，成為當地的傳道人，牧養羊群，廣傳福音，那就是最
為美好的事了。

 
故目前就歐洲地區的宣教前景來看，很重要的一個事

項就是：迫切懇求莊稼的主，在歐洲的校園中揀選呼召出
可被打發的工人。願有許多基督徒能看清這榮耀的職事，
被主大愛的激勵，也是滿懷熱愛靈魂的負擔，而甘心積極
地投入全職事奉的工場。當然，現今若去伊斯蘭教世界，
或迫害與敵對全職宣教士的領域，則「帶職」或「雙職」
之宣教士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 需要專文討論。 而本文
則要由下列三方面，來討論在一般情況下「神的呼召與全
職事奉」。

一、全職的需要

1. 精力的層面 
一個人的才智、精力很有限，世上大學及研究所之分

科鑽研且隔行隔山即可想見，若要成為生物學者，就不易
也是天文學家，更難以又是核能專家。若世上學問尚須專
心研讀，何況廣博精深的真神之道，豈不更需有人專心研
讀，並按正意分解嗎？

因為聖經約花了一千六百年左右才完成，從摩西到老
約翰，用了三種文字寫成(希伯來文、亞蘭文、希臘文)。其
中經歷了許多文化、歷史背景、神學思想的演變，因龐雜
的內容而形成專門學問，日趨精深複雜，需要專心投入研
探，並且可能耗費個人畢生精力，才能達成按正意分解真
道的任務，因此，全職事奉是必要的。

現今神正需要這種有負擔與異象的人。當年使徒們感
受到精力不夠，不能撇下神的道不管，而去處理飯食，這
就是全職的負擔。要藉著專心傳講神的道，使福音廣傳，
信徒得餵養，教會得建立，使得屬靈的飢荒不至發生。在
摩八：11提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
聽耶和華的話」。原文是「聽不到耶和華的話」或「耶和
華話的飢荒」，可見專心從事神話語事奉之寶貴與重要。
的確，神的道值得我們投上一生的精力。若真正想作一個
竭力討神喜悅、按著正意分解真道之人，就可能會蒙召辭
去世務，而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2. 時間的層面 
一個人一生的時間也是很有限，除去二十多年的求

學期和可能十多年的退休養老期外，能夠專注於工作的時
間只有三十多年。一個帶職的基督徒、為了主的緣故，應
該是盡忠職守、努力世上工作，他必定準時上下班，也勢
必把一天最精華的八小時都交給公司，為主而發展公司業
務。再加上應酬及上下班塞車的時間，已經連參加教會的
聚會都不太容易了，如何能有時間去鑽研神的道、去按時
分糧、去按正意解經呢？再說，目前世上有四十多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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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需要有人有時間去向他們傳揚主道，而教會中也有
這麼多的小羊，需要有人花時間準備靈糧餵養並關顧之，
那麼有時間的人在那裏？若沒有人蒙召專心「全時間」從
事祈禱傳道的工作，神的道如何能興旺起來？教會如何能
得建造？福音如何被傳遍？再者，即使一個人每天專心研
讀神道，若沒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也還不能成器。故
此，神要呼召一些人，放下纏身的事務，用全部的時間專
心以祈禱傳道為事，鑽研精讀聖經與神學，以期能按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

二、全職的呼召？

若要清楚是否蒙主呼召全職傳道，必需先明白「呼
召」的意義，「呼召」在聖經中有兩種用法：

1. 救恩的呼召
一個人信耶穌得救便是蒙召，如羅一：7「我寫信給

你們在羅馬為　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這種蒙召
是救恩的呼召，是所有的人都要面臨的呼召。又如羅八：
30「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
為義。」

 2.  全職的呼召
羅一：1「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

傳　神的福音。」這種蒙召是指他整個人生道路是傳上帝
的福音，也是他一生的工作。

至於如何清楚全職的呼召，可由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來談：
 A. 主觀因素
「蒙召」基本上是主觀的，是個人跟神之間的問題，

是神來呼召人。最清楚的「蒙召」經驗是神親自向你顯
現、和你說明祂的差遣，正如神向保羅、以賽亞、耶利
米、撒母耳等人所作的。但是目前神極少如此作，以致有
人自稱看見主耶穌或聽見主聲音的反應當加以置疑。那麼
神如何呼召人專心傳道呢？通常是藉著讀經、聽道、看傳
記、聽見證、參與事奉、感受到工作異象……主的大愛激
勵，主的託付臨到，主的呼聲感動越來越強，不斷地催逼
你應當專心為主傳道、拯救失喪靈魂，牧養主的羊群。似
乎主對以賽亞的呼聲也臨到你：「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
為我們去呢？」而你也甘願地回答：「我在這裏，請差遣
我。」你就會完全不計名位財利，舒適安樂，屬世前途，
人間情愛，而積極專心研讀真道，並傳揚真道。雖然在蒙
召的過程中不一定有親眼見主、耳聞主聲的經歷，但主在
心中作工所產生的結果，會相同於保羅、以賽亞等直接被
主差遣者的心境。茲列舉以下數要點：          

(1) 榮耀的託付與職份

保羅蒙主託付，承擔職份後，心中充滿了「榮光」的
感覺 (林後三：5-11) 確知能蒙召專心事奉主是無比的尊榮
與特權，世上任何高尚厚祿的職業皆樂意放下。保羅為此
放下了法利賽黨中前途燦爛的拉比職位，他深知現在所從
事的，遠比拉比的老祖宗摩西的職份要榮耀過千百倍。所
以保羅勸告預備要全職事奉的人要「羨慕善工」(提前三：
1)。你蒙召了嗎？你心中真感到主託付的榮耀嗎？

(2) 靈魂的需要與負擔 
當主耶穌看見許多人困苦流離，像羊沒有牧人一般

時，祂發出了偉大的徵召工人之宣告：「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他
的莊稼。」(太九：37, 38)。所以，凡是真正被主呼召並
打發去專心傳道的工人，必然也是有此看見，心中充滿了
憐憫與關懷，要為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否則見人像見樹
一樣，怎能積極收割莊稼呢？你蒙召了嗎？你對失喪靈魂
有沉重的負擔麼？  

(3) 恩主大愛的激勵
雖然任何事奉神的人，都是受主愛的激勵，但對於

專心祈禱傳道為事的人更是如此。主復活升天前已有許多
工作等待門徒實踐，但在關鍵的時候，他卻問彼得：你
「愛」我嗎？而不是：你願意「牧養」我的羊嗎？一個真
正愛主的人才能被主託付。林後五：14, 15「原來基督的
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
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這是事奉主的動機，以弗所
教會雖然忍耐、勞苦作工，但神却說，若他們不悔改，就
要把燈台從原處挪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將起初的愛心
離棄。因此事奉的動機中若沒有愛，那就不是神的呼召。
你蒙召了嗎？你真的心中充滿主愛，因愛主並愛主群羊而
牧養他們嗎？                        

(4) 聖靈恩賜的漸長
凡在教會認真事奉的人，恩賜都會長進，而尋求全職

的人更是如此，因為他必定是樂意參與教會事奉的人，是
殷勤學習聖工的人，他的恩賜會漸漸地被神顯明出來，而
個人也會察覺聖靈恩賜的加添與祝福。神會慢慢地把恩賜
一點一點地加給他，因此，恩賜是動態的表徵，並非死板
的標準，但總會察覺到恩賜的漸長。你蒙召了嗎？你有參
與事奉而恩賜漸長嗎？

B. 客觀因素
 (1)  教會同工的印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可說，若得不到教會

同工的印證，雖有再清楚的主觀印證，都不應立時開始走
上全職傳道之路。因為按正常的狀況(保羅是反常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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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呼召專心傳道的人，必然是已經積極參與教會中事奉的
人，他的真切、熱誠、動機、恩賜、為人，人際關係，肢
體配搭……同工們最清楚明白。當同工們能認同神的呼召
而用禱告或經濟支持你，則是神旨顯明的最好印證。當保
羅帶著提摩太同去傳道時，本教會的同工都表讚許(徒十六
2)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你蒙召了嗎？你能得到本教會
同工的支持嗎？ 

(2)  同心的印證
配偶如果是一同全職傳道，當然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但若配偶沒有全職的呼召，則至少也要全力支持對方專心
走傳道的路。若配偶反對，則需要等候，不可勉強，因二
人已成一體，婚姻的見證太重要，否則無法在教會傳道。
你蒙召了嗎？你得到你配偶的支持嗎？

(3)  完成國民應盡義務 ：合約、債務、兵役等義務。

從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之分析，可知道神是否呼召我
們全職的傳道。無論是全職事奉或帶職事奉都要行在神的
旨意中，才是美好的。盼再三省察，使每個愛神的人都能
找到最合適事奉神的崗位。

 
三、全職的供給

全職事奉者因將全時間投入傳道而沒有收入，如何維
持生活用度呢？聖經上記載他們是靠福音來養生的（林前
九14），因著信心知道神會供養不虞匱乏。聖經中指出三
個制度：

1.固定薪金制：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麼，伺

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麼（林前九13-14）。」「我們
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
之物，這還算大事麼（林前九11）。」「那善於管理教會
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因為經上說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
他的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提前五17-
18 )。」從舊約到新約的僕人都是憑信心仰望神，而教會
用愛心支持，按時間固定供給，成為一般的制度。神的僕
人接受時只要感謝而領受，不必不好意思，這乃是神的定
規。當然，這不僅是所謂職業的薪水，更是從神所領受的
工價。

2.個人信心制： 
有一些傳道人是過個人信心的生活。他們不領教會固

定薪金，但接受神感動教會肢體指名為他的奉獻。就如舊

約先知以利亞，神派烏鴉及寡婦養他一般，這種制度較特
殊，但是現今仍有少數傳道人如此行。

3.兼職帳棚制： 
這一種制度與第二種類似，不固定拿教會工價，等

候神的供應。但若久等沒有音訊，就如保羅一樣「織帳
棚」，例如：在哥林多，他知道若領教會供應會有問題，
所以在等候馬其頓而來的支持時，他親手做工，半工作半
傳道。「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
與他們同住做工。」「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同來的時
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徒十八3、
5)。」「為道迫切」原意為「專一熱切於傳道」不再織帳
棚打工。保羅先一面織帳一面傳道，等到他們帶來了奉
獻，保羅就專一迫切傳道。但這種制度隨著社會的制度化
和專業化，雖可行但難度高。

 
總而言之，要想真正達成宣教的使命，不可少的是

宣教的工人，而最主要的是有許多蒙神呼召，專心以祈禱
傳道的人才產生。不但傳揚福音，更是牧養群羊，建造教
會，再產生教會所支持的人才，更廣傳福音……如此良性
循環，則宣教事工必大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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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then (L.C.)
近段時間，在弟兄姐妹的共同努力下，科騰團契的各

個活動運行正常。在10月初我們還舉辦了迎新活動以及福
音講座，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同工們在其中相互扶持，共
同為傳福音的工作而努力著。也感謝鄭惟悌老師前來為我
們作六何法查經的訓練，讓我們在查考經文上有很大的進
步與更好的裝備。然而，因為大多數同工即將畢業，離開
科騰，我們迫切需要新同工的加入，請為我們代禱守望。

代禱：
1.為科騰團契的基督徒能共同努力傳福音禱告，希望

我們的同工們能有傳福音的熱心，興旺福音。
2.為科騰團契下屆負責人禱告，科騰團契面臨負責人

的更換工作，希望大家能為此禱告，願神興起一位弟兄或
者姐妹，能更好的帶領科騰團契。

3.求聖靈引導我們如何得人如得魚。

Bernburg (L.C.)
貝恩堡團契雖然人數不多，但大家都很愛神，也很愛

這個團契。最近也舉辦了福音講座，效果很好。決志的年
輕基督徒對神很渴慕，都很熱心的加入到團契服事當中。
但還是相對的身單力薄，因此代禱事項如下：

代禱：
1.希望神能興起貝恩堡團契，讓更多的朋友能認識

神。
2.希望神能帶領貝恩堡的基督徒，多結果子。

Cottbus (S.Y.W.)
九月初弟兄姐妹們及幾位福音朋友同行的出遊，是這

個假期裡最美的感受與回憶。在呂根島上四天的時光中，
共同的生活十分有趣，早間靈修與主得親近，走在林間、
海邊，同樣也能感受到神的創造與偉大，這使得我們卸下
了平日裡的疲憊，更換了心情，再次重新得力。感謝主保
守出行的平安，在這樣的相處中，讓大家的聯繫更加緊
密。 十月初的燒烤活動，及鄭老師關於福音真理的佈道
會，構成了今年迎接新生的系列活動。活動中詩歌與遊戲
結合，氣氛歡快輕鬆，大家逐漸彼此熟悉認識，更重要的
是也將團契和福音介紹給了參加的同學們。感謝主親自做
工在弟兄姐妹與福音朋友們的心裡，讓我們享受其中，感
恩有鄭老師和鍾老師及同工的幫助，也感恩弟兄姐妹們的
禱告，搭配服事與共同的擺上。

代禱：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求主幫助與激勵，帶領更
多的福音朋友認識神，也求主帶領團契前方的道路，增添
得救的人數，使眾人一同在服事中學習建造。求主保守弟
兄姐妹身體的健康，學業與工作上有夠用的精力，夫妻家
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長。也求主保守ECM在外服事的老師
們平安。

Jena (Y.D)
最近有幾位肢體離開回國或去其他城市，目前固定出

席的有20位左右。聚會是每週三次，有查經聚會，禱告
會，還有周日的下午聚會。周日沒有人講道的時候就是由
弟兄姐妹輪流來帶領討論
聖經。新學期新來了一些
慕道友，和兩位主內的肢
體。最近會組織迎新的聚
會，和新生接觸認識。請
為我們禱告，求神賜給弟
兄姐妹合一，一同服事的
心志。

Dresden (L.X）
很感謝主的是，在異國他鄉弟兄姐妹們可以因主的名

聚在一起彼此扶持，互相持守大家庭，感謝主的恩典。在
剛剛度過的中秋節中，團契的弟兄姐妹和新邀請來的朋友
們共同包餃子聚餐， 給在異鄉的學子們帶來了家的溫暖。 
雖然過去的幾個月中有多位弟兄姐妹們因為工作和學習的
緣故離開德累斯頓，但這裡很快會迎來許多新的中國學
生。目前弟兄姐妹們正在籌備迎新活動，但籌備活動進展
不順利，因為部分新生還沒到來，其次是缺乏與新生溝通
的管道，盼望可以為我們的迎新代禱。 此外團契需要代禱
的是，弟兄姐妹們由於缺乏牧養的經驗和屬靈長輩在旁的
支持，團契對前面的路感到迷茫無力。 在沒有長者的狀態
下， 團契缺乏向心力。作為學生團契，很多弟兄姐妹們因
著學習、生活上的擔子自顧不暇, 在服侍上缺乏精力和動
力。請為團契的屬靈復興禱告，求神帶領我們向前走。

工場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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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今天對於我來說是非常特別且重要的一天，我能夠在
這裡接受洗禮，將開始我新的人生。

在我接觸基督教之前，我有時也會相信命運，相信有
的事情是上天的安排。大學時候，我讀了一本書《蘇菲的
世界》，深深地被這本關於哲學的書吸引了。看完以後我
也一直在思考書裡提出的幾個問題，“我從哪裡來？要到
哪裡去？”，“世界從何而來？”，很想知道答案。還有
關於生物進化論的，一切的生物都由單細胞生物而來？可
能嗎？怎麼進化成了如今這麼複雜的生物？太多太多的問
題無法找到合理的答案。有時也在想，人死了，會有靈魂
嗎？為什麼人死後即使有完整的軀體存在，卻沒有生命？ 

之前看過一個視頻，大概講的是一個小孩子，他一
直在跟自己的父母述說著一些事情關於他以前生活過的地
方，但是父母從來沒帶他去過。他父母想去解開這個謎。
當他們到了那個地方，令他們吃驚的是，所有的一切都跟
他孩子說的一模一樣。其實我也一直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
性。因為作為在無神論的思想下長大的孩子，我不是特別
相信這些靈異的事情。之前，我母親曾說她在參加親戚婚
禮時看到了靈魂附體的事，回來給我們講，我感覺怎麼可
能會出現這種事情，到了前一段在看《遊子吟》的第一章
時，有一篇講的是作者親眼看到靈魂附體的情景，我才慢
慢的相信，可能靈魂真的存在。

  
總的來說，我的一生還是比較一帆風順的，也許很多

事情並不是偶然，而是早已安排好的。就如我選擇了來德
國學習，在這裡讓我認識了耶穌。 去年的六月份，在我
最失意的時候，跟隨濤哥來到了團契。來團契之前，感覺
在這個社會，除了親人，沒有什麼人會真正關心自己，對
自己好。自己的真心，最終換回的經常是冷漠。漸漸地，
我也變得孤獨、冷漠。到團契之後，感覺這裡的氛圍特別
地好，大家一起吃飯，一起歌頌耶穌，一起讀經，還有美
國過來的老師，每個人都是那樣的善良。我發現，我找到
了適合我的地方。接下來的日子，我就特別期待每週五的
團契。其實，當時我也並不明白，大家為什麼在這裡。暑

假之後，姚老師，婁老師使我對這裡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之後的陳老師，王老師等等，都對我有深刻的影響，我能
感受到，他們真的是真心對我們好。之前，在團契讀經
時，我一直感覺《聖經》所講述的只是故事，不可能真實
存在，我也很難說服自己去相信。當我知道那是真實事情
時，我還是不能理解，感覺根本不可能發生。

有一天，跟Hannah, Markus聊天，他告訴我神在
尋找我，現在就看我願不願意接受他。當時還是感覺這些
東西挺神奇的，但還是不太相信。接下來的一兩周，應老
師和馬老師也跟我聊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
我從內心感覺，我在某一天會信基督，但不知道這天是哪
天。在4月19日主日崇拜那天，當唱到第二首讚美的詩歌
時，我的眼淚就不停的流，接下來是應老師的講道時間，
周圍的人都聽的很開心，我的淚水卻止不住。當應老師還
在講道時，我內心就有強烈的意願“我要決志”，我怕影
響大家，就先給Hannah發了短信說“我要決志”，之後
還是沒忍到結束，就告訴馬老師“我要決志”，當馬老師
擁抱我的那一刻，更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淚了，內心也很激
動。最後，在馬老師的帶領下，做了決志禱告。真的特別
感謝這些老師們。當做完決志禱告之後，感覺整個人都精
神了，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神一路在引領我，是神在我
身上的奇妙工作。接下來的幾天，心情也都異常的好，直
到馬老師，應老師離開德紹，他們的離開讓我的內心有了
幾分的失落。

從我決志至今，我內心少了恐懼和擔心，感謝主與我
同在，而且一直保護著我。以前的我對一些事情的態度有
些冷漠，以後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去關懷那些需要的人，
並饒恕曾經傷害過我的人。感謝神一步步的帶領，能讓我
在這聖潔的殿堂受洗，獲得重生。今天將是我基督徒生活
的開始，我會以基督徒的標準要求自己，我也會認真學習
主的語言，聽主的話，把生命交到主的手裡，做一個蒙神
喜悅的兒女。感謝神，讚美神！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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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又進入新的學期，基
本上參與學生事工的團契家庭都是
圍繞著學生的時間表轉的。新的
學年代表失去了和畢業老生傳福
音的機會和抓緊與新生建立聯繫的
關鍵時刻。學生開始忙碌 (很多學
生一週有三四天從早上七點半到下
午五點都有課)， 但是同時也從放
假遊玩中收心，是他們全人 (屬靈
生命，知識，甚至身體的體態) 成

明
恩
金
磊
家
書

靈修筆記

(多年來幾位學生有奉獻的心志，每日勤讀聖

經，寫下靈修筆記，

在此摘錄片段，以茲激勵並請繼續代禱 !)

約12：43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　

神的榮耀。”(03/03/2015)

有些官長因懼怕法利賽人，不敢公開承認

耶穌。耶穌說他們是愛人的榮耀。我沒有生活在

耶穌的時代，縱使現在也沒有處於為信仰要冒很

大風險的環境，當然也就沒有什麼資格評價這些

人。但想想看，即使在我的信仰生活里，很多時

候也會“愛人的榮耀過於 神的榮耀”。追求人的

榮耀，過於求 神的榮耀。或是想求 神成就我的

榮耀。其實說到底，就是“誰是主”的問題。從

前是為自己活，為自己打拼，也會求 神來幫助；

但現在更多的是從 神的眼光看事物，為著 神的

好處而活，為著 神的榮耀而活。  將 神擺在該

擺的位置，就是首位，其實是人所有問題的最終

出路。(JFQ)

2015年10月12日 代下2:1-18

（2:6）所羅門真是有智慧的王，他沒有被

自己所擁有的財富沖昏了頭腦，自以為什麼都

能做，反而是更加認識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是

啊，全能的主，充滿了這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有哪一樣是脫離祢的統治呢？我們如今可以來服

侍祢，不是自己有多少的才能和智慧，單單是因

為上帝憐憫、喜悅我們這麼去做。偉大如所羅門

王這樣的人，在上帝面前也不過只能說一句“我

是誰，怎能為祂建造殿宇？”更何況是我們這樣

平凡的人，豈不是應該加倍謙卑地到上帝面前

來，等候祂的差遣、甘心樂意地服侍祂嗎？主

啊，軟弱的我得剛強，貧窮的我得富足，都是出

自於祢的恩典。我是誰，怎麼有資格來服侍祢

呢？求祢加恩添力，給孩子智慧，也給我謙卑柔

和的心志，因著認識祢而全心全意服侍祢，全然

為祢擺上自己。 (YJZ)

2015年10月12日  啟示錄八章1到13節

揭開第七印的時候，會出現很多現象。會有

七隻號吹響，頭一位到第四位天使吹號都會有不

同程度的三分之一災難。看到地上這麼多的大災

難要降臨，我心裡不知道是什麼滋味。以前看到

天災之類的都會當成新聞讀讀，現在看到啟示錄

描述這麼多詳細的狀態，心裡似乎就覺得自己在

現場看到一樣。第一次發現自己離這些這麼近。

我只希望不要被這個世界蒙蔽了雙眼，不是啟示

錄是夢遊，而是這個世界都是虛假的。求主讓我

時刻有警醒的心。(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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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最佳時刻。門徒訓練小組又緊鑼密鼓的開始，也開始
邀請比較成熟的學生開始帶領新來的弟弟妹妹！門徒訓練
的效果也開始慢慢地展現出來，現在團契的主要同工基本
上都是經過門徒訓練的學生。他們不僅是積極參與在團契
的服事，神也給他們自己的感動，讓他們對身邊的人更有
負擔！感謝主，籃球外展兩年下來終於結出第一顆果子，
一位弟兄決志並且十分投入。 到新地點聚會滿了一年，與 
2014 年比較下，有不少的增長。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們
在團契最主要強調兩件事，那就是禱告靈修和追求與弟兄
姊妹的合一、彼此相愛，這是現時代基督徒，教會最忽略
的地方。在約翰福音 17 章記載了耶穌在去到耶路撒冷被
釘十字架以前所做的一個禱告。為了教會能夠達成他們的
使命 – 使福音傳到地極禱告，但是他沒有為了基督徒的恩
賜, 能力或是教會的大小禱告，他單單為了我們彼此的合一
禱告。很多時候我們在做事時大家比較興致勃勃，但是我
們沒有意識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做事容易，也比較

容易看見成果，但是與人建立關係很費精力，我們也常常
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是我想我們應該要想盡一切的方式來
達到這個目的！一個合一彼此相愛，常常禱告倚靠神的教
會是我期待 Chemnitz 團契的未來！

神開啟新的事工

面對大批來到德國的敘利亞人，成為他們鄰舍是我們
的挑戰。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的智慧有限， 加上
語言不通 (他們大多不會英文不會德文)。我們能做的只有
捐衣服給他們，給他們買一些運動用品、玩具，排解日常
的無聊; 邀請他們和我們一起打球、做朋友之外，能做的實
在不多，請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異象與能力！

神在這幾個月，把我們放在一些過去沒有參與過的事
工當中，給明恩第一次負責婚禮的講道的機會，也讓我們
即將第一次為弟兄姊妹上婚前輔導的課程。加上團契的增
長，這似乎讓我們看到一個神所做的分水嶺 - 德東建立教
會的時間近了 (學生成立家庭開始增多)，為此興奮的同時
也求主將一切所需用的，無論是信心，是恩賜都加添給我
們！

代禱事項

1. 繼續為同工家庭禱告，求神讓新的家庭加入，也期
待學生們能夠找到工作在 Chemnitz 成家立業。

2. 為 Chemnitz 團契的元老徐家一家回國禱告，求神
保守他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並能找到合適的教會，繼
續為主得人。

3. 為弟兄姐妹這一年能夠好好讀神的話語，多多禱
告，在課業上有見證禱告。

     這些看似沒有意義

的數字代表的是一個個

失喪的靈魂，一扇扇宿

舍的門等待著有人去敲

開，或許有時候會被冷

眼看待，或許敲二十扇

門只會來一個人，但是

弟兄姊妹們還是願意背

著八個月的寶寶參與在

當中，因為過去也是有

人這麼對我們做！

八月份團契退修會讓同工們能夠休息，也藉機會建立關係，

讓彼此能更加認識理解，進一步能夠更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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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1-9月經常費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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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

6.686%
3.113%

44.802%

0.008%

29.477%
70.515%

43.062%

教會和機構奉獻$107,937.99去年結存 $42,705.04

2015年經常費預算 $167,300.00 

本季收入 $33,525.81

本季支出  $13,628.37

本季結餘 $19,897.44

一月至九月收入 $125,984.81

一月至九月支出 $121,027.86

本年結餘 $4,956.95

累計結存 $47,661.99

佘明恩，金磊傳道夫婦 全時間
林巧新，邵旦逸夫婦 8/24 - 10/5
周佳琪師母 9/12 - 10/12 
鄭惟悌，鍾婉紅夫婦 9/27 - 10/22 
姚誠,婁慶平夫婦 10/1 - 12/10
余正科,潘碧萍夫婦 10/19 - 11/10
高如珊姐妹 10/22 - 12/31
周娉蘭姊妹 10/22 - 12/5
朱國鈞長老夫婦 11/12-30
李玉惠傳道 11/18 - 12/18
曾玲紅姊妹 11/18 - 12/5
謝文革弟兄 12/5 - 12/18
張惟中牧師夫婦 12月份
丘天恆牧師 12/11 - 12/22
尤其方長老夫婦 12/17-28

同工行蹤 — 2015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