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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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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季的《歐洲校園事工》通訊中，筆者分享了
宣教平台的倡議。借用社會上商業平台和網絡平台的概
念，探討搭建宣教平台的可能性。有這個想法，是因為從
宣教的角度來看，歐洲目前正處在一個很重要的時機和關
鍵點：當前歐洲在屬靈上有極大的需要，整個歐洲有許多
的華人，而教會和傳道人的數目，遠遠不能滿足向歐洲華
人傳福音與牧養信徒的需要。另一方面，多年來神在北美
也準備好許多教會、基督徒和資源，要送去歐洲。卻因為
資訊不足，或是沒有合適的管道，無法將這些資源及時送
達。因此我們倡議以宣教平台的方式，連接北美的資源與
歐洲的需要。我們覺得這將會更快，也更直接的將屬靈資
源送到歐洲。

宣教平台就是宣教服務的平台。宣教平台服務的重
點，從簡單到複雜，可分成三個部份。最基礎的服務，就
是信息交換。第二部份，建立伙伴關係，幫助ECMD的團
契，或是歐洲其他的教會和團契，與北美的教會和機構，
建立伙伴關係。第三部份，就是將傳福音和牧養的事工與
行政、管理和後勤支援的工作分開，使得北美的教會或是
個人，更容易去歐洲服侍。

以下是這樣構想的說明：

1.信息交換
平台能提供的基本服務就是交換信息。這個信息平

台以網絡平台為主，可以是網頁(Website)，電子佈告欄
(BBS)，或是網絡論壇(Forum)，或是三者兼有。靜態內容
包括在北美和歐洲參與的教會及個人的信息和聯系方式，
也包括去歐洲的交通，住宿，基本生活須知等信息。動態
的信息包括歐洲教會實時的需要，和現有可提供的資源
等。這樣的平台，可以讓參與的個人或是團隊直接對話，
免除透過第三者轉話。例如，某一個教會需要有兒童主日
學老師的培訓，自己的資源不足需要幫助，就在論壇上提

出呼籲，其他的教會或是個人可以直接回應，商量安排時
間和細節，不再需要透過私人或是另一機構，幫忙尋找合
適的人。這樣教會在平台上，可以很方便、很直接地找到
他們所需要的幫助；也能很及時對特定的老師提出邀請、
諮詢或交換意見。

這樣的信息交換平台，除了能讓人直接對口以外，
另一個特點是資源共享。若是有一位好的老師要到歐洲，
透過公開的信息，大家都能知道，就能安排這位老師，根
據不同教會的需要，去幫助不同的教會。好的老師和資源
屬於神，不只是屬於某一個教會或是機構。簡單地說，宣
教平台提供屬靈資源“均富”的機會。因為供需關係是志
願性的，很靈活，不需要強求或是有壓力。透過第三方找
人和找資源，不論是幫助或是被幫助的人，有時會礙於面
子，勉強接受。在平台上尋求幫助，有需要的一方提出需
求；有資源的一方，主動提供幫助。彼此能配合就合作，
無法配合就停下來，不必勉強，壓力也小。

2. 建立伙伴關係
ECM的每一個團契都需要外來的幫助，而且需要是多

方面的。相信也有其他的教會或團契，需要外來的幫助和
扶持。最好的屬靈幫助和扶持，來自於長期穩定的關係。
唯有藉著長期穩定的關係，幫助的人和被幫助的人之間有
更深的理解，才能建立更深的信任和默契，觸及彼此真正
的需要。因此，透過平台，教會與教會之間，或是與機構
之間，可以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伙伴關係，同时也是責任
和信任的關係。因為一旦成為彼此信任的伙伴，“你們的
事工”，就變成“我們的事工”，就有更多的自由度、參
與感和主動權，也更能發揮恩賜與能力。ECM 願意與不同
的教會建立伙伴關係，幫助我們傳福音或是團契成長。我
們也願意與不同的機構或是神學院成為伙伴，為歐洲培養
神學生、傳道人。相信許多教會也樂意與好的機構和教會
成為伙伴，一同在歐洲興旺福音。

宣教平台的三維度
張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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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教的行政管理和後勤支援
第三部分就是將傳福音和牧養的事工與行政管理和後

勤支援的工作分開。宣教包含了傳福音、門訓和建立教會
等事工；也包括了許多跨國和跨文化的生活安排、行政、
後勤支援。許多教會和弟兄姐妹熟悉傳福音、門訓、教
導、關懷等教會事工，但是對於跨國宣教的後勤管理和行
政支援就相當陌生。這些行政和後勤工作複雜而重要。但
有時因為太複雜，會降低宣教士的效率，甚至攔阻人進入
宣教工場。相反地，有的弟兄姐妹有管理和行政的恩賜，
卻不長於教導和牧養，這樣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在平台的服
務事工上發揮恩賜，幫助其他的弟兄姐妹進入工場，在第
一線服事。若是宣教平台可以將行政、管理和後勤支援的
工作分出來，交於有恩賜，有專長的人來做，宣教機構就
可以減少後勤支援的工作，更專注於傳福音、教導、關懷
事工。既增加服侍的效率，也能鼓勵更多的教會、機構和
個人參與宣教。

  
ECM這些年來，為著工場的需要，邀請也幫助許多

北美的教會和牧長同工到歐洲事奉。我們既傳福音和牧養
信徒，也做很多行政支援、後勤管理的事。在努力服侍歐
洲工場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不同的機構、教會或是個
人，也在努力做相同的事：一方面服侍弟兄姐妹屬靈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忙碌著安排各樣後勤支援的工作。若是
ECM已經在做這些事，為何不再擴大些，服務更多的歐洲
教會、宣教團體和個人呢？或是結合不同教會和機構的人
力，一起來做這些後勤和管理的事，使有恩賜的人發揮恩

賜，並且減少不必要的重複呢？

雖然ECM目前沒有這樣的支援能力，但若有大的教會
和機構，願意在後勤與行政工作上有承擔，與我們合作，
就可以支持更多的宣教團體和個人進入歐洲服侍。

我們是一個宣教機構，我們的目的是向歐洲的華人
學生傳福音，牧養信徒，期盼能建立教會，所以求神幫助
我們承擔好神給我們的托付。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平台的
作用，幫助北美的教會，在歐洲發揮恩賜。為了更有效的
發揮平台的功能，我們需要三類的同工：(1) 宣教推動者
(Mission Mobilizers)，來宣傳、鼓勵、推動教會和弟兄姐
妹參與宣教；也鼓勵教會成為ECM的宣教伙伴，並且按照
工場需要，找到合適短宣和長宣的工人。(2) 網絡高手和願
意在網絡上服侍的網主。一個靜態的信息平台容易搭建，
但是若要成為動態的宣教平台，就需要有忠心的網主/網
管，能夠聯絡供需雙方，或是及時回答問題，解決疑難雜
症。(3) 在工場協調聯系的同工。終究宣教不只是信息的交
流，而是服侍人、服侍教會的工作，所以需要有同工在工
場，常常拜訪不同的團契、教會和傳道人。聯絡，聯結，
提供屬靈建議，和具體的服務；並且拜訪新的教會和傳道
人，介紹宣教平台和平台的服務。

 
ECM 雖然資源不多，但是我們服侍一位無限的君

王。我們願意分享資源，提供服務，只要繼續使用，相信
瓶裡的油不會短缺，罈內的麵粉可以越用越多。

Dresden:

團契今年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 合一。弟兄姊妹發現很
多時候在團契的各種活動中有參與，可是卻不太真正認識
彼此和與神之間的關係，以至於在團契中沒有安全感，而
成為團契合一的阻礙。求神幫助在和弟兄姊妹們的關係上
能更近一步。

五月份福音營結束後，大家開始思考應該如何發揮
小組的作用。從設立小組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左右了，可是
好像沒有達到當初的預期。六月份惟中牧師和師母來到
Dresden，各組長們有了一次聚會。在惟中牧師的幫助
下，我們討論思考小組的作用以及該如何去改變，使組員
們有更緊密的關係。七月初的第一個週末，我們剛剛結
束了退休會。在退休會中，看到弟兄姊妹們願意彼此服
侍，願意在分享中敞開。七月的第二周尤其方長老來到

Dresden，根據團契的需要帶領幾位弟兄姊妹學習歸納法
查經。 

代禱事項：

1. 求主帶領我們發揮小組的作用，讓弟兄姊妹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2. 更多的弟兄姊妹們參與服侍。
3. 7月到8月的考試月期間，弟兄姊妹能有神的帶領，去

管理學習和生活。
4. 10月初的迎新會，求神預備弟兄姊妹和新生們的心。

Jena:

耶拿團契因為中心落成，最近兩個月陸續有老師來
探望，給大家很多鼓勵。五月份營會回來後，幾個慕道友
也跟團契弟兄姐妹的關係更加親密，更委身參與團契生
活。感恩神差派了牧者到我們中間來，在一些事工上幫助
我們。在李全成夫婦的幫助下，我們開始有了小範圍的門

工場來鴻



3 歐洲校園事工 

徒培訓；在張惟中牧師的幫助下，團契產生第一屆正式同
工會，在關心團契屬靈和日常事務上有了更好的搭配和管
理；在尤其方長老的幫助下，團契規範了主日敬拜的流
程，使敬拜有了更多的儀式感，兩周以來大家對此反映效
果很好。剛來到團契不久的兩位弟兄姐妹也有音樂的恩
賜，團契購買了電鋼琴，主日的詩歌敬拜環節也有了不一
樣的形式。

目前需要代禱事項：

1. 近日弟兄姐妹都在忙著準備考試，求神保守他們
的學習和生活，讓他們在繁忙的時候仍然能親近神，倚靠
神。

2. 求神保守剛建立的同工會和同工之間的配搭，使同
工在愛心裡服侍，也使同工有智慧關心弟兄姐妹的屬靈狀
況，和團契中心的各種事務。

Mannheim: 

我們很感恩：林巧新夫婦在4月來到我們團契當中服
事。另外，部分團契弟兄姊妹與老師配搭，參與了福音營
兒童事工的服事，積累了經驗。團契中三位姊妹順利生
產。

曼海姆團契代禱：

1. 為團契的成長禱告，求神繼續保守恩待。也求神繼
續建造使用團契的同工會。此外，求神看顧團契與德國教
會合作關係。

2. 為團契弟兄姊妹與神的關係禱告，同時，求神親自
來預備慕道朋友的心。

3. 為團契中的未成年孩子禱告，求神保守他們不僅健
康成長，而且豐富對神的認識。求神賜下充足的智慧給帶
領的老師, 也願神幫助孩子生命成長。

4. 求神帶領預備保守有感動的弟兄姊妹開放家庭，幫
助主內肢體和慕道朋友更好地得到牧養和關懷。

Koethen & Bernburg:

科滕及倍恩堡團契在過去的三個月裡經歷了人員更替
與新同工之間的磨合，在高姐幫助下一切穩定。時值不少
新老同工都面臨學業生活上的緊張時刻，雖也力求嘗試於
新的同工結構中一起傳好福音，但仍然無法形成有效的策
劃和組織,求主賜下智慧給我們。大家信主年日都不長,有很
多需要學習的地方；但是感謝主，差派了幾位從北美新澤
西證主教會來的阿姨們來陪伴我們，幫助我們傳福音,也讓
我們體驗到神曾經是這樣不離不棄地帶領我們回家,而我們
也該如此為主擺上!目前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能每日讀經，一
起靈修來領受靈糧，相信神要在我們各人的經歷上有其帶
領。

特別的是，上季度因為德紹李洋潔事件，安哈爾特不
同校區團契及惟中牧師經歷了緊密的聯合工作。雖因有阻
礙未能實現實質幫助，卻也讓很多同學認識到基督教的愛
和胸襟。

最後請為科滕及倍恩堡團契的合一服事禱告，為大家
的熱心禱告，為大面積暑假回國的同工各自經歷神禱告，
為大家9月歸來後一起迎新傳好消息禱告！

Cottbus: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在4月下旬，有5位
福音朋友先後決志信主，在欣喜感恩的同時也確實地知道
神正在與學齡牧師和弟兄姐妹們同工，也在祝福著科特團
契的成長。新生命需要呵護。目前，除了正常的一週三次
聚會之外，弟兄組與姐妹組各自的初信造就課程也在同步
進行中。5月底，一對主內的弟兄與姐妹在神面前結合，
他們在婚禮中所做的見證也帶給眾人許多的感動。團契服
事中，感恩有3位弟兄姐妹殷勤做工，參與講臺服事。7月
初，尤其方長老來到科特，雖停留時間有限，但也有許多
美好的交流，其溫和的性格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禱告：求主借著初信造就的課程，使新生弟兄姐妹
們的生命開始轉變，使得團契大家愈發地與神親近，祝福
團契在主裏有合一的侍奉。求主看顧家庭的和睦，孩子在
主內健康的成長，單身弟兄姐妹的婚姻交友。為正在找工
作，寫論文，和考試的弟兄姐妹有謙卑順服的心而禱告，
人人盡力向前。

Siegen:

Siegen團契從4月初建立，從沒有固定聚會，到如今
聚會人數10人左右，基督徒和慕道友各一半。聚會都在周
日下午，有破冰遊戲，詩歌讚美，查經或者福音電影和飯
食。主讓我們在Siegen找到了幾位華人基督徒可以一起服
事主，也有進榮玉英夫婦和尤其方長老特意來到Siegen，
幫助團契的建立，福音的傳揚以及對我們的鼓勵。

如今團契走上正軌，還需大家代禱：

1.為這裡本來就有的華人基督徒，求神復興，恢復他們火
熱的愛主之心和服事熱情。

2.同工之間的配搭和合一。
3.團契由開始到正式，求神給予同工智慧和精力，也帶領

團契成長。
4.學生福音的工作，讓我們有更適合的條件和機會去接觸

和認識更多的學生，拯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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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音營回來已經1周多了，回想過去這段時間上帝的
帶領，心裡實在有很多的感動和感恩。雖然常聽別人形容
說去營會是“空空的去，滿滿的回”，自己直到這一次才
有了最真切的感受。

         
營會的籌備對我們這些德東的孩子來說，已經是從

不知所措到了駕輕就熟的地步。即使年輕的弟兄姐妹們仍
然還沒有到老練的時候，可是有一些在高姐眼中“德高望
重”的老基督徒們帶領著，也不算是太大的問題。所以開
始籌備得比較晚，而且明顯感覺到大家的衝勁不如從前
了。曾經挑大樑的單身弟兄姐妹，如今已經是成家，或照
顧孩子了。大家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平常的事情而已，忘
記了我們乃是受到耶穌基督託付的戰士，是要衝在前線打
仗的。我也不幸成為了其中的一員。因為論文和服侍的壓
力，已經感覺到無暇顧及營會了。

         
雖然幾經周折，拖著疲憊的身體和低落的靈性，自己

終究還是有機會去營會。然而不曾想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和充滿就在不經意間突然臨到。從小組分享裡，自己看到
了原來還有很多的侍奉可以去做——那些年輕而渴慕真理
的靈魂要誰來照顧呢？上帝豈不是讓我身處在這個環境之
下，可以用自己的實際經歷去幫助這些可愛卻迷失方向的
弟弟妹妹們嗎？看著他們真誠而追求真理的心，我實在羞
愧不已。曾幾何時，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是在主裡的
哥哥姐姐們和老師長輩們不斷地付出，才有了今天的我。

為什麼我卻忘記上帝也把同樣的職份託付給了自己，而選
擇逃避呢？這樣的我，到基督耶穌再來的那一天，要拿什
麼來交帳呢？這些問題在營會前後不斷地衝擊著我，真實
地感受到了聖靈的責備和帶領是何等真切！特別在營會最
後一天的感恩見證裡，聽到了好幾位年輕的弟兄姐妹分享
他們的掙扎與得勝，讓我又看到了自己應該去尋求的方
向。是啊，我們迫切懇求上帝差遣僕人來德東這裡興旺福
音，為什麼不信上帝所差遣的僕人就是我自己？試想當初
亞伯拉罕、撒母耳、以賽亞，這些人不都是同樣被上帝的
靈所感動和挑旺，蒙了呼召而全身心投入與上帝同工的行
列嗎？

       
營會不是一個終點，回來之後仍然要繼續面對之前的

生活。上帝沒有改變一點環境，只是自己的心態發生了極
大的轉變。論文仍然要趕，服侍也繼續要做。可是靠著上
帝的恩典，這一切的壓力又都算什麼呢？更何況自己所擺
上的時間和精力，在永恆的國度裡都有價值。實在感謝上
帝那真實的帶領，感恩聖靈在心裡做的工作。我們要繼續
依靠祂、仰望祂，去奔走擺在前面的每一步路途。親愛的
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營會感想
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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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24日，惟中和我再次來到德國。這次行程比較特
別，我們沒有先在德雷斯頓(Dresden)落腳，而是先趕到了
德紹(Dessau)。過去我們沒有到過這個城市，但是由於一
個駭人聽聞的兇殺案，被害的是一個中國女學生，我們決
定改變行程，提前一星期來幫助這裡的學生。 

當時我們的好同工宋梅琦姐妹已經在事發的第五天到
了德紹，主要是與已經在福音中心服事的亞特蘭大的陳師
母，王姐妹同工，一起疏解當地華人學生緊張的情緒。

我們到德紹的時候事發已經兩星期，兇手也已自首，
學校和學生會有各樣紀念和抗議活動在進行。學生們已
漸漸恢復他們的正常課業生活。我們本想要幫助受害學生
的父母，可能因事件複雜，或校方有所顧慮，想法並未實
現。這反而讓我們更專注于陪伴學生，也有時間與當地同
工和梅琦姐妹，一起討論未來ECMD的事工。

梅琦姐妹5/31返美。同甘哥與力珊姐在6/1抵達德
紹。當一起重溫過去十年在德東宣教的往事時，我們被他
們服侍主和服侍學生的熱情所感動。我非常佩服他們那時
可以在學生宿舍打地鋪，與學生同吃同住的生活。感謝
主，我們現在有福音中心，不需要打地鋪了。

我們和同甘哥與力珊姐與學生們一起過了一個很值得
紀念的端午節。邀來了20個學生，不少是新來的朋友，雖
然我們忙碌準備了兩天，過程還有些混亂。白天大家一起
包粽子，晚餐後有競賽遊戲，又比較耶穌與屈原的人生，
大家討論地很仔細而盡興。藉著端午節包粽子，吃粽子，
認識學生，建立關係，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理解福音，雖然
辛苦還是很值得的。 

隨著受害者父母回國和學生進入期末考試季節，德紹
學生對於檢方不公平的激烈回應，漸漸平淡下來。德紹團
契恢復平常來的6-7位學生聚會，其中只有一位剛受洗的
基督徒，因此我們服侍重點放在分享福音和福音預工上。
我們一一邀請他們吃飯、參加不同的活動、或是一起喝啤
酒，聊天，認識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還有兩個學生做
手術開刀，我們去探望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建立關係和友

誼，希望他們能繼續來團契認識耶穌基督。但是很奇怪，
這一代的年輕人對新生命以及天堂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反
而有幾個學生對於鬼和靈有興趣，讓我們不太理解，只有
為他們禱告求神幫助他們。

六月二十四日的週五，在團契的後院舉行一次 BBQ，
邀請上次來過的學生再來參加。我們禱告有好天氣，不
要太熱，(當時預報是91度)，會有許多新朋友和老朋友參
加，能繼續與他們建立好的關係。果然天氣轉涼，來了十
多個人，我們跟他們有更深的認識。

我們非常感謝亞特蘭大的教會經常派遣短宣隊來德
紹服事學生，學生們也非常感激有這麼多的長輩們關懷
他們，但是仍然渴望有長期的工人。感謝主，神讓我們
在德紹認識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基督徒家庭，Markus & 
Hannah Hofmuller及兩個稚齡可愛的女兒。 Markus是
位中文流利的德國人，妻子Hannah 是中國人，英國Cliff 
College神學院畢業。他們夫妻很有傳福音的熱情，與學生
的關係很好。我們和他們家很快地成為好朋友，有兩次一
起為德紹事工禱告，我們很享受一起的禱告。同甘哥就召
集董事會，正式邀請他們成為ECM的同工，在德紹服侍學
生，希望神幫助Markus 夫婦，在暑假過後帶領團契有新
的拓展和氣象。

我們週一到週五在德紹，週末去拜訪不同的團契，包
括科騰，耶拿，德雷斯頓，Chemnitz 和 Ingolstadt。我
們看到這些團契的成長和不同的需要，就盡力服侍他們。
每個地方都有許多的談話，吃飯和講道。我們有機會幫助
耶拿團契成立同工會，在德雷斯頓團契作小組培訓，在
Ingolstadt的三天我們很高興被邀請，他們一致決議正式
成為ECMD 的團契。並決定7月中旬開始每週崇拜。

我們聽到團契共同的呼聲，那就是希望能夠有老師與
他們建立更長期的關係，也希望有北美的老師帶他們預查
經，和成為他們固定的輔導，藉著視訊和電話，遠距幫助
他們。求主祝福在歐洲校園的事工，使年青學子早日蒙拯
救、受裝備、為主用、榮耀神 !

           
鐘文良

在德紹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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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感恩見證

我來自Koethen 團契，第一次見我的人多說我是個
文靜好相處的女生，但在信主之前我都沒什麼好朋友。那
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個極其自我中心的人，還自以為很不
錯。信主後慢慢認識了主耶穌，我才知道自己還真是不討
人喜歡。

感謝神，信主一年多來，祂藉著身邊的弟兄姐妹幫助
我，包容我。他們帶著我一起認識祂、經歷祂，也認識自
己，看到自己的任性、自我、壞脾氣。團契裡有個姐姐忍
受著自己被扎成刺蝟的危險愛我，把我放在身邊。她怕我
不好好照顧自己，怕我會生病，每天煮飯給我吃，熬骨頭
湯給我喝。感謝神，我不但沒生病，還長高了2釐米。她教
我讀經、禱告，帶我認識神，認識真理。因為神所愛的，
祂必管教。那時的我看不到她對
我的愛，看到的全是管教，覺得
她一定是特別地不喜歡我，所以
才會上到做人，下到做飯，凡事
盯著看著。那時我不懂神的愛，
以為只是需要索取和接受，不
需要付出。可當我在團契裡慢慢
長大，要成為姐姐去照顧弟弟妹
妹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的愛是
多缺乏。我對他們沒有耐心，他們不聽話時，我心裡想的
真是孺子不可教。我很感謝神，祂讓我看到過去的自己是
多可惡多不知感恩。神讓我在付出愛的時候，明白什麼是
愛。愛就是我雖然不好，祂仍然愛我，不離不棄；就像祂
藉著那個姐姐對我的愛。若不是神的愛，非親非故，誰會
願意花那麼多時間，陪著一個人慢慢長大，教她人生的道
理？誰會一再被傷害還要繼續愛？

我之所以信主，是因為被神兒女身上的愛所吸引；我
之所以改變，是因為神的愛在我身上。我深知道神愛我，
即使我無數次的傷害祂，可當我真心悔改，說神啊，我錯
了的時候，祂總是會微笑的原諒我，忘記我的一切過犯。
真是想大聲呼求神，願感動所有老師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並快快成為一個可以給別人帶去愛的人。

來到Siegen短短兩個月，數算神的恩典，真的是恩膏
滿溢。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差等生，能夠在科騰畢業已經
是一個很大的神跡了。一路走一路混，到畢業時才發現自
己的專業知識幾乎接近於零，德語也差的很，以至於和德
國人交流都有恐懼感。當時有很多路擺在我面前，最可能

KYQ

QJK

的就是回國，在父母的羽翼下找工作，結婚生子。那樣的
路意味著回去面對一個充滿誘惑和陷阱的環境，只會讓並
不穩固的我再次遠離神。但是想到自己的學業和德語繼續
讀研的話，那絕對是無法想像的難度和高度。這段時間，
神就開始顯明了祂的心意，借輔導的話語，自己的靈修和
禱告，慢慢地堅定我要繼續在德國學習的心。因為我要對
得起自己，更要向神交帳。大學的學業沒有榮耀主，就這
樣逃避，如何站立得住，如何能安然無過地去見主?

當面對選擇哪所大學的問題時，高姐帶來了Siegen的
消息：Siegen處於北威州，周圍幾乎被大城市包圍，且距
離都是1個多小時的車程。每個大城市都有華人教會，只是
Siegen沒有。此時一位姐妹同樣也著很大的感動，在神的
帶領下決定去 Siegen工作，同時開始建立團契。那裡很缺
人手，高姐鼓勵我們畢業後或許可以去Siegen。聽到這消
息，很興奮，仿佛看到光明，充滿了幹勁。但是當我聽到
Siegen上學很難，而且延簽必須要一年修夠40個學分，這
讓我又退卻了，因為我的能力不夠，我的自信心不足！去

那裡只能得到羞辱，充滿恐懼。於是我就
把學校的選擇放在禱告裡：主啊，求祢給
我開路，就開一條路，只給我一個學校的
入學通知，好讓我知道這是祢開的路。投
出申請不到兩周，Siegen的通知就到了！
之後的一個半月沒有任何其他消息，這段
時間心裡的掙扎讓我難以忘懷。這時候的
靈修經文恰恰就是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
那地的民高大，那地的城堅固，不就是那

裡學業難，學生好比我強；可是那地卻物產豐美，滿是祝
福，不就是那裡會經歷神滿滿的祝福和大能嘛！更給我安
慰和確據的就是，那地是應許之地，是得勝之地！是的，
Siegen就是得勝的意思，要在學業上得勝，就要面對所有
的困難，克服所有的恐懼。不去經歷這些，如何去得勝？

來到Siegen後，體會到神的預備和恩典。這裡有很好
的德國青年團契，他們不斷主動邀請我加入他們的活動，
加入他們的同工組，一起敬拜，一起禱告和分享。從這裡
我開始學習德語，他們也很有耐心愛心。我的室友是一位
來自香港的博士生，他給我很多專業上的幫助和教導！教
會中有一位老人很照顧中國學生，神又預備兩位老師到
來，在團契建立之初給我們很多的幫助教導和鼓勵。借著
兩位老師，我們又聚集了幾位主的羊，很好的弟兄，我們
彼此為同工，為Siegen的福音一起禱告，都經歷了神的同
在。 

現在我的研究生課程也慢慢走上正軌，雖然充滿挑戰
和壓力，可是這是得勝之城，神必會讓一切得勝！我們的
團契也開始正常聚會，一切都在變好。有困難，有艱苦，
有憂愁，也有紛爭，但是跟著神的指引前進，能夠親自經
歷神在動工，體會神從無到有的大能，更感受神長闊高深
的愛和預備，何等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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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金磊家書

五月份開始，神自己帶領了好幾個非常認真的新人來
到我們當中 (聽完講道，回家有感動自己決志，馬上開始傳
福音，帶新朋友來團契)。這股新血的注入帶給團契所需的
動力，是我們需要的。在我們對自己感到失望的同時，希
望我們能夠跟上神的腳步，配得祂所賜一切豐富的恩典！

過去這段時間，神似乎在教導我們團契“與人和
睦” ，“弟兄姊妹相處之道” 的功課。在五月份的福音營
中，神給了我們機會讓一個姊妹和一個男同學將之前嚴重
的衝突和心結講開，使這個男同學現在對我們的信仰產生
了更大的興趣，現在很認真地讀聖經。我們也因為和一個
同工家庭在孩子的管教問題上的溝通產生了裂痕，還好在
及時的當面交談和道歉之下大事化小。我們也學到了一個
寶貴的功課：現在社交媒體發達，許多時候人們用微信或 
Line 來代替語音通話或是會面，但是這樣的模式很容易產
生誤會。同時教會在彼此互稱弟兄姊妹的同時，應該實際
地落實這樣關係的相應交往方式 - 提摩太前書五章 1~2 節
給了我們很好的提醒 ：“不可嚴責老年人，要勸他如同父
親。要待年輕人如同弟兄，年老婦女如同母親。要清清潔
潔地待年輕婦女如同姊妹。” 當我們與弟兄姊妹有矛盾，
我們應該要想的是，如果他是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姊
妹，我會怎麼做，心裡怎麼想？

整個七月份我們一家人都在亞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回來探親 (離上一次回亞洲已經五年了)，也到了幾間教會

去拜訪。回到亞洲
一方面很高興見到
家人，一方面也有
一點不知所措的感
覺。因為知道這裏
不 是 我 們 的 主 戰
場，另一方面也會
擔心弟兄姊妹的狀
態，但是我想神也
是透過這段時間讓
我們對於團契前面
的方向有些思考，
學 會 交 託 ， 也 能

夠多花點時間在
祂的面前。感謝
神，我們有很負
責的同工，雖然
我們離開，團契
還是有條不紊地
運行。早上六點
的靈修小組一直
沒有中斷，學生
之間也彼此提醒。如果自己的信仰因為一個人不在就冷卻
下來，那麼我們信仰的根基到底在哪裡呢？ 

團契的第一件契服也終於出爐了，正面有團契的標
誌，背面有弟兄姊妹自己選的一段經文。雖然看似一件小
事，但是看著弟兄姊妹興奮地穿到身上，除了代表一種凝
聚力，也表示大家願意為主作見證 (當然我們也讓學生知
道，自己的生活學習才是最好的見證！)

代禱事項

1.非洲短宣的行程已經近在眼前，但目前另外兩位弟兄的
簽證還沒有拿到。請大家為他們的簽證，也為我們能夠
更好地預備自己禱告。

2.求神把祂的異象賜給我們，幫助我們有生命，有火熱，
有體力，在新的學年來帶領團契年輕的弟兄姊妹，願他
們未來都成為教會的祝福。

3.求神讓我們在亞洲的時間能夠重新得力，回去有更好的
服事。

4.請為一個正在耶和華見證人和團契中掙扎的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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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至六月經常費財務報告 

收入圖析

支出圖析

2015財務總結

個人奉獻 $ 66,202.23

行政及文宣用品 $4,208.03

支持德國校園工場事工 $62,250.00

人事開支&稅金支出 $64,234.26

銀行利息 $12.86

講員交通費 $7,882.86

舉辦/參加會議及異象分享 $16,671.28

補助老師費用 $1,725.08 1.099%

40.921%

5.022%

39.657%

10.621%

0.008%

41.958%
58.034%

2.681%

教會和機構奉獻 $ 91,566.88

2015年底結存 $43,515.50

2016年經常費預算 $181,150.00 

2016年第二季收入 $20,398.30

2016年第二季支出  $35,623.47

2016年結餘（結欠） ($15,225.17)

2016年收入 $44,777.89

2016年支出 $59,322.06

2016年結餘（結欠） ($14,544.17)

累計結存 $28,971.33

佘明恩，金磊傳道夫婦 全時間
許菁芬姐妹 8/29-9/12

張路加牧師
8/9-9/3
10/4-10/9
10/14-10/16

余登科, 潘碧萍夫婦 10/1-11/15
欒大端長老夫婦 9/22-10/3
丘天恆牧師 9/22-10/3
鄭惟悌，鍾婉紅夫婦 9/28-10/25
吳徐南玨師母 7/28-9/26

高如珊姐妹 9/18-10/31
12/1-12/29

蕭文凱，劉麗華夫婦 10/1-10/31
曾玲紅姐妹 10/12-11/12
朱國鈞長老夫婦 11/17-12/4
鈕則鋼牧師 12/8-12/28
張惟中牧師夫婦 12/6-1/5
蘇炳甘牧師 12/6-1/5 

同工行蹤 — 2016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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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及德國的奉獻均可開年終免稅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