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校園事工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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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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行動、聯動
張路加

聖經中，一位距今大約兩千五百年前的人物—尼希
米，時常縈繞在我的腦際，讓我每每想起，都不禁為之感
動和震撼。他雖曾身處廟堂之上（王面前的酒政），可以
說官高祿厚，享受著榮華富貴，但因著忠於神子民的身
份，被從神而來的異象所感動，甘心樂意走出人生的“舒
適區”（Comfort Zone），開始了他充滿挑戰和冒險的人
生旅程—帶領以色列百姓不但歸回耶路撒冷，並且重建倒
塌的城牆！至終，一個歸向神的民族得以被聚集和復興，
耶路撒冷得以重建，回應了神的召命，復興了神的百姓，
完成了屬靈的“建國大業”，使得他的人生不是淹沒在勞
碌平凡之中，而是脫穎而出，為神圖謀了大事。有限的今
生卻能與神永恆的國度相連，而被神藉著載入聖經而紀
念，成為後人效法的典範。

縱觀尼希米的事奉，我們會發現幾個關鍵詞貫穿其
間，那就是：感動、行動和聯動！他因聽見他的同胞的見
證述說，得知屬靈家園如此破敗荒涼，神的百姓遭受如此
的苦難而心中激動，大為感動（尼1:2-3），也因著禱告中
得著神的話語和應許而大受激勵，大為感動（尼1:8-9）；
他的行動除了不住恒切的禱告之外，更是帶出具體的策略
和步驟：向王陳情（2:3-6）、展開各項的預備工作（2:7-
9）、親身前往第一線，具體瞭解現狀（2:11-16）、動員
鼓勵同工隊伍（2:18）；排除內外困難，奮勇參與其間之
外，他的“聯動”工作也非常值得注意：尼希米記第三章
的32節經文中，對工程建造者的記載幾乎每一節都用了一
個相同的詞“其次是…”，英文為“Next to…”這裡的
“其次是”其實沒有“先”、“後”之分，而是更強調他
們不僅各人專注於自己的職責範圍，特別也指出他們是齊
心合力，且聯合行動，協同配搭非常默契，呈現出一幅何
等美好的“同心合意做主工”的圖景！

我們的感動

“歐洲校園事工”從三位加起來年齡超過200歲的

“老人”們開始，至今已經走過了十多個年頭，這三位老
人也終因著健康的原因，而無法再向過往一樣奔跑穿梭于
第一線的學生們中間了。然而這份“葉落風寒，冬雪降
至，想念你們！歲末時節，異地他鄉，想念你們！…”
（見《歐洲校園事工》網站首頁）的感動，卻從未曾在他
們，以及百多位迄今為止參與過ECM事工的同工們心中
消失過，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的強烈起來。當今日的
歐洲比十多年前更加的動盪不安，當初到德國留學不久的
一位年輕中國女孩在德東一小城被害，當慕尼黑的麥當勞
裡響起槍聲，當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持續蜂擁進入歐洲的
各大校園，當留學德國的中國學生已經成為該國外籍學生
數量排名第一位，占到了10%以上…，我們在神面前的
感動，是否和尼希米當年聽見他的百姓遭難時一樣的強烈
呢？當一位人大畢業的高材生，年僅22歲的曼海姆大學研
究生，淚流滿面地在受洗後的見證中，為著自己過去因父
母離異且各自出走而成為“留守兒童”，幾度因自卑憂鬱
而產生自殺念頭，卻在這異國他鄉得著福音，得著真正的
“父親”而欣喜感恩時，台下許多學子們也早已是一片泣
不成聲—因為這也是他們當中許多人相當類似的經歷！

同樣強烈的感動是因為神的應許和祂寶貴的話語“盜
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確實，在這末後的
世代，魔鬼撒旦異常猖獗，在作最後的掙扎，不但藉著越
發的“世俗化洗腦”，諸如賭博、色情、性開放、各種
“網癮”等手段，也藉著各種的異端邪教，如“全能神”
（即“東方閃電”）、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等，來對那
裡的中國學子們中間行“偷竊、殺害、毀壞”之事。但是
我們的救主耶穌卻告訴我們，他已經勝過那掌死權的，且
在洪水氾濫之時坐著為王！過去十多年來，每年幾十位的
決志者和受洗者都在見證著這位生命之主的恩典和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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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來鴻

急迫的行動

三年前，年近九十高齡的王永信牧師，對著ECM的
董事同工們，語重心長地指出，歐洲的校園事工必須在三
個方面採取具體的行動來作為事工的異象和發展的方向：
1. 從德國到歐洲 2. 從團契到教會 3. 培養傳道的工人。 三
年來，在實際的工場侍奉中，我們越來越發現這實在是高
瞻遠矚的屬靈洞見。當德東的學子們畢業後前往德西、歐
洲其他地方乃至中國工作和發展時，ECM的侍奉實在需要
從德東開始向其他的地區和國家延伸，並且進一步考慮加
強“海歸事工”的展開和連接；而當不斷流動的學生團契
因人數的增減而起伏不定時，如何建構穩固的“鐵打的營
盤”，並讓學子們從信主一開始，就建立正確的教會觀，
明瞭如何成為一個能承擔屬靈責任的基督門徒，則團契在
條件成熟的情形之下向教會形態的漸漸過渡就成為了應有
的思路。然而在這一切之中，“工人的培養”在目前階段
則是“重中之重”，因為沒有工人，就不可能有工作，沒
有合神心意的工人，更不會有合神心意的事工！所以目前
階段，如何採取積極的行動，來催生和強化“培養傳道
人”這一重點，以進一步推動ECM未來的發展，就顯得極
為迫切和必須！

“培養傳道人”，基本上涵蓋了幾個主要的步驟和內
容：徵召/輸送工人、栽培/造就工人、支持/關顧工人、
調派/適任工人； 目前，ECM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經驗積
累，比如ECM事工十多年前在工場的第一個果子，一位在
德東學習的姊妹，從信主到蒙召，再到來美接受全時間的
神學裝備，之後和同是神學畢業的夫婿一起，在ECM的
歐洲工場上服侍，將團契帶領得有聲有色，也獲得眾多教
會及代禱者們的支持和關顧，就是很寶貴的一個實例。其
他如從北美受感動投身ECM的眾多宣教同工，有從短宣
開始，漸漸走向了中宣，甚至長宣…但是，面對歐洲校園

事工嚴重的“工人荒”，栽培傳道人仍然是任重道遠，且
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目前來看，因著神奇妙的作為，
歐洲當地願意起來全時間服侍主的工人的蒙召和產生，似
乎問題還不是太大，但是如何進一步訓練、造就和栽培他
們，成為工場乃至神國度合用的工人，如何更具體地幫助
和輔導他們在主裡的成長，如何關顧到他們的家庭子女、
靈性及身體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更適切地安排、調配他們
在相應的侍奉崗位上，等等，都是需要進一步來思考和開
始採取行動措施來進行的。

期待的聯動

尼希米和以色列百姓在強敵環伺、充滿艱險的環境
中，能夠靠主恩典，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建造耶路撒冷城
牆這樣巨大的工程，其關鍵之處即在於“聯動”的發揮。
他們不但是分工明確，各按恩賜，而且能肩並肩、手拉
手，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為著共同的目標，不分彼
此，同心協力，以至於仇敵不但無法在他們當中找到破
口，而且“聯動”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屬靈正氣”，讓
仇敵不敢小視和輕舉妄動，並且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屬靈工
程的建造。今天我們面對歐洲校園事工這樣急迫的需要，
面對新的“馬其頓人”的強烈呼聲，何等需要整個基督身
體一起來“肩並肩”（Next to each other），協同作戰。
ECM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正像在過去的年間所已經採行
的那樣，成為眾多的教會牧者同工們投入歐洲校園工作的
一個管道，一個連接的平臺。特別是藉由兩年一度的“歐
洲校園事工論壇”，將歐洲校園事工的最新進展和需要，
擺在眾教會同工們面前，也藉由深度的主題信息、策略研
討、需要傳遞、同心禱告、事工連接、工人徵召、資源分
享等，成為了神國子民的祝福。盼望在這最末後的世代，
我們一起參與這一時代性、策略性的宣教事工，主內攜
手，完成神的心意和託付！

“人如何改變”門訓

在新的學期開始以前，感謝神差派了欒大端長老夫
婦、丘天恒牧師來到我們當中，為我們來自不同團契近20
位同工作為期10天的“人如何改變”門訓。我們聚集在
德累斯頓，一起吃住，共同學習。感謝神，借著這個課程
從裡到外更新了我們，堅定我們為主而活、為主改變的信
念，立志一起奔跑天路，成為合神心意的基督精兵。

科特布斯團契

感謝主，團契聚會與各項服事並不因緊張的考試週期
而減少，也借著聚會加添弟兄姐妹們靈裡的需要，用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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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服事。9月中秋之際，團契與當地德國教會一同度過，
增加相互的瞭解。感謝主，帶領兩位姐妹通過語言考試。
10月，團契也迎回了老朋友和初到的新朋友，近期也正
在籌備迎新活動，結識並邀請新老朋友參加。此間，感謝
路加牧師不辭長途跋涉的辛勞而越發盡心的服事。感謝神
的祝福與保守，一位姐妹順利生產，團契也有了一位小弟
兄。 

代禱事項：

為新生嬰兒與新媽媽的身體平安，來德探親的父母與
主結識，為迎新活動的準備與展開，與後續傳福音事工的
進行，為新老福音朋友的救恩，為著團契中的家庭繼續在
主愛之中，孩子健康平安的成長，為單身弟兄姐妹的婚姻
交友，尋求神的旨意，為正在找工作、寫論文的弟兄姐妹
滿有從主而來的盼望和喜樂，團契弟兄姐妹的同心合一，
靠主服事而禱告。

 
德雷斯頓團契

1. 感謝神最近有許多牧師長者來服侍，針對大家不同
的需求，增加了家庭聚會及查經。

2. 團契於10月22日和29日在街頭以讚美詩的形式進
行福音傳播，同時宣傳今年的迎新活動。

3. 小組查經由原來的三組暫時變為兩組，迎新活動結
束之後會進行小組調整。

4. 禱告會增加遊戲互動環節，增進了彼此的瞭解。
5. 團契年度主題為“合一”，經過這一年神的帶領與

老師的幫助，同工之間的合作日漸默契，弟兄姐妹相處融
洽，希望能夠繼續增強所有肢體間的連結。

代禱事項：

1. 團契宣傳及迎新活動  2.家庭小組的帶領與發展 
3. 個人生命成長及門訓  4.團契各項服侍發展與交接 
5. 希望有長期牧者  

耶拿團契

近幾個月，因畢業回國，以及去其他地方工作學習的
弟兄姐妹有四五位，加上暑假回國休假的，使得本來人數
不多的團契有些冷清。團契裡也有兩個家庭搬了新家，有
一個家庭在迎接小寶寶的降臨，都是團契裡的新變化。隨
著開學的臨近，也有剛來到耶拿的學生加入到我們當中。
在團契裡時間比較長的弟兄姐妹，也因著這些變化有些感
慨，並察覺即將面對一些新的挑戰。 

代禱事項：

1.為著離開團契的弟兄姐妹禱告，盼望神在新的地方
繼續保守他們的心，仍能和當地的肢體有好的聯結；

2. 為著新來的福音朋友禱告，求神親自打開他們的
心，吸引他們來認識神； 

3. 為著在團契裡時間較長的弟兄姐妹禱告，求神繼續
加添力量和信心，在這些調整和變化中仍然能仰賴神，委
身在神的計劃中，為神所用。

科騰團契

科騰團契經歷了幾個月的假期及考試，感謝神的恩
典，雖然留守在團契的基督徒不多，但是仍然持守聚會，
沒有間斷。 在當中，有從科特布斯團契來的哥哥姐姐幫
助，特別感恩在主裡的扶持。9月份高姐回到科騰，再重
新給我們激勵。10月份開學後，許多成熟的基督徒畢業離
開，留下來的弟兄姐妹相對年輕，要撐起這個大家庭，需
要神賜下更多的勇氣，及彼此合一的心，一起興旺福音。 
隨著高姐10月底離開科騰前往Siegen服事，神差派了曾玲
紅及陳得撒兩位阿姨前來陪伴我們，帶領我們一起迎新。
10月中我們舉辦了迎新餃子會，來了40多人，大部分是慕
道友，看到神的預備，求主繼續在他們心中動工。

代禱事項:

1. 弟兄姐妹能夠更多的學習在生活中仰望依靠神 
2. 為學業禱告，願在自己所當行的路上成為神的榮耀
3. 為團契在主裡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合一禱告
4. 團契未來路途求神預備，添加更多屬神兒女禱告
5. 為弟兄姐妹在靈裡的長進以及有傳福音的負擔禱告
6. 為弟兄姐妹的父母信主禱告 

曼海姆團契

感謝張路加牧師在8月來到我們團契當中服事。9月份
團契舉辦了中秋迎新活動，迎來了新同學。10月初，部分
團契弟兄姊妹帶慕道友參加了南德福音營，在營會中有美
好的服事。

代禱事項： 
1.為團契的成長禱告，為肢體小組的建立守望，求神

看顧團契與德國教會合作關係。
2.為10月16日的受洗獻上感恩，求神保守看顧這次受

洗的弟兄姊妹在主內的茁壯成長。
3.為團契中的

兒童主日學感恩，
求神看顧學生與老
師的關係，為他們
加恩加力。

4.求神保守年
底的退休會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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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出生於一個極其偏遠的西南小村。小時候，
因為體弱多病，成為全家人生活的中心，因此也養成一些
很糟糕的習慣。比如自我中心、自以為是、高傲自滿、不
體諒他人等。因為優異的學習成績，我進入全國頂尖大學
讀書，為自己逃脫家鄉同齡人的窘迫生活沾沾自喜，可是
新的欲望又找到了我。在大二時，我跟從潮流，開始規劃
自己的人生、職業走向、人際關係。 碰巧，一位同班同學
邀請我去一家家庭教會，開始接觸到信仰。如今想來，這
是神多麼奇妙的安排啊！我和這位同學住在同一間宿舍，
那時信主不久的他給我講基督的事情，解答我的疑惑。他
的謙卑、忍耐還有和善，都讓我無法拒絕去認識這樣的一
位奇妙的神。這位弟兄在未信之時，據他描述，是一個殘
忍自私的傢伙，動不動就罵人打架，和家裡人，尤其和父
親水火不容。我很驚訝：為何信主後的他能經歷如此深刻
的變化？

在信仰之旅開始時，我不屑於去剖析自己，難以認識
自己的罪，更恥於承認自己犯了罪。我驕傲地認為：我可
以一邊穿著信仰的外衣，一邊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實，
我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好像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拖拽著
向前，不斷向前，使我來不及細想過去、現在和將來。

大三上學期，我來德國做交換學生的時候，有了大
把的空閑時間，整理自己的生活，反問自己：追求的人生
目標價值何在？那時，我也經歷了被人欺騙、拋棄的挫折
感，開始主動尋求神，去看聖經，主日去敬拜。那段時
期，我形成了比較穩固的信仰體系。回國後，我遇到了大
學裡一群很有熱情、很愛上帝的夥伴們。我們一起參加團
契查經，一起去廣西短宣，一起去香港參加營會。豐富的
信仰旅程，加深了我對基督教價值體系的認知，收穫了滿
滿的祝福和恩賜。

如今，我再次來到德國這片土地，想要更深地順服神
的權柄，祂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祈求祂撤去撒旦日復一日
架在我身上、心上的重擔。我要受洗，在我人生再次陷入
焦慮、孤獨的時候，我高聲呼喚以馬內利，求祂的救恩完
全覆蓋我。求神洗淨
我！因祂知道我的軟
弱、不堪和膽怯。受
洗，賦予我新的生活起
點，使我在基督裡重新
開始。願神憐憫我，赦
免我，接受我！

談到“改變”，我當然知道自己需要改變；然而，在
與別人的衝突中，我總是覺得，對方需要更多的改變。參
加完這十天密集課，感謝神光照我，讓我看到，神藉著每
一個衝突，以基督的福音，來拯救不願悔改和更新的我。

在第一堂課上，我發現這個課程不僅要抹去一些灰
塵，它更直接指出：製造灰塵和污染物的根源在於人心。
我們的心裡，充滿的是神、還是其他呢？藉著講道“一擲
千金的上帝”，我清醒過來：透過福音，神給我們人生最
大最寶貴的祝福是 -- 認識神並享受與神親密的關係，正如
約翰福音17章3節：“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
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隨著課程的循序漸進，丘牧師娓娓道來聖經如何表現
出：十字架不僅是我的得救之法，也是每天救我脫離罪中
之樂的恩典之法，因為神藉著十字架的救恩賜給我一顆新
心和新靈。我心裡驚訝：原來我每一次論斷別人，是因為
心裡可怕的自義，沒有看到別人的需要和幫補；原來我服
侍中的灰心失望，不是因為繁重複雜的服侍環境，而是因
為常常追求人的讚賞和自己的滿足。我心裡憂傷：自己看
似與主同行，卻常把神的祝福當作我的神，沒有走跟隨主
十字架的道路，掙扎在屬世的追求中；我也充滿了感恩、
讚美和驚歎神的奇妙恩典。

在十天的課程中，所有的學員一起上課分享，一起靈
修讚美，一起哭，也一起笑。在這個愛的集體中，我們真
實經歷：人的改變是在愛的集體中發生的（這也是本課強
調的重點）。在小組中，由於彼此信任，大家都願意敞開
分享，不斷地發現各人心裡隱藏的“傷口”。感謝神，當
我們敞開“傷口”的時候，神的恩典和能力開始覆蔽在我
們的軟弱上。在最後一天的感恩見證中，每個學員都有分
享：當自己的情緒失控，下意識地想犯罪，比如任性發怒
或爭強好勝時，我們開始學習省察自己的心，並保守自己
不犯罪。感謝主，原來改變就這樣開始了。這些細小的瞬
間，讓我們開始清醒認識到，神的福音是這樣地有能力。
感謝欒長老夫婦和丘牧師，為我們帶來如此豐富的屬靈大
餐，從屬靈長者的言傳身教中，我們深覺神話語的奇妙。
感謝高姐的聯絡安排、金伯的愛心、每位弟兄姐妹的參與
和陪伴。願神繼續堅固每一位學員的心志，願主喜悅並帶
領我們在聖靈和真理中改變！

受洗見證  
LL

參加2016“人如何改變”
門訓心得

W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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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在南非的短宣將近結束，想起這次充滿恩典和愛
的旅途，我就滿心的感恩。感謝神，祂總是知道每個人的
需要，在最需要的時間和地點為我預備這樣的經歷。

    
在南非的宣教機構，主要是關懷和照顧當地的婦女兒

童，培養本地同工和領導者。在環境艱辛、食物短缺、社
會落後的情況下，給予有需要的人食物，水和照顧，並傳
福音讓他們找到真正的依靠，因為只有神才是這些寡婦兒
童真正的依靠和磐石。而我們作為短宣隊，用兩周的時間
瞭解這裡事工的情況和需要，以便決定我們以後是否能長
期在南非宣教。

思緒回到起初，我決定來南非參與短宣之後，突發了
很多情況。經停的機場伊斯坦布爾，剛發生政變，恐怖襲
擊又突然加劇，而非洲的環境條件和疾病，時時牽動著我
的神經。一次遠程宣教的花費，使做學生的我經濟壓力增
加。而且我當時的狀況也不好，一度懷疑這只是我的感覺
和衝動，其實神並沒有開門。尤其是辦理簽證出現了很多
波折，來來回回跑了四趟大使館，每次路程都要花費10個
小時，更加困難的是在短宣結束回到家之後的第二天，我
就有兩門很重要而且必須要通過的考試，幾乎沒有複習的
時間，讓我一直在猶豫甚至想取消這次旅程。但是，感謝
主，我禱告之後才發現，這些可能是撒旦阻攔和干擾的事
情，因著神的恩典，不要怕，只要去！

不管怎麼樣，我們終究到了南非。我從德國西南的城
市到布拉格，飛往伊斯坦布爾，轉機前往約翰內斯堡，再
坐大巴到營地，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在營地，我們見到
了來自世界各地同在一組宣教的基督徒，一共12人。在這
兩周裡，我們一起去了當地的4個關懷點，在那裡為孩子們
準備一餐食物。食物很簡單，玉米麵粉圓白菜，最好的食
物是雞爪。而我們的任務是幫助本地同工準備食物，整理
場地；並拜訪和幫助當地的家庭，瞭解他們的困苦，為他
們禱告；還有全心全意的陪伴孩子們，給予愛和收到愛。

    
這過程真的是無比充實和感恩，隨處可以見到上帝的

愛遍滿全地。我的英語早已忘光，可能只有20到50的詞
匯量，幾乎是無法交流的。可是奇怪的是，大家都可以理
解我的意思，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可這些
可愛的同行者們全都是“I know”的表情。開始，大家
開玩笑，僅僅是幾個簡單的單詞，都有恰到好處的理解；

後來，我可以和
大家聊一些家裡
的事情和愛好；
而漸漸地，早上
的靈修和禱告，
我竟然也可以用
英語表達；每次
回到營地分享當
天的感受，我也
慢慢開始發言，感動地分享；最後一次聊天，大家竟彼此
分享自己的受洗見證，我第一次用英語講訴自己經歷被神
拯救的過程。這一切的一切，我幾乎都是用那50個單詞和
各種手勢排列組合而成的，但我們之間心與心的交流，感
恩的分享，跨越了語言的障礙。這讓我意識到，其實所有
的一切，在神的大能和大愛面前都化為最小，語言永遠不
是分享見證的阻攔，心與心的連結能跨越一切。同時，為
了準備我所擔心的考試，雖然每天最多只有兩個多小時，
周圍也很吵，但是效率很高，思想很集中。我很感恩，若
是在舒適的家鄉，看似很長時間的準備，卻可能會荒廢懈
怠、停滯不前。所以，凡事不在於環境和條件，而在於你
努力的心。每天早晨6點的靈修和一天的工作，讓我們晚
上九點十點就要睡覺，這和我原來每天淩晨3、4點睡、中
午才起床的作息，有天壤之別，真希望回去後可以繼續保
持。

   
來南非短宣，我最大的感動就是孩子們！這樣艱苦

的環境，這群孩子卻都擁有簡單的快樂和單純。中國有句
古話，“窮山惡水出刁民”，但這裡的孩子不是這樣，改
變了我的錯誤觀念。當我抱一個孩子時，他的手若有若無
地在我兜裡的手機處摸，我下意識認為他會偷手機，可當
另一個孩子踩到我褲子放手機的地方時，他卻來阻止和保
護我。當有個孩子不斷地做手勢和我要吃的，我認為他真
是貪得無厭，可開飯的時候，他卻一直把他自己的食物給
我，原來他只是想和我分享食物。好多的場景，都讓我無
地自容，主啊。我究竟是怎樣的人啊，怎麼內心如此多的
算計和苦毒？和這樣單純的孩子比起來，我是如此的不
堪，如此的罪惡！隨著信主時日的加增，我以為我越來越
老練，越來越有智 慧，知道的越來越多，但不知不覺，我
卻變成了當初我最討厭的樣子！隨著服事的增加，卻是越
來越負面，越來越辛苦。沒有了單純的喜樂，竟變成了時
刻自衛的狀態。這讓我意識到，主啊，服事你的道路應該

Stand up！寫在南非！
Q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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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滿喜樂的，讓我回歸到小孩子的樣式，簡單輕鬆。
    
第一次見面，就有些孩子跑過來讓我抱他，我真的好

開心，好歡喜，好愛他們！慢慢地，孩子們好像都喜歡往
我身上靠，掛在我身上，跑過來抱我，成堆的圍著我，我
就像一個孩子王。後來大家奇怪地問，為什麼你身上老掛
著四五個孩子？孩子為什麼喜歡和你玩？我沒有孩子，也
沒有和孩子相處的經驗，更沒有受過兒童主日學的培訓。
像我這樣的五大三粗大光頭，實在沒有可愛的地方，語言
也無法交流，幾乎全部用象聲詞交流。我真不知道，我為
什麼會吸引他們過來，但我知道，我愛他們，因為他們可
愛卻艱苦，快樂卻無根（很多孤兒和單親家庭，被父母親
拋棄比比皆是）。雖然他們衣服和身體很髒，但我還是想
抱他們，恨不得一個個親他們。愛看不到、摸不到、測不
出來，卻是可以微妙地吸引人。愛的彰顯，不在於我們說
了多少屬靈的話，做了多少吃苦的事，而在於我們真正地
去愛人。在這裡，有時我真的覺得很無力，沒法交流、沒
有錢、沒有能力，可是我可以去愛孩子們，愛能遮掩一切
過犯；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洗洗碗，照顧孩子，逗逗
樂，I can do what I can do！

    
其實，在來之前，我想每一個來這裡的人都會覺得

非洲的人需要愛和幫助，好像我就是救世主！可來了一個
禮拜後，我才發現，原來是我需要他們的愛，需要他們的
幫助！看到這些可愛的面孔，每一張笑臉都沒有特別的含
義，每一個樸實和善意的回應，都是一劑強心劑，讓我活
過來；都是一記記拳頭，讓我醒過來！我為什麼要來這
裡？我拷問自己的內心，是否想找一個地方，讓我能給予
愛？還是想證明我自己還是可以愛人的？可是為什麼要證
明？我的生命好像出問題了！

    
當我們最後去看望孩子們，他們竟然追著我們的車，

一路追趕到門口。那一刻，我感動萬分：神啊，原來這些
孩子們真是需要我們，他們不想讓我們走，哪怕簡單的陪
伴、短暫的相處，對於他們也是歡喜的。給予物質的需要
是其次的，滿足他們愛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這些孩
子和婦女，或許從父親丈夫那裡得不到愛，但他們找到了
天父，找到了愛的源頭！孤兒寡婦在神的手裡，必不至缺
乏！而這些孩子們的回應，讓我感受到了雙倍的愛，借著

愛的回旋鏢，慢慢體會到“施比受
更為有福”！這些孩子們的愛，讓
我蘇醒，讓我stand up！不論在南
非還是在德國，我都剛強壯膽，盡
最大的努力像主愛我一樣愛別人，
愛周圍的人，愛不可愛的人。主
啊，你真是奇妙的主，愛我的主，
萬能的主！

第四屆《歐洲校園事工》研討會，ECM Forum 
2017，將於2017年3月19-21日，在若歌教會,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RCCC), Somerset, 
New Jersey召開。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感動、行動、聯
動》。

(1)被  神的話語、托付、和所賜的異象所感動；也被
工場上所看見生命改變的見證所感動。我們要一起尋求  神
的心意，懇求  神呼召人、禱告、和財務到宣教工場，完成  
神的托付；

(2)本著ECM的異象，《從團契到教會、從德國到歐
洲、栽培傳道人》，思考何為當務之急？我們要探討ECM
近期及長期的目標；

(3)ECM在前方歐洲工場與後方北美支援的聯動，將是
ECM要完成  神的托付的關鍵。我們要探討如何讓如此的
聯動更加有效地被發揮出來。

多年在華人教會及福音團體中服事的李秀全牧師是這
次研討會的主題講員。我們期盼您能夠撥冗參加！讓我們
並肩攜手，同心完成  神的心意！

此次研討會的住宿酒店是Homewood Suites by 
Hilton at Somerset, New Jersey. （大會將會集體訂房）
就在若歌教會的緊鄰。若您是從外地來，請飛到Newark 
Airport. 由於酒店離開機場有一小時的車程（租車或坐
taxi），請您在訂機票的時候，注意有足夠的時間於3月
19日下午五點前到達會場。研討會將於3月21日午餐後
結束。請儘量參加會議的全程。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把
研討會的細節和報名的手續及時送到您的手中。請拭目以
待！更要請您為此次研討會禱告！

《歐洲校園事工》研討會通告
請預留時間！ 3/19-21/2017 Save th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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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依 不 捨 地

告別之後，我喜
樂地去面對回程
的 1 0 個 小 時 。
面對將要來臨的
考試，我無所畏
懼！因為這事出
於神，神已經得
勝，而我也不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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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金磊家書

In God we trust, he will finish what he started!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返鄉探親和南非短宣終於回到德
國 (短宣分享請看本期另篇文章) ，迎接我們的是呈現一
盤散沙的團契，因為考試和放假的緣故，再加上許多同學
回國，適逢另一個同工家庭也回國離開，弟妹們又有點鬆
散了。再次在自己和弟兄姊妹身上，看到這樣起起伏伏的
屬靈生命實在令我有些沮喪和無力。但是神透過彼得的一
生讓我看見，正如耶穌在軟弱不成熟的彼得身上看到他未
來成為磐石的潛值，神同樣在我們身上看到我們將要成為
的樣子。我們要學習等候神的時間，並且無論對於自己還
是弟兄姊妹都要有耐心，我們有一天會成為神所喜悅不再
羞恥的樣式！十月是一個忙碌的月份，團契辦了我們到德
國之後的第一個婚禮 (10/1)，緊接著舉辦了一場佈道會 
(10/6)，其後又是迎新晚會 (10/21，主題是 “家”， 希
望留學在外的遊子在沮喪沒有希望的時候能夠記得，他們
在 Chemnitz 永遠有一個家 - 團契，這是一個他們能被接
納的地方，是有平安的角落)。因著一起的同心，大家各盡
其職，發揮自己的恩賜，完成了這一系列的服事。看著弟
兄姊妹的笑容慢慢地回來了，看到彼此之間的關係又熱絡
了，愛心又被點燃了，我們的喜樂也就回來了，這些孩子
真的好可愛！好愛他們！真的很感謝主讓我們有彼此！

最害怕的惡夢發生了

一直以來我最擔心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繼六月份附
近的城市德紹發生了中國女學生被殺的事件之後，兩週以
前 (10/10) 我們在微信朋友圈收到一個在我們城市讀預科
的學生失蹤的信息。過了幾天還是沒找到，團契隨即組織
到學生宿舍附近搜尋，貼尋人啟示 (本著如果他是我們的家
人，我們肯定不會坐等警察通知)。但是就在當天下午弟兄
姊妹到了警察局希望能夠詢問到一些額外線索的同時，我
們卻得到了找到遺體的消息。這對於團契是一個很大的打
擊，因為一條寶貴的生命就這樣失去了而我們再也沒有機

會和這位同學傳福音，並且我們責無旁貸，因為我們不夠
積極，因為我們花太多時間在各種不重要的事上...  也因為
這件事，引發了團契很多的討論與禱告。同工會當中，弟
兄姊妹提出各種能夠更好的接觸，關懷學生的方法。每一
件事工貴在持續，請為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有見證有愛心
有體力服事身邊的人禱告！

神的供應不間斷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團契將會有一個家庭和大部份已
經完成門徒訓練相對比較成熟的弟兄姊妹離開我們。本來
有心留下來一起服事的家庭目前也沒有找到工作，這樣的
過渡時期對於團契是不小的挑戰。因為許多的服事將會缺
乏人手，神也還沒有回應我們需要更多同工家庭的禱告。
但是神的帶領總是出人意料，這個新的學期神將另外兩位
之前在其他城市上課和聚會 (同為 ECM 的團契) 的同學帶
來 Chemnitz 讀研究所，神帶領弟兄姊妹離開也親自補
足我們的缺乏。目前計劃更有系統的培養弟兄姊妹，不是
為了讓他們留下來成為好同工，而是預備他們離開之後還
能與神有親密堅固不動搖的關係！其實我們的需要沒有改
變，我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工家庭。只是這個部分不是
我們應該擔心的，我們相信神在我們預備好的時候就會將
他 們 帶 來
我 們 的 身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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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至九月經常費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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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收入 $17,068.71

2016年第三季支出  $17,085.92

2016年結餘（結欠） ($17.21)

2016年收入 $61.846.60

2016年支出 $76,407.98

2016年結餘（結欠） ($14,561.38)

累計結存 $28,954.12

佘明恩，金磊傳道夫婦 全時間
吳徐南玨師母 7/28-9/26

張路加牧師
8/9-9/3
10/4-10/9
10/14-10/16

程君台，胡本潔夫婦 8/26-9/26
許菁芬姐妹 8/29-9/12

高如珊姐妹 9/18-10/31
1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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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文凱，劉麗華夫婦 10/2-11/1
蕭春美姐妹 10/5-11/18
余登科, 潘碧萍夫婦 10/5-11/18
曾玲紅，陳櫻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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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16/2017
蘇炳甘牧師 12/23-12/26

黃德堅，黃妃夫婦 12/26-1/4/2017
12/14-1/4/2017

同工行蹤 — 2016下半年

#22

(在美國及德國的奉獻均可開年終免稅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