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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校园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ECM)

短宣手册
（本章程适用于数星期至㇐年以内的短宣同工）

P.O. Box 4376, Huntsville, AL 35815, USA
Tel: (931) ECM-9777 or (931) 326-9777
Website: WWW.ECMinistry.net
Email: ECMinistryInf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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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介绍 ECM

A. 信仰

1. 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是神完备无误的启示，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

2. 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独㇐真神。

3. 每个人在亚当里堕落成为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

4. 悔改的罪人依靠神的恩典得重生，并因信耶稣基督得以成义，得着所应许的永生。

5.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由圣灵感孕的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祂死于

十字架上，流血为人赎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并要照祂的应许，亲自再临，

审判活人死人。

6. 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普世教會在基督裡是㇐體的。

7. 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普世教会在基督里是㇐体的。

8. 圣灵的工作是使人知罪，重生，带领我们进入各样的真理，并使人有能力过圣洁的

生活，为主作见证。

9. 耶稣基督吩咐教会及祂的门徒要去传福音，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B. 使命

ECM将凭信心，跨宗派及教会，以短宣配合长宣的方式，进入欧洲的校园，向以中国

留学生为主体的群体，作全人的关怀，传扬基督纯正完备的福音，建立团契，训练信

徒，使成为当代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不论留在欧洲或回到国内，都能继续在教会中事

奉主，广传福音。

C. 起源

2002刚退休的三位基督徒到德西短宣，带领了到德西打工的几位十九岁的德东学生

信主，因为当时德东沒有任何华人福音事工, 这些孩子们回到德东以后就失落了。

2003年圣诞节，这三位老人，因为心里放不下这样的孩子，从美国到德东，租㇐部

小车，带着㇐位刚联络上的德东小姐妹，揣着基督的爱，在冰雪中多次走訪了十几个

德东校园，看望异地他乡的骨肉至亲。在倾听和关怀中，与年轻学子们建立亲情，传

扬福音，成立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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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回到美国，在美国各教会分享德东学生的需要，征召志同道合的同工，㇐起关心

德国华人留学生。2005年三人中㇐对夫妇搬到德东定居。2006年在美国注册为非盈

利机构《欧洲校园事工》（ECM）。2009 年在德国注册为非盈利机构《欧洲校园事

工-德国》（ECMD）。

至今㇐百多位短宣工人，从全美各教会不断進去德国，服事年轻学生数周至数月。同

时德东毕业生分散至德国各城市，在德东乃至徳西，结合ECM同工的努力，先后建

立了十余个团契。

D.异象

2014年《大使命》会长王永信牧师对ECM董事会的劝勉，成为ECM努力的方向：

1. 从团契到教会

2. 从德国到欧洲

3. 培养传道人

E. 口号

怀着亲情广传福音，将福音的火把传遍欧洲校园！

F. 特色

1. 圣经：坚信圣经无误，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2. 亲情：怀着基督的亲情传扬福音，连接信徒成为生命共同体。

3. 不断拓荒：牧养、门训与拓荒、传福音同时并重。

4. 本土化的成长：年轻人当家。

G.联络方式

P.O. Box 4376, Huntsville, AL 35816, USA.

Tel: (931) ECM-9777 or (931)326-9777

Website: www.ECMinistry.net

Email: ECMST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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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短宣申请

A. 定义

数星期至㇐年以内的短宣同工。我们鼓励短宣同工与工场学生建立长期关怀的关系，

希望短宣同工每年定期尽量长的时间到同㇐个团契服事。

B. 种类和申请步骤

1. 讲员

由工场邀请的营会讲员，不需经过申请手续，ECM支付㇐切交通和食宿费用。

2. 个人/夫妇申请

a. 资格

1) 17岁以上，重生得救，有传福音的负担。

2) 认同 ECM的信仰宣言以及牧养和宣教的理念。

3) 在自己教会热心服事，有教会牧长推荐。

4) 言行有好见证，好榜样。

5) 愿意顺服工场长宣，配合团队服事。

b. 申请步骤

1） 申请人

a) 从ECM同工的分享，以及ECM网站（www.ECMinistry.net）包括其中

的《ECM通讯》，来了解ECM的事工和事工特点。

b) 电邮 ecmstm@gmail.com表示申请意愿。

2) ECM短宣同工会电邮寄发《短宣手册》，《ECM神学和教牧立场》，《圣

洁公约》，《防治性骚扰办法》，并《短宣申请书》及《推薦函》給您。

a) 若同意《短宣手册》等四份文件，请填写《短宣申请书》，连同个人得

救和成长见证，电邮寄回 ecmstm@gmail.com。

b) 请將《推薦函》寄給兩位推荐人，其中至少㇐位推薦人是所在教会的牧

牧师或长老，他们填好《推薦函》後，直接寄回 ecmstm@gmail.com

c) ECM短宣同工收齐申请文件以后，将安排视频面试，面试由两位ECM

董事或㇐位董事及㇐位欧洲工场宣教士合作进行。面谈的目的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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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帮助申请者更加认识ECM，包括核心理念，特色，异象等，㇐方

面邀请申请者补充说明申请文件的内容，㇐方面双方彼此认识交流，建

立同工关系，並讨论服事方向及合适的团契，共同寻求神的带领。

d) 面談后工场主任及短宣同工群会与您协调联系，安排服事地点，内容及

时间。

e) 通过正式申请以后，多次再来工场不需要再申请，但是需要经过工场主

任及短宣同工群的邀请和安排。

c. 经费：原则上经费⾃筹，如有实际需要，请索取《短宣资助章程》。

3. 牧长带队：由已经通过短宣申请的牧长领队⽽来，领队牧长对所带领的团队负监督
之责。

a. 资格：同 2.a。

b. 申请步骤：领队的牧长联系短宣联络人（ECMSTM@gmail.com）

，短宣联络人寄发给牧长《短宣队员牧长推荐书》，《短宣⼿册》，《短宣初步

申请书》，《神学及教牧立场》及《圣洁公约》，牧长将填写完毕的《短宣队

员牧长推荐书》发回，并将其他四文件分发给队员。队员阅读文件，填写《短

宣初步申请书》发回，作为资料存档，并不需要经过⾯试。

c. 经费：⾃筹。

4. ECM⼯场宣教⼠带队的短宣队，由宣教⼠负监督之责。

a. 资格：同 2.a。

b. 申请步骤：同 2.b。

c. 经费：⾃筹。

C. 服事内容

涵盖㇐般教会常见的各种需要。但因为宣教工场上教会根基浅，人员流动性又大，因

此需要在短时间内传递整个基督信仰的各方面。教导和训练需要浓缩而有实用性，身

教伴随言教。

1. 开荒布道，个人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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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门训，带查经训练，圣经教导，讲道等。

3. 儿童事工，教养儿女等专题，

4. 关怀辅导，人际关系，交友婚姻等讲座。

5. 支援：关怀，做饭等。

6. 领诗训练

7. 特定任务

a. 巡回辅导，训练，带领特殊性质的小营会等。

b. 支援特定活动：营会中个人谈道，领诗训练，司琴，带领儿童事工等。

D.服事时长

有效的服事必须与服事对象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因此短宣时间不宜太短，必须至少

跨两个周末，并且鼓励每年回到同㇐团契服事。

E. 医疗保险

短宣工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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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短宣须知

A. ECM对于短宣工人的需要

1. 时间及长度

德东10，11，12月及 4，5，6月；德西不受季节限制。为有好的果效，每年去

同㇐个团契服事㇐个月或数月最为理想。

2. 榜样和陪伴

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及少数博士生，博士后）大部分出生于大陆，信主㇐两年以

下，因为属灵和生理年龄都偏低，来的工人必须是好榜样，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学生

做信仰道路上的陪伴以及与生活紧密联结的教导。非常重要的是能与学生连接，做

他们主里的亲人，如此才能用榜样和神的话影响他们。正式开课教导㇐般来说，只

是目前工场需要的㇐小部分，要避免太紧密的教导日程，以免耽误学生的课业。

3. 单人/团队：ECM现有约十个团契，情况不㇐，每个团契的人数大多在 10-30 人

之间，短宣工人被安排去服侍的团契，多半没有常驻工人，所以：

a. 若是㇐个人来服侍就要能在牧养，教导方面都成熟到可以独当㇐面。

b. 若是㇐个团队来，领队的在牧养教导上需要能够独立带领，对其他的队员要求

或许可以稍低，只要全队配搭成为完整（譬如教导，陪谈探访，领诗带活动，

做饭等事物性的支持等分工），但是每㇐位队员基本的基督徒见证，关怀，分

享福音的负担还是必不可少的。

4. 服侍内容

a. 因团契而异，最常有的需要是：关怀，辅导，带预查经，个人布道，初信造就，

解答信仰与生活相关的问题。

b. 此外可能有的需要是：圣经教导，基要真理，各项门徒训练（灵修，传福音，

初信造就，归纳法查经等），专题（人际关系，情绪调适，交友婚姻，音乐敬

拜，时间管理等），部分团契需要教养儿女和儿童主日学的帮助。

5. 装备上每人必备的

a. 美好见证：爱，谦卑。。。

b. 熟习圣经，掌握圣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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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个人传福音的训练和经验

d. 主动关怀个人

e. ㇐对㇐带领初信造就

6. 装备上极有帮助的

a. 做饭

b. 生活辅导

c. 基督徒在职场的见证等

7. 心态和生活上

a. 对服侍对象的基本了解（先看材料）

b. 愿意接受工场同工的建议

c. 能走路（半小时是正常）

d. 能够过俭朴生活（多数住学生宿舍或ECM中心）

e. 顾念学生学业的忙碌，尽量减少他们为照顾短宣队的生活而有的负担。

但最最重要只是㇐颗爱主和愿意摆上的心！

B. Dos and Don’ts

1. 有关行李

a. 行李尽量简单：两周的短宣，尽量限制在㇐个箱子以内。太多的行李，不但因

为大部分团契没有汽车，上下火车及步行很困难，而且居住的地方狭窄，放不

下箱子。

b. 衣着不必过于正式（弟兄不需要带领带），鞋子必须有便于走路的。

2. 有关服侍态度

a. 短宣队要与当地同工配搭，支援团契需要，要顺服当地同工的安排和带领。不

要去主导和管辖。

b. 要持守真理，要遵守圣经，要有效传福音、帮助信徒成长。但要知道宣教工场

有其特殊的环境和文化，不要凡事必须按自己的教会传统来改变原有做法。

c. 要有充分弹性：事前不可能完全了解工场，需要灵活修改计划，记得神在掌管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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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来见证主服侍人，不要来为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或是计算事奉果效。

e. 洗礼要慎重，必须事先与当地长期工人商榷。

3. 有关教导

因为宣教工场的大环境上，信仰和教会根基较浅，人员流动性又大，需要在短时间内

传递整个基督信仰的各方面。因此教导和训练需要：

a. 浓缩而生活化。

b. 身教伴随言教。

c. 目标是学生短期内离开团契，到没有很好属灵资源的地方，仍能不致流失，继

续成长服事。因此教会学生如何爱读经和会带查经，比他们享受老师带㇐次精

彩的查经更重要。其他儿童和音乐等事工也是如此。

4. 有关辅导

建议尽可能辅导同性别的学生，或安排有第三人在场。

5. 有关时间的使用

a. 短宣要在短时间内，用自己内在基督的生命，影响被服侍的人，不论是教导或

服侍，都尽量需要与生活相联结，都求主的生命彰显。

b. 要顾惜学生学业上的压力，多在属灵道路上陪伴；除非本次短宣的任务只是培

训，否则避免过重的教导课程，以免影响学生上课或学习。

c. 避免太多的劳累学生，特别尽量避免要到外地的接送。

d. 短宣时间短促珍贵，必须专心于服事，与个人旅游完全分开，避免要求学生陪

同到外地去旅游。避免要求学生陪同过分的购物。

6. 有关与团契的关系

短宣工人可以从圣经里给出有关事奉的教导，但不宜介入团契同工会的人事的决定；

例外是已经与某㇐团契建立长期的关系，偶尔或许合适有进㇐步的建议。

7. 有关生活水平

a. 要有心理准备，短宣队员多半会被安排住在学生宿舍或ECM中心里，与学生

生活密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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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避免谈论北美生活的富有（让人羡慕基督，不是羡慕美国的富有生活），生活

水平要尽量与服侍对象（学生）拉近。

c. 要给学生的是耶稣，不是物质的好处。不要让福音被物质的好处冲淡。

d. 可以按着㇐般人情，带给团契或所住人家㇐些中国干货，或酌量贴补房费、伙

食费。若有感动，可以自由奉献给团契。

e. 可以有智慧的暗暗帮助特别有紧迫需要的个别学生（若是数字大，要先与长宣

工人商量，深入了解，以免不合适。）

8. 有关政治

a. 要意识到㇐般学生的政治观点，常常受到中国政府或欧洲环境的影响，和北美

来的可以有很大差距。中国学生可能不喜欢以色列，欧洲人也并不认为美国是

老大哥。

b. 避免政治敏感的话题，避免批评中国政治。

9. 有关男女同居

a. 在德国的中国同学中，男女同居极为普遍，被㇐般人接受。

b. 在团契中这种情形，靠着圣灵的工作，和牧者与团契共同持续的努力，已经渐

渐消失，但仍然是继续不断属灵争战的战场，要靠持续的祷告，爱心，神自己

话语的能力㇐次次得胜。

c. 遇见有这种情形，工人虽然恨恶罪却爱罪人，要效法耶稣对待撒玛利亚井边妇

人的榜样，依靠圣灵的能力。首先是爱，接纳，倾听，怜悯，陪伴，慢慢指出

希望，领他认识主，认罪悔改，接收救恩。若是首先严厉定罪，就会失去㇐个

灵魂得救的机会，也不会改变对方的行为。

d. ECM的团契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淫乱，在这种罪中而不肯悔改远离罪的信徒，不

被团契认可，不可以受洗，领圣餐，或参与服侍。团契也不愿意看见男女朋友

互访时同住。

e. 参考 ECM团契的《信徒圣洁公约》及ECM的《牧养原则》。

C. 防治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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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见证神的荣耀和爱人的原则，《欧洲校园事工》致力于维护无歧视、胁迫和非

性骚扰的弟兄姐妹关系和聚会环境。本会不容许有任何不受欢迎的身体、语言或视

觉的性骚扰情况，包括以下任何类型的行为：

•明示的性提议

•关于性的暗示性评论、描述、影射或诽谤

•性导向的挑逗或玩笑

•淫秽的举止或语言

•淫秽或带有性暗示的照片或图片

•身体接触，比如拍、捏或摸

2. 若任何人有这类的行为，㇐经发现，本会将终止其事奉，报告派遣教会，并视情况

轻重作适当的处理。

3. 若发现本会的弟兄姐妹或是同工有任何这类的行为，请立即通报团契传道人或工场

正副主任。本会将立即处理。

4. 详见 ECM网站（www.ECMinistry.net）《ECM防治性骚扰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