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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At this point in time, several states have partially 
reopened their economy. Still, without a vaccine or ef-
fective treatment solutions,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our life, work and church service will return to normal 
anytime soon. As some public health experts say, this 
pandemic experience might permanently damage peo-
ple’s confidence in crowd gathering. During the past 
3-month shelter-at-home period, we have seen a few 
areas of our operations be dramatically affected. 

AFC Bookstore and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have been the country’s No. 1 supplier of Chinese Chris-
tian resources. But because of the cancelling of physical 
church gatherings, conferences, and outreach events, 
book orders have decreased as much as 70%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Our staff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keep a healthy inventory and do more promo-
tion of spiritual reading at home. Please see pages 65-66 
for their recent promotions. We’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help to spread this news.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Perhaps you are curious about our plan for CMC 
2020 that was scheduled for this yearend in Ontario, Cal-

ifornia. After deliberate discussions within our planning 
committee and consultation with public health experts, 
we have decided to cancel the physical gathering and 
move it online. By having it online, we do not mean 
simply converting the sessions to online meeting style. 
Our team is creatively rethinking the whole process, re-
writing unique topics that the church needs now and 
find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for a superb learning 
experience.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us as we are nav-
igating multiple options.  

Finally, I want to convey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your partnership with AFC. During this uncertain time, 
we pray that God will richly bestow you talents, strength 
and compassion for His work. Here at AFC, we do our 
best to take care of our own staff and serve the millions 
whose hearts are crying.  

Unlike churches with stable congre-
gations and tithes, AFC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individuals and churches on top of 
their local responsibilities. If you are ca-
pable of making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i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So we are ambassadors with you, 

David Chow D.D. 
President of AFC 

Dear Friends of AFC, 

The ri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left its 
mark worldwide, and for many, the impact is quite per-
sonal. I am sure all of you have battled through times of 
anxiety and confusion in the past 3 months, and perhaps 
even have fearful moments of potentially losing loved 
ones. Our staff family at AFC have surely gone through 
those ups and downs. 

We finished the year 2019 on a strong and happy 
note. CMC Baltimore attracted nearly 3000 attendees 
globally. The feedback we received regarding the pro-
gram and impact far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But 
shortly after that, we started to hear news about the 
breakout of Covid-19 in China. Our ministry partner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China were impacted one by one. 
Quickly enough, the virus spread to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whole world. Shelter-in-Home orders 
were implemented in most of the states. During that 
time, AFC staff, especially our campus missionaries, pro-
actively reached out to the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were isolated as campuses were shut down, and dorms 
were evacuated. 

CAMPUS OUTREACH

On pages 22-35, you will read reports from AFC 
Campus Director Dr. Chaoyang Peng and his staff about 
their creative and loving outreaches. Amazingly, we 
found the Lord has used this fearful time to open up 
people’s appetite for spiritual conversations. Xiao Sun, 
a student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s one 
of many who received salvation during this downtime. 
(Full story on page 26) Other staff like Ashely Lan, used 
her counseling skills to provide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o many who were struggling, even including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here and in China (on page 60). 

 
TRAINING

Dr. Yeou-Cherng Bor, AFC’s Executive Director, was 

a virologist in HIV before joining AFC ministry. His ex-
tensive knowledge in virus immunology as well as his 
spiritual insights made him a popular speaker for many 
churches. This includes speaking at online consultation 
meetings, Sunday services and gospel rallies. In a week-
end Joint Gospel Rally in the Carolinas, he spoke to more 
than 900 participants on topics of virus and the gospel 
and led 52 to Christ via Zoom meetings. Dr. Chuck Kwok, 
AFC Vice President and a veteran trainer on discipleship, 
also maximized his availability for training churches 
across the globe. In a recent weekend training event on 
leading discipleship groups, he had over 1400 online 
participants which sets AFC’s record. We praise God for 
using staff like these two to actively support the church-
es. (Their videos can be accessed at: youtube.com/am-
bassadorschrist)  

AFC NEW MEDIA PROJECT 

One bright spot during Covid-19 is AFC’s launch 
of our own new Media Ministry, a multi-platform ap-
proach to get high quality videos, audios and articles 
out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Since early January, we 
have received incredible feedback for over 150 pieces 
of original content. Even people within China can access 
our Wechat-based page, enjoying spiritual materials at 
no cost to them (content is censored inside of China). 
Thanks to your support, we are able to build a team of 
dedicated coworkers to advance this very important 
arm of the operation. Please read more in detail about 
their progress on pages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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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使者之友，

冠狀病毒在短短兩個月時間裡席捲全球，對社會

生活、經濟方方面面造成巨大負面影響。不但如此，它

也使我們每個人近距離地面對疾病、死亡。我相信您

也一定也經歷了從不解、焦慮和恐懼的心理變化。我

們使者大家庭的同工們也經歷了這些起起伏伏。

2019年末我們成功地舉辦了華人差傳巴爾的

摩。3000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齊聚一堂、學習參

與這一宣教動員的盛會。我們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評。

但是就在會議結束一周後，我們開始得知冠狀病毒在

中國的爆發。身在國內不同城市的事工夥伴們開始告

訴我們當地限制出行，教會聚會被迫取消。很快，病毒

傳播到歐洲，北美甚至全世界。在美國的大多數州開

始頒布居家隔離令。這段時間，使者的校園同工們繁

忙地服侍哪些被困在美國、被迫搬離校園、陷入極大

焦慮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

校園事工

在22-35頁，您將讀到使者協會校園事工主任彭召

羊博士和他的同工們在疫情期間如何有創意、捨己地

服侍這些華人學生學者。我們奇妙地發現神也使用這

個災禍使人心更加柔軟願意聽福音。小孫，南加大的

新生，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神使用一個同學在上個月

帶領他悔改信主（完整的故事在26頁）。其他的同工，

例如藍星，則使用她聖經輔導的技能在線上提供心理

支援服務，其中包括在中美兩地一線的醫護人員（第

60頁）。

培訓事工

使者協會的總幹事柏有成博士，在加入使者前是

一位優秀的艾滋病病毒學家。他的專業背景和屬靈洞

察力使他在疫情期間被主大大使用，在不同教會間分

享信息，推出重要的文章和視頻信息答疑解惑，堅固

肢體。上月由他主講的南北卡聯合線上佈道會吸引到

了900多人參與，52人決志信主。使者的副會長郭振遊

教授也是從事門徒訓練的老兵。他在這段時間也同樣

的舉辦在線講座、繼續培訓居家工作的弟兄姐妹。上

週末舉辦的「在家門訓」培訓有超過1400人報名參與。

我們感謝讚美主大大使用這些同工們。（培訓視頻可

以在youtube.com/ambassadorschrist觀看）

使者新媒體事工

在Covid-19期間使者的一個事工突破是年初展

開的新媒體事工，利用視角媒體平台來發佈視頻、音

頻和優質電子文章。自一月起，我們已製作了150多份

原創內容。身在中國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使用微信公眾

號來獲取我們的免費資源（中國境內內容需受審查）

。感謝那些慷慨支持此事工的肢體們，以至於使我們

可以完成團隊搭建，繼續拓展這個重要面向未來的策

略。請在36-45頁讀更詳細的媒體事工進展。

挑戰與回應

就在我寫信的此刻，美國多州已經開始逐步重啟

經濟的步奏。但是在沒有疫苗和有效療法的前提下，

很難想象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教會生活會很快恢復到

以往的光景。公共醫療的專家預測，此次的疫情很可

能會長久影響公眾參與集會的意願。在過去三個月

裡，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疫情對於使者幾個事工運營的

挑戰。

使者書房和福音資源事工一直是北美最大的中文

屬靈資源供應商。自疫情爆發以來，各種教會聚會，福

音特會都被取消，使得圖書銷量較往年下降了70%。

我們的同工在積極地優化庫存、同時保證最關鍵的書

籍不斷貨。我們也開始推廣在家閱讀，配合優惠的價

格。具體的促銷書目在65-66頁。請幫助我們推廣這些

超低價的優秀屬靈讀物。

華人差傳大會

您一定也關注著2020華人差傳的計劃是否有變

動。經過籌備委員會的討論以及咨詢公共衛生專家的

建議，我們決定取消現場的會議而改為網上舉辦。但

是網上舉辦的差傳大會絕不是簡單的在線Zoom會

議。我們會重新設計整個會務流程，甄選疫情發生後

教會所面對的新挑戰議題，並且採用最先進的科技手

段來達到好的參與體驗。請繼續為我們前面的選擇和

籌備工作禱告。

最後，再次為您與使者同工同行感謝主。在這個

充滿著不確定性的時刻，我求神額外加添你的力量、

才幹和憐憫來參與他所給你的服事機會。在使者，我

們也會盡力照顧同工們的健康與需要，並且繼續服侍

上百萬內心哭泣的靈魂。

與有著固定會眾和十一奉獻的教會不

同，使者是一個依仗各地教會和主內肢體

在十一奉獻以外支持的福音機構。如果神

賜福與您有奉獻的能力，請紀念我們的需

要。感恩！

與您同為基督使者的，

周大衛 牧師 

基督使者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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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詩篇102：26-27）這位永不

改變的神也掌管一切，沒有一件事是出乎祂的意料之

外。「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

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

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

的，我必成就。」（以賽亞書46:9-10）

所以，新型冠狀病毒提醒我疫情不是「反常」現

象，而是「非常」時期。它促使我跳脫老生常談的舊

調，重新思考下面這句話：

「我不知明日將如何，但我知誰掌管明

天。」（I do no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我承認我不知明天將會如何，但是我真的知道是

「誰」在掌管明天嗎？而我是否願意將自己交托給這

位掌管明天的「誰」，仰賴祂的不變來面對每天的瞬

息萬變？我的答案：是的。因為藉著認識耶穌基督我

認識神（參見約翰福音14:7），所以發生在我生命中的

好事與壞事，對神而言都是萬事。這位讓萬事互相效

力的神，在祂純全善良的旨意之下，讓那些愛神而被

神呼召出來的人，得到益處（參見羅馬書8:28）。這次

疫情中我立定心志，要成為一個愛神而被神呼召的

人……不是要得到益處，而就是單純的愛神，回應祂的

呼召。

2.未來拼的是分辨力

曾幾何時，Google已經成了日常用語，一個搜尋

資訊的代名詞。Google也變成了一個動詞，生活的開

門七件事，「Google一下」儼然成為每天第一件與最後

一件要做的事。在互聯網的時代，資訊就在我們的掌

指之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在Google網站的搜

尋引擎欄輸入「COVID-19」這個關鍵字，在0.76秒之

後，網站告知約有3,920,000,000（約39億）條的信息結

果。39億條的信息是什麼樣的概念？讓我用人一生的

年歲來闡述。一位百歲人瑞（包含25個閏年）一生的年

月是3,155,760,000（約32億）秒。假設這位可以活100

歲的人，從呱呱墜地第一秒鐘就用他的小手開始每秒

鐘刷屏一次，瀏覽一條信息，如此終生不懈，那麼到臨

終的最後一秒鐘這位百歲老人用他皺紋滿布的手微微

顫顫地划過最後一次手機，在他去世之後，他還有超

過7億6千萬條的信息沒有閱讀過。這就是我們身處的

資訊爆表時代，0.76秒搜索出來的信息，窮一生之力

也讀不完！

互聯網路與智能手機的開發與結合改變了人類取

人生大「災」問

回想1993年在博士後研究愛滋病毒期

間，我的導師諄諄教誨說：「病毒一直在教

導人類功課。如果你缺乏智慧，虛心向病毒

求問。」

如今新型冠狀病毒全球肆虐，「疫」鳴驚人，讓我

再度向病毒虛心求教，開始閱讀科學文獻、報導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的結構、感染肺細胞的機制、與在肺細

胞內部的繁殖過程。學習之後不禁贊嘆它的精巧設

計。但是與其說是我在研究新型冠狀病毒，倒不如說

是新型冠狀病毒犀利地剖析了我的內心世界。藉著對

病毒的認識，我也反省自己的生命是否持續地被福音

更新，以至於具有實踐信仰的生活動力來迎向挑戰；

雖然身處動蕩不安的疫情，卻能夠真實地經歷神與他

所賜的平靜安穩，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認。

病毒教導我的人生功課

「一場全球新冠狀病毒疫情，讓我們明白～未來

拼的不是學歷、不是經歷、不是財力，拼的是…免疫

力！」我最近在一個銷售營養保健品的網站讀到這句

廣告詞。初看會心一笑，再看覺得一針見血。所以就借

用這段廣告詞的語氣，來分享新型冠狀病毒教導我的

人生功課，就是在後疫情時代我需要培養的能力。

1.未來拼的是應變力

在美國生活久了，我習慣的就是生活中的事情都

會依照所預期的發生。這種「確定感」帶給我一切都

在掌控之下的期待。我期待水源與電源穩定，車子會

發動，加油站有汽油，超市有衛生紙，可以隨處上網購

物，付賬單，手機有4G/LTE訊號。我習以為常這種重復

操作，單調劃一的生活形態，讓「經常」理所當然地成

為「正常」。這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徹底地打破我擁有

「確定感」的假象。「反常」的疫情打亂了我的章法，

特別是像我這種每天依照行事歷與時刻表安排生活作

息的人。雖然「疫」料之外的病毒出來攪局，它卻點醒

了我：未來的歲月充滿的是變數而不是常數。所以，要

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生活，就得培養出應變力。但是這

談何容「疫」呢？

病毒讓我想起小時候學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聆

聽老師講解《易經》的一段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易

經》是一本描述天地萬象變化的經典，所以「易」就是

永無止息的替換改變之意；「容」是包容。因此「容

易」就是能包容變化，如果能容忍接受世間風雲的變

幻莫測，那日子當然就很「容易」過了。我當時年紀

小，聆聽之後覺得很有道理。如今年齡漸長，重新思考

老師的這個解釋，有了一番新的體認。我覺得包容變

化不是被動地任憑擺布，或是忍氣吞聲，或是無可奈

何的認命；而是具備一種力量能夠主動的回應變化。因

此，在這個世界當中有沒有一種超越「萬變」的「不

變」而能夠以不變應萬變呢？基督信仰提供了肯定的答

案。聖經描述一位永遠長存而且亙古不變的神，「天地

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

要將天地如里衣更換，天地就改變了。唯有你永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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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事工，幫助他們創作福音資源來挑戰人們世俗的

世界觀，指出其中的謬誤與虛假的盼望；再以福音的

視角幫助他們重建世界觀，悔改信靠耶穌基督，經歷

生命改變，與擁有活潑而真實的盼望。

3.未來拼的是生命力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網站每天公佈世界各國「新型冠狀肺炎」死亡人數

與「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人數；華盛頓大學衛生計量

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

ation）的網站每天也提出數學模型對疫情的預測。這

些公佈的數據與預測的趨勢提醒我，病毒是六親不認

的，它的致命力是真實的，必須有妥善的防疫措施；

而我的生命力是脆弱的，必須更珍惜數算每一天生

命的寶貴。這讓我想到在2017年7月台灣推出一部短

片，《下一個十年，你會在哪裡？》，提醒我們對歲月

流逝的輕忽。在劇中爺爺與孫女有一段關乎孫女未來

前途的對話，爺爺開導孫女認識到人生苦短，稍作停

頓，略有所思，然後感慨萬千的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

話：「這個時代啊，不缺算計，只差計算……」這個短片

並不是提出一個新的觀察，而是它呼應了3500年以

前，摩西記錄在《詩篇》九十篇的禱告，「求你指教我

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

首詩篇提醒我們無論是處順境或逆境，一顆智慧的心

是得自於學會數算自己有限的生命年月。它的目的不

是要人們專注於經營現世，而是藉著有限的年日去認

識那位創諸山、造世界的神。（參考詩篇90:2）在這個

疫情嚴峻的處境中，病毒教導我重新審視對生命的計

算模式：有一個常數可以將地上稍縱即逝的生命轉換

成永恆的生命。這個常數就是無限大的耶穌基督。學

會如此數算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思意念就可以有智

慧地引導我們在現世中經營永恆的生命，在祂的慈愛

中飽足，在祂的榮耀中喜樂。（參考詩篇90:14-17）

疫情終將過去，我們仍然有一個尊嚴有意義的日

子要過。病毒教導我的人生首要目標是以福音的視野與

動力，在神的觀看之下，持續活出敬虔謙卑、熱心行善、

平安豐碩的生命典範。不止在疫情期間如此，終生也要

如此。這是新型冠狀病毒給我上的最深刻的一課。

讓耶穌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做主。願你們平安。

得訊息與思考的方式。根據我的觀察，這種改變產生

以下兩種現象：

（1）用眼睛來聆聽。因為資訊超載，閱覽資訊耗

時費神，對於那些能脫穎而出得到讀者青睞的信息，

網路創造出「奪眼球」與「吸睛」這些詞組，不僅傳神

也生動地描述信息的終極目標：讓人目不暇給與目不

轉睛。眼睛成為接受信息的主要管道。

（2）用感覺來思考。因為資訊爆炸，叫人無暇思

考，「短、平、快」成為黃金標準。但是資訊碎片化的

後遺症是讀者不用勤於深入思考，導致分辨力缺乏鍛

鍊而日趨下降，也越來越沒有耐心讀長篇信息，就更

想找短文看，因此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就好比外行人

進入資訊寶山，卻不知何為寶物，憑著感覺挑選，結果

拿到一堆山寨版，甚至沾沾自喜。

印度聖雄甘地說過：「毀滅人類的三件事，沒有

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人云亦云的知識。」資

訊如海洋漂浮著各式良莠不齊的資訊，人在其中載浮

載沈，可謂資海無涯，回頭也不是岸，而是一望無際的

海。缺乏判斷力，人云亦云，可能就會滅頂。更多的資

訊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更多的焦慮，導致憑著感覺做

決定，結果更糟。不禁感嘆古時後的人因無知而痛苦；

現代人因一知半解而受苦。

那麼要如何培養屬靈的分辨力呢？在此提出三點

個人的心得。

（1）將自己的思想順服在神的真理之中。借用耶

穌基督對天國的比喻，網路世界好比麥田，播種麥子

在田裡生長，結果有仇敵將稗子撒在麥田中（參考馬

太福音13:24-25）。劣質的資訊好像稗子在田中搶佔資

源，擠壓麥子的生存空間。這種魚目混珠，濫竽充數的

現象需要學習慎思明辨。這是一項屬靈的操練，必須

用聖經世界觀的濾鏡來分辨，經由真理的聖靈引導我

們「明白」一切的真理（中文和合本聖經在「明白」這

兩個字下面有小字註解:「原文作進入」）。(參考約翰

福音16:13）這是一個逐步成長的過程，藉著神所賜的

教會來訓練培育我們，對耶穌基督有一致的認識與信

靠，屬靈心智長大成熟，不再是嬰孩，不會被這個世界

眾說紛紜的詭計所欺騙，心中無定見而隨波逐流。（參

考以弗所書4:12-14）

（2）謹慎管理影響心思意念的來源。

聖經說：「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

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

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

贊，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

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

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

同在。」（腓立比書4:8-9）

這就是勸勉我們遠離錯謬的、污穢的、暴力的、

可憎的、淫亂的、醜惡的、不合宜的、無價值的思想；

同時要身體力行，效法學習。2004年英國國家廣播公

司製作了一個節目稱為，「You Are What You Eat」，

節目內容是關於飲食與身體健康的關係。藉著這個節目

名稱得到的靈感，我提出「You Are What You Watch」。

特別是在疫情居家隔離期間，我們在互聯網路觀看什

麼樣的信息？我們要有節制，有智慧的選取閱讀觀看

的內容，不要讓我們的腦海成為一個垃圾掩埋場，導

致心思意念的污染與負面的後果。

（3）不做謠言的散播者而是成為真理的代言人。

疫情期間，網路充斥著各式各樣有關新型冠狀病

毒的新聞。有的可信度高，有的卻似是而非，可是分析

訊息需要時間，如果不求甚解的道聽途說，未加求證

而轉發，這種做法會讓劣幣驅逐良幣。因為過去25年

我在病毒學的研究，累積了一些生物醫學的專業知

識，於是在疫情期間嘗試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撰寫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的文章，盼望能提供基本的科普知識，

澄清觀點，排除迷思，以免積非成是，造成不必要的恐

懼。我會繼續創作有關結合生物科技與福音培靈的文

章，向懷疑基督信仰的朋友們傳講他們聽得懂、能產

生共鳴的福音。我鼓勵弟兄姐妹們使用你們的專業領

域，創作優質的基督信仰文章來宣講耶穌基督的福

音。同時，我們也需要支持那些提供精品靈糧的網路

WeChat ID:

afcmedia

微信公眾號

閱讀柏老師最新文章和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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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關心的就是醫院的防護裝備如何？每天是否

需要回家？是否需要隔離？

兩天後她下班回家告訴我，防護裝備不足，每天

要回家，需要在家自我隔離！我的天啊，我知道這意味

著什麼，我徹底不知所措了。接下來我們就召開了家庭

會議，我家老大Jonah剛剛被NYU的電影學院錄取，老

二Joshua上十年級今年十五歲。我們都否定了讓媽媽

單獨出去住的方案，如果那樣如此工作壓力媽媽如何

照顧好自己的生活。下一個方案就是爸爸留下照顧媽

媽。但是接下來為難的問題出現了，兩個孩子是否需

要出去寄居？立石教會的姊妹們得知詳情以後都紛紛

發來邀請，願意為孩子們提供住所臨時領養他們。經

過討論Jonah決定留下來陪爸爸，Joshua高興的接受

了最要好的小夥伴的邀請搬出去住，將家裡的主臥房

騰出來為媽媽單獨居住，也有獨立的衛生間方便隔

離。萬事具備了，太太在3月15日花了半天時間採購了

所有的食物以備未來「隔離的日子」。3月16日週一她

第一天奔赴「前線」。那天，也是我正式開始在家上班

的日子，是Joshua第一次以這種方式離開家的日子。

太太那天離開家門時，我偷偷地目送她，我不知

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如果發生了什麼如何面

對。CoronaVirus！「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海

外華人打全場」「Tom Hanks and his wife have Coro-

naVirus」「Dow Jones DOWNSIDE」……自那日起，我

意識到這個病毒已經悄悄溜進了我們的生活，無論我

們是否願意，無論我們是否準備好，無論我們是軟弱

或者剛強。那一日我無眠。

夢夜深無眠，顎眉深鎖，漢水瘴氣霧連天，孤影

伴炬月光寒，仰頭欲語！

喚鍾馗顯世，怒目提劍，除疫魔換我河山，天生

我才必有用，再換青天！（友軍《浪淘沙》無眠）

從那時起，我開始結束了「倒了油瓶都不扶」的

生活狀態，開始了「又當爸、又當媽」的生活。太太每

天下班到家的一切動作都要規範和程式化：停車、車

內消毒、進車庫、自己消毒、換衣服、零接觸直線回主

臥房洗澡、再換衣服、與我視頻，我準備午餐。每天到

家下午三點首先要吃午餐，因為在醫院不方便吃東

西，不僅為了避免交叉傳染，也為了節約醫院的口罩、

隔離衣等防護裝備。她們醫院是新澤西第一個開放檢

測C19病患的醫院，口罩供應到了第四天就告急了，隔

離衣也是簡單半敞開式的。醫院的CEO在第一週就被

檢測為陽性，部門主任第三週也被查出是病毒感染

者……這是什麼節奏？我的心每天都是緊繃著，親愛

的你可要堅持住！上帝的看顧與你同在！

「老公你辛苦了」，「親愛的，只要你能平安，我

的辛苦不算什麼」我心裡暗答。

從此，太太每天上下班開車的時間成了我們的「情

感交流專線時間」，她都會向我「彙報今天的心情和所

見所聞」。只有這段時間是她願意和我交流的時間，下

班後除了吃飯，她需要更多安靜的時間，自我醫治，向

上帝禱告。有一天她們的急診科因為這個病毒走掉了

七個人，最年輕的一個才三十多歲……

死神從來沒有離我們這麼近過。每人終有一死。

最終我們都會面對，有人從容、有人恐懼、有人遺憾、

有人無奈……C19給大家帶來的恐慌應該就是對死亡

的不可知的恐懼吧？就好像是蒙著眼睛玩雲霄飛車，

你不知道下一個斷崖在何時出現，等待你的永遠是不

可預見的黑暗和深淵。人啊，如果都知道明天死亡會來

臨，那麼今日的所有紛爭、分歧、別人有沒有為自己點

贊等等都顯得沒有任何意義了。C19除了會給人們帶來

災難，同時也讓人們開始反思，讓我們不得不回到人

生最重要的人面前，重新回家，重新回到孩子們當中，

重新欣賞那張因熟悉早已陌生的枕邊人。如果你還沒

有意識到，答案只有兩個，也許你是一個大徹大悟的

人，也許你是一個麻木的人……你我屬於哪種呢？

點開太太的《急診科疫情日記》，這是太太自「被

隔離」以來我每日最期盼想讀的文章。一字一句都記

載了在疫情面前人性的光輝。他們/她們都是普通人，

在面對被感染的現實時，無論白人、黑人、中國人、印

度人，不忘記的都是「感謝、感恩」。

太太在日記中寫道，「感動一位有接觸史有症狀

的女士一直站在寒風中不肯進來，害怕把別人傳染

天使太太上抗疫前線
文/劉友軍，紐約立石教會會友

2020年3月9日，妻子從她所在的Holy Name Hospital Senior Center

下班回家後認真的告訴我，她要上「前線」了，我沒反應過來問「什麼前

線？」，她神秘的講「是抗疫前線」「我要去我們醫院的急診科負責排查

Coronavirus的病人」。「你在老人康復中心挺好的，怎麼突然要去急診

科？」我問。「我是護士，現在是特殊時期，我應該去，你覺得呢？」她從容

的反問。此時我還能說什麼呢？之前只是從報紙和新聞視頻上看到中國武

漢醫護人員為抗擊病毒所做的犧牲和努力，沒想到這麼快就臨到了美國、

臨到了我的家。我的腦海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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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激勵。自那日開始每天早上，我家的門前就堆滿

了各種各樣的盒子，大的小的。教會的弟兄姐妹以及

社區的朋友紛紛地把口罩送到我家。於是我就成為一

個送口罩的義工，上班就把口罩帶到醫院，拿到我們

的華人醫療部。」「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海

外華人打全場。」

在捐口罩的過程中，有好心人擔心因口罩質量將

來引發責任問題。我將這個顧慮告訴了太太。她說，沒

時間檢查口罩是否合格了，我先用。

每天為了給太太準備早餐，我不得不養成了比她

早起的習慣。早餐對她來說太重要了，因為她在醫院

不能吃午餐為避免交叉感染和節約口罩和隔離衣。每

次看著她喜樂的微笑和矯健的背影，我都會被感動，

盼望她所信的上帝看顧她，成為她的力量。願你每日

都平安的去，平安的回！

我曾為了紀念李文亮醫生寫過一首詩《哨聲嘹

亮》，妻子寫了一首回應詩：

我願成為一隻哨子，求禰將我吹響。

若一生只有一次，願使沈睡的良知蘇醒。

我願成為空心的哨子，禰的氣息將我充盈

良知的震動，發出勇敢的波長。

吶喊吧哨子，你的存在是為警醒。

若一生只有一次，我願為真理髮聲。

我原是一隻空心的哨子，因為禰吹氣，

我才有了生命。

親愛的，願你每日都平安的去，平安的回！

上，看到他弱小的身影緊鎖的雙眉，被她的善良深深

感動」。

「今天有一家三口孩子也叫Joshua只是比我的小

兒子有小三歲。12歲的Josh。看上去很嚴肅稚嫩的臉

上，無法掩飾心中的擔憂和害怕，坐在爸爸的身邊默

默的流眼淚。我有靠近他，試著去安慰、告訴他說上帝

會幫助我們，我會為他禱告。他擦著眼淚，輕輕點頭。

願上帝的愛親自安慰這孩子。」

「今天有一家四口，兩個孩子已經出現症狀，媽

媽肚子裡還有一個待產的小寶寶。求神幫助這一家能

夠度過難關，症狀盡快消退。他們都是能夠帶菌。聽

說是被親戚傳染。」

「今天碰到一家印度人，丈夫已經出現呼吸困

難，妻子還是很注意防護。妻子非常恐慌、緊張、擔

心。給她一些疾病的教導，和在家安全隔離等常識。

但知道她沒有平安，我不忍讓她就這樣帶著一顆不安

的心離開。而我知道哪裡有平安，我怎能不告訴她。於

是提出為她禱告，當爭求她同意後，我就奉耶穌基督

的名為她禱告，她嘴裡用我聽不懂的語言喃喃的禱

告，她流淚了。」

還有一件事讓我不得不感到驕傲，就是在這次疫

情爆發後，我們美國華人社區做了巨大貢獻。他們/她

們在第一時間將美國的口罩運到了中國，又在第一時

間將中國的口罩買回了美國。「美國的在那邊，中國

的在這邊」。太太日記中寫道「連續兩天花得最多的

時間，忙碌的就是口罩，因為醫院缺口罩、口罩！。當

我把這個信息發到Livingston華人社區和教會，大家

踴躍地，盡最大努力的去尋找口罩，把自己購買的

N95全都捐了出來。我也同時有機會進入到一些群裡

面去瞭解一些口罩的情況，所以這兩天腦子里有的就

是口罩口罩口罩，因為我們需要，因為我們不能讓病

房的醫護人員，不能讓ICU和ER的醫護人員沒有口罩

戴。防護的短缺曾經是在中國發生的不幸，然而在美

國也同樣發生了。大家都知道那樣是多麼的危險。讓

我真的看到華人社區的力量，也看到海外華人的那一

份的愛心和熱情。這讓我心裡大大地被感動，也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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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下，

如何面對職場不確定性？ 

——三位企業高管給學生和職場人士的建議

文/孔雷漢卿、孔毅、朱正中

編者按

2020年一月以來，突發的新冠病毒給

全球經濟、政治和人類帶來巨大影響。根

據經濟學家的報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已

逐步出現經濟蕭條。其中中國第一季度

GDP遭遇6.8%的負增長，美國失業人口則

攀升至兩千六百萬人。Covid-19已經使無

數的人失去家人和生命，對未來的不確定

性也滲透在各行各業中。本期使者職場訪

談特約三位職場前輩，給身在職場或是校

園的你一些鼓勵和建議。

孔雷漢卿

「職場使命」創辦人、總裁。

孔雷漢卿（Elaine Kung）生長在中

國香港的一個貧困家庭，迫於生

計，她的家人做出了移民美國的

艱難決定。後來她得以就讀康奈

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並成為

了AT&T公司的產品營銷總監。經

過不懈努力，她將信仰事工融入

了職場並由此在職場掀起了一場

有意義的變革。這場變革可以說

是她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

孔毅

出生於上海，長大於台灣，

從美國開始職場生涯，1991至

1994年，他擔任摩托羅拉半導體

FRAM事業部全球總經理時，帶

領事業部由全球市場佔率第六

名成為全球第一名。因其在技術

和研發方面的成就，曾被稱為

「iRAM之父」稱號。孔毅弟兄也

曾擔任英特爾高級經理人，上海

E28創始人，擁有四十年實戰與

管理經驗。

朱正中

上海出生、臺灣長大，原可口

可樂中國區市場部副總裁及三家

外資企業CEO與COO。曾獲上海

市市長白玉蘭獎。曾任上市公司

福建恆安、永樂家電獨立董事，摩

根斯坦利投資顧問等。2004年起

在中國從事企業諮詢、輔導、培

訓業務。曾任美國華人創業協會

會長、基督使者協會的董事；在

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服事職場年

輕人。

本期特約作者介紹

trainingdept@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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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新型冠狀病毒應該改成「心」型冠狀病

毒，它不僅攻擊我們的呼吸道系統還會攻擊我們愛主

的信心。我們可以反省自己過去的屬靈生活，有多少

是為愛主的緣故，還是愛自己？此時是我們需要認知

自己並有悔改的行動。我們需要學習回到神的面前。

Q:未來變得如此不確定，甚至可以說是黯淡，如

何做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

孔毅

面對不利的環境和狀況時，我們要學會妥善管理

自己的心念、情緒，鍛鍊過人的EQ，專注於積極與善

良的人、事、物上；持續堅持信念，就可逐步改善環

境、狀況。這樣，當關鍵時刻到來時，就不會心慌意

亂、自我否定。人生固有命運，卻也擁有自由意識，自

由意識與上帝旨意相互動，就造就了人生。面臨關鍵

時刻，努力改變僵化的心態，注意由神掌控的徵兆指

引並追隨，處境就會變得不一樣。

朱正中

堅守我們對神的信心。相信一切困難在神的掌握

中；相信神的話語以及祂的全能。祂曾使瞎眼看見，叫

風浪平息，使瘸腿行走，醫治傷心人。讓我們全心相信

祂的拯救與幫助，賜給我們的約以及恩典的膀臂。「在

神凡事都能。」（太十九26）外在的環境不能改變我們

基督徒內心的盼望。《羅馬書》也說，「在指望中要喜

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12）

Q:在這個非常時期，對身在職場和校園的基督徒

有什麼實際建議？

朱正中

居家辦公的弟兄姐妹，我們應當更加努力，不能

因為老闆與同事不在身邊就懈怠。即使是網絡會議、

溝通及討論都應該與在辦公室上班沒有任何差別。認

真參與討論，避免干擾，不要鬆懈。千萬不要拿自己的

孩子、家人當藉口。無法按時拿出老闆期望的結果是

我們不夠專心、不努力、找藉口的表現。許多老闆在這

個特殊時期會注意觀察手下的員工，哪些是負責任的

員工？哪些是不盡責的員工？許多大公司目前還不會

有裁員、減薪的情況，但如果疫情持續到年底，所有的

公司都會考慮自己的盈利情況而採取必要的行動，這

就包括裁員、解僱與減薪的計劃。所以，優秀的員工不

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能顯示出工作態度的持續性與可

靠性，在這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願意投入更多的努力，

必會影響我們未來的職業前景。

另外一個建議是，利用這段時間，設定短期目標

來提升自己的工作競爭力。為自己制定出一兩個學習

計劃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雖然現在受失業影響的大

部分 是較低層的工作崗位，但如果疫情持續，終將影

響整個經濟體系。加上美國每年有近兩百六十多萬的

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競爭會更加激烈。現在的You-

Tube幾乎可以找到各樣的課程，也可以閱讀書籍來訓

Q:這對即將畢業或已經畢業在找工作或實習的學

生來說，無疑打擊沉重，請問學生會受到哪些影響？

朱正中

2020年4月22日華爾街日報記者Patrick Thomas

的一篇以「學生的暑期實習internship計畫蒸發」為題

的文章告訴在校學生，許多公司要不就是已經取消

2020年暑期實習的項目，或者縮短實習時間。文章中

舉出休斯頓總部的Halliburton為例，人事部已經取消

原本100個名額的暑期實習生項目，將支付給申請到實

習的學生一些費用，多少未定，並且宣布將會解雇

1000名員工，這個決定將會影響在德州以及奧克拉荷

馬兩州的辦公室。除此以外還會對在休斯頓的辦公室

留職停薪3500人。

暑期實習對大學畢業後找工作非常重要，但是現

在無望。學生的實習泡了湯，職場年輕人也同樣面臨

挑戰，這直接影響就業機會、收入以及長久的職業規

劃。截止至5月15日，美國已有3650萬人失業，這意味

著之後的就業會變得非常嚴峻。

Q:請問您過去有沒有在求職或是職業生涯中有過

困難時期？

孔雷漢卿

在我職業生涯中最困難的一年，雖然我懷著感恩

上帝的心態、積極地面對每週一工作日的到來，但每週

日晚上還是充滿了「Sunday night blues」。週日晚上

我跟家人一起流淚禱告，禱告我可以有勇氣週一去上

班，去和那些把我的項目和資源搶走的同事打交道。

最後，我在一家500強公司中度過了豐盛的33年，並於

2017年底以director（主管）身份退休。在職業逆境

中，我的性格、信仰和思維模式得到了極大的磨煉和

成長。我學會了克服恐懼，分享一節經文給大家，「因

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

的心。」（提後一7）

Q:除了學生和職場人士受到此次疫情的衝擊，還

有很多各行各業及國家受到極大損失，無數生命被奪

去，我們如何正確面對苦難？

朱正中

這些苦難就像《雅各書》中說的，「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

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雅一2-3）首先，我

們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外在環境雖然艱難，但我們的

內心定意要喜樂，這喜樂是要學會靠著主才能喜樂， 

而不是靠環境。神要我們喜樂什麼？後面解釋了原因，

因為這是「百般試煉」時期，目的是要試煉我們的信

心。當一切都很順利時，我們很容易有信心，但那種信

心只停留在口頭上，是禱告時候的口頭禪；在我們讀

經時，停留在我們心裡；聽道時，只停留在我們的腦海

裡。但當我們真正遇見困難時，我們身上的腎上腺素

分泌增加，焦慮和憂慮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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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雷漢卿

疫情期間，我學會了不去數算待在家裡的日子，

而是讓每一天過得更有意義。我見證了上帝如何將障

礙變成機會，將恐慌變成禱告和讚美，將擔憂變成對

上帝的敬拜。我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練MINDSET，照顧

好自己才能照顧別人。

把我們可控的事情做到極致。做SWOT和SOAR分

析，提升面試技巧常做準備。了解5P職業模式（Pur-

pose, Principles, Passion, People, Performance），

了解自己，認識他人，了解我們的職業選擇。遵循神的

道、神的靈、神的子民、神的境遇、神的主權來尋求神

的旨意。

提升我們的AQ逆商（Adversity Quotient）：逆境

造就個性。變化則可以增強我們的毅力、韌性和信心。

停止擔心不可控的事情。喜樂地享受當下：把耶穌放

首位，他人第二位，自己放最後。居家工作也是工作，

提高居家工作效率。增強家庭成員的關係。

Q:很多家庭夫妻在家工作，家中又有孩子的，對他

們有什麼建議？

朱正中

夫妻居家工作，家中又有孩子，對許多人來說是

個極大的挑戰。此時，我們更需要聖靈常常提醒我們

有耐心、溫柔和愛心。

夫妻都需要工作和照顧孩子的，可以事先相互協

調錯開照顧孩子和開會的時間，這樣可以彼此分擔並

減少衝突。居家辦公還是需要清楚設定界線，不要把

客廳當作辦公室又當作餐廳或休息室。心理學家告訴

我們環境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效率。當我們面無法分割

物理界線，什麼都在同樣的環境，心理上就很難迅速

進入某種狀況。這樣必然無法專心，很容易分心，尤其

是孩子的吵鬧。

我的建議是有晨更的習慣，讓神的話一早就進到

我們的心，滋潤我們，使我們一天所行的都小心謹慎。

設立家庭固定聚會時間，藉聖靈與與神的話語，彼此

禱告分享，可以拉近我們的距離。

練自己的一些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 not pro-

fessional skill），如演講的技巧、分析問題的技巧、批判

性思維與反思能力。這些可能會是我們將來在職場必備

的競爭技能。

持F1學生簽證、H1B簽證或是在申請綠卡的弟兄

姐妹，也需要盡快請教律師，自己簽證的有效性，並放

在禱告中紀念。

我們也要重新評估自己財務的狀況。如疫情繼

續蔓延，員工有可能會被減薪或裁員，這也直接影響

到我們的收入及情緒。所以財務的「量入為出」是必

然的考量。另外，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

作息固定。學會分辨家庭生活與工作生活中的輕重

緩急。

孔毅

我來分享一個自己的見證。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擔

任研究助理時，有一年暑假我突然覺得自己讀工科這

麼久，卻沒有工廠的實務經驗，我跟指導教授說想到

工廠去體驗一下。於是我進入紐澤西南部的一間工

廠。當我興高采烈去報到時，工廠的領班告訴我：「原

先要離職的工人又不辭職了，所以現在沒有空缺了。」

我聽了非常沮喪，領班看我垂頭喪氣的樣子，就隨手

拿了一支掃把給我，說：「Keep yourself busy. I’ll see 

you in the afternoon. 你自己找些事情做吧！我下午再

來找你。」說完就走了。我接過掃把，愣在那裡，心想：

我是一個研究生，我來是要當工人，怎麼變成掃地的

呢？當時我很想立刻就離開，但我很快就靜下心來，我

想當工人也是一種體驗，掃地也是一種體驗啊！想通

以後，我就心甘情願地掃起地來，很快我就把領班交

代的區域打掃完畢。

但到了下午，領班並沒有出現。我想領班既然告

訴我自己找些事情做，而我來這裡本來就是來學習

的，何不做出點成績，有所作為一番。我就開始打掃工

廠的其他區域，第二天繼續擴張版圖，主動清掃倉庫、

辦公室，我甚至連廁所都掃了。幾天以後，整座工廠裡

裡外外都成了我的管區。也因為這個原因，我認識了

工廠和辦公室裡的許多人。有人去告訴領班，有一個

中國人，把工廠打掃的很乾淨，這位領班才突然想到

我，糟了，我把Roger給忘了，就趕快來找我，跟我道

歉，說：「因為工作忙，把我給忘了。」他說，由於大家

都肯定我在工作上的用心，而且現在正好有個職缺，

打鑽孔的工人要走，這個職位的工資很好，其他人都

求之不得，因為他們虧待了我，而且似乎我是一個好

員工，就決定讓我來頂這個空缺，最後還語氣誠懇地

說：「You deserve this！這是你應得的！」

有了那次經驗以後，我對工作有了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做完老闆交代的事情以後，就要開始往外擴

張。雖然那只是個打工的經驗，對我的職涯卻有很大

的啟發。希望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不要老覺得老天

不公平，老天為什麼不祝福我？而要思考自己該怎麼

做，才能夠讓老天認為幫你的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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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rch, all campuses across the US were under the dark clouds cast by Covid-19. Dorms were 

closed, some Chinese students risked traveling up to 20 hours in an enclosed space on their flights 

back to China. Indeed there were reported cases that some caught the coronavirus on their way 

home. Most students chose to stay, and they have faced isolation, loneliness, fear, and the pressure of 

online classes.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conditions of students in the pandemic are concerning. 

Some lost the rhythm of their daily routine, slipped behind the due dates of their coursework, and yet 

had no motivation to make up the work. Against this bleak backdrop under the dark clouds of the 

pandemic, however, we see a shining light on campus. This is the light of life, the light of hope, the 

light of truth, the light of love.

God gave the vision of shining a light on campus to AFC via Christiana Tsai, the Queen of Dark 

Chamber,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God connected Christiana Tsai with Moses Chow, Ted and Leona 

Choy, and they started AFC with the vision of “Reach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Christ in this Gener-

ation.” For almost 60 years now, AFC staff members have been walking in the light, reaching Chinese 

students. 

Jesus said: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town buil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Matthew 5:14) 

The testimonies collected here from AFC campus staff and students are like light shining on 

campuses in the darkness of the Pandemic. 

A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FC Campus Ministry quickly reached students online with videos and 

seminars to help them get ready for the pandemic, mentally and practic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

vide care to students through our campus staff across the US. At the campus of UNC Chapel Hill, where 

I am based, as the pandemic worsened, we received a timely donation of over 10,000 face masks from a 

ministry partner, and we passed on the face masks to students, scholars, church members and many 

others. As campuses closed, some students needed to move out of the dorm, and we helped them 

move into apartments. Some of our staff also delivered take-out food donated by Chinese restaurants 

to students.

Social distancing has forced all campus meetings to go online. Our campus staff have risen to the 

challenge, and moved ministries online to break the geographic boundaries, and now reach even 

Shining a Light on Campus 
under the Dark Clouds 
of a Pandemic
Chaoyang Peng, AFC Campus Director 

cpen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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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students through Zoom meetings and live streams for Bible studies, group devotionals, dis-

cipleship training, and gospel outreach. In the Carolina region, an online gospel and revival confer-

ence series was launched in the thick of the pandemic. Dr. Yeou-cherng Bor, the AFC Executive 

Director, spoke at the first gospe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Over 1000 people 

joined us online, and over 50 new believers received Christ. We are following up these new believ-

ers through online small group discipleship.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series held in early 

May, the attendance shot up to over 5000 as more people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series. Such 

online outreach is likely to remain to be the “New Normal” in future campus ministry. We are not 

surviving, but thriving in the crisi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Dickens’ famous 

opening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depicts the current juncture we face. It is social distancing, it is 

online meeting; it is isolation in fear, it is connection in faith; it is depression with no end, it is hope 

in sight; it is the virus of death, it is the gospel of life; it is a dark cloud over head , it is a shining light 

of the world.

疫情烏雲下的校園之光
文/彭召羊，使者校園事工主任

進入三月，北美的校園都在新冠病毒的烏雲籠罩

之下，校園關閉了，有的學生冒險回國，更多的學生留

下來，他們面對的是封閉、孤獨、恐懼、擔心、和網

課。這場疫情帶來的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壓力是這些年

輕的學子難以承受的，有的生活節奏失控，功課拖延

誤期，卻沒有動力去補救。在這烏雲籠罩的疫情中，我

們卻看到一束刺透烏雲的校園之光，那是生命之光、

希望之光、溫暖之光、愛之光！

神藉著一位眼睛不能見光的使女，蔡蘇娟女士，

把校園之光這個異像傳給了基督使者協會，為基督贏

得這世代的華人知識分子。從蔡蘇娟女士、周主培牧

師、蔡錫惠和蔡司麗安夫婦起始，在過去近60年間，

神呼召他的僕人使女進入校園服事，一路走來，踏光

而行。今天上百位的基督使者協會校園宣教士遍布全

美，他們成為校園之光。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

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

太福音5:14-16）

這裡收集了來自東部、西部、南部、和中西部的校

園同工和學生在這次疫情中的感人見證。他們的見證

就像光照在校園，給烏雲披上了銀衣。

疫情爆發，先是校園事工部和新媒體部的同工們

為學生趕製了疫情應對和心理關懷的多集視頻，藉著

網絡，廣泛傳播，幫助學生做好疫情防備，同時更是

校園同工們在第一線直接關懷學生。在筆者事奉的北

卡校園，神感動一位企業家主內弟兄在疫情爆發初期

給教會奉獻了一大批口罩，正如雪中送炭，我們及時

把口罩分發給學生學者和弟兄姐妹們。學生搬家需要

幫助，神也感動同工不怕風險、做好防護去幫忙搬

家。疫情進入社交隔離階段，校園的聚會都轉到網

上，神又大大使用網絡的聚會打破地域限制，把在北

美校園和回到國內、甚至分散世界各地的學生們聚集

在網上查經和門徒培訓。在疫情封閉的環境下，同學

們熱心渴望相聚，網上的互動分享和生命造就見到良

好果效。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間雖然社交隔離，但福音佈

道卻沒有停止，而是更加興旺。筆者所在的卡羅萊納

地區在疫情期間開始了一個聯合網絡佈道培靈會系

列，基督使者協會的總幹事柏有成博士是首屆佈道會

講員，他結合在生物醫學和病毒研究領域的豐富經歷

宣講福音真義，上千人吸引來參加網上佈道會，有五十

多位新人信主，遠遠超出以往實體佈道會的回應。感

謝神大大使用這個網絡佈道培靈系列，其影響力不斷

擴大，現在聚會規模已達五千人。網絡聚會將隨著這

次疫情成為未來事工的一個「新常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

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

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

之春，這是失望之冬。」這次疫情展現的這個世代就如

狄更斯描寫的《雙城記》的兩面：疫情帶來的是社交

隔離，福音帶來的是網上聚集；疫情帶來的是孤獨沮

喪，福音帶來的是愛和力量；疫情帶來的是憂鬱和絕

望，福音帶來的是進取和信仰；疫情帶來的是恐懼和

死亡，福音帶來的是生命和希望；疫情帶來的是籠罩

校園的烏雲，福音帶來的是刺透烏雲的校園之光！

疫情爆發，彭召羊牧師和同工們做好防護幫助學生搬進公寓。

cpen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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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聽見

  聖靈的聲音
文/雨芙，南加大錫安團契

從3月初開始，美國的疫情開始指數倍的爆發，從最初的100多人，在

幾天的時間之內增長到2000多人，3月中旬本是放春假的時間，我們團契

正在籌劃一次四天三夜的旅程，在這個旅程的當中，我們同工有一個共同

的異象，就是「行道，分享主愛，將我們的信仰帶給未信主的人。」

在整個行程中，由於疫情人數不斷的增長，我們在服事過程中的心情

都很緊張，一路上事前計劃好的行程，由於疫情封城一直在變化，小伙伴

們除了開心，也有掩飾不住的忐忑，同工們的服事變得更加謹慎，大家都

帶著口罩，每到一個地方就開始消毒洗手；而也正是因為疫情帶來的恐

慌，給了我們很多的動力去傳福音，去傳講天國的盼望。我們抓住每一次

在車裡與慕道友聚集的時間，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困境，分享我們的信仰和

見證，帶去天國的信心，盼望和愛，也許是因為時局緊張，我們又出門在

外，慕道友們變得格外願意聽福音信息。

由於前期的鋪排和中期的準備，加上時局動盪，人心軟弱，慕道友心

中的土壤已經非常鬆軟，行程最後一夜，酒足飯飽之後，我們聚在客廳開

始查經，查經開始之前，我心裡非常多的爭戰，等一下要做呼召，可是我信

心不足，於是回到房間撥通了洛杉磯的姐妹電話，電話那頭很多雜音，她

不知道我為什麼打電話，我也沒有說，大概感受到我的情緒和壓力，她順

著聖靈的感動就直接開始禱告，在禱告中，我們把慕道友們交在神的手

中，求主親自揀選。

查經開始，正在敬拜的時候，詩歌唱到：「誰能控告？誰能抵擋？我是

神所揀選的！我是神所揀選的」的時候，小梁姐妹突然開始啪嗒啪嗒的掉

眼淚，我知道那是聖靈的工作，在心裡默默為她禱告，求主揀選她。

分組查完經，做了簡單的分享，我照原來準備的對眾人有了一個呼

召，帶大家決志的當下，我睜眼看到小梁在跟我們一起禱告，那時，她的

心向神打開，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刻，接受了這位永活的救主，成為她患

難中的保護，我們無比歡欣，這是我在疫情期間見證的第二個果子。

從春假旅遊回來，雖然收穫了兩個果子，我還是沒有受到感動跟室

友迫切傳福音，不想破壞我們互不干涉的「和諧」關係，直到居家令開始

gchi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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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我其實心裡有感動，要帶我的三位不信主的室

友信主，而我卻非常軟弱跟神禱告說：「主啊，我何等

軟弱，我可以為他們禱告，請你差人拯救他們吧！」同

時，我也清楚的知道，我們家直到解除居家令應該不

會有別的人來了。

開始隔離以後，由於疫情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

一直在上升，作為家裡的基督徒，我覺得我有責任要

來組織協調我們疫情期間的生活，也很想讓所有的室

友待在家裡，不要出門，保護大家的安全，想要達成一

致的門禁合約。可是那時候，我的室友們沒有回复我

在群裡的信息，大家還沒有把疫情當回事，覺得出下

門而已，問題不大，只有一個男室友小趙發信息給我

說：「不進不出的話，我們家清潔阿姨也別來了，你發

信息給房東吧。」

由於清潔阿姨不再來家裡打掃，我們決定自己展

開大掃除，做清潔當天室友小陳不聽招呼，還是跑了

出去，我心裡著急，敲開了隔壁室友小彭的門，請求她

和我一起規勸這位小陳，於是我們在走廊上監視他完

成全身消毒，囑咐他不可以再往外跑，全寢室居家隔

離正式開始。

第一次大掃除，大概是這麼久以來，我們全家人

第一次聚集在一起，由於剛發生室友跑出去全民恐慌

的事件，我敲開室友的門，問他們願不願意下樓一起

禱告，他們都猶豫片刻，我霎時間覺得有點尷尬，正當

我說：「沒事兒，你有壓力，我就為你提名禱告」的時

候，大家紛紛下樓，聚在廚房，小彭、小陳、小孫和我，

一家人整整齊齊圍成一圈。我知道這是神的工作，我

開始順服，我知道我們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第一次，

我跟全寢室一起禱告，大家雖然不懂什麼是禱告，但

當我說禱告就是跟上帝說話，阿門就是誠心所願的意

思時，小孫明顯進入狀態，似懂非懂的跟著我一起阿

門，我開始有了更大的信心。當週，他與我們一起參加

了在線團契。

開始隔離後的一週，小孫偷跑出去，從後院推著

自行車正要離開，被我當場逮住，他回頭對我說：「放

心，我會照顧好自己的！」推著自行車的小孫一溜煙離

開我的視線。我回過神趕緊給他發信息，同時找出了

《詩篇》91篇傳給他，說：「我會為你禱告，你為自己

禱告吧，這是我很喜歡的經文，你有空讀讀。」我不

知道他有沒有禱告，但是我知道我心裡那一股想要

室友信主得救的心越來越迫切。每一次寢室出現狀

況，我都會招聚大家禱告，也邀請室友參與在線團

契。我知道我無法掌控環境，只有神能夠成為他們的

避難所。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

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

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歷代誌下7:14）

隔離第二週，我的室友小陳在出門後的第二週開

始劇烈咳嗽，全寢室陷入空前恐慌，我請弟兄姊妹為

他禱告，同時發了信息給室友，除小陳以外的人都達

成協議，「我們在家統一帶手套和口罩，自主隔離，避

免交叉感染。」我發出這條信息，受到室友支持。

小孫：「沒有口罩的，可以來我這裡拿！」

小彭：「我有手套，大家可以來我這裡拿！」

小陳卻不願意配合大家，他不想被隔離，不想被

當作新冠肺炎患者對待，可是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

心，在那個時候，我受到聖靈的感動，給小陳找了藥，

拿到他的房間，隔著門伸手遞過去，帶著口罩臉都沒

敢露出，送藥瞬間不小心觸到對方的手，嚇得我我迅

速抽手關門，回房間拿著酒精反复猛噴，消完毒後又

一陣禱告。的確，當時我們都覺得他可能是新冠肺炎，

這可不能開玩笑，我也不想試探神，這時我心裡有一

個感動：「為他禱告。」

「什麼？我要去給小陳禱告？」

「你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裡。」這聲音堅定又清晰。

確認自己沒有聽錯，我戰戰兢兢的敲開他的門，

帶好了口罩，手套，小陳看見我，訝異的問：「什麼事

啊？」對小陳說：「我想為你禱告。」大概是看到我的

全套防護設施過分不友善，他說：「不必了吧！」我說：

「那我私下為你禱告！」小陳關了門，我回房間開始為

他禱告，我知道神在一點一點軟化我的心，要我做我

們寢室的福音使者，知道他會幫助我，我不用懼怕。

作為基督徒，我深信神會在疫情期間保護我，也

知道我的生死在神的手裡，但是我的室友他們還不認

識神啊，他們還是要靠一些防護用品來獲得安心，我

決定拿出一些錢，給每一個人買了防疫用具，包括消

毒噴霧和防毒卡。

送禮物之前，我非常希望能夠在家裡找到一些福

音單張，我們家這種沒有公共活動區域的地段，敲開

室友的門，是一定是有要事在身，如果我再說：「誒，

我能給你傳個福音嗎？」想都不敢想室友會如何拒絕，

他們也許會直接把門關上，或者禮貌一點的也許會說：

「不必了哦，謝謝您哦！慢走不送！」

我相信，福音就是一個好消息，是一個信息，無論

透過什麼方式，我只要把這個種子撒出去，我的這一

段的工作就完成了，翻箱倒櫃好幾天，想要找個福音

單張，只找到一個很簡單的英文版，而我手上又只有

一張，我要如何才能拿到一些多的福音單張呢？出不

了門，不能複印，又不敢敲門強制敲門大聲的念出福

音單張的內容強制撒種，正思索的時候神感動我，「把

福音信息畫在紙上」，說時，我就找出去年感恩節買的

thanksgiving賀卡和一些色卡紙，把《詩篇》91篇和福

音畫在了紙上。

等了好幾天，我的疫情防護用品終於到了，我也

為這事在家禱告了好多天，求主使用我的信息。防毒

卡到的時候，我發現一共只有三張，寢室小彭、小陳、

小孫，加上我一共有四個人，經過長時間的禱告和掙

扎，我決定把三張卡片，送給室友，因為我相信，神是

我的避難所，會把我藏在翅膀蔭下。

敲開了室友的房間，我把消毒物品，和神的話語

一併送給他們，室友小孫說：「謝謝雨芙，我要不給你

錢吧。」我說「不用，這是上帝的禮物。」他欣然收下，

大概也覺得很稀奇。

那天以後，我開始請教會為我的室友們禱告，祈

求福音的種子能夠慢慢發芽生根，神能夠在合適的時

間收成這些果子。

時間過得很快，居家隔離已經一個月，小孫除了

隔離第一週跟我一起參加在線團契以外，沒有再上過

線，那天又是在線團契的時間，我幾次路過小孫的身

邊，都聽到一個很清晰的聲音說：「禱告。」我心裡正

納悶兒，禱告什麼？是他有什麼需要我為他禱告的事

情麼？聖靈又說，「禱告。」我就跟小孫閒聊起來，聽

到他說，他剛來美國讀書，就遇到疫情，全校網課，特

想回家，飛機又取消，特別難受，對這個世界簡直無話

可說。那一刻，我正想說，我為你禱告吧。他就進屋

了。聽到關門的聲音，我心裡舒了一口氣，心想，太好

了，不用當著他的面禱告，尷尬氛圍解除！上樓後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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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孫提名禱告。

晚上我又一次下樓，又聽見聖靈的聲音，「禱告。」

當時團契要開始了，我不知道如何開口，覺得有些彆

扭，想了一會兒，本想說：「我為你禱告吧！」卻開口說

了：「你最近在讀經嗎？」小孫聽到這話，說：「我最近在

聽聖經，隔離開始以後，那個美國哥們儿一直約我查

經，我沒有時間，打算期末考試完以後來查經。」我覺

得驚喜，說：「那挺好！你有什麼問題就問我吧！」迅速

跑上樓，想要逃掉這個「禱告」的聲音，可是禱告以後，

我的確是覺得聖靈就是要我為他禱告，是什麼禱告呢？

難道是……是決志禱告？

我不敢亂想，認真參加完團契，下樓去拿冰淇淋，

小孫又站在廚房開始準備他的宵夜。真奇怪，怎麼一

天幾次遇見這個人？正在思索的時候，聖靈的聲音又

響起來了，「禱告」。

下樓之前，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這是決志的時

間嗎？他就參加過一次在線團契，不知道對聖經了解

多少，我給他畫的福音單張他到底有沒有看？一系列

的問題在我的腦子裡打轉，一下樓就看見，小孫正坐

在廚房的儲藏室，我心想：這人是在等我下來傳福音

吧。進了儲藏室，他抬頭看著我一臉疑惑，不知道我要

做什麼。我擠出一個笑容說：「我們……聊聊？」一面

有些尷尬的拉凳子準備坐下。他狐疑的回复我：「聊什

麼？」我說：「我想正式給你介紹一下——我的信仰。有

壓力嗎？」但我已經堅定，無論他有沒有壓力，都由不得

他，我今天一定要講。他看見我手裡的福音橋說：「我可

以看看嗎？」一面想要伸手拿我手上的冊子。一系列的

信號都讓我覺得很平安，我順勢坐下，對小孫說：「我先

跟你聊聊，待會兒給你看唄。」

我拿出了以往傳福音的架勢，準備花十幾分鐘講

完福音完成我傳道的工作上樓睡覺，這個時候，小孫

開始一個一個的拋出問題給我。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

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3:15）

當我回答完他的問題，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

卻發現，他的問題居然已經把整個信仰串了起來，神

親自帶領我，用祂的方式完成了傳福音的過程。我感

受到了從聖靈而來的平靜安穩，覺得果子快要成熟

了，翻開薄薄的福音橋，我開始給小孫講福音。由於

前面的問題解答過程十分平順，此時，我每講完一

張，小孫都會發出：「That makes sense. 原來是這

樣！這我就明白了！」等聲音，我覺得十分平安，直到

翻到最後一頁，我問他說：「有沒有信心跟這位神，建

立一段關係，你可以開始跟他禱告。」小孫說：「可以

試試！」

我說：「那我念一句，你念一句。」開始帶他念決

志禱告文，

「親愛的天父，我小孫，願意打開心

門，歡迎你到我生命中間來，我要向你承認

我的罪，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洗

淨了我一切的罪，我相信你為我的罪受洗埋

葬復活，我因著信你，可以得到永遠的生命，

我願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人生的主

宰，我願意一生跟隨你，十字架在前面，世界

在背後，永遠不回頭。我這樣禱告是奉靠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

做完禱告，睜開眼睛，我簡直不能掩飾我內心的

喜悅，我問小孫：

我說：「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你人

生的主宰嗎？」

他說：「我願意！」

我說：「現在耶穌在哪裡？」

他說：「在我心裡！」

說完，我鼓勵小孫自己開口跟神禱告，聽到他禱告

的那一刻我簡直太開心了，我問他：「你願意受洗嗎？」

他說：「受洗什麼條件？要熟讀聖經嗎，你們還要

考試嗎？」

我打開福音橋的最後一頁：「你若口裡認耶穌為

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你已經是基

督徒了，隨時可以受洗！」

他說：「我願意！」

當晚小孫開始做謝飯禱告，我們一起吃了宵夜，

他又和我一起回憶起他怎樣在團契招新遇見我，又遇

見那位白人弟兄，又奇蹟般的收到他在找的那本聖

經，這一切都是神的帶領。那一夜，我跟同工們弟兄姊

妹們一同歡喜快樂，讚美主，主內又多了一位弟兄！疫

情期間，何等美好！

我知道這個時候，神與我們一起，在疫情的當

中，祂顯明心意，祂所向我們存的，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每早晨都

是新的，祂的信實極其廣大！我要稱頌祂的名，因我們

的恩典既然白白得來，也要白白捨去。「主啊！我們不

想在這個風浪的當中只是風聞有你，我們想要親眼見

你！感謝上帝，在黑暗的當中，你說，我若信，就必看

見你的榮耀，黑暗籠罩大地的時候，我睜眼看見你的

光！我知道，你已經近了，是的，你必快來！」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約

伯記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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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變聚會方式幾週之後，一位原本正常參加聚

會，靈命追求成長，剛受洗兩年的年輕同工，忽然在所

有的網上聚會中消失了。連同住的室友，也只能在一

天一次吃飯時見著他面。之後在他的微信中告訴大家

他將自閉一段時間，所有外界訊息，全部不看、不聽、

不回。在此情形下，我們只能登門探訪。

遇著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參與AFC總部及神學

院的心理諮詢講座，也一方面透過送口罩、送水餃、

約晚餐、個別查經等等各種機會，試圖表達關懷，希

望去探訪，最後終於被接受。

探訪之後，我們才發現，從來不自己做飯的他，在

疫情之下，沒了外食的機會，因此將自己從每日三餐降

為每日一餐，每天只清醒4-6小時，其餘時間睡覺冬

眠。另外，他也因為無法應付大量的網路訊息，據說會

造成他的恐慌及負面情緒，因此除了自己的指導教授

所給訊息之外，其餘訊息一律關閉，甚至不與遠在他

方的父母聯繫，避免造成自己無法應對的困擾。

我們試圖鼓勵他個別來到學生中心與我們家人

一起參與線上聚會，最終他同意了。而就在這期間，另

一位同工家裡青春期孩子也碰上同樣的問題，完全關

閉自己，不與家人交流，整天關在房間。這位同學因

此分享了他在自閉期間的心路歷程，建議可以給他一

點時間，持續表達關懷，以走出這段時間的心理陰

影，這給我們的家長同工很大的安慰與鼓勵。

防疫期間的學生工作，對我們來說，其實並沒有

減輕，甚至反而加大了我們的負擔。學生心理方面的

需求，在居家隔離越來越長的情況之下，更需要從神

來的智慧與安慰。我們也加大力度來服侍學生們的生

活需要，為這些孤獨的學子作中式美食送到他們的宿

舍。主再來的日子更近了，而這也是人們心靈更需要

救恩的時刻，求主加添力量給我們，讓我們更能夠在

這最後的機會中，搶救靈魂吧！

位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基督使者學生中心，

長期以來一直成為校區華人學生在海外的家。在因為疫情影響，學校關閉

之際，學生中心也配合政策將所有聚會改到網上進行，平時同學們的生活

及社交方式，一下子被迫改變，在這樣的驟變之下，並不是每一位同學都

能夠調適得過來的。

冠狀病毒防疫隔離期間
使者校園事工案例分享

（上）防疫包

（中）同工在疫情前帶學生包水餃

（下）全家福照片

防疫期間給學生送饅頭和蛋糕

文/唐天健，使者JHU校園宣教士 

ttan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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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正當你計劃籌謀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

了」（約翰•列儂 John Lennon）。2020年開始的疫情

就是這樣突如其來地介入和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生

活。朋友圈流行關於庚子年疫情的一句話引起很多海

外華人的共鳴：中國打上半場，外國打下半場，海外華

人打全場。這場疫情戰爭如此貼近，讓人是全力以赴、

完全沒有保留。作為一名使者北美校園事工傳道人，

這話顯得格外真切。

2020年1月開始，和很多北美的基督徒一道，我開

始關注國內疫情，積極向國內的親友傳福音，全身心

投入。慢慢進入3月中旬，國內稍微消停一點，美國這

邊形勢就嚴峻起來。日常投入的事工面對全新的需

要，有諸多學習。疫情中，有弟兄姊妹分享基督徒防疫

秘訣：最大的靠山不是錢財，而是上帝； 

最大的保障不是口罩，而是耶穌；最大的

秘訣不是隔離，而是禱告；最大的依據不

是傳言，而是真理；最大的擔心不是肺

炎，而是罪惡；最大的反應不是恐慌，而

是悔改；最大的看見不是瘟疫，而是審

判；最大的亮點不是病情，而是人心；最

大的出路不是逃走，而是信主……

我日常服侍的普市校園福音團契

（PCEF），是一個以初信和慕道年輕人為

主的校園事工團體。自2015年草創至今，

蒙神諸多恩典的引領看顧。疫情過程中，

神恩待團契的年輕人，賜大家心中都有平

安和喜樂。尤其中間一位本科的Jack小弟兄，在疫情

挑戰中來學習依靠神，更新對神的認識，和神的關係

真正鐵了起來。疫情中，布朗大學幾位同學的父母受

國內假新聞的影響，對遠在大洋彼岸的孩子非常掛

慮。其中一位同學的家長，幾個小時聯絡不到自己的

孩子，幾乎崩潰。情急中，幾位懂事的年輕人將自己和

家長放到同一個微信群中彼此交流，也請傳道人到群

中服侍。讓我有機會將真實的校園和社會情況告訴他

們，讓他們可以放下心來，也有機會向未信主的家長

傳福音，見證神的名。對我個人而言，疫情中除了見證

神的信實和慈愛，更學習到一個重大功課：就是順服

神，順服權柄。

「疫」外的恩典
文/周麗華，使者羅德島校園宣教士

來自美中西部的見證
文/李敏超，使者Indiana校園宣教士

K姐妹是我們團契的主席，在台灣的時候就接受過很紮實的門徒訓練，是一位靈命相當

好、很成熟的姐妹。三月中學校關閉後，身邊的同學一個一個地離開回家，她因為想在美國

找暑期實習而不敢回去。每週她仍然上線參加團契聚會和主日崇拜，但是聚會結束後，又獨

自對著四面徒壁的房間。爸爸媽媽每次帶著關心和擔心的問候，令她更加想家。每天眼看著

新增病例的數字在瘋狂地上升，而那些職缺的位置卻在轉眼間消失，她開始感到非常絕望、

恐慌，擔心下一個被感染的人就是她。她看不到前途，每天在極度的孤獨和無望中過著象行

屍走肉般的生活。

四月中的一天，我在微信里問候她，才知道她原來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感到很憂鬱，沒有

生存的動力，要交的功課也早已超過期限，但一點想完成補救的動力都沒有。我嚇了一跳，

趕快幫助她預約了醫生網診，同時把她接到家裡來住了一個週末。那一個週末在我家，我們

只是吃飯的時候在一起禱告，飯後聊聊，其餘時間都是她做她的作業，我忙我的講章。然而

就是這樣，因為能見到人，有人和她說說話，她在一個週末就把所有拉下的功課做完，很開

心地回到公寓去。如今她正在完成期末的最後一個報告，因著弟兄姐妹迫切的代禱和主的

恩待，她得到了暑假實習的工作。疫情雖然還沒有過去，但感謝主醫治了她，也讓她經歷了

主的信實。

michelleli@afcinc.org

lzho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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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Advances in AFC’s
New Media Initiative

使者新媒體事工的重大進展

Executive Summary

We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blessings upon AFC’s 

media ministry initiative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ere is not a more urgent time than now for Chris-

tian media resources to be made available from AFC 

ministries.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has been an exciting, 

yet intensive time of ramping up AFC’s media ca-

pabilities. We kicked off the year editing and re-

leasing CMC footage and have now made more 

than 30 plenary and workshop videos available. 

Concurrently, we rigged up a production studio 

and began developing original content and releas-

ing it online. Our table talks, short insights by Dr. 

Bor, student and campus interviews, and media in-

structional videos have gained more than 60,000 

views totaling more than 5,000 watch-hour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year. 

Campus ministers and churches have been us-

ing our videos in their study groups, and sharing 

them on thei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e’ve pro-

vided livestreamed events on YouTube and Face-

book, released training event content, and pro-

moted AFC bookstore resources on our WeChat 

account. 

We pray you find the following sampling of our 

latest resources spiritually uplifting and beneficial to 

you. And we encourage you to experience our con-

tent online. Please see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find us on your computer 

or smartphone. 

摘要

我們讚美主在過去六個月中對使者新媒體事工的

祝福。居家隔離令頒布後對信徒個人和教會生活都產生

了巨大影響，成了製作新媒體福音資源最緊迫的時候，

使得使者各個部門的事工可以通過網絡繼續開展。

2020年第一季度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階段，使者新

媒體的技術有了顯著的提升。我們完成了CMC2019素

材的編輯，並且史無前例的提供多達30個以上的主題

信息和工作坊的視頻。

同時，我們將使者總部一個舊倉庫清理佈置成製

作新媒體資源的工作室，開始策劃製作了一些原創內

容。我們的座談會，柏有成老師的信息分享，校園訪談

以及媒體教學視頻等等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獲得超過

60,000次觀看，總計超過5,000個觀看小時。

校園同工和夥伴教會也開始在他們的小組團契中

使用我們的視頻，並把這些資源分享給身邊的家人朋

友。我們還擁有了直播的設備和技術，可以在YouTube和

Facebook上提供直播活動，發佈培訓活動內容。另外，

我們還嘗試了在微信公眾號上推廣使者書房的書籍。

我們祈禱您可以從我們的新媒體福音資源中受

益，在屬靈生命上得到幫助和造就。我們也鼓勵您訂

閱我們的內容，不要錯過最新的信息。請參閱本文文

末，以便獲取訂閱方式，幫助您在電腦或手機上找到

我們的信息。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his marvelous deeds among all peoples. - Psalm 96:3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詩篇96:3）

jspangenberg@afcinc.org 

Jared Spangenberg, Media Project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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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ble Advances

Where volunteers once sat to assemble DVD cases and books, we are now filming media that is relevant to 

this current generation - proclaiming the never-changing Gospel to an ever-changing world. Our small fledgling 

team has worked hard to transform our CRM literature production area into a video production studio. This small 

room has been greatly used of God for decades, where volunteers have labored tirelessly to assemble books, 

booklets, tapes, and DVDs for Gospel outreach. Although this cannot be a permanent solution, it is a low-cost 

setup that allows us to accomplish our short-term objectives

Table talks

“Thank you for making the series!! Bless your 

heart and efforts!!”

When the pandemic broke out, and Chinese stu-

dents and scholars fell into great anxiety, AFC respond-

ed immediately to their needs via counseling and online 

media. Our productions such as AFC Table Talks were 

widely viewed and shared online, and some churches 

even used them in their fellowship groups. 

  

Dr. Bor videos and articles

“Dr. Bor is a great teacher, praise God!” “What a 

good analogy of the current epidemic to sin’s penalty of 

death spread to all people, but there is salvation from 

Jesus Christ! Thanks for sharing!”

Dr. Bor’s videos have been an encouragement 

and blessing to many viewers. His relevant and timely 

talks, connecting the Gospel message in this global 

time of crisis, have been viewed by thousands. The Lord has blessed Dr. Bor with wisdom and keen spiritual in-

sights to modern culture.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 Isaiah 43:19

最新進展

使者辦公樓里有間舊房間，曾經是志願者組裝DVD和

書籍的地方，我們把它簡單改造用來拍攝與這一代年輕人

有關的媒體資源。這個小房間幾十年來一直被上帝極大地

使用。在那裡，志願者們曾不知疲倦地努力組裝書籍，小冊

子，磁帶和DVD，使福音廣傳。儘管這不是永久性的解決方

案，但它是一種低成本的選擇，可以讓我們新組建的團完成

短期目標。

座談會

來自觀眾的留言:「感謝製作這個系列的視頻，願神祝

福你們的事工!!」

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學生和學者陷入極大的焦慮和

恐慌之中，使者立即通過媒體回應了他們的需求。我們的視

頻在網上得到了廣泛的觀看和共享，有些教會和團契小組

也在聚會時直接使用它們。

柏有成老師的視頻和文章

來自觀眾的留言:「將當前新冠病毒的疫情引申到罪臨

到眾人以至於死，但是耶穌基督有拯救的恩典！感謝柏老師

的分享!」

柏老師的視頻對許多觀眾來說是極大的鼓勵和祝福。

成千上萬的人觀看了他貼近時事和熱點新聞的講道信息，在

全球危機的大環境中持續傳播福音好消息。上帝賜福柏老

師有30年的病毒學研究、對現代文化的敏銳以及深刻的屬

靈見解。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

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

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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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helps for churches and ministries

“What a lovely series, it’s so caring of you to share th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media and 

equipment.”

In early March we held a New Media training camp for churches, held in our AFC training center in 

partnership with AFC training ministri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ith dozens of churches personally 

helped with their media capabilities. We recorded all of the content, and have been releasing them 

through our media channel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church closures, we also began a series on how to use 

online platforms for church and fellowship meetings. It’s been a blessing to hear the positive impact 

these videos have made on churches. 

Interviews – counselors, students, campus workers, pastors

AFC Online Talks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in diversity and grow a vibrant community of viewers. 

Our certified AFC counselor, Ashley Lan, has been working diligently and sacrificially to help students in 

this time of pervasive anxiety. We were able to produce an excellent video of her counseling advice and 

make it available on our platforms. 

Another highlight Online Talk was our conversation among two campus ministers and four Chinese 

students as the students were transitioning from the USA back to China during the pandemic. Their hon-

est opinions and heartfelt words were impactful and beneficial to our viewers.

Articles from Ike, Tsun-en, Dr. Bor, AM, other sources

AFC has been blessed with many wise and spiritually-gifted staff and board members, who have 

been tirelessly contributing articles and videos to build up the wealth of resources we offer online. Tsun-

en Lu and Ike Jin are two such gifted young leaders, contribut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our readers and 

viewers. Shown here is a release from Ike that was very popular at the onset of the pandemic, with advice 

for students on properly responding to misunderstandings by non-Chinese.

幫助教會和機構開始新媒體宣教

觀眾留言:「好實用的系列，你們還細心的把這些專業設備知識也放在平

台上。」

3月初，我們與使者培訓部門合作，在大使命培訓中心舉辦了新媒體訓練

營。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也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很多教會派同工來學習並希望

在今後大力發展教會媒體工作。我們將培訓所有內容錄影，並進行後期製作，目

前通過社交媒體定期更新，使更多的同工在線上可以參與學習。在預期到教堂

將關閉暫時停止聚會時，我們還製作了一系列有關如何使用線上平台進行主日

聚會和團契小組的視頻。神也大大祝福這些視頻，使各地教會得到幫助。

採訪視頻——心理咨詢師、學生、校園同工、牧師

使者的採訪節目不斷擴大多樣性，也培養了一個充滿活力的觀眾社區。心

理咨詢師藍星傳道不知疲倦地幫助學生度過這個焦慮的時期。 我們連線邀請

她給予學生和校園同工保持心理健康的建議，並將其製作成視頻發佈。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線上採訪是關於在疫情期間，各大校園紛紛關閉，要求學生搬離宿舍，華人學生們

面臨搬家或回國的種種壓力時，我們邀請兩位校園同工和四位中國學生之間進行了對談。他們衷心的分

享使觀眾可以切身瞭解北美華人學生的真實情況。

刊登來自各方的文章，包括柏有成、陸尊恩、金磊、使者雜誌和其它途徑

感恩使者擁有許多有智慧和屬靈恩賜的同工和董事會成員，他們不懈地貢獻文章和視頻，以建立我

們豐富的在線屬靈

資源。陸尊恩和金

磊就是這樣兩位

有天賦的年輕領

袖，為我們的讀者

和觀眾提供了寶貴

的見解。如圖所示

是金磊傳道針對

在疫情爆發初期所

引發對華人的歧視

現象，為學生們提

供有關如何正確

應對的建議，受到

大家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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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a Tsai audio book

“I’ve been going through medical treatment recently, and because of 

the dizziness and weakness, I cannot read. So listening to books has become 

my only option. Listening to this audio book from AFC, it is like going back 

and sharing i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t is lively and interesting. It is the 

comfort and enjoyment in my illness.”

Complementing our videos and written articles, we’re consistently pro-

ducing various audio products. A recent hit is our audio rendition of Christi-

ana Tsai’s biography, as we release a new audio chapter each week. The pre-

sentation of her story is very timely in this era of mass isolat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Ms Tsai was isolated to her bed for 40 years, yet God worked 

through her greatly to impact countless lives for the Lord Jesus. 

CMC videos being released each week

The latest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was a pivotal event in the lives 

of many believers, as 500 responded to the call of God to serve Him inten-

tionally with their lives. In addition to livestreaming and recording all of the 

plenary sessions, we led a team of media interns to record key workshops. 

All of this valuable content has been edited and is now available online. 

Several Next Step follow-up events have been held virtually, providing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dvice from prominent missions leaders. These have 

also been recorded, and we will soon make them available online as well.

Serving all AFC ministries in a spirit of unity

AFC’s New Media team provides media support 

and online broadcast services for AFC ministries and 

training events. For example, the I-95 Interregional 

Campus Ministry Training held at our headquarters 

at the end of January was not only successful on site, 

but the new live-watch capability attracted a recor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nline. Even out-of-state 

churche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tire pro-

cess online. Comradery also extends to AFC’s printed 

literature ministries, as the media team regularly pro-

vides sample audio chapters, book summaries, and 

special discounts for our viewers to enjoy.

蔡蘇娟《暗室之光》有聲書

一位聽眾留言說「我最近也在治療當中，因為頭暈無力，不能看書，聽書

就成了我的唯一選擇。聽這本有聲書，就好像回到了當年的場景，生動有趣， 

繪聲繪色，是我病痛中的安慰和享受。」

除了視頻和文章之外，我們還不斷生產各種音頻作品。最近熱門音頻節

目是蔡蘇娟的個人傳記《暗室之光》，我們保持每周更新一集，聽眾們非常期

待每周的更新。在這個居家令和隔離時期，她的故事非常及時和鼓舞人心，因

為蔡女士病倒在床且只能呆在暗室之中有50年之久，但是她從來沒有抱怨，

反而用充滿喜樂和正能量的生命影響了千萬人。

每周更新華人差傳大會視頻

2019華人差傳大會中有500多位響應神呼召的僕人願意全職或帶職事奉

主。除了直播和錄制所有大會信息外，我們還帶領了一群媒體實習生錄制了重要

的工作坊。所有內容都已經製作完畢，現在可以在使者的社交媒體平台觀看了。

下一步會議是專門跟進這些回應呼召的弟兄姐妹，使者已經舉辦了兩次

線上交流會，邀請各個領域的宣教士前輩們分享他們走上事奉道路的經驗和

實踐建議。我們也將這些寶貴的分享進行了錄制，後續將進行製作和發佈，盡

情期待。

新媒體支持使者各部門事工

使者的新媒體團隊為各部門事工和培訓活動提供媒體支持和在線直播服

務。例如，1月底在我們總部舉行的I-95跨地區校園夥伴退修會不僅在現場取得

了成功，而且新的直播功能使更多的同工可以在線參與討論，很多外州的同工

在線參與了整個過程。新媒體團隊也幫助宣傳文字事工，定期提供書籍的音頻

章節，書籍摘要和特別折扣等宣傳，以供讀者們索取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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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 and enjoy our media online

“This media is very valuable and precious, and I 

look forward to keep listening. May God bless you!”

“The talk is very good! I want to share with my 

circle of friends.”

We welcome you to experience our content on-

line, and to subscribe to our media channels. We pray 

you find our media enjoyable and spiritually encour-

aging, and would be very thankful for you to pass it 

on to others as well. You can follow us on our public 

WeChat account: AFCmedia. To find us on YouTube, 

simply go to: https://www.youtube.com/user/Ambas-

sadorsChrist/. On Facebook, we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facebook.com/afcinc.org/.

Support

“It’s great to see AFC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the 

direction of new media. I want to check AFC for up-

dates every day.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ministry!”

The current epidemic has made the new media 

initiative of AFC even more effective and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and we’re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ad-

vancing media products to serve both Christians and 

unbelievers. God is giving us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a clear vision ahead, and 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par-

ticipate with us in this work. 

We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likely going throug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and so we would like to serve and pray for 

you in this time. The greatest gift you could offer to us 

to empower this ministry are your prayers. God has 

promised to hear us when we call upon Him, and the 

Gospel ministry work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our 

prayers. If you are led of the Lord to provide financial-

ly to this ministry, we would be very appreciative. The 

prayers and financial gifts from God’s people are the 

bricks and mortar that build up and sustain our work.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artnership! 

請訂閱我們的新媒體福音資源

「這些福音資源非常寶貴，我期待收聽更多節目。 願上帝祝福你們！」

「這個訪談視頻非常好！ 我已經在自己的朋友圈分享。」

歡迎您在線體驗我們的福音資源，並訂閱我們的社交媒體賬號。我們祈禱您會喜歡我們的新媒體資源，並在

其中得到幫助和造就。感謝您願意將我們的資源分享給家人和朋友。

您可以通過我們微信公眾號：afcmedia 關注我們。

YouTube賬號：https://www.youtube.com/user/AmbassadorsChrist/

Facebook賬號：https://www.facebook.com/afcinc.org/

支持

當前的疫情讓我們意識到使者新媒體事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效和緊迫，我們也在這個事工上取得了

突破。上帝給了使者明確的異象和廣發的機會，我們邀請您與我們一起參繼續推動新媒體事工。

我們理解當前的經濟衰退，可能對您產生財務影響。在此期間我們也會持續為您禱告。如果您有感動和能力

繼續為這個事工提供經濟支持，我們將萬分感激。上帝子民的祈禱和經濟支持是建立和維持我們事工的基礎。感

謝有您的同工！願神祝福！請與我們聯繫：jspangenberg@afcinc.org

SUBSCRIBE
歡迎訂閱

YouTube Facebook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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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lan for Chi-

nese Mission Convention (CMC) in December needs 

to change.  After prayer and fasting, consider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health guidelines, our 

venue partners, and other strategic concerns, the Ex-

ecutive Team has decided that CMC this year will be 

VIRTUAL. Please pray for us as we adapt the program, 

work with our speakers and put the right technology 

in place for the best online experience possible.     

The VIRTUAL CMC will not be merely meetings 

made online, but a completely new format with en-

hanced programs, world renown speakers on timely 

topics. We hope you and your church can be part of 

this unique learning opportunity. 

We are all together in this challenging time. 

Many people are worried and anxious, looking for 

hope. We might think that the antidote to fear is cour-

age. But the biblical response to fear is really hope.  I 

pray that God, the source of hope, will fill you com-

pletely with joy and peace because you trust in him. 

Then you will overflow with confident hope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Romans 15:13.  

God is at work and the world needs to hear 
His name.

CMC 2020 
Updated Plan

全新的華人差傳2020計劃

鑒於2019新冠狀病毒（COVID-19）的流行傳染，華人差傳大會2020也相應作出調整。

執行團隊制定了一個決策流程和一個專業小組來監測疫情，其中考慮到加州地方政府和

公共健康衛生準則的變化、場地合作夥伴以及公共的健康關切。因此，籌備委員會決定將

2020年底定於加州安大略舉行的大會改為網絡形式。

新的差傳大會不僅是把會議內容搬到網上而已，而是全部重新設計內容和形式。包

括：世界級的講員回應當下教會最為關切的話題，運用高科技手段帶來的全新學習體驗。

我們希望您和您的教會將會繼續參與CMC。

我們在一起面對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許多人憂心忡忡和焦慮不安，尋求希望。我們

也許認為勇氣是解決恐懼的良藥。但聖經教導我們，真實的盼望才能戰勝恐懼。「我祈禱

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羅馬書15:13）

上帝仍在作工，全世界都需要聽到祂的名字。

croberts@afcinc.org
croberts@afcinc.org

Cathy Roberts, CMC Manager
Cathy Roberts, CMC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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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 Mission Alliance (CMA)

To finish the task well requires that we as God’s image bearers,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gether bearing witness to the Gospel, go to our Jerusalem, our Judea, our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is requires that we remain steadfast in God’s vision and follow the strategy set out by Jesus. 

CMA (CMC Mission Alliance as a result of CMC) exists to gather the US Chinese 

churches to focus on the Unreached, Under-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wherever they may be. The strategy that CMA employs is one that is partnership build-

ing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churches and kingdom workers, providing them with 

prayer support, resources, training, and encouragement. 

The criteria for the local indigenous partnership include their ability to reach the UUPG by Sound 

Vision, Implementable Strategy, Executable Methods, Measurable Criteria, and Sustainable Model. 

We have found 3 viable partners in India, Laos/Myanmar, and Taiwan (reaching UUPG from China 

and beyond). For 2019, our focus has been on India, partnering with Global Assistance Partner (GAP).

Why India? Because they are a country of 1.3 billion people with over 98% never having heard 

the Gospel. Through GAP, the local workers have already shared the Gospel and planted house 

churches and local churches in over ½ of the Indian states. They are doing so through diligent adher-

ence to God’s vision (2 Peter 3:9), faithful obedience to what Jesus has commanded, executing a well 

thought through strategy, and implementing a very intentional systematic training methodology. 

Already, four Chinese churches (2 Texas, 1 Florida, and 1 Maryland) have begun the process of part-

nership by adopting one of the Northern India states (Uttarakhand). For 2020, three short-term trips 

are planned. We are very excit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o-labor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our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experience church planting like that of the 1st century churches in the 

book of Acts. We welcome more Chinese churches to join us.

The First Online Next Step Retreat
A Seminarian’s Reflection
Andrew Feng, Student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It is often easy to be excited about some-

thing when you see everyone else doing it. It 

could be kids running to the ice cream truck or 

young men waiting all night to buy the newest 

iPhone. The fact remains that when everyone is 

doing it, it’s easy to get swept up in emotion.  

Psychologists call this the herd mentality, when 

people adopt a certain behavior based on their 

peers. 

At the end of CMC, Pastor David Platt 

prayed for the crowd to be counter cultural 

and consider serving in full time missionary 

work. After a few people sheepishly stood up, 

a few more followed, and soon enough, a few 

hundred people stood up to accept the call to 

be a missionary. 

andrewfengd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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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one of the volunteers collecting the decision 

cards and I was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as I saw 

people walk up in faith to serve our King. I witnessed 

that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taking the first 

step in pursuing missional calling. While cleaning up, I 

recalled a quote from Dr. Ramesh Richard who once 

convened 2,500 pastors and he mentioned that the 

real work starts the day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ve never forgotten that insight.

After the CMC conference is over, the real work 

began. Jack and Cindy Hwang, Ling Ling Chen and 

John Chow led the team on how to best journey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made a decision to pur-

sue full time missions.  

To this end, the illustration of burning coals in a 

fire pit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tendees that made 

commitments. It’s easy to keep the coal hot when 

you’re surrounded by hundreds of other pieces of 

coals. But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you’re the only 

one in your environment that’s burning for Jesus. To 

prevent a lukewarm attitude, the Next Step ministry 

scheduled follow up meetings for these Next Steppers 

to listen to two plenary talks, and eleven workshops 

by pastors and ministry leaders. The topics included: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 Outreach to UUPG, Campus 

Ministry, Called to Work, and Returnees to work out 

their missional calling. 

Due to the special season of sheltering at home, 

all gatherings were switched to online. This was actu-

ally beneficial because it allowed some 200+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US to attend the virtual conference. 

It was a joy to leverage technology and see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share stories with one another. 

Some shared about how they have begun looking at 

mission agencies, considering the Perspectives/Kai-

ros course, or starting a prayer journal for the nations. 

Pastor Francis Chan once said, when believers 

gather, we should encourage one another, which in-

cludes the act of giving courage. The Next Step ministry 

strives to fulfill this goal, but as the old adage says, it’s 

not how we start but how we finish. Apologist Ravi 

Zacharias shared a similar sentiment “Beginning well 

is a momentary thing; finishing well is a lifelong 

thing.” It has been five months since the mission con-

vention. To keep these individual coal pieces hot, it’ll 

take a lot more work than just a few Zoom calls.

AFC can help put in place reminders to catalyze 

the attendees’ commitments but Pastors, fellowship 

leaders, small groups, family members, and the indi-

vidual will all need to band together to serve the 

greater good. 

Two verses to inspire my fellow believers:  But 

encourage one another daily, as long as it is called 

“Today,” so that none of you may be hardened by sin’s 

deceitfulness (Hebrews 3:13).

May each of us be reminded that the work has 

begun and we must do the work because night is 

coming when no one can work (John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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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文/張勇，「下一步」事工同工

使者協會（AFC）舉辦CMC宣教大會已經30多年

了。在歷屆CMC大會中，神呼召出許多人，願為基督獻

身，服事祂，傳揚祂。為了幫助和跟進（follow up）這些

回應神呼召的人，在10多年前，AFC成立了「下一步」

（Next Step）事工部，來跟進接受呼召者。如何做「下

一步」的事工？我們這些年，在摸索中，一點一點地前

進。剛開始，我們只是短程地陪伴他們，帶領他們幾十

天的靈修讀經。後來又辦退修會，把「接受呼召者」

（Next Stepper）再招回來，一起學習，進一步讓他們

堅定神在他們身上的呼召，明確神給的異象。我們知

道，一個要獻身服事神的人，一定是跟隨基督的人，是

追求靈命成長成熟的人。所以在退修會以後，我們又加

入門徒訓練的內容。我們首先鼓勵回應呼召者參加本

教會的門徒訓練。如果其教會沒有門徒訓練事工，「下

一步」就組織他們做門徒訓練。雖然人們距離可能很

遠，但網上訓練仍是可行的。這些年下來，我們可以看

到「下一步」的這些工作是有成效的。在有些地區，一

些Next Stepper自發地組織了跨教會的宣教團契；有

些地區在AFC和「下一步」的影響下，成立了教會聯

合的宣教團體。「下一步」事工在一步步推進。

今年我們原來早就計劃了在3月底，要辦一次「下

一步」的退修會。但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大爆

發，美國是重災區，傳統的退修會不能辦了。那怎麼辦

呢？神給我們的感動是退修會還要辦，傳統的不能辦，

就辦網上的。一次做不完，就做兩次。所以我們辦了3

月28日，和5月2日兩次網上退修會。第一次主要是聽

信息，第二次主要是分專題組分享討論。3月 2 8

日，AFC總幹事柏有成教授講主題信息：我們當如何

生活（1）；然後郭振游教授講：刻意的門徒訓練與宣

教；AFC董事周益惠（John Chow）講：「下一步」如何

參與贏得未得之民；孔雷漢卿講：職場使命—裝備「下

一步」的雙職宣教士；彭召羊牧師講：從校園宣教，培

養「下一步者」（Next Stepper）為天國人才；梁漢釗長

老講：給「下一步學員」（Next Stepper）的個人化的培

訓路線圖；黃明發弟兄講：「下一步」如何參與華人跨

文化宣教；朱義熙牧師講：禱告與宣教。5月2日，先是

於慕潔牧師講了主題信息：我們當如何生活（2），然後

分了6個專題組進行分享討論。這6個專題是：

「下一步」如何參與贏得未得之民；

「下一步」如何參與華人跨文化宣教；

職場使命—裝備「下一步」的雙職宣教士；

從校園宣教，培養「下一步者」為天國人才；

牧養教會—事工的根基；

「海歸」回中國後怎樣成全宣教呼召。

在兩次網上退修會以後，「下一步」計劃按不同的

服事方向，建立小組，繼續跟進。而實際上一些按不同

呼召的小組已經建立起來了。如UUPG，跨文化宣教，

職場雙職宣教等都建立了跟進小組。這是一次新的嘗

試，也是一次突破，使「下一步」事工又向前進了一步。

CMC大會有許多不同的呼召，呼召出不同服事方

向的人。因此，「下一步」的跟進也應當是不同的。這

就要求「下一步」得做分別的工作，把不同呼召的人，

分成不同的組群，按不同要求跟進。CMC大會的呼召

基本有三種：（1）將來要做宣教的；（2）將來全職服事

教會，做牧師傳道人的；（3）全人奉獻跟隨基督做門

徒的。前兩種，服事方向是明確的，最後一種服事方向

不明確，還需要神的進一步帶領。不管怎樣，門徒訓

練，靈命成長是所有服事神的人都需要的，「下一步」

chwang@afcinc.org 

52 53使者 SUMMER 2020

下一步事工  Next Step Ministry Next Step Ministry  下一步事工  



要做這個事工。許多人領受了宣教的呼召，但很多人已

經不能做以前傳統意義上外派的全職宣教士，那他們

怎麼辦？這就要問一個問題：什麼是宣教？有些人認

為，宣教就是傳福音。而許多教會又把傳福音分為兩

個事工，一個叫傳道，指在本地傳福音，一個叫宣教，

指派人到遠方傳福音。多遠？多近？有時也分不清楚

傳道和宣教的區別。AFC的陸尊恩傳道說：「從本地教

會的角度來看，所有『不以本教會增長為目的的福音

工作』都是宣教。」這個說法，我們贊同。宣教是把事

工做在神的國里，福音的果子可能進不到自己的教

會，但進到了普世教會，進到了神的國。這樣，傳統宣

教事工，校園事工，職場福音事工等等都是宣教事工。

很多接受宣教呼召的人，不能全職地到前線工場，但

仍然可以做宣教事工。這次CMC大會一個做宣教士的

講員講到：「讓我一個人綁著繩子下懸崖，我不怕。但

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在懸崖上，要有十個人拉繩子拉

著我。否則，我是不能下去的。」。我們看宣教，不能只

看到那一個下懸崖的勇士宣教士，還要看到那在懸崖

上面拉繩子的人。還要看到那根繩子，就是把前方後

方聯繫起來，中間的人。所以前方宣教的，後方支持

的，中間聯繫的，都是宣教的人。而且我們可以從比例

上看到，前方用的人少，後方的用人多。宣教的整體工

作包括4個部分：宣教動員，培養訓練，差派上工場，管

理關懷宣教士。

「下一步」不但要做門徒訓練，現在還要按不同

呼召，分組跟進。使接受呼召者，不是獨自前行，而且

還有同路夥伴一起走，有先行者領著走。這樣，Next 

Stepper信心就會大增，勁頭就會更大，成功就會更有

把握。俗話說：一個人獨自走，走的快；多個人一起

走，走的遠。分組跟進，因為有許多專家帶領，就不止

是理論學習，還有許多的實際操練和具體事工要做。

跟進，從坐著聽，到起來行，在實際事奉中經歷神，全

面成長。門徒訓練之後，再按呼召分組跟進，使「下一

步」工作繼續推進，幫助Next Stepper常常記住神的呼

召到達神要他們去的地方，開始服事。

我們感謝神這些年對我們「下一步」的帶領和看

顧，使我們「下一步」一步一步地前進發展，路越走越

寬，前途越來越光明。我們相信，神賜聖靈在我們身

上，使我們有智慧有能力。在宣教的路上，我們必然可

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FC training ministry can-

celled all on-site conferences and focused on providing online training. 

We are offering more pastoring, disciple-making and online community. 

We started Online Daily Devotions at 7 am, inviting young adults to 

get up on time, join devotions together, never skip breakfast, do daily 

exercises, and show care to their neighbors. We have studied the Gospel 

of Luke together, the Book of Isaiah, the Book of Nahum, and the Book of 

Habakkuk.

We also organized “Interpreting Jesus’ Parables” Online Bible Con-

ference, learning, studying, and discussing for five consecutive evenings, 

creating a brand-new learning experience. 

Furthermore, we provided a “How People Change” Book Club for 

group counseling and one-on-one Counseling Service, boosting the em-

pathetic quality of relationships and learning how to pray for others.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possible deflation, we 

made a significant budget cut, gathering our limited resources to devel-

op online training, in order to endure the time of hardship with our sup-

porters. 

We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a new Membership Management Sys-

tem (MMS) in order to improve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of priva-

cy, and encourag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the cloud. To activate the new 

MMS, we will introduce a Career and Legal Consultation Seminar for 

Training Ministry 
Campus Intelligence Team

Tsun-En Lu , Associate Director of Discipleship and Training Ministry

tl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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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adults and Joint Service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U.S.  

We are also working on upgrading our Online Virtual Classroom in order to provide 

our trainers more adequate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 coming year we will offer more online training on “Counseling Young Adults,” 

“Change and Your Relationships,” “Psychiatry and Pastoral Care,” “Gospel of Luke,” and 

“Expository Preaching.” 

We also gladly announce the joining of two new staff members: Ashley Lan, and 

Ming Chen. Both are required to raise funds to support their positions for 100 percent. 

Please remember their needs in your prayers and giving. 
因應新冠全球疫情，使者培訓事工部全面從實體培訓營會

轉為線上，更多強調「牧養」、「操練」與「陪伴」。

我們開始了「青年線上晨更」，邀請年輕人每日早晨七點相

約每天準時起床、一起晨更禱告、不忘記吃早餐、來場健康體

操、關心一位鄰舍。我們已經一起研讀了《路加福音》、《以賽亞

書》、《那鴻書》與《哈巴谷書》。

我們也舉辦了「默想耶穌的比喻」線上釋經營，連續五天的

學習、練習與討論，創造全新的線上培訓體驗。此外還有「人如何

改變」線上讀書會，以及「使者心理諮詢服務」，培伴學員分享內

心掙扎，培養同理心與學習代禱的功課。

因應美國經濟下滑與可能發生的通貨緊縮，我們也大幅裁減

預算，集中資源發展線上培訓，希望能與我們的支持者共度難關。

我們正在建設「培訓會員資源平台」，創造更符合資訊安全、

保護會員隱私與促進資源分享的雲端服務。我們還會從培訓會員

資源平台上推出「北美青年就業與法律諮詢」與「美國留學新生

聯合服務」的雲端服務項目。

我們也積極提升「線上虛擬教室」，提升培訓教師團隊在線

上授課的技術支援。

未來我們將繼續推出「青年輔導實務」、「改變你的人際關

係」、「教牧精神醫學」、「路加福音線上釋經營」、「釋經講道研

習會」等線上培訓課程。

培訓事工部將有藍星、陳明兩位全職傳道人加入團隊，他們

必須百分之百獨立募款支持，請在禱告中記念。

使者培訓事工部報告
文/陸尊恩，使者培訓事工副主任

tl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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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中國湖北襄陽，曾經以為自己會從事一輩

子音樂事業，所以來到美國繼續攻讀音樂教育碩士。

然而神奇妙地呼召我委身於福音事工，並且還帶領我

進入東南浸信會神學院進行神學和教育學的裝備。

靠著神的恩典，我於2020年5月15日正式完成博士班

學業。

我的興趣愛好是欣賞和創作現代音樂，小說，電

影，歷史。認識主耶穌，始於我對音樂的熱愛。雖然我

並不是成長於一個有信仰背景的家庭，在我還是青少

年的時候，我已經發現自己對於敬拜音樂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這份熱情直接導致了我第一次在上大學的時

候踏入了教會的大門，並開始對於基督信仰有了更多

的認識。當我剛來到美國這片土地，提著行李一籌莫

展不知如何去學校的時候，一位當地教會的弟兄自發

的把我從機場接到了我的目的地城市，並安排我在他

家借宿直到我找到了合適的公寓。我臨走時，他送給

我一本書——《鐵證待判》。也正是這一本，給予了我

重新看待這個世界的一把鑰匙。我開始悔改並相信

神。就像聖經裡基督提到的浪子回頭的故事，起初我

並沒有意識到遠離天父并招致死亡。直到後來才恍然

明白，回歸到天父面前，才是得著了生命。

我目前以使者同工並傳道人的身份實習,委身於

使者培訓事工，與陸尊恩傳道配搭，負責推動北美校

園畢業生的跟進事工。我的負擔是向各方學習，不斷

操練，以成長為合神心意的傳道人為一生的標竿。我

的異象是幫助在北美的華人留學生與職青建立全備

的基督信仰、可操作的每日屬靈生活，以及以基督為

中心的文化環境。

I was born in Hubei, China. I once thought music was my 
career for life, theref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urther 
study Master of Music Education. But the Lord’s plan is always 
amazing. He not only called me to dedicate to the ministry for 
life, but also brought me to seminary to pursue an Ed.D. study. 
By the grace of God, I finished the Doctor of Christian Education 
on May 15th, 2020.

My hobbies are listening and writing contemporary mu-
sic, reading novels, watching movies, and learning anything 
about history. My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began with music. 
Though I did not grow up in a religious household, as a teen-
ager I found myself very drawn to worship music. This interest 
made me curious about Christianity. So in college I began to 
attend a local church and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ian faith.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hinese Christian brother picked me up at the airport and al-
lowed me to stay in his home until I found an apartment. Be-
fore I left his home, he lent m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 book 
that changed my whole worldvi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n eye-opening journey. Before 
long, I repented and believed in God. I was like the prodigal 
son in one of Jesus’ parables. I did not realize it at the time, but 
like the younger son, I too had left my Father and was living in 
death. Returning to my Father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As I started my ministry internship as AFC staff, I commit 
to the Training department as a missionary. I work with Minister 
Tsun-en Lu, following up with Chinese graduating students and 
graduates in America. I am determined to take every opportu-
nity to learn and practice for growing into a godly servant. My 
vision is to help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graduates in Ameri-
ca, preparing them with a holistic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faith, 
discovering the day-to-day and articulated practice for a solid 
spiritual form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hrist-centered envi-
ronment and community. 

因著新冠疫情爆發，給美國的運轉帶來一個巨大

的衝擊。弟兄姐妹間原來習以為常的連接和關懷被阻

斷。但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使者協會鼓勵了一批青年

基督徒開始嘗試在線上一起晨更的活動。自三月底開

始，一群遍佈全美的青年基督徒，用看似古老簡單的

方式，每天早晨七點伴隨朝陽，通過網絡平台一起唱

詩，靈修經文。

如果只能用三個詞去概括青年晨更同工們的服

事，也許就是「容錯」，「堅持」，和「平民化」。「非專

業」的平民同工們，「白手起家」，堅持從每一個細節，

通過每天的一點一滴改變建立起晨更的秩序：一首一

首的選敬拜詩歌，一節一節的預備靈修經文，每天晨

更結束後十幾分鐘的檢討會來進行自我修正。

當然，這幾週的服事並不是一條一直平坦的康莊

大道。一個攔路虎就是已經深入青年骨髓的晚睡生物

鐘：靠著一股熱情一兩天早起，自然毫不費力。堅持一

兩週，拼一點意志力，還能勉勉強強。但三到五週，擺

在眼前的只有血淋淋的抉擇了：要么改變一天的生活

方式，得以繼續晨更，要么繼續降服在晚睡生物鐘下，

回到過去擁抱懶覺。感謝主，這幾週我們聽到了太多

太多美好的見證：弟兄姐妹親自嚐到每早經文靈修的

甘甜，看著自己生命點滴的改變，自然而然就有動力

去改變生活！

五週時間在人的一生，甚至整個青年時期裡，都

算不上什麼，但是如果靜下心來，一天一天的回顧、數

算神的恩典和帶領，每天對著「鏡子」觀察自己微笑的

改變，真的會發現什麼叫作「天國是一粒芥菜種」，什

麼叫作「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使者協會線上青年晨更 文/眾同工

mingchen.chen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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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自己2020年的經歷，頗有感觸。讓我想起「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28）在瘟疫災難中，感覺自己祝福滿

滿。我今年1月10號從中國回到美國。回來後就開始發燒生病，低燒了一個

月。在DC舉辦的主*旋律營會是2/14，情人節開始。記得和陸尊恩傳道交

通我發燒好不了的狀況，決定是如果營會開始之前的三天，我依然發燒，

我不可以參加服事。感謝主，我是2月10號開始停止發燒的。主恩夠用，讓

我可以參加營會服事。

1月10號回美后，很快有病毒相關的新聞出來，自己生病的經歷加上

自己諮詢事工上的裝備，讓我在大年三十，回應了海內外華人的挑戰、加

入一支24小時的心理應激支持熱線——公益團隊「用心抗疫」。初衷是為

武漢抗疫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應激干預。「用心抗疫」公益團隊的諮詢師、

督導、外宣、翻譯、美工、設計、技術支持人員都是來自海內外的華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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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藍星，使者特約同工

用
心
抗
疫

—
—

們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了免費技術平臺，確認了團

隊倫理規範，進行了心理應激干預相關的諮詢師培

訓。在1月28號就正式開始了24x7的武漢醫護心理

應激干預的熱線守護。

我是諮詢師團隊的一員。熱線的守護，「帶」我

們諮詢師們身臨其境的來到武漢，同感戰鬥在一線

的醫護人員的喜怒哀樂。我們感覺得到「戰場上的

硝煙」，感覺得到在與病毒拼殺中的你死我活。一

線醫護們的情緒崩潰、面對人們死去的無奈，好像

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心裡有一個深深的悲傷，我

渴慕這些離去的同胞只是離開塵世、回到天家。但

是我知道，他們大都不認識愛我們的主。團隊的諮

詢師們，在堅守的日日夜夜，建立了戰友般的友誼。

記得在李文亮離世的時候團隊組織了一次哀傷共情

聚會。督導老師用哀傷冥想幫助我們疏解心裡的

痛。我又一次感到深深的悲傷：這些和我一起戰鬥

的諮詢師們、督導們大都不認識天父。他們沒有我

們基督徒所有的可以在天父腳前哭泣的特權。這讓

我傳福音的使命被加強、傳福音的熱情被挑旺。

隨著疫情的發展，我們熱線的支援群體不斷

擴大。從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到支援全中國的醫

護人員、又擴大到群眾。完成前半場對中國的守護

以後，我們又一起打下半場：支持守護有心理應激

干預需求的海外留學生。讓他們在孤單、害怕、擔

心的時候，得到安慰。應激干預熱線的來訪者往往

是情緒極端崩潰的人們。感恩主賜我先前在戒毒所

一年的實習，對處理心理應激干預有所準備。我接

到過在自殺邊緣掙扎的求助。在近兩個小時的交

談中我用學習到的應激干預知識慢慢帶來訪者平

靜下來。在這近兩個小時的電話陪伴過程中，團隊

的督導老師和諮詢師夥伴也在工作群裡陪伴我，給

我鼓勵和陪伴。這個電話完成後，我經歷到身體極

度的疲乏。即使在晚上睡覺的時候，來訪者的聲

音、話語在腦海裡反復播放。讓我體驗了諮詢師會

在身體和情緒兩方面都被損耗的經歷。我也開始

學習如何通過自我關懷和禱告，讓自己的身、心、

靈都得到恢復。

我2019年6月神學院畢業、拿到心理諮詢碩士

學位。同年9月通過了賓州心理諮詢的執業考試。自

己像一個剛頒發了一支步槍的新兵。在實踐諮詢中

我作為新兵才一點點的開始使用「武器」。「我凡事

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

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使徒行傳20:35）自己的一點點付出帶給我

數不清的祝福。我在這些應激狀況下接觸的危機個

案，增強了我臨床處理應激情況的能力，也收穫了

許多同行朋友。守護熱線裝備我，接下來給使者南

區校園同工分享「如何在疫情中幫助學生和職青」。

後來到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分享「疫情中的關

懷」。感恩神用我的裝備，祝福使者的事工；也感恩

神給我的成長，讓我可以更好的祝福我正在一對一

諮商服務的學生、職青、和輔導們。

alan@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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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離你有多遠》

文/莊堯亭

當更偉大的事物佔據你的心思，恐懼就會變得微不足道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某天起床發現脖子後面有個腫塊，看著還在

牙牙學語的兒子，突然一陣驚恐：我會不會生了什麼重病？我的家人孩子

該怎麼辦？又或者財務出現問題，正迫切需要週轉金援。最後，可能到了醫

院檢查發現沒什麼事，也可能財務破口終究補不起來，只得宣告破產。

無論如何，神不見得會照我們的需要給予幫助，無論實際的情況是杞

人憂天還是真的很糟糕，數十年後再回來看，恐怕你的評價都會不一樣。

好或壞可由人評斷，卻沒有一個人的眼光能超越上帝視角：你所恐懼的

事，其實只是你自己過往記憶帶給你的情緒，相比永恆和上帝對你的無盡

美善，就如塵埃一樣微不足道。

當我們回頭觀看神在過去生命中的作為，我們可以有基本的信心面

對恐懼，並且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然而實際的事實是，這些對神的認識

仍無法釋放你的憂慮，愛德華‧韋爾契（Edward T. Welch）老實的說了──

「你一直都明白，信靠神無法去除人生的試煉和驚險（你可能會想到那些

困難與驚慌失措的過去）。所以，不要懼怕聽起來是好意，但是有可能對

現實生活並沒有多大幫助。」

人類的恐懼和憂慮相當頑固，從小與生俱來、年紀越大只會越來越

怕。我們像哀嚎著出曠野的以色列人，即使有雲柱火柱、鵪鶉嗎哪，還是

像患有屬靈的大近視眼，望向稍遠的地方就全然渺茫。

恐懼包含自己與所愛之人的健康安危，一輩子毫無意義的生活，付

不出來的帳單以及對於「失去」的害怕。新型冠狀病毒奪走全球20多萬人

的性命，國際經貿龍頭美國的確診數字飆破百萬大關：請領失業救濟的

美國人超過一個台灣的人口，失業率直衝15%比金融大海蕭更駭人。

一旦恐懼和憂慮主宰你的思想，就算神親口說祂與你同在，恐懼都

可以輕易說服你，讓你想立刻找到出路。很不幸的，照著恐懼的法則行

事，從來不是神的原則，詩篇46篇毫無妥協空間的這樣說：「你們要休息

（或譯安靜），要知道我是神！」

跟隨神的人總有這樣的經驗：想要靠自己解決心中的擔憂，最終仍

疲憊不堪的、無奈的回來尋求神。愛德華‧韋爾契在《平安離你有多遠》

一書中提議：既然最終恐懼都會讓我們想要更了解神，何不就讓聖靈和

聖經帶我們認識祂的真知和大能？

聖經的亮光 + 神的榮美 > 你的恐懼

我們不斷想在未來的壞事發生以前，確保一個好的結果，確保所珍

視的不會陷於危險。神卻呼召我們在這趟未達目的地的人生旅途中，以信

心來過活，在打開眼睛以前都是朦朧不清的，唯有神對我們的話語，能讓

趕走恐懼思想必讀的一本書

tsu@afcinc.org  

使者書房有售

詳情請見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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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見更多。

聖經記載「不要懼怕」這句話多達300多次，因為

神知道我們一定要會怕；祂知道我們無法解開恐懼的

謎題，除非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比食物、名聲和生命更

重要，因而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得救比飲食更重要，

神的國度比這個世界更重要。

如何勝過恐懼的大山？試想若有一個更大的恐懼

臨到，你還會擔心眼前的憂慮嗎？將這件事轉為正面

思考，就可以為恐懼解套：讓更重要、更美好的事來佔

領心思。

為什麼有軍人能在二戰時起身抵抗希特勒？因為

同袍之愛與保衛家園的榮譽，支撐他們與惡奮戰。真正

的美麗、超越世上一切的榮美，能幫助我們的心思意念

轉往專注在更偉大的事物上。我們放下個人的憂慮和

天馬行空的恐懼，愈理解神的榮美就愈受吸引，就像著

迷於一幅絕世畫作一樣，想要了解畫作的意涵。

面對未知，我們深信主常同在

神喜歡跟我們談明日的恩典與未來的事，超乎想

像的嗎哪指引你的將來，儘管不能趨吉避凶、躲盜賊

野獸。憂慮與信心的生活時好時跌倒，耶穌就在這條

無數人失敗撲倒的曠野為我們指引出路。當你想到這

個月的帳單、下個月的生計，屬靈爭戰正如火如荼的進

行，在世界與天國的分界線，你要效忠哪一國？

撒旦的謊言將不斷欺騙你：「神並不慷慨，你想

要的只能靠自己。」直到你潰敗跌倒。全球經濟衰退帶

來的驚恐不會輕易飄走，金錢的恐懼只能用屬靈的方

法來對付，否則我們遲早會被吞吃的一點不剩。

天國有沒有供應你一切所需？對神的信心好似幫

不了什麼忙。作者愛德華‧韋爾契更點出一個不怎麼

討喜的事實：神並不一定供應基本生活所需。按照保

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他遭遇的苦難「甚至連活命

的盼望都絕了」。經過瀕死和飢餓的保羅，卻掌握到神

極為奧秘的智慧──他以耶穌的十架與天國的眼光

來解釋自己的遭難，耶穌應許看顧我們的需要，指的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此精彩論述如一道強光打進心底的黑暗，支撐保

羅的是靈裡的糧食，這比世上的一切更好！上帝的計

畫是讓我們自由，脫離汲汲營營、東籌西湊的憂慮。

天父衷心照顧祂兒女的日常，祂讓我們夠用就好，即

使預期的困難臨到，仍相信祂與我們同在。

若想抵擋恐懼，就要面對死亡

在人類充滿恐懼的思想裡，其中一件是生命，若

想抵擋恐懼就必須面對死亡這個問題。《平安離你有

多遠》一書中有許多發人深省的例子，恐懼墜機、害

怕生病、擔心死亡…作者有一位朋友診斷出癌症，家

裡還有幼兒，真是不公平！他的反應卻和生命之前一

樣，「我的神仍是美善並完全掌管一切。」只管相信神

要我們相信的、繼續做神呼召我們做的，因為神已經

越過死亡。

最棒的應對策略莫過為此：既然我們是屬

主的人，就不必想那些遠大的計畫，只要張開

眼睛問神，現在要我們做的是什麼，再用笑臉

問道：那接下來呢？盡情享受、體驗上帝所給

我們的每個當下。

十架上的耶穌讓死亡顯得蒼白無力，擁抱天國、

與基督面對面時的完美更讓人驚奇期盼。成為基督徒

的那一刻，我們就同時死去，卻又仍然活著。神的國讓

我們瞥見永恆的家，愛德華‧韋爾契說的真好！「除了

全心投身天國，再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使我們遠離恐

懼和憂慮了。」

《平安離你有多遠》循序漸進的幫助讀者，按著

聖經的亮光追尋內心的恐懼，最終將把我們每一個人

帶到神面前，願你細細咀嚼摸索。

平安到底離你有多遠？，眾人尋它千百度，暮然回

首才發現，縱身撲向神國之時，平安就在咫尺之間。

訂購電話專線 1.800.624.3504
流覽選購更多書籍、影音製品

書房網站 www.afcbook.org 

特價套書
疊加大優惠

美國
免運費

A特價套書
總價 $83

特價 $55

在居家隔离期

      提升您的

屬靈
免疫力

《活出生命特質》

《憂鬱症重生之歌》

《尋求更大的事》

《人如何改變》《平安離你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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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套書
總價 $90

特價 $55

特價套書      總價 $80  特價 $55

基督使者協會財務報告 AFC STEWARDSHIP REPORT
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 July 2019 to April 2020

註：本財務報告包含在此期間運營和事工項目的捐贈收入，而未包括為將來事工而提前籌集的款項。以上的財務數字為未經審

計的報告。經由專業會計事務所審計的報告將於2020年7月底完成。您向使者辦公室索取審計報告。支持者制定的奉獻，例如

支持校園事工、或文字出版，將秉持專款專用的原則。基督使者協會是註冊的非盈利性機構，即使書房的銷售款項也被用於推

動事工。我們特別感謝那些願意將使者放在遺囑受益人名單中的弟兄姐妹！

Note: The report only includes donations received for AFC’s operational ministry activities and not those reserved for future projects. 
Above Report is un-audited. The annual audit will b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July 2020. Copies of audited financial report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Donor designated gifts, such as those to Campus Ministry or Literature, are used solely for that particular ministry. AFC 
i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where all proceeds, including bookstore sales, go back into our ministry work. We are so grateful for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d and to those who remembered AFC in their wills.

網上銀行卡奉獻	Give Online: www.afcinc.org/donation 

銀行直接扣款 Direct Bank Withdrawal (ACH)

Set up an automatic bank withdrawal (ACH) on AFC’s website or via 

the remit to give without the hassle of remembering or bothering with 

additional paperwork. An automatic yearly/quarterly/yearly withdrawal is 

established at your discretion and will run for as long as you specify.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change it at anytime.  

事工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校園事工	Campus Ministry $1,117,191 $1,055,632 $61,559 

一般事工	General Ministry $1,004,451 $1,043,779 ($39,328)

福音資源事工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304,443 $332,064 ($27,621)
使者書房／出版	Bookstore/Publication $497,271 $480,389 $16,882 
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982,337 $957,802 $24,536 
營會及培訓事工	Conferences & Training Ministry $347,173 $418,489 ($71,315)
總額	Total $4,252,867 $4,288,154 ($35,287)

公司鼓勵捐贈計劃 Employer Matched Giving Plan 

Typically if your company has a Matching Gifts or Corporate Giving 

Program, for every dollar an employee donates to a charity, the company 

also matches a dollar to that same charity. Ask if your employer has such a 

program and include AFC in your giving. 

Please see the back cover for more planned giving options.

收入 Revenu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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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支出	Expenses

25%

24%

8%

11%

10%

22%

《靈命成長的祕訣 
——研習課程（繁體》

《寶架清影》 《左圖右書讀聖經》《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雙職事奉》

《華理克讀經法》 《危機四伏的呼召》 《贏在扭轉力》

《改變生命大能》 《破解人生難題》 《暗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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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S FOR CHRIST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Email:  am@afcinc.org

PERIODICALS

奉獻支持使者的宣教事工

Stand with Us

跟有固定會眾和十一奉獻的教會不同，使者協會依靠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教會的奉獻支持來開展宣教事工。讓福音

轉化當代華人知識分子的使命刻不容緩。外在環境的動蕩使人心更柔軟。感謝您參與我們的侍奉！

Unlike typical churches that have stable congregations and tithes, AFC is supported by believers and churches across the 

world. The mission to reach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Christ remains a critical task in this uncertain time. Thank you for con-

sidering a gift to AFC. Your prayers, your support and your encouragement enable us to reach countless people. 

除了現金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奉獻方式。例如僱主提供的matching fund，股票、債券、退休金，或者不動產。您可以通過

這些方式來擴展神國度的工作，並為您的家庭獲取最大的財務和稅務利益。 

Did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so many ways to donate today other than giving cash? You may donate stocks, bonds, retire-

ment accounts, employer matching fund or real estate. You can make a significant gift to AFC ministries to advance the 

Kingdom work and gain maximum financial and tax benefits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

我們的財務誠信承諾 Our Promise of Financial Integrity 

使者協會的支持者們都是像您一樣的人們：他們想要通過有策略的傳福音、門徒造就和宣教差傳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

知識份子。您今日所捐贈的每一塊美金，在永恆裡將改變人的命運。

AFC is supported by people like you who want to impac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Christ through strategic evangelism,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al sending. Every dollar you give today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for eternity.

基督使者協會是501(c)非盈利性機構，所有的捐贈都是獲得免稅收據。
使者也是EcFA（福音派財務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我們持守最高
的倫理與審計標準。 AFC is a 501(C)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all gifts 

are tax-deductible. AFC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ECFA) and follows 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s.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使者協會。即使您沒有私人律師或者財務顧問來規劃您的財

務，我們也將為您提供免費且個人的諮詢。 Please contact AFC to request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provide you free and personal consultation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your own attorney or financial advisor.

Mr. Paul Schultz, Controller at AFC 

Office: (717) 519-9710

E-mail: pschultz@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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