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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riends of AFC, 

When I think of the phrase, “finishing well,” I am 
reminded of Paul’s encouragement to Timothy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2 Tim. 4:7). 2020 has been incredibly 
challenging from a ministry perspective. The mixture of 
a pandemic, growing geopolitical ten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e financial challenges to 
our ministry partners all make this year harder than pre-
vious ones. However, the “finishing well” phrase keeps 
reminding me to stay focused on our core mission. 

After the initial shock, our leadership teams quickly 
adjusted our response strateg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 Care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 Care for AFC’s front-line co-workers, 
- Care for AFC’s ministry partners. 

Our Campus Missionaries did a heroic job during 
Covid-19 to reach out and care for students and schol-
ars. They didn’t shy away from offering hospitality when 
needed and went the extra mile 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isolated on campus. As a result, we experienced a 
wave of conversions in the past 6 months. You can read 
those amazing stories on pages 16-35. 

Another area that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is our 
Digital Advancement across all operations. On page 
19, you will find the creative invention of a cloud-
based collaboration platform called “United Campus 
Outreach.” This platform allows churches and campus 
fellowships all over the world to set up their page and 
foster inter-campus events. So far, over 100 churches, 
fellowship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joined. Thousands 
of students are using it to access timely information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We are also excited about its poten-
tial to reach and empower students inside China. 

AFC’s Media Platform has also grown exponen-
tially. With your support, we were able to add staff and 
build a high-functioning team to develop original con-
tent, disseminate it on the internet, and provide tech 
support to all other AFC ministries (details on page 
36). One example is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2020 
Global.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s caused by Covid, we 
decided to host CMC 2020 virtually and make the pro-
gram available to attendees across the whole world.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ed the Sep 26th Launch Day 
event, you already got a taste of the updated technol-
ogy and accessibility. Our team is continually making 
improvements for the CMC meetings beginning on 
Dec 28th 2020. We will have programs tailored for all 
age groups in the church and for the whole family. (de-
tails on page 50)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our ministry partners. In spite of the chal-
lenges in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ves, these 
partners are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our staff and vital 
ministries. As AFC is preparing for the end of 2020, 
we hope to finish well and secure the financial re-
sources still needed. 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a 
year-end gift to AFC to reach the thinkers and influ-
encers. Your prayer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enable 
us to reach countless people. None of this would be 
possible without you! 

So we are ambassadors with you, 

David Chow D.D. 
President of AFC 

親愛的使者之友，

每當我想到「善始善終 Finishing Well 」這個詞，

我都會想起保羅對提摩太那震撼性的託付，「那美好

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提後4:7)2020對於事工來說，確實是

不容易的一年。一場全球大瘟疫、不斷升溫的中美政

治摩擦、以及眾多事工夥伴所面臨的家庭與工作挑

戰，使我一而再地想到「善始善終」一詞，即使在艱難

和不确定中也要繼續神給使者的福音託付。

在疫情突襲的震驚過後，使者的團隊迅速地調整

策略，關注三個重要的需要：

- 照顧好神交托我們的學生和學者

- 照顧好第一線的同工

- 照顧我們的事工夥伴

校園同工們在這期間真是像英雄般地照顧各地

有需要的學生和訪問學者群體。即使在有接觸病毒的

風險中，他們仍然外出遞送關懷物資、輔導有心裡需

要的同學們。因此，我們看到一批在疫情中誕生的福

音寶寶。您可以在16頁讀到這些美好的見證故事。

使者另一個取得的重大突破則是在這個事工中優

化了電子策略。例如，在19頁的報告中，您會讀到「留

學生聯合服務」，一個針對學生群體的跨教會、跨國家

雲端合作平台。這個平台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園團

契、教會和事工可以設立自己的主頁，介紹信息，用來

吸引學生，跨教會地舉辦聯合外展活動，共享寶貴的

培訓資源。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100家教會、團契登

記註冊，超過幾千名學生在使用。特別欣慰的另一點

是，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平台來接觸中國國內的學生群

體，並給國內的校園事工提供網絡資源。

感謝您對使者新媒體策略的大力支持。弟兄姐妹

的慷慨奉獻使我們可以增加幾位同工，搭建了一個配

合默契的團隊。他們各有特長，但被神帶到一起共同

策劃、製作新內容，在互聯網端傳播，也向使者其他的

事工帶來技術支持（36頁）。例如CMC 2020。由於疫情

造成的限制，我們將年底的會議改為網絡舉辦，並且

有針對性地更新會議內容來吸引全世界的華人受眾。

如果您參加了9月26日的啟動日活動，您應該已經體驗

到會議的技術平台、流暢的會務流程和試聽體驗。同

工們仍在為12月28日舉辦的大會作技術更新。CMC一

如既往地為所有的教會年齡段和整個家庭提供專項內

容。（華人差傳2020詳情請見50頁）

最後，我要向您和眾多事工夥伴表達由衷的感

謝。你們不顧自己所面對的衝擊，在這有特別需要的

一年繼續奉獻供應使者事工所需。在使者預備2020的

結束之時，我們仰望神來供應使者眾多同工和事工所

需。如果神在經濟上祝福了您，請考慮在年底前為使

者特別奉獻。而您的奉獻將使我們籌集足夠的事工預

算，繼續以福音影響當代領袖。感謝您的陪伴！

與您同為基督使者的，

Finishing Well

周大衛 牧師 

基督使者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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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一個種族主義者和恐怖分子的悔改路

文/Thomas Tarrants

譯/Jiewei Xu

校/J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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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

言14:12）。 

這節經文適用於很多情況，不過最重要的是，它

是指著救贖恩典說的。我們可能以為自己正過著不錯

的基督徒生活，但事實卻是一直在走向死亡。 

通過艱難的生活經歷，我瞭解了這一點。 

由於我親愛的母親是浸信會成員，定期去教堂參

加敬拜一直是我成長過程的一部分。到13歲時，我開

始知道地獄是一個可怕的存在，而我死後不想到那裡

去。我也知道耶穌為我的罪而死，並且接受他就可以

上天堂。與牧師交談後，我在一個週日的早晨宣告了

自己的信仰，並在當晚受洗。當時我認為自己死後一

定可以上天堂了。 

但是，事實卻遠非如此。實際上我走進了那扇被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警示過的寬門，直通毀滅之路（馬

太福音7:13）。這切實印證了「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走

到盡頭卻是死亡之路」這節經文。

最終，我逐漸明白自己所謂的「信仰」其實是被恐

懼所驅使的。接受耶穌只是出於認知上的承認，而不

是出於悔改和信心。不幸的是，我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明

白這一點——而那是充滿了罪惡和痛苦的十年。

深陷泥潭

人以為正的道路可以有很多種表現形式，其中不

少甚至是受人尊敬的。對我而言，這體現為為上帝和

國家而戰。乍一聽挺令人欽佩——就像為情懷而參軍

一樣。當時正處於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時代，在我看

來，「為上帝和國家而戰」意味著擁護極右翼極端主

義，仇視黑人、猶太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自

由主義者。我接受了一個惡毒的種族主義、反猶太的

邪教所提倡的「基督教身份運動」（Christian Iden-

tity）的觀點。（這個種族主義組織和其他種族主義、

反猶太的組織如今還活得很好，並在這個動蕩的時代

贏得了新的追隨者。）一位老聖徒明智地觀察到：「魔

鬼是一個大師級的漁夫。他會根據魚的喜好準備相應

的誘餌，引魚上鉤。」牠的確用了一個準確的誘餌捕住

了我。

我走的這條路加深了那些被視為美國「敵人」與

白人種族之間的仇恨。這些「敵人」必須被消滅，不管

用什麼方式或付出什麼代價——因為目的正義，所以

手段就無所謂了。有一天晚上，我和一個同伙試圖炸

毀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市（Meridian, Mississippi）一

個猶太商人的房屋，卻不知道房子正處在反恐部門

（SWAT）的監視中。我的同伙被殺，而我在近距離槍

戰中身中四槍。當我被送到醫院時，醫生說如果我還

能活45分鐘，就是一個神蹟了。

不過上帝憐憫我，奇跡般地保留了我的性命。如

果說曾經有那麼一個時刻，是我可以悔改自己的罪並

轉向基督的，應該就是那個時候了。但我在過犯中完

全迷失，並不認為我所做的是錯的。畢竟，我是在為上

帝和國家而戰。

我被判30年監禁，在密西西比州的監獄服刑。據

說這個監獄是美國當時最糟糕的監獄之一。我去那裡

的時候想的只有一件事：逃離這裡並回到我過去的活

動中。雖然制定逃跑計劃和招募另外兩名囚犯花了六

個月的時間，但我們發起了一次成功的越獄。然而，兩

天後，聯邦調查局在一個森林中找到了我們，其中一

名囚犯在最後的槍擊中喪生。要不是他比計劃早了三

十分鐘跟我換崗，那被殺的將會是我。

我被帶回監獄，這次被關押在安全戒備等級最

高的一個單獨禁閉牢房。這是我一生中的最低谷，因

為逃脫的希望已蕩然無存。理性地說，這應該是另一

個悔改並轉向基督的好時機。但我仍將自己視為一

個愛國者，為上帝和國家而戰的勇士。當一個人的心

昏暗並死在罪惡中時，單憑理性思考無法讓他重新活

出生命。

還需要更多東西，一些超自然的東西。

新的道路

為了不在監獄裡瘋掉，我把時間花在了閱讀上。

當務之急是補讀我以前沒看過的所有關於種族主義和

反猶主義的書籍。之後，我讀到一本關於新法西斯主

義政治理論和文化分析的書，接觸到了對種族和文化

問題更為成熟、系統的闡述。書中提到了許多西方哲

學家，這令我好奇和著迷。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文

字，它激發了我對哲學的興趣。於是我讀了黑格爾的

《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然後讀了奧

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

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這兩本書對沒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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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背景的人來說都是挑戰。書中提到了柏拉圖和亞里

士多德，恰好就在那個時候，我收到了一封郵寄過來

的廣告，上面列出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馬可•奧勒

留（Marcus Aurelius）的作品。我在高中和大學的第一

學期就對西方文明史感興趣，因此這似乎是一個可以

讓我重拾學習的好起點。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樣的研究學習會使我脫離種

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極右翼的意識形態。回想起

來，那真是聖靈福音預工的先鋒部隊。正如蘇格拉底

所敦促的那樣，它解放了我的思想，並讓我渴望尋求

真理，無論這會把我帶往哪裡，與此同時也開始檢視

自己的生活。由於哲學不具備我所追求的真理，我被

聖靈吸引（我如今意識到）閱讀福音，在那裡我找到了

真理，因為福音本身就是真理（約翰福音14:6）。

我不知道的是，當時一群姐妹在報紙上讀到關於

我的信息後，連續兩年每週為我禱告，祈求上帝拯救

和使用我來榮耀祂。這個禱告小組的負責人是一位聯

邦調查局特工的妻子，正是這位特工策劃了在默里迪

恩對我的逮捕活動。在開始閱讀福音後不久，我的眼

睛開始明亮，正如約拿單•愛德華茲說：「聖靈將神超

自然之光直接照徹人心」。我犯過的許多罪開始湧入

腦海，隨之而來的是認罪、悔改和懺悔之淚。一天晚

上，我跪在牢房的地板上向耶穌做了一個簡單的禱

告：如果祂願意，祈求祂饒恕我的罪，我也願意把我的

生命交付給祂。在那之後，我感覺肩膀上有千斤重擔

被挪去了。我的心改變了，從那以後我就不一樣了。我

離開了容易走的宗教（easy religion），因為那使我走

向毀滅，而走上了通往永生的窄路（馬太福音7:14）。

第二天我醒來後感受到了自己屬靈的生命，原來

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 我想要立即閱讀聖經、祈禱、

並為上帝而活。聖經讀得越多，我就越成長。上帝給了

我愛，讓我能夠去愛曾經恨惡的人，並在很多其他方面

幫助我改變。我奇跡般地在服刑八年後於1976年被釋

放出獄。從1978年至今，我一直積極服事神國的聖工。

距離1968年那個我被告知只有45分鐘生命的夜

晚已經過去50多年了，每每回顧，我所能做的就是驚

嘆於上帝的良善與愛，上帝差遣祂的兒子將我從罪惡

和死亡中救拔了出來。多年來，我一直盡力走通往永

生的窄路，儘管時有曲折，祂一直是看顧我的慈愛父

親。祂以慈愛和耐心引導我，在我犯罪時叫我知罪，在

我悔改時饒恕我，在我順服時堅立我，將祝福傾倒在

我身上，通過我的生命實現祂的旨意。當然，這並不那

麼容易，因為耶穌說過這將不會是容易的。但神一直

是信實的，祂帶領我走過人生的試煉和苦難（儘管有

些非常痛苦），是為了我的益處。

可悲的是，許多人還不知道這恩典。他們仍然行

走在黑暗中，甚至在教會裡也是這樣。他們走的路似

乎是正確的，但卻通向死亡。正如C. S.路易斯（C. S. 

Lewis）觀察到的：「如果你沒有選擇上帝的國度，

那麼無論你取而代之選擇了什麼，結局都是一樣。」

我們承載著帶給這些人基督之光的使命。如今，任何

真正想要的人，都可以得到這在我的一生中彰顯的、

如此豐富的恩典。只需擁抱福音，並以悔改的信心轉

向基督。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 www.TGC.org

I Was a White Supremacist。

「主前」變「疫前」

互聯網上有一幅令人莞爾的圖像：兩位職場達人彼此互相握手問候，

他們的同事則站在旁邊面帶微笑表示稱許，畫面上出現一段文字：「在人類

歷史上，曾經以這種傳統方式表達問候與尊敬之意，稱之為「握手」，大約止

於2019 B.C.」這個B.C.不是指歷史上的「主前」（Before Christ），而是Before 

Coronavirus。所以，我戲稱2020年是人類歷史的新冠元年（AC 1, After Coro-

navirus）。在英文口語中「2020」代表視力清晰，引申出「2020」這個數字是

文/柏有成，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ybor@afcinc.org作者Thomas A. Tarrants（托馬斯•塔倫茨）

是路易斯研究所(C. S. Lewis Institute)的名譽所

長，他曾於1998-2019年間擔任該研究所的所長

20年之久。在那之前，他是華盛頓特區一間多元

種族教會的牧師之一。他著有多本關於仇恨與和

解的書籍，也是福音派神學協會(ETS)的會員，也

曾擔任華人差傳大會的講員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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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兆頭。從進入主後2000年之後，政府機關、公司

行號、教會機構擬定各式的策略計劃都喜歡加上

「2020」這個數字，期盼某些企劃案或是重大建設到

2020年，必然會有重大成果，可樹立新的里程碑，心想

2020年必定是圓夢之時、吉祥之年。不料，神卻好像

給人類開了一個大玩笑，迎來的2020年不是我們想像

中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歲月靜好。以電腦語言來比

喻，整個人類生存的硬盤，被病毒感染，重新被refor-

mat；一個快速轉動的地球與生活步調，被一個

125nm的新型冠狀病毒喊暫停：商業停擺，學校停

課，產業停工，經濟停滯。被感染的人群中，更不幸的

是心跳停止。改寫南宋詩人李清照《聲聲慢》的名句：

「這次第，怎一個停字了得？」

在近期許多描述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文章中，出

現幾個詞匯值得深思。第一個詞是「新常態」。對未來

大趨勢評估的文章認為一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徹底

顛覆我們的正常生活，掀起一股波瀾壯闊的範式轉

移，過去我們所熟悉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疫情結

束之後是「新常態」。什麼是「新常態」？它是一個矛

盾詞組（oxymoron），因為我們所認定的「常」是「經

常」或是「正常」。如果是「新」的狀態它就不是「經

常」的，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一旦成為「經常」的狀

態，它就不是「新」的。新型冠狀病毒提醒我們未來的

歲月充滿的是變數，而不是常數；我們不能掌控自己

的生命。「新常態」是一個沒有人航行過的水道，「反

常」與「非常」成為小老百姓的「日常」。在近期許多

描述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文章中第二個詞是「突如其

來」，來形容我們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措手不及的

窘境。我在思考為什麼是2020年？為什麼是我們要面

對如今的處境，而不是其他年代的人？這些問題只有

神知道答案，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基督使者協會

的使命是服事眾教會。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

肺炎疫情，我們如何持續服事教會？我在這期的通訊

來分享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工進展。

「培育」至「陪育」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對美國華人教會最直接的衝

擊是主日敬拜聚會停頓。許多教會迅速應變，藉著互

聯網路與視訊軟件來舉行主日聚會。經過大半年的摸

索學習，熟悉操作程序，教會已經開始網絡的雲端聚

會。可是網路聚會型態也浮現問題，其中一項就是網

路的親子教育。讓我們先回想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之

前，北美華人教會主日敬拜是什麼樣的情景？父母與

子女一家人進入教堂的建築物，就分開前往不同的場

地，例如：人數眾多的教會，成人依照時段加入國語聚

會，粵語聚會，英語聚會；年少的子女加入兒童主日

學，青少年敬拜。周日上午的聚會時段，父母子女是分

散於教堂不同的空間，體驗不同的經歷，直到所有的

活動結束，要離開教堂的時候，全家人才重新聚集在

一起。這種分齡牧養模式行之有年，導致我們父母對

子女屬靈的教導有如下的觀念：只要孩子有好的主日

學教育，就可以翻轉孩子們的屬靈生命；父母認為自

己教不好主日學，把孩子的靈命培育交給「信仰專業

人士」，例如師母，兒童主日學老師，由他們負責教

導。父母可以「專心地」參加成人主日學，主日敬拜。

這種牧養哲理造成教導兒童主日學的師資稀少，

教會邀請父母參與的反應冷淡。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爆發之後，無法親身參與

現場敬拜。教會如果在主日聚會時間沒有提供兒

童主日學的聚會，父母就必須帶領全家敬拜。可

是父母發覺多年的「屬靈外包產業」，如今要親

自下海操作，卻不知道從何入手。於是教導父母

使用網路資源，在疫情期間來帶領子女屬靈成長

的需求劇增。基督使者協會看見如此的需要，於

是在2020年9月26日舉辦兒童網路宣教培訓，邀

請竇道平傳道分享兒童網路事工經驗。竇道平傳

道在加州基督徒喜樂之家參與兒童與青少年事

工，與兒童們談心，建立信任有多年的經驗；他也

教導父母修補親子關係與危機預防處理。在培訓

的視訊中，竇道平傳道介紹優良的應用軟體，教

導創新的群體動態互動，彼此真誠的關懷與分

享，培育踏實的親子關係。網路聚會結束之後，又

當場成立微信群，已經超過200人加入。參與者

認為這是及時甘霖，舒緩下一代事工乾旱的景

象，非常感激基督使者協會舉辦「門徒導向的家

庭牧養」，提供優化的教導資源來服事美國華人

教會。多年來父母對孩子們的靈命教育只有周日

上午三小時的「培育」，如今父母在家工作，子女

在家上學，重新認識到周間的「陪」伴教「育」才

是家庭牧養的重心；要以申命記6章7節的原則教

導兒女們，這才是真正的「新常態」。

「牧養」到「zoom養」

教會停止現場敬拜之後，Zoom視訊軟件成

為教會各式網路聚會的首選。可是再經過數個月

的嘗試，使用者認識到Zoom的軟件對聚會有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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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限制。例如：Zoom產品設計針對視訊會議，音樂

敬拜歌唱的聲音和樂器的聲音不易融合與調整，無法

及時聽見反饋，開始敬拜，就不能再調節音質。我參加

了超過50場的信息分享，我觀察到大部分的參與者或

被要求靜音，或被直接屏蔽。如此行可以避免聚會的

雜音干擾與視訊的順暢。參與者屏蔽的結果是我的電

腦屏幕顯示出一塊一塊黑色的方框，其上沒有頭像，沒

有表情，也沒有互動。身為講員，我好像是在黑夜之中

向空氣說話，沒有任何線索得知參與者在電腦屏幕的

另外一端的反應如何，以便讓我調整信息的步調或是

內容。應對之策就是為了能奪觀眾的眼球，保持他們的

注意力，我在設計PowerPoint使用許多的圖像與動畫

來引導觀眾的思路。經過多次的使用經驗與學習，深

感用Zoom視訊軟件來講道，儼然成為一種專業的學

門。2020年5月份在預備信息的時候，腦海中出現了一

個字「zoomology」，使用者是一個zoomologist。我

是新手上路，但是為了協助牧者適應並且學習善用媒

體工具，我也在一個華人教牧團契分享製作Power-

Point與使用Zoom來證道的經驗。

網路通訊的普及再配合宣傳，一場zoom聚會可以

吸引世界各國的人參與。例如：我參加過一個由美國

華人教會舉辦的福音聚會，在分組聚會中，經過自我

介紹的環節得知參與者來自南非約翰尼斯堡，澳洲雪

梨，新加坡，中國河北石家莊，山東青島，浙江溫州，

湖北武漢等地。網路超越時空，有幾位牧者告訴我主

日聚會來自外「州」或是外「洲」的人數明顯增加，由

傳統地方堂會的社群（community）形成一種zoom-

munity，牧者如何跟隨羊群的腳蹤來zoom養他們？教

會禱告會的復興也讓許多牧者興奮與感恩。以往教會

禱告會是冷門聚會，流傳一個方程式，教會聚會總人

數除以5等於參加禱告會人數。改成網路禱告會之

後，弟兄姐妹們參加踴躍。網絡也出現一個幽默的圖

像，戲稱馬可樓的upper room禱告室，如今是upper 

zoom。教會對聖餐的舉行方式也有不同的見解，是

communion還是zoomunion？

這一系列的問題，促使我們思考什麼是教會？什

麼是在虛擬世界中做真實的教會？線上聚會轉型不僅

是將線下聚會的形式完全複製移到網上進行，需要

學習虛實整合的無縫鏈接。「虛擬教會」是不是會產

生「虛擬基督徒」？我有機會聆聽多位牧者的心聲，表

示消費者心態嚴重，敬畏之心下降，返回教堂意興闌

珊。重新開放更加困難。主日敬拜是關係的相遇，在

主日被召聚，與神相遇，與人相遇。網路聚會的轉型

促使教會回歸一個重要的本質：敬拜是一種生活方

式，不只是周日的活動；周一至周六的日常生活是我

們信仰實踐的場域。今後網路zoom養哲理將是教會

成為無牆的教會，微型化的小組聚會需要培養更多的

小組牧者，人人牧養，層層牧養，天天牧養來進行生命

的培育，這才是真正的「新常態」。

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之前，基督使者協會已經策

劃一項關懷牧者身心靈健康的事工。原先的構想是定

於2020年3月份舉辦牧者與師母的退修會，邀請他們

結伴來到基督使者協會總部賓州樂園鎮，下榻在舒適

幽靜的蔡蘇娟女士紀念宿舍，介紹牧者們彼此認識，

日後可以彼此鼓勵；同時享受田園風情的自然之美，

在安靜的環境中與神相遇，獨處，靈修與默想；一起觀

賞聖經劇院推出的年度大戲，全然的放鬆，放空，放下

教會的事務，好好休息。可惜這項計劃因新型冠狀肺

炎疫情的爆發而被迫延期。可是在過去的數個月，基

督使者協會紀念到這些牧者，他們比平時要更費心地

牧養關懷弟兄姐妹，督促健康的屬靈成長，可是誰來

關心牧者？於是基督使者協會在今年8月3日舉行了一

次網絡的牧者退修會，彼此認識，互相代禱。日後基督

使者協會總部可以安全的開放，我們會重新舉辦牧者

與師母的退修會，來服事這些忠心的僕人。

所以你們要zoom，使網民做我的門徒。

門訓不打烊！既然宅在家中，以網路來傳揚福音

與門徒的生命培育是最佳時機。基督使者協會邀請現

任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教導國際商務的郭振游老

師來教導。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期間持續門徒栽培，

福音傳揚，也教導時間管理與投資理財。郭振游老師

現身說法，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期間，給教會弟兄姐

妹指出一些具體方向，舉出實際的可行之道。郭老師

溫文儒雅、謙柔和煦的學者風範，將聖經真理娓娓道

來，沒有說教，只有誠摯感人的勸勉與激勵，我參加了

每一場的聚會，估計至少7700人次參與聚會或是觀看

視頻，在投資理財的聚會中，郭振游老師特別發出呼

召，有7個人悔改，相信福音，跟隨耶穌基督。

郭振游老師多年致力於校園中國學生學者福音工

作，在世界各地華人教會帶領門徒訓練、福音、培靈、宣

教聚會，口碑極佳。郭振游老師著作等身，他將自己多

年的教導經驗集結成書，由基督使者協會出版【以生命

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四傳】，【如何有效傳福音】，

【如何有效帶領查經】，【智慧管家、職場發光】，【靈

命成長的祕訣】，【幸福家庭、蒙福人生】，【天路客之

歌】。其中又以【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為其代

表作，經過十多年來的證實，是極為有效的門徒訓練教

材，廣為教會使用。過去三個月我自己也使用了這份教

材與數位在2019年華人差傳大會的回應呼召獻身者一

起學習，深受鼓舞。我大力推薦！這也是基督使者協會

的目標，繼續提供優質的培訓資源與華人教會分享。

當然宣教也不打烊！原定在加州安大略市舉行的

「2020華人差傳大會」也更名為「2020華人環球差傳

大會」，於2020年9月26日舉行第一次網路聚會首映

式，超過5000人報名參與，深受好評。基督使者協會籌

劃於2020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舉行後續的「2020華

人環球差傳大會」，基督使者協會秉持異象，無論得時

不得時，務要宣揚神悔改赦罪之道。

青年事工與雲端服務

雖然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也對美國校園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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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畢業之後在美國工作的職業青年產生重大的衝擊，年輕人與校園事工也沒有停頓。為

了關懷這批年輕人的需要，基督使者協會開始「青年線上晨更」的事工。每天清晨一批忠心

的同工用愛耕耘，在美國東岸與西岸當地時間早晨七時開始召聚年青人藉著誦讀、默想神

的話語，加深個人與神的連結。鼓勵年輕人以歸納法查經的架構撰寫靈修材料，用平實的語

境來解釋艱澀深奧的神學概念，再引申出具體的應用細則。年輕人的心被神話語觸動而更

新，產生動力，順服聖靈的帶領，開始進行細膩的生活信仰實踐。經過八個月的操練，看見

許多的年輕人的品格與屬靈悟性逐步成長與成熟，令人欣慰（詳情請看本期的培訓事工專

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校園同工們也以有創意的方式與留在美國或是回到亞洲的學生

們連接，在網路帶領活潑互動的小組聚會，繼續屬靈的培育與福音外展（詳情請看本期18

頁彭召羊牧師撰寫的校園事工專欄：「疫」外之福）。同工也提供心理咨商輔導，幫助同學

們居家令期間情緒健康。

為了接觸在亞洲國家但是無法前來美國校園就讀和已經在美國的國際留學生，基督使

者協會開發「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連結北美校園事工的夥伴們，然後直接向亞洲與美國

的留學生接觸，關懷，表達溫暖的愛。打造這個平臺是期望要耕耘一個身心靈全人生活園地

與屬靈沃土，經由陪伴與引導，年輕人可以在其中茁壯成長，最終成為一個蓬勃盎然的生態

系。第一次的活動「中秋文化祭」已經於9月30日至10

月1日舉行。使用「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來動員北美

的校園團契，社團，志工一起在雲端外展，來接觸北美

的留學生，在亞洲上網課的留學生，職業青年與海歸

群體。在主場晚會中，集結來自北美，亞洲不同地區

的華語青年，以活潑多元的方式，例如：VR游戲，視

頻，真人聊天，音樂創作，呈現基督信仰，表達誠摯的

問候，建立歸屬感。總計有25個單位協辦，約400人參

與盛會，YouTube視頻也有約1200人觀看。這是基督

使者協會針對年輕世代外展新的嘗試，誠摯邀請教會

與校園事工來一起參與，日後能成立一個新的雲端團

隊，經由雲端軟件來推動會員社群彼此協作的活動項

目，人人參與，貢獻心力。

結論

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挑戰嚴峻，在逆境中的行

進步履愈發艱難。我們用什麼態度來面對？英國首相

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一段名言，對我有極大的

激勵：「別用『每況愈下』來形容現今的日子，讓我們

用『越發嚴峻』來形容它吧！此時並非『黑暗』，而是

『偉大』--是我們國家從未有過的偉大時刻。而我們

都必須感謝神，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在自己的崗位上，

參與在人類歷史中這段值得紀念的日子。」自從1953

年成立以來，基督使者協會領受神的異象，帶領華人

知識份子歸向基督。面對這個嚴峻的時期，基督使者

協會更加堅信我們要更緊密地與神同行，以國度的心

胸來服事華人教會，以上的事工分享是基督使者協會

開始嘗試的一小步。我們將持續堅守呼召，堅守崗位

與教會一起宣揚福音，培育門徒，以鹽與光的身份，

向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宣告耶穌基督是回歸天父的

唯一道路。如此行，日後回顧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期

間，我們可以像邱吉爾一樣說，這真的是一個偉大的

時刻，一段值得紀念的日子。

加入使者雲平台

afcinc.churchcenter.com

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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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yang Peng, AFC Campus Mission Director 

cpeng@afcinc.org

As Covid-19 swept the face of the earth, what is left standing on the 

landscape across campuses in the US and beyond is nothing short of 

striking. The 5G plan unfolded by AFC Campus Ministry shows the work 

of God beyond our imagination amidst the pandemic.

GO ONLINE: God opened new doors to reach students online, break-

ing geographic barriers, reconnecting with alumni, and serving students 

in creative ways. 

GO IN: AFC launched the United Services Online (USO) platform to 

reach students in China, offering services, making connections, building 

trust, and ministering online.

GO DEEP: Discipleship is more vigorous, as ministries won’t survive 

the test of Covid-19 unless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students 

through life-influencing-life discipleship.

GO SMALL: Small groups have emerged spontaneously across cam-

puses, forming ministry teams that are more agile and effective in adapt-

ing to changes during the pandemic.

GO GLOBAL: Our staff reached out to support colleagues in the UK 

and Europe, and are developing stronger ministry partnerships in North 

America (Canada) and East Asia (China, Japan and Korea). 

We are amazed at the responses by students to God’s calling to mis-

sion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youth mission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All Nation ministry in Korea, to the Chinese Student 

Program at CMC Global 2020 in North America, hundreds of students 

dedicated their lives during this pandemic to serving Christ in missions. 

A new wave of campus missions i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to raise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future leaders in God’s Kingdom.

God‘s Work on Campu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amidst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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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召羊，使者校園事工主任

cpeng@afcinc.org

在疫情依然嚴峻、反彈可能來臨的這個涼意悚然

的深秋，我們又迎來了感恩的季節。2020年是不平凡

的一年，校園事工遇到了空前的挑戰。但您將看到在

這一期《使者》的校園篇裡，神賜給校園出人意外的

祝福，我們滿了感恩。疫情來襲，神興起了網絡事工，

打破地域限制，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同學們都在網

上相聚，在主裡的這份愛的連結和在屏幕前見面時的

興奮和喜樂是我們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校園事工的一

道新風景線是雨後春筍般的校園小組的自發形成，訓

練學生帶領小組，再生門徒，在虛擬的空間建造活潑

真實的生命。新冠疫情就像火的試煉，如果我們所服

事的學生在生命建造上不扎實，那這次疫情中留下來

的就會是草木禾秸。疫情促使我們把門徒培訓做得更

深，把學生的信仰根基打得更牢，以生命影響生命，建

造天國人才。

神籍著這次疫情打開了我們的視野，越過北美的

校園，看到中國這片廣袤的禾場。校園培訓部打造了

「留學生聯合服務」這個新平臺，給許多國內的學生

分享留學資訊，幫助建立連結，提供校園服務。我們

和國內的海歸學人和事工夥伴有更多的配搭互動，福

音外展，造就門徒，生命得到激勵，帶來良性循環。在

這次疫情中我開始了一個新的事工，藉用美國家喻戶曉

的電視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推出

「週六夜現場直播」(Saturday Night Livestream)，美國

週六晚上正是中國周日的上午，線上為海歸學人的主

日聚會分享信息。以前到海歸學人中分享信息，要坐飛

機，坐高鐵，現在只要線上點擊鏈結就進到他們中間。

網絡事工將成為一個新常態，即使恢復線下聚會之

後，這次疫情中許多網絡事工的創新，將繼續為校園

事工如虎添翼。

感謝神在疫情中拓寬了我們的境界，放眼全球看

到國際留學生事工的巨大需要，與國際事工夥伴配

搭，輸出資源，投入國際校園事工。我們與英國校園同

工共享服事的經驗和心得，將繼續用安息年、短宣、營

會等事工模式更深地進入英國校園，並有的放矢地投

入到歐洲（德國）、北美（加拿大）、和東亞（韓國和日

本）的國際校園事工。疫情襲擾校園，但留下的卻是那

比被火試驗更顯寶貴的金子般閃光的生命見證和事工

突破。神正在我們所服事的學生中興起一代新的年青

領袖。今年八月在疫情中舉行的中國青年宣教大會

上，五百多位年青學子領受呼召，獻身宣教，以行動回

應「未竟的使命」，用生命傳承「待續的傳奇」。同樣，

從今年中秋在韓國的中國留學生福音聯合會，到年底

北美的全球華人差傳大會中文學生聚會，疫情無法阻

擋神在校園奇妙的作為，無數年青學子的心被挑旺，

一個新的校園宣教的時代正在到來！

文/陸尊恩，使者培訓事工副主任

tlu@afcinc.org

服務平台首頁：afcinc.churchcenter.com

團契社團注冊：afcinc.churchcenter.com/people/forms/158387

志工個人報名：afcinc.churchcenter.com/unproxy/registrations/events/41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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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與國際情勢加速了雲端技術的應用，宣教事工正在從

「線下為主、線上為輔」的雲端1.0範式轉移到「線上引領線下」的

雲端2.0範式。傳統宣教事工對於雲端技術的應用，都是直接將線

下聚會搬到線上，並沒有真正發揮雲端技術環境真正的優勢——雲

端協作。

使者「留學生聯合服務」是因應新冠疫情與國際情勢開創了雲

端協作平台。我們的宗旨是建立北美留學生、職青、海歸的會員協作

平台，聯合教會與機構協力從雲端服務留學生，不論他們身在何處！

從雲端接觸學生，首要的是「服務」的精神。在這個聯合服務

的平台上，我們暫時放下自身發展的目的性，一起無私的服務用戶

的各種需求，類似開放程式碼的精神，讓各種資源可以共享，各種

創意可以釋放。當平台上的活動與內容變得豐富，就能創造與留學

生、職青、海歸群體接觸的機會，進而祝福所有在平台上積極參與

的單位。

「會員制度」是雲端平台的核心策略。傳統網路事工是面向人

群，盡可能提高內容質量、快速反應與降低成本。雲端協作事工則專

注於發展有共同目標的虛擬社群，盡可能找到「對的人」一起做「對

的事」，互相學習，在協作中分享成果。

如果您的單位希望成為「留學生聯合服務」的會員，只需要填寫

申請表格，在平台上註冊團契或社團，通過審核就可以成為平台上的

一員。每個會員都是一間「車站」，形成一個共同「鐵道網」，讓北美

校園、職青與海歸事工聯合，善用各種雲端應用技術，發揮服務、轉

介、分享、協作精神。

原來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卻有許多肢體，各有神奇妙的恩典

與長處。加入「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之後，每個會員都可以雲端

應用技術、創意活動經驗、各類型培訓資源，再配合平台會員管理

系統、學習管理系統、社交頻道軟件的持續提升改良，創建一個多

采多姿的生態系。

今年中秋節，「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運用「園遊會」與「嘉年

華」的形式，試辦了【原來你也在這裡】2020年中秋文化祭，感謝

神，這是第一次試辦雲端聯合活動，有超過25個單位參展、400位個

人參加活動。晚會節目集結來自北美、大陸、香港、台灣等不同地區

的華語青年基督信仰音樂創作力量，呈現多樣性的音樂作品、聲音

和態度，一起慶祝中秋，也透過音樂互相加油打氣。

以下是更多關於「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的功能介紹。平台仍

在發展中，需要您持續的關注與支持。

一、北美校園導覽 Home

會員一起協作歡迎留學生的視頻、游戲、VR聊天室，讓雲端不孤單！

二、聯合服務平台 Services

會員可以互助合作發展醫療諮詢、二手交易，與更多生活服務資源！

三、跨校興趣社團 Clubs

會員可以創建、組織、發展興趣社團，一起分享技術、愛好與交友！

四、找團契找教會 Fellowship

會員可以快速找到注冊的教會團契，查詢他們的聯絡人與聚會信息！ 

五、校園線上電台 Channels

會員可以創立線上電台，制作節目、發布視頻，即時Live線上直播！

六、跨校聯合活動 Events

會員可以發起跨校聯合活動，邀其他志同道合的會員一起合作推廣！

七、求職就業輔導 Careers

會員可以互助找實習、找工作、找求職培訓、找求職輔導與推薦人！

八、線上培訓課程 Courses

會員可以創建培訓課程，邀請其他會員一起在線上學習、分享技能！

九、個人事工募款 Fundraising

會員可以創建個人事工窗口，邀請其他會員一起關注、代禱、支持！

十、海歸服務網絡 Return

會員若海歸可以透過與平台合作的教會，找到可以信任的同工協助！

加入使者雲平台：afcinc.churchcenter.com

2020年中秋文化祭海報

Trello組織大型雲端協作

20 21使者 WINTER 2020

使者校園專題  AFC Campus Mission  AFC Campus Mission  使者校園專題



Campus Ministry to the 
Deaf and Mute Community
Jooyoung Lee, Campus Missionary at Gallaudet University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with Chinese Deaf students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brother George Yu (ADLI Chairman and President) in-

vited 7 Deaf students (Chinese, Taiwanese, Canadi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his home 

for dinner and fellowship. Brother George was able to share about ADLI’s vision and Gospel work in 

ASL (American sign language) with the group. The group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in studying abroad 

and I was able to give encouragement to them. Our fellowship included table tennis games, hand 

making Chinese dumplings, and eating with each other. Two or three students expressed interest in 

ADLI and we talked about education for Deaf Chinese late into the night. It was a really fun and rela-

tionship building time we spent with the students.

The Gallaudet University campus clos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Gallaudet University also started a new spring semester in 2020, but on March 13, only a handful 

of administrative offices remained open while all dormitories, cafeteria, classrooms, coffee shops, 

were closed. Many students did not want to go back to their homes. Especially the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who could get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for the students wanting to stay with the school.

1) Gallaudet is the second home to many deaf students where they find friends, communicate in 

Sign Language, maintain and respect identity as Deaf, and are culturally accepted as Deaf.

2) For many Christian students, there are only a few or no churches for the deaf in their home-

town and they prefer to stay in this area. I went to their dorms and helped the students with packing 

their bags and comforted them.

During the Spring semester, classes were held online, and campus ministry services were pro-

vided through Zoom. We conducted Bible studies on Mondays, Prayer meetings on Wednesdays, and 

Bison Christian Fellowship & worship on Thursday. Contac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through Zoom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to share God’s Word, encour-

agement, and comfort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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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 Transformation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tan@afcinc.org

Caleb Tan, Campus Missionary in Los Angeles

“So He was saying,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like, and to what shall I 
compare it? It is like a mustard seed, which a man took and threw into his 
own garden; and it grew and became a tree, and the birds of the air nested 
in its branches.” Luke 13:18,19

The USC ministry vision is for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hich we sow in the hearts of the students to 

germinate and become a large tree bringing many 

blessings to others around them. This is pictured in 

the tree becoming a place of rest,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e birds. Though these students will 

be with us for about a year or two, the gospel is able 

to transform their lives into powerful witnesses and 

bring great blessings to those around them. 

Recently, we are seeing such an impact on some 

of the students who came to know Christ through the 

USC ministry. Copper, who accepted Christ last year, 

started sharing what she is learning from the weekly 

Bible Study with her parents. As a result, her mom is 

reading the Bible on her own and her dad has joined 

us for the weekly Bible study. The dad has also recent-

ly been considering baptism. Another USC student, 

Nora, who graduated about 2 years ago is support-

ing her mom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family situation,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with her. Pei Pei who 

also graduated about 2 years ago went to Seattle 

after she landed a job there. She joined a church in 

Seattle. In the short time she joined the church, she 

gathered some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at 

church to start a Chinese student ministry at Univer-

sity of Washington. Today, the campus ministry is still 

active with last year’s Welcome Party attendance at 

around 50-60 students. Recently, she shared that her 

mom was baptized and is now also bringing Pei Pei’s 

younger sister to church in China. She is praying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come to know Christ. 

Praise God for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Its trans-

forming power is greater than one can conceive or 

imagine. Let’s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s gracious work 

in the lives of these students touched by the gospel 

that they continue to grow and become strong and 

steady like large trees offering many blessings of rest,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to those who are weary.

Online Worship with Deaf Chinese in China

And there are more wonderful serving opportunities for me, one of my missionary 

friends in China invited me to preach God’s word to a group of Deaf people in China, whom 

I knew well through online chat meetings. They have a passion to worship God and learn 

from God’s Word and asked me to continue to preach God’s Word during the epidemic time. 

I have been preaching God’s Word in CSL (Chinese Sign Language) once or twice a month to 

the deaf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service till the end of Coronavirus 19.

During the pandemic lock down, I haven’t been able to meet anyone in person, but I 

have been in frequent contact via online chat with Chinese students who were studying at 

Gallaudet University.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returned to China, while others living in 

dormitories had to urgently find homes to move out of school and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 staying with strangers, foreign roommates, struggling with cultural issues and differences.

Online Worship, Bible study, and Prayer meetings through Zoom

Online worship meetings through Talk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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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來，位於美國北卡州的UNC

學人之家團契的校園事工面臨很大的挑

戰。團契聚會轉到網上之後，許多學生

不再參加聚會。UNC校園關閉，我們也

很難接觸到新的學生。

在今年6月AFC的校園事工領袖退

修會上，分組討論時正好和杜克大學學

生團契、北卡州立大學學生團契的同工

分到一個組。由於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問

題，因此一拍即合，決定三校聯合起來

開展學生校園事工。

6月中旬，曾經來我們UNC學人之

家做過講座的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學

生Annie與我們聯繫，可以再次來我們

團契做講座。此時她已大學畢業，即將

在今年秋季入職世界知名的普華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因此願意給我們做一個關

於本科生找實習和求職的講座。

在我們三校聯合學生事工的例會

上，同工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學生和家長

普遍關心的問題，並且提出來是不是再

增加幾位研究生畢業的人來分享，受眾

面會更廣。於是我聯繫了我們教會的兩

位弟兄，都是博士畢業，一位在世界著

名的統計軟件公司SAS工作，另一位在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擔任教職。聽說

是學生團契的福音外展活動，他們都很

爽快地答應了。

很快，三位分享人的講座大綱，講座的流程以

及講座的宣傳單都確定並完成了。那麼，如何來宣傳

這次講座，讓更多的學生和家長能知道並參加呢？

三校學生團契的同工都積極響應，在與學生事工相

關的群裡都轉發了講座宣傳單。

在美國疫情爆發之初，因為幫助UNC中國學生

的家長向UNC醫院系統和當地社區捐贈口罩，我加

入了UNC的學生家長群，群裡有300多位家長，是一

個很好的宣傳渠道。我把講座宣傳單發到群裡後，

也得到了積極回應。於是，在講座開始前，為講座建

的「求職講座問答微信群」裡就有了61人。

雖然是求職講座，但是作為福音外展的活動，

我們始終把福音信息貫穿其中。同時考慮到參加

講座的學生和家長絕大部分不是基督徒，甚至連

慕道友都不是，因此，如何帶出福音信息，也要把

握好「度」。

講座開始時，我首先介紹了講座主辦方是三所

大學的學生團契，並介紹了團契是大家在一起學習

《聖經》，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地方。之後，按照

團契活動的慣例，安排了唱詩部分。我選擇的詩歌是

《愛的真諦》，當前奏響起的時候，我介紹說：《聖

經》告訴我們，神就是愛。這首歌告訴我們，什麼是

愛，如何去愛。唱詩之後，召羊牧師做了簡短的發言

和禱告。此時進入Zoom直播間的有35人，據我觀

察，唱詩和禱告的時候並沒有人離開。

三位分享人準備得非常充分，都製作了Slides，

滿滿都是乾貨，有趣有料。並且在結束的時候都有

一小段屬靈的分享。有的為辛苦完成一門似乎與專

業不太有關係的課而抱怨的時候，發現神竟然有奇

妙的安排；有的按神的話去行，不偏待人時，發現真

正能幫到自己的人就在身邊；有的試圖按自己的意

願去尋求，才發現神給的是最好的。

在整個講座過程中，我也不時在微信群裡播報

講座的內容，因此在講座開始後，不斷有人加入，最

多時進入直播間的有46人。最後，我們還留出30分

鐘，用來回答觀眾的提問。在講座最後總結的時

候，我再次引用了牧師和分享嘉賓都提到的一句經

文：「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

步。（《箴言》16:9）」，盼望學生能認識神，有一個

好的心態，追求更美的未來。

講座結束之後，我將分享嘉賓的Slides和講座

錄音都發到了「求職講座問答群」裡，參加講座未入

群，以及未能參加講座但對分享內容感興趣的學生

和家長都紛紛入群，目前人數有173人。相信未來我

們三校學生團契再有講座和各類活動，包括迎新活

動的時候，這裡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發佈平台。求神

使用這個群和祂的工人，使我們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能接觸到更多學生。

文/何冬梅，使者校園北卡宣教士

dhe@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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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賜予我平安，

   指明我前行的路

文/蔣桂仙

赴美前，我已有一些模糊的預感。

小時候，我的堂嫂是信主的，那時候，家裡的長輩對此有些非議，說信

主的人不給老人磕頭，不上墳不燒紙，只是互稱兄弟姐妹，連老祖宗都不認

了。所以儘管堂嫂對我很好，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瞭解耶穌。

工作以後，有一個同事跟我很談得來，她說自己是個基督徒，她談起上

一個工作單位時，有一位美國來的同事，修養非常好，邀請同事們去他家裡

團契，原來同事是個基督徒，在團契裡她認識了耶穌。同事的這番話在我心

裡留下了對基督的好感。但我跟同事說，我爸信佛，我要是信主的話，我擔

心我爸會覺得我背叛他。

我堂嫂的孩子2006年到美國讀博士，說教會的人非常照顧他一家人，所

以夫妻兩個都在美國受洗了。老公的堂妹也去美國交流，回國後說華人教會

的人非常友好熱心。他們的經歷都讓我對教會產生了許多好感。臨去美國之

前，我找同事辭行，對她說：我到了美國，可能會信主哦。

在學生團契認識神，夫妻一起受洗。分離中，神賜家人平安。

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沒有車，出行非常受限，而且舉目無親。從早一年

來的湖北鄰居那裡，我得知她參加了一個toastmasters俱樂部，英語有了很

大提高。我也非常感興趣，只是那時候鄰居已經要回國了，車已經賣了。我從

她那裡要到了在toastmaster的曹婷的微信。曹婷自己也沒有車，她很熱心地

幫我聯繫學生團契的白白，白白總是熱心地開車來接送我。白白的老公中宇

跟我老公是東北老鄉，一見如故。他們把我們帶到UMASS Lowell週五晚上的

學生團契。

雖說有一些朦朧的好感，但是我從沒瞭解過福音。我也曾對別人說過，

聖經裡的故事和那些見證對我來說，跟神話傳說沒什麼區別。很慚愧地說，

一開始去參加學生團契的時候，是奔著週五晚上好吃的中餐去的。

我老公非常熱心，他喜歡跟別人探討，用他理科生的思維去質疑，宇宙

到底有多少年了？創世紀裡的水從哪裡來？按照聖經的說法，先有地球再有

太陽嗎？他就像「十萬個為什麼」，在查經組裡跟別人辯論地很起勁兒。為了

弄清楚聖經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通讀了舊約和新約，但是他所受的那一套理

科思維訓練抓住他不放，我經常看著他皺著眉頭坐在餐桌邊，就知道許多問

題又在他腦子裡打架了。

——一個訪學家庭的福音轉變

我於2018年2月2日帶著兩個孩子，隨老公到美國訪學。

2018年11月2日，我與老公一起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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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辯論求證的同時，我一般都是在地下一層的

遊樂區看孩子來度過團契時光。偶爾聽敬拜歌曲，心

裡還嘲笑「寶血」「釘痕手」，這是什麼翻譯風格啊，難

道是港台的古早味（現在想想，那個時候何其無知）。

突然有一天，有一句歌詞擊中了我，一句「脫去所

有纏累，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我多麼渴望有這麼

一位神，能夠替我背負，讓我恢復榮美形象，讓我如鷹

展翅上騰。我哭了。

我們倆都是農二代來到大城市，舉步維艱。我內

心極度缺乏安全感，工作生活的壓力，加上自己給自己

的許多壓力。我常常想，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是希望人

安安全全就好，能夠維持一個家，把孩子養大就知足

了。在去美國的前一年，我懷著二胎的時候，曾經因為

我跟老公的矛盾在公司崩潰大哭。當時老公要招一名

碩士，這個學生沒有通過他們公司組織的心理測評，

結論好像是有反社會人格，精神分裂傾向等。所以領

導決定不錄取這個學生，但是我老公頂著壓力錄取

了，還在主任那裡簽字，如果學生出了事情，他負全

責。這件事我不能理解。第一，違抗領導的命令很愚

蠢；第二，我聽說有個博士研究生畢業前夕精神出了一

些問題，失蹤了，給所在公司帶來很大的麻煩。我不理

解他為什麼要留這樣一個定時炸彈在身邊。我們自己

能顧好我們自己就不錯了，能為別人負起這麼大的責

任嗎？我老公不認同心理測試的結果，也沒有通知那

個學生測試的結果，他的家長也不知道，萬一出了事，

到時候公司和對方的家人都會埋怨你。我越想越生

氣，覺得老公沒有先考慮到自保，沒有考慮到我和孩

子，於是崩潰大哭。實際上，這件事觸碰到了我內心的

缺乏安全感。

所以當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就想到自己的無力

感，多麼希望我能夠放下所有重擔，像那展翅高飛的

鷹，在天空翱翔。我也是一個不會「let go」的人，很難

原諒別人也不放過自己。有一天早晨醒來後我感覺很

難受，這時候我想起團契裡別人的見證，禱告得平安。

於是我也學著團契時謝飯禱告的樣子開始禱告，感謝

神用自己的生命贖回了我的生命，用寶血洗淨了我的

罪，禱告完，從未有過的釋放和平安進入了我的內心。

神，真的是信實的神，是寬恕赦免的神！

神給了我安全感，給了我依靠。在神這裡，我找到

了無條件的愛。認識了神，我意識到地上的人，包括父

母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天上那一位才是完美聖潔的。

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我知道耶穌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

價贖回了我，我也要原諒傷害我的人。神免了我們的

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嘗到了主愛的甜美，我開始閱讀教會的弟兄姐妹

送給我老公的書籍，也遇到一些疑問，但是團契的弟

兄姐妹都很熱心為我解答，而且我每天都需要神，所

以無論什麼疑問，不出三天都自動消失了。

有一天晚上，張娜姐妹帶我去聽邱清泰博士的婚

姻講座。那次講座我流了許多淚，當邱博士問誰有感動

的時候，我舉手了。我決志了，當時並不知道決志是什

麼，但是我已經離不開神了。神的話語「男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是我嚮往的婚姻。

就在初嘗神給我的甘甜時，我突然要提前回國，

沒有任何準備，我得隻身一人回國，回到工作崗位，留

下老公和兩個孩子在美國再待三個月，等到訪學的時

間滿了，再回國。得知這個消息後，我立刻明白，最重

要的事情是要受洗歸主。2018年11月2日，我和老公在

兄弟姐妹的見證下，一起受洗了，在主內獲得了新生。

之後的三個月，對於我來說非常漫長，一家人分

隔兩地，我在做禮拜時常常淚流滿面。教會的嚴牧師，

馬可弟兄和瀅菲姐妹還有張曉弟兄及其他兄弟姐妹給

了我很多關懷。所以，我雖然孤單一人，卻感覺和家人

在一起，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照顧，每天藉著禱

告帶給我的平安才能入睡。工作中的挑戰我也依靠

神，凡事禱告，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

與此同時，我的家人全靠神的看顧和弟兄姐妹的

照顧。Alsa姐姐和紅梅姐姐每週都去我家，送去食物和

關懷；每週三晚上在齊磊弟兄和張娜姐妹夫婦的家，

我老公帶著孩子和張威弟兄、紅梅姐姐，三個家庭聚

在一起，進行家庭靈修。團契乃至教會的弟兄姐妹都

在幫助照顧我的家人。他們就是我們的依靠。在神的

保守下，2019年1月27日，老公帶著兩個孩子回國，我

們一家人終於團聚了。

對於我而言，這次美國之行，雖然我也旅行，並參

加toastmasters俱樂部甚至到了瘋狂的地步，9個月的

時間做了40場英語演講，拿了好幾個證書；但是最大

的收穫是認識了主耶穌。認識神、親近神就是最大的

祝福，我們一家人忘不了團契的弟兄姐妹帶領我們認

識主，給我們的幫助和支持！

神擦亮我的眼睛、指引我前行的路

神擦亮了我的眼睛，我才發現以前的自己是「睜

眼瞎」，原來中國這片蒙福的土地上，到處都有宣教士

的身影。中國的現代化，科學、醫學、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是神藉著不辭勞苦的宣教士傳福音開民智所成

就的。我如飢似渴地閱讀《戴德生傳》等許多宣教士

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中國這些年發展很快，傳統的價

值觀很多已經分崩離析，許多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巨

大，甚至成為「房子教」的信奉者。一味圖快、「彎道

超車」的思想荼毒人心，學術造假等事件頻發，甚至蔓

延到小學生的頭上。有時候，即使是一些「正能量」的

信息，也難免讓人不敢再相信了。我在查經時對姐妹

們說：我現在有個毛病，每當看到好人好事的時候，我

就會不自覺地去查，他/她是不是基督徒？很多時候，

還真是基督徒。因為基督徒「不做假見證」，所以我可

以放心地去相信了。基督是這樣一個浮躁社會裡的磐

石，可以堅定依靠，並代代傳承！

神祝福我的工作。回國後，我在工作中凡事禱告，

依靠主，不求自己的益處，每天喜樂地面對同事、學生

和領導，積極樂觀地工作，剛回國的職場危機順利化

解，一年後領導還給了我非常積極的評價。

有一天，我在學校的操場上帶著孩子玩，一個同

事走近我說：小蔣，我想跟你聊聊，我需要一個精神

支柱。同事的坦誠感動了我，我跟她聊起我信主的經

歷，並且帶她去教會，邀請她參加Alsa姐姐帶領的每

週四晚的查經小組。感謝神使用我。從沒想過曾經那

麼敏感消極的我，竟能夠一天天蛻變，成就一個嶄新

的自己。

是神，破碎了舊我，用喜樂充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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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美東青年線上晨更的參與者反饋

整理/林瀚智、尹倫、于志方

「我以前不會想到自己能早晨七點起來靈修經文，而且堅持了幾個月」。「晨更不僅讓我和

熬夜告別了，而且我每天早晨靈修，感覺一天都充滿盼望。」這些話是青年基督徒們參加使者美

東線上晨更體會的剪影。自今年三月底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已經透過網絡平台，晨更了快200

天，前後有近150余位的弟兄姐妹參加，每天持續在線一直保持在40-50人。參加者雖然以美國東

部地區青年弟兄姐妹為主體，但其中也不乏有來自加拿大、美國各地的基督徒。

 我們的同工隊伍經歷了從最初兩周以資歷較深的傳道人、使者同工為主，慢慢過渡到現在

的以年輕職青、學生為主體多樣化同工團隊。因此，在一起配搭服事，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學習。 

這裡有幾位同工分享他們的心聲：

在2020年的三月初美國進入了新冠疫情的籠罩，伴隨著疫

情而來的是各樣的「隔離」與「居家令」，好像在地上一扇扇「走

出家門」、「和人見面交流」的門被關上。但是感謝神，在美國東

部興起了美東青年晨更，打開了新的一扇門，讓我和祂的話語有

更多的連結，也操練我走出過去在藩籬裡的舒適圈，學習和不同

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服事，讓我也多了很多同跑天路的神國

家人。透過一次次的群體糾錯和彼此愛心的反饋與鼓勵，幫助我

更準確理解真道以及被雕塑。神透過每次預備靈修分享的過程，

幫助我更仔細和認真研讀每一句話語之間的含意和來龍去脈，讓

我更深刻地品嘗話語中的甘甜和提醒。

感謝主在這特殊的一年透過這樣一個線上晨更事工帶領我

們與祂的活水泉源更靠近，在祂的話語中更多扎根，也讓在美東

各地主內的弟兄姐妹們，因著祂的話語，彼此更加親近!

曾凱仁弟兄

俄亥俄州哥城華人基督教會

Columbu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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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穩定的靈修生活，能幫助我們信仰生命成長，感謝神

的恩典，在這段特別的時間，我們能彼此陪伴。每次靈修分

享，都讓同工們從預備神的話語開始先被造就，每天清晨

半小時分糧給眾人，以及之後同工回饋建議，一直到下一

次開始。大部份同工都只在網上相識，由青年線上晨更開

始，我們成了一個愛的團契。歡迎參與一起服事，把握一同

成長的機會！

加入美東青年線上晨更是我對自己在去年CMC差傳大會時立志

要開始靈修的一個回應。剛加入線上晨更時起床氣一點也不小。已經

習慣八點後才起床的我，還記得第一次七點打開手機上zoom，喘不過

氣來，身體還要藉著背椅才能挺起來。儘管身體不適，心靈卻被敬拜歌

曲和經文信息感動到淚流滿面。但好景不長，接下來的幾天下不了床，

甚至踡縮在被窩裡一邊躺著一邊聽，然而詩歌一響起「我可以往哪裡

去躲避你的靈？我可以往哪裡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就再也無法入

睡。自己又暗暗立志往後一定起來聽。到後來靈修結束後也不捨得離

開，默默地聽同工們的分享。 

我也被邀請成為正式同工。現在回首過去七個月的經歷，美東線上

晨更確實是：一個不斷鼓勵更多年輕弟兄姐妹來參與晨更、分享靈修、

一同成長的平台。歡迎更多弟兄姐妹加入我們的團隊，一起為主裝備成

為精兵。現在不就是最好的時機嗎？

Why not me? Why not now?

每天早上叫醒你們的是什麼？是nature’s calling，是手機的鬧鐘，

是飢餓的肚子，是咖啡的香氣，是賺錢的夢想，還是為神工作的呼召呢？

2020年是奇幻的一年。由於疫情被關在家裡，每天早上都因失眠

而醒。三月的某一天，我看到了美東線上晨更的海報，被它深深吸引，

覺得既然自己也有靈修的習慣，是否應該和大家一起？加入了晨更之

後，每天早晨7點，從神那裡獲取力量。由於疫情今年沒有辦法去印度

短宣。我就向神禱告說:「主啊，今年我不能去為您短宣了，請您告訴我

您會怎樣使用我呢？是不是要我加入晨更來服事您？」神隨後給了我很

大的平安。

在接下來這半年的服事中，我越來越體會到神的美意與帶領。在

每一次同工分享中看到每位同工對神的敬虔和對經文的理解，讓我非

常佩服。從第一次主領的技術「翻車」，卻得到同工們溫柔的鼓勵和安

慰；到最後一次分享經文，得到了弟兄姐妹們的稱贊，一步一步都是神

的恩典與帶領。到目前為止，晨更已經持續了七個月。我甚至開始期待

一年、兩年甚至七年的樣子了，相信會被升級到2.0, 3.0, 7.0版本。求神大

大地使用美東線上青年晨更來榮耀神！

翻著月曆，回頭數著參加晨更、標記著要分享經文的日

子，才發現和美東青年晨更同工們一起經歷了季節性的變化和

成長。從當初一個給自己早起的理由，到現在是訓練自己和同工

之間的彼此造就。這段時間除了突破我個人最不擅長的服事領

域之外，更看到一個全新線上經營模式：如何塑造一個溫馨、大

家能一起同時進步的線上團隊。

在公眾表達能力上是我的弱項。因疫情帶來聚會方式的轉

型，有更多的需求是要在線上短講、解經分享方面的服事，我也

不得不面對要接受這樣的挑戰跟磨練。晨更分享是訓練我起步

的其中之一，從緊緊張張到現在不那麼緊張的預備講稿，分享時

還能反思經文在我生命當中的提醒。我從未想過神會用這樣的

方式帶領我突破關卡。

再來，如何經營一個溫馨的同工團隊是我一直以來想要學

習的。一個團隊的氛圍會因輔導的特質而受影響。「線上聚會＋

線下關心」是我在這個團隊輔導裡體會到的核心概念，並且有具

體行動的榜樣。

鄭南洋姐妹

紐約上東區救贖主長老會

New York City, NY

鄭正樹姐妹

特拉華威明頓主恩堂(WCEC)

Hockessin, DE

楊清清傳道

南卡格林維爾華人基督教會

Greenville, SC

每週一到週五（非假日）

美東時間 7:00 - 7:30 am

Zoom#: 3885296821

Passco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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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riends, we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lead-

ing and blessing over the past months, and his 

providential care for AFC in his infinite wisdom as 

He knew the Covid situation would bring upheaval 

to the world. Yet last summer He began preparing 

AFC’s media team to encounter these challenges. 

When the pandemic halted church meetings 

and outreach events, our media team responded im-

mediately with relevant videos and articles to help 

students, unbelievers, and God’s people focus their 

eyes on the Gospel and the hope we have in Go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and New Media at AFC

使者電子化與新媒體事工進展

jspangenberg@afcinc.org 

Jared Spangenberg, Media Project Leader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感謝主在過去幾個

月中的帶領和祝福，並以祂無窮的智慧為使

者提供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因為祂知道一個

小小的病毒將使世界發生劇變。然而，去年

夏天，祂早已開始為使者媒體團隊做好準

備，以應對這些挑戰。

當疫情爆發，使得教堂聚會和外展活

動無法進行時，我們的媒體團隊立即以相關

視頻和文章作為回應，以幫助學生、慕道友

和上帝的兒女將目光聚焦在福音和我們對

上帝的盼望之上。

Latest YouTube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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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andemic upended the liv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we interviewed students and 

shared their stories to encourage others. 

We also responded by producing an audio version 

of Christiana Tsai’s story, “The Light of the Dark Room”. 

In this time of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 the relevance of 

her story, and inspiration for our day, is significant. 

With the growing ra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divi-

sio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we published a series entitled 

“Racial Silhouet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ach post 

highlighting a different ethnic minority,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back-

ground, and culture of several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ust a few minutes.  

Our media team has been passionate to shar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FC ministries through our media 

channels. The Campus Missionary Retreat was held fully 

onlin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hristian Faculty Network 

(CCFN). These and many other training event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readers and viewers globally through 

AFC’s media channels. Thousands have participated in 

AFC online events and thousands have viewed the re-

sources afterward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MC leadership team, our inter-

nal AFC media team took up the reigns and led the media 

production for September’s launch event, which was a terrific 

success. Our team is now working toward the much larger 

event coming in December!

We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continued leading and bless-

ing on AFC’s media initiatives. We entreat you to join with us 

in prayer, lifting up this crucial ministry to the throne of grace. 

We also invite you to consider financially partnering with us, 

to sustain our valuable staff and empower us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當疫情改變了在美華裔學生的校園政策

時，我們採訪了學生並分享了他們的故事以鼓

勵他人。

作為回應，我們還製作了蔡蘇娟女士

（Christiana Tsai）的故事有聲書「暗室之光」。

在這個孤獨和沮喪的時期，她的故事和我們居

家隔離的處境及其相似，她被困斗室，卻堅持

禱告寫作、傳福音對我們的啟發意義重大。

隨著今年全球種族緊張局勢和政治分歧

的加劇，我們發佈了一系列名為「美國種族剪

影」的文章，每篇文章重點介紹了不同的少數

族裔，提供了一個快速瞭解歷史，背景和文化

的機會短短幾分鐘之內就能瞭解到美國的幾

大移民的不同文化背景。

通過與CMC領導團隊的合作，我們內部的使者媒體團隊

接管了CMC GLOBAL 2020的媒體任務，並負責全部的9月26

日全球華人差傳啟動的視頻製作和宣傳工作，這是一次了不起

的成功。我們的團隊現在正在緊鑼密鼓地為即將在12月28-30

日舉行的正式活動做準備！

我們贊揚主對使者媒體策略的持續帶領和祝福。我們懇

請您與我們一起祈禱，把這至關重要的事工帶到主的恩典寶

座前。我們邀請您在經濟上支持我們，以維持我們設備、人力

上的需要，並給予我們繼續前進的力量。

我們的媒體團隊一直熱衷於通

過我們的媒體渠道分享AFC各部門

的廣度和深度。2020使者校園同工

退修會和華人基督徒教職員聯網

（CCFN）全程在線舉行。還有其他許

多培訓活動都是通過AFC的媒體渠

道向全球的讀者和觀眾開放的。成

千上萬的人參加了AFC在線活動，之

後成千上萬的人瀏覽了這些資源。

Media Monthly Newsletter

CMC Global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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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系列

（1）疫情之下，如何關懷學生？

在疫情下，關懷學生，有什麼特殊之處？ 學生的

壓力，行為模式與平時有什麼不同？本期採訪將圍繞

以下三個話題：

•  疫情中的關懷目標

•  輔導後的關懷和跟進

•  關懷的界限

（2）擁抱 New Normal——不只停留在疫情中

到底什麼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其實一直

在改變，不變的是神一直在引領祂的百姓，這就是基督

徒的日常習慣，也是我們所真正擁有的 New Normal。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3）守護心靈，用心抗疫

（4）你的F/J類型簽證是否受影響

（5）疫情期間，提高「雲工作」的五大習慣

（6）疫情升級，校園逐令，學生何所依

4. 美國種族剪影

前不久的一個白人警察跪壓一位非裔男

性長達八分鐘導致其死亡的視頻引起了全美的

反種族歧視示威遊行。歷史一輪又一輪的平權

運動之後，時至今日，美國各種族之間仍然存

在著微妙且複雜的張力。

希望通過美國種族剪影的系列文章，為大

家提供一個契機，用短短的幾分鐘快速瞭解美

國幾大移民族群的歷史、背景與文化。

1.「使者之聲」喜馬拉雅頻道正式開通：有

聲書首播「暗室之光」——蔡蘇娟的故事

因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大家被迫宅在家

裡這麼久，一定覺得快受不了吧。如果我告訴

你，有人在家隔離了50多年，你相信嗎？

 她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主人公。晚清江

蘇巡撫蔡興華的大小姐：蔡蘇娟。日本侵華時期

因為瘧疾沒有得到救治，中耳受損、身體平衡系

統被破壞，眼睛不能見光，只能被迫住在一個窗

簾緊閉的暗室之中。從大富大貴的官宦人家，到

暗室病榻上的弱女子，卻有著「東方的海倫凱

勒」「暗室之后」之稱，藉著自己優美的文筆和

生命力影響了許多國人。

你想知道她平安喜樂、充滿能量的秘訣嗎？

你想像她一樣克服人生逆境、活出精彩的生命力

嗎？請聆聽蔡蘇娟自傳暗室之后、暗室之后續集

和暗室珍藏合輯《暗室之光》。

3. 柏老師專輯

（1）女王的演講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在疫情下的演講；她父

親喬治六世在戰亂中鼓勵民眾的演講；再到

2000年前一個名不見經傳木匠的兒子拿撒勒

人在晚餐聚會時的演說。徬彿黑暗時刻的一道

曙光，帶給我們盼望。

（2）一場沒有炮聲的戰爭

（3）打回原型的領袖

（4）以福音為中心的合一

（5）信仰的銘記

（6）愛情這東西

（7）後疫情前路

（8）疫味深長的心語

（9）疫鄉情不願 給徬徨徘徊的你

（10）以義治疫——疫情中的盼望

（11）向死而生

（12）山寨版的人生之非凡人生

（13）山寨版的人生之逆轉人生

（14）無商不宣——在巴比倫開公司

2020年4月至今

使者新媒體事工

使者喜馬拉雅有聲書平台

使者微信公眾號文章

疫情之下，如何關懷學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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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會與培訓推廣宣傳

（1）華人基督徒教職員聯網 CCFN 2020 8 篇

（2）2020使者校園同工雲端退修會 6 篇

（3）CMC Global 2020 Launch全程製作

（4）讓孩子們愛上線上團契與敬拜

（5）在疫情下傳福音

（6）疫情下個人理財與投資

（7）斷背山遇真彩虹

（8）美西青年線上晨更

5. 見證專輯

（1）此去經年，歸來仍是弟兄

有一對曾經迷失也曾經徬徨，

但卻靠著主的恩典相互鼓勵、持守

信仰的弟兄，他們有話想對你說：

「無論你處在什麼境遇之中，願你

歸來，天父永遠敞開大門。」

（2）從職場經商到義工事奉

（3）至於我和我家

（4）媽媽發火了

（5）洪都拉斯短宣之旅

8. 其他

（1）基督教護教大師

拉維•撒迦利亞短視頻

（2）CMC 2019大會信息視頻

（3）基督話劇

使者微信公眾號見證

郭振游教授系列視頻

7. 書籍推廣

（1）六一節書單

（2）父親節書單

（3）七夕節書單

（4）書房大特價A套

（5）書房大特價B套

（6）書房大特價C套

（7）復活節書單

（8）七月書單推薦

（9）使者書評《平安離你有多遠》

（10）有聲試聽：以關係為導向的門徒訓練

微信使者書籍推廣

FacebookYouTubeSUBSCRIBE
歡迎掃二維碼

訂閱我們的頻道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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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Praise be to God for using the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to bring glory to Him-

self. Since 1983, 40,000 people have attended the in-person convention, with over 5,000 

missional commitments recorded. We desire to humbly steward our God-given influence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es for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ministries. With the 

Sprit’s leading, we continually enhance CMC to be more impactful and relevant, especial-

ly amidst the spiritual, soci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MC Vision and Mission 2.0

croberts@afcinc.org

CMC Plann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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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MC evolves from an in-person to an online event 

starting with CMC Global 2020, our Gospel-cen-

tered commitment, passion, and mission remain un-

shakeable. However, we sharpen our focus to walk 

along-side churches to plant wholesome multiplying 

churches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least-

reached peoples and places. We pray for wisdom to 

engage and “Unleash Together for God’s Global Glo-

ry” (UT4G3) by connecting, collaborating, and cele-

brating with like-minded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to fin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task well. 

Kingdom Unleashed: Four W’s

As Ambassadors for Christ, we represent King 

Jesus. The Kingdom exists where His subjects are un-

der the reign and authority of the King. Jesus asked 

us as his church to join Him to unleash His Kingdo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before He returns. CMC’s re-

newed focus centers on living out the whole Gospel 

of the Kingdom by faith expressed in love through 

words and deeds for the whole person. We pray for 

selfless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the whole 

church to be evident as every believer is engaged 

and equipped to be disciple-makers to love God and 

to join Him at work in our communities and where He 

may lead into the whole world. The 4 W’s anchor CMC 

core values on who God calls us to be, and how and 

why we do what we do. 

On October 6, 2020, Dr. George Barna at the Ar-

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 released his research and 

noted: “It certainly seems as if the culture is influenc-

ing the Church more than the church is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Evangelicals are embracing secularism: A ma-

jority (52%) of evangelicals reject absolute moral truth; 

61% do not read the Bible on a daily basis; 75%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basically good. The study found that 

1/3-1/4 of evangelicals in the survey embrace a variety 

of beliefs and behaviors counter to biblical teaching and 

longstanding Evangelical beliefs.” 

Perhaps for too long, we have compartmental-

ized our ministry approach contributing to the cur-

rent state: spiritual and secular divide, science and 

faith dichotomy, calling of few vs. whole church mo-

bilization, and the generational language group sep-

aration. By God’s grace, we must be reconcilers of all 

to Christ himself in all we do. Unity certainly is not 

uniformity. The importance of returning to the 4W’s 

wholesome biblical foundation is a must to fin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task well. 

Together Unleashed: Three C’s 

Connect: 

God created us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and com-

munity. The Trinity exemplifies what unity in diversity 

looks like. The command to make disciples by being 

baptized into a connected community, the church, 

inspires both CMC’s mission and vision. CMC is a plat-

form for like-minded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to be 

collectively inspired by God’s word as shared by Spir-

it-anointed servants of God. Furthermore, inspiration 

can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and clarified with ex-

perienced individuals and proven resource providers. 

For CMC 2020, thre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ere vital 

contributors during the online event and provided 

actionable follow-up services and resources. 

• The Chalmers Center equips local churches to 

address the broken relationships at the root of mate-

rial poverty. They seek to flip the poverty relief script 

and move churches and ministries from making 

short-term handouts to making lasting transforma-

tions. We have much to learn about what it means 

for the whole Gospel to minister to the whole person 

as Jesus did. This understanding will help bridge the 

intergenerational gap for the whole church to serve 

together. The center’s founder, Dr. Brian Fikkert, is 

thrilled to partner with CMC in making many practi-

cal transformational resources available.

• Finishing the Task is a movement to bring the 

Gospel to all people groups. It provides resources for 

churches to play a role in finishing the Great Commis-

sion, bringing transformational hope of Christ to the 

places that need it most. Dr. Rick Warren directs this 

movement. AFC h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any 

of his books. 

• Radical.net exists to serve the church for the 

cause of Christ--to glorify God by making disciples 

and multiplying churches among the nations. Many 

equipping resources, teaching, and service opportu-

nities are available for all age groups. The founder of 

this organization, Dr. David Platt, has been an inspi-

ration and a CMC partner of the Gospel for several 

years. 

We continue to seek like-minded partners who 

have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4 Ws 

and are committed to CMC’s God-given mission and 

vision.

Collaborate:

CMC’s strength and distinctiveness may well be 

churches’ willingness to collaborate and pilot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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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 inspiration to actionable initiatives. There are 

many proven Great Commission strategies and mul-

tiplying church frameworks. The collaboration of Chi-

nese churches enables the strategy to be test driven 

first among a few, in their unique context amidst the 

challenges of different language groups. The collab-

oration results provide real-life implementation ex-

periences and shared best practices benefiting many 

more churches to become wholesome and multiply-

ing churches. 

The CMC Mission Alliance (CMA) is an example 

of such divine collaboration. Five Chinese churches,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ing, collaborated 

with an indigenous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to 

bring the Gospel to where there is no access: 

• Austin Chinese Church

•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 Rockville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CMA’s first adoption was the state of Uttarakhand, 

India. Before the pandemic, the churches visited the 

partners and went to villages to present the Gospel, 

baptize new believers and plant churches. The CMA 

churches also trained new workers and ministered 

to youth and women. Many testimonies of God’s in-

credible power and presence in difficult health and 

relational challenges were heard. God used the trip 

to catalyze CMC churches to initiate stateside train-

ing similar to the approaches that were observed in 

India. During COVID-19, the five churches engaged in 

bi-weekly “Digital Trips,” through online technology 

where they continued to pray, train, and support their 

fellow frontline workers as they continued to share 

the Gospel, baptize new believers and plant multi-

plying churches amidst the lockdown in India. Praise 

God for the inspirations that our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been to us. 

We invite individuals and churches to be part of 

CMA to adopt more unreached states in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 learn to partner effectively with 

indigenous churches. With over 3.19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without access to the Gospel,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same church and with other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is a must. 

Celebrate: 

As CMC serves to connect and collaborate to fin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task well, celebrating 

and giving God glory will be a natural outcome. The Integrated Next Step Plan (INSP) is a holistic road-

map to reflect and evaluate your role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plan starts with assessing where 

you are on your spiritual journey and the passion God has given you. Several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change your paradigm and live out your missional calling with coaches’ help. Imagine when we 

get to heaven, someone from a previously unengaged people group thanking you and your church for 

bringing the Gospel to them.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passed away; behold, the new has 

come. All this is from God, who through Christ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and gave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

ation; that is, in Christ God was reconciling the world to himself, not counting their trespasses against them, 

and entrusting to us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Therefore,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God making 

his appeal through us. We implore you on behalf of Christ, be reconciled to God. For our sake he made him to 

be sin who knew no sin,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2 Corinthians 5:17-21

As we seek to enhance CMC 2.0 to reconcile wholesomely to King Jesus, we welcome your thoughts, 

prayers, and intentionality to b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together. All the glory to King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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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 new program that continues to have something for all ages in the Church: 

CHINESE, ENGLISH,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YOUTH AND CHILDREN’S PROGRAMS

4-hour daily schedule for three days with premier events 
and on-demand content. 

DAVID PLATT and FRANCIS CHAN as our joint speakers.

Plenary speakers include CHRISTOPHER YUAN, WAYNE CHEN,
HONG-CHIEH YU, SHI-RU YANG AND TONG LIU. 

40 total workshops with speakers like: Allan Karr, Brian Fikkert, 
Enoch Wong, Lisa Pak and Greg Koukl. 

Three on-demand sessions for Children; plus access to 
RIGHTNOW MEDIA’S 2000 video library to support families. 

Specially designed online experience provides high quality 
video, professional streaming support and video on demand
after the event. (This is not Zoom!) 

    CMC GLOBAL
Completely Online

大會為全年齡段的教會人群預備了全新的內容，其中包括：

中文節目、英文、國際學生、青少年男及兒童內容。

3天、每天4小時的會議包括了直播講座及在線回看功能。

大會聯合講員為David Platt與Francis Chan（陳恩籓牧師）

主題講員包括袁幼軒、陳維恩、于宏潔、楊錫儒和劉彤牧師。

40場專題講座，包括講員：Alan Karr, Brian Fikkert, Enoch Wang, Lisa Pak and Greg Koukl。

兒童節目將包含RightNow Media的2000個兒童視頻庫。

專門定制的網絡系統將向您呈現高清畫質的直播和回放功能（並非zoom會議）

我們仍將維持低于實際花費的報名費，藉此鼓勵更多的主內肢體可以參加，也期盼神供應我們的缺

乏。12月7日前的$24.99報名費（之後$34.99）包括會議的直播以及直到2021年1月底的回放功能。教會及團

體報名優惠請見大會網站。

Dec 28-30, 2020!
God is at work drawing people to Himself - a pandemic cannot stop it, increasingly extreme weather 

will not halt it, and polarized cultures cannot get in the way. In fact, now we have many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d to go out and go further than ever before! Join us in December for CMC Global online

We continue to keep registration fees lower than the actual cost of the event; we want as many to 

come as possible and are trusting the Lord to provide for our needs. $24.99 Registration before Dec. 7th 

($34.99 after) will provide access to the premier event and all the videos on demand until the end of Jan 

2021.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church and group discounts.

Joint Speakers

神一直在工作，即使是全球性大瘟疫、極端的天氣、以及社會文化的撕裂也不能阻攔。相反，這些破

口成為神話語的出口，引領人找到光亮與醫治。我們邀請您以網絡的方式參與2020全球華人差傳大會。

報名及詳情請見網站

cmcglobal-afc.org

FRANCIS CHANDAVID PLATT
主題講員

袁幼軒
CHRISTOPHER YUAN

陳維恩
WAYNE CHEN

于宏潔
HONG-CHIEH YU

楊錫儒
SHI-RU YANG

劉彤
TO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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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每週的學習，就變成了我心中非常期待的聚會了。記得

有弟兄說這個小組恢復了他從前愛主的熱情；也有弟兄說這裡是可以

自由吐露心聲的地方；於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聚會，可以坦誠

交流，學習和成長，得到深刻的生命提升的聚會。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是我們的第一本學習教材，現在

學習第二本教材——《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這些學習幫助我們抽絲

剝繭地進入思考與反省，我發現原來自以為非常熟悉的「福音」「救恩」

「浸禮」等等的認識，還都是不完全的，若未解其中要義，我何以傳出 

「正版的福音」？

現已進入《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的第三課，對福音和對自身人性

更深度地認識後，幫助我從「假裝」與「表現」的常態中釋放出來，讓我

真正得以進入福音中的安息。我們通常用兩節課來完成教材中一節課

的內容；課前，在教材之外，另有加量的預習作業：有時需要翻遍整本

聖經；有時需要閱讀指定的幾篇文章或講章，參照其中對某些專題或

要點的註解，提前去思考作答；我們的導師雖然肩負機構重任，極其辛

勞，但栽培我們小組卻毫不含糊；我也從他嚴謹的治學態度中，感受到

尊重，他將我們視作可造之材；像造就門徒那樣，他在親身示範之後，

讓我們分別帶領課程，再從旁回饋指引我們；導師常常給我們學習上的

正面壓力，卻從來沒有帶給我們相處上的壓力；他為我們創建了安全的

小組，在其中，大家沒有什麼不敢講的，這裡講真話不會受傷害，也常

能得到他真知灼見的提點；甚至一次課上，導師說，「我願意向我們的

小組委身，這個委身直到生命結束」；你知道我當時是多麼的震驚和動

容嗎？我們不就是一屆流水的學員嗎？何至於此？何必將我們量在他的

生命中，甚至以生命終點為限？他若不是全然真誠地向主委身，又何必

如此向這素昧平生的人群委身呢？這又是一份怎樣的恩情啊！導師常

說：在他信主的早些年間，有幾對夫婦的陪伴和鼓勵，對他產生了很大

的影響；今天他也把這樣的委身放在我們中間，希望我們將來也能這樣

去影響他人。

於此我想，我已經親歷到什麼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傳承：柏教

授那為父的心，師長的風範，兄長的委身，不刻意卻真誠地影響著我

們……小組的學習給了我們堅固的造就，彼此間的情誼更長銘於心。

誰曾想，庚子年間，世局變幻中，我們卻因著主恩的預備，享受著

基督裡出人意外的平安，享受著聖徒相通的美好，享受著神為我們預備

的更豐盛的生命。

在2019年底的CMC大會上，我的先生與我一同回應

了大會的呼召，2020年3月底Next Step退修會後，CMC為

我們組建了Next Step跟進小組，我們小組有12位組員：

由4對夫妻及4位姐妹組成，我們來自美東美西各州，非

常感恩的是，基督使者協會的總幹事柏有成教授擔任了

我們的導師。

我們在4月下旬開始學習，當時我所在的紐約疫情

異常嚴峻，剛剛組建的小組就時常為紐約禱告，也為我

的家庭和受了感染的鄰居代禱，令我非常感動；雖然我

們是一個學習《門徒造就》的小組，此前並不相識，但其

中的配搭更體會到許許多多天路客的關懷。Next Step的

小組長負責統籌安排事務，有姐妹提供Zoom會議教

室，也有姐妹更新記錄代禱事項，在彼此紀念的禱告

中，加深了主內的情誼；而年長的姐妹們持久地為我們

代禱，是一份從神而來可貴的恩情！

Xixi姐妹与先生Richard於90年代

的中國國內信主，2000年在教會服事

中認識，2004年成立家庭，婚後育有3

個子女。他們現在紐約市伯特利教會

聚會与服事。

使者書房有售

詳情請見第65-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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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游教授培訓系列

因著COVID-19疫情，自今年3月開始，使

者的實體培訓聚會不得不改成線上；而教會

的聚會也都改成線上。除了週日在網上參加

崇拜，我們可以善用時間服事神。此時此刻，

在網上帶領門訓小組與小組查經，是很有意

義的服事！一方面讓弟兄姐妹在逆境中靈裏

相互扶持，一方面可以鞏固信仰根基，幫助

教會培養將來的同工領袖。因此我們舉辦了

如何帶領網上門訓小組與小組查經。

因為疫情，基督徒之間正常的活動受攔

阻，對外傳福音就更困難。過去我們去餐館

超市派單張，或是舉辦一些活動，好像旅遊

聚餐，吸引他們來。或是福音探訪，或是請慕

道友到家裡吃飯。現在因疫情緣故，都很難實行。留學生福音工作就更困難。

使徒保羅說：得時與不得時，我們務要傳福音。保羅雖然捆鎖在羅馬監獄，還是跟兵丁傳福音。我

們現在捆鎖在家裡，如何去傳福音，堅持實踐主耶穌頒佈的大使命？因著疫情帶來的改變，有人無法工

作，有人沒了工作，如何在這特別時期，管理投資金錢也是很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舉辦了如何傳福

音，疫情下的理財與投資培訓，有未信者在活動中回應願意接受救恩成為神的兒女。

所有郭老師的培訓共參加有超過3000多人報名，我們將所有的培訓資源（錄影講義和相關資料）在

「使者新媒體平台」上與大家分享。這些培訓資源給教會弟兄姐妹許多幫助，我們收到許多感謝使者舉

辦這樣的培訓的郵件。

斷背山遇真彩虹

《斷背山》很多人都看過，沒看過的也都聽過，斷背山本來是一座山的名字，李安導演拍了這部電

影後，給他賦予了另一層含義，現在它已經是同性戀的代名詞了。當彩虹一詞被提到的時侯，許多人想

到的是同志運動的彩虹旗。然而，對基督徒而言，「彩虹」是神平安之約的標誌，出現於《聖經》中的大

洪水之後。《創世記》中，神和挪亞立約，不再降洪水在地上。作為這個誓約的標誌，神創造了彩虹。這

在《創世記》9章13節中得到瞭解釋：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神的憐憫與恩

典一次又一次出現在雲彩中的彩虹，帶給人赦罪之恩的應許與盼望。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同性戀者也不例外。在他們成長的日子裡，天天面對的可能是週

遭身旁的人的傷害、他們有內心的掙扎與迷茫。而基督徒同性戀者在不明白為何自己有這性傾向時，同

時要面對世界與教會的指責、辱罵、咒詛，在是否神不愛，不拯救的問號中而遠離了神的家！

基督使者協會成立已超過55年，向知識份子傳福音、

裝備主門徒、聯結眾教會，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一直是

我們的使命和目標。

在2012~2016年間,先後在使者總部賓州樂園鎮，建立

了設備齊全的「大使命培訓中心」及清靜優美的「蔡蘇娟紀

念宿舍」，使者培訓開始每年針對信徒的需要及當前的重要

議題，舉辦多場不同主題的培訓聚會。 

文/林芳怡 Angela Lin

alin@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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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者培訓特別邀請對同性戀事工有多年經驗與負擔的楊符濟珍博士/傳道/師母與我們分享。我們把

培訓取名為斷背山遇真彩虹；因為我們期待這群未得之民也能聽到福音，被神的愛摸著，成為神的兒女。也期

望對這群未得之民有負擔的弟兄姐妹，能為主贏得這些迷路的羊；就如約翰福音10章16節：「我另外有羊，不是

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8/1, 8/8, 8/15 的線上培訓，有將近180報名參加，其中20位是來自各地的牧者，有56位屬於80後和90後的年

輕人。參加者包括來自美國各地，歐州和亞洲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未信者。使者培訓事先安排學員預覽教學視頻，

將學員分成18個小組，上課前先小組聚集，有分享討論和禱告。符老師以聖經的教導和基督教的價值觀為基礎，

再加上經驗短講分享（30分鐘），然後進行小組討論（30分鐘）及問題解答（45分鐘）。上課的短講、小組討論和

問題解答十分熱烈，學員也分享許多內心深處的掙扎和所面對的情況及挑戰。

這群圈外的羊就在我們的身

邊。我們是選擇敵對他們？還是走

向他們呢?如何藉著認識同性戀者

的內心世界，聽見、看見他們的故

事和心路歷程，如何與他們對話，

接納他們。上帝對他們的愛仍如當

年的第一道真彩虹。如何關懷與牧

養在同性戀問題中掙扎的同性戀者

及其家人，已經是教會在現今世代

的當務之急。我們華人當中，卻很

少有關於此方面的教導及裝備。

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兒想嫁給一位女性，我作為她的

母親也作為一個基督徒到底應該如何做才不會成為

她罪孽的一部分？

這真是不容易的選擇，見仁見智。我想在他們結婚之

前，你可以盡量跟他們溝通，讓他們知道你的意見和

立場。但若他們依舊執意結婚，為著將來長遠的關係

著想，去參加也是一種扶持。讓她知道你去參加並不

是你接受同性婚姻而是你看重你們的關係，他知道你

的觀念，他會非常感謝你的出席。有一對夫婦，他們

的兒子同婚，夫妻也是掙扎很久，最後決定去參加。

結果發現婚禮現場，真的需要他們很多的幫忙，例如

幾趟來回開車運送婚禮的物資；他們慶幸自己去了。

01

很多時候same-sex attraction是隱性的、不明顯的，在團契小組中是否適合公開討論或進行

相關教導？

正因為SSA是不明顯的，不需要等到有人出櫃了才談。現在團契不談，學校或社會卻談得沸

沸揚揚。我們在團契或小組中，有公開的教導，不抨擊、帶著愛心具體地講解聖經和實際的

應用。這種開放的胸襟，會讓組員更樂意敞開來談自己或別人的問題。

02

要不要孩子與同性戀孩子做朋友？他們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孩子？

這也跟孩子的年齡有點關係；不是完全的可以或不行。你若不讓孩子與同性孩子做朋友，

他們會不會覺得你歧視LGBT的族群呢？其實他們在學校已經有、也許他也有這樣的朋友。

你不知道他持什麼樣態度，也不知道別人怎樣影響他。還不如接受他們做朋友，你有機會

觀察並跟孩子談談他們的關係，有些溝通和引導總比高壓和禁止來得好。

03

比如有一對女同性戀者和她們的孩子來我們教會，他們公開有一些親密行為，我們教會怎麼

處理這樣的事情？允許她們公開有這樣的行為嗎？

教會的領導階層，可以很委婉但堅定地跟她們分享：教會歡迎她們；但對於異性戀的弟兄

姐妹，也會規勸避免公開的親密行為，請她們瞭解並遵守。

04

接納同性戀者來到教會，如果他們要參與兒童主日學或青少年的服事，怎麼處理？

基本上，歡迎初來者作事務性的服事，最好不要立刻擔任教導的工作。尤其是不要接觸孩

子。有屬靈導師陪伴他的成長，到一定成熟度再釋出更多的服事機會。

05

我們要在行動上愛及關心同性戀者，什麼時候才是好的時機口傳福音呢？傳福音時一定要談

到罪的部分，是不是要刻意不談同性戀的罪呢?

傳福音不需要第一次就談到罪吧！這對他們太敏感，可以談救恩、談神的愛、談神的創造與

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樣式所造，從這裡切入也是很棒的！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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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培訓希望藉此培訓「喚醒」教會

和弟兄姐妹對這議題的重視與瞭解；「裝

備」 對這「未得之民」有負擔的弟兄姐妹，

並教導助人者認識與陪伴每一位需要的人；

「出發」-以實際的行動來關心牧養這些也

是主所愛的人。

我們將繼續策劃舉辦這類議題的培

訓，譬如網路研討會，種籽教師培訓。歡迎

至 使 者 培 訓 網 站 瞭 解 更多相 關 資 訊   

https://afctraining.org/rainbow

讓兒童青少年愛上ZOOM團契與敬拜

因為疫情，許多教會的兒童團契也停止或改成線上。即使改成線上，也充滿挑

戰。例如找不到合適的教材；不知如何讓網上教學更活潑；如何與學生互動；學生無

法專心；家長不配合等許多不同的狀況影響事工的進行。

竇傳道是一位全心為神事奉的基督徒，現任南加州基督徒喜樂之家傳道。Tom有

十年在教會教導兒童與青少年的經驗，專長和兒童們談心，為孩子立界線，舉行家庭

親子訓練，危機預防及處理，建立與孩子間的信任，和修補親子關係等課程。

他分享了用三種簡易電腦軟件來打開兒童宣教的門，讓孩子們愛上Zoom團契與

敬拜！現場示範軟體硬體設置及如何靈巧應用這些組合將兒童聚會帶入高峰。從問題

解答中看到大家遇到的挑戰與掙扎，竇傳道也耐心地的分享他的經驗和回答大家的

提問。

許多參加者覺得是eye opening，沒想到網上教學可以這樣做。

培訓結束後我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大家繼續分享討論，因時間關係沒辦法回答的

問題，竇傳道也在群裡一一地回答。大家在群裡熱烈地分享事工的相關資源也有問題

解答，更有弟兄姐妹願意與我們同工協助策劃未來的相關培訓。

感謝神！符老師和使者能夠有這方面的異象、負擔和

訓練。我自己收穫良多。求神繼續使用使者和符老

師，幫助更多人認識同性戀傾向者和他們家人的需

要。以致我們真的，可以因為彼此相愛、互相關懷，而

不枉稱為神兒女的尊貴身份。

感謝神!藉這課程使我對同性戀的各個層面有整全的

認識，神讓我看見祂的大能並讓我對LGBTQ的人有更

深的憐憫，瞭解到如果身邊有這樣的人時，該如何按

神的心意來對待和幫助他們。

謝謝使者和符老師的教導和努力！這一塊確實是華人

教會需要開始起來受裝備的地方。

感謝神讓我第一次參加這個課程，知道他們是神所愛

的，盼望更多人能認識神，感受到神的愛與憐憫，生命

更新，恢復神創造時的榮美形象，價值觀被提升，得

著豐盛的人生。

對同性戀增加了認識，原來它不是最大的罪，有此頃

向的人或其父母都需要陪伴，被瞭解,支援和關愛， 

接納他們如常人一般，教會也要嘗試向他們開放、代

禱。我們也必須在家庭教育、關係上下工夫，不拱手

將兒女的教育毫無保留地交給社會、學校。

這次課程使我對LGBT的課題大開眼界，認識到孩童

成長過程的重要性。

從神的角度看每個人的罪性，罪無大小

之分，因著基督的愛，瞭解，接受這一小

眾群體，幫助他們有機會回家。

對同性戀者有更多、更深的認識，也對於

如何關懷他們，有更明確、恰當的認知。

更明白了他們的掙扎和渴望。很感謝符

老師的研討和經驗分享，也謝謝使者的

同工們！

之前認識是空白，並且十分反感，現在已

經有一些概念，老師也給了很多提醒啟

發，重新審視自己的無知，也在學習換位

思考。

對於許多名詞的定義有更清楚的認識;老

師每次分享的真實案例，幫助我日後對

於他們內心的掙扎能更有同理心，願意

花更多時間聽他們說，而不是快快的想

硬把自己覺得他們需要的硬塞給他們。

我們將繼續策劃舉辦培訓來服事眾教會和弟兄姐妹。

歡迎至使者培訓網站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http://afctraining.org

藉著符老師的短講，大家對同性戀族群有更正確

的認識。小組討論和問題解答，也讓我們看到當前社

會的狀況和教會的需要和挑戰；從學員的回饋分享，

我們知道我們有責任要擔當和使命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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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順的福音

基督使者協會自1983年以來，定期在全美幾所大城市舉行

華人差傳大會。最近10年來每次的聚會都吸引2500人至3500人參

與，是華人教會界的盛事。眾教會引頸企盼的2020美西華人差傳

大會，原定於2020年12月27日至12月30在加州安大略市（Ontar-

io）舉行。因為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傳播，不利於舉辦大

型聚會，為了維護公共衛生安全與疾病防治，基督使者協會決定

將現場聚會形式轉型成為網路的雲端聚會，同時更名為「2020年

華人環球差傳大會」。經過數個月的籌備，基督使者協會已經於

2020年9月26日推出第一場大會啟動式，超過5000人報名參與，

廣獲好評。基督使者協會將繼續於2020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舉

辦華人環球差傳大會的雲端聚會。這次大會的主題承襲自2015年

以來的敘事主軸《破繭齊出，同頌主榮》，副標題是《活出全備大

能的福音》；英文副標題是 “Rethink the Gospel” 比中文更為簡

潔有力。大會講員的信息將凸顯要藉著整全的個人與全體的教

會，將整全的福音傳揚給全世界。

籌備委員會從2018年開始運作，策劃大會議題、邀請講員、

動員推廣等等事項。在每次的會議期間「福音」這個詞匯不斷被

提及與討論。它促使我思考什麼是「福音」，什麼是「福音」的內

容？這些問題咋聽之下，讓人覺得很奇怪，多年的基督徒為什麼

還會問這種「簡單」的問題。有一個原因是「福音」已經成為一個

朗朗上口的基督徒術語，讓我們產生一種認知，覺得耳熟能詳表

示我們已經掌握了福音的真義。我覺得「什麼是福音」這個問題

一點都不簡單，因為福音內容非常豐富；似曾相識的認知，導致

很少認真思考並且準確地傳述福音的內涵。孔子在《論語、子路

篇》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它引申的含義是如果觀念不清楚，就無法深入討論；無法釐清觀

念，生活的應用就無法落實。在多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一個名

正言順的「福音」，它能夠被清楚地講解，而不會被任意解說成人

們想要的福音。

福音有標準答案嗎？如果有，那要如何將福音清楚表述，以

致於基督徒可以在生活層面實踐信仰？數年之前，基督使者協會

出版【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這本小組學習教材，經過閱讀內容，

文/柏有成，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ybor@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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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被它簡潔有力，單純聚焦於福音的教導吸引，而

且幫助我重新反省和更新對福音的認識。經過數年的

策劃，基督使者協會陸續出版【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

【以福音為中心的工作】、【以福音為中心的父母】姐妹

作，成為【以福音為中心】系列。這套叢書向教會發出

有力的挑戰：重拾傳福音的異象，細膩實踐我們的生活

信仰，並再度投入傳福音的宣教使命。經過這幾年我自

己的學習、默想、帶領小組，在教會退修會分享【以福

音為中心】主題，我更加欣賞這套叢書的教導內容，對

福音有以下的體認：

1. 福音是實料

福音不只是一個好消息，要去宣告，福音也一個

故事，要去閱讀。福音不是神話故事，而是一個救贖的

故事。它能為我們最深層的心靈探索提供終極的答

案，因為真實的故事不但讀來精彩，還能改變生命。

【以福音為中心】系列的特色之一，就是每一本書的

起頭都用宏大敘事（meta-narrative）的方式，言簡

意賅地呈現福音的故事大綱，將福音分為創造、墮

落、救贖、更新四大段落。「創造」告訴我們到底是誰；

「墮落」說明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救贖」指出世

界可以如何改變；而「更新」則宣告神的百姓擁有怎樣

的未來。這樣的福音概覽幫助我能夠精準的掌握福音

的全貌，不會篡改成為山寨版的福音。使徒保羅督責

加拉太人不要把福音給更改了，讓人信從別的福音，那

個不是福音（參見加拉太書1:6-7）；傳這種福音的人是

要被咒詛（參見加拉太書1:8-9）。保羅使用如此強烈，

直率的字眼，毫不留情的斥責，表示他對假福音的深

惡痛絕。假福音也像稗子，被惡者撒在麥田與麥子一

起生長（參見馬太福音13:24-25），擠壓了麥子生長的

空間。因此，【以福音為中心】系列如此編排，立意甚

佳：將福音當成一個故事來理解，可以清晰的闡釋福

音、詳實瞭解福音的核心，就是具體宣告神藉著耶穌

的生死和復活。

2. 福音是養料

我在大學讀書期間參觀園藝技術展覽會。在會場

目睹一家日本農產公司展示以「水耕」方式栽培的番

茄植株，它高達3公尺像一棵樹般的碩壯。「番茄樹」

經過支架與繩索的牽引，其上繁密叢生的枝條就順勢

攀爬在一個棚架上面生長，結實纍纍，約7000顆鮮紅

碩大的番茄，極為壯觀。整棵「番茄樹」如此茁壯是仰

賴平衡的酸鹼值，恆溫調控，流動而富含氧氣的營養

液，番茄的根系非常健康，外觀潔白、綿密厚實，宛如

一片白色地毯，至今印象深刻。這樣的景象讓我聯想

到使徒保羅稱讚歌羅西教會忠心的聖徒，當他們聽見

福音，不僅在當地教會生長，也傳到世界各地，並且結

果實增長（參見歌羅西書1:6）。我認為福音就好像水

耕營養料，如果教會能由福音吸收養料，就能像一棵

栽在溪水旁的樹，按時候結果子（參見詩篇1:3）。在【以

福音為中心的生活】一書中，作者也提醒我們沒有福音

或是假福音只會使我們靈魂貧乏，無法結實增長。我們

屬靈生命缺乏持續轉變，是因為我們得了「福音健忘

症」，忘記神在福音中為我們已經完成的救贖（參見彼

得後書1:8-9）。要在基督裏穩健成長，邁向成熟，就必

須深植於福音。

3. 福音是燃料 

面對新冠肺炎狀疫情，教會的宣教事工遇到阻

礙，對實體聚會人數的限制，也直接影響福音的宣揚。

可是保羅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人（羅馬

書1:16），因此，福音不只是一個消息，一個故事，一種

養料，更是一種動力。耶穌基督宣告他再來之前，天國

的福音終必傳遍天下，向萬族、萬民見證（參見馬太福

音24:14）。【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指出福音的故事和

福音的宣告形成福音社群。所以，教會是一個承擔宣

教使命的群體，被呼召出來保持福音的純正並傳遞整

全的福音。誠如卡爾亨利（Carl Henry）的名言，「只有

及時抵達的福音才是好消息。（The gospel is only 

good news if it gets there in time.）」特別是在一個人

心惶惶，動蕩不安的時代，更需要能及時的傳播福音。

【以福音為中心的工作】挑戰我讓福音浩大的能力來

改變我的態度，動機，言語和行為，拋開自我中心的窠

臼；藉著生命被福音更新，依照聖經的原則，遵行實

踐，在生活細節中展現聖靈的品格，包括，誠實、恩

典、謙卑、喜樂。宣教缺乏動力，是因為信仰與實踐的

分割，無法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更遑論要將福音傳

遍地極。這世上沒有「兼職」的信仰，只有全職的門

徒。福音是拯救我們的方式，也是改變我們的方式，更

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福音ESL (Evangelism as a Second Language)

學齡兒童由非英語系國家前往美國居住，在求學

期間要參加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課程

來協助他們增強英語對話與閱讀能力，以便融入課室

的學習與人際互動。基督徒因著父神救我們脫離黑暗

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參見歌羅西書

1:13）。所以，我們好似移民來到神國之後，要開始學

習福音的語言成為我們的第二外語。但是，基督徒不

能以此為滿足，福音應該是基督徒的母語，雖然可能

帶著處境化之後的「文化的口音」。特別是移民群體的

北美華人教會，身為第一代的華人基督徒父母正面臨

重大危機，「沉默出埃及」，華人下一代離開基督信

仰。我們需要深刻的洞察所身處的特定時空脈絡與文

化，我們需要更加熟稔福音真道，然後將福音重新「翻

譯」，以準確的語境向我們的下一代宣講。【以福音為

中心的父母】以活潑有創意而且令人信服的教導我們

認識罪的本質與罪破壞了我們與天父和與人的關係。

罪的外在表現就是在基督之外尋找身份形象的認同，

我們開始設立與崇拜偶像，包括我們的子女與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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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實際的期望成為我們心中的偶像。福音更新的工

作就是摧毀這些偶像與偶像所帶來的虛假盼望。父母

需要以福音持續地來塑造更新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更

像基督，成為子女效法的典範。藉著福音形成彼此委

身相愛的群體而達到無縫的信仰承傳來擴展祂的國。

因此，身為父母來教養子女是與神同工的一份有意義

的召命。

每天向自己傳福音

我認為在教會流傳一種錯誤的認知：福音只是傳

給慕道友聽的，我們信主之後就不需要福音了。年紀漸

長，我越深的相信福音不只是傳給慕道友聽的，我們

需要每一天向自己傳福音。我們藉著神所賜的信心在

恩典中相信耶穌基督的那一刻開始，我們才是名符其

實的「慕道友」，愛慕神真道的朋友。這個向自己傳福

音的需要是日漸增長的，以致於我們能夠保持對福音

的新鮮感，因著對福音的渴慕與感恩，產生敬拜救贖

我們的耶穌基督，以生活來回應神的呼召，來宣告神

的國度來臨。【以福音為中心】系列對福音全方位的透

析，幫助基督徒深思福音的內容，以福音的視鏡來聚

焦，極具清晰度和高解像度來審視當代文化背景，樹

立合乎聖經的世界觀，重拾福音與文化使命。耶穌基

督說，我們要悔改，信福音（參見馬可福音1:15）。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傳給他人我們沒有相信的福音。

疫情專家們警告我們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將會持

續一段時間；我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

有一件事沒有改變，上帝仍然掌權，這個失喪和破碎

的世界仍然需要知道耶穌基督的名字！在此鼓勵各位

讀者報名參與2020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2020年華

人環球差傳大會」網絡會議。讓我們一起再思福音，並

且以福音的大能更新我們，以福音為實料、養料、燃

料，堅守福音，宣揚福音，活出福音。

以福音為中心系列

網站 www.afcbook.org
電話 800.624.3504
電郵 book@afcinc.org

4本總價$60 特價$50
美國境內免運費

歌羅西書一章6節提到，每個人決志信主後，福音會在我們裡面

「不斷的結果和增長」。這是怎麼發生的？如果沒有深深抓住福音

的真諦，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和傳福音的生活將受到怎樣的阻礙？

多數傳統教會的小團體教材是寫給基督徒讀者的，對福音朋友

與初信者來說，真是「隔行如隔山」。而許多老基督徒對福音的理解

軟弱無力，要他們談論福音，就好像要一個少年樂隊去分析莫札特

作品一樣艱深。

想在您所屬的教會裡培育「福音DNA」嗎？

本系列叢書教導您用最有效的方式幫助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理

解：福音如何在生活的各層面塑造你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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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使者協會財務報告 AFC STEWARDSHIP REPORT
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 January 2020 to October2020

註：本報告為未經審計的財報。使者協會每年7月底經由專業審計機構進行財務審計，您可以來信申請審計報告。奉獻者指

定的奉獻將專款專用。使者協會為註冊的非盈利性機構，包括書房的經營收入皆回饋事工用途。感謝您的奉獻支持，請考

慮將使者協會列入您的遺囑計劃中。

Note: Above Report is un-audited. The annual audit wa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July 2020. Copies of the audited financial report 
will b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Donor designated gifts, such as those to Campus Ministry or Literature, are used solely for that par-
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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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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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047  $988,640  $34,407 

一般事工	General Ministry  $861,738  $1,015,179  $(153,441)

福音資源事工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188,521  $260,631  $(72,110)

使者書房／出版	Bookstore/Publication  $369,965  $499,824  $(129,859)

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116,742  $142,053  $(25,311)

營會及培訓事工	Conferences & Training Ministry  $272,524  $274,090  $(1,566)

總額	Total  $2,832,537  $3,180,417  $(34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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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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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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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舉例清晰、遣詞用字簡單明瞭，加上重要的聖經教訓，強有力

地說明神能從各方面使用我們的工作，塑造我們的靈命，也使用我們

去改變我們的職場。

《以福音為中心的工作（附教師指引）》

作者：Robert W. Alexander 羅伯特．亞歷山大 $15

本書的小組研習，是為了幫助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活出耶穌基督的信仰而

著。所有父母都知道這件工作的挑戰有多大，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跟

小組成員一起談論的福音真理，將深深印在你的生命及家庭生活中。

與孩子一同學習，在任何時候都把目光從世人和世界身上轉移去注視耶

穌。我們也能像天父一樣去欣賞他們、自由的去愛他們。

《以福音為中心的父母（附教師指引）》

作者：Rose Marie Miller 蘿斯瑪麗‧米勒, 

           Deborah Harrell 黛博拉‧賀瑞爾,

           Jack Klumpenhower 傑克‧庫倫潘豪爾

$15

本書專為小組研讀而設計，共有九堂課，主要介紹福音如何更新我們，

影響我們的社群生活。附錄的教師指引，提供豐富的方向和內容，可以

幫助小組長帶領大家一起參與小組討論的時光。

《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附教師指引）》

作者：Robert Thune/Will Walker 羅伯圖恩/威爾沃克 $15

本書共有九堂課，幫助你了解「什麼是福音？」「福音在我們生命中到

底做了什麼？」「福音如何藉著我們的生命動工？」每堂課都是獨立完

整的，從聖經萃取出珍貴又清楚的教導，透過小組討論、代禱一同經歷

成長和改變。

《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附教師指引）》

作者：Robert Thune/Will Walker 羅伯圖恩/威爾沃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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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GIVE
afcinc.org/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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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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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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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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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sultation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your own attorney or financial advisor.

Mrs. Rachel Chermack  
AFC Accountant 
Office: (717) 687-8564 x 278
E-mail: rchermack@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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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您的捐贈 Planned G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