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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仰融入職場

黎巴嫩之行

做對的事情，更要把事情做對

賭場獨特的風景



此書嘗試在紛亂與極端的時代，為教會指出下一個階段成長

與前進方向。作者發現，社會上走極端的傾向，也同樣侵蝕

了教會，今天的教會，不是太抗拒文化，就是被文化牽著

跑；不是太宗教，就是太世俗；不是過度僵化，就是太有彈

性而沒有原則。

凱勒牧師藉著文學、哲學、日常生活談話以及嚴謹的邏輯思

考，回答了懷疑基督教信仰的人或者熱心信徒常有的一些疑

問，解釋了為什麼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十分明智與合理的

選擇。

凱勒牧師獨闢蹊徑地藉由浪子的故事向我們顯明上帝是一位

願意花費極大、耗盡所有的上帝。對他的兒女來說，若不說

他是“一擲千金”地施恩在我們身上，就不足以形容。

21世紀教會成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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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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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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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帶讀者認清諸神的面具背後的虛假，分辨虛假神明帶

來的影響，也指出獲得真正自由的唯一路徑，引領人回到那

能滿足人心渴望的真神面前。

你為何想要工作？為何工作如此艱辛？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滿

足？本書將幫助你尋找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凱勒牧師憑借扎

實的神學功底以及豐富的牧會經驗向讀者闡明：基督教的工

作觀是怎樣的，聖經中的智慧何以幫助我們理解並應對工作

中那些最棘手的難題，以及如何將信仰與工作結合起來。

上帝創造婚姻的目的是使我們與上帝更加接近，並給我們的

生活帶來更多歡樂。凱勒以聖經為基礎，結合自己與妻子凱

西三十六年的婚姻經驗，為我們揭示了婚姻的意義及通往幸

福婚姻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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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牧師，是一位勇於和當

代思潮對話的人，以擅長向城

市中的後現代懷疑論者闡釋福

音而聞名，許多人視他為二十一

世紀的魯益師（C.S.Lewis）。他

的神學受改革宗傳統的薰陶，

在這基礎上，與當代文化展開

對話，在快速變遷的處境中以

嶄新的方式來闡述和溝通福

音。他把神學異象定義為：針

對某種文化，針對某個歷史時

刻，對福音提出一份忠實的陳

述，為生活、侍奉及宣教使命，

賦予豐富的內涵，把教會的神

學信念和事工形式連結起來。

他幫助過近50個城市、250

間教會發展植堂事工。他不畏

懼與懷疑者及其他宗教對話，

他致力在不信者中分享基督教

的價值觀，讓世人知道基督教

信仰可以帶來美好的人生。

不但身為牧師，同時也是

暢銷書作家，他的著作曾登紐

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七名。

他的眾多著作中，有福音性的，

也有聖經註釋書。其著作之所

以受歡迎，因用語親民，讓基督

徒及未信者都對神的真理和神

的作為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在

此同時，也不失堅持聖經聖言

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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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告訴我們，當始祖亞當夏娃犯罪後，神的管教和

審判就臨到他們，其中一樣就是「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

得吃的」，又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創三）。這短短幾

句話，就令人想到勞苦工作是罪的結果，若始祖沒有犯罪，他

們就不需要勞苦，我們今天就不用工作，整天在伊甸園游玩，

多幸福！且慢，工作真是人犯罪的結果嗎？不記得當神造人後

即把他們安置在伊甸園，神對亞當夏娃說，這園子就交托給

你們了，你們要好好管理看守這園子。這豈不是神在人犯罪前

已經為人預備了工作——神創造、人管理，人與神同工，神分

予人榮耀，這是一種何等和諧美好的景象。

所以我們必須先確認，工作是神命定的，是好的，讓神

在這一切的事上得榮耀。今天，我們如何在工作上、職場上得

榮耀呢？

論到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很多基督徒立刻會想到在

公司傳福音，把同事一個個帶到神面前。例如如果你是中學

老師或大學教授，也許會想如何在教學的同時把福音傳給學

生。因此很多基督徒都視工作為一個福音平台，工作本身就是

一種謀生工具，它最大的意義就是為我提供了一個傳福音的

機會。所以有不少信徒在他們隱藏的思維裡，仍然相信工作是

「俗」的，但它能提供給我們一個「神聖」的事奉機會。此外，

也有人看工作是神國發展的資源庫，我們可以把賺來的錢奉

獻部分，推動福音工作。這都不錯，但這些想法仍然偏向於把

工作看為一種手段，用以達到一個更崇高的目的。

那我們工作盡心誠懇，待人有恩有情，豎立好見證，藉

此榮耀神？沒錯，但這仍未告訴我們工作本身（不是用手段眼

光來看）能怎樣榮耀神。

這是一個大議題，並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我們需要建立

一套完整的「工作神學」( Theology of Work )去幫助信徒在這

方面得到更合乎聖經的指引。讓我們在這裡簡述一二，盼收拋

磚引玉之效。

第一，工作本身是一個召命（上帝的智慧安排），不是一

種手段而已。它本身包含神的主權與智慧，在神的救恩計劃

裡有一個特定的意義，我們不一定完全明白。因此，工作是神

聖的，因它在神的大計劃裡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假設你是一

名中學老師，非常相信神會用你的工作成就祂的國度，因此每

堂課盡心預備並講授得很清楚。就在那時，你班中有一個學

生作了一個禱告，求神讓他能夠明白老師在課堂所講的，結果

因為你教得特別清楚，那個學生聽明白了，他認定是神垂聽了

他的禱告，滿心歡喜，並立志要忠心跟隨主，長大後在上帝手

中成為了貴重的器皿，成為千萬人的祝福。所以你在職場上的

忠心（可能與傳福音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卻被神大大使

用，成就了一件又奧祕又重要的事。所以，我們應當對我們的

工作有一種博大深遠的看法。

第二，神要祂的僕人使女在所命定的工作上有最優級的

態度及表現。神要我們成為「促進繁榮的媒介」（a flourishing 

agent）。無論去到哪裡，都能讓那個職場繁榮起來。因為神

本身就是賜生命、賜祝福的神，就好像麵酵把麵團發起來一

樣。好比舊約的約瑟和但以理，雖然成了在異邦的亡國奴，但

仍不減他們工作的忠誠與敬業，正因如此，他們所服事的地

方就繁榮起來，他們把神和神國度的元素帶進他們工作的地

方，讓周邊的人甚至整個社區都能初嘗到天國的好處，以至

人就會羨慕進入神的國度。

第三，不要忘記，諸天要述說神的榮耀，窮蒼要傳揚祂

的手段。神的每個受造之物，每種生態行為，每種職業，祂都

期盼我們精益求益，不斷進步，把工作做得最善、最好。這種

心態及表現，成為上帝在其中得榮耀的境地。

第四，我們要在所作的一切事，包括我們的職業、家庭、

事奉或義工等，都要朝著「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這句話。這個禱告，不單是遙盼天國終極

實現的樂境，此話的意思乃是提醒我們要把天國的特色活現

在我們的生活中。神國的特色是什麼？就是和諧、公義、仁

愛、歡欣、真實、美善等等，我們要讓人對天國有一個具體的

預覽，以致他們會被吸引進入神的國 。

弟兄姐妹，工作本身是一種呼召，不單單是一個傳福音

的平台和手段而已。

總編/林祥源牧師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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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秋季刊起，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工刊物《使者通訊》（AFC Communique）將與《使者雜誌》

（Ambassadors Magazine）合併，成為《使者雜誌》6月和12月的特刊。在使者協會的歷史上，這兩份雜

誌分別扮演著向中文群體和英文群體傳播有關華人知識分子福音工作的不同角色。後期，《使者通訊》

演變成為雙語的使者事工報告，一年兩次（年中和年末）向支持者和代禱者們發送有關使者的事工動

態、消息。《使者雜誌》則繼續定位於啟發、動員、裝備華人知識分子信徒，成為具有宣教異象的神國生

力軍。

2019年，《使者雜誌》全新改版為一年四次的季刊，增加版面，擴充深度閱讀內容，注重審美設計，

成為讀者可以珍藏和饋贈的精品雜誌。在合併後，使者雜誌將在6月和12月的特刊中發佈更多使者協會的

事工動態、培訓資源、深度閱讀題目，中間更將包括一些英文內容。3月刊和9月刊則保持原有的面貌。

我們希望通過整合資源、降低郵寄、印刷成本的方式，更多投入在新《使者雜誌》內容的提升上。歡

迎大家轉發、推薦這份雜誌給更多主內肢體，也歡迎您來信回饋、投稿！

合併通告



講員: 華傳國際事工主任 馮永樑牧師

只有當我們經常留意神在我們生命的
工作，才會經歷身心靈的更新。

馮牧師將帶領弟兄姐妹一起探討：

聆聽和分辨神的帶領:靈

命的建造;個性與靈修;

如何聆聽神

1
發現天賦潛能的練習: 

屬靈恩賜;心志負擔; 天

賦能力;個性傾向; 人生

經驗

2
決定下半場人生使命: 如

何辨識屬靈引導;決定你

的人生使命:譜寫你的使

命宣言

3

時間:    8/23(週五)7pm - 8/25(週日)1pm  
地址:    21 Ambassadors Dr., Parise, PA 17562 
費用：   $80 （早鳥價到7月23日）

    $100 (7月23日後）

     *費用含教材費, 週五晚餐、週六三餐、週日早餐及午餐。

住宿費:  每人每晚 $30

聯繫方式

基督使者協會培訓事工部  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 

培訓事工部 副主任 林芳怡姊妹  Angela Lin, alin@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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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局勢的動蕩、環球貿易的發展與交通運輸的

普及，成為人類歷史上「多人來往奔跑」空前未有的局

面。依據Gordon Conwell（哥頓康威爾）神學院發表的

全球基督教統計數據，大量的人口遷移，2018年全世界

人口超過100萬人的國際大都會城市一共有533個，全

世界76億人口中有42億居住在城市，成為不同民族的

匯集之地1。熙來攘往的人群穿梭於地鐵、市集、餐廳、

工場。他們也高度集中生活於一個特定的區域場所。

以美國為例，還有一群特殊的群體，就是大學校園中

的國際學生，其中有許多來自福音閉鎖的國家。如今

來到美國求學深造，聆聽福音的機會遠大於他們的母

國。以前遙不可及的萬國萬民，已經來到我們的家門

口。地極這個詞匯被賦予新意，不再是地理位置，而是

未聽聞福音的群體。

近年來，中國大陸有大批學生來到美國大學深

造。因此就福音而言，華人的國際學生是極具戰略性

的群體，是美國華人教會的宣教契機。基督使者協會

過去56年來也一直關注華人學生群體，服事自50/60年

代開始的校園查經班群體，以及日後查經班轉型而成

立的教會，繼續服事80年代以後來美求學的華人學生

學者，見證了過去一甲子神在北美學人中的奇妙作為，

記錄了校園查經班成員在北美教會的歷史與經驗。如

今60年過去了，美國校園華人學生群體產生極大的變

化，至少有三個大趨勢：1.校園年輕化，2.高流動性的

家門口的地極
             ——北美校園事工的機遇與回應

文/柏有成

校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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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青年，3.畢業返回母國。簡述如下。

大學校園是家門口的宣教禾場

這是一個風起雲湧的留學浪潮。2008年已降，中國

留學之門大開。根據美國國際教育機構在2018年11月13

日發表的美國國際留學生統計數字，2018學年度由中國

大陸來到美國留學生人數超過36萬3千人，加上來自臺灣

地區的留學生2萬2千人，來自香港地區的留學生7千人，

總計有將近39萬3千名華人國際學生在美國校園求學或

實習2（圖1）。再加上來自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說華語的學

生，華人國際學生人數突破40萬人。在美國校園中，超過

4萬7千名來自中港台三個地區的訪問學者在美國校園進

行6個月至一年的進修3（圖2）。綜合上述，在2018年總計

有將近45萬名的華人學生學者在美國校園學習或進修。

美國的大學校園儼然成為家門口的宣教禾場。

許多留學生在畢業之後，希望能在美國獲取工作

經驗，有助於日後回國在就業市場有競爭力。近年來，

許多留學生以申請工作實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

ing, 簡稱OPT）的方式，於畢業之後繼續在美國停留，

尋求工作，希望能受到美國公司的青睞，獲得任

用。2018學年度超過6萬5千名的學生申請OPT，為期1

至3年，成為職場準新鮮人2（圖3見下頁）。因此，留學

生畢業之後，依照專業與市場需求，在美國各大都市

尋求工作機會，逐工作而居。如果有幸被雇主錄用，希

冀能長期就業，需要雇主代為提出工作簽證的申請。

圖1

圖2

來自於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地區在美國求學的學生人數統計

來自於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地區在美國進修的訪問學者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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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國政府每年所提供的工作簽證名額是8萬5

千名，在2018年超過19萬人遞交申請，由移民局審查資

格，合格申請人經由抽籤決定工作簽證的發給4（表1）。

國際留學生的去留就維繫於工作簽證，抽籤結果通知

書接獲之後，幾家歡樂幾家愁是年度場景。因

此，2018年勢必有10萬名以上OPT的國際留學生因為

名額限定，沒有得到工作簽證，在OPT結束之後，除非

他們還有再抽籤機會，或是以其他渠道申請繼續留在

美國，否則他們必須返回居住國。因為華人國際學生

佔總體國際學生35%，這些要返回母國的國際畢業生

中，估計華人學生比例可能會達到三分之一。

這無疑是一個波瀾壯觀的海歸大潮。根據中國全

球智庫所發表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7）】5，蔓藤

教育與興業銀行所發表的【2018中國留學生美國就業

白皮書】6 兩份資料，1978年至2017年總計有513萬人

出國留學，已經有313萬人回國。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

人數首次突破60萬人，而回國人數超過48萬人。進一

步分析，2008年至2012年間有77萬人回到中國；可是

2013年至2017年期間，歸國人數已高達204萬人（參考

圖4）。所以，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期間，共有281萬

人返回中國，佔回國總人數（313萬）的90%。目前尚有

140萬人在海外求學。絕大多數的訪問學者在學成之後

要返回中國自己的母校述職，筆者預測在日後75%以

上的畢業生應該也會陸續返回中國。

由圖1觀察留學潮的趨勢，美國華人留學人數過去

10年每年呈現正成長，可是增長幅度已經趨緩。中國

大陸地區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老化嚴重，少子化造成

中國國內年輕世代人數下滑，未來在美國求華人學人

數目應該持平而不是大幅度的增長。留學潮能維持的

年數取決於至少下列四個因素的交互作用：1.中國大

學的教育品質與學術界的誠信，2.中產階級家庭的總

體數目與收入水平，3.美國的科技與經濟發展，4.中美

經濟貿易的關係。如果中產階級持續增長，父母對中

國教育體制信任度降低，美國科技與教育制度受到華

人青睞，中美關係穩定，筆者預測在未來10年，每年會

有25萬名的中國學生在美國求學。

簡言之，在北美校園，我們所面對的是三股人口

遷移流動的浪潮，留學潮、海歸潮以及中間過渡時期

的美漂潮。他們是一群年輕的知識份子，國家未來的

儲備人才。美國華人教會應當如何回應？

校園學人與職業青年是天國的幹細胞

圖3 2017學年度來自於中國大陸留學生申請工作實習人數統計

表1 2018年國際留學生申請工作實習、工作簽證、與學位類別統計

圖4 中國籍學人出國與回國人數統計



9SPRING 2019

與這批年輕人分享整全的福音，培育天國門徒，

是美國華人最具戰略意義的宣教事工。教會本地宣教

的契機分成兩個方向：

1.  推動校園宣教

美國許多的華人教會多數由校園查經班轉型，投

入校園事工是責無旁貸。分析留學潮的趨勢，2014年

來美國求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大學本科生人數首次

超過研究生人數，校園開始轉向年輕化。美國華人教

會發現，沿用自60至80年代的福音外展策略，例如接

機、迎新愛宴、生活幫助等福音預備工作，在這批年輕

學子中出現了冷漠的回應，不易接觸新生，分享福音。

因為福音具有歷久彌新的本質，心靈關懷的終極需要

不會改變，與新世代年輕人分享福音的切入點需要改

變。筆者認為，根本之道在於教會需要投注人力物力

資源在下列四個關鍵環節：

（1）開發創意而多元化的校園福音外展；

（2）量身定做一對一的個人化關懷；

（3）實踐基督信仰在生活層面，成為學生的榜樣；

（4）培養年輕世代的校園宣教同工。

2. 牧養畢業後暫時留美的年青畢業生

這群剛跨出校門的畢業生面臨的是高度的搬遷

流動性與工作不確定性。畢業生流動性高，離開校園

後會遷移到大都會區尋求工作，帶給都會型的華人教

會宣教的契機。原因是年輕畢業生離開校園不久，人生

閱歷有限，面對下列人生方向不確定的身心壓力：（1）

生涯規劃；（2）求職就業；（3）身分轉換；（4）職場適

應；（5）人際關係。都會型的華人教會以穩定居留家庭

為主，具有豐富的職場經歷，正是年輕畢業生所需要

的寶貴資源。如果可以與北美校園事工合作，聯繫應

屆畢業生，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輔導他們以聖經原

則來面對上述五個方面的挑戰，引領他們融入城市教

會，塑造成為使命門徒，如此校園事工在這群年輕人

的生命所做的投資，就可以成為他們職場人生階段的

基石，宣講福音的使命。

挑戰與回應

這是一個多方面、多維度的宣教時代。海外跨文

化宣教與本地多元文化宣教應該同步進行。

校園事工所帶來的是更新的宣教模式與思維。校

園學生代表的群體蘊涵是一個文化的世代。高度流動

的學生群體，迎新送舊，90/95/00的世代標簽其實是一

波一波的世俗化浪潮。所以，學生校園事工本質是一

個跨文化宣教的事工。如果教會能刻意支持校園與職

青事工的發展，以宣教士的心態與身份，進入學生們

的文化處境，就能繼續與年輕世代接軌。筆者深信忠

心跟隨基督的福音群體，必然可以尋求到創新、活力、

誠摯、篤實的方式，與這個年輕世代對話，陳述基督信

仰的內涵與福音的救贖大能。

這是一個百年樹人的神國大業，也是一個前所未

有的機會。歡迎來到地極。

參考文獻

1.http://www.gordonconwell.edu/ockenga/research/docu-

ments/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18.pdf

2.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

Fact-Sheets-and-Infographics/Leading-Places-of-Origin-Fact-Sheets

3.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

Data/International-Scholars/Places-of-Origin

4.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temporary-

workers/h-1b-specialty-occupations-and-fashion-models/h-

1b-fiscal-year-fy-2019-cap-season

5.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8120

6.https://zhuanlan.zhihu.com/p/39922793

曾是一顆被薊馬叮過的稻穗，

徒具光鮮外殼，卻沒有真材實料；

曾是一名知識殿堂的觀光客，自詡

學養俱佳，卻沒有深厚功底；神豐富

的恩典，叫他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在基督裏學習成為世界所期待的門徒。他就是柏有

成，現任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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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英國校園事工的馬其頓呼聲

文/盧天強、吳國材、張保羅*

校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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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在英國從事大陸學生學者校園事工，

無論是大陸留學生事工的巨大需求、學生的高回國

率，還是校園事工面臨的挑戰，可能都是最大的。英國

大學校園事工需要得到更多關注與支持。

英國校園事工的迫切需要

1. 中國留學生人數眾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教育處2017年

12月22日公佈的資料，英國是赴歐留學人數最多的國

家，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共有超過50萬中國學生來英

留學1。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在英國學習的中國留學

生達17萬。然而，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數據，2016

年在英大學攻讀本科以上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為112,303

人（含港、澳、台），其中攻讀碩士以上學位生達56,322

人（含港、澳、台），佔50%。全英留學生的構成中自費

留學生人數約佔90%以上，其他多為通過國家留學基

金委、雙邊校際交流等形式派遣的公費留學或訪學人

員。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報道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比大

使館教育處的數字少了約6萬人，這可能是因為英國高

等教育統計署統計人數僅限於攻讀學位的學生，不包

括國家留學基金委或雙邊校際交流等形式派遣的公費

留學或訪學人員等。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數據，2017年赴美國留

學的中國留學生為35萬，佔美國留學生人數總數108萬

的32.5%。2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數據，從國際學生人數

總數來看，2013、2014和2015分別為82、89和97萬。這組

數據接近英國數據。例如，根據 Universities UK Inter-

national 2017, 2018年的報告顯示，美國的國際學生人

數從2013、2014和2015年，分別為78萬、84萬和90萬（表

一），比美國來源的數據略低5-7%。英國的國際學生總

數均為美國國際留學生的一半左右3,4（表一）。同樣，

在英國的中國大陸學生學者約為留美的一半。

然而，英國的人口總數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美

國的華裔人口2015年接近5百萬，而英國的華裔人口僅

50萬，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因此，在英國的中國學生集

中程度大大高於美國。在歐洲也是如此，例如，同期在

德國的中國留學生約為5萬，大大低於在英國留學的大

陸學生人數。

2. 中國留學生分布非常集中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數據 5，海外留學生主

要分布在英格蘭（佔國際留學生人數的82%），而在英

格蘭就讀的來自歐盟之外的海外學生佔全英海外學生

的84%（表二），其中英國招收國際留學生人數最多的

20所大學，有18所在英格蘭地區。而且這些大學距考

文垂市（英國基督使者協會所在地）直徑距離均在120

英里的範圍之內。不僅如此，這些大學的國際學生中，

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比例很高，有的大學40%多的

海外學生來自中國（表三），人數高達4000多（表三）。

有的大城市如倫敦、曼城，中國留學生有萬人左右；即

使是小城市如考文垂市（居民人口30萬），兩所大學的

中國學生加起來也有4000多（華威大學和考文垂大學

的直線距離僅4英里左右）。

3. 中國大陸學生逐年遞增，而且有望繼續增加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數據，來自中國大陸的

留學人數逐年遞增5。例如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來

自大陸的留學生比上一年分別增長1.87%，1.87%和

4.25%。相比之下，來自香港的學生人數保持相對穩

定。為了進一步吸引中國留學生，據不完全統計，英國

部分名校（例如劍橋大學，伯明翰大學，布里斯托大學，

萊斯特大學，雷丁大學等等）已經開始接受中國高考成

績，學生可以憑高考成績進入英國的大學學習，這一舉

措將進一步吸引更多的中國大陸學生來英國學習。

英國大陸留學生的特點和校園事工的挑戰

1. 在校時間短

英國在校生大部分是本科和碩士，本科生佔50%，

碩士生約50%1。碩士生的學期為1年時間。本科生每年的

實際在校時間為6-7個月（聖誕節和復活節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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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為3年學制，但是很多來自大陸的本科生為2年

（2+2模式，即國內2年，英國2年）。應屆畢業生絕大部

分歸國，少部分轉到其他國家繼續學習，能留下來的學

生極少。來英訪學老師很多僅有6個月。要這麼短的時

間內，帶他們信主，或者對信徒進行栽培，挑戰很大。

2. 流動性高

根據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發佈的《中國留學

回國就業藍皮書：2016》數據，2016年從英國院校留學

回國就業的人數佔總人數的35.06%（若按應屆畢業生

統計，估計90%以上都回國了），遠超美國（21.70%）、

澳大利亞（8. 30%）、中國香港地區（5.47%）、韓國

（4 . 56%）、日本（4 . 39 %）、法國（3. 8 4%）、德國

（3.24%）、加拿大（2.12%）和俄羅斯（1.98%）1。回國

比例高的原因是因為英國政府收緊了移民政策。由於

訪學老師在英國很難留下，中國政府也非常樂意派訪

學老師來英國，而且他們回國之後，被提拔擔任領導

崗位的幾率相對較高。這麼高的回國率，就意味著，在

英國向他們傳福音，起到了去中國宣教相等的效果，

英國校園事工對國內的影響非常大。然而，高流動性

使得團契人數不容易增加，也難以栽培學生同工和領

袖；對於教會而言，在相當長的時間，學生事工是「淨

投入」的事工。相比歐洲大陸，例如德國，學生在德國

學習時間長，留下的比例高。所以，在英國的校園事工

是歐洲最具有挑戰性的事工。

3. 家庭條件好

相比之下，歐洲大陸的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等不

收學費，僅收少量學雜費。所以，去這些國家留學的家

庭經濟條件相對沒有那麼優越。然而英國的學費和生

活費高，所以，留學生來自相對富裕的家庭。海外學生

每年需要支付£20,000-31,000英鎊的學費，另外還需

支付生活費。並且，英國留學的學生90%以上是自費1。

這些學生信主回國後能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有一位

姐妹曾在華威大學信主，後來她的父母來探望她也信

主了。父母在國內有自己的家族企業，回國之後不久就

帶領二十多人信主。但學生家庭條件相對富裕，也增

加了傳福音的難度，因為假期他們大多會去旅遊，平

時團契的聚餐對他們也不太有吸引力。

4. 英國華人教會規模小，沒有足夠力量支持校園

事工

根據號角公佈的資料，英國目前有華人教會和團

契137間（華人教會103間），其中倫敦地區為32間。全

英華人基督徒人數為7-8萬人（不含在西人教會聚會的

華人人數），佔華人總數的1.3%（李兵牧師資料，歐洲

華人教牧同工會，2018年羅馬）。平均每間華人教會聚

會的人數不到60人。這樣規模的教會在財務上，很難

有力量支持學生工作。不僅如此，據估計，還有25%左

右的華人教會缺乏牧者。即使是有牧者的教會，牧者

大多數來自香港，少部分來自馬來西亞。另外，現有教

會的牧師並不穩定，有的教會牧者面臨退修、後繼乏

人的局面。面對突然大量湧入的大陸學生，現有教會

感到力不從心。

相比之下，北美在上世紀50年代，有一大批從台灣

去的學生，現在處於退修或接近退修的年齡，他們在語

言上與大陸學習交流沒有障礙，而且對校園事工有負

擔。而英國缺乏這樣一批能與大陸學習無障礙交流的弟

兄姐妹。目前的校園事工，一是團契數量少，可能還有一

些大學沒有校園團契；二是規模小。很多團契只有10-20

人左右，來團契聚會的大陸學生人數不到1%。綜上所

述，英國校園事工需求很大，所面臨的挑戰也很大。

英國校園事工發展策略探討

面對英國校園事工的需要和挑戰，筆者提出一些

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可以與大家一同來探討；不妥之

處，歡迎提出，一起向神禱告，求神帶領。

1. 加強禱告、求神動工

面對如此的福音工場需求，我們不能，但是我們的

神能！求神差遣更多的宣教士，從本地興起更多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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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資源等等，這些都需要聖靈動工。願神感動更

多的禱告勇士加入此禱團隊！如果您願意，或知道有人

願意為英國的華人校園事工禱告，請電郵至：jzhang@

ukafc.org加入禱告團隊。

2. 因才施教、機動靈活

由於在英留學生停留時間短，個人屬靈生命成熟

度又不相同，在教導學生時，需要根據他們的特點和需

要來幫助他們，或帶領他們信主，或栽培他們成長。所

以在教導的內容方面，不應僅限於查經聚會，而需要提

供例如福音講座、門徒培訓、領袖培訓等不同的培訓課

程。宜使用現代社交網絡（尤其是微信），來加強與他

們之間的聯繫。這樣，當學生在校園期間，可以通過面

對面的溝通和交流建立關係；學生離校後，也可以通過

社交軟件與他們保持聯繫。不僅可以關心他們的生活，

也可以分享一些屬靈資訊給他們，幫助他們成長。

3. 集中資源、抓住重點

宜集中有限資源，從重點城市、重點大學展開工

作。例如，在（表三）所列舉的英國吸引海外留學生最

多的20所大學中，仍然有不少大學缺乏宣教士。有的

城市，如曼城，有近萬名從大陸來的留學生。即使像考

文垂這樣的小城市（人口30萬），也有2所大學（彼此

相距4英里），約有近4千中國學生，外加不少訪學老

師。有的大學雖然有團契，但是來團契的人數非常少，

需要更多同工參與事工。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在重

點城市、重點大學開展事工，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4. 引進同工、刻不容緩

面對洪水般湧入英國的學生學者，在近期迫切需

要求神從世界各地差派宣教士如美國、加拿大、中國

大陸、台灣和香港等來英國宣教。最好是中長宣（半

年），因為1-2週的短宣，效果甚微。例如，每年有半年

時間（從10月到來年6月，具體時間根據各個大學開學

結束時間而定），或中宣，一次來三個月，然後由另外

的宣教士來接替。時間最好安排在大學生在校期間，

避開7-9月份，除非團契中碩士生人數很多。經費需要

自己籌措，包括生活費和事工費用，因為很多英國的

教會沒有力量來支持校園宣教士。主要事工的內容包

括傳福音，或帶領學生傳福音；門徒培訓栽培信徒；如

何帶領查經培訓等等。如果每2000名學生有一位宣教

士作工，英國需要至少50-80名宣教士。目前缺口約

30-50位宣教士從事校園事工。這項策略也是當年戴德

生建立中國內地會所採取的策略。

5. 彼此配搭、同心合一

英國本土的宣教機構同工和教會的同工應該彼

此配搭，本著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為榮耀基督的名，互

相支持和幫助，而不是互不來往或互相競爭。神給每

一位工人的恩賜都有不同，當神的工人能夠彼此配

搭，相互支持，就能產生協同效應；機構與機構之間也

是如此。應該摒棄本位主義的觀念，保持謙卑的心態，

從國度的觀念出發，彼此配搭合作，共同興旺福音，使

更多的人蒙恩得救。 

6. 勇於探索、不斷改進

現今，每一年留學的年輕學生都有所不同。我們需

要本著謙卑的態度，不斷探索和改進事工的運作方式，

如何在有限的與學生學者接觸的過程中，使我們的事

工更有果效。機構與機構、機構與教會之間如何更好地

配搭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討，尋求神的智慧。

總之，英國校園事工需求很大，當地華人教會力量

薄弱，無法應對近年來大量湧入的中國大陸學生學者事

工的需要。希望求神感動差派宣教士從海外來到英國宣

教，於此同時，也要注重培訓和興起當地同工，為基督贏

得更多的華人學生學者。如果您想瞭解更多英國校園事

工的需要，或願意為此禱告，請發電子郵件至jzhang@

ukafc.org。如果聖靈感動您在奉獻上支持，請登入英國

基督使者協會官網：www.ukafc.org。願主賜福。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經美國基督使者周大衛會長、林豐樑董

事和柏有成總幹事和其他同工們，並加拿大梁斐生博士，以及英國

基督使者協會其他董事們的鼓勵、指導和幫助。在此一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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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英國2016-2017國際留學生人數最多的20所大學

國際學生總數 中國學生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5,735 4767 30%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3,505 >3000 22%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1,490 3021 26%

Coventry University 10,705 1500 14%

Kings College London 9,990 1982 20%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8,900 1780** 20%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8,550 1710** 20%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8,455 2282 27%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8,255 1299* 15.7%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8,235 1647** 20%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8,225 > 4000 49%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8,210 1000 20%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7,560 1673 22%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7,545 1297 17%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7,530 1506** 20%

Cardiff University 7,520 1504** 20%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7,485 3000** 20%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7,275 2720** 20%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7,110 2834 40%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6,750 1350** 20%

表一：世界主要國際留學生人數比較 表二：2016-17年在英國高校學習的國際學生

2015 2014 2013

美國 907,251 842,384 784,427
英國 430,833 428,724 416,693
澳大利亞 294,438 266,048 249,868
法國 239,409 235,123 228,639
德國 228,756 210,542 196,619
加拿大 171,603 164,274 135,187

地區 來自歐盟 來自歐盟

以外

國際學生

總數

英格蘭 104,875 258,710 363,585
蘇格蘭 21,245 31,045 52,290
威爾士 6,235 14,970 21,206
北愛爾蘭 2,480 2,810 5,290
全英 134,835 307,540 442,375

*inclusive students from HK; **estimated figure as no figures were found at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the univer-

sities; $ international campus opened in Dalian, China, 2017; Ningbo Nottingham Campus opened 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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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最近四年來英國留學的華人學生逐年遞增

年份 2016-17 2015-16 2014-15 2013-14
中國大陸 95,090 91,215 89,540 87,895
香港 16,680 16,745 16,215 14,725
大陸+香港 111,770 107,960 105,755 102,620

備註：

1.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publish/portal132/tab6711/info135150.htm

2. https://zhuanlan.zhihu.com/p/31070535

3. https://www.universitiesuk.ac.uk/policy-and-analysis/reports/Document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20

Facts%20and%20Figures%202018_web.pdf

4. https://www.universitiesuk.ac.uk/policy-and-analysis/reports/Document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

Facts_and_Figures_2017.pdf

5. http://institutions.ukcisa.org.uk//Info-for-universities-colleges--schools/Policy-research--statistics/Re-

search--statistics/International-students-in-UK-HE/

*執筆作者張保羅為英國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出生於中國大陸，於1994年至1999年在劍橋大學讀博期間信

主。1999年南安普敦大學博士後，2005-2013年先後在華威大學和西交利物浦大學任教。2013-2017年英國考文垂華

人基督教會牧會並接受神學裝備，2017年基督使者協會全時間同工。電郵：JZhang@uka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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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成為井底之蛙

我出生在香港，父母都是藍領階層，靠著微薄的收入勉強度日。在我很小的時候，因為當

時的政治環境和家庭原因，父親住在中國大陸，而堅強的母親帶著姐姐和我住在香港。母親

每年帶我們去大陸探訪父親兩次。我們的生活很困難，有一度甚至無家可歸。回想起來，那些

艱難的歲月教會了我如何謀求生存。我14歲時，父親才終於被批准移民香港與我們團聚。

將信仰融入職場
文/孔雷漢卿

職場視野



17SPRING 2019

我們的六口之家擠在一個200平方英尺的狹窄房

間里，其中包括我的弟弟和外婆。為了不影響家人休

息，我會把被子蓋在頭上，打著手電筒學習到深夜，而

那些書本就是我的希望所在。我們在一所教會學校上

學，必須學習聖經。不過，當時我學習聖經只是為了

獲得好成績，聖經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童話故事。我不

相信有任何上帝。我只相信自己並且堅信「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這樣的信條。當學校的同學們邀請我

去教會時，我認為是浪費時間，而情願留在家裡學

習。那時的我脾氣暴躁，貪婪，自私，傲慢，內心充滿

了孤獨和空虛。

在困境中掙扎的父母為了能夠給我們提供更好的

生活，決定移民美國。我在16歲時抵達馬里蘭州，一下

子被推進了一個新世界。這讓我想起了莊子有關井底

之蛙的寓言：一隻生活在井中的青蛙只能在黑暗中揣

摩生命的意義，而井口上的天就是它看到的全部世界。

在香港這個小城市長大，我的世界里充斥著貧困與絕

望，因此我也就像井底之蛙那樣短視。井口上的天，對

我而言就是努力學習。來到美國就好像最終走出了我

的井。作為一個不太會說英文的外國人，很難在高中

結交朋友，因此我繼續縮在我的書籍世界裡。除了在自

己的房間刻苦學習之外，我還得和家人一起在餐館打

工。我感到沮喪和疲累，會時不時地製造出一些麻煩。

在我所擁有的書籍中，有一本聖經，可我從來不

看，任憑它呆在我的書架上。雖然我瞭解基督教並在

有基督教信仰的學校環境里成長，但我的科學性思維

模式使我無法相信上帝。我甚至斷言，「既然我看不

見，摸不著也聽不到他，那麼他一定不是真的。」後來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香港同學的來信，說她還在繼續

為我禱告。她的話語引起了我對上帝和信仰的再次思

考。我的科學性思維馬上讓我想到了萬有引力這樣我

們無法聽見、感受或看到卻仍然深信不疑的事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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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明白了，上帝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能夠在香港聽

我的同學禱告，也能夠同時在美國看顧我。雖然我們

看不見祂，卻並不能因此就否定上帝的存在。

意識到這一點後，我開始閱讀聖經。從哲學和科

學的雙重角度去研究，功課變得清晰起來。我為自己

長久以來的懷疑而慚愧。就像《羅馬書》中所說，「自

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

諉。」（羅一20）

我很興奮地發現著名的科學家中有許多敬虔的基

督徒，例如艾薩克•牛頓，邁克爾•法拉第，布萊斯•帕

斯卡等人。帕斯卡在他的著作「沉思錄」中寫道：「每個

人的心中都有一個上帝形狀的真空，它永遠不會被任

何受造的東西填滿。它只能由上帝充滿，通過耶穌基督

顯明。」這句話改變了我的生命。接下來我得著了此生

最有意義的頓悟：上帝的兒子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受

死，並在三天後復活，我的罪因為耶穌的死而得以被赦

免。從此我接受了耶穌作為我個人的救主和最好的朋

友。上帝改變了我從一個常常製造麻煩的人變成了一個

和平使者。在高中最後一年的秋天，我參加了SAT考

試。我很驚訝自己的數學居然拿到了800分中的750分，

當然我的英語也不出意料地只拿到了800分中的450

分。不過這樣的分數已經足以讓我進入馬里蘭大學。

從大學到職場

我非常喜歡大學生活，成績一直保持全A。我的物

理學教授注意到了我，並且鼓勵我轉學到他的母校康

奈爾大學。這件事讓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和祂對我

人生的指引。我獲得了一份去康奈爾大學攻讀電子工

程和材料科學工程兩個專業的獎學金。在那裡我也遇

到了博士學生Dominic，一起在查經班服事。在康奈爾

大學讀三年級時，我得到了一個勤工助學金，被一位

著名的半導體教授聘請去他的實驗室工作。他把我介

紹給AT&T貝爾實驗室，得到了一份暑期實習生的工

作。畢業後，Dominic和我都在新澤西州獲得了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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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我們結婚了, 在若歌教會服事, 後來我成

為了美國長老會的長老。

我在AT&T工作了33年。在這期間，公司還出資讓

我完成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碩士學業，並多次送我去哥

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和沃頓商學院接受高管培

訓。主在我的生命中不斷創造奇跡。公司也很重視多

元化，鼓勵不同文化的員工聚在一起發展他們的專業

技能。我不僅成為亞裔美籍員工資源互助組織的演講

者和領導者，還組建了一個以信仰為基礎的團隊，其使

命是將基督徒的原則融入職場。我們在午餐時聚集在

一起練習將聖經的原則運用於領導力的實踐中。我還

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為耶穌放了一把空椅子，邀請祂成

為我職業生涯的一部分。

耶穌就像是我的首席執行官一樣「出現」在我的

身旁，用祂的「5P祝福」來引領我。這「5P祝福」分別

是：祂的同在（Presence），祂的能力(Power)，祂的承

諾(Promise)，祂的供應(Provisions)和祂給我們的驚喜

(Pleasant surprises)。有這樣一個了不起的首席執行官

在身邊，我的工作也因此更有成效。

數年以後，我決定擴展這個的事工，便與朗訊科

技的基督徒同伴傑森布朗寧進行了合作。1996年，我

們開始舉辦「Called To Work」「職場使命」基督徒職業

發展年會，通過裝備和動員職場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

作基督的屬靈大使來建立和擴展上帝的國度。我們的

網站www.CalledToWork.org介紹了這個年會和這個事

工的歷史以及一些相關信息。我們的重要事工合作夥

伴德魯克蘭德爾（Drew Crandall）也在這個網站上提供

了有關信仰和職業的寶貴而實用的資迅，並在每周向

數千人發送靈修方面的電子郵件。

我們從各大企業和機構邀請優秀的嘉賓們來我

們的年會分享他們作為職場領導者的經驗教訓和在職

場中的信仰經歷。這些嘉賓中包括了白宮官員，全美

國和全球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他們講述了如何在

工作中不斷完善自己的故事，並強調了喜愛並享受自

己工作的重要性，因為人們大部分的清醒時間都是用

在工作上的。我們還提供大量實用的研討會來幫助領

導者們成長。我們請求上帝引導我們做好以下五個方

面（S.H.I.N.E.）：

目前，除了年會和研討會之外，我們還提供網絡

直播，新聞通訊，每周靈修電子郵件。我們也通過與眾

多其它的職場事工加強聯繫來向全球擴展我們的影響

力。當我回顧我的人生旅程時，我將其定義為「從生活

在懸崖邊到生活在美國夢」，非常感謝我的父母親和

多次幫助我們的恩人。我希望自己的所作所為彰顯出

了一個正直、誠信、有僕人心的領導者的價值觀。我的

人生目標一直都是通過信仰幫助他人成為更好的領導

者, 每個人都是領導者出影響別人成為他們最好的。

我的每一次逆境、每一個天賦、每一段高山低谷，都裝

備我服事上帝和祂的兒女。

被再一次點燃

在美國公司工作了33年後，Dominic和我退休了。

上帝讓我們清楚地知道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退休。如

今我們全時間事奉（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全時間事奉，

不同的是過去是有工資的），有一個月在不同的城市

分享了20次。並計劃寫一本關於我們人生旅程的

書——「跳出井底，迎向光明」。我們希望將我們的職

場信仰事工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我們的「Called To 

Work」「職場使命」的事工旨在鼓勵職員，裝備領導者

及其所屬機構，並擴大與各個職場事工間的合作關係

S: Sensitivity
用敏感的心去體諒和照顧別人；

H: Humility
願意謙卑地為以往的過錯道歉並尋求全方位反饋；

I: Integrity
正直誠信有遠見，以僕人式領導方式去影響人們；

N: Nurture
培養有智慧地表達意見的勇氣；

E: Edify and Equip
教育和裝備人們為了集體的利益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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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求的職場信仰計劃。

我們也會繼續回饋社會，在美國本土以及海外

向人們分享聖經如何為我們的人生提供了許多技能

上的裝備，以及我們過去幾十年在婚姻、育兒、領導、

職業規劃、信仰和工作方面的經驗。我們最喜歡的原

則之一，「放手，讓神」，是描繪如何讓上帝指導我們

的生活的人生課程。雖然Dominic和我退休(retired)

了，我們卻發現自己「被再一次點燃」(reFired)，因此

我們是「退而不休」地將上帝的信息傳達給職場、家

庭和校園。

一些人生的功課

活出最豐富的人生。把每天都過得像是你的最後

一天; 把每天都當作是禮物(present)。

敢於冒險，充滿勇氣。不要讓別人說你做不到。

跌倒了馬上站起來；不要害怕失敗，因為我們從

錯誤中吸取教訓。

自我照顧(self care)：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他人；

但是也不要自私自利(selfish)。

在幫助人們找到職業目標並規劃和實現時，我定

義並經歷了5P模式：

Purposes/Vision目的/願景：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Principles原則：你的指導原則是什麼？

Passion激情：你對什麼樣的事充滿熱情？

People/Influence人/影響力：你如何與人互動？

Performance表現：你如何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生活准則

黃金法則——以你希望得到的對待方式出對待

他人。白金法則——以他人希望得到的對待方式出對

待他人。領袖白金法則——以我們希望得到的對待方

式出對待他人。鑽石法則——以耶穌對待你的方式出

對待他人。

我建議在職場的男性全力支持女性同事，因為女

性常常擔負多個職責——工作、家庭和社區。對你的工

作充滿熱情。每天歡歡喜喜地上班，並擁有「感謝上

帝今天是星期一！」的心態。準備好接受上帝的祝福並

在工作中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跟年輕人分享如何在職業發展中取得成功的

六點建議（T.H.R.I.V.E.）：

本文由編輯修改整理，原載於lorrainegrubbs.com。

T: Take smart risks 
審時度勢，勇於承擔適度的風險

H: Humble 
在人際交往中將謙虛作為個人品牌

R: Reflect 
反思經驗教訓/採取批判性的獨立思維

I: Integrity 
採納正直誠信的僕人式領導方式/以他人為中心

V: Value 
注重學習瞭解企業文化/發揮自身的優勢/接納多

元性/尋求前輩的指導/構建人脈支持

E: Excellent 

培養出色的執行能力/溝通能力/AQ逆商/

EQ情商/IQ智商/時間管理能力

作者為「Called To 

Work」「職場使命」創辦人、

總裁。英語裡有這樣一句俗

語，美好的事物往往是裝在一

個小盒子裡的。孔雷漢卿

（Elaine Kung）就是這樣一

個例子。她的身高雖然只有5

尺，小小的身軀里卻蘊藏著讓人意想不到的巨大能

量。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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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著她的工程

雙學位成為AT&T公司的產品營銷總監。經過不懈的

努力，她將信仰事工融入了職場並由此在職場掀起

了一場非常有意義變革。這場變革可以說是她最引

以為傲的成就之一。



21SPRING 2019

每一位在職場中的朋友都會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會議，並且可能需要在會議中發表自己的看法或意見，有時

也需要維護自己的論點。

在會議中主動發言，其目的可能有：

1，是一種主動參與的表現。中國有句俗語「酒香不怕巷子深」，這種被動的方法，在如今的職場似乎不再適

用，多數情況反而成了被埋沒的人才。

2，表達對參與該會議的興趣。

3，藉發言使得其他與會者對自己提出的內容議題有興趣，並願意參與討論，成為一個啟動者（initiator）。

4，讓公司管理層有機會了解與評估員工的能力。因為高層領導與中層管理者或第一線員工之間接觸機會很

少，因此他們對員工的印象絕大部分來自於在會議中對員工的觀察。比如通過員工在會議中的發言來評估其表達

能力、組織能力、思維與反應敏捷度、如何處理困難的對話以及危機處理的能力等等。 

會
議
中
如
何

文/朱正中

職場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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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會議中如何有智慧地發言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軟性技巧之一。劉少平弟兄在他的《一步一步學箴言》

書中，引用了孔子的話：「待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為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穩；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認為，發言不當的三種問題為：1，發言時機不對，內容不妥當，缺乏耐性，急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是搶著發

言，但目的卻是過分表彰自我，會使其他參與者反感。2，知道但不說，或者該說時卻不說。容易讓別人誤解城府很

深、不夠開放和透明。3，說話時不會察言觀色。在教會的會議中常常會發生上面的三種情況。

《箴言》中有許多有關智慧的教導，談到節制：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十19）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十二18）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二十五11）

有潛力的中層管理者，公司會觀察他在會議中是否願意發言、如何發言以及發言的內容。在會議中， 發言的

影響遠超過演講、演示。因為會議經常會召開，並且對團隊的決策及決定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針對如何在會議中有效地發言以及何時應當忍住不言，這裡有三個策略供大家參考。

有效發言

事先準備發言的內容（prepared in advance）

《箴言》二十一章說：「殷勤籌劃的，足至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二十一5）聖經上的話非常實

用，這裡告訴我們，做任何事必須要努力籌劃。不管參加什麼會議，永遠不要毫無準備。我參加每一個會議前，總

會盡力了解這個會議的目的，會議的議程，會有哪些人參加，來幫助自己提前做好準備。《箴言》二章說到尋求智

慧的原則。其中有側耳、專心、呼求、尋找、領受等等。其中每一項都與參與會議的態度有關。

我曾經輔導過一位高管，當眾發言對他來說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為了要克服這種心理障礙與畏懼，我們一

同制定了一些訓練計劃，要求他每次參加會議前，必須了解這個會議的目的，會討論什麼，會有哪些人參與。當他

做到這些時，心中緊張的情緒就大大緩和，發言的信心立刻上升。另外也需要提前思考會議中會說些什麼、發言

的目的以及會議結束需要做的總結。更重要的是，他發言後是否能達到他的預期目標，如果沒有的話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樣一來，他就會事先準備想要發言的內容，比如看一下上次的會議紀錄；有無正在進行的項目需要討論；

資源的分配利用是否可以加強等等。

如果我們在公司中職位並不高，語氣最好中立（所謂中立就是描述事實，少添加自己的觀點，除非有人要求我

們發表自己的想法），等多人發表看法後，我們更有把握時再發表意見，是比較恰當的做法。以免引起負面印象。在

參加高層領導在場的會議中，自己應該特別注意，一定要事先有所準備。對公司重要的事件，要知道如何應對，建議

可以使用一些數據或是事實來陳述。

為何是你？（Ask「why you」）

建議大家在參加或準備活動或會議前，首先考慮這個問題，「你為何要參加這個會議？」「為什麼你需要在這

次會議中發言？」這有助於我們思考自己參加這個會議或發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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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發言的內容對你的公司、你的職責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或價值？回答了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清我們

的目標（sense of purpose），同時也能增強我們的自信心。提醒自己，我們的發言不是在炫耀，而是表達因為我們

真正在乎這件事或這個項目。這也同時提醒我們對參與公司會議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我們對事情的投入及激情

有多少（commitment And passion）。

我們也要學會在適當的時機說適當的話。《箴言》十章說：「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十

19）如果在會議中，與會者或老闆邀請我們發表有關技術專業的問題，我們應當謹慎謙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寧

可有人說：『請你上來，強如在你覲見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箴二十五7）

停頓、呼吸、建立信心（pause and breathe to build confidence）

在會議中能夠清楚地發言是需要勇氣的。我們需要培養自己有能力能夠改變會議中的拋物線（trajectory），

也就是有機會讓我們的聽眾或客戶聽了我們的論點而願意改變他們的想法，或是某個被忽略的問題得到提醒。

停頓、呼吸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發聲，提升專注度以及對議題的決心（conviction）。 

給別人發言的機會

除了我們發言，也需要給會議中的權威人士或職位較高的管理者一些發言的機會。這樣可以幫助我們聆聽

他們的想法，也許我們會問，為什麼他們的想法不同？也許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經驗更豐富；也許因為我

們表達不清楚，導致他們有誤解。我們需要從中思考，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聽完這些發言，

我們是否有能力把不同意見綜合並整合成為一些行動的方案。

建立「安全」的提問氛圍

能力較強的人，通常容易忽視或否定其他人的看法或意見。一般說，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弱點，大多數人的做

法會避開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以免暴露自己的弱點。但如果都是如此，將會導致團隊無法暢所欲言，仿佛有一道無

形的牆。所以，在一個團隊中，作為領導者需要學習建立一種安全的提問氛圍。按照谷歌前人力資源部副總裁的觀

點：「謙虛的人更加能夠把一群人組合在一起解決問題。」相反地，驕傲的人即使把人聚在一起，也無法讓人充分

敞開心扉而彼此交流。作為小組的組長，團隊的領袖，經常提醒組員「尊重他人的差異」（Value the difference）是

建立成功團隊的秘訣。

何時不言

只想炫耀自己

在會議中想要炫耀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心態。發言內容總是繞著自己，炫

耀必當引起他人的反感，所以應當避免。要分辨這類人並不難，他們往往不談

論事實，但總會牽扯到自己的貢獻和過去的輝煌歷史。

給他人表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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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給一個公司的中層主管做培訓，收到的反饋是培訓師說得太多。當老師說得太多，同學就沒有機

會深入思考一些問題，因為老師已經提供了答案。一個好的領導者要學會讓他人找到答案（f ind their own solu-

tion or answer），到現在我還常常提醒自己，給他人思考機會並找到答案是帶領團隊的一個重要原則。因為這

反映了：1，有效領導力的核心在於挖掘他人的才能。2，減少自我為中心的領導力。3，學會聆聽是領導力的首

要。4，謙虛是領導力的基礎。5，讓他人發言，給自己觀察的機會。

一對一的場合是否更加適當

有時在會議中，管理者會說「這對話最好還是留一對一的交流比較恰當」。其實這是在提醒，有些艱難的對

話更適合一對一的場合進行，可以減輕溝通的困難度（mitigate its difficulty）。有些議題在公眾場合提出會讓許多

人感到尷尬，從而導致對話無法有效繼續，或成為針鋒相對。

聆聽

當一些議題變成有爭論性的議題時，千萬要小心，不要輕易跳進去，表明自己的立場。先聆聽各方聲音，再

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許因為更多了解和聆聽，自己的想法也因此會改變。

切忌喧賓奪主

每個會議都有會議的召集人，切莫發言太多而喧賓奪主。《箴言》二十五章說，「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

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箴二十五6）

總結

參與會議如何發言、何時發言、發言的目的、觀察會議的情況……這些都與智慧有關。「智慧為首；所以，要

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高舉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懷抱智慧，他就使你尊榮。」（箴四7-8）

作者在上海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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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華傳董事。目前為國際華人創業協會主席、使者協會的董事；在加州聖地牙哥主恩

堂服事職場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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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聯繫方式

Moses Le

717-687-8564 ext. 283

Facilities@afcinc.org

www.afcinc.org

使者蔡蘇娟紀念宿舍可容納70-90人，配合使者的培訓設施，可以為眾教會和團契提供集培訓、飲

食與住宿一體的聚會場地。預定10間房以上，我們將免費開放培訓設施。歡迎大家前來咨詢。

宿舍大廳

會議室

HOURS
Check-in Time: 

12:00 noon-5:00 pm

Check-out Time: 

8:30 am-12:00 noon



所有房間均配備獨立衛生間，提供被褥、洗浴用品、吹風機及毛巾浴巾。免費wifi、衣櫃及行李擱架。

Type A - 10間雙人房

2 Queen-size Beds

$62.00

Type B - 12間三人房

2 Full-size Beds + 

1 Sleeper Sofa

$62.00

Type C - 4間套房

睡房：2 Queen-size Beds 

客廳：1 Full-size Sleeper Sofa

$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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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01年信主以來，我就很渴望成為一名宣教士，因為是一群宣教士的生命使我認識耶

穌。特別是07年在幾次新教來華200週年的特會上，深深被宣教士們對神和人的愛所感動。因

此，十多年來，我曾在國內多次參與短宣。而19年1月7-19日的黎巴嫩之行，卻是第一次跨文化

訪宣（A vision trip）。

黎巴嫩之行
       ——神的工作在穆斯林中進行

文、供圖/雅歌

宣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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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都貝魯特下飛機到入住的公寓路上，灰灰的

水泥建築和有點臟的公路使我想起了老家湖南，頗感

親切。一到入住的地方，居然停電。先到的同工告訴

我，原計劃明天去推羅的行程推遲了，因為道路被封。

早就聽聞到了宣教工場，很多事情完全不在我們的掌

控之內，果然如此。接下來的日子也經歷了計劃不如

變化快。

接待我們團隊的是一個叫做Horizons Internation-

al的宣教機構（以下簡稱HI）。我們團隊有四位來自不

同宣教機構的同工，有自由傳道人，中餐館老闆，也有

神學生，都是華人。而HI是由一個美籍黎巴嫩人宣教

士 Georges Houssney 創立並擔任總幹事，總部設在科

羅拉多州，在世界各地都有他們的中心，貝魯特中心是

其中之一。他們主要從事向穆斯林傳福音並進行門訓

事工。在黎巴嫩，他們的重點則是來自敘利亞的穆斯

林難民。

黎巴嫩印象

黎巴嫩地理面積不大，是台灣的三分之一，西部

朝地中海，與敘利亞、以色列、約旦等國家鄰近。自然

風景優美，也相對開放，有「中東的巴黎」之稱。在由

首都貝魯特去貝卡山谷進行探訪的路上，遠眺聖經中

提到的黑門山脈，遠處的雪山上有一排排的黎巴嫩香

柏樹，真是感受到上帝創造的奇妙。而在耶穌也曾到

訪過的南部城市推羅，當地同工帶我們看了一個兩千

多年歷史的教會，也在見證著黎巴嫩悠久的歷史。

這個國家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穆斯林，也是中

東唯一可以自由宣講基督教的國家。走在路上，隨處可見

教堂和清真寺。路過一些社區，看到了裹得嚴嚴實實的

穆斯林婦女，臟臟的街道和灰暗的建築，和牆上的黑色

塗鴉「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絕不忘記，絕不饒

恕）。據說一些清真寺里有很多槍支彈藥，隨時待用。這

些所見所聞，讓人感到沈重。

這也是一個飽受創傷的國家。經過一些老舊的建

築物，看到牆上有不少子彈掃射留下的小洞。也隨處

可見全副武裝的的士兵。返程時，在貝魯特機場，至少

五次被安檢，這也是我坐飛機史上被安檢最多的機

場，可見這個國家隨時處於一種警惕狀態。

HI的事工

HI貝魯特中心的同工來自不同國家，主要是美國

同工和本地同工，而本地有難民背景的同工佔了五分

之二，有庫爾特人，也有亞美尼亞人。我們團隊好幾次

與他們一起開會，聽他們分享見證。

第一次會議，中心主任Pierre就提到訪宣的意義

不要只是看到神在各地的工作，自己也要邁出實際行

動。負責實習宣教士項目的Louis也生動活潑地告訴我

我們短居地的環境，視野的盡頭是地中海

有彈孔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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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一位當地牧師也分享他們

如何對已經信主的穆斯林進行門徒訓練，可見HI很重

視信徒靈命的成長和成熟。非常喜樂的Rita姐妹給我

們分享她如何進行兒童事工。她提到編寫的教材都是

根據敘利亞當地的教學大綱而寫，方便這些難民孩子

將來回答自己的家園後能夠順利接軌。她也提到穆斯

林歧視婦女，她花了一年時間才贏得男孩子們的尊重。

這些兒童和青少年在貝魯特中心的希望學校接受教

育。在貝魯特中心，也有很大的倉房存儲物資，以便發

放給難民。在貝魯特，我們在當地翻譯的陪同下，探訪

了一些難民家庭，他們大都居住在狹小的建築物里。

在噓寒問暖之後，我們傳講了福音真理，也為他們禱

告祝福，求神賜給他們盼望和喜樂。

在貝魯特中心的全體職員大會上，欣逢主席

Georges Houssney，他責任多多，很少在這種場合出

現，真是驚喜。Georges大概70歲了，為人柔和謙卑，

讓人倍感親切。從他的分享中，感受到HI是為了更好

幫助當地教會進行穆斯林難民事工，而絕非與教會競

爭，他們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榮耀神。從他所寫的書En-

gaging Islam(《接觸穆斯林》)中，可以看到穆斯林信

仰的錯誤根基，人們對穆斯林的錯誤認識，以及如何

用更好的方式把他們帶到基督里。這本書我一口氣讀

完，很有幫助。

在貝卡山谷的HI中心，居住在山谷的一些難民來

到這裡學習，由同工帶領學習聖經。孩子們來到這裡，

有來自美國的年輕宣教士教導他們英文，和他們一起

進行遊戲。穆斯林的文化並不講究衛生，這些孩子大

多穿著不太乾淨，身上都有蝨子。不禁感慨這些宣教

士的愛心。這裡的長期宣教士規律地探訪著這裡的難

民。而我們也在翻譯的陪同下，去帳篷里探訪了幾家

難民。他們的居住的條件不如在貝魯特的難民。我們

也瞭解到這些難民來到黎巴嫩的時間長短不一，大多

渴望回到敘利亞。雖然語言文化截然不同，看到婦女

們清澈的眼神，孩子們天真可愛的模樣，感慨他們和

我們一樣，也是有著上帝形象和樣式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們跟他們提到了耶穌的名，把結果交給神。

在推羅的HI中心，負責人Mohammad，也是推羅

教會的牧師，帶著我們看了一下地中海畔的燈塔。並說

他們也要在中東國家建立燈塔項目，成立更多的穆斯

林事工中心，提供屬靈和人道的幫助。看著當時大浪

翻滾的地中海，想起大概兩千年前我們的主耶穌曾在

這裡留下足跡，不禁感慨萬千。Mohammad牧師也介

紹了一間有大約兩千年歷史的教會，他說保羅很可能

曾在這裡證道過。而這間教會現在已經很衰落，偶爾

貝卡山谷難民居住的帳篷 貝卡中心，站立的美國宣教士才20多歲，負責這裡的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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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天主教徒使用來聚會。他深感惋惜，也說因此立志

提升自己的基督生命，他也從芝加哥來到了這裡進行

事奉。

牧師富有激情地介紹這裡的穆斯林難民事工。他

們的核心原則之一是愛和犧牲，為要讓難民吃飽穿

暖，更重要的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皈依基督，得到永遠

的生命。我們看到了他們為難民縫製衣服、床單被套、

書包等用品的場地，也看到了很多由他們教導難民製

作的工藝品，真是難得。在推羅停留的時間很短，印象

很深刻。

HI的宣教士中，很多都是來自美國的宣教士，也

有不少本地人。文化多元，但合作良好。這次我訪宣的

目的之一，是為了更深明白神在我20年夏天畢業後的

帶領，看看自己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長時間的跨文化

宣教士，於是我也找機會與一些HI宣教士交流。

其中一個美國宣教士一家五口人，經過很多的禱

告，也有神親自的印證，決定在這裡委身至少三年。這

對夫婦已近四十，要從零開始學習阿拉伯語，真是不

小的挑戰。也有一個黎巴嫩年輕女孩，談到了她在這

裡的服事使她個人的恩賜得到發展發揮，靈命也更加

成長。而我們的翻譯之一，也是我們的阿拉伯語老師，

是一個才20歲的弟兄Rezan，他在7年前從敘利亞經過

槍林彈雨來到黎巴嫩。他的一家都有穆斯林背景，但

母親由於神所賜的異夢而皈依基督。Rezan在母親的

影響下，也信靠耶穌，並且成長為HI貝魯特中心的全

時間同工。他說成為基督徒以後生命最大的改變是處

理了自己的怒氣和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而前面提到的Louis，因為遇到了Georges Houss-

ney，他深深愛戴上了這位屬靈導師，也於五年多前從

鳳凰城的一間神學院畢業後來到貝魯特中心服事。他

說他感到在黎巴嫩，他的兩個孩子比在美國生活更安

全。而他雖然覺得每一個服事都很挑戰，但是因為看

到許多人生命獻給耶穌而受到激勵和鼓舞。而有創傷

輔導背景的他，也因著陪伴心靈破碎的人一起走過而

感到欣慰。 

節外生枝

此次行程，由HI貝魯特中心全程接待。由於天氣

變化不定，我們的行程和活動安排總是處在不斷的調

整和變化中。比如一旦下雨，有些道路被封，有些地

方我們就無法前往。擔心我們在回美之前，不能按原

計劃的時間去到貝卡山谷，於是我們自行計劃，提前

去了那裡。此地接待我們的True Vine教會並不屬於HI

推羅中心給難民縫製衣物的地方 地中海畔，推羅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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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由加拿大一個浸信會教會支持而建立，在這

間教會驚訝地看到了還會說中文、曾在廣州待過的美

國宣教士，也看到了幾個韓國宣教士。更驚喜的是，一

個華人宣教團隊也在那個晚上來到了貝卡。我們與他

們一起禱告，其中一首詩歌《十字架的傳達者》深深

地感動著我。與其中的歌詞「我是極微小的人，罪人中

的罪魁。雖然如此，主呼召我」深深共鳴。原來神感動

了這麼多不同國家和背景的人來到這片土地上，真是

感慨！

True Vine教會的牧師是本地人，同時也是一個電

腦工程師。他的英語雖然不是很標準，但他的分享很

感人。我們獲知這間非常雄偉體面的教堂的建立一路

都是恩典，比如恰好有一個機會低價購買到建築地

面，一個設計師免費為教堂建築設計。而教會建立沒

多久，由於敘利亞內戰，難民們紛紛來到了貝卡山谷，

也來到了這間教會。每一年，這間教會都有上千穆斯

林皈依基督並且在基督里長進，很多都是由於異夢異

象、醫治或者是找到離散很久的親人等等。比如一個

穆斯林歸信基督以後，受到自己母親各種威脅，他堅

定不移。他的母親甚至派打手來暴打他一頓。他非常

沮喪，常常問牧師：「我為什麼會經歷這些，我是上帝

的孩子嗎？」在一次禱告會上，這位弟兄突然叫出聲來

並且哭了。原來他看到主耶穌在一個充滿了光輝的房

子里，從十字架上走下來握住他的手說：「你是我的孩

子。」他十分感動，常說：「我是誰？耶穌竟然親自對我

說話。」

團隊的回應

從團隊隊友身上，我看到了他們對穆斯林宣教的

負擔。其中一位姐妹分享：短宣的理念是加入神的工

作，看到這邊的機構在做什麼，我們該如何配合、成全

他們。重點是神，是完成神的心意，而不是我或是教會

的心意，不是推動我自己或者教會的時間表，而是看

到神感動我如何加入，知道下一步的該做什麼。北美

華人教會很難會有人出來長期做穆宣，一般的教會都

會用金錢來支持。很希望看到大陸的年輕基督徒出來

宣教。做穆宣來黎巴嫩是比較理想的，因為這個國家

可以自由宣講福音。如果對難民真的有負擔，可以差

人來至少教學半年。回美後要更多推動宣教，這樣才

能使教會更好發展。

我們的領隊也強調：宣教是神的作為，宣教沒有

權威，沒有專家，沒有學者，只有主耶穌基督。靠著聖

靈，跟著經文走，注目在主耶穌基督的告示和指引。所

以，宣教的重點在「人」，過於「做事」。無論傳福音給

未信主的人，或是已信主的，或是宣教士, 或是短宣隊

的成員，都期望更被主所得著。

另一位姐妹分享：看到溝通存在問題，這不僅存

在於難民之間，種族之間，也存在於宣教士之間，而這

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禱告。如果我們要再來的話，我

們需要更多的禱告，讓聖靈走在我們的前面。

基於這些理念和所見所聞，在最後一天與HI負責

人之一 Louis的總結會上，我們提出邀請 Georges 

Houssney和在推羅的Mohammad牧師去做北美華人

宣教大會的講員。在大會上也用展台推動穆宣。我們

也問Louis，這種訪宣對他們的事工在哪些方面是最有

貢獻的。Louis回答：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將這裡的文

化分享給自己的教會，創造一種多元文化的集體。而

訪宣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長宣。從小的方面來說，是

以人為中心，與這裡的人建立美好關係，以尋求長期

合作關係。他的回答對我們如何進行下一步是很好的

提醒。

我的個人反思

對於此次訪宣，大半年前就開始準備，所以一直

滿懷期待，雖然也會有些緊張。曾聽一位老宣教士說

過，宣教工場是一個很好曝露你罪性和軟弱的地方。

此行，我也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我最大的軟弱體現

在忙於每天安排緊密的日程，而早上個人靈修時間很

匆促，幾次以團體的靈修取代個人與上帝的獨處和親

近，內心愛和力量不夠，這尤其體現在探訪難民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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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原以為HI會給我們團隊安排很多事工機會，但事

實上我們只探訪了一些難民家庭，有一上午的街頭福

音佈道，在貝魯特中心一起參與幾次團契或禱告會

時，有兩次證道。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安排來聽他們的

事工簡報，觀摩他們在黎巴嫩三個中心的事工如何進

行。回頭想想，是有理由的。我們都不太懂阿拉伯語，

文化差異也甚大，人家也不敢一下子讓我們去大刀闊

斧地服事。可見我們華人在穆宣這個領域，還有很多

要向HI這樣的機構學習。

看到黎巴嫩這個禾場這麼大的需要，也有HI同工

說希望我以後來這裡長宣。但當我聽到如果要進行婦

女的聖經輔導事工，至少要花三年時間才能掌握好阿

拉伯語以便更好聽懂和表達時，一下子感到戰線拉得

太長，這個代價是我所付不起的。我知道自己最大的

熱情在於聖經輔導這個方向，內心很想一畢業就能馬

上學以致用，而不是還要花更多時間在學習和預備事

奉上。儘管如此，內心仍然持開放的態度，靠主保持對

聖靈和呼召的敏銳。

從我們的隊友的身上，看到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

方。有的人謙卑溫柔，有的很會組織策劃，有的很注重

禱告，有的是很善於處理具體和細微的事物，有的很

會歸納總結等等。每個人身上都可看到基督的榮美，

我為認識這樣一群同工而感恩！

自從進入神學院兩年半以來，我大部分時間在書

桌旁度過。有這樣一次機會出去看看真是非常感恩。

看到了神創造的奇妙偉大，看到祂自己的工作在穆斯

林世界超乎我想象地進行中，也看到自身的不足和缺

乏和神的憐憫包容。我們在熟悉的環境中是什麼樣的

人，到陌生的環境中還是這樣的人，並非飛到另一個

遙遠的地方就成了偉大的宣教士。帶著對自己弱點更

深的認識，我也立志在現有的各種處境中操練成為謙

卑可被親近、愛人要深而真誠的人。

我們教會附近就有很多穆斯林，我以前從沒想過

要接觸一下他們，打算以後盡力接近他們。也立志更

加珍惜接下來在校園裡一年半的時光，好好拓展自己

頭腦和內在生命的境界，以更好愛神愛人！這一切有

賴神的恩典和憐憫！深信「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

如利巴嫩的香柏樹」（詩九十二12）！

作者於2001年在國內讀大學時信主。2013年帶

領來到美國。2016年進入費城威敏神學院就讀道學

碩士聖經輔導專業。

婦女團契

黎巴嫩的香柏樹（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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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初，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去土耳其旅游，有很多看見、思考和感悟。土

耳其地跨歐亞，獨特的地理位置，迷人的自然風光，豐富的歷史古蹟，吸引著各國遊客。但我

所看到的土耳其和想像中差異很大，真是一個充滿驚奇之旅。

看見土耳其
文、供圖/黃明發

宣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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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文化色彩的土耳其

印象中的土耳其古老、落後；親身經歷的土耳其，不僅街道乾淨，而且商品豐富，包羅萬象。大巴札裡擺放的

貨品琳瑯滿目，有各式各樣的香料、乾貨、糕餅及飾品等，每一個市集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逛完。

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飲食。像各式的沙威瑪烤肉，各種精緻的糕點等，不但味香純正，價格也很合理，給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土耳其人很友善，會主動向我們打招呼，期盼交談；當地年輕人常常搶著與我們留影，年長的老奶奶也會很

開心和旅友一起拍照。百姓好客，即使是僅有一面之緣的外地人，也會邀請到家中作客；若是相談甚歡，甚至會留

客過夜。這樣的文化很容易搭起友誼的橋樑。

土耳其是極有藝術天分的民族，在生活中融合了中西文化。我們拜訪了一位基督徒藝術家，只見他拿著一個

小電鑽，當場揮手在銅片上雕刻，不用打底稿就能把腦中的美麗圖樣直接印刻在銅片上，實在是功力深厚。

土耳其文化深受拜占庭及奧圖曼帝國影響。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個層面來看，因豐富的歷史和地理

優勢，國民形成強烈的愛國心及民族意識，到處可見高掛的國旗，張貼的元首或國父肖像。

信仰變遷的土耳其

這次旅程是以啟示錄所記述的七教會所在城市為主軸，藉此了解土耳其。這裡有很多和基督教歷史有關的文

化遺產，很多聖經上的人物或地名如今依然找得到；然而，令人感慨的是，如今它卻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土耳其的人口約八千萬，99.8%自動被國家登記為穆斯林。按照約書亞計畫（https://joshuaproject.net/）的數

據，99.1% 的人為未得之民（Unreached Population）,福音派基督徒比例為0.04%。今天基督教在土耳其黯然失色，

和東羅馬帝國時代的盛行相比，不禁令人心痛。

伊斯蘭教是土耳其的主要宗教，全國有數千個歷史悠久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堡，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就有兩千

多間。我們參觀了幾間世界聞名的清真寺，如藍色清真寺（世界十大奇景之一），雄偉壯觀，都是地標性建築。

大巴札裏擺放的貨品琳瑯滿目，有各式各樣的香料、乾貨、糕餅及飾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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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參觀的啟示錄七教會所在城市，除了示每拿外，大部分已成廢墟或是沒落了，遊客只能從荒廢的劇院和其

他遺跡來想像當初的繁榮富庶。

例如，以弗所的廢棄劇院約可容納兩萬多人。據估算，當時城市應該有十二萬左右的男丁或家庭，至少有三

十萬以上的人口。是甚麼原因讓當時的昌盛沒落？為甚麼七教會中的示每拿如今仍保持繁榮景象？我想因為它是

兩個沒有受主耶穌責備的教會之一。 

我們在斷垣殘壁間走禱，默想神的話語，思考耶穌基督對教會的提醒，所感受到的震撼遠遠超過平日對啟示

錄經文的研讀。

令人驚訝的是，穆斯林導遊非常專業，可以深度介紹與基督教有關的文化遺產及歷史典故。記得導遊在介紹

「耶穌魚」符號時，詳細解釋它所代表的涵意：耶穌、基督、神、兒子及救贖主，並提到當時遭受極大逼迫的基督

徒就是用「耶穌魚」來辨識彼此的基督徒身分。

土耳其，這片有豐富基督教文化遺產的土地，如今成為重要的福音禾場。

愛學中文的土耳其

因為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土耳其旅遊業興盛，吸引了很多華人旅遊團，中文也很受土耳其人歡迎。行人常

以中文向我們打招呼，相當多的店員也都會簡單的中文對話。

一次路遇一位來自哈薩克的當地居民，從頭到尾用中文和我們交談，還很樂意帶路去附近一家好吃的中國

餐館。還有一位玉米攤的老闆，主動以中文跟我們搭訕，還拿起他正在學習的中文會話書本，試著找出對話題材。

另有一次在參觀聞名的地下水宮殿時（土耳其語：Yerebatan Sarayı，意為沉沒的宮殿），聽到一位當地導遊竟然用

流利純正的中文介紹景點！

短暫停留途經的小鎮，發現一家小店的每位店員都能講很流利的中文，她們都沒上過中文語言學校，全是從

當地的年輕人常常搶著與我們留影 參觀七教會所在城市的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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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人的交談中學習的。導遊說，如果每天有50部遊覽車，每部遊覽車有50個華人旅客光顧小店，店員每天可以

接觸兩千多位華人遊客，很自然就學會用中文做生意了。由此看出華人旅遊團是當地旅遊業的大戶。

在土耳其，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平民百姓，會講中文似乎給他們帶來很大優勢。這一次次場景令我們震撼和

難忘。在土耳其學中文是一個新趨勢，或許能開啟華人前往宣教之門。

教會依舊發光的土耳其

過去曾聽說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受逼迫，其實土耳其憲法承認宗教自由，可以傳福音，只是當穆斯林要改變信

仰，會面對來自社會及傳統的極大壓力。

我們有機會參加一個當地教會的禱告會，這原是安德魯牧師（Andrew Brunson）在犯罪率相當高的貧民窟鬧

區所建立的聚會點，聚會時教會敞開著門，教會同工常在門口發聖經給來往路人，常有路人受吸引進來參加禱告

和敬拜讚美，有人也願意接受同工們為他們禱告，不少人帶著聖經再次來到教會，開始尋求真理。

在土耳其，宗教團體受國家保護和管轄，基督教會也如此。一位土耳其牧師告訴我，他因為在首都安卡拉的

基督教機構服事很多當地的弱勢族群，備受矚目，所以政府派保安24小時保護他的身家安全。政府經常宣導宗教

自由的政策，國民已習慣彼此尊重及包容。

在兩個城市的禱告室禱告時，我們經歷神的大能與同在。在這個基督徒比例非常小的國家，能有這樣日以繼

夜不間斷讚美、呼求的禱告室，實在令人振奮。相信神要彰顯大能、施行拯救，讓更多的生命翻轉、城市改變、國

家復興。

很感恩受邀去伊斯坦堡的華人教會服事，對當地華人及教會有了進一步認識。牧師帶我們去探望會友，傾

聽老華僑分享在當地生活、工作、身分及事業的挑戰及心聲，當場為他們祝福禱告。這些教會目前都不大，相信

神要藉著日後一批又一批華人移民與遊客來幫助他們，彼此連接和鼓勵，繼續傳福音，完成神託付土耳其華人

的使命。

主啊，我們要能看見！

在充滿驚喜的土耳其之旅結束後，我再一次安靜主前，思考所見的一切。

看見土耳其基督徒比例非常低，學到如何開始為這個國家禱告。看見文化使命在未得之地的重要性，要用諸

般智慧，經由教育、醫療、扶貧、商業、旅遊等方式來影響當地人的生命。看見華人在這裡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

透過教中文建立關係，成為自然的切入點。看見四百萬敘利亞難民散佈其中，聽到他們的需要和吶喊。看見這麼

多基督教文化遺產值得參觀、體驗和學習，例如啟示錄七教會行程、保羅宣教旅程、三國一律行程等。看見土耳

其國家現況，宗教自由，簽證方便，生活費便宜等，都對開展宣教事工非常有利。看見神已經預備此地，福音的門

是敞開的，人心渴慕真道。看見當地教會、機構的困難及需要，他們正在等待耶和華的大軍支援。

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節記載：討飯的瞎子聽到耶穌要經過，就趕快呼求主的憐憫，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

耶穌面前，陳明他的需要——要能看見！當耶穌憐憫他，醫治他，讓他能看見之後，他就抓住了更重要、更寶貴的

機會，跟隨耶穌。

兩千多年前神讓保羅在特羅亞（位於今土耳其西北方）聽到馬其頓的呼聲，之後把福音傳到歐洲。自公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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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現今的土耳其，這裡的百姓等了一

千多年，他們在等候福音，等候有人在他們當中為主

作見證。今天我和旅友在同樣的地方切切禱告，求神

憐憫、幫助，打開福音的門，讓這裡的穆斯林百姓有機

會領受救恩，讓土耳其再次成為宣教的基地。

宣教，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主

啊，我們要能看見今後努力的方向，進而帶出行動。

期盼你也看見，同心來走錫安大道，藉著愛把未

得之民帶到神面前。願福音的大能更新古老絲綢之路

所經的每一個城市，好讓百姓同往聖山，歡欣靜候主

再來。

作者為「伯特利中心」（bethelrc.org）召集

人，喜愛旅遊、攝影及學習，與妻子柯素琴現居新

澤西地區。

在伊斯坦堡華人教會的服事

保羅在特羅亞聽到馬其頓呼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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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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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常受兩個問題困擾：一，做事雜亂無章，

事倍功半，缺乏力量，並感覺乾枯空洞，沒有喜樂可

言；二，雖然我已信主，但始終覺得與神距離遙遠，若

即若離，猶抱琵琶半遮面。明明知道神救我、愛我，並

且就在身邊，如同至親近在咫尺，但就是觸摸不到。打

個比方，比如父親為了養家去國外打工，每月第一天都

會按時寄錢回家，用於維持媽媽和我的生活。父親的

存在毫無疑問，他對我們的愛也無可質疑，但即使確

信他的存在，卻由於長久不能相見，總感到相距甚遠。 

從中學開始，我就立志將生命獻給主，並希望通

過事工幫助同胞，以此服事神。看到近一二百年間，中

國遭遇列強淩辱，百姓苦不堪言。我決心要幫助中國

富國強民，而擺在我面前唯一的路似乎就是拼命唸

書，將來通過自己的工作達成目標，也以此服事神。我

相信嚴格分工，於是禱告說：神哪，傳福音是牧師的

事，而我只要集中精力讀好書，將來以專業成就幫助

同胞，也榮耀你的名。其次，我不太喜歡讀聖經。當時

的我認為舊約有許多不合理的事，神好像很凶，打仗

時殺害了很多人，有孤兒和一些無辜的人……由此，開

始懷疑聖經的正確性，慢慢就將其束之高閣。但由於

生活需要，沒有停止禱告，每週也去教會敬拜，可總感

到沒有力量。

乾枯無力的人生

大學任教的第一年，我壓力極大，苦不堪言。學生

時有抱怨，說我講課有口音，加之一時沒什麼科研成

果，內心倍感苦悶。為了出成果，週一到週五下班回家

吃過飯後，又趕到辦公室加班。週六也整天在學校幹

活，甚至週日下午教會聚會後還要回校加班。時間和

精力都放在事業上了，無暇顧及家庭，太太常見不到

我，自然抱怨多多。我自己也不開心，生活既不平衡也

不喜樂。我求問神，現在生活沒有力量，毫無果效，問

題究竟在哪？我真怕努力一輩子，到頭來卻汲汲營營，

冤枉度日。 

一天，我和太太在屋外的草坪禱告，我們都哭了。

我說神哪，求你告訴我當怎樣行？恰逢當年夏天幾個

教會合辦退修會，我求神說，雖然很忙，但是我願意騰

出時間去參加，求你對我說話。於是，我和太太一起赴

會。奇妙的是，神的確藉此機會對我說話。祂給我一段

經文：「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

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

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十五4-5）通過講員深

入淺出的講解，我恍然大悟。之前，我認為聖經讀來枯

燥乏味，原來是因為我不懂該如何讀。聖經本是一本

很活的書，前後貫通，每個故事都有背景。在舊約裡，

神看似很凶，其實有其歷史背景和原因。所以，我首先

改變的就是每天讀經。其次，神說你要常在我裡面，才

能多結果子。我開始明白平衡人生需要各方面齊頭並

進。我決心聽神的話，不再嚴格劃分工作種類。除本職

工作外，還要與神親近，並盡全力傳福音。但時間有

限，我該如何平衡呢？我把擔憂卸給神。 

從退修會回來，我制定了新的時間表。週一到週

五的工作時間儘量不做其它事情。同時，神命令要我

過平衡生活的，家庭、讀經、靈修都需要時間。於是自

五點半下班後，我就不帶任何業務回家，求神掌管一

切。回家後，我邊看電視邊鍛練，約半小時。接著，洗

完澡，太太已經準備好晚餐。一家人和樂融融地就餐。

晚飯後，我洗碗，承擔些家務。太太則去探訪。之後，

我陪兒子玩耍，輔導他做功課，享受親子時間。儿子睡

后便是我們夫妻的時間。週六，沒有特殊情況，我不去

辦公室加班。主日更是分別為聖，與家人一起讀經、禱

告、靈修，共享家庭時光。同時，傳福音、帶領弟兄姐

妹查經，參與服事。我祈禱說：「神啊！現在我減少了

很多工作時間，但我是按你的教導，學習平衡生活，你

必看顧。」說來也怪，從那個夏季之後，我的學術成就

開始起飛。教學越來越好，學生很少抱怨我的口音了，

反而得了不少教學獎。學術文章一篇篇在學科頂尖期

刊上發表。縱觀教職生涯，成果最差的就是我每天晚

上和週末都跑到系裡加班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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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常在主裡面

有些弟兄姐妹問「常在主裡面，這概念很抽象，

是什麼意思？」讓我更進一步分享我的屬靈經驗。「次

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裡禱告。」（可一35）我向耶穌學習盡量早起，太太

孩子還沒起來，我就去到客廳唱歌讚美神，翻開聖經

靈修，我很享受這段與神親近的時光。

很多弟兄弟姐妹都說太忙了，很難早上起來禱告親

近神。學生、上班、帶孩子……都讓大家忙得喘不過氣。讓

我們來看看耶穌去曠野禱告前一天做過什麼事。

「到了迦百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

人。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

柄的人，不像文士。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污鬼附著。

他喊叫說：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來

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耶穌責備他

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

陣瘋，大聲喊叫，就出來了。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

問說：這是什麼事？是個新道理啊！他用權柄吩咐污

鬼，連污鬼也聽從了他。耶穌的名聲就傳遍了加利利的

四方。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

安得烈的家。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

耶穌。耶穌進前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熱就退了，他

就服事他們。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

說話，因為鬼認識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

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可一21-35）

首先在會堂講道，然後趕鬼，治病 (西門的岳母

病了)。天晚曰落時，給全城的人趕鬼醫病。耶穌忙

嗎？為什麼耶穌可以很早爬起來，我們不能爬起來？你

說「耶穌是神，我是人，人是有軟弱的。」但聖經不是

這樣教導的，耶穌是全人全神。衪沒有罪，但耶穌是會

累、會餓的，所以這個不成藉口。耶穌早起的第一個原

因是，耶穌很愛衪的天父，衪把最好的時間獻給神，就

是獻上頭生的，初熟的果子，一天最好旳時間。我們愛

不愛天父？我們唱歌時說愛神。如果是真的愛，為什麼

不能把一天最好的時間獻給天父呢？第二個原因，耶

穌早起去曠野是去充電，他知道一天很忙，需要充電

加油。原來耶穌早起，一方面是愛天父，一方面是從神

得力。這就是我的秘訣，怎麼過平衡喜樂的人生？就是

早上與神親近，一天效率會很高。我一天沒有靈修，就

像齒輪沒上油，很不暢快。

早上禱告的內容

下面我要給大家推銷一個「產品」叫「早上禱

告」。我要告訴大家它的好處，希望大家「買」我的產

品，早點爬起來禱告。我可能禱告二十分鍾，半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時間很快過去。也許大家會問，「那麼

長的時間，你禱告什麼？把我們教會弟兄姐妹的需要

列個清單，告訴耶穌嗎？」不是，早上禱告的重點不是

祈求。「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太六8）不要

效法外邦人，神比我們更知道我們的需要。可不可以

求？可以，但不用長篇大論，這不是早上禱告的重點，

重點是是讚美、擁抱愛我們的主。

我們看另一段經文：「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

說：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

事。」（太二十六10）一個猶太女人用很多錢買的香

膏，淋在耶穌身上。當時門徒的反應卻是「很浪費！」

如果我是門徒，也許我也會這麼認為。但耶穌卻說「你

們不要為難這女人，她所做的是件美事。」而且耶穌預

言，以後福音傳到那裡，這故事一定也傳到那裡。有沒

有兌現？我們現在不是聽到了嗎？（一笑！）所以擁抱

愛我們的主是早上禱告最重要的事，是件美事。

早上禱告的好處

早上禱告會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一，品格

的改變。「摩西手裡拿著兩塊法版下西乃山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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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29）有位姐妹曾經問我，「我還沒信主前感覺自

己還不錯。信主之後，聖靈光照，發現自己脾氣很大。」

她特別喜歡跟老公發脾氣，因為老公「面目可憎」。她

跟神禱告說「我是基督徒，不應該常跟老公發脾氣。」

才禱告完，看到老公進門，一副面目可憎的樣子，立刻

又對他發脾氣。她問我有沒有什麼改變性格的秘訣？

我教她早起禱告，擁抱神。」神作奇妙的工，用祂的兒

子來代替老我，舊人脫去，穿上新人，這新人是按神的

形象所造的。（弗四20-24）所以很鼓勵弟兄姐妹早起

享受主的同在，老我就跑走，神以自己的形象來代替。

每天早上禱告，是屬靈生命改變成聖的重要秘訣。神

跟我們親近時，祂給我們脫胎換骨了，以衪兒子的形象

來代替。摩西從西乃山下來，臉上發光，猶太人怕看

到，就用帕子遮住才跟他講話。摩西的光是他自己的

嗎？不是他自己，是神的。我常說笑：姐妹們，不用買

化妝品了。花錢買化妝品只是買個希望，早一點爬起

來有神的榮光，會更漂亮。

世上的基督徒可以大概分為兩大類:一種說自己

是基督徒但不像，另一種不說，但跟他接觸了就知道

他是基督徒。為什麼同是基督徒，卻有兩種不同表現？

因為後者有神的榮光，屬靈的香氣。 

早上禱告的第二個好處是禱告有力。「你們若常

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十五7）香港有一個「黃大

仙」，招來的廣告是「有求必應」。神是「黃大仙」嗎？

神不是說「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這句話是有條件在先的，「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

你們裡面」。如果我們常在衪裡面，我們的心意就被神

改變。知道神的旨意，禱告便很有力量。 

有位牧師在教會裡講到早上禱告的好處，呼籲會

眾早上起來禱告。教會裡有位老媽媽很受教，回家開

始操練，幾個禮拜後跟牧師說「感謝你講的那篇道，我

開始每天早上禱告，我有幾個禱告多年不見成就的事

項，過去幾個星期都有成就了」。老媽媽習慣早上禱告

而且很喜歡，禱告很有力量。為自己的祈求都兌現了，

以後除了讚美神，還求什麼？神給她一個感動負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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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有些慕道友，來教會很多年一直沒信主。她禱告說

「神啊！請你興起有恩賜有口才的弟兄姐妹，去跟慕

道朋友談福音，希望他們能信主。」這樣禱告幾個星期

後，她跟牧師說「牧師，這回不靈了，沒有人跟慕道朋

友談福音，他們還沒有信主。我心裡焦急。」牧師回

答說「老媽媽，沒人傳你就自己去試試吧。」老媽媽

很受教，勉為其難打電話給幾個慕道朋友，約好探訪

時間。老媽媽去探訪，開門見山就說「我為你禱告好

久，希望你信主，我也禱告神派有口才的弟兄姐妹跟你

傳福音，但沒人來。我老媽媽沒口才，不會傳福音，只

會禱告。牧師要我來，我不會說，我只希望你信主。」很

奇妙！這位慕道朋友一聽，就流淚說「我願意信主。」不

只一位，好幾位慕道朋友都是這樣信主了。這就是禱告

的能力。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首歌叫「中國早晨五點

鐘」。現在中國有很多人接受福音，我相信其中的原因

有不少愛主的弟兄姐妹很早起來禱告，為中國的教

會、為福音、為中國領導人、為國家的未來禱告。他們

用早上最好的時間來擁抱主，為祖國禱告，我相信這

是現在中國福音興旺的一個原因。我們願意效法嗎？

早上禱告的第三個益處是靈裡的滿足。保羅說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得著基督。」（腓三8）保羅是很有學問的人，

用現代的標準說，他大概有兩個博士學位。但是他說

博士學位不要了，因為我的瓶子是有限的，我要用空

瓶子裝最好的，就是耶穌基督，衪為至寶。早上禱告能

幫助我們成聖，改變我們的性格，使禱告更有力量。

擁抱愛我們的耶穌

很多弟兄姐妹有個錯誤觀念，就是給自己設定人

生目標，平常靠自已忙來忙去，事情卻辦不了，遇到問

題就說「神啊！請你出來一下，幫個忙。」問題解決之後

就說「神啊，謝謝你，回去吧，下次再見。」神好像淪為

我們的工具，有需要才請神出來幫忙。神是生命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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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生命的最終目標。萬有是靠著主耶穌而立的，我們

脫離了祂，抓到的只是空虛。就如所羅門在《傳道書》

所說的，「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傳一14）如果沒有

神，就是得了諾貝爾獎，最多開心幾個星期就差不多

了。反之，當我們抓住神，生活每個環結都有喜樂，都

是一種享受。

勞倫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是法國人。從

軍打完仗後，投靠修道院。修士們說他學識不高，派

他在廚房為大家燒飯，修士們卻去聖堂唱詩歌抄聖

經。過了幾個月，修士們跟他談話，發現他很有屬靈香

氣，問他屬靈秘訣是什麼？勞倫斯說「很簡單，無論做

什麼，都是抓著神去做。與神一起炒菜，菜炒得香，讚

美神！擦地與神一起擦，擦得乾淨，讚美神！」他在生

活的每個環結抓住神，所以他享受生活。保羅說「生

命的至寶就是主耶穌」，早上禱告的最終目的是沒有

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擁抱我們生命的主，每天

從神得力。

再分享一個來自一位牧師的見証給大家。在一個

冰天雪地的冬日，有一批傳道人和牧師在旅館開退修

會。在場有位老牧師，年青的傳道人跟他談話，發現老

牧師很有屬靈香氣，就請教屬靈秘訣，老牧師建議等

大會結朿，另找時間分享。終於，他們在旅館的客廳圍

圈坐下，旁邊有火爐，很暖和。老牧師說：「我傳道有

40多年了。剛開始每天很忙，服事很多人，晚上回來很

累，想休息一下，看看聖經。我兩個孩子，蹦蹦跳跳，精

力旺盛，白天服事多，晚上又不能休息，實在很累。有

一天他靈機一動，讓太太管孩子，自己晚上八點就睡

了。他半夜兩點起來，家人都睡了，他一個人坐在窗

邊，很享受這段安靜的時間。

有個晚上他靈修讀到《詩篇》「我的心哪，你要稱

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詩一

零三1）希伯來原文「稱頌」有祝福的意思，靈修時間不

只是看聖經，是可以跟神對話聊天的。他說「神啊！我

怎麼祝福你呢？萬有是你創造的，我是你造的，我的需

要也是你供應的，只有你祝福我，我怎麼可能祝福你

呢？」他問神，神讓他看到一幕，他的兩個孩子跑過來

擁抱他。突然他明白了，孩子是我生養，一切由我供

應，他們可不可以祝福我呢？可以，他們來抱抱我。老

牧師說到這裡，一位年輕傳道再也忍不住，站起來一口

氣跑出旅館，外衣也沒穿，在冰天雪地中大喊「耶穌，

請原諒我！我每天服事，卻忘記來抱抱你。」他整晚走

在冰天雪地中，求神原諒，雖然沒穿外衣，卻沒有著

涼，因為他的心是火熱的。從那天起，年青傳道的服事

就不再一樣了。 

弟兄姐妹，我們想服事得更有力量嗎？買我推薦

的「產品」，早起來擁抱愛我們的主把。用最好的時間

來擁抱祂，祂就改變我們，使我們越來越像祂。「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

麼。」（約十五5）

作者為基督使者協會副會

長，國際商務博士，南卡羅萊納州

大學教授、與妻子郭偉英多年致力

於校園中國學生學者福音工作。郭

博士出版了一系列門徒訓練的

DVD：《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如何有效

傳福音》，《如何有效帶查經》，《四傳模型：同工

領袖訓練》以及《門徒小組研習課程》一書，幫助推

廣門徒訓練。郭博士經常被邀到美國和世界各地華

人教會帶領門徒訓練及福音、培靈、宣教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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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名言的省思

「作對的事情，比把事情作對更重要」。這是管

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名言，指企業、組織在日常管

理上除了追求效率速度，更應重視決策的品質和正確

的目標與效能；杜拉克也說:領導是作對的事,管理則

是把事情做對。

杜氏的原意並非要我們只重決策而輕執行，但在

職場中這句話可能被解讀成,領導階層決定什麼是「

對的事情」比較重要，至執行的方法、步驟與嚴謹性則

變成次要。尤其當所做的事「缺少亮點」的時候,的確

會引導組織偏重決策的重要性，而忽略把事情做對的

價值與必要性。

另一個盲點是，「國王人馬」往往仗著「做對的事」

，一味強調政策的正當性，拿一紙命令當令箭，卻不重

視執行的技巧與配套措施，也忽視與平行和執行單位

的溝通；在此情況，在上位者容易變得驕傲，只執著於

自己在「做對的事」，不在乎有沒有能力，或用對的方法

去「把事情做對」,往往半途而廢或以失敗收場。

我們認為，在今天的政府單位或職場裡,無論上

級的決策是否高瞻遠矚、公司的目標是否激勵人心，

當有人願意耐心傾聽，甚至遠離人群，避開鎂光燈，在

作對的事情，更要把事情做對
文/陳約翰

靈命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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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處加班，去思考如何把事情作對時，應當稱許，

團隊中有這樣的成員,值得喝采與掌聲。因此無論從

領導、管理，或執行的效能而言，個人和組織都應抱持

「作對的事情，更要把事情作對」的態度，才是全備

的執行策略和完成任務的真功夫。

作對的事，事情卻沒作對

聖經記載了神的僕人在領受神的旨意「去作對的

事」之後，卻用錯方法「沒把事情作對」，結果令人扼

腕的例子。

亞伯拉罕與夏甲生出以實瑪利

亞伯拉罕娶撒拉為妻，但撒拉不生育，亞伯拉罕

無子，然而神應許他將有後裔。那時亞伯拉罕85歲，撒

拉75歲，惟亞伯拉罕沒耐心等候神的應許實現,反而聽

從妻子撒拉的話，與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實瑪利。亞

伯拉罕用了人的力量和屬世的方法，來完成神的應許。

保羅說順從血氣「情慾」就會生出忌恨、惱怒、紛爭、

嫉妒等類的事。(加五16-21)

摩西擊打磐石出水

出埃及記中摩西曾兩次擊打磐石出水。第一次摩

西依照神的指示，在何烈擊打磐石，磐石有水流出，百

姓就有水喝。第二次以色列會眾又沒水喝，他們就聚

集攻擊摩西亞倫，神曉諭摩西說：「你拿著杖去和你的

哥哥亞倫招聚會眾，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發出水來；

水就從磐石流出來...」。但摩西氣極了這些背叛的人，

就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果然許多水流出來，會眾

和他們的牲畜都喝了。但事情沒有結束,因為這次神只

要摩西「吩咐」磐石流出水來，並沒有叫他擊打磐石。

但摩西仗著前一次的經驗，加上惱火百姓忘恩負義，

就擊打了磐石兩下。摩西犯了錯，神因此不准他進入

迦南美地。（出十七1-6；民二十10-13）

作對的事,更要把事情做對

大衛王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上帝卻不許大衛蓋聖

殿。耶和華對大衛說: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

是戰士，流了人的血。但耶和華應允大衛說:「你的兒

子所羅門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為我揀選他作我的

子，我也必作他的父。他若恆久遵行我的誡命典章如

今日一樣，我就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代上

二十八2-7）大衛在得知上帝的心意後,並沒有一意孤

行，執意要贏得建造聖殿美名，但他卻為建殿做預備，

積聚材料，去做對的事，成功不必在我,不是照自己的

意思，而是順服神的心意。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承接

耶和華的旨意,就在大衛先前指定的地方開工建殿。

他動員龐大的人力和督工，準備各樣的建材與工匠，花

了7年半時間，建造「高大出奇」的殿宇，建築的各樣

尺寸極其精準，材質盡皆美輪美奐。(代下2-3章)所羅

門王向耶和華神獻聖殿時，「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所羅門王執行上帝所

喜悅的事，運用上帝賜給他的智慧與謀略，把建殿的

事做好做對。

聖經以斯帖記記載，王后以斯帖從叔父末底改那

裡得知亞哈隨魯王下令滅絕猶大人的事情，冒險求見

國王的經過。「豈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就是為了今

天的機會」？以斯帖為了拯救同胞，接受叔父的忠告並

下定決心:「我若死就死吧」！雖知有殺身之禍，但她

明白這是當作之事。當她冒死得著見王的機會後，靈

巧地求王設宴並邀設計滅絕猶大人的大臣哈曼與宴，

以斯帖並當著王的面揭穿哈曼的奸計，王疼愛且相信

以斯帖，於是下令賜死哈曼，以斯帖和末底改聯手救

了猶大同胞，免除猶太人被滅絕的命運。以斯帖記是

神偉大救贖計畫的曉諭，也彰顯神的預備。看似一連

串的巧合，都是神為了保全祂的子民而介入。而以斯帖

在得了王后的位份後，仍順服聽從叔父末底改的話，

果敢承擔，但她也有智慧、能力，懂得臨機應變，步步

為營，把事情做對，完成上帝交在她手中的工作。

美國林肯總統在爭取通過廢奴法案的艱鉅過程中

曾說:廢奴是一個遠大的目標,就像閃亮的北極星,但光有

北極星指引你方向是不夠的，你需要方法技巧翻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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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繞過峽谷、穿越河流，避開兇險,才能到達你的目的

地。現實生活中，人若想打官司，再有勝算，還是要照程

序走，因為法律規定「程序不符，事實不理」。這些經驗

告訴我們，對的事情，需要用對的方法去做，才能把事情

作對，才能完成所交付的任務。

決策有瑕疵,但想辦法把事做對

2016年上映的一部電影《絕命救援》(The Finest 

Hours)描述1952年冬天在美國東北新英格蘭外海

Pendleton油輪遭巨大風暴打斷成兩截，船員死裡逃

生的真實故事。駐地海岸防衛隊在接到求救訊號後,

小隊長Birnie Webber 奉命帶著3名隊員，駕著救生艇

在極端惡劣的天候下前往救援；同一時間Pendleton 

油輪上的輪機長Ray Sybert在船身斷裂、船艙進水、斷

電的絕境中，找尋生路。前者聽命於上級指揮官(按：

當指揮官下達命令時，全部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的決定,簡直是一個自殺任務)，甚至傻呼呼地衝進捲

進防波塊的巨浪，在失去羅盤的情況，硬是找到失事

的油輪。後者Sybert在船長決定棄船，下達用逃生艇

逃生的指示時，卻跳出來向大家證明逃生艇在30秒內

即被巨浪打得粉碎。接下來他指揮船員用鋼樑做成舵

來操縱船身,幾經波折後總算把油輪推上暗礁，等待

救援。電影情節巧妙安排，對照前者順服忠心，但使用

海岸的知識與航行技術與經驗，執行上級交付的任

務；而後者果斷地承擔責任，運用航海的知識，靈巧像

蛇，且以無比的勇氣，在絕處中沒有放棄，兩人都能在

決策有瑕疵的困境中，堅持「把事情作對」，終能救援

32條船員的生命。

基督徒生活在屬血氣的世界中，不可避免地會承

受上級長官用心良善，卻不夠周延的決策，就像在電

影絕命救援的情節一樣，但究竟是拒絕聽命，還是執

行命令？我們會陷入兩難。感謝主，因為擁有基督徒

的位份，我們可以藉著禱告祈求上帝賜下屬神的智

慧，去分辨決策是否合神心意？若是，我們便憑著信

心，相信神將賜下力量與機會，幫助我們去完成祂的

事工——「作對的事情，並且能把事情做對」。這是可

證的，因為聖經告訴我們「…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

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

耶穌是完美典範

父神是創始成終獨一的創造者與計畫者，而耶穌

基督是天父計畫最佳的執行者。主耶穌在面對十字架酷

刑的時候，曾經痛苦與掙扎，甚至說「父啊！你若願意，

就把這杯撤去」，但人子明白父神的心意(「然而，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二十二42)；祂不

怠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約五17)；祂放

棄神的尊榮，甚至捨己，就是要忠實地完成父神的計

畫。）(「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

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腓二6-8)耶穌執行天父的計畫，成為我們「作

對的事情，更要把事情做對」完美的典範。

基督徒凡事倚靠神，為人處事帶著屬神的亮光，

馴良如鴿，靈巧像蛇，時時預備好自己,成為合神使用

的器皿，得到上級授權時謙卑不急躁，危機來臨時冷

靜但剛強,憑信心把事情做好作對。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

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詩

九十17)

作者在美國各大城市工作多年，2008年於芝

加哥惠頓華人宣教會受洗，工作期間帶領團隊辦理

多次大型活動，並進行組織管理改造，善用目標與

時間管理，以聖經話語激勵組織與同事。相信「用

愛領導」在主沒有難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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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者聽者都是信息

自從信主以來，聽的道可是不少！除了主日敬拜，加上退休會，夏令營，各種特會…所聽

的道真是不勝枚舉。不久前，我和妻子參加了美國基督徒心理輔導學的年會，一連三天， 聽

了不少名牧的講道。我問妻子說：「去年我們也參加了年會，妳還記得那些講員的講道？」兩人

還真煞費苦心互相提醒的想了半天，但我們共同的答案是能記得的講道真是少之又少。但有

文/吳宏為

靈命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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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是，對一些「講道者」的印象倒是「記憶猶新」。還記得有一年Joni坐在電動輪椅裡緩緩推進到講台中央的情景，

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接著傾聽她娓娓述說50年來她在輪椅上的日子，掙扎流淚，但不失盼望也不孤單的見證，在安

靜的會場看到的是無數會眾拭淚的畫面，令人興奮的是神居然使用一個全身癱瘓的人成立了Joni and Friends 的宣教

團體來傳遞祂愛的福音，帶給世界各地的殘疾人士希望和藉著輪椅帶來的活動力(mobility)。

或許Joni只是個特殊的例子，但每當我想起與一些牧長同工的經歷，他們言行的點滴，所傳遞的信息，至今仍

然歷歷在目。有位牧者常以微薄的薪資資助窮苦急需的學生，當時我還勸他說:「牧師啊，您家有妻小還是留著自己

家用吧！」牧師淡淡地說：「離開上海到香港，我全身只有5元港幣，現在月薪是500美金，神賜的不是大大的超過了

百倍嗎？」這句話對我影響之深遠勝過許許多多講台上講奉獻的信息。所以，有句話說「Messenger is Message」，傳

講者本身就是傳講的信息。這句格言其實也適用於每一聽者，在基督徒的環境裡，檯面上的人物或為講員，或當領

會，或作領唱...只是比較「聚焦」也比較引人注目罷了。我的父親常對我說：「認識一個人就像讀一本書一樣。」因

為每個人都有個故事，都帶著信息，舉手投足之間，在說話時，在人際互動中，或多或少都傳遞了「我的信息」。所

以每一個基督的跟隨者其實都是「傳道者」也都寫了一本「傳道書」。 

傳好是學聽好是教

回憶在我所認識的「講道者」中，對我聖經的學習深具影響的是那些教我「如何挖寶」的牧長和老師們。聖

經就像一座「寶山」，聽他們講道，上他們的課，那真是「如沐春風」絕不致於「如坐針氈」「看時對錶」，總覺得「

意猶未盡」激起自己多去學習的興趣和動力。也許一個問題，一個字的解釋，一個理念的傳遞，個人的小故事，甚

至一個畫龍點睛的笑話，就如同給了你探索寶山的指引。艱難的經文頓時豁然開朗，在幽默的言辭中帶著人生的

智慧。更有益的是，在信息裡他們也提供了一個經文整體性的框架，讓你對經文的理解「能見樹又見林」。How-

ard Hendricks曾說：「教得好是學，學得好是教」(Good teaching is learning, good learning is teaching)，真是說出了

當一個「講道者」隨時的警惕。因此，信主多年之後，當自己也有講道的機會時，更體會到真是難為人師！每當自

己講道或講課，聖經也好，專業的理化課也好，總是「戰戰兢兢」。除了準備，在課堂中觀察體會學生與班友們學

習的回應更加敏感，也隨時體察聖靈(paraclete旁立者)的提醒。當一篇講章慢慢成形時，常提醒自己「教學相長」

的道理，也自問「你自己聽了也會受感動嗎？」 

曠野之聲施洗約翰

再說，怎樣的傳講才能「扣人心弦」呢？施洗約翰的傳講提供了許多令人深思的脈絡。 

首先我們看到他的「人」，施洗約翰雖出身祭司家庭，但他謙卑地自稱自己只是「曠野的聲音」，《馬太福音》

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三3）。「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

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三11）施洗約翰很清

楚知道他自己傳道的職分。 

其次看到他傳講的信息，「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三8）他直指當時人心的需要。《約翰

福音》中說：「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29）對當時的猶太

人來說，「上帝的羔羊」所代表的意義與舊約獻祭的關聯是眾所周知，施洗約翰的信息簡單而有力，人人可以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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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並且指出「上帝的羔羊」就是耶穌，是他傳講信息的中心。  

所以，施洗約翰的講道有「吸引力」，有「穿透力」，有「震撼力」。即使講者在曠野，人們都出城來聽，許多

人悔改受洗。在現今的世代，我們需要像這樣的傳講者，這樣的講道。施洗約翰的講道也提醒我們當聽眾的，「心

預備好了嗎？對基督有那樣的渴慕嗎？」這樣，說的聽的才能深深經歷神話語的「吸引力」，「穿透力」和「震撼

力」了。

傳講聽講互為表裡

傳講是「表」(Word expressed)，聽講是「裡」(Word internalized)。儘管傳講者盡心盡力，苦口婆心的傳講，

若聽者已經先入為主關住了耳朵，再好的信息也被屏蔽了。所以傳講信息必須「表裡一致」，說的表達清楚，聽的

深入心裡。

以傳講馬太福音中的信息為例，信主的朋友們大概都讀過聽過，都知道其中一些的故事或令人喜愛的經文。

有人會說：「馬太福音…都讀過好幾遍，聽過好幾遍了!」反而成為「涉水不深」「未得堂奧」的原因。舉一例說明，

我們若探討為什麼馬太寫這本福音書，怎麼選材，如何組織，他想傳遞的信息是什麼？(author’s intent)，就會讓我

們大大的驚奇這樣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發現更多的「亮光」，對所熟悉的經文也能「串」起來得出新的領會。所

以，在傳講中，在聽講中，研經要有「整體性」「歷史性」和「連貫性」。有「整體性」才不致於「見樹不見林」，有

「歷史性」才能在當時的時代，文化背景中去理解作者的本意和經文內涵的來龍去脈，有「連貫性」才能從經文

中互為印證找出可以運用的原則了。這些基本「如何挖寶」的原則太寶貴了！初信也好久信也好，傳的也好聽的也

好，要長進就要懂得「覓食尋寶」。或許過去教會的經歷沒有這樣操練的機會，但如今資訊的發達，信徒有極大的

自由和寬闊的學習空間，讓我們學習的心態不再侷限於過去的模式，能學到「如何學」「如何釣魚」，當自己「釣

到魚」或在課堂上，分享中，與大家一起「捕到魚」「挖到寶」時，那是極為興奮的經歷。

「如鹿渴慕溪水」是一首常唱的詩歌，盼望我們從「講者，聽者的心態」，「如何講，如何聽」，「聽什麼，講

什麼」的反思中，對「聽道」和「講道」有更新的評估，因此對神的話真正的作到「如鹿渴慕溪水」經歷神話語的

大能和喜樂。 

作者來自台灣，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系獲史丹福大學博士。吳弟兄曾任職化學

廠及藥廠產品研發實驗室主管。退休後任密蘇里浸信會大學校董兼生化客座教授。其

妻子陳安姐妹畢業於聖路易聖約神學院專攻心靈關懷與輔導。目前二人在研經，情緒

健康，婚姻與家庭方面服事教會弟兄姐妹。



51SPRING 2019

文/何任

筆者在牧會當中接觸到一些信徒，雖然信主多年，但是生命卻沒有成長，猶如得了「巨

嬰症」，雖然看起來是成人，一言一行卻還是屬靈的嬰兒。他們對於信仰的瞭解非常膚淺，也

不清楚自己是否重生得救。追根溯源，原來是教會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犯了「速食主義」的

錯誤，信徒只需要頭腦里認同一些關於神的道理，就很快宣佈他們已經得救，為他們受洗，並

靈命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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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求他們認罪悔改，生命改變。速食主義造成一個

現象，就是表面上教會熱熱鬧鬧，紅紅火火，很多人決

志、受洗，但是受洗以後流失率也高；即使信徒留在教

會，也得不到足夠的栽培和牧養，因為教會的重心是

在慕道友上。所以信徒成長非常緩慢，生命依然軟弱；

甚至一些基督徒仍然生活在罪中，不能活出榮耀神的

樣式。久而久之，就成了「巨嬰」!

速食主義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因為當代的文化

就是追求速成，教會也受到這種文化的衝擊。在20世

紀四五十年代，被稱為那個時代的先知陶恕牧師就敏

銳地看見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教會的領袖在開展事工

的時候過於急躁，結果反而令人們無法更深、更快地

認識上帝。多數教會都忙於搞各種膚淺的活動，沒有

引人真正認識上帝。1 時間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速食

主義的情況並沒有改變，教會需要重新反省、檢討。

若不及時改正，長此以往，教會在集體層面將失去對

這個時代的見證，並且不能將寶貴的福音完整地傳給

下一代。在個人層面，一些「信徒」可能並沒有真正得

救，若教會繼續實行速食主義，宣佈他們得救了，實際

上是對他們的靈魂不負責任，以後如何向神交賬？我

們需要繼續不斷大聲疾呼，在教會界展開更深入廣泛

的討論。

雖然不少教會的領袖看見這個問題，但是在實際

牧會的層面，由於沒有仔細反思如何採用不同的方

式，所以不知不覺中還是沿用教會慣用的做法，就又

往往落入速成主義當中，沒有改變和突破。所以筆者

想分享一些具體可行的辦法，和大家一起切磋，以求

展開討論，拋磚引玉。

傳福音時看重生命

傳福音時我們需要認識到，信主是一個激烈的

屬靈爭戰，也是人的生命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

個曠日持久的爭奪靈魂的過程。一個人已經習慣自己

作主幾十年，要將生命轉向由神作主是非常不容易

的。所以不要追求屬靈的「大躍進」，而是要準備好打

「持久戰」。

教會在傳福音時應該注意不要給人一種印象，讓

他們覺得福音就是做了決志禱告，就得救了，拿到天

堂的門票，萬事大吉！不要太快就宣佈「你得救了」，

因為很多人在做決志禱告的時候並不真正清楚福音。

所以不要太快給信徒施洗，而是要確認他信主並不是

感情一時衝動，而是在理性上也已經想清楚了。教會

要預備好繼續花時間教導，把全備的福音講清楚，而

且不要怕講信主的代價。筆者建議採用《耶穌所傳的

福音》2這本書，本書的重點包括，福音要求人重生、悔

改、真信心、作門徒的代價、基督的主權等。學完這本

書後，信徒就會對福音有比較全面準確的瞭解。

在信徒願意信主之後還要繼續觀察，真正看見生

命有變化，才給他們施洗，有的人可能要等一兩年才

受洗。觀察信徒生命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他是否

願意順服神的話。雖然他不見得馬上可以做到，但是

起碼他要有願意順服的心，即使神的話他暫時不理

解，或者做起來很有難度，但是他還是願意順服，這是

重生的信徒非常重要的一個品質。

門徒訓練時注重陪伴

門訓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信徒生活里建立靈

修、禱告、讀經的習慣，越早開始越好。靈修是吃早

飯，禱告是呼吸，讀經是吃晚飯。一個人若沒有呼

吸、吃飯，就會有生命威脅；同樣，一個信徒若沒有

靈修、禱告、讀經，屬靈的生命也會奄奄一息。這不

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而是關係到信徒生死存亡的

大事！但是教會的普遍現象是信徒雖然信主多年，卻

仍然不懂靈修，很少禱告，更遑論讀經。筆者建議教

會從信徒決志之後就開始教導靈修、禱告，可以採用

《初信靈修30天》3。該書有非常好的指引，具體地、

手把手地教導初信的信徒如何用聖經來禱告。坊間

也有其他一些用聖經來禱告的書籍，大家也可以參

考。用聖經的話來學習禱告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方

面可以熟悉經文，另外一方面也可「禱之有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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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詞等等。

具體做法是用一對一陪伴的方式，成熟的信徒帶

領剛剛信主的信徒一起靈修、禱告，一個星期最好有

幾次，盡快建立信徒靈修禱告的習慣。這樣在剛開始

比較費時費力，但是一旦信徒可以自己靈修、禱告，那

麼他遇到問題時就能自己來到神面前，神會親自牧養

他，他的問題往往就迎刃而解。若信徒沒有來到神面

前來的習慣，遇到困難凡事都要找牧師或者別人幫

助，那麼教會的牧者和領袖就會疲於奔命，到處充當

救火員，其實耗費更多資源。

其次，要帶領信徒扎實地讀聖經一遍。讀聖經不

僅僅是知識，而是頭腦和心的結合。在帶領讀經時，

需要聖靈的開啟和感動。讀聖經需要屬靈的領袖來陪

伴。在信徒建立好靈修的習慣後，教會可以開始帶領

大家每天讀經，然後根據經文靈修，並且分享靈修的

心得。可以建立微信群，讓信徒一起分享讀經靈修的

體會，互相鼓勵。

全面重建「三觀」

在主日學里，除了一般的聖經課程以外，教會也

要信徒建立全新的符合聖經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

觀。重建信徒的「三觀」非常重要，因為信主的實質是

對原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三觀」的拆毀，所以教會一

定要重新建立一套系統的「三觀」，來指導信徒的靈

命。否則，他們遇事還是會用信主前的方式處理，和未

信主的並無分別。

價值觀，就是什麼是重要的、有價值的。信主前

的價值觀是屬世的，將功名利祿視為最有價值的事。

信主以後，神是最有價值的，將耶穌基督看為無價之

寶，其餘一切攔阻我來到神面前的事物，都要小心不

要成為偶像。人生觀，就是要認識我們在基督里的寶

貴身份地位，並且確信神給每一信徒的人生是有計劃

的，有使命的。我們的人生不在於自我實現，而是要實

現神給我們的使命。世界觀就是信徒如何看這個世

界，如何在這個世界安身立命，如何活在世界，又不屬

於這個世界。包括在職場活出神的見證，如何建立符

合聖經的觀點，來透視世界的各個方面，如政治、經

濟、文化、娛樂、科技，等等。

另外，教會還要注重在生活當中陪伴信徒，特別

是在信徒的生命當中遇到重要的挑戰之時。牧者或其

他的屬靈領袖可以手把手地教導鼓勵信徒活出聖經的

話語，拆毀舊的價值體系，活出屬神的「三觀」。這對

信徒的靈命會產生影響一生的效果。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從傳福音開始就注重生命，

不急於求成，而是要信徒清楚明白代價，並且生命有

改變；在信徒的成長過程當中，陪伴他們靈修、禱告、

讀經，在生活的層面也陪伴他們活出信仰；最終的目

的是重建信徒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這樣做一定

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可以建立信徒，但是這個時間

是值得的。筆者希望借著這篇短文，可以讓更多的教

會領袖一起討論並實踐，扎扎實實地建立信徒的生

命，才不會愧對神托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備註：

1 詹姆斯•斯奈德著，曹真諍譯，《陶恕傳》，蘭州

市：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版，第5頁。

2 麥卡瑟著，蔡麗芬譯，《耶穌所傳的福音》，美

國洛杉磯：麥種傳道會，2010年版。

3 台北靈糧堂裝備中心編輯小組，《初信靈修30

天》，台北：台北靈糧堂，2006年版。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在北美留

學時信主。道學碩士畢業後，和先

生一起植堂。



新鐵証待判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C1-15) 售價 $13.50
 

這是《鐵證待判》的增訂本。作者麥道衛為基督教信仰提出更

多有力的歷史證據，幫助21世紀的基督徒,更明白聖經的無誤,

更有力的護教，868頁。平裝書。

為何我信 The Reason Why 

(C1-43) 售價 $1.00

這是一篇引人入勝的福音信息，它曾經幫助許許多多人認識主

耶穌基督，並接受祂作為個人的救主。

進化論的死穴 Evolution’s Achilles’ Heels book

 (C2-47, 售價 $5.00) and DVD (J1-47D, 售價 $3.00)

十五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闡釋了進化論主要理論支柱中的

致命缺陷。

前車可鑒：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C6-13) 售價 $7.00

《前車可鑒》是當代基督教卓越的思想家、有知識分子宣教士

之稱的法蘭西斯•薛華博士的巨著。

此文字事工純屬事奉性質。

除支付所購書款之外，

建議採用者憑愛心奉獻，

以協助有關事工經費。

     美國國內，加拿大訂閱簡體版書籍免費電話1.888.999.7959  

     電郵：crm@afcinc.org 電話：717.687.8564 ext. 6 傳真：717.687.6178 或 717.687.8891

     歡迎上網瀏覽：www.ChineseResourceMinistry.org 

掃二維碼

進入網站



漫畫聖經故事：舊約（上篇）Action Bible  (M5-1)  售價 $9.50

漫畫聖經故事：舊約（下篇）Action Bible  (M5-2)  售價 $10.50

漫畫聖經故事：新約 Action Bible  (M5-3)  售價 $8.50

《聖經》「新約」中的英雄人物和故事被這本色彩豐富的《漫

畫聖經故事——新約》生動地詮釋。通過精美的美式漫畫構

圖，「新約」中的事件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被呈現出來。簡明的

語言和生動的圖畫使得這本書容易為所有年齡層的讀者接受。

 

燃燒吧！大學魂 Thriving at College

 (M6-15)  售價 $6.00

本書作者查迪克從家長和教授的角度出發，提供睿智、合理

又實際的指引，幫助大學新生及其家人預備並適應伴隨大學

生活而來的無數轉變。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Do Hard Things 

(M6-12)  售價 $5.50

本書作者用自身的經歷給出了五種錘鍊青少年成長的建議，

走出安樂窩、精益求精、團隊合作、持之以恆、潔身自好等

方面來幫助迷失的青少年重新被興起，作光做鹽。

寫給教會的信 Letters to the Church

(D9-12)  售價 $10.00

本書是陳恩藩牧師迄今為止最有力量的一本書，他深深扎根於聖經真理，回

顧自己牧會歷程中的失敗經歷，展望教會的願景，透過很多真實的故事，讓

人看到上帝如何使用最普通的人來改變這個世界。

願將一生獻中國：戴德生晚清紀事 Go for Me to China 

(E1-21)  售價 $5.50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一位英國的年輕人——戴德生（1832-1905），心中懷著

對中國人民的深深關切和掛念。他訓練自己過簡樸的生活，以便有朝一日能

夠來到中國，幫助這裡的人們。

 

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D6-30)  售價 $6.00

不認識至聖者，我們就進一步失去了宗教敬畏感和上帝的同在感。當一介凡

夫，有了把神當神、讓主作主的真信仰，就能夠以天上的光芒照亮人間，並

且以永恆的真理切入時間。



56 使者

破碎的童年

我自少在一所基督教聖公會的學校就讀。我是家中的長子，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

同父異母的弟弟。我的童年基本沒有任何快樂的回憶，自我有記憶開始，家中每日都是爭鬧，

很少看見家人和睦，反而經常為了一些沒意思的小事而結怨多年且互不說話。媽媽是長期病

低谷中遇見神
文/林榮臻 

天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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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我不知道她患的是什麼病，只知道她的雙眼不

能完全合上，她會毫無征兆地突然失去知覺。記得有

一次她曾經在煮晚飯的時候，站立著失去知覺，手放

在火爐上燒著，幸好伯父發覺有氣味才知道她已經失

去知覺，隨後趕緊將她送去醫院。媽媽也常常躲在自

己在房間哭泣。我知道她曾經嘗試再船上跳海自殺，

但沒有成功。

父親給我的印象是時常有心事。我小學六年級的

時候，家裡發生突變，媽媽再次自殺而被送入醫院。

當爸爸帶我去醫院的途中，我祈禱神不要讓媽媽離

開，我還記得那天是農曆年初二。當我們到達醫院時，

媽媽已沒有任何氣息。護士告訴我們她已經走了。我

望著媽媽的身體，心中的感受我到現在也還不知怎樣

形容。當時我並沒有哭，我告訴自己神是假的，即使

真的存在也是個沒有用的神。人與人之間太多問題和

怨恨，我的心中不停地問神為什麼媽媽會離開我們幾

兄妹。

媽媽的喪禮中，長子要幫媽媽洗面。我的個子不

高，當和媽媽的遺體面對面的時候，只能用恐懼兩個

字形容。往後的日子時常給鄰舍的孩子們欺負取笑有

爺生沒娘教，因此經常和他們打架，內心有很多怨恨。

回到學校也不願跟同學交談，不願提起自己的家庭。

但家庭的爭鬧也沒有停止，在我中學二年級時，

祖母吊頸自殺。我們一家再不能繼續住在原先的地方

了，每一個人都很恐懼。因父親要上班，最小的弟弟和

妹妹要寄住在伯父家由伯娘照顧，兄妹有短暫的分

離。在中學五年級那一年，爸爸再婚，後媽不喜歡妹

妹，經常精神上虐待妹妹。我也開始不想留在家中，很

想逃避所有的問題。中學畢業後，我和父親的關係跌

到了底點。後來我交了女朋友，工作上也常常故意早出

晚歸不想和家人見面。直到有一天因病提早下班，在

巴士上看見一位女學生，覺得很面熟，原來是自己的

妹妹。我才開始思考人生，為何兄妹好像不是一家人。

人生的方向是什麼？做人又是為了什麼呢？

人生低谷

父親一直都有出國夢，他為我在紐約唐人街安排

了假結婚。但我在香港已有女朋友和工作，加上和父

親的關係一向都不好，所以沒有聽從。我的不聽從也

因此加劇了父子間的決裂，甚至到了要斷絕父子關係

或是我離開這個家庭的地步。最後，我選擇出國留學

而拒絕了假結婚。於是我找伯父幫忙，申請去加拿大留

學。但因伯父只是幫忙擔保而不是提供學費及生活支

持，所以我要自負學費和生活費，需要找工作供給自

己。我居然順利拿到了加拿大的學生簽證，然後辦了

美國旅遊簽證來美國非法做工。

1989年7月我離開香港來到美國，如期找到售貨

員和中餐館的工作並在紐約找到大學讀書。因此沒有

在加拿大讀書。因為沒有親人擔保，所以在美國成為了

非法移民。在美國，我遇到很多困難，文化、種族排斥，

加上在香港的女朋友決定跟我分手，她的理由是看不

見我們的將來。這對我打擊非常大，在遙遠的異鄉沒有

朋友，隻身一人，人生好像走到低谷，看不見出路。

遇見神

在人生低潮中，思緒不斷浮現童年時的境況。內

心掙扎和怨恨不斷加劇，非常沒有平安。在一個下雨

天的黃昏，因雨勢太大所以餐廳堂食沒有生意，但外

賣生意相當火熱。老闆吩咐要幫手送外賣。於是，我在

沒有雨衣的情況下踩著單車送外賣。當時被雨淋得全

身濕透，在曼哈頓百老匯大道踩著腳踏車，時不時有

計程車擦身而過，身體有時會碰撞上計程車，司機也

會用輕視的眼神回望。腦海裡的怨恨突然爆發，口中

一直罵著。罵為什麼要不斷打擊我的家庭，長大後也

把我放在現在的景況。於是我竟然閉上眼睛，瘋狂地

在百老匯大街騎著單車橫衝直撞。好像再跟上天挑

戰，如果要拿我的命，就隨便吧。但很奇怪，我竟然沒

有事，只是病了幾天就恢復了。

有一天，我在住所發現了一張佈道會的傳單，但

日期已經過了。因為我不相信有神，所以凡是基督教

的傳單，我一概不接。但那一張傳單是一位充滿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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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女給我的，很特別，我感受到了她那充滿感染力

的笑容，所以把傳單收下來放在床邊的地上。但我心

中孤寂的感覺非常強烈，所以看見那張傳單，我好想

去教會認識朋友。

一個週日，我找到那個教會，站在門口突然又不

想進去。過了一會鼓起勇氣開門，剛好有一位弟兄站

在門的另一邊。他的眼神充滿友善，當我不知所措的

時侯，他很友善地說了一句「來和我們一齊呀！」。我就

自然地跟他進去一起做禮拜。當天在教會的氣氛很平

靜，牧師講道有些沉悶，但他的一句說讓我的心裡明

亮。他說，基督教的神是真實的並且喜歡和願意被人

找到的，只要人們願意，祂一定讓他們尋見。當時我內

心立刻求問，「神如果你是真的，我好想找到你，求你

讓我找到吧！」

我在唐人街買了一本聖經，從四福音書開始讀。

我知道有四福音書事因為從少我在基督教小學和中學

長大，記得老師只教四福音書和十誡。我看到《路加福

音》耶穌的經歷，被自己的門徒出賣、否認和棄絕。到

二十三章，當讀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時候，為

釘衪十字架的人祈禱的那一刻，我的淚水不禁地流下

來，想起童年時的遭遇、被母親放棄和她的自殺……

在這樣一個沒有愛的破碎家庭長大，我的內心很想得

到主耶穌的愛，不知怎麼就自然地開始祈求主耶穌進

入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和內心積壓已久的怨恨。我

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我希望得到神的愛。就這

樣，我決志信耶穌。祈禱過後，很奇怪，內心多了一份

平安，而這份平安我不知如何形容。外在環境沒有改

變，我依然要努力工作謀生，但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樂，

好像一個重壓在心頭多年的大石頭被拿走了。

經歷神的愛

信主後第一次經歷神是在一次搶劫中。有一晚我

快要下班回家，餐館老闆想讓我送最後一次外賣。途

中，我被一個黑人突襲搶劫我手中的外賣。我被他推

倒在地後不能起身，只看見我的手在震，眼好花。在地

上好一會兒之後才能起身，但我已經沒有力氣騎上單

車，只能慢慢推回餐館。路上遇到一位白人老人，流著

淚跟我說他看見整個搶劫過程。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把一些錢塞

進我的褲袋就離開了。我驚魂未

定地回到餐館，老闆一看嚇一跳，

我的面色一定很差，他馬上叫經

理看我。經理發現我的手腫了於

是提議把我送到醫院。當時我內

心很害怕，因為我沒有身份，也沒

有錢和保險。老闆吩咐經理帶公

司的保險和我一起去醫院，我很

驚訝老闆居然為像我這樣沒有身

份的人提供幫助。到了醫院，醫生

診斷我的右手斷了，身在異國他

鄉發生這種事，我內心有些害怕，

不停向神呼求。醫生幫我做了手

術，手術也非常成功。第二天早

晨，老闆也吩咐讓我在家休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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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舊發工資給我。我內心實在感謝神的奇妙作為，能

讓我在這一次不幸中經歷衪奇妙的安排，那位老人

家，我的老闆和那位醫冶我的醫生。

當教會的弟兄姐妹得知我的事故之後，幾乎每天

都有人來照顧我，其中一位姐妹後來更是成為了我的

妻子。我在這個愛情故事中更加經歷到了神的奇妙作

為。我的岳父曾是一名牧師，就是因為他的講道我開

始尋求神，生命才得到逆轉。當我一無所有時，我女朋

友願意嫁給我。當我們籌備結婚時，女朋友在一間珠

寶店看見一枚鑽戒，我和她都很喜歡。但她明白我的

處境並安慰我有沒有戒指並不重要。但神很奇妙，我

收到一張支票，是之前送外賣因工受傷的賠償，而支

票的數額剛好是那枚戒指的價格。我流著淚打電話告

訴女朋友這個喜訊。

但我真實地明白神的愛是我做爸爸時。太太懷孕

四個月做B超，當我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孩子時，心中不

禁感歎生命的奇妙。當我看著我的兒子時，他還不知

道我的存在。他看不見我，但我已經看得見他並為他

預備好了迎接他到來的準備，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我

才明白當我不認識神時，衪已知道我，看見我；在我罵

衪的時候，衪正引導我來到衪的懷裡，祂的愛已為我

預備了救贖。

當我明白神的愛後，我開始理解我的爸爸。記得

他曾提起他從小就沒有了爸爸，童年也並不愉快。我

開始去了解他的內心、他的爭扎，開始慢慢明白他的

心路歷程。我原諒了他。很感恩，後來爸爸也信主了。

之後在爸爸患重病住院期間，神給我機會遇見了大伯

父的一家，想不到內心對很久沒有見面的親人有說不

出的思念，不知不覺已放下了怨恨。因著爸爸的去

世，我的妹妹也在這過程中認識了主耶穌，生命得到

了改變。

作者出生於香港，為家中長子。小學時母親離

世，單親家庭長大。1989年來美國，1992年結婚，

育有四名兒女。在Bloomberg從事資訊科技的工作

17年。2017年辭去工作在基督教機構全時間服

事。2019年就讀於Nyack神學院。

作者與家人 作者與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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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賭場，人們想到的畫面往往是眼花繚亂的燈紅酒綠，賭徒不甘服輸的一次次下注。

賭場的發牌員(dealer)，看多了人的慾望掙扎，往往是鎮靜冷漠的。彷彿賭場大機器里的一個

個齒輪，嚴絲合縫地做自己的工作。賭徒的狂喜或絕望，都激不起他們的反應。

然而生活中卻有這樣一對發牌員夫婦，先生文忠，每看到同胞在賭場流連忘返地企圖翻

本，就會開口相勸：「別賭了，回家吧！賭下去只有一個字，輸！」被勸的人大為驚訝，「你咋敢

賭場獨特的風景
文/文忠、永紅

天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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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話？你不怕我告訴你主管開除你？」文忠則答道：

「你認為這話是害你的，就儘管去告吧，我不怕。」太

太永紅，心中掛念的是許多同事。午餐間隙、放假期

間，她一個個地談話探訪，向他們傳福音。迄今已帶領

了十幾人信主。

 

歸主

文忠永紅來美後嘗試過不同工作。2004年聽從朋

友建議，他們去了賭場做工。比較其他工作，還算輕

鬆，收入也不錯。在異國他鄉備感孤獨的頭幾年，沒人

向他們傳福音。或許是因為他們家裡按故鄉習俗擺放

的佛龕，使基督徒朋友猶豫不敢開口。一直到2008年，

有同事介紹他們去參加教會的家庭小組，才開始接觸

到基督信仰。

小組里有一位秋君姊妹特別有愛心，在很多方面

一直熱情幫助他們。並且常常邀請他們堅持參加小組

的查經學習。礙於情面，二人也會去，但對福音沒有什

麼反應，只是覺得教會的人很好。秋君姊妹自己有五

個孩子、忙不完的家務，仍然抽出時間，時常探訪很多

人，也包括他們。使他們希奇，基督徒與世人如此不

同。姊妹的愛心是融化心靈的第一步。

秋君姊妹送給文忠一本《科學與信仰》。一次文

忠讀到牛頓是虔誠的基督徒，很被觸動。「人家那麼偉

大博學的科學家都信神，我算什麼？一個無知小民！我

為什麼還懷疑？」再加上書中關於人體奇妙的創造與

設計，更是使人不得不折服，相信神的存在。2008年

底，夫妻二人經過一年的瞭解討論，決定要相信神。沒

人帶他們做決志禱告，二人就手拉著手，一起念中信

雜誌封底的禱告詞，正式決志信主。

文忠是典型的東北大漢，豪爽熱情、不拘小節。

說話大大咧咧，經常國罵不絕於口。但決志信主後，奇

跡般的，臟字再沒出過口。這也是促成兒子信主的主

要原因。2009年的復活節一家三口一起受洗。做見證

時兒子講，是爸爸的變化讓他決定接受這位了不起的

神，因為靠人無法改變的事，這位神，竟然能使人的生

命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服事

文忠永紅二人，信主後很有熱情傳福音，是典型

的「聽道便傳道」的急性子。信主後不久，永紅請了兩

天假，做了一桌子菜，把二十多位朋友同事請到家中。

又請了牧師、執事講福音。事先夫妻計劃，如果有人決

志信主，就送一張刻有贊美詩的光碟。文忠問準備幾

份，永紅講八份吧。文忠很驚訝，需要這麼多嗎？永紅

不知哪裡來的篤定，堅持就要八份。那次聚會舉手決

志的不多不少恰恰就是八個人。這個奇妙的印證，讓二

人都流淚了。這是他們第一次經歷神的作為，認識到，

人有多大信心，神就給人成就多少！

2016年初，他們搬家到了費城，去到當地一家華

人教會。這間教會的會眾大多是福州人，文化程度不

高。永紅一問之下，居然很少人每天讀經靈修，靈命膚

淺，生命也從未因信主而有所改變。

夫妻二人心裡為神家的兒女們著急。以他們的經

驗，基督徒一定要每天讀經。只有在神話語的光照下，

人才能悔改轉向神、一天天更新。文忠特別喜歡的經

文是箴言第三章，「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

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

引你的路。」儘管覺得自己能力學識都不配，但在聖靈

的多次感動下，他們決定站出來服事。2016年三月八

日，文忠永紅開始了門徒培訓，選用郭振游教授的教

材，大概用了三個月時間，有五位弟兄姊妹畢業了，完

成了門訓課程。

文忠永紅便以此為核心同工，開始了家裡的查經

小組。六月五號是第一次查經聚會。文忠永紅在教會

說了一下，沒有做任何一對一的邀請，多少人能來，心

中毫無概念。聚會前唱詩要準備歌本，永紅講準備二

十份吧。並向神禱告說：「神啊！你的兒女，你自己親

自將他們帶來，並親自供應你屬天的靈糧，來餵養他

們，使他們得飽足。」神蹟再次發生，那晚出席人數正

好是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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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摸索，他們固定了聚會的形式。每次查經時

間約半小時，之後每人有五分鐘的分享。當每個人打

開心，分享自己天路歷程中的成功與失敗時，不僅別

人得激勵，每個人也有了參與感、歸屬感。很快的，人

們帶朋友家人來，人數越來越多。到十一月，固定參加

的人數已超過三十人。

一對夫妻體諒文忠和永紅太辛苦，提出開放自己

的家庭。永紅要求，誰開放家庭誰就任小組長。就這

樣，分出了感恩小組、慕義小組、馨香小組、感恩小組

二……平均每半年就有一個新的小組成立。

 

成長

在帶小組的過程中，文忠夫婦開始感到自己已有

的知識經驗，不足以餵養弟兄姊妹。於是，文忠開始正

式參加於宏潔牧師的香柏木培訓課程。

2017年，文忠辭去工作，全身心加入香柏木中心

的學習，同時在教會服事。永紅繼續著賭場的工作。業

餘所有時間，隨丈夫服事四個小組的幾十個家庭。曾

經愛美愛打扮的永紅，已經幾年沒去逛商場買衣服

了。她在服事主裡面得到的喜樂，遠遠超過了任何物

質享受。並且屬靈的生命，變得成熟老練。

回顧過去三年的服事，文忠和永紅的體會是要敢

於站出來服事神。有任何不足，神會供應；越敢接受挑

戰、成長越快。並且只有在服事的過程中，生命才可能

真正被神破碎並得到重建。

文忠和永紅都是直率乾脆的人，說話犀利。曾經

有人來聚會只帶個手機，連書本聖經都不帶。還有人，

輪到他帶查經，不認真做功課，東拉西扯地敷衍。永紅

就會忍不住說：「有人文化水平不高，在眾人面前說話

都不利索，但人家每次認認真真準備，筆記寫了滿滿

好幾頁。我們願意聽那樣的，而不是你們這樣有文化、

有口才的人耍嘴皮子。神要我們服事，不是靠人的聰

明才幹能力，而是對神有一顆嚴謹、認真、忠誠、實在

的心。」

事後有人批評永紅說話太衝，不給人留面子。永

紅則堅信，在神面前虛假不得，因為種的多，得的也

多。在這樣的氣氛中，大家對每一次帶查經都不敢懈

怠，漸漸養成好習慣，有了研讀聖經的熱情和動力。在

實行每日讀經計劃時，大家爭先恐後，生怕拉在後面。

四個小組的人，無論老少，都喜歡他們，對永紅都尊稱

一聲永紅姐。

 

後記

筆者在聖地之行的一周時間，認識了文忠永紅夫

婦，很為他們的熱情所打動。神改變一個靈性低落的

情形，總是借著合用的器皿。他們沒有高深的文化，卻

憑著對神的信靠，火熱地投入，邁出許多人瞻前顧後、

遲遲無法跨出的一步。相處一兩天，永紅第一個能叫出

全團三十五人的名字。每逢聽到人聊什麼難處，她總

會積極地參與，給出建議。談到賭場的工作，她說神把

她放在那個環境里，她就盡忠做好她當做的事，力爭把

所有的同事都帶信主。也盼望將來可以全職服事神。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事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從文忠永紅身上，真實看

到了聖靈的大能。願神祝福、堅立他們手中的工。在這

黑暗悖逆的世代，即便如賭場，都能有基督徒如明光

照耀，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

作者來自中國東北，現在費城基督閩恩教會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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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ambassadorsmagazine           新浪微博：使者雜誌

使者雜誌自1957年創刊以來，一直專注于「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知識份子」，是對世

界各地華人知識份子深具影響力的屬靈讀物。為了更好地裝備、激勵、動員更多的華人知

識份子，歡迎您的參與： 

誠聘義工： 1. 寫作、採訪、編輯 2. 翻譯   3. 繪畫 

    4. 網頁設計與維護  5. 多媒體以及社交網路推廣

聯繫及投稿：am@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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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溫哥華區佳恩聯合教會

誠聘兼職牧師：

．有改革宗神學學位

．有牧會經驗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Email: info.aguc@gmail.com
12740 102 Avenue
Surrey, BC, V3V 3E5, Canada
saii01.blogspot.com

★亞利桑那州鳳城華人基督教會

誠聘植堂事工副牧師：

‧ 神學院學位或同等學歷

‧ 兩年以上華語事工事奉經驗

‧ 國語/英語流利；能在多語種環境下同工

聯繫人：Elder Albert Wong 王啟偉長老 

電話：(480) 786-4977
Email: albertwong@gpccc.org
890 W. Ray Rd., Chandler, AZ 85225
www.gpccc.org

★加州中橙縣華人浸信會

誠聘國語堂牧師：

．道學碩士，北美三年以上牧會經驗

．精通英語和中文

．美國公民或擁有綠卡

請寄英文和中文履歷表及個人見證各一份至 

Email: mwspastor@cbccoc.org
12012 Yale Court, Irvine, CA 92620
www.cbccoc.org

★加州中橙縣華人浸信會

誠聘音樂與敬拜事工牧者：

．音樂學士或以上，在北美多文化教會當詩班

  指揮及策劃主導人三年以上

．精通英語和中文(國語或廣東話)，讀寫流利

．在美國有合法工作許可和居留權

請寄英文和中文履歷表及個人見證各一份至

Email: musicmsearch@gmail.com
12012 Yale Court, Irvine, CA 92620
www.cbccoc.org

★加州聖地亞哥主恩堂

誠聘粵語堂牧師：

．畢業於北美福音派神學院，道學碩士

．五年或以上北美華人教會牧會經驗

．粵語、英語流利（會國語尤佳）

聯繫人：Cantonese Pastor Search Committee 
Email: cantonesesearch@cbcsd.com
12335 World Trade Dr., Suite 2-5 
San Diego, CA 92128 
www.cbcsd.com

★加州洛杉磯西區聖道堂

誠聘全職中文傳道：

．福音派神學院學士

．認同本教會信仰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請將履歷表、信仰告白、見證及證道錄音電郵至

Email: cbcaccount@wlacbc.org
10521 W Pico Blvd., Los Angeles, CA 90064
www.wlacbc.org

★特拉華州威明頓主恩堂

誠聘助理牧師/校園事工主任：

‧ 神學院道碩或同等學歷

‧ 負責校園事工，協助中文牧養事工

‧ 國語流利，英語溝通

聯繫人：Pastor Lu 電話：(302) 239-4990
Email: pastorpaullu@gmail.com
1512 Brackenville Rd., Hockessin, DE 19707
www.wcec-home.org

AZ

CA

DE

CANADA

更多信息請登錄使者雜誌網站

ambassadorsmagazine.org

更改聘牧信息請聯繫

am@afcinc.org



★佛羅里達州甘城華人基督教會

誠聘全職牧師：

．神學院畢業或同等資歷，熟悉北美校園華人教會

．具兩年或以上牧會經驗或相關服事經驗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聯繫人：葉國杰弟兄（聘牧委員會主席）

Email: pastorsearch2019@gcccfl.org
2850 NW 23rd Blvd., Gainesville, FL 32605
www.gcccfl.org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Crossbridge教會

誠聘中文植堂牧師：

．神學道學碩士，持守歸正神學，可被PCA按立

．有北美牧會經驗，已婚

．國語講道，英語流利

聯繫人：馬弟兄

Email: daniel@crossbridgemiami.com
6605 SW 88th St., Pinecrest, FL 33156
crossbridgepinecrest.org/chinese-ministry

★喬治亞洲亞特蘭大北區華人浸信會

誠聘全職牧師：

‧ 神學院畢業，有合法居留身份

‧ 有北美牧會經驗，已婚

‧ 國語流利，英語溝通

請將個人信仰告白、得救和呼召見證及講道錄音電郵至

Email: nacbcpastorsearch@gmail.com
955 Johnson Ferry Rd, JFBC Room 304
Marietta, GA 30068
www.nacbc.org

★密蘇里州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

誠聘中文牧師：

．神學院畢業，正統福音派信仰並有明確呼召

．流利國語和英語

．在北美有牧會經驗，已婚

請將申請（具體要求請登錄教會網站）寄至

Email: psc4slccc@gmail.com
聯繫人：林寶屏 (委員會主席) 傳真: (314) 434-5041
832 N Woods Mill Rd., Chesterfield, MO 63017
www.slccc.org

★北卡綠堡華人基督教會

誠聘英文部牧師/主任：

．有神學裝備，對青少年和兒童事工有負擔

．了解美國文化和青少年思維

．英語講道，英語流利，良好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

聯絡人: 尋牧委員會 電話：(336) 833-3335
Email: EMSearch@gcccnc.org
1910 Hickswood Rd., High Point, NC 27265
www.gcccnc.org

★新澤西州全愛復興基督華人教會

誠聘牧者：

‧信仰基督，有牧者呼召

‧參與普林斯頓大學區域教會事工

‧衷心傳基督福音及關懷信徒

聯繫人：牧者邀請小組

請將個人經歷、見證及講道影音電郵至：

Email: yuanchiehchu@gmail.com
223 North Harrison St., Princeton, NJ 08540
arccnet.org

★紐約州長島豐盛生命教會

誠聘主任牧師：

．受過正規神學訓練，道學碩士

．有在多文化會眾教會牧會經驗及督導教牧同工團隊經驗

．國語及英語溝通、講道

聯繫人：尋牧委員會 電話：(516) 938-1245
Email: psearch77@gmail.com
7-19 East Marie St., Hicksville, NY 11801
www.lialc.org

★奧勒岡州波特蘭台灣信義教會

誠聘全職牧師：

‧道學/神學碩士, 或同等神學訓練

‧有北美教會服事經驗

‧台語、英語、國語講道

聯繫人：Cherry 電話：(503) 646-0629 Ext. 225
Email: ptlc1992@gmail.com
12405 Butner Rd., Beaverton, OR 97005
www.ptlc.org

★田納西州三城華人教會

誠聘牧師/傳道:

．神學院畢業，信仰純正，呼召明確

．忠心事奉，熱心校園福音

．國語講道，英語流利

聯繫人: 高長老

電話: (423) 930-3427 (C);
      (423) 854-9161 (H)
Email: kao@etsu.edu
4 Blackberry Ct., Johnson City, TN 37604

★華盛頓州溫歌華華人福音教會

誠聘中文部牧師/傳道：

．認同本教會信仰，福音派神學院畢業

．有北美牧會經驗，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已婚，美國公民或有綠卡者優先

有意者請將中英文履歷表、見證及牧會異象電郵至

Email: cpsc.cecv@gmail.com
900 SE Ellsworth Rd., Vancouver, WA 98664
www.cec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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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總部培訓時間表
2019年7月至12月

基督使者協會誠摯地邀請主內牧長，傳道和弟兄姐妹來充滿阿

米希人(Amish)田園風光的使者總部賓州樂園鎮(Paradise)接受培

訓，被裝備，成為基督的精兵，為主發光!同時，也致力於與眾

教會配搭，合作在各地舉辨培訓，裝備神國精兵。

AMBASSADORS FOR CHRIST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Email:  am@afcinc.org

PERIODICALS

July 19-21   你們給他們吃吧——團契與小組歸納式查經——路加福音   高昭鑾

   讀經營的學習重點，除了歸納法研經之外，也學習如何帶領小組查經; 藉讀經營，教導學員們

   以嚴謹的態度研讀神的話，在生活中實踐神的教導, 既是領袖也是僕人，並能謙卑服事人。

Aug 23-25    卓越使命人生       馮永樑牧師

   你渴望活出有使命的人生嗎? 透過這個工作坊，幫助弟兄姐妹明白神創造他們獨特之處和

   賦與他們的各樣潛能，好讓他們可以有效參予上帝給他們豐盛的生命計劃。

Sep 27-30  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      陳欽文牧師

   想在您所屬的教會裡培育「福音DNA」嗎?

   教導您用最有效的方式幫助基督徒理解: 福音如何在生活的各層面塑造你我的生命。

Oct 18-20  教會衝擊營     

   基於華理克牧師所寫的《直奔標桿——標桿導向的教會》一書。透過遊戲，參與者將能發現

   健康教會的大圖畫並認識到每一個原則在增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Oct 25-27  屬靈領袖的塑造      郭振游教授

   有好的屬靈領袖，是教會與神國的福氣。聖經如何看待屬靈領袖的素質、職責及其領導能力的

   培養？如何從耶穌、保羅和從聖徒身上學習領袖的榜樣？教會如何栽培下一代屬靈領袖？

Nov 1-3   改變與人際關係      陸尊恩傳道

   《改變與人際關係》聖經輔導研習會八堂精緻課程，從聖經輔導的觀點分享神如何使用

   人際關係成為救贖的工場。

詳細資訊請至 使者網站查詢 www.afcinc.org

或洽培訓事工部副主任 林芳怡姐妹 alin@afcin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