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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會長的信 President’s Letter

Dear Gospel Partners,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with a heart full of gratitude. This time last year, our state of Pennsylvania
issued the first stay-at-home order which consequently shut down all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Road traffic disappeared overnight, grocery store
checkout lines became 3 times longer than normal, and a lot of essential food and hygiene items
were gone. There was panic in the air.
I vividly remember the day when our training
staff told me that all of the events scheduled at
our Great Commission Training Center were cancelled, including the retreats organized by visiting
churches. In the meantime, our campus missionaries witnessed a burst of crises revolving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 Many had
to be evacuated from campus housing due to new
restrictions, but had no place to move in to. Some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ina in a hurry and had to
sell everything they own here. None of us could
have known just how not-normal 2020 would be.
We at Ambassadors for Christ went through
a trial of faith when our normal operations were
disrupted and streams of revenue through book
sales and events came to a complete halt. The
verse the Lord has reminded me of over and over
again is from Philippians 4:6-7,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od surprised us at the end of 2020, when we
witnessed the incredible generosity of our gospel
partners. Many called us before we reached them,
asking for our needs. Some doubled their annual
gifts after knowing the needs of our staff. In #givingtuesday alone, we received $55,000 online, far
exceeding our expectations. As a result of those
gifts, all of our campus workers received additional financial help. New initiatives like the New Me-

dia Project, Cloud Collaboration of the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first-ever all virtual CMC
2020 took place despite the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Besides thanksgiving, I want to invite you to
celebrate what the Lord has done through these
amazing gospel partnerships. For example, you
can read about many life-saving testimonies of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come to faith (page
5), the progress made by our New Media team
(page 13) and the online Cloud Collaboration of
the Young Professionals (page 22), our plan for
CMC 2021 (page 44) and many more.
Thank you for staying with us
during this most challenging year.
Our hope in the eternal life with
Christ and the urgency to bring the
gospel message to all living beings
can penetrate fear. Because of your
generosity, no staff has abandoned
his/her calling to save lives. We
could never do this without you!
So we are ambassadors with you,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President of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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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福音夥伴們，
提筆寫這封信的時刻，我的心充滿了感激。正是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所在的賓
州下達了第一個居家隔離令。我清楚地記得，一夜間馬路上的車流都消失了。我家
附近的超市排起了長龍，可是貨架上的食品和清潔用品早就被一掃而空。空氣中充
滿了恐慌。
幾天後，使者負責培訓和營地事工的同工告訴我，接下來一年中幾乎所有的培
訓都被取消了。也包括那些計劃來使者退修的教會們。同時，校園事工裡也在醞釀
著一場風暴。很多學校出台新政策，要求國際學生迅速搬離校園宿舍。可是這些學
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住所。很多人決定臨時回國，要在短時間內處理掉所有的家
具和物品。我們的同工們恐怕都沒有想到2020會如此的「特別」。
使者協會的同工們也經歷了一場信心的歷練。因為疫情影響，我們通過圖書銷售和
舉辦培訓而產生的常規收入完全中斷了。神則用腓利比書4章6-7的經文來反復提醒我：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
在 2020 年終的時候，神大大地向我們彰顯了他的恩典和奇妙。我們的事工夥
伴們慷慨捐贈，甚至遠在我們開口之前，這證明了是神自己在供應。一些弟兄姐妹
在得知一些同工們的需要後加倍了自己的年終奉獻。我們在#樂捐星期二的三天
籌款中，便得到了$55,000 的款項，遠超過我們的預期。也因著這些奉獻，校園同
工們得到了及時的財務幫助。新媒體事工、職青雲端協作、網絡 CMC2020 也得以
順利進行。
除了向您表達感謝，我要邀請您來慶祝神通過使者在這困難的一年中所取得
的事工成果。例如：您可以在第 5頁中讀到在疫情中的校園裡得救重生的見證。使
者全新的媒體事工的進展（13頁），職青雲端協作平台（22頁）和華人差傳 2021的
計劃（44頁）。
感謝您在這困難的一年中與
使者同行！在我們裡面的永生盼
望穿透恐懼，使我們更加殷勤地
傳 福音、救 靈 魂。感 謝您 的 慷 慨
奉獻，讓使者沒有一個同工掉隊。
我們珍惜與您的同工！

基督使者協會會長

與您同為基督使者的，

SUMM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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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 福 音
——來自校園宣教的見證

文/彭召羊，使者校園事工主任

Chaoyang Peng, AFC Campus Mission Director
cpeng@afcinc.org

Thank you for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 is happening with AFC Campus Ministry. Our coworkers faithfully cared for the sheep that God has entrusted us
with during a very challenging 2020. According to the
SEVIS data from the 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
only 34%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eft

感謝您對使者校園事工的關注！2020我們的

the U.S. last year (01/2020-03/2021). 243,863 students

眾同工在極 具挑 戰的外部 環 境下，衷心堅守崗

remained here while most of the campuses were shut

位，照顧、造就神交給我們的小羊。據美國國土

down and classes occurred only virtually. That is still a

安全局 SEVIS資料顯示，疫情期間（2020年1月至

huge harvest field for AFC. Right now, the U.S. State De-

2021年 3月），僅 有 約 34%的中國留學 生離開美

partment is prioritizing student reentry visas for the fall

國，仍有243,863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境內。因此

semester. We expect a high volume of returning and

使者校園仍有廣闊的禾場。隨著美國政府優先處

new students from China. Many of our staff and their

理學生簽證，我們預計大量的返校生和新生即將

fellowships are already proactively planning for new

在未來三個月抵達美國。同工們和所帶領的校園

semester outreach strategies.

團契已經紛紛開始迎新計劃，在後疫情時代有創

Please enjoy reading these life-transformation
stories that God orchestrated on various campuses.
SUMMER 2021

意的傳福音、接觸新人。請閱讀神在過去一年中
在校園裡的奇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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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機
文/Arthur Yin

五月一日，一個陽光明媚的週六，是我們在疫情後、疫苗後組織的第一次實體春遊
活動，也是我們急切禱告求神賜給我們的一天。過去幾個週六都有雨，典型的肯塔基州
氣候。感謝耶和華以勒！
那天早早就去了山腳下的集合地，那裡已經有同工等待著。令人驚喜與感恩的是，
也許是因著疫情的緣故和神的預備，來了十多個慕道朋友。這讓我們看到神的主權不被
動搖。雖然病毒猖狂橫行，但在祂裡面沒有懼怕，神的愛把我們再次真實地連接在一
起。在「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歌聲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
地善，何等地美！」
（詩133:1）
我們分成若干個小組爬山，每個組都有基督徒和慕道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欣賞
神創造的大自然，體驗何為「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19:1）也進一
步鼓勵慕道友們打破成見，嘗試從自然中看到造物主的存在。「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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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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除此以外，我們能夠和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學者有很好的交流，建立友情，還享受
了他們從國內帶來的美味零食。不知不覺中，我們的距離似乎一下子就拉近了。有一位
學生在分享她的美食時說：「你們基督徒真好。」聽到這句話時我心中不禁感嘆，「又
真又活的主啊，你真好！」感謝神讓我們能成為眾人的見證，把神的愛帶給周圍的人。
願人能更多、更深認識主耶穌，同得永活不朽的生命。

作者出生於一個基督徒家庭。因著神的應許，成為一名醫生。並用醫生的身份
來服侍有需要的人，傳主福音。現為使者協會Lexington, KY特約校園同工，積極參
與校園事工。

一個神學生的 心路歷程
文/宗從

回轉和呼召
我生於中國一個基督徒家庭，父親是家庭教會的牧者。我也一直是在「正確的」信
仰軌道上前進，直到高中。從我對初戀說我愛她遠超過愛神的那刻，我就停止了在信仰
中的追求，而是追求她所追尋的世界。直到我追得精疲力竭，絕望無助的時候，神終止
了我這段五年的遠距離戀愛關系。當時，我正處於人生的低谷，內外煎熬，不知道該何
去何從。在這期間，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去讀神學。為了盡快逃離絕望
的狀態，我立刻答應下來，並飛快地辭職回家了。

SUMM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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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之後，參加了我久違了的教會禱告會，那天

使者在巴爾的摩舉辦的華人差傳大會。在被大會傳講

學習的經文正是《約翰福音》21章。當讀到耶穌問彼

的信息鼓舞的同時，我也深深地被一群有才華、有熱

得，「你愛我嗎？」，我的聲音開始哽咽，眼淚也不自覺

情、有愛心、願意尋求神的大學生們吸引，心中不住地

地流下來。耶穌的話像閃電一樣劈在我的心上，疼！經

感恩！這群年輕的生命讓我真實地看到，耶穌基督福

歷 過的神的恩 典一 件件 在 腦海中閃現。我這才意 識

音的烈 火 正在年 輕世代中熊熊 燃 燒，彰顯 著 神的榮

到，神是那麼愛我，而我愛的卻不是祂！痛哭當中我向

耀。就在那群年輕的生命當中，我清楚地知道，我要為

神悔改，我對耶穌說我愛祂！而耶穌對彼得的吩咐也

主奉獻一生的禾場，找到了！

記在了我的心裡，我要去幫助像我一樣曾失落在世界
中的小羊們回轉向神，這是我服事校園的初衷。我深

前行

知道，人只有回轉向神，才能在絕望中找到盼望。
畢業後，我 來 到了使 者總 部開 始 校園服 事 的 預
備，然後會被差派到校園前線服事留學生。特別感恩

相遇

這樣的機遇，讓我認識了許多一直在背後支援著前線
來到美國後，透過與基督使者協會的三次相遇，

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他們讓我切實地明白我不是在

神堅定了我未來服事祂的道路。前兩次的相遇一次是

單打獨鬥！作為即將進入校園前線宣教的新兵，感謝

我跟著教會牧者 參加了在使者總部的校園領袖退修

神賜我吃 苦 耐勞的心志，使我在年 輕健壯時為主 奔

會，另一次是我去北卡看望長輩，有幸遇到負責使者

走。祂給我耐心去聆聽他人，也給我同理心去關懷學

校園事工的彭召羊牧師。這兩次相遇使我對使者的校

生的情緒和心理需要。雖有軟弱要去攻克，但靠著對

園事工有了一些了解和感動。第三次，我參加了2019年

神的信心我會勇敢前行，惟願一生被主使用。

作者是國內「信二代」。蒙
神呼召，赴林肯基督教大學攻
讀道學碩士。後因參加使者舉
辦的華人差傳大會，確認神對
其呼召是投身於學生事工。畢
業後，回應神的呼召，積極參
與學生事工。現為使者見習校
園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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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妙
領 恩
我 手
前
行
文/甜甜

我生長在一個非基督徒家庭，從小就是一個無神論者，遇到事情自然
也不會想要去求助非自然力量。上大學之前的人生都是被安排好的，一直也
都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所以助長了我驕傲自大的內心。當有一天發現很多
事情是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內心就崩塌了。

SUMM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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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前
我 從小就 熱愛 數學，高中時期特別喜 歡 量化金
融，就決定以後大學讀統計，研究生讀金融，畢業以後
找一份量化分析師的工作。本科順利畢業後，大姨推
薦我去她所在的大學讀 Analytics碩士。當時的我一心
想讀金融，所以我還是毅然選擇了美國一所綜合排名
非常不錯的大學讀金融專業。
但是來到美國之後發現金融學完全不是我想象的
樣子，不僅幾乎沒有數學成分，反而非常重視社交和
演講技能。這對於一個不善於演講的我來說猶如一座
大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休假的時候，我會去北卡的姨
媽家。姨媽是一名基督徒，而我那時完全不信神，只是
好奇心驅使，週末便跟著姨媽一起去教會看看。
來到教會，我跟大家分享了心裡的掙紮，感覺自
己沒有學到足夠的專業知識，也很怕未來找不一份我
想要的工作。所以身陷焦慮，不知自己的未來如何。姨
媽還是建議我去她們學校讀 Analytics碩士。我其實不

得救的過程

太願意去一所綜合排名還沒有之前那所學校高的大學

10

讀第二個碩士，但不想辜負姨媽的一片好意，我還是

重回美國校園的感覺很奇妙，上次在極度的絕望

申請了，也被錄取了。但由於新學校開學時間比我畢業

和痛苦中離開，這次命運又神奇地帶我回來。雖然來

時間要早，再加上我想要再讀一個碩士的念頭並沒有

的時候不情不願，但來了之後卻感覺無比安心，如沐

那麼強烈，我選擇了放棄，毅然決然地回了國，希望能

春風。開學之後的一系列數學和編程課讓我幾乎幸福

在國內找一份好工作。

的要哭出來。之前的那種焦慮，浪費時間讀第二個碩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間。我一邊不願好

士的擔心已經完全消失，整個人都身陷學習的幸福感

好準備面試，因為工作內容不吸引我；一邊抱怨自己

和滿足感當中。雖然我沒有住在姨媽家，但我卻開始

找不到工作，人生看不到希望。負面情緒越來越大，到

定期去教會，不知不覺中竟成為習慣。

了我忍受不了的程度，精神接近崩潰。就在這時，姨媽

在教會中我得知，在過去這年中，姨媽和教會的

再次向我建議申請去她們學校讀書。這個項目競爭非

弟兄姐妹、牧師一直有在為我禱告。牧師跟我說，甜

常激烈且只有10%的錄取率，況且我還拒絕了第一次

甜你知道嗎，你是禱告來的。原來過去的這兩年，一直

的錄取，第二次申請也許會更難。再回去讀書，我怕已

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推著我走，一直有一個聲音在告

經在工作的同學們會覺得我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逃避

訴我，你要來這裡讀書。但是我是如此固執，兩次不

現實。這嚴重影響到我的面子。但我實在已經沒有別

聽，非要走自己的路，結果把自己逼到走投無路，只能

的路可走，就只能再次申請了這個項目。奇妙的是我

順服。這個一直在溫柔帶領我的聲音就是神。雖然我

很快就拿到了offer。

執拗，有血氣，但是祂從來沒有放棄我。祂關上了所有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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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就是為了讓我看見那扇惟一敞開的門。在接觸

自從有了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喜樂，我後來再也沒

福音四個月後，我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我生命的救主，

有過「人生從此就到頭了」這樣消極負面的想法。我相

我受洗了。

信神給我們的都是最好的。這並不意味著有了神，我
們的人生從此一帆風順，走上人生巔峰；而是我得到

得救後生命的改變

了新生命，也得到了力量去戰勝這個世界。祂已經為
我們獻上了生命，我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還記得我之前的軟弱嗎？原先對演講的恐懼就像
一隻怪獸緊緊抓住我一樣。現在的我願意去面對它，
是因為有聖靈在我裡面，在我軟弱的時候托起我。我
相信神不會讓我們獨自去面對我們承受不了的東西，
但是祂不會允許我們逃避軟弱，也不會揠苗助長的挪
去路障；而是給我們適當的空間去成長，幫助我們去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於2017年蒙恩得救。現攻

Machine Learning博士學位。同時從事Data Science與AI Research方面的工作。同時也在UMass
Lowell 的學生團契服事。

面對軟弱。

Tell the World
文/王鑫成

我出身在四川省的漢旺小鎮。小時候，爺
爺奶奶會帶我參加當地老年教會的聚會。我記
得在教會裡感受到很多關愛，並且每次去都能
拿到糖果。我奶奶常帶我背主禱文禱告，雖然
在那個時候我不懂聖經的內容，但這些記憶在
我心裡埋下了信仰的種子。2008年 5月，我們在
小鎮的平靜生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打破。
我所在的小鎮離震中只有30公裡。地面強烈的
地震波導致學校、住所倒塌，通信和電力全部
中斷，地面揚起的塵土甚至籠罩了天空，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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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界末日。我從學校跑出來站在操場，無比牽掛
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祈禱他們在這場地震中能逃出
來……感謝主，我們一家五口人全部從地震中幸存了
下來。
由於這場地震，我們搬到了另一個城市重新開始
生活。初入大學時，我迷失了方向，常常逃課打遊戲。
我對於我的未來沒有任何規劃，當時的想法是混到畢
業然後回老家找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在上課的路上偶
遇了在校園傳教的同學，我對於同齡人有信仰感到好
奇，便加入了這個校園團契。在團契裡，我認識了很多
善良的學長學姐，他們都畢業於東部沿海的大學，卻
願意來到遙遠的中國西北傳福音。他們耐心的教我們
唱讚美詩，彈尤克裡裡，讀聖經，學習建立好的信仰和
價值觀。我逐漸了解到這個信仰也是屬於年輕人的，
是充滿朝氣與活力的。我第一次聽到了說唱歌手 Lec-

rae和他的歌曲 Tell the world ，通過他的故事和歌曲，
我見識到了有信仰的新一代年輕人的活力和自信。從
那時起我埋下了積極學習英語和出國讀書的想法種
子。在著手準備申請美國研究生的過程中，我也默默

門徒，如何對答難題等等。同時也讓我對神的話語更

禱告神來帶領我未來的路。雖然我的語言和標化成績

加熟悉，生活中更多地思想神的話。

離這所學校的平均錄取成績還有一些差距，但是出乎

後來在 2019 年底，在牧師的積極組織下，我很幸

意料是學校錄取了我。收到錄取通知書的當晚，我望

運參加了NEWS Camp 學生冬令營和 CMC 華人差傳大

著滿天的繁星流下了感恩的淚水。

會。在 NEWS Camp，我認識了很多同齡的弟兄姐妹，

來到美國羅德島州這美麗而又陌生的土地開始了

他們來自各個學校，我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他

碩士階段的學習。在新生群裡看到普市校園福音團契

們對信仰的熱愛和堅定！在 CMC華人差傳大會，我有

的信息幫助我找到了團契。雖然第一次來到團契，我

幸認識了一位從加州來的教授老先生，他真誠的分享

卻感受到家一樣的溫暖。之後每個週五的晚上，我都

了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經歷，並且在整個 2020年到現在

去團契享受美好的團契生活，參與充滿愛的敬拜，聆

不斷發郵件鼓勵和幫助我。

聽講座和學習聖經。在每週日的早上，牧師一家開車

回顧這一路走來從，神讓這麼多的見證人如雲彩

接送我參加美國教會的週日禮拜，讓我更全面的認識

般圍繞著我。堅固我信心，幫助我成長。讓我從內心更

信仰。時間一週一週的過去，在有弟兄姐妹陪伴的日

堅定且熱烈地回應著神的愛：願神賜智慧和能力，我

子，我的對信仰的認識不斷增加，心也逐漸打開。團契

願幫助到更多的人認識到基督信仰並且經歷神的愛。

裡的姐妹們主動發起了每天早晨的讀經小組，在讀經
的過程中我也逐漸體會到神話語裡的智慧，裡面很多
所寫的超過我能明白的。比如箴言裡面文字的字字珠

作者為四川籍布朗大學2021屆力學碩士畢業生。

璣，福音書裡主耶穌所行的事和說的話，祂如何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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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New Media Project Progress Report

使者新媒體事工進展報告

Jared Spangenberg, Media Project Leader
jspangenber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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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New Media Growth and Accomplishments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progress He has given the Media Team of AFC these past six
months! Our goal is to support the ministries of AFC, and develop content that can benefit
and equip Chinese believers globally. We are grateful for those who have come alongside
and partnered with us. Our hope is that this report will be an encouragement to your heart,
and that you would give praise to God and support us in faithful prayer.
AFC新媒體事工的快速發展
感謝讚美主帶領 AFC新媒體團隊在過去六個月里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我們也感恩那些幫
助與支持我們的弟兄姐妹。媒體事工的目標是支持AFC的各大事工，將之開發成為讓美國和全
球的華人基督徒受益和得裝備的內容。我們盼望這份報告會鼓舞您，也盼望您能將榮耀歸給
神，並在禱告中繼續支持我們。

Brand New AFC Media Website

全新的使者媒體網站開通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we’ve in-

在 過去的幾 個月里，我們投 入 大 量 精

vested our efforts in developing our media

力開發一個全新的媒體網站，使全球各個國

website. We went to lengths to build this

家的人都能訪問其中的豐富資源。為防止被

site to be robust and available to access

有關國家屏蔽，我們特意設置一項功能，可

from other countries. We’ve also intention-

用新的域名隨時重新 恢復網站的訪問。請

ally built it with the ability to re-launch un-

瀏覽並推薦這個網站：

der new urls if we encounter censorship. You

www.AFCministry.org

can access this site at www.AFCministry.org.
We pray you are blessed by it and share it in
your networks.

14

使者

AFC New Media Project Progress Report 使者新媒體事工進展報告

On this new site, you can find a growing selec-

在新網站上，您可以 瀏覽從 AFC 所有事工

tion of media content under three categories: Watch,

部門精選的媒體內容。目前，有三類媒體資源：

Read, and Listen. Our articles section is home to con-

視頻、閱讀和收聽。我們的閱讀部分（www.AF-

tent from our Ambassador Magazine and AFC WeChat

Cministry.org/read）是來自《使者雜誌》及其微

posts (www.AFCministry.org/read). In the videos

信公共號的內容。視頻部分（www.AFCministry.

section (www.AFCministry.org/watch) you will find

org/watch）則包括 AFC校園事工、培訓事工、柏

previous events from AFC Campus Ministry, Train-

有成總幹事、聖 經輔 導培訓（www.AFCminis-

ing Ministry, Executive Director Dr. YeouCherng Bor’s

try.org/Biblical-Counseling-Series）和 CMC華人

talks, Campus Intelligence (www.AFCministry.org/Bib-

差傳大會（www.AFCministry.org/cmc-2020）的

lical-Counseling-Series/) and CMC Global (www.AFC-

講座。收聽資源（www.AFCministry.org/listen）

ministry.org/cmc-2020). We are also providing audio

中則包括了經典音頻書籍，這部分的內容還在

content, which will continue to grow (www.AFCmin-

持續增長中。

istry.org/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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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edia content is also expanding
into AFC Bookstore and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content. We have created pages especially for Dr. Chuck Kwok’s wealth of impactful resources (www.AFCministry.org/
Chuck-Kwok). We encourage you to share
his resources with thos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ho cannot access print materials.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d like special discrete links to share with those in restricted
locations. This site hosts not only AFC content, but brings together quality partner
content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Bible Project Chinese videos (www.AFCministry.org/
BibleProject), which we encourage you to
share with those in restricted locations. Our
AFC and partner conten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we regularly load new videos, audio,
and articles!

同時，媒體內容也覆 蓋 到 AFC 書房和福
音資源事工部。我們特別為郭振游教授大量
有影響力的資源創建了專屬頁面（www.AFC-

ministry.org/Chuck-Kwok）。我們鼓勵您將郭
教授的資源與那些在美國以外地區無法獲得
書籍的弟兄姐妹分享。此外，網站也匯集了來
自合作夥伴的內容。例如：獨家授權的聖經工程

The Bible Project中文版（www.AFCministry.
org/BibleProject）。AFC媒體網站的內容和功
能仍然在持續更新中。

郭振游教授資源主頁

www.AFCministry.org/Chuck-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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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工程 The Bible Project 中文版
www.AFCministry.org/BibleProject
閱讀部分界面
www.AFCministry.org/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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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Promotion

社交媒體的推廣

Amidst our work on building the website and

在建設網站和製作媒體資源的同時，我

producing content, we have continued to create

們每 週都會同步在 各大社 交 媒 體 上發佈內

posts for our WeChat public account several times

容，包括視頻課程、有聲書、見證、文章、播客

each week. Our posts this year have accumulated

（podcast）等等。我們的公眾號推文已經積

tens of thousands of reads, which we praise the Lord

累了數萬次的閱讀量，我們為此讚美主。隨

for. As we move forward, we will be adding content

著進一步發展，我們將招募更多的同工參與

intended for outreach use, in anticipation of univer-

到新媒體事工中。我們目前正緊鑼密鼓地策

sity students coming back to the USA from China

劃用於福音外展的獨特內容，以迎接今年秋

this Fall semester.

季學期從中國返回美國的留學生們。

近期使者微信公眾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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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production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quarters of 2020
we invested our time into building the CMC media platform. It’s been a blessing to serve together with the many volunteers, contractors, and
AFC staff to temporarily transform CMC into a
100% virtual event for 2020!

差傳大會信息講座及見證分享

CMC programs, sessions and worship

差傳大會司儀、敬拜

CMC Emcees and worship

內容製作
在 20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我們投入了大量時間用
於華人差傳大會的媒體製作中。這是一次激動人心的經
歷。通過這個過程，我們鍛鍊了AFC媒體的製作能力，並
且建立了更多合作夥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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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blessings He
poured out on CMC, making it an extremely successful event.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reached
close to 9,000, which was a record breaker. If
you missed it, you can enjoy and be encouraged
by all the CMC videos now available on our new
media website:
www.AFCministry.org/cmc-2020

我們讚美主，華人差傳 2020因著疫情不但
沒有取消，反倒因為網絡形式達到了破紀錄的

9000人報名。如果您錯過了當時的講座，不用擔
心，您可以在我們的新媒體 網站上瀏覽所有的

CMC視頻：www.AFCministry.org/cmc-2020

華人差傳大會2020 視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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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continued leading and

讚美主一直帶 領和祝 福 AFC的新 媒體

blessing on AFC’s media initiatives. We entreat you to

事工。我們懇請您與我們一起禱告，將這項

join with us in prayer, lifting up this crucial ministry to the

重要的事工高舉在恩典的寶座前。我們也邀

throne of grace. We also invite you to consider financially

請您，如果有感動，在財務上支持我們，使

partnering with us, to sustain our valuable staff and em-

媒體資源可以覆蓋更多地區。

power us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Any interests of partnering, please contact Jared 如有同工意
向，請聯繫 Jared：jspangenberg@afcinc.org

SUBSCRIBE

YouTube

Facebook

WeChat

歡迎掃二維碼
訂閱我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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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路發展社團，
創造有溫度的社群
文/陸尊恩，使者培訓事工副主任

tl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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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疫情中，年輕人其實並沒有離開，只是表達需要的方式改變了。若能善用網
路平臺的特質，其實線上聚會最適合發展「協作性社團」，讓有共同目標的人分
享恩賜、一起成長，進而彼此關懷、激勵，甚至能夠實現從前不能實現的新功能。
我們在 Clubhouse「基督徒生活輔導」的社團裡交流探討；線上輔導的「房
間」裡支持陪伴；《職場心基調》和求職互助小組為職場上的同路人創建了一個
乾貨滿滿的互動社群；更有雲上司琴和原創音樂社，讓線上的敬拜和創作都生動
豐富了起來。看看我們都做了些什麼吧！

基督徒生活輔導 on Clubhouse
社交軟件 Clubhouse在年輕人中間興起一股熱潮。那裡
沒有政府、沒有權威，只有人、無止盡的話題、和自由開放的
想法在不斷激盪。基於門訓哲理、聖經輔導、公共神學的宗
旨，使者 培訓也成立了「基督徒生活輔 導」社團，在 Club-

house上與海內外的青年基督徒一起討論時事和生活化的
議題。藉助 Clubhouse的空間，我們每次說一點點，多聽不
同聲音，在聊天中學習。
第一次聚會，就聊起了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

as）的性侵犯事件。拉維被控長時間、重複性侵害多名女性
（sexual abuse），而不是偶然的婚外情（sexual affairs）。
拉維的護教工作遍及全球，曾幫助許多人走過信仰難關。
很多從他得益的人，得知這個事實之後，受到很大的情感、
及靈命上的傷害。年輕人在 Clubhouse上誠實地分享他們的
驚訝、懷疑與悲傷；我們則陪著他們一起沉澱、禱告。深入
探討「什麼時候要去干預屬靈領袖的犯罪行為」這樣困難又
嚴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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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心理諮詢

| 藍星傳道，使者同工

疫情為剛剛起步的使者心理咨詢事工帶來了挑戰和機遇。許多海歸年輕人回國後面臨
不同的挑戰，找不到合適的人談心，我們卻能從美國通過「一對一」的輔導，把神的愛繼續帶
給他們。新的網路服事的形式也不斷地提醒我們，不管環境如何，我們都可以在每件事上仰
望主，像保羅一樣堅定地說：「我活著就是基督」。
除了《人如何改變》有結構的諮商形式，我們嘗試了「認識自我，更新靈命」無結構的諮
商形式。來自美國各州、加拿大、臺灣、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學員們雖相距千裡，跨越不同
時區，卻感覺「來」到同一個房間裡。每天互道早安晚安，分享生命中的挑戰，與心中解不開
的結。敞開的心靈被聖靈光照，也被弟兄姐妹的愛溫暖。我們也為教會提供專題講座，分享
我們在年輕人中間做心理諮詢的經驗。

職有基督

| 邢偉弟兄，職青代表

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留學生在北美求職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困難：大量已經發出的 offer被撤回；公司要求員工無薪休假，並且凍
結招聘。2020年 8月，Profession in Christ——「職有基督」社團在使
者留學 生聯合服務平臺成立。社團由一群 基督徒 職 青組 成，基於

peer-to-peer的理念，開創了《職場心基調》podcast和求職互助小
組兩項事工。《職場心基調》目前已經上線 22期節目，覆蓋了留學生
求職、北美各行業職青的工作信仰分享，以及職場過來人的經驗傳
承等話題，累計下載量超過 2000。求職互助小組每週聚焦一個求職
話題，通過職青分享和學員分組操練彼此造就。目前已通過 ZOOM
開展了2020秋季和 2021春節兩季的網路聚會，共17週，累計累計參
與超過300人次。
「職有基督」通過虛擬平臺，讓我們可以接觸到全美各地的學
生，也更切實瞭解學生的具體需要和偏好。回想過去半年，每當困
難超出我們能力的時候，神都通過各樣的方式來供給我們所需。神
也親自帶領同工並指教我們如何在網路環境中建立真實走心的關
係。職有基督，正如其名，渴望說明每一位學生在求職道路上體會只
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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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司琴 | 夏莉萍姐妹，
雲上司琴事工發起人
(「雲上司琴」是一個獨立的事
工，為為線上敬拜創造了新形式。通
過 真 人司琴，讓會眾重新感受與 跟
著歌詞唱詩的線下敬拜的滿足感，
事工也很願 意依 據 版 友的點歌，為
大家預錄雲上司琴視 頻。以下是 創
辦人的見證。)

從兒時開始，我就禱告求主讓我成為一位司琴。讚美的歌聲伴我成長，初中的時候，神開始讓
用我最愛的鋼琴來服侍祂。多年來，我也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見證：「我太喜歡聽詩歌了，因為它們
好美，和世俗歌曲很不同，所以我就常常來參加聚會，慢慢我就信主了！」音樂有如此的魅力，吸引
人來到神的面前。來美攻讀鋼琴演奏博士的最後一年恰逢疫情，我看到音樂敬拜上的缺乏。為了讓
弟兄姐妹雖被困家中，仍能有一個敬拜的氛圍，我和先生開啟了「雲上司琴」這個頻道。取「雲上」
這個名字，其一是想繼續兒時的願望；其二預表這是屬天的服侍。他日與主雲中相會之時，我仍願
用琴聲讚美祂！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參與使者兩次線上敬拜的籌備，我們從未想過能和這麼多素
未謀面的青年人一起敬拜，與使者同工的配搭也激勵我們前行，在主裡，我們是一家人！

原創音樂社

| 崔欣

「原創音樂社」同工
(「原 創音 樂 社」是 使者 培訓同
工陳明傳道 在留學 生 聯合服務平台
上開創的社團，邀請對音樂創作有興
趣的年輕人一起創作、分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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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直喜愛創作但是又不敢向前的我，參加 COMPOSE原創音樂社是一次新的挑
戰。音樂社不僅有週二的直播，也有週四的講員的互動，雖在線上展開，但卻毫不單調。
在創作作業的「壓力」下，我完成了第一首詩歌。而《鳥兒》是我根據親身經歷作的詞，也
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我知道，我的價值是主看我的眼光，但神還是用這樣的方式鼓勵我。
恩賜屬於神。創作若不是為了榮耀主，那麼也將毫無意義。參加原創音樂社，讓我原
本一潭死水的生活，變得不一樣。弟兄姐妹們的創作帶給我感動和提醒，而每一次創作
後大家的反饋和建議，也給予參與的弟兄姐妹鼓勵和收穫。我毫不猶豫地繼續參加第二
期，並且成為了同工。這是美好的旅程，其中經歷神特別的恩典，更是一次次奇妙的探
險。希望神能藉著音樂社，創作出更多見證榮耀神的詩歌。

其他春季特別活動
大齋期青年晨更（4/3）
等待復活節黎明的前一晚，雲上司琴在線上主持
傳統教會的熄燈禮（Tenebrae），薑少龍傳道與陸尊恩
傳道用對話形式，深談基督人性復活對基督徒出世而
入世的意義。荊棘火音樂事工帶領回應敬拜。主題：我
仍相信。這是一場青春與敬虔、創作與傳統、受難與復
活的邂逅。

美漂青年世代傳承研討（4/8, 4/10, 4/11）
美東 三位資深 牧者，潘 儒 達（波士頓），欒 大端
（新 澤西）、程德 鵬（馬里蘭），與新生代 a 青 年領袖
龍降恩，張以慧、楊清清、林瀚智進行深度對話，分享
上一代的生命經歷與新一代的夢想掙扎，深度交流如
何實踐青年領袖世代的「傳」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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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做一個「絆倒體」
——讀《水線之下》有感

文/柏有成，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ybor@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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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作一個「絆倒體」——讀《水線之下》有感

今年在一次參與牧者聚會中，有幸聽到牧者們分享自己在身心疲頓之下牧養的辛苦，深深覺
得我們要更加敬重與愛護我們的牧者，因為一個健康的教會需要有健康的牧者。基督使者協會秉
持與教會同行成長的理念，書房出版部近期翻譯出版了一本好書《水線之下——領袖生命的建造
與進深》，由Gordon MacDonald 所著。我閱讀全書之後，認為值得在華人教會推廣，來建立健康
牧者與教會。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Building Below the Waterline，饒富意義。在前言部分作者講述了這書名
來自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大橋的建造故事。這座大橋於1870年開始施工，開工之後的兩年，河面之上
看來似乎沒有任何動靜，以致於市民議論紛紛，總工程師特別發表聲明，解釋雖然地上物好像沒有
任何進展，可是在水線之下，工人們正辛勤地打造基礎工程，請市民耐心等候，拭目以待。這座大橋
一共耗時13年興建，於1883年完工通車。至今仍是紐約市的交通動脈。這座大橋能屹立不搖至今達

138 年之久，是因為當時的建築團隊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盡心竭力地建造了橋身的立足之點：根
基。因此作者以這個故事引申出一個廣為人知的屬靈原則：根基的厚實決定地上物的穩固。
這本書的特色是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智慧，第一手的生活經驗，來檢視領袖服事內在的動機，
品格與外在領導和實踐，逐步勾勒出一個鑄造教會領袖的靈命基礎和素質。書中有許多含金量高
的內容，值得細細品味。例如：第11章「膝蓋上的服事」，作者提到他在就讀神學院期間從老師們
看見的榜樣就是「堅持」，「使我願意先做好生活和事奉中的本分，再去吸引年輕人「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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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心抱負。換句話說，就是先做對的事，再做大的
事。」（108頁）這句話對我像是暮鼓晨鐘般地深深觸
動了我。在基督使者協會服事，我所討論的，計劃的，
推動的，與人侃侃而談的，都是一些自認為有恢弘遠
景的天國大事，作者卻諄諄訓誨務必要專注看似平凡
卻極為重要的基本功：生活如同時鐘，禱告是秒針，讀
經是分針，事奉是時針；只有秒針和分針正常運作，事
奉才會有動力。
第16章是必讀的一章，標題別出心裁，叫DNF，是

Did not Finish的縮寫。DNF通常用於參賽者沒有完成
比賽抵達終點的代稱。作者引申為領袖在金錢、權力、
知識、親密關係的試探中失敗，而沒有完成使命。「牧
養生涯隨著越來越多的要求和期望，壓力也越來越大，
我不相信所謂的道德敗壞問題會消失。反而我擔心會
越來越多，我們還會聽到更多優秀領袖們的 DNF。」

使者書房有售
詳情請見第30-31頁

（174頁）真的是一語成讖。近年來教會或機構領袖發
生醜聞，道德敗壞的問題曝光，讓我想起了一則經典笑
話：波士頓是美國保險業重鎮，但是當地的保險公司
據說有三件事物不予投保：天災不保，人禍不保，「晚

如：第12章「公眾領導人的個人時間」，作者提出幾個

節」不保！哎，曾幾何時，領袖成了「絆倒體」。

發人深省的問題：你如何管理時間？或更準確地說：如

因為領袖是人，領袖也是罪人，領袖都是與罪摔

何及時管理自己？你如何應對科技爆炸式的成長（例

跤搏鬥的人。作者也語重心長地提醒領袖要在成就中

如：智慧手機，臉書，推特）？作者也提出具體可行的

保持警惕，因為社會風氣崇尚豐功偉業，在福音事工

方式，例如：安排一天的獨處，保持靜默和反思；計劃

中，意味著眾多的會眾與廣大的影響力（53頁）；不時

單獨或是與配偶共度安息日的早晨，經歷並喜悅神的

地審思自己的動機，不要利用天國作為工具去獲得成

同在。

就感，博取眾人的認同，成為名人而確認自己有價值

我深信這本書 能幫助領袖塑造靈魂的強度與韌

（59頁）。這是對我及時的提醒。隨著我在公眾場合的

性，誠實地面對內心的罪和生命破碎的程度，在看得

分享機會日漸增多，在鎂光燈聚焦的舞台上，我經常

見的生活領域與看不見的生命底蘊，打造服事生命的

在扮演眾人對領袖所期望的角色，可能造成假我的陷

基石，就是耶穌基督的房角石，建造持久而豐富的事

阱。作者挑戰我可以站在聖潔的神面前，承認心中最

奉人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的結論：「在水線之下（領

黑暗的秘密及最深層的失敗，持續的相信福音，讓福

袖的靈魂）所做的工作決定了他是否能夠通過時間和

音更新我的內心，深深扎根於耶穌基督所完成的義，

挑戰的考驗。這些工作就是敬拜，奉獻，屬靈操練。悄

而知道我已完全地被神接納，不需要靠外界的成功來

悄進行，只有神看得見。」

肯定我在基督裡的終極價值。

領袖們，你開挖奠基了嗎？

本書每一章的結尾，也提供實際的生活操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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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Next Step Ministry
Liya Dai, Andrew Feng

Executive Summary
230 participants of 2020 CMC responded to the call and dedicated their lives in
God’s great commission. We initiated the Next Step Ministry to better follow-up with
these coworkers, with progres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ustainable guidance and care provided by senior coaches
The first Next-Steppers retreat gathering
Continuous and specialized coaching and lectures in groups

As a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roll-out of the COVID-19
vaccine, people think that a normal life is within reach, but
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ending. However, in the midst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pidemic, the soldiers of Jesus
Christ did not waste such a unique period of time, but took
advantage of the spirit of the wind, like eagles to spread
their wings. The Next Step ministry in 2021 is carrying out
its mission in such an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 2020 CMC
was not able to be held in California, it attracted 8,500 attendees, of whom more than 190 Chinese and more than
40 English-language participants responded to the call and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God’s Great Commission. The follow-up of these “Next Steppers” is a good work of the Lord
that can fan the flame of revival among the Chinese background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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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for the Next Step ministry this year has been the quick and sudden transition of
old and new coworker teams. We are grateful to Jack and Cindy Hwang, as well as Ling Ling Chen
and John Chow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or their years of dedicated hard work in the Next Step
ministry, and we regret that these four Kingdom warriors will retire or shift their focus away from the
Next Step ministry. But God has a good plan for everything, and the new team was formed shortly
after CMC 2020.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departments have moved from being separate in the past
to a joint team of concentric peers. Each departmen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ut strives to make
up for the new concept of service, going forward in unity.
Our newly formed team includes:
Advisor: Brother Andrew Feng
Chief Administrator: Minister Liya Liu
Chinese Leader: Brother Zhang Yong
English Leader: Sister Jill K
Chinese and English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ngela Chung
Right after CMC 2020, the Chinese Leader recruited more than 40 senior volunteers to work together to do the initial follow-up and screening of more than 190 Next Stepper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oss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d committed their lives at the conference. The follow-up
was good, with a total of nearly 120 people willing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follow-up activities.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Department, the English Department’s approach is somewhat different, choosing mainly one-on-one or one-to-many coaching instead. There are currently 36 mentors
following up on 43 Next-Steppers. The team is doing very detailed, personal follow-up work. Some of
the Next Steppers are expressing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dividual or group training. In
fact, this part of the work is very cumbersome and challenging, requiring a lot of prayer.
On March 27th, we held this year’s Next Step retreat, which was attended by 190 people from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nd more than 50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Participants generally reflected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understanding, particularly in broadening their horizons and having a clearer
concept of mission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missionary work. The fund-raising of missionaries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missionaries from Chinese backgrounds, and we arranged lectures in
this area in particular, which many people reported were of great help.
Post-Retreat English Follow Up
In the past month, several Next-Steppers have expressed a desire to have fellowship, an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other missions mobilizers or disciples who are working in a church setting, as
well as an opportunity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o steadfastly pursue goals in missions growth and
SUMM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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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To meet this need, CMC Next Step Team is working to facilitate regular zoom meetings
for these Next-Steppers. We look forward to arranging missionary speakers, inviting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in mobilizing missions at their churches, and sharing resources for training
and encouragement with these participants through this regular online gathering. Details are yet to
be confirmed if this will be a monthly or bi-monthly zoom gathering.
Post-Retreat Chinese Follow Up
After the retreat, according to the breakout of small groups during the meeting, the Next Steppers continue to get training through coaching and lectures. These training courses are designed
for the various needs of Next-Steppers, but are open to all Next-Stepper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different depth courses for these dedicated Christians in various areas of missions.
The Life of Jesus is a Bible course;
Zúme Training is a course in disciplemaking;
Kairos is a course in missionary mobilization that ignites the fire of evangelism;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is an enhanced version of Kairos (ideal for those
getting ready to enter the long-term missions);
Empowered to Be Salt is a course about workplace missions;
Spiritual Development is an in-depth course designed for the Next steppers by the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North American;
The Media Talk forum opens a window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evangelism ministry through media;
Campus: the Cradle of Missionary and Returnee Ministry focuses on the Next Steppers whos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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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s campus ministry.
Caregiving co-workers also led the various groups for care and follow-up. Next stepper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 follow-up group, because walking the pilgrim’s journey alone is very dangerous, and one can easily forget one’s dedication to the Lord. Accompanying each other through a
spiritual group, the Next Steppers will walk without falling.
As the Apostle Paul said in Colossians 2:7, we should be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Jesus Christ), strengthened in the faith as you
were taught, and 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

使者「下一步」事工

文/戴莉婭、Andrew Feng，
使者下一步事工團隊

內容摘要
230多名与會者在2020年 CMC上回應了神呼召、奉獻自己參與到宣教事工，我們成立了
「下一步」事工來跟進這些未來宣教路上的同工們。
資深志願者同工和督導為「下一步」學員提供持續的引導和關懷
舉辦「下一步」學員的首個退修會
開展針對不同呼召方向的分組培訓和輔導

因著疫苗的普及注射，人們以為正常生活

今年「下一步」事工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

指日可待，實際上疫情遠沒有結束。但是，在風

新 舊 團 隊 交 接 的 過 程 比 較 突 然。我 們 為

起雲湧的疫情當中，耶穌基督的精兵們沒有虛

Jack、Cindy 黃 夫 婦，以 及 英 文 部 的 LingLing

度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反而乘著聖靈的風，象鷹

Chen和 John Chow多年在「下一步」事工中勤奮

一樣展翅翱翔。2021年的「下一步」事工，就是

作主工獻上感恩，也為這四員神國大將退休或

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的。

轉移工作重心離開「下一步」事工感到遺憾。不

雖然 2020年的 CMC沒能在加州實體舉行，卻吸

過神在一切事上都有美好的安排，新的團隊在

引了8,500 名與會者，其中 190多個來自中文會

2020 CMC一結束不久就組建起來了。中英文部

場、40 多 個 來 自 英 文 會 場 的 參 與 者 回 應 了呼

從過去各自為陣，轉移成為一個同心同行的聯

召，願意奉獻自己，參與到神偉大的宣教使命當

合團隊。各部都有自己的特點，卻努力在新的服

中。而跟進這些「下一步」學員的工作，是一項

事理念上取長補短，共同前行。

關乎大使命、復興華人教會宣教熱忱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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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新近組建的團隊
策劃總監：Andrew Feng弟兄
總負責人: 戴莉婭傳道
中文部負責人：張勇弟兄
英文部負責人：Jill K姐妹
中英雙語行政管理助理：Angela Chung

中文部的負責 人徵集了四十幾 位資深

一步」中英退修會，中文部有190參加，英文

志願者關懷同工來做190多位「下一步」學員

部 50多人。與會者普遍反映在視野的拓展、

的初步跟進及甄別工作，以免這些在大會上

對宣教的概念、以及教會在宣教中扮演的角

奉獻的弟兄姐妹回到日常生活中就與我們失

色上很有得著；華人宣教士的籌款是一個比

了聯繫。跟進效果不錯，一共有近120願意繼

較 大 的 挑 戰，我們 特 別 安 排了這 方面 的 講

續參加後續的活動。相比中文部，英文部的

座，不少人反映有很大的幫助。

切入方式有些不同，主要用督導的方式，一
對一或者一對多的跟進指導。目前有36位督

退休會後的跟進——中文學員篇

導正在跟進 43位「下一步」學員，我們「下一
步」團隊 正在 進行非常 細 緻 的 個人 跟 進 工

退修會以後，「下一步」的學員可以 繼

作，部分學員表示很參與個人或小組培訓。

續不同呼召方向的分組培訓。這些培訓課程

這部分的工作非常繁瑣和具挑戰性，需要很

的目的是在各宣教領域，為奉獻的肢體提供

多禱告。

不同深度的課程，但會對所有「下一步」學員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們舉辦了今年「下

36

開放。《耶穌 生平》是 聖 經 課 程；《天國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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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是傳福音發展小組的課程；Kairos是宣教

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

動員 燃 起 宣 教 之 火 的 課 程；perspective 是

的心也更增長了。」（西 2:7）

Kairos的加強版（非常適合預備進入長宣的肢
體）；《授權得力做光做鹽》是職場宣教的課

退休會後的跟進——英文學員篇

程；《基督徒全人成長》是北美華神為「下一
步」學員設計的領命進深課程；《媒體文字事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一些英文為母語的

工座談會》為有意在媒體福音事工上為神使

「下一步」學員表示希望組建團契，以聽取其

用的人開出一個窗口；《校園：宣教人才的搖

他教會的宣教動員者或門訓的情況，同時形

籃》《海歸事工》主要針 對有志校園事工的

成一 個問責 機制，更好的彼 此督 促，持續 成

「下一步」學員。

長。為此 CMC「下一步」團隊正在努力促進這

退修會之後關懷同工也進入各組進行關

些定期聚會。我們期待著安排宣教士分享，邀

懷和跟進。每個「下一步」學員都被鼓勵參加

請「下一步」學員分享他們教會宣教動員活動

跟進小組，因為天路上特立獨行是很容易失

的經驗，並通過這些定期的聚會與這些「下一

腳，難以堅守起初與主的約定，如果與一同奉

步」學員分享培訓和鼓勵資源。聚會頻率是每

獻的主內肢體彼此陪伴，腳步會更加穩固。

月或每兩個月，細節仍有待確定。

正如使徒保羅 所說的：「在他裡面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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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芳怡，使者培訓事工部副主任

alin@afcinc.org

內容摘要
雖然疫情關閉了實體培訓的大門，但卻開啟了一扇網絡培訓的大門。使者培訓抓住機會，
針對信徒的需要及當前的重要議題，舉辦了一系列培訓聚會。來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積極響
應參與，學員反饋極為不錯。
使者培訓不僅舉辦青少年、兒童事工培訓，呼籲教會及基督徒家長們一起搶救下一代；也
勇敢正視社會重要議題，舉辦斷背山遇真彩虹——教牧同工講座，幫助基督徒和教會們用恩
典和真理回應棘手的同性戀議題。疫情間，信徒們經歷失業，屬靈軟弱。使者培訓看見信徒們
的需要，開展職場主題培訓和門徒訓練。贏在扭轉力和標桿領導力與耶穌學管理，教導大家贏
在拐點，也在工作中活出信仰。全方位門徒訓練與生命影響生命小組演練，鼓勵信徒們在疫情
中生命影響生命，相互激勵成長。使者培訓將在 2021下半年開展各類培訓，詳情請見 38-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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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新的青少年事工，兒童事工團隊建造與發展，
合神心意的兒童事工：家庭教會雙管齊下
根據 Luis Bush在 2009 年的宣教高峰會議中指出，兒童事工是大使命
的一環且投資報酬率最高的一環，85%的基督徒在四到十四歲之間決誌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兒童事工團隊建造

信主。大人需要學習用孩童能夠理解且符合聖經真理的方式教導他們。教
會需要裝備老師或父母積極主動地向兒童傳福音帶領兒童歸主。回歸聖
經，我們會發現神原本的心意是透過家庭成為信仰承傳的主要管道（申

6:4-9），面對當今教會年輕人流失的內憂與社會日益偏左的外患，家庭更
需要成為宣教的禾場，承擔起的信仰傳承的責任，回應神神聖的呼召。在
教養兒女的過程中帶領他們跟隨主，作主的門徒。帶領孩子把生命價值
觀和道德標準建立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培養出敬虔的「信二代」。
使者培訓註意到目前華人教會和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們邀請了幾位
在兒童與青少年事工有多年經驗與負擔的講員分別從幾個方面來與我們
分享如何與青少年溝通談心，如何建立事工團隊，教會如何裝備並與父母

02.20
02.27

很

多青少年離開教會, 原因來自這些
青少年在還是兒童的時侯就沒有
與神建立關係。兒童事工也是宣教事工
，兒童主日學是傳福音大使命的重要部
分，也是一個教會復興的重要見證。教
會是培育孩子屬靈的園地，其中最扎實
的佈道事工，是從主日學開始；教導孩
子信仰紮根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上, 長大
走上社會才能榮神益人、帶來教會長遠
的成長復興。
然而， 如何從零開始建立兒童事工? 如
何尋找同工? 如何發展健康的同工團隊?
使者培訓特邀兩位在兒童事工有多年經
驗及對兒童事工有負擔的講員來一一解
惑，一同探討！

連絡我們: 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 717-288-8823

星
期
六

美東時間 下午 1:00-3:00pm / 美西時間 上午 10:00am-12:00 pm

詳情及報名:

www.afctraining.org/teambuilding
或掃二維碼報名

*培訓的會議連結和相關資料將會發到你報名的郵箱

謝菁萍傳道
2017年畢業於北美正道福音神學院聖經研究碩士。
信主三十七年來事奉於兒童事工近三十年。
目前服事於南加州橙縣中福教會兒童事工。
擁有「Loving Solutions」認證，
可培訓講師及開辦訓練課程。

竇道平傳道
目前為南加州基督徒喜樂之家傳道;
在教會教導兒童與青少年事工,
擅長於和兒童們談心, 對於教導為孩子立界線,
建立與孩子間的信任, 修補親子關係,
和危機預防及處理等課程很有負擔與經驗.

同工，盼望透過家庭與教會兩股力量的連結配搭，讓信仰從小紮根，建造
屬靈生命強健的下一代。「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箴 22:6）學員的反饋讓我們知道許多牧者和弟兄姐妹已註意到
兒童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性，了解我們要搶救下一代，也感謝使者讓他們看
到這需要，更期待參加未來的培訓。
斷背山遇真彩虹——教牧同工講座
為了回應時代的需求和目前社會對這議題的爭論，教會和基督徒需

斷背山遇真彩虹教牧同工講座

要 被裝備，知道如何以聖 經的觀點和基督的愛來面對回應這同性戀議
題。因此，基督使者協會與國際真愛家庭協會合作，再次邀請楊符濟珍博
士特別針對教牧同工舉辦了斷背山遇真彩虹——教牧同工講座。我們期
待教會能勇敢地去面對這議題，雖然教會不認同同性戀行為，卻應該支持
及給機會和希望有心改變的人，幫助他們因著福音的大能，依靠神，脫離
同性戀的漩渦。我們期望這群未得之民也能聽到福音，被神的愛摸著，成

半

個世紀以來，同性戀議題從神秘隱晦到沸沸揚揚；教會需要
知己知彼，方能迎來神國的彰顯。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
命破碎歷程，同性戀者也不例外。如何藉著瞭解同性戀者的內心世
界，聽見、看見他們內心深處的掙扎與感受？如何幫助在同性戀問
題中掙扎的同性戀者及其家人已然是現今世代當務之急。
您身旁有同性戀傾向的朋友嗎?您的青少年朋友有這傾向嗎？或者您
有這方面牧養的疑問呢？
為了回應時代的需求，裝備敎會和信徒，如何以聖經的觀點和基督
的愛來面對回應這同性戀議題。基督使者協會和真愛家庭協會特別
邀請對同性戀事工有多年經驗與負擔的楊符濟珍師母針對華人敎會
的同性戀事工，教牧同工牧養的需要和挑戰，與我們分享；講座前
需觀看已錄製好的敎學內容；現場講座將以短講、小組討論及問題
解答方式進行,希望藉此“喚醒”教會對這議題的重視與了解,“裝
備”對這“未得之民”有負擔的傳道人夫婦，長執同工，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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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學習陪伴之行列。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3/8, 3/15, 3/22
週一晚上美東時間, 7:30-9:30 P.M. | 美西時間 4:30-6:30 P.M.
費用：教會長執小組長 $25, 三人以上報名八折優惠。
牧師傳道及配偶，全時間神學生免費參加，仍需要報名
網路報名: https://www.afctraining.org/lgbt (報名截止日期 : 3 月 1日)

**此培訓將以線上Zoom方式進行，報名繳費後會收到會議
連結及相關資料。
講員: 楊符濟珍博士/傳道/師母
連絡 :
基督使者協會培訓事工部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電話: 717 288-8823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office@familykeepers.org, 或電話909-595-6777
主辦單位 : 基督使者協會,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協辦單位 : 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費城華牧團

楊
符
濟
珍
博
士

2018年正道神學院教牧博士。論文題目『華人
教會的同性戀事工』曾任洛杉磯教會傳道多年,
經常受邀在各大型或小型集會分享同性戀有關
議題。現在在洛杉磯南灣宣聖會與丈夫楊平牧
師配搭事奉，並專心投入同性戀事工，也是真
愛家庭協會性別與關係事工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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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將近350人報名參加，其中168位是來自各地的牧者傳道和配偶。有

57位屬於教會長執團隊，有24位是全職神學生，有90位屬於平信徒。這當
中有些學員有親友是同性戀傾向者。參加者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各地，歐
州和亞州（中國，臺灣，馬來西亞等）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未信者。學員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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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都很好，感謝使者舉辦這樣的培訓。學員的反饋讓我們再次相信對性別議題這方面的培訓是
需要的。

學員的心得分享
同性戀是很多人不敢觸碰，或不排斥，或束手無策的課題。亞洲的情形看似沒有歐
美嚴峻，實則山雨欲來風滿樓。然冰凍三尺亦非一日之寒，這次課程，讓我更具體知道
遇到同性戀者/課題的時候，如何去看待和回應。比如面對內心掙紮苦尋出路的人（不一
定是同性戀，但一視同仁），如何用神的愛和智慧同行陪伴。教會牧者也可以在講臺分
享，讓弟兄姐妹有正確明確的認識，常做準備可以回答各人。另外，堅固家庭，確保父母
不忽視教養責任，在神的恩典中有備無患。
教會接受同性戀者有一定的困難，但不應成為隔離及不愛他們的藉口，教會有責任
關顧及牧養同性戀者。接納同性戀者，並不等於認同他們的同性戀行為，教會仍然有責
任對社會愈來愈普遍的同性戀行為，提出嚴重的警告。牧者需要這裝備。

贏在扭轉力

2020是個充滿變化的一年。因為新冠疫情，環
境變化速度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企業倒閉，員工失
業或減薪。我們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贏在拐點、
反敗為勝並超越逆境？擁有三十多年高層管理經驗
及創業家孔毅老師帶領大家透過16節培訓課，以聖
經價值觀為基礎一同學習《贏在扭轉力》中的五力
(眼力、魅力、動力、魄力和德力)，提供學員具體思
考工具和實際有效的改變方法，如何在危機中實現
轉機，贏在關鍵時刻。除了孔老師的分享，更有助教
的相關案例分享，也有小組討論，幫助大家了解當日
主題。在16週的課程中，學員覺得這課程幫助他們
更清楚神對自己的使命，活出神的感召與心裡的熱
情，在生活與社會因世界局勢帶來的變化中應用扭
轉五力來應對去活出更有意義的雙職事奉人生來傳
揚福音，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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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門徒訓練」與「生命影響生命」小組演練
門訓（Discipleship）不是單純的課程，而是著重彼此間的

全方位的門徒訓練--以生命影響生命門徒訓練

關係，以生命影響生命，相互激勵成長。我們在今年一月邀請郭
振游教授在網上與我們分享全方位的門徒生活。也同時介紹如
何使用一系列的門訓小組材料（《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天路客之歌》，《靈命成長的祕訣》，《同工塑造領袖培訓》，
《幸福家庭，蒙福人生》，《智慧管家，職場發光》）幫助弟兄姐

門

訓不是單純的課程，而是著重彼此間的關係，以生命影響生命，相互激勵成長。基督徒在人生的每個
環節都可以經歷神，榮耀神。不單是個人與神的關係，或是教會服事，也在家庭中，甚至在事業規劃
與個人工作崗位中都表現出來。本課程将介绍如何使用一系列的門訓小组材料（《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天路客之歌》，《靈命成長的祕訣》,《同工塑造領袖培訓》,《幸福家庭，蒙福人生》,《智慧管家，職
場發光》）助弟兄姊妹建立一個全方位的門徒生活。

妹建立全方位的門徒生活。為了幫助大家體驗如何帶領小組門

使者培訓特邀郭振游教授介紹小組門訓的要訣。為了幫助大家體驗如何帶領小組門訓，我們也策
劃了演練課程。郭老師將利用三週的時間，親自示範，也邀請有經驗帶門訓的弟兄姐妹配搭，
分多個小組演練。我們鼓勵教會邀請2-3位同工一起參加，一起體驗門訓小組交心分享的甜美。

訓，我們也策劃了演練課程。郭老師利用三週的時間，親自示

***講座將以普通話進行,演練將有普通話組和廣東話組

範，也邀請有經驗帶門訓的弟兄姐妹配搭。我們一共有200人報

2021.01.11 星期一
美東時間晚上 8:00 -10:00 P.M.
美西時間 5:00 -7:00 P.M.
費用:免費

名參加小組演練，學員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和亞洲，共分了

詳情及報名

http://afctraining.org/discipleship

31個小組。在三週的體驗分享後，許多學員想繼續門訓課程完

或掃二維碼報名

2021
01.25
02.01
02.08

星期一

美東時間 晚上 8:00-10:00pm /
美西時間 5:00pm-7:00pm
報名費用$ USD 10,名額有限。
請先填寫報名表

http://afctraining.org/discipleship
後續會有同工連絡相關事宜
*如果報名者(參加者) 沒有門訓
書，使者書房會免費寄送一本

*培訓的會議連結和相關資料將會發到你報名的郵箱

整走過一遍，我們把有心想完成 12課課程的學員重新編成 14
組。新的門訓小組，都有一位小組長。讓我們很感恩的是，學員

講員:
講
員
介
紹

郭振游弟兄極具領人歸主及門徒培訓的恩
賜。經常受邀到北美各地及海外華人教會
帶領門徒訓練及福音、培靈、宣教聚會。
現任美國卡羅萊納大學國際商務系研究教
授，被評為商學院傑出院士。亦是基督使
者協會現任副會長。

連絡我們: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 717-288-8823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真的體會到門訓小組的重要，大大受到激勵，紛紛開始新的門
訓小組。參加的學員中有些是牧者傳道或長執，在自已親自體
會到門訓的重要，都開始在教會推動門訓，積極栽培門徒。

標桿領導力與耶穌學管理
短 短 三年，耶穌為全 世界帶來巨大的影響

無

論在企業、機構還是家庭中，我們
在世界上扮演著各種領導者的角
色。但是我們的領導力有影響力和效果
嗎？短短三年，耶穌卻為全世界帶來巨
大的影響力，到底耶穌的領導力有何獨
特和優秀之處？企業和機構領導者能從
他身上學到什麼領導力的原則和方法？
楊國安教授與郭振游教授通過聖經有關
耶穌領導力的教導、近代企業管理的最
新思想、優秀企業的實踐案例、在企業
實踐中的觀察和反思這四方面信息的整
合，分析了耶穌為何能夠成為最具影響
力的領導者，寫成《標杆領導力-跨時代
的十堂實戰領導課》。你想成為有影響
力的領導者嗎？無論你在企業、機構、
教會還是家庭中擔任何種領導角色，都
可以從本書學到好領導的標杆精髓！
使者培訓邀請楊國安教授與郭振游教授
來一同分享，探討!

力，到底耶穌的領導力有何獨特和優秀之處？企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業和機構領導者能從他身上學到什麼領導力的

週六晚上美東時間8:00-9:30pm/美西時間 5:00pm-6:30pm
費用 $10
*凡報名繳費者就送 楊國安教授與郭振游教授著作《標杆領導力跨時代的十堂實戰領導課》一書(價值 15元)。美國境內免郵費寄
送。非美國境內則送電子書。
網路報名: https://afctraining.org/leadership
( 報名截止日期 : 4月 8 日)
**此培訓將以線上Zoom方式進行，報名繳費後會收到會議連結及相
關資料。
講員: 楊國安, 郭振游

楊國安畢業於香港大學，
後赴美取得博士學位，專
注於組織管理、領導力、
全球化等領域。先後擔任
商學院教授、企業高管和
投資基金合夥人。楊教授
在國內外出版十多本管理
書籍和一些國際期刊論文，也擔任多家上
市公司的董事和 CEO 顧問。他與太太育有
一女一子。

經有關耶穌領導力的教導、近代企業管理的最新
思想、優秀企業的實踐案例、在企業實踐中的觀
察和反思這四方面信息的整合，分析了耶穌為何

連絡 :
基督使者協會培訓事工部 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
電話: 717 288-8823

楊國安

原則和方法？楊國安教授與郭振游 教授通過聖

能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者，寫成《標桿領導
郭振游

郭振游現任美國南卡羅萊
納大學國際商務系研究教
授。自1996-2017年，他是
該系正教授與商學院傑出
院士。郭教授常被世界各
大學邀請講學，獲多項教
學獎，經常在國際商務首
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郭教授出版了一系
列門徒訓練材料。現任使者協會副會長。
郭教授與妻子郭偉英生有一子代祈。

力——跨時代的十堂實戰領導課》。參加者覺得
講員的分享很有幫助與收穫，幫助他們來看信仰
與工作如何結合，更深入地看耶穌的領導力和如
何去執行。也有學員覺得信息量很多，需要慢慢
消化，也建議有跟進小組或探討其他相關主題，
例如教會管理，企業管理，領導力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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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培訓事工部報告 AFC Discipleship and Training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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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Ctraining.org

疫起迎戰疫情下的兒童事工見證分享
使者培訓在 2020邀請多位講員與我們分享在線上帶領兒童青少年事工，也

7/17/2021

提供講座後的解答與諮詢。經由微信群裡的資源分享及討論，許多教會的兒童

Saturday

事工已經恢復或重組。我們邀請到其中幾位來與眾教會分享，一起經歷神的奇
妙恩典。

青少年事奉者牧者研習會
青少年是教會的未來。教養愛主的第二代，是基督徒父母的職責，不是教

8/7/2021

會的，也不是青少年事工者的責任。教會需要幫助父母明白「愛主的第二代是

Saturday

和衝擊。基督徒家長、教會和青少年事工者應該一起努力；使青少年在家中、學

從信徒的家庭開始」並提供資源或協助。這個世代的年輕人面對著繁多的誘惑
校、教會中及生活中，活出信仰。

《第一與唯一》孔毅老師十二堂職場人生公開課

8/10-10/26,
2021
Every Tuesday
42

工作是神所設立的，為要彰顯神的榮耀。基督徒不屬這世界，卻要在世上
做光做鹽。職場是最大的禾場，我們是神國的工人。孔毅老師12堂職場人生公
開課ㄧ《第一與唯一》幫助你在人生的無限可能中，活出最好的自已，找到自已
的唯一。在工作中活出你的真實身分，並活出自我生命中的第一。

使者

AFC Discipleship and Training Ministry 使者培訓事工部報告

如何與兒童青少年談性
今日的兒童和青少年，很容易從他們周遭接觸的環境，如名人、學校、電

9/18/2021
Saturday

視、電 影、互 聯 網 等 獲 取性 知 識。父 母 應 該 把 握 機會，做 個「 可 談 」的 父 母
(askable

parent )。向子女灌輸正確及正面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協助他們建立

健康的性觀念。許多父母覺得自己對性所知太少，認為自己無法跟孩子談性。
這時，需要創造「可談」的時機（teachable moment）和「可用」的教材（use-

able material）。

認識關懷同性性傾向者培訓

TBD

為渴望了解同性戀議題，並願意學習關懷同性戀者／同性戀者家屬的助人
者所設計的課程。透過專題內容、見證分享、演練與體驗、小組討論、Q&A時間
與指定作業，實際增進陪伴效能。

關懷課程
平信徒，不論男女，都應該用他們所得到的恩賜，來服事。對福音朋友的關
懷，教友的互相關懷，及牧師的關懷，都是教會所需要的。基督徒有很多機會，

TBD

可以做好關心鄰舍、同工和其他人的工作。關懷課程教導信徒在生活中，和教會
中關懷的角色和所需品格心態。裝備平信徒基本關懷技巧，提供操練機會，加強
其信心及參與，並積極有效地支持不同的肢體。課程包括關懷技巧討論，建立信
任的關係，界線與保密的原則，聆聽與回應等。

社會議題——關懷社會活出信仰講座 倫理學講座
基督徒如何面對當前道德倫理和價值觀的挑戰？

TBD

基督教的信仰不光是關乎我們跟上帝的關係，以及我們在教會裡面的生
活。基督徒的信仰應當活在每一天，應當活在世人的眼前。因為主耶穌吩咐我
們，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鹽，要做山上的城。當面對極具爭議的當代社會議題
及多元文化思潮挑戰的時候，基督徒如何做到「在世而不屬世」、如何維持「世
上的光、山上的城」的榮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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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2021

12/27-30, 2021

CMC Global 2021
in Dallas, TX
The Executive teams for this year’s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CMC) – originally CMC South 2021 –
are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again be going Global. CMC Global 2021 will be held in-person and
online, December 27-30. Praise the Lord for COVID - the Gospel went online like never before. At CMC last
year we welcomed people from nearly all states and all over the globe, representing over 1500 churches.
Now we praise the Lord again for His mercy, making the way for us to gather together in-person.
At CMC this year our theme is Faithful & Fruitful taken from John 15:4-8. Our focus over the four
days will be living out the whole Gospel in word and deed for the whole person (Faithful), taken by the
inter-generational whole church to our communities and into the whole world (Fruitful).
Our Program will include:
Chinese, English,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Programs in-person and online.
Youth and Children’s programs in-person.
BRIAN FIKKERT (Chalmers Center) and LISA PAK (Finishing the Task) as our joint speakers.
Plenary Speakers include: PETER AU, DAVID DOONG, LAMBERT LEE, TONG LIU and JEFFREY LU.
20+ in-person workshops plus additional online workshops.
Specially designed online experience with high quality video and professional streaming;
and on-demand video after the event.

Please join us in prayer that God will use CMC
This is to my Father’s glory, that you

mightily to connect, collaborate, and celebrate His King-

bear much fruit, showing yourselves

dom’s advancement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to be my disciples. (John 15:8)

least reached people and places.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parts
of the program to put in place; we need discernment for the
appropriate safeguards for the in-person programs; and we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enhance the onlin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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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2021 2021華人差傳大會

2021全球華人差傳大會
將於12月27至30日在Dallas, TX舉辦！
今年的華人差傳大會（CMC）執行團隊（原為 CMC South 2021 ）高興地宣佈，我們將再次走向
全球。2021年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月 27日至 30日於現場和網路上同步舉行。感謝讚美主，因著新
冠，網路上的福音傳播從未如此興旺過。去年的 CMC，有來自美國幾乎所有州、和世界各地的1500
多個教會加入了我們。感謝主的憐憫，為我們在 2021年底現場聚會預備了道路。
今年 CMC的主題是「衷心和結果子」，來自約翰福音15章4至8節。在這為期 4天的大會中，我們
的將把重點放在如何通過基督徒活出神全備的福音、言傳身教行出全人更新的樣式（衷心），世代
相傳的全體教會，進入社區而改變整個世界（結果子）。
大會內容將涵蓋：
面對華人大學生的中文及英文講座，分為現場和網路上進行。青少年講座，在現場進行。

BRIAN FIKKERT (Chalmers Center) 和 LISA PAK (Finishing the Task) 將成為聯合講員。
中文主題講員包括：PETER AU，董家驊，李燕光，劉彤和呂紹昌。

20多個現場面對面的研討會以及其他線上研討會。
高質量視頻和專業的在線直播功能；並提供大會後視頻回放。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請加入我們的禱告：願神大大使用CMC來連接、協調和頌揚祂
國度的擴展，在海外華人和未得之民中廣傳福音。籌備工作中，仍有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15:8）

幾個部分在商議中；我們需要對現場聚會的個人保護措施有更多的
瞭解；同時也尋求增強線上聚會體驗的方法。求主帶領我們。

If you wish to receive our prayer updates and information on how to join our weekly prayer meeting you
can sign up here. 如果您希望收到我們的禱告更新，以及
有關如何參加每週禱告會的資訊，可以在這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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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之信（英）》 特價 $13

《子女心父母情（簡）》

C7-5E

F2-12

購買10本以上每本只需$8

孩子的言行都是他們思想的真實表達。
此書為如何牧養孩子的心進入生命之道
提供了觀點和方法。這是一本適合家中
有任何年齡段孩子家長的書。

作者認為，在漫長的歷史中，上帝的
手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指印，由此
拉開了中國先賢與世界文化的共同點
的新研究。英文版，共265頁。

《理財有道（簡）》

《世界需要父親（簡）》
F2-40

$6.50

D13-5

$9.50

聖經關于金錢和財產的經文竟達 2350
節之多。我們是財富的「管家」。本
書作者擁有幾十年教導財務課程的經
驗，通過生動的實例、使用的方法，
為大家提供針對家庭理財的專業指導。

父親該如何履行這一神聖職責？本書
是給父親的指導手冊，將父親的職
責、作用和影響，以及他們在婚姻關
系、家庭帶領、子女教育中的影響力
和實踐力，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漫畫聖經故事（簡）》
M5-1 $11.50;
M5-2 $12.50;
M5-3 $10.50;
M5-4 全三冊優惠價

$7.5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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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
作者是出生於巴西的賽爾西奧•卡列
洛 ， 是 一位知名的漫畫藝術家。共三
冊，包括《舊約》（上篇），《舊約》
（下篇）和《新約》。

美國、加拿大訂閱電話：1.888.999.7959
電郵：crm@afcinc.org 電話：717.687.8564 ext. 6 傳真：717.687.8891

www.ChineseResourceMinistry.org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報告

基督使者協會財務報告 AFC STEWARDSHIP REPORT
2021年1月至2021年4月 January 2021 to April 2021
事工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校園事工 Campus Ministry

$447,650

$430,112

$17,538

一般事工 General Ministry

$393,477

$378,507

$14,970

福音資源事工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81,765

$84,829

($3,064)

使者書房／出版 Bookstore/Publication

$232,781

$197,241

$35,541

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87,126

$65,852

$21,274

營會及培訓事工 Conferences & Training Ministry

$133,102

$138,553

($5,451)

$1,375,902

$1,295,096

$80,806

總額 Total
收入 Revenue

6%

支出 Expenses

11%

10%

5%
32%

33%
15%

17%

7%

6%
29%

29%

註：本財務報告包含在此期間運營和事工項目的捐贈收入，而未包括為將來事工而提前籌集的款項。以上的財務數字為未
經審計的報告。專業會計事務所的年度審計將於2021年8月底進行。如果需要，您可以向使者辦公室索取審計報告。支持
者指定的奉獻，例如支持校園事工、或文字出版，將秉持專款專用的原則。基督使者協會是註冊的非盈利性機構，即使書
房的銷售款項也被用於推動事工。我們特別感謝那些將使者放在遺囑受益人名單中的弟兄姐妹！
Note: The report only includes donations received for AFC’s operational ministry activities and not those reserved for future proj-

ects. Above Report is un-audited. The annual audit will b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August 2021. Copies of audited financial report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Donor designated gifts, such as those to Campus Ministry or Literature, are used solely for that particular ministry. AFC i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where all proceeds, including bookstore sales, go back into our ministry work. We are so
grateful for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d and to those who remembered AFC in their wills.

網上銀行卡奉獻 Give Online: www.afcinc.org/donation
銀行直接扣款 Direct Bank Withdrawal (ACH)
Set up an automatic bank withdrawal (ACH) on AFC’s website or via the
remit to give without the hassle of remembering or bothering with
additional paperwork. An automatic yearly/quarterly/monthly withdrawal is established at your discretion and will run for as long as you
specify.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change it at anytime.

SUMMER 2021

公司鼓勵捐贈計劃 Employer-Matched Giving Plan
Typically if your company has a Matching Gifts or Corporate Giving
Program, for every dollar an employee donates to a charity, the company also matches a dollar to that same charity. Ask if your employer
has such a program and include AFC in your giving.
Please see the back cover for more planned giving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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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mbassador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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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m@afcinc.org

PERIODICALS

規劃您的捐贈 Planned Giving
您知道還有除現金之外的奉獻方式嗎？甚至有些是不需要立即全
額贈與，但可以提前得到稅務減免。您可以通過有規劃的捐贈來
擴展神國度的工作，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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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than
giving cash? You can even give gifts that cost you nothing but
bring tax benefits now!
以下是幾種簡單的 Planned Giving 方式：

Stock Donation

Annuity

隨著股票市場出於歷史最高位，您可以
直接捐贈股票以避免出售而產生的資本
增值稅。With stock markets at historical

如果您有超過一萬美金的投資賬戶、人壽保險，可以聯繫使者成立免稅的
Annuity賬戶用于慈善目的。該賬戶交由專業機構管理，按季度分紅。賬戶分
紅後的餘款將在您不需要這筆投資後，用於支持事工。If you have more than

highs, you might want to donate your
appreciated stocks that avoids capital
gains taxes (min 15%).

$10,000 in investments or retirement that you wish to use for charitable work,
you may contact AFC to establish a charitable gift annuity account that will be
managed by professionals. You will receive quarterly payouts and defer taxes.

Bequest, Will
將使者協會列入您的遺產規劃中（退休金、理財賬戶、人壽等）。只需將以下的建議文
字加入遺囑中。List AFC as a beneficiary in your will or bequest. Sample language: ”Af-

ter taking care of all expenses, debts and other provisions, I give, devise and bequeath ___
percent of the rest and residue [or $___] to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 Pennsylvania-bas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ax ID# 52-0798499] 21 Ambassador Dr, Paradise PA 17562.”

奉獻 GIVE

afcinc.org/donation

免費咨詢 Free Consultation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我們的專業團隊,索取詳細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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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tact AFC to request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provide you free and personal
consultation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your own attorney or financial advisor.

Mr. Ike Jin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215-350-9186
ijin@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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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