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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使者協會公佈下任會長
AFC Announces its Next President

忠實耿耿與結實纍纍，一名基督耶穌跟隨者的反思

——基督使者協會候任會長柏有成博士的文字訪談

Faithful and Fruitful: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Dr. Yeou-Cherng Bor, president-elect of AFC

歡迎來到《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udent Outreach (USO) Platform!

2021全球華人差傳大會
CMC Global 2021



Dear friends of AFC, 

Warmest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Thank you for partnering with AFC for another fruit-

ful year of reach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Christ.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our core strategies 

have had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are living up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Please read the amazing campus outreach stories on page 10, and how our training and new media 

resources are enabling our staff and partners to reach into new demographics (pp.28-41). Finally, I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2021 Global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online from December 28-29. Details are on 
page 42.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exciting news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AFC. The AFC Board of Directors has 
been considering for several years who may be able to succeed me as the next President as I am preparing 
for retirement. 

After many months of intentional prayer and search by the Search Com-
mittee, AFC Board takes great pleasure to  announce  Dr. Yeou-Cherng Bor as 
AFC President-Elect effective November 2021.

Dr. Bor has a long an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FC.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God’s call to serve at Chi-
nese Mission Convention 1995 while a PhD student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2011, Dr. Bor began serving as 
an AFC Board member and became Board Chair from 2013-2015. He left his profession as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to serve full time as AFC Executive Director in July 
2015. Please read our in-house interview with him that contains more details of his upbringing and vision 
for AFC’s future (p. 5). 

Dr. Bor will serve as  President-Elect until May 2022 when he will be officially commissioned as 
AFC President. I will serve alongside Dr. Bor and the AFC team as President Emeritus during the transition 
until my retirement in November 2022.

We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younger and distinguished Christian leaders to take AFC into the future. 
We deeply appreciate your continued prayer and support for Dr. Yeou-Cherng Bor and the entire AFC 
team during this time of transition. Your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are greatly appreciated here! 

 

So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with you (2 Cor. 5:20),

Rev. David Chow,  D.D. 

President of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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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使者協會會長

親愛的使者之友們，

在主裡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 感謝您在過去一

年中與使者合作，讓我們可以在過去一年里繼續向華

人知識分子傳福音，並取得豐碩成果。我很高興地報

告，幾項事工核心策略均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即使是

在大流行病所帶來的挑戰下。

請閱讀第10頁中在校園事工中所發生的奇妙轉變

故事，以及我們的培訓和新媒體資源如何使同工和合

作夥伴能夠接觸到新的人群和禾場（第28-41頁）。最

後，我邀請您報名參加即將於12月28日至29日在線上

舉辦的2021年全球華人宣教大會。詳情請見第44頁。

我還要分享一個關於AFC未來且令人興奮的消

息。由於我準備退休，使者董事會幾年來一直在尋找

接替我成為下一任會長的人選。經過甄選委員會幾個

月的祈禱和面試，董事會榮幸地宣佈柏有成博士將成

為候任會長，于2021年11月生效。

柏有成博士與使者有著長期而密切的關係。1995

年，他在康奈爾大學讀博士的時候，就在華人差傳大

會上回應上帝的呼召要一生服事主。自2011年以來，

柏博士一直擔任使者董事會成員，並在2013-2015年期

間成為董事會主席。2015年7月，他辭去弗吉尼亞大學

（夏洛茨維爾）高級研究科學家的工作，全職擔任使

者的總幹事。請閱讀本期雜誌對他的專訪，其中包含

了更多關於他的成長經歷和對使者未來事工的願景

（p5）。

柏博士將擔任候任會長，直到2022年5月，屆時他

將被正式任命為新生會長。在過渡期間，我將作為名

譽主席與柏博士和團隊們一起工作，直到2022年11月

正式退休。

感謝上帝為我們提供了年輕而傑出的基督徒領袖來

帶領使者走向未來。我邀請您在接下來的過渡時期繼續

為柏博士和整個使者團隊禱告和提供支持。感謝您一路

以來的友誼！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林後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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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耿耿與結實纍纍
一名基督耶穌跟隨者的反思

基督使者協會候任會長柏有成博士的文字訪談

文/柏有成，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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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問  您常說，您和學生工作有不解之

緣。從您自己的留學時代開始，到現在在基督

使者協會裡從事第一線學生、學者的福音工作，

能否跟我們簡要談談您的信仰和服事經歷？

謝謝你的提問。我簡要地分享我的信仰之旅。我

1989年夏天來到美國留學，負責接機的同學正是校園

查經班的主席，他就邀請我參加週五和週日華人教會

的聚會。我也不排斥地接受邀請，默默地觀看這群基

督徒學生在查經班與主日崇拜的活動，聆聽他們所分

述的基督信仰。隨著持續與這些基督徒學生交往，我

逐漸地被他們言談舉止中所呈現的平靜安穩所吸引。

因為這些基督徒學生課業繁重，論文研究也遭遇嚴峻

的挑戰，畢業看似遙遙無期，遠超過我在專業領域所

面對的困難。可他們卻展現出一種生活有力，做工得

息的生活態度，如此真實而篤定。經過一年的查考聖

經，我觀察的結論是這些基督徒必定有一種堅實信仰

的支撐。由功利角度來看，信奉這種信仰對我取得學

位是「有益」的。於是1990年10月我在理性上接受上

帝的存在與耶穌是救贖之主，可是在生命經歷與信仰

實踐上卻是乏善可陳。我信仰的轉捩點是1992年12月

參加由基督使者協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舉辦的華

人差傳大會。在大會中我聆聽基督使者協會創辦人之

一，周主培牧師振奮人心的信息之後，回應神的呼召、

開始預備自己來服事神。

接下來的年月就在大學校園與研究機構從事生物

醫學的研究，與許多的華人學生、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藉著日常生活的互動來傳福音，也開始外出在營會向

1.5代青少年與大學生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藉著神的

安排，在2010年3月份的學生營會中，我認識了基督使

者協會的同工蘇文哲弟兄與唐京華姐妹，他們邀請我

參與一項名為「校園天機」的事工研討會，2010年10月

份在基督使者協會的總部舉行。那是我第一次來到基

督使者協會在賓州的總部，認識了當時擔任總幹事的

周大衛牧師。他非常親切地與我單獨談話，詢問我的

信仰經歷。一個月之後，我接到使者協會董事高理權

教授的電話，邀請我加入董事會。當時的我自認不過

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資格擔任董事。但是高理權老

師讓我明瞭使者協會多年來耕耘校園，向華人學生學

者與知識份子傳福音的使命。這一點深深地觸動我，

這也正是我多年來所接觸與關注的，於是2011年6月欣

然受邀加入董事會參與服事。2012年11月董事會主席

輪替需要改選，我更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這是我從

來沒有預料到的。

擔任董事會主席之後，我開始每個月定期與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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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牧師通話，除了事工上的溝通，也有屬靈的交流，藉

著與周大衛牧師的談話，我更深地感受到使者的異象

與使命，極具國度的眼光與策略。2014年8月份周大衛

牧師詢問我是否願意加入使者協會全職服事。我和妻

子分享這個邀請，回首來時路，是巧合，還是神的帶

領？回顧過往：上帝把我帶到美國，為我在校園查經班

裡預備屬靈的沃土，提供服事的平台，安排學習的機

會，參與學生事工的，又預備許多屬靈長者以溫柔忍

耐帶領我走向信心之路……在禱告之後，最終我知道

上帝是在呼召我進入全職服事。在2014年10月的電話

會議中我回復周牧師願意加入使者的行列。我從2015

年7月份開始擔任使者協會的總幹事職分到今天。誠如

《哥林多前書》15章10節記載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

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這都是出於神的恩典。

編輯問  有人說現今是華人知識份子福

音工作的荒年，帶領人決志信主似乎比90年

代困難很多。您同意這種說法嗎？有何回應？

北美的華人知識份子對福音反應日漸冷淡一說，

並沒有公認的統計數據來支持，多半是教會的牧師與

同工直觀的描述，例如：邀請新生參加活動反應冷漠，

週末團契聚會出現冷場，福音佈道會決志舉手人數寥

寥無幾。如果將以上的觀點當成結論似乎確實有福音

事工遭遭遇窘境的樣子。我認為有許多的原因。我簡

述一項個人的觀點：在與年輕的群體宣講耶穌基督的

時候，我察覺到這批2000年以後來美求學的年輕群體

對福音的反應與10年前的學生有極大的不同。他們不

太關注理性的思考而是偏向感性的體驗。從學生群體

分佈而言，從2014年開始，抵達美國求學的本科生人

數超過研究生的人數，平均年齡降低。這個趨勢與美

國華人教會逐漸老化的群體形成了對比。雖然都是身

為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可是，世代區隔的成長背景與文

化差異，加深了代溝，導致教會的福音外展事工不容

易接觸年輕學生。

但我認為這種代溝是可以克服的，需要至少兩方

面的堅持與調整：1. 持續委身於校園事工，傾心關愛年

輕學生，建立忘年之交。因為愛神與愛人的心可以有

效地縮短兩代之間的距離。2. 誠心進入當下年輕人的

文化處境，嘗試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將福音重新表

述。我深信福音是歷久彌新，可是表答的方式要與時

俱進。

編輯問  這對新一代全職同工有何要求？

使者是如何裝備、策略性地差派同工的呢？

談到新世代同工之前，讓我先回顧過去一甲子的

歷史。從1960年代開始，神將大批的學生從臺灣，香

港，東南亞地區帶到北美求學，在校園裡組織查經班，

進而轉型建立華人教會。從這些教會裡孕育出許多忠

心僕人，繼續服事無數的海外學子。在中國近代移民歷

史上，大批的華人知識份子在海外歸主。現今莘莘學子

仍然從亞洲各華人地區來到北美，可他們的特質已產

生改變。他們成長於物質富饒的生活，世俗化的價值

觀，忽視靈性層次的需求。信仰絕不是他們主要的關

注；在後現代，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排斥權威式的斷

言，絕對真理的存在；網路與社交媒體成為取得信息與

建立人際關係的主要方式，有來有「網」，無遠弗屆。

基督使者協會從1963年成立以來，領受了一個恢

弘的異象，要為基督贏得當代華人知識份子。多年來

使者有一群忠心良善的校園同工，委身在大學校園傳

福音，培育徒，這是我們珍貴的資產。然而面對這一批

年輕代的華人學生群體，使者協會會甄選有使命感的

年輕基督徒，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進入校園工作。我希

望這一批新同工是在校園團契成長的學生領袖或是神

學院即將畢業的年輕學生。他們瞭解同輩的文化印

記，也確認耶穌基督的福音能挑戰世俗文化的謬誤並

指出人心悔改救贖的唯一道路。這批同工年輕可能沒

有豐富的經驗與技能，但是基督使者協會已經擬定計

劃與經濟資源來培育他們。如此，使者便可以差派有

品格、具領袖潛力的校園同工，進入校園。我深信校園

事工也是培育教會領袖的搖籃，所以，基督使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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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與教會合作，彼此同心協力，日後這批校園同工

成為未來華人教會的祝福。

編輯問  您有在教會和福音機構服事的

經歷，您可以談談這兩者的定位和區別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先分享在教會與福音

機構的經歷，再分享這兩者的定位與區別。

我曾經居住過不同的國家與城市。每到一個新地

方，我們會即刻尋找教會，全家每周定期參與聚會。因

為在信主初期，教會的牧者與屬靈長輩就教導我們：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找到教會就找到家。」因此，教

會是我們是生活的重點。在不同的教會參與的服事項

目包括廁所清潔衛生，廚房膳食管理，查經聚會，主日

學，與主日證道。從外表順序看來有由下而上，由卑而

尊的趨勢；然而從內在的屬靈操練而言，無論是在那

一個事工範疇服事，它們所要求的標準是一致的，就是

「忠心」。誠如《哥林多前書》4章2節所言：「所求於

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這是我奉為圭臬，拳拳服膺

至今。

日後我們參與一個主日聚會人數約50人的華人教

會，借用一個大型美國教會的場地，兒童事工也是仰

賴美國教會的弟兄姐妹們愛心服事華人教會的孩童。

隨著我的子女年紀漸長，由嬰兒，幼童，成為學齡兒

童，我開始思考他們未來基督信仰成長的途徑與環

境。經歷許多的思考，我們決定加入了這個大型的美

國教會。在一個主日千人聚集的教會，以會友的身份參

加主日敬拜，享受教會提供的屬靈資源，做一個【躺平

信徒】是最無痛的選項。可是我們要成為教會的身體，

服事教會，對我與妻子而言，是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

我們開始主動地去認識教會的弟兄姐妹，加入主日

學，周日晚間的學習小組，週三的禱告與查經聚會，數

年之後牧者邀請我與妻子參與教會的兒童事工與青少

年事工團隊，同心服事約有8年。這段時間藉著服事也

與我的兒女們一起在屬靈旅程中同行，一起成長。隨

著在教會的聚會，也參與了教導與行政崗位的服事。

日後，我被呼召按立成為教會的執事，在第二個任期

期間，被推舉為執事會主席與將近40位美國弟兄一起

服事。總結這段期間的學習心得是：先做對的人，再做

對的事。

基督使者協會是機構，她的服事對象是教會。回

顧基督使者協會的歷史，服事自60年代開始的校園查

經班群體與日後轉型而成立的教會，見證了過去一甲

子神在北美學人中的奇妙作為。在過去幾年的服事經

歷中，我發現新世代年輕人雖然經常受到同儕的影

響，但也非常需要來自長輩的友誼與引導；華人教會

雖然面臨老化的階段，但是上一代人擁有豐富的人生

閱歷，委身於教會，是華人教會難能可貴的資產。我認

為如果調動這批成熟的基督徒，幫助他們建立與年輕

人連接的溝通模式，他們可以關懷帶領年輕人作門

徒。我認為這是福音機構能發揮協助教會與教會一同

成長的方式，雖然功能不同，但是形成一種互補的共

生關係。

編輯問  您即將成為使者協會的下一任

會長，您對於未來有何展望？有任何事工上的

新動向嗎？

這是一個可大可久的題目。神如允許，2022年5月

份將卸下接任會長的職分，這個服事的機會，令我誠

惶誠恐。我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平凡的人，天國人

才濟濟，為何是我？何德何能？我沒有足夠的訓練，能

夠給神的國度奉獻什麼？

你問我對未來有什麼展望，先說我對自己個人的

期許。我求神繼續在我生命中所動的善工，包括品格

塑造、知識裝備、事奉操練、藉著神的恩典讓我學習

成為合神心意的人。我會傾聽同工們的心聲，以引導與

啟發的方式帶領團隊。我在此要向神感恩的就是有一

批專業素養的同工在身邊。他們任勞任怨，謙卑愛主，

與他們共事是神賜給我的祝福。

對使者協會的期許而言，我希望機構能持續服事

教會。因此，我會更頻繁地拜訪教會，聆聽牧者們的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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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挑戰，而讓機構有機會整合資源反哺教會。限於

篇幅，我在這裡提出一個觀點來說明未來的方向之

一，就是關注教會所面臨的挑戰及福音契機。

70年代由查經班轉型成為查經班的北美華人教

會，至今已經跨越了半個世紀，北美華人教會正處於

世代交替的十字路口。傳統的牧養模式無法留住年輕

世代，缺乏青年領袖接棒，教會的下一步在哪裡？面對

的第一代與第二代牧養問題；使者協會希望能與教會

合作，以國度宣教的眼光幫助第一代移民繼續向日後

的新移民宣講福音、成全第二代說美語的華裔茁壯成

長成為跨文化宣教的主力。而在第二代的年輕人事工

中，清楚定位說中文的華人留學生的校園事工為宣教

事工，因為留學時日縮短，流動性大，挑戰華人教會將

大學校園當成家門口的宣教禾場，耕耘培養未來的天

國人才。我也會與專業的福音宣教機構連結，向他們

學習經驗與事工理念，彼此合作，資源共享，建立事工

夥伴的關係。

最後，再次向神感恩，帶領我來到基督使者協會

服事，也非常感激周大衛牧師的提攜。在過去的6年，

我近距離地觀察周大衛牧師是一位盡心竭力將聖經的

真理實踐在他生活領域的一位僕人領袖。他這種認識

基督並且實踐基督命令的生活方式是我的榜樣與典

範。我會效法周大衛牧師，像他在效法的耶穌基督一

樣，仰賴神豐厚的恩典以及無窮的智慧，按著神的心

意來服事神與耶穌基督重價贖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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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Campus Missions: 
Shining Light through the Shadows of Covid-19

使者校園專題：

同心何疫？

在疫情中從校園興起神國度的精兵！

Chaoyang Peng, AFC Campus Mission Director 

文/彭召羊，使者校園事工主任

cpen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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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autiful sight in the fall of 2021 was the re-

opening of university campuses that once again 

became aliv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Covid-19 has been like dark clouds hanging over the 

land, the hundred AFC campus missionaries have ris-

en to shine for Christ. Our campus ministry is enter-

ing a new season!

Over 85,000 Chinese students have received F1 

visas to study in the US this fall, which is more than 

that for a normal year, but there is no time to waste 

in reaching them for Christ, as over 85% of them will 

likely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upon completing 

their studies overseas in 3~5 years. Our prayer is that 

they have come to the US with dreams, and they will 

return to China with the Gospel. Jesus said: “Don’t 

you have a saying, ‘It’s still four months until harvest’? 

I tell you,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t the fields! They 

are ripe for harvest.” (John 4:35) This is so true for our 

campus ministry today. Through the pandemic, God 

has been preparing students’ hearts for the Gospel, 

and God is raising new leaders for His kingdom, and 

is also building a strong team for campus missions.

(1) God has been preparing our hearts in the 
pandemic. 

At the campus of NCSU, where I serve, we had 

13 new believers and 9 baptisms during the pandem-

ic, and additional 9 new believers and 6 baptisms 

through our online ministry to reach students and 

returnees in China. This was more than all we imag-

ined, and was God at work. The pandemic has made 

us realize that our future is not hinged on academic 

degree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or financial sta-

tus, bu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vitality, immuni-

ty, and creativity. The mortality rate of Covid-19 is 

less than 1%, but the death rate of sin is 100%. The 

pandemic threatens people with death, but our Lord 

Jesus Christ has victory over sin. The power of resur-

rection renews us, strengthens us, and gives us hope 

in eternity.

(2) God is raising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andemic. 

We have been compelled by the pandemic to 

do a better job in raising student leaders. “If anyone 

builds on this foundation using gold, silver, costly 

stones, wood, hay or straw, their work will be shown 

for what it is, because the Day will bring it to light. 

It will be revealed with fire, and the fire will test the 

quality of each person’s work.” (1 Cor. 3:12-13) Un-

less we use gold, silver, and precious stones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faith, students will otherwise 

disappear from our radar as grass, wood and straw 

burned in a fire.

We have a new “5G” Plan for campus ministry to 

raise student leader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1. Go Deep in life transformation - Students with 

a shallow conviction are likely to fall by the wayside 

in their journey of faith.

2. Go Small in discipleship groups to make them 

more organic and relational in growing together.  

3. Go Hybrid to engage with students in person 

and also online to do ministry in creative ways to 

bring them to Christ.

4. Go Triangle where campus missionaries work 

closely with church coworkers and Christian faculty 

members to form a stable ministry triangle to reach 

students on campus.

5. Go Global to intentionally enter cross-cultural 

mission, raising Kingdom leaders for the Grea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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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3) God is building a strong team for campus 
missions.

In Mid-July, our campus staff from across the US 

were excited to gather on site at the AFC Headquar-

ters for a retreat after not seeing each other in person 

for two years. We recommitted ourselves in front of 

the Cross, conducted a great team building exercise, 

and were re-sent to the frontline campus mission 

fields with fire inside.    

In this issue of AM, you will see campus stories 

from the West Coast where we launched a new min-

istry at UCLA this fall and have expanded our campus 

outreach at USC. In addition, our campus staff are like 

light shining at the campuses of UC Irvine, UC San 

Diego, UC Berkeley and UC Davis, just as the motto 

of the UC System says in Latin, Fiat Lux, “Let There Be 

Light.”

Moving on to the Midwest where five of the top 

ten universities by enrollment in the US are located. A 

feature of our campus ministry in the Midwest is that 

God has called an outstanding team of Chinese Chris-

tian professors to serve as our associate campus staff. 

They are salt and light on campus, with high impact 

in class and in faith. As you will see in the Midwest 

updates in this issue, student ministry led by these 

faculty campus staff is booming in the Midwest. 

On the East Coast, the “Love-95 Campus Partner-

ship” network is formed along the I-95 Corridor where 

our campus missionaries have strong presences at 

universities from Boston in the northeast to Atlanta 

in the southeast, and to Houston further sou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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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開放、充滿青春活力的美國大學校園是2021年秋季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是。疫情的陰霾籠

罩了校園長達一年半之久，基督使者協會的近一百位校園宣教士在全美各地校園為主興起發光，

校園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季節！

今年有85,000多名中國學生獲得來美留學的簽證，超過往年的數目。為基督去贏得這些莘莘

學子刻不容緩，他們當中85%以上的學生將在三~五年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我們盼望他們帶著理

想來留學，更是帶著福音而海歸。主耶穌說：「你們豈不說:  ‘到收割的時候, 還有四個月’ 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翰福音 4:35）。藉著這場疫

情，神在預備人心，神在預備精兵，神在建造團隊。

（一）神在預備人心。

在我所事奉的北卡校園「中國學人之家」，在疫情中有13位新人信主，9位弟兄姐妹受洗，而我

們在網上服事的各地遠程的學生學者中，也有9人信主，6人受洗。這是神在改變人心。一場新冠病

毒疫情讓我們明白，未來拼的不是學歷，不是經歷，不是財力，拼的是生命力，拼的是免疫力，拼的

是更新創造力！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低於1% ，而罪的死亡率是100%。威脅病人的是新冠病毒，勝過

死亡的是荊棘冠冕 ! 主耶穌死裡復活的大能更新我們的人生，加添我們力量，帶給我們盼望。

will see two highlights in the campus stories from the 

East Coast: one is the new student group started this 

fall by sister Hongmei Luan in Boston, another is the 

cross-cultural mission to reach young people among 

Muslim immigrants in Atlanta by brother Benedict 

Wong and his church coworkers.

Cross-cultural mission will also be the theme at 

the Chinese Student Program at CMC 2021 to be held 

onlin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Throughout church his-

tory, God has time and again empowered students to 

spark mission movements, from the Haystack Prayer 

Meeting by five Williams College students in 1806, 

that ignited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to the Cambridge Seven 

,who went to China as missionaries in 1885 that in-

spired churches in England and around the globe to 

go into missions, to the Mt. Hermon One Hundred and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 of 1886 that sent thou-

sands to global missions. We believe God is raising a 

new generation of student leaders for the Great Com-

mission from the post-95 and post-00 students we 

reach today.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AFC campus 

ministry, to be our ministry partners with the CALL-

ING (Campus Leadership Life Incubation and Growth) 

Project soon to be launched. This grand project has a 

budget of $25k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We anticipate 

your prayer and support in this endeavor, and togeth-

er we will raise young leaders from the campuses for 

God’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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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也正在校園預備精兵。

這次疫情像火一樣試煉我們怎樣為主興起新一代

的學生領袖。「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

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

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林前3:12-13）這次疫情催逼我們用金、銀、寶石來建

造學生信仰的根基。否則疫情就像火一樣，把草木、禾

秸建造的工程都燒了，學生也就從雷達上消失了。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的校園事工有一個新的

「5G」計劃：

1. Go Deep

學生門徒培訓的生命建造更加深入，更加扎實。

2. Go Small

校園小組在疫情中像雨後春筍在各地興起，後疫

情時代我們繼續加強小組事工，藉著活潑的生命交流

和互動，培養小組長和學生領袖。

3. Go Hybrid

線上線下相結合，用創意更新的途徑把學生帶到

神的面前。

4. Go Triangle

校園宣教士與教會和教授配搭，形成一個穩固的

事工鐵三角在校園傳福音。

5. Go Global

校園宣教突破傳統意識，進入跨文化宣教，為基

督興起神國度的精兵。

（三）神正在建造我們的校園同工團隊。

今年七月中旬疫情開始緩解時，我們抓住時機在

使者總部舉辦了實體的校園同工退修會。在兩年沒有

相聚之後，同工們又一次興奮地面對面聚集在一起。

在神面前重新立志，同工們把心志寫下來釘在十字架

上，經歷了美好的團隊建造操練，帶著心裡的一團火，

再次出發，被差派到第一線的校園工場。

在這期來自校園見證中，您將看到我們在西海岸

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新開始的校園事工紀

實和來自南加州大學（USC）的校園花絮，同時在加州

大學的爾灣分校（UC Irvine）、聖地亞哥分校（UC 

San Diego）、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和戴維斯分

校（UC Davis），我們的校園宣教士在這些舉足輕重的

校園上為主發光，就像加州大學系統的校徽上的校訓

所說的「Fiat Lux」,「要有光」！

再來到中西部的校園，全美學生人數最多的10所

大學有5所在中西部。神在中西部呼召了一批熱心愛主

的大學教授成為我們的特約校園同工，他們的教職身

份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學生，分享福音，成為學

生的祝福。今年秋季校園重新開放後，他們帶領的中

西部幾所大學的校園事工有聲有色，如火如荼。

最後來到東海岸，沿著I -95公路的東南走廊，一

個高校林立的」愛-95校園夥伴」的網絡已經形成，從

東北的波士頓到東南的亞特蘭大和南部的休斯頓，呈

現使者校園宣教士團隊的最大陣容。特別引人注目的

是兩個亮點：一是在校園重鎮的波士頓和鄰近的羅德

島，從周麗華牧師和欒紅梅傳道的見證可見新英格蘭

地區的校園新貌，一個新的波士頓校園小組這個秋天

又已誕生。二是在亞特蘭大，黃傳峰傳道和教會同工配

搭走出校園向穆斯林難民的年輕人傳福音，激發了學

生的跨文化宣教熱情，他們愛主更深，事奉更美。

跨文化宣教也是使者校園事工在年底的2021全

球差傳大會上主辦中文學生組的校園宣教主題。神在

歷世歷代呼召學生成為普世宣教的火種和復興教會的

動力，從1806年的草堆禱告會帶來美國的第二次大覺

醒，到1885年的劍橋七傑激勵英國和全球的教會投入

宣教，到1886年的黑門山百人團和學生志願宣教運動

興起教會歷史上的一次宣教熱潮，成千上萬的信徒投

身宣教。我們相信神正在我們現在所服事的95後、00

後中興起新一代的學生領袖。我們邀請您成為使者的

校園事工夥伴，加入我們正要啟動的「校園領袖生命

栽培計劃」。這個宏大的計劃今後三年的預算是25萬

美金。我們需要您的禱告和支持，一同在這個時代為

神的國度興起新一代的校園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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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年剛來的新生，明天要去學校，有誰可以順路過來接我一下嗎？」

新生微信群裡突然出現了一條新的消息。看到這條消息我馬上加這位新生為好友，並詢

問她家地址以及需要幾點到學校。雖然我不順路，往返路程需要近兩個小時。但是我還

是決定去接她，因為我們學生團契正在尋找各種途徑接觸到今年剛來的新生。

文/欒紅梅，使者麻州校園宣教士

Hongmei Luan, AFC Campus Missionary in Massachus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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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接到這位新生Anna，才知道她是一位

五歲女兒的媽媽，剛剛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讀博士。為

了讓女兒上好學校，Anna搬到一個離她自己讀書較遠

的好學區。雖然她剛到這裡就買了車，因著各種手續，

新車還不能拿到。那天是新生orientation，我送她到

學校，正好陪她一起參加了學校為新生組織的活動。

吃午飯的時候，Anna告訴我，她買的車可以去取

了，但是取車的地方離學校挺遠，開車要一個多小時，

她很不好意思地問我，是否願意陪她一起去取車。看

到她為難的樣子，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我可以的。她聽

到後非常感動，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她說她不明白為

什麼一個陌生人願意這樣地幫助她。我告訴她，「我

是來還債的，因為我剛來美國上學，也有些基督徒曾

經這樣幫助過我和我們家，而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回報

他們，但是他們卻告訴我，做在今天的學生身上就是

對他們最好的回報。」

在取車的路上，Anna開始問我是怎麼信主的。我

細細將自己的見證講給她聽，告訴她神是如何拯救一

個悖逆的浪子回到神的家中。「我來美國讀書的時候，

得了晚期癌癥，在絕望和無助中，耶穌找到了我，賜給

我盼望和力量，讓我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上帝不

僅赦免了我的罪，醫治我的病痛，也賜給我不一樣的

生命。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b）然而，四年後我又得了乳

腺癌，主的愛不離不棄，滿有恩典和憐憫的上帝再一

次醫治了我，並且祂呼召我放下醫學院的工作來事奉

祂。十多年過去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信主和事奉神，

祂的恩典讓我無法數算。」聽完分享Anna有些沈思，

之後她問了一些她心中的困惑和有關基督教的問題。

感謝主，那天Anna不僅順利地取到車，我們之間的關

系也更親密。

然而幾天後，Anna打電話告訴我她懷孕了。但是

她和她丈夫並不想要這個孩子，這次是意外懷孕。 而

且她的先生在中國工作，不可能來到美國和她一起照

顧二個年幼的孩子。她自己在讀博士，功課也很重，也

沒有能力同時照顧好兩個孩子。她講完了，就問我：「紅

梅姐，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我告訴她說，如果在

信主前，我的想法也許和她是一樣的。但是因著我認

識了真理，我知道腹中的胎兒是一個生命，是神所賜

的，我不會輕易地把它打掉，我會靠著神的恩典，把這

個孩子養大。接著她也和我分享了一些其他的顧慮，

比如，她擔心這個孩子的屬相與家人相克，以及生辰

八字、星座等等。我便和她一起探討了基督教和其他

宗教的不同，以及聖經的看法。我一邊講一邊為她禱

告，求聖靈引導她、光照她，拿去她眼睛的帕子，讓她

明白真理。然而她卻告訴我，想盡早解決這件事。

她約了好幾家的醫院，但最早也要等一周以後。

在這段時間，我請弟兄姐妹們一起為Anna一家禱告。

看醫生的那天，我開車陪她去醫院。因著疫情，我不允

許和她一起去見醫生，只能在外面等她。在等待的一

個多小時，唯有不住地贊美神、呼求神！神能改變，祂

可以使水變為酒、死人復活。Anna從醫院出來了，她手

裏拿著藥，她告訴我，醫生說如果她不想要這個孩子，

只要遵醫囑服藥，就可以流掉孩子。可是她心裏猶豫

不決，她要我為她禱告，我拉著她的手，禱告天父親自

感動她和她先生的心，留住這個幼小的生命，並賜給

他們夠用的恩典可以養育好他們的孩子們。感謝主的

恩典和憐憫，祂是信實的神，祂垂聽了我們禱告和呼

求，最終Anna和她先生還是決定克服重重困難，將這

個孩子生下來。哈利路亞！

當我們在校園中迎來新的一批同學和訪學，並且今

年秋季我們開始了波士頓的學生事工，神藉著Anna的懷

孕，讓我們知道祂就在我們中間，祂能改變。我們需要

更多地信靠上帝，仰望祂。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b）雖然我們

不知道前行的路途會遇到怎樣的挑戰和難處，但是我

們相信這位賜恩典的神與我們同行，我們不再害怕和

擔憂，因為我們與主一起同工。

後記：那天我在學校的orientation中遇見的幾位

新生，現在每週五都會來我們學生團契參加Alpha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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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但

也給校園事工帶來了新的機遇。神說：「看

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

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

江河。」（賽43:19）在我服事的南加州大學

(南加大)校園，神在疫情期間為我們開了

新的傳道的門，我們的校園工場通過Zoom 

和實體聚會的形式而更加開闊。目前，我們

在Zoom上為南加大畢業生的父母開了三 

個信仰探討班。其中一個班由兩個學生

Joyce和Joanna帶領，她們都是在南加大的

學生事工中信主。Joanna的媽媽已經信主

並受洗，她積極參加信仰探討班來鼓勵丈

夫和她的小女兒來瞭解福音。通過這個每

週一次的信仰探討班，這個家庭的關係得

到治癒，家人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親密。

今年一入夏，我們就開始準備在南加

大的校園恢復與學生實體的面對面聚會。

我們去洛杉磯機場(LAX)接新生，但今年

我們只接到14名學生，這是我們自從開始

南加大的學生事工以來接機人數量最少的

一次。儘管我們最初接觸到的新生人數

少，但神奇妙地帶領我們在組織第一次郊

遊（好萊塢標誌的爬山活動）中接觸到很多

南加大的學生，與他們建立了聯繫。有近

60位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及朋友參加了這次

爬山。得益於這樣的實體面對面的活動，

我們現在有來自中國、台灣甚至日本的學

生定期參加我們每周的英語會話班和奇異

恩典團契。

做新事的神：
來自南加大的花絮

文/陳天合，使者南加州校園宣教士

Caleb Tan, AFC Campus Missionary at U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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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復生的Akron大學團契

去年六月的時候，位於俄亥俄州的Akron大學團契已經完全沒有學生，教會的同工在

考慮是否要繼續做學生事工。當負責同工找到我咨詢的時候，我了解到他們的教會就在校

神在中西部校園做更新、

更大的事 文/李賴敏超，使者印第安納波利斯普度校園宣教士

Michelle Li, AFC Campus Missionary in Indianapolis at Pur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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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附近，而且有一群非常純朴、可愛，對學生事工有熱

情和負擔的教職同工，這兩項得天獨厚的條件是許多

有心想做學生事工的教會沒有的。於是，我鼓勵並和

他們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帶領，我們開始了每週一次的

禱告會。在第一次禱告會後恢復的第一次聚會，他們

的基督徒教授就各自邀請一個學生來，結果那天來了

四位學生。從那一天開始，這個已經奄奄一息的團契

因著神的信實和大能復活了，而且越來越有生氣。一

年半來，同工們同心協力，忠心辛勤地撒種、耕耘、栽

培，他們努力學習年輕人的「潮語」，帶領學生查考約

翰福音的七個神蹟，學習啟發課程，舉辦各種戶外活

動和講座，一對一地跟進決志信主的學生，終於結出

美好的福音果子，先後有十幾位學生來參加團契聚

會，其中四位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不斷有新事的普渡校園團契

去年疫情爆發後，普渡大學校園團契的一群教職

同工因為收集防護用品而開始跟中國留學生家長接

觸，後來就開始了這個群體的福音事工。一年半來同

工門在家長群里配合默契，有的溫柔體貼、和風細雨

地有問必答，有的單刀直入引導學生和家長思考人

生。最近陸續有幾位家長信主受洗。今年開學以來，

普渡校園到處朝氣蓬勃、人氣旺盛，神又賜給同工們

新的異象，把在美國內外有孩子上普渡大學的基督徒

父母連結起來。於是在開學的第一個星期就建起了一

個基督徒家長群，家長們彼此為孩子禱告、鼓勵孩子

去教會。因為這兩個家長群體的興起，今年的迎新出

現了由家長推動新生進入教會的新氣象，每到週五和

主日聚會的時候，教會的中英文堂都擠滿了學生，充

滿朝氣和活力。僅在使者同工陳軍老師帶領的學生小

組就有近20人，其中一位從外州來讀研的本科畢業生

參加團契聚會幾周後就決志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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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15年初從教會牧養背景進入AFC，開始全

職拓展普市校園福音團契（PCEF）並與區域眾教會領

袖合作展開面向南新英格蘭地區的校園事工。從北美

海外校園宣教發展的大圖畫看，2015年北美尚處於上

帝在當代興起的留學生歸主大潮後期。隨時間推移，

形勢逐漸困難起來，留學生接觸邀請難度逐漸加

大。2020年疫情到來之前，各地學生事工普遍進入瓶

頸。但用心回顧過去，依舊清晰地看見神的工作勢不

可擋，即便在疫情和各樣困難中，祂總有讓人耳目一

新的多重疫外驚喜。神的恩典不數算不知道，一數算

嚇一跳！特將其中兩項分享如下。

第一，雙向宣教事工

從2015年1月建立開始，PCEF原是一個以華人留

學生為服務目標，面向Providence周邊的布朗大學、

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強生威爾士大學（JWU）等

院校的校園服侍。開始選擇場地的時候，在布朗大學

Chaoyang Peng, AFC Campus Mission Director 

文/周麗華，使者羅德島校園宣教士

Lihua Zhou, AFC Campus Missionary in Rhod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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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看上了一座學生可以步行到達的美國浸信會教堂，

經過半年每週參與教會主日崇拜、和會眾互動、在神

面前禱告尋求，最終確定選擇在這裡開展校園服

侍。2015年7月，正式將傳道人家中人數不斷增長的查

經班，搬到了這個會堂內開展服侍。普市社區教會

（The Community Church of Providence, CCOP）是一

家有輝煌悠久歷史的美國浸信會，是美國1638年建立

的最古老浸信教會，美國第一浸信會（The First Bap-

tist Church of America）的子會，與羅德島的奠基人 

Roger Williams 牧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Roger Wil-

liams登陸羅德島腳踏的石頭就鑲嵌在會堂入口的地

面上。CCOP有榮美的教堂建築、老化萎縮的會眾、亟

待尋回的宣教動力。

自2015年7月開始，PCEF每週五風雨無阻、從不

間斷地在這座美麗寬敞的教堂中以國語舉辦查經聚會

（內容有愛宴、敬拜、聖經學習和分享禱告），每週日

上午加入美國教會的英文崇拜，之後有中文主日學。

七年時間有很多美好時光，也經歷不少挑戰，尤其每

個主日聯絡接送並帶領學子們坐在一個主日信息對供

應初信年輕人生命成長不足，亟待神復興提攜的英文

聚會去面對語言文化和屬靈爭戰的挑戰，必須付出額

外的努力來彌補，如果單靠自己則完全沒有能力往下

走。曾經有好幾個主日，參加崇拜的人員，一半或2/3

的是PCEF成員。也曾不止一次思想，是不是該換一個

更好的地方來展開Providence的校園宣教？但每當

想到起初尋找服侍場地時，曾經歷神清楚的帶領，更

想起幾百年來西方傳教士對華人宣教的無私奉獻，何

以報恩？如果一味攀高枝，只顧自己的需要而離棄急

切需要支持的事工，從良心上覺得說不過去，和自己

素常行事為人的價值觀也不符。錦上添花容易，雪中

送炭艱難，我雖微小孤單，盼討神喜悅做一個雪中送

炭的人。作為海外華人能夠在校園宣教過程中同時對

美國教會擺上一點回饋，也是理所當然，同時也是一

個福氣。

堅持的結果很稀奇，近2-3年常聽見CCOP的Evan 

Howard牧師不斷在公眾場合說，如果沒有PCEF，C-

COP已經不存在了。2021年10月10日是我在美國教會

講道的日子，這天承擔招待服侍的Mike和韋涵，是

PCEF一對愛主的年輕夫婦、讀經的弟兄是一位布朗大

學的同學，他週一知道讀經的內容後，就將經文背下

來，即使不看聖經也能宣讀，他不單記誦聖經，還每天

為聚會禱告。青年弟兄姐妹們精神抖擻，整齊專注地

每週參加崇拜！這樣的光景，讓美國教會的弟兄姐妹

很開心，增加很多服侍的動力。

2021年秋季學期，神打發一群青春愛主的年輕學

子來到我們中間，他們積極參與禱告會，週五團契聚

會，週日的敬拜，將整個的服侍氛圍更新了。常有美國

浸信會的外請講員到教會講道，每位講員都說這個教

會讓他們感受到屬靈向上的氛圍。向北美本土美國教

會宣教是PCEF從開始就完全沒有預備或是沒有能夠

事先意料到的事工層面，在感激美國教會接納包容

PCEF這微小的校園宣教服侍的同時，也為我們能夠成

為美國弟兄姐妹的鼓勵而感恩。回首一段似乎困難的

路程，不管多難，只要人向主忠心不放棄，神會讓人看

見祂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祂的預備和帶領遠超人的

所想所求。

感謝神沒有遺棄我們，PCEF不單是一個靠主站立

的海外華人校園事工，也意外地成為一個向本地美國

教會的宣教服侍。忍耐等候神的人不至於羞愧！

第二，日常園藝愛好融入福音

在PCEE幾年的宣教侍奉中，有一項我很看重的服

侍是有幸每週親手為幾十人準備愛宴，這項服侍對我

而言不是簡單的小事。我自幼是一個幸福家庭中最小

的孩子，備受寵愛，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只懂得專心

讀書，在家務上沒有紮實訓練。而神感動我一個人長

期預備PCEF每週五的晚餐，預備的是真正意義的愛

宴！和很多海外校園事工的週五Potluck的愛宴一樣，

我們不是每週一兩道菜，而是排滿一桌子的大餐，加

上水果和甜點。團契的年輕人和我的孩子年齡相仿，

儘管我缺乏紮實的幫手，但我甘心樂意在主愛中極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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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為年輕人營造了一個充滿神聖大愛的家，讓他們

在異國他鄉每週辛勞學習後，在神的家中找到自己屬

靈而有圣愛的家園，在團契和教會認識上帝的愛，也

在每週的敬拜和聖經學習中認識神，生命得以成長。

主祝福了這個微小的努力，祂帶領布朗大學、RISD等

院校許多寶貴的年輕人歸主並在主的愛中成長。

這段專注校園宣教的生命旅程對我來說很寶貴，

我非常樂意繼續在這個領域按部就班地服侍。而神則

賜下具有挑戰的侍奉環境督促人成長、提升人的眼

光、建造人的生命，引導人繼續前行。幾年愛宴服侍下

來，我的右臂因為長期超負荷勞作不斷受傷，持續操

勞每週愛宴出現困難，加上現階段2000後年輕人的特

質，環境中除了需要長輩和父母角色，他們特別需要

能夠和他們近距離交流，陪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吃喝玩

樂中分享生命的年輕同工加入服侍。在此境況下，像

我這樣的大齡宣教士怎樣繼續有效乃至更好地服侍校

園宣教工場呢？

2020年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對

Providence和各地校園事工是一個重大考驗！從2020

年3月15日開始，我們被迫失去每週面對面聚會的機

會，日常服侍大部分改為線上虛擬聚會。虛擬聚會讓

團契服侍得以維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跨地域

便利，如異地或是海歸人士甚至有機會加入網絡聚

會。但網絡虛擬聚會對海外校園宣教的不良沖擊是：

很難在聚會中持續連結和服侍慕道友，聚會的投入程

度和質量不容易把握！在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底

（PCEF在2021年6月靠主恩典正式恢复了每週愛宴和

實體聚會）期間，我們的週五線上查經聚會失去了大

部分素常來到我們當中的慕道友和家庭。感謝神憐

憫，這段時間還是有人信主。仔細觀察，PCEF這段時

間信主的幾位都是在我花園中決誌的。他們有一個共

同特點：疫情中在一個開放家庭的花園裏體驗到從神

而來的真愛，顯出人心目中的田園夢得到滿足是個重

要的關鍵點。

講到園藝，我曾於1999年獲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植物學博士學位，加上長期個人興趣，一直

和園藝很有淵源！服侍生活之餘，10年前開始拓展一

個號稱「伊樂園」的園藝項目。近一英畝的園子裡面栽

培有各樣花草果木、收藏種植數種來自東亞的珍貴食

用和藥用植物、一群色彩繽紛可愛的鳥兒(豐富品種的

雞、鴨和鵝)。朋友們喜歡這個園子，疫情中好些家庭

的小朋友在園子中得著很多滿足的快樂時光，甚至周

圍街區的好些美國家庭因這園子而知道我的存在，專

門來和我交往聯絡。疫情中神也使用這個園藝愛好，

使之成為一個發光的宣教突破口，並由此向我打開一

個進一步探討宣教策略的門路。

田園夢是人類心目中一個持久不衰的題目，西方

文化中看重回歸伊甸園、中國人尋覓桃花源，其他各

民族也有各自心目中相應的田園夢想。這是來自人類

心靈深處尋求回歸與神同在美好生活的永久印記。這

是海內外華人不論性別、年齡、貧富、學歷差異都普

遍追求田園生活的原因。當慕道友有機會面對神奇妙

的創造，親身經歷神的愛，心中那堵邏輯和理性的厚

重營壘就有機會奇妙坍塌，從而願意打開心門來到神

面前蒙恩。由此可見，一個新的福音宣教的途徑——

將園藝融入宣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宣教突

破點。

2021年6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在花園中走動，採

集玫瑰花瓣，也順便吃幾朵金銀花，神用園子裡芬芳

四溢的金銀花賜我一點屬靈開啟。金銀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英文俗名是Honeysuckle。每朵管

狀花裡面都有一罐花蜜，不單人，昆蟲更是特別喜食。

第一天新開的花是銀白色，第二天變為金色。盛花期

植株上同時兼具銀色和金色的花，故中文名為金銀

花。看著繁盛的金銀花，我突然想起使徒彼得和約翰

在聖殿外曾對一個癱瘓的乞丐說：「金銀我都沒有，只

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

起來行走！」（徒3:6）。設想場景換成我的花園，面對

有難處的慕道友，我說：「金銀我都沒有，但我有金銀

花，你來聞一下，可以清心認識創造萬物的上帝和拯救

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起來得自由。」我意識到過往的

日子，神逐步將透過園藝來開展福音宣教的心種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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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裡面。這個方向或許是神賜我的一個獨特宣教視

角，它將我過往接受的植物學訓練、神學裝備，並宣教

實踐中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為我量身描畫了一個生態宣

教神學的研究方向。有了這個研究方向，神同時奇妙地

為我預備了哥頓神學院（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GCTS）的宣教訪學項目（Global Scholar Mis-

sion Resident Program），讓我開始這個探索工作。9月

初進駐GCTS，除周末繼續回羅德島服侍查經聚會和主

日，有相對集中的時間來從事這個新穎的宣教策略研

究項目。

今天人類普遍關註環境問題，強調食物的綠色有

機性等相關問題，園藝不單是華人的愛好，西方人也

開始熱衷。同時在我針對研究題目開始的新一輪讀經

中，神也開啟我的眼睛，從聖經關於動植物和生態學

的內容看見無限生動深入的神學和屬靈內涵，將它們

匯總起來對啟發人的靈命和推動生命建造也是一件

美事。開始這個項目，對我而言就如打開一扇窗戶，更

多領受神在創造和人類生活經歷中賜下的無限智慧和

生命拓展空間。光是專門從動物和植物的相關神學內

容入手，就可以做很多的探索工作，何況將這個探索用

於神的大使命策略研究！祈願主賜恩典，讓我透過有

限的侍奉經歷，在宣教策略的尋求上得以突破，不負

主恩，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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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尊恩，使者培訓事工副主任

tlu@afcinc.org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udent Outreach (USO) Platform!

What is USO? 

Our mission is to establish a member-

ship-based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to reach the Chinese-spea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returnees. Our core value is “serving real need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igital ministry strategy 

that emphasizes media content, we focus on de-

veloping diverse and united virtual communities. 

We believ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elp “right” peo-

ple find “right” people than to create a large-sized 

event. Every registered group is a “train station”; 

and together we are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at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s and returnees may be 

best served through wide-spread collaboration,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rapid transferals. 

Tsun-En Lu, Associate Director of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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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eption

2. Fellowship Groups

3. Clubs

4. Life Services

5. Career Services

6. Online Courses

7. Special Events

8. Personal Fundraising

9. Returnee Network

How to Log in to the USO? 

To log in from your desktop, enter the web ad-

dress: https://afcinc.churchcenter.com. For your first 

time to login, you will need to provide your cell phone 

number, or choose “use email instead.” 

To log in from your smartphone, download the 

Church Center app in the app store. Enter the loca-

tion, “Paradise, PA,” and look for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Choose “this is my church.” 

If you are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registered with 

us, you may enter through the manager’s portal. On 

your group’s page, click on “view group,” and you will 

see the Messaging Board. On the top right, pull the 

“Actions” button and click on “Manage on Planning 

Center.”  Bookmark your manager’s portal, so you can 

enter it directly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group’s 

page. 

The group leader can manage members’ profiles, 

approve joining applications, appoint leaders, delete 

members, send email/messages, reply to messages, 

manage a calendar, record attendance, manage re-

sources, or change settings. These handy functions 

can help you create an interactive and attractive 

group.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how to 

join, use, or manage the USO, please email Tsun-En 

Lu (tlu@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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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llo看版（https://trello.com/b/dlSRVh7Z）

What’s been new on the USO recently? 

You can always see the newest developments 

of USO’s groups on our Trello board (https://trello.

com/b/dlSRVh7Z ).

The “Kingdom Creativity Camp” in August gath-

ered the most creative young people together to in-

spir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he annual “Mid-Autumn Festival” in October 

was the most recently accomplished collaborative 

project. It featured eleven original music and art vid-

eos created by the young, excellent minds on the 

USO platform. https://afcinc.churchcenter.com/epi-

sodes/70203 

We are planning the “New Year Spring Festival” of 

2022. The total budget is $1,300. We need your gener-

ous donation to support Chinese-speaking young artists. 

Please use the donation page on USO to give your support. 

什麼是《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

我們的宗旨是建立北美留學生、職青、海歸的會

員協作平台，聯合教會與機構協力從雲端服務留學生，

不論他們身在何處！從雲端接觸學生，首要的是「服

務」的精神。「會員制度」是雲端平台的核心策略。傳

統網路事工是面向人群，盡可能提高內容質量、快速

反應與降低成本。雲端協作事工則專注於發展有共同

目標的虛擬社群，盡可能找到「對的人」一起做「對的

事」。每個會員都是一間「車站」，形成一個共同「鐵

道網」，讓北美校園、職青與海歸事工聯合，善用各種

雲端應用技術，發揮服務、轉介、分享、協作精神。平

台上正在建立的功能包括：

一、聯合服務櫃台

二、找團契找教會

三、跨校興趣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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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服務資源

五、求職就業服務

六、線上課程學習

七、跨校聯合活動

八、個人事工募款

九、海歸服務網絡

如何登入留學生聯合服務平台？

使用Desktop登入，輸入網址 https://afcinc.

churchcenter.com。第一次登入，需要綁定手機。如果

使用非美國手機號，可以點選「use email instead」。

使用手機登入，在app store 尋找Church Center 

app，下載後第一次登入，輸入地點 Paradise, PA，尋找

「基督使者協會/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選擇

「this is my church」。

在平台上註冊的教會或社團管理員，可以進入管

理者介面。進入社團頁面後，右方會出現「view 

group」，進入後會先看見社團留言板(messaging)，此

時右上方會出現「Actions」的按鍵，將滑鼠移至按鍵下

拉，第三行會出現「Manage on Planning Center」的選

項，點擊後您就會進入社團管理者介面。若您紀錄您

的社團管理者介面網址，未來可以直接進入，不必從

社團頁面進入。

註冊的教會或社團管理員，可以在管理者介面 

管理社員、同意加入、指定管理者、刪除社員、發佈信

息、回覆信息、管理活動、活動點名、管理資源與設定

版面等功能，讓您在平台上的社團網頁更具互動性、

可看性與吸引力。您有任何關於社團網頁管理的問

題，請直接與陸尊恩傳道(tlu@afcinc.org)聯絡。

最近平台上有什麼發展？

您可以從平台共享的Trello看版（https://trello.

com/b/dlSRVh7Z）看見大部分社團最近的動態。

今年八月，我們舉辦了「神國創造力激發營」，鼓

勵美漂青年互相加油打氣，投入各種形式的創作。

今年十月，由平台上的美漂青年創作人共同製作

的《中秋文化祭》節目，內容包括十一個文藝視頻，一

起在線上共度中秋。https://afcinc.churchcenter.com/

episodes/70203 

我們正在籌備2022年《新春文化祭》的活動。每

次節目製作經費為美金$1,300。如果您願意奉獻支持

美漂青年創作，請進入網頁後，點選右上方「奉獻支持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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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New Media Project Report

使者新媒體事工報告

jspangenberg@afcinc.org 

Jared Spangenberg, Media Project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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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們拿到新鮮出爐的《來者》雜誌

“I’m full of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every day…but after 

reading ‘the comer’ magazine, I feel relieved. Its content helped 

me very much, such as how to adapt to the unique net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actical help such as how to deal with being 

bitten by a dog, and using humorous cartoons to discuss forgive-

ness.” - Desaree Bai | Faith Hope Lov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This student’s testimony is only a glimpse into the wide 

effect the magazine has been having on the students. An-

other testimony highlights the diverse and practical content: 

“Helpful and interesting with varied content and having pic-

tures, very practical. My favorite part is the article on the Bible’s 

teaching about sex.” And a campus missionary shared: “I gave it 

to students while picking them up at the airport, and noticed 

that many students were reading it.”

「每日充滿不安，不確定性……雖然我來美

5年了，不算是新的來者。我在看完《來者》後，

仍是倍感受用。比如，幫助我們怎麼樣應對被狗

咬，如何適應美國特有的networking，以及用幽

默的漫畫來論述饒恕。」——來自亞特蘭大信望

愛學生團契的白宇帆姐妹

通過這位學生的分享，可以看到《來者》雜

誌給學生帶去的積極正面影響。而另一位學生

的見證則肯定了《來者》內容的多樣性和實用

性:「《來者》內容的多樣性，以及圖畫的設計，

讓我覺得非常有趣，而且也非常實用。我最喜歡

的部分是聖經關於性的教導。」也有校園宣教士

分享道:「我在機場接學生時把來者作為禮物送

給他們，注意到很多學生在路上就開始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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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者》雜誌部分頁面展示

New Resources for a New Generation

In our desir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ve been trying all sorts of new me-

dia styles and content: animated videos, illustrated 

cartoons, worship songs, and creative writing. We 

developed a hybrid online/offline series of articles 

and media resources designed to address ques-

tions of faith and culture. We branded this project as 

Z-Magazine (ZM), 

with the mag-

azine entitled 

Young Ambas-

sadors, focused 

on the modern 

Z-Generation. In 

the late summer, 

at the time that 

students were re-

turning from Chi-

na, we released 

this physical out-

reach item inten-

tionally printed 

before releasing 

the content on-

line. The printed magazine gave campus workers a 

resource to use as a physical gift, to help them con-

nect with the students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

viding valuable resources to them. We then slowly 

released the content as shareable online articles, au-

dio posts, and animated videos, building upon and 

complementing the content available in the printed 

magazine.

The user feedback has been very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We signed a contract with a print 

新生時代，新興資源

為了滿足年輕一代的需求，我們嘗試了各種各樣

的新媒體風格和內容，包括動畫視頻、插圖漫畫、敬

拜歌曲和創意寫作。為幫助學生解決文化與信仰相

關問題，我們採用了一個線上線下的混合模式來製作

系列文章和媒體資源。我們將這個事工命名為

Z-Magazine(ZM)，雜誌名為Young Ambassadors，

主要是專注於Z-Generation。

今年夏末，

正是學生們返美

之際。我們選擇

在網上發布之前，

出版了《來者》雜

誌以用於實體外

展。對於校園同

工來說，這本雜

誌可以作為一個

禮物來送給學生

們。在與學生建

立關係的同時，也

為他們提供實用

的信息。然後，我

們再慢慢將內容

髮佈在網上，成為

可分享的在線貼

文、音頻和動畫視頻。在《來者》雜誌內容基礎上，我

們也添加了其他內容。

目前來看，用戶的反饋非常積極和正面的。剛開

始，我們印刷了3000冊雜誌。然後開始宣傳，並開放

網上預定。3000冊雜誌被預定一空。之後，我們收到

了來自一位弟兄的特別奉獻，支持我們再印刷2000

冊。第二次的印刷還在進行中，所以懇請您繼續為這

項事工禱告，祈求神繼續使用這份資源來祝福更多的

學生。如果您需要《來者》雜誌，請與我們聯繫。雜誌

本身免費，只需支付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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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to run off 3,000 copies of the magazine, 

then began promoting via email and social 

media. Before we even received the printed 

copies, every one was sold out, every copy was 

claimed. We then received a special gift from a 

donor to fund a reprint of 2,000 copies, which 

has also now arrived. So please pray for God 

to continue to use this valuable resource. And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d like to receive cop-

ies of this magazine for your personal ministry 

use. We are offering them free, but ask that you 

simply pay the shipping.

We praise God for the wonderful ways 

he’s been using our new media initiative to 

ministe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Our goal in providing this resource is 

to give campus missionaries, church workers, 

and people just like you a tool in your hands. 

As the Apostle Paul proclaims in 2 Cor. 3:6, “He 

has made us competent as ministers of a new 

covenant…” Reading multiple translations can 

show us the confidence we can have in our 

outreach. He has made us competent, quali-

fied, able ministers of the Gospel. We are called 

to partner together with you to produce and 

share outreach tools, as the Body of Christ.
感謝讚美主，因為祂奇妙的帶領與幫助，新媒體

可以服侍年輕一代的中國學生。開始這項事工的初衷

是希望為校園宣教士、教會同工和以及與您一樣對校

園事工有負擔的弟兄姐妹提供一個實用性工具。正如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3章6節所宣告的:「祂叫我

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這節經文表明了我們在

福音外展事工應有堅定的信心。因為神已經使我們有

能力去傳揚福音。我們作為基督的肢體，乃是被神呼

召，與您同工，攜手創造更多福音外展的實用性工具。

學生在閱讀《來者》雜誌

訂購《來者》雜誌
www.afcresources.org/contents/
zh-cn/p5299.html

Scan to Order ZM

掃二維碼訂購

《來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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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ministry.org 網站主頁

afcministry.org homepage

The Gospel Provides Hope for our Struggles

There is an increased need during this pandemic era for 

Biblical counseling and mental health. Even before the Covid 

pandemic,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as in need of increased 

counseling from a Biblical worldview, but since Covid, it has 

only been exacerbated. We praise God for our campus staff, and 

all who ministe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have been do-

ing tremendous work in this needy area. We are trying to start 

a new project from the AFC media ministry, related to care for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We are still in the prepa-

ration stages, searching for counselors to cooperate together. 

One of our goals is to produce video and audio content to help 

answer students’ questions regarding how to handle their dif-

ficulties and struggles, such as work and school pressure, rela-

tionship problems,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is endeavor, you are welcome to contact our media 

team to explore 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

New Resources on AFCministry.org

We have been posting valuable ministry videos, articles, 

and audio resources on the afcministry.org website. Due to 

Mainland suppression of Christian content, we’ve limited our 

postings on WeChat temporarily, and focused on posting share-

able content to our website, which our partners can then share 

through their own personal WeChat accounts.

The AFC website contains sections devoted to multiple 

forms of media, including video, audio, and written resources. 

We’ve added several video series this year, such as a class to help 

young professionals find their calling in their jobs, a class on 

Biblical counseling, and multiple resources from guest speakers. 

We’ve added multiple audio resources including several audio 

books, and a continual flow of written content.

福音，絕望中的盼望

疫情前，我們看到年輕一代對聖經輔

導和心理健康諮詢的需求。疫情的來到使

得這個需求倍增。我們感恩，在前線服侍

的校園宣教士，以及所有參與校園事工的

同工們看到這個需要，在關懷與輔導上付

出很多努力。使者媒體團隊也正在開始一

項關懷學生心理健康的新事工。目前我們

還在處於籌劃階段，並尋找基督徒心理諮

詢師一起同工。我們會根據學生的普遍掙

扎，比如，學業的壓力，情感問題，文化衝

擊等，然後製作一些視頻或音頻內容來回

答、輔導他們去面對和處理這些問題。如

果您有興趣加入，歡迎與我們新媒體團隊

聯繫。

AFCministry.org  
新網站，新資源

我們持續在afcministy.org網站上發

布視頻、文章和音頻。由於大陸對基督教

內容的封鎖，我們暫時只在微信公眾發佈

一篇文章的引言，鼓勵大家跳轉到使者網

站上（海外）閱讀全文。這樣大家還可以

通過個人的微信賬戶與別人鏈接。

使者網站有多個板塊，用於呈現多種

媒體形式。今年，我們添加了幾個視頻系

列，例如，幫助年輕職場人士在工作中找

到使命的課程，聖經輔導課程。除此之

外，我們也增加了多種音頻資源，包括幾

本有聲書，以及源源不斷的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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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we have been cooperating with churches and min-

istries to produce audio books and creative audio resources. One 

audio book addresses the topic of depression, while another covers 

Biblical counseling. Other resources you’ll find on our website in-

clude cartoon-style articles, musical audio posts, and video posts of 

animations for outreach purposes.

We have also begun posting both new and classic articles from 

our Ambassador Magazine regularly on the afcministry.org website, 

so feel free to check them out on a regular basis. If you’d like to join 

our mailing list, please let us know, and we will include you on our 

regular updates highlighting the newest released materials.

Online Missions Resources for You

We pray you were blessed by the Chinese Missions Conven-

tion last year, where we transitioned the entire event to an online 

platform. The Lord blessed greatly through that endeavor, moving 

many of His people to take their next step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ves and involvement in global missions. Our AFC Media team was 

a crucial partner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CMC 2020, and are again 

deeply engaged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upcoming CMC 2021, 

which will again be a virtual experience.

我們一直與教會和其他服事機構

合作，來製作有聲書和創意產品。其中

有一本有聲書，專門關注抑鬱症這個話

題。使者網站還提供各類用於福音外展

的資源，包括卡通風格的文章，音樂音

頻，動畫視頻。我們也開始定期在afc-

ministy.org網站上發布新文章的和一些

在使者雜誌刊登過的精彩文章。歡迎您

隨時定期查看。我也會定期郵寄一些最

新發布的資源，如果您想收到此類資

源。請與我們聯繫。

網絡宣教

感謝主，神使用華人差傳大會使許

多基督徒在屬靈生命和在全球宣教事工

中都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去年的華人差

傳大會籌備過程中，使者新媒體團隊扮

演了重要角色。同樣在即將於線上舉辦的

2021全球華人差傳中，使者新媒體團隊

再一次全方位地參與協助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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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YouTube WeChat

SUBSCRIBE
歡迎掃二維碼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團隊的目標是為全球華人差

傳大會的參會者提供高質量的媒體製

作，以協助大會創造有影響力的參會體

驗，讓參與者專心聆聽和回應神的呼

召。我們邀請您今年再次來參加全球華

人差傳大會，也為我們的籌備過程繼續

守望禱告。如果您錯過了去年的大會，

現在您可以在afcministry.org網站上觀

看所有的大會主要信息與專題講座。歡

迎您使用這些資源來幫助自我成長，也

可以在查經小組作為教材來使用。

我們的禱告

我們禱告您能因使者媒體資源而得

祝福，同時也成為祝福的管道去祝福他

人。無論您是與別人分享《來者》雜誌，

或者是給您朋友發送使者的電子文章，

又或是在小組中一起觀看宣教視頻，我

們的禱告是願您「殷勤，不可懶惰；要心

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12:11）。

Our media team’s goal is to prepare a high quality media 

production for CMC attendees, to facilitate an impactful expe-

rience where the attendees can hear and respond to the Lord’s 

call on their lives. We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xtremely 

important event again this year, and to pray for us even now as 

we prepare. If you missed last year’s convention, you are now 

able to watch all of the main sessions and workshops, hosted 

now on our afcministry.org website. Please avail yourself of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whether watching alone or with your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Our prayer for you

We pray you will be blessed by our AFC media resources, 

and that you will be an outpouring of blessing to others. Wheth-

er you share a printed copy of Young Ambassadors Magazine, 

pass your friend a link to one of our media resources, or watch 

a missions teaching video together with your small group, our 

prayer is that you’ll “never be lacking in zeal, but keep your spir-

itual fervor, serving the Lord” (Rom. 12:11).

Any interests of partnering, please contact 如有同工意

向，請聯繫 Jared：jspangenberg@afc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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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芳怡，使者培訓事工部副主任

alin@afcinc.org

基督使者協會成立已超過55年，向知識份子傳福音、裝備主門徒、聯結眾教

會，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一直是我們的使命和目標。秉持神給的異象與使命，使

者培訓針對信徒的需要及當前的重要議題,舉辦多場不同主題的培訓聚會。 

在今年下半年，我們舉辦了多場網上的培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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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發現，年輕人離開教會的比例高達六成以上， 面對青少年事工，你是否也心有
餘，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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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主的第二代是從信徒的家庭開始」並提供資源或協
助。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很不容易，要面對繁多的誘惑和衝擊。基督徒家長、教會和青少年事工者能
如何一起努力；使青少年在家中、學校、教會中及生活中，活出信仰。讓我們一起  來 培育今
日青年、蓬勃明日教會!

2021, 8/7 ,星期六,

美東時間 12:30 -7:30 P.M. / 美西時間 9:30 A.M.- 4:30 P.M.
詳情及報名www.afctraining.org/youth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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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使者協會邀請講員與我們分享—
  9:30 A.M. -10:00 A.M.  Opening (開幕儀式, 節目介紹)

10:00 A.M.-11:00 A.M.   Bring Church Home  (把教會帶回家) - Joy Cheng
11:00 A.M.-12:00 P.M.    Make the Best of Parent Fellowship (家長陪伴團契) - Lina Gao 
12:00 P.M. -  1:00 P.M.    午餐時間: (與講員的午餐約會)

  1:00 P.M.  -  2:00 P.M.    Challenges of Second Generation  Youth Pastor (二代青少年牧師的挑戰)- Minister  Tom Tui 
  2:00 P.M.  -  3:00 P.M.    Intergenerational Disciple-Making in the Chinese Church  (華人教會的跨代門徒訓練) 

             Pastor Terrence Shay & Pastor Kevin Quan
  3:00 P.M. -  4:00 P.M.     How to Send Your Students as Missionaries into their Local Public  Schools 

(公立學校裡的學生宣教) - Jaston Epp and  Phoebe Ng  
  4:00 P.M. -  4:30 P.M.   Closing (閉幕儀式, 事工呼召)

青少年事工特會: 
   青少年事工鐵三角 --

家庭, 教會, 學校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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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神心意的兒童/青少年事工：

家庭教會雙管齊下。

使者培訓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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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如何裝備並與父母同工，盼望透過家庭與教會

兩股力量的連結配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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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宣教的禾場，「成為孩子的父

母」是一項神聖的呼召！基督徒父母必須有家庭宣教

士的呼召，以生命影響生命，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在教養兒女的過程中帶領他們跟隨主，作主的門徒。

父母的同心同行、靈命進深，才能讓兒女成長與進

步，培養出敬虔的「信二代」。學員的反饋讓我們知

道許多牧者和弟兄姐妹已注意到信仰要從小扎根的

重要性，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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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事奉者牧者研習會

有一句話說：「現在長輩是教會的棟樑；未來十年青年是教會的棟樑；未來二十年主日學小孩是教會

的棟樑。」今日教會若不重視青少年、主日學兒童，二十年後還有教會嗎？教養愛主的第二代，是基督徒父

母的職責。教會需要幫助父母明白「愛主的第二代是從信徒的家庭開始」並提供資源或協助。使者培訓與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遠東廣播，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基督徒喜樂之家，National School Project 合作策

劃舉辦了一天的研習會。講座以雙語進行，講座主題包括把教會帶回家/家長陪伴團契/二代青少年牧師的

挑戰/華人教會的跨代門徒訓練/公立學校裡的學生宣教。講員提醒參與者青少年是教會的未來。現今青少

年牧養的開端是關係的建立，這關係的建立不只在於人際上，也包括教會給予青少年感受的文化或氛圍。

此外，3C產品的運用、社運議題興起、家庭的破碎與失能，兩代間差異性的影響，甚至是追尋認識自

己是誰的問題，這些都是青少年牧養中教會必須面對的難題。教會若不整全性來思考青少年事工的規劃，

單憑陪讀牧養與聚會的教導維持，將無法因應這世代面對多元思潮挑戰與世代差異的衝突。講員精彩地分

享許多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也提供了許多資源，使青少年在家中、學校、教會中及生活中，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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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認識關懷陪伴受同性吸引

者助人成長班> 
網路課程

每趟宣教旅程都是從學習開始。每一位宣教士都需要先學習與認識一個族群的歷史、文
化、語言、風俗民情......。而同性戀群體也是當代的福音未得之民。

在這個性別議題風起雲湧的世代中，基督徒需要學習跳脫媒體框架與刻板印象，正確認識和了
解同性戀朋友。才能進一步以基督的真理與慈愛，接觸這群體。

今天的教會，特別是華人教會，不能再逃避這一問題。當同性戀者心中不滿足、不快樂，渴望
追尋更確實、更深遠的愛與歸屬感，即是教會傳講救恩的機會，傳講耶穌的愛，那不離不棄的
愛，永生的愛。 

基督使者協會和國際真愛家庭協會特別邀請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與我們分享， 
盼望透過這些課程，我們能更了解這族群，也能進一步以基督的真理與慈愛，接觸這當代的福
音未得之民。

課程進行方式 : 網上授課、演練、影片討論、

回饋、Q&A

1.同性戀的界定與成因

2. 如何關懷同性戀

3. 淺談同性戀者的內心世界

4.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面對情感倚賴

5.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面對性癮

6.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建立健康同性友誼

7. 如何陪伴有同性戀傾向之青少年

8.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之父母 (共四週八堂課)。
https://afctraining.org/rainbow-7

連絡我們: trainingdept@afcinc.org 或717-6878564

***培訓的會議連結和相關資料將會發到你報名的郵箱

2021.08.28 (週六)

美東時間  8:00am-10:30am / 美西時間 5:00am-7:30am
台灣時間 8:00pm-10:30pm

2021.09.04 (週六)

詳情及報名

費用:  

一般學員 : 50 USD , 全職教牧同工優惠價: 25 USD,  
神學生優惠價: 25 USD 

報名截止日期:  8月23日

*凡報名且完成課程者即贈送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出
版的兩本手冊<愛與學習>，<知與力行>。數量有限。

 或掃二維碼報名

講員: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是由創辦人厲真妮傳道，
於1996年成立的事工，本著聖經原則，陪伴同性戀
困擾者面對困境，勇於做上帝賜與的性別角色，並
在基督裡享受豐盛的生命。成立至今，從一個四人
的禱告小組成長為在台灣北、中、南三區各有據點
的事工組織，足見上帝對同性戀這個族群的愛是何
等的浩瀚。不僅陪伴這些前來尋求幫助的同性戀與
性別困擾者，也陪伴他們的家人。在今日同志運動
盛行的社會裡，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要向眾教會
大膽做見證，並且分享二十五年來所累積的真實經
驗！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2021.09.11 (週六)
2021.09.18 (週六)

如何幫助下一代 瞭解合乎聖經的「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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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電影、互聯網等獲取性知識；但局限於表面的知

識，不但會令年輕人充滿疑問，還感到混淆。如何引導兒童青少

年，瞭解《聖經》對性的看法，正確的兩性關係與維護生命的神聖

性，便成為了重要課題。故此，父母應該把握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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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

子談「性」，不是只談性知識，更需要價值觀的引導。做個「可談」

的父母 (askable par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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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

able moment)和「可用」的教材(useable material)。

使者培訓邀請李懿恬老師(Timmy Ong)與我們分享1. 為什麼

教導孩子性觀念至關重要；2. 對於性，聖經怎麼說；3. 父母如何和

孩子有效談性；4. 針對不同的年齡層，如何用不同的方法來教導，

以豐富的教學經驗與百寶箱，學習如何利用一些工具，來建立兒

童青少年的性觀念。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認識關懷同性性傾向者

助人成長班培訓

每趟宣教旅程都是從學習開始。每一位宣教士都需要先學

習與認識一個族群的歷史、文化、語言、風俗民情……而同性戀

群體也是當代的福音未得之民。在這個性別議題風起雲湧的世

代中，教會和基督徒需要被裝備，知道如何以聖經的觀點和基督

的愛來面對回應同性戀議題。同時需要學習跳脫媒體框架與刻

板印象，正確認識和瞭解同性戀朋友。才能進一步以基督的真理

與慈愛，接觸這群體。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與我們分享，八堂課

的培訓課程中，講員分享了：

1. 同性戀的界定與成因；2. 如何關懷同性戀；3. 淺談同性戀

者的內心世界；4.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面對情感倚賴；5. 如何陪伴

同性戀者面對性癮 6.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建立健康同性友誼；7. 

如何陪伴有同性戀傾向之青少年；8. 如何陪伴同性戀者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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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本仁寫的《天路歷程》, 是基督教的經典小

說，以寓意的手法把基督徒一生起起伏伏的經

歷，表達得淋漓盡致。郭振游教授以這書為題材，編

寫《天路客之歌》小組研習本，方便小組成員藉著《

天路歷程》的屬靈課題，有深入生命的分享，互相激

勵成長。書中分享六個主題：1) 門徒訓練與天路歷程; 

2) 不斷向前; 3) 脫去重擔; 4) 信心路程; 5) 屬靈爭戰; 6) 

抵達天城。這個講座將講解如何使用這書讓弟兄姊妹

互相鼓勵, 在天路上結伴同行！

使者培訓特邀人氣講員郭振游教授來一一解惑，一同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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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介紹

費用: FREE 

網路報名:  www.afctraining.org/faith
**此培訓將以線上Zoom方式進行，培訓的會議連結和相關資料將會發到

你報名的郵箱

講員:  郭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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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6
星期六,  美東時間下午 1:00pm-3:00pm /  美西時間 10am-12:00pm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講員提醒學員當同性戀朋友還不認識福音時，先以建立關係為主，為他們禱告，倚靠聖靈的帶領，慢慢把他

們帶到主面前。也鼓勵有同性性傾向或變性的孩子的基督徒父母不要斷絕與兒女的關係或要求他們在同性性行

為和信仰兩者中做一個選擇，而是持續愛他們關心他們，為他們禱告，放手讓神來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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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間的關係，以生命影響生命，相互激勵成長。我

們在八月再次策劃了演練課程。郭老師利用三週的

時間，親自示範，也邀請有經驗帶門訓的弟兄姐妹配

搭。我們一共有200人報名參加小組演練，學員來自

美國，加拿大，歐洲和亞洲。三週的演練，讓弟兄姐

妹感受到門訓小組中彼此交心的美。在三週的體驗

分享後，許多學員想繼續門訓課程完整走過一遍，我

們把有心想完成12課課程的學員重新編成新的門訓

小組。

讓我們很感恩的是，學員真的體會到門訓小組

的重要或得著，紛紛開始新的門訓小組，門徒倍增的運動開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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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開始在教會推動門訓，積極栽培門徒。

教會信徒關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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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時如何說合宜的話？該說什

麼? 該做什麼? 有愛心又有心關懷, 為何別人不領情呢? 其實傾聽就是愛, 瞭解中有醫治。如何以同理心回應傾

聽，乃關懷先決條件!

我瞭解到同性戀者的內心世

界，拓展了我對這一特殊群

體的認識，發現進入同性戀

的原因是多重的，幫助我能

夠以宣教的眼光看待他們，

而不是定罪。

學員的心得分享

同性過來人的分

享，真的使我更認

識同性議題，很

感謝。

最深刻受用的是用「受同性吸

引者」來稱呼他們，不給他們

貼標籤，實際從他們個別的需

求來關懷和陪伴，就如同我們

關懷陪伴其他族群一樣，因為

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是認識真

理，追求聖潔的生活。

更多的瞭解這些家

人的內心掙扎，也

知道如何陪伴家人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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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同行》講座

什麼是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何謂性別認

同異常?

什麼是跨性別(Transgender)? 是什麼原因造

成?可以如何預防?

子女自認是同性戀或跨性別，父母怎麼

辦?父母與教會可以如何面對處理? 

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關愛同行?

藉由講座了解對跨性別及同性戀者的正確

認知與需要，學習與他/她們關愛同行!

講員: 康貴華醫生

康貴華醫生，為香港執業精神科專科醫
生、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香港精
神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
士(精神科)，「新造的人協會」，「後同
盟」，「香港心性教育協會」和澳門「
Agape 愛同行協會」創辦人。在過去三十多
年，致力幫助和輔導同性戀，跨性別(包
括成人，青少年，兒童)和變性人士及其
家人。

時間: 2021, 12/7, 週二 晚, 
 7:30pm-9:30pm (美東時間) 
 6:30pm-8:30pm (美中時間)
 4:30pm-6:30pm (美西時間)

語言: 粵語 (有普通話即時同步翻譯) 
費用: USD  20,  或掃二維碼報名 
 (10/ 31 前報名, 享有早鳥價優惠 25 % off ,
 11/17 前報名, 享有早鳥價優惠 15% off )

報名截止日期:  12月4 日
*培訓的會議連結和相關資料將會發到你報名的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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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詳情及報名: 

www.afctraining.org/dec

使者培訓與北美華神合作，共有165人報名參加。許多教會牧者有鑑於關懷的需要越來越多, 便帶領整個長

執同工參加，希望被裝備，成為耶穌基督愛的管道，忠心信靠主，以憐憫為懷來陪伴有需要的肢體

職場即工場，本地到全地 職場宣教特會

葛培理牧師曾說: 「我相信上帝下一個偉大的行動將通過

在職場的信徒來實現。」

使者培訓與另外九個機構(3Q領導力學院、職場使命、美

國福音證主協會、基督燈臺協會、活傳、正道福音神學院、天路

職場、工作神學，及扭轉力學苑）帶著同樣的異象聯合在六月舉

辦籌辦了兩場職場特會。超過1200來自北美和亞洲報名參加，

講員鼓勵提醒，「不要把耶穌關在公司門外！讓基督信仰進到

工作領域。職場是基督福音的禾場！除了家人外，同事是你每天

接觸最多的未得贖群體，我們怎能放棄這大好的禾場呢？同時

也不要輕看你現有的工作，應以《聖經》原則辦事，這都是神用職場改造我們對工作的價值觀，同時模造我們的

工作心態，使我們活出截然不同的生命素質和意義。認識神對我們的呼召，活出我們在工作中的使命。

近期和2022培訓消息

《跨性別同行》講座 | 康貴華醫生 | Dec 7, 2021 

粵語(有普通話即時同步翻譯) 

什麼是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何謂性別認同異常?

什麼是跨性別(Transgender)？ 

是什麼原因造成？可以如何預防？

子女自認是同性戀或跨性別，父母怎麼

辦？父母與教會可以如何面對處理? 

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關愛同行？

藉由講座瞭解對跨性別及同性戀者的

正確認知與需要，學習與他/她們關愛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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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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Tentative Plan  for AFC Training Events

同性戀議題

(1) Jan/ Feb 符濟珍老師； (2) 黃偉康博士與康貴華醫生

兒童事工

青少年事工

孔毅雙職事奉

(1) March - May; (2) Aug - Oct

領導力培訓

以福音為中心的父母

關懷課程

輔導——基督徒輔導與輔導者，基督徒輔導理論與技巧，聖經與輔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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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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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have: 

Chinese, English,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Programs, Youth and Children’s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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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ERY LU, 
REGGIE MCNEAL and DAVID PLATT

Specially designed online experience with high quality video and professional streaming; and 
on-demand video after the event.

Very affordable registration rates of $20 per person before Dec 12.  And even more affordable 
Group Rates.  See our website at www.thecmc.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CMC) has 
made the move to all online for 2021

12/28-29, 2021

In light of COVID’s resurgence, the Executive Team decided online is the best way to connect our 

speakers, attendees and mission practitioner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Our schedule has been updated; our 

program is as strong as ever with over 30 speakers giving 16 plenary sessions, and over 25 workshops in 

five different programs - something for every age. 

Our theme is Faithful & Fruitful taken from John 15:4-8.  Our focus over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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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join us in prayer that God will use CMC 

mightily to connect, collaborate, and celebrate His King-

dom’s advancement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least reached people and places.   Pray that the Lord would 

be preparing the attendees’ hearts for the messages.

This is to my Father’s glory, that you 

bear much fruit, showing yourselves 

to be my disciples. (John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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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inues to ravage across the globe, no one is immune to the devastation 

the coronavirus has wrecked upon us.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venues of delivering ministries have been turned upside-down. Push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is arena of 

change are local church pastors.  How should they then lead? And what about their own wellbeing amidst 

the turmoil in dealing with the pandemic on many fronts?

On November 30 we will convene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leadership sessions to encourage and strength-

en our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We seek to (1) review the findings of a recent Canada-wide study of 

pastors in the Chinese immigrant churches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ing pastors) to get a glimpse 

of how they fared in the pandemic; and (2) offer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nd foster ministry that is healthy and effective and (3) realign churches better with the “Kingdom Come” 

as Kingdom collaborators.

Presenters:

 1) Dr. Reggie McNeal: For over 30 years, Christian thought leader Reggie McNeal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helping everyday people, and other leaders pursue more intentional lives. His professional ex-

perience is wide-ranging, from serving as a denominational executive, congregational leader, leadership 

coach, the founding pastor of a new church, and more. 

 2) Dr. Enoch Wong: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Leadership Studies and an Assistant Profes-

sor of Practical Theology at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He is also a minister-at-large with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Enoch is passionate about the wellbeing 

of Canadian-born Chinese Christians (CBCC), and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s the Chinese Canadian Immi-

grant Churches in Canada (CCIC) face. 

Additional sessions, both on-demand videos and live Zoom forums will follow in January.   These ses-

sions are for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and are provided for free.  Look for information on www.thecmc.

org on how to register. 

Keeping Life in Leadership

Register Now
www.thecm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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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內容將涵蓋：

中文、英文、國際學生、青少年和兒童節目。

Brian Fikkert (Chalmers Center) 和 Lisa Pak (Finishing the Task) 作為大會的聯合講員。

大會信息講員包括區應毓，董家驊，李燕光，劉彤，Jeffery Lu, Reggie McNeal和David Platt。 

特別設計的在線體驗，包括高質量的視頻和專業直播；以及活動後的視頻回播。 

在12月12日之前註冊價格非常實惠，只需$20/人。如果選擇團體報名，還有更優惠的價格。

詳情請見 www.thecmc.org

鑑於疫情的反撲，執行團隊決定將年底的2021華人差傳大會以網絡的形式來舉辦，藉此更好

的連接講員、與會者和宣教踐行者。大會節目表已在網站上更新，我們的節目一如既往地強大，將

有30多位講員在16個大會信息上分享。5個不同節目，有超過25個座談會—為不同年齡階段都有打

造相關內容。

我們的主題「忠信基督，多結義果」是基於約翰福音15章4-8節。在這四天裡，我們的重點

將會是在全人（忠信基督）的言語和行動上活出全備的福音，由跨代的全體教會帶領我們進到全球

各地（多結義果）。

請加入我們的禱告：求神大大地使用華人差傳，在散居在

世界各地的華人和最少接觸到的人、地方之間建立聯繫、共同合

作與慶祝神國度的擴張。也求主預備與會者的心來領受信息。

2021全球華人差傳大會

已完全轉為線上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15:8）

12月28至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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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力的領袖

隨著Covid-19大流行病繼續在全球

範圍內肆虐，沒有人能夠倖免于冠狀病

毒所帶來的破壞。在基督教社群裡，許

多傳統的思維和事工模式已經被顛覆。

地方教會的牧師被推到了這場變革的最

前沿；他們應該如何領導？在應對疫情

所來的諸多方面的動盪中，他們自己生

命狀況如何？

11月30日，我們將召開領導力會議

系列中的第一次會議，以鼓勵和堅固我

們的牧師和教會領袖。在此會議中，我

們會（1）回顧最近在全加拿大範圍內對

華人移民教會的牧師（包括講英語和中

文的牧師）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以了

解他們在大流行病中的表現；（2）就如

何應對這些挑戰和促進健康高效的事

工提出建議；（3）幫助教會作為神國協

作者，為「神國降臨」做相關調整。詳情

請見 www.thecmc.org

報名及詳情請見網站

www.thecm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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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四傳之首：傳福音。先清晰勾勒出

門訓與大使命、傳福音不可分割的關係，

再以提綱挈領的「福音三部曲」，有助於

實際傳福音的運用，並以理性、感性兼備

的佈道文章反思信仰，加深歸信的確據。

以周牧師自傳《骨肉之

親——周主培牧師5 0年

宣教心路歷程》為底稿腳

本，撰寫成如同電影鏡頭

下的生動故事。

作者以深入淺出的筆觸，讓神學生

及一般信徒，漸近理解三一真神的

奧祕；並從知識、智慧以及生命的

角度，融貫教義與真理，得以從容

進階門徒生活的靈程。

本書中介紹的聖經人物，都在生命

陷入困境時，接受神的呼召、在與

神的互動中，扭轉了自己的人生，

同時完成神的計畫，改變歷史！

《如何有效傳福音》 作者：郭振游

《如果你肯》 

作者：邱玲

《認識三一真神（上）》 

作者：林雪倫

《雙職事奉》 作者：孔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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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原價 $15

$20

$15
$15

繁體/簡體

簡體

繁體
簡體

$8



29.2%

33.3%

4.2%

14.0%

16.1%

營會及培訓事工 Conferences & Training 
16.1%

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3.2%

使者書房/出版 Bookstore/Publications
14.0%

福音資源事工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4.2%

校園事工 Campus Ministry
29.2%

一般事工 General Ministry
33.3%

基督使者協會財務報告 AFC STEWARDSHIP REPORT
2021年1月至2021年10月 Jan 2021 to Oct 2021

註：本財務報告包含在此期間運營和事工項目的捐贈收入，沒有包括為特別項目募集的專款專用的款項。*這個報告包括聯

邦政府因為新冠病毒豁免使者貸款$40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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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
cial projects. This report includes one time federal grant PPP Loan forgiven $404,600.00 because of COVI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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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drawal is established at your discretion and will run for as long as you 
specify.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change it at anytime.  

事工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校園事工	Campus Ministry $1,086,186 $1,018,124 $68,062

一般事工	General Ministry $1,237,488 $910,983 $326,505* 

福音資源事工	Chinese Resource Ministry $157,946 $110,453 $47,493 

使者書房／出版	Bookstore/Publication $519,065 $563,706 ($44,641)

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118,935 $149,971 ($31,036)

營會及培訓事工	Conferences & Training Ministry $599,983 $523,973 $76,010 

總額	Total $3,719,603 $3,277,210 $442,393

公司鼓勵捐贈計劃 Employer-Matched Giving Plan 

Typically if your company has a Matching Gifts or Corporate Giving 
Program, for every dollar an employee donates to a charity, the com-
pany also matches a dollar to that same charity. Ask if your employer 
has such a program and include AFC in your giving. 

Please see the back cover for more planned giving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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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S FOR CHRIST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Email:  am@afcinc.org

PERIODICALS

規劃您的捐贈 Planned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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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使者協會是501(c)非盈利性機構，所有的捐贈都是獲得免稅收據。使者也是EcFA（福音派財務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之

一，我們持守最高的倫理與審計標準。 AFC is a 501(C)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all gifts are tax-deductible. AFC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ECFA) and follows 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s.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我們的專業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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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GIVE
afcinc.org/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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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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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咨詢 Free Consultation

Stock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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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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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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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