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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總主任的話

與神相遇，是人生命的轉機。以賽亞服事神成為神忠心的代言人，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候，亞摩斯的兒子以

賽亞得默示。」（賽一 1）以賽亞寫著：「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見

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下襬遮滿聖殿。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

六個翅膀：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遍滿全地！』因呼喊者

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裏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

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親眼看見

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以賽亞書六 1-5）

與神相遇會有幾種不同的事情發生，1.看見神的聖潔 2.看見神的榮

耀 3.看見自己內心的污穢 4.聽見呼召領受差遣。

本期我們以以賽亞在聖殿與神相遇，「讓神的榮光充滿宣教禾場」

作為主題，期望我們自己先有這樣的過程，靈命得到更新，柯渥 (Judson 

Cornwall)在他的書《遇見神》（Meeting God ）寫了幾句使我共鳴的話：

「神僕需先深感自己的污穢，不感覺自己不配在神面前服事的人，不會

被神選用。神所選擇的人不是裝修好配得的人，神選擇願意回應祂的人，

使他成為配得。乃是藉著與神相遇，神先改變祂的使者的心，才委任他

事工。神看以賽亞是一位跟隨神心意，忠心與堅持到底的人。」我重新

禱告主，使我也能成為這樣一位神僕。

本期有宣教場上幾位負責的同工，寫了他們在宣教場上的經歷，他

們本身是遇見神以後，如何把這位聖潔的神、榮耀的神、潔淨的神、呼

召的神帶到宣教場上。我們在宣教場有八個已經開辦的神學院分校，為

了裝備更好的人回應神的呼召，使宣教場上成為充滿神榮耀的地方。我

們看到人如何聽到了福音，認識了主，也看到自己需要神的潔淨、接納，

成為他們自己去遇見神而回應神的人，這種階段，親眼看過、見到、聽

見他們，也成為參與讓神的榮耀遍滿全地的人。神更為我們打開了穆斯

林國家的平台，有小學、中學及大學。我們一起來讓神的榮耀遍滿全地。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榮譽總主任

周淑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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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光充滿俄羅斯大地
◆周克西 (俄羅斯宣教工場主任 )

在
2005年我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短宣的列車起，
就開啟了我們的俄羅斯宣教的服事之路。原先以

為僅是一次性的短宣行程，卻在聖靈奇妙的感動與帶

領下變成了每年都參與的宣教事工，並且樂此不疲，

從未感覺厭倦。不但年復一年的前往，其間尚且嘗試

過每趟停留一至三個月的中宣經歷。深信這是出於神

的呼召，神的保守和帶領。感謝神！

回顧過去十餘年俄羅斯宣教的服事裡，認真地經

歷到我們所信仰、所跟隨、所侍奉的神實在是那位全

知全能、慈愛、信實、公義的上帝。「這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若說這些年來在俄羅斯宣教場上有什麼成

果，事工有什麼果效，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全都是上帝

自己做成的， 我們要將所有的尊貴榮耀都歸給祂。
以下就手邊的一些資料加上回憶，拉雜地寫下一

些片斷作為見證，以見神的榮光如何藉著普世豐盛生

命中心的宣教橋樑，充滿了俄羅斯大地。

忠心良善的僕人

2005年初次參加短宣隊到訪莫斯科時教會甫成立
不久，當地許多位同工仍在修習神學課程。記憶所及

第一屆的神學生計有田鳳琴、周亞麗、金菊雲、鄧燕、

黃武等人。畢業後其中有多人獻身全職事奉，如今田

鳳琴早已按牧並出任莫斯科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不

僅負責教會牧養事宜，還兼任拓展莫城周邊教會及支

援等事工。周亞麗傳道亦於按立後留守莫城教會，從

旁協助田牧師並專責帶領大學生牧區。其中鄧燕姐、

石悅姐均已相繼歸回天家。猶憶與她們兩位同工服事

時，歷歷在目，對她們熱心的服事，忠心的擺上，衷

心敬佩，相信她們作工的果效必蒙神紀念，同時亦足

堪為吾輩之榜樣也。

第二屆神學畢業生中之佼佼者代表有人稱谷大俠

之谷茂珍牧師，於按牧後隻身前往俄羅斯第三大城─

葉卡牧會。歷經十餘載之辛勞付出，尤對同工群之培

訓教導不遺餘力，以身作則，於開拓周邊教會事工總

是身先士卒，劍及履及。如今教會穩定成長，同工團

隊亦日趨成熟，堪當大任，如蒙神允，今年當有新的

傳道及長老的按立，屆時神國又將增添數員精兵猛將。

第三屆神學畢業生中又以翁平義、高麗雲兩位傳道為

代表，夫妻二人同心獻身全職事奉，如今負責帶領牧

養新西伯利亞華人教會，活力十足，親和力強，甚得

會眾喜愛，夫唱婦隨，傳為佳話。

宣教場同工的建立與興起

當前全俄羅斯境內之大小華人基督教會總數約有

二十三個之多， 一般說來就是牧者嚴重缺乏，惟各教
會尚能靠著神的恩典，自立自強，聚會不懈。因此，

弟兄姊妹踴躍報名神學課程，希望能於結業後服事教

會，其中不乏感人事蹟，例如俄境克市華人教會的主

要同工之一徐海嬌姊妹，年輕已婚，育有子女各一，

與夫婿經營皮草生意有年，平常在教會分享資訊，帶

領查經等服事，同時在當地國立大學歷史系攻

讀博士學位，主修中俄近代史。一根蠟燭三頭

燒，然而靠著神的恩典，一路走來，相夫教子，

事業有成，婚姻美滿，家庭幸福。今夏剛通過論

文答辯，取得博士資格，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益見先求神的國與神的義，其他的都要加給我們

是千真萬確的。誠哉斯言！另外在外城有許多的

弟兄姊妹，基於愛主，愛教會的心，紛紛自動請

纓，主動投入教會服事。如烏蘭烏德的賀培林弟俄羅斯宣教區五一福音營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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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蘇爾庫特的史明珠弟兄，喀山的徐春生和王海玲夫

婦，彼爾姆的孫利弟兄，克市的李家合與張洪恩弟兄，

歐姆斯克的三女將陳靜、伊光岩和劉立雙姊妹，薩馬

拉的高鳳芝姊妹，車臣的張麗英姊妹等。他們的委身

與忠心，無論時局變化如何，總能立定心志，屹立不

搖，堅守崗位，奮勇向前。願主親自紀念他們的擺上！

透過宣教結識的良師益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此言不假。實在是透過宣教，

神打開了我的眼界，擴張了我的國度觀，賜我機會認

識諸多牧長，如周淑慧牧師、吳德聖牧師、馮秉誠牧

師、許震毅牧師、徐忠昌牧師、簡戴德牧師、高廣道

牧師、寇紹涵牧師、戴繼宗牧師、康來昌牧師等。還

有曾文章長老、鍾聲揚長老、張正權長老等不勝枚舉。

無論在日常的生活中或是在屬靈的層面上，他們都能

成為我的導師與良伴，諄諄善誘，不吝指教。神恩浩

瀚，夫復何求。感恩之餘，還是感恩 !

宣教團隊事奉中建立的情誼

在以往的俄羅斯短宣中，特別是每屆的莫斯科

五一福音營，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當宣教任務

結束後，團隊中隊員與隊員之間會很自然的建立起一

股莫名的深厚情誼，他們且稱為革命感情而稱自己為

小莫隊。每遇有國外隊員或俄國教會會友到訪，總會

奔相走告，熱情接待，務令對方賓至如歸，主客盡歡

為止。如此濃厚的情誼實屬世間罕見。 
說到革命感情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老戰友─人稱小

胖哥的周青萍弟兄。小胖哥是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

斯市基督福音教會的弟兄，也是教會同工中主責宣教

的執事。自他數年前首次報名參加短宣，被神的靈觸

摸後深深感動，往後每屆營會都排除萬難爭取參加。

小胖哥在賭城經營餐廳生意，廚藝高超，高朋滿座，

客似雲來，惟每當四月末五月初時，必定掛出歇業告

示牌，暫停營業前往莫斯科服事營會。而大會提供伙

食，吃飽吃好，未嘗不是近年來營會報名參加者眾的

原因之一，小胖哥居功厥偉。從旁觀之，小胖哥對聖

經之教導身體力行，尊主為大，充分活出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難怪神大大的賜恩給他。新約時期初代教

會管理飯食之腓利，與咱們今日之小胖哥同出一轍，

古今輝映，豈非妙哉 !

俄羅斯宣教場之前瞻與拓展

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目前常駐俄國的中國人口

約二十餘萬，其中留學生人數約在三萬以上，莫斯

科約佔二分之一強，另外海蔘崴（Vladivostok)約佔
五千，餘則分佈於各小城市。總括而論，俄羅斯宣教

區的禾場是廣大的，影響自然是深遠的。那裡有太多

的事工可以發展拓植。就華人同胞而言，未得之民尚

多。誠如聖經所說莊稼已熟，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去收他的莊稼。經與當地牧長田牧師、潘牧師、谷牧

師以及本中心普世宣教神學院許院長深入探討，交通

協調後擬訂之拓展方針與推行計劃如後 :
�2019年度起拓展應以學生事工為主，因留學生
湧入之勢方興未艾。

�導入全俄一盤棋之觀念。 不再四分五裂，一人
一號，各吹各調；而是統禦整合，資源共享。 

�將全俄劃分為四大宣教區：莫斯科，葉卡，新

西伯利亞及遠東。 
�策略之執行：各宣教區領頭教會負責供應及支

援其週邊之城市教會，認真落實牧養事工，開

辦神學課程，培訓造就信徒，俾能建立興起同

工團隊。以宣教區涵蓋牧區，牧區發展校區，

校區支持宣教區之迴圈運作模式進行。

�強調合一的必須與必要性：和衷共濟，相互支

持，主裡合一，彼此成全。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願父神按著祂自己的

旨意，在俄羅斯這塊土地上彰顯祂榮耀的作為！願祂

的復興早早臨到！ 願全地都俯伏敬拜讚美耶和華！✽

俄羅斯宣教區的華人學子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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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光充滿東歐全地
◆顏明誠 (東歐宣教工場主任 )

著
名的好萊塢影星安吉麗娜．朱莉 (Angelina 
Jolie)2011年所執導的電影「血與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 將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在
1992年間所發生的「波黑戰爭」，以愛情故事為主題
拍攝出來之後，這個世人眼中不受重視的前南斯拉夫

政治解體的內幕才公諸於世。

歷史與背景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由六個國家共同組成的，主要以蘇聯為首。

蘇聯解體之後，南國也解體了，自 1980年到 1992年
之間，陸續發生大小不一的內戰，再恢復到大戰前的

六國，它主要的國家是「塞爾維亞共和國」。

塞爾維亞在六千年前已有村落，也許是當時歐洲

較大型的村落。1918年，塞爾維亞復國，至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合併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80年民族矛盾開始激化，最終導致了南斯拉夫在
1990年代初期解體。塞爾維亞原先是由東正教分出來

的，本來人

民信仰基督

教，在十五

世紀時，以

伊斯蘭教為

國教的鄂耳

曼帝國 ( 今
之土耳其 )
從 亞 洲 開

始要征服世

界，大軍當

時打戰到塞爾維亞的新貝城就停止了，現今在貝爾格

萊德城還有這古戰爭的遺跡。

這個美麗的塞爾維亞，位於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幹

半島中部，是個內陸國，面積8.8萬平方公里。與黑山、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克羅底亞、匈牙利、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馬其頓及阿爾巴尼亞接壤。貝爾格萊德位

於薩瓦河和多瑙河的交匯處，被公認是處在西方世界

和東方世界的十字路口。

 
呼召與異象

被神呼召的陳映徹長老，在 1998年由美國前往匈
牙利擔任宣教士，直至 2004年，在這六年裡，他常常
看到很多華人宣教士前往巴爾幹半島去傳福音，但都

是短暫停留後就走了，而這半島上的華人卻愈來愈多。

於是神有一天給他一個象異，讓他去巴爾半島傳福音。

於是他在 2004年時，帶著師母雅惠，就來到了完全陌
生的塞爾維亞。

由於人生地不熟，陳長老就先住在旅館裡，當天

即帶著福音單張，和師母去華人聚集的批發市場傳福

音，看到有講華語的華人，就上前給一張福音單張，

並簡單地介紹耶穌。就這樣，一家一家，一攤一攤地

拜訪，來到了一位商人，大家都叫他大伯的攤位前。

大伯從陳映徹長老手中接下福音單張後，兩人開始交

談，陳映徹問他當地有沒有華人教會。而當時大伯的

家裡開放給幾位基督徒共同查經禱告，於是陳映徹當

晚就來到大伯家裡與大家聚會。

雖然只有少數幾位，但是映徹長老很興奮地參與

聚會，並且鼓勵他把聚會公開化，就租用一處舞蹈教

室，當做臨時的聚會處。和當地華人接觸後，陳長老

很確定這是神的呼召，他要留下來開拓教會。當時他

把異象分享給原差派前來的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的總主

任周淑慧牧師，及董事會主席曾文章長老，大家同心

禱告之後，決定在這裡，開拓華人基督教會，於是映

徹長老便留了下來，開始拓展的工作。

獲得普世豐盛的全力支持後，映徹長老就全力以

赴，不僅在新貝成立聚會處，也在潘切沃設立教會，

讓兩處的華人基督徒都能有聚會之處。從無到有，映

新貝華人基督教會是東歐第一個成立的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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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長老和雅惠師母馬不停蹄地為傳福音奔跑。成立了

巴爾幹半島上第一間華人基督教會，名為「新貝華人

基督教會」。而早已在當地做生意的項君聖，也來到

這間教會聚會。

使命與傳承

但當教會正火熱地被建立起來之後，映徹長老卻

因舊疾復發，不幸於 2006年回天家了，他的過世，讓
主內的弟兄姊妹都深深覺得不捨，為了安定剛建立起

來的教會，映徹長老的師母雅惠再回到當地繼續牧養

兩年。

新貝城教會位於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德，離

機場只有 15分鐘的車程，目前主日聚會人數約在 120
人之間，與潘切沃教會關係密切，兩地的主日講台由

幾位同工共同負責安排。普世豐盛也安排多位牧者去

短期的牧養。潘切沃教會位於離新貝約 40 分鐘車程的
城郊，目前教會在穩定成長。

神在 2010年呼召項君聖為全職奉獻的傳道人，由
於他的委身，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就有計畫地栽培他來

牧養。往後幾年，差派不同課程的牧師前往栽培牧養，

最常去的是顏明誠牧師、陵雲師母夫婦，而培城國語

浸信會及紐約若歌教會亦派人協助牧養。2006年在映
徹長老過世的記念冊上，項君聖傳道曾寫著：「主耶

穌用生命，身體與寶血開啟了愛的道路，而您一路跟

隨主走過來；相信主耶穌藉著您來啟發教導我們，帶

給我們服事的熱忱和力量。我會像您一樣更盡心盡力

地愛神與我們的教會，不管道路有多麼艱難，我都會

努力來興旺這裡的福音。」

項君聖的這些話語，成為他日後獻身全職傳道人

的伏筆，也是神早有的計劃。神更感動宣教士鄭叡明、

侯嫣夫婦在該地牧養之餘，要為當地華人設立幼兒園，

以免幼小的孩童因缺乏照顧而被迫送回中國，與父母

分開。有感動、有異象再加上行動，神就成全了。於

是在 2012年的夏天，幼兒園開辦了。

繼續再茁壯

2012年十月份，在當地會友經過半年的共同努力
下，購置了自己的教堂，也有自己全職的傳道人項君

聖，並且也開始了教會的自立，於同年十月 14日舉行
獻堂和自立禮拜；有會友、有教堂、有傳道人，於是

首間在塞爾維亞的華人基督教會就誕生了。教會自立

後，項君聖傳道帶領同工在商場成立小組，弟兄姊妹在

工作休息間，可以分享神的話語，可以分享彼此的重

擔，甚至個人或家裡的難處，以聖經原則來互相勉勵。

同工們也樂意起來帶領團契，投入服事當中，不但善

盡家庭和工作的責任，更負起教會彼此配搭的責任。

大家在教會的擴建慢慢地有了共識，在極短的時

間建好可容納二百人的會堂，並有交誼廳，廚房，牧

師室等多功能建築，除平時聚會以外，還可舉辦特會

等。造就方面，開始進行成人主日學，新貝教會也關

心臨近城市潘切沃的教會及四個多小時車程的列斯科

瓦契教會，配搭主日講道，帶查經、 禱告會及探訪。
其間也到克羅底亞的首都札格雷布，聚集基督徒、探

訪、並成立福音站。雖當地沒有固定的團契，及基督

徒聚會，但新貝教會的同工都憑信心踏出福音的一步。

對外的擴展

2014年教會同工觀摩匈牙利華人教會的献堂及按
牧典禮，和匈牙利華人教會建立起彼此連繫和互相支

援的情誼。到了 2015年，同工們走訪斯洛維尼亞、波
黑、克羅底亞、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的士每拿 
(依滋密爾 ) 等地的華人基督徒。每到一處，都看到福
音的禾場，和教會發展的可能性。塞爾維亞的同工，

有機會參訪保加利亞、波黑、希臘、斯洛維尼亞、克

羅底亞等聚會小組或教教會；不但開闊了禾場的視野，

更開始學習到國度的眼光。

2015年 8月底幾位同工參與羅馬華人差傳大會，
都被從歐洲各處來相聚一堂的見證所感動，大家被聖

靈打開了視野，看到了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廣大，不禁

要讚嘆：看哪，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我們能參與甚麼。波黑教會是由新貝教會同工協助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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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波黑華人基督教會及克羅底亞的教會由張
雅惠牧師建立起來，項君聖傳道和其他地區的牧者傳

道時常開車去支援講道及牧養。兩個教會有項傳道、

葉春風弟兄、孫永餘弟兄等同工大力支持，福音工作

便持續的穩定發展。2019年亦有前新貝教會會友陳素
雲及夫家黃道敏兩位傳道，兩人同時於菲律賓神學院

畢業，一同到東歐的波黑華人基督教會服事。

新貝也加入東歐聯會，有六國共十間教會參與，

可以資源共享，如聯合舉辦靈修會、聯合邀請講員、

聯合幫助創啟教會，同沐主恩。

跨文化事工

2017 年 
開始羅姆人

的 跨 文 化

事 工，6 月
底，新貝教

會同工參加

塞國神學院

特會及畢業

典禮，這當

中包括羅姆

人。接著舉

辦新貝教會羅姆人和華人的聯合福音特會，期間華人

會友資助民生用品給羅姆人的教會及羅姆人社區。

現新貝華人教會與本中心一起配搭羅姆人的事工；

新貝華人教會每天和羅姆人接觸，做急需而要立即解

決的事，比方說慈惠的工作；而本中心做的是較長遠

的計畫，比方說幼兒園，教育培養的事。

同時普世豐盛不斷配合北美有負擔羅姆人的教

會，不定期的有短宣隊到塞爾維亞的羅姆人的教會或

社區服事，新貝華人教會也樂意支援我們。新貝華人

教會的羅姆人事工，除了過年、過節 (聖誕節 ) 邀請
羅姆人一起聚餐，並有佈道的外展活動外，平時多以

物資，和日常用品的援助為主。同工們有個負擔就是

以塞爾維亞地區為重點，將這種模式擴展到其他地區，

甚至是週邊的國家。

華人教會準備幾首中文的敬拜讚美的詩歌在 HUB
神學院，進行不同文化的服事，讓羅姆人有積極參予

的機會，觀摩彼此敬拜的方式，華人教會也溶入其中。

這是個活潑並充滿活力的聚會，有塞爾維亞人、羅姆

人、華人和神學院來自各國學生的參與，雖然還是有

語言溝通的隔閡，但大家都能了解什麼是神的愛、神

的榮耀、主耶穌基督、和哈利路亞這些詞語。在主的

愛裡，大家同心敬拜。

神的榮光充滿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在總主任周淑慧牧師及眾牧

師同工的帶領下，領受由神而來的異象，這間新貝華

人教會的誕生，除了有前往宣教開拓的宣教士，負責

牧養授課的培城教會、若歌教會及普世豐盛同工之外，

還有許許多多隱姓埋名的金錢奉獻者的擺上。如今，

更要把得救的福音傳遍東歐地區，特別是巴爾幹半島

的這些國家。

回顧這間教會的誕生，過去或許是培城教會的會

友，或許是若歌教會的會友，或許是台福教會的會友，

或是普世豐盛的支持者，當你們當初憑著感動，寫下

支票的那瞬間，你就也乘上了這股締造宣教歷史的浪

潮，在耶穌基督大使命的吩咐裡有份；讓我們和這些

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基督徒一起努力，為神來搶救靈魂。

希望你能繼續一起來參與禱告和金錢上的支持。

我們更期望，能走在神的計劃裡，以東歐這裡為福音

的據點，再前往週邊國家，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人，不

論是華人、羅姆人，或是其他的人種！

東歐的事工，需要你的支持，求神幫助我們，讓

我們彼此勉勵，一起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這時心中浮上一句話：

「所以，我

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常

常竭力多做主

工；因為知道，

你們的勞苦在

主裡面不是徒

然的。」(林前
十五 58)✽

新貝教會和羅姆人及短宣隊共同舉辦特會

羅姆人和華人一起在新貝教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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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多走一哩路
◆賴俊甫傳道 (Jack,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海外宣教士 )

宣教的開始

宣教對我來說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從小在教會長

大，有無數次短宣的機會，過去 20多年來也參與在音
樂機構的福音事工，因此東跑跑、西跑跑，暑期外出

到各地兩個多月短宣，彷彿也很適應這樣的生活。但

是「長宣」就不一樣了。我從小到大的禱告都是：「主

啊，請你『不要』帶領我到一個上廁所需要蹲著上的

地方⋯」因從小聽到到創啟地區宣教都是環境落後及

衛生醫療極差的偏鄉去，因此聽到長宣就覺得那離我

太遠、太遠了。

2018年 3月，在我預備完成神學院最後一年的裝
備時，周淑慧牧師約我見面，而周牧師見到我的第一

句話就是：「在塞爾維亞（Serbia）有一群青年人沒有
人帶領，你願不願意去？」我當時滿頭霧水，且對這

個地方全然陌生。我還去 Google上搜尋，因為我對這
個國家一點都不了解。在地圖上我看見的是它在科索

沃（Kosovo）上方，腦海中頓時出現的都是戰爭跟飛
機轟炸的場面。的確，塞爾維亞經過了戰亂時期後，

現在的經濟是低迷的，但也因為如此，有許多從中國

內地的家庭來到這裡做生意，而這些家庭的青年人也

成為周牧師放在我心中的負擔。

就這樣，2018年的夏天來到塞爾維亞兩個半月
的時間，和顏明誠牧師及林浩凌長老配搭，除了東歐

華人教會的需求外，也更了解了羅姆人這個族群的歷

史及神正透過許多代禱者及機構行在這個族群的福

音事工。而在冬天也再度受到邀請回來當地服事三個

星期。

從 2014 年秋季進入正道福音神學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後，就邊服事邊裝備自己走

全職的道

路， 而

在畢業

前的這

一年，也

陸續有許多教會

接洽及詢問我未來的服事方向。很奇妙的是，大部分

的教會都不在南加州，絕大部分是在外州及國外服事

的機會，而在過去的一兩年間，我也陸續地將自己的

衣物捐出去或是送給有需要的人，現在回首來看也許

是神在預備我的心。

在神學院即將完成道學碩士（M.Div.）及家庭事
工科碩士（MA in Family Ministry）雙碩士學位的最後
階段，自己陷入了長考，因為當時服事方向大概就剩

兩個：北加牧會及東歐長宣。兩者截然不同。一個是

進入教會體系牧養，一個是獨自到宣教區開拓。一個

是到待遇及資源豐沃的地方，一個是缺乏資源及可能

需要吃點苦的地方。一個是人人都想去的黃金地帶，

一個是則是鮮少有人選擇的道路⋯。

在那段尋求的期間其實很焦慮，也有許多善意的

提醒及幫助，但那段期間神自己透過約書亞記對我說

話，要我在這個階段：「安靜、等候、禱告、仰望，

觀看神的作為，看神怎麼帶領吧！」

而神也在禱告中回應我：「選擇一條也許沒有人

願意走的路，選擇一條也許較為艱難的路，因為愛的

緣故，多走一哩路。」資源豐裕的地方，人人都想去，

但是在資源缺乏的異地長宣，卻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輕易選擇的。而神也讓我看見，過去來到這裡兩次陪

賴俊甫傳道全心投入東歐事工成為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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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這的青年人，他們的生命才

剛剛有了轉變，若是今天沒有

人願意繼續來，也許他們的靈

命就停留在這了，因此，為了

愛，我願意多走一哩路。

羅姆人事工

在和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GLEC）的曾文章董事溝通
及敲定一些機構的方向時，帶

著神學院老師、母會（柑縣台

福基督教會）及服事團隊（SOP）好朋友們的祝福，
我就獨自帶著一個行李箱及一個背包，來到塞爾維亞

這塊土地。

而機構當然也有期許及使命。首先我在當地有

50%的時間是會關注在羅姆人的事工上。也許大家對
於羅姆人（Roma）這個名詞比較陌生，但他們其實就
是一般人俗稱的吉普賽人，因為他們長得黑黑的，加

上過去民族性的包袱及幼小孩童在街頭乞討及偷竊的

惡名，就算有願意奮發向上的羅姆人，也鮮少獲得工

作機會。

而 GLEC便是看到這樣的困境，願意從根本來幫
助這些羅姆人的孩子在進入正式學校前，有機會在羅

姆人的社區中接受學齡前教育，藉由受過專業訓練的

羅姆人老師，可以幫助孩童們學會塞爾維亞語，可以

在就讀小學時，沒有語言上的隔閡，不會因聽不懂而

選擇輟學，將來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這些幼兒園，都是跟著羅姆人社區的教

會合作開設的。目前已經有一所幼兒園在萊

巴內（Lebane）羅姆人社區開設。盼望將來
在羅姆人社區的孩童，在進入正式學校前都

有兩年的機會可以在教會開設的幼兒園來學

習，也期盼透過這樣的契機，福音能進入到

羅姆人的群體中。

今年夏天，在貝科·彼得羅沃·塞洛
（Becko Petrovo Selo）、萊巴內、霍爾果斯
（Horgos）、茲雷尼亞寧（Zrenjanin）就有
4個兒童營會，在這些透過短宣隊及當地教
會合作舉辦的兒童營中，藉著詩歌、聖經故

事、戲劇、遊戲幫助每個來參

加的羅姆人孩童能夠有機會

聽到福音。再搭配平時當地

教會定期的探訪及慈惠事工，

使福音能夠真正的進入這些

羅姆人的家庭。

因此今年在萊巴內及

雅哥丁那（Jagodina）兩個
羅姆人教會中舉辦了夫妻

營（M a r r i a g e  E n r i c h m e n t 
Camp），牧養即是牧家，

相信當有更多的羅姆人重視家庭及看重神在婚姻中

的心意時，這個族群的思維會改變，福音會進入到

他們當中，也使得他們不再成為社工眼中的問題家

庭，乃是在塞爾維亞基督福音的見證。

青年事工

我在東歐另外 50%的時間就是專注在東歐華人教
會的青年事工。我在東歐的青年事工看到了他們非常

需要幫助。在這個不是很富裕的地區，有著極深的家

庭事工需求。其實在這的青年和北美的 1.5代很像，
有著同樣的問題。他們出生在東歐，然後 4、5歲就送
回中國跟爺爺、奶奶住，青少年時再出來和父母住。

在這有留守家庭、重組家庭、隔代教養、移民家庭代

溝、語言、親子關係疏離等的教牧問題。如果沒有受

過輔導訓練的牧者願意投入，那麼將來這群青年就會

離開教會、離開信仰，在家庭的建立上也將存在著許

賴傳道（右五）去探訪羅姆人

賴傳道（中）也帶領羅姆人兒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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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過去的隱憂及過去的傷害，也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健

康、合神心意的家庭。

因此這次塞爾維亞的駐堂傳道人特別希望能夠有

一個屬於當地青年自己的青年營。這次在策劃上就

訂了一個主題「我不是耶穌的粉絲．我是耶穌的跟隨

者」。其實跟隨者就是門徒的意思，而我們盼望用一

個貼近青年族群及文化的語言來表達出粉絲與跟隨者

的差別。粉絲就是絕大部分在教會對於信仰懞懞懂懂

的「信二代」，不情不願的來到教會對父母交差，就

像一個粉絲，週日來教會只是打卡在社群媒體上一樣。

粉絲知道耶穌，卻不認識耶穌。但跟隨者（門徒）卻

是要付出代價的，是一生一世要跟隨主的。

青年營會～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這次的青年營，神行了很大的奇事。從一開始只

有 10多人報名（大家意興闌珊的），到最後共有 110
人參加。除了塞爾維亞當地的青年，還有從保加利亞

40多人坐大巴來參加的。有從波黑來的，也有平時在
西班牙及中國讀書的青年及孩童參加。

第一晚，姚復鈞傳道呼召，有 17名青年回應。第
二晚，我也做了呼召，並邀請每一個小組的小組長出

來為他們自己的小羊禱告。這些小組長都是很臨時被

趕鴨子上架的。這一輩子沒有當過同工、沒有帶過分

享、更不用說辦營會了。我和姚傳道給他們密集訓練

四晚後，就帶著他們 9位同工一起為主當兵了。但他
們沒有一個人膽怯說要放棄，乃是愈帶領，愈有負擔。

當晚許多禱告的、被禱告的都流淚了。

最後一晚，當我講道時，台下像菜市場一樣，亂

糟糟的。一來下午活動玩得太 High了，二來幾天下來
也疲憊了。擔任講員的我心底覺得完蛋了，這要怎麼

收尾。當我在傳遞尼哥底母在聖經中出現三次及他生

命的轉變時，神要我把我下午和祂的對話說出來。

當天下午，我心情很複雜，不知道該怎樣傳遞當

晚的信息。本以為前兩晚這群青年人決志、呼召、立

志跟隨主後，生命會有所改變，結果沒想到睡了一覺

後，又打回老樣子了。聊天的聊天，刷抖音的刷抖音，

追劇的追劇，溜出去喝酒的喝酒⋯，站在背後觀察的

我其實心底很難過。獨自回房後，我跪在床邊大哭一

場，跟神說：「主啊，我的禱告是沒有一個人離開這

個營會是沒有遇見你，生命沒有被改變的。每一個來

到這個營會的人都需要深深地去經歷你⋯ 但才一晚大
家又打回原形了，今晚你要我說什麼？？？」

然後神回應我說：「我都沒有放棄他們，你憑什

麼放棄他們？」

於是我跪在床邊一個一個為這 110人提名禱告。
當晚信息後我做了兩個呼召，在這裡聖靈大大地動工，

對這些單純的孩子發出邀請，親自呼召他們做耶穌的

跟隨者。許多孩童及青年無法自拔地跪在台前哭泣，

神的作為超乎我們所求所想。而小信的我們在事後也

請輔導一一確認問他們，知道剛剛出去的意思嗎？而

他們也堅定地回應：「我們知道，就是神如果呼召我

們全職來服事祂，我們願意！」

當我們為著歐洲教會缺乏傳道人、群羊沒有牧人

擔憂時，主自己呼召祂的百姓來跟隨祂。也許這些青

年、孩童在現階段依然需要完成他們的學業，讓主更

多來塑造他們，但是我相信主不會忘了他們與神所立

的約，在時候滿足時，會一一帶領他們走向全職的道

路。而身為他們長輩的我們，就是好好的牧養、好好

的帶領，塑造一個他們可以學習及成長的環境，帶門

徒、以生命影響生命，以至於有一天他們被神呼召出

來時，我們沒有愧對神交在我們手中的產業。

而這也是 GLEC派我長駐在歐洲的原因之一，成
為這群青年的榜樣，帶著他們學習服事，給予他們成

長及犯錯的空間，以愛心及耐心來關顧他們，使這群

青年人不再只是聽聞耶穌的粉絲，乃是耶穌基督的跟

隨者（門徒）！✽

賴傳道也帶領東歐青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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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賺到了神
項頤順（塞爾維亞 / 學生 / 17歲）

我
今年 17歲，來自中國，住在塞爾維亞，基督化
家庭出身，現在正在讀高中最後一年，不像其

他非基督化家庭的孩子，從小到大，我一直只是單純

的相信耶穌，沒有任何的懷疑，或者說就是從來都沒

有認真的想過信仰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從

小在教會長大，就覺得理所當然要當一位「基督徒」。

直至我參加了東歐暑期青年營，這一場營會改變我的

生命。

由於這是我們教會第一次讓青年人自己辦營會，

在準備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再加上一些比較

核心弟兄姐妹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參加營會，讓我們人

手嚴重不足，而且我自己也是太輕看了事工，結果差

一點在許多的事上都要開了天窗。在這裡我要特別感

謝賴傳道（Jack ），要沒有他，我們營會能不能順利
開幕都還是個問題，願一切榮耀都歸給主。

一開始計劃是只有 3位同工帶小組，但是到了小
組長培訓的最後一個晚上，賴傳道突然問道：「既然

大家都完成了培訓，那為何不

試試當當看小組

長。」結果很神

奇的是大家居然

都沒有拒絕，這

一次成為小組長

讓大家都大有收穫，特別是我自

己。其實一開始我的內心是比較

緊張的，充滿了壓力，而當我第

一次看見我的組員時，我的內心

是直接崩潰了，一個個都看上去

非常調皮，而且有好幾個都比我

高一點，特別是第一次小組討論

時，我記得講員給了我們 45分
鐘的時間分享，而我們這組才 5
分鐘就分享完了，10分鐘後就開
始了嗑嗑瓜子、喝喝茶、聊聊家

常的模式了。第一天晚上終於有一點點的心得分享，

第二天晚上慢慢的敞開了心扉的討論，再到小組長站

在台上為願意上來的組員禱告時，他們是最先上來，

並且在禱告完之後對我說：「組長，我們夠給你面子

吧？」最後講員呼召決志信主時，他們居然全部都站

了起來接受了耶穌，我真的可以看到了是上帝在我們

組裡面做工，不只是讓組員們進步，更是讓我也進步，

讓我改變了對神的看法及對神的信心。

還有一件讓我非常的感恩及驚喜，那就是全職獻

身呼召。當我聽到了賴傳道的呼召後，我的第一個想

法是：「到時候一個人都沒上去就尷尬了。」結果，

共有 12個人上去，裡面甚至有幾位是我以前打死也不
會相信，他們居然願意為神奉獻他們的一生！同樣，

在那 12個人當中有我，那天晚上為什麼會上去呢，有
一半是聖靈感動，另外一半是因為我小時候的一次禱

告，更準確來講是一次許願，當時，我們教會的聖誕

晚會有一次抽獎活動，而頭號大獎是一台筆記型電腦，

於是我就向神許願說 :「主啊，如果我能抽到這一台電
腦，那我就一生事奉你。」沒錯，我抽到了，而我也

就這樣的把我自己「賣」給了神，其實仔細想想可能

是我賺了吧。這一次營會我最大的收穫是增強了我對

神的信心，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2019東歐暑期青年營紀實

東歐暑期青年營共有 11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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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突破成長
項將雄 
（塞爾維亞 / 青年團契 / 兩個孩子的父親 / 29歲）

夏
令營已過，但記憶猶新！一開始賴傳道來我店

裡讓我參與服事時，我在想：「我行嗎？我可

以嗎？我一定會搞砸吧！」然後想要拒絕。時間一天

天的過去，直到姚復鈞傳道的到來，培訓我們怎麼當

同工，怎麼讀經，教我們帶小組。經過這幾天的學習，

我發現自己開始改變了！但是畢竟沒有經驗！知道自

己要帶一個小組的時候，還是很忐忑不安！腦海中一

片空白，沒有

任何計劃！

8 月 5 日
終於來了，帶

著愉快的心情

來到目的地！

吃了午餐，領

了房卡，安置

好了行李！本

想著可以好好

放鬆，可是現實是殘酷的！看著滿滿的課程表，雖說

很無奈，但是還是要打起精神，既然自己當了小組長，

就要好好表現！開始不久問題就來了，我的寶貝女兒

黏著我，我離不開，幸好小嬸嬸願意幫我看孩子，於

是我可以去帶小組！

我趕到大廳，發現大家都選好了自己的小組，然

後姚傳道把他帶的小組分配給我。一看，是一群很可

愛的小姑娘！有點緊張，不知道她們聽不聽話！然後

就慢慢的融入她們當中！從一開始的沒有頭緒，而且

還有點害羞！到後來就慢慢放開了！特別是迦迦，會

主動找我聊天。讓我對她有了更多的瞭解！真的非常

感謝她們，因著她們我成長了很多。感覺自己有了突

破！這四天的點點滴滴都歷歷在目，分開的時候總是

不捨的。感謝主，讓我有所成長，感謝賴傳道、姚傳

道還有趙姐妹對我的幫助，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感

謝這次營會，讓我有了更多的經驗！感恩！✽

在這裡遇見了神
林淑怡（保加利亞 / 學生 / 15歲）

第
一次聽別人說去塞爾維亞，天真的我以為只是

去玩，而不是去上課。花了五個小時車程，來

到這個地方，發現我錯了，還要上課，當時心情爆炸，

好像被騙上了賊船，一時間難以接受。因為我是個不

信神，不信佛的小女生，只信自己，感覺這些東西完

全不可靠，所以第一天我也是抱著吊兒郎當的態度來

上課，第一天的課程對於我來說是沒有太大的興趣，

就想著：「嗯，玩玩就行，應付一下，到了九點多，

就可以回房間休息了。」

第二天，按照手冊上的時間我們必須上午八

點之前起床吃早飯，然後準時到達上課的地方。

我記得第一天的課程是姚傳道帶領我們的，他講

七隻小羊與大灰狼的故事，讓我們在影片中找到

主角、配角。我覺得，這是小兒科嘛，這不就是

那種騙五、六歲小孩的故事兒嗎？特別簡單，然

而最後的答案我卻錯了，這讓我思想，其實每個

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答案也沒有錯與對。在

這個晚上也改變了許多我對耶和華的看法，我發

現有很多人老老實實的敬拜這個偉大的神，祂告訴漁

民會得人如得魚一般，這個神祂很自信，祂帶給了我

們善良，祂給予我們祂的慈愛，祂讓我們勇敢堅強，

在黑暗中找到方向。賴傳道為我們小組禱告的時候，

當他把雙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的眼淚忍不住在眼眶中

打轉，是啊，之前的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居然不相信

這麼一位

偉大的神，

祂如父親

般 慈 愛，

關愛著他

寶貴的子

女。 那 一

晚我哭了，

為自己懺

悔。 營會讓青年們感情更加緊密

在營會舉行慶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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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晚上，有個為奉獻為專職傳道人的呼召，

很多人上去了，我知道他們深深被主感動了，心甘情

願的上去，每個人流著淚水，他們的勇氣難得，決心

也難得，當結束之後我們找賴傳道交通，他問我：「你

願意打開心扉，讓主住在你的心裡嗎？」我堅定的

說：「我願意！」是的，有一位關愛你，陪伴你長大，

一直默默在保護你，甚至祂為你承擔所有罪行，為你

釘死在十字架上，願意將自己的一切給你，而你卻不

信祂，那就是你最大的損失了。在這裡，我真正的認

識到了一位愛我的真神，在這裡我認識到了一位犧牲

自己無私的真神，從此，我的心裡有了一位永遠我愛

和愛我的神，我不是耶穌的粉絲，但我要當祂的跟隨

者！！！✽

神在對我說話
黃冰冰

（塞爾維亞 / 青年團契 / 兩個孩子的母親 / 32歲）

非
常感謝主的預備，才有這次東歐營會的開始，

感謝賴傳道、姚傳道和百蕓姐妹的擺上，我是

第一次參加這樣的營會，第一次參與服侍。剛開始讓

我當小組長，我的內心是非常掙扎的，以我所懂的聖

經知識根本不能勝任這樣的事工，但是神是聽禱告的

神，對我說：「我必與你同在。」

感謝聖靈在我心裡做工，真的很虧欠，我有很長

一段時間不禱告，與主的關係沒有鏈接，來教會做禮

拜也是一種習慣和形式，

生命枯乾，每天讀經也是

為了在群裡打卡而讀。這

次營會我最大的收穫是我

聽見神對我說話，神的愛

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我不

願意開門，我心扉不肯打

開。這次營會讓我重新來

認識這位偉大的救主，讓

我生命能在每天的讀經禱

告中慢慢的成長。

營會中保加利亞主日

學老師非常的盡心盡責，每位老師帶領幾位孩子，對

孩子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讓我非常的慚愧，自己

也是主日學老師，平時在教會有沒有這樣的愛心去對

待孩子。檢討自己我最大的收穫是讓我自己重新認識

自己，改變自己，聽道行道，這次的營會讓我有新的

生命。

感謝神的帶領，明年有辦夏令營的話，我毛遂自

薦當組長。「我不是耶穌的粉絲，我是耶穌的跟隨

者」，讓這句話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讓自己有更好的

信心去愛主，主謝謝祢的愛一直沒有離開，一直對我

這麼好，讓我一生一世跟隨祢！✽

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謝欣怡（塞爾維亞 / 學生 / 12歲）

我
覺得這次東歐青年營對我非常有意義，記憶深刻

和收穫良多，因為姚傳道、賴傳道和百蕓老師

都很有趣，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告訴我們怎樣信耶穌，

耶穌有多麼的偉大，以及讀經的重要性⋯⋯。一開始，

我以為只是來玩的，沒想到早上要六點多起床，在家

裡我七點多才起床的。第一節課是分小組，所以我認

識了更多朋友。在「聖經好好吃」的課程中，我覺得

姚傳道上課很有趣，讓我們笑聲不斷。賴傳道也是個

幽默的老師，他總是喜歡開玩笑。那時刻，我喜歡上

了上課。賓館裡的飯也很好，我們也會在餐廳裡禱告，

感謝主的恩典。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們也有追趕跑

跳碰與大地遊戲，我

與小夥伴們有了快樂

的時光。在走的時

候，我也非常捨不得

來自保加利亞的朋友

們！我很喜歡這次東

歐青年營。「我不是

耶穌的粉絲，而是耶

穌的頭像跟隨者。」

這句話讓我有了更大

的力量去愛神一生一

世。阿們！✽東歐青年營會舉行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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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1995年，教會的夏令會中，接受了王永信牧
師的邀請，第一次參加哈薩克東干人短宣的服

事，也從此開始了我們與中亞事工的接觸。接著第二

年，我先生黃抗伴隨楊嘉善長老二度走訪中亞吉爾吉

斯，協助購置了辦公樓，就這樣，中亞事工誕生了。

二十幾年的時光一晃而過。我們除了是中亞分享協會

（CASA）的夥伴之外，雖然多次想再回去，卻始終
沒能成行。感謝神！垂聽禱告！今年五月終於如願以

行，而且不只是到吉爾吉斯，還能先到土耳其參與事

奉，前後五個星期，這真是神的加倍恩典！

伊斯坦布十日行

五月十五日抵達又新又大的土耳其伊斯坦堡機

場，那真是又大又壯觀。感謝主有當地的宣教士來接

我們和另一位短宣隊員會合後，就帶我們到了住宿之

處（要感謝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宣教士，那真是物美價

廉的好住處，真是太棒了）。接著就開始了一連串的

服事和學習。

雖然土耳其在穆斯林的國家中對宗教是比較開放

的國家，但是仍然不能公開的傳福音，於是我們間接

的透過其他的服務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服事的項目

包括英語交流、兒童英語、手工、音樂、活動等，及

婦女生活分享。對象則從幼兒、青少年、大學生、職

青和婦女們，以及許多從中東移居到土耳其的各地難

民們，每一個族群都有其特殊不同的需要。感謝神！

透過當地的宣教機構非常有效率的安排和管理，使我

們這些新手可以即刻進入狀況，參與服事。雖然短短

十天，收穫卻不少，與當地機構有好的配搭，和服事

的群族也建立關係，更學習到隨時仰望神，要隨機應

變，放下自己，順服團隊，順服神。就地理、文化、

民情和交通各方面而言，土耳其也是宣教的重鎮，難

怪它是初期教會的發源地！神的選民更應該積極努力

收回這塊神國的失土。

三顧吉爾吉斯

離開伊斯坦布就直達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一入

境就看到來接我們的興亞國際大學的同學們，真

是倍感親切，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就到了大學

的所在地托克馬克市。回到這久別之地，真是有

說不出的興奮。雖是舊地重遊，卻也是一片陌生。

過去的黃泥地已成了泊油路，兩旁高樓林立，比

起二十幾年前是繁華多了 !
由當地的宣教士細心的策劃和安排，將我們

這來自四個國家，九個教會的男女老少共 16位
短宣隊員集中同住在一處，開始重溫團體的群居

生活，每天同進同出，同吃同睡，一起靈修，一

起服事，其樂無比。剛到的前幾天，我們在慈善

基金會的安排之下，參觀了當地的基督教孤兒

遲來的回應
◆陳瑞苓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宣教士關懷義工 )

在土耳其的難民營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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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小學、中學、身心障礙的特殊學校、專科學院和

中亞大學。感謝楊長老有智慧，在設校之時即與執政

單位達到共識，除了大學之外，其他的每一所學校天

天都由校牧帶領全校師生一起晨更、傳授聖經。在這

樣的大環境中，孩子們有機會從小接觸到福音的澆灌，

真是神奇妙的恩典。

我們也有機會接觸到興亞大學的同學們，參加他

們的中文、英語小組以及女生的團契，除了和他們一

起練習語文之外，也分享一些生活見證，還去探訪了

一些學生的家庭，與他們分享神的愛，

藉著交流，和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也

為接著來的營會做了「暖身」之功。在

中亞的最後一個星期，也是此行的重點，

那就是中英文化交流營的服事。五十多

位的年青學生們，分為 13個小組。其中
除了少數幾位是基督徒之外，大部分尚

未接受救恩。

短宣隊員們除了每人負責一組學生

們的輔導之外，還分別擔任專題的講員

及活動，以實際生活的知識為主，聖經

的教導為輔，藉著活潑的範例、活動和

遊戲，將「我是誰？」 的信息深入淺出

傳送給與會的年青人。我們在一起探討兩性關係、婚

姻、就業、時間與金錢管理、養育子女、溝通和人際

關係、健康等等。這些年青孩子們相當的投入，他們

非常珍惜這些在學校課堂裡學不到的日常知識。有的

學生形容說是上了一門「婚前輔導課」。幾天的營會

下來，與這些年青人們朝夕相處，發現興亞的大學生

們真是個個都很聰明、單純、可愛、肯學習，那些擔

任小組長的學生們更是活潑有組織力、領導力，能創

作。如果他們能夠接受福音，成為神國的精兵，那該

是多麼可喜可賀的事啊！

這次的土耳其及中亞之旅，我真是滿心的感謝讚

美神！短短的五個星期，雖是遲來的回應，二十五年

之後的再訪，卻仍讓我們夫婦經歷到普世宣教的迫切。

面臨這麼大的禾場，如此多的需要，發現自己力量的

微薄，唯求主感動更多的信徒成為門徒，願意走出來，

為成就神的大使命，按照神所賜給每一個人的恩賜，

盡上我們當盡的本分。✽

在吉爾吉斯坦探訪基督教學校的兒童

與興亞大學文化交流營的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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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快訊  ／ 普世豐盛智庫輯

聖經
：經過 23年的努力，在 2016年發行韃靼

語的全本聖經。韃靼族居住於俄羅斯莫斯

科以東約 800 公里，是俄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人口約

五百萬，主要信奉伊斯蘭教。韃靼族的教會規模仍小，

但信徒都希望更多韃靼族人能夠有機會接觸聖經。唯有

當他們聽見或閱讀母語的聖經後，才明白聖經裡的神也

是他們的神。

（威克理夫通訊 2019年七月份）
..............................................................................................

埃及
：埃及政府批准了 127個教會的合法化，

在此之前這些教會是非法運作的。對於一

個基督徒數十年來面臨激烈暴力和迫害的國家來說，這

是充滿希望的開始。根據World Watch Monitor的數據，

伊斯蘭國家組織在 2017年殺害了 100多名埃及基督徒，

埃及基督徒約佔人口的 10％，埃及在世界迫害基督徒

觀察名單上排名第 16 位。

（Christian Headlines 7/5/2019）
..............................................................................................

衣索比亞
：衣索比亞教會不希望只是大

使命的接受者，他們正帶領著

下一個主要的世界宣教運動。福音派增長的速度甚至超

過了蓬勃發展的普通人口，已經成為非洲第二大人口，

預計到 2020年將超過 1.12億人。每個主日，衣索比亞

的基督徒來自各地，聚集在小土屋或大型教會等各式建

築物。在首都埃塞俄比亞，新的教會和家庭聚會幾乎每

天都在湧現。

（Christianity Today 6/21/2019）
..............................................................................................

伊朗
：今年夏天，伊朗約有 200名青少年聚集

在特會中，了解更多有關神的信息。據某

機構表示，這是一段充滿活力的敬拜、強有力的聖經教

導，也是令人難忘的團契時刻。儘管政府極力壓制信

仰，但伊朗基督教正大規模崛起，特別是年輕人，甚至

政府也承認，青年人正在轉變成為基督徒，並參加家庭

教會。據估計今天伊朗有多達 36萬基督徒，而 1979年

只有五百人。

（Assist News Service 6/24/2019）
..............................................................................................

北韓
：1907年北韓的平壤經歷一場基督教復興，

一度被稱為東方的耶路撒冷，但如今多數

北韓人民從未聽過耶穌的名。韓裔美國牧師裴俊浩將聖

經和米放入大瓶中，利用潮汐漂流送至北韓。他要將

一百萬本聖經帶進北韓，在改革開放之時做好準備，向

平壤每個家庭發送一本聖經，作為重建社會的藍圖，讓

人民知道什麼是真理，如何找到真理。北韓連續 18年

列為「迫害基督徒最嚴重的國家」榜首。

（基督教論壇報 7/29/2019）
..............................................................................................

歐洲
：歐洲各國的大學生紛紛自製一分鐘的短

片視頻，這些年輕基督徒將深層的問題化

為代禱事項，分享在社交媒體上。自二月開始，數個機

構聯合發起「復興歐洲」的禱告運動，每週至少禁食代

禱一次，他們禱告基督徒有新的膽量和勇氣挺身而出，

求神「復興我們的心，復興我們的大學，復興歐洲」。

該禱告運動將為超過 40多個歐洲國家代禱，活動結

束時，年底在德國舉辦青年佈道大會，來自歐洲各地

18-30歲的年輕人聚集，渴慕神的作為。

（Evangelical Focus 8/13/2019）
..............................................................................................

印尼
：新幾內亞島上的巴布亞省有大約 260個

語言群體，因著喜馬拉雅山脈地形，交通

極其困難，60年前宣教士需要徒步進入山區，建立關

係並植堂。過去 20年裡，某機構使用飛機，去到車輛

無法到達的地方，為沒有醫院的偏遠社區提供資源、醫

療和屬靈支持。60年前宣教士徒步前往該地區的內部，

建立關係並植堂。如今基督徒佔絕大多數，當地教會林

立，宣教士也已經交棒，將更多的工作交給當地教會。

（Mission Network News 8/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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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場上的呼聲與代禱
繫 CentralAsia@GLECenter.org。

請你與及代禱：

▲九月底有訪宣團前往吉爾吉斯坦已確認有

13位參加 (台灣 9位、美國 3位、法國 1位 )，
正為每位團員做行前預備，懇請代禱。

▲請為中亞基督教學校的教職員、學生及家

長的靈魂得救禱告，希望藉由校園的福音事工，

能把基督耶穌帶進這一千多個家庭。

東歐宣教樞紐  (Eastern Europe Mission Hub)

◎東歐青年夏令營於 8月 5-8日在塞爾維亞的弗
爾尼亞奇卡礦泉鎮（Vrnjacka Banja）舉行，以「我不
是耶穌的粉絲，我是耶穌的跟隨者」為營會主題。有

來自波黑、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共 110位華人青參加，
有二十多位學員決志獻身追隨耶穌基督。

◎繼續栽培塞爾維亞新貝教會牧者同工，預計

2020年 8月畢業，獲得證書。也鼓勵新貝教會事奉同
工加入系統的培訓課，並列冊督導。同時也將萊斯科

瓦克（Leskovac）教會、波黑教會及克羅地亞教會同
工，透過視訊，進行有系統的栽培，計劃兩年後可以

協助牧養教會。 
◎由正道神學院畢業的傳道賴俊甫 (Jack) 加入本

中心，協助東歐的華人教會及羅姆人的事工，作為駐

東歐宣教區的聯絡專員，處理每天的事務。並協助組

織新貝教會的青年事工，例如帶領團契，策劃營會，

及設計不同年齡層的門徒訓練。也幫忙羅姆人教會的

督導及協調，協助本中心執行羅姆人的事工。

◎波黑教會主日崇拜時間由周四調整為主日，從

7月 14日開始。查經時間由周六調整為周四。感謝神，
弟兄姊妹都很積極投入，願意空出時間奉獻給神。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為波黑傳福音的機會代禱，求主開道路，

預備華人同胞的心來信福音。請為兒童主日學代

禱，目前學生中文基礎薄弱，求主賜給陳素雲老

師智慧聰明，能夠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教導他們

明白聖經。

中亞宣教樞紐 (Central Asia Mission Hub)

◎ 5月中及 7月初，在吉爾吉斯場舉辦微型創業
培訓。5月底有 7位華人組成訪宣團，參加興亞國際
大學（IUCA）畢業典禮，探訪不同的大學生團契和社
團 ，拜會當地基督教學校及機構。本屆 IUCA畢業生
有大學部 35位，高職部 28位，總共 63位。
◎ 6月中在 IUCA舉辦大學生中英文化交流營，

共有 60位學生參加，由 15位來自 4個國家的聯合短
宣隊負責帶領。

◎本中心在吉爾吉斯坦註冊的非牟利機構 Global 
Entrepreneur Development Center (GEDC) 積極栽培當地
人才，除了一位當地全職同工及兩位差派的海外宣教

士，另聘用三位 IUCA大學工讀生參與協助事務。期
盼他們畢業之後能夠留下來全職服事。  
◎本中心邀請吉爾吉斯坦基督教學校的負責同工

及校牧兩位於 6月底，來本中心舉行事工研討會及「中
亞兒童教育事工」異象分享及募款餐會，共有約 60位
參加，氣氛極為溫馨。感謝神，所募集的款項將提供

為當地一所學校興建室內體育中心，及鋪設室外運動

場所用。 
◎ IUCA大學副校長於 7月中赴台灣東海大學

參加基督教大學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亞洲區會議，有很好的互動，並將進
一步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 IUCA大學於 8月初與洛杉磯地區阿蘇薩太平

洋基督教大學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APU)合作舉
辦五天的 TESOL研習會，希望建立在中亞的第一個
TESOL 中心。（註：ESOL全稱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翻譯成中文是「對
外英語教學」，是教授英語給不是英語母語的人，所

以 TESOL的教學方法特別會考慮到學習者的母語和文
化教育背景。）

◎中亞事工新網站 CentralAsiaMinistry.org有詳細
的事工資訊及線上奉獻功能，你亦可在該網站上登記，

每個月通過電子郵件收到通訊。若有任何疑問，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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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黃敏道傳全家辦理居留身份代禱，求

主帶領平安順利。

俄羅斯宣教樞紐 (Russia Mission Hub)

◎雅爾市華人教會 7 月份有二十餘人決志歸
主。許震毅牧師專程前往講授基要真理課程並主持

洗禮；加上本屆莫斯科華人教會洗禮及五一福音營

中諸外城教會會友接受洗禮歸入基督者約近七十餘

人。感謝神將得救的人數加給祂的教會。榮耀歸於

主耶穌！

◎莫斯科華人教會 9月為雅爾教會之福音行動，
特別由職場弟兄姊妹組成短宣隊前往支援。葉卡教會

亦於 9月由谷茂珍牧師親率同工們前往週邊各城市之
華人教會作巡迴宣教、彼此服事。感謝主！

◎本年度來俄深造或進修之中國留學生為數似有

增加之勢，大學生事工方興未艾，會把握時機多作拓

展之準備。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為莫斯科華人教會建堂事工守望禱告。

求主賜下同心合意的靈在同工當中；也求主調動

各方的資源來完成任務。

 
東南亞宣教樞紐  (Southeast Asia mission hub)

◎ 10月 3-5日在臘戌有第一屆大學生英文營會，
由美國、台灣、緬甸三方面共同合作，請代禱關心。

10月 15-17日在臘戌百石教會，有台中忠孝路、苗栗
銅鑼教會，會去緬甸領點燈節營會。

◎緬甸臘戌王俊美傳道來函表示該區登革熱病毒

橫行，多位同工受感染。另明年將增加30位孤兒關懷，
目前孤兒院簡陋且寢室容量不足，急需部份增建，請

為此禱告。

◎緬甸臘戌王俊忠牧師已於 8月 25日回天家，求
主安慰眷屬，也請大家代禱記念。

◎ 在 6月中有為期一週的 AWANA營會在越南舉
行。這一次總共有 380多位青少年參加，因為越南新的
宗教法例，政權不允許在舉行營會期間打開聖經和教聖

經裏面的話語。但在聖靈親自的帶領及服事同工的靈巧

構思下，雖然沒有打開聖經，感謝主！仍然有超過 30
位青少年在這個營地裡接受了主！

請你參與及代禱：

▲為清邁華人基督教會下半年的各項事工禱

告，尤其為教會的青少年主日學事工禱告，求主

興起更多的陪讀家長願意接受裝備，承擔主日學

老師的責任。在 7月 15和 16日有領導培訓，請
為這個培訓祈禱求天父保守每位學員   。

▲請為越南青年營會 30多位的決志的青少年
禱告，並為當地宣教士的人身安全和經費禱告。

羅姆人事工

◎農業宣教的魚菜共生項目，已實地操作，很受

好評，附近羅姆人教會 (包括塞人 )均要求繼續舉辦。
◎從 7/1開始到 8月底約有 7個北美教會支援羅

姆人不同教會的 8個營會；有兒童暑期聖經營、青年
領袖營、夫妻營、英文營、文化交流營等。

◎在萊巴內的羅姆人幼兒院計畫已實施，以幼兒

園教材和聖經原則為主軸來教導，給與塞語、算數、

品格養成的初級教育，學齡前兒童，以幫助他們打好

基礎，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為暑期營會的參與者禱告，無論是前來服

事的短宣隊或是參加者，均能在靈裡有大大的得著。

普世宣教神學院事工

◎ 9月份於泰國清邁開授《舊約歷史書（下）》，
求主預備各位學員的心，抓緊時間好好地裝備自己，

將來回國以後可以成為小組長和教會同工，帶領更多

人來歸向基督。

◎繼續試用 Zoom於更多的 GMS的網路同步教學
課程。

◎開始為 2020年 4月的 ATA國際認證正式申請
作準備工作。8月許院長和羅教務長去新加坡參加 ATA
年會會議與專題。

◎爾灣校本部宣教學 D.Min班 8月 19日開始上
課。第一課由許牧師和羅牧師合教「詩篇的精華與釋

經講道」。

◎ 6月中在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開第一門課，
裝備當地的華人教會同工，共有 16位學員註冊並完成課
程。已正式成立「吉爾吉斯分校」，並將陸續安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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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Global Life Enrichment Center
16371 Scientific Way, 
Irvine, CA 92618 USA
Tel:(949)752-6899
Fax: (949)486-0729
E-Mail: office@glecenter.org
Website: www.glecenter.org

社團法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
台北辦公室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0號6樓608室
台北辦公室電話：(02)2536-8468
高雄辦公室地址：高雄市民權一路53號5樓
高雄辦公室電話：(07)335-3037

澳洲聯絡人／ 華苓、陳文禮
紐西蘭聯絡人／ 吳文瑞

榮譽總主任：周淑慧

顧問：蘇文隆、陸恩廣

董事會主席：嚴匡漢

董事會副主席：洪照智、鍾聲揚

董事：朱欽賢、周銘峻、周克西、夏利敏 
            曾文章、陳永昌、郭榮華、許格精
            游俊堅、蕭東賢

1. 寄支票，抬頭請寫「GLEC」，請勿
寄現金。

2. 也可用信用卡奉獻，請直接上網站
www.glecenter.org奉獻，或是洽詢
財務組 (949-752-6899分機 2019)

3. 捐獻股票債券、共同基金、房地
產、人壽保險或遺囑捐獻，請洽財

務組 (949)752-6899分機2019本中
心將幫您達成捐獻高增值的資產，

免付增值稅 (Capital Gain)。
4.若使用電匯，請洽財務組 
    (949) 752-6899分機2019
5. 台灣地區奉獻者，請使用郵政劃撥
帳號「50091873」，戶名「社團法
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本

協會將寄發奉獻收據給您。

奉獻支持的方式
◎布市校區將於 10月 13日舉

辦第一屆畢業典禮，對當地神學班

與牧職班的同學是一大鼓勵。

請你參與及代禱：

▲土耳其伊斯坦堡吳艾倫

宣教士邀請許牧師再去伊斯坦

堡訪察，研究開設神學課程等

事工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已有

十多位學生表明意願報名神學

裝備。為此事禱告，尋求主在

穆斯林區的帶領。

▲今年有兩個新校區：吉

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與俄羅斯

新西伯利亞校區，希望今年在

這兩個新校區都再開出一門課

程，以鞏固校區後續發展的需

要，請為此禱告。

辦公室動態 

◎ 6月底在洛杉磯蒙特利公園
市「羅省華人播道會」舉行 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共

有 34位學員結業。課程結束前聽
了每一位學員分享他們下一步的

宣教進程，很激勵人。下次課程

將於 10月份在加州中部弗雷斯諾
（Fresno）華人福音教會舉辦，目
前已經有 30位報名，懇請代禱。
◎洪士洲牧師 9月 21日 -10

月 1日於到吉爾吉斯坦帶短宣隊，
10月 22-26日至土耳其士每拿帶領
宣教特會。

◎許震毅牧師於 9月 2-6日至
土耳其，9月 9-13日至吉爾吉斯坦
授課；10月 10-27日至俄羅斯布市
參加畢業典禮；10月 30日 -11月
12日回台灣參加餐會。
◎周淑慧牧師於 10月 9日至

11月 14日回台灣訪宣連結。

台灣消息

◎台北及高雄辦公室 7月至 9
月都有舉辦「好書分享會」開放參

觀，盼與社區聯結。

◎台灣區今年 11月的感恩募
款餐會分別於南區：11/9週六中午
在高雄大八飯店；北區 11/10 週日
晚上在大直典華飯店；中區 11/11
週一晚上在台中新天地飯店舉行。

◎台灣北區由 20多個教會組
成的「中宣聯盟」近與本會聯結，

成立「烈火佈道團，與本會共同

推展普世事工，訓練工人，領人歸

主，願主引導。

預   算
總部行政 $434,420
拓展動員 $356,300
宣教工場： $1,862,060
總  計 $2,652,780

美國總部2019年總預算=$265萬美元

宣教工場
$1,862,060

總部行政
$434,420

拓展動員
$356,300

2019年8月財務報告

運營收入： 美元 $1,329,454

A. 總部行政 $173,718

B. 拓展動員 $9,850

C. 宣教工場 $1,145,886

運營支出： 美元 $1,389,482

A. 總部行政 $173,591

B. 拓展動員 $202,837

C. 宣教工場 $1,013,054

餘拙： 美元－（$60,028）

專案收入（中亞教學大樓）     $1,49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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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Global Life Enrichment Center
16371 Scientific Way, Irvine, CA 92618

靈修是什麼？

◎ 認識上帝，而非單單關於神的事情。
◎ 靈修是人向神說：「我渴慕祢，我思想祢，我朝見祢。」
     是一種靈與靈的契合連結。
◎ 靈修是進到神的愛中，去享受神。
◎ 靈修是尋求亮光、指點，吸收聖光的照耀，去除心中的黑暗，
     得以走在神的光明中。
◎ 靈修是學習生命與神同行。

本書是個人靈修或小組研經的好工具書，若有需要請洽詢本中心

洽詢電話：949-752-6899

出埃及記

周淑慧牧師力作／豐盛清泉靈修小品

創世記篇

靈修的意義

◎  Spirituality源於希伯來文 ruah靈、氣息、風。
◎ 靈修是要鼓舞信徒的生命，以及激發信徒深化屬靈生命。
◎ 靈修乃是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中，真實生命外顯出來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