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学生事工 



听一位牧者说，三十多年前多伦多根本就没有国语教会。如今，无论国粤语教会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试问三十年后，我们希望华人教会里还会剩下谁？

学生事工就是宣教事工，没有宣教观念很难做学生事工。所以凡是立志要做学生事工的同工，都应当要
以训练宣教士的方式来接受训练。宣教需要的是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有计划也要有周转变化的余地。
而建立教会观的不单是宣教更是神学教育，不是人海战术而是精英计划，不只是传福音而是属灵生命的
传承。学生事工不是单强调做事，而是要培养将来为教会服事的工人，要有呼召、印证和长期不断的委
身，持之以恒。

一， 开展学生事工面对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的宣教，仿似黎明前的黑暗。北美教会的荒凉，社区化、老龄化、消费化。日益增多的家庭问
题、社会问题：离婚、同性恋、大麻合法化…导致学生们心灵中透露出的不安、孤独，一些‘特别学生’的产
生---来教会/团契中寻求家的温暖。

1， 物质上的丰富 vs 心灵上的极度贫乏。

新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旧时代的伤害和贫穷，他们成长在物质极丰富的新时代，但是旧时代对于他们父母
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循的。很多的家庭关系在旧时代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变得不再可靠，没有信仰的时代，追求物质的丰富成为了人们唯一的盼望。在我们看不到
的地方，伤害仍在传递。新一代无形中承继了上一代的恐惧、自私和物欲，彼此之间只有利益，较难建
立深厚的感情。另外，因为国人的勤劳和含蓄的传统，也令到几代人之间都缺乏深度和有效的沟通，很
多心灵的伤痛都被我们‘习惯的’‘巧妙的’忽略或是隐藏起来了。

在中国，我曾亲眼目睹父母离婚后的，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学生们如何走向堕落、放纵、自暴自弃，他
们求告无门，没有人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更不用说爱心了，大家都是‘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如今
的中国大陆，仍然没有强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如社工团体。面对成千上万的离婚家庭、家庭暴力下长大
的小孩，国家和社会都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措施和心理辅导，美其名曰‘自力更生’其实就是任其‘自生自
灭’。基层的社会单位‘居委会’里养的是一群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每天只知道喊着‘爱党爱国’口号嗑瓜
子的大叔大娘们。学校里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竞争已经由幼儿园开始，家长和
孩子们考虑的就是如何不断的自我增值，没人在意那些被‘淘汰’出来的孩子们该如何生存。

在英国，我也曾亲眼目睹留学生们如何沉迷于赌博、毒品、卖淫、参加黑社会、抑郁、自杀。令人百思不得
其解的是那些迷恋社团老大的留学生们，他们几乎把黑社会的老大当作神明一样膜拜，只是为了那一句
‘讲义气’的空话就可以让他们豁出性命、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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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学生的特性：机会 vs困难。

在海外，学生事工与中国同学会的关系也很微妙，是竞争还是伙伴？我曾听说在美国的某一所大学里，
中国同学会的骨干全部都是基督徒，所以每一年的新生一落地直接就被送到团契每年的迎新会里了。教
会、团契、同学会互相配合，提供每年的机场免费接送、生活关怀、心灵辅导，一系列的贴心服务，每年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留学新生留在学生团契。虽然也会有‘漏网之鱼’，但是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下了。这是因
为早在几年前，学生事工的同工们就有计划的鼓励团契里的学生们进入中国同学会，经过了几年的努力
后，成就了如今的和谐互助的局面。当然大部分的情况下，学生事工和中国同学会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的，偶尔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抢人’的局面。

如何带领这些年轻的、失丧的灵魂在流浪里回归？如何脱离旧有的文化烙印，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得
到心灵的医治和滋养，领受生命的活水和更加丰盛的生命？！他们的心灵枯竭，极度的渴求那永不改变
的爱，却没有方向。很多人误以为满足身体的欲望就是真正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伤
害。在服事的过程中，我惊讶的发现很多众人眼中的‘好学生’‘精英’们的心中竟然满含着自卑和受伤的情
绪。有些人因为家庭原因从小就不敢表达情绪，直至长大的过程中缺乏情感的表达能力，竟然被人视为
‘成熟’。如何帮助和引导他们寻回自信、自尊、尊严、勇气，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自我价值，以及正确的
沟通和表达方式，重新在基督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正是学生事工的挑战和意义之所
在。

二， 开展学生事工应有的态度

学生事工---做父母还是做导师？苏文峰牧师 2017年的时候送了我一句话，至今记忆深刻‘他们父母没有
教的，我们都要教。’这就是学生事工。我们都晓得任何事工的开展都是在打仗，都是在和魔鬼争战，都
是在和这个末世的世代抢人。 学生事工也是如此，或者说学生事工更是如此。 这些年轻人所选择的道路、
真理和方向，决定了这个世代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忽视了神在我们身边的引导、保守和能力。
 不过既然是打仗就不能完全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而行，就好象打仗之前要练兵一样。 当我们决定委
身学生事工，有些事情、习惯我们可能为了事工的需要，要学会克制甚或是改变。新一代的学生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开始看重的是自由、民主和尊重。所以学生事工不是做师傅、不是教儿子，而是做朋友。 朋
友之间要有尊重、关心、聆听。
 

说话的态度，很多时候代表了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看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把学生当小孩子，
说话时的态度自然就会少了些尊重，而是变成「你要听我说」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算我们说的都很有道
理，都是为他们好，但是如果对方并不接受就没有了作用和果效。 相信在家里，这种为他们好的教训已
经令到青春期/叛逆期的学生听的不厌其烦， 如果大家还没有成为朋友就不要轻易丢出一堆「我是为你
好」 的教训。 

聆听的态度，学生事工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聆听」，就是引导学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努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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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讲三分引导学生讲七分。 后现代的年轻人对于网络的熟悉，多过于用语言的表达。 当同学们习惯
用语言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候，首先会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很可能会自然地自己领悟到一些‘亮光’，
达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不是比我们不厌其烦的说教更有果效吗？退一步来说，当我们成为一名
‘好听众’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已经悄然无息的建立起来了。

也许还无人留意到，做学生事工的人的表情也很重要，本来学生和我们就有一定年龄上的差距，试问有
谁敢于接近一副严阵以待的表情呢，大概吓都吓跑了吧，哪里还敢谈亲不亲近。另外关注学生之间的讨
论话题也很重要，我们不需要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是总要对于他们的娱乐和喜好有些了解才好，这
样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更容易被同学们所接受。

值得留意的是，同学们有可能会因为跟我们关系的拉近开始‘没大没小’，甚至言语上有些粗俗，很遗憾
这就是有些学生表达他们信任和亲近的方式。 不要急着去纠正和改变他们表面上的问题，不然就又把我
们之间刚刚建立的联系切断了，当然也不需要去随从他们的坏习惯。 很多经验告诉我们通常脏话越多的
同学，可能就越多背后的故事，讲脏话只不过是他们发泄的管道，一些年纪轻轻就开始吸烟的同学也可
能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凭着神所赐的爱心去行这些事，因为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坚持下来。
提前 1:5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约一 4: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三， 开展学生事工应有的准备

了解学生们的需要！特别是留学生们，他们刚一踏入陌生的国土就几乎被紧张繁忙的学习、语言的适应
和生活中的压力给压垮了。他们需要有人聆听他们心中的委屈，关怀和指引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对环
境的适应。特别当他们遇到一些特殊境况的时候，例如失恋、失意，他们渴望有个安全的地方能够自由
的分享内心的挣扎、恐惧，得到安慰和帮助，而不会被责备和定罪的地方。

了解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不是神，无法满足学生们所有的需要。我们在时间、经历、精力和金钱上都很
有限，除了聆听和祷告我们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帮到他们的地方。我们不是他们，无法代替他们面对困难、
解决问题。他们总是需要自己长大，若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他们愿意的适当时候，把他
们带到神面前，是唯一的出路。

1， 鼓励平信徒参与学生事工，并扮演重要角色。
Team and teamwork ，团队合作，有团队、有合作，有成熟的信徒团队。而事实上，很多学生事工多是
缺团队，也缺合作。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学生事工的同工五年内会流失百分之六十。很多参与学生事工
的传道人和平信徒都有受伤的经历，其中有些伤痛来自于学生，更有些伤痛来自于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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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明确的宣教目标
宣教开始前的团队讨论：设立目标人群，什么年龄段的学生，哪一类的学生为主，宣教所使用的语言、
策略等等。合理有效的计划和沟通往往令到事半功倍。

3， 确定需要哪些资源
确定宣教目标和团队后，要讨论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必要的物资条件，并且在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或等候神
的供应。

四， 开展学生事工的宣教策略

1， 选定语言：英语、粤语、国语。
我现在所在的教会团契，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学生，所以几乎是来者不拒，也就是没有为团契
选定固定的语言。目前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背景也较为复杂，有南美的过来的粤语华裔学生，也有香
港背景的粤语学生，还有大陆背景的粤语学生和国语学生。如此在管理方面越发显得困难，因为导师无
法照顾到不同语言和背景的学生的需要，有时在文化背景上也有些许的冲突。

2， 成熟信徒做导师，尽快多培养若干个学生同工。
寻找团契的学生领袖，培养并建立他们，因为只有学生同工才更懂得学生之间细微末节的变化，他们比
我们更容易融入学生团队、传讲福音。在学生事工的宣教工厂中，成立小组合理的分配现有资源，成熟
信徒做导师，要先有生活上的关怀、理解、接纳，再带领学生们查经、祷告、灵修。在找到合适的学生领袖
时，也要适当的放手，加持续的鼓励、支持、关怀。

3， 帮助学生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管理委员会。
建立学生领袖的统筹和领导能力，成熟信徒从旁协助。充分发挥同学们的想象力来设计更活泼的，有吸
引力的团契活动，团契导师在旁把关。在服事中经历神，灵命进深、生命更新。
（仿效克里威廉的宣教策略）

Outreach & train the trainers. 要有系统的进行团契外展、生活关心、信仰传递、参与服事、初信造就、门
徒训练、短期宣教、毕业跟进。

大部分时候，当学生第一次来到团契/教会的时候，若是可以感受到被爱和受欢迎，并且可以交到朋友，
他们就有机会继续参加下一次的聚会。各种资料显示，每位新来的学生至少要与 5个以上团契/教会的人
建立联系，才会在以后继续参与团契/教会活动。特别是向 90后、00后传福音：要有的放矢，抓住核心
人物；在关怀、辅导中传讲福音，要先成为他们心中值得信赖的人，才能让他们透过我们看到那值得永
远信赖的神；以接纳的心帮助他们找出自己的软弱，要保护、引导、陪伴他们，而不是指责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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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学生们活在网络的时代，他们习惯躲在手机、电脑的屏幕后边表达自己的意见，除非被父母刻
意训练过的，否则很多人都缺乏与人面对面沟通的能力。在网络的世界里，他们可能是超级的无敌英雄，
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可能连正常的基本交流都显得唯唯诺诺、闪闪烁烁。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现
在很多的网络游戏是美化地狱，抹黑教会的。曾经有学生告诉我，说他只适合去地狱、不适合去天堂，
因为在地狱里他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因为在地狱里适者生存，他一定能够成为地狱中的王者。当
我把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有限的描写解释给他听后，他很惊讶，觉得这和他在游戏中所了解到的不一样，
后来才决定说自己也想上天堂。

值得留意的是，在团契中做‘家长’角色的同工，要尽量保持公平、公正，否则将会使得一部分同学感到
自己被边缘化、被排斥。对于特别没有礼貌、不公义的言语行为，也要适时的站出来制止，让大家感到自
己是在一个安全的、被保护环境中。一个健康的小组/团契，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学生之间的交流，是他
们学习接受和付出的港湾。团契导师可以为大家建立沟通的桥梁，促进大家的交流，选择并培养学生领
袖，和学生们共同建立属于神的也是属于自己的属灵的家，让学生们感受到自己是属于团契/教会/神的
家的一份子。当他们愿意尝试让上帝来转化他们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步向成熟的开始。盼望每一个小组/
团契都可以成为一个学生们学习彼此负责、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学习接受爱和付出爱的地方。愿我们的
小组/团契有神、有爱、开心又有趣。

五， 开展学生事工发展的前景

学生时代=可塑性最强的时代。末世精兵，未来的接棒人。
建立团契学生正确的教会观：
1， 有固定的团契生活和教会生活，
2， 培养十一奉献和每周在固定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习惯，
3， 不是消费教会而是参与服事。
4， 教会就是属灵的家，教会的讲道就是‘家常菜’味道平淡但却是与我们有益，不可缺少的。虽然不像
布道会、培灵会那么令我们心情激昂，但却是我们自己的牧者精心烹饪的。

5， 来教会是来敬拜神，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人带到神面前。
6， 操练自己如何听一篇‘无趣的讲道’，也许讲员的内容并不适合、吸引你，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此机

会熟悉和思考讲道的经文。
7， 主日参与教会崇拜即是责任也是义务，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也是尽我们儿女的本分。

我们要把握学生事工的循环周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关于‘几年后他们毕业后很可能就会离开，不论
我们或他们有多么的舍不得’。从一个学生不论何种原因进入团契/教会，到他们对信仰有兴趣开始慕道，
到他们决志信主，到他们接受洗礼，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陪伴、教导和关怀的时间。我们期待着他们毕
业时带着什么样的信仰基础，什么样的‘教会观’离开学校呢？毕业后无论他们选择离开或是留下，在神
的国度中我们期盼他们将继续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将带着怎样的信仰基础步入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呢？
是随波逐流，或是坚守信仰成为众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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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内部连接，都是外人帮不上太多忙的，需要自己去努力、灵修和追求，学生们也
不例外。而带领者能做到的就是尽力培养学生们先有个人查经的习惯，然后要学会带领其他人一起查考
圣经。特别是培养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能够改变
人的生命。

我个人的关于学生事工的第一性原理是‘信仰与生命的传递：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带领，在服事中依靠神
的能力，寻找并交托那忠心并能教导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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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聯會學生事工通訊！ 

（2021 年 12 月） 
 

約翰福音約 7：38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 ” 
 

弟兄姊妹、牧長們主內平安， 

 

真是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訂婚的喜悅。感謝主，在禱告和等候中，終於都等到同走天路的另一

半。 不過，在忙碌的服事中要抽時間預備明年婚禮的各項事宜都是個不小的挑戰。感恩主內的肢體在

各樣的準備和服事中，都願意分擔、幫助和出謀劃策。 

 

短短的幾個月中，我又再次經歷了‘喬遷之喜’，初初開始的時候真是不明白為什麼神要如此的折騰

我，沒有給我一個穩定的安身之所。如今卻是倍感安慰，很多留學生陸續到來，不停詢問關於找房和租

房的各項事宜，因為留學生要尋找的都是和我一樣的單人房間，並不是整層和整棟的出租房，地產中介

並沒有太多這方面的介紹。如今的我已經成為了‘找房小專家’，大把經驗分享給同學們，並且開始了

各種的幫忙找房、幫忙看房、幫忙搬家，使還沒有落地的留學生也能夠安心一點點。 

 

很多次，留學生們都表示萬分的不好意思讓我幫忙，我非常理解他們想要回報卻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

就跟他們講了‘活水’的意義：主耶穌的活水就是愛，就是愛流通的管道。曾經的我也是被教會的弟兄

姊妹幫助並且無以回報，心中忐忑不安，卻被告知要活出愛，就是將來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要不計回報

的服事其他人。有人聽了不久後就決志信主了，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也紛紛表示自己也會去力所能及的

幫助別人。 

 

如今華聯會的學生事工繼續有以下三個學生團契： 

1， 每週三晚，屬靈加油站，網上國語學生團契。面對所有華人宣道會，歡迎 18-30 歲之間的學

生們參加。大部分的團契時間都是查考聖經，並且大部分的團友在和導師預查的前提下都可

以帶領團契查經。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也有幾次線下的聚會。並且一起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搬家，一起尋找因為搬遷帶來的糾紛的解決辦法，一起為有需要的夥伴代禱。一起有門徒訓

練，探討信仰和人生問題。 

2， 協助布蘭福國語宣道會、主恩國語宣道會、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建立‘小牧人國語青年學生

團契’。每週六有戶外或是室內聚會，內容豐富，活動之後都有信仰反思和短講。短短幾個

月已經接觸到三十名以上的留學生，其中有 4 名學生信徒，其他同學也都是對基督教友善並

且充滿好奇。 



3， 帶領仕嘉堡華人宣道會，但以理廣東話學生團契。十月開始嘗試恢復實體聚會，目前每兩週

有一次實體聚會的團契生活，只是不會再在教會聚餐。團契已經有較成熟的職員會，帶領和

商討每週團契的聚會內容。詩歌敬拜、信仰討論、查考聖經、靈修分享等等活動，幾乎都是

同學們在帶領，導師們從旁協助。 

 

在得知一位同學生日的時候請他吃飯，那是一位很少表達內心情感的同學，平時都是嘻嘻哈哈，為人大

方，總是一副交友滿天下的樣子。在就餐的時候，他竟然表示，來到加拿大多年，是第一次有人在生日

的時候請他吃飯。我按捺住內心的驚訝，談了些關心他生活和學習的話題。回家後，他再次發來表示感

謝的信息。其實很多看來富貴和開朗的學生，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需要，若是留心觀察總是有軟

弱和需要關懷的地方。 

 

一位姐妹原本堅定的表示要更加努力追求事業上的成功，當她在搬遷遇到糾紛的時候，很多弟兄姊妹、

教會長老都伸出援助之手，她深受感動。事後她說，神家的愛比事業的成功更加重要，以後要更加的信

靠和順服神的帶領，好好的融入團契和教會生活。風雨過後，又見彩虹。 

 

感恩事項： 

1，新學期的到來，疫情的相對穩定，政府的政策放寬，救生艇計畫，大量的香港留學生和年輕的專業

人士及家庭湧入加拿大。使得低靡已久的粵語學生事工重新活躍起來。 

2，在預備自己婚禮的同時也幫助預備結婚的畢業生籌備婚禮，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的益處。

也藉此機會跟同學們分享，如何尋找、禱告和等候神所賜的另一半，如何看待在基督裡面的婚姻。

也用自己過去失敗的經歷，鼓勵和安慰已經戀愛分手的弟兄姊妹，不要放棄希望，求神繼續塑造我

們，等候神所預備的另一半。 

3，有同學在疫情中生命更新，帶領母親信主，經歷了與神同行，下定決心願意接受洗禮，預備進入和

接受教會的洗禮課程。 

 

代禱事項： 

1，學生事工接棒者。明年 6月婚禮之後我會搬去洛杉磯生活，所以我將會在 2022 年 5月底正式退出加

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學生事工的服事，盼望對學生事工有負擔的牧者同工們能夠接手華聯會的學生

事工，求神預備合適的工人繼續為年輕的靈魂得救而奔走天路。 

2，‘送湯行動’，很多廣東和香港學生表示好耐沒有飲湯。離開家之後，飲湯成為了一件奢侈的事

情。雖然我也開始煲湯並送給同學們，但是畢竟杯水車薪，盼望神興起更多的工人，願意投入到關

懷學生到服事中，讓我們一起活出基督的愛。 

3，‘如今我不再风闻有你’，華聯會學生事工网站征稿活動，希望同学們的见证能够鼓励更多的人，

让看的人和写的人生命同得造就，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学生事工。 

如果您願意為海外華人學生事工禱告，請您與我聯絡，或是留下聯絡方式，我會按時把事工通訊 email

給您。 如果您有負擔奉獻支持華聯會海外華人學生事工，有關奉獻可註明‘學生事工’。

https://chinese.ccaca.org/oversea-chinese-student-ministry-2/   

https://chinese.ccaca.org/oversea-chinese-student-ministry-2/


華聯會學生事工通訊！ 

（2021 年 8 月） 
 

約翰福音 15：16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
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

們。 

 

弟兄姊妹、牧長們主內平安， 

 

感謝主，我已經收到了教會的弟兄姊妹愛心奉獻給學生事工的車，過戶手續和檢修都已經順利完成，非

常感恩。作為加拿大的新司機，在 T長老的幫助下買到了價格超乎所想所求的汽車保險。輾轉波折的搬

了幾次家後，終於都找到了一個較穩定的居所，並且幾乎可以單獨使用客廳、廚房和後院來招呼學生們

的到訪，感謝主。 

 

疫情的反反覆覆令我們的服事更加有挑戰，但是在上帝面前沒有難成的事。我們的難處在全能的上帝面

前不值一提，但是主耶穌揀選了我們去結果子，並且憑著信心奉耶穌的名向天父祈求，上帝就賜下他的

喜樂平安給我們。 

 

由去年 8月開始至今，我參與華聯會的海外華人學生事工已有一年時間，按照上帝奇妙的豐盛數算他的

恩典。與其它的服事一樣，多倫多的各個學生事工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我也經歷了在網上開新的學生團契的挑戰，感謝主，幸好有各位同工和

牧者們的配合。如今華聯會的學生事工有以下三個學生和青年團契： 

 

1， 每週三晚 6 點，華聯會網上學生團契。面對所有宣道會，歡迎 18-30 歲之間的，信徒和非信

徒的學生們參與。 

2， 協助旺市國語宣道會 Joynet fellowship。目前聚會時間是，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週六聚

會，這是一個福音性的團契。 

3， 協助士嘉堡華人宣道會，但以理廣東話學生團契。每週二晚上 8點半到 10點半，是團契查

經。每週五晚上 8點半到 10點半，是團契活動。 

4， 8月將開始協助 Brantford 布蘭福華人宣

道會， 建立‘小牧人學生團契’，團契

活動時間正在商討中。 



在夏日到來之際，因著疫苗的推廣，按照符合政府要求的範圍內，幾個團契分別開

始了 BBQ，聚餐，hiking 等活動。我也使用了收到的車幫同學搬家，並且作為髮型

師的專長為團契的慕道友和弟兄姊妹們剪髮和染髮，在這個過程中邀約和認識了更

多的新老朋友，也有機會在輕鬆

的氣氛中談談大家對信仰看法，

幫助學生們反思信仰對自己生命的意義。 

感恩事項： 

1，在聚會中鼓勵學生在未來的日子，尋找同走天路的另一半。感謝主，過去幾年中輔導的學生如今已

經畢業，並且已有幾對基督徒的男女朋友訂婚，或是預備訂婚中。 

2，在導師的配合和鼓勵下，團契的同學們已經開始帶領團契的各項活動。在導師帶領預查經的前提

下，團契查經也大部分交由學生們負責，並且有學生已經開始自己預備查經內容。 

3，在渥太華國語宣道會的學生團契，zoom上分享學生事工。 

4，首次與校園團契 CCEF 合作，關於如何歡迎新同學的 workshop。  

代禱事項： 

1，雖然已經到了新學期開學的時間，但是因為疫情的緣故，很多留學生都選擇了遠程上網課，暫時還

沒有回到加拿大。有些身在加拿大的也未必準備好參與實體聚會，而且因為疫情的緣故安排接送學

生方面也有困難。目前只能維持線上的聚會。求主使用我們能夠繼續為主招聚他的小羊，來到羊

圈、回到羊圈，成長、成熟。 

2，為在信仰中迷茫徘徊的同學和職青們禱告，求主賜下渴慕真理的心，並讓他們能夠在耶穌基督裡找

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3，盼望上帝興起他的工人們，委身學生事工，雖然這可能是一個沒有成就感的服事，但卻是關乎未來

教會領袖的培育。這不是個做家長的服事，而是陪伴著他們成長的服事。 

4，‘如今我不再风闻有你’网站栏目征稿，希望这些同学的见证能够鼓励更多的人，让看的人和写的

人生命同得造就，更多的人能够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学生事工。 

5，‘同龄、同灵、同路人’能够建立一个平台，一个关系网，让属灵的同龄人，也能够成为彼此扶持

的同路人。 

如果您願意為海外華人學生事工禱告，請您與我聯絡，或是留下聯絡方式，我會按時把事工通訊 email

給您。 如果您有負擔奉獻支持華聯會海外華人學生事工，有關奉獻可註明‘學生事工’。 

https://chinese.ccaca.org/oversea-chinese-student-ministry-2/ 

 



華聯會學生事工通訊！ 

（2022 年 5 月） 
 
約翰福音約 15: 8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弟兄姊妹、牧長們主內平安， 

 

轉眼之間，我在加拿大的服事已經接近尾聲了，再次感謝所有人在禱告中的記念以及在各方各面的支

持。我這幾年的成長離不開大家的幫助、支持和鼓勵，為了能讓更多人看到學生事工的希望和需要，從

籌備婚禮開始，我就有把婚禮辦成最後的事工報告的想法，以此來回應一直以來支持學生事工的牧長和

弟兄姊妹們。因此，除了一些需要專業技能的位置，其他幫手的人幾乎全是來自不同教會和團契的在讀

高中生，大學生和畢業生，當然也有教會的牧者、長執和弟兄姊妹。 

 

當我公布了即將結婚的消息後，引來團契中很多的回應，其中最多女生想知道的是我們認識、戀愛和求

婚的過程。特別當他們知道我們是相隔千里的網絡戀愛的時候，更是感到非常的驚奇，這種遠距離的戀

愛是怎麼能夠步入婚姻的呢？我就藉此把基督裡的戀愛和婚姻的價值觀講給她們知道，並告訴她們雖然

我們是網絡上認識的，卻是從一起寫靈修筆記和一起參加網上團契開始預備進入戀愛的，期間也有屬靈

的長輩和同伴們為我們守望和禱告。所以我們之間的信任是建立在對神的信心的基礎上的。很多未信主

的同學也認真的聆聽並提問，後來也有些男生靠過來安靜的聽著。想不到這樣的對話能令到他們對信仰

更加的好奇和認真了起來，之後很多人都表示這樣的戀愛和婚姻聽起來真好，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的，有趣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暫時還沒有成為基督徒就表示自己以後也要找基督徒談戀愛，真可愛。 

 

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我也經歷了很多神蹟奇事，這些來自神的恩典和感動必然使我終身難忘。其中有一

個不得不說的經歷，一個來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感動‘Angel’s Fund’。有一對生活並不十分富有的

夫婦，在得知我預備結婚之後打電話過來告訴我，當我開始全職服事的時候，神感動他們要為我存一筆

錢，如今他們覺得時候到了，是時候把這筆錢交給我了，結果他們就轉帳了$2000 加幣給我結婚用。我

猜想他們大概是每個月為 Angel’s Fund存$100，直到給我的時候剛剛好 20個月。當我從電話這頭聽

到的時候完全忘記了如何反應，整個人呆愣在原地。幾天前的我，正在為自己親生父母的冇咩支持感到

難過，原來神一早就感動這對夫婦在這一刻給我知道祂的愛，這愛來自弟兄姊妹，也來自於神，天上的

父親必然不會忘記祂的兒女，信靠耶和華的必一無所缺。沒過多久又有一位同工送來$1000 給我舉辦婚

禮的開銷。神啊，我要如何回應你的愛，如何回應這些愛我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恩典還有，神讓我在同

一天在網上以$80的價格買到價值過千的婚紗，又以$50 的價格買到價值近千的裙褂，並且尺寸完全合

適，完全不需要更改。又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主動願意幫手做司琴、化妝師和現場佈置，又有朋友主動提

供婚禮用的化妝品…感謝主，也感謝大家的愛。 

 

如今華聯會的海外華人學生事工繼續有以下三個學生團契： 

1， 屬靈加油站，華聯會網上國語學生青年團契，由週三改為每週二晚上 8-10點，常常因為討論

太過熱烈而延遲結束的時間。面對所有華人宣道會，歡迎 18-30 歲之間的學生們參加。大部

分的團契時間都是查考聖經，一起為有需要的夥伴代禱，一起有門徒訓練，探討信仰和人生



問題。目前吸引了年輕的團契領袖來享受‘被服事’的放鬆的團契生活。大家在團契時暢所

欲言，作為年輕的信徒領袖把在教會中不敢說和不敢問的都說出來、問出來。幫助大家明白

雖然教會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但並不影響神的美善。這是一個門徒訓練類型的團契，因

為都是在網上 zoom聚會所以沒有地域的限制。目前已經由黃可華牧師和師母參與，並且在 6

月份之後繼續帶領。 

2， 小牧人國語青年學生團契，是由布蘭福國語宣道會、主恩國語宣道會、，聯合支持的新生的

福音性團契。每週六有戶外或是室內聚會，活動內容豐富，並且之後都有信仰反思和短講。

五月的第一個週六的團契再次有學生決志信主。 

3， 但以理廣東話學生團契，目前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已經聘請到新的學生事工的傳道人，教會也

有新的導師加入學生事工的服事。團契已經有較成熟的職員會，在服事的交接和過度上非常

的順利。值得欣慰的是團契中至少已經有兩位同學預備接受洗禮，也有幾位有小小猶豫，等

候進一步的確認。 

 

代禱事項： 

• 盼望神繼續使用小牧人團契，不但是撒種的團契，也成為多結果子的團契。加添黃牧師和師母有

更多的智慧、能力、信心和愛心來帶領未來華聯會的海外華人學生事工。 

• 盼望神保守 Aaron 和 Angel 婚禮的順利進行，保守所有人的身心靈的健康，並使用這場婚禮見證

神的恩典，感動更多的人認識、信靠和跟隨主耶穌。祝福眾多單身的主內的弟兄姊妹能夠遇見同

走天路的另一半。 

• 求神保守我們加拿大和美國之間出境和入境的順利，並且讓我清楚的知道未來服事的道路應該怎

麼走。 

 

請繼續為華聯會的海外華人學生事工禱告。 如果您有負擔奉獻支持華聯會海外華人學生事工，有關奉

獻可註明‘學生事工’。https://chinese.ccaca.org/oversea-chinese-student-ministr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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