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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消 息

星火燎原，福音要塞
ECM歐洲校園事工的異象及使命
小娟

雪中送炭 ──

03年聖誕節的第一次尋訪

2002年，信主剛三個月的我，初嘗了主恩的
信實和慈愛，踏著雪來到德東小城讀書。語言的有
限、學業的困難、經濟的重擔、簽證、住房、生活
⋯⋯把我緊緊壓進了天父的懷抱，豐豐富富的經
歷了從天父而來的平安喜樂和踏實的滿足。常聽到
同胞們抱怨「鬱悶」、「艱難」和「孤單」，對這
一切我愛莫能助，但我清楚知道，在主沒有難成的
事；我深深明白，每一個人都需要知道有一位深愛
著他們，等著擁他們入懷的天父。！

沒有聖經，沒有經驗，沒有同伴，只有主的
愛在心裡燃燒。03年底，剛帶領他們信主的幾位弟
兄姐妹，因為德國入學標準的變化而不能入大學，
必須回國。臨別之際，我的心裡無比的傷痛，原本
期盼著能和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組成團隊一起傳
福音，沒想到這麼快他們就要離開了。一個月每天
跪在地上禱告時，閉起眼睛就看見校園中三、四百
位同學的靈魂在掙扎歎息，於是向天父祈求，這麼
多人需要福音，我該怎麼辦呢？可能到我畢業時也
無法使這麼多人聽到福音。哭累了，淚乾了，主安
慰我，祂要祝福德東的校園，成為人們能夠聽到福
音、經歷主愛的地方。我為了能找到一個長遠可靠

的聖經的來源，祈禱了11個月，卻沒有任何消息，
心如刀割⋯⋯

養活飛鳥的主沒有撇下我！2003年聖誕節假
期，神帶了3位從美國來的老師們﹝也就是後來
「歐洲校園事工」（ECM）的創始人﹞，到這個
偏僻的小城舉辦福音座談會。他們六、七十歲的年
紀，自己租來車子，到德東10來個校園看望中國
留學生。他們分享的資訊和流露出的生命，非常親
切、溫暖和感人；雪中送炭一般，對孤單無助的我
是極大的鼓舞！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卻如同久別重
逢的親人。臨別時，他們留下了隨身帶來的幾本新
約聖經和福音小冊子，心中的感恩和不捨再抑制不
住了，哭著懇求他們還要再來看我們。

這裡的小羊需要牧養

兩次座談會後，10多位同學們來到團契，看著
這一群渴慕的眼睛，又歡喜又心痛。高興的是又有
這麼多的同學們願意尋求主，無奈由於自己裝備有
限，信主年日很短，根本無法清楚地給他們講解聖
經，只能分享自己讀經、禱告的體會。每一位弟兄
姐妹都單純又年幼，多麼需要有人能陪著走，在學
習、生活、信仰各方面關懷和支持啊！非洲和德國
的弟兄姐妹們看到我們的情況，主動擺上了他們所
有能做的，帶查經、初信造就、探訪並敞開家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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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位中國學生，2006年一位姐妹受洗後因著聖靈
的感動和催促，福音在當地「大爆炸」。靠學生同
工和短宣隊的支持，如今當地所有的同學都聽過了
福音，團契中已有20多位基督徒，大家相親相愛，
又敬虔愛主。

一位弟兄H在女朋友提出分手後，最後一門考
試又沒有通過，不能拿學位，情感嚴重崩潰。在打
工時聽到福音，被神的大愛撫平了心裡的創傷，決
定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換一門專業繼續修讀，鼓
起勇氣面對新的生活和學習。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喜
樂帶領他走出了死蔭幽谷，半年後受洗，如今在團
契中火熱地服事主，成為當地的祝福。看到年青的
弟兄姐妹們在基督裡的成長和單純愛主的心，每一
位來到過這裡的工人都備受激勵，克服一切困難，
一次次再來⋯⋯

手挽手，肩並肩

神帶領ECM事工看到，不論是團契內、各團契
間，還是工人團隊，都需要緊密地連在一起。ECM
鼓勵並推動工人們協同學生同工們一起出去拓荒，
一個團契辦佈道會，周邊團契一起出動幫助；各團
契常常走動互相聯誼，結成網路，彼此代禱，彼此
相愛。雖然8個團契跨越了德國的四個聯邦州，雖
然每個團契都很年幼，只有五餅二魚，但大家同心
合意，攜手共進，互相支持鼓勵，如同一家人；互
相學習，不斷地省察自己的不足，並靠主的恩典繼
續成長。在團契間支持網中，主的愛厚厚的澆灌進
來，又滿滿地溢出去。各個團契不孤單、不灰心、
不喪膽，眾志成城，一同手挽手站在神的恩典和應
許中！

禾場廣大，任重道遠

福音在德東這片禾場上如星星之火，大有燎
原之勢。德國不是個移民國家，大多數的留學生畢
業之後會回國工作，如果在德國能夠信主並接受裝
備和操練，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就是一個現成的「帶
職宣教士」；大量的海歸潮將帶動福音潮，傳遞下
去，更多的城市知識分子將有機會聽到福音。和國
內現有的大批的鄉村基督徒上下呼應，將會帶動大
範圍的復興，這實在是個「天時地利人和」的福音
要塞！

待我們。可是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嚴重影響
了情感交流和信仰紮根。不僅是我們這一個團契，
當時每一個團契都面臨著拓荒之後無人跟進的困
境。主啊，這裡的小羊需要牧養！

「我們有爸爸媽媽了！」

感謝神瞭解並顧念我們的需要！一年後帶領其
中的一對老夫婦來陪我們住了1個半月，給我們講
解神的話，關心我們的學習、生活和信仰，一對一
地協談和輔導，和我們一起過新年。有一位小姊妹
信主後，回憶起來那一段美好的時光，眼裡總是閃
爍著感恩：「那一年的冬天感覺特別的溫暖。雖然
還在慕道，每星期都期待著週五晚上來查經；在國
外不再孤單和想家了。」又一年後，這對老師夫婦
賣掉了美國的房子、車子，搬到德東來「陪讀」。
一次查經前，一位新朋友正巧趕上吃晚飯。查經
結束後，他高興得說：「好了，以後我在德國有家
了。」

德國的留學生活不同於英、美國家，語言上
的障礙、學制上的不同、經濟上的困難、感情上的
需要，加上跨文化交流和融入的限制、畢業後出路
的難測、缺乏愛與被愛、沒有安全感、中途「陣亡
率」高、學生流動量大⋯⋯藉著這些外界環境，神
的手在人心中動工（見「附錄一」）。感謝神興起
了歐洲校園事工（ECM），一對又一對的使者聽到
了各團契的需要，告別家中年幼的孩子和年長的父
母，不遠萬里，載著主厚重的愛，從北美飛到我們
當中，輔導、陪伴、鼓勵、安慰；一顆顆心在軟弱
黑暗和絕望中重新獲得力量、方向和盼望。不是親
人卻勝似親人，因著主愛的連接，傳遞著血濃於水
般的深情，老師們視這裡的學生為自己的孩子，生
活、信仰、全人關懷，更親手張羅，挽著很多對年
青夫婦們的手，送入婚姻的殿堂。

「惟有神叫他生長！」

看到團契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和成長，回首數算
神的恩典，只能歸榮耀給神！2003年，在這一片青
黃不接的德東禾場上，只有零星的幾位基督徒；轉
眼短短的幾年過去，2007年底，ECM服事的8個團
契（註）竟攜手辦起了90多人的門徒造就營，半年
以後又合辦了170人的福音營。德東小城Z，聚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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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弟兄姐妹們，有的行將畢業正在團契中操
練服事，積極裝備，有的已經畢業在其它城市開始
了查經班，彷彿遠遠瞥見一片更大的繁榮和復興，
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散出去一個，就孕育著無
限的潛力和生機。這一站若守住了，將來分散到各
地才不僅不會流失，且有更堅韌的生命。這一仗，
若是要打，且全力以赴，則勢在必得！

縱觀德東、德國到整個歐洲，有太多城市遍佈
廣大的留學生，可是福音沒有傳到！太多的國家如
同德東的客觀條件一樣，由於學制、語言、文化、
經濟、就業等等的壓力，太多遊子的心渴想回到天
父的懷抱！ECM歐洲校園事工從神領受的異像是：
「將福音的火把傳遍歐洲每個校園。」

「馬其頓的呼聲」

感謝神！如今德國已在幾十個城市有查經班或
基督徒團契，有20位常住的牧長及傳道人，和一個
常年忠心地為我們提供聖經和各類屬靈書籍的德國
中文圖書館。

可是，面對遍佈德國各城的上萬名中國留學
生，僅憑現有的資源、牧養能力和團契力量，仍遠
遠不足以肩負起這個「福音要塞」的使命。2007年
底，一位工人在波羅的海邊的小城G住了5天，當
地的弟兄姐妹每次提起來就激動不已，無比感恩，
這是那個小團契全年得到的最長時間的支持。各個
團契雖然成長很快，但迫切需要有支援、輔導和協
助，在真理上長進，藉著生命帶領生命，作門徒訓
練，使神的道在學生的生命和生活中更深的落實和
扎根！（信仰的情況詳見「附錄二」）

德東華人學生工場迫切的需要

1. 感謝主！各團契逐漸活出基督化的文化，
未婚同居的現象隨著信徒的順服而逐漸減少，更多
團契歡天喜地籌辦婚禮，在神面前的婚禮成了佈道
會，來觀禮的父母和同學中有被感動而信主的。

2. 感謝主！各團契內弟兄妹普遍生活上更成熟
和獨立，更重視學習；各團契如同「難兄難弟」，
彼此互相代禱、鼓勵、扶持，彼此相愛、激勵如同
一家人。

3. 只有少數城市有長駐的牧者和教會，很多城
市有幾百位中國學生，沒有查經班，近一兩年內有
不少人要畢業。來到德國受了這麼多「苦」，卻沒

有聽到福音就走了，實在非常可惜和遺憾。但現時
的資源不足，力量有限，願神加添！

4. 團契成長很快，彼此相愛，但在真理上需要
更深扎根，更熟悉聖經，需要有較成熟的基督徒把
握適當時機，觸及問題的核心，及帶領查經操練；
也需要支援輔導和協助，比如歸納法查經的教導和
操練、傳福音的方法和實習、規律的靈修生活和短
講訓練等。

5. 現有的團契仍年青，對接待短宣隊感到比較
辛苦和吃力，學生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被「培訓」，
各地都盼望最好能有季宣或長宣的工人，來「陪
讀」而非「培訓」，在生活問題上輔導和教導，使
人生目標確定、信仰扎根鞏固。生命帶領生命，使
神的道在學生的生命中落實得更持久、扎實。

6. 德西城市大，環境舒適，打工機會多，前
途較光明。德東的學生在各方面都較為無助、無依
靠，也沒有盼望、沒有著落，但卻明顯地看到神的
手和祂的工作，請「乘著聖靈的浪潮」來播種、澆
水、收割！

7. 求主賜下拓荒的工人來支持學生向周邊小城
傳福音的工作，使開展更多的工場。

8. 經濟上需要更多的奉獻支持，用於舉辦營
會、邀請牧人、餵養群羊、訓練同工。學生通常負
擔不起住宿和餐飲的費用，需要大量的補助。

9. 需要更多的代禱托住，使：團契成長、扎實
讀經、學習生活中榮耀神、新舊同工交接順利、同
心合意、整裝待發拓展福音。

您願意為我們禱告嗎？願意用您能負擔的方式
支援我們嗎？您願意在這個福音的要塞重地，和我
們一同守城，一起出征，並肩作戰嗎？

註：德東的華人基督徒團契主要有8個，即在：開

梅尼茨、科特布斯、德累斯頓、費賴貝格、格賴夫斯瓦

爾德、庫特倫、伊爾默瑙、齊陶（Chemnitz, Cottbus, 

Dresden, Freiber, Greifswald, Koethen, Ilmenau, 

Zittau），文中所提及的情況，乃從這8個團契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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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留學德國的中國學生年齡、現況、需要及難處 一方面，德國不是移民國家，德國
的就業市場消化不了那麼多的畢業生，
在德國找到合適的工作並不容易，就連
德國人自己也有很高的失業率，所以有
大批的留學生畢業後會回到中國；另一
方面，中國國內的市場對世界各國提供
了偌大的商機，很多公司需要在德國畢
業的中國學生做「海燕」，有的直接被
派回國。

留學德國，矛盾中的艱苦抉擇：
•語言上的障礙 ── 是普遍的感受

（不論高年級還是剛來的，上語言班的
還是要在寫論文或找工作的）。

•學制上的不同 ── 中國是學年
制，德國是學分制，相對較自由寬鬆，
導致對時間安排、自律、自立、自理能
力的要求較高。

•經濟上的困難 ── 來德國的學
生，家境普遍不如一些往歐美國家的，需
要自己打工資助，找工、打工，非常疲憊
辛苦，有的會因為經濟困難必須打工，無
奈連上課也耽誤了。

•感情上的需要 ── 德國學制較長，
通常要5至7年才讀完學位（Diplom），感
情上孤單，加上父母、國內同學（大多已
陸續結婚）給予的壓力。

•人際關係問題多 ── 與外國同

學生年齡及背景 現況 難處

25-35歲：01-03
年大批中國留學
生來到德國。

1. 近1、2年內都面臨畢業，
找工作或回國；

2. 已經在高年級，只剩下實
習和論文；學業的壓力很
大，有的憂愁能否繼續完
成學業；

3.  少數已經畢業，找到工
作。

語 言 、 學 制 、
經 濟 、 情 感 、
學 習 、 時 間
管 理 、 目 標
定 位 、 人 際
關 係 、 生 活
自 理 自 立 能
力 、 就 業 及 畢
業 去 向 、 父 母
期 望 、 個 人 能
力 、 跨 文 化 交
流

20-25歲：最近
幾年來到德國，
大多已經大學畢
業，是交流生或
個人申請。

1. 讀完了語言或正在讀，正
在面臨擇校或專業調整；

2. 生活、文化、學習上正在
調整和適應；

3. 很多州已經開始對超學期
收學 費，學習壓力大；

4.  目前打工相對04年較容
易，但面對越來越多學校
要 收 學 費 ， 經 濟 壓 力 較
大；

5. 較成熟，能承擔責任。

2 0 歲 左 右 ： 大
批仲介辦理來德
的學生，就讀大
一，在德國一些
學校和城市修讀
語言或預科

1.  生活自理、自立能力不
足；

2. 感到前途茫茫，亟需一些
學習和情感上的指導，如
何調試，如何面臨文化差
異等；

3. 在專業選擇、將來出路、
語言、學校選擇上都，困
難重重；

4. 較年輕，需要更多關懷和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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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甚至本國人，沒有好的溝通和交流，人際關係上
問題重重，抑鬱症頻繁發生，沒有妥善的解決辦法和
出路。

•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入欠佳 ── 是雙方面的；
中國同學通常感到不被接納，故不敢交流。

•家庭問題，矛盾增多 ── 年青夫婦、年青父
母增多，連帶而來的是教養子女、家庭問題，溝通
上沒有接受過輔導，也沒有長輩在身邊，或者朋友
們的幫助；由此導致的家庭暴力，及各種問題層出
不窮。

•未婚同居的人數居高 ── 原因很多：1. 感到
歐洲很開放，不應該受到保守思想的限制；2. 太孤
單；3. 節約開支；4. 彼此照顧，父母更放心⋯⋯

•各種壓力之下缺乏明確目標 ── 不得不選擇
逃避，如打網路遊戲（通常幾天幾夜，甚至十幾天

不吃不喝不出門）、網戀（花很多的錢和時間）、
不敢考試⋯⋯

•拿到學位困難重重 ──「寬進嚴出」，一
門考試不通過，只能換一個學位重讀或者同一專業
換一個學校。很多人因此中途回國；或者乾脆不面
對各種學業上的困難和挑戰，就中途回國（此類情
況近幾年越來越少）。來德多年的學生，剩下幾門
比較難的考試、論文、找工作，常常看不到出路和
前途，感到迷惘，壓力重重。

•畢業出路渺茫 ── 德國不是移民國家，不
容易找到工作；畢業學生自己對工作城市、工資，都
有要求；惟恐「海歸」變「海待」；不甘心這幾年花
的錢和時間，一定要得到「補償」；自己及國內父母
對就業的期望高，和國內同學的比較，壓力極大。

附錄二：留學美國和德國的中國學生的信仰情況比較

美國 德國

生活雖緊張忙碌，但有盼望，有目標，很多學生正值意
氣風發，大展鴻圖之際，福音如「錦上添花。

壓力和困難使人心變得柔軟，成為福音的「好土」，陸續
有人信主。在困難重重之際，福音如同「雪中送炭」。

生活主要狀態是「忙」，沒有時間深談，團契、交通時
間有限。

主要狀態是「盲」和「茫」，心靈迫切需要找出路，學業
壓力小，有時間對信仰更多了解，也願花時間交談。

餐館物美價廉，請客方便，但需要精心設計菜譜。
生活儉樸，簡單家常菜已使學生感滿足。請客吃飯談信
仰，學生容易感到溫暖，願意敞開心。

在團契和教會的氣氛和彼此相愛感到溫暖，但比較不容
易委身。

在團契中很容易有「家」的感覺，彼此相愛和溫暖的氣氛
吸引，願意委身成為家裡的一員。

定居者多，流動不大，初信的少有服事機會，主要是受
培訓和受裝備。

由於各種因素，人員流動性大，團契新陳代謝速度快，信
主後一面服事，一面裝備，亟需成熟的老師陪伴。

信主一兩年內少有機會服事，較少有使命感，少從別人
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在受呵護，被牧養。

初信已不斷要服事、裝備，重視門徒訓練，由信主一兩年者
陪伴和扶持。到別的城市後，很快可以建立新的查經班和團
契。

屬靈資源極豐富，有很多成熟有經驗的弟兄姊妹、牧
長，初信者不必出去服事。

資源缺乏，成立不久的團契就需要支持新「開荒」的校
園，看到有更可憐和需要被愛的小團契，便會承擔。

04年後留學簽證變寬，大批中國學生來美，大多能完成
學業並留下來，學生工作越來越難。

01、02年留學潮來德的學生正面臨畢業，在德5、6年心被
預備好，正是有利時機，需要大量工人來收割莊稼。

物質豐富及生活安定增加了傳福音的難度，對佈道的內
容和講員要求高，得人如「釣魚」。

物質缺乏、學習壓力、前途難測，人心較謙卑、信靠及經
歷主，得人如「網魚」、「撈魚」，大批大批人信主。

移民國家，較少願意放棄優越環境回中國，也有一些
「海燕」在兩地工作，或回到大陸作培訓。

非移民國家，是福音借著「海歸」知識分子傳回中國的要
塞，有好的裝備，將是大批宣教士，影響中國的明天。

生活上的習慣更好、更成熟，接受很多培訓，需要有更
多機會走出來鍛鍊。

未婚同居、時間觀念差、生活鬆散、缺乏紀律等，影響信
仰，亟需真理上的裝備、門徒訓練，與神建立關係。

（作者是留德學生，也是ECM學生團契聯絡人。ECM網站：www.ECMinistry.net。因篇幅關係，本文經編
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