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你們怎樣帶領學生信主？
AIA 的使命是在全球不同種類的體育、社
群及隊伍當中開展福音工作。我們屬於
加拿大分部，但當遇有全球性活動，我
們都會與負責的當地分部聯繫合作共同
籌辦項目。我們有時會在社區為舉辦不
同體育比賽（例如足球賽）作為平臺吸
引青少年參與，進而認識福音。而我則
專注大學校園事工，宗旨是擔當屬靈上
造就的角色(spiritual multiplier)，以達致
在本國每一間大學校園的體育項目及群
體當中建立信仰堅定的基督徒運動員。
我們會與當中的非基督徒運動員分享福
音，但主要是栽培已信主的學生在他們
各自的群體及隊伍中發揮影響力，以便
日後成為傳福音的領袖。

3.學生對此事工反應如何？又如何影響他們
的日常及屬靈生活？
與其他群體一樣，AIA 的年輕人喜愛聚
在一起，因為他們都是運動員出身，大
家日常生活、作息時間很相近，既要應
付學業又要面對刻苦練習，周末例行受
訓，也同樣受到家長、教練的壓力，如
何爭取勝利是他們的終極目標。在度過
校園、體育生涯及信仰生活三方面應如
何協調，是他們要面對的一大難題。

我們的事工集中接觸這班體育界的年輕
人，我們知道他們需要彼此堅固團結，運
動員之間彼此了解及支持就成為他們最大
的動力。而且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從未想過
上帝會與他們的運動生命有關聯，尤其當
身處在現實的運動員生涯，衹有在賽場上
得勝才會得到榮譽及讚賞，很多運動員心
裡對此很掙扎。當問到他們的身份，到底
會先說自己是個運動員，還是會先說自己
是個基督徒？立刻引起他們深思，因為運
動員到底是暫時性身份，當你輸了比賽或
受傷不能繼續運動生涯時，便會很快遭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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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牧師： 

本人是一所小堂會的部長，常覺得「埋堆」是華人教會領導層的特色，保羅用「結黨」這詞語來形容。

我堂會的創會元老將教會看為他自已的私人產業，起初還會對牧者有些顧忌，但後來多位牧者忍受不了他，逐一離開，七
年間便有七位牧者辭職，像走馬燈一樣。後來，元老索性找來一個朋友，做了兩年傳道便被按立為牧師，不附和的會友便被停
止事奉，其他人便不發聲，元老已超過七十歲，但仍不肯退下來，會友們應該要求他下台嗎？

不平人上

齊肩並進一般用詞有「携手並
肩」、「並駕齊驅」、「齊
頭並進」等，「齊肩並進」
大概是創新的使用，它最能
描繪兩文三語教會之啟動作
業，健康教會在乎平衡互補
和充份發展，兩文三語教會

從啟蒙到成熟，是不能忽略齊肩並進的四方導向。

一、教牧與長執
自宗教改革以來，教會將聖言歸回信徒手

裡，今日大家都能用自己語言來研讀聖經，宗教改
革另外一個理想為信徒皆為祭司，還未能徹底實現
在教會中，當信眾看見教牧與長執的稱呼，一般都
認為是專職聖品人員與義務教會領袖的分別，更甚
者在牧師以外，信徒皆為「平信徒」，怪不得有神
學家如 Paul Stevens 和 Robert Banks 致力全民神學 
(theology of the whole people of God)1，為的是全
民事奉無分聖俗，理念大家很清楚，卻未見普及在
教會生態環境裡。

筆者曾負責一個大型座談會，是在最具歷史
的金禧加西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參加者來自不同省
份，可能上百間的教會，座談題目為「輪到誰當
家」，當另一位講者與我的發表完畢，台下會眾用
紙條提問時，有兩條具代表性的尖銳問題：「怎樣
罷免不稱職又權力大的長執」及「如何開除又懶又
惡的牧師」，可見普通民眾的心聲就此浮現，信徒
皆為祭司應當從教會領導以身作則，教牧與長執是
教會的關鍵所在，任何的教會體制都是指向健康的
權力轉移2，無論牧者有怎樣崇高的聖職呼召，長
執有何等成功的社會職級，雙方均需要謙卑自己，
看見大家同是肩並肩的伙伴，正如陳喜謙牧師所
言，教牧與執事好比雀鳥的雙翼3，那有一間教會
可以單翼而飛，唯有教牧與長執在神的聖召下，既
能自重又互相尊重，讓教會能展翅高飛。

二、獨大與中小
今日加國有四百間華人教會，大部份起家是

粵語堂，這是移民歷史的進程，據加拿大統計局

2011年的數據，母語操粵語者佔最多，一線大城
如多倫多、溫哥華等，仍然粵語堂是大比數的會
眾，到位的兩文三語教會應當朝向中型會眾的崛
起，獨大的會眾等待從小漸長的會眾，美國教會平
均的出席崇拜者是124，加拿大教會則為150人4，
若言國語及英語堂亦能夠漸漸長成，豈不是三個百
多人的會眾，如此齊肩並進乃使加國華人教會結合
成為中大型教會，美國教會認為中型教會在100到
299人必然衰落，既沒有小型教會的親切，又無大
型教會的規模5，按牧養的角度來講，五六十人的
會眾邁向百多人是可能的，因為最為容易達成到中
型會眾，若兩文三語教會內放下獨大的文化，同心
努力平起平坐的管治，各個語言堂均能並進成長，
只要我們拒絕單單嚮往上千上萬人才是模範教會的
目標。

三、多元與並駕
從廿六年前登陸加國牧場至今，深感華人華

裔牧者均患上嚴重的「多元族裔敏感症」，總以為
只有華人教會才有多元文化的挑戰，其實這是全北
美教會的趨勢，就算美國行大溶爐政策，是有別
於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路線，近廿多年的美國面對
五千多萬的拉丁裔移民6，加上其他種族的移民，
主流教會均不能抗拒發展多元的族裔，怪不得新約
教授 Scot McKnight 指出，廿年後美國只有兩種的
教會，要不是增長中的多元種族教會，就是衰弱中
的單元教會7，如果主流教會也要因應社會人口轉
移，使命以多元導向，好連接新的人群社區，華人
教會豈可以固步自封走獨大的單元路向？

早在八、九十年代，教會領袖以為未來華人
教會是在英語堂手裡，十多年前則倡導在乎國語堂
的崛起，時至今日這些預言都未見踪影，我們是否
應當看到神給華人華裔得天獨厚的兩文三語，不是
只有困難與包袱，原來是混能的優勢，華人的移民

不平人：

感謝神，你確是愛教會，關心教會的好肢體。在這困難
的情況中，仍願意當部長，承擔事奉的崗位，實在不易。從
信中也可見到你憤慨的心情，但我想你先冷靜的想一想：耶
穌對你堂會的情況是否有更全面的瞭解，更深的愛呢？

馬恩勞 (Abraham Maslow) 指出人有不同的需要，除了
肉身的需要外，人都渴求被別人愛與接納。所以，志趣相
投，目標一致的人相聚，相交是自然不過的事。你所指的
「埋堆」不一定錯誤。但如保羅形容哥林多教會的情況可則
不一樣，結黨的人高舉自己屬保羅，屬磯法，屬阿波羅，其
實只是想打壓異己，分裂教會，這是不合乎聖經的，也是保
羅斥責的謬誤。假若不是由於一己的權力慾，或利益，不同
背景、性格的人聯繫在一起，發揮主所給予的恩賜，如保羅
所教導的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5)，謙卑的同心事奉，
這可是一件美事啊！

貴堂會的創會元老，必定是十分愛教會，也付出了不少
代價，經歷了不少挫折。所以，若遇上有人或事工與他的看
法不同，他就自然起來「保護」教會。他不一定能察覺到自
己的「專權」，亦易於不自覺地僭越了他的位份。他會忽略
了主耶穌愛教會比他更多。

教會是基督所買贖的，祂按自己的美意，召聚不同
性格的人，並賜下不同的恩賜，建立這基督的身體(弗
4:11, 12)。教會強調的是「合一」Unity，而不是「同一」
Uniformity，正如一管弦樂團裡，不同的樂器，在外型、音
色、音域各有不同，但若按著樂章的編排，服從指導，就能
演奏出美妙樂章。只要我們順從聖經真理的教導，聖靈的指
引，教會就可以表彰神的榮美。在我以往事奉的團隊裡，若
非違反真理的原則，只是涉及行事的方法，我們是以 agree 
to disagree agreeably 的態度去處理。

再者，你信中問及「會友該要求他下台嗎？」若章則規
限了年屆七十，必須退下，這樣的要求未必是最好的策略，
但至少是合法的。

我倒是鼓勵你為這位元老切切禱告。神愛祂的教會，若
神要他下崗，自有各種方法。筆者見過有些要黯然下台，甚
至痛苦地離開教會。這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神才是主，我
們若以血氣的方法把這人趕了下台，自己卻可能成了另一個
模式的霸主。

再者，有效的溝通，彼此能易地而處是解決問題的辦
法。或許透過一些資深的牧者，這位「元老」所信任的人，
讓他看到自己的盲點，加以善勸，可以叫他省察、改變。

當然，教會並非只顧人情的地方。聖經指出教會中亦要
執行紀律，保羅甚至提到要把犯罪的趕出教會 (林前5:2)。
對領袖的投訴，處理亦有清楚教導(太18:15-18；提前5:19, 
20)，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恪守的。

教會若有章則，或當考慮加入任期一項，筆者主張長執
可以連任，但縱然連任，也不可超逾五、六年，便須卸任，
得以不在領袖的位置，而是能參與前線的事奉，有所體會，
這樣的安排對各方都是較健康的。教會凡事當規規矩矩的按
著次序而行(林前14:40)。除個別堂會外，不少教會都有宗
派裡的執委會，區監督等機制，所以，你可以與有關方面反
影你的看法，這都可以在權力上有所制衡，並且你也當順
服，信任他們所採取的行動。

在教會裡，愛是聯絡全德的，在愛裡有包容、饒恕，也
有紀律。希望透過建議能對你有幫助。

但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愛，聖靈的引導，常
與你同在。阿們。

主末

溫元京謹覆

(溫牧師是資深退休牧者，在加拿大和香港都有多年牧會經驗。歡迎讀者將信仰掙扎問題電郵至本刊編輯部cccheditor@
yahoo.com，問題會在本專欄中回答。)

(續頭版專題：透過體育活動突破校園福音事工)

王乃基

身份本來就是混成的文化整合8，當國、粵及英語
會眾容許各自精彩，又混成一個使命教會，這種齊
肩並進式不是三頭馬車向不同方向，乃是並駕齊
驅，如一個引擎的汽車卻有不同數目的汽缸，越增
加語言堂及不同崇拜，就是整個教會的渦輪式引擎
裝用增壓器，不是只有支出的壓力，而是有推動加
盟的使命，明天的華人教會是在國、粵、英語堂齊
肩並進的領導下，三倍混成的使命教會。

四、團隊與協作
教會必然走向團隊，只有不成長的教會在唱

獨腳戲，團隊的建立決定了教會的未來，當不同的
團隊漸漸成形，如何運作團隊就成為關鍵所在，正
如 Robert Crosby 所言：若果你想這個世代跟隨你，
你必須成為一個團隊運作的領袖(Teaming Leader)9，
有團隊及以團隊運作是有所分別，教會是充滿著眾
多的團隊，兩文三語教會就有更多元化各堂的團
隊，但整個教會的體制及人脈是否有團隊運作的文
化，這就構成協作力的出現。團隊運作領袖要漸漸
見到教會有多元團隊的協作力，需要有五個實踐的
要點10：

1. 團隊運作領袖發起不同的協作圈（刻意建立團
隊之間的協作關係，甚至將傳統由上到下的行
政主導，改觀為協作圈的互相搭配）。

2. 團隊運作領袖明白一個好的團隊不只是一組人
而已（團隊成員需要關係的建構，不單為了事
工的效率，也促成協作的效果）。

3. 團隊運作領袖持續地留意、溝通、並確保圈內
的所有人所有事都保持聯繫（這是傳統領袖特
別需要刻意加強，再有能力的領導也不能沒
有同工，需要珍惜團隊共事的過程與互動關
係）。

(續頭版專題：校園事工機構的角色)

其說為神做甚麼，倒不如看神做甚麼，才能更好地參與神要做的
事工。有了這份感動，便看到上帝突然開了很多的門，使者協會
的事工也隨之而有了重點。這幾年間，亦開展了一些新事工，都
是在禱告中看到上帝託付的工作，就去參與。雖然現在的經費、
人手還是不足，但也有明顯增長，看到神的供應。

眾教會可以支持校園事工
對於問到：「教會可以如何更好地支持校園工作？」梁牧師

認為，第一，教會可以對教會內的學生加強栽培，鼓勵他們積極
參與校園團契，因為校園團契是一個直接向學生傳福音、宣教的
地方，讓這些年輕基督徒在學校裡服事校內同學。當然，校園團
契的學生會帶同學回自己的教會。第二，希望教會的領袖能在時
間允許下到校園裡參與校園團契。雖然學校現今有很多規管，但
大部分學校也會鼓勵社區參與學校的活動，教育局也希望有社區
人士參與學校的校園團契。領袖們透過服事一些教職員和學生，
能作很好的見證。第三，鼓勵教會能夠和所在區域的學校聯繫，
到校內做學生福音工作，如果教會可以共同參與，就可以更好地
推動整個城市的校園福音工作。

在建立學生生命的工作上，梁牧師也透露：由於使者協會一
線服事的是在校學生，他們畢業後也因與團契和使者同工有關係
而回來幫助團契，或者做導師。有些就在找到工作之後，在奉獻
上支持校園事工，甚至也有成為使者同工的。梁牧師鼓勵在中學
就開展工作，因為如果只在大學那幾年，時間不長，學生未必有
那麼大的感受去回饋校園團契。所以，如果能讓學生在高中就認
識耶穌，再經過大學第一年的栽培，在大學第二年就可以發揮影
響力，成為團契職員。由此看來，中學生的工作更顯重要。

學生事工指向普世宣教
最後，梁牧師也分享了將來的異象。由歷史的進程看，很多

校園團契的學生領袖漸漸成為教會事工的負責人，也漸漸成為教
會領袖，推動華人教會的發展。很多統計指出教會領袖們生命中
受最大影響的時間是在十四至廿四歲。如果在這個階段，他們肯
定自我、人生方向，將來就能成為社會棟樑。校園就是一個地方
讓學生體驗神的呼召，也是一個實際的環境，讓學生對自己的群
體作傳福音的工作。所以，在校園中建立屬靈領袖，讓他們能有
一份使命感。日後畢業，無論在職場、在社會都能夠成為他們宣
教的工場。而且，現在的社會很多轉工和移居，現在的學生甚至
會到其他國家居住。有很多發展中國家不能打著宣教的名義去傳
福音，但這些去工作的畢業生就可以去，只要他們有宣教的心。

現在，神帶了很多國際學生來加拿大，他們看到基督教是西
方社會的根，有很大的反省。一部分學生回到自己的國家，因學
歷高能做比較高的職位，甚至成為重要官員，這批人就能成為他
們國家中影響文化、社會的人。這是普世宣教的異象。

3)你曾否參與教會的青年團契？ SCCF 跟教會的青年團
契有甚麼不同？
Kenneth：我參加了 SCCF 之後才參加大學附近的教
會，由於時間不太長，所以很難評價，但這間教會的
香港及粵語背景移民較少，此背景的青年人數更少，
所以他們的青年事工不及 SCCF 好。不過，也得考慮
地區和人口分佈的因素。

Joel：我的教會雖離大學遠些，但較多香港及粵語背景
的移民，年青人也較多，所以其青年團契發展較好，教
會和導師亦會安排門徒訓練，感覺跟 SCCF 分別不大。
可能教會青年團契有時會較偏向學習知識而在實踐上
較弱，但 SCCF 卻可與教會的青年團契互補不足。

4) SCCF 如何持續發展？過程中遇上甚麼困難和挑戰？
Kenneth：我們希望本學年 SCCF 可以多做一些外展
事工，因為過往人數增長較慢。原因可能是我們過往
較偏重查經，對新朋友而言沒那麼吸引。其次我們 
SCCF 的聚會時間是週一的五至七時，有些住得較遠
的同學會選擇提早離開返家，甚至缺席。另一些則可
能有夜間課堂而同樣缺席。希望今年的外展以及一些
調整，可以帶領多些新同學來到 SCCF 認識主耶穌。

Joel：我覺得我們在展現屬靈生命上還可以再突破到更
高水平，以至為校園帶來更好的信仰氣氛。很多時候，
當我們去接觸其他不同學生組織的同學時，他們往往
帶有不少對基督徒的誤解而經常拒絕我們，但我們是
否還有勇氣繼續去接觸和關心這些未得之民，而不是
就此放棄？我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這些拒絕我們的
人，也是神所愛的。神給我們的福音，應當與他們分享。
此外，我們覺得也可以試試跟其他語言的校園團契一起
事奉同工，讓校園裡的跨文化宣教發展得更好。

5)現在有沒有教會或機構給予你們支援？你們希望他們
給予甚麼的支援？
Kenneth：曾跟自己現在的教會提過，教牧同工表示
如有需要，他們可以到 SCCF 來幫忙帶查經或其他活
動。機構方面，基督使者協會的同工會來幫忙門徒訓
練和一起參與團契。希望教會或機構能在場地和資源
上給我們多點支持，使我們在安排或籌辦活動時能更
具彈性和加入更多元素，不用每次都侷限在校園裡。

Joel：如果教會或機構有足夠資源，我希望他們能再投放
多些人力與時間特別在 mentorship 上，我希望弟兄姊姊
不單擁有屬靈知識或單單帶領團契的技巧，更希望弟兄
姊姊能成為生命影響生命的屬靈領袖，所以，我希望有
多些屬靈導師來幫助我們成為別人的屬靈導師。

(續頭版專題：學生在校園團契的體驗)

棄。我們日常會引導他們在自己擅長的體
育項目上尋找神，多明白神怎樣透過他們
的崗位對他們說話及神的信實。成就、際
遇並不能界定你是誰，衹有神才能界定你
的身份：你就是神的兒女，哪怕你是首名
還是最後一個衝綫，神都愛你。他們想通
了以後便能更以平常心對待每事每物。

另外，這班年輕人需要摸索並看通「要
超越人」的觀念；一直以來，無論在運
動場或職場上，每個人都希望成為贏的
一個，但冠軍衹有一個，即是說世上其
餘的人根本不達標。在我接觸的運動員
當中有不少贏過全國冠軍殊榮，很有趣
的是，大部分人在達到了顛峰之後都曾
反問自己：就是這樣了嗎？我窮盡心力
換來的就衹是這塊獎牌嗎？然後他們便
開始尋找一些比獎杯獎牌更永恒及珍貴
的東西；除了爭勝，生命中還有更多意
義，這是神介入我們生命的原因。當他
們調正好心理，在賽場上表現得更輕
鬆，知道自己為了甚麽去比賽。

4.華人學生是否普遍不太熱衷運動？這對你
推動 AIA 事工有沒有構成難度？
愛民頓沒有很多華人學生或移民投身體
育界，不過這與推動事工的難度沒有很
大關係。深入做社區事工時，首先要發
掘對象的喜好。我們事奉的重點是體育
界，不分種族或界別。就算不是運動
員，衹要他們認為合適的話，我們也歡
迎他們加入。我曾在多倫多生活過一段
時間，知道多倫多的華人社區比較熱愛
籃球、看多倫多猛龍隊，程度遠比喜愛
冰球或棒球大。我們在多倫多也有工
作，藉著一些大衆喜愛的運動得以深入
接觸社區。若遇有籃球盛事，例如明年 
NBA 明星賽將於多倫多舉行，我們 AIA 
便會趁機會到多倫多舉
辦活動，因為可以吸引

更多特別是華人的球迷參加，相信他們
會更有興趣聆聽籃球明星分享信仰；若
是與美式足球或多倫多淘金人隊有關的
活動，華人學生普遍興趣不大，則相信
未必能吸引他們。 

5.本地教會可以怎樣協助你們的事工？你對
有意開展體育事工的本地教會有甚麽建
議？
與本地教會合作推動 AIA 是一個雙贏局
面。我們一方面能協助教會分享我們的
事工經驗，也給予我們的學生在不同教
會分享信仰、見證及生活故事的機會，
對我們事工發展大有幫助；另一方面，
能多讓外界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一些像林
書豪等知名度高的基督徒運動員，他們
的分享總比普通人更矚目及更具啓發
性。這樣互相協調之下便能推動教會發
展同類事工。

此外，本地教會對 AIA 的資源協助也非
常關鍵，例如提供義工籌辦不同外展活
動。我們也有聯同不同地區的教會合作
在暑假舉辦足球或籃球夏令營，並安排
在大學受訓的專業運動員當教練，既能
提升青少年學習運動的質素，也可與他
們分享信仰，及啓發他們如何透過 AIA 
服事社區群體。

若教會舉辦相關運動營，我們可以提供
運動員及教練負責營會內容。視乎舉辦
的模式及性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機會。我們有同工在多倫多大學、懷
雅遜大學以及約克大學校園工作，也
有專業同工在多倫多猛龍籃球隊及多
倫多美式足球隊淘金人隊當中工作，
在咸美頓也有，協助教會夥伴接觸社
區。凡與運動有關的活動，我們也樂意
提供任何方式的協助。歡迎上 AIA 網址
athleteinaction.com 直接聯絡我們。

4. 團隊運作領袖明白並尊重一個有效率團隊的弔
詭之處（團隊必然學習寬容，多元的團隊需要
更大度包容彼此的不同，好使這些不同成為有
價值的貢獻）。

5. 團隊領袖建立一個協作的文化（好的領導與制
度促成團隊的運作，長久確保這些效果，就需
要建構協作的文化，可以見到良好的傳承）。

 家庭裡兩代的成長是從搭肩到並肩，成熟的一
代培養未來的世代，再展現成長中的一代能與
前輩們並肩而行，最後幾世代人都齊肩並進，
豈不使教會大家庭在兩文三語的唱和聲裡，越
加雄壯地來回應時代的呼聲，好讓福音可以承
載不同的群體，建立在基督裡馬賽克式的身體
見証。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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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校園事工概況溫哥華校園事工概況
採訪：李師堯

本記者當年在安省讀書時，也經常參加校園團契，但一直只是旁觀
者，因當年還未認識神！那些基督徒同學在校園團契所作的，卻對我後
來信主有大影響。今天在溫哥華，校園團契事工的情况怎樣呢？本文是
跟温哥華使者學生中心兩位同工傾談後的記錄。

兩位同工熱衷學生事工，皆因他們也受過使者學生中心的培訓及
在校園團契中「長大」。當中心要找接棒人，他們便接受這挑戰。如今
在大温區已經不多大專院校有學生團契，據說只有卑斯大學及崑崙科技
大學有校園團契，而中學生事工便多由 Youth for Christ 等英文機構負責
（因為中學基本上都已把宗教活動的門關上，所以學生事工只能在學校
外舉辦活動而邀請中學生們參加）。這概況不是一張令人鼓舞的圖畫，
校園事工也不是立竿見影的事工，但使者的同工不氣餒，卻在事工上轉
變形式，由大團契轉為使命小隊，去培養一些有目標及有使命感的學生
領袖。還會舉辦營會，每次都有三十至五十人參加，藉此叫更多學生加
入校園團契。

今天大專學生不但要面對功課壓力，心靈更是空虛。使者的同工便
做學生們的心靈同行者，沒有隱藏的議程，用真誠對學生，生命影響生
命，陪同學生們走人生的道路。有時晚上十二點來個電話，有學生因失
意要談心事，同工便不單用電話傾談，還可能需要邀請學生回家詳談，
整個晚上可能便這樣過了！當學生們真心地對使者同工傾訴，這也是同
工們最大的喜樂。

比起以往，今天的華人大學生多數不是由香港來的，不同背景會否
成為學生事工的挑戰？使者同工們覺得言語不同並非挑戰，而是不同的
成長背景，加上大學裡思想理論五花八門，世俗又太多引誘，都令年輕
人在信仰上流失！所以，同工們需要安排一些認真而不沉悶的活動給學
生，從中建立生命，而學生也要願意參與，才可見果效。

教會及其他機構能給予使者學生中心甚麼支持呢？當然，金錢及資源
的奉獻是好的，但義工人手更需要。如果學生們所屬的教會，能一同參與
建立學生便更好，例如，學生可讓所屬教會知道自己在校園團契的事奉怎
樣，進展怎樣，有甚麼方面教會可以直接支持等。猶如一個三角形，使者
中心及所屬教會連成一條橫線作底，一起支持站在第三角的那學生。

一直說使者中心兩位同工，不是說其中兩位，而是真的只有兩位！
上面曾說兩位同工都是使者「帶大」的。一位是在大學時期參與使者
舉辦的活動，還是使者樂隊 Jubilee 的鋼琴手，而另一位則是校園
團契中的學生領袖。所以現在他們也會從義工中挑選一些願意委

身在學生事工的人，作薪火相傳的建立。但願眾教會也積
極參與學生事工，建立這些未來教會的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