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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領導 運動 

學園會訊  2017

Connecting you with Chinese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Spring
欣春版．大學事工特刊

年 度 回 顧

回顧 2016 年，
各項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標竟一一成就

當我們在 2017 年初評估 2016 年的信心目標時，

我們驚訝地發現，神按著我們 所求的，以大能成就了

幾乎所有的數字目標！讚美神是垂聽禱告的神。

這 2016 年的信心目標是在 2014 年定下的。當

時，2010-2014 年的福音接觸統計是 10 萬 6 千人，

雖然已經比前幾年更好，又適逢台灣學園五十週年的

「宣教震台灣」計畫，該年便接觸了超過 3 萬名大學

生。然而，2 年內福音接觸 10 萬大學生的信心目標仍

舊令人膽顫心驚，深感若非神的大能幫助，無疑是不

可能的任務。

除了福音接觸目標超過所求，神也擴張我們的帳

幕─ 2014-2016 年間，事工學校數從 28 所增加到 37

所，倍增門徒從 29 名增加到 65 名，倍增小組則從 9

個增加到 26 個！

展望與代禱

我們不知道門徒的未來如何，但是我們知道，若

是我們忠心地栽種、澆灌、陪伴，那麼在門徒成長、

成熟後，就能在他 / 她所到之處，成為神用以改變世

界的關鍵。

懇請您在寶座前一同代求：

1. 請為同工們天天被聖靈充滿，勇敢把船開到水深之

    處，倚靠神下網打魚，以致於經驗神的復興，在更

    多的大學中建立屬靈運動禱告。

2. 為更多的學生領袖被興起，擁有為主得著學校的異

    象，勇敢起來倍增門徒，並帶領學校運動禱告。

3. 為我們能達成新的一年的目標，向 10 萬大學生福

    音接觸，並能增加 6 個學校事工禱告。

4. 為能有更多事奉夥伴，願意固定用禱告與財務奉獻

   ，與我們同工，一起來為主得著更多台灣的大學生。

   

以大能回應信心的神

奉 獻 & 見 證

本地寒暑假短宣隊

請洽學園官網  http://www.tccc.org.tw

台北基地隊－台大、政大、台師大、淡江、台科大
北台灣催化隊－桃園、北北基、宜蘭、花蓮
新竹隊－清大、交大及新竹
濁南隊－成大，雲嘉南、高屏、台東
中區隊－中興、逢甲及其他大學

海外差遣認領，暨 2017 年異象／暑期短宣隊

異象短宣隊－三月底至四月中
創啟地區（NER）－濁南隊、北台灣催化隊
創啟地區（SRR）－中區、台北基地隊

暑期短宣隊－六月底至七月中
日本大阪－台北基地隊、新竹清交隊，
聯絡人：何傳道 0939-341878
馬來西亞華人－濁南區，
聯絡人：林傳道 0982-517201

欲參加海外短宣隊者，需經過面談通過，面談細節請
洽各隊隊長

謝謝您的愛與信任

大學事工部 2017/8-2018/7 年度預算

項目                                  預算               需籌募金額
同工發展與培訓              267,600              

事工會議與行政相關      156,500          

學生領袖培訓                  989,580        

事工運動拓展相關          233,700        

佈道活動                          410,000          

總計                               2,057,380              

104,760

70,590

119,380

122,378

62,500

479,608

事 工 介 紹

得人、造就、差遣‧屬靈運動生生不息

學園大學事工部特色

文│ 蔡伯宜牧師．大學事工部主任

對於大學事工而言，我們看「得人」、「造就人」

和「差遣人」，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運動循環。

我們傳福音、佈道，但我們不是一個佈道團組織，

辦完佈道會之後便將福音的果子交由配搭的基督肢

體、教會來跟進造就；我們造就、訓練，但我們不是

教育訓練機構或門訓中心；我們倍增、繁殖屬靈運動、

挑戰差遣宣教士，但我們不是專門的差傳機構。

上帝給予我們獨特的呼召，乃是同時看重「得

人－造就人－差遣人」的屬靈運動，這個 DNA 成就

了我們的獨特性。

我們被呼召在一個在目標區中，勇敢地用各樣的

方式與人福音對話，並且大量得人；接著，透過簡單

可傳遞的材料和方法，不斷揀選領袖以及營造有異象

的牧養環境，以清楚明確的目標，來造就出倍增門徒；

至終，我們挑戰門徒成為一生的工人，不論是全職或

帶職，都要在神所差遣他們去的地方繼續建立屬靈運

動，直到每一個族群都能夠聽見福音，都有門徒、有

屬靈的運動在當中。

這就是我們的異象標語所傳達的「在各處建立屬

靈的運動，以至於每一個真心跟隨耶穌的人都能夠認

識一個真心跟隨耶穌的人」！

除 了 在 各 個 學 校 裡 不 斷 開 展 的 福 音 行 動， 在

2016 年 10 月，我們和陳肇恆博士 ( 校園福音餐廳 ii 

Café 董事長 ) 合作，並與眾教會攜手，邀請歌手梁文

音在六所大學舉辦七場生命故事音樂會。

每所舉辦的學校都借了校內最大的場地，感謝

神，每個場地幾乎座無虛席。中興大學場借用惠蓀堂，

當晚來了三千人！透過本次音樂巡迴佈道會，我們總

共向九千多學生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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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園同工，各團契學生和教會義工同心聚集為音樂會禱告

2 歌手梁文音分享個人生命故事

3 中央大學新生工作  

屬靈運動圖示 ‧ 為主得著全世界

2016 差遣報告
     地區     人次    福音接觸    四律    決志    聖靈小冊    訓練    造就

     日本          7            69         19          1            1              0          1 

 創啟地區    15         118+      45+    未計          8           22+    14+ 

 本地差遣  111+   2209+    642+   210+       13+        78+    24+  

2

1

3

預計每年邀請

2 個企業奉獻 10 萬元以上
5 個企業奉獻 5-9 萬元
10 個企業奉獻 1-4 萬元

 

                      奉獻請至 中國學園傳道會官網
                         http://www.tccc.org.tw/

幾年前為了中興大學事工和宣教中心籌款，企

劃書完成後就開始聯絡基督徒老師，結果，老師們對

籌款約談的回應很正面，很願意為中興的福音事工奉

獻，而且很快就把錢匯入了。

每當服事陷入低潮，覺得快要無以為繼的時候，

事奉夥伴的支持鼓勵，就會再次浮現在腦際，想到自

己不可以辜負他們的信任與愛，這就成為我重新站起

來的動力。

還記得前年舉辦「鄭雪梅音樂會」，一名基督徒

老師不僅花了一個多月，為我們奔走借場地，活動過

後許久我才知道，老師還默默地為我們奉獻六千元場

地費。

因著有愛主的事奉夥伴，常年以實質的金錢和行

動支持大學福音事工，我們的服事才能走到如今。謝

謝您，有您真好！

文│ 金炯珉宣教士．台中基地隊主任



主 題 專 文

運動，轉化校園
主 題 專 文

領袖，贏得萬族
邀您同來見證神在學生領袖身上的作為──
深耕本土的大學事工，如何把耶穌帶給全世界！

海外實習 挑戰無限的自己

文│ 學園同工 Bettine  2013-2014 創啟地區實習十一個月

大學時透過學園的造就，以及在各樣聚會中，不
斷接觸到海外宣教的需要，漸漸「海外宣教」深入我
心，便在大四那年報名了「海外異象短宣隊」。

在十多天與當地的事工及宣教士接觸，讓我看見
台灣禾場以外的福音需要，也被宣教士埋在當地二十
多年的生命感動。畢業前夕，經過尋求後，我決定先
申請在「海外創啟地區實習」一年，同時繼續尋求未
來的方向。

在海外實習期間，我與當地門徒建立關係、造就
他們，經驗到與神同工的喜樂及果效！我看見門徒開
始帶領學弟妹積極的傳福音，有些人甚至願意憑信心
前往更封閉的地區短宣，而海外生活也讓我有機會操
練忍耐及毅力的品格。

給正在尋求未來的您，我禱告求神使用海外實
習的環境陶塑您的生命，使您得以參與當地的屬靈運
動，同來協助完成大使命。

欲了解「海外短期實習宣教士 / 三個月至未滿一年」
請電郵溫傳道 joanna.wen@tccc.org.tw

主 題 專 文

福音，遍傳學生
得著學生領袖，將福音從大學帶往世界各地

FAQ 什麼是催化劑？

「催化劑」原是化學專有名詞，在化學反應
過程，用以加速反應速率，其本身的質量、組成
和化學性質，在加入化學反應前後皆保持不變。

「催化劑事工」期待神透過我們的團隊服
事，來加速各大學裡的屬靈運動。我們定期開拓
新的大學，去到那裡禱告、認識校園、接觸人、
與基督徒團體和附近的教會連結，好在當中發掘
屬靈領袖，牧養並訓練他們，幫助他們能在自己
的學校裡建立屬靈運動。

屠龍週，福音的大聲公        

文│ 李怡萱．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三年級

馬太福音 28 章 19 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因著大使命的吩咐，所以我們用一個星期、一個 12
人的團契，每天一個小時，向校內的學生傳福音，目
的要達到接觸學校百分之一的學生，也就是福音接觸
約 180 人，也就是中興大學屠龍週。

屠龍週順利結束，雖然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人
數，但五天下來接觸了超過 110 人。我深信神不是要
我們交出漂亮的數據，而是要我們看重每一個失喪的
靈魂。我也看見神親自招聚團契弟兄姐妹，幾乎團契
所有人都參與了屠龍週的福音行動，好幾名大一學弟
妹也來傳福音，整個團契都都動員起來了。我相信這
是神與我們同工的確據，也是神要復興我們團契的開
始。

屠龍週，就好像是福音的大聲公，把我們傳福音
的心志大聲地說出來，也讓弟兄姐妹對團契更有向心

力。

催化劑，催化領袖的神國大計

文│ 吳雨潔傳道．濁南區同工

在全台 160 所大專院校當中，學園傳道會已在
37 所大學建立事工。我們永不以現況為滿足，我們渴
望看見，在全台每一所大學裡，都有一群願將自己獻
上給主的基督徒，他們常在一起為學校禱告、傳福音、
造就門徒、彼此扶持，使學生領導的屬靈運動能在每
一所大學生生不息。

目前大學事工部有兩個催化劑團隊，其事工有別
於單點駐校的傳統做法，乃是致力於開拓更多大學。

濁南隊，領袖的催化劑

看見輔導們不斷開拓新學校，濁南隊的學生領袖
也認同這樣的使命，認為不應只追求在自己學校的復
興，所以他們也樂意去到其他學校，彼此支援。

高雄醫學大學的培民，向來積極與他校的弟兄領
袖建立深入關係，他和高應大的東昇成為聖經速讀夥
伴，也邀請海科大的徐敬去高醫大協助傳福音，並打
算運用自己去屏東系上實習的機會，和屏科大的徐忻
一起傳福音。此外，他每週到中山大學支援弟兄的造
就。百翔在培民的訓練之下，也已經開始在學校裡造
就門徒。

北催隊，福音行動的催化劑

我們有三名同工於去年十月，前往真理大學，在
三天內快速接觸了近 300 名學生。我們拜訪校牧，在
牛津團契中傳遞「學校屬靈倍增」的異象，又在十二
月聖誕前後發送拐杖糖，分享聖誕節的意義。爾後，
校牧室動員學校基督徒老師，一共開放 25 個班級，
讓我們在三週內接觸 1,200 名同學，分享耶穌基督降
生的意義。今年三月起，我們也開始針對牛津團契的
小組長，給予訓練課程。

Gospel 
for Every Student

Movements 
for Every Campus

Leaders 
for Every Nation

用生命故事開拓神國度        

文│ 陳浩恩．交通大學數學系二年級

在 2016 年的 12 月份，清、交兩校的學園團契
都迎來巨大挑戰──輔導鼓勵我們舉辦自己的福音茶
會，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讓同學有機會認識耶穌！
我接下這個挑戰，且滿心期待，因為我無法不傳講耶
穌在我生命中的不平凡，接下來我便廣邀系上跟港澳
會的同學來參加。

在我準備生命故事時，我發現自己過去真的很軟
弱，但也因此看見上帝是多麼美好，記得上帝曾經如
何應許我的禱告，如何使用我這個軟弱的罪人。分享
過程很興奮，我不擔心最後有沒有人會決志，我只想
把耶穌介紹給他們認識。最後，我的福音茶會上有兩
個人決志了！其中一個港澳人更願意被造就，我看見
又有兩個靈魂得救，感到很興奮。

我們兩校共舉辦 6 場福音茶會，接觸 44 個非基
督徒，最後有 8 人決志。我從大二起，開始對僑生跟
港澳會的同學有傳福音的負擔，這次福音茶會看到港

澳人願意決志，這更加深我傳
福音的渴望。

希望每個人不只是追求生
活上的滿足，更重要的是，善
用在世上的日子，透過自己的
生命故事，去開拓上帝的國
度！

寫好遺書的旅程
臺灣女孩走進南蘇丹──黃凱琳                    

文│ 陳惠琳牧師．花蓮宣教中心主任

學園傳道會的創會哲理──「得著今日的大學生，
改變明日的世界」，迄今仍然是我們大學事工最深的
信念與渴望。

今年一月，《聯合報》專文報導了兩名 23 歲台
灣女孩，她們親赴南蘇丹，帶回來這些因戰亂飽受饑
荒之苦，生存威脅的難民故事，透過身歷其境的分享，
期待能為在苦難中的孩子做些什麼。

其中的凱琳，就是東華大學學園團契的優秀門
徒。在她大一時我們帶她信主，爾後她繼續在團契中
成長，參與國內外短宣。今年一月中，凱琳又再次前
往南蘇丹更危險的地區，繼續紀錄孤兒院的情況，持
續參與在改變南蘇丹難民的工
作中。

當凱琳回到東華團契分
享，那天晚上我很感動，感謝
神給我特權可以發展學生領袖
來幫助這陌生國家，雖然凱琳
一直感謝我的教導、栽培，但
我知道您的代禱與奉獻，也參
與在她的成長過程中。

1 2 3

為主贏得校園，
從成為受歡迎的人開始！！

學園網路書房讀者 9 折優惠
新增 7-11 取貨方式 

學園網路書房．http://bookstore.cru.tw/
FB    粉絲專頁．點傳 Kindle Ministry
或來電學園出版部 02-2926-2712 #12  
訂購滿 $2,000 元免運費

好 學 推 薦

2017 學園畢業生定期聚會
邀你一同，「職」得玩味

職場經驗分享談－在工作中活出信仰，走出困惑與不安
戀愛 ING －打開心結 - 面對親密關係、自我形象
小短宣－「你聽過四個屬靈定律嗎 ?」

時間   7/28 ( 五 ) 19:00~ 7/30 ( 日 ) 14:30
地點  浸信宣道會埔里水頭山莊
          南投縣埔里鎮水頭里中正路 71 號
費用  1500 元，郵政劃撥 中國學園傳道會 00155847 報名請掃描 

作者   史提夫．道格拉斯
           艾爾．堅森
           Steve Douglass & 
            AI Janssen
頁數   163 頁
定價   200 元   

作者   約翰．麥斯威爾
           John C. Maxwell
頁數   190 頁
定價   230 元

禁得起一再改版發行的暢銷書款！用 80/20 法
則打造黃金大學生活，讓你又會讀書又會玩！
還不知道什麼是業界最夯的 80/20 法則？趕快
翻開《玩出好成績》來看吧！

《玩出好成績》 《雙贏領袖》

80% 以上的成功都與人際關係息息相關，掌握
十大準則，讓你成為知己知彼的新生代領袖，
從大學時期就開始為主發光！

大學部濁南團隊從 2008-2016 每年春天差派短宣隊至封閉
國家，共產生 10 位全職工人，其中包含 3 位短期宣教士、
1 位長期宣教士

當祢掌權的日子，祢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
甘心犧牲自己；祢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清交兩校福音茶會──學生主辦並邀請朋友參加，透過學生見證和深入陪談，把基督的愛帶給系上同學

就讀高醫的丘培民 ( 左 ) 和高師大的莊鏞 ( 中 )、曠佳信 ( 右 )
一起到義守大學開拓事工

東華短宣隊在火車上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