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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上看，國內本科生留學熱從2006年就開始。
根據 II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最新的統
計資料，中國是美國第一大留學族群，幾乎占了三分之
一。過去這麼多年來，每一年的中國留美學生增長率均
維持在20-30%，令人訝異的是，今年仍然有21%。我
相信在未來的5-10年內，這一股的熱潮還不會削減，上
帝仍然把源源不絕的學子帶來美國。現在是90後，不久
就是”千禧代”。

北美90後的素描

以下我想針對北美90後的特質，分享一些多年觀察
的心得（這是北美的90後，不是留學歐洲的，也不是國
內的；這些歸納出來的特點也非絕對的）：

（一）經濟條件普遍富足：能來到美國唸書的90
後，大致上家境較為富足，不能說他們全是富二代，但
有不少父母親特地為了來美讀書的孩子買車，投資買
房，甚至買下當地的中國超市。在經濟條件上，這一代
的學生與上一代非常不一樣。

（二）成長於高科技產品：若要接觸90後，要掌握
新的溝通工具。最好的聯絡方式就是傳送簡訊或是用微
信或臉書。更新使用的溝通工具，並不是為了趕新潮，
而是為了更方便接觸你牧養的羊。

（三）成長於訊息的時代：90後比他們父母輩掌握更多訊
息的主控權。以前是等著別人將訊息給你，而現在是主

動的上網搜尋資訊，並過濾一些自己不想要的訊息。

（四）來自非完整的家庭：父母高離婚率，或工作
狂，許多孩子並沒有在一個充份的愛的環境下長大。不
少90後都是由祖父母帶大，所以隔代教養的問題挺嚴
重。

（五）注重娛樂、享樂主義：並不是說他們只喜歡
吃喝玩樂，基本上跟上一代比較起來，他們更重視生活
的品質。每逢放假，他們就成群相約出去玩。同時也對
生活用品的品質要求相當高。

（六）後現代主義。他們不相信這世界上有絕對的
真理，合理的勸誡可能會被他們當成是論斷。

（七）崇尚平權，反對權威。一胎化使他們從小在
家被高度尊重。當你訴諸權威，要求學生們聽你的，這
一套已不管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佔領中環運
動，或是我所認識的許許多多中國熱血反骨的90後，事
實告訴我們，威權時代終將結束。

（八）擁抱非主流，注重個別差異：90後不喜歡被
貼標籤歸類為哪一種人，他們認知裡的自我是獨特的。

（九）同性戀的比例非常高。這是服事這一代的學
生遇見相當大的問題。教會對有同性戀/性別認同困擾的
孩子要更加敏感，如果他們已經信主，需要先幫助他們
看見，這個時代“性取向”被高舉成偶像崇拜，但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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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身份從來不是用“性取向”來定義，我們的身份
是上帝聖潔蒙愛的兒女。不是每個人都要進入婚姻，守
獨身可以是一個選項。

（十）注重時尚打扮，比上一代更注重對美的感
受。基於他們注重美，對於教會的文宣品要求度更高。
因此教會的文宣品要有設計、有創意、讓人感興趣的訊
息。感謝神給我們一些很有創意的學生在團契中，不如
邀請他們來設計，相信他們都很樂意，且做得不錯。

（十一）自我能力薄弱，依賴心強。因這一代大部
分是獨生子女，有一個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依賴心強，
因依賴家裡慣了，來美後自理的能力就差一些。而另一
方面很獨立自主，因為一胎化，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
參與家裡重大事件的決策權，父母親會詢問他們的意
見、想法，在家裡被賦予高的地位、權力。

（十二）圖像思考勝過文字思考。若要表達一個真
理，用一幅圖並附帶簡單的說明，會比一篇長篇的文字
對他們來說更有幫助，易吸收。

（十三）父母親高度期待：因一胎化，除了父母，
再加上雙方祖父母均關注著這一個孩子，可謂三千寵愛
於一身。而在這種家庭社會文化的期待和壓力下，申請
學校材料的作假率相當高。華爾街日報報導，90%中國
學生的推薦信是假的，70%的自傳都是假他人之手，
50%高中成績單都被竄改過。看這比例會覺得不可思
議，卻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但90後的內心有一個寶貴的
品質就是正義感，不想讓別人扭曲他的自我價值觀。所
以當他們信主，聖靈光照他們什麼是對錯後，他們會勇
於站出來，即使要付上高的代價，也在所不惜。我教會
裡有一位弟兄就到學校教務處去自首。這位弟兄的見證
在教會內造成很大的影響，有其他的學生思考是否要像
他一樣做同樣的事情。可在這過程中將跟家裡有巨大的
拉扯，甚至有些父母威脅要斷絕經濟支持，畢竟他們所
有的錢和希望都寄託在這一個孩子的身上。所以學生們
所面臨的壓力是無法想像的，我們只有輔導、並為他們
禱告。

（十四）高海歸率。現在畢業後要留在美國已不太
容易，受經濟影響，在美找工作本就很困難，還要面臨
工作簽証申請的問題，大多數的畢業生都選擇海歸。而
另一方面，根據“招聘網”Zhaopin.com 在2013年所做
的調查，國內有超過70%的企業主不會特別優先考慮海
歸，8%的企業主不會雇用海歸。因此他們面臨很大的就

業壓力。

90後事工是宣教事工

90後事工是宣教事工。做90後的輔導、同工都需要
有一個認識，你必須要看自己是一個宣教士，教會要有
宣教的心胸及眼界。為什麼？

第一，它是跨文化的事工。都是中國人，怎會跨文
化？這是不同世代的差距，他們的文化真的跟我們不一
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教會在做90後時覺得非常難切
入，因為他們的文化與你教會的文化格格不入，而他們
也很難融入你的教會。特別對於較為傳統或不常做學生
事工的教會更覺如是。

第二，這群人不會長久留在你的教會，你越企圖要
他融入你教會的文化，將來他回國就越難找到適合的教
會。很多海歸的孩子回去後覺得格格不入，很難適應，
就漸漸離開教會。所幸在沿海有一些城市新興教會，教
會的文化與海外教會較為相似，海歸的專業人士也很
多。目前在上海、北京有幾個新興城市教會。所以美國
華人教會至少要和國內一線城市（甚至二線城市）的新
興教會保持聯繫，轉介海歸學子去這些教會，由他們繼
續跟進。

90後事工是一個宣教事工，他們不是栽培後用來幫
助或補助教會的缺口。栽培他們需要有國度的胸襟，知
道他們畢業後目標是回國，是海歸，他們的影響是在中
國。這是90後事工不一樣的地方。以前培養70後或更早
期的學生，他們只要能在當地找到工作，都能成為教會
重要支柱，但現在不要有這個期待。當90後信主，當以
海歸為培訓目標，除了基要信仰的扎根，還要有多方面
的門訓，要教他們領詩，如何帶領查經、一對一門訓、
甚至了解教會組織章程、教會運作方式，讓有些回國後
暫時找不到合適的團契時，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可以自
己成立小組，帶領更多人起來。

整合上一代的福音工作

向90後傳福音，陪伴他們靈命成長，有個非常自然
的切入點就是關懷他們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因為他們非
常看重父母親。而原生家庭結構的改變，90後的父母親
會比上一代更願意尊重、支持孩子的選擇，包括信仰。
我們意外的發現許多父母親知道孩子要信主，並不會逼
迫他們。反而在台灣的父母對孩子的信仰逼迫較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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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生打電話回家時會向父母親談論信仰、教會生活。
回國也帶福音光碟、書籍。許多父母親很早就了解我們
的教會，來美探親時，就開始參加信仰研討組，決志受
洗的不少。90後事工是一個可以整合上一代福音工作的
事工，是一個多角化的福音工作。

在社群媒體輔助關懷

網路上有人惡搞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金
字塔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原本最底層是
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陽光、雨水、食物），但對90後，
最底層不可或缺的卻改為是”WiFi”。雖然這是惡搞，
卻很真實地反應這一代年輕人對網路的依賴。

我們教會的輔導及同工都有臉書和微信，因80後
都在臉書上，90後多用微信。不用這些不行，因為你
的羊就在上面。透過這些渠道，可以了解他們的生活與
想法，真實的觀察到他們的另外一面；在他們狀況不佳
時，給予他們適時的安慰與鼓勵。社群媒體當然無法完
全代替牧養、探訪或小組，但它是一個很有效率的關懷
渠道與輔助工具，因我們的時間、精力有限。在社群網
站上可以設立不同的小群體，讓小組的成員有更多橫向
的連結。總之，社群媒體是一個很好連結彼此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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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牧養這一代年輕人必須要使用的工具。

流行文化與福音切入點

流行文化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既做學生事工，有時
間不妨就多關注一下，了解這一代年輕人在受什麼樣的
文化思潮的影響，以找到適當的福音切入點。真理是不
變的，但我們傳遞的方式和切入點是可以因文化不同而
有所調整。1

結語

上帝已經把90後大批的年輕學子帶來北美，我們
何其有幸，能躬逢其盛！當國內政治局勢愈來愈緊縮，
宗教自由愈來愈受限制，我們在北美卻可以自由地傳福
音，領人歸主。我相信上帝開的門，就沒人能關，我們
是否預備好與主同工，收割莊稼？

1請參考並訂閱博客（http://wangkris.wordpress.
com/）或海外校園的舉目雜誌查閱相關文章（http://
behold.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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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農村的孩子，祖輩都是以種田為生。土地
少，人口多，三餐吃的是紅薯。一個月也沒辦法吃得上
一餐大米飯，想吃肉比登天還難。特別是文革的年代，
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1985年，中國改革開放，我就從
一個種田娃帶著愛人和孩子遷居到城鎮。1995年又遷
到廣西南寧，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個廁所的屋面上。我日
夜地工作，拼命掙錢，搭客、賣青菜、清潔糞坑、做生
意、包工程建築。但是都不如意，欠了二十萬債務。當
時我打算自殺，但是想到還有四個寶貝孩子，就堅強下
來了。

2004年，我的大女兒大學畢業，當時她信主了。
有天晚上她和我說：“今天晚上有三個美國客人到我家
講課，有幾十個人過來聽。”可以啊！晚上一幫人在聽
美國的導師講聖經，個個都很用心。“只有上帝才能夠
幫助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依靠上帝才能得

救”，他們摸著我的頭，很熱情地為我禱告。當時我哭
了，我知道我有罪、沒用、照顧不好妻子和孩子，只有
依靠上帝來掌管我這個家，才能平安度過難關。後來妻
子和幾個孩子都信主耶穌了，他們經常參加聚會、讀聖
經，我妻子天天在禱告。我有時也參加聚會，但沒有看
過聖經。的確，從2004年開始我的家變化很大，大女

兒結婚，住在美國養了兩個可愛的孩子，二女兒在
北京工作，三女兒和兒子在美國深造，明明白白的
是上帝給我家的恩惠。但是我心裡就是不服，認為
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每次吃飯時候一家人禱告
“謝謝上帝給我豐盛的晚餐。”我還說“不是上帝
給的，是你老爸給的。”我是多糊塗啊！

2014年3月30日，我從中國來到美國看我的孩
子，也參加過幾次聚會。5月24日參加福音營，在
25日我聽了牧師講“道路、真理、生命”，當時我
的心在亂跳，感覺耶穌在向我招手，“回家吧！不
要等待，不要徘徊了。你在上帝的大門口站立了十
年，回家吧！神是愛你的，上帝的大門永遠為兒子
開著”。我哭了，淚流滿面！我對主耶穌說“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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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啊！我對不起你，我有罪啊，早就
應該回來了。這麽多年是何苦呢？”現
在我深深明白了人一生追求的道路、真
理、生命都在上帝那裡，我要緊緊地跟
隨依靠祂。只有上帝才是最偉大的、永
遠的。全人類只有回到上帝的懷抱裡，
學習祂的話，聽祂的話，才能平安、喜
樂、幸福。因為天下萬民都是神的創
造，只有相信並且緊緊地跟著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的腳步，才能走到永永遠遠。

全會眾舉手為台上20多位決志信主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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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 ，因為

你無論往哪裏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約

書亞記1:9﹞。我一直很喜歡這節經文，這句話也一直提

醒我要勇敢向著標杆往前走！真是感謝神，回過頭看看

自己走過的大學四年，有很多人和事幫助了我生命的成

長，讓我活得充實。

記得四年前報考學校的時候，沒有考慮太多信仰方

面的因素。後來知道自己被錄取的學校所在的地方，首

先想到的是離家太遠，之後才顧慮那裏是否有主內的親

人。那時我信主也有段時間了，但很少主動追求。帶我

信主的老師知道我要去那麼遠的地方上學，每次見面都

會為我禱告，祈求上帝帶領我的學習和生活，也禱告在

YN找到團契的地方。在YN四年的學習生活中，我是那麼

真切的感受到上帝回應了我老師的禱告。

初到YN，一切都是陌生無比，雖然過去一直在學校

寄宿，可是對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很是迷茫。然而神的意

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相信是祂特別的安排，讓我所走每

一步都有祂的祝福與恩典。

我不是個主動的人，在人際交往方面也是慢熱型。

剛剛進入團契時我還很顧慮，但是團契裏的弟兄姊妹都

充滿熱情與關懷，讓我很快融入到這個大家庭裏。

我屬靈生命的成長離不開團契的生活。我出身於Z

族，家裏面的人都是特別虔誠的佛教徒，雖說自己對佛

教的事情並不感興趣，但在這新的基督信仰路程上走得

也很是不容易，總有很多挑戰與困惑擺在面前，使得信

心起起伏伏，不是那麼堅定。團契裏也有一些少數民族

的弟兄姊妹，面對的問題有時也差不多，我們能了解彼

此的難處，彼此分享鼓勵，也經常為家人禱告。

我愛YN，因為有祢

Lamu

神也讓我看到祂真是位能改變人心的神，雖然有

時是透過我們很難接受的方式。大一暑期我的爸爸得了

腹主動脈瘤，特別嚴重。就在快要絕望的時候，神通過

很多主內的弟兄姊妹給予他極大的安慰與鼓勵，讓爸爸

以及我們全家人都感受到從上帝而來的愛，讓他看到自

己原來是那麼的有限，對信仰的態度有了很大改變。爸

爸生病也讓我的靈命經歷考驗，上帝的愛特別地感動了

我，讓我想要為別人做些什麼。之後上帝就為我開路，

有機會在團契的僕人隊裏服侍弟兄姊妹。在服侍過程中

讓我領受到很多祝福，學會如何與人分享祂的愛，也特

別見證了祂的信實和慈愛。

忘不了和團契的弟兄姊妹一起出去“釣魚”(編者

註：即在校園中傳福音)、一起小組查經、一起參加退修

會、一起和其他高校的肢體交流學習的日子。若不是天

父的慈愛，我們怎麼會有如此多彩且有意義的大學生活

呢！透過服侍，我開始學會放下自己。以前總是要把自

己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別人，經歷一些事情之後，讓我漸

漸明白，縱使很多在人看來是很難開口的囧事，分享出

來若能夠祝福鼓勵到他人，那也是神給你一次榮耀祂的

機會。在服侍過程中也會有一些困難，但神把祂珍貴的

兒女放在我身邊，讓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努力；

也有人一直在為我禱告，就讓我重新得力！

生活處處滿是荊棘，未來要走的路我也無法預知。

而四年大學生活的各種經歷讓我從心裏肯定一件事，那

就是神的愛像雲上的太陽永不會改變！願自己努力做好

本職工作的同時能更多的榮耀神的名、見證神的愛！

編者註：Lamu大學畢業後，放棄在外地優渥的工作機會，返

回偏壤的家鄉工作，為要把福音帶回到自己同胞中間。

一位未及之民的女孩，在創啓地區校園
受栽培成為福音的精兵……



國語福音營

已於國殤節週末(5/24~5/26)在Cedar Lake營地舉
行，總共參加人數達510位，為歷年之最。因受場地限
制，只接受全程參加者。雖然人數爆滿，但因同工規劃
周全，營會仍井然有序，滿有聖靈的同在。今年共有94
位慕道友參加，感謝神，其中26位在營會中決志信主。
會後同工評估，認為這次基督徒人數大幅増長，相對使
慕道友比例偏低，將來應做適度調節。另一方面，在今
年73位小組同工中有35位是第一次參與小組事奉，感謝
神興起福音生力軍。

北美校園事工研討會

由芝華宣道、美國華福與美國福音證主聯合舉辦，
已在波士頓(6/13-6/15)、芝加哥(6/20-6/22)與休士
頓(6/27-6/30)巡迴舉行。今年以「培育90後起來影響
校園」為主題，著重於如何在校園紮實造就基督門徒，
使信主的學生成為校園福音的主力。研討會由多位有實
務心得的講員，藉講座帶動與會者深入的討論，獲得廣
泛回響。在芝加哥有81位分別來中西部31間教會或團
契的牧者與同工參加。普遍的回應是內容實際，切合需
要，很得啓發與激勵。

中西部校園短宣

蒙神應允禱告，使今年得以組成五支短宣隊，將於
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間，分別前往普度大學、伊大香檳
校園、密西根大學(兩隊)以及德頓大學。短宣隊的事奉
以個人談道與帶領福音聚會為主，但也按校園的需要，
逐漸發展多元的形式，如密大的兩隊將分別著重福音搶
灘與參與學生秋遊活動。期待倚賴聖靈的動工，不僅得
以領人歸主，更挑旺當地校園事工，深化隊員的宣教心

志。目前五隊均已組成， 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短宣預備與
團隊培訓，迫切需要眾教會的禱告支持。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

籌備工作仍繼續按計劃進行，將於12/27~12/30
在Pheasant Run Resort, St. Charles, IL舉行。今年大
會主題「覺醒，預備迎見你的神」，將從聖經的末世眼
光，引領基督徒思考如何站穩教會的腳步，回應當代的
挑戰，忠心於福音的使命。目前專題講員的邀請已大致
完成，中英文部的主要同工均已就位，宣傳與推動已逐
步展開，報名的預備工作也在積極進行，計劃從九月份
起就可開始接受報名。敬請代禱，並提前預留時間，全
家並全教會一同參加。

芝加哥華人領袖高峰會

今年的芝加哥華人領袖高峰會因日期與其他特會衝
突, 決定改為明年三月舉行。敬請留意。

2014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由芝華宣道與神州華傳合辦，芝加哥首屆華語的
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己於今年四月一日開
課. 一共有21位學員參加。這個從聖經、歷史、策略、
文化四個層面來探索的宣教課程對每一位參加者的生
命、對大使命的委身都有了新的翻轉。豐富的內容及精
心設計的跨文化活動，是每一位願意尋求神心意的基督
徒必需學習的宣教課程。

今年第二屆 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將於
十月開課，請盡早報名參加。詳細資料、報名表請查閱 
www.cccm.ws

事工動態



藉培訓增強教會的質與量，藉營會短宣逐步動員宣教，藉實踐深化大使命的委身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Chicag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s 

本期內容

1. 90後大學生事工的現況與前瞻
2. 十年的徘徊
3. 我愛YN，因為有你
4. 事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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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宣道財務報告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赤字）

同工薪津及行政 （三位全職）

短宣、培訓、事工支持

營會專款 （福音營、大會）

海外宣教

本年合計 (1至6月)

$69,494

預算

$44,857 $57,190 $(12,333)

$34,200 $1,528

$60,754$51,675

$4,859 $(3,331)

$67,506 $(6,752)

$26,250 $5,325 $11,000  $(5,675)     

$181,619 $112,464 $140,554   $(28,091) 

2014年6月底

631 Illinois Route 83, Suite 204, Bensenville, IL 60106
Website: www.cccm.ws    E-mail:  cccm4u@gmail.com 
Tel: 847-868-2226(國語), 630-671-0411(Eng)

全年總預算： $ 341,180

1.薪津及行政 $ 138,980  (總幹事，副總幹事，祕書)

2.事工開支 $  50,700  (短宣，培訓)

3.營會專款 $ 116,500  (福音營、大會)

4.海外宣教 $  35,000  (支持校園宣教同工)

2014年度財務預算

海外宣教10%

營會專款34%

事工開支15%

同工薪金和行政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