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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今天要動員作專職或雙職宣教士的對象，可以説有三代的人：Generation
X、Y、和
Z世
代。X世代（1960年中到1980初出生的人）雖然被描繪為鬆散或反傳統的一代，但他們帶給教會和宣
教事工很多美好的反省、創意和突破。據我觀察，在華人教會中，這一代都在提早退休後，才考慮進入
全時間的事奉崗位。因年紀的關係，他們在跨文化宣教上需要面對更大的文化適應和語言學習的挑戰。
很多時候，也因為學習新語言文化的恐懼，造成對跨文化宣教有許多的保留。因此，他們轉移焦點到海
外作近文化的華人事工。
Y或千禧年的世代（1980年中到1999年初出生的人）是屬於電子媒體的一代。因他們是被互聯網
培育長大，對資訊或新事物的渴求非常高。因著互聯網的影響，他們傾向互動、合作或配搭，喜歡建
立平台，讓別人使用來達成共同的目標。現今世界上有許多最年輕的國家領袖都是屬於這一代的人。
例如：三十一歲成為奥地利最年輕總理的Sebastian Kurz， 和三十九歲被選為法國最年輕總統的Emmanuel Macron等。這一代是很具創意和多元運作（Multitasking）的人。故此他們不甘於在一個崗位
上只作一類型的事工，而是喜歡在同一時間作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管理這一代宣教士或教牧同工，必
須要給予他們許多空間來發揮他們的所長和興趣，這
樣他們才會長期委身在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崗位上。
Z世代的年輕人（美國大概有七千萬這些在1999-2015年之間出生的人），根據MORGAN LEE的
描述，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Z世代年輕人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但其中少於十份之一是委身的基督徒，或
認真實踐他們的信仰使命。這代人想知道過去宣教事工所面對過的失敗多於宣教目標和挑戰。他們期望
上一代會與他們坦承溝通，而非隱瞞真相或報喜不報憂的虛偽作風。這一代也就是今天華人教會所流失
的一代，他們離開華人教會的原因也跟教會缺乏透明度有關。互聯網和手機帶來資訊發展的速度越來
越快，這一代吸收、理解資訊的能力比任何一代都強，相對他們的專注廣度（Attention span）也很
短，因此很容易便覺得無聊，這也許就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沒有興趣參加為期幾天的營會。相比喜歡群
策群力的Y世代，Z世代比較喜歡獨立工作，雖然他們還是很珍惜與朋友面對面交談來建立關係。我想
長期忍耐委身作宣教工作，會是這一代的最大挑戰。但當這些Z世代的生命，一旦被主的靈所得著和更
新，我想他們必能成就神在這大時代所要作的新事，甚至超過所有專家對他們的預測。
「華傳」希望年輕化。我們期盼新的一代會考慮加入這國際差會，來實踐他們從
神所領受的召命。除了我們前後防都要對這些年輕人有更多的了解和作出相應的改變之外，禱告、信任
和同行還是最關鍵的部分。請為年輕一代（無論是X、Y或Z）的奮興禱告。祈求主賜給年輕人有願意
順服神的心志，父母們樂意放手讓主使用他們的下一代，教會和差會信任給予年輕人事奉的機會，並有
導師的關愛陪伴同行。這樣我們才能真的會看到薪火相傳，和神的普世大業能延續到下一代去！
(作者為華傳國際總主任，本文摘錄於《華傳》第57期，2019年5-6月，頁1-3。)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初到貴境
黃 海 波 、 劉 平 ( 華 傳 駐 柬 埔 寨 宣 教 士 )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1月10日 / 2月7日 / 3月6日 (星期五) ，
早上9:30至10:30

差傳代禱：
1. 加拿大辦事處於聖誕節前進行的聖誕禮物包捐贈行動反應熱烈，共籌得四百多份禮物包，已經於聖誕節前送往為東非烏干達

感謝神，去年十月十二日差遣教會PCCO與華傳差會為我們夫婦舉行
差遣禮，這是神為我們特別預備的日子。當我們跪在台前，我們流著感恩
的淚在上帝與眾人面前接受按手差派。牧者的勸勉鼓勵和大家的禱告，感恩
我們邁出的這一步都有弟兄姐妹們在所有方面的支持和愛護。我們於十二月三
日到達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恩典教會派同工Shalom來接我們，十幾公里的路程
開了約一個小時，這裡的氣候是一年中最涼爽的時間，白天有約攝氏30 -32度，夜
間則在攝氏20度左右非常涼爽。感恩的是我們正好趕上一連四天的恩典教會同工退修
會，退修會的主題講員是來自溫哥華的劉傑文牧師，他從使徒行傳20：18-32來勸勉當
地年輕傳道人。感謝神，在我們剛到達工場先給我們靈命上的學習。
退修會結束後，我們按照盧潔香宣教士的安排，乘車從金邊來到西哈努克港(簡稱西港)服侍一星期。西港這裡賭場林立，
幾乎所有的標牌都用中文，建築工地遍滿全城，自然塵土飛揚。這是一個罪惡之城，物價翻天，因著法律不健全，來這裡投
資、賭博和逃避在中國犯罪的罪犯有很多，因此這裡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華人有十幾二十萬，可是這裡的華語福音事工只有
一個十幾人的小團契，大家看到禾場的需要是如此之大。我們在這裡一周，謝謝西港恩典堂的金順傳道和恩惠師母帶我們四出
探訪弟兄姐妹們和街頭佈道，又安排我們在禱告會、主日崇拜中服侍。金順傳道和恩惠師母在西港恩典堂忠心服侍多年，從華
人事工做到柬人事工，我們非常佩服他們夫婦的傳福音熱誠，他們還有一個三歲的女兒底波拉，我們在西港一星期，他們待我
們親如一家人一樣，我們一起做飯，打掃，一起出門探訪，一起去查經小組，一起在摩托車上跑遍各個角落，感謝神。
我們在西港服侍了一星期，又來到恩典教會位於竹筍村的另一分堂中服侍一星期。我們坐了五個小時的長途汽車才到達竹
筍村恩典堂，提摩太傳道到車站接我們，他在兩個月前神剛剛賜他一個男孩。我們每早晨與提摩太傳道到菜市場買早餐，回到
教會開始同工早晨一起靈修。提摩太傳道分享了他的生命成長之路，也分享了目前事工的進展，看到這裡的禾場之大，發展之
快，工人缺乏，之後便一起去臨近的村莊隨機敲門傳福音，他還抽空指導我如何駕駛摩托車。在竹筍村恩典堂服侍了一星期，
我們回到金邊恩典教會之後，又忙碌開始籌備一連串慶祝主耶穌基督降生的聖誕節聚會，包括平安夜報佳音、聖誕慶祝會、聖
誕節崇拜及跨年通宵禱告會。柬埔寨聖誕節是不放假的，所以早晨起來，馬路上仍然車水馬龍。從台灣、香港及加拿大來的短
宣隊一個接一個的前來幫助，他們做一個一天的工作坊來培訓當地教牧同工，又幫助聖誕節聚會及探訪新朋友和剛信主的弟兄
姐妹。聖誕節剛過就馬上預備跨年通宵禱告會，這是一年一度的見證感恩分享。一個個非常踴躍地上台，分享生命中的2019
年從歲首到年末，耶和華神是如何帶領保守他們個人和家庭以及服侍中一路上滿滿脂油滴下。感謝神，雖然看到有些弟兄姐妹
經歷過各樣的難處和苦處，神的手從來都沒有離開他們，祂一直與他們同在，一同經歷，全然擔當。十二時到了，大家歡呼祝
賀新年，握手擁抱，喜悅的淚水可以從大家的臉上見得到。
來柬埔寨短短一個多月，我們已經有這麼豐富的學習，盡管這裡生活環境沒法與北美相比，但是感謝讚美主！神把我們已
經從看不同看差別慢慢進入到看相同的東西。從悠閑的北美工作環境轉為到柬埔寨金邊恩典堂全時間宣教和牧會兩條腿並行
走，無論是在工作性質、環境、人事、時間分配、理念和心志等， 都需要很大的調整。感謝上帝，經過一個多月的挑戰，在
西港，竹筍村和金邊恩典堂三處的訓練和學習，漸漸開始感受到神是何等愛我們，賜給我們恩典與帶領，在事奉中滿了喜樂。
隨著與這裡的同工們配搭時間增長，越來越默契。當地好幾個同工告訴我們越來越像柬人，因為我們的臉已經被曬的很黑，斷
斷續續開始說一些柬語詞匯和短句。而更多的是覺得我們的心越來越愛這裡的人民和這片土地。
請弟兄姐妹們和我們一起為著神要在我們宣教服事中成就祂的事禱告，我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面對現在新的改變、
語言學習、文化適應、氣候環境、事工參與中適應等種種挑戰，以及宣教路上靠神的恩典持守向前。讓我們一切都在彰顯神的
恩典與豐盛的慈愛。若想要更詳細地了解我們的宣教事工，宣教工場，宣教生活的側面，你可到訪我們的宣教網誌得到一些文
字和圖片。https://pilgrimontheway.home.blog

北部及中東敘利亞難民家庭，感謝主。
2. 感謝神，踏入2020年華傳邁進廿五週年，今年加拿大區除了在四個主要城市舉行感恩餐會，同時推出新一輯差傳通識教育(
實踐篇)課程，還會配合宣教工場發展，在非洲和中東推動年青一代作跨文化宣教，請代禱。
3. 特約宣教士江從星傳道將於今年二月初至五月初前往巴西服侍，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將於2月20至3月3日帶領短宣隊前往巴西里約主領家庭福音營，請代禱。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內容：
地點：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 2月10日 / 3月23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2020 年 訪 宣 計 劃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1月10 – 20日

墨西哥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

國/粵語 $800+機票

2月18 – 3月2日

巴西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家庭福音營

粵語

$1000+機票+簽證

4月7 - 18日

緬甸

6位

兒童/ 青少年福音營，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5月5 - 16日

烏干達

已滿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7月13 - 22日

巴拿馬

4位

個人佈道、信徒栽培

粵語

$500+機票

8月17 - 28日

蒙古

4位

主日學導師訓練

英語

$800+機票

11月15 - 23日

泰國

6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國/粵語 $500+機票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11月28 - 12月10日 烏干達

費用

$800+機票+簽證

備註：
1.參加者必須重生得救，有教會事奉經驗，有教會牧者推薦，並且參加本會舉辦的訪宣訓練。
2.費用預計包括食宿及當地交通，可能因匯率及當地情況略作調整。
3.所有短宣計劃於出發前三個月截止或額滿即止，本會保留訪宣隊最終安排及接納或否決權。
詳情請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聯絡，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電郵：info@goi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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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去年十月十二日差遣教會PCCO與華傳差會為我們夫婦舉行
差遣禮，這是神為我們特別預備的日子。當我們跪在台前，我們流著感恩
的淚在上帝與眾人面前接受按手差派。牧者的勸勉鼓勵和大家的禱告，感恩
我們邁出的這一步都有弟兄姐妹們在所有方面的支持和愛護。我們於十二月三
日到達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恩典教會派同工Shalom來接我們，十幾公里的路程
開了約一個小時，這裡的氣候是一年中最涼爽的時間，白天有約攝氏30 -32度，夜
間則在攝氏20度左右非常涼爽。感恩的是我們正好趕上一連四天的恩典教會同工退修
會，退修會的主題講員是來自溫哥華的劉傑文牧師，他從使徒行傳20：18-32來勸勉當
地年輕傳道人。感謝神，在我們剛到達工場先給我們靈命上的學習。
退修會結束後，我們按照盧潔香宣教士的安排，乘車從金邊來到西哈努克港(簡稱西港)服侍一星期。西港這裡賭場林立，
幾乎所有的標牌都用中文，建築工地遍滿全城，自然塵土飛揚。這是一個罪惡之城，物價翻天，因著法律不健全，來這裡投
資、賭博和逃避在中國犯罪的罪犯有很多，因此這裡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華人有十幾二十萬，可是這裡的華語福音事工只有
一個十幾人的小團契，大家看到禾場的需要是如此之大。我們在這裡一周，謝謝西港恩典堂的金順傳道和恩惠師母帶我們四出
探訪弟兄姐妹們和街頭佈道，又安排我們在禱告會、主日崇拜中服侍。金順傳道和恩惠師母在西港恩典堂忠心服侍多年，從華
人事工做到柬人事工，我們非常佩服他們夫婦的傳福音熱誠，他們還有一個三歲的女兒底波拉，我們在西港一星期，他們待我
們親如一家人一樣，我們一起做飯，打掃，一起出門探訪，一起去查經小組，一起在摩托車上跑遍各個角落，感謝神。
我們在西港服侍了一星期，又來到恩典教會位於竹筍村的另一分堂中服侍一星期。我們坐了五個小時的長途汽車才到達竹
筍村恩典堂，提摩太傳道到車站接我們，他在兩個月前神剛剛賜他一個男孩。我們每早晨與提摩太傳道到菜市場買早餐，回到
教會開始同工早晨一起靈修。提摩太傳道分享了他的生命成長之路，也分享了目前事工的進展，看到這裡的禾場之大，發展之
快，工人缺乏，之後便一起去臨近的村莊隨機敲門傳福音，他還抽空指導我如何駕駛摩托車。在竹筍村恩典堂服侍了一星期，
我們回到金邊恩典教會之後，又忙碌開始籌備一連串慶祝主耶穌基督降生的聖誕節聚會，包括平安夜報佳音、聖誕慶祝會、聖
誕節崇拜及跨年通宵禱告會。柬埔寨聖誕節是不放假的，所以早晨起來，馬路上仍然車水馬龍。從台灣、香港及加拿大來的短
宣隊一個接一個的前來幫助，他們做一個一天的工作坊來培訓當地教牧同工，又幫助聖誕節聚會及探訪新朋友和剛信主的弟兄
姐妹。聖誕節剛過就馬上預備跨年通宵禱告會，這是一年一度的見證感恩分享。一個個非常踴躍地上台，分享生命中的2019
年從歲首到年末，耶和華神是如何帶領保守他們個人和家庭以及服侍中一路上滿滿脂油滴下。感謝神，雖然看到有些弟兄姐妹
經歷過各樣的難處和苦處，神的手從來都沒有離開他們，祂一直與他們同在，一同經歷，全然擔當。十二時到了，大家歡呼祝
賀新年，握手擁抱，喜悅的淚水可以從大家的臉上見得到。
來柬埔寨短短一個多月，我們已經有這麼豐富的學習，盡管這裡生活環境沒法與北美相比，但是感謝讚美主！神把我們已
經從看不同看差別慢慢進入到看相同的東西。從悠閑的北美工作環境轉為到柬埔寨金邊恩典堂全時間宣教和牧會兩條腿並行
走，無論是在工作性質、環境、人事、時間分配、理念和心志等， 都需要很大的調整。感謝上帝，經過一個多月的挑戰，在
西港，竹筍村和金邊恩典堂三處的訓練和學習，漸漸開始感受到神是何等愛我們，賜給我們恩典與帶領，在事奉中滿了喜樂。
隨著與這裡的同工們配搭時間增長，越來越默契。當地好幾個同工告訴我們越來越像柬人，因為我們的臉已經被曬的很黑，斷
斷續續開始說一些柬語詞匯和短句。而更多的是覺得我們的心越來越愛這裡的人民和這片土地。
請弟兄姐妹們和我們一起為著神要在我們宣教服事中成就祂的事禱告，我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面對現在新的改變、
語言學習、文化適應、氣候環境、事工參與中適應等種種挑戰，以及宣教路上靠神的恩典持守向前。讓我們一切都在彰顯神的
恩典與豐盛的慈愛。若想要更詳細地了解我們的宣教事工，宣教工場，宣教生活的側面，你可到訪我們的宣教網誌得到一些文
字和圖片。https://pilgrimontheway.home.blog

北部及中東敘利亞難民家庭，感謝主。
2. 感謝神，踏入2020年華傳邁進廿五週年，今年加拿大區除了在四個主要城市舉行感恩餐會，同時推出新一輯差傳通識教育(
實踐篇)課程，還會配合宣教工場發展，在非洲和中東推動年青一代作跨文化宣教，請代禱。
3. 特約宣教士江從星傳道將於今年二月初至五月初前往巴西服侍，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將於2月20至3月3日帶領短宣隊前往巴西里約主領家庭福音營，請代禱。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內容：
地點：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 2月10日 / 3月23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2020 年 訪 宣 計 劃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1月10 – 20日

墨西哥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

國/粵語 $800+機票

2月18 – 3月2日

巴西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家庭福音營

粵語

$1000+機票+簽證

4月7 - 18日

緬甸

6位

兒童/ 青少年福音營，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5月5 - 16日

烏干達

已滿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7月13 - 22日

巴拿馬

4位

個人佈道、信徒栽培

粵語

$500+機票

8月17 - 28日

蒙古

4位

主日學導師訓練

英語

$800+機票

11月15 - 23日

泰國

6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國/粵語 $500+機票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11月28 - 12月10日 烏干達

費用

$800+機票+簽證

備註：
1.參加者必須重生得救，有教會事奉經驗，有教會牧者推薦，並且參加本會舉辦的訪宣訓練。
2.費用預計包括食宿及當地交通，可能因匯率及當地情況略作調整。
3.所有短宣計劃於出發前三個月截止或額滿即止，本會保留訪宣隊最終安排及接納或否決權。
詳情請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聯絡，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電郵：info@gointl.ca。

加拿大通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www.gointl.ca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2020年1-2月
馮永樑

國際總部
會牧:

陳道明牧師

總主任: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王欽慈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差傳教育：

亞 洲 軒 Central Grand Restaurant
Shop 295, Central Landmark,
1623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AB

愛民頓

月 日 星期日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皇 城 大 酒 家 Emperor's Palace Chinese Cuisine
10638 - 100 Street,
Edmonton, AB
聯絡：梁劍雄先生
電話：780-994-9732
電郵：leung.kh2013@yahoo.com

分享嘉賓

月 日 星期日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主任助理:

聯絡: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
電郵: info@gointl.ca

黃關寶瑩師母
黎夏麗娟女士

皇 家 御 宴 Royale Fine Dining Banquet
648 Silver Star Blvd.,
Scarborough, ON

加拿大委員會

馮 永 樑牧 師

顧問：

華 傳 國 際 總主 任

溫哥華

聯絡: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
電郵: info@gointl.ca

加拿大辦事處

多倫多

卡加里

月 日 星期日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李胡美儀師母

麥振榮牧師
馬英傑牧師
王乃基牧師

月 日 星期日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幸 運 海 鮮 酒 家 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150-11700 Cambie Rd,
Richmond, BC
聯絡：李偉庭先生
電話：778-855-2380
電郵：vwtlee99@hotmail.com

王欽慈牧師

李傳頌牧師

華傳國際副總主任

華傳加拿大主任

主席：

郭文潭牧師

副主席:

李偉庭弟兄

財務：

杜嘉明牧師

文書：

黃基業弟兄

委員:

梁劍雄弟兄
蔣顯輝牧師

報名及查詢：

華 人 福 音 普 世 差 傳 會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 Canada )

www.gointl.ca

地 址: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Toronto, ON M1V 5E5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差會今天要動員作專職或雙職宣教士的對象，可以説有三代的人：Generation
X、Y、和
Z世
代。X世代（1960年中到1980初出生的人）雖然被描繪為鬆散或反傳統的一代，但他們帶給教會和宣
教事工很多美好的反省、創意和突破。據我觀察，在華人教會中，這一代都在提早退休後，才考慮進入
全時間的事奉崗位。因年紀的關係，他們在跨文化宣教上需要面對更大的文化適應和語言學習的挑戰。
很多時候，也因為學習新語言文化的恐懼，造成對跨文化宣教有許多的保留。因此，他們轉移焦點到海
外作近文化的華人事工。
Y或千禧年的世代（1980年中到1999年初出生的人）是屬於電子媒體的一代。因他們是被互聯網
培育長大，對資訊或新事物的渴求非常高。因著互聯網的影響，他們傾向互動、合作或配搭，喜歡建
立平台，讓別人使用來達成共同的目標。現今世界上有許多最年輕的國家領袖都是屬於這一代的人。
例如：三十一歲成為奥地利最年輕總理的Sebastian Kurz， 和三十九歲被選為法國最年輕總統的Emmanuel Macron等。這一代是很具創意和多元運作（Multitasking）的人。故此他們不甘於在一個崗位
上只作一類型的事工，而是喜歡在同一時間作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管理這一代宣教士或教牧同工，必
須要給予他們許多空間來發揮他們的所長和興趣，這
樣他們才會長期委身在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崗位上。
Z世代的年輕人（美國大概有七千萬這些在1999-2015年之間出生的人），根據MORGAN LEE的
描述，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Z世代年輕人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但其中少於十份之一是委身的基督徒，或
認真實踐他們的信仰使命。這代人想知道過去宣教事工所面對過的失敗多於宣教目標和挑戰。他們期望
上一代會與他們坦承溝通，而非隱瞞真相或報喜不報憂的虛偽作風。這一代也就是今天華人教會所流失
的一代，他們離開華人教會的原因也跟教會缺乏透明度有關。互聯網和手機帶來資訊發展的速度越來
越快，這一代吸收、理解資訊的能力比任何一代都強，相對他們的專注廣度（Attention span）也很
短，因此很容易便覺得無聊，這也許就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沒有興趣參加為期幾天的營會。相比喜歡群
策群力的Y世代，Z世代比較喜歡獨立工作，雖然他們還是很珍惜與朋友面對面交談來建立關係。我想
長期忍耐委身作宣教工作，會是這一代的最大挑戰。但當這些Z世代的生命，一旦被主的靈所得著和更
新，我想他們必能成就神在這大時代所要作的新事，甚至超過所有專家對他們的預測。
「華傳」希望年輕化。我們期盼新的一代會考慮加入這國際差會，來實踐他們從
神所領受的召命。除了我們前後防都要對這些年輕人有更多的了解和作出相應的改變之外，禱告、信任
和同行還是最關鍵的部分。請為年輕一代（無論是X、Y或Z）的奮興禱告。祈求主賜給年輕人有願意
順服神的心志，父母們樂意放手讓主使用他們的下一代，教會和差會信任給予年輕人事奉的機會，並有
導師的關愛陪伴同行。這樣我們才能真的會看到薪火相傳，和神的普世大業能延續到下一代去！
(作者為華傳國際總主任，本文摘錄於《華傳》第57期，2019年5-6月，頁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