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海外校园机构(OCM) © 2021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Torrance, CA USA 

第六课：回归的挑战-成为福音的种子 

一、归还是不归-如何清楚上帝的带领？ 

当我们信主，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后，在心态上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从

“跟随潮流──以人或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成“跟随基督──以上帝

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因此在作回归的决择时，我们最大的考虑，应当是寻求上帝的带领，在去留这个问题

上也不例外。如何清楚上帝的带领，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在此我们分三方面来思考。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

福音》7：17）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25：12） 

“敬畏主就是智慧。”（《约伯记》28：28） 

 

（1）清楚上帝带领:一般原则 

其实，上帝的旨意已经清楚地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因此，我们行事为人，若是遵循

圣经的教导，就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中。 

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去还是留的问题。但上帝

鉴察我们向祂的心，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加上圣灵内证与主内肢体的外证，帮助我们作出

明确的抉择。 

 

讨论题目－－请就以下几点分享你如何分辨上帝的旨意？ 

(a)  直接从上帝而来的呼召 

(b)  内在与圣经原则的印证 

(c)  长期读经、祷告、安静中，由圣灵而来的感动和确信 

(d)  外在环境的印证 

(e)  属灵长辈的判断或指导 

 

（2）回顾：重生之后的信仰经历 

人生旅途中有许多变迁，对我们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不信到信主是影响人生最大

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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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目－－从这观点，请写一份三分钟的生命经历，包括下列内容，请注重这些

经历对你生命的影响是什么，彼此分享： 

(a)  过去最愉快的信仰经验为何？在哪里发生的？为什么？ 

(b)  过去最深刻的教会/团契经验是什么？ 

(c)  从属灵同伴得到过什么帮助？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d)  对上帝、己、人、物的看法，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何改变？ 

 

（3）确定上帝是否带领你回国？ 

讨论题目－－请就以下几点分享： 

(a)  请客观主观的思考：你回国是上帝的旨意吗？你是否有一些可能是违背上帝

旨意的顾虑？ 

(b)  回国与否的冲突点在哪里？在哪些点上使你犹豫不决？回国所面临的最大忧

虑是什么？ 

 

（4） 小结 

在作决定的时候，应当恒切祷告，也可以请其他肢体为你代祷，耐心寻求主的指引与

带领，让主引领我们的脚步，知道你人生的这一重要的大方向转折是合乎主的心意。 

如果你已经知道回国是主对你的引领，那么，就要持有一颗顺服的心，坚定、不要忧

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当持定——特别是如果你在国外已经站稳了脚跟，从某些现实利

益的角度而言，回国将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失。你在顺服主的呼召的同时，应当把其它的一

切事情交托给主，相信主必看顾保守你前面的路！也坚定相信即使在过程中自己有一些失

误，上帝会引领你回到祂的正路上，因为祂掌管一切。 

 

二、你在海外的信仰历程 

有的海归基督徒在出国之前就已经信主，但更多海归基督徒是在出国之后才信主的。

不论你是属于哪种情况，在你将要结束海外生活回到国内的时候，回顾并总结一下你在海

外的信仰历程，是非常必要的！ 

思想题目—— 

(1)  首先请你回顾一下，你在国外所见到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出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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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信主并有教会经验，那么，海外（所在国）的基督信仰，与你出国之前所

了解、所经历的基督信仰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出国后才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

救主，那么，你在海外（所在国）所经历、所看见的基督信仰，与你原先对基督

信仰的看法和印象有何不同？ 

(2)  如果你是在海外信主的，你是如何接受基督信仰的？请回顾一下你的得救经历。

你在怎样的情况下接触到了基督信仰？你当时接受基督信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你是怎样克服的或者什么事情让你发生了改变？有没有什么人在信仰方面一直帮

助、鼓励你？这对你以后传福音有什么启迪？ 

(3)  如果你是与家人一起在海外生活，那么他们有没有信主？他们的信仰状况如何？

对你有什么影响？ 

(4)  你信主之后怎样更深地经历基督的恩典？你在哪些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上帝如何

供应、引导你？ 

(5)  通过对一些海归基督徒的访谈，我们发现，他们有的在国外信主之后，回想起国

内许多的亲友仍然在真理之外、罪恶与黑暗之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回国

传福音，将这救恩的大好消息告诉他们，你是否也同样有此感觉？这种感动是一

直持续的吗？你有没有具体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难以理解为何别的基督徒有此感

动？ 

(6)  你在国外生活期间，有没有属灵生活上的波动？哪些因素促进了你灵命的成长？

你在国外接触到的基督徒，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你受过哪些信仰方面的培

训？你认为回国之后在信仰方面，可以帮助国内的弟兄姊妹吗？在哪些方面可以

供应他们的需要？从所受到培训内容的顺序与趋势来看，上帝给你的恩赐与装备

是什么？你需要的学习与操练是什么？将来事奉的方向又是什么？ 

(7)  国外教会有哪些方面你很欣赏？你认为有哪些在国内教会行不通？为什么？其中

又有哪些你可以带到国内？ 

(8)  跟以前相比，你在教义理论上的认识有何变化？你对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

保惠师、圣经、教会、祈祷、属灵恩赐、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事奉、基督徒

的使命感等有什么新的理解和领会？你的信仰对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处理、

生活态度、价值观等）产生了什么影响？你怎样看待工作、家庭、社会、政治、

自然、国家、历史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现在如何看待家乡亲友的宗教信仰？你

回国后将怎样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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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目——根据上述的个人回顾，在小组聚会中请彼此分享下列问题： 

(1)  出国前是否去过教会？参与情形如何？ 

(2)  过去最喜乐的信仰经验为何？在哪里？为什么？你的信仰道路上最大的成长是如

何发生的？ 

(3)  过去最深刻的教会/团契经验是什么？是否教会、团契中弟兄姐妹的互相关爱对

你更有吸引力？你的教会观是什么？你认为“团契”和友谊有何区别？（《约翰一

书》1：3） 

(4)  从属灵同伴得到过什么帮助？你们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5)  你是否参与过什么服事？你的服事经验与恩赐有关吗？为什么？ 

 

2. 国外生活与预期国内生活的比较 

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外生活，你自身一定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总结一下这些变

化对你的回国是非常有益的。 

思想题目－－ 

(1)  外表方面：你更注重穿着了或是相反？你的仪容更具“西方特色”了吗？跟中餐相

比，你更喜欢吃西餐吗？你的家人或朋友对这些变化会有何反应？高兴、不高兴

或无所谓？ 

(2)  社交方面：你更内向还是外向了？你对异性的态度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你对长

辈的态度或举止方面有变化吗？你变得更关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阶层，还是相

反？你认为朋友之间相处应该无所不谈、亲密无间，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你更

加注重保持自己的个人空间与个人隐私了吗？你认为同事之间的相处应仅限于工

作范围吗？你的这些变化能被国内的人接受吗？你回国后打算做哪些调整？你在

国外的社交圈子主要由哪些人组成？回国以后会有变化么？ 

(3)  学习方面：你认为自己学有所成还是相反？你对学术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你对所学的专业更加感兴趣了或是相反？你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利于你回国之后的继续学习？ 

(4)  在情感方面：你现在更倾向于与别人分享你的感情或是相反？你是否能控制自己

的情绪？你是否更加在意你自己的情绪对别人的影响？你表达感情的方式更直接

还是更内敛？你认为回国以后在这些方面应当有所调适吗？如果你现在已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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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比较直接、或国人以为比较“夸张”的感情表达方式，一贯比较含蓄婉转的

国内亲友是否会对你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5)  在政治方面：你现在比以前更关心政治吗？你对中国的国内外政策有了什么新的

理解？你对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差别有何新的认识？这种差别会给你带来什么影

响？ 

(6)  在经济方面：你对物质财富的态度有何转变？你的消费习惯和品味有何变化？你

的经济状况怎样？你更吝啬了还是更慷慨了？你认为国内的朋友会把你想得很有

钱吗？ 

(7)  在人生目标方面：你的人生目标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你现在认为什么是人生中

最重要的东西？你的海外经验是否改变或如何改变了你的人生？ 

 

三、 尽量多了解中国本土教会 

（1）国内教会和海外教会的差异 

国内情况和海外教会有许多不同，如果你在国内信主，出国后再回来，或许对出国前

国内本土教会有一些认识，因此较容易适应。但如在国外信主，则可能对国内教会不大了

解，可能很不适应。渐渐了解国内的信仰环境，尽可能做好充分准备，对回来之后会有很

大的帮助。 

譬如说，某些本土教会在某些方面可能很缺乏，例如聚会的场地、带领人的素质、圣

经的知识等，但这些教会一般较注重单纯的与上帝的关系，因此灵命往往较成熟，经历过

主的信实，知道付代价、舍己，知道如何靠主走十架道路，虽然不能一概而论。新兴的城

市教会，与传统的本土教会有相当的差异，因着成员的不同，和以上的描述，也有相当的

出入。 

一般来说，海外尤其是欧美的教会，因为外部的社会形态的发达，信仰环境也很自

由，很少经历过国内社会环境对信仰的冲击。因此，有一些区域或有些教会，在信仰上变

得似乎很理性，也越来越重视外在的形式，越来越私利化、世俗化、俱乐部化、沙龙化、

信仰浅层化，而非真正在灵里与上帝相交、与圣徒相通——这种风气正在影响中国的城市

教会——而中国城市教会正在兴起，正在成为改变中国教会面貌的中坚，却也可能步入一

些欧美教会之后尘。 

有些海归肢体深有感叹地说，在海外参加的祷告聚会常是花拳绣腿的演练，回到国内

则是真枪实弹的属灵争战，若不迫切祷告，必败无疑。祷告必须建基在灵命成长上，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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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命根基，才可以与上帝同行，才能蒙福和得力。 

但另一方面，有些大陆本土教会，也存在轻视神学甚至反智主义；轻看甚至排斥文化

使命、社会关怀，以逃避责任关门自守为属灵；只关心自己教会一小圈人，很少关心神家

与社会整体的需要；教会治理无规范、真理装备薄弱等等危机。 

总而言之，由于大环境的不同与变迁，会众背景的差异与个别教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

倾向，教会彼此之间，在同样的基要信仰之上，从聚会气氛、行政系统到宣教异象，都有

可能有很大差别。因此建议海归，应当预备成为正面沟通的桥梁，回应神家今日真正的需

要。同时，对于中国教会： 

（1） 不要以自己过去的教会经验做主观判断的唯一标准。 

（2） 多听闻一些国内教会的状况，包括农村、城市、登记、非登记、国际教会（为外国

籍人士）等等，少评论，更不要太快下定论。 

（3） 最基要的关注，应是：信仰是否纯正，是否以圣经为最高权威，教会是否以基督为

头？其它有关本土教会的形式、聚会气氛、传统……等，不要妄加批评。 

 

（2） 国内教会简介 

 -“三自”教会 

“三自”教会的全称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三自”

的意思是“自治、自传、自养”，源于要和“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和“海外宗教势力”划清界限。其基

本宗旨是（摘自两会官网）：“团结和引导全国广大基督徒，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积极拥护和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办好中国基督教会。”（详情请见

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lianghuijianjie.html） 

 

- 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是指国内由基督徒自发组织建立的基督教会。因其产生初期没有教堂，多在信徒家里举

行聚会，因此得名“家庭教会”。但现在大多数在大中城市的家庭教会都已走出“家庭”，采取公开聚

会的模式，会众也日益加增。 

(3) 真道造就 

在真道上进一步造就，包括下列可能项目： 

（1） 查经。“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有计划按卷查考全本圣经。教会查经一般

较精细缓慢，还应辅以家庭基要系统查经。 

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lianghuijianj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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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要性的系统神学。以总原则避免解经的偏差，认识上帝启示的整全性。 

（3） 教会史。认清圣灵在历代教会中的作为。 

（4） 历代圣徒传记等。 

（5） 如果条件许可，要进福音派的神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如果条件有限，也可以通过

网络进行学习。要注意挑选，进行分辨，确保你所接受的是正统纯正的神学。 

你如何在真道造就上长进？除了熟悉圣经以外，你还计划增进哪方面的知识？ 

 

9. 事奉的操练和预备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为自己祷告，愿意起来参与教会事奉，并且操练学习，找出自己

恩赐的所在，比如（1）传福音；（2）讲道；（3）牧师；（4）教导；（5）预言；（6）劝

化；（7）施舍；（8）治理；（9）怜悯人；（10）医病；（11）接待；（12）其它。（参见

《罗马书》12 章；《哥林多前书》12 章；《以弗所书》4 章） 

有这样使命的，最好在长期回国前，先回国几次，了解国内工作环境和教会服事现

况，预先有心理准备。 

要认清自己的恩赐，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只是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而已。求上帝指导

我们好好使用我们的恩赐。 

 

10. 加入团契和教会 

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家。当你成为上帝的孩子，你就成了祂全球大家庭中的一员。你

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归属感可能是在海外（居留国），也可能是在国内。不管怎样，你已经

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了与上帝子民之间的团契。 

思想题目——在你准备回国前，请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 

(1)  回国后，当你知道在海外（居留国）有众多的朋友为你祈祷、给你鼓励，你会觉

得怎么样？列出你觉得会为你祈祷的弟兄姊妹的名字。你何时开始请他们为你祈

祷？ 

(2)  被教会差派回国，或者被查经小组差派回国，或者被你所在的基督徒校园团契差

派回国，它们会有什么不同？ 

(3)  如果你是某个教会的成员，请跟你的牧师谈一谈关于献身事奉上帝的心志。也与

你所在的校园团契探讨一下有关献身的话题。 

(4)  另一方面，你打算什么时候、如何联络家乡的兄弟姐妹和基督徒？在国内，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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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哪些曾在海外（居留国）学习业已回国的基督徒？如果你不认识，怎样才能联

络到他们？ 

(5)  你该怎样在海外（居留国）建立一个与你有共同信仰、并愿意支持你的团体？何

时起你将支持你的团体转向国内？该如何转变？ 

(6)  开始请求你所在的教会和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姊妹为你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