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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85/90 後：分析新一代留學生特質的六個維度 

——使者 85/90 後學生培訓事工白皮書之一       

 

使者培訓事工部 
 

 

基督使者協會自 1963 年成立以來，藉著神所託付的清晰的異象與使命，傾力帶領北美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學

生以及專業人士歸主，裝備他們做主門徒，鼓勵他們將信仰溶入文化，進而服事基督，成為神國的生力軍。在

面臨新時代挑戰之際，特別成立 85/90 後培訓事工項目，以回應 2006 年以來中國新一代留學生湧入北美校園

的澎湃浪潮。此事工的使命是，裝備北美教會與一般信徒，向新一波 85/90 後本科生與研究生，作好佈道、門

訓的工作，並挑戰他們投入普世宣教的行列。 
 

經過一年多的籌劃、研究，並且於 2013 年 10 月 16 日至 19 日在使者總部舉辦「85/90 後校園事工策略會議」

（Post-85/90s Student Ministry Consultation Conference），慎重邀請在 85/90 後事工上有特殊經歷或專長的人士齊

聚一堂，探討對在北美地區中國 85/90 後學生的認識，以及如何針對他們的需要發展有策略性的校園事工之哲

理、框架與模式，並且一同探索和展望北美新一代校園事工的前景，彙整成為「使者 85/90 後培訓事工白皮

書」，一方面作為使者培訓事工發展的指南，另一方面與所有關心在北美的中國新一代留學生的個人與機構分

享、交流，企盼能一同學習如何愛護新一代青年學子、認識他們的內心需要、陪伴他們突破成長，並邀請他們

與我們一同領受神國異象，實踐萬民宣教的大使命。 
 

本文《認識在北美的中國 85/90 後：分析新一代留學生特質的六個維度》為「85/90 後學生培訓事工白皮書」

之一，後續內容將陸續刊發。藉此也深切地盼望對此議題有深入見解的人士能繼續就「使者 85/90 後培訓事工

白皮書」的內容，與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並給予我們寶貴的指導與反饋意見，使這份文件的內容能日臻完

善，成為使者協會以及北美華人教會切實可靠的指導。 

 

維度一：中國歷史與社會劇烈變遷下的原生家庭，同時塑造兩代人獨特的社會人格。 

I.1 家庭物質特徵：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原生家庭傾向於以物質的手段來表達對下一代人的關愛。 

I.2 家庭社會特徵：經歷過社會解構的原生家庭，若對社會產生不信任，並自覺到是在不安全的社會中

生存，便傾向於將一切注意力投入於家庭，並將自己對社會的不安全感灌輸給下一代，同時又期待

他們可以在比較好的社會環境下生活，因而，對他們的現實與未來生活都顯得過度焦慮、操控或溺

愛。 

I.3 家庭信仰特徵：經歷過信仰解離的原生家庭，若曾為信仰（不論是傳統信仰、無神論或基督宗教）

付上過重大代價，便傾向於不再積極地將原生家庭的信仰與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無神論與唯物思

想本身若無法有效地成為家庭思想教育的核心，原有的人文思想與靈性資本或因經歷過迫害或因缺

失也未得傳承，這便造成下一代信仰上的真空。 



 2 

 

I.4 代際關係特徵：原生家庭本身若自覺經歷到成長上的欠缺，可能傾向於在下一代身上尋找補償。部

分原生家庭本身欠缺被愛的經驗，因而不明白如何表達愛，同時又缺少人文思想與靈性資本，只能

訴諸物質、權力、專業、人脈等操控性的手段去表現對下一代的關心，並期待獲得回報。與此同時，

他們在對下一代付出關心的時候，其本身的負向特質也對下一代人的人格造成傷害與扭曲。 

I.5 家庭性格特徵：對社會環境缺乏信任的原生家庭傾向於顯得過度內向化，家庭成員彼此過度依賴，

兩代人之間的正、負向特質交互影響，並塑造彼此的人格。在不可信賴的世界裏，除了個人，只有

家庭。家庭若再解離，“世界”即面臨崩潰，個人生命則面臨幻滅的危機。在許多喪失功能或解體

的家庭中，近親的特定成員（如阿姨或姑姑）經常對下一代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I.6 代際體格特徵：出生於中國經濟成長年代的 85/90 後，沒有體驗過原生家庭一代所經歷的經濟蕭條、

甚至饑荒，他們在童年時期營養豐富，比父輩們顯得脣紅齒白，更為健美。其中許多人受到原生家

庭的影響，相對而言更重視身體的健康，更重視身形與外表的健美，也更留意保護自己，免於疾病

的威脅。 

I.7 物質與人際關係的考量：整體而言，來自中國的 85/90 後一代人，對於物質與親密關係之間錯縱複

雜的交織關係既感到困擾，又期待有所突破。他們會思考：是否物質真的決定了關係？人與人之間

究竟有否可能建立起不依賴於物質的、真實而穩定的關係？85/90後追逐物質的背後，總含有追求關

係的動機；而追求關係的背後，又無法輕易擺脫物質上的考慮。這種傾向，反映在他們與原生家庭

之間的關係上，也反映在他們與同儕、以及親密配偶之間的關係上。 

I.8 代際關係深度：受到一九六零年代以來、中國歷史與社會劇烈變遷的衝擊，就整體而論，中國

85/90後的人格塑造所受到的原生家庭之影響，可能大過其他在海外的中國同齡人。換言之，來自中

國的 85/90 後，相對於其他海外華人第二代而言，其自我形像的塑造更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因

此，向來自中國的 85/90 後傳福音、陪伴他們靈命成長，有一個非常自然的切入點，就是關懷他們

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 

I.9 心靈所系與福音切入點：就個體來講，來自中國的 85/90 後學生，每一個人的原生家庭都有不同的

故事，因此我們不宜用單一的刻板印象來解讀分析他們的個人人格特質以及他們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而是需要考慮具體不同的家庭生活經歷，尤其是，關懷他們與自己的母親之間、祖父母之間，或是

特定家庭成員（如阿姨）之間，那種強烈依賴又矛盾的情結。在生離死別之間，他們已經在經歷著

“生離”的痛苦，因而更恐懼死亡所帶來的“永別”，如果再加上一些過去難以化解的傷痕與矛盾

的糾結，這經常可以成為切入福音、介紹十字架救贖之愛與復活生命大能的理想窗口。當我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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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進入到他們的生命與心靈之中，當我們為他們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禱告，當我們輔導他們

建立以神為中心的人際觀與真愛觀時，我們也正在把他們引導到自我重整和生命重建的道路上。 

I.10 心靈特質與對福音的開放：來自中國的 85/90 後，因為未曾直接體驗過原生家庭所經歷過的物質匱

乏、社會解構與信仰解離，更有機會保持赤子之心與道德良知，在道德式微的現代中國社會中，重

新發出對善與美的吶喊，也更有興趣重新拾回上一代所丟棄的宗教信仰。事實上，由於他們這代人

對於信仰與新觀念的開放態度，基督信仰在中國境內的校園與城市中，在曾經也是無神論者的85/90

後一代中已經在快速地發展，並且有方興未艾之勢。 

I.11 代際關係與福音的傳遞：來自中國的 85/90 後，相較於上一代而言，父母親對於他們歸信基督教，

甚至念神學院的接受度比較高。這並不一定是因為父母親的思想開放，而是因為他們更願意去尊重

與支持這一代兒女的選擇。正因為 85/90 後一代與原生家庭之間血濃於水式的相互依存關係，他們

也是最有機會將福音傳回給中國上一代的一群人。 

I.12 社會變遷與代際差異：根據觀察，80 後的一代與 90 後的一代又略有差異。80 後的原生家庭經歷更

多的社會劇烈變遷，家庭內部承受更多來自社會的壓力，因此，80 後的一代相較於 90 後一代顯得

心事更多，內在憂慮更大。相對而言，90 後的原生家庭經歷較少的社會劇烈變遷，家庭內部承受較

少壓力，然而他們在一個已經變遷過的中國社會長大，90 後的一代相較於 80 後一代又顯得更為空

虛，內心更為脆弱，更訴諸物質，卻可能表現的更為務實。 

 

維度二：中國一子化生育政策，培育出兼具高度獨立性與高度依賴性雙重性格的獨生代。 

I.13 獨生代與獨生子女特徵：雖然中國推行一胎化政策並非達到百分之百的成效，八零後與 90 後中都

有非獨生子女，90 後獨生子女的比例又較八零後為高，因此不能將 85/90 後與獨生代直接劃上等

號。但是，由於性別差異與歧視，由於性別所導致的不同撫養方式，以及由於非獨生子女之間的年

齡差距等原因，很多非獨生子女也顯示出相當的獨生子女特徵。 

I.14 高度獨立的性格特質：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中國家庭中“稀為貴”的現象，並且因此而改變了傳統中

國社會中的家庭權力結構。在今日的中國獨生子女家庭中，許多獨生代受到更多的關注，也被賦予

更多的尊重，甚至擁有參與家庭決策的權利，這使他們提早向成人世界認同，形成 “小大人”的性

格，並提早養成自主意識與思考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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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 高度依賴的性格特質：與此同時，許多獨生子女在家庭成員的高度關注、支持與保護下成長，相對

缺少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與獨立處理社會現實的機會，他們若對家庭特定成員過度依賴，更容易形

成“天之驕子”的性格。兩種矛盾的成長方向，促成他們同時具高度獨立性與高度依賴性的雙重性

格。 

I.16 “草莓族”性格特質：若獨生子女之原生家庭所給予的支持，主要以物質、權力、專業、人脈等操

控性的手段為主，而欠缺人文思想與靈性資本的輸入與支持（參維度一的分析），他們一方面內在

強烈地渴望獨立，另一方面缺少內在的資源去面對現實環境的壓力，以至於產生更大的無力感與焦

慮感，形成“脆弱的草莓族”性格。獨生子女的原生家庭經常無法理解，物質豐裕的下一代，事實

上承受著更大的內心壓力：他們對自我的期望更高，內心的資源卻更少，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紙

薄”的心靈特質，或者說是自身理想與自身心靈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有許多獨生子女，都自覺自

己是完美主義者。家庭雖然給予他們金錢上的支援，他們卻經常感覺心靈貧窮，尤其難以克服自己

本身的缺陷。 

I.17 同輩關係的依存特徵：與非獨生子女比較，許多獨生子女都更看重友誼，也更珍惜從小一起長大的

同伴。在缺少兄弟姊妹的情形下，朋友之間的情誼可能會像親人一樣地強烈、深刻而持久。部分獨

生子女對於同儕壓力的恐懼，遠大於對原生家庭壓力的恐懼。 

I.18 同輩關係的困擾心理：獨生子女這代人之間的人際關係體現出更多的平等與相互尊重的特質，他們

之間也更願意溝通。然而當彼此都對自我以及人際關係有更高的期待，內在又欠缺資源去處理複雜

的現實問題時，獨生子女一代之間的人際問題顯得格外地糾結，並帶來無數的心理與情緒上的困

擾。 

I.19 人際關係上的社會烙印：來自中國的 85/90 後這代人的人際關係，經常從一起分享物質上的享受開

始，因為上一代並沒有傳遞給他們其他的方式去建立人際關係，他們也沒有想到過會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這在他們的心中留下“物質”是人際關係之基礎的刻板印象。

然而，他們的內心也知道，物質無法解決人際關係中許多細膩而複雜的問題。這種現象也折射出中

國社會過度追求物質文明，而忽視精神文明的不平衡發展的社會性結果。 

I.20 處理問題方式：根據觀察，85/90 後的學子出國後，儘管很快地能找到自己的交友圈，但遇到困難

時，傾向於第一時間自己解決，而不是找朋友商量。他們可能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自己的需要，而不

是找一個親密的朋友諮詢。他們雖然重視友誼，但不一定善於發揮友誼在生活各層面上的益處。 

I.21 性經歷與情感困擾：相較於上一代，85/90 後一代中有更多的人對性採取自由開放的態度。同居與

同性戀現象都顯得更為普遍，也更為公開。他們這樣做並不必然是出於反對傳統的倫理價值（事實

上，傳統的倫理價值在中國社會正面臨著解體，與此同時，他們許多人根本沒有在性的倫理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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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清楚的教導），而是在缺少內在資源的情況下，盲目從眾與順從情欲去經營親密關係的結果。伴

隨 85/90 後一代即將進入結婚生子的年齡了，許多人對於性別認同、兩性關係、婚姻關係、兒女教

養等問題，還處於迷惘、困惑、恐懼、憤怒、不知所措之中。對於沉迷情欲的人來說，也許更深刻

的問題是不知道如何去經營愛的關係，許多人受制於充滿操控性質的情欲糾纏之中而苦不堪言。服

事這樣的人，我們需要用溫柔、同理的態度，深入理解他們的苦楚，幫助他們逐漸理解基督教倫理

真實的價值與助益，而非一味地在他們的不道德行為上大加責罰，事實上，他們也是整個社會倫理

價值失序的犧牲品與受害者。 

I.22 社會價值觀念特質及其影響：獨生子女一代對專制政體、威權社會、封閉的文化價值，以及階級不

平等等社會現象顯得更為反感。他們對於社會不公義事件的反應也顯得更為強烈，他們參與社會的

意識也更加積極，甚至願意採取公眾行動。獨生子女一代自己所建構的社群文化，也多具有平等、

尊重、開放、多元等特色，且更為重視個人特色與主體意識。相較於上一代的鄉村型家庭教會，

85/90 後一代所建構的校園團體，以及有他們參與的中國新興城市教會與團契組織也是更多地選擇

以公開、透明、有組織、有體系的方式來運作。我們將很難想像，當獨生子女一代正式參與中國的

教會、企業、社會、甚至政治的決策時，他們會選擇繼續維持一個專制、威權、封閉、不平等的社

會體制。 

I.23 獨生代特質——福音的起點：中國量產了一整代的獨生子女社會，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有的新

現象。歷史並沒有提供現成的人文資源指導他們如何去經營一個專屬於獨生子女的社會。八零後的

獨生代如何塑造他們的社會觀、家庭觀、政治觀等，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 90 後獨生代學習的典

範。八零後的獨生代，有機會在各行各業大量出現能夠影響 90 後獨生代的領袖。在學生事工的情

境中，服事 85/90 後的工作者可能會感受到，就整體而言，他們更留意自己的感受，更堅持決策的

過程必須被說服而不是被強迫，更主動表達個人的意見（獨立性），同時在情緒上期望更多的雙向

互動、被理解、被肯定、與被支持（依賴性）。服事 85/90 後的工作者需要理解他們這種兼具高度

獨立性與高度依賴性雙重性格，用耐心、尊重、智慧與愛心去引導他們成長。 

I.24 福音與門訓的著重點：根據前文所述，獨生子女一代所具有的高度獨立與高度依賴的雙重性格，向

獨生子女一代傳福音、或作門徒訓練，需要首重人際關係的處理、自我形像的重整與情緒問題的管

理。“人乃按著神的形像受造”， “不為著人的眼光而活”，“活著為要更像基督”，“基督怎樣

愛我們，我們也怎樣彼此相愛”，“在基督裏，就是新造的人”，是獨生子女一代最需要聽見、理

解、內化並反覆實踐乃至經歷生命改變的福音真理。 

 



 6 

 

維度三：經濟發展至上的教育體系，獨重成績與專業表現，而忽視全人發展。 

I.25 偏差的教育觀念——只重成績忽略全人發展：經濟快速發展下的中國教育體系，和許多其他經濟起

飛的國家一樣，以國家經濟發展為主導，獨重智育成績與專業表現，原生家庭也是一切以“唸書”

和“上好大學”為惟一的教育目標，而忽視年輕人在德育、體育、群育、美育方面的發展，並輕看

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造成青少年晚熟的現象，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也不例外。這並非中國 85/90

後特有的現象，其他華人社會中也經常發生。然而，我們觀察到，赴美留學的中國 85/90 後群體

中，這種現象格外地顯著。 

I.26 缺失的全人發展內容：部分來自中國的 85/90 後大學生，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情緒管理能力與社

交能力，仍然停留於青少年的水準。除了接機之外，協助安排生活購物（grocery shopping），處理

生活雜事，輔導社交生活，情緒管理，介紹美國交通規則、法律制度、如何考駕照、如何申辦信用

卡，與認識美國文化、誠通道德標準等，都是北美華人教會與校園工作者可以提供的具體服務專案

與成長目標。 

I.27 培養特殊天分的代價：部分原生家庭為了培養兒女的特殊天分，刻意地扭曲兒女的全人發展，孤注

一擲地發展特殊才能，如音樂，以實現原生家庭本身的夢想。少數兒女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更多

的人則在激烈的經爭中經歷慘敗，同時又失去了全人發展的機會；還有少數人長大後與原生家庭的

關係破裂，難以復原。 

I.28 引入來自基督信仰的整全職涯輔導：部分來自中國的 85/90 後大學生在選擇院系與生涯就業的過程

中，以原生家庭的意向、社會的風氣、經濟發展的機會為主導，而沒有充分考慮到個人的性向與潛

能，缺乏對自我的認識，也缺少對工作的社會環境與專業環境的認識。以生涯就業為主題的諮商講

座，如果能配合指導處理人際關係相關的感情、家庭、情緒、自我形像等問題，則可以幫助學生深

入理解職涯選擇背後的價值觀、世界觀與內心動機，並進一步學習建立以神為中心的價值觀、世界

觀，追求內心生命的改變，促進其全人發展。 

 

維度四：後現代的社會環境與全球化的經濟環境，給予年輕人提早尋找自我認同、群體認同，與發展個人特

色的巨大壓力。 

I.29 世界迅猛發展與遭受擠壓的人生：信息、經濟與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把全世界推向激烈競爭的舞臺。

面對發展個人特色的壓力，年輕人被迫對個人認同與群體認同提早表態。全世界都在向今日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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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問，“你是誰？你與別人有什麼不同？你能帶給我們什麼貢獻？”上個世代的年輕人，只要找

到自己的專業，就能夠安身立命。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僅僅找到自己的專業並不夠，還需要找到自

己的特色、風格與在群體中特殊的存在價值。換言之，他們在更年輕的時候，就要能夠體會自己的

“天命”，這是上一代人無法想像的巨大社會壓力。 

I.30 世俗學校教育的危機與探尋出路：現存的教育體系以狹窄的專業技術為重，而輕忽廣博的人文與社

會科學教育，能夠提供給年輕人找到個人認同、個人特色的資源極為有限。年輕人更多需要的是，

能夠擁有可以提供創新力的文化資源、人文資源與信仰資源來回應全球化與後現代社會的挑戰。因

此，許多年輕人已經意識到，學校只是取得專業技術的一個管道，工作也只是謀生的一種工具，安

身立命的問題還需要從別處尋找出路，這反映了今日世俗學校教育的嚴重危機。他們正在尋找的

是，自己能夠認同、有發展性、具有特色、卻又不流於怪異的群體價值與社群文化。因此，年輕人

不再視家庭、學校為提供人生問題解答的關鍵資源，而更多轉向同儕、流行文化、與各種多元價值

的社會群體。 

I.31 同輩關係與網路遊戲中的尋覓：後現代社會由為數眾多而又多元的小社會網路所組成，個人可以自

由選擇的專案更多，但個人與社會整體的關係卻更為疏離。既然缺少普世皆准的價值體系可以讓年

輕人安身立命，他們就必須找到讓自己能夠認同與適應的小團體，以此使自己不致淪為社會的邊緣

份子，這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因此，角色扮演（role-play），成為後現代年輕人最風靡的遊

戲模式，他們可以在其中任意地改變自己的自我形像與群體認同，以此尋找最合適自己的生存策

略，又不必負起現實生活的嚴肅責任。 

I.32 事工中以團契與門訓為策略：後現代社會下的年輕人，其參與教會的動機不一定是為了追求信仰，

也可能是為了尋找歸屬的社群。相較於上一代而言，他們更傾向於先進入團契，而後才參加崇拜；

而非先參加崇拜，之後再走進團契。因此，在後現代社會裏，團契的建造顯得更為重要。然而，我

們也需要留意到，今日的許多年輕人對價值觀的態度是相對而多元的。雖然他們也願意配合教會的

期待，履行各種基督徒的職分，但這並不等同於他們從內心裏已經歸信基督信仰，因此，提供有深

度的門徒訓練對後現代社會下的年輕人的信仰成長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I.33 事工中個人成長與團契關係並重：我們觀察到，在 85/90 後的年輕人中，也有向保守屬靈長輩認同

的一群人，效法他們屬靈的外表、屬靈的術語，但生命的內涵尚未成熟。他們可能很得保守長輩的

喜愛，卻不見得為同儕接受，同時更容易掉入屬靈驕傲的試探中。門徒訓練者需要有洞察力，輔導

他們在基督的恩典裏用信心建立真品格，與整個團契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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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4 小組門訓之意義：以小組的形式進行門徒訓練，不但傳遞了門徒訓練的內容，也提供了年輕人可以

認同與歸屬的群體生活。在小組中建立信任、開放的氣氛，一面分享、一面學習，對於門徒訓練的

成功至關重要。 

I.35 連於基督的自我建造之目標：以基督信仰來建立個人的自我形象，這為後現代社會下的個人提供終

極的目標與救贖性的引導。“在基督裏就是新造的人”的信念可以幫助年輕人面對自己，並接受生

命改變的可能性。 “住在基督裏”、“學像基督的樣式”能夠鼓勵年輕人勇於突破自我的限制，邁

向生命改變的路程。 

I.36 處境化神學理念對學生事工的指導意義：基督信仰所具有的普世價值內涵，在支離破碎的後現代社

會環境裏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相當程度的穩定感，並幫助他們建立可以安身的社群。雖然在基督宗教

的氛圍中，各教會與團契的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多元而分化的狀態，但是，“肢體雖多，身

子卻是一個”，教會需要慎思明辨，在各種神學、聖經、世界觀與倫理議題上，何時求同，何時存

異，兼顧一與多平衡並存的團契觀與教會觀，這是後現代社會處境中需要深化的牧養哲理。 

I.37 處境化神學的應用與今日學生事工切入點：基督信仰在上一代華人知識份子中傳播時所被關注的議

題，如信仰與科學、有神與無神、一神與多神、創造與演化等等，相對而言，在新生代的知識份子

中已經不再具有佈道上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對自我實現、人際關係、存在價值、家庭婚姻、情

緒管理、社會正義等議題的密切關注。然而新生代知識份子並非不需要再認識有關信仰與科學、或

與無神論相關的議題；只是這些議題不再是向 85/90 後這代人傳福音時最理想的切入點。 

I.38 新生代基督徒的特質：基督信仰在上一代華人教會中傳承時重視個人靈命的塑造與家庭的倫理，展

開來講，就是重視個人靈修而較忽視團契生活，重視順服權柄而相對忽略神學教育。但是，新一代

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有所不同，他們更樂意分享個人靈命的失敗，更看重軟弱中互相扶持的肢體生

活，並且一旦克服對於使用文字學習抽象知識的障礙，就會展示出他們對學習神學的高度熱誠。相

較於上一代，他們更有機會體現團契生活的真諦，並更有可能建立具有宗派特色的教會系統。 

 

維度五：信息化、全球化下的後現代社會正改變著年輕人的文化溝通模式。 

I.39 權威典範的轉換——從教導到啟發：信息科技的不斷創新與普及，使今日的年輕人擁有自主、快

速、方便、便宜、多方掌握信息與創造信息經濟的能力，這顛覆了現代社會中教導式的權威典範，

而轉向後現代社會中啟發式的權威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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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0 並非完全虛擬的網路自由：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在網路與社交網站上的言論與風格都體現出大膽、自

由而開放的特性，反映出他們對中國專制政治、威權社會以及管制公眾輿論的反動。因為可以更自

由地表達自我與獲取信息，網路世界對中國年輕人而言並不完全是虛擬的，而是具有相當的真實

性。 

I.41 流行文化的魅力——美的元素：流行文化反映了新一代年輕人對美的追求，即所謂的“美就是力

量”。缺少精緻包裝、豐富設計感的產品或信息，被他們認為是廉價而不屑一顧的。教會對年輕人

發佈訊息與舉辦活動也需要重視美感；畢竟，神是一切美感的源頭與終極的創造者。 

I.42 美的力量之一——以簡潔對抗複雜：部分年輕人偏好唯美、單純、不復雜的設計風格，這反映出他

們對現實生活過於複雜的厭惡感。 

I.43 流行文化的感召——成為自己：流行文化也反映出新一代年輕人對自我風格的追求，即“敢於作自

己”。勇於實現個人特色、無懼社會壓力的歌手、作家、演員、藝術家，都可以成為後現代年輕人

心中的英雄與偶像。對於他們而言，“自我”(Self) 已經成為十分嚴肅的哲學課題：關心自我、探

索自我、追求自我實現並不等同於自私（selfish）；因為新一代年輕人並非僅關心本身的自我實

現，他們也關心彼此的自我實現，並視幫助彼此的自我實現為道德價值。因此，當才藝選秀節目中

有默默無聞的市井小民一鳴驚人時，全體觀眾都可以為之流淚喝采。 

I.44 文化溝通模式的轉換：信息科技與流行文化的結合，帶動文化溝通模式進一步的創新，甚至塑造年

輕人的世界觀。流行音樂、微電影、動畫等形式的流行文化，透過信息軟體、全球網路與社交媒體

在年輕人中間廣泛傳播，更甚於傳統電視、CD、DVD 等媒介。訊息傳播更重視訊息的啟發性

（inspiration）而非權威性（authority），也更趨於娛樂化(gamification)、短平快化和破碎化

(fragmentation)。信息的接受與管理則更趨於以視覺為中心、偏重直覺，而降低對文字與理性的運

用。年輕人更習慣於使用手機或 pad 上網，同時管理多方信息，但注意力時間長度則大大縮短

(short-attention span)。 

I.45 “迷戀”網路的原因、意義與局限性：部份新一代的宅男宅女們沉溺於網路與手機，並非是因為他

們喜愛網路與手機本身，而是當他們面對社會並產生悲觀失望與無力感時，還希冀在網路上尋找自

由表達與自由信息的窗口，並探索自我的價值和尋找個人的定位。從他們在網上分享的訊息中我們

可以看到，他們的內心其實渴望與人有真誠的接觸，然而現實生活中的社交生活圈過於狹窄，而且

缺少真摯。網路似乎讓是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加地便利，然而，網路的局限性在於，它並不能真

正解決人與人之間由於缺乏直接與面對面的接觸而帶來的疏離與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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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6 網路事工的局限與突破：沉溺網路本身也使他們更容易跌入網路色情與網路詐騙等不健康的道德行

為或商業行為的引誘。儘管網路事工可以為他們提供信仰諮詢，但是，網路事工本身並不能有效地

觸及他們的內在生命與心靈；用同理心認識他們的心靈需求，幫助他們建立以在真愛中認識自己、

在真理中認識社會的生命交流，才能有效地幫助他們進入信仰，並經歷生命的重整與成長。網路科

技只是提供了一種技術層面的平臺；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的生命交流與成長陪伴經驗才是贏得新一

代年輕人的關鍵。 

 

維度六：北美教育環境吸引中國家庭經濟實力較強的學生前來就學，就整體而言，他們當中以中產階級及其

以上的富二代、官二代居多。 

I.47 來美學生的總體經濟狀況：85/90 後一代來北美留學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多半自付學費與生活費，這

與九十年代後來美留學的一代人有所不同，後者多半依靠申請獎學金與打工求學和謀生。這也形成

兩代留學生之間的強烈對比，就整體而言，當下來美留學的人當中，家庭經濟實力較強的人居多。 

I.48 校園事工所受到的影響：今日在北美留學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就其生活水準與消費水準而言，明顯

較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代留學生為高，這不僅逐漸引起美國校園工作者的關注，也影響到傳

統校園事工模式。教會的愛宴、外展的活動、開放家庭的晚餐、退修會的場地、交通接送使用的工

具等等均需要重新考量，或提高素質，或變換形式，以配合學生的需要與期待。 

I.49 來美學生中非獨生子女情況：根據我們的觀察（未經統計證實），在北美留學的 85/90 後一代人當

中，可能非獨生子女的比例較國內城市中的 85/90 後略高，他們當中許多人家中都有年齡小於他們

6-12 歲的弟妹（待研究證實）。即便如此，因為弟妹年齡相距較大，以及撫養方式的差異，他們仍

然可能具備獨生子女高度獨立又高度依賴的雙重性格。 

I.50 來美學生的多重留學動機：新一代留學生到北美留學的動機非常複雜，他們或者 1）因為父母認定

孩子出國唸書將來返國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而應父母要求出國留學；或者 2）為了將來返國接續父

母家業而應父母要求出國留學；或者 3）為了逃避國內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而被父母要求出國留

學；或者 4）為了獲得移民身份，將來全家移民而依父母意願出國留學；或者 5)自己希望出國留

學，希望開拓視野，特別是吸收西方文化中平等、自由、開放等社會價值；或者 6)出於從眾心理，

即周圍人都鼓吹出國留學，加增父母與個人對留學的興趣；或者 7)父母完全對國內的發展感到失望

而盼望兒女嘗試到國外發展；或者 8) 通過學校的交換學生計畫出國，他們支付國際學生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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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同時獲得國外與國內大學學位。據觀察，能夠出國留學的人，盼望留在國外發展、或是在國

外獲得一定發展之後再回國的人數居多，純粹只是出國念書、畢業後即返國的人數較少。 

I.51 來美學生的經濟實力差異：以為在北美留學 85/90 後都是富二代，是一種迷思。中產階級以上的家

庭願意投資相當的經費支持孩子的學費與生活費，並不等於家境富裕。無論是在北美尋找工作，或

是返國就業，學生完成學業之後，仍然需要擔負相當的財務壓力。留學者本人也不見得會自認為家

境富裕，校園事工工作者需要留意，避免動輒稱呼他們為“富二代”。真正的富二代與官二代沒有

經濟壓力，在北美完成學業之後，他們會有更多的條件運用不同的身份居留北美，或是輾轉到其他

國家。 

I.52 申請材料造假的傷害與後患：到北美留學的中國新一代留學生，由於多半是應父母的要求而留學，

其中在申請學校時所提供的推薦信與成績單上造假的人為數不少。然而，也有許多人良知未泯，因

造假而經歷很多痛苦的心靈掙扎、情緒困擾與自我形象的貶損。 

I.53 與中國境內非留學同齡人之間的差異：整體而言，中國國內嚮往出國留學的風氣經久不衰，能夠順

利出國留學的人畢竟是少數，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也屬於“菁英”群體，這也自然地形成他們的

一種意識，即感覺自己與沒有機會出國的人有所不同。在國外，他們也願意與其他的中國留學生一

起建立自己的社群，塑造自己的社群文化，例如參與中國留學生與學者聯合會等。在北美的中國

85/90 後留學生，與在中國境內的 85/90 後的確不盡相同。原生家庭經濟基礎上的差異，加上海外留

學與生活經驗的洗禮，這些都在逐漸拉大這個年齡群體內部的文化差距，而從“留學”轉變成“海

歸”則更加深了這個年齡群體內部的文化落差。 

I.54 北美社會環境的雙重特徵與影響：對於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來說，北美開放、自由的言論環境是最具

有衝擊性的經驗，可以重新塑造一個人的全部世界觀。然而，北美的媒體、網路、電玩上也充斥著

許多暴力、色情的因素，並且可能對中國留學生造成負面的影響。 

 

維度分析的交叉運用與限制 

I.55 代際差異所反映的時代鴻溝：根據以上六個維度的分析，我們觀察到 85/90 後的整體氣質與特色，

這自有其獨特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背景；他們與上一個世代之間的差異，不能完全從年齡

的代溝(generational gap)上獲得理解，而更應該從文化溝壑(cultural gap)的視角來進行解析。換言之，

即便是在年齡成熟之後，他們與上一個世代之間的文化差異也不會輕易地改變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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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6 共性特質引導下的個案認知：以上採取不同“維度”(dimension)的視角來分析中國 85/90 後一代留學

生的特質，乃因所涉獵的因素的確高度複雜，而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我們又可以說，每個留學生都

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不宜以刻板印象、以一概全、先入為主的方式去理解。然而這六個維度確實可

以為我們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如能配合傾聽、關懷與對話，則有望能幫助我們更快地去認識一個

個留學生的內心世界。 

I.57 從點到面的案例分析與應用：以上六個維度上的每個因數都可能對一個留學生各個方面的生活產生

輻射與交互性影響，因此可以交叉運用作為分析的工具。例如：一個來到北美兩年的留學生，每天

下課以後仍然沈迷於網路社交，和仍在國內的一群高中朋友打網路遊戲，衣食不能好好自理，成績

一路下滑。我們從這六個維度上的不同因數進行分析，就可以發現一些線索，並幫助我們去理解這

個留學生的處境，逐漸找到關懷的切入點與幫助他的方法。 

I.58 上帝的主導與聖靈的同工：最後，我們再次重申，這裏所提出的六個維度都各有其分析的限制，任

何事工的發展一定離不開上帝的主導和聖靈的同工。因此，服事 85/90 後的人需要留意和順服聖靈

的帶領，靈活應用這六個維度，深入認識個體的差異，以此有效地將他們帶入到福音之中，幫助他

們獲致個人生命問題與社會問題的解答與行之有效方案。 

 

歡迎您支持使者培訓事工，請聯繫基督使者協會：717-687-8564，afc@afcin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