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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年会主题讲员:  
蔡元云医生 Dr. Philemon Choi

蔡元云医生是香港知名基督教界及医学界人士、社会工作者，以及突破
机构创办人之一。他曾任突破杂志社长、突破机构总干事，及现任突破
汇动青年会长。
Dr. Philemon Choi is an influential Christian leader and medical doctor in 
Hong Kong. He also is a social worker,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Break-
through agency. He used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Breakthrough magazine, 
the director of the Breakthrough agency, and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Youth Global Network.

讲题信息大纲

主题：共建「使命门徒群体」
Missional Community of Disciples (M.C.D.)

16/10  7.30pm （五） : 整全「神的使命」(Wholistic Mission of God)

17/10  7.30pm （六） : 共建基督为首的群体 (Building a Christ-Centered Community)

18/10  8.30am （日） : 徹底跟隨基督的门徒 (Radical Disciples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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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年会主题讲师
CONFERENCE SPEAKER

共建「使命门徒群体」

 「美里福音堂」第40届差传年会将会是一个
承先启后的聚会。「美里福音堂」一直看重承传神
的使命：在本土向不同族裔的群体传扬福音，亦关
心海外的宣教。今天全球都因为 “COVID 19” (「新
冠状病毒」）的肆虐，再加上各地不同原因的「抗
争运动」：政制改革，种族歧视及贫富不均等複杂
的议题；教会的差传事工亦有必要更新。

 今届差传年会选了三个重要的分题：第一个是
「整全神的使命」。作者 Dr. Christopher Wright 是 

Rev. John Scott的亲密同工。他从「创世记」到「启
示录」共66卷圣经的启示，展示什么是「整全神
的使命」：共建合神心意的家庭，承担「文化使
命」（「治理这地」）、「环保使命」（管理神创
造的大自然及活物）。当然要承传基督颁佈的「大
使命」使万民作基督门徒。

 第二个分题是「共建基督为首的群体」。Dr. 

Marva Dawn 是我们敬重的 Rev. Eugene Peterson 的
合作伙伴, 她撰写了一本重要的书:《群体见真章》
（“Truly the Community”）她哀叹不少西方的教会只
是着重教会的聚会及活动，并未能建立一个以基督
为首，信徒生命彼此结连，与三一神紧密结连，信

徒爱裡同行，活出爱神及爱邻舍的生命。Dr. Marva 

Dawn 以《罗马书》为基础，及深入钻研，以圣经
神学为根基，共建一个以基督为首的群体。我深信
每间教会都当学效使徒时代的信徒，共建真正以基
督为首的群体，最终将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甚
至延伸到北非及中东列国。

 第三个主题是「彻底跟随基督的门徒」。值得
我们反醒深思。全球基督徒都敬重的Rev. John Scott 

(史托得牧师)临终前写下一本发人深省的书：“The 

Radical Disciple”，他叹息全球不少信主的基督徒仍
未活出一个真正基督门徒的生命；「要捨己、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马太16:24-26)。倘
若每个基督徒都全心委身基督，在教会、家庭、职
场都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福音将更快传遍天
下, 主必快来。

 我们期望这一届的差传年会能藉着神的话及圣
灵燃点心中的火，让我们同心合意共建「使命门徒
群体」，谦卑与神同行；委身基督，承传整全的神
的使命。

 同心祷告，共同经历神的大爱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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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宣教情:
回顾与前瞻 

差传部总干事
MISSION BOARD DIRECTOR

文/蒋祥平牧师

 教会於1981年6月13～15日举行第一届的差传
年会。当时教会一半以上的会众是学生。教会没有
海外经济的支持，如何参与差传？当时的领袖们就
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为首届差传年会订下了信心
认献的目标――马币一万元。当时候的一万元对信
徒而言，是极大的数目。上帝自己行了神迹。那一
次的认献达到了马币两万元，逐年第二届的差传年
会（四月30日～五月2日）。认献再翻倍达到四万
五千七百八十五元。

 1993年该部门正式易名美里福音堂“差传部”。

二、宣教情的足迹

美里福音堂宣教的足迹有如下：  

(一)  每年举办差传年会   

       美里福音堂自1981年举办了第一届差传年会之
后，就相继不停地每一年都举办差传年会，至今已
办了39届, 今年是第40届。1 上帝透过不同之差传年
会的讲员，加深了教会的差传知识，开阔了传福音
的视野，丰富了履行大使命的策略与方法。教会因
而接触了广大的世界，这是本会成长中莫大的祝福。

 在历史的进程中，差传年会成为了本会每一年
最大的庆典，甚至超越了圣诞节的准备与重视。这
焦点不知不觉的转移，也带来了教会属灵上丰富的
祝福。尤其是在参与了差传的奉献后，教会不但没
有变得缺乏，反而事实证明我们是更加的蒙福。     

 回顾首届的差传认献为马币一万元，如今每年
的差传认献已达将近马币百万元上下，这数目占了
教会每一年总预算的20～25％之间。2 

 在为期三晚和一个主日的联合聚会中3，教会费
心费力、极尽所能地作出许多的安排，其中包请各

1.  历届差传年会的日期、主题与讲员参看本特刊第89页。
2.  1987年最高，差传基金占教会总预算48.2%。
3.  2017 年改为两晚与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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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最多，有16队。
5.  海外三福宣教队去过中国无数的城市，为安全不在本文公布。

04

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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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紫
罗兰牧师   张进禾牧师夫妇

Alvin牧师夫妇
杨佐汉牧师夫妇

 Ern & Ai 夫妇



6. 因为BEM/SIB中文部策略的改变，本会1998年停止支持。今日依然可在BEM/SIB古晋石角和七里中文堂会看到当年工作的效果。
7. 中国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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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政播弟兄



恢复加强培训领袖计划。2004年本会正式派第一
对本会的宣教士，即杨佐翰牧师夫妇驻守大西北
少数名族宣教的服侍。2006年本会差派了第二位
本会的宣教士黄荷音赴大西北宣教，经22年的努
力，宣教士因为孩子的教育及后来大环境逼迫的
加剧，2018年全撤出大西北。24年前，当我们参
与这片土地工作时，得知的基督徒（少数民族）
只有几位，如今估计有1500-2500人。8虽然国外
的宣教士因为逼迫全撤离，本会后期在沿海的培
训，却栽培了替代的宣教士补上，加上本会宣教
士在大西北培训和成立的汉族M宣教团的参与，上
帝的工作不受拦阻，继续向前迈进。

 环境关闭了本会一道福音的门，却开了另一
道门，在无心插柳下，2018年上帝让本会有机会
支持二位尼泊尔宣教士Ps. Min和 Ps. Mahesh展开了
福音遍传尼泊尔的运动，如今那里非常复兴,许多
人归主，教会增长迅速！

三、策略的反思与前瞻

 以过去四十年差传的努力，本会差传采用既
开放又聚焦的策略。那就是放眼普世，却顺着圣
灵给予的带领，在上帝所赐的地理和时间中聚焦
完成祂赋予的感动和带领。40年的日子里，这样
的例子有：(1)从本土的宣教到海外的宣教；(2)
从海外的宣教到锁定的中国大西北和中亚的工场
(包括北非)，尤其M族宣教的专注；(3)灵活的宣
教策略来应对宣教工场的关闭与开放。当中国大
西北宣教们被堵住时，我们的宣教士撤退成为动
员者，尤其动员中国沿海和大西北本土的宣教士
接手。大西北的门关闭了，却打开了另一个封闭
国家尼泊尔的门，让我们可以积极参与，看到福
音继续广传。

 今天宣教的议题之一是: 教会是否直接到宣教
工场建立自己名下的教会？意思不透过差会或当
地教会的配搭, 自己开教会。本会不采纳这策略。
原因是这与放眼普世不受限止, 什么时候聚焦，什
么时候灵活，让圣灵带领着我们前行的限制。教
会把当负起的任务, 按耶稣作主门徒的蓝图和差会
及当地的教会建立据有门徒素质的教会。Patrick 

Johnson三足鼎立的教会宣教模式是本会采纳的
模式：

 一个健康的教会宣教结构需由三个个体组成,
即教会、神学院与差会。各个体都需知道自身不
可或缺扮演的角色，但同时绝不能与其他两者的
个体分隔、独立扮演所有的角色而失衡！9虽然教
会、神学院与差会各有自己核心扮演的角色，但
他们彼此之间有交叠合作，甚至一起作的交界地
带。例如：教会无法一边教导牧养教会，又专心
的开拓宣教工场和照顾宣教士；差会也无法在认
真跨文化宣教时，持守神学装备的素质；神学院
更不能在坚守正确神学传承的时候，每日去关心
信徒所面对的信仰生活问题。三个个体需相辅相
成，同为伙伴，才能整全的完成神国福音的大使
命。这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结构。10

8.  1500-2500包括了维族、哈族、柯族。宣教学学者认为一个未得群体如果有超过1000受洗的信徒，而且能维持20年，就可形成一个归主的运动。
 参阅Joshua Project：Global Mission Trends.ppt Slide #34.

9. Partrick Johnstone, The church is Bigger than You Think: The unfinished Work of World Evangelisation, (Ross-Shire, Great Britain: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1998), p. 210. 

10. Ibid. p.210, Patrick Johnstone,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Church: History, Trends and Possibilities (Colorado Spring, CO: IVP,2011), p. 225.

教会

神学院 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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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载宣教情，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们
没 有 违 背 4 0 年 前 上 帝 委 托 我 们 的 异 象 — —
“圣灵背地里催逼着我们负起传福音
的使命”! 是上帝的手牵引我们走过这40年。
我们有信心同样的一双手将牵着我们走向未来
的宣教，预备迎接我们荣耀的主。

教会

当地教会 未得群体
或区域

网络与装备差会

宣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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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中的盼望

 今年头至今在全世界各国蔓延的Covid-19病
毒，为人类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叫人陷
在恐慌中，也令到许多人患上抑郁症。彼得前书
2:9清楚说明我们是祂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
类、是君尊的祭司。这些宝贵的身份对于相信主
耶稣的我们又得到什么信息或启示呢？是否我们
也和一般人一样活在恐慌害怕，无助当中呢？

 人类的确是脆弱、渺小及有限。为了确保生
命的安全，我们都听命于政府的SOP; 若我们一
样 能 听 从 神 的 命 令 ( O R D E R ) ( 太 2 8 : 1 9 - 2 0 , 可 
16:15)，作主门徒去使万人得救，必不会叫人一
直活在恐慌和迷茫中，反而活得有盼望，即使在
大灾难中，因为信靠主耶稣可以平静安稳。难道
这不是神的心意吗？

 让我们这群属于主的人, 不要因着疫情而陷
在恐慌中, 以致停滞不前。让我们藉着这一届的
差传年会, 再一次从神的话语中得着亮光、能力, 
一起建立负有使命门徒的教会，去传扬基督的
爱, 使万民万国得到主的救恩，作主门徒，一生
荣耀神。

 求主帮助我们肯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愿
意听命付出，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这渺小的人
如诗歌『一粒麦子』歌词所言，种子落在地里靠
主结出许多的子粒，让生命经历蜕变的奇迹。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
 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
 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失丧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
 定睛标竿直跑，必见神的荣耀。

文/罗保华长老

差传部主席
MISSION BOAR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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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与宣教

 耶稣基督于马太福音24章论末日的预言时
间表上分为五个阶段： ( 1 )末期未到的预兆(4-6  

节)；(2)灾难起头的预兆(7-8节)；(3)走向末日关
键 的 预 兆 ( 9 - 1 4 节 ) ； ( 4 ) 末 日 中 大 灾 难 的 预 兆
(15-29节)； (5)耶稣从天而降再来的预兆 (30-31

节)。笔者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末日第三阶段关键
的预兆中。2020年发生了许多天灾人祸，我们
千万不要被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
必有饥荒、地震。”的预兆分散了我们对第三阶
段走向末日关键预兆的关注，而宣教就在这一组
的预兆中被提及。这一组的预兆是：

 “9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
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10那时,
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11且
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12只因不法的事
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13惟有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 

24:9-14)

 在这一组末日关键预兆的重点不再是论世界
怎么了？而是教会里怎么了？它是与灵性有关的
末期关键预兆，至少有三大重点：

文/蒋祥平牧师

  一、外患（v.9-11）

 末日到来之前，教会的外患是预兆
焦点之一，原因是因为撒但魔鬼知道末
期快到了，攻击世界不再是牠的目标，
而是教会！牠的阴谋就是拦阻越多人得
不到永生越好。耶稣说:“那时，人要
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
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是指
不信神的世界给予教会的加剧迫害。目
前每年有9-10万名基督徒因为信仰而殉
道 1，更不用说全球因为信仰而坐牢的
基督徒，更是数不胜数。

  教会不单是受到政治的迫害, 她更
是受到广泛异端信仰的围堵和迷惑。耶
稣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
人。”在诡异的2020年里，异端的教
会比正统的教会更加积极的传扬末日的
信息。典型的例子是东方闪电的女基督
异端，在YouTube上载的传播影片比以
往更加的频密, 而且制作水平之高, 足
以让不善于分辨的信徒轻易的被迷惑。

1.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2020.  Refer “Christian Martyrs per 10-years”  参看本特刊94页或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1/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差传部总干事
MISSION BOAR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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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日迫近的日子里，2020年恰好是本会宣
教年第40周年的记念，其意义非凡：

 1 本会有四十年的宣教记录，虽然跌跌撞撞，有
 太多的亏欠，但献上仅有的五饼二鱼，深信主
 悦纳。试想，如果80年代初，我们没有卑微的
 开始差传事工，请问在最重要的事上，我们拿
 什么来预备迎接我们主的再来呢？
 2 动荡的2020年，天灾人祸，风起云涌，世局
 变幻无常，全球经济受到重创，正提醒我40周
 年不是一个句点，而是让我们继续更认真听从
 主耶稣最后的命令：“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
 下，对万民作见证”，去履行祂清楚交付我们
 的重任。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拦阻，也要不屈
 不饶、坚持到底地，完成耶稣委托我们的终极
 任务。

 愿在四十周年纪念的反思中，让我们更上一层
楼，积极投入普世宣教，无论是祷告、金钱、才干
或生命的奉献，都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切记末期
前的预兆与灵性有关，愿在教会内忧外患的双重挑
战冲击下，我们选择灵性更长进、更爱主、更积极
传福音，而非冷淡和退后。

 末日近了！
 你预备好迎接我们的
 主耶稣的再来了吗？

   二、内忧（v.12-13）

 “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了。”(v.12) 这个预兆是指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教
会在末日时，在撒但强势攻击之下，必有许多不法
的事在教会中发生。例如：假见证、失信、纷争与
分裂等。根据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基督教统计数据的研究，全
球教会财务的罪案从2000年的190亿攀升到2020年
的530亿，增加了5.29%2。当这些不法的事层出不
穷的时候，“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也就是
可意料到的事。人对教会失望，就开始对神、对人
爱心渐渐淡化，而有这样末日光景的时候，耶稣鼓
励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
得救。”(v.13)这里的得救非指救恩，而是指不至于
心灰意冷，灵性倒退，反倒要热心爱主。信徒在这
情景下，要接受末日教会这“不法的事增多”的新
常态，而不灰心继续往前行！  

   三、坚持宣教（v.14）

 在五组的预兆中，唯一一组提到传福音的就是
第三组，由此可见，传福音在末日最后关键时刻里
是何等的重要！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
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末日最
后时刻，教会把最重要的事，看成最重要的事是重
要的！有句话说:“主最后的命令是我们首要的关
切(His Last Command Our First Concern)”。末日要
特别关切宣教，以及福音需遍传的原因是因为：

 1 那是末日前教会要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肩负
 着的重任；因为当末期过了，教会就被提了，
 教会在地上的责任也就结束了，届时我们要向
 神交账。到那时侯，若教会无法呈报传福音的
 记录，而又被主揭发我们的恶行，实在是无颜
 见主面了。
 2 教会被提后，人们要信主特别困难，除了遇到
 大灾难，更是受到敌基督与他组织的迫害和
 屈辱。
 3 在末日尽头，人性的丑陋臻至巅峰，并证明无
 可救药之时, 福音是人们走出堕落唯一的希望。

2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2020. Refer “Ecclesiastical crime”, Ibid. 或参看本特刊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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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主席
CHURCH CHAIRMAN

迈向人人作主门徒，          
人人胸怀普世的教会

 美 国 知 名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奥 利 弗 • 霍 尔 姆 斯
(Oliver Holmes, 1841-1935) 有一次乘坐火车要到行
程的下一站。当查票员来查票时，霍尔姆斯因找
不到车票而心烦意乱，查票员安慰他说:“霍尔
姆斯法官先生，不用担心，等您找到车票时再拿
给我即可，我信任您。”霍尔姆斯沮丧地回答:
“找不到车票不是我最大的问题，我需要我的车
票来告诉我要去的地方。”

 在任何行程路上我们都需要知道要去那里，
不然，我们的旅程就会迷失方向，因而感到慌
张、沮丧，走得沒有信心，甚至半途而废，就算
是最终抵达一个地点时也不肯定此地是否確实是
我们要到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旅程，因为，它失去了
在路途中能享受到许多的精彩和喜乐，対最终抵
达的终点会感到不满足，甚至充满失落。

 相反的，一个拥有清楚目标的行程，它会因
有着目标而有一個明確的方向。这样的行程就会
走得有信心，充满肯定，不会迷失；就算迷失了

也不过是暂时的，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目标可以很
快重新矫正方向朝向正確方向走去，因此，一个
拥有清楚目标的旅程，那怕路途遥远，间中遇到
困难，它也不会放弃。相反的，它会因着看见将
要抵达目的地，而坚持去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向前
直到终点为止。

 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旅程，因为它经历并享
受了路途本身许多的精彩和喜乐，满足于所抵达
的终点，心中充滿喜乐。

 同样的，教会需要清楚知道它要到那里去，
否则它一样可能会迷失方向，因着许多的事工忙
碌感到慌张，无法坚守信念和价值观。领袖因应
付多种事工又看不到成果而感到沮丧，信徒参加
多种不同形式导向的聚会，参与多方面的事工而
失去方向，教会落入一种疲累感。

 箴言29:18这么提醒说：“没有异象，(或作
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

 在和合本圣经里, 在“没有异象”的“异象”
后头, 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或作：默示”，
也就是说,“没有异象”也可翻为“没有默示”，
简单来讲，就是先知从神领受的信息和默示。接
下来第二句：“民就放肆”是指一种“摒除一切
束缚”的状态。

文/周伯东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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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全句的意思是:
当神静默不向祂的百姓说话，百姓就没有来自神的
教训和法度，人民就会松懈下来，毫无约束，摒弃
一切合神心意的做法，转向那些他们的基本欲望所
乐于沉迷的事物，按自我心意，逾越常规。

 出埃及记32:25正是个鲜明的例子。当摩西仅
仅离开百姓四十天，到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百姓
就开始松懈，因为惧怕他永远不会回来，更因为没
有先知的话，百姓就开始不受约束。他们挣脱一切
束缚，按己意叫亚伦为他们铸造金牛犊，又围着金
牛犊跳舞、吃喝玩乐，公开地纵情败坏，重演他们
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这就明显地证实了箴言29:18
的真实：因为没有宣告神的话，所以百姓变得不受
约束。1

 这种类形的放肆会有可能在今天的教会发生吗？

 不，我不是说教会围着金牛犊跳舞、吃喝玩
乐会发生在敎会。但，相同的，倘若一间教会没有
按神默示行事, 按神対敎会的期望并忠心顺服遵行, 
它可能很快就不再把神看为重要的事看为重要，不
再专一把該做最重要的事情看为优先来做，在作神
的好管家，忠心于神所托付的福音和一切的资源上
失责，去追求当前受欢迎的时髦教会的方式和随从
世界的思潮事工，方向因此经常更換，导致活动加
添，花费大量精神和精力在次要的事情上。

 不但如此、它更可能因为要让敎会更有“吸
引力“、就刻意避免挑战信徒委身背起十字架跟从
主，以及改变生命来操练门徒生活的要求。这其实
也是一种放肆、一种摒除一切束缚的情况。在这情
况下，领袖因需应付多种事工，还没看见成果又更
换另一个焦点的重复性感到沮丧，信徒也因不同重
点的教导，多种不同焦点的聚会、参与多方面的服
侍而失去方向，久而久之教会有一种疲累感。

 教会需要清楚知道明確方向，要往那里去，
不是凭自己的意愿，乃是按神话语的默示。

 神向祂的子民所黙示的心意是清楚的：

1. 祂要我们人人效法耶稣；罗马书8:29告诉我
 们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
 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
 中作长子。 ”

2. 祂要普世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升天之
 前向祂的门徒说：
 “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

 从以上经文可见, 人人作主门徒, 人人胸怀普世
是神对祂子民的旨意, 是祂看为最重要的事。因此, 
是教会存在最主要的价值和目的，是教会朝向的目
标; 胸怀普世的主门徒是教会最主要的“产品”。

 感恩，本会多年来己经是一间注重建立门徒
和积极参与宣教的教会。每年的差传年会就是我们
在这两方面所看重及参与最显明的表徵。今年我们
已进入第40届差传年会。2017年为了更聚焦按神
的默示来建立祂的教会，我们采用了【人人作主门
徒，人人胸怀普世】为本会的异象。这异象是要確
保本会把最核心的事当着最重要的事来看待，尽心
专一照着耶稣的版本培育胸怀普世的门徒，也就是
我们期待看见有一天本会人人操练作主门徒，人人
参与胸怀普世事工的目标！

 “人人作主门徒，人人胸怀普世”是一个伟
大的异象，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服从。
在未颁布大使命之前，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18)。 再没有一
件事比这一件更大了，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表示「耶稣是天国的王」这一事实确定了。已故神
学家约翰斯托得在他的书《世界在等待的门徒》这
么说：“人逃避成为激进的门徒最常用的方法，就
是选择性服事；选择适合我们的服事逃避需要付代
价的服事。但是，正因为耶稣是主，我们无权选
择, 无从挑剔，只得顺服他在这当中的权柄。”2 

 因此，我们靠主选择不逃避，顺服祂的权柄
立志，决心建立一间人人作主门徒, 人人胸怀普世, 
门徒宣教导向的教会。这是一个有福的旅程。箴言
29:18后段这么应许说； “......遵守律法（神所默
示）的，便为有福。”

1. https://r.729ly.net/special/special-belief-life/exposition-be-sp-otsp-troubleshooting/ 

 exposition-be-sp-otsp-troubleshooting22

2. 约翰斯托得，世界在等待的门徒（校园书房出版社，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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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MISSIONARY

现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那么不确定(uncertain)、不可预测(unpredictable)、
无从管治(unregulable)、难以估计(uncalculable)的现实世界；而我们当
前所置身的现实，诚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享誉盛名的社会批

评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诊断的，乃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他指出: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般，感觉
起来也不像。这个世界不但没有愈来愈受我们所控制，反倒是

失去控制，已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特别是当新冠肺
炎在全球蔓延之际，更显示出世人都面对无助和恐
慌。然而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把握现今的机

会，完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
大使命。

文/AV

共建
使命门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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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时，这对亚伯拉
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舍弃许多东西，包括环境、亲情、友情、财物、关系等等。他
之所以愿意摆上跟随神，实在是不容易，况且连神要他往哪里去也不清楚。神只是告诉他说：「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需要亚伯拉罕自己凭信心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亚伯拉罕愿意放下一切跟
随神，显示他对神充满信心。

 今天，宣教士的蒙召乃是出于神的恩典。至于往哪里去，祂也
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祂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祂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19-20）

 从旧约亚伯拉罕蒙召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与信实。
照样，来到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神也同样向我们发出了呼
吁。然而祂所得到的回应却令祂大失所望。同样的呼召，却产生不
同的回应。

 愿为主牺牲的群体
 (路十四26；林后十一23-29)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腓三8)(林后十一23-29)

 宣 教 士 必 须 随 时 都 有 牺 牲 性 命 的 准
备，因为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从主耶稣的
许多门徒中，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一帆风顺，
反而是面对许多的逼迫和灾害甚至殉道。
这并不是叫我们盲目的去殉道或自杀。并
不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有机会殉道，因为殉
道乃是一种属天的福气。如果主耶稣不许
可，这些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些门徒身上不得不
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对主耶稣的这种的
忠诚及委身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因为
他们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
牺牲的大爱。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
的生命不但必须与所蒙的恩相称，同时也

必须要有视死如归的心，目的乃是要得着
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赏赐。就如使徒保罗给
我们的劝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
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
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
三13-14)“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
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路
十七33)

    愿为主去的群体
    (赛六8-10)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
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赛六8)

 耶和华问道：「我可以差遣谁呢？谁
肯为我们去呢？」这已经表达了大君王需
要一个使者。这个使者需要具备两个重要
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受王的差遣，以及
他愿意为祂出去。(赛六8-10)因此，以赛
亚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表明他乃是心甘情愿，也是完全的顺服神
的旨意。

1

2   



00 |

    有使命感的群体
    (太廿八18-20)

 在英文翻译中, 「宣教」，称为mission, 「使命」也
称为mission，是来自拉丁文的sending，是「差派」的意
思。宣教就是『被差派』或是『差派别人』出去。保罗
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廿六19) 
这总结了保罗整个宣教服事。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万
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保罗的异象，这也是我
们的使命。

 「宣教」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肩负的重大任务
和责任。(林前九16-17)宣教并不是教会负责人的权力，也
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而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每一
个基督徒的神圣使命(太廿八18-20)。

 大使命的动词不是「去」，而是「使人作门徒」。
主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为他们设立了榜样，并
差派他们到普天下去，直到地极使万民作祂的门徒。然
而当这十二个门徒领受大使命后，他们并不晓得地极在
那里？

 当我们立志作门徒，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也就是
祂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使别人
成为祂的门徒。作主的门徒必须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托付
(祂的心意)，同时也要去遵行，而这个遵行不是外表上的
遵行，而是整个人从里到外愿意完全的活出主耶稣基督
的样式(约壹二:3-6)。当我们这么去行时，圣灵就必常与
我们同在，在福音的事工上和我们一起同工，而不是我
们靠自己力量去单打独斗！

结论：
  
 宣教的行动乃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托付的使命，而这项使命乃是长
时间去进行。从旧约至今已经行进
了数千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漫
长的时间多少也会影响人的心志。
因此，教会极需要从主而来的生命
成为我们宣教的动力，并以坚定的
信心继续往前走，否则我们会被那
恶 者 撒 旦 及 时 夺 取 我 们 服 事 的 心
志。恳求恩主的圣灵不断的更新、
提醒、引导、激励我们的心，使我
们能够靠着祂那满有丰盛的恩典继
续向前走，去完成祂所托付的大使
命 ， 带 领 更 多 失 丧 的 灵 魂 来 归 向
祂，以荣耀天父。

愿恩主悦纳我们在地上的服事。

您在古丝路上的同工,

A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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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廿八18-20)



宣教士
MISSIONARY

文/曾立祥牧师/博士

职场宣教的
挑战和机遇
 我们该如何看待职场宣教

的挑战和机遇？眼见城市化的冲

击，我们该问：这对我们会有什

么影响？面对现今的世界，的确

需要有超宏观的视野，发展足以

回应人们需求的事工。教会和

宣教事工都当有更合宜的长期

计画。

 「一带一路」的倡议带来两种宣教路径：陆路及海路。陆路: 穿越
中亚至欧洲，这些在10/40之窗的主要是信奉伊斯兰的国家，估计有七
千万的穆斯林，二百五十万基督徒和十万的华人。海路: 与东南亚，南
亚和东非相连，大约有二十亿非基督徒，二亿基督徒和一千万华人。国
外的信徒和教会当和国内的教会合作，装备信徒在沿线可能的宣教工场
服事。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世界中，采用各种可能的宣教平台和不同的
宣教方式。

 营商宣教的机会 (Business As Mission)。过去二十年来，普世教会
和差传机构都在某程度上谈论并推动: 「营商差传」(Business As Mission)

「国度营商」(Kingdom Business)「大使命公司」(Great Commission 

Company)、「转化营商」(Transformation Business)「使命营商 (Mission-

al Busines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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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营商差传？它是透过正常、有组织、有
操作，并有盈利的企业，对社会生活、经济状
况、环境生态等带来实质的改善、提升和转化；
但同时存着差传目的，针对福音最缺乏的群体进
行传福音和门徒生活操练事工。国度营商和营商
差传在实践的意义上有所区别；国度营商主要强
调信仰与见证在企业上的结合，把握机会透过企
业活动与建立关系网络以扩展上帝的国度，这事 
工可以在任何处境或区域进行。

 在谈论营商差传前，先要回到强调生命差传
(Mission by living) 和跨越差传 (Mission by crossing 

boundaries)的《圣经》基础。所有福音差传当回
到一个基础上：「作主门徒，活出基督」。每个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的 人 都 应 该 是 生 命 宣 教 士 ( L i fe 

missionary)，把主耶稣带进生活的每个层面，在
每个抉择中活出超越时下的《圣经》主导之价值
观，在每段关系中活出荣耀耶稣的道德观，让
「生活信仰化，信仰基督化。」

 二十一世纪带职或营商宣教崛起的原因如下: 
(1) 向职场宣教策略之一: 有时候，商宣 (Missional 

Business）是接触某个极少听闻福音的群体的最
适合管道。(2) 提供签证平台：世界至少一半国家
不许宣教士长驻，故宣教士需以创意方法进入，
例如利用商宣签证。(3) 提供宣教士经济来源之管
道：许多新兴国家的教会未能完全支持宣教士在
外国的经费，商宣可补助宣教士的需要。

 一．既商亦宣 (Business As Mission, BAM)，
又称商贸转型 (Business for Transformation- B4T)，
以该商贸活动作为接触点，借此传福音。宣教士
和职员在禾场国家注册一家商贸公司，提供一个
基督徒能以身作则的平台，教人如何以基督教伦
理道德来进行合法、合理、合情和合《圣经》的
商贸活动，又盼望透过这商贸活动来认识和接触
未信主的职员、供应商、客户、政府人员、业务
伙伴等，并且提供就业机会，成为当地社区的祝
福，借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二．商本宣教 (Business Based Mission, BBM)

以该商贸活动作为创造宣教士签证的平台，宣教
事工本身未必在此商贸活动中进行。这些设立在
宣教禾场国家的商贸业务，可以提供部分或全部
工资来支援相关的宣教士。宣教士大部分时间可
在其他地方进行宣教活动。

 三．为宣而商 (Business For Mission, BFM) 以
商贸活动赚取的利润来支持宣教工作所需之经
费。此商贸事业由宣教士开办，或由在禾场和家
乡的宣教士，以至支持者开办运作。此商贸活动
乃是为了支持宣教工作而立，例如协助和提供特
别优惠机票给宣教士的旅游公司；提供宣教禾场
需要的文宣品的印刷公司。

 四．微型企业信贷 (Micro-finance) 某种用于
宣教工场的教会、社会或社区发展的微型企业信



贷项目。此专案是通过宣教士或宣教团体协助当
地贫困者所需之基本生活费用，而提供一种微型
企业贷款，目的是让贫困者能顺利开办一门新生
意，或是未来能维持生意的营运。这专案尤其适
用于经济落后的社区, 因为当地的就业机会有限。

 商宣的策略、招募、培训与关爱宣教士: 究
竟差会在策略、招募、培训等方面该如何配合，
让宣教士在相关范畴上发挥恩赐，回应大使命？

 一．策略: 经商的人都知道要做好业务和取
得利润并不容易。因此，未开始商宣之前需在策
略上下工夫，策划也要专业化，例如要成立怎样
的公司？要进行甚么业务？更重要的是你要作的
宣教事工如何能通过此商宣达到目的。我们的商
业活动必须真实而可见，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敷衍了事！所选业务最好只需少许资本，却需要
许多人材。执行业务前需有好的经营策略，例如
行销策略等。宣教士从事商宣活动时，差会必须
以完整的问责与透明的结构来运作。此外，差会
也应设立一个确保宣教士能得到足够支援经费的
系统;同时，当商业活动的盈利增加，他们也不会
得到超过原来拟定的支持经费。

 二．招募: 曾经营商宣的宣教士会有一个共
识：把一名无商贸经验的神学生或牧者培训为商
宣宣教士十分困难；相反，培训商人成为宣教士
比较容易。因此在招募上应留意以下数方面：

 1. 尽量招募具商贸经验的人材，并给他们合
  适的跨文化宣教装备。
 2. 设立数家模范公司，以加盟方式来训练要
  参与商宣的宣教士。在同一组商宣的同工
  中，特备一、两位具商贸经验的人材来带
  领。商宣初期，这一、两位同工可专注在
  商宣开发上。差会必须意识到招募商宣宣
  教士与传统宣教士的条件有所不同。
 3. 培训: 因为商宣宣教士所需的技能与一般
  宣教士不同，因此给商宣宣教士的培训也
  不一样。当然，其他基本的宣教训练仍然
  一样。商宣宣教士必须有的训练包括：基
  本财务运管、人事管理、业务开发与管
  理、市场开发和营销等。更重要的是学习
  跨文化生活及如何与团队搭配合作。学习
  当地语言也是必要的。SIM计划设立数家
  模范公司，并以加盟管理方式来训练有意
  参与商宣的宣教士。
 4. 关爱宣教士: 商宣宣教士也需差会的关爱，
  因此差会应为所有参与商宣的宣教士提供
  全面的督导、会员关顾和支援。更理想的
  是由具商宣经验的人关爱他们。

 结语: 若说宣教难，那么从事商宣更难。因此
差会及教会在策略、招募、培训及关爱宣教士方
面都应做好工夫，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到目
前为止，许多教会对宣教士的概念仍停留在到某
地全时间宣讲耶稣基督、从事宣道事工之类的刻
板印象，与营商等经贸活动完全无法连上。所
以，教会牧者及领袖若能接受商宣是处境的需
要，也是重要的宣教策略，他们就不会将商宣拒
于门外。因为以商宣为平台的宣教士和一般宣教
士都是为广传福音作出奉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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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MISSIONARY

文/陈美玉

献礼...别急

在祭坛上献礼

  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设立祭坛？旧约里祭坛的功用除了反映耶稣成为代罪羔羊，它的目的
就是提供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表达他们对神感情的管道。圣经说“神是那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
的神，即为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之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但神却如此看重
祂和自己的子民之间的关系，祂设立了祭坛好让人可以透过献祭来表达感恩。献祭也是人对神有信
心和顺服的表现。感谢神，耶稣既是那大祭师，也是那永远的羔羊，一次将自己献上，成全了旧约
里透过献祭所反映的救恩，好让我们能事奉那永生的神 (希伯来书 9:14)。

 所以我们这些得救，尝过神恩典的人，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事奉祂。保罗劝信徒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事奉神，讨神喜悦(罗马书12:1)。实际上我们都愿意事奉神，我们都想透
过金钱和时间的奉献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Osward Chamber 说:“感谢神在祂拯救我们后，让我
们能为祂做些事情，好让我们能对祂表达我们的感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事奉不是因为神呼召了我们，也不是因为神命令我们必须事奉。保罗信
主后觉得他即欠神也欠人的债，所以对神，他将自己完全摆上；对人，他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接受
他所传的福音。我们的事奉是我们对神极大的恩典感谢而作出的回应。每个人的回应都不一样，分
别在于个人对神恩典的领受如何。就比如你拿什么礼物去拜访你的朋友，关键在于你和那位朋友的
交情如何，受过他多大的恩惠等。

 但是，耶稣劝勉门徒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且慢、别急；要先想想是否有什么事情没处理好，暂
时把礼物先放下。神不急着接收我们的礼物，比起得到我们的礼物，神更在乎我们那些还未被处理
的事情。换句话说，神更在乎我们这个献礼的人是否预备好，多过于我们的礼物啊。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向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马太福音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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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耶稣说：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处理你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在向神献上礼物之前，是否有
认真的先面对，处理那些不讨神喜悦，拦住我们与神亲近的事情。无论是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或是
我们在教会的事奉，或者你正在考虑全职事奉，上宣教工场等等。先别急，神愿意等我们先处理好
个人的事情，也许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还有需要面对的、有些我们还无法原谅的人、或有我们需要寻
求原谅的、也许我们还有些事情放不下的——人，事、物等等、也许我们还有些软弱，跟了我们很
多年，还是无法面对、或也许我们有一些观念，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还未纠正过来。

 笔者见过一些未预备好却急着奉献全职事奉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单无法有果效的事奉，无法成
为好榜样，更成为别人的负担和绊脚石。这些人有可能给魔鬼留地步，造成教会的亏损，神不被荣
耀。由此可见，这个“先”的步骤是何等关键啊。

 如果你献礼的目的是为了感恩，那你就更加需要先处理好自己，预备好自己来献祭。神更看重
的是我们，而不是礼物啊！如果你带上价值如城的礼物登门拜访，自己却穿着邋遢，态度无礼，又
有何意义呢？

然后...

 感谢神，耶稣并没说,“你既然未和弟兄和好，就不配来到祭坛献礼”, 耶稣说：“你先去处理,
然后再来献祭，我等你！” 感谢神，祂既不用人手服侍，也不缺乏什么，但却在意我为祂献上的礼
物。就好比拥有一百万富翁的父亲，珍惜他孩子为他亲手做的生日卡一样，那可是爱的表现啊。

 神在意我们的礼物。祂在意我们奉献的金钱，祂也在意我们按着个人的恩赐在教会里的事奉。
因为他应许要奖赏那些忠心服侍祂的人。祂已为我们预备了不朽的冠冕，也要称赞我们为忠心又良
善的仆人。前提是，我们必须先预备好自己，先处理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问题，然后再把礼物献
上。那才能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

所以，

献礼...但不急。



文/麦燕晶

创意事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将全球
各种实体活动推到线上。从日常生活
中的作息、买卖、娱乐，到教育各领
域，再到宗教各个项目等等。Zoom的
华裔美籍创始人袁征于2011年就创建了
Zoom平台，终于在2020年被广泛的使
用起来。Zoom先前曾表示，现在使用
人数已超过了每天3亿人的数量。教会
也不甘落后地将Zoom的使用普遍化。
透过Zoom把证道、教导、培训、讲座
以及工作坊带到信徒的指头前，使信
徒群体在封足之际依然能够得到喂养
和维系肢体的团契。

 世界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方法
也应该移步换形，唯一要确保的是真
理万古不变！真理不改变，因为神是
永恒不变的。

 除了最新兴起的Zoom，其实许多
人在较早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其他社交
媒体网站如Facebook和 Instagram来做
传福音的平台管道了。感谢神！

 NT面子书 (直译为永恒活水面子
书)于2017年正月在印度支那问世。其
诞 生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让 当 地 人 认 识 真
理、接受救恩，将人引进教会，使其
灵命继续茁壮成长。NT面子书每一天
都会有4幅福音帖文顺着从创世到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次序循序渐进地发布到
面子书上，并由2名当地的匿名牧者和
信徒每天不辞辛劳地在回应着读者们
的问题和回应。

 如今，已经有超过133,000用户点赞、137,000以上的用户
关注着NT 面子书。分布世界3国的团队于2018年10月开始了第
二阶段的事工-NT线上圣经课程平台：为了让面子书用户有机
会对创世到基督再来的真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目前，线上的
2个课程--『上帝和人类』以及『耶稣基督是谁』已经拥有超
过1600位学生注册学习。同样地，线上圣经课程也有2名当地
匿名的信徒被培训起来做批改和问题解答的导师，尝试在不透
露身份的当儿将学生们指引到上帝面前。

 透过NT面子书和线上圣经课程平台，V寻找到了基督和祂
的教会！V的导师给他介绍了一间位于V住处附近的教会，也把
牧者的手机号码给了他。V主动给牧师打了电话, 也去了教会。
在牧师的带领下，他接受了基督！另一位学生M，向他的导师
要圣经，他的导师鼓励他到附近的教会向“老师”索取一本，
抑或在手机上下载他母语的圣经。

 感谢神，NT面子书的问世，不但成为福音的出口，更成为
了海外宣教士栽培训练当地门徒的管道。参与这事工的4名当
地同工看见了创意的方式去服事一个逐渐从逼迫中走出来的社
会和自己的族群。但愿神继续使用NT管道将祝福降临在这片土
地上，使更多当地人有机会接触福音，而当地教会也得以被建
立起来，以创意的方式栽培门徒倍增的群体。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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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光赐牧师

还谈普世宣教？
 今天人人都生活在COVID-19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慌中。我们的神在哪里？2020年带给我们的挑战可
不小。单从我所在的地方，到八月六日，受感染者已超过479万人，死亡人数达15万7千人。没几个国家欢
迎我们。除了疫情带来生命的危险，也引发出全球经济下滑的恐慌，再加上天灾人祸，2020年将在人类
历史上占了相当的篇幅。

 在这大环境底下，知道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心就安定，以笑脸面对灾难。

 师母与我於2020年1月份去非洲四个国家，视察SIM在不同地方的宣教事工。於2月29日回到家里不
久，很快便开始居家少出外，几乎无法如以往那样到教堂与肢体一起事奉、敬拜神。所有国内国外的行程
全部取消。等候、期望，是需要神莫大的恩典。病毒的“性格”令人无法捉摸，似乎去了又来，令人感到
不安。究竟疫苗什么时候可以上市？横线看世界，灰心、不安是免不了的。当我们仰首向上望，神从没停
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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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行
到马拉威拜访了未得之民尧族 (Yao)的福音工作。
拍了介绍这未得之民的录像, 又拜会在埃索比亚的
“现代保罗”。透过网络与多人分享这些见闻。
神在人心中动工。

  整装待发
在疫情期间，有机会培训四位预备上宣教工场的
宣教士及各方面的装备。

  排队受训
今年首七个月, 有10位表示要加入我们, 目前正在
不同阶段的预备当中。神爱世人, 祂没忘了未得之
民, 祂在寻找肯为祂去的人。感谢主, 即使在2020

年这样的挑战下，人心还是向着神，回应神。

  新书
几年前在祷告中，因神的感动，便立下一个写书
的心愿；如可能，每18个月写一本书。2019年1月
出版了“古老围墙”。这个星期又把刚完成的新
书“放眼地极”寄给在台湾的出版社。COVID-19

给了我时间和机会写书。

  三儿女
邦行在北美牧会、邦宇在非洲，因疫情他们被困
在欧洲、路得在西马耐心等候回泰国事奉主。

此时此刻，愿美里福音堂
在普世宣教上
更加得力，
荣神益人。

宣教士
MISSIONARY



 封国被困在故乡时，神没有给我一张空的“支票”，让我可以任意挥霍。

 我立志在故乡照常上班，继续手头上所编写的《新异端辩证》和讲章。

 我想以凡事感恩的心潇潇洒洒度过每一天。谁知疫情越来越严重，解封的日子一再地
拖延，要回去的创启地区，因疫情告急也宣佈封国，眼看回去的路似乎是遥遥无期了……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潇潇洒洒的我顿时变成焦焦虑虑。

 在一个难眠的夜晚，我读了一本书：《在困境中信靠上帝》。神训练祂仆人的方式和
境遇多姿多彩得叫人赞叹和不可思议！从先知以利亚的境遇可见一般。

 他在基立溪旁孤独地等候神，后由一只不洁淨的乌鸦带来每日两餐，目睹溪流的水一
天一天乾枯了，才听到神吩咐他去接受穷寡妇的喂养。何等无奈又揪心的顺服啊！

 如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何时结束是一个未知数，而我学习转眼仰望在天上宝座执掌
王权的神。

神提醒我说：“我的孩子，我早知道溪流的水会乾枯！”眼看全球新冠肺炎的死亡人
数一天一天飙升，每日有许许多多的灵魂走向灭亡，人类的指望在哪裡呢？

我被封闭在四道围牆之中是否意味著福音使命也被封住了？

不是的！神所託付的福音使命依然可以通行无阻；神关闭了一扇门，
则开了另一扇“网络的门”。我透过“网络的门”上课，也把祝

福见证传播出去。如今我仍在学习，顺服且喜乐等候神。“主
啊，我把今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给我智慧把握今天，

面向永恆，全心地摆上。”

封不住的福音使命 文/钟紫罗兰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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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十一日，我把斌和佳还有他们俩在肯出生的孩子, 牧和谦送到机场。当我的目光
随着他们进入出境厅, 渐渐的消失在人群中时，我的眼眶也悄悄的盈满泪水。斌和佳是我们
在内城最早接触的中国人, 也是最早信主的。我们为他们施洗，为他们主持婚礼, 也为他们
的孩子主持奉献礼。我们原以为他们会比其他中国人留在内城更久, 但是一场疫情, 他们也
随着许多中国人, 像季后鸟一样离开了。 

 一场持久的疫情，把许多中国人都带回家了。 

 八月二日，我们为今年信主的林，誊和新施洗。八月十一日我们把林送回国, 八月十四
日, 我们又把誊送回国。再过一个月，我们还会送走强和贤和他们七岁的孩童，还有乔。包
括他们，这一年来，我们陆陆续续的送走了超过十位弟兄姐妹。这几年在肯, 在机场送别弟
兄姐妹是常有的事。每一次说“再见”都不容易，每一次“说再见”都叫我们心疼，不过
每一次说“再见”也是带着盼望的，因为知道他们会继续信仰之旅，也会在所在之地活出
福音的美。这就是我们事工的本质；我们常在中国人的来与往的隙缝中建立关系，活出福
音、分享生命、建立生命、建立门徒、差遣门徒，也继续用祷告托着他们。

 我们是液状的教会，常在流动；像在旷野的“流浪群体”, 伴随也在旷野流动的中国人
寻找往锡安的路，伴随他们经过流泪谷，也见证上帝把谷变成泉源之地。流动人口在全球
流浪，然而“流浪” 的上帝却藉着他的 “流浪群体” 叫他们在旅途中找到了永远的家。上
帝曾在旷野以火柱云柱，以会幕陪以色列人流浪。上帝成为人子耶稣；小小耶稣也曾像难
民一样随约瑟和马利亚流浪埃及，长大后流浪各城各乡。我们的上帝是 
“流浪” 的上帝。当上帝从天上来到地上，当上帝从锡安山上的圣殿 
“走下来”, 上帝 “流浪的群体” 就成为移动的圣殿, 在各处歌唱:
“归家吧！归家吧！”叫流浪在外的人回家，回到天父的家。从
国内到国外,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在人来人往
的隙缝中

宣教士
MISSIONARY

文/黄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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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MISSIONARY

文/杨佐翰牧师

面对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
个人成长路

目前与将来的挑战

1

2

从小是传
统佛教家
庭成长

1988年
信主，同年
奉献自己 

(马来西亚砂劳
越美里福音堂
～独立教会)

1993

-1997年
新神接受
神学装备
(学士毕业)

1997下
-2003年

美里福音堂
廉律堂会

牧养

2003年
申请差会

/按牧

1991-1992年
全时间在教
会参加两年
短宣学习与

事奉

 一路由神带领走过来，看见神奇妙的手做了奇妙的工。在2013年8月份开始拓展C区宣教动员工
作，从一个人跟着林厚彰博士的领导到 C区开拓，招募宣教士加入SIM，在非常艰难的成长过成中，
我们的C区动员团队的成员开始慢慢成长。由林博士的指导我一人开始，目前已经有7位成员及从旁
边协助的无数同工们。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MOC 动员团队，由黄约瑟牧师领导我们前进。我们是从
没有C区宣教士开始到目前已经有12位C区宣教士成员加入SIM在宣教工场服侍，加上他们的11位孩
子们共有23位了。他们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及国内西北等地服侍。感恩的是过去
多年来的经营，目前终于看见一些成果在落实。更感恩的是在这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当前，仍然有6个
单位正在申请加入SIM的过程中（共10位成员：6位单身和两对夫妻）。如何做职前训练是我们目前
的挑战，线上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挑战。目前我们基本用网络如ZOOM 来督导他们向前迈进。期待
非常时期过后，我们可以做更多实体的跨文化训练。

 前MOC开始慢慢壮大，因安全原因，我们即将进入独立的个体运作：包括独立招募、职前训练
、经费独立、成立C区理事会，成立“公司”等等。虽然我们看是被限制在个别的老家中，然而神的
工作没有停止。我们用线上督导的形式来帮助有心加入我们差会的肢体，这是我们居家仍然可以执行
的任务，当下正在积极督导一对夫妻三口在西北的宣教成长路！

 我们的使命是呼召更多C区的肢体投入普世宣教的行例。目前的计划是每一年能招募5位宣教士
投入宣教工场，五年计划是招募25位宣教士，优先选择是把他们差入未得之民的群体中服侍！感恩
有您们后方宣教支援的祝福，陪伴我们慢慢一起成长。是的，圣经教导我们：在前线打仗的以及在后
面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撒母耳记上30:24）。既然我们都是差遣者及支援者，祈望我们能做好各自
差遣者及支援者的角色，未被处理的事情。换句话说，神更在乎我们这个献礼的人是否预备好，多过
于我们的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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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二月
-2011年7月

成为SIM宣教
士，在创启地
区穆宣工作，
服侍V族群体

2011年7月
-2013年5月
新神进修

(教牧硕士毕业)

2013年8月
重新投入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工作职分
是C区的宣教咨询与动员顾问。在C区参与统
筹/开办超过60个《把握时机》课程、部分参
与宣教《展望》课程，C区及东南亚宣教年会
/宣教营讲员及推展前线M族事工。C区穆宣

YMT团队顾问。C区宣教共同体成员，M2M积
极参与者，目前加入SIM已经近17年了。

已婚，师母梁素美在
新加坡部分时间参与
牧养工作，育有一子
杨训证，目前他正在
新加坡国民服役：初

级军官训练。

SIM SIM

目前个人的经济情况3

 我 是 马 来 西 亚 人 ， 在
新加坡的政府于非常时期给
予员工的经济援助计划下，
是不能享有任何待遇的。然
而，感恩的是目前个人的经
费支持还能保持在健康的水
平。但在MOC团队的壮大
下，因为有受薪的员工陆陆
续 续 加 入 我 们 的 团 队 ，
MOC团队会面对更多的经
费需要支持。但我们深信从
起初到现在一直引导我们的
主会继续供应我们所有的需
要的。特别感恩的是有后方
如同贵教会一般在默默的支
持着我们迈进，谢谢你们！

代祷事项4
1. 祈求神继续眷顾和引导我们已经差遣到前线的12位 
 (加上孩子共23位）C区宣教士们仍然持守异象和使
 命，即或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更加的委身在
 神的意旨里向前迈进。
2. 纪念我们被分配在督导全新和即将加入的新C区宣
 教士/准宣教士工作的进展，虽然不能实体带领他们
 跨文化训练，透过网上Zooming仍然可以顺畅的帮
 助他们在工场及将来进入工场时能永续的完成跨文
 化的宣教使命。
3. 记念我们有更多创新的宣教思维/方式/策略等，在
 万变状态中，仍然可以遵照神托付我们MOC团队
 的使命，能兴起更多的的C区宣教士前继后踊的前
 往未得之民的宣教工场服侍！(过去年日，我们至少
 动员了好几百人愿意加入我们的差会，但由于大部
 分的人达不到差会的要求，然而其中大部分仍然透
 过其他管道已经进入了宣教工场了，为神已经唤醒
 C区信徒委身在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感恩祈祷！



Sharing God’s Grace
I thank the Lord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testimony 
and ministry experience. 

 Relig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right from 
an early age. For my family, it was a natural matter of great 
pride and prestige to be born a Buddhist. We took our 
religion seriously and obeyed the strict rituals and 
ceremonies that accompany the Buddhist faith. We had a 
shrine in our home where we regularly worshipped the 
Buddhist god. This was the spiritual backdrop in which I 
grew up. Of course, I had heard about Jesus, but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He was just a white man's God, meant for 
the white people. Just like I was born a Buddhist, I assumed 
that every Westerner was born a Christian.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at the age of 15, I left home 
to go to Nepal Leadership Training Centre and it was there 
that I met committed Christia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training centre, I began to learn that whe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He made it possible for my sins to be forgiven. 
And when He rose again, He made it possible for someone 

 I am Pastor Mahesh 
Singh Dong from Nepal. I 
was born into a very strong 
Buddhist priestly family 
and brought up in a small 
village called Ratomate. I 
have five brothers and 
three sisters. My mother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two years ago.  My father 
is still alive. I am my parents' 
second son.  I am married 
to Merika Dong Subba, 
and I have two daughters 
named Abigail Dong and 
Amy Dong.  My grandfather, 
Senior Pastor Sonam Singh, 
was a Lama priest and 
hence I used to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worship the gods and 
goddesses.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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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me to go to Heaven. And so I started to 
pray to Jesus that He would come into my 
life and He answered my prayer. Once 
Jesus came to live in my heart, an outward 
change was inevitable. I couldn’t bow down 
to idols anymore; I couldn’t worship animals 
anymore; I couldn’t visit temples anymore. I 
have begun my life journey with Christ; I 
have accepted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ur.  
In 2001, I took immersion baptism from 
Senior Pastor Sonam Singh Dong of Ratomate 
Pabitra Church.

 As I have said, my grandfather was a 
Lama priest. However, when he got sick, 
many hospitals and doctors were unable to 
help him. It was in this hopeless situation, by 
the grace of God, that he was healed through 
an Indian missionary's prayer. Knowing that 
Jesus had healed him, my grandfather 
accepted Christ as his personal saviour. In 
those days, the Nepal government (Monarchy) 
system did not allow anyone to be converted 
and hence, my grandfather underwent 
severe persecution along with other believers. 
It was harsh persecution, resulting in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during which he, along 
with some friends, were beaten very badly 
while in police custody. Nevertheless, despite 
frequent arrest and torture, they never gave 
up meeting for the Lord. The church is 
founded on the rocky ground of prayer and 
hardships of saints. They were put in prison 
for one year. However, after democracy 
came, they were released from jail. They did 
not stop to propagate the gospel; henceforth, 
today we are experiencing God’s faithfulness.

 After my salvation, I served with passion 
and zeal as youth leader and choir leader in 
my local church because I sensed very clearly 
God calling me for fulltime mission work. 

However, as I ministered, I realised the need 
to equip myself in the Word of God. So I decided 
to go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In 2009, I studied 
at Logos College of Theology, graduating 
with a B.Th. degree in 2012, M.Div in 2014 
(Kerala), and M.Th in 2016 (from Hindustan 
Bible College in Chennai, India).

 Now, I am pastoring Ratomate Pabitra 
Holy Church in Hetauda, Nepal.  Ratomate 
Pabitra Church is an evangelical non- 
denominational indigenous church founded 
in 1984 by my grandpa, Sonam Singh Dong.  
The church today has 300 members, 
comprising 150 adults and 150 children. 
There are 11 pastors looking after Ratmate 
Pabitra Church and 16 daughter churches 
planted by Ratmate Pabitra Church. The 
pastors carry out friendly visitations and 
supervision of the daughter churches while I 
specially invest my time in equipping and 
empowering believers by organizing trainings 
and seminars in di�erent Churches. I am 
also supervising each daughter church by 
visiting these churches every week to preach 
and to conduct the Lord's Supper.

 My other pr ior i ty,  besides church 
engagement, is Tyrannus Bible School 
(TBS),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under 
Ratomate Holy Church. The TBS foundation 
was the fulfilment of my prayer of more than 
ten years. TBS aims to equip & build up 
emerging mission leaders to be skilful & 
committed in studying the Word, in making 
disciples and in serving the local church 
with their specific gifts. The School conducts 
short-term training in di�erent Churches. 

 I thank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Rev. Pastor Caleb and Elder Loh Poh 
Hwa along with their team from Miri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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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l. We have been serving the Lord together since 2013.  I thank Miri Gospel 
Chapel for being in partnership with us and supporting us in doing kingdom 
business faithfully and in frontline ministries here in Nepal. Many unreached 
villages are yet to have a worshiping community to make the Gospel accessible 
to every man, woman, boy, and girl! 96% of people groups in Nepal are yet to 
hear the gospel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worship Christ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own culture. Harvest truly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People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and they are receptive!

 Ratomate Holy Church exists to give every man, woman, boy and girl an 
opportunity to hear,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Gospel in their context and 
to be discipled  into communities of believers, so they can be God’s instrument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around them.

 I also thank Rev. Pastor. Caleb Chian and his church board committee 
members for choosing us to be a partner to serve together as team.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say words of appreciation to Miri Gospel Chapel for demonstrating 
a deep to engage us in the kingdom’s business. I have no words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hank you so much and be assured of my prayers for all of you.  
Remember me too in your valuable prayers. I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and 
thanks for your significant involvement in this endeavour.

By: Ps. Mehesh
 Deudaha, sindhuli-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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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is great!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is 
privilege to share my testimony as well as 
my ministry experience.  

 I am Pastor Min Bahadur Dong from 
Nepal.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a small 
village called Inkchuing in Nibuwarta. I was 
born into a very strong Buddhist priestly 
family. My father was a Buddhist priest. I am 
married to Sima Dong and I have three 
children - one son named Markush and two 
daughters named Menuka, and Minuka. As I 
born into a Buddhist family, I practised 
Buddhist rituals in my childhood. Relig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right from 
a childhood age, but I was not much serious 
about Buddhism. I did not have any belief in 
Buddha. I was searching for the true God. 

 I was 9 years old when my father 
accepted Christ as his personal saviour, and 
brought my family to Christianity. My father 
was physically healed by one Indian 
missionary through prayer. At that time, the 
Nepal government (Monarchy) system did 
not allow anyone to b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hence, my father underwent 
severe persecution along with other believers. 
It was harsh persecution, resulting in arrest 
and imprisonments during which he, along 
with friends, were beaten very badly while 
in police custody. Nevertheless, despite 
frequent arrest and torture, they never gave 
up meeting for the Lord. The church is 
founded on the rocky ground of prayer and 
hardships of saints. They were put in prison 
for one year. However, after democracy 
came, they were released from jail. They 
did not stop to propagate the gospel; 
henceforth, today we are experiencing God’s 
faithfulness.

 After my family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 decided to enter ministry. 
Therefore, with passion and zeal, I involved 
myself in my local church, serving as youth 
leader and choir leader for I sensed very 
clearly God calling me for fulltime mission 
work. However, as I ministered, I realised 
the need to equip myself in the Word of 
God. So I decided to go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In 2001, I started my theological 
studies in Nepal Ebenezer Bible College, 
graduating with a B.Th. degree. 

 Now, I am pastoring Ratomate Holy 
Church in Hetauda, Nepal.  Ratmate Pabitra 
church is an evangelical non-denominational 
indigenous church founded in 1984 by my 
grandpa, Sonam Singh Dong. The church 
today has 300 members, comprising 150 
adults and 150 children. There are 11 Pastors 
looking after Ratmate Pabitra church and 16 
daughter churches planted by Ratmate 
Pabitra Church. My focal point is to visit 
branch  churches, to preach and to teach 
the members the Word of God.  

 Presently, I am looking after two branch 
churches named Nirmabasti and Nakauli.  
Every Saturday, I visit these two churches, 
along with other churches, to equip them 
and minister to them the Word of God.

 I could say Miri Gospel Chapel is 
praying and supporting my ministry here in 
Nepal. I would like to say words of 
appreciation to the members of Miri Gospel 
Chapel for demonstrating a deep commitment 
to engage me in the kingdom’s business. I 
have no words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hank you so much and be assured of my 
prayers for all of you. Remember me too in 
your valuable prayers. God bless you all!

By Ps. Min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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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 very present help in trouble. 

Therefore, we will not fear
though the earth gives way, 

though the mountains
be mov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Psalms 46:1-2)

Our Steadfast
Unchanging God

Ps. Genevieve Wong, OMF Thailand

Teens group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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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in-Christ,

Praise the Lord that in the midst of unexpected changes, God is still our constant 
help and our tower of strength.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ur lives have been greatly 
a�ected.  We have to adjust to many things including changes to our ministry.  The 
Baan Sukasem church had to close for 3 months and hold Sunday services online.  
I had to preach by livestreaming from my apartment during the first few Sundays.  
It was quite stressful as I’m not good with technology.  But praise God that it went 
smoothly.  

 We’re now able to worship together in person, with strict safety measures.  
Praise God that members are gradually coming back to church.  Other church 
activities are still on hold at the moment.  Thank God that Thailand has been able 
to contain the virus spread quite well with very few new cases.

 Pastor Ploy Pailin has come to serve as full-time worker in the church.  She is a 
fresh graduate from Bangkok Bible Seminary.  Pray for her adjustment and her 
ministry among youths.  Pray for God’s protection for our new believers and their 
spiritual growth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ttend church for a long time.

 At the Bangkok Bible Seminary where I teach and also serve as Dean of 
Women, we had to close our seminary two months earlier and sent our students 
home to the provinces before travel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Praise God that all 
our sta� and students are safe and well.

 Our new academic year starts on 3rd August, 2020.  Please pray that we’ll be 
able to begin the new semester safely.  Praise the Lord that despite uncertain 
times, about 25 new students have applied to study in our program.  We have 
about 70 students living on campus and about 50 day-students.  Pray for the 
students living in our dormitories; pray for good hygiene; and pray for God’s 
protection from Covid-19.

 Pray for our third-year student, Ms. Gap, who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tuberculosis (TB). She will take one year o� to recover.  Pray that the medication 
will work and pray for good hygiene at where she lives, in a village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 Thailand.

 Pray for the lecturers to have good rest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o have time to 
prepare their lessons.  Pray for wisdom in teaching and living by example.

 Please pray for me to have daily strength and good health; to have wisdom in 
teaching; and to have love and discernment in discipling the female students.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be your strength and help at al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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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astors, Teachers, Servants of God, and Brethren in Christ,

 I give thanks to the Father of love for His mercy and protection showered upon me 
in the previous year. I am delighte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s I have been through with 
all of you. I trust that everyone in Miri Gospel Chapel is doing well and keeping saf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has ca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it’s 
something I have never been through in life. After Thailand closed her borders,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the cancellation of all religious activities. No one was allowed to 
go to church or to any other religious places. It had been two months that I went to pray 
privately in church on Sunday. Thankfully, now everyone is allowed to go back to church. 
We strictly follow the procedures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Everyone entering the 
church must be screened, must wear a mask, and practise social distancing. This is a 
tough time for all of us, but we praise the Lord that no one is infected by the virus. 

 I believe that God controls every step of life and I am thankful that He is listening to 
our prayers. If you followed the news from Thailand, you would know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in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was quite small and almost all of the cases 
involved  tourists, businessmen, or exchange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I am grateful 
to the Lord for His mercy upon the Thai people and I believe that He will continue 
watching over His children to the end of this di�cult time just like the care and protection 
He has given to all of us in Jakhamnoi Church. 

 We are now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funds to build a roof in front of the church.  After 
the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d, it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for us to hold festive functions  
such as Christmas and Easter and other activities. Our church also needs some 
multipurpose tables that can be used when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guests. 

 My prayer request is to pray for those a�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especially the students in House Bethesda Orphanage.  Schools are open but students 
could not take classes e�ectively due to many obstacles and limitations. Please keep 
Hoeyo Church ministry in your prayers. We have gained two new families that have 

Apinat  Wanitwattananan 
358 Village No. 16, Mae Salong Nai Sub- District, Mae Fah Luang District,

Chiang Rai Province, Postal code  57110   THAILAND.

 



become believers.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doing my best to follow up the ministry in this 
place. I preach the Word of God every Sunday and look after the kid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scholarships, as many as I can. Many kids are not from Christian families but I believe that by 
giving them love and support, it will help them to experience the love of God.

 Last but not least, once again, I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 blessings and protection 
He has been giving to me, my family, and everyone in our church. This year 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my youngest daughter helping her sister at the House Bethesda Orphanage after her 
graduation. Everyone knows that I could never make it this far without God’s love and support 
from brethren in Miri Gospel Chapel. I am thankful to have become a member in Christ with all 
of you, taking part in serving the Lord through various ministries, and helping each other in 
many ways. I pray that all these ministries will never come to an end. 

 May the Lord keep you safe from the coronavirus. Be joyful as our Father God is watching 
over each one of us. May God bless you and grant you peace.

Best regards,   
Apinat Wanitwattananan

Ps. Jakham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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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tings to all my brethren-in-Christ. It is my great joy to share my ministry 
experience with all of you.

 I am Manoj Thakuri.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a devoted Hindu family. We were a 
happy family but our happy moments were short-lived. There was a dark period in my 
family but I thank God because in that dark period the light of Jesus Christ was brought 
into my family. My mother was demon possessed. My father tried all possible means to 
heal her but all his e�orts were in vain. The condition of my mother worsened to the 
extent that she was almost near to death. We lost all hope. Death seemed to await my 
mother but God sent some of his children to share the gospel of Christ with us. They 
suggested my father take my mother to  church but he refused to do that because we 
belong to the high aristocratic Thakuri caste. It would be shameful for my father to go to 
church. But we insisted. After much hesitation, my father took her to church. We took 
mom to church with very little faith but God did a very wonderful miracle in my mother's 
life. When the pastors and other believers prayed for her, she was freed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evil spirit.  Happy moments that had been lost once again came back to 
our family. 

 When all these things were happening, I was just 14 years old. When I saw my mom 
getting well without assistance from any doctor, witchcraft or medicine, questions started 
hovering over my mind. Who is Jesus that he can heal my mother? Is he a true God? If 
Jesus is true God, how can I find him? These questions kept bothering me for two years. 
After my mother's healing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evil spirit, my family still didn’t accept 
Jesus. My father didn’t allow anyone of us to accept Jesus. 

 After completing my SLC examination (HMG Board examination), I went to 
Kathmandu where I attended church and on 16 Dec.1996,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ur without consulting my family. I started going to church regularly, was 
baptized on 13 April 1997, and I prayed to Jesus to show me the way to study and know 
more about Him. My fervent prayer was that if Jesus guided and supported me, I would 
do ministry. I thank God that he heard my prayer and in 2000, I got a chance to study at 
a Bible training centre. After completing one-year Bible training, I joined Compassion For 
Asia for my practical ministry. In 2003, I went to Nepal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NPTS). After graduating from bible college, I served in Compassion For Asia in 
Kathmandu from 2006 to 2011. I was ordained as a pastor there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an orphanage,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a warden till 2011. I went through thick and thin 
during those days of my ministry. After reflecting on my life and struggles, I can only 
conclude that it was because of His grace that I could stand firm in th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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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night when I was praying to Jesus, He spoke to me, telling me to minister to my own 
people.  So I left Compassion For Asia and moved to Sindhuli. I came to my own village and 
started ministry from scratch in my own village and its surroundings. I was praying to God to 
change my father's heart. My mother and I prayed and fasted privately for 30 days. Eventually, 
God changed his heart and my father accepted Jesus as his personal saviour. When that 
happened I starte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my own people group and set up fellowship with 
nearly 30 people. 

 I named my church "Balidan Mandali" which means "sacrifice".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di�culties and hardship in the beginning as I was among orthodox Hindus and high caste 
people.  Therefore, we changed our ministry pattern. My wife, Ganga, started giving free 
tuition classes to children and together we started visiting sick people and praying for them. 
After seeing our care and love, they started accepting us and listened to the gospel. I have 
now widened my ministry to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looking after other churches as well. 
We were threatened by Biplop, on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told us not to take any 
o�ering and tithes. We are still receiving the same threat from the same group. We have no 
other options except to pray to Jesus. I am very thankful to God that He is still carrying me 
through problems and di�culties. 

 The following are going to be our future ministry locations:

 1.  Sindhuli Dudhauli Nagarpalika-3
 2.  Sindhuli Viman KamalaMai Nagarpalika-14
 3.  Uday pur
 4.  Janakpur
 5.  Sarlahi Milan Chok

 I seek your valuable prayers for our churches. 
Now, I doing ministry in my own village called Devdaha, 
Dudhauli-8 sindhuli and Katle, Dudhauli-7, Dharampur, Dhanusha, Godhar Bhiman, Dhanusha. 
At present, we have cottage meetings, youth fellowship, Sunday school for children, and 
women's fellowship. 

 Thank you.  

 Ps. Manoj Thakuri
 Dudhauli-8  sindhuli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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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迅变的时代，讲求效率、成

绩、生产率、甚至再生率。为此，无论

是企业、经济、科技、科研、医疗、各

行 各 业 ， 都 面 对 某 种 程 度 上 的 竞 争 和

压力，而“创意”(革新)就成为求存的必

然 条 件 。 C O V I D - 1 9 疫 情 带 来 新 常 态 , 

“创意”成为求存并拓展的基本原素。

 商场界讲求“创意”，主要为了制造商机，提高竞
争能力，扩大市场销售等、医学界重视“创意”乃为了
寻 求 医 疗 突 破 ， 研 发 提 高 药 物 疗 效 ， 同 时 也 能 扩 展 商
机、资讯科技界更加强调“创意”，许多开发者和投资
者在最短的时间成功获利，也在很短的时间失败亏损。

 面对二十一世纪普世差传的需要和挑战，“创意”
也成为在差传策略与行动落实上的重要元素。多年来，
大部分跨文化差传是由全职宣教士担负履行；但时代改
变，国家移民条例诸多限制全职宣教士的进入，超过三
十亿的福音未得群体主要在这些国家中；履行耶稣的大
使命需要走进这些福音未得的群体，但是面对种种的限
制、困难和挑战，“创意”是必然的！

 初期教会在履行耶稣的大使命上面对强烈的逼迫和
困难，当时的大环境对福音的传扬极其不利，包括罗马
政府有计划并针对性打压基督教的发展，而犹太教存著
激烈的敌意拦阻福音的传播；加上初期的基督徒多为犹
太人，持有崇高的民族主义，这也成为初期教会履行普
世差传必须跨越的门槛。

文/陈世钦博士

「创意」 和
普世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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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西1:28和罗9:19-23两段经文中提出履行大
使命的基要指引原则，必须“创意”，跨越任何障碍和
困难，透过不同平台和管道，走进福音未得群体，为他
们带来社区生活真正的改变。祝福他们，最终得以看见
耶稣、听见耶稣、感受耶稣，并信靠耶稣。

 面对十七亿穆斯林，十一亿印度教徒，和三亿多的
少数民族，主的教会在履行普世差传使命需要从上头来
的智慧，有“创意”的差传策略，透视世界的趋势，分
析 时 下 主 流 思 想 价 值 观 ， 掌 握 时 代 脉 动 与 资 讯 科 技 发
展，了解不同未得群体的文化和风俗，敢于跳出传统固
有的框架，找出可採用并有效的平台管道，提供扎实并
实践的跨文化装备，帮助教会和信徒完成使命！

 近年来，上帝感动一些教会和机构关注并开始走进
未得群体，从而产生了「营商差传」、「医疗差传」、
「教育差传」、「网络差传」、「传媒差传」(音乐、影
视、戏剧、舞蹈、文字、文化、出版等)；其中有许多是
刚刚起步，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大。无论如何，感谢上帝
信实的作为，福音未得群体的差传运动已经进如另一个
新阶段！

 祈愿华人教会和福音机构，以“创意”的心志齐心
协力，为基督的国度、荣耀、与使命开拓更多差传的平
台管道，拟定有效的跨文化差传策略和装备，走进更多
福音未得群体，为基督奋得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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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全的福音
作见证
 

     因着全球性的冠病疫情肆虐, 有人指出近日关心来世生命
的人多了; 因为大家骤然发觉, 今生的日子竟是这般的脆弱,
是会随时失去的！这现象对基督徒而言，也许是好事吧！不
过我却担心，这会不会造成大众的一份错觉，以为福音仅是

提供死后的永远生命，与今生无关！前不久却有学生认为，现代人往
往只关心今生，而来世的事情，似乎相当遥远，因而对福音信息，漠
不关心！若然，传福音似乎就该针对福音对今生的意义了。面对这
两种说法，到底我们该关注福音的来世意义，还是今生的意义呢？

  这其实是一种分割式思维所造成的问题。不论答案是什么,
都肯定与福音的真意相悖。因为圣经所说的福音，是同时具备今

生与来世意义的好信息！对真心跟随主的人，主耶稣曾告诉他们，这些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路十八30）福音同时具备了今生与来世的意义！

 话虽如此，但是仍有不少人会因而对永生的真正含义产生误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仅是
简单地告诉对方，“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而且这完全是“白白的、免费的永恒生命”。结果造
成许多人，甚至包括不少信徒在内，对福音的理解就仅仅是“信的人将会获得一个不再死亡、可以
一直维持到永永远远的生命”！这也许就是许多前辈一再指责的“廉价福音”的来历。因为白白就
可获得、而且是永恒的生命，大概就只有傻瓜才会拒绝了！然而，这真是福音的本来含义吗？

 圣经曾记载一位年青人向耶稣求问可以怎样得到永生。耶稣的回答颇为出人意表，因为祂告诉
对方，想要得永生就要变卖家当周济穷人，而且要从此认定耶稣是主，去跟随祂。原因就是福音固
然是白白的，却同时是“重价”的。因为这福音是上帝儿子的生命换回来的！

 除此以外，将永生仅仅理解为数量上的永恒生命，也是一个颇为严重的偏差。其实约翰福音里
面，曾记载主耶稣对永生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认识你獨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
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3）。原来永生其实是活在与神和好、在认识上帝里面的人生。也就
是说，永生所指的不仅是“数量上”的永远活着，而且也是“质量上”的美好生命，而这种美丽人
生也同时是维持到永远的。这才是对永生的完整理解！

 也许这些偏差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在短时间内，希望尽量让对方对福音产生正面回应而作出的
陈述。这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理解里面，我们果真忠于圣经的教导吗？

 见证并传递一个“整全”的福音，才是每一位信徒的使命。

文/李振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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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言“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新任务”——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应对，当然，
也需要非常心态。

 纸媒近年来面临网络载体冲击，节节败退。《南洋商报》福音版“牧羊人”于2018
年2月转至网版，不设稿酬；《星洲日报》“生命树”于2020年4月开始，由每周一期
转至双周一期，与东马《卫理报》轮替。所幸沙巴《诗华日报》“橄榄园”至今未有变
动。唯所有福音版内容皆会登上文桥官网 (bridge.org.my)，信息双线进行。

 有鉴于此，求变乃是必须。故文桥于3月底在网络增辟新栏目——“网络扩版·新
泉眼”。报章福音版位实已不足应对各种快速变化课题，覆盖面也未能周全。除此，我
们也尝试在网上办讲座、读绘本，推介书籍，或视频或直播，与时并进。

 在互联网时代，疫情行管意外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不能回避使用网
路，就要充分利用资讯科技的优势。但这里面不免有叫人失足下滑的斜坡，当传统纸媒
纷纷开拓新媒体“受众市场”，各群体各领域或个人圈子里也纷繁复杂，形成“竞争”
于是有者极力转向迎合大众、受众的口味及呈现形式：要能吸睛，要够出位，内容倒是
其次。浅阅读最受欢迎，半真半假无所谓，要够时尚，短小轻薄，在闪动的视频中提供
快餐-最主要的是“收获无数的赞、追随、转发、留言，轻易成为当日热搜的理由”。

 我们会不会在这网络万象中，不小心陷入一个网罗，以致不知不觉失去了上帝要我
们持守的初心？文字语言宣教实来到了另一个严苛考验，我们是否不免分神注目点击人
数，并且让那数字牵动我们的心？我们时时警惕——文字依然是要讲究的，真理依然要
言明的，载体改变，方式调整，但神始终是我们应当仰视观望的方向，信心的来源。

 就让神引领，又各尽己力，当“具有开拓力的活细胞”；
在网络媒体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让我们恪守原则，动用神
国丰富资源，为主做信仰讯息的好管家。

文/黎美容

网络的网罗

40



文/叶政播

与主同行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感谢主，过往“保守”我在原住民禾场的服侍，使我经历神的恩典，看见祂的荣耀，令我震
撼不已！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个战战兢兢、惶恐的一年。我甚至几乎每天晚上发恶梦被惊醒、喊叫
起身！感觉很辛苦，需要见心理医生。

 有一次，在我进禾场的前夕，短短几天我发生了三次交通意外。在今年二月我预备到马圣读
神学时，也是一连三次发生交通意外。我感到非常困难，我要去读书了，需要用到钱，可是还必
须花钱去修理汽车。我负担不起这笔费用！感到快要崩溃了！

 我就这样带着愁苦的心情前往吉隆坡。在这里神预备了不同的人来帮助我，如：一对夫妇载
我到神学院和预备了两个星期的干粮给我（省省吃）。我勉强付了学院的杂费，最后钱包只剩下
马币三十一块，连交通费都成了问题。在神学院上课时，我没有向别人提起我的事情，只是安
静、专心读书，等候神的帮助。

 至于回美里，我向神祷告：“我回美里的车马费不够，我把自己交托给祢了”。一起上课的
班长留意到我有些不妥，就和同学商量帮我筹集车马费。我将百分之二十的钱奉献给神学院作为
助学金。这次旅程我去拜访了事奉伙伴、教会和不同机构。这些经历，神让我学习安静独处、等
候、顺服，以信心依靠祂的帮助。在疫情下，一些弟兄姐妹给了我生活费。我将三分之一献给两
个国家和宣教士，作为支持他们的费用。

 这条奉献的“窄门窄路”不容易走，需要时常面对属灵争战。所以，我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
和支持。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並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约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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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汉祖博士

马其顿的  呼召

 感谢上帝，让我多年除了在神学院任教，也一直
有机会参与媒体宣教的服事，包括电视、电影、杂志和
新媒体的事工。去年我完成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上帝给了我一个
感动，要我到香港全时间投入媒体宣教的工作。起初我很挣扎，亦
不明白为何上帝如此带领，但在祷告中愈来愈肯定这个「马其顿的
呼召」，也很感谢神学院的董事、院长和老师也认同这个宣教异
像，愿意让我从今年一月开始暂时借派到香港影音使团服事。

 到了香港后，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看见人心惶惶。然后全
球疫情爆发、全球经济衰退、世界各地封城，连教会也被迫停止实
体的崇拜聚会。我开始明白了在这关键时刻，媒体宣教对全世界的
重要性。教会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媒体宣教已是必然趋势。

 就在今年的母亲节和父亲节期间，我们筹备了Online大型音
乐布道会，邀请世界各地的艺人、专家和牧者，透过网络在疫情中
向全球华人传福音。感恩的是，除了香港，也有在东南亚、欧洲甚
至在美国的观众在网上决志信主。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香港推动幸
福小组布道运动，众教会、机构同心同行，靠着耶稣的爱修补关
系，与香港人一起面对时代挑战。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讲台服事和在杂志上撰写文章，我还需要
主持更多电视节目。透过电视台、新媒体和学校事工，把福音带给
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愿福音遍地开花，主耶稣得一切的
荣耀。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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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O期间
的小小回顾

高山低谷，大小事工，上帝兼顾。      
              
 2020年，这年头——“能清醒地认知
人的软弱和不堪一击”这还不足够，同时也
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和作为，那才不至于因为
全球疫情的摧毁力度而丧志迷失。

 2020年开学，我个人受邀到学校进行为
期一年的定期导读绘本的学校有八间之多。
其中还有一间华小的辅导老师(基督徒)，三
年来都邀请我给六年级做激励讲座，2020
年也不意外。我使用的绘本是《我不知道我
是谁》，导读由浅入深，在互动和发问过程
里，一来一往，启发孩子们去思索自己的生
命价值，最后我给孩子们的自我挑战是立志
改变自己，去除恶习，谁愿意的可以将名字
写在辅导老师的本子上，让辅导老师每个月
跟踪探问进度如何，出我意料，有20位同
学自愿接受挑战，辅导老师也觉得惊喜。我
也希望延续关怀工作，计划每个月送上自制
手工卡片鼓励他们。

 三月初我如期将20张自制手工卡片，写
上了鼓励的话，送到学校交给辅导老师。隔
两天，辅导老师来信息，告诉我学生们很开
心，...... 但是，一个星期后，就因为新冠病
毒全球蔓延，政府于三月十八日开始第一期
的 行 动 管 制 令 ， 去 学 校 讲 故 事 都 停 顿 下
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大家
都关在家里，文桥总干事吩咐大家每天早上
八点准时读经祷告。

从一月份开始，我每天都使用校园书
局出版的《每日活水》读经祷告做笔
记 ， 行 动 管 制 令 给 我 更 多 的 时 间 研
经、思考、审视自己的灵命。另一方
面，文桥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因
为这一年的活动计划完全停顿，售书
受阻，经济困难。

文/陈仰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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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帝，总干事黄子临危不乱，一面
嘱咐大家勤读经祷告，一面带领大家减薪奉
献，......上帝也感动众弟兄姐妹慷慨解囊。
尽管前面难关重重，在不足中，依旧不欠缺
主的安慰和勉励，依旧丰美如昔。

 更加让同工们奋力上进的——由于行动
限制管制令，我们把服事的精力和时间来个
全新的检讨、转移和革新，由各部门全力以
赴，创设了《绘本开麦了》,《黄子聊天》,
《新泉眼》和《文桥故事屋》。这四项网上
视听节目（或课程）。而辅导部的线上辅导
讲座一个紧接一个，因为疫情影响，各行各
业所受的冲击不小，许多人需要更多更深入
的心理辅导。

 七月九日我收到吉隆坡一间华小副校长
邀请，继续给该校二年纪和三年级班上讲故
事。我欣然赴约，这也是目前唯一开放给外
人去讲故事的学校。其他七间华小可能因为
听故事的人数众多，依然关闭。

 八月四日那天，我收到学校辅导老师来
信息：提及开学遇到学生。他们主动问起是
否还会收到我的手制卡片?! 我很惊喜孩子们
相隔几个月还想念这件事！因为MCO没去华
小服事，再加上有许多新的事物要进行和学
习，我几乎忘记了，于是，我用了两天时间
做好20张卡片，由辅导老师转交给那20位
在年头和我相约的小朋友。

上帝在小事上使用平庸的我，
我的平庸绝对不会阻挡我
忠心耿耿去服事。



 踏入2020年之际，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病毒
肆虐，疫情大爆发！我国在防控病毒蔓延扩散之
际，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许多经济商业活动无
法进行，造成各行各业停工，许多人面临手停口
停、失业、减薪、被裁退的种种困境。

 在疫情笼罩行管令时期，中心同工们也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居家工作为有需要的社群，提供
免费的Zoom线上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以及电邮
辅导服务等等，好让正遭受或面对疫情影响所带
来的种种压力：如经济财务、工作事业、人际关
系、孩子管教、夫妻言语、肢体暴力威胁等压力
侵袭下，所引发的人心惶惶、恐慌、惧怕、担
心、忧郁、焦虑不安的情绪有个宣泄的出口，以
释放并得到纾解，在获得聆听、陪伴下，帮助他
们走过这情绪低谷。进而，采取正面的态度去应
对疫情下的挑战，维持身心灵健康。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善工有份尽上当尽的责
任，祝福更多的人。

 中心也因疫情打乱了原定的计划项目：举办
《博爱35周年纪念感恩慈善晚宴》筹款晚宴、
出版《博爱35周年纪念特刊》、《爱·心理健
康》在全国作25场 巡回讲座，其主题为《阳光
心态---情绪与压力》、辅导与治疗工作坊等活
动，逼不得已全搁置。

 五月份中旬中心复工，但因着遵守《疫情标
准作业程序》 (SOP)，辅导与治疗工作无法全面
开放，中心就暂且让同工们分开两组，每组同工
每周工作三天，以应对陷入财务窘境现况。中心
在启用微薄的储备金的同时，也致函各教会、会
友们、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者、商家等，寻求奉献
以支持博爱事工。进而，引发众教会、会友们积
极响应爱心奉献，散发基督的博爱。我们感谢、
赞美主！

 此外，中心由六月份开始至今，每月皆主办
线上教导有关辅导课程、辅导议题讲座等等活动，
采取以线上Zoom方式进行。今已完成了六月份
的主题《聆听父母，听见孩子》、七月份《职场
长跑》、八月份是邀请台湾许教授作《创伤与哀
伤团体治疗工作》。凡注册辅导员完成这六小时
的辅导课程，将受到我国辅导局的认可，获颁持
续专业发展(Conti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的2学分。另，即将在九月份进行的《情绪
管理》辅导讲座，上述各项课程皆是以每星期线
上上课一次，分三个星期完成。

 截至年底，中心辅导事工方面，碍于疫情的
影响，遵守SOP的新常态情况下，仅能做活动。
祈求主，继续扶持、保守、看顾并引领我们在所
作的事工上都依靠祂！

 最后，求神掌管、保守、看顾我们免受新型
病毒感染，身心灵健康平安，也好让疫情早日受
控，恢复正常状态。

 将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神在
疫情下

开路
文/赖裘华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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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的热情激励了我

 “老师, 不好意思, 我太感动了, 请容许我分
享诗篇139。原来上帝是那么的爱我，无时无刻都
在我左右。坐下、起来、行路、躺卧, 祂都细察。
甚至在我还未出母胎，上帝就已经覆庇我。昨晚
我一直流泪，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

 我看着他发亮的眼神，很兴奋的述说他如何
深深地被诗篇139感动、落泪及不能控制的想分
享。他的激动和热切感染了我。这几个星期，这
段经文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也在生活与个案的
经历中交接及反复交织。

 与这个个案的辅导时段, 与其说是我帮助他, 
倒不如说，他提醒了我，不要忘了起初的爱。让
我重新用深情去体会神的爱。

坐骨神经痛

 四个星期前, 突然经历严重的臀部及大腿痛, 
麻痹及刺刺的感觉。完全没办法坐，坐下来就是
刺痛。晚上睡觉时更痛，必须靠止痛药才能正常
生活操作。这痛也自然影响情绪、低沉、没有动
力。靠意志力来完成必须完成的事物。这微妙的
情绪波动也让我更能够以感情来同理个案的痛。

特别一些个案的痛是没有止境的；也更能体会身
体的不适及痛自然会影响情绪。在这四个星期期
间, 诗篇139篇也在我的痛, 情感与思绪中交织。
很感恩的是, 我知道这个痛, 上帝陪我一起走过。
祂知道并了解，祂与我一起。这让我在身体的痛
苦中得到极大的安慰。

 看了医生, 努力做物理治疗及针灸；也知道
病名为“坐骨神经痛”。真的很神奇，查了医学
资料，四个到八个星期左右会痊愈。这个星期进
入了第四个星期，真的开始不痛了，不需要吃止
痛药了。

 诗 篇 139篇 还 是 反 复 在 脑 海 与 情 感 中 交 织
着。谢谢上帝，在任何境遇中都对我不离不弃。
痛或不痛，上帝都在那里。

 几个星期前收到了母会团契寄来的卡片，谢
谢你们的关怀与支持。我们继续靠着神的爱，您
们的代祷与支持，用心的以专业辅导服务社区。

诗篇139，
个案与
坐骨神经痛
文/张小芳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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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伙伴们，

 谢谢您们2019年的支持与陪伴！也感恩神给您们有同样的眼光，透过辅导事工服务社区。

愿您们不断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有关2019年事工，中心很兴奋的有五个焦点要与大家分享。

焦点一、回应国家情绪健康警钟

 根据国家的情绪健康报告，1/3国人有情绪疾病。2018年所有博爱分会的个案统计数字，

精神情绪健康问题在所有辅导议题中，占了最高的比例，新山分会是28%。因此，2019年，

全国博爱回应社区的需要，由家庭妇女发展部赞助，在全国的学校及社区展开了共27场的全国

巡回情绪健康讲座。而单单新山博爱本身，不同的同工在整个新山的不同群体也讲了超过55堂

有关情绪健康的讲座。博爱与南洋商报联办的2019年全国教师辅导研讨大会的主题也是围绕在

情绪疗愈课题。希望这些多层面的努力，能深入社会不同阶层，也帮助社会大众对情绪健康有

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应对方法，不单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人。

“你们的讲座救了我，把我从忧郁症里救了出来！”

“老师，我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情绪健康了。”

这些都是一些学员的回应。

焦点二、回应社区辅导需求：博爱胸口的痛， 2019辅导报告

 辅导一直以来是博爱最关注的！这些心灵破碎的人也一直以来是博爱胸口的痛。2019年辅

导总人数为2596。精神疾病个案还是占最高比例28%，与去年一样。其它则是婚姻问题25%、 

人际问题16%、家庭问题13%、行为问题6%及其它。

 感谢神，我们可以接触不同的宗教群体。与2018年一样，佛教徒个案 (46%)还是最高的比

例，其它有基督徒(33%)、无神论(17%)、兴都教徒(1%)及其它(3%)。

2019 博爱事工简报

“您是怎样的人决定了您的眼光”- Dr Toussaint

“与个案一起成长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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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青成年(26-35岁，32%)这群体对辅
导最为开放。2018年则是成年人 (36-51)最高。
2019个案的年龄层比例为成年(36-59)31%、儿童
(5-12)16%、少年 (13-18)13%、青年 (19-25)5%、及
乐龄(60及以上)3%。

 2019年有关个案的职业，最高比例的是学
生 3 1 % 。 接 下 来 是 白 领 阶 级 2 5 % 、 专 业 人 士
10%、家庭主妇与事业人士各占7%、其他有自
雇人士及劳工等。不同的职业都愿意寻求辅导
来处理它们的困境。

 有关个案教育程度的比例, 与2018年一样, 高
中生(28%)还是占最高比例。其他如学士25%、
初中生18%、小学17%、学院7%、硕士2%等等。

 个案的婚姻状况，已婚(46%)与单身(47%)
非常平均，离婚则占3%。男(42%)与女(48%)
的比例也差不远，我们继续看到男性在辅导方
面的开放与接纳。

焦点三、回应社区不同辅导议题

 为了回应社区的需要，以及辅导室里带出
的问题，2019年新山博爱共主办了5个不同的
工作坊（同性恋，情绪以及艺术治疗）及两届
的亲密关系之旅。同工们受邀往不同团体的讲
座共有105堂左右。（参附图一）我们也在星洲
日报出版了26篇与辅导相关的文章以及中心本
身的两期刊物。

焦点四、年度高潮，25周年庆典

 4/8/2019 ，新山博爱欢庆25周年，我们同
时也筹募事工的发展基金。谢谢社区对辅导事
工的看重与支持，我们共筹获了24万左右。这
对博爱是非常大的鼓励，也在经济上大大的帮
助博爱。

 25周年也提醒了我们，上帝把非常委身的
委员同工放在我们当中，如潘玛莉老师及张展

国长老，25年来都对博爱不离不弃。其他如现
任主席，林少明及财政谢国光先生，都分别服
务中心21年及15年之久。谢谢他们的委身，更
谢谢上帝将这些“眼光”放在他们心中，好像Dr 

Toussaint 所言: “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了你的眼光!”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庆典活动将同工及委员
们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也更加有默契
。虽然我们都有不足的地方，但每个人都发挥了
他的强项，彼此补助，我们有最好的团队！

焦点五、丰丰富富、事工拓展

 2019经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不论是委员,
同工、辅导、课程、文字事工、经济，我们都
经历神的信实与恩典。至目前为止的财政报告,
感恩2019年有盈余十二万。

 2019年同工们决定要善用社交媒体，所以
我们投资人力资源处理我们的网站，以及在社
交网路媒体宣传博爱的事工。委员们也在不断
的构思，博爱如何能更深入社区，让更多的老
百姓受惠？我们与社区一起成长。

 为了应付辅导的需求，博爱增加了两名新
的辅导同工。委员们也在思考在其他地区设立
辅导中心的可能性。

结论

 再次谢谢伙伴们的支持！盼望在新的一年我
们可以继续合作，服务社区，与社区一起成长！

 路10:25-37(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邻
舍看到社区需要，并回应社区需要！”

执行长，
张小芳牧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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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r. David Liaw (西澳洲海外基督使团领袖)

神仍然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
的限制之下作工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病在2020年
对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打击。当一些国家开始
局部开放边境的同时，亦有好些国家仍然处于
封锁状态，这对海外基督使团的事工有很大的
影响。有些同工甚至于需要离开他们的宣教工
场，但有很多同工仍然可以留守在他们的岗位。
事实上，亦有一些同工成功重返他们在亚洲东
部的工埸继续宣教。

 不幸地，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宣教事工最大
的影响是保险的问题，没有一间保险公司愿意
承担这个世界性的大流行病。因此，所有新加
入工场的人无论是短期或是长期的宣教士，在
2019冠状病毒和相关的并发症上都没有任何保
障。因此，在相应的疫苗面世之前，我们不能
把新的同工送到亚洲东部大部份的国家。

 我们在西澳洲的工作主要是推动与装备同
工上宣教工场前一系列的工作。 有一个家庭正
预备在7月前往亚洲东部宣教。但是因为这个
疫情，他们在2020年5月时收到通知说他们的
行程将要延期。在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
二天，他们收到另一个信息，是告知他们的宣

教资金刚刚筹集足够！这是多么的奇妙呢?! 这
个完美的时间让他们知道神才是他们这个宣教
计划的最高掌权者。他们现在只是在等候神差
他们出发的日期！ 请为他们和其他正在预备的
长期宣教士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信任神
的计划，并会安排最适当的时间让他们投入宣
教工场.

 2019年9月，David正在协助另一个年轻
的家庭。那个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有志于长期
宣教的事工，亦正在神学院修读课程。他们一
直在寻求神指引他们应该去那个国家服侍。于
2020年初他们计划了在6月期间由海外基督使
团安排前往台湾作短期宣教，希望从而进一步
探索当地的宣教事工。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性的
大流行病的原故，这个行程亦被取消了。于是
他们改为与台湾的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们倾
谈。经过交流之后，他们决定了由海外基督使
团帮助他们安排长期的宣教岗位！在这个世界
性的疫情之下，神仍然可以兴起祂的工人去祂
的禾场工作。我们为此赞美神! 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寻求那位
收庄稼的主，兴起更多的工人上禾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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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STILL AT WORK
DESPITE COVID-19
RESTRICTION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mpacted the 
world in unprecedented ways in 2020. 
Some countries continue in lockdown whilst 
some have started to open their borders 
with some restrictions of entry. Needless to 
say, OMF’s ministry has been impacted 
significantly. Some of our workers have had to 
leave their field of service. Quite a number 
continue to remain in their field of service. In 
fact, some have successfully returned to East 
Asia to continue with their next term of ministry. 

 Unfortunately, the biggest issue 
confronting our ministry is that insurance 
policies do not cover for pandemics and so 
any new short term or long term worker will 
not be insured for COVID-19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This is one of the barriers for 
us in sending out new workers to most 
countries in East Asia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until a vaccine is available. 

 For us in Western Australia our ministry 
is in mobilising and helping to send workers 
out to the mission field. In fact, we have one 
family who has been gearing up to leave for 
East Asia by July 2020. In May 2020, they 
were told that due to the pandemic, they had 
to delay their planned departure in July. 
However, the day after they received that 
news,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had 
reached their full financial support! How 

amazing!  They see this as God’s perfectly 
timed assurance that He is in control of their 
mission plan. They just have to wait for God’s 
timing as to when they can leave for East 
Asia! Please pray for them, alongside other 
workers preparing to serve long term, to 
trust in God’s plan and timing on  when they 
can dive into the mission field.

 David has also been journeying with 
another young family since September last 
year. Both husband and wife are current 
Bible College students, preparing for full 
time ministry. They both have been seeking 
God’s direction regarding which country to 
serve God in. Early this year, they decided on 
a vision trip to Taiwan to explore mission 
work there with OMF. This vision trip was 
going to happen in June 2020. Once again,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trip had to be cancelled. As an alternative, 
they decided to speak to some of the OMF 
missionaries serving in Taiwan. From that 
discussion, this young family have decided 
that they are ready to apply as long term 
missionaries with OMF! Praise God for how 
He is still raising up workers for the harvest 
field despite the global pandemic.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Will you please join with us in asking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David & Jessica Liaw
OMF Western Australia Ministry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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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requirement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MEC was asked to close on 
March 13, 2020 and throughout the MC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period. The 
College was only allowed to reopen on 
July 27. 
 
 Though I was unable to be present in 
person on the first day the College 
reopened (because I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t that time after undergoing 
septoplasty surgery), I was able to hold a 
zoom meeting for my class of 9 first-year  
students. Thank God the whole class had 
been keeping well and safe.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the College 
has yet to update its internet WIFI 
equipment. Some classrooms didn’t have 
strong internet signals.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online teaching in 
the near future in case another lockdown 
occurs.
 
 During this lockdown, I was struggling 
psych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on how 
to restructure the content of my subject 
“Old testament”. I wished I could finish 
teaching my lessons using zoom, but a 
number of students had returned to their 
village where currently there is no internet 

access. To make matters worse, some 
students did not submit their scheduled 
assignments. Procrastination is quite a 
serious problem for students here.

 Due to these stresses and other 
issues, my health was a�ected. First, I was 
infected with shingles and I had to endure 
this painful condition. Next, I su�ered  
another painful condition: gout. With the 
help of a church member, I was able to get 
prompt treatment from a private hospital;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and healing. 
Then, on Jul 24, I underwent septoplasty 
surgery to clear my constant nasal 
obstruction.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and 
healing. 
 
 Hopefully after enduring these three 
painful conditions, I will be energized to 
face more challenges in life and ministry.

Prayers for MEC:
1. Pray for the Principal, Datuk Dr Justin 
 Wan, that he will have wisdom to lead 
 the teaching team and ability to cope 
 with post-pandemic changes, esp. 
 those guidelines as required by SOP.
2. Pray that BEM Church’s headquarters 
 will appoint younger faithful sta� to 
 join the teaching team.
3. Pray that only students who are 
 genuinely called by God are enrolled 
 in the seminary, and that they will be 
 spiritually renewed while studying 
 here.

左二：江维权传道

Teaching
in MEC
(METS Miri Campus) - 
A Short Reflection

文/江维权传道



Greetings to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I always thank God for all of you for faithfully supporting me and my family in prayer as 
well as in finance. May the Lord continue to bless pastors, leaders and members of Miri 
Gospel Chapel with love and peace from above.

 The year 2020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year in history. As we all know COVID-19 has 
a�ected all kinds of ministry in the world. Since MCO on 18 March 2020, we are not allowed 
to go out, not allowed to have ISCF meetings in schools, not allowed to have ISCF camps, 
and not allowed to open the church.  Most believers just pray and worship God at home.  We 
all believe that God covers us with His feathers and we take refuge under His mighty wings, 
knowing that God shall send His angels and armies to protect all of us in this di�cul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Praise God, from January 2020 till 15 March 2020, before lock-down, I managed to visit 
27 ISCF groups in Kuching and shared the Word of God during ISCF meetings in schools. All 
glory be to God. A total of 424 students received Christ as their Saviour and Lord during  ISCF 
meetings. Thank God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the life of students. Many students have been 
touched and transformed by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during ISCF meetings. The Lord is able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all that we ask and think during every ISCF meeting. 

 Thank God for all Christian teachers for ministering in ISCF. I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use 
all Christian teachers to share, with kindness, the love of God with students in schools. Due 
to COVID-19, there has been so far no ISCF meeting and no ISCF camp. I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preserve all Christian teachers and all ISCF students in schools from all evil. The Lord 
shall preserve all their soul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hen we call upon the Lord, He will 
answer us and show us great and mighty things even though we are not allowed to meet 
together to worship God like before.  In every situation, we are to just place all our hope and 
trust in God. He will give each one of us His strength in this di�cult situation.

 Her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oward 
Scripture Union Ministry. All of you are our partners in sharing the gospel to students in our 
State.  Every success that we experience in Scripture Union Ministry is a result of your 
supportive partnership and your faithfulness in serving God.  Continue to uphold my family 
in prayer.  We deeply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May the Lord be with your spirit and His grace be with you all. Amen.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Message
      from  Ps. Yusuf Anyi
Scripture Union Sarawak Sta�, Ku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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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fulness to God for His great 
mercies and for His hand of protection over me before Malaysia 
announced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on 17 March 2020. 
I planned to return to Kuala Lumpur on 19 March to prepare some arrangements 
for work at EE Headquarters. For some reason, I decided to return on 16 March 
instead. Not long after arriving at my sister’s home at 7:30pm, I heard the news 
that the MCO would be implemented on 17 March due to the rapid spreading of 
COVID-19. Indeed, God looks after His children when we are walking in His will 
and protection. 

 For the past four months, some of my donors were  having di�culty in giving 
towards my sta� support. Amazingly, God knows what I am worried about if funds 
do not come in at the given time frame. Thank God, He provided through other 
ways from people whom I did not expect would give towards my support. Yes, He 
did provide for an extra 1- month allocation for my sta� fund.     

 As for the ministry side, we had been working from home till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we could be back to o�ce, provided SOP was implemented for all 
sectors. Since then, we had two clinics online via ZOOM meeting - one for 
Chinese-speak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which was held in June and one in English 
which was recently completed in August. A total of 24 participants, 12 trainers and 
3 teachers were involved in this online training. I found that the only way we can 
go forward is by learning to apply technology and enhance my knowledge of IT. 
In the English training clinic, I was given the privilege to take a team (with two 
other trainees) for a whole 3- week duration which included practical sessions in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two pre-believers and one Christian. I have learned from 
my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years to rely on God and His Spirit to go before us 
and move on our behalf. We praised God for the great support given by our prayer 
partners who prayed for us daily and throughout our training sessions. As for our 
team, we know those people with whom we had shared the gospel, but had yet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Jesus and accept Him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We are, 
however, confident that the seed we have planted into their lives will bear fruit 
one day and they will come to this one and only saving faith in Jesus.

User Na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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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Faithfulness
in My Life

Ruth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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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lecturing part, I was also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life 
story of how I received my  full life in Jesus. I shared with the class via online 
ZOOM meeting  and said, “before I received this full life in Jesus, I was actually a 
shy and timid person. I was brought up by my parents and my 3rd aunt also took 
care of me and my other younger siblings as well. I used to think and ask myself 
this question, “Why am I here on this earth?” I found that my life was without a 
purpose and I used to admire students who were talented and smart. 

  In my secondary school days, I met a schoolteacher who was very kind and 
supportive of me. She even brought me lunch packs a few times and opened her 
house to let me have a proper place to study for my major exams. One day, she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follow her to church on Sunday. I replied,  “Okay, sure!” 
When I arrived in church that Sunday, the speaker was sharing about how I could 
have full life in Jesus. After comprehending what the speaker was sharing, there 
and then I received this full life in Jesus. 

 From then on, my journey and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has grown. I am joyful 
and calm when facing problems in life. I am sure that God loves me no matter who 
I am and what I do.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God has done in my life is to 
make me more confident and bolder to speak in public. At one time I dared not do 
what you see in the photo above. I know God can use anyone if we surrender our 
lives to Him and He is there to help and change us. 

 Currently, my role in ministry is to train people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to 
facilitate the training. I am truly glad that I am now being used for His purpose and 
glory. All praises to Jesus and His faithfulness towards His children when we trust 
in His Word.  He has proven to us that He is always faithful and able to assist us 
when we look unto Him.  

Ruth Wong

Mute Stop VideoChat Record Reaction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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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t-So-Great Commission
                by Rev. Voon Yuen Woh

 I would like to thank and to commend the saints at Miri Gospel Chapel for your kind 
and gracious support for the work of those involved in missions like myself. It is our 
privilege to work together and with the Lord as we obey His Great Commission.  

 To celebrate and create mission awareness is always a good thing.  We give 
emphasis to the work of mission.  When we say “mission”, we are really referring to 
“Missio Dei”, the mission of God, and not merely our individual or church mission. The 
mission stated by Jesus in Matthew 28:18-20, which is to be obeyed by His disciples, 
is not one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as an afterthought.  From the early pages of the 
book of Genesis, the call to humanity has been to multiply and fill the earth. God 
called Abraham and his descendants out to be blessed and to be a bless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Our great God has a great plan and no doubt a great mission 
for His peopl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up to a century and a half or so ago, the 
church in general did not really do the mission of God and did not 
take the gospel to all nations.   Since William Carey, the father of 
missions, went to India, churches encouraged their people to go 
out into the nations in order to obey the Lord’s commission. In 
response, the people of God began to go.  Thi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150 year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Christian-majority world has now shifted from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o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However, with apparent ‘success’ and the 
attraction of materialism and a comfortable 
lifestyle, the church has now taken a contented 
position and many no longer want to go to 
live in nations where the gospel has not 
been preached. We often hear about 
young people wanting to migrate to 
western, more developed nations, 
ostensibly for a more comfortable 
life. For those churches that d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mission, there is often the 
tendency to dilute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king 
it less “great”.  We 
do this in several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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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ly, we dilute the great commission when we make the 
“scope” of mission smaller. Instead of being involved in “all 

nations”, we focus on a few nations.  We justify this by saying that 
the Lord has called us to certain nations and that we cannot possibly 

go to all nations.  True enough, one individual certainly cannot go to 
all nations, but we would have limited the great commission if we 

intentionally do not participate in other nations except those that we 
have chosen. Outside of our focused nations, we know very littl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all earnestness, while we might focus on a few 
nations, we should also have our eyes towards all nations, working our way 

to eventually get more folks involved in di�erent and new nations.  We can 
also partner with and support others who are focusing on other nations. The 

scope of mission to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is “all nations” and we should 
not limit that. 

 Secondly, we dilute the great commission when we make the task of 
mission easier. The mission is to make disciples.  It is not merely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non-Christian friends brought together by other Christians when we are on 
our  visit to a Christian group and afterwards we return home to our usual comforts.  

In order to make disciples, especially in places where Christ has not been preached 
previously, we will need to be there personally for an extended time, to make friends, 

preach the gospel and then to help them to grow by sharing our transformed lives with 
them.  This calls for a higher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we cannot so easily say that we are 
doing missions if we cannot understand this commitment clearly.  The work of mission is 
not so easy!

  Thirdly, we dilute the great commission when we make the cost of mission cheap. 
Often, we think of mission only when we are in another country, even though for only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GO’ in Matthew 29:19 actually means “as we are going” and 
refers to our making disciples as we go alo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doing business in 
our daily life. We should be reaching out to our network of friends, relatives, associates 
and neighbours, wherever we now are,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them and journeying with 
them on the road of discipleship. If we will not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ose around us in 
our own home cities, how will we do so in another place? Perhaps, this might create a 
backlash, or we might even find ourselves being ridiculed and persecuted for our faith. 
This is the cost that all who want to obey Jesus may have to pay.  Jesus says, “… ‘A servant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master.’ If they persecuted me, they will also persecute you …” 
(John 15:20).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a few words on your 40th year of mission 
engagement.  May we re-dedicate ourselves to obey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all its 
fullness and glory.  Let us work towards hearing the commendation of our Lord Jesus,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I wish you well in all your mission endeavours and 
may the Lord be glorified in everything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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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an daripada COVID-19 
membawa perubahan yang 

besar bagi kehidupan 
manusia, dan tidak terkecuali 

bagi gereja-gereja. Banyak 
gereja didunia termasuk di 

Malaysia harus menghentikan 
atau menghadkan kegiatan 

rutin mereka. Keputusan 
tersebut diambil untuk 

mematuhi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yang di berikan 

oleh Kerajaan Malaysia untuk 
mengelakkan perhimpunan 

orang ramai serta 
memutuskan rangkaian 

menyebarkan virus corona 
yang telah mengorbankan 

banyak nyawa. 

 Selama ini anggota gereja terbiasa berhimpun 
semasa kebaktian dan menjadi berbeza apabila 
beralih kepada kebaktian online. Oleh yang 
demikian, gereja terpaksa mempersiapkan segala 
peralatan supaya kebaktian secara online dapat 
dijalanakan. Ini bertujuan supaya semua anggota 
gereja dapat beribadah Bersama walaupun hanya 
secara online. Bagi para pemimpin gereja dan 
anggota sidang terpaksa belajar menggunakan 
sosial media yang ada untuk berinteraksi dengan 
satu dan yang lain. Semua orang disyorkan untuk 
“stay at home” selama beberapa bulan. Komunikasi 
penyampaian Firman Tuhan juga terbatas  kepada 
anggota gereja yang tidak  mempunyai kemudahan 
seperti telefon pintar dan ditambahkan masalah 
signal telekomunikasi yang tidak baik.

 Dalam menempuhi cabaran dari Covid -19 ini, 
sebagai gereja ini merupakan peluang untuk 
menjadi berkat, seperti khutbah Tuhan Yesus “kamu 
adalah terang dan Garam” mencabar kehidupan kita 
sebagai gereja perlu sedar fungsi dan peranan kita 
ditengah dunia ini. Garam memiliki fungsi untuk 
mengawetkan makanan dan membuat makanan 
memiliki rasa. Tanpa adanya garam maka masakan 

CABARAN DAN PELUANG
DIMASA

oleh Ps. Ding Emang J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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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 terasa tawar. Sama seperti garam maka kita memiliki peranan 
dalam masyarakat untuk turut serta terlibat dalam masyarakat dan 
ambil peranan yang boleh membantu kepayahan yang dihadapi 
dalam masyarakat semasa Covid-19. 

 Di fasa awal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kan yang lepas BEMCC 
telah mengambil inisitif untuk menyahut cabaran sebagai Garam 
dan Terang dikalangan para pelajar di UNIMAS dan UITM dan Kolej 
lain dengan menyalurkan keperluan harian mereka seperti sarapan 
pagi dan makan malam. Pada fasa ini para pelajar tidak dibenarkan 
keluar dan tidak dibenarkan ke luar dari kolej kediaman mereka. 
Namun setelah PKP diperketatkan maka kegiatan mengagihkan 
makanan ini terpaksa diberhentikan. 

 Syukur kepada Tuhan walaupun cabaran ada tetapi 
kesempatan gereja untuk menjadi berkat untuk masyarakat.

Ps. Ding Emang Jau
BEM Central City, Kota Samarahan

Dari kiri ke 2 : Ps. Ding E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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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uk Berita Tahun 2020
 
 Puji Tuhan saya diberi kesempatan untuk menyampaikan berita singkat tentang 
pelayanan kami di-gereja BEM Tanjung Riman, Limbang, bagi tahun 2020.
 
 Puji Tuhan, pada tahun ini ada 2 keluarga yang sudah mengikuti kami ke-gereja 
untuk beribadah.  Mereka ini sudah sekian lama tidak datang ke-gereja. Saya sering kali 
menghubungi mereka dan pujuk mereka untuk datang beribadah bersama dengan kami, 
dan akhir-nya mereka terbuka untuk datang lagi  ke-gereja, Puji Tuhan. 
 
 Bantu kami dalam Doa, untuk 2 orang Dekan yang tidak tahu untuk membaca, 
termasuk membaca Firman Tuhan, tapi keduanya rajin untuk datang  ke gereja pada 
setiap minggu.  Bagi mereka yang pandai baca, mereka di beri peluang untuk membaca 
Firman Tuhan di depan mimbar, dengan tujuan memberi pendedahan kepada mereka 
untuk  membiasakan diri dalam membaca Firman Tuhan dan supaya mereka  terlatih 
untuk tidak malu dan takut untuk berdiri di hadapan jemaat yang lain.
 
 Puji Tuhan, ada beberapa kaum ibu yang boleh memimpin pujian dan penyembahan  
sewaktu ada kebaktian. 
 
 Di-gereja ini, pelayanan pemuda dan pemudi tidak ada, kerana mereka bekerja 
diluar daripada kampung ini dan ada juga yang bekerja di luar negeri, hanya pada  masa 
cuti Krismas  para pemuda-mudi ini dapat balik ke kampung dan beribadah bersama.
 
 Bantu saya dalam Doa, supaya saya dapat melayani mereka dengan pimpinan Roh 
Kudus dan dapat menjangkau jiwa-jiwa yang ada di sini, khusus kepada saya sebagai  
pastor di tempat ini. 
 
Sekian dari saya 

Ps. Liaw Kim Chong

God Still At Work Despite COVID-19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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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 BARU
YANG MEMBERI
HARAPAN
 Shalom, Damai dan kasih Yesus terus 
menyertai kita! Puji Tuhan kembali kita 
bertemu dalam ruangan ini, di dalam kita 
menyambut Hari Pelayanan Misi pada tahun 
2020 dalam norma baru.

 Firman Tuhan Yesaya 24:1-13, wabak virus 
Corona-19 ini mengubah dunia dalam skala 
yang luar biasa sampai ke hal kerohanian. 
Demikian juga dengan pelayanan Scripture 
Union Sarawak tidak ketinggalan menerima 
kesan yang sama, di awal tahun sebelum PKP 
kita rancak dan bergerak sesuai dengan 
jadual dan perancangan seperti sebelum ini. 
Tempoh 3 bulan pertama kita sempat melayani 
2,145 orang pelajar dari 15 buah sekolah dan 
berjaya mengadakan 2 kem kepimpinan ISCF 
di 2 buah sekolah Menengah di mana kita 
melihat Tuhan menjamah pelajar- pelajar ini 
dengan kerinduan dan pembentukan Tuhan 
bagi hidup mereka. 

 Sepanjang PKP berlangsung kita juga 
mengadakan kebaktian sambutan hari guru 
dengan cara baru melalui zoom bagi TCF 
Limbang, melalui Live FB di bahagian Lawas. 
Para guru sangat di berkati melalui perkongsian 
yang telah di sampaikan memberi kekuatan 
di tengah-tengah masa sukar ini. Ramai guru 
Kristian menyuarakan kerinduan untuk melayani 
dan bersama- sama pelajar dan ada yang 
terus mengambil cara tersendiri melayani 
anak-anak tapi tetap mengutamakan SOP. 

Secara keseluruhan kita belum dapat 
menjalankan pelayanan seperti sedia kala, 
memandangkan belum mendapat kebenaran 
dalam mengadakan aktiviti kokurikulum di 
semua sekolah, tahun yang penuh dengan 
cabaran yang luar biasa.  Pelayanan kita 
alihkan dalam mengagihkan Alkitab kanak- 
kanak bagi pelajar sekolah rendah. Kita 
mendoakan pemulihan dan kesembuhan 
bagi seluruh dunia dari wabak Corona-19 ini 
agar kita dapat menjalani kehidupan dan 
pelayanan seperti sedia kala.

 Berbahagialah kita yang sudah bekerja 
selama siang, waktu menabur firman Tuhan, 
menginjili memenangkan jiwa bagi Kristus, 
melayani dengan sungguh dan mengambil 
setiap kesempatan dengan baik bagi 
keselamatan banyak orang. Kini waktu 
terhenti seketika, terhalang oleh suatu 
masalah yang kita tidak jangka. Walau apa 
sekalipun yang kita hadapi, ingat bahawa 
Tuhan ada tujuan tersendiri bagi semua 
umatNya yang percaya,  saya yakin bahawa 
kehidupan pribadi dan keluarga kita semakin 
di mantapkan dan mengalami kesatuan 
sepanjang tempoh PKP ini.  Terima kasih yang 
tiada terhingga atas kesetiaan Jemaat Tuhan 
MGC sekian lama setia terlibat dalam 
pelayanan penginjilan dan Misi sehingga 
amanat agung Tuhan Yesus bergema seluruh 
negeri Sarawak, Malaysia dan ke hujung- 
hujung dunia sebelum ke datanganNya yang 
ke-dua kali.  Selamat menyambut minggu misi 
kepada semua jemaat dan salam kasih dalam 
Yesus dari kami. Ps. Yahya Akaw

Staf Scripture Union Sarawak
Zon Utara Limbang dan La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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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oran Penginjilan tahun 2020

A. Boidata: 

Nama   : Danil Kawah
Jantina  : Lelaki
Status    : Berkahwin
Umur   : 66 Tahun
Suku kaum  : Lun Bawang
Nama Isteri  : Floria Labai Anak Sigai
Bilangan Anak : 5 orang
Kawasan Pelayanan : Daerah Serian dan Sebuyau
Bidang Ministri : Penginjil.
 
B. Laporang Penginjilan

Pengajaran : Dasar yang Teguh dan Cara Menginjil Secara Pribadi 
Rumah Panjang yang diinjili:
a)  Kawasan Sebuyau dan Sebangan, Daerah Kota Samarahan ada
 12 buah rumah  panjang: Kampung Mambai Atas, Kampung 
 Mambai Bawah, Kampung Rama, Kampung Nyamuk, Kampung 
 Lunying, Kampung Kelait, Kampung Entangor, Kampung Jeragam,
 Kampung Kakus, dan Kampung Tungkah Dayak.
b) Ada sekitar 305 jiwa diinjili, sebuah rumah panjang 28 keluarga 
 terima Yesus.

Sebenarnya masih banyak lagi rumah panjang yang belum kami Injili, 
Ini akan  diinjili pada masa yang akan datang. Oleh karena Covid-19 
dari bulan April sampai bulan Mei kami tidak keluar menginjil.
 
Jumlah orang yang bertobat : -nil-

Jumlah orang yang dibaptis : -nil- 

Menjangkau Jiwa
di Daerah Serian dan Sebu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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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requirement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MEC was asked to close on 
March 13, 2020 and throughout the MC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period. The 
College was only allowed to reopen on 
July 27. 
 
 Though I was unable to be present in 
person on the first day the College 
reopened (because I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t that time after undergoing 
septoplasty surgery), I was able to hold a 
zoom meeting for my class of 9 first-year  
students. Thank God the whole class had 
been keeping well and safe.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the College 
has yet to update its internet WIFI 
equipment. Some classrooms didn’t have 
strong internet signals.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online teaching in 
the near future in case another lockdown 
occurs.
 
 During this lockdown, I was struggling 
psych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on how 
to restructure the content of my subject 
“Old testament”. I wished I could finish 
teaching my lessons using zoom, but a 
number of students had returned to their 
village where currently there is no internet 

C. Permohonan Doa:

 Berdoa agar kami sebagai Penginjil dilindungi oleh Darah Yesus, 
karena tempat yang kami Injili adalah masih pagan (Tidak ada Agama) 
hidup dalam kegelapan dan juga tempat terpencil.

 Berdoa bagi Suku Iban kebanyakan dalam kawasan Penginjilan 
kami, Doakan Ketua Adat, Para Bomoh/Beliau, manang, mereka inilah 
menjadi halangan orang tidak mau percaya Tuhan Yesus.
Doakan bagi keperluan rohani dan jasmani kami sebagai Penginjil, 
untuk mencapai Injil ke hulu sungai perlu perbelanjaan minyak Petrol 
dan keperluan-keperluan yang lain.

 Doakan Kawasan SEBUYAU dan SEBANGAN yang baru terbuka 
untuk Penginjilan, memang tempat-tempat ini sangat susah untuk 
dijangkau karena banyak kegiatan witchcraft, bomoh, belaiu dan 
manang, berdoa supaya ada hikmat dan bijaksana untuk membina 
hubungan dan dapat memberitakan berita injil kepada mereka.

 Berdoa untuk keperluan kami untuk  mencari sebidang tanah 
untuk pembinaan gereja. Sehingga saat ini,  belum ada apa-apa 
perkembangan termasuk kawasan tanah tempat pembinaan dan 
peruntukan untuk beli tanah.
 
D. Kesaksian:
 
 Kami mendoakan seorang bapa yang baru mengalami 
kemalangan, setelah didoakan dia berkata ada rasa baik bererti ada 
kesembuhan terjadi baginya.

Sekian Terima Kasih.

Pr Danil Ka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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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木水院长

新加坡神学院

神学院
BIBLE SEMINARY

引言：

 今 日 教 会 最
大的挑战之一，
或许就是只有少
数愿意服事的门
徒。看教会的服
事，命中80/20
的定律，就是百
分八十的人旁观
另外百分二十的
人服事。

 再看全职事奉者，在教会中只占百分之一，却在讲坛上期
望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徒像他们一样全情投入、积极地参与
教会事奉。这期待是否实际？

 然而，今日教会需要的是人人在教会之内外都做主门徒！
如何可能？除非信徒在每日生活中，不论家庭、教会、学校、
职场、社交及休闲之中都做主门徒。

 两千年前，使徒约翰有机会见证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祂让跟随祂的门徒效法祂：在生活中，不论是工作、家庭、社
区的日常活动，都是做门徒的行动。（约二1-11）

 化咒诅为祝福（约二1-3）

 当时耶稣与门徒受邀参与迦拿的婚宴，也是犹太社会极为
普遍的社交活动。在这活动中提到几个细节，请读者自行查看
列出的经文：

• 第三日：这日子是在前面的四个日子之后（约一19,29, 35, 

 43），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 娶亲：男女结婚，是神创造人最完美的情况；
• 筵席：是神人同庆的时刻；
• 耶稣与门徒受邀赴宴：这是典型的社交活动；
• 酒用尽了：显示本来应该丰盛的庆典面对最大的缺憾。

门训是
日常活动

 (约二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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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看见“酒用完了”，是庆
典最扫兴的地方，也是工作面对的难处。
与伊甸园的丰盛相比，这是工作受咒诅的
情况，田地生产不足，劳力得不到相应的
回报。但是，主耶稣的出现是要化咒诅为
祝福。

 几年前，我与面对经济学考试的儿子
谈话，明白经济学最大的原则是《匮乏原
则》(the principle of scarcity)。然而，他总
觉得这原则与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出入。我
就半开玩笑地提出《丰盛原则》(the principle 

of abundance)。当时，他的眼睛亮起来。

 化匮乏为丰盛（约2:4-10）

 什么是丰盛原则？从耶稣把水变酒的
神迹，我们看见主透过工作转化匮乏为丰
盛的原则：

• 关系要正确(4)：耶稣与母亲的关系在
 那个场合需要适当地理解；
• 时间要配合(5)：母亲对工人的吩咐显
 示工作的时间需要配合工作者的身份
 和责任；
• 工作有秩序(6)：六口石缸，每日两三
 桶水（与六日工作有对应？）
• 信心要行动(7-8)：用人配合耶稣，以
 水 倒 满 石 缸 ( 显 明 圣 灵 在 水 面 上 的 活
 动？)
• 丰盛的成果(9)：靠主工作，尝了丰
 盛，别了匮乏；
• 工作是神迹(10)：配合主的工作，正
 是门徒经历主的第一个神迹。

 主耶稣要门徒看见，不论家务、职场
或义工性质的工作，只要顺服主的引导与
指示，我们可以靠圣灵的引导和供应，克
服工作的匮乏，成为丰盛的管道。

 日常工作是神改变世界的管道。三十
年前，有一群18-35岁的团契成员一起立

志，善用他们各种专业和知识，为东南亚
各地贫苦的地方建立教会与学校。至今他
们已建立了超过20家教会与学校。

 化工作为事奉（约2:11）

 主耶稣在服事行动中祝福他人。我们
的工作也能透过服事人的行动，成为他人
的祝福。门徒的工作 (work)，只要为主摆
上，即转为事奉 (ministry)。所以，为主工
作而服事他人，即彰显神的荣耀。

 这也是初期教会的使徒及门徒的工作
价值观：工作本身就是事奉，是见证神的
荣耀，恩典和供应自己及他人的管道。故
此，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一生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提醒信徒要
在今生

• 努力赚 (gain all we can)

• 尽力存 (save all we can)

• 全力给 (give all we can)

结语：

 神重视门徒的工作，因为工作是神祝
福工作的人以及祝福他人的管道。所以，神
顾念工作的人，以及他们工作的果效。神如
何肯定门徒在工作上所结的果子？使徒约
翰见证门徒在末日的情况 (启14:13-14)：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
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
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神要每个门徒都享受工作的果效，不
论在家庭、学校或职场上，人人都可以藉
着工作去祝福周围的人。
 
 为此，教会栽培人人做主门徒，在日
常工作中服事人及荣耀神。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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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神学院2019年年度报告

 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
是顺服的......就应当恐惧战兢地作成自
己的救恩。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
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
事。(腓二12-13)

 新加坡神学院以喜乐的心迎接2019年，
并在神面前立志在任何的处境下都要以神为
乐，以此为主里的灵性操练。我们相信我们
的主为成就祂天国的旨意必然透过学院成就
祂的工作。确实如此，即便2019年充斥了区
域政治与经济的挑战，我们的主仍然信实地
成就祂的计划。诚如一位在创启地区事奉的
校友，带着高度荣誉感和喜乐分享道:“我们算
是配得为主的名承受一切的迫害和苦难!”为此
我带着感恩之心给您分享以下的年度报告。

     今年亮点

1.1 培灵周 (3月12-14日)
 三位讲员以主题“到我这里来”分享激
 励人心的信息，并分为二十二个牧养小
 组促进分享与祷告。
1.2 第66届毕业礼 (5月4日)
 学院差遣来自18个国家共103位毕业生，
 有1300位来宾出席盛会，并由香港建道
 神学院蔡少琪院长以“我与你同在”(耶
 一4-8)勉励会众。
1.3 创院日 (8月15日)
 严建平博士（加拿大丁道尔学院系统神
 学教授）以“凭着信”(来十二1-2)这
 讲题给与会者极大的造就。会中学院颁
 发服务奖给服事5年及5年倍数的七位职
 员。学院也借此会表扬院牧詹慧丽博士
 于本院服务41年并于11月份荣休。

1.4 麦希真宣教周（9月3-6日）
 新加坡籍驻中美洲的宣教士 Dr. Rachel 

 Rajagopal分享“与基督勇敢地进入万民
 之中”这主题。该周五举行文化主题的
 各国展览及国际之夜。 
1.5 新神之友感恩宴（10月27日）
 约162位来宾，包括本院的董事、奉献
 者 及 教 会 领 袖 参 加 这 次 得 到 赞 助 的 晚
 宴。当晚本院以“蒙福施福”这主题分
 享学院借神学教育推展神国，让与会的
 新旧支持者更了解本院的事工和方向。

       教务

2.1 学生
 7月份新学年学院迎来 1 1 4位来自 1 2个
 国家的新生。全院有430位学位修读生, 
 其中 191位全读生及239位部分时间修
 读生。再次感激为94位来自16个国家的
 学生慷慨提供奖学金的奉献者。
2.2 讲师与院系
 至今本院有28位全职讲师及30位客座
 讲师。
 2.2.1 华文神学系于1月份推出新的夜
   校课程《全人成长文凭:职场、
   家庭及生涯设计》。
 2.2.2 英文神学系于1月份推出基督教
   研究硕士课程。
 2.2.3 圣乐系于3月28-30日举行“细
   拉退修会”, 受邀与该系讲师们
   配搭的有来自美国的作曲家Dr. 

   Dan Forrest及菲律宾的Dr Beverly 

   Shangkuan-Cheng，并以两场1200 

   席位全满的音乐会为该聚会的
   高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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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辅导系欢庆10周年纪念，有3,650
   人次参与辅导周(2月18-22日),
   并200位来宾参与感恩晚宴。
2.3  师资发展与动向
 2.3.1 卢 家 正 博 士 于 7月 份 就 任 教 务
   部长。 
 2.3.2 叶慕灵博士于7月份就任联系部
   (之前为策略发展部) 主任。
 2.3.3 李志秋博士受委为课程研发总
   监暨进深研究所所长。
 2.3.4 英文神学系欢迎新讲师李东俊
   博士于八月份加入讲师阵容，
   主要教导教会历史。
 2.3.5 本院欢送詹慧丽博士过去 41年
   的服事并于11月份荣休。

    2020年的大事与展望

3.1  教务方面：学院正积极筹备华文辅导
  课程，也致力于设计跨院系课程及跨科
  的教学模式。
3.2  人事方面：学院积极地储备与招聘师
  资，求主差派有学术能力、牧职经验、
  宣教胸怀与生命见证的工人。
3.3  行政方面：学院即将全面但逐步地更
  新软件系统，以此提升教务及各层面的
  校务行政的效率与素质，也加强讲师与
  职员运用科技的能力，善用科技达到神
  学教育的目标。 
3.4  建筑方面：2018年下旬校园的两堵防
  土墙因出现裂缝与轻度倾斜，有关官方
  部门要求本院做出相应的维修或重建的
  计划。经过一年的观察与协商，目前极
  可能只需要做出适度的维修。

     祷告需要

4.1  为430位学生谦卑地委身于圣经真理的
  学习，从而成为圣道的沟通者、仆人领
  袖及整合的思考者。
4.2  为28位全职讲师、33位客座讲师及35
  职员同工，能以智慧地使用他们从神得
  到宝贵恩赐与资源，以建立一个灵命蓬
  勃与学风鼎盛的学习群体，好实现本院
  的使命与异象。
4.3  求上帝按时供应新的一年所需要的5百
  70万经费，除了学院经常费之外，也
  包括资讯科技设施、教务发展及教职员
  的福利需要。

 来到2019年年终，我们以感恩的心数算
上帝的恩典。上帝信实地透过各方伙伴慷慨
地供应学院所需。学院也持守管家原则及管
理制度善用有关资源。我们也深受院牧詹慧
丽博士41年来在学院的教导、领导与服事所
带来的祝福。她在服事中的喜乐、对主的爱
及对人的恩慈，都让我们体会到她是忠心事
奉主耶稣的榜样。

 愿主借着您和同工们给本院的支持及祷
告，继续祝福学院好让我们可以祝福这国家
及本区域，训练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建立
基督的身体，使万民作主门徒。但愿上帝鉴
察我们忠诚事主。阿门。

谢木水牧师(博士)
谨此总结报告
2019年12月31日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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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报告书: 

 敬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向贵教会各位牧者、长执及主内弟兄姐妹问安！

 承蒙诸位给于马来西亚神学院在培训及装备全职侍奉者及信徒，具策略性的事工上
持续且忠实的支持，敬此致万分和深忱的谢意！谨将敝院事工简报如下：

1.   2019毕业礼
 神学院第卅六届之毕业典礼已于2019年10
月19日举行。当天的讲员是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
朥越华人年议会会长池金代牧师（博士）。我们
共有79位不同课程及学位的毕业生。今年的毕
业礼将于10月17日举行。讲员是来自马来西亚
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会长郭汉成牧师（博士）。

2.  2019讲师团咨询会议
 讲师们于去年十月间举行了质询会议，目的
是检讨过去的事工，包括学院的学员们的情况，
并计划未来的事工。我们为了有一段美好且有成
果的时段感谢主。

3.  讲师与职员的旅游进修会 
 好些教职员于去年10月23-25日到浪交怡
岛举行旅游进修会，以促进彼此间的关系。

4.  2019教职员圣诞庆典午餐团契
 此午餐团契于去年12月9日在芙蓉举行。

5. 2019董事会与教员的圣诞庆典午餐
 团契
 此午餐团契于去年12月11日在八打灵的基
督教协进会会所举行。这是好多年后，首次董事
与教员们借此佳节促进彼此间的关系。

6.  2020新生
 我们感谢上帝，本神学院今年共录取了27
位新生:英文部13位、中文部11位、国文部3位。
敬请在祷告中纪念扶持他们，以至他们能谦卑受
教，接受装备成为敬虔爱主、对失丧者有迫切的
使命感及有牧者心肠，牧养主羊群的传道人，祝
福马来西亚的各教会及普世宣教大业。

7.  2020新生指南周
 他们已于1月2-4日参与了“新生指南周”。

8.  2020 本院神学生统计: 
 本院全时间学生:  79位（53 男, 26 女）
 本院部分（兼职） 学生:  31位 （21 男, 10 女）
 神学延伸课程TEE（英）95位；（中）61位；
 （淡）85位；（国）59位；总共 300位
 教牧硕士（英）11位（中）18位；总共29位
 教牧博士（英）18位；（中）25位；总共43位
 神学硕士（MTh）21位
 神学博士（DTheol （ATU）1位

 学生人数总共504位

9. 2020常年退修会
 回归生于正月5日回抵校园。学院的社体晚餐后
我们即以敬拜开始本年的退修会。此次, 有两位讲员,
分别是新加坡 Grace Works 的 Tan Soo Inn 牧师(博士)
和 Aaron Yong 先生。前者于正月5-6 日主讲；后者
则于第7日以团队活动主讲团队建造。退修会也安排
让师生们有机会独处省思、小组分享，并由敝院人事
部主席: 李祖国先生，以推展“微笑运动”和院长主
礼圣餐为结束。 

10. STM-KL 中心
 在八打灵再也的神学延伸中心，已于正月一日从
路德中心搬迁至吉隆坡的卫理大厦。林家扬牧师/博
士已被委任为中心的主任。

11.  新院舍扩建
 此维修工程已完成，并得到以乐捐者之奉献所需
款项。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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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办公室及多元礼堂顶架的维修
 此两项维修工程将于三月底完成。

13.  小型书展
 于正月15日举行。共有六个单位参与。包括：
迦南地、书花、永恒智慧、喜乐泉、证主及环球圣经
公会。 

14.  讲师动态
a. 院长萧帝佑牧师和英文部新约教授林家扬博士已
 完成了安息年(去年7-12月)，并回到学院继续
 服侍。
b. 张俊明牧师已经呈交他的神学博士(DTheol)论文
 給导师龚立人牧师(博士)，在等待他进一步的
 指示。
c. Ram Buraat 老师是敝学院的储备讲师之一。他 
 已通过他在沙巴神学院的神学硕士（MTheol）
 论文建议书的呈现。他此刻在马来西亚神学院协
 助国文部全时间和神学延伸课程的事工。 
d. 沙巴神学院的前任院长，也是福音信义会的牧者, 
 Wilfred John牧师(博士)，在任满后，已加入马来
 西亚神学院，成为敝学院的英文部及国文部的讲
 师，并担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
e. 张晓枫博士于今年五月被聘为本院的专任讲师。

主内同工，

萧帝佑牧师（博士）敬呈
Seminari Theoloji Malaysia

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
Lot 3011, Taman South East, 701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Tel: 606-6322815

Fax: 606-6329766  

Email: admin@stm2.edu.my

Website: www.stm.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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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恭喜美里福音堂迈入第40周年的差传年会。正好四十年前是我第一次透过马圣
同班同学认识了贵堂，该同学在自我介绍时特别强调美里福音堂是属于独立教会而非一般
的弟兄会体制教会。

 再次有机会接触美里福音堂是回到马圣母院担任教务与注册服侍时，从来自美里福音
堂的同学中看出贵堂推动2年门徒课程（短宣）的果效。凡经过贵堂门训进入马圣就读的同
学们都充分地展现出门训课程给他们美好的装备，促使他们在马圣的神学训练过程中有更
深入与全面的得着。

 最近获悉贵堂预备於今年初举办第二届的全砂精心门训教会（IDMC）大会，虽然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展延，贵堂对建立使命门徒群体的异象与行动深深激动了马圣决定邀
请曾金发牧师伉俪於2023年7月13-16日在西马举行精心门训教会（IDMC）大会。相信在
筹备与进行的过程中必有许多方面需向贵堂讨教与学习。

 最后特要谢谢贵堂在推动差传与门训事工上常纪念马圣的需要，不但把许多优秀的献
身者推荐到敝院，也常固定的支持马圣讲师及经常费的需要。在此要祝福您们来届的差传
年会，深信上帝不单使用美里福音堂，马圣极其乐意与您们靠主共建使命门徒群体，以致
做出更好的准备，迎救主与君王的再临！

李明安牧师/博士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共建使命门徒群体

神学院
BIBLE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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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厚彰博士

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总主任

“请到我家来住”
 (经文:使16：14-15)

 有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人，名叫吕底
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
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
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便求
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注: 或
作“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侍主的”), 请到
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使16:14-15

 以上的经文是讲员很少用的主题经文。但它
涵盖了关于宣教士关爱的重要的教导。
 
 这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人, 名叫吕底亚, 虽然
素来敬拜神, 但她不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保罗向她
传福音, 她及家人都信了主, 并接受洗礼。这些事也
许就在一天或数天内发生, 但吕底亚却马上邀请保
罗到她们的家做客, 并强留保罗和他的同伴同住。
 
 保罗和他的同伴提摩太，因为听到马其顿呼
声之后而来到马其顿的首站--腓立比城宣教。这
是他们初次到访，人地生疏，没有熟人接应，吕底
亚之爱心款待，的确给宣教士带来许多方便，同时
也肯定了神给他们的异象。在尽东主之谊的同时，

吕底亚也正在作宣教士关爱！只是，当时还未有这
么一个名称！
 
 大家可以想象宣教士住在吕底亚家的情况：
吕底亚及家人不只供应住宿、伙食, 宾主之间还会
有许多沟通, 例如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如何与主相遇, 
他被主大光照射后眼睛受损, 这次路途遇到的种种
挑战及如何得神的帮助等……

 也许吕底亚不能像心理学家那样给保罗辅导, 
但她肯定可以安慰保罗，听他诉说心里的话, 并为
保罗及同伴祷告。作为一个商人,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吕底亚在经费上赞助保罗。从某个角度来看，
吕底亚在作全面的宣教士关爱。

 什么是宣教士关爱？

 宣教士关顾的定义

 宣教士是差会的会员，宣教士关顾也称为会
员关顾。宣教士关顾是为了宣教士有效和可持续的
生活、事奉和工作，而不断在进行的一种准备、装
备和激励。

差会
MISS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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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关顾涉及到一个宣教士的各个方面，如个性、灵性、情感和人际关
系的健全发展、身体健康和经济情况等。这关顾的对象无论是单身、夫妻、家庭
和孩子，在发展或教育方面，我们寻求通过提供持续的培训、资源和所有这些领
域的装备，来激励宣教士做出健康的选择；它也是使命、领导、后勤、灵性形成
和教会生活各方面的组成部分；从被拣选开始，一直贯穿到宣教士的整个生命周
期，直到重返工场或退休。

 宣教士关顾的责任在于差派机构、差派教会、接收教会、领袖（原居地/工
场）、团队、家庭、个人支持者、有能力的会员关顾提供者和宣教士本身；以上
所有相关成员将通过持续学习、网络和资源开发等，寻求所有在他们工作的领域
发展能力。他们将以谦卑、正直、怜悯的心服侍教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依
赖神的恩典和恩赐。

  宣教士关爱的层面
 
 整全的宣教士关顾包括了不同层面：最基本的是上帝的关爱，到自我的关
爱和差派教会的关爱，然后是差会的关爱直到网络的关爱。下面的图让我们看到
各层面的宣教士关顾：

图案取自：Doing Member Care Wel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Kelly 
O'Donnell, Kelly S. O'Donnell (Eds), published by: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2.

2.自我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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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主要宣教士关爱的来源

 一般来说，差派教会, 在工场的教会或信徒(若有)及差会是最重要的宣教士
关爱的来源。

(一)  差派教会

 差派教会对宣教士较了解, 所以较容易关爱宣教士。除了经费上的支持，在
灵性及精神上都可作出鼓励与支持。通过现代的各种媒介，领袖或弟兄姐妹可时
常与宣教士联系，了解他（她）的需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并在实际行动上给予协
助。当他们回来述职时，花时间与他们交流，请他们吃饭，安排他们的住宿需要
等等。

(二)  在工场的教会或信徒

 使16:14-15 提到的宣教士关爱其实是在宣教工场里接待宣教士。在某些地
方，还有未及的群体，可能还有宣教士来到当中宣教。在这情况下，当地的教会
及弟兄姐妹也可以欢迎并关爱来到他们当中的宣教士。他们可特别关注宣教士的
语言学习、跨文化生活的适应、子女上学的安排等，在生活上给予实际的帮助，
甚至是属灵上的交通及遮盖。

(三)  差会
 差会是通过在工场的团队及差派办事处团队给宣教士关爱。差会除了管理
和督促宣教士，差会也在财物管理上给予宣教士帮助。差会给宣教士的关爱是多
方面的，而且是较专业的。许多时候，差派办事处也会派代表到宣教工场探望宣
教士。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还有数位专任牧者分别到工场拜访宣教士及子
女，在那里牧养和关爱他们。当有需要时，差会也会安排宣教士接受专业辅导或
心理咨询等。

总结
 
 宣教士关爱是多方面的，需要教会、弟兄姐妹、差会，甚至专业人士的合
作才能完成。当我们参与宣教士关爱时，我们也参与了普世宣教了。盼望教会及
弟兄姐妹能看重宣教士关爱的责任和重要性。

作者：林厚彰博士
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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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事工报告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年，新冠肺炎几乎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在家里。以往那些四
处到教会分享，以及冲刺的感觉顿时之间都消失了。或许说，今年到底自己做了什么？成
就了什么？连自己都有些许的疑惑！然而，这或许不是什麽偶然的事件！反而是神在这个
时代中，转化我们去面对新常态的挑战！加速了教会对时代转变的醒觉。

 2018年起，我被委派负责督
管非洲事工。至到2020年我才有
机会涉足这片土地。这是一个充满
挑战的旅程，华传两位国际同工曾
在这里患上非洲疟疾，两位都差点
丧命！这也让我心存疑虑，想到家
中还有许多人要照顾，真的不能有
任何差错！除了祷告只能祷告了。

 十 天 的 旅 程 让 我 看 到 了 天 父
的世界，从他们的眼神，你可以清
楚看到，他们并不缺少什么! 也许, 
你觉得他们贫穷，但事实上他们比
我们任何人都满足。虽然他们也会

为生活劳碌，也会为生活拼命，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想追求世俗的财富。非洲需要的是神及祂的救恩! 
在乌干达基督徒的人数比率会让你震惊，百份之八十以上的人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是，距离基督信仰的福
音化，仍然有很大的距离。这里需要的是基督信仰的培训计划！乌干达仍然需要许多宣教士来教导他们神
的真理。华传在这里开发了这片土地，期待有更多人前来工作。

 这是一个叫人兴奋的日子！记得在2018年和大家分享，华传在泰国完成了建造清迈福音中心的计划, 
没想到两年后乌干达的福音中心也建造完成了。我们将这个中心奉献给神，求神在这里做祂的工作，带
领更多乌干达人信耶稣。也请为我们在非洲的工场主任董上羊牧师祷告，他将带领当地的事工发展，求
主差派工人去与他同工。

《2020年之非洲烏干達之行》

差会
MISSION ORGANIZATION

摄于二零二零年一月

2020年一月华传乌干达的
坎坝拉福音中心正式建造完工，
并举行献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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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生产宣教人力》

林俊仁牧師
华传国际副总主任

曾永庆宣教士差派礼

 许多研究发现，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宣教士
产量似乎有显著下跌的情况。甚至在一些研讨
会议中，以“宣教士退潮期”来描述目前的状
况。然而，我个人主观的判断，这种描述有其
缺欠的观点。我认识许多基督徒，特别是马来
西亚的信徒，其中有许多满有宣教的异象。几
乎每年都有许多人向我提起他们想往宣教的旅
途前进。“宣教士退潮期”的言语可能有需要
商榷的地方；那很可能是经济退潮带来的附带
影响，从而产生的错觉！韩国宣教人潮停滞在
25万人，会不会是与韩国近年来的经济萧条有
关係呢？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当然，新冠肺
炎之后的影响将另当别论。然而，我们仍然感
谢神，多年以来，每一年华传马来西亚都迎接
宣教人力的丰收年。

 来自长老会原道堂的罗秀楹传道，一月份
前往创启地区服事，她已开始接受语言训练，
并将快投入神学教导的工作；来自福音自传会
梹城基督使命中心的曾永庆弟兄，则在二月份
顺利前往柬埔寨，目前在语言学习的阶段；陈
美缣传道原计划在2020年初出发前往埃及，唯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暂时无法前往;来自长老会
原道堂的甘彩妮姐妹也即将前往柬埔寨宣教。
2020年算是华传马来西亚的宣教士丰收年。为
此感恩！

 请为我们所有新差派的宣教士祷告，愿神使用他们的工作。

 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华传的支持，感谢您认同华传的事工价
值！也盼望您不断在祷告上记念华传的事工，让神使用华传——
这卑微的仆人！阿门。

罗秀楹宣教士差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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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神学毕业
后，我便正式踏上了牧
养教会的道路。回首已
经30年！在基督信仰
裡不用「巧合」二字，
因一切都是神的带领。
我过去的服侍人生有一
条 明 显 的 分 水 岭 ， 首
15年我是一名牧养教
会的牧师，而后15年
是差会裡的主管。服侍
人生的双十五，是否有
值得分享的地方？

事奉的双
文/林俊仁牧师

   眼光的转变

 我经常感到骄傲也常向人自夸，因我来自新山异象基督教会，是马来
西亚第一家开始宣教年会的教会。我的母会强调『人人宣教』，牧师甚至
说：“不宣教是会死的”；教会常年最重要的聚会不是圣诞节，而是宣教
年会。如此之环境，让我这在基督里刚刚重生的婴儿，被滋养了满满的宣
教细胞。十七岁刚信主的我，当年就接受了挑战，参加教会主办的泰北短
宣队（在80年代算是罕见的活动）。我至今仍将自己献身，这都归功于短
宣的影响。神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牧师，一晃眼就15年，服侍主的第一
个15年就给了教会。

 加入华传后，所面对和经历的转化让我感到震惊。虽然我在一家充满
宣教意识的教会长大，神学教育也赋予我相当多的宣教教育，然而加入差
会后，我对自己是否真正认识宣教感到怀疑和无助。原来，理论和实践是
有分别、有距离的。我们听过宣教士面对孤单的问题，然而，这种认知未
必能让我们理解什麽是宣教士真正需要的关怀。这只是众多问题里的其中
一例。回想在牧养教会期间，我因无知而给过宣教士空洞的鼓励性话语。
口里说出许多属灵的话可能只是惯性举动，也以为只要每天过着祷告读经
的生活，就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事。还记得那首儿时老歌，唱著美丽的音
调，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如此是否真能安慰在宣教工场
上实战的宣教士呢？宣教士是否就能克服内心的恐惧或阴影？「信心」是
否就能回答所有的疑问呢？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属灵巨人，是否真是屹立不
倒？在差会的十五年，我意识到，原来宣教工场上的实战经历比我想像的
还要复杂得多。十五年的牧会经验，并没有让我对宣教有真正的认识！

 眼光转变，看事物的角度与从前有别之后，我不再轻易的问宣教士：
“你为什麽回国？”在差会十五年，我更能理解和体悟，宣教士暂时离开
高压性禾场，转身喘气的重要和必然性。我发现自己的眼光，更具人性化,
也更实在了。原来管理差会也是一门专业，眼光必须正确。感谢神给我这
种认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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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导向的转变

 有人问我，当牧师和差会主管有什麽分别？经过两个十五年，我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
牧会较著重人，差会则是较著重于行政的事工。两者都有难度！前者经常要处理人事，后者则经常要处理
事务；特别是与管理幕后事宜，其中包括叫人烦恼的募款。从幕前人事，到幕后管理,对我来说是相当大
的转变。
 
 这种转变最难适应的地方不是事奉方式的转变，而是心理的障碍。曾有一小事，事隔15年，记忆犹
新。一位主内肢体赠送礼物给所有宣教士, 当时拥有一台手提电脑是相当不易的。但是, 所有办公室同工, 
即或是主管都不在赠送名单内。若认真留意，在许多教会所设定的宣教章程中，并没有把后防宣教同工设
定为支持对象。说回以上所提之事，多数同工其实都拥有自己的笔电，相信没有同工在意此赠品。但在许
多信徒的观念中，只有前往前线工场的才是宣教士，后防同工却无形被二等化的色调。后防同工往往得不
到相对价值的认同。

 2005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华人差会主管会议，与会的有90多位世界各地华人主管们相聚研讨。有时差
会因某种需要，将前线同工调回地区办事处，又或将办事处同工调往前线。差会主管们最终发现，两者角
色的调换经常带来困扰！原来，优秀的宣教士不一定能胜任后防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反之亦如此。

 神让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很重要，亦无可替代。我们应忠于自己的角色，好好
参与在宣教的事工。十五年走来，感谢神让我不断看到自己所扮演角色中的价值！我没有白费这十五年在
差会的事奉。每一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什麽是神要我扮演的角色？在宣教的大业中，我又可以贡献什么？

    疆界的转变

 从牧会走入差会，最大的激励就是事奉的疆界扩大了！过去是牧养一间教会，走入差会后服事的对
象是马来西亚的八百多家华人教会。只要教会有宣教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前往参与！2006年第一次
举办青宣大会，约有四百位来自全马来西亚的营员。此次营会有71人回应呼召，至今已有数位走上了宣
教工场。这是一大鼓舞，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服事众教会的喜乐与满足。

 或有人认为，华传办事处同工的工作就只局限在办事处里，事实上则是华传同工常常间接或直接走
入教会，推扩宣教事工，如在教会给予宣教培训课程、宣教主日学课程，举办宣教年会等。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
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13：14-15）这项应许是给所有亚伯
拉罕的后裔。从属灵上来讲，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旧约的故事基本上不是单纯的历史，而是赋予了
属灵的含义在其中，福音是这项含义的最终解释。我们要从更广的角度看世界，政治家看的是国与国之间
的边、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市场、科学家看到的是天文地理、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国度。只有以信心举目观
看，才能看到福音的禾场。祈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让我们不只是看到教会的四道
墙，更是要看到普世禾田的需要。

 从牧会走入差会，走过两个十五年；
 每一段都是神的带领，每一段都有神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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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会
MISSION ORGANIZATION

牧者暨差传委员会美里福音堂

敬爱的牧者/差传委员/长执及弟兄姐妹，平安！
 近日新冠肺炎肆虐, 许多灵魂失丧, 敲响主再临的日子临近之警钟；同时离主托付的

大使命目标尚远。感谢贵会坚持参与完成使命的基业, 支持未得之民的福音事工与代祷。

使团（海外基督使团，简称“使团”）2019年经历神信实的看顾和带领：目前使团为了

善用经费及减少退回的邮件，我们只邮寄代祷信件给愿意阅读的支持者，同时增加电邮寄

发给支持者。祈盼教会谅解并在祷告上继续支持，同时参与宣教事工让福音得以广传，坚

持完成上帝的大使命。

使团近况

 2019年使团很多位在东亚前线服侍的宣教士经历重大的挑战和变更。服侍禾场面对

压制和必须撤离。宣教士必须转换服侍地区及服侍方式。使团(马来西亚区)2020年共有

24位宣教士，其中15位在东亚不同地区及非洲肯雅前线服侍未得之民，5位在后方支援, 

4位需转换服侍地区及服侍模式。目前本地办公室共有5位员工。时下禾场属灵争战强以

及挑战艰巨，宣教士在前线服侍，须透过各种创意方式接触未得之民，极需您固定的代祷

与支持，方能坚守岗位，向未得之民宣扬基督的福音。传承异象

 2019年使团举办好几场工作坊，传递宣教异象及意识。我们期盼教会能领悟宣教异

象，共同完成神的大使命。此外，2019年我们也到28间中文教会与神学院宣讲圣经中神

宣教的心意、宣教工场的需要和展示未得之民族群文化物件。与教会并肩

 2019年我们透过开办把握时机宣教课程，培训不同教会逾60位信徒认识宣教及改变

他们服侍的价值观。把握时机宣教课程是基督徒生命转变课程。接受培训后的学员整个人

生及宣教视野得到改变及震撼。对宣教及服侍神有清楚的认知及愿意委身服侍。同时我们

也举办5场“起飞”宣教醒觉工作坊。若贵会有意激发信徒对宣教的醒觉，可以联络使团

中文部主任。

海外基督使团OMF International, Malaysia

3A, Jln Nipah, O�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4257-4263 / 4256-7645   Fax: 603-4251-4313email: my.cm@omf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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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宣队

 使团透过安排访宣行程到东亚各宣教禾场，让教会及个人有机会体验及观摩跨文化宣教

(服侍亚洲)；同时更了解宣教士的困难及懂得如何在祷告上支持宣教事工。2019年我们有两

队短宣队到柬埔寨、泰国及蒙古访宣，加上个人访宣总共有35人参与亚洲短宣服事。

培训事工

 使团在中华大地设立流动神学培训课程，培训当地家庭领袖带领牧养教会。使团宣教士也

协助指导与培训当地教会差派本土宣教士。使团中文事工主任陆世娇牧师于11-25/11/2019到当

地三个区域协助教导圣经课程。去年东亚国情变更，严厉管制教会，强制家庭教会登记。不登

记的教会被关闭。所有登记的教会限制信主年龄，管制讲道内容及禁止出外传扬福音。同时当

局计划在圣经内加上国家法令及共产主义信条等。请大家为当地教会祷告。

其他

 使团出版许多书籍协助信徒认识宣教及激发宣教热忱。2019修订版《永不言弃》，书中

描述宣教士在开荒僻地、在崇山峻岭、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在分散的穆民之地，我们都能够

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鞠躬尽瘁，甘愿一生如此度过；惟一的心愿就是人们能得到福音的真

理。他们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多次经历失败，却没有放弃，坚持以信心行事，至死忠

心。如同耶稣基督爱世人到底，爱穆民“到底”是《永不言弃》里宣教士们的动机，也是他

们的终极心愿。

 另外，2019年我们也出版了一本新书：《鹰架任务》。本书描述戴德生将外国宣教士比

喻为鹰架：“我们外国宣教士，就如建屋时所搭的鹰架，房子建好，鹰架愈早拆掉愈好，或

者愈早迁移愈好；这样就可以在别处再作同样的工作。我们工作到足以迁移，甚至不再需要

我们，对福音未到之地愈有好处”。适逢内地会创办150週年、长老会在台湾设立教会150週

年。在如此特别的时刻，何不让我们从鹰架的角度来观看上帝在台湾的奇妙作为？这些鹰架

如何陪著台湾走过风雨飘摇？台湾如何开始「出口」鹰架？   

    同时，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感人的宣教见证书籍，祈盼您能购买阅读，建立宣教情怀。使团

也出版各区域不同群体的祷告手册，鼓励你参与以膝盖宣教，为未得之民祷告。

12/10/19

Take Flight

美里福音堂“起飞”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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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活动：

1）2/3/19 宣教醒觉“起飞工作坊”：信义会国达堂

2）5-7/7/19 启航宣教指导工作坊

3）12-14/7/19 使团理事及成员退休营

4）5/8/19 韩国宣教中心使团历史及戴德生传讲座

5）8/8/19 马圣宣教之夜

6）12/10/19 美里福音堂起飞工作坊

7）26/10/19 新山全人教会起飞工作坊

8）9/11/19 康乐佳美堂起飞工作坊 

2019年营会：

18-20/10/2019  举办英文宣教营。

  讲员：罗彼得、信尼、

  戴金添医生。

  地点：桂花园卫理公会

把握时机课程：

15-30/6/2019  巴生沐恩堂及长老会

8/7-2/8/2019 在槟城浸信会神学院举办

                            

祈愿神大大使用贵会作为福音的出口，作主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更多未得之民因您蒙福。

耶和华沙龙。

国际海外基督使团（马来西亚区）                                   
  

执行主任    中文部主任                                   
                          

陈耀强    陆世娇牧师敬启            

15/6/19
巴生沐恩堂
把握时机
宣教课程 

79

2/3/19 Take Flight“起飞”工作坊 陆牧师在长老会中心教导宣教课程
GPM Mission Class (2019)



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感谢主，承蒙贵会一直以来在宣教的经费上及祷告中给予本会的支持，现带着兴奋及感
恩的心向您们见证神在2019年的恩典与带领。

 感谢神的带领，激励辅导志工陈金凤姐妹忠心又热诚地服事超过15年。感谢神呼召多位
青少年事工领袖课程的牧者在10年里积极四处培育承传人，兴旺青少年事工。感谢神预备
G.L.U.E.团队、G.I.F.T. Café志工、拍摄福音电影志工、营会志工等在台前幕后甘心乐意
地事奉。同时，也为着许多教会、机构和单位/团队和信徒愿意与本会建立伙伴关系，向神献
上赞美。赞美神使我们连接在一起，邀请前往作事工报告和展览摆摊，并同心合力地联办和协
办各种聚会、前来担任讲员或嘉宾等，在营会、Open Mic音乐会、诗歌见证巡回演出、讲道
工作坊、宣教研讨会、宣教异象分享会等共同兴旺福音，见证基督，荣耀主名。

 感谢神，青少年品格塑造中心在教会青少年团契和营会的分享共有12堂；并有机会分别
在教会青年小组、少年团契、青少年生活营、青少年营会等服事，共14堂。创启地区特约同
工教导青年人单身与恋爱课程 ，约有6堂。

 感谢神，为了专心筹备和撰写教牧博士论文，锺丽瑛传道于1至5月申请无薪假期。6月份
重返事奉岗位，继续以新马为基地，按事工需要回返工场事奉。除了在新马教会主日崇拜证
道、宣教分享，也在6月11-14日的第四届宣教精兵营担任小组导师、差传Kopi Kaki分享。并
于6月30日-7月21日重返东亚工场，在『走进人群』宣教中分享；部署两场少儿宣教精兵训
练营和教导青少年导师培训课程；于8月26-29日，在泰北清莱晨光之家苗族门训中心培训。
至2019年, 锺丽英传道完成了在创启地区10年宣教, 于8月底离职, 重新投入教会的牧养事奉。
本会衷心感谢锺丽瑛传道过往8年在中信的并肩事奉。

 感谢神，本会差派在泰北清莱省散孔村的宣教士刘成发牧师夫妇，开办的两年苗族门训
课程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共11位学员接受造就。预计2020年3月份举行毕业礼，从中挑选学
员继续到神学院受装备。“加力站”去年也接待多支海外访宣队和宣教体验的各别信徒，推广
泰北宣教。感谢神，刘牧师于2月14日顺利申请到退休证。去年，无论是在泰北或回国述职
(22/10-28/11)，刘牧师夫妇在各教会的崇拜、团契、主日学证道和教导、主讲培灵信息、在
6月11-14日参与第四届宣教精兵营的服事、在《泰北宣教异象分享会》分享信息和见证、担
任中信宣教士退修会主题讲员、在宣教交流会《踏出宣教一小步》督导两位宣教有心人
(26/10)，并于1月份及 7月份在台南的神学院进修。

 感谢主，邓大卫与黄涵娜宣教士在创启地区陪伴和坚固东亚教会的牧者和教会领袖、训
练小组组长、教导弟兄成为家中的属灵领导，并逐步引导东亚教会参与东乡族的跨文化差传，
组织访宣队。于1月26日回返新加坡，述职直至3月15日。6月11-14日大卫参与第四届宣教精
兵营中负责小组导师、差传 Kopi Kaki 的服事，涵娜则接手预备企业公司的注销；并在7月份
启动企业公司的注销行动(De-registration)。为了省下昂贵的中介费，手续需亲力亲为，但
感谢神，10月底终于顺利完成注销，也把办公室交由三位辅导同工继续租用。

中国信徒布道会 文/许顺明牧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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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在印尼宣教方面，温羽明牧师于10月12-13日，到雅加达希尼教会证道和教导
课程《基督门徒的灵命操练》，继续加强和希尼教会的伙伴关系。同时，会晤9位印尼牧者、
教会领袖（中信董事），热烈商讨印尼中信基金会的注册、印尼版本的中信月刊，并开始在
《福音快报》（拥有5-6万读者）刊载中信月刊的见证及福音文章。

 感谢主带领罗讨荣传道（缅甸果敢人；罗陈薛而师母为新加坡人）加入，担任差传专员,
致力于推动和动员新马教会参与缅甸宣教。策划和筹备果敢地区有系统的门徒训练，也会不时
策 划 和 带 领 访 宣 队 到 缅 甸 服 事 。 安 排 和 陪 伴 荣 敲 传 道 和 春 发 弟 兄 到 腊 戌 和 仰 光 培 训 （
19-23/8)，罗传道8月30日回新；再赴果敢（10-20/11），教导青少洗礼课程和门训课程，
筹备《果敢生命重建福音戒毒所》10周年庆典和纪念特刊。策划和带领新加坡卫理公会妇女
会访宣队到美苗的教会和神学院事奉（12-19/12）；陪伴林耿恩牧师到果敢为信徒施洗、证
道、门训（14-18/12）。

 感谢主，2019年6月11-14日，本会有恩同13家华文差会和3家教会联合，于Hote l 
Metra Square联办第四届宣教精兵营，超过151位营友、宣教士和差传领袖出席，聆听主题
讲员：戴继宗牧师、刘宝雄牧师分享7堂信息；从8个工作坊、禁食行军祷告、差传Kopi Kaki、差
传游戏中获益匪浅。同时，儿童宣教精兵营“Mission I’m Possible” 同步进行，为主培育
神国度的精兵。中信同工叶淑芳传道与王素韵姐妹透过圣经信息、体验活动、手工制作和电影
观赏等，带领12位介于3-12岁的孩童，认识何谓大使命和谁是宣教士。

 感谢神，继第四届宣教精兵营之后，打铁趁热，本会联同SCJM新传联，于10月26日举
办宣教交流会《踏出宣教一小步》。当中，有刘成发牧师、胡秀梅传道和温羽明牧师分别督导
三位宣教有心人。

    感谢主，由SCJM新传联主催，于11月7日（10.45am - 3pm）举办穆宣闭门座谈会,
旨在推动华文教会关心穆宣的工作，及分享参与本地穆宣（外来劳工）的可能策略。讲员有纪
木和会督、罗燕怀宣教士、Li Ling同工。并有31位牧者和教会、差会领袖报名。

    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 本会去年第一次于1月3-10日为东北地区开办《装备收割》课程,
有约100位牧者和领袖全情投入, 全程出席课程, 讲师和学员有美好的互动交流, 教学相长。

    感谢神，保守在紧张又高压的创启地区，能分别筹办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改变我，改
变世界”和“袮宝血”系列，并赐下祂的平安和同在。同时，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也能在马来
西亚教会筹备和带领“祢宝血”系列。感谢神赐机会向教会分享推动少儿宣教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培育少年儿童成为胸怀普世的天国精兵，激发他们投身在家庭、学校、教会和社区履行宣
教使命。今年的少儿宣教精兵营加上应邀在马来西亚的教会所办的差传年会之儿童聚会，共接
触了343人。

    感谢主，本会与国际中信差会积极编制《宣子兵法：培育宣教精兵学堂》的课程和制作
视频，已经为11位讲师完成视频的摄制，将按部就班进行后期制作。课本小组也紧锣密鼓完成
了7位讲员的学员本、导师本和Power-point。

    感谢神，趁着宣教士返国述职，中信联同宣教伙伴中国布道会，举办了差传祷告会“一
粒麦子”，宣教士分享最新事工消息，会众热烈投入祷告，为差传祷告会注入活力；共有25
人参与。也感谢神，本会差派在泰北清莱省散孔村的宣教士刘成发牧师夫妇，分别于2月12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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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6月14日，在新加坡淡申律浸信教会和马来西亚无拉港长老会，带领泰北宣教异象分享会
『迈入禾场，不忘初衷』；共91人出席。

    感谢神，继2017年《爱在丝绸之路》，马圣前院长林日峰博士再次来新，分享他过往
10年的研究成果，带领与会者走一趟古丝绸之路，重寻早期教会的使徒和宣教士的佳美脚踪，
把福音带到中国、印度和斯基泰人，一起见证神那奇妙又充满爱的作为。展望未来神要使用中
国和华人的宣教士，透过现代的一带一路，把福音带入中亚、中东、耶路撒冷和欧洲。林日峰
博士分享振奋人心的信息和诗歌，鼓励了33位出席的牧者、领袖和信徒。

    感谢神，生命光艺术团于5月2-23日第三度踏足新马。在12场聚会中为主作见证，共
接触2,741 人次，超过559人 回应或作决志；另外，于9月19日至10月14日，由中信协助筹
备和协调，台湾葡萄树视障乐团初次莅临新加坡、新山巡回22场次，服事3,076人次。无论是
教会、疗养院；主日崇拜、布道会、团契的聚会、国庆的庆祝会，主都祝福使用，愿一切荣耀
归神！

    感谢神，在2019年里，吉隆坡盐光辅导电话热线服事了将近7人次，面谈辅导将近10
人次，包括婚姻问题、家庭问题、青少年问题、心理问题、情绪困扰、人际关系困扰、儿女管
教、同性恋疑惑、自我形象、压力重担。新加坡面谈辅导将近3人次，包括教养问题、婚姻与
家庭问题。新山面谈辅导将近11人次，包括上瘾、职业困扰、情绪问题、亲子管教、婚姻与家
庭问题。创启地区方面，特约同工在创启地区服事了超过58人次的婚前和婚姻辅导。

    感谢神，本会总主任许顺明牧师、家庭生活教育主任何秋芬牧师和特约同工 David & 
Wong在各地教会带领各种恋爱、夫妻和婚姻课程，及带领更新婚约营和主持更新立约等。去
年，鹣鲽事工在创启地区开办两堂智慧夫妻课程，共接触60余人。

     感谢主，自2017年开始，本会筹办的师母营至今超过214人出席。由既是师母又是牧
者的许何秋芬师母带领与主讲。师母营的目的旨在重建师母的蒙召、重整她们的使命、重塑多
重角色。去年在创启地区分别筹办第四及第五届师母营，共接触102位师母。

     感谢神，卫理公会古晋西教区，连续第四年邀请本会到古晋三一堂开办青少年事工领
袖课程。本次是破天荒开办课程C《向青少年分享信息》（22-25/2/19）。讲师为吕明康牧
师和温羽明牧师，获得27位牧者、青少年事工领袖、少年旅军官热烈响应，踊跃出席，学习
向青少年预备和宣讲信息。原订在新加坡灵光浸信教会举办的课程C《向青少年分享信息》（
5月16、23、30日），因人数不达标而展期，另择日进行。

       感谢神，徇众要求，连续第三年力邀吴仲诚牧师担任《叙事讲道—创世记》工作坊(18/3/ 
2019) 的讲员，并受到牧者、神学生和讲台工作者的热烈响应。长达7个小时的授课、分组讨论、
聆听示范讲道，47位与会者都在结束时即席整理出一篇篇精彩绝伦的讲道大纲，大大增强了与会
者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之决心和自信心，也感谢纽顿生命堂联办是次讲道工作坊。

    感谢神，本会同工及特约同工，分别在槟城、吉兰丹、创启地区及印尼带领主日学师资
课程、训练营及灵命操练课程；接触超过130 位学员。

    感谢神，由本会家庭生活教育主任何秋芬牧师编写与主讲的《智慧父母课程》，课程开
办至今已有17年。感谢神，去年于泰北康宁之家以及新山真理堂长老会授课，共接触54人。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82



 感谢神，去年本会的学校事工进入2间小学带领品格塑造讲座及性教育，共接触770人;
并在民都鲁救世军青少年生活营分享3堂信息，接触130人。感谢圣洁的神从2009年开始就不
停止保守。至今，本会向超过25,011位青少年和超过5,274位小学生传递婚前没有性行为，婚
后没有婚外情的信息，并带领这群青少年进行真爱和守贞立约。

 感谢神，影音事工在2019年陆续受邀到不同的教会和营会举办媒体工作坊，内容包括
「如何推动福音媒体宣教」、「如何成立教会媒体事工」、现场使用手机拍摄并剪接一部福音
短片，和电影分享会。去年9月份，余永锦传道受邀成为卫理公会砂劳越华人年议会资讯传播
部的福音电影《明天还爱》导演。此外，去年1月份，也召集基督教界的媒体事工负责人和一
些本地基督徒导演，彼此交流勉励。目前，影音事工策划举办马来西亚基督教影展，从2020
年起，手机短片比赛和媒体实习工作坊开始逐步推动，计划三年后全面落实基督教影展。

 感谢主，网页事工在去年虽面对调整和挑战，然而，面子书依然活跃，无论是『全球
宣教动员会』或者是『GIFT Café Ministry -CCM』，每月不断地上载活动事工资料，如中
信月刊部分内容、事工海报、活动照片等等。除此之外，4月份开始，透过面子书直播Open 
Mic音乐会，让更多人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同时候参与每一场的音乐会。Open Mic单场音
乐会最高的观赏和点击率为三千多人。此外，上载到YouTube的微电影也引起关注，直至
2019年年末，2016年制作的《ADJ他的故事》大约有四千多个点击率；2017年制作的《恐
龙热狗记事本也有大约一千多的点击率，而近期发表的《七巨人》福音电影，则已累计一千多
个点击率。

 感谢神，去年本会的音乐事工，从2月开始到6月每个月办一场，从7月到12月每两个
月办一场Open Mic音乐会。12月份的Open Mic有来自澳洲的福音组合--燕青牧师和张颉牧
师，举办一场圣诞诗歌布道会。音乐事工同时在筹备新专辑，专辑主要以诗篇为主题，将以年
轻化的电子音乐为曲风。计划在2020年初陆续在YouTube上载，发表每首作品的歌词视频
(Lyrics Video)或音乐原声视频(MV)。除此之外，音乐事工也受邀到不同的教会举办敬拜培
训，带领敬拜祷告会和音乐讲座。

 感谢主，去年是G.I.F.T. Café冲云破雾的一年，从2月份开始停止日常营业并转型全
面专注在主办福音活动聚餐和接受这种的预定聚会。感谢主的开路和恩典，G.I.F.T. Café全
年一共办了32场活动聚餐；其中包括8场的Open Mic 音乐会。G.I.F.T. Café也举办了福音
媒体交流聚餐、电影分享会、花艺课程、工作坊等等，让我们接触到更多人群。

 感谢主，牧养孩童是长期战，需要不断以主和人的爱松土、以主的话语浇灌、以忍耐
和坚持到底施肥。本会在去年应邀在5间教会及机构的品格塑造营、儿童营、儿童聚会、等带
领品格塑造课程、专题信息及性教育课程，共接触360位儿童。感谢主和教会愿意与我们一路
同工，培育孩童的生命茁壮成长，荣耀主名。

 感谢主, 文字事工去年共出版10期《中信月刊》及圣诞特辑, 平均每期出版17,463本，
圣诞特辑出版21,800本；4期《宣传》代祷通讯及全年事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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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

1. 请继续为本会15项事工代祷，共有文字事工、宣教事工、布道事工、青少年事工、训练
 事工、辅导事工、亲子事工、鹣鲽事工、儿童事工、网页事工、影音事工、学校事工、
 出版事工、音乐事工、G.I.F.T. Café 事工，恳求主藉着这些事工服事众教会及广传福
 音，叫得救的人天天加入神的教会。

2. 请继续为本会的众同工来祷告，新马中信现共有21位全职同工，当中有9位传道人，其中
 4位是宣教士，4位特约同工, 好多同工都要身兼多职来带领众多的事工。本会仍然需要征
 聘位于马来西亚中信的网页事工及辅导事工的同工，恳求主差派祂所呼召的人加入中信
 一起服事。

3. 请继续为本会的经费来祷告，新加坡中信总办事处去年不敷新币64,356.75; 新加 
 坡托儿与发展中心去年不敷新币45,029.53；马来西亚办事处盈余为马币 29 ,0 49 .69。
 恳求主感动众教会及众肢体在经费上支持，能按时和及时供应一切所需。

4.   请继续为本会计划于新山购置宣教大楼的事祷告，求神感动众教会及主内肢体供应     
 大楼的经费，另外，为本会能以征召一千位宣教勇士在经费上作出支持来祷告。

5. 请为创启地区的四位年轻同工所推动之中信的事工祷告，求主藉着众教会及弟兄姐妹
 能够支持他们的生活费及事工费。

6. 本会因全球疫情爆发的缘故，所有原本已经安排好的事工都必须暂停，同时也面临 
 经费入不敷出的严峻挑战，无法按时发薪给同工。求神显明祂的作为、怜悯及医治 
 大地。

 再次感谢神，藉着贵会从开始以来就一直支持本会的事工，让我们众同工能向贵会以战
兢又喜乐的心呈上这份报告，敬请查阅。（注：以上报告的详细资料可参阅本会出版的2019
年全年事工汇报）

 愿那位以大能统管万有、永远坐着为王的神与贵会同工，并在差传的事工上复兴众肢爱
神、爱灵魂的心（参诗103:19；47:8）
                                                

微仆
许顺明 
(新马中信总主任: 许顺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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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有云：“努力面前，先要忘记背后”。但2019年肯定是个不容易磨灭的一
年！经过六个多月的动荡，香港社会深陷撕裂和暴力的漩涡。此外，内地对教会
加大的压力和对网络及社交平台加强的管制，已经成了「新常态」，难以期待短
期内可以改变。甫踏入2020年，新冠肺炎的爆发，使香港以至全球都受到非常
大的打击和影响。在这新处境下，福音广播如何能努力面前，继续有效履行「藉
广播、传基督、遍神州」的使命，实在需要主的恩典和带领！

 回顾2019年，虽然外围环境明显转差，但蒙主恩典，本会内地和本地的广
播事工却获得十分良好的增长。短波和中波广播仍有不少忠实的听众。网络事工
也有叫人鼓舞的发展。曾遇到一点困难阻碍的社交媒体平台，问题也很快得到解
决。我们在节目製作和网络基建上的努力，使我们获得历年来最高的收听下载数
字。为著回应需要，我们增添了一些节目，帮助不同年龄的信徒在真道上成长，
并学习成为主的门徒，反应也颇为积极。「良友圣经学院」四个课程的活跃学员
逾4,000人，学员都在各省市教会有美好的服侍。少数民族广播方面，本会聘得
特约同工负责策划和培训的统筹，盼能有更佳的发展。本地广播事工方面，除了
继续参与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CIBS）外，Soooradio的收听数字也有
可喜的增长。

 展望2020年，本会在各种挑战和限制下，仍凭信作出一些新的发展和计
划，以回应庄稼主的使命和听众的需要。

增加圣经节目

 因应听众对系统圣经研读和教导
的需求，除更新「良友电台」的相关
节目和「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外，
本会将于2020年3月底新增一个以五
年为一循环的研读全本圣经节目《穿
越圣经》。

设立福音频道

 为加强佈道的努力，除散佈广播
时间表各处的佈道节目外，本会特别
将现时的益友中波（AM1566）晚上
9:45至凌晨12:30的时段，打造为一
个福音频道，集中宣讲福音预工和佈
道的信息，祷盼有更多人可以藉收听
本会的节目认识主。

文/卢炳照牧师 (总干事)

努力面前
2019年福音广播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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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听众互动

 为著加强与听众同行，本会计划
增加直播节目。直播不但能让主持人
实时与听众互动，更是让听众可以透
过电子平台或电话即时作出回应。靠
近听众，无论阴晴都与听众牵手同行,
是本会电台的核心价值之一。

评估「良院」学制

 《启航》、《本科》、《进深》
与《教牧之道》是本会「良友圣经学
院」所提供的四个课程。经多年的改
进及内地培训环境的改变，我们到了
要为这些课程进行大检讨的时间。相
信在落实有关检讨的建议后，我们将
能 为 内 地 信 徒 和 牧 者 提 供 更 有 效 的
训练。

延伸广播服侍

 除神州大地上的百姓外, 本会正探
讨透过远东的国际网络，将本会所製
作的节目，送到各个不同的华人聚居
之处。与这些散居海外的同胞分享福
音和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新方向。

整合本地事工

 除了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 C I B S ） 和 在 三 年 前 成 立 的
Soooradio外，本会盼望善用远东国
际成员的资源，极积探讨建立咫尺宣
教广播，服侍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
等在港的少数民族，让他们也可以与
我们同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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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MMSTM2020年《第四十屆差传特刊》

国际短宣使团

「一厘米1cm」跨文化短宣队

 国宣与港宣于2020年7月2至12日(四至日)合办第一届本
地(香港)跨文化短宣体验，藉此扩阔队员本地跨文化宣教视野
及承担。因为工场疫情未明朗，决定取消2020年外地短宣(西
马、柬埔寨)行程，改为本地跨文化短宣，队名取名「1cm」，
意思是要拉近与本地少数族裔的距离。

 短宣队：(2位领队、5位牧职神学院神学生及9位短期宣教
士)。在11天，接触尼泊尔、南亚及印尼姐姐群体（滕张基金支
持的本地少数族裔群体），走访元朗、锦田、葵涌、深水埗、
油尖、佐敦、观塘、将军澳、上水及东涌等社区。在尼泊尔教
会、印尼使命教会讲道、见证、带查经、公园佈道、家访、小
学生中学生补习、穆宣出队等。

李绮雯
執行主任

国际短宣使团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hort-term Missions, Inc.
US Office:140-4434th Ave, Unit CA & CB, Flushing, New York, NY 11354, U.S.A.
HK Office: Rm 701-707, 7/F Citimark, 28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T., H.K.
Tel: (852) 3575 5922, (852)2751 7744 ext. 122  Fax: (852)2751 7444
E-mail:info@ifstms.org       Website:www.ifstms.org
Webpage:www.facebook.com／國際短宣使團-IFSTM-286337661742234／

2020宣教导赏行

 感谢圣灵的引导, 在疫情下, 今年为国宣及滕张佳音博士宣教基金(简称「滕
张基金」)筹募经费，以崭新「宣教导赏行」方式进行，截至8月底，筹得约
HK$108万(目标为HK$150万), 愿主继续感动弟兄姊妹支持。滕张基金主要支
持普通话佈道领袖课程(简称「普宣」、台湾及西马等区域拓展短宣运动、本地
跨文化宣教训练(香港)。筹款行动于2020年6月20日(六)上午顺利完成，134位
出席参加，分7条路线进行。

尼泊尔教会 探访少数族裔商铺

印尼使命教会

在重庆大厦的非洲人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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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生
SEMINARY STUDENT

 Shalom and peace be upon all of u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Due 
to God’s richness and mercy through His 
Son, we have been called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We are so thankful to have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minister in Miri 
Gospel Chapel church (MGC), and we 
have been blessed with experiences and 
also in meeting our needs.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hard for us to adapt 
because of the di�erences in languag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other things, 
but then we believe Christ has enabled us 
to go through all these challenges and 
we’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that will 
surely help us in our ministry.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ministry in 
MGC is not so much di�erent from the 
ministry that the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BEM) church is doing, which is to 
bring people to Christ so that they’ll 
accept Jesus Christ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Still, it is a new experience for us 
doing ministry under a church which is not 
under BEM, because it has a di�erent 
church administration. We have come to 
learn new things, such as di�erent types 
of management in church, experience 
ministering among people who did not 
know Jesus, and overcom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in our ministry. Yet, the LORD 
brought us through the year with no 
problem and enabled us to complete 
every ministry that was given to us by the 
church. What’s even more surprising is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very well with 
the committee during our services. If it 
isn’t for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t’s 
hard to imagine how we can come and 

worship together.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Good News of salvation can be spread 
not only through Sunday services, but also 
from our very own life. How we live our life 
and how we care for our neighbours 
reflect the heart of Christ to the world.

 God is so good. He takes care of 
those who put their hope in Him. We were 
blessed during our time ministering in 
MGC church, in meeting our needs and 
also in our studies. As students, we have 
no source of income to support our life, 
but the church gives full support to us so 
that we can finish our studies in METS Miri. 
If it isn’t for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who 
keeps us and takes care of our needs, it 
will surely be hard for us to continue in our 
studies and life.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ologize if we have done anything to 
o�end anyone around us in MGC. Again, 
allow us to thank everyone that has 
ministered together with us, and also 
thanks to MGC for the support in our 
ministry and also in our studies. We pray 
that MGC ministry will continue to grow, by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many 
more people will come to Jesus Christ and 
believe in Him as LORD and savior and be 
saved.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be strong and immovable. Always 
work enthusiastically for the Lord, for you 
know that nothing you do for the Lord is 
ever useless (1 Corinthians 15:58). God 
bless.

Sincerely,

METS Students

Togetherness in 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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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差传年会主题1981-2020
历数 日期 讲员 主题

一 13/1981 许书楚长老 差传的动力

二 30/4-2/5/1982 陈道明牧师 举目观看

三 21-23/10/1983 吴主光牧师 －

四 19-21/10/1984 胡问宪牧师 差传的再思

五 18-20/10/1985 滕近辉牧师 爱的挑战

六 17-19/10/1986 龙维耐医生 扩张你的幔子

七 30/10-1/11/1987 邓英善牧师 当趁白日

八 21-23/10/1988 罗国华牧师 求主放普世在我心

九 20-22/10/1989 薛玉光牧师 进入未得之地

十 24-27/10/1990 卢家文牧师 未完成的使命

十一 24-27/10/1991 陈方牧师 迈向公元二千年

十二 22-25/10/1992 陈润棠牧师 时机不再

十三 21-24/10/1993 李振群博士 直到地极

十四 19-23/10/1994 张永信牧师 万邦正等待

十五 10-15/10/1995 戴绍曾牧师 主又设立的人

十六 15-20/10/1996 林安国牧师 顺服的教会，等待的世界

十七 08-12/10/1997 龙维耐医生 教会总动员

十八 22-25/10/1998 戴绍曾牧师 迈向21世纪的宣教

十九 07-10/10/1999 林慈信博士 普世危机中的宣教

二十 26-29/10/2000 黄光赐牧师 爱与宣教

廿一 18-21/10/2001 戴继宗牧师 宣扬美德

廿二 17-20/10/2002 沈正牧师 e世代的宣教

廿三 23-26/10/2003 冯浩鎏医生 逆境中的宣教运动

廿四 14-17/10/2004 周建平牧师 不要让他们灭亡

廿五 20-23/10/2005 杨钟禄牧师 眼观六面

廿六 19-22/10/2006 李秀全牧师 封闭与突破

廿七 18-21/10/2007 王美钟博士 荣耀使命，知难而进

廿八 9-12/10/2008 张宝华牧师 认识大使命－遵行大使命

廿九 15-18/10/2009 Ajith Fernando牧师 宣教与苦难

三十 14-17/10/2010 林厚彰博士 胸怀普世、勇赴禾场

三十一 20-23/10/2011 Eunice宣教士  宣教的人生

三十二 18-21/10/2012 陈世钦牧师  现今的机会

三十三 17-20/10/2013 赖木森牧师  人人宣教

三十四 16-19/10/2014 李健长老  领袖，你在哪里？

三十五 02-04/10/2015 戴继宗牧师 感恩.敢动.敢言

三十六 20-23/10/2016 萧帝佑牧师/博士 投资于永恒

三十七 13-15/10/2017 彭书睿宣教士 在心中，种一棵宣教树

三十八 19-21/10/2018 郭维成牧师 万国万民的福音

三十九 18-20/10/2019 苏颖智牧师 不要限止实践大使命

四十  蔡元云医生 共建「使命门徒群体」

历届差传年会主题
CONFERENCE THEMES

历数 日期 讲员 主题

一 13-15/06/1981 许书楚长老 差传的动力

二 30/4-02/5/1982 陈道明牧师 举目观看

三 21-23/10/1983 吴主光牧师 －

四 19-21/10/1984 胡问宪牧师 差传的再思

五 18-20/10/1985 滕近辉牧师 爱的挑战

六 17-19/10/1986 龙维耐医生 扩张你的幔子

七 30/10-01/11/1987 邓英善牧师 当趁白日

八 21-23/10/1988 罗国华牧师 求主放普世在我心

九 20-22/10/1989 薛玉光牧师 进入未得之地

十 24-27/10/1990 卢家文牧师 未完成的使命

十一 24-27/10/1991 陈方牧师 迈向公元二千年

十二 22-25/10/1992 陈润棠牧师 时机不再

十三 21-24/10/1993 李振群博士 直到地极

十四 19-23/10/1994 张永信牧师 万邦正等待

十五 10-15/10/1995 戴绍曾牧师 主又设立的人

十六 15-20/10/1996 林安国牧师 顺服的教会，等待的世界

十七 08-12/10/1997 龙维耐医生 教会总动员

十八 22-25/10/1998 戴绍曾牧师 迈向21世纪的宣教

十九 07-10/10/1999 林慈信博士 普世危机中的宣教

二十 26-29/10/2000 黄光赐牧师 爱与宣教

廿一 18-21/10/2001 戴继宗牧师 宣扬美德

廿二 17-20/10/2002 沈正牧师 e世代的宣教

廿三 23-26/10/2003 冯浩鎏医生 逆境中的宣教运动

廿四 14-17/10/2004 周建平牧师 不要让他们灭亡

廿五 20-23/10/2005 杨钟禄牧师 眼观六面鰙

廿六 19-22/10/2006 李秀全牧师 封闭与突破

廿七 18-21/10/2007 王美钟博士 荣耀使命，知难而进

廿八 09-12/10/2008 张宝华牧师 认识大使命－遵行大使命

廿九 15-18/10/2009 Ajith Fernando牧师 宣教与苦难

三十 14-17/10/2010 林厚彰博士 胸怀普世、勇赴禾场

三十一 20-23/10/2011 Eunice宣教士  宣教的人生

三十二 18-21/10/2012 陈世钦牧师  现今的机会

三十三 17-20/10/2013 赖木森牧师  人人宣教

三十四 16-19/10/2014 李健长老  领袖，你在哪里？

三十五 02-04/10/2015 戴继宗牧师 感恩.敢动.敢言

三十六 20-23/10/2016 萧帝佑牧师/博士 投资于永恒

三十七 13-15/10/2017 彭書睿宣教士 在心中，種一棵宣教樹

三十八 19-21/10/2018 郭维成牧师 万国万民的福音

三十九 18-20/10/2019

 16-28/10/2020 苏颖智牧师 不要限止实践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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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生 / 进修生 / 宣教士 / 宣教同工 / 差会 / 神学院 / 福音机构

通讯录

神学生 / 进修生

罗可柔姐妹
新加坡神学院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9-15 Adam Road,

Singapore 289886.

黄荷音牧师
Malaysi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40A-D, Mukim 17,

11100 Batu Ferringhi,

Penang, Malaysia.

E�endy Laing Day姐妹
Inya anak Nyekoh姐妹
Joshua Nelson弟兄
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P.O.Box 2432,

98008 Miri，Sarawak,

Malaysia.

Ngwa Luee Mee姐妹
Thaung Ah Lay Mee姐妹
Maung Oo Lin Naing弟兄
缅北基督教学院
(Union Christian College)

c/o 福音自传会(CNEC)

P O Box 79,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77034

Fax:  07-5588284

Email: cnec.my@gmail.com

宣教士 宣教士

Johan

Email: yscjoyce@gmail.com

Ruth Wong

Email: ruth.wong@sim.org

黄光赐牧师
Email: two1.3billion.wong@gmail.com

SIM国际事工差会
SIM EAST ASIA LTD 

116 Lavender Street,

#04-09 Pek Chuan Building

Singapore 338730 

Pastor Genevieve Wong

Pastor Pauline

Ern & Ai

海外基督使团(吉隆坡分部)
OMF Kuala Lumpur

3A, Jln Nipah, O� Jl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锺紫罗兰
华人福音普传会
Gospel Fellowship For
Chinese Christians
10, Jalan Manau,

O� Jalan Kg Attap,

50460 Kuala Lumpur,

Malaysia.

Alvin 

国际主仆差会
Interserve Fellowship Berhad

P.O.Box 13002,

50769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77848430

Fax:  03-77848403

Email: alvinwong2@gmail.com

曾立祥牧师 
P.O.Box 30196, 

Beverly Post O�ce,

887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Email: lipsiongchen@yahoo.com

H/P: 016-8262556

陈美玉姐妹
1, Jalan Muhibbah 3,

Taman Muhibbah,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03-87368989

Fax:  03-87342895

Email: evelyntmy@123mail.org

Pastor Akeu Poe Mya

358 Moo.16 Jakham noi village

T.Maesalongnai A.Mae�alung

Chiangrai 57110, Thailand.

Email: kumee_nim@yahoo.com.sg

Pastor Mehesh 

Pastor Min 

Pastor Pastor Manoj Thakuri

Dudhauli, municipality-8

Deudaha, sindhuli- Nepal

Timothy & Evelyn Cheng 

马来西亚威克里夫 (Wycli�e) 

Email:

timothy-evelyn_cheng@wycli�e.my

 

通讯录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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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同工 宣教同工 宣教同工

陈世钦博士
世界华福联络中心(CCCOWE)
P. O. Box 98435,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00-852-2391-0411

Fax:  00-852-2789-4740

Email: adm@cccowe.org

Web: www.cccowe.org

李明安博士
陈汉祖博士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Malaysia Bible Seminary

Lot 728, Jalan Kundang, 

48050 Ku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03-60371727

Fax: 03-60371728

Email: admin@mbs.org.my

李振群博士
Block 106C

#08-512

Punggol Field

Singapore 823106

赖裘华姐妹
博爱辅导中心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56B, Jln Petaling Utama 9,

Batu 7, Jln Klang Lama,

46000 P.J.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03-77854833

Fax:  03-77854832

Email: kflai33@yahoo.com

黎美容姐妹、
陈仰芬姐妹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PPPKM)

40, Lrg 6E/91,

Tm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 1/2, Jl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92864046

Fax:  03-92864063

Email: yuoong@gmail.com(美容)

Email: lifegdn@gmail.com(仰芬)

Rev. Voon Yuen Woh

Sister Ruth Tan

Evangelism Explosion Malaysia

No.53, 1st Floor, 

Jalan USJ 10/1,

UEP Subang Jaya, 

4762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Fax: 03-56382934

Email: eemalaysia@gmail.com

Pastor Danil Kawah

No.20, Lorong 4,

Jalan Kumpang,

Taman Hwata,

9320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H/P: 019-4592600

Email: danilkawah@yahoo.com

Pastor Yusuf Anyi

Scripture Union Sarawak 

187, Jalan Stapak 18, 

931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H/P:  013-8181825

Email: bebyusuf@gmail.com

Pastor Yahya Akaw

Scripture Union Sarawak 

No. 2, Jln Utama 

Hill Top Garden, 

Riam Road, 98000 Miri,

Sarawak, Malaysia.

Email: yahyajacob@gmail.com

Pastor Ding Emang Jau

No. 68, Lot 6256, Lorong 2G,

Uni Garden PH4C,

93400 Kota Samaraha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  014-8822033

Email: dingemang@gmail.com

Pastor Liaw Kim Chong

c/o SIB LEC

P.O.Box 366

98700 Limbang, 

Sarawak, Malaysia.

H/P: 019-8154129

Dr. David Liaw

OMF WA

Email: davidjess09@gmail.com

张小芳博士
博爱辅导中心(新山分会)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JB Branch)

02-45, Jalan Masai Jaya 1,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Tel: 07-3579195

Fax: 07-3579198

Email : agapejb@gmail.com

 



宣教同工 差会

SIM 国际事工差会
SIM EAST ASIA LTD 

116 Lavender street 

#04-09, Pek Chuan Building,

Singapore 338730.

Tel: 02-62983611

Fax: 02-62986751

Email: info@simeast.com

Web: www.sim.org

华人福音普传会
Gospel Fellowship For

Chinese Christians

10, Jalan Manau,

O� Jalan Kg Attap,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Fax: 03-22745599

Email: gointl_my@yahoo.com

Web: www.gointl.org

海外基督使团(吉隆坡分部)
OMF Kuala Lumpur

3A, Jln Nipah, O� Jl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42574263

Fax: 03-42514313

Email: my.cd@omfmail.com

Web: www.omf.org.my

神学院

新加坡神学院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9-15 Adam Road,

Singapore 289886.

Tel:  02-65591555

Fax: 02-65591550

Email: comm@sbc.edu.sg

Web: www.sbc.edu.sg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Malaysia Bible Seminary

Lot 728, Jalan Kundang, 

48050 Ku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03-60371727

Fax: 03-60371728

Email: admin@mbs.org.my

Web: www.mbs.org.my

沙巴神学院
Sabah Theological Seminary

P.O.Box 11925, 

88821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Tel: 088-231579

Fax: 088-232618

Email: enquiry@stssabah.org

Web: www.stssabah.org

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P.O.Box 2432,

98008 Miri，Sarawak,

Malaysia. 

Tel:  085-418840

Fax:  085-415988

Email: mec_miricampus@

yahoo.com

江维权传道
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P.O.Box 2432,

98008 Miri，Sarawak,

Malaysia.

林俊仁牧师
华人福音普传会
Gospel Fellowship For Chinese
Christians
10, Jalan Manau,

O� Jalan Kg Attap,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Fax: 03-22745599

Email: gointl_my@yahoo.com

Web: www.gointl.org

叶政播弟兄
国际良善使命团
c/o 美里福音堂
P.O.Box 208, 

98007 Miri,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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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院

马来西亚神学院
Malaysia Theological Seminary 

Lot 3011, Taman South East, 

701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Tel: 06-6322815

Fax: 06-6329766

Email: admin@stm2.edu.my

Web: www.stm.edu.my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386, Jalan 5/59,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7829592

Fax: 03-77831663

国际短宣使团(IFSTM)
7/F., Citimark,

28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00-852-2751-7744

Fax:  00-852-2751-7444

Email: info@ifstms.org

Web: www.ifstms.org

福音机构 福音机构

福音机构

得胜之家
Rumah Victory

2, Jalan 8, Taman Bukit Kuchai,

Batu 8 ,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80751660

Fax:  03-80750626

Email: rumahvictory@yahoo.com

Web: www.rumahvictory.org.my

香港远东广播中心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 Ltd.

P. O. Box 96789,

TST, Kowloon,

Hong Kong.

Tel:  00-852-2744-2211

Fax:  00-852-2744-8800

Email: febc@febchk.org

金灯台出版社
Golden Lampstand（Malaysia）Berhad

Lot 6895, Jalan Besar,

71800 Nilai,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Tel: 06-7990081/4341

Fax: 06-7990081

Email: malaysia@goldenlampstand.org

中国信徒布道会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Ltd.

Blk 371，Bukit Batok St.31

#02-332, Singapore 650371.

Tel:  02-65697966

Fax:  02-65690346

Email: publication@ccmfy.org 

Web: www.ccmfy.org

陶苑全人教育福利机构
Jeremiah Welfare Charity

Society JB, Johor

54A, Jalan Impian Emas 7,

Taman Impian Emas,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16-7029695

基甸会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2900, Lebanon Road,

P O Box 140800

Nashville

Tennessee 37214-0800

Email: tgi@gideons.org

Web: www.gideons.org

His Team 全人关怀团队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20, Jalan Anggerik Doritis 31/156,

40460 Kota Kemuning,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Tel/Fax: 03-51221130

Email: info@histeam.org.my



 
Year: Trend 
 % p.a.

GLOBAL POPULATION  
1.  Total population 1.20 
2.  Adult population (over 15) 1.52 
3.   Adults, % literate  0.47 

GLOBAL CITIES AND URBAN MISSION  
4.  Urban population (%) 0.93 
5.  Urban poor 3.10 
6.  Slum dwellers 3.38 
7.  Global urban population 2.14 
8.  Christian urban population 1.58 
9.  Cities over 1 million 2.25 
10.  Under 50% Christian 2.11 
11.  New non-Christians per day 0.96 

GLOBAL RELIGION  
12.  Religious diversity -0.09 
13.  Religionists 1.29 
14.  Christians 1.19 
15.  Muslims 1.93 
16.  Hindus 1.29 
17.  Buddhists 0.94 
18.  Chinese folk-religionists 0.41 
19.  Ethnoreligionists 0.93 
20.  New Religionists 0.20 
21.  Sikhs 1.70 
22.  Jews 0.69 
23.  Nonreligionists 0.49 
24.  Agnostics 0.54 
25.  Atheists 0.22 

GLOBAL CHRISTIANITY BY TRADITION  
26.  Total Christians, % of world -0.01 
27.  1.22 
28.  Roman Catholics 0.96 
29.  Protestants 1.57 
30.  Independents 1.61 
31.   African 2.25 
32.   Asian 1.19 
33.   European 1.76 
34.   Latin American 2.31 
35.   Northern American 1.13 
36.   Oceanian 2.04 
37.  Orthodox 0.63 
38.  0.64 
39.  Evangelicals 1.80 
40.  Pentecostals/Charismatics 1.89 

CHURCH ORGANIZATION  
41.  Denominations/rites 1.84 
42.  Congregations  1.57 

CHRISTIAN AFFILIATION BY 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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