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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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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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年会主题讲员:  
苏颖智牧师/博士 Rev. Dr. Patrick So
 苏颖智牧师毕业于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学 (University of Houston)，主修哲学及希腊文，获
学士学位(B. A. Honors)，继而在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进修，获道学硕士(M. Div. Honors)，跟着到达拉斯神学院深造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系统神学，获神学硕士学位(S. T. M. Honors)；同期，又在西南浸信会神学
院完成教牧学博士学位(D. Min)。

 苏牧师是德州“雅灵顿”华人教会的开创牧师，并在该处牧会五年多。1986年回港建立中国播道会恩福堂，教会聚
会人数由100馀人增至12,000人。为建立更多信徒领袖及传道人, 苏牧师于2002年在教会成立了“恩福圣经学院”, 苏牧
师本身兼任院长及教授。他于2009年获亚洲神学院的道学项士、圣经研究硕士、神学学士、神学副学士学位认可资格。

 2008年, 苏牧师成立了“和谐事业国际基金”, 展开活现圣经之事工。于2010年4月19日开始启播“和谐”频道。
神感动一些专业人士与基金合作，透过网上电视频道这个平台，全球各地信徒与非信徒均可随时随地收看到每日崇拜、
五分钟灵修、培灵信息、基要真理，资深牧者的讲坛信息，婚姻及家庭、青少、儿童、健康及理财讲座等等。

 苏牧师的心愿是深化门徒训练遍达世界各地，及纵使在没有「牧人」的地方，信徒仍可以有系统及全面地认识
圣经真理。为此,“联宇圣经学院”(网上的神学院 Cbiglobal.net) 亦于2013年中成立，透过古今中外的神学院，牧者的
信息及工场主任、机构的合作，使全球各地有更多传道人兴起来，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联宇”亦是一所与福音派神
学院结连的神学院。
 
 苏牧师除牧会、教导神学外，多年来也有很多写作。其著作主要与传福音、研经、释经、门训、神学及护教等有关。 

著作包括:《性格重整之旅》、《戒绝坏习惯之旅》、《一针见血的福音》、《价值观重整之旅》、《新生命与新生
活》、《每日箴言－门徒座右铭》、《每日与主同行》、《门徒的凯歌》、《温馨家庭之旅》、《智慧人生》、
《盟誓之前》、《跨世纪伦理地图》、《直攀高峰(2)-建立合神心意的健康教会》、《希伯来书－完全的救主与全备
的救恩》、《启示录－从黑暗到光明》、《何西阿书－长远受苦的爱》、《出埃及记－出死入生之路》、《永世君
王主基督(启示录註释)》、《认识主基督》、《认识圣灵》、《认识救恩》、《认识末世》、《认识教会》、《在地
如在天》、《认识及经历圣灵》、《夜尽见曙光》、《从伊拉克到世界未来》、《何西亚书─研经本》、《看哪！主
基督神之子(约翰福音研经本)》、《揭开东方发出的闪电之面纱》、《异端辨惑》、《希伯来书研读本》, 另福音性、
护教性及生活性小册子逾五十馀款。

 Rev. Wing-Chi Patrick So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B.A. Honors),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Greek. He then 
received a Master of Divinity degree from Southwestern Baptist Seminary (M.Div. Honors). He subsequently received a 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 degree from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S.T.M., Honors). At the same time, he received a Doctor of Ministry degree 
from Southwestern Baptist Seminary. 

 Rev. So was the Founding Pastor of the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in Texas, where he had serv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He and 
his family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1986. Since then, he has been serving in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Yan Fook Church. 
During his 25 years of service, his congregation has grown from one hundred to ten thousand.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leaders and 
pastors, Rev. So set up the Yan Fook Bible Institute in 2002, and serves as its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The M.Div., MABS, B.Th. and AA 
programs etc. have already been accredited by the 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In 2008, Rev. So set up the 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td. which aimed at producing live visual educational biblical and 
doctrinal materials. In April 2010, God called related professionals and Christian businessmen together with the Harmony Foundation 
to start a web-tv ministry, whereby people all over the whole world can watch daily devotions prepared by more than 30 pastors, 
including expository preaching, doctrines, teaching on marriage and Christian themes, revival messages, counseling, youth and 
children programs, leadership training, etc. which are available whenever and wherever people want to watch. In order to equip more 
leaders doctrinally and biblically, Rev. So started the hybrid online Connect All Bible Institute in 2013 with a group of ex-presidents of 
various seminaries. The purpose is to train expository preachers and equip pastors to develop healthy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part from pastoring and teaching in the Seminary, Rev. So is also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30 books on biblical doctrines, church 
growth, apologetics, discipleship and commentaries.



差传年会主题讲师 CONFERENCE SPEAKER

文/苏颖智牧师

华人教会从二十世纪开始，积极参与差传的工作。越来越多教会参与各
地土著、少数民族以及中国事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向华人以及不同
族裔的人传福音；甚至进一步培训传道人，使宣教工场的教会能茁壮
地成长。我可以见证，最早期参与培训时是由内地会主导，如今却逐渐开

始变成华人教会主导。到最近三、四十年的时间，华人教会在东南亚各
个福音未发展的地方、在当地的原住民以及少数族裔群体中，更是

如雨后春笋般地去实践大使命。眼见宣教工场能够带领一个一
个的族群信耶稣，建立教会，这都是可喜可贺的，愿荣耀

归与神。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差传事奉后，资源
充足的教会，在发展差传的时候，还需

要注意些什么呢？

不要限止的
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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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透过我们宗派和教会在差传的
参与，其中所累积的经验，可以与你们分
享。一方面是圣经的教导，另一方面配合
所累积的经验，使我们的差传事奉, 更加
经历到「圣灵行传」以及「薪火相传」; 
被建立的差传工场、接受其他人服侍的宣
教工场，经过培训后，也积极参与大使命,
并且有「青出于蓝」的差传事奉。

 这次的差传年会，我希望能够从使徒
行传的记录，以及我们过去在参与差传的
时候,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到的功课，在最
近十年来，见到宣教工场变成差传的差遣
地之成果，与你们分享之。过去我们开始
了一个宣教工场的事奉，曾经带了不少人
信主,但是因为驻守在那里的传道人(非本
地人)有变动，我们要差另一个传道人到那
里去,可惜的是，始终没有办法见到这些宣
教工场，能够产生本地的事奉人员和传道
人, 更遑论到别的地方植堂，甚至建立更
多传道人分布各地去实践大使命了。因此, 
当我们展开宣教工场的事奉后，这些宣教
工场便长期成为教会的「包袱」。我们看
不见有什么前路，也看不见这些宣教工场
能够自立、自养、自传，甚至帮助其他的
教会成长。

 成功的差传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
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以及保罗
的宣教策略。

 第一，有根有基的门徒训练。训练宣
教工场的同工，成为一个可以建立其他门
徒的属灵领袖；这是一开始便需要有的蓝
图。使徒行传16章9节记载，当一个「马
其顿人」出现后, 圣经有个很特别的转变; 
马 其 顿 人 出 现 前 ， 圣 经 是 用 「 他 们 」
(徒16:6-8) 去称呼保罗和西拉；但是，

当一个「马其顿人」出现之后，圣经就
开始用「我们」去称呼保罗、西拉、和
那个「马其顿人」。为什么有如此转变
呢？很明显的是因为作者加入了这个队
伍之中。作者就是那个「马其顿人」, 他
的名字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 精通希
腊文, 是知识分子。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
都是他所写的。他写作资料从何而来？
很明显主要是从保罗的口中而来。可见, 
保罗懂得善用一个信徒的恩赐来配搭他
的事奉。若是没有路加，恐怕我们今天
都不知道早期教会是怎样健康地被建立
起来。到使徒行传16章14节, 保罗又带
了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吕底亚信主。
吕底亚的信主，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关
键，就是福音能够进到贵族甚至王族的
妇女之中，因为只有贵族和王族的人才
会穿紫色衣服。笔者相信，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信
仰，是从皇后开始的。

 第二，宣教士在事奉的时候, 最重要
考虑的是有当地的同工参与队工之中。早
期教会宣教的策略是「就地取材，循序渐
进，薪火相传。」绝不会长期倚赖「空降
部队」去牧养宣教工场的教会。使徒行传
13章1-3节带给我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当
保罗和巴拿巴被差出去宣教的时候, 当时
教会已经有接替的班子了。这些接替的班
子包括「称呼尼结的西面」, 「尼结 (希腊
文有「黑仔」的意思）」，他应该是非洲
北部的人，皮肤很黑;「古利奈人路求」,
也属于安提阿教会的「本地人」;「与分
封之王同养的马念」，既然是与王子一同
成长的人，他应该就是王亲国戚，有身
份的人。可见这个团队十分重要，因为
他们可以进入每一个不同种族、阶层的
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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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教会建立了以后，有了福
音果子的时候，便要物色那些「moldable, 
trainable, and teachable」（可以改变、
可以被训练成才及受教）的门徒去接受
整全的神学装备以及门训训练。保罗只
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尼结、路求
和马念等建立起来，分担牧养的工作。

 第四，神学训练越早展开，便对教
会的根基越有帮助。安提阿教会刚成立
的时候，巴拿巴已经邀请有教导恩赐，
精通圣经及神学的保罗到教会，安提阿
圣经学校就此成立，生生不息地建立更
多属灵领袖。

 第五，差传的事奉越早开始便越好,
因为信徒成长最快的时间，是他们参与
差传事奉的时候。安提阿教会成立一年
以后，已经参与差传的事奉。

 第六，差传不是单单使用金钱去支
持福音机构。更重要的是将自己教会的
领袖，甚至是最有恩赐的领袖陆续差出
去建立宣教工场的教会。

 第七，我相信保罗在安提阿也只不过
是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安提阿圣经学
院」。「安提阿圣经学院」在教会历史中, 
建立了不少圣经学者及牧者。在传福音被
限制的国家中，遍地开花的神学教育，能
使更多健康教会可以有效地被建立，这是
重要关键。有质素的神学院越多，有质素
的教会便会越多，这比纯粹吸引人去信耶
稣，出席崇拜的人数更为重要。

 我在二十多年培训传道人的经历中，
发现以前的培训, 例如「培灵会」、「讲
道班」，是有如「打补针」一样的单轨
培训，受训的学员不能学以致用。但自

从六年前开始，我们正式展开了完整的
神学（学位课程）训练以后，短短六年
时间，我们见到传道人都能掌握「基要
真理」、「查经法」、「实用原文释经
法」，进而掌握「释经讲道」的技巧。
学员在培训之后，需要回到自己的教会,
训练第二梯队（普及证书课程）。我们
发现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去训练别人的
方式，是最有效培训门徒的方法。愿神
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我们教会对「全民皆兵」的实践:

1. 每一个决志信主的信徒，都会经过
 「三宝」的培训（即经过「一针见血
 的福音」，「价值观重整之旅」, 以及
 「新生命与新生活」）。与此同时，
 他们也会经过「三福」及「成长八
 课」的个人栽培。然后受洗加入教会。
2. 接受「查经法」与「基要真理的培
 训」。并成为三福队的「祷伴」。
3. 接受「三福」训练。
4. 接受「栽培（成长八课）」的训练。
5. 接受组长训练。
6. 未婚者进入婚姻状态前，接受「婚前
 辅导」，婚后则接受「恩爱夫妻营」
 以及/或「婚福」的培训。
7. 团契的生活，是查经以及彼此建立的
 小组生活。
8. 受了洗的弟兄姊妹，我们鼓励他们每
 年都参与「短宣」的体验。
9. 神学装备。学位课程只供给在服侍中
 的弟兄姊妹修读。其他弟兄姊妹可以
 考虑修读神学院的「证书课程」。

 我们的盼望是无论弟兄姊妹去到哪
里，他们都能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并且
很快可以投入教会的事奉，领人归主，建
立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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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教灯火
勿熄灭！

差传部总干事 MISSION BOARD DIRECTOR

文/蒋祥平牧师
 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宣教使命:“在万民
中作神的子民、归耶和华作祭司的国、及成为圣洁的国民”(参出
19: 5-6)。在委托使命后，神就赐下十诫(出20：3-18)及后来
摩西五经中众多的律例典章。神的用意是以色列百姓透过遵守
祂的命令、律例与典章后，能在万民中活出强而有力的见证，
把万民带到主跟前。可是, 以色列百姓的后代在旧约历史中并没
有活出好的见证, 导致神需兴起祂的先知作责备和提醒的工作，
目的就是不要让以色列宣教的灯火熄灭！

 本会作了39年的宣教工作，我们宣教的灯火是否能代代传
承? 最近Hillsong United 的 Marty Sampson 和 《 I Kissed Dating 
Goodbye》的作者 Joshua Harris牧师离开基督教给我们很大的震
撼和反省。软弱和虚有其表的信仰会让我们宣教的灯火熄灭！
故为了宣教薪火相传，我们不得不关注去建立一个有宣教意念
的家庭(Mission-Minded Family)1。

 《The Mission-Minded Family》 的作者 Ann Dunagan 列下了
十五项非常棒的策略，笔者摘录其中七项共勉之：

1. 把你的家庭变成一个运载宣教的平台。你不用牺牲你的家庭
 来达到这目标，你的家庭会因为你们一起关心你家庭以外的
 人，变得更凝聚和坚固。你的家庭对宣教的参与也等同支持
 上帝伟大的计划, 你的家庭扮演了一个扩张天国的重要角色。

2. 寻求神的计划过于自己的计划。与其祈求神赐福你家庭的计
 划, 不如求神彰显祂对你家庭的计划, 然后照祂的计划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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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下你对孩子生命持有的议程，愿意放手让神带领他们要做的事，并相信神赐给他
 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无论神如何带领他们，都要帮助他们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

4. 在你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关注他们生理、心思和属灵的成长。只要在适当的时
 候、他们感觉预备好了，就挑战他们参与新的服事。

5. 全家有效地为宣教的需要来祷告。刻意及有计划地为灭亡的人祷告。列下代祷
 表如：为个人(如: 未信主的家人、国家领袖)、为组织(如：学校)、为万民(如：
 本国、普世)代祷。国家或全球有紧急突发事件时，即刻带领全家为之祷告。
 另, 也可使用世界不同的节庆为不同民族代祷。

6. 全家参与宣教的奉献。父母亲做榜样，也鼓励孩子参与每年差传年会的信心奉
 献，在奉献上全家经历属灵的成长。

7. 全家参与传福音的计划。以创意的方法邀请人来听福音, 为孩子制造活动, 来带
 领他们未信主的朋友或同学相信耶稣。

 
 最后 Ann Dunagan 劝勉大家，差传不是单给宣教士的，而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
(Missions is not just for missionaries; God's call is for all)。求主帮助我们，在自己家
里把宣教的火点燃，不单让它永不熄灭，更是让它成为熊熊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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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我们又踏入新一届（第39届）的差传年
会。回顾美里福音堂过去38年的岁月中能参与神伟大的
差传事工，与主同工同行，这是何等的福分和恩典！愿
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现今的世界局势，无论是经济或政治一直陷入混乱
和危机中；天灾人祸如旱灾、水灾、火灾、地震等不断
发生，且越来越频密，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了。委内瑞
拉、中东、叙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动乱；
南海/台海事件，中美贸易战等等的发生，一一说明主耶
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这些是象征世界末日的预兆吗？

差传部主席 MISSION BOARD CHAIRMAN

文/罗保华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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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24:4-12『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
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
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注：“
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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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必有许多
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
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圣经告诉我们末日之前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如太24:34『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作为神
女儿的我们预备好了吗？

 回想，主耶稣曾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原本该死在灭亡
中的罪人，祂伟大无比的大爱和祂所颁发的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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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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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20）。还有祂赏赐给我们的
恩赐，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的..这些资源、时间、才
干等等，我们有否遵行祂的命令去实行祂所托付的呢？我们有爱
人 如 己 彰 显 主 爱 吗 ？ 我 们 有 遵 守 祂 命 令 去 领 人 归 主 吗 ？ （ 太
25:35-37）

 到那日，祂必审问我们（林后5:10）。求主怜悯，透过这
一届差传年会再次唤起我们沉睡的心灵，靠着祂話语的能力和圣
灵的感动，让我们一起认真看待主的命令，努力活出主的使命，
忠心持守主所交付的；到那日，但愿被祂称赞说：『好！你这又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
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25:23）

 愿上帝大大赐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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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限止实践大使命」，这句话的
对象应该不是只针对成人所说，其实也可
以理解为对小孩、少年、青年、中年，甚
至长者的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所说。

 在可十13-16【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
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
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
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一些场合，
如果有小孩在场，成人可能会想到这些小孩
顽皮捣蛋、麻烦、添乱等等，而往往会加以
阻止，甚至尽量避免他们的出现。但是从这
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小孩不一样的态
度，祂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
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由

此可见主耶稣对小孩是多么关注和爱他们。

 在中亚洲的男孩，从小开始就会被教导
当与任何的成年男长者见面时，他们必须主
动地伸出自己的右手去向对方握手，以视对
长者的尊重；无论这些男长者是否有察觉到
有小孩在场，这些小孩子都必须先主动上前
去与他们握手。这样的文化无论是在家里或
在街上，甚至任何场合，这些小孩都必须遵
守，特别是当有男客人到家里做客时，就必
须要上前去与男客人握手。当小孩逐渐成长,
甚至到他们成为大人时，就已经自然而然成
为了一种习惯。因此,今天中亚洲的男生无论
在任何场合与人见面 (但不一定要聊天) 都必
须先彼此握手问安，此后交谈。小孩握手的
礼仪在中亚洲近乎所有族群中都是如此，由
此可见礼仪和文化从小孩子就开始教导是何
等的重要。

成功的差传，秘诀在哪里？
秘诀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安提阿教会以及保罗的宣教策略。

宣教士 MISSIONARY

不要限止
实践大使命
文/黄竞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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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今天当我们说「不要限止实践大使命」时，我们除了在教会各
团契推动宣教使命外，也不要忽略“从娃娃抓起”！感谢主, 美里福音堂过
去数十年来都非常看重宣教，不只是在国内向自己的同胞，以及原住民, 甚
至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以实践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教
会的儿童主日学也教导孩童对宣教的认识。由于宣教是普世的宣教，我们
必须有胸怀普世的精神。整个世界都是我们服事的工场。

 因此，我们必须“从娃娃开始”引导他们有正确的世界观。一个人的
世界观往往会影响他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让孩童逐步参与宣教，鼓励孩子
在祷告中参与宣教，为宣教士及他们的小孩代祷；也可以设计卡片或简短
的视频寄给在前线的小宣教士，让他们知道后方有一群小朋友在记念他们;
透过小宣教士们分享自己在前线的生活，可促进彼此间的关系。同时也透
过播放宣教工场的当地孩子的生活状况，让教会孩子能够更了解自己与贫
穷及落后国家的孩子相比是何等的幸福！从小培养他们有一颗怜悯的心，
愿意去帮助人的心。

 让小孩知道宣教是不分族群。任何族群都是我们的对象，特别是当我
们生长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对小孩子而言，宣教可以说是一件很长远
的事,因为宣教的工作可能跟他们日常的生活完全扯不上关系。然而对一个
生长在一个多元民族的马来西亚，宣教也可以成为一件跟孩子很近的事。

 「亚洲航空」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而推
出了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口号：“Everyone Can 
Fly”「每个人都可以飞」。此口号一出, 加上
以廉价机票来配合，使亚航迅速成为亚洲最
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现今许多小孩都有许多
机会随家人出国旅行。他们可以到不同的国
家，经历不同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也让
这些小孩感受到不同国家和他人的需要。这
可以开阔这些小孩子的视野，并让他们去思
考福音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人带来改变
和希望，也让这些小孩了解并参与主耶稣基
督所颁布的大使命，由此可见孩子们的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从小栽培他们，开阔他们的
视野，让他们看见工场上的需要，让他们看
见传福音的迫切性。庄稼已发黄，但收割的
人少。这种观念能够从小根植他们的心中，

让他们从小就对普世宣教产生正确的价值观,
而不是单单注重本地的宣教。而是遵从主耶
稣基督的教导：「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主
耶稣基督的门徒」。�

 与此同时，教会也在推动「三福」的事
工上不遗余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许多弟兄
姐妹自掏腰包到海外去推动「三福」的事工,
而「三福」事工所涉及的层面也相当广，从
「儿童三福」、「青少年三福」、「成年人
三福」等，让大使命的推广不至于有断层，
因为一旦缺乏其中一环，整个「大使命」的
工作就会有缺陷。今天如果我们想达到「不
要限止实践大使命」，就必须总动员，人人
参加，使之不会陷入断层的问题。这才能达
致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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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MISSIONARY

城市化与
职场宣教
文/曾立祥博士

为什么我们必须推动基督徒与职场宣教? 
赢得现今的城市，就赢得今日之世界!
你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你的高度决定你人生的广度, 
你的广度决定你人生的深度.

认识不同层面的城市: 

(一) 城市 / 城镇 City / Urban
(二) 城市化 Urbanization
(三) 城市文化 C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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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乃是现今世界人口
最稠密的宣教禾场。

 为主得着今日的城市将对今日的世界产生
极大的影响。福音要传遍万国万民，就必须为
主先得着城市！

 2008年4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历史里程碑, 
因为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转变成了城市。世界
的城市人口首次与农村人口相等，而人们仍继
续不断地往城市迁移。他们来到能为他们创造
工作，财富和理想的城市。城市对年轻和有抱
负的一群，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前来城
市寻找工作，生活和社交机会。

城市化  (Urbanization)
和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城市化和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的明显趋势。
我们手中的智能电话可以随时与远在世界不同
角落的亲友视像对话，保持紧密联系；家中的
水果蔬菜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坐飞机可以最长
在48小时之内，到达世界另一个地方。

 城市是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城市是一个国
家发展和全球化的动力。城市化也不可避免地
带来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这
些困境共存。

城市化: 两个重要因素

1. 工业化——制造业：工厂- 投资、
 工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2. 全球化——需求和供应:经济、商业、
 进出口: 贸易; 交通: 海港、机场、道路系
 统、铁路系统、通讯: 电话线、互联网和 
 无线网络(wifi)、智慧型手机。

 2008年6月9日,苹果公司发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3G，并于同年7月11日正式发售。June 9, 
2008, Apple announced the iPhone 3G, which began 
shipping July 11, 2008。

城市扩张: 宣教的前线

 20世纪见证了世界人口的迅速城市
化。1800年前，世界人口的97％居住在农
村。2005年城市人口约49％, 估计居住
在 城 市 的 人 口 达 3 2 亿 。 城 市 人 口 自
1950年以来翻了两倍。联合国人口预测
显示, 预计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49亿人。
1 在 城 市 化 的 时 代 , 「 散 居 宣 教 学 」
(Diaspora Missiology) 和「关系模式」
(Relational Paradigm) 让我们能了解并关
注人们在现今世界生活中所面对的实况
和复杂因素。

 把握时机:“以萨迦支派，有二百族
长都通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他 们 族 弟 兄 都 听 从 他 们 的 命 令 。 ”
( 历代志下12:32） 

 1. 他们“明白”时务；   
 2. 他们能够“分辨” 时务；
 3. 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认识并对
  时务作规划和策略；
 4. 他们以行动来回应：把握和实践
  时代所带来的机遇。

 过去传统的普世宣教禾场现已从农
村转移到城市。今天，城市已成为宣教
的前线和重要领域。城市教会的兴起除
了能积极推动城市中的宣教, 也可以为农
村的宣教事工提供人力和资源的援助。
因此，城市教会在宣教上显明其作用和
重要性。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不是什
么都做, 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需看见
主的带领和方向, 并勇于面对从前未曾经
历过, 现正在世界各地的新生活方式。我
们应该重新理解圣经教导，而不是一味
的以过去的成功,教会的文化和传统来衡
量我们的现今的宣教事工和使命。

1. UN DES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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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世代的宣教使命：将福音带给人们。他们是:

1. 从未听闻福音的人群。       
2. 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群。
3. 那些已经离开教会的人群。
4. 那些很想知道救恩的人群。

 这些人在哪里？他们多数已迁移到城市！我们的任务: 首先寻找好土在那里？撒种
产生的效果: 100；60；30倍（太13:1-9）

 对于城市化世界的宣教，教会需自我突破！宣教策略需更变！我们需要智慧(来自
上帝),我们需重新思考我们的任务(在工场)。我们不仅进行派遣(宣教士)，我们也要接
受来到的人群(移民到城市)。

 全球化塑造了今日的世界，吸引着成千上万人来到城市。全球化也塑造了我们今日
的生活型态和方式。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走出去呢？我们应该有所行动,因为这个世界急
需听到有关主耶稣的好消息! 主的爱和福音的使命激励我们去接触迷失在这个城市化世
界中的人群！城市宣教使命也是今日教会的宣教。城市是宣教使命的前沿。当我们赢得
城市, 我们也赢得今日的世界！

城市宣教使命也是今日教会的宣教。
城市是宣教使命的前沿。
当我们赢得城市, 我们也赢得今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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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限止
实践大使命

宣教士 MISSIONARY

文/杨佐翰牧师

 今年4月4至15日，我们MOC团队成员一起到孟加拉和尼伯尔考察并探望我们C区差会的
前方同工，探望他/她们在前线的事工。我能体会到他们愿意委身在异族文化中，使到宣教事工
不断向前迈进。看了很多宣教工场，让我联想到宣教拓展当代代传承。所以我们不要限止实践
宣教的使命，因为这是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身为耶稣的门徒，你是否愿意参与
这大使命？

  我看了尼伯尔贫民窟的福音拓展的照片。我们考察了来自C区的4位青年宣教士，看见他们
努力地去适应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在他/她们的所做的事工中，如今尼泊尔的孩童竟能唱起汉语
的诗歌（汉族强大了），使我想起早年西方的洋人传教士，飘洋过海来到东南亚。他/她们甘愿
放下当年西方先进的生活条件，俯就卑微地来到异族他乡，体验和自己家乡文化全然不一样的
生活环境，学习东方各类语言，有者也使用英语为媒介语来接触东南亚的人，他/她们的宣教传
承，200多年后，继续并逐渐兴起愿意回应神宣教的心意的基督徒。从各地到全地的宣教现况
中开始普及化了。在这些要、肯和愿意参与者中，应该也包括你、我、他吧！

         尼泊尔的贫民窟福音拓展地方，是在一场大火洗礼后被修建起来的。在简陋的材料中，大
部份是用铁皮、铁丝网组合而成。但教会的有机体（基督徒），就开始在此地应运而生了！世
界上第二大的未得之民的群体是印度教徒。他们这一代的孩子因着那些肯和愿意到他们当中去
分享福音的宣教士，分享耶稣的爱和圣经真理。在圣灵的引导下，宣教士顺服和俯就卑微的去
到他们当中，撒下福音的种子。这些福音的种子，将慢慢成长，教会也就因此被建立起来。直
到如同铁皮墙上的黑色地图中留下白色的尼泊尔那样，尼泊尔正在福音化的起步过程中。这些
初生的小基督生命，同时也会开始传承福音的使命。他们在本色化的领受后，传福音给其他黑
暗的世界；福音真理和基督徒的生命之光，就是那么奇妙，是由同一时代的每一位信靠耶稣基
督、领受救恩拥有真理的信徒，在无时无刻中，传扬开去。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个人信心经历的
反省。因为无时无刻主都会使用我们！

         宣教的工作不应只是由宣教士去承担，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使命，即或我们不能
成为前方的宣教士，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经济支援、关心、关爱，或计划参加短宣，这便是
在后方拥有宣教心志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在普世福音化的工程中，鼓励大家不要限止实践大
使命的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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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着某项工程。
有些人用他的一生来建造他的事业, 有些
人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些人却想尽办
法建造他的名声。不管我们建造的是什么
工程, 有一天我们都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
绩, 而这成绩是会经过考验的。身为基督
徒的我们建造的又是什么样的工程呢？

 保罗在信主前，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来维护他所相信的。他积极反对及逼迫那
些他认为走在错误道路上的人；但是自从
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只专注在一件事上，
就是为神建立教会。保罗认清在建立教会
这项工程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靠他自
己的努力，而是照着神所给他的恩(我照
着神所给我的恩...)。这是主耶稣给我们
的应许，当我们参与神国的事工时，我们
必定不缺神丰富恩典的供应、引导、鼓励
及扶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所以你们要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8, 20)
只要我们所建立的是神的教会，我们享有
的是无限的供应。

宣教士 MISSIONARY

工程
文/陈美玉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
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
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
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
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
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
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
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
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
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
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人
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
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
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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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指自己就如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
了根基。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会把重点放在根
基上，因为只有稳固的根基才能维持坚固的
建筑。保罗立志在福音未被传开的地方开拓
教会，神也大大使用他，在各地(亚细亚, 马其
顿, 希腊等) 建立初期教会的属灵根基，然后
神也使用其信徒，包括亚波罗，提摩太及其
他使徒，继续在保罗所立下的根基上带领教
会继续成长。虽然初期教会并不是没有软弱,
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使福音继续被传遍世界各
地。因此，我们可想象保罗所立下的属灵根
基非常稳固。保罗也明白建立教会不是他一
个人的工作，他必须和其他同工一起配搭—
—（我栽种，亚波罗浇灌...）。神赐我们每个
人不同的恩赐, 为得是要让我们一起同工, 互
补互助。你可能没有开拓教会的恩赐, 但是你
可以参与教导的事工；你若不会教导, 可以参
与鼓励聆听开导；建立教会需要各种不同恩
赐一同地配搭。很可惜的是, 我们看见今天许
多恩赐没有被使用在建立教会的工程上。

 有人说宣教士必须有三头六臂，A to Z什
么都要会；但是我想神的旨意不是要宣教士一
手包完所有的工作，而是要和其他同工一起配
搭建立教会。可惜今天我们看见许多宣教工
场都是少数的宣教士在‘包山包海’地事奉;
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和他们一同配搭, 必
定会带来更大的果效。不是每个人都能与别
人配搭，这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上得了
宣教工场的人一般都是非常有‘性格’的人,
要与他人配搭更加不容易。团队事奉里必须
互相尊重，彼此欣赏，谦卑温柔，对别人的
感受与需要敏感，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功课。
神很多时候透过团队的事奉来塑造我们的性
格, 使我们成为更合祂心意的器皿。我自己在

宣教工场上就遇见许多非常有恩赐，能干的
人，可惜却很少遇见容易与别人配搭的主工
人。所以，很多宣教士撤退工场的最大原因
之一就是团队的问题。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
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
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事实是，我们花一生所建的工程有一天会
被神的火试验。只有真金才不怕经过红炉火,
其他次等的材料所建造的工程将会被那火烧
灭掉。若我们的工程经得住那火的考验，必
有天上的赏赐等待着我们；但是若我们的工
程被那火烧了，我们必要受亏损。那会是怎
样的亏损呢？那亏损便是我们徒劳了我们的
一生，浪费我们的恩赐，更失去了神为我们
预备的赏赐。

 有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我有为神做些什么
就够了，毕竟比起很多没事奉的人，我们强
多了。但是神的要求并不是要我们自我安慰
的区区献上，他要的是我们好好献上我们的
一生，来建造他要我们建造的工程。我们华
人最擅长精打细算，我们常常要以最少的投
资赚取最大的利润。若果我们真的会精打细
算，我们应该会将我们的一生投资在永恒的
工程上。这工程必须经得起神用审判的火来
考验。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自己仅仅得救，眼
光光看着自己一生所劳碌的被烧成灰。

 愿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建立神的国度, 
将我们最好的献上, 莫荒废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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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从中国流出，顺着缅甸、泰国、寮国边界流到柬埔寨和越南。虽然只
有区区五个国家，湄公河流域却居住着超过600个不同的族群，说着自己的语言,
活在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和信仰中。海外基督使团在这片河流域工作已有多年的
历史, 使团的异象是要看见所有湄公河流域的族群, 拥有本土化、倍增的教会和资
源, 动员当地信徒们顺服耶稣基督和遵行祂的大使命。目前, 使团差派出超过150
个单位（1个家庭为1个单位）的国外宣教士在湄公河流域30多个族群中工作。

 1813年，阿多诺兰和婻思.杰克(Adoniram & Nancy Judson)抵达缅甸。他们被视
为湄公河流域的第一对宣教士。15年后，第一批宣教士踏上泰国工场。但是一直到
1860年代，宣教士们才能够去到泰北和缅甸北部做开荒工作。1876年，有宣教士从
中国云南跨国到缅甸北部，揭示了那一个地区对福音的开放，而打开了这一道福音之
门。20世纪初，佤族、拉祜族、苗族和傈僳族都对福音有很大的回应。初信徒成为
活跃的传道人，他们不只将福音带给自己的族群，更将福音带入其他族群当中。当时
候，寮国和越南的事工因着法国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影响面对极大的拦阻。

 随后进入世界二战，湄公河流域的宣教事工遭受到极大的拦阻。战争后，云
南与缅甸北部的基督徒发现大约100个需要福音的族群，他们迫切地传福音。当
时宣教士们所得的结论是“那极大的需要，只有靠着当时被激发向邻近族群传福

音的当地教会，与海外宣教组织同心携手，才能去面对。”不过，共产党在
1949年攻下中国之后，接着下来的是1962年缅甸被军政府掌控，还有接

续下来的无数发生在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战乱，迫使海外宣教士们停
止了几十年的宣教工作。直到1990年代，一些湄公河流域才逐渐向

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福音的火焰在那些试炼的年日，并没有
停止下来，反而透过当地信徒的生命蔓延开来。从那时候起直

到今日，许多不同的族群一起配搭，要将基督的福音传遍整
个湄公河流域，传入每一个族群当中。故此，神在湄公河

流域的工作一直延续直到今日。

很感恩，目前在湄公河流域的5个国家当中，泰
国已经差派出他们自己的宣教士，参与跨文化

的国度宣教工作。愿神的国降临湄公河流
域，愿许许多多湄公河流域的信徒起来

实践大使命！阿门！

历史资料取自于Info Mekong
http://www.infomekong.com

宣教士 MISSIONARY

湄公河流域 文/麦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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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里福音堂在七十年代末期领受神所给的异象与使命， 立志顺服从耶路撒冷
走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甚至走向地极。这顺服的心志, 使一间立足在加拿大山
上的中型教会，在美里快速成长，健康的植堂，扩展，进而差派宣教士，或支持
宣教士走到地极。主名得荣耀，未认识主耶稣者听闻福音。

 我们一家近30年的宣教年日，美里福音堂持续关心、同心和支持。我们这一
段宣教伙伴路，都充满了神的祝福。

 近年来，神把培育宣教工人的负担放在我心上。我们的差会在约70个国家宣
教，其中最少有20个国家希望我们帮忙栽培差派华人（中国人）宣教士到他们当
中，进行“同文化”或异文化的福音事工。

 “一带一路”的异象与投资，突然间使中国人可以免签证到很多国家。这扇
门会开放多久，无人能预知。但抓住‘现今的机会’是明智的。

 过去十多年推动“穆宣”的训练，见到神兴起不少人对这事工有负担。有了
一些知识，探取行动便有路走。为此我也带丝绸异象与代祷之旅，与穆民作近距
离接触。从接触、看见中领受异象。我们也计划与海内外华人（中国）教会一起
走普世宣教之路。目的是使更多海内外华人教会可以成熟，承担差派、关怀、支
持宣教士的伟大事工。

另一方面，我们在非洲的教会在“恐怖环境”中生活。但他们
勇往直前的见证，令人佩服。虽然差会因安全缘故没再派人
到这一区域。但当地教会下乡布道，领人归主的好消息不
断传来，感谢主。

顺服所产生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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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宣教路』
与真以色列之『宣教路』
之反思 文/钟昌明宣教士

 《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是1971年度上演的一部叙述犹太人的经典老
片。电影描述了一段犹太人流亡, 被迫迁离的写
实故事。这一部老片曾经荣获奥斯卡八项提名,
其中三项获奖。电影中透过音乐歌舞的演绎, 刻
画出了犹太人那种无法抗拒命运而造成的深深
忧伤。电影中的老父亲说:『那里是我们的家』,
倾斜的屋顶上怎么能成为家呢？原来犹太人脚
底踩踏的是异国的国土。以色列被掳, 没有了自
己的国土家园, 只能是寄人篱下坎坷的流民。以
色列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为何在人类历史的轨
迹中竟然沦落到被分散万邦之中，成为在异国
之乡不断地流离，寄人篱下之族群呢？

(一) 以色列民有向『普世宣教』祝福万民的使命

 1. 预备救主弥赛亚王的来临

 宣教的神从万民之中，拣选以色列时, 他
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故乃是出于神
的信实和拣选的爱，遵守祂与犹太人列祖所

立的约（申7:7-8,10:14-19）。神给的任务
之一，是要他们离弃当时四周拜偶像的族群，
单一仰望耶和华真神，预备在以色列支派敬虔
的血脉中，兴起耶稣基督的救恩，让犹太人在
万国中成为预备弥赛亚来临的民族，叫万国万
民透过犹太人亦能蒙受祝福。这正是宣教的神
与亚伯拉罕之约（创12:1-3)），约所应许的
内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
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
你得福。』这也是神与大卫之约的应许:“我必
坚定祂的国位，直到永远。”(撒下7:12-17）
圣经应许了大卫家系敬虔血脉的拯救者（赛
9:6-7),也是以色列的受膏者——弥赛亚。(申
18:15,18, 赛55:4, 亚9:9, 诗2:6-9，诗110)。

 可见，以色列对神宣教事业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预备弥赛亚的来临, 而“道成肉身”的弥赛
亚基督耶稣，就是犹太人(约1:-15,4:25-26, 
10:24-25, 11:27)。主基督在世的时候, 曾经
宣告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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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 犹太人可谓是“三千宠爱在
一身”。但神的选民美其名是预备弥赛亚来临
的民族，却拒绝了降生在伯利恒的弥赛亚王，
并亲自把弥赛亚绑上了“各各他”, 被钉在十
字架上。（太27章，路23章，可15章, 约18：
28-40，19:1-39）。只因主基督是以『受
苦的弥赛亚』出现在世界的舞台，而以色列
民日夜“望穿秋水” 等候的, 却是一位可恢复
大卫王统治时期辉煌盛世的拯救者, 能够领导
以色列军队征服全世界的『“政治英雄”弥
赛亚』。

 2. 向万族见证“独一真神”的使命

 神在世界宣教事业的起始与开展, 是在
万民之中选择一个民族——犹太人，来祝福全世
界的万民万族。创世纪12:1-3凸显了从永远到永
远的救赎万民计划的轮廓。“…我必“赐福”给
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1-3)。

 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得福气, 但不是
白白的独自享受赐福, 最终要达成的召命是“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以色列)得福”——
被赋于的是『选』民和『约』民, 所拥有的是
格外艰巨的使命：“当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
见证”—表示立约的选民有向普世万民见证
“一神的信仰”, 使万民亦得福的宣教使命
(赛43:10); 又在出19:4-6说: “你们若…遵
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你
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因
此，以色列被拣选是要归祂为『圣洁的子民』, 
透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见证，只单单敬拜独一
真神(申7:6-9)，并让耶路撒冷的圣殿，成
为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和敬奉耶和华的崇拜场
所。

 但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人辜负了神在世
界万族中的拣选，没有把“一神的信仰”影响
迦南地外族（结6-8章）。他们没有单一仰望
耶和华，反倒有了淫心，并且屡次跟随外邦人,
敬拜迦南地的神袛等等。他们在祝福万民的宣
教上成为失职的仆人。

 3. 古以色列违背了宣教的召命之回顾 

 a. 神的管教临到违约的选民 

 犹太人伟大的领袖摩西，预言了以色列将
来的背约, 以及神按照以色列毁约的罪，严惩
他们（申28:15-68，31:14-18）。犹太人的
历史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耶和华神的管教临
到祂违约的选民，而这个管教的最高峰是神的
选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没有军队, 没有国家, 
象征以色列民族的『耶路撒冷圣殿』也被摧毁, 
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地驱赶；自此犹太人在主
前700到主后1948年, 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一
直背负着被歧视与被驱逐的悲惨命运。对犹太
人来说流亡就是死亡与哀愁。众所周知，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
顶峰。从最初的排犹转向屠犹。这个惨不忍睹, 
血淋淋的一幕, 堪称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纳粹党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根据报道, 全欧
一半犹太人所居住的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
地，亦是设置了许多所谓的犹太区和集中营。
《辛德勒的名单》这一部电影正是演绎出了神
的选民, 所面对的残酷事实. 

 b. 以色列的哭墙是一个历史见证

 神与选民立约的条款中，有祝福，也有诅
咒。以色列因背叛毁约而自取诅咒（申命记7
章，28章，结36:19）。但圣经更记载神的信
实和爱，记念他们是祂在万国之中特选的子民.
所以应许犹太人在受尽凌辱之后，要重回故乡
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最终回转的以色列
要复兴和蒙福（申命记30）。『哭墙』是以色
列国著名的景点，为世界遗产之一。对不了解
『哭墙』的背景和这段历史的游客来说，这只
是一面墙壁而已。从古犹太人的历史，不难发
现原来『哭墙』就是位于老城内被摧毁的“
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还保存西面墙壁的一
半墙（可13:2），又被称为西墙。由于被认
为是最靠近圣殿，故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只要
回到这里，想到亡国的悲哀就会痛哭，因此
才有“哭墙”的称号。耶路撒冷圣殿是古以
色列民族的圣殿,尤为犹太教的象征，亦是以
色列民族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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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墙』给我们看见世界两大历史事迹。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灭亡和复活。哭墙亦是见
证了以色列在宣教路上之失职, 诉说着一段犹太人悲惨的故事。谁会相信犹太民族经历了超
过2500年的『亡国恨』, 被分散到世界各国, 竟然会再次复国!? 然而, 叫世界各国: “大
跌眼镜”的是:饱历沧桑的以色列国竟然在1948年5月14日正式复国了！(太24: 
32-35,路21 :2-33，可13:28-31)圣经预言以色列虽被掳，却得以归回(赛
11:11-12)。波斯王的心被耶和华激动，准许被掳的以色列民族归回故乡，重建耶
路撒冷的圣殿和国家（拉1:1-4），并无条件归还被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耶和
华圣殿中，掳去的金银器皿，共五千四百件。以色列复国可以说是一个神迹中
的神迹，正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拉1:1, 耶25:11, 29:10)。这史无前例
的作为，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 宣教的神的作为, 不是人的作为（赛41:22-23, 
45:5-13, 46:9-10，耶10:10-12）。

 平心而论, 以色列蒙拣选虽有其独特性, 但更显著的是其普世性和永恒性
(启7:9)。永恒的神藉著以色列人来显明祂对人类无条件的爱——从永远到永
远的救恩计划。宣教的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是为了地上万族都要因你 (以色
列)“得福”, 故以色列民并非自己独自享受福气，乃是在万民中作为耶和华
的见证人，施行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极 (赛49:3-6)。这个拣选不是狭隘或民
族排他性的宣教观念。维屈尔 (Johannes Verkuyl) 说得好: 『当神从全人类拣
选了以色列人时. 祂从未将其他民族弃之不顾。以色列是总体的一部分. 是受呼
召去服务多数人的少数人。『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是关乎万民之事』。

 以色列认识独一真神耶和华，实际上是为了使万国万民认识独一真神。诚如莱
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的著作《宣教中的上帝》一书所言：『以色列的拣选基
本上是宣教性, 而不仅仅是救恩性的，乃是作为在历史中祝福万国的途径。』故莱特重新
意释约翰福音3: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以色列。』旧约各书卷不
断重覆选民的宣教范围之普世性。以西结先知说：“我曾将她(以色列)安置在列邦之中”
(结5:5)。诗篇：『列国的万族都要在祂面前敬拜…祂管理万国』(诗22:27-28)，『列邦的君王
聚集,要作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子民...祂为至高！』（诗47:9）。『地极的人都仰望我，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赛45:22-23)。毋庸置疑的
是，以色列人被呼召的宣教使命是以全世界为宣教禾场；使命的对象是列邦，好让世界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群体，都认识独一真神的祝福，得知神的救恩而敬拜神(诗67:1-，76:10，诗86:8-9，
申28:1-14，赛2:2-3，49:6，赛56:6-7，耶3:17，代下6:32-33)

(二)  真以色列人传承『普世宣教』，祝福万民的使命

 1. 预备迎接复活弥赛亚王的再来

 保罗在新约加拉太书3:29与罗2:28-29，特别描述了真以色列人不一定与被称为“信心之
父”的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但却因与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外邦人就因著信，亦蒙拣选
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并与因信为本的亚伯拉罕一起得福。使徒彼得与保罗不约而同地阐
明了， 不但是犹太人， 外邦人也能蒙受恩典成为神的国度之民的事实。『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彼2:10，参罗9:25-26）。保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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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橄榄树的比喻来演绎这个叫人赞叹的思路（罗11:11-36）。这
个属灵的群体包括了信主基督的外邦人和信主基督的犹太人。因

此保罗宣告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后裔、同为一
体、同蒙应许』，成为应许的继承人（弗3:6）。『你们既

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著应许承受产业的
了』（罗11:25-26）。由此可见，犹太人与外邦人都是

凭著信心:“因信称义”得以在基督里（弗3:6），如圣
经所说“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纵览最具犹太色彩的马太福音，其中阐明主
基督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拥有大卫
王身份的王者(太1:1)，是宣教的神实现二千多年前
旧约圣经的应许。路加福音也清楚地记载神“记
念他的圣约”(路1:72)。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
马槽里，有天使报喜信给在野地的牧羊人说：『我
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
的 城 里 ， 为 你 们 生 了 救 主 ， 就 是 主 基 督 。 』 ( 路
2:10-11) 在圣殿，虔诚人西面亲眼看见圣婴孩主基

督时，称赞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袮的救恩,
就是袮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

是袮民以色列的荣耀。”(路2:30-32) 紧接着在约翰福
音中，斩钉截铁说明了救恩的普世性：『神爱世人，甚

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
永生。』（约3:16）

 综上所述, 旧约的两个约: 亚伯拉罕之约与大卫之约的应许, 
在新约都应验在“道成肉身”的主基督弥赛亚身上。这是独一无二亦

是空前绝后的事实。新约是神最终的启示, 它继续传承圣经的应许和旧约预
言性经文的应验。诚然, 整个新约都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的宣教使

命不断延续，大卫的子孙主基督就是万民的救主。这万族得福的概念，在新约透过主基督在
升天前颁发给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4-15),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太28:19-20)。“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24：47)。这普世性的轮廓更加清晰，可谓
“源出一辙”。新旧约先后传承，前后呼应，相得益彰。毋庸置疑，“真以色列人”(“因信称
义”的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基督徒) 最终的使命，是在万民中“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彼前 2:9)。

 当新约圣经宣告: 『这天国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 表示继续“祝福万国万民”的传福音宣教棒，如今已交在21世纪的“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是真以色列民的手中。这个普世性宣教的使命是地方教会“无可推诿”的使命。诚如卜仁纳
(Emil Brunner)所说: 『教会为宣教而立，就像火焰为燃烧而存。』外邦人的宣教士兼神学家，
使徒保罗总结说: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
许的圣灵。』（加3:14）求主叫普世教会忠於祂所托付的，竭力将福音传遍天下。著名的圣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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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司徒德 (John Stott) ，在他所写的《永活的
主是宣教的神》, 一篇信息中, 举出亚伯拉罕之
约的应许和应验的五个方面: 神是历史的神、
神是立约的神、神是赐福的神、神是怜悯的
神、神是宣教的神。他勉励“因信称义”的亚
伯拉罕属灵后裔，要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
拥有普世异象。教会不要忘记四千多年前祂对
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
得福。

    2. 教会完成使“万民作门徒”的使命之重要
          性 (太28：19-20)

 神对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教会』, 
是从世界万族之中拣选出来。保罗说:『这器皿
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
是从外邦人中』（罗9:24）新约教会继承了旧
约以色列人的职分：是一班分别为圣的子民,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祭
司，是真以色列人。

 主所频发的大使命, 其范围是普世性(徒
1:8)的，而大使命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使
万民作门徒”。诚如曾锡华博士指出：『大使
命的目标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所以宣教的目
标不只是领人归主，更是要建立满有生命力及
能独立在本群体中传福音的本土教会』。反观
教会中大部分都是『坐』礼拜的基督徒，若是
每一个星期能够忠心来“坐”礼拜已是难能可
贵了; 另有自顾不暇的信众连主日敬拜都常缺
席，在信仰上只是敷衍得过且过。若是基督徒
没有付代价追求长大成人, 自然不能在本地传
福音或在普世差传宣教上有所承担，故今天
普世教会在宣教在实践大使命上, 首要的是培
育信徒成为灵性坚强的门徒与培育未来的宣教
士。今天宣教的范围即是整个世界为扩大的庄
稼场，从徒1:8这一节经文来说，正确的眼光
是必须以天上宝座永恒宣教的神，祂的眼光来
俯视整个世界的庄稼，扩大的禾场，不是以人
有限的眼光来向外看世界而已。

 这节经文，强调了圣灵是宣教的能力，圣
灵推动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特别经文中的
『并要在』耶路撒冷…至地极，亦是表示本地

传福音布道及异国跨文化的宣教布道事工，是
同时在世界各处来实践和开展的。小时候，笔
者就曾听见，没看见普世宣教的牧者总是不以
为然的一句话说:『本地都没有传完，那有时间
作外地』终结了参与普世宣教，跨越异国文化
的使命和责任。如今回忆起来却是感慨万千。
所幸，初期教会领袖及使徒们，与被呼召为外
邦人的宣教士使徒保罗顺服了庄稼的主的差遣, 
将福音向万邦拓展。

 福音首先是从犹太人的使徒与当时的基督
徒, 从耶路撒冷传至外邦的罗马帝国首府，罗
马城等地。另早期的教会传承普世宣教使命，
不但有一颗胸怀普世的心，亦是肯付代价顺服
神圣灵的感动差遣牵引，凭著信心推动差传。
被差遣的宣教士在荒山野岭，在文化落后的部
落寨子里流下殉道者的血，在宣教史里的见证
依旧令人刻骨铭心和鲜明。故有一句名言说：
“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这一些伟大的
宣教士, 跨文化国籍的脚踪足迹实是不胜枚举:
如耶德逊 (Adoniram Judson) 蒙受圣灵的牵引
被差遣去缅甸; 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
(William Carey, 1761-1834) 领受使命被差遣去
印度传福音; 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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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 1873)把福音传至非洲；戴德生把福音
带到中国未得之民的内地，并且建立了中国内
地 会 ； 前 往 印 度 的 殉 道 者 亨 利 马 丁 ( H e n r y 
Martyn)、前往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等等。

 这些披荆斩棘的宣教精兵，留下传佳音的
脚踪是何等佳美。如果这些早期的宣教士都存
有狭隘的布道传福音与宣教观，像先知约拿一
样只顾念同胞犹太人的自私心态，或者宣教士
们只顾在本地布道，在熟悉安居乐业的环境里
传福音，不肯顺服宣教的神呼召踏出信心的第
一步，勇敢地跨越异国文化，凭着信心去远方
陌生的国家，在荒山野岭来传福音，恐怕这一
些国家依然是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如今只是一
片又一片福音的沙漠地，而各群体都活在没有
基督，没有福音，没有指望, 没有人生意义之
中 ， 最 后 是 活 在 灵 魂 灭 亡 绝 境 之 中 。 布 劳
（Johannes Blauw）一针见血导出了新以色列
民的宣教使命，是21世纪的惟一使命：『除了
被差派于世的教会，别无其他教会，除了基督
教会的宣教使命，别无其他使命。』

      3.   真以色列『宣教路』和『神国早降临』
 之反思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应许之地迦南地(将来的新天新
地)、亚伯拉罕后裔(亚伯拉罕属灵后裔)、得福
气(祝福万民)(创12:1-3，15:1-5. 17:2-8)。
这个约乃是属于普世性的范畴，这个祝福延续
至永恒里上帝的国度降临之新天新地。旧约以
色列人没有『积极性』地“去”往普天下去叫
万族尊耶和华为独一真神，只『消极性』地吸
引了少数外邦人“来”归向耶和华，的确是一
件遗憾的事实。如今犹太人的流民依然可告诉
你我，他们经历过『亡国恨』的洗礼，心里的
哀伤和心灵深处刻骨铭心的痛。

诗篇137篇描绘了这一种哀泣：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诗137:1-4)

 前车可鉴, 犹太人流民的哀歌唱出一个事
实: 宣教的主的拣选和大使命不能轻视, 宣教的
主所频发普世宣教的命令亦是不可违背的。 主
基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讲论末世的事情, 解释
了祂再来和普世宣教的关系:“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太24:14)。圣经对于普世传福音宣教的范围
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 
福音将会传遍世界各地，宣告是那么明显。百
思不解的是世界依旧有许多教会在宣教路上跟
不上脚步, 在主日敬拜时虽常背颂主祷文“愿
袮的国降临”…愿袮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
在天上”, 但却看不见宣教的神的心 (约3:16), 
也没有透视末日时代的迫切需要 (约4:35)，更
加不用说:“为宣教的神国度的需要来培育新一
代的宣教士”。悲哀的是『愿意袮的国度降临』
也只是成为主日敬拜中，一个重覆背诵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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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而已，反观还有一些教会依然懵懵懂懂, 
只顾建立自己牧养的地上小王国，看重关心的
是个人的成就感，对于“神的天国是否早日降
临”，主第二次降临前“天国福音向天下传
遍”的命令漠不关心。值得反思的是，这些教
会是不是辜负了早期西方宣教士以及宣教的神
的恩典，还有神在万民中对他们的拣选呢？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向万民作见
证，这是必然成全的事。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
思，是鼓励基督徒群体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 
让不同群体、不同民族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平
心而论，向“未得之民”作跨越文化宣教的
迫切性和呼声，今天对于许多华人教会都不
陌生。只是知道是一回事，回去能够真正地推
动实践，培育宣教士并派遣宣教士，落实向未
得之民作跨文化宣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2013
出版的《364宣教灵修日引》指出，全球宣教
经费比例与宣教士的发布如下: 

 挂名基督徒事工74%、部落民族事工8%、
穆斯林事工6%、无神论者事工4%、佛教徒事
工3%、兴都教徒中服事2%，信奉华人民间宗

教事工2%，犹太人事工1%。普世宣教教会推
动差传上经费与宣教士分布的不平衡可见一斑。

 根据报告, 如今全球依然有1700万的犹太
人是未得之民, 分散在134个国家之中。向这一
批未得之民宣教，是否成为亚伯拉罕属灵后裔
教会的使命？目前全球有多少宣教士被派遣去
向这未得之民作跨文化的宣教，又是否过去基
督教一直对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事工处于被动或
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宣教上著名的宣教之窗
口: 无形的带子（挂名基督徒比率为全球之冠)
的北纬40度到北纬70度的『40/70之窗』，与
1989年提出的『10/40之窗』, 2009年『4- 
14之窗』连续地被提出来了, 可见神宣教子民, 
教会“任重道远”的使命之迫切性。到底属于
神的宣教子民，是否真的透视末日时代的邪恶,
和未得之民灵魂每日不断地一个一个走向灭亡
呢？是值得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教会』，神
的宣教子民来不断地反省的。

 2010年10月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第3届洛
桑大会，首次由国际洛桑运动及国际福音派领
袖联合主办，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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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98个不同国家的4200位福音派领袖，不同
年龄、不同宗派、不同种族之参与，又有上万
人在世界各地（通过洛桑全球链接及通过互联
网络）参与。其目的是给全球教会一个崭新的
挑战，在各国各民、各个社群、各个意识形态
领域中，为基督及祂的教导作见证，推动普世
宣教。据《基督教时代论坛》报道，大会执行
主席Douglas Birdsall为第三届的洛桑福音大
会祷告时曾说：「我们祈求，到了下次举行洛
桑会议的时候，未得之民的数目是『零』。」
由于全球最少听闻福音之群体，85%是住在
10/40之窗这个抗拒福音的环带，并且大部分
国家对福音是封闭的，未能允许宣教士入境，
亦是撒旦最坚固的营垒（林后4:4）。可叹只
有少数宣教士在这个未得之民之中事奉。笔者
在这个环带之中一个区域宣教，举目观看感触
良多，哀愁的是每日有多少灵魂失丧，故能够
体会主所言：“要收的庄稼多，收割庄稼的人
少”的荒凉景况（太9:37-38）。今天向“未
得之民”宣教传福音的火炬正在等候，普世教
会，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需要站起来接棒，特

别是还没有参与推动差传的教会，好让普世宣
教的福音棒继续传承下去，同心竭力积极地携
手完成大使命。

结论：

 人类历史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之约」, 
乃是叫万民因犹太人得福(创12)，透过神的创
造，新人类:『教会』, 祂的宣教子民, 呼召万
国中的万族，藉著“因信称义”进入永恒国
度。毋庸置疑，启示录描绘了这个永恒性的荣
耀一幕（启7：9-10）。亚伯拉罕属灵后裔这
国际性群体并多元文化的万民，是从各国各族
各群体之中被拣选的。将来得救的人将是不可
胜数的万族，像地上的微尘，天上的繁星以及
海滩的沙粒那样，数之不尽。将从各国、各
族、各民、各方，将聚集在宣教的神之宝座前,
俯伏敬拜这一位荣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与得胜
的羔羊。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
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5:13)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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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在东亚深造时，透过非洲基督徒团契信
主, 也开始对中国人的福音工作有了负担。回
国后，因为她优越的中文掌握能力，很快的就
被中资公司聘请。然而也在这一段时间,她开始
抗拒中国人，厌恶中国人对本地人所存的偏见,
也讨厌中国人对本地文化的不尊重。去年，当
中国人和本地人之间因为有人的挑衅产生张
力时，K在她的面子书上强烈表达了对中国人
的不满。然而上帝却不断地感动她，叫她不
放下对中国人的负担。她如今也在我们的团
队里一起服事。

 今天，张，耀和敏，N, L, K 都在我们所
带领的团队里一起服事。我们一起将福音传给
中国人, 一起建立面向中国人的跨族教会和事
工，也一起动员本地教会, 伴随本地教会参与
中国侨民福音事工。在这一个国家,甚至在整
个非洲大陆,非洲人和中国侨民之间常常仅有
交易，也常有猜忌，却没有友谊。我们要努力
建立桥梁，因为我们深信福音能够带来和好，
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已经以自己的身体废掉
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
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2:14-15）

伟恩，文爱

恩典之路
 张来自东亚沿海城市。她在大学时把生命
降服于耶稣基督。当她开始在教会全时间服事
时, 东亚教会的宣教运动正在襁褓期。她领受跨
文化的宣教的呼召并且开始积极的参与教会的
宣教教育。两年前她从北美的一家神学院完成
跨文化宣教学硕士并且被教会透过一家国际差会
差到东非。她成为教会所差出的第一位宣教士。

 耀和敏也来自东亚沿海城市。几年前, 他们
领受了跨文化宣教的呼召。他们开始在教会积
极服事也被教会认可为教会的准宣教士人选。
2018年, 他们回应神的呼召到东非参与职场宣
教的工作。

 张, 耀和敏都来自东亚受逼迫的教会。他们
的教会被政府取缔，没有固定崇拜的地方,没有
注册，没有银行账户，然而他们却喜乐的把宣
教士差出去。

 N是东非一国的姐妹。她在大学时重生得
救，成为基督的门徒。毕业后，她加入一家本
土的差会为宣教实习生。在那一年，上帝也把
对中国人的负担放在她的心里。今天她加入我
们的团队，开始学习中文，也开始预备自己进
入中资工作，在东非中国当中建立关系、传福
音。
 
 L参加我们团队所办的第一届非洲中国侨
民事工培训。之后L在本地教会，积极为这事
工动员资源和人力。她有行政的恩赐，是我们
事工的重要成员，也成为我们的团队与本地配
搭教会的桥梁。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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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I thank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Lord 

together with Miri Gospel Chapel. I am 
Pastor Mahesh Singh Dong from Nepal.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a very strong 
Buddhist priestly family. My grandfather was a 
Lama priest. My family used to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worship gods and goddesses. 
I began my life journey with Christ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While I was serving with passion 
and zeal as youth leader and choir leader in my 
local church,  God called me to fulltime mission 
work. So I decided to go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equip and prepare myself for the 
future mission work. In 2009 at the age of 21, I 
started my theological studies, doing B.Th., 
M.Div., and M.Th. 

In 2016, after obtaining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Theology from India, I returned to Nepal. I then 
started  Tyrannus Bible School in  fulfillment of 
my dream of more than a decade to provide 
quality Bible education to young men and 
women so that they become outstanding 
Christian leaders, pastors, church planters, 
ladies and children ministry-workers. Truth in 
the word of life in this century has suffered 
under different kinds of false teaching; therefore, 
there is the need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truth in this era. Tyrannus Bible School (TBS) is 
committed to uphold the truths of God in their 
entirety as revealed in the Bible. After 
prayerful thoughts, God helped me to start TBS 
in different branch churches. TBS doesn’t have 
its own Training Center, and is praying for its 
own TBS building.

I am now pastoring at Ratomate Pabitra Church, 
an evangelical non-denominational indigenous 
church in Hetauda. It has 250 members, 
comprising 150 adults and 100 children. We 
have 16 branch church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Nepal. It is to fulfil His purpose that I devote my 

daily life to do the mission work of giving 
every man, woman, boy and girl the opportunity 
of hear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Gospel in their context so they can be God’s 
instrument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group of 
people by planting churches in every town and 
city in Nepal.

Many unreached villages in Nepal have yet to 
have a worshiping community to make  the 
Gospel accessible to people. 80% people 
groups in Nepal have yet to hear the gospel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o worship Christ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own culture.  People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hope in the 
gospel. I usually travel by motorcycle west to 
east and south to north of Nepal. Nepal is an 
under- developed country. Most of the roads are 
bumpy, rough and very tough to travel. I need 
your constant prayers for safe journeys. 

I invest my time in equipping and empowering 
believers by organizing trainings and seminars 
in different churches. Besides supervising 
each branch church, I also visit them each 
week to preach and to lead the Lord's Supper. I 
have been nurturing churches by teaching and 
preaching, making disciples, giving baptism, 
praying for sick people, house visiting, and 
holding training to build up members in Christ. 
This is how my life goes from day to day. This is 
my life story….with God.

Once again, I thank Miri Gospel Chapel for 
extending partnership with us by praying for 
our mission work as we serve faithfully in 
frontline ministries here in Nepal.
 
Regards 

Ps. Mahesh Singh Dong
Maheshdong777@gmail.com

宣教士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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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U N E X P E C T E D  J O U R N E Y  -

By Ruth Wong (Chiang Mai, Thailand)

Last year, in June of 2018, I returned to Thailand after a 7-month home assignment. I had previously 
served a 3-years term with SIM in Chiang Mai. My main role during those 3 years was initially as a 
clinical counselor at The Well International, and eventually moved into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hip. After 3 years of serving in this wonderful counseling center, where the director was a 
kind and godly man—in fact, the best leader I have ever had the privilege to serve under—God called 
me to a different role. After much prayer and thought, I told SIM that I would respond to their 
petition that is to leave my full-time job at The Well and serve as the personnel director for our 
regional office upon my return to Thailand from home assignment. 

One year ago I started a new job, and at that time I could not possibly know 
how different my life would look today. One year ago I started a job in faith, 
knowing that God had called me to a new role to serve Him, 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why, and didn’t necessarily want to. One year ago I started on a 
new journey of obedience and faith. And it was hard. I was not met with 
unexpected blessings, or overwhelming joy. Instead I was met with 
conflicts, anxiety, and insecurity. I often wonder why God had me walk this 
path, and I may never know the answer. Over this past year I have seen Him 
at work in people’s lives. I have seen prayers answered, and I have seen 
closed doors open. There has been joy among the pain. There have been 
blessings among the hardships. A collage of items representing each

member of my team at Th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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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ng on the journey that God has
called me on at Phuket beach, April 2019. 

Today, one year later, the office to which I 
was recruited to work has shut its doors. 
But wow, the things that God taught me 
through it. Learning to lean on Him. 
Learning to believe in God’s sovereignty 
and goodness. Learning how to confront 
honestly. Learning how to forgive. Learning 
how to honor. Learning to abide in Him. 
Learning to abandon myself and stand up 
for myself all at the same time. I know the 
journey is not yet over. 

This past year God has enabled me to serve 
worker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assigned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al and South East Asia Region. 
His grace truly was sufficient and 
continues to be. I am now in a place where 
God is once again redirecting my path. As 
the office in which I served since returning 
from home assignment closed, I am now 
back in language school working on 
bettering my Thai. In September I will be 
joining a ministry called Sports Friends, a 
partner of SIM. Put simply, I will be joining 
a team that seeks to use sports as a way to 
make disciples by partnering with churches.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tarting with 
them. Your prayers are much coveted 
during yet another time of transition.

REPORT FROM 
PS MIN BAHADUR 
DONG IN NEPAL
I am Pastor Min Bahadur  Dong, serva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Almighty God.  I was 
born on 1967 into a Buddhist  family.  My father 
was Buddhist  priest.  When I was 6 years old, 
my father received Jesus Christ as his Saviour.  
Through my father, many people became 
Christian.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people persecuted us. 
The police came to my house and imprisoned 
my father, second brother and I.  

My father is now 82 years old. He is our 
church’s senior pastor, while I served as our 
church pastor. Our church currently has 12 
branches and 14 Christian houses, all of which 
I am currently shepherding. Due to persecu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s, it is not 
easy to minister in Nepal. It is difficult to travel 
around Nepal, especially places like Himalaya, 
which has a poor road condition.  On top these 
conditions, I also face transportation issue in 
travell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Please 
pray for the ease of transportation. 
Thank  you and may
God bless
Miri Gospel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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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Miri Gospel Chapel,

Warm greetings from Thail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 for my ministry in Thailand. I 
have been a missionary in Thailand for 22 years now.  I thank God for His faithfulness, 
grace and mercy during the past 22 years.  Indeed God is my refuge and strength, and 
my help in times of trouble.  He graciously provides for all my needs.  All glory and 
praise be to His Name!

 Since August 2018, God has led me to serve at the Bangkok Bible Seminary as 
Student Life Advisor and Lecturer.  Being involved in leadership training is a 
strategic ministry to equi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urch leaders,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I enjoy teaching and mentoring these young students.  

 Bangkok Bible Seminary has about 70 students living in campus.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female students who live in the dormitory.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30 female 
students.  Every Wednesday evening we have Bible Study, Prayer and fellowship 
time together.  I also meet them individually to counsel and pray with them.  Many of 
the students are from the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in North Thailand.  Although most 
of them come from Christian family backgrou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Bible is very 
limited and their spiritual life is quite shallow.

 I teach English and one other subject using the Thai language.  It is my first 
time teaching in a Bible seminary and also teaching a subject in Thai.  It is very 
challenging.  Pray that God will give me the wisdom and ability to teach effectively.  
Pray also for love and patience as I mentor the students.

������������� God's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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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December, the Baan Sukasem Church did evangelistic outreaches in 
several slum communities.  Praise God for the good responses and also for the team 
from KL that came to help in these outreaches.  Pray for effective follow-up of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Pastor Wun will resign from the church in December 2019 to do further studies 
and serve in another place.  Pray that God will provide a suitable pastor to lead the 
church.  Pray for the church leaders and members to be united and continue to serve 
faithfully using their different gifts.  Pray that God will give me much wisdom and 
discernment as the advisor of the church.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 pray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all these 
years.

 May the Almighty God bless your time together at the Missions Conference and 
reveal His perfect will and purpose in each of your lives.

Respectfully in Christ,

By: Genevieve Wong Hie Phing

0

With 1st Year Students, 

Bangkok Bible Seminary

Genevieve Wong Hie PhingServing God in Thailand with OMFInternational si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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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khamnoi

Dear Miri Gospel Chapel, Pastors, 
brethren and the servants in the Lord,

 I am grateful to God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blessings and the love that He has given me. The Holy Spirit has been 
always guiding and nurturing me along the journey working in the 
ministry.  I am thankful to the Lord for the profound wisdom He has been 
providing us every time we were going through difficult situations.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is the strength that is pushing me to move forward in 
serving Him. This is my greeting to the church of Miri, I trust the love and 
peace from our Heavenly Father God dwells among each one of you in 
every step of life you take. 

Picture with KhunMichael-KhunJustin
visitor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hurch.

Picture for Remembrance of Church Members and Prof.
Dr. Boonyarak for His Coming and Sharing the Word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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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members in the Church of Jakhamnoi-House Bethesda Orphanage- Huaiyo and I 
are doing great by the grace of God. Many good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the greatest air pollution that we have ever had. The 
pollution was all over the area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Thailand. As result, Chiagrai, a 
province where we live, was also affected and it affected many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o a serious illness. Surprisingly, God has given us rains and wind in 
the month of April which took away the air pollution, God brought back the good weather and 
we are thankful for His love and care. At the same month of April, we were delighted to have 
a visitor from Miri Church-Michael.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hat we took him to our 
brethren in Christ at Huaiyo Church for a visit. Furthermore, we had Prof. Dr. Boonyarak 
Buayen and his wife, he was our guest speaker at church as well. Our hearts were filled with 
joy to have an outside visitor to come and encourage us with the word of God which happens 
rarely. God has given a privilege to Akha people to fellowship with other believers 
worldwide. It is true that we communicate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ractices but in Christ Jesus, we are one.    

 It has been such a long journey since God has put me in the ministry and looking back to 
the past, I see that God has been using me in such a wonderful way. Thirty years ago, I was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who was uneducated and I did not believe in God or any other 
religions. But everything has completely changed when God showed me and my family the 
steadfast love. I see all the blessings that God has been giving to His children. God has 
provided education to the church members which has opened doors of opportunity to many 
careers.  In the church ministry, the members have grown spiritually, we have established a 
group of believers for purposes of  fellowshipping and encouraging each other using the 
words of God, we are grateful to see all these from our mighty God.   

 However, there is an obstacle that comes with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hen the 
world is changing so fast due to new technologies, the believers are likely to fall in 
temptations. Nowadays we are facing a new problem; the youth in the church have no 
interests in the activities held by the church. They tend to spend time on mobile phones or 
wearing expensive clothes to catch up with new trends rather than fellowshipping. Whereas 
the adults are tempted by wealth, some of them even work on Sundays instead of coming to 
church. I felt heartache when I see all thes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 It has never been easy 
to discipline those who are hardheaded. Hence, I am humbly asking you to remember me in 
your prayers, kindly pray for me that God is going to sustain and help me gain courage to 
discipline them with love that comes from God. 

 Again, I am thankful to God and all brethren in Christ Jesus wh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ministry. Thank you for remembering me and my family always. May our 
Lord the Almighty God grant you and everyone in the ministry peace and good health. May 
God bless you all.

Best regards,

Apinat Wanitwa�ananan
Pastor of Jamkham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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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清楚显明这信息：上帝的心意是万国万民
都能成为祂的子民, 基督的大使命是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全球人口已达七十五亿，基督徒人口为二十二亿多。这说明仍然有超过五十
亿的人在基督救恩门外，教会当积极并刻意思考整全性和创意性的宣教策略，也
当正视容易被忽略的宣教群体；如10~40之窗，4~14群体、6,800福音未及的群
体(以上数据参考下列机构网站﹕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Joshua Projec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面对普世宣教的迫切需要与挑战、至少有四个重要议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
处理。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文/陈世欽博士

重
思

普
世

宣教的需要
与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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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谦卑重定宣教的定义

 传统宣教事工的策略和方法以及宣教士对普世宣教扮演功不可没的角色；对全职宣教士更当给
予尊重与赞赏。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的急速改变和政治经济的复杂化，我们需要谦卑重新制定宣教
的定义，特别是跨文化宣教。从宣教士、宣教工厂、宣教策略、文化意义与实践；主流言语群体、
边缘主导群体等，都需要重新思考并定义，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具体履行完成
「使万民作耶稣门徒」的宣教目标。期盼华人教会与宣教机构能针对这些议题提出基要理论和实践
策略。

二、強化扩大伙伴的关系

 面对当前普世宣教的迫切需要并挑战，没有任何单一教会、宗派或机构可以孤军作战完成这庞
大艰巨的使命。今天所需要的是遵行圣经的教导「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强化扩大合作伙伴的关
係；教会与教会、教会与宗派、教会与差会、宗派与宗派、宗派与差会、差会与差会、还有神学教
育；彼此间存有「国度心胸、基督心肠」的使命观、共商策略、共享资源、携手同心完成主耶稣的
大使命。

三、关注宣教人才的老化

 过往十年走上宣教之路的华人信徒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是可喜并感恩的事．新加坡、香港、
台湾与马来西亚等华人教会带动这股宣教运动，而北美华人教会也加入这行列，其中包括不少的“
海归”。显然这些年间，上帝的灵在普世华人教会中大大的动工，呼召感动更多信徒投入宣教的行
列。但根据香港差联之报告，参与跨文化的华人宣教士的年龄有偏高的现象。从长远策略来看，无
论教会或差会需重视刻意培育年青一代华人宣教士参与跨文化事工，探讨更多创意管道，有效参与
创启地区的跨文化宣教事工。

四、坚守福音使命的优先

 「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是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所持守的重要策略和方向，特别进入创启
地区从事跨文化宣教，捉稳守住这两个要则是非常挑战的。今天有些教会和差会在推行跨文化宣
教策略上, 基于宣教对象与地区因素，把较多的资源财力投入在文化使命上，最终减少或忽略履
行福音使命。在坚守「基督整全福音临万分民」的宣教信念上，教会和差会当以履行福音使命为
优先, 最终「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

 主耶稣的大使命强调「门徒导向的跨文化宣教」，所有宣教的行动最终要达成的是使「万民作
主的门徒」，建立一群跟随耶稣的群体，透过生命的见证和信仰的行为，高举耶稣，祝福所居之地
并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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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人心深处的特权

 在欢庆25周年的当儿，感恩二十五年来,
这个社区不断赋予博爱辅导的特权。原本属
于隐私的课题，但却赋予博爱治疗师特权可
以陪同个案一起探索及寻找解决方案。

 感恩博爱的辅导, 讲座, 课程及文字工作, 
都得到社区很好的回应。不同的个体, 团体也
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博爱的事工。25年来在经
费上的充足就是社区全力支持的证据。

神的事工神会负责

 25年来，博爱的个案有增无减，我们不
担心个案的来源，我们担心的是辅导老师不
够。博爱的辅导老师的时间与个案数目成正比
例。25年来，博爱不论在经济与人力资源上
不断经历神大能信实的带领与眷顾。我们深深
经历这句话，“神的事工，神会负责”。

委员同工们的委身

 工人是机构最宝贵的资产，没有工人就
没有事工。感谢上帝，感动一批有使命感，
热爱社区的委员同工一起来回应社区的信任, 
一起实践博爱的使命。同工们也不断在学术
上提升自己, 可以更好的服务求助者。目前
一个在修读博士学位, 一个修读性学。为着
11位不断求上进的同工及七位的委员感恩。

同工们身心灵健康

 在博爱的事工，深刻地体会到健康的身
心灵不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恩典还是恩典。
博爱同工的一个共同祈祷就是可以维持最健
康的身心灵状态，有足够的承载力来陪伴个
案走过生命最低谷。感恩这一年来，虽然有
小病及颠簸，但基本上同工们都健康，这是
最大的喜乐。

新山博爱
四分之一世纪
的见证
文/张小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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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焦距

 除了例常的辅导事工的增加，培育与文字
工作依旧，今年主要的特别与精彩应该是我们
突破了新山的疆界，同工们有机会在不同国家
与区域服务当地的社区与学校。如在中国海南
岛博鳌的亚洲家庭教育专家学术论坛发表我们
的专业演讲，并荣获该论坛的2017“亚洲家
庭教育贡献奖”; 还有在邻国汶莱，新加坡以
及东马的社区与学校分享辅导专业课题。我们
也在社区的购物中心摆摊位, 让社区了解我们
的服务。

辅导事工

 2018博爱的总辅导人次达2853。比去年
(2138)多了21%。主要寻求辅导的原因是精神疾
病(28%),比去年增加4%；其次是家庭(23%)与婚
姻(19%)问题。2018年特别的是男性(43%)与女
性(57%)求助者的比例接近，男性求助者比去年
多了1%,这也意味着新山的男性对辅导越来越开
放，这是很好的突破。

 除此之外, 今年最多寻求辅导年龄分别为
36-59 (30%)，26-35 (26%)，5-12 (20%)，13-18 
(12%), 19-25 (10%)，以及60以上 (2%)。 这与去
年的分类有些不同。36-59岁的求助者增加了
4%,  反而儿童减少了7%。

 个案学历主要从小学到学士，相当平均。
硕士只占3%及幼儿园(4%)。意思说主要求助
者的学历是从小学到学士。求助者并不会因高
学历而不愿求助。单身(51%)与已婚(42%)的比
例也均衡，离婚则占3%。与去年类似。

 有关职业方面，今年学生（40%）比去年
多5%，白领人士(20%)也比去年多了4%。这
是两大主要的群体。接下来是家庭主妇(10%)
与专业人士(10%)。

 博爱的个案来自各宗教背景，最高比例是

2018事工简报

佛教徒(46%)，其次是基督徒(34%)，比去年多
了5%；其他有无神论(15%)，兴都教徒(1%), 穆
斯林(1%)及其他(3%)。

培育事工

 中心在2018年按着社区的需要办了10个不
同的辅导课程和小组（如婚姻加油站、情绪与
我、亲密之旅、聆听父母，听见孩子、沙箱游
戏治疗、学习规划等），5个活动，26份文字
工作（星洲日报的博爱信箱与博爱的通讯）及 
58 堂出外讲座及教导。

事工挑战

 2018, 除了辅导的挑战，个案问题的越发复
杂性，博爱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吸
纳委身的辅导专才，其次是经费。博爱2018年
的经费约不敷三万左右。2019年的财政预算开
销是47万。

 感谢神，目前中心有九个辅导同工(全职, 
部分时间及合约）及两个全职行政同工。我们
的挑战是如何吸纳有异象及辅导恩赐的辅导专
才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组织
与团体与我们一同伙伴，一起透过辅导来服侍
这个社区。

2019 的事工与展望

 博爱的异象与使命不变，透过专业辅导, 缔
造温馨的社会。主要的辅导，培育与文字事工
依旧。博爱希望有的突破是培育更多的辅导人
才，来回应庞大的社区需要。也希望我们的服
务越发专业。若时机许可，我们希望可以物色
到最适合的会所，购买自己的建筑物。

 谢谢上帝，谢谢所有的支持者，让博爱经
历精彩与挑战。也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依旧
一起经历精彩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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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振群博士

 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若是父亲，我该受的尊敬在
哪里呢？我若是主人，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玛一6）。这是上帝针对那些口是心非、表
里不一的子民所发出的责备，从中也不难看出上帝极其震怒。不过有趣的是，那些没有尊敬上
主的人却竟然回应说：“我们怎样藐视了你的名呢？”，也就是说，这些人连藐视了上帝，自
己却竟然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呢？从表面上看，当日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而且基本上，都是按着旧约圣经吩咐而进行的。只是细察之下，就不难看到：原来以色列人并
不是没有遵行上帝的吩咐，而是打了折扣，阳奉阴违。他们受责备，皆因没有真正遵行上帝的
吩咐。这些人确实不是没有执行上帝的命令，只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执行。包括差传事工
在内的活动，其危机恐怕就在这里，尤其是一些惯常进行的事工，尤其容易落入这种危机中。
事工虽然热烈地进行，但参与的人却不一定摸到主的心，严谨又切实地遵行主的命令。向世界
宣言福音信息，肯定是上主的心意。只是我担心，那些没有认真看待这事的信徒，会否像当日
的犹太人那样，对主辩称：“我们怎样藐视了福音的使命呢？”

 或许当我们再度面对大使命的时候，需要试着去触摸主的心意，更为认真地反省：“主在
我生命中，得到了该受的尊敬吗？”。祈愿我们都能抬头挺胸地说：“主，你该受的尊敬，在
我们这群儿女当中！”

应得的敬畏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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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黎美容 (文桥传播中心文字部主任)

 有人说，这是个读图时代，视觉已成
为这个时代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影响途
径。从文本中心转向了视觉中心，连文化
的呈现媒介与受众的接受和思考习惯，也
渐渐视觉化、图像化。有人质疑——文字
还需要吗?

 再说线上往来的讯息一般较随兴，于
是有人写起文章来也有网络习性气味，而
载体也颠覆了整个时代各领域的运作。就
说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以前编辑是把关的
人，过不了关的文字看来没什么出路，报
纸杂志不会刊登，若自己要出书，也很渺
茫。有了网络，重门大开，谁要谁规范
呢？水准由谁订？你说文字碎裂思路不清, 
我自己放上网就好了, 说不定会网红，人
人爱看。

 当然网络也会有好的文章。事情不能
一概而论。但大势所趋，有时不免会想—
—所谓的文字训练，还需要吗？当好些读
者趋向“浅阅读”的时代，精准的文字还
需要吗？

 但当我们打开圣经时，也不免慨然长叹，圣经里的文字，里面那多回响多层次语言，文字媒介和
讯息的紧密结合,是神赐下圣经作者的“神来之笔”, 独特有力，使祂的道读来“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而圣经的作者，也没几个科班出身，有些还是草根，只因为他们的生命与神连接，而又从神领受
属天的资源。当今我们福音文字工作者，要紧记，神的道是丰盛的，容不得草率粗糙。文字技巧可以
学，如何用比喻，如何营造意象，如何下笔鲜活强劲……磨一磨，便逐渐掌握，功力日增，但切不可
认为“不需要”。

 福音文字作者，乃无言宣教士，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深度广度，文字穿透力
岂可轻忽？纵然外在内在皆有困难，但上帝的恩惠也如同盾牌环绕我们。多年来我们向神呼求：“赐
我壮丁，广我禾场！”又向众笔兵呼唤：“文字祭坛，齐来点燃！”我们深盼年轻一辈，兴起发光；
旧作者“老树展新枝”——新元素，新风格，让基督教文宣有日独树一帜。

 2018年，文桥特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副教授齐宏伟（现为牧师）来马，当写作讲习营《信仰
内涵，创意写作》的讲员——福音文字除了信仰内蕴，精准，我们希望还要有创意！

 目标在前，且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吧！

文字穿透力
岂可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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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9年至今2019年，笔者已经在文桥
服事了十年，不算长的日子里,可以数算的恩
典却一点都不短, 像溪水长流, 源源不绝......。

 以下是历年来文桥儿童部所推动的进入华
小导读绘本活动的简单数据，从这个表可以看
到这个事工逐年稳健成长，不过总干事黄子所
期待的目标却是——文桥义工进入300间华小,
看看这个远大的目标，我们只做了六分之一,
实在是愧疚有加！

 笔者最近三年来到大马各地给弟兄姐妹做
了不少培训绘本的相关活动(包括东马)。笔者
特别强调的是绘本只是有效工具, 每位绘本老师
不会只是拿着一本绘本, 而是两本, 另一本绘
本故事就是自己。基督徒用绘本不要“迷信
绘本”, 自己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更为重要,
所谓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有光
和盐的影响力......，笔者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研
读圣经，在上帝的话语里扎根。

 施洗约翰虽然背负“修直主路”的重任，
也有一大群簇拥他的信徒，他却讲出了“他必
兴旺，我必衰微” 如此警醒灌顶的金句，让人
感动里不免带着战战兢兢，昼夜思想，嘱咐自

己不要倚老卖老，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而得罪
上帝。

 上帝的国要兴旺，个人的私欲须衰微。文
桥儿童部与各地不同宗派教会互有往来，文桥
也提供协助配搭，特别是一些教会欠缺的教学
资源，如PPT，笔者也尽量分享出去，减轻他
们的负担和繁琐工作。

 笔者年岁已大，不可不考虑传承工作，一
直也注意物色适当人选加入文桥儿童事工，感
恩上帝感动许慧敏牧师（甲洞神召会）前来参
与 文 桥 儿 童 部 ， 慧 敏 牧 师 为 人 谦 虚 热 枕 ，
2013就带领同工成为文桥义工，进入甲洞增
江社区的数间华小导读绘本, 她一向喜爱儿童, 
积极认真，任劳任怨。如今她愿意全职在文桥
事奉，与我们同舟共济，真是一桩美事！

 读经研经是笔者最饥渴期待的事，不过事
工繁忙，这两年拿的马神延伸课程科目不多, 每
年两科罢了, 赶功课最吃力, 好几本书要看, 论文
要写, 不过都能如期完成，成绩也算让自己满
意。今年计划拿三科, 求上帝保守帮助。阿门！

文/陈仰芬

宣教同工 MISSION CO-WORKER

小步走路，
   步步主恩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华小数字

1间
3间
3间
10间
13间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华小数字

20间
34间
43间
48间
65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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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之路，
从短宣开始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文/母堂叶子

 Baram区域目前已经达到480个村庄，比起五年前多出近90个村庄。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
环境因素、搬迁、分裂、转换身份等。有位华人同工训练当地人，使他们可以去训练别人，使他
们成为真正的门徒。尤其在过去四五年当中，常常举办特别聚会和训练。

 在这区域服侍的人非常少。长期在里面服侍的只有区区3-4个人而已。现在正进行的事工有：
建立财务贷款、G课程训练、翻译圣经、生命培训和关怀等。

 我也以“生命旅程”来招募弟兄姐妹参与。在“生命旅程”中我会设计些问题让参与者去思
考本身与神的关系，以及服侍的目的。除了服侍当地人之外，自己本身希望得到什么？

 还没有进到内陆之前45天，队员必须要有人负责带灵修、祷告、禁食，过后才出发到目的
地。在营会中我们会与几位学生个别约谈，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认领部分学生成为栽培对象。
除了这些，我们也会挑选几个队员约谈，谈谈他们在整个旅程中，神对他们说了什么？本身对神
又有什么回应等等。

 今天我们不一定要有清晰的宣教呼召才踏出第一步。神可能只給我们一些感动，而我們要做
的是一步一步地跟隨祂，慢慢你会发现神会使用我們。只要踏出第一步，神会不断给我们恩典。

 宣教真正的动力是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使我们也去爱神所爱的人。如此，宣教的动力将
会保存而不致冷淡。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灵命栽培去建立弟兄姐妹成为主的门徒，也把当地原住
民的需要及异象带回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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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的幕后人员
 作为宣教事工的推动者，往往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大多数教会以及信徒们都十分愿意支持
在前线的宣教士, 但对在幕后工作的推动人员并不很了解。 其实这不是一个行政岗位, 而是宣教事
工的推动者。他们会去不同教会和圣经学院宣讲神对世界各地众多未信者的心意。他们不但陪
伴有意成为宣教士的咨询者，也装备他们去面对宣教工作的挑战，使他们做好准备。

 不过，宣教事工推动者的收成通常都很漫长。长线宣教士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准备; 这包
括为期一至三年的神学训练，累积足够的专业和工作经验，再加上筹募资源。即使所有事
情都顺利发展，但要装备好一个宣教士上宣教工场却需要三至六年的时间。 

“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 (路加福音10:2)

不过, 要是没有忠心的宣教推动者, 何来出去收庄稼的工人呢?

 我们非常感谢美里福音堂对海外基督使团(简称OMF)在澳洲Perth的
幕后宣教事工，一直以来忠诚慷慨的支持。由柬埔寨回来之后，我们已
经在这里服侍了四年。

 三年前我在一个为大学生而设的宣教大会认识Bethany。
在他分享有关宣教事工的之后，Bethany表示想多了解宣教
工作。于是我向她解释作为宣教士的意义，以及她可以如
何去装备自己。我也借给她不同的宣教书籍。 Bethany
亦参加了多个分别由OMF举办的宣教大会。Bethany
毕业后，我安排她参加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泰国短
宣队。靠着神的恩典，大学毕业后，Bethany 已
有一份全职的“职能治疗师”工作。她也正在
为2020年一个为期两年的OMF宣教岗位作
准备，她希望能藉此去寻求神是否会在将
来带领她去作更长线的宣教工作。

 感谢神差遣工人去工场，亦
继续求神差派更多的潜在宣教
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与
之同行。再一次感谢美里
福音堂对OMF宣教工作
的支持和奉献。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文/ David Li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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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as a mobiliser for missions is often an unrecognized ministry. 
Churches and individuals would quite readily support the frontline 

missionary, but not the mobiliser who serves in the backstage. This is not an 
administrative role. Mission mobilisers speak at churches and Bible Colleges 

about God’s heart for the billions of unreached peoples in the world. They journey 
with individuals who are interested to be missionary so that they are best prepared 

for the upcoming challenges of missionary service. 

However, the fruit of a mobiliser’s ministry is also often slow in coming. The 
preparation to go out as a long term missionary takes time. This includes 1-3 years of 

Bible College, adequate professional and work experience as well as support raising. 
Even when everything goes well, it still takes 3-6 years before someone is ready to head 

off to the mission field.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Luke 10:2). 
But without faithful mobiliser for missions, 
where would the workers for the harvest field come from?

We are thankful to Miri Gospel Chapel’s faithful and generous partnership with our ministry as 
mobilisers for God’s mission work here in Perth, Australia. David has been serving in this role 
for the last 4 years since returning from Cambodia. 

Three years ago, David met Bethany at a Christian confere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here 
David shared about missions. Bethany was interested in missions, so David met up with her to 
discuss what being a missionary could mean, and how she could prepare for missions. David 
lent her different mission books, and Bethany joined the various OMF mission events and 
conferences that David organized. After her graduation, David organized for Bethany to go on a 
3 month mission trip to Thailand. By God’s grace, despite Bethany’s full time work now as an 
occupational therapist, she is preparing for a 2 year mission trip with OMF in 2020 to further 
explore if God is leading her to long term missions thereafter.

Thank God for what He is doing to send workers to the harvest field and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 to send many more potential workers for us to journey with. And thank you Miri Gospel 
Chapel for your contribution to this work through our ministry!

By: Dr. David Liaw

����������������
God’s mission work

| 43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Article for Miri Gospel Chapel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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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ably everything we do for God starts with God’s call to us.  Jesus says that we did 
not choose him but he has chosen and appointed us.  We can be certain that we are not 
acting on our own when we are sharing the gospel but that we are acting on delegated 
authority because Jesus says, “All authority is given to me.  Therefore, go …”  During 
difficult times, we are encouraged that we have been chosen by Jesus himself and that we 
are not doing any ministry by our own authority or ego.  

 We have been chosen to “go.”  "Go" denotes a movement, a change of location.  We have 
been commissioned to take the gospel to every people group.  Jesus has called his disciples 
to go in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o preach the gospel.  Jesus did not call the world to go 
to church to hear the gospel.  Therefore, every disciple of Jesus needs to share his faith to his 
network of friends, family, neighbours and associates.  What does this look like in your life?

 This last week, I had been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triennial Evangelism Explos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Nations at Tirana, Albania.  There were about 250 EE leaders 
from some 87 nations gathered there to pray, to deliberate and to strategize for the next 3 
years.  The theme, “Till Everyone Hears”, kept us all focussed on the job at hand.  And we 
were reminded that we were chosen by the Lord to do this work and that we were t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ith the gospel of Christ.

 Not only were we called to go but we are to bear lasting fruit.  Lasting fruit reminds us 
of the eternal value of souls saved.  The results of some work that we do are not lasting.  
Many of those tasks are like building sandcastles by the beach.  When the tide comes in, it 
will wash away whatever we have built, no matter how beautiful or majestic the structure is.  
How sad it is when we put all our energy and effort into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last.

 Finally, when we obey and do what God has called us to do, God will provide for us.  
Jesus says, “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the Father will give you.”  It was Hudson Taylor 
who said,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provis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Miri Gospel Chapel for their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in this great 
task of saving the lost.

Voon Yuen Woh (Rev)
Continental Vice-President for Asia
Evangelism Explosion International
August 30, 2019

With the Asian delegates at the EE Congress of Nations, 
Albania,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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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 year ago in August 2018 that I step out in faith in leaving my full-time 
secular job to be part of EE Malaysia’s team as the National Director. It was a 
relatively long journey for me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full-time Christian 
Ministry. God has been good and faithful in providing the needs of EE ministry in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needs of my family. Never have I felt lacking as God’s 
faithfulness has been good indeed.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in serving Him in this 
ministry is the fact that God loves His creation and desires for them to come to 
repentance. “The Lord is patient with you, not wanting anyone to perish, but everyone 
to come to repentance.” 2 Peter 3:9b. As I serve in the ministry of EE, I know that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one of God’s command and desire to see many to come to the 
saving knowledge of Jesus. It is the very heart of God and I am very glad to be in the 
very centre of God’s will. 

 We have seen the ministry grow from the staff to the number of churches being 
trained and using the EE tools. By that it means many more people gets to hear the 
Gospel and by God’s grace more will come to know Him as  their personal Saviour and 
Lord. Over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seen the growth as explained the chart below:

Equipping and
Making Disciples
through EE
by: Leong Sea 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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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praise God for his grace and mercy towards those that have professed faith in 
Jesus. As I see God moving in this nation, I pray for the excitement to fulfill His 
mission will not die down (as Jesus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e lost and as the Father 
sent Jesus, we in turn are being sent by Jesus). We pray that the newer generation of 
Christians will catch the vision and the mandate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not mistaken it as the “Great Suggestion”.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hurch (Miri Gospel Chapel)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to the ministry of EE throughout the nation in Malaysia.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MGC so that you can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God Bless,
Leong Sea Heng
Evangelism Explosion Malaysia 
Nationa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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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involvement in E.E. first began in 2004, 
when a brother who had attended the EE 
ministry clinic approached me, asking if I was 
interested to join him for training. After getting 
through the 1st semester, I was given the 
privilege to be trained at the teacher-trainer 
lev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whereby I could then 
be able to teach and run the training as well.

 On 16 Oct 2008, I joined E.E. Malaysia as 
one of its staff, doing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familiarizing myself with its materials. After 
exactly a year, I was sent to the Fiji Islands 
for a 6-week training stint to become an 
Implementation Advisor.

 My job scop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Assisting churches which are newly 
 implementing any of the E.E. programs
 by being physically present at their church 
 premises (if the church leadership so 
 requires) to offer additional guidance and/or  
 support,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rst few 
 training sessions.
2. Solicit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myself from 
 individuals as well as corporate bodies.

 I am very glad to see how God has led me to 
witness and share the gospel with various 
people by training believers to take up His 
Great Commiss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s 

by: Ruth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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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E.E.'s Implementation Advisors, I am 
responsible for contacting churches currently 
not employing/using any of E.E.'s programs to 
see if they will be interested to view any of the 
introductory presentations. If,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E.E., they decide to implement any 
of the programs at their church,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attend any of the intensive 
Leadership Training clinic(s) hosted by churches 
already having established EE programs.

 One of the many satisfactions I encounter 
on the job is seeing individuals come to the 
Lord and receiving Him as their own personal 
Savior. The encounter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from every on-the-job training/Connect Activity 
(OJT/ CA) is unique because God moves in many 
ways. In one of my OJTs/CAs, I saw how God 
moved in the situation of which the contact I 
was witnessing to looked very uninterested. 
Before asking him to commit to Christ, I had 
already assumed that he would respond 
negatively but to my surprise, he said, “Yes”. At 
that moment, my perception of him changed.

 I also count it as great joy in seeing these 
same individuals growing spiritually and taking 
part in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by 
training other new believers (which we call 
spiritual multiplication) and taking own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bout two years ago, I was posted to 
Penang to help run EE training programs in 
the churches there and in other states, even in 
other nations as well. Currently, there are 5 
churches includes the English & Chinese 
churches which are running EE training. 
October this year marks my eleventh-year 
journey in EE as an Implementation Advisor. 
All these years God has been faithful in 
leading and strengthening me in doing things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ever do before, such as 
speaking in public and raising my own 
financial support. I have learnt that I just have 
to trust Him all the way and He will truly take 
care of me. To think of it, I could not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God had enabled me to do in 
EE. It is truly due to His grace that I have come 
thus far. All praise and thanks to Jesus!

 Please pray along with me that God will 
help me to fulfill what He has planned for His 
church and for my life, especially for the 
following items:
1. to see many more of the Northern region 
 churches in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implementing EE tools and to see every 
 believer  equipped and ready for the
 end time harvest.
2. to raise enough supporters/donors
 for myself 
3. to grow in knowing Him intimately

A big ‘thank you’ to Miri Gospel Chapel for the great support
and prayers for me.

I truly and deeply appreciated it.

By Ruth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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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duk-penduduk di Kampung Tanjung Riman adalah kaum suku Bisaya. 
Kepercayaan orang-orang di sana terdiri daripada 3 golongan: 

Golongan Pertama:
Iaitu jemaat gereja BEM/SIB Tanjung Riman yang sudah terima Tuhan Yesus, yang 
berjumlah 9 keluarga, termasuk anak-anak mereka. Dan mereka selalu hadir 
dalam Kebaktian hari minggu. Dan anak-anak mereka yang sudah dewasa pergi 
bekerja, dan pada hari Kristmas, barulah mereka balik kampung.

Golongan Kedua:
Iaitu ada beberapa pengikut gereja Katolik yang sudah lama berada di sana sudah 
sekian lama sebelum gereja BEM/SIB masuk ke tempat itu.

Golongan Ketiga: 
Masih ada lagi beberapa orang yang belum terima Tuhan Yesus. Kita harap mereka 
akan percaya. Berdoa untuk kami, agar kami dapat menginjili  mereka.

Jemaat di gereja Tanjung Riman perlu ada pastor yang menjaga mereka, masih 
ramai lagi ibu-bapa belum faham Firman Tuhan, dan cara hidup mereka sebagai 
orang Kristen belum banyak berubah. Doa untuk kami, supaya ada kesabaran 
dalam pelayanan ini.

Sekian. Terima Kasih
Pastor Liaw Kim Chong.

Untuk Bulletin
Tahun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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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tings to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write for MGC Mission Magazine 2019.  Thank you for 
faithfully  supporting my family and I in prayer as well as financially.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all of you. 

 Praise God, by His grace and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SU Ministry is 
growing. Now we have 7 field staff and 1 SU (Scripture Union) administrator  in 
Kuching.  At the same time I am assigned as the TCF Coordinator of SU Sarawak.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that attended ISCF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 each year. 
Praise G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9 hundreds of souls have been touched and 
transformed into Christlikeness. Based on my record 724 students received Christ 
as their Savior and Lord. In one of our ISCF Camp, 95 students attended the camp 
in Eden Garden Evangelical Church in Siburan, out of 95 students that attended the 
camp, 40 students accepted Christ as their Savior and Lord.  Praise God. 

 In terms of program among students in Kuching, we organized ISCF camps 
and seminars  for ISCF groups in partnership with Christian teachers. The ISCF 
annual camp in Kuching town was considered as the climax of ISCF activity in 
Kuching. This year the camp was held on 25-26May 2019  at SMK St Thomas School 
Hall. Thank God 146 students and 7  Christian teachers from  12  different schools 
attended the camp. They rejoiced praising God and worshipped Him with all their 
heart and with all their strength. Apart from that I visited all Mission  schools in 
Jalan Puncak Borneo this year (SK St George, SK ST Paul, SK St Gregory, SK St 
Gile, SK St Peter, SK St Patrict, SK St Philip, SK St Barnard). Thank God for the 
privilege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in primary schools.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GC for faithfully praying and supporting my family. 
Praise God now I became a datuk (grandfather). My elder daughter has given birth 
to a baby girl last year, her name is Tunung Do Piri. ( 1 year 2 month). 

 On behalf of SU Sarawak I would like to thank 
Miri Gospel Chapel for faithfully supporting
Scripture Union Ministry.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all of you.   

宣教同工 MISSIONS C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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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om, salam hangat dalam Kristus bagi semua. Bersua kembali tahun yang 
penuh rahmat dan perkenaan Tuhan, salam dan penghargaan yang tidak 
terhingga atas pengorbanan dan keterlibatan penuh jemaat Tuhan dalam 
pelayanan SU di Zon Utara dan khususnya SU Sarawak. Kami sangat bersukacita 
untuk berkongsi berita baik dari ladangNya.

 Sekali pun nampaknya pergerakan agak perlahan dalam memenuhi 
perancangan aktiviti sepanjang tahun ini dengan perubahan kepimpinan sekolah 
dan aktiviti sekolah yang padat, kita tetap memberi pujian dan syukur kepada 
Tuhan atas keselamatan terjadi bagi jiwa-jiwa baru yang menerima Tuhan melalui 
setiap kesempatan pelayanan yang diadakan. Kehausan dan kerinduan akan 
kebenaran firman terpancar melalui wajah-wajah yang penuh perhatian apabila 
kita berkongsi firman Tuhan.

Secara ringkas saya melaporkan; 

 Sebanyak 6 kem dilaksanakan pada tahun 2019 (setakat Ogos) - 2 sekolah 
rendah dan 4 kem sekolah menengah dengan jumlah kehadiran 954 peserta.

 Lawatan ke sekolah yang mempunyai ISCF adalah 27 sekolah dan kita telah 
memulai ISCF di 4 buah sekolah rendah yang baru dilawati pada tahun ini iaitu di; 
SK Long Napir, SK Kuala Penganan (Limbang), SK Ulu Merapok dan SK Merapok 
(Lawas). Puji Tuhan, tahun ini kita mempunyai 46 buah sekolah yang ada ISCF di 
Zon Utara Limbang dan Lawas. Peningkatan ini banyak disokong dan usaha oleh 
guru-guru Kristian di setiap sekolah tersebut yang di mana mereka sangat 
terbeban terhadap pelayanan ini.

 Jumlah pelajar yang menerima Tuhan Yesus melalui pelayanan lawatan dan 
kem serta aktiviti kerohanian di sekolah adalah sekitar  689 orang.

 Kem Gabungan ISCF Sekolah Menengah Daerah dihadiri 600 pelajar, bertema 
“Memperkasakan Iman” benar-benar memenuhi matlamat dan tujuan kem 
tersebut. Lawatan pemulihan dan pembaharuan terjadi di kalangan 
pelajar-pelajar yang hadir. Ramai pelajar yang mengalami kelukaan batin dan 
yang menghadapi masalah dalam keluarga didoakan untuk kesembuhan. 
Tajuk-tajuk yang penting termasuk dasar iman Kristen, apologia, godaan seks, ia 
menjadi topic pengajaran dalam memperlengkapi dan mendedahkan mereka 
terhadap cabaran yang mereka pasti akan hadapi pada masa depan.    

Sur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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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tiviti-aktiviti kerohanian di sekolah tempat yang sangat strategic di mana 
kita boleh memberi pengajaran rohani, sebab ramai anak-anak muda hilang minat 
dalam melibatkan diri dalam aktiviti di gereja mereka sendiri. Perlu diakui bahawa 
sekolah adalah tempat di mana sebilangan keluarga yang tidak mengindahkan gereja, 
mereka berkesempatan mendengar injil. Sebagai contoh, semasa mereka hadir 
acara yang memberi sokongan kepada anak-anak mereka, khususnya doa 
pemberkatan peperiksaan. Ada sebahagian keluarga mengalami jamahan Tuhan 
dalam acara begini.

 Kami harapkan sokongan doa jemaat Tuhan bagi kami, sebab dengan doa kita 
dapat melalui segala rintangan dengan kuasa pertolongan Tuhan di dalam 
pelayanan Tuhan yang luas dan mencabar ini. Begitu juga, supaya guru-guru 
Kristian berani mengambil kesempatan ini sebagai peluang besar untuk melayani 
jiwa-jiwa yang memerlukan keselamatan, generasi baru yang perlu dijaga, 
dipimpin dan dipersiapkan bagi mewarisi iman kepada Tuhan Yesus. 

 Akhir sekali, pelayanan SU Zon Utara ahli Working group, TCF dan ISCF turut 
bersukacita dalam menyambut Minggu Misi MGC tahun 2019. Kami tetap 
mendoakan berkat, penyertaan dan pimpinan Tuhan dalam mengalami kemajuan 
di ladang Misi, menuai jiwa-jiwa bagi Allah, sesuai dengan perintah Agung Tuhan 
kita Yesus Kristus. Kami bersyukur manjadi bahagian dari utusan anda.  Roma 
10:15 Dan bagaimanakah orang dapat membawa berita itu kalau mereka tidak 
diutus? Di dalam Alkitab tertulis begini, "Alangkah baiknya kedatangan orang- 
orang yang membawa Kabar Baik dari Allah!" 

Tuhan memberkati!

Salam,
Yahya Akaw
Staff SU Lim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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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   : Pastor Danil Kawah
Nombor Telefon : 019-4592600
Suku   : Lun Bawang
Kualifikasi theologia  : Bachelor of Theology (bth) 2005.
Umur/usia   : 65 tahun
Status perkahwinan  : kahwin
Jumlah anak  : 5 orang, 2 lelaki 3 perempuan
Kampung asal  : Long Tuan, Trusan, Lawas, Sarawak
Nama gereja yang saat ini melayani : Bem Sion Tapah, Serian, Kuching, Sarawak
Penggunaan bahasa di gereja : Bahasa Iban, Bahasa Malaysia
Anggota dan lokasi gereja : Anggotanya 98 peratus Iban, lokasinya dibelakang 
     kedai Tapah kira-kira 15 minit dari kedai Tapah.
Jumlah anggota gereja : Buat masa ini ada 25 orang campur dengan anak-anak, 
        saya baru mulai tahun ini melayani di tempat ini. Tempat 
     ini ada gereja telah dibangun tetapi sudah tidak begitu 
     baik, hanya memakai binaan yang simple saja.
Tidak ada elektrik dan air paip : Di BEM Sion Tapah tidak ada aliran letrik mereka  
     pakai genset (generator) dan juga tidak ada kemudahan 
     air paip. Mereka hanya bersandar kepada air hujan saja.
Suku yang dilayani dan jumlah penduduk : 98 % adalah suku iban yang berpindah
     dari beberapa bahagian di Sarawak, tetapi kebanyakannya
     dari Lubok Antu. Ada kira-kira 42 keluarga yang ada di 
     kampung Sion Tapah, kebanyakannya belum mengenal 
     Tuhan Yesus sebagai juru selamat mereka. Jumlah 
     penduduk di kampung Sion Tapah adalah 166 orang, ini 
     belum accurate.
Pelayanan yang sedang dijalankan sekarang: Saya mulai mengajar mereka
     dengan Pengajaran I.C.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Mission) 
     setiap hari Ahad. Dalam pelajaran itu dimulai dari Basic 
     Pengajaran Christian sampai kepada kedatangan Tuhan. 
     Setiap malam Rabu belajar alkitab dan sekolah minggu 
     diajar oleh Mitchell Lawa. Buat masa ini pekerjaan 
     mereka adalah harvesting padi, ada yang kerja kuli di 
     kedai Cina dan ada yang kerja kontrek dan gaji hari juga.

Laporan Tentang
Pelayanan Penginji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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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ana 2019 dan rencana 5 tahun kedepan: Tahun ini saya fokus untuk menginjil 
     keluarga-keluarga yang belum terima Yesus, melawat 
     mereka, make friend, lawatan rumah ke rumah akan 
     dimulai pada April depan bermula daripada keluarga yang 
     telah percaya dan seterusnya keluarga yang belum percaya.
Rancangan 5 tahun akan datang:
1.  Menanam firman Tuhan dalam hidup mereka dengan ajaran-ajaran yang 
 spesifik yang dapat membangun iman dalam Tuhan;
2. Menyusun kedudukan mereka dalam pelayanan untuk Tuhan, memilih majlis    
 gereja, yang memangku beberapa jabatan dalam pelayanan gereja;
3. Mengajar mereka yang baru percaya tentang iman Kristen supaya mereka 
 mengerti setelah itu dibaptiskan;
4. Mengajar mereka untuk berdikari, supaya dapat berkhotbah, memimpin pujian 
 dan penyembahan; mengajar mereka untuk membayar perpuluhan kepada 
 Tuhan, dan dapat menanggung pastor mereka sendiri pada masa akan datang.
5. Membuat discipleship.
6.  Buka cawangan di kedai Tapah (sewa kedai).
Foto tentang pelayanan:

  

Gotong-royong membersih sekeliling gereja, kebaktian
hari Ahad,  saya dan istri pimpin pujian dan penyembahan,
tidak ada alat-alat music hanya guitar saja.

Keluarga ps Danil
bersama menantu dan cucu.

Rehat minum dan makan setelah gotong-royong,
kebaktian, belajar Alkitab setiap malam Rabu kebanyakan
yang hadir adalah perempuan lelaki 1-2 orang saja.

Mendoakan orang sakit. Sedang mencuci dan mengemop dalam Gereja, anak saya Mitchell 
Lawa sedang mengajar dalam sekolah minggu ada sekitar 30
anak-anak di BEM Sion Ta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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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a 6 Julai 2019, Pastor Ding Emang telah membawa beberapa orang 
anggota gereja berkunjung ke tempat penginjilan di daerah Sebuyau, Simunjan. 
Beberapa kegiatan yang dilakukan sepanjang hari itu adalah berdoa sambil 
memandu untuk rumah-rumah panjang suku Iban yang bermula dari Sebangan ke 
Pekan Sebuyau.

 Tempat pertama yang  dikunjungi adalah 
bukit-bukit yang berdekatan dengan Pekan 
Sebuyau. Rombongan harus menaiki anak 
tangga sebanyak 900 untuk sampai ke puncak 
gunung tersebut. Sementara di puncak gunung 
tersebut, kami mengambil masa berdoa dan 
memuji Tuhan.

 Setelah menuruni gunung Sebuyau, kami terus mengunjungi Rumah Panjang 
Lunying dan bertemu dengan tuai rumah yang bernama Encik Gindi yang begitu 
mesra. Rumah panjang ini mempunyai 40 buah keluarga/pintu. Kami sempat 
berbual dan berdoa untuk keluarganya dan keluarga-keluarga yang ada di sana. 
Kebanyakan penduduk menganuti kepercayaan Bahai.
 
 Selepas itu, kami berkunjung ke Rumah Panjang Kesindu yang mempunyai 30 
keluarga/pintu. Kami sempat berjumpa dengan Ketua kampong yang bernama Encik 
Mamat. Setelah berbual dengan beliau, kami sempat mendoakan keluarganya.

Laporan Pelayanan
Penginjilan Di 
Daerah Sebuy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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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erusnya, rombongan mengunjungi rumah 
Encik Chen dan seorang pekebun dari kampong 
Kesindu yang mengalami sakit gout. Kami sempat 
berdoa untuk beliau dan isterinya.

 Mari kita sokong pelayanan penginjilan di 
Sebuyau kerana gereja BEM/SIB belum ada di sana.

Perkara doa: 

1. Doakan pelayanan Pastor Ding Emang dan keluarga yang melayani di BEM 
 Central City. Kebanyakan anggota gereja adalah para pelayan UNIMAS dan 
 UITM yang kebanyakan anak-anak bumiputera.

2. Doakan pelayanan penginjilan di Sebuyau. Rancangan mengadakan beberapa 
 lawatan penginjilan ke rumah panjang dan menyebarkan berita keselamatan 
 dan rancangan untuk menubuhkan sebuah gereja kecil untuk tempat 
 kebaktian.

Sekian,
Pastor Ding Emang 
BEM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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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1日， 22国促中国停止新疆侵权。1 北京称 
“粗暴干涉内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的22个成员国联名发出一份声明，批评中国
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北京严词回应，称这些国家“公然将
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专家和权益机构都认定中国的拘押
营中，有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过中国表示，维吾尔人是在职业
训练中心受教育，目的是对应恐怖主义。

 一位新疆的学者（郑亮，传播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现任教于新
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说：“报道新疆不能再粉饰太平，遮遮掩掩，必须要直面
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不能试图创造某种歌舞升平的幻想。新疆的确是歌舞之乡和
瓜果之乡，但是也正在经历现代转型的阵痛。由于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背景，新疆的
现代之路要比内地更加艰辛和曲折……”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反恐怖主义斗争进入
了深水区，除了高压严打外，更需要在社会整体层面加以综合治理和调整。
 
 在新疆各族人民承受和抵御恐怖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创伤中，我们每个人的心情
都是极其复杂的。记得在一次恐怖事件发生后，当新闻报道“新疆恐怖分子”时, 
多少新疆人表示不满，无数人陈明对罪恶行径的愤慨，又强烈地表达着对新疆的热
爱。新疆是中国版土的六分之一，人们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这里是各族
人民融合相处的大家庭，至少生活着13个民族；从我踏入新疆的那一刻起，这里就

是一块如画、如诗、如歌的土地。然而一起又一起的血腥事件，关押事件，带给
我们太多的沉痛，在一次次的哀悼、祷告、阵痛之后，我们该有怎样的民族情

结？我们该如何面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保罗在罗马书9：1-3给了我
们一份的责任去面对与承担。

从情感上“大有忧愁，时常伤痛”(罗9: 1-2)

 为什么保罗有如此情感呢？因为救恩那么丰富，神的恩
典那么宝贵。保罗在他多年奔跑中，将福音传给许多外邦人，

但他自己的同胞百姓还未得着，这是他最大的忧愁和伤
痛。我们看到保罗对自己的同胞拒绝神恩典的悖逆没

有以愤怒开始，他不是斥责、控诉，乃是“在基督
里说真话，不说谎言”；他用“良心说话”，

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以良心作见证表达
心中的忧愁，从一颗破碎的内心里发出刺

骨的伤痛。为了让自己的民族得蒙拯
救，他甚至愿意代他们受罚，好像

基督愿意爱世人舍命一样。

民族情结心 文/黄荷音牧师

神学生 SEMINARY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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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为自己得救大有快乐的人，就能为骨肉、为弟兄，为没有得到救恩、没有
活在神爱中的人大有忧愁；这是一个忧伤的情怀，也是一个怜悯与爱的情怀。今天
的社会需要什么呢？物质享受人人都有，但为人失丧、迷茫的伤痛太少，连同我们
这些被主拣选，得享主恩的人，我们都缺少保罗这一份情怀！

从承担上“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9:3)

 保罗满怀悲情，愿意自己的同胞百姓得着基督，他没有控诉以色列人，反而要
成为与同胞百姓一同承担的辩护人。他表达出“自己被诅咒”的心愿，这是保罗爱
同胞的热切心愿，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他曾歌唱说：“谁能使……”他与基督的爱
牢不可破，他看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保罗一生最宝贵、最可爱的事就是任
何事都不能在神的爱里隔绝，然而此刻，他却抒发出如此的情怀：如果可以拯救他
弟兄的话，就是自己在神面前被驱逐，他也心甘情愿。保罗不仅有悲伤之情，他还
有承担的行动，就如当年摩西的祷告：“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作了金像。
倘或祢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祢从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出32：31-32）。

 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在你的弟兄中，你的同胞百姓中有什么承担
呢？我们都爱传福音，但这里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要拯救罪人的人，必须
先要爱罪人，今天谁来承当？一个合神心意的城市（宣教），必须由帮助人认识真
理和慈爱，愿基督徒敢于承担这一使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使多人的心灵体现
出公义、怜恤、真理。

 在威斯敏特大教堂的地下室，有一块扬名世界的墓碑,
其碑文震撼了许多人的一生。人们说，要想改变世界, 
你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要想翘起世界，你必须把支点
选在自己的心灵上。人的心灵很重要，耶稣来世间，是
满有怜悯，满有哀伤地面对失丧的人群，保罗也为自己
的民族“大有忧愁，时常伤痛”及“与基督分离，我也
愿意”，今天你我的心灵在各种事态中如何呢？

1.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894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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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神学生

性别 男
国家 缅甸
种族 若开族
生日日期 1997年2月8日
所属教会  Sittwe Dynamic 
 Church
受洗日期 2018年4月4日
教育程度 大学一年级
神学院  缅北基督教神学院
神学院地点 腊戍
就读课程 缅文班-神学学士
入学日期  2019年6月
毕业日期  2023年3月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得救见证

 在我十岁的时候，因为胃痛被送到医院的急
救室，医生说如果再迟两个小时可能就会有生命
的危险，手术过后医生也没能解释确切的病因。
我在医院时昏迷了两天还可以活过来，出院后我
在爷爷家养病，爷爷把创世和拯救的故事说给我
听，对其他孩子来说，爷爷说的创世和拯救只能
是比一般故事还要好听而已，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虽然没人告诉我，但我知道是上帝救了我，这是
不能反驳的事实。从那时起，每个星期天我就随
爷爷去教会崇拜，虽然我不会祷告，但，唱诗和
读经都使我非常开心，我更喜欢上帝了。

 我十二岁那年，爷爷让我到Sittwe市上学。
我就来到了 Sittwe 浸信会；求学也让我更认识上
帝。父母亲是佛教徒，家族里只有爷爷，叔叔和
我是基督徒。读完缅文高中毕业后，就回到父母
家。那时我每天都和新朋友玩在一起，觉得很开
心，但却渐渐远离神了，同时也就没有再祷告和
读经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酒鬼，天天都喝酒，导
致酒瘾太重没办法脱离虽然曾经想脱离酒瘾的控
制，但却不成功。2017年泼水节的最后一天，我
醉到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起身，被叔叔教训了大
半天。虽然跟往常一样的责备，但这次却让我有
了戒酒的决心，我知道是上帝给我的机会之前我
可以不吃饭就只要喝酒，但自从那天起，上帝让
我有厌恶酒的心态，于是我不再想要喝酒了，是
上帝太爱我，不要我灭亡！

 自此，我更加爱主了，只是我还没有洗礼，
因为父母亲是佛教徒，我不希望他们伤心。2018
年的泼水节之后，我跟教会传道去参加短期圣经
培训课程，盼望从中可以有所领受。到了第七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早晨，我还是没有什么领受。
一直到午饭过后，我在努力地听课，不让自己
打瞌睡，我忽然听到启示录三15-16：“我知
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
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
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时，我心里开始感到

MAUNG OO
LIN NA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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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非常惧怕上帝将我抛弃；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一句话 “Do you love me?”
(约翰福音二十一15-17)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却回答不来，我不敢回答！上帝知
道我爱祂的程度，我所做的那些事使我不敢回答上帝，我有多爱祂。

 最后我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地来信靠祂，使我生命改变的就是这句话，也
因为这一句话我愿意全然信靠和跟随主耶稣。

我的蒙召见证

 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15-17中的话是上帝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Do you love me?”
        我爱上帝！

 为了证明我爱上帝，我要听祂的话，我要喂养祂的羊，我要让世人明白祂的
大爱，也让世人能够体会祂是多么地爱他们，特别是我的民族“若开”族
Rakhine，族人中很少认识和相信耶稣的。“若开”邦一直受世界瞩目，受到很
多关注，所以有许多宣教士来到这里传扬福音。这区域没什么地方吸引人，就只
有暴力事件繁多，人们不认识上帝，文化和知识水平较差，工作机会较少加上毒
品泛滥，许多年轻人都染上毒品，但是能为我们祷告的人却少之又少。人在世
上的日子是短暂的，要我看着所爱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和族人就这样灭
亡于地狱的痛苦中，我是非常的不愿意。不单是自己的民族，甚至其他民族的
灵魂也还有许多没有得救的。

 我原本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有知识学问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梦
想。这段时间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负担，我是非常愿意也会开心地担当。我是家
中长子，家人希望我能成家立业，找份好工作，有好的工资可以帮助家庭。我的
确有好的工作机会，也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但我选择了神的道路，只因为我爱上
帝，我服事的目的是为要让更多灵魂得救，而不是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世人都
需要上帝的爱，为了人人都知道上帝的爱，人人都听到福音也相信耶稣，我下定
决心一生服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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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神学生

性别 女
国家 缅甸
种族 克钦族
生日日期 1999年11月18日
所属教会  傈僳浸信会
受洗日期 2016年
教育程度 十年级
神学院  缅北基督教
 神学院
神学院地点 腊戍
就读课程 缅文班-神学文凭
入学日期  2019年6月
毕业日期  2023年3月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得救见证

 我的名字叫董丽美, 出生在基督化家庭, 在我心
里知道是信耶稣的, 但是不了解耶稣有多好, 也不明
白祂的爱有多深。当我患上肾结石的时候, 我祷告上
帝 “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求你医治我吧！”
神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痊愈！

 之后我参加一个营会, 在营会中老师教导我们, 
主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相
信并且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 就可以免去地狱永
远的火湖，同时也能得到永远的生命, 还可以去到天
堂！当时我就信了主并接受耶稣的救恩，心中非常
开心，知道自己的罪已被赦免, 也感谢主耶稣愿意接
纳我这个罪人。我知道神让我继续活着就是要来荣
耀祂，并且把祂的救恩与更多人分享，在那时候我
就决定要进修神学，于是我来到缅北基督教学院，
希望在毕业后能成为一位忠心服侍主的人。

我的蒙召见证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读神学！我家有六个成员:父
母亲和四位兄弟姐妹。大姐已在读神学，今年四年
级。妹妹和弟弟还在读书。从小我就是一个献身者, 
但没有确定要去读神学的心志。一直到2014-15年, 
当时我还在读十年级。那年，我得了肾结石，医生
说需要动手术，但是家里没钱给我动手术，于是我
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为我预备医药费，神垂听了祷
告，让我顺利完成手术；并且手术非常成功，我非
常感谢上帝，神在我生命中行了神迹。

 父母亲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眼睛
被人用石头打伤，父母亲以为我的眼睛瞎了，医生
也说我的眼睛不能治了。回家后父母亲在神面前祈
求祷告，也许了愿，若是神医治我的眼睛, 就要把我
献给神，一生服事神，那时候我开始经历上帝大能
的医治；当我的肾结石手术痊愈后, 就决定要把神的
伟大作为告诉人，想要好好装备自己学习神的话语, 
才能有效地教导更多人，就这样让我越来越有这样
的心志读神学。四年的神学毕业后，我愿顺服神的
带领，到任何地方都一样服侍主！

董丽美
THAUNG AH
LAY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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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yea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a group of lecturers, students, and several church 
members to visit an orphanage in Myanmar. The orphanage is maintained by a family of pastors 
and their siblings, and there are 124 children to be taken care of. Most of the children in this area 
were abandoned by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ir families were financially unable to care for them. 
God is good. He places the burden on the pastor and his wife to care for these children, and they 
are assisted by the churches around them and churches overseas, includ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at know them.  

 God's day-to-day work has grown in this area, from houses made of zinc to 3-storey 
buildings as residences, and from using living rooms as churches, they now have their own 
church buildings to worship i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exciting and something that brings 
spiritual growth to the children in this place. Most of these children came from Buddhist 
families, but because the pastor has ministered to them and taught them, they have all accepted 
God as their Savior and are following Jesus. 

 I am very grateful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his team, and I can see the work of God 
through this ministry, not only in looking after orphans but also in attending to the souls that 
Jesus has to save. God has his own way of reaching souls. At the same tim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 scriptures to the evangelists who were with us, and I am very grateful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we used and translated facilita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ssons we taught. 

 Praise God！

God is in Control of His people
By Barry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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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是
接纳他人
的行动

差传是上帝拯救
万国万民的行动，就是上

帝差派祂的使者拯救人类的行
动。而差传的动力在于上帝因
着爱而接纳罪人，也是上帝的教
会和个别基督徒，因爱上帝而
爱人如己，在日常生活中接

纳他人的具体行动。

谢木水院长

新加坡神学院

 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信徒：「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
的心。」然后提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
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来十三1~2) 
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这是亚伯拉罕接待三位客
旅的故事(创十八1～15)。以后说到这三个客旅继续他们的
路程，定意要审判所多玛与蛾摩拉这两个城市，而亚伯拉罕在
这过程中祈求上帝按公义拯救无辜的人(创十八16～33)。最后，
我们看见其中两个客旅毁灭那两个城市的时候，拯救了亚伯拉罕的侄儿
罗德及他的两个女儿(创十九1～29)。

 创世记十八章揭示接纳上帝救赎世人的行动。创世记十八章之前的
十六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为了给丈夫立后，按照自己的意
思要求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同房，以后生了以
实玛利。当时亚伯拉罕88岁。但以实玛利不
是上帝应许所生的的孩子。十一年后，上帝向
亚伯拉罕显现应许说，他必从撒莱（创世记十
七章改名为撒拉）得一子, 取名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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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创世记十八章亚伯拉罕接纳三个客旅
的故事，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全书最后劝勉
信徒彼此相爱的重大功课,「不要忘了用爱心接
纳人，有人就是这样作，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
使。」(来十三2)。你几乎可以从希伯来书作者
接下来的教导中看见记载在创世记有关接纳的
救赎故事:「你们要记念那些被囚禁的人，好像
跟他们一起被囚禁; 也要记念那些受虐待的人, 
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 (十三3)

 对比创世记十六章撒莱恶待夏甲的暴行，
以及当时保持缄默的亚伯拉罕。这里我们看见
一个完全改变的，以爱心接纳外来客旅的亚伯
拉罕与撒拉。接纳到底有什么要求？首先，接
纳者不能预期外来者的到访。事实上，他们不
请自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无论得时不
得时，接纳者需要随时预备邀请和服事外来
者。第三，接纳者在服事中同时是主人，也是
仆人。最后，基督徒接纳他人常常是上帝藉此
救赎世人的行动。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给三个路人的接纳也迎
来他没预期的祝福。其中一个旅客对他说:「到
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那时，你
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十八10）这应
许打开了普世人类得到上帝祝福的道路。这正
是创世记给人类的希望：接纳是人与人分享上帝
恩典的行动，也是上帝与人分享恩典的行动。
这纵横两条线揭示了接纳的重大真理：上帝是
接纳万有与世人的主。因着响应上帝接纳世人
的恩典, 凡得到这恩典的, 也在接纳他人的时侯, 

邀请人接纳耶稣而进入这神圣的恩典之中。所
以「凡接纳祂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
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一12)

  接纳是人配合神的救赎世界行动, 但是必
需是神行动, 人配合, 而不是人行动, 神配合。
神主动, 人配合, 才可能完成接纳的工作。简单
而言, 接纳不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事件。
所以，接纳是差传的行动，接纳不可能借着人
间制度实现，因为人接纳弱势者的行动是神的
介入、神的参与、神的救赎。接纳必需是弥赛
亚式的 (messianic)，因为「接纳」是上帝与人
分享恩典的行动，也是人与人分享上帝恩典的
行动。(Hospitality is the act of which God shares 
His grace with man and through which man 
shares with others.)

 如何在你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中接纳异己？
善待弱势者？恩待罪人？我们经常需要面对的
现实挑战是：活在人间的制度中，要如何接纳
与我们的文化、语言、看法、生活方式不同的
异己、邻舍、弱者、罪人、甚至仇敌？ 

 接纳外来者就是差传。今日你可以接纳
谁？或许是你学校里的国际学生，或小区里的
外来客工，或本土各个族群、外来的族群，及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边沿少年、危机群体、
单亲家庭、伤残人士、LGBTQIA+……

新神老师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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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马来西亚神学院
院长报告书: 

致美里福音堂,

 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圣名向贵堂牧者、各
位长执、及主内弟兄姐妹问安！

 承蒙贵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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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此致万分和深沉的谢意！

1. 毕业典礼
 (2018年)，共有75位各系课程的学生毕
 业。今年的毕业典礼定于10月19日(星期
 六)下午3点举行。

2. 2019本院神学生统计
 本院全时间神学生共69人(49男, 20女);
 部分时间28人(21男, 7女); 神学延伸课
 程TEE (英文)99人、(中文) 66人、
 (淡米尔) 89人; (国文)85人; 教牧硕士
 (英文)10人、(中文)18人; 教牧博士
 (英文)19人;(中文)25人；神学硕士(THM) 
 19人; 神学博士DTheol(ATU)1人。
 总共528名学生。

3. 四十周年庆典
 马来西亚神学院于今年正月六日下午四
 点正假校园多元礼堂举行了四十周年感
 恩庆典，并于下午五点半举行新院舍扩
 建动土礼。然后, 于晚上七点假芙蓉统一
 酒家举行感恩暨筹款晚宴。我们赞美上
 帝的信实,也谢谢众教会的支持。

4. 特别退修会及灵性塑造营
 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本院于正月七至
 九日假波德申卫理中心举行了一个特别
 的退修会，并于九至十一日在同样地点
 举行了一 个灵性塑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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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释经讲道培训营
 为祝福校友和教牧人员, 本院也趁庆祝成
 立四十周年之际,于三月十九至廿一日, 
 假八达灵的马基协中心举行了释经讲道
 培训营。

6. 代祷团
 本学院已经花了几年时间，组织了由讲
 师、职员、学生及校友所组成的代祷团
 队，刻意及经常为神学院地各个群体、董
 事、挚友伙伴、校友、教会及教牧、宣
 士及宣教团体、国家和世界代祷。我们
 感谢上帝，今年我们共有120位代祷者。
 若您有代祷事项，可以电邮至
 prayer@stm2.edu.my。

7. 神学院讲师的著作
 今年，本院计划出版三本由讲师著作的
 书籍。
 a. 陈瑞美博士以国文所著，有关通过基
  督徒整全的培训方式，兴起土著教会
  的领袖。
 b. 由Steven Abbarow法政牧师博士与
  黄梅丽博士合著题为“教牧关顾: 我们
  是否聆听?”。 
  c. 林家扬博士的英文著作, Following 
  Jesus: A Visual Guide to the Holy Land。

8. 财务状况
 我们非常感激众多捐献者，包括神学院
 “挚友与“伙伴”在经济上每年持续奉
 献支持。感谢主的供应，主恩够用。虽 
 然年年难过，年年过！

9.  讲师动态
 目前，我们共有15位全职讲师，一位国际讲师，廿多位客卿讲师。

 但愿一切颂赞都归于我们信实、全能及慈爱的上帝！感谢他过去的带领与赐福！

 深愿您们对马来西亚神学院的关爱、支持和付出、同心的代祷及侍奉, 将祝福及提升本
学院富策略性的培训装备事工, 进而祝福上帝在马来西亚国内外的众教会, 以共同完成上主
为全世界所定永恒的旨意, 荣归三一真神！

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

萧帝佑牧师(博士)
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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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METS/MEC) merupakan sebuah institusi 
Latihan Alkitab milik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BEM/SIB) yang menyediakan 
pendidikan Teologi dan juga latihan dalam pelayanan bagi mereka yang terpanggil 
untuk melayani, dan bagi mereka yang ingin melayani dengan lebih efektif di gereja 
lokal serta melalui kerjaya mereka.

Memenuhi amanat agung Tuhan Yesus dan memuridkan segala suku 
bangsa dengan menyediakan Latihan Teologi serta pelayanan yang holistik. 

Melatih dan melengkapi hamba-hamba Tuhan supaya memiliki doktrin 
yang betul dan melayani di dalam tradisi Injili, menanamkan karakter 
moral Kristian yang tinggi, cemerlang secara akademik dan berkompetendi 
dalam pelayanan.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Lot 67, Taman Pelita, Jalan Cosmos 3, JalanPujut/Miri, 98000 Miri
P.O. Box 2432, 98008 Miri, Sarawak, Malaysia.
Telephone: 085-418840 E-mail: mecmiricampus@gmail.com

VISI

MISI

MEMBERSHIP AND ACCREDITATION
(Keahlian dan Akreditasi/Pengiktirafan)

1.  Malaysia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MATS)
2.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ATA)
3.  Forum of Asia Theological Librarians (ForATL)
4.  Malaysia Theological Librarian Association (MATLA)
5. Di Akreditasi oleh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ATA)
 • Certificate in Child Studies (CCS)
 • Diploma in Theology (D.Th)
 • Bachelor in Theology (B.Th)
 • Master in Christian Studies (MCS)
 • Master in Ministry (M.Min)

PROGRAM OFFERED AT METS
(Program yang ditawarkan di METS)

1.  Master in Divinity (M.Div)
2.  Master in Christian Studies (MCS)
3.  Master in Ministry (M.Min)
4.  Bachelor in Theology (B.Th)
5.  Diploma in Theology (Dip.Th)
6.  Certificate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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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 & BACHELOR OF THEOLOGY
•   Minimum age: 20 years and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Sekurang-kurangnya 20 
 tahun dan mempunyai pengalaman bekerja atau melayani di gereja lokal)
•   SPM (minimum Grade 3)
•  Born again Christian (Dilahir baru dalam Yesus)
•   Evidence calling from the Lord for full-time ministry (Kepastianakan panggilan 
 dari Tuhan untuk melayani sepenuh masa)
• Endorsement from the local church (Sokongan penuh dari Gereja lokal)
MASTER OF DIVINITY,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MASTER OF MINISTRY
•   Bachelor degree holder
•   Sudah Melayani / Pekerja Penuh Masa
CERTIFICATE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   Untuk Pemimpin dan Jemaat yang ingin melengkapi diri dalam pelayanan di 
 gereja lokal. (Kelas Modular)

1 .  Doakan  program seminary sepanjang tahun.
2 .  Enam Daerah yang support staff METS Miri.
3 .  Keperluan alat music dan alat kerja seminary.
4 .  Praktikal Tahun 3 & 4 (May – June)  dan  Tahun 1 & 2 (Nov –Dec 2019)  
5 .  Pergerakan program modular (B.Th, MCS &M.Div) di Miri, Bintulu, 
 Lawas, Limbang, Sibu& Kuching tahun ini.
6 .  Tambahan Pensyarah tetap 2020.
7 .  Keperluan Admin & Kewangan untuk METS Miri.

Bagaimana kita boleh terlibat 
dalam pelayanan di METS?
• Melalui Doa
• Melalui Kewangan
• Mengenalpasti, menghantar 
 serta menyokong calon 
 pelajar baru dari gereja-  
 gereja lokal ke sekolah Inji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Syarat Kemasukan)

PERKARA DOA METS MIRI

YURAN

NO.

1

2

3

4

5

PENDAFTARAN

RM 120.00

RM 120.00

RM 120.00

RM 100.00

RM 120.00

YURAN
PELAJARAN 

RM 150.00

RM 165.00

RM 280.00

RM   50.00

RM 450.00

PUSAT SUMBER
(TAHUNAN)

RM 50.00

RM 50.00

RM 50.00

RM 50.00

RM 50.00

PROGRAM

DIPLOMA OF THEOLOGY

BACHELOR OF THEOLOGY

MASTER DEGREE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MASTER OF DIV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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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美里福音堂教牧、长执、同工与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
 
 多谢贵堂教牧同工与肢体们的关爱并支持马圣事工。求主赐福诸位身心安康，教会圣工也兴
旺。以下是敝院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事工简报：

1. 马圣近况
 1.1 马圣2019年共有全职讲师14位(讲师当中有7位拥有博士学位)，特约讲师4位，兼职讲师
  9位及约20位客座讲师。行政职员19位，3位兼职职员。

2. 院务展望
 2.1 感谢神的引领，让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获得了土地工程之批准及10月31日获得了建筑
  图测之批准。也感谢神按时赐下马圣院舍第二期发展工程（图书馆与家眷公寓）所需的
  约马币一千八百万之大部分费用 (包括装修与提供现有设备)，求主赐下院舍工程所需的
  入伙准证，以便能够在2019年年底完工启用。
 2.2 马圣将于11月3日（星期日），假八打灵再也神召会喜信堂，中午4时正举行第38届毕业
  典礼。在此诚心邀请您与您的家人及教会同工肢体出席。您们的出席将带给马圣及当届
  毕业生们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3.    同工动态
 3.1 欢迎黄莉雯姐妹于2018年9月担任马圣图书馆助理。
 3.2 本院讲师廖鸿图牧师/博士夫妇于2018年11月15日离职。诚心感激廖牧师夫妇在马圣的
  服事，愿神亲自引领他们前面的事奉。
 3.3 本院陈怡新讲师于2018年12月荣休，诚心感谢陈老师过去在马圣的服事与奉献，愿神亲
  自纪念与报答。
 3.4 本院杨克聪牧师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26日休安息年假，求主赐下智慧健康来完成
  教牧博士论文。
 3.5 欢迎冯恒基弟兄于2019年6月担任马圣资讯科技技术人员。
 3.6  欢迎全会星弟兄于2019年6月担任马圣资研中心秘书兼研究助理。

4.    感恩与代祷事项
 4.1 感谢神供应马圣每年所需要的马币三百五十万经常费，求神继续按时与丰富的供应。
 4.1 感谢神的引领，马圣北马区（怡保-60桌，大山脚-46桌）、南马区（巴株巴辖-71桌，
  马六甲-93桌，新山-96桌）、东马区（古晋-70桌，美里-7桌，汶莱-250位宾客，

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事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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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感谢神带领本院院长，李明安博士的新书《马礼逊宣教策略的探讨》顺利于2018年11月
  3日出版及推出。
 4.6 感谢神带领马圣北美团契已于2018年12月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赫斯特及2018年12月9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普莱诺，顺利举行马圣40周年院庆感恩筹款晚宴。
 4.7 感谢神带领马圣第一学期开学礼顺利于2019年1月3日进行，当中有来自百乐镇卫理公会
  (DUMC)的主任牧师，Pr. Chris Kam带来美好信息。
 4.8 感谢神的带领与保守，让敝院一年一度的退修会顺利于2019年1月16-18日进行。当中
  有105位讲师、同工、学生及家属一同参与，并透过马圣讲师，申璹久博士的分享中
  得到激励。
 4.9 感谢神的看顾，让马圣董事及同工于2019年2月17日的农历新年聚餐顺利举行。
 4.10 感谢神的保守，让敝院于2019年7月14日顺利举行了马圣第41周年感恩暨奉献典礼。
  当天的庆典约有600位牧者、长执、同工与肢体出席, 与马圣一同见证神的作为与荣耀！
 4.11 配合马圣41周年院庆，本院举办了《马圣校友/之友释经讲道研习班》。此次研习班约有
  130位参加者、同工与同学一同出席。在此也感谢谢建邦牧师/博士和陈南山牧师/博士能
  够莅临本院，并给予参加者们许多有关释经讲道的装备。

 感恩神的引领，马圣院舍第二期发展工程（图书馆与家眷公寓）结构已完成。求主保守整个
建筑工程都能安全与按时获得入伙证，以便所有装修工程能于今年年底完成。求主继续供应所需约
马币五十万的费用。

 再次感谢你们这些年来不弃不离的关爱、代祷与支持，让我们继续在这极为重要的神学教育
事工中同为策略伙伴。愿主记念报答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的生活、事业与服侍！

主内同工,

李明安牧师/博士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亚庇-39桌）以及东海岸区（登嘉楼-27桌，关丹-34桌，直凉-67桌）的40周年感恩
  庆典与筹款晚宴顺利完成。藉此特要谢谢您们的出席与支持，并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三
  一真神！
 4.3 感谢神带领于2018年10月31日的联合中英文部教师以及2018年11月7日年终董教职员研
  讨会议顺利举行，并让董事与教职员之间有很好的交流和分享。
 4.4 感谢神马圣第37届毕业典礼顺利于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下午四时正假巴生华人基
  督教卫理公会举行，并且会后七时正假海天楼大酒家举行的爱筵也顺利的举行。去年本
  院约有七十位毕业生，愿神祝福此届毕业生前面的事奉。当天约有800位牧者、长执、
  同工与肢体们一同出席参与此典礼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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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会 MISSION ORGANIZATION

2018年事工报告

 再次感谢贵会支持华传的事工，没有教会的后方支持，前线宣教士是无法作战的。这
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除了经济的支持，更是祷告的支援，才能为主得人！愿神赐福贵会，
神亲自报答贵会的爱心。

 2018年11月12-16日
是一个叫人无比兴奋的日
子！华传青宣大会在泰国
清迈举行。过去华传曾办
过数届大型营会，人数都是
千人的；唯，这是第一次在
国外举办的营会。碍于营地
的有限，只能接受最多两百
人参加。在历届营会中, 这

次的场地是最差的、伙食也差强人意、最叫人担心的是住宿的地方尤其简陋。为什麽会选在这样
的地方呢？这届营会最大的特色是「与宣教工场零距离接触」，就是要营员亲身体验宣教士可能
有的生活。没想到有惊无险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包括营员差点掉下河，电力出状况, 因居住环
境欠佳营员失眠等等。真的一言难尽！

 然而，奇妙的事却发生了！讲员陈维恩宣教士有力的信息，专题讲员
的分享及宣教士们的亲身经历，感动了许多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当
营会过去时，似乎整个感觉还没有过去。五十多位青年走向台前献身! 他
们拿着宣教士递给他们的十字架, 上面写了他们的名字, 许多献身者流泪。
我为这次的营会献上感恩, 两年的筹备工作，一切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到我
写这份报告的时候, 已经有三位营员预备踏上宣教路; 其中两位申请了差会,
一位申请神学院。

《2018年泰国青宣大会》

     讲员陈维恩

宣
教

士

 自从2004年加入华传，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五年。十五年来，马来西亚华传曾举办过大型营会
四个，各种小型跟进营（名：我的下一步）五个，以及短宣队已记不清楚多少个了。差会的工作是
相当忙碌的，一般而言, 办事处需要做的事包括：推动宣教事工、培训课程、招募宣教士、引导新
宣教士进行差派(这间中涉及相当多工作，包括差派教会与差派工场之间的协调)、还有办公室中
种种的工作(如财务及行政管理)。

《新同工加入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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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宣教士被差派》

 按目前马来西亚派出的十数位宣教士而言，
办公室应该最少要有3个工作人员，唯碍于经济
的有限，目前也只有我与我的师母（部份时间）
负起全责。但，感恩的是，2018年蔡添盛医生加
入华传为宣教动员同工。蔡添盛医生曾在柬埔寨
当宣教士16年, 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教会, 过后
交给同工牧养。为了孩子学业, 他回到马来西
亚。但, 他宣教的使命仍旧没有改变。他寻找机
会加入差会, 以便将他多年在宣教工场的经验用
在适当的地方。蔡医生负责的工作是推动及招募
宣教士。他经常活动于「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
求神継续使用他的恩赐。

 日前有一个新的宣教词汇在宣教座谈中不断
出现，学者称之为「宣教士退潮期」。这词彙的
来源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有迹象显示加入成为宣
教士的信徒人数明显减少。甚至连一向以来有宣
教士差派大国为名的韩国，宣教士人数都停留在
两万五千人。身为办事处主任，对于这样的说词
感到不快！我们的热情就是要招募宣教人力，圣
经说，没有传福音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听见的又
怎么能信呢？因此，华传将秉持过去的热情，不
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努力竭诚工作。2019年我们
展望招募更多宣教人力进入禾田。我们有一项计
划，名为「实习宣教士计划」。这项计划是鼓励
信徒奉献两年，用两年的时间来应证神在我们身
上的呼召。 记得去年曾和大家分享康俊仪夫妇的差派

计划, 康弟兄夫妇来自宣恩堂。他们对创启地区
始终充满负担, 希望能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但, 
他们的差派面对的困难也不小，特别在募款方
面，他们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达到目标。因为
按差会的规定，每位宣教士都必须达到募款目
标，才能最终被差派。2018年六月他们按计划
参加了华传宣教士职
前训练，感谢神，在
不断的努力下，他们
最终还是看到神的供
应！2018年八月十
二日假宣恩堂举行差
派礼，场面动人！许
多弟兄姐妹为他们能
到创启地区传福音深
受感动。

《2019年展望》

1.  为马来西亚华传祷告，求神兴起教会差派
 工人去收割！
2.  请为所有目前在神学院接受装备的储备宣
 教士祷告，愿神亲自保守带领他们，透过
 数年的神学教育，装备自己走得更远！
3.  为马来西亚华传全体同工，包括林俊仁牧
 师、周薇薇师母及所有委员祷告，求神赐 
 给我们团队智慧和能力，全心推动宣教
 事工。

林俊仁牧師
华人福音普传会(马)主任
二零一九年五月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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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会 MISSION ORGANIZATION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跟教会去访宣？”十三岁的利亚不高兴地问母亲。以斯
帖不知要如何回答刚升中学的女儿，想了一想说道：“你学校要放假了，不如这次你和我
们一起去访宣看看，你就知道了！” 

 利亚嘟起咀, 不情愿地说:“我怕给狗追啦!”以斯帖鼓励她说:“上帝会保护我们的。”

 很快访宣的日子要到了。利亚心里抱着去旅行的心情，非常兴奋地期待访宣到来。出
发前，教会牧师给予访宣队员简短的培训。培训后，利亚激昂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牧
师的每一句话都如一盆冷水浇熄她炙热的心！

 她听到牧师说访宣是代表基督及教会出去，因此不要抱着旅行的心态出去，不可抱持
观光购物的心情，不穿金带银装扮自己。要谨慎说话，要学习了解当地的文化，要与人分
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同时要学习吃苦，与队友合作等等。她心里深深不以为然：不就
是去那里走走，参观吗？她想打退堂鼓，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出发当天，访宣车队才启程不久，就下起倾盆大雨。利亚闷声对妈妈说：“好啦！下
大雨，不用去作个人布道了！“ 领队回应说：“到了那里就没有雨啦！” 利亚静默不再出
声。车子走了约5分钟，雨就停止了。前面的路上晴空万里。利亚心里感到惊讶不已！

 五个小时后，访宣队抵达爱育村。利亚下车伸展一下身体，很快的扫视一遍周遭环境,
心里嘀咕道： “这么小的村子！车子都没有几辆，在哪买东西啊？” 

难怪你要
去宣教

文/陆世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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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队在一个摊档吃过简单的面食后，
领队把组员分成两人一组，总共分了七组。
然后分派各组到村子不同的角落，开始逐家
布道。利亚跟着母亲走入一间木板的老房子
里，里面有一位行动不良的老妇人坐在床沿。
以斯帖向老妇人问安道明来意后, 老妇人说:
“上帝真的派你们来啦！”以斯帖很好奇的
问道:“怎么说派我们来呢？可以听听你的
故事吗？”

 老妇人娓娓道来她的需要和故事。原
来老妇人的孩子过去是个浪子, 在村子里常
惹事生非, 好吃懒作。后来到了首都胡混一
段日子后, 认识了耶稣。整个人生命改变，
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并开始
拿钱回家照顾母亲，也劝导母亲要信耶稣。
老妇人早几个月前跌伤脚，行动不便。她想
相信耶稣但不知道如何祷告相信。孩子叫她
找教会的人带领她相信耶稣。但她脚伤去不
到教会。她只能心里对耶稣说你派人来帮助
我吧！以斯帖听后心里非常激动，就与她详
细分享耶稣的救恩，然后带领老妇人作决志
祷告。

 利亚看到这一幕心里也很兴奋。她心想: 
原来神一早已经在她们前面动工了。她们很
兴奋地继续走到另外的屋子。这时天空开始
下雨了, 屋子的主人对她们说:“下雨了, 赶快
进来避雨吧!”利亚和以斯帖一面进去, 一
面感谢屋主。这次利亚主动地向屋主分享她
之前在教会学到的基本福音内容, 并且邀请他
晚上到教会参加特别聚会。屋主说:“看看天
气如何吧！”

 分享后, 利亚和母亲又要到另外一家探
访。屋主看到她们没有带雨伞，就好心要借
一把雨伞给她们。利亚看着天空的雨水，很
有信心的说:“没关系, 神会让雨停的。”当
利亚一脚踏出门口之后, 她发现雨竟然立刻
就停止了。她非常兴奋地说:“你看，上帝
是真的！”

 接下来的探访，利亚一直非常开心，虽
然在其中一个家庭遇到一只狗向他们狂吠，
但她不觉得害怕了。她心里不住祷告神。狗
只是大声吠了几下，就在屋主的呼喝声下停
住了。利亚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看顾。

 探访过后，组员们集聚在当地的教会各
自分享她们的经历和体验。从大家精彩的分
享中，利亚心里不住感动，神是那么真实的
与整个短宣队同在。到了晚上的布道会，许
多被邀请的居民都出席了，算算当晚竟然有
20多位新朋友到来。布道会的节目有诗歌、
话剧（天堂存在）、见证、赞美操及证道。
到了呼召环节，竟然有20位新人站起来跟着
牧师祷告。利亚兴奋地数着人数，同时所有
短宣队员也走近决志者，与他们确认信仰。

 正如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
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次的短
宣让利亚毕生难忘：“难怪母亲每次都想要
与队员们出去宣教！”

陆世娇牧师（左边手拿卡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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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文/锺今旺传道

不要限止, 乃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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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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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28:18-20)

 我们一生年日的旅程中，往往大部分的时
间都在迷茫和失措中渡过。生活往往在不知所
谓、不知不觉的情景中日复月，月复年。我们
总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很多”以
致浪费耗尽年日而未真正善用、正用我们的人
生！使命提醒了我们这信仰的群体应当做什么
！从马太福音看主耶稣基督升天前所颁布的大
使命，是复活得胜的主对门徒的差遣和托付，
也是任何时代的教会应有的使命、任务与托付
！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应当在所处的时代中发
挥基督给予教会的权柄和影响力，宣扬使人有
盼望的福音，并且将主的话语和心意教导于他
们，建立扎实的信仰生命根基，使他们成为跟
随基督、有使命感的门徒！

 关键是今日的教会如何实践和达到这目标
呢？教会该有的策略和途径又是什么呢？从这段
经文中，我们看见有三个层面是教会当持守和持
续行动的。

(1) 持续的“出去”！

     我们看见今日地方教会在运作和落实使命的
当儿，常是人走进教会而非我们进入到社区和人
群中去服侍众人。我们当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
身”的精神，将“有恩典与真理”的信仰活在我
们生活的环境中，彰显基督馨香之气。基督的信
仰不是理论性、口号和讲讲听听，也更不是一套
的知识、道理和课程，而是生命的经历、体验和
动力。因此，当我们秉持着顺服主的带领“持续
不断的出去”时，信仰对我们而言是活泼的、可
经历的、有感受的、有故事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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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地方教会也当警惕自己，我们对主
的回应永远不停留在成为“良善和忠心的管家”，
更当是“有见识的管家”，不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在
原地、原处及原点里打转，而是当“出去”，也就
是离开原处，从所在之地的范围延伸和扩张出去，
到近处或远处的福音未及地区，在这些地区开拓、
植堂或宣教。教会当主动式的从教会的四围墙中突
破出来，不要长久呆坐在舒服、熟悉的教会环境里, 
以致限制了福音的大能及拦阻了圣灵的带领！“耶
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
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
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
般。於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
的庄稼。」”(马太福音9:35-38)当今的我们若
要经历主的大能与信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
们就该“走遍各城各乡”、“求庄稼的主打发我
们出去收祂的庄稼”！

(2)  持续的“施洗”！

   “施洗”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预表了基督徒的生命与人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让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宰和掌管者。“我已经与基
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里面活著；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
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
2:20）

 我们信主之人在认识及接受这信仰之后, 在教
会的礼仪或仪式上，只需要接受一次的“施洗”就
够了。然而, 在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当时常亲近上帝, 
持续不断的为自己“施洗”, 不是外在形式上的仪
式，而是内在生命里的关系；提醒自己“已经与基
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里面活着”! 唯有在灵性上持续不断的“施洗”, 
与主联合及连接如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才有
这生命力和使命感来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任务！

 另一方面, “施洗”也表示归入在一个信仰
群体中, 也就是地方教会里, 建立一个共同体, 心
连心、手拉手的来为主作见证。“施洗”并非是“
入籍”成为教堂的会员，而是在主里建立生命与生
命的团契联系和生活，透过小组中的彼此牧养和扶
持，一起携手共同的为使命出发，持续不断的“出

去”影响和祝福他人，带领人归主，以致进入地
方教会, 越发在人数上增加和增多，才有可能有良
性的循环, 进入持续不断的“施洗”, 成为新的基
督徒！

(3)  持续的“教导”！

 信主和归入教会之后，随着而来的就是开展“
生命成长”的道路!生命是需要透过追求来达到成
长，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和进程，从初信进入到门
徒的委身，最终来到可以发挥领导的角色。唯有透
过教导和引导，信徒的生命才能够被建立，在灵
性、言行、品格、事奉、真理及各方面的培养，方
能培育出全方位的门徒。

 除此之外，教导、装备及训练不能只是停留
在课堂上或课程中，需要更多在人际和关系方面
建立, 也就是在教会团契中有更多生命的交流和分
享，进入生命中持续不断的“施洗”。另一方面,
持续不断的“教导”也必须是实际性和可实践的,
需要有机会持续不断的“出去”，把所学习的运
用在生活里面。        

 许多人未能实践真理或使命，并非没有行动，
而是往往缺乏坚持的精神。任何的感动都必须付诸
于行动，而任何的行动都必须要有多一份的勇气来
坚持到底。我们今日所缺乏的是耐心及毅力，还未
等到神做工或开路就已经放弃了。  

 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并非在于一时的立志，
乃是需要在神的灵火中不断地燃烧, 并在主的团契
中持续发光和前进，藉着持续的“出去”、持续的
“施洗”及持续的“教导”来实践神的使命。如
此, 我们必看见和经历上帝这应许和恩典的记号，
教会也必定能实现“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是新的基
督徒、每一个小组的目标是新的小组、每一个教会
的目标是新的教会”的异象, 达成基督使命的实践！

文/钟今旺传道
Pastor David Chong
西马金灯台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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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着马来西亚金灯台区域委员代祷，让我们能在马来西亚这领域继续发
 挥功能和果效，使金灯台这刊物能持续发展！
2. 为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代祷，求主让基督徒有一颗追求灵命长进的心志，
 透过阅读书籍或刊物，讲台及各方面管道(包括网上/网站)，深化信仰，
 热忱事奉主。
3. 感恩，金灯台活页刊里头的“福音活页”，常成为福音信息的分享内容
 和福音单张，让慕道友多认识福音和基督教信仰，同时也强调文字的
 “宣教”的工作。
4. 为着西马金灯台执行干事钟今旺传道代祷：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堂会负责
 主日讲道和训练事工，能直接推广和跟进“金灯台”的进展。
5. 为运作及推广所需的费用代祷，求主赐众教会有乐意奉献作支助的心。
 目前平均每月所需的费用大约马币八千元。

GOLDEN  LAMPSTAND (MALAYSIA) BHD

马来西亚区委:(左)朱志伟牧师, 黄朱伦牧师, 郑盛光传道，
严家玉执事，钟今旺传道，蒲瑞生牧师。

钟今旺传道到不同的堂会负责主日讲道和推广“金灯台”的事工。

同工到不同的堂会摆设书摊进行宣传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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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工作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应对每一个年代和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金灯台文字宣传的事工提供和提升了教会在真理、教义、灵命、事奉、福音
等造就性的信息，并以此在一个公信受到严重质疑的时代中见证基督教的伦理和
价值观！

 虽说目前的时代是科技网上的年代，我们大可以藉着网络阅读到任何的信息和
文章, 包括金灯台在内。然而，金灯台依然执意和保留出版金灯台活页刊和书籍，
是因为我们仍然坚信有一群读者是透过这管道得着真理的建立、灵命的长进、事
奉的委身及福音的领受。此外，我们也深信有一群读者是习惯纸质的刊物印刷品
方式来吸收资讯，这群的读者多介于四十岁以上的读者群体。目前金灯台活页刊
的每期发行数目是维持在一万五千份左右，寄于马来西亚全国大约四百多间教会
和超过一千多位读者单位。从这数字和不断有新读者的加入，可以肯定的一点，
金灯台活页刊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金灯台活页刊在全世界华人教会中所走的路线并非是一条多元的路线，却是一
条很扎实和踏实的方向。自1986年由陈终道牧师创办，秉持“讲解真道、造就灵
命、探讨圣工，实用研经”为宗旨，服事了上代和这代的许多的基督徒和事奉人
员，包括了教会的长执、教牧同工、神学生、信徒及慕道朋友等等。本刊同时附
设“福音活页”，让读者将福音性文章分赠或寄送给未信主的人。金灯台活页刊
以文载道传扬信息已三十年了，我们深信神的话语充滿能力，能够甦醒人心，使
灵命长进成熟，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提摩太后书3:15,17）。因此，我们靠主竭力作工，惟求
將主的真道藉着文字和各种媒介，带给教会和世人。

 感谢主，金灯台活页刊走过这三十年的岁月，如孩子一樣的演变，来到“三
十而立”的年华，走向成熟、踏实的人生。经过这些岁月的学习、沉淀和领悟，
还有过程中的那些思悟，让这刊物变得沉稳持重。

 借此机会，谢谢一直以来用祷告和经费的行动来支持我我们的美里福音堂，
愿丰盛的主记念与赐厚恩于贵堂。

 祝：教会健康成长，神国永续发展！

钟今旺传道
Pastor David Chong Kim Wong
西马金灯台执行干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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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而生命
是宝贵的”。人的生命之所以宝贵，除了生命只
有一次外，更在于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能够自己
创造生活，为社会贡献出一份力量，实现他自身
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知道享用和
获取，不会为社会创造财富，甚至危害社会，那
么他的生命就谈不上什么价值。《陶苑》，这名
字取自耶利米书12章 “窑匠的家”,神说要拔出、
拆毁、毁坏，再重建生命。因此,我们为这事工取
名陶苑，意为陶造少年人的花园。我们的异象就
是建立健康青少年社群，祈祷我们的事工在这个
时代能给予陶造生命的贡献。

 青少年正值人生中最美好、灿烂的时期，这
时的我们，是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是一轮冉冉
升起的红日；是祖国未来的希望。然而，由于青
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缺乏社
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容易受社会各种
不良风气的影响。再加上现在家庭多数是独生子
女，“小王子”、“小公主”的教育使当前青少
年当中普遍存在着偏执、自私、虚荣，盲目崇拜
西方国家，唾弃传统美德，不良的家庭教育和社
会风气，这很容易使青少年在幼小、无知的心灵
中埋下贪慕虚荣、崇尚暴力的种子和逆反心理的
祸根，恐酿出犯罪的苦酒。因此在这个处于人生
转折的十字路口的时期，有些青少年跌入犯罪的

深渊，最终在铁窗中虚度青春光阴，过早地失去
创造生活、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陶苑，除了帮
助青少年本身，更进入家庭，与父母有密切的合
作与教育，以让青少年的生命在父母的保护与权
柄之下得到更加理想的塑造，因为所有的生命问
题的呈现都源自自己的家庭与关系。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
现在犯罪的魔爪已伸向更多低年龄的青少年，据
统计，2000年-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犯
罪的比例分别是：11.8%、12%、13.4%。2004
年各级法院依法判处未成年人犯罪10086人，比
2003年上升19.1%。据报道，一名16岁的少年陈
某，为了偷钱上网，竟残忍地砍死奶奶，并砍伤
了爷爷。青少年本是天真无邪的，如此骇人听闻
的案例，给我们家庭和社会敲响了警钟。在马来
西亚更是黑帮份子砍杀的天地，许多青少年无知
地陷进罪的网罗。

 我们陶苑的大使命就是 “建立健康青
少年社群”，为的是在整个社会风气里传
承主耶稣的大使命，以让青少年有经历生
命改变的奇迹。我们在不要限止实践大使命
的前提下去支持许多在前线直接辅助人的事工。
整个社会就是我们福音的禾场，让我们一起前
进不退缩，让这使命落实在等候主再来的美好日
子里。

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不要限制
实践大使命
文/陈莉莉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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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所熟悉的比喻，小儿子拿了父亲分配的
家产，就离家出走，走向他所向往的世界。然而
世界却令他失望。他纵然任意放荡、浪费钱财，
却没有给自己带来满足，反而落得一无所有。当
时又加上大饥荒，只好到田里放猪，甚至沦落到
想要吃猪吃的豆荚充饥。

 就在他处在绝望中的时候，他回想他的家，
回顾他的父亲——他会如此，乃因他醒悟过来。醒
悟带来行动, “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路15：20)毕竟，世界和父亲有极大的分别。世
界给他的是人情冷暖，而家里的父给他的是从不
改变的爱。

 回家的感觉是最令人怀念的。我们都有过在
过年过节回家的盼望。家有我们童年的痕迹——
尝过家中浓浓的亲情和温暖，多年，仍不褪色。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体会父亲渴望儿女回家的
心情:“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
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路15：20)——回家
真是好。

 黄万美云师母在8月回到医院照MRI。一个
星期后，我去见主治肿瘤医生。他第一句话对我
说:“It’s not a good news!”原来美云师母的肿瘤已

开始扩散。我问医生是否还有医治的其他方法，
他坦然摇头。若再次电疗，就会破坏美云师母的
脑，因之前的第一次电疗已经放了很重的药。我
再问照他的经验，还有多少日子。他直言时日无
多，要我们多一些时间陪伴师母。

 我离开医院，心中很难受，欲哭无泪。想到
不久就要失去与自己生活了41年的妻子，两个儿
女失去母亲，5个孙儿失去婆婆。我当时真是无语
问苍天。那一晚，我没有回去见师母，我独自一
人留在旧屋。

 就在这段时间，我在讲道要引用这个比喻连
续讲5堂信息。当我准备讲“小儿子回家”的信息
时，我心中释怀了——我们是要回到天父早已为
我们预备永恒的家。我知道师母要归回的，也是
我所向往的家……我心中安静下来。

 师母在圣诞节早上回去了。

反思：世上的家是短暂的，天家是永恒
的。你向往哪一个家？

祷告：亲爱的天父，求祢带领我们常常向
往祢为众儿女预备的永恒的家。阿们！

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盼望归回
永恒的家
文/黄敬活牧师

经文：路加福音15:11 -24

金句：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路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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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敬念的牧者、差传部主席，

 主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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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向您们见证神的恩典。

1. 感谢主的恩典，感动和带领许多志工在各事工里一起配搭事奉。感激辅导志工陈金凤
姐妹委身超过14年，以神的爱与话语聆听、劝戒和陪伴受辅者面对的挣扎，领人归主。感
激多位青少年事工领袖课程的牧者/讲师，这9年来在各自忙碌的教会牧养生活中，愿意
拨出时间出外授课，为主培育更多青少年领袖以赢得更多青少年。感激G.L.U.E.团队献
上恩赐，以歌声和乐器在各教会和聚会布道与见证主。感激参与福音微电影演出和拍摄
的一班弟兄姐妹，热晒熬夜又出力出时间等任劳任怨。感激在国际青年品格塑造福音营
“Mighty Man Begins”里，台前幕后默默付出的义工和导师。衷心感激每一位志工服事人
如服事主，竭力为天国摆上自己。同时，也感激许多教会和机构与本会建立伙伴关系，
愿意承办各种讲座和课程，及联办或协办聚会等，一同兴旺福音，荣神益人。

2. 感谢神，全年同工到教会青年小组与少年团契分享共有6堂；并有机会分别在青少
年生活营、青少年营会等服事，共接触360人。创启地区特约同工在青少年团契分享与
教授课程 ，约有9堂。

3. 感谢神，由本会吉隆坡主任余永锦传道策划，全体同工一起参与事奉的“School of 
Agents”特工校园，于每次学校假期在吉隆坡办事处开办。目的是透过恩赐开发，训练
青少年的品格，以完成福音的使命。在一个星期的“校园”里，青少年在首5天学习烹
饪、炮制咖啡“Barista”、音乐制作、影音拍摄、品格互动学习等，接着两天筹办布道
会及毕业感恩典礼。2018年年底首次开办即得到积极的回响，并在最后一天的电影布
道会中，有3位学员决志信主。

4. 本会特约同工有机会到创启地区带领夫妻营，有27对夫妻参加。除了营会，本会总
主任许顺明牧师与家庭生活教育主任何秋芬牧师、特约同工吴伟基执事与 David & Wong, 
在2018年里分别在新马和创启地区带领婚姻辅导课程、恋爱婚姻讲座和读书会、夫妻
营，帮助青年男女和夫妻明白并坚守盟约，夫妻彼此更相爱相守。

5. 感谢神，本会于2017年在创启地区进行了首届师母营。由身为师母也是牧者的许
何秋芬师母主讲主题信息，节目内容有主题信息、各种兴趣工作坊、小组灵修和讨论、
才艺呈献晚会等，及最后一晚，所有丈夫/牧者一起出席，夫妻彼此祝福和饶恕。营会不

中国信徒布道会 文/许顺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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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帮助师母们在神的面前反省和悔改，立定心志愿意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智慧的太太/母
亲/师母，也愿让神的心意和话语来引导自己及建立婚姻、家庭和服事生活。感谢神，
2018年举办第三届师母营，有超过70人参加，再次让师母们在主里深得安慰、激励和
力量。

6. 感谢主，由本会家庭生活教育主任何秋芬牧师编写的智慧父母课程。去年何牧师、
特约同工吴伟基执事和 David & Wong 在各地教会以不同的课题服事父母，共接触124人, 
让他们更得智慧教养孩子及更得力量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

7. 感谢神，本会差派的宣教士刘成发牧师夫妇在泰北清莱省散孔村加力站咨询与服务
中心所筹建的“康灵之家” 多功能礼堂的建筑工程已经竣工，内部装修也顺利完成。刘
牧师夫妇回返新加坡述职3个月(16/1-10/4)。在各教会主日崇拜证道、主讲布道会、在
宣教祷告会和小组中分享、拜会教会牧者。

 刘师母已经成功申请到泰国退休证，对未来长期居留和事奉有很大帮助。刘牧师在
1月份及7月份完成了在台湾亚洲宣教神学研究院的进修。5月22日筹备多时的苗族门训
中心举行开学礼暨感恩聚餐，约100位教牧和领袖受邀出席致辞及观礼。两年门训课程
提供圣经/神学、生命建造、事奉装备、生活技能四个种类的课程，期望他们毕业后继续
到神学院深造，他日回到苗族教会牧养、宣教，或成为教会领袖带职事奉。感谢神，第
一批学员共11人，贵精不贵多。为着不断有教会访宣队和弟兄姐妹到加力站来事奉和学
习，支持和协助散孔、美斯乐奈、美彰的福音事工感谢神。

8. 感谢神，创启地区宣教士钟丽瑛传道为了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休息与最佳的调养、
照顾年迈母亲、专心完成教牧博士进修与撰写论文，2018年改变事奉模式，以新马为
基地，有事奉时才进入工场。她到不同教会观摩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约晤基督教
教育事工牧者和同工，了解新山教会发展基督教教育的情况，为论文撰写作准备，也构
思在新山开办基督教教育基础课程，培育以宣教为导向的少儿导师、青少门训导师。6
月21日-7月30日进入创启工场筹备和部署7月份三个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感谢神，三
个营会都顺利进行，不受干扰。

9. 感谢神，钱理健牧师及钱陈丽芬师母去年频密往返新加坡和耶加达，协助牧养希尼
教会，在讲台和门训课程给予协助。3月8-12日他们随以马内利卫理公会到西加里曼丹,
完成宣教工场的勘察，撰写报告，分享宣教异象，积极招募访宣队、短期和长期宣教士
到西加事奉。12月13-17日第一支9人西加访宣队圆满完成任务，到坤甸和山口洋的教
会、布道所、幼稚园分享圣诞节信息和诗歌，带领青年聚会，反应热烈，队员对西加的
福音需要和同工的委身事奉，深受感动，愿在未来再投入西加宣教。
 
10. 感谢神，邓大卫、黄涵娜夫妇加入中信，成为中信第四队宣教士。11月4日于加冕
浸信教会的联合崇拜为他们举行感恩祝福礼。他们已经在东亚地区事奉10年，主要是培
育和督导教会领袖，引导和预备教会向少数族群宣教。大卫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在当
地注册礼仪信息咨询公司，为企业公司、大学、医院提供训练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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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感谢神，差传训练方面，3月8-10日本会联同SCJM新传联在新山Swiss Inn酒店
举办第三届《迈向宣教之旅》。周末由5位讲员、11位宣教士及差传同工一对一督导17
位宣教有心人。8月14-16日在马六甲A’ Famosa Resort，由马来西亚联合差传事工
促进会（中文）主办第一届马来西亚联合差传大会，共260人参加。35个会员单位鼎力
支持。新马中信（创会会员；第一届执委）有5位同工出席盛会。感谢神！圆满完成。

12. 感谢主，在2018年里，吉隆坡盐光辅导电话热线服事了将近52人次，面谈辅导将
近10人次，电邮辅导将近4人次，包括感情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儿女管教、沉
溺电玩、婆媳关系、情绪困扰、精神问题、工作问题、心理问题、健康担忧、经济担忧、
压力重担、前途方向、人际关系。新山面谈辅导将近6人次，包括人际关系、情绪压力、
事奉方向、教会人事管理等等。创启地区特约同工在创启地区服事了将近20人次的婚前
辅导。

13. 感谢神，新马中信应古晋卫理公会西教区的邀请，
连续三年到古晋卫理公会三一堂开办青少年事工领袖
课程，获得牧者、青少年团契工作者和教会领袖热烈
响应。从他们的回馈和学习心得，看得出他们确实从
课程中得到造就和祝福。26-28/1/18开班课程A共有
30位学员；16-18/3/18课程B有18位学员。

      14. 感谢主，4月30日及5月7日新马中信与纽
      顿生命堂联办《旧约智慧书》讲道工作坊，再次邀
      请吴仲诚博士担任讲师。此次工作坊共有73位报
      名参加。除了聆听吴牧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传道
      书》，还有分组热烈讨论，回应讲师的提问等等。

15. 感谢主，同工及特约同工在槟城、创启地区及印尼举办主日学师资课程及训练营，
接触超过221位学员。另外特约同工吴伟基执事在3月19-21日在第五届7979陪读班老
师培训营，约70人出席培训。

16. 感谢主，除了在马来西亚教会筹备和带领第二系列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有使命就
是不一Young！”的同工，还在创启地区筹备和带领第五系列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将
你最好的献给主”。感谢神，经过5年来马不停蹄地筹办少儿宣教精兵训练营，终于完
成了5个系列的完整循环，荣耀归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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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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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两地已经为9位讲师完成视频的摄制，将按部就班进行后期制作。设立
课本小组，邀请对编辑课程有经验的同工加入探讨，脑力激荡，为课本的排版和出版作
准备。同时，正紧锣密鼓编制课程的宣传视频，希望加强对外的宣传。期望在2019年
完成整套课程，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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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感谢主，去年本会的校园事工进入3间中小学带领品格塑造讲座及性教育，共接触
了600位学生。我们也在西马的学校及少年团契和儿童圣经假日营进行“真爱要等待”
讲座，接触超过760位高小级学生及青少年。求神继续引导与使用“真爱要等待”运动,
以便祝福更多这时代与下一代的青少年和家庭。

19. 感谢主，本会在去年应邀往10间教会的品格塑造营、儿童营、儿童聚会、儿童圣诞
庆祝会等带领品格塑造课程、专题信息及性教育课程，还有本会的彩虹夫妻营之儿童聚
会，共接触557位儿童。塑造孩童品格健全成长，并与众教会一起配合培育儿童属灵品
格，是本会从神领受的异象。盼望透过课程引导孩童以效法基督为目标，而不是灌输道
德教育；顺服圣经操练品格生命，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塑造好品格是
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自我夸耀。

20. 感谢主，去年共出版10期《中信月刊》及圣诞特辑，平均每期出版18,220本，圣
诞特辑出版23,000本；4期《宣传》代祷通讯及全年事工汇报。

21. 感谢主，本会也在G.I.F.T.Cafe办了三场的《恐龙热狗记事本》电影布道会，大约
有10位参加者决志信主。

22. 感谢主2018是影音事工的“丰收年”。许多教会开始看重媒体布道并邀请本会联
办电影布道和工作坊。福音微电影《恐龙热狗记事本》成功办了至少10场的电影布道会, 
决志信主的人数大约20位。除此以外，本会也配合2018 “Mighty Man Begins”国际青
年品格塑造福音营，拍摄了一部主题电影《七巨人》福音电影，并在9月份完成拍摄, 11月
份在“Mighty Man Begins”营会首播后，有10多位营友决志信主。也在12月份的两个营
会播放《七巨人》，不单得到良好的评语，也带领了多位青少年决志信主。同工也应邀
到不同的教会进行媒体工作坊。

23. 感谢主，本会的音乐事工在2018年有令人鼓舞的进展，上帝特别开恩让我们有机
会服侍许多教会。G.L.U.E.团队负责《恐龙热狗记事本》微电影布道会的音乐与敬拜，
一 共 服 侍 了 1 0 间 教 会 ； 团 队 也 被 特 别 邀 请 去 不 同 的 教 会 举 办 音 乐 布 道 会 ； 也 负 责
“Mighty Man Begins”国际青年品格塑造福音营里的敬拜赞美。G.LU.E. 团队开始
录制新的创作歌曲并上载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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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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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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为本会的众同工来祷告。新马中信现共有23位全职同工，当中
有8位传道人，其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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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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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继续为本会的经费来祷告。马来西亚办事处去年全年经费不敷马币RM22,118.26, 恳
求主感动众教会及众肢体在经费上支持，能以按时和及时供应一切所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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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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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继续为今6月11-14日在马六甲MITC Summit Hotel举行的宣教精兵营“生命宣教,拓展
神国”祷告。主题讲员为戴继宗牧师和刘宝雄牧师，求神感动更多弟兄姐妹报名参加。

6. 请继续为本会所差派的宣教士钟丽瑛传道祷告。由于她的身体健康出现状况，在
2018年转换以新马作为基地，在事奉有需要时才进入工场。求神保守她的身心灵得到充
分的休息与最佳的调养，同时照顾家人及专心完成教牧博士进修与论文。

7. 请为宣教士邓大卫、黄涵娜夫妇在东亚的服事祷告，借着各种服事有机会接触更多未
信主的人，传扬基督的福音。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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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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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众肢体爱神和爱灵魂的心
 (参诗103:19；47:8)

微仆
许顺明牧师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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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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宣教人人有份─
从本地职场、到跨国宣教的契机
文/李绮雯传道

 感谢圣灵的引导，国际短宣使团(简称「国宣」)于2019年7月3至8日于多伦多举办「职场宣教」高
峰会及公开聚会「职场宣教人人有份─从本地职场、到跨国宣教的契机」。

7月3至5日（三至五）高峰会（由多伦多短宣中心协办，地
点：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各区短宣中心、佈道团、区代表
共有30位参加，订定未来短宣运动职场宣教事工的方向，包
括：建造中央网上信息平台、定期进行异象分享及交流活动
—燃起职场信徒佈道热、製作职场宣教课程、成立各行业团
契—与职场信徒及创业者同行等等。

7月6日（六）与士嘉堡华人浸信会合办，并在该
教会举行「职场宣教人人有份─从本地职场、到跨
国宣教的契机」信徒公开研讨会，约100位参加，
早上专题分享、下午分不同界别的工作坊（财富管
理界、商界、医护界、科技界、宣教界、行政文职
界、服务界），反应良好。

7月7日（日）各区短宣中心／佈道团代表到各教会
领会，激励传福音。

7月8日（一）上午举行教牧研讨会（地点：加拿大
建道中心），约40位教牧同工及神学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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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炳照牧师 (总干事)

压力下的机遇
 2018年2月1日实施的「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及9月10日发佈的「
互联网宗教信息管理办法（徵求意见稿）」，以致近期推出的「新税务条例」
等，都明显给内地教会、广播事工和中国事工带来了困惑、冲击，和莫大的
压力。然而，我们深信，若我们能坚持信念和信靠前行，教会的历史告诉我
们，神施恩的手必定保守教会，并将种种的难处和挑战化为成长的机遇！

 蒙天父的赐福和保守，本会向内地和本地的福音广播事工在2018年继
续有不错的增长。短波和中波播讯号清晰，互联网及各新媒体平台的运作仍
然正常。我们的一些新发展如微信上的小程序等，也取得颇佳的反应。从收
听数量上的增长和生命上的见证来看，听众对本会节目有十分积极的回应。
我们年初推出的代祷勇士甚至有破目标的一千六百多人参加！《良友圣经学
院》的新课程〈启航课程〉有良好的回应，新建立的手机应用程式，迄今已
录得逾八万人的下载！少数民族广播方面，我们重新恢复了一些一度停止了
的製作，并计划开拓一个新语言群体的广播事工。本地广播事工方面，本会
也取得可喜的进展。我们所制作的《照顾路上不孤单》获得香港电台社区参
与广播服务「十大优秀电台节目」的大奖。Soooradio的收听数字比上一年
度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展望2019年，本会相信挑战会更多，我们的困难也不会减少，但深信
主所开的门并没有人能关上，我们能靠主竭力将这些挑战一一化为成长和发
展的机遇。

发展新媒体平台技术

 面对可能在互联网上的挑战，我们将加快建立功能更完善的手机应用程
式等不同平台。此外，我们也着力研究新的节目传送技术，盼望在受拦阻时
仍能将节目传送给听众。当然，本会的短波和中波电台依然是向内地同胞传
讲福音最可靠的广播平台。

继续传讲纯全的道理

 面对内地信徒成长的需要，本会将一如既往在广播中宣讲圣经真理，忠
心按着正意分解神的道，引导信徒明白神的话，使信徒得到成长和建立。此
外，本会的良友圣经学院亦会今昔如一地教导整本圣经的内容，装备和造就
学员作无愧的工人，协助教会的建立和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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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节目制作的内容

 为着能更贴近听众此时的需要，本
会在2019年将加大力度制作一些新的培
训课程，小组组长训练和宣教方面等节
目。我们盼望透过这些节目，能填补过
往电台广播内容的不足，给内地听众带
来更全面的服侍。此外，本会亦将建立
网上资源库，使听众可以透过当中的节
目和文档，生命可以得到建立和成长。

扩阔电台服侍的对象

 本会电台过去的服侍较为集中于成
年听众和信徒，但因应内地环境的转变，
我们亦希望扩阔电台的服侍对象。在来
年，我们亦会较多发展适合青少年人的
节目，并制作各级的主日学课程，盼望
能将我们的服侍也覆盖不同的年龄层。

建立更多伙伴的合作

 不论是内地或本地的广播，不论是
普通话制作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制作，不
论是本会的制作或一些合作项目，本会
都绝无法独自承担。随着各项事工的发
展，和环境上的转变，我们需要更多机
构、教会和弟兄姊妹来与我们一同承担。
我们深信靠赖主的恩典，有着伙伴的同
行，不论是广播事工，以致主的国度都
会在挑战中得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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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汉同行：
 本土一步一脚印
 的跨文化
《关怀宣教》

福音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文/黄恩德牧师

缘起

 神在2012年向“全人关怀网，简称“全人”
发出向东服务的呼吁。2013年大马庆祝禧年之
际 , “ 全 人 ” 领 受 现 今 就 是 华 人 教 会 向 原 住 民
“还债”灵里深刻的提醒。确认向东是来自神的
感动及异象。我们马不停蹄地走向沙巴，我们甘
心乐意地与原住民教会同心同行。2014年我们正
式推介“向东服务”的策略与服务项目。

 我们开始与SIB教会同行，配合他们学前教育
的计划走向内陆的原住民教会。我们进一步认识沙
巴各个宗派的原住民领袖，连接服侍原住民相关的
机构，了解原住民身为长子的位份，见证原住民教
会的属灵产业与祝福，也体会原住民教会的真实苦
情与挑战。我们相继在半岛与沙巴举办了两场“向
东服务研习会”。探讨原住民长子的位份、基本权
利与华人协助原住民兴起的重要性。

 在这顺服向东去服务的过程中，神把我藏在
心里多年的一个梦再次唤醒。这个梦是要培训新生
代走向跨文化群体去行公义、好怜悯。向神求的三
个印证相继来到，我们也按照神的时间做当做的部
署。2017年“全人”十周年庆典。我们正式在半
岛推介-弥迦学院。2018年二月，我们在沙巴众多
教会牧长的见证下推介了 Pusat Mikha。神真的好
恩待我们，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将不多不少整整7
位华人孩子带到弥迦学院来走过十个月为主当兵的
跨文化装备，并勇敢走向原住民的部落，谦卑与主
同步、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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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汉

 所谓[原汉]，其意乃指[原住民与汉人后代走在
一起的大结合与大拼凑]。原住民在世界各地都是指
在当地较早定居的群体, 常是外来入侵者对本地人的
称谓。原意指当地原居民，但多具有土番、落后的
贬义。《马来西亚宪法》把大马的马来人, 沙巴及砂
拉越的原住民，如: 卡达山族，杜顺族、比达友族、
伊班族、达雅族等, 列入土著的范围(Bumiputera)。
土著这个源自梵文的词汇意指土地或地球之子，按
照字面翻译就是土地的王子。原住民之所以被称为
土地上的长子(First-born)，是因为原住民在世界的
共同处境就是，他们虽然是原居民，却经常被外来
移民欺压，并遭遇许多不公平的侵略。原住民的现
实遭遇与圣经里头的雅各(后来的以色列)，为了得
长子名分的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神让原住民拥有
长子的位份，是因为他们的命定就是要成为土地的
守护者，拥有者以及守着城门的关键人物，然而汉
族的确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后代，除了人口占全
球最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属最广。常听闻
人如此形容华人的散居情况：“有海水/阳光的地方
就有华人”。华人从散居到落地生根，在大马已经
超过三四代。第一代从中国迁移南洋的华人刻苦耐
劳，开垦节俭，竭力脱贫。第二代的华人努力开创
商机，累积财富，也不忘本色化文化身份。第三代
华人一般接受完善教育，拥抱多元社会，开始积极
贡献国家，社区甚至是教会的建设。

同行

 过去两届的《全人关怀研讨会》，我们分别
在沙巴亚庇（2014）与砂拉越古晋（2018）的
开幕礼，刻意向原住民领袖求饶恕。我们真挚请
求原住民原谅我们华人过去在这片土地，因贪婪、
自私、无知与骄傲而歧视原住民，掠夺他们的土
地，甚至流无辜人血的罪行。我们希望华人基督
徒如今将以朋友或家人的身份，带着谦卑柔和的
态度，肩负基督耶稣的使命，接受圣灵的能力走
向原住民群体。
 
 在与原住民同行的这条路上，原住民群体对
天父单纯的信心，对自然土地的恒常盼望，对客
旅爱心的接待，将丰富我们的信仰，滋润我们的
心房。华人基督徒若愿意将神所赐的经商恩膏，
办学热忱，以及坐拥的天国资源，无私地与原住
民分享，我相信将促成多元大马教会梦寐以求的
合一与复兴。透过弥迦学院的成立，我们开展了
华人新生代，走向原住民并与他们同行的旅行。
邀请你与我们一步一脚地踏上本土关怀宣教之
旅？JOM!
�

黄恩德牧师
执行长

全人关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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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队 SHORT-TERM MISSION TRIP

为什么
你总是在带
宣教队？
文/蔡慧玲牧师  Rev. Chua Hui Ling

最近，有好几个人问起我：

嗯… 

前言

  1987年开始来美里福音堂聚会。那些
年间，最让我期待的大型年度聚会就是
一年一度的差传年会。记得当时每一次
的差传年会期间，我心里都很激动，需
要把双手按在双腿之下才能按压住内心
的激动：“主啊～求袮粉碎我自私心，
让我看到人们心灵在颤斗，听到灵魂的
呼求。”…当然，最后我踏上了全时间
服事的路。

 2003年，教会差派我们阖家到新山服事，我心里很愿意，
很兴奋。因为在神学院期间曾到过新山实习，知道这一片土地
是福音的硬土，是急需福音的地方，也是我可以体验跨区域宣
教之处。我对主说：“主啊～差我，我愿意！”

 我们刚到新山时，外子(方牧师)与孩子因水土不服常常生
病。有一天，我看着他们一大一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很
无助地对主说：“主啊！我为什么来这里？美里的服事不是很
好吗？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主对我说:“你不是醉心宣教吗？
你不是要『不违背异象』地服事我吗？”

FACED WITH A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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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知道我们刚到新山服事的孤单与缺乏, 所以, 
前面的几年都有来自美里的宣教队来到这里，补足
我们的需要，协助带领年底的各项营会，直到我们
有能力带领自己的营会为止。

 不仅如此, 在新山的那几年，主也开阔了我宣
教的视野，接触了也做了尼泊尔外劳的事工。从中, 
看到上帝把人从遥远的尼泊尔带到我们的面前, 让
我们有机会接触他们，让尼泊尔人在外地，有机会
从传统的印度教/佛教背景回应上帝的爱，转而成为
上帝的儿女。在服事这些尼泊尔人的当中，上帝把
外国劳工的福音需要放在我心中。

 2012年，我们收到教会把我们从新山调派回
去美里服事的指令。那时新山的事工也渐入佳境，
特别是透过我们的补习事工，带来了儿童、少年和
成人人数上的增长。我心里想到要回去美里服事也
有许多的挣扎。那年5月份回去美里度假时，已故
David Lee弟兄约我见面。谈了Senadin堂会的事工,
上帝藉着他提醒了我: Senadin事工，就是在地的宣
教事工。上帝把人从各地领到Senadin，让我们能
接触到这些离开本区本家的人群，不仅是牧养培养,
更是引领他们归向主。

 就这样，我以“在地宣教”的心态，欢喜快乐
的欣然接下教会的调派，2013年回来美里。

 说到在地宣教，不得不说所牧养的Senadin堂
会领养的 SMK Sebauh。透过每年去带领 ISCF(中
学生基督徒团契）的营会，我看到本地原住民年轻
一代的迷失、看到少年人对属灵的渴慕。若没有上
帝介入，他们年少的生命是充满着破碎与眼泪的。
看到这些中学生的属灵需要，再加上我们砂劳越的
原住民信徒在信仰上面对不少来自教外极大的挑战
和诱惑。身为砂州子民的我，每一年的跨文化在地
宣教绝对是义不容辞的本份。

 2014年有对来自北马坡璃市州的兄弟，对我
说：“蔡牧师，我们来美里之前，没有听过福音，
也没有看见教会，你可以带宣教队去坡璃市吗？”
就是这样的“马其顿呼声”（徒16：9-10），促
使了教会带短宣队赴坡璃市宣教。
 
 我的心，对宣教工场的需要非常敏锐，常常都

是急切地想积极回应。即便现在我自己是牧者， 每
一年的差传年会，虽然我没有举手站立来说我愿意,
但是，在我的心中，已经举了很多回的手、上台站
立很多回、回应了若干次的呼召—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记得几年前Pauline宣教士来我们的差传年会
分享，我就曾跟她接触，说愿意安排宣教队去探访
她，只是可惜未克成行。对寮国福音的感动，也一
直在我心里，常常祷告，等待机会去这个福音的硬
土。直至去年，在一个机会下，我认识了这一位在
寮国服事的宣教士。终于，今年到寮国的短宣队成
行了！而且还是一个月带领两队进入，上帝的心意
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结合我对宣教的负担和热忱，与牧养的经历,参
加或带领短宣队到国内外，不仅仅提升了我个人对神
国度需要之看见、体恤上帝爱各族各民的心肠;更是：

1.  对外：支援宣教工场的事工需要
 由于自身的经历， 我特别能体会宣教工场的呼
声，体会(虽不是完全)宣教士的心灵感受。因此, 当
我接到宣教工场的宣教士对我说：你可以不可以带
短宣队来协助我们的事工, 我一定是义不容辞地前
来与他们同工。

  就像这次我们教会尝试去一个福音关闭的国家
去做夏令营， 是宣教士邀请我们教会差短宣队去帮
助他们。不单如此，当他们的人手严重不足时，他
问说:“你们可以多派一队来吗？”宣教士长时间在
国外，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寻到资源，于是我们教会
也看到工场的需要，很快就答应，开放给多一队的
宣教队去那里协助。

2. 对内
a. 提供门徒顺服、学习耶稣宣教榜样的机会
b. 让基督徒开阔宣教的视野，走出自己的安全区
 域，看到自己本国本土本区福音需要的机缘
c. 提供献身者清楚、肯定自己服事方向的机制

 若你再问我:“蔡牧师，你为啥总是带宣教
队?”我会告诉你，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异象，要
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实践门徒的使命，回应福音
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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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 with an “M”

A few months ago, a Christian sister was 
making an announcement during our Sunday 
service. What she said resonated strongly 
with me. She said, “When you see Rev. Hui 
Ling, you will see an 'M' on her face — 'M' for 
mission. So, whoever wants to join the 
mission trip, please contact her.” Yes, I love 
her description of me because I am always 
passionate about mission.

I joined Miri Gospel Chapel (MGC) in 1987. 
During my years in MGC, I am always 
anticipating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annual 
mission conference.  I can remember that 
each time I attended the mission conference, 
my heart would beat very fast due to the 
overwhelming emotion of excitement welling 
up in me. 

In 2003, the church informed my husband 
(Rev. Huong) and me that we were to be 
posted to serve in Johor Bharu. I was elated 
and gladly welcomed the posting as my 
internship in the past was done in Johor Bahru 
and I knew that the place was spiritually a hard 
ground. That city desperately needed the 
gospel and I would also be able to gain 
experience serving God in a different place 
with a different demographic. I told God: 
“Lord, send me, I’m willing!”

However, after we had settled down in Johor 
Bahru, my husband and my son constantly fell 
sick. There were even times when I could only 
look on helplessly as both of them lay gravely 
ill on the floor. I inquired of God,  “Lord! Lord! 
Why am I here? Why did you  send me here? 
Weren’t the ministries in Miri so much 
better? Why am I here?” God replied me, 
“Didn’t you willingly offer yourself to serve 
as a missionary? You were the one who said 
you would never go back on the vision of 
serving Me."

God knew how lonely and inadequate things 
were in Johor Bahru and He provided. In the 
first few years there, God sent mission teams 
from Miri to meet our needs. They helped us 
to organize camps until we had enough local 
manpower to organize our own camps. In 
addition, while serving in Johor Bahru, God 
opened my eyes to see even more into mis-
sions by let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as-
pora Ministry. 

In the years that I served in Johor, the Lord 
revealed to me a vision about the Diaspora 
Ministry in Nepal. The Lord realised the vision 
through His mighty power. Even though Nepal 
was so far away, He placed the opportunity 
right in front of me by giving m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people from Nepal and to enable 
them to experience God’s love and to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even though they 
lived in an environment permeated  by the 
influences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In 
placing me to serve in the Nepal Ministry, the 
Lord has put in my heart the Diaspora ministry.

In 2012, I was posted back to Miri.  The minis-
try in Johor by then was flourishing, especially 
through the tuition ministry which brought an 
influx of children, youth and adults into the 
church. My heart battled with the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serve in Miri. 

In May of the same year, while vacationing in 
Miri, I met up with the late Brother David Lee. 
We discussed about the ministry of MGC in 
Senadin. From the discussion, God reminded 
me that the ministry in Senadin was akin to a 
mission aimed at reaching out to people in 
local context. The Lord had brought people 
not only from around Malaysia, but also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hina, Nepal, Zimbabwe, 
Uganda, Madagascar, Iran, Kenya, and many 
more!) to Miri. The Lord brought them to MGC 
Senadin for us to nurture, minister and lead 
them to Him for His greater purpose. I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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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d the posting to Miri with a joyful and 
willing heart in anticipation of this “local mis-
sion outreach”. I came back to Miri in 2013.

Regarding local missions, SMK Sebauh is the 
school that MGC Senadin has adopted. So far 
by the grace of God, we were able to host 
annual camps for the ISCF (Inter School 
Christian Fellowship) students. In the camp, I 
could see a young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lost in their ways and showing hunger 
and thirst for God. Without intervention from 
God, their teenage life would be full of tears 
and brokenness. We realised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students and saw the immense 
temptation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indige-
nous believers. We knew they needed God. 
Thus, the cross- culture mission outreach 
every year is a must for me as a Sarawakian.

In 2014, a West Malaysian Christian brother 
from Perlis approached me and asked, “Rev-
erend Chua, before we came to Miri, we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of hearing the Gospel. 
Can you start a mission trip to reach out to the 
people of Perlis?” It reminded me of the 
“Macedonian Call" in Acts 16:9-10 and with 
God’s help, we started a mission outreach to 
Perlis. 

My heart resonates with missionary work. I 
yearn earnestly to respond to the calling of 
mission work. However, during the Annual 
Mission Conference, being a pastor, I never 
physically raise my hand to respond to mis-
sion calling; but in my heart, my hands are 
constantly raised high up and my mind 
responding repetitively, “Send me, Lord!” A 
few years ago, when Missionary Pauline was 
sharing about Laos at the Mission Confer-
ence, I had the chance to meet her and we 
agreed to arrange a mission outreach program 
to Laos. However, circumstances prevented 

any further plans. My heart was still crying 
out for the people of Laos.  I kept praying and 
was waiting for the perfect time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em. Last year, by God’s timing, I 
met with a missionary serving in Laos. Finally, 
this year, the plan for a mission trip to Laos 
came to fruition. Furthermore, the mission 
trip lasted for an entire month! The Lord’s 
Will indeed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My passion and burden in missions, coupled 
with my experiences in nurturing, participat-
ing and leading mission trips, have opened my 
eyes not only to the needs of God’s Kingdom 
but also to the outpouring of God’s love to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Moreover, I can 
empathize with missionaries. Therefore, 
when missionaries in their mission field were 
to ask me if I could lead a short mission trip to 
support their ministry, I would go without 
thinking twice.

Mission work provides a chance for disciples 
to obey and imitate Christ in His mission by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Matt. 
28:19-20). Mission work provides Christian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broaden their percep-
tion of mission by getting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 and recognizing the needs of the Gospel 
in our very own mother land and its people. 
Mission work provides believers with a clear 
dire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ir purpose in 
God’s grand plan. If you were to ask m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ission work, my reply is a 
resounding “Yes! Look at the 'M' on my face!” 
Mission work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and 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because 
this is God’s calling for me to lead not only 
myself, but also His sheep to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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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P WITHOUT SHEPHERD;
FIELD WITH FEW WORKERS
Nepal Mission Trip

By Kevin Lim (Senadin)

 Last year, when I heard the announcement about the Nepal mission trip, 
my heart was moved and I decided to join the mission trip. As I travelled 
back in time to those 13 days of that mission trip, I saw the work of God in 
Nepal. PEOPLE NEED THE LORD in Nepal.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5:3). In this article, I am going 
to share about what we (the mission team) did in Nepal, the miracles of God 
in Nepal, 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n Nepal and the needs in Nepal. 

 First, I will share about what we did in Nepal. We went to five places in 
Nepal — Kathmandu, Damberpur, Sajanpur, Nirmalbasti, and Hetauda.  The 

activities that we had prepared were the Children’s camp, which included crafting 
session and hygiene education; and also the Youth camp, which included health 
education, sex education, and sermon. We interacted with the people there , and tried 
our best to bond with them.  We had also prepared some blankets and unused T-shirts 
sponsored by loving people to cater for their needs and to show the love of Christ Jesus 
to them. 

 Miracles are happening in Nepal! Not only did we 
share the gospel and love to the people in Nepal, we also 
heard testimonies from newly-converted people in Nepal. 
To make it short and simple, I will relate three incidents.  

 In the first incident, a young girl was demon- 
possessed by an evil spirit and chains were over all her 
body to make sure that she was under control.  Then,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God, the demon was chased away and she accepted Christ as 
her personal saviour. 

 In the second incident, a man in one village came to know Christ from reading 
the gospel tract and he believed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Although his family 
members are the only believers in that village, he remains firm in his faith towards 
Christ Jesus, even though there will be persecution. 

短宣队 SHORT-TERM MISSION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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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third incident, a disciple of a pastor called Pastor Abinash came to know 
Christ on his way to murder one of his enemies. When he had no place to sleep and 
no food to eat during the journey, Pastor Abinash offered him what he needed.  
When he failed in his murder attempt, he went home. On his journey home, he 
became afraid of the dark forest that he was passing through because he saw 
before him an animal covered with fresh blood.  So he prayed to God and God 

protected him. Then, people in his village saw a mighty transformation in 
him, and were shocked. He then preached the name of Jesus in his 
village and brought 30 people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their personal 
saviour. These testimonies have amazed me and allowed me to 
experience God in that place.
 
 Nepal h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Christian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Life in Nepal is simple but difficult.  Some places have no 
electricity, some don’t have clean water for bathing, and in some places, 
there is no food to eat. The people are living in poor conditions. Not only 
that, they are also lacking in education, their girls married under the 

age of 16, living is only to survive, and life has no purpose. They are troubled. They 
have no hope. They have no life. They a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What will they do when they hear about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LIEVE? Pastor Abinash said, “About 8 out of 10 WILL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when the gospel is preached in Nepal.” How wonderful is God’s work 
in that country.  

 Matthew 9:37-38 says, "Then he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Ask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Is our Lord our God Jesus 
Christ calling you to be His 
worker in that country?  
Do pray for it. Who knows you are the one chosen 
to work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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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踏出一步
L国宣教队

文/李玉娟 (都九)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年7月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的跨文化宣教队——东南亚最穷的国家
---L国。我对这国家没有基本的认识、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我愿意回应圣灵的感动，
决定参加这次宣教队。

 这次宣教队主要是服侍一群中学生，教导他们学习汉语。这是一个月课程，我参与的只是
带领一个星期的课程。我得知去到的地区是在WK，而且在那里不能公开跟当地人分享福音。
我们的团队在那里的服事仅仅教当地人学汉语，不允许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被交待
在短宣这段期间，不可在网路社交媒体向别人分享在当地的服事。我们也须尽可能不上传照片
或透过信息分享这里的情况，因为当地政府可以透过网络来追踪我们在网上所传的信息或分享
的事物。当我听到L国有如此先进的科技时，我不禁大吃一惊。我难以想象政府可以时刻自由
地察看人民在网上的动态。

 一次的主日崇拜让我有不一样的体会。WK没有教会,
我们崇拜的场所就是在语言中心。中心的负责人- Y老师,
告诉我们不能公开崇拜，所以中心的门和窗口都要关上,甚
至要拉上窗帘, 不让外人看到里面的情况。在敬拜时，需
要控制声音的声量。由于当地的军人有时会在路上巡逻,
若不慎被他们发现，事情就不妙了。身为一位基督徒, 我
体会了不能自由敬拜的感觉。那天，我稍微了解在那些
国家不能自由敬拜的心情。我领悟到能享受这样的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要懂得珍惜。我
也很感恩马来西亚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Y老师透过语言中心这个平台来服事当地人。由于宣教士的身份是敏感的，我们不能以牧
师称呼他，只能以老师来称呼。我们所有的队员和语言中心的其余老师也都是以老师来称呼彼
此，所以服事期间，我几乎都是被称呼为李老师。我记得Y老师说过，头一个星期来的团队会
比较辛苦，因为我们是接下去三个星期课程的开路先锋，先为当地的学生打地基。参加的学生
们对汉语一窍不通，他们对汉语的认识是零。而我们团队同样也对L语一窍不通。沟通已形成
问题，是要我们比手划脚吗? 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我们透过“小老师”来担任我们的翻译。
小老师们是语言中心里的学生，他们受过教导，可以掌握基本的汉语。他们对听、说、看汉语
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团队与当地人聊天的机会就是这班小老师们了。有那么多小老师, 难道个
个都称呼他们小老师吗？的确是老师，可是在老师前面有加上他们自己汉语的姓。所以他们是
有自己的华文名字，像我们华人一样，有姓和名。(可惜的是我忘了问他们名字是怎么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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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星期与小老师们配搭期间，我们与小老
师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我们的团队都很积极地邀
请小老师教我们讲L语。在空暇时间，大家也彼
此聊天，分享生活和交流两国之间的文化等等。
透过分享，我也能了解小老师们要学汉语的主要
原因了——几乎都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他们的家
境并不是很好,为了往后生活的需要，提升自己, 
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了一分工作的机会。他们满
足于简单的生活，生活的娱乐很简单，例如：耕
种，放牛，和踢足球等等。发自他们心里的那份
喜乐，让我知道快乐总是可以很简单，生活的幸
福不跟物资的享受画上等号。

 关于教课地点，我们分别在当地的中学和另
一间语言中心的分行教导。在这些中学里，我发
现多数课室都有些破旧，有些桌子和椅子都已经
损坏了。课室里都使用风扇，但有些风扇已经不
能操作了。我想到自己在中学时期，课室里有空
调可以享受。若自己用的桌子和椅子有损坏，肯
定向老师争取换好的，而当地学校没有预算修理
破旧的桌子、椅子、风扇等等。但这也不会影响
他们要来学校学汉语的决心。唯一会影响的就是
天气，若是下雨天，出席的学生可能会减少。

 在那里，多数人都以摩托车为主要的交通工
具。他们住的地方都要经过红泥路。下雨天，红
泥路会让摩托车变得不好行驶，路面几乎变成了
泥巴路。所以当地人不太喜欢下雨天，因为若要
外出就会为他们造成不便。然而，虽然有几天下
雨，但是没有造成很多学生缺席。有些学生在雨
中，手拿着书顶着雨走路来学校上课。我看到这
一幕，心里为他们感到心疼，同时也很感动，看
到他们如此热心，积极来上课。学汉语对他们而
言真的很不容易，要学习读拼音，写拼音，到最
后还要写汉语。但他们在班上都很认真学习，积
极回应所学习的。学生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外来的
老师，相信他们珍惜我们用心的付出。

 此次宣教队，我很开心认识一班来自不同教

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在主的事工上彼此配搭
和服事。我们彼此都相处融洽。感谢神为我安排
一位投缘的室友，从不认识，到最后打成一片。
由于性格相近，也有很多相同的兴趣，在短时间
里关系变得甚好。我们彼此分享生命的见证和服
事的领受。每晚我们轮流祷告，纪念事工的需要
和个人的需要。虽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是可以一
起鼓励和扶持，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

 除此之外，团队里有两位年长的姐妹，她们
服事的心态更是我要学习的。他们的年龄已过
70，但仍愿意来到当地服事。虽然年长，但心
灵却是活泼年轻。她们享受服事的过程，其中也
跟我们分享在主里的服事。从她们身上，我明白
若神要使用一个人，而我们又有颗愿意的心，就
没有任何事可以拦阻我们服事神。

 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让我有机会体验不一样
的文化和生活，因此特别珍惜一切经历。虽然我
们不能在当地分享福音，但Y老师与他的同工却
慢慢地做着撒种的工作，透过长时间陪伴到中心
上课的学生，以生命影响生命，让他们看见Y老
师与同工们生命的不一样。只要仰望神，相信神
按着祂的时间和旨意，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下面
两处经文是我在宣教队特别有感触和领受的。希
望自己的灵命成长，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和保守。
感谢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祂！

 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3-5）应当一无挂
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
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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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AVELLING THE GOSPEL
IN PERLIS
Perlis Mission Trip

By Ivan Sam (Senadi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West Malaysia lies a peaceful state known as Perlis. Perlis 
is the smallest state in Malaysia and is located near the border of Thailand. Amongst 
all the breathtaking scenery and tranquility in Perlis, there is one sad truth. 
According to a study in 2010, the popula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state of Perlis 
contributed to only 0.2 %, which is among the lowest in Malaysia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10). Perlis is very much enthralled by the cultures of 
Islam and Buddhism. For this reason alone, it is 
sufficient to see the need of the gospel in Perlis.

 In my own experience, the Perlis Mission Trip was 
one of my very early mission trips as a student. Our 
mission trip mainly focused on a little village named 
Kaki Bukit which is next to the capital, Kangar. From what I’ve observed in this 
village, Buddhism and worshipping idols are the strongholds. In earlier years, the 
people in Kaki Bukit were very skeptical and had a lot of resistance towards 
Christianity. It would seem incongruous to preach the gospel openly. It was as if the 
people knew you were talking about Christ and they would reject it.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and we are able to preach about God to the people; 
however, still not to great extents. The parents are very careful of what their kids are 
being exposed to, especially if the kid shows interest of being a Christian. The only 
reason the parents let their kids join the camps hosted by us is because they hope 
their kids can learn moral values, but not to know Christ. Satan’s hold on this place is 
strong and apparent.

 Year after year, I’ve been joining the Perlis Mission Trip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reason that has kept me joining it is because I believe in the hope that our Lord 
provides. In this small village, kids are innocently growing but being bound in Satan’s 
chains. I believe that God has the desire to call His people to that place to spread the 
gospel and do good works. And all of these will not be for naught as this is what 
pleases the Lord . Matthew 28:19 states: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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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to Perlis every 
year, I began to bond with some 
of the students and to observe 
their gradual transformation 
every year has given me the 
encouragement that the Lord is 

truly working. Even though the kids are forbidden to accept Christ because of their 
families, yet deep down in their hearts, they know the truth and the seed has been 
sown.  The local church there has really helped a lot to nurture the kids, both morally 
and spiritually. Seeing the local church giving its all in such a small place where 
Christians are extremely few is a reminder to all of us that we should not give up 
shining for God. Matthew 9:37b stat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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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KAN” YEARNING FOR GOD
Sebauh, Bintulu Sarawak Mission Trip

By Jeff Lee Jun Wei (Senadin)

         I’m from Penang and I have been attending Miri Gospel 
Chapel, Senadin since September 2014 when I started 
studying in 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Our church  
"adopted" SMK Sebauh in  2012, and I have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mission trips to the school every year ever 
since 2016 till now. 

     I first heard about this mission trip from my church 
announcement one Sunday and was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it. All I knew then was that we were going to 
the school to host a youth camp, teach English and share 

the gospel in Bahasa Malaysia to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Having received the 
gospel and accepted it during my secondary school time, I have ever since then 
continued to grow and serve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Since I am comfortable with 
the targeted audience and I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well, I agreed to join 
the mission trip even though the language is a challenging part for me. In preparation 
for every mission trip,  we undergo  trainings, study the materials and most 
importantly, practise sharing the gospel and praying in Bahasa Malaysia.

 Sebauh is a small “pekan” in Bintulu and we 
have to drive about 4 hours from our church to SMK 
Sebauh. On our arrival, the students from 
Inter-School Christian Fellowship (ISCF) welcome 
us and there together we praise and worship our 
God, play games, conduct Bible Study, learn 
English, listen to sermon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There is, on average, a total of 11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annual ISCF camp. 

 The students in SMK Sebauh stay in their school hostel and only go home during 
the long holidays; hence, most of their time they are just with their friends and mus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t such a young age. The children are all from various 
“kampung”, hours away from Sebauh where some areas still do not even have proper 

短宣队 SHORT-TERM MISSION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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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y. Therefore, they do not often see their families. Many 
of the students in SMK Sebauh fac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such as having a 
broken family, having an addiction to smoking and drugs, being bullied and 
boycotted, etc. However, when we sing praises and worship together and listen to 
God’s word, we can see in each of the students their hunger for God and their 
desperation for God’s love. During prayers and altar calls, most of the students cry 
for the Lord, kneel before the Lord and show their true self in front of God, praying 

for strength to go through what they are going 
through in life.

     These mission trips really let me reflect and 
be grateful for all the blessings that God has 
showered upon me. They really show me how 
people are so desperate for God and their love for 
God is so great even in the mist of hardships. 
Seeing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presence of God 
with the students in Sebauh really helps to 

strengthen my faith in God and invoke my hunger for God’s Word. God’s calling for 
me to serve in Sebauh is a challenge for a city-dweller like me as it will take time 
for me to adapt to a rural setting.  However, I know that God wants me to use my 
talents and gifts from Him to serve the students there. I often remind myself that 
God gives and takes away; hence, I will always use blessings from Him to serve 
Him whenever He call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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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差传年会主题 CONFERENCE THEMES

历届差传年会主题198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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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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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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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录 DIRECTORY

通讯录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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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Amos弟兄
Malaysi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40A-D, Mukim 17,
11100 Batu Ferringhi,
Penang, Malaysia.

Nancy Mariam Tag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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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 Wong
黄光赐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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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Jl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钟昌明牧师
华人福音普传会
Gospel Fellowship For
Chinese Christians
10, Jalan Manau,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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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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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fhalung
Chiangrai 57110, Thailand.
Email: kumee_nim@yahoo.com.sg

Pastor Mehesh 
Pastor Min 
Pastor Pastor Manoj Thakuri
Dudhauli, municipality-8
Deudaha, sindhuli-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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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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Leong Sea Heng
Sister Ruth Tan (EE Pe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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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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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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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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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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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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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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远东广播中心
Feba Ltd
30 Lorong Ampas, #07-01, 
Skywaves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28783
Tel:  02-62508577
Fax:  02-62508422
Email: admin@febaltd.com
Web: www.feba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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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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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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不要限止的大使命 (第一讲)
讲员 ﹕苏颖智牧师

经文 ﹕以赛亚书54:1-3；使徒行传1:4-5，6-8

以赛亚书 54:1-3
1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

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是耶和华说的。 2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

放长你的绳子， 坚固你的橛子。 3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 又使荒凉的

城邑有人居住。

使徒行传1:4-5，6-8
4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

我说过的。5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6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7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

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

全地，和撒马里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引言：

内容大纲﹕

一、 从旧约看「不可限止」的大使命﹕(赛54:1-3)

 1. 量的不要限止

 2. 地与民的不要限止

 3. 质的不要限止

二、 等待圣灵才可经历的「不限止」﹕(徒1:4-5)

三、 圣灵充满与「不可限止」的大使命﹕(徒1:6-8)

 1. 「祢」Vs「我们」

 2. 这时 Vs 父定的时候、日期

 3. 以色列国Vs直到地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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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圣灵充满与使徒的「停传与行传」(第二讲)
讲员 ﹕苏颖智牧师

经文 ﹕使徒行传16:6-10, 14

6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7到了每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8他们就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9在夜间有异象现

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10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　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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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内容大纲﹕

一、 圣灵「行传」，使徒「停传」（徒16:6-8）

 1. 圣灵禁止：（v.6）

 2. 耶稣的灵不许：（v.7）

二、 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徒16:9-10,14）

 1. 圣灵行传：

  a.   队工的建立（v.9）：从「他们」到「我们」

 

  b.   「地」的策略：（图）

  c.   卖紫色布的妇女：吕底亚（徒16:14）

        她的重要性

 2. 使徒行传（v.10）

结论：

 从沿海到「内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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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全民皆兵实践的大使命 (第三讲)
讲员 ﹕苏颖智牧师

经文 ﹕使徒行传11:19-30， 13:1-3

使徒行传11:19-30
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

向犹太人讲。20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 也

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21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22这风声传到耶路撒

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他到了那里，看见　神所赐的恩就

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

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

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27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

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28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克劳第年间果然有了。)29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30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13:1-3
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

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

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3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 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引言：

从5位退休牧师要再担任主任牧师看华人教会接棒问题

内容大纲﹕

一、 以门训为生活方式的健康教会：（徒11:19-21）

 1. 患难不忘传福音之门徒

 2. 不分界限的宣教者

二、 以薪火相传为己任的健康教会：（徒11:22-26，13:1-3）

 1. 将优秀宣教士差出（v.22-24）

 2. 找优秀牧者建立教会（v.25-26）

 3. 将最好牧者差出 (13:1-3），但教会继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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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全民皆兵实践的大使命 (第三讲) (续)

讲员 ﹕苏颖智牧师

三、 从接受到差出的健康教会：（徒13:1-3；林后8:1-5，13-15）

(参林前16:1-4; 林后8:13-15）

哥林多后书 8:1-5
1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2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

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3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

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4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5并且他们所做

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哥林多后书 8:13-15
13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14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

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 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15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

也没有缺。

 1. 不分种族、阶级，同心事奉

  a.   尼结Niger = 「黑仔」(北非)

 

  b.   古利奈人

  c.   与希律同养 = 王族

 2. 传道人的使命﹕建立接棒人

 3. 资源共享 (林后8:1-5，13-15)

 4. 属灵军校的建立

结论：

但如何建立人才？如何薪火相传下去？

 1. 就地取材

 2. 循序渐进

 3. 有系统的门训及属灵军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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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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马太福音 Matthew 28:20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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