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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萬人得救 
甘志聰牧師 

 

 
 

       很多時候我們為要鼓勵信徒努力去傳福音，都會指

出神的心意是「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 3:9 或「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
這個應用是合適和合理的。 
 
       先看彼得後書第三章，最近第九節的上下文 1-18 提

到「末世」3、「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6、「不敬虔之

人受審判遭沉淪」7、「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8、「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10、「有形質的都要被

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0、「被火燒就

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12、「神的日子來

到」12、和「新天新地」13。這都是指向一個「該知

道」3、「該當切切仰望」11-12 和「既盼望」14 的結局

和目標。 
         
       這段經文指出我們應該有的和需要有的回應，不是

立刻去傳福音，而是「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

虔」11、「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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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見主」14、「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

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17、和「你們卻要在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18。 
 
        起碼並首先，這段經文吩咐我們該當聖潔、該當敬

虔、就當殷勤、就當防備、要有長進。然後，再談傳福

音，那就更合適、更有力、更有把握、更有見證、更有

說服力、更能見證主。 
 
        再看提摩太前書第二章，最近第四節的上下文 1-15
提到「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2、「在神我們救主

面前可蒙悅納」3、「只有一位中保」5、和「他捨自己

作萬人的贖價」6。這段經文指出我們應該有的和需要有

的回應，不是立刻去傳福音，而是「為萬人懇求」1、
「為君王⋯也該如此」2、「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隨

處禱告」8、和「願女人廉恥、自守⋯只要有善行」9。
留意第七節提到的「作傳道」，這是保羅在講自己的呼

召「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而不是吩咐我

們去傳福音。 

 
       起碼並首先，這段經文勸我們要為萬人禱告、為君王

禱告、無忿怒、無爭論、廉恥自守、要有善行。然後，

再談傳福音，那就更合適、更有力、更有把握、更有見

證、更有說服力、更能見證主。 

 
       既然神應許必要成就、有新天新地並有義在其中，既

然神願意萬人得救、並基督已經作萬人的贖價，我們就

要為萬人懇求，過聖潔並無可指摘的生活。這就是傳福

音的預備和起點。宣道會的精神不只是宣道，而是深化

靈命、廣傳福音。沒有靈命，就只有講福音、或甚至只

有講傳福音；不能傳福音，更不能廣傳福音。傳福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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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求講了福音，而是聽福音的人領受了福音而得到

生命，並且是豐盛的生命。慕道的朋友要看到我們所講

的福音是生命，而不只是一個理性的結論或一個感人的

故事。宣道會每年都有宣教年會，在推動福音事工時，

我們要建造生命，建造別人的生命，建造自己的生命，

同心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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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的見證 
吳家興傳道 

 

 
     

     主耶穌在復活升天前向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地

方教會常常以這段經文作為宣教策略的指導，從自家同

文化的「耶路撒冷」開始，然後是次文化的「猶太全

地」，接著是近文化的「撒瑪利亞」，直到跨文化的

「地極」，作為推動宣教事工的範圍和使命。從主的吩

咐裡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重點：宣教的能力來自聖靈；宣

教事工雖有其範圍，但必須是緊接且同步進行的(原文的

「並」[te]與「和」[kai]有並進的意思)，也就是教會

在推動宣教事工上，對於人力及財力等資源的分配上，

不可重此抑彼，更不可相互排斥，應該循序並進，使福

音廣傳；至於宣教的內容就是主耶穌所說的：「作我的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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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我的見證」原文作「是我的見證」；也就是說，

主耶穌要信徒靠著聖靈的能力，不單單把所聽到、所(看

見)經歷到，以口傳揚基督的福音，更要以自身來見證基

督的福音。所以，在我們參與任何宣教行動之前，我們

本身要先成為基督的見證人！這就是「基督徒、基督

人」，代表基督活在地上的真義（徒十一26），我們無

論在近處或遠處都是基督的見證人。作為基督徒，我們

都當以大使命為我們人生的目標及方向，無論是帶職或

全職、短宣或長宣、本地的宣教或外差的宣教，隨處隨

在成為基督的見證。我們的身分就如彼得所說的：「惟

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  

 

    廣義地來說，每個基督徒都可稱為宣教士，我們都

是站在不同崗位的宣教士、擔負大使命的執行者。然

而，從恩賜與選召的角度來看，並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

成為專職的宣教士，全時間為見證基督的福音擺上。就

如神在教會中選召不同的肢體，承擔不同的職份一樣：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四11-12)。不論我們是蒙召作宣教前線的傳福音者，或

者是宣教後援的福音見證者，我們都要在基督裡同心建

造、彼此幫補與扶持、成為合一的見證，使基督的福音

能傳遍到地極！支持國內、外宣教士(不論是自我獻身，

或者是在經濟和禱告上)是作為基督徒不能推拖的責任，

因為這是主所吩咐我們的宣教使命。  

 

    主耶穌基督所託付我們的使命，是要我們隨處隨在

成為祂在地上的見證；我們中國過去是宣教的受益者，

如今已變成宣教的差派者；過去遠在他方的宣教禾場，

現在是處處可見。求主賜給我們一顆宣教的心，把握每

個傳福音的機會，成為胸懷普世的福音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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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為肢體  同心作主工 
陳達虎長老 

2012和 2013年滿恩堂的主

題都是同心建造。主題經文

來自以弗所書 2：21-22，

“「各（或作：全）房靠他

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

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

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無論是教會的整

體，還是教會中每一位弟兄

姊妹，都需要被建造。這建

造不是關乎幾個同工和教牧長執，乃是關乎所有神的兒

女，需要我們一起同心來建造；所有在基督身體上的肢

體，都應該被建造，一起來盡功用，以致我們能漸漸成

為神合用的器皿，成為主的聖殿。這是神的旨意，神的

定規，也是神拯救我們的目的。 

    2013年是滿恩堂很特別很感恩的一年，藉著神的恩

典和神的話語，今年是滿恩堂在南岸植堂的第 15個週

年，從開堂至今年已有許許多多的慕道朋友在滿恩堂聽

到福音，有超過 100多人受洗成為神的兒女。2013年神

又賜給我們吳家興傳道，讓他與甘牧師，楊傳道和長老

們一起牧養弟兄姊妹。2013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參加主

日學用神的話語來裝備自己，2013年不單有週二晚上的

禱告會，也開始了週六禱告會，為全地神的教會向神禱

告，求神引領，為神的恩典向神感恩，為自己的罪向神

認罪悔改，為自己和弟兄姊妹的需要代禱。 

    2013年更讓我看到神的作為，弟兄姊妹在神的愛中

和神的話語裡被建造，彼此互為肢體，同作主工。有執

事同工因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原因，暫時不能參與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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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此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各樣的事工，補上不

足。2013年也有許多弟兄姊妹發掘神賜他們的各樣恩

賜，參與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事工。2013年滿恩堂有“滿

恩”成為讚美神，見證神，傳播神福音的專刊。数算神

的恩典，我心中充滿感恩，讚美神。 

    傳福音是神托付給我們每一個神兒女的大使命。滿

恩堂 15年來每年都有宣教和國語事工。我們每年年初各

部門都會計劃一年的行事歷。的確我們都按計劃來做每

一項事工。力求做得最好。感謝神興起許多的弟兄姊妹

參與宣教和國語事工，領朋友來團契和教會聽神的話語

和敬拜神，分送福音單張和專刊做撒種的工作，探訪弟

兄姊妹和朋友分享神的話語，見證神的愛。 

    Plattsburg的福音事工已成為宣教和國語事工的一

部分，成為我們的份內事。我們也借著一些節日活動向

中國飛行學員和本地的朋友傳福音。但我們是否就可以

說我們做得很好呢？我們做的遠遠不夠！我們當常常自

問，當神需要我們參與一些事工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婉

拒，有沒有說不，我不行呢？其實只要我們願意順服

神，那怕我們最微小，神都會用我們，並且賜力夠我們

用。讓我們彼此鼓勵，互為肢體，順服神，同作主工。 

    我們都肩負著拯救靈魂的重任，求主賜我們傳福音

的心，使我們能忠心服事主。 

一、願作的心，“如今就當辦成這事，既有願作的心，

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林後 8:11) 願作的心是表

示我們願意順服，是一切事奉的起步，也是傳福音的動

力，若沒有願作的心，我們實在太辜負主了。 

二、愛人的心,“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約翰福音三章 16節是我們最熟識的經文，是神給祂的愛

      10 

http://bible.ccim.org/cgi-user/bible/ob?version=hb5&book=2co&chapter=8
http://bible.ccim.org/cgi-user/bible/ob?version=hb5&book=jhn&chapter=3


子的大使命，亦是教會的大使命，這是神心意的流露。

求神賜我們一顆愛人的心去關愛人。 

三、行動的心，“如今就當辦成這事，既有願作的心，

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林後 8:11)「願作的心」

來自「愛人的心」，「愛人的心」產生「行動的心」。

沒有人否認，行動比言語超勝千萬倍，若沒有行動，一

切的承諾都變成美麗的謊言。約翰福音 3章 16節是神的

行動，也是耶穌基督順服的行動，唯有順服的行動，才

能帶出福音的果效來。求主使我們再振作起來，以行動

報答主。 

四、禱告的心，“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太 9:38) 神的工作是靠禱告開始，

並靠禱告支持及維持，沒有禱告，任何的工作都不能完

成神的心意。禱告是最有效、有力、有福及最簡易的事

奉，可是信徒在此卻作得最少。禱告預備人心，唯有禱

告才能打開他們的心。 

五、基督的心,“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5)基

督的心是「眾心之心」、「萬心之心」，祂的心是全愛

的，他甘願以他無罪的身體為罪人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求主激發我

們，學習基督，順服神，當以基督的心為心，努力同心

作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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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福音                                                                                              
谷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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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做
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 8） 
 
       使徒行转这卷书一开始就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用

40 天的时间及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他， 籍着圣

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看； 主耶稣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

的事， 并且嘱咐他们要等待父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和受

圣灵的洗礼。 使徒们就听主耶稣的吩咐， 当主耶稣被取

上升之后， 他们都聚在一处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五旬

节到了，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纷纷起来为主做见证， 
传扬神国的福音， 详述主耶稣所施行的异能、奇事、神

迹， 更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传扬开去。 每一个听见使徒

们所说的话都觉得扎心， 因而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 罪得赦免， 很多的人就信主， 天天与众使徒彼此交

接、劈饼、祈祷， 凡物公用， 主亦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

他们。 
 
        昔日， 众使徒遵从主耶稣的话传讲福音， 常常祷告

祈求， 为使福音能传遍万帮， 因而受到许多的逼害、恐

吓、被捕、审讯、受辱及杀害和殉道， 其中的表表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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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及保罗等人。 虽然这些被主所拣选的都屡次受到

迫害， 但他们不但不害怕， 反而更努力展开一连串的传

福音工作，经由祷告及圣灵的感动将福音传遍多个地

方， 听从神的差遣把许许多多的人都带进神的国度里。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 16 节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
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

生。” 
 
        今日我们可否效法或是将自己当成为昔日的使徒， 
见证福音， 见证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和真实。 其实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神的恩典同在， 我们所信的这

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荣耀真神， 他的救恩实实在在的显

明在每一位凭他旨意所拯救的儿女身上， 我们已领受

了， 试问我们能否尽自己一份的能力把福音传扬， 献己

于主， 被主所用， 被圣灵引领下、 抓紧每一个主所赐下

的机会， 传扬那一位被钉十架、 复活升天的救主耶稣基

督， 使福音传遍万邦， 普及大地。 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九章二十三节所说：“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

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 感谢赞美主， 阿门！ 
 
       但愿我们都是报佳音传喜讯的主内忠仆。 
 
       但愿我们佳美脚踪能伸展至整个世界。 
 
       但愿所有有生命气息的人都能听到福音及接受福音。 
 
       更愿主耶稣的真光能照亮世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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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輪椅廣傳福音 願福音遍傳地極 
---記《宣教的中國》作者的生命奇蹟 

雙長明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有一

個聲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 ” 這一首《宣教的中

國》，各地華人教會兄弟姊妹都十分喜愛這首歌，覺得

非常振奮人心，百唱不厭。尤其是在一些宣教（差傳）

聚會，不少講員更用這首詩歌呼召信徒獻身普世宣教。

這也是華人基督教會一首熱門的宣教詩歌。今年我們滿

恩堂宣教年會也不例外選用這首詩歌。最近，我偶爾看

到該詩歌作者的感人見證。他的生命改变的奇蹟，深深

打動我。真沒想到，該詩歌的作者是一位從黑道轉為基

督徒，從健全的身體轉變成雙腿殘廢，坐在輪椅上，懷

抱吉他，用詩歌讚美主的林和成（Lin Ho-Chen）?目
前，雙腿殘廢的他坐著輪椅，用音樂佈道和見證的方式

走遍世界各地廣傳福音。 
 
       林和成出生後被一個台灣富裕的家庭收養，童年時

受祖母寵愛。由於父母忙於工作，童年的林和成並沒有

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在家中，學校和鄰居間，成了小

霸王。在學校，他逃課，打架，抽菸。進入社會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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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刀動槍，成了流氓，開了四家賭場，過的都是墮落罪

惡的生活。講到這時，他說想起童年我會用一句經文來

安慰自己：“你的父母離棄你，但耶和華必收留你。” 

       在他生命中的一天，一雙黑手從背後而來，他便自

高樓墜下雙腿殘廢，之後就去安養院和那些老人們度過

自己的餘生，親人朋友都離棄他。人的盡頭便是神的起

頭，上帝沒有忘記他，安養院的兩位老人就跪在他床前

為他禱告，並送他一本聖經。在他人生的終點時，他說:
“上帝給了他復活的生命。” 

       走進教會後，受聖靈的感動寫了《宣教的中國》，

《相約在主裡》這兩首歌。他說：“聽詩歌時他感覺自

己好像被清水洗過一樣，自己身上的污穢潔淨了。”但

他就是不承認自己是這兩首歌的作者，他怨恨自身的殘

疾、怨恨姻緣被拆散，怨恨是他再一次地遠離神愛，投

入醉生夢死的自我囚籠。 

       由於他雙腿殘廢，下半身全部失去知覺，就連正常

的大小便都失禁，教會弟兄姐妹的愛始終伴隨著他。是

教會的弟兄姊妹鍥而不捨的關愛，把他再次帶回來，他

的生命又一次地更新。 

        他再次回到教會，當和造成他雙腿殘廢的兇手再一

次見面時，本來他可以得到 240 萬的賠償，林和成說：

“如果是沒有信仰前，他很有可能把這個兇手碎屍萬

段，但是因著主的愛，他為傷殘他雙腿的人禱告。”他

說自己用 240 萬買到了饒恕，再用價值不止 240 萬的生

命過著美麗的人生。從上帝來的愛化解了恨，他原諒推

他下樓的人，並將福音傳給了他。 

        2008 年與他相戀八年的主內姐妹結婚，神賜給他最

適合他的妻子。現在的林和成和菊美姊妹過著蒙神喜悅

的生活。他們夫妻倆，靠著耶穌基督的愛、聖靈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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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香港、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等向全世

界華人宣教，以詩歌並見證方式佈道，並關懷鼓勵失意

的人。 

       林和成說：「過去當流氓時，拿刀拿槍，一條人

命，根本算不得什麼；現在覺得，一條人命，是一個靈

魂，十分寶貴。」 
 
       有人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流汗；有月

亮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流淚。」願福音遍傳地極，安慰

中國人的心，擦乾中國人的淚。 

        在林和成弟兄身上，我们再一次見證了上帝恩愛改

變生命的奇蹟！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同時，林和

成是一個殘廢的人，坐輪椅也要去傳福音，我們更可

以，我們得勝靠的是萬軍之耶和華。我們每一位身體健

全的基督徒，更有宣教傳福音的義務和責任。基督徒是

「小基督」，以效法基督為我們的人生目的，而耶穌到

世上來主要的目的是拯救世人，主“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 9）。求上帝特別的憐憫我

們，让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意識到為普世宣教，將福

音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是我們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和

責任。讓宣教的中國運行在我們身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從坐輪椅廣傳福音的林和成

生命更新的故事中，得到哪些有益的思考和啟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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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呼声 
杨云真传道 

 

 
       宣教是宣道会的强项事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28：
18-19 要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在使徒行传 1：8 要从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凡属宣

道会的教会每年都会有宣教年会，我们的教会一直是以

本地宣教为主，有时也有短宣队及中宣的事奉，向来我

们的眼光都放眼在地极，法国，瑞典，挪威。 

        记得是 2011 年 9 月底一个欢送李秉光牧师师母的日

子，来了一批由 Plattsburgh 来的访客，一位带李建华信

主的姐妹 Lily, 带了几个中国留学生来满地可观光，并来

参加聚会。她要求我们是否可以去支援他们，我们教会

也为这马其顿呼声的呼召祷告。结果，11 月开始每月第

一周周六下午 4-6 点对那些留学生传福音，当地的中国

信徒只有三家及两位姐妹，其中还有一家是天主教背景

的。後来她们又要求我们是否可以造就他们，本来 Lily
就带了个妇女会，隔周一次，于是我们选择第三周周五

去，条件是那天我们只查考圣经，以便建立他们。一年

之後却有两个家庭搬到 New Jersey，其中一家是 Lily，
我以为我们可能要停止那边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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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祂興起那位天主教家庭的媳妇愿意接下这

个棒子。今年 6 月初暑假前，最後一次聚完会回程的路

上，我心里蠻有挫折感。在车上大家分享时，我说工作

了两年好像没什么效果，孩子们好像没什么反应，不知

道是不是还要作下去。高平弟兄说，不，有反应有反

应，因当天有一位学生对他说，今天你们的见证好像对

我说的。虽然这个学生已毕业离去，以後的发展如何就

交给神了，这里的事工完全是撒种的事工，因为这里的

学生都是两年就毕业，又是 90 年後的孩子，没有吃过苦

的孩子，心中不需要神，他们的父母常就是他们的神，

但神若要得着谁就不是我们可以预知的。圣经说，有人

撒种，有人浇灌，惟有神叫他生长。 

       今年 9 月我们又重新上路，感谢神！今年祂又赐一对

爱主的夫妇，恳请大家为 Plattsburgh 的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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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tsburg 事工分享 
余敦平 

 

         感謝神！家興終於在今年五月份完成了神學的裝

備，不用每週再往返多倫多，我也如願於六月底得到公

司的允許開始工作 part-time，可以有多一些的時間親近

神並參與服事。也因著今年暑假我們成為了加拿大公

民，擁有加國的護照，進出美國方便許多，自九月份開

始，我便跟著楊傳道與其他幾位姊妹參與了 Plattsburg 的
事工— 每月第一個週六的學生團契及第三個週四的姊妹

查經小組。  

        第一次去到 Plattsburg，特別是在教會裡見到少數幾

個家庭及近 30 個從國內來的學生，感覺很親切，好像時

光隧道將我帶回了我們一家在 Kentucky 的時候，那時我

們也是與幾個家庭在一個小小的大學城裡同心做學生的

福音事工。至今仍有許多與那幾個家庭及學生一同經歷

神豐盛恩典的甜美回憶。  

        九月份因有許多新生，且很多人遲到了近一個小

時，楊傳道簡短地介紹了神及神的創造，我們也介紹了

自己及有一些個人見證的分享，沒有機會和他們有太多

的交通。回來之後，因著神的感動，我們決定以『愛的

真諦』為主題，用十月和十一月的團契來分享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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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救贖、聖經中對愛的定義及彼此相愛、夫妻之

愛、親子之情的教導。感謝神，當我們十月份與他們分

組討論這個主題時，學生們踴躍地分享祂們的想法並提

出問題。有誰不希望擁有真愛呢？特別在這個充滿親子

衝突、夫妻離異的世界，更需要神那永不改變及無條件

的愛。  

       當我看到這一期的《滿恩》刊物中的文摘”愛城故事” 
時，更感謝神奇妙的安排，這篇刻苦銘心的見證闡明了

神的兒女，即使在面對親人被殺害的苦楚時，如何將神

的愛落實在他們的生命中。我們在十一月份的聚會中，

當我們繼續『愛的真諦』這個主題時便可將這篇見證與

他們有一些的分享。  

        週四的姊妹查經小組，雖然人數不多，我們也有很

好的分享與互動。在過去的兩次聚會中，楊傳道帶領舊

約書卷的概論(《士師記》與《約書亞記》)，我們一起看

神的帶領、摩西與約書亞忠心地服事、及他們在離世前

語重心長地提醒以色列百姓神的公義、信實與慈愛。姊

妹們也分享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數算主的恩典，真的是

很美好的時光。感謝神，也因著這個事工認識了負責當

地福音事工的姊妹一家，能為她幼女的先天性腿骨脫臼

而同憂及代禱。  

         總覺得，不論在哪裡，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有家的感

覺。雖然僅與 Plattsburg 這群弟兄姐妹及學生見過幾次

面，但對他們的負擔與感情，就像早已在主內是一家人

了！願神祝福這個事工，堅固並使用當中少數的幾個基

督徒家庭，能在當地做光做鹽，帶領其他的華人家庭認

識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並能在當地短期停留的學生心

中播下福音的種子，使福音能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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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吾家 
---讚美我天父的愛 

 
李桂貞 

 
  
  
  
  
  

             
     
 
 
 
 

 
         那天是周六，我就是不想去美國的 Plattsburgh 教會

（以下簡稱美國教會），似乎我已忘記我去美國教會的

目的是什麼了。因為我滿腦袋都想在那天去一個弟兄姊

妹家享用美食以及順便過團契生活，因此我想盡各種辦

法來逃脫那一天不去美國教會的差事。沒想到我卻做了

一回約拿的角色，雖沒有在魚肚子裡度過，但最終還是

被天父給抓去美國的教會了。感謝天父。 
 
        記得在 2011 年 10 月感恩節的日子，我受洗了。不

久楊傳道問我是否想去美國教會，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回

答，因為那是第一次有人這樣問我，我既驚訝又感疑

惑，也不敢多問，免得別人笑話我沒有見識，只是對楊

傳道說：“我看一下我的安排，到時再說吧”。其實楊

傳道那時也沒確定是否要去美國，也要等確認後才能告

訴我，之所以那時問我，只是想知道我是否有這願望

去。那天晚上我求問天父我該不該去，去那乾嘛？之後

天父馬上告訴我：「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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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 8） 
 
        感謝天父讓我明白了我想明白的事情，原來是要我

去美國教會傳福音為主作見證。所以我也很爽快地答應

去了。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後來我要參加駕照考試，

因第一次的車試失敗而心中著急，而此時楊傳道問我能

否去美教會，我不加思考就說：“只要我考過駕照要我

去哪都可以。”話音剛落我就後悔了，後悔我不該在教

會隨便許願，這是天父的家，我是在對天父說話，那可

不是一般對人說話，輕慢不得，天父說話可是說話算數

的，祂可不喜歡祂的孩子說話不負責任。要是我做不到

那會得罪天父的。 
     

 
 
        這樣的例子我已經有過一次了。那時我也是不小心

向天父許願，那天晚上剛許完願天父就要我還願。我當

時還在想：天父怎麼這麼快就要我還願，我的願望你還

沒幫我實現呢。我這人就是愚蒙的腦袋，小瞧了天父的

大能，把天父的能力與人相比。正在我得意之時，許完

願的第二天早上天父就讓我看到了我所有的願望將馬上

實現兆頭。果真如此，不久我的所有願望就都實現了。

而這期間天父三次要我還願，不還願就要追討我，我嚇

得趕快還願。還願後天父即刻接受我為祂的子民。感謝

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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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次又是不小心許的願，天父真的又幫我實現

了，我的駕照拿到了，雖然這次天父沒有追我還願，但

我知道天父可不像人說話那樣婆媽，一切靠我自覺順服

天父話去做，我該還願了。 

 
        楊傳道也知道我已車試過關，就要我周六去美國教

會傳福音。可是我就是不想在那天週六去，只想著如何

逃避，想著我周六那天去弟兄姊妹家吃飯的美味一定比

去美國教會強。所以我仔細思考如何做才能實現我想做

的事。計劃先告訴弟兄和姊妹我將會去他們家吃飯，然

後我再名正言順的告訴楊傳道周六我有團契活動不能去

美國。週五那天下午 5 點左右我正高興的給弟兄姊妹家

打電話，可是那天那弟兄姊妹家就是沒有人接電話，過

了一會我又繼續打電話，打了好幾次還是沒人接。我百

思不得其解，感到非常奇怪，也真是想不通，想起我以

前每次給他們家打電話都是那麼順利，為什麼這次就這

麼不順呢？我想這下該怎麼辦呢？找什麼理由向楊傳道

說呢？本來這是一個我不去美國教會的最好的藉口。難

道真是天父不同意嗎？我還是不罷休，繼續打電話。 
      
        但很奇怪的是這回一打就通了，我非常高興，喜滋

滋的，非常得意，心想這回有希望了，天父就是愛我。

祂一定同意我的想法。想到這，不等我說話就已聽到對

方在說話，我一聽感覺不對，不像那姊妹的聲音，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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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一聽原來是楊傳道的聲音。我嚇一跳，正納悶我怎

麼會打到楊傳道家。我很清醒明白我撥打的是那姊妹家

的電話，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剛才得意的美夢一下

子成了泡影。這時只聽楊傳道在電話裡說：“怎麼樣，

你們去嗎？（指我和我先生）”, 我從美夢中驚醒，吱吱

唔唔地沒能思考的說：“有個姊妹邀請我們去她們家吃

飯和過團契生活耶”，對方好像沒聽到我所說的，繼續

對我說：“但好像這次車位不夠，只有一個人的車位多

出來”，我一聽又開始高興起來了，心想我終於又有一

個更好的理由不去美國教會了，因為楊傳道以為我是一

定要和我先生兩個人去，其實去美國教會我一個人去是

沒問題的。只是我那時真的是把天父對我所說得話全給

忘了，就是想逃脫不去。我趕快說：“那我們就不去

吧，你們去就可以了”但沒想到楊傳道說：“再說

吧”。我一聽這話好像感覺她還有別的辦法能夠讓我們

去。看來我這次我是沒戲唱了，一定是逃不掉了。 
 
        之後她真的很快又給我來電話說：“你們可以去

了，因為有一個弟兄突然決定明天要去處理另一件急

事，他不能去美國教會了，你們明天可以去了。” 我無

話可說，只好服從。 
               

 
         
        感謝天父，那天我們去了美國教會，來了一些就讀

美國某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我們一起唱聖歌，感謝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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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神，一同分享禱告和讀經在生活工作學習中的作用和

重要性，讓他們知道神是掌管萬有的，只要他們相信有

神，用心靈和誠實去向上帝禱告，去讀經，必蒙上帝垂

聽。他們也很開心聽我們的分享。也讓我們知道了他們

正面臨畢業需要找工作以及他們急需要這方面的思想準

備和找工作方面的經驗指導。由此也讓我們及時地為他

們提供它們之所需。感謝讚美主。 
 
    就這樣，我們很順利從美國教會回到加拿大，就想著

像以往一樣馬上各自回家了。然而這一次卻非常特別，

前所未有，我怎麼也沒想到，從美國回來的路上，就听

那弟兄姊妹家來電話要我們一定去他們家，還特地說他

們有很多好吃的。也正等著我們去過團契生活以及討論

聖誕節的事呢。我一聽非常高興，不斷地在內心感謝讚

美主。天父就是這樣慈愛，偉大，祂太愛我了，為主做

工，天父是不會虧待我的，祂知道我很想去那弟兄姊妹

家吃飯和過團契生活，祂就滿足我的心願，因為我順服

了祂去了美國教會。祂給我的真的是超出我所思所想

的。即向外傳了福音又見到了我的弟兄姊妹，大家歡聚

一堂。歌聲不斷，喜樂無窮，真讓我開心。 
          
      感謝讚美我主。無論我們做什麼都要尊主為大，為

先，將天父的話放在首位，做好天父家裡的事，天父一

定會賜給我們最好的。教會是天父的家，天父的家就是

我的家。有家真好，我愛我家， 無論是在哪個國家，有

教會就有我的家，毋忘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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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之前 
雙雙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22－23） 
 

 
 

    我的父母喜歡種植。夏天還没到，他們就忙乎著撒

種和育苗。到了七八月份，後院

的菜園已是綠油油的一片。南瓜

懶洋洋地躺在地里，碩果滿枝的

蘋果樹成了貪吃小蟲聚集的樂

園，韭菜，芥菜，生菜和其它不

知名的蔬菜爭先恐後地長著，一

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到了秋天，

在享受豐收喜悅的同時，父母總是不忘收集蔬果的種

子，以便留到下一年使用。為了能得到這些種子，各種

植物產的果實必不可少。如果沒有果子，就沒有種子。

蔬菜也不例外，它們生長到一個地步就會開花，結果。 
 
    在去 Plattsburg 宣教的幾次經歷中，小組成員會不時

地談到“撒種”在慕道友的心裡，然後等聖靈在他們心中

做工，使種子發芽成長。這撒種的比喻讓我想到撒種之

前收穫果實的過程。基督徒的果子從哪裡來？首先是从

神的话语而来，其次是從聖靈在我們心中所結的果子

來。如果基督徒自己靈里的果子還不成熟或者還沒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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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那宣教的事工將打折扣。當然，聖靈有可能直接

在慕道友的心中動工，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馬太福音 19：26）。但在不忽視聖靈能力的基礎上，

應該指出的，是作為基督徒的個人責任。 
 
    耶穌要求門徒在人前為神做見證，把福音傳遍地

極。基督徒的責任不僅僅是為神做見證，更是要為神做

好的見證。對於不信神的人，我們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

行都直接影響到他們對神的看法。如果我們好鬥，不耐

心，心存怨恨，粗魯，喜歡論斷，自私，沒有節制，不

信的人會認為我們的神也不過如此。就像一個孩子的表

現往往體現父母對他的家庭教育如何。雖然作為基督徒

的我們知道是因為人的軟弱，而不是因為神的軟弱，我

們才會陷入各種試探中，但是對於不信者而言，我們卻

是他們考量神的尺子。 
 
    不可否认，人不可能完美。但重點不是成為完美的

人，而是花時間與神親近，與我們的造物主建立美好的

關係，誠實並坦白的面對自己的不足。只有當我們在靈

里裝備好自己，讓聖靈在我們心中結出果實，我們才能

有更優質的種子撒在別人心裡。 
 
    使徒保羅勸勉基督的門徒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保羅所說的更新和變

化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上帝的信實讓我們可以

肯定，“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 7：8）。因此，只要我們不斷地

祈求聖靈在我們心中耕耘，下一季的豐收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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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使命」 
---参加 2013 JMC 聯宣大會感言 

 

 
 
     四年一度的加拿大華人宣道會（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CCACA） 聯合宣教大

會（Joint Missions Convention，JMC）於 2013年 6月

27日至 7月 1日在安省 St. Catharines市的 Brock 

University盛大舉行，與會者不僅包括來自全加拿大各

堂會的會友，還有其差派到世界各宣教工場的宣教士和

差會機構的同工們。 JMC 大會是全加華人宣道會的盛

事，今屆主題是「承傳使命 i Open 」。今年大會邀請了

梁家麟博士（粵語），莊祖鯤牧師（國語）和 Dr. TV 

Tomas (English) 作了主題訊息分享，講員們生動有趣

地剖析了他們深入的洞見，並勉勵大家為普世宣教，為

主全然擺上；還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專題講座；此

外，世界各國宣教士們匯報目前狀況，分享他們豐富的

閱歷和體驗，為與會者帶來禾場的第一手寶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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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南岸滿恩堂有甘志聰牧師及師母，吳家興

傳道全家，陶偉基長老全家，蘇福中弟兄全家，雙長明

弟兄全家，白麗華夫婦，關輝明弟兄，單忠月姊妹及兒

子 Ho Man，胡海燕姊妹等 20餘人參加。弟兄姊妹聚首一

堂，聆聽了講壇訊息和工場報告，激起對宣教的熱情。

這是他们在當中的一些感想和領受，现擇要報導如下，

與諸位分享： 
 
 “2013聯宣有很多的挑戰，其中的一個最感動我的是

英語講員引用以西結書 22:30「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

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

國．卻找不著一個。」來激勵我們要回應神的尋找和回

應福音的需要，因為只有一個救法；只有一個救法，因

為沒有別的名可救人；沒有別的名可救人，因為只有一

個救主。” 

                                      

                                      -甘志聰牧師 

 

   “四年前參加 JMC是為了清楚神帶領我們全家到加拿

大的心意，神的靈感動我們夫妻在會中回應了神的呼

召，進而開始裝備自己。今年去 JMC是想要更清楚神對

於我們前面服事道路的帶領，等候與操練直至更清楚神

的旨意是神藉祂的僕人所給我們的信息。兩次的大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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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豐富的信息；但最激勵我們的是那一個個神的僕

人以生命來服事經歷神的見證” 

 

             -吳家興傳道和敦平師母 

 

  “剛過去的 2013 年聯宣中給我们流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要"傳幅音給回教徒"。 因為回教徒的增長比較我們

基督徒增長快得很多，大多因為他們是一出生就成為一

個回教徒。 感謝神給我們有機會自由地去選擇跟隨神的

道! 近幾年中東多個國家因戰亂以致有大量的回教徒或

外走逃避戰爭或遷移到別的國家生活。此刻就是一個機

會將福音傳給他們，因為在他們的國家中傳福音是有一

定的難度，但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中是來得方便及容

易。工作，學習和教會事奉中，活出基督的生命，現在

已經不像已往一樣需要到老遠的地方去傳福音。所以我

們一定要好好裝備自己，隨時可以作福音的執事，將神

的道傳開。” 

                               -陶偉基和陶董惠玲 

 
  

   “第一次參加 JMC大會，起初只是抱著與家人去玩

玩，放鬆一下自己的想法，卻沒想到收穫匪淺，觸動不

小，其中有‘四個沒想到'：（1）宣教傳福音不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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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傳道的專利，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奉獻一生到

異國他鄉作傳道宣教。我們基督徒是世上的鹽，世上的

光，人人都是宣教傳福音的大使。但問題是，我們如何

在日常生活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改變生命，用生命

見證生命,向人傳福音，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來榮耀我們

天上的父。我們要深切反省，是否真的盡好本分，當好

世上鹽與光？（2）一個宣教的生命就像耶穌那樣是一個

捨己的生命。無數宣教士，活出了道住肉身的生命。因

著多少宣教士默默的奉獻，委身，甚至犧牲生命，把福

音帶給了我們，也帶來了教會的複興。（3）華人是全球

最大的禾場，也是有潛力差派大量宣教士的群體。在短

短的卅年內, 在世界各地華人宣教士，從少於百人增到

千人。然而, 我們如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就顯得微不足

道了。目前全世界有 434,000 名跨越文化的宣教士。 南

韓基督教的歷史比華人教會短，參與普世宣教的起步也

晚，但是現在他們已有二萬多名宣教士遍佈世界。僅僅

在中國大陸就有四千。可見，華人宣教士要走向全球任

重而道遠。（4）伊斯蘭教正在藉生育、傳教和政治體

系，迅速增長，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宗教，超過世界人口

的增長速度，如今歐美不少國家出現了”伊斯蘭化”現

象。它既是基督教全球宣教的最大挑戰，同時為我們華

人'回宣' 提供了契機。” 

                      -雙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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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隔四年，我們全家再次參加了 JMC大會。是因為

大會的內容和形式都深深感染了我們。可以說是一次精

神上的豪華盛宴，我們每個人都從中品嚐到了神的恩

典，從中得到了智慧，從中得到了完善和昇華”。 

                  

-苏福忠 李建华 苏子川 苏紫桐 苏紫岩                                  

 

   联宣大會，感動人心。 

   參與宣教，勇敢戰士。 

   主的話語，言傳身行。 

   與主同在，走遍地極。 

      順服主意，主必賜福。 

                                        -李桂貞      

 

   “2013聯宣給我很好的體驗，當中我可以聽到多個

宣教士的見證，讓我看到世界之大和人們的需要。” 
-Eugene To 

 
    “JMC gave me the chance to hear about how others 
interpret the stories of the Bible, both in terms of leading 
certain lifestyles and advocating certain beliefs.”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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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 heart opening experience. Not only did we get 
to meet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had the privilege 
to learn and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n places hidden 
from the radar, making me even more excited to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Definitely worth going!" 

-Eugenia To 

     "It was amazing to discover the missionary work t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before us, and encouraging to know that 
the topic of evangelization is a live one, amo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oi Yin Wu 
 

     “It is one thing to read about evangelization in books and 
talk about it in small church settings, it is quite another to 
experience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a large number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aspiring missionaries who are 
eager to serve Christ in brining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kingdom on earth. The experience was eye-opening. ” 

    
-Shuang S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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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吾家 
---聽見了上帝的聲音 

 

         陶董惠玲 

    今年六月是我們一家人第三次參加加拿大華人宣道

會聯合宣教大會。回想在 2001年八月我們第一次參加的

聯宣是在亞省三山草原神學院，當年的主題是『催請主

再來』。王永信牧師的講道中提醒我們可以從以色列的

復國、世界災禍的增加、及科學的猛進和道德的墮落，

看到有形有體的證明---末世的接近和主必再來。 

    那麼在主再來之前我們該做些什麼呢？當中也提到

中國已開放，華人遍滿世界各地，我們要為中國禱告，

爭取在海外的知識份子歸主，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祝

福。 

   2005年聯宣的主題是『豈能‧‧‧不見、不知、不

去！』, 是我們一家人第二次的參加。給我們一家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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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的經歷同信息,更多認識宣教士的工作及宣道會的宣

教工場。 

     豈能不見？就是要學效主耶穌基督走遍各城各鄉，親

自去看見人真實的境況並他們心靈深處的需要。因為要

收割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馬 太 福 音 9:35-38) 

       豈能不知 ? 在彼得後書 3 章 8-10 所提及的，我們要

知道；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

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

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

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豈能不去 ? 主耶穌基督又在馬太福音 28 章：18-

20再提醒們徒;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神愛的民就是我們要愛的人，忠主託付。在等待神

特別的呼召時，願我們都積極的參予教會，緊緊的跟隨

主，活出神給予教會在世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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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不一樣的人生 
---傾其畢生於中國福音事工 

 

 

       

    戴德生(Hudson Taylor主後 1832-1905年) 英國傳

教士，中國內地會創立者。曾在英國赫爾和倫敦學醫 5

年。 1853年, 受福漢會的派遣, 先後在上海、汕頭和寧

波等地傳教並行醫。 1857年向福漢會辭職，成為自立傳

教士。 1865年創立內地會。同年發表其第一部著作《中

國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籲傳教士來華傳教。 1866年

率 13名傳教士再次來華。 1875年 7月發刊《中國大

眾》。 1880～1881年先後去贛、鄂視察教務。 1900年

他曾參加紐約普世宣教會議。1853～1905年，他為發展

教務在中國內地數次長途旅行。1905年在長沙去世。他

自一八五三年來華直至卒年，傾其畢生於中國福音事

工。他對神絕對順服和信靠，給內地會的建樹和中國教

會的產生，帶來神豐富的祝福。 

 

從小心系中國 

   

    戴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

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

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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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早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

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

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

父親感嘆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

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

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

德生的心裡，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回應神的呼召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

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

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

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

喜樂。同年，他裡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

決到中國去傳道。 

 

對神順服和信靠 

         

    戴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

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

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

戴德生經過懇切禱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

的，乃是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裡充

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

而喻，派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

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

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

說：“主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

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裡面附著一

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

知道醫院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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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對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

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

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

工。”一八七六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

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复

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

他作罷。有人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

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神的感

動，照原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

華大使在煙台簽訂條約，準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

方旅行或居住。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

著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對神愛的體現 

 

    戴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

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壓，在

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

生遊行佈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

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顧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

改著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

人住在本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群地痞

流氓鬧事。暴徒衝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

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

流很多血，女祕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

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

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

滿心感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

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

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捨了，他的子女中，有二

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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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

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內地

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

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

氏堅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

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

的，神給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

時，帶來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

已在中國設立了五十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

他離世的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佈中

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

而受浸者達二五零零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

國、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意大利等國均有

宣教士響應及加入。 

 

    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

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承戴氏遺

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

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

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中國教會

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師。他的

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

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

國。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 

         

    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

文字、教育、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

1866年至 1905年，這卅九年中，因內地會的福音工作而

信主的人數有兩萬，而且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這實在是

一個很好的成績。所以回顧歷史，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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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深遠的。 

   

    戴德生認為"靈性重於物質，中國的需要實在屬靈信

仰方面，當靈性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需要也會迎刃而

解。” 是的，如今中國社会最缺失的不正是屬靈信仰方

面的嗎？  

 
 

 

戴家五代，在中國宣教事奉 

 

  到目前為止，戴家有五代在中國宣教工作。可以說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一句話在他

們這一家族裡面是落實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紹曾（Jim 

Taylor）牧師曾任海外基督使團總裁、聖光聖經書院院

長、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又在 1994 年中國四川協助創

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並承擔為第一任 MSI 總

裁，於 2009年 3月 20日離世歸主，享年 79歲；第五代

的孫子戴繼宗牧師現在香港事奉，於 1993年與台灣基督

徒聲樂家柯悅敏小姐結婚，柯小姐成為戴家第一位中國

人成員。而戴德生成立的內地會，於 1964年改稱「海外

基督使團]，總部設於新加坡，繼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

向東南亞的民族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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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斯頓傳>> 

---將上帝的永恆之光帶進了黑暗的非洲大陸 

 

     戴維•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1813年 3月

19日－1873年 5月 1日），英國探險家、傳教士，維多

利亞瀑布和馬拉維湖的發現者，非洲探險的最偉大人物

之一。 

  他一生致力向非洲土著傳揚基督教，以慰藉非洲土

著的心，並在非洲大陸各處設立佈道會；當戰爭來到

時，設立難民營；當遇到販賣黑奴隊伍時，從販奴人手

上拯救黑奴。李文斯頓每到一個部落，都盡力去學習當

地的語言；當要被攻擊時，他勇敢地獨自前往對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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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和平友好。他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國

有戴德生，印度有克利威廉，而非洲有李文斯頓），他

將上帝的永恆之光帶進了黑暗的非洲大陸！ 

 

    <<李文斯頓傳>> (The Biography of David 

Livingstone)是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李文斯頓

一生感人經歷的描述，在簡短介紹其家世與求學生活

後，作者濃墨重彩地詳細記錄了他三次進入非洲的驚險

旅程。 150年前，李文斯頓深入非洲這塊被稱為蠻荒的

“黑暗大陸”，面對異教文化、叢林猛獸的強勢圍攻，

李文斯頓滿懷敬畏、熱忱與信心。透過作者的生花妙

筆，其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的探險奇遇栩栩如生地呈現

在讀者眼前。 37年之久，李文斯頓行走非洲三萬里，在

任何危險的時刻，他從沒有對任何人——包括食人族與

奴隸販子——發射過一顆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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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醫學而言，他是進入非洲內陸的第一位醫生；就

地理而言，他是畫出非洲內陸河川、山脈的第一人；就

政治而言，他是終止非洲人被販賣為奴的關鍵者；就探

險而言，他是打開外界進入非洲內陸的先鋒；就科學而

言，他是詳細記載中非洲動物與植物的先河。後世的

人，稱他是“非洲之父”。非洲地圖上，現仍有 30多個

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後世的人，稱他是“非洲之

父”。他深得非洲土著的敬愛，至今，非洲人仍稱他是

“非洲人的朋友”。 

    1873年 5月 1日,李文斯頓病逝於他所心愛的非洲。

這消息傳出後舉世震驚,英國舉國上下更是群情沸騰, 怎

麼一個如此偉大的人, 至死之前仍無法看到奴隸販賣制

度被廢除, 英國議會在做什麼? 李文斯頓的好友們植物

學家柯克與印度總督富力裡爵士即刻再提一法案, 要求

英國政府在威爾伯福斯 1807年的法案基礎上, 由海域延

伸進入陸域嚴厲打擊奴隸販賣。結果英國議會通過, 柯

克成為與奴隸販賣的幕後主腦兼回教世界的領袖—土耳

其蘇丹巴格徐談判的全權代表, 同時派遣陸軍大將戈登

率軍前往中東。戈登將軍在中國的太平天國之亂時, 曾

因力守中國的上海, 打敗敵人而聞名於世。 

    操縱普世奴隸買賣多年的蘇丹巴格徐是一隻狡猾的

老狐狸。他在土耳其皇宮裡熱情款待這位英國來的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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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不知道這位全權代表曾與李文斯頓在西瑞河畔探

險, 目睹非洲土著被捕和殘殺的慘況。柯克要求蘇丹即

刻簽署廢奴條約,否則英軍立刻開砲.蘇丹立刻推託說, 

這非他一人所能決定, 要召開回教酋長會議方能決定。

柯克事先已做過調查, 位於中東和埃及的阿拉伯人, 長

期以來已厭煩土耳其蘇丹的管理,極想獨立成立自己的蘇

丹與國家.柯克答應阿拉伯人的要求, 全力支持埃及蘇丹, 

結果在回教酋長會議裡, 阿拉伯酋長佔多數, 會議決定

通過了“廢除奴隸販賣”的決議。 

    1873年 6月 5日, 蘇丹巴格徐別無選擇, 只好簽字, 

柯克也簽了字。張文亮評述道: “從那天起,非洲奴隸買

賣的最大出口—尚吉巴島(桑給巴爾島), 從此永遠關

閉。'非洲奴隸'從此成為歷史名詞,柯克成為歷史上終止

'奴隸'的代表人,但是柯克說: '李文斯頓的死,比他的生, 

做得更多。'”是的, 正如主耶穌所說: “一粒麥子不落

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約 12:24) 。李文斯頓為主和非洲土著勞苦一生而

死, 結出許多美善的果子。他對神堅定不移的信心和忠

心, 為後人留下美好的榜樣; 誠然, “他雖然死了, 卻

因這信仍舊說話” (來 11:4) 。 

閱讀網址： 

 
http://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living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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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富傳道簡介 

 
 
1980 年從香港到巴黎謀生。 
1981 年信主。 
1982 年蒙召於歐洲華僑宣道會, 工餘修讀 COCM (歐洲

華僑佈道會舉辦之延伸神學課程), 參與倫敦, 巴黎市街

頭佈道, 探訪餐館, 和夜間福音茶聚。 
1999 年畢業於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士, 在長州永光會

堂牧會兩年, 期間組織福音戒毒聚會, 服待過來人。 
2001 年回滿地可恩典堂協助成輝營牧師牧會。 
2002 年開始 Verdun 區華語事工。 
2003 年復活節開始第一次恩光堂崇拜。 
2005 年夏天承接中信中心小城探訪隊領隊職位, 與眾同

工開始滿市四周小鎭 (Sorel, Torey, Grandby, Sherbrook, 
Three River City…)餐館福音事工。 
2011 年復活節結束恩光堂牧會, 同年五月份開始魁北克

市小城探訪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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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宣教事工撮要 
 

１國外宣教：環球宣教基金 

  加拿大宣道總會設立環球宣教基金來支持全國近三

百位分佈在六十多個國家的宣教士，其中華人宣教士約

佔十分之一，每月需要過一百萬元，由加拿大各宣道會

合力支持。本堂今年對環球基金的支持是 $6,000。 

 

２國內宣教 

 

 Ａ聖羅倫士區會 

  本區有許多不同種族的宣道會，有多間堂會還未能

自立，仍要區會在經濟及人力上支持。上屆本區(聖羅倫

士區)年會大會共識本省全區自制各教會將全年奉獻的百

份三支持區會的行政運作。今年支持聖羅倫士區經費為 

$3,000。 

 

 Ｂ華聯會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簡稱華聯會）的特色是強

調亙助和合作，一同支持國內、外華人宣道會的發展。

今年仍是 $1,000。 

 

３神學訓練 

  自從第二屆宣教年會，我們已經設立神學訓練基

金，鼓勵本堂會友接受造就和裝備。見於需要日增、今

年將神學訓練基金預算保持為 $3,000。 

 

４短期宣教 

  感謝神帶領，過去宣教組曾安排和組織的短宣包括

巴拿馬、荷蘭亞母斯特丹、瑞典哥登堡、多倫多頤康中

心；亦曾有數次接待由多倫多來的短宣隊在本堂和我們

一起傳福音。近年 Plattsburg 同胞事工亦是短期宣教

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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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有機會去荷蘭，現正在計劃安排中。今年短宣預算

為 $1,500。 

５本地福音 

  本地福音將是我們宣教組工作的重點。感謝神，帶

領，近年接觸中國飛航員、 Plattsburg 同胞事工、小

城探訪，成為了我們可以關心同胞，外展傳福音的好接

觸點。今年本地福音的預算增至 $4,000。 

 

６宣教推動：宣教年會 

  宣教年會乃是教會為推動宣教事工而設的，目的是

讓大家對宣教事工有更多的認識，也能有所感動，以此

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教會的宣教活動，也鼓勵大家以各種

方式，將福音傳給還沒有認識神的人。宣教年會的預算

為 $1,500。 

 

宣教預算 

         2013年預算    2014年預算 

國外宣教（環球基金） $4,500     $6,000 

國內宣教 

  聖羅倫士區會       $3,270     $3,000 

  華聯會             $500           $1,000 

神學訓練             $2,730     $3,000 

短期宣教             $1,500     $1,500 

本地福音             $2,500     $4,000 

宣教年會             $1,000     $1,500 

臨時用款             $1,000     $1,000 

支持聯宣 2013       $1,000 

聯宣 2013資助金       $3,000  

﹣﹣﹣﹣﹣﹣﹣﹣﹣﹣﹣﹣﹣﹣﹣﹣﹣﹣﹣﹣﹣﹣﹣﹣ 

宣教總預算             $21,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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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宣教年会特别聚会程序表 
 

宣召                                        主席 

禱告                                    會眾起立 

讀經           歌林多後書二 14-17           主席 

唱詩：         【給我一顆中國心】           會眾 

        【你民是我民】               會眾 

        【宣教的中國】               會眾 

        【忠主託付】                 會眾 

講員信息分享     毋忘吾家             林國富傳道 

報告                                  甘志聰牧師 

默禱 

彼此問安 

 

------------------------------------------------ 

主席：關輝明                      翻譯：谷祝娜 

領詩：陶董惠玲                    詩琴：樊朱瑩儀 

司事：沈珏羽 李桂貞               兒童事工：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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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宣教年会特别聚会歌词 
 

主題歌：【給我一顆中國心】 

 

給我一顆中國心，一顆中國心， 

每當我在寄居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 

中國啊，中國啊，我心所愛，願你不再哭泣， 

中國啊，中國啊，若我忘記你，情願右手忘記技巧， 

中國啊，中國啊，若不紀念你，情願舌頭貼於上膛。 

【你民是我民】 

 

請開我的眼，明瞭你異象， 

望見莊稼熟透，收莊稼的太少， 

人間太多失喪靈魂等待救恩， 

誰說父神不關心過問 ，只等收莊稼者， 

請燒我心頭，如同你心境， 

望見山不見牧者，只得迷羊， 

神家歷久荒廢牧場，等待復興， 

誰說父神不關心過問，只等牧羊人， 

願說你的國是我的國，我願一生跟你， 

你民是我民，與你到何方，請你指引。 

【宣教的中國】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 

有一個聲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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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前引導我的心， 

邁開步伐，向耶路撒冷，風霜雪雨，意志更堅定， 

我要傳揚，傳揚主的名，誓要得勝，在神的國度裡， 

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沉睡的中國， 

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 

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 

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忠主託付】 

 

1. 我已領受主的託付，一個至高至聖的使命， 

我要將你偉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見證， 

本來你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傳開， 

但因為你無限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彩。 

2. 主已吩咐我們要去，但願我們總不辜負主， 

凡不聽主命令的人，可怕災禍就必會來臨， 

我們當存畏懼之心，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 

我們更應遵從使命，為主到世界各處見證。 

3. 我們都欠世人的債，應將福音向別人傳揚， 

主賜我們恩典慈愛，我們應當與別人分享， 

應使每一罪惡之子，最少有一次聽道良機， 

倚靠恩主領我的愛，使他有這盼望得福氣。 

副歌：我願意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傳這信息， 

若不傳便有禍，求使我願跋涉， 

    我願意忠於主所託，使我能夠榮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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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源自网络，仅供内部参考使用） 

      52 


	起碼並首先，這段經文勸我們要為萬人禱告、為君王禱告、無忿怒、無爭論、廉恥自守、要有善行。然後，再談傳福音，那就更合適、更有力、更有把握、更有見證、更有說服力、更能見證主。
	既然神應許必要成就、有新天新地並有義在其中，既然神願意萬人得救、並基督已經作萬人的贖價，我們就要為萬人懇求，過聖潔並無可指摘的生活。這就是傳福音的預備和起點。宣道會的精神不只是宣道，而是深化靈命、廣傳福音。沒有靈命，就只有講福音、或甚至只有講傳福音；不能傳福音，更不能廣傳福音。傳福音不只是要求講了福音，而是聽福音的人領受了福音而得到生命，並且是豐盛的生命。慕道的朋友要看到我們所講的福音是生命，而不只是一個理性的結論或一個感人的故事。宣道會每年都有宣教年會，在推動福音事工時，我們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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