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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中的感言
艰辛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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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8月18日，福音自传会东南亚区主任赖

年，当爱尔兰宣教士麦克劳佩德清楚地
领受了神的异象与吩咐，勇敢地回应了

神的呼召，神就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户，成立了福音
自传会，至今已经70年了。70年征途漫漫，虽然一路风
雨艰辛、曲折和泥泞，然而，他们并没有灰心！尽管当
初的拓荒者、宣教士面对被拒于门外的无奈、无助与颓
丧，仍仰赖对全能者的信靠，按照神吩咐，去向自己的
同胞传扬福音。同时，神在祂的时间里，兴起了许多忠
仆、捐献者及赞助者，陪伴着福音自传会度过经济萧条
的艰难岁月，真乃一路风尘一路歌。感谢神！今日的福
音自传会蒙神特别的怜悯与恩待，依然肩负宣教的大使
命，昂首阔步，披荆斩棘，行进在宣教的大道上，颂扬
神的恩典。

木森牧师向大家宣布了今年5月25日将

举办60、70及80周年‘万民齐来欢庆！’庆典活动。之
后，同工们便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按照各自担负的职责
岗位着手安排和行动。首先是安排庆典场所、确定讲
员与节目程序，随即向福音自传会所有属下的教会牧者
同工公布庆典的消息；跟着设计宣传单张、海报、布条
与邀请卡；顾问张宝华牧师着手召集、组建、训练联合
诗班；负责《感恩特辑》的委员纷纷发出征稿信及召收
贺词与广告，从采访、约稿、定稿，到整理、翻译、校
对、审定到交付印刷；同工们也分头去寻找纪念品和预
备礼品包；负责展览会的同工也积极地收集资料、制作
幻灯片。为了录制福音自传会过去、现在与未来挑战的
影片，同工更是翻箱倒柜，甚至向国外的同工们询问及
寻找那最具意义与回忆价值的照片。这期间，大家与海
外牧者、同工的电邮往来不断，除了催稿，也与他们商
讨机票的订购、安排行程与住宿等等。大家工作认真严
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有许多的心得体会：就是适时
地放下自己的意见，去聆听并为其他同工祷告以及伸出
双手扶助软弱的同工。由于缺乏大型庆典的实际经验，

主席献词

沈牧师翻译

同工们都小心翼翼地进行手中的每一项工作，一点也不
敢怠慢。九个月的努力准备，整个团队就如怀胎的妇人
一般，细心孕育着＂胎儿＂，确保自己负责的事务在庆
典到来之前能够如期顺利＂生产＂！感恩的是：神在这
期间也为我们预备了多位义工前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正
如主席李盛光博士在特刊献词篇中所说：当神的忠仆遵
行神的吩咐时，即使前面的道路上屡经考验与磨难，主
仍然祝福。的确，在我们身体极度疲惫，尤其是当特辑
在进行最后校对，几个不眠不休的夜晚，这一番话成了

颂赞

我们前进的力量，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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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耕耘

1952

辉煌的未来

在

年，迁移至新加坡的东南亚区福音自

接下来的日子里，福音自传会将继续面对各样

60

、70及80周年的庆典已经过去。求神赦免我
们，虽然因许多经验的不足可能造成庆典的不

挑战。不管是在前线的宣教工场还是在后方的

尽完美。然而我们深深地感恩，谢谢祂让我们参与并完

行政办公室，我们求神兴起更多的年轻同工，兴起一批

成祂伟大的圣工。愿我们服侍主的人常常谨记主的教

天，神使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如同一盏明灯，照亮许多灵

赶得上时代变迁以及科技神速发展的新一代教会领袖。

训：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

魂沉沦黑暗的山区与村庄，藉着成立神学院、学生中

同时，也希望年长同工们继续做好服侍的榜样。感谢

愿我们的服侍得蒙神悦纳！

心、孤儿院、戒毒中心……等为传福音的管道，使许多

神，他们坚韧的精神如冬天里的松柏树、他们面对困难

‘万民齐来欢庆！’虽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从福音

贫穷困苦的孩童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许多丑小鸭

时的怡然、沉着与冷静是年轻人所缺乏的。过去，无数

自传会前辈的经验中看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性。正如张宝

的忠仆们顺服神，神就使用了他们几乎一生的岁月。今

华牧师在生日庆典上所许的心愿：我们要不间断栽培新

天，我们仰赖神兴起的新一代领袖，愿意与前辈们看

一代的领袖，培养起他们伟大事奉的精神及对穷苦者的

事工从开始到今天，福音自传会一直实施那非一般

齐，忠心地服侍、忠心地摆上。我们亦祷告神保守新兴

悲悯之心。愿神兴起提摩太！诚邀您前来与我们肩负兴

的宣教策略—即是整全福音事工。就是通过赢得、培

的领袖们，让祂以独特的方法装备和陶造他们，面对今

起提摩太的使命，并来参与提摩太奖学金的事工，愿神

育、装备、差遣以及赋能当地人回到自己族群中去传扬

天向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广大禾场以及具有双重目标的商

帮助我们共同开启福音自传会下一个60年伟大圣工的序

主的福音，并建立自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的方

宣挑战，诚心恳求神复兴教会！

幕！阿们!

传会仍面临着重重挑战。然而，如同

神所应许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

变成了美丽的天鹅。这一切也都是神感动着无数赞助者

新一代领袖心路历程分享

礼品包

们的慷慨解囊所成就的，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予上帝！

针。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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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庆典当天，我们一早就聚集在会议室内。
上帝的宝贵应许提醒着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也

不能做！大家恳切地祷告，并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主后，
我们便分头开始行动！感谢神的恩典，主不但赐下美好
的天气，也使同工个个精神饱足、体力充沛，足以应对

勉励

司仪

忙碌的一天。首先在大家齐心的努力下完成了500个礼

祷告
聚餐

品包；司机弟兄忙碌着将一切需要的器材工具材料送到
庆典的现场，又匆匆地到机场去接机与安顿宾客。感谢
神，热心的姐妹临时帮助我们把一批来自意大利的同工
带到飞禽公园去游玩，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新加坡神学
院。
五点钟，巴特礼基督教会里里外外开始热闹起来
了，大家在和谐亲睦的气氛中，享受着万民齐来欢庆赞
美主的愉悦！礼堂内，两位司仪在进行默契的交流，新
一代领袖在预备他们的心路历程分享、诗歌班与旌旗队
更是努力地在彩排；礼堂外，同工们忙碌了一整个下午

肯定与表扬时刻

布置起来的展览会会场人头攒动，穿着各国漂亮服饰的

许愿
展览会

同工穿梭其中......。七点一刻，11位来自泰国的阿卡同
工唱着欢迎歌迎接从四面鱼贯而来的弟兄姐妹步入会
场，融成一幅圣徒齐来赞美神的即温馨又庄严的画面。
我们也见到了许多好久不见甚至是从未见面的赞助者。
今天能够见到他们，且可以当面谢谢他们，真是非常难
得的机会。感谢神！在这一个神所定特别的日子里，我
们有大约550名出席者参加庆典，我们不但有美好敬拜
神的时间，会后也有机会与来自海外的同工们进行和善

旌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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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交流与沟通！

张牧师指挥诗班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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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摩太奖学金（张宝华基金）
赖木森牧师
“长江后浪推前浪” 并不是一句悲观的感叹，
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倘若只有前浪而没有后浪，才将是历史的悲剧！
有前浪也有后浪才能形成一股向前推进的滔天浪潮。
神国里的工人浪潮也应该如此，
一代一代的工人被兴起，一同向前迈进！
感谢上帝！我们在福音自传会的事工中，
看见了这个浪潮的涌流……
目前它虽然还是很小……

然藉着庆典获得弟兄姐妹支持的数目与所定的目标尚有
一些差距，但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继续祷告仰望祂。
我们也恳切地邀请您来参与这推波助澜的事工，为
能提升下一代领袖素质的经费需要，而一起努力，达成
目标。这一方面是按着主耶稣的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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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9：37-38）另一方面是要使我们
的异象与主的使命能薪火相传，如保罗所说的：“你在
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
导别人的人。”（提后2：2）

但我们愿意看见一个更汹涌的浪潮!

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年日里，我们亲眼目睹许许多

盼望有更多的新一代领袖被兴起，

多的‘丑小鸭’变成了天鹅。起初他们无依无靠、孤苦

劈波斩浪，携手前行！

伶仃、自卑自叹且被人抛弃。然而经过认识主、被培育

今天

，80岁高龄的张宝华牧师，怀着强烈的

及装备之后，成为神所使用的传道人，成为荣耀神的天

宣教使命，对栽培年轻一代基督徒的

鹅！

热忱依然不减当年。在他80岁生日会上，他许下的心愿

杨惠莓传道在缅甸腊戍的宣教工场上，是丑小鸭变

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看见神兴起一代又一代新

天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她从小便受惠于福音自传会的

的领袖如浪潮般地兴旺起来，但他不愿这些领袖们因着

儿童助学金。初中毕业后，神呼召她进入神学院接受装

经费的不足而化作沙滩上的泡沫。因此他盼望能为他们

备，后成为合格的传道人。她在学习的道路上，一直有

筹资，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神学装备和训练，得到更

人赞助她的学费，赞助她的伙食费，她默默地领受。对

多的造就，带领教会更上一层楼；不仅如此，他也寄望

于神、对于人给予她的这一切恩惠与援助，她除了表示

于新兴的领袖们肩负宣教的大使命，继续栽培下一代新

感恩之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心地服侍教会，回报神

人，代代传承。这是提摩太后书2：2的教导，也是张牧

的恩典、报答人的栽培。今天，惠莓传道又将获得提摩

师宣教的心志。

太奖学金，再次展翅高飞，到国外去深造。这么多的牧

感谢神的恩典，在刚过的福音自传会60周年庆典和
张宝华牧师80岁生日庆祝会上，正式设立了‘提摩太奖
学金’。即是为新一代领袖进深课程预备所需要的经
费，当时有超过600位主内弟兄姐妹参加。感谢神，虽

者、弟兄姐妹对她爱心的寄望和付出，将使这只漂亮的
天鹅飞得更为坚定，更加荣神益人！
盼望您能继续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天鹅们，使他们为
主展翅，为主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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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