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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福音自传会宣教的历史中，有许多先贤与无名的传道人所留下来的佳美脚踪与美好
见证是鲜为人知的。盼望藉着这一期的“感恩与代祷”时报，向大家介述先辈“张学
恭牧师教授”以及“赵约拿牧师”的事迹。求主通过这两位先辈对宣教的贡献，激励
并启发你、我更加愿意投身于宣教大业，为主使用！

至死持守主道的人— 张学恭牧师教授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林前 15：2）

张

学恭，字仲温，1897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

国之后还陆续著有《约翰福音讲义》、

潍县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河西村。这

《教牧书信讲义》、《歌罗西书讲义》

个地方很早就有外国的传教士来此传扬耶稣救赎的福

和《以赛亚书讲义》等书。1930年张学

音。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传道人李恩惠宣教士

恭牧师回到华北神学院执教。从1934年

（Grace Mary Rowley）来到潍县宣教，就是她把福音

开始，他以副院长身份接替年迈的赫士

传给张家的。张家祖父虽然很早就接触过基督教，但第

博士主持院务工作，1937年赫士博士推

一位接受福音的人则是张家的祖母。祖父后来在祖母的

举他为华北神学院院长。华北神学院一贯的主张是旗帜

影响下也接受了主耶稣。从此，福音的种子在张家代代

鲜明地维护圣经默示、无误的权威和教义的纯正。其办

相传。

学方针遵守圣经真理、重视学生灵命的操练、教学质量

感谢神赐给张家丰盛的恩典：张学恭从小就有机
会跟着李恩惠宣教士学习神的话语，建立他对神一颗

高，名扬海内外。因此，学院培育出来的教会领袖深受
各地教会的欢迎。

稳固的信心。学恭自幼聪慧机敏，谦逊好学，他不因

抗战期间，张牧师独撑神学院的危险局面，学

家境穷苦而放弃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1912年他就读于

院的所有传道、教导、产业、土地、孤儿院、麻风病

广文中学，后在李宣教士的援助下，毕业于山东基督

院……还有沉重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教大学（后来改名齐鲁大学）。学恭能够在这所大学

面对这一切，张学恭牧师唯能紧紧地依靠神。虽经历诸

学习实在是莫大的神恩！1924年张学恭毕业，1925年被

多困难，但院务仍能照常进行，其中浸透着张牧师诸多

当时任山东华北神学院院长的赫士博士发掘，受聘为

的艰辛。日军的残暴行为，尽人皆知。当日军有意要到

华北神学院教授。1927年张学恭也曾一度担任过潍县文

孤儿院去搜寻的时候，张牧师早已识破他们的企图，迅

美中学校长。后来，张学恭与梁惠庭结婚生子。1928年

速安全地将16岁以上的女孩暗中带离孤儿院，并千方百

秋，李宣教士又援助张学恭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

计将她们藏起来。因此，当日军强进学院之时，他挺身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进深神学装备。纵使

应对，化险为夷。感谢神！祂保守了祂的众儿女。之后

有许多不舍与牵挂在心中，他仍独自一人踏上异国深造

华北神学院被迫停办。

之路，留下孩子与妻子在中国。毕业后，张学恭又往芝

1940年张学恭牧师曾到香港伯特利圣经学院讲

加哥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进修。在美

学。人们都说山东出了许多属灵伟人，其根源可追溯至

期间，他完成了他第一本宣教专著《个人布道》；回

山东基督教大学高素质的学术训练、中西文化的交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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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属灵上获得充实的装备。神学教育一直是张学恭牧

五口都带回自己家里照顾。父亲的所为让当时还年少的

师心中最深的负担。华北神学院停办之后，张教授带着

张宝华牧师不能理解，但是父亲的一句话让心存疑惑的

家人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时，他首先在教会里给一大批

张宝华至今依然深记在心，“宝华，你要记得，当我们

年轻人进行系统及严谨的神学装备，如同在华北神学院

帮助人时，会让他好像在路途中碰见了耶稣帮助他一

一样，积极培植新一代的教会工人。为了维持他所带领

般。帮助别人，其实就是一种敬拜的行动。”父亲这种

的山东华北神学院的教学，他们不断的迁徒，从南京到

不顾一切对穷苦者悲悯之情帮助人的事奉精神，深深地

长沙再到桂林。

激励和感染着他的每一个孩子。父亲用他的行动教导孩

1945年，泰东神学院在南京被设立了起来。隔年，

子如何敬拜与事奉神；孩子成年后，父亲依然用他对神

他开始担任院长。在张学恭牧师的治理下，神学院培育

真实无伪的忠心，教导他们要全然地将生命摆在祭坛

了许多当地的神学生与基督徒领袖。在神学研究上，张

上。张宝华牧师记述他与父亲相处的17年岁月中，父亲

牧师思想缜密、立论正确，让学生们获益匪浅。之后，

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与他独处时的对话、沟通与互

他与学生们在南京之外也建立了教会—他们印发福音单

动。在跟随父亲的路上，张宝华观察他的待人处事。日

张、训练布道队伍、差派传道同工、开办圣经学校，教

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当时

会也随之增长。除此之外，张牧师还差派他们向自己的

年幼的张宝华敬佩不已。他完全实践着“整全福音”。

同胞传福音并建立本土教会。与此同时，张牧师也致力

帮助寡妇的这件事也成为张宝华牧师认识“整全福音”

与当时神的众仆人带动华人的宣教事工，栽培第二代的

（Holistic

领袖。除了在神学院执教外，张牧师一有时间就去乡下

全福音”，也使之成为福音自传会的宣教模式/策略。自

传福音。他分配学员们深入内地不同的乡镇及偏辟的边

70年代开始，张学恭牧师的孩子—张宝华牧师凭着神的

疆宣教，方法新颖，形式多样。他们用喇叭和手风琴吸

信实，带领福音自传会按着这个模式一步一步地走过

引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张牧师常带着年幼的儿子

来。2006年，赖木森牧师接任后也非常认同这个宣教模

（张宝华）到乡下，当父亲与成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

式，继续积极地推动、推广，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

张宝华便带领小朋友们唱诗和给他们讲圣经故事。

展，使它更加完善之。

Gospel）的启蒙。后来张宝华牧师不仅认同“整

泰东神学院是张学恭牧师在中国创办的中华传道

张学恭牧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为人谦逊、博学严

会属下第一间正式神学院。因着有这个培训神工人的学

谨、意志坚强、富有爱心，是每一个传道人一生学习的

院，接踵而至其他神学

榜样。在他人的眼里，

院陆续建立。如上海圣

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于

经学院（由周志禹牧师

力工牧师说：“张牧

担任院长）、昆明神学

师是一位淳朴厚道的

院和贵州黔光神学院

学者……去了不发学位

（由赵君影牧师担任

的慕迪圣经学院进修，

院长）、香港神学院

他回国之后，并不洋腔

（之前称香港圣经学

洋调……。”另外一些

院，1949年）以及新加

文章这样描述（大略）

坡神学院（1952年）。

他：“张学恭牧师整

中华传道会在战

洁、谦和、信坚、热

乱时期碰到关于宣教士

忱、祷不倦。他以主耶

被迫离境的难题，因此

稣为乐，为祂而活，也

完全体会当地人向当地

是一位肯为主而死的

人传福音的重要，因而透过设立圣经学院，栽培有心志

人。”“当张牧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总是微风不动、

才能的青年人成为传道同工，让他们在自己的族群中事

咬字清晰（带着浓浓的山东口音）、从从容容、面带微

奉。所以，泰东神学院秉持中华传道会（早期福音自传

笑、直视会众。”此外，“张牧师对诗词的造诣甚好”。

会）的宣教策略，即是培育当地人，使他们能向自己的

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共产时期，张学恭牧师为了

同胞传福音。

信仰受到了逼迫，被关在中国广西的监狱中。为了坚守

张学恭牧师不但致力于培育传道人，也常常心系

信仰，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持守，忠心爱主，至死

着社会上的孤贫儿童。有一次，张牧师和儿子张宝华在

不渝。1962年3月5日张学恭牧师为主殉道，享年只有65

路上遇到一个贫穷的寡妇带着四个可怜的孩子。父亲帮

岁。正如他墓碑上所刻的四个字：主的忠仆。

助这位刚刚死去丈夫的穷寡妇埋葬死尸后，便把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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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侍奉主 — 忆赵约拿牧师

赵

约拿牧师在1949年出生于缅甸的贵概市、

六年的夫妻生活。

南完村。他是云南龙陵人。身为第二代的

赵约拿牧师品行端正，灵命成熟。

基督徒，他献身侍奉主是由于受到父亲和母亲对神坚强

他对神充满信心和盼望，对神的事工忠

信心的影响。赵约拿自十二岁就常常跟随父母到乡下

心诚实。女儿丽娟记述：“小时候，只要父亲在家，不

去，骑着马到处传福音，领人归主。十六岁那年，他

管他布道或事奉回到家多么劳累，每天晚上总要带领全

的父亲被主接回了天家，只剩下母亲和他两人相依为

家人敬拜、赞美、祷告神，教我们神的话语，然后才去

命。赵牧师的第三个女儿，赵丽娟传道这样记述她的父

睡觉，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到他离世前。”赵牧师心地

亲：“祖母经常讲述父亲没有被主改变之前的故事。父

善良，他管教儿女的方法就是为他们祷告，很少打骂他

亲之前很顽皮，常常在外和别人打架，祖母也没有好的

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他就用神的智慧开导他们，使

办法管教他。父亲二十岁那年，神的话临到了他，呼召

每个孩子都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赵家姐妹六人很爱她们

他去读神学。为了照顾年迈的祖母，父亲选择了先娶妻

的父亲，也敬重他的教诲。

生子，再去念神学。”于是，1969年赵约拿与傳大妹结

赵约拿牧师热情好客，非常爱教会里的每一位弟

婚，之后便到景颇族学院念了四年的神学。一毕业，他

兄姐妹，视他们如自己的骨肉之亲。在事奉上，不管他

就被差派到傈僳族教会去事奉。两年后，因着教会的需

碰到的困难有多大，他总是靠着主的力量去面对，所以

要，他被按立为教会牧师。赵约拿之前只懂缅文和景颇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爱他、敬重他。赵牧师除了牧

文，一直没有机会学习中文和傈僳文。但神十分奇妙，

养教会之外，他还创办了短期训练、学生中心和恩慈之

藉着赵牧师的勤奋和执着，在不同民族的教会里忠心服

家，他也培养出六位傈僳族牧师、多名传道人和学生。

事，有傈僳族、缅族、景颇族和汉族。感谢神，不久，

在建学生中心的时候，因缺钱便自己做沙砖。在建恩慈

赵牧师就能够用四种不同的语言讲道和牧

之家的时候，他也带着同工到处去找石

养教会了。90年代期间，虽然当时交通很

头、买砖块和托沙子等。

不方便，但赵牧师仍然带着景颇布道队和

赵约拿牧师一生中很得神的恩

傈僳布道队一行十三个人到山区里去，逢

宠，很少看医生。由于他懂得一点中医

人便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赵牧师

和西医的医术，因此他不但能给自己医

非常积极地训练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他

病，也全心帮教会的弟兄姐妹医病。有

们常常出外布道，时间是几个星期甚至

些人生病不愿意去医院，就来到赵牧师

好几个月。若碰到布道队员身上的钱不

这里治病。神使用他的双手，使很多人

费。如果没有柴可以砍了，他们便替人插

鬼。2011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不但肺

秧赚取一点吃饭的钱。有一回，正当布道

部积水，呼吸困难，后来还验出有肺

队队员在山区里背着柴行走的时候，遇

结核。在他最后一次去布道的时候，

见了缅甸福音自传会的现任主任查天儒牧

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赶紧去看

师。就这样，上帝的手牵引着赵牧师与福

医生，但已经太迟了，后来医生诊断

音自传会，在接下来的日子一起同心开展

出是癌症末期。当教会与家人得知他

赵牧师到乡下传福音，带领村民一家
够用，他们便一边砍柴，一边卖柴当做路
病得痊癒。他一边传福音，一边治病赶
归主。

神国的事工。

赵牧师的合家照。

得了重病后，很多人为他伤心、难

赵牧师看神的工作比家人、儿女都

过、哭泣，又为他祷告，求神医治。

重要。他为了布道，传扬主的福音，很

虽然赵牧师在极大的痛苦中，但他没

少在家。稚龄的女儿总爱问妈妈：“爸

有埋怨神，他还在病中常常为弟兄姐

爸什么时候回家？”这样的话传到赵牧师

妹祷告，也叫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

的耳中，就像利箭穿心般疼痛！可是，救

赵牧师病了两个月后于2015年8月23日

人灵魂的负担使他不敢轻忽上帝托付给他
的工作。由于赵牧师常常不在家，赵师母

与世长辞，回到天父的怀抱中。他的
赵牧师带领布道队到山区布道。

一个人支撑着家庭，养育全部孩子，非常

丧礼有两千多人参加，从中看到神的
荣耀，赵约拿牧师卸下了他一生的劳

辛苦。师母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但牧师很爱师母，

苦，他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去！我们要效法赵约拿牧师

只要他在家，必定想尽一切方法关心师母，并治好她的

对神的信心、忠心、诚实和爱心，他传福音的心志更激

病。在他们生活最贫困的时候，赵牧师也曾以木匠讨生

励着我们要跨出一步向人传福音，领人归主，一直到见

活。感谢神！他们不离不弃，在一起事奉，度过了四十

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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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介绍
·柯如华姐妹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成为
·
福音自传会“儿童助学金”部门的负责人。有
关新加坡赞助者赞助“儿童助学金”的相关
事宜，欢迎播电:62800312与新加坡办公室联
系。
·任婉贞姐妹已于2015年9月7日正式成为福音自
·
传会的财政执行人员。

有一次，我和同工趁着去一
间教会举办的差传年会时候摆了个
小摊位。间中我有机会向人介绍
福音自传会，也能够和会友分享
关于我所负责‘儿童助学金’的
事工。有一位之前支持过‘儿童助
学金’的姐妹受了感动说要继续
支持，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忘记了。过了一个月，这
位姐妹主动联络我，问我关于支持‘儿童助学金’

柯如华
在一间座落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教会里

的程序。我感到非常惊讶，便随口问她：“为什么你

参加敬拜，那是福音自传会植堂的教会。

不 断 催 逼 我 ， 最 后 我 唯 有 完 全 降 服 听 从 祂 。”我 听

万万想不到，今天我会加入福音自传会的办事处，并且

了之后，脑子里顿时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看

负责我所喜欢的儿童事工。

哪！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诗

我

突然又要支持了呢？”她说：“神透过很多人和事情

过往几年我一直是在新加坡的旅行社工作。我喜

篇121:4）是的，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啊！

欢这个行业，且工作得相当愉快。对我来说，从一个

我突然觉悟：原来我们都不是独自在工作，而是神一

世俗的职场转换到一个属灵的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直是与我们同工的；我们手所做的工是祂所赐福的。

福音自传会的工作性质不但完全与之前的环境不一样，

因此，纵使我无意地做错一些事情，仰或是做得不够

且我对这一份新工作是完全一窍不通的。来到这个新环

完美，但神会知道，我已经尽了力，我也非常乐意地

境，我害怕会把工作搞砸，甚至担心说了不适当的话得

在服侍祂所疼爱的孩子们。有神与我一起工作，我还

罪人。于是，我向神祷告：“神啊！如果是你许可我在

惧怕什么呢？

这里服侍的，你要负责到底！”感谢神！祂怜悯我的无

最后，我以这位姐妹送给我的一句话勉励您：“在

知，而且透过一件事向我验证祂是那位耶和华以便以

竞赛中，你是独自在跑。但在恩典中，神与你一起跑！”

谢，到如今都帮助我的神！
任婉贞

我

原本是一名会计。我的工作就是与会计公

后，我更加了解这个宣教机构是需要

司合作，帮助客户处理他们的账目文件。

一名全时间处理账目的同工。经过祷

这几年，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我可以在家中办公。

告后，我的心里有平安，并且十分渴

我即可以自由地安排作息时间，又可以选择服务的客

望将自己的技能用在宣教的工作上。

户。休闲的时候，我便义务协助福音自传会翻译一些简

就这样，我于2015年9月7日加入福音

单的文件，因此对福音自传会多少有点认识。

自传会，成为了他们的同工之一。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短期的宣教课程：“把握时

目前，我仍然处在认识和熟悉这个机构、同工、

机”。上课的时候，圣灵多次激励我要积极参与宣教。

宣教工场、事工和文化的过程中。我的个性属内向，也

当时，我内心有愧疚，因为平日很少看重传福音。圣灵

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与人沟通和与人交往的经验也不

也一再提醒我应当趁现在还有体力与时间，要抓紧机会

足，因此在探索这个全新的领域时，偶尔会犯错，也造

参与上帝的工作。

成了一些误会。感谢神！这里的同工都愿意彼此接纳，

感谢神的带领，当福音自传会同工，秀兰姐妹与

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忍耐和体谅。请你为我祷告，求

我分享福音自传会需要一名能够处理财务的人员时，我

主赐我智慧与能力，保守我的身、心、灵健壮，并求主

便毛遂自荐来应征这一份工作。经过与赖牧师的面谈

建立我的信心面对前面事奉的道路。

事工: 本土教会●圣经学院●认领民族●儿童助学●创启事工●整全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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