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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我们在张宝华牧师的鼓励下，踏出
短宣的第一步。记得我们的第一站到了泰

国北部。在那两个星期，我们参观了一些村庄，并
以神的话语、祷告和一些医疗及牙科的事工与当地
人分享了上帝的爱。从那时开始，我便经常带领短
宣队到不同的宣教工场。每一次，我们短宣队的模
式和方法都保持不变！虽有挑战、障碍和缺点，但
更有神所赐下的又大又多的奖励与祝福！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9-10如此勉励我们：“我
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
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
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

的确是这样，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这种即有
挑战，又会分心和疲劳的事工，我们是不可能维持
二十多年的。我们能够持续，是因为我们的服侍基
于上帝就是爱—祂关心你、也关心我。这位全智、
全能、全爱的上帝给了我们一种特权，就是可以与
祂同工去做善良的事情—用爱拥抱他人，帮助他们
去认识神并经历祂，然后使他成为忠实跟随祂的门
徒。

五旬节之后，门徒的使命始于传道（使徒行传2
章）、医治（使徒行传3：1-10瘸腿的得到医治），
过后再传道（使徒行传3：11-26）。“真道”和“善
行”的结合是第一批门徒一直重复使用的宣教方式。
他们疲于奔跑宣教，圣灵把他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
外一个地方，有时在同一个地方呆上数天、数周、
有时甚至数月、数年。

  即使第一世纪的时侯，没有现时代的交通与通
讯设备，但宣教士能够将福音传播四处确实非常令
人惊讶。今天，发达的交通使传福音的工作容易许
多。感谢神呼召我，特别是在我退休前的日子，以
医生的身份，即是以“真道”与“善行”二者结合
短宣队的方式去作宣教。我的限制就是无法长期居
住在宣教工场。

过去的25年，是我跟着主耶稣一起走过奇妙的
宣教路。当然，路程中也有一些挫折！病人在医疗
短宣队中获得的治疗效果不能与长期的相比，病人
得到的治疗与一个齐备的医疗系统的治疗也相隔甚

远。然而，神迹奇事却发生了！我们靠着祷告和治
疗，使病人长期的病疾得到控制，也避免了急性疾
病，甚至是病危。主耶稣真是特别恩待了这些环境
很不利的村庄。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位住在金三角
的女人，她已经不能行走好几个月了。我让她服用
一些消炎药片，第二天她兴高彩烈地“跑”来，说
她的膝盖不痛了。

另外，15年前在密支那，一位快要死于结核病
的男士，我诊治了他，之后也安排他在当地的结核
病院里继续接受治疗。15年后他联系我，使我知道
当时的医治不但坚定了他的信仰，也致使他努力学
习，后来能够在当地圣经学院里教书。他的见证十
分感动人。

有一个妇女，在仰光的法院内工作。当时，她被
污鬼附身。我们为她祷告后，她得到释放。异样的
面貌马上完全转换过来，笑容充满她的整张脸 ！

还有儿童患有癌症、心脏病、皮肤病、癫痫，以
及患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心脏无力、肺与气管
问题、慢性月经过多、贫血等病的男男女女。他们
藉着祷告以及有限的药物却被医治了。还有更多与
更“常见”的病症和有牙科疾病的人得到帮助。

病人感到被关心是最重要的了。有一些是第一次
感受到陌生人对他们的珍惜，才知道神珍惜他们。
我们用“真道”加强了这一点。这不但影响了病
人，也影响了整个村庄和村长，致使他们愿意回应

25年宣教的感想：

“真道”与“善行”并行的短宣
谢少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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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温暖的爱并流露感激之情。
我们当地的伙伴同工接着跟进他
们，在这些村庄里建立学校、孤
儿院、学生中心、儿童与家庭事
工，并给他们清洁的水、打预防
针以及推动社区活动等。令人难
以置信的是，后来我看到了在这
些医疗队到过的村庄四周建立了
家庭敬拜所和教会。我真的很高
兴，看到他们得到了整全的照
应，就好像主耶稣对人的承诺实
现了，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将继续为这些社区制定好的方法协助他们发
展下去。例如，这些蒙神祝福的社区需要有敬虔的、
有受过教育的、良好品格、聪慧和有能力的新生领袖
被培育起来。那些被安置在学生中心里的年轻男女需
获得培育；那些在补习中心的孩子，让他们每天有学

习，帮助他们的课业进步，也引
导他们的属灵生命。这一切就是
为了看到这些青年人通过十年全
面的引导、培育、支持和鼓励，
将来成为有助于他们社区、能够
祝福他人的领袖。

只有当我们愿意敏锐及谦逊
地与当地信心团体合作，这些事
工才能够有所进展。我很感恩，
能够以短宣队的方式参与这样的
一个宣教蓝图——一个每天都

需仰赖神恩典、赐能力、“真道”与“善行”并肩、
并与当地团体谦卑同行的计划。祈求主耶稣继续带领
我、坚定我、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学习更加降服于祂

伟大的主权，并跟随祂的脚踪行！感谢祂赐福满满，
我也知道，那要来的福气将会更大、更多！

当我 收 到 从 福
音 自 傳 會 转

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里
面装的是一封封从柬埔
寨、缅甸、越南、泰北
和加里曼丹“儿童助学
金”孩子们写来的信。
看着孩子们的字迹，我
就似乎看到了一个个在
逆境中受到关注孩子们
的脸庞。

1988年，我第一次
接触“儿童助学金”。
那时的我，还在马来西
亚新山中央医院当实习

医生。当我听到牧者分享福音自傳會这个跨国界的事
工，即可以帮助孤贫儿童有机会读书，亦是一个有力
的宣教行动，我的心深受感动。由于当时薪水单薄，
只能勉强赞助一、两个儿童（当时领养一个儿童只需
要马币25令吉。）慢慢地，我增加领养的人数，从几
个儿童，增加到十几个儿童，再增加到二十几个、三
十几个，最高的时候是五十个儿童。从实习行医一直
到1993年我自己开诊所，我就这样按月把“儿童助学
金”寄到福音自傳會的户口里。

2001年的农历新年，我带着一些药物，并我两个
当时仍在念高中的儿子一起参加短宣队。我们是跟随
一间墨尔本教会到缅甸短宣一周的。我和儿子们在那
里度过了感受深刻的七天！我见到了透过“儿童助学
金”支持的孩子们。看到他们感恩的眼神和话语，我
的心再次受到激励！我觉得，支持孤贫儿童受教育是
值得的投资！

在这二十几年之间，马币曾受国际金融风暴的严

重影响，支持一个儿童的款额便相对提高了许多。另
外，福音自傳 會也提高了不同年龄层的“儿童助学
金”。当时，有好一些赞助者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
减少支持，甚至停止支持。当我的心里在为那些受影
响的儿童感到难过之际，神感动我、改变我支持的方
式。于是，我不再在意支持多少人，而是按月奉献固
定的款额，让福音自傳會按需要去分配，转眼又过了
十几个年头。

这两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再次受到打击。种种的压
力使这次的打击变得比1996年时的金融风暴来得更加
严峻！我听说更多的赞助者在观望，于是我除了增加
一点奉献，我也鼓励我的孩子参与他们各自教会所设
的“儿童助学金”。感谢神！他们也开始参与“儿童
助学金”，并参加短宣队到前线去落实宣教的行动！

从开始到现在，我看到神喜悦我这样的奉献。祂保
守着我工作上的稳定；孩子也蒙福；不但有稳定的工
作，也热心在教会里服侍。一路走来，感谢神没有让
我受到经济萎缩的影响。今年我走到人生的六十岁，
回头看看，在过去的人生路上，我就像是在风浪海上
的一只小舟！虽然外面海浪滔滔，有风有雨，船身摇
晃，但因有主耶稣与我同在，我就可以继续向前，继
续支持“儿童助学金”与参加短宣队到不同的宣教工
场去！

那些因“儿童助学金”帮助，生命蒙改变的儿童是
有福的！他们的新生命，就是这项投资最大的报酬。
所有伸手向这些弱小孩子拉一把的人，我相信神必按
着祂的应许，不断地把恩典加添给他们！正如圣经上
说：“神能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
事常常充足，多作各样的善事。”（林后9:8）

愿神赐福予每一个甘心乐意遵行祂旨意的人！“只
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雅1:22）

宣教的行动
郑春祥医生

福音自传会（马来西亚）董事、“儿童助学金”赞助者

郑春祥医生的三个孩子（从
左至右）：郑荣光医生、郑
力诚医生、郑佳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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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那
年，我对

前途感到茫然。由于
父亲是一名医生，因
此我除了对医科有兴
趣外，对其他的科系
都没有兴趣。而要如
何能被医学院录取，
需经过什么途径，我
更是完全没有什么想
法了。

同 年 ， 我 和 弟
弟跟着父亲第一次参加了医疗短宣队到缅甸。同行的
还有一位牙医、一位医学生、几位护士和几位身负大
使命的年轻人。除了我们一家，其余团员都来自墨尔
本。我们在赖木森牧师的带领下到了缅甸的乡下。在
那里，我看见医生们为当地的人看病，并藉着药物减
轻他们肉体上的病痛。同时，我也看见医生们向病人
传福音，希望把能够解脱心灵捆绑的耶稣基督带到他
们的生命中。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

当时我和弟弟分别是18岁与17岁，我们除了有在
父亲诊所吸收一些基本的训练外，对医药是一窍不通
的。缅甸短宣时我们带了很多药物，负责提行李就变
成了我们兄弟两人的责任。抵达缅甸机场后入住一所
当地的孤儿院。接下来几天我们便进行了马拉松式的
医疗服务--从白天到傍晚，医生们看了上百的病人、
拔了上百颗牙齿。牧师和年轻人便把握良机，为接受
完医疗服务的人进行分享见证与代祷的工作。过后年
轻人在孤儿院开课教导当地孩童基本英文。就这样，
时间在我们的指缝中溜走了！

当地人的心都十分单纯。当他们看到身体的痛苦减轻
了，他们大多数都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感谢神！当
整个短宣队的队员按照各人不同的技能和负担，尽上自
己的一份力量时，我们就看到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
会。因着与墨尔本团队的相处，后来我做了到墨尔本升

学的决定。
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我参加了第二次的短宣

队。我与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跟着教会所
举办的短宣队到云南昆明的乡下。我们在那里为布衣
族的小学生举办了十天的英文冬令营。除了带队的传
道外，其余的队员都是青少年人。精心设计的3天2夜
节目包括手工制作、唱歌跳舞、趣味游戏与运动竞技
等，都得到当地儿童的热烈响应！孩子们把营会介绍
给他们的朋友，结果每天来营会的儿童一直增加。有
些孩子还是从别的村庄跑来的呢！由于当地人都十分
贫穷，有很多孩子是赤着双脚跑来参加营会的；他们
身上穿的衣服也不知多久没有洗了，嘴唇和鼻端上沾
满鼻涕。最令我刮目相看的就是哥哥姐姐们背着或者
牵着他们的弟弟妹妹，徒步走了很远的路程来到我们
当中……活动结束后，他们便拿着当天制作的手工，
徒步回家去！当地的老师说，由于他们的父母白天都
在田园里工作，因此照顾弟妹的责任便落在哥姐身上
了！

营会结束后，我们便三人一组在村庄里进行家访。
有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个50几岁的妇女，她的脚受伤
了，但因糖尿病的缘故，伤口明显已经受到细菌感
染。由于我当时只有足够她服用三天的抗生素和一些
退烧药，我便向她解释病情的严重性，劝她到医院接
受治疗。然而当时她都不愿意离开村子到昆明市的医
院，因为家人需要她在家中照顾孩子。临走前我为她
做了祷告，恳求上帝施恩怜悯她！隔年，另一支短宣
队带给我她衷心的感谢以及她的伤口完全复原了的喜
讯。我深知这不是那几颗药物的功效，乃是因着她单
纯的信心，垂听祷告的上帝应允了我们的祈求！

感谢神！今年我又有机会参与我在墨尔本教会所举
办的医疗短宣队。我期盼藉着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和
一技之长，继续被主使用。在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
见证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更多人的生命中，扩
展神的国度！在此，我也鼓励主内的弟兄姐妹参加短
宣队，将你的时间、才能与金钱奉献给主，贡献给宣
教工场！

感谢神，我出生
在一个基督化

的家庭。自小，我在儿
童主日学听了好多圣经
故事。爸爸妈妈也在我
们年幼的时候便开始在
家里设立家庭祭坛。藉
着家庭祭坛，我们每天

晚上一起读圣经和祷告。在我还没有上小学之前，我
的中文是靠家庭祭坛时间，每人轮流读圣经的机会学
习而来。圣经的故事就像超人故事一样，只要有耶稣

宣教的经历

郑力诚医生
（郑春祥医生的次子，郑医生是福音自传会（马来西亚）董事）

宣教的果实
出现的地方，人的病就医好了、内心被捆绑的能够得
自由。耶稣的真道超越人世间一切其他的道理，祂深
深地吸引着我。就这样，我在教会里，在一个受到保
护，充满爱与幸福的家庭中成长。我也参加了许许多
多主日学、少年团契、家庭营等。

在平稳基督化的生命旅程中，我的内心却好像缺
少了什么似的。一直到了2001年，当时我尚未高中毕
业，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和父亲与哥哥参与福
音自傳會的短宣队。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我们跟随
他的医疗短宣队到了缅甸。回想当时，我带着自豪、
也兴奋得不得了，因为终于有机会亲身经历短宣到底

郑荣光医生
（郑春祥医生的长子，郑医生是福音自传会（马来西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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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自传会（马来西亚）65周年庆典、宣教敬拜赞美会
日期：2017年3月5日（主日）          时间：7.30pm-9pm
地点：新山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

1 Jalan Mutiara 5, Tmn Perindustrian Plentong,81750 Masai Malaysia

所有收到的奉献皆是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用于维持本会的运作费不逾于20%。

福音自传会 / 国际福音协传会
美国: 1117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华人事工部: North California Office - 10060 Pasadena Ave Cupertino, CA 95014-5917   Tel :(650)862-8265   Fax :(408)873-1287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House - Robin Hood Airport Don caster DN9 3AG.  Tel: 013-02-710273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711, Five Dock, NSW 2046,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马来西亚: 93, Jln Emas 1, Tmn Sri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2-07-5577034  Fax: 02-07-5588284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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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一回事了！在缅甸短短一个星期的短宣经历，
它打开了我心灵眼睛的窗户，也让我领悟了好些人生
哲理的奥秘！

首先，我看见神藉着人愿意服侍的手完成了祂许
许多多的工作。服侍神，完全不能依靠人的本事，神
要的是那一颗颗愿意摆上、甘心乐意服侍别人的心。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或是大卫打败歌利亚不也是
这样吗？这些圣经伟人都是因着顺服神，祝福就临到
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照样，一切人看来伟大的成
就，必定有神在背后的看顾，否则一切都是枉然。诗
篇127：1“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

其二，我领悟了若我们不进入禾场，
就看不见庄稼的境况。如经上所说：“庄
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
派工人去收割。”（太9：37-38）。这
次的缅甸医药短宣队，除了进入几个落
后的村庄去做义诊的工作外，我们也参观
了当地的学校、探访了当地的孤儿院。
我看见从非常简陋的交通路线（应该说是
惊险万分的山岭尘路）到贫穷的部落（没
有水电供应），还有身体残疾被父母丢弃
的孩童（身体的残疾可以依靠器具来帮助
行动，但心灵的创伤唯有神的爱才能够补
偿）......这些都与我们生活在东南亚地区
主要城市内的人的生活真是天渊之别！

第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乃是要我
们去把这福音的恩典也分给周围有需要的
人。这个世界除了有最繁华、富裕、充满
权势的地区，也有最贫穷、落后、充满战
争的地区。我们一方面看着世界的变迁、
科技的进步与学术的成就；另一方面却看
见生活在没有盼望、水深火热的人群挣扎
着求生存！物质上的丰富与心灵上的空
虚，两者有很大的对比和落差。

我也亲身看到，当基督的爱进入人群
里，就会有接踵而来的医院、学校、卫生
设备等的建设。这些现实的问题，必须先
被解决，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谈论神的爱、
人的罪、耶稣宝血的救赎等圣经教导。也
就是说，要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
们就必须在人群中先活出神的光、神的
盐，这与世界所追求的完全不一样！通过
短宣队，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通告
越南同工Karis 姐妹已于去年12月底离开岗
位到加拿大深造；路加弟兄已于今年初接
任。请为路加弟兄与越南事工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