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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是我们傈僳语“愿你平安！”的

意思。我们是天性爱唱歌、喜欢分声部

合唱的傈僳人。我们为你们感谢神！因为在千里之外的

你们，与我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

尽是恩典  

近年是我们傈僳族的禧年。2012年傈僳会众以感恩

的心欢庆【傈僳语圣经】五十金禧年盛典；当天我带领

席地而坐的会众在竹棚下，没有琴，清唱韩德尔的“哈

利路亚颂”，场面肃穆荣耀！2013年傈僳会众参加了本

土化【傈僳语研读本圣经】奉献仪式，这也是金禧年

庆典之一，我感恩有幸参与撰写其中数卷书的注解！去

年12月我和师母参加在密芝那的“傈僳文字创制百年庆

典”，傈僳人永远铭记我们挚爱的富能仁牧师！我们感

谢神透过英国宣教

士富牧师把永生福

音带给我们，我们

又藉着他创制的文

字，自己阅读和学

习神的话语，时至

今日依然见证并传

扬这福音。

认识傈僳圣经学院

自1966年政局动荡致使宣教士陆续离境，傈僳人就

背负向同胞传福音的使命。虽然傈僳族信主的不少，却

只有2%的信徒被牧养，落后村寨更缺乏牧者。因为收

割庄稼的迫切，傈僳圣经学院就在1986年创立，校址在

群山包围的山谷中，目前有九名老师和九十多名来自缅

甸各省和中国的学生。我们以傈僳语和缅语授课，当中

有傈僳族，拉祜和其他民族。

因山民的需要，本院提供的四年神学课程，除了教

导神学理论也重视实践。因此，老师带领学生农耕，我

带领师生装置简单的水力发电（供电给学院）、后续的

维修，以及寻找新的水源；我也教导学生电脑和电子

琴，预备他们日后的服事。

自立自养自传

本 院 尽 其 所 能

自立自养自传，把

结果交托给主。我

们栽种蔬果、养猪

自给自足，也制作

信息和诗歌（本院

创作）光碟、印刷

赞美诗集、出版属灵书籍牧养教会与募款。2011年我们

向福音自傳會免息贷款种植绿茶，第四年第一次收成，

我们将初熟庄稼奉献给福音自傳會同工进修会，接下来

几年我们将卖茶叶的利润归入学院。我们看到贷款虽一

次性，主恩却是源源而来！茶树从三千株增加到两万五

千多株，感谢赞美主！我们目前也在筹划种植更多坚果

树。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老师带领学生分两队一村一

村与教会配搭服事，摩托车无法抵达的村寨，师生就跋

山涉水。这些年来我们凭信心与当地教会分享增添校舍

与宿舍的需要，一如既往，我们会定睛主耶稣，深信祂

必预备。

在信上富足  

虽然大部分傈僳信徒生活拮据，我们仍然教导他们

凭信心奉献给主。不久前我受邀在密芝那傈僳教会的献

堂感恩崇拜勉励，我见证了他们在赤贫中坚持建堂的信

心。感恩节我在自己的教会分享，崇拜后我收到一袋

水果和一袋米。我手里拎着两袋礼物，也同时想起着那

些“过了力量”奉献的密芝那信徒，我为他们被主恩激

麦子的生命 撒拉铁牧师
缅甸傈僳圣经学院院长  

【金禧年】庆典：我带领会众清唱“哈利路亚颂”

【傈僳语研读本圣经】发行仪式

师生下乡服事~教导培训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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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而显出的蒙恩生命感恩 ！

一粒粒麦子 

创校迄今，本院毕业生遍布缅甸的二十多个地点、

中国和泰北，他们在傈僳族和其他民族中服事，从自传

到差传。其中一名叫以斯帖、五十多岁的单身傈僳族女

传道，在祂的禾场，已带领超过三百人放弃拜鬼归向真

神。以斯帖传道早年在中国建立教会，后来深入中缅交

界处寒冷的山峦，在一个叫做大磐山的深山村寨开荒布

道。大磐山村寨虽小却是庄稼亟待收割的地方，藏在莽

莽大山里的村民大多是傈僳，也有崩弄和汉人，他们崇

拜精灵，村里没有基督徒没有学校，村民是贫苦不识字

的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种。大磐山十三岁以下

的孩子都是光着身子不洗脸不洗澡。在四年内以斯帖传

道带领二十户家庭信主，她也在村落附近牧养三间小教

会（超过四十户家庭），如牧羊人般守护她的羊。福音

比两刃的剑还厉害！村民自从有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已是

新造的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习惯已改变。在一个遥远

或许你听过有人到神学院或圣经学院去接受神

学培训；但你是否听说过宣教学院？什么是

宣教学院？

2005年，福音自传会把寮国列为另一个新的宣教工

场。当地的基督徒领袖都一致认为神学培训是当地同工

们最大的需求。实际上，神学培训是加强教会传道人

与领袖的神学根基，并使基督教落根于寮国所不可或缺

的。福音自传会本着一个异象，即是训练宣教同工与平

信徒传道人，去向他们自己的未得之民社群传福音，于

是宣教学院诞生了！从2010年开

始，本会着手为当地教会领袖

与传道人开办神学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包含核心单元里的24个

科目和2个选修科目。课程目的

在于提供整全的培训，在圣经

知识、灵命操练及事奉技巧等

方面装备同工。这个课程虽比

不上全日制学位课程的水平，

但对那些有意在将来接受正规神学教育的学生来说，这

是他们的基础训练和垫脚石。这个模式于2013年在越南

被采用；2016年，宣教学院也在柬埔寨开展。

维系宣教学院充满了挑战。首先，我们要求培训导

师具有夸文化的理念；他/她们也必须能够适应当地的

学习方式。敝会亦鼓励培训导师自行筹募经费，例如：

往返教导行程的机票。如此，我们并非与个人合作，乃

是与支持他/她的教会成为合作伙伴。第二，我们需要

将培训教材翻译成当地语文，尤其是在寮国与越南，

宣教学院
这是非常需要时间与技巧的。此外，上课的时候，我们

也需要有传译员与培训导师搭配。这名协助翻译和传译

的当地同工不仅要能掌握双语；他/她也需要有一些基

本的神学训练，能胜任这个角色的人选不多。最后，我

们也需要在经济上支援这些来上课的学生。在寮国与越

南，学生从不同省份到来参与为期两周的密集培训，他

们需要交通、膳宿等方面的辅助。

尽管有上述枚举的重大挑战，宣教学院使许许多多

当地的教会领袖与平信徒传道人受益良多！在寮国与越

南，许多学生是少数民族，他

们来自偏远的山区，是外人很

难可以接触到他们的。然而，

通过培训，这些得到装备与赋

能的同工，可以回到自己的信

仰群体中更有效地服侍自己的

同胞。在柬埔寨，来参加培训

的均是在金边生活的大学生，

他们是具有很大潜力的未来中

产阶级，是能为他们的社区带来重大影响的一群人！

装备与门徒训练是完成大使命的一个途径。你是否

考虑成为福音自传会的合作伙伴，参与在宣教学院的服

侍呢？倘若你在当地或区域机构所认可的学院接受过正

规神学培训，请考虑与我们配搭，培训宣教同工与平信

徒传道人。如果您懂得外语，如：寮语、泰语、高棉语

或越语，请将您的技能与才华贡献给宣教工场！有意者

请联系：cnec@cnecintl.org

我们圣经学校的名字是“缅

北基督教学院”。她是缅

甸唯一获得缅甸浸信会联会与缅甸

神学教育协会认可的圣经学校。我

们的学校分中文部和缅文部。所有

从我们学院毕业的神学生皆可向缅

甸浸信会联会申请一张传道证，之

后他们就可在本地任何区域事奉。

缅 北 基 督 教 学 院 的 格 言 是 ： “ 教

导、训练、差遣以及交棒。”

学院里有14个不同的少数族群。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接触14个以上的

不同群体。缅甸是一个属灵需要很大的国家—许多

人在还不认识耶稣之前就离世，也有很多灵性渐入

死亡的基督徒。培训一位全时间为主做工的人得花

上四年的时间，才能送到禾场工作。因此，把传道

人遣送出去之前先以上帝的话语装备他们是我们优

先要做到的。

学院除了教导上帝的话语之外，也注重植堂、牧养以

及履行大使命。在种种事工的各个方面，最大的需要还是

要将上帝的话语作为事工的基础。当福音大门打开时，各

种各样的学说、教导也将进入，我们的信徒需要晓得区分

真理和异端。因此我们训练神学生掌握好这个本领，以便

他们能够将真理传达给教会以及教会以外的人。

缅北基督教学院

有系统的神学培训其价值之一就是它能让我们

整体地去反思基督教的传统和历史，并帮助

我们深入了解先贤们是怎样活出他们的信仰的。同时，

神学培训也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过去时间里圣灵是

如何透过教会引导、重塑众信徒的。

举个例子：有两位大学生，约翰和保罗共用一间宿

舍。每次约翰离开房间后，他的桌上总是零乱不整。室

友，保罗一直无法忍受他的这种混乱，经常帮助他理桌

面。有一天，正当约翰要走出房门时，保罗说：“嘿！约

翰！你不知道怎么将东西放回原位吗？”约翰回答：“知

道啊！”接着他又说：“我当然知道要将东西放整齐。但

是你看，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处理，哪来多余的时间去整理

东西呢！”保罗耐心地劝导约翰说：“倘若你每天愿意花

几分钟时间将东西整理好，之后你能节省找东西的时间，

就能够即时地完成更多的事情！”

保罗说得非常有道理。我认为，它可以应用在我们

基督教的神学培训上。因为很多基督徒领袖每天都有许

多做不完的工作—传福音、植堂、教导圣经等。他们好

像抽不出时间去接受有系统的神学培训。实际上，若我

们肯先花些时间接受有系统的神学培训，一定能更好

地、更有效地服事我们的主！

系统神学培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培

训能使基督徒对信仰做出相对理性的思考。基督教信仰

绝非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教义体系，而是一个整全的、实

实在在的福音模式。然而，我们往往却只专注在将信仰

传福音给少数族群的道路是漫长、

艰辛和障碍重重的。缅族是我们最大的

未得之民。在这里，有很多有着悠久历

史的教会，有的甚至已超过一百年。可

是，在他们当中，却有很多“基督徒”

尚未真正接受救恩！我们需要培训更多

真正认识基督的教会领袖，他们须能坚

持抗拒错误的教导和经得起考验，并将

主的教导坚定地行出来，为主发光！

今年，我们的学院有五位来自缅甸

的毕业生被派遣到宣教禾场上。虽然

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组传道人毕业，

但是，缺乏仍然存在。我们看见禾场成熟，已经可以收

割；上帝的呼声也迫近我们。可是，主的工人还是短缺

或尚未装备好。许多年轻人在黑暗的毒海中迷失，加上

长期以来，不断的内战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导致许

许多多年轻人很早就退学，使得有潜力进入神学院接受

装备的人数又减少了。请您为我们代祷！

我们正在培训两组人。一组是全职的传道人和宣教

士；另一组是教会领袖。我们的训练是使他们与教会的

牧者同工，不但可以牧养群羊，同时也成为吹号者，寻

找那些误入歧途的信徒。但愿有一天，缅甸福音禾场的

巨大需求得以满足。愿将荣耀归于神！

神学培训的益处
置于一个理论的逻辑系

统中，而忽视了基督徒

生活的方方面面，忘记

了将情感与行为降服在

上 帝 的 旨 意 之 中 。 例

如，有些沉醉在培训中

的基督徒将他们的生活

变成了一套理论系统的

概念，不太注意去实践

他们的信仰生活。对他们而言，敬拜上帝、数算主恩、

服侍他人以及圣灵的带领等都是次要的，他们完全忽视

了现实与个人的感受。我们要切记：实际的信仰生活是

要培养个人与神的美好关系，实实在在地活出基督徒丰

富的生命来，才是有益的！所以说，合理、系统的神学

培训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

简言之，身为基督追随者的我们，不要仅仅为了获

取知识而学习；也不要单单为了学习而生活。我们应该

学习通过适当的神学培训，有系统地去了解我们的信

仰。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学习与生活的基础。倘若我们

能够将教会长久以来的传统与圣经的教导结合起来，这

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健康的教会，且培育更多的信徒成

为更有效率的神仆，以荣耀神的名！正如马可福音12章

3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愿与您共勉！

林青青
新加坡福音自传会同工（宣教学院）

的山中村落，基督徒的社群就这样被建立了。愿荣耀归

给祂，从今直到永远！近年受内战波及，远在深山的以

斯帖传道与山民杳无音信，请为他们祷告。

结出许多子粒的麦子

在祂的禾场，还有许多名不见经传，蒙主差遣、忠

心撒种的福音使者，他们深信神的时候一到必有收成。

收割庄稼的故事还未结束！接下来的篇章，让我们

与神同工继续谱写下去。

路加
越南福音自传会同工

施美香传道
缅甸缅北基督教学院院长

撒拉铁牧师(右四)与傈僳圣经学院老师

mailto:cnec@cnecin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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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祂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
分 ， 在 万 族 中 使 人 因 祂 的 名 相 信 而 顺 服 
......” (罗马书1：5)

 2005年，我完成高中学业后，获得奖学
金到金边的皇家大学修读法律和经济学。当
时，我的家人无法支付我的生活费，上帝便
把我带到由福音自传会创办的爱心宿舍—‘ 寻导中心’。

 在‘寻导’期间，我定期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和团契小
组，并于2006年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
后，上帝改变了我。从自我中心的人转变成为以基督为中
心的人；从一个学习型的人转变成为愿意关心别人的人。

 2008年的一天，上帝透过一个梦，给了我去传扬福音
的异象。我梦见我的许多同胞在受苦。突然，有个小孩向
我走来，他要拿走我的圣经。醒来后，我心里对拒绝这个
可怜的孩子感到非常亏欠。我向神祷告，求祂带领我前
方的路。有一天，上帝藉着以赛亚书6章8节的经文向我说
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
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一刻，我便
决定将生命完全奉献给上帝。

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加入福音自传会(柬埔寨)，成为
全职同工。我在福音自传会服侍五年后，心里对神学培
训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于是，我向神迫切祷告。感谢上
帝！2013年主应允了我的祷告！当时，新加坡福音自传会
与柬埔寨福音自传会正在谈论关于送我去神学培训的事
情。不久，我便被派到菲律宾，位于马尼拉的亚洲神学院
去修读道学硕士学位。

感谢上帝的恩典以及无数人的代祷!在福音自传会提摩
太奖学金的资助下，我完成了为期四年的神学研究，并获
得了荣誉学位与神学奖状，我于2017年返回柬埔寨服侍。
神学培训期间，新加坡的刘柏顺牧师给我大力地支持。

 神学院的培训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它一直扶持着我
的属灵生命，并使我对主的事工有了正确的看法。我能够
得到神学知识完全是上帝的祝福，因为祂赋能我在柬埔寨
扩展事工。

柬埔寨是一个饱受战争创伤、贫困落后的国家;她存在
各种压迫、腐败、剥削等不公正现象。神学培训帮助我明
白这种种的现象并非源自造物主，但主却极欲要释放这些
被困锁在当中的人（路加福音4:18-19）。神学训练也帮
助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效地去与人分享福音，它也确实改

变了我的观点！培训不但
教育了我，也装备了我，
使我学习成为一名忠心、
能谦逊服侍他人的神的仆
人。我是一个罪人，有罪
的拖累，但却因上帝的恩
典而得救!每天当我背起十

字架，我学会用祂的力量与同在的能力，去拥抱生命以及
克服各种生活问题。我学习对我的职责和周遭的人担负责
任，并在团队中成为一名好队员。

神学教育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引导并带给我们全人
的祝福。这样的福气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
在柬埔寨一千六百万的人口中，只有1.5%是基督徒。他们
对佛教的族群认同是接受福音的主要障碍。佛教徒与泛灵
论者对福音最大的拦阻(也是他们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
基督教是外国人的宗教。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身份与文
化去跟从耶稣。因此，为了消除这样的障碍，我们在高棉
人村建的教会，不论是敬拜、聚集、庆典、传福音等，都
得以高棉人晓得欣赏与认同的形式去进行。

 柬埔寨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可以预见基督教教育
的需求也将会日益增长。为了这个需要，我在城市中向年
轻人，并大学生传福音。这将有助于培养更多以基督为中
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些是可以培训成为教会领袖的。这是
荣耀上帝、重建与复兴柬埔寨的途径!

 请为我祷告!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本地的圣经学校里
帮助培训传道人和教会领袖。我祈望，除了能够牧养寻导
教会，也可以通过在农村地区做一些社区工作，改善那里
的环境。愿主赐给我们火热的心去履行祂的大使命!

分别为圣 Rathana传道
柬埔寨福音自传会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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