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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圣诞节的前

夕，才13岁的我与三哥宝安被迫离

开父母，漂流在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

难民。我深深记得当时离别时，父母为我做了一个意

义深长的祷告，那也是圣诞祝福的祷告：“神啊！我

愿将宝华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祢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他的生命之主、也成为他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求

主引导宝华走义路……”。

感激父母真诚的圣诞祷告。回想在许多流离失

所、苦不堪言的日子里，是神、是神的话成为我最大

的安慰。离开父母，我虽然曾是难民、生活在无家可

归的困境里，神却藉着许多愿意分享“施比受更为有

福”弟兄姐妹的帮助，使我有一个“福杯满溢”的

生活。这个圣诞祝福祷告已伴随了我70年，今天，仍

是我跟随耶稣脚踪行的力量。“我的帮助从哪里来

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

121:1-2）

我的父亲曾经是美国长老大会在山东滕县（现为滕

州市）所开始资助的华北神学院、孤儿院、麻风病院

的院长。因着中日战争的影响，宣教士被遣送回国，

有的被关闭在集中营；又因内战的缘故，父亲带着神

学生从滕县到南京，在南京开办了泰东神学院与孤儿

院；过后又从南京到桂林。父亲的一生都在照顾、关

怀这些有需要的人，并且培育造就神的工人。神安排

了这些责任和事工给我的父亲，他就为着这些事工，

到各地、各城市的教会分享。神学事工需要经济上

的支持、代祷和关怀，无论境况怎

样，他都一一摆上，为主做工，最

后甚至为主殉道。

今天，我接承了父亲的使命，也

张宝华牧师
跟随我一生的圣诞祝福祷告

一样在做着他生前所做的事情，紧紧跟随主的脚踪，

履行天父给我的职责，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

现在已85岁的我仍感恩的向神祷告说：“神啊，自我

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

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

人。”（诗篇 71:17-18）

中学毕业后，我得到神学装备。我的服事生涯中，

在音乐方面神很怜悯我，祂赐给我在圣乐方面有特别

的恩赐。我是先以福音诗歌开始服侍主的，学习圣诗

与独唱，又成了诗班指挥、被称为歌唱牧师、亦曾担

任新加坡神学院圣乐系主任（第一届）。感谢神！就

这样造就了许多教会的音乐人才！在我的音乐事奉生

涯中，上帝还赐我一个机会在葛培理布道大会中训练

5,000人的诗班，并且指挥、带领诗班唱诗赞美神！今

天，我仍要向耶和华唱诗歌，我还活着的时候，都要

向我的神歌颂，将祂的信实传与万代!

福音自传会自1954年开始以来到今天，我们事奉的

使命宣言始终是一样的。那就是：“透过整全福音事

工，去最偏僻与基督徒最稀少的地区建立本土的信心

团体、去赢得他们、培育他们、装备他们、差遣他们

完成主的使命，并赋能他们达到自立、自养、自治与

自传的终极目标。”

在此，我大力地呼吁主内的弟兄姐妹，请贡献神所

赐给你们各样的恩赐，甘心乐意为主摆上。请来参与

福音传承的事奉，特别是在培育新一代的事工上，去

教导和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又

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

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提摩太后书2:2 )



时光荏苒，一年一度普天同庆的圣诞佳节即将
来临，慕恩和缅恩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又开始

筹备、欢庆佳节了。记得去年圣诞感恩聚会，我们是
在“孩子，回家吧！”的主题下度过的。大家互换圣
诞礼物、表演圣诞话剧、聆听圣诞信息、又饱享圣诞
爱宴，完全沉浸在节日气氛中……。

感谢上帝的恩典！六年多前，慕恩团契和缅恩团
契相继成立了，使许多国外的游子在团契这个大家庭
中得到关心、照顾，生命在爱中被重新建立、得以更
新。这都是因着救主耶稣的降生, 我们才重回天父的
怀抱；因着救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这些散居在新加坡
的游子，才成为蒙恩的群体。 
蒙恩的见证

一位小妹妹来到新加坡后，走过了风风雨雨，坎坎
坷坷的路。好几次无奈的搬家、到处寻找住处。小小
年纪的她因无法承受新生活、新学业的压力及父母婚
姻的阴影就自残自己。又加上在学校与同学的相处出
问题而逃课、甚至是数次的逃学，颓丧至及。在那个
期间，我们一方面鼓励她坚持团契生活，学习彼此分
享、祷告，用神的话建立自己。另一方面，我们每天
接送她去学校，帮她建立信心，直到一切恢复正常。

这一幕幕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上帝用祂那不离不弃
的恩手一直在保护、帮助，使小姐妹勇敢地站起来。
在这一次次的伤痛中我们看到她、她的母亲、她的外
祖母，甚至她的同学也因上帝的信实，而信靠主，跟
随主。那年的复活节，她与母亲一同在教会受洗。
她的同学也因她的经历信了主。并且与她一起顺利通
过“中四会考”，以优异成绩被澳洲一所大学的医学
系、工程系分别录取，开始人生的新里程！

我们结识一位为了摆脱在家乡被毒品束缚而到新
加坡工作的缅甸弟兄。在主爱的环绕中，在弟兄姐妹
关心下，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使他彻底摆脱毒品，更
新成为非常爱主、乐于服侍的新人。几年来，他主动
承担起团契的膳食工作。去年的“庆圣诞”感恩聚会
上，他一人准备出70多人的食物。2014年终他写下心
愿：“今年，我特别感恩！因为我终于可以为主服事
了。请为我祷告，我愿意献上一生为主所用！也请为
我的朋友祷告：愿他们赶快信主，彻底摆脱罪的捆绑
和挟制，早点得到拯救！”

在伊莉莎白医院做护士的一位姐妹，五年多前来到
我们当中还未信主。是神的大能改变了她！使她从过
去凡事靠自己转为依靠仰望神、从无法容忍同事转为
谦让包容对方。在她的弟弟身患重症，全家陷入危难
之中时，她不仅承担医药费用，还特意飞回家把主耶
稣带回给家乡的弟弟和家人，使弟弟在伤痛之时不惧
怕，不气馁并决志信靠主。上帝也真在这个家庭赐下
怜悯和恩典，使弟弟安然渡过病危，与家人一同见证
了上帝的奇妙作为！

目前在国大土木工程系读书的竼姐妹。只身一人
来到我们当中才刚刚17岁，几年来，她在教会健康成
长，无论是小组、团契还是主日崇拜，风雨无阻，从
不缺席。不仅自己追求灵命成长，也关心同学或室
友。她先后带来了10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听闻福音，
其中已有3位决志信主。她在2014年底去缅甸短宣
后，立定心志地说：“很感谢神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

可以认识祂，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在神手中，立志
跟随祂的带领、顺服祂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但愿这些生命改变的见证，激励我们去传扬圣诞
佳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深深地期盼你在祷告中纪念这
项有意义的散居事工。求神看顾我们所行的每一步都
在祂的旨意中；愿神引领服侍团队，同心合一，见证
福音！求神看顾一直开放家庭接待游子的张宝华牧
师，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使更多的人因着他的生
命见证，得到激励，委身事主！
蒙恩的感言

团契有位姓魏的姐妹感恩的说：“时间过得真快
啊！一眨眼我就要在新加坡过第六个圣诞节了。感谢
赞美主！让我在这里认识了上帝，也跟随了上帝，在
团契牧者和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带领下，身心灵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成长。”

菊英姐妹也说：“小时候，圣诞仅仅代表学校的假
期；长大一点，圣诞又代表商店里璀璨的灯光与琳琅
满目的商品。信主之后，圣诞的意义不再一样。圣诞
是见证上帝恩典与慈爱的日子，也是充满平安与感恩
的节日。”

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游子们的生活充满困难、孤
单、压力，但有了教会就有了力量；有了团契生活，
就缓解心中的愁烦、弥补思乡之情。所以，有主的地
方就是家，就有温暖、有平安、有喜乐！

圣诞钟声已近，愿我们彼此提醒、再思圣诞的意
义：是救主耶稣的降生、舍身救赎，我们才罪得赦
免；是救主耶稣牺牲的大爱，我们才重获新生。正如
在提摩太前书1:15所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
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
是个罪魁。”愿我们效法
基督、甘心乐意献上爱心
来改变别人的生命。“愿
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人，都蒙恩惠！”(弗
6:24)深信神必定使用你的
爱心，使更多人蒙恩、蒙
福！

蒙恩的游子

2015年12月6日缅恩、慕恩联合“孩子回家吧！”庆圣诞感恩聚
会

2014年6月教会家庭营表演福
音剧：浪子回头

2016年2月7（除夕）“新年新进步”慕恩、缅恩联合新春团圆饭
晚会    

李杨



1. 圣经故事书（500本）
2. 圣经（350本）
3. 书包（100个）
4. 文具（70套）
5. 书桌（20张）
6. 拖鞋（12双）
7. 帽子（5个）
8. 校服（50套）
9. 多种维他命丸（120瓶）

1. 圣经参考书（120本）
2. 冬装外套（110件）

儿童（孤儿院、学生中心、助学金儿童）：您的爱心礼物将能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

同工（传道人、神学生）：您的爱心礼物将能辅助他们的短缺！

1. 电单车（30辆）
2. 货车（1辆）
3. 三轮车（1辆）
4. 吉打（30支）
5. 乌克丽丽（60支）
6. 投影机（10台）
7. 福音播放器（55个）
8. 数码相机（30台）
9. 桌上电脑（30台）
10. 笔记本电脑（50台）

事工（教会、宣教机构）：您的爱心礼物将有助于同工们的事奉！

社区（自立自养微型企业、社会关怀）：您的爱心礼物将有助于改善社区的生活素质！

1. 米（5kg）-300包
2. 水井（15个）
3. 厕所（20间）
4. 小鸡（一打）- 200打
5. 小牛（35头）
6. 小羊（26头）

7. 小猪（70只）
8. 芒果树苗（200棵）
9. 柠檬树苗（150棵）
10. 玉米种子（5包）
11. 鱼（20,000只）
12. 猪圈（5个）

您的爱心礼物能帮助东南亚区宣教工场上（缅甸、柬埔寨、印尼、泰国、寮国、越南、东亚等）许多的需要！

11. 缝纫机（1台）
12. 除草机（1台）
13. 复印机（1台）
14. 冷气机（3台）
15. 睡袋（25个）
16. U盘（60个）
17. 手提风扇（50台）
18. 磨米机（1台）
19. 煮饭炉（2个）

10. 烫伤药膏（105支）
11. 急救箱（56个）
12. 蛔虫药（60瓶）
13. 刷牙用具（20套）
14. 棉被（205张）
15. 雨衣（70件）
16. 雨伞（60支）
17. 防蚊网（120个）



□ 爱心礼物总额：S$/RM                                             

□ 一次过奉献总额：S$/RM                                         

姓名：                                                                          

（牧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地址：                                                                          

                                                                                     

电邮：                                                                          

电话：                                                                           

2016年圣诞爱心礼物

支票抬头请注明CNEC并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 O Box  771, Toa Payoh North P O
Singapore 913133

若您以马币奉献，支票抬头请注明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 O Box 79,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我愿意奉献

✁

我愿意赠送下列的圣诞爱心礼物：

愿神透过您的爱心使别人感受到上帝伟大的爱！ 

福音自传会将全权决定按最需要的地方将礼物分配出去。

           福音播放器，每个 S$7 (RM21)

           数码相机，每台 S$300 (RM900)                          

           桌上电脑，每台 S$800 (RM2,400)

           笔记本电脑， 每台 S$750 (RM2,253)

           U 盘，每个 S$8 (RM24)

           复印机，每台 S$524 (RM1,572)

           投影机，每台 S$450 (RM1,350)

           磨米机，每台 S$1,500 (RM4,500)

           煮饭炉，每个 S$1,000 (RM3,000)

           缝纫机， 每台 S$327 (RM981)   

           冷气机，每台 S$800 (RM2,400)

           睡袋，每个 S$20 (RM60)

           手提风扇，每台 S$28 (RM84)

           米 (5kg) ，每包 S$10 (RM30)

           水井，每个 S$850 (RM2,550)

           厕所，每个 S$800 (RM2,400)

           小鸡，每打 S$30 (RM90)

           小牛，每头 S$700 (RM2,100)

           小羊，每头 S$365 (RM1,095)

           小猪，每只 S$80 (RM240)

           芒果树苗， 每棵 S$2 (RM6)

           柠檬树苗，每棵 S$2 (RM6)

           玉米种子，每包 S$70 (RM210)

           鱼，每只 S$2 (RM6)

           猪圈， 每个 S$400 (RM1,200)

	 数量	 礼物

           儿童圣经故事书，每本S$8 (RM24)

           儿童圣经，每本S$15 (RM45)

           蛔虫药，每瓶S$45 (RM135) 

           书包，每个S$23 (RM69) 

           文具，每套S$9 (RM27)                                        

           书桌，每张S$150 (RM450)

           儿童拖鞋，每双S$4 (RM12)

           儿童帽子，每个S$2 (RM6)  

           急救箱，每个S$50 (RM150)

           校服，每套S$20 (RM60)                                         

           多种维他命丸，每瓶 S$27 (RM81)                                                                                                     

           烫伤药膏，每支 S$12 (RM36)

           刷牙用具，每套 S$5 (RM15)

           棉被，每张 S$30 (RM90)

           雨衣，每件 S$5 (RM15)

           雨伞，每支 S$5 (RM15)

           防蚊网，每个 S$5 (RM15)

           圣经参考书，每本 S$20 (RM60)                        

           冬装外套，每件 S$40 (RM120) 

           电单车，每辆 S$2,000 (RM6,000)

           三轮车，每辆 S$1,500 (RM4,500)    

           除草机，每辆 S$420 (RM1,260)

           吉打，每支 S$200 (RM600)

           乌克丽丽，每支 S$70 (RM2,100)                                                                                                                                 

           货车，每辆 S$23,000 (RM69,000)

备注：今年的圣诞爱心礼物也特别筹集给住在菲律宾北部伊萨贝拉省（Isabela）沿海城市圣巴勃罗（San	 Pablo）
被强风侵害的孩童。台风“海马”使他们的家园与田地遭受极大的破坏。孩子们期盼得到的圣诞礼物是儿童圣经、
雨衣、雨伞及文具等。



福音自传会后院一隅有一株Eugenia Oleina

树，树下端竖立一个简单毫不起眼的小白

板，清晰地写着：

【2006年4月20日，张宝华牧师（福音自传会东南

亚区主任，1974-2005年）手植Eugenia Oleina树，标

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见证主的无比信实。】

那个午后，赖木森牧师带领新加坡办事处约十位同

工安静见证张宝华牧师植树，我们一起见证主的信实

和张宝华牧师一生浇奠在宣道工作的生命。赖牧师的

植树安排贯彻张牧师克勤克俭、务实低调的作风，我

们看到接棒和交棒的两代人深挚的默契、传承的共识

与决心：两代人会继续为主的荣耀大发热心，忠心完

成主所托付的宣教使命。植树的历史性时刻使我们想

起生命的季节，我们心里都明白，新旧的交接不是终

结而是延续。因着几代人的努力，同样的传承，也在

福音自传会宣教工场从老到幼延续相传：

1. 不识字的90岁喜乐奶

奶 背 诵 很 多 圣 经 经

文。主日崇拜时弟兄

姐 妹 集 体 背 诵 主 祷

文，喜乐奶奶的背诵

声总让人无法忽视；

因为年纪大无法与大

家同文同声背诵，她

坚持念主祷文的最后一个字，祷文太长无法接上的

索性沉默，全神贯注等待下一句的冲刺。

“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为圣），愿祢的国降临（临），愿祢的旨意行在

地上（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免我们的债

（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债），不叫我们遇

见试探（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恶），因为国度

荣耀权柄全是祢的直到永远（……），最末的“阿

门”，她念的比谁都快而且超大声，这回，乐呵呵

的喜乐奶奶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再也跟不上她。

2. 在一个信仰被打压的宣教工场，一群爱主的信徒顶

着滂沱大雨站立听道，他们没有撑伞没有雨衣，有

备而来的塑胶袋不是套在头上，而是小心翼翼裹着

更为珍惜的破旧圣经；雨势没有浇灭他们对神的渴

慕，他们专心读经听道唱诗赞美神，久久没有一个

人离去。

3. 贫瘠的村落也有惊喜邂逅：看似没有基督徒的地

方，其实早有信主一些年日的信徒和还有学校可去

的孩子。眼神腼腆的不同民族的孩子把课本摊在塑

料的椅子也是桌子上念书写字；稚气的孩子在传道

人带领下决志信主，有些孩子回家后叽叽喳喳生动

地跟父母讲耶稣的故事，然后父母也信了主。原来

神没有忘记这些失

学的孩子和不认识

真神的老老少少，

那些对你我都太遥

远、一不小心就遗

忘的地方，其实早

有 祂 长久的预备，

他们从老到幼一个

都不能少。

4. 在市集卖猪肉的弟

兄出现在教会告诉

传道人：“我今天

不开档，我来参加布道训练班。”

5. 信徒在贫困中坚持奉

献，煮饭前先抓一把

米分别出来，每个主

日将存积的米拿到教

会十一奉献；弟兄姐

妹在平安夜挨家挨户

报佳音，赤贫的家庭

递 给 报 佳 音 队 一 碗

米为感恩奉献，报佳音队就这样背着得来的米继

续“欢欣欢欣，天国君王今日降生”报喜讯。

6. 鞠躬尽瘁的神的仆人

经常出入监狱传福音

为被囚的施洗，也常

带领同工、神学生跋

涉于乡间传道，在荒

野 地 没 有 河 水 的 地

方，他就地取材把路

边常见，废弃的空油

桶当洗礼桶为信徒施浸，油桶因圣礼瞬间变得意

义深远。

7. 很会四部合唱很爱笑，

逢见面就跟你“画画”（

傈僳语“平安”）的傈僳

圣经学院的师生与教会

信徒，传唱着圣经学院

院长创作的无数优美傈

僳诗歌，赞美主的悠扬

歌声在群山包围的山谷中回荡。

8. 圣经学院师生、教会同工与学生中心的青年每逢

假期、圣诞期间浩浩荡荡去布道，足迹所及从乡

镇到山中村落甚至远至边境，有的村落就有近五

百户家庭，当中没有基督徒。那些蜿蜒的山路、

难眠的夜晚，都不算什么，他们有时候被排斥福

有爱不怕晒，圣光堂张青青传道
与喜乐奶奶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

如此我们信 蓝秀竹
福音自传会（新加坡同工）

忍耐播种的农夫终于等到收割，
耶利米牧师为信徒施浸礼

在荒芜处，祢播种希望

青年领袖Vuth弟兄在湄公河带
领诗歌敬拜，预备为弟兄姐妹
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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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村民以刀追赶，

有时候车子翻覆险象

环生，然而有时候，

是时候。因为翻过了

这座山，经过了这个

乡 镇 村 落 ， 一 切 不

再 一 样 。 传 福 音 不

是 终 结 而 是 开 始 ，

信实的上帝必继续祂开始的工作，那是传福音的

与听福音的人的佳美旅程。

9. 也有养猪养牛种菜种谷编织

毛衣帮补经济不足的儿童之

家与学生中心；他们也在不

足中竭尽所能支持当中有奉

献心志的大孩子念神学。在

天国的账本里，施者亦受，

受 者 亦 施 ， 施 比 受 更 为 有

福。

福音自传会（新加坡）同工们祝大家：圣诞蒙恩！

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始终不忘初衷的神的仆人与

信徒，因为那更美的远景，他们坚持不懈地在被遗

忘的人被遗忘的事当中服事，他们的劳苦、所结的

果子，主没有遗忘。

普天同庆的圣诞

即将来临，我们也可

效法他们分享主在我

们生命中的故事。让

我们重拾初心重拾心

动的感觉，再一次以

敬拜感恩的心，朝见

这位以马内利、与我

们同在的神，继续传

扬这个大喜信息。

我一心寻求了祢，求祢
不要叫我偏离祢的命令
（诗篇119:10）

学习逐步自养的其中一个例子：眉
苗恩慈之家同工以半自动毛衣编织机，编织冬天衣物卖给
当地人帮补儿童之家收入，大手牵小手，继续给尚有许多
还未受赞助的孤寡孩子一个家。

那地方在黑暗中等待光，主耶稣
就是真光（教会青年通过话剧表
演阐释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