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诞老人，圣诞树和一堆包装

精致礼物的图案等。许多人在

不明白圣诞的真正意义下而庆

祝圣诞节，就如我们常常盲目

庆祝中秋节，端午节一样。

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

要谨记圣诞节是关乎我们的救

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

祂 来 到 人 世 间 ， 成 为 人 的 样

式，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并

升天。凡相信祂的，都能罪得

赦免获得永生。这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因此，我们应

当谨记这个好消息。不仅只是在圣诞节，而是要时时刻

刻。不仅仅只我们谨记，而是要将这好消息传扬出去，

传到万国万邦，直到地极。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您是否已准备好抓紧机会与

他人分享圣诞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吗？但愿神给您和我

有勇气去宣讲，让所有听到的都能明白圣诞节最好的礼

物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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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少年的时候，每年圣诞节前夕我都会给

我的朋友寄圣诞卡。那时的圣诞卡图案都是

与基督的降生有关，如天使显现在牧羊人面前和婴孩耶

稣在马槽里等。当然也会在街上报佳音，提醒人们何谓

圣诞的诗班。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如今，不管你是信奉什么宗

教，几乎每个人都会参与圣诞节的庆祝。圣诞节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就是彼此送礼，家人团聚，派对或拿长假出

国旅游。圣诞卡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些图案了，而是一些

林玉秀
黄懿诗, 黄懿婷和黄懿琳的母亲

圣诞节对世人有何意义？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

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这是福音歌曲《有一件礼物》中的一段歌词，

相信很多人都熟悉。歌曲朴实地宣扬上帝的

爱，把生命的价值和天国的福音带给人心。虽然歌词平

素简单，谱曲也不新潮浪漫，却道出了“礼物”的深邃

含义：眼睛看得见的礼物，或许能带给我们短暂的愉

悦；而那眼睛看不见的礼物，却能给予我们恒久的喜乐

和平安。正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为了爱我们，离开

了尊贵的高天，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舍命救赎带来永

生。这份爱的礼物，是神送给所有凡愿意相信并接受祂

的人。那我们又将如何回应呢？

随着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2018年的季刊来

到了尾声。感谢神，这期季刊我们邀请到一个爱神、爱

人又积极参与宣教的家庭（一位母亲与三个女儿），同

时也是CNEC多年的福音伙伴。她们会与大家分享，她们

对圣诞节的个人领受及生命经历。盼望这样的见证，能

再次激励和启发我们宣教的热情和使命感、重释圣诞的

意义，并思想如何施与一份最好的、最难忘的“圣诞礼

物”给有需要的人！

序言



与琅勃拉邦（寮国）的宣教协调总监 (Sinouane 传道) 游
湄公河

柬埔寨晚上的分享会

喜乐的源泉
黄懿诗

林玉秀的大女儿

不到的，却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所以，当有人告

诉你圣诞节快到了的时候，我想鼓励你往内心深处

寻找，寻找那份真正的圣诞节礼物，那份无形的喜

乐，因为那些是金钱所买不到，用自己的力量也争

取不到的。

今年八月，我有幸与福音自传会（CNEC）主

任赖木森牧师一同到CNEC在琅勃拉邦（寮国）和

金边（柬埔寨）开拓的事工禾场。老实说，我被当

地同工们为了自己的社区、为了福音的使命摆上自

己的生命所分享救恩的喜乐，而深深的感动。他们

确实活出了圣经道出的诫命，也活出了耶稣基督的

样式。同时，这趟旅程也让我体会到，身置后方的

我们和前方的宣教工厂之间的配搭是多么的重要。

若要想使前线打胜战，后方的祷告和金钱上的支援

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做为神的儿女，一名基督徒，勿忘自己

先要身体力行。如果你愿意与从没见过的人，分享

你的喜乐、祝福有需要的人的话，我鼓励你考虑在

圣诞来临之际，把你的圣诞礼物奉献给我们在宣教

工厂上的同工，并持续的为CNEC及他们的事工祷

告。

朋友，当你想到圣诞歌曲时，你会想到哪

一首呢？

自从我会认字和唱歌起，就记得每年在教会庆

祝圣诞时都会唱的一首歌。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在1719年根据诗篇98篇，1到3节所写的：“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祂行了奇妙的事；祂

的右手和祂的圣臂，为祂施行拯救。耶和华显明了

祂的救恩，在列国眼前显示了祂的公义。祂记念祂

向以色列家所应许的慈爱和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

我们神的救恩。”

朋友，你猜到了吗？这首歌就是“普世欢腾”！

歌词是：“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祂君

王；惟愿众心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艾萨

克·瓦茨很完美的表达了圣诞真正的意义。这个世

界原本就应该是没有伤痛和罪恶，充满喜乐和希望

的地方。

可是老实说，当有人向你说“圣诞快到了”的

时候，你会先想到什么呢？需要准备的礼物，需要

问候的亲朋戚友，还是从超市买些怎么都买不完的

杂货、甚至会因遗漏一些东西后再重排长龙？我们

大多数都会因为，社会期望我们在圣诞佳节必须完

成的项目，而感到负荷不来。

我们是否遗失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它乃是喜

乐来源呀！上帝所赐的喜乐是无形的，是眼睛所看



爱心礼物奉献总额：S$/RM                                                 

一次性礼物奉献总额：S$/RM                                              

姓名：                                                                          

（牧师／传道／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地址：                                                                          

                                                                                     

联络号码：                                                                   

邮址：                                                                           

2018年圣诞爱心礼物

以新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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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币奉献：
支票抬头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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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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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愿意奉献（回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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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礼物

儿童

           圣经故事书，每本S$10 (RM30)
           圣经，每本S$15 (RM45)
           蛔虫药，每瓶S$10 (RM30) 
           书包，每个S$15 (RM45) 
           文具，每套S$6 (RM18)                                        
           拖鞋，每双S$4 (RM12)
           急救箱，每个S$40 (RM120)
           校服，每套S$35 (RM105)                                         
           维他命丸，每瓶 S$25 (RM75)                                                                                                     
           烫伤药膏，每支 S$12 (RM36)
           刷牙用具，每套 S$6 (RM18)
           棉被，每张 S$20 (RM60)

             凳子，每个S$6 (RM18)
           冬衣，每件S$30 (RM90)
           雨衣，每件 S$6 (RM18)

同工

           圣经参考书，每本 S$25 (RM75)                        
           冬装外套，每件 S$40 (RM120) 
          台桌风扇，每台 S$35 (RM105) 
          属灵光碟，每张 S$5 (RM15) 

事工

           电单车，每辆 S$2,000 (RM6,000)
           脚踏车，每辆 S$150 (RM450) 
           爬山电单车，每辆 S$9,000 (RM27,000)   
           除草机，每辆S$200 (RM600）
           吉打，每支 S$200 (RM600)

           电子琴，每台S$800 (RM2,400)                                                                                                                              
           鼓组，每套S$400 (RM1,200)
           小型发电机，每台 S$820 (RM2,460)
           福音播放器，每个 S$15 (RM45)
           数码相机，每台 S$500 (RM1,500)                          
           桌上电脑，每台 S$750 (RM2,250)
           笔记本电脑， 每台 S$850 (RM2,550)
           木质沙发，每套 S$580 (RM1,740)
           扩音器，每台S$250 (RM750)
           复印机，每台S$250 (RM750)   
           打印机，每台 S$250 (RM750)
           投影机，每台 S$600 (RM1,800)
           移动式篮球架，每副S$500 (RM1,500)
           蚊帐，每个S$25 (RM75)
           5公斤米袋，每包S$10 (RM30)

社区

           水井，每个 S$1,000(RM3,000)

           厕所，每间 S$900(RM2,700)
           小鸡，每打S$30(RM90)
           水牛，每头S$600(RM1,800)
           小牛，每头S$700(RM2,100)
           小猪，每只S$70(RM210)
           芒果树苗，每棵S$5(RM15)
           柠檬树苗，每棵S$5(RM15)
           鱼，每条S$1(RM3)
           蘑菇种植场，每个S$700(RM2,100)
           蔬菜水耕种植园，每个S$250(RM750)

数量	 礼物



儿童（孤儿院、学生中心、儿童助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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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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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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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等）许多的需要！

1.  圣经故事书（490本）
2.  圣经（610本）
3.  蛔虫药（20瓶）
4.  书包（1,225个）
5.  文具（760套）
6.  拖鞋（1020双）
7.  急救箱（11个）
8.  校服（30套）
9.  维他命丸（30瓶）
10.  烫伤药膏（10支）
11.  刷牙用具（420套）
12.  棉被（122张）
13.  凳子（90个）
14.  冬衣（273件）
15.  雨衣（950件）

1.  圣经参考书（239本）
2.  冬装外套（286件）
3.  台桌风扇（25台）
4.  属灵光碟（244张）

1. 电单车（20辆）
2. 脚踏车（4辆）
3. 爬山电单车（1辆）
4. 除草机（1辆）
5. 吉打（48支）
6. 电子琴（3台）
7. 鼓组（1套）
8. 小型发电机（1台）
9. 福音播放器（200个）
10. 数码相机（15台）
11. 桌上电脑（29台）
12. 笔记本电脑（17台）
13. 木质沙发（1套）
14. 扩音器（1台）
15. 复印机（1台）
16. 打印机（1台）
17. 投影机（4台）
18. 移动式篮球架（1副）
19. 蚊帐（30个）
20. 5公斤米（28包）

1. 水井（11个）
2. 厕所（16间）
3. 小鸡（341打）
4. 水牛（13头）
5. 小牛（15头）
6. 小猪（61只）
7. 芒果树苗（250棵）
8. 柠檬树苗（250棵）
9. 鱼（9003条）
10. 蘑菇种植场（1个）
11. 蔬菜水耕种植园（3个）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的生命在2009年圣诞节前30天的一瞬

间，完全改变了。我的先生，Dr Roland Su，年39

岁，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国大医院的途中宣告不治

身亡。当时，离我们赴尼日利亚做全时间宣教教育

工作服事，只剩下七个月的时间。Roland也已预备

好，放弃他在国大副院长一职，我们也愿意离开熟

悉的亲朋好友和舒适的生活，随他一起奔赴宣教工

场。 

“你生上帝的气吗？”在丧礼后的几个星期

CNEC主任赖木森牧师这样问我。老实说，我并没

有生上帝的气，但我内心痛苦、非常困惑，也很不

理解。为什么上帝在我们已经预备好要放弃一切，

来全时间服事祂的时候，却把我的先生带走了，留

下我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光荣（6岁）以及光义（3

岁） ，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去服事祂呢？眼前的每

样事情都很迷茫，看似一场恶梦。这样又有什么好

处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直

萦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由于丧礼后需要整理心情和太多的事情，那年

的圣诞节，对我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乌节路

华丽的灯饰、节日的盛装摆设、报佳音等的准备过

程，完全没了意义。那年的圣诞节，孩子们从亲朋

好友那里收到许多丰厚的节日礼物，我很感谢也很

感恩。但是坦白说， 这些礼物对我完全没有一点点

的感觉，因为这都是所谓“预料中的事”。

然而，就在这年圣诞节的前四天， 我突然接到

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她从海峡时报得知我的事，说

想和我见面。见面时，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苦楚和忧

伤。在离开之前，她送给我一份圣诞节礼物。这举

动，突然让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并体会到

黄懿婷
林玉秀的二女儿

难以忘怀的圣诞“礼物”
能够从一个陌生

人的手里，收到

节日礼物，是何

等的荣幸、何等

的幸福！从新加

坡移居到新西兰

的数月后，我还

会不时地回想起

那时的情景。

生活在新加坡

这个丰裕的国家

里，这里施予$50

，那里献与$500

，对我们来说不

算什么大事。但我们是否曾体验过，作为领受一方

的经历呢？能够从认识的人手中，收到东西，是很

平常的事，而我们常也会透过其它不同的途径回报

他们。基于文化，为了“保留颜面”都会尽可能不

欠人情。然而，要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手中，接

到礼物而又无以回报，这真是既荣幸又深刻。

从领受人的角度来看，这不单单是一件纯粹

的“礼物”，而是那位给予者的爱和关怀，体现了

领受人的“存在”价值。所以，对我而言，能够从

一个陌生人手里，领受到如此的礼物，这真是何等

的福气！

2018年的圣诞节又将来临，你是否愿意成为那

个“陌生人”？以爱和关怀，来安抚破碎心灵，把

希望带入人群中的“陌生人”呢？是否愿意成为“

福音自传会2018年圣诞爱心礼物”项目的捐赠者，

把上帝的爱，带给从未见过面的人们呢? 

感谢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这篇个人见

证，因为这再次掀开我过去的伤痛。然而，我还是

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并鼓励我们所有人谨

记圣诞节，是回归福音和施予的季节。就如耶稣基

督来，为要赐给我们新生命，这份终极礼物一样。

但愿我们效法祂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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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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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世界里，物欲横流、商潮涌动，身为一

名基督徒也难免会受到商业化圣诞的影响去

盲目的跟风。我也不难看到脸上带着焦虑的人们，手

执节日购物清单穿梭于人潮中，好不热闹。家家户户都

少不了会摆设一棵挂满各种装饰物、彩灯闪烁的圣诞树

和铺满一地的圣诞礼物。这就预示，圣诞节要来了。可

是，在两千多年前，小小的主耶稣却降生在，即卑微又

冰冷的伯利恒郊外的马槽里，只有约瑟、马利亚和农场

动物的陪伴。。。

我盼望在这圣诞的节日里，我们要反省什么是神所

赐下的最好的礼物？是救主耶稣，是爱！是一份有爱，

有盼望和救赎的礼物。是这世间无法给予的、前所未有

的、无价的特殊礼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再次挑战大家，能不能

把这份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圣诞礼物，分享给周遭的人？

这礼物或许是一份给予让你怀恨许久的人的“宽恕”；

或许是一份给予正在挣扎的人的“鼓励与代祷”；又或

2006缅甸短宣之旅。黄懿琳姐妹（着紫红色上衣者）
与缅甸同工摄于恩光学校

一份圣诞“礼物” 黄懿琳
林玉秀的小女儿

许是一份给予需要帮助的人的“恩慈”。总之，不管是

什么样的特殊礼物，都是希望他们能接受耶稣、接受福

音、接受神的爱。但愿神在这圣诞季节里，使用我们每

一个人成为祂的见证！

圣诞蒙恩

福音自传会（新加坡）
同工们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