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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看见、远见及透视。

异象是对看见其异象的人一种时代使命，

异象亦赋予看见异象的人一种透视能力。他/她不但

能够看见当代的需要，更能够远见未来的趋势。旧约

先知们看见的异象或预言都有这所谓的双重指涉说明

（Double Reference），它们包含一个近处观点和一个

远处观点。这一类的预言若应验的话，会涉及近处之

事，同时也涉及遥远的将来！

福音自传会的异象也是如此。即有当时40年代的

使命、它也有未来宣教趋势的透视！从China Native 

Evangelistic Crusade，中文名称是“中國基督徒佈道

十字軍”的演变就可看见。CNEC的异象中，具有中

国（发源地）当代的使命—即帮助当时、当地

的中国同工去完成他们的使命。同时，这

个异象也具有超越那个时代与地理的

使命！当这个异象从中国转移到中

国周边邻近的国家，就是东南亚的

华人群体时，CNEC改名为中華傳

道會（Chinese Native  Evangelistic 

Commission），当CNEC发展至东

南亚的华人群体后，这个异象便赋能

予东南亚的华人教会将之推广到其他

民族中。最后当CNEC成为一个超中国、

超华人、超国界的普世宣教机构时，名称改为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即是今天

的福音自传会。

这个异象从中国及中国人发展到国外的华人，最

终发展到地极非华人当中，足见上帝给我们的异象不

是局限在一个时代与一个地方。上帝是一位超越时空的

神，祂要教会从地域性发展到普世性，从现代性发展到

末世性。神的异象是一种透视的远见，推使教会不断地

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CNEC的异象经过多年的考验与发展，如今我们

异象、使命、热忱
赖木森牧师博士

福音自传会主任

能更精准地将神让我们所看见的、所做的产生出一个最

切合时代的需要与条件的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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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异象原本是要看见教堂在各地被建立起

来，然而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信心团体”被建立起来！

因为在最“偏僻与基督徒最稀少”的前线，往往是那些

对基督教非常抗拒与排斥、有政治拦阻与限制、甚至是

不能公开建教堂的区域。因此，我们很难在这些地区看

见一间堂皇的礼拜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在这些

区域内看见许多“信心团体”出现！这些信心团体

可在学校、学生中心、孤儿院、甚至家中集

合敬拜神！ 

我们相信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这

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与败坏。主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论及祂再来之

预兆时，指出届时将会有天灾人祸、

道德沦落、世人将会饱受身心灵的严

重破坏与受伤！因此，我们的使命必

须包含两方面：一是创世记1:26的看守

治理神所创造的文化使命；另一是马太福

音24:19-20人类犯罪堕落后，需要去拯救世人

的大使命。只有我们做到这两项，才能真正地帮助这个

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整全的需要，即是身、心、灵

的需要。因此，教会在遵行大使命时，不能忘记这两个

使命，应以“整全福音”帮助这世界上痛苦的人。

没有异象就不会有行动，但若有异象而没有行动

也不行，就好比一个人只有悔而没有改一样。异象会

产生使命的步伐。既然我们已经从神得到一个异象，那

就需要付出一些委身的行动！为了人的整全需要，我们

应该有五个整全性的动能，那就是“赢得他们”─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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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经济不景气的时刻，在商场上有的人节流

开源，有的人做长远投资，还有的人伺机行

动。但肯定的是，没人能确定未来经济的走势。 

两千年前，主耶稣差派72位门徒，对他们说：“庄稼

已经熟了……”，门徒看见什么呢？你可以想象，门徒眼

见一望无际的麦田，注目看见丰满而金黄的麦浪。他们知

道这时是丰收的最佳机会。他们心里打紧盘算，从这丰收

获取的利润，扣除了工钱及用具，可以得到多少……

这时，主耶稣给他们看见事实，“庄稼多，工人

少。”眼见丰收的时机即逝，你必须赶紧打发足够的工人

去收割庄稼！此时你当做什么？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

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弟兄姐妹们，你可看见事奉的时机？你可觉察服事

有需要的人的机会？你是否有足够的工人？你可有祈求庄

稼的主打发祂的工人去收割庄稼？

你是否知道我们的主关心那田地，

因为那是祂的？此时，关键不在于

你看见田地有什么，而是在于你当

做什么才是。

1994年，是我修读道学硕士

的第二年，住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校

园。当时有回来母院进修的前校

友，告诉我他立志一生传道，全时

间事奉主，是出自一个简单的“看

见”。那就是许多人看见商场“黄

金遍地”，他却看见庄稼“遍地金

黄”！他求问主，当做什么？主的

回应是差派他及同工们到神学院去

接受装备。

我察觉到一个事实，就是人

唯有关注主国度的事，才能看得见

田里的庄稼。正如门徒看见庄稼

了，耶稣就把72门徒，一对对地差

出去，到附近的城里，向以色列人

宣扬上帝国度的好消息。耶稣指示门徒，在路上必须遵照

一定的行为法则，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

鞋，不要在路上问候人。”（路十4）对那些接待他们的

家庭，“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

所供给的，因为作工的理当得工资；

不必从这家搬到那家。”（路十7）

凡不接待的，“连你们城里那粘在我

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擦

去。……”（路十10～11）

你或许会问，为何耶稣打发门

徒“一对对”的出去？为何指示门徒

那样的行为守则？当我研读这段经文，也借助于一些路加

福音十章的注释书，我发现古代地中海一带的社群不是按

个人主义界定个人的身份，而是一种称为“互动人格”

（dyadic personality），即透过人际关系的网络，如家族、

出生地、职业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定位（可六3；可十

四70；约一46；七52；多一12）。如此理解之下，门徒

成对受差遣，从他们的言行、信息

及人格，即可认出他们跟随的主耶

稣。

我们亲爱的福音自传会同工

们：你的生活方式与服事是否反映

了你的主？你的使命？你受耶稣差

派的身份？或以时下流行的话，你

是否有着这差会的“基因”？让我

们重温差会的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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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们有能力自立、自养、自治与

自传。”

弟兄姐妹们，再次举目观看，

你看见什么？我求主赐予我们有宣

教的眼界，看出这是向未信者布道

的好时机。我祷告主差派祂 的仆

人，去田里收割祂的庄稼。当世人

在寻求人生幸福及生活满足，却一

再迷失的时候，正是我们宣扬救恩

信息的大好良机。我祷告主你就是主派遣去到家族里、校

园及职场收割庄稼的那一位。

你还在等待什么？ 

音给他们、“培育他们”｜给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装

备他们”｜给予神学教育及门徒培训、完成装备之后就可

以“差遣他们”｜到他们自己的族群中、最后就是要“赋

能他们”─自力更生，走上“自立、自养、自治及自传”

的道路。

要完成上述事工并非易事。常言道：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什么是“有心人”呢？“有心人”就是指一

个人看见了宣教的需要，便付出行动去做那应做的事情。

宣教行动需要有一颗点燃的心、才有毅力与恒心去完成宣

教使命！犹如保罗在罗马书12:11所说的：“殷勤不可懒

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事主”。因此，盼望有更多的弟

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异象，也认同我们的宣教行

动，最重要的是成为宣教的“有心人”！

你愿意是一个为主抢救灵魂，心里火热的人吗？

谢木水牧师博士
新加坡神学院院长

现在，你看见什么？

2016年7月14日摄于新加坡神学院新任院长就职典
礼上

谢木水院长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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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基联会」与「华基教会」是福音自传会支持成立的

1975年1月，高云汉牧师（Rev. Dr. John Kao）

奉香港中华传道会（CNEC，现称福音自传

会）的差派，在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 Canada）开始

了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简称「华基教会」。感谢神

眷顾保守！经过41年众多弟兄姐妹的努力耕耘，华基

教会植堂、建堂，现已有13间教会分布在几个主要地

区及近郊城市，每周有八千多人参加国、粤、英语崇

拜，共有80多名教牧同心服侍主的群羊。为了联系所

有华基教会，我们积极合作、汇集资源，并同心扩展

神的国度。华人基督传道联会，简称「华基联会」并

于1988年正式组织注册为法定团体。她带领教会信众

努力在多伦多植堂建堂、推广普世宣教异象、完成神

的大使命！

异象与使命
「华基联会」和「华基教会」有独特而清晰的

五个异象与使命：即「相爱合一、培训门徒、增长植

堂、普世差传、关怀社区」。这五个异象与使命是各

教会发展的重点和精神所在。它们不仅是华基联会

的事工方向，也是整全福音的使命和策略。正如福音

自传会，是以整全福音为事工策略的宣教机构。多年

来福音自传会与东南亚各国基督徒领袖合作，为当地

群体带来持续性身心灵的协助，也为社区带来重大的

转变。福音自传会在世界各地推动全人关怀的福音事

工，植堂、培训、开设儿童之家、福音戒毒所、学生

中心；又以微型企业、商宣活动与“儿童助学金”计

划等协助社区发展，引领人认识基督。

现今的托付
今日教会若要继续推动福音事工，必须洞察世

界的需要和社会政局的发展，并以全人关怀为目标。

政治动荡、天灾频繁、经济衰退、民主运动或激进行

为，虽是危机重重，但却也是处处充满契机！近年，

有好些华人教会和宣教机构都指向一个不能忽视的事

奉方向，那就是在灾难困境中，教会必须站起来，与

哀哭的人同哭，安慰愁苦的人，为他们指出生命的盼

望，用行动实践基督的

大爱。

全 球 化 的 现 象 显

而可见，也把各地、各

方 拉 近 距 离 ， 互 相 影

响。每天某个国家的消

息，都可能牵一发而动

全球；仿若近在咫尺、

天 涯 若 比 邻 ， 那 是 何

等真实！我们需要关注

影响地球的不同课题，

不 单 单 是 政 冶 、 经 济

与灵性，也包括环境、

气候、资源、教育、贫

穷、公义与医疗等。今

日的差传不能只停留在

宣讲福音、拯救灵魂，

也必须加强关怀社区、

服侍人群，以这样双线

平行发展，这些都是耶

稣基督在世所实行事奉

的理念与模式。

几十年来，华基联

会差派短宣队配合福音

自传会在各地的事奉。

感恩这几年我也有机会去到缅甸、寮国、柬埔寨、越

南、泰国服侍，参与那里的培训和探望当地同工。同

工们忠心事奉的见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仅了

解到不同地方的事工发展，我也看到同工们深入福音

未及群体、环境荒芜的地区去服侍。

过去一些福音硬土的国家，如今也已逐渐开放。

例如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柬埔寨、寮国、越南、

缅甸及蒙古。开放使得更多人对福音持较开放的态

度。北美洲华人信徒近年眼界扩阔，更愿意参与差传

事工，从只是金钱的奉献提升到委身的事奉。有些信

徒提早退休，并不无所事事在家，而是前往贫困地区

去服事。他们将北美的退休金带到宣教工场或第三世

界国家，可以满足在那里的服事生活。

神爱世人，不愿有一人灭亡，但愿人人都悔改

（参彼后3：9）。这个世界是你、我服事的工场，让

我们把握仍有的光阴与机会，忠心努力，彰显天父的

慈爱和怜悯！「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

救现今的危机吗？」（斯4：14b）我们要坚持宣扬福

音，面对不同的逼迫和困难，仍要凭信心迎难而上，

靠主得胜！

我们的异象、使命和托付
黄少明牧师

加拿大华人基督传道聯會会牧

黄少明牧师讲道与推广华基事工

七位华基会友修毕和平福音差传学堂的课程并获颁证书

张宝华牧师到访华基联会
（2014年）

黄牧师一家支持小女儿由城北华
基差往柬埔寨金边事奉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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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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是一名在采控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工

作的工程师。1995年卸下第一份任职

了4年半的工作，我到一间美国跨国公司工作了20

年，从工程师渐渐提升至项目经理。

我自1987年信主、1991年受洗，至今已29

年。从开始信主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福音自传

会（CNEC）属下于1969年建立的圣道基督教会

崇拜和事奉。犹记得，当时圣道基督教会仍处于

巩固发展时期。感谢神透过团契和小组的牧养及

事奉磨练我，帮助我全心全意参与服事。2003年

开始担任教会执事，当时教会正迈入全面与整全

发展各年龄层事工的阶段；感恩我有机会参与更

多的教会事工包括儿童主日学、中国事工、整全

门训以及推动差传、培训和短宣，这一切更加操

练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感谢神帮助我按着祂的心意建立一个基督化

家庭，感恩祂赐给我一位贤内助和三个孩子，我

们一家人都在圣道基督教会成长和事奉。更为感

恩的是，神也带领了我的父母亲和弟弟、妹妹信

主。虽然这一条信心的路，挑战极大走来不易，

但神藉着职场与教会，使我经历祂的恩典浩大，

信实无穷！在2010年的一个布道培灵聚会中，我

回应了神的呼召：渴望有一天能够全职出来服侍

神，之后心里一直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担任10年

的执事，我于2013年卸职后，便开始寻求神的带

领让我能够尝试不同领域的事奉。后来神让我有

机会接触监狱事工，我加入了Christian Counselling 

Services（CCS）成为监狱辅导义工。2010年至

2014年间，我有三次机会带着全家参与短宣。每

一次的短宣都让我及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

我和我的一家更加确信神要我们更多参与宣教。

 2015年12月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放下

20年的工作，一心寻求神带领我和我的家庭进入

另外一个阶段的事奉。经过数月主任牧师的引导

与祷告后，神为我开了门。今年7月，我有机会接

受CNEC主任（赖木森牧师）与董事部的面试，

之后我便决定加入福音自传会这个宣教大家庭。

目前我还在摸索着、学习着来认识这个机构的宣

教事工。

请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信

心、智慧和刚强壮胆的心去面对这具有永恒价值

的挑战！

李庆华先生
福音自传会执行总监

欢迎新同工

李庆华（最右边）与教会肢体参加短宣队

李庆华弟兄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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