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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感谢主！当缅甸新领导层以新的民主制度来治国，并带领国家进入一个自由的新时代之际，

我们在缅甸的同工团队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挑战时期！现年65岁的查天儒牧师（缅甸宣教主

任）因步入退休年龄，已在今年初卸下主任的职位，交棒给他下一代的领袖，承接薪火相传宣教的异象。查牧师

虽已不在主任位置，但他将继续专心牧养当地事工，并督导和帮助新的领袖们推动、拓展前面的宣教道路。在这

一期的感恩与代祷时报中，我们向您介绍缅甸新一代的领袖同工。请我们所有的福音伙伴继续支持查牧师的接棒

人，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并常常为他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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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基督教学院的前身是短期传道人训练中
心。中心创办于1995年，每年提供三个月的

中文圣经基础课程。许多同工接受训练后，被差派到各
山区的村庄事奉。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大部分的少数民
族已听闻福音，其中也有许多信了主。当地同工便把注
意力转向城市的缅族。

缅族虽然是缅甸最大的族群，然而信主的人数却十
分稀少。自2000年开始，中心便开办缅语圣经课程，目
的是要训练当地基督徒同工向缅族传福音。由于当地尚
有许多未得之民，因此训练当地同工成为燃眉之急。经
过多方考虑和祷告后，基督工人学房终于在2005年3月
成立。它取代了短期传道人训练中心，并提供为期三年
或四年，以华语和缅语教导的神学课程。2010年10月，
基督工人学房获得缅甸浸信总会的接纳，成为缅甸浸信
会名下的神学院，改称为缅北基督教学院。

感谢神！学院在2014年1月31日获得缅甸国家宗教事
务局正式接纳为缅甸神学教育协会的成员。同年10月，
学院也增设了教牧学士密集课程，专门预备给在教会服
侍，无法长期到学院进修的牧师和传道。目前学院有35
位同学就读该密集课程，长期在校的则有68位 。

转眼间，缅北基督教学院已
经成立20多年了！学院在间中栽
培和训练了许多能肩负使命并积
极参与推动福音事工的传道人。
有开荒布道的、有牧养教会的，
亦有少部分的传道人回到母院做
教导神学的事工。看到神所兴起
的诸多事工中，每一项事工都那
么重要，且是环环相扣，感激之
情油然在我心中升起。

我是一个在偏僻贫困的农村

执委会主席的话：

新缅甸神学教育的展望  
陈信授牧师

里长大的穷苦孩子。十一岁那
年，母亲过世，我便辍学在家里
帮助父亲照看年幼的弟妹。感谢
神！几年后，查天儒牧师来到了我的家乡传福音，我信
了主，得到了查牧师的培育，并在上帝的蒙召下成为缅
北基督教学院（当时称为基督工人学房）的学生，接受
神学装备。我2008年从学院毕业，感恩至今一直都有机
会参与神的圣工，即在福音協傳會里配搭侍奉。如今我
已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诗篇113:7—“祂从灰尘里抬
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从缅甸儿童事工长
大的孩子，后来回应神的呼召去神学院读书的每年至少
有15人。截至目前，已经有五百名以上的孩子接受了神
学装备。他们毕业后，都已被差派到缅甸各地做传福音
的工作。

如今，我们亲眼目睹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更见
证信实的神带领了一位基督徒当选成为国家的副总统。
所以，新缅甸的神学教育方兴未艾，造就神国人才的事
工也是刻不容缓。我们祈盼居住在这块国土上的一百三
十五个不同族群都有机会听闻主的福音！

感谢神！祂已经为我们学院预备了一块新的地皮。
该地皮约有七英亩，除了可以
建设新的院舍外，还可以栽种
一些蔬果，预备我们逐步迈向
自立和自养！新院舍需要约五
十万美元的硬体设施，我们需
要 您 的 代 祷 与 支 持 ！ 愿 神 开
路，能在祂的时间里开始建设
新院舍并搬迁。让缅北基督教
学院为神训练一批又一批神国
精兵、去拓展神的国度、去为
主广传福音直到主临！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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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是一个被军权统治50年（1962-2011）的国家。

国家自1948年正式独立后，国内仍经常发生战

乱，使得人民无法安居乐业。此外，缅甸还是个鸦片、海洛

因等毒品猖獗泛滥的国家。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导致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无辜的幼小生命在无人关顾的环

境中挣扎生存。感谢神！这些孤儿寡妇悲凄的哭声达到上帝

的耳中，赐恩的儿童福育事工便于1969年9月开始在缅甸兴

起！1982年5月‘儿童助学金’计划在缅甸开始。

我是克钦族（克钦族是缅甸建国时的八大种族之一）。我

就是儿童福育事工的直接受益者。在我不懂事的时候，父母

就离异了。之后我和弟弟都是由祖父母照看着。感谢神！后

来我们兄弟两人与母亲重聚。但由于当时母亲无法抚养我们

两个年幼的生命，因此我便在1993年进入缅甸腊戌的恩慈之

家，并得到‘儿童助学金’的援助而有了念书的机会。

在恩慈之家期间，查天儒牧师就像一位父亲。他每天引导

我们读经、祷告，教导我们如何面对生活上的需要和挑战。

查师母就经常带领我们一起为恩慈之家祷告和出外探访布

道。她教导我们礼仪、道德、敬老和尊贤，她也教导姐妹们

料理家务。我在恩慈之家学习到很多技能，包括：种植、农

务、养鸡、牛、猪、盖茅屋、挖水井、水泥、木工等。主日

的时候，我们便一起到教会中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从不

间断！

儿童福育事工带来的好处很多，它既提供了许多贫困孩

子有念书的机会，也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同时，它

也间接地减轻了政府福利部的负担。最为感恩的是，儿童福

育事工使缅甸的福音工作大为兴旺，无数人通过福音自傳會

援助孩童计划听到福音而归信了耶稣。单单信主的学生就已

达数千人，这在缅甸的确是最好的传福音模式。从1982年开

始，福育事工透过“儿童之家”、“教会学校”及“学生中

心”三种不同途径，陆续在仰光、腊戍、曼德勒、眉苗、大

其力、密支那、葡萄沃等地区展开。目前获得赞助者透过特

别助学金（儿童之家、学生中心）或者是普通助学金（教会

学校）支持的学生约有两千名左右。

儿童之家 

感谢神的恩典，这群有机会进入福音協傳會开办的儿童之

家（恩慈之家）神所怜悯的孩子们，他们在这里感受到神的

大爱，感受到神藉着牧长、老师们表现出来基督的爱。在这

里生活也感到安全、幸福和温暖。我们也常常教导他们要感

谢神，有机会就要回馈教会和社会。 

教会学校
这项福育事工主要是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我们与当

地的教会合作开办教会学校，同心配搭兴旺主的福音。感谢

神！通过这个管道，使许多少年人有机会认识创造主，听到

福音、接受福音。也有不少学生回应神的呼召、之后到神学

院接受神学装备。在教会学校里的学生们虽然都已听到了福

音，但还是有少数学生不愿信主，我们就恳切为他们祷告：

但愿福音的种子在他们的心田中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早日

肩负使命，成为福音的使者。现在有的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已

多达1400人。

学生中心
到目前为止，福音協傳會在缅甸不同的地区一共建立了25

所学生中心。由于山区里的条件限制，学校开办最高教育只

到初中程度，因此学生中心的建设是为了帮助住在山区里的

孩子能够到城市继续念书。如果不帮助这些孩子到城市去念

书，他们的最高学历也只能停留在小

学或是初中程度。由于城市的住宿费用

很高，学生中心在城市中也只能提供给

学生简单的住宿，同时我们还要帮助经

济有困难的学生申请助学金，所以我们

非常需要赞助者大力的帮助，来成全这

项有意义的事工。我们对中心的学生唯

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参与中心内一切属

灵的活动，因此学生中心也是一个传福

音的纽带和桥梁。每年我们带领许许多多的学生认识上帝与

真理，有的更是被神呼召愿意继续在缅北基督教学院接受装

备，成为全时间事奉神的人。

今天，14间儿童之家、16所教会学校与25间学生中心分布

在缅甸71个不同的地点。

宝贝学堂
2015年，我们有机会接触缅甸若开省布迪岛与矛多的罗

新亚族。因着若开省的政治局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富挑

战的宣教工场！我们觉察到在短期内，要在那里开始福音事

工、开办学校或是开荒布道真是非常困难。我们想到的唯一

切入点就是在那里为没有机会念书的孩子开设宝贝学堂。因

为开设宝贝学堂不必为地点烦恼，只要有负担，愿意给年龄

介于5-10岁的小孩子上补习课的基督徒老师，每天花上2-3

个小时，在家里、教会里或偏僻的村落里就可以进行！这是

一个与未信主之人接触谈福音的衔接点。从2006年开始到现

在，我们已有16个宝贝学堂在运作中，共有400多名的学生。

而单单在若开省，就已经有3个宝贝学堂。

福育事工展望
缅甸在过去经受过太多的天灾人祸，不管在治安、经济、

教育等各方面，都无法和周围的国家相比。虽然现在开始走

向民主制度，但因着过去种种历史的因素，即便国家经济可

以很快地发展起来，但贫富差距依然会很大。也就是说，要

国家呈现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恐怕还需要经过

一段漫长的岁月。在5-10年内，国家因内战和毒品遗留下来

无家可归的孤儿仍然很多。因此开办孤儿院还是当务之急。

此外，由于缅军长久的统治，国家的教育问题一时之间也

无法马上解决，因此“儿童助学金”的援助还是有很大的需

求。换言之，在缅甸的福育事工就以目前的推进方式，我们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家的福音机构/差会对刚刚复苏起

步的缅甸都非常感兴趣，因而当他们纷纷涌入的时候，求主

也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知道应如何

适应、协调和面对这些变化。缅甸福音協傳會虽然可以说是

海外福音机构/差会到缅甸来作福音事工的先锋，但现在也

有很多短宣队有机会接触我们的同工。因此，在必要的情况

下，我们须订立规章并完善差会与教会间应有的良好合作方

式，求主帮助我们清廉、圣洁、忠心地服侍祂。另外，缅甸的

新政府也将制定新宪法，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很快适应它。

盼望神继续使用我们，在宗教越自由、国家越民主、我们

看似越可在国家法律保护下更大胆公开进行跨文化的民族福

音事工之际，更求主使我们有见识、有胆识地为祂摆上。虽

然缅甸这个国家会逐渐富裕，人们的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

但是一些贫穷的地区、偏僻的山区仍然还是非常需要外人去

帮助的。就因着这样，我们可以大胆地向上帝祷告：求主赏

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清楚明白，并按照祂在不同时

候、不同阶段的心意，将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们！

曹中华传道

执委会副主席兼宣教统筹的话：

儿童福育事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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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缅甸的少数民族—朗俄族。感谢神！我从

小就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24岁那年，我认

识了耶稣，之后受洗归入基督，接着回应神的感召进入

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2005年毕业后，神差派我到位于

腊戍的缅甸福音協傳會属下的公卡曙光堂和曙光学校服

侍，至今已经十一年了。

回顾过去、数算主恩

记得刚到公卡的时候，曙光学校虽已开办了七、八

年，但学生人数只有两百多人，最高班级是六年级。那

里的村民都很贫穷，他们住的都是茅草屋，也没有自己

的田地可以耕种。因此，很多毕业生因贫穷买不起交通

工具，无法到城市继续求学，他们年纪轻轻便出外打

工。更甚的是，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因属灵生命不成

熟，出来工作后便很快流失了！故从2006年开始，靠着

神的供应与恩典，我们开办了初中部。神在每

一步路上滴满脂油，感恩祂坚立及成就

我们手所做的工。如今已经有8届的

初中学生毕业了，在学校的学生也

有420多名！感谢神！很多孩子都

是在这所教会学校认识了耶稣，

属灵生命得到改造与栽培，成为家

庭与社会蒙福以及传扬主福音的管

道。有的现在已经是全职的传道人，有

的正在神学院接受装备，预备将来做传道人。

神也非常赐福曙光堂。2011年，我们推动每个月最后

一周为“十一”恭纳主日，操练教会透过十一奉献经历

神的赐福与信实。感谢神！看见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与

应许去教导的时候，不但教会肢体皆蒙福，我自己也得

蒙福！

在公卡曙光学校，我们一直秉持让学生的身、心、灵

（即德智体美）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必须要有神话语

的充满和浇灌。学校自创办以来，我们聘请老师的原则

必须是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这样的老师才能引导学

生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我们

也碰到诸多的困难。由于学校收费较低无法给予老师基

本生活的工资，老师也常常难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

下，每年都有老师离开学校，学校也经常为了聘请新老

师一事而伤透脑筋，这也是造成学校师资水平难以提升

的主要原因。另外，又因经费的短缺，学校的硬体和软

体基本设施均已是相当简陋。

我 们 盼 望 靠 着 神 的 带 领 和 供

应，学校能够很快组织校友会

与董事会，以改进学校的行政

管理。我们还计划在五年至十

年内能够筹足资金，建设一栋

两层多功能的教学楼，以改善

教学环境。请您为我们的需要

代祷! 

我们祈盼主兴起愿意委身

教育事业的基督徒老师及对教

育愿意奉献支持的弟兄姐妹。

透过这所教会学校，祈求主也

把未信主的人带来，让他们有

机会听闻福音并接受福音。公

卡曙光学校建校20年来，已经带领了320人信主。过去，

当我们看见一些根基不稳的基督徒踏出学校后再没有回

到教会，我们为这些流失的孩子感到可惜与痛心。为

此，学校从今年开始，重点关注学生的属灵生命，在课

程里特别加入了灵命栽培的单元以及信徒栽培训练营和

福音营，希望学生藉此能不媚世随俗，能够依靠主站立

得住。

缅北一带的教会与学校像是无法分割的连体婴儿，因

为教会多半透过开办学校或学生中心接触学生

的家长，带领人归主。学校又透过教会

把信徒栽培成门徒；因此学校是教

会的福音禾场；教会又是学校的属

灵加油站。感谢神！公卡曙光学

校与教会在过去十多年里都是透

过这种互助的模式把福音传递开来

的。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今年四月，新政府上台后带来了缅甸民主的

新气象，到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我们也看见了目前

正是缅甸教会广传福音的大好契机，因为政府将会放宽

宗教政策，也会给予更多的宗教自由。缅北的教会也要

充分善用现有的资源与机会，使

教会拥有自立自足的能力。我们

盼望能够早日从掌心朝上（受）

的光景变成掌心朝下（施）的光

景。让缅甸福音協傳會有一天能

够走出缅甸，去祝福其他地区

或国家。然而，在缅甸开放的同

时，也将会带进来一些异端邪

说。因此教会当今之务就是要切

切教导信徒以圣经为本在真道上

扎根。

缅甸福音協傳會新一届的领袖们，让我们乘上缅甸走

上民主别具深远意义的首班列

车，依靠神的恩典与能力，让

神使用，为神国添砖添瓦，成

为神祝福缅甸的一个管道！但

愿神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

能力的，凡事都能作。”（腓

立比书4：13）成为我们服侍的

写照，让上帝的能力在你、我

的生命里彰显以荣耀祂的名!

保孔道牧师

执委会中文文书的话：

教会与学校事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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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傈僳族，十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我成了孤

儿，后来搬到恩慈之家，我是恩慈之家比较

早期的一批孩子。在恩慈之家，我找到了比父爱、母爱

更伟大的上帝。认识主耶稣后，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孤

单，生活中常有喜乐和平安！记得我刚刚到恩慈之家的

时候，每一天，这里的老师们都会带领我们读经和祷

告，要我们尽量明白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和这里的大哥

哥、大姐姐们天天一起背诵经文，自己也默想神的话

语。这里留给我很多美丽的回忆！恩慈之家的老师们在

属灵、品格、领导、知识等方面引导和栽培我，后来上

帝呼召我走向全时间奉献的路，现在我已是一名传道

人。

恩慈之家是一个充满神慈爱的大家庭。在这里，有许

多没有父母的孩子，也有的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些孩

子不管是来自什么背景，他们皆领受一个共同的恩惠，

那就是找到了主耶稣、生命被建立、心里存着盼望！恩

慈之家已经走过25个年头，从开始第一家发展到现在已

有十四家。到目前为止，已有70多位从腊戍恩慈之家长

大了的孩子出去读神学，也有好多全时间奉献的传道人

被分派到缅甸、泰国与云南（中国）等地去服侍。上帝

的恩典与怜悯不断地流入恩慈之家，从未间断！盼望有

一天，恩慈之家能够将上帝的祝福带到世

界各地。

随着缅甸国家政策的改变与

宗教的开放，教育水准也渐渐提

高，各行各业的国人都面对新的

执委会缅文文书的话：

恩慈之家 熊恩华传道

宝贝学堂助学金儿童生活营

助学金儿童生活营

南巴其德昂村学生中心里的孩子

挑战。恩慈之家在这种

变化的新形势下，许多

应对的方法也将跟着时

代的转变而改变。过去的孩子们不懂得网络，

爱心、思想、信仰等都比较单纯。可是，现在很不一

样，网络的开发使得恩慈之家的孩子们的思维与知识都

很前卫，我们需要有更好有影响力的老师，为孩子们树

立好榜样。圣经告诉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淨他的行

为？乃是要遵守神的话。”（诗篇119：9），让孩子们

通过神话语的灌溉，在这个神的大家庭中找回爱，唯有

爱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恩慈之家的温暖，并对它有一个归

属感！另外，我们也需要留意另一个更加可怕和更危险

的魔鬼的武器，那就是毒品

的侵害。老师们需要以身作

则，更要像家长似的管教和

引导他们敬畏上帝、远离毒

品、走在主的道路上。

我们盼望恩慈之家在接

下来的日子能够随着社会和

教育的需求，聘请到不同的

专业老师以提高师资来帮助

我们新一代的孩子们。我们需要教导英文、数理、

电脑和音乐的老师，也需要有负责策划属灵

活动的家牧。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按照他们

的兴趣学得一技之长。同时也盼望这些孩

子们将来能回馈恩慈之家、教会与社会。

愿上帝的恩慈继续在恩慈之家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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