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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

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后六9-10）

这是多么真切的一段经文，不仅句句道出了当年使

徒保罗生命的经历，也反映了「传道者」生命的

见证。即常被人轻视、迫害、孤立，但同时又令人钦佩和赞

许！他们不求名利、得失，只遵照神的托付，一心一意传扬

神天国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使许多人获得了的自由、

喜乐与平安。而他们自己却常常徘徊在贫乏、困苦和被迫害

之中。然而，这一切都毫无在意，他们只求神国的拓展、福

音的广传！

在宣教的道路上，他们劈荆斩棘，拓荒开垦，足迹遍布

无名的传道者

了山岭乡村、穷乡僻壤。他们不仅是神忠心的仆人，也是福

音事工开拓的领航者。身份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换：从孤儿

院的“大爹”到“师父”，从事工中的“教练”到“顾问”

。这些转换的身份，在福音薪火相传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重

要的作用。

在这一期的季刊里，我们有幸与大家分享三位不为人

知、默默耕耘的传道人。盼望他们感人的事迹及对宣教的执

着与热忱，能再次激发我们去思想，该如何回应神的使命、

神的呼召，如何成为人人宣教的群体！

他--曾经是一位市长，管理着一座城市的事物！

他—更是一位神的仆人，牧养着神国的小羊们！

缅甸，密芝那的院子里。

清晨的阳光在鸡鸣的催促声下，渐渐的穿

过树叶间的空隙，透过早雾，缕缕地照在院子里。“老仆

人”早已准备就绪，在庭院里耐心等候孩子们的到来。日复

一复，年复一年，从不曾看到这位“老仆人”让自己懈怠片

刻。用“勤俭节约、劳而不怨”来形容他是最恰当不过了。

与他配搭最长的一位牧者，弄孔牧师这么说道：“没多少人

能持续长久与他同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你若想

与他同工，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和他一样殷勤。不然，你肯

定熬不过。”

在福音自传会缅甸事工中，密芝那是位于缅甸北部边界

的一个小城市。“老仆人”曾是当地德高望重又深受人民爱

戴的一名市长。平日，他非常关心人民的日常起居，尤其是

那些贫困、孤儿寡妇和一群被社会排斥、遗弃的村民。自他

卸下职务后，他宁愿放弃享受晚年的宁静、舒适的生活，

却选择把自己的下半生投入在神的国度里。他看到宣教的重

要，看到灵魂的饥渴，他决定要把那赐“活水泉源”的主，

传给他们，使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祂。

透过当地教会以及本会一同的配搭，“老仆人”开始了

一个市长的传奇故事

密芝那的第一家孤儿院（朗俄恩慈之家）。二十年来，感

谢主！他把原有12名孩子的孤儿院，增到如今已有180名学

生。从一块小土地，变成现在既能养近40头奶牛，又能种植

蔬菜、水果等的大地方。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更让我们感恩

的是，这些奶牛原是从十四年前，透过本会赠予的几头奶牛

开始的。如果没有亲眼见证，我们真是难以置信！

同时，更令人鼓舞的是，孩子们当中，已培育出超过约

三十名的大学生。他们有的走上了全职奉献的道路，在各教

会里服事；有的则进入到政府或研究院的各部门里就职。不

管是身处在何岗位上，他们都是“老仆人”精心栽培的一群

福音使者，是薪火相传的一代。

人都有软弱、沮丧无助的时候。“老仆人”也有面临经

济或事工上困境的时候，甚至就此想放弃过。但是，孤儿院

的孩子却是他最大的动力。他分享道：“虽然过程艰苦，可

是每当我看到孩子们脸上满是纯真、希望和爱的笑容，一切



2

“假设你有二天的工作量要完成，如果可以的话，

你一天就把它做好；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天的粮食，如

果可以的话，你把它分成二天吃。”

这是一位受人敬爱，把自己一生完全摆上给主用的

缅甸牧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从言辞间，我

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这老牧者如何把属灵的工作看得比个人

肉体上的需要还重。

若要细说他的事迹，想必一天一夜也述说不尽。本会愿藉

此机会，去芜存菁地将最经典的部分与读者分享——他就是

与本会同工多年，尽心尽力，热心宣教的查天儒牧师，人又

称之为“大爹”。

早在三十多年前，大爹原是一位经营玉石买卖的商人，

也是腊戍德士公会的创办人之一。那时的他，享有世人梦寐

以求的卓越成就；若是要过着一个高枕无忧的生活，对他来

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在他事业达到巅峰之际，

因着神的呼召，他毅然决然地放下辛苦打下的一片辉煌成

就，千里迢迢地赴新加坡神学院接受装备。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成为一个传道人，将来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造就

门徒、建立教会。当时的他虽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

子，但却拥有连晚辈都自叹不如的魄力与毅力。他常说自己

是“行动派”的；因为，他认为做宣教，不能只是“心动”

而是要“行动”！诚如雅各书第二章提醒我们，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信心需与行为并进，行为方得以完全。踏上宣

教之路就是一项信心的考验，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时，

那行动就体现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着大爹秉持这般理念：凡是关乎人灵魂之事，他都会抱

着‘事不成必不休’的

态度，鞠躬尽瘁，不遗

余力——立定心志，定

要达成目标。他所栽培

的第二代领袖之一，李

中华牧师如此分享：“

只要是他认为这个地方

需要福音，他毫不假思

索，会大刀阔斧地去开展那个事工。他也不会瞻前顾后，忧

虑重重，一旦开始，就必凭着信心做下去。”常有机会与他

到各处传道的另一位第二代领袖，陈信授牧师说：“几乎每

次出外布道，都会领人归主。”

有许多本会在缅甸的事工都是因着他的异象与热忱而开始

的，现已遍布整个缅甸，犹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迅速开展！

从缅甸的北部到南部，都有与他一同并肩奋斗的“战友”。

他的贡献不单是为本会开拓了许多宣教事工，也为整个缅甸

的苦楚都抛到九霄云外，又重新得力了！

“老仆人”对上帝的爱和对孩子们的那份执着，是处处

可见、处处可闻。他

除了确保家中每个孩

子餐餐温饱、有机会

上学、属灵生命得到

喂养外，他更是不分

昼夜，逐一提名为他

们 祷 告 。 对 常 人 来

说，要记得一个人的名字，不难。可是，若要知道一个人的

性格与喜好，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老仆人”的接

棒人（也是第一批被领养的孤儿），泽孔传道说：“他常为

我们家中每个孩子祷告，而且是逐一提名。我常会听到他在

祷告中提及我的名字。从他的祷告中，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我

们的爱与关怀。无论是冬天或是夏天，他都不忘到有孩子的

角落，为他们祷告。”

因着他对主忠心不二的心志与恒久不变的信心，福音在密

支那地区快速的扩展。他美好属灵的榜样，也为后人奠下深

根蒂固的基础。如今，这里的事工也步步走向“自立自养”

的目标。孤儿院的孩子们从稚龄就学习“谷在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美德。即便是“折翼”的天使（指有体障的孩

子），也按各人的能力所及，在课余的时间，到田地菜园、

猪圈牛棚帮忙。在孩子们的眼中，“老仆人”不仅是和蔼可

亲的长者，也

是一位严师。

就算是完成了

一项任务，他

的 鼓 励 话 总

是“还可以进

步”。他从不

轻 易 给 予 赞

赏，因为他相

信人都有改进

的空间。有一名同工分享道：“每当我拿成绩单给他看时，

他总是说可以再进步。就算我成绩优越，他的赞许还是不

变。”

一直以来，他不只口传，他也身教他所传的道，在同工

和孩子们当中树立了身先士卒的榜样。如今，八十岁高龄的

他，对宣教仍是火热。他更是明白薪火相传，为了就是有一

天，第二代的领袖能继任并继续广传福音。所以，身躯虽软

弱，他还是尽他所能与新一代领袖一同带领孩子们祷告，把

新的日子交托给主。

因着他的委身与谦卑顺服的心，他人生的下半场可说是过

了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机会与大

家分享他辉煌的传奇人生。那这“老仆人”到底是谁呢？他

就是 --- 霍榕牧师 ，我们宣教工场上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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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带来复兴。从一所孤儿院到如今，已有数十间孤儿院、

学校、神学院和教会等等，藉着这些事工，培育了无数神的

仆人。如今在当中服事的牧师、传道和导师们，高达数百

位。其中许多都是自年幼就在孤儿院，在大爹与师母的爱心

教导下学习和成长；他们对晚辈们的提携，正如当年保罗对

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谆谆教诲一般：“所以，我儿啊，你

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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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后二1～2）

大爹在孩子们的眼里不只是“大爹”，是一位属灵的好父

亲，他也是具有属灵领袖风范的一位长者。他不仅是一位在

前做引领的，更是身后的支柱和港湾。就在一次的经历中，

他的执著与勇气让李牧师感叹不已，又自叹不如。那天，他

们俩要一同到刚开拓的一个偏远村子探访；当时大爹年事已

高，原以为会需要多方照料与配合；可是，万万没想到，冲

锋陷阵的是他，瞻前顾后的却是李牧师。

若要抵达该村子，需要渡过一条河，而这条河是流向大海

的一条主流。那晚，正是涨潮之际，泥浆泛滥；就算是白日

晴空下，要渡如此的河，都已经是困难重重了，更何况那时

是月黑风高，更是难上加难。正当李牧

师迟疑是否可以渡河之际，大爹一口坚

决地说：“可以！”就当李牧师准备要

背着这位他所敬佩的牧者过河时，大爹

已一个箭步踏入河中，带头渡河。在泥

浆高过膝盖，水流湍急的情况下，感谢

主，他们终于成功渡河了！但随同的一

位当地同工，因体力不支而累得倒下。

大爹，虽也筋疲力尽，

但相比之下，还是十分

健壮。一路上，他没让

自己有片刻的松懈，直

到回程在一位牧者家歇

息 的 时 候 ， 才 完 全 放

松，显露出他的疲惫。

诚如申命记三十三章25

节下半如此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注视

着如此的他，不禁让李牧师开始思量，自己是否也能像这位

导师一般对开展神的国度殷勤服事、忠心到底？

在薪火相传的事上，他也毫不犹豫地给予晚辈服事的机

会。他不偏袒任何人，视人人为同等，信任并让同工们带着

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开展福音事工。更难能可贵的是，同工们

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他们的正能量。缅北基督教学院，施

美香院长这么说：“他处世待人的原则是严以律己、宽以待

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逢感到灰心丧气时，只要把困难

与他分享，都能从他的鼓励中得到激励与安慰。”另外一位

同工，陈牧师说道：“大爹只要微笑地拍拍我肩膀说：‘不

要有压力，一切交托神’，我就会立马精神抖擞、重新得

力！”

大爹牧师不只在属灵上教导下一代，他同时也教导他们谋

生的技能。腊戍恩慈之家院落里的建筑物，从预算到策划，

都是他一手包办。与他同工的晚辈，只要愿意跟着他学，都

能学知一二。他卸去国家主任一职已有四至五年了，虽已

是“顾问”身份，但他灵里的喂养及影响力已深刻地烙印在

第二代领袖的心上。不论是刻意或无意地，大爹已透过真实

的服事，点点滴滴地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给后人树立了

不可磨灭的榜样。祈愿大爹的生命激励

你我的心，让我们一同齐心为神的国

度，坚忍奔跑这条服事的道路！“所

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

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

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

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来十

二1）

小人物  大作为
索也 传 道 自 年

轻，约近二十

岁时，就来到了漂排村服

事。原应该像一般年轻人

一样的他——在职场上打

拼、闯出一番事业，再买车买

房，过一个众人都向往、梦寐以求

的生活——却选择了到偏远，既不起眼又荒芜一片，连传道

者都惧怕前往宣教的山区里，建立教会。凭着一颗信靠顺服

主的心，从一位寂寂无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传道人做起，劳

而不怨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神。

他分享自己当时之所以会奉献成为一名传道人，是因着主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9至20节如此吩咐：“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

了。”单凭

这节经文，

他就投身于

宣教，头也

不回、义无

反顾地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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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牧养和栽培的工作。

神的供应美好无比！祂按祂的时间为索也传道预备了一位

贤内助来扶助他。神的呼召不但兴起了索也传道全职奉献，

也带领了他的另一半，在1995年与他一同踏上宣教和牧会的

道路；从此，二人同甘共苦、全心事奉，把原本人烟稀少又

简陋的教会，拓展成现在颇具规模，出席人数上达数百人的

教会。

感谢主的恩典！透过一位弟兄的爱心奉献，本会在十多

年前贷款给漂排教会购买一片茶园。如今，茶叶收成所获得

的利润不但已还清所借的贷款，甚至还帮助他们开拓了其他

事工。因着他雄韬伟略、精明的领导，他不但成功地带领了

教会脱离贫穷，更是走向了自立自养之途！但他不因此而满

足，宣教与造就门徒仍是他一生的使命。与他同工的苏瓦尼

这样说道：“最激励我的是他那积极传福音的心志，常让我

敬佩不已。出外布道是我们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活动，他常藉

此活动，鼓励我们在个人的恩赐上，互相配搭，以更好地达

到传福音的果效。”

他那殷勤不

懈的宣教心志，

成功地把福音传

到缅甸境内的两

个村子——渣打

村 和 纳 帕 村 。

以 常 人 来 说 ，

就 算 是 精 力 充

沛、年轻有为的

传道人，也有精

力用尽的一天，

尤其是以漂排教

会的扩展进度来

看，单靠师母与

他二人怎能交出

如此骄人的成就

呢？是，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如果是一群合神心意并同

心事奉的人，就能抵挡一切阻扰，冲破一切挑战。“不要作

独行侠而是要建立团队一起服事；不是倚靠自己的才能，乃

是以祷告来交托信靠神，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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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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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索也传道牧会的宗旨，也正是撒迦利亚书四章6节下半节所

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正如传道书四章12节这么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

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他坚

信，定要建立一群合神心意的人，一同事奉，以至众弟兄姐

妹将来能够欢欢喜喜、无瑕无疵地在荣耀中见主面！

即便如今，他在漂排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外，他

仍是寂寂无名的传道者。他从不夸耀自己的作为，反倒常给

弟兄姐妹许多参与服事的机会，鼓励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上发

掘自己的恩赐，彼此相助，互相肯定，以至更好地来建立教

会。管理学上也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没有平庸的人，只

有平庸的管理。”管理者要懂得知人善用，这样才能发挥每

个人的潜能。倘若要有效地发挥各人恩赐，就要在善用他人

长处之际，同时能够包容他的短处。漂排教会之所以有如此

迅速的发展，全因他无私的领导。与他配搭的几位同工由衷

地分享：

“他不只常鼓励我们善用自己的恩赐，同时也毫无保留地

给予我们服事的机会。”～康加纳▪拉吉

“他不但给了我很大的发展和学习空间，也尊重并接纳我

的看法。即便我在服事中有不足的地方，他也以忍耐与恩慈

来提醒和引导我。”～苏瓦尼

“索也传道不断地挑战我把自己献上，在儿童事工上被主

使用。经过祷告后，我清楚知道那是神对我的呼召，要我用

个人的经历来帮助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们。”～米波

由此可见，索也传道识别每个肢体的性格取向与属灵恩

赐，并使之能够在教会中有效地发挥出来。诚然，如保罗在

以弗所书四章16节所言：“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百节各

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他的领导素质显而易见，可说是在现代同工当中少有的精

英人才。年纪尚轻的他，本无需如此急着找接班人，但他已

马不停蹄地为继任事宜做准备：按圣经教导，培育下一代领

袖接班人。他竭尽心力牧养他的羊群，只为有朝一日，他们

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样的委身与付出，于现今教

会中，已甚少见。此外，他柔和谦卑的服事态度，也为后人

立下美好的榜样。他生命和服事的心志正仿效了保罗在歌罗

西书一章28至29节所呼吁的：“我们传扬祂，是用诸般的智

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

心竭力。”

本会极其荣幸得将索也传道举荐给大家认识，他是我们众

多无名英雄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论我们是在自己

的“耶路撒冷“，抑或在“犹太全地”，切盼他的见证能激

励我们冲破重重挑战，并兴起更多弟兄姐妹因此得着神的感

动，愿意踏上宣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