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nd Quarter 2013MICA(P)No.: 002/08/2012

福音自传会（东南亚）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S.E.Asia)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P.O. Box address: P.O. Box 771, Toa Payoh North, Singapore 913133
Email: cnec@cnecintl.org
Website: www.cnecintl.org

帮助孤儿寡妇是一种敬虔的行动
赖木森牧师

感谢神！福音自传会自1952年在东南亚地区拓

展宣教策略以来，60年里共建立了教会170

间、学校28间、学生中心19间、孤儿院15所和神学院7

所。通过这些事工，我们已经援助了近5,000名贫困家

庭的孩子和孤儿们。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

信在上帝的创造里，人是有灵、魂、体的需要，故我们

采用能够满足全人需要的“整全福音”策略。

为此，我们特别重视帮助山区里贫穷的孩子，开始

了我们称之为“山区里第二代的事工”。这项事工的重

要性在于：

一、虽然我们不能说教育是平等的，但起码我们相

信受教育的机会是需要平等的。也就是说，虽不是每一

个人都有同样的智商可以读书、念大学，但至少每一个

孩子都应该有念大学的机会。

二、倘若这些贫穷群体的孩子有机会受教育，他们

就可以脱离贫穷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

一就是让下一代有机会受教育。

三、这对他们的家庭、社区、民族、甚至国家来说

是一个新的盼望。也可以说，我们的事工正是在帮助和

激发他们去建设和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

四、帮助照顾孤儿寡妇是圣经中的重要教导之一，

而且神对孤儿寡妇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慈爱与怜悯。如

申10:18记载：“祂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相反的，神却常常严厉地教训并责备那

些无视孤儿寡妇需求的人。“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

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箴21:13）。上帝更痛恨那些

剥削贫困人的罪恶权势。“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

人，你们都不可欺压，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恶事，陷害

自己的兄弟。”（亚7:10） 

雅各书1:27更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在上帝我们的父

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

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唐崇荣牧师对

这段经文做了深刻的解释:“当一个人愿意以纯洁的动

机事奉神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向下舍己的心志。这个

向下舍己的心志就是敬虔的心志。舍己又敬虔的其中一

个表现就是帮助别人，是照顾比你更卑微的人、供应比

你更贫穷的人、用爱心去服侍那些社会丢弃的人。在我

们上帝面前真正无伪的敬虔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妇。”（摘自唐崇荣牧师讲道笔记）

因此，帮助贫穷的孩子们和孤儿寡妇就是一种敬虔

的行动，敬虔的基督徒必须做虔敬的事！让我们效法基

督，活出祂的样式，作光作盐，真心的付出来帮助这些

山区里贫穷的孤儿与孩童吧！

目前我们还有大约900名贫困孩童正在等待赞助者的

帮助，请您在祷告中记念他们的需要。 

如果您有负担要帮助这些孩子，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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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从小是在一个蒙恩蒙福的

基督徒家庭中长大。自我的祖母从来自美国

加州的李恩惠宣教士那里第一次听闻并接受福音后，

传承到我已经是第三代了。我感恩：父母亲敬畏神、爱

神、爱人，而且他们尽心、尽力事奉神的生命深深地影

响着我，也成为我一生坚定不移地持守对上帝仰赖和信

靠的动力。

记得我13岁那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离开熟悉的

家乡—山东滕县（现滕州市）；17岁被迫与父母、兄

弟、姐姐分手，离开大陆只身一人以一个无国籍的难民

身份（因当时没有身份证）流浪到了香港，身上带着的

只有父母亲的祝福与叮咛。当时父亲所说的：“你要一

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路上，都要承认祂，祂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箴

3:5-6）时隔60多年的今天，仍记忆犹新。现在我已80

岁了，当我再重新思想这句话时，我更确知我所仰赖的

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主！

初临陌生的香港，举目无亲，我心里害怕极了，直

到见了父亲的同工—英国宣教士宋德成牧师，他把我接

到他家里去住后，才缓解了我的惧怕和对家乡的

思念。然而，一想到茫然的前路，我的心依然

忐忑不安。当有一天，宋牧师告诉我，他已帮

我联系到一位愿意资助我在香港求学期间学

费的赞助者时，我才惊喜不已，我竟还有再

念书的机会。然而让我更感恩和惊奇的是，

这位赞助我的美国女士—Mrs Gladys Jackson

（香港中华传道会学生援助金和儿童助学金

事工的赞助者）竟然还资助过我的父亲张学恭牧

师，这更让我对父神上帝的作为充满感恩和敬

意。虽然这些事情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每当我回

想起这些陈年恩情，特别是Mrs Gladys  Jackson对我们家

两代人无私的奉献时，我仍不禁潸然泪下。

不仅如此，信实的上帝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也

让我的父亲成为我学习的榜样。父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

象，就如刻在他墓碑上的那四个字：主的忠仆。

虽然我17岁就离开了父亲，也再没有见到他。但我

心目中的这位大英雄，脸上所散发着的主耶稣那般的

慈爱至今仍深深地吸引着我！父亲学像耶稣的榜样，

对贫穷及受苦的人充满了怜悯。他收留他们、抚养他

们并教导他们真理。他紧紧抓住任何一个可以帮助人

的机会。我亲眼目睹父亲是怎样帮助一位，他在路途

中遇到的穷寡妇和四个可怜的孩子。他帮助这位刚刚死

去丈夫的穷寡妇埋葬死尸后，并把这一家五口都带回我

们家里照顾，一呆就是十几年。当父亲向这位寡妇和四

个孤儿伸出援手时，对我说的一句感人肺腑的话，至今

令我难忘。父亲说：“宝华，你要记得，当我们帮助人

时，就像他们在路途中碰见耶稣帮助他一般。帮助别人

张宝华牧师
恩福异象的承传

其实就是一种敬拜的行动。”的确，这是我父亲一生的

信念。许多事情明显是在他能力以外的，但是上帝让他

碰上了，他就不推辞。父亲至死忠心，最后甚至为主流

血而殉道。他助人的行为感染了我，他的信念传承了给

我。我敬佩我的父亲，父亲按着主耶稣的教导活出了他

的生命：“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

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太

25:40）。父恩如灯，光照未来。

1974年，神呼召我来到东南亚，并以新加坡为基

地，在这里开始长达40多年的服侍。回顾我的童年是在

神学院里度过的，我不断沐浴在主的恩典里。除了读

经、祷告、音乐歌唱、聆听讲师的解经外，我喜欢跟在

父亲身旁看他做事，他做什么，我便跟着做什么。我也

常随父亲探访孤儿院和麻疯病院，耳濡目染。感谢神！

在来到东南亚的这些年间，我把从父亲那里所学到的全

部应用出来。我学着父亲的样式，刻意地去留意那些贫

穷、孤苦、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尤其是在东南亚深山野

林的地区，将平安的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主

耶稣；我受父亲的启发，学着父亲用生命的实践承传着

恩福的异象。经过神慈绳爱索的牵引，恩手不断

的扶持，促成了我认识“整全福音”的策略和

这个宣教模式的果效。 

“整全福音”即心怀吾族去赢得、培育、

装备、差遣并赋能他们去向自己的同胞传福

音，协助他们建立自立、自养、自治和自传

的本土教会。这也是福音自传会自1952年成立

到现在仍然在使用并将一直推动下去的福音

策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并亲自实践推

展“整全福音”事工，也目睹了“整全福音”宣

教策略的累累硕果，我感到欣慰并心怀感恩，愿父亲传

递给我的异象继续承传给新的一代。

2006年，我卸下东南亚区主任一职，由赖木森牧师

接任，继续积极推动“整全福音”事工的发展，在承

传中开拓创新，这也预示着“整全福音”策略进入了一

个新的拓展阶段。到目前为止，福音自传会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湄公河流域的泰国、缅甸、寮国、越

南、柬埔寨、云南等地建立了许多神学院、教会、孤儿

院、学校、学生中心等不同事工，而且现在这些工场的

领袖们大部分都是“整全福音”事工的第二代暨第三代

的受益人。

我们知道，推动“整全福音”异象的承传与发扬，

仅凭福音自传会的力量是很难达到应有的果效，必须有

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参与及爱心的奉献。所以在此我呼

吁众教会：让我们一起来配搭事奉，愿主的恩福广传，

愿主的十字架在各国、各地被高举，愿上帝的名在列国

中得荣耀！这也是成千上万基督徒一致的心声。

张学恭牧师

信主之路

罗忠勇传道目前是缅甸腊戍恩慈之家办公室的

同工，也是圣光堂的青年传道人。这位从小

在福音自传会SAC计划下的学校长大、信主、回应神呼

召的年轻人，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表情，看得出他对

神一路的带领和看护充满着感恩和信心！

记得忠勇8岁那年，还在SAC学校念小学时，家里发

生了一件事情：妈妈突然举止反常，时而大喊大叫，时

而力气变得非常的大，就像是被鬼附身一般。爸爸虽然

是一名巫师，家里花光了所有的钱，做尽了法事，也没

帮得了妈妈。两年下来，全家上下让妈妈闹得鸡犬不

宁，家里一天到晚都笼罩在阴霾的气氛中 。

相反地，忠勇看见信主的表姐脸上却常常带着喜

乐。神的奇妙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跑到教会里去找传

道人，并表示要相信耶稣。爸爸知道后非常气愤，不但

罚他点香‘认罪’，还打他打断了三根棍子，头部也受

了伤，忠勇一气之下独自跑进了深山。那一夜，他向神

祷告，“主啊！祢若是真实存在的神，就求您让我的全

家人都相信祢，也请祢让我可以去念神学。”在那段艰

辛的日子里，忠勇一直靠着下面这句圣经里的话勇敢前

行，神的应许也使他从没放弃！

“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看哪！魔鬼将要把你们

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

天。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启:2:10）

奉献之路
13岁那年，忠勇向爸爸和学校的老师提出要去念神

学。可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结果他只好每天为

家人的救恩和妈妈的康复祷告。后来妈妈恢复正常后忠

勇再次请求爸爸让他去念神学，这回老爸答应了！唯一

的条件就是他得一年帮忙家里在田间耕种。

到了15岁，忠勇信心满满地以为可以踏上传道之

路。然而，藉着古静诗传道，神奇妙地将他带到恩慈之

家和美航学生中心。在这三年里，神藉着许多的事务装

备这位年轻人。在生疏的环境中，忠勇努力学习独立。

他虽是硬着头皮和其他孩子相处，但也学习了彼此照

顾、相爱和服侍。回想起来，这是神在雕塑、磨练他，

使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

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

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腓4:12）

传道之路
2006年，18岁的忠勇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缅北基

督教学院，并在那里接受四年的神学教育。22岁那年， 

忠勇完成了缅北的训练。

教会实习期间，忠勇开始带领开荒布道。当时他与

另外一名青年老师勤奋地教导圣经和逐家去探访传福

音。期间在缅甸公猛村举行的第一次圣诞节布道会获得

了很好的效果，不但村长来了、连乡长、校长，还有许

多的村民都来听福音。感谢神！许多人决志信了耶稣。

后来在查洁灵执事的安排下，忠勇成为恩慈之家办

公室的同工，服侍至今已经三年了。此外，忠勇也在圣

光堂服侍，除了牧养一群青年人，还在学校与教会中教

导主日学。

展望之路  

虽然传道之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但同时也是一

条蒙恩的路。在事奉的路上，忠勇越走越觉得蒙福，越

走也越明白天父的心意。在腊戍，忠勇与当地许多的

年轻人把分散在腊戍30几间不同宗派教会的华裔，近

300多位的年轻信徒们召集起来，组成“腊戍青年联谊

会”。

感谢神，在去年由该联谊会所举办的一次福音大会

中，神将许许多多得救的青年人加给了众教会。“腊戍

青年联谊会”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使那些还没认识主

的人看到信主的人是团结的、是同心的！

趁着这次忠勇第一次来新加坡，我采访了他。他说

除了感激福音自传会过去通过SAC学校、圣光学校、恩

慈之家、美航学生中心以及缅北基督教学院等给他种种

的栽培外，他也在新加坡学习了许多关于办公室行政方

面的运作。谈话的最后，忠勇说出了他的愿望。自小就

羡慕基督徒的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布道家！他也说即

便将来可能成不了布道家，但恳求上帝继续赐给他火热

的心，使用他努力为祂传扬福音，赢得万民！

“神啊！求祢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

道我的意念。”（诗139:23）

充满恩典的路                                                              
林燕莲整理

部份青年小组聚会

腊戍恩慈之家主日早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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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感谢主，每当我从邮差手中接过远方寄来的厚

厚信件时，心里总是满了感恩。因为这些都

是获得“儿童助学金”计划赞助的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虽然我与孩子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从他们质朴的语言

中，仿佛看到了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颗颗快乐的童

心。在阅读信件时，我都会一封一封细细地咀嚼，认真

地体味，我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字里行间满溢着幸福和

喜乐以及对上帝的感恩之情。我也由衷地向上帝发出赞

美，这是祂所设立的“儿童助学金”计划改变了他们的

人生！

这也让我回想到四十年前我住的乡下：那里许多家

庭里有好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父母却不得不都去工

作。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或许她才五、六岁的年纪，就

需要承担起看顾小弟弟小妹妹的责任。他们当中的许多

孩子因缺乏父母的照顾，体弱多病，营养不良乃司空见

惯，加上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以至于他们必须承受知识

以及视野的限制。那些当大哥大姐的，经常还得为了家

计而提早辍学，甚至失去教育的机会。就像我好几个姐

姐，哥哥一样。因着他们的牺牲，造就了我读大学的机

会。难道这些穷乡僻壤的孩子，就注定他们这一生都要

被命运所困？难道他们就没有机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当我有了第一份工作后，有人跟我分享这份事工，

我就开始参与福音自传会“儿童助学金”这个行列。希

望一点点的心意，可以帮助这样的穷学生有一个改变一

生的盼望和机会。这一点点的付出，实在很有意义和有

价值。再说，这也并没有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 

到目前为止，福音自传会“儿童助学金”计划所赞

助的孩子已经有四千多位。过去几年，因着世界性的通

货膨胀，原来的赞助金已无法支持孩子们的基本需要。

因此，福音自传会调高了“儿童助学金”的款额。但

是，这样一来，有许多的赞助者便退出这个有意义的事

工，造成接近九百名儿童再得不到“儿童助学金”的援

助。这不仅表示他们将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也可能

因此而失去听到福音的良机。

最近，我们教会就有一位要面临眼疾手术的年长姐

妹，就不得不退出赞助者的行列。原来她在退休后（没

有收入）凭着信心加入这有意义的事工，但由于赞助金

的调高，加上手术费用，只得做出这困难的决定。我为

这位姐妹过去的忠心感谢上帝，我也代表马来西亚福音

自传会“儿童助学金”部门向她过去支持这伟大的事工

致谢。

可是，相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孩子要什么就有什

么，我们过着很富裕的生

活。其实，我们只要少去餐

厅吃两餐，少看几场电影，

就可以帮到一个贫困的孩子

一整年的需要。支持一个孩

童的费用对我们真的算不

得什么，但对他们却是非

常的珍贵。

箴言19：17  ：“怜悯贫

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 的 善 行 ， 耶 和 华 必 偿

还。” 

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但愿它也成

为我们用爱心和信心来祝福贫困儿童的动力。请您为这

些孩子祷告，愿这些受到援助的儿童，因着神的爱将来

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份荣誉，原来你也有份。你

参与了吗？

改变人生的奉献 郑春祥医生
（SAC赞助者的心声）

通告

本会多年致力在东南亚国家拓展“整全福
音”事工，以整全的差传模式满足人身、

心、灵的需要。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在这些区域
逐步看到果效；也因着您的忠心祷告和奉献参与，昔
日的福音边陲之地今日已有无数人归信基督、受洗并
委身于主的大使命。

福 音 自 传 会 深 信 我 们 的 异 象 不 应 局 限 于 东 南
亚，“整全福音”策略也可落实在世界其他福音边陲
之地。故此，本会近年向社团注册局申请将中文和英
文的注册名字撤下“东南亚”字眼，让我们成为向普
世宣教的机构。感谢神的带领！近日我们已经获得注
册局批准易名的申请。

今日心系＂普世＂的「福音自传会」将取代昔
日扎根＂东南亚＂的「福音自传会」。我们诚邀您
继续支持我们走向普世宣教的挑战！因此从即日开
始所有支持本会事工的奉献，支票抬头请以英文书
写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或 
CNEC (缩写)便可，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