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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常会面对许多挑战，这包括了不利于基督

教信仰的时代思潮与价值观。宣教士和其所

建立的教会，也会受到当地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压力。此

外，一些宣教机构和宣教地区经常资源匮乏，面对各种

需要时，不时捉襟见肘。宣教事奉者1在当中很可能会偏

离了宣教原来的目标，甚至有随流失去的危机。

笔者希望借着希伯来书四章15节至五章10节所论述

的基督，成为我们宣教事奉的目标和榜样，激励我们在

各样的挑战中，仍然能站立得稳，继续前进。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对基督以及祂所成就的事，有几

方面的认识：

（1）基督是至高的、完美的、永远的大祭司。因

此，祂能永远成为我们与神之间有效的中保，永远恢复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祂的职事是有效力的，能拯救我们

到底；（2）基督与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过试探，能体

恤我们的软弱，但祂没有犯过罪；（3）基督不但体恤人

的软弱，祂更是胜过试探而升入高天。因此，当我们面

对困境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祂的施恩宝座前祷告；

（4）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祂大祭司的职分来自上帝；

（5）基督为了救赎罪人，流泪祷告、因所受的苦难学了

顺从，成就了救恩，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的根源。

上述的教导与宣教事工之间有三方面的关联：

（一）宣教必须为了传扬基督

基督身为完全的大祭司，以及祂所成就的事，表明

了救赎的必须性，是宣教事工的核心。为此，无论我们

采取哪一种宣教模式及策略，宣教的重要目的，是传扬

基督的福音。正如福音自传会的异象是“在东南亚及以

外的地区去赢得、培育、装备和差遣当地信徒，并赋予

他们能力去向自己的同胞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恳请各个教会和机构的宣教伙伴，成为福音自

传会的提醒者和监督者，以上述的方向和内容来衡量我

们的事奉，确保我们所使用的宣教资源 — 无论是宣教伙

伴的奉献、短宣队的搭配、宣教策略的实践、义工的服

侍等 — 都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二）宣教必须以基督为中心

这意味着宣教是为了透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

基督，引导人认识基督及祂的工作，并信靠祂。另一方

面，宣教事奉者—无论是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宣

教士、宣教机构的同工、宣教机构的董事成员等，必须

常常敬拜上帝、依靠基督，来到祂的施恩宝座前祷告，

才不至于对基督、对救恩的事及对传扬福音，灰心丧

志“随流失去”（来二：1）。

我们恳请各个教会和机构的宣教伙伴，能在敬拜和

祷告当中，常常为福音自传会所有的事奉人员和事工祷

告，尤其是为在宣教前线服侍的同工祷告；也督促福音

自传会的同工能常常亲近基督、敬拜基督，帮助我们不

会对基督、对传扬福音灰心丧志、随流失去。

（三）宣教必须以基督为榜样

基督是位体恤、怜悯罪人软弱的大祭司，但祂却

没有犯罪，而且祂也是那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这体现了基督对人的认同（identification）但又有别

（distinction）的特质。

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服侍，永远都是道成肉身式的

活在人群中，与当地的福音对象认同，体会他们的需

要；2但宣教事奉者又要分别为圣，与他们有别，如此，

才能见证基督的独特性。因此，宣教是需要体恤、同时

也需要劝诫的事奉。基督的降卑让人类感受到爱、基督

的得胜与升入高天，也让人类有了盼望。因此，宣教是

带着爱及盼望的事奉。

我们除了效法基督与人认同之外，也要继续依靠基

督、定睛基督，我们的视野与心态才能够穿越眼前的困

难和限制，进入基督带来的盼望和荣耀当中。换言之，

我们一方面要让宣教的对象体会到，我们和他们一样是

罪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活出

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圣洁的生活—让他们见证福音的能

力和盼望。

我们相信各个教会和机构的宣教伙伴，能同时带着

体恤和劝诫，以及爱和盼望来帮助福音自传会的同工，

不但体谅我们的不足和不完善，也对我们有所期待和盼

望，提醒我们继续改善和改进。

最后，宣教必须付代价，盼望福音自传会的同工，

能肩并肩地和每位参与宣教的事奉者、各个教会和机构

的宣教伙伴，齐心为了福音的缘故，流泪祷告，承受苦

难、顺从上帝。

1 本文所指的宣教事奉者包括了前线的宣教士、宣教机构的领袖、同工和教会中
参与宣教事奉的领袖和弟兄姐妹。

黄昭耀牧师
(福音自传会代董事主席)

基督：宣教的目的及榜样

2 当初创立福音自传会的先贤们，大概体会了与当地人认同的最佳方式之一，莫
过于是赢得当地信徒、培育当地信徒、装备当地信徒和差遣当地信徒。



2012年，我们去到福音自传会的两个宣教工场：

一个位于柬埔寨的金边；另外一个则位于越南

的胡志明市。这次的行程使我们更加了解福音自传会在

这两个国家的福音事工。 

在柬埔寨的金边，我们拜访了由福音自传会（柬埔

寨）负责栽种与培育的胡椒园—这是一个能够支持当地

事工的微型企业。在与当地负责胡椒园的同工交流后，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上帝透过这一片胡椒园赐福着这里的

人民。胡椒园不但使很多年轻人有工作，尤其是帮助了

一些受雇的女子免入歧途，使他们不致于为了生计而去

寻找偏门的工作。胡椒园也雇用了许多库依族人，他们

是一支未得之民。这个事工成了一个向他们传福音的管

道，使他们能够听闻并接受福音。上帝真是奇妙！透过

人捐献种植胡椒树所需要的基金，而加倍地祝福了许多

柬埔寨人民。

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我们有机会拜访了一些住在

乡下，得到“儿童助学金”援助的儿童。一天上午，大

约十时半左右，我们的车子在路上行驶，看见一些徒步

上学的儿童。同工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上课的时间是下

午，但他们得在这个时候就启程，行走二至三个钟头才

能够赶得上上课的时间。孩子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拥有

一辆脚踏车，这样他们每天便能省掉很多走路的时间。

抵达村落后，我们先去到一间当地教会—这间教

会帮忙福音自传会管理村落里接受“儿童助学金”儿

童的行政工作。教会牧者的话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他

说：“感谢神！‘儿童助学金’帮助了许多的儿童，不

但使他们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而且好多孩子在主日都

能到儿童主日学去学习。”过后，我们进入村子与一些

得到援助的儿童会面。他们的家长除了表达感激外，也

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助学金，使受助儿童们的兄弟

姐妹也可以去上学。听了之后， 我们的心情很沉重，我

们说将会尽力为他们寻找更多支持者，使更多儿童可以

受教育。

是的，我们要在这里呼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

您的经济许可，每个月你只需要挪出一点点钱，便能够

帮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多一名有需要的儿童。对我们

而言，这或许只是省下一顿比较好的餐费而已。

所到之处，儿童们都非常感激我们的到访！在这次

的行程中我和太太带了一些旧衣服、还有铅笔和橡胶擦

等文具。当这些孩子从我们的手中接过这些“旧礼物”

时，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和喜乐。想想这些东

西对我们新加坡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平常，但是对他们却

是那么珍贵！ 

你愿意帮助他们吗？我盼望你愿意！有的孩子希望

将来能够成为专业人士如医生或者教师，这样他们便能

回到村落里去帮助自己的族人。这样的分享感动并激励

了我们，让我们帮助他们完成这许多的梦想与志愿吧！

另外，我们也鼓励你亲身参加短宣队到宣教工场去体验

一下。看看神带领您能够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点什么

呢！

圣诞节即将来临，你可以通过这次的圣诞爱心礼物

帮助他们，使这些孩子们拥有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他

们最大的需要不外乎只是脚踏车或者冬装外套等一些最

基本的需要。在新加坡，我们领受了神很多的祝福，让

我们成为神托付给我们一切的好管家，大方地捐献圣诞

爱心礼物， 使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通道！

林秋雄弟兄（着灰衣者）与柬埔寨同工摄于胡椒园

一个美好的短宣经历 
∽ 柬埔寨与越南之旅 ∽  林秋雄与薛宝琴

（新加坡赞助者）

林弟兄与太太（红衣者）摄于胡志明市



1. 圣诞小礼包（1,000包）
2. 圣经故事书（290本）
3. 圣经（626本）
4. 主日学教材（5套）
5. 书包（1,451个）
6. 文具（443套）
7. 桌椅（30套）
8. 拖鞋（96双）
9. 鞋子（40双）
10. T恤（370件）

11. 校服（50套）
12. 脚踏车（10辆）
13. 维他命丸（50瓶）
14. 烫伤药膏（30支）
15. 刷牙用具（813套）
16. 棉被（473张）
17. 雨衣（100件）
18. 雨伞（150支）
19. 防蚊网（120个）

1. 圣经（170本）
2. 圣经参考书（126本）
3. 冬装外套（494件）
4. T 恤（62件）
5. 基督教光碟（12个）

儿童（孤儿院、学生中心、助学金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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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电单车（22辆）
2. 电动三轮车（1辆）
3. 爬山电单车（1辆）
4. 吉打（11支）
5. 录影机（1台）
6. 手提音响（2套）
7. 福音播放器（150个）
8. 数码相机（20台）
9. 桌上电脑（25台）
10. 笔记本电脑（11台）

11. 桌凳（10套）
12. 床（30张）
13. 厨房用具（1套）
14. 影印机（4台）
15. 煮饭机（3台）
16. 缝纫机（1台）
17. 发电机（1台）
18. 水库工程（1个）
19. 太阳能设备（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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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蛔虫药（3 瓶）
2. 米（5kg）-1,290包
3. 水井（19个）
4. 厕所（31间）
5. 小鸡（一打）- 380打
6. 小牛（32头）
7. 小羊（30头）

8. 小猪（30只）
9. 芒果树苗（110棵）
10. 柠檬树苗（10棵）
11. 玉米种子（22包）
12. 肥料（35包）
13. 猪圈（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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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等）许多的需要！



□ 爱心礼物总额：S$/RM                                            

□ 一次过奉献总额：S$/RM                                        

姓名：                                                                          

（牧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地址：                                                                          

                                                                                     

电邮：                                                                          

电话：                                                                           

2015年圣诞爱心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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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以马币奉献，支票抬头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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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C 
P O Box 79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我愿意奉献

✁

我愿意赠送下列的圣诞爱心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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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影机，每台S$653 (RM1,938) 
           手提音响，每套S$519 (RM1,540)
           福音播放器， 每个S$7 (RM21)
           数码相机，每台S$250 (RM742)                          
           桌上电脑，每台S$660 (RM1,958）
           笔记本电脑， 每台S$600 (RM1,780)
           桌凳，每套S$66 (RM196)
           床， 每张S$169 (RM501)
           厨房用具， 每套S$1,175（RM3,487）
           影印机，每台S$474 (RM1,407)
           煮饭机，每台S$936 (RM2,777)
           缝纫机， 每台S$327 (RM970)   
           发电机，每台S$653 (RM1,938)   
           水库工程，每个 S$7,835 (RM23,249)
           太阳能设备，每个S$522 (RM1,549)
           蛔虫药，每瓶S$47 (RM139)
           米 (5kg) ， 每包S$6 (RM18)
           水井，每个 S$1,707 (RM5,065)
           厕所，每个 S$1,185 (RM3,516)
           小鸡，每打S$29 (RM86)
           小牛，每头S$943 (RM2,798)
           小羊，每头S$122 (RM362)
           小猪，每只S$133 (RM395)
           芒果树苗， 每棵S$18 (RM53)
           柠檬树苗，每棵S$26 (RM77)
           玉米种子，每包S$71 (RM211)
           肥料，每包S$15 (RM45)
           猪圈， 每个S$340 (RM1,009)

	 数量	 礼物

           圣诞小礼包，每包S$4 (RM12)
           儿童圣经故事书，每本S$18 (RM53)
           儿童圣经，每本S$36 (RM107)   
           儿童主日学教材，每套S$13 (RM39)  
           书包，每个S$15 (RM45)
           文具，每套S$10 (RM30)
           儿童桌椅，每套S$62 (RM 184)
           儿童拖鞋，每双S$9 (RM27)
           儿童鞋子，每双S$9 (RM27)    
           儿童T恤，每件S$7 (RM21)
           校服，每套S$24 (RM71)
           儿童脚踏车，每辆S$186 (RM552)
           儿童维他命丸，每瓶S$25 (RM74)                                                                                                                         
           烫伤药膏，每支 S$12 (RM36)                                                                                                               
           刷牙用具，每套S$10 (RM30)
           棉被，每张S$21 (RM62)
           雨衣，每件S$9 (RM27) 
           雨伞，每支S$9 (RM27)
           防蚊网，每个S$5 (RM15)
           圣经，每本S$10 (RM30)                                                                                                                         
           圣经参考书，每本S$18 (RM53)
           冬装外套，每件S$38 (RM113)
           T恤，每件S$7 (RM21)
           基督教光碟，每个S$12 (RM36)
           电单车，每辆S$2,000 (RM5,935)
           电动三轮车，每辆 S$1,900 (RM5,638)    
           爬山电单车， 每辆S$10,800 (RM32,047)
           吉打，每支S$150 (RM445)                                                                                                                                 



我很高兴能够写信向您表达谢意！感谢您的爱

心奉献与支持，使我能够上学。去年，我和

好几名同学都收到了您们所捐献的圣诞爱心礼物—校

服、圣经故事书，还有许多的文具。我祈求上帝赐给您

们平安、喜乐、健康，并在您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尽都

顺利！请您为我学习英文能够顺利代祷，这样我以后就

可更方便用英文与您们沟通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非

常欢迎您来探望我们。 谢谢！

Keo（来自寮国）

光阴似箭，圣诞节又快来了！每年圣诞节一

到，我的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幸福

感！虽然在圣诞节期间我的家人都不在我的身边，但我

心中却有感恩，因为知道在远方有许多爱主的肢体和赞

助者们一直在关心、支持和鼓励我。谢谢你们经常为我

祷告，谢谢你们藉着福音自传会送来的圣诞爱心礼物！

礼物虽然小，但它总是让我们十分开心、并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温馨！

缅甸的冬天有刺骨的寒风，感恩我们去年收到了棉

被。在恩慈之家的大家庭里，我们是一群幸福的孩子！

暖暖的棉被温暖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您厚厚的爱帮助

我们御寒，使我们的冬天不再寒冷，也使我们可以享有

好的睡眠、健康和学习！

愿上帝赐福予您们！

杨春达（来自缅甸） 

亲爱的赞助者，非常感谢您们！因您使我们的

生活、生命不再一样！ 

谢谢您犹如天使般地支持着我—使我有机会到学校

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您又如一盏明灯在前方

照亮我—为我守望与祷告，使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仍

然可以坚持下去！感谢您这些年来给予我的鼓励。

我也很感恩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藉着福音自传会筹

集的圣诞爱心礼物，使我们可以像其他孩子也一样收到

圣诞礼物。这些礼物带给我们的心灵无比的喜乐与安

慰。特别是去年我们收到了雨鞋，使我们的出入便利了

许多！每当雨季一到，我们行走在路上很辛苦，也很不

方便。可是，有了雨鞋后，我们可以大步地走在上学的

泥路上；而且当我们行走在山地里，雨鞋保护着我们的

双脚不受伤害！

感激远方所有的奉献者，您使我们的圣诞佳节心里

充满着幸福，您为弱小的生命增添了许多的刚强！

愿神赐福您恩典满满！

杨连清（来自缅甸）

福音自传会（泰国）的同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心！去年的圣诞

节，通过赞助者捐献的圣诞爱心礼物，每一位泰国同工收到了

一份又美观又实用的背包（请参照片）。当大家背起新背包的时候，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开心极了！感谢神！祂真是懂得我们的需要：有

些同工又破又旧的背包正好可以在这个时候更换新背包。新背包将陪伴我

们一起为主事奉，前进！愿神大大报答您们给予我们的帮助！

约翰（来自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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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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恩典、看顾和保守！谢谢赞助者们无私的爱供给我们

每天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喜乐与平安！您们的关怀、

支持与代祷，是我们前进的力量！

这个冬天，我们在寒冷的夜里披上您所送来的冬装外套。我们的身体

和心灵都是暖呼呼的，这是一个暖和的冬天！不但如此，

您所捐献的儿童圣经故事书也丰富了我们小小的图书馆。

这里的孩子一有空便会往图书馆里钻。图书馆不但使我们

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它也增广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使

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 感激您的爱心，给了我们一个不同

的生活！愿神赐福予您的教会、家庭与事业！

鲍美蓉（来自缅甸） 

我的名字是Bui Thi Lem，家里共有4名成员。除了双亲外，我

还有一名弟弟。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很不好，爸爸患有鼻窦

炎，妈妈则有癫痫症。然而， 我很感恩的是，我和弟弟都能够靠着“儿

童助学金”继续求学。 

由于家里与学校相隔4-5公里，每天我得步行约2个小时才能抵达学

校。然而，我很感恩，就在去年许多赞助者所捐献的圣诞爱心礼物中，

我获得了一辆脚踏车。这辆脚踏车缩短了我每天来回学校的时间。

感谢您慷慨解囊， 愿上帝赐福您身体健康！

Bui Thi Lem (来自越南)

上帝给世人最伟大的礼物就是耶稣，
礻也的独生子。
我们能给世人最伟大的礼物就是去分
享这爱的好消息！ (参约3：16)

福音自传会（新加坡）同工们祝大家：圣诞蒙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