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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總主任的話

宣教是把人帶進全人的發展，由知識階層到靈命階層、到體能層

面、到情感層面。當耶穌基督進入人間，開始傳天國的福音，帶人醒

覺與創造者的關係，恢復和諧。同時基督也以神的真理教導人，他更

善用比喻來啟發人思索比喻中的含義。他也喜歡用故事來述說神的愛

(路加十五章 )。他看見許多人上了山，開口教訓他們說：「虛心的人

有福了。」這山上八福的教訓，豈非古今中外最徹底的教育目標，超

凡的生命原則。「虛心的人有福了，哀慟的人有福了，溫柔的人有福

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憐恤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

和睦的人有福，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馬太五章 2-10節）接下

去的教訓 (馬太五到七章 )不是知識而已，是一種改變生命的天國真

理，轉換人生命的動力存在裏面。我們容易聽到在耶穌教訓裏，祂從

神的角度來教導人，找到真我，來成為真正神所創造的那一個真我。

教育使人學習到前所未知的，但教育更是引發人的生命去連上創

造者的生命，因這連結，人的心裡面對創造者的渴慕得以滿足，因嚐

到創造者的愛，因這啟發人就得以成為不同的人，找到整合的人格得

以發揮神賜的恩賜。

感謝神使普世豐盛在兩年前因神的感動，接下楊嘉善長老所開創

的，在穆斯林國家的興亞國際大學。兩年來，除了正式課程以外，更

開了全人教育與微型創業培訓。我很感激你們與我們一起去開展這教

育平台，使這穆斯林國家有屬於我們專屬的平台。讓經濟能力不足的

人，也因你們提供獎學金得以接受大學教育。教育在宣教場是廣面的，

由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到神學院。這一期你將看到普世豐盛在

世界各地的宣教場，已經作的或正在作的，以及對宣場禾教育方面的

前瞻規畫 ，邀請你們一起來吧！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榮譽總主任

周淑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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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的宣教理念

當聖經首次提到萬族萬民被招聚時，已應許這不

是要透過天使去完成的一個神絕對權能的作為，而是

通過衪所救贖的那群體。神使用衪所贖回的人，將救

贖的恩典帶給其他人，「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十二 3) 這就是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主耶穌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向他們講明聖經的

中心主題：「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

裡復活，並且人們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

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路
二十四 46-48) 數日後，主耶穌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門徒
頒布「去」的命令：「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太
二十八 18-20) 稍後，在祂從橄欖山升天回到父神那裡
之前，祂再加上進一步的應許：「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緊接著，耶穌宣佈了福音向

外推展的著名方案：「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 8) 這是耶穌
最後的命令，祂再沒有說其他話，也沒有等待他們討論

這建議。祂升上高天，期待門徒完全順服遵行大使命！

耶穌不單藉著祂的事工展示祂對萬民的關注，祂

所傳講的福音也清楚表明這是針對萬民的信息。神國

子民的身份不是基於人的種族或國籍，耶穌清楚指出，

是因著悔改和信靠神，人人都能通過那道艱難的窄門，

進入神國。保羅一生要做的事，乃要延續這目標：萬

國都起來尊崇及愛神、順服和敬拜祂。祂以最精簡的

句子，概括地說出宣教的目的是：「在萬國之中叫人

為他的名信服真道。」(羅一 5)。
無可置疑，整本聖經很真實地呈現給我們這些真理，

促使我們參與宣教：我們敬拜的神，我們是祂的故事的

一部分，我們是屬祂的子民，整個歷史和宇宙正朝向神

終極的目標。若我們稱自己遵照聖經的教訓，但卻忽略

教導及委身於宣教，這就嚴重地錯過了神整個的計劃。

開辦學校是一個宣教策略

1975年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創辦
人比爾．布賴特（Bill Bright）與青年使命團（YWAM）
創辦人羅蘭．坎寧安（Loren Cunningham）分別從主
領受內容相近的「七座山的啟示」。七座山代表社會

裡最有影響力的七大領域：藝術、娛樂、商界、教

會、媒體、教育、家庭及政府。這個策略也就是基

督徒按照神國的價值觀帶來社會整體轉化。透過改變

影響社會文化最重要的七大領域去轉化城市國家。

80年代知名的教會增長領袖彼得．瓦格納（Peter 
Wagner），主張基督徒必須在七座山佔有具影響力
的領導地位，才能改變社會文化。根據香港國度復興

報指出：「七座山策略」不是神學，而是一種影響社

會文化的策略；「七座山策略」不是表示基督徒要統

治世界，而是基督徒要在愛和憐憫中服事，活出耶穌

的榜樣。教會必須要在七座山作鹽作光，使萬民都作

主的門徒。國度復興報的「七座山策略」是要轉化最

有影響力的社會領域。當中很重要的一座山就是「教

育」，也就是要將神的真理及天國價值觀帶入教育制

度裡面。讓教育工作者有愛心和耐心為首要，影響學

生不僅知識越發增長，也和神有日漸親密的關係，學

習完成神所託付的各樣使命。

開辦學校就好似教會植堂

教會植堂 (Church Planting)是宣教很重要的策略
與途徑，而開辦學校就好似教會植堂策略。在美國東

岸推動並進行植堂運動六十多年來頗有成就的宣教機

構「果園」（Orchard Group）指出，成功的植堂點必
須是：高明顯度的 (visible)、易接近的 (accessible)、有
功能的 (functional)、具氛圍的 (right atmosphere)、是

在創啟地區開辦基督教學校
◆洪士洲牧師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中亞事工執行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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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惠的 (affordable)。（ Brent Storms: Church Planting 
in the City，原載 http://www.orchardgroup.org/2018/05/
church_planting_facilities。）

一般而言，學校就都具備有以上這些特質。北美

使命委員會（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的布賴
恩．弗萊（Brian Frye）指出，最值得投資的事奉就是
學生事工。當學生得著了福音，被帶領成為基督的門

徒，並且被訓練成為可以再去帶領門徒者，他們則可

以成為一個高度流動、高度專注、高度價值性的教會

植堂團隊。特別是大學生，他們是占全球人口百分之

一的知識分子，是在受正統教育的最後一站，預備要

進入社會去改變這個世界，他們就是最有影響力的那

一群。他們在大學時代所相信的、所建立的價值觀和

自我形象，將要轉化企業、轉化機構、轉化文化、轉

化社會、轉化國家，直到世世代代。布賴恩說：「大

學是最肥沃的土壤來開始教會植堂，以及持續進行的

植堂運動。」

宣教士在中國開辦學校的模式

燕京大學建立於 1919年，其前身是美國教會在北
京一帶辦的三所教會學校：匯文大學（Peking Huiwen 
University，美國美以美會）、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前
身是美國公理會 1864年創辦的貝滿女塾）、通州協和
大學（Tongzhou Harmony University，前身是 1867年
創辦的公理會潞河書院）。三所合併為燕京大學，其

首任校長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一生從事過多項事業，特別是作為教育

家，他是成功優秀、深具影響力的。他為中國教育確

立 了 一 種 全

新，切合現代

的辦學和教育

理念。司徒雷

登的父母都是

早期到中國的

傳教士，司徒

雷登出生在天

水 堂 教 士 住

宅。十一歲時

回到美國維吉

尼亞州上學，在大學期間受「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

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遂立志於傳教。

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畢生的事業，認

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而他創建這樣的一

所新大學，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服務中國。燕大校訓的

由來有一個典故。司徒雷登剛到燕大工作幾個月後，

他與幾位教師同工準備為學校制定一個校訓，認為教

會大學應該既能夠涵蓋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學的精神

與方法，及大無畏的探索精神。有人主張採用《聖經》

中的經文：「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太二十 28) 做燕大的校訓。司徒雷登立刻想
到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傑弗遜用希臘文鐫刻在弗吉
尼亞大學校門上方的一句經節：「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 32)。因此把這兩
句話結合為一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的這一校訓很快便滲入到學校的各個方面，

它不僅見諸於學校的精神生活，學生的出版物，象徵

性的圖案和校歌中，更重要的是深入學生的心靈，成

為大多數學生的生活準則。他們立志付諸實踐，並把

它作為衡量周圍人群的標準。其中一些學生追隨政黨

後，還是忠誠地履行這一校訓，為民眾做有益的事。

二十世紀上半葉沒有其他任何大學的校訓，能對學生

產生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宣教士在中亞穆斯林國家開辦學校的模式

中亞的吉爾吉斯坦，是蘇聯解體之後所獨立的國

家，大多是游牧民族。2000年，楊嘉善長老排除萬難
在此設立慈善宣教機構，開辦了由政府批准的第一所

基督教學校，發展至今共七所提供聖經教育及校牧的

小學、初中、高中、孤兒院、殘障兒童之家、以及興

亞國際大學，總共約有 1,500位學生和約 300位教職
員。秉持將福音傳給萬民的信念，今由普世豐盛生命

中心承接這個重大使命。這乃是神託付我們華人教會

在中亞穆斯林事工的平台，藉由教育、慈惠及開發微

型創業的營商宣教，作為現階段的主要切入點。

• 中小學教育 
分佈在五個不同城巿的學校，在教育上提供了

幫助不僅有專業的師資，辦學的品質也贏得許多穆▲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畢生的事業



2019.6‧Vol.77   5

斯林家庭的認可。此外，學校更有專屬

的校牧，也提供聖經、靈修禱告等課程，

在屬靈上實際見證基督信仰，並以此轉

化屬靈空氣及照顧學童。孩子不是只知

道耶穌，更是認識與被教導基督精神，

有機會與基督徒生活，福音播種從小開

始，透過孩子讓全家人接觸信仰與信主。

• 高等教育

興亞國際大學 (IUCA)於 2008年設立，
目標是提供給中亞地區貧困學生有接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以學術、誠信與英文教育為基礎，發

展至今有 8個系，共約 400名學生。在高失業率及經
濟不佳的狀況下，過半學生需要獎助學金，畢業後皆

能找到工作或繼續升學；大學繳交的稅收亦佔所在城

市總稅收的 25%，由此可知這所大學的口碑及影響力。
• 慈惠希望工程 
開設多年的孤兒院與身心障礙兒童之家，是弱勢

兒童的希望，給予他們實質的幫助。帶領這些孩子認

識耶穌基督，重拾「人有神的形像」的信仰意涵。並

透過妥善的教育與訓練，裝備他們具備謀生的技能，

建立自養、自足的信心與未來。

• 社區外展與轉化 
以學校裡的運動中心為媒介，實際接觸當地社區

的穆斯林青少年朋友。透過各樣的課後學習班、每週

教會聚會、遊戲、

夏令營、福音營等

活動，讓信仰的實

踐成為看得到且可

以接觸的，不僅消

除多年來對基督教

信仰的偏見，也更

進一步帶領當地兒

童、年輕人、與社區居民認識耶穌基督。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從 2007年便差派宣教士駐在當
地，藉由協助辦教育來從事宣教，作實際的福音工作，

從新的一代開始札根，撒下福音的種子，消除對基督

信仰的誤會，從生活中以基督信仰為核心的實際教育

與訓練，到屬靈關鍵的引人歸主。所領受的異象是：

提供專業的教育及微型創業平台，培育學生及創業者

的全人發展，帶來個人及整體社會的轉化。讓我們齊

心努力與神同工，見證神如何在這個國家動工。目前

需要各方面願意投入的人力資源 :
1. 運營當地大學與中小學的人才
2. 運營大學教育及中小學的師資
3. 財務上奉獻的支持者
4. 參與推廣及禱告的後盾
5. 協助畢業生就業或創業的職場菁英
6.  以教會團契為單位的短宣隊或營會 (中英文化
交流營、VBS營會等等）

需要您一同在財務上支持

每年以 800美元固定支持一位學齡孩童，或是每
年以 2500美元固定支持一名大學生。目標是讓這個穆
斯林國家的孩童及青年，得著實際的幫助，並且真實

地經歷耶穌的愛，以致能活出基督的信仰，並成為耶

穌基督的門徒，來影響整個國家。

您的參與，是穆斯林事工轉化的關鍵。我們需要

也歡迎任何創意的方式，與我們一同配搭興旺福音。

讓我們感謝神已經在我們華人身上所做的，也要

思考神要藉著我們所將要成就的工作。西方的宣教運

動，給我們華人基督徒留下了值得學習的榜樣，那些

為福音獻出生命的西方傳教士的信心和堅毅，應該在

華人當中傳承下去，跨文化的宣教也要在華人中興起，

華人宣教士的故事也要被普世基督徒所傳講。

讓我們一起出發！讓我們學會如何犧牲奉獻，讓

我們一起關注那些在世界另一個角落，不被知道、被

遺棄和被忽視的群體，讓我們站在屬靈的破口之處，

這是一個蒙福且要成為祝福的呼召！ ✽

▲在吉爾吉斯坦所設立的基督教小學之一

▲ 興亞國際大學 (IUCA)於 2008年設立，目標是提供給中亞地區的貧困學生有接受高等教
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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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場上的神學教育
和一般神學教育有何不同
◆羅大衛 ( 普世宣教神學院教務長 )

有
人問我，在宣教禾場上的學生和一般神學院的

學生有何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有兩點。一是

普世宣教神學院（GMS）可為宣教處境與禾場的需要
提供正規神學課程，也可量身打造一些課程，使宣教

果效更明顯。二是學生一邊學一邊實習應用。下面容

我逐一講解。

第一，GMS與一般神學院一樣有聖經神學課和實
用神學課，各占總學分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的

必修課是宣教學的課程。一般神學院宣教學的課程大

多是選修課，而不是必修課。GMS課程的要求和難度
也不會低於一般神學院，因為 GMS的老師們都有在
其它神學院授課。

在宣教場上的神學生都是當地教會找的，他們基

本上都是在職的會友，日間忙於工作，晚上帶著渴慕

之心來接受裝備。大部分學生是在職場信主後，就積

極參與當地教會。在事奉中他們發現自己對真理認識

的不足，便尋找機會參加神學課程，也希望學習之後，

能夠去傳福音。因此學生的學習熱忱很高。又因生活

歷練的不同，他們在靈命的成熟度上較穩定，比一般

神學院的學生更加容易受栽培。由於神學生大部分來

自當地幾家教會，GMS就比較容易應這些教會的要求
去設計和安排課程。例如一些校區有較多當地和外地

來的傳道人修課，因多數的課是在晚上的，所以他們

白天有空。GMS會按教會的要求增加一門白天的課給
這些傳道人。

第二，宣教禾場上的學生們可以一邊學一邊實習

應用。一方面，他們天天都有機會在各自的商場傳福

音。另一方面，GMS有的老師授課之後，會花數日帶
不同的學生到附近兩三家華人教會短宣。在短宣期間，

每天晚上教會聚會時學生們輪流講道。上午短宣隊有

集體備課的時間，師生一起幫助當晚講道的學生準備

講章。每天下午則分組到商場探訪基督徒和慕道友。

有時，老師帶著幾個學生到外地華人教會舉辦培靈會

或佈道會，學生們觀察老師如何培靈和佈道。老師離

開之後，學生還會多待一兩天，接著佈道或培靈。可

謂現學現做。這是 GMS在宣教場上神學教育的特色，
以師徒制的方式，讓學生跟著老師在禾場上宣教，擴

充課堂上的學習。

華人商人在國外經商不容易，他們似乎比在美國

讀書和工作的華人對福音更加需求和渴慕。我們不知

道大批華人商人，在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這扇門大開會

持續多久，故希望抓緊機會，把這種宣教神學教育模

式發展並推廣到俄羅斯各校區。

雖然在宣教場開設神學課程的花費，會比一般神

學院的小，但學費的收入仍不能支付神學院的全部費

用。有些學生的經濟狀況不佳，我們會補助他們的學

費。因此我們需要大家在經費上的支持。我們約有

200多位學生，每年需要的經費約二十五萬美元。希
望對宣教有負擔的基督徒和教會，用奉獻的方式來支

持 GMS栽培神國的宣教人才。✽

▲羅大衛牧師（右）在俄羅斯葉卡校的畢業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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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良好的
生活習慣開始

◆米拉 ( 塞爾維亞芥菜種幼兒園園長 )

目
前我們的幼兒園有 27位小朋友，都是華人小孩，
從中國南部來的，很多小孩的父母都不是基督

徒，送小孩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教學受到他們的肯

定。小朋友每天學習中文、數學及和項才藝，包括芭

蕾舞及游泳課，除了中文課，也有聖經課程。

在這裡畢業的小朋友，如果沒有去國際英文學校

就讀小學，就會進入一般塞爾維亞語的公立小學就讀，

因此有些家長考慮想讓孩子繼續學中文的情況下，就

會讓他們回中國念小學；如果想讓孩子繼續留在塞國

生活，可以進入公立學校或私立的國際英文學校，但

是私立英文學校費用很高，一年要一萬多歐元。因此，

大多數的家長，都是送孩子回中國就學，只有少數留

下來念塞語或英語的學校。因為要送小孩回中國，所

以家長希望小孩可先學會基本的中文拼音，這樣回中

國上小學才能接得上。這也是我們的小朋友都是華人

的原因，因為家長希望小朋友學會中文拼音法。

因為我們的教學受到肯定，幼兒園的制度也比較

上軌道了，所以去年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提出，希望我

們幫忙訓練羅姆人的幼兒園老師，我們很高興地接受。

第一位到新貝芥菜籽幼兒園接受培訓的羅姆人幼

兒園老師娜塔莉亞（Natalia），已於一月底完成培訓
課程，回到母會萊巴內（Lebane）羅姆人教會開始幼
兒園事工。現在是丹妮拉（Daniela）老師來學習。她
們的實習工作主要是協助老師，她們住在這裡，跟著

我們的老師學習如何帶領小朋友，尤其是要如何讓小

朋友安靜守規矩。培訓的時間約三到六個月不等。

我們讓她們看到我們如何教導小朋友，不只是課

業的學習，還有生活習慣的學習，這個很重要的，因

為小朋友都是第一次過群體的生活，讓小朋友從小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是很重要的。通常沒有上過幼兒園

的小朋友，都是不知道上課要安靜坐在座位上，不知

道上課時不能跑來跑去，不知道要按時交作業，也不

知道要保持清潔。如上完廁所要洗手，吃飯前要洗手，

還有講話聲音音量不可以太大，更不可以隨便去推打

別的小朋友。

羅姆人的小朋友需要到幼兒園學習群體的生活，

以便適應進入到小學的生活。我們很樂意幫助培訓羅

姆人的幼兒園老師，希望能藉此來幫助羅姆人提升幼

兒園的師資水平，也讓他們看到我們是如何小朋友來

守規矩，小朋友第一次過群體的生活，培養良好的生

活習慣是很重要的。（米拉口述，本刊編輯整理。）

✽

▲羅姆人幼兒園老師丹妮拉（Daniela）（左）在芥菜籽幼兒園實習的情況



8  普世豐盛

從農宣傳播福音的種子
◆王孝才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義工 )

感
謝主再一次賜給我機會參與 2019年 4月份普世
豐盛生命中心舉辦的羅姆人小型農場短宣。 
本次短宣的範圍和重點與上兩次沒有多大差別， 

舉凡興建溫室，設計及裝置點滴灌溉，土壤改良，優

良蔬菜品種的推薦，有機堆肥的使用及製造，堆肥室

興建，耕作技術的改進，種苗培育方法，有機方法病

蟲害的防治，果樹修剪及接枝技術，果園管理方法等

都設及在內。本次農宣應當羅姆人農場主人之請求增

加了一個「魚菜共生」(Aquaponics) 的新項目。
我於 4月 11 日晚抵達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

德，隨即由塞爾維亞茲雷尼亞寧（Zrenjanin）基督福
音教會的喬維卡（Jovica）牧師接往他們在教會的住
宿， 以後的 5天都與他同進同出。他帶著我到他幫我
們聯絡的農場實地查看，並解決農戶們在農場上所發

生的技術問題，給於他們最適當的諮詢 。

意特比新村（Novi Itebej）

村落的居民大多數為匈牙利人，也有許多塞爾維

亞人及一些羅姆人。村落離羅馬尼亞約十公里是塞爾

維亞邊境小鎮 。以下是幾位農人的最近情況：
亞諾希（Janos）牧師：我曾在 2017年指導他們

如何裝設點滴灌溉。去年全部裝設完成，管線遍佈田

中。他很感激我教他學會了這種省水的灌溉方法，今

年他新種了罌素花種子 (poppy seed做麵包用少量可
以種，大量需向政府申請執照 ) 大蒜，花，洋蔥，番
茄，甜椒，豆以及一種高抗氧化劑植物野櫻莓 (Siberian 
Chokeberry)。
馬卡斯（Macas）：種植三葉草，是牲畜的飼料作

物，是牲畜蛋白質的主要來源。養了一些雞，也種了

一點果樹，建議他園中的草割下後放在果樹樹幹四週

做覆蓋用。

喬維卡牧師的母親：我前年離開塞爾維亞時，留

了一本如何裝置點滴灌溉的書給喬維卡， 他去年就
按著書上的說明，在他母親的田地中全部裝上點滴

灌溉的管線，他母親種了 100多株野櫻莓（Siberian 
Chokeberry），其他農作物有豌豆、馬鈴薯、茄、甜椒、
洋蔥、青豆、大蒜、榛子。農場土壤肥沃，是一個典

型的自給自足的小型農場

塔拉村落（Tara）

農場主人米卡（Mica ）已經接受指導及合作三個

▲  本中心農業專家王孝才弟兄
（右）再度到塞爾維亞給於

羅姆人農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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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頭，現有一個大型的，兩個中型的，及一個小型的

溫室。四座溫室中的土壤接受我的建議後，已全部改

良成功（我建議他混合河沙）。全部裝置點滴灌溉的

管線，因有溫室的關係，他今年提早定植了蕃茄，二

月定植的蕃茄苗現已約兩呎高，已開花。溫室前方有

小部分苗被凍傷，我叫他注意防止溫室前方的冷空氣

進入溫室。蕃茄田上都用黑色塑膠布覆蓋著，以防止

土溫散失。

我也去參觀當地最大一座的市場。為了要了解實

際的交易情形，特地選了禮拜六早晨，這是市場在一週

內最忙碌的時刻。市場分了很多部門，我們選了對我們

有實質幫助的果菜部門，其中許多攤販的經營者，都是

羅姆人也是牧師教會的會友。我看農產品的品質非常

重要，好品質的蔬果賣得好價錢，並沒有種族間的問

題。然後又帶我去市場旁邊一家羅姆人開的蔬果批發商

參觀，他有自己的冷凍倉庫，也有自己的貨運冷凍卡

車。主人忙進忙出，辛勤的工作生活過得滿富裕的。

貝切伊新村（Novi Becej ）

農民伊什特萬（Istvan）建有兩座溫室，於去年完
成裝置點滴灌溉系統種植番茄。我發現溫室中的土壤

缺少有機質，他說因經費的問題，不能全面施用堆肥，

只能在局部施用應施用量過少，全部番茄植物都是瘦

瘦小小的，葉色微黃是缺少氮肥的象徵。這片土壤要

改良式要花費很多本錢的。我建議他不如改作魚菜共

生系統，因為魚菜共生系統中的菜是種在植床內，不

用土壤的，又沒有病蟲害，而且又有魚的生產何樂而

不為呢？

2017年我來指導農民托尼（Toni）時，他只有一
座溫室，去年他又新建了一座。第一座溫室中種植大

蒜、洋蔥，田的行間有許多雜草，他準備拔除後拿來

餵雞做雞的飼料，在溫室的另一端雞舍中養了很多雞，

雞的糞便是很好的有機磷肥。值得一提的是他一開始

就從事有機栽培，種植櫻桃蘿蔔、香芹和番茄等蔬果，

現在他已取得有機栽培 (Organic culture)的執照。

魚菜共生講座

給當地對魚菜共生這個課題有興趣的農場主人授

課，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到這個題目，在上課完後他

們對我說，在聽我講解前他們怎麼想也想不通養魚和

種菜會連在一起，聽完我的課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

如此。我從美國帶了許多資料在課堂上發給他們參考，

同時也帶去一套鐘形虹吸管做教學示範的器材，又發

設計圖給他們，教他們自製鐘型虹吸管，因為鐘型虹

吸管是魚菜共生系統中最重要的部分。魚菜共生系統

的原理是：養魚在魚桶裡，魚的排泄物中含有毒的氨

(NH3)，溶解於水後被水泵抽送到硝化池，好氧性的硝
化菌會把有毒的氨轉變成氧化亞氮 ，
氧化氮，亞硝酸鹽，最後轉化成植物能吸收無毒

的硝酸鹽（NO3）， 供給在植床生長菜的養份。然後
植床中的清潔水由於鐘型虹吸管的機制而排回到魚桶

中繼續供魚使用。如此反覆自動循環運作，極為維環

保與省水。 
當地有兩種魚（一種塞爾維亞與 karas及另一種

mangov ）可供系統飼養，因其生長勢強，容易飼養。
這兩種魚也是每年聖誕節前後塞爾維亞人製作鹹魚必

備的材料，銷路沒有問題。菜的部分可以種植番茄和

甜椒，這是兩種獲利最多的蔬菜 。
這次羅姆人小型農場農技短宣最值得欣慰的就是

3年來，他們從我所學的農技都應用在自己的土地上
了，蔬果的產量增加，品質顯著的改進。本次又教了

他們一種魚菜共生系統的農業新科技，盼望這些農場

主人將來都是鄉里的典範，把學得的技能再傳授給其

他農戶，彼此切磋。這也好像福音的種子，基督的福

音也隨著種子的傳播而傳播，求主在這個方向下引導

與帶領，把那些尚未接受主耶穌基督的羅姆人帶到主

的名下。✽▲王孝才（左）指導羅姆農民如何做「魚菜共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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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本中心開拓位於東歐的波黑

（Bosnia and Herzegovina）
華人教會三年以來，一直在尋求合

適的傳道人可以長期居住在當地牧

養，神垂聽了禱告，差派了黃道敏

及陳素雲傳道夫婦，於今年四月份

就任赴職。

陳素雲是第四代基督徒，曾

外祖父因宣教士把福音傳到中國的

山村而信主。外祖父及母親都是虔

誠的基督徒，並且在農村裡參與服

事。素雲於 2000年於老家東源教會
受洗，於 2005年隨著姐姐及姐夫到
東歐的塞爾維亞。當時普世豐盛生

命中心差派宣教士陳映徹長老及張

雅惠牧師前往開拓華人教會事工，

素雲就參與服事，帶領詩歌敬拜。

2006年她前往菲律賓聖經神
學院就讀受造就，認識了同樣在該

神學院就讀的黃道敏。黃道敏也是

第四代的基督徒，曾祖父是溫州內

地會的牧師，父親也是虔誠的基督

徒。道敏在 1999年受洗成為基督
徒，在高中及大學時，都在不同的

團契服事，大學畢業後不久，受神

呼召去菲律賓神學院就讀。

在神的帶領下，他們於 2013
年結婚，生下一子一女。本來兩人

在國內服事，但因局勢的改變，於

是兩人決定轉換禾場。剛好張雅惠

牧師提出邀請，希望他們能來波黑

華人教會服事。兩人經過數個月的

禱告尋求，確定是神的帶領，才前

往赴任。

對於再度來到東歐服事，素雲

表示，她沒有想到她會以「師母」

的角色回到東歐的禾場上來，也更

沒有想到還帶著另一半來。只能說

是神的安排與帶領。

黃道敏傳道也表示，本來他們

以為會在中國服事，但因局勢的改

變，很多服事也無法再接續下去，

於是在安靜禱告之後，就決定轉換

跑道，服事海外的華人。黃道敏和

陳素雲傳道夫婦對於在波黑禾場的

服事，都很確定這是神的帶領，並

且於四月初在本中心東歐工場主任

顏明誠牧師的陪同下，進駐到波黑

教會。

波黑的國名全名為「波士尼亞

和黑塞哥維那」，有 800多年的歷
史，早期稱作波士尼亞，中世紀後

稱作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根據

世界銀行網站數據，2016年波黑
人口為 351.7萬左右。由於低出生
率和人口流失，人口減少趨勢不斷

擴大，世界銀行關於波黑的經濟

報告預計波黑 2020年人口將降至
320萬。
波黑資源豐富，地下煤藏儲量

巨大，地面森林資源豐富，木材加

工業發達，木製品是主要出口商品

之一。波黑地處中東歐腹地，被視

為歐盟的「後花園」。地理位置優

越，勞動力價格低廉，適宜承接

紡織、服裝、製鞋等勞動密集型產

業，產品在滿足本國市場需求的同

時，可輻射中東歐及歐盟市場。波

黑經濟對周邊地區以及歐洲國家的

依存度較高。

波黑共有約 400名華人經營批
發兼零售貿易，經營地點主要集中

於布爾奇科特區、巴尼亞盧卡市和

薩拉耶孚市。在中國的一帶一路的

政策下，有愈來愈多的華人到波黑

經商。因此當地有華人福音的需

要，感謝主，帶領黃道敏及陳素雲

傳道夫婦到波黑牧養，神的手永遠

都是牽引著祂所愛的人，我們除了

祝福他們的服事外，也感謝他們的

擺上及順服，希望他們全家能盡早

適應當地的生活，把福音帶給更多

的人。✽

神的手牽引著
祂所愛的人

◆本刊編輯

▲ 黃道敏與陳素雲傳道夫婦與本中心東歐主任顏明誠牧師（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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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莫斯科
五一福音營短宣紀實

樂此不疲
◆南港浸信會／毛黃秀蓮傳道

今
年有來自五個地區（台灣、美國、加拿大、法國、

中亞吉爾吉斯坦），17個教會，40位同工，包
括牧長、同工、弟兄姊妹一起服事。今年的講員是康

來昌牧師與許震毅牧師；還有多位牧者擔任專題講座

的講員；所有參加者共約四百位左右，學員的背景大

約有 1/3未信者。短宣隊員需是靈命成熟、會傳福音
者，會有幾次行前訓練會，每人在營會中都要擔任一

組的輔導。出發前，每人需預備十份禮物，提供給所

有與會者結束前挑選幾份禮物，快快樂樂地離營。

我今年是第一次參加，但此行攔阻多多：先是胃

發炎、再來右大腿發炎、眼睛結膜炎！許多弟兄姊妹

愛我、關心我；都勸我不要去了！但我深知：雖有攔

阻，更要靠主得勝！週一凌晨出發到機場，排了老半

天的隊伍；好不容易輪到我了，竟發現俄羅斯旅行社

把我機票上的英文名字拼音拼顛倒了；航空公司不讓

我登機，只好等週二再出發了。當領隊他們都出發了，

只剩我一人在機場改機票時，因平常都是跟著人走，

現在要自己單獨行動，又是去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頓覺壓力很大，眼淚瞬間掉了下來！我一面跟在莫斯

科的總召周哥聯絡，一面請華航督導幫忙改機票；也

趕緊寫簡訊請家人代禱；老公毛牧師鼓勵我：「不要

害怕，倚靠主！」我立刻收起眼淚，勇敢面對！最後

改完隔天的機票，回到教會時，還趕得上看到我們的

主復活音樂會，超級感動的。感謝上帝！

當我來到營地報到時，受到眾人的歡迎；令我有

些驚訝！老友高廣道牧師告訴我原因：「你現在變成

名人了！這幾天大家都一直為你禱告。」原來有眾人

的代禱，難怪我會

如此順利的抵達莫斯

科！

總召周克西長老

夫婦，長的圓潤富

態，當地華人都稱呼

他們為：「西瓜哥、

西瓜嫂！」夫婦二人

全力忠心為主擺上。

從第一次參與至今，

擔負許多責任，出錢

出力，努力推廣，現

在負責整個短宣事工的總召。西瓜嫂 5月初三生日，
她從開始參與時，就感動地說：「如果上帝允許，我

願意每年都在這裡過生日。」結果今年是她第 15次在
莫斯科慶生了！相信上帝必紀念並悅納他們的擺上！

答維正弟兄因著看見福音的果效，已參與短宣七

年，並擔任領隊多年。與妻子竹君負責許多的聯絡、

行政工作。他們有僕人的生命，總是大小事都幫忙，

無微不至，實在令人感動！

周子寒姐妹曾經是個知名藝人，因愛主的緣故，

放下世上榮華。現在已快修完華神延伸制的學分，大

多數時間，都在做傳福音的事工，已經是第四次參加

此短宣隊了。

林慧君牧師曾在藝人之家負責推動俄羅斯短宣，對

宣教深有負擔，後來進入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成為中亞

吉爾吉斯坦的宣教士，她在營會中負責大會輔導的工作。

小胖哥是拉斯維加斯華人福音教會的會友，之前

福音隊員每天吃著一樣的俄羅斯食物，都很難適應。

小胖哥迄今仍是中餐廳老闆，帶職侍奉，過去連續五

屆營會中擔任主廚，每天烹調食物，服事眾人，大夥

 ▲  2019年莫斯科五一福音營講員之一
康來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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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吃的豐富而開心！

營會中亦有一位弟兄是莫斯科很成功的企業家，

非常愛主，曾把他的員工全帶來參加福音營。並且奉

獻毫不手軟，對教會、福音營，總是鉅額奉獻。聽說

台灣花蓮福音中心的電梯工程，他也參與了奉獻。他

的講座我去聽了，就像一場佈道會，完全把聖經的真

理帶進企業中了。他的愛人愛主精神，為神做了極美

好的見證。

此次營會，結出許多福音的果子。有些從外城來

參加營會的朋友，鑒於當地缺乏牧者，所以當場為他們

預備洗禮，共 20多位慕道友受洗；另外還有接近 30位
將於 6月 29日在莫斯科河接受浸禮。統計此次營會活
動共有超過 40人決志信主，受洗歸入耶穌基督。此外
也按立了職場帶職與雙職服事同工及實習傳道，場面十

分感人！營會結束，大家都依依不捨，相約後年再見！

我的小組有三位新朋友，其中兩位是第一次參加

教會活動。感謝神，當中一位年輕的爸爸對福音有些

渴慕，但有很多問題，除了我自己回答他以外，我也

安排他跟講員康來昌牧師對談，相信福音的種子已經

在他的心裡萌芽了！另一位稍年長者，剛開始來不是

很有興趣聚會，常跑到後面去，到後來就都全程參與

了。另一位年輕的慕道友，雖然沒有決志，但有去參

加受洗前說明會，相信她離主不遠了！

福音營結束後，短宣隊員們就分配到各地探訪、

關懷、造就、帶領小組、開辦短期課程等。我們是到

聖彼得堡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堅固，為他們祝福禱告。

當中有兩個年輕弟兄都是在俄羅斯信主，並留在當地

教會服事。教會這陣子還要再拓展一個新的福音據點，

這已經是第三個了。感謝神！

參與短宣的隊員，有許多都已經參加 5年、8年，
甚至 10年以上的。為什麼大家都如此積極參與此事工

呢？因為看見福音的果效很大；有人第一年參加營會

信主，第二年繼續參加，經過造就，第三年再見他的

時候，已經變成重要同工了，實在很激勵人！所以大

家都前仆後繼，樂此不疲的參加！這次新加入的同工

隊員都很成熟，有兩位花蓮美崙浸會的會友，一個大

我 10歲，一個大我 20歲。但是他們的體力、腳力，
都比我好。而且跟小組員建立非常親密的關係。她們

都說：下次還要參加！ 70歲那位說：我要去到 80歲，
所以還可以參加五次。真是感人！

在俄羅斯華人中，真是看見莊稼成熟，需要工人

去收割。後年 (2021)將擴大舉辦第二十屆短宣隊，盼
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參加。請為自己，也為這事工禱告

吧！✽

在祂呼召之處
◆藝之星教會／周子寒 

說
也奇怪每年到了春節年假後，莫斯科的短宣呼

召不時就會出現在耳邊，我相信是神透過環境

和不同的人，在對我說話。我明白這呼召如此崇高，

而我如此渺小，主卻要使用我，所以我還是排開了工

作以服事來回應。

尤其是這十多年來看見周哥和周嫂及慧君牧師，

帶領許多弟兄姊妹及海外牧長們，不辭辛勞每年按時

前往莫斯科短宣，我真是充滿敬佩。我更相信是神知

道那地華人的需要，感動弟兄姊妹們前往。

此行我看見莫斯科華人教會的變化，教會在建堂

中！也有些商人學生回國了，但仍然有一群忠心的弟

▲五一福音營講員之一許震毅牧師在台上為會友施洗。

▲今年有來自 17個教會共 40位的短宣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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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再次被挑旺
◆花蓮美崙浸信會／楊正春

今
年是我第六次踏上俄羅斯的土地，感謝神！

2019年我第四次參加莫斯科的短宣隊，另外兩
次是參加葉卡和烏蘭烏德的短宣。福音營我們有最堅

強的牧者團隊。康來昌牧師、許震毅牧師負責信息，

林慧君牧師主導整個大會流程。周克西長老、高廣道

牧師、陳智偉牧師、張和君傳道、李紅彬傳道、黃秀

蓮傳道、蔡慧君師母負責專題。兒童營會則由信友堂

康貢島華師母率領的八位傳道同工負責。又有來自美

國拉斯維加斯的五星級大廚周青萍弟兄，為我們預備

三餐。這真是一場豐盛的筵席，四天的營會我們的肉

體和屬靈生命都得到大大的飽足。

康牧師和許牧師兩位神學博士，將聖經真理和人

物用說故事的方式活化在我們的眼前，尤其在聯合主

日，康牧師藉著大衛的故事，提醒我們神是輕慢不得

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

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每

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都再次被挑旺，更令人感動的是

當許震毅牧師呼召時，有 20多位慕道友立定心志接受
耶穌受洗成為神的兒女（還有另一批人第二天也受洗

燃起福音的熱情
◆花蓮福音中心／王秋娥

有
幸參加第 19屆《莫斯科華人福音夏令營》看見
來至世界各地短宣隊的牧者和同工，一起同心服

事為要建造在莫斯科，離鄉背井的基督徒，和他們所

邀約的新朋友。

以前的我如同井底之蛙，不知世界之大，福音禾

場之寬廣，工人之缺乏。透過這次的短宣，自己的生

命重新被雕塑，再次燃起福音的熱情！對未來服事的

路更充滿盼望。

當許院長呼召時，許多人流淚回應決志，真的很

感動！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次的短宣，相信這只是開始，

我們要繼續去一起回應神的大使命，讓我們使莫斯科

的萬民成為耶穌的門徒。✽

▲ 莫斯科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田鳳琴（左起）、康來昌牧師及本中心俄
羅斯宣教區主任周克西

兄姊妹，為了五一營會盡心竭力，使得今年的營會得

以圓滿完成。同工之間也有美好的配搭，許多靈魂得

救，受洗歸入主名。在在看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主

知道人心一切的需要，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陪伴、聆

聽、安慰、代禱。

特別是今年的講員康來昌牧師，最令我感動，雖

然他有病在身，但看見他不受任何攪擾，神的靈大大

恩膏他，講道充滿能力行動充滿活力。還有兒童營會

也非常成功，第一次在成人營會中沒有聽到兒童哭鬧

跑來跑去，完全被兒主老師教導得禮貌守規矩，享受

營會的快樂和學習，讓父母們得以專心參與，謝謝兒

主所有的同工。也感謝弟兄姊妹熱情的接待，讓我帶

著感動和滿滿的愛離開，也向神禱告，願主更多的使

用我，在祂呼召之處。 ✽

了），另外有 20多位弟兄姊妹，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成為全職和帶職的傳道人，一生要來跟隨事奉主！

今年的五一福音營約有 400人參加，共有 30個小
組，我們短宣隊是小組的輔導，成為小組長和組員好朋

友，四天的營會我們聚在一起，一起敬拜神、一起聆聽

信息和專題、一起參加大地活動、一起烤肉用餐、一起

在小組分享生命故事，短短的四天聚集，我們好像成

了一家人。營會已經結束了，我們彼此相愛的心仍然

存留，在微信的群裡，大家雖然分居不同地點，仍然

可以透過網路，彼此相愛、彼此關懷、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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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更加充實
◆花蓮美崙浸信會／陳陽鈴

第
一次參加短宣隊讓我非常喜悅又惶恐。喜悅的

是可以見識到曾經是世界兩大強國之一的蘇聯，

惶恐的是害怕是否能圓滿完成短宣隊給我的任務。我

們的神真是個又真又活的神，參加這次的短宣隊，給

我太多的第一次的驚喜與讚嘆！對我來說能參加這次

的短宣隊真是個神蹟啊！當花蓮美崙浸信會正春區長

告我這短宣消息時，我的回答是：我的靈命很初淺，

怕沒辦法擔任輔導的任務，再則目前對我來說經濟上

也有困難。說也奇妙，就在第二天，我已經賣了三年

的房子，竟然就以合理的價錢成交了。當我決定參加

後，主辦單位又有一連串的培訓，讓我對參加短宣的

決定更加有信心。

第二，生平第一次參加此龐大陣容的營會，除了

花蓮正春區長夫婦和毛師母是舊識外，其他人都是來

自世界各地美法加拿大等國內外華人。從未認識的眾

多主內弟兄姐妹們，竟然很快的就像家人一般的熟稔

又親切。一個個把我當成老人般的關愛與照顧。好些

人還說我是個「不像老人的老人」，說得我心花怒放！

其實我還真怕主辦單位，會不會嫌我年紀太大，以後

都不會讓我參加呢！

第三，第一次見識到所有信息的講員或輔導員，

陣容如此堅強，有神學博士、碩士、牧師、師母、傳道、

宣教士等；個個

都是菁英中的菁

英，所講的信息

內容都讓聽者受

益良多。這其中

包括毛師母所講

的「 真 愛 停 看

聽」專題講座，

座無虛席，精彩

無比。

第四，第一

次領受到策畫整

播種福音的種子
◆花蓮美崙浸信會／ 劉珍良

我
的妻子 2011年首次參加莫斯科五一福音營短
宣，本人自 2012年開始至今，每年都參加五一

營活動，親眼看見莫斯科華人基督教會的成長茁壯，

尤其是「普世宣教神學院」分班設立，訓練一批批神

國工人。但是俄羅斯禾場廣大，缺傳道、牧者的教會

仍多，今年營會時，除了決志受洗歸入主名的有 40多
位，願意蒙召獻身做全職、帶職、雙職傳道的也有 23
位，這些感人的場面，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今年短宣隊有 40名成員，分別來自海內外 17個
不同的教會，這一點在我回來分享「短宣」時，很多

人覺得驚訝！這也是莫斯科短宣的特色，集合眾教會

的一點點力量，為主所用成就大事工，短宣隊員來自

各方，年齡背景不同，在總召周長老的號召之下組隊

成軍，經過幾次集訓就出發上陣，我們都有神國的觀

念，不為自己也不為個人的母會，每天早上從禱告開

始工作，感恩中結束一天，做工的果效歸於神。

在海外異國生活不易，面對同文同種的華人同胞，

隔閡被打開，距離拉近了，人心比較柔軟，加上營會

的氛圍，福音容易被傳揚，想到這些人得到救恩，將

來回國之後，都是一粒粒福音的種子，將改變他們一

生，也救了他們一家，想到這裡我就覺得無比感恩與

喜樂，成為我繼續參加莫斯科短宣的動力。✽

▲五一福音營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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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之旅
◆美國喜樂教會／穆世蕓

這
一次參加莫斯科的五一福音營收獲很多，不僅

是自己靈命有所成長，也從其他的隊友身上學

到很多。見證到我們的神是信實、公義、慈愛、無所

不在，無所不能的神。

這四日的營會莫斯科華人教會非常的用心，安排

的講員都非常棒，加上所策劃的活動也非常的有趣，

讓很多的慕道友十分的投入。由剛開始的排斥、拒絕

到全然接納，整個過程真的是令人覺的不可思議，完

全是神在動工。

我一到營區便非常喜歡營區的環境及氣氛。第一

天早上康牧師的信息打動了人心，下午各組的才藝表

演，更是令人精神為之振奮，看見每位學員如此的投

入，真的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也見識到參加的學員

個個都是臥虎蕆龍，加上主持人非常的有活力，整個

會場充滿了歡笑與掌聲。第二天大家因為前一天的活

動及晚上的小組都熟悉了，早上點名的時候很明顯的

遲到及缺席的人數少了。雖然每天都是一整天的信

息，晚上還有小組，但是講員將信息講的活潑又有趣，

很多慕道友都非常渴慕認識我們的神。第三天早上信

息後有決志活動，上台的學員好多，令人興奮，下午

是大地活動，各小組都使出渾身解數，發揮團隊精神

個營會內容，規劃如此生動有趣，讓與會的人，能在

活潑快樂的活動中，不知不覺能領受神愛的擁抱與感

召。

更神奇的是，用一把吉他伴奏加上三女一男組合

的敬拜團，配上激勵人心的詩歌，就可以將整個營會

敬拜帶領得如此生動，憾人心弦。

第五，第一次當小隊輔導員，能有機會傾聽孩子

們的心聲，適時介紹認識我們獨一無二的真神撫慰他

們受創的心靈。這次參加莫斯科短宣隊，收獲最多的

是我自己。我的身心靈更加充實，靈命更多成長。相

信這一切都是愛我的主，耶穌基督的帶領與作為。感

謝主，願一切榮耀歸給主。✽

▲五一福音營圓滿結束，與會者歡欣跳躍。

爭取好成績。第四天早上康來昌牧師帶領查經，接著

許震毅牧師負責佈道兼培靈信息，傳講信息後呼召時

有 23位走上來立志作帶職傳道，另有 45位慕道友走
上講台決志歸信主基督。中午烤肉後頒發獎品，全體

拍照，各小組拍照及依依不捨的道別。

短宣隊結束四天的營會後，回到莫斯科繼續探訪

莫斯科教會、學生及商人朋友。每天我們都分成幾組

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訪，我所探訪的都是做生意的商人

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姊妹，她在莫斯科 20
幾年，經歷了兩次險些喪命的經歷，但是她對主不離

不棄，因為她說在她最危險的時候，都是因為想到主

耶穌而呼求，兩次都化險為夷。令一位姊妹也是忠心

愛主，她的先生由剛開始的反對到現在的全然擺上，

其過程真的是令人為之動容，不可思議，真的是經歷

到神的大能後，方知道作為神的兒女是如此的幸運，

因為我們的阿爸天父是那麼的愛我們。

最後我要感謝我們的領隊周克西長老夫婦盡心盡

力的付出，時時都得兼顧我們短宣隊員的安全及所需。

美牧牧師的康樂活動及主持更是讓每一位隊友都玩的

非常盡性，在娛樂中學習。答維正夫婦的全然擺上，

更是讓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家的感覺，任何的需要只

要開口，他們都會想辦法滿足及幫助我們。這是一個

豐富之旅，期待有你的參與，讓我們將愛及福音帶到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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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快訊  ／ 普世豐盛智庫輯

醫療宣教
：2014年致命伊波拉疫情高
峰期間，醫療宣教士薩克拉

（Rick Sacra）在照顧孕婦時感染病毒。當時他被空運
回美國治療，倖存後又重返賴比瑞亞，致力栽培下一

代非洲醫療人員。在非洲每三萬人，甚至五萬人才有

一名醫生，病患幾乎沒有機會接受治療。基督教醫院

在非洲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醫療服務，是非洲大陸重要

的生命線。「在賴比瑞亞接下來的幾年內，將產生巨

大的影響，因為醫生將會接受培訓，這將會影響整個

國家一世代人。」薩克拉醫生說。

（CBN News 3/6/2019）
..............................................................................................

拉丁裔
：拉丁裔成為伊斯蘭教增長最快

的族群，根據萊斯大學教授 Craig 
Considine，今天的美國有多達 25萬的拉丁裔 (佔天主
教 34％ )，他們放棄了原本信仰的天主教，轉向伊斯
蘭教。因著政治上受到反拉丁裔言論的影響，種種剝

削促使他們與其他受誹謗的群體團結一致。而穆斯林

社區也齊心協力接觸拉丁美裔，尤其針對移民問題。

據統計美國人口到 2050年，少數民族特別是拉丁裔，
將超過白人基督徒。（God Reports 2/13/2019）
..............................................................................................

非洲
：過去二十年來，大量的中國資金和工人

湧入了非洲，有多達一百萬中國工人和一

萬家中資公司。許多當地的非洲教會敞開心分享福音，

包括加入普通話的崇拜。也有越來越多來自台灣和其

他國家的宣教士專門前來服事非洲的中國人，向他們

傳講在國內不被允許的福音。中國在非洲的大規模投

資，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宗教，特別是福音
派基督教。（Unherd 2/13/2019 ,Asia News 2/18/2019）
..............................................................................................

義大利
：當教會成為千年的宗教機制，基

督徒要如何影響社會？義大利有

93％是天主教徒，多數人仍排拒神的話語，認為教會

龐大腐敗。但是當基督肢體的愛進入社區中，人們之

間產生聯繫，關係有了發展，也帶來希望、信心和愛。

他們體會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時，不禁感到震驚。一

位在羅馬植堂的牧師說 : 「義大利人非常注重關係，
福音旨在分享，在餐桌上人們真的敞開內心，回到那

唯一重要的關係，就是與基督的關係。」

(Mission Network News3/13/2019)
..............................................................................................

哈薩克
：一機構收到寄送經文小冊的請求，

這是機會開放之門，將小冊送入穆

斯林占多數的地區。「聯繫人正看到人們接收小冊的

機會，我們從世界各地聽到穆斯林正在回應福音。」

以往將小冊發送給聯繫人，讓他們在人群中分發是不

安全的，這將是首次向哈薩克斯坦發送大量的小冊，

該機構希望在 2019年中將第一批貨物送達。
(Mission Network News 3/27/2019)
..............................................................................................

黎巴嫩
：某機構將貨櫃車廂移到難民營區

中間，在裡面開辦了學校，使得原

本無法就學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教育。學校鼓勵難民學

生和家庭的成長，改變未來。學生們喜歡這學習空

間，也可以感受到家的感覺。「他們需要有生活目標，

除了受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基督的愛，藉

由基督徒教師、健全的學校，以及癒合情緒的屬靈氛

圍。」（Mission Network News 5/3/2019 ）
..............................................................................................

韓國
：八零年代韓國宣教運動蓬勃發展，曾差

派兩萬多名宣教士到全世界，但是今天的

韓國教會宣教直走下坡。聯合差傳促進會彭書睿指出

幾點原因：1）宣教士帶著強烈的性格，面對異文化時
缺乏靈活，因而產生人際關係的衝突。2）大型宣教特
會增多，分散人力資源。3）年輕一代信徒厭倦教會領
導層的官僚氣息，信二代、信三代紛紛出走教會。

（基督日報 5/2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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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場上的呼聲與代禱

中亞宣教樞紐 (Central Asia Mission Hub)

 ◎ 3月 4-6日於吉爾吉斯坦舉辦第二屆的微型
創業培訓課程一，有 26位學員參與。課程二 於 5月
13-17日舉行。 
◎本中心宣教士林牧師負責在吉爾吉斯坦的大學

生事工，定期在每週帶領基督徒查經小組；每週還帶

領漢語角、義工小組、快樂英語時光，這些大多數都

是穆斯林學生。加上還要接待短宣隊參與帶領 6月的
中英文化營和 12月底的領袖營。林牧師侍奉忙碌，願
神記念她的付出。

◎本中心的中亞吉爾吉斯坦短宣事工於 5-6月有
三個梯次：(1) 【培訓性質】5月 10-17日 (有 4位華
人和 6位美人 )，參與微型創業事工。(2) 【異象之旅】
5月 25日至 6月 3日 (有 7位 ) ，參與大學董事會及
畢業典禮、探訪不同的大學生團契和社團、拜會當地

基督教學校。(3) 【營會性質】5月 31日至 6月 13 日
(有 15位 )，舉辦大學生中英文化交流營。感謝神，短
宣隊來自台港美英 4個國家 16個不同教會，皆已完成
行前訓練及加緊預備侍奉工作。期盼不僅帶出優質的

短宣果效，動員更多教會投入大使命，進而招募並培

育未來的長宣工人！

◎ 6月 27-28日 (週四、五 ) 於本中心總部舉行
中亞基督教學校高峰會，並接著於 6月 29 日 (週六
10:30-1:00) 舉行吉爾吉斯坦基督教學校異象分享餐
會，歡迎個人及教會參與。

◎本中心差派在土耳其的宣教士吳牧師，經常接

待許多來自各地的訪宣隊及教會團隊，藉此動員華人

教會投入跨文化宣教，並安排他們參與在當地服事難

民事工。繼續朝跨文化宣教及穆斯林事工的異象，尋

求在當地設立福音站的可能性，目的為多功能的福音

據點，並藉語文教學等活動接觸當地人。

請你參與及代禱：

◎吉爾吉斯坦林牧師侍奉忙碌，請為她的健

康以及她在台灣的家人禱告。求神差派合宜的同

工前去校園一起服事，同時也在當地積極培育基

督徒學生領袖來傳承大學生事工。

◎請為暑期中亞文化交流營禱告，求神保守

每位短宣隊員出入平安，營會順利流暢，保守參

加的會員，能被神摸著。

東歐宣教樞紐 (Eastern Europe Mission Hub)

◎波黑華人基督教會新聘的傳道人黃道敏及陳素

雲夫婦已於四月初就任，該教會受洗人數已超過 14
人，目前有聚會崇拜及查經班，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慕

神的話語，都很積極參加學習。

◎ 4 月 14 波黑鞋區市場發生火災，造成重大財產
和經濟損失。華人共有 6 戶受損，基於教會對受災華
人同胞切實的關愛，給予每戶 200 馬克慰問金，鼓勵
他們重建商鋪，重新營業。

請你參與及代禱：

◎為黃敏道及陳素雲夫婦的服事禱告，希望

他們盡快適應當地，主恩同在，讓他們的服事恩

典滿滿。

◎波黑華人基本來自浙江省麗水市和青田

縣，在這邊經營較長時間， 6 -10年不等，信仰
背景基本屬於中國民間傳統信仰，佛教為主。求

主開他們心靈的眼睛，幫助他們看到基督裡面真

正的平安、自由和喜樂，早日決志信主。

俄羅斯宣教樞紐 (Russia Mission Hub)

◎俄羅斯的喀山中國留學生今年約有近三千人，

是傳福音的好禾場。本年赴莫斯科參加五一營會的共

有 16位同學、其中慕道的朋友共 9位。感謝讚美主！
請你參與及代禱：

◎俄國境內各華人教會除了莫斯科與葉卡兩

地以外，普遍存在主日崇拜講臺資訊短缺現象，

需要牧養的工人，積極開拓神學培訓課程實為刻

不容緩之舉。請為此禱告。

 
東南亞宣教樞紐 (Southeast Asia mission hub)

◎ 4月和 5月在越南河內是季風季節的開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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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新的宗教法在越南生效。根據新法律，所有宗教活

動都應在指定區域內進行，這意味著即使在私人住宅

中，也無法進行聖經學習。為此已將中文查經班遷移

到新的地方，亦開始有主日的崇拜，請為這次新的冒

險禱告。

請你參與及代禱：

◎感謝神帶領本中心在緬甸有十年以上的福

音及慈惠事工。郭保才牧師來函自四月份開始仰

光教會、神學部及福音站將自行運作。請為本中

心在仰光另尋據點，發展神學教育及福音事工代

禱。總部仍維持協助緬甸臘戌區的福音拓展及孤

兒院事工的需要。

◎請為本中心在越南能開拓基督徒企業團契

事工代禱。

◎為越南宣教士的健康祈禱。河內污染嚴重，

空氣質量不斷惡化，基本基礎設施很缺乏。宣教

士長期進駐當地，需要神特別恩典保守。

羅姆人事工

◎第一位到新貝芥菜種幼兒園接受培訓的羅姆

人幼兒園老師娜塔莉亞（Natalia）已回到母會萊巴內
（Lebane）羅姆人教會開始幼兒園事工，同時也會有
課後的輔導班，以幫助羅姆人小學生的學業更加進步。

◎暑期（七月及八月）塞爾維亞羅姆人跨文化短

宣隊已開始報名，共有七個教會參與短宣服事，會有

暑期的兒童聖經營、青年領袖營及夫妻婚姻營會等。

◎本中心農業專家王孝才弟兄於四月 11日到 18 
日再次前往塞爾維亞進行農業短宣，短宣的範圍是指

導當地的羅姆人興建溫室， 設計及裝置點滴灌溉，土
壤改良， 優良蔬菜品種的推薦，有機堆肥的使用及製
造，堆肥室興建，耕作技術的改進，種苗培育方法，

有機方法病蟲害的防治，果樹修剪及接枝技術，果園

管理方法等都設及在內。本次農宣應當地羅姆人農場

主人之請求增加了一個「魚菜共生」(Aquaponics) 的
新項目。成效良好，幫助了當地羅姆人增進改良了很

多農業方面的種植與收成。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為暑期跨文化短宣隊禱告，求神保守每

位短宣隊員出入平安，營會順利流暢。

◎請為參加農宣講座的羅姆農人禱告，求神

保守他們的種植產量都日增月益，也保守他們在

信仰的追求上也同樣長進。

普世宣教神學院事工

◎已在俄羅斯葉卡和聖地牙哥校區試用 Zoom作
 網上上課的平臺。爾灣校本部 4-5月的課程也將試用
Zoom，讓遠地的學生可以在家同步上課。
◎本院院長許牧師 4月下旬藉著參加莫斯科五一

福音營的機會，探訪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及附近的華人

教會，了解在那裡開設神學課程的可能性。

◎受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Bishkek）華人教
會的邀請，許牧師 6-7月將去那裡教授一門課，藉此
探討在比斯凱克開設神學課程的可能性。

◎ 2019年在莫斯科校區的教牧博士班，計劃開 4
門課， 校本部的教牧博士班也計劃開 4門課。爾灣校
區的碩士科會開 6門課，聖地牙哥校區會有 6門課，
清邁校區會安排 5門課，莫斯科校區安排 5門課，葉
卡校區也安排 5門課，布市校區會排 7門課。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為即將開課的比斯凱克及新西伯利亞禱

告，求主帶領學生及課程的安排，讓大家都能清

楚明白前面的道路。 

辦公室動態 

◎本中心董事曾文章、洪照智與中亞事工執行長

洪士洲牧師，5月 25日前往吉爾吉斯坦參加興亞國際
大學的畢業典禮。洪牧牧師留至 6月 14日返美，其間
有短宣及培訓課程。

◎本中心董事曾文章 6月初前往塞爾維亞探望新
貝華人基督教會項君聖傳道及眾同工，也去波黑探望

黃敏道傳道夫婦。

◎柑縣台福教會青年賴俊甫弟兄已於正道神學院

畢業，本中心接納成為東歐宣教區宣教士，於 6月起
正式赴任。

◎普世宣教神學院院長許震毅牧師本季的行程：

4月 17日至 5月 4日到莫斯科五一福音營；5月 20至
5月 31日台灣及東南亞；6月 6日至 6月 18日到吉爾
吉斯坦；8月 19日至 8月 31日到新加坡參加ATA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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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Global Life Enrichment Center
16371 Scientific Way, 
Irvine, CA 92618 USA
Tel:(949)752-6899
Fax: (949)486-0729
E-Mail: office@glecenter.org
Website: www.glecenter.org

台灣普世豐盛生命協會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0號6樓608室
台北辦公室電話：(02)2536-8468
高雄辦公室電話：(07)335-3037

澳洲聯絡人／ 華苓、陳文禮
紐西蘭聯絡人／ 吳文瑞

榮譽總主任：周淑慧

顧問：蘇文隆、陸恩廣

董事會主席：嚴匡漢

董事會副主席：洪照智、鍾聲揚

董事：朱欽賢、周銘峻、周克西、曾文章

            陳永昌、郭榮華、許格精、游俊堅 
            蕭東賢

1. 寄支票，抬頭請寫「GLEC」，請勿

寄現金。

2. 也可用信用卡奉獻，請直接上網站

www.glecenter.org奉獻，或是洽詢

財務組 (949-752-6899分機 2019)

3. 捐獻股票債券、共同基金、房地

產、人壽保險或遺囑捐獻，請洽財

務組 (949)752-6899分機2019本中

心將幫您達成捐獻高增值的資產，

免付增值稅 (Capital Gain)。

4.若使用電匯，請洽財務組 

    (949) 752-6899分機2019

5. 台灣地區奉獻者，請使用郵政劃撥

帳號「50091873」，戶名「社團法

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本

協會將寄發奉獻收據給您。

奉獻支持的方式美國總部2019年總預算=$265萬美元

預   算

總部行政 $434,420

拓展動員 $356,300

宣教工場： $1,862,060

總  計 $2,652,780

宣教工場
$1,862,060

總部行政
$434,420

拓展動員
$356,300

2019年5月財務報告

收入： 美元 $804,936

A. 總部行政 $45,780

B. 拓展動員 $8,850

C. 宣教工場 $750,306

支出： 美元 $795,030

A. 總部行政 $101,939

B. 拓展動員 $126,170

C. 宣教工場 $566,921

餘拙： $9,906

你也可以參與

1. 神學教育：
宣教神學院共有分校七處，分別是俄

羅斯莫斯科、葉卡、布市及緬甸仰光

和東亞，在美國亦有校本部。一年共

需經費 US$352,000，請參與栽培國度
人才。

2. 興亞國際大學：
每年需要四十萬美元。有負擔者，請

支持每位學生一年 2500美元的獎學
金。

3. 羅姆人事工：
各種營會補助每單位 1500美元；栽培
神學生每位 3600美元；羅姆人牧師家
庭生活補助每月每家庭 300美元。

◎普世宣教神學院教務長羅大

衛牧師 8月 19日至 8月 31日到新
加坡參加 ATA會議，9月中旬前往
泰國清邁授課。

◎ 7月 6日在本中心宣教大樓
舉行「陳永昌董事按立牧師」及

「嚴匡漢主席按立長老」典禮，歡

迎各界蒞臨，見證神榮耀時刻。

台灣消息

◎本中心於 3月 23在台北舉
行「興亞國際大學」願景分享餐

會，感謝各界代表、教會及支持夥

伴出席，圓滿結束，並有多位將籌

組教會短宣隊前往吉爾吉斯坦，感

謝主。

◎高育仁先生（21世紀基金會
董事長、前南縣縣長、內政部長、

省議會議長）拜訪台北辦公室，聽

取簡報，中午與本會同工餐敘。

◎台北辦公室自 3月 5日正式
成立每週二跨教會八點晨禱會，歡

迎各界前來參加。

◎擬開發台灣區的弱勢族群慈

惠關懷，校園青少年及原住民福音

事工，正逐步與前拓神院長呂代豪

牧師的中宣團隊接觸評估中，尋求

共同發展事宜。

◎台灣區今年感恩募款餐會預

定：台北 11/3週日晚 5：30大直
典華飯店；高雄 11/9週六午 10：
00大八大飯店；台中 11/11週一晚
5：30北屯新天地北區店。
◎台北辦公室目前有秘書長莊

澤豐牧師及行政助理陳又勤姊妹

〔羅淑敏傳道三月底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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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神的榮光充滿全地

時間：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9:30報到)

September 21, 2019 (Sat.) at 10:00am∼2:00pm
地點：Delta Hotels by Marriott Anaheim Garden Grove

12021 Harbor Blvd., Garden Grove, CA 92840  Tel: 714-867-5555
預約：請於8月20日前告知人數及聯絡電話(請務必報名)
可電洽：949-752-6899 ext. 2009 或email: event@glecenter.org

Limited Seats. Please RSVP by August 20, 2019

Let the whole earth be filled with His glory
願神藉著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的宣教橋樑

讓神的榮光充滿全地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以賽亞書六3）

And one cried unto another, and said,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of hosts: 
the whole earth is full of His glory. ( Isa. 6:3, NIV )

誠摰邀請您來參加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2019年感恩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