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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個又一個的小故事，連環緊扣，使風起雲湧，英

雄輩出，世代翻騰。

宣敎歷史也是一個又一個的小故事，連環緊扣，使耶穌基督

的福音跨過地域、文化、種族，傳遍天下。是那麼無聲無色，是

那麽豪情壯志，是那麽剛毅木訥，是那麼慷慨激昂！這些小故事

在述說顛狂為上帝的執著，攪動普天下的狂熱、胸懷普世的奔放、

心繫萬民的沉鬱、忠貞天國的豪情、佳美福音的腳蹤。這些小故

事就是一塊一塊的拼圖小塊，蔚成宏大事件，天國版圖。

在這些小故事背後，有看不見的那陶匠的手，塑造大小器

皿，盛放寶貝，合乎祂用。在這些小故事背後，有一些原則，

使小故事連環緊扣，點滴匯成江河，激動波濤洶湧，改變世代

的宣敎運動。

我們可以從六方面來看宣敎運動的發展：風雲際會的處境、

神學觀點的突破、組織架構的更新、屬靈動力的重尋、資訊傳

播的推動、合宜策略的運用、開拓新境的領袖、揉合在那看不

見的那陶匠的手，帶來轟天動地的改變。

在聖靈的奇妙帶領，近代華人差傳運動點滴開始於六十年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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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期，至今盛花燦爛。在這連環緊扣的宏大事件中，我們有

一個小故事。

本書就是與你分享這個小故事。中華福音使命團從兩個人

的禱告開始，生發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散發基督的馨香，漫溢

在主給我們的界限地土。這個小故事講述一小群的人，因經歷

了主耶穌基督的大愛和救贖，在某個處境下，對神的心意有新

的看見，結果用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去差傳。他們經歷福音在

萬民異族間顯出的能力；他們流淚撒種，帶着禾捆而回，到處

傳遞宣敎星星之火的異象；他們走過許多崎嶇路，學了許多功

課，付了不少高昂學費；他們認識自己力量微小，一無可誇。

這個故事，叫做「無心插柳」，因為工作開展了一段日子，

才聽到有名望的前輩告訴他們，他們是差會的事奉，這叫做差

傳事工。

現在，我們將這故事三十五年來的點滴整理，獻給獨行

奇事、憐愛萬民的主。願祂恩典的榮耀得着稱讚。也請你來

聽故事。

這個小故事，靠着主的恩，繼續傳講下去。

朱昌錂

二零一零年九月



一、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告

朱昌錂 中華福音使命團國際總幹事

引言

使徒行傳第七章記述，司提反滿有恩惠能力，傳揚主耶穌

復活的救贖福音。這引起各處會堂領袖的反對，終於把司提反

告到公會去。他們控告司提反蹧蹋聖所和律法，毀壞聖地，改

變律法（徒六 12-14）。司提反為此辯護。他宣告說，猶太人雖然

滿口宣稱尊重聖所和聖地，他們卻沒有遵守律法，抗拒頒布律

法的主，迫害神的先知，最後將眾先知所預先傳說的義者殺了

（徒七 2-53）。這激怒了公會。最後司提反被石頭打死，為主殉

道（徒七 57-60）。

司提反的使命神學

司提反的辯論佔用了很大的篇幅，表示路加對司提反事件

的重視，認為對初期敎會發展，有指標性的意義。我們可以將司

提反的辯論歸納為四點，我稱為「司提反的使命神學」： 

一、神的工作不限止在「聖地」，不止限在某一個國家或地方。

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先在米所波大米（七 2-3），後在哈蘭（七 4）。

神在埃及賜福約瑟，拯救他，高抬他（七 9-16）。在西乃曠野，

神在荊棘火焰中呼召摩西（七 30-34）。神在埃及、在紅海、在曠

野施行神蹟奇事（七 36），在西乃山賜下律法（七 38）。神的作

為與能力，不止限在巴勒斯坦。耶和華神是全地的主，不是一

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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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的神祇，祂的工作不止限在某一個地方。

二、神的敬拜不限止在耶路撒冷聖殿。亞伯拉罕連立足之地也沒

有的時候，神與亞伯拉罕立約（七 5-7）。摩西在荊棘火焰的異象中，

脫鞋敬拜，是在曠野（七 30-34）。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神藉

會幕顯明祂的同在。這會幕不斷遷移，而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

的地點（七 38-45）；神卻「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撒下七 6）。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成聖殿，然而「至高者不住人手所造的」（七

47-50）。神的臨在並不受任何建築物的限制。真正的敬拜不在乎

穩定不移的聖殿，連綿不斷的祭牲和祭物，卻是聽命與順從。

主耶穌曾說：「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四 21、23）

三、神的子民不單止限在某個民族的血統上。真正神的子民不

是因為他們在血統上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不是肉身為以色列人

便是神的子民。摩西「領受活潑的聖言」並傳給以色列人（七

38）。但稱為神子民的以色列民卻拒絕摩西（七 25、27、35），不

聽從律法（七 39），抗拒聖靈（七 51），逼迫先知（七 52），並把

眾先知所預言的義者殺了（七 52）。司提反暗示了一個重要真理，

成為神子民的條件，不在乎民族血統，而是接受那成全律法的

義者。

四、真正神的子民是繼續不斷回應神的呼召的群體。他們領受

祝福，也要完成那領受的使命。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

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七 3）祂對摩西說：

「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見法老（七 34）。作為神的子民，必須忠

心順服，回應呼召，完成使命。在這過程上，不能只求安逸舒



服，逃避任何的變動遷移。生活上的變動，環境上的遷移，都

是痛苦的。但是神的子民不應貪圖苟且安定，而違背使命。

今天的意義

司提反的使命神學給我們很重要的信息：神的工作不止限在

禮拜堂內。神的子民不止限在禮拜堂裡的敬拜，陶醉在神的祝

福，飽餐屬靈的餵養，享受主內的團契，接受服侍與照顧。真正

神的子民是在人生的曠野，在不斷遷移中，得神的恩典，完成使

命。我們作為神的子民，不單只活在信徒中，不單只活在華人信

徒中，不單只活在香港漢族信徒中。我們作為神的子民，是面向

非信徒的社會，非我族類的世界，要將福音從我們的耶路撒冷傳

至地極，而不是只留在自己「耶路撒冷」的房子裡。

今天敎會若忘記「司提反的使命神學」，敎會容易演變成一

個內聚的群體，為自我生存而努力，為維持內部蓬勃而活動的

內向團體。「宣講」變成只為個人生命進補，「服侍」變成只為

個人得著牧養關顧，「團契」變成只為個人得着屬靈相交，「見證」

變成許多「安份守己」「做好人」的基督徒。敬拜變成個人的宗敎

敬虔，團契變成內聚的屬靈社交，聖經學習變成宗敎知識的屯

積，聖潔生活變成自我德行的操練，事奉變成個人宗敎的熱誠。

這是忘記了敎會基本本質的重要因素，敎會每次聚斂是為分散，

分散是為完成使命。

我們學院一直強調聖經研究、釋經講道、宗敎敎育、靈命

操練的學習。這都是很寶貴的好傳統。但是如果同學忘記，我

們所學習的聖經研究、釋經講道、宗敎敎育、靈命操練，乃是

朝向一個方向，是從我民往非我民，從我地往非我地，從聚斂

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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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分散，從穩固往飄流無定，為要完成神交託敎會的使命，就

是忽略了司提反給我們的信息。

中福團的見證

中華福音使命團從開始就是朝著這方向努力。這個學習方

向是從學院開始，從學院的男生宿舍開始，從金巴倫道 24 號的

樓房開始。1974 年郭誠和周修敏兩位同學在 24 號，就是當時的

男生宿舍，經常為泰國北部華人難民村的福音需要，同心禱告。

神垂聽了他們的禱告。時任院長鮑會園牧師也聽了。在鮑牧師

的鼓勵下，成立了中華福音使命團（簡稱「中福團」），郭伯伯往

泰北宣敎去，周先生作生意來支持這工作。

因「中福團」的開展，同學晚禱會更多為海外校友禱告，

為海外福音需要禱告，為泰北福音需要禱告。學院的同學在暑

假也開始今天所謂的「短宣」，那時稱「海外暑期實習」。曾往

泰北「暑期實習」的同學不少，其中包括：後來往非洲肯雅的

朱港華、往台灣的郭必鋒和袁柏齡，一直參予中福團董事會的

蘇劍冰，還有我。日後，在這段上下時期的同學，有多位成為

宣敎士，或積極推動華人宣敎。此外，還有時任學院秘書的張

秀娟姑娘，從那時開始，一直參予中福團的董事會。

那個時候香港的敎會和信徒，都不大明白什麽叫做「差傳」。

所以若說「我們成了一台戲」（林前四 9），就不僅是不賣座，簡

直「票房毒藥」：「我們敎會還有這麽多需要，為什麼要捨近圖

遠去宣敎？」「為什麼要將金錢化在不認識的人中，去作那吃力

不討好又沒有果效的開荒工作？」「面對這麽多反對與困難，為

什麼不回香港來牧會？」



中福團經濟只靠周先生一個人的生意，宣敎士只得六十歲的

郭伯伯一人，工場又是遭逼迫，反對厲害的福音石頭地，正是錢

又沒有，人又沒有，連行政架構也幾乎沒有，這個誕生在金巴倫

道 24 號禱告會的中福團，真的是一無所有。有的，只是一個「泰

北福音公路」的異象，要在福音未得的泰北，開荒佈道，建立敎

會，在華人和異族中廣傳福音。但我們有「寶貝放在瓦器裡，要

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今天中華福音使命團有四十九位宣敎士，在九個國家地區

開荒佈道、訓練門徒，建立敎會，服侍社群：泰國、緬甸、澳門、

台灣、南非、萊索託、德國、柬埔寨、香港、創啓地區。宣敎

的群體包括華人、回、泰、拉胡、阿卡、傈僳、布蘭、白夷、瑤、

柬、緬、土生萄裔。宣敎士能用的語言超過十二種。中福團在

泰國已成立了本地敎會聯會，工場會議語文是泰文。

今天我們仍然面對許多福音未得之地、未得之民，他們發

出呼聲，要求我們跨越地域、種族、文化，差派宣敎士去到他

們當中，幫助他們。

誰願意離開安樂窩，過飄流無定的生活？誰願意前往非我

民中間，作非我民的服侍？誰願意在奇風異俗中從新學習新文

化、新語言、新生活？這是顛狂！什麽才能使我們顛狂為上帝？

司提反給我們發現那動力，他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

穌站在神的榮耀」（徒七 55）。「神的榮耀」不單是光輝、大光。

「神的榮耀」更是指神一切的豐盛。「神的榮耀」是神真、善、

美的一切。「神的榮耀」包括了神全部的屬性，祂的聖潔、公義、

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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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權能、仁愛……。

只有神真、善、美的一切才可以驅使我們前往福音未得之

地。只有那死而復活、高升在神右邊的主基督的恩召與大愛，

才可以使我們撇下一切，甘心樂意，跨越民族血統文化的界限，

服侍福音未得之民。只有神的榮耀並高升得榮耀的人子，才能

使我們跨越我們堂會的界限，走進黑暗邪惡的世界，藉着那加

給我們的能力，「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4-5）

在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告會開始，我們看見了神的榮耀，也

不斷經歷神的榮耀，促使中福團一直以來，持守使命，在主給

我們的界限：「開荒佈道、建立敎會、訓練門徒，服侍社群」。

這是司提反使命神學的精神。

「中福團」誕生在播道神學院男生宿舍金巴倫道 24 號的禱

告會中。從 24 號開始，「中福團」走出播道神學院，走出九龍塘，

走出香港，前往泰北，前往世界福音未得之地，未得之民中間。

從 24 號開始，從播道神學院開始的宣敎運動繼續延續！

本篇講於播道神學院（2007 年 10 月 5 日）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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