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繼宗牧師簡介 
戴繼宗牧師是戴德生的玄

孫，出生於台灣，在台灣接

受小學及中學教育，在美國

完成大學教育、取得神學院

碩士、博士學位，並在美國、

港、台各地牧會事奉多年，

戴牧師很有服事中國人的心

志，雖擁有純正英國血統，

卻操得一口流利國語及廣東

話。 

他繼承了前四代的宣教心志，一直事奉中國至今。據戴繼宗

牧師的自述，雖出生在中外聞名的宣教士家庭，其曾祖、祖父和

父母均獻身中華宣教，但他的信仰和事奉路全屬個人選擇，從來

沒有受過從父母而來的壓力，父母亦沒有向他表達希望兒子能成

為宣教士的心願。在他 18 歲時受感信主，並深受英國宣教士艾

得理牧師的影響，看到神對他自己的呼召。 

戴牧師 1983年與柯悅敏師母結婚，成為家族中第一個與中國

人結婚的後代。師母柯悅敏是在台灣的基督教家庭中長大，畢業

於台北的東吳大學，主修聲樂。在波士頓大學獲聲樂演唱碩士。

她在婚前曾在台灣三所神學院及大學裡任教。 

戴繼宗牧師夫

婦育有三子女：

承約、承書、

承亞。 

 



 

 

 

基督教合頌堂 史賓威宣道堂 福南斯登宣道堂 

宣教特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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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繭而出    主任牧師/何廣明 

英國出生在非洲宣教的李文斯頓曾

說：「上帝只有一個兒子，卻叫他成為

了宣教士」。耶穌的道成肉身，正是領

受了天父的差派，從天上來到人間，為

宣教做了最美好的典範；他取了奴僕的

形象，罪身的樣式，與人認同，不但勝

過撒旦的引誘，至終死在十字架上，完

成了贖罪大業，叫我們今日得以坦然無懼回到天父的懷中，並盼

望那新天新地中的永恆基業。耶穌復活升天之際，期許命令他的

門徒們，要往普天下去直到地極，傳講這天國的福音，領人認識

真理、認罪悔改及歸與主名，直到耶穌再來為止。 

因此兩千年以來，有無數的上帝的兒女回應了耶穌的呼召，

效法祂的榜樣，獻身走向了宣教的道路，一代傳承一代，一國接

續一國。兩百年前，福音終於抵達了神州大地，正如耶穌流血捨

身一樣，許多宣教士的血成了教會的種子，在全世界的華人群體

中，開出了燦爛的花朵，其中最為著名及影響深遠的就是戴氏家

族；戴德生牧師於一百五十年前，以二十二歲的弱冠之齡來到中

國，成立了中國內地會，並寫下了傳頌千古的佳言：「如果我有

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如果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

條不給中國」。這句深深觸動了無數華人心緒的話，不僅迴盪在

華人宣教的長廊上，戴老牧師的家族，更是親身傳遞實踐。 



 

 

感謝主的帶領，戴老牧師的玄孫戴繼宗牧師，在百忙之中，

答應我們的邀請，前來主持我們的宣教特會，實在具有深刻的意

義，本次大會的主題是「破繭而出」，其貌不揚的毛毛蟲，必需

要經歷掙脫捆綁的過程，困難艱辛的挑戰，才能轉變成為繽紛多

彩的蝴蝶，華人教會參與宣教的比例，向來是心動者多行動者少，

一是缺少經驗教導二是文化影響，皆攔阻了華人教會承接宣教的

棒子，海外教會更是如此，破繭而出是期許上帝使用這個聚會，

透過戴牧師的身教及言教，引領我們進入普世宣教的長流，打開

我們的心眼，擴張我們的視野，在聖靈的帶領下，走向上帝的命

定。 

史賓威及福南斯登宣道堂既然稱為宣道堂，代表成立的宗旨

至終就是要參與宣教的事工，合頌堂則早已成立了宣教基金，近

年來各個教會都以不同的形式參與了宣教的工作，在未來的年歲

裡，盼望在此次的特會中，一起禱告，一起尋求上帝的心意，整

合在大會中所學及所領受的，能更有目標的參與普世宣教工作。

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的宣教同工謝斌傳道，也將帶回他在當地美好

的見證及福音果實報告，正如羅馬書所說的：「報佳音、傳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步何等佳美！」 

戴老牧師的名言，其實後面還有一句：「喔，不是中國，乃

是基督。」是的，惟有基督值得我們獻上一切，祂是阿拉法，祂

是俄梅戞，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惟願上帝使用此次

特會，在聖靈帶領及催逼下，承接宣教的大使命，往城市、向高

山，不只是我們的禱告及金錢，更是我們的全人，獻上活祭為主

燒盡！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願以賽亞的看見也是你我的看見。 



如鷹展翅     基督教合頌堂同工會主席/林延齡醫師 

感謝神的恩典，Hawthorn 福音團

契經過五年已正式成立為“教會”，於

今年初改名為基督教合頌堂，記得團契

第一年的主題定為“生根建造”，這是

希望團契能有健康屬靈的成長，按照歌

羅西書 2 章 7 節保羅所期望歌羅西教

會的“在神裡面生根建造”。 

在神的僕人何廣明牧師的牧養下，他也要求合頌堂和史賓

威教會的所有會友都努力每日活出教會的五大目標：廣傳福音、

全人敬拜、彼此相愛、認識真理、服事他人。 

各個基督徒都應該知道廣傳福音是主耶穌升天前所要求我

們要完成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廿八：19)，台灣信友堂的沈正牧師在他給教會所寫的書《建造

主的家》中強調教會是否成長，最關鍵指標就是它的宣教差傳工

作，換句話說就是會友對傳福音的積極性。何牧師所要求的廣傳

福音所指的就是這一點。合頌堂的同工們也響應這呼召，決定開

始有指定項目的差傳奉獻，以鼓勵會友在差傳工作上盡每個人的

本份。到目前為止，合頌堂以奉獻參與了以下機構或各人的宣教

工作：墨爾本華人神學院、國際關懷協會、海外校園、校園團契、

宇宙光全人關懷協會、春苗基金會、法國巴黎華人教會、唐尚豪

宣教士、教會本地短宣活動、牧者海外培訓事工等。 



 

 

今年神又帶領合頌堂與史賓威宣道堂、福南斯登宣道堂合

辦第一屆的宣教年會，神也為我們預備了傑出的講員戴繼宗牧師，

大家都知道戴繼宗牧師是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牧師的玄孫。

戴家五代人忠心地在中國、台灣及亞洲各地為中國宣教傳福音。

今天我們有這特殊的機會親身聆聽戴繼宗牧師向我們傳講“破繭

而出”的信息。希望會友們把握良機，不但自己來，也邀請朋友

們來聽神的話，認識主，明白福音，得永生。 

今年也是中國內地會（CIM，現稱海外基督使團 OMF)慶祝

150 周年的嘉年，戴繼宗牧師領完我們第一屆宣教年會，將馬上

趕到倫敦參加隆重的內地會 150 年慶典。在這裡代表合頌堂衷心

感謝他來帶領我們歷史性的第一屆宣教年會。願神繼續施恩加給

他有“如鷹展翅，奔跑不困倦”的體力和從神而來的靈力，繼續

完成神能托付他的聖工。阿們。 

  

  

春苗基金會 



 

 

 

感謝讚美主，由史賓威/福南斯

登宣道堂、基督教合頌堂聯合舉辦的

大型宣教特會，今天隆重舉行。願聖

靈動工，祝福和使用神的僕人戴繼宗

牧師和謝斌傳道，使宣教的信息傳揚，

也使教會的弟兄姐妹對宣教有更深的

認識，翻轉我們的屬靈生命，更多參

與天國大業，完成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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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9）這是主耶穌對門徒說的，也是對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說的，是我們的大使命。我們愛主，就要遵守

主的教訓，完成主託付的使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參與宣教、

傳福音的事工，讓更多人來認識耶穌，讓福音傳遍世界每一個角

落。 

古往今來，眾聖徒在宣教、傳福音的事工上為我們樹立了

美好的榜樣。使徒保羅宣教的足跡遍佈歐、亞大陸，一生為傳福

音而奉獻，為榮耀神的名而活。英國傳教士戴德生牧師，二十一

歲時前往中國，耗其一生在中國佈道宣教，建立中國內地會，最

後在湖南長沙安息主懷。他的愛的宣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

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

國。”是那麼感人肺腑，如此徹底的忘我和無私，只有活在主愛

中的，並且視宣教為終身使命的人，才能說得出並做得到。 

踏上宣教之路 
史賓威宣道堂、福南斯登宣道堂 

執事會主席/錢濱弟兄 

 



 

 

史賓威宣道堂 Shepparton青年短宣隊 

期盼通過此次的宣教特會，在聖靈的帶領下，把眾弟兄姐

妹的心靈之火再次挑旺起來。讓我們的宣教之心再次被激勵，看

到宣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願意獻上我們的禱告、時間和金錢，

願意獻上我們自己，參與教會的宣教事工，使我們的生命復興，

使我們的教會復興。臺灣沈正牧師曾來我們教會舉辦同工培訓課

程，他提到他所服事的臺北信友堂教會的增長復興，是從教會的

宣教事工的增長復興開始的。願神也同樣來帶領我們教會，在宣

教的事工上有參與、有突破，使教會復興，更多人的生命得改變，

來榮耀神的名。 

史賓威/福南斯登宣道堂的

目標是：廣傳福音、全人敬拜、

彼此相愛、認識真理、服事他人。

其中廣傳福音和服事他人是與宣

教有直接聯繫的。目前教會的主

要宣教事工包括：以夥伴教會身

分參與[國際關懷協會]；支持牧

者國內和海外培訓；謝斌傳道的海外宣教士差派；不定期的主日

/特殊佈道會；英文堂海外短宣；中文堂青年短宣；植堂和一些

個人的海外宣教的參與。這些事工的廣度和深度，以及長遠的規

劃和目標，都還有待改善。教會將鼓勵更多的弟兄姐妹來加入宣

教事工的行列，並討論落實具體的實施計畫，找到適合我們教會

參與和持久發展的宣教專案，將宣教列為一項重要的、持久性的

教會事工。“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願一切頌贊、榮耀、尊貴和權柄都歸給我們的神。 

阿門 



 

國際關懷協 

國際關懷協會（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簡稱 CMI）於 2002 年在美

國及台灣同時成立，是一個由華人基督徒發起，以參與跨文化宣

教為導向的跨宗派華語差會。 

宣教異象（Mission Vision） 

CMI 的異象是「福音進中華、福音出中華」。作爲華人信徒，

我們盼望透過「福音進中華、福音出中華」，根據整本的聖經，

動員整體的教會，要把整全的福音，帶給整個的世界。 

宣教策略（Mission Strategy） 

根據工場的需要，差派長期宣教士以及專業、帶職、短期、

特約宣教士等方式，從事慈惠、醫療、教育、佈道、培訓等事工，

見證並傳揚福音，以帶出基督門徒的群體。 

宣教工場（Mission Field） 

差會成立迄今，已有來自台灣、美國、紐西蘭、加拿大與創

啟地區十數位宣教士分別在泰國、柬埔寨、緬甸及創啟地區服事，

以傳統宣教、神學教育、語言教學、醫療服事、學生工作等在宣

教工場參與跨文化的服事。目前正在開拓日本及印尼工場。 

宣教機構（Sending Base） 

目前在美國、台灣、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及某創啟地區已

分別成立 CMI 機構。 

宣教事工（Main Tasks） 

1. 宣教動員：在各地動員、裝備並徵召門徒參與完成大使命。 

2. 宣教祈禱：以「宣教毋忘祈禱、祈禱毋忘宣教」（mission 

and prayer）及「祈禱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禱的果」的精

國際關懷協會 
一個由華人成立的跨文化差會 

 

 



 

 

神，呼籲宣教祈禱伙伴，在各地相繼成立宣教祈禱團契月會，

並在美西、美東南、台灣、加拿大等地舉辦年度的宣教祈禱

特會。 

3. 宣教關顧：成立宣教關顧團契，推動全程（由徵召到退休）

的關顧觀念及作法。 

4. 宣教教育：透過與神學院的合作，在宣教工場進行為期六至

八週的暑期跨文化宣教實習與訓練課程（Mission Field 

Training，簡稱 MFT），訓練課程強調的是在宣教工場上之跨

文化實習與訓練，這是目前在華人差會中極為特有的聯合事

工。迄今已和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信義神學院、門徒訓練神學院、中台神學院、聖光神學院、

真道神學研究院、宣道神學院、浸信會神學院及創啟地區某

神學院等十一個神學院合作。迄今有 80 餘人完成 MFT 訓練，

且人數逐年增加，其中十一位已先後投身在宣教工場服事，

五位完成任期後回國。 

5. 醫療宣教：透過醫謢人員的專業，每年進入柬埔寨，藉由身

體得醫治進到心靈得醫治的服事。2015 年看診人數達 2100

餘人。現正積極以 NGO 方式於 2013 年開始在柬埔寨籌備設

立拉法護理學院，我們亟需醫學相關科目、護理、助產、語

言及電腦等各類專業教師，願意以短期（一學期或更長）方

式投身該國的醫療專業宣教

服事。 

宣教經費（Mission Funding） 

CMI 是一個宣教的信心差會，

所有的經費來源是神的恩典，

透過弟兄姐妹與眾教會的支持

和奉獻而供應。 

宣教方向（New Mission Tasks） 

思考在穆斯林群體較多的國家開闢新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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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牧師 

James Hudson Taylor 
 

 

     
  

1854年，二十一

歲的戴德生為了中國

三億百姓靈魂的需要，

決定前往中國宣教。

經過一百五十六天的

海上航行抵達中國上

海，在此後五十年的

歲月中，他傾盡全力

地在中國廣傳福音，

又竭力地喚起普世教

會積極參與在中國的

宣教。為了完成神如此特別的托付與異

像，他於 1865年 6月創立“中國內地

會”，動員了許多基督徒，無論是神職

人員、還是平信徒，無論是男、是女，

夫婦或者單身，呼召他們接受挑戰，來

到中國宣教，在未得之民中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 

內地會深入中國內陸，遠至雲南、

西藏，傳道人拓荒布道，建立教會，開

辦聖經學校，為教會培訓人才。他們入

鄉隨俗，生活起居在百姓中間，身著中

國服裝，男束髮辮，雖然為此遭受嘲諷，

但他們仍堅持，竭力讓百姓認同。內地

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

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

信心差會的典範。僅用十英鎊成立的中

國內地會，後來發展成為在中國最有影

響力的外國差會之一。 

內地會同時也邁向國際。戴德生和

美國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劍橋七傑”

之獻身於中國宣教，此事在英國、美國

造成了極大的轟動；而後，北美內地會

成立，差派宣教士來中國宣教；接著又

薪火相傳      神學生/李東弟兄 

從中國內地會到海外基督使團 



 

 

對中國福音工作影響深遠的劍橋七傑，因

著戴德生牧師等人的呼籲而順服神的呼

召，獻身中國宣教。 

 

有歐洲差會加入，成

為了伙伴差會。同時，

在世界各地，包括中

國、蘇格蘭、美國和

澳洲等地，成立諮詢

委員會，使中國內地

會在組織上得以擴大

與堅固，成為一個超

宗派、國際化的宣教

機構，各國宣教士在

內地會中不分宗派，

國籍，在基督裡真正

合而為一。 

隨著時局的轉變，

內地會宣教士在 1952

年完全撤離中國，決

定在東亞地區繼續事

奉，並於 1965 年，

更名為“海外基督使

團”，總部設在新加

坡，為的是回應整個

東亞洲地區的福音呼

求，不單單是華人的

福音呼聲，為此，使

團開闢了福音新工場，

其中包括泰國、馬來

西亞、日本、菲律賓、台灣和印度尼西

亞等地，這些地區都有福音未達的“內

地”。目前，東亞洲人口已超過二十二

億，基督徒少於百份之五，其餘的人信

奉佛教、回教、印度教、精靈敬拜及無

神論等。要使全球的人都聽到福音，亞

洲將是二十一世紀教會所要面對最大的

挑戰。 

使團秉承戴德生所訂下不借貸、不

募捐的原則，一直在經濟及人力資源上，

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在亞洲十八個地



 

戴德生牧師家的墓園在鎮江市的西

僑公墓中，後來中國內地會在該處

修建了戴德生牧師紀念碑。該紀念

碑歷經各樣運動，被鎮江市博物館

搶救得以保存，1999年被豎立在鎮

江市大西路福音堂內。本圖是戴繼

宗牧師全家與戴紹曾牧師夫婦，合

影於福音堂內的紀念碑前。 

區，近百個群體中工

作，竭力把基督豐盛

的生命帶給他們，在

東亞洲每一族群，推

動本土化植堂運動。

作為一個國際性、超

宗派的差會，使團擁

有超過一千四百位來

自全球三十多個國家

的同工，除了歐美的

同工，亦有來自非洲、

南美及愈來愈多的亞

裔同工。縱然背景不

同，眾同工在主裡合

一，堅守使團的使命：

迫切地把福音傳遍東

亞州，叫主名得榮耀。 

“假如我有千鎊

英金，中國可以全數

支取；假如我有千條

性命，決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不，不是

中國，乃是基督。”

戴德生帶著主基督的

愛來到中國，這愛的

故事並未因他的離世

而結束，主基督的愛是透過千千萬萬的

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的

兒孫--戴存仁、戴永冕、戴紹曾、戴繼

宗，透過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

直到如今從未中斷，也必將繼續下去，

代代相傳。



 

 
 

中國內地會(CIM)因著中國政治情勢日益緊張，於 1951 年 2 月

10-17 日召開領袖會議，決定將內地會總部遷出中國，並決定未

來的方向是：不忘懷中國的宣教異象，同時將宣教範圍擴展至東

亞地區。這個會議是在墨爾本近郊 Mt. Dandenong 的 Kalorama 

地區召開的，可惜確實地點已因日久湮滅而不可考。本照片是該

會議之後同工們的留影。 

 

本圖截自[唯獨基督]— 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 

 

 

 

 

國際關懷協會總會前副會長

邱志健牧師 2013年來訪

時，特地到 Dandenong山

上，當年開會的區域去憑

弔。 



 

簡史 
墨爾本神學院 MST（前身維省聖經學院 Bible College of 

Victoria）於一九二零年成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這

段歲月中，神的工人不斷湧出，在這神學院受造就者數以萬計，

成為澳洲教會及宣教的裝備地點。 

其中華人教會與神學院更有著特殊淵緣。早在 1890 年代，

墨爾本教會普遍對宣教的熱誠增加，當時戴德生(J. Hudson 

Taylor) 到訪，成立澳洲內地會分會，主要招募澳洲信徒加入

向中國宣教的行列。當時有志宣教的信徒尋找適合的學院接受

裝備，但除了宗派神學院外，並沒有特為宣教而設的學院。 

1916 年 C. H. Nash 受邀加入內地會董事會。1920 年九月

十三日，C. H. Nash 成為院長及講師成立維省聖經學院的前身-

-- 墨爾本聖經學院 （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學生只

有一位 Theo Lowther，兩年之後，這位學生成為 MBI 第一位赴

中國宣教的畢業生。早

期的學習科目中包括學

習初級中文。到了 Nash

息勞歸主時，MBI 畢業

生人數已超過一千人，

其中不少都成為熱心中

國宣教的基督精兵。 

七十年代中葉開始，

大量華裔以難民與移民

的身分湧入澳洲。華人

教會因而紛紛建立，到了九十年代已有不下一百間華人教會。



 

 

福音工人因而嚴重缺乏，由亞洲各地請來的教牧同工在人數及

適應上也見困難。 

適逢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二屆全澳華福會議在墨爾本召開，

有二百多位的澳洲華人教會領袖參加。他們在聖靈的感動下達

成歷史性的共識，就是澳洲必須建立中文神學教育事工。 

此後，墨爾本華人基督教會聯會成立一個中文神學教育事工委員

會，經多方禱告，取得維省聖經學院（墨爾本神學院之前身）之

合作，在學院屬下設立中文部。並取得澳洲神學評鑑委員會的認

可，以中文授課，並頒授神學文憑。一九九九年取得維省教育部

高校廳的核准，可用中文授課，並頒給高級神學文憑、教牧學士

學位、學士後文科文憑、文學碩士和道學碩士學位。 

異象與使命 

墨爾本華人神學院是因著華人教會的需要而產生，以協助華

人教會裝備耶穌基督的門徒為使命，在事奉中向全世界傳講基督

的福音，榮神益人。共有以下事奉目標﹕ 

1. 不分宗派訓練適合澳洲華人教會需要的教牧及宣教事工人才；

以中文授課，輔以英文，達成訓練能活用中英語媒介的工人。 

2. 藉著普及性神學教育，鞏固華人教會之純正福音信仰，並協

助教會栽培有素質的信徒領袖。 

3. 從事研究工作，探討澳洲華人教會的歷史及發展，邁向成熟

的澳洲處境神學路線。 

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作為華人教會的一份子，不祗為海外華

人教會訓練工人，也保持強烈的宣教意識；以澳洲教會需要為優

先之外，亦接受澳洲以外的申請，以達到教會一家的宗旨。 

 



谢斌、钟湄傳道夫婦 

與子女：其谕、其叡 

 

回國心路     宣教士/謝斌傳道 

 
 

从 2014 年 9 月 5 号我们一家人

离开墨尔本回到中国，一晃已经大

半年的时间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面，我们一家人无论在生活还是事

奉上，都不断经历神的恩典。最大

的收获并不是我们为神作了什么工，

而是不断见证神的奇妙大能，在其

中自己的视角不断被调整、被校正，

信心和爱心不断被坚固、被激励。

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以来所见所思作

一些汇集，跟大家一同分享（为了

保护教会和肢体的缘故，非常值得

纪念的名字不能够一一的写出来，

神必亲自纪念！）。 

一、 家庭的安置和服事的方向 

在墨尔本已经居住 6 年多的时间，全家搬回国内是一个大工

程。在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其中的感动太多，实在无法

言表，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打包了大小的行李，收拾了房子，

卖掉了车子，在 2014 年 9 月 5 号回到广州。 

回国宣教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孩子的学校问题，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面，我们为女儿谢其谕申请到了国际学校 9 年级的学位

（国内的国际学校收费不菲，感谢神的恩典，学校在其其入学测

试后给她升半级录取，为我们节省不少！），随后也为谢其叡找



 

 

到了一家教会的幼儿园（由一位韩国宣教士姊妹开办，注重礼仪，

每天进出鞠躬问安），这两个孩子申请的时候都是只有唯一的一

个学位，真的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全家安顿下来，我们夫妇也回到原来信主的教会服事。按照

神赐给我们的感动经过教会的同意，我们对事奉的安排是：一半

的时间在广州教会服事，一半的时间寻找宣教的机会。在教会的

服事中，除了讲台的服事外，尝试编写讲义，完成了《圣经论》

和《教会论》的培训，也参与教会治理的改变以及一些应急事项

的处理，2014 年 12 月起，开始牧养其中的一间分堂，与同工和

弟兄姊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宣教的过程中，先后去兰州、

银川、武汉、厦门、北京、南昌，参观一些主内肢体开办的基督

教教育项目，並與弟兄教会和机构学习交流，也进行了一些神学

培训课程。现在在西北已经联系到两个城市的三间教会，可以定

期去协助教会组织的一些学习和培训活动，也与当地的肢体达成

合作意向，共同寻找机会筹划开办教育机构。 

二、 感受：基督的福音在中国大陆进一步的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回国以后，首先感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基督徒数量的进一

步的增加。基督徒从社会中一个十年前大众一无所知的边缘群体

变成社会各个领域都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 

我们原来的教会，3 年前因为被投诉离开原来的居民小区，

租赁了更大的商业面积作礼堂和办公之用，经过 3 年稳定反而有

了更大的发展。目前本堂会众由原来的 200 人增加到近 600 人，

分为清晨堂、上午堂、下午堂三堂崇拜。之前植出的几个堂点人

数也有很大的增长，其它的家庭教会情况也相仿。三自教会的广



州东山堂有 6000 多会众，分六堂崇拜，并且新建的天河堂 5 月

也落成启用。 

在各地，家庭教会也继续成长。2014 年 9 月我参加神学院首

次在国内参与的传道人培训服事，参加培训的 27 名传道人的联

结范围竟然涵盖 1500 处左右的农村聚会点。即使在西北，家庭

聚会数量还比较少，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在各个方面肢体的帮助

下，有“后发优势”，不但敬虔热心，并且对圣经和神学知识的

了解程度都比较高。 

教会的各种内部和跨教会的团契，如广州 133 工商团契等等，

也在职场宣教和在推动跨教会的联结方面有很好的工作； 

教会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广州的家庭教会成立了多家幼儿园

和小学，并且渐渐形成衔接和分工。例如美心华景教会建立了自

己的幼儿园，毕业生则去到亚伯兰教会的约书亚小学。中学则去

到番禺的教会学校。 

在其他城市，在一个不同城市众教会牧者担任董事的基督教

教育协会的帮助下，2006 年开始，从无到有，建立了有 83 个包

括教会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会员单位的协作组织，大

家一起分领翻译国外肢体提供的外文教材的任务，并且开始培养

教会学校的师资力量。我参观过其中北京的几个教会学校，办学

规模和教学质量都令人惊讶之余深受鼓舞。 

教会的社会关怀事工也在不断发展中。近来国内政策鼓励非

營利公益机构的建立，教会开始有对外参与社会公益的合法出口。

广州有一个教会注册了一个公益机构，专门关心流浪人士，我的

女儿谢其谕在自己就读的国际学校发起收集牙膏牙刷的活动，把

同学们捐献的牙具交给这个公益机构去传递给有需要的人。还有



 

 

一个由几个教会一起合一创办的公益基金，除了自己的项目外，

还给各地没有自己注册公益基金机构的兄弟教会作关怀的管道，

给全国的教会使用作福音的出口，我们已经有一些的接触和合作，

未来也可能是我们新的服事方向； 

在教会自身的事工之外，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除了在自己原

来的岗位为主作见证以外，还开始主动转型拓展一些新的领域，

投资一些容易接触到社会和家庭的经营项目作福音的出口。有弟

兄成立专门销售主内肢体生产的有机食品的微店，把湘西偏远山

区的弟兄姊妹的腊肉销售到全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有一位弟

兄辞去了安利的高薪职位，自主创业，开始把以信仰为根基的童

子军的少儿成长项目引入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陆续吸引了

上千个家庭参加活动，并且其中产生了越来越多异象认同的志愿

者和教练同工，开始开发更多的年龄段的内容；在西北，有一位

在国外信主海归的弟兄，在教会服事被拦阻以后没有灰心，自学

考取国家 2 级婚姻辅导师资格，创办婚姻辅导机构，帮助了许多

的家庭，得到政府的接纳，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开始婚姻辅导室，

带出了很好的见证和影响… 

三、 感受：家庭教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治

理改善和转型的课题 

   教会令人鼓舞的蓬勃发展之下，也蕴藏着很多急迫的需要。

随着群体量和事工结构不断扩大和复杂化，国内教会发展到目前

这个阶段，内部的冲突甚至分裂开始频频发生，一方面有许多的

缺乏，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合一、重复劳动、浪费神国的资源，教

会发展遇到很大的瓶颈，需要改善治理和转型。 



我们所在的教会四年前就因为对灵恩派的态度和姊妹可否作

教会领袖的问题经历了分裂，至今难以弥合，成为许多“老”弟

兄姊妹心里的遗憾。其中有仇敌的攻击，有教会牧者长执个人生

命的问题，也有教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的原因。由于是第一代基督

徒建立的教会，对神话语的精意掌握不深，又缺乏属灵传承，实

际教会治理中受原来社会文化习惯影响很大。教会治理中有许多

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因此，在神学培训方面，在基要真理以外，

迫切需要教会治理方面的教导。在现阶段，一方面国内的家庭教

会都在不断地付出自己的努力来探索合宜的治理方式。我们有机

会接触到福建和广西的两间教会，他们不约而同根据圣经的原则

和自身的实践分别对小组化教会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治理体系，

并且制作培训课程甚至开设学校帮助别的弟兄教会建立自己的教

会治理制度，成为中国教会本色化神学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在教会的治理方面，其实海外教会和神学机构是

有着非常丰富的属灵传统和历史的经验，可以提供非常有益的帮

助，使我们少走弯路。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神藉着全世界

的肢体给中国大陆教会很多的恩典，“出处不如聚处”，似乎全

世界的肢体们都在竭力帮助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各种的资源都

在这里聚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在广州遇到了神学院许

劲浪老师在香港教会时的老师，在银川遇到了许师母在美国时的

老师，在厦门遇见了钟吴美玲老师的老师。有一位是在西北已经

生活多年、帮助困难学生复学在家里开办学生教会的宣教士，有

一位撰写系统神学性的查经讲义，帮助各地许多的教会规范自己

的查经体系；还有一位长期在国内教授教牧博士班，看见这些神

的老仆人年近七旬还在大陆为主奔波，本来非常令人感动，而当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老师的老师的时候，那种的惊讶和激励真叫

人高唱哈利路亚！ 

另外有一位马来西亚教会差遣的宣教士，他有异象在中国的

边境建立神学院，绕着中国东南西北的建立了许多的神学培训点，

给教会的合一带来很好的帮助，他组织的神学培训 27 位学院，

来自安徽湖北以至北京多地，联结超过 1500 家家庭教会或者聚

会点…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非常庆幸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回

国来，以至于有机会见证神的奇妙工作，看到对祂一代又一代的

仆人的奇妙预备，看到许多人的生命的奇妙改变，真是感觉好像

看到神国度的大图画，成为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极大的帮助，我们

自己的心意从“还福音的债”，到明白这“是与我有益”，因而

无论顺逆，都常常满有喜乐。 

与此同时，也更体会到肢体合一的宝贵。神的工作巨大，肢

体的爱心也巨大，如果能够有所协同，减少浪费就更符合神的心

意。也因此，我们更加体会到当年戴德生创办内地会，协助不同

宣教机构在中国合一地开展宣教的异象和时效是何等的宝贵。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向戴继宗牧师当面表示谢意！这样的

一家人，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推许。也愿这一家人效法基督的

精神可以在我们当中传递。 

愿主保守我们在祂家中各处的事奉 

谢斌 钟湄 谢其谕 谢其叡 



6月 5日 晚上 7:45 主題信息(一) 

題目/ 翻轉差傳的四天 

經文/ 使徒行傳 11:11-14 

正當那時，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是從凱撒利亞差來見我

的。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同我去的，還有這六位弟兄，

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訴我們，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屋

裏，說：『你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他有話告訴

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6月 6日 晚上 7:30 主題信息(二) 

題目/從內地會看廿一世紀宣教策略  

經文/ 約翰福音 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 

 



6月 7日 下午 2:00 主題信息(三) 

題目/ 從成功到成器 

經文/ 路加福音 5:1-11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上帝的道。他見有兩隻船灣在

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

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

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

魚，網險些裂開，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

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

「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

魚。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

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

跟從了耶穌。  

 



 

 

主 辦 教 會 聯 絡 資 訊 

 

 

 

 

 

 

基督教合頌堂 
Hawthorn Chinese Gospel Fellowship 

地址 580 Glenferrie Rd. Hawthorn VIC 

網址 www.hcgf.org.au/ 

主日崇拜時間 主日下午 2:00 

史賓威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Springvale 

地址 46 Balmoral Avenue Springvale VIC 

網址 www.eccs.org.au/ 

主日崇拜時間 主日上午 9:30 (中文) 

主日上午 11:15(英文) 

福南斯登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Frankston 

地址 16 High Street Frankston 

網址 www.eccs.org.au/ 

主日崇拜時間 主日下午 2:00 



宣教特會日程表 

時間 主題與講員 

6 月 5 日(五) 

晚上 7:45-9:30 

CMI 宣教事工報告 何朱佩瑩師母 

主題信息(一) 戴繼宗牧師 

6 月 6 日(六) 

下午 2:00-4:45 

2:00 
    I 
3:00 

宣教 ABC 戴繼宗牧師 

3:00 
    I 
3:30 

宣教 Q&A 戴繼宗牧師 

何廣明牧師 

謝斌傳道 

3:45 
    I 
4:45 

國內實況分享 

謝斌傳道(中) 

與青少年談宣教 

戴繼宗牧師(英) 

6 月 6 日(六) 

晚上 7:30-9:30 

OMF 影片分享 何廣明牧師 

音樂演奏 陳弦夫婦 

主題信息(二) 戴繼宗牧師 

6 月 7 日(日) 

下午 2:00-4:00 

詩班獻詩 三堂聯合詩班 

宣教事工報告 謝斌傳道 

主題信息(三) 戴繼宗牧師 

主題信息及崇拜時段，附設兒童聚會 

 

主題信息一  

5 / 6 (五 )晚上  

翻轉差傳的四天   

使徒行傳 1 1 : 1 1 - 1 4  

主題信息二  

6 / 6 (六 )晚上  

從內地會看廿一世紀宣教策略   

約翰福音 9 : 4  

主題信息三  

7 / 6 (日 )下午  

從成功到成器   

路加福音 5 : 1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