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宣教事工的進展
郭貴珍牧師

郭貴珍牧師於1985年至2020年為伯特利教會與中華福音使
命團聯合差派到泰國的宣教士，其中24年擔任泰國工場主
任，另有9年擔任中福新天聖經學院教師和院牧，並負責帶
領在清邁區開荒佈道植堂事工。郭牧師於泰國宣教工場忠心
服侍共35年，於2020年11月退休回港。
 
 
30多年前本人蒙主呼召作宣教士，由伯特利教會榮
光堂暨中華福音使命團(下稱「中福團」)聯合差遣

到泰國北部清邁省芳縣作宣教服事。泰國工場向四方面發展：(一)開荒佈
道、(二) 建立教會、(三) 門徒訓練、(四) 服侍社群。

中福團在泰國之工作發展

 中福團在泰國開始事工至今已有45年，中福團創辦人郭誠伯伯，開辦
聖經訓練班，由星期一至五上課，帶領學員出隊到各鄉各村佈道，多人接
受主的村子就成立佈道所，有待信徒成熟就建立教會。至今已有20多間教
會和幾處佈道所及多個佈道點。門徒訓練班由開始到現在從沒有停止，我
們遵照主的吩咐要去傳福音帶領人信主作主門徒，和訓練事工。

郭誠學生中心的工作果效

 30多年來神讓我們看見當時各村落村民的需要，子弟在村內讀書至小
六畢業後，因村內沒有中學，中學設在市鎮，到市鎮要搭遠程車或租房子
住，費用高昂，窮困家庭付不起這些費用，所以被逼停學。而我們的辦公
室地點就在芳縣市鎮，宣教士看見這群青少年的需要，就禱告求問要如何
服侍這社群，神感動宣教士開辦學生宿舍。神帶領開始在辦公室附近租用
一間木房子作宿舍，其後買到在泰人朗友村一所舊的職業學校校舍，收容
學生住宿，每天生活作息按時間表，有福音信仰班、聖經學習班、團契聚
會、主日學班和主日崇拜，也有奉獻班是給有心志奉獻全職事奉神的學生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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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誠學生中心培育青少年人完成中學階段，有學生畢業後繼續升
學，有些畢業後工作，亦有些畢業後回自己的村子幫助爸媽工作，更有
畢業後去讀神學裝備自己事奉主，歷年以來郭
誠 學 生 中 心 出 了 很 多 傳 道 人 和 牧 師 及 教 師 。

 看見神很祝福我們的學生福音事工，很有
果效，並在社區在村民中作主的見證，見證著神
對泰國人的愛。幾年前郭誠學生中心火災，女宿
舍是用木材建的全部被燒毀，並喪失一位女生，
同工及學生都經歷極大的恐慌和傷痛，就在那些
時間，我們的隣舍村民都來安慰鼓勵我們，首先
村長從起火凌晨時間就來陪伴我們同工一直沒有
離開，翌日村中婦女們清晨拿預備好各樣食材及
煑食用具來到煮早飯供應我們全部人吃飽，村民
父老不斷來慰問並說：「學生中心與我們是同村
人屬家人一樣，你們幾十年以來默默地栽培我們泰國的青年人成材，我們
很感激，現你們有災難，我們一定起來同心合力來幫助。」感謝天父，讓
我們在村民中為神作了美好見證，得到村民及領袖的肯定和接納我們的服
侍社群工作，芳縣縣長每天都來探望，還有省長帶隊帶物資來探望安慰我
們的學生和同工，神的聖名在泰國被高舉！將榮耀、頌讚都歸與我們至高
獨一真神！現時郭誠學生中心正在重建中，工程尚未完成，但神的恩典豐
富，賜予所需的建築費用，現已達到目標。

新天聖經學院的建立

 神又將建立神學院的異象給中福團，我們宣教士都覺得不能承擔，經
過多年禱告求問神，應如何回應才是神的心意，後來組成同工禱告小組，
專為這事工的開展禱告，我負責小組召集人，感謝神，經過多年的禱告，
在提摩太後書2章2節，保羅勸勉提摩太說，你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
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段經文給予提醒，加增我們的負擔，明白神的
心意要我們建立神學院，去栽培訓練主的工人，去傳揚主福音，領人作主
門徒，建立教會，訓練更多全職事奉者。經禱告後決定開始興建神學院，
然而我們沒有錢，沒有地方，沒有老師，沒有學生，怎樣開展呢？又什麼
時候才合適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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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們收到兩位窮困姊妹的奉獻，一位50銖，另一位20銖，合共
70銖。以港幣計是15元，15元可能食一碗雲吞麵都不夠！但我們的領受是
要憑信心去開始，我們不能，但神凡事都能，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重要的
是，這是否神的旨意呢？若是神的旨意，是神叫我們去與衪同工，神必定
成就。首先為各樣需要向神祈求，主是事工的主人，衪一定會成就。團隊
憑著信心仰望神，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一切所需要的，帶到主的施恩
寶座前告訴神。

 奇妙的是神按所需要賜給我們，有開辦費，租到一座大廈的4樓作校
舍，除幾位宣教士，神又帶領幾位本地資深又被認可的教牧來幫忙，當時
只有學生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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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誠學生中心

 感 謝 神 ， 神 學 院 就 在 2 0 1 1 年 開 始 運 作 ， 隨 後 學 生 增 加 ， 老 師 也 增
加，2012年神賜我們一塊地，2015年開始第一期建築工程，共3座校舍，當年
年底落成，2016年搬進新校舍，起先只有學士班，2016年神帶領一位合適的
教授加入隊工，並增設碩士班課程，今年學生人數有50多人。第二期建築工程
是在兩年前，疫情中，經濟困難時期開始，多人認為不應該展開工程，但我們
憑信開始工程，仰望主的供應，經歷許多神的恩典，工程現已接近尾聲，很快
就完工了，最近知道了好消息，是建築費已達標了，同工和學生都十分興奮，
感謝神豐富的供應。

 學院定於今年10月14日舉行奉獻新校舍感恩會，10月15日舉行畢業典
禮，創校至今已有多屆畢業生未有畢業典禮，這是首次畢業典禮，合共有31
位畢業生參加，包括學士生和碩士生，祈求神帶領祝福這兩天聚會，是要榮耀
神，向神頌讚，敬拜和感恩的日子，將一切榮耀、尊貴和頌讚歸給至高獨一真
神！

04



2022.08.07

 建築工程快要完成，建造主工人生命工程未完，還須要加倍努力，
盼望有更多生命靈命成長，愛神愛人，真理裝備，根基穩固，忠心堅持，
開荒佈道，建立新教會。興起主工人，去到福音禾場作主工，這是我們的
祈盼，很需要你們的代禱參與，邀請你與我們同工，一同建造主耶穌的工
人。

感恩祝福及祈盼你的參與

 多謝各位奉獻給新天聖經學院的肢體，願神加倍賜福給你們。學院有
一組祈禱小組，經常為奉獻者禱告祝福，求神看顧各人，並使用成為祝福
別人的管道，參加宣教事工，代禱記念或奉獻金錢，有機會就參與短宣體
驗，盼望你們中間有青年人獻身作宣教士，求神興起更多人願意回應主的
呼召，投身宣教工場。其實每位弟兄姊妹不出工場，即使在家、在教會、
在香港，也可以關心參與宣教事奉。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已是一間差傳宣教
的教會，若你願意，必能找到適合你的事奉崗位，願主的愛激勵你！祝福
你愛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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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

 1963年8月28日，美國已故黑人民
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於林肯
記念堂演講，題目是《我有一個夢》（
英語：I Have a Dream）。面對着當時
黑人受到白人的種族歧視，馬丁．路德
金牧師向世界發表了一個信息，他相信
「黑人和白人有一天能和平且平等地共
存」的夢想。他的演講，最終促成了美
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反對一
切有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政策繼續實行，
美國所有人能享受公平和平等。

 或許與很多人一樣，年幼的時候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長大後能夠成
為「巴士司機」駕駛巴士。人到半百，這個兒時的夢想應該不可能成真，
但我心裡面產生了另一個夢想，就是有一天到泰國去宣教。

 從小到大，我對泰國的印象比較負面，色情事業可謂無處不在，街道
後巷總令你感到污糟邋遢。除此之外，泰國是著名的佛教國家，卻充滿著
各式各樣的迷信，古靈精怪的傳聞總與這個國家有關。倘若放假計劃去外
地旅遊玩樂，東南亞那一個國家我也想去，惟有泰國是我拒絕選擇前往的
地方。然而，八年多前開始在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全職牧會事奉，竟然令我
對泰國的想法改變，由拒絕變為接受。

阮威儀牧師
（本會牧師）

泰北清邁事工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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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除了潮州語的弟兄姊妹，還有一群泰國人的弟兄姊
妹。起初與他們接觸，心裡總是戰戰兢兢，一方面擔心語言不通，另一方
面認定他們是迷信而不是真誠相信。與他們接觸多了，認識到泰國人原來
是比較樂觀，他們喜歡微笑，對陌生人還會好客款待。

 還記得兩年前的聖誕節到清邁的學生中心探訪，同學們大多數是來
自山區的貧窮家庭。當我們前往他們的
鄉村家訪，他們感動得流下淚來，並且
非常好客地把自制的食物拿出來款待我
們。眼見他們家徒四壁，竟然可以樂天
地去面對逆境，並且深信困難總有一天
會過去。他們有這樣的信念，因為他們
都是歸信耶穌的家庭。

 原來，宣教士在很多年前來到這些
北部山區鄉村，向這些村民傳福音並引
領他們歸主，福音在這個地方慢慢結出
果子來。雖然如此，還是有大部份的泰國人仍然是信佛，信耶穌的人仍然
是少數。

 年過半百，總會想到生命踏入倒數，人生還有甚麼路程可以踏上？我
有一個夢想，盼望更多的泰國人能成為神的子民，主若許可，盼望可以被
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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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粦為仁1807年在美國紐約州摩利斯維爾（Morrisville）出生，八兄
弟姐妹中他是長子，16歲獻身傳
道， 1823年進入漢密爾頓文學與
神學院（Hamilton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Institute）接受裝
備，期間他向美國浸信會海外傳
道會（General Missionary Con-
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
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申
請成為海外宣教士。1833年畢業後按立為牧師，次年被派往泰國宣教。泰
國舊稱暹羅，數百年來早有華人持續到來謀生，這些華裔僑民多來自廣東
省潮汕地區。當年泰國政府不容向本土人傳道，向外卻仍相對開放，粦為
仁被派往曼谷建立宣教基站，向當地為數眾多的潮語華人宣教。

 1834年7月初，粦為仁偕同新婚妻子高曼（Matilda Coman）從波
士頓乘船啟程，於1835年1月中旬到達新加坡逗留， 期間妻子於3月5日分
娩，產後卻染病而亡，令他傷痛不已。他將初生女兒瑪提拉(Matilta Dean) 
，託付給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巴德理（Dan Beach）醫生夫婦代為撫養，其
後隻身前往泰國宣教。

 1835年7月粦為仁抵達曼谷之後，他就學習中文和潮州語，很快他就
嘗試著用中文與當地潮州人傳福音。不久他開辦了一所小學。雖然困難重
重，粦為仁的宣教工作還是初見果效。1835年10月，他為三位華人施行了
浸禮。1836年他在曼谷建立了“曼谷浸信會心聯堂”（Maitrichit Chinese 
Baptist Church），一般認為心聯堂是世界華人最早的基督教教會。

 粦為仁體魄贏弱，牧養心聯堂一年之後， 在1838年轉往澳門養病。
那時巡遊中國沿岸多年的宣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正在澳門行醫及
辦學，粦為仁寄住在他家中，後來續娶他的一位同工巴倩荷女士（Theo-
dosia Ann Baker），夫婦結婚五周年紀念日之後的第二天，巴倩荷感染上
天花，於1843年3月29日不治而逝，遺下丈夫和未滿一周歲的女嬰粦芬妮
（Fanny Dean），其後粦為仁往還於曼谷與澳門繼續事奉。

陳國明執事
(差傳教育推廣組組員)福臨泰國 - 粦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 與曼谷浸信會心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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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英簽定《南京條約》，香港開埠，他在10月
轉到香港來，與浸信會宣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和羅孝全（I. J. 
Roberts）一起工作。當時許多潮州人到香港謀生，由於粦為仁通曉潮州
語，故很快於1843年5月底建立了潮人教會，名為“香港潮人浸信會教會”
（Hong Kong Swatow Baptist Church）。除牧養教會外，他也常去長洲
島，向當地漁民傳福音。不久，長洲浸信會教會（Cheung Chau Baptist 
Church）也建立起來。粦為仁與耶士摩（William Ashmore）於1858年建
立的廣東汕頭浸信會礐石堂，以福音把曼谷、香港、潮汕三地的潮語信徒
緊扣起來。

 經過幾年的調養，粦為仁身體得到恢復。1864年，年已57歲的粦為
仁回到曼谷心聯堂。牧養教會十數年，廣受當地潮州人和泰國人的尊敬與
愛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心聯堂教會取得很大進展，先後建立起6個教
會、7個宣教站，和一所學校；引領500多人受浸歸入基督。同時他仍致力
於聖經翻譯，於1866-1870年間，先後出版了自己翻譯的《摩西五經》、
《約書亞記》至《撒母耳記下》、舊約譯本，以及新約修訂本等。 他培養
出許多潮州人傳道和教會領袖，為泰國和港澳華人教會以及神學教育打下
了良好基礎。1895年8月13日，粦為仁在其加利福尼亞家中與世長辭，享
年88歲。

 於上世紀1930年代，心聯堂作為當時最大的教堂建築，成為宋尚節
博士、楊濬哲牧師等著名佈道家聚會之所。身處大時代，會友四處行出主
愛，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心聯堂提供喪事協助及安排墓地服務，並協助從
內地往泰國之肢體等。直到1970年代，會友已先後到泰北開荒，台灣等地
侍奉，而當高棉及越南難民湧入泰國境內之時，會友更經常前往難民營作
救助支援和傳道。多年來，心聯堂會友不斷擴張主的教會，今日已約有30
所分堂分佈泰國各地，並設有真光中學為基督培育新一代精兵。

 粦為仁50年之久的宣教生涯，以及曼谷浸信會心聯堂的建立，足以代
表美國浸信會在泰國向潮語華人宣教的根源。

資料來源：
1. 區伯平，美國浸信會粦為仁 ，《基督教週報》，第2973期，2021年 8月15日 
2. 李亞丁，粦為仁William Dean，《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http://bdcconline.net/zh-hant/

stories/lian-weiren 
3. 珮群，海上絲路造就首間華人教會 ─ 華僑基督教浸信會心聯禮拜堂，《天使心》月刊，第133

期，2017年6月



8月份 差傳雙月刊：代禱專頁

「你們若奉我的名向我求甚麼，我必成全。」（約14：14），
「門徒出去，到處傳福音。」（可：16：20下）

1. 「起來禱告，並傳福音」(周日華傳道)
 弟兄姊妹！我們相信主所賜禱告應許，就是奉主的名禱
告，衪必成就。禱告有時，傳福音也有時。讓我們心連心、手
牽手，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祈求，確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又起
來將禱告化為傳福音的行動！
 
 兩個星期之前，我和弟兄姊妹家訪傳福音。到了受訪者居
住大廈的附近，找到適合的地方，同心合意為今次傳福音的行
動禱告。求主潔淨和使用我們，並施恩拯救受訪的福音對象。
我們在受訪者家中，彼此認識，問候及了解福音對象的需要
後，我透過一本圖文並茂的小書（福音橋）向一位患直腸癌的
長者與及他的太太傳福音。感謝主聽禱告，這對夫婦即時決志
相信主耶穌，並且禱告接受耶穌成為他們個人的救主。他們信
主後已連續兩星期參與教會的主日崇拜。榮耀歸神！

2. 「同心禱告，廣傳福音」 (本會工場)
A. 國內事工 
• 求主保守潮南仙港、神山、仙城，與及清遠連山吉田、永和

的需要，疫情中各人都平安，福音工作及教會發展不受疫情
影響。

B.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 求主保守藍福秀姑娘及同工在清邁「恩福之家」學生中心的

事工發展，疫情中各人都平安；又求主幫助中心學生在生活
和學習中，能夠聽信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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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德國工場 (香港浸信會差會工場)
• 踏入7月，迎來高氣溫。現時漢諾威最高氣溫為攝氏39 

°C。德國大部份的房屋都有很好的隔熱設計，但也要放下
窗簾隔阻陽光射入屋內，同時也要把窗戶關閉，隔阻室外
熱浪吹入屋。當太陽下山後，便可以打開窗門，讓鮮風流
通，這樣做，便能讓房子保持清涼。

• 為教會的弟兄姊妹身體健康禱告，最近教會不少弟兄姊妹
感染新冠，當中已經是有第2次的感染，求主醫治看顧；
也為弟兄姊妹的家庭及彼此的人際關係禱告。

• 最近青年組和伉儷組輔導個案很多，請為宋牧師師母的身
體健壯禱告，心靈有平靜安穩的心禱告。

• 為剛完成2023年的事工計劃禱告，已向執事們分享明年事
工異象，將於8月份的執事會中深入交流分享，求主與眾
執事同工同在，能同心造就弟兄姊妹，建立教會。

• 為9月15日回港述職準備禱告。感恩於9月至11月期間，
有替代牧者來到漢諾威協助牧養，求主保守他們的預備和
行程有平安和健康，更能與教會同工們合作愉快，成為美
好見證。

• 為教會計劃聘請部份時間傳道同工禱告，當中涉及許多法
律及稅務問題。求主賜智慧予人事小組約見有關同工及處
理相關程序。

• 為漢諾威教會與克勞查經班分別籌備9月的中秋活動禱
告，求神使用這些福音預工，又預備慕道朋友和同學參
加，又感動弟兄姊妹參與陪談行列，在活動中與慕道朋友
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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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為緬甸求平安 (香港浸信會差會工場)
• 感恩文燦潤牧師師母已辦妥一年簽證和多次來回簽證，按

神合宜時間，進入緬甸參與服侍。
• 文牧師師母將於 8 月 1 日回港述職及放年假，求主保守兩

人身體健康，免受感染，順利回港。
• 記念每週一次在泰北美彰晨曦會培訓中心教課和每週講道

服侍。
• 求神憐憫緬民，早日止息戰亂和開關，緬民有機會得聞福

音，在困境中得著平安。
• 為緬甸的醫療需要代禱，因病患者缺乏治療設施和照顧，

求主憐憫。
• 緬甸浸聯會正籌備全國大會於 11 月 23-27 日在大其力舉

行。求主堅固牧者作美好服侍。
E. 其他

• 世人面對新冠疫情、烏克蘭的戰火和難民，求主憐憫、施
恩拯救他們。

• 原定8月開辦之「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因報
名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暫時擱置，求宣教的靈火燃燒教
會，在眾人心中燃點，求聖靈感動，願意更新宣教知識，
擴濶視野，接受裝備，為宣教多走一步。

• 求主興起教會弟兄姊妹同心禱告和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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