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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梁

雖然我們所有關心林安國牧師身體狀況的弟兄姐妹，都早已有心理準
備，他隨時都會離開我們被主接回天家……但當他真正與我們暫別離去的時
候，我們的心情仍然感到非常依依不捨，彷彿心裡還有很多感激或未盡的話
想與他分享。我們特別出版這特刊，收集曾經被林牧師生命所影響的家人、
親友，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學生、和主內弟兄姐妹所表達的只言片
語，一同緬懷，一同為林牧師的生命事蹟留痕。
我覺得，林牧師是神給華人教會的一份禮物。林牧師曾經在華人出版
機構服事，幫忙翻譯聖經。他作過開荒植堂的華人宣教士和牧者，也寫了很
多幫助華人教會推動宣教的書。與他共事十多年，我所認識的林牧師不僅是
神所重用的一位宣教先驅，他也是一位充滿內涵和遠見的領袖和老師。每每
與他近距離的接觸中，我真切感受林牧師是一個充滿真情、溫情、熱情又激
情，看重友情和親情的人。我第一次單獨跟他分享我的宣教領受時，便被
他那份對宣教的熱情所感動。后來加入了華傳，常有機會聆聽他的教導與分
享，在旁邊觀察他與人的交往互動，實在看到他是一個真情流露的人。他也
是一個很認真投入玩遊戲或運動的人。我們眾同工也一同見證了他跟師母的
愛情和跟家人的親情。華傳在林牧師的帶動下，成了一個“有情”的宣教機
構。林牧師是一個有情之人，他的生命影響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生命，成為祝
福多人的管道。在此緬懷特刊中，我們將讀到許多被林牧師生命影響的動人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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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師樂於助人，喜歡與別人分享他的喜好或好東西，傳福音或做見證都是他
生活很自然的一部分。他不是所謂福音推銷員，但若他知道對方沒有聽過福音，便
會爭取機會向這位朋友做見證和分享寶貴的好消息。他毫不吝嗇地與同工、學生們
分享他多年教學的心血材料。還記得剛加入華傳不久的我，有一次問林牧師有沒有
關於某些宣教的資料，他立刻就把一個U盤遞給我說：“拿去下載你所有合用的材
料吧！”我打開那U盤，裡面都是他多年來在各地講道或教學的材料。林牧師就是
一個如此樂意分享的人。
大家都知道林牧師非常喜歡吃榴槤。在他的積極介紹和鼓勵下，把一個本來
不喜歡吃榴槤的我，也因他的熱情分享而被改變了。林牧師最喜歡的運動就是打乒
乓球。每當下班或有小小空檔的時間，他都會爭取機會找我與他一同“開波”（打
球）。我想華傳各地的同工都肯定有類似的經歷和同感。
從蒙召直到躺在臨終的病床上，林牧師一直持守神所托付的宣教使命。雖然事
奉的路途上曾經過許多高山低谷，面對許多波折阻礙，但他都沒有離開他的初衷。
在他與末期癌症“共舞”的日子中，他依然堅持回應非洲的呼聲和推動宣教出中國
的夢想。林牧師生命的最后一個堅持就是要“Finish Well”——終極無憾，圓滿結
束！他留給后人一個至死忠心，榮耀神的好榜樣。感謝神，他確實給他的家人、朋
友、同工和眾弟兄姐妹留下了佳美的腳縱……神使用林牧師幫助華傳打好了事工的
基礎並留下了事奉的榜樣，期望他和一群創會同工所建立的華傳，會繼續成為普世
華人教會的祝福。
我們懷念林安國牧師，也為他的一生感謝神！

( 馮永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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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前國際總主任，今為華傳宣教士關懷專員。)

忠於所託，
不違天示
林安國牧師Rev. Cyrus On Kwok Lam，祖
籍廣東省潮陽縣白水塘鄉。父親林如洲，母親
湯佩瑜，1945年父母因中日戰爭之故帶著全家
逃到韶關謀生，是年11月在當地生下林安國牧
師。林牧師共有七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
上有三位姐姐，下有二位妹妹及一位弟弟。
1940年代后期全家從廣州逃到香港，此次
逃難使他們家道一落千丈，生活非常拮据，像
許多難民一樣屈居於當時所謂三不管的“九龍
城城寨”。感謝神的恩典，藉著一位熱心女傳

滑雪

加拿大亞省

道把主耶穌的救恩傳給他們，讓他們全家蒙恩
得救，從此逐漸步上蒙福之途。
信主后父母參加潮語教會（因語言關係），
他們七兄弟姐妹卻參加九龍城播道會恩泉堂。
林安國牧師自幼在恩泉堂得到聖經和靈命的栽
培、長輩們的愛載，及團契肢體的關懷，為他
屬靈生命奠下穩固根基。他在恩泉堂信主、受
洗、成長……后來蒙召獻身，神學畢業后踏上
宣教路。恩泉堂一路陪伴，恆久代禱，奉獻支
持，是他在宣教路上堅固的后盾。
普世宣教，我來了！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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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神學院畢業林牧師就決定踏上
宣教之路，參加香港宣道差會，在1970年
與伍約伯同學一齊被差派到印尼蘇門達臘島
北部丁宜市開荒植堂。不久，他們經過商議
后，林牧師決定獨自前往棉蘭市開展新工
場，伍傳道繼續留在丁宜牧養。他們組成團
體，同心發展丁宜和棉蘭兩間教會。不久差
會又派來王銘恩宣教士加入，蒙神賜福在短
進入建道神學院

1960年初，在一次狂風暴雨十號風球

短幾年，他們分別在三個城市開拓了四間教
會。

中，神讓林牧師看到世人在罪中快沉溺滅亡
的異象，神說：“誰願意將救恩傳給他們
呢？”他即時回應主的呼召說：“主，我願
意！”。另一日當他讀聖經靈修時，神藉著
以賽亞書45章第1節感召他，“我耶和華所
膏的塞魯士（英文Cyrus）；我手扶他的右
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他即明白神
的心意，隨后就毅然決然辭去會計師樓的工
作，進入建道神學院受訓。他父親因此事極
其難過，曾數次在夜間號淘大哭，因他認為
其子平日沈默寡言，性情內向，且不善言
辭，將來怎能勝任傳道人之職責呢？

1973年林牧師回港述職。父母親和差
會主管都盼望他能結婚后才再出發，在神奇
妙引領下，他與許佩珠校友有多次偶然機會
一起服事。他風聞許姐妹有往非洲宣教之
心，漸生愛慕，最后終於鼓起勇氣向許姐妹
表白，並邀請一齊去印尼宣教。許姐妹經過
諮詢屬靈長輩的意見，神亦在禱告中賜下這
句經文“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他
們於1973年7月28日結婚至今，同心同行47
年有多，無論在宣教工場、牧養教會、治理
差會、養兒育女，神都照祂的應許豐豐滿滿

在建道神學院受造就期間，林牧師的
父親突患心臟病，加上生意失敗破產。他多
次想退學回家負起生活重擔，但每次當他在
神學院的信箱裡收到“烏鴉叼來的餅和肉”
（無名氏愛心奉獻），就知道神是要透過弟

地賜予他們，超過所求所想。神賜他們三個
兒女：林上言、林上虹、林上允，又為他們
預備了美好的配偶：陳穎淳（大女婿）、陳
軒（二女婿）、黃樂嘉（媳婦），更賜予十
個內外孫兒孫女。榮耀歸主！

兄姐妹的愛心激勵他，讓他有信心和勇氣戰
勝撒旦的攔阻，學習信靠順服的功課。他常
說這四年在建道神學院受訓的日子，與同窗
一起學習，彼此砌磋，朝夕相處，有歡笑有
艱辛，卻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1974年，因為不獲延續工作簽證，林
牧師必須離開印尼宣教工場回到香港。這一
年他在新力出版社負責“當代福音”的翻譯
工作，同時也尋求前面服事的方向，最后決
定申請到美國福樂神學院修讀宣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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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在印尼蘇門答臘島開創的宣道會棉蘭堂現址。

1975年底林牧師和師母帶著五個月的 異象。后來黃牧師先后開拓留尼旺、馬達加斯
大女兒上言到了南加州Pasadena福樂神學院 加等地宣教工作，建立當地教會。
進修。這期間，許多優秀宣教老師的諄諄教
誨，及各地資深宣教士在課堂上提出各式各

1983年林牧師答允愛城福音堂邀請為

樣的問題，開啟了他對宣教的認識和視野，

該堂牧師，負起牧養教會職責，但他仍然念

領悟到差傳事工廣大的疆界。

念不忘主的大使命，每年帶領弟兄姐妹前往
短宣，所到之處有毛里求斯、留尼旺、泰

1978年林牧師接受加拿大亞省愛明頓 北、亞省北部城鎮……在牧養上他盡量傳講
宣道會的邀請，擔任助理牧師一職。在愛城

宣教信息、傳遞宣教異象，期望教會能成為

宣道會讓他多方面有美好學習，在服事上有

主大使命異象的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行

更多層面的鍛練，有助於往后在宣教工場上

動。

輔導及鼓勵同工。
1989年鄭果牧師誠意拳拳地邀請林牧師
1981年神藉著一群弟兄姐妹的愛心支 到中信負責差傳工作。鄭牧師認為，神對林
助，再次引導林牧師到福樂神學院進修，他

安國牧師在宣教方面的訓練，是要他起來推

為這夢寐以求的機會，感恩不盡。兩年殷勤

動華人教會參與普世宣教大使命。在他老人

努力不懈的學習，於1983年獲得宣教學博士 家多次誠懇地遊說下，1989年夏，林牧師一家
學位。1982年林牧師和師母帶領了三位建道 依依不捨地告別福音堂，抵達北加州中信差傳
應屆畢業生到毛里求斯宣教，其中黃聲鋒牧師

部。在中信差傳部與眾同工推動華人教會參與

回應了神的呼召留在毛島，並且承傳了宣教的

宣教工作，似乎略有進展，但却難以達到成為
一個差會，專注以差派宣教為目標。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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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神感動七位同工經過同心祈
禱后，於1995年春憑信心組成差會，名為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簡稱為華傳），
1995年9月9日假加州南灣基督之家第五
家正式舉行成立典禮。華傳眾同工和宣教
士同心合意努力不懈地工作，神賜福華傳
逐漸成長，也逐漸得到教會及信徒們的認
同支持。林牧師從華傳開創至2012年底退
休，一直以擴展神國度為首要，無論在宣
教工場或是到各地都傳講主的大使命。退
休后蒙華傳董事會和同工們推薦，成為華
傳宣教士資深顧問。林牧師雖然卸下總主
任的職責，但他對宣教事工的熱情卻絲毫
1995年開創華傳到2012年退休交棒

不減，仍馬不停蹄地奔跑在各個宣教工場
和神學院教學。

2018年1月3日，醫生診斷林牧師患了肺癌第四期。他的右肺有一個7.3cm腫瘤，因太
接近大動脈故不能開刀割除，醫生建議立即雙管齊下做化療和電療。林牧師經過三個月治
療后，右肺的腫瘤縮小為4.4cm，醫生告知可以不必再做化療和電療，改為每日服用一粒標
靶藥。林牧師聞后即詢問醫生他可否去非洲？醫生愣一下，隨后說：“為何不行？生命就
是為了生活。”（Why not ? Life is for living.）
同年4月中林牧師憑信心踏上非洲，帶著從各地來的短宣隊前往非洲烏干達、坦桑尼
亞、迪拜短宣。是年11月到馬來西亞檳城浸信會神學院，參加宣教會議和畢業典禮。2019
年春再踏上中國宣教旅途，在七、八個城市馬不停蹄奔馳，最后回到香港參加甥女婚禮。
此次行程雖然十分辛苦，身體很不適，旁人卻一點也不察覺，因他總是精神奕奕，笑容滿
面。
2019年5月，林牧師從亞洲回來后病情就每況愈
下，數度呼吸困難要入院搶救，體重也愈來愈輕，
減了三十多磅，非常瘦弱。但他頭腦仍很清晰敏
銳，能在電話或網上與同工分享宣教負擔，傳講宣
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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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林安國牧師
是神所揀
選的僕人，“他的
生命原是神的
工作，在基督耶穌
裡造成的，為
要叫他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他
行的。”（弗2：10
）。正如他說
“船被造，不是為風平
浪靜的避風港，
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這是他的心
願，更是神的恩寵。
工

推動華傳事

林牧師好像知道自己時日不多，2020
年初就安排把他三十多箱書籍送給柬埔寨
宣教工場，隨后又把他多年收集和積存下

保羅說：“亞基帕王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

啊，我故此
的異象，”（徒

26 ： 19 ） 林 安 國 牧 師
於所託，不違天示。

的一生，也是忠

來準備寫作的二十多箱文章和存檔等送給
華傳，開放給大家使用。最后，他仍掛念
著年輕宣教士要踏入工場可能會有籌款上
的困難，即向華傳同工表達心願，欲設立
一個宣教士基金，用以支助年輕宣教士可
以早日踏入宣教工場，目標為50萬美元。
林牧師雖然患上肺癌，感謝神的憐
憫和恩典，他沒有疼痛，思想仍然清晰敏
銳，反應敏捷，對宣教和傳福音的熱情絲
毫不減，並且有很多機會向其他癌友分享
福音，帶領人信主或鼓勵他們持守信仰。
這三年裡，他仍然充滿信心喜樂地度
過每一天，每個週末盡量與家人相聚，每
日在師母陪伴下一起散步，同心禱告，享
受神所賜予的美好時光。他逝世前一天對
師母說了一句話：“Finish Well!”。猶
如保羅晚年向提摩太所說：“我離世的時
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提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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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誕生於韶關

1975 到南加州
Pasadena 福樂
神學院進修

全家從廣州逃
到香港，全家
信主

1978

11月22日

1940
年代

1961

醫生診斷林牧師
患了肺癌第四
期，同年攜帶標
靶藥，奔走於非
洲烏干達、坦桑
尼亞、迪拜、馬
來西亞和中國

2020

參加華傳25週年
線上感恩慶典

擔任加拿大亞省
愛明頓宣道會助
理牧師一職

1981

神再次引導他到
福樂神學院進修

1982

帶領了三位建道
應屆畢業生到毛
里求斯宣教

受洗

2018

9月

4月2日

1965
1983
回應神的呼
召，進入建道
神學院受訓
1969

1970

1973

神學院畢業，
參加香港宣道
差會
被差派到印尼
蘇門達臘島開
荒植堂。

與許佩珠結婚

1989

林牧師抵達北加
州中信差傳部，
推動宣教工作

1995

與七位同工組成
華傳差會

19972012

擔任華傳國際總
主任，致力擴展
神國度，傳講主
的大使命

7月28日

1974

10

在新力出版社負
責“當代福音”
的翻譯工作

獲得宣教學博士
學位，同年11月
在愛城福音堂被
按立為牧師。

2012

退休，成為華傳
資深宣教導師，
支援各地宣教工
場，至各地教導
宣教學。

2020
12月3日

安息主懷

愛情，
眾水不能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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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寄天國的

一封信

1月初，
攝於2018年
知罹患
獲
剛
林牧師
癌症。

：

亲爱的安国

裡，投入你
去到天父那
是
你
次
一
家
了，這
會數算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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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們都
我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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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期
接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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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談戀
半載的拍拖
年
一
過
經
合，沒有
妙的感動和
異我們的結
就是這樣奇
神
？
許多人都詫
了
率
草
事，是否太
求祂的國和
就訂終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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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的
主
守
愛之意），
遵
教的心志，
富富地賜給
我們都有宣
情……豐豐
友
、
情
親
引導，由於
、
應許把愛情
主就照祂的
馨又幸福。
祂的義”，
和歡樂，溫
愛
滿
充
庭
們的家
我們，叫我
背景、不
全不同文化
完
於
長
成
”，兩個
鼓勵，同
歡，同住難
互相配合和
，
愛
有曰“相見
相
此
彼
，竟然可以
全是出於
同愛好的人
這印證了完
不
…
、
…
性
處
個
相
同
0多天的朝夕
超過1萬720
，
多
年
7
4
度
神的恩典。

言蜜語討
。你不會甜
福
幸
的
護
被疼愛被呵
樣，我們
我深深感受
，正如我一
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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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你，讓
完
並非
，共同建
達愛意。你
，互相配搭
會以行動表
重
總
尊
但
和
，
納
我
好
習接
基督的恩
你教導我學
能在主耶穌
多瑕疵，但
們
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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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都
的
上
身
我們
家庭，也讓
愛和歡樂的
滿
充
個
一
立
典下成長。

12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

你不是一位只讓人看見站在台上講

你遵守主的教導，以傳道祈禱為一生之

道的平面牧師，你也是一個實實在在有立

首，所以你認真地預備每一次的講道。每當

體感的牧者。你沉默寡言及有點靦腆的個

你站在台上傳講主的話，我總有意想不到的

性，使你的父親極其擔心和反對你走上

得著，不知道你是如何在經文中看到主大使

傳道人之路。為此，你父親曾在夜裡嚎

命的心意，而又能那麼貼切地分析講解，使

啕大哭。后來你父母移民加拿大和我們

我愈來愈敬慕你在靈裡的領悟及對主大使命

同住十年，父親竟然對你完全改觀，他

的敏銳觸覺。

驚訝你能把神的話語深入淺出地講解，
也看到弟兄姐妹對你的愛戴和敬重，更

2019年4月，你從亞洲回來后，身體就

吸引他樂意起來服事主，參與保羅團契

每況愈下，幾次因呼吸困難肺積水要立刻往

（長者）的服事。

醫院急診室搶救。這期間，你仍然抓住機
會傳講差傳信息，鼓勵年輕人要起來奉獻給

你在教會不單要負責講道、探訪、領
會、傳福音等，你也參與踢足球、運動等

主。當你知道自己時日不多時，你決定要在
家接受臨終關懷（Hospice）。

社區活動。你接納不同的人，信主的或是
不信主的都能與你成為朋友，甚至可以談

在最后這三個多月裡，你珍惜每一次與

心。你像農夫一般忍耐，期待著每一位慕

家人、親友和各地肢體在網上相聚的時光。

道朋友成為主的兒女。

你建道的同班同學、愛城福音堂的弟兄姐
妹、你的兄弟姐妹和親戚……包括我和兒女

你是一位真正跟隨主的人，許多次
你被誤會、被人無理辱罵，甚至被詆毀、

們的家庭都分別在網上（Zoom）分享對你
生命的禮讚。

被誣告，你都沉默不語，更不會為自己辯
護，盡量使大事化小事。你深知退一步就

在后期，你的呼吸越來越困難，你好

是海闊天空，讓時間和主來判斷。你深

像知道自己時日不多，就把幾十箱的書籍和

信“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時間會

文檔都安排分送妥善。你的思想仍然清楚敏

作出最真最佳的證明。

銳，傳福音的熱情絲毫不減，在最后的日子
裡還帶領一位慕道友決志信主。
近一個月來，你多次對我說：“若神沒
有賜給我一個新的肺，那麼就求主早日在我
睡覺中，平平安安接我回天家。”聽后，我
的心情極其矛盾，我多盼你能永遠留下，多
想緊緊捉住你不讓你走，但我又不願看到你
繼續受苦，心中百感交雜，多麼無助無奈，
唯有暗中流淚，求主施恩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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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后對我說了一句語：“Finish

宣隊前往非洲服事，后來又往東南亞及亞洲

Well!”。是的，神聽了你的禱告，祂差派

事奉。最后這段日子，你鼓勵年輕宣教士要

天使在你安睡中把你接回天家，安息在你所

趁著健康強壯的年歲，憑信心勇敢擺上自

愛的主耶穌懷抱中。從此你再沒有痛苦，不

己，奉獻給主。你的一生就如你所曰“船被

再會呼吸困難，你可以自由呼吸享受純淨無

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驚濤

污的空氣，欣賞天堂鳥語花香美景，與眾天

駭浪的深海洋”。

使天軍信徒一齊歌頌讚美上帝！
親愛的，謝謝你對我的接納、包容、鼓
安國，你幼年的朋友給你一個別

勵、溫柔、體貼、疼愛和呵護……這一切都

名“Mango”，好像神在冥冥中已揀選你成

非我這枝禿筆能描述盡詳，我只有永遠銘刻

為祂宣教事工中一份不能缺少的原素——

於心。我深深愛你，永遠懷念你，期盼早日

MAN GO。你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宣教士。

與你團圓。

你早期的座右銘是“為主無所留，為己無
所求”，患病后你的感動是“我卻不以性命

永遠愛你懷念你的

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佩珠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

27/12/2020

的福音。”（徒20：24）所以你經過三個
月化療和電療后，雖還未完全痊癒，就帶短

14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

我和我家，
必定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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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ho loved a good
three part harmony
On behalf of my siblings, Iris and Johan, I will
share a little about our dad from my perspective.
You may know him as Rev. Cyrus Lam - a minister,
a missionary, or a leader of GO International, but
for us he was Dad - an adventurous traveler, a lover
of games, an avid gardener, and a man who loved a
good three part harmony.
Dad was not a perfect father but his faith in
Jesus was genuine and his love for us was real. When
I was living at home, sometimes I would catch him
reading his bible, jotting down notes for his next
sermon in his tiny Chinese script. I’d find pieces of
scrap paper with his notes, not really knowing the
treasures of insight that were written down on them.
But these memories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Dad’s
walk with the Lord was genuine and he wanted to
share the Bible’s truth with others.
At our house, Dad used music to bring us
together. We’d hear him start singing a hymn for
which we were asked to sing along in harmony. This
would lead to another song and another, filling our
house with praise. My earliest memory of me and
Dad singing was in the car on the way to preschool.
Dad taught me the verses to “Seek Ye First.” We sang
them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then as a round. It
was a moment of bonding for us, and whenever I
hear that song, I’m reminded of the time we had
together, as well as the message he was trying to
instill into my young heart.

16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Caris
林上言

與6個多月的
上言，
攝於南加州宿
舍后面

When we were young, Dad would
often plan an annual 2-3 week family road
trip across various parts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 long car rides,
these trips were filled with fond memories of
climbing rocks at National Parks, horseback
riding at Lake Louise, fishing by a small
pond, and cramming into cheap motels.
These especially were sweet for me because of
the time that it meant we could be together
as a family, away from the pressures of church
life. It allowed me to see and love the softer,
sillier side of Dad, and I cherished that
investment of time.
Later, as ministry became all
consuming, he switched gears, and when
possible, would bring the family along on
his trips. Something I’m learning to do with
my own family. I remember the summer of
1997. Dad, Mom, Iris, and Johan were all
in Cambodia serving the church there while
I was on a different missions trip in Hong
Kong. Little did they know they were going
to be in Cambodia during their Civil War.

They all got out of the country before the borders closed but Dad was more excited
to tell me about the military chopper flight that flew them to safety and didn’t think
twice about risking the family’s well-being. It’s that adventurous, risk taking spirit that
Dad gave to us as we’ve ventured into our own ministries and careers.
Dad loved his garden. He drew so many biblical analogies from growing things
and we would often see him out in the yard watering his plants. Everywhere he ever
lived, he was able to nurture and grow his plants and fruits, even with his crazy
traveling schedule. As I got older, I tried to speak his love language by growing fruit
trees of my own. Secretly, I wanted him to be proud of me for whatever produce I
could produce. However, my brown thumb could never work the wonders of his green
thumb, and he would always outproduce me. Even when he was sick and couldn’t go
out to maintain his plants, he was telling us to tend his garden. Perhaps, indirectly,
that also was a lesson Dad taught me. To bear any kind of fruit, I must nurture and
tend the garden.
These thoughts are just a handful of memories that I have of Dad. He has given
me life and showed me the Giver of Life. For this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My dearest earthly father,
Though your body rests here, I know you are Home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I hope your first breath in Heaven was gloriously deep and fulfilling.
You now know fully what we can only hope for and imagine. We long for
the day when we will be united with you and our other loved ones in God’s
Kingdom. Until then, explore the many wonders of the heavenly realm so you
can show us around when we get there.
We love you and miss you.

Your daughter, Caris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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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ent out like a
Iris
champion
林上虹
幼年的上虹，依偎

在爸爸懷裡

My dad was the type of man who could never sit still. Whether in life or in death, he was
always itching to DO something.
When I was a child, this energy and drive led to many family camping adventures, crosscountry road trips, outdoor activities, and travels around the globe. It also often led him away from
home and family life, to conferences, mission fields, seminaries, churches. He was always on the go,
but it was rarely for pleasure; instead, he was looking for where there was a need, where he could
serve, where he could have an impact. Through him, I learned to love travel and adventure as well
as develop a heart of service.
Though his natural state was to be on the move, there would be times when he would stop
and come to rest, when he would take a break from his travels and slow down. This was not time for
him to simply be idle, however. His mind was constantly at work. He’d spend hours studying the
Bible or developing missions strategies. He would write sermons, books, articles, training material.
I remember how he would read from his Chinese Bible and simultaneously translate the passage
into English. I was always surprised at how accurate he was.
During his last years, months, and weeks, he packed in as much life and meaning as he could.
Even after his cancer treatment had weakened his immune system, he decided to take a trip to Asia
to train church leaders, visiting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like a rockstar on his farewell tour. He
recorded a message for an online conference from his hospital bed, even though he had just had
his lungs drained of fluid. When he decided to go into hospice, he still made short teaching videos
despite his need to lay down or use the oxygen machine to speak. He did not want cancer to have
the final word.
In the end, he went out like a champion, pushing hard until the very end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He left knowing he had made his mark and made his peace. His was a life well lived.
“I love you, Dad.”

18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Sharing My Father with
the World
My Father was bor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My Grandfather, who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had his small army completely wiped out
and was forced to flee to Hong Kong, leaving all of his
businesses behind to be destroyed. He named my Dad 安國,
roughly translating to Peaceful Country. Even from birth,
there was a sense that my Father’s life was destined for
something larger than himself.
When my Dad decided that he wanted to dedicate
his life to ministry, my Grandpa scoffed at him. How could
someone who wasn’t particularly good at school or public
speaking become a pastor? On top of that, my Grandpa
saw it as a dead-end profession, all but ensuring financial
hardship and struggle to provide for one’s family.
Many years later, my Father preached while my
Grandpa sat in the congregation. He impressed my
Grandpa so much with his sermon that he immediately
changed his views, realizing that this was exactly what my
Father was called to do.
My Dad went on to serve the Lord for over 50 years,
founding a church in Edmonton, where I was born, and a
missions organization in Petaluma, where I grew up. The
boy that never did well in school, went on to earn Masters
and Doctorate degrees and authored many books. The
boy that lacke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raveled the world
to preach in over fifty countries and almost all fifty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an
林上允

與上允一起去釣魚

When you dedicate your life to
serving the Lord as my Father did, there
is a cost. Everyone's cost is different
and you may not know what it will
be when you set off on your journey.
In many ways, I, along with my Mom
and sisters, were the ones who paid that
cost. My Father was never fully mine.
Even before my sisters and I were born,
he had already committed himself
to serving Jesus and that meant that
we would need to share him with the
world.
My Dad was gone for a lot of my
childhood and missed many events
that were important to me, but I
don't hold any of that against him. I
understand that he felt a calling upon
his life and I'm immense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 was afforded
because of his dedication to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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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ther brought me along to serve at an orphanage with no running water in
Northern Thailand. He took us to Cambodia for a summer to teach English to the
local youth, then got us evacuated out of the country in a military plane when civil war
broke out on the streets right outside of our apartment. He showed me that the world
was so much bigger than my life and my minuscule problems.
Even in his final weeks, as he struggled to breathe and was slowly losing his ability
to speak, he connected over the phone with a friend that he had met playing ping pong
and brought him to Christ. He was faithful until the end.
Dad, I am so proud of you and what you accomplished during your life. I love
you and will miss you until the day that I get to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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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爱所怀念的弟弟

陈林安良

弟弟小時有時頗頑皮，長大后雖沈默
寡言，卻風趣幽默，冷靜有遠見。記得他
讀專科畢業后，父親老懷安慰，豈知他卻
告訴父親，要繼續讀神學。其時父親大力
反對，大發雷霆：大兒子應當要創業，作
傳教士無作為。
到澳洲雪梨探望三姐安良

不怕挑戰
他神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是到印尼偏遠小鎮開荒植堂。當地無自來水，需到街上公
用水喉去取食用水，病時無藥物……交通工具是一輛舊單車（自行車），曾意外跌傷，肚
瀉發燒，只能等身體自然復原。

節儉
他公幹出門，買廉價機票、替別人帶書，自己行李只是一個小皮喼（皮箱），裡面裝
有二件恤衫，一條呔（領帶），幾套內衣……要隔天才能換洗一次。記得有一次我到機場
送行，買了些食品給他，他說胃不適，我說那不要吃了，但他禱告后照食。另外一次，我
和先生去愛明頓探望他一家，因時間和路程遙遠，需先在機場附近酒店房間休息一晚。我
們睡床，他睡在睡房的地氈上，真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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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還記得三十多年前，初移民澳洲，他來探望，送些屬靈書籍給我，又鼓勵我除了
去教會還要抽時間閲讀屬靈書籍，使靈命活潑成長。現已成了我的習慣。三哥常要出
門公幹，孤單時都會收到安國及時的問候卡，非常得安慰和激勵。

順服
三年前，安國被診斷罹患第四期肺癌，我心裡非常難過。后來他經化療、電療、
標靶藥等治療漸有起色。不久他便和佩珠馬不停蹄一齊去非洲烏干達、東南亞、多處
宣教工場、培訓及建基地，他說趁還有生命要繼續完成神的使命。回美國后約大半年
又再次出動去中國多處推動鼓勵教會參與普世宣教，並參加外甥女婚禮。他后感不
適，急忙回國。后來健康一路轉差，嘗試用不同特效藥都無進展。他患病其間呼吸困
難，需要使用呼吸器，影響睡眠，又嚥食不下，非常辛苦。但每次家族在網上相聚，
他都十分歡愉。
非常感恩有神的同在和同行，安國患病期間無大疼痛，心中滿有平安喜樂，並有
弟婦佩珠愛心又忍耐地給予他超級的服事，且有孝心兒女們一起無微不至的看顧。我
們信主的人擁有最大的盼望，就是日后能重聚。哈利路亞，感謝讚美天父！
安國，你永遠在我們的心中，我們永遠懷念你！

（陳林安良

林安國牧師的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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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iss you! Gong Gong.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23

We miss you! Gong Gong.

24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We miss you! Gong Gong.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25

We miss you! Gong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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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乃時常親愛

華傳義工同樂日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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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生命中

不能磨滅的

1. 攝於頸椎受修康復時 (2015年）
2. 林、何兩家孩子到 Orlando Disney World (1995年)
3. 華傳同工歡送我們上工場 (2002年)

認識林安國牧師已整整30年了。這
些年間，我們先后在中信和華傳兩個差
會共事，從互不認識發展到可談心事，
從陌生人進展至互相信任。除公事接觸
外，我們也成為下班后的“壁球”和乒
乓球球友和捕蟹常客。我們又經常互訪，
彼此接待，在一次感恩節過后的星期五，
我們曾在林府玩了一整天，有過“食(火
雞)粥三餐”的日子。當我們與同工們相
聚的時候，只要我們隨便一方興起，就
會來一個二部合唱，我唱主音，他唱男
高音。我們兩家的下一代也有交往，我
們一家也曾與林牧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上
允同遊Orlando，我們的女兒們與上允同
遊Disney World。當林牧夫婦的二女兒上
虹結婚時，因有一對宣教士也同日結婚，

留痕

何俊明

可以直言的上司
第一次接觸林牧時，是我加入中信前的
約見。當時對林牧的感覺是，他是一個溫文寡
言的謙謙君子。就因他是我的上司，加上話不
多，最初與他同工時有點害怕他。后來因為共
事和磨合的時間長了，互信便漸漸建立起來。
成立華傳的意念仍未開始孕育前，我和妻子感
受到林牧對前路已另有安排，心中隱隱感到不
安，於是一同到林府分享我們的感受，並勸喻
他們夫婦不要“撇下”我們。后來華傳遇到困
難，林牧雖已退休仍被邀請復出擔任代總主
任。他答允邀請后曾專程從台灣到香港，邀請
已退休的我復出任副總主任以穩定差會。我雖
沒答應林牧的邀請，卻提出以宣教士關懷的角
色予以協助，得到他的認同。

我們無法參加上虹的婚禮，林家感到非常

記得曾有幾次林牧對同工的事奉態度有些

失望，特別誠意叮嚀，要我們的女兒務必

意見，稍微表達他的看法。我卻認為他對工場

出席婚宴。我們既是同工，又是好友的關

的情況了解不夠，因此提出理由反駁他。林牧

係。我們之間生命的交叉點很多，留下豐

聽完我的看法后，欣然接受，甚至道歉。這樣

富的回憶，只能點滴分享。

的情誼非普通友誼能達到，我非常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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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珍惜的朋友
2002年我們被派到緬甸事奉。在差派禮當
天，林牧在訓勉時讀出一首“弟兄，您出發了”
為題的詩 (詳見《華傳路》第43期封底)，抒發我
們之間的情誼，並勉勵彼此同勞於主交託的天國
大業，直到黎明在望。這首詩不斷地迴響在我心
中。

從 Clement St. 搬到 San Bruno (1998年)

建立同伴的兄長
自此以后，我們只偶爾相聚一次。每次回到

總部開會時，或在工場相遇時，林牧總會和我有
私下交心的時間。

我們過去在灣區漸漸穩定下來
后，林牧建議我們考慮買房子。當時我
們沒有付首期的資金，於是林牧用他個

2018年，華傳總部趁林牧夫婦、周偉幗宣

人的網絡，向人提出支助我們付首期的

教士，和我們夫婦，這些華傳開創者都在灣區期

資金。我很明白，當日那人是因為林牧

間，主辦了一次感恩餐會。當日林牧夫婦和我們

的緣故而願意支助我們。

分別接觸各別熟悉的朋友，因而沒有機會相聚，
后來林牧夫婦想約同工們相聚時，我們卻已離開

我開始以“工場行政”的崗位投

灣區回到聖地牙哥了。林牧夫婦回到洛杉磯后，

入事奉后，林牧知道我曾在菲律賓事奉

竟特意邀約我們夫婦見面。他們知道我們沒有駕

過，有些微工場經驗，但對差會行政卻

車，特別開車到聖地牙哥與我們歡聚一次。

所知極少。他推薦鼓勵我參加一項由西
差會主辦，專門培訓新差會行政同工的

我曾先后動過五次手術，林牧夫婦趁著路

訓練。那次訓練擴大了我對差會行政的

過香港時，先后兩次來過不同醫院探望我。猶記

視野，也成為我日后進深參加西差會行

得我跌傷頸椎留院等待康復時，林牧夫婦來探

政人員會議的基石。我今日對差會行政

我，當時的我手腳甚不靈活，連自行進食也有

的認識，基於林牧當日不吝惜建立一個

困難。當日的菜單是雞腿，我拿不穩雞腿，也無

朋輩的心所致。

法切肉，非常尷尬。林師母見狀，就為我將雞腿
切成小塊，方便我食用。飯后我需要上衛生間，

差會漸漸成長后，林牧希望同工

但當時醫護人員都忙於照顧其他病友，我只好請

能在宣教學方面有更深更穩的根基，鼓

林牧扶我到衛生間，幫我解開紙尿片，得以順利

勵我進修宣教學博士課程。在他不斷的

如廁。后來林牧發病，我們夫婦也先后兩次在香

鼓勵下，我終於完成學業，除了可更好

港和Laguna

Woods探訪過林牧。記得在Laguna

參與差會的事奉外，還可用這平台幫助

Woods那次的家訪，其實林牧當日下午本有覆診

不同地方的人在宣教方面得以進深。上

預約，卻願意到火車站接我們到他們家，吃過午

述恩情我畢生銘記。

餐，送我們到火車站后，才到診所去。探訪時間
雖短，但極具意義。
我們原也打算2021年1月搬回美國后，再度
探訪林牧……沒想到主已先接了他回天家。兄長
啊，我們期待在天家再相聚。

林牧雖已先我回到天家，他卻留
下不能磨滅的痕跡在我的生命中，成為
我永遠寶貴的懷念。
（何俊明

華傳資深退休宣教士，現

從事於宣教士關顧）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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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

和師母。

探訪林安國牧師

我們夫婦到美國

林安國牧師
相處的生活點滴

2015年

MOT宣

鍾國良

教士職

前訓練

我1995年12月在建道神學院進修宣教課

2010年，華傳15周年，華傳各辦事處

程時，上了林安國牧師的差傳課。當時華傳剛

同工和宣教士都齊聚華傳美國總部，一同

成立，很歡喜從林安國牧師手上收到華傳的刊

參加感恩聚會、會議和退修活動。同工們

物——《華傳路》創刊號，裡面有林牧師的文

都知道林牧師最喜歡的活動之一是爬山。

章，介紹華傳成立的使命和方向。

慶祝活動以外的空閒時段，林牧師提議爬

我還記得上林牧師的課之餘，更在建道
神學院附近的球場跟林牧師同隊踢足球。我與
同學們都甚歡喜，因見林牧師不單可教差傳，
能寫差傳文章，更在課餘時間跟同學一起做運
動，可謂能文能武。那時林牧師大約50歲，比
起當時我這30來歲的小子，他的球技和體力
有過之而無不及。
1996年9月建道進修宣教系畢業后，同班
方秀羚同學邀請我參加華傳的事奉，她也成為
華傳香港辦事處第一位差派到波多黎各事奉的
宣教士。我成為華傳香港辦事處的同工，被安
排到華傳美國總部接受第一屆的職前訓練。林
牧師是我們在華傳總部的培訓導師。林牧師下
課后邀請總部同工何俊明牧師和我一起去打壁
球，我和何牧師輪流上陣與林牧師對打，但仍
是林牧師大獲全勝！我和何牧師雖年輕，但氣
力和球技都不如林牧師。
30 朋友乃時常親愛

山，當時沒有一位同工敢回應參加。最后
只有我和林牧師一同出發。我們行了很遠
的路，前后大約花了幾個小時才返回起
點。林牧師上山落山的靈活身手，叫人不
敢相信彼時的林牧師已是64歲。那次爬山
真叫我筋疲力盡，但林牧師卻意猶未盡似
的。
華傳總部每年都舉辦宣教士職前訓
練，許多次訓練都安排在泰國舉行。有一
次跟林牧師和何俊明牧師坐同一輛車前往
訓練目的地，林牧師提議合唱詩歌，又請
何牧師唱分部……我才發現林牧師不但是
運動健將，也愛好唱詩歌，尤其喜愛古典
傳統詩歌。他喜歡唱和音，當時他不只唱
一首，而是唱了很多首詩歌，其歌聲繞樑
三日，至今回味無窮。

每次林牧師來香港領會和公幹，華傳香港辦事處前董事會主席謝志亨博士都會安
排遠足和晚宴，一同在主裡交通天國大計。我有幸也被邀請參與，聽林牧師分享華傳
和華人教會的差傳路向，像是在上課似的，大得造就。無論林牧師來香港或我到美國
探訪他，他都喜歡約我打乒乓球，這也是我喜歡的運動。乒乓桌上的林牧師不會手下
留情，他如獅子撲兔般用盡全力跟我比拼，常常是不到晚餐時間，也不肯停止。宣教
路上的林牧師，猶如乒乓桌上的他一樣，他說“為己無所求，為主無所留”。他不單
是教導我差傳理論的老師，也是引導我實踐差傳的導師。
沒錯，在工作上林牧師是我的上司，但在私底下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林牧師是華
人教會的差傳領袖，他的思想、教導和生活都與大使命緊緊連系。常言道近朱者赤，
多接近他，也影響我成為差傳人。林牧師為人慷慨又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與他相處
甚是親切又自在。
今天林安國牧師已安息主懷，但他在我身上卻點燃了大使命和差傳的火焰。我要
感謝神，因祂讓林牧師在差傳的路上引導我、指教我。但願我可步林牧師的后塵，繼
續為大使命，和華人教會的差傳工作盡一點棉薄之力，是所致盼！

（鍾國良

華傳國際董事）

訓練

第一屆華傳職前

華傳香
港辦事
餐，左
處前主
一是謝
志亨博 席 接 待 林 安
士。
國牧

師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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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一位

鄺炳釗

“為主無保留”
的老同學

用有限的文字去懷念一位認識超過55年的老同學不是輕易
的事，更何況林安國牧師過的是多麼豐盛及絢爛人生。“圓滿終
結、死而無憾”，是林牧師安息禮拜上各人圍繞的主題。他兒女
說父親圓滿終結（finished well），許多人都說他死而無憾……
林牧師也曾對好友朱裕文牧師說自己的人生沒有遺憾。三年前得
知他患癌，我給他寄去一封電郵，寫道：“在我認識的人中，你
工送禮給
鄺炳釗牧師代表同
師
林安國牧

最能像保羅那樣宣告：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
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后4：7）

我想起立志向中國西北部維吾爾族傳福音的宣教士威廉博登（Bill Borden）。
1887年出生的博登是富翁之子，高中畢業后環遊世界。他領受上帝呼召當宣教士，放
棄繼承父親的生意。他完成了耶魯及普林斯敦的學業，到埃及開羅學習維吾爾族人用的
阿拉伯語……沒想到26歲便在異地罹患腦膜炎離世。短暫人生，留下了激勵人心的三句
話：“不保留(No reserve), 不撤退(No retreat), 不后悔(No regret)”。林牧師的人生同
樣無悔無憾，他安詳離開世界，待主再來時復活，接受公義的冠冕。
林牧師一生“為主無保留丶為己無所求”，他愛主，願意為主獻上一切。這就是為
什麼他能擁有一個“圓滿終結、死而無憾”的人生。他做出別人不能明白的決定，走上
少數人願走的宣教路。他身為長子，理應為家庭經濟的支柱，但他為了主，毅然放下會
計行業，進入神學院受訓作傳道人。他有牧會恩賜，所屬母會也期待他讀完神學回去事
奉，他卻看見廣大福音禾場的需要，以及1960年代末華人教會宣教工作的落后，選擇投
身宣教工作，前往印尼開荒植堂。林牧師當時的女朋友得知他準備去印尼宣教，希望他
留在香港事奉，最后還寄出“哀的美敦書”，請林牧師在宣教和她之間做抉擇。林牧師
堅持“為主無保留丶為己無所求”，畢業后孤單踏上宣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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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師在印尼宣教后，更深地體會華

師熱心為他介紹女朋友，要他盡快尋得“夏

人教會要發展差傳事工。他去美國富勒神

娃”，一起返回印尼事奉。林牧師對我說，

學院的宣教學院深造，獲取宣教碩士和博

當時他擇偶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她”願和

士學位。后在加拿大創立重視差傳的愛城

他去印尼宣教。耶和華以勒的上帝為林牧師

福音堂，也在神學院教授差傳課程。他曾

預備的賢妻隨即出現。我們一班男同學都說

參與中信的差傳工作，后有份創立華傳，

上帝特別恩待他——他付出最少的努力和代

並出任總主任一職多年。他雖為后方的行

價，用最短的時間拍拖，便獲得最好、最能

政同工，心卻在前線的實戰工場。他對我

幹、最同心事奉的配偶。我們最喜歡聽他們

說：最開心的，是到工場去探望及幫助宣

夫婦用印尼語唱短歌，簡短的唱咏卻令聽眾

教士。令我們難忘的，莫過於他在治療肺

深深感染了他們的宣教夢。

癌期間，病情稍一穩定，便在林師母陪同
下，按原定計劃帶隊去非洲短宣。他曾說
過：“船被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
港，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林師母是夫婿的賢內助，除了和他同
心事奉、處理教會或機構大小事務，更照顧
丈夫、三個兒女及同住的老爺奶奶的起居飲
食。她似乎有三頭六臂及用不竭的精力，把

林牧師愛主、完全為主的動機不單

所有事情處理妥當，讓林牧師無后顧之憂，

引導他的事奉方向，也影響他待人處事的

全心全力投入事奉。親友都知道，林牧師能

態度。他是家人、同學、同工喜愛及敬重

為華人宣教做出重大貢獻，乃因蒙神恩惠，

的神僕。我們神學院班友各有獨特性格，

為他預備賢妻（箴18：22）。

林牧師卻是最能與每一位融洽相處，為所
有人尊敬及關愛。他是我們的聯絡主任，
他的任何建議，幾乎都是一呼百應。我有
幸曾和他在教會同工，他是我的上司，他
愛護我們每一位同工，盡量讓我們發揮己
長。他關注的不是他個人的地位，而是他
所愛的主及祂的國度。他牧會時廣受信徒
敬重及關愛，令我欽羨。
林牧師的一生讓我們看見愛主的
人如何蒙福，得神賜給他“百倍恩典”
（太19：29）。他在神學院唸書時喜歡唱
《事奉耶穌真蒙福》這首歌，歌的內容正
是他一生寫照。
當林牧師完成在印尼第一期的工作，
返港述職時，宣道差會的同工及胡欽牧

上帝賜林牧師賢妻，也賜給他們三個孝順
的兒女。長女上言和夫婿是成功的商人，在教
會熱心事奉。次女上虹和夫婿多年在中國帶職
宣教，學像父母為上帝付出。么兒上允擁有事
業，和太太委身跟隨主。上允更在父親病重的
日子，每周禁食一天為父祈求。林牧師一生蒙
福，令我想起聖經的話：“若有人服事我，我
父必尊重他。”（約12：26）
林安國牧師已為華人教會的差傳和宣教
事工高舉了光亮的火炬，盼望更多人願意接
過火炬，像他一樣愛主及毫無保留，享受上
帝的恩福，走向圓滿終結。
（ 鄺炳釗

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和建道

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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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文

深切的懷念
從1965年9月始在建道神學院與安國牧師一起同窗，認識他至今已超過55年了。55年不
是一段短暫的歲月，相信人生中大概謹此一次。去年6月，安國牧師因病不能出席我們的畢
業50年週年盛會，我們卻從互聯網上與他在同一時間隔空相會，暢談軼事之餘，也與他及
佩珠一起禱告，同享無限的感恩和喜悅。
安國牧師一生有許多值得懷念的事，本人不能代表六九班同窗的心跡，只能略表
寸衷。他是一個不折不扣推動普世宣教的牧人，建 道 神 學 院 畢 業 后 不 久 ， 隨 即 前 往
印尼宣教，由此訂定他一生的宣教職志。1980年代取得宣教學博士學位（Doctor of
Missiology），更確定了他在宣教政策、教學及督導方面的路向，成為資深的導師，直至
生命最后一刻。
安國牧師堪稱是我們六九班的領導者，多年前在學的時候，他擔任過學長，為本班
的畢業歌撰詞。他負責聯繫班上成員，有一定的感染力，為人豁達，富幽默感。安國牧師
有情有義，每次到各地公幹都珍惜該機會聯繫老朋友。幾年前，他到台灣公幹聯絡上馮仕
端醫生（本班同窗），他們一起暢遊台中日月潭，后將兩人拍的照片公諸同學之間以作留
念。這足以表明他珍惜友情。若說六九畢業班是建道維繫力最強的份兒——安國牧師和另
一位溫小柳姐妹功不可沒。
安國牧師在華人宣教的事工上不遺餘力，1997年接任華傳國際總主任一職后，致力推
動華人宣教事工全球化，宣教士遍及世界多處。他的貢獻得各地認可，獲邀成為宣教大會
講員。他也貢獻他的宣教經驗與知識於神學教育上……他在宣教的擺上，實在難以用筆墨
盡述。
最令我們感動的，就是他在2018年初發現患上癌症，接受治療期間仍不丟宣教之心，
得醫生允許后遠赴非洲去宣教。安國牧師是一個堅毅的癌症鬥士，直至最后一刻仍為主燃
燒。這篇文章很難代表每一位同窗的心聲，極其量（最多）只能表述對他的不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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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同班同學

2018年初，我到羅省（洛杉磯）探望他，他不久前確診患肺癌，正在接受標靶治療。
有一次與他戶外漫步彼此傾談之際，他對我說：“……我已感到無憾了。”我想起保羅告
別塵世之前說的一則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我們確信，神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賜給他的。不但賜給他，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在此，我亦深感：安國太太佩珠
一生與丈夫同心，不離不棄，分擔她丈夫的喜樂與艱困……佩珠，你的見證委實成了我們
弟兄姐妹的好榜樣。
難捨之情難以盡述，我相信六九畢業班各人都有不同的心聲……唯望我們那日天家相
會，同頌主恩。

朱裕文及1969畢業班懷念
（朱 裕 文

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副院長，退休后

現任加拿大亞省Calgary宣道會顧問牧師。）

伍約伯，林安國

左至右：朱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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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黔開

林安國牧師的信

寫給

敬愛的林安國牧師：
永恒愛您的父神，於2020年12月
3日止息了三年來癌症的煎熬，領您進
榮美的天國，我們千萬個不捨。但為
著“良善又忠心的”不再戴呼吸器，反
而因著主的救贖及揀選，祂給您戴上榮
耀冠冕，我們深感安慰。我們見證著經
年累月服事您的賢妻，從遠近趕回家的
兒孫……大家引您為榮，更深信您與宣

播道會恩泉堂退休牧者陳黔開牧師，與該堂旅美肢體於
2019年11月20日往訪林府。

教鼻祖保羅同在主的懷中，歡呼地說：
“好得無比了！”
親愛的安國，我們相識60多年
了！1950年代，我們在播道會的少年夏

的是，您遭印尼拒留后，曾短期在港從事聖
經翻譯，更受愛戴您的所屬教會播道會恩泉
堂選為執事！

令會認識，再加上我成長的活泉堂主任

神還賜您許多恩賜來豐富祂的選召：

胡正誠牧師與您大姐安娥傳道結婚，您
們林府七姐弟常有來訪，我那時就知道

講道——您從釋經講道中，宣告差傳

您在恩泉堂許多崗位中熱心事奉，1969

確是神的心意，又幽默地加入了宣教工場上

年您建道神學院畢業，隨即前往印尼開

的種種講解。您的足迹幾乎遍及全球，使差

荒宣教！

傳如同醒過來的睡獅，發揮感召的能力。您
實在教導了“missions from everywhere to

1973年，您回港述職，同時獲得神

everywhere.”您擔任本堂宣教士期間，每逢

為您預備的婚姻，我何等榮幸見證您與

Home

心繫宣教的許佩珠校友共諧連理，同心

做見證，您總全力以赴。30多年來，我們“

同行近半世紀。您忠心事主超越50年，

支持教會”與“宣教士”的關係，發揮至

何等令人羨慕與感恩啊！

善！

Church邀請您崇拜講道，或祈禱會上

在我認識的教牧同工中，少有如安

授課——您將研讀的差傳學博士課程內

國牧兄集宣教士、宣教學教授、差會領

容融會貫通，加上實踐經驗，創意又旁徵博

袖、堂會牧師於一身，還有鮮為人所知

引地向華人神學院傳達教授，使無數學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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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神會。如今他們如精兵散佈在世界各地的

親愛的安國，我和您的情誼還有最令我

宣教工場。您創辦華傳，建立“奔向骨肉之

感動的一幕。2017年底始，肢體們聽到您患

親，走遍人居之地”的口號，在各地實踐基

癌很難過，堂主任馮志雄牧師在每週祈禱會

督的大使命。

及週刊將您列入代禱。您的差傳心卻依舊逼

著作——您在教會、中信、華傳事奉期
間，與師母撰寫多篇主題文章，差傳專文，
更不眠不休地著作差傳書籍。在這類書籍
付之闕如之際，您照亮了華人教會，搜集並
更新整理了各地差傳資料及事工（data

&

missions projects）。
牧會——您義無反顧地把“差傳”與
“牧會”結合，在最精壯的歲月建立了加拿
大愛城福音堂，您如同使徒保羅對待教會一
樣：“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
傳給你們的。”（徒20:27）難怪該堂在您
任期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堅持要為您舉行
追思會.

切，身體稍好即遠赴非洲、印尼及回港探望
我們。回想一年前，2019年11月20日，我趁
往北美開會，到羅省（洛杉磯）與您敘會。
您說我是原屬教會的退休牧者，盼望我為您
抹油祈禱。那天我上了信心的一課……您還
親自駕車，把我接到府上！
作為駐堂牧者，我曾多次引用提后4章
7至8節來懷念返天家的神僕，但很少像今
天的盼望心情，引述保羅所說：“所以，我
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林后4:15-16）我們更等待著主
來的那天，與同為恩泉會友的令尊、令慈，
和兩位先逝的外孫、眾聖徒，尤其與因您差
傳果效而信主的“各族、各方、各民”在榮

我深信早年恩泉堂有分支持您往印尼

耀中與主相叙，聽到主對您說：“良善又忠

宣教，自從您專職差傳機構以來，恩泉堂就

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以您為“宣教同工”。30多年來以您為我

（太25:21）。Until then my dear brother,

們的“宣教士”為榮，您與師母在蓆不暇暖

rest well in our Father’s bosom！Amen！

中，忠心為我們寫工作報告及差傳文章，教
導會眾基督的大使命！
情誼——每逢提到“安國”，與您一起
成長的恩泉團友們，無不眉飛色舞。您的屬

多年好友陳黔開敬啟
寫於追思會前
(陳黔開

播道會恩泉堂堂主任，1973-

2010)

靈生命、愛心、情誼、幽默永留我們心間。
恩泉堂80年的歷史中，在本堂成長、蒙神呼
召與重用的會友中，您是我們常引以為榮的
榜樣！
您與師母同心同勞，您二女一子暨孫
輩皆愛主愛人，雖有痛失兩外孫的傷痕，長
女、次女兩家仍敬虔愛主，令您老懷安慰！
林牧師、師母與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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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勇士

陳濟民

認識林安國牧師，是在1982年。那一年，是他在福樂宣教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后
一年，而我也剛到那裡上任，負責華人宣教系。葛偉駿牧師原是林牧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
一，卻出於好意，自動安排我接替。其實，林牧師論文內容基本上早就與葛牧師及其他兩
位指導老師談好了，根本不需要我。他卻就如此莫明其妙地成為我在宣教學院第一位指導
的學生。當然，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多年后看到一位兼具實際宣教工場經驗和宣教理念的
宣教機構領導人，而林安國牧師在華人宣教事工上的貢獻是廣受肯定的。
進一步的交往和真正有較深的認識，是他退休后與太太搬進南加州的拉古納村。一
些住在村中而又曾參與宣教工作的人，每個月聚在一起交通和禱告，林牧師夫婦搬進來以
后，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個宣教禱告團契的成員。與他們較常來往之后，發現林牧師是一位
宣教勇士，令我們夫婦敬佩。
華人教會中從事宣教工作的人不多。我們團契中的成員許多本來己經認識，因此我們
能很快進入狀況，無所不談，談話內容也包括一些個人或工作上所面臨的挑戰。我發現林
牧師真的是一位退而不休的宣教士。他在退休與不做工之間拿捏得很好。雖然他曾經一度
被迫要再回去工作，但他卻事先刻意安排，只做一年，而一年后就再次交捧。對他而言，
退休是不再照常發號施令，但並不表示不工作。他退休后還是忙得很，並用更多時間從事
寫作和講課，培養人材，即使是診斷患癌之后還是繼續沒有停下。他從非洲和中東回家
后，與我們這些宣教禱告團契的成員分享點滴，我受了激勵。
有一次，有人發現一家遊輪公司賣便宜票，我們很快地組織了一小
旅遊團到墨西哥玩。小旅遊團的團員有我們夫婦倆、林安國牧師夫婦
和劉少平牧師夫婦。在那一次旅行中，我們發現林牧師的食量驚人。
早餐和中餐已吃得不少，每天晚餐他除了吃完自己一份五道菜的西餐
外，還會加點一個主菜和開胃菜! 我們在閑聊中得知，醫生要他增加
體重。自此我才發現他多吃，是為了有更健壯的體魄，為了走更遠的
宣教路！
（陳濟民

曾任福樂神學院教授，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現已

追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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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
懷抱雄心大志的
勇士

陳道明

林安國牧師的安息，從人的層面看，

會。鄭果牧師是我早期認識的老前輩，他和中

令人婉惜和不捨，但從神的角度看，他已

信差傳部的同工，有負擔要成立一個純宣教的

行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徒13：36）

差會。他邀我加入董事會。

思念林牧師要從1974年說起。那年我
到蘇門答臘北部（簡稱蘇北），在10多個
城鎮和鄉村，主領40天的各種特會……其
中一個城鎮叫先達。有弟兄帶我參觀宣道
堂，在印象中是一間由軍車庫改裝的簡單
鐵皮教堂。他們告訴我，這教會是兩位20
多歲，由香港宣道會差派到蘇北宣教傳福
音的年青傳道所建立的。后因未獲批延續
居留簽證而返回香港。
我當時“只見教堂，不見人”，不
知這兩位宣教士，是何方神聖？但，萬萬
沒料到，21年后竟然在北加州見到了林
牧師。方知他是個“個子小，心志大”的
人——一位對普世宣教有雄心大志的勇
士！

我在華傳這25年裡，先后成為董事、宣教
士和會牧，與林牧師同工配搭服事。
他是一個膽大心細、精幹、慎思明辨，穩
紮穩打型的領袖。華傳國際董事會，每年召開
一次會議，另一次是常務董事會。在會議中他
會將整個事工拓展計畫，詳細分析和分享。在
他10多年的領導之下，華傳逐漸成形穩健。先
后在8個國家成立分會，近幾年也將事工推展
至非洲！
他忠心至死，服事到最后一刻。2018年他
已得癌症且擴散，化療后還與師母前往中國和
非洲培訓。真令人敬佩不已！
除此之外，他也經常受邀在世界各地主領
差傳特會、給予講座和在神學院授課。他累集

他病重時，我們夫婦有同感，要為他
向神求，祈求神延長他三至五年的壽命。
可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多年的宣教知識和經驗，寫了多本訓練同工的
書籍。
他一生留下許多我們可學習的美好榜樣！

他心中有個願望，想和師母去印尼蘇

林牧師走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

北，看他人生第一個宣教工場。惜因新冠

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他已經守住

肺炎之故，使他無法如願以償。

了。從此以后，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

認識林牧師是在1995年華傳的成立。

華傳的宣教事工，急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參

當時我在北加州柏克萊中華歸主教會牧

與。我們藉此，祈求主感動呼召你，起來，獻
身宣教！阿們。
（陳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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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會牧）

效法林安國牧師的

宣教熱誠

王欽慈

第一次與林牧師見面，是在華傳與神

話家常，並且不時地詢問宣教工場的各項

州合併的時候。當時華傳在紐約舉行一個

發展，著實讓我們感受到屬靈長輩愛主，

感恩餐會，林牧師到紐約地區主持。我當

同時也愛護后輩的宣教同工。去年暑假期

時仍然在法拉盛第一浸信會擔任牧師，期

間，雖然受到疫情的限制，仍舊有機會與

間擔任他的司機，載過他一程。當時我正

林牧師在網上溝通，交換意見，為今年接

在寫博士論文，因此在車上趁機就“華人

棒總主任一職做預備。這其中也更讓我了

教會的宣教參與”向他討教。已經不記得

解林牧師對華傳未來發展的憧憬。

對話的具體內容，但仍記得我們講到華人
教會參與宣教的那份共同的興奮，和面對
其中具體進展緩慢的感慨。

林牧師一生投身於基督的宣教大
業，2016年林牧師從退休生活中再度接受
徵召，在華傳的轉接時期出面重新擔負起

再見到他，就是在美國辦事處委員會

國際總主任的責任。近三年他在病床上，

議和國際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每一次會議

還仍舊惦記著華人宣教士的徵召，尤其是

中的互動，給我最大的印象都是他面對宣

針對來自於中國的宣教士。行政小組在上

教策略背后所表現的智慧。他心繫中國，

個月討論支持新任宣教士的基金會，也

尤其是渴望看到“宣教出中國”的盛況。

讓我們更加體會林牧師對宣教出中國的

加入華傳服事后也經常聽到他的“非洲

期望。

夢”……他渴望見到華傳的宣教事工立足
於非洲。他是我在離開教會牧養，全職投
身宣教事工后，最先接觸到的一位充滿經
驗與智慧的華人宣教領袖。

林牧師安息主懷，是我們華傳大家庭
在地上的損失，但在表達內心對林牧師懷
念的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叫我們
這些在宣教服事的同路人，更加效法林牧

很慶幸2019年8月訪問墨西哥Tijuana

師對宣教的熱誠，以及前仆后繼地在宣教

宣教工場回程時，能夠有機會到林牧師

事奉中努力。我們因為宣教彼此認識，盼

家探訪他們夫婦。林牧師抱病與我們閒

望也藉著宣教，我們一同討主的喜悅！
（王欽慈

華傳國際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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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上羊、蔡佩恩

“我要去非洲！”

——林安國牧師的非洲宣教夢

“鼻孔插著輸氧管，拼盡全力對著

忘了華傳。從那時起，我和佩恩就已經有了決

鏡頭說出：‘神啊，我要去非洲！’”

定，華傳要成為我們加入的差會。這一切與林

這是林安國牧師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個月

安國牧師相見的那一天息息相關。

中，給我留下揮不去的形象。
林牧師不僅到了非洲，更先后多次

再見新加坡

到非洲。作為華傳的宣教士，非常感恩

3年時間轉眼即將過去，我們也如期開啟

有兩次在烏干達接待林安國牧師，並榮

了加入差會的步驟……林安國牧師和時任國際

幸地參與依照他異象所建立的華傳非洲

副總主任的馮永梁牧師剛好一同路過新加坡。

宣教中心。

至今都忘不了那天面試的寶貴回憶。那一天我
們面試的地點，是OMF（海外基督使團）那座
被茂密綠樹環繞的宣教中心。當時我和兩位總
主任說：“有一天，華傳也能有這樣的宣教中
心多好啊！”誰能想到，10年后真有一座同樣
被生機盎然、鬱鬱蔥蔥的綠樹環繞的華傳宣教
中心被建造起來，不過地點不是在新加坡，而
是在東非烏干達。贊嘆上帝奇妙的預備！

初識於柬埔寨

受教於泰北

20年前剛到柬埔寨，在華傳恩典中

很快到了母會為我們舉辦差遣禮的時刻，

心作特約同工，那是初識林安國牧師的

那是在宣教年會的最后一天。母會更特別用心

時候。第二次再見面時則是在新加坡神

地安排了林安國牧師擔任那一屆宣教年會的講

學院的綠洲會客室里。那時林牧師到神

員。我和佩恩同兩個幼子，一同跪在主席台

學院分享差傳信息后，特別撥出時間來

前，接受主任牧師、林安國牧師及母會眾長老

見我和佩恩。林牧師了解我們決定接受

的按手差遣，開始踏上我們的宣教旅程，那年

母會邀請，用3年學習牧會經驗的決定

是2010年。

后，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他同時也提醒
我們不要忘記上帝的呼召，當然也不要
42 華傳家族情

隨后我和林安國牧師一同啟程，從新加坡往
泰國接受為期一個月的華傳宣教士職前訓練。

那段每天和林牧師一起渡過的時光是相
當令人難忘的。
跟著林牧師一起在泰北山上冒雨上山
下海；跟著山上的村民吃香喝辣；夜裡在伸

又過了兩年，就在林安國牧師曾經

手不見五指的草棚里睡得鼾聲如雷，打擾了

目光所望不遠處，一座華傳非洲宣教中

下面整夜躁動的山雞；隔天一起下山偷閒享

心（Gospel

受“泰式馬殺雞”！那段日子在課堂上所學

Center）平地而起，中心栽培訓練的三位大

的宣教知識理論全忘光了，但和林牧師一起

學生即將成為同工。

Operation

Africa

Mission

經歷的種種畫面仍留在心中，怎樣都揮之不

那一天，看著剛下飛機的林牧師，吃力

去。他那旺盛的生命力和活潑的性格，深深

地走上我家二樓的客房，我心裡忍不住想：

地觸動著一個年輕宣教士的靈魂：從此知

是什麼讓身患重病的他依然堅持從北美跑來

道，宣教士首先要讓自己活得真實和充實！

非洲？為何不留在家裡好好休息？

受誨於澳門

我很快就明白，他是拼盡最后的努力，
用最后的一口氣去實踐上帝放在他心中的使

6年后在我的按牧禮上再次見到林牧

命——“華人宣教不單要出中國，更要進入

師。林安國牧師作為按牧團成員之一，且負

非洲”。林安國牧師帶領最后一支到訪非洲

責當天的信息訓誨。那一天，我和懷著第四

的訪宣隊，就是他最早在加拿大建立的教會

個兒子的妻子再次跪在上帝面前，接受林安

和中國教會領袖團隊！上帝行使奇妙的作

國牧師和眾牧者的按牧與祝福之后，我們踏

為，為他忠心擺上的僕人留下這最美麗的風

上了前往非洲的宣教旅程。

景！

異象在非洲

林牧師的一生都不停地推動、鼓勵人起
來宣教。即使在癌症末期、化療休養期仍親

兩年后，確診患肺癌的林安國牧師，

自帶短宣隊來非洲！他用行動告訴大家：有

先后兩次帶著工程師和中國團隊抵達非洲。

上帝的召命，沒有什麼是可怕的！在非洲某

一天清晨，林牧師夫婦和我站在我家的院子

個晚上的禱告分享會上，大家同唱了《一粒

里，眺望著遠方……林牧師問我，要不要在

麥子》詩歌。“……他若願意，讓自己被淹

這附近買塊地建中心？而林師母則提醒我，
不要忽略非洲大學生的領袖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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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被用盡，就能結出許多籽粒，彰顯生命的奇
跡……”這句歌詞，完全呈現出了林安國牧師
的生命寫照。
我們很感恩有這兩星期與林牧師師母相處的機會……林師母每天都為他準備
非洲土雞湯，她有空就搜查最好的養生食療方法，幫助林牧師身體恢復。林師母陪
同林牧師一同走在上帝的召命上，陪同他來非洲，一直走到最后。我們常在餐桌上
暢談未來推動宣教的計劃，他們也與我們分享他們在宣教路上的浪漫愛情故事。他
們總是散發著無窮的生命力，感染著身邊的人。
我們完成了在烏干達貧民窟的事奉，一起去坦桑尼亞辦華人教會的家庭營。
我們在坦桑與他們道別，他們繼續帶隊前往下一站……離別時我們握手，原想對林
牧師說加油，但林牧師手裡傳來的勁道和溫度，更像是他對我們說加油！
2020年12月3日早上，收到林牧師回天家的消息。那天我們剛好在宣教中心與
一群烏干達年輕人分享我們國家的代禱需要……是的，這些非洲青年學生自發要
為中國禱告。我們告訴學生們林牧師離世的消息，還有他對非洲的愛。他的故事
與宣教的心志，感動著很多非洲年青人。我們一起朗讀林牧師留下來的一段話：
“船被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雖然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但面對他的離開，還是很難過與不捨。那一天，有
一道“微笑”的彩虹出現在烏干達的天空，彷彿看到上帝的笑臉，將一位忠心的僕
人接回祂懷裡。林牧師離開了，但他用生命留下的信息，卻會一直留在非洲這片土
地上，留在走出中國的宣教士心中，相信會有更多華人宣教士將其繼續傳承下去。
（董上羊、蔡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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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宣教士，烏干達工場主任）

一本宣教的書

友尼基

2020年12月4日早上接到林安國牧師安息主懷的
消息，我痛哭一場，極捨不得這位良師益友，心中充
滿很矛盾的交雜情緒。宣教路上少了一位為使命而拼
命的資深導師，面對宣教出中國的問題，以后我去找
誰來請教? 2020年8月起我在神州各地使用教導林老的
《使命群體》教材時，總是帶領學員們為林牧師得神
醫治迫切祈求。但上帝有美意——祂帶走林老，他再
沒有呼吸困難的痛苦，如今可以在神那裡歡唱讚美。
神認為林牧師已“Finish
我與林牧夫婦一起走使命的路。

well”，從此在神懷裡享受

永恒的安息。我欣然接受了。

那天中午我擦乾眼淚約了Li見面，他是林老的學生也是本地差會同工。5小時的相聚與
深談釋懷了我們兩人對林老的難捨與思念。我們談過去5年來與林牧師夫婦相聚的片段……
我記得當年Li認真地當著大家的面說了這句話:
“林老是一本宣教的書，可以在他的生命中讀到宣教的豐富。他總是有智慧地解答宣
教的種種難題。”Li那時也給了我一個要求，每年安排林老與他同工們相聚。
2017年11月初，我與林老夫婦在福建見面。那時林老已咳得厲害，但他的非洲夢勝過
他不住的咳嗽。在聲聲咳嗽中他拍板決定2018年4月的非洲短宣，福建3位牧者當場報名參
加。在初秋中，我們與從墨西哥回來述職的但以理夫婦同遊武夷山溪流泛舟，有歡笑有團
契，真難忘！接著我們在黃山車站見到滿臉期待的Li，他為我們安排了黃山一日遊。沒想
到那日適逢安徽省開放某一縣市居民免費遊黃山，那一天黃山人山人海，上山下山只能人
貼著人前進。林老邊咳邊走，滿臉喜樂。他喜歡大自然，他喜歡挑戰，也喜歡宣教士彼此
關顧。半天后大家累壞了，在山下吃了一頓豐富的徽菜，晚上休息前Li拿出他寫的宣教策
略手稿請林牧師指教，未料隔天早餐時林老就給了指點。那天，我看到Li謙卑受教的專注
神情。林老后帶回手稿給差會，如今那經過林老指教的書已經印刷成冊，成為本土差會必
讀的書。
林牧師確實是資深的生命宣教導師。2019年4月Li再次邀請我們去海島玩，其實是想抓
住機會獲得林牧師的當面教導。Li邀約了他團隊中各省的牧者20多人加上華傳同工6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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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宣弟兄的海島上相聚。林牧師與大家談了兩天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差會”，也坦承敘
說當年印尼宣教的失敗與教訓。他盼望本土差會在跨文化的差派中好好訓練門徒精兵，不
走快速捷徑。那兩天我學了好多，看到熊熊聖火正在神州教會燃燒……Li所屬的差會在那
次學習后也逐漸健康拓展。
林老的個性不爭競不喧嚷，隨他同行總是被他的溫和感染。有次我在安排行程時計劃
搭乘夜班軟臥火車，我先電郵問林老意見，他回答：“只要有座位就好。”他的單純謙卑
令我折服。林老尊重同工，常常問我當地教會需要哪一方面的宣教主題，他重視我對當地
教會的了解。他喜歡同工團隊服事，提攜后進，每次都與我們分享講台服事。我記得2018
年4月在坦桑尼亞佈道會時，林老夫婦、福建3牧者、董牧師與我每人都分工講台服事。當
天7人決志，我們一起歸榮耀給神！
過去5年，隨林牧師夫婦在神州各地耕耘澆灌一些宣教好土的教會，建立了深度的宣教
伙伴情懷。2020年下半年我再訪這些伙伴教會，大家都急切關心林老的病情，最后痛哭捨
不得他的離開。然而，林老“為主無保留的生命”與“行在驚滔駭浪的使命”，在宣教出
中國的浪潮中已經留下不可抹滅的帶動力。我也深受極大影響，激勵我餘生繼續為使命竭
力奔跑。
（友尼基

華傳創啟地區宣教士。）

2017年11月4日，遊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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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

見證與榜樣

陳雅蘭

2015年，我加入華傳服事。
2016年，我第一次與林安國牧師近距離接觸。當時是出席在台北舉辦的國際主任同
工策劃營。還記得當年林安國牧師是義務承擔代總主任之職，署理一切總主任的職務，帶
領華傳渡過過渡期的各項事工。在那次的策劃營中，林牧師以祈禱為重點，帶領同工們謙
卑跪下自省向神認罪，並以尋求基督的心，重整華傳的路向，走在神的心意中。我看見林
牧師是一位禱告的屬靈領袖，以神的眼光去看每一個世代的宣教責任。
2017年，第二次與林安國牧師近距離接觸。新加坡辦事處推動差傳公開特會“塑造
你的教會成為使命群體”及教牧領袖研討會“跨越始自門前——宣教先從腳下”，特邀請
了林安國牧師來帶領聚會。他同時擔任馬來亞基督教會的差傳年會講員，及被安排到幾間
支持華傳的教會宣講宣教。我和家人與林牧師有長時間的緊密接觸，見證了林牧師是位忠
於主所托的宣教人，他“為己無所求，為主無所留”。我們對他肅然起敬。
那期間的某個週六，下午4點左右，我接到神學院校友的來電。當晚受邀到教會差傳
年會的講員，因身體突感不適，上不了飛機無法抵達新加坡傳講信息……她如熱鍋上的螞
蟻，緊急尋找替代講員。己連續帶領了好幾天聚會，非常疲憊的林牧師，一聽見我與校友
的對話便二話不說，毅然接過棒子，答應宣講晚上的宣教信息。在林牧師的生命中，沒有
什麼比宣講宣教信息更為重要。
林牧師在新加坡期間，他所疼愛的小孫女安息主懷。我建議他先飛回美國參加小孫女
的追思禮拜，其它的聚會另做安排。他忍痛割捨，放下飛回美國的決定……僅是為了主，
為了主的大使命！林牧師在新加坡將近一個月，他帶領完所有的宣教聚會后又風塵僕僕前
往中國宣教，兩個星期后才返回家園。林牧師強烈的宣教使命推動他不斷前行，馬不停
蹄，不辭勞苦，即使在病重期間仍心系宣教。
那段相處的日子，我們看見了林牧師生活簡樸，但熱愛生命。他懂得生活，會在百
忙中找樂子，如去垂釣、踏自行車、放風箏等，自得其樂。我特別鍾愛林牧師的一句名
言：“船被造，不是為停留在風平浪靜的避風港，而是要行駛在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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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神將”通訊群組是華傳同工們彼此溝通鼓勵的小地方。林牧師在群組中話語不
多，但每一次的留言，總是句句扣我心弦，他的幽默與睿智更是我們眾同工所認同及佩服
的。
林牧師在病重的最后時期仍顧念華傳眾同工的需要，他把他多年來的心血：教學文
檔、材料、書本、文章、影相帶、宣教講道等分類，20多箱，都留給同工們參考應用。
此外，他更為加入華傳的新進宣教士們做預備，和師母設立了“林安國牧師伉儷宣教基
金”，為未來籌款不足的宣教士而鋪路。林牧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生前所寫的多本宣
教書籍都成了不朽之作，也激勵著我們在宣教工作上的努力不懈。他跟隨主、忠心服侍主
的態度成為后輩們的見證與榜樣。
敬愛的林安國牧師，華傳眾同工對您的離開感到萬分不捨，而您的宣教佳美腳蹤及教
誨都成為我們宣教服事的動力。我們會努力承接您宣教的火炬，將它繼續發揚光大！
（陳雅蘭

48 華傳家族情

華傳新加坡辦事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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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故事的
1999 緬甸山區路上

1999緬甸山區吃蜂

宣教人生
李傳頌
在南美洲委內瑞拉有一位漁夫，熟悉風向水流，憑著他多
年的經驗，知道什麼時候在哪裡下網打魚會有收穫。他召聚了
一些年青的漁夫，每到黃昏，自己站在岸邊的高處，看準魚群
所在之處，便高聲呼喊在近岸划著小艇的年青漁夫，到他所指
示的位置下網打魚，每次都收穫豐富。

這是我第一次從林安國牧師的講道中聽來的故事，他希望藉著他多年的宣教經驗，
呼籲年青人出來為主收割莊稼。當晚聚會之后，我們夫婦和林牧師一起去吃晚飯，同行的
還有已故加拿大華傳董事主席霍應昌弟兄。席間林牧師提到在緬甸有一個山地民族，多年
來受盡緬共欺壓。后來緬共瓦解，他們對福音開放需要三百位傳教士，但是找了三年連一
位也找不到。當時林牧師費了很多唇舌解釋他們的處境，然后問我們要不要跟他走一趟，
“學習如何打魚”……就這樣，那一天開始了我們24年來在華傳的師友關係。他帶領我們
踏上宣教路。
第一次隨林牧師進入宣教工場，便走入了緬甸山區。我們為了一張通行證等了三天，
需經過重重崗哨，汽車機件還發生了故障。眾人焦急等待救援之際，林牧師從背包裡拿出
一副象棋來消遣，他說，在宣教工場要學習忍耐。山路雖然顛簸，林牧師卻在車上睡得甘
甜，他說，在宣教工場能吃能睡都是恩典。我們來到一個村寨，在當地一位傳道人家中住
宿。家主宰一隻穿山甲給我們吃，飯后端上一盤野蜂蜜給我們品嘗，說是從山中的蜜蜂窩
裡採來。林牧師說，他早年在印尼開荒植堂，有一次教會的執事從螞蟻窩找來蟻后給他生
吃，同樣是當地人的上寶。
林牧師是一個心思細緻又很會體諒別人的人。2007年林牧師推薦我負責華傳第一次，
在泰國舉行的宣教士職前訓練營。在約定的時間到達機場時，發現林牧師已早到三個多小
時，坐在一處角落休息。原來他之前的長途航班取消了，航空公司為他安排另一航線轉機
前來。由於他隨身行李不多，能趕上這突發安排，提早到達。我問為何不通知我來接機，
他說,為免勞累我多走一趟。他提醒我們作宣教士的,行李要保持精簡，否則會妨礙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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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從不鼓勵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購置產業，而差會在工場
上的產業最終應留給當地人。林牧師的行李再少，都必有一
本小聖經和一本筆記簿，裡面記錄一些講章和文章大綱，一
方面預備隨時被邀請講道，另一方面將一些突如其來的靈感
寫下，他說這樣做才能夠在忙碌中仍有講道和文章供應。
林牧師在營會講了一個比喻：加拿大的雁每到秋天便飛
1999 緬甸山區下棋

往南方過冬，到了春天再飛回來。有一個農夫見這些雁飛那

麼遠非常辛苦，便將食物灑落在農田上，讓牠們吃飽再飛。很多不同種類的雀鳥被吸引來
到這塊田裡，很多人也慕名而來觀鳥，后來那位農夫索性圍起那塊農田收門票，成為當地
著名的觀鳥景點。我和林牧師也曾經去過那景點。哪裡有食物便吸引鳥來，同樣的，教會
有神話語的餵養，人自然會興旺起來。林牧師鼓勵我們，在宣教工場要用神的話語去訓練
門徒。他教導我們一套從開荒植堂到訓練領袖，交棒傳承的策略模式。他補充說：“加拿
大的雁成群結隊一起飛時，在前的迎著風用力飛，在后的吶喊打氣跟隨。不斷有新的雁加
入，按時輪流轉換位置。”他對在工場服侍多年的我說，在外打魚多年，是時候回來分享
經驗，呼籲年青人加入宣教。我不久后便回加拿大華傳辦事處，服侍至今。
幾年前，加拿大華傳在多倫多為林安國牧師蒙召事主50年舉行感恩餐會，席間林牧師
分享50年來服侍主的經歷。他說這些年來他好像緬甸的玉石商人，在一堆堆不顯眼的石頭
裡尋找珍寶一樣。20多年前他第一眼看見我的時候，
覺得這弟兄雖然沒有什麼恩賜，但是經過老師傅的雕
琢奇貨可居。林牧師又引用《Build to Last》這本暢
銷書，作者James Collins論到一個有異象的領袖，是
一位“造鐘者”(Clock Builder)而非“報時者”(Time
Teller)，因為“報時者”只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人，
而“造鐘者”是遠超過“報時者”的果效，他提供了
一個更大的發展及發揮的機會給下一代。林牧師說領
袖若能把一生的事工、成長、經歷和智慧的成果變成

1999 加拿大華傳差遣禮

一個培植下一代的園林或平台，這不單是下一代的祝
福，更是領袖自己的福氣。
我最后一次見林安國牧師是2018年12月。我去墨西哥途經洛杉磯，特別去探望林牧
師和師母，住在他們家中4天。當時林牧師已經完成第二期治癌療程，精神不錯。他感謝
世界各地有很多主內弟兄姐妹為他代禱。我問林牧師夫婦如何教導兒女們如此孝順，女兒
送房子，兒子送車子給他們……他們說那是身教，昔日他們如何對待父母，兒女們都看在
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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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天住在林牧師的書房裡如置身於寶

而這些年來他一直銳意栽培差傳領袖人材。

庫中，很多書籍是他多年來的珍藏，好些是

林牧師說一個領袖最重要的不是有什麼才幹

他多年來的著作，也有一些是他的學生們的

恩賜，而是要有廣闊的胸襟，才能夠吸引更

著作。最寶貴的是他多年來做差傳研究的手

有才幹恩賜的人跟隨，所謂“有容乃大、無

寫稿。正當林牧師為一箱箱的書籍煩惱時，

慾則剛”。

我建議他將這些書籍送給在柬埔寨的金邊

在 我 離 開

恩典教會，當時他們正計劃成立國際宣教學

前，林牧師告訴

院。說到這裡，我們又談起昔日在湄公河畔

我一個故事，說

晚飯時，與何俊明牧師一起分享成立宣教學

之前他帶短宣隊

院的異象……林牧師為金邊恩典教會能夠實
踐這異象而感恩。
另外，我建議林牧師找人將他過去的教

去非洲，在坦桑
2018 林牧師家中

尼亞參觀一處十

八世紀時期販賣奴隸的古蹟。當年英國宣教

學筆記、錄音和講義編輯成書出版。林牧師

士李文斯頓（David

說目前華傳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唯獨缺乏寫

到非洲，在這個奴隸市場買了一位年輕的奴

作的人才。他勉勵我在這方面努力。他送給

隸，釋放他讓他得自由，但這年輕的奴隸為

我一些書籍，其中包括他早年的著作《華人

了報恩決定一生跟從李文斯頓。在李文斯頓

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這本書是從他

的栽培下，他成為一得力助手，並且在李文

的博士論文中編輯而成，是他對華人宣教理

斯頓離世之后繼續在非洲服侍栽培人才。林

念的基礎。林牧師同時送給我一個厚厚的文

牧師說，他一生就像這年輕的奴隸一樣，蒙

件夾，那是他多年來有關差傳策略研究的資

恩、知恩、感恩、報恩。

料和手寫稿。他曾經寫過兩本相關的書籍，
分別是1996年出版的《智者策》和2002年
出版的《策者成》，這兩本書都是有關差傳
策略的基礎與實踐。他原打算退休后寫第三
本有關差傳領袖的素質與栽培策略，他已經
搜集了一些資料及例出書目大綱，我們討論
書名暫定《成者榮》，意思是領袖用策略去

Livingston）年青時來

在林安國牧師身上不但可以聽到很多
故事，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宣
教人生。他終生努力去完成主耶穌基督大使
命，同時也不斷栽培別人，成就主的榮耀！
我們永遠懷念他。
(李傳頌

華傳加拿大區主任)

成就主的榮耀。林牧師舉例說，按他的恩賜
是作一個助手，不適合當領袖，若不是當年
黃存望牧師急病離世，他也不會臨危受命，

2007 華傳宣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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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 過10年的紀念
事超

服

第一個
宣教導師

我的

蔡頌輝

——林安國牧師

我們六位學生和幾位同工正在教室裡

用非常工整、簡明又不失理據的方式表達出

等著，窗口直對著學院的大門。不久，門外

來，心裡非常佩服。他的授課不單幫助我對

傳來汽笛聲，校工連忙跑去開門，一台麵包

宣教打下了堅固的基礎，他的分析和授課方

車開了進來，車上載著從美國剛抵達金邊的

式也對我過去二十多年的教導和講道，產生

短宣隊。下車的人中，儘管我之前沒見過本

很大的影響。

尊，卻可以一眼認出哪位是林安國牧師。他
身材不高、頭髮不多，走起路來精神抖擻，
給人很有活力的印象。身邊一位同工以開
玩笑的語氣對我說：“看起來就是個學者
樣。”那是第一眼見到林牧師的畫面。
那是1997年，我剛剛踏上全職事奉，
蒙神引導到柬埔寨金邊接受基本的宣教裝
備，而林牧師就是我開學后第一堂課的老
師。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報讀的是一個剛
剛創立的“金邊宣教學院”（這學院只辦了
幾屆就關掉了），第一屆只有六位學生，但
我人生正式上的第一堂宣教課，授課者竟然
是一位世界華人教會中著名的宣教學者！

可惜的是，開學沒多久金邊就爆發內
戰，林牧師的課也被迫中斷，沒有滿足的課
時以閱讀和撰寫報告來補上。林牧師那段時
間出版的著作，包括《華人教會——普世宣
教的橋樑》、《智者策》、《策者成》等，
我都一一拜讀過，受益匪淺。
宣教路上所結識的第一位導師，可謂
直接為我接下來二十年的服事預備了道路。
上林牧師課那段短短的時間，讓我第一次和
一個差會有近距離的接觸和認識。那時華傳
剛剛創立沒幾年，但是，在我心中似乎從來
沒有考慮過要加入其他差會。在“金邊宣教
學院”完成一年的學習之后，為了吸取更多

我清楚記得那一門課叫“宣教植堂”

宣教經驗，我和新婚妻子決定回去金邊當特

。雖然林牧師說話語氣比較平淡，沒有太多

約宣教士，幫助一對華傳的宣教士夫婦建立

的激情，可是上他的課一點也不沉悶。他思

青少年培育中心和教會，為期一年。那段時

路非常清楚，說話有條有理，對聖經和特定

間，也有機會數次和到訪工場的林安國牧師

議題的分析非常全面且深入，對一個第一次

接觸，甚至一同談起未來更長遠的同工計

在“神學院”上課的我來說，看到林牧師能

劃。一年后，我進入新加坡神學院就讀第一

夠從聖經的人物和事件中，歸納出這麼多可

個神學學位，就是在華傳的神學助學金的支

以實際應用的宣教原則和策略，而且能夠

持下完成的。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53

可能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師生關係，畢
業后加入華傳好像也是順理成章的事。2003
年，我們在非典疫情陰影的籠罩下飛到華傳
美國總部參加職前訓練，三個星期之久有很
多機會和林安國牧師、師母相處在一起。不
單從他課堂的教導學習到豐富的內容，也看
見他非常熱愛音樂和運動。林牧師帶我們去
徒步，我們就一路唱著詩歌，林牧師總是能

1997年，金邊爆發內戰，我們和林安國牧師率領的短宣隊撤
離柬埔寨前在教會合影。

隨口唱出配調和聲。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發現林牧師、師母是
如此單純服事且熱愛禱告的人。在山上、在海邊、在不同人家裡，我們常常一起禱告。由
於那是我們第一次到美國，心想難得一次到了美國，真想有機會到常在電視和電影裡看到
的迪斯尼樂園一遊。可是，當時我們夫婦身上的錢很有限，林牧師、師母大概看出我們心
中的渴望和失望，於是特地安排了他們在洛杉磯的女兒接待我們居住，還給我們找到了特
別的優惠進去迪斯尼樂園和環球影城。我們深深體會到林牧師、師母的細心和愛，他們不
單在事工上是我們的老師，其實就是神僕人生命的典範。
后來，我們夫妻無論在家鄉馬來西亞，或是在南韓工場，或在台灣進修神學，或接著
到柬埔寨去開創事工，都曾經與林牧師夫婦相聚。坦白說，每一次見面，就好像要見自己
的父母一樣，一方面帶有尊敬，另一方面又極其興奮和期待。
離開柬埔寨之后得知林安國牧師病了，現在回天家了，感到百般不捨，但心中也為神
在我們宣教的道路上安排這一位最佳的典範而無限感恩。林牧師服事的果效我們都看在眼
裡、存在心裡，也必隨著他帶到耶穌基督的寶座那裡。
（蔡頌輝

華傳前宣教士和特約作者）

1999年，我們在華傳的事工上
配搭服事，林牧師來工場探望
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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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宣教導師
——林安國牧師

Paul Li

收到林安國牧師去世的消息，心中悲喜交集，無以言表。喜是因看到林老一生像大
衛一樣，按著神的旨意，服侍了這個時代人，然后就睡了。他榮耀地走完了自己在世間的
路，息了地上的勞苦，回到天父的身邊，享受永遠的福樂。悲是因為看到一位華人界的宣
教領軍人，集宣教理論與實踐於一身的卓越宣教領袖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心中真是萬分不
舍。過去數年和林老相處的過程中，他在我們的生命留下了許多揮之不去的形象——
他是一位優秀的宣教士，曾被差派到印尼宣教。他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堅持留在印
尼宣教，最終建立印尼教會。他所建立的印尼教會至今已經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結果累
累。雖然林安國牧師已經不在了，但他所留下的福音果效卻見證了他的付出。
他像一位慈愛的父親，有為父的心腸。他對待身邊的每一個門徒，總是循序漸進地教
導，有問必答。尤其是對青年一代，更是多加鼓勵，常帶著信心的眼光，像一個父親看兒
女的眼神，對下一代充滿期待。
他是一位合格的導師。他的宣教教導深入淺出，比較富有實用性，讓聽眾和讀者受益
良多。在林老50多年的宣教生涯中，他曾做過跨文化宣教士、建立過教會、在各地牧養教
會多年、建立宣教機構、著書數本，無論是宣教理論方面，還是宣教經驗方面，他都是當
今華人宣教界當之無愧的一名卓越宣教導師。
他是一位上帝忠心的僕人。林老無論出席何種場合，從他身上總是能散發出主僕人
謙卑柔和的形象。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這是他服侍主多年，生命的自然流
露。
他是一位勇敢的戰士。上帝在他的一生中呼召他走宣教的道路，在他年輕的時候就投
身在這場屬靈戰役中，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即使在生病的最后階段，身體極度疼痛，呼吸
困難情況下，他依然還在透過互聯網和信件的方式繼續做宣教事工。他為了這場屬靈的爭
戰，戰至最后一刻，沒有絲毫的懈怠，勇敢無畏的堅持到見主面。他是一名合格的戰士，
耶穌基督的天國精兵。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55

我们感恩林安国牧师为华人教会宣教事业的毕生付出，
我们感恩林安国牧师为中国大陆教会宣教所做的巨大贡献，
我们感恩林安国牧师留下了许多可以传承的宣教书籍和视频资料，
我们感恩林安国牧师夫妇留下了全家同心走天路的榜样，
我们感恩林安国牧师为宣教留下了美好的生命见证。

我們感恩上帝在華人教會中預備了林安國牧師這樣的宣教導師，他留下的生命見證和
宣教腳蹤值得我們后輩去效仿和學習。林牧師有一個宣教心願——他期望中國教會能興起
宣教的大軍，成為宣教的中國。因此，過去的歲月中，林老數次進入中國國內推動宣教，
在林老多年付出的影響下，許多差會紛紛建立，部分宣教士已經被差派到了不同的禾場。
雖然林老生前所期待的事情還沒有完全實現，但我們期待林老的這個願望早日實現，這也
是我們后輩要奮起努力的方向。
林老的一生如保羅一樣——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他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后，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
我們天家再相見。

（Paul Li

56 師徒之情

創啟地區差會同工）

MUXUAN, 写于7.12.2020

為我施洗的

緬懷
林安國牧師

林安國牧師在北京時間2020年12月4日安息主懷！
聽到這則消息心裡既難過又不捨。今年與林牧師在線上算是比
較有聯繫的，心裡期盼再過兩天與他分享這期宣教服事所帶來的感
恩事兒，卻沒想到林牧師已搬回天家不在世了。心裡非常懷念林牧
師，因主曾藉著他帶給我許多屬靈的祝福。
1988年，主把我從悖逆頑梗中拯救出來，使我成為新造的人，
並以祂的愛激勵我跟隨他。那時教會在冬季舉行洗禮，剛好有一位
到我們家鄉短宣的牧師，他就為我們幾位弟兄姐妹施洗，並送我們
王國顯弟兄寫的《在基督裡長進》一書作為禮物。在當時的環境，
我們只知道他是牧師，姓什麼，哪裡人都不知道，也不敢問。之后
在他所送的書上看到他的簽名，才知道他叫林安國牧師。當時對林
牧師的印象是，個子不高，頭髮不是太多，當時感覺他不是活躍暢
聊的人，但是他的講道非常清晰有條理，讓人記憶深刻。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有關宣教的文章，是林安國牧師所
寫的，文章中有他的照片。記憶中那已經模糊的臉龐再一次清晰浮
現……我心裡開始對華傳感興趣是因為差會中有兩個福建人（鄭果
牧師和黃存望牧師），還有為我施洗的林安國牧師。2009年，林牧
師再次來到福建，在神州宣道學院教導宣教課程。我們竟然在21年
后再次相遇，太奇妙了！那時候主給我一顆宣教的心，開始參與差
傳事工……很可惜，只相處一天，林牧師就要到別的地方服事。交
談中才知道1988年是林牧師第一次到福建，他對我沒有什麼印象，
只記得到過福建給幾位弟兄姐妹施洗。那時他還在牧會，而這次是
第二次來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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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西北認識多年的華傳同工

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主柔和謙卑的樣式。

友尼基，帶著林牧師和師母到我的老家看望

林牧師雖然經過長途跋涉，加上抗癌藥的

我的家庭。我真感動，雖然極少有機會見

藥物過敏反應，一路非常辛苦艱難，但他仍

面，但一見面心裡就有說不出的親切感。師

然不辭艱辛地服事。保羅說：“我也為此勞

母坐在地板上跟我的小兒子下象棋……我終

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於有機會可以跟林牧師好好交流，請教他有

（西1：29）林牧師雖不是保羅，但在他身

關宣教的事。我敞開分享說，他所教的短宣

上卻有保羅的影子。

課程給我很大的幫助，讓我對短宣的利與弊
有更多的了解。在面對各種不同意見的困惑
中，我能清楚將要推動的應該是一個怎樣的
短宣之旅……在這次的交流中，林牧師更多
的是聆聽，像是面試了解我。這一次的見面
很有意義，林牧師探訪他第一次來福建服事
的家庭教會，也就是他為我施洗的地方。他
還記得在二樓的大廳門楣上刻著“伯特利”
三個大字，那時距離第一次到訪，已經將近
30年了。
2018年，突聞林牧師確診肺癌，心裡
免不了難過。接到林牧師邀請我跟他前往非
洲短宣時，我欣然答應了。我想這是一個陪
他的機會，也想可以在他身邊多學點東西。
無論是坐車還是走路，我都儘量待在他身
邊，一有機會就請教他。我幾乎忘了他病重
在身，需要時間休息。有一天晚飯后，我提
議到外頭走走。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啊。這
種時光太美好了！我可以從前輩的生命中學
到許多寶貴的經驗！我好多問題，問得林牧
師不得不坐另一部車才能讓自己休息一下。
噢，求主憐憫我這個不懂得體恤別人的人！
雖然如此，林牧師卻沒有排斥我，還是以恩
慈對待我、指教我。

再次見到林牧師的時候是在2019年。
他為了幫助國內的教會參與普世宣教，提出
不僅福音在中國，也要福音出中國。他雖身
有重病，但他宣教的腳步沒有停下，仍然到
全國各地奔波，直到插上氧氣管才留在家中
休息。人雖在家，心卻依然在宣教的路上，
一有機會，他就透過視頻勉勵弟兄姐妹要愛
主、遵行主的大使命。
在林牧師生命的最后階段，我們有好幾
次的聯繫。林牧師與愛他的主有非常親密的
關係，他告訴我說：“主知道我的需要，他
必幫助我。”在交談之中，我深深感受到有
一種說不出來的平安充滿他，如詩篇131篇2
節所描寫的：“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
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他很坦然面對
死亡，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給掌管生命的主
手中，預備等候那位按公義審判，並賜下公
義冠冕給至死忠心之僕人的主。那美好的仗
他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他已經守住了。如今他在主裡睡了，
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神埋葬了祂的僕人，繼續祂的工作。願
神祝福華傳！
（Mu 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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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啟地區差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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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1. 2018年林牧師患病后，寫下的書法。
2. 林牧師隨身攜帶的一本日曆記事本，裡面填滿
了各種約見和行程。即使在他病重時期，日曆
上依然沒有留下空白。
3. 2020年11月22日，林牧師最后一個生日，收到
孫子林宇昊Jojo和林宇晟Silas製作的生日卡。
4. 隨時隨地，隨手撿來紙張一張，寫下讀經心
得，或浮現腦海的靈感。這些寶貴的小紙張，
佈滿在書桌上。
5, 林安國牧師的樂器。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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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6.

林安國牧師和許佩珠師母結婚典禮次序
單。
7. 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製作的，歡送林安
國牧師暨家人特刊。
8. 林牧師的聖經上留下了每一次讀經靈修的
心得與感動。7、8年就得再換用新一本聖
經。
9. 林安國牧師74歲生日，外孫陳津丰Noah和
陳津立Caleb送給他的生日卡。
10. 退休以后常常在自家后院練習書法。

8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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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1

15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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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1961年4月2日受洗
12. 左至右：馮仕端，呂錦
添，林安國
13. 印尼開荒工作，以腳踏
車代步
14. 初到印尼適應環境
15. 建道學生佈道團在海上
佈道
16. 打波，踢足球是林牧師
所愛。
17. 印尼開荒期的青年事工

19

18

21

20

22

18.
19.
20.
21.
22.

1973年7月28日，林安國和許佩珠結婚。
1983年DMis畢業
2002年1月12日，大女兒林上言婚禮。
全家到北加州遊玩
攝於2001年8月4日，二女兒林上虹婚禮。

63

23
24

25

27

23.
24.
25.
26.
27.
28,

2012年8月31日，小兒子林上允婚禮。
與黃聲鋒拍攝於毛里求斯當地教會
與麥加文教授夫婦在Fuller校園拍攝
愛城教會聖誕節詩歌佈道會
教會家庭營運動
2020年11月22日，與孫子過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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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林安國牧師

麥兆康

——加拿大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第一位主任牧師
林安國牧師，1983-1989年在愛城華人基

后來更成為長期宣教士。我們的第一任英語

督教福音堂（ECCC）擔任第一位主任牧師。

牧師也成為一名全職宣教士，現在一個國際

我非常感恩，能夠與林牧師一起在愛城福音

宣教組織事奉。

堂執事團隊事奉。林牧師以身作則，樹立了
傑出的榜樣，他對ECCC的發展建立良好基
礎。他的事奉在以下幾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1.

他是有異像的人：
林牧師具有神賜予的異像，要將福音帶

入多元文化的社區。從第一天開始，他就建
立了一個適宜英語會眾的環境。當時，加拿
大華人教會的主要模式是以粵語為主導，只
用英譯的方式教導說英語的孩子們。林牧師
請說英語的牧師來發展英語事工，建造適宜
英語會眾成長的環境，使第二代及土生的信
徒在華人教會可以擁有更強的歸屬感。
林牧師在ECCC早期也開始了國語事工，
為接觸說普通話的移民、學者和學生群體打
下了良好的基礎。如今ECCC成為一個多元會
眾/多元文化的教會，這是主的帶領，以及經
過許多人的努力，從起初的異像發展起來的。
2.

宣教的熱情：

林牧師離開愛城福音堂后一生投入宣教
事奉，踏足許多地方，接觸許多人，使福音
廣傳。
3.

富有愛心的老師和導師：
林牧師是多人的老師和導師。他柔和謙

卑，關懷別人並且耐心教導與他一起工作的
團隊。我們很幸運地加入了他的門徒訓練小
組，他擅長將課堂教學與實踐練習相結合。
我們從他身上學習個人佈道、探訪並關懷別
人，他的僕人領導模範亦讓我們學習到真正
事奉的態度。他也是一位喜愛運動和精力充
沛的人，富有幽默感，我們向他學習獲取很
大的樂趣。
他1989年離開福音堂牧會崗位進入宣教
工場，我們仍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他一直
為主基督培育門徒，鼓勵多人事奉主並以愛
心關懷別人。
林牧師作為愛城福音堂的第一位主任牧

從頭一天開始，林牧師就在教會培育會

師，使我們成為蒙福的人。由於林牧師的忠

眾對宣教的熱誠。1984年福音堂第一屆差傳

心事奉和擺上，許多人都蒙了主的祝福。現

大會的主題是“從整個教會到整個世界”，

在，他已打過那美好的仗，並安息主懷。我

顯明了他對宣教的廣泛看法。早年，他帶領

們敬愛他，非常想念他。他將永遠被銘記為

多個短期宣教隊伍（STM）前往毛里求斯、

我們摯愛的牧師、導師和良友。

留尼汪島和泰國北部等偏遠地區，向未接觸
過福音的群體傳福音。STM小組的一些成員
66 同心同路人

（麥兆康

加拿大愛城福音堂前執事）

只言片語……
給您唱一首輓歌
謝謝林牧師，我們

難忘的時刻。

宣教的引路人。以

下是一些

2005年3月在塞浦
路斯短宣中，跟林
牧師師母
學習了很實際的
宣教功課。當時
我們仍未考取駕
照，最初一兩天是
走路，能比較深入
觀察，后來幾
天林牧師租了車，
可以全面了解城市
。有一次輪胎
破了，林牧師示範
換輪胎……宣教士
需要一些實際
技能。回去香港后
，我們報了駕駛學
院學開車，我
也報了一個修理汽
車的課程。
2006年我們參加
的職前訓練，做
了一
個由林牧師設計
的恩
賜測驗，結果是
我們
都有殉道的恩賜
2019年3月底林牧
。林
師師母與香港辦
事處委員同工合照
牧師也在我們的
差遣
禮訓勉中跟前來的
弟兄
姐妹分享，給我們
帶來宣教的浪漫。
后
來
述
職時，
在一次聚會中有
一個同工很幽默
的送了一個蜜瓜
（廣東話“勿瓜”
的諧音，意思是不
要死）給我們。
林牧師已經安息在
主的懷中，謝謝林
牧師成為
我們宣教引路人，
帶給我們宣教的實
際，以及宣教
的浪漫。

香港＠陳偉成、林婉
婷

（華傳宣教士，

現為華傳香港辦

事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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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8年 宣教 士訓 練聚 會中 ，第 一次
一位 慈
認識 林牧 師， 他給 我的 感覺 是“
講得 著
祥牧 者” 。與 他交 談、 聆聽 他宣
教服
鼓勵。他說他神學畢業后，就參與宣
宣教
事……我也是這樣。他叮嚀我們這些
會，
新丁說，華傳是一間不看重數字的差
所差
只希望每個進入工場的新宣教士在神
大的 回
派的 工場 上盡 忠， 這就 是對 神最
應。牧師的話，成為我事奉的信念。
教
林牧 師不 遺餘 力盡 其一 生推 動宣
林牧 師
的大 使命 ，讓 我十 分敬 佩。 感謝
的勞
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印記，神必記念他
苦！

香港＠梁婉芬（華 傳宣 教士 ）

忠心的福音戰士
林牧師對宣教事工
遠，他實在是一個宣
然生病了，但他一息
服侍，直到跑完要跑
的態度和行動，都成
榜樣。

的貢獻，影響深

教的福音戰士。他雖

尚存，仍繼續到非洲

的路徑。他忠心事主

為我們后輩的激勵和

因大家都在不同的崗

牧師相處的日子不多
處 ， 就 是 在 M OT 受

位服侍，我與林
，與他最近距離的相

訓練的日子。在那
短
短相處的日子，發現
林牧師是一個很活潑
的導師。他和導師們
接見我們的時候，親
切和關愛地鼓勵我們
，給我們意見。還記
得我們準備出工場時
，甚戰兢，林牧師拍
拍我的肩膀，給予支
持和肯定。到今天，
這個片段在我腦海仍
非常深刻。
林牧師已經完成神給

在天父懷裡。願天父
和他一家！

他的托負，安息
的安慰大大臨到師母

香港＠司徒美芳（ 華 傳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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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華人宣教路上的翹楚
2008年，我在Fuller神學院進修，有
機會被邀在華傳參與部分時間事奉。事奉
一年后，林安國牧師給我一份同工自我評

忘記是哪一年了……應該是我們開始
在泰國東北部事奉不久，林安國牧師帶着
許弟兄夫婦來訪宣。

估表，評估自己的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和
婚姻狀況等。林牧師常忙於在外領會、教

有一天下午，林牧師與我們夫婦席

學、探訪宣教士和開拓新工埸，沒想到連

地坐談，了解我們事奉的情況和方向。我

辦公室一個part-time同工都如此認真照

們說希望在城市中植堂，也希望在學生中

顧……他實在很認真地建立差會。

傳福音……談了頗長時間，林牧師回說：
“看來你們的事奉，很合乎宣教的原則。”

在全球華人牧者中，能早於1983年在
全球宣教學課程鼻祖的Fuller神學院獲得宣
教學博士者，屈指可數。據我所知，當時
含林安國牧師在內，大概只有兩人。這給

他也分享一些在印尼事奉的經驗，為何與
伍約伯牧師分別在兩個城市事奉，如何在
蘇門答臘首府棉蘭開荒等經歷，鼓勵我們
繼續努力向前。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難得是林牧師並不
是在象牙塔裡做學問，他在未進Fuller深造

我到宣教工場前，在神學院只修讀了

之前，已經於1969年，神學畢業后立即前

佈道學和宣教歷史，對宣教的認識不多，

赴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印尼宣教多年，取得

林牧師的一席話，使我們放心，繼續努力

了實際宣教經驗后，才深造宣教學。更難

向前。

能可貴的是，他能學以致用，把在Fuller
所學之道和多年親身的宣教經驗，結合起
來，實際地應用在教學、培訓后輩宣教
士、開拓工埸和建立華人差會上。在過去
約20年的努力，領導眾同工把華傳帶進成
為一個頗具規模的華人國際差會。
林牧師亦把他畢生在宣教學上的知識
化為文字，承傳給后輩，真是華人宣教路
上的翹楚。

2019年，我們夫婦到羅省探望林牧
師夫婦，久別重逢，言談甚歡，更獲林牧
師分享他的宣教課程，讓我們在事奉中
使用。謝謝林牧師的慷慨！謝謝您，林牧
師。

香港＠翁競華牧師
（退休宣教士，曾在泰國事奉，
現任香港宣道差會顧問。）

香港＠林鏡初牧師
（華傳前同工，現為晨光使團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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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之師
林安國牧師年少時，與家人一同參加恩泉堂聚會，於1961年4月2日受洗，
成為恩泉堂會友。他先后在香港及美國的神學院接受裝備服侍主，曾往印尼蘇
門答臘開荒植堂，后在加拿大牧會，又在美國建立差會，並成立華傳。恩泉堂
多年來支持林安國牧師許佩珠師母之差傳事奉，為恩泉堂支持的資深宣教士。
林安國牧師胸懷普世，一生貢獻宣教事工，藉講道、教導、訓練、教授差
傳學、寫作，又領導差會，努力推動差傳事工。他更身體力行，往世界各地從
事培訓領袖和宣教士。即使在他身患重病期間，只要他體力能應付，仍奮不顧
身去到前線參與事奉。他對福音、差傳的熱誠，他對神的委身令人感動，也成
為眾人的典範。
適逢一次林牧師在香港，出席恩泉堂祈禱會，分享他的事奉經歷時顯得十
分雀躍。他看見禾場很大，勉勵我們把握機會，不怕困難，忠心事主，至今印
象猶深。他以羅馬書15章13節：“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
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勉勵我們在困難中仍要
有盼望，特別當他面對患病時，神給他盼望，以致他把握機會去努力事主。
林安國牧師終身事主的生命，實是我們的楷模！

香港＠馮志雄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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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普世差傳的先行者
林安國牧師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華人普世差傳的先行者。
1991年國際短宣使團IFSTM成立，至1994年在美國成功註冊之前，
我曾親自到加州Petaluma拜訪當時在中國信徒佈道會的差傳領袖，其中
一位就是林安國牧師。我請教他們有關在美國註冊差會的章則Bylaws、
申請非謀利慈善團體免稅資格的手續等。
感謝林牧師願意於1996-2001年出任IFSTM國際董事，2006年至安
息主懷前還一直作顧問。在宣教路上，IFSTM逐步學習成為華傳的宣教
伙伴，包括2006年7月在澳門第四屆“國宣大會”上，合差陳偉成、陳
林婉婷宣教士夫婦到歐亞塞浦路斯，同時委任他倆成為IFSTM歐亞區代
表。IFSTM也通過華傳，共組派了15隊短宣隊（訓練及遍傳性質），及
4位（由3個月至2年不等的）信徒短期宣教士作他們的事工支援。其中
至少有2位信徒清楚蒙召，返港接受神學裝備，現已是香港不同教會的
全職牧者了。感謝讚美主！
2004年滕牧師與我曾被邀赴印尼宣道會棉蘭堂主領其35週年堂慶
聚會，我被安排到宣道會丁宜堂主講崇拜。該堂肢體們告訴我，這就是
林安國牧師1967年建道神學院一畢業就來開荒宣教的地方，令我十分敬
佩！
感謝上帝興起林安國牧師成為華人普世差傳的先鋒。他一面推動華
人差傳事工，一面把理念及實戰經驗編寫成書，讓華人教會可以得到普
及的宣教教育，從而動員及徵召各地更多華人信徒委身普世宣教，貢獻
深遠！

香港＠滕張佳音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部副教授、國際短宣使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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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林安國牧師始自1990年代，
他那時是在中信任副總幹事，而我在澳
聖任院長和幫忙開拓澳門中信，任理事
2020年10月9日，我用Whatsapp關
懷問候林安國牧師。
他的禱告是：
求主顯神蹟賜給我一個新的肺，若不
然，求主減低我的痛苦，接我回天家。

會主席。1995年他開拓華傳，我也很
認同，並常在差傳事工上向這位前輩學
習。
林牧師在世界各處有華人聚居的
地方傳揚福音，更開展宣教工場，差派
宣教士開荒、建立教會。他也努力作差
傳導師，在神學院教導差傳，在教會中

我回覆林牧師：

推動差傳，不遺餘力！早年華傳人事變
動，林牧師雖已退休，但仍是為差會勞

讚美主，這是你的禱告，求上帝答
允你。
我和太太每天也為你禱告。

香港時間2020年12月4日早上10點
29分，收到香港華傳廖長老的通知，林
牧師離世了。
他是我長達38年的屬靈老師，我
內心有許多難以言語的感受……林牧師
要面對疾病的煎熬與爭戰，身體承受痛
苦。如今上帝答允他，安然接他返天
家。我們心中對上帝也存著感恩。
堅強的林牧師，我們暫別了，期待
有一天在天家相聚。

香港 ＠謝志亨
（香港華傳辦事處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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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勞力，可謂鞠躬盡粹！為安國牧師事
奉的見證感謝上帝，更願福音傳遍天
下，主快再來！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
要寫下：從今以后，在主裡死去的人
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要
從自己的勞苦中得安息，因為工作的
成果永隨著他們。”（啟示錄14:13
RCUV）

香港＠洪雪良牧師
（退役差傳導師）

2007年我們申請成為華傳的宣教
士，正好林安國牧師來台灣門徒訓練

雖然有了心理準備，但聽到消息

神學院教學，可以親自與我們夫妻面

時，不禁流下眼淚……想到跟林老師見

談。感謝林牧師給30歲的年輕夫妻學

面時的點點滴滴，想到剩下的歲月中

習參與宣教的機會，更幫助我們連結

仍不忘用短視頻傳遞國度的資訊，想到

禾場的工作平台。

他對年輕一代的諄諄教導，心裡真是不
捨。唯有承繼林老師宣教的負擔、福音

在華傳宣教士退修會期間，我

的熱忱、國度的眼光，繼續未竟的使

們夫妻就進修規劃請教林牧師，他鼓

命、興起宣教的運動，來作為回應與記

勵我們年輕的宣教士最要緊的是在工

念。

場“抓經驗”。在禾場事奉5年后，我
們夫妻回到台灣牧會與進修，此時正

北京＠李聖風

面對華傳在台灣發展的需要，林牧師
鼓勵我們：“台灣是海外華人教會數
量最多的地方，若能動員起來，可以
為普世宣教作出貢獻。”
林牧師是我們夫妻宣教路上的
啟蒙導師與引路人，如今我們在華
傳台灣辦事處服事，會謹記林牧師的

主啊，禰的僕人行完他的路程，安息在

勉勵，以林牧師為榜樣，建立健全差

禰的懷中。願主安慰他的家人、同工、

會，委身宣教教育，成全青年世代的

眾聖徒。願主激勵我們承接林牧師未竟

宣教士。

之事，跟隨主，傳福音到地級，使萬民

台灣＠陳正鴻、蘇雅慧
（華傳同工）

作主門徒，敬拜榮耀主的聖名！

上海＠代老師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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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滿了對林老的不捨……想起
他來我們教會的時候，居然主動和我握
手，他看著我好像在對我說：年輕人，
福音的火炬你們要傳下去！

北京＠小飛

林安國牧師主懷安息
安於磐石 忠於基督
奔骨肉親 走人居地
今榮歸
國度在天 福音託負
愛的召命

萬民回應

主讚賞

美國＠羅康牧師師母敬輓
彷彿就在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
樣，我並沒有感覺林老已經走了，我覺
得他就在我們中間，音容笑貌總浮現在
眼前和腦海中……

東北＠挪亞

為神的忠僕林安國牧師走完豐
盛美麗的一生感謝神。他生命的事
奉，留下豐碩佳果，是傳福音者的
良師益友，我們永遠懷念他。……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
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林牧師給華傳留下佳美的腳蹤。

（啟示錄14：13）禱告中惦念林師母

願他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及家人，求主安慰保守。阿們。

加拿大＠李偉庭弟兄

加拿大＠郭文潭牧師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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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回想28年來，分別到您四個居家多次作客，有賓至如歸的溫情，您總記得以
上海或北方美食作款待，顯出仁厚的品性，以人為先，親力親為地服事別人。
20年來得以和您近距離的規劃共事，您從來沒有前輩的架子，並不以權威來
自居或武斷，如此珍惜后輩的參與，使我們可以成長，追上您的願景。
您的身段不高大，心胸卻是寬廣，可以盛載多元團隊的網絡，視野總是遠大，
從神領受開拓的靈感，以異象主導事工的運作，成就和而不同的各方面需求。
去年10月您知道我的引退讓賢在即，忙得不可
開交，進入善終的您竟來電郵鼓勵，叮嚀我要保重
健康並心情常樂。如此的師友是畢生難忘，只有用
您的近期座右銘，激活未來的歲月。
“船被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
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如何再創高峰：脫離高峰成果的安逸享受，再入低谷接受從零的挑戰。”

加拿大＠王乃基牧師（華傳國際董事）

林安國牧師，完成了神呼召他在地上的託付，帶著美好的事奉果效，
進入榮耀的國度。
我們在華傳差會有同工的機會，看見他的宣教心、宣教情，實在敬佩！他不
單是當今華人教會推動普世宣教的專才，更是在宣教領域的尖兵。他先有在印尼
作前綫宣教士親身的經驗，又有宣教理論上的研究；他在富樂神學院獲宣教學博
士，又有在加拿大愛民頓牧會的寶貴經驗。他理論與實踐經驗結合，帶進教會，
推動教會投身普世宣教。他累積各方面的理念、經歷和教導，創立華人教會的差會。
數十年來，他奮身力行，在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舞台上，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懷念他，華人教會絕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加拿大＠麥振榮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董事會主席)
緬懷林安國牧師 1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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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林牧師安息主懷，願神的安
慰臨到師母與家人。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
住了……”林牧師必得那永不朽壞的榮
耀冠冕！

加拿大＠梁劍雄弟兄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懷念林安國牧師，一位華人教會普
世差傳的時代先知，影響我個人在1990
年代神學院接受裝備時宣教學上的領
悟。從教學培訓到宣教實踐，林牧師都
表現出非凡的創意，倡導華人教會是普
世宣教的橋樑，亦正符合世界華福，作
為普世華人教會“僕人、先知、橋樑”
的角色，聯繫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盡
心盡力完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真理不變，但傳福音差傳方法可以更新而
變化。願我輩華人教牧及宣教同工，以林
安國牧師為侍奉榜樣，竭誠盡忠為主。

加拿大＠譚文鈞牧師
（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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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悉林牧師已安息主懷,息了地上
的勞苦,病痛再也不能纏繞他。只是我
們深感哀悼,要待天家才可再見了！他
是華人教會宣教先鋒，下許多的嘉言
懿行。他雖然死了，仍繼續說話，求
主安慰師母及家人。

加拿大＠馬英傑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

林安國牧師一生致力喚醒華人信
徒，務必以神國為念，突破狹隘的家
族、民族、種族觀念，衝破宗派、門
戶的封閉籓籬。他藉著文字出版、傳
道奮興、教學力行，推動普世宣教。
他的生命不獨影響了這一代的華人信
徒，薪火傳承，讓華人信徒能繼承西
方宣教士的心志，廣傳福音，迎候主
耶蘇基督的再來。

加拿大＠區應毓牧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

一封慰函
暨全家族：
主内林许佩珠师母

求主亲自安慰
你们全家人祷告，
为
们
我
，
怀
主
息
安
创始成终
令夫君林安国牧师
，仰望为我们信心
天
望
目
举
们
我
让
别时刻，
年如一
扶持你们。在这特
人差传事工，数十
华
世
普
于
身
献
您
牧师生前和
，到处鼓励华人
的主耶稣。想到林
差会，更着书立书
立
设
、
教
宣
化
文
跨
可磨灭的贡
日，不但亲身从事
华人宣教运动有不
世
普
代
近
对
，
工
宣教事
教会和基督徒参与
感动。
献。我们心中深深
里面而
：从今以后，在主
下
写
要
你
“
：
说
得神的话
在这时刻让我们记
，做工的果效
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他
，
的
是
“
：
说
圣灵
死的人有福了！”
启示录14：13）
也随着他们。”（
信我。
；你们信神，也当
愁
忧
要
不
里
心
们
说：“你
我们的主耶稣也曾
们了。我去原是
，我就早已告诉你
有
没
是
若
；
处
住
多
接你们到我那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
了地方，就必再来
备
预
们
你
为
去
若
。我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音14：1-3）
那里。”（约翰福
在
也
们
你
叫
，
里
里去，我在哪
回天家
救主，亲自来接他
的
生
一
他
养
牧
是
所爱、也
是的，是那一位他
7：17）
养他。（参启示录
牧
在
续
继
羊
羔
的
座中
安息主怀，而且宝
而得安慰。
惟愿我们因主的话

正道福音神学院
董事长干首书
院长林国亮
荣誉院长刘富理
暨全体同仁敬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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