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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2 日程(第一梯隊) 
9:40成都辦公室出發 

19:30到達昭通市，距離彝良 60 公里 

21:45當地的王弟兄碰面討論災區概況及勘災工作內容。 

從當地的王弟兄得到的彝良災點的具體狀況： 

官方設置的安置點一共有 3 個，在毛坪鄉及通往洛澤河鎮

公路兩邊設置了 2個點，另在彝良縣城，設置了１個點。 

10 日縣城人民醫院一樓的安置點遭泥石流沖毀，洪水淹至

醫院一樓，全部災民撤至醫院的 2 樓，次日早晨洪水已退，安

置居民分散在醫院和廣場。 

警方在毛坪通往洛澤河鎮的出入口設有關卡，管制人員及

車輛的進出。因此，在管制區內的居民，目前受災狀況仍然不

明，但具體情況，仍需等待官方開放管制後，才能瞭解。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2 日程

(第一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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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災區為高縱深的峽谷地形，主要的救援工作都只是在

交通要道兩旁，山區由於連日大雨，部隊及救災人員均無法上

山，估計山區仍有許多居民待援。 

目前初估，僅教會內部需要安置的弟兄姐妹約達 3-4000

人，其中９０％為苗族，除政府設立的安置點外，大多弟兄姐

妹不是暫居路邊，就是在村上提供的空地上，搭設簡易蓬架。 

目前待安置的居民需要：藥品（感冒藥）、帳篷、衣物、食

物、米、油、麵包。 

少數居民仍無法取得飲用水，或是煮熱食的工具，暫時以

烤土豆為食，將盡速與當地同工先行處理。 

災區所有需要的物資在昭通都可以購買得到，弟兄姐妹每

天自昭通購買物資送進災區，唯山區受困的居民，無法下山取

得，物資亦無法送達；帳篷自昆明購買出貨至昭通盡需一天時

間，但運送至山區需要的地區是一大難題。 

預計明天早上 8 點出發至災區。昭通至彝良的道路基本暢

通，有一些小的道路塌方。全程 60公里。 

明日與另外一位弟兄去幾個點開車及徒步勘察，發放物

資，介紹同工帶我們去縣城看看，於明晚安排時間 討論後天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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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3 日程 
7:00早禱 

7:30早餐 

9:15與昭通出發至彝良（同王弟兄發放物資） 

10:19 於省道銅礦 1 公里處發放第一批物資，在省道往山

裡 2 公里的大苗寨及包包苗寨，住戶有 140 多戶。 

10:32與松林發放第 2批物資，發放範圍是洛澤河大寨村，

大概有 36 戶，大寨村已被政府安置到田良社。也從

當地的村民口中得到在 9.13 日淩晨 5 點鐘時候發生

3級地震。早上也有餘震。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3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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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至福丘村發放第三組物資，發放範圍是樹木科(寨

名)，當地的村民說此村房屋幾乎全部倒塌，100 戶

的居民都安置在小學裡面，有一間教會倒塌。村民衣

物及食物方面基本都還能維持。在沿途馬路邊上有一

些小小的落石，和滑坡。 

11:48 到達毛坪與彝良的大橋的交匯處等待同工來接我們

進入關地坪（因為政府交通管制） 

12:04發放第 4組物資，發放範圍關地坪，有 83戶 120 人，

全部都是教會的弟兄姊妹。關地坪教會設有 2 個分

會，一個在安家岩有 20戶大概兩個小時的路程，一

個在大水井 15戶人家大概一個小時的路程。 

- 6 - 



- 7 - 

12:26發放第五組物資發放至毛坪村教會培訓班。 

13:55彝良吃中餐。 

15:10至彝良羅炳輝廣場最大的安置點，安置 120頂帳篷 3

組板房 和當地的居民瞭解 大概每頂帳篷住 3 戶。

分別安置的是，毛坪、彝河、洛澤河三個災區點。

安置點政府也會配置至免費藥品可以去領，但是都

是定量的。在安置點白天也會有學生志願者幫忙服

務，大概 50 多個。（中學以上）總體上安置點災民

的狀況都還不錯。 

當地的學生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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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至第二個安置點彝良縣人民醫院。 

16:40去到當地的同工家去瞭解情況， 

18:50在當地的同工家吃飯。 

20:00彝良趕回昭通住宿。 

從當地同工侯弟兄得到的彝良教會狀況：： 

彝良縣總人口為 57萬人，教會 75 間，信徒兩萬四千多人，

分佈在縣境３個鎮、１２個鄉。苗族居民多數居住分佈在海拔

2000米以上，山勢陡峭，地土貧瘠，物產單一，氣候寒冷，苗

族在當地社會上是弱勢群體，而基督徒人口又以苗族為主要族

群。 

彝良是伯格裡牧師建立教會的最後一個縣  建立了22個教

會，包括醫院學校。 

災情狀況： 

教會弟兄姊妹遇難的有 10 位，受傷的 26 位，輕傷者均已

出院。 

教會禮拜堂倒塌（全倒）三個，危房（半倒）26個，都已

經不堪使用。 

教會弟兄姐妹在住房及財務受損的情形上，較整體評估為

重，主因為教會中的人群都是居住在高海拔的苗寨中，資源較

貧瘠，房屋結構不佳，大多為土胚房或自行搭建的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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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侯弟兄表示，災區居民的安置和未來的重建，政府一定

會給予適當的安排和協助，但由於當地居民的經濟水準極為不

佳，在重建期將會有許多居民陷入一定的生活困境，期盼各地

教會弟兄姐妹能看見需要，給予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此外，政府重建項目中，以居民安置的房舍為主，但在地

震中震毀的教堂，勢必無法重建恢復，並盼各地弟兄姐妹一同

紀念。 

目前教會僅有 3-4 位可以一起的做探訪工作的同工。但是

沒有資源及財務上的支持。 

需要： 

由於片區面積廣大，交通費用和探訪的支持缺乏。 

地方上的資料和資訊需要傳遞出去，對外也需要聯絡的視

窗，但同工文化水準較低，無法承擔。 

明日預定工作： 

已聯繫洛澤河鎮一名當地的教會同工，嘗試進入管制區

域，深入瞭解當地災情，但由於毛坪通往洛澤河鎮的道路，落

石和坍坊不斷，已有多輛解放軍車輛被落石砸損，也有多人受

傷，故明日行程仍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 9 - 



- 10 -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5 日程 
7:00晨禱敬拜 

8:15早餐 

9:08昭通至彝良 

今日團隊工作分為兩組── 

A 組：文子＆小靜  主要工作：彝良縣府收集資料，並與其

他公益團隊聯結。 

B 組：張贏＆楊亮  主要工作：協作明珠團隊運送物資，並

探望當地帳蓬小學及教會。 

10:30 省道 S201 通往彝良的一段路在 9 月 14 日淩晨 2 點

鐘發生了山體塌方，軍方在清理路面障礙，堵車 10分鐘。 

 

11:15在洛澤河大酒店門口與協作團隊會合，將物資送至虎

丘村安置點。 

11:40將物資上車出發，AB組分組進行工作。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5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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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至縣政府中心安置點及縣府辦公室 

在政府與數個民間應急救援機構接觸，參觀其聯合工作

站：壹加壹、華夏基金會、在路上公益群、廣東獅子會、成都

ＮＧＯ培育園、愛 100 等，並在其志願者接待中心用餐，瞭解

相關訊息。 

其間，與壹加壹應急救援中心主任張炳鉤談及該機構在彝

良災區的工作要項，其主旨是在於服務志願者，並建立一個聯

結眾多公益機構的資訊共用平臺，協調物資、人力、車輛、及

災區各資源的調配。 

毛坪鄉的中學老師郭勇表示，全縣 22所學校 5所高中，在

地震中多數校舍受損，部份學校校舍倒塌，目前災區學校立即

性的需要是板房教室及上課用的課桌椅。當提及未來中期重

建，學校的教學支教及圖書資源等議題，郭老師稱，全縣小學

無任何一所學校有圖書室，甚至許多小學在震前，是連課桌椅

都沒有的；部份初中以上學校，校內設有圖書室，但圖書資源

缺乏，甚至僅為上層單位檢查而設立。 

據縣內統計，目前安置點對板房的需求約為 22萬平米，而

目前民間組織中，僅廣東獅子會有參與板房的捐助，壹基金捐

助了部份山區學校的板房，需求缺口極大。 

下午，到紅十字會藍天救援隊拜訪，瞭解重災區救援情況

及物資發放情況，負責人張勇（遠山）表示，目前救援工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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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在做物資的運輸和分發工作，預計 1 個禮拜後會撤離，

目前洛澤河鎮的龍安小學現缺 6 頂帳篷，其他三所小學缺少支

教老師。 

一些救災團隊一致認為：其實這次的地震意義扶貧更甚於

救災，因為彝良地區本來就是一個偏遠貧困的縣城，更別說那

些偏遠的山區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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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到洛澤河鎮虎丘村 

到虎丘村政府安置點運送一批週一複課所需的物資，虎丘

村已設有一個帳篷小學，現已有五頂帳蓬，預計設置六頂，1-6

年級各一頂，目前已招收一百多個學生，老師的部份，只有兩

位深圳的志願者該帳蓬小學支教，師資匱乏。 

隨後訪視了安置點，瞭解安置點物資及安置狀況，該安置

點安置了約 1000人，近 100 頂帳篷，主要安置道路兩旁兩個寨

子的村民，銅廠及大寨，其主要居民為漢族，並非苗族。 

16:16回昭通 

17:10省道 S201官方在清理路障堵車 20分鐘。 

18:40回到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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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8 日程 

7:15早禱 

8:00昭通出發至官地坪 

9:20往官地坪路上，由當地的梁斌弟兄帶路 

9:58至官地坪，當地的教牧汪老師接待我們 

路況:道路都是泥巴路，山上有滑坡車子開到一半被滑坡擋

住了，梁弟兄帶我們走路上去。 

 

住戶狀況： 

汪教牧述說：全村 83戶人家，房屋有一部分倒塌，其餘的

都裂縫成為危房，地震之後政府發給村上 30頂帳篷，每個人 1

斤 7 兩大米，泡面及礦泉水。 

山上幾乎沒有什麼平地，如果蓋板房，寨子旁有一片玉米

田，大約有 200個平方,也許是唯一可以蓋板房的地方。汪教牧

聽說房屋完全倒塌的村民，每戶將會補助 3萬元。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9.18 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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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問題： 

當地的水是用鋼管從三公里外的彝河接下來的，是幾年前

當地煤礦公司接上來的。地震的時候被滾下來的大石頭砸斷

了，現在喝水要去山上背水。其他洗漱衣物，牲畜吃的就是用

房頂上接下的雨水。關於水源大概得等到彝河的公路修通以後

才會修復。電力在地震後 4 天，洛澤河鎮的供電所就通知各村

各寨自己自己搭明線，目前電力無虞。 

經濟狀況： 

由於地處河谷，而且也已經退耕還林 10年了，可開發的地

土較少，但是退耕還林的補助已有 6 年沒有發放了。一年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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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物玉米，平均每家每年最多只能產 1000 多斤。雖然煤礦產

業豐富（當地的煤礦已有 100多年了），但煤炭公司大都是外地

的老闆在做。且煤炭也很貴，當地的也買不起。一些年輕人就

會到外面打工，人口外流問題也大。 

教會狀況： 

信徒有 83戶，平時聚會有 100多人。春節時會有 200 多人，

官地坪有兩個支會，一個是安家崖，一個是大水井。汪教牧說

教會的物資也很及時，地震之後 2-3 天就到了，之後也不斷的

有教會的弟兄姐妹來探訪，所以當地的村民很感動，包括不信

的。(目前此村很少有外界團體單位進入,所以資源關懷等都較

少) 

居民難處： 

玉米的收割和存放（玉米已經成熟了，但是不知道收在哪，

玉米收回來就得炕幹，因為是雨季玉米就會長芽，但已沒有炕

房）。 

飲水的問題（關於水源大概得等到彝河的公路修通以後才

會接過來，但是公路修通不知道到什麼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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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廬茅寨 

由於地處馬路邊上，政府安置的都很好，物資也不缺，水

電也都通。生活水源都沒問題。 

房屋倒塌狀況：房屋基本上沒有倒塌的，只是開裂。但是

附近的大苗寨倒了 18家，小苗寨倒了 3家 

廬茅寨住戶：40戶其中 26 戶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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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至三塘地 

住戶教會基本狀況都還好，房子只是有小小的開裂。 

14:20回昭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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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合成的繩子 

 

三三股股合合成成

的的繩繩子子－ 屏山堂謝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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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94仍便已經參加新界神召會的差傳事工了。轉瞬間便已

踏入了十七個年頭，如果說「人生還有幾多個十年」的話，我……

起碼過了一個十年以上。但是仍否有另一個十年呢﹖我不知

道﹗只有天父上帝明白。當然，沒有祂的允許，我決不擅離職

守。 

這些年間，一共去了很多地方，包括白坭、赤坭、英德、

蘆苞、西南、三水、清遠、大灣、雞蓬、白灣、浛光、沙口、

工村、雲嶺、英紅、廣寧、樂昌、中和、大洞、翁源及橫石水

等。我唯一沒有參與的地點便只有陽山了。為何差傳委員會會

選擇這些地點去服侍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部份地區便是教會

創辦人李希望教士及潘慈惠牧師生前在國內留下佳美腳蹤的地

方﹗由她們開始，我們便發展了差傳事工。當然，部份地方己

經不去探訪了﹗為何不去﹖原因只有三個: (1) 該區教會不論

在靈命及資源上均足以自立，這是我最想見到的﹔(2) 教會腐

敗導致信徒減少及失落空，這是我最感心痛的及(3) 我們教會

因資源缺乏而沒法支援內地教會。我們真是缺乏資源嗎﹖如果

是的話又是甚麼原因造成﹖這方面…我想我也要向 神悔改﹗ 

我們雖然不定時探訪內地教會，間中亦有安排訓練給他

們，希望他們可以在信仰上扎根，成為教會的中堅份子。可惜, 

門訓這方面我們碓有不足的地方。真是應驗了聖經裡的一句

話，就是「莊稼多，但作工的工人太少。」今年七月，我們探

訪沙口教會時，有一位曾是教會義工的姊妹因家翁及丈夫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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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沒有返教會兩年多，他們要求她為祖先燒香，期間她開始

接觸一些民間宗教，漸漸離開 神。感恩的是，因著教會姊姊的

關心，她也願意重新去倚靠 神，希望我們為她的信心禱告。根

據不穩﹗這真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另外，當探訪一位在政府

機關工作的女子時，她因著工作關係不能去教會，便對我們說

沒有辦法信主，難道能夠去到教會的才可以信主嗎﹖能夠返教

會是否真是代表是信耶穌﹗於是我們便鼓勵她，向她傳福音，

感謝主﹗她願意信主，我為她作決志祈禱並求 神為她開門，讓

她可以有教會生活。內地的福音需要很大，在一片「反國內同

胞侵略」聲中，你聽到 神給你的另一個聲音嗎﹖  

新界神召會雖不是一間很俱規模的大教會，但它流著一些

很值得我們珍惜的傳統，就是一直都關注國內的福音事工，希

望這一個傳統不要在我們的一代消失，或者是被淡化，只要我

們各個堂會互相合作，順服 神的引導為福音工作努力，相信神

必保守我們為祂所作的工，整如聖經所說的「三股合成的繩子

是不易折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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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7月，是我信主後第二次到沙口差傳。 

對上一次到沙口，應該是四年前的事了。 回想當年是我

第一次參加差傳，記憶仍然深刻，忘不了沙口弟兄姊妹對主耶

穌那份單純全然的信靠，熱切渴求的心及祈禱的火；加上在途

中，新界神召會三堂弟兄姊妹的互相關懷、照應及分享，令當

年剛於３月份才接受浸禮的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愛及那份真實。 

今次再到沙口，能與屏山堂天信組大部份組員一同出發，

確是一件美事。 當天原本預計大約下午２時可以到達沙口聚

會點，來得及參加他們星期六下午崇拜聚會末段，惜最後一段

2012 年 7 月沙口差傳後記 22001122年年 77月月沙沙口口

差差傳傳後後記記    － 屏山堂李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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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只需 15 分鐘行車的路程，因車路太爛，實際用了 45 分鐘才

走完，到達沙口教會時，聚會剛完，錯過了聚會，有些兒遺憾。   

在我們吃過沙口弟兄姊姊為我們預備的簡單午餐後，就分

組進行探訪。 每組由一位當地的兄姊帶路，主要是探訪恆常在

沙口教會聚會的長者家庭。  透過家訪及禱告，感受到主的大

愛把我們連結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點後，就到農村進行探訪。  今次到

訪的農村及鄰近幾戶人家，剛巧都是我四年前探望過的。 我對

該農村的外貌、屋內的陳設及各弟兄姊姊，都有一種說不出的

熟識及親切感。 雖然，他們認不得我了，我卻清楚記得其中幾

位姊妹的容貌，真是主奇妙的安排，好讓我在四年之後再一次

有機會服侍這些家庭，彼此分享及祈禱後，一齊享用姊妹們親

手為我們燒菜的午飯，真是感恩。 

沙口的張傳道也向我們介紹了新堂的建築快將完成，座落

於現在聚會點附近， 我們一齊徒步都去看過了，是一座大概四

層高的建築物，從遠處就看到十字架，預計本年十月底就可以

在新堂聚會了，讚美主。 

這次沙口差傳給我最大的感受是神的愛把我們召聚在一

起，我們懂得去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經上說，神就是愛，

讓我們新畀神召會各堂弟兄姊妹攜手同心來擴展神的國，使更

多人得著救恩，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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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神，喜樂地可以有機會參加屏山神召會（新界神召

會屏山堂）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沙口短宣，當日帶著一份戰兢的

心，來體驗和學習當地村民信仰需要和彼此關心，也可向蔡太

夫婦（蔡家銳夫婦）和資深弟兄學習一些與村民相交的方法（因

安排探訪關係，我們是一組的）。 

短宣感言 短短宣宣感感言言    － 屏山堂黃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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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們一組共探訪了數個家庭，其中一個年近八十幾歲

姊姊妹婆婆告訴我說：有一次她往返家與教會之間的山路時，

天空很快就下一場雨，她就禱告 神說：「求主可以使我快些回

家。」 神是聽禱告的，就這樣避過一場雨了。因為婆婆去教

會時要超過一小時的山路，同時腳有問題行走得慢，她依然是

仰望 神。 

這兩天的交往給我看到的，婆婆的單純信靠主，單純地與

弟兄姊妹相交，我就想起耶穌說：「讓這小孩到我這裏來，因天

國正是這樣的人進來的。」 

論到差傳的問題，我知道 神在我命裏確有使命。不單是

我，所有信靠跟從主腳踪的人都確實有使命，因聖經說：「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二十八：19)（這個你

們是我和你的意思。）原來這就是主的心意。作門徒是起點，

作師傅是終點（這個終點不是叫我們停下來），因為一生的事奉

也是起點，也是終點。因經上說：「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

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提前二：

7）保羅先作師傅，後幫助信主的門徒作師傅。「保羅說：你們

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1）這個你們是

指著所有信主的門徒（包括我和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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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先揀選有心志的，稱他們作門徒（是學生跟老師學習

的意思）。後栽培他們成為有屬靈生命質素的稱他們為使徒。「到

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

為使徒。」（路六：13）使徒是指有使命，奉神差派的意思。 

我們該效法基督。耶穌是栽培門徒作師傅的，因經上說：「我

們當效法基督。」 

(羅十五：5)但因各人工場不同，環境不同，但心志卻是一

樣的。作教導的，作師傅的，雖然屬靈身份地位上是作師傅，

但在屬靈生命上師傅只有一個，就是基督。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

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上帝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

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帖前二：7-8) 

作師傅的，作教導的，就以父母愛兒子的心腸去引導他，

亦以兒子愛父母的心相待，這就是作師傅的意義了。 

我雖有這盼望，但我甚是軟弱，甚麼都不能作，求你們也

為我代禱，或者在基督裏也可趕得上與你們一些深愛主的弟

兄，一同追求主的愛！ 

和你們一起努力的 

主內弟兄 

黃堂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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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

2011-2012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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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愛心行

動專戶)2011-2012財政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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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在中國                 元朗堂謝玉玲 

從「我」轉向「神」 

為自己拓寬視野是加入差傳行列的重要因素，期望在踏出

去的學習中，讓自己更成長、更成熟、更能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在這四年裡，我曾參與探訪廣東省的教會；到過四川去了解合

作伙伴的運作；遠赴清海省玉樹縣視察與其他機構合作的可行

性，這些走馬看花的差傳活動點滴，竟在不知不覺間，影響著

我對人對事的看法，讓我慢慢看到的焦點，不再是自己能否成

為更合神的心意的人，而是看到祂在不同時代、環境、不同的

人身上那奇妙的作為呢！ 

福音傳入中國 

今年七、八月間我以一種新的角度，重看「神國俠侶」與

「宋尚節傳」這兩本書。我拿著中國地圖，仔細的跟宋尚節與

趙麥加、何恩證等人走遍神州大地。我留意到在他/她們以前的

時期（在 20世紀初），基督徒的蹤跡已佈滿了中國不同的省份。

再看看中國近代的歷史，自馬禮遜於 1807年來華後，神透過種

種不同的國際政治因素，為中國打開福音的門，被差來華宣教

的西方宣教士，在這百多年間前仆後繼的湧到中國，神用他/

她們獻上給神的血與淚，在中國遍地撒下福音的道種，更孕育

出很多很出色的本土福音勇士。當一群本土的福音勇士被孕育

出後，西方的宣教士又因中國政局的改變，在 20世紀的三、四

十年代陸續撤出中國。宋尚節博士就是當時其中一位本土福音

神愛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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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的表表者，他在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那時中國正處於

內憂外患，局勢最不穩定的情況下，他把在美國學術上獲得成

就扔掉，高舉福音的旌旗，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以自己的生

命為主贏取靈魂，也為中國孕育出新一代的福音勇士。 

福音向西傳 

當時受宋尚節博士影響的何恩證、趙麥加等人，承接這福

音的棒子，與多位西北聖經學院的畢業生從神領受異象──「朝

西！把福音由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傳出去，一直傳

向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阿拉伯等伊斯蘭地區，直到耶路撒

冷！」，他們組成以馬可牧師為首的遍傳福音團，把福音向中國

邊疆傳去。當時除了遍傳福音團外，還有以張谷泉牧師為首的

西北靈工團也領受同樣的異象，這些人於 1946 年先後陸續抵達

新疆，把福音散向南疆及北疆等地。可惜把福音向西傳這段用

血與淚編織成的歷史，只維持了幾年，自五十年代中國各省禁

止所有宗教活動後，他們在新疆所建立的教會，也隨著政局的

改變而關閉了。然而，八十年代，政局又有了變化，新疆的教

會也像中國其他省份的教會一樣，紛紛被覆建起來，這些曾經

靜止下來的生命，就像埋在泥土下的種子般，一遇上生機，又

再次發出新的枝葉，朝向西方的耶路撒冷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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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西北之新疆的最西面，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

此乃政府建造給塔縣人民廣場。新疆塔縣離新疆喀什約 7-8 小

時車程。 

何恩證在新疆喀什的農場(小部份)，編者攝於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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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新疆塔什庫爾干大牧場。 

(右)鄧牧師夫婦正與喀什農場主人交談。 

塔縣西面緊貼為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這

是「傳福音回耶路撒冷」的重要地土/戰略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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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中國 

神州傳播協會制作的「彼岸」特輯，一共九集講述有關中

國人在國外與基督相遇的感人故事，在最後的一集「告別故土」

的最後一節，神向中國人展示一幅感人、壯麗的圖畫。在 2008

年 12月 7日下午二時，正是中國早上五時，有三百多位在國外

信了主、並獻身成為傳道人的中國學者，迎著凜冽的寒風來到

美國西岸太平洋的灘頭，遙望西邊盡頭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為

中國神州大地迫害流淚禱告，神聽著祂兒女們痛切肺腑的禱

告，向他們露出笑臉，在正前方遼闊的海面上，陽光突然衝破

烏雲，在神州大地所在的方向，霞光裂天而降，神向他們展示

出祂愛中國的笑臉！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中國人承接傳福音最後一棒，把福音的棒子傳經中國的

大西北、經過伊斯蘭教的大本營，直奔向耶路撒冷，使福音的

光環繞遍整個地球一圈。」，這樣的領受是否正確我不知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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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主耶穌向門徒發出的命令，至於祂用甚麼人、以何種的方式、

透過怎樣的途徑把福音傳到地極，全在祂的主權與設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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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音傳入中國這二百年的歷史中，祂讓我看見祂是掌管

歷史、政局、人心的主，祂按祂自己的定意創造世界，並繼續

維持世界的運作來彰顯祂的榮耀！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

樣定意，必照樣成立。」(賽 14：24) 

 

 

 

編者按： 

從個人到歷史，歷史見証應許，應許源於異象， 

異象帶來挑戰，挑戰等待回應，回應實踏負擔， 

負擔建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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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10.2-6 日程(第二梯隊) 

曹主任帶領第二批團隊核心同工一行等六人，於 10 月 2

日早上六點由成都出發至雲南彝良災區，約於下午四點多抵達

昭通，並與當地傳道王弟兄會面談話，隨後又前往震央所在地

--彝良縣城。晚上與當地傳道同工侯弟兄詳談賑災情況，並進

一步安排隔天到山區苗寨探訪!! 

10月 3日八點半集合出發至苗寨，當天一早是雨天，知去

苗寨的路況會不盡理想，但我們仍努力克服困難前往山區苗

寨！ 

車上載著一些物資，也帶著一些裝備，前往橋山鄉和平村，

路況不是很好，甚至有落石，但這似乎是地震災後雨天會遇見

的狀況，嚴重情況則會有山體滑坡。彝良縣城周圍的山區苗寨

也是無法避免此情況啊!於是我們遇蹈落石山體滑坡路段，是需

要邊注意落石邊搬移石塊，然後繼續往前進!! 

雲南彝良地震賑災 10.2-6

日程(第二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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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多處的苗寨是無法開車到達，須步行一段路。 

到達山區苗寨後，約再步行一段泥巴路才可到達村寨! 

在村寨中，看到房子多為倒塌，也都搭起帳棚；我們一行

人進入寨中關心及瞭解山區內居民的災情，也拜訪當地的教

會，並參與他們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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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前他們以傳統樂器—手風琴，傳統”歡迎習俗—列隊”接

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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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後也與當地教會同工談話及瞭解他們的需要及景況，

曹主任更是與彝良縣城教會的侯弟兄就災區需要及情況深入探

討及瞭解!!  

當中也瞭解山區內的苗寨約有三十多間的教會受損，其中

有三間全倒；苗寨居民生活非常貧困，一年所得約人民幣一千

元；兒童黑戶及受教育問題；婦女大多數仍是傳統又保守，多

是說苗語及穿傳統苗族衣服；雖大多數是基督徒，但教會景況

荒涼，信徒無法得著造就，教會年輕傳道人需要被建造及鼓勵。

彝良地震災情雖不是極為嚴重，但卻震出許多問題，原貧困的

地區，更是呈現出當地的需要及被關懷!! 

10 月 4日彝良縣城龍海鄉鎮何村發生山體滑坡，山下小學

被掩埋，造成 18 小學生及一村民遇難，當時我們團隊正好也在

彝良，聽到此消息都令人感傷，當時更是有許多小學衣物鞋子

都被沖掉，所以我們也緊急連結昭通昆明等地的相關資源，送

衣服及鞋子物資至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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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如今仍是有男尊女俾的傳統觀念，且山區苗寨婦女多是不

識字，老一輩的更是只聽懂苗語!! 

苗族已婚婦女的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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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主任與四川同工在苗寨的教會中鼓勵教會的弟兄姊妹，

並也給教會一點關懷救助金，透過此地震可使當地教會同工也

能去關懷受災的特困家庭！ 

教會的同工被建造，相信會帶給當地的村上社會型態的改

變及經濟能力提升； 

期待未來資源及人力投入，可看到當地孩子未來的盼望及

教會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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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同工也去趟石門檻，此地方為一百多年前伯格理宣教

士付上代價建立第一間教會的所在地，當中他也建了醫院、學

校，對於苗族生活當中帶來極大福利，於生活中也蓋游泳池，

足球場等設施，甚至還創造了苗族的苗文文字，大大提升苗族

的文化及教育，讓我們深受感動及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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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同心建造 

雲南彝良震災愛心行動 

壹、 緣起 

2012年 9月 7 日 11時 19 分，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與貴州

省畢節地區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交界發生 5.7 級地震，震

源深度 14公里；12 時 16分，彝良縣又發生 5.6級地震，震源

深度 10 公里。至 2012年 9月 8日下午 2時，地震已經造成了

18.3 萬戶共計 74.4 萬人受災，因災死亡的人數 80 人，795 人

受傷，房屋倒塌約 7000 戶，嚴重受損超過 23000 戶，共計約

30000 間；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37.04 億元。2012 年 9

月 11 日淩晨，暴雨致彝良災區道路阻斷、城市供水中斷。10

月 4 日，彝良發生“10·4 昭通市彝良縣滑坡災害”造成 19人

死亡，近千人受災。 

當我們勘災團隊兩度評估後，看到大部分受災區域為苗

族，且當地受 20 世紀初來自英國的柏格理宣教士的影響甚深，

建立超過 80 間教會。目前教會全倒 3 間，受損超過 30 間；多

無正式聘任牧師，教會目前聚會型態因話語分享較少，常以詩

歌替代，信仰生活薄弱，常年貧困，導致多所缺乏。此次震災，

更加突顯原有的教會與社區問題，亟待進一步的整體重建。 

 

讓我們同心建造雲南彝

良震災愛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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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會範例            資料來源：彝良政府行政網 

地名 人口住戶 經濟收入 房屋倒塌狀
況 

教會狀況 

獻雞村
小寨 

90 戶 300
多人左右 

種植煙葉，玉
米等 
平均年收入
1000 多人民
幣 

10%的房屋倒
塌 90%的住戶
房子裂縫 

信徒 200 多人 
聚會 60 人 
教會有一些開裂 

官地坪
坪子組 

83 戶 200
多人左右 

種植玉米、馬
鈴薯 
平均年收入
1000 多人民
幣 

大約 50%倒塌 
50%開裂 

全寨子的都信主 
聚會人數 100 人
左右 
教會的房子裂縫 

樹木柯 141 戶 636
人 

種植玉米、馬
鈴薯 
平均年收入
不到 1000 人
民幣 

大約 70%倒塌 
30%開裂 

40 戶信主聚會 
教會倒塌（聚會點
是一個姊妹家） 

發路村
青樹林 

101 戶 400
多人口 

種植玉米、花
椒 
平均年收入
1000 人民幣 

大約 10%倒塌
90%開裂（採
煤率太高導
致地基下陷
開裂） 

100 多人聚會 
教會早在還沒地
震已倒塌現在弟
兄家聚會房子也
已開裂 

發達村
新寨組 

44 戶 200
多人口 

種植玉米、花
椒 
平均年收入
1000 多人民
幣 

大約 100%倒
塌開裂 

178 人聚會 
教會已完全倒塌 

盤河鄉
放馬壩 

100 多戶
苗族 2 個
組漢族 2
個組 

種植玉米、馬
鈴薯年收入
不到 1000 人
民幣 

大約 50%倒塌
50%輕微開裂 

不詳 

龍街鄉
鋁元村
拖姑梅
寨 

100 多戶
400 多人
口 

種植玉米、馬
鈴薯、煙葉 

大約 10%的房
子輕微開裂
受損 

不詳 

龍街鄉
鋁元村
小寨 

40 多戶 種植玉米馬
鈴薯等 

大約 10%的房
子輕微的開
裂 

30 幾戶信主 
教會開裂成為危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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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此次震災，讓我們看到原有的興旺教會，歷經許多景況而

荒涼，教牧人員亟待更新，信徒生活需要全面地恢復；加上原

有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衝擊，衍生幼兒保育、親職教育、衛生

保健、特困家庭關顧、教會重建等議題。 

今與當地教會取得聯繫，將以教會為主軸進行村寨的關顧

與救助，透過相關人員的能力建設，培育一批具備關懷與輔導

職能的工人進入村寨，成為活在他們當中，一起面對苦難的支

持者，並讓憂傷痛苦的心靈，找到平安的供應泉源。 

參、 服務規劃 

我們將透過實際的在地性長期服務，以彝良縣為主軸擴及

各相關災區，配合當地有意願配搭之教會，進行教會硬體重建

補助與村寨內的社區環境重建服務、特困家庭慰助與心靈重建

等服事，同時訓練與協導當地以工代賑人員，持續關懷需要幫

助之鄉親。 

邀請支持的教會團體，進行教會重建的認領，透過災後重

建的支持，深入瞭解重建的核心議題，建立長久陪同成長的夥

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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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時程 

預計自 2012年 11月起以兩年的時間，在彝良縣城設立災後

重建服務中心，幫助受災教會成立關懷小組，透過以工代賑形

式，興起當地教會關懷村寨中需要幫助的受災居民與特困群體。 

連結各支援教會團體，共同會勘受災地區教會困境，針對

地區性議題(如:教牧培訓、幼兒教育、成人識字等…)，進行資

源整合，提出適切方案，改善當前問題。 

伍、 經費預算 

每一有意願進行關懷服事的災區教會，重建需求包括三大

部分： 

一、 教堂重建補助：50,000元人民幣 

教會受災程度與修復規模不同，今以協力重建與補助

方式，支援每一教會 50,000 元人民幣，作為教堂重

建補助款。 

二、 事工執行費：144,000元人民幣 

依建置時程與人員的招募規劃預算： 

項目 數量 經費 附注 
人事費 1500×2 人×12個月×2年 

72,000 
生活補貼、保險、年
節賀禮 

行政費 1000 × 12個月×2年 
24,000 

村寨服務、交通、辦
公等費用 

後勤運作費 2000 × 12個月×2年 
48,000 

整體支持、訓練及後
勤運作費用分攤 

 二年，小計 144,000  

 

- 45 - 



- 46 - 

三、 村寨活動與弱勢家庭關懷經費：48,000 元人民幣 

項目 數量 經費 附注 
弱勢家庭關顧 100×10戶×12個月×2年 

24,000 
支持教會所在村
寨之關懷行動 

村寨活動協辦 3000 × 4次×2年 
24,000 

根據當地需求舉
辦社區活動 

 二年，小計 48,000  

 

在兩年中，每一受災的服務教會整體運用需求為： 

時程 教會硬體重

建補助 

事工執行費 村寨活動與弱勢

家庭關懷經費 

經費需

求 

第一年 50,000 72,000 24,000 146,000 

第二年  72,000 24,000 96,000 

小計 50,000 144,000 48,000 242,000 

總經費共需 242,000元人民幣 

陸、 預期效益 

透過輔導與關懷，深入服務對象核心信念，進而探討生命

議題。2 位當地工作人員持續在地性關懷工作，將落實由教會

進行的村寨心靈重建服務。 

整體計畫將以彝良縣為主軸擴及其他災區鄉鎮，將提供村

寨的實際服務，並深入瞭解災區真實需求，進行深度關懷的方

案規劃；同時透過專業師資，以督導與培訓角度，建立個案與

社區工作實務，協助工作人員社工專業之養成，成為具備專業

思維的社區服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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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團隊，可派遣短期服務團隊前往據點服務，鼓勵外

展事工與服務事工更多對話。同時透過連結與地區的持續深

耕，將引動其他教會的學習與參考，進而從彝良縣推廣至雲貴

等彝苗族群。 

柒、 後續跟進 

透過關心受助者家庭，將更瞭解村寨中之共同問題，進而

開發不同群體服務事工（如：兒童黑戶問題、青少年就學、婦

女親職成長、家暴議題、弱勢家庭關顧、技職訓練等）。 

由愛心行動連結全國在地的關懷組織所推薦，來自全國合

適工作人員給予訓練後，輔以社區組織工作與重災救助理念，

成為中國救助先遣團隊成員，預備成為大陸後續重大災難核心

服務人員。 

捌、 教會與機構參與方式 

此一工程需要各方協力一同完成，教會與機構可以參與方

式，有如建議： 

一、 支持教會重建：每一有意願進行關懷村寨的教會支

援 242,000 元人民幣，包括教堂重建補助、事工執

行費與村寨關懷與弱勢族群關顧經費等。 

二、 差派工人：我們需要對彝苗族群有負擔的同工，一

起同工同行。透過持續培訓與學習，成為此地後續

發展的駐地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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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差派短期服務隊：教會可安排義工群體，於假期進

駐相關村寨，關懷當地需求。 

四、 專業課程師資協助：邀請各地牧者與專業師資，成

為培訓資源，提供第一線同工靈命造就與專業知能

協助。 

 

 

 

 

 

 

 

提案人：曹聖和 

聯絡方式： jtsao1919@gmail.com 

內地：+86-1390-817-8297 臺灣：+886-929-0929-74 

香港：Alex Lau 94014236/53767644 

E-mail：alexllm@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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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樹災區平台 

2010 年 4 月地震後，「愛心行動」於災區建立的平台及第

三梯隊離開前所交托管理的當地合法非營利組織如今仍「健

在」。編者攝於 2012 年 10 月。 

青海省玉樹州 

流動醫療車尾部 

玉樹災區平台 

- 49 - 



- 50 - 

結果子在黑夜前... 

10月 4日 

Alex問 Daisy 女兒希文：「我剛到了西安，等一回再上機去西

寧。妳一切順利嗎？元朗堂有很多人很傷心，而妳媽早前才在

台上分享見證，又有短片，大家都好開心好欣賞。願主的平安

充滿妳家！(這七天不能用 Whatsapp 了） Alex」 

希文：「順利，剛才跟 Ben 通過電話。晚一點我們會去拿火葬紙，

明天應該可以 book 爐和場地了。」 

10月 5日 

Alex：「平安！妳 Book 了那個大堂做安息禮？容納幾多人及純

租地方的價錢？以每小時計嗎？我正在西寧機場準備去早年前

大地震的玉樹。當災難發生後，我們團隊便進到當地工作，都

是些社會關懷等課題，正如我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樣，災難

後續的工作是長遠的。願妳一家平安喜樂！Alex」 

希文：「book 了 xx 殯儀館孝思堂，容納 200 人左右，10 月 26 日晚

上安息禮拜。錢方面不用擔心。」 

10月 6日 

Alex：「Good! 那麼火葬禮？因我們元朗堂都會負責的。另外有

冇別的單位想協辨？聽黃天安牧師說像是有些單位想協辦。」 

希文：「火葬禮是 10 月 27 日早上，暫定葵涌火葬場。今天會去

book, 然後 confirm. 我媽媽近來常常去聖馬提亞堂，我也請了他們

協辦，這些我也有跟黃天安牧師，陳一華牧師，Ben 談過。聖馬

提亞堂的吳牧師也很樂意幫忙。」 

結果子在黑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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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好的。安息禮的主禮及慰勉兩部分，是由元朗堂負責的。

其它如禱告、讀經、獻詩、司琴、祝福等，可由其它協辦單位

負責，述史當然由家屬負責。另，火葬禮可全交給吳牧師等負

責，我們出席便可。我已跟 Ben說了，也讓妳知道。願一切順

利，多人因此蒙福，學會更珍惜眼前人，在黑夜來臨之先，能

先求主國和義，成為能結果子的枝子。Alex」 

希文：「謝謝 Alex！！」 

 

代禱事項： 

願中國成為一個能不住地差出更多宣教士的中國。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