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河靈糧堂支持之宣教機構與個人之資料及介紹 (March 2018)
中東
阿拉伯世界宣教團 Pioneers Ministries - AWM
阿拉伯世界宣教團 (AWM)是針對阿拉伯語系的國家傳福音的宣教機構，原名 NAM (North
Africa Mission)，成立於 1876 年。本是針對向北非的回教徒傳福音而創立，後擴展至向所
有回教地區傳揚福音。60 年代非洲各國相繼獨立，回教的政府關閉基督教堂，並驅逐宣教
士，因而轉為聖經廣播學校，即今 AWM 媒體事工，2010 年與 Pioneers 合併。本堂所支持
的宣教士原從事文字事工並傳播福音，自 2006 年開始協助當地教會訓練外展宣教的牧者，
重建關閉的教會，訓練貧苦家庭自力更生的技能，提供貧苦者醫療服務，老年人食物，及
飲水的供應，並培訓兒童主日學老師向兒童傳講基督的愛和救恩等等，目前他們還積極協
助阿拉伯語系各國的基督徒的門徒訓練工作，常往來於回教國家，經歷炎熱的沙漠氣候，
眾多的不同語言，但人心向福音的開放，使他們所付出的辛勞得到安慰。
Cross Media
Cross Media 是生命河靈糧堂於 2006 年開始支持的網路福音機構，他們傳福音的主要對象
是阿拉伯人。Yousef 牧師是一位在中東地區服事的阿拉伯牧者，基於對阿拉伯同胞的愛及
對阿拉伯人歸主的負擔，於 2003 年開始在網路上製作播出一系列的阿拉伯語廣播及網上
影音節目，內容涵蓋生活、教育、社會及基督教信仰與福音，多年來收看的人次不斷增加，
三年之間收聽的人次由 1 人增加至超過 10 萬人次，很多年輕人因為看他們的節目，才有
機會第一次聽聞福音，也有許多人願意將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Cross Media 不但用傳
播媒體宣揚福音，也在 2008 年成立了以阿拉伯人為主的教會, 2008 年新建的場地不但作聚
會之用，且成為多功能的宣教場所。之後他的師母辭去了多年護士的工作與 Yousef 牧師同
心事奉，關懷姐妹事工和參與聖經訓練等，他們對向阿拉伯同胞傳福音的心極其迫切，許
多人受到他們的感召，而認識了真神，求神繼續祝福他們的擺上和事工。
基督徒以色列之友

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 (CFI)

美國宣教士Ray& Sharon Sanders 本著對猶太人及以色列的愛，遷居以色列。 並於1985年
在以色列創立了基督徒以色列之友 (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CFI)，在過去29年來藉著慈
善事工向以色列的猶太人傳福音，並教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明白教會和以色列在預言與
屬靈上的聯結，進而體會神對以色列的心意及末世教會對以色列的責任。他們在以色列境
內藉由各項慈惠事工服事由世界各地回歸的以色列餘民、及希特勒大屠殺中的倖存猶太
人。他們也服事貧困的猶太人社區，以色列軍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及家屬及在以色列境
內的各個基督教會，而他們為以色列每個城鎮代禱的事工 (Project Wall of Prayer) 幫助100
多個國家的基督徒，每天以9種語言為1800個以色列的城鎮代禱。生命河於1996年開始支
持CFI的事工。
迦密山敬拜中心

Kehilat HaCarmel

從美國回到以色列定居的 David Davis (戴維斯)牧師夫婦及 Peter Tsukahira(彼得塚平)牧師

夫婦，於 1991 年在以色列海法市 (Haifa) 的迦密山上成立了「迦密山敬拜中心」。他們基
於以弗所書 2:15 中「新造的人」的教導， 立志建立一個在主裡和好、彼此關懷、信心服
事的群體，也開始集合了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其他外邦的基督徒一同聚會。並在海法市的
市區內設有少年改造中心，幫助一些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走在正路上，每週固定有敬拜、禱
告、青少年聚會及主日學，並有希伯來語、英語、俄語及阿拉伯語的教導。他們還設有婦
女收容所，幫助從俄國、衣索匹亞等各國回歸之猶太難民的婦女們，並固定為當地需要的
家庭分送食物及衣服。該敬拜中心內並設有事奉學校，裝備當地和海外前往學習的信徒
們，能更了解神對以色列民及地土的心意，並耶穌基督(彌賽亞)的教導和榜樣等。
萬國逐家佈道團 – 伊拉克

Every Home for Christ (EHC-Iraq)

萬國逐家佈道團 (EHC) 60 多年來以逐家逐戶分發福音單張為主要的傳福音方式，近年來
在敏感的回教國家則遇到許多危險。在伊拉克的事工除了逐戶發單張的傳福音方式外，並
對有意獻身服事的基督徒作進一步的門徒訓練，進而在各處作宣教、植堂的工作。目前在
伊國有一群基督徒有積極的意願向他們的鄰居、朋友傳福音，配合當地的教會領袖都可成
為 EHC 在伊拉克事工的夥伴。負責該事工的弟兄自十四歲受洗，不久就加入宣教的行列，
並成為該地教會裡青少年的領袖同工，後來感受到神對他的呼召與 EHC 的異象很相近，
便加入 EHC 的服事，極希望與當地的基督徒同工，並裝備他們，使伊拉克的每家每戶都
能認識耶穌基督，且得聽福音。
Kardelen Mercy Team - 土耳其

Kardelen Mercy Team – Turkey

宣教士 Norita 與夫婿 Ken 加入青年使命團(YWAM)在歐洲的宣教事工已三十多年，在二十
五年前因著職場而進入土耳其，並開始接觸和服事當地殘障及弱智的孤兒及這弱勢族群，
以實際的恩慈行動服事他們，並傳揚主愛和福音的真理給他們所接觸的人。極富愛心的
Norita 專注於服事殘障及弱智孤兒們，當孤兒們在乏人關心照料，污穢沒有清理的景況下，
Norita 以愛心和她的同工們耐心照料孩子們，Norita 並與有同樣負擔的宣教士們成立了
Friends of Kardelen Ministry 事工，積極的幫助貧窮殘障的兒童及他們的家庭，在醫療，照
顧及輪椅上的需要，在土耳其傳福音常受到極大的逼迫，雖然艱難，但他們卻靠著神的恩
典和能力，憑著信心和愛心為福音擺上自己，神也重用這對夫婦及一群忠心僕人在回教世
界撒下福音的種子，為耶穌基督的愛，甘心成為僕人服事需要卻被忽略的一群，Norita 為
這些孩子們全心擺上卻忽略了自己的健康，2014 年一月底她在感染上感冒後引發了其他病
症，因心臟病歸回天家。2016 年 Ken Erickson 回到 Friends of Kardelen Ministry 事工繼續服
事，我們也特別為 Ken 和他的家人，在 Friends of Kardelen Ministry 的事工代禱。
伊朗傳媒事工

Iran Alive Ministres

伊朗 Alive 事工是幫助伊朗及全世界回教徒認識真神和主耶穌基督的一個福音機構。出生
於伊朗回教家庭的 Hormoz 牧師來美完成博士學位後，開始高科技方面的研究，不久信主
成為基督徒，於 2002 年成立原名國際安提阿事工的機構，致力於向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
的回教徒傳講福音，又鑑於伊朗年輕人心中極渴慕聽到有盼望的信息，Hormoz 牧師決心
以改變伊朗及全世界回教國家中人們的生命為他們的異象和目標，他們通過電視，衛星，
網路傳揚福音，發展門徒及屬靈領袖的培育，他們盡力的將福音的好消息傳給渴慕的人
群。除了媒體的事工以外，Hormoz 牧師也牧養在美的伊朗教會，該教會目前是世界上在

伊朗境外最大的原回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教會。Hormoz 牧師以幫助人們經由認識主耶穌基
督找到個人與神的關係為他一生最大的目標，感謝神使我們與他們同工，一同向回教徒傳
揚神的福音和基督的大愛。
亞洲
大衛的帳幕事工

Tabernacle of David Ministries

「大衛的帳幕事工」是由林大中牧師於 1996 年成立，致力於服事亞洲、台灣、北美各地
教會，現今更擴張到歐洲、俄國、匈牙利等地的華人教會。林牧師 12 歲重生得救、受洗，
30 歲時領受聖靈的洗。個人復興後，蒙神呼召開始傳福音的職事，帶著聖靈的恩膏與能力，
以敬拜、傳道和禱告服事主。1992 年開始每年進入亞洲服事。1996 年成立大衛的帳幕事
工後，全職服事，憑著信心生活，依靠神的供應，在各地帶領佈道會，並與台灣更生團契
同工，在台灣各地監獄佈道，醫病趕鬼，用神的大能和神蹟奇事印證所傳的道。林牧師對
神的委身和愛，對失喪靈魂的急切負擔，及對神話語的獨特領受，常使接觸過他的人，生
命被神觸摸，生命被更新改變。
萬國逐家佈道團–蒙古

Every Home for Christ (EHC – Mongolia)

EHC 自 1997 年即開始在蒙古逐戶發福音單張，至今在蒙古建立了數十個基督團契。除了
逐戶拜訪，他們也藉福音影片向蒙古人傳福音。生命河靈糧堂於 1996 年開始與萬國逐家
佈道團合作，認領蒙古的福音工作，過去十幾年來，萬國逐家佈道團已將福音單張發遍各
個大小城鎮，同時與當地教會合作，使對福音有回應的人可以在教會的餵養下繼續成長，
他們在沒有教會的鄉村地區，成立基督小組(Christ Group)。目前他們的工作重點在將福音
傳給偏遠的鄉村和遊牧民族，求主從城裡的教會中興起更多的同工，願意到鄉間和遊牧民
族中服事。
印度信心事奉中心

Faith Ministries for India

印度信心事奉中心（FMFI）由 Dr.Koshy 於 1970 年創立，為回應神的呼召和放在他內心深
處的感動，他以創辦神學院、女子聖經學院及在印度各地設立的聖經訓練中心，大量訓練
年輕人成為主可用的工人。從以前一年的聖經密集訓練課程，到至今的神學研究所培養神
學博士人才，他們已訓練出 3500 位全職的牧者，在印度未曾聽聞福音的各個城市及村落
建立教會，同時也透過廣播及慈善事工來服事印度同胞及傳福音。他的女婿 Alexi George
牧師是一位在美國生長的印度人，中學時信主後就有一顆愛靈魂和傳福音的心，而且很容
易與非基督徒建立友誼，10 多年前領受了神要他回印度服事印度同胞的呼召，帶著妻子(Dr.
Koshy 的女兒)及全家搬回印度，在印度信心事奉中心與 Dr. Koshy 同心服事。生命河靈糧
堂自 2000 年開始支持他們的事工。
泰北新生命戒毒中心

New Life Drug Rehab Center

1997 年 4 月台北靈糧堂的宣教士張雨及卓映雪夫婦回應神的呼召，在泰北開創戒毒中心，
為要幫助吸毒者和他們的家人脫離毒品的綑綁及轄制，因著耶穌得著新生命，並幫助他們
學得一技之長，被社會接納。2004 年神親自向他們印證「湄公河流域」的宣教異象，他們
開始了向湄公河所流過的六個國家傳福音，建立教會的宣教使命。目前他們已在泰北建立

新生命、帕黨、萬靈、甘寨、孔昌、金沙寨及紅磐石 7 間教會，並向緬甸及寮國拓展，並
建立中小學及神學院，積極培育下一代的領袖與傳道人。2013 年 4 月，張牧師和師母將所
有事工已交棒給年輕一代的同工團隊。張雨牧師及卓映雪師母成為新生命團隊的顧問。卓
映雪牧師經過這兩年與癌症的抗爭，於 2014 年九月十日息了世上的病痛，安返天家。張
牧師也罹患了病症，求神醫治他、安慰他，並繼續祝福新一代同工團隊的服事。
傳亞事工

TRI (Training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高淑惠宣教士自 1984 年受洗之後，熱心參與教會多項事奉，繼而接受神學造就，並多次
參與海外宣教事工。她曾在生命河靈糧堂服事多年，參與禱告團隊、兒童部、以及牧養單
身小組的服事。2011 年末，高淑惠宣教士蒙神呼召帶領，搬回出生地台灣；並於 2012 年
開始，服事牧養臺灣教會的青少年牧區，並開始在東南亞各地的神學班教導聖經書卷。透
過「傳亞事工」與臺灣的「得勝者品格教育機構」、「台灣工業福音團契」、以及當地地方
教會連結，並且密切搭配服事。服事的重點在青少年和婦女團契。致力於將福音傳進國、
高中校園，並帶領青少年進入教會、接受牧養和系統性的裝備，藉著福音的大能造就年輕
一代的個人品格；帶領姊妹們，尤其是弱勢族群和勞工階層的姐妹，接受真理的訓練，成
爲家庭的祝福。
非洲
萬國逐家佈道團–多哥

Every Home for Christ (EHC) – Togo

多哥位於西非，南臨幾內亞灣，以法語為官方語言，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多
哥超過半數的人口信奉巫毒教和當地傳統信仰，如沿海地區的海神，也有兩成左右的人口
為穆斯林，基督徒人口約近三成。
生命河自 1999 年起即成為萬國逐家佈道團(EHC)在多哥的宣教夥伴。EHC 徵召當地的同
工，差派他們進入各部落，向被傳統信仰及巫術綑綁的人民傳福音。1994 年委派 Edoh 牧
師為 EHC 多哥(Togo)的負責人。2003 年之後他更負責多哥及全非洲法語區國家的事工，
不但傳揚基督的愛和救恩，也以來實際的行動幫助當地的社區和人們，如對公共衛生、疾
病的認識和預防、營養均衡等知識的增進和教育。
萬國逐家佈道團–喀麥隆

Every Home for Christ (EHC – Cameroon)

喀麥隆位於中非，西南部濱臨大西洋，位於西非中部，此地曾經是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
是種族最複雜的非洲國家 ， 國內有超過 280 種語言，超過 500 個種族群體，其中 44 個
族群至今仍很難傳入福音，他們大多因地處偏遠落後地區，交通不便，又使用不同的語言，
使對這些族群的福音工作難上加難。主要的宗教是本土的泛靈主義、基督教和回教。自 2002
年起 EHC 喀麥隆事工主任 Sébakoa Aloma 徵召當地的宣教士挨家挨戶發福音單張，傳福
音，放映有關基督的影片，建立基督徒的小組或教會，Lurent Tagne 弟兄，在 2011 年十二
月接任 Aloma 弟兄為 EHC 喀麥隆事工主任。他們在喀麥隆拜訪了成千上萬個家庭，其中
有一半人回應。EHC 還在當地建立了一百多個基督教團契。他們於 2003 年開始接觸叢林
深處的 Pygmies 族群，2009 年夏天，他們更曾派遣多支宣教隊伍深入未曾聽聞過福音的部
落，挽救那些部落因疾病或無知而瀕臨滅亡者的靈魂，許多土著深受巫術影響，也易受回
教的侵蝕，很需要為他們守望禱告，以保守福音的果子。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 Daryl Young

Daryl Young 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協會在喀麥隆的宣教士，在年幼時就信主，中學時代開始
對飛行產生興趣，後成為商用航空公司的飛行機師。在 1994 年的一個特會中，神改變了
他的價值觀，同時呼召他成為一名飛行宣教士。之後他就開始預備自己，除了增加自己的
飛行時數，神也預備他接受飛機維修的訓練。之後他前往慕迪聖經學院，接受聖經方面的
裝備。他和妻子 Sun 於 2000 年加入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成為西非喀麥隆團隊的飛行宣教
士，負責用飛機運送宣教士和物資進、出喀麥隆境內的偏遠地區。他們先前往法國一年半
學習法文，於 2002 年進入喀麥隆服事至今。在明瞭他們的服事後，本堂進而促成他們和
萬國逐家佈道團(EHC)喀麥隆團隊的連結，使 EHC 得以因著 Daryl 的服事，向更多偏遠的
村落傳福音。
美國
巴拿巴事工

Barnabas Ministries - Phillip K. Israelson

巴拿巴復興事工是一全球性的教導事工，他們的負擔和使命是要幫助基督徒在基督的基要
真理上紮根與建造，使靈命能不斷成長。Phillip & Carolyn Israelson 自 1976 年開始成為這
個機構的宣教士。目前他們的事工主要是幫助教會認識神對以色列的心意，並推薦有恩膏
的講員，如曾來訪本堂的 David Davis 牧師、Peter Tsukahira 牧師等來幫助建造基督的肢
體。他們也每年數度帶團赴以色列走訪聖地，研究聖經，並實地講解聖經所記載之處，幫
助教會認識以色列、及先知的預言。他們並組織及規劃祝福以色列的各項活動、連結在以
色列的阿拉伯弟兄姐妹等。
國際福音協傳會 - Bob Savage

Partners International (PI - Bob Savage)

在國際福音協傳會(簡稱 PI)服事已 28 年的 Bob Savage 弟兄，早年在灣區成長、工作、成
家、立業，後進入神學院裝備，直到 1986 年神呼召他進入全時間服事才辭去原來工程師
的工作，加入國際福音協傳會的國際事工部門服事。他參與規劃，科技，設施，一些教會
的連接，及培植短宣隊，也兼負一些行政工作，讓他在協傳會二十多年的經驗得到更大的
發揮，期望能夠更多加強及改進和各歐美教會的聯繫與合作，並幫助各教會能更實際的參
與福音工場的工作和協助工場當地的教會，相互配合以達到更好的果效。最近在伊拉克的
基督徒和不同意見的穆斯林教派信徒遭到激進回教組織殺害，逃到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
區，PI 開始幫助當地的基督教會來收留這些難民，每一個教會都擠滿了難民睡在地板上，
可以看到那裡的巨大需求，這也是教會大大興起發光的時候，在這樣的黑暗之中展現耶穌
的愛來幫助需要的人們。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Foundation

生命河靈糧堂自 2008 年開始支持「神州傳播協會」的宣教事工，該事工是遠志明牧師及
四位弟兄，在 1998 年底所創辨的一個傳媒機構，根據遠牧師的「神州懺悔錄」的「神州」
而定名，並開始製作「神州」電視系列片。2000 年 6 月，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攝製完
成，發行以後，各界反應熱烈，2001 年 1 月起，陸續又製作了配有中英文字幕的「神州」
福音精華版、英文版「神州」、和福音佈道等電視系列，2003 年的大型電視片「十字架」

出版更為轟動，不僅感動了無數海內、外的華人，並譯成了 20 種不同的語言，他們又在
2005 年發行了「福音」DVD。這幾年先後集合了遠牧師，馮秉誠、張路加、張伯笠及其
他多位牧者出版了數十種佈道、培靈系列、文選、迦南詩歌專輯等福音產品，更深入的傳
揚福音的真理。2008 年底在灣區舉辦的特會“一代人的見証”，分享神在大陸的作為，為十
三億在太平洋彼岸居住在兩岸三地的中國同胞的靈魂呼求。2011 年完成了另一部以海外華
人基督徒及以教會復興為主題的大型紀錄片「彼岸」
，見証了神在海外華人中的工作。2012
年及 2014 年他們先後在澳洲雪梨舉辦並製作「天歌」佈道會，集音樂、詩歌、見證於一
堂，激勵起澳洲各地的華人愛主及合一的心。願神繼續祝福他們，藉著他們的媒體事工和
見證，使世界各地的華人都能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和愛。

青年使命團

Youth With A Mission (YWAM – Dean Sherman)

Dean Sherman 牧師是 YWAM (Youth With A Mission)的資深教師，也是生命河靈糧堂的老
朋友，他在 YWAM 已服事超過 47 年，從 1967 年加入 YWAM，先後參與建立了 YWAM
在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幾內亞、東加及斐濟的事工，並曾任 YWAM 的萬國大學基督學
院教務長多年，該校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設有訓練學校及課程。多年來他先知性的教導
廣受歡迎，常被邀請為 YWAM 各處的學校及其他各地教會和特會中的講員，他常年在世
界各地教導，足跡遍及美國的 49 洲及 40 個不同的國家。他不但傳講神的話語，在“關係”
(Relationship) 及“屬靈爭戰”(Spiritual Warfare)方面的教導，是大家都最熟悉也是極受歡
迎的課程。這些年來他曾在本堂開過多次課程，他的多本著作也已翻譯成數種語言。多年
前他的身體經歷了心臟及膽囊開刀等三次手術，略微休養又開始服事，現在仍在夏威夷萬
國大學本校及南、北美洲，並亞、非各洲教導服事，他和師母已遷居到夏威夷，請在禱告
中紀念這位神的僕人忠心的服事，求神賜他恩膏，並保守他的健康。
守望事工團

The Sentinel Group

George Otis Jr.博士早年有機會進入很多個位於 10/40 之窗內的國家，因而明白福音與代
禱、屬靈爭戰等密切的關係，於 1990 年創立了「守望事工團」(The Sentinel Group)，目的
為幫助眾教會了解如何為末世全球宣教作有力的禱告，並幫助眾教會及各國家及社區了解
復興發生的先決條件。Otis 博士的守望事工團開始的前五年中，主要針對五十個國家之黑
暗權勢的根源作深入的探討，使基督徒了解現代的屬靈戰場，並出版了「末日迷宮」一書。
1995 年後，該事工團全力研究國家或社區所經歷的屬靈轉化，陸續出版有書本、文章、課
程及 DVD 等，例如在教會界造成轟動的「轉化」DVD 系列 (Transformation I & II) 內容
真實記錄了富齊島、烏干達的復興、巴西轉化後的毒梟沒落等 DVD 系列振奮人心的記實
影片。在美國，他們的「轉化」DVD 使德州一所重刑犯的監獄中的 40% (一千三百位) 犯
人信主，甚至監獄所改觀。他們更激勵基督徒，在這末後的時代裡，人們需要神，基督徒
們當以愛心和見證，喚醒這世界，以基督的愛來幫助更多的人得著永恆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