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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人 物	 受访：潘伯和弟兄（巴拿巴基金会东南亚地区董事）、陈金狮牧师
采访、整理：怡倩

约10年前，陈金狮牧师偶然在一

英文教会看到“Barnabasaid”

双月刊，经阅读，

初 步 认 识 巴 拿 巴

基金会（Barnabas 

Fund）——原来它

是最前线、深入民

间救助受逼害之基

督徒的事工，特别

是穆斯林地区的受

苦 信徒，同时也祝

福了在兴都教与佛

教地区的肢体。

此事工的创办

者，是幼年时从南

美洲Guyana随父母

移民的英国籍印裔

牧师巴特利·苏德

佑牧师（Patrick Sookhdeo）。神学毕业后，苏

德佑多年在伦敦等地区建立教会，并推展社

会正义与救济工作，同时关注海外（特别是在

伊教地区）受逼迫的基督徒群体。他在1989

年召开国际会议，探讨宗教研究与救济事宜，

并于1993年正式成立巴拿巴基金会，身负国

际主任职至2015年底；卸任后仍然尽力义务

推介、拓展该事工。

陈牧师为巴拿巴基金会的事工感恩，积

极在西马中文教会推广，各教会也渐渐认识并

支持这机构的服事。砂 拉越卫理公会的信徒

领袖林忠诠弟兄（John Ling）多年来也在东

马推展这事工。

支持各国内少数基督徒群体

感于这事工的艰难与可贵，为添 一分

助力，我们联系投身此机构22年的潘伯和

（Ernest Poon）弟兄，他与另两名同工不遗

余力地义务处理、推广相关事务。他说，巴拿

巴基金会的目标，是支持各国内少数基督徒

群体。这些基督徒因坚守信仰而被歧视、欺

压，缺乏基本需求如食水，在生命边缘挣扎求

存。

巴拿巴基金会筹集资金，透过多种管道

与形式，致力在灾难区“救亡”，并尽力在贫

困地区帮助他们的生活急需，同时兼顾他们

的属灵需要。

潘弟兄解释，巴拿巴基金会的运作方式

是“From Christians, through Christians, to 

Christians”——即由基督徒（无论个体或教

会）供应金钱，转交巴拿巴基金会（基督教组

织），再交给当地教会或领袖，由他们勘察实

地情况并按需要分配资金。在本国因社团注

册局不准使用Barnabas Fund 名称，改用“橄

榄救济信托”（Olives Aid Trust）.

经济援助与代祷

本着〈加拉太书〉6:10的教导“所以有了

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

这样”，巴拿巴基金会认为基督徒应用爱心和

同情心对待所有的人，向主内的肢体更当如

此。

潘弟兄说：“上帝对我们有三项吩咐：我

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要

爱你的邻舍；要彼此相爱⋯⋯但我们爱身边

的人，不单要在言语和舌头上，也要在行为和

诚实上。”

目前，巴拿巴基金会已帮助超过60个国

家或地区的基督徒，如伊拉克、叙利亚、伊

朗、埃及⋯⋯至于东南亚部分，潘弟兄不时实

地探访，如缅甸、寮国、柬埔寨、泰国、越南、

印尼⋯⋯等等。巴拿巴基金会十分看重信徒

间的代祷，他们的双月刊描述了各地基督徒的

见证故事，也报告机构的事工。其中又附一本

小型祷告手册，让读者能据此每日代祷。透过

祷告，他们希望能改变受苦基督徒的生活和

情况，即或不然，也求上帝藉着恩典让他们能

够忍受痛苦、从患难中被拯救。

巴拿巴基金会透过在各教会分享事工，

有感动的会众奉献支持，所得款项约88%用

在事工，其余才用在机构行政。目前，他们有

12项事工，即：

教会产业（Church	Building）

门徒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

教会同工、传道（Christian	workers）

改信者关怀（Convert	Care）

基本需要（Basic	Needs）

灾难救援（Disaster	Relief）

教会资源（Christian	Resources）

领导训练（Leadership	Training	）

医疗护理（Medical	Care）

经济推动（Small	Business）

提供食水（Water）

援助受害群体（Victims	of	Violence）

陈金狮牧师

看！谁在受苦？
巴拿巴基金会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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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因坚守信仰

这些地区，受迫害、生活陷困的基督徒例

子不胜枚举。潘弟兄举例，21名科普特基督徒

因不愿改教被斩首，目前巴拿巴基金会仍补

助他们家人的经济需要；1名改信基督教的弟

兄被原宗教的法律刑罚，遭泼硫酸失去一眼。

潘弟兄又指一张照片，一名贫苦区稚龄女童按

母亲吩咐，提了两个桶罐去装水，却无力把水

运回，在原地无措号啕⋯⋯

闻之心酸的故事，只要上网搜索或翻阅

双月刊，数之不尽。巴拿巴基金会尝尽各法，

除了当地义工辅导、教育，也提供资金让他们

开创小型企业，自养自足。如，在寮国一些地

区开设渔场、蘑菇种植地，让当地基督徒经

营；在本地沙巴原住民村落，则为往返长屋与

学校的孩童设立驿站⋯⋯

巴拿巴基金会同时注重信徒属灵生命成

长，当地的教会同工开设圣经教育课程，用上

帝的话语喂养及安慰患难里的信徒。若没有

上帝话语滋润，物资再丰富，心灵仍是贫穷。

陈牧师看重圣经教导“对受苦肢体当有

之态度”。他认为，按照圣经预言及当前世

局的发展，可预料在世界各处将会有更多基

督信徒遭受逼害。主耶稣预告，末日临到之

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

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

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

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太24:7-9)。

自上世纪至今，世界各处有上亿基督信徒遭

受逼迫、压制。

“万物的结局近了”

他呼吁基督徒当特别留意主的话：“你们

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

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人

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

的，就以为是事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

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约15:20,16:2-3

）——恶人杀害信徒，却以为是事奉上帝、归

荣耀予上帝。

陈牧师劝诫基督徒居安思危，把握机会

救济主落难的肢体，或许有日我们也需要他

人的救助。“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

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彼前4:1）无论如

何，主耶稣的诫命吩咐信徒彼此相爱，像主爱

我们一样（约13:34-35）。

彼得在前书4:7-8警惕：“万物的结局

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最

要紧的是彼此切实 相爱⋯⋯”使徒约翰也

提醒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 在他里

面呢？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

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一

3:17-18）陈牧师感叹：“有的信徒每年都

花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令吉）吃喝旅游。但

可知透过巴拿巴基金会，六七十令吉就可供

应埃索比亚挨饿的信徒一个月的基本粮食

费用。”

陈牧师用〈马太福音〉“绵羊与山羊”的比

喻警惕信徒：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

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

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

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

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

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

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

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

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

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黄满兴牧师

教会领袖的看法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非常感

激与巴拿巴基金会数年以来的合作，在远

近之处，甚至全球，多结果子，推动各项事

工和规划，关顾信徒的需要。”（王怀德牧

师——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会督）

“数年前，天父让我们看见邻国边陲

山区少数民族的孩童，在教育上的匮乏和

需要，并引导我们创建一所学校。巴拿巴

基金会在此百年树人的教育工程上大力资

助，促成了目前上百位孩童有机会学习母

语和其他语文等。耳闻孩童朗朗诵读声在

山区林间飘扬，我就实实在在地感谢天父

的奇妙作为，以及感激巴拿巴基金会的配

搭与鼎力相助。”（莫泽川牧师——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宣教部

主席）

“巴拿巴基金会的事工接触了许多

地区与族群，是许多教会未曾听闻及无

法去到的。这是一个可敬又重要的事工，

却困难又危险。大部分教会与基督徒都

活在舒适的环境；我们既是主内肢体，

同信基督，就更应支持这类事工。他们

在世界各地，艰难又充满挑战的环境里

服事，做我们的‘手和脚’。巴拿巴基金

会‘撒种’——实地接触各地信徒；我们

应当做‘浇灌’的工夫——差派工人、提

供经济救援，及祷告；上帝会让它结下果

子——救济、扶助，供应肢体身体与属灵

的需要。”（黄满兴牧师——马来西亚圣

公会西马教区会督）

巴拿巴基金会事工足迹⋯⋯（完整故

事载于巴拿巴基金会面子书）

王怀德牧师

莫泽川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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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在所写的第一卷教牧书信

中，将教会定义为“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今日

到教会的人，未必是要寻找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教会受欢迎的

程度、音乐的风格或每周的活动项目。寻找

教会时，以忠于圣经教义为首选的人，越来

越稀少。

然而，至少从新约作者的角度来看，检

验教会的最终标准是：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吗？这教会是否十分熟悉圣经的福

音真理？是否高举上帝的道，在所有敬拜及

活动中以上帝的道为首要？在这混乱及虚妄

的世界，这教会是否不惜代价捍卫真理，毫

不妥协地传扬？是否呼吁会众要认识上帝的

道，为了忠实遵行上帝的道？

教会的任务
在每个世代，教会最关键的任务，是要

原原本本地照着主所交付的，高举并传扬真

理；是要殷勤预备教会的孩子们，继续在未

来的世代，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之传承者。

上帝呼吁每个世代的教会，要“为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3）。

当我们的儿女接续我们成为信仰的护卫者，

他们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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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Fauzia是一名改信者，曾因此受

迫害。巴拿巴基金会提供了60万乌干达

先令，让她经营一家小商店，和孩子开

始新生活。

（右图）利亚是缅甸基督徒，她原本生

活在一个和平的村庄，直到缅甸政府军

与克钦独立军爆发战争，她的两名邻居

被枪杀。她和女儿不得不离开村子，抵

达新营地。在此，她获得巴拿巴基金会

派发的圣经，这也是她生命中第二本圣

经——原先那本，逃跑时遗留在村子了。

五年了，她终于再次获得圣经，她知道透

过这神的话语，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变。

（左图）James和太太Humaira经常在烈日下制造

砖头，养育孩子。但Humaira病倒了，他们没有多

余的钱支付医疗费用。James向老板借钱，再慢慢

从他微薄的工资扣除贷款利息。无奈，Humaira

依然病逝，而James沦为负债役工；更确切地说，

他成了一名欠债的奴隶。负债的齿轮�压下一代，

他们渐渐长大，也开始帮忙制砖，没法上学。巴拿

巴基金会获悉此事，协助还清债务。James和孩子

终于重获自由！如今，他的儿女有机会上学，而他

也能领取全额工资了。

（右图）藉着奉献，几内亚（Guinea）首都科纳

克里（Conakry）的基督徒终获干净食水。

手机apps

面子书│ 英文：@BarnabasFund

 中文：@BarnabasFundAsia

视频│https://www.youtube.com/BarnabasFund

欲参与巴拿巴基金会的援助项目，可直接把款

项传入以下银行户口，并电邮通知欲贡献哪一个项

目。

Vivien C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