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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近輝牧師在世界各地事奉的研究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 : 145-167

一　引言

滕近輝牧師是華人教會的瑰寶，神賜滕牧師多方面的恩賜和事奉機

會。他牧養一間大教會，同時兼任兩間大神學院的院長，十多個機構的董

事會主席，又時常被邀到世界各地講道，但可以也忙中抽空寫作、翻譯聖

詩。曾立華牧師於他的安息禮拜中曾以「前無古人，相信也很難有來者」
1 

  的話來形容滕牧師一身兼數職，且每一項事工都做得很出色。

在滕牧師超過六十年的事奉中，不僅在華人教會中帶動了多個福音

運動，也直接或間接推動亞洲教會及普世教會的宣教運動。宣道會前會

長王路易（Louis L. King） 在滕牧師六十壽辰的賀辭中，稱他是「牧者

（pastor）、神學教育家（theological educator）、宣教領袖（missionary 

1
《時代論壇》，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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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作家（author）、教會增長倡導者 （church growth advocate）、

國際性傳道者（internationalist）。
2 

滕牧師從1951年開始在香港全時間事奉，但從1960年起，他的事奉向

外伸延，像漣漪般由東南亞擴展至全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

洲、大洋洲，甚至阿拉伯國家，遍及四十多國。

美國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Dr. Robert  Clinton曾按其影響力將教會領袖分為五類：
3 一是本地／影響

內部（local/internal）；二是本地／對外影響 （local/external）；三是本地

／地區性（local/regional）；四是地區性／全國性 （regional/national）；

五是全國性／國際性（national/international）。毋庸置疑，滕近輝是第五

類——全國性／國際性——的領袖。他事奉的影響力超越香港、超越華

人、超越亞洲，影響普世，甚至超越時代。

本文將集中探討滕牧師在以下四方面的貢獻：高等神學教育運動、教

會合一合作運動、佈道植堂宣教運動、研經釋經培靈運動。

 

二　高等神學教育運動

桑安柱牧師在1972年第一屆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所發表的論文〈攔阻

神學教育發展的因素〉中表示：「有人以為神學教育的目的，不過是訓練

講道，有口才上講台；但有不少神所重用的傳道人，並未經過神學教育，

一樣可以講道，以致許多人忽視神學教育的重要性。」鮑會園牧師在同一

次會議中也表示：「整個遠東教會，對神學也抱有一種態度，認為神學院

是訓練人愛聖經、讀聖經，講聖經的地方，而對哲學、知識、研究看作唯

智派，形成一般神學教育注重靈性、讀經、愛神方面，而忽略真正的神學

探討……我覺得今日中國教會，或整個中文神學教育已經長大成人，不應

再保留以前幼稚的想法。」
4 

2 
余達心、馮蔭坤合編：《事奉的人生》（香港：宣道，1982），頁13～19。

3  引用自林來慰：《華福運動縱橫談》（香港：華福中心，1990），頁77～78。
4 

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證道，
1973)，頁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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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會者認為要提高中文神學教育的水準，於是大家決定成立

「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協助神學院對學術與靈命兩方面並重，同時也

重視研究工作，有系統的著作或翻譯神學書籍、審核信仰及學位水準等。
5 

大家並推選滕近輝牧師為執行委員會主席。
6 可見，七十年代初華人教會

已開始注重高等神學教育。

（一）鼎力促成中國神學研究院在香港設校

1965年，趙天恩在美國領受華人高等神學教育異象，認為要成立「由

中國人主導的、福音派的、大專畢業以上水準的、重視聖經原文與中國文

化的教育，以及有委身教授團隊的神學院。」

1970年當滕牧師往美國接受乃役學院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趙天恩

牧師找機會與滕牧師分享中國神學研究院（下簡稱「中神」）異象，滕牧

師十分贊同。1971年，「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禱告會」在香港成立，1972
年中神美國董事會決定在香港設校，並定於1975年正式開課。同年，在香

港成立「中神香港策進委員會」，負責在香港推介中神異象、舉辦神學座

談會、物色校舍等前期工作。滕牧師出任策進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1973年，策進委員會演進為香港董事會，在香港正式註冊。滕牧師擔任董

事會主席。1974年中神總董事會 （由美國、香港、新加坡和菲律賓四個董

事會組成）正式委任滕牧師為中神首任院長。
7 

滕牧師任中神首任院長（義務）至1988年，共十四年之久。他雖然

不是全職院長，但對中神的貢獻不容忽略，定期到中神主持校務會議及授

課。中神第二任院長周永健牧師在《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的序言中

指出：「從本院創校開始，滕近輝牧師負起了院長的重任，十四年來領導

學校，使這所為華人教會而設立、歷史時日尚短淺的神學院得到華人教會

的接納、信任及支持，並在神的恩典下穩步發展。」
8 

5 
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頁278～279。

6 
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頁278。

7
《中神通訊》第11期，1974年10月。

8 
滕近輝：《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神，1989），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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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掌建道神學院，推動講師本地化 

滕牧師與建道的關係可追溯至1952年。當他初到香港時，先協助趙

君影牧師，負責主編《學聯報》。當年，趙牧師在建道兼課，偶有因事不

能到建道授課，就請滕牧師代課。其後，劉福羣牧師正式邀請滕牧師為部

分時間講師，1956年轉為全職講師。之後，因宣道會北角堂（下簡稱「北

宣」）堂主任空缺，劉牧師推薦滕牧師在1957年出任，但他仍繼續在建道

任教。1962年兼任神科主任，1973年更出任副院長。
9 

1975年，宣道會西差會決定將神學院的領導責任移交香港區聯會接

管，其中要求滕近輝出任院長。雖然當時滕牧師已答允中神為義務院長，

但為了華人教會，為了建道，他義不容辭的答允，於是在1976年，他又成

為建道的義務院長。因此，他在擔任北宣主任牧師的同時又任中神和建道

的院長。

滕牧師接掌建道神學院後，即策劃增強師資陣容，並以教師團隊本地

化為目標，於是訂定「在校友中吸收更多年輕講師」的計劃。
10 1977年，

學院即邀請三位曾到國外深造的校友回校作部分時間講師，即鄺炳釗、洪

同勉和譚天佑。
11 

另一方面，滕牧師深感建道是由以宣教為前題的宣道會所創立，有

設立差傳主修的必要，於是他首先邀請美國宣道會乃役神學院差傳研究院

主任謝志可博士（Jack Shepherd）來香港，擔任差傳科教授兩年（1976-
1978年）。1977年，正式設差傳主修，並成立差傳科（Depar tment of 
Missions），開華人神學院設立差傳科系的先河。與此同時，他又邀請溫

以諾博士從美國回香港，負責建道的差傳科；溫博士於1978年到任，帶領

差傳科系漸上軌道。此外，又為幫助學生在言語上裝備，學院更開設印尼

文、廈門話、客家話的課。1979年1月在溫博士的領導下更成立建道差傳

小組，同年9月改為差傳團契。
12 到1980年已有十位畢業生主修差傳。

13 

滕牧師在建道本色化及程度提升的進程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曾說

9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267。
10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73。
11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73。
12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77。
13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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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對建道有濃厚的感情，原因有三：一是因與劉福羣牧師伉儷可以

稱知心之交，二是在建道事奉最長，三是從建道畢業生中產生了許多的宣

教士。」
14 可見滕牧師是以建道為榮。他協助建道穩步發展後，便功成身

退。今天（2014年）建道神學院的講師全為華人，差不多全都擁有博士學

位，而且半數是建道校友（29位講師中，15位是校友）。滕牧師接任建道

院長時，建道只能頒發學士學位，1983年開始碩士課程，2012年第一次頒

發哲學博士學位。建道神學院現已成為一所高等神學學府，設有多個學院

和研究中心。相信滕牧師當年提升師資，為今日建道的發展開路。

（三）為美國華人教會培養雙文化人材，開始美國乃役學院

暨宣道神學院華人部

美國華人教會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加州淘金熱時期。

當時，幾個大宗派的差會看到華人湧入加州，因此差派曾到中國的宣教士

在這些淘金者中間工作。1950年以前，因美國對華人移民的限制，教會數

目增長緩慢。六十、七十年代，因移民法例放寬，華人留學生及移民日

增，而且一些專業人士亦獲准居留，於是從學生團契和查經班轉變為教會

的不少。1979年美國華人教會的數目達366間，
15 到1986年，已增至677

間。
16 由於教會數目劇增，傳道人數目不夠，於是只好從港、台及東南亞

邀請一些資深牧師到美國來。然而，移民牧師本身要面對語言及文化的衝

擊，加上不諳北美華人信徒面對職場及生活的需要，因此講壇信息的適切

性及牧養方面時常感到困難。當時，北美唯一訓練傳道人的機構是設於加

州的「基督工人訓練中心」（即今「基督工人神學院」前身」，於1973年

創校），以培養信徒靈命為主，沒有頒授學位。

八十年代開始，北美一些著名神學院紛紛開辦華人事工系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17 其中包括芝加哥的三一神學院、德州達拉斯的達拉

斯神學院、加州柏薩迪納的富勒神學院等等，開始為北美華人教會栽培牧

會人材。

1987年，滕牧師在北宣事奉三十年後退休，到美國定居，乃役學院

14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36。
15 羅曼華編著：《華人教會手冊》（香港：華福中心，1981），頁385。
16 羅慧芳編著：《當代華人教會》第五冊（香港：華福中心，1986），頁15。
17 羅慧芳編著：《當代華人教會》第五冊，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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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宣道會神學院即邀請他設立華人部，並擔任華人雙文化及牧養課程主任 
（Chinese Bi-cultural & Pastoral Ministry）。顧名思義，該課程的目的是為

北美華人教會訓練具雙文化的牧師和傳道人。滕牧師為該課程列出十個特

點，其中包括注重宣教、佈道和講道訓練，盼望能培養有傳福音負擔的教

牧人材和宣教士。
18 

1997年滕牧師從乃役神學院退休，課程交由蕭保羅牧師接任。

九十年代，北美華人教會正面臨中國大陸學人、學生及移民湧入教會

的挑戰，教會需要有更多具雙文化的教牧人材，滕牧師具有前瞻的視野，

在這時候成立華人雙文化及牧養課程，為北美教會立下栽培雙文化人材的

根基，造福日後的華人教會。

（四）小結

滕牧師對提升中文神學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除了參加中神的建校、

建道師資的提升、北美雙文化課程的開拓，以及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初創

時期的參與；最重要的是，他不但有廣闊的胸襟和遠大的視野，也願意為

華人教會培育胸懷遠大、靈命與學術兼備的人材。

三　教會合一合作運動

滕牧師的事奉向來不拘泥於宗派範圍，因此，無論任何宗派邀請他，

只要是信仰純正的教會，他都會答應。對一些不分宗派的獨立機構，例

18 參Philip Teng, "10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America Bi-Cultural and Pastoral Ministries 
Program." 刊Nyack – New York's Christian College/About the Chinese Program at ATS，2014年8
月3日網上下載。茲將此十個特點撮譯為中文列下：

1. 課程約有3/4的科目，華人可與其他國籍的同學一起學習，擴濶他們的國際視野。

2. 其餘的科目，華人則可以一起研習如何牧養北美的華人教會。

3. 提供很多機會予美國本土出生的華裔及來自海外的華裔一起學習，彼此交流。

4. 學院傳承宣道會精神，非常重視宣教，世界各地很多宣教士也曾在學院就讀。

5. 本課程也非常重視牧養，訓練華語和英語的講道。

6. 重視屬靈生命成長，由有經驗的牧師擔任屬靈導師。

7. 由華人學生組成福音隊，訓練學生的佈道服事。

8. 操華語及粵語的學生同宿，可以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有助其日後在教會的服事。

9. 來自不同宗派背景的學生一同學習，培育他們在多元性中合一。

10. 學院附近約有80-100個華人教會可提供實習的機會，以及經濟和日後牧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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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讀經會、遠東廣播公司、工業福音團契等等，他都盡力幫助。對於聯

合性的事工和運動，他更是努力促成、盡力支持，甚至親身參與。下面略

舉幾個運動，以玆佐證：

（一）對華福運動的貢獻

華福運動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神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教會中興起的

一個合一運動和福音運動。
19 這從華福的口號：「華人教會、天下一心、

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可見華福是推動華人教會的合一與合作。為聯絡

與服侍各地的華人教會，華福運動在香港設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

心」（簡稱華福中心）。

華福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多個源頭，例如：在1968年新加坡的

「亞洲及南太平洋佈道會議」（Asia-South Pacific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1970年美國伊利諾州「爾班那學生宣教大會」（Urbana 
'70） 和1974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滕牧師在上述1968年及1974年的兩

次大會都有很多參與和貢獻，下面會較詳細的分述。華福運動的另一個

源頭是「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North America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cals；NACOCE），滕牧師給予這個「會議」有很多鼓勵，甚至多

次參加會議，以下會詳細交代。首先讓我們看看滕牧師在幾個與華福運動

有關的大會或機構的參與。

甲 「亞洲及南太平洋佈道會議」（Asia a nd Sou t h Pa c i f i c 

Congress on Evangelism）

葛培理佈道會在1966年於柏林舉行了「世界佈道會議」（Wo r l 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之後，應各地區的要求在世界各大洲舉行地區

性福音會議，亞洲及南太平洋佈道會議是其中之一。這次大會於1968年

11月5日至13日在新加坡舉行，主題為「基督尋找亞洲」（Christ Seeks 
Asia），來自二十五個亞洲國家的1,100多位出席人參加，其中華人約350

19 
林來慰：《華福運動縱橫談》，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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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滕牧師既是1966年「世界佈道會議」的少數華人出席人之一，順理成

章地被邀成為亞洲地區性會議的籌備委員，同時也是香港區的代表，並在

大會主講早上的研經。滕牧師以啟示錄的七個教會講了七篇信息，使大家

都得到激勵。
20 

王永信牧師回憶在大會期間一個華人特別聚會時說：「在大會之中發

生了一件歷史性的事情，就是120多位從亞洲、歐洲及美洲來的中國傳道

人，在11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有主內交通，大家都相信在中國

教會歷史裏，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中國傳道人在海外聚集在一起。在唱

短歌、報告及晚餐後大家通過了一個提議，就是應該開始出版一個聯絡普

世各地華人教會的定期通訊，內容包括各地教會情況、事工動態、人材的

供應與人材的需要以及代禱事項等，大家都推舉香港的代表負責這一項工

作。」
21 

可見華福運動的精神已在這次交通聚會中開始浮現，而該次交通會的

主領人是滕近輝牧師和趙世光牧師，
22 兩位牧者都具普世胸懷，有宣教的

負擔，更有合一的精神。

乙　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 （North America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cals，簡稱NACOCE 北美華福）

神感動少數幾位曾參加1970年「爾班那學生宣教大會」（Urbana 
'70）的美加華人教會領袖，看到北美華人教會的分散、事工的需要、人

力的有限，甚至事奉的孤單，感覺彼此攜手合作的重要性，經過禱告及多

次商討，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籌備第一次北美華人教會的福音會議。經

過兩年的努力，第一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議」在北加州瑞查森

泉 （Richardson Spring） 舉行。
23 兩年後（1974），又在伊州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 舉行第二屆。因這兩次會議的成功，促使北美華人教

會領袖萌生推動海外華人教會整體的合一與合作。因此，「北美華福」可

說是「世界華福」的先驅。

20 
王永信：〈亞洲及南太平洋宣道會觀感〉，陳惠文、林來慰等編：《異象的人生》

（香港：華福中心，1986），頁40。
21 

王永信：〈亞洲及南太平洋宣道會議觀感〉，頁41。
22 

林來慰：《華福運動縱橫談》，頁30。
23 

林來慰：《華福運動縱橫談》，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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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滕牧師不是NACOCE始創成員，但在1972年第一屆北美華福大

會中就擔任講員。而且，北美華福在1987年的大會中決定要與世界華福合

併時，滕牧師是以世界華福董事會主席的身分歡迎兩個機構的合併。
24 

丙　世界福音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簡稱 Lausanne '74，中文為洛桑 '74）

很多人都知道，燃點華福運動誕生的火薪是1974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

「世界福音會議」。當年約七十位華人教會領袖被邀參加這次大會。王永

信牧師回憶華福運動如何在這次大會中孕育：「機會終於來了……有4,000
多位福音信仰的教會領袖從150多個國家前來，聚首於瑞士洛桑……其中

大約有七十位是華人同工……他們每天在會議之前一個小時聚集禱告。經

過很多禱告和商討，終於作了一個決定。時候到了，應該舉行一個世界華

人福音會議。日期：1976年8月18日至25日。地點：香港……組成一個七人

主席團 （主席：滕近輝牧師），同時也選出一個七人的執行委員會。」
25 

  而這個執行委員會的總幹事就是王永信牧師。第一屆華福大會結束前，

決定要成立華福中心，王牧師又被選為第一任總幹事。 26

其實滕牧師不僅是洛桑 '74的出席人，更是該會議的發起人之一，也

是早堂靈修會 （Devotion Time） 的其中一位講員。有關滕牧師在洛桑運

動所扮演的角色和貢獻，將在滕牧師參與國際性宣教運動一節詳細探討。

王永信牧師回憶說：「在進行華福運動之前，我們先請教滕牧師……

我那次趁着滕牧師來美國講道，就與他分享、商量。感謝主，滕牧師非常

贊成，而且鼓勵我去作。所以華人教會有了一個普世性的福音運動。」
27  

滕牧師對華福運動的貢獻，可謂從1968年華福尚未成形前發揮了催

生的作用，又在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擔任華福運動的董事會主席（1976-
2001年），帶領華福運動的方向，並在每五年一次的華福大會中擔任大堂

講員，從1976至2006年共七屆華福大會中都擔任主席團主席。2001年起成

24
《今日華人教會》總108期（1987年10月號），頁52～53。

25 Thomas Wang, "From Berlin to Hong Kong, "陳惠文、林來慰等編：《異象的人生》，
頁332。

26 
林來慰：《華福運動縱橫談》，頁75～76。

27
《恩典懷清輝 ——滕近輝牧師紀念特刊》（香港，2004年1月），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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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華福董事會的永遠榮譽主席。滕牧師對華福運動的貢獻有目共睹，他不

是掛名，而是直正發揮帶領的作用。尤其是在每次總幹事交替時，發揮了

穩定性的作用。

（二）促成香港宣道會區聯會的成立

宣道會西差會開始在香港的工作方式與一般差會不同。一般而言，是

先成立佈道所、教會，然後才是神學院；然而，宣道會是先有神學院，才

有教會。原因是：當中國大陸政局改變，在廣西梧州的建道神學院及武昌

的宣道聖經學院相繼南遷至香港，首先在當時宣道聖經學院棲身之地——

調景嶺開始教會。另一方面，學院鼓勵學生在週末及暑假到港、九、新界

不同的地方佈道，聖靈動工使多人歸主。宣道會北角堂就是當時學生們在

1952年暑假佈道所結的果子。

五十年代初，建道聖經學院及宣道聖經學院的同學相繼畢業，先後成

立多個堂會，為使大家有些聯繫，於是組織了同工聯禱會。
28 

1953年，當時的建道院長劉福羣牧師發起組織跨堂會的青年事工委員

會，推動青年工作。翌年，舉行第一次聯合青年退修會，開始了宣道會堂

會間的合作。
29 1957年7月，香港宣道會各堂會主任首先組成「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主任會」。在1958年11月，在當時的主席滕牧師的帶領下，決定

從 1959年1月成立「香港宣道會堂聯會」，大家推選滕牧師為主席。1963
年，堂聯會正式定名為「宣道會香港區聯會」，負責統籌、聯絡與協調各

會員堂。從1963年開始，滕牧師即被選為宣道會區聯會主席，並且連任

十三屆直至1989年。滕牧師領導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凡三十年，退休後仍樂

意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兼牧顧長，幫助後輩。
30 

所以，滕牧師的貢獻不僅限於宣道會北角堂，而是整個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在香港眾多宗派中，宣道會可說是發展最快的宗派之一，堂會與堂

會間的聯繫也很密切，滕牧師的功勞實在不少。

28 
梁家麟編：《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頁83～88。

29 
梁家麟編：《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73。

30 
姚添壽：〈滕牧與我〉，《都是恩典》，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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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的創辦人之一

滕牧師從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簡稱「差聯」）開始時，即參與其中。

差聯成立於1973年，目的是推動香港教會的差傳事奉。成立的翌年，即出

版《差傳聯訊》。七十年代初期，香港教會對差傳的認識很少，因此參與

的教會不多。

曾任差聯執行主任（1978年至1987年）的盧家馼牧師在差聯成立三十

年的紀念文章〈不忘恩典〉中回憶道：「在香港的教會中，最早推動差傳

的教會有九龍迦南堂、宣道會希伯崙堂和宣道會北角堂。滕近輝牧師和李

非吾牧師努力發展，可算是差傳的拓墾先鋒。他們的信息和見證成了小兵 
（按：指盧家馼牧師本人） 和很多人的感召。」

（四）小結

滕牧師雖然是香港宣道會的牧師，但他的事奉不宥於宣道會的範圍。

他的目光是神的國度，是基督的身體，所以他重視教會的合一與合作。為

此，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對福音廣傳有幫助的，無論是宗派性、地區性、

甚至國際性的合作事工，他都盡力參與或支持。因此，很多機構或聯合事

工在初創期間，都盼望邀請滕牧師出任顧問或董事會主席，而滕牧師也樂

意幫助這些新事工／機構的成立。滕牧師是有「國度」胸襟的神僕。

三　佈道植堂宣教運動

滕牧師認為教會必須傳福音：「福音信仰的教會必須傳福音。福

音信仰和傳福音是分不開的；所謂福音派 （evangelicalism） 和傳福音 
（evangelism） 是分不開的。」

31 他又說：「華人教會應該注重差傳，至

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差傳是神對教會的旨意；第二個原因，差傳

是聖靈工作的方向；第三個原因，差傳是教會發展重要的動力。」 32

讓我們來看看滕牧師在佈道、植堂和宣教的參與。

31 
滕近輝：〈宣教的重要意義〉，收氏著：《一份禮物》，頁206。

32 
滕近輝：〈宣教的重要意義〉，頁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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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生以佈道為念

甲　自青少年時期已認識佈道工作的重要

滕牧師在青少年時期，已有傳福音的心志。他多次分享他領受傳福

音、救靈魂的呼召。他逃難安徽期間，一日到城外散步，看到旁邊的墳

墓失修，加上雨水侵蝕，棺木裂開而散開一堆白骨，他頓時感到人生的短

暫。在聖靈的感動下，滕牧師即決志獻身傳福音。所以，他不僅自己傳福

音，還帶領他當時任教的學生組織佈道隊。滕牧師在自傳中分享說：「我

帶領學生組成佈道隊，往約二十里路之外的村莊招聚村民，向他們傳福

音，每次都有人表示要信耶穌。」當然，不是每個人被邀的人都來聽福

音，一些也只來湊湊熱鬧，沒聽完就離開了。後來，滕牧師想到一個很好

的方法，讓人無法不聽。他說：「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他帶領幾個

學生購票上渡船，向船上的人派發福音單張，勸他們信耶穌。渡船約五分

鐘到達對岸，我們再購票搭船回來，如此往返多次。這是一個好方法，因

為渡船上的人無法躲避我們。」
33 可見年輕時的滕牧師已蒙神感動，千方

百計向人傳福音。

乙　任教神學院時仍不忘鼓勵學生參與佈道

滕牧師無論是在神學院或在北宣牧會時都很注重佈道。北宣經常都舉

辦佈道會。滕牧師分享教會剛成立時的一段往事：「當北宣遷入馬寶道七

樓時，我與胡欽先生合作，將北宣聚會與佈道會的通告張貼在馬路邊的電

線桿上。我用手托着漿糊碗，胡先生則將通告貼上去。」
34 

此外，滕牧師也透過文字做佈道的工作，例如他在1971年出版《寫

給信仰的追求者》，透過一些實例印證基督教信仰的真實性和合理性和對

人生的意義。1973年，擔任葛培理佈道團《抉擇》月刊中文版的義務總編

輯，直至1977年。
35 不論是口傳或筆傳，滕牧師都是積極投入佈道工作。

在神學院裏，滕牧師非常鼓勵神學生參與佈道。建道神學院從開始

時，即非常注重學生的佈道訓練。1987年滕牧師在美國乃役神學院設計華

人雙文化課程時，也特別強調成立學生佈道隊。

3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

34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6。

35  
《恩典懷清輝》，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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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牧師在中神的講座中亦曾以「從聖經看佈道」為題，分享他對

佈道神學的觀點。他特別提及預定論與佈道的關係 （evange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redestination）。他認為合乎聖經的預定論有兩個要素：「一

方面是對神主權的認識 （knowledge of the sovereignty of God）；另一方

面是對失喪者深切的關注 （a great concern for the lost）。這兩方面配合在

一起，就是聖經中有關預定論的整幅圖畫。」
36 「……不管我們的基本信

仰是Calvinistic或Armenian，我們都是抱着積極的佈道態度 （All of us are 
absolutely positive with regard to evangelism），盡我們所能，努力的，積

極靠着主負起我們的本分。預定是神那方面的事，我們不必替神操心，我

們要盡自己的責任 （predestination belongs to God, and fervor in evangelism 
belongs to us）。」

37  

可見，滕牧師自己非常注重佈道，更盼望神學生努力參與，讓他的佈

道熱忱能傳承下去，因此積極鼓勵教會弟兄姊妹和神學生注重佈道。

（二）發動並帶領植堂運動

甲　為宣道會北角堂開始植堂運動

北宣穩步發展後，滕牧師即思想開設分堂。其實當滕牧師接任北宣堂

主任後，即決定按月以經濟支持新成立的大澳堂。胡牧師分享說：「這不

僅是與人分享，也是差傳的起點！」
38  

北宣第一間分堂是錦田堂（1962-1973年），也先後開拓大埔堂 
（1963年）、沙田堂（1964年）、灣仔堂（1965年）、愉園堂（1969年）

及華基堂（1969年）。北宣在六十年代開設的分堂部分在數年後因人口的

遷移、聚會人數減少而被迫停止的有四間。今日尚存且繼續發展的有大埔

堂和華基堂，而且他們也再開設了分堂，甚至有第三代分堂。雖然北宣

六十年代的植堂成果並不太理想，但從1962年開始，每隔一、兩年開拓一

個分堂的魄力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滕牧師這種不怕失敗，再接再厲的精

神為下一代立下了美好榜樣。有了六十年代的經驗，北宣在七十年代以後

所開拓的分堂，至今都穩步成長，有些更分植新堂，甚至有三、四代。

36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35。

37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36。

38  
胡欽：《安徽小子》（香港：宣道，2011），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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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用滕牧師開始北宣的植堂運動。在他任內（1957-1987年），共

拓植了十二間分堂，雖然有四間停辦，但有七間再繁殖分堂。北宣在滕牧

師退休後，蕭壽華牧師繼續這種植堂精神。北宣是宣道會各堂會中植堂最

多的一間。
39 

乙　為香港宣道會區聯會訂定十年增長計劃

1983年，宣道會世界團契在祕魯的首都利馬舉行三年一度的團契大

會，香港代表深受祕魯和菲律賓宣道會十年增長計劃激勵，回港後，決定

訂定一個類似的增長計劃。當時，滕牧師是區聯會主席，他親筆寫下整個

計劃。

現任香港宣道會區聯會總幹事姚添壽牧師寫道：「他 （滕牧師） 親
手寫下宣道會由1984年至1993年的十年增長計劃，將不同大小的堂會分成

不同組別，按部就班訂定植堂計劃。目標是當時38間堂會增至70間。結果

十年後的1993年，宣道會堂會數目倍增至75間，崇拜人數也由6,012人倍增

至12,002。滕牧師的十年計劃為華人宣道會在香港日後的發展奠下了良好

基礎。」
40

丙　提升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的增長和合作

滕牧師1987年到美國後，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即邀請滕牧師出任聯會

主席，雖然滕牧師要開始乃役神學院的華人部及華人雙文化及牧養碩士課

程，但他沒有推辭。當時，宣道會在美國華人中間的工作不若加拿大般興

旺，偌大的美國，華人宣道會只有三十間。但當滕牧師和朱文正牧師上任

後，即訂定植堂策略，並且定下七年倍增計劃。至今 （2014年） 美國華

人宣道會堂會數目已達七十五間。

丁　幫助建立加里曼丹華人及達雅人教會

滕牧師和滕傅忠愛師母在1977年12月上旬離開香港到印尼的加里曼丹

宣教，1978年12月下旬離開印尼回到香港，在印尼前後只有一年的時間。

但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滕牧師、滕傅忠愛師母真是「走遍城鄉」，不僅在

西加里曼丹 （西加） 和東加里曼丹 （東加） 的城鎮、鄉村和山區佈道、

39  
梁家麟：〈宣道會簡史〉（香港宣道會區聯會網頁）。

40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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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也曾到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的大城市教會講道，在不同的神學院授

課，可謂馬不停蹄。

當時，宣道會在東、西加的工作主要在山區，但滕牧師看到在西加的

首府坤甸有不少的宣道會年青人從山區到城裏求學，於是鼓勵宣道會在當

地拓植教會。坤甸宣道會在1978年10月正式成立，不久，聚會人數已約有

二百人，而且已開始在Purasak和Tunang設立佈道所。
41 

此外，滕牧師也推動香港各宣道會以金錢幫助約十間華人教會建堂，

包括西加基督教會、福音自傳會和華人宣道會的堂會。
42 

（三）參與多個國際性宣教運動的創建

滕牧師在普世宣教運動的參與和推動，是毋庸置疑的。滕牧師自己

也說：「……1961年受啟發及感動在宣道北角堂推動差傳工作…… 我在差

傳事工的參與中，先後擔任了中華海外佈道會主席、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的

主席，及亞洲差傳聯會的主席……我在1992年第二次退休之後，主將內子

於1993年初接回天家，我向神尋求指示我餘生應作之工。經過數個月的等

候，終於決定將差傳事工的推動為主要的工作，由1994年9月開始。」
43 

可見，普世宣教是滕牧師事奉的目標。讓我們來看看滕牧師對幾個跨

國性宣教運動的貢獻：

甲　被譽為洛桑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1966年，滕牧師被邀出席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在柏林召開的

「世界佈道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是少數被邀請參加

的華人領袖之一。當年，自由派神學思想盛行，福音信仰教會失去信心，

也缺乏動力；那次「世界佈道會議」使各地福音信仰教會重拾傳福音的

信心。隨後五年，分別在各大洲舉行地區性的福音會議；其中包括1968
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及南太平洋福音會議」（Asia and South Pacific 
Congress on Evangelism），滕牧師是該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委員。

44 

41  
滕近輝：《那一程——滕近輝牧師、師母印尼加里曼丹宣教記》（香港：突破，

1994），頁134。
42  

滕近輝：《那一程》，頁96。
43  

滕近輝：《那一程》，頁7。
44 

王永信：〈亞洲及南太平洋宣道會議〉，陳惠文、林來慰等編：《異象的人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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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培理牧師看到聖靈在各處的工作，感到需要舉行更廣泛的大

會，於是在1974年7月16至25日在瑞士洛桑市召開「普世福音遍傳國際

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簡稱為「洛

桑 '74大會」（Lausanne '74）。大會的行政及財政主要由葛培理佈道

會同工負責，葛培理牧師擔任大會的監督 （govern ing au thor i ty），

但 為 着 更 具 代 表 性 ， 從 世 界 各 地 的 教 會 領 袖 中 選 邀 了 1 6 4 人 組 成

Board o f Convene r s，滕牧師是其中一位成員。
45

不僅如此，他更是

大會四位主席之一 （one of the four founding chairs ）。Christianity 
Today  的報導中稱滕牧師是洛桑運動的共同創辦人（co-founder）。

46 
在這次主題為「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 e t  t h e  E a r t h  H e a r  H i s 
Vo i c e）  的大會中，滕牧師也擔任一次早堂研經講道，他以亞拿尼亞

和保羅為例講述「神使用人來工作」（God At  Work Through Men : 
Ananias and Paul）。

47 如前文所述，「洛桑 '74大會」除滕牧師外，尚有

約七十位華人被邀請參加，「華福運動」就是由這七十位華人發起的。

滕牧師在隨後的1989年第二屆洛桑大會中 （Lausanne II in Manila） 
也是國際顧問團 （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成員。由此可見，滕

牧師從洛桑萌芽時已積極參與洛桑運動的事奉，被譽為洛桑運動的共同創

辦人，確實是華人教會之光。他對洛桑運動所作的貢獻，影響了華人教會

在普世教會中的地位，同時也增強了華人教會領袖參與國際事工的信心。

八十年代以後，更多華人教會領袖登上福音信仰教會的國際舞台，滕牧師

確是先鋒之一。

乙　參與亞洲宣教聯會 （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從異象到

成形

1973年8月27日至9月1日滕牧師與香港幾位同工應邀出席在韓國漢城

舉行的第一次「全亞洲宣教研討會」（All-Asia Missions Consultation）。

是次研討會乃由韓國的趙東震牧師 （Rev. David Cho） 籌辦。趙牧師熱衷

於宣教，有Mr. Mission的綽號，他不但要推動韓國教會的普世宣教，也盼

45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Handbook  (1985), 10.
46 "Died: Philip Teng, Unanimous Choice to Help Billy Graham Evangelize China," 

Christianity Today , February 2014, <www.chrsitianitytoday.com/gleanings/2014/february/died-
philip-teng-billy-graham-evangelize-china-alliance.html> (accessed 26 July 2014).

47 Douglas, J.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zerland . (MN: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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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其他亞洲教會參與宣教。於是促成了1973年的研討會。這次聚會雖只有

三十五人參加，但代表了十四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孟加拉、柬埔寨、

汶萊、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韓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台

灣、泰國、和越南。
48 會中大家決定要用兩年時間籌備成立亞洲宣教聯

會，於是組織續行委員會，滕牧師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
49 1975年8月，

亞洲宣教聯會正式成立，滕牧師又被選為主席，一直擔任主席至1986年，

之後轉任榮譽主席。滕牧師最後一次參加亞洲宣教聯會三年一次的會議是

2003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八屆會議。

趙牧師在緬懷滕牧師時說：「1974年，我與滕牧師一起出席洛桑大

會，從那時起，我們便一起推動亞洲宣教運動。」
50 

（四）小結

滕牧師自青少年時代已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及長，不僅自己身體力行

主耶穌的大使命——佈道、植堂、普世宣教，更推動華人教會、亞洲教會

及普世教會的植堂及宣教運動。

四　研經釋經培靈運動

滕牧師勤讀聖經，加上他過人的記憶，對聖經至為通透，
51 這是很

多人所羨慕的。滕張佳音師母亦分享說：「滕牧師一生最喜愛閱讀的書是

聖經。」
52 

滕牧師那麼看重研經，因為他覺得信徒面對時代潮流的挑戰，需要

以聖經原則為基礎。滕牧師認為：「他們真正的需要是神的話，是基本的

48 "History and Vision of the 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 – How AMA was born and What 
Purpose." <www.ama.org> (accessed 26 July 2014).

49 David Cho, "My Lengthy Memories to a Great Leader of World Mission in the Century,"  滕
近輝：《都是恩典》，頁100。

50 Cho, "My Lengthy Memories to a Great Leader of World Mission in the Century，頁100。
51 

張修齊：〈一生受用的榜樣〉，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5。
52 

滕張佳音：〈悼念與我同行十六年的良伴〉《恩典懷清輝——滕近輝牧師紀念特
刊》，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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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個人與神的關係，是生命的再造、重生，是他們跟從主的心意，是

他們實行主旨意的決心，是他們真正的悔改，是他們與主的基本聯繫。」
53  

他勸勉傳道人「要不斷在這個時代裏面，提說基本的屬靈需要。」
54 

他更認為講台信息有三個要素：「第一，我們要有教育性的講道；第

二，我們要有解經式的講道；第三，我們要有實際感的講道，那就是說，

把我們的信仰和目前生活裏面遭遇到實際的問題結連起來。」
55 

滕牧師對聖經的闡釋常有獨到之處，使信徒深得造就。無論中、外教

會，很多大型的聚會都爭相邀請滕牧師講道；他一生講道不下數千次，行

程排得滿滿的。他曾被邀至四十四個國家講道，
56 是國際性的知名講員。

知名的大型凱錫克培靈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也多次邀請滕牧師主

講，他先後七次在新加坡的凱錫克培靈會講道、兩次在新西蘭，還有日本

的東京及北海道，甚至英國的大會也曾邀請滕牧師主講。由此可見，滕牧

師在國際間的釋經、培靈方面的認受程度。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滕牧師參與較多的兩個華人教會聯合培靈

會來看他的受歡迎程度。

（一）香港的港九培靈研經會

滕牧師曾被邀在培靈研經會講道有十次之多。滕牧師在他的自傳中曾

分享他第一次被邀在大會的研經會講道，要請人代講一堂的事情：「記得

在1952年，我第一次被邀請在該大會中講道，感覺壓力很大，通宵祈禱預

備講章，到了清晨四時仍未預備好，我就打電話給費述凱牧師，請他代我

講，他竟伸出援手，令我萬分感激。以後的七天，我得到主的幫助可以講

道。」
57 當時，他大概只有三十歲，是全職事奉的第二年，仍未被按立牧

職，要在歷史悠久的港九培靈研經會主領研經聚會，感到壓力是很容易理

解的。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見滕牧師年輕時已很有研經的心得和講道的

恩賜，所以港九研經培靈會才會請一位年輕傳道人來講道。

53 
滕近輝〈今日教會的兩個問題〉，收氏著：《一份禮物》，頁96。

54
《恩典懷清輝》，頁97。

55
《恩典懷清輝》，頁97。

56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0。
5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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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牧師在培靈研經會各次講道之總題列下：
58 

1952年 24屆 研經會 耶利米書／彼得前書

1957年 29屆 研經會 希伯來書／腓立比書

1961年 33屆 研經會 聖經中的異象：哥林多前後書的比喻

1967年 39屆 講道會 聖經歷史中的七大關鍵：基督的預 
   表—— 七個七

1970年 42屆 研經會 啟示錄分題研究：十二個七

1975年 47屆 奮興會 聖靈的能力：工作與充滿

1979年 51屆 奮興會 成熟合用的追求：靈程高處的經歷

1985年 57屆 奮興會 詩篇中的信息

1995年 67屆 奮興會 國度真理面面觀

1999年 71屆 奮興會 屬靈的真境

可見滕牧師在港九研經培靈會的講道都是解經方面的信息。滕張佳音

師母評論滕牧師的講道說：「他講道的風格就是講經。」
59 

（二）美國紐約靈命進深會

1970年以前，美國大部分地區仍未有華人教會，只有查經班或學生團

契，缺乏有系統的培育。1970年，紐約地區有一羣弟兄姊妹感到在屬靈生

命需要進深，以致可以更好的事奉，於是發起每年在美國獨立紀念日的假

期舉行「紐約靈命進深會」。該聚會負責人林三綱弟兄回憶說：「滕牧師

初來時，參加人數約有700人，大家從他的信息中得到莫大的裨益。以後

人數陸續增加到1,700 -1,800人，成人組總有1,000人左右，多是美國東部

許多教會中負擔主要責任的人。滕牧師每年都來講，共21次之多。滕牧師

對於『進深會』也很有負擔，常常提起這是在北美華人教會基督徒中的凱

錫克培靈大會。」
60 滕牧師從1976年開始即被邀為主要講員，以後差不多

每年都預留時間給「靈命進深會」，直至2002年。後來，他更應邀擔任該

會的董事會主席（1993-2002年）。
61 

58 
參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網頁，「歷屆聚會概覽」，<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

（2014年7月6日下載）。
59

《恩典懷清輝》，頁23。
60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0。
61 

資料來自該聚會主要負責人林三綱弟兄2014年8月23的電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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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將滕牧師在進深會歷次講道題目列下：
62  

1976年  引導與事奉

1977年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1979年  啟示錄中的生命與事奉

1980年  屬靈生命的十大關鍵

1985年  詩人在事奉上的經歷（主題） 

   認識聖經預言的特性（專題）

1986年  腓立比書中事奉的信息

1987年  啟示錄中的生活與事奉

1988年  更深的生命與事奉

1989年  進入基督的豐盛

1990年  從以弗所書看教會的藍圖

1991年  十字架的生命與事奉

1993年  負擔、警醒、爭戰、建立—— 尼希米的信息

1994年  更深生命的造型

1995年  撒迦利亞書的時代信息

1996年  國度真理

1997年  一半的真理（主題）

   靈恩問題探討（專題）

1998年  靈命中的關鍵時刻（主題）

   屬靈的分辨（專題）

1999年  啟示錄中基督的七大異象

2000年  約翰福音中的屬靈真實

2001年  榮耀的勝利

2002年  認識撒但的詭計

從這些題目來看，滕牧師是按美國華人教會平信徒領袖的需要而為他

們設計信息，幫助弟兄姊妹追求屬靈的增長，瞭解教會的事奉。

62 
資料來自該聚會主要負責人林三綱弟兄2014年8月23的電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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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牧釋經講道研習班

滕牧師非常關心傳道人的講道。這從他為乃役神學院的華人雙文化

及牧養道學碩士課程所寫下的十個特點可見一斑。
63 他覺得要將他從神領

受的釋經講道經驗與下一代的華人傳道人分享，在滕牧師仍任該課程主任

時，已萌生到各地為華人傳道人舉行「釋經講道研習會」的計劃。從1994
年至1997年間，透過各地華福區委會，滕牧師聯同李定武牧師在世界七個

地區舉行「釋經講道研習會」，包括：香港 （1994年）、新加坡、吉隆

坡、多倫多（1995年）、溫哥華、加拿大草原神學院、新澤西 （1996年） 
等。參加這些研習會的牧者和神學生總數逾千人。

李定武牧師在懷念與滕牧師同工那一段日子時，他感懷說：「這是滕

牧師退而不休，一心愛傳道同工，為了顧及神國的需要，培養他們，他實

在是一位願意為神國需要走第二里路的傳道人中的傳道人。」
64 

（四）小結

滕張佳音師母分享說：「無論有沒有講道邀請，他都興致勃勃地預

備，常常喜歡把亮光心得寫成點列式講章……。」
65 可見滕牧師隨時都準

備作神話語的出口。張修齊博士曾見證滕牧師隨時可以上台講道：「有一

次，滕牧師到達會場時，才發現自己是講員，可是他心中定一定，拿過會

場的一本聖經，就有道可講，叫人佩服。」
66 

滕牧師對聖經的看重是他事奉得力的來源。他在自傳中分享：「在

我一生事奉中……在不同教會的講章約3,000篇。這是神的恩典……如果有

人預先告訴我必須預備3,000篇講章，我一定會望而卻步，認為絕對辦不

到。」
67 

6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6。

64 
李定武：〈走二里路的傳道人 —— 懷念滕近輝牧師 (1922-2013)〉，《更新月刊》北

美版（2014年1-2月），頁3。
65 

《恩典懷清輝》，頁23。
66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6。
6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0。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166

滕牧師藉着神的恩典和他的努力，不斷追求「恩典」與「恩賜」的發

展。
68 他也盼望藉着他在研經、培靈的信息和釋經講道的教導幫助傳道人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五　結論

滕近輝牧師（1922-2013年）是一個熟讀神話語的「聖經人」、推動

並實際參與普世事奉的「宣教人」、赤膽忠心為神國的「天國人」。

滕牧師的事奉橫跨兩個世紀，造就了千千萬萬的人。他生於二十世紀

二十年代，成長於中國最動盪的抗戰時期。神藉着基督化家庭的培育（滕

父為牧師）最後，我願意借用滕牧師記載他陪伴葛培理牧師、師母首次訪

問中國大陸，會見王明道先生時，葛培理牧師和王明道先生兩位著名神僕

彼此互勉的經文來總結滕牧師一生至死忠心、將真道闡明，把自己擺在人

前的事奉。王明道先生送給葛培理牧師的經文：「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

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二10） 而葛培理師母代表葛牧師送給王明道

先生的經文：「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

薦與各人的良心。」（林後四2）

筆者深感這兩節經文正是滕近輝牧師一生的寫照。

68 
滕牧師認為：「『恩典』的重點，在於屬靈的內在美」，是屬於生命本質的和品性

的一種東西。它建立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係。『恩賜』的重點，在於作用和功
效，是屬於工具性的一種東西……每一個事奉主的人，都必須在恩典和恩賜上，接受訓練。
兩者都是重要的、寶貴的、缺一不可。」（滕近輝：〈神學教育的基礎：恩典與恩賜的綜合
訓練〉，收氏著：《一份禮物》，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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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滕近輝牧師是華人教會的瑰寶，神賜他多方面的恩賜和事奉機會。他在牧養

北角宣道會的同時，兼任中國神學研究院和建道神學院院長，十多個機構的董事

會主席，並時常被邀到世界各地講道。在他超過六十年的事奉中，不僅在華人教

會中帶動了多個福音運動，也直接或間接推動亞洲教會及普世教會的宣教運動。

本文將集中探討滕牧師在以下四方面的貢獻：高等神學教育運動、教會合一合作

運動、佈道植堂宣教運動、研經釋經培靈運動。

 

ABSTRACT
Rev. Philip Teng was a precious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Church. God had given 

him various gifts and opportunities. He could pastor North Point Alliance Church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served as presidents of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and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board chair of a dozen para-church organizations. He also traveled 
around the globe to speak at different conventions. In his over 60 years of ministries, he 
initiated and participated in many church and mission movemen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Rev. Teng’s contribution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Higher Theological Education 
Movement; Church Unity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Evangelism, Church Planting and 
Mission Movement; Bible Study, Bible Exposition and Spiritual Form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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