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能仁; James O. Fraser 
 • 歌林多後书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典丶他本来富足丶却为
你们成了贫穷丶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丶可以成为富足。 

• 1908年, 英国  云南腾越(腾冲) 
 傈僳族 

• 属灵争战,祷告与同工。 

• 自养,自立,自传与傈僳文圣经。 

• 反思: 宣教,福音,敎会。 

 

 

山雨-富能仁新传;Eileen Crossman 著(1982) ; 冉超智译 (1989); http://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ooks/mount_rain/index.htm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f/fu-nengren.php  

YouTube, 宣教先锋 富能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LqIr1tgweY&t=176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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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能仁; James O. Fraser 
 

• 1906年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也是个出色的钢琴演奏家。 

• 1908年加入内地会, 11月2日抵达上海,到安庆学习中文.  

• 1909年5月，跟随麦克悌（John McCarthy）由缅甸到达云南西部边
境的小城腾越听（今腾冲县）。与安选三夫妇（Mr. & Mrs. 
William J. Embery）一起传福音。不久，安选三夫妇被调往大理，
留下富能仁一人独撑腾越听的宣教工作。开始将宣教重点转向傈僳
族人。在傈僳族向导带领下，他翻山越岭，走访傈僳人的村寨。傈
僳人的友好，以及对福音的兴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 1912年，腾越有了一个可容纳45人的宣教站。同时，高漫教士(Carl 
G. Gowman)也受派加入这里的宣教工作。 

• 1913年1月，富能仁和高漫到傈僳族六家湾参加一个家庭的婚礼，并
趁机向新郎新娘的亲朋好友传福音。3月，富能仁去到一个名叫幽谷
的村寨，向少数民族传福音。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的友好对待，
许多人乐于听信福音，甚至愿意撤除原来摆在家中的香炉和偶像。  

• 1916年10月，富能仁在两个半月时间里，到22个傈僳村寨访问布道，
使其中16个村共120个家庭归向神，拆掉并烧毁所有的偶像。到1917
年2月，已有160家，约800人归信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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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会  海外基督使团 
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是一个

基督教的差会；它的前
身是1865年由英国传教
士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
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

1964年改称现名。 

海外基督使团 

丹城基督教播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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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部腾越(腾冲) 傈僳族 

腾越听(腾冲县) 

大理 

缅甸 
保山 

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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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林多後书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丶他本来富足丶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丶叫你们因他
的贫穷丶可以成为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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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争战,祷告与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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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信心祈祷 
• “你四年来不断请求我做这事，却从不相信我会做：现在
你要凭信心求。” 我清楚地认识这个负担，这是个真实的
负担，它使我感到受压沉重。有天下午，我单独进到房里，
跪下祷告，我知道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那时我完全明白
我所做的和要付的代价。我确定地在信心里将自己交托在
这请求的事上。我“将我的重担交给主”。我站起身来，
心气和平地深信我已经得到了回应。事已办妥，从此以后
（将近一年了），我（在与神交流时）只有平安与喜乐。
我坚守申请得到的土地，从未重复我的请求，日后也不会，
因为无此必要。请求，接纳，领受，费时无多（可十一
24），往事不可反覆，也无需反覆。和神有一个信心的约
是件庄严的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你对神抬起你的手，
只是动作上这样做，你就是在确定地请求，也确定地得到
神的恩赐，即使你活到一百岁，也不要在信心的事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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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祈祷:移民的例子 
• 用加拿大的一个移民来做例子。他心目中有个特定的目标，他很清楚地知道他

为什么去那里，为了麦子。他想到将来的收成是确定的。 

• 加拿大政府为鼓励移民所作的努力:船费与火车票的减价和白送土地. 重要是

实际分给我们的有多少？加拿大政府分给每一位移居加拿大的农民160英亩土

地. 他们送给他的若是160平方英哩，而非160 英亩，他们将不知所措，所以

设下限度使土地和他的能力相称。当我们做特定信心祈祷的时候，情形正是如

此。“量给”这个字就是指“有限度”。我自己的例子是特定地(滩岔)求告主，

使几百家傈僳人信主。我没有一千家人的信心，我有超过一百个家庭的信心. 

• 移民和加拿大政府达成协议，明了他们的规定，接受他们的条件，答应承受分

派给他的土地，再向管理单位申请，立刻得到批准，还有比这事更简单的吗？ 

• 他递进他的申请书，领到了土地，契约写就，盖上官方印信，事情就此终了？

不，那仅是开始！政府告诉他，大意是说：“我们把土地给你，现在你要去工

作。” 信心祈祷也是同样的道理，是白白地赐给我们的恩典，但若不去跟进

实践就永不会成为我们的；“信心与工作”，不容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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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 
• 1922年11月9日，富能仁离开中国，返英述职，也去
了美国访问。1924年9月12日返抵上海。到甘肃兰州,
内地会中学任校长。 

• 1928年初，富能仁被任命为云南省监督，负责云南
全省的宣教工作。 

• 1929年初富能仁的报告中可知，当时在云南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共有四对宣教士：杨思慧,高漫,李崇德,
和张师道4对夫妇。而在傈僳族教会里，已有六位
傈僳族青年信徒：保罗 、摩西、彼得、雅各、司
提反和以撒，全时间牧养教会。 

• 1929年10月24日，42岁的富能仁在云南府与23岁的
邰姑娘(Miss Roxie M. Dymond)喜结良缘。新娘是
第二代宣教士. 婚后，富能仁夫妇在四个半月时间
里，走了1，400哩路，巡访云南各宣教区，了解各
地的情形。 

• 1931年的报告也告诉我们，内地会在云南最初的25
年中，只有19人受洗，而到1931年时，受洗基督徒
人数已达到8,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
1932年，内地会在云南省增开了八个宣教站，并增
加了12位宣教士，其中包括杨志英和杨宓贵灵夫妇
(John and Isobel K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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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养,自立,自传 

富能仁向来主张傈僳族教会要自立，在他多年努
力之下，到1933年时已大有成效。是年秋，他如
此回顾说："经过12年在傈僳人中宣教，他们已建
立教会，支持自己的传道人，完全自养自立自传，
宣教士只是当顾问而已。他们也开始建立中文学
校，栽培自己的子弟。目前已有傈僳文的《四福
音书》，和《使走行传》，翻译工作仍要加紧，
并且需要更多传道人带领教会和传福音"。 

Lisu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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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文字和圣经 
1920年到1925年间，富能仁在缅甸克伦族宣教士宇巴梭（Ba Thaw）

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帮助下，发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编写

教义问答，翻译《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傈僳历史与语

言手册等。然后将翻译圣经的任务交给杨志英夫妇和美国宣教士杨

思慧（Allyn Cooke）夫妇。 

最后由富能仁修订后， 

拿到缅甸去制版付印。 

 
 

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丶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丶叫一切信
他的丶不至灭亡丶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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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12:24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丶一粒麦子不落在
地里死了丶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丶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1938年9月25日，富能仁在保山患了恶

性脑疟疾,离世。 

• 1938年12月30日，富师母带着八岁的长
女和五岁次女，伤心地离开保山转往缅
甸，在那里又产下遗腹幼女；其后乘船
送长女到山东烟台读书。1941年12月，
侵华日军把欧美宣教士全部关进山东潍
坊集中营去，富师母一家到"二战"结束
后获释放，于1945年10月19日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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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林多後书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丶他本来富足丶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丶叫你们因他
的贫穷丶可以成为富足。 

• Reflections of 2016, Ivy Wu, Emerson Wu 

• The last half of 2016 was our busiest time. 
In October we had the third Yunnan trip  
to the Nujiang area where the Salween  
River, a river from north to south, passes  
through a mountain valley. It is called  
Nujiang Grand Canyon and the “Gospel Grand Canyon”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00 Christians living in this Nujiang 
Grand Canyon.  Ninety percent of the people of this rural area are 
believers, and nearly every household believes in Jesus Christ. 

• https://www.internationalministries.org/read/64357 ; American 
Baptist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IM). 

怒江的福音大峽谷，有90%是基督徒, 人数达二十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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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宣教事工 

• 宣教士？ 
• 同工：金钱丶祷告？ 

• 福音事工 
• 我们或我可以做什麽？ 

• 敎会事工 
• 忠心？过程或结果？ 
• 信心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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