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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神召会100週年，各地都在庆祝。马来西亚神召会

总会在吉隆坡主办第二届海外中文五旬宗大会，盛邀许多国家

的代表参与。台湾也派遣代表团来参加这盛事。

在五旬节大会之前，马来西亚中文部总监王袓详牧师，写

了一本让我津津乐道、且花了许多时间去阅读的大作《五旬节

再临》。看这本书时，我心中吶喊说：“圣灵！祢在马来西亚

神召会所作事工，是何等的美好和丰盛！”

在这本书里，王牧师说：“我们对於五旬节信仰的经歷，

不应只当作是圣经故事或历史的事件而已，它应当成为我们信

徒正常生活的模式。”这句话的确给我们很大省思，因为有很

多信徒，甚至於传道人认为五旬节只是一个歷史故事，不可能

发生在我们国家，也不可能发生在我们教会。

五旬节也只是一个圣经故事——我们当中一些人有这样的

迷茫，但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神召会的大復兴，从43间成长到

334间，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中。这给我们一个证明，五旬节

不只是圣经故事，也是一个歷史故事，而且它应当成为教会和

信徒正常生活的模式才对。

我恳请传道人或者信徒阅读《五旬节再临》这本书，它给

我们很多激励，相信“圣灵也要降临在我们的国家，降临在我

们教会当中”。这本书很特别，它不只让你明白五旬节理论，

也让你了解五旬节的能力，如何实践和复兴马来西亚神召会。

中国神召会台湾区议会

总会长颜金龙牧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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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祖祥牧师处女作《五旬节再临》写序，与有荣焉。能

先睹其手稿，诚为赏心乐事。

跟祖祥牧师认识超过廿年，虽然每年只是见面一、两次，

但笔者知道牧师不单在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部担任总监超过十

年，其事奉成绩，也得到其他同工的肯定。祖祥牧师特别对教

会在信仰教义上的合一和事工上的发展，贡献良多，功不可

抹。

他除了是总监和堂会牧师，更带领开植新堂。他不单是

运筹帷幄的领袖，也是走在最前线的战士。还记得其中一届五

旬宗大会的奋兴晚会结束后，有一位姊妹要求笔者为她被鬼附

的朋友祷告。按手后，那鬼反抗力很大，祖祥牧师听到那被鬼

附的女人尖叫后，身手敏捷，瞬间就趋前为那女人按手，斥责

污鬼。那女人软瘫下来，得着释放。在历届五旬宗大会中，他

在不同的聚会带领来自众召会的参与者，一同高呼神召会四大

教义，慷慨激昂......当我细阅他的手稿时，关于牧师服事的情

景，历历在目。

告诉读者这些，为的是要说明祖祥牧师并非闭门造车，撰

写马来西亚神召会的历史。他本人就是这教会历史的一部份，

他与其他亲爱的神召会牧者领袖一同参与其中、用行动来写教

会历史。他彻头彻尾的就是神召人，对神交托他坚强教会的托

付，深深影响着与他同工服事的人。他所写的，不单是一个地

区的教会历史，其中有他的反省，以及对教会的展望。他的文

字表露了对教会的爱，和教会能活出神的命定。笔者不单在书

中读到大马神召会的历史和将来的各种可能性，笔者也跟祖祥

牧师一同展望。笔者也肯定这书会吸引读者，为教会感恩和为

教会的将来守望祷告，就如笔者在阅读本书时所感受和所祷告

的一样。

期望本书不单让你更认识作者所爱的教会，为它守望，更

令你看到异象，投身书写这伟大教会往后的历史。

杨天恩博士

香港羡智神学院院长

香港屯门先锋教会（神召会）主任牧师

20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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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谨代表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恭贺马来西亚神召总会

中文部总监王祖祥牧师，在异常忙碌中挤出时间，去收集、研

究、探索与查证资料，然后出版一本既耗时又艰难的史学著

作！

有人说过，“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觉醒

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的提醒马

来西亚中文教会，尤其是五旬宗或灵恩教会：不要忽略本国的

五旬节灵恩复兴运动的历史！

历史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的机会和选

择，也提示我们是否尽了力去了解事件的多面真相，更帮助我

们思考以后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作者图文并茂、详细地描述马来西亚五旬宗神召会中文

召会在我国的开拓与发展，由外国宣教士从极其卑微的事奉做

起，努力与坚持的耕耘，渐渐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马来西亚华文教会经历了一场五

旬节灵恩大复兴。带动者是由一位神召会牧者从香港引进的前

电影明星梅绮（原名江端仪）。

原本是以她个人的见证和传福音为主题的聚会，后来竟因

为圣灵大大的浇灌而演变成了一场类似五旬节的灵恩运动！结

果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教会与火热追求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之

间的冲突！最后全马共有九处地方产生了所谓的“新约教会”

。从此原本的教会就与此灵恩复兴运动留下了漫长的伤痛与纠

结！

本书作者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客观、谨慎地收集非常有限

的资料，并访问当时相关人物，把当时的事故很有条理地阐明

出来，让今日的教会可以更理智地解读马来西亚五旬节灵恩复

兴的真相，从而成为我们正面的榜样——火热、复兴；或反面

的警惕——分割、分裂的教会！

这本书让我们发现许多鲜有人提起的本土中文五旬宗灵恩

教会的建立与历史发展。无论你有否五旬节灵恩经历，此书必

能帮助你更全面地认识，我国中文教会目前快速增长以及强大

的福音运动！

秦泉维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NECF）中文部主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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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我的好同工一一王祖祥牧师的处女作，书名为《五旬

节再临》，恭喜！恭喜！期望此书早日问世，惠泽众人。

我认识王祖祥约有十五年，当时我是马来西亚卫理公会

华人年议会会长，而王祖祥牧师则是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部总

监，有一位牧长看到我们在一起，就说：“你们两个中文教会

合作，的确会影响华人社群。”感谢主，华人社群是我们的目

标。

马来西亚禧福训练学院学生，都会上马来西亚教会历史，

每个宗派教会历史皆由宗派牧师或首长来教导，五旬节宗历史

由王祖祥牧师教导。他参与一些教牧与教会领袖研讨会，因此

同工对他不陌生。王牧师不但是五旬节教会牧师、总监，更可

贵的是，他细心研究五旬节教派的复兴与成长。

五旬节不是成为历史的节期，五旬节与教会复兴息息相

关，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教会。按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因五

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在《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

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

成事。”

1739年1月1日是卫理公会的五旬节。按《卫斯理约翰日

记》记载，卫斯理约翰说：“七位领袖与六十位左右的弟兄，

一起在费特巷举行爱宴。大约清晨三时，当我们继续迫切祷告

时，神的权能大有力地降临在我们身上，许多人因而极端喜乐

及高声喊叫，也有许多人跌倒地上。当我们从那在大能者面前

的惊异与敬畏的感觉稍微恢复时，我们同心发出一个声音‘我

们赞美主为神，承认主为万有之主’。”

1906年4月，在加州洛杉矶的艾苏萨街312号一间废弃的

教堂，五旬节运动兴起，并且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将近一百年

之后，它仍到处流动，复兴之火仍鲜活地降临在渴慕的教会

中。（《艾苏萨街之火》的序）

《路加福音》4:18主耶稣宣告祂降世的目的，主耶稣

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什么是福音？福音是报告被

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自由。主耶稣又宣告

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恩膏膏我。”《使徒行传》1:8

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待，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五旬节圣灵降临赐下新生命，赐下能力。教会要复兴得

着能力，就要齐心呼求“五旬节再临”。不要再自我陶醉、自

欺，阻碍教会成长，醒来吧！渴望五旬节再临！

高传隆牧师

前任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会长

现任禧福训练学院院长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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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143:5：“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祢的一切作

为、默念祢手的工作。”历史是一个好老师，千次教训无次

同。上帝嘱咐祂的百姓，务要思想祂在历史的作为、默念祂的

工作。回顾过去，激励人心向神献上感恩。认真反思历史的教

训，即能勿蹈覆辙；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得知许多震撼人心的

事。上帝在摩西的时代用祂的大能大力，把两百多万的希伯来

人带出埃及，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奇事，并嘱咐记录上来，告

之后人（出13:14）。

上帝在大马五旬宗的教会照样用祂的大能大力，把不同

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放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学

习，一起服事，一起敬拜。这不是单元社会可见的画面。大马

的五旬宗在社会关怀事工不落人后，早期有戒毒中心、孤儿院

和老人院；如今有信心戒赌会、单亲妈妈事工、洗肾中心、艺

人之家等的事工。历史事件蕴含着上帝的作为，回顾上帝在我

们当中所行的事，思想祂的作为，默念祂的工作，旨在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

本院杰出的校友王祖祥牧师，是芙蓉神召会爱恩堂中文部

的牧师，从2002年担任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总监迄今，已有

10多年，以他的职位和视野来撰写大马神召会的历史最为恰

当。书中勾勒出大马神召会从无变有，从弱小到茁壮，无不凸

显上帝奇妙的作为。书中亦提到五旬宗服事特色，强调圣灵的

工作、属灵恩赐的操练、重视神学教育、传讲末世的信息，并

提倡女性服事的平台。

大马神召会的中文历史数据不多，屈指可数。王牧师费尽

多年心血撰稿，收集数据，翻译数据，整理成书。本书可作为

大马五旬宗教会和圣经学院极佳的教科书。

 

马来西亚圣经学院（BCM）

中文部主任

曾志威博士

15/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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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会在马来西亚设教已经有八十个年头了，可算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成长历史。今年（2014年）是普世神召会成立的

百年周年纪念，也是大马神召总会大会五十周年纪念，这是值

得我们欢庆的一年。然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时光是不留

人的，一旦事过境迁，人很快就把前人所留下的属灵遗产都逐

一给遗忘了，也没有人会再记念他们曾经付出的。感谢主，文

字能把我们过去的记忆逐渐重现在眼前，藉着文献去探索历史

的演变，知识得以温故知新。回顾走过的历史，才会感激前人

点点滴滴的贡献，他们的用心不是枉费的，也不是徒然的。这

是笔者写此书的缘起及动力。

按照2013年美国神召会总部的统计，普世神召会有六千

六百万人，1 根据2014年5月份的基督邮报（Christian Post）

报导，目前五旬节及灵恩信仰者共有十亿人口。2 它已超越了

福音派的总和，四位基督徒当中，就有一位是五旬节或灵恩信

仰者。世界排名前十大基督教会中，有七间是五旬节或灵恩教

会。

为何近年来，会有那么多教会和信徒拥抱这些信念呢？这

是值得我们谦卑探讨的。虽然如此，仍有一些衍生自五旬节或

灵恩运动的偏差，例如泛灵恩的现象及非圣经教导的经验，也

是需要我们谨慎纠正及诠释的。因此，笔者也有一个梦想，想

藉着文字把我们宗派的故事、信仰及成长的心路历程与大家分

享，特别是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教会的历史及发展，使读者能

更了解上帝在本宗派里的命定和作为。

笔者要感恩的是，过去几年有机会参与文桥传播中心所主

办的各宗派历史学术研讨会，透过写作及演讲，积存了一些较

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和照片，加上以往所累积的一些信仰的省思

及感想，得以撰写这一本书（可作为教科书及参考书），以供

读者阅读。

在此特别要感谢“文桥”的总干事黄子及同工们的协助，

还有芙蓉爱恩堂弟兄姐妹的爱心行动，黄天来、郑金发弟兄帮

忙校对，使本人能顺利地出版这处女作，愿上帝赐福予你们！

王祖祥牧师　 　

1. 参：美国神召总会官方数据报告：www.ag.org/top/Press/organization.cfm。

2. 参：基督邮报：www.chinese.chirstianpost.com/news/关于五旬节派—灵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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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4章6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第①章《历史篇》

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是典型的五旬节

教会，是早期的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

ment）所产生的宗派之一。五旬节运动后期被称为灵恩运

动（Charismatic Movement）。3 神召会又称为第一波灵恩

运动的教会。4 神召会源自於1906年阿苏萨大复兴（Azusa 

Street Revival）5 后起的教派。目前此宗派的总部设於美国

密苏里州的春田市（Springfield, Missouri），6 其特色除了強

调基要信仰、圣潔运动、圣灵之洗、说方言及操练属灵恩赐之

外，同时也热衷於国外宣教、出版工作，尤其特別注重传道人

的培训。教会行政为公理制与长老制之混合。7 其实，“五旬

节派”和“灵恩派”虽有共同的特色，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

主要是在教会的结构及神学的课题上有稍微的分別。8 

神召会在马来西亚约有八十年的设教历史，成长非常迅

速，在主流教会以外是属於大规模的教会组织，其堂会遍佈

全马几乎每个城市及小镇。它也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大的五旬

宗教会。至2014年，马来西亚神召会已经拥有334间注冊教

会，753位持准证传道人及超過65,000位会友，9 让我们来回

顾这一百年的宗派历史，它是如何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被建

立起来的。

　 　

6. 普世神召会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1914—2014）。普世神召会乃是根源自本世纪
初，发生於美国的五旬节运动。历史上的第一届美国神召会总会会议是於1914年4月2
日至12日在阿肯色州的Hot Springs 召开。这个新诞生的宗派的第一届总会会议，是由
无数的个别五旬节信徒以及不同的独立群体所组成，总共拥有128位传道人。
成立的主旨有五：（一）統一教义 ，（二）维护圣工 ，（三）推动海外宣教，（四）
成为合法组织，（五）成立圣经学院。
參：William Menzies, Anointed To Serve, pp. 93-94; 97-105。
普世神召会总部设在密苏里州的春田市（Springfield），设有现代化的印刷厂，每天
平均印制16吨的福音书刊。而普世神召会在212个国家分别设有教会及事工，信徒超
过66,400,000人，海外的神召会牧者同工及领袖在1,891间神召会所开办的圣经学院中
受训。（2012年美国神召总会数据）。
參：Article from The Assemblies of God of USA - Our History（Springfield, 2012）
取自网页：www.ag.org/top/about/history.cfm；www.en.wikipedia.org/Assemblies_
of_God。

7. 趙中辉著：《神学名词辞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1983），页283。

8. 參：编辑室：〈五旬节和灵恩运动〉页2-3。 

9. 根据2014年6月份大马神召总会报告书及秘书处：数据是以每年更新准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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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此时期從五旬节运动中所产生的宗派有国际四方教会（Four Square Church Inter-
national），基督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 in Christ）及五旬节圣洁会（Pentecostal 
Holiness）等。

4. 參：《和散那月刊》第四期（1995年4月）编辑室：〈五旬节和灵恩运动〉，页4。
灵恩运动史可参阅：贺西纳（Vinson Synan）著：《灵恩运动–美国圣洁及五旬节运
动史》  （中译：台北：中国福音出版社，1986）。

5. 这圣灵的大復兴可追溯到1901年1月1日，在肯萨斯的托别卡（Topeka, Kansas）由查
理巴罕（Charles Fox Parham）所开办的伯特利圣经学院（Bethel Bible College）里
所发生的“不寻常的事”，即有许多学生领受了如同《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描述的圣
灵充满说方言的经历，特别其中一位名为欧兹曼（Agnes Ozman）的女学生受灵洗后
三天不能说英语，只能说方言，甚至说中文。此属灵復兴的浪潮开始藉着巴罕漫延至
密苏里、德州及加州。五年后再由一位黒人牧师威廉瑟木（William James Seymour）
传至阿苏萨街（门牌312号），许多人领受了灵洗的经历，也吸引了无数的外地人到
访，再加上报章大事报导。五旬节运动便因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到世界各地。
參：William Menzies, Anointed To Serve, The Story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Springfield, GPH, 1971），pp. 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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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拓时期（1934—1941）

早於1933年，美国神召会宣教士西秀杰勝（Cecil Jack-

son）曾在一小部份的彭亨州原住民（Saka i）族群中服

事。1926年他在中国广东学习中文，然后在1928年在华人村

庄开拓了第一间神召会，即新加坡神召会福音堂（Assembly 

of God Chapel），聚会使用广东话。10 另一位女宣教士凯特

林克劳斯（Katherine Clause）也曾於1924年在广东学习中

文。她在1931年抵达新加坡，1932—1933年期间到过霹雳州

的怡保（Ipoh）和珠宝（Chemor）从事中文的事工。11 由於

缺乏人手，她的事工后来交给别人去管理。12 从新马的神召

会历史发展来看，新加坡比马来亚早开始了六年的时间。马来

亚被日军侵占前也只有一间神召会。

1942—1945年马来亚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袭击，日军

侵占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后，英国人重回故地，续在马来亚和新

加坡殖民。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对付当时欲强夺政权的马来亚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和一些异议份

子的威胁，於1948年6月开始实行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 Ordinance），以管制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局势。特

别是在华人居住的地区，把他们集中在所规划的区域。这计划

又称为“Brigg Plan”，目的是要加强英殖政府对军警民的统

一指挥，並实施政经政策。其中建立了“新村”（New Vil-

lage）和发出“居民证”的两项计划。这是新村人口大迁徙的

计划，新村四面围起篱笆，有如集中营，出入须经检查。此法

令实施到1960年7月31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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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

后取代了国民党而执政，传福音之门

因此就紧紧关闭。许多宣教士当中，

有者为主殉道抑或被驱逐离开中国。

很多宣教士也开始把目标转移到海外

的中国人，特别是当时居住在南洋一

带的华侨。他们开始向当时的马来

亚、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的华人传

福音。13

第一间神召会：吉隆坡神召会福

音堂（Assembly of God Kuala 

Lumpur, 1934）

全马第一间神召会是在1934年成

立，即历史悠久的吉隆坡神召会福音

堂。14 其创办人是晏清兰（Carrie P. 

Anderson）。晏姑娘於1890年出生

於挪威（Norway），1909年被圣灵

充满，1914年接受按牧，1915年在中国广州服事。1932年与

陈信贞姑娘（Esther E. Johnson）和文赛夫人（Mrs Burn-

side）南来马来亚。当时她暂代回国休假的希秀杰勝（Cecil 

Jackson）宣教士。之后在1933年，晏清兰姑娘来到马来亚首

都吉隆坡。在1934年，她首先在其吉隆坡的安邦路四英哩半

住家开始聚会。当时只有李灿耀（Augustus Lee）和伍锦科
　 　

10. Fred Abeysekera : The History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Singapore, p.95。

11. 50th Anniversary Assemblies  of God of Malaysia 1957-2007, pp26-27。

12. Lim Yeu Cheun, "An Analysis into the Growth Factors"（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 Volume 10, No.1 January, 2007）, p.83。

　 　

13. 参：槟城神召会福音堂五十週年纪念刊：《教会历史》，页14。

14. 早期称为吉隆坡神召会福音堂，后又称为吉隆坡半山芭神召会，1992年之后才被称
为吉隆坡第一神召会。

新村人口大迁徙。

“Brigg Plan”下所建立的“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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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Kam Foh）两位弟兄参加聚会。她曾在广州学习中文，

並可以用流利的粤语交谈和传道。当时因为她是外国人，又会

说广东话，因此吸引了许多好奇的儿童听她讲圣经故事和教唱

诗歌。1935年，她租赁半山芭汶莱路门牌 381号住屋，並成立

教会，正式竖起神召会教会的招牌，同时又从香港聘请梁适岸

姑娘（Leung Shik Ngon）担任女传道（Bible Woman）工作。

晏姑娘和梁姑娘两位教士不遗余力，忠心为主工作，天

天撑着雨伞和福音单张在附近的木屋区，逐家沿户探访、传福

音，请人参加主日崇拜。梁姑娘的住宿就在教会里。她每天除

了出外作个人布道外，晚间还买糖果、饼食招引主日学生到教

堂学唱诗歌及听圣经故事。她很爱儿童，无论有损手烂脚或生

疮者，她必亲自为他们洗洁敷药，並按手祷告，直至痊愈。小

孩子贪食糖饼，一时吸引邻近的小孩每晚成群结队的参加唱诗

听故事。不久，主赐给主日学学生有四、五十多人。他们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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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诗，念金句，旋即成立主日学班，由晏姑娘和梁姑娘分班教

导。成人信徒逐渐增多至卅多位；如有信徒欲受浸，则会邀请

星洲的希秀杰勝牧师来主持。15

接着，陈信贞姑娘从新加坡赶来助阵，配搭事奉。陈信

贞姑娘献身给中国人，曾往中国广州的西南和佛山传道，并建

立福音堂。她学得一口流利及纯正的广东话，和熟悉华人的习

俗，加上她有基督的爱和谦卑温柔，使很多中国同胞都很喜欢

亲近她，教会人数也天天增加起来。

1936年梁适岸姑娘因为水土不合，积劳成疾，告辞归返

香港，陈信贞姑娘又往星洲与尚道高牧师（Arthur E. San-

dahl）结婚。尚牧师原是陈信贞姑娘在美国南加州圣经学院

（Southern California Bible Institute）念神学时期的同学，他

1935－1941 吉隆坡半山芭神召会 

（半山芭文莱路门牌381号）

1940年尚道高牧

师夫妇（Arthur 

E. Sandahl）与

会友合照。

Cecil & Edith Jackson

1928-1939

Carrie P. Anderson

1930-1935

Esther E. Johnson

1930-1940

　 　

15. 参：李子良：《吉隆坡神召会（1934－1964）卅週年纪念特刊》，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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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中国云南宣教。他们在

新加坡举行婚礼后，就回到

吉隆坡共同担任牧养工作。

晏清兰姑娘也於年终结束了

她个人在南洋宣教的旅程，

回归美国家乡。在同一年，

曾道行夫妇前来吉隆坡协助

尚道高牧师牧养吉隆坡神召

会福音堂，但在1937年就离

开了。1938年，练光临夫妇

来吉隆坡协助牧养吉隆坡神

召会福音堂一年。1939年，

林保罗来吉隆坡协助牧养吉

隆坡神召会福音堂直到1940

年。1940年有美国神召会

总部的麦坚理牧师来马来亚

巡视，并使该堂成为美国神

召会的成员，因此便得到经

济上的支助。同年，尚道高

牧师夫妇因着欧洲爆发第二

次世界大战而离开马来亚，赴美国休假。吉隆坡神召会福音

堂，就由爱斯摩姑娘（Lula M. Ashmore）前来接续牧养的工

作。之后，李少玲和李秀兰也到吉隆坡协助爱斯摩牧养这间教

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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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高牧师夫妇。 爱斯摩姑娘（Lula M. Ashmore）与家人及会友。1939年吉隆坡神召会福音堂洗礼聚会。

1952年吉隆坡神召会福音堂主日学。

　 　

16. 参：李子良：〈莫名其妙回忆录，1999 〉，页24－25。

2. 考验时期（1942—1956）

由于日本战机於1941年12月8日早上四点半轰炸新加坡，

吉隆坡也受到太平洋战事的影响。爱斯摩姑娘在美国大使的催

逼下离开吉隆坡南下新加坡，并与罗伦麦克尼（Lawrence O. 

Mc Kinney）於12月31日同乘一艘船回美国。李少玲和李秀兰

也已经离开马来亚。

从1942至1947年，教会没有牧者，羊群四散，屋主便收

回教会会所转租给他人。在这段战乱时期，教会的平信徒领

袖就负起带领照顾信徒的责任。他们几人当中，包括后来於

1963年被按立为长老的王良秀和按立为执事的李子良。1945

年，乱定之后，宣教士还未回来。一些会友使用几位弟兄的家

进行聚会，彼此分享，轮流讲道。以后，还得蒙本地圣公会陈

守仁牧师借用会所聚会和协助主持圣餐，圣公会李郁生姊妹从

旁协助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