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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

宣

教士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本人自
神學院畢業後十多年了，走得跌跌撞

撞，不免有時候會懷疑神的呼召，甚至覺得
山窮水盡走不下去了，然而也經歷到主的恩
典夠用，在快放棄時，突然峰迴路轉、柳暗
花明。
走宣教的路是不容易的事，但要違背神的呼召更是不容易的事。
於是在不容易和更不容易的張力下，去經歷神的作為，體會到跟從主
不在於自己有多大本事，乃在於賜下各樣恩賜的主；不在於路途的坎
坷，乃在於曠野中開道路的主；不在於自己的信心有多大，乃在於信
實的主。

 本期內容 
董事的話

 合乎中道的事奉
CMI 活動專題

 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與新興

教會
CMI 消息

 亞洲華人宣教實務
CMI 活動報導

要有基地
每位宣教士最好要有一「基地」，也要有一主要事奉項目，無論

 青宣側寫
 中國福音會事工介紹

是培訓學生、教會牧養，或在都市或是鄉村都可以。我們當中的宣教

莫忘神州

士似乎都有這樣的基礎，這是好的現象。先從一根據地委身，再陸續

 小小羊兒要上課

發展周邊的工作，推展事工，若是可能，可與有負擔的教會肢體合作，

 心意更新

讓事工發揮更大效益。
 財務報告

我們應當有事工計畫，有事奉的重點是好的，但也要
留一點彈性，因為許多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許多偉大的
傳道人，可以大刀闊斧，開創新的格局，值得我們羨慕；但
我們面對禾場需要時能夠及時回應，進而帶出事奉的功效，
可靠並踏實地盡了當應的本份，這樣的事奉也是神所看重
的。

要注意安全

與新興教會
份子的覺醒
中國知識

要有事工計畫

重心已由鄉村轉向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溫州的
城市教會具最具代表性。

家庭教會系統 (1978年後)

以北京為例，較知名的城市教會：大紅門教會、

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所有的基督教堂

守望教會、載道教會、錫安教會、城市復興教會、橄

都被迫關閉，信徒只能暗中於家中或野外偏僻地點秘密

欖樹教會等。許多城市教會青年人樂團演奏、熱情敬

聚會，家庭教會或稱地下教會的名稱由此而來。文革期

拜，與台灣都市教會情景沒有兩樣！其中北京守望教

間聖經全被沒收與焚燒，教會屬靈供應只能依靠著信徒

會與上海萬邦教會數年前在政府壓力下遭到強制解

默背聖經，傳遞手抄聖經，以及暗中於各地遊行佈道的

散，轉入家中聚會或加入其他友堂聚會。2011年冬

傳道人所牧養維護。(註2)

天，北京守望教會被趕出聚會場所後，弟兄姊妹在冰

自1978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數年之間家庭教

天雪地的公園中聚集敬拜，驚動了全世界。如今，守

會如雨後春筍在大陸各地興起，即使三自教堂也充滿了

望教會依然存在於北京市不同角落繼續聚會，有如

有，認為當局關注到你是浪費國家資源，那你應該可以在低

心靈飢渴的人群。以下介紹1978年以後中國大陸家庭教

新興小組教會。

調中放手去做。宣教士還需要面臨到教會推介、募款的壓

會主要系統：

力，要積極把握上帝所量給我們的機會，也包括在所事奉

1. 河南方城華人歸主派。( 帶領同工：張榮亮 2004 入

在宣教工場行事需要注意安全，若你是有名氣的傳道
人，更要謹慎而低調做你的工作；若你自認一點名氣都沒

的禾場。

獄，判七年。出獄後繼續服事)

于迦勒

認識及發揮恩賜
我認為上帝給的恩賜，這是最寶貴的產業，上帝是負
責任的老闆，領受祂的恩召的同時，也會領受祂所賜下的恩
賜。所以，服事主的人要知曉神量給個人的恩賜為何，並且
省而有效率的事奉。

看重團隊事奉
一人不能單獨完成大使命，有一群同工團隊是重要

編按：本文是本會於青宣「宣道博
覽會」的專題之一，向青年
學子介紹當前中國教會的發
展概況。

很

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向大

1997起勞改三年，2000年後釋放，轉至海外事奉，

六四兩年後，我結束了四年大學生涯，傷感地離

繼續協助關懷海內外華人宣教。原系統分權給全國

開北京。因一直不願向校領導承認自己絕食有錯，不

七大片)

願支持中共開槍的正確性，不願配合中共沒殺人的

6. 小群系統(恢復教會)。

的途中，她是那樣安祥的閉上了眼，……無論走到哪

福音會的宣教事工！

中國基督徒人口統計

可能達一億三千萬人(註1)。根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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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位六四後信主的弟兄見證：

遠的單位。……在那槍聲激盪的夜晚，在背向醫院

是歷久不衰，在有需要時也能彼此幫補，也是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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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絕望中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與出路。

5. 安徽潁上團隊。

數：保守估計為七千五百萬，最高

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賽58：11)

義，海內外許多知識份子因而接受福音信主。知識份

近況，盼望您常常以禱告紀念中國

廂情願，可以保持距離的和好，相敬如賓，主裡的交情常常

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

失望、夢碎，對無神論產生懷疑，尋求超越的生存意

謊言，被當時左透頂的學校分配到天津海邊一個偏

中國基督教(含天主教)信徒人

家，相信召我們的上帝與我們同在。「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

3. 河南南陽全範圍教會又名重生派。(原領袖徐永澤於

這時期知識份子對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感到

4. 安徽利辛團隊。

工，自然可以走得親近一點，但個性不合的同工，不要太一

當前面對宣教的局勢依舊艱難，我們仍要作忠心的管

工接續帶領，由農村教會發展到都市宣教植堂)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

家介紹中國大陸教會發展

的，除了有共同的負擔之外，要考慮有相似的神學背景，若
這樣，可能有小爭執，但不會動不動就吵架。興趣相投的同

2. 河南唐城中華福音團契。(早期同工：天上人劉振營，
從秘密管道出獄轉赴海外。團隊由張恆、申牧師等同

好好去操練和發揮，相信會越來越豐富，這樣，可以帶來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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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地下信徒)約二千萬人。

7. 沿海南方家庭教會。以江蘇、浙江、福建、為主要發
展地區(如：溫州家庭教會於文革中興起，積極向海
內外各地差傳植堂)

8. 城市新興教會

京家庭教會領袖的說法，向官方

1990年以後許多知識分子紛紛信主，2000年以後

登記並受到約束管控的三自教會

興起建立許多以知識份子為主幹的城市教會，自立自

約二千三百萬，堅持以基督為教會

養，不向三自教會妥協，從家庭走向公共空間聚會，積

元首、維護純正信仰品質之家庭

極與社會對話，注重公共神學，傳遞基督教價值觀，並

教會則約七千萬；另有天主教信徒

興起新一波的國內外宣教浪潮。自此，大陸家庭教會的

裡，我都不願丟棄「六四之夜」那死去女孩鮮血所浸
透的血衣，不願走出心血欲滴的蔚藍色夢境。……很
多人的生命在經歷了六四之後，一直被恐懼、仇恨和
憤怒所主宰，而我信主之後，我在六四以及之後十多
年裡承受的種種苦難和傷痛，全得到上帝的撫慰。」
( T弟兄，2007年受洗成為基督徒，目前穩定在北京的一個
家庭教會聚會，《大地上的麥子》，基文社，2013)

城市教會異象與使命
以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為範例，教會從被動的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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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潮流漂流，轉而積極的承擔轉化社會的職責。

勇敢護教：維護真理、維護信仰價值、聚會、

我們敦促教會領袖和牧者，鼓勵所有信徒，以

宣教與教育自主性。主動的以聖經真理價值觀影響社

各種工具裝備他們，使他們能以先知般的眼光，將

會，參與社會(憐憫與維權)、轉化社會。

真理與日常的公共對話聯繫起來，並且鼓勵信徒參

教會牧養方式：從「人的典範」走向「正典神

亞洲華人宣教實務

人們，裝備他們，並為他們禱告。

(˘ጯ̶)
Ă
2015ѐ3઼̚͡ୁજ˞Ķ˘(කძ̝ྮགྷᑻ) ˘ྮ(͒˘͵ࡔঔ˯කძ̝ྮ)ķ
ፖྭֲለ߷̂ˬܧĂүࠎ઼̚ေ۞คĄ͒͵ࡔϐཧĂ

與到我們所處的「每一個文化層面」
。

઼̂̚ౙഅߏරˠ۞ିކࢋϰಞĂপҾߏέመܛĄ

學的復興與堅固」。重整教會治理體系，以核心長老

傳統教會的植堂工作者和傳道人所不能接觸到

同工會治理教會。在上帝主權下，人先破碎，再更新

的地方，許多有專業技能、貿易、商務和職業背景的基

Ұԧтңᄃ̂ౙ۞Ͼҡࣇ˘ࢷࢲ҃˯ĉ

建造。

督徒可以經常去這些地方。這些「織帳篷者」和商業

έ៉ିົ֗ࠎֲ߷۞˘ࣶĂтңૄ༛۞ାाගֲăለă۞ܧϏ̝ϔĉ

人士在職場上的工作應該被視為地方教會事工中相

ώኝ̚ĂҰԧВТ֕࿅˘˘ྮĂԱޓ˯ז၆Ұᄃିົ۞ײΡĄ

維權與憐憫事工：為遭受侵權的教會、牧者與
信徒維權；關顧良心犯與其家屬，設立關懷基金、關
懷探視；關顧都市弱勢族群。如：照顧上訪遊民、呼
籲保護胎兒等。

基督教教育：取回基督教教育權利；設立基督
教學校：從幼兒園、小學到大學；以合乎聖經的觀點
推動通識教育、全人教育。
在牧師、同工與信徒以基督耶穌道成肉身的心志
與行動，在當局多方限制與壓力下，維護信仰，持守

т̫˯ޓдາԛ๕̚णன̦ᆃ̂ਕүࠎĉ

當有價值的部分。我們懇請宣教領袖將「織帳篷者」
課程目標：1) 以務實的態度，認識亞洲多元文化的特點

完全納入全球宣教策略當中。推動職場與雙職宣

2) 考察華人在亞洲宣教的現況與優勢
3) 自省華人在亞洲宣教的誤區與策略
4) 找到自我參與的角色與進路
5) 汲取歷史教訓，認識宣教禾場
6) 接受裝備，結交志同道合者一起實踐

教。

宣教的中國
中國的普遍福音化與差傳化，是末世差傳運動最
重要的環節，東亞民族需要從西方承接福音的最後

講員簡介：陳

劉仁欽牧師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副院長，過去十多年於創啟地區幫助教會建立關懷事工
系統及培訓關懷同工。)

一棒，傳到地極，傳回耶路撒冷！奉主名，我們呼召
今日的保羅，呼召今日的約拿，傳承宣教大使命！

上課時間：2016年 10 月 1、8、29日 (週六 10：00AM - 12：00PM ； 1：00 - 4：30PM)

基督徒良心，以親身見證傳揚生命之道。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f lesh)中行事，卻不憑著
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carnal)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
的計謀(reasoning)，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
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thought)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3-5)
最後，我要以洛桑大會宣言鼓勵我們弟兄姊妹

課程費用：$1,600 (詳情請洽02-2902-3561x12 陳姊妹 )

-------------------------

2006年底，全國的基督徒人數已達到一億三千萬，其
中包括二千萬天主教徒。不過，以上葉小文的說法已

名

單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中)＿＿＿＿＿＿＿＿＿＿(英)＿＿＿＿＿＿＿＿＿＿E-mail：＿＿＿＿＿＿＿＿＿＿＿＿＿＿＿＿＿＿

遭官方否認，目前官方只承認由政府經三自愛國運動

錄於下：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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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主辦

文曾向北京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聽眾匯報，在

與人數，基督教徒二千三百萬，天主教徒則不足一千

中國與福音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中國福音會

指出：據非政府組織報導，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

各個層面，見證真理，傳揚福音。茲將開普敦承諾節

識份子和公共層面進行辯論，並且捍衛聖經真理的

學 雜 費：$100

註1 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報告》(2007年9月14日）

委員會認可並經基督教協會所登記管控的基督教會堂

我們需要認可那些能在公共領域裡與最高層知

4

上課地點：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49-3號10樓)

在多元而多變的處境中，以信心智慧和勇氣接觸社會

洛桑運動(2010)開普敦承諾：
真理與多元的挑戰

漁老師 (中國福音會資深宣教師)

註2 遊行佈道首先發跡於華中地區，逐漸及於華南地區。
教會在極大的逼迫中默默的蒙神保守。代表人物：李
天恩(慕聖)牧師(1928-2016)，文革時期在河南一帶服
事帶領門徒，一路遊行佈道到南方沿海城市。本會創
始者趙天恩牧師與李天恩牧師曾是多年同工。

通訊地址：＿＿＿＿＿＿＿＿＿＿＿＿＿＿＿＿＿＿＿＿＿＿＿＿＿＿＿＿＿＿＿＿＿＿＿＿＿＿＿＿＿＿＿＿＿
電

話：(H)＿＿＿＿＿＿＿＿＿＿＿＿(C)＿＿＿＿＿＿＿＿＿＿＿＿(O)＿＿＿＿＿＿＿＿＿＿＿＿＿＿＿＿＿

所屬教會：＿＿＿＿＿＿＿＿＿＿＿＿＿＿＿＿＿＿＿＿＿＿＿＿＿簽名：＿＿＿＿＿＿＿＿＿＿＿＿＿＿＿＿＿

費：選修：$ 1,600 (1學分)
旁聽：$ 600 (不記學分)
學雜費：$ 100
學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銀行新莊分行 帳號：0490871000333
郵局劃撥：輔大郵局 帳號：50136096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請將 報名單 及 匯款單據 傳真或 E-mail 至 台灣正道神學院 培育中心助理
E-mail: meijichen@les.edu ； 傳真：(02) 2902-3562

陳姐妹(02)2902-3561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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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福音事工。

青宣側寫

想想我們怎麼做
我們從現場學生的回應及回
收問卷來看，肯定的是，來參加

編輯室

由

校園團契主辦的「青年宣道大會」已於七月中
旬落幕，本會是活動「宣道博覽會」的參展機

構之一，今年由於展出的教室地點佳，連續二個下午
吸引不少學生上門探究，欣喜見到年輕世代認識中國
宣教禾場，求神呼召祂的工人傳承宣教使命。
我們的宣教士同工輪番上陣，分享了「中國知識

份子的覺醒與新興教會」、「城市家庭教會培訓見
證」、「中國西南地區事工分享」、「雙職工人培訓
分享」等主題，不少學生對這些議題感到新奇，透過
宣教士們的分享，打開他們的眼界，認識當前的中國
教會處境，也透過培訓見證分享，看見因應對岸不同
地區的福音需要，採取不同的事工策略。會後有不少
學生向同工詢問一些相關內容，想要更多了解中國事
工。相信神所選召之人的「感動」，能夠跨越海峽地
理的距離，能夠放下意識形態的歧見，能夠看見主的
眼目所看見的，視野張開，看見莊稼熟了，急需工人
去收主的莊稼。

傳承宣教大使命：
扶植中國教會建造有根基有見識的屬靈生命，能抵禦異端邪說，不

動，他們關心自己居住地以外的

然後向家庭教會招安，排除不合作的教會」，顯然該生

福音事工，希望了解神在其他地

隨世俗潮流；共同傳承大使命，推動三化異象，勇於回應救主恩召。

對中國事工頗有見解。然而有一半比例的學生選擇空

區的作為，尤其認識了中國教會

多元化神學教育：

白，大部分是不知道浙江拆十架事件，難以作答。

是如何成長的過程，在嚴峻的政
治環境下，仍然有許多愛主的弟

另外，我們也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向學生
提問「何謂一帶一路？有何意義？」有不少答「絲綢之

路經濟帶」；有的較具體寫出「一帶指路上絲綢之路，

下許多雲彩般見證，這同時也激
勵現場聆聽的學子們。

白或寫「不知道」。有趣的是，有答題的學生們在針對

不 過 有 不 少 人 不 清 楚 中國

「一帶一路有何意義？」都會連結於福音，如「一個隨

教會的現況，沒聽說「拆十架事

身行李，隨著鐵路延線傳福音」，「重要的商業貿易路，

件」，及不清楚中國當局打響全

可以成為宣教的管道」，「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傳至東

球的「一帶一路」策略，值得本

南亞」，「絲路一帶的基督徒比例較低」，「可打開很

會及任何從事中國宣教的伙伴們

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宣教大門」。

思考。其實學生們不是不關心，
可能是缺乏管道資訊，如我們媒

針對「中國教會最需要什麼？」有的答中國教會最
需要「神學教育」，「門徒訓練」，「真理的教導」。有

的話，信仰生活化」，「禱告及奉獻」，「傳福音」。也
有的學生提出了更深入的看法，認為中國教會需要「堅

Q&A」，不是選擇題，而是開放性答題，從回收的問

持以聖經真理來影響社會」，「培養中層領袖，避免教

卷來看他們對中國事工的認識有多少。其中關於「你

會領導斷層」，猜測他們是來自大陸的學生，經歷中國

認為在大陸福音事工上，台灣有何優勢？」絕大部人

教會發展的現況。

因應幅員廣闊的地域性差異，差派同工從事多元神學教育，培養全
職或雙職工人成為開荒、佈道、牧養及宣教的人才。

兄姐妹活出與神同行的生命，留

一路指海上絲路」；但仍約有一半比例學生的答案空

我們給在場學生填一份問卷「認識中國宣教

體焦點皆以本地新聞為主，或是
所屬教會沒有參與中國事工。此
點更加深了我們大力傳遞本會異

招募栽培宣教士：
開辦宣教士訓練課程，招募短宣隊，培養從短宣進入長宣的宣教工
人。提供內地禾場半年至一年的實習體驗。

研發基督化策略：
進駐內地實際觀察、體驗，研擬合宜的策略，使基督徒和教會遵行
基督的真理，影響社會並更新中華文化。

聚焦家庭教會史：
關注中國教會發展軌跡，記錄家庭教會發展真相，連結普世教會，
一同見證上帝在華人教會中的作為。

辦研討會與講座：
針對內地教會發展現況及需求，共商因應策略，突破拓展瓶頸。

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
文化基督化」的責任，提供當前
教會處境概況，讓關心中國福音

您可以參與：

事工的主內弟兄姐妹能更確切了

1.上官網認識我們，索取電子報或紙本會刊，參與本會舉辦的研討會。

解及參與，亦是為宣教傳承作預

2.預約宣教主日：和教會牧者、小組長分享，邀約主日講台。

針對「若你去中國短宣，你想要做什麼？」有的答

備，培育下一代神的兒女起來參

3.預約茶話會談：三人以上，請短期回國的宣教士喝茶會談。

「學習如何宣教，並認識對岸的文化」、「傳福音」等

與神的工。正如學生們一致認為

4.預約參與短宣：利用寒暑假中國短宣體驗。

大方向；進階的是「兒童主日學」、「青少年事工」、

台灣在中國福音事工上具有語

5.體驗家庭教會：利用休假在禾場長住3個月至1年，配搭服事傳福音。

針對「2014 年 4 月迄今，浙江以溫州為中心已

「敬拜音樂事工」、「神學教育」、「聖經培訓」；有的

言、地理的優勢，加上台灣教會

有二千多間教堂的十架被拆，拆十架是為了什麼目

寫「認識是否作為長期宣教之地」、「幫助中國教會回

豐富的屬靈資源，如此地位，豈

的？」有人寫「是為了打壓基督教 」，「是為了政

應跨文化宣教使命」，看得出是有心往準宣教士的預

不該以神的事為念而為中國福音

治」，「阻擋任何組織的強盛」，有一人寫到「拆十

備；還有寫到「探訪留守兒童」，關心當地社會議題，作

事工盡上心呢！

回答都是指具有「語言、地理上」的優勢；其中也有
人說台灣的「神學教育、屬靈資源豐富，對大陸福音

事工更具優勢」。

6

的學生普遍具有宣教的意識和感

架是一種殺雞儆猴，取消三自歸中國基督教協會管理，

的學生則看到信仰表達的方面，認為中國教會「需要神

看看年輕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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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羊兒要上課

◆邵燕(15歲)
來學習的原因是想成為一

地帶好主日學，一定要教好比我還小的小孩子，讓他
們能夠認識主耶穌。

位兒童主日學老師，成為主日學

前

言：這次在少數族裔區投入兒主師資培訓，

老師後，要成為優秀的老師，讓

參加的學員非常地年輕(只有一位是超過

主日學的學生覺得我是一個優

二十歲)，他們若是在城裡，早就歸類於青少年夏

秀的老師。

令營的學生，是要享受營會的滋潤和歡樂，卻來上

馬大

課受訓。學員們絕大多數對基督信仰的內涵搞不清

我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學習主的話語，因為我決
心想成為祂的門徒。在這次學習中我學到了如何作一
名基督徒，基督徒所具備的條件和重要性，還有作為

在這幾天的學習中，我學
到了很多詩歌，還知道了在教

楚，只知道自己信上帝，他們的教會都沒有兒主

◆張望(17歲)

一名兒童主日學老師應如何和小朋友建立關係，如何
帶領小朋友真誠的跟隨主耶穌。

(子茜的教會除外)，從小也未上過主日學。我們去

首先，就我以前的想法，帶領詩歌的話，是不會加

小朋友唱歌時，要用不同的方法，讓小朋友們在短時間

年在另一個地方辦夏令營，子茜有來參加，她回家

上動作的，唱一唱就好，這不會讓孩子們感到有興趣。

內記得歌詞，讓小朋友感到有趣。我還學習了無字書，

我的改變是讓我更加的相信主耶穌的話語，耶穌

後就主動在自己的教會內開始主日學，我們這次來

其次，也不知道怎樣和小朋友分享聖經裡的故事。最

當我拿到無字書時，覺得很好奇，但是學習之後，這本

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我知道這都是因為

到她的教會，觀看她所布置的兒主教室，很感動這

後，最重要的事是讓我有了勇氣踏出第一步。這一切的

無字書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幫助，這本無字書的作用是領

我的罪的緣故。所以，我們要知錯就改，作一名真誠

小小年紀女孩的心志，真是不可小看她年輕。我們

成果都是神所賜的，我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人歸主。在沒有來這裡之前，我知道不能犯罪，可是我

的基督徒。

教學生使用無字書來領人歸主，這本書居然也幫助
他們對福音有基本認識。可說，這次培訓的定義極
有彈性，頭二天課都有人陸續加入聽課，老師們都
要重新說明培訓的目的，師生經過幾天課程的磨練

很謝謝老師們的鼓勵和幫助。在這幾天的學習之
後，我感覺自己更加肯定自己的信仰，也更明白了自己
為什麼要信主。對於以後要不要帶領孩子，我只能仰望
主的帶領和安排。

後，類似於在教授基要真理、初信造就課，同時伴
隨著兒主教學的技巧和樂趣，重建學員們的信仰根
基，鼓勵他們對神話語扎根，也算是功得圓滿。學
員們的眼界和心志都不同了，祈願主引導他們的腳
步，成為教會的祝福。以下是其中幾位學員的學習
心得。

歡的都是罪。也學到了很多聖經故事，但最主要的是在
教小朋友聖經故事時，先要準備好。我也學會了禱告。
我的改變就是不要犯罪，當自己犯了罪時要認罪，
在這之前我犯了很多罪，但根本就沒有想過要認罪。以

◆小南(15歲)

我對兒主的期望是，使教會的孩子們能真正領
會到主的愛，讓他們更加的聽主的話語，希望孩子們
能正確的選擇自己的家――神的國，讓我們的教會更
加復興。

♥ ♥♥ ♥ ♥♥ ♥ ♥♥ ♥ ♥♥ ♥♥ ♥

前要禱告的時候，我也會拒絕，但現在我知道了如果要

因為家人說有師資培訓，並且是學習兒童主日學的

成為主日學的老師，那必須要學會禱告，而且做一個神

在偏鄉少數族地區的教會都沒有兒童主日學，

知識，就非常的好奇，因為我從小就非常崇拜老師，想

的兒女，要有禱告生活，當然要讀聖經，先把自己變成

雖然教會意識到兒童主日學的重要，不過要建立兒

到學了之後就可以教教會內的孩子們，就可以成為老

學生。

主事工前，要先從有心擔任兒主教師的弟兄姐妹做

師，讓那些比自己小的孩子叫我大姐姐。

◆艾軍(28歲)

不知道犯罪的定義是什麼，現在我知道了一切神所不喜

在這幾天中，我學習到神的兒女是怎樣培養的，神

起，他們要重生得救，清楚自己所信的是誰；要有
真的很感謝主，不能說學到了全部，但是在主的祝
福中，我還是比以前學到很多了。

愛靈魂的負擔，看見孩童的救恩，而非只想有教師
的權柄；既然當教師，就必須要熟悉自己所教的內

感謝主的帶領，讓我有了這樣一次學習的機會。

的僕人該怎麼做，也就是神的僕人也有一定的要求。我

同時，也謝謝我們的各位老師，謝謝他們精心的培訓

的改變就是，對神的話有了一個更深刻的了解，對兒主

我們。

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以前只是想領孩子們玩玩，自從受

教會開始兒童主日學的時候，也有大人來教主日

生活上言行一致，重責任感和紀律，好品格，不遲

了這次培訓後，懂得原來兒主的意義是領小朋友們歸向

學，但每個星期都不一定會來，主日學的課程就不太穩

到，不醉酒，要活出你所教給孩子的聖經信仰。我

主。還懂得無字書原來也有那麼多關於耶穌的故事。我

定。後來，我就去教主日學，但教得也不是特別好，來

們在偏鄉的培訓對象都面臨了上述要件的缺乏，其

渴望讓更多小朋友認識主，歸向主，成為教會的希望，

這裡學習，是為了能更好地教導小孩子認識主耶穌，領

中最關鍵的缺乏是對基督真理不清不楚，必須要先

把下一代小朋友領到神的面前，感受神的愛，作神的僕

人歸主。在這裡，我學到了很多帶主日學兒童的方法，

重建他們的信仰根基，不能只注重教學技巧傳授，

人，成為神的兒女。

也更進一步的認識主耶穌。還學到了怎樣講故事，帶小

不能只停留在生活形式的教導和改造，因為兒主事

孩禱告等。

工是生命性的傳遞，唯重生得救的人與神有真實生

在一個沒有兒童主日學的教會裡成長的我，聽到
有這樣一個學習裝備自己的機會，就有了一顆渴望的
心，於是來到這裡參加，我希望學習了以後，能夠回
到教會帶領孩子參加主日學，但我以為這一切都需要
有主的幫助，我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開始是想先
裝備自己。如果主要使用，我願意被主使用。然而，
我在這裡所學到的已經超過了我以前所想到的程度。

謝謝老師，謝謝做飯的同工們，謝謝教會給我這一
次機會學習，謝謝主。

◆子茜(12歲)

來到這裡，我覺得我的變化非常大，但是我也有不

容，這是日積月累的功夫，也就是平日要建立穩定
的靈修生活，及主動參加培訓裝備課程；此外，在

命關係，生命才能傳遞生命。請為他們禱告。

足的地方，我以後也會改正。學完以後，我一定要好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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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暑假快結束時，我坐上返台的飛機，看見逐
漸渺小而傾斜的城市，不久前才和當地姐妹們

數度擁抱和揮別，竟依舊止不住不聽使喚的眼淚，好
似我要獨自離開家，離開逐漸習慣的生活，離開與熟
悉的人們自由談心的時刻。那一刻的心境與我出發之

心意更新
李晶

前簡直是天壤之別。

拉近距離
回想我剛出發去A市的心情是非常緊張，難以想
像自己要度過這漫長的一個半月，其中最讓自己焦慮
的是要面對兩週的營會，擔心自己的皮膚狀況不受控
制，特別是飲食、飲水問題。的確，當地環境對我來
說是有些不適的，但神使我安然度過一切挑戰。不但
如此，我與當地的朋友、學生建立了難忘的情感，透
過近距離的彼此接觸，認識了在地的文化與人文思
想，使我對大陸有更深厚的情感認同。

靜 安 穩，我單因著
祂的話語而感到心
滿意足。神透過我
將自己從神領受的
豐富 分 享 給人，每
次的服 事，我一再
地看見神的榮耀彰
顯，每 天 經 歷 到自
己極為貧乏、困倦，

縱然在對話的過程

他們一同經歷突然失去建立教會的宣教師之慟，弟兄

中有些撞擊，然而

姐妹們在極大的悲痛和掙扎中學習仰望主。宣教師的

神的心意卻越發在

師母面對失去丈夫當下，從神而來的一句話「我是好

我們心裡穩固，在

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豈不是應當的嗎?」穿透她的

親子教養中，我們

心，知道是出於神的心意，心裡就得著安慰。師母以

以馬利亞因基督的

對神的信靠，安慰了弟兄姐妹；以對神旨意的順服，

救恩臨到而尊主為

帶領眾人持續往前。師母在許多艱難的時刻，仍選擇

大為榜樣，同時也

繼續順服，那是對主多大的信心和委身。宣教師的生

以耶穌對馬利亞提

命在主的手裡，主親自埋下這一粒麥子，他們不愛惜

醒「應當以父的事

自己的生命，神卻更加高抬、尊重他們。相較之下，

為念」為警惕，最

我站在信心的巨人面前，因為還愛惜、顧念自己而感

終從示範和說明中

到羞愧，我曾想，倘若我生活的一切事是神按著我的

我們能深入交流並

旨意，照著我所期望的賞賜給我，那麼我肯定無法看

實地操作。由於同

見神在祂所行的一切事上，使人驚訝、折服的榮耀。

工們的信任，讓我
們能彼此真實的相交，一同在主裡成長。

但同時也經歷到神奢華的供應。

憑主意行
感謝主，祂按著自己的榮耀、權柄、能力行事，

深刻經歷
記得在第一個營會中我與兩位大學生談論信仰，
談論苦難、神的計畫、基督的十字架以及神對我們
的心意，我內心常常激動，深信他們的內心已經被聖
靈大大攪動，而他們對基督的探索，更加激發我引他
們到神面前來的渴望。第二個營會主題是「青春無
悔」，針對青少年兩性關係議題，其中穿插信仰的內
涵，包括清晨讀經並福音體驗活動。我的小組當中有

信仰實踐
國內城鄉差距造成工作人口大量、大範圍的移

所追求的。但願這趟短宣之旅，神幫助我立定心志，

憊，但神的恩典新鮮；我不知所措，但神的智慧持續

動，工作型態直接影響家庭結構，家庭成員分散四

將自己交在主手中，使我越來越羨慕能服事主、跟從

引領；我極為渺小，但神的行事偉大。我在神的信實

處，因而家庭觀念淡薄，整體社會家庭的功能不彰。

主；想主所想，行主所行。按著神的心意行，從神而

中穩妥前行，慢慢地我沉靜在雙人舞中，隨著神的步
伐在不同情境的旋律中起舞。

教會如同整體社會的縮影，單親教養的需求、

家長過招

本。然而神在人的敗壞與軟弱中彰顯祂的榮耀，「教
會生活」使「家庭功能」重整，當人們連結於基督，

專注於聖經的討論，並且深入的自我袒露；另一位已

單，他們的動力很容易被激發，陋習也較為容易被調

信主的青少年在營會結束之後，開始穩定的參加教

整。相反地，大人們就有些艱難了，國家一胎化政策

我認為國內教會已逐漸看重神學教育，然而「生

會聚會。

造成基督徒父母非常看重孩子往往過於看重神，凡

活實踐」並「健康」、「成熟」的教會文化，需要時間

事替孩子打點一切，甚少管教，卻過多寵溺，盡全力

逐漸養成，穩妥的根基需要向下埋進土壤，而基督的

滿足孩子的想望。我在師資訓練中特別著重在神對

恩典是埋入的力量。短時間的我參與在當中，見證神

於培育下一代的心意為何？而倘若僅憑著自己的習慣

奇妙的作為，神的大能能夠將這艘順著洋流的巨輪轉

與感受教養下一代，所造成的影響又會是如何？最後

向，透過復活的基督在人的生命中作調轉的工作。

原先預備的課程內容有差異，因此我幾乎大多得重新
準備資料，十天的兒童、青少年查經營，共約莫六十
小時的服事，我幾乎都是在前一天晚上緊湊的時間中
預備完成。雖然充滿挑戰，神卻讓我在祂的話語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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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賞賜，好的無比。

兩性關係的議題，以及教養的問題，在在動搖家庭根

來參加營會的學生們，他們單純、真實，也簡

班，以及一天的同工訓練。因為當地實際需要，與我

使我在祂的主權中心滿意足，神的榮耀是我所切慕、

恩典行走。我軟弱無力，但神的話語有力；我厭煩疲

三位從未進到教會的青少年，他們被神的話語吸引，

營會之外，我還參與兒童讀經營、青少年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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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享受到的神蹟，沒有一刻我不靠著神的

所創造的基督文化，能夠重塑家庭價值。

談到教養的目的是使孩子「學習敬畏神」，而「敬畏
神」能使家長們以神的心意為出發點教養孩子。這積
累數十年的「寵溺文化」，我看見神如何逐一拆毀，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6 年 5 - 7 月
收支（TWD）
本期收入

729,096 元

本期支出

897,836 元

本期結欠

-167,938 元

捨己之愛
此行屬一人短宣的我，深深連結於當地教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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