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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復活後的主耶穌，原因如下：
●

本刊為贈閱，
可來信索取，
如變更地址或
取消煩請賜告，
謝謝！

●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一、主日聚會他缺席了。那天因為害怕猶太人四處搜捕耶穌的跟從者，
門徒晚上關起門來聚會，復活的主耶穌來到他們中間，多馬卻缺席了。
就世界眼光看來，多馬很機巧務實。

二、多馬崇尚唯物實證主義。多馬說：「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用指
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信。」(約20：25)
三、多馬信心動搖了。多馬對基督的認識似
乎只停留在思維層次，缺乏信心的紮根與看
見，一旦遇到打擊，就疑惑動搖了。
幸好多馬沒有脫隊，沒有脫離屬主的門徒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團隊，八日後回來聚會，遇見了主耶穌，嚴格

 看見了耶穌？

說，應該是主耶穌讓多馬遇見了祂，好再次堅

莫忘神州

固他。(約20：26；21：2)之後，多馬與主耶穌

 種下希望的種子

的關係不再是他者的關係，而是建立起了「我與你」的關係，直到為主

 一個中學生的觀察：有時不是

殉道。(多馬殉道地點，據說是在印度東南沿海Tamil省一座山丘上，筆者曾
到訪那山下的多馬紀念教堂紀念這位聖徒。)
廣義的多馬也包括我們中間許多人。弟兄們，當主耶穌順服天父旨
意、得榮耀時，你在哪裡？當教會遇到苦難逼迫時，你在哪裡？

你想的那樣
基督教與中國

 中國牧職人員的依附模式(上)
 合而為一：誠靜怡牧師的信仰

故事

聖誕季節來臨，當我們享受節期歡樂時，應當紀念那為愛降生的救
主耶穌，因為祂救贖我們脫離罪惡權勢，得以與天父和好，得享永遠的
真平安。但願屬主的門徒在任何困境中，不脫隊，靠主剛強。耶穌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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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生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從前置作業到現

高山上（我們所到之處都有海拔2500-2800公尺），

場的佈置，都是他們親力親為，對孩子們也是熱心體

他們長期在山上行走，四十歲的人都面臨膝關節已耗

貼的照顧和關懷。背聖經經文時，老師很有耐心的陪

損疼痛不堪，不然就是有風濕的問題。還有許多婦女

著年紀較小的孩子一句一句的背。還有一天晚上，幾

有頭痛的問題，謝姐研判她們疏於衛生常識所致，於

個孩子向老師報告「要去上廁所」，老師擔心天黑路

是謝姐特別開一堂「婦女衛生、保健專題講座」，提

滑就陪著去，等回來時，幾個小蘿蔔頭嘻嘻哈哈跑回

醒婦女們要多注意自己的清潔衛生，要常洗澡勤換乾

為期兩年的培訓，經過兩年的教導學習（背經、

來，我問「老師呢？」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說：「我們把

淨的衣服。我思索著這些少數民族大多不洗澡，一年

解經、講台操練等），曾經我們覺得這一屆的學員在

他給丟了！」只見老師一個人走回來，有趣的，這位

也洗不到幾次澡的她們會怎麼想呢？

心智上還不夠成熟，又多加了半年的學習，如今站

個頭高達180公分的北方男孩，被一群身高不及120

在台上笑著從我手中接過畢業證書，不知不覺中他

公分的小孩給耍弄了，但他臉上仍帶著溫柔體恤的笑

（她）們也快廿歲了。眼前似乎還映出他們初來時懵

容。誰也不會相信這一位充滿著愛心和耐心的高大

懂、憨厚、靦腆的臉龐，今天他們臉上不再流露出那

男孩，在他尚未來培訓班之前，他是在幫派打群架，

個少不更事的傻氣，個個都胸有成竹滿腔抱負的模

一度要被警察送進少年感化院的，他的奶奶怕他在外

樣。

邊學壞，託人說情來到培訓班上課。第一學期結束，

種下 希望 的 種子
今

願飛

年五月下旬，我受邀至某一個聖經培訓班授

看著台上的學生，一個個的被授頒畢業證書時，她更

課兩週，那時正值初夏又是雨季，天氣炎熱又

加激動地在心中不住的感恩與讚美。

潮濕的令人難受。課室處於山腳下，旁邊又有一個公
共廁所。下雨天開冷氣略顯太涼，不開冷氣開窗，除
了有些悶熱又加上陣陣的惡臭味，所幸關上窗戶開
著冷氣算了。某天洗完頭髮沒有吹風機可用，只好頂
著濕漉漉的頭髮在冷氣房中，幾次下來我的暈眩症
又發作了，半夜醒來一陣天眩地轉（感覺整個屋子都
在轉），忍不住的嘔吐，第二天早上真的沒有體力上
課，我告訴學生我只能坐著上課，因為只要我稍微換
個動作就會引起一陣暈眩，且手腳也略感失衡。同工

我都想放棄他了，不僅聖經未讀過一遍，課堂上常是

問「該怎辦？」他還以為我疑似中風了，要送我去醫

這段日子我們曾因房東要漲租金，以及樓下的住

院就醫。我說不是，請他幫我買暈車藥，只能止暈來

戶嫌我們太吵而要報官，不得以另覓他處，最後選擇

減緩不適。

坐落在城市的小區中，大門口不僅都有守衛還需刷
卡，這本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問題，但只因少數民族身
形略顯矮小，常會在門口被警衛攔下來問話，有的孩
子被問了，一緊張就說是「培訓班的學生，我們在這
裡學習聖經」，使得警衛上樓察看究竟，還好是有驚

答非所問，又時常干擾其他人專心上課。然而經過兩
年的學習，他變的懂事又有耐心。他說去年過年放假
返鄉，過去的朋友來找他到卡拉OK店唱歌，過程中

在診療中有一位弟兄年齡大約三十歲，因長期
背土豆、玉米等重物，肩胛骨痛的連脖子轉動都有問
題，謝姐幫他針灸；有一位姐妹說她左邊乳側疼痛多
時，懷疑可能乳線堵塞，就請她到醫院確診，只見她
一臉愁容，以為她擔心自己的病情…，才知她是擔心
沒有錢看病。每天晚上我們為這些身體有狀況的弟
兄姐妹問診到12點，尤其在最後一晚，來的人更多，
到深夜凌晨仍不見散場，最後我提醒明天需早起開
車，方才結束一天的工作。

和其他桌的客人起了衝突，同行友人站起來就要打

看到這地區的人面對生活及身體疾病的壓力，實

架，他馬上安撫說：「冷靜！不要理他們，不要回應他

在心疼，求主憐憫，也求主帶領我的事奉，能成為當

們」
，任憑對方叫罵或挑釁，他都不回應，也請友人

地的祝福，榮神益人。感謝神！事奉工作似乎非常的

不要回應，他的朋友都說他變了，和以前不一樣了。

忙碌、疲憊，但因祂有說不出的恩典與慈愛，是神的

無險。

手將愛祂願意事奉祂的人緊緊抓住、拉在一塊，同奔
天路，一起做主工。

♥ ♥ ♥ ♥ ♥ 請為我們代禱 ♥ ♥ ♥ ♥ ♥
1. 請為我們的安全代禱，環境仍是緊張的。

恩典夠用

2. 請為我們培訓班各項經費代禱（房租費、學
生生活費）。

聖經音樂培訓班第二屆的學生，於今年七月畢業

3. 請為這學期的新生禱告，讓他們有活潑的靈
和受教的心來學習。

了。為了方便長居在農村的學員父母，畢業典禮我們
拉到鄉下的教會舉行。臨行前我邀請了兩位姐妹同
行，其中一位是在大學教書即將退休的姐妹，她告訴

新造的人

我退休後想加入教會傳福音事工，我邀請她和我一
起下鄉參加學生的畢業典禮，她欣然接受。事後她與
我分享，兩天一夜的行程中她眼淚沒有停止過，尤其

2

雙月刊 124期 (2017．11-12)

中國與福音

去年我帶著這批學生在城市某教會協助舉辦兒
童夏令營。今年我們到鄉下親自舉辦四天三夜的營

另類的醫療佈道
有一位退休多年的中醫師謝姐，這次也和我們一
起參加夏令營，一整天參加我們的活動，晚上結束後
又到當地教會長老家「懸壺濟世」。當地人長期住在

4. 請為已畢業學員的事奉之路代禱，一生遵行
神的旨意，存謙卑的心服事主。

♥ 如果您有感動支持我的事奉，請聯絡中國福音
會台灣區會，註明「願飛事工」。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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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學生的觀察：有時不是你想的那樣
路可
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我在

耶

注意力都被手機佔領了，我的羨慕感也就慢慢消失。

兒童主日學長大，常常在兒主課堂上聽到耶穌

但這也不能怪他們不聽老師的話，因為在求學的路

這句話，我和小朋友都能朗朗上口，但從沒有想過這

程中，這群小孩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為主，面對家庭

句話不是金句背誦，而是「行動」。

式的教育，自然常常會流露出一些隨心所欲、不順服

我的父母趁著暑假，帶著全家一起參與中國短宣
之行，他們希望我能增廣見聞，經歷神，更認識神。

候，可以把自己的心事告訴祂，也可以為世界各地的

之前是一胎化，家長就會對自己的獨生子女特別的疼

福音禱告，我們可以用各樣方式實踐做耶穌的門徒。

愛，就不會有太大的管教，也比較縱容，小孩從小的

在台灣，不像在中國大陸會面臨信仰逼迫的壓

生活習慣、脾氣與態度，自然就會反應在生活上。

力，但我們自己卻有可能被自己身旁的誘惑吸引住，

原來…

當我在當地看到他們不只是希望有更好的資源，更
且他們不管男女，講話都是又快又特別大聲，不說還

地想「會有什麼挑戰在等著我」。但感謝主，這次去

午的故事和遊戲時間裡，大家卻變了一個樣。喜歡到

以為是在罵我，就是這些種種原因，所以他講的事情

的地方不管是在公共建設、馬路、居住環境上，都跟

處跑的小孩，在故事時間就變得如此的安靜，沉靜在

我有一大半都聽不太懂，常常都是他講他的，我說我

台灣差不多，還有公交車載我們去教會。除了環境以

故事的情節裡；喜歡滑手機打發時間的小孩，在遊戲

的，我聽不太懂的地方只能點頭表示。真可惜，不然

外，我也很想趕快融入到他們的環境、文化。

時間就投入在遊戲歡樂的氣氛中，快樂無比，氣氛非

我可以從他的口中聽到許多當地的生活經驗。

定別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別人可能只是不小心或忍不
住才做出這
樣的舉動。

較小的小孩看我是大哥哥，常常會追著我到處跑。
不過在歡樂中，我也看見在大孩子身上有一些教
育和管教的破口，因為是兒童夏令營的活動，對於一
些國中生來說可能有點幼稚，導致他們在上課中慢慢
地拿起手機，雖然我羨慕他們能有一台手機作伴(因
我沒有手機)，但是我發現，不管當地老師怎麼勸說，
這些同學總是先把手機放下一陣子又開始滑，似乎只
是左耳進，右耳出。我了解到手機雖然是很多人的娛
樂，但把滑手機的時間用在夏令營，就有一點本末倒
置，沒辦法好好專心，不能享受課程的樂趣，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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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的，深怕公安來找麻煩，心裡有很大的感觸，體會
到雖然神沒有給中國一個信仰自由的環境，卻給中
國的基督徒一顆對神堅定的心來面對現實環境給基
督徒的困難，這顆堅定的心比任何的資源都還來的

我在當地的服事跟往年一樣都是以司琴為主，
不過在這次的短宣中，我最想做的事是跟當地的小孩
做朋友，之前的短宣都是因為自己年紀小又害羞，常
常沒有主動認識當地的小孩。但感謝主，我用音樂讓

他們的活力，不分男生女生，隨時都在教會滿場跑。
我也是國中生，但我的個子比當地同年齡的孩子高，

希望神給中國有信仰的自由，不用聚會都是戰戰兢

可貴。

常佳。我自己才發現，不能因為別人的一個動作就斷

友，年齡分布從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我很喜歡

是有重重難關。平常看報紙寫說中國如此的強盛、富

福音、參與服事的機會。禱告是我們最貼近神的時

我雖然看到他們看似瘋狂，但在每天上午和下

我們在當地服事的對象是一群在家教育的小朋

代，交通便利、資源豐富，但是在中國宣教的風險還

期宣教士，但也不能因為困難重重，就放棄向別人傳

都跟台灣落差很多，挑戰也多，所以這次同樣會焦慮

羨慕？

不顧危險、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宣教，一百多年後的世

加強控制宗教的，信仰並不算自由。我們不一定是長

其實在出發前我還是感到害怕和焦慮，雖然我已有幾
次到中國短宣的經驗，而且在前面幾次去的環境水平

做神的事工。我聽說一百多年前有一些外國宣教士

裕，其實有非常多人不認識耶穌的福音，當地政府是

的習慣，不像在學校教室會受到嚴格要求，而且大陸

出發！

徒，不只是信而已，要有行動，門徒是要聽神的話、

突破！
在 這 次
的夏令營中
發生了一件小
趣事，有一位
五年級的男
生，很喜歡跟

他們發現我的特別，也讓我可以更認識當地的小孩，
包括那個喜歡跟我分享生活經驗的小男生。其實在
出發前，我已經知道要服事的地方算是一個大城市，
我就有一點擔心當地應該有許多人都會彈鋼琴，讓
我對司琴有一點壓力。但在營會中，我在詩歌歡唱結
束後我感受到，司琴時不在於音樂的旋律彈得有多麼
棒，而是要用自己獨一無二的音樂領受讓人從詩歌中
體會到神的美好。

我聊他在家
鄉的生活風

領悟。

趣，但因為口
音的關係，而

總是覺得說當地的資源不輸台灣，海外為何還要
有人到當地參與服事呢？耶穌說要使萬民做祂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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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牧職人員 的 依附模式 (上)

地由本地人來承擔和開展工作。中國的福音化
必須透過中國教會，藉由自己的牧師和用他們自

趙天恩牧師

己的方式來實現。
在隨後的幾十年，傳教士不斷地呼籲在華設立牧

編按：趙天恩牧師著作《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台北：橄欖出版，2017)以誠靜怡(1881-

一、西方的牧職制度
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華差會共同的目標在於培植和

建立自養、自治和自傳的本色教會已成為差會事工的

建立自治、自養的中國教會，其教會模式仿效西方教

目標。他們認為中國牧師團隊建立與發展「三自」教

會，特別是類似大多數傳教士所來自的英美教會。雖然

會(three-self churches)有以下三個步驟。首先，教

傳教士來自不同宗派，但是他們懷抱著一個共同的理

會自養，在於信徒的奉獻能承擔得起其本土牧師的

念，就是要建立制度性教會，不論是地方教會或是宗派

薪酬。其次，教會自治，唯有在本土牧師產生之後

教會。這種西方教會理念認為教會應具備一位全職受

方可實現。最後，教會自傳，以本土牧師在教會中

薪的牧師，在地方教會(local congregation)事奉的被稱

強而有力的領導為基礎。在傳教士眼中，當一名中國

作「教區牧師」(vicars)或「駐堂牧師」(pastors)，或一

牧師被按立接受神職，並獲得其教會的支持時，他才

般通稱的「牧師」(ministers)或「傳道人」(preachers)。

能與他的傳教士同事平起平坐。已按立的牧師有執行

牧師是一位專業人員，他受過正式的訓練，被某一教會

聖禮的資格和權柄，並得以獨立領導會眾。因而，無

1939)的家庭背景及前半生為題材，分析其與倫敦會之間的關係，為十九世紀下葉基督
教在華差傳工作的特點及模式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研究個案。深入地探討中國教會邁向
自立之路所遇見的困難，及如何影響中國教會的發展。宣教，可說是基督徒的人生方
式，今日全球各地許多宣教事工進行中，從開荒佈道到教會自立，是一條漫長的路，前
人走過的經歷，雖不一定適用今日宣教工場的處境，但如何面對宣教地的文化、民族性
差異，既尊重當地，又不失去真理，以致開花結果，讓當地教會能夠自立、自養、自傳。趙
牧師的研究具參考價值。本文摘自《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
，經橄欖華宣出版社同
意刊登。本刊省略本文附註，詳細資料請參《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一書。

個新的概念在晚清的中國社會出現，就是一名

一

的報告提到，早期的一些傳道人不時地犯一些類似於偷

按立並在該教會執行其職能：講道、教導、主持聖禮、

論是差會傳教理念還是傳教士孜孜以求的期望，在

常駐的全職神職人員領導著一個有組織的宗

竊之類的錯誤，另一些則不得不被懲戒，甚至解僱，因

執行紀律、監督教友的靈命，以及通過家庭探望培育信

華傳教事工開始時的最高目標，就是在華建立與西方

教群體，而他的薪俸是由教會會眾支付的。與過往制

為他們娶了「信奉異教的妻子」，或者在工作中缺乏紀

徒的靈命。而只有那些獲得認可或者由教會領導按立之

牧師相對應的按立牧師的團隊。這樣，西方牧職制度

度性宗教人員較為低下的社會地位比較，這新穎概念

律等等。由於中國傳道人靠外國人吃飯，因此他們在公

人才能講道或主持聖禮。為了獲得教牧的資格，他們必

的有效性就被傳教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

尤其鮮明。

眾和基督徒群體面前都欠缺道德權威。像傳統的和尚一

須在人文藝術和神學方面經受數年的嚴格訓練，並且通

樣，中國傳道人發現他們在知識階層面前感到羞怯。

過細審的教會議會(church court)在品格和學識方面的

然而儘管它具有優點，但是基督教事實上仍被社

資格考試。這種觀念認為有學識、虔誠的牧師才能夠在

二、修改的模式：僱傭體制
雖然傳教士竭力試圖在中國處境複製西方的牧

會各個階層認為是一種制度性宗教，相似於佛教和道

儘管擁有特權，為何基督教仍然不能超越中國制度

教。我們業已看到，基督徒群體大部分來自社會上無

性宗教的局限呢？為什麼它不能培育出能自養的牧職人

助的中國人，宣教士從社會邊緣大量吸收信徒，這些

員呢？答案可以在晚清中國基督教牧職人員成長的歷

在這種「牧職培育」制度之下，大多數受任的傳教

人的地位在中國官員們的眼裡最為低下，同時，他們

史進程中找到。因為神職人員在任何制度性宗教都位居

士都曾經受過嚴格的訓練，他們亦試圖在中國複製這一

的社會影響也非常微弱。

核心的地位，他們的特性決定了整個宗教群體的特性。

套牧職模式。1877年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清楚地闡

因而，研究中國基督教牧職人員早期的發展，有助於探

明此意圖。大會幾乎一致性地同意：「本地教牧團隊」

修改的版本後來被稱為「僱傭體制」
(employment

討將外國制度性宗教植入晚清社會儒家土壤所呈現的

的建立將是在中國根植「組織健全和持久的教會」的主

system)。它的源起要追溯到鴉片戰爭(1839-1842)之

動態。

要途徑。正如「我們的牧師隊伍先輩」在英美兩地所做

後，基督教傳教士在通商口岸居留設堂之初。那時，

十九世紀在外國基督教差會領導下興起的中國
牧職人員，反映出中國基督徒群體的軟弱。從外表看
這並不希奇。第一代的中國教會領袖不得不從非常貧

靈命和行政兩方面領導教會。

職模式，但並不成功。在中國的傳教環境，西方的模
式受到大幅修改。而這種修改多是受到傳教士的實用
主義，和中國人的功利主義的影響，而不是傳教士出
於用心地尋找適合培育中國牧職人員的方案。

困，而且大多是文盲的群體中徵募。北京倫敦會的傳

誠靜怡的父親生活在這樣一個移植過程的初期。當

的那樣，本地教牧團隊也將通過中學和大學「培養牧師

那些新來、毫無經驗的傳教士需要私人的語言教師、

教士把他們的中國傳道人描述為「智力和靈性素質低

時形成的基督教牧職的觀念和實踐，很大程度上構成了

專才」的教育而得以建立。寧波的美國長老會牧師白達

護衛和家庭侍從。傳教士沒有經驗但又想在中國開展

下」的半文盲手。傳教士為這樣的事實深感悲痛，許

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基礎。本書認為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特

勒(Rev. John Butler，1837-1885)在1877年大會上陳述

工作，特別是在開始的兩三年，本地助手幾乎是不可

多中國傳道人缺乏那些一般在西方對獻身傳道者所

點源於中國牧職人員的依附模式。這種模式起源於差會

說：

或缺的。傳教士在努力學習語言時，「一心想有所作

期望必要的委身。事實上，相當多的中國傳道人認為

在華事工的早期階段。

他們的工作僅僅是為了謀生。所以我們發現傳教士

6

職制度的理想及其緊迫性。到1880年代和18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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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差會目前的發展速度引起差會對牧職人員的
特別重視。每個差會團體的政策和盼望都是盡快

為」又迫不及待地要接觸「數百萬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們」。年輕的傳教士常常在他的語言老師或者助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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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下，嘗試分發小冊子，甚至在市鎮上宣講福音。
渡過了語言學習的初階後，傳教士通常繼續依賴
中國助手的參與和幫助。中國助手身為一個被僱用的

穿西服、有著西方文明的基督

培育中國牧師固然是傳教士來華宣教的目標，但

徒，與身穿中式服裝、有著自己

是培育中國傳道人，讓他們協助傳教士，或者負責那

文明的中國朋友之間的鴻溝。

些尚未達到自養的教會，則是實現此目標的一種途
徑。然而在僱傭體制之下，中國傳道人只有在作為佈

全職幫手，通常會整天跟著新來的傳教士。因此，中

除了這類幫手，傳教士還僱用

國助手在分擔傳教士的工作的同時，也學習了佈道工

了許多做家務的家傭，比如廚師、

作的各個方面。當然，傳教士在基督教基本信仰和公

女僕、園丁、看門人、管家和其他傭

共演講藝術方面也會盡力指導他的幫手。就誠靜怡

工。但是這些家傭不同於上述五類

查爾斯‧哈特韋爾(Charles Hartwell)牧師與中國傳教士和書商，1900年

的父親來說，他就是首先被安排去指導慕道友，然後

「本地助手」，後者要參與傳教士的

圖片來源：

才分擔講道的重任。

宗教活動。

道員事奉數年後，接受一個自養教會的邀請，並由傳
教士按立之後，才能成為一名牧師。因為這情況，以
及一些以下將會討論的原因，造成在華基督教基本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Hartwell

培養的都是未按立的教牧人員(傳道人和女傳道)。一
份從1876至1920年的現存全國性統計資料顯示，平
均僅有 9.1% 的中國牧職人員是被按立的。(詳見表二)

中國助手跟著僱用他的傳教士上司學習，在獲

基督教差會在宗教和家庭事務兩方面僱用中國幫

些則因為受洗而被僱主解僱。接受外國信仰的滿族旗人

得更多的經驗後，通常會被安排去負責一個佈道所

手的做法變得非常普遍，以至於在1876年，每7名領聖

和他的家庭亦喪失政府的津貼。在這些出現危機的形勢

顯然，超過九成以上(90.9%)的中國基督教牧職

(outstation)。這樣，首先受僱為語言老師或者僅是私

餐者就有一名是差會的僱員，每17名中就有一名是「助

下，中國信徒自然希望外國傳教士提供經濟援助。傳教

人員都依賴外國差會，並在僱傭體制下事奉。這種狀

人幫手的信徒「在工作中」邊做邊學，逐漸地被訓練

手」。在1890年，有八分之一的領聖餐者都在差會薪金

士對信徒付出如此大的代價深表同情，心受感動，於是

況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1904年，古斯塔夫‧沃內克

成為一位佈道員。作為一名傳道人，他通常被傳教士

名冊上，換言之，每8位中就有一位是受僱的「本地助

盡可能地吸收他們成為差會僱員。

(Gustav Warneck，1834 - 1910，德籍宣教學家，音

視為「同工」。傳教士對他心懷厚望，希望他最終能

手」。這種「僱傭體制」被視為是傳教士在華事工的準

第二種狀況是中國民眾普遍貧窮，缺乏工作

成為一名牧師。但是，在行政管理和經濟方面，中國

則和必要的部分。事實上，一旦確定要設立一個新的佈

機會和金錢。那些回應基督信仰的人群和中國普通民

助手仍然是傳教士的一名僱員。

道所，負責的傳教士就要從其它的地方帶上一名或更多

眾都是如此。因此，傳教士對私人助手的需求提供了工

的本地傳道人，與他同去開展工作。

作機會，從而吸引了許多為尋求工作機會而加入教會的

當時整個傳教站的事工都採納這種傳教士依賴
個人助手的模式。中國助手與傳教士的職能關係如
下：

譯)報告說，在二十世紀初葉，基督教差會在全世界

傳教士視中國人生活在黑暗之中，加上傳教士人力

人。然而，傳教士卻發現他們很難區分，中國人是為了

有限，使得他們有一種迫切感，要透過各種可行的途徑

信仰因素還是為了經濟因素而加入教會。正因著這些眼

盡快將福音傳給中國民眾。為實現這一目標，一個可行

前的需要，中國牧職人員的初步模式形成了，而這種模

的方法是將「有關神的知識」盡可能廣泛地遍傳中國。

式最基本的特徵是傳教士和他的中國助手之間的僱傭

他們將分發單張、小冊子和聖經節錄本視為「播種」，

關係。中國牧職人員模式中的

並堅信在預期的時間它將使人們轉意歸主。為了擴大他

依賴性特徵，就深嵌在這種僱

們的事工，傳教士僱用了中國傳道人和聖書小販，分派

傭體制裡。

一共有4,170名已按立的本土牧師，和74,000名本土
的教師和傳道人。這意味著按立的牧師不超過百分
之六(5.6%)，而未按立的則佔百分之九十四。因此，
那些沒有授以牧職的傳道人的依賴性特徵是很值得
研究的。

(下期待續)

他們到傳教士仍然不能前往的偏遠鄉村或市鎮工作。

三、中國牧職人員的依賴性
傳教士面臨母會對可見成果的期望，和分發文字出
「本地助手」(native assistants)、「本地幫手」

版物及洗禮次數的具體統計資料而來的壓力，以及面對

(native helper)、「本地代理人」(native agents)都是

龐大未能福音化的人群所生發的焦慮，並與中國民眾隔

在十九世紀中國可以交互使用的普通術語，特別是指

離的文化障礙――這些因素都刺激著僱傭制度沿著實

上述五類的傳教助手。傳教士把中國助手看作是他們

用主義的路線發展。

傳教事工的延伸：

8

「中國助手」是「由外國傳
教士篩選、控制，並支付薪酬
的」。在福音佈道的領域，他們
被稱為「中國傳道人」。「傳道
人」不同於「牧師」。傳道人是

在中國人方面，有兩種情況制約著中國人回應傳教

由外國傳教士篩選、控制、支

我們在當地的代理人是我們的眼睛、口舌和手

士對中國助手的需求。第一個是中國社會和經濟對

付薪酬；牧師則由中國教會按

腳。他們幫助我們架起了橋樑，跨越來自西方身

信徒的排斥。一些人因為歸信耶穌被逐出家門，另一

立，管理和供養。

雙月刊 124期 (2017．11-12)

中國與福音

雙月刊 124期 (2017．11-12)

中國與福音

9

合而為一： 誠靜怡牧師 的 信仰故事

一。」約翰福音17：23「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

和平

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
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中華基督教會
所產生的「傳教性的合一」、「聯盟性的合一」或是

十世紀的中國教會，有兩場大規模的教會合一

二

熟於胸，我非常

幹事；1918年組織發起中華國內佈道會，擔任會長；

「服務性的合一」，宗旨立意很好，但合一的背後，

運動。一場是在20年代，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民

樂意與他同

1922年全國基督教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旋即擔任

若缺少了愛，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族主義浪潮下，鼓吹中國教會自立，脫離外國差會在

工。」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1927年中華基督教

組織、經濟與神學思想的倚賴，而產生的「中國本色
教會運動」；另一場則是5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積
極介入下，打著「反帝愛國」激進旗幟的「三自革新
運動」，爾後改名為「三自愛國運動」。兩場教會運
動都有去宗派的合一思想，而在時間的延續上，前者
因時代的政治環境，1949年結束她的理想實驗，後者
則以建制教會的模式從1950年持續至今。
對於中國本色教會運動，不能不提到誠靜怡牧師

確

怡

一系列的教會運動：宗教自由運動、國內佈道運動、

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

對翻譯

中華歸主運動、教會合一運動、五年運動、邊疆服務

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成為中國教會致力

聖經具

運動。無論是西方差會或中國教會，均給予他高度評

追求的蒙福之道。

有濃厚

價。

靜

的興趣。

1903年7月

尤其是中華基督教會。中華基督教會不只是一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Cheng_Jingyi.jpg

教會名詞就是他創始的。他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唯

怡 抵 達 英 國，

一參加過三次世界宣教大會的中國代表，分別是1910

文牧師與誠靜怡利

年英國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1928年耶路撒冷世界

三年零二十天的時間，把

宣教大會以及1938年印度馬德拉斯世界宣教大會。

到啟示錄，從希臘文譯成中文，最終翻譯全本新約，

不久受雇於教會，從一名中國助手成為受人推崇的傳
道人，直到1908年因病退休。誠靜怡自己在16歲那年

(1897年)，在教會積極栽培下，進入倫敦會在天津的
神學院(養正書院)就讀。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維
新運動和排外的民族主義，或許讓年輕的誠靜怡意識
到中國人與基督徒的雙重張力。
現在教會最常使用的國語和合本聖經，文書田牧
師就是翻譯團隊成員。1902年文師母因為健康因素，
舉家返回英國，文牧師期待能夠帶一位中國助手回到
英國，繼續進行聖經修訂工作，他屬意的人選就是誠
靜怡，讚揚誠靜怡是：「一位能力顯著，素有學養的

歌羅西書

同年(1906年)在中國正式印刷出版新約和合本聖經。
誠靜怡結束翻譯工作後，沒有馬上返回中國，他前往
蘇格蘭，在格拉斯哥聖經學院學習兩年，那是一所超
宗派的學校，他說：「我在這裡第一次體驗到從宗派
主義裡被解放出來的感覺，亦察覺並欣賞基督教合

會，但她更是一個合一運動，要聯合全國教會，成為
美德，建設上帝的國。1927年10月，第一屆中華基督
教會全國總會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期許各宗派教
會加入在中華基督教會的名下，各教會會名改為「某
某地中華基督教會」，不堅持各宗派要理，提倡「自

1908年誠靜怡返回中國，由於有國外經歷，使得
他被外國傳教士視為同儕，也讓他的視野被打開，幫
助他對中國的自我認同感、及民族自尊心有重新的定
位與了解。曾經，在蘇格蘭的教會有意要按立他為牧
師，他婉拒說：「我更願意由我祖國的教會按立我成
為牧師。」1910年10月13日，他在北京東城教會(是
他從小長大的教會)，被按立為第一位中國牧師。

是北京倫敦會一位資深傳道人的兒子，他對聖經嫻

種要職。1913年擔任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的中方

參考資料：
1 . 王曉靜，〈中國教會合一運動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第六期，中原大
學，2015.09。
2 . 趙天恩，《誠靜怡與中國教會自立》，台北：橄欖，
2017。
3 . 劉家峰，〈從差會到教會：誠靜怡的本色教會思想解
析〉，《福音與犁》，台北：宇宙光，2006。

立、自養、自傳」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的教會本色思
想。這股運動，其實就是回應非基運動帶來的民族覺
醒，中國人要自立，中國教會同樣要自立，並且還要
合一。

一的精神。」

接踵而來的歲月，是誠靜怡在中國教會擔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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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織或團體，雖然她是當時唯一在中國立案的教

在基督裡合一的身體，喚醒弟兄姊妹以信望愛合一的
用

年輕人，而且異乎尋常地具有美好的基督徒品格。他

中國與福音

人，但他的人格魅力與理想主義情懷，影響二十世紀
上半葉中國教會的發展。甚願「凡事謙虛、溫柔、忍

2 7 日，誠 靜

牧師(George Owen)帶領他的父親信了耶穌，誠父親

誠靜怡的名聲雖不若倪柝聲、宋尚節、王明道等

從按立牧師之後的三十年間，誠靜怡醞釀並發起

實，誠

(1881-1939)，他是「中華基督教會」的領路人，這個

在誠靜怡八歲時(1889年)，北京倫敦會的文書田

10

會成立，擔任會長。

誠靜怡曾在1910年英國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做
過 7 分鐘的限時演講，他特別強調中國教會的重要
性，並批評差會帶給中國的宗派主義，他宣稱：「我
們中國基督徒對你們的宗派主義毫無興趣。」這句話
也成為日後中國教會界時常引用的經典名言。1939年

11月25日，誠靜怡病逝上海仁濟醫院，留下尚未完成
的邊疆服務運動，後來這棒子由教會界領袖承接推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7 年 10 月
收支（TWD）
本期收入

529,578 元

本期支出

385,017 元

本期結餘

144,561 元

展。
什 麼 是 合 一？吳 勇 長 老 說：「在 愛 裡 就 是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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