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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已整四十

四十為不惑之年，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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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大陸改革
年，孔 子 曾 說
中國大陸改革開

放四十年後，確實感受到各方面長足的進步，特別是經濟方面。我們若回顧
習近平在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等，就會發現2020年的小康目標其實非常實際，已經距離達標不遠。
註1

中國大陸已進入大陸當局所謂全面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不惑之年。
去年十月十九大報告，再次將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做為兩岸關係對台政
策的定海神針：只有台灣政府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才有重開政治協商的
註2

可能。口氣堅定的「六個任何」正式於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 ，其中「任何
勢力」明確改為「任何政黨、任何組織」；並將「祖國」改為「中國領土」。言
及「祖國」還有親情的召喚，立足在大中華文化的共識上；言及「中國領土」
已經單方面宣誓台灣這片土地屬於中共政權。換言之，海峽對岸政權已定性
民進黨政權走向台獨的趨勢。因此，關閉兩岸協商大門，凍結官方交流關係
成為必然結果，而且會持續一段時間。
今年一月，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
容的建議》的草案。三中全會於2月26到28日在北京舉行，接續召開的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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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等會議持續到三月中塵埃落定。其中最重大的變化是人大通過了修改憲
法中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審議憲法修正案是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的主要議程，這次憲法修正案使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規定同全

 財務報告

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相同。形成中國共產黨、中華人

在寶島台灣的百姓都必須思考了，這不是政治家的問

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三位一體」統一的領

題，是我們現實生活的選擇問題了。

註3

導體制 ，正如習近平曾說「要善於使黨(中國共產
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式成為國家意志。」這指導性
的決定已經成為事實，從此，他可以堅定不移的執行
既定方向，就是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當然，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距離我們心目中

十九大後的中國大陸同時將台灣問題提升到國
際問題的處理方式，因此無論美國、日本或任何國

2018

招募暑期短宣隊

家，只要對台舉動觸到中國當局的紅線，直接產生矛
盾後果，視同外交問題，形同干涉「中國內政」。簡
言之，觸犯紅線的就「不用到中國做生意了」。

的民主、自由更加遙遠。沒有任期限定的習近平領導
的「六個任何」將不可能鬆動，會徹底執行到底。對

毛卅年、鄧卅年，習的雄心也以至少卅年為單

台灣而言，民進黨政府不可能以僥倖之心面對，下一

位，請問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當今誰以卅年為最小的

任總統無論是那個政黨接任，都將面對這個難題，無

時間單位來思考事情呢？然而，我們的神可是以永恆

可推諉。

為思考單位，並要求我們以天上的事為念。如果我們
以天上的事為念，從大使命的策略來考量，那麼我們

由中共後續的惠台政策看來，對岸已經越過了和
台灣任何政黨平等對話的格局，他的姿態是以中國傳
統的天子對百姓，對話的對象直接針對台灣地區的

不會因為環境緊張而撤退，不會因為利益而前進，更
不會因為恐懼而喪志。如果我們人生的定位系統在
上帝那裡，那麼暴風雨也不致使我們迷航。

人民，同樣以二個一百年來呼籲「國人」民族復興及

國福音會是以服事中國大陸為主要福音禾場的差會，台灣區會自1987年起，長

中

期投入中國家庭教會的培訓差傳等事工。近十餘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禾場形態的

變遷，自農村到城市，逐漸發展為多元化的事工模式。如今兩岸關係因政治而進入膠

共同參與中國夢為號召。如對企業主、學生、想創業

曾訪問一位近百歲的老弟兄(他說自己是弟兄，

著，然而神的道不被綑綁，神的愛不分藍綠。本會很有負擔傳遞異象，陪伴已蒙主呼

的年輕人等，他提出企業與人才「融合」的口號，希

其實是全職的牧者)：「在逼迫最嚴峻的時代是否就

召的神學生、教會長執、同工前往大陸親身體驗。特別歡迎受過神學裝備，有全時間

望網羅台灣的高端菁英、科技人才、教育界人才。海

停止聚會了？」他很淡定的回答說：「沒有啊，我們

峽兩岸未來誰有人才，誰能提昇國力。那麼，知識分

半夜一點在麥田裡聚會。聖經說不可停止聚會。」

子去哪兒發展？什麼是吸引他奉獻一生的理想呢？是
本土意識或國族主義？是平日生活中的小確幸？生活

就這麼簡單，上帝是時代的主人，是我們生命中
的導航者。

事奉心志的青年人，將來成為本會三化異象宣教士候選人。
對象

~~~~~~~~~~~~~~~~~~

1. 全時間的神學生，二年級以上，或雖為一年級但曾在教會參與事奉至少三年。
2. 在教會帶職事奉，為教會的長執同工或教師牧長。
3. 在教會參與過青少年或兒童事工。

1. 全文如下：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必須堅持和加
強黨(中國共產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
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激勵和引導全黨(中國共產黨)、全國各
族人民團結奮鬥具有重大引領意義。
2. 六個任何：2012年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了反對「台獨」的「三個任何」，即「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以
任何方式，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在紀念「國父」(他用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首
次提出「六個任何」，稱「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
土從中國分裂出去」，並在2017年8月1日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再次重申。2017年十九大政治報
告中正式載入「六個任何」，顯示了中國大陸政權堅決反對「台獨」的堅定決心。
3. 自1982中國大陸憲法公布實施後，一共經歷1988、1993、1999、2004四次修改，中國大陸憲法隨著中共領導人民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發展」。這次修憲的一個大背景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新的歷史方位
──新時代。新時代其實就是指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唯一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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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

1. 需交一千字以上的蒙召見證。

2. 全程參與本會舉辦的行前訓練，出發前共同完成合作計劃。
3. 目前服事教會的牧者推薦信。(神學生有師長的推薦信亦可)
4. 通過本會領隊面談。

請您為這項事工代禱，同時也為神學生實習經費奉獻：我們會按需要贊助神學生短
宣的經費，並協助參與者在所屬教會開說明會，得到該教會的支持與代禱。估計所需補助
神學生的經費約台幣十萬元。

＊詳洽本會安主任：02-2896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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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珍貴的相遇

年參加暑期短宣，讓我有機會再到中國內地，
之前也去過幾次觀光，這次是實際投入宣教服

事，或許心境上不同，就有著不一樣的體會與看見。

舊地重訪

珍貴的相遇

少數民族區服事完全是出於神的恩
典，由於祂的保守，我們可以在那裡
舉辦營會、且毫無攔阻的傳講神的話

物就是土豆，感謝主，婆婆說有時會有人為她奉獻，
她很感恩，一邊跟我說話一邊還忙著處理剛烤好的土
豆要給我吃，雖然語言不是很能溝通，但有一種語言
是沒有隔閡的，那就是大大的擁抱，求主保守婆婆的
身體硬朗且讓她們不虞匱乏，更多在主裡經歷到主的

當飛機飛在目的地的上空，看見上帝毫不保留的

語。營會中看見孩子們都認真的投

使用許多顏色盡情揮灑在這片土地上，景致有如調色

入，用上帝所賦予的美妙嗓音唱詩讚

盤一般美不勝收，也看到了城鄉的對比，不經好奇的

美神，讓人好感動，更敬畏上帝且體

想著：在這塊土地上住著哪些人？期待著我將會遇到

會「在人不能，在祂凡事都能」的大

的每一個人。

能作為。雖位於高山，上帝卻預備一

這次的短宣讓我看見需要福音之地很多，當然面

片美麗的地方讓人居住，每個角落都

對的挑戰也很大，有些教會沒有傳道人，都是由弟兄

有如風景畫一般；雖地處偏遠，或許

姊妹代職事奉，有些教會常被政府關心，宣教士在那

有許多人都不曾去過那地，遇見那地

地服事是不容易的。邀請您在主裡為他們禱告：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這個省份，時隔三年，三年間
有許多的變化，實習導師說：「在這地一個月前與一
個月後即有所變化，何況是三年。」若不是我親眼見
到，還真會覺得實習導師的說法很誇張。科技、交通

米利暗

進步迅速，人民的生活素養也被迫要跟上，不論在哪

的人，但是上帝沒有忘記他們，福音
從一百多年傳入，處處都顯示出上帝

華，我所要著重的點是對於宣教士，我自己有既定的

除了營會的服事，感謝主額外給我恩典，可以深

中，以致仍無法完全被遵行。

印象，好像一定要「如何如何」才是宣教士應該有的

入的與其中一位孩子和一位婆婆有接觸。大部分的

樣式，上帝透過他們使我看見，在不同的環境下，上

孩子當天營會結束還要回家幫忙家裡的事，某天營

帝會依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出祂能使用的器皿，當然祂

會結束，我去了一位小孩的家坐，三個小孩與外婆住

也絕不虧待祂的兒女。

在一起，主要是大姊在幫忙家裡的事，兩個較小的弟

不盡相同，雖然有差異，我卻深深感受到上帝對這土
地、百姓的愛。某天在住所的12樓看著車來人往，每

請您代禱

求主保守在那地服事的宣教士的平安及他們
的事工能夠持續進行。
求主興起當地傳道人來牧養祂的羊群，生命

隊按次序上車，或許是在宣導階段，人民也在適應當

同是華人，文化上卻存在著諸多不同，連用語也

豐盛。

愛祂的百姓的心意不曾改變。

個車站，車站廣播都不停地提醒旅客要禮讓、要排

可以更深的被建造。
求主親自看顧祂的身體――教會，雖有患難
卻不致喪膽。

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要前往，心中不禁想著在生命

上帝引導他們培育本地信徒，使上帝的話語可以

妹也會幫忙一些較小的事，爸媽帶著最小的弟弟到外

的旅程中，在這地的人是否可以找著那唯一的生命目

透過本地人傳出去。聽到他們分享起初他們如何順

地打工，農曆年才會回家。當我進到他們家時，孩子

標，得著盼望與滿足？也許這是上帝要我存放於心的

服上帝的帶領，翻山越嶺一步一步的走出來，上帝感

們想找出最好的來招待我，看得出她們很喜歡有人到

看見吧！

動他們要去接觸到哪一個族群，他們不論多遠都去。

家裡拜訪，雖然心裡知道找不到什麼，但他們單純、

雖然也是有碰壁的時候，但當一扇門關起，上帝便

真誠、熱情從他們小小的生命中流露出來，他們的一

為他們開另一扇窗。「不看環境，只看上帝要他們做

片真心深深打動我。我也看到他們小小年紀就需要

中國福音會（台灣）

什麼」，這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透過他們的生命故

承擔這一切處境，不論是心理或生理或多或少都有

事，讓我可以更加確信：上帝是不失信的那一位。

影響，所以他們比城市裡的孩子自卑，我能做的就是

2018 年 1~2 月
收支（TWD）

宣教的眼界
有一小段時間在一處訓練中心參與培訓，帶領我
們的宣教士夫婦，兩人信靠神、順服神帶領的心以及

給他們鼓勵與禱告，雖然心疼，但相信上帝都知道。

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都開闊我對宣教士的眼界。他

在這裡也是第一次體驗到在外地服事的宣教士

們對我們是毫不保留的照顧，不吝於給予我們一切所

帶給我們的祝福，總覺得在外服事的他們會比我們更

在最後一天要離開前，我到一位婆婆家，這是上

需，甚至超過我們所需要的。

需要他人的奉獻，但他們卻毫不保留的為我們奉獻，

帝再次給我的機會，這一家是每次上洗手間都會經

還說若我們不接受，就是攔阻上帝要給他們的祝福，

過的，每次經過就為他們禱告。婆婆住的是土做的房

他們的處事態度打破我看宣教士的眼光和心胸，他們

子，看了就明白也是不好過的人家。婆婆一個人帶著

的「待人處事及忠心仰望主的心」都是我的榜樣。

兩個孫子，孩子都到外地工作，看她老邁的身體還要

宣教士不只著重於事工，更看重服事的人，在生
活上也是有品質的，並非充滿著委屈。話若只說到這
裡，肯定會讓人對他們產生誤解，認為他們過得多奢

4

在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有機會到

下田去工作就不捨，家裡真的是家徒四壁，最多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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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入

822,484 元

本期支出

601,113 元

本期結餘

221,3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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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受難，看起來是最黑暗的時刻，是仇敵猖狂

耶

的罪犯屍體必須在日落之前埋葬（申21:22-23），但

的時刻，讓許多跟從耶穌的人頓失所依，信心

這些罪犯通常被人唾棄，家人親友也不敢出面。亞利

遭受打擊。很多人都認為耶穌復活才彰顯神的大能，

馬太的約瑟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像是代表耶穌的門

但是耶穌的死，同樣能彰顯大能。在耶穌死後，有兩

徒，向彼拉多求取耶穌的身體，為耶穌辦後事。尼哥

個人的舉動帶給耶穌的跟從者很大的溫暖，一個是羅

底母也來幫忙(約19:39)，有幾位婦女也在場，而三年

馬軍官的百夫長，另一個是亞利馬太的約瑟。

有感而言

不一樣 的 眼光

西番雅

聖所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成兩半，站在對面的百夫

是耶穌的門徒，他去求彼拉多、安葬耶穌，他用行動

(參可15:37-39) 百夫長為什麼會說：「這人真是神的

多十字架刑，在釘十字架的刑場，百夫長都已經見怪
不怪了，熟悉這罪犯臨死時的顫抖和恐懼。但耶穌面

有人顧念他人性命？耶穌竟然甘願為他人犧牲，這在

為(路23:51)。他是個財主(太27)。他素常盼望神的國

當時的羅馬世界是多麼不可思議，普天之下，誰能夠

(可27；路23)。

這麼做呢？百夫長對耶穌的事蹟應該略有所聞，可能
感覺到、聯想到，這死是有神的主權和目的。耶穌的
死，反而令百夫長由衷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臨死亡的態度和天象都極為不尋常。耶穌在十架上
的言語都還在為他人著想；耶穌斷氣時，遍地都黑

百夫長講出「這人真是神的兒子」時，他可能沒

暗了，聖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

有完全理解耶穌的身分，但借由一位外邦的百夫長親

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

口說出耶穌是神的兒子，這句話像是黑暗壟罩下的一

的，有誰在死時是這樣呢？

道光，令人感動，這句話彰顯了耶穌的死亡不是人死
如燈滅，不是一切都結束了，而是將有嶄新的局面出

其次，是對耶穌罪狀之反思。宗教領袖控告

現。

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在羅馬人看來，這並不是罪該
萬死。在百夫長看來，若耶穌真是神的兒子，祂怎麼
會這樣任人宰割。其次，彼拉多判耶穌的罪狀是猶

另一個在耶穌死時的黑暗中，帶給耶穌跟隨者溫
暖的人，就是亞利馬太的約瑟。

太人的王，對於帶兵的百夫長來看，若耶穌真的是
「王」，應該有效忠的軍隊和組織，但耶穌卻沒有一
兵一卒，也沒有透露出反叛的舉動，卻甘願受死？
百夫長心理明白，十字架是當時羅馬政府的一
種最嚴厲的死刑具，十字架是罪與羞辱的記號。若耶
穌是無罪的、卻甘願受死，並且遭受當時最嚴重、最
羞辱的刑罰，那麼就意味著耶穌是承擔了他人的深

6

用細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穌的身體裹好，安放在自己

公開信仰。亞利馬太的約瑟沒有用言語宣布他

長，看見他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見耶穌面對死亡的態度不凡。百夫長經手許

席葬禮。亞利馬太約瑟妥善照著猶太人的喪葬規矩，

的墓穴裡。

聖經記載，耶穌在十架上大叫一聲，氣就斷了，

兒子」？

半時間天天和耶穌朝夕相處的門徒子弟沒有一個出

有感而做

公開信仰。按照摩西律法，凡接觸過屍體的人，都會
有七天被視為不潔淨。亞利馬太的約瑟安葬耶穌此
舉顯然犯了律法的不潔，必須隔離，不能參與逾越節

亞利馬太約瑟為耶穌做了什麼事？他放膽地去

活動，並且還要忍受其他公會成員的侮蔑、排擠。要

見彼拉多，求領耶穌的身體，並安葬耶穌。他為什麼

從暗處中走出來，是需要付代價的，亞利馬太的約瑟

這麼做呢？

應該心知肚明，他怎麼做可能會為他帶來怎樣的困

彌補遺憾。耶穌死的時候，亞利馬太的約瑟很
可能就在現場。假如他親眼目睹耶穌在十架上受盡

境，因為他親眼看見他的公會同僚是怎麼對付異議人
士、對付耶穌。

折磨死去，這殘酷的景象可能深深震撼他。亞利馬太

見證耶穌。初代教會有一個異端「幻影說」，

的約瑟想要彌補遺憾，因為他是耶穌的門徒，卻沒有

認為耶穌是完全的神，卻否定耶穌的人性，他們認為

在耶穌在世時，公開作耶穌的門徒，並且置耶穌於死

耶穌在人間的活動，包括十字架上受苦，及復活、升

地的竟是他所屬的公會，他也沒有能力影響公會成

天，都只是化身及假象，只是神投射在人間的幻影形

員的決定。如今耶穌死，他卻還在享有這身分的尊

體。他們否定耶穌的人性，否定耶穌道成肉身，就等

貴財富，他的良心是掙扎的，他想要彌補對耶穌的虧

同完全否定了耶穌的救贖工作。亞利馬太的約瑟為耶

欠。

穌預備了葬禮，見證了耶穌的肉身確實受苦死去，打

代表門徒。施洗約翰被希律處死後，他的門徒

破幻影邪說。而他提供從來沒有葬過人的新墳墓，就
是還沒有人被葬在裡面，唯一安放了耶穌的身體，後

當時的公會是集體犯罪，他們把自己的私心與集

向希律求施洗約翰的身體，希律對施洗約翰有愧，就

體行為結合起來，以集體行為來實現自己的謀算，置

答應。彼拉多對耶穌也有愧，因為他明明知道耶穌是

耶穌於死地。在集體犯罪隴罩的陰影下，就算有人心

無辜的，或許耶穌的門徒向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說

裡持不同意見也不敢出聲，亞利馬太的約瑟就是其中

不定可行，然而不像施洗約翰的門徒去求希律，耶穌

神的旨意永不改變，即使在黑暗困境中仍然能彰

之一。

的門徒都躲起來了。也許，按當時處境，門徒不太能

顯祂的權能。求神賜我們有穿透黑暗的信心眼光，仰

來這墳墓空了，成為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見證。亞利馬
太約瑟為耶穌做了一件美事。

重罪孽。當時的羅馬世界，對生命不尊重，殘酷的競

亞利馬太約瑟，是公會中尊貴的議士，也是耶穌

直接去覲見彼拉多，這時由亞利馬太的約瑟出面，去

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使我們的生命越發

技場、殺嬰、任意宰制奴隸，戰場上、政治鬥爭上勝

的門徒( 太 27:57)，只因怕猶太人，就暗地裡作門徒

求見彼拉多，比較容易。當時對於十架罪犯的屍體，

成熟，就越有勇氣面對現實，越不被現實所困。願榮

者為王敗者為奴，不願為奴就自殺，為了生存怎麼會

(約19:38)。他為人善良正直，沒有附從別人的所謀所

羅馬人通常隨意草草處置；而按照摩西律法，被處死

耀歸與神，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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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

往各處去

要留在那裡準備帶路。他們的負擔是
往西，沿途佈道，建立教會，帶聚會，
打算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南疆，走向麥
加，走向耶路撒冷。

1947年3月16日，第二批遠征軍由
何恩證帶隊，帶領五位西北聖經學院的

「遍傳福音團」創辦成員，趙麥加前排左一，馬馬可前排中間
圖片來源：http://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22116

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

北聖經學院」。1941年2月戴永冕在鳳翔與內地會、

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

循理會以及一些華人教會合作，成立西北聖經學院，

「從

馬利亞各處。……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徒8:1、4)

遍傳福音團

這間學院成立的目的就是往西北伊斯蘭教地區宣教。

和戴彥中兩位學生前往青海西寧，這是第一批福音遠
征軍，準備走向新疆宣教。「遍傳福音團」是在戰亂
中的中國，被神興起的純中國人的宣教差會，雖然日

馬可牧師一同前往任教，西北聖經學院是在共同的困

教會，讓中國基督徒起來往新疆宣教，他們最終期盼

難之下，跨宗派，中西合作，是有共同異象的結合，

能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海外基督徒似乎並不知其所以然，有人認為把福音傳

禱告中領受了「遍傳異象」，神對他說：「現在新疆

回耶路撒冷是沒有聖經根據的，但是，我們要回朔一

的門已經開了，進去傳福音吧」，當時他戰競恐懼，

下歷史，看看當初來華的宣教士們是如何領受這個異

滿心不願意，他只有在個人禱告中繼續向主提這件
事，甚至不敢跟妻子講。

史。

1942年何恩證來到西北聖經學院，她除了教聖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孫子戴永冕，他原來

經也做管理女學生的工作，有一次在渭水河邊崇拜，

主持循理會開封聖經學院，後來日本人侵華，勢力一

在交通禱告時，馬可牧師第一次向同工何恩證與鄭廣

步步伸向內陸，開封最後也被日軍佔領了。因為日本

恩吐露「蒙召去新疆」這件埋藏在心裡的秘密，何恩

人反英，戴永冕夫婦就在1940年，冒著被日軍轟炸的

證很平靜而堅定地回應說：「早在十年前，當我十七

危險，轉往陝西西安籌辦聖經學院。那時，有些差會

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類似的呼召」。於是，三位同工開

領袖嘲笑他們說：「你們怎麼可能在戰況這麼危險的

始迫切為新疆的宣教禱告。更奇妙的是，當他們回到

時候開辦聖經學院呢？」但是他們不畏艱難，毅然決

西北聖經學院，有人告訴他們，就在復活節的朝陽禮

定忠於所蒙的召。經過六個月的禱告尋求之後，他們

拜時，有八位同學為新疆獻上自己為主所用。馬可牧

在中國內地會同工的邀請之下，利用內地會位於陝西

師開始在每周二晚上有一個特別的為邊疆禱告聚會，

鳳翔的一片房舍做為校園，和內地會共同開辦了「西

第一次就有二十三人參加，第二次聚會收到了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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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去寧夏(銀川)協助當地教會，這一年也差派趙麥加

本侵華，百姓顛沛流離，然而神大能的手施恩於中國

他們同心協力要繼續開發大西北，馬可牧師有一次在

中國與福音

1946年暑假，「遍傳福音團」差派何恩證和董培

戴院長轉往西北聖經學院的時候，帶一位河南人

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這個宣教的呼聲，這一代的

象，又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寫下了中國大西北宣教的歷

8

全為由送回西寧，這次的遠征遍傳福音團，雖壯志未

「遍傳福音團」的第二批成員前往新疆佈道歡送大會留影
圖片來源：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2892/回忆张摩西牧师（四）：生命传递生命?page=1

加會合然後一起出發往西，南疆的舒勒方向前進。當
他們走到青海與新疆的邊界，被國民黨的部隊以安

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周道

派，帶著簡單的行李和教會餽贈的各種
裝備，由西安出發，準備去西寧與趙麥

的奉獻，大家開始提議要成立一個組織，他們最後定
名為：「中國基督徒遍傳福音團」。那時候的口號就

學生，在西安接受眾教會的祝福與差

酬，卻已經激勵了許許多多的中國基督徒，之後他們
兵分多路去不同的地方服事。

1948年春天，趙麥加轉向甘肅的張掖，酒泉，敦
煌，再走向新疆的哈密，準備沿著天山北麓的絲路，
走向舒勒。途中一位張姓基督徒，知道趙麥加要去新
疆傳福音，就教趙麥加一個吃飯的本領「刻印章」，
讓他可以在無外援的情況下自給自足，本來趙麥加的
文筆就不錯，這個刻印章的工作成了在新疆謀生的技

趙麥加和戴彥中毅然決然西進，雖然前面的道

能。趙麥加是第一個將福音傳到南疆的漢人宣教士。

路充滿挑戰，曠野，野獸，土匪出沒，饑餓與貧窮，

1949年他到了舒勒，租房子聚會，有些基督徒看見趙

但是他們領受上帝對他們的呼召，甘願為主而死，也

麥加佈道，就回來參加聚會，自此開始了「舒勒基督

有主賜給他們的勇氣，遂往邊疆踏上征途。這一年趙

教會」。

麥加留在都蘭，戴彥中留在湟源，一方面是青海事工
的需要，一方面是他們知道後頭還有人要過來，他們

趙麥加來到舒勒之後的第二年「西北靈工團」的
人也來到了南疆，原本「西北靈工團」的人比「遍傳
福音團」更早抵

趙麥加和何恩證夫婦在喀什噶爾家中，攝於2001.5.2

達北疆。起源於
山東的「耶穌家
庭」成員一共有
二十幾個人，跟
隨西北靈工團的
人也一起到了舒
勒。這三個宣教
團隊在南疆曾有

圖片來源：h t t p : / / w w w. c c t a 2 0 0 9 .

org/2013/06/blog-post_1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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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的配搭同工。

1953年6月23日，趙麥加與何恩證結婚，一起同
心事奉，在南疆留下了宣教士的種子與生命見證，直
到2007年趙麥加享年86歲歸回天家，何恩證於2014
年享年96歲歸回天家，兩人同心事奉超過50年。(參考

來源：王瑞珍老師著作《神國俠侶》)

西北靈工團
西北靈工團，創始人是張谷泉弟兄，全名「基督
教西北靈工團」，發起於1946年五旬節的山東濰縣

（即現在的濰坊）樂道院靈修院，並於同年差派第一批
工人。該名稱由楊紹唐牧師於1948年正式確定。按照

李 道

因著宣教前輩們在新疆留下了生命與

生夫婦從

血的見證，以致今天各省的教會，願意陸續

靈修院出

差派宣教士，前仆後繼地前往新疆開拓教

發，一 路

會，他們仍然領受一個宣教使命「把福音傳

步行前往

回耶路撒冷」。他們為了保護教會，隱藏基

濟 南，一

督徒的身分，由牧師帶領重要同工，在南疆

度兩腳腫

開展福音事工，為了自立自養，能在當地長

痛，雙 腿

久生存並與百姓融合，他們選擇了各種謀生

像灌了鉛
一 樣「 拖
拉不動」，

李道生牧師夫婦
圖片來源：http://www.christiantimes.cn/
news/24328/西北灵工团最后一人李道生牧师安息主怀

但每每兩
人同心禱告，就心裡火熱，繼續西行。

是我們宣教的方向，靈工是屬聖靈的工作，團是同心

鄭州、西安、寶雞、蘭州，這對年輕夫妻走過一

合意的工人團隊。」整個靈工團一致領受的異象是將

個又一個城市，中間除了步行，幾乎搭乘遍了各種交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通工具，最後開始穿越河西走廊。「越往西越荒涼，

禱告時，一致領受了「往西北新疆傳福音」的異象。7
月22日，劉淑媛和張美英兩位姊妹奉差遣，背上裝了
聖經的書包和幾件換洗衣服，在沒有任何財物支援的
情況下，踏上前往新疆的征程。
當時靈修院差派工人的原則是，清楚神的呼召，
有聖靈話語印證；重視安提阿教會榜樣；神僕人受感
動為奉差者按手送行；遵守主的教訓，手無拐杖腰無
金銀，憑信心仰望主；傳福音目標、方向清楚。「如
果不具備這些屬靈的條件，是沒有勇氣踏上錫安大
道的。」李道生說。
繼劉淑媛、張美英姊妹西行後，1947年春天，又
有兩位姊妹李佩貞、黃得靈受聖靈感動被差遣。同年

4月，經歷過禱告、爭戰和磨合的李道生夫婦同樣蒙
召受差遣。就在前一年，他的妻子惠榮還極力反對，
甚至不惜提出離婚為要脅，但是禱告幾個月後，「她
被聖靈充滿，心裡火熱，與之前判若兩人，義無反顧
地和我同工前行，至死沒有後悔動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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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kaixino2o.com/web/bx/user/yesujidu88888888/

user_article.html?index=303453

在哈密和肢體們一起生活了約半年後，1948年8
月，兩人起身，繼續前往天山北麓的鎮西 （今巴里坤

李道生的解釋，其意為：「基督是我們的信仰，西北

1946年五旬節，李道生所在的靈修院全體同工

張谷泉牧師(中立者)與西北靈工團早期同工

新疆又將荒涼到什麼地步？」李道生面對著蒼茫古
道，心裡默默禱告：「天地的主，這裡是一片荒涼的
原野，缺少雨露滋潤，住在荒涼之地的人心豈不更荒
涼嗎？人心需要福音，求主打發奉獻為你受苦的工
人，開墾荒蕪的土地，播撒福音的種子，把耶穌基督
的救恩傳遍河西走廊、塞外邊疆。」

縣）開荒傳福音。這是靈工團的工人第一次去沒有聽
見福音的地方拓荒傳道。(參考來源《境界》)

之道，開店做生意，從事農業，社會福利工
作等等，他們放棄了原本的工作，重新開始
一些新的工作嘗試，攜家帶眷的到了新疆落
地生根，讓基督徒的宣教移民落實在少數民

族當中，增加基督徒在社會裡面的比例，活出光與鹽
的影響力，祝福當地。不能不說他們的勇氣與信心值
得欽佩，為什麼他們會如此獻上自己和所有呢？第一
是神的呼召臨到他們，神對中國教會的宣教使命是向
未信的邊疆民族宣教，甚至傳福音回耶路撒冷，第二

接棒繼續

是因早期的「遍傳福音團」與「西北靈工團」的宣教

「遍傳福音團」與「西北靈工團」兩個宣教團隊

士們所留下血的見證深深的感動他們。

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人，同時領受從
神來的感動「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他們一前一後
經過數千公里來到南疆，
因為有共同的異象結合，

 告示 

禱告完了，他眼望著連綿不斷的祁連山和北山

他們一起同工配搭，有很

山脈，想到由此到新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頓時精神

長一段時間在新疆開拓建

抖擻，忘記了此前饑餓的苦楚。此時的夫妻二人成了

立教會。這是神在日本侵

奔赴前線收復失地的將士，豪氣凌雲，「我們這些福

華期間，用祂大能的手復

音使者，肩負著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大使命，撇下

興中國的教會，雖然戰爭

故鄉親人，走在錫安大道上，是任何風沙阻擋不住

與死亡像黑雲一樣壟罩

的，在這條漫漫十字架的路上只有跟主前行，絕不回

中華大地，神的靈依然作

頭。」

工，復興的火從山東、從

電話：02-28965713

西安吹向大西北吹向新

來信註明您的姓名，原通訊地址，欲收件的 Email。

疆，正如以西結書所說：

若您習慣收看紙本，本會將持續寄送給您。

就這樣，一路掛滿風塵，一路傳播福音，七個月
後，李道生夫婦歷程數千公里，站在了新疆的東大門
哈密城外，雇了一輛馬車邊走邊問，最後到了一個寫
有中華基督教會牌子的大門口，先期到達的四位姊妹
聞聲跑出來迎接。

「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長期收看《中國與福音雙月刊》並關心本會事工。
因應郵資調漲，及響應環保，若您願意收看電子版，請以電話
或 Email 告知我們更改寄送方式。
Email：cmi@seed.net.tw

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
大的軍隊。」(結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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