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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過去一年，中國大陸各地基督教會在公共敬拜和信仰實踐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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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當局程度不一的打壓，除了家庭教會持續受到打壓，三自教會

也無法倖免，不允許十八歲以下的信徒進入教會，教會報告事項增加政
令宣導，禁止校園福音工作，禁止慶祝聖誕節。在大陸的宣教環境越來
越嚴峻之際，中國教會也面臨危機及轉機的挑戰，我們的宣教事工也必
須因應時代變化，更要仰望神，因祂掌權。

若不灰心，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大陸教會最大的危機)
其實外在環境的壓力如面對當局宗教政策，並不是最令人擔心的
事，但是對自己付出心血的教會內部出現狀況時，確實令人難過甚至灰
心。有時覺得付出的心力和得到成果不成比例，若是從耶穌道成肉身
為世人所成就的救贖恩典來看，更是不成比例，因為神子竟然為了罪人
而死。在事奉少數民族的禾場上，發現教會受到異端的迷惑，使教會分
裂，和世俗化的影響使信徒忙於打工賺錢，光景冷淡不再跟從主。教會
受到異端和世俗化的衝擊，使教會內部潰爛，比外在當局的逼迫對教會
的損害更可怕。
因此，宣教事工也要從事防備異端的工作，恐外在環境的逼迫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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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到來，教會就自行分裂瓦解了。我們要為站立得住的弟兄禱告，求主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五)

保守堅固他們的心；也要為暫時跌倒的弟兄禱告，從上帝的眼光來看他

CMI 新聞觀察

們，不要灰心，他們人生劇本還沒寫完，還有挽回的機會，繼續為他們

 主說：「不要懼怕」

禱告。至於世俗化的影響，大環境改變，教會也面臨信主人口流失，很
多人到外省工作，或富裕起來，愛心和信心冷淡了，對這樣的教會，需

 財務報告

要更多的陪伴和牧養，求主幫助牧者有更多愛

讀神學的教會同工，看到我非常親切地說，謝謝！

家，還在就學兒子不能體諒父親生病，成日玩手

的行動傳福音給他們，沒有人忍心拒絕。他們改

心和耐心帶領教會。

也有的會眾認為中國大陸就像地球上其他任何國

機，所以他憂鬱愁苦，說到痛哭流涕。我們為C禱

變就能去改變一大群像他們一樣背景的人，只

家需要福音一樣，與台灣並沒有血濃於水的關係，

告，求主耶穌醫治他的病，讓他能重新站立起來，

有歸正的他們才能去改變相同背景的人，以及

完全是異文化。

恢復親子關係。兩天後，C打電話給A姐妹，高興

他們的後代。

要謹慎行事，要像智慧的人(本地教會多元的
回應)
台灣的大環境也在改變。以前在台灣本地
各教會推介本會的宣教事工，因在自由民主的地
方談福音工作，多半能暢所欲言，分享完之後，
也得到不少弟兄姐妹的認同支持。大家都懷抱
著向骨肉之親傳福音的迫切感。近年來，在台灣
各地教會分享，就出現不同的現象，首先，年輕

面對當前大陸教會現況，台下出現不同立場
的觀點，因為底下群眾和早年不同，台灣的處境也
在改變，我們需要有從上帝的眼光和智慧，用聖經
的觀點來傳講「真相」――中國教會當前情勢，連
結海內外主內肢體共同關注及禱告，分析他們的政
治社會制度的緣由和影響，和聖經的原則有無衝
突。卻不是評論對岸領導人的作風。

人沒有骨肉之親的感覺，其次是教會聚會的信
感恩的是，我們戰戰兢兢在本地教會推介大

徒背景經歷多元化了，以致對我分享的內容有不
同的回饋意見。有時甚至令雙方詫異。

陸宣教事工，仍然和幾間教會建立了代禱、關懷的
關係，使他們了解了大陸教會的真相。沒有負面的

如最近在某教會主日分享結束，一對剛從
東北撤資回台灣的台商夫婦找我，他說「撤回的

情緒、敵我的關係，而是拯救靈魂、傳揚主愛的使
命。

原因是大陸現在的經濟環境不好，工廠在那邊
不易維持下去，他們帶員工信主，本來廠內成立
小組，但自前年起已經被禁止。現在有些員工靈
命已經成長，在家中成立小聚會」。他同時提醒
我要注意風聲，也可能在那邊的工作會留不長，
一定要好好栽培同工，做些預備的工作。還有一
位在深圳做生意返台過春節的姐妹，她也來找
我談話，她說「我在深圳，宗教很自由啊，也有
海外來的牧師在那裡建立教會，並沒有碰到什
麼被取締的事情。」有位從大陸嫁過來的陸籍配
偶，說「我並不覺得政治環境緊張。中國就該嚴
嚴地管，否則會亂。」我回答「中國這麼大，每
個地方不盡一樣，深圳是特區，會不會因此看起
來寬鬆？」當我提到大陸教會受逼迫的時候，從
大陸來台讀書工作或嫁過來的姐妹，有的人會
不以為然，反而覺得現在「鬆緊」剛好，貪污腐
敗嚴重，需要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來作整頓。
也有的學生是來台後才信主的，非常驚訝自己的
祖國有「獨樹一格」的宗教條例。也有大陸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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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恩惠的道
(大陸教會傳道人被迫離開，神蹟奇事印證信
徒所信的是真神)
如初代教會一般，教會始建之時，有聖靈的
推動力，有神蹟奇事發生。今天就沒有了嗎？不是
的！今天仍然眼見神蹟奇事。我們在大陸建立的
教會雖面臨被迫搬家，傳道人離開的困境，可是弟
兄姐妹反而站起來，願意服事主，願意憑著愛心信
心去探訪，去作主工，就有神蹟奇事在當中。舉最
近的例子，年節將近時，弟兄姐妹發起去探望生病
或年長的肢體，探望不能來聚會的肢體。有一天，

地說他能站、也能走路了。這位A姐妹非常高興，
立刻對辦公室的同仁講起這件事，她的主管說：

迎接一個復興的時代(人人事奉、家家教會)

「如果他可以活生生地走進辦公室，我才相信你講

由於當局政策打壓，目前大多數家庭教會

的是真的」，話才說完，C就走進來了。大家見到C

是採取分散聚會，這也是教會煉淨過程中。因為

都很驚訝，姐妹立刻說「上帝醫治了他」，C說「感

有的原先在教會事奉熱心的人，因為在公務單

謝主，是主耶穌醫治了我」。C覺得請假太久了，

位，當壓力大時就退後了。現在教會分散聚會，

現在好了，就要趕快恢復工作。

小組化，逐漸發展，就會逐漸形成健全的教會功

面對未來大陸教會受逼迫的艱難環境，我們

能，這就是植堂，就是福音的擴展。

的神是獨行奇事的神，我們的神要在外邦中被尊

三化異象是今日中國非常需要的。我們除了

崇，當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事奉，領受清楚的恩召，

繼續的培訓工作，求主也開啟大陸本地教會的

願意作主的僕人，願意走十架道路，有如鍛練主的

眼光，讓他們看見扶持本地其他教會的需要，幫

身體(因為教會是主的身體)，一定可以榮耀教會元

助本地教會根基扎穩。此外，更要培養有僕人心

首基督。

志的領袖，不是只有聖經知識的領袖，不是遇到
環境困難，就想要一直往外出走，而是願意俯就

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弱
勢群体的突破口)

固各地的教會，在真道根基上扎得穩，能夠為主

未來的宣教禾場，帶職事奉的路線是必須加

作見證。教會若是在聖經真理的根基上建造，她

緊做的，老人照護中心、特殊兒童教育，是當前所

自然會生長，或快或慢是一回事，但她有生命就

需的。求主把這個負擔傳遞出去，讓有負擔的弟兄

會增長；但若沒有真理的根基，是錯誤的教導，

姐妹可以去參與。耶穌說，
「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

就很可怕了。所以教會要打好真理的根基，就算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教會被擊打驅散，她仍會增長。就如1978年中國

藉由這些照顧特殊兒童、年長群體的事工，當神的

改革開放，當時外界認為中國封閉了這麼多年，

兒女在那地活出基督的榜樣，就可以讓那地看見

應該沒有教會了，奇妙的是在中國的教會遍地開

天父的愛，看見應當如何尊重生命、愛護生命。

花，信徒傳福音如野火燎原，家庭教會的名號因

我和A姐妹去探訪她工作單位的同事C，此人過去

在現實社會，人一旦老了，好像無用，無人關

參加過我們的聚會並且決志信主，但後來再也沒

注。但人的價值不是按人的成就來論，乃是因創造

有來。這次我們去探訪他，才知道他生病許久，坐

及愛他的神而顯得寶貴。現代人的壽命長，六十五

骨神經疼痛到無法站起，大腿也有點萎縮，我們一

歲退休後還有很長的歲月，可以初老服事老老，在

起為他禱告，C一直說「主耶穌，你不能不要我，

他們中間作福音工作。這群人是受到馬列、文革背

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父親、丈夫，因為孩子還小，

景影響，思想很難改變的，但他們也有身體、靈裡

房貸很重，妻子體弱，我的家需要我」，他必須養

的需要，從事老人照護，特殊群體的照顧，藉著愛

卑微，忠心帶領及牧養神所託付的羊群。求主堅

此揚名，海內外同頌主恩，歸榮耀給三一真神。
所以，未來環境更加艱難，但相信我們要迎接的
是另一個復興的時代。一個由信徒起來事奉、
建立教會、普世宣教的世代，一個由新科技完成
培訓、傳播、連結上下古今、寰宇內外的普世教
會；基督的新婦將等候主基督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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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攔阻了你們
推喇奴

「你

們向來跑得好，誰攔阻了你們，使你們不

但教會沒有

順從真理呢？」(加5:7)

積極地向當

去年下半年中國大陸宗教政策落實的力度加大
些，給各地的教會帶來了很大壓力，各處教會情況不
盡相同，回應也不盡相同，但網路的信息傳得又快又
廣，只要一點點風吹草動，很快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為基督信仰的聲明」是中國教牧們的公開聯署書，
約五百位牧者和教會的簽署，反對新宗教條例實行以
來剝奪了教會信徒的信仰表達和信仰自由的權利，簽
署人數稀少但勇氣非凡，當中所表達的信仰立場和有
教義內含的信仰告白，成為中國教會發展史的明亮一

局陳情，沒有

公開教會立

徒被抓補，使得本是平安的聖誕節蒙上肅殺的凝重

愛主的人，對追求信仰的人，雖然當局打壓造成聚會

數信徒是

上的不方便，但就算環境再怎麼不方便，他還是會去

反 對 的，

聚會的。我想這也是篩麥子一樣，看看誰才是主的真

不能保證

門徒。所以，面對環境艱難時，不用特別在意聚會人

會出什麼

數是否變少，教會以後會怎樣呢？我想各個教會面對

事，教 會

當局的態勢都心裡有底，有應變措施。面對逼迫有時

明確向當

是好的。

大批抗爭

場，沒有像其

的 局 面，

他地方的教

協商出大

會公開聯署

無錫市國際禮拜堂舉行升掛國旗活動
圖片來源：http://m.ccctspm.org/newsdetail/11019

河南南陽唐河縣三自教堂
圖片來源：取自對華援助協會牧師傅希秋推特

的聲明」，而
是對當局的政策反應相對冷淡，因為如果要出面參與聯

個，聽說有一間教會的傳道人簽署了，但當局人員還沒
在去年十二月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被取締，許多信

但絕大多

能會出現

署，名單是非常多的。我在的地區已簽署的教會不到十

頁。

聚會，這樣的人也就不去聚會了。然而，對一個真正

局表達可

訴求向外界

「為基督信仰

能 接 受，

有找他麻煩，自己的教會先找他麻煩了，後來這位傳道
人離職了。所以，這地區的教會普遍對政府的宗教措施

氣氛，後續發展不斷吸引著海內外的關注和代禱。看

沒有積極的回應，也許是認為這樣做根本沒用，說不定

到當局有充分的預備和斬草除根的力度，基督徒只能

反而率先招禍，因此不願與當局正面交鋒，寧可轉個彎

不住的儆醒禱告，以信心的眼光仰望神，神是我們的

默默做該做的事。

家 都 能
接受的方

式。除非教會和政府的關係很密切良好，教會領袖可以
掌握及說服所有信徒的同意，那麼就可以全部迎合政府
的要求，不然一定會出現信徒抗爭行動。不過若真是完

而被唾棄，事實上也有這樣的教會存在。但大多數教會
都採取協商找出彼此可行的方法，避免激烈衝突，對當
局執法人員也是好的，勞師動眾是吃力不討好的，誰都
不願。我覺得教會界對當局政府是忍耐的，不正面衝

百人以上的教會，街道辦事處在每個主日都派人來教會

的話，估計至少應該有廿萬教牧人員和教會吧！但是

聚會，查看有沒有兒童主日學、青少年聚會。對教會在

大部分的牧者或教會沒有選擇露臉，他們存忍耐的心

兒童、青少年、學生事工帶來很多不方便，有的教會把

卻沒有失去信仰的立場，在壓力和許多干擾中忠心的

這些事工換地點暗中進行。

紀念他們。

在壓力下變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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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逼迫有時是好的

於信徒作判斷，無論如何，萬事都互相效力，神的選
民要在當中得益處，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中國教會。

有根有基的指望
神學教育、基督教教育或教會牧養，責任重大且
意義非凡，這些事奉是使我們的指望有根有基，可以
認識世俗的虛空，可以去分辨仇敵的詭計，可以看到
神旨意的榮美，可以認知人的有限和在罪中的悲慘，
好好地悔改自己、投靠基督並順服主。若是往這個方
向發展，才能放心地在指望中有喜樂；若這樣，在患

顯出天國的璀璨。

多是數百人以上的大型聚會。其實有一些「打壓」也不

中要喜樂，在

是壞事。大型教會往年聖誕節辦得轟轟烈烈，節目多采

患 難中要忍

教會算是看重福音使命，普遍認為可以繼續傳福音

多姿，吃喝快樂，熱鬧非凡，但沒什麼福音信息，我覺

耐，禱告要恆

工作，教會活動可以繼續推動，就算很好了。實際上，

得把節期變成這樣形式也不好，失去節期真正的意義。

切。」(羅12:12)

2018年 12月 ~
2019年 1月

主要是當局政府給予的壓力，使得教會做出目前的因應

去年當局開始禁慶祝聖誕節，我覺得也許這個打壓反而

面向新的一

收支（TWD）

方式。

促使教會思考聖誕節期的意義，擺脫外在熱鬧慶祝的形

年，以 此 共

本期收入

687,989 元

式。

勉。

本期支出

599,110 元

本期結餘

88,879 元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局勢尚沒有那麼緊張。就我
對當地的觀察，這地區的教會比較沒有文化使命的氛

有些教會與當局保持交通的管道，尋找雙方可以接受

教會近幾年面臨有世俗化傾向，也有一些人平時就

圍，面對當局宗教政策，雖然也認為有不合理之處，

的模式，其實如果強行把國旗安插在教堂內，教會也只

聚會愛去不去的，不追求信仰，剛好當局打壓，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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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之團體，他們背道的記號就越發明顯了，這也有助

「在 指望

聽說當局還要求教堂插國旗，教會該不該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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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寶石的建造，或是草木禾稭的工程。至於心裡剛

目前隱身在住家內的小型家庭聚會還好。被關注的

繼續推動事工。不論是選擇公開的或隱藏的，都面臨
信仰壓力，神都知道誰是祂忠心的僕人，我們在主裡

是信仰的試金石，也是教牧人員的「期中考」，或是

難中的忍耐是有榮耀的獎賞，連帶著在恆切的禱告中

聽說教會被當局要求要在教堂內裝攝影機，針對數
其實，如果真要聯名簽署「為基督信仰的聲明」

位在信仰上的壓力，他們如何去回應這世界的挑戰，

全迎合當局政策，這教會領袖一定會被人視為「背道」

突，轉個彎換個形式進行。

避難所，主的教會是在主的手中。

教會中的兒童、青少年或公務人員面對學校和單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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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 張國騤教授

恩典

會研究部顧問張國騤教授於2019年1月12日回天家。

本

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以

(五)

過去他身體還健朗的時候，從不錯過本會舉辦的任何

研討會，固定參加本會每周的莫忘神州禁食禱告會，會後他
就前往捷運延線有大學生出入的站點附近傳福音。並將多年

編按：本文節錄自王溢恩長老(1931-2012，筆名)的自傳，是

傳福音的心得寫成專著：《比較宗教談真理》、《佛教真相―

一位一生奉獻傳福音的牧者之自傳，作者將人生中最

含道教及民間信仰(繁、簡版)》、《真神何處尋？―佛教真相

精華、最後的歲月奉獻給中華大地，堅固及建立了許

及拜錯神的後果(繁、簡、英對照版)》、《真神何處尋？―佛

多教會。最難得的是，他的生命見證已在這片土地上

教真相及拜錯神的後果(DVD版)》，委託本會出版。記得十

由許多被他影響的人活了出來。

多年前初識張教授時，聽他分享如何向佛教徒傳福音，當時
我說在內地我們經常遇到的問題是無神論。他說，佛教在中
國傳統文化中根柢太頑固了，隨著兩岸交流日益深廣，佛教一定捲土重來，你們要有心理
準備。接著，他自己出資出了簡體字版，讓我們可以帶去內地送給知識份子、大學生。

教會內的政治學習
1951年11月，三自籌委會舉辦了「第一屆三自革
新幹部學習班」。

1952年1月6日，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於展開

張教授真的說中了。

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而宗教界人

他常說自己身子不夠硬朗又有家累，沒法去大陸傳福音，但著作可以。文字工作、研
究工作都很重要。鼓勵我們不要灰心，要耐得住研究工作的寂寞，文字工作的繁瑣。張教

學習。在上海靈糧堂，被當局看中的積極分子與聯絡
員就是陸傳芳，他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靈糧堂的學習
小組長，在靈糧堂組織和推動了政治學習。
政治學習安排於每星期四晚間兩小時，在禮拜堂
舉行。主講者多數由陸傳芳擔任，有過數次是請青年
會的劉良模、李壽葆等人來主講。講題有：「沒有共
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風壓倒西風」、「蘇聯的

1953年7月16日、17日，當局召開與舉行了「上

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邊倒」、「我們一天天好

海市基督教教會團體工作人員會議」，在會上，華東

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

宗教局事務處處長羅竹風指出，基督教工作人員不

虎」、「站穩人民立場」、「一切宣教士都是帝國主義

認真學習，甚至逃避學習。羅指出，「要認真的加強

分子」等等。第一晚參加者約有兩百人，非常熱鬧，

張教授病得很突然，是在主日結束時，牧師發現他走路不穩才勉強他去就醫的，那知

學習，提高愛國主義思想」；在總結發言中他重申，

但是，後來人數逐漸減少，三個月後只剩下十餘人參

竟然已是癌末，他是怎樣的毅力才不自覺病痛？或是天父那麼愛他沒有讓他疼痛？我去醫

「學習是貫徹三自革新的中心環節……，學習應該是

加，就不了了之。可見，在教會裡搞政治學習不得人

院探望他時，他不停的說謝謝！我何等希望他再次好起來，出席研討會，可是他已經預備

今後三自革新工作的具體內容」（《天風》總375期，

心；另一方面，信徒們多有抱怨，大家認為在教會裡

好回天家了。並且追思禮拜就安排和本會舉辦座談會的同一天，不禁想起他依約參加從

1953.8.3，頁2-3）。

各種聚會已經夠多，更何況信徒們在工作崗位和所居

授不是一個多言的人，可是傳起福音來，解釋民間信仰及佛教的錯謬時卻滔滔不絕，眼中
誠懇的真切令人不能也不忍拒絕長者的邀請，至今他在夕陽餘暉中帶領青年學子決志禱
告的形像仍能浮在眼前。

不錯過的熱情，好像他
仍在座，揮手向我們邀
約共赴天家的盛會。
是的，願他的著作
有更多人使用，帶領尋
求真理卻迷路的人們歸
向基督之家。

6

士為其中主要對象。

王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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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騤教授的著作

為此，中國當局與三自會十分重視政治學習，控
訴運動告一段落後就迫不及待地在教會中推動政治
學習。

住的街道委員會，已經參加政治學習，參加教會政治
學習是多此一舉。
眼看教會政治學習不得民心，當局後來取消了在

政治學習是由上而下佈置下來的。在控訴運動

教會裡的信徒政治學習班，但是規定教牧人員、傳道

中，每個教會都出現了一些積極分子，他們就被中共

人必須參加由市政協領導的分區政治學習班。我們被

當局和三自會重視和採用，經過短暫數次的訓練，一

分排在滬西小組，時間：每星期四下午兩個小時；地

方面叫他們作中共當局與教會之間的「聯絡員」，一

點：在烏魯木齊北路聚會所的會議廳（楊紹唐牧師的

面叫他們作學習小組長，在本教會裡組織與推動政治

教會）；主持者兼記錄員是三自會派下來的幹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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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學習都有規定的檔與文章。參加者二十餘名，其中

1952年

在主裡有了深

的；最初的教會是聖靈藉著傳福音的外國宣教士建立

有烏北會所的楊紹唐牧師、田雅各牧師與女傳道李

的某一天，筆

切的交通與勉

起來的，並非中國自生、自長或土生、土長起來的，

姐，靈糧堂的七名同工、曹家渡耶穌堂的同工與真耶

者與曾昭然

勵。

這是歷史的史實，任何人都無法更改。但是，自從三

穌教會的同工等。每次學習要結合自己思想參加討

同工等出去

論與發言。我在一次學習會上聽見一位同工發言說：

探訪，我們走

「中國基督教過去受帝國主義毒素的影響，多一個愛

到滬西的北

主的基督徒，就少一個愛國的人民。」其實，大多數

京 西 路、常

人的發言是言不由衷，是表面的，只有少數人是真靠

德路附近，曾

攏政府、成為共產黨的積極分子。筆者是屬於敷衍參

昭然同工對

加的，並不認真；但每禮拜四下午必須參加，這是當

我說：「內地

局規定。

會的同工們

圖片來源：http://www.uuudoc.com/doc/1
D1G1B1D1E1D1L1B1C1D1B1D1J1D1F1E1J1C
1F2N1G1F1G1C1E1K1L1E1E.html

中共
當局之所
以重視以
及 抓 緊
對於傳道
人的政治
學習，其
目的是改

1950年代初中國教會紛紛開展政治學習，北京市基督教
青年會每星期舉行一次「新民主主義」講座。

造他們的
反動世界

觀，使他們能成為中共馴服工具，以達到由中共來領
導、控制中國基督教的目的。這個目的已實現。

那 時，艾
得理牧師在美
國發 起「守望

艾牧師與妻子(美國的宣教士德忠玉教士)
圖片來源：http://www.yanlamchurch.org.
hk/attachments/嗎哪11.pdf

年輕的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與中國同工
圖片來源：https://omf.org/tw/

音 單 張，我
們去要點」。我們就走入新閘路的內地會大門。辦公大
樓很大，有四層樓（後來作為「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
使用）。我們走到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見到一位西國姐
妹同工，我們只會講中文，向她說明來意，她很高興地
接待了我們，並且給了我們一些福音單張。就在我們感
謝她並要離去時，遇見了一位年約五十餘歲並戴著領
帶的西教士，西國姐妹同工就介紹：「這位是艾得理牧
師」，艾得理牧師知道了我們是來自靈糧堂的傳道人，
就高興熱情地握手歡迎我們，並且說：「我們要回國
了，我們會為你們禱告」。我們說：「是的，請多代禱，

無人能關的門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全國掀起抗美援朝運

工，牆 上張貼
著許多中國同

要回國了，他
們有很多福

中華 」禱 告 事

彼此代禱」。言簡意賅，不必多言，我們心神領會：宣
教士被迫撤退，在中國福音的門沒有被關閉，宣教士撒

自會奉政府之令接管中國基督教以來，他們發現這種
歷史大不利於三自會的工作發展。為此，三自會一直
企圖或篡改此歷史（實際篡改中國教會史工作，三自
會是在1962年才正式開始。已故楊紹唐牧師曾經有
一段時期，常在上海市圓明園路三自會辦公室收集、
對證、編寫有關內地會的史料）。

工的照片，有在國內的，有在海外的。他指著照片告訴

在三自會裡專門從事企圖篡改中國宣教史的有

我們：「我天天為他們一個個指名代禱」。並且告訴我

兩要人：劉良模與羅冠宗。前者於1951年大搞控訴運

們：1934年秋天，艾牧師前往中國宣教，內地會打發他

動時編著了《美國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人們反

在安慶學習中文半年，然後打發他前往河南鄉村佈道。

問他：「既是如此，你為何要跑到美國紐約念神學，

1936年內地會特派他常住河南方城縣佈道。1938年艾

吃美國的漢堡、三明治？」後者羅冠宗於1993年編印

牧師在方城與來自美國的宣教士德忠玉教士結婚。他

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文中大量控訴

在河南住了十五年以上，因此，十分想念河南的弟兄姐

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文化侵略中國。但是人們要

妹。當他聽到今日河南家庭教會大復興，方城成了當地

問：「你羅冠宗以及所屬Y.M.C.A（青年會）長年累

福音中心基地時，他留下感動的淚水！宣教士的辛苦不

月接受美國津貼，專搞中國文化西化，你們也充當了

是徒然的，傳福音的門沒有被關閉！1994年5月，艾牧

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走狗？」

師蒙主召歸。告別聚會在柏克萊舉行，由戴紹曾牧師主
持。「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

隨著他們」
（啟十四13），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參提
後四8）。

真相不能扭曲

西方宣教士帶給中國的是正面的貢獻，還是負
面的毒害？歷史自有公論，並非幾個御用文人絞盡腦
汁，閉門造車就能捏造更改的。我們可喜的看到跨入
新世紀的今日，人們較為冷靜地、謙卑地，實事求是
的反思與面對歷史問題了。中國人應當是善於反思
的民族。我們姑且不去談國家政治大事（例如反思文

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當局與三自會不僅在控訴大會

革），我們所關心的是中國教會史的純真延續；感謝

上，並且在學習班上一再聲稱：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是

主，我們看到較為客觀、正面、實事求是的歷史資料

帝國主義分子、是特務，但卻始終提不出他做特務的真

出現，例如，趙天恩牧師等編著的《當代中國基督教

憑實據來。既是無實據，為何又要「大叫大嚷」呢？原

發展史》；又如，中國教會史專家，旅美學人顧長聲

不多的宣教士，但到了1952年底也都全部離開中國

筆者第二次會見艾得理牧師（D a v i d H o w a r d

來他們是另有所圖，故意掀起「一切宣教士都是帝國主

先生編著的《中國基督教簡史》。讓人感到興奮與驚

了。看起來，在中國宣教的門已經關了，但實際上這

Adeney, 1911-1994），是三十餘年後的八十年代初期，

義分子」風暴，其實際目的，不僅為了打擊遠隔重洋的

那時我們有些家庭教會同工們陸續移民來美國，筆者亦

訝的是2006年前後，在北京的一些書店裡公開出售

是暫時的。因為經上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

外國宣教士，禁止他們重返大陸傳教；更是為打擊、控

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啟三7）。中國宣教的門並未

然。筆者到柏克萊基督工人神學院探訪邸國倫弟兄、俞

制中國的教會和中國的基督徒傳聖經中純正的基督福

關，過了數年，我們的神興起家庭教會傳福音，以致

以勒姐妹以及鄧志道姐妹三名同工，他們是從事福音廣

音，他們污蔑說是「帝國主義毒素」。他們所要打擊的

現在中國有七、八千萬人信主。

播撰稿事工。在那裡第二次見到艾得理牧師，他邀請我

就是聖經中的基督福音真理！

動，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極高漲，外國宣教士到處
受到排斥和敵視。因此，1951年初（控訴運動開始不

下的福音種子將會往下紮根，向上結果，結果纍纍，有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感謝神！我們就請了艾得
理牧師作了離別的祝福禱告。

久），各國差會三千多位宣教士紛紛離開中國，留下

《戴德生傳》！這是對於今日三自會的一大諷刺與挑
戰：究竟歷史的真相是什麼？是你們說了話算數，還
是廣大讀者說了話算數？

(待續)

們前往他家，招待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中飯，並且
但是，當初基督的福音是藉著外國宣教士傳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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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不要懼怕」

模抓捕秋雨聖約教會信

法」的名義在各地

的工作及私人財產連帶受到剝奪，面臨失去生活保障

徒，王怡牧師夫婦、長

出現 打 壓教 會 及

的恐懼。耶穌說，天父若不許可，一隻麻雀也不會掉

老、同工等逾百人被警

信 徒 事 件，威 逼

在地上，你們比麻雀貴重的多，天父連你們的頭髮都

方帶走拘押，教會被取

就 範，就 顯 露 出

一一數過了。麻雀看似微不足道，但即使是世人看不

締。在全家團圓的農曆

逼 迫 者 沒有真 正

起的小生命，天父也非常顧念珍惜；而我們的頭髮天

年節期間，仍有多位弟兄姐妹被關

保 障 人 民 的宗 教

父都一一數過，天父對屬祂的兒女都瞭如指掌，甚至

信仰自由。與此同

清楚他們所受的任何苦難。因此，神決不撇下屬祂的

西番雅
「 26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
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27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
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28那殺身體，不能
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
正要怕他。 29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
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30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31所
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10:26-31)

押，家人被拆散，親子被迫分離，
甚至有家屬的銀行卡遭到凍結影響

兒女，一切都在祂的看顧之中，沒有經過祂的

生活。其餘信徒的日常生活受到監

允許，什麼也不能使我們受害；若是經過祂的

視。王怡牧師夫婦被控「煽動顛覆

允許，祂自己就是我們能站立得住的力量。

國家政權罪」，被秘密關押。

在馬太福音十章這段經文中，耶穌要門徒

秋雨聖約教會公開走上了當局

不要懼怕各方逼迫、不要懼怕那殺人身體但不

馬太 福 音 十 章，耶 穌 告 訴門徒 將 來 會 遭受

在

極不樂見的路，王怡牧師早有心理準備有朝一日會被當

能滅人靈魂的、不要懼怕會失去生活保障，耶

迫害，但門徒所受的苦，不會大於耶穌所受

局逮捕，在秋雨聖約教會持守聚會的長老、同工、信徒

穌的話也意有所指：惡者的攻擊伎倆不出這些

的，勉勵他們「不要懼怕」：不要懼怕各方的逼迫者

也有心理準備將面對當局打壓。跟從主的門徒會面對各

範疇，就是利用來自世界的逼迫，利用人對身

(10:26-27)，不要懼怕那殺人身體但不能滅人靈魂的

方逼迫，這是跟從主的代價。

體受苦甚至死亡、及對失去生活保障等這些懼

(10:28)，不要懼怕失去生活保障(10:29-31)。因為這
些懼怕，很容易讓我們不敢在世人的面前公開自己信

隱藏的事要顯露出來

主的身分，甚至否認信主，例如彼得曾經因為懼怕，

耶穌明確告訴門徒將來會遭受逼迫，但是耶穌勸勉

三次不認主。所以，主說：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

門徒不要懼怕，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

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逼迫來時，什麼隱藏的事要顯露

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10:32)

出來呢？

中國福音會已故創辦人趙天恩牧師領受神的呼
召、窮盡一生致力中國宣教的異象，就是中國福音
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合稱三化異象)。成都
秋雨聖約教會在教會網上簡介自己是一間持守改革
宗長老會傳統和「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
督化」異象的大陸家庭教會。我們看見神做事直到如
今，神在歷代興起屬祂的門徒相繼用生命回應祂的恩
召，效法一粒麥子的精神，傳揚基督福音，建立國度
化教會，發揮基督信仰價值觀的文化使命，見證有主
的生命力，凡屬主的門徒都這麼活，就成為神在地上
更大的彰顯。
我們也看到，神的道在那裡興旺，惡者的勢力也
在那裡搞迫害。2018年12月9日晚間，成都警方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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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逼迫來時，逼迫者要露出它的真面目，它的無

怕，使人放棄跟從主。其實，惡者的逼迫不是

取自秋雨聖約教會 facebook

最令人懼怕的，真正令人懼怕的是那位掌握身體和靈
時，教會和信徒也被現出原形，顯出誰是主的門徒。那
些被控「非法」而被定罪被拘禁的牧長和信徒，他們承
受社會非議、被信心軟弱者質疑，總有一天會顯明他們

魂生死大權的神。因此，我們應該懼怕的是神，應當
真心敬畏神，堅定信靠祂，才能使我們面對惡者逼迫
時無所畏懼。

是為義受逼迫。而神的教會看似被迫關閉了，但基督福
音在黑暗權勢下依然能拯救靈魂、使人得自由，更顯明
了福音的真實性。

不以為主被囚的為恥
在世人眼中，被送進牢房的人是罪有應得，是可

知及罪惡要顯露出來；
就是逼迫來時，信徒默默為主承受的，被人誤會
的，總有一天真相大白；

人應當懼怕的是神

教會有許多信徒是為主被囚的，他們是在各種試煉
逼迫來到，隱藏的事要顯露出來之外，門徒的性命
也會受到威脅，耶穌不否認門徒的身體有被殺的可能，

就是逼迫來時，沒有人能作暗中的基督徒，都會顯
現出來；
就是逼迫來時，真理是不能隱藏的，福音的真實性
最終都要顯明出來。

恥的。然而，使徒保羅說，他是為主被囚的。在中國

但耶穌卻叫門徒不要懼怕那殺人身體但不能滅人靈魂

的(10:28)，因為這樣的逼迫是短暫的，肉身死亡就結束
了。門徒要明確知道，什麼才是應當懼怕的？就是要怕
那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10:28)，因為
這會使你面對永遠的死亡。

中國大陸當局強調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上路，是

中暫時憂愁，當信心經過試驗，就比那被火煉過仍會
朽壞的金子更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
著稱讚、榮耀和尊貴。因此，我們不要以為主被囚的
肢體為恥，也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卻要為
了福音的緣故，靠著神的大能，與被囚的肢體同受磨
難。
惡者關閉得了有形教會的大門，但他無法消滅教

為了有利於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切實

惡者的逼迫手段，除了威脅人的性命，也會剝奪人

加強對宗教事務的依法管理，進一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

的生活保障，使人動搖作主門徒的心志，耶穌同樣勸勉

化水準。但是近年來，當局以保護「合法」、制止「非

門徒不要懼怕(10:31)。我們看到教會被打壓，許多信徒

會，因為教會全體之首是基督，祂靠著十字架已經勝
過一切執政掌權的，我們也靠基督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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