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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漁

復

活節即將來臨，這是基督徒們記念耶穌的節日，節日的意義在於
基督戰勝罪和死亡的權勢，祂為我死，我為祂活；節日的意義在

於祂從死裡復活完成了救贖大功，彰顯天父無比之愛；節日的意義在於
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無比大能的聖靈，賜給每一位信靠祂的人。因此信靠
上帝的基督徒有一種來自聖靈參透萬事的大能和無畏的勇氣。

 本期內容 

春雷響了
每年三月初中國大陸全國兩會(十三屆人大二次會議，3/5-15)、(政
協十三屆二次會議，3/3-13)在北京舉行，是首要的大事。它代表一年
肇始，宣告國策，將前一年九月中旬由共產黨代表大會(十九大)習核心
的決策召告全民，並由全民「各黨派」代表回應全力奉行支持的表態行
動。但如果我們認為這只是虛應故事，那就忽略了極權國家動員的實
力。

董事的話
 復活的大能興起華人福音
CMI 消息
 一生事奉主
基督教與中國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六)
莫忘神州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理論教師座談會」中強調抓緊思政課對青年人的重要性，他在發言中指

CMI 新聞觀察
 在主裡記念他們

出「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靈命生活

今年的各種會議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

解決好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青少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我們辦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要理直氣壯開好思政課。」

 財務報告

習近平又說：「思政課教師要有六種素養，

價值觀)回到主幹道。如果我們回想自十八大習近

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

平上台後的各項一致性的舉措(如互聯網新聞管制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求他們具備 政治要強、

法規自2014年起陸續公布)，就會知道目前由所謂

怎樣培養

情懷要深、思維要新、視野要廣、自律要嚴、

依法治國的《宗教事務條例》、《宗教臨時活動地

人格要正等六種素養。」「政治要強是指真正把

「學習強國」APP

多人群聊方式

馬克思主義信仰

基督教信仰

培養什麼人 優秀青年黨員

基督教歷史的偏頗理解，我們實在很遺

基督的門徒

憾在華人遍佈地球村的今日，用如此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

用聖經原則

立、負面的態度來理解基督教，我們的

為誰培養

為共產黨永續發展

為上帝國度

信仰是以基督為中心，並無中西之別。

點審批管理辦法》、《宗教事務部分行政許可項目

培養目的

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貫徹大使命實踐大誡命

馬克思主義作為內心的虔誠信仰，做到真懂、真

實施辦法》對宗教的限制(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

培養場所

小學至大學

家庭和教會

信、真用。讓有信仰的人講信仰，才能增強政治

教)，不是所謂的吹一陣「嚴打」風警惕不法分子，

性要求的說服力。」

而是從「信仰」角度將宗教信仰和馬克思主義對

「思政課的使命是培養 擔當民族復興重任

的接班人。思政課教師要有家國情懷，實現『個
人夢、學生夢、中國夢』的緊密結合。要從學生
的真實需要以及社會現實出發，以飽滿的教育
熱情生動講授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培養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並能服務於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的新時代青年。」

只奏主旋律了
習近平對思政課的要求「利用課堂主渠道
立德樹人、鑄魂育人」，從學校思想教育著手，

立起來，他要將宗教規範進入文化活動範疇，至於
「合法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必須在「中
國化」的前提下，在宗教政策的許可範圍活動。這
和思政課的要求取向是一致的。關心大陸宣教的
我們，不能以為關起門來避避風頭，就可以解決所
謂的打壓問題，這關係到上帝所創造的中華民族
走向開闊的宇宙中心，還是回頭走入中國作為世界
中心。

只走一條路了

的發言是在中華民國台灣處境，對象會是大專

『上帝』的教育方針，解決好培養什麼人、怎樣培

院校的校長，不可能是通識課或文化課的教師

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青少年階段

代表，也不可能全場只有執政黨代表發言指示，

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

其他人聆聽奉行，彷彿是頒召聖旨一樣不能違

「我們辦基督教教育，就是要理直氣壯開好聖經

逆。因為教育系統不是執政者的工具。但在中國

課。」「牧者要有六種素養，給年輕人心靈埋下真

大陸學校教育的最高掌舵者卻是在以習近平為

善美的種子，引導年輕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核心的中國共產黨。

要求他們具備信念要強(信耶穌不改變)、情懷要

來，而中共建立信仰所強調的思政課式微，成為
走形式、應付高考的敲門磚。所以他要思政課的
教師們理直氣壯的傳遞「信仰」，要求各大專院
校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
對性」以挽回青年人的三觀( 世界觀、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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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到這樣堅實有力深植無神論為根柢
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力度，
怎能再醉生夢死，輕忽所謂堅持基督教中國化的
路線，不警醒看待？然而天父創造的人是有自由意
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的人，祂從不強迫人。信仰教
育雖然重要，但真正的信靠跟隨卻是從聖靈的光
照，承認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穌寶血的救贖開始，
教育只能啟發，不能帶來信仰。這就是耶穌對尼哥
底母的教導。

鄰舍有危險了
3月20日廣州市民族宗教事局公布印發《廣
州市群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辦法》的通知，
舉報的內容是「一、宣揚、支持、資助宗教極端
主義，或者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
全，破壞民族團結、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侵犯
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
侵犯公私財產的；二、未經批准擅自設立宗教活
動場所的，或非宗教團體、非宗教院校、非宗教
活動場所、非宗教臨時活動地點組織、舉行宗教
活動、接受宗教性捐贈的；三、未經批准擅自組
織公民出境參加宗教方面的培訓、會議、朝覲等
活動，或擅自開展宗教教育培訓的。」民眾舉報
這些情況的獎勵金從一千元到一萬元不等。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會議中指出，宗教堅持中
「辦好基督教神學課，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貫徹

立知識系統和價值觀已轉移由網路多元衢道

註：中共年初推動黨員下載宣傳習近平思想的「學習強國」
APP，並透過積分制要求黨員使用，如果分數不足就會被通報
檢討。基督徒透過通訊軟體群聊9人限制，一起查經禱告，共
思基督信仰使命。

如果我們將前述習近平的話替換一下，改為：

從「娃娃」開始把關，的確抓到了要領。如果他

從發言內容可知習近平針對目前年輕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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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深(愛耶穌不改變)、思維要新(信仰回應時代)、視
野要廣(普世宣教)、自律要嚴(攻克己身)、人格要
正(穿上新人)等六種素養。」
如此看待今天教牧人員的牧養職責是不是很
對位呢？
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
三個問題，回答錯誤或沒有答案都是很危險的事。

國化方向是新時代宗教工作的重要使命。3月11日
政協會議中，現任三自會主席徐曉鴻發言強調遵
行習近平十九大「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
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堅持我國基督教的中國化
方向，是黨和政府的殷切期望，更是中國教會健康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百姓逐漸建立互信、和
睦的鄰里關係，民間自發性的活動增加，各宗教
在民間也有許多信眾，豐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
鼓勵「舉報」的措施，實在有些低估了百姓的政
治判斷力，顯示了執政者不能信任自己的民意基
礎。

發展的必然選擇。」發言中再次提到，在1949年前

以基督徒而言，我們的信仰是否帶給社會

基督教中國化並不成功，1954年吳耀宗等人發起

「是光、是鹽」的益處，以至於有道德感的鄰舍

的三自運動委員會才是成功的第一步，接著是外

不願意舉報？基督徒是否勇於溫和堅定的立場，

國差會、宣教士離境，教會舉行聯合禮拜消除了宗

將光放在燈台上？我們仍然相信中國福音化、

派，第三步是由「三自」進步為「三好」，丁光訓

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是近悅遠來的趨勢，基

展開神學思想建設，教會事業取得一定的成績。現

督從死裡復活的大能將使基督的身體「教會」更

在到了積極發展基督教中國化的時刻。同時，提出

加堅定，尊重地球村各地域人民政治選擇，卻在

現在基督教中幾個突出的問題，一是境外滲透，二

基督裡相互尊重、豐富多彩的合一，元首只有一

是私設聚會點，三是法律意識淡薄，四是必須知道

個，就是基督。

我國基督教姓中不姓西。暫且不論徐曉鴻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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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事奉主

于迦勒

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以

(六)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編按：本文節錄自王溢恩長老(1931-2012，筆名)的自傳，是

他丈夫心裡倚靠他，

一位一生奉獻傳福音的牧者之自傳，作者將人生中最

必不缺少利益；

精華、最後的歲月奉獻給中華大地，堅固及建立了許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多教會。最難得的是，他的生命見證已在這片土地上
由許多被他影響的人活了出來。

(箴言31:10-12)

四個「百分之百」

上

帝賜給我一位敬虔愛主、賢德愛家的好妻

立即給予開刀治療，發現癌腫瘤已擴散，就中止

子――于陳麗音師母，她已於2019年3月

手術，出院回家做緩和治療。今年三月初身體感

16日凌晨被主接回天家了。面對她的離世，心中

覺更不適入院，不到一週就回天家。于師母生前

深感不捨、悲慟，但想到她不再受病痛之苦，已

留言給我：「我已預備好隨時見主面，相信主會

安歇在主的懷中，並且將來我們會再相見，我心

照顧你。」

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社會主
義教育委員會。同年夏天，以上海市宗教事務處的名

走，不會錯。劉良模也迫不及待地發言：「雞蛋碰石
頭是難的，要慎重，慎重！」人們不禁要問唐守臨：
「保羅是為以色列人不歸服基督而心裡傷痛，你是為
何傷痛？」

義借上海團校，聯合舉辦全市基督徒大學生社會主

多數基督徒學生，在小組會上被迫承認和接受

義教育學習班，為期兩周。開會前，政府幹部一方面

大會所提出的「四個百分之百」。但有少數人在小組

我回到家中整理于師母的遺物，發現她已

告訴同學們，「你們要認清形勢，雞蛋碰石頭是碰不

會上靜默不表態，甚至有提出不同看法：「聖經不是

于師母在教會參與各項事工，她不擅於上

經把今年一整年度的什一奉獻都已準備齊全，

得的」；另一方面要求每一位參加者，打消顧慮，暢

毒素，是神寶貴的話語；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否定

講台講話，但她的親和，體貼，智慧，幽默，使

並且全部是新鈔。她是認真的、誠心的把最好的

所欲言，保證學習班「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

傳教士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貢獻，是錯誤的。不能由

她在教會中成為各個年齡層弟兄姐妹的好朋

奉獻給主，就連在病痛中仍堅守神兒女的本份。

子」。在學習班中提出「四個百分之百」，要求每人

於出現被本國政府所利用從事政治活動的個別傳教

友，包括從小朋友，年輕人，婦女，甚至年長

回想我們新婚第一年，省吃儉用，把留下來的積

在小組會上表態、討論：

士，就否定所有的傳教士……。」雖然大會信守了諾

者，都有她忠心愛心的事奉。她在兒童主日學的

蓄全部奉獻給教會，這是我們表達愛主的心意。

一、外國宣教士百分之百均為帝國主義間諜(特務)。

言，當場並沒有對持不同意見者採取措施，但是，當

事奉約有四十年之久，常為學生們提名禱告，鼓

無論是牧養、教導、宣教，都是主給我們的呼召

二、傳道人百分之百均為剝削者。

勵學生們買自己的聖經，勤讀聖經，如今許多在

和使命，一生事奉主。

三、醫病趕鬼、神蹟奇事百分之百為反革命活動。

裡也就平靜下來。

兒童主日學長大的孩子，都已成為社會中堅與教
會重要同工。她也常常輔導年輕人和婦女，服事
年長肢體，陪伴他們。這幾年更是和我結伴同行
到大陸事奉，在每個服事地方，她是最受學生們
歡迎的輔導老師，大家總是圍繞在她身邊，她的
屬靈生命和事奉經歷，成為許多人的幫助。
去年十二月下旬，我們從大陸服事結束後
返台，她身體覺得不適，隨即到醫院檢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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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海三自會開會決定，在本市基督教界

王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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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師母被主接回天家後，我住在南台灣兒

四、聖經百分之百是帝國主義毒素。

這些學生回到各自本校後不久，竟以他們的「思想不
符合社會主義教育路線」為理由，有的被開除學籍，
有的留校強勞，有的送往勞教，甚至有的被捕送往勞
改隊。第二醫學院應屆本科畢業生張主光被捕判勞

子的家中一段時日，家人相聚給我平復了些許傷

在開會前，前南陽路上海教會長老唐守臨，向

改；朱維甫被開除學籍回福建老家種田；陳嘉庚被判

痛。感謝主，無論在于師母生病期間，或在她離

二百多位基督徒學生「苦口婆心」地說教，竟然利用

勞教；邱道芳留校監督勞動，後被開除學籍；鐘美珠

世後，在這段艱難的期間，有許多弟兄姐妹和同

聖經大言不慚地說：「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

被監督勞動。上海紡織工學院的周則信因拒絕參加學

工給我們家庭的安慰與支持，相信于師母一定

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

習班而被開除學籍。他們是被主愛吸引的一群青年學

也很得安慰，在此我們夫妻一同銘謝。

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

生，他們無悔無怨，跟著主走上捨己不歸之十架路。

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1–3)

他們最愛唱的詩歌是：

祈 主恩常在、愛主更深。

接著說，奉勸大家，站穩人民立場，聽黨的話，跟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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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他去西北新疆傳道。他在烏魯木齊，一面傳福音，

艾得理(David Howard Adeney)牧師夫婦也就回到母

病故獄中。1953年

一面打工作銅匠維生；與一位姐妹結婚，參加該市西北

國。在上海，最後離開的宣教士是來自加拿大的 M s.

當局在上海舉辦

路基督徒聚會處的服事。五十年代後期，因為「堅持政

Willis，她在上海圓明園路和北京西路設有兩處「基督

「耶穌家庭罪行展

教分離的原則」，拒不參加三自會被捕，判反革命罪勞

福音書局」，專為出售基要派信仰的屬靈書籍，我們常

覽 會 」，供 上 海 市

據臺灣「基督教論壇」報1984年3月11日第四版

改二十餘年。胡大哥被平反釋放後，依然回到烏魯木齊

常登門採購。她的住宅在長寧路的一小洋房，她把底層

民免費參觀；並在

刊載〈早期宣教士所奠定基礎，促成中國大陸教會復

市西北路聚會處服事主。在八〇年代後返浙江老家探

的空房長期讓給我們兒童主日學教學之用。她堅持到

《天風》發表大量

興，足證上帝作為可勝任何力量〉一文，談到「教會

親，路過上海時，在我們家短住數日，我們在主裡有了

1958年才被迫關閉書店離開中國。我們在主裡懷念她！

批判文章。

在中國大陸的建立可說是宣教士們的努力，同時也說

寶貴的交通。他告訴我發生在烏魯木齊的一件美好事。

「主啊，你配受讚美，在你的嘴裡滿有恩惠；我
的心仰望你，永不羞愧！因你比世人更美！」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明中國的基督徒能經得起考驗」。這是符合中國大陸

在遙遠的邊疆烏魯木齊，也能見到早期傳教士因

黎明前的黑暗來臨

倪柝聲從上海前

倪柝聲（1903－1972年）是一位著名的
往瀋陽途中被捕， 中國基督教地方教會領袖
1956年判刑，1972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教會的實際情況的。文章又說：「現在我們有許多地

信所做之工的果效在繼續開花，結出豐碩成果。烏魯木

解放後不久，中共當局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土

方都是值得向中國大陸信徒學習的……，我們這時代

齊市郊區有一處公墓，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政府要擴大

改運動與鎮壓反革命運動，大量的抓人，大批的殺人，

基督徒的經歷，就是一個動人的見證，說明世上無任

基本建設，就刊登佈告，限定日期內遷移該公墓的一切

其中有不少是信主的弟兄姐妹。

何力量能消滅上帝的作為，火最烈的地方，真理之光

遺骨，逾期不遷者由政府自行處理。弟兄姊妹

故於勞改

也愈見光亮。」誠哉斯言！阿們，阿們！

聞知此事後，就約定一個日期前往那公墓；原

隊。

為何河南省在全國成了基督徒最密集的地區？

來在那公墓裡埋葬著一對內地會的傳教士夫

這是因為早期內地會的傳教士在該地區打下來美好

婦。他們也如戴德生弟兄那樣，為基督的緣故

的教會基礎，撒下的福音純種，是沒有假的成分的，

把他們的一生獻給中國，最後死在中國，埋在

因此該地區的基督徒在真道上能站立得穩，福音也大

中國。弟兄姊妹一直懷念著這些基督福音使

大興旺。我們聽說有位英國姊妹，大家叫她孟教士，

者的美好腳蹤，大家懷著想念又感激的心情，

她常穿中裝，常與貧困信徒同吃、同住，為人十分和

挖出這一對傳教士夫婦的遺骨，並且又恭敬地

善；有一位老教士，做完了主所託付之工，在方城縣

把他們安葬在新墓地裡。「是的，他們息了自

被主接回天家，安葬於山東煙臺。

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年六月病

1953
年，真 耶
穌教會主
席魏以撒
被 捕，下
落不明。

倪柝聲與夫人張品蕙的墓碑
圖片來源：http://www.luke54.org/view/15/2115.html?r=2

1953年四月，出版《給倪柝聲七封公開信--從哈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9%9D%

A9%E5%91%BD

同路到南陽路》一書作者黃漁深牧師被捕。罪狀不

山西省xx市已開放了一個禮拜堂，有兩位牧師在

烏魯木齊基督徒的此一舉動，成了寶貴

牧養、講道。他倆原來都是內地會的同工。我們聽說

的見證，在各地家庭教會中流傳著。他們的見

他倆講道很純淨，信徒甚得幫助，聚會人數二百人左

證充分表明：早期傳教士在中國的傳道事工並未白費，

右(1981年)。

恰恰相反，今日中國教會的復興，是與他們在主裡的勞

筆者所接觸的最早捕人事件，是1951年春節發生

斷發生的捕

苦、犧牲分不開的。新疆的基督徒想念他們，全國各地

在寧波上海華東聖經學校楊錦如老師應邀到了上海主

人 事 件，向

的千萬基督徒也何等想念他們！主已經奇妙地保守和堅

領新春佈道，不料卻被當地政府以「擾亂與破壞土改運

中國眾聖徒

立了他們在大陸的福音事工；他們做工的果效將在大陸

動」理由被捕入獄，沒有起訴，約一個月後釋放。

吹 起號響：

X縣有一所家庭教會，很興旺，是原來的聚會處
和內地會的信徒們合在一起，約有六百人左右(1981
年)，聖靈在他們中間顯出神的大能，在禱告中常有
醫病、趕鬼的事發生，哈利路亞，榮耀歸主名！

做工的果效隨著他們
1952年，華東聖經學校由於時局變化，決定停
辦、解散。當時有一位學生胡省三，來「華東」只讀
了一年，但他早已立定心志終生服事主作傳道，清楚

6

1952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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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於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會議討論
懲治反革命犯罪問題

明。
接連不

黎明前的黑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9年 2~3 月
收支（TWD）

長久存留下去，因為他們靠著聖靈，依照神的旨意撒下

就在此時相近時候，解放後曾在上海靈糧堂主持神

福音的種子：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

醫大會的顧仁恩牧師，1951年三月在青島被捕，罪狀不

暗 即 將 來

本期收入

555,245 元

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六8)「這世界

詳，從此下落不明。

臨。

本期支出

697,399 元

本期結欠

-142,154 元

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
長存。」(約壹2：17)
1952年底，最後一批宣教士自上海乘海輪撤退時，

1952年春天，山東馬莊耶穌家庭鬧「分家」，大家

(待續)

長敬奠瀛被控為「惡霸地主」。1952 年四月「耶穌家
庭」被迫解散，大家長敬奠瀛1953年被捕，傳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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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所信的是 誰

願飛

2018年一整年，中國大陸對基督教進行了「嚴

在

所慶祝聖誕活動熱鬧非凡。去年當局禁止人民慶祝聖誕

打」，但其實一直以來當局對基督教就沒有放

節，甚至告誡旅館、卡拉OK、網吧、酒吧等公眾場合禁

鬆過，只是這一年更加的嚴厲執行。就我所事奉的地

止聖誕節相關的裝飾和慶祝活動。微信圈中瘋傳「抵制

區，過去不少韓國宣教士利用各種身分在那裡事奉，

國人過洋教」的文章和視頻，我在聖誕節當天走在X城

如今他們都被強迫離開大陸。還有由外國人士在大陸

的街上，發現各處的廣場都有荷槍實彈的武警站崗，商

當地帶領的外國人為主的聚會也被勒令關門，負責人

場中不再播放應景的聖誕歌曲和聖誕節裝飾。不少學校

被限期出境，據說連在三自教會主領外語查經班的外

都組織學生聲明不過聖誕節，不接受聖誕祝福，學校師

教也被停止事奉。當局對在境內從事宗教活動的外籍

長還聲稱「聖誕節是中國人的恥辱」。

人士強制驅離，簽證到期就不給簽，有的連簽證尚未
到期也被通知限期出境。其他外籍同工人人自危，為
了安全起見，甚至相互不聯繫。

抵制「洋人節」
這幾年，每到十二月聖誕季節，中國大陸許多商

傳統文化和習俗的認識。不少重點城市三自教會開辦

穌，也只是提醒別在工作場所公開傳教，不要退黨，

「基督教中國化」的培訓班，課程內容以愛黨、愛國的

也就可相安無事。然而在2018年開始，當局全面清查

思想為主。

宗教信仰狀況，無論是公家機關或學校團體，人人都
得領表填寫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些
小區也貼出告示，提醒住戶要向管
理員說明個人的信仰。我認識一位
在大學任教的基督徒，他就被公安
局約談多次，這位基督徒老師建立
了兩間聚會點，一間設在大學區附
近，目前已被迫停止聚會。該基督
徒老師說：「每次被約談時都帶上
簡單的衣物，接受可能被收押的結

回想在2017年聖誕節，我帶著弟兄姐妹在教會附

果」，他們夫婦都已做好思想準備

近的廣場及小區的公園裡唱平安夜報佳音，吸引很多人
圍觀共襄盛舉。時隔了一年，大環境變得相當嚴峻，不
能運用聖誕節機會在街上從事福音行動，我們只能在教

2018年3月28日，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在南京發佈了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
（中國基督教會官網）
此外，教堂被要求懸掛國旗和歷屆國家主席的照

非昔比。

片，聚會前（包括神學院）要先唱國歌。之前拆教堂十

宗教政治化
過去有耳聞基督教兩會想要重新改編
中國化的聖經，前陣子還發生當局相關人員
約三十人到洛陽某一處的教堂視察，據說官
員發現牆上的基督教「摩西十誡」，下令把

字架，現在教堂改掛國旗，是不是意有所指宣誓主權是

基督徒在世會歷經苦難，甚至因為福音的緣故，

誰？我在返台期間，有機會至各教會講道和分享事工，

有時還要遭受壓迫，或各種手段，如文化、教堂外

會後有一位弟兄告訴我，他的朋友去大陸旅遊，在北京

觀、聖經傳講內容都要符合中國化，惡者最大的目的

一家卡拉OK唱歌，居然也被要求先唱國歌。

是使人信的「不是基督」。保羅說：
「我知道我所信

的是誰。」(提後1：12) 因為知道我們所信的這位主基
慈惠機構也難逃被「關切」，禁止基督信仰色彩。

督乃是信實、可靠的，祂必負責保守我們的一切。

第一條「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住在養老院的基督徒，禁止他們

當場抹掉，頓時「十誡」變成了「九誡」。教

一起聚會看聖經。一位基督徒

有人問我說：「如今大陸對基督教如

堂負責人和信徒雖極力反對官員如此蠻橫，

老人說：「政府可以讓我們打麻

此嚴厲的打壓，你還要去嗎？你不怕嗎？」

卻遭到官員訓斥說國家領導反對這一誡，誰

將、打撲克牌，就是不准信神，

其實任誰也不願意發生「被抓、被驅逐」

敢不配合不同意就是跟國家對抗，並警告眾

誰要反抗誰就回家。」

的事，然而對宣教士而言，「時局」只是宣

誡的第一誡，基督徒所信的對象到底是誰？
之前是拆教堂的有形十字架，現在則是篡改
聖經內容？

邯鄲市一所小學各班統一行動，以班級為單位召開「拒絕洋節，從我做起」主
題班會(2018年12月)
圖片來源：http://www.hdlhlxx.com/wzgyfb.asp?cd=4&id=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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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謝主恩。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教策略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當前我們要

人，這是國家政策，要認清形勢。刪除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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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後來都能平安返家，他為此深

會裡低調的過聖誕節，到認識的會友家報佳音，真是今

場、大樓和社區，都會流行佈置聖誕節裝飾，公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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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面對逼迫。目前每次被請去喝

圖片來源：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bible-04032018085234.html

對三自教會講道人員進行考核，不僅要
有對基督教教規與教義的理解，還要有對黨
的政策法規與基督教中國化的認識，對中華

「迎向逆轉勝的2019」，因為一切都在那呼

宗教信仰調查

召的主手裡，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

這些年來因著基督徒努力

不誤事的神，是掌權的主，一切都在祂的手

的傳福音，軍警公教人員信主的

裡。然而也不能因此掉以輕心，還需請你

人數增多，他們只要低調不在公
開場合談信仰，一般來說都是平
安無事，有的主管知道部屬信耶

們舉起代禱的手，讓我們一起面對為主爭

信教者登記個人資料的通知。(互聯網)

戰的時刻，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圖片來源：https://hk.news.appledaily.com/
china/realtime/article/20180407/5804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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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裡記念他們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西番雅

2018年9月9日，北京錫
安教會被當局取締，教
會的標語都被拆掉。
(信徒提供)

馬可福音14-15章，祭司長和公會設計捉拿耶穌，要把祂殺掉。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呢？

2019 年 3 月 23 日北京守望教會聚會時，公安進
入取締並且登記信徒身份資料。
圖片來源：https://www.rfa.org/mandarin/
yataibaodao/shehui/ql2-03262019093801.html

2018 年 5 月 12 日成都秋雨聖約歸正教會長
老會樓下幾十位警察阻止聚會(教會臉書) 被控尋釁滋事、非法經營被關押(至三月底包括王
圖片來源：https://www.ct.org.tw/1323578
牧師夫婦、長老同工等仍有十二位被刑拘中)；還
圖片來源：https://www.rfa.org/cantonese/
news/religion-09102018094123.html
編輯室 有多位信徒陸續因主日聚會遭到行政拘留。

因為他們嫉妒耶穌，他們害怕百姓不再相信他們，害怕百姓都跑去跟從耶穌，也害怕

耶穌的影響力會引來羅馬官府的注意，進而招致羅馬人擄掠他們的聖殿和民族，他們就策劃
除掉耶穌。他們審問耶穌，作假證控告耶穌，各個證詞卻兜不攏，後來大祭司問：「你是那

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嗎？」耶穌說：「我是。」大祭司就撕開自己的衣服說：「我們還要什
麼證人呢？你們都聽見這褻瀆的話了。」
這些宗教領袖熟悉律法，卻枉顧「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殺人」誡命，他們高舉
神之名，指控耶穌犯了褻瀆罪，認定耶穌該死，但當時他們沒有權柄判死刑，為了除掉耶穌，

十年來，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在環境艱險中以群體性

數

成立於1993年，在2009年11月大雪中舉行戶

竟把耶穌扣上政治罪名，借羅馬官府判耶穌死罪。宗教領袖清楚知道，想要透過羅馬官府處

的信仰活動，逐漸為家庭教會在公共生活中創造出

外崇拜受到海內外關注的北京守望教會，當時已購

死耶穌，不能以宗教性事件作為控訴，如控告耶穌「自稱是上帝的兒子」、「不守安息日為

活動空間，樂觀者認為家庭教會基督徒擁有更大空間的宗

堂卻不得進入，另租場地，房東卻被施壓不得予教

聖」，羅馬政府根本不理會這些事。因此，在羅馬總督彼拉多面前，宗教領袖控訴耶穌自稱

教信仰自由權利將指日可待。不過，近年來，各地傳出教

會使用，2011年4月室內主日崇拜完全被禁止，牧

是猶太人的王，要煽動民眾造反，這樣一來，彼拉多就不能置之不理了。宗教領袖為了剷除

會及信徒被打壓，甚至幾間知名的家庭教會遭到取締，教

師和長老被限制在家中，教會走上戶外聚會。這幾

異己、彼拉多為了討好眾人，竟同聲一氣，弄法以無罪的為有罪的，把耶穌釘上十字架。

會被關閉，有的牧長及弟兄姐妹被控非法遭到關押，基督

年來，主日不斷有弟兄姊妹因為參加戶外崇拜被以

徒當前的處境，彷彿正在經歷過去屬靈前輩們所遭遇的逼

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名義行政拘留。信徒分散在

迫壓力。

一些家庭中進行聚會，守望教會網站每週信息作

北京錫安教會成立於2007年，是中國首都最大型的
家庭教會，2018年3月教會拒絕當局以「消防安全」為由
在禮拜場所安裝監控設備，之後教會弟兄姐妹陸續受到來

為連結肢體的平臺。守望教會常年受到打壓，今年
當局以教會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開展活
動，於3月23日正式取締守望教會。

自房東、居委會、派出所、單位等各方壓力，教會擁有七

如今當局舉凡涉及宗教的相關一切，全納入

家禮拜堂陸續被迫關閉。到了9月9日，北京錫安教會被控

「法」的管理，若不在「法」之下，就打入「非法」

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開展活動，被控違反《社

予以處置，藉此擺脫外界給予「打壓宗教信仰自

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又被控未經政府批准設立宗

由」的罵名。

教場所違反《宗教事務條例》，教會全面遭到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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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馬可記載耶穌斷氣時，聖殿的幔子裂開，接著百夫長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15:37-39)。
馬可刻意將「聖殿幔子裂開」、「這人真是神的兒子」這二件事連在一起，有其意義。因為
這段話彰顯了聖殿幔子裂開，是神兒子的死，打通了人到聖殿至聖所的施恩座前的路，拆
毀了人和神之間的阻隔；也揭開了地上祭司所供奉的職事不過是天上事物的副本和影像，真
體是屬基督的。過去進入聖殿至聖所這條路是專屬地上大祭司在走的，年年為百姓獻上贖
罪祭。如今耶穌才是永遠的大祭司，祂獻上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使那些進前來的人完
全。耶穌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我們能夠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

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基督徒被世界以「法」繩之而受到逼迫，教會被關門，惡者用各樣伎倆意圖使人不能作
主的門徒，但因著耶穌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如今到神面前，不再限於在聖殿建築

基督徒身分不是被局限在有形教會的名下，

內、不再透過地上祭司作橋樑，換句話說，我們不是在有形教會內、不是透過(系統認證)牧

成都秋雨聖約教會 2018年12月9日被警方大規模抓

而是基督的認定。在使徒行傳中，基督的門徒受到

師作中間才能到神的面前，我們隨時都可以來到神面前、親近神、求告神。並且因著耶穌從

捕，王怡牧師夫婦、長老、同工等逾百人被警方帶走，當

逼迫、四散，但福音隨著他們的腳蹤走到哪裡，福

死裡復活，我們也能經歷主復活的大能，就算我們遇到再大再艱難的事，這些難事在我們身

局以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開展活動，違反《社會

音就傳播到那裡，門徒也經歷到主的恩惠平安隨

上沒有轄制我們的終極權勢，這是耶穌為我們作成的。祂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

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等規定取締教會。之後，王怡牧師夫

著他們。當前中國大陸教會及肢體的處境，懇請弟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感謝耶穌，榮耀歸給祂。

婦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秘密關押，其他長老同工

兄姐妹在主裡記念他們，為眾聖徒禱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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