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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以COVID 19開始，疫情蔓延全球，至今死亡人數直逼160

萬人，將至年終仍然看不到盡頭。香港從反對基本法23條、雨

傘運動、反送中條例、反港版國安法一路走來，無論多少人走上街頭，

喚不醒當局。我們發現遊行示威的人群中竟然包括了大批1997年後才

 本期內容 

出生的年輕人，教會的青年人也在其中，「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

董事的話

諾」被終結在2020年。

 反中與方舟

CM I 消息

見證遍地開花的宣教
很多宣教機構和差會曾在2003年前後陸續將總會搬回香港，因為

 舉起禱告的手

莫忘神州

一國兩制的保證看似沒有大問題，基本法23條暫停立法了，香港仍是國

 疫情下的宣教

際金融中心，大家認為只要不踩紅線，隨著大陸經濟起飛、一帶一路的

靈命生活

發展，宣教也可以搭上便車，那裡有中國人，那裡就有福音工作，至於

 真正的平安

無神論的意識形態、民主、人權議題不必太去較真(他們也不認真)，加
強「對話」吧！於是我們看到了最大的華人福音禾場，全球教會都有宣
教士跟著中國大陸學、商、政要出國的腳步向五大洲行進，特別是去美
國及歐洲，華人教會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培訓大陸基督徒返鄉建立教
會或去伊斯蘭教地區營商宣教。本會在這過程中穿針引線，算是小兵

基督教與中國
 十大股耶穌家庭蒙恩記 (五)
 財務報告

立大功吧！其實本會一直堅持一個極大的願景

反」也不算誇張，尋跡看來似乎也是必然的結

――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

果。但對關懷中國大陸宣教的我們而言，卻是同

基督化)，得到許多基督徒的認同，四十年來，三

被壓傷，我們在香港地區的大陸福音事工隨著

化異象已經成為內地許多家庭教會的使命。

一國兩制的終結而走入歷史。表面看是如此，但

1978 年本會在香港成立中國教會研究中
心，為中國家庭教會發聲，之後發展為國際性的
差會，曾經見證了這段鮮活的歷史，以致家庭教
會昂然挺立於普世教會之間，如今全世界的基

舉起 禱告 的 手

我們深信如同五十年代的中國教會一樣，雖似化

新

為無形，當上帝的時間到了，再次浮出水面時，

曙光？先知哈巴谷向神呼喊：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

必是野火燎原。只要活著就進行未完的使命，願

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哈巴谷書3章2節)但願我們

我們更加同心更加信靠順服，忠心到底。

都像先知這樣迫切仰望神的名和作為。

冠肺炎肆虐一年，全球超過五千萬人染病，百萬人以上死亡，對健康、民生以及各行各業的

影響極為嚴峻，對宣教的挑戰自不待言。目前疫情之嚴重，如漫漫長夜，不知何時才能看到

督徒都知道中國除了官方的三自教會以外，還有

逢中必反的年代，我們也成為「被反」的

末世的不法、邪惡之事，已多到我們難以想像和招架的地步，而我們仍當效法先知的敬虔榜

一個廣大的群體「家庭教會」，不再被誤解為邪

「中方」(因為我們做中國福音事工)，但我們願

樣，立志遠離惡行，過完在世寄居的日子。即使我們遇到的困境沒有容易解決的辦法，也沒有簡單

教團體；反而對三自教會被中共宗教政策的挾制

像挪亞一樣，在嘲諷聲中為普世洪流建立方舟，

的答案，但我們堅信，神會按著「祂的時候」和「人的回應」來管教這個世界，我們惟有依靠神那

諸多同情。本會隨著家庭教會的發展和需要，這

去需要福音的地方呼喊：「神國近了，趕緊悔改

無與倫比的愛，才能在疫情肆虐與人的敗壞中，享有在祂裡面出人意外的平安。

些年間事工從靈糧的供應到培訓教牧工人，從

信福音吧！」專心於上帝的呼召，去祂叫我們去

巡迴到內住，從農村到城市，從民工到校園，從

的禾場，那就是中華大地。

中原到高山，從職場到家庭，從手抄聖經到手機

app，從有形到無形。如今在海外信主歸國的大
陸知識份子所建立城市型的教會越來越多，越
來越成熟，他們已經從團契發展到支持宣教。

♥ 為全球的疫情不再擴大、人類生活和心靈能往正常的路上走，迫切禱告。

今年滯台的宣教士們在辦公室協助整理檔
案，如同重溫中國福音會的成長，回顧四十多年

過去各在各自的禾場，匆匆見面都談的是事工

(真是同工)，很少一起生活，一起面對真實的同

「線下」發展到「線上」，教會肢體中的聯絡更

仁(同人)，患難、破碎、撕裂的2020年，有眼淚

加緊密，跨會、跨縣、跨省、跨國。中國福音會

仍是甜蜜的。

有幸參與了全部的過程，如今仍然持守。

今 年 真 是 史上 最 動盪的一年！回想 起自

♥ 有至少百萬以上的維吾爾族人被關在所謂的「再教育營」，求神的憐憫臨到這個族群，使他們早
日獲得自由和福音。

來神的恩典，再次被主愛激勵，大家十分同心。

今年疫情限制了各地的實體聚會，反而從

面對反中浪潮下的宣教

懇請您一同關心和代禱：

雖然未來不知如

♥

為大陸各地受到逼迫或關押的家庭教會牧者和肢體守望，求主安慰教會肢體及牧者的家人，幫
助他們度過各種難關。

♥

因應疫情，改用網路進行培訓後，我們要額外花工夫將講章處理成容易傳遞的形式和段落，有
時一個平台被封了就要再換另一個；研討會也只能用「閉門座談」或網路小眾形式舉辦，不能
再公開文宣和報導。在各種受限的條件和緊張的環境下工作，求主保守人員與通訊的安全。

何，既然神掌

權，一切在祂手中，

風雨中我

們在基督裡祝

福大家平

安，聖誕快樂！遵

行天父的

岸敵對之僵勢，大陸宣教艱困至極，您如今還願意支持，並非僅因「情感」，而是因為主吩咐的

喜 樂！

「大使命」，因此，您不僅是中國福音會背後的支撐者，更是「為主作見證」。每

♥

隨著大陸教會的經費和人力增加後，我們過去十年的培訓旅費支出、買教材供應的支出都大幅
降低，但隨之產生的影音材料製作費，則是明年新的預算項目，祈請您繼續支持。我們明白，兩

2014年起，中共強拆十字架運動，2018年2月實

命令：靠主

施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接著守望教會、錫安教

分享五餅二

思及此，我們對於神感動人來支持、沒讓大陸宣教工作在凌厲的局勢和排

魚！

擠效應下消失，就不能不讚嘆神的行事奇妙！

會、秋雨聖約教會等的牧者被捕，六年來對家庭
教會的逼迫因著手段的「文明」更加嚴峻，這幾
天看到香港那一張張年輕被拘捕的面容，何等
心疼，希望救恩臨到他們。
如今中共的信譽是史上最低迷的時候，而
中共政權的強勢卻是史上最硬氣的時候。華為
事件和疫情蔓延使全球風潮轉向，若說「逢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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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國大選能和平落幕、各地不致產生動亂來代禱。無論誰執政，我們
不哀不躁，一起求神的國與義行在地上。神是永遠掌權定奪的那一位！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
福的！」(詩33:12)

～ 堅信與共勉 ～

中國福音會宣教部 敬上

雙月刊 142期 (2020．11-12)

中國與福音

3

♥♥♥♥♥♥♥♥♥♥♥♥♥♥♥♥♥♥♥♥♥♥♥♥♥♥♥♥♥♥♥♥♥♥♥♥♥♥♥♥♥♥♥♥♥♥♥♥♥♥♥♥♥♥♥♥♥♥♥♥♥♥♥♥♥♥♥♥♥♥♥♥♥♥♥♥♥♥♥♥♥♥♥♥♥♥♥♥♥♥♥♥♥♥♥♥♥♥♥♥♥♥♥

疫情期間的運作，算起來已有成熟發展。另外一個益處

關懷宣教禾場

是，一些比較大的、成熟的教會可以運用網路聚會幫助
比較弱小的教會。鄉下的小教會往往很難請到講員，可

疫

的
宣
下
教
情

藉由網路加入大教會的線上聚會一同崇拜，利用大教會
的線上查經班參與查經聚會。神學教育也可以利用網路
授課，有些海外老師不能親自來中國大陸，線上授課可
以縮短教師的時空距離，也可以節省招聚學生的成本。
現在是網路發達的時代，然而，不論是線上主日崇拜，
線上查經班，線上神學課程，都應該是作為輔助性的，
不能取代實體聚會，不能取代師生實際互動。

推喇奴

因為疫情，今年我都在台灣，也看到國際新聞對
中國有諸多批評，認為崛起的中國給外界造成危機意
識，反中聲浪高。但是，住在中國大陸的百姓在共黨
的文宣下，以及新聞媒體的報導下，呈現的風向卻是
大異於國際媒體；可能當局也想要做出一些成績，就
是祖國要壯大，呈現的作風是比較強勢，令中國百姓
會覺得現在有點揚眉吐氣了。外界關注被壓迫的地
區，如新疆、香港，這關心是好的，給當局壓力，但中
國百姓認為「這是要維護國家土地的完整，這是我家

過去我參與培訓事工是按差會的安排跑遍大江南

裡的事，你外人管到我家的事了。」百姓認為中國不

北各個培訓點，後來決定走神學教育路線，剛開始起步

會侵略他國，反而是曾經的西方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

困難，後來把合作架構定下就好運作了，由海外負責提

約侵犯中國。彼此觀感是極為不一樣的。

供師資、教務，行政由內地教會負責，我不干涉內地的
參與中國大陸事工近二十年來，看到大陸有

我

地方。好的方面是，至少還是有聚會，沒有停止聚會；

很大的轉變，經濟和網路的迅速發展，造成極

另外，參與線上聚會的人很多，連海外基督徒也紛紛加

大的社會變化。教會也受到了影響，有很多人出國讀

入，有時形成上萬人同步收看，教會主日講台就不敢亂

書、出國作生意，視野變得廣闊了，教會得到的資源

講，講道的人要好好預備。

也變多了，甚至資源太多要面臨取捨篩選，這和過去
的家庭教會很不一樣。

恢復實體聚會面臨的挑戰

早年，家庭教會缺少資源，二、三十年前，我們

疫情趨緩，解除封城後，教會是否恢復實體聚會？

把唐崇榮牧師的講座卡帶書籍帶進去，是非常稀奇且

又面臨了挑戰。政府若准許你恢復實體聚會，可能會給

相當受歡迎的，現在很多資源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教會一些附加條件，要求聚會的人帶口罩還算好，若是

我覺得他們現在不是沒有資源，而是要選擇什麼樣

對教會提出要求掛國旗唱國歌，教會該如何因應？有些

的資源。現在的教會需要一些有見識的牧者引導，例

地方的教會在恢復聚會時就面臨了這樣刁難，是否要向

如教會同工打算要進修，但到底該往哪個方向？或是

政府妥協一些附帶條件，以換取重新開放教會聚會？有

教會要走什麼路線，學韓國？學新加坡？改革宗？靈

的教會選擇不妥協、撐過去，照樣實體聚會；有的教會

恩派？畢竟由信徒自己摸索走什麼路線是比較少例，

採取妥協，認為只要你給我聚會，就掛個國旗吧。現在

牧者還是扮演比較重要角色，帶領教會方向。網路上

疫情比較穩定，幾個地方已經可以實體聚會，如若這地

的資源琳瑯滿目，資訊太多，他們需要有一個引導，

方之前沒爆發過確診病例，就比較容易恢復實體聚會；

什麼才是適合教會的，通常牧長是關鍵人物。

但若這地方爆發過零星確診病例，政府可能就以防疫作
藉口來掃蕩轄內教會。

4

不能取代實體聚會

線上聚會，線上聚會有一陣子是非常熱鬧，上線的

雖然教會因應疫情採取線上聚會，從好的方向看，

人數激增，但熱鬧歸熱鬧，還是出現不少需要改善的

大陸的弟兄姐妹多了一項聚會方式――網路聚會，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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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我們招生以熟悉的牧長推薦為主，或畢業校友介
紹。老師和學生住在一起，一起吃飯、郊遊、靈修、崇
拜，彼此之間建立的情誼不錯，就算畢業後各自在禾場
事奉，大家依舊保持連絡。畢業生當中如今全職的有
三分之二，帶職的有三分之一，都在教會擔任教導的事
奉。

普遍教會界的宣教，比較會去關注弱勢團體、困
苦流離者的需要，這是必須要做的，耶穌在世上時主
動關懷弱勢者和社會邊緣人。在中國有不少富人，他
們有錢，有勢，光鮮亮麗，他們的靈魂同樣是困苦流
離，他們的靈魂是失喪的，他們的生命沒有歸正，我
們要從福音角度去看待這群人。社會的主流還是在
於那些有錢、有權、有知識的人，應該要去關懷這群
人，這群人平時作風強勢，向他們傳福音，面對他們

培訓

不要退卻，不以福音為恥，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主 工 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旦他們得到福音，生命被神

還是要住

光照，悔改、信靠主，他們為社會帶來的影響力是大

在他們中

的。

間，有 實
體上的接
觸，一 起
同 工、生
活，起碼要有三年時間，耶穌在世上和門徒有三年多時
間生活在一起，神學教育先有實體生活的基礎，以後用
網路作輔助，這種方式運作較好。海外去作福音工作的

沒有停止聚會
今年面臨疫情爆發，不能群聚，教會大多改為

行政運作。我們運作低調小心，招生低調，場面也很低

人，最好也要有住在他們中間的經歷，讓他們真正認識
你，瞭解你，信任的建立需要有實際的相處生活，彼此

但願我
們因著主耶
穌的愛和託
付，有屬靈
的眼光看見
宣教禾場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20年 10~11 月
收支（TWD）
本期收入

723,060 元

本期支出

643,052 元

本期結餘

80,008 元

的需要，行
在主的旨意
中，盡忠盡

建立了關係，再展開其他事工就比較順利，不能只靠網
路。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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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多

外兩個人則負責看

多地加給你們。」(彼後1:2)

守住監獄的內門(參
徒 12 : 6 ) 。如 此 嚴

平
的
安
正
真

主的同在而來的平安在心中作主。因此，主耶穌才會

任何逃跑的機會，

說，祂所賜的平安是這個瞬息萬變、且滿了患難、苦

把 二 人 關 在「 內

難、罪惡，即將過去的世界所不能給的。這世界所能

監」裡，把他們的

給的平安，只不過是短暫無災無病的平安。主所賜的

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至今仍沒有停止，疫情

新

密的看守，一般只

在秋冬季節恐再升高。許多人聞「疫」色變，

適用於特別重要的死刑囚

兩腳扣上枷鎖。換做一般

真平安是基督徒在逆境中前進的力量，真平安也是一

不少基督徒都受到這「疫情」的影響，變得有一點不

犯，以確保死刑犯不會逃

人早就在那裡自唉自憐，

種在患難中所產生的不斷地信靠主的信心。簡單的

安，以至於跟著其他人一起囤積醫療口罩或其他防疫

獄。

甚至怨天尤人了，保羅和

說，神所賜的真平安其實就是包含在神所賜的新生命

西拉的反應卻不是這樣，

裡。

用品，甚至不敢上教會敬拜神，沒有與弟兄姊妹有團
契生活。

彼得心裡清楚他這次

他們內心因信靠基督而滿

被捉拿肯定凶多吉少，但

有平安，以至於在囚牢裡

主的復活、升天，與祂的榮耀再來是基督徒信仰

彼得後書一章2節在中文標準譯本是「願恩典與

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

平安，藉著你們真正認識神，我們的主耶穌，多多

然能夠在監獄裡呼呼大

地加給你們！」有此可見，對神和主耶穌的「認識」

睡。因為他有基督的平安

還是有所區別的，掛名的基督徒對神和主耶穌的認

在他心中作主(西3:15)，讓

識只是停留在「理性層面的認識」，而重生得救的基

他可以面對死亡的威脅，

保羅和西拉對神的讚

督徒對神和主耶穌的認識是達到「與神有生命連結

仍可以保持心中的平靜安

美所帶來的結果，是地面

世人都渴望平安，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全國推

關係的認識」。這種認識是雙方面的「認識」( 參約

穩。比起若干年前曾經因

忽然震動，囚房的門全打

廣「平安鄉村」監控項目，由政府與電信企業合作，

10:14；太7:23)。

怕死而三次不認主的彼

開，囚犯身上的鎖鏈也都

利用電信資源和用戶寬帶網絡，快速打通鄉鎮、派

得，此時彼得的屬靈生命，

鬆開，監獄管理員看到監

出所、村、個人四級監控平臺，宣稱以現代化、資訊

已有很成熟的長進和穩

獄裡囚房的門全打開，以

化、智慧化打造了治安全覆蓋、無死角的防控網，宣

重。

為犯人早已趁機逃跑，就

稱可對天災、盜竊以及各類事故加強示警，還可協

想要拔刀自盡。在這千鈞

助人口走失、財物丟失、鄰里糾紛等問題，促進「平

一髮之際，保羅大聲說，

安鄉村」。不禁聯想到神斥責假先知行事虛謊，宣稱

「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

「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6:14)真正的

這裡。」監獄管理員叫人拿燈，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

平安不會使人恐懼，當局美其名「平安鄉村」，其實

和西拉的面前，接著又領他們出內監，用畢恭畢敬的態

是監控鄉村，人們一舉一動並不平安。

更深認識主，更深經歷平安
使徒彼得在聖靈的感動下提醒所有信徒，神所賜
的真平安，會隨著我們靈命的成長而加增。我們從神
領受的恩惠與平安有多少，可能跟我們對主耶穌的認
識程度的深淺成正比。當我們隨著光陰的流逝，對主

世界不能明白的真平安
人教會界頗受歡迎，
「真平安，我今賜給你，真平安是

長，那麼就愈來愈多領受神所賜的恩惠與平安。

世界不能給，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

各和殘害耶路撒冷教會裡的幾個人，於是派人去捉拿

你心，真平安，我今賜給你。」唱出許多基督徒現在的
心聲，也引起很多慕道友的共鳴。
從信仰的角度來說，「平安」有兩種，一種是「屬

著百姓的面來辦他。由於彼得曾有神奇越獄的經歷

世的平安」，人人都希望平安，但他們所求的平安是無

(徒5:19)，所以亞基帕一世特別「交付四班兵丁」嚴

病無災、諸事順心如意的平安；另一種則是「屬天的平

加看守。

安」，或稱作「真平安」，是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要賜給

有四更，每更由一班兵丁看守，故共有四班。而每班

禱告、敬拜讚美神，因而能

最重要的基石，缺一不可。盼望主的再來，可以成為
凡追求更多認識神和主耶穌基督之人，在這多災多難
的末世，活出光鹽般榮神益人的生命動力。

夠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巴拿巴

「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度請教他們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羅和
西拉就把主耶穌的道――全備的福音，一字不漏地講給

願你們平安

他和他的家人聽。監獄管理員和他的家人聽了以後就接

使徒彼得，打算等到逾越節過後就把彼得提出來當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按照羅馬計時法，夜晚

享受神的同在而同心合意

一首名為《真平安》的詩歌在華

的認識愈來愈多，靈命也自然而然朝著豐盛的目標成

當希律亞基帕一世見猶太人歡喜他殺害使徒雅

6

府為了不讓二人有

信靠祂之人的平安，比世人所求的平安還要更高層次的
平安，這平安是絕不會隨著遇到困難、逆境而失去。

受使徒保羅所傳講的道，那晚，監獄管理員全家都受了
洗禮。

耶穌受難復活以後向門徒們顯現時，開頭就說
「願你們平安」，這平安是出離黑夜、充滿更新盼望
的平安，是往後門徒突破世界的敵意和謊言、勇敢為

在保羅、西拉和彼得心中屬天的平安，不是世界能

主而活的力量。在疫情仍然威脅下，在「平安鄉村」

夠給的；他們領受從主耶穌所賜的真平安，是世人所無

的織網下，大陸家庭教會聚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法瞭解和明白的。主耶穌所賜的平安是一種活潑、超越

請為他們守望禱告，在「你出你入都被監視」的恐懼

死亡的盼望，也是一種對神寶貴極大的應許必定應驗的

中，經歷「你出你入，耶和華都要保護你」的平安，

則有四個兵丁，其中兩個人須分坐在囚犯的兩旁，各

使徒保羅和西拉在做好事之後被人陷害而被關押

確實把握；同時，以馬內利的主所賜的平安能帶來的奇

用鐵鍊將自己內側的手臂與囚犯的手臂銬在一起；另

在大牢裡，不僅在肉身上飽受擊打帶來的疼痛不堪，官

靠著主在逆境中前行。

妙果效――是使我們可以身處患難挫敗之際，依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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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股耶穌家庭
記(五)

蒙恩

結構，由單純的種植業，走向農林牧結合的綜合發展

實現。

道路。

農業生產，大有斬獲

李金德

編按：本文節錄自《十大股耶穌家庭蒙恩記》
，這是內蒙古自治區河套地區五原縣的十大
股耶穌家庭的故事，作者表明他寫作目的是通過記載一個中國教會所走過的歷史蹤
跡，見證神在中國教會中的奇妙作為。耶穌家庭是中國本色化教會的代表之一，一
群基督徒效法使徒行傳中初代教會的模式，他們活出屬神兒女的生命，捨己有愛，
互相扶持，殷勤勞動，是在動盪的大時代下真正實踐「共產」的精神。文中所記述的
小人物，很多是名不見經傳，歷經各種時局的逼迫，卻展現不平凡的生命，他們的故
事值得被紀念。

河套地區不產棉花，布匹全靠沿海或關中地區
運來，因交通不便，棉布缺乏。尤其從抗日戰爭爆發

1945年耕牛增加到13犋，騾馬13匹，毛驢16頭。新

以後，棉布供應幾乎中斷。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

墾荒地四百畝，土地面積達到二千三百畝，開墾荒地是

布匹奇缺的局面仍未好轉。十大股耶穌家庭的人多

件費時費力的農活，這一帶荒地都是原始紅柳林、竹芨

數來自山東、河北，他們有土紡土織的傳統，婦女們

灘。每一畝地上散佈著上百株紅柳根，幾百個竹芨墩

會紡棉線。耶穌家庭充分發揮這個優勢，實行男耕女

子，開墾這些荒地要挖出紅柳根，刨出竹芨墩，掄起鎬

織。他們擴建紡織作坊，織布機由一台增加到三台，

頭刨下去震得滿手血泡，一鍬一鍁挖出來，手上老繭磨

從包頭或西安購進棉花原料。冬閒變為冬忙，形成農

破一層又一層，挖淨了紅柳竹芨，又要平地打堰、挖水

業、手工業相結合的產業結構。不但達到人人夏有

渠引水每開墾一畝荒地，要用去三十多個工日。這一年

單，冬有棉，解決了自身的被服需要，還拿出土布供

播種面積一千三百畝。總產糧食十三萬斤，交納公糧之

應奇缺的農村市場，用土布換糧食，受到農民的極大

後，實有糧食十萬斤，達到糧食自給有餘。

歡迎。一年換回糧食二萬多斤，為下一步進行大規模

耶穌家庭注重改進農業技術，大面積引種玉米、大

的水利工程建設，積蓄了物質力量。

白粒豌豆獲得豐收。瓜菜生產在當地獨樹一幟，種植番

1947年春，綏遠省政府農業廳的技術專家前來

茄、華來士厚皮甜瓜。美國小籽西瓜，這在當時的河套

耶穌家庭考察指導，提出了林地間種苜蓿和實行耕

治區，五原縣隸屬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作者隨著記述的年代演進，地名略有不

實屬首創。耶穌家庭選送的金皇后玉米，在戰後綏遠省

地輪休兩項措施。於是在南北兩個樹園內播種紫花

同，配合當年行政區域的正式名稱。

首屆農業展覽會上獲得大獎。西紅柿、茄子、芹菜、白

苜蓿一百畝，生產優質飼草，並能培肥土壤。實行平

菜等蔬菜擺上了大伙房的餐桌，改變了當地只吃土豆、

地打堰，縮小地塊，進行耕翻，秋澆秋灌，輪休耕地

西葫蘆、圓白菜的習慣，四周鄉村農民無不羨慕。耶穌

二百畝，以恢復地力。1947年的農業生產是新墾荒

隨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權轉變，行政區域劃分也隨之變遷，十大股耶穌家庭所在的五
原縣，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屬綏遠省轄境，中共建政後廢綏遠省、將之劃歸內蒙古自

19

46年，耶穌家庭正月大聚會盛況空前，弟兄

間，1960平方米，四周築起一米半高圍牆，延長1600

家庭的飯食是主食粗陋，菜蔬供應豐富，這是十大股耶

地三百畝，土地總面積達到二千六百畝，播種面積

姐妹從包頭、呼和浩特，甚至山西大同前來

米。

穌家庭人身體健康的一大原因。

一千四百畝，輪休地二百畝，糧食總產十五萬斤。

參加聚會。大聚會後，又有十戶27人加入十大股耶穌

家庭。這一年，耶穌家庭總戶數68戶，總人口217人。
這一年也是十大股耶穌家庭生產建設突飛猛進的一
年。

家庭人數增，擴建房舍

8

醫院，服務河套人群。可惜因環境變更，這些設想終未

這一年五原縣城耶穌家庭也動工擴建，五原家庭

畜牧業生產從無到有，1946年購進繁殖母牛25頭，

占地面積五畝，其中一半土地是屯墾隊薛得恩副團長捐

綿羊、山羊250隻，養豬50頭，養雞約一百隻。為解決耕

贈的，另一半土地是王滿照弟兄加入十大股耶穌家庭時

牛飼料，建起油坊一座，為周圍農村榨油，賺胡麻餅用

十大股耶穌家庭繼承基督教重視教育的優良傳

奉獻的。這次擴建拆除了原有房屋，重新規劃，建成十

於餵牛。建起粉坊一座，為當地農村加工粉麫、粉條，

統。從1945年秋度過大饑荒之後，就因陋就簡地辦起

字架形的大禮拜堂一座，可容納五六百人聚會。又建成

賺粉渣、粉漿餵豬。

一所小學，當時開課的只有一至四年級，沒有教室，

靈修室、宿舍、伙房、庫房等共十間，300平方米。同時

1946年春季造林季節，鄔家地苗圃主任楊鹿弟兄，

設立學校，注重教育

就在禮拜堂裡和宿舍裡上課。隔年1946年秋，一棟

房屋建築繼續擴大規模。1946年新落成的房屋

建成大門樓和四周院牆，圍起了一個2500平方米的大

有：靈修室三間，150平方米；完全小學一所，教室、

熱心愛主，他供應耶穌家庭楊樹苗六千株，協助規劃林

院落。家長朱邦仁設想下一步從沿海地區引進糧油加工

辦公室15間，900平方米；紡織車間一座，三間180平

地，在住宅區以南造林五十畝。從上一年開始，耶穌家

機器設備和技術，建立一座糧油加工廠，供應縣城的居

方米；鐵工作坊一座，兩間120平方米；木工房一座，

庭在住宅區北、西、南三個方面造林一百廿畝。住宅區

民。再引進紡織機器和技術，在十大股建立小型紡織廠

三間180 平方米；製粉作坊一座，三間180 平方米；

東面因為是鹽鹼地，樹木不易成活，暫無栽樹。這樣就

這是一所勤工儉學的學校。課桌、凳子、講臺等

和被服廠，生產布匹，服裝供應市場。再引進醫療設備

榨油作坊一座，五間250平方米。七項建築共建房34

在住地的北、西、南三面，建起了一道防風固沙的綠色

全用土坯壘成，用米湯刷成光亮的桌面。每個學生發

擴建五原縣衛生院，成為能開展外科手術的頗具規模的

屏障，改善了居住環境。至此，十大股耶穌家庭的農業

給一塊小黑板，練習寫字。粉筆用粘土摻些白泥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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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室落成了，學校搬進了新校舍，增設了五、六年
級，同時辦起托兒所和幼稚園。一座完全小學建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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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黑板刷在土牆上。只有高年級的學生才發給練

師，她也常在主日學課堂上，給孩子們講聖經故事。

習本和鉛筆。冬季教室裡取暖，燒的是牛糞，由學生
自己到野地裡撿回來。

十大股耶穌家庭建成了一所從托兒所、幼兒園到
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完全小學，這在當時窮鄉僻壤的河套

人，知識、靈命都大有長進。

火，高年級女生為老年人洗衣服。對殘疾人，由健康人
志願幫助協助起居。

全力以赴，力挽狂瀾

學校開設課程，有聖經課，低年級學生，每個禮

地區，實屬首創。耶穌家庭的少年兒童入學率達到百分

十大股耶穌家庭過去出門行路，只有坐牛車、騎毛

記得四年前，在興建廢沙河渠引水工程時，曾

拜天上主日學；四至六年級，開設四福音和《使徒行

百，這在當時、當地也是創記錄的。在這所小學高小畢

驢或者步行。1946年騎馬增加到五匹，還購置了兩輛自

與復興渠管理局簽訂一份責任狀，如果發生洪水氾

傳》，三年內學完五卷新約聖經。文化課，使用政府

業生中，後來有40％學生升入大學，這在當時當地是前

行車，加快了出行速度。例如，從十大股到五原縣城，

濫，衝垮攔河壩危及復興渠的安全，耶穌家庭要負責

統編的全國通用課本。五、六年級從《古文觀止》中

所未有的。

過去是要在五原過夜，兩天一個來回，如今當天就可以

賠償，甚至負刑事責任。1947年汛期，險情果然發生

打來回。當時河套地區膠輪馬車是最先進的交通工具，

了，洶湧的黃河水長驅直入，眼看就要漫過攔河壩，

很罕見。從1946年秋，一輛全新的三套騾馬拉的膠輪大

耶穌家庭男女老少全力以赴，守衛在防洪線上，日夜

馬車奔跑在五原至包頭的公路上，去時滿載著耶穌家庭

不停地加高加固堤壩，四十多個精壯勞力奔往三十里

自產的粉條、葫油、豬牛羊肉，返回時運的是棉花、日

外的引黃渠口，四次堵口，四次潰決，耶穌家庭留在

用品，或是為客商拉腳，這就是十大股耶穌家庭的頭一

家中的老人則不住地禱告，求神保佑，到第五次終於

輛膠輪大馬車。用它溝通了十大股和包頭的物資交流。

在距渠口一公里的渠段築起了攔水壩，堵住了險惡的

選學古漢語文章。六年級增開比例、開方等數學課
程。音樂課，教會學校重視音樂教育，低年級學生，
學唱經文詩歌和靈歌；對高年級學生開講簡譜和五
線譜課程，《耶穌家庭詩歌本》人手一冊，每次大聚
會都由男、女學生組成聖詩班，獻詩和領唱詩歌。體

十大股耶穌家庭非常重視在青壯年中掃除文盲。成
年人都人手一冊《聖經》和《耶穌家庭詩歌本》。每晚
的查經會，以《聖經》為課本，教人識字，要求青壯年
人人能誦讀《聖經》，日復一日，到1950年，青壯年人
中「睜眼瞎」的現象滅絕了。

育課，每日早操，設籃球、秋千、踢毽等項目，還參
加五原縣城舉辦的學生運動會。勞動課，實行勤工儉
學，有學校自己的勞動生產，如自製粉筆，撿拾教室

開門行醫，治病救人

洪水。全家上百人日夜奮戰十多天，終於轉危為安。
應五原縣政府的請求，由家長朱邦仁牽頭，在五原
縣城創辦衛生院。由朱邦仁兼任衛生院的院長，從耶穌

1947年的畜牧業發展，主要是引進了巴克夏良

家庭抽調醫生護士，充實衛生院的技術力量。從此十大

種豬，擴大粉坊生產及種植甜菜，發展養豬，全年育

股耶穌家庭把醫療衛生方面的優勢，擴展到五原全縣。

肥豬50頭，羊群發展到400只，全年出欄一百多隻。

和宿舍取暖用的牛糞、柴火，清掃廁所，打掃教室、

耶穌家庭孤貧院醫務室掛牌成立。十大股耶穌家

院落衛生。禮拜天高年級男生輪流放牧，替換放牧的

庭有著開門行醫、治病救人的傳統。早期初創階段，第

成年人參加禮拜及休息。高年級女生輪流下廚房做

二任家長李登峰就以深入農村、牧區行醫治病，為耶

飯，替換炊事人員參加禮拜及休息。每年的夏收和

穌家庭打開局面。1946年，孤貧院醫院開業的條件成

1946年秋，十大股耶穌家庭派段偉德等三人，赴陝

秋收，高年級學生參加收割和拉運莊稼；低年級學生

熟了。首先，這裡雲集了一批醫護人員，有醫學博士一

北榆林看望教會，宣傳耶穌家庭撇棄破產，吃苦捨己，

下田撿拾掉在地上的莊稼。放寒假期間，高年級的男

人，大學文憑的醫生三人，中專文憑的醫生一人，家庭

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以及效法使徒時代的教會，實行

1947 年的壯舉是在五十畝的南樹園的四周壘

生打柴火，高年級的女生全部下紡線車間，學習搖紡

祖傳中醫一人，護士學校畢業的護士三人。其次，綏遠

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模式，在當地教會和信徒引起反

起高一米半、周長720米的土坯圍牆，保護林木，在

車，紡棉線。

省政府用聯合國救濟總署發放的醫療器材和藥品，裝

響。所以到1947年正月大聚會時，有在榆林開醫院的張

林地中蓋起三間護林員住房。這項工程浩大，蔚為

備起耶穌家庭孤貧院的醫務室。這所醫務室，不僅保障

仁德大夫，帶領全家五口來十大股耶穌家庭參加聚會，

壯觀，引起四周的老百姓，紛紛前來觀看，讚嘆說：

耶穌家庭人的健康，並且惠及附近四方，為周圍的農村

與他同來的有劉春澤、萬雲亭，還有魏金鈞一家三口。

「耶穌家庭力量大！」

醫病只收藥費，也有遠在臨河、陝壩的病人慕名前來求

遠道來聚會的有北京來的宋敬勳一家三口人，還有山東

醫。

平原縣的劉亭盈。以上這些人共六戶，十四人。其中張

這所學校雖設備簡陋，卻擁有一批高素質的教師
隊伍。校長兼語文教師榮敦仁，具有中文本科水準，
曾在1944年臨河全縣語文教師考試中，名列第一；
數學老師傅祥臻，畢業於河北保定師專；語文老師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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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宿舍。由學校高年級男生，為老年宿舍供應燒炕的柴

仁德大夫，畢業於山東齊魯大學，是朱邦仁的校友。張

懷均夫婦，畢業於山東濰坊樂道院，具有二十年的教

開展勞保福利事業。首先是加強勞動保護，為從事

學經驗；歷史、地理教師梁興周，畢業於山東煙臺醫

特殊工種的勞動者，諸如牛倌、馬倌、羊倌、車倌、飼

專，曾到英、法兩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見多

養員、更夫、拉水的、打柴的、護林員等，提供大皮襖、

識廣；自然和衛生課教師張濟坤女士畢業於山東濰坊

皮褲、皮帽、皮手套、氈靴子、毛襪子等防寒用品；為

護士學校；音樂教師李文玉、于慈山，精通簡譜和五

炊事人員、醫護人員、飼養員發放工作服。這些防護用

這年六月大聚會，由朱邦仁、段偉德二人，在沙河

線譜，會彈鋼琴。美中不足的是學校沒錢買樂器。教

品都是自己加工製作的。其次是開辦老人和殘疾人福

渠裡為新信主的三十多人施洗，其中年滿十六歲以上的

會學校最重要的功課——聖經課程，一般是由家長

利事業，開設老年食堂，在老年餐廳設餐桌，冬天有熱

青年學生有二十多人。聖靈大大做工，很多學生被聖靈

朱邦仁親自授課，朱邦仁的母親是一位老資格的教

炕。凡年滿六十歲的老人，都在老年食堂就餐，老年人

充滿，決志一生為主而活。又有寧夏教會的孟照漢牧師

的飯菜注重熱、軟和營養。為單身老年人分設男、女老

前來聚會，大聚會後留下帶領會眾查經。凡參加查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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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入家庭後，立即到五原縣衛生院工作，壯大了衛生
院的技術力量。劉亭盈擅長音樂，他的到來，充實了學

這些豬肉、羊肉全部銷到包頭，羊皮、羊毛自製防寒
衣服、鞋帽。

1947年對工副業生產，抓得更緊，紡車、織布機
一年到頭響個不停，油坊全年開榨，粉坊在秋收後開
工，一直幹到第二年開春。膠輪大馬車在五原至包
頭的公路上賓士，每半個月打一個來回。這一切的努
力，都是為興修一個大型水利工程積蓄力量。

校的師資力量。

(待續)

雙月刊 142期 (2020．11-12)

中國與福音

11

中國福音會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中國與福音》雙月刊

創辦人：趙天恩

發行單位：中國福音會（臺灣區會）

地址：臺灣 臺北市 112 北投區 中和街 49 號 3 樓
郵政信箱：P.O.Box 366, Beitou, Taipei 112, TAIWAN
E-mail：cmi@seed.net.tw

TEL：(+886)2 2896-5713
FAX：(+886)2 2896-5360
http：//www.cmi.org.tw

1. 郵政劃撥(從夾頁取單)： 帳號--19314862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2. 信用卡奉獻(從夾頁取單)： 填妥後請傳真或寄來本會辦理
3. 網站線上奉獻： 由本會網站進入 http://www.cmi.org.tw/support_us
4. 電匯： （美金帳號）360170000125 Swift code： TPBKTWTP360
（台幣帳號）360102056600

中國福音會

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北投分行（TAIPEI FUBON BANK BEITOU BRANCH）
No. 2, Sec. 1, Zhongyang N.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 Taiwan
戶名：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5. 支票郵寄： 抬頭--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各
香港區會
支票抬頭：中國福音會有限公司 或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Ltd.
P.O.Box 80632, Cheung Sha Wan
Post Oﬃ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604-4456
FAX: (+852) 3188-4929
E-mail: info@cmihk.org.hk
http://www.cmihk.org.hk
美國區會
P.O.Box 40489, Pasadena, CA.
91114-7489, U.S.A.
TEL: (+1) 626-398-2343
FAX: (+1) 626-398-2361
E-mail: CMIUSCA@yahoo.com
http: //www.cmiusca.org

地

區

會

加拿大區會
506 The Kingsway, Etobicoke, ON, Canada M9A
3W6
TEL: (+1) 647-847-9283
E-mail: tancmic@yahoo.ca
韓國區會
8, Jeongdong-gil, Jung-gu, Seoul, Korea
TEL: (+82) 2-778-3626
FAX: (+82) 2-773-6278
E-mail: dgtc1984@hanmail.net
http: //www.cmikr.org
菲律賓區會
#2 Daisy St., Garden City Subd., San Isidro Paranaque
City 1708, Philippines
TEL / FAX: (+63) 2-376-4862
E-mail: cmiphil5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