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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問道，自今年二月宗教條例實施後，嚴打再度展開，中國大

陸事工是否暫緩？是否等環境好一些再進行？今年是本會唯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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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沒有台灣本地的神學生報名參與大陸短宣。內地也有些培訓點停止接
待外賓，是否應該就是實施後預期的效應，大家觀望等候時機的結果？
我們雖不必頂著浪尖自找麻煩；但是，這一波嚴打何時停止？教會要被
動地等到何時？
我不禁想到如果耶穌身在此時，祂會怎麼做呢？
省思馬太福音有關末世的信息，也許可以做另類思考：固若金湯的
聖殿曾是神同在的象徵，主耶穌卻預言這個按上帝親自指示建造的敬拜
的中心、人可與神相交的場所將會被毀滅，甚至沒有一塊石頭疊在另一
塊石頭之上。主耶穌預言聖殿被毀之後不久，又告知門徒「祂將要被交
給人釘在十字架上」，這兩個重要的宣告之間，祂向門徒說了四個耐人
尋味的比喻。

 本期內容 
董事的話

 末世服事的態度
莫忘神州

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這四個比喻從詢問門徒一個問題開始：「在大災難臨到之時，誰

 交心札記
 安穩在主手中

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

CMI 新聞觀察

們呢？」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

主人再來時，祂若看到如此忠心有見識的善僕，這僕人就有福了，
祂會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相反的，若主人回來發現惡僕以為主人不會

基督教與中國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二)

立刻回來，就在這空檔打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時
候，主人回來就會重重的處治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這惡僕只
能在那裡哀哭切齒了。惡僕之所以惡，是因為他的工作態度在於看「主

 財務報告

札記
交心



人在不在」，也就是看環境，而不是主人的吩咐。如

的僕人是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在「不多的事」

徒也告訴我們：在逼迫困難

果我們在情勢緊張的時候，就暫停作工，不按時分

上有忠心，主人要把「許多的事」派給忠僕管

的環境中，該以什麼態度處

糧，卻指責那些為爭取公義揚聲的信徒為不識時務；

理，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這段經文在商業

世，不是去討好在上掌權者

面對遭逼迫患難的教會，或保持距離，或切斷聯繫，

中應用，被稱為「馬太效應」，說明忠僕會努

以獲取教會活動的空間，而

或逢迎時勢，耶穌會怎樣看待我們呢？

力去完成使命，而不是像領一千兩銀子的僕

是去服事那有需要的最小的

人「害怕主人」，其實是又惡又懶。如果因環

弟兄。

這裡耶穌指出，即使在末日，僕人的工作態度仍
要忠於職守，按時分糧，好好管理神家裡的羊群。因
此即使在嚴打的環境中，被主人所派的僕人，忠於職

境而停止事奉，要謹慎自己是否就是又惡又
懶的僕人，淪入哀哭切齒的結局呀！

這四 個比喻 傳 遞 一 樣

照管羊群按時分糧；備好自

份。按此原則，本會的同工依然秉持恩召、作工事奉

頻：祿豐縣城區教堂開展「聽黨話跟黨走慶

己的油，專心等主再來；運

主，我們相信這樣行是有福的。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專題禮拜」，教堂

用主給的恩賜，努力完成託

詩班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

付的使命；服事最弱小的弟

會主義好」。另一個是新港基督教會的詩班，

兄就是服事主。在嚴峻的時

在主日恭頌習近平的中國夢。當主耶穌回來，

代就離家庭教會遠一點，去

他們將如何面對真正的主人？

服事沒有安全危險的三自教

們都是新郎所選召的，都有燈和油，等候新郎回來的

離開了祂。在十字架上，祂完全被孤立，周
遭全是作惡者和嘲弄祂的人。然而祂來

給抵擋上帝的人。既然如此，信徒不應屬
於修道院，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乃要活
在仇敵當中。他的使命在那裡，他的工作

小陳老師

《團契生活》)
也是在那裡。 (潘霍華，

去

年短宣出發前一晚，神用這段話語來鼓勵我、幫助我，使我
繼續向著未知推進，而且我也深知是神已經作成這事，我們

乃是去收拾莊稼，懷著去經歷神大能的作為，因此，我硬著頭皮前

過程中也都睡著了，但其中五個沒有備份的油，

會？唱唱紅歌表態，就能保

以致臨時趕去買油，失去了入席的機會。如此，什

存教堂不受衝擊干擾？爭取

麼是我們預備充足的油？既知道主人不定何時回

大場地裝潢精美，展現莊嚴

來，就多預備了油才是正確的態度。因此，在時機

來贊美敬拜？這都不是好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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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時候，多預備梯次赴約，機靈轉換場所，加

象！願我們警醒，順服遵守

幾天的胃痛與拉肚子，我也就是享受這樣的歷程，這距離夠遠了，

倍地信靠和勇敢似乎才是聰明的應對之計。

祂的教導，忠心事奉，候主

無法上網、沒有電話，我再次體會那異鄉人之感。我很少有這樣的

再來。想不到的時候，祂就

機會去體會無能之感，我們在這世上是客旅與寄居的，因為我們盼

來了。

望那更美的家鄉，阿爸父，請你幫助與保守著我，因我知道我所信

七月裡北京48個家庭教會聯合發表了《北京
家庭教會聯合聲明》，這些教會多半是年輕一代
並不會為當前帶來任何處境的改變，甚至面臨更

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福音的大能，人什麼也不能做，甚至是做不得的。在教會或是福音

做在主耶穌的身上
第四個比喻，山羊和綿羊。當主耶穌再
來時，祂要獎賞那綿羊――「蒙天父賜福的

第三個比喻，主人遠行，將家業分給了三位僕人

義人 」，可以承受「創世以來為他們預備的

經營，分別領五千兩、二千兩、一千兩銀子，領五千

國」，因為他們服事了弟兄中最弱小的，就是

兩的和領二千兩的運用所領的錢分別各賺了一倍，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8 年 5~7 月
收支（TWD）
本期收入

695,243 元

做在主耶穌的身上。經文中說，義人服事的

本期支出

917,875 元

領一千兩的卻把錢藏在地裡。馬太福音記載「過了

對象是餓了、渴了、沒地方住、沒衣服穿、病

本期結欠

-222,632 元

許久」主人回來，誇獎那分別去賺了五千兩和二千兩

了、坐監了的弟兄。顯而易見，主耶穌告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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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異地宣教，實在不易，也深深理解：若不是因著耶穌基督，這

圖片來源：網路

嚴厲的監控或逼迫，可是他們預備好了「油」，決
定不妥協，積極溝通，依靠主走信心之路。

往。接下來我以第一人稱、記敘方式來敘說這六周的大陸短宣行。

靠的是誰，乃是你――萬軍之耶和華！

的城市型教會，他們勇敢地維護信仰自由的聲明，

2

生活在仇敵中間，最後，祂所有的門徒都

的訊息，知道自己的呼召：

七月分在內地微信圈裡瘋傳二個詩班視

主耶穌舉了第二個例子，即十個童女的比喻，她

是什麼理所當然的事。試想想，耶穌基督

到世上，正是為了這些緣故，要將平安帶

守，牧養群羊，按時分糧，仍是不可放棄的召命和本

隨時準備好

信徒之得以和其他信徒一起過活，並不

團體，同工各有優缺點，我自己也是的，也愈來愈體會在宣教團隊
裡面，神讓我理解我其實是在一個信仰群體裡面，在團契裡面被
提，被理解。想到此，心中不由得感恩與感謝，因為我不是去賺取
這個救恩，乃是神對我極深的恩典與慈愛，已然足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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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恩，可以在房間裡面安靜、默想、禱告、讀書和寫靈修筆記，
我想短宣行最棒的一點就是，讓自己全然抽離一切熟悉的場域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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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讓自己全然投入一陌生的人事物裡面，像是一名

為我所預備的獎賞。相信神仍然掌權、相信神對我所懷

宣教好處是，更多禱告、更多倚靠仰望真實的上帝，服事神是恩

異鄉人與寄居客，學像耶穌基督。我也將進入一陌生

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神並不願意讓我感到孤單，而

典，也是神極大的祝福，我想我可以更勇敢去面對改變與不同，

與不熟悉場域裡，想來不也就是神極大的恩典與祝福

且，能與神面對面是好的無比，感謝主，阿們。

每次進步一點、改變一些，也是很好的。

嗎？感謝主了。


賞賜給我的，謝謝你，阿爸父。我擁有非常多的機會與
恩典，神你一點也沒有虧負我，你的恩典是夠我用的，

7/13
今天早上，聽了C老師分享宣教與負擔之後，「成為



如果有一千個好處是於人有益的，神會非常樂意的把它

阿們。

三天少年營結束，很感恩所經歷的過程，雖身體不適，卻也享
受著被神照顧的美好。我知道日子可以慢慢過，慢慢來，不著急

晚上還是肚子疼，拉肚子了，感謝主，拉完後就好多

的。這次一起跟同工配搭和進行活動，美好的經驗，感謝主。我

主要就是對主的信靠與順服」，我心理面頗有所感，

了，謝謝上帝的恩典與保守，主啊，求你醫治保守孩子

喜歡一起設計九宮格的活動與小記者訪問，安排老師接受訪談與

神總是使用願意的人，不再是性格與特質。

十分平安，謝謝主，阿們。

讓少年們分享他們的觀察與紀錄。帶領認識罪這個過程，罪乃是

什麼是挫折？什麼是進展？……德蕾莎修女說：『神
不要求我們成功，只要求我們忠實。』……渴求成功
只會讓你不再忠實，讓你無法真正看見那個坐在你
面前的人。……耶穌只問：『你站在哪裡？』然後，
經過令人心寒的挫折及讓人靈魂為之麻木的失敗之
後，祂再次問到：『你還站在那裡嗎？』我們能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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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給的機會。

重「民族大義」，一個強調「理性溝

今天營隊恩典之路，很感恩的，喜歡孩子們，真是覺得
是神極大的祝福與恩典就是：我屬乎神，神的恩典是夠
我用的。帶兩場破冰與跟喜羊羊隊孩子一起玩遊戲，我
自己興致頗高，真覺得孩子們把耶穌的愛擠進入我的心

我喜歡同工說外面下雨很美，好似那個時刻就定格了，好鮮綠的
山，斜打的雨，這裡真美。喜歡抱抱孩子、喜歡少年們的分享，

7/15
兒童營隊告一段落了，我的心裡反倒有些失落，一兩個
孩子放在心頭，也沒有不好，就是一份關係與想念，還

拜，其實我的心裡面不是太舒服，或是喜歡這個狀
態就是。該怎麼說呢？就是一個理解就是。我可以在

是很感恩可以在這裡服事，神很恩待我們的。主動去靠
近一些孩子，就只是幫孩子捲個袖子或是紮個頭髮，都
會讓我開心許久，有許多方面，真的感謝神。

受控制的情況之下，承認我的軟弱與難處，我會想到



4

灣民間示好。惠台措施強調：「積極

就是多休息，倚靠神，不著急就是了。跑營隊我變瘦了，跟兩個

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

姊妹互相幫忙與協助，近距離去看教會運作與牧者同工，離開熟

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

悉場域讓自己離開舒適圈，其實，我不是那麼重要的。以代禱來

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

服事家人與弟兄姊妹，我們都在服事別人的爸爸媽媽，謝謝耶

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

穌，很多的照顧我的家人與弟兄姊妹，一次次透過禱告來向神獻

遇。」內容共計31項。據國台辦發言

上馨香的晚祭，阿們。

人表示，中國大陸惠台措施是圍繞國

天氣與交通，適應生活作息起居了，辣椒好像也沒有那

靈親自用著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代求，我是蒙愛的，

麼辣了，神實在是豐盛富足的神，炸馬鈴薯片與清豆腐

阿們。

跟酸菜魚，我吃的津津有味，神真是大方與恩典。

限制級傳道人，為了主而願意受限制。主啊，請你帶

明天將是第二個主日沒有在台灣，偶爾雖有些想念，也

的信仰群體，起來，信靠與順服神。我知道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領幫助與保守著我，阿們。

更多仰望與交託，向上帝訴說與分享。當你離開前往一

的信仰群體，我的身上綁著一條帶子，我是受神所差派，殷勤做

個地方，其實你是帶著味道與關係前往，有些會改變，

工，趁著白日還在，我知道我所為而來，乃是為著神的名，福音

有些是不會變的，靠近與前進之間，我也順其自然接受

繼續傳承與延續。耶穌愛我，為我捨命，主啊、我在這裡，祢的

神的導引與保守，神都知道，十分憐憫與保守。

使女靜聽！(待續)

雙月刊 128期 (2018．7- 8)

陸國台辦在二月底公布「關於促進兩

我的身體十分疲倦了。整理好行李，今天前往地下神學院，我想

啊、我願意、邀請你來幫助我，憐憫我、守候我、聖

中國與福音

還會在張力中渡過。

顯然有意繞過台灣官方，直接向台

明天將前往三天兩夜少年營隊，我也更多熟悉於這裡的

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為要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裡，

通」，彼此不在同一個頻道上，想必

7/20

盧雲說的，就是等候神，跟神說。我想這很真實，主

我並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乃是忘記背後、努

諧 狀 態，雙 方 領 導 人 一 個 看

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實？」

我想，我感到蠻軟弱的，剛好來大陸已滿了一個禮

前 情 況，兩 岸 之 間 還 是 不 和

雖然兩岸政府冷對抗，但中國大

這很美麗。

中與生命當中，很感謝上帝。


7/13 晚上

倚天

有辦法的。我覺得讓牧者同工來擔任耶穌背起十字架過程，是神

與上帝破裂的關係，罪是沒有命中紅心，自己想辦法要脫罪是沒

自身所作所為看似不成功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保持忠



在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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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需要什麼樣的性格與特質嗎？」我自問。「最

「什麼叫成功，什麼叫失敗？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安穩

牧會是什麼呢？不外乎以神為中心、與弟兄姊妹一起生活一起
服事，我知道我出來短宣，離開弟兄姊妹是有意義的，因為我的
獻身，神使用我去激勵我身邊的信仰群體，去回應神的帶領與
呼召，因著我踏上短宣之路，委身信靠神，神也再次呼召我身邊

家重大行動計畫和國家重點研發計畫
項目，並且是量身訂製，提出針對性
強的解決辦法，涵蓋財稅、用地、金
融、就業、教育、文化、醫療、影視等
多領域。號稱開放力度之大、範圍之
廣、涉及部門之多，都是前所未有。
「可惜」，沒有我們所關心的宗教領
域項目，當然不會有給教牧人員在中
國大陸「就業」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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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起，中國大陸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開

是很激勵人心。然而大部分教會採取的是能避就避、

始執行，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而面對宗教卻非常保

存心忍耐。其實，有時顧慮過多反而不好，富貴險中

守，想必嚴格執行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動盪，恐怕不

求，更何況是神國大業呢？或許，應該積極的預備作

是大家樂意見到的。

信心的冒險，社會風氣已經算開放了，其實本地人是
可以再大二個膽，不求舖天蓋地，至少也可以攪動一

特別的畢業典禮

池春水。但這值得好好禱告，基督徒不能被環境牽

時間過得很快，培訓班這學期的課程在六月底的

制，而忘了該盡的本份，若街頭公開的福音行動可以

畢業典禮中結束，算是平順執行了計畫中的任務。在

形成一股全國性的風氣，說不定對家庭教會的發展

宗教政策比較緊縮的時刻，不同往日，這次的畢業典

將會是更上一層樓。

禮辦得比較低調和簡單，我們選擇比較偏僻之村落，

雖然，傳出有幾處地區教會的聚會點受到衝擊的

據說當地有九成的人家是信主的，參加的大部份來賓

消息，然而家庭教會在各處星羅棋布，眾多如同天上

都是當天才知道地點，有點搞得像作賊一樣。當天，

的星，就比例而言，受到逼迫的應該是萬中選一，目

眾人一早包車到達典禮現場，我們簡單地佈置場地，

前大部分家庭教會是安穩平靜的。這裡看到上帝的

大家演練了一次，就開始舉行畢業典禮。之後共進午

保守，也繼續鼓勵大家應該警醒。

在禾場全職事奉，一位帶職奉事奉，有兩位還在尋求
中，願上帝帶領這群畢業生前面的道路，願他們都順
服上帝的旨意：去祂要他們去的地方，做祂要他們做
的工。

緊張時分
一直以來，我們的培訓班周圍的環境都還算安
穩，培訓班目前沒有受到什麼衝擊，反倒有些收獲。
六月初突然有人來訪查，還好只是針對社區安全進行
的查訪，因為市裡出了凶殺案，據悉是外地人所為，
當地政府為了安全起見，特地針對外來人士做一番了

查報導，並管控封殺網路消息，甚至不予警告就直接

不得放下財富丶地位丶權勢，都想要追求長生不老。

封閉帳號。民眾的怒火無處發洩，大批網民乾脆「告

秦始皇，曾經派遣人去找尋長生不老藥。醫藥事業以

洋狀」，紛紛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方微博留言，大

「長生」命名，顧名思義，除了謀求永久經營，亦企

家嘆：「整個中國只有這裡能說話了」。

望人長壽安康之意。

物科技公司被點名是犯案者之一，該公司繼日前爆出

無所遁形，才有剷除的機會。若及早讓民眾有知的

狂犬病疫苗造假後，又爆出生產的三合一疫苗有問

權利，訴諸社會共同關注與監督，或許可避免問題疫

題。其實早在去年，吉林省食藥監局就對「長生」百

苗危害孩童健康。資訊不透明，官商易勾結，潛藏黑

而我自己往來的教會都算平安，上半年繼續有機

白破疫苗問題立案調查，卻等了九個月才公布處罰決

心事的危機，令民眾對當局更不信任。由於不信任國

會在他們中間作配搭服事，很感謝主！其中有一件臨

定。當局為維護政府形象，唯恐立即公布掀起民慌、

產，民眾到海外各地搶購奶粉，如今醞釀出境接種疫

時的事奉還蠻有意思和挑戰，就是參加某教會舉辦的

抖 出 失 職 官 員，

兩天退修會，由我擔任講員和主持人。大家在山明水

有意透過有限度

秀的高山上，住在小木屋中，吃山上野食，吹天然的

消 息 曝 光，以 延

冷氣，為的是努力為快要分裂的同工們作最後挽回。

期公布的方式把

到底是勸和？還是勸離呢？我一開始有點後悔接下這

事 態 縮 小，反 倒

個任務，用忐忑的心尋求主，還是回到聖經的原則最

給了「長生」有機

妥當，挑了合適的經文準備講章就上場了，每講一段

可 乘 的 空 間，這

落就請大家一起討論分享，大致上是有收穫的。至終

期間就有 25 萬支

假疫苗事件勾起人們對社會上

是合？還是分？我不知道，我也不能決定，但至少根

不合格的疫苗銷

屢屢爆發黑心事件之洶湧憤怒。君

據上帝的話，心中是有平安的。

往 山 東，並 且 已

子愛財，取之有道，若貪得無厭，枉

經施打在三個月

顧人性命，天理不容。當前社會唯

大至兩歲的幼童

利是圖的風氣下，也反映出對「生

何是好，等到查詢人員一走，回想方才經歷，著實令
人捏一把冷汗，再加上有一些巧合的事發生，深深感

保守信徒在真道上的合一，保守教會內部同心合意，

受到是上帝在隱密處的保護，使我們平安無事；也透

要看重自己所擁有長子名份的尊榮，不要走向世界妥

過這虛驚一場的遭遇，把我們拉回保持警醒的狀態。

協的道路，若是這樣，無論局勢輕鬆和緊張都可以得
益處。

身 上。假 疫 苗 事

苗，這些奇聞豈是當局粉飾得了？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如
果為了利益，連孩子的性命健康都
不顧，國家哪還有未來嗎？據網傳，
本來是「厲害了，我的國」，現在是
「利，害了我的國」。

圖片來源：新華社

認為中國當下最大危機是「人性危機」，中國國務院

國大陸輿論沸騰。「長生」名不副實，不配長生。

總理李克強痛斥假疫苗是「突破人的道德底線」。道
德底線的標準又是什麼？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

中國當局每次面對涉及公眾生命安全的重大危
機都有一貫應對方式，就是封鎖消息。實際而言，就

「懼怕人的，陷入圈套；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
得安穩。」(箴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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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人權尊重」之漠視。作家時寒冰

件令大家很快聯想到十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引起全中

是因為去年沒有立即公布懲處「長生」問題疫苗，想

也沒有，都在罪惡之下(羅3)。我們需要正視人性中之
罪惡，唯有基督福音才能改變人，才能從內心根本建
立真正的誠信和道德。因為神是公義的，唯有在公義

要大事化小，反倒使「長生」逃過被公眾追蹤及監督
其後續處理的責任。如今當局面對假疫苗事件的發

6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
見，它仍然存在，會滋生擴大；唯有攤開見光，罪惡

守，眾教會都應有應變措施，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

仍積極在從事街頭佈道，這「反守為攻」的作為，倒

害怕死亡，死亡代表失去。古代帝王將相，捨

風」三合一疫苗檢驗不合格，一家名為「長生」的生

面對當前的環境，請為中國教會禱告，求上帝保

就在時局緊張之刻，居然有很少數的家庭教會

長

展仍採取一貫做法，宣傳部門嚴控輿論，禁止獨立調

人知道的。」(太10：26)「罪惡」不會因掩蓋就消失不

解。我們就在毫無防範下，突然被查訪，一時不知如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生，字面意思是長存的生命、永遠活著。人都

近日中國大陸爆發65萬支「百日咳、白喉、破傷

餐，在中午散會。相處幾年的學員就此分道揚鑣、展
開各自的事奉人生。這次共有九位畢業生，有六位已

掩蓋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的

編輯室

的路上才有真正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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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確定在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基督教生存大方

佈道會由顧牧師主講，信息是「生命活水」，筆者的

向。

父親負責講道前、後的領唱。議會大廳擠滿了聽道的

1950年9月23日發表了「三自革新宣言」，發起簽

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以

(二)
王溢恩

寧波，最古老的教會之一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規定對外開放五個

筆名)的自傳，是一位一生奉獻傳福

通商口岸，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

音的牧者之自傳，作者將人生中最精

條約中也規定准許外國宣教士登岸，由此，美、

華、最後的歲月奉獻給中華大地，堅

英、法的宣教士們不久就相繼而來中國。

固及建立了許多教會。最難得的是，

1853年9月19日，21歲的戴德生受中國傳教

1950年10月，中國派出志願軍赴朝鮮參戰。抗美援
朝運動開始。

為主贏得生命的顧仁恩牧師
1950年秋天，上海《新聞日報》報導：基督教佈道
家顧仁恩牧師在滬西上海靈糧堂主領神醫大會數日，去
求醫治的人排起半里長龍至北京西路，轟動了全上海。
上海當局出面干預勒令終止大會。之後，他前往杭州主
領奮興會。1951年2月24日至3月初，顧仁恩應邀前往青
島，在濟甯路浸信會和地方教會的龍山路聚會所主領奮

他的生命見證已在這片土地上由許

興佈道會。他是以反革命罪名被捕，解放後，他是第一

多被他影響的人活了出來。

位被捕的基督教傳道人。被捕後判刑15年，送往青海勞

會打發，登船前往中國。1854年3月1日，他在上

改。刑滿釋放後回到北京，才發現續弦的妻子早已被迫

海登陸，並在上海市附近開始宣教。不久，他前

與他離婚，無人可以投奔，只好又回到青海，最後在青

往廣東、汕頭做了賓惠廉的助手。1857年，他接
受喬治慕勒的贊助和建議，定居浙江寧波，並在
那裡建立了「寧波差會」。1858年，他在寧波與

Maria Dyer結婚，從此，他在寧波地區宣教多
年。
解放前後「華東」在寧波時，當地的大、
小教會很多。較大的教會有聖公會的「百年
堂」，循道公會的「開明講堂」，長老會的「府前

在寧波期間發生的要事
1948年12月3日傍晚，從上海開往寧波的招商局江亞輪

海去世。

在吳淞口爆炸沉沒，近兩千人的旅客大部分葬身火海，成為

20世紀中國最大的海難。沉沒原因至今不明，此事件對於當

谷蘭》，成為一個小有名氣的電影明星。1930年代，他

時人心不安影響甚大。

在一次宋尚節主領的佈道會中悔改信主，脫離了演藝

1949年夏天，在海外的吳耀宗、劉良模，自香港繞道新
義州返回，被當局指定為「基督教代表」參加第一次全國政
治協商會議（參顧長聲：《中國基督教簡史》）

圈，奉獻自己做傳道人，成為有一定影響的奮興佈道
家。他的講道風格類似宋尚節博士，生動、活潑；他最
出名的一次佈道會是1939、1940年間在昆明，和趙君影
牧師、石新我牧師三人，一連五十三天講「在財主家門

1949 年10 月1日，中國共產黨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

口的拉撒路」。此後他回到上海，1942年到北京傳道。

徒聚會處」，周主培牧師的父親周彼得先生1950

國。1949年，改變和決定了千萬人的命運與人生，也是中國

在北京期間，他常去香山宋尚節寓所「恩典院」交通、

年憑信心興建的「錫安堂」等。與「華東」往來

近代史上一個分界線。

禱告。這期間，他一家人自香港乘日本郵輪北上，途中

在那裡協助教主日學），以及張大姐妹，張二姐
妹的「北大路教會」。我們的金信安老師是東北
人，並且是守獨身服事主的老姐妹，學校放假期
間就有「北大路教會」接待她。寧波有兩所教會
學校，三一中學和甬江女中，都設有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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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9日，朝鮮戰爭（或稱韓戰）爆發。這是第二

為盟國魚雷擊沉，全家溺死。抗戰勝利後，他南下，在
上海、浙江一代傳道。

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中的一場「熱戰」，分別支持朝鮮南北
雙方的多個國家捲入這場戰爭。

1950年5月2日、6月13日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召
見以吳耀宗為首的基督教代表19人，徹夜商談籌建「三自組

然而，中國解放後，顧仁恩牧師不僅是中國基督
教第一位被捕下監的傳道人，並且也是50年代初基
督教控訴運動中，最早被打擊的四位基督徒領袖之
一（另外三人是陳文淵、梁小初、朱友漁）。1951年4
月，上海靈糧堂在三自會的推動下，借用了陝西北路
浸禮會懷恩堂，舉行了上海市基督教界首次控訴大
會，由靈糧堂長老周福慶，控訴了趙世光牧師為「國
民黨特務」、「帝國主義走狗」；由該堂執事陸傳芳
控訴了顧仁恩牧師為「帝國主義反動走狗」、「美國
特務」、「教會的敗類」。陸傳芳大聲問會眾：「顧
仁恩這樣的人該不該殺？」台下怒吼聲：「該抓、該
抓！」陸傳芳又大聲問：「該殺不該殺？」會眾：「該
殺，該殺！」筆者當時在現場，親耳聽見，親眼目睹了
這一切。控訴運動打開了教會缺口，使政治勢力滲透
教會的內部，侵蝕基督徒的信心。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由國務院副總理
郭沫若，公安部長陸定一主持下，召開了「處理接受

顧仁恩牧師年輕時考入電影公司，出演過影片《空

堂」，伯特利教會的「城中堂」，弟兄們的「基督

較為密切的教會有在江東的「江東堂」（同學們

8

編按：本文節錄自王溢恩長老(1931-2012，

名運動。

人，許多人歸主，感謝神！

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共有151位基督教領
袖參加，其中有賈玉銘、楊紹唐、倪柝聲、重慶神學
院院長陳崇桂、耶穌家庭的敬奠瀛等。王明道先生以
從沒收到外國津貼而拒絕參加。會議期間，一些代表
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控訴，揭開了全國基督
教「控訴運動」的序幕，並且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抗
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設址在上
海，吳耀宗為主席。籌委會的第一任務即在全國發動
反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

胸懷普世宣教的趙世光牧師
趙世光牧師(1908-1973)是20世紀神在中國所興

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人民遭受極大

起、所重用的著名佈道家。我一生與他見面接觸五

傷痛。同年的七月，顧仁恩牧師應邀前往臺灣主領奮興

次：兩次在臺灣，兩次在上海，一次在寧波。雖然每

佈道會，台南靈糧堂接待了他。靈糧堂與台南長老會教

次見面談話是短暫時間卻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會借用了市議會大廳，聯合舉辦了三個晚上的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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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上，他是滿有信心、能力、愛心、帶著

此時，靈糧堂在南京、蘇州、杭州、

會」全國委員，成了「三自會」得

淚水的傳福音者；在台下，他是滿有仁慈、

青浦、上海虹口，滬南等處創設了分

力幹部，並且，「三自會」還讓他

謙和，細微關心他人的主內好弟兄。更何況

堂；1947年建立了靈糧臺灣分會，在臺

在圓明園路全國「三自會」總辦公

他是我們華東聖經學校的校長，我們都以他

北、新竹、台南、高雄有分堂；並且開

室上班辦公，叫他負責《天風》月

為服事主的好榜樣。我的一生，與他的關心

辦了華東神學院（首任院長為林道亮牧

刊編輯，文章筆名叫「路平」。

分不開。

師）、華東聖經學校、靈糧中學、靈糧

趙世光牧師生於上海，祖籍是浙江餘

爾堂（現稱沐恩堂）受洗歸入主名下。他渴
慕追求真道，因此，參加了四川北路上海宣

圖片來源：http://www.

globalmissiology.org/gcci/
Chinese/b5_publications/
GCB/2010/Oct/p29.pdf

道會守真堂所開設的聖經學校課程。1926

景的人，尤其是當年站在控訴趙
世光牧師講臺的人，不適合參加

1949年春天，由於政局變化，趙牧

堂：香港十四家，臺灣二十三家，美國七家，加拿大兩

本次「靈糧世界佈道會成立50周年紀念感恩大會」。

師前往美國，並於10月轉往香港。上海

家，新加坡一家，泰國一家，澳洲一家，法國一家，印尼

大會第二天早晨，筆者與汪姑在早餐食堂同桌，我們

靈糧堂由周福慶長老對外負責。

九家，菲律賓九家……。（參見靈糧堂歷史速覽）

邊吃早餐邊交談，只見從人群中陸傳芳夫婦走到我

1951年5月，因臨時會所超越使用期不安全，靈糧

1991年初夏，由南加州托倫斯靈糧堂丁德昌長老提

們的桌前，陸傳芳伸出手大聲說：「汪姑，久未見面

堂又重回嚴家宅禮拜堂，主日崇拜上午兩堂，下午一

倡，得到香港靈糧堂贊助的「靈糧世界佈道會成立50周

了，（注：有三十餘年未見面）還記得我嗎？我是陸傳

堂。1955年9月21日，上海靈糧堂正式參加了三自會。

年紀念感恩大會」在香港舉行。參加者除了香港同工之

1956年初政府當局以新閘路1970號（近萬航渡路）土地

外，還有來自各地的同工一百多名。從美國去參加的有

向靈糧堂換得萬航渡路181號土地，並允許靈糧堂新建

大會主講員之一陳宗清牧師，大會主持者之一丁德昌長

新堂，為此，當年4月開始動工興建，到8月1日時舉行建

老（解放前，他是上海虹口靈糧堂的義工），靈糧堂創

堂禮拜。然而1958年政府通過三自會在全市實行各教

辦人之一汪純懿姑姑。筆者是五十年代靈糧傳道人之

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事爆發，趙牧師的南

堂合併（聯合）禮拜時，把新閘路靈糧堂撥給上海機電

一，因此也受邀參加。

洋佈道計畫受阻，並且，當時凡有西方差會背景的宗

管理局技工學校使用，該堂信徒則參加靜安區陝西北路

派教會面臨困難，後來，西方宣教士全被日本人關進

浸禮會懷恩堂作禮拜。從此，在中國大陸上海靈糧堂不

集中營。趙世光牧師從此受感動、受激發：應由中國

復存在。

年高中畢業，被留校任教《聖經》科。1928年7月被
宣道會守真堂聘請為傳道。他的傳福音、佈道恩賜顯
明出來。在這期間，他參加了「中華國內佈道團」。

1932年被上海宣道總會按立牧師。1936年參加「中
華國外佈道團」，蒙翟輔民牧師安排作首次南洋佈
道，並且於1938年至1941年作第二次南洋佈道。

基督徒建立自立、自養、自傳教會。為此，1941年12
月，他與汪純懿同工等集會於上海北京西路王家沙花
園，籌辦「靈糧堂」、成立「靈糧世界佈道會」和出版
「靈糧月刊」。在當時戰亂頻仍的時局裡，趙世光牧
師仍胸懷全世界，不忘普世宣教使命建立「靈糧世界

年，靈糧堂周福慶長老控訴趙世光

仁恩牧師（青島，1951年）、張周新先生（杭州，1952

牧師的發言稿，是陸傳芳起草寫的；

年）、黃漁深牧師（上海，1953年）被捕入獄。

並且，他自己也親自上臺控訴了顧仁
恩牧師。他靠攏政府，聽共黨的話，

信徒超過1400人。1951年落成九龍靈糧堂時，趙牧師自

工，將該校大禮堂供給靈糧堂主日崇拜之用。後來信

那天晚上起，一連舉行了100晚的佈道會，這是破天荒

徒增加，1945年黃校長就將他自己在烏魯木齊北路

的打破記錄。趙牧師在香港並無教會和機構背景的支

嚴家宅的一塊私有土地獻給神，交由靈糧堂興建簡易

持，全然仰望主、信靠主，憑信心佈道工作，在短短一

教堂。1947年信徒增至1085人，於是購買了萬航渡路

年零九個月的時間裡建立了規模不小的一家教會，這是

181號土地，興建了兩層樓辦公室以及可容納2000人

奇蹟，也是神的憐憫與大能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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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直至今日，在世界各地共有八十三家靈糧

要悔改、要悔改！」陸傳芳頓時臉色大變，啞口無
言，不知所措一副窘態地走開。求主施恩、憐憫他。
現在世界各地靈糧堂都採用堂會主義各自獨立，

停擺，有其名無其實。

(待續)

史為人與現在的身份大有問題（他

留在上海，解放後不只是被控訴，必定是早早就像顧

海南京西路1550號協進中學黃校長，贊助靈糧堂事

回話：「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陸傳芳！你要悔改、

在上海靈糧堂作同工的陸傳芳及他妻子。陸傳芳的歷
是中國基督教「三自委員」），1951

趙牧師到了香港，先借娛樂戲院聚會，兩年間受洗

芳。」汪姑先是愣了一下，之後並未握手，也用大聲

僅在主裡保持彼此交通、聯絡。「靈糧世界佈道會」

沒有想到，大會也同樣邀請了五十年代與筆者一起

趙牧師1949年10月避難到香港，如果他不去香港

佈道會」，這是信心之舉，十分感人。1942年1月，上

的臨時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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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impress.hk/
WebDemo/llwwema/welcome.htm

養老院（蘇州）等。

姚。他在學校念書時接受到福音，16歲時悔
改信主，且於1924年12月，在上海西藏路慕

照理，有這樣歷史與政治背

小學、靈糧幼稚園、靈糧孤兒院、靈糧

在靈糧堂熱衷於推動「三自會」政治
運動，是支持「三自會」積極分子。
為了表現自己愛國，他竟然向政府
寫了許多檢舉、彙報材料，使許多同

 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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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8965713
Email：cmi@seed.net.tw

工、信徒慘受其害。正當忠心跟隨

來信註明您的姓名，原通訊地址，欲收件的 Email。

主的主內同工一個個被捕、判刑、送

若您習慣收看紙本，本會將持續寄送給您。

往勞改隊之時，他的政治前途步步

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高升、光彩奪目，他不但成了「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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