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nd the Gospel Bi-monthly
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

中國與福音 雙月刊

第 93期 2012年 9 - 10 月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北 投 郵 局
第 七 支 局
許可證北台字5090號

PEITOU(7)TAIWAN
R.O.C.

POSTAGE PAID
LICENCE NO.N5131
行政院新聞局版
台誌6291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2572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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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迦勒
國古名「神州」，意謂中國乃上帝之國，中華民族乃上帝所眷愛之子

中

民。古代君王稱為天子，意謂君王乃受命於天，兢兢業業，效法天道，

愛護百姓，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行天道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中國福音會
宣教目標，就是實踐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簡言
之，就是恢復我們中華民族之命定，重新與上帝和好，成為信仰上帝、認識上
帝、遵行上帝旨意、上帝榮耀同在之國度。
我們並非要推動神權政治，相反的，自從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
革以後，「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聖經」以及提倡「政教分立」之基督教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乃成為歐美、以致全世界推動民主政治之基石。基督教一方面尊重人性不可

 上帝同在之國度

剝奪之尊嚴與價值，一方面也承認人性之中的軟弱與罪性，因此反對獨裁與

CMI 研討會專文

極權統治，提倡合乎真理與人性實際之民主政治。登上廿一世紀世界主要舞

 1949年以前中國教會屬靈復

台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範疇應不僅只在經濟面，更需要邁向政治、法制
與思維面，特別是人類心靈之自由、信仰之保障，此乃一切自由之首要。
從聖經神學以及教會歷史觀察，教會復興可以促進社會與國家之正向
轉化，因為上帝祝福敬畏上帝的國家與人民。我們誠心的禱告：中國政府能
以更積極正面的態度對待基督教，保護、支持家庭教會為純正合法的信仰團

興（節錄二）
──以1930-1949年為主
莫忘神州

 我的短宣視窗
 一趟恩典之旅

體，使之不再受到歧視與打壓；各地弟兄姊妹在主愛中合一，進而恢復中華

CMI 消息

民族對上帝之敬畏；釋放每一位人民心靈裡的自由。如此而行，必能激發正

 大陸宣教工作坊

向動力與新的創造力，促進社會和諧，振興國家發展，邁向世界和平。我們如

 財務報告

此的祈禱，懇求上帝垂聽，引導中國、恩寵中國，惠及萬邦！

1949年以前 中國教會屬靈復興（節錄二）
── 以1930-1949年為主

郭明璋老師

1930-34年的五運，成人受洗約有43000人，主流
教會肯定它的成績，因此1935年的大會決定延長五
運的期限。五運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團結中國教會，
加強教會的實力。

自發性的復興運動
這次的復興運動繼承了清末民初的傳統，稱其為
「自發性」是因為它們發生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

編按：本會於今年4月28日舉行「屬靈復興運動在中國」研討會，郭老師在會中發
表了
〈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會屬靈復興〉專文，由於內容豐富，礙於刊登篇
幅有限，上一期我們僅節錄1920年代以前中國教會屬靈復興內容，本期則
節錄該文1930至1949年代中國教會屬靈復興的發展為主，主要特色是教會
面對中國時局所採取的因應之道，進而形成一波波屬靈復興。

前言

機構，例如路德會、美南浸信會，拒絕加入這個協進

間，且由不同人士帶領，而這些人士並非預先或刻意

會。1926年，內地會、宣道會則相繼退出協進會。

為復興教會做出計劃和安排。

1930年代的中國教會，面對國難當前，依據不同

著名的山東大復興，有兩個主流，一是山東北

的神學立場，採取各種重建社會和復興運動的方法，

部的浸信會，他們是以對付罪、被聖靈充滿、熱心傳

是教會針對時代所做出的因應之道。這段時期相繼出

福音為三大主題。另一主流是長老會在山東費城的復

現幾項復興運動和策略，內容如下：

興，由長老會的楊毅成 牧師帶動，他畢業自華北神
學院，在一次私人的禁食祈禱中經歷聖靈充滿而大有

由余日章任會長，誠靜怡任總幹事。到1929年，該

民國初年，宣教事業呈現兩條路線：一是傳統路

會已發展成一個可代表廿萬信徒的超宗派機搆。

線，強調個人得救，傾向出世；另一路線是重視人道

雖然協進會的立

主義和社會責任，推行多項改革事業，以達成協助社

場是「不求教義和神

會重建之目的。在這兩種宣教觀念影響之下，中國教

學的一致，而把這方

會在1930年代以後展開了另一連串的復興運動。

面的決定權留給差會
和教會」，但自由派

1922年的全國基督教大會，是中國教會合一運
動史上的里程碑，這次會議不再以宣教士為主，因為
中國的信徒佔了出席人數的一半；其次，大會焦點是

五年奮進佈道運動
1929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五年奮進
佈道運動（以下簡稱五運）的構想因應而生。五運以

「求主奮興你的教會，先奮興我」為口號，藉著

能力，於是帶領教會復興。長老會宣稱：1931年開始
直到1933年，山東濰縣在兩年內增加了25%的信徒，
加入長老會的新會友共1500人；1930-35年間，濰縣
的美國長老會人數從3000多增加到8000人以上。

推動擴大佈道、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識字運動、

梁家麟認為：古約翰的東三省復興與山東費城

受託主義、青年事業等六項事工，能讓全國各堂會、

的長老會復興，都是由長老會的牧者所引發，在型態

每位信徒都有分於全國性的屬靈復興（註1），同時配

上較為安靜，除了個別信徒說方言之外，主要還是認

合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訓政計劃，務求改善人心、培

罪和禱告，甚少見異

養良好品格，扶助政府的建設計劃。

象、說 預言、跳靈 舞

「中國教會」，討論在中國的佈道、教育、出版、農村

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改組，成立「中華全國基督

教協進會」。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是一個諮詢機構，在
教義和教會體制問題上沒有決定權，不求教義和神學



是繼承自十八世紀美

迪在中國佈道時所說「歐美的富強來自基督教，中國

國溫和的改革宗清教

若要富強就必接受基督教不可」，徐氏指艾迪的佈

徒傳統所宣揚的新神

道過分情感化，利用年輕人的愛國心理，只重量不重

學運動，與靈恩運動

質；第二次是中華歸主運動的失敗，是側重組織卻缺
的聲音遠比保守派

功能是「培育和彰顯中國基督教會的團契和團結，實

來得大，使該會逐步

現她與全球教會的一體化」，並且協助「發展自養、

樹立了一個帶有自由

自治、自傳的教會」，致力於中國社會的福音化，推

派色彩的機構形象。

動差會與中國教會及其他教會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

一些保守派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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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多，這種模式乃

運須避免前兩次佈道運動所犯的毛病，第一次是艾

余日章
圖片來源：
h t t p://b b s.c r e a d e r s.n e t/
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
d=620176&language=big5

的一致，而把這方面的決定權留給差會和教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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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靈恩現象，神蹟奇

主流教會對五運的看法不一，徐寶謙 認為：五

事工和工業問題。這次會議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中

誠靜怡
圖片來源：
http://www.chinabaike.com/
article/sort0525/sort0542/2007/2
0070731156814.html

不同。這種復興頗得

乏實際效果。吳耀宗則認為：以奮興為運動目標，難

華人教會支持，日後

免過分關注個人生活範圍，忽略整體社會的處境。保
守派教會則對於五運的反應不一，有些人對協進會
的神學立場感到懷疑，因協進會有新派人士、是傳講
社會性的福音。

吳耀宗
圖片來源：
http://boxun.com/news/gb/z_spec
ial/2010/08/201008240043.shtml

華人教會奮興運動主
要也是走這種形式的
奮興（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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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興佈道在宋

家庭」，提倡「凡物

南。起先是由宣教士帶動，然後更持久的復興普遍

尚節樹立其自己的模

共有，在主內一靈相

落在一群本地的教會領袖身上，例如：計志文、宋尚

式之前，形式不一而

繫、一愛相通、苦樂

節、王明道、倪柝聲、賈玉銘、王載、王峙、陳崇桂、

足，直到宋尚節、計

共享」的生活。本著

楊紹唐、趙世光，他們各人有不同的風格和工作重

志文成為聞名全國的

這種宗教式的共產，

點，在神學上他們持保守派神學、接受聖經的權威，

奮興佈道家之後，他

耶穌家庭在中國各地

1930年代無論是宋尚節、倪柝聲、王明道、楊紹

他們的信息生動有力，重視個人生活和道德，尤其強

們的講道風格才成為

發展，至1949年大約

唐、計志文、趙君影、陳崇桂，絕多數都受過教會學

調認罪悔改、成聖追求、讀經禱告，甚少涉及政治社

後來者模仿學習的對

有 200 處的耶穌家庭

校教育和學生工作的影響，由於他們都在年輕時就獻

會問題。這群1930-40年代的奮興佈道者，改變了基

象。

遍佈全國。

身當傳道人，對學生工作很有負擔。中日戰爭爆發，

會，並激發出教會和信徒的宣教熱誠。他們與 新派

靈恩派的復興運動

神學劃清界線，為日後華人教會保守派的傳統奠定

靈恩運動被稱為

了基礎。

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學生工作上的復興，也是

1930年代前後中國保守派教會復興與奮興佈道工作
的延續。

這些原來穿梭於全國各地工作的奮興佈道家、自由

督教在中國的面貌，把新生命注入當時士氣不振的教

另一發展快速的
靈恩派教會是1917年

敬奠瀛
圖片來源：《耶穌家庭》

傳道人，有不少人集中在後方幾個城市，尋覓事工機
會，流亡學生則成為最顯著的傳道對象。

在北京成立的真 耶

「五 旬 節 運 動」（ 註

穌教會，創辦人魏恩波（魏保羅）原本是倫敦會會

抗日戰爭期間，學聯會 的事工能夠興起，有其

友，得了「異象」，認為要按初代教會模式來復興末

時代因素：一是因為學生逃難至後方，遠離父母和故

真正樹立中國教會奮興運動典範的，從組

3），源於約翰衛斯理

織而言當推伯特利佈道團，從個人而言當屬宋

循道會系統的聖潔

世教會，因初代教會是「早雨」聖靈所興起的，而真

鄉，擺脫了傳統文化環境的轄制，再加上生活困頓、

尚節。伯特利佈道團、伯特利聖經學院對華人教會

運動，廿世紀初在美

耶穌教會是「晚雨」聖靈所建立的。他們認為：忠於

對戰爭的恐懼、對前途的茫然無奈，所以極易接受福

有極重要的影響，他們的事奉特色之一是開辦神學教

國、歐洲都有顯著的

初代教會信仰，相信「水浸赦罪」的果效，受浸者要

音（註4）。二是因為政府需求美援以支援戰事，便有

育、注重培訓佈道人才，使其影響力得以持續。宋尚

發展。靈恩運動也隨

垂下頭全身下水；信

意無意地放鬆了對大學生聚會的限制，所以學生團契

節則發展出自己的一套重生教導，包括藉由徹底認罪

著普世宣教行動，被

主者必須有聖靈洗的

可以借到大學禮堂辦佈道會，也可以用課室作主日崇

的行動來追求聖靈充滿，強調重生經驗之必須性和壓

宣教士們帶進了中

經歷，以說方言為標

拜，便容易帶動學生信主，連教授及其眷屬也受影響

倒性，重視道德實踐的含義。在宋尚節等奮興佈道家

國。隨著反帝、反基

的四處宣揚下，這種教導逐漸成為華人教會的共識。

督教運動以及中國的

宋尚節
圖片來源：
h t t p://a3.m z s t a t i c.c o m/u s/
r1000/110/Purple/fa/90/be/mzl.
tqmsdnbz.1024x1024-65.jpg

拜六。1917-49年間真

青年會主導的基督教學生運動（簡稱「學運」）

耶穌教會不只推展到

與學聯會兩方的學生組織，在校園的同時出現，象徵

以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神召會、五旬節

全國各地，也到韓國、

著西方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自由派神學與基要派

會作為代表，在山東、河南一代最為活躍，

日本、南洋群島甚至

信仰之衝突在中國教會的延續。另一方面，學聯會有

許多教會受到影響或衝擊。

歐美許多地區，而且

穌平民化的精神，變賣所有，過著行乞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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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教會信仰的復興。

的命令，安息日是禮

中國教會逐漸走向另一種本土色彩，其中

於山東的地主家庭，他信主後決心效法耶

伯特利佈道團
圖片來源：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50118

（註5）。三是因為學聯會承接了前述1930年代中國保

記，施行洗腳禮是主

社會困局，

耶穌家庭 的創立人是 敬奠瀛，出生



學生工作的復興

除東北、華北之外，復興現象也遍及華中、華

是完全由華人自立自
養自傳的本色教會。

1930 年代的靈恩

魏恩波
圖片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
Paul_Wei

不少同工都以自己為早年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或丁
立美的繼承人自居，注重靈性栽培、傳福音，而與青
年會的學運所注重政治關懷、社會服務的模式完全
不同。

道的生活。1919年間他見國內社會混亂、

運動對復興運動有其

經濟崩潰，於是與信徒合辦一間商店，鼓

貢獻，它提供一種富有活力的宗教情操，在動盪的社

勵信徒集資，成立「聖徒信用儲蓄社」，除

的學生作見證，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夫婦也開始學

會中帶給人心靈上的安慰，並且能實踐互愛的團體生

了為福音作見證，還有合作的經營，幾年後

生事工，于力工牧師一起配搭。1944年，趙君影在

活。同時該運動也對中國教會帶來衝擊，使人積極研

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的佈道會，帶起了學

發展為「蠶桑學道房」，後再改組為「耶穌

究聖靈的實際。

生的靈命復興。1945年7月重慶南山舉辦全國各大學

1938年冬，趙君影牧師來到昆明，向西南聯大

雙月刊 93期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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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君影
圖片來源：
http://www.chineseforchrist.com/

基督徒學生第一屆夏

基 督 教 青 年

由於籌備不及，延遲了一年多，在1948年1月才

產──普世教會的屬靈復興。1930-40年代的復興運

令靈修會， 與以往全

會的學運所採取的

正式展開，以「全盤基督化」為目標，對內工作包

動和奮興佈道家，以及學生工作的復興，都為廿世紀

國夏令會不同的是，

政 治 路向，孕 育出

括：整理會員名冊，開辦查經班、祈禱會，召開奮興

下半苦難的中國家庭教會預備了屬靈資源和人才，而

以前的夏令會參加者

以後三自會的運

會、培靈會，注意兒童宗教教育，組織培訓青年，實

宗派教會的屬靈傳統、青年會的屬靈資源，則塑造出

只限於基督教大學的

動和組 織。而 學 聯

行基督化家庭生活，介紹受託主義，推動自理、自

今天的三自教會。百年來的保守派與自由派的信仰分

學生，而這次卻是以

會的信仰路線與屬

養。對外：舉行佈道聚會，運用圖文、廣播、影音等

歧，以及政局的艱難處境，似乎在這共同的屬靈遺產

國立大學為主。大會

靈追求方式則為家

傳媒宣傳福音。這些策略令人聯想到1930年代的五

之中仍不足以促成中國教會的合一。而普世教會中

閉幕前夕成立了「中

庭教會貢獻了許多

運，因為無論在方針上、設計上，兩者皆有相同之

的普世派與福音派又何嘗不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如

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

資 源，日後 興 起 的

處。以前有人批評五運過於關注個人生活的問題，而

此，基督教在中國的合一，還有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

聯合會」，由趙君影

家庭教會的部分領

忽略了整體社會的處境，三年奮進運動同樣也遭到質

的合一，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擔任總幹事，各院校

袖，就 是 出自學 聯

分會的一些主日聚會

會的系統。

已多達200人 （註6）。學聯會的事工進展極速，至戰
爭末期，已普及全國，超越青年會過去的事工成就。

于力工
圖片來源：
http://www.peaceever.
com/006/03/20100806/2978.html

基督教青年會學運與基督徒學聯會的發
展，除了代表中國基督教自由派與基要派兩條

疑。由於抗戰剛結束，民生凋敝，接著國共內戰，國
內幾無淨土，相較之下，針對當時難民賑濟、農村建
設、邊疆服務、學生運動、平民教育、人才訓練等事
工，反而更受重視。

抗戰勝利讓學聯會隨著復原工作而跟著發展至

路線之爭，更造成今天中國兩大教會系統的兩

隨著中共在1948年取得軍事優勢，面對反基督

全國各地，至1951年學聯會結束，有近二萬多學生信

條不同信仰路線的分別，即：三自會與家庭教

教的共產政權，奮進運動很快銷聲匿跡。奮進運動代

主。學聯會不僅是抗戰當年大後方唯一的全國性學

會的分別（註9）。

表中國教會在內戰時期對局勢的回應，以當時弱小的

生團體，也是基督教在中國第一個真正的全國性學生
福音工作團體。

幾十萬基督徒人口來說，實在無力對中國政局做出任

三年奮進運動

國共內戰 期間，學 聯 以 南 京 為 總 會 所 在 地，

1946年12月3日，普世教協召開第十二屆年會，

1947 年 7 月「第二屆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

以「基督的教會與中國的未來」為主題，商討戰後基

何有力的回應。

註解：
1 C. Y. Che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Year

Movement in China , IRM 30, p. 177。
2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頁6。
3 五旬節運動的爆發始於1901年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
托比卡大復興，由查理斯巴罕（Charles F. Parham
1873-1929）所帶動，1904年巴罕將其傳到休士頓，感
動了威廉西摩（William J. Seymour, 1870-1923），他

結語

於1906年1月在加州傳揚巴罕的教導，五旬節的聚會
正是在加州阿蘇薩登場，幾乎天天有聚會，會中有被

夏令會」在南京舉行，約350位學生代表從中國各大

督教運動在中國的前景，決定於1947年1月開始聯絡

復興運動伴隨著中國教會史的發展，與西方教會

學前往參加，這是學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夏令會（註

國內各教會推行奮進運動三年計劃。「奮」字意指對

不同的是，崛起的中國教會無論在任何處境下都必須

旬節的信息帶到各地。參周學信，《靈恩神學與歷史

7），會中獻身的學生超過100位，他們響應「往中國

內要扶助信徒面對惡劣處境，能抖擻精神振作圖強；

面對這個課題──基督教如何挽救中國國運。因此，

探討》（台北：華神，1999），頁96-98。

新疆去」的呼召，組成西北靈工團，到中國西北邊

「進」字意指對外的行動表現。鑒於戰後人的道德

無論是主流教會、自由派教會、保守派教會、本色化

陲地帶宣教。在學聯會的影響下，中國教會史上第一

腐敗、民心渙散，所以「欲挽此頹風，除宣揚基督福

的獨立教會及其領導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國家主

次出現許多大專基督徒獻身傳道。

音，重建道德基礎，別無他途」。心靈重建是奮進運

義的牽絆而帶著這種特質。

動的核心思想。

1948年11月，共產黨到上海後，學聯總幹事趙君

中國教會在信仰的向度上重視的是實效性傳福

聖靈擊倒的、說方言的、得醫治的。兩次大復興把五

4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5-16。
5 同上註，頁16。
6 同上註，頁19。

影因為遭到密告，被迫離開大陸 （註8）。雖然如此，

奮進運動原本計劃：第一年從1947年1月開始，

音，奮興運動也成為整個華人教會回應局勢的一種

7 鮑忠，〈四十年來之南京基督教會〉，《金陵神學

在韓戰發生後的1950年之前，學聯事工大致上仍可

以「奮進自己」為目標，要信徒先自省懺悔，然後立

慣用方式。清末民初的復興運動、中華歸主運動、五

誌》，廿六卷一、二期合刊(1950.11)，頁75。又參L.

進行。1951年後，共黨加強控制，學生被禁止參加

定志向，邁上新生的路程。第二年從1948 年1月開

運、自發性的復興運動、靈恩運動、國共內戰時期的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 p.123。

政府註冊教會之外的任何宗教活動，學聯的團契只

始，以「奮進中國」為目標，要信徒本著中華歸主的

三年奮進運動等，都是教會針對時局的回應之道。

好轉成秘密的小組聚會，他們是家庭教會的始祖之

理想，獻上自己的生命，努力發展教會事工，藉此促

一。

使全國人民精神奮興。第三年從1949年1月開始，以
配合世界基督教運動為目標，完成天下一家、世界大

雖然今日中國教會同時存在著三自教會和家庭

教會，但他們都是普世教會所生的孩子，也是近代

8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35。
9 郭明璋，〈抗戰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頁26。

屬靈復興運動的結果，其實他們擁有共同的屬靈遺

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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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達

我 的 短宣視窗

著升國中二年級、小學四年級的兩個孩子

帶

要去中國短宣？ㄧ開始不覺得這是一個

的婚姻問題。這些社會現象推動了教會培訓
重點的改變，從聖經真理，擴大到如何在生

服事者該有的想法，服事者應以服事為重，但這
卻是太太的禱告。後來被太太說服了，因為孩子

教會領袖看到教會未來要多做年

需要我們的陪伴，跟差會作了第一次的接觸之

輕人的事工，才能因應教會的老化現

後，很感謝神，真有適合全家去服事的機會。

服事要有彈性

象，但他們對年輕人的事工有無力感，覺得與年輕人距

活中活出真理！

結語

離很遠，無法進入他們的世界。

體驗接待之道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短宣服事，且這次

在短宣隊出發前，一再被告知「服事要有彈性」，
這次在實際的行程中對這句話有實際的體會，且在服事
中經歷上帝的引領與保守。

住在接待家庭中，讓我們有回到家的感覺，因此特別
讓我對「接待人」有更多的認識與學習，才逐漸了解
接待者與服事者彼此的角色是有清楚的劃分。也就
是：接待者按著當地教會的能力，預備好飲食、住宿
等生活所需，讓服事者無後顧之憂，可以在服事時全
心擺上。
此行我對於接待同工的壓力，亦有些觀察。接待
同工的首要任務：由於不希望給被接待者有不夠周延

是否習慣，但這也使講員頗有壓力，特別是肚子因水
土不服，不是那麼適應時。另外，有次用餐時，桌上
的筷子都是免洗筷，由於在台灣養成隨身帶環保筷的
習慣，於是自然地拿出自己的筷子；沒想到下一餐，
所有的免洗筷都不見了，一律都是可重複使用的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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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內容之後，學員回饋：這些內容都是很切合青少
年目前的需要，應該要教導青少年這些觀念；但過去不

在出發前知道會有一個「同工培訓」的服事，主題
可能是教授某卷聖經，但到了當地才知道，培訓主題已

只學校不教，在教會也沒有相關的教導，青少年遇到交
友戀愛問題時，都是自己摸索。

服事青年或青少年事工時，所需要的帶動氣氛、與
年輕人互動的遊戲與活動，隨著年紀漸長，已逐漸陌
生。但正好透過行前上「青春無悔」課程，惡補了許
多好用的遊戲與活動，這些正是短宣所必須的。對於
講台的服事，則是有不小的挑戰。我過去有些主日講
台的操練，但是這次短宣常遇到上午、下午都是講台

改變了，是關於帶領青少年營會之同工培訓。青少年營
會同工的訓練，就我們最近二、三年的服事而言，是沒

負責青少年事工的同工若要想要開始這方面的教

形式的服事，不但發現連續的講台服事並不容易，除

有直接觸及的，並且與行前預備的方向不同。只能趕緊

導，還是要先跟教會的領袖有好的溝通，獲得支持之後

了體力、與聖靈的持續同工之外，也需要有系統的相

決定第一天的聚會安排，但想到接下的服事有許多的挑

才開始，以免產生後遺症。但要很坦然的跟青少年談這

關主題做為支持。

戰，就輾轉難眠，必須不斷禱告才能勝過心中的憂慮與

方面的議題，對這些同工而言，還是有挑戰的。
當短宣之旅結束，從機場坐巴士回台北。進入市

害怕。

認識變動中的中國

或有怠慢的感受，於是注意各種細節。例如，接待同
工不知道講員的飲食口味，通常以吃的多或少來判斷

在這次的聚會中，我們在介紹兩性關係、交友戀愛

這次短宣，經歷到上帝的保守與預備。特別是在

兒童、青少年事工的迫切性

區後，車子在不熟悉的道路左彎右拐，突然有種心理
落差。過去一個月走過好幾個大小不同的城市鄉鎮，

每到一個城市，總是隨處可見進行中的各種工程，

面對近五十位學員擠在一個房間內，有來自各地從

硬體建設可以加速，但民眾的公德習慣卻很難快速養

年長到青年的教會同工，也有當地神學班的年輕學員。

成，行人隨意穿梭車陣的驚險場面屢見不鮮。唯物主義

除了少數地區的教會已有多年舉辦青年夏令營的經驗，

發展到極致之後，過去所忽略的心理、心靈層面，現今

故期待得到帶領營會的新技巧，其餘地區的教會還是以

也以不同面貌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出現，例如婚姻問

舉辨兒童夏令營的經驗居多，甚至有個地區，今年暑假

題。農村家庭為了多賺錢，丈夫外出打工，夫妻長期聚

才有第一次夏令營。

少離多，以致農村教會要舉辦夫妻特會來面對日益嚴重

那種旅途的勞累、奔波的不定感，在歸家時，該是逐
漸平靜下來，卻發現歸家巴士所經過的街道都是陌
生的，好像還在短宣的路途中來到了另一個新的城
市。
總之，這次最大的收穫，是在多樣的服事中，自
己所得到的多種服事型態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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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 恩典之旅

大陸宣教
─工作坊─
鄎鄋鄎鄋鄎鄋

曉月

本會將於11月5日週
不是我第一次去中國，卻是我第一次在中國短

這

和上帝有直接的關係。信仰不能遺傳，雖在父兄，不

己已經法寶用盡，不知還能教什麼？他們需要

一上午，於本會會議室舉

宣。當我將短宣放在代禱事項中，有好幾扇短

能以移子弟。當我在台上分享信息和見證的時候，看

充電，需要裝備，需要彼此鼓勵交流。

行「大陸宣教工作坊」
，敬

宣的門開啟，而我選擇了在我心上有份量的中國。

見台下一雙雙發亮的眼睛，看見那點頭思考的神情，
我知道上帝為什麼帶我來這裡，因為他們和過去的我

計劃趕不上變化

同樣面臨到一件事：「這是我的信仰嗎？」當營會結

對性格平穩、不喜變化的我來說，首要的震撼

束，學生捨不得離開，他們從原本不愛來教會，變得

教育是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化。在行前預備的過程中，

願意主動來教會；從安靜變得開朗；從自我變得願意

每一週的開會，都會發現行程跟上一週的討論不太

為他人著想，我看見上帝的手在作奇妙的工作。

一樣。可能日期改了、地點改了、講題改了、甚至連
出發時間也改了。就在每一週的變化當中，我從一開
始的不適應，變得非常容易接受變化。「今天又改了
呀！」我在心裡默默對自己說，然後微笑面對。
上帝總是知道祂的孩子需要什麼，這樣一步步適
應變化的能力，在服事過程中得到很大的幫助。在當
地，我們同樣遇到各式各樣的變化，營會天數改了、
服事對象改了、講題改了、交通方式改了。當一切都
會改變的時候，深深明白只有上帝的愛是不會改變
的，祂定意愛祂所造的人；不管外在事物如何改變，
我們只是上帝手中的器皿，祂藉著我們祝福在營會當
中的青少年們。

看見兒童、青少年事工的需要

10

但是他們缺乏長程的計畫，透過當地同工的細說，我
們得知當學生在求學期間散居在中國各處的時候，
當地教會只能趁寒暑假舉辦大型營會來餵養他們。
一年二次的營會造就是不夠的，當這些學生回到學
校後，由於學校並不是都有學生團契，很容易淡化信
仰。如果我們要贏得這些青少年歸主，那就要開始培
訓帶領青少年的同工們，好讓他們可以陪伴並輔導青

也沒有教材。學生和我分享他放假要回家鄉帶兒童

每一個營會，我都看見了過去的自己。因著自己
的背景，我對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特別有負擔，

裡的兒童主日學老師，也有他們的需要。老師和我分

我知道有一個關卡是一定要渡過的，那就是要願意

享他確知這是上帝託付給他的工作，但有時會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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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者參加。
採事先預約，不接

上運用，我很想問：「然後呢？」我嘗試帶他
們自己寫教案；對特別有需要的老師，我承諾

受當天現場臨時報名。詳

為他禱告，但我想他們需要的是可以一起成長

洽：(02)2896-5713 #212

的空間，有人帶領他們、陪伴他們，讓他們的

周師母

教學之路走得更穩健踏實。

一趟恩典之旅

鄎鄋鄎鄋鄎鄋

當短宣結束後，我靜下心來整理的時候，
回顧每一場短講、每一個專題，我發現上帝也
在對我的心說話。原來我還不夠喜歡自己；原
來我還是會忙亂，沒有安靜聽上帝的聲音；原
來對很多事，我還是不夠勇敢。祂讓我好好檢

財

務

報

告

視自己，原來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好友問我：「你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次

很多大城市已經有兒童主日學事工，但一些偏遠

邀凡對大陸宣教培訓有

所教的短歌、帶動唱、小遊戲，準備帶回去班

少年。

主日學，但是他沒有教材，也怕自己教得不好。城市

中國與福音

些日子裡教他們什麼嗎？當他們歡喜接受我們

中國教會已經看見青少年、兒童工作的重要性，

的鄉村仍然缺乏：他們沒有兒童主日學，沒有老師，

奇妙的轉變

身為兒童主日學老師，我常常想，能在這

短宣嗎？」我說：「這是一場經歷許多恩典、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2年 8 ~ 9月收支 （TWD）

處處都有驚喜的旅行。」如果你心上的負擔也

本期奉獻收入

648,298 元

是中國，那麼我要以過來人的身分鼓勵你，好

本期費用支出

630,485 元

好為短宣禱告，親身經歷這一場有恩典、有驚
喜的短宣之旅吧！

17,813 元

本期結餘

雙月刊 93期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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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86)2 2896-5713
郵政信箱：P.O.Box 366, Beitou, Taipei 112, TAIWAN
FAX：(+886)2 2896-5360
http：//www.cmi.org.tw
E-mail：cmi@seed.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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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地區帳號）360170000125／（臺灣地區帳號）360102056600
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北投分行（TAIPEI FUBON BANK PEITOU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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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8, Mong Kok, Hong Kong
TEL: (+852) 2604-4456
FAX: (+852) 3525-1078
E-mail: cmihk1978@yaho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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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us.org
加拿大區會
740 Sherbourne Rd. Ottawa, ON K2A 3H5,
Canada
TEL: (+1) 613-728-1129
FAX: (+1) 613-728-6663
E-mail: cmican@cyberus.com

地

區

會

韓國區會
25 Chung-Dong, Chung-Ku Seoul, Korea
TEL: (+82) 2-778-3626
FAX: (+82) 2-773-6278
E-mail: dgtc1984@yahoo.co.kr
http: //www.cmikr.org
菲律賓區會
Unit 3A , Adelina Condominium 1, 25
Columbia St. (cor. Yale St . ), Cubao,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EL/FAX: (+63) 2-439-8568
E-mail: cmiphil53@yahoo.com
英國區會
200 Washington Road, Worcester Park, Surrey
KT4 8JJ, UK
TEL: (+44) 79-13849008
FAX: (+44) 20-83305285
E-mail: londoncm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