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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女。」
（太五9）

「和

平」不是「鄉愿」與「廉價」的代名詞，和平使命需要奮鬥與犧
牲。

基督耶穌給我們立下和平之子的榜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奴僕的形像
來到我們當中，且死在十字架上，後復活升天、掌權，成就了上帝的公義與慈
愛。基督為罪人開闢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人可以因著祂而與上帝和好，
也經由祂而拆毀人與人之間隔閡的牆。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基督為了成就永世救贖，順服而付上死的代價；那麼，推倒人間因宗教、
種族、文化與政治所造成的藩籬，也需要有仁人志士的奮鬥、犧牲。迎接聖
誕季的來臨，在歡樂聲中，基督徒可否更深入的思考：有誰願意今日跟隨基
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親身作為這世代的和平之子？
實踐今日的道成肉身，成為天國的和平之子，必須有人肯離鄉背井進入

 委身作這世代的和平之子
基督教與中國

 大溫哥華基督徒在寒雨冷風中

為受逼迫的北京守望教會代禱
CMI 活動報導

異域，必須有人肯犧牲自我，效法基督與眾聖徒，步上充滿艱難困苦與血跡

「大陸宣教工作坊」活動報導

的道路，並將一切榮耀頌讚獨歸上帝，這就是作主門徒必須有的認識與委

莫忘神州

身。昔日美好腳蹤，有彼得、保羅、坡旅甲（最早殉道之教父） 、車金光（中
國第一位殉道者）……古今中外，不計其數。庚子之亂時，有一位西國宣教士
留下遺書說：「如今，通往沿海的路已經截斷。倘若我們葬身此地，請轉告朋
友們，我們是為主耶穌和中國而活，也是為主和中國而死。」真正跟隨基督耶
穌的門徒，是已經把死生置之度外了。
天國的和平之子，除了實踐福音宣教使命，也需要在文化、職場、家庭與
社會人群之中成為這世上的光與鹽，凡主所吩咐的都力求實踐，以人類生命

 宣教士來鴻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真神何處尋？》DVD版

歡迎上網收看
 耶弗他贈書計劃
CMI 消息

 回顧與前瞻
 財務報告

整全的面向推動聖經價值觀與倫理，這也是基
督徒責無旁貸的天國文化使命與國度觀。
過去一、二十年以來，台灣已成為全球社
會族群分裂、隔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經濟指
標與國民生計持續下滑，有誰肯為台灣困苦百

大溫哥華基督徒 在 寒雨冷風中 為 受逼迫
的 北京守望教會

代禱

姓背起十架？誰肯為這塊土地站在破口之上，

非任何地上政府的恩賜；神設立政府的
目的，在於確保公民的神聖權利不受侵
犯。

倚靠神的大能方能成事
如今神已帶領北京守望教會在逼

成為台灣的和平之子？期盼政府與民間均能積
極思考與行動。

造的。神賦予人的尊嚴和信仰權利，絕

李勁敏、黎玉萍

整理報導

迫中持守了三年之久，這場追求敬拜權
利的爭戰，已在中國大地建立了一座屬

十八大之後，中國大陸新一代的領導人已
站上檯面，保守派與改革派似乎已取得一定

【溫哥華信友堂消息】2012年

的平衡，馬列、毛、鄧、江等人思想依然作為

11月3日清晨，溫哥華信友堂和其他

基礎指導方針，然而我們可以預見未來主要

教會共六十多位弟兄姐妹，聚集在

路線，將是繼續推動由胡錦濤先生所提出以人
本為核心價值之「科學發展觀」，繼續推展具

信仰自由與基督教會活動之諸多限制，更多尊
重心靈的自由與信仰活動的自由；也企盼黨與
政府有關單位更多認識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觀，
為廿一世紀的中國引進和平、創新、自由、民
主、博愛等基督教價值與文化，為中華民族文
化的更新發展注入適時的、切中需要的新血
液。懇請中國教會以至政府都能與時俱進，以
新的角度與策略，發揚基督和平與犧牲精神，
帶給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幸福與和平。
十三世紀的聖方濟被當時的教會差往回
教蘇丹議和。以下是他當時的祈禱文：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
下祢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在懷
疑之處播下信心。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在幽暗之處播
下祢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喜樂。…」
誰肯為基督而去，作為這世代的和平之子



能成事；這豐碑粉碎了統治者的謊言，
堅定了信徒跟隨主耶穌的心志和腳步，
同時喚醒更多基督徒反思歷史與現狀，

紀念北京守望教會。
【圖】大溫哥華基督徒冒著風雨為
受逼迫的守望教會代禱

記念受苦的主內弟兄

投身天國的文化使命。西方的基督徒為
了爭取自由敬拜的權利，過去曾不斷抗
爭，冒著統治者殘酷的逼迫，以鮮血和

北京守望教會遭受逼迫苦待已快三年了。過去

的正是敬拜耶穌基督的自由，正是公民的信仰權利。政府對他們的

生命作代價，為敬拜自由、信仰權利和

十七個月，他們被迫到戶外敬拜，他們購買的教堂

逼迫，恰恰是剝奪了他們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同時證明了中國政

憲政民主的誕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物業被封鎖，牧師長老被監視軟禁，會眾被恐嚇帶

府向全世界宣稱人民享有「信仰自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獻。時至今日，政府是否維護公民的尊
嚴和信仰權利，已成為判別國家文明程

走。然而靠著神的恩典，他們一直堅持公開敬拜的自
由。三年前，他們第一次走到戶外，冒著大雪敬拜的

追求信仰的自由

度的公認標尺。守望教會的壯舉告訴我
們，西方基督徒能做到的，中國基督徒

消息，震撼全球！各地媒體紛紛報導。隨著時間的推

洪牧師更指出：政府如此行其實源自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根深

移，人們的關注逐漸淡薄。三年後的今天，溫哥華信

蒂固的觀念，即一切資源歸掌權者所有。只有統治者賜予，人民才

友堂在神的感召下，洪予健牧師第三度帶領信徒在戶

可以領受；統治者不賜予，人民就沒有，就只能忍受，別無選擇。

晨禱會一直在寒雨冷風中火熱地進

外，向遠方故土的肢體，表達一同受苦的心志。

這種制度剝奪了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歷朝歷代的主旋律就是權力

行，與會的信徒同心合意地高聲禱告，

與奴役。無權者就要受奴役，受凌辱。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漢人、

他們感謝神，使他們能在北美享受信仰

題傳講信息。他引用《聖經》哥林多後書四章7-11節

蒙古人、滿人輪番統治，這權力與奴役的劇幕自始至終仍在中國上

自由的同時，與祖國受逼迫的家庭教會

及16-18節經文，深入剖析了北京守望教會受逼迫，

演著。從皇帝的龍椅宮殿，到平民百姓的飯桌炕頭，無人倖免！

有份。求神賜福中華大地，賜福中國同

晨禱會中洪牧師以《守望教會的持守和盼望》為

對當代中國信徒、教會和社會的重大意義。
洪牧師指出：雖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享
有宗教自由。但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卻牢牢地控制宗
教活動，基督徒必須歸附政府屬下的「三自愛國教
會」，其他以外的基督教活動都被視為非法。信徒在
公眾場合聚會，更被嚴厲禁止。北京守望教會所爭取

呢？

量是無法成就的，只有倚靠神的大能方

教會門外，
冒著風雨向主切切禱告，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社會。既是以「人」為
本，我們期盼中國政府將能進一步開放過去對

靈的豐碑。我們深知這豐碑單憑人的力

也必能做到。

但洪牧師強調，基督徒是神的兒女，教會由耶穌基督親自創立

胞，保守並堅定北京守望教會弟兄姐妹

和保守，最高元首是耶穌基督，基督徒聚會敬拜主耶穌基督，領受

的心志和力量，高舉十架，鍥而不捨地

的是神的恩典和指引。政府不應利用政策或法規，去限制或剝奪基

追求人的尊嚴和信仰權利；求神感動中

督徒敬拜的權利。守望教會所爭取的自由敬拜權利，是中國歷史上

國的執政者，使他們明白一切權力來自

從未有過的。守望教會向世界宣告，她並非爭逐世俗的權力，乃是

上帝，維護公民的尊嚴和信仰權利是他

守護信仰權利。她寧願犧牲那看得見的今生利益，為要行使神在永

們的責任。

恆中賜予她的尊嚴與信仰權利。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樣式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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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宣教工作坊」活動報導
編輯室

宣教士來鴻
江虹
少數民族宣教士培育成果

會於十一月5日在所屬辦公室會議室舉行「大

本

從我們當天收到參加者的回應單可看出，大多肯

陸宣教工作坊」，當天出席約有卅幾位的牧

定此次座談內容較為實際、獲益良多，尤其提供及時

回想過去的六年中，我們的培訓中心遷

師、傳道及神學生，參加者是以電話邀約為主，他們

的資訊，有助於台灣教會對現階段中國宣教的認知，

移數個地方，先後來上過神學課程的學生共

大多是對大陸宣教議題持有負擔或有興趣，其中幾

增加更多地面培訓及實際狀況的瞭解，且探討的議題

有四十位，來學習之後受洗的有十來位，學

位曾參與本會的短宣隊。

對於從事大陸事工的同道具有反省力，以及見識到不

了兩年獲得結業的共有十七位。然後，評估

同策略所發揮的宣教效果。

他們對宣教的負擔與學習的成果，有五位克

本會舉辦此工作坊的目的，冀望能連結主內同

服困難終於完成學業，成為宣教士候選人。

道，整合各同道資源，提供具體的專業事奉策略，尋

從參加者建議我們多久舉辦這類型的座談會中，

求有負擔者日後合作機會，以因應中國時局變遷、在

大部分支持「一年舉辦二次」，甚至也有建議「一年

在這群結業生中，有兩位成為母會的傳

多元潮流下開闢大陸福音事工的出路。

四次或六次」，亦可看出大家期待本會提供更多平台

道員。經過幾年的磨練，不僅他們的身心成

的機會，促使大家能有更多、更進一步針對大陸事工

長，在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與知識上也

的實際交流。

都有長進。回想他們剛來學習時，有的連聖

關於這次主要內容，開場先介紹大陸教會目前趨
勢及各教會系統的觀察，講員都是多年從事大陸事
工的資深牧長；另外，也邀請基督徒台商分享他們在
當地經商的經驗談，以及在與當局互動的政商關係、

至於參加者對於日後我們舉辦座談會的議題，
也提供了許多建議，有「團隊管理」，「教牧諮商」

經都還沒有讀過一遍，也搞不清是否有重生
得救。真是不得不承認「可見栽種的算不得

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

企業管理的勞工關係和當地的風土民情中，如何與教

及「婚姻與家庭諮商」，或「如何以專業在中國事

會連結，共同發揮信仰的文化及福音使命。此次座談

奉」，「職場宣教」，「宣教到植堂到繼續宣教」，

會不同於以往本會所舉辦的研討會，所呈現的大陸宣

「學生工作」，「青年事工」，「媒體宣教」，「企業

我們為這群結業生舉行一場畢業禮拜，

教事工內容，結合實際發展處境，講員都是實地在中

如何與教會或宣教有連結」等，足見在中國的宣教勢

其中L學生的致詞見證說：「從前我想畢業以

國長居工作，他們所提供第一手觀察與經驗資料，極

必走入多元的模式，運用各種方法領人歸主。

後留在母會幫忙服事，因為教會有需要，我

具參考性，亦讓現場探討的議題顯得活潑有前瞻性。

本次講員提出「複合式宣教模式」，有別於
海外教會傳統的培訓模式，整合校園、社區、教
會植堂、學生工作及各式專業座談等，為宣教打
造一種新的可行性和長久性的經驗策略，他們在
現場的分享，令許多參加者的眼睛為之一亮，也
是參加者想要進一步瞭解的宣教模式。
至於是否願意參與本會短中長期的大陸宣教
事工，或到大陸教會實習，亦收到幾位表達高度
的意願。這也是本會期待透過舉辦座談會，能與
同道一起從事大陸宣教事工，連結不同人才，透
過互動交流，增進更多見聞，在堅守基督真理原

長的神。」

家人也還沒有全部信主，但我的神確實呼召
我從事宣教。因為一百多年前，從國外來的
宣教士把福音帶給我們的民族，才會有今日
的教會出現。但在中國，還有很多少數民族
連主耶穌的名字都沒有聽過！」

傳承宣教棒子
聽到這名學生的見證，讓我連想起第一
次聽見一百多年前，西方宣教士開疆闢土來
這裡傳福音的故事。此刻，那些宣教士在未
得之民的宣教棒子彷彿已交在我們的手中，

批學生，然後藉著他們的手把它再傳承下去。主已
經第一步垂聽了我們的禱告，親自呼召他們成為向
國內未得之民傳福音的宣教士。真是感謝讚美主！
謝謝您們多年為我們禱告，接下來要進入到
新的階段，差派他們到其他少數民族中間傳福音。
此外，我們也會招募新同工，希望主為單身的宣教
士預備有同樣負擔的配偶，好讓他們能夠一起同心
服事。

主內同道攜手同心服事主
另一個感恩的是，在畢業禮拜的前夕，另外與
我們有合作關係的兩間教會有幾位弟兄，也坐了
四十多個小時的火車來看望我們學員所在的少數
民族村莊。他們看到因為經濟困難而不能上學的
孩子們，就慷慨樂意長期扶助廿名就讀中小學的
孩子們的教育費。希望透過這些支援，他們教會所
屬的村莊與家庭生活會慢慢地得到改善，使他們
沒有後顧之憂，也更容易支持他們將出來奉獻給
主。另外，我們曾服事的沿海都市教會也支援我們
在C民族村莊的扶貧計劃，他們已陸續寄來好幾大
包保暖衣物，作為我們打開該民族的福音預工。
實在感謝主！能與主內同道共同合作、走宣教
的道路，這是主為我們開的一條美好之路徑。

但願我們能夠再把「傳福音」的棒子交給這

則下，激發更多與時俱進的策略，為大陸事工打
造更新更多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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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何處尋？》DVD版
── 歡迎上網收看 ──
歡迎上 youtube 網站鍵入：真神何處尋

張國騤教授 主講

或直接進入以下網址（分四單元）

《真神何處尋？》DVD版

回顧 與 前瞻

于迦勒

歲

末了，感謝主多年來一路的帶領，回想起來滿心感謝！
本會自從趙天恩牧師創設至今已達卅四年了，目前在香港、台灣、美國、加拿大、韓國、菲律賓以及

英國均設有分會，同心協力推展中國福音事工。在台灣的事工包括：宣教、研究與出版。
傳統上，我們宣教的重點以培訓家庭教會傳道工人為主，包含：聖經、神學課程、牧養、教會管理、

第一單元 http://youtu.be/7LUM6zarUbM

Where to ﬁnd the true God?

第二單元 http://youtu.be/8_vR8uvZVVQ

【國語發音、簡中/英文字幕】

青少年與家庭事工。然而最近幾年宣教轉趨多元化，我們更多重視都市教會問題、婚姻與諮商輔導、少數

第三單元 http://youtu.be/mAtDp8OePQk

原著由本公司發行（每本內含繁、簡體中文及英文），

民族宣教、職場與企業宣教等。簡單的說，大陸教會走出文革、實施改革開放以後，教會受到世俗化的挑

第四單元 http://youtu.be/9PTbx0b_kGY

共約 8,000 字

戰，出現許多前所未有的牧養、婚姻與教會管理問題。八九年民運以後，都市知識份子的教會快速興起，
因此，企業人士與知識青年的牧養與培訓成為新的課題。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的西部開發，我們宣教士也深
入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目前正接觸山區一新的福音未得之民，需要大家迫切地守望代禱。

耶弗他 贈書計劃

研究發展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是：今年《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完成數位化圖書與
套印典籍的發表，本會研究中心與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合作，歷時數年完成，共計72冊外加索引兩冊。《教
務雜誌》內容包含了1867-1941年之間西國宣教士在中國的宣教日誌與圖片，極具歷史與教會研究之價
值。本書典藏來源大多出自於趙天恩牧師藏書（存放與本會研究中心）。此外，我們也在今年四月邀請成

舊約中的耶弗他，可說是位悲劇英雄，因為他對上帝有一種愚昧的認知
（錯誤的許願）
，造

都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牧師等人，假中華福音神學院舉辦了「屬靈復興運動在中國」研討會；六月初，邀

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我們更同情關心現今許多連信仰對象都搞錯的人，因為荒謬的信仰認

請加拿大洪予健牧師在南京東路某地舉辦專題講座，探討「六四後知識份子福音運動的興起」。十一月

知，而造成各樣的災難或脫不開的困境。

初，我們在北投會議室舉辦了「大陸宣教工作坊」，約有卅餘位牧者與宣教同工參加。明年我們至少還會

就如施洗約翰為耶穌開路一樣，為破除許多人因誤信宗教而阻擋明白福音真理的機會，

舉辦2-3次的研討會與工作坊，屆時再通知您。

我們要以貼近成本的價格，提供張國騤教授著作《比較宗教談真理》
、
《佛教真相》和《真神

今年我們在人事上有些變動，弟兄我──迦勒接任董事會主席並暫兼代總幹事工作，企盼莊稼的主

何處尋？》
，以此三本作一個傳福音的
「耶弗他贈書計劃」
，希望大家送給周遭在錯誤信仰中

盡快打發收割工人來到本會，一同收割華人福音的禾場。未來，我們將繼續不斷支持中國大陸家庭教會，

迷失的人。這是每位平信徒都容易參與的傳福音行動，相信主必賜福您與受書的對象。

為他們守望代求，並且一同承接中國未來卅年的宣教工程：中國從一個接受宣教士的國家，轉化為差派宣
教士的主要國家，這段期間國內外教會也需要有更多的了解、互動、合作。
非常感謝讀者們的代禱與奉獻支持，你們的代禱乃是我們前方爭戰的屬靈力量！你們的奉獻提供了宣
教士生活與事奉上所必需的一切。您會發現過去兩個月本會財
務又出現了赤字，弟兄心裡有些難過與自責，是不是我們在何事
上得罪了主？然而看到同工們天天都很認真的工作與更多的擺
上，也看到您及許多代禱同工的支持，也使我安慰不少！請給予
本會同工前往貴教會分享宣教異象與事工報告之機會，可於宣

＊組合 《比較宗教談真理》1本 + 《佛教真相》5本 + 《真神何處尋？》小冊15本
原價台幣1480元，現以特優價1000元
（含運費，約六折）
提供此贈書計劃的參加者

教主日、禱告會、團契或成人主日學中分享，時間長短不拘。

◎ 此計劃作為鼓勵基督徒贈書傳福音之用，請勿轉售。

國度化、文化的基督化。因為，救恩出於耶和華，權柄、榮耀、國

◎ 欲瞭解書籍內容請上網 http: //cmipub.dptmall.com 或電洽 (02) 2885-5685 張弟兄

度永遠屬於祂，也唯獨歸於祂！

請與我們站在一起，推動中國與華人世界的福音化、教會的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2年 10月收支 （TWD）
本期奉獻收入

191,247 元

本期經常支出

231,363 元

少數民族事工費

105,594 元
-145,710 元

本期結欠

◎ 郵政劃撥方式：帳戶／中福出版有限公司 帳號／18919775 （請註明：耶弗他贈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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