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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實的信仰必然帶動文化的更新，基督徒的生活

真

見證、基督教的思想、倫理與價值觀均可以影

響所處環境，近而轉化社會精神文明，這也是十六世
紀宗教改革的使命之一。三化異象中之第三項「文化
基督化」，就是中國基督徒的社會與文化使命，要把
中華文化重新連結於上帝的創造、基督的救贖與聖靈
的引導之中，讓我中華民族恢復上帝創造時原有的尊
榮、得著基督裡的恩典與聖靈中的自由。
本期，我們繼續提醒海內外同胞謹防東方閃電
之毒害，同時也需維護憲法精神，政府不可踰越權限
扮演起宗教異端裁決，而制定了邪教罪。另有兩則文
章，一則是報導本會最近在未得之民中的宣教見證，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中國基督徒需要承擔文化使命
CMI 新聞觀察

 國家不能有邪教罪

──從鎮壓「全能神教」看宗教信仰自由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認識中國異端套書

──《真理異端真偽辨》、《留心閃入的
異端》

充滿了上帝的恩典與帶領；另一則是回顧屬靈前輩王

莫忘神州

明道，效法他為基督受苦的典範，我們既與基督一同

 未得之民宣教見證---主的帶

受苦，也必與祂一同復活得榮耀，作主門徒沒有其他
捷徑。阿們！

領絕對無差錯
基督教與中國

 對日抗戰下王明道的苦難觀：

以《在火窯與獅穴中》為探討中心

國家不能有邪教罪
從鎮壓「全能神教」看宗教信仰自由
浙江蘭溪抓捕58名
「全能神」教徒

曼德

圖片來源：h t t p://
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2-12/20/
c_124124130.htm

編按：中國福音會素來維護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之純正基督新教信
仰。關於異端問題，我們於主後2000年即已針對大陸內的異端，如
東方閃電與三班僕人等，收集資料與見證，出版書籍與手冊，極力
辨明真道，因為這些異端共同的特性就是曲解甚至不讀聖經，傳另一種時代論，在基督耶
穌之外傳另一位基督、設立新的救主。我們一方面大聲提醒弟兄姊妹勿中了異端迷惑與
挾制人的圈套，一方面也呼籲中國政府勿藉著取締異端而打壓家庭教會與宗教自由，因為
我們深知維護宗教自由是保障人權的基石。故此，除非異端教義明顯違反良知與善良風
俗，否則國家不能替代宗教功能而規定宗教信仰之內涵，進而審判何者為正宗、何者為偏
邪，不能重蹈宗教改革前後異端裁判所之錯誤。本此，國家不能制定邪教罪。

新疆老街街道舉辦防範「全能神」邪教教育轉化培訓班（2013年2月25日）
圖片來源：http://www.fzxj.cn/view.asp?id=211400

活動中有刑事犯罪活動，但是作為世俗的政權，絕不

教」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活動，只要不觸犯刑法，在一

能因為它的教義和傳教活動而將之定為邪教，繼而剷

個自由國家，也是應該受到保護的——他們可以自由

除之。

傳教、發展教徒，甚至遊行示威。這些都是一個公民
應有的權利。

國家不能有邪教罪
政府定邪教罪，就是給人的精神、信仰、思想定

近，中國當局掀起了自鎮壓法輪功之後，又一

不會以邪教罪進行懲處。宗教正、邪問題屬於信仰問

輪鎮壓所謂「邪教」運動，這次鎮壓的是一個

題，要由宗教內部判定。

最

叫「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的新興宗教團體。
據媒體報導：「連日來，青海、陝西等9個省區市抓
獲了與『全能神』教有關的500餘名造謠者，其中包

關於有神無神，人如何獲得永恆，自救還是他

括400餘名『全能神』邪教人員。江蘇無錫和浙江蘭

救，世界末日何時來臨，人類的創造者、拯救者、終

溪近日已抓獲近百名『全能神』邪教人員。」2012年

結者，以及信仰群體的組織方法等，都是各宗教聚焦

「12月5日起，青海省內相繼發生8起『全能神』邪教

的中心，各有各的答案。這些答案的對錯乃至正邪，

組織人員公開聚集鬧事事件。青海警方搗毀『全能

只能由宗教之間來討論、判斷，政府無權介入，更不

神』邪教窩點多處，收繳橫幅、光碟、標語、書籍等

能在法律上對之進行界定，這是政教分離的基本原

各類邪教宣傳品5000餘份及電腦、擴音器、手機等一

則。

批涉案宣傳工具。」
這次鎮壓讓我們似乎回到了1999年鎮壓法輪功
時代。在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絕不會讓政府界定
某某宗教為邪教，然後對之進行血雨腥風的取締、
鎮壓。在宗教自由國家，宗教組織和宗教教徒犯下綁
架罪、殺人罪、非法拘禁罪、詐騙罪等刑事罪名的，
當以刑事罪處罰，但政府無權對其教義進行評判，也



政教分離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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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神教」從1990 年代就開始在中國國內傳
播，並一直與基督教正統派別發生著衝突和矛盾。
按照基督教正統教義，它是明顯的異端，其教義完
全違背基督教信仰，如它的「基督論」（宣稱有女基
督）、「末世論」（人能預測世界末日），其在教會組
織上也與正統教會有巨大差異。儘管「全能神教」在
基督教內是明顯的異端，屬於邪教，也儘管在其宗教

客觀看待異教徒

罪，世俗政權沒有這個權力和能力。美國憲法修正

有些中國人，甚至某些宗教信徒，一提到異端教

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

徒，就覺得他們不是人、不是公民，應該格殺勿論，

「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

甚至不惜靠政權對之血腥鎮壓。前幾年，北京有幾個

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

基督徒律師到東北給幾個「三班僕人」（基督教內異

美國沒有邪教罪，摩門教是傳統基督教派別公認的異

端，也被政府定為邪教）骨幹作法律辯護，當時有一

端，但美國保護他們法律上的信仰權利。日本的歐姆

些老牧師痛罵他們為什麼給異端辯護。實際上這些

真理教和美國的人民聖殿教，殺死了很多人，但最後

牧師不懂律師是去捍衛三班僕人骨幹作為公民、被

政府都是以殺人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來處置，而沒

告人的合法權利的，法律權利的維護並不等同於贊同

有以邪教罪處理。教義的正邪，只能交給宗教本身和

他們的教義和歪理。異端邪教徒也是公民，有公民的

宗教間處理，而政府只應在法律層面來處理宗教組

合法權利！

織的刑事民事責任。政府有義務保護每個宗教的法
律權利——即使是被公認的邪教，也讓它們在社會中
合法、平等地存在。

歷史的軌跡
在宗教自由國家，諸宗教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寫到：「人人有思

何宗教組織不能依靠政權來興旺自己，政權也不能

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

因為教義的區別，而歧視和扶持某個宗教組織。宗教

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

依靠政權來打壓異端異教，就成了中世紀天主教之

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

宗教裁判所；而地上政權自命為上帝代表來審判宗

由。」文中所指的宗教，不單指的是正統宗教，也包

教之正邪，就成為英國清教徒時期的國王（兼國教元

括「法輪功」、「全能神教」等新興宗教。「全能神

首）。當時英國國王成為英國國教聖公會的首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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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異端套書
(1)《真理異端真偽辨》---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 ＋ (2)《留心閃入的異端》---認識東方閃電
(1) + (2) 定價：新台幣 340 / 套，三套或以上再 85 折優惠

《真理異端真偽辨》----- 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
河南省街頭懸掛著打擊全能神邪教的宣傳標語
圖片來源：http://www.cmoe.cn/rdjj/shequ/17089.html

廣東省坪石鎮
圖片來源：http://www.lcedu.gov.cn/Article/UploadFiles/201303/20130322151836600.jpg

其他宗教和基督教派別迫害摧殘，最終導致清教徒

辨析和抵制，對之擾亂秩序、傷害、詐騙、非法拘禁

革命和五月花號清教徒逃到美洲並奠定美國的根基。

等犯法行為，基督徒也可以報警。但基督徒們不應苟

維護諸種宗教在法律上的合法權利，正是基督
新教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世界上最先取得宗教
寬容的地區，恰恰是基督教新教（清教徒是在英國的
新教徒中的最重要支派）的地區，當時其他的宗教大
都是唯我獨尊，以暴力剷除異端和異教。清教徒運動
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政府不能審判宗教的正邪，宗教
也不得依附政權來剷除異端，宗教及教派不得被政

同政府，憑教義來給諸宗教派別定罪。世俗政權不能
定宗教之正、邪。一旦基督徒認同世俗政權對其他宗
教派別的裁判權，肯定會危及基督教自身，比如中國

捍衛宗教自由

宗教信仰上的任何權力，宣佈政權不得干涉公民的

生命意義和永恆價值的權利，它甚至先於人的生存

宗教信仰，也要防止自己再成為新的宗教裁判所、依

權和言論權。我們認同各種宗教（尤其是一些新興宗

靠新政權剷除異端異教。清教徒的偉大領袖克倫威

教團體）在政治權利上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只有在宗

爾是信仰自由的極力宣導者，他掌政時，清教徒、聖

教自由的環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

公會，甚至穆斯林、猶太人，都和平共處。

汰。我們應該確認：信仰的內容我們可以保持不同，
但在信仰權利這個政治權利上應該保持一致。各種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3年3~5月收支 （TWD）
本期收入

1,815,418 元

本期支出

1,249,194 元

本期結餘

566,224 元

對於「全
能神教」，基
督教內部有
義務對它從
教義上進行

2. 個案篇──案例調查報告
重生派、肉身成道、東方閃電、三班僕人
3. 評析篇──異端觀察評論
4. 參考篇──多元角度的諮詢

教。總之，國家不能定有邪教罪。

宗教自由是人類的第一自由，是一個人確定自己

財

目錄：
1. 導覽篇──中國教會現況

基督教中不少非異端派別，卻早已被公安部定為邪

權所歧視。作為清教徒的歷史任務，既要結束國王在

適當以法律
正視異教之
威嚇

簡介：為何廿世紀歸信基督人口激增的中國，同時也是異端勃興的
溫床？本書不僅從基督教教義及教會史的立場，評析中國大陸異
端滋生的理論基礎與組織形態：並由中共宗教政策、中國傳統
文化、民間宗教影響等多重角度，全面剖析真理、異端之爭。

信仰團體應該聯起手來，互不歧視、互相協助，共同
爭取人權和民主。我們要認識到中共專制是我們唯

《留心閃入的異端》（認識東方閃電）
作者：余雋瑞、胡志偉、楊子聰 著
目錄：
第一章 作好防備
第二章 中港異端之全能神（東方閃電）
第三章 全能神教會的手段
第四章 「慎防『閃入』『閃失』的信徒」信徒分享離教及
回轉經歷
第五章 慎防東方閃電入侵教會
第六章 家人去了異端，怎麼辦？

一的敵人，只要專制存在一天，任何信仰也得不到自
由。我們拒絕各信仰之間在政治上互相排斥；恰恰相
反，正是我們都需要信仰的自由和權利，故我們在這
個基礎上應該聯起手來，抗議中共對各信仰團體的迫
害，呼籲海內外各信仰團體在新形勢下聯合和團結起
來，為爭取宗教信仰自由而作出不竭的努力。

購買辦法（請註明：認識中國異端套書）
一. 信用卡（2-5天出貨）請到中福出版社 http://cmipub.dptmall.com/ 下載、列印後逐欄填妥，傳真、
Email 或郵寄至「中福出版有限公司」收即可。或請來電索取信用卡表格。（亦可自行按表格樣
式填寫各欄資料）
二. 郵局劃撥（5-7天出貨） 戶名：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劃撥帳號：18919775 請確實填寫姓名、地址、
電話、訂購品名、數量。
三. ATM（5-7天出貨） 戶名：中福出版有限公司，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銀行代碼012），帳號：
360102060128，並請來電確認。
■ 台灣地區一律免郵資；總價1000元以上再八五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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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虹

未得之民宣教見證--前我們提到在尋找傳福音的族群對象時，我們

之

等待期間，開始和老闆娘聊天。這位老闆娘看起來不像

朋友太太此次由於

一邊禱告尋求主，一邊查閱有關中國少數民族

漢族，D姐妹問她是哪一民族，她的答案竟是C民族！當

農忙，無法再度接待

的資料，發現其中一個少數民族，他們有一個古老傳

場令我們驚喜不已。她的娘家是距離9公里外的C族村，

我們。我們開始有點

說：「很久以前，神與人原本有很密切的關係，由於

她是從村裡出來讀書，後來嫁給這地的漢族丈夫，她的

擔心「是否她認為我

人類犯罪的緣故，人類從此沒有辦法再靠近神。」這

普通話講得很好。

們是為了傳福音接進

個古老的傳說近似我們的信仰，促使我不由得對這個

C民族產生興趣。

我們很興奮地問她關於她民族的許多問題，她從
未聽過耶穌。但透過她的講述，我們發現，原來在解放

經過幾次探勘，從摸不著頭緒、無功而返，到找

前，他們的村裡有教堂，後來被拆了，如今已改建成學

到了蛛絲馬跡卻不得其門而入，各種難關都不能摧

校。據我們看到的資料記錄，這民族的基督徒人口是

殘我們的心志，反而為每一次的進展而興奮，越發感

0％，沒想到，原來曾有宣教士來到他們民族中間傳過

恩。更堅信是主帶領我們逐步地接觸C民族。

福音，且建立教會。這民族的語言沒有文字，當然沒有
母語聖經，如今他們完全離棄基督信仰，一個信徒也沒

遇見一位熱心嚮導
這次我們到不同的縣城裡尋找 C 民族，主預備
了D姐妹來幫助我們。這位姐妹很有傳福音的熱忱，

有。知道這個情況後，我們對該民族的負擔更加增了。

探望多年未見的友人

們還是決定再去她家。
我們講好跟她夠熟悉之前
先不傳福音，這次拜訪的目的
是關心她，和她做朋友，並瞭解 C
族文化和語言，這樣才能有效地長期
和她建立良好關係。我們要謹慎，不能糟蹋主給我
們的機會，現在不傳福音不是妥協，而是為了日後

我們在年節時去她家吃殺年豬飯，之後再由她哥哥帶我們

要走更長遠的路。

去C村。這樣，可以用愛心關懷扶貧的平台進到C民族中，

為了減輕他們招待我們的擔子，我們帶著和

也可以避免面臨安全上的疑慮。

當她聽到我們的計畫，就熱心允諾要協助我們達成

飯後，我們離開那裡，帶著感恩的心再度回到D姐

他們一起用餐的魚肉。到了他們家，發現他們真的

願望。D姐妹打算要她的兒子開車載我們去尋找C民

妹的友人家。這次看到他們在種菜，看到很久未見面的

是忙農活，我們當中的四個年輕人這下子可以發

族，山路崎嶇不平，而她的兒子願意開著剛買不到一

D姐妹到來，很高興地接待我們。友人的妻子是少數民

揮他們的專長，好好幫他們做農活了。而我們夫婦

我們需要買一輛車子作代步，就不用時常要付工資

個月的新車承擔使命。我們走了上百個轉彎的山路，

族，D姐妹問了她之前從未問的話「我這次帶他們來找

和D姐妹就去找上次小吃店的老闆娘。這次她的丈

找人開車，時間上也比較彈性自由，發放扶貧物資也較容

進到了一個鄉村，這裡住著一位D姐妹十多年未見面

C民族，請問妳是哪一族？」她答「我就是C民族！」我

夫也在場，跟他們談了一些信仰的問題，反應不是

易。沒想到，我們去年服事的那間教會竟奉獻了一筆錢，

的朋友，D姐妹打算拜訪，並向他傳福音。我們的車

們的心再度雀躍，聽到她們彼此認識的由來，更覺得主

很好，但有機會交談卻是好的開始。之後和四個年

足夠剛好可以買一輛車。主真是知道我們的需要。

開到他家，卻無人應門。D姐妹說，回程一定還要經

的帶領真是奇妙。她的丈夫30年前還沒有結婚時，在山

輕人會合，年輕人們只花兩個小時便完成他們夫

過他家。

上追兔子而認識D姐妹的先生，兩人因而成為好友。我

妻倆需做一整天的工作，足讓他們有時間和我們

們這次真知道主很奇妙地為我們開了一條向C民族傳福

相處。接下來我們慢慢跟她們吃飯談話，也開始跟

音的路。再次確信神是何等盼望這民族能夠重新聽到福

C族婦人學語言。教語言需要有耐心，幸虧她很樂

音進而歸向祂。

意教我們。也讓我們更多知道她老家C族村子的事

走進一家小吃店
我們繼續行駛到下一個村鎮，已到了中午用餐時

情。我們一直希望同工可以入村包地種莊稼養牲

間，於是去找餐館。第一間餐館生意很好，人手不足
無法招呼我們點菜，在無法乾等下另尋其他店家。不



她而心生拒絕？」但我

搭起友誼的橋樑

口，和C民族生活在一起，看來有這個可能性。

遠處，我們看到一家小吃店，店內沒有一個客人，一

回到我們的住處後，著手進行語言學的課程，學習

我們關心她的家人時，她提到哥哥家很貧窮，

問之下，店家準備的米飯也不夠我們一群人吃。但老

如何掌握未曾接觸過的語言，往後要學習C族語時就派

嫂嫂生病，他們的孩子念書有困難。我們向她提到

闆娘保證馬上煮好，雖然看起來不太樂觀，起碼要半

上用場。過一些時日，我們又帶著畢業生們出發，主要

其他教會的愛心助學事工，應該可以適用在他哥

個多小時後才能用飯，但我們還是決定慢慢等她。在

目的是去找那兩位已聽聞福音的C族婦人。但D姐妹的

哥的孩子身上。感謝主，她想了一會兒，決定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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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一輛代步車

由此印證這一切是出於神的帶領，更堅定我們從事C
族福音事工的信心。

代禱事項：
1. 在中國開車不易，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規則，加上我們時
常在山路行駛，請為我們行車出入平安禱告。

2. 請為今後入村與已結識的兩位C族婦人互動代禱，以及
我們要學習C族語代禱。

3. 祈求主，使我們更有主賜的智慧和謀略進行跨越文化隔
閡的福音事工，讓C族人早日認識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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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抗戰下王明道的苦難觀：
以《在火窯與獅穴中》為探討中心
陳大暢

戰期間，大多數的西方宣教士(特別是美籍宣

抗

教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得不離開中國，

中國教會面臨經濟上匱乏，同時也失去宣教士的帶

第二，對浸禮的要求嚴格。王明道1918年到河北

領，外援幾乎停頓，在這段時間，中國傳道人負起牧

保定西關長老會的烈士小學任教，其教職工作深獲

養與傳福音等奮興佈道工作，走過艱難歲月。由於篇

校方器重，有意栽培他出國深造，卻因他主張浸禮才

幅有限，本文僅以王明道(1900-1992)為例，但不擬

是聖經的真理，與主張灑水禮的校方發生齟齬而遭開

全面論述王明道在各時期的思想，將以王明道身處在

除。因此，王明道建立教會後，堅持浸禮原則，甚至

當時受日本逼迫與威脅的北京區，探討他的政教處境

要求每一個受浸的人必須固定聚會，也必須能夠帶人

與其帶來的苦難觀，並以他在北京基督徒會堂及《在

信主，這才表示其重生得救是夠清楚的。(註1)

火窯與獅穴中》一文作為探討中心。
第三，不採用「牧師」的頭銜。王明道認為「牧

一、王明道與北京基督徒會堂
王明道生於1900 年 7 月25日，22 歲開始傳道工
作，1927年創辦《靈食季刊》，該雜誌對當時新派神

師」一詞在聖經中是指「恩賜」，而非「職分」，更不
是「頭銜」；他自視為執事之一，與其他同工一起治
理教會，當然他更喜愛人稱他為「王先生」。(註2)

學在教會界的影響，起了很大的糾正作用。1934年在

由於強調回歸信仰的根本，王明道被後人歸為

神的帶領下，買下北京史家胡同42號的房子，改建為

「基要派」的代表人物。基要主義的出現，是不滿於

可容納七百人的禮拜堂，於1937年8月1日落成，命名

信仰對現代世俗世界的融合，或是改變信仰的表達

「基督徒會堂」，成為一獨立教會，沒有西方宗派背

以迎合現代世界的變遷等；基要主義者與現代世界

景，也不接受任何外國援助。

劃清界線，不妥協，甚至也不對話。基於這樣的立
場，在抗戰期間，導致王明道與日軍之間關係緊張。

王明道治理模式有三項特別之處。
第一，完全嚴格地遵照聖經的教導，跳脫許多原

二、王明道與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

先在諸多宗派裡的非必要傳統。主日敬拜十分單純，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1941年12月，日本與

未設任何儀式，沒有詩班，也不過聖誕節；教堂建築

英美兩國交戰，北京各英美差會所設立的禮拜堂都

簡樸，沒有任何基督教標誌或相關的藝術品，甚至連

被關閉，並另成立一日本控制之傀儡組織，稱為「華

十字架也沒有，只有在白色的大理石碑上刻著：「他

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王明道被日本在華當局要求

為我們的罪受害，他從死人裡復活了；他已經被舉到

表態，但他從禱告中得到啟示：「你們和不信的原不

天上，他還要再來接我們。(1937年夏建)」

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林後六14)因此決定不參加

「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
拒絕的後果是遭致日方的威赫，也有來自中國信

歸納出王明道的四項苦
難觀：

徒的非難。王明道理性地斷然拒絕加入此一政治味

1. 苦 難來自犯罪

濃烈的「基督教組織」，在心理上卻飽嘗痛苦滋味，

悖逆神，以及魔鬼的

他回憶到：「我願意度著平安的日子，我懼怕身體的

陷害。「除了犯罪悖

病苦禍患，我知道日本憲兵隊的殘暴，我曉得囹圄中

逆神以外，沒有可

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齡的老母，

怕的事。除了神真

我不願意她擔驚受怕。……回想1942年全年的歲月，

是可怕的以外，沒

無異乎在火窯中行走了三百幾十日。感謝神，在火窯中

有可怕的人。不怕當怕的，卻怕那

行走的不是只有我們幾個人，還有一位『相貌好像神

些不當怕的，真正可怕的事便接踵而至了。」(註5)「魔

子』的與我們一同行走，所以火無力傷我們的身體，

鬼陷害信徒所用的種種方法中，最通用而且最收效的

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

有兩種：一種是引誘，另一種是恐嚇。」(註6)

味。」(註3)

2.抵抗苦難臨到時的懼怕心理，其唯一良藥是

但此時期是他靈性最剛強的一段日子，他說若不

「倚靠耶和華」。「『懼怕人』是一種人力不能治療的

是神的恩典以及妻子的扶持，可能早就變節了。王明

重病，而且一染上這類病，緊接著就要發生許多其他

道堅持政教分離，不與日方妥協，只專心祈禱傳道，

可怕的病癥。
『倚靠耶和華』便是治療這種重病的唯

雖然未被日方捉拿入獄，但內心煎熬可想而知。他將

一良藥，而且是百發百中的。」(註7)

這段苦難日子的恩典，寫成《在火窯與獅穴中》。(註4)

三、在《火窯與獅穴中》的苦難觀

3.苦難中有神的拯救。「作一個有信心的英雄也
實在不是一件難事。無論遇見多麼險惡的環境，多麼
可怕的仇敵，多麼困難的事物，也無論聽見多麼驚人

《在火窯與獅穴中》一書，王明道以約瑟、摩

的消息，多麼嚴重的恐嚇，只要昂首仰望神，注目神的

西、大衛、但以理等人受苦的經歷，勉勵信徒。早在

大能，神的信實，神的應許，一個最微小最軟弱的聖

1922年王明道因浸禮歧見遭到烈士小學開除，就曾寫

徒也能作一個有信心的英雄。」(註8)

下《受苦有益》。如今遇到的苦難，其處境由神學立

4.苦難前面有榮耀的復活。「他(主耶穌)往耶路

場的不同，轉到政治立場的差異，不變的是個人對聖
經詮釋的堅持(堅持完全受浸與政教分離)，以及面對
苦難時對上帝的倚靠。在《在火窯與獅穴中》中，可

撒冷的時候，看見前面所擺的十字架的死，但他更看
見了死的後邊還有一個榮耀的復活。」(註9)

註3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155。
註4 王明道，《在火窯與獅穴中》（北京：靈食季刊社，1947）。
註5 王正中主編，〈奇妙的拯救〉，《在火窯與獅穴中》，《王明道文庫》第七冊，頁371。
註6 王正中主編，〈懼怕人的陷入網羅〉，《在火窯與獅穴中》，《王明道文庫》第七冊，頁379。
註7 王正中主編，〈懼怕人的陷入網羅〉，《在火窯與獅穴中》，《王明道文庫》第七冊，頁381。



註1 參王明道，《重生真義》（北京：靈食季刊社，1935）。

註8 王正中主編，〈兩個有信心的英雄〉，《在火窯與獅穴中》，《王明道文庫》第七冊，頁388。

註2 王明道，《五十年來》（北京：靈食季刊社，1950），頁135-136。

註9 王正中主編，〈不怕死的主與不怕死的信徒〉，《在火窯與獅穴中》，《王明道文庫》第七冊，頁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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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食季刊》
創刊號，1927
年創辦

王明道的苦難觀認為，苦難來自於人的罪與撒但

《靈食季刊》
發刊語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第114期，1955年)
圖片來源：http://jesus.bbs.net/bbs/0003/2096.html

的試探；他提醒信徒，遭遇苦難時的準備心態是「仰
望神、等候神，向神求援助、求拯救」。王明道進一

並不能自

而是上

步強調：人在苦難中，最大的需要就是「盼望」，盼

以為義，認

帝與約

望神的拯救，做一個有信心的英雄。

為遭受苦

伯對話

難便以為

的啟示

無辜，必須

祝 福；

體認到，認

而王明

識神、相信

道則看

神，遠勝於

到新約

踰越神的

基督的

權利。(註10)

救贖功

四、王明道苦難觀的神學反思
王明道的苦難觀有著中國教會苦難歷史的關懷，
但這與約伯的苦難觀有差異，略述四點神學反思：

1.苦難的來源
約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 ( 伯一1)，
苦難卻臨到約伯身上，可見苦難不完全來自人的悖
逆。約伯最後雖沒有從神得到苦難的因由，卻得到

3.苦難神學的時代處境

神自己。過去中國教會特別看重「魔鬼在苦難中的

王明道的信息帶給中國信徒在苦難中得安慰，

角色」，強調魔鬼使人陷入牠的網羅，這從王明道

但在其講論文字中甚少提及信仰在政治上的應對之

的〈懼怕人的陷入網羅〉一文便可看出，卻忽略了：

道，當他以同樣理由拒絕共產黨時，卻被打入「王明

對人來說，知道苦難的來源、勝過苦難的試煉或許

道反革命集團」的苦難泥濘中。趙天恩牧師曾強調，

重要；但對神來說，人承認自己的無知、無能、無所

當代基督徒應該認識與察覺所處的政治環境，才能

在，因而去經歷與祂同在則更為寶貴。耶穌在十字架

提前準備未來的變化。(註11) 王明道認為，政教分離

上問：「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廿七

是信仰的準則。但基督徒不可能自畫於政治環境之

46)天父並未當場回答耶穌的疑問。因此，人在苦難

外，政治和宗教其實是相互影響、互有密切。(註12) 對

中要從問“Why?＂轉而問“What?＂不只要仰望神、

於在苦難中的信徒來說，牧者所能提供給信徒的幫

等候神，更要經歷神。

助，不僅是要闡明聖經真理，更要有時代的眼光去批

2.苦難的必要性與絕對性
王明道肯定受苦的必要性，他舉出：基督也為

判。

成。苦難的結局是祝福的，但不一定是物質上的，在

共發行114期，《靈食季刊》的信息多為王明道的講

地上得著上帝的話語，在天上則得到榮耀的復活。

論內容，部分連慣性信息甚至被編輯成小冊單行本，
這些信息和其他王明道講論書籍，便透過出版流通到

五、王明道在苦難經歷後的影響力

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手中。

梁家麟認為「解放前(1949年前)，王明道在中國
基督教的影響力不算很大，他只建立了一所基督徒會

結語

堂，恆常聚會的人數百人，另有一個發展不太理想的

林榮洪曾針對在對日抗戰下的若干基督徒，包

佈道所；與倪柝聲所建立全國性的聚會處相較，不可

括王明道在內，提出他們對當時苦難中國的幾項神學

同日而語。」(註13) 另外，王明道晚年在旁服侍的章冠

上的肯定：一是肯定上帝的實在；二是肯定苦難的價

英亦表示「在中國教會裡，論恩賜，他(王明道)不如

值；三是肯定中國的前景是樂觀的。(註15) 身處在戰

宋尚節；論才幹，他不如倪柝聲；論神學造詣，他不

亂時，王明道以身作則，強調神的話語是基督徒唯一

如賈玉銘。他不過是北京的一個聚會點的負責人(按

盼望，因為基督也為我們忍受了十字的苦難，只有不

汪維藩的論點)」(註14)

妥協，才能使基督的名被高舉。

4.苦難的結局

人的罪，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並強調受苦有益；同

中國教會喜歡勸勉信徒，世上的苦難終會過去，

時，苦難也是絕對的，因基督的代贖為人類做了最大

因我們將來的盼望在天上，那是一個不再有苦難、悲

的榜樣。但我們要反思，人是以苦難來尋求神、親近

傷、眼淚的樂園。王明道便是以「榮耀的復活」來安

神？還是以克服苦難感謝神？苦難對人(罪人)來說，

慰信徒在苦難中的痛楚。但約伯的例子卻與中國教會

是一個必要之惡？還是必要之善？這幾個問題，其實

牧者強調不同。約伯的結局是蒙受祝福的，再次生兒

並沒有線性解答，而是視情況而定。但不管如何，人

育女、財富加倍，但其重點不在於物質的實質賞賜，

註10 卡森（D.A. Carson）著，何醇麗譯，《認識苦難的奧秘》（台北：校園，1997），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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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辦《靈食季刊》，直到1955年被停刊，廿八年間

但何以王明道能以一位在北京會堂傳道人身

在神學反思上，即使身在舊約的約伯，與認識

分，影響中國教會信徒？筆者認為有二個主因：一是

新約的王明道，有著不同的關注焦點，但苦難對王明

王明道親身經歷中國教會的苦難歲月，與其說王明道

道來說，「專心等候神」仍是唯一盼望，因此在苦

的受苦經歷之生動見證感動信徒，不如說他在屬靈與

難過程中，敬畏上帝，相較於只專注於苦難中之處

肉體掙扎的試煉中，深刻認識自己的軟弱，如此生命

境，更顯得可貴與智慧，這是人在苦難中神給人的最

靈程深受信徒共鳴；二是文字的傳播，王明道自1927

大祝福。

註13 梁家麟，〈王明道與北京基督徒學生會〉，《他們是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頁56。

註11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1997初版），頁117。

註14 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頁33。汪維藩此番論點出自：汪維藩，〈吳耀宗與王明道〉，《天風》復總81號
（北京：天風雜誌社，1989.09），頁12。

註12 相關討論參閱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註15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頁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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