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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但

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原文翅
膀）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瑪4:2)

這段經文所啟示的是：耶和華的救恩臨近，正如曙光出現普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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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醫治其上的萬民。這片大地，可以是華夏神州，也同時是美麗台灣。
六四以後，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心靈的覺醒正如曙光乍現。最近我們
接觸了其中一些城市教會牧者與職場基督徒，看見他們愛主、愛人、愛
社會的心志讓我感動不已，他們對真理的追求是迫切的，對婚姻家庭與
職場倫理上的牧養需求是龐大的，海外教會與基督徒需要伸出援手，堅
固他們的信心，協助中國教會在社會轉型中發揮光、鹽作用。倘若貴教
會或您對牧養與輔導職場基督徒特別有負擔，可以與我們約談、交通。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曙光
CMI 活動報導

台灣最近因「服貿協議」產生許多歧見，發生以學生為中心的公民
不服從運動，造成社會極大的衝擊、不安，媒體報導有百餘人在驅離過

 從守望教會事件看中國宣教

未來發展

程中受傷就醫。我們懇切的為國家的平安禱告，為台灣早日凝聚社會共

莫忘神州

識禱告；也以最大的溫暖、寶愛來祝福這群學生，學識、體魄與智慧不

 亦生亦師，收穫加倍

斷成長，「敦品、勵學、愛國、愛民」(台灣大學校訓)，成為社會建設的

CMI 新聞觀察

中堅。畢竟，公民運動是短暫的，社會建造才是恆常的。我們也相信我

 霧霾的「三自」現象

們的政府定能發揮群體的智慧與力量，建設民主、自由、幸福的台灣，

 財務報告

同時推動兩岸和平往來、平等互惠。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
主的日子近了，大地醒起吧！居民歡躍吧！
光已經來到！」(賽60:1)

從 守望教會事件看 中國宣教未來發展

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寶藏。這場爭戰也是守望教會帶

在主裡成為一體。教會是超越這個世界的，教會

領中國家庭教會所做的爭戰。

要服從政府在世上的權柄，但絕對不是在信仰

被擄的三自會基督徒

洪予健牧師

三自會的架構是非法的

編按：本會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於2014年

台灣的教會有人會疑惑，中國為什麼會有家庭教

1月25日假中山長老教會，共同舉辦由洪予健牧師主講「從守望教會事件

會？家庭教會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特殊的意識形態，

三自這個全國性的架構是非法的，是強加

看中國宣教未來發展」之中國宣教研討會。承蒙長老會同工費心錄音及

其自認為已經掌握了宇宙真理，就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

在中國基督徒身上的。這一點我們堅決要摧毀、

整理全部言論，礙於刊登篇幅有限，本文經過編輯節錄刊載。

上，這是非常荒謬的。所以這場爭戰是屬靈的爭戰。

堅決不承認。三自以國家的名稱來統一中國基督徒，

北京守望教會自1993年從一信徒家裡開始聚會，目前已成長至一千

台灣的弟兄姊妹也許會覺得，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

餘人的家庭教會，但自2009年起，該教會一直受到中國當局的衝擊與打

為什麼要互相對立？在一起不就好了。這是不了解中國

壓，不允許他們登記，也不許可進入自購的會堂聚會，被迫於風霜雪雨中
聚會已4年有餘。主任牧師金天明，目前仍被非法軟禁中。

的情況。我不認為所謂的三自教會是教會的一部分，當
然我並不是排斥目前三自教會底下的弟兄姊妹們；但是
我必須說他們是被擄的，他們被擄在三自挾制中。我們

京守望教會為了什麼爭戰呢？不過就是一群基

教會可能是一逼就散，但是他們靠著主，一直堅持到如

督徒為了主日要在一起敬拜主。這在一般國家

今。

北

都看為稀鬆平常的，在中國守望教會的事件上，我們
卻看到真正忠於耶穌基督、願意背上基督十字架跟
隨主的忠心的中國教會，會面臨怎樣的逼迫。由此檢
驗出，中國政府的逼迫是非常嚴厲；另一方面，教會
靠著主站立的能力有多大。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我最近跟守望教會的領袖交通後得知，守望教會

（一）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

近三年來，信徒沒有一個散掉，每主日是由金牧師帶領

督徒，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遵守國家憲法、法律、

的，禱告會和小組查經也沒有散掉，這在中國教會史的

法規與政策；積極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

受逼迫事件上是第一樁。雖然守望教會的金天明牧師沒

設。

有人身自由，但是教會的主日崇拜仍然透過現代的通信
設備進行，有主日講章、詩歌，敬拜部、歡迎新朋友、

會被迫遷出租用了四年的大廈，此時已有成員一千

禱告部都行動起來，經由e-mail將週報發給弟兄姊妹，

人。2009年11月，被迫兩次在戶外主日敬拜，12月，

讓他們在禮拜天早上都收到。在這三年中，還有一百多

教會全額支付兩千七百萬人民幣，購置了一千五百

人信主，其中有四十多人因為在守望教會聚會，被房東

平方公尺的寫字樓，卻因政府的干預不得進入。至今

解除房租，被趕出北京，十幾個人丟掉工作，也在所不

三年來，守望教會幾位教牧、長老仍被軟禁在各自家

惜。

達三千多人次，關押時間從幾個小時至48小時不等，

從三自會章程第六條條款，就可以了解。第六條 本會

的任務：

守望教會成立於1993年，2009年10月29日，教

中；北京近100個派出所參與行動，抓捕、扣押信徒

（二）堅持三自原則，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鞏固和發展中
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成果。
你們想一想，教會怎麼可以歸從政黨的領導？就算
過去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也不會發生台灣的教
會要被迫宣佈加入中國國民黨吧！就連美國也不會有哪
個教會自稱在共和黨或民主黨的領導之下，或在教會的
章程上寫下這樣的條款。甚至在納粹時期，我還沒有聽

我們要藉著守望教會英勇的壯舉，來看看他們給我
們什麼啟示：

其中，主任牧師金天明被全天候看守。

說過有哪個德國教會的章程說要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所謂三自教會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教會。你聽過美國
有國家性的教會嗎？我只知道美國有各種宗派如宣
道會、浸信會、長老會組成的教會，沒有以國家名義
組成國家性教會。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有過希特勒時
期的「德國國家教會」，蘇聯的「東正教會」以及日
本的「天皇陛下教會」，其他幾乎沒有聽過。中國的

國家基督教就是「三自教會」。所以這是一場
「以基督為主」和「以黨為主」的爭戰。一個
黨照理講關心的是政務，但是共產黨規定加入者，必
須是無神論者，它是以意識形態為統治根基，它已經
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
很多人問我，就讓守望教會及其他家庭教會

的信徒好好敬拜神就好了，政府何必要花那
麼多力量去控制呢？我說，一般政府不會那麼
做，但是共產黨是全方位由黨一元化的領導之
下，它會這麼做。台灣跟中國所有的一切打交
道，乃是在跟它的黨打交道，而三自教會的領
導，就是黨在教會的代表。

「反中」是一個偽命題

黨的領導之下。當時的普世教協（WCC）就不承認德

林偉聯牧師說，不要把長老教會想成「逢中

國教會有會員資格，因為當時德國教會是被政權所控制

必反」。誰會反對中國或反對中國同胞？其實

的。三自會不是為了教會傳統的大使命，它乃是要團結

不是反對中國，因為兩岸是有共同血緣及文化

全部的基督徒做一件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積極參與

根基，乃是反對永遠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要教會做政治表態。共產黨要

知道在台灣的弟兄姊妹，有人會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

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認為你們是中國基督徒，所以你

黨。若有人說「你投國民黨就是不愛台灣」，對方聽

們的主人是中國政府，這就是中國教會信仰現狀。

了就會氣得要死。反之亦然。我相信台灣人都是愛台

聚會地點還給他們，因為他們已經付了二千七百萬

◎一場「基督信仰真理」與「自據為神、掌管宇
宙真理的意識形態」的爭戰

人民幣了，那是屬於他們的地方，政府卻不准他們使

耶穌曾問彼得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

用，這是不公義的。但是守望教會並沒有硬要打開窗

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

戶進去，他們仍然以最溫和、最理性的姿態來表達他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

們的訴求。讓我們知道神藉著守望教會要表明：所謂

權柄，不能勝過他。」(參太16:15-18)這個磐石當然不是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
使徒信經說：

灣的，這是你的成長地方，你幹嘛反對台灣呢？就像

至死盡忠的教會應該是怎麼樣的。如果不是靠著神，

彼得，乃是彼得帶領教會對獨一真神的認定，這是教會

聖徒相通。」教會是普世性的，聖徒是彼此相通的，都

誰會反對中國？所以「反中」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這場爭戰已經三年了，我們會想，也許政府會將



上被它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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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弟兄姊妹對中國有福音的負擔，這很好。但是

現在台灣有些國語教會跟三自教會打交道。他們一

很多人對政府總是抱著很大的期望，以為中國家

傳福音該怎麼傳，才能夠撒種在中國的好土地上，而不

聽到中國家庭教會遭逼迫，就勸家庭教會要服從政府，

庭教會的出路是在於執政掌權者的仁慈，以為只要

是在世界上被打敗。我們知道主耶穌的四種撒種比喻

甚至以羅馬書十三章1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

政府網開一面就可好了。這是沒有聖經根據的。神叫

那將種子撒在路邊的根本沒有扎根，還有一種是撒在

他」來規勸。這是錯誤的引用。

摩西跟法老講，第一句話就說：「容我的百姓去，讓

土淺的石頭地，一遇到逼迫，就跌倒了。這是世界對基
督徒採取文攻武嚇的兩種手段，武的就逼迫你，把你壓
倒；文的就誘惑你，讓你被世上的誘惑所絆倒，讓你的
土地長出荊棘來，將你擠住。

現在中國政府動不動就把談論中國問題、反對共產黨
的人當作是反華。世界各國只是要求中國能夠自由民
主一點、尊重人權一點，中國就說人家反華、排中。
基督徒是天國的子民，是屬神的，如果基督徒在一些
事情的理念不同，也沒什麼好稀奇，我們可以平和的
交換不同意見；如果把國家或是民族當作偶像崇拜，
我們就不是主的門徒了。

◎一場呼籲政府停止宗教迫害，敦促政府落實
其憲法中信仰自由的莊嚴宣告的護憲之爭。
守望教會若放棄以基督元首，這場爭戰還沒開
始打就已經輸了。守望教會是上帝的特殊啟示，讓這
群基督徒成為這個國家的祝福。

我分析過，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台灣的國語教
會因著宋美齡和蔣介石是基督徒，所以國語教會並沒有
意識到要跟政權保持距離。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的
國語教派並沒有為受難的台灣同胞發聲，這是台灣教會

虔派的方法，只管讓他們信主就好。他們是信主了，但

會因為自己跟國民黨關係好，相安無事，就反過來勸家

子，檢驗出教會在這方面的虧欠。我們常常考慮

他們是不是真的認罪悔改，被主得著了呢？不一定。為

庭教會不要跟共產黨過不去。兩岸的情況不同，跟

自己的事比考慮主多，常為自己的利害關係找出各種

什麼？因為主說，凡忍耐到底才能得救；你們當恐懼戰

國民黨政權相安無事，教會還可以是教會；但是

理由。因為支持守望教會要付代價。當你不想付代價

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雖然我們是因信稱義的，

跟共產黨政權在一起，教會就不是教會了。

時，那就承認自己的軟弱，但不是，許多人還用一些

2.教會與世界互相隔絕，導致教會不屑爭戰。

屬靈的言語把自己包起來，還說守望教會不對，因為

但是不是真信？要用時間來考驗。靠著忍耐功夫
造成的，只有那撒在好土地的種子，它要時時存
著誠實善良的心，也要忍耐著結實。這種忍耐表

有些教會認為不要跟世界靠得太近，就把自己關

示要抵擋兩種壓力，一種是逼迫，一種是誘惑，

在教會的牆內，也不去關心世界的事，這些教會的想法

這樣才能真正把教會建在地上。只有教會真正建立

好像是，就算世界再怎麼殘暴、不義、殺人，我都不發

起來，我們的肢體才有存活的空間。肢體是不能單獨

聲，反正一切等主來。這是錯誤的。不要跟世界靠得

存在的，肢體是不能單獨長大的。個人敬虔主義

太近，意思是不要隨從世俗的價值觀，這不等於

的路線，在過去可以保守住我們信仰的底線，但

不要關懷世界，而是要在這個敗壞的世界當中彰

絕對不是神在這個世代對中國教會的要求。

顯神的公義與仁愛，以搶救世界苦難的靈魂。教
會與世界互相隔絕，導致教會不屑爭戰。教會在世上的
任務是做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馬太福音5:13-14）

一下，但是所謂的公民自由從來都沒有(就是有參政

明確教會在世界上的身份

3.教會間互相隔閡，導致教會不能合一爭戰。

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有言論自由和集會結

1.教會與世界靠得太近，導致教會不能爭戰。

戰。

掉，如果放掉，它的統治地位就會動搖。中國政府最

神學家凱柏說，當教會停止爭戰時，就表明自己

係。我們知道保羅將教會比喻做基督的身體，是非常適

停止成為教會。「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

當的，因為這是血肉關係，是生命相連的關係。

怕守望教會在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公開聚會形成一個
規模，讓別人看到有教會不受政府管制而能建立，這
這是當局絕對不能容忍的，因為會威脅到它繼續統治

不要說專制政權，就算是民主社會也不要跟政權靠太
近。我們特別要注意，教會與世界靠得太近，會導致教
會不能爭戰。因為教會不是倚靠勢力，乃是靠耶和華上
帝方能得勝。

教會在對抗政府。

所以不論是新派、自由派的教派跟世界靠
得太近，或是保守基要派根本不管這個世界，
這兩種都不好。教會要能行公義、好憐憫，與
你的主同行。當不公不義的事在你面前發生
時，你為什麼不發聲呢？

政教關係中的理解偏差
「政教分離」乃是指，在上帝主權的設立下，教
會與政府的功能分割，而非公民在政治與宗教在其

當守望教會受難時，我們是不是如哥林多教會一
樣，一個肢體受苦，我們就一同受苦。這是肢體間的關

就是與神為敵了。」
（雅四4）教會不該跟政權走太近，

他對抗政府。甚至還有人說不是政府在對抗教會，是

真理價值上的分別以及權利的行使。

教會是被上帝分別為聖，是屬祂的。荷蘭改革宗

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共產黨的統治是全方位的，它沒有一方可以放

以統戰他。」你在他眼中算老幾？人常常不自量力。

我認為，守望教會的爭戰，也像是一面鏡

◎從守望教會看中國宣教與教會建立的走向

真正取得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開創性爭

好意。很多人天真的說「他統戰我，沒關係，我也可

要反省的。因此，當國語教派到中國大陸傳福音時，就

加了，可以出國、旅行或是可以私下找兩三個人抱怨

結社團體。守望教會在帶領一場中國民眾將來

的擊打他。所以我們永遠是靠主，不是靠政權的好心

現在我們在中國大陸宣教，不能再倚靠從前傳統敬

持平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自由度是增

社自由)。家庭教會在憲法上是不被政府承認的集會

我的子民來敬拜我」，法老就收緊權力，神就一次次

我為守望教會講道時，被人攻擊說「洪牧師你在
講政治」，我說「我是在講信仰，三自才是搞政治」。
當以信仰捍衛被綁架的教會，你倒說我搞政治，這完
全是種錯誤。

共產黨將世界當作一架機器。每個人都要做螺絲
釘，有鋼鐵般的性格，完全聽黨的操作和控制。黨要你
在哪裡，你就在哪裡，要閃閃發光，永不生鏽。這就是
我們擁有主的生命的人和把人當作機器操控的政權的
一場爭戰。

政不是政治，教也不是宗教；而是政是代
表政府，教是代表教會。英文是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government，是教會和政府的
功能分別。上帝設立教會是傳揚祂的赦罪之道，是
帶著神的特別救恩來的。而維護社會公義秩序，有強

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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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講得很清楚，禁止美國國會制

是以訓練門徒，建造堅定合一的領袖團隊為優

是交由政府

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不

先。使所建立的教會有嚴謹純正的信仰告白，有完整

來 執 行。政

能贊助某一信仰，把它列為國教。現在中國政府動不動

的章程法規，教導會眾「凡事都要按次序行」。

府不是空空

就要三自教會的領袖表態感謝政府，因為在政府的改造

的 佩 劍，它

下，才可以合法的朝見主。 中國家庭教會是不得已的

不是叫行善

產物。教會是屬於公共的空間，家庭乃是私人空間。這

的 害 怕，乃

兩者合在一起，就變成中國現在的信仰狀況。守望教

是叫做惡的

會想要走到公共空間是艱難的，共產黨一定要把

害 怕，因 為

他壓下去。

它是來伸張上帝的公義的，絕對不是用來打壓上帝的
教會和子民的。

◎結論：

在文革前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三十年裡，保守了教
會屹立不倒，並使教會在文革後得著廣大的復興。由
此，中國家庭教會在國人面前，令人信服地摘除了基
督教「洋教」帽子。那麼我們求主賜給新一代的教

會領袖更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切切不可陷
入「大中華」的民族自大情結中，熱衷於創建
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而非站在基督普世真理

所以，政教分離不是公民在政治與宗教在其真

1.如果說，神為中國的家庭教會在過去和新派的屬靈爭

的高度上清理更新三千年專制文化中所包含的

理價值上的分別以及權利的行使。所謂的政治乃是眾

戰中站穩了基督信仰的根基，即堅信聖經的全然無誤

邪惡。事實上，中國教會不再受「洋教」帽子之困，

人之事，政治不是骯髒的，政治可以清明，靠著主的

與耶穌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必要，那麼今天的爭戰就

信仰，我們可以好好的管理，不讓政治被污染的太厲

要帶領教會不再輕視神學和知識，全面地繼承兩

害。那是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份責任。

千年來，特別是改教運動以來留下的純正信仰的教義
系統和敬虔的神學成果。

保羅吩咐提摩太帶領教會所做的事，「我勸你，

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

2.如果說，神為中國家庭教會在過去的屬靈爭戰中留下

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一批不畏強暴，歷盡苦難，而不向三自會低頭的信仰

無事地度日。」(提前2:1-2) 你要為君王禱告，也要知

勇士，那麼，我們求主加力給我們新一代的教會

道他的做為，他如果做得不對，就要求神制止；他如

弟兄姊妹，在當今政商勾結，權錢交易、色欲

果做得好，就在神面前為他獻上感謝。這就是基督徒

橫流的世代裡，站立得穩「好像明光照耀，將

的社會責任。教會若沒有從信仰裡面建立起政治

（腓二16）。
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並非是中國國情獨特使然，乃是基督信仰普世大公性
的明證。

洪予健牧師，現任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

李盈
謝神給我這次到大陸短

感

宣的學習機會。這是我

第一次參與大陸短宣的服事。

當牧師在禱告會上宣佈召集

師，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董事。1982年畢業於上海

短宣隊人員時，我心中對上帝

復旦大學化學系。1991年春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物

說：「主啊，若這次你願意用

理化學博士學位。同年赴加拿大作博士後研究期間信

我，讓我有機會去的話，就求

主。1992年秋蒙召就讀溫哥華維真神學院，並參與該校

你親自開路吧！」結果，接二

中國研究部事奉，帶領卑詩大學中國學人查經班。1995

連三的超級順利，使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讓我裹

年春取得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自1996年5月起任溫哥

足不前的藉口。從時間，證件，機票，籌備，同

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師迄今。洪牧師除牧會外，經

工的配搭等等各方面，都看見上帝一一開路，

觀、法治觀、人權觀、經濟觀，就只能聽世俗專

3.如果說，神為中國家庭教會在過去的屬靈爭戰中留下

常受邀在北美、歐洲、南亞各地向華人特別是來自中國

就連在學校所上的密集課程的科目，都似乎是

家的話，反而失去讓基督在文化中掌權的機會。

了一批不顧專制的逼迫，堅守個人信仰權利與良心自

大陸的學人和移民佈道，培靈，支持中國大陸家庭教會

在為這次的短宣教材所預備的。在上帝完美

要三化、不要三自

由底線的勇士，那麼我們求主加力給我們新一代

的發展不遺餘力。

的時間和計畫之下，祂成就了這件美事。而我

我參加中國福音會，就是因為當時趙天恩牧師的
三化異象感動我(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
督化)。中國的教會要走三化的道路，不要走三

自的道路。

的傳道人能有勇氣，不再躲藏，不怕逼迫，帶

就依靠著祂的恩典，憑著祂所賜的信心，與中

領教會進入公眾場所，得著自由敬拜上帝的權

國福音會配搭，來到了中國西南地區，平安地

利而爭戰。此舉意義非凡，因為如此就開創了中國

去，也平安地回來。

民眾將享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的
先河。

三自是講自治、自養、自傳，乃是分裂主
的身體，把當年那些為中國同胞獻上的西方傳教士
都趕走了，斷絕主內肢體的關係，完全以國家民族當
做最後的認同歸屬。這絕對是中國教會對世界教會的
虧欠。



5.如果說，神為中國家庭教會在過去的爭戰中，尤其是

亦生亦師，收穫加倍

北京守望教會金天明牧師在風雪中講道
圖片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13/n3256402.htm

制性的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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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說，神為中國家庭教會在過去的爭戰中著重以傳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4年1~3月收支

（TWD）

在整個策劃當中，我與另外兩位同學平均
分配了整個青少年營以及培訓班的教學課程。
我們都按照個人的恩賜來分配教導的內容。其

福音，搶救個人靈魂的為主要的事工重點，那麼我

本期收入

1,685,065 元

中一位同學負責教導青少年輔導，另一位負責

們求主加力給我們新一代的傳道人，不再滿足

本期支出

1,215,564 元

每天晚上的主體資訊，而我則負責團體活動，

本期結餘

469,501 元

遊戲以及教英文。接著下來的培訓班，我們就

於個人式的遊行佈道，零散據會點的設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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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西敏小要理問答》，共一百零七問。這

設計的遊戲，主要是讓他們能夠在遊戲當中發揮團體

樂的心來裝備自己，應用神所賜的恩賜和智慧來傳揚

一環節是以三個人輪流分段式的方法來完成。

合作，互相扶持以及彼此相愛的體驗。每個遊戲都有各

祂的名，盡心盡力將人引到神的面前。耶穌基督就是

另外，在啟程之前，再加入了另一位同工與我

別的宗旨和目的。遊戲結束後，他們會在晚上的小組分

真光，不來就光的，必死於黑暗幽谷裡。要行在光中

們配搭，他負責營會的領唱，串場，以及教導

享中回顧他們所經歷以及學習到的功課。學生們的極力

的，就必靠著這真光而行。

主日學老師訓練。

參與，甚至為了達成最終的目標而賣力地付出所有的體
將他們的信仰與生活連接起來，邁向屬靈生命的成熟。

學員的程度不一

我們老師們精心設計了許多活潑生動的投影片，以及應
用一些道具來將一些難懂的神學理論生動地表達出來。

前來參加的學員們，年齡層主要介於十五歲（高
中）至二十三歲（大學）左右。其中有幾位較小的是
十二歲，也有幾位是已經就業的青年人。他們大多數
都是第二代以上的基督徒，有些甚至已經是第三、第

這不但使學生們能夠透過貼切的生活道具以及熟悉的
圖片中來明白真理，也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注意力。當

力，他們的毅力和團隊的精神是我最受感動，感觸最深
的學習。我反思自己在為主工作時，是否也像眼前所看

青少年營會結束後，就立即進入培訓課程。《西

見的這些青少年們一樣，充滿活力熱情，完全不顧旁人

敏小要理問答一百零七問》是我們教導的主要核心。

嬉笑的眼光，獻上所有的力量，以達成上帝所託付給我

學生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基要的基督教信仰宣言。

的使命的最終目的。

透過這些問答的精簡扼要的內容，不但能說明學生們

我看見有些學生們不斷努力地抄寫筆記，他們的認真又

清楚明白有關上帝的全面真理，也能

渴慕的學習態度，是我最大的鼓勵與安慰。

四代了。雖然如此，由於當地非常缺乏傳道人，以及
缺乏在神學裝備上的資源，造成他們對基要的真理

讓他們在回答非信徒對他們所發出有
關基督信仰的問題時，從中快速地得

曲折挑戰：學員從茫然到領悟

沒有扎實的根基。當然，也有些是對基要真理已經很
熟悉的，卻無法將他們的信仰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

到精準的答案。在上帝完美的時間表
第二階段就是我所負責的部分：英文班，戶外遊

裡，祂為我們預備了一切。就在這次

戲，以及團體活動。基於他們年齡層差異的因素，我以
因此，當我們面對眼前這群學員，無論是年齡層

唱英文詩歌，教他們用英語禱告，遊戲，並選擇了三篇

的差距，或是在真理知識程度上的不同，都為我們在

英文的聖經經文，以讀經，翻譯的方式來學習英文。第

備課的時候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與挑戰，促使我們在

一堂課開始時，我嘗試以全程英語來進行。但是很快就

教導的材料中必須作出很多的調整。感恩的是，我們

發現，他們沒辦法明白我在說什麼，而且我的速度也太

還是盡力達成了學員們普遍上都能夠理解我們所要

快了，導致他們一直對我表現出一臉茫然的表情，讓我

傳達的資訊之果效。在整個備課的過程當中，我只能

必須不斷的踩煞車，強制自己慢下來，用中文解釋。

說：是靠著從上頭而來的智慧，以及神早已為我們預
備的豐富資源，才有辦法達到這些學員們的需求。

我們所做的事
在這次的營會和培訓當中，我們設計所有課程的
最大宗旨是以福音為中心的教導。希望透過這些教
導，能幫助他們對基要信仰有更扎實的清楚認識，以
建立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整頓他們的基督徒生活。
每天上午的時段是教導有關青少年輔導的課題。課
程主題主要分成三大方面：（一）真理上的認識：認
識上帝，認識罪，因信稱義等；（二）基督徒的生命：

這第一堂課的切磋可說是對我和對學生們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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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科目就是「如何教西敏小要理問
答」。在神這天衣無縫的安排之下，
使這班青少年間接地從我們承襲了
西敏小要理問答當中的精華。當學生
們炯炯有神地認真學習，甚至看見他
們被上帝的話語擊中內心而眼眶含淚

靈命的建造和實踐

時，我也強忍著心中的悸動，不敢怠慢地盡最大的能

到了晚上，就由男同工以講道的方式來強調一天當

聽了他們的英文程度有多深，但是所有的資訊以及我個

中所學習到的主要信息和總結。三個晚上的信息主題

人所想像的評估，與實際的情況卻是有很大的差距。經

分別為：罪的起源，重生，以及福音。講員以聖經真理

過第一堂課的「大戰」，再作一番的大調整之後，最後

和他個人的生命見證來讓同學們思考上帝在他們生命

最後，除了向神獻上無盡的感恩之外，也非常感

決定從原本準備的三篇經文中選出最容易的一篇，再將

中的作為，以及聖靈對他們內心的屬靈生命所說的話。

謝中國福音會提供這個服事機會以及中國當地接待

這一篇分成三堂課來慢慢教。並且，將其中的問答題改

信息內容中的一些訓誨，透過聖靈的動工，進而在學生

我們的同工。在每個環節，每位同工及學生的身上，

變成拼字尋寶遊戲，以免他們對這些陌生，對難理解的

們內心裡扎根，更盼望這些種子會繼續不斷地發芽旺

都是上帝讓我學習、塑造我的對象。這次的短宣雖然

外文感到枯燥乏味。終於，在接下來的英文課中，學生

盛，結出豐富的果子來。講員鼓勵聽眾要以信心和討神

是從事教導的工作，但對我來說則完全是個培訓我自

們終於卸下了一頭霧水、茫然無助的心情，與老師一同

喜悅的行為來榮耀神，而神也要使用祂的子民來成就

己的工作。與其說我是個導師，不如說我是個在每個

在和諧安好的氣氛下把所有的英文課都完成了。

祂在創世以前就已經定下的旨意。各人都當守本分，盡

過程中都學習良多的學生。沒有一件事是我能靠著自

責地活出神的形像和樣式。在基督裡，我們能夠在絕望

己能夠做到的。若不是上帝的大能，同工的配搭，學

中看見盼望，在壓力及忙碌中仍得平安。在克制罪的苦

生的擺上，這件美事就不會成就。願一切尊貴、榮耀

寓教於樂

些教材是取自在神學院所上的「青少年輔導」課。特
別針對青少年的神學基礎，信心的塑造，引領年輕人

短宣啟程之前，神學院開了一門密集

相當大的驚歎和挑戰。雖然，在課堂開始之前有稍微探

悔改更新，成聖，恩賜，服事等；以及（三）日常生活
的層面：人際關係，學業，工作，感情問題等等。這

學習救恩要道

至於團體活動和戶外遊戲，對這些精力充沛的青

難中，認識到上帝的大能和信實，祂使我們在逼迫中仍

少年人來說，絕對是他們最期待、最享受的項目。我所

能屹立，在死亡中仍有生命。我們必須堅守福音，以喜

力將最好的獻上。

萬事互相效力

都歸於我們全能的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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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霾天氣，不僅能見度低，張

空污問題主要是人為因素，官員個個心中有數，豈

霧霾文學熱。中國百姓表達對時局不滿時，向來

圖片來源：http://economy.caixun.
com/wkp/20131105-CX03c7r9.html

口會喉嚨痛，呼吸系統不

能高枕無憂。難道任由霧霾矇蔽良心，打算眼不見為

不是走上街頭抗爭，抒發管道往往訴諸文墨嘲諷，順

順暢，不少人難忍身體不

淨？當局想要永續經營，先要讓祖國山河永續經營，否

口溜挺盛行的，人人都可以是作家。所以，此番霧霾

適而上醫院。

則霧霾再度如影隨行，嗆得百姓窒礙難行，不滿之心高

讓沒錢走不了的，又不甘願過著毒氣生活的，為了緩

漲，國家監控攝影系統也因灰濛濛而效能不彰，當局一

解日子悲憤，出現不少以霧霾為題材的生活創作，算

向害怕的社會失序說不定風起雲湧！

是苦中作樂。

這可不是天災，是人
禍吧。中國做夢都不會料
到，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
不是資本主義，掐住國祚

籌碼，共同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逐夢。聖經提到神

算帳呢？灰濛濛的霧霾有

少留學海外的菁英歸國，想不到各大城市連番出現的霧

賦予人類管理大地的使命，要管理的對象是神所造

如陰魂不散，使醫院人滿

霾天氣，竟讓外國人才避之唯恐不及，本地優秀份子也

的生物和大自然；因此，人的角色是管家，所求於管

為患，官員無計悲嘆，百姓

有了出走的念頭，因為重金難買新鮮空氣。

家的則是要有忠心，以敬畏神之心管理大地。中國當

連

襲來有如一層金鐘罩頂，本來嶄新煥發的城市，竟是

自身難保

同時，中國人又有著「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的精神，生機雖受霧霾威脅，商機卻冒出頭來。
口罩、空氣清淨機熱賣。面對重汙染空氣，出門在
外，口罩也像手機一樣，是必備的物件，少了它就會感

有些科學專家聲稱霧霾成因不全是人為，也可能是
自然天氣，試圖降低人為責任。還有軍事家玩笑說「霧
霾對雷射武器是最好的防禦」，還做一首打油詩：「我

中國出現這種異常天象，可不是詔告什麼大人物

愛北京霧霾天，霧霾裡面最安全。美國雷射制導彈，霧

將要誕生或是天佑中國的吉兆，而是國家自食其果的

霾裡面瞎了眼。」都什麼時候了，連近在眼前的霧霾都

警訊。

驅逐不了，還妄想遠在天邊的美國導彈？

這陣子霧霾出現於各地的時間長、範圍廣，可不

霧霾讓中國人不分貧富貴賤，無人能倖免，也使得

能單純歸咎於自然氣象，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後遺

三月初的人大政協會議籠罩在霧霾的陰影中，成為不可

症，與能源結構和工業化的污染物排放有密切相關。

避免的話題。霧霾不見不散，到底誰要負責？要如何解

不少城市飽受霧霾之苦，由於人口多，車輛大排

前「實事求是」的路線，應該要反省如何與自然生態
共存，唯經濟利益掛帥只怕換來大地反撲的惡果，賠
上老百姓的健康及生存空間，如此社會，何來和諧之

常之事將要發生？原來是霧霾作祟，鋪天蓋地

自食其果

社會和諧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國土資源是握在手中的

的竟是空氣污染，該找誰

話：「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處處惹塵埃，讓人不見天日、桎梏難行。

號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視經濟建設為

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實力吸引不少外資進入及不

該怎麼辦？借用毛主席的
月來，中國各大城市的天象異常，似乎有不尋

自求多福

除危機？委員們是自身難保，苦不堪言。

到活不下去。室內屋裡，空氣清淨機也像床鋪沙發一
樣，是必備的家俱，少了它就難以舒暢安歇。據說這兩
樣在購物網站熱銷到不行，為商家賺進大把鈔票。
環保商機。雖然霧霾讓外人不敢久待，但也有人嗅

習近平主席還特意不戴口罩視察民情，果然搏得

大樓爭相氣派，施工方興未艾，比高、比特色，疏散

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的親民形象。但總不能老靠

不了廢氣，還以為身在雲端中。

「屏息凝視」來提升人民滿意度吧？

網路上流行幾則以霧霾為題的創作：

霧霾蔽日不見天，空氣污濁籠大地。不分貴富與
貧賤，好漢有種你別吸。

到環保商機即將在中國掀起旋風。據聞比爾蓋茲就看準

錦繡河山霾如畫，城市建設跨駿馬，我當個吸塵

中國整頓空氣品質帶來的商機，三月初和另外一家公司

器有多榮耀，戴個口罩走天涯。

宣布與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子公司結盟，將在山西斥資建
廠，生產環保引擎。
移民。中國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詡，如今天地之大，
居然連吸一口新鮮空氣竟成了奢求，要逃到哪裡呢？有

長龍，比富、比排場，排放大量廢氣，瀰漫空氣中；

有？

錢人或有能力的為了兒女的成長生存打算，開始尋找移
民機會，專辦移民機構出現不少上門生意。

山外青山樓外樓，舊宮霧霾幾時休。毒風熏得遊
人醉，直把帝都作非洲。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
在上海街頭牽著你的手，卻看不見你的臉。
今晨，北京，在霧霾中摸索出門，朦朧中看到路旁
一老者，獨坐桌旁，肩披白褂，桌子上擺一小圓

現代化工業及生活的能源消耗模式所排放的廢

想要恢復神州淨土，國家要嚴格立法重視環境生態

筒，裡面都是籤。我上前去拿起圓筒晃了半天，抽

氣量，加速空氣中的懸浮污染物微粒越來越多，在都

的整治及維護，並要有執行的決心、迫力和效率。然而

出一支遞上前去，說：老先生，人生如霧，何處是

會區更容易聚積高濃度污染，高樓林立並不利於空

國家經濟發展定向，重大企業、重工業及能源開發皆是

路？給解一卦吧！老頭說：我就賣個早點，你晃

氣循環，不利於稀釋空氣中的污染物。尤其在冷天及

掌握在政府手中，涉及的官商層級環環相扣，蘊藏龐大

我筷子弄啥？

靜風時，地表冷空氣不易進行上下循環對流，更使得

的經濟利益結構，整頓的大刀首先威脅到黨內官僚和企

空氣中聚積的污染物滯留難以疏散，就形成嚴重的霧

業，牽一髮動全身，將損及不少人的利益(或許也包括
不少人大政協委員在內)。能治得徹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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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下的哈爾濱
圖片來源：http://www.dw.de/image/0,,17171119_403,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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