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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四月以來，以浙江溫州為中心的拆除十字架行動，已造成

二百餘所三自教堂的十字架被政府命令或強制拆除，溫州基督

徒發起捍衛基督十架尊嚴的簽名運動，有些信徒甚至走上街頭，部
分教會的傳道人與信徒曾遭到逮捕或毆打，也有幾間教堂被夷平。
另一方面，中共擴大公布了新的邪教組織，並藉此對各地家庭教會展
開新的威嚇與逼迫。
今年七月、八月間，中國宗教局局長對各宗教協會發表一系列談

 本期內容 

話，要求各宗教加速與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相適應，並要求基督教信

董事長的話

仰「中國化」，新一波的「反西尊毛」的改革運動也悄然在社會各角

 徵召為中國福音化、國度化、

落湧現。中國教會若不能持守真道並即時護教，恐怕將由外到裡都

基督化的守望勇士

會被強大的無神論勢力與世俗哲學一一的滲透、同化與質變！我們

莫忘神州

支持溫州教會的護衛十字架運動就是要防止基督教信仰逐漸失去其

 我的視野開闊了

自主性、超越性與福音性，以致被邊緣化、內向化、儒學化。

「香」傳千里

筆者今年八月起隔著海峽與中國大陸幾位基督徒學者開始定時
聯合守望禱告，一方面求主堅固大陸基督徒在逼迫中的信心，一方
面能發揮振興社會道德與價值觀之光、鹽作用。請加入我們每日清
晨的為中國福音化的禱告運動，不是基督教逐漸降服於中國文化，而
是教會成為普照在黑夜中的燈塔，讓基督的愛與真光轉化中國文化，
賦予中國文化所缺欠的超越性與救贖性。
中國乃是上帝的中國，基督信仰不是文化配角，乃是永恆的主
角。

幸福烘焙食譜 ── 巧克力餅乾
CMI 新聞觀察

 宗教政策的「文革化」傾向與

新的「非基督教運動」
CMI 消息

 趙天恩牧師

安息十周年紀念禮拜
 第一屆趙天恩學術研討會
 財務報告

我的視野開闊了

羊。雖然參加人數遠超過我們的預計，但我覺得這是個

說他們要走很長的山路上學，這次來參加夏令營，就

好兆頭，主耶穌會完整保守所有小朋友，讓他們不致迷

有很多小朋友是走山路來的，結束後再度走山路回

失，就像祂講的比喻一樣，有一百隻羊，一隻走丟了，

去，如果要我走這麼長又不平坦的山路，我早就抱怨

雖然還有九九隻，牧羊人還是會拼命地找回那隻不見的

不已。我的生活環境比他們便利，我要上學又要學才

羊。而我們有一百位小羊，一隻都不能少，都要在神的

藝，嫌媽媽把我的生活弄太忙了，來到這裡，我發現

家裡。

我很幸福，也發現我平日的學習是有意義的，可以服

雖然這裡的環境條件跟我住的台北差很多，衛生間
並不衛生，臭臭的，睡覺的地方是在水泥地板上放麥稈
床墊，下雨後，外面地上的泥土軟軟的，走來走去，鞋
子沾滿泥土，房間地板到處都是泥土，而且不能每天洗
澡，只有洗手洗腳而已。吃的食物都是辣的，我都不敢

路可

今

年暑假，我們全家到大陸短宣，在那裡，我學
到許多事情，也經歷很多。爸爸媽媽在那裡教

導兒主事工及辦夏令營，有許多大人和小孩參加。我
雖然不用教課，但我負責司琴，讓他們唱詩歌。

我們在當地遇到很多挑戰，前往聚會的路上是
山坡路，沒有平坦的柏油路，而是黃土路，我們去的
路上下了很大的雨，車子行走在山路上格外危險，有
時打滑，有時輪胎陷在泥土裡，大家就要下車淋雨來
推。車子實在無法前進了，救兵就出現了，當地同工
們知道我們車子無法前行，就過來幫助我們，有人用
繩子拉，其他人在後面一起推車，而我們就改坐當地

到這裡，祂也聽我的禱告，尤其我在這裡遇到不少挑
戰，向神禱告更經歷到祂是真實的神，祂愛我，祂也
愛這裡的每一個小朋友！

吃，所以每餐我都只吃白飯和青菜。這些經歷是我以前

一百隻羊
夏令營，當我一進門，就被前來參加的小朋友給嚇

姐帶唱歌，她看起來有點緊張，一看到我們到了，心情
好像放鬆了，媽媽趕緊叫我上台去彈琴，幫姐姐伴奏，
我的心情早已被一大群小朋友給嚇住了，當下想逃避，
就拒絕媽媽的要求，媽媽問我「你來這裡是做什麼的？
你不是來觀光的。」提醒我的本份，我還是上台去彈琴
了，但我一直看譜，不敢看台下一大群人，爸爸也接手

這群小朋友的衣服看起來有點髒和舊，也沒有什麼
玩具和娛樂，但我看到他們很容易滿足，很認真學習，
而且禱告的神情很認真，令人感動。他們有的是兄弟姐
妹，大的很會照顧小的，我看到吃飯時，有一個哥哥正
在餵他的弟弟吃飯，吃完後還幫弟弟擦擦嘴，吸引我一
直看他們，因為我也有一個妹妹，但她還不到兩歲，爸
爸媽媽是帶著我們一起來短宣，他們輪流上課，下課又
要照顧妹妹，當我看到這位哥哥照顧弟弟的樣子，很感
動，所以之後吃飯時，我都搶著要餵妹妹吃飯。

上台帶領大家唱詩歌，配合琴聲，我覺得大家唱得更大
這群小朋友不論是上課或玩遊戲，都很開心，他

編按：作者是個長得很健壯的十歲小男孩，戴著眼鏡，

的拖拉機，這是我第一次坐這種車子，一路上搖搖晃

們認真和快樂的樣子很吸引

十足是城市來的相貌，過去也曾和父母多次到中國

晃，大雨又一直下，這趟行程很辛苦，還沒有開始服

人，我後來也加入一起玩。所

旅遊，但都只在大城市裡，這次是他第一次到偏

事，就先在路上經歷挑戰。

以，我覺得他們在神的眼中，

遠的深山農村，經歷不少新鮮事。饑時，吃的是辛

每個都是富足的。我要學習，

辣有勁的農家菜；睏時，睡的是不甚平坦且有跳蚤

在這幾天活動中也有不少挑戰，使我學到要倚靠
神的重要。夏令營前是兒主師資培訓，第一天就遇上
停電，據說是大雨把電路弄壞，一整個白天都沒電，

聲，更投入了。後來特別數一數人頭，剛好是一百隻小

不管是生活在什麼地方，凡
事都要倚靠神。

讓爸媽苦惱，因為他們準備的課都要有電腦及投影
機播放，而我彈的電子琴也因為沒電不能用。還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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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是無所不在的神，我在台北向祂禱告，坐飛機

沒有的，但神幫助我適應。

到了，到底有多少小朋友呀？台上已有當地教會的姐

一路不平

事神，可以當父母的助手，更重要是，我的視野開闊

一路順風

相伴的麥稈床；要方便時，當然沒有乾淨的抽水馬
桶，而是風景無邊的簡易廁所。父母投入兒主教學
行列，他則負責司琴，全程參與，連當地學生們的
分組表演歌曲也要他伴奏，為了抓緊時間，只見他
常捨去早餐，清早和他們一起練習。幾日行程下

些困難並不會阻礙教學進行和唱歌，他們都很認真聽

當營會結束，我們要離

來，從未聽他抱怨過環境的差異；相反，全家人只

課。第一天直到晚上才來電。讓我學到，凡事都有熟

開了，所有人都向我們說再

有他被跳蚤看上，他的肚子和背部都佈滿了跳蚤大

練準備，並且要倚靠主，還是很美好。感謝主，之後

見，希望我們再來，我立刻

軍的吻痕，隨後是奇癢無比，令人慘不忍睹，好笑

的夏令營聚會都沒有停電。

說好，我真的喜歡這裡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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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傳千里

要在一週內進行完整的烘焙教

此次

學實在不容易，學生們能吸收多少

教 授 西

也要顧慮衡量。課程的進行方式是

點烘培算

上午老師示範，下午由學生分組製

是另類培

作。烘培是做中學的，當然，大家最
期待的就是親手操作，之後等著香
噴噴的作品出爐。從食材的準備及

課程成品

靈靜

訓，上 課

哇～ 一指神功嗎？是在測試麵糰
發酵好了沒？

輕 鬆，學

調和製作，送進烤爐，到成果出爐的

生們不必乖乖坐在椅子上、面向黑板聽課，我也

完整過程，任何一環節都要講究，

不是拿著簡報筆或聖經講義上課，而是大家圍繞

夏有機會到內地參與職場技能培訓，這是第一

今

配方亂不得，時間快不得，烤溫更是隨意不得，稍有不

在一張特大的桌子邊，聽我邊教學邊示範，不時灌

次在內地做技能方面的培訓，教授的是西點烘

慎，付出的成果就會變形、走味，白費功夫了。所以，上

輸烘焙相關用詞及概念，解說食譜及製作工法，同時是

焙，此趟烘焙課程為期一週，前來上課的學生都是教

課除了是傳授烘焙技術，也要傳授恰當的烘焙態度。

更新他們對食材的固有認知，啟發對生活食材的善用。

會同工，對烘焙方面是新手，接受培訓的目的是以職
場宣教為主、技能為輔。
上課前購買材料器具的過程中，困難度很高，不
像在台灣烘焙的原物料、器具上都很齊備，採買也很

不可避免的是，既然選擇烘焙這行業，就要有不
怕胖的意識，從初學到熟練成為師父，想必吃遍不少食
物，這必經過程是為了訓練手感，也是在培養口感和品
味，附加價值是，自己的身材愈來愈寬廣。

便利，但這次上課的地區許多店家對於材料的名稱

之後大家動手操作，親自秤材料份量，揉麵，打蛋，測
試麵團發酵，作餡料…，馬虎不得，教室內散發著食材
的香味及學生們歡笑，成品出爐後，大家的眼睛紛紛為
之一亮，充滿神奇的驚嘆，極有成就感。

的確是一項新興的職場事奉平台，不僅培養同工有一
技之長的生活能力，藉由烘焙烘托出的生活態度和品
味，相對提升了同工的自信心和影響力，在宣教禾場
上散發麥香，也散發基督的馨香。

際也在西點的催化下流動。西點烘焙的精緻化越發烘

找到所需要的東西。花了兩天的時間在上課前準備

托出生活品味，尤其精心製作的成品出爐，就會想要有

材料和烘焙用具，感謝神，最後在另一個城市才找

會影響周邊的擺飾及環境清潔的要求，搭配的飲品杯盤

幸福烘焙食譜

也自然相對變得講究，進而化為一種生活藝術和生活態

巧克力餅乾

個合適相稱的器皿盛裝，襯托出點心的可口美味，連帶

到大部分的材料。

必要的基本功

@ 糖油打發粉料拌入，整形，入烤箱，成品

度。

學生分組動手。院子搭起棚子，好通風。

學生們想要以烘焙作為職場技能的選項，只學烘焙
技巧是不夠的，包裝經營和周邊搭配都是一門課題，甚

一堂課我就告訴學生，學西點是要斤斤計較的，在
材料重量上不能用「差不多」、「大約」等作法，因

點的接受度高，烘焙作為職場宣教的策略選項之一，

腹之外，西點的造型及滋味似乎能提升精神滿足感，人

帶著我們到處尋找，我心中不斷向神祈求，希望能

吃，製作方法又不同於他們本地的點心，所以在第

的專業，有一天竟在對岸作職能培訓。今日大眾對西

不同於日常主食，西點的作用可以在生活中填飽口

課，材料還未完全買到，隨行的當地同工不放棄的

由於西點對他們而言較為陌生，平日也不太常

團體照，捧著自己做的蛋糕，多有成就感！

打造生活態度

陌生，甚至沒聽過，讓我心裡很著急，眼看就要上

4

的氣氛很

翻轉固有認知

材料：
1) 無鹽奶油120g + 細砂糖75g + 蘭姆酒4g +
香草精1t

至蘊含美學，因此，專業化烘焙不僅是帶來生活能力，

2) 全蛋1.5個

也是在形塑生活態度。

3) 低筋麵粉225g + 泡打粉1/2t

為，一旦材料斤兩不準確，會導致配方失去平衡，進

西點過去曾是上流階層才會享用的食物，對市井小

而影響成品及口感。由於他們學的目的是要作為職業

民是額外的奢求，如今伴隨大陸境內人口流動頻仍，加

宣教的平台，不是在家自己烘焙享用，必須專業化學

上媒體資訊大放送，帶動各地大街小巷對西點的認識和

習，我就盡所能教他們。我主要教授的課程方面以基

嘗試，西點也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西點製作，對前

中國福音事工不再如早期僅以提供聖經神學等培

礎烘焙、教導烘焙知識、烤箱器具使用、材料選擇為

來受訓的少數民族學生而言是新的領域，尤其一般人的

訓課程為主，也不光局限在教牧實踐神學類的培訓需

主，內容有蛋糕、麵包、餅乾、派等西點。

日子向來只講求溫飽，對食物沒有多餘的講究，生活中

(b) 湯匙杓麵糰一球入烤盤，手指沾水推開

求，當今職場宣教儼然成為新興的事工面向，由此帶動

(c) 烤溫：180/160烤20分鐘，燜2-3分鐘

若非刻意則難得接觸到西點。

福音的興旺。從未想到，牧會之餘，我具有烘培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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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烘焙水滴巧克力豆110g

散發香氣

作法：
(a) 1料打發 + 2料分次高速打鬆發 + 過篩的3
料壓拌均勻 + 4料鬆弛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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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策的「文革化」傾向 與 新的「非基督教運動」
郭寶勝牧師

中國福音會（臺灣）特約研究員

鍵性因素影響：一是中國官方正統
思想及中國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二
是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納
的社會進化論的宗教觀；三是馬列
主義宗教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

據溫州傳道人最新統

根

時，毛詢問了吳耀宗的健康，表示關心，又語重心長地

帝國主義侵略對殖民地進行文化、經濟、政治侵略的

計，截止 8 月1日，浙江

說：「你的那個上帝現在不太靈了。」最高統帥一言九

利器」；四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策略與毛澤東的矛盾

被拆教堂或十字架達229處。

鼎，短短幾個字卻有極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國已

論。（註6）

但無法統計的數據可能是這

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現在快要壽終正寢了。（註4）

個數據的三四倍。這些被強拆
的教堂及其十字架，大都是屬

圖片來源：對華援助協會

三自會名下的教會。如此大規
模的強拆官辦教會的教堂及

部長李維漢及副部長張執一見面。李指出，宗教起源於

十字架行徑，在中共建政歷史上，除了「文革」時期

對自然的無知及社會的壓迫。此兩條件若不存在，宗教

外，都是聞所未聞的。目前這一波宗教迫害的確不同

亦消滅；現在宗教影響日益減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

以前，以往對基督教的迫害主要以打壓家庭教會為

準備，適應目前的環境和形勢。這番話明白無誤地傳達

特徵，對三自會名下教會幾乎不動。但現在不僅打壓

了中共計劃提前消滅宗教的企圖，事先對父親通風報

家庭教會，而且大規模打壓三自會名下教會，意味著

信」。（註1）

中共宗教政策正從利用、控制和江澤民時代的「與社
會主義相適應」，開始轉向為壓制、禁錮乃至逐漸消
除宗教的政策。這種形勢非常類似於1966年文化大
革命前，中共一改自1949年建政以來對基督教的統
戰政策（即打壓家庭教會、扶植三自會），而直接採
取消滅宗教的政策（不僅消滅家庭教會，也消滅三自
會）。

1964年，代表中共立場的理論刊物《紅旗》發表了
〈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一文指出，「宗教是麻醉

宗教政策是政治的工具
根據吳宗素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我所知
道的父親吳耀宗〉一文記載，當中共完成了組建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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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對三自會重要締造者吳耀宗的話音剛落，「文化

用。共產主義者始終認為宗教是落後意識，是會隨著

大革命」爆發了，紅衛兵們以「破四舊」的名義拆毀、

社會的進步而逐步消亡的，而如果政治需要，也可以

占領幾乎所有三自會下屬教堂，拆毀除了醫院紅十字

人為地使它消亡，這也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大前提。至

之外的所有十字架，抓捕、拷問幾乎所有三自會神職人

於統戰的需要，乃是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論而來，即聯

員，吳耀宗也被批鬥多年。1967年1月，三自會的領導機

合次要矛盾的對象，來打擊主要矛盾的對象，等消滅

關中共統戰部被解散、宗教事務局也被關閉，「文革小

了主要矛盾後，再逐漸瓦解次要矛盾。對於基督教，

組」領導之一江青宣布要把宗教永遠送到歷史博物館。

在中共建政初期，覺得有必要聯合基督教界愛國人

（註5）

士，來反帝反封建，並打擊家庭教會。而在反帝反封

以古知今、以過往鑒別當下，我們不難發現，當中
共不僅迫害家庭教會，而且開始大規模地迫害三自會官

產鬥爭，還應當緊密結合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依靠無

當今年以來大規模迫害官辦教會的現象愈演愈烈

產階級政黨，進行馬克思主義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促

時，家庭教會人士應該意識到這是對基督教整體的迫

進宗教消亡」。（註2）

害，應該挺身而出，為受迫害的教會維權、發聲、呼

調「宗教也是迷信」，「宗教有建築物，有神職人員、教
士等等，這是它的物質宣傳工具。有基督教的地區，自
由教堂聳立著，這是迷信的標誌」。（註3）

建反家庭教會任務完成後，基督教界愛國人士（三自
會）又成為被瓦解對象。
統戰論也表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及江澤民、胡錦濤

辦教會時，明顯意味著中共當局宗教政策的演變。

人民的鴉片」，「應該積極領導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生

1964年浙江省省長周建人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強

這四個因素中，第 2、3因素實際上一直在起作

籲，並採取有效辦法遏制當局宗教政策「文革化」的趨
勢。對家庭教會來說，這不僅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權
宜考量，也是聯合起來共同抵抗侵犯宗教自由的邪惡勢
力的內在必需。

時代。「文革」結束後，中共認為宗教界也是進行經
濟建設和擴大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團結信
教群眾、統戰聯合基督徒為它施行宗教政策的根本。
江澤民在1993年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
適應」的理論，就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
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發展宗教」，而是規範管理，使
宗教在適應黨的政策和法律的情況下有序發展。這個
「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宗教政策在江澤民、胡錦濤

當下中國當局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文革化」轉向，

執政的十多年貫徹下來。在這個階段，對家庭教會的

有其內在原因。趙天恩牧師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

逼迫是很嚴重的，但大規模地打壓三自會的行動倒是

提到：「父親60年3月12日的日記提到和中央統戰部

史》一書中認為中國政府對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個關

沒發生。

註1：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頁584。

註4：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頁591。

註2：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頁591。

註5：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頁201。

註3：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頁163。

註6：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頁27。

會、無情鎮壓了不參與三自會的家庭教會後，三自會

1964年12月召開三屆人大，27日大會閉幕集體攝影

和中共的蜜月也開始結束了。該文根據吳耀宗日記

後，毛澤東與前排的常務委員逐一握手。同吳耀宗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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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習近平上臺後，提出「改革開放後 30 年不能
否定前30年」，明顯否定了以往中共有關「文革」的
決議。在宗教領域，由於新疆、西藏問題的核心是宗
教問題，所以宗教矛盾不再成為人民內部矛盾，而成
為明顯的敵我矛盾。於是，西藏、新疆的合法宗教寺
院、學校被大肆關閉、拆毀，禁止眾多維族人封齋。
針對基督教，也開始拋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指
導方針，認為基督教是西方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侵略
工具，無論三自還是家庭教會，都是潛在或明顯的意
識形態敵對勢力，甚至是威脅穩定的重要社會團體。
正是這些考量，使中共又一次地回到馬列主義最原教
旨的對宗教的理解上。於是，使宗教消亡、壓制並最

稚暉等名人參與，轟轟烈烈、異常熱鬧。但實際上背後

令。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縣領導進行浙

發動運動的，卻是共產國際遠東局。

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

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
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
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

鳳崗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說，到2025年時中國的基督教新

各級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通過「三改一拆」的名

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

教信眾有可能達到1.6億人左右，到2030年時中國基督

義，行打壓基督教之實；藉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實

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

教徒的總數將超過2.47億人，成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

施打壓基督教影響力、控制基督教發展。

今次的運動，也完全是共產黨政權尤其是其中的極

度重視基督教擴張對我國宗教事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

規模的打壓基督教運動：拆三自會教堂、拆十字架、

定的潛在影響；要以適當方式開展基督教批判；要發揮

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會聚會點被關閉，成員被逮

民間信仰在抵禦境外宗教勢力滲透中的積極作用……。

出中共當局正在開展一場類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
運動」的新運動之結論。
首先，我們看到這次運動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
教運動」一樣，是共產主義者們有意發動的有目的、
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

2013年年底，中共軍方拍攝《較量無聲》，該片在
伴隨國內基督徒（政府教堂內的）敬拜畫面的解說詞說
道：「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滲透，在主流價值
觀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蔓延之勢。相關
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基督教徒總量，已悄然逼近一億
人。」在極左思維的軍方眼中：基督教是美國在5條戰
線上顛覆中國的重頭戲，而將近1億的基督徒成為顛覆
中共的敵對勢力。

2014年5月6日，中國發布了首部國家安全藍皮書
《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在臺面上的人物形

滲透威脅社會主義信仰認同」，「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

形色色，有學者、學生、販夫走卒，還有李石曾、陳

宗教滲透的方式更加多樣、範圍更加廣泛、手段更加隱

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

蔽，公開與秘密並舉，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欺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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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前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在接受中國《環球時報》
採訪時說，楊鳳崗的說法是不科學的，他預測的數字顯
然存在誇大，預測中國未來會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
沒有意義。

中華民族和中共政權的敵人，其中寫道：要從戰略上高

當下對基督教迫害現象背後的根源和動機，不能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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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露出眾多馬腳。

動一場新的「非基督教運動」。自2014年以來，中共

害……。對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研究和反思

坦白講明了「三改一拆」背後的真實目的。

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

〈基督教對中華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視基督教為

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對國家安全的危

子型領導」。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終於向各級幹部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溫州等當局

發現，將近百年後的今天，中共似乎在全國內正在發

教承諾書、網上禁止買賣基督教用品、網絡五毛攻擊

態的滲透」；「掌控意識形態主導權」「要培養獅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國宗教問題的知名學者楊

中共極左刊物《環球視野》總第 430 期發表論文

捕拘留，公務員被調查信仰狀況、共產黨員簽署不信

圖片來源：
http://www.news100.ca/upload_files/qb_
history_/77/1_20140530210502_i5d1h.jpg

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

對比1920年的「非基督教運動」，我們也驚訝地

當局以浙江尤其是溫州地區為試點，在全國內開展大

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禦意識形

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

左勢力發動的，預謀性、目的性和計劃性雖隱藏極深，

發動新的非基督教運動

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

國非基督教運動》中直接指出：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

後鏟除宗教本身，也即宗教政策的全面「文革化」，
已成為當今宗教政策的一個重要趨勢。

作電視電話會議，根據披露的會議記錄，裏面提到

在近代史學者陶飛亞的論文《共產國際代表與中

從以上當局的言論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於基督
教的迅猛發展，也由於中共對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霸權
的重視，開始將矛頭對準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壓基督教
在中國的發展，成為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層共識。

從 2014 年開始的打壓基督教運動與1920 年代
「非基督教運動」的相似性，還在於它們都是直接、
全面地針對基督教及其文化而來，已經不分三自會、
家庭教會了，而且把目標直接定為基督教的標誌——
十字架。

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及
其共青團的煽動下，上海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
盟」，稱基督教充當各國資本家經濟掠奪的先鋒和走

在這樣的預謀下，浙江及溫州的基督教（無論是家

狗，提出「現代基督教及教會，是我們的死敵，非決

庭教會還是掛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會）似乎已經成為全

一死戰不可」！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蔡

國打壓基督教的試點。浙江各地近年來基督教發展非常

元培、戴季陶等為數77人的學者名流發表宣言通電

迅速、一間間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

全國，指出：「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

冷」的溫州，也是中國基督教最為復興和發展最為迅速

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長沙學生疾呼「福音書多

的排頭兵。打擊浙江及溫州，就可起到強烈的「斬首」

印一章，中國人多死一個，禮拜堂多建一座，無產階

效應。而打壓的方式，是以拆違章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

級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著開展

開始的「三改一拆」運動，通過鏟除信仰的物理空間、

收回教會學校教育權運動，不少教堂和教會學校被搗

破壞教會教產權利，消滅基督教重要標誌十字架的方

毀設施、宣教士被圍攻。在國共合作的北伐軍所向披

式，達到對浙江和全中國的方興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

靡的個別地方出現了強占教堂、趕走牧師，教堂、教

打壓和整肅。

會學校及醫院成為駐軍之所的現象。

在「三改一拆」運動進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發眾

2014年開始的這場運動，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就

多有關拆移宗教建築的文件，將拆除違章教堂和「基督

是對十字架過意不去。在浙江各地，無論家庭教會還

教私設聚會點」建築列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

是三自教會的十字架，很多已經被拆除，沒有被拆除

整改十字架（熄滅十字架燈、掩蓋十字架等）的眾多指

的也被遮蓋或者熄燈。2014年迫害基督教運動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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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教堂、十字架等問題的答復〉一文中，兩
會對並不違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達了不滿：
「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現了教堂的十字架陸
續被拆除或移位的情況，令人不安。眾所周

趙天恩牧師

第一屆

安息十周年紀念禮拜

趙天恩學術研討會

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著信
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
的設計標準、也不存在安全隱患而被隨意地
強行拆除或移位，我們認為這樣做是極不妥當
的，應當立即停止！」兩會對強拆十架的不滿
反應出體制內宗教部門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國

圖片來源：http://monitorchina.org/ch_show.php?id=10489

基督教機構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實際是中央掌
管基督教部門內部的分裂。是要維護自己群眾

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迫害對象不分三自會和家庭教
會，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壓；不管你在體制內還是在體
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肅。淘寶網上基督教書
籍被停止交易，三自會的聖經據說暫停印刷，上海、
浙江一些公職人員正在被進行宗教信仰調查，所有共

的官員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兩會如果這次不為信
眾說話，就會失去信眾基礎，而且兩會已經感到事態
這樣發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自身難保，這也是統
戰部下三自會體系最不願看到的。

員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要在信仰上與黨中央

當然，由於時代和共產黨執政掌權的階段不同，

保持一致，不能有其他宗教信仰。經過調查後，可能

當今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與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

對公職人員基督徒有更大規模的迫害。

同。如眼下當局沒有調動媒體進行如同對待法輪功式
的輿論轟炸、還沒有動員御用文人和民眾進行大規模

2014年的這次反基督教運動，也的確引起了三
自會內部的震動和反抗，三自會內部的有識之士也看
明白這次是衝著整個基督教而來的，再不奮起抵抗，
可能三自會、整個統戰系統都沒有了。全國基督教協

會組織、發動大學生、學者名流進行反基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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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反基督教運動在地域和深度廣度上擴大。

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採用急於求成、強硬

教運動，正在全國蔓延。捍衛信仰自由權利、遏制中

解決的手段，不符合現代管理的原則和智慧，勢必造

共宗教政策的進一步惡化，是海內外基督徒的共同責

成內傷，有損黨政形象，有損黨群感情，有損社會穩

任，這是不容易的，但我們堅信：「洪水泛濫之時、

定，得不償失，是個失敗的施政例子。」溫州鹿城區

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耶和

兩會也發布宣言：若強拆繼續，退出三自。

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
的百姓。」(詩篇2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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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反基督教運動的政黨是同一個政黨，隨時有可能

堂、關閉聚會點、抓捕教會帶領人等為特徵的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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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就寫文章〈從現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強拆三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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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沒有不等於將來沒有，發動和組織1920年和今

當下，從浙江溫州開始的以拆移十字架、拆毀教

發布聲明，在〈對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

10

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權機關外，也沒有組織其他社

會副會長、金陵神學院副院長陳逸魯牧師在強拆開始

更加罕見的是，5月12日，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

āāĞέΔξϘ߷ྮˬ߱101ཱིğ

基礎和自身存在價值的三自會成員，與徹底反基督教

產黨員被要求填寫不信教承諾書。該承諾書表示黨

基督教兩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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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4 年 5-7 月收支

（TWD）

本期收入

980,745 元

本期支出

1,404,901 元

本期結餘

─ 424,156 元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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