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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期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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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分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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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社會責任
圖片來源：http://journal.eyeprophet.
com/wp-content/uploads/2014/09/25.jpg

于迦勒

宗教改革以來，政教分離(政府與教會分立、分治)就成為普世

自

主流。政教分離的正式英文名詞為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government＂，最早出現於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致浸信會聯會的
信件上，並於麻州報紙上刊登。傑弗遜當時強調：政府不能干涉教義
與教會行政。發展至今，美國民主黨派人士似乎特別關心政教分離
的另一面，即認為「教會的勢力應退出政府、政黨與學校」，以致有
些校園裡禁止師生禱告會。教會與政府是兩個不同組織，不互相混
雜，各有所司，互相尊重。但不表示教會不接受合法管理，也不表示
教會完全退出政治與社會活動之參與，基督的教會仍然是世上的光
與鹽，彰顯公義、愛與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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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個人性的，更是群體的見證！在不公不義與

 劉同蘇牧師專題講座

暴力威逼下，教會不當默然低頭助長罪惡，要救贖歸正的不僅是個
人靈魂，還包括民族文化與社會每一個層面，教會當揚聲宣達聖經

──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
 財務報告

倫理與價值觀。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改變，不僅是人心的悔改、得救，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也是社會心靈、倫理的更新，生活優先秩序與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

《神權、人權、政權》

如同基督在拿撒勒會堂所作的禧年宣告。耶穌的門徒團隊正是以真

《做你孩子的生命教練》

理攪動天下，以致讓那時代虛偽的宗教人物、政經既得利益者倍感

──激發子女潛能的29項策略

威脅，並憤而迫害基督徒。

CMI 新聞觀察

 香港基督徒與佔中運動

歷史上，孫中山是基督徒，黃花崗烈士陵墓泰半是基
督徒的鮮血構築的。今年四月起至今的強拆十字架事件，
溫州和各地的基督徒勇敢公開捍衛十字架所代表的信仰
尊嚴。台灣的經濟建設與近年來的民主發展，也不乏基督
徒與教會的委身參與。香港佔中三子之戴耀廷教授、朱耀

一線城市富裕起來了，高樓大廈林立，交通設施越來

腳蹤

周道

明牧師以及學生領袖黃之鋒都是基督徒，此外，還有數不

越便捷發達，人民的消費實力相當驚人。就食衣住行

這次有機會去少數民族教會服事，聽到教會領

看來，相較過去，當前中國的確是有長足的進步與繁

袖的爺爺曾經是受過英國來華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榮；然而，人心的道德感卻越來越走下坡，人生價值

Pollard, 1864-1915)的教導，柏格理在石門坎地區事

觀普遍以向錢看為標的，人與人之間不信任和疏離，
以及，境內多元民族所產生的緊張關係所點燃起的危

奉多久呢？從他進入到得傷寒過世也僅僅十年，可
是柏格理的深遠影響力在一個民族之中何止一個世

清的基督徒與傳道人以個人名義參與此次運動，許多牧

險活動，都是社會上潛藏的不安定因素。共產黨早已

者於現場禁食守望禱告或關懷照顧周圍的群眾。當代美

在社會各層面流失了百姓的信任，政治權力鬥爭，看

國基督教倫理學家尤達(Yoder)為文說：「信徒所需要背

見人心自私險惡；貪官污吏橫行城中與鄉野，只顧自

苗族教會所使用的詩歌本，仍是苗文與漢文並

負的十架，必須是付出像主那樣不與社會同流合污的代

己的肚腹，根本不是為人們服務。貧富差距造成的種

列，當初就是柏格理用他們的服裝圖案與拉丁文，

價。」跟隨主的腳蹤，必然走向各各他，那日，主必親自

種社會問題，無法用一個國家總體實力提升，來與西

每個字僅僅用四筆畫，創造了苗文。柏格理說一個故

榮耀祂的僕人。

方已開發國家可以相提並論的。

事，告訴苗族朋友，你們是有文字的，只是以前祖先

責 任

月的國家認同公投，從2012年起在不預設政治立場下連
結各地區教會力量進行民意調查與溝通，勾畫出蘇格蘭

如果你問，台灣的教會需要什麼？一個城市區域

人民的共同價值觀與社會共識。我們發現，蘇格蘭人民最

性教會與一間地方教會需要什麼？台灣教會這些年

柏格理（S. Pollard）

關心的不是個人品格或貧窮問題，而是機會的平等、公平

圖片來源：
http://chum818.blog.163.com/blog/st
atic/1010874722011113001726394/

公義、營造彼此尊重、容忍、互助的社會。蘇格蘭教會在
整個公投過程中，積極保障了社會的和諧。今日港、台許

來，在神學教育的人才培育，福音機構在各層面的深
度事奉，地方教會在有策略性的福音計畫中，教會有
很多質的改變與人數上的增長，如果把我們走過的路

多教會未能在社會轉型中發揮先知角色與光、鹽功能，未

來傳授給對岸教會，他們會因此受益嗎？也許屬靈的

能展現舊約先知的反省勇氣，教會應當鼓勵信徒進入社

原則是不會改變，但因為他們背後有無神論的共產黨

會每個層面發揮光鹽作用，並在社會重大議題上，教會秉
持基督真理，共同發聲！

踏昔日走過的步伐，進入

踩

壓迫與上述種種扭曲的社會道德與價值觀，在各種

熟悉的中國大地，這二十

條件不像民主自由社會的情況下，在從事中國教會的

年來，中國不論在社會、經濟及

福音事工中，多了一些特殊因素需要去面對、考量。

教會的發展，都起了翻天地覆的

附註：
2011年洛桑運動開普敦承諾中文版之節錄──
我們需要認可那些能在公共領域裡與最高層知識份子和公

變化，對於以中國為宣教對象的
傳道者而言，除了神學裝備外，
策略要有不斷的進步甚至超越

共層面進行辯論，並且捍衛聖經真理的人們，裝備他們，並為

的腳步，否則沒有辦法跟上這麼

他們禱告。

快速變遷的中國。

我們敦促教會領袖和牧者，鼓勵所有信徒，以各種工具裝

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與眾

備他們，使他們能以先知般的眼光，將真理與日常的公共對話

多的消費族群，造就了今天的中

聯繫起來，並且鼓勵信徒參與到我們所處的每一個文化層面。

國登上經濟大國的舞台，然而，

我們需要加強努力，用全人門徒培訓的方法去訓練上帝的

經濟開放只是解決了部分民生

全體子民，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一個場合或環境都以聖

問題，卻不是解決人心道德良

經的世界觀生活、思想、工作、說話，並帶出宣教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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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在與黃帝爭戰的時候，渡黃河時，文字隨黃河漂流到

蘇格蘭教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為了2014年九

2

開 創

知與社會公義的良方。中國的

面對不公不義，常常我們會覺得為什麼這樣？但
他們身在其中，不是無奈就是只好接受。對事情感受
的程度不同，在教導的過程中，實在需要設身處地，
替他們著想。

太平洋了，我今天把它再找回來，讓苗族朋友有自尊
心，相信他們是有文字的民族。今天苗族老一輩的人
仍然習慣使用柏格理的老苗文，柏格理是第一個在
苗族創建漢苗雙語學校，中國第一個男女同校的少
數民族學校，中國第一個苗族貧民醫
院，中國烏蒙山區第一座西醫院，
中國貴州最早麻瘋病院和孤
兒院，甚至是中國西南地
區最早的第一個游泳
池與露天足球場。

遺 愛
柏格理建立了五十多所教堂與學校，他把西方
的文明，文化與教育帶進了當時仍然是落後的農業社
會的花苗地區。當1915年傷寒蔓延在石門坎地區，柏
格理與夫人用盤林西林給那些受感染的學生服藥，

我們一生的年日可以服事多久呢？四十年？五十

卻因為藥品數量有限，自己感染傷寒卻沒有給自己服

年？大概就是這世代吧？以前的世代我們沒有機會參

用盤林西林。就這樣他因感染傷寒而離開人世。他的

與，將來的世代我們不一定參與得到，我們可不像是

十年時間卻造就了那個世代與無數下一個世代的苗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的麥基洗德，如果能用我們有生

族信仰。

之年，在有限的歲月中，對我們這世代負擔責任，並
對下一世代負擔一部分責任，也許是兩岸教會共同的
盼望。

當然在石門坎地區服事的宣教士何止柏格理一
人，也許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這些聖徒今日已
安息在神的懷中，他們每一個人都被神所認識，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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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紀念。「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心繫苗疆

願飛

當中（或傈僳族），他們會自豪於自己是

訓： 學 成

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基督徒，但詳細追問其

之 後，按

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卻不能清楚答出來，

神的心意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基督教信仰似乎只是他們祖傳的「宗教

及他們所

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遺產」，只要在生活中恪守不抽煙、不喝

得的恩賜

酒，守主日，就算是合格信徒。

服 事（ 有

值 得

神呼召的

枯苗望雨

親愛的基督徒夥伴們，你
已經決定你的一生要如何渡
過了嗎？何不選擇一個與其朽
壞、不如為主焚燒的人生呢？

中

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包含多民族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識別
並經中國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共有56個。由於漢族以外的55個民族

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

因居住在交通極不便利的高山地區，住在山上的孩

身之路，或進入職場成為帶職服事者）。

童必須每天都得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才能到學校上課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從這座山走到那座山），更別說從城市上山，特地為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用你未來的歲月，走進需要福

中國55個少數民中，其中25個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南地區。中國西南民

他們舉辦聖經培訓，所花費的時間更是加倍與艱難。因

音的族群，將耶穌基督與祂十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族地區，主要包括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狹谷地帶及雲貴高原地區。本區

此，他們不僅在聖經的知識上缺乏供應，就連孩童的就

字架的救恩分享給萬民，使人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地理環境上具有多樣貌，地形複雜，高山、縱谷、丘陵、平原交錯，因而

學都成問題，一般只有小學畢業或讀到小學四年級。如

因信得救。中國有超過十億的

(馬太福音28：18-20)

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生活在此地的人們，分為許多不同的「族群」，以

果要繼續上小五，就必須下山住校就讀，花費更多，而

人仍未得救，這些人每天在無

農、牧、漁、獵、採集來分享與競爭生存資源。因而生活在此的人群，也分

父母多半會選擇讓孩子停學。故當遇到喜歡讀書、成績

神的價值觀中、在肉體與血氣

為許多「族群」，以佔有、分享與競爭多元化的生存資源。

優良的孩子，則需要以給予獎學金等方式，鼓勵、支持

中耗費生命。一個心中無神的
人，他是在茫然中以自我為中
心，是行走在滅亡的道路上。
中國領土廣大、人口眾多，貧
富差距之大，走在同一國境之
中，好像是 在上演穿越時代
劇，有時身在現代化，有時又
好像回到古早，讓人困惑。

他上高中、大學。

這項事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立竿見影的。參加培
訓的學生在學經歷上普遍低落，以及他們長年生長
在高山，甚少與外界接觸，因此不僅在教學上要深入
淺出的指引他們認識真理，在生活上也需要更多的拓

救恩起點
筆者從事宣教事工，多走訪
在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體會少
數民族是被政府（或教會）所忽
略的一群。相傳 20世紀初，苗族

雖是如此，他們仍有人持守信

寬他們的視野。筆者在主前禱告：讓我不掉落在表面

仰，對主的道饑渴慕義，渴望有人在

上的所見所聞，乃是更深的認識、了解他們，方能與

聖經上幫助他們。筆者就曾幾次走訪

他們同步的去經歷神的大能與恩典，除此也需要你們

學生的家鄉，被弟兄姐妹要求每晚聚

在禱告中記念。

會講道，離開時仍不斷的囑咐下次再

社會受到其他族群殘酷的壓迫對

到他們的當中講解聖經。

以下分享我個人目前的生活與事工經費需要：
生活費：32,000元x12月＝384,000元／年

待，使得這個民族變得自卑而內

中國的貧富差 距令人憤

向，他們畏縮在嚴寒的高山中，

有鑒於福音傳入的百年後，福

慨；而境外的我們坐擁許多福

他們居住的環境可稱為「生存的

音在苗族（或傈僳族）當中快要淪為

極限邊緣環境」，經過千百年的

一般的民間宗教習俗，期望透過聖經

加上其他雜項費用，每年約需600,000元，平均

音資源及好處，相對於中國龐

戰爭與失敗，他們強悍的鬥志幾已消磨殆盡。他們敢於在深山中驅虎豹，

培訓，教導、培育下一代年輕人能「向下紮根，往上結

每月約需50,000元。目前經費尚且不足，仍繼續仰望

大的未得之民，是不是也是一
種屬靈上的貧富懸殊？中國境

但人前又甘於做牛馬，受任人驅使，以作為生存的代價。筆者曾在苗族中

果」，對福音的本質內涵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生命能

內有十億以上的人沒有救恩，

講道、訪視，而被其他的民族質疑「為何與苗族在一起？」他們以苗族人

顯著改變，並實踐主耶穌賦予我們的大使命――傳福

有很多深山偏鄉或民族根本

生活習慣不同、衛生較差而拒絕他們，甚至有人說：「我可以娶其他的民

音，向本族和外族人傳講神的大能與救恩。

沒有聽過耶穌，我們不該壟斷

族，但就是不接受苗族。」

「救恩」。你願意將得救之道
分享給他們嗎？

的。1883年英國宣教士柏格理，從雲南的昭通設點，把福音傳入，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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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費：12,500元x12月＝150,000元／年 (含交通費)

神。若您願意支持我的事工，您可使用以下方法。
本刊內頁附有「劃撥單」，在上面勾選並註明：
為「願飛宣教士奉獻」
台灣地區：郵政劃撥帳號 19314862

滴水灌溉
感謝神！祂憐憫這個民族。苗族與傈僳族是少數民族中最早接受福音

有一百多年（傈僳族則是由富能仁宣教士傳入）。在我接觸的苗族青年人

4

人走向獻

戶名：「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我所領受的有兩方面：一、栽培造就：用神的話裝
備年輕人，使他們在身心靈得以平衡發展。二、技能培

謝謝您的關心、代禱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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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生活各個層面，在人類的頭腦中，思想的盡都是惡

那裡，讓我們家成為別人的祝福。我要去的地方是很陌

的。

翻轉世界

在創世記，我們看到，就算洪水過後仍沒有給人類
帶來提醒，人類沒有因此而幡然悔悟；十一章記載人類
發現巴別這個地方太好了，就在那安定下來，當人的心
開始享受生活的時候，就更不滿足，於是就開始建造巴
別塔，想要塔頂通天，為的是要宣揚人自己。在這種情

宣道牧師

形下，人的行為以仇恨來表達，人妄想要與上帝並駕齊

編按：作者是中國城市教會傳道人。

驅，思想盡是充滿惡念，人的罪惡布滿整個世界，使本
來上帝看為好、甚好的世界，竟又淪落到空虛渾沌、淵

世記十二章1-3節，上帝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

創

面黑暗的境地中，這是人自己造成的。

地、本族、父家，走向上帝要指定他前往的地

方，並且應許亞伯拉罕要「成為大國，賜福給你，使你

亞伯拉罕出現，他的作用就好像 創世記一章3節

福給他；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

「神說要有光，就有光」，上帝把亞伯拉罕放到這裡，

你得福。」但我們曉得，亞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並沒

呼召他從珸珥出來，進入應許之地，使他成為別人的

有完全看見上帝應許他的計畫實現，若我們從耶穌

祝福。人類在墮落和沈淪中，上帝透過忠於祂、願意委

基督為我們成就救恩的角度來看創世記，亞伯拉罕當

身於祂的人，即透過主所呼召的人來翻轉世界。從這角

時尚未得見的，今天我們都曉得了。

度，亞伯拉罕是可以翻轉世界的人，藉著他，使人類看

章。第一章開頭，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接著又說，
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一片黑暗，在空虛混沌中，上
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把光放在這裡
面。之後，上帝進行了一系列的創造工程，並且看祂
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的世界是好的嗎？絕對不
是。自亞當夏娃犯罪後，失去彼此間坦誠關係，取而
代之的是羞恥感及不信任，人類失去了按神形像受造
而有的純潔、正直、善良的品性，從亞當之後，人類
一出生，就有罪惡的本性，人的本能就會犯罪。當人
背逆上帝時，罪就進到人裡面，不僅在心裡面發生了

6

成為所在之光

的名為大，你也必使別人得福，給你祝福的，我必賜

我們再把視角放大些，從創世記第一章讀到十二

見希望，看見上帝要給人的救恩。如此來看，亞伯拉罕
的角色和背景太重要了，其意義非同小可。亞伯拉罕成

經歷，但短宣畢竟和長宣是不一樣的，我的太太只對我
說一句話：「如果你要去，我就跟著去吧。」在你看來
是淵面黑暗的景況中，上帝就把你放在那裡，讓你成為
那裡的光。

維護上帝的世界

領受上帝豐富的賜福，時常經歷上帝同在的恩典，這麼

的繁衍。但並不是到此為止，你會發現，在人類歷史

寶貴的恩典怎能私藏、而漠視其他處在黑暗中的百姓

進程中，隨著人口越來越多，生活越便利，罪越發深

呢？主要我們成為福音的使者。

貢獻，甚至連中國政府也難以抹滅。中國在上世紀經
歷了大動盪，教會大受逼迫，信徒流離失所，福音在

的少數民族傳道人，給他們神學訓練和裝備，支援他

家：「不要亂扔，喝完了就把瓶子丟在固定的紙箱裡」，

們在本地的事奉，期盼重現當年福音復興的景象。

但還是散落滿地。令人感動的是，我看見有一人在撿拾
滿地上的水瓶，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答「我
們自己的家，要由自己來維護。」這世界不應該屬於撒
但，雖然很多人覺得世界變得很混亂，但上帝把我們放
在這個環境，讓我們去翻轉、去改變，以至於把榮耀稱
讚都歸給祂。這世界是上帝的世界，而上帝把它交給
我，這是一份榮耀的聖工。

海外宣教以穆斯林區作為關注對象，我們要去的
那地區對外人及基督教一向不友善，宣教有很多變
數，我們希望未來十年間可以差派十個宣教士，組成
團隊，運用專業身分進到他們中間傳福音。我們才剛
起步，經費、力量都有限，甚至策略也有限，我們尚
在學習中，但我深信如使徒保羅所深信的，「那在你

們中間開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穌的日子，必成

立刻從刑場上下來。」他答：「上帝從未虧待過我，我

全這工作。」(腓一6)

親愛的主：
感謝你在我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讓我們從罪

也不背棄祂。」期盼上帝使用我們，讓我們忠心委身於

人的身分，因著主的救贖得以被稱為主的兒女。主，

主，讓主透過我們來翻轉我們所在的地方，這是榮耀的

你不但有這樣的高舉、作為在我們裡面，而且要使用

事奉。

我們，讓我們這本不配的人成為你的僕人使女，更給
我們一個名分，得以成為福音的使者。你藉著我們，

實踐主的使命
我們教會人數雖在穩定增長中，但難以如韓國或新

亞伯之間彼此不睦，因嫉妒而產生了凶殺，這就是罪

奉，結出非常美的屬靈果子，他們對西南少數民族的

搶救生命，沒有人去理會地上空瓶子。我盡可能提醒大

變信仰，只要你現在宣布放棄信耶穌基督，你就可以

過你來實現的，且是別人做不到的。

(James Outram Fraser)在中國西南地區有美好的事

同樣需要重建教會。我們招募對自己本族有福音負擔

亞伯拉罕算是富甲一方的人物。

太只有一位，無法取代，所以一定有某些事情是上帝透

會復興，例如當年柏格理(Samuel Pollard)、富能仁

喝完的礦泉水瓶要怎麼處理？在災區，眼前最棘手的是

父，在他臨刑前，審判官對他說：「你現在還有機會改

太太向我傳福音，我最終成為一位牧師，而成為我的太

重現百年前西方宣教士來華披荊斬棘所帶來的教

曾受到宣教士們恩澤的地區則因受迫害而羊群四散，

的層面，是屬靈的祝福，而非僅僅物質上的享受，雖然

社區，在公司，也都要盡我們本份。就如上帝使用我的

內少數民族。要使少數民族之福音興旺、建立教會，

少數民族區中斷，很多族群根本沒有聽過福音，或是

當地殉道，是為主殉道，這是一種榮耀。早期有一位教

樣，要我們來翻轉我們所在之地，無論我們在哪裡，在

我們的宣教方向有二個，一是穆斯林，二是國

災區最需要的是水，各地運送很多礦泉水到那裡，但是

麼多，但他本人沒有看見。上帝和亞伯拉罕立約中更大

從救恩的角度，上帝對我們有計畫，像亞伯拉罕一

教，以此實踐主的福音使命。

雲南魯甸在八月發生大地震，我們也去災區協助，

我覺得，我去海外穆斯林區是個榮耀，就算我在

我們在家鄉本可以享受安定的生活，我就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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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未來充滿許多未知數。我目前已有幾次去短宣的

為眾人效法的榜樣，他的後裔如天上的星、海邊的砂那

變化，行為上也發生變化，以至於他們的後代該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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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預備到海外穆斯林地區宣教，上帝讓我們去

加坡教會般走上萬人以上的大型教會模式，因為中國宗
教政策及現實環境的不允許，教會常受到政府監視。雖
是如此，我們沒有只專注在教會本身權益的爭取和維
護，上帝給我們新的看見、新的發展出路，就是發展宣

彰顯你的榮耀，翻轉這世界，就算再黑暗、污穢的世
界，藉著耶穌基督的到來，也可以成為光明美麗溫馨
的世界。我們盼望你的聖靈不斷在我們裡面作工，使
我們體貼你的心意，也讓你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如
同行在天上一樣，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盡心
事奉，及一切手中所做的聖工。奉主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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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蘇牧師 專題講座

神權、人權、政權

做你孩子 的 生命教練
──激發子女潛能的29項策略

講座議題：

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從守望教會的戶外聚
會，溫州的護運動及佔中示威引發的爭議談起

時

間：12月11日(周四)晚上7:00-9:00

地

點：中華福音神學院六樓禮拜堂 (台北市汀洲路三段l0l號)

主辦單位：中國福音會

～歡迎來電(28965713 轉212 ) 或 E-mail：cmi@seed.net.tw 報名～

唐崇榮 著
中福出版
NT$260

易揚．葛蘭特 著
甘燿嘉 譯
蔣偉文 強力推薦
愛家基金會
NT$280

講員介紹：
劉同蘇，曾任教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會

唐牧師：
「我把
『神權』放最

科學院法學所，赴美後曾在耶魯大學的法學院

前面，
『政權』
放最後面。因為神權

和神學院，那亞克神學院任訪問教授或研究
員。現任美國矽谷山景城中國基督教會主任牧
師。對中國的教會發展、政教關係、信仰在社

圖片來源：h t t p://w w w.p e a c e e v e r.o r g/
uploads/111120/1-1111201U601102.JPG

是一切權柄的源頭，也是人權和
人的尊嚴必須被肯定的原因。神權

會文化建設中的角色等研究議題多有投入，著

是人權的保障，而人權是政權的

有《上帝與凱撒的疆界》、《觀看中國城市家

基礎；人權是永恆的，政權是暫時

庭教會》(與王怡合著)及大量相關研究論文。

的。所以，政權被神許可存在的主

此次短暫訪台期間，特別邀
請他專題演講，針對守望教會的
戶外聚會，溫州的護運動及香

歷史上鮮有企業家的遺囑是：
「想
花更多時間在辦公室」
；相反地，他們
的願望反而是：
「花更多時間跟家人在
一起」
。即便如此，我們仍覺得奇怪，事
實上，許多男性依舊白白錯失當孩子導
師與朋友的機會……

要目的，就是為了服務人權和保障
本書將帶你看見父親的力量和價

人權……。」

值，進而發揮男性的教養優勢。

港佔中示威引發的爭議談起，提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4 年 8-9 月收支

（TWD）

供對於大陸家庭教會參與公民社

優惠方案：

會的多元發展觀察。相信對兩岸

1. 台灣地區免郵資（海外請來電或電郵詢問）

互動頻繁的今日台灣教會，必定

2. 總金額達 NT$1500 以上以八五折計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2巷5號1樓

帶來極深刻的幫助。特別邀請對

8

本期收入

593,330 元

本期支出

806,895 元

本期結餘

─ 213,5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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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中國宣教情勢及教會發展有負擔

購買方式：

者，共襄盛舉。

1. 郵政劃撥──帳號：18919775

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張先生）
帳戶：中福出版有限公司

2. ATM──台北富邦銀行（012）帳號：360102060128
帳戶：中福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886 2) 28855685
傳真：(+886 2) 28855660
電郵：cmipu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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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徒 與
佔中運動

基督徒使命等角度探討和支持「佔領中

督教很重要的訓導，我們知道不是我們的力量可以改變

環」運動的文章。羅秉祥教授就此寫到：

的，只有耶穌基督。絕食還能幫助我們安靜、警醒，我

「今天的公民抗命，除了要拒絕偽普選，

們想平安、和平、有對話。」

還要改變社會被謊言洗腦的歪風，抗拒
威嚇打壓。這種局面不但可以改變，還
必須改變！這種大搖大擺的霸道歪理，
是惡性癌細胞，荼毒香港社會，我們必

曼德
圖片來源：http://christiantimes.org.hk/News/85687/a1.jpg

須奮起對抗！」

教會界的關懷行動
佔中開始之際，胡志偉牧師、劉誌雄

「彼

得和眾使徒回答說：
『順從神，不順從人，

牧師等一群基督教的教牧同工，就成立了教牧關懷團，

是應當的。』」(徒5：29)當一個政府明顯違

決意「以耶穌基督走進人群中關懷和牧養群羊的心志，

背上帝公義的時候，基督徒順服上帝、不順服政府並

在行動的日子進入現場及其外圍，為在場的行動者、執

進行公民抗命，就成為理所當然的神聖使命。在這次

法者、圍觀的群眾，以至在危機中的香港社會祈禱，並

如火如荼的香港公民爭普選、反暴力鎮壓的佔中運動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的牧養及輔導。」佔中爆發後，

中，很多香港基督徒積極參與其中、譜寫了可歌可泣

教牧關懷團在眾多抗議現場出現，經常舉行禮拜、探

的壯美詩篇，他們的公民抗命精神，值得眾弟兄姊妹

訪、代禱、安慰等大量服事工作。

去關注和理解。

基督徒參與

佔中期間，多間教會對社會開放，作為香港市民臨
時休息、祈禱的場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銅鑼
灣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等教會牧師，幾乎每晚都照顧

9月28日，萬眾期待的佔領中環運動由基督徒戴

前來教堂的民眾。佔中行動開始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耀廷等宣布正式啟動，群情激昂、氣勢如虹。佔中很

神學院等多間神學院宣布罷課，抗議北京政權的罔顧民

快成為了佔領香港，不僅中環，大部分香港繁華地段

意。

正普選的運動正在方興未艾的開展著。在佔中運動中
香港基督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佔中三子中兩個人
是基督徒，戴耀廷教授就是位虔誠基督徒，而朱耀明
牧師也是香港久負盛名的基督教牧師。香港眾多教
會也積極參與佔中，提供休息點、關懷代禱、發聯合
聲明等種種舉措，使這次被稱為「雨傘革命」的民主
運動打上了鮮明的基督徒色彩。
在佔中發生之前，多個基督教機構、教會及神學
院組織論壇和會議，討論基督徒與佔中之關系。後來
香港基督教界出版《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一書，收
錄了多位牧師、神學院教師分別從神學、社會公義、

群眾時，香港基督徒第一時間站出來譴責暴力並要求港

對公民抗命更是談虎色變。他們錯誤地理解羅馬書

府回應民意。余達心牧師等三十位神學院、教會及機構

十三章中關於順服「在上有權柄的」的教導，對政權

領袖發出緊急聯署聲明，譴責政府向佔領示威群眾動用

採取無條件順服的態度。其實羅馬書十三章所說的

強烈的武力，是完全不合理和不能接受。這群領袖敬告

「順服」，是一種「有條件」順服，而非無條件的。這

特首梁振英，他必須伸出謙讓平和的手，化解紛爭。

個條件實際上就是羅馬書中對政權的界定：政權必

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在針對暴力鎮壓佔中的個
人聲明信中寫到：「胡椒噴霧驅散了聚集抗爭的市民，
也驅散了他們對這個政府餘下的一點認同。無情的警棍
打在抗爭者的身軀，也徹底打傷了人民的心，心碎了，

絕強權、謊言與暴力，克勝恐懼、仇恨、絕望，建立友
愛、公義與希望。這次默觀行由多個基督徒發起，包括
胡露茜博士、王美鳳牧師、王惠芬、邵倩文院牧、卜莎
崙牧師、龔立人博士等。

須是神授的，政權必須是公義的。而如果政權不能滿
足這兩個條件，根據全部聖經的教導：對待那些瀆神
的、不義的政權，尤其對待政權的各種惡行，我們不
應該順服，而且應該以先知角色加以規勸、譴責。

真的碎了，完全碎了。強烈譴責特區首長梁振英、保安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摩

局長黎棟國、警務處長曾偉雄。請以人民公僕的心，從

5：24）感謝上帝，使香港佔中運動如期發生，也感謝

速化解當前的政治危機。歷史將記著九二八，這是當權

上帝使眾多基督徒參與其中並擔當重要的角色，更感

者之恥，香港之殤，卻是公民之光。」

謝上帝藉香港基督徒的公民抗命，來給中國內地基督

九月29日，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教牧團隊在該
堂網頁發出「為香港呼求公義與和平——宣道會北角堂
教牧團隊的聲明」，促請懇請中央政府為香港內部就政

徒以巨大的衝擊、啟示和警醒，藉此能夠關注社會公
義、譴責集權暴力，並在中國公民運動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成為上帝貴重的器皿。

改問題的處理製造條件和空間，以致此問題不再困擾香
港；並又呼籲特首、行政會議、問責官員及政界人士，

根據香港時代論壇媒體報道，十月一日晚，百人

觀行分成九個站，每站唱誦、朗讀經文、祈禱，表達拒

徒是一個極大的震撼。長期以來，由於政權的誘導和
各種錯誤神學觀念，使國內基督徒對政治噤若寒蟬、

代，避免加劇社會矛盾。
「守望香港——默觀行」活動在香港多地進行。整個默

這次香港基督徒積極參與佔中，對中國內地基督

而當香港特區政府以毆打和催淚彈對付和平抗議

正視問題本質，與市民對話、為市民發聲、向市民交

都被學生和香港市民佔領。市民們要求社會公義、真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編按：
香港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自歸屬中國主權
後，中港兩地在各方面交流所衍生的矛盾日益漸
大，港民之怨堆積如山，此次「佔中」甚至形成沛
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成為國際焦點，大家都在關注

基督徒該不該參與政治？

當局怎麼收場。「佔中」似乎也反映了許多渴望中

誰說基督徒不該參與政治？誰說基督徒不該關注社

國改革民主及切實重視人權的有識之士的心聲，香

會公義？誰說基督徒不該反抗暴政、譴責專制？誰說基

港匯聚民意所展現的行動，做到了他們在中國內地

督徒不該遊行、示威和抗議？認為這些並不符合聖經教
導、叫基督徒對社會不義裝聾作啞的說法，在香港基督
徒的言行前面徹底粉碎了。基督徒不僅應該參與政治，

長久期盼、卻尚不見曙光的事。我們也看到香港基
督徒並不缺席，許多人走出教堂外，用不同方式關
懷自己土地上的人事物。本文作者出身中國大陸，
是長期關注中國信仰及民主人權自由的基督徒作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遊行隊伍中還有市民自發

而且應該成為這個社會履行公民義務、匡正社會道德、

家，我們不難從本文的字裡行間理解作者之澎湃心

展開絕食行動，一名絕食超過10個小時的基督徒接受記

倡導社會公義的先鋒。基督徒應該成為追求公義、公民

潮及素來心願。祈盼海內外基督徒共同為中國禱

者採訪時稱：「有兩個基督教的傳道人在這裡從星期一

抗命的表率，成為為社會道義奮鬥乃至犧牲的標兵。如

告，讓這個國家被上帝得著，真正為人民的福祉著

開始絕食，我是今天早上9點鐘開始的。絕食是我們基

此才符合聖經中對基督徒的標準：「世人哪！耶和華已

想，成為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國家。

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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