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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同受裝備

掀開2019的序幕，我們將迎向全球宣教
與復興的一年。上帝已點燃祂兒女踏上禾場
與爭戰的熱誠。更多年輕的一代回應神的呼
召，預備自己，等候神的差遣。我們為能服
事這一代獻上感恩。
新的一年，天父帶領新同工高莉娜姐妹
成為證主教育培訓事工主任。負責課程的規
劃與訓練。高姊妹為美國達拉斯神學院聖經
研究碩士，國際註冊婚姻
家 庭 諮 詢 師 (ICMFC)， 中
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
年心理健康與心理治療專
業。北京根基成長教育機
構父母教練執業六年。在
親子教育與輔導方面有豐
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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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2019年 一 月 開 始 ， 李 道
宏牧師成為本會第二代事工義
務同工。李牧師生於第三代牧
者的家庭，初中時隨父母移民
美國，行醫近二十年後全職事
奉。曾任「華傳」美國主任，牧會18年。結
婚36年，有子女四位，三代同堂近三十年。
李牧師兼具醫學專業與神學訓練，加上移民
經驗與牧養教會的體驗，是一位面向年輕人
與家長的難得講員。經常應邀分享神對家長
與這一代年輕人的心意。著有「愛主的第二
代」系列，「天下爸爸心」與「夫妻關係」
系列，「教會復興」系列，「禱告系列」等
13本書。
願天父使用兩位同工，幫助眾信徒生命
成長，建立蒙福的家庭與合神心意的教會。
歡迎進入本會www.cc-us.org網站，了解兩
位講師與2019年的分享專題。本會非常樂
意配合教會需要安排各類專題分享與主日信
息。讓我們一同起來，同受裝備，建立神的
家。也邀請你為證主教育培訓事工奉獻，可
以個人或教會為單位，支持各項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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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CHINA
中國故事 ― 無名傳道者系列 V《曠野呼聲》
中國 MINISTRY

很多人最近都很關心，中國的教會現
在被逼迫到這種程度，他們的情況到底怎
麼樣？海外的教會和基督徒能做些什麼？
我每次採訪國內傳道人的時候，都會問他
們這樣問題。很感恩，W弟兄給了我很直
接的回答。
W傳道接觸信仰是因為他做小生意的父
母信了主，並且把他們的兩個兒子都擺到
神的面前，讓神來帶領。這樣W傳道和他
的哥哥都成了全職傳道人，在不同的地區
宣揚福音、牧養教會。
W傳道在主的呼召下，參加過｢ 地 下 ｣ 和 ｢
地上｣ 神 學院的學習。他看到了兩個神學院
的不同。不僅僅是神學教育的深度和廣度
不同，更在於學校對於個人思考能力的發
展，一個是鼓勵，另一個卻是束縛、甚至
打壓﹔並且對於個人的成長還造成很多負
面影響。這讓他深入思考自己未來的服侍
之路應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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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神一直帶領W弟兄在宣教方面有特別的
負擔。在他開始牧會的時候，他就有感動
帶領他的教會去農村宣教。他們去過家鄉
周邊的農村，也去過北方少數民族聚居的
區域傳福音。他們對福音和失喪的靈魂充
滿熱誠，在聖誕節期間挨家挨戶發單張，
宣講耶穌救恩的好消息。他們也經歷過各
樣的逼迫。在外省傳福音的時候，曾遭當
地的人向政府舉報，參與的人都被關押，
遣送回原籍。雖然這樣，他們傳福音、宣
教的心仍然火熱。通過不同方式來向周邊
和遠方的人繼續派短宣隊傳講福音。
在問到W弟兄海外的華人教會能為他
們做些什麼的時候，他講了一些自己的見
解。首先，目前我們所了解到的成都的和
北京的教會是整個家庭教會群體的少數。
絕大多數的教會不願意和政府有正面的沖
突和對抗。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可以繼續
傳福音和牧養信徒的環境，即使這個環境
越來越惡劣。他們會隱蔽，但仍會堅持。
他們也會堅持信仰的底線。如果要求他
們在教會內挂國旗、宣講核心價值觀的內
容，他們會堅決抵制，不懼逼迫。

關懷 CHINA
中國故事 ― 無名傳道者系列 V《曠野呼聲》編者
中國 MINISTRY

另外，中國教會在各個區域有極大的
不同。對中國教會的支持也要本色化。海
外很多的資源對海外華人很有效果，但在
中國大陸的一些地區會｢ 水 土不服｣ 。 而且對
中國教會的支持應該是長期和持續的，不
能僅靠短期聖經教導來培養傳道人，這種
方式對於教會的牧養是淺層次、缺乏整體
性的。其實現在學習的渠道很多，國內也
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而且，我們需要對教牧同工有全人的
關懷。教牧群體通常處於中國的低收入階
層。他們孩子的信仰傳承、身體健康和養
老支持在當地教會中被嚴重忽略，這是一
個大面積、深層次的問題，需要從點到面
的戰略考量和策略操作。
W弟兄所提出的，讓我感到對於海外教
會如何支援中國教會方面，我們面臨許多
挑戰。我們需要更多了解中國教會，了解
中國不斷變化的文化、和新型城市教會群
體以及他們的牧者﹔還有那些被忽略的、｢

無名傳道人｣ ﹔ 還有那些非熱點城市的中小
型教會……還有……我們又能做些什麼？
和他講完電話之后，我特別感覺到自
己的無力和軟弱，我對他提出的問題沒有
答案。他提出了很多我們在海外看不到的
角度和實際問題。W弟兄代表了很多像他
一樣默默無名的傳道人，在教會的生存和
個人生活上都遇到挑戰，但仍然堅信｢ 神 的
恩典是夠我用的｣ 。 他對神仍然有全心的盼
望，他也盼望他的聲音被聽到、他的關注
被留意。因為神是聽禱告的神。神是愛他
的神。
我也在這裡跟大家分享W弟兄最喜愛
的、常常鼓舞他前行的一段經文：｢ 惟 有你

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
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
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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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CHINA
Nameless Ministers in China V —
中國 MINISTRY Calling from Wilderness

Recently many people asked me about
the persecution that China house churches are
experiencing, and what overseas’ churches should
do to help. Gratefully, when I brought these
questions to brother W, he gave me an intact reply.
Minister W knew gospels through his smallbusiness owner parents. They brought their two
sons to the Lord, now both brothers are full time
minister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Brother W attended both “underground”
and “above groun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orth
China as God called him. The difference was
obvious, much more than the depth and width
on theology, but also their impact on students’
way of thinking. One is encouraging, the other
restraining. This surely affects his choice for future
service direction.
The Lord gave brother W a heart for
missions. He used to lead his congregation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send gospel flyers to each family,
tell them about Jesus and his salvation during
Christmas season. He and his team visited places
around his church and his hometown and even
some northern provinces with Chinese minorities
of different religion. They had a passion for lost
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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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ne of their mission trips, they were
reported to and caught by the local police. The
whole team were detained and sent back to their
hometown with financial punishment. Even so,
they kept sending mission trips to evangelize in
the country side and supporting local churches.
When asked how the oversea churches can
help churches in China, brother W shared some
of his thoughts.
First, the current hot topics about churches
in Chengdu, Sichuan and Beijing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most house churches. Most
of the house churches are reluctant to confront
the government, they only hope to shepherd the
congregation and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 Lord.
Although, they are ready to shrink their size and
hide themselves when environment gets worse. But
they will continue to worship the Lord together.
Still, the house churches will hold on their bottom
line of biblical belief. They will firmly resist any
request to hang the national flag at church or
proclaim core socialist values.

關懷 CHINA
中國 MINISTRY

Nameless Ministers in China V —
Calling from Wilderness

Also, churches in China varies a lot from area
to area and province to provinc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support provided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a local situation. Resources effective overseas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China churches. It should
be a long-term and sustaining process supporting
China churches. Short-term biblical education may
help some ministers and church co-workers, but
they have many channels nowadays to get some
trainings. The reality is that most church training
and education programs provided are short and
shallow.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at church ministers
need whole-person care. Church ministers,
especially those is remote and medium to small size
cities, belongs to low-income class. They are facing
church developing and ministering pressure. Their
children are facing peer pressure and lacking belief
support because they have to go to public school
and accept atheist education. Some children can
only see their parents once a week for several hours.
The children’s spiritual growth is neglected. For the
ministers, their medical and retirement support are
neglected. This situation covers mass house church
ministers, it’s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at takes
time and strategy to solve.

Editor

The problems that brother W raised are
challenging. We do need to know China churches
better,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stant changing
culture in China, plus big variety acros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different city culture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Especially, we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those
neglected, nameless ministers.
Still, what can we really do for them?
I was wordless to many of brother W’s
questions during the interview, I also felt my
weakness and powerless. He brought up new point
of view and pragmatic issu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church doesn’t experience. Brother W, like many
nameless ministers in China, struggling between
sustaining the church and surviving the social
challenge.
Brother W gave me his favorite Bible verse:

“But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people for his own possession, that you may proclaim the
excellencies of him who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2 Peter, 9)

Brother W knew who he is, and who he is
following! Jesus Christ,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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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書店

第四個罐子是「投資的罐子(Investing)」

bookshop.cc-us.org

小朋友或許還不懂投資，但是父母可以

猶太人一向被稱為最會賺

教導投資的概念，等到存到一定金額後，可買

錢的民族，常在富豪榜上名列

增值或保值的物品。另外，投資理財時，不要

前茅。但注重家庭教育的猶太

急著想發財，可以透過觀察與學習，步步謹

人並不只是一昧教小孩如何賺

慎，更重要的是不要借錢投資。

錢，美國牧師Craig Hill 談到猶太人理財法則時，結合

第五個罐子是「消費
的罐子(Spending)」

聖經教導而提出「蒙福五錢罐」儲蓄法。
｢結果子設計｣自猶太人理財理念獲得靈感，並根據

猶太父母認為，既然已經

台北士林靈糧堂唐雲益弟兄的「蒙福人生課程─猶太

把錢財都規劃好了，剩下的錢

人理財法則」，開發出「蒙福五錢罐」，家長們也可

就可以盡情的拿去享受。他們不會像

藉此從小建立孩童正確的金錢觀。

吝嗇的守財奴，更會知道如何做消費預

第一個罐子是「當納的什一
(Tithe)」

算，建立記帳的習慣。
｢ 好 撒瑪利亞人關懷協會 ｣ 李 總幹事

什一奉獻為的是尊榮上帝，上帝也應許

與｢ 結 果子 ｣ 設 計師 Acona 規劃蒙福五錢

必賜福給那些遵守什一奉獻的人。「萬軍之

罐時，聽唐雲益及梁淑枝夫妻分享，猶太人奉獻時候

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

是帶著「極歡喜」的心情，因為他們深信：「這是屬

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於神的，我要歸給神！」當安息日結束，他們會全家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

去到一間很好的餐廳大快朵頤──對猶太人來說，人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拉

人都要做金錢的好管家，不是肆無忌憚、更不是吝嗇

基書3:10)

小氣。

第二個罐子是「愛心奉獻的
罐子(Giving and Offering)」
這個罐子存的錢是要用來幫助那
些有需要的人，比如偏鄉兒童的早餐
費、照顧罕見疾病的協會等慈惠機構。

第三個罐子是「儲蓄的罐子
(Saving)」
這個很重要，猶太人會成為有錢人
就是因為他們會儲蓄，就算賺得少，能
存一塊錢也很好。養成好習慣，慢慢就
會愈存愈多。

基督徒要有好的金錢規劃，不是拿去鋪張浪費，
也不是去借錢來消費，而是有智慧享受上帝賞賜的富
足。｢ 結 果子設計 ｣ 的 蒙福異象是：讓神居首位，識破理
財陷阱。
從小建立正確金錢觀，可以使人脫離瑪門的靈(
金錢)的挾制，成為金錢好管家，在錢財上沒有破口，
承接上帝應許的福分。如箴言10章22節所說：「耶和
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設計師Acona
如此相信，因為，「神要我們有豐盛的生活、蒙福的
人生！」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聖地 HOLYLAND
2019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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