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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藏人
傳統上，西藏被分成三大區：衛
藏、安多，以及康區。西藏位於西
藏高原，當地居民稱之為「天與地
相接」之處。它擁有漫長而豐富的
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曾由王朝家
族、蒙古征服者和達賴喇嘛統治。
1724年，西藏遭蒙古準噶爾部入
侵並佔領。中國清朝的統治者認為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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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準噶爾發動攻擊的好時機，
一方面消滅這個對帝國的威脅，同
時可以取得安多和康的東部地區。
兩個世紀以後，在1912年，清朝
滅亡，安多和康落入軍閥、當地門
閥及部落酋長的統治。強而有力的
大寺廟在其控制地區中選擇領
袖，而該地區北部和東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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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事奉、剛強與支援在中國的教會與百姓

和拉達克方言。安多
方言並不像衛藏方言
和康方言一樣屬於聲
調語言。此外，由於
地理隔絕性的緣故，
安多人當中還有許多
方言。但是所有藏人
都使用同一種書寫文
字，可以用文字進行
溝通。在各種不同的
農業地區則由回族穆斯林掌權。
並非一切都和平無事。藏族和回
族穆斯林軍閥之間經常發生血腥衝
突。後來這些軍閥在1928年時與國
民黨合作。

族群中，約有140萬人
使用安多方言。
安多藏人大多住在城市外面，通
常是過著半游牧生活的牧人和農
夫。他們是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
但是也摻雜了苯教和苯教的許多神

1952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打敗
國民黨和當地的西藏人，取得該地
區的控制權。1959年從安多開始，
極端獨立的西藏人爆發暴動，導致
大量西藏人喪生，大部分寺廟被炸
毀。隨後發生了嚴重的饑荒。

祗、儀式和禮儀。在他們的慶典
中，舞蹈是很重要的部分。
安多藏人被形容為聰明的種族，
他們需要的是論述，而不是指示。
根據約書亞計畫( Joshua Project)所
述，1949年前，有好幾個宣教機構

今天，安多不再是一個地區，大

在安多地區事奉，至今至少還有五

部分已經納入青海省，少數位於甘

個由安多藏人組成的小教會存在。

肅省和四川省。

即便如此，仍有95%以上的安多藏

使得安多藏人與其他西藏人有所
區別的是他們使用的語言，稱為安
多方言。這是四種西藏主要語言
之一，其他三種是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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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康方言

人從來不曾聽聞福音。當他們信主
後，要為基督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
勇氣，因為他們很可能被逐出家
庭。
對神的國度而言，在安多藏人當

中事奉的信徒都很寶貴，因為該地
區的食物、地帶偏遠和苦寒氣候令
許多人不願意住在這個地區。此
外，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敏感的地
區會禁止外來訪客進入。
近年來，年輕人從鄉村遷移到城
市接受教育，以及更好的工作機
199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大量的

會。他們在城市裡有機會接觸到基
督徒，並聽聞福音。

在家自學。中國的1986年義務教育
法規定所有兒童都必須在有註冊的

教會和家庭學校
在中國有登記在案的學校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私立學校要求父母親

學校中接受教育。但是有一段時
間，因為政府的疏忽和法律漏洞，
父母可以選擇放棄主流的學校體
系。

支付學校訂定的學費和其他費用。
正當父母享受這種輕鬆的氛圍

公立學校則可能由政府全額補助或
部分補助。

時，教會和私校聯盟開始推動幼

國際短宣隊

* 憐憫團
* 醫療團
* 代禱團
* 步行團
* 英語文化交流團

2018/12
2019/04

英語文化交流團
英語文化交流團、腳踏車 代禱團、憐憫團、
醫療團、Come, See & Do青年領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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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甚至學校。兒童的老師由父

註冊學校頒發的畢業證書──這是

母直接聘用，因此這些地方在技術

參加國家大學入學考試的必備要

上不能被視為教育機構。即使這些

件。獲得國際認可的家庭學校體系

學校並未註冊，但只要無人提出抱

（例如ACE）可以提供學生需要的

怨，地主和政府通常視而不見。

資格證明，以申請外國大學──但

父母親不選擇國家註冊的學校，
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外地移工若
是希望孩子一起前往城市，離開戶
籍所在的家鄉，就必須在公立學校
中為兒女的教育支付沈重的費用。
此外，這些農村兒童在都市的學校
裡往往受到覇凌和岐視。
許多人尋找其他教育體系的動機
是因為公立學校對學生施加極大的
壓力。有些人是為了讓孩子接受更
加注重批判性、獨立思考、創新和
團體合作的教育。對基督徒而言，
通常也因為希望孩子們能在基督教
的世界觀中成長，不要灌輸無神論
的課程。
2014年，在中國北方、東北、東
南海岸地區、南方，甚至是中央地
帶的教會都開始建校。在大城市

是到海外求學的費用很高，還需要
相當好的語言能力。線上大學學位
也不是進一步深造的好選擇，因為
在中國競爭激烈的工作市場中，這
樣的學位並不受重視。
現在政府發出清楚的訊息…政府
不會再容許兒童不進入國家教育體
系。寬容的時期顯然已經結束了。
2017年2月時，政府公布一項政策，
表示「（學生）不應允許他們在家
自學，用以取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
務教育」。若要申請不接受義務教
育，需要特別許可，而且很可能只
有健康因素才能獲得許可。
這項政策是根據2013年的指導方
針，「核心社會主義價值觀」應該
融入國家教育課程中，並且「涵蓋
所有學校及接受教育者」。

中，以及浙江和河南全省，教會都

教會學校和幼兒園被關閉的報導

有開辦基督教學校。據估計有300到

已經開始出現。未註冊學校不會再

500所學校在運作。

被忽視，快速興起的家庭學校運動

然而，從這些學校畢業無法取得

4

似乎已經驟然停止。

書評：

《神是紅色的》（God is Red）

基督教如何在共產中國生存並繁盛的秘密故事
作者：廖亦武（筆名老威），出生於中國四川，曾因其
著作而入獄，他的著作在中國是禁書。他的許多書訪問中
國社會底層的人民，這些人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在政府的
政策之下忍受艱辛的生活。廖亦武是一位多產作家，也是
音樂家和詩人。他公開批評中共政權。廖亦武以戲劇性的
方式逃離中國，目前在美國和德國旅行，其作品獲得許多
獎項。
請注意，CCSM不是政治組織。但是我們覺得這本書提
供關於中國基督教寶貴且及時的深入看法，值得收錄在代
禱信中。它講述的是不為人知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重述
教會歷史，以及在中國的苦難，讓讀者更加明白經歷逼迫
是什麼樣子。

《神是紅色的》一開始就是一系

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基督徒受到的待

列的訪談和記錄，廖亦武透過這些

遇。《神是紅色的》是一份珍貴的

記錄察訪基督教在雲南省的情形。

記錄，記載了在毛澤東掌權期間許

經人介紹，他訪問一些人，回憶最

多勇敢放棄生命、不願否認信仰的

早來到該地區的外國宣教士的生

故事。在撰寫雲南山地信徒的故事

活。當地的基督徒談到宣教士分享

之前，他用這句話做為序的開頭：

福音和關懷百姓的無私服務行動，

「我腳下的每一吋土地都是紅色

包括在傳染病盛行期間，偏遠地區

的，在微弱的冬季陽光下閃耀著光

有無數的人因為他們的醫療協助而

芒，彷彿吸滿了鮮血。」

得以存活。
故事中所呈現出來的信仰力量令
廖亦武深深著迷。
他和一位中國醫師同行，這位醫
師放棄財富和地位，到偏遠的村莊
去事奉基督。他和讀者分享自己與
真實存在的人之間的討論，這些人
的生命因為與主相遇而改變。
在與相關人士的訪談中，他記錄

吸引人的對話透露出在雲南多樣
化的民族及文化中的基督徒的心
靈。他和當地的漢族、白族、苗族
及彝族等少數民族談話。他獲得引
見，與藏族天主教修士、漢族家庭
教會及新教信徒相識。他的行程從
大理市開始，遠達最偏遠山地的
「肚臍」地帶。
隨後在書的後半部分，他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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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教的研究，前往北京和成
都，探討基督教如何影響這些地方
新舊信徒的生命。

觀點來進行。
2011年開始撰寫的《神是紅色
的》並不是暢銷書，但是對於想要

這本書特別奇妙的地方是廖亦武

更加了解在過去和現在塑造今日中

並不相信耶穌。因此他對於基督教

國教會的環境和經歷的人而言，它

的檢視是從真正本土、非基督徒的

仍然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籍。

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在

奉耶穌的名

聖經中被譯為「祈求」的這個字也
在其他地方被譯為「他們聚集在一
起」。著名的聖經教師Derek Prince
形容代禱是「站在神與當受神審判
之人的中間」。
透過禱告拆毀屬靈的營壘，是代
禱的另一個領域。有許多人仍然在

對你而言，代禱是什麼意思？是
不是只有教會中的長者能做的事？
它是否意味冗長而艱難的禱告？爬
到山頂去禱告？這樣聽起來當然像
是很辛苦的事！所以，或許因為這
些刻板印象的關係，難怪在CCSM安
排的各種前往中國的團隊中，代禱
團一直是最少人參加的。但是對於
曾經參加過的人而言，往往覺得是
回報最大的。
今年的代禱團非常文化多元，成
員來自紐西蘭、馬來西亞、香港、
英國，以及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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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8:34說，耶穌自己「在神

中國的屬靈綑鎖之中。
雖然近年來中國教會經歷了迅速
的成長，但是大使命在中國的工作
還遠遠不到完成的地步。有如此多
的社區、城市，甚至是整個少數民
族，仍然是未得之民。有許多地方
「土是剛硬的」，有攔阻使人無法
接受悔改和救恩的信息。
耶穌從來不會遲到，但是在代禱
團中，團長經常在等候主供應團員
和資源。當然，祂會供應，而且這
正好證實了神多麼專注於差遣人進
入中國去代禱，發動屬靈的爭戰，
以及祂對這個工作有多麼看重。

代禱的事項

您可以把這一頁代禱消息夾在您的聖經裡，好幫助您記得2018年12月為中國代禱的事項。

安多藏人

錄中國信徒的故事。

§為安多藏人能有機會認識永活的救主

§ 感謝神，這些故事成為其他的同工和

禱告，並求主使他們能用開放的心來

代禱者的極大鼓勵。他們勞苦所結的

回應。

果子往往要到多年以後才看得見。

§為這個地區禱告，讓它能夠繼續保持
和平，好使它能夠繼續開放。求主使
安多藏人能夠在獨一真神裡找到真正
的盼望和平安。
§為已經接受基督的安多藏人獻上感
謝。求主保守他們平安，並讓他們能
夠勇敢地和族人分享福音。

教會和家庭學校
§求主幫助父母能夠教導兒女基督教的
真理和價值觀，也讓他們在面對同儕
壓力和政府宣傳之時，能夠堅持得
住。
§感謝神，祂將聖靈賜給所有祈求的
人，無論老少，帶領他們進入一切真
理之中。
§為必須離開教會學校、回到公立學校
課程中的老師、家長和兒童禱告。

《神是紅色的》
（God is Red）
§感謝神，祂使用廖亦武這位作者來記

§ 讚美神，祂有能力轉變個人，甚至整
個社區的生命。
§ 為順服祂的旨意，將祂的信息帶到偏
遠、難以到達之地區的人來感謝神。
§奉耶穌的名
§ 為這些為中國未得之民代禱的代禱者
和禱告戰士感謝神。
§ 求天父加添教會的熱情，順服大使
命。
§ 感謝神，最近這個代禱團有機會能在
重要的地點禱告。
§ 為撒下的種子禱告。求神澆灌它們，
使它們發芽成長。

在艱困環境中的機會
§求主幫助，使外國同工和學生之間相
互信任的友誼能夠迅速發展和成長，
即使同工回到本國之後，讓他們的友
誼仍能繼續保持。
§求神幫助基督徒為承受巨大壓力、長
時間學習的中國學生提供個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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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的事項
和牧養關懷。

§ 求主幫助真心尋求神的中國人不會被

§為在較偏遠地區停留較長時間的少數

剝奪聽見完整福音真理的權利。

同工感謝神。求神使他們能夠迅速發

§ 為敬虔的領袖能夠在三自教會中獲得

展其語言技巧，並使他們的工作有果

按牧禱告，讓不應該被按牧的神職人

效。求主使這些同工獲得所需的經濟

員能夠很快去職。

和牧養支持。

§ 求主幫助三自教會的牧人能被主引
導，儘管有限制加諸他們身上，仍能

三自教會的結構
§讚美神，至終祂掌管一切。

知道如何牧養會眾。

中國教會支援使團
尋求事奉、剛強與支援
在中國的教會
與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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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團似乎比先前的團隊有更多
機會可以分享。這是一個非常忙碌
的團隊！當然，這證明聖靈熱切地
渴望帶領中國歸入基督，儘管目前
有極大的逼迫。
這個代禱團完成的事包括：
•

拜訪和經過14個村莊、城鎮及城

「有一次，我正在想今年我是不

市，還有三處山區。

是應該來。然後我的腿裡好像被電

•

在20處宗教的營壘禱告。

擊中一樣，彷彿有一根強大、看不

•

和許多不同的宗教領袖交談。

見的手指在戳我的小腿肚的側面，

•

拜訪8個不同的家庭，和他們談

而我只聽到在靈裡有一個很大的聲

論福音，並為病人禱告

音說：『去！』

•

為8個不同的少數民族禱告

•

和5個同工團隊見面，為他們的

『去！』我為了能有這樣的特權，

需要代禱

再次成為代禱團的領隊而感恩。我

為一位年長的姐妹施洗，她剛剛

也為我的團員感恩，他們放棄時

信主，但是病得很嚴重，無法到

間、金錢和所愛的人，前來與我一

教會

同在屬靈的領域中爭戰。我在禱

•

神希望中國得救，祂要我們

告中期待，明年能有更多人願意
神及時提醒團長，祂仍然對中國
滿懷熱心，即使逼迫極大。他說：

『去！』投入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
片奇妙的禾場。」

在艱困環境中的機會
在一間中國的大學裡，身為說英

但是如果學生不是這麼積極地想

語的外國人，你會發現要和人交談

學英文，而你自己的中文技巧又相

及建立友誼並不是太困難──如果

當生疏呢？要發展出能夠對別人的

你的工作對象是主修英文的學生。

生命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力的人際關

會有源源不絕的人邀請你用餐、短

係，會有多困難？

程旅行，甚至到對方的家中。

最近我和Rose見面，並且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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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她是一位接受挑戰前往中國，
並發現這個問題答案的年輕姐妹。

你在中國做什麼類型的工
作？

點。

你覺得有什麼事比較難適
應？
和我的國家相比，這裡沒有個人

主要是教大學生英語。英語是必

的空間。舉例來說，公車很擠，站

修，而不是選修。我的職位就像是

著的人甚至不需要抓住拉環，因為

碩士交換生。在那裡，我可以改善

被其他的乘客夾住了。光是下車就

中文學習的情形。工作內容包括一

是一大挑戰。

些寫作班、英文重點班的交換學
習，以及聽力練習。

找工作容易嗎？
很容易，但是要早一點進行文書

在大學裡，因為會在最後一秒鐘
才變動課程、更換教室、取消上課
等問題，所以很難備課。有時候連
找人了解情形都不容易。

作業，例如取得邀請函，以便有時

其他的挑戰包括我的工作區域只

間辦理簽證。大學會派一位中國博

有很小的桌面，還有缺少可以休息

士班的學生來協助。

的共用房間。

機票應該可以報銷，但是不要期
待事情會很快辦成。我建議保留機
票，甚至登機證，因為在報銷程序
中可能會需要。

你會怎麼形容你居住的城
市？
那是一個開發程度比較低的城

關於建立人際關係，你有什
麼建議嗎？
如果學生不是主修英文，通常他
們不會和你用英文交談。我會去英
語角的活動，但是效果不好。我發
現詢問一個人的名字的涵義常常可
以導引至有趣的對話。

市，外國人很少，但是仍然有許多

散步是和朋友交談的好機會，但

不同國籍的人。身為基督徒，有很

是這裡的學生很少有空閒的時間，

多機會──但是環境很困難。你必

即使在週末時也一樣。

須知道那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那
個地方的天氣不好，灰塵很多，又
乾燥。冬天很冷，而且沒有觀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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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次的旅行，你有什麼深
入的看見？

我看到學生需要牧養關懷。他們

的「合一」是透過強勢的官僚階級

的壓力很大，應該有機會在學校外

架構來達成。為了維持這個架構，

面提供一些個人的支持。在這個地

要非常小心地限制選擇和訓練教會

方，有許多機會和少數民族來往。

領袖的方式。

從文化的背景來說，價值觀有很大
的差異。

成為正式的三自教會牧者的途徑
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成

我想對其他人說：「一定要確定

為牧師，必須就讀三自教會的神學

你為什麼要去。學語言很困難。在

院。這一點是極大的限制，因為鄉

屬靈環境中，你必須選擇感謝。要

村的教育程度往往太低，不可能入

敬拜，與神保持親近。」

學；想要入學的學生必須取得三自

三自教會的結構
本文是Robert Menzies的文章「教會
在中國的未來：為何中國的家庭教會
將會得勝」（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Why China's House Churches
will Prevail）的第三部分。這篇文章寫
於2017，就在2018年對家庭教會的逼迫
之前。Peter提出這個問題：「如果允許
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在平等的基礎上存
在，會發生什麼事？」
在這篇文章中，他比較三自教會和家庭
教會的三個重要層面：教會結構、神
學，以及敬拜模式。在這篇摘錄中，他
檢視了三自教會的教會結構：

幾年前，本地三自教會神學院的
一個學生來找我……三自教會神學
院的課程令他感到失望。他覺得神
學院的「後宗派」課程──描述關
於神學主題的各種看法（例如路德
宗、長老會等等）──對年輕的學
生來說非常混淆。三自教會有許多
人對於神學院和訓練課程中缺乏清
楚的教義立場感到很沮喪……教會

教會牧師的推薦函，因此之前必須
在三自教會聚會；而且三自教會神
學院每年招收的學生人數也因為政
府的限制而奇少無比。
畢業之後，年輕的信徒通常會在
指定的教會中，在指定的領袖手下
實習。由於三自教會的特性混雜，
對於熱誠的年輕信徒來說，這可能
會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經驗。
最後，牧師候選人必須同時被教會
和政府視為可接受，才能被按立。
曾有一位三自教會的牧師領袖和
我分享他在面對三自教會的複雜生
活時的掙扎。他描述自己身為福音
派的牧師，當他想要在三自教會的
限制中遵循神對他生命的呼召時，
所面對的一些挑戰。當他思想自己
曾經面對過的所有挑戰，他說最大
的挑戰是：他不得不按立明知道不
該按立的牧師。很顯然地，這位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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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現，在三自教會裡，靈命資格

越來越多接受地下受訓的機會，但

並不足以成為考量的重點，甚至根

是他們一向非常強調實務事工。這

本不是考慮重點。

種情況可以栽培和強化屬靈恩賜的

了解這些因素之後，我們可以理
解為何會有這麼多有恩賜的年輕信
徒被家庭教會的環境吸引。在這個

發展。在家庭教會裡，任何人都可
以成為領袖。惟一的資格要求就是
靈命。

環境中，他們可以操練領導恩賜，

重要的是三自教會往往由神職人

不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反正在

員主領所有事務，一般信徒並不需

大部分情況下，這些程序也不會對

要參與或事奉。若是可能，都是由

他們開放。在小組的情境中，有許

專職神職人員來帶領主日敬拜。再

多機會可以探索和發展他們

者，能夠激勵和發展平信徒領袖的

蒙召的感受。而且，

小組聚會往往不被認可。聚會必須

雖然家庭教會的

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進行，由指定的

基督徒有

領袖帶領。這種限制嚴重影響教會
的生命，因為聚會正是屬靈恩賜得
以操練、教會得以建立的環境。

中國教會支援使團
Chinese Church Support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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