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六月，超過一百萬的示威
者走上香港街頭。他們抗議的是逃

犯條例，這項條例若是通過，將允

許香港異議份子被帶到中國大陸

法庭接受審判。還有3000位香港律
師靜默遊行示威。最後這項條例被

撤回，但是香港人越來越擔心中國

不再尊重允許香港自治五十年的條

例。示威發展成長期的民主示威運

動；一年之後，香港仍然不安定。

但是中國和香港的經濟都受到負面

影響。

2020年5月28日，中國全國人代會
失去了耐心。他們略過香港立法會 
(LegCo) ，通過一項決議，授權
其常務委員會為香港起草國

安法。

香港國安法

中國現勢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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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安法

拑制出版商

The Chosen

客家人

電子人民幣

CCSM USA的消息

本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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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法創造了與分離主義、顛

覆國家權力和恐怖主義有關的新罪

名。任何與外國或境外勢力有關聯

的「分離主義者、顛覆、滲透或破

壞活動」都會受到懲罰。為了「監

督及引導」香港執行新法，將在香

港設立大陸國家安全機構。

現在香港人民等著看這個新法會

對陪審團審判權、言論自由，以及

不受監督的網際網路等等事務有什

麼影響。

推出時間不合時宜、於六月12日
生效的國歌條例使得氣氛更加敏

感。條例要求必須教導學生明白中

國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播放國

歌和唱國歌時使用的適當禮儀。以

侮辱國歌為目的的濫用或公開行為

都會受到懲罰。違法者的社交媒體

和公開言論會被用來調查他們是不

是故意唱走音、唱錯歌詞，或是態

度不尊重。

時間才能證明中國的砲艦外交

能否恢復香港地區的和平。贏得民

心和思想將是完全不同的挑戰。由

於許多政治異議者和宗教難民都害

怕被捕，英國為香港居民提供30萬
個簽證名額。當然，宗教自由倡議

者擔心國家安全法會使他們無法放

心倡議宗教自由而不必害怕報復。

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宣言中，英國
保留一份觀察委託書，這份委託書

經過國際條約認可，且在聯合國登

記。然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

所有關於違反該條約的辯論都被中

國否決。其他國家很少願意發表意

見。

美國已經撤銷因應香港為獨立自

治地區而給予的特別狀態和優惠貿

易條件。美國也決定制裁破壞香港

自由的官員。

要恢復香港的平靜，還有很多工

作要做，非常需要擁有穩定的手、

優秀的外交能力，以及關愛百姓之

心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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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發行香港八成書籍和
閱讀材料的公司將其主要倉庫遷離

香港，搬到中國大陸廣州。將倉庫

搬到南沙特別經濟區的舉動意味著

在香港著作及印刷的出版品在進入

香港或澳門的書店之前，必須通過

中國海關檢查兩次，而不是一次。

現在使用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

公司服務的出版商必須自行審查出

版品，才能通過中國海關。

若出版品的觀點或資訊不符合北

京的政策，就會被拒絕出版。這類

著作包括：

違反中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危及

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

國家名譽與利益；攻擊中國共產黨

或誹謗中華人民共和國；破壞社會

道德及國家優良文化和傳統。

拑制出版商

請與我們聯絡，
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teams@amccsm.org

國際短宣隊

香港聯合書

刊物流隸屬於一個

更龐大的出版集團（有些人

或許會稱之為小型帝國），可以為

其使用者提供極大的機會。除了具

競爭力的發行價格之外，使用這個

發行商的出版者會有更大的機會讓

書籍、報紙和雜誌進入書店，或是

獲邀在書展時推銷其著作。客戶若

不使用它的附屬機構，若是與其競

爭者合作，會有更大的機會被邊緣

化。

這是因為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

公司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的發行部門。其營運範圍涵蓋出版

（包括教育出版）、發行、印刷、

RFID包裝設計、藝術品以及文化
交流。它的子公司和附屬機構超過

三十家，遍布香港、澳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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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美

國、加拿大和歐洲。而且它在香港

擁有五十一家書店，包括商務印書

館、三聯書店，以及連鎖書店中華

書局。這相當於香港一半的書局。

該公司的總部位於香港，但是更

深入檢視，可以發現事實上聯合出

版公司是由香港文化新天地公司所

有，其母公司則是香港中聯辦全資

控股的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

司，與統戰部合作。

漸漸地，獨立的書局可能是惟一

能夠找到敏感主題著作的地方。而

這些書局在聯合出版公司的獨佔情

勢下，可能很難提供具競爭力的價

格。香港還沒有把自由言論列為非

法行為，但是絕對已經受到拑制。

中國的海關如何處理宗教性著

作，會反應在香港書店中的書籍數

量。內容涉及逼迫中國教會和基督

徒的出版品很可能會被拒絕發行，

以致這方面的消息僅能透過更狹窄

的通路發送給更小群的受眾。

The Chosen
�e Chosen是一部以耶穌基督福音
的真實故事為基礎的影集。第一季

已經在Youtube上免費播放，以及透
過VidAngel自己的串流及行動app播
放。這部影集獲得極大的成功，很

快就流傳開來。

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這部影集並

不是由好萊塢巨擘出資，而是完全

在「事先付款」的概念下，倚賴眾

籌募款。欣賞影集的人若願意，可

以捐款給製片方，好讓其他人也可

以觀看這部影集，並且製作更多集

數。事實上，第一季的�e Chosen成
為至今眾籌金額最高的媒體計畫，

而且看起來這部影集會繼續用這個

模式來運作。第二季的目標是募資

1000萬美元。

 這個計畫是由美國製片家Dallas 
Jenkins創作、製作並導演。全球的觀
眾被這部影集感動，其品質也令他

們印象深刻。紐西蘭的觀眾瑪利亞

說：「這部影集確實感動我的地方

是，人物都被描繪得像是『真正』

的人。他們都有一點不完美，甚至

根本就有缺陷。你可以和門徒及耶

穌產生共鳴。演員都很棒。演耶穌

的人演得非常好！」

這部影集如此優秀，甚至維基

百科指出它在「爛蕃茄」（Rotten 
Tomato）的得分是100%，其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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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則是99%。

The Chosen傳達一個普世性的信
息：耶穌是基督。影集是關於祂的

生平，以及祂接觸並改變之人的

生命。它是一個深陷債務之中、滿

有魅力的漁夫的故事。一個和真正

的惡魔角力、飽受困擾的女人。一

個仁慈、有恩賜的年輕人，因為做

稅吏的工作而被他的家人和同胞排

斥。在這部創新的影集中，我們看

到耶穌展開祂改變世界的事工，向

這些人伸出祂的手。

瑪利亞補充說：「我喜歡製作人

在影集開始前和結束後的對話，他

和演員交談，還在佈景中演出幕後

的情形。」

中國觀眾很快就可以用自己的語

言來欣賞這部影集。�e Chosen正在
進行配音的工作。這個工作需要高

明的嘴形同步技巧，也要仔細選擇

配音員來配合角色，配音的結果會

決定觀眾是否覺得角色用他們的自

己的語言在講話。

飾演耶穌的演員是 J o n a t h a n 
Roumie，中文由吳凌雲配音。抹
大拉的馬利亞（莉莉絲）由張璐配

音，西門由張秀程配音，安德烈由

夏雪峰配音，馬太由常文濤配音。

推動這部影集獲得成功的粉絲俱

樂部已經使用VidAngel易用的翻譯
平台提供正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字

幕。字幕經過其他貢獻者交叉檢

查，再選擇最好的翻譯版本。目前

仍有許多中國方言需要字幕，例如

蒙古語、藏語和維吾爾語。歡迎你

到translate.vidangel.com提供協助。

The Chosen的製作團隊請求全球
的基督教群體以禱告支持他們進行

中文版本的工作。他們說：「我們

需要禱告！為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

人，以及這項計畫本身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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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

客家人是中國漢族中的一個社

會、文化及經濟子種族團體。他們

擁有共通的語言，以及透過共享經

驗獲得的傳統。

客家經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段

逃難和遷徙的歷史。他們的第一次

遷徙發生在四世紀，西晉亡國之

時，難民逃避入侵其黃河流域家鄉

的蠻夷。他們向南遷移至湖北、河

南南部，以及江西中部。第二次遷

徙發生在第九世紀和第十世紀初

期、唐朝末年之時。當時的混亂促

使他們更進一步向南移動，進入江

西、福建和廣東。

第三波遷徙肇因於十二世紀時，

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由北方向南侵

略。南宋王朝的支持者逃向南方，

將住在江西和福建西南部的客家人

趕到廣東。元朝末年（1368年）
時，廣東北部和東部完全都是客家

人。

然而在1600年代中期，發生更大
的動盪；清朝（滿洲）入侵，這是

又一次來自北方的侵略。隨著明朝

滅亡，客家人有機會遷徙到因為戰

爭而人口大減的地區。四川受戰爭

破壞尤其嚴重，客家人得以定居在

該省。他們也擴展到湖南、湖北、

廣西、廣東中部和沿海地區、貴州

南部，並出海前往台灣。

但是遷徙必然引起摩擦。到了

1800年代中期，客家人和廣東粵族
（當地原居民）之間的衝突日增，

在福建和台灣則和明朝人發生碰

撞。客家人成群結隊遷居，形成了

大片與他族不同化的飛地。和其他

中國人不同，他們會避免纏足這一

類的行為。客家人在太平天國運動

中涉入極深，清朝後來的報復行動

則毫不留情。客家人再度向南逃到

廣東南部、海南島、香港及海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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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的事項

香港國安法

 §為香港恢復和平禱告。求主除去恐

懼、焦慮和仇恨。

 §求神興起祂智慧的百姓進入有影響力

的位置，使他們能夠協助扭轉這個易

變的情況。

 §求主使新法不會被強行推動。

 §求主保守在香港的工人不受傷害。為

被迫離港的人禱告。

拑制出版商

 §為努力支持並協助中國地下教會的香

港作者、發行商、出版商及書店感

恩。求神大大祝福他們。

 §求主使福音繼續在香港的書店中被人

看見，並且能夠忠實地呈現出來。

 §為香港的和平禱告。

The Chosen

 §讚美神，祂召聚滿有恩賜的人組成這

樣一個團隊。求主使這部影集能夠繼

續正確地描述祂的福音，並且正確地

向世界傳講耶穌基督的心腸。

 §求主保護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

 §求主興起能夠正確將影集字幕翻譯成

世界各地及中國境內每種語言的人

才。求主透過這項工作讓人警覺到還

有尚未完成的聖經翻譯工作。

 §求主使中國大陸的百姓能夠看到The 

Chosen這部影集。

客家人

 §求主使中國成為一個和平的國家，客

家人不再受戰爭所迫而流亡。

 §求主使客家人打開心門接受福音，認

識和平之君。

 §客家人當中誕生了許多強大的領袖。

懇求神為祂的國度興起強大的客家領

袖。

電子人民幣

 §感謝神，當警方漸漸掌握區塊鏈技

術，許多邪惡的行為，例如走私毒

品、賄賂、貪污和走私人口，都能利

用這個技術加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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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使那些隱藏在黑暗中的人的罪行

能夠被這項技術曝光，特別是濫用其

權力的人。

 §當教會越來越難以展開建建造神國的

行動時，求神幫助信徒找到有創意的

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請為我們和中國基督「不喪膽」禱

告，讓我們的生命成為見證，見證神

的信實。

CCSM USA的消息

 §為中國及全球受逼迫的基督徒禱告，

讓他們迅速拒絕恐懼和仇恨，並在每

一個狀況中尋求神的旨意。

 §求主保守，使義怒不致轉變為罪。

 §求主憐憫祂在中國的百姓，他們正受

到逼迫。

 §求神指示祂的百姓，如何在尊重上頭

的權柄之時仍順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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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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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客家」的中文意思是「作客的

家族」，和「吉普賽」有相同的意

涵。因為他們的大部分歷史是在逃

難，因此多半從事遊離性的農場勞

工，無法累積財富。在歷史上，客

家人就是極貧窮的代名詞，但現在

當然不是如此；仍然保留在他們文

化中的是他們節儉的習性。

客家話也反應出他們的歷史：擷

取廣州話（廣東省南部使用的語

言）和中國北方及中部使用的華語

的特色。客家食物非常鹹，這是必

須保存食物以供旅行使用的時代痕

跡。食物通常包含大量的蛋白質和

豆腐。

客家人的「土樓」建築很著名，

可以容納整個社區。土樓的形狀是

圓形或矩形，以中央的庭院為中心

進行建造。大部分土樓高三層或

四層，有些巨型的土樓可以高達六

層。牆很厚，只有頂層才有窗戶，

因此建築物兼具村落和要塞的功

能。在建築物裡面，各家庭以水平

的方式分配房間，所有的分配都是

平等的。

如今中國採取強勢的同化政策，

大部分人很看重統一。客家人通常

會被視為漢人（事實上也是），他

們往往也不希望被個別視為客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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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 B i t c o i n）、乙太坊
（Etherium）和萊特幣（Litecoin）
都是使用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technology）的加密貨幣。它們沒
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黃金標準無

關，而且不受任何國家或中央政權

管制。加密貨幣可以在沒有中介的

情況下進行交易，因此更加容易進

行海外購買。由於它們並未與受法

規管制的銀行有所關聯，交易可以

匿名進行。每個虛擬「錢幣」都有

一個獨特的ID號碼，而且與擁有者
獨特的錢包ID綁定。然而，交易可
以在不透露姓名的情況下完成。

一方面，加密貨幣不受政府干

涉，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它們無力

對抗非法活動、詐騙以及容易下跌

的交易價格。

中國曾經試圖遏止在中國的加密

貨幣交易，但是沒有成功。2017年
九月，他們禁止中國所有的首次代

幣發行（initial coin o�ering, ICO），
關閉位於上海的B T C C比特幣交
易所。2019年底，中國人民銀行
(PBOC)發表一項聲明，表示「將會
封鎖所有本地及外國的加密貨幣交

易所和ICO網站」。中國禁止在中
國的財務機構處理及資助任何與加

密貨幣有關的活動。即便如此，擁

有加密貨幣並不違法，交易也繼續

進行，許多有創業精神的中國人直

接改用外國的交易所。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發展自己獨

特的國家數位貨幣，稱之為DCEP
（數字貨幣），如今已經在深圳、

蘇州、雄安新區及成都的部分主要

銀行和獲選的零售商及飯

店進行試辦。

電子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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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在

軛 下 作 僕 人

的，當以自己主人配

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

名和道理被人褻瀆。（提前6: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　神的。凡

掌權的都是　神所命的。（羅13:1）

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

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耶穌說：

「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

「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神的物當

歸給　神。」（太22:19-21）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

要祝福，不可咒詛。（羅12:14）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　

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

首先，我要感謝所有在美國忠心

為中國禱告的人。中國人口佔全球

人口的五分之一，對其他國家有強

CCSM USA的消息

新的虛擬幣由PBOC集中管理。
他們將數字貨幣發售給商業銀行和

其他商業經營機構，並不使用區塊

鏈，但是之後出售者和其他機構可

以使用區塊鏈技術向大眾發行。

社會大眾將POBC授權的虛擬「錢
包」下載到他們的設備上（在試用

計畫中，錢包由銀行的app提供）。
錢包與一個銀行帳戶和卡片連結，

可以在ATM上使用，進行轉帳或付
款。來自連結銀行帳戶的錢以一對

一的方式，轉變為數位金錢。將來

可以選擇不使用銀行帳戶來儲存數

位人民幣及進行交易。

DCEP系統優於現有付款平台的

地方在於，在交易之時，系統並不

需要網路連線。有一個名為「碰一

碰」的功能，只要將兩部電話放在

一起，就可以進行付款或轉帳，不

會在第三方或銀行系統中留下付款

記錄。這項技術使用智慧合約（區

塊鍊）、加密和追蹤，基本上不可

能洗錢和逃稅。如果試行計畫成

功，中國的電子貨幣會漸漸擴大到

經濟的所有領域。

一旦現金從社會中消失，所有貨

幣都透過數位貨幣來交易，中國的

監管機構就有極大的力量可以檢查

其人民使用金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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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響力。它的許多百姓還沒有

機會聽見基督的福音信息。中國，

以及它的領袖，需要我們代禱。

當我們聽到世上種種不公義的情

況，或似乎與神的旨意和目的相

衝突時，我們很自然會希望這些

事情改變。然而，在聖經中清楚說

到，神自己指派所有領袖到他們的

職位上，並且要求我們尊重他們。

那麼，當一個國家的政府逼迫教會

時，我們是否會為那個政府禱告？

在聖經中，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

顯明在但以理的生命中。他是被俘

的希伯來難民，住在巴比倫，然

而他毫無怨言地服事他的

王，並且因為他們

的地位而尊

尋求事奉、剛強與支援在中國的教會與百姓

重他們。當但以理發現自己處於和

他的信仰相違背的處境中，他就採

取行動，和在他之上的權柄理論及

談話。然後他藉著禱告，把問題帶

到神面前。事實上，他的敵人說：

「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的把柄，除

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但

以理對神的順服絕不妥協，即使必

須死在獅子坑中。而神拯救了他。

若是但以理容許恐懼或仇恨宰制

他，神就不能透過但以理來工作。 

但以理得到三位益友的支持，而

這些朋友也受到火的試驗。今日當

全球神的家面對越來越大的困難

時，讓我們站在一起，隨著那日的

臨近，更加彼此鼓勵。仍然有很多

工作要做。

中國教會
支援使團

美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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