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支援使團
中國現勢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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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書者付出
沈重代價
最近的新聞提到兩個關於基督徒因為
售賣基督教書籍而遭受嚴厲懲罰的案
件。
2021年八月份，因為在沒有執照的
情況下經營公司，以及“顛覆國家政
權”，張裕春 (53) 和他的妻子李晨暉

本期
內容

(44) 被判有罪。2021年七月，政府關閉
及出售基督教書籍已經有五年之久。這

售書者
付出沈重代價

對夫婦被判處七年徒刑，並且分別被罰

一月份新聞簡報

他們的印刷公司，在此之前，他們印製

款250,000元——總和約78,000美元或
60,000英磅。現在他們的四個孩子和
年長的祖父母同住。他們提起上
訴，認為懲罰過於嚴苛，但是
在2021年11月16日時，上訴
被駁回。〔資料來源：

CPEC——複雜的友誼
餵養我的羊
正在改革的改革宗
CCSM USA的消息

尋求事奉、剛強與支援在中國的教會與百姓

ChinaAid〕

bookstore-verdict.html

2019年9月時，另一位書商陳煜

在這兩個案例中，這些供應基督

（也被稱為張小麥）因為透過他的

教書籍的人都知道這樣做可能要付

“小麥書房”，在線上銷售基督教

上代價。他們也知道書籍的巨大價

書籍而被捕。2021年10月，他被定

值，它是帶領人走進信仰、使教會

罪，判處七年徒刑，罰款200,000

剛強並成長的重要工具。他們應該

元。他被控銷售外國出版的宗教材

照著良心，繼續供應這些書籍？還

料，並因“非法經營企

是應該順服政府？必然會有不同的

業”而獲罪。

看法。而在這件事上，我樂意聽從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4章中關於良心
的勸勉。“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
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

人權倡
議組織ChinaAid在

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
為主能使他站住。”

最近公開張小麥於拘留期間

這些弟兄姐妹要承受嚴苛的懲

寫的一封信。信中，他對父母說：

罰，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和他們的

“在過去兩年裡，我失去了什麼？

家庭。也請在下午五點鐘，與張小

我暫時失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但

麥和他的家人及支持者一起為教會

是我沒有失去對家人的愛；我暫時

和中國百姓禱告。

失去自由，但是我沒有失去思想的
自由；我暫時失去主日，但是我沒
有失去信仰。”在監獄裡，小麥在
每天下午五點鐘和家人一起禱告。
雖然被距離分隔，在靈裡卻不分
離。
請到以下連結閱讀張小麥的信，
更 了 解 他 的 故 事 ： h t t p s : / / w w w.
chinaaid.org/2021/12/appealfor-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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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新聞簡報
中國新年接近
在中國，老虎被視為百獸之王，

中共全國宗教
會議

2022年從二月一日開始就進入虎

上一次習近平召集中國最頂層領

年。今年是水虎年。可以預期會看

袖，召開全國宗教會議，是在2016

到許多中國兒童穿戴老虎的衣服和

年時，而且遺憾的是，這個會議成

帽子！新年標示著春天的開始，中

為中國家庭教會遭受逼迫的前奏。

國的新年又稱為春節，也就是春天

至於官方的國家教會，它是進一步

的節日。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是為

限制、控制、專橫的要求和監視的

了驅逐前一年的惡運和不幸。這是

前兆。就是在那場會議之後，教會

全新開始的機會。

開始感受到習近平所說的“宗教中

在歷史上，中國同時使用陽曆和

國化”的影響。

陰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都很重

2021年十二月舉行了第二次類似

要，幫助人們判斷季節和種植的理

的會議，這次習近平的重點訊息是

想時機。中國新年的日期每年都會

“中國必須堅持宗教中國化的方

變動，從農曆一月底到二月中都有

向，堅持將宗教信徒群眾結合在黨

可能。

和政府的週圍”。
他強調在宗教工作中，以整體視

國際短宣隊
請與我們聯絡，
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teams@ccsm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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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 (R. Nicolas Burns)

野看待國家安全，以及“強化線上

員會的成員、三邊委員會 (Trilateral

宗教事務管理”的重要性。 現在令

Commission) 成員、阿斯彭戰略集團

人擔憂的是習近平不僅想要限制宗

(Aspen Strategy Group) 及安全論壇的

教網站和宗教材料的線上發佈，更

執行董事、科恩集團 (Cohen Group)

想進一步監視和控制所有宗教性的

的高級顧問，以及Entegris, Inc. 的董

線上注釋。

事。

習近平宣稱：“宗教活動應該在

伯恩斯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公開演

法律和法規規定的範圍內進行……

說家和專欄作家。他在1985年至

而且不該干涉教育、司法和行政事

1987年擔任美國駐耶路撒冷總領

務，以及社會生活。”

事館政治官，協調美國對西岸的巴

美國指派駐中國大使

勒斯坦民眾的經濟援助。他是以兩
國方案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諸

2021年八月份，伯恩斯 (R. Nicolas

國問題的熱情倡議者。他也任職

Burns) 獲拜登政府提名為駐中國

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以及喚醒

大使。這項提名於九月十三日送

良知基金會（Appeal of Conscience

到參議院。共和黨人盧比奧(Marco

Foundation，一個由企業和宗教領袖

Rubio)引用伯恩斯在中國的企業關

組成的跨信仰聯盟，宣稱要推動和

係，拖延伯恩斯的提名。伯恩斯於

平、宗教間的合作，以及種族衝突

2021年十二月六日獲參議院確認為

解決方案）。伯恩斯還任職其他許

大使。他擁有令人印象深刻、角色

多著名職務……數量極多，無法

多樣而廣泛的政治經歷，包括美國

盡數。

駐希臘大使和駐北約大使、美國政
治事務國務次卿、白宮國家安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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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C——
複雜的友誼
中巴經濟走廊 (CPEC) 的起點在中
國新疆的喀什市，終點為巴基斯坦
俾路支省、位於阿拉伯海的瓜達爾
港。中國國營企業中國海外港口控
股有限公司 (COPHC) 擁有該港口的
四十年租約。由巴基斯坦向中國借
貸、以及中國投資的金額達數十億
元，用以開發兩國之間的走廊地

快速道路或安全措施徹底剝奪，就

帶。這條“友誼高速公路”預料將

是受到負面影響，而他們並沒有獲

令兩國同時獲益，然而若要成功，

得利益的回饋。示威人數極為龐

安全的通路及保障極為重要。

大，以致俾路支省政府在固有的安

遺憾的是，用來保護這項計畫的
措施正對雙方的友誼進行考驗。在
俾路支省，限制與伊朗的邊境貿
易、安全檢查站、軍隊進駐，以及
經常因為安全考量而關閉網路和行
動電話網路，都使得人民的生活難

全部隊之外 ， 還 派 出5 , 5 0 0名 鎮 暴
警察。但是他們沒有出動的機會，
因為示威者始終保持平靜和平和。
婦女和兒也加入抗議——在如此保
守的文化中，這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事。也有來自週遭地區的人加入。

以忍受。事實上，在前一年，就是

示威者的目標不是驅逐中國人或

因為公眾的強烈反對，才使得該市

關閉港口。他們有合理的關切，並

的一些區域不被鐵絲網包圍。

且堅決要求巴基斯坦政府處理問

從2021年的十一月中到十二月，
瓜達爾的居民就開始大規模的靜坐
抗議，並且封鎖了連接瓜達爾和喀
拉蚩的高速公路。他們的主要不滿
之處是許多人的生計若非被港口、

題。該計畫承諾提供40,000個工作，
但是當地人抱怨說，COPHC雇用
的工人大部分來自瓜達爾以外的地
區。至於給當地人的補償，原本承
諾將以機場、醫療及教育設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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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本設施的形式提供。然而，六

船上發現“在瓜達爾附近捕獲的

年過去了，過去的承諾大多未曾實

魚”。

現。仍有100,000名瓜達爾居民無法
獲得乾淨的飲用水，停電也經常發
生。沒有基本的便利設施，該市就
無法吸引企業，振興其經濟或提供
工作機會。
早在中國建造港口之前，這些問
題就已存在，而在歷史上，俾路支
省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
一直很緊張。中國則有理由要求更
高的安全。根據AsiaTimes的報導，
“叛亂者殺害該地區的巴基斯坦安
全部隊——以及由中國負責的計
畫中的工人——幾乎每天都有事
故。”俾路支省分離主義者開始將
中國的計畫，以及因計畫而來的人
潮，視為他們進一步獨立或自治的
威脅。
對於瓜達爾本地人而言，這個港
口只是讓他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
困難。65%的居民靠海維生，許多
人要進入傳統的漁獵海域時受到限
制，或是根本不能進入。最重要的
是，有深海拖網漁船在盜捕，外國
船隻開始從聯邦官員處取得捕魚執
照。中國強烈否認所有非法捕魚的
行為，斥之為假新聞，但是有一個
瓜達爾漁民的聯盟表示，去年七月
時，它確認在被拘留的中國拖網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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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嚴密的媒體封鎖措施，瓜
達爾示威者的規模和持續不懈令巴
基斯坦政府不得不承認並處理群眾
的要求，事實上這些要求很合理，
也是做得到的。
中國一直非常迅速地重申對該地
區的善意。正在建設的東灣高速公
路使用無息貸款。還有一家中國公
司將捐贈75張漁網，價值100,000
元。瓜達爾國際機場獲得撥款33億
8270人民幣，該機場已經有90％完
工，預定在2023年開放。一間提供
150床位的醫院已興建20%，預計將
在明年開始服務，有兩個訓練中心
在運作中。這些計畫似乎不會再延
遲。
中國、巴基斯坦及其他的瓜達爾
“特別經濟區”潛在投資者一直在
發送一個強烈的訊息：經濟發展也
是對社區的投資。而且必須贏得信
任和友誼。不滿的群眾已經發出嚴
重的威脅，若是他們的要求不能獲
得滿足，將會關閉港口，但是還
好，在二十八天之後，巴基斯坦的
總理提出保證，他們的合法關切已
經被聽見。

代禱的事項
售書者付出沈重代價

您可以把這一頁代禱消息夾在您的聖經裡，好幫助您記得2022年01月為中國代禱的事項。

§讚美永活的神，萬王之王。感謝神，

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
他。”（但以理書7：27）

身為祂的僕人，我們將站在祂的面

§ 為中國的百姓禱告。

前，個別為我們的決定負責。

CPEC——複雜的友誼

§懇求主幫助中國的基督徒，無論屬於
國家教會或未登記教會，當他們做決
定時，其核心總是“公義、和平，並
聖靈中的喜樂”（羅馬書14:17）。
§求主使中國的基督徒能夠取得完整而
真實的聖經。
§求主敗壞一切試圖修改、加添或審查
聖經的作為。

一月份新聞簡報
§讚美神，在基督裡每一天都是全新開
始的機會。
§求主幫助中國基督徒，當他們在線上
表達信仰和團契時，可能即將面對更
加沈重的限制。
§讚美神，祂對祂的教會的計畫都是好
的，而且祂從開始就告訴我們結果會
如何。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
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

§求主保守中巴經濟走廊沿線上的中國
工人。
§為巴基斯坦和中國的人民之間能建立
友誼與和平禱告。
§求主打開門戶，賜下跨文化宣教的機
會。
§求主使政府和投資者不要侵犯貧窮者
的權利。

餵養我的羊
§主啊，感謝祢，興起人來完成祢的目
的。主啊，為了Eddie Cairns的一生
感謝你。
§E d d i e 經 常 禱 告 ： “ 主 啊 ， 差 我 出
去。”為外展工作祈求勇氣和剛強。
§兩節經文（在愛中相繫，在順服中發
動，然後被聖靈賦與能力）是Eddie
多年來的能力源頭：
§它們是：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
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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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的事項
§以及“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
神的國。”（路9:62）

§ 求主帶領婦女的角色。
§ 求主在教會會友和牧師使用網路進行

§為中國的禾場禱告。求主幫助已經投
入工作的工人能獲得勇氣和激勵。
§感謝我們的主，我們的價值透過祂而
得，藉著祂而得。

團契、一起分享和學習時，保護他們
平安。

CCSM USA的消息
§請代禱，使2022年成為在中國境內事

§當我們的工作受到限制，或是似乎沒
有果效時（無論是個人還是教會），
求主使我們能夠真正知道祂對我們的

奉及向中國投入事奉的重要年度。
§求主使我們能夠繼續和中國各地的弟
兄姐妹合作。

愛。
§求主使目前現有的門戶能夠保持開

正在改革的改革宗

放，並且開啟新的門戶，讓我們的合

§讚美神，祂繼續用祂的方式建立祂的

作關係能更加篷勃，並拓展神的國
度。

教會。
§為教會領袖禱告，讓他們在訓練會友
投入事工和小組長時能大有果效。

§求主使我們能在美國成為彼此接納的
榜樣，特別是對那些覺得被拒絕或難
以被接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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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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養我的羊
聽到Eddie Cairns去世，享年86歲
的消息時，我們感到非常難過。失
去這位充滿勇氣和信心、激勵人心
又勇敢的弟兄，我們深感哀痛。他
的一生與神同行，充滿了滿足和冒
險。
這位仁慈而謙卑的紐西蘭人在中
國教會的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有些人不知道，Eddie是參與
珍珠計畫 (Project Pearl) 的拖船——
米迦勒號的船員。在1981年那時
候，中國的聖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摧毀殆盡，不可能取得新的聖經。
在這個極度危險的任務中，米迦勒
號離開香港，拖著重達232噸的聖經
向北航行。
Eddie的腰上綁著一個防水包，裡
面有身分文件，萬一被擦身而過的
砲艇攻擊時可以用來辨明身分。但
是因著神的恩典，他們安全抵達目
的地，那是在守衛嚴密的共產黨中
國裡的一處隱秘海灘。地下信徒在
黑夜的掩護中等候他們，聖經迅速
轉移，分散到全中國。

時期，中國教會大幅度增長。
Eddie堅信，基督徒不應該企圖
令中國政府蒙羞。即使珍珠計畫本
身使得船員冒著受中國法律懲罰的
危險，但他們的焦點並不是批評政
府對待信徒的方式，而只是要“餵
養群羊”，這是基督親自賜下的使
命。然而，珍珠計畫讓全世界看見
中國的信徒多麼渴慕神的話語，並
在無意間舖就在中國合法印刷聖經
的道路。
E d d i e 成 立 了 Mi s s i o n O u t r e a c h
(MO)，這個機構在後來帶領團隊進
入中國代禱。MO試著發掘在偏遠
和受限制的少數民族地區信徒的需
要，步行團隊將剛翻譯好的聖經、
音樂及其他資源運送到這些地區，

毫無疑問，他會想向在岸上等

交到非常感激他們的信徒手中。雖

候、估計約20000名的基督徒致意，

然MO並非僅僅將焦點放在中國，

他們得到這批聖經，帶著它們，使

但它定期為這個國家和它的百姓禱

它們之中的種子倍增。就是在這段

告。Eddie拜訪過許多信仰受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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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前去尋找信徒，剛強和鼓勵

在晚年時，Eddie經歷兩次中風，

他們，並回報他們的實際需要和屬

硬生生地結束了他活潑而豐富的宣

靈需要。從北韓到共產歐洲，無法

教生活。無法用這個方式繼續熱情

一一在此細數。

地事奉主，對Eddie來說非常困難。

Eddie對神的愛、對人的心腸，以
及對教會的熱情，為眾人所週知。
他有一本剪貼簿，裡面貼滿他見過
的人的照片，以及神放在他心中的
人的照片。每天他在禱告時，就將
這本剪貼簿放在主面前。

他一直認為自己會“穿著鞋子死在
禾場上”。就是在這幾年裡，他真
正知道為他賦與價值和目的的，不
是他做了什麼，而是他在基督裡的
身分。
Edward (Eddie) Roy Cairns, 1935,5,28 2021,12,2

正在改革的改革宗
China Source在最近翻譯了中國一
位家庭教會牧師古道（假名）的報
告。古道思考2018年修訂的宗教條
例，結合Covid-19疫情，對中國的改
革宗家庭教會的影響。我們檢視了
他指出的部分新趨勢。

具體行動、禱告、團契，甚至是共
餐。
由於進行本地外展的能力受到限
制，如今教會群體有更多時間可以
專注於強化信仰的基礎。有更多關
於教義的教導，更多讀經和禱告。

古道指出，改革宗教會將大量的

牧師重新研讀西敏信條、大小要理

力量放在公開閱讀聖經、教會成

問答以及信仰告白。古道表示，牧

聖、集體敬拜，以及專屬的敬拜場

師開始在線上彼此分享研經筆記。

所，還有全職的牧師及詩班。現在
他們必須採用規模較小、較不會被
注 的聚會方式，往往是在家庭裡
面。何謂“適當的”敬拜，這個觀
念已經受到挑戰。雖然在改變之
前，教會會友的規模，以及教會的
章程和規範很重要，但現在焦點已
經轉移到正確傳講神的話、成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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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再是單一領袖團隊，而是
必須為小組派任、訓練和栽培許多
領袖。為了迎接這個巨大挑戰，婦
女也被賦與小組長的角色，甚至是
講道的角色。對部分改革宗教會來
說，這是相當大的反轉，過去他們
會禁止婦女擔任這些職分。
由於目前的環境禁止教會組織者

規劃特會和活動，焦點便回復到門

在古道的報

徒訓練、事工訓練，以及小組長和

告中，令人驚訝的是儘

聚會家庭的裝備。

管有受監視的威脅，網際網路

古道指出，由於疫情的緣故，突
然間教會開始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宣

顯然仍然是家庭教會之間的通訊工
具。

教上。他說：“許多線上宣教活動

古道的完整報告可至ChinaSource

迅速出現，包括線上傳福音訓練會

網站閱讀。[https://www.chinasource.

和著重於宣教的線上禱告會。”看

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recent-

起來外國宣教機構的撤出留下一個

characteristics-of-reformed-churches-in-

空隙，促使本地教會看見需要，並

china]

且起來滿足這個需要。

CCSM USA的消息
新年

令我們恐懼，而恐懼會帶來自私，
以及和他人保持距離。特別是在這

快樂！
2022年會帶來什麼？
我們要感謝神，祂知道，而且
祂關心。我們將自己的個人生活、
我們的工作和事奉，以及祂在中國
的教會，都交託在祂手中。

樣的時候，我們更需要彼此鼓勵和
彼此接納。這些經文教導我們，要
領受神的忍耐與安慰，同時也要有
彼此接納的態度，而不是專注於差
異。我們應該促進合一與接納，因
為這樣會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

神叫你們彼

的父。這是表現愛的方法之一，而

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

對於難民和社會邊緣人來說，愛會

榮耀

顯得尤其重要。在新的一年中，讓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
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羅馬書15: 5-7）

我們盡己所能地表現愛和接納。
有許多聲音陳述一種觀點，認為
在中國的工作已經改變了，短時間

來自病痛的壓力、來自美國和全

之內不會恢復到四五年前那樣開放

世界的不確定性的壓力，可能會

的狀態。其中一個建議是我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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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和中國境內的教會及基

從許多方面而言，這和我們一向

督教團體發展合作關係。合作關係

的運作模式並無差異，但是中國對

是雙向的，除了提供支持和資源之

基督徒抱持敵意的環境更加強化了

外，我們也要聆聽和學習。我們追

與中國教會合作 的必要性，因為他

求的是在聆聽的同時，盡力供應中

們正在經歷逼迫和挑戰。我們要尋

國現在的需要，並對當地的教會

求方法，繼續事奉，繼續合作。

保持開放的態度。

最大的祝福，
Ming Lai

中國教會支援使團
Chinese Church Support Ministries

協調海外資源．供應大陸需要
中國教會
支援使團

地址：P.O. Box 3280 Mercerville NJ 08619
電話：732-543-4722
電子信箱：usa@ccsmglobal.org

美國辦公室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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