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所有人新年快樂！

我們為你帶來大喜的信

息！當然無法和彌賽亞誕

生相比，但確實是好消

息。2022年12月7日時，中

國大陸解除了大部分針對

國內Covid-19疾病的嚴格預

防措施。這表示不會再有

討厭的健康檢查，不會再

有Covid檢驗，在中國旅行

或進入公共場所時也不必

再掃瞄QR code。

雖然這些政策主要適用

於中國人民，但CCSM對於

2023年抱著謹慎樂觀的態

度，因為這是很正面的指

標，表示中國即將重新開

放。

2022年12月時，中國將

入境隔離時間從14天縮短

為5天。申請工作簽證不需

要再提供來華邀請函，並

且也開始處理學生簽證和

探親簽證。航班前健康檢

查要求減少到只需要在出

發前48小時內做一次PCR

即可。飛行計畫允許一次

以上的中途停留。斷路器

規則（Covid確診案例過多

時，暫時禁止飛航）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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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謠傳說入境中國的隔離要求會

在2023年1月9日停止，但是China 

Highlights預測應該會用比較穩定的

方式過渡到重新開放（中國的傳統

做法）。他們的預測是應該會在第

二季重新開放。因此開始進行2023

年的旅行計畫吧！

來年值得注意的事－－全球的領

袖已經簽署G20峇里島峰會宣言，

致力於“運用現有的標準及數位

Covid-19認證的成功，並以此為基礎

進行建設。”這一點被解讀為即將

開發全球性的Covid疫苗護照。G20

由全球最大的二十個經濟體組成，

他們已經決定禁止未注射疫苗或未

經檢驗者四處行動。其用意是讓企

業和個人將能夠保持開放，全球所

有已注射疫苗的人口都能在下次疫

情期間自由行動。

印尼的衛生部長B u d i  G u n a d i 

Sadikin表示，採用世界衛生組織標

準的數位健康認證將在五月份於日

內瓦召開的全球衛生大會中推出。

G20峰會於2022年11

月於印尼舉行，中國是

G20的國家之一。

關於CCSM的小知識⋯⋯

“做我們的報導者。”巴柝聲牧師（Ross Paterson, CCSM創辦人）於1983

年第一次前往中國時，一位家庭教會的領袖這樣告訴他。巴牧師將這句話視為

主給他的第一個命令──讓西方教會察覺中國的需要，並推動代禱。在當時，

中國教會的事情鮮為人知。

同樣在這趟第一次旅行中，他聽到另一個請求。“我們非常需要書籍和堅實

的基本教導。”

今天CCSM順應時代來回應這個呼聲，繼續與中國的信徒密切合作，滿足這

個迅速成長的教會的需要。中國仍有數百萬人從來沒有聽過耶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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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封城使他們

驚惶失措，卻也讓

他們有時間思考和

質疑。

發展同理心 

突很難相信中國的示威抗議出人

意料。

人民很顯然被控制到人性忍耐力

的極限，甚至到了他們願意冒生命

危險公開抗議的地步。我們可以推

測長時間封禁的原因，或是試圖猜

測領導階層學習到什麼教訓，但是

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這些抗議

行動已經影響了中國人思想中的一

個基本轉捩點，特別是在年輕世代

中。

這個世代被稱為“小皇帝”，他

們大部分出身於家中只有一個孩子

的家庭。由於在相對富裕與和平的

時代中長大，他們充滿野心，又傾

向物質主義。同時，他們被國家教

育成缺乏靈性生命，不信任外國

人，沈浸在宣傳和愛國的驕傲中。

Covid封城使他們驚惶失措，卻也

讓他們有時間思考和質疑。他們經

歷過失去控制、孤單和沮喪。大約

有20％的年輕人失業。

李原（音譯）是一位會說中文的

記者，曾在新華社和紐約時報任

職；她和TheChinaProject分享她與中

國年輕人的談話。她透露出來的是

中國人世界觀的深刻改變。訪問的

部分重點是：

自由的價值被誇大了。它突然間

變得更加重要。在過去，放棄公民

自由被視為獲得和平與富裕所需付

出的小小代價。封城導致百姓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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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處散佈對

於“外國勢力”

危險性的恐懼，

如今已經變成公

開的嘲諷，最大

的笑話。

黨的善意。由於他們有大把的時間

可以運用，加上覺得被政府拋棄，

人們開始討論，甚至檢視其他政治

過度延伸的主張。

在過去，侵犯人權（例如新疆的

大規模再教育營任意拘留）的行動

會被忽視，甚至受到稱讚。現在情

況正在改變。李原說她有一些朋友

說：“當政府的‘鐵面’臨到你身

上時，你就知道被迫害或成為受害

者是什麼感覺。”這種感覺是，既

然新疆的事是真的，那麼有什麼事

情能夠阻止它發生在你身上？對香

港及新疆的同情心正在發展，對於

一個學會對不直接影響自己或家人

的事都視而不見的社會而言，這是

一個重要的改變。

政府到處散佈對於“外國勢力”

危險性的恐懼，如今已經變成公開

的嘲諷，最大的笑話。擁有政治觀

點的人勇敢分享他們的看法，因為

他們明白其實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意

見。他們不再因為疏離感而保持沈

默。

這個世代的父母是透過非常艱難

的教訓，在幾十年前才學會不要質

疑或抱怨黨。參與抗議者現在或許

可以用更加了解實情的眼光去看待

事情，但是他們不大可能擺脫黨的

掌控。封城已經逐步結束，但是掌

舵者想將航向穩定在擁有更多管制

權的方法。

然而，對話已經有某種程度的開

放。而且當人有了同理心很溫暖，

對於“外國勢力滲透”的認知也比

較沒有那麼令人害怕，或甚至採取

實事求是的態度時，人們或許會比

較開放，願意坦率地與基督徒朋友

和鄰居談話。而且只是也許，他們

會開始尋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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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簡報

教會長老 

受到非公開審判

仁愛歸正教會的長老張春雷於

2022年11月29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受

審。審判為時六個小時，他的妻子

和支持者並未獲准參加審判。法庭

入口受到嚴格看守。

張春雷長老是在秋雨聖約教會的

王怡牧師所寫的聲明（信仰上的抗

命）上簽名的458位牧師和領袖之

一，該聲明主張教會和國家及信仰

自由應有所分別。目前王怡牧師正

在服九年徒刑。

就和秋雨聖約教會一樣，仁愛歸

正教會拒絕加入三自教會，後來受

到兩次襲擊。2021年3月16日第二次

襲擊後，張春雷前往警局打聽被捕

者的消息時，他自己也被捕。後來

他被控詐騙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中國的教會領袖被控“詐騙”，通

常與處理教會奉獻有關，但這事一

般認為很正常。然而，就目前來

說，對國家教會體制外的教會奉獻

被中國法律視為違法。

被獵捕、騷擾、 

禁止和毆打

當2018年開始熱烈展開宗教逼迫

時，福建省廈門的巡司頂教會拒絕

放棄聚集聚會。他們經常改變聚會

地點，但是無論他們在哪裡聚會，

警方總是很快就能找到他們－－無

論是在住宅區、辦公室大樓、飯店

或海邊。他們的分堂一個接一個地

被關閉。

但是襲擊、毆打和逮捕並沒有消

滅他們維持團契的渴望。2019年5

月，教會會友被罰25,000元（3,400

美元）的罰款。牧師楊希伯和師母

王曉菲被罰200,000元（27,000美

元）。他們針對罰款提出訴願，但

是法庭維持原判。

巡司頂家庭教會網路有100年的歷

史，逼迫對他們而言並不陌生。事

實上，楊希伯牧師的姑姑和父親都

因為沒有妥協信仰、加入國家的三

來自中國教會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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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愛國運動而入獄十五年。他的姑

姑楊心斐和父親楊元璋被廈門地區

的家庭教會網路視為屬靈長者，楊

希伯牧師是第四代牧師。

（資料來源：ChinaAid）

佤族（亦稱為嘎剌、哈瓦）宣教
初次刊登時間為2017年12月28

日。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聽到神

大能的運行，將福音帶給未得之

民。其中一個故事就是一位美國浸

信會宣教士，在1880年代後期前往

今日緬甸的撣地區。這位宣教士的

名字是William Marcus Young，他熱

切地為大豐收禱告。同時，在北方

的雲南山地裡，住著一位名叫Pu 

Chan的先知，他是佤族信奉的“真

神”先知一系的後代。這個民族對

於這個神祕的神一無所知，但是佤

族的傳統預言說有一天，真神會向

他們顯現。

當時的佤族是一個兇殘的獵頭部

落，住在中國雲南省和緬甸交界

處。他們接受泛靈信仰及祖先崇

拜，獻人和動物為祭。有一點像聖

經中的先知以利亞預備道路的過

程，先知告訴他的百姓，如果要

讓真神向他們顯現，他們就要放

棄邪惡的行為，過道德的生活。

有一天，他給門徒一匹小白馬，

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跟著牠走，

牠會帶他們找到真神。他們跟著小

馬走了200哩，牠帶著他們直接來

到William Young的宣教地點，當時

他正在挖井。門徒問Young能不能

告訴佤族關於真神的事。你可以在

Don Richardson的著作Eternity in their 

有一天，他給門徒
一匹小白馬，告訴
他們說，如果他們
跟著牠走，牠會帶
他們找到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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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普遍的認知，認為中國的地下教會

基督徒無法聚會，而且除非是在官方教會的

場所裡，否則信徒不能傳福音。

政府主動追捕繼續活動的地下教會會眾，

而分享信仰的人則冒著遭受罰款、拘捕或其

他處罰的風險。新法律禁止除獲授權的基督

教網站和有執照的神職人員以外的人談論宗

教。

這是一般的說法。然而中國是一個矛盾的

地方。在說明這塊土地上較為複雜的情況

時，標準說法一再被證明不適用。

的確，在2022年間，中國的線上環境變得

對基督徒限制多得多。新規定要求任何講道

都必須由有執照的神職人員進行，取得“網

路宗教資訊服務執照”的機構才能分享宗教

內容。從2022年3月1日開始，家庭教會的微

信帳號消失了，他們的網站被關閉。規模較

小的國家核可教會則掙扎著去滿足取得許可

的嚴格要求。

但是更深入挖掘後，我們要問這些新規定

執行的力度有多嚴格？就目前來說，似乎對
接續第11頁>>

黑夜不在這裡

Hearts中看到這個令人驚奇的

故事的完整內容。

Young在1920年代遷居到

中國。到了1948年時，超過

22,000的中國佤族人受洗。

1938年，William Young的兒

子Marcus Vincent Young繼續

將新約聖經翻譯為佤族語。

佤族語的舊約聖經，以及新

約聖經的佤族語新譯本，由

一群佤族翻譯者花了十年以

上的時間，於2005年出版。

有一個報導指出目前佤族基

督徒人數超過75,000。（資

料來源：Operation China by 

Paul Hattaway）中國的佤族總

人口數大約是375,000人。

近年來，中國政府分配龐

大的預算，在佤族自治縣進

行基本建設和補助房屋現代

化。傳統的竹造佤族房屋為

二樓建築，豬和鷄就養在一

樓。將房屋翻新成為磚造房

屋，即使有補助，仍然需要

大筆的金錢投入。年輕的佤

族人常常因為經濟壓力而提

早離開學校，到城市找工

作，以協助供應家庭的額外

需要，因此他們的第二語言

漢語說得不夠流利。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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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集中在對於政府的政策持批

評態度的個人或機構。和CCSM談話

的中國基督徒表示，他們的私人電

子郵件或小組Zoom通訊並未自我審

查，而且到目前為止，仍然可以像

往常一樣繼續進行。時間會告訴我

們，這是否就是未來的模式。

而且如果你以為地下教會的基督

徒因為憂慮而動彈不得，並且停止

作工，那麼你就是誤會了。事實

上，許多基督徒繼續事奉神，儘管

有危險，卻做了比西方世界許多基

督徒更多的工作。我們向他們致

敬。

這裡提供一些例子：

 王醫師是一位外科醫生，他負責

的線上聖經青年小組不是一個，而

是兩個。

她是中醫師，住在東岸，向所有

的病人傳福音。而且她在週末時還

會到鄰省去宣教。

她是一所線上教會（建立在海

外）的小組成員。在他們的聚會

中，見證和分享是很重要的一部

分。孩童也參加聚會。這個小組將

東方人和西方人聚在一起敬拜，彼

此激勵。最近有五位信徒受洗。

這些基督徒沒有放棄他們對大使

命的委身。他們絕對沒有因為恐懼

而動彈不得。

用耶穌的話來說：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

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

做工了。”（約9:4）

黑夜或許將到，但顯然還沒有到

這裡！

中國教會或許受到一些阻礙，但

是它絕對不會沈默無聲。看到這些

信徒泰然自若、剛強並且專注，對

其他國家的信徒來說是很大的鼓

勵；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受到力度越

來越大的審查、限制和逼迫。

（姓名皆因安全考慮而有所更改） 

想看視頻嗎？

www.youtube.com/@ccsm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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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旅遊計畫

 §求主使中國向全球開

放的腳步不會受到延

遲。

 §求主使計畫到中國

（或返回中國）事奉

的人能夠取得需要的

所有文件，求神供應

他們，使他們道路通

暢。

 §儘管挑戰越來越大，

求神提供在中國分享

福音的方法。

發展同理心

 §求主使尋求真理的中

國人不要放棄追尋。

 §求主使基督徒能夠敏

銳察覺朋友和鄰舍的

需要，並且預備好分

享自己得著平安與盼

望的原因。

 §感謝神，漢族中國人

漸漸開始同情失去

自由的維吾爾人和同

胞。

 §為中國的平安禱告。

新聞簡報

 §約15:19：“你們若屬

世界，世界必愛屬自

己的；只因你們不屬

世界，乃是我從世界

中揀選了你們，所以

世界就恨你們。”

 §為中國地下教會的會

友和領袖禱告，他

們因為信仰而承受騷

擾、不公義的控告、

毆打、損失、囚禁、

分離與罰款。

 §求主使教會會友能夠

得到良好的教導與安

全的團契關係。

2023年01月
您可以把這一頁代禱消息夾在您的聖經裡，
好幫助您記得為中國代禱的事項。

代禱的事項

代禱事項 #1 代禱事項 #2 代禱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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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宣教 

 §感謝神，祂願意萬族

萬邦的百姓都認識

祂。

 §為故事中的奇妙事

蹟，小白馬使得佤族

人得以聽聞救恩信

息，向神獻上感謝。

 §求主提升佤族人的識

字率，讓他們更能明

白神的話語。

 §為佤族人禱告，讓他

們不要忘記向他們顯

現的真神，也讓他們

能夠堅定地分享自己

對真神的認識。

黑夜不在這裡

 §讚美神，祂看顧祂在

中國的教會。

 §求神帶領祂的工人去

接近心中渴慕的人。

 §求主使基督徒能夠繼

續在中國人當中分享

好消息。

 §求主使西方國家的信

徒能因中國教會的

見證而受到激勵與剛

強。

折磨聖民

 §為因著信仰而被家

庭、社區、工作、學

校或政府當局敵對的

信徒禱告。

 §為越來越疲憊的教會

領袖禱告。

 §祈求信徒得到從聖靈

而來的安慰、指引和

鼓勵。

2023年01月

代禱事項 #4 代禱事項 #5 代禱事項 #6

尋求事奉、剛強與支援
在中國的教會與百姓

代禱的事項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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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城市的低薪工廠工作，直到

生病、受傷，或是家裡的壓力（例

如需要幫助農務，或是照顧年長的

雙親），他們才會回到自己的村

裡。佤族人的低識字率使他們難以

理解福音，甚至只有少數信徒對於

救恩有基礎的了解。

感謝主，最後一起獵頭事件記錄

是在1970年代末期。導致佤族人貧

窮的牲畜獻祭已經不再實行。如今

佤族自治縣被列為獨特的旅遊地

點，獲得推廣，並且特別突顯佤族

節慶和傳統。佤族婦女的甩髮舞和

拉木鼓節很出名。

折磨聖民

將來會有一個時候，敵基督（站

在基督的位子上）會顯露出來。聖

經在但以理書7:25節告訴我們，“他

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

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

法。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

半載。”(NKJV)

神向祂的教會提出警告，不是為

了讓他們害怕，而是要他們不要喪

膽！耶穌告訴祂的門徒：“我已將

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

倒。”（約16:1）  

敵基督還沒有顯明出來，而基督

徒知道將來他們會因為基督的緣故

而被恨惡。逼迫來自許多源頭－－

其他的信仰、不信者，甚至來自猶

太人。大數的掃羅就是早期的例

子。但是強大的逼迫來自教會本

身。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

Amplified Bible闡明但以理書的經

文。它說：“他必說話反對至高者

（神），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意

圖改變（聖宴和聖日的）節期和律

法；聖民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載、二

載、半載（三年半）。”（但7:25）

“折磨聖民”是中國基督徒必然

會 生共鳴的一件事。這句話不只是

暗示身體上的逼迫，也包括對基督

信仰的核心－－聖經的持續攻擊。

這攻擊可能來自教會內部，或教會

外部。

基督徒在這樣的時候可能會受折

磨：

1. 為對抗錯誤的教義和妥協的壓力

而爭戰。

2. 經歷缺少神話語的時候，聖經受

到審查，或是只剩下少數堅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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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同伴。

3. 收入、生活、隱私、名聲、家庭、自由，甚至生

命本身受到攻擊。

從2018年開始，當政府開始加強對宗教所有層面

的規範和控制時，似乎每個月都推出新法、新限

制，以及更多教會必須應對的繁文縟節。它影響了

基督徒聚會的方式，奉獻的方式，事奉的方式，神

職人員必須學習的東西，甚至包括講道中必須增減

什麼內容。

雖然焦點往往放在因為信仰而受到罰款或入獄的

人身上，但這樣的人在全體基督徒中只是一小部

分。身為代禱者，請在主面前記念那些必須堅持堅

定教義的教會領袖，保護羊群不在世俗想法中妥協

的長老，以及在教會被關閉後，失去團契關係的其

他信徒（例如初信者）。隨著時間逼近，我們會看

到攻擊來自四面八方。我們都領受神的警告，好使

我們不致喪膽。請在禱告中記念中國教會！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

收成。（加6:9）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

灰心。（來12:3）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

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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