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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遠東福音會的網站，容量比過往更大、更方便！已

將相關網站做連結，歡迎弟兄姊妹瀏覽並下載本會創作

的詩歌、聖經課程、廣播劇、節目內容。同時也可以透

過線上奉獻來關心支持本會的廣播事工以及將福音廣傳

中國的心志，是既安全又方便的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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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以弗所這個城市是專門拜亞底米神的，但當保羅第三次宣教旅行來到

這城市，卻帶來這城市很大的改變，這改變甚至產生了城市文化的

轉化；以弗所的百姓願意將邪書拿出來燒掉，這些書當時的市值約台幣

5000萬。這就猶如一個學生信主後，傳福音給全班，而這信主的班級此

後就改變了，不作弊了，整潔比賽還得到第一名。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神的能力是浩大的！在以弗所書第一章的

末段，在一偶像崇拜的土地上，保羅說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接著第二

章保羅就說明這浩大的能力更是彰顯在一個人生命的改變上。一般屬世

的廣告很喜歡用「使用前與使用後」的比較方法，來凸顯其效能；同樣

地，保羅要我們也應當以「信徒信主前與信主後的差異」來理解神的浩

大能力。

以弗所書二章2-3節論及讀者過去未信主前的生命與生活，是受到

三方面的影響：「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

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

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第一是隨從「今世的風俗」（新譯本翻譯是「隨著時代的潮

流）。例如：有些人食衣住行的依歸，皆以當時時尚流行的趨勢來追

隨。

神的大能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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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順服「邪靈的作為」（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例如：有些人出門要看農民曆，上班前

要看今日的星座運勢與穿著顏色。

第三是受到「肉體的私慾、墮落的人性、自我中心、趨向邪惡的

人性趨向」所影響（肉體所喜好的、心中所喜好的，含不正當的性慾、

生氣、嫉妒、自私等）。例如：有些人做抉擇是以自己欲望的滿足為依

歸，神的旨意如何並不在乎。說話傷不傷人也不留意，只是一味地逞口

舌一時之快。

雖然以上是你我信主前的生命三光景，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

我們已經信主了，我們的生活是否仍被這三者所牽引呢？跟隨流行的趨

勢，不留意魔鬼的工作，或按自己本性的喜好去行，而不去理會神的旨

意。我們是否呼求神的大能來幫助我們，不被流行文化所影響，反倒去

影響文化；求神時刻給我們聖靈的感動來敏銳魔鬼在我們人際間的小動

作，祈求神幫助我們能先想想神的旨意再來決定如何回應。

遠東福音會一直以來從事透過廣播影響文化的使命，在台灣每天

一早以LINE靈修宅配有聲信息，來幫助信徒抓緊神的話，以勝過一天

的挑戰與試探。此外，從六月開始，遠東每個月也會製作一個為中國具

體禱告的視訊短片，鼓勵您與小組、團契或教會，每月至

少一次透過遠東製作的三分鐘影片來具體的為中國禱告，

透過禱告來支取並經歷神的大能！右方是影片QR Code，

歡迎您幫忙轉貼與轉發。

遠東福音會所在的福音大樓，暑假期間正在做外牆剝落的修護工

程，也請您為工程的安全、進度及所需要的經費約30萬台幣代禱。七月

份本會奉獻收入也明顯減少，我們正經歷一信心的事奉，也期待再次經

歷神的信實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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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07-08 月感恩與代禱

◢	為培育新媒體的基督徒人才，本會與甫成立的新媒體宣教學院合作，提

供其全修生作為實習的機構，求神感召這世代的青年男女，使成為有效

之媒體人，引領學生在媒體界服務社會與事奉上帝。

◢	暑假期間本會參與許多福音聚會的協辦，如7/24-27日的牧家子女營，8

月3-5日的聖經輔導講座，8月12日黃奇光牧師研經聚會等；盼各個聚會

都能使與會者得造就。

◢	少數民族的廣播事工為因應新媒體的趨勢，除短波、中波的節目會作經

濟效益評估外，網路廣播並不會以族群人數作為是否製播新節目的依

據；故2020年前我們將以製作12個少數民族廣播作為目標。求神差遣合

適的人才與供應錢財來使福音傳到每一個族群中。

◢	本會新加入一實習生力軍，金姵君姊妹，現就讀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碩

士班，預計將於今年11月完成其碩士學位；為其在遠東的實習配搭及學

業的完成代禱。

◢	本會近期添購錄音備份系統的硬體設備，請為此設備所需要的經費5萬元

台幣及之後的建置與備份工作代禱。

◢	本會因外牆剝落以致需要做修補的工程，盼神保守施工單位平安順利，

並供應此修補工程所額外需要的30萬台幣。

◢	廣播電費迄今仍積欠約100萬台幣，今年場地使用費的還款也需要50萬

台幣，為以上的經費需要代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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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想到內地的神學教育，我們很難想像那情況是怎樣的，因為與我

們所處的處境很不相同。然而，神學教育對信徒的栽培、領袖的

訓練、以致教會的長遠發展都是那麼的重要，所以過去有許多關心中國

教會的人都參與或支持內地的神學教育工作，也有不少人寫過相關的報

導。本文在此也略說一二。

 
培訓學校的增設

自從1949以來，內地的教會已再沒有宗派之分，神學院一般不會自

稱為隸屬某宗派的，但是，屬三自的還是屬家庭教會的，卻分得一清二

楚。兩個體系的神學教育都是在文革結束後才重新開始，但發展都很迅

速。

三自體系以南京的金陵協和神學院為首，在1980年復校。自此，院

校的數目一直增加，現時幾乎每一省都有本科程度的神學院。此外，各

曠野中開道路
—內地神學教育概述

｜吳加恩｜

圖片下載自昵图网http://www.nipic.com/show/7009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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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三自教會又自辦地區性的學校，訓練那許多沒有機會進入神學院的

義工，這些學校通常被稱為培訓中心或培訓點。

說到家庭教會，神學教育是從草根開始發展的，培訓點也自然

更多。這歷史可以從1983年開辦的「野地神學院」算起，當時農村教

會經歷大復興，異端亦同時肆虐，各地教會意識到神學教育的重要，

很多都聯手開辦聖經學校或神學院，除了栽培信徒，也裝備教會的同

工，目的是穩固教會和擴大宣教。八、九十年代的培訓點多數都沒有

固定的校園，但是靈活性很大，數量增長很快。及至本世紀初，有人

估計，家庭教會的神學院和培訓中心有超過一千間之多。

課程水平的提升

發展神學教育，最需要的是書本和老師。在兩者都不足的情況

下，內地神學院在早期沿用培靈、門訓的教導方式。然而，隨著資源

有所增加，很多都建立起有系統的學制。家庭教會方面，九十年代就

已嘗試發展正規的神學院。他們在海外老師的支援下，現在已發展到

有碩士班的神學院，而且有不少內地培育出來的老師在海外得過學術

上的訓練。三自神學院也一直在尋求升格，由兩或三年的課程改良為

四年制本科，而全國級的神學院甚至開設了碩士和博士班。

這一切發展的大環境當然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近20年以來，

內地信徒可取得的參考資料愈來愈多，外地老師進到內地也較以前容

易，這都有利於神學教育進步。除此之外，近年冒起一股新的力量，

稱為「城市新興教會」，催促著神學教育繼續進步。這些教會是在世

紀轉折之間開始出現，那是因為很多知識份子信了主，當中有大學校

園福音工作的果子，也有在留學時信主的海歸基督徒。這些人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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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喜歡查經、投入團契生活、思考能力強，但他們對三自沒

有歸屬感，在傳統的家庭教會也得不到適合的牧養，於是自組教會。這

些人的需求成為神學教育的挑戰，而新一代的教牧人才也逐漸在他們當

中孕育成長。最近這幾年，不少教會開始講求牧者要有學歷水平，也有

在鄉間事奉的傳道人在尋找機會，接受正規或較高水平的神學訓練。這

些現象與鄉村城鎮化，以及城市教會的興旺很有關係。

前路的重重困難

內地神學教育的發展固然很迅速和有活力，但由於禾場實在很大，

前面的挑戰和困難仍是無從估計的。這情況就好比在曠野中見到有花，

但土壤不知何時會變為肥田，讓人見到豐碩的果實。部份具規模的家庭

教會，他們的課程必須隱密地進行，又多半需要密集上課，一天六到八

個小時，幾天內修完一科，有時還要學士、碩士、證書班一起聽課，這

都不是理想的情況。

以上的一鱗半爪，還未開始說到那些更大更難的問題：如何避免師

資流失、如何開拓學生來源、如何認證課程水平。還有，如何在日益困

迫的逆境中堅持下去，都是極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但我們知道，行奇事

的神一直在這曠野中興起內地的神學教育工作者，祂也一定會帶領和看

顧他們，總有一天，為他們在沙漠地上開出江河。

（筆者為資深神學教育學者，多年來投身參與神學培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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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了我念頭，促成了我文字事奉的起頭

其實在國、高中的時候，寫作是我最討厭的一件事。以前我寫東

西，不會超過三行，國文老師還為此幫我特訓，過去的我沒有

想過有一天會以寫作來事奉神。大一那一年，我跟神做了一個禱告：

「主啊！我希望將來可以事奉祢，但我不知道我可以做甚麼？祢可不

可以告訴我，我現在要如何裝備自己，讓我可以被祢使用。」我常常

向神做這個禱告。後來神感動我把自己的靈修心得寫下來，說不定可

以幫助一些人。當時的我覺得：神給我的感動是給錯人了嗎？因為我

是那麼討厭寫作文的人。後來神藉著我所讀到的經文不斷的鼓勵我，

用寫作敬拜神
｜施以諾｜

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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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就試試看吧！於是我嘗試一個月寫五篇文章。一個月寫五篇，一

年就寫了六十篇，當我開始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發現原本讓我覺得痛

苦的寫作，後來竟然成為一種喜樂。

寫作是一種敬拜

在我的專業領域當中，我發現一個愛寫作的人，如果沒有神在其

中，他不見得會越寫越快樂。喜愛寫作的人，通常心思都很敏銳，但一

個人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當他陷入某種情緒時，寫作可能帶來痛苦、

憂鬱，或者是深度的沮喪。

後來我慢慢體悟到，其實寫作是一種敬拜。當我們用敬拜的方式

來看待我們的寫作，我們的作品是神喜悅的，我們寫作的心態是神喜悅

的，其實無形當中，這就是一個很美的事奉。

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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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一種釋放

當我們能夠講出一些難過的情緒時，心情會變得比較好，臨床稱之

為一種宣洩。但這其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有些人可能有這種經驗，就是

他會越說越憤慨，越說越激動，越說越不能夠從傷痛中走出來。這種時

刻，神是否在其中就非常重要，願我們像大衛一樣，將情緒釋放出來，

最後交託仰望在神的手中，大衛所寫的許多詩篇，詩歌結束時都從情緒

中出來，轉而仰望那位在日光之上的神。

寫作是一種感恩

寫作也是一種表達感恩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有感恩的事，你就可以

寫下來，對自己來說，這是一種療癒，一種回顧；對觀看你文章的人來

說，更是一個見證。

我曾經有一段極度不順的日子，那一天，醫院來了一個病患，高

燒不退，神在那時提醒我，我雖然覺得自己這陣子過得很糟，可是我每

天能夠體溫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一種恩典，後來我將這個生活經歷寫下

來，不只提醒自己，也讓許多讀者去省思生活中神所賜的恩典。

寫作只有人會，這是神給人的恩惠

寫作是神賜給人一個非常特別的禮物，地球上除了人類以外，沒

有其他的物種能夠寫作，如果我們能用文字將神的美善傳揚出來，這也

是一種傳福音的方式。我本不是一個很會寫作的人，但我發現只要你願

意，神就會幫助你繼續擴張你的境界，願你我都能找到一塊為主發光的

領域，在那裡事奉神、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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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變悲劇

「我在鄭州開服裝店，生意

還算好；後來二樓租給了一個開汗

蒸養生館的。他們開講座、培訓拉

客戶，挺熱鬧的。我在網上查到他

是變相傳銷，太太不信，親人朋友

勸她都勸不進去，結果她也開了汗

蒸店，半年虧掉20萬，服裝店也賣

掉。剩下的5萬借給一個客戶，到現

在還沒要回來，她覺得問人家要很

沒面子。為此我埋怨過她，但我也

求主饒恕。現在她無法面對現實就

選擇離開我，兒女都不願要了，並

且要跟我離婚。」（一弟兄）

代禱：求主加添弟兄智

慧與力量知道如何挽回

妻子，並施恩引導弟兄

的太太能明白家庭和兒女的重要，

遠離虛榮、物欲的試探。

微傳銷

近幾年微商等行業迅速發展，

「微傳銷」等違法亂象也日益滋長。

「微傳銷」是指以智慧手機為工具，

以微信、微博等為平台，以銷售或推

銷貨品為名義，通過誘惑、拉人入

會、收取入會費為主要盈利途徑，以

微信支付、支付寶及其他支付工具為

資金流轉工具的傳銷活動。「一份工

中國新聞及代禱
｜編輯部｜

中國新聞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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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懲處力度。

一個盲人

「我是一個盲人，30歲後眼睛

才看不見，現在40多歲。我信主十

年，但沒有去過教會，前九年都沒

有好好信主。我靠聽電台得到很大

的幫助，漸漸認識信仰。以前不明

白為何患病苦難臨到自己，心中怨

憤，沒有喜樂。十多年前失眠，吃

了藥也睡不好，非常痛苦。自從聽

了電台的節目，突然明白了信仰是

甚麼：苦難、試探、病痛，都是信

作，做好了可以月入10萬，108天買

賓士、6個月買房，而投入只要幾千

元，坐在家裡就能創業。」這類充滿

誘惑的「微傳銷」宣傳語言很常見，

「微傳銷」正是利用參與者「一夜暴

富」的心理。

《經濟參考報》

代禱：傳銷在中國屬於

違法，而「微傳銷」發

現和查處難度更大，危

害更廣。求主幫助政府加快制定反

傳銷的法律法規，並加大對涉嫌組

織「微商」發展下線和進行洗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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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不能避免的，一下子明白了。從

此渴慕神的話，一聽就明白聖經，

也會唱詩。現在聽電台，就能睡覺

了。以前眼睛看不見，現在也能看

到一點點，盼望視力能恢復。」

（江蘇省啟弟兄）

代禱：求主幫助啟弟兄

繼續在信仰路上成長，

恩待他為他預備合適的

團契與教會，能享受肢體的關愛，

求主醫治他的眼睛。

有了身孕

「我是一名基督徒，32歲。我

和不信主的男朋友發生了性行為，

有了身孕。男朋友並不愛我，他和

他家人決定讓我打胎，自然也不會

和我結婚。他們覺得現在才1個月，

還沒有生命。我跟他們說不能打

胎，可是講不通。他們也不理解，

覺得我自找苦吃。孩子生下來對誰

的未來都不好。如果執意要生，他

們也不會負責。無法想像如果生下

來，做一個未婚媽媽要面對多少的

壓力。我父母對我有很大的期許，

這樣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打擊！我

自己的經濟能力也無法獨自撫養孩

子。現在的孩子該怎麼辦？」（山

東省一姊妹）

代禱：姊妹此刻面臨兩

難的抉擇，求主引導。

賜力量與勇氣面對自己

當盡的責任及未來的生活，靠主作

出合神心意的正確決定。

限塑令效果不彰

2007年12月31日，一份被群眾

稱為「限塑令」的通知明確規定：從

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禁

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0.025

毫米的塑膠購物袋；超市商場等商品

零售場所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購物

袋。「限塑令」實施初期，商場超市

一度出現無免費塑膠購物袋的局面，

購物也使用其他材料的購物袋。當時

的調查顯示：全國3萬多家塑膠袋生

產企業中，有一半停產或轉產。可以

說，效果相當顯著。然而隨著時間的

推移，免費塑膠購物袋開始悄然回

歸，人們甚至感覺塑膠袋的用量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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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更大了。

《光明日報》

代禱：過多使用塑膠袋

將導致地球的嚴重污

染，求主保守人們能夠

提升環保意識，看見環境污染的危

害，自發性的愛護居住的環境。

網紅主播

2017年，第一代「95後」大學

畢業生即將步入職場。在一則關於

「95後」最嚮往的新興職業的調查

中，54%的票投給了主播、網紅。

一提到「網紅」，人們就有些偏

見，覺得他們難登大雅之堂。前段

時間「清華女學霸轉身做主播」的

新聞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的非議。

2006年內蒙高考理科狀元，本科

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碩士研

究生就讀於北京大學。履歷傲人的

她，卻「委身」遊戲主播之職。不

過網路世界中，「正能量」網紅很

受歡迎。如何在網紅之路上走得更

遠，才是這些網紅後備軍們值得思

考的問題。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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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網紅」的產生

讓年輕人趨之若鶩，求

主幫助年輕的一代能有

正確的價值觀，革除庸俗、低俗和媚

俗之風，成為傳播正能量的網紅。

經常劇痛

「我的右腳長了一個東西，

醫生說是脂肪瘤，算是良性腫瘤，

99%的機會不會惡化。但是經常

性的劇痛讓我幾乎崩潰，幾乎不能

忍受。每天在凌晨時分疼痛都會不

約而至，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了一

年左右。我不太明白這是上帝的旨

意，呼召我清晨起來警醒禱告，還

是只是來自撒但的試探。最近一直

在猶豫是否要做一個微創手術將腫

瘤摘除，但是又害怕這不符合神的

旨意，反而弄巧成拙導致病情復

發。你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

樣的呢？請求為我代禱。」（毛毛

蟲）

代禱：求主幫助毛毛蟲

在尋求神的旨意上有合

乎真理的認識，明白身

體上的疾病是需要治療的，並與信

仰不相衝突，求主為他預備一位合

適的醫生對他是否需要手術作出正

確的評估。

生意失敗

「哥哥因為生意失敗，貸款

要還，就把一套在合肥的小房子賣

了，我也借了一點點給他周轉用。

教會老師們和弟兄姊妹的代禱下，

感覺哥哥也慢慢的改變，有時間

跟我一起去教會。其實，他小時候

也經常跟媽媽去教會，只是後來上

大學，家人不在身邊，哥哥接觸這

個社會大環境，丟失了信仰！祈求

神能夠憐憫，保守哥早日再回到天

父的懷抱。聖經上說：康健的人用

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相

信上帝有祂的時間，求主保守家

人。」（李姊妹）

代禱：神能將危機化為

祝福，求主保守李姊妹

的哥哥經歷失敗後，能

重新回轉天父懷抱，經歷到主的恩

典與保守。

中國新聞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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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念頭

「最近在跟一位姊妹交往，快

一年了，我們彼此還算了解，可是

我時不時會冒出讓人討厭的猜疑：

她和我交往是不是有甚麼企圖？想

拉我做她的美容顧問？她一直想讓

我跟她做助理，只是規模太小，沒

往心裡去。今天與她的朋友聚餐，

覺得她在社會上還是能帶領我，人

也值得相信，而且我在信仰上也帶

了她不少，只是猜疑的念頭還是會

冒出來，讓人有點煎熬。也許和她

在一起是對我現在一個比較好的出

路，可是又會懷疑她不是真正為我

好，只想跟我做交易。」（聽眾

「Xile」）

代禱：一段健康的感情

需要真誠互信來建立，

交往的動機若自私不純

正，也會影響兩人的關係，請為兩

人都能清楚自己交往的動機，以真

誠的心交往禱告。

湊錢治病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為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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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白血病的孫女籌集醫療費，她

穿上厚重的米奇服，與路人、遊客

「合影留念」，合影一次收費5元。

老人說：「是瞞著兒子、兒媳來扮

人偶，別人笑著和我合影，我在笑

聲裡偷偷流淚。」69歲的趙氏怎麼

也沒有想到，退休近20年後，做了

一輩子教師的她，會扮起人偶「掙

錢」。這一切都緣於她3歲多的孫

女，剛被醫院確診為急性淋巴細胞

白血病。女孩的父母也都是鄉村教

師，沒有額外收入。眼看家裡沒有

錢了，趙氏想起在老家時，有人扮

人偶做廣告或者合影賺錢。一天結

束，她總共「賺了」110元，但也病

倒了。

《大河網》

代禱：請為這個家庭禱

告，求主讓政府相關單

位能提供合宜的社會福

利與醫療服務，讓小女孩得到妥善

的治療。

分享良機

中國的少數民族眾多，有不

少的地方政府都積極發展觀光，藉

此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在每年暑

假期間，許多旅遊達人都以旅遊之

名，進入少數民族的生活起居；

這也是接觸少數民族的良好機會，

不少信徒及宣教團隊在這期間組織

旅遊團，去到不同的少數民族中瞭

解和體驗，還可以與有心人分享信

仰。教會也組織暑期短宣活動，前

往貧困山區關懷及義工服務，以行

動來見證基督的愛。

代禱：請為在暑期前往

少數民族地區旅遊及服

事的信徒，願主使用他

們，成為當地民族的祝福，願他們

有佳美的腳蹤，所到之處能撒播福

音種子和基督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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