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加拿大「奇異恩典合唱
團」連續第六年前往台灣做監獄
短宣事工，團員有38人，除了鋼
琴伴奏廖述傑弟兄和一位隨團作
「更生人」見證的陳慧珠姊妹是
來自台灣，其餘團員都來自大多
倫多地區。
    短宣隊出發半年前我們的團牧
柯約翰牧師和團長林政一醫師就

開始與台灣的各個監所、教會、
旅行社聯繫安排短宣行程。出發
前三個月每週由指揮艷容姐帶領
練唱。行前我們在多倫多地區舉
行三場音樂見證佈道會，等於是
出發前的正式見習。
    從10月初開始，多倫多的各團
員陸續飛抵台灣，10月13日在花
蓮集合出發，沿著花東縱谷到台

東，再經由南迴公路至屏東、高
雄，再由高雄到台南，最後在南
投埔里結束行程。為期兩週的行
程當中總共參訪十五所監獄，四
間教會和一所育幼院。
   初次參加短宣的團員常對台灣監
獄的名稱感到糊塗，這是因為台
灣的監獄以其著重的教化功能有
不同的名稱，例如「看守所」收

留的是尚未判罪，但是被法院判
定羈押的被告；「戒治所」收留
吸食毒品的受刑人；「外役監獄

」沒有圍牆，管制較鬆，收留表
現良好、刑期較低的受刑人；「
技能訓練所」是提供受刑人職業
訓練的監獄。不論名稱為何，基
本上都是「監獄」，裡面收留的
都是因為犯錯而被迫失去自由的
人。
    10月15日是我們進入監所的第
一天，上午去花蓮看守所。一般
來說，看守所的學員情緒最不穩
定，因為他們在等待法院判決，
前途未卜，往往在佈道會中也顯
得焦躁不耐煩。團長林醫師在遊
覽車行駛途中要我們藉由禱告做
好心理準備，不要受台下學員的
情緒影響。
    進入看守所後，我們帶著些許
的忐忑心情經過好幾道管制的鐵
門，走進獄方安排的教室，看到
監所男學員已全部就坐，各個帶
著口罩，讓人感到有些神秘和疏
離。音樂演唱開始，唱到第二首
歌「隱形的翅膀」，指揮艷容姐
鼓勵學員拿掉口罩，加入合唱。
出人意料，這個邀請得到學員們
熱烈的回應，他們拿掉口罩，熱
情地伴著團員唱完這首歌，他們
唱的主旋律與團員的和聲把這首
歌曲的氣氛帶到高潮。之後柯牧
師在講道中，稱讚學員們把這首
歌唱到不止「好聽」，而是「動
聽」，因為他們對歌詞的內容有
親身體驗。佈道會結束後，學員
們又戴上口罩，在揮手道別時，
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神中閃爍著感
動的淚光，那是一個令人不捨的
畫面。
    10月16日的行程是自強外役監
獄，這是一所沒有圍牆的監獄，
位於花蓮縣光復鄉。遊覽車轉入

193縣道，就可以看到一棟橘紅色
西班牙式建築聳立在綠樹叢間。
車子駛入監所園區，立即看見井
然有序的各個不同的農作物栽植
區。這裡的受刑人是經過矯正署
公開遴選而來，在這個彷彿世外
桃源的環境中從事農牧的勞動工
作，讓身心靈得以沉潛滋養，恢
復健康，為重返社會做扎根的準
備。
    看到這裡的優美環境以及學員
所接受的人性化管理之後，我們
預期今天的音樂佈道會應該會在
和諧溫馨的氣氛中進行。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今天出席的男性學
員們表現得出奇的冷漠，有些甚
至從頭到尾都在打瞌睡，不管指
揮如何積極帶動，牧師如何用心
勸說，大部分學員們仍然無動於
衷，和昨天花蓮看守所的學員表
現有天壤之別。
    為什麼我們這兩天的付出是一
樣的，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截然不

同？為什麼我們的預期和結果會
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們可以做一
些檢討修正，讓事工更趨完善。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我們的
工作本來就是撒種，至於發芽生
長，這必須由上帝來成就。上帝
讓我們坐着一下忽高忽低的雲霄
飛車，是為了讓我們的心志更明
確、更堅定。
    10月17日來到台東，下午我們
參訪「東成技能訓練所」，收容
刑期十年以下的受刑人。今天的
佈道會當中，幾位台上的團員不
約而同留意到一位坐在台下第一
排正中央的學員，他戴著黑框眼
鏡、皮膚黝黑，目光始終落在前
方幾步的地面，表情顯得凝重而
憂傷。雖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積
極的回應，可是，不知為何，我
覺得他的內心在悄悄地注視著我

們，他在默默地回應我們。這位
惹人憐愛的弟兄，散會時我一直
目送他走出那間表演廳，願主的
恩惠和慈愛時時與他同在。
    10月22日上午去高雄戒治所。
今天出席的學員看起來年齡都在
中年以上，大多是吸毒慣犯，因
為年紀愈大，愈無法融入外面的
社會，出獄後沒有工作能力，只
能靠販毒來吸毒，於是不斷進出
監獄，對人生已經沒有盼望，對
於外來社工團體或宗教團體的勸
導與鼓勵都反應冷淡。
    儘管如此，今天下午佈道會中
出席的學員卻表現得很平靜而友
善。牧師講道時，有幾位白髮蒼
蒼的學員認真地注視著牧師，那
種好奇探索的眼神尤其激起人的
不捨與憐憫。面對這樣一群看似
前途灰暗的群眾，我們知道自己
能為他們做的是非常有限，對上
帝來說，是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須盡力做好了自己該做的
事。
    10月23日下午到高雄女監，這
場佈道會比較特別，因為有43位
女學員將要在會中受洗。一進監
所，馬上可以感受到這裡的更生
團契志工所投入的善工與果效，
志工姊妹與女學員之間已經建立
親密的連結。
    所以當我們帶著怯生的心情踏
入這陌生的環境，看到的卻是一
雙雙親切期待的眼睛，彷彿她們
已經認識我們。從一開始詩歌演
唱，女學員們就完全融入，尤其
是坐在前兩排的受洗學員，更是
沈浸在感動中。講道之後舉行洗
禮，在場八位牧師為43位學員一
一施洗。場面很感人，台上台下
多人落淚。有幾位沒有受洗的學
員，也不停在擦拭淚水，希望她
們是下一批受洗的成員。

    
    

    10月25日早上去台南監獄，收
容的是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
也許基於這個原因，這裡的規定
比其他監所更嚴格。一般監所允
許我們針對活動需要申請帶入相
機、電腦，這裡都不允許。每個
入監的團員還得配戴監所發的識
別證。儘管規定嚴格，長官在執
行任務時都體貼有禮。
    此外，監獄內到處可見整齊繁
茂的花木，尤其醒目的是一株株
花朵盛開、奼紫嫣紅的九重葛。
每條走廊都置放盆栽及吊掛式的
觀葉植物，個個生機盎然。中午
用餐的訪客專用餐廳周圍是園藝
栽植區，種著各式庭園景觀植物
和松、柏、榕樹的盆景。除了優
美的戶外環境，這裡的技能訓練
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佈道會結束後，監所長官帶
我們參觀監內的漆器製作職訓教
室，學員製作的漆器成品精緻迷
人，製作的方式相當現代化，材
料大多是取自符合環保的天然素
材。不知道這裡的學員在漫長的
刑期當中，是否能欣賞這高牆內
的世外桃源之美，是否能沉澱心

情，在職訓課程中發現自己潛藏
的技能恩賜。願神祝福、保守、
造就他們。
    10月26日的行程是到台南山區

的「明德戒治所」。佈道會正式
開始前，當學員們陸續進場入座
時，指揮帶領團員唱「何等恩典
」這首短歌，同時鼓勵已坐定的
學員一起唱，通常這樣的鼓勵不
會激起什麼反應，但是今天不同
，學員們竟然跟著我們一起唱。
    指揮接著再領唱一首旋律活潑
且附帶動作的「真正好」，學員
們居然也願意配合做動作，並且
高聲詠唱，聽起來比我們平時在
教會主日崇拜的會眾唱的還大聲
呀！怎麼音樂佈道會尚未開始，
學員就已經high到不行，實在令人

不敢置信，難道是聖靈做工？後
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間戒治所
非常特別，裡面的學員白天不必
從事勞動生產的工作，而是接受
有系統的宗教陶養課程。兩百名
學員並以隨機選取的方式分成兩
組，一組是佛教，另一組是基督
教。今天出席的就是這兩組學員
了，左邊是佛教組，右邊是基督
教組。難怪在整個活動中，右邊
的學員反應特別熱烈。「明德戒
治所」除了提供學員全日的信仰
課程，還允許一位駐監牧師可以
「住在」監所裡面，24小時陪伴
學員，這是全國唯一的特例。
    這次短宣，除了參訪監獄，我
們還利用週末時間造訪了四間教
會，舉行四場音樂見證佈道會，
並包括了花蓮的「壽豐教會」、
高雄的「高楠教會」和「德賢教
會」、以及南投埔里的「蒙愛教
會」。我們與這些弟兄姊妹有很
好的溝通互動，也一次再感受台
灣鄉親的熱情款待。今年的短宣
隊，就在埔里「蒙愛教會」相互
祝福聲中各自踏上歸程。

2018年台灣監獄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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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越南難民到越南宣教
馬桂豪

    越南在1975年4月30日結束了三
十年的內戰和悲劇性的分裂。北
越政權統一了整個越南，將南越
置於共產制度之下，展開一連串
鎮壓、清算、改造的政治運動。

    越南政權將私人大小企業國有
化，沒收資產家的廠房，所有華
人學校皆被接收，華人設立的社
團醫院全被接管。面對暴政與排
華，許多越南華人拋棄家園，偷
乘小船往海上逃亡。我們夫婦原
來居住在胡志明市（前西貢），
於1979年初我們乘小漁船逃難到
馬來西亞，成為越南難民，後來
輾轉移民到加拿大。
    過去27年在牧會生涯中我曾返
越南五次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兩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參
與越南宣教工作。神讓我們於
2017年8月開始返越南服事。
    回憶2015年夏天我們夫婦去台
灣三個月參與宣教事工，向越南
勞工與新居民傳福音，然後往越
南探訪眾教會。當時我們有機會
去越南首都河內探訪教會，北越
基督教總會會長向我們分享北越
教會的情況與神學院的需要。
    1954年因戰爭緣故，越南土地
分為南北越，超過100萬人逃離由
共產黨管治的北越，當中包括基
督徒，令北越信徒和牧者人數大
幅減少。
    1985年前北越基督徒不到五千
人，但到現在已有二十萬人。北
越30個省中，教會普及到26省。
北越合法登記的教會大約有1000
間，全職傳道人卻只有500人。河
內神學院五年前得到政府批准設
立。河內的神學院採四學年學士
制。每兩年可以招生一次。第一
屆許可名額25名、第二屆30人、
第三屆35人。去年六月舉行第三

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有23人畢
業。目前在學學生有77人，大多
數都是山區的原住民學生。
    當時北越基督教總會會長述說
了北越教會與神學院情況，然後
他邀請我到河內神學院服事。我
經過一年的禱告等候，內心有感
動之後我答應他的邀請，後來我
收到越南政權宗教部的教學批准
書。我知道這是神的開路，讓我
這個昔日越南難民去越南宣教。
    感謝神預備我過去在南越與加
拿大牧會的事奉經驗，幫助我在
河內與當地牧者配搭，開拓神學
教育事工。
    神讓我這兩年在河內神學院任
教，以越文授課，除了在神學院
服事，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
教會華人團契與北越教會福音事
工。今年三月我們夫婦將再去越
南宣教。除了在北越服事之外，
也去胡志明市服事，我將在胡志
明市神學院任教並在華人教會服
事。  

（下接第4頁）

    北越基督教總會的會長曾說：
「舉目觀看，莊稼已熟，正是收
割的時候。」，他希望在十年之
內，北越每一人至少聽過一次福
音，每個城市都有一間教會或聚
會點。然而，許多教會仍沒有傳
道人帶領，他希望未來神學院可
以擴大增班，在三年內培訓250名
傳道人。感謝神讓我參與越南神
學教育事工，培育更多傳道人，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
    越南宣教大門已開啟！越南有
9,900多萬人口，有約100萬華人，
是福音大禾場，有待更多工人前
往收割，完成主託付的使命。
     越南宣教事工需要弟兄姊妹的
代禱與參與，有如下各項：
    1. 組織短宣隊去協助各地教會
之兒童夏令聖經班、青少年退修
會、教會同工培訓等。
    2. 資助神學生助學金。越南神
學院的學費是很便宜的，一年食
宿費約1000元美金， 四年 
   約4,000美元，但是很多少數民
族學生還是付不起，需要外界的
捐助。
    3. 經濟支持山地少數民族的事
工。越南山區有50多個不同語言
的種族，福音事工甚蓬勃，信徒
估計有近50萬。
     願大家為越南福音事工代禱並
支持。
    有意參與越南宣教事工者，可
向筆者查詢。
(Email: paulkietma@gmail.com  
馬桂豪牧師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
堂前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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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伴奏廖述傑弟兄和一位隨團作
「更生人」見證的陳慧珠姊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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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與台灣的各個監所、教會、
旅行社聯繫安排短宣行程。出發
前三個月每週由指揮艷容姐帶領
練唱。行前我們在多倫多地區舉
行三場音樂見證佈道會，等於是
出發前的正式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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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監獄以其著重的教化功能有
不同的名稱，例如「看守所」收

留的是尚未判罪，但是被法院判
定羈押的被告；「戒治所」收留
吸食毒品的受刑人；「外役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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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為犯錯而被迫失去自由的
人。
    10月15日是我們進入監所的第
一天，上午去花蓮看守所。一般
來說，看守所的學員情緒最不穩
定，因為他們在等待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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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車行駛途中要我們藉由禱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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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忐忑心情經過好幾道管制的鐵
門，走進獄方安排的教室，看到
監所男學員已全部就坐，各個帶
著口罩，讓人感到有些神秘和疏
離。音樂演唱開始，唱到第二首
歌「隱形的翅膀」，指揮艷容姐
鼓勵學員拿掉口罩，加入合唱。
出人意料，這個邀請得到學員們
熱烈的回應，他們拿掉口罩，熱
情地伴著團員唱完這首歌，他們
唱的主旋律與團員的和聲把這首
歌曲的氣氛帶到高潮。之後柯牧
師在講道中，稱讚學員們把這首
歌唱到不止「好聽」，而是「動
聽」，因為他們對歌詞的內容有
親身體驗。佈道會結束後，學員
們又戴上口罩，在揮手道別時，
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神中閃爍著感
動的淚光，那是一個令人不捨的
畫面。
    10月16日的行程是自強外役監
獄，這是一所沒有圍牆的監獄，
位於花蓮縣光復鄉。遊覽車轉入

193縣道，就可以看到一棟橘紅色
西班牙式建築聳立在綠樹叢間。
車子駛入監所園區，立即看見井
然有序的各個不同的農作物栽植
區。這裡的受刑人是經過矯正署
公開遴選而來，在這個彷彿世外
桃源的環境中從事農牧的勞動工
作，讓身心靈得以沉潛滋養，恢
復健康，為重返社會做扎根的準
備。
    看到這裡的優美環境以及學員
所接受的人性化管理之後，我們
預期今天的音樂佈道會應該會在
和諧溫馨的氣氛中進行。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今天出席的男性學
員們表現得出奇的冷漠，有些甚
至從頭到尾都在打瞌睡，不管指
揮如何積極帶動，牧師如何用心
勸說，大部分學員們仍然無動於
衷，和昨天花蓮看守所的學員表
現有天壤之別。
    為什麼我們這兩天的付出是一
樣的，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截然不

同？為什麼我們的預期和結果會
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們可以做一
些檢討修正，讓事工更趨完善。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我們的
工作本來就是撒種，至於發芽生
長，這必須由上帝來成就。上帝
讓我們坐着一下忽高忽低的雲霄
飛車，是為了讓我們的心志更明
確、更堅定。
    10月17日來到台東，下午我們
參訪「東成技能訓練所」，收容
刑期十年以下的受刑人。今天的
佈道會當中，幾位台上的團員不
約而同留意到一位坐在台下第一
排正中央的學員，他戴著黑框眼
鏡、皮膚黝黑，目光始終落在前
方幾步的地面，表情顯得凝重而
憂傷。雖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積
極的回應，可是，不知為何，我
覺得他的內心在悄悄地注視著我

們，他在默默地回應我們。這位
惹人憐愛的弟兄，散會時我一直
目送他走出那間表演廳，願主的
恩惠和慈愛時時與他同在。
    10月22日上午去高雄戒治所。
今天出席的學員看起來年齡都在
中年以上，大多是吸毒慣犯，因
為年紀愈大，愈無法融入外面的
社會，出獄後沒有工作能力，只
能靠販毒來吸毒，於是不斷進出
監獄，對人生已經沒有盼望，對
於外來社工團體或宗教團體的勸
導與鼓勵都反應冷淡。
    儘管如此，今天下午佈道會中
出席的學員卻表現得很平靜而友
善。牧師講道時，有幾位白髮蒼
蒼的學員認真地注視著牧師，那
種好奇探索的眼神尤其激起人的
不捨與憐憫。面對這樣一群看似
前途灰暗的群眾，我們知道自己
能為他們做的是非常有限，對上
帝來說，是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須盡力做好了自己該做的
事。
    10月23日下午到高雄女監，這
場佈道會比較特別，因為有43位
女學員將要在會中受洗。一進監
所，馬上可以感受到這裡的更生
團契志工所投入的善工與果效，
志工姊妹與女學員之間已經建立
親密的連結。
    所以當我們帶著怯生的心情踏
入這陌生的環境，看到的卻是一
雙雙親切期待的眼睛，彷彿她們
已經認識我們。從一開始詩歌演
唱，女學員們就完全融入，尤其
是坐在前兩排的受洗學員，更是
沈浸在感動中。講道之後舉行洗
禮，在場八位牧師為43位學員一
一施洗。場面很感人，台上台下
多人落淚。有幾位沒有受洗的學
員，也不停在擦拭淚水，希望她
們是下一批受洗的成員。

    
    

    10月25日早上去台南監獄，收
容的是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
也許基於這個原因，這裡的規定
比其他監所更嚴格。一般監所允
許我們針對活動需要申請帶入相
機、電腦，這裡都不允許。每個
入監的團員還得配戴監所發的識
別證。儘管規定嚴格，長官在執
行任務時都體貼有禮。
    此外，監獄內到處可見整齊繁
茂的花木，尤其醒目的是一株株
花朵盛開、奼紫嫣紅的九重葛。
每條走廊都置放盆栽及吊掛式的
觀葉植物，個個生機盎然。中午
用餐的訪客專用餐廳周圍是園藝
栽植區，種著各式庭園景觀植物
和松、柏、榕樹的盆景。除了優
美的戶外環境，這裡的技能訓練
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佈道會結束後，監所長官帶
我們參觀監內的漆器製作職訓教
室，學員製作的漆器成品精緻迷
人，製作的方式相當現代化，材
料大多是取自符合環保的天然素
材。不知道這裡的學員在漫長的
刑期當中，是否能欣賞這高牆內
的世外桃源之美，是否能沉澱心

情，在職訓課程中發現自己潛藏
的技能恩賜。願神祝福、保守、
造就他們。
    10月26日的行程是到台南山區

的「明德戒治所」。佈道會正式
開始前，當學員們陸續進場入座
時，指揮帶領團員唱「何等恩典
」這首短歌，同時鼓勵已坐定的
學員一起唱，通常這樣的鼓勵不
會激起什麼反應，但是今天不同
，學員們竟然跟著我們一起唱。
    指揮接著再領唱一首旋律活潑
且附帶動作的「真正好」，學員
們居然也願意配合做動作，並且
高聲詠唱，聽起來比我們平時在
教會主日崇拜的會眾唱的還大聲
呀！怎麼音樂佈道會尚未開始，
學員就已經high到不行，實在令人

不敢置信，難道是聖靈做工？後
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間戒治所
非常特別，裡面的學員白天不必
從事勞動生產的工作，而是接受
有系統的宗教陶養課程。兩百名
學員並以隨機選取的方式分成兩
組，一組是佛教，另一組是基督
教。今天出席的就是這兩組學員
了，左邊是佛教組，右邊是基督
教組。難怪在整個活動中，右邊
的學員反應特別熱烈。「明德戒
治所」除了提供學員全日的信仰
課程，還允許一位駐監牧師可以
「住在」監所裡面，24小時陪伴
學員，這是全國唯一的特例。
    這次短宣，除了參訪監獄，我
們還利用週末時間造訪了四間教
會，舉行四場音樂見證佈道會，
並包括了花蓮的「壽豐教會」、
高雄的「高楠教會」和「德賢教
會」、以及南投埔里的「蒙愛教
會」。我們與這些弟兄姊妹有很
好的溝通互動，也一次再感受台
灣鄉親的熱情款待。今年的短宣
隊，就在埔里「蒙愛教會」相互
祝福聲中各自踏上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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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在1975年4月30日結束了三
十年的內戰和悲劇性的分裂。北
越政權統一了整個越南，將南越
置於共產制度之下，展開一連串
鎮壓、清算、改造的政治運動。

    越南政權將私人大小企業國有
化，沒收資產家的廠房，所有華
人學校皆被接收，華人設立的社
團醫院全被接管。面對暴政與排
華，許多越南華人拋棄家園，偷
乘小船往海上逃亡。我們夫婦原
來居住在胡志明市（前西貢），
於1979年初我們乘小漁船逃難到
馬來西亞，成為越南難民，後來
輾轉移民到加拿大。
    過去27年在牧會生涯中我曾返
越南五次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兩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參
與越南宣教工作。神讓我們於
2017年8月開始返越南服事。
    回憶2015年夏天我們夫婦去台
灣三個月參與宣教事工，向越南
勞工與新居民傳福音，然後往越
南探訪眾教會。當時我們有機會
去越南首都河內探訪教會，北越
基督教總會會長向我們分享北越
教會的情況與神學院的需要。
    1954年因戰爭緣故，越南土地
分為南北越，超過100萬人逃離由
共產黨管治的北越，當中包括基
督徒，令北越信徒和牧者人數大
幅減少。
    1985年前北越基督徒不到五千
人，但到現在已有二十萬人。北
越30個省中，教會普及到26省。
北越合法登記的教會大約有1000
間，全職傳道人卻只有500人。河
內神學院五年前得到政府批准設
立。河內的神學院採四學年學士
制。每兩年可以招生一次。第一
屆許可名額25名、第二屆30人、
第三屆35人。去年六月舉行第三

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有23人畢
業。目前在學學生有77人，大多
數都是山區的原住民學生。
    當時北越基督教總會會長述說
了北越教會與神學院情況，然後
他邀請我到河內神學院服事。我
經過一年的禱告等候，內心有感
動之後我答應他的邀請，後來我
收到越南政權宗教部的教學批准
書。我知道這是神的開路，讓我
這個昔日越南難民去越南宣教。
    感謝神預備我過去在南越與加
拿大牧會的事奉經驗，幫助我在
河內與當地牧者配搭，開拓神學
教育事工。
    神讓我這兩年在河內神學院任
教，以越文授課，除了在神學院
服事，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
教會華人團契與北越教會福音事
工。今年三月我們夫婦將再去越
南宣教。除了在北越服事之外，
也去胡志明市服事，我將在胡志
明市神學院任教並在華人教會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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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越基督教總會的會長曾說：
「舉目觀看，莊稼已熟，正是收
割的時候。」，他希望在十年之
內，北越每一人至少聽過一次福
音，每個城市都有一間教會或聚
會點。然而，許多教會仍沒有傳
道人帶領，他希望未來神學院可
以擴大增班，在三年內培訓250名
傳道人。感謝神讓我參與越南神
學教育事工，培育更多傳道人，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
    越南宣教大門已開啟！越南有
9,900多萬人口，有約100萬華人，
是福音大禾場，有待更多工人前
往收割，完成主託付的使命。
     越南宣教事工需要弟兄姊妹的
代禱與參與，有如下各項：
    1. 組織短宣隊去協助各地教會
之兒童夏令聖經班、青少年退修
會、教會同工培訓等。
    2. 資助神學生助學金。越南神
學院的學費是很便宜的，一年食
宿費約1000元美金， 四年 
   約4,000美元，但是很多少數民
族學生還是付不起，需要外界的
捐助。
    3. 經濟支持山地少數民族的事
工。越南山區有50多個不同語言
的種族，福音事工甚蓬勃，信徒
估計有近50萬。
     願大家為越南福音事工代禱並
支持。
    有意參與越南宣教事工者，可
向筆者查詢。
(Email: paulkietma@gmail.com  
馬桂豪牧師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
堂前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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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加拿大「奇異恩典合唱
團」連續第六年前往台灣做監獄
短宣事工，團員有38人，除了鋼
琴伴奏廖述傑弟兄和一位隨團作
「更生人」見證的陳慧珠姊妹是
來自台灣，其餘團員都來自大多
倫多地區。
    短宣隊出發半年前我們的團牧
柯約翰牧師和團長林政一醫師就

開始與台灣的各個監所、教會、
旅行社聯繫安排短宣行程。出發
前三個月每週由指揮艷容姐帶領
練唱。行前我們在多倫多地區舉
行三場音樂見證佈道會，等於是
出發前的正式見習。
    從10月初開始，多倫多的各團
員陸續飛抵台灣，10月13日在花
蓮集合出發，沿著花東縱谷到台

東，再經由南迴公路至屏東、高
雄，再由高雄到台南，最後在南
投埔里結束行程。為期兩週的行
程當中總共參訪十五所監獄，四
間教會和一所育幼院。
   初次參加短宣的團員常對台灣監
獄的名稱感到糊塗，這是因為台
灣的監獄以其著重的教化功能有
不同的名稱，例如「看守所」收

留的是尚未判罪，但是被法院判
定羈押的被告；「戒治所」收留
吸食毒品的受刑人；「外役監獄

」沒有圍牆，管制較鬆，收留表
現良好、刑期較低的受刑人；「
技能訓練所」是提供受刑人職業
訓練的監獄。不論名稱為何，基
本上都是「監獄」，裡面收留的
都是因為犯錯而被迫失去自由的
人。
    10月15日是我們進入監所的第
一天，上午去花蓮看守所。一般
來說，看守所的學員情緒最不穩
定，因為他們在等待法院判決，
前途未卜，往往在佈道會中也顯
得焦躁不耐煩。團長林醫師在遊
覽車行駛途中要我們藉由禱告做
好心理準備，不要受台下學員的
情緒影響。
    進入看守所後，我們帶著些許
的忐忑心情經過好幾道管制的鐵
門，走進獄方安排的教室，看到
監所男學員已全部就坐，各個帶
著口罩，讓人感到有些神秘和疏
離。音樂演唱開始，唱到第二首
歌「隱形的翅膀」，指揮艷容姐
鼓勵學員拿掉口罩，加入合唱。
出人意料，這個邀請得到學員們
熱烈的回應，他們拿掉口罩，熱
情地伴著團員唱完這首歌，他們
唱的主旋律與團員的和聲把這首
歌曲的氣氛帶到高潮。之後柯牧
師在講道中，稱讚學員們把這首
歌唱到不止「好聽」，而是「動
聽」，因為他們對歌詞的內容有
親身體驗。佈道會結束後，學員
們又戴上口罩，在揮手道別時，
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神中閃爍著感
動的淚光，那是一個令人不捨的
畫面。
    10月16日的行程是自強外役監
獄，這是一所沒有圍牆的監獄，
位於花蓮縣光復鄉。遊覽車轉入

193縣道，就可以看到一棟橘紅色
西班牙式建築聳立在綠樹叢間。
車子駛入監所園區，立即看見井
然有序的各個不同的農作物栽植
區。這裡的受刑人是經過矯正署
公開遴選而來，在這個彷彿世外
桃源的環境中從事農牧的勞動工
作，讓身心靈得以沉潛滋養，恢
復健康，為重返社會做扎根的準
備。
    看到這裡的優美環境以及學員
所接受的人性化管理之後，我們
預期今天的音樂佈道會應該會在
和諧溫馨的氣氛中進行。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今天出席的男性學
員們表現得出奇的冷漠，有些甚
至從頭到尾都在打瞌睡，不管指
揮如何積極帶動，牧師如何用心
勸說，大部分學員們仍然無動於
衷，和昨天花蓮看守所的學員表
現有天壤之別。
    為什麼我們這兩天的付出是一
樣的，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截然不

同？為什麼我們的預期和結果會
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們可以做一
些檢討修正，讓事工更趨完善。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我們的
工作本來就是撒種，至於發芽生
長，這必須由上帝來成就。上帝
讓我們坐着一下忽高忽低的雲霄
飛車，是為了讓我們的心志更明
確、更堅定。
    10月17日來到台東，下午我們
參訪「東成技能訓練所」，收容
刑期十年以下的受刑人。今天的
佈道會當中，幾位台上的團員不
約而同留意到一位坐在台下第一
排正中央的學員，他戴著黑框眼
鏡、皮膚黝黑，目光始終落在前
方幾步的地面，表情顯得凝重而
憂傷。雖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積
極的回應，可是，不知為何，我
覺得他的內心在悄悄地注視著我

們，他在默默地回應我們。這位
惹人憐愛的弟兄，散會時我一直
目送他走出那間表演廳，願主的
恩惠和慈愛時時與他同在。
    10月22日上午去高雄戒治所。
今天出席的學員看起來年齡都在
中年以上，大多是吸毒慣犯，因
為年紀愈大，愈無法融入外面的
社會，出獄後沒有工作能力，只
能靠販毒來吸毒，於是不斷進出
監獄，對人生已經沒有盼望，對
於外來社工團體或宗教團體的勸
導與鼓勵都反應冷淡。
    儘管如此，今天下午佈道會中
出席的學員卻表現得很平靜而友
善。牧師講道時，有幾位白髮蒼
蒼的學員認真地注視著牧師，那
種好奇探索的眼神尤其激起人的
不捨與憐憫。面對這樣一群看似
前途灰暗的群眾，我們知道自己
能為他們做的是非常有限，對上
帝來說，是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須盡力做好了自己該做的
事。
    10月23日下午到高雄女監，這
場佈道會比較特別，因為有43位
女學員將要在會中受洗。一進監
所，馬上可以感受到這裡的更生
團契志工所投入的善工與果效，
志工姊妹與女學員之間已經建立
親密的連結。
    所以當我們帶著怯生的心情踏
入這陌生的環境，看到的卻是一
雙雙親切期待的眼睛，彷彿她們
已經認識我們。從一開始詩歌演
唱，女學員們就完全融入，尤其
是坐在前兩排的受洗學員，更是
沈浸在感動中。講道之後舉行洗
禮，在場八位牧師為43位學員一
一施洗。場面很感人，台上台下
多人落淚。有幾位沒有受洗的學
員，也不停在擦拭淚水，希望她
們是下一批受洗的成員。

    
    

    10月25日早上去台南監獄，收
容的是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
也許基於這個原因，這裡的規定
比其他監所更嚴格。一般監所允
許我們針對活動需要申請帶入相
機、電腦，這裡都不允許。每個
入監的團員還得配戴監所發的識
別證。儘管規定嚴格，長官在執
行任務時都體貼有禮。
    此外，監獄內到處可見整齊繁
茂的花木，尤其醒目的是一株株
花朵盛開、奼紫嫣紅的九重葛。
每條走廊都置放盆栽及吊掛式的
觀葉植物，個個生機盎然。中午
用餐的訪客專用餐廳周圍是園藝
栽植區，種著各式庭園景觀植物
和松、柏、榕樹的盆景。除了優
美的戶外環境，這裡的技能訓練
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佈道會結束後，監所長官帶
我們參觀監內的漆器製作職訓教
室，學員製作的漆器成品精緻迷
人，製作的方式相當現代化，材
料大多是取自符合環保的天然素
材。不知道這裡的學員在漫長的
刑期當中，是否能欣賞這高牆內
的世外桃源之美，是否能沉澱心

情，在職訓課程中發現自己潛藏
的技能恩賜。願神祝福、保守、
造就他們。
    10月26日的行程是到台南山區

的「明德戒治所」。佈道會正式
開始前，當學員們陸續進場入座
時，指揮帶領團員唱「何等恩典
」這首短歌，同時鼓勵已坐定的
學員一起唱，通常這樣的鼓勵不
會激起什麼反應，但是今天不同
，學員們竟然跟著我們一起唱。
    指揮接著再領唱一首旋律活潑
且附帶動作的「真正好」，學員
們居然也願意配合做動作，並且
高聲詠唱，聽起來比我們平時在
教會主日崇拜的會眾唱的還大聲
呀！怎麼音樂佈道會尚未開始，
學員就已經high到不行，實在令人

不敢置信，難道是聖靈做工？後
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間戒治所
非常特別，裡面的學員白天不必
從事勞動生產的工作，而是接受
有系統的宗教陶養課程。兩百名
學員並以隨機選取的方式分成兩
組，一組是佛教，另一組是基督
教。今天出席的就是這兩組學員
了，左邊是佛教組，右邊是基督
教組。難怪在整個活動中，右邊
的學員反應特別熱烈。「明德戒
治所」除了提供學員全日的信仰
課程，還允許一位駐監牧師可以
「住在」監所裡面，24小時陪伴
學員，這是全國唯一的特例。
    這次短宣，除了參訪監獄，我
們還利用週末時間造訪了四間教
會，舉行四場音樂見證佈道會，
並包括了花蓮的「壽豐教會」、
高雄的「高楠教會」和「德賢教
會」、以及南投埔里的「蒙愛教
會」。我們與這些弟兄姊妹有很
好的溝通互動，也一次再感受台
灣鄉親的熱情款待。今年的短宣
隊，就在埔里「蒙愛教會」相互
祝福聲中各自踏上歸程。

Date:  Jul 7 to Jul 21, 2019 (or to be in the city from Jul 9 to Jul 18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English camp on an exceptional basis)

Target:  5 to 6 members
Budget:  CAD$ 3,000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1.  Born again Christian
2.  Willing to serve and to follow leader's instructions
3.  Fluent in English
4.  Energetic with passion

Goals: 
To lead the campers to understand the love of God through conversa-
tional English, singspiration, games, lessons, group activities, etc.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part in this camp, please contact our 
co-worker Ben Ho at bhocanada@yahoo.com  or call (647)88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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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佈
無條件投降為止，日本天皇作為
【現人神】，既是人又是神，統
治着日本。
    從明治23年(1890) 大日本帝國
憲法實施以來，天皇就以神聖及
絶對的存在君臨日本，受這樣徹
底教育下的結果，日本人認為身
為天皇臣民，為天皇而死是最高
的榮譽。加入皇軍，成為軍人，
壯烈犧牲，然後入祀靖國神社受
供奉，被認為是日本人最崇高的
生活方式！
    作為祭祀為天皇捐軀者而設的
靖國神社，與其說是宗教，不如
說是超越宗教的國家級的存在，
只要是日本人，到包括靖國神社
在内的各種神社參拜，被視為理
所當然。只要是日本人，佛教徒
也好，基督徒也好，都被要求去
服從神聖天皇的權威，去神社參
拜。戰前日本人被允許的信仰自

由，就如上述是附帶有限制的。
在這國家，是不准有否認天皇及
其權威的信仰的。
    戰前日本教會及信徒參加【皇
居遙拜】，又去神社參加【戰勝
祈念】，就是基於這背景。
  【皇居遙拜】又稱為【宮城遙拜
】，就是從遠處向着皇宮的方位
而叩拜。戰前在所有民眾集會中
都舉行這儀式。在基督教會的主
日崇拜以及其他聚會中也舉行這
儀式。
   【戰勝祈念】就是集體到神社
去，為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
尤其是十五年戰爭(1931-1945) 的
勝利而禱告的國家神道儀式。
    戰後日本國憲法中，天皇的神
聖性被否定，天皇變成了象徵天
皇，主權者由天皇轉移到了日本
國民，而天皇擁有的權限受到制
約，其權限內容也由實質的轉為
象徵的。從意義上說，由神聖天

皇過渡到象徵天皇，如果在字面
上看，可以說是革命性的變化！
儘管那樣說，天皇制還是保存了
下來。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終結
之時，回應波茨坦宣言所列明的
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提出的唯
一條件。維持日本的國家體制，
是當時日本政府的關心事。在和
同盟國方面的交涉過程當中，推
斷這意向已被接納，因而走向終
結戰爭。
    當時大約九成的日本民意，不
是去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或是
要求他退位，反而是想繼續保留
這天皇制。
    在此狀况下，天皇制保留了下
來，作為象徵天皇，成了戰後日
本和日本人的象徵符號。依照本
來的意思，天皇在政治上及軍事
上完全沒有權力。
    但是，擔任戰前神聖天皇的人

《為何日本基督徒對天皇制有爭議》
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

    越南在1975年4月30日結束了三
十年的內戰和悲劇性的分裂。北
越政權統一了整個越南，將南越
置於共產制度之下，展開一連串
鎮壓、清算、改造的政治運動。

    越南政權將私人大小企業國有
化，沒收資產家的廠房，所有華
人學校皆被接收，華人設立的社
團醫院全被接管。面對暴政與排
華，許多越南華人拋棄家園，偷
乘小船往海上逃亡。我們夫婦原
來居住在胡志明市（前西貢），
於1979年初我們乘小漁船逃難到
馬來西亞，成為越南難民，後來
輾轉移民到加拿大。
    過去27年在牧會生涯中我曾返
越南五次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兩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參
與越南宣教工作。神讓我們於
2017年8月開始返越南服事。
    回憶2015年夏天我們夫婦去台
灣三個月參與宣教事工，向越南
勞工與新居民傳福音，然後往越
南探訪眾教會。當時我們有機會
去越南首都河內探訪教會，北越
基督教總會會長向我們分享北越
教會的情況與神學院的需要。
    1954年因戰爭緣故，越南土地
分為南北越，超過100萬人逃離由
共產黨管治的北越，當中包括基
督徒，令北越信徒和牧者人數大
幅減少。
    1985年前北越基督徒不到五千
人，但到現在已有二十萬人。北
越30個省中，教會普及到26省。
北越合法登記的教會大約有1000
間，全職傳道人卻只有500人。河
內神學院五年前得到政府批准設
立。河內的神學院採四學年學士
制。每兩年可以招生一次。第一
屆許可名額25名、第二屆30人、
第三屆35人。去年六月舉行第三

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有23人畢
業。目前在學學生有77人，大多
數都是山區的原住民學生。
    當時北越基督教總會會長述說
了北越教會與神學院情況，然後
他邀請我到河內神學院服事。我
經過一年的禱告等候，內心有感
動之後我答應他的邀請，後來我
收到越南政權宗教部的教學批准
書。我知道這是神的開路，讓我
這個昔日越南難民去越南宣教。
    感謝神預備我過去在南越與加
拿大牧會的事奉經驗，幫助我在
河內與當地牧者配搭，開拓神學
教育事工。
    神讓我這兩年在河內神學院任
教，以越文授課，除了在神學院
服事，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
教會華人團契與北越教會福音事
工。今年三月我們夫婦將再去越
南宣教。除了在北越服事之外，
也去胡志明市服事，我將在胡志
明市神學院任教並在華人教會服
事。  

（下接第4頁）

    北越基督教總會的會長曾說：
「舉目觀看，莊稼已熟，正是收
割的時候。」，他希望在十年之
內，北越每一人至少聽過一次福
音，每個城市都有一間教會或聚
會點。然而，許多教會仍沒有傳
道人帶領，他希望未來神學院可
以擴大增班，在三年內培訓250名
傳道人。感謝神讓我參與越南神
學教育事工，培育更多傳道人，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
    越南宣教大門已開啟！越南有
9,900多萬人口，有約100萬華人，
是福音大禾場，有待更多工人前
往收割，完成主託付的使命。
     越南宣教事工需要弟兄姊妹的
代禱與參與，有如下各項：
    1. 組織短宣隊去協助各地教會
之兒童夏令聖經班、青少年退修
會、教會同工培訓等。
    2. 資助神學生助學金。越南神
學院的學費是很便宜的，一年食
宿費約1000元美金， 四年 
   約4,000美元，但是很多少數民
族學生還是付不起，需要外界的
捐助。
    3. 經濟支持山地少數民族的事
工。越南山區有50多個不同語言
的種族，福音事工甚蓬勃，信徒
估計有近50萬。
     願大家為越南福音事工代禱並
支持。
    有意參與越南宣教事工者，可
向筆者查詢。
(Email: paulkietma@gmail.com  
馬桂豪牧師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
堂前主任牧師) 

物，就這樣轉移成為戰後的象徵天
皇。而天皇家族有關神道教儀式，
雖然說是個人私事，就這樣被保留
了下來。
    1989年昭和天皇大喪之禮、新天
皇的即位禮等有一連串的神道教儀
式，日本政府把宗教的儀式，作為
基於傳統的習俗儀式，成為了國家
規模的儀式來執行。正正是這些，
從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
的原則看來，很成問題，當時日本
教會曾高調反對，發表宣言、進行
研討出版等。
    日本政府現在已經公佈在2019年
4月30日明仁天皇將退位，5月1日皇
太子將即位成為新天皇，圍繞這一
切會舉行一系列國家規模的神道教
儀式。
    一切似曾相識，30年前的嚴峻挑
戰又捲土重來，現在日本教會的有
識之士，再度登高一呼，為了信仰
自由及政教分離而據理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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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加拿大「奇異恩典合唱
團」連續第六年前往台灣做監獄
短宣事工，團員有38人，除了鋼
琴伴奏廖述傑弟兄和一位隨團作
「更生人」見證的陳慧珠姊妹是
來自台灣，其餘團員都來自大多
倫多地區。
    短宣隊出發半年前我們的團牧
柯約翰牧師和團長林政一醫師就

開始與台灣的各個監所、教會、
旅行社聯繫安排短宣行程。出發
前三個月每週由指揮艷容姐帶領
練唱。行前我們在多倫多地區舉
行三場音樂見證佈道會，等於是
出發前的正式見習。
    從10月初開始，多倫多的各團
員陸續飛抵台灣，10月13日在花
蓮集合出發，沿著花東縱谷到台

東，再經由南迴公路至屏東、高
雄，再由高雄到台南，最後在南
投埔里結束行程。為期兩週的行
程當中總共參訪十五所監獄，四
間教會和一所育幼院。
   初次參加短宣的團員常對台灣監
獄的名稱感到糊塗，這是因為台
灣的監獄以其著重的教化功能有
不同的名稱，例如「看守所」收

留的是尚未判罪，但是被法院判
定羈押的被告；「戒治所」收留
吸食毒品的受刑人；「外役監獄

」沒有圍牆，管制較鬆，收留表
現良好、刑期較低的受刑人；「
技能訓練所」是提供受刑人職業
訓練的監獄。不論名稱為何，基
本上都是「監獄」，裡面收留的
都是因為犯錯而被迫失去自由的
人。
    10月15日是我們進入監所的第
一天，上午去花蓮看守所。一般
來說，看守所的學員情緒最不穩
定，因為他們在等待法院判決，
前途未卜，往往在佈道會中也顯
得焦躁不耐煩。團長林醫師在遊
覽車行駛途中要我們藉由禱告做
好心理準備，不要受台下學員的
情緒影響。
    進入看守所後，我們帶著些許
的忐忑心情經過好幾道管制的鐵
門，走進獄方安排的教室，看到
監所男學員已全部就坐，各個帶
著口罩，讓人感到有些神秘和疏
離。音樂演唱開始，唱到第二首
歌「隱形的翅膀」，指揮艷容姐
鼓勵學員拿掉口罩，加入合唱。
出人意料，這個邀請得到學員們
熱烈的回應，他們拿掉口罩，熱
情地伴著團員唱完這首歌，他們
唱的主旋律與團員的和聲把這首
歌曲的氣氛帶到高潮。之後柯牧
師在講道中，稱讚學員們把這首
歌唱到不止「好聽」，而是「動
聽」，因為他們對歌詞的內容有
親身體驗。佈道會結束後，學員
們又戴上口罩，在揮手道別時，
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神中閃爍著感
動的淚光，那是一個令人不捨的
畫面。
    10月16日的行程是自強外役監
獄，這是一所沒有圍牆的監獄，
位於花蓮縣光復鄉。遊覽車轉入

193縣道，就可以看到一棟橘紅色
西班牙式建築聳立在綠樹叢間。
車子駛入監所園區，立即看見井
然有序的各個不同的農作物栽植
區。這裡的受刑人是經過矯正署
公開遴選而來，在這個彷彿世外
桃源的環境中從事農牧的勞動工
作，讓身心靈得以沉潛滋養，恢
復健康，為重返社會做扎根的準
備。
    看到這裡的優美環境以及學員
所接受的人性化管理之後，我們
預期今天的音樂佈道會應該會在
和諧溫馨的氣氛中進行。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今天出席的男性學
員們表現得出奇的冷漠，有些甚
至從頭到尾都在打瞌睡，不管指
揮如何積極帶動，牧師如何用心
勸說，大部分學員們仍然無動於
衷，和昨天花蓮看守所的學員表
現有天壤之別。
    為什麼我們這兩天的付出是一
樣的，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截然不

同？為什麼我們的預期和結果會
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們可以做一
些檢討修正，讓事工更趨完善。
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我們的
工作本來就是撒種，至於發芽生
長，這必須由上帝來成就。上帝
讓我們坐着一下忽高忽低的雲霄
飛車，是為了讓我們的心志更明
確、更堅定。
    10月17日來到台東，下午我們
參訪「東成技能訓練所」，收容
刑期十年以下的受刑人。今天的
佈道會當中，幾位台上的團員不
約而同留意到一位坐在台下第一
排正中央的學員，他戴著黑框眼
鏡、皮膚黝黑，目光始終落在前
方幾步的地面，表情顯得凝重而
憂傷。雖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積
極的回應，可是，不知為何，我
覺得他的內心在悄悄地注視著我

們，他在默默地回應我們。這位
惹人憐愛的弟兄，散會時我一直
目送他走出那間表演廳，願主的
恩惠和慈愛時時與他同在。
    10月22日上午去高雄戒治所。
今天出席的學員看起來年齡都在
中年以上，大多是吸毒慣犯，因
為年紀愈大，愈無法融入外面的
社會，出獄後沒有工作能力，只
能靠販毒來吸毒，於是不斷進出
監獄，對人生已經沒有盼望，對
於外來社工團體或宗教團體的勸
導與鼓勵都反應冷淡。
    儘管如此，今天下午佈道會中
出席的學員卻表現得很平靜而友
善。牧師講道時，有幾位白髮蒼
蒼的學員認真地注視著牧師，那
種好奇探索的眼神尤其激起人的
不捨與憐憫。面對這樣一群看似
前途灰暗的群眾，我們知道自己
能為他們做的是非常有限，對上
帝來說，是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須盡力做好了自己該做的
事。
    10月23日下午到高雄女監，這
場佈道會比較特別，因為有43位
女學員將要在會中受洗。一進監
所，馬上可以感受到這裡的更生
團契志工所投入的善工與果效，
志工姊妹與女學員之間已經建立
親密的連結。
    所以當我們帶著怯生的心情踏
入這陌生的環境，看到的卻是一
雙雙親切期待的眼睛，彷彿她們
已經認識我們。從一開始詩歌演
唱，女學員們就完全融入，尤其
是坐在前兩排的受洗學員，更是
沈浸在感動中。講道之後舉行洗
禮，在場八位牧師為43位學員一
一施洗。場面很感人，台上台下
多人落淚。有幾位沒有受洗的學
員，也不停在擦拭淚水，希望她
們是下一批受洗的成員。

    
    

    10月25日早上去台南監獄，收
容的是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
也許基於這個原因，這裡的規定
比其他監所更嚴格。一般監所允
許我們針對活動需要申請帶入相
機、電腦，這裡都不允許。每個
入監的團員還得配戴監所發的識
別證。儘管規定嚴格，長官在執
行任務時都體貼有禮。
    此外，監獄內到處可見整齊繁
茂的花木，尤其醒目的是一株株
花朵盛開、奼紫嫣紅的九重葛。
每條走廊都置放盆栽及吊掛式的
觀葉植物，個個生機盎然。中午
用餐的訪客專用餐廳周圍是園藝
栽植區，種著各式庭園景觀植物
和松、柏、榕樹的盆景。除了優
美的戶外環境，這裡的技能訓練
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佈道會結束後，監所長官帶
我們參觀監內的漆器製作職訓教
室，學員製作的漆器成品精緻迷
人，製作的方式相當現代化，材
料大多是取自符合環保的天然素
材。不知道這裡的學員在漫長的
刑期當中，是否能欣賞這高牆內
的世外桃源之美，是否能沉澱心

情，在職訓課程中發現自己潛藏
的技能恩賜。願神祝福、保守、
造就他們。
    10月26日的行程是到台南山區

的「明德戒治所」。佈道會正式
開始前，當學員們陸續進場入座
時，指揮帶領團員唱「何等恩典
」這首短歌，同時鼓勵已坐定的
學員一起唱，通常這樣的鼓勵不
會激起什麼反應，但是今天不同
，學員們竟然跟著我們一起唱。
    指揮接著再領唱一首旋律活潑
且附帶動作的「真正好」，學員
們居然也願意配合做動作，並且
高聲詠唱，聽起來比我們平時在
教會主日崇拜的會眾唱的還大聲
呀！怎麼音樂佈道會尚未開始，
學員就已經high到不行，實在令人

不敢置信，難道是聖靈做工？後
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間戒治所
非常特別，裡面的學員白天不必
從事勞動生產的工作，而是接受
有系統的宗教陶養課程。兩百名
學員並以隨機選取的方式分成兩
組，一組是佛教，另一組是基督
教。今天出席的就是這兩組學員
了，左邊是佛教組，右邊是基督
教組。難怪在整個活動中，右邊
的學員反應特別熱烈。「明德戒
治所」除了提供學員全日的信仰
課程，還允許一位駐監牧師可以
「住在」監所裡面，24小時陪伴
學員，這是全國唯一的特例。
    這次短宣，除了參訪監獄，我
們還利用週末時間造訪了四間教
會，舉行四場音樂見證佈道會，
並包括了花蓮的「壽豐教會」、
高雄的「高楠教會」和「德賢教
會」、以及南投埔里的「蒙愛教
會」。我們與這些弟兄姊妹有很
好的溝通互動，也一次再感受台
灣鄉親的熱情款待。今年的短宣
隊，就在埔里「蒙愛教會」相互
祝福聲中各自踏上歸程。

    越南在1975年4月30日結束了三
十年的內戰和悲劇性的分裂。北
越政權統一了整個越南，將南越
置於共產制度之下，展開一連串
鎮壓、清算、改造的政治運動。

    越南政權將私人大小企業國有
化，沒收資產家的廠房，所有華
人學校皆被接收，華人設立的社
團醫院全被接管。面對暴政與排
華，許多越南華人拋棄家園，偷
乘小船往海上逃亡。我們夫婦原
來居住在胡志明市（前西貢），
於1979年初我們乘小漁船逃難到
馬來西亞，成為越南難民，後來
輾轉移民到加拿大。
    過去27年在牧會生涯中我曾返
越南五次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兩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參
與越南宣教工作。神讓我們於
2017年8月開始返越南服事。
    回憶2015年夏天我們夫婦去台
灣三個月參與宣教事工，向越南
勞工與新居民傳福音，然後往越
南探訪眾教會。當時我們有機會
去越南首都河內探訪教會，北越
基督教總會會長向我們分享北越
教會的情況與神學院的需要。
    1954年因戰爭緣故，越南土地
分為南北越，超過100萬人逃離由
共產黨管治的北越，當中包括基
督徒，令北越信徒和牧者人數大
幅減少。
    1985年前北越基督徒不到五千
人，但到現在已有二十萬人。北
越30個省中，教會普及到26省。
北越合法登記的教會大約有1000
間，全職傳道人卻只有500人。河
內神學院五年前得到政府批准設
立。河內的神學院採四學年學士
制。每兩年可以招生一次。第一
屆許可名額25名、第二屆30人、
第三屆35人。去年六月舉行第三

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有23人畢
業。目前在學學生有77人，大多
數都是山區的原住民學生。
    當時北越基督教總會會長述說
了北越教會與神學院情況，然後
他邀請我到河內神學院服事。我
經過一年的禱告等候，內心有感
動之後我答應他的邀請，後來我
收到越南政權宗教部的教學批准
書。我知道這是神的開路，讓我
這個昔日越南難民去越南宣教。
    感謝神預備我過去在南越與加
拿大牧會的事奉經驗，幫助我在
河內與當地牧者配搭，開拓神學
教育事工。
    神讓我這兩年在河內神學院任
教，以越文授課，除了在神學院
服事，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
教會華人團契與北越教會福音事
工。今年三月我們夫婦將再去越
南宣教。除了在北越服事之外，
也去胡志明市服事，我將在胡志
明市神學院任教並在華人教會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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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越基督教總會的會長曾說：
「舉目觀看，莊稼已熟，正是收
割的時候。」，他希望在十年之
內，北越每一人至少聽過一次福
音，每個城市都有一間教會或聚
會點。然而，許多教會仍沒有傳
道人帶領，他希望未來神學院可
以擴大增班，在三年內培訓250名
傳道人。感謝神讓我參與越南神
學教育事工，培育更多傳道人，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
    越南宣教大門已開啟！越南有
9,900多萬人口，有約100萬華人，
是福音大禾場，有待更多工人前
往收割，完成主託付的使命。
     越南宣教事工需要弟兄姊妹的
代禱與參與，有如下各項：
    1. 組織短宣隊去協助各地教會
之兒童夏令聖經班、青少年退修
會、教會同工培訓等。
    2. 資助神學生助學金。越南神
學院的學費是很便宜的，一年食
宿費約1000元美金， 四年 
   約4,000美元，但是很多少數民
族學生還是付不起，需要外界的
捐助。
    3. 經濟支持山地少數民族的事
工。越南山區有50多個不同語言
的種族，福音事工甚蓬勃，信徒
估計有近50萬。
     願大家為越南福音事工代禱並
支持。
    有意參與越南宣教事工者，可
向筆者查詢。
(Email: paulkietma@gmail.com  
馬桂豪牧師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
堂前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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