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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恩典合唱團台灣監獄短宣 羅智樹
    這是我從2017年起的第三次
參加短宣，沒參加短宣以前我
是一直的支持短宣事工，但沒

親身體會到這個工作是多麼的
需要與重要，感謝讚美主！在
2017年我們夫婦有機會第一次
參與能使上帝喜悅的監獄傳福
音的服事，使我們深深的體驗
到上帝的愛、權柄及大能，看
到上帝的同在與聖靈的帶領，
只要你願意讓主使用，盡心盡
力，無怨無悔，甘心樂意的服
事就好，有上帝的同在凡事都
能，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短宣
事工的。在每次監獄短宣佈道
會中，經過美妙詩歌獻唱的互
動，有一種愛真實感人的短劇
演出，見證分享及柯牧師強有
力的信息勉勵，把上帝的愛傳
進每個同學的心裡，堅定他們
的信心，永不放棄，不氣餒，
重見希望，悔改信主，有永生

的盼望，在柯牧師最後的呼召
下，有那麼多的同學決志舉手
信主時，我們心裡的感動和喜
樂，也就忘記一天來的疲勞，
肯定我們的監獄短宣是很有意
義是值得的，是蒙主喜悅的。
我們鼓勵有更多的會友參與短
宣事工，親身體驗帶人信主的
喜樂。感謝主！一切榮耀歸與
主。
    感謝讚美主！我們在監獄裡
也很高興看到法務部矯正署重
視短宣隊用主耶穌的愛傳福音
的效果，擬定核心理念是以四
個心型圖樣組成的階級徽章 [代

表：信心(Faith)肯定自我，建立
信心。希望(Hope)積極改變，擁
抱希望。真愛(Love)尊重生命，
付出真愛。幸福(Happiness) 翻
轉人生，追求幸福。] 並張貼在
走廊的門上鼓勵同學。 
    感謝主！使我們有一個完整
互動的團隊，不嫌苦的團長林
正一醫師負責安排聯絡每日行
程，關心團員的身體與需要，
團牧柯約翰牧師強有力感人的
信息，感動同學決志接受主耶
穌基督，音樂指揮黃艷容老師
的挑選詩歌，臨機應變配合塲

所、時間及信息與同學互動，
司琴林恩浩博士的美好搭配，
以及陳慧珠姐妹、柯牧師娘、
李佳玲姐妹、林坤照兄及周光
仁兄的感人短劇演出，陳慧珠
姐妹有效的見證分享及團員的
美妙詩歌演唱，靠著聖靈及信
心把主耶穌的愛傳給同學們，
感動他們的心，謝謝主的親自
帶領。
    也感謝更生團契駐監牧師、
傳道人以及志工的繼續跟進輔
導，使同學們更親近主耶穌，
接受洗禮。我們深深的感動大
家的愛及付出服事，我們要更
加努力學習主的愛去傳福音。
    感謝主的憐憫保守，在我們
身體軟弱的年紀，賜給我們信
心和氣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能夠順利地完成這次的短宣，
平安回來。感謝讚美主！哈利
路亞。

編後語
    由於官方多出一些要求，台
灣監獄工作今年沒有去年那麼
方便。感謝主，神還是繼續使
用他們作出美好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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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監獄短宣分享
    今年是我第五年參加多倫多奇異恩典合唱團台
灣監獄短宣的行程，突破往年慣例，我們將《吸
毒的故事》從監獄裡面搬到社區的音樂佈道會來
演出，藉此希望能警戒蠢蠢欲動被誘惑吸毒的無
知青少年，讓大家重視毒品帶來了家破人亡的可
怕性！
    這個角色飾演一個心碎的母親，因為女兒染上
毒品屢勸不聽，不但用盡家裡的積蓄， 甚至標會
借錢幫她戒毒，都失敗了。傷心絕望，不知所措
的母親正面臨放棄……，但又怎能割捨身上的一
塊肉呢？我雖然加入這演劇已三年了，但每一次
都能感覺爭戰很大，唯有禱告方能使自己的心平
靜安穩下來！詮釋這樣的角色， 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但是上帝奇妙的作為與我同在！祂在我身

上做王掌權，當我踏上舞台的那一刻起，我就是
那個心碎母親，是台下同學們所有的母親， 我的
祈求，我的無助，我的淚水， 我的心碎了！頓時
全場顯得特別的安靜，有人已經哭了~~~就這樣
一場一場內心戲的挑戰都使我從台前哭到台後。
    因為特殊情況，有時候必須取消我們入獄的行
程，例如監獄因多人感染流行性感冒或是因暴動
戒嚴等等，雖然被迫取消活動覺得好失落，但是
這也讓我們從中學習了順服的功課，知道所有發
生都是 上帝允許的，對我們都是最好的發生。
    監所的場地無奇不有，爬不盡數不完的階梯，
頂樓的鐵皮屋，極臭無比的更衣室，小到不能排
隊的舞台，當然也有可容納三四百人的大禮堂，
但場地雖大卻是一種特別的爭戰，在沒有麥克風
的情況下如何讓我們的音量放大再放大……。唯
有靠耶穌!
    幾乎每一場同學們都是面無表情嚴肅的迎接我
們，但是最後一首奇異恩典大合唱都能感受到上
帝的愛就在這裡。 這一刻…當我們舉起手來揮手
告別時，同學們也依序回頭揮手表示感謝…感恩
的淚水目送同學離開會場，一切的辛勞都值得！
回憶過去這五年的改變真的讓我讚歎不已！ 上帝
不止修復了我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也祝福了我家
三千金走在神的道路不偏離，更是讓我在困境中
也能每天過著靈裡自由的日子!
    感謝讚美 主! 一切榮耀歸於 神!

李佳玲

短宣心得分享 黃峰妙

    短宣時我坐在第一排，和同
學(他們不叫受刑人)的距離是最
近的，他們的一舉一動我都可
以看得一清二楚，從他們進場
我就斷斷續續的看著同一兩位
同學。
    漸漸的他們會感覺有人的目
光在他們身上，而當有人持續
在看他們時，情形就會不一樣
了，令他們會比較不好意思講
話，頂多上個洗手間就會再回
來，起先他們是一副無所謂的
神情(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聽
說他們是被安排來參加的)，他
們認為，我們不過是那麼多去

探訪或辦演講團體中的一個單
位而已。
    然而在一個半小時當中，從
開場的詩歌到接下去的牧師信
息，同學們從不在乎變成聚精
會神。有的不斷眨眼睛看天花
板想忍住淚水，有的低頭沉思
避開我們的目光，有的女生就
淚崩不能自己，接著在牧師的
呼召聲中，有很多同學舉手決
志，人心的轉變讓我們看見神
蹟，感謝神的同在也高興與祂
同在。
    想一想，這些同學很可能就
只有這一次的機會，若因為認

識主耶穌而燃起了他們重生的
希望，這是多麼令人欣慰的事
啊。
    更重要的是，更生團契會接
著持續的關心與輔導，帶他們
讀經學習禱告等等。有好幾位
同學，就是因為聽到了福音之
後決志信主，靠著神成了更生
人，現在他們到監所去幫助同
學，用生命的轉變見證上帝的
愛。上帝不願任何一個靈魂沉
淪，傳福音是耶穌交付給每一
位基督徒的使命，這也是我每
次都會想要參與短宣的原因與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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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

（下接第4頁）
（下接第4頁）

《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             
一、有關文化圈的理論

    文化圈理論認為，世界上存
在若干文化圈，每個文化圈包
含一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共有成分。文化圈作為文化
傳播的人文地理區域，往往是
由某一先進民族或國家，以其
首創的文化影響週邊地區。年
深日久，在彼此互動中形成文
化圈。一般較普遍的看法是，
希臘羅馬文化、閃族文化、印
度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曾是具
有強大擴散力的文化，在頗長
的時段和相當廣闊的地域，形
成了各自的文化圈。

二、漢字文化圈的界定
    漢字文化圈，或稱為東亞文
化圈、儒家文化圈、中華文化
圈等。是指歷史上受中國及漢
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共同使
用漢字與文言文作為書面語之
文化圈。日本、朝鮮半島、琉
球群島和越南大多不使用漢語
正音作為口頭語言交流媒介，
故此漢字文化圈範圍大於漢語
圈。這種語言相異而文字相通
的現象，是漢字文化圈內所特

有的。例如：中國人與日本人
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可用漢
字、漢文進行” 筆語” ，達成
一定程度的溝通。
    漢字文化圈的存在，是一個
垂之久遠的歷史事實，但這一
概念並非由漢字的發祥地中國
提出，而是由日本學者率先使
用的。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
代，日本人已使用漢字文化圈
概念，1985年法國漢學家汪德
邁出版《新漢文化圈》一書，
他認為，此文化圈的特點是，
它不同於印度教、伊斯蘭教各
國，內聚力來自宗教的力量；
它又不同於拉丁語系或盎格魯
一撒克遜語系各國，由共同的
母語派生出各國的民族語言，
這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
萌生於中國而通用於四鄰的漢
字。

三、東亞三地漢字文化
    中國在古代是東亞最先進和
強大的國家，曾長期輸出中國
的律令、官制、水稻、粟，麥
栽培技術，冶金、繅絲技術等
傳入越朝日。自秦漢以後，漢
字及漢字文化也往境外傳播。
在漢字傳入之前，這三地都僅
有民族語言而無文字，漢字及
漢字文化的輸入，使其邁進文
明門檻，獲得歷史性進步。
    漢字在非漢語系的越、朝、
日三國的傳播演化，大體經歷
了四個階段：一是原樣移植，
此為東亞各國的同文時代；二
是通過借詞(音義兼借）、音讀
（借音不借意）、訓讀（借意
不借音）三種方法，將漢字歸
化為本民族漢字，東亞同文時
代結束；三是仿造階段，如越
南仿漢字造喃字，朝鮮仿漢字
造吏讀文，日本仿漢字造字法
創國字，均與漢字並用；四是
創造漢字形母節字母，開闢表

音道路，如朝鮮的諺文、日本
的假名，均與漢字併用。

四、日本漢字文化演變
    漢字文化圈在日本的演變大
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大量吸收融入期（公元4世紀
---894年）
    大化改新(645）之前，日本
只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
文字，使用的是中國的漢字。
據說，中國的漢字於4世紀傳入
日本，歸化日本的百濟學者阿
直歧，邀請百濟的學者王仁，
攜帶《論語》和《千字文》前
去日本做皇太子的老師。聖德
太子攝政，模仿中國隋朝實行
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以天皇為
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於604年
頒布了用漢字書寫的《十七條
憲法》。大化改新將隋唐的封
建制度和思想文化視為藍本，
並全面效仿隋唐中央集權制度
進行政治、經濟和司法體制改
革，使漢字和儒學在日本得到
全面推廣與普及。
2.配合國情變化期（894年
---1945年）
    894年日本停止派出遣唐使，
開始進行把大陸文化消化的漫
長過程。漢字傳入以來，一直
是公家記錄史實，學者著作書
寫的唯一正式文字。不過漢字
在日本的讀法有訓讀及音讀兩
種。前者即日本原來的發音，
而後者是外來傳入的發音。然
而音讀又因傳入的時地之異而
復分為漢音、唐音、吳音。漢
字傳入日本後，不僅促進了日
本古代文化的進步，同時亦促
成了所謂片、平假名的表音符
號的出現。
    假名是利用漢字創造出來的
一種音節文字。平假名大多是
從中國漢字的草書演化而來。

片假名則是從中國漢字的楷書
中取出符合聲音的漢字的一部
分簡化而來。
3.兼收並蓄活用期（1945年至
今）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日
本被迫施行美式民主制度，進
行民主改革。為了提高使用效

率日本開始簡化漢字，減少常
用字數。法律和公文也由文言
改成了白話。日本甚至一度打
算完全放棄漢字，但因為日文
假名只能表音，廢除漢字後同
音異義字驟然增多，使用很不
方便，漢字才得以留存，但是
日本政府也公布了《當用漢字
表》，限制漢字在出版物中的

使用。後因此舉造成諸多表達
上的不便，日本政府又公布《
常用漢字表》渡過難關。
    即使日本大量減少漢字，但
是漢字仍舊是日文的重要組成
部分，只是每年產生的新鮮事
物的外來語，通常都會以片假
名造成新名詞，而很少以漢字
詞語表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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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面對人生下半場 余滿華
    2019年9月9日，星期六，在
恩霖中華召開了一次特別的會
議，探討恩霖的新方向。梁幼
忠牧師將於今年底退休，他和
大家分享了他對人生下半場的
看法。
  「人生下半場」此語出現於
1995年由Bob Buford在Half Time 
– Moving from Success to Signifi-
cance一書中提出。當時Buford
在事業上已極為成功，他想，
自己要怎樣去渡過餘下的歲月
呢﹖Buford和一位顧問談，他又
想為上帝做點事，又想事業更
上一層樓，A計劃， B計劃一大
堆。顧問聆聽許久，對他說，
假如人生是一個箱子，你想在
這個箱子裝耶穌，或是你的事
業﹖如醍醐灌頂，Buford選擇了
以耶穌為重，展開下半場新跑
道。
    梁牧師認為，教會應鼓勵信
徒早些為人生下場做好準備，
人到中年，四十歲上下就當思
考，未雨綢繆為下半場鋪路，
已經年過五十六十的人也不用
擔心錯失良機，為人生下半作
策劃永遠不會太遲。梁牧師以
〈啟示錄〉1:9-10來說明。當時
使徒約翰被放逐到拔摩島上，
他已經年紀老邁，風燭殘年，
失去了自由，孤零零一個人在

一個荒島上，然而，就在這樣
一個看似悽慘晚年的境況中，
約翰得到了新約，甚至可以說
是，整本《聖經》中最重要的
啟示，寫下了壓軸之卷〈啟示
錄〉。
  〈箴言〉3:5-6說﹕你要專心仰
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約翰福音 14:21﹕耶穌則說﹕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
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
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
向他顯現。」
   〈約翰福音〉14:21﹕由是，
我們不需要求上帝帶領前路，
因為上帝必定會「指引」我們
的路，這是祂的應許，祂的工
作。
    策劃人生下半場，我們需要
的是每天的信心操練，要做的
是「專心，仰賴」，不需要任
何花巧，只要持平常心，等候
主的帶領，祂就會將自己的心
事告訴我們。老約翰並沒有特
別追求甚麼，他在拔摩島上繼
續日常生活中的靈性操練﹕敬
拜神，然後，他在敬拜上帝之
時得到啟示。
    另外，人生下半場的策劃也
應該包括了身體鍛鍊和健康飲

食，加拿大衛生部不久前推出
了新版「飲食指南」，可以用
作參考﹔恆常運動，「肌」不
可失，太極拳，氣功，只要不
是刮大風下大雨大雪，每天都
外出步行半小時，等等，這些
都很適合。
    在寫給羅馬教會的信中，使
徒保羅鼓勵信徒要「心意更新
而變化」。我們的信仰也包含
EQ情緒和智商兩方面的培養，
縱向﹕是我們與上帝之間的「
愛」的交流，讀經時，用情去
感受，而不是純粹知性上的分
析研究﹔橫向﹕人與人之間的
社交，很多老人家思想閉塞，
心靈上「閉關自守」，自以為
是，容不下不同意見，非友即
敵，久而久之，眾叛親離，離
群索居。此外，作為基督徒，
我們更要注意持守信仰，保持
活潑的靈命，不致晚節不保。

一、有關文化圈的理論
    文化圈理論認為，世界上存
在若干文化圈，每個文化圈包
含一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共有成分。文化圈作為文化
傳播的人文地理區域，往往是
由某一先進民族或國家，以其
首創的文化影響週邊地區。年
深日久，在彼此互動中形成文
化圈。一般較普遍的看法是，
希臘羅馬文化、閃族文化、印
度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曾是具
有強大擴散力的文化，在頗長
的時段和相當廣闊的地域，形
成了各自的文化圈。

二、漢字文化圈的界定
    漢字文化圈，或稱為東亞文
化圈、儒家文化圈、中華文化
圈等。是指歷史上受中國及漢
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共同使
用漢字與文言文作為書面語之
文化圈。日本、朝鮮半島、琉
球群島和越南大多不使用漢語
正音作為口頭語言交流媒介，
故此漢字文化圈範圍大於漢語
圈。這種語言相異而文字相通
的現象，是漢字文化圈內所特

有的。例如：中國人與日本人
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可用漢
字、漢文進行” 筆語” ，達成
一定程度的溝通。
    漢字文化圈的存在，是一個
垂之久遠的歷史事實，但這一
概念並非由漢字的發祥地中國
提出，而是由日本學者率先使
用的。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
代，日本人已使用漢字文化圈
概念，1985年法國漢學家汪德
邁出版《新漢文化圈》一書，
他認為，此文化圈的特點是，
它不同於印度教、伊斯蘭教各
國，內聚力來自宗教的力量；
它又不同於拉丁語系或盎格魯
一撒克遜語系各國，由共同的
母語派生出各國的民族語言，
這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
萌生於中國而通用於四鄰的漢
字。

三、東亞三地漢字文化
    中國在古代是東亞最先進和
強大的國家，曾長期輸出中國
的律令、官制、水稻、粟，麥
栽培技術，冶金、繅絲技術等
傳入越朝日。自秦漢以後，漢
字及漢字文化也往境外傳播。
在漢字傳入之前，這三地都僅
有民族語言而無文字，漢字及
漢字文化的輸入，使其邁進文
明門檻，獲得歷史性進步。
    漢字在非漢語系的越、朝、
日三國的傳播演化，大體經歷
了四個階段：一是原樣移植，
此為東亞各國的同文時代；二
是通過借詞(音義兼借）、音讀
（借音不借意）、訓讀（借意
不借音）三種方法，將漢字歸
化為本民族漢字，東亞同文時
代結束；三是仿造階段，如越
南仿漢字造喃字，朝鮮仿漢字
造吏讀文，日本仿漢字造字法
創國字，均與漢字並用；四是
創造漢字形母節字母，開闢表

音道路，如朝鮮的諺文、日本
的假名，均與漢字併用。

四、日本漢字文化演變
    漢字文化圈在日本的演變大
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大量吸收融入期（公元4世紀
---894年）
    大化改新(645）之前，日本
只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
文字，使用的是中國的漢字。
據說，中國的漢字於4世紀傳入
日本，歸化日本的百濟學者阿
直歧，邀請百濟的學者王仁，
攜帶《論語》和《千字文》前
去日本做皇太子的老師。聖德
太子攝政，模仿中國隋朝實行
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以天皇為
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於604年
頒布了用漢字書寫的《十七條
憲法》。大化改新將隋唐的封
建制度和思想文化視為藍本，
並全面效仿隋唐中央集權制度
進行政治、經濟和司法體制改
革，使漢字和儒學在日本得到
全面推廣與普及。
2.配合國情變化期（894年
---1945年）
    894年日本停止派出遣唐使，
開始進行把大陸文化消化的漫
長過程。漢字傳入以來，一直
是公家記錄史實，學者著作書
寫的唯一正式文字。不過漢字
在日本的讀法有訓讀及音讀兩
種。前者即日本原來的發音，
而後者是外來傳入的發音。然
而音讀又因傳入的時地之異而
復分為漢音、唐音、吳音。漢
字傳入日本後，不僅促進了日
本古代文化的進步，同時亦促
成了所謂片、平假名的表音符
號的出現。
    假名是利用漢字創造出來的
一種音節文字。平假名大多是
從中國漢字的草書演化而來。

片假名則是從中國漢字的楷書
中取出符合聲音的漢字的一部
分簡化而來。
3.兼收並蓄活用期（1945年至
今）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日
本被迫施行美式民主制度，進
行民主改革。為了提高使用效

率日本開始簡化漢字，減少常
用字數。法律和公文也由文言
改成了白話。日本甚至一度打
算完全放棄漢字，但因為日文
假名只能表音，廢除漢字後同
音異義字驟然增多，使用很不
方便，漢字才得以留存，但是
日本政府也公布了《當用漢字
表》，限制漢字在出版物中的

使用。後因此舉造成諸多表達
上的不便，日本政府又公布《
常用漢字表》渡過難關。
    即使日本大量減少漢字，但
是漢字仍舊是日文的重要組成
部分，只是每年產生的新鮮事
物的外來語，通常都會以片假
名造成新名詞，而很少以漢字
詞語表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