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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的國度

金氏家族

偉大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

像俯視著每一間教室，學生們根

據領導人的教導來定位自己的生

活。金正恩於2011年接任家族政

治，當年年僅28歲。

主體思想

強調朝鮮在政治、經

濟和國 防方面的獨

立，不應依賴或受任

何其他國家的影響。

這是第一任領導人

金日 成 所 創 的 哲

學，成為朝鮮所有

政策的基礎。

糧食供給

朝鮮境內有許多山脈，只有20%的土地適合耕

種。聯合國官方報告稱2018年是朝鮮十年來

收成最少的一年，43%的人民需要人道援助。

取得聖經

在朝鮮，只有參加註冊教會的人才可以讀到聖

經，且不能帶離教會 ; 有些基督徒依賴廣播朗

讀來聽寫上帝的話。擁有聖經是犯法的行為，

可能為此被判入勞改營。



基
督徒應該用怎樣的態

度理解和接觸朝鮮呢？

其實跟跨越文化見證福音的

本質是一樣的—最要緊的

是「道成肉身」的事奉。這方

面，耶穌就是我們的榜樣，希

伯來書第二章告訴我們，耶穌

「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第14

節）並且祂「凡事該與祂的弟

兄相同」（第17節），為要拯救

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使徒保

羅的傳道工作發揚了這個概

念：「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

人，為要得猶太人……向沒有

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

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

（林前九20-23）。同樣地，跨

文化工人把耶穌的福音帶給

服事的對象時，也靠主得力，

放下他們的本土文化，接納服

事對象的文化。

可是，在朝鮮落實道成肉

身的事奉，比任何文化都要困

難。箇中原因繁多：(1)外界媒

體對朝鮮的介紹，尤其是對信

徒的迫害，遠比介紹其他國家

更負面，難免影響外界對朝鮮

的看法。(2)由於朝鮮傾向與

外界隔離，幾乎無人代表朝鮮

發言，因而沒有人糾正我們對

朝鮮的刻板印象。(3)我們所聽

到關於朝鮮的聲音大多來自

循非法管道離開朝鮮的人，雖

然他們的聲音很重要，但他們

能否完全代表仍然在朝鮮生

活的人呢？(4)在朝鮮的外籍專

業人士不被允許與當地人一

起生活，也沒有機會去體驗當

地人的生活；對當地人來說，

除非獲得特別許可，否則不得

與外人接觸，更遑論分享交流

了。

重重困難意味著我們必

須加倍努力效法基督的樣式

服事朝鮮。比如：從歷史角度

去嘗試理解朝鮮是如何成為

今日的面貌？為什麼昔日建立

朝鮮的人和今天繼續在那裡

摘自朝鮮代禱通訊

如果耶穌生活在朝鮮？

生活的人，會認為他們的制度

比以前及其他國家的情況更

好？或者嘗試設想如果耶穌在

朝鮮出生和成長，福音會是什

麼樣子？此外，可以更多閱覽

朝鮮文學、報紙、電影、電視

等來認識朝鮮文化，並求神幫

助我們試著理解朝鮮領導人

所面對的挑戰，用同理心看他

們做出的決定。

另外，我們應避免主動或

被動支持任何旨在破壞朝鮮

政府、法律或文化的活動，把

握機會在朝鮮以基督徒專業

人士身分去生活、耐心等候。

希望有一天朝鮮人民和官員看

著你我會說：「這些基督徒愛

我們的國家；他們尊重我們的

文化和價值觀；我們可以信任

他們；他們在這裡做得很好，

我們希望他們留在這裡，並帶

來更多像他們這樣的人。」如

果要效法基督的榜樣去服事

朝鮮，不要一開始就嘗試轉化

朝鮮，而是要深入朝鮮文化，

切實履行道成肉身的教導，就

像耶穌耐心花上三十餘年成

為人，好為我們帶來救恩。

地圖取自http://d itu.ps123.
net/world/10231.html



這
部朝鮮電影描述多年前，

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

日成冒雨視察北青郡後，立即

召開北青擴大會議，親自制定

全國山區蛻變豐碩果園的宏偉

方案。石花農場的年輕姑娘們，

遵照金日成同志的指示，敢於

革命、勇於實踐，克服保守自滿

和落後意識，經反覆實踐，成功

試製蘋果醬，取得了思想與生

產雙豐收。

電影描述朝鮮北青果樹農

場裡，以貞玉、明吉為代表的年

輕一代，熱愛生活、熱愛勞動，

蓬勃向上的故事。為響應領袖的

號召，貞玉帶領農場青年們展開

了熱火朝天的大改革，想趕在蘋

果爛掉之前完成工作。大夥集中

火力先搞定兩大絆腳石—貞

玉思想落後的姐姐桂玉，和扯後

腿的勞動作業班長，一個詼諧有

趣的故事由此展開。

電影裡這對南轅北轍的姐

妹：一個健康陽光、熱愛勞動，

一個嬌氣挑剔、拈輕怕重。影片

歌頌熱愛勞動的品德，批評好逸

惡勞惡習，好激發人積極向上。

基督徒可以藉由朝鮮製作的影

音媒材來瞭解這個國家和人民，

以及他們的世界觀，進而找出與

福音的「接觸點」；正如保羅熟

悉希臘詩人，使他有機會在雅典

舉行公聽會（徒十七）。以這部

電影為例反映出幾種值得留意

的主體思想意識形態：

「永恆的革命」：社會主義

革命並未結束，而是從封建時

代的貧困社會持續轉化，邁向

未來尚待實現的最終勝利。近

似地，基督徒相信，我們從信主

一刻便開始轉化，期待著當耶

穌再來時，神的子民最終會有

耶穌的形像。 

「勤奮和自我犧牲」：實

現社會主義並非易事，需要艱

苦努力以完成艱鉅的任務，並

保持警惕以避免個人利益分散

了對任務的注意力。基督徒也

強調相似的價值觀，我們「當恐

懼戰兢，做成……得救的工夫」

（腓二12）。

「個人改變」：主體思想不

只是關於改變社會，還要改變

人心。「除非人們被改造成共產

主義類型的人，否則就無法宣

稱已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金

正日，On the Juche Idea，1982 

年）同樣，福音不只是關於遵守

律法，還需在內心轉化，使我們

活像耶穌。

「自我批評」：為了實現個

人轉化，人們被期望找出自己的

缺點、聽取他人的批評，並承諾

將克服這些問題。基督徒也遵

循近似的原則，作出反省、互相

問責和知錯悔改，活出耶穌的

樣式。

「以身作則」：作指揮和管

理的人應以身作則；領導者沒

有理由要求跟隨者去做他自己

也不準備做的事。基督徒也當

為所教導的價值觀樹立榜樣，

領袖也要服事跟隨他們的人。

上述之外，還有哪些「道

成肉身的思維」可與朝鮮開啟

福音對話呢？不妨親自一覽這

支 影 片 仔

細 思 索 體

會吧！

摘蘋果的時候
—朝鮮電影賞析
摘自朝鮮代禱通訊



帶
著忐忑和好奇，我們一

行人安靜地在海關大廳

等待護照和行李查驗。有別

於以往進出海關的經驗，每件

行李都要打開檢查，所有書

籍、相機和隨身數位裝置要

逐一審查登記，並特別囑咐出

境時須如數帶出，不可遺留在

境內。所幸代辦單位事先提醒

入境後無法連結外界網路，

全團沒人帶智慧型手機，幫大

家縮短了等候時間。一入境等

著我們的是兩位身著深色服

裝，外表乾淨整齊的導遊，二

導遊一司機是給國外旅行團

的標準配置，以便能一前一後

細心照料旅客，密切配搭。從

他們的經歷和謹慎的言談看

得出來，唯有忠誠優秀的人才

才有資格被指派擔任導遊。

幫助我思考這個國家的

思維，從導遊的這一句話開

始：「我國人口共有7,600萬

人，北邊人口2,400萬人，南邊

人口5,100萬人」。原來二戰

後南北分割一直是這個國家

最深的傷痛。他們拒絕被稱

為北韓，因為他們不是北邊

的另一個大韓民國，南北本應

是同一個國家、是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1945年DPRK建國初

期，其經濟發展及生活水準

遠高於同時期的韓國。但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頓失大量

能源及原物料支持，重創工

業及貿易，接連的天災和政策

導致糧食短缺，政治和國際

制裁阻斷了民生外援。整個

廿世紀，中俄日美在朝鮮半島

輪番登場，他們無力躲避，歷

史卻造就他們與周邊國家和

國際社會複雜糾結的關係。

外國人可以去的地方，都

是經過特別安排。安靜的城

我們的名字是DPRK
市外，山區一大片橘色屋頂的

平房吸引我們的目光，導遊感

動地說明原來這是多年前他

們的大元帥心急百姓因土石

流失去家園，緊急下令在一個

月內蓋好的新社區。看見路旁

許多人在國有農田協力耕種，

中午時分農民們就近在路旁

席地圍坐吃飯，戴著紅領巾的

學童放學後三三兩兩結伴回

家，讓人感覺好像走進一幅恬

靜的農村圖畫裡。國家提供人

民免費的醫療、教育和住房，

甚至工作、薪餉糧食也在國家

的總體計畫下有次序的運作。

整個旅程中，不論在廣場、室

內空間、及至每個人胸口上的

徽章，都可以看見面容慈愛親

民的領袖像，和隨處可見的鮮

紅色標語互相輝映。

有 一 本 書《 我 們 最 幸

福》，透過六位脫北者的回憶

勾勒出大饑荒前後平民百姓

生活樣貌，書名取自民間的童

謠「世上無所羨慕」：孩子在

領袖和黨的照顧下成長，生活

在最幸福的國度，再也沒有什

麼事物叫他們羨慕。當外界

的新聞不斷聚焦在國家領導

人的一舉一動及核武飛彈試

射時，這與外隔絕的2,400萬

人常常被忘記。若我們不能

卸下自己的價值和判斷，就很

難更多地認識他們真正的需

要—其實我們和他們一樣，

不論身在哪裡，處富足或處缺

乏，不認識上帝，都不能算是

幸福！

白鷺鷥



林怡君(Audrey)宣教士 澳洲籍，現於台中服事邊緣婦女

回
想我在珍珠家園服事的

第一個月，就碰到一位

婦女突然過世。那時我每週固

定探訪她的茶室，覺得見到她

很理所當然。然而前一週探訪

時她還在那裡，隔週卻已不在

了。她的同事盯著斑駁的紅色

壁紙，一臉平淡地說：「她是去

醫院檢查背部疼痛時，突然過

世的。」我感覺自己被賞了一記

耳光。我不是一直看到她開朗

的笑容嗎？還幫助她練習喜歡

的英文卡拉OK？那天下午離開

時，我覺得喉嚨乾澀，沒想到傳

福音的急迫性離我這麼近。

時間快轉九載來到2019

年―我回到台灣，重返珍珠

家園團隊，但這回卻是在一個

全新的城市：台中。

我的任務是研究在台中展

開邊緣婦女新事工的可能性。

在這裡，我不認識任何一位本

地人，離開台灣也已六年，許

多經驗豐富的同工擔心像我這

樣的新人能否承擔如此重責大

任。所以我只進行簡單的觀察，

心想就算兩年內無法開展任何

事工，也不失為一種解脫。

但上帝的時機更加緊迫，

在六週內，因與市區一間教會

「湊巧」聯繫上，我遇見一位在

自家附近服事弱勢兒童的本地

基督徒，地點就在主要的紅燈

區（恰巧也離我們夫婦住處不

遠），且她已經認識了一些特種

行業的婦女！但是她很忙，會有

時間參與新的事工嗎？

三週後，上帝奇蹟般地為

她預備了一位新夥伴，協助提

供孩子們活動節目，她的時間

出現餘裕。於是一週後我們便

在紅燈區進行街頭探訪；四週

後，我們開始門訓一位曾從事

茶室工作的婦女；到如今八個月

了，我們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

方式訓練三位婦女進行街頭福

音外展行動，也投入服事這些

婦女及孩子的生活。

看見上帝做事的急迫性，

總讓我再次衡量：是否應加快

服事的腳步？九年前剛投入事

工時，我曾為此苦苦掙扎。雖然

理論上知道服事基層及邊緣人

的福音工作需要花很長時間，

快快來，

   慢慢工作

要有耐心；但我仍然在聊天時

掙扎，著急地想進行所謂的「屬

靈對話」。我不免質疑團隊採

取的方法，想知道我們是否浪

費太多時間在那些似乎對福音

沒有反應的地方？我擔憂花太

多時間建立關係，會拖慢我們

解決物質需要方面的速度。

但現在回頭看那些認識快

十年的婦女的生命，回顧這些

年來同工們的事奉，很明顯的，

用長時間建立真正的友誼絕對

至關重要―透過建立關係，

上帝帶來復活的生命，讓我們

更認識祂。所以現今在台中，當

陪讀聖經的計畫變成「只能」

玩遊戲、聽婦女分享自己的生

活；或是當下午的福音外展行

動只能進行「表面」的聊天；又

或當我的服事遇到瓶頸時，我

就想起上帝要我「慢慢來」。神

急切地呼召我們來做緩慢的工

作，我們必須與莊稼的主保持

親密關係，在漫長的旅程中操

練耐心，相信祂必賜下所需的

資源與所得的果效！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20年3～4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792,660 1,678,278 人事費用 527,979 1,267,950

宣教士支持奉獻 4,135,231 8,083,800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193,217 421,460

國際事工奉獻 958,501 1,237,229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5,093,732 9,321,030

收入合計 : 5,886,391 10,999,308 支出合計 : 5,814,928 11,010,439

3-4月餘絀 :  71,464 年度累計餘絀 :  -11,131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

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子版本，可掃描右方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comm@omfmail.com

內地會網頁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宣教聚會 (2020年6月～2020年8月)

 日期  時間

 6月8日(一) 19:00-20:30

 6月29日(一) 19:00-20:30

 6月30日(二) 19:00-21:00

 7月13日(一) 19:00-20:30

 7月27日(一) 19:00-20:30

 7月28日(二) 19:00-21:00

 8月10日(一) 19:00-20:30

 8月25日(二) 19:00-21:00

 8月31日(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盛開吧！南國之櫻（菊地彩子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神依然在工作（愛兒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愛你的鄰舍（胖丁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花火浴衣撈金魚（曾伊翎姐妹）

內地會月禱會：我們成了一臺戲（小山、曉陽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古爾邦節再思

日本禱告小組：止戰之殤（饒以德弟兄）

P4M（為穆斯林禱告）：東南亞禱告之旅

東北亞禱告小組：朝鮮的長者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近捷運善導寺站）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校園團契（近捷運善導寺站）

朝鮮仍然是

全球對福音最封閉的國家之一，

也是全球逼迫基督徒最嚴厲的國家。

這是一個極需要關懷的地方，

你是否願意與神同工，

以禱告帶給這國家

「明天的盼望」？

禱告手冊欲購請洽

內地會辦公室 彭姊妹02-2240-1865 轉102

訂閱朝鮮代禱

雙月刊電子版

東北亞禱告會

雙數月最後一個週一

晚上 19:00-20:30

地點：台北校園團契
         （捷運善導寺站）

東北亞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