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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沈睡的中國，縱然流血的時候，
我也永遠不回頭。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遍

本刊為贈閱，可
來信索取，如變
更地址或取消煩
請賜告，謝謝！

世界每個角落！」這首詩歌「宣教的中國」，如果你走遍中國的大江南
北，就會發現這是中國教會裡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一首歌。不但是大家喜
歡唱，同時，我相信這也是許多人心裡對中國的期許與盼望。然而，唱的時
候儘管慷慨激昂、感動落淚，只是實際要看到這個異象的成就，卻需要有清
楚的策略和步驟，腳踏實地的去做。
我們由教會歷史來看，神要使用一個國家來成為宣教的國家，至少需要

 本期內容 

兩個條件，首先是宣教的人，其次就是國力（經濟和外交）。不管是英國、

CM I 講 壇

美國或是後來興起的韓國，我們都可看出神做事的軌跡，他們都是在國力強

 宣教的中國

大、經濟實力足夠、教會也興起許多年輕人願委身宣教的情況下，當時候滿

CM I 活 動 報 導

足，一股宣教的大軍就出去了！

 職場宣教新範式專題講座

這些年來，我們可以明顯看見中國的經濟飛快成長，國力漸強，連帶使
中國人出外讀書、移民、經商、旅遊的人數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的人數。加以

2008年中國承辦了「奧運」，今年2010年上海又舉辦了「世博」，接著11
月在廣州又要舉辦「亞運」，這一連串國際性的大活動，無論是對外或對
內，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我個人相信，這對「中國成為宣教的中國」也具
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擬就「如何預備中國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提

CM I 消 息

 《聰明反被聰明誤──認識

真理》佈道版 免費供應！
 《佛教真相》簡體版 免費供
應！
基 督教與 中 國

 後共產中國文化需要基督化
(上)

出幾點看法。
封底文

一，宣教者要瞭解中國大環境的趨勢
由於高度追求經濟發展的結果，使中國每年有兩千萬的人口從農村湧
到城市打工，這就是所謂的「民工潮」。目前全中國有三億的民工，到了

 中福家書

• 大學新生報到

總之，要裝備中國的信徒成為海

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固然很好，也是中國教會義不容辭、應當起

外宣教的生力軍，是一條長遠且牽涉

來還福音債的時候了，但問題是，很多人以為要把福音沿著絲綢之路

廣泛的路，絕不是一兩天就能成就的

傳回耶路撒冷，就要立刻訓練宣教士並且把他們送到中東回教國家去

事，而且需要整合所有的教會和差

2025年，民工人數將達到中國人口的一半以上，而

教士並有支援能力」的母會而言。為什麼這方面的預

宣教。其實，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就我所知道的現況是，一些在做

會，有計劃和步驟的一步一步做，特

且都集中在城市裡！因此，這給教會帶來的衝擊和

備很重要呢？因為，如前所述，目前的中國教會絕大

所謂「宣教士訓練」的團體，其結果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關於這

別是未來十年是打根基的階段，求主

影響是──農村教會留下的多是老弱婦孺，而年輕

多數是沒有海外宣教經驗、也沒有清楚的宣教理論基

方面的訓練，我根據過去的宣教經驗，以及對「華人跨越文化宣教士

更大的復興我們華人教會，在主所託

人則集中在城市。如此一來，城市裡就會形成「企

礎的教會；過去，一些農村家庭教會多少有些移民宣

的訓練」之研究，提出以下作法，供有心之士參考。

付的大使命上，迎頭趕上，乘著聖靈

業體」和「校園」兩大主要的宣教族群。換句話

教或跨省宣教的異象和經驗，但城市教會則多是新成

說，一方面中國的福音化需要得著企業體的領導幹

立沒多少年的教會，連基礎的教會建制和牧養都仍缺

部和民工，以及校園裡的學生；另一方面，中國若

乏，就更遑論宣教經驗了！

要成為宣教的中國，也需要由這兩大族群中興起並
裝備大量的宣教士出來。

因此，現今當務之急，就是要普遍的教導教會健
全的宣教觀，建立教會健全的宣教組織和系統，而這

首先，在「訓練課程」方面，準宣教士入訓前除了應具備兩年基
本的神學和聖經裝備外，我建議，還有十三項的課程是宣教士應當修
習的（參附表*），這些課程是融合了多位有豐富經驗的差會領袖和差
會之建議，所共同擬定出來的。

*華人跨越文化宣教訓練課程表

體，一個是基層草根式的「摩拉維亞弟兄會」，另

培訓。就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神學院來看，「宣教學

一個就是知識份子的「學生志願運動」。前者可以

概論」是大部份神學院僅有的一門有關宣教的課程，

1. 人際關係與團隊事奉

如何處理衝突，如何建立良好的團隊關係

代表中國廣大的民工族群這股力量，後者則代表中

有的甚至還沒有這門課，影響所及，便造成傳道人對

2. 跨越文化的溝通

對文化的敏銳，有效的溝通技巧等

國兩千多萬的大學生族群，這兩股力量若結合起

宣教認識的不足，甚而存在一些錯誤的宣教觀，也形

3. 宣教士的心理健康

認識融入及文化震盪，如何處理壓力

來，「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就絕不會只是一句口號

成了今天華人教會的一種現象：許多教會和弟兄姐妹

4. 文化人類學

宣教和人類學，福音與文化，本土化等

而已了。至於農村方面，也可以成為向中國少數民

只是關注自己、不看重宣教，或者，有些教會雖然也

5. 語言學

語音學概論，認識LAMP學語言法等

族宣教的基地，以後不管是城市或農村差派的宣教

傳福音和作海外宣教，但多數仍停留在向華人宣教的

6. 宣教士的靈命操練

著重靈命成長的認識與實際操練

士，都可以把農村教會當作是一個前哨站，或是實

階段，甚少聽聞有作異文化宣教的。

7. 聖靈恩賜與屬靈爭戰

認識屬靈恩賜與爭戰，及實際的操練

8. 實用課程

如基本健康醫療常識，汽車修護常識

9. 宣教神學

對宣教神學、歷史與策略的全面認識

10. 宗教研究

對去宣教的族群之宗教，詳細的研究

11. 專題討論

宣教士子女教育，如何製作代禱信等

12. 跨越文化的事工

如跨文化的佈道、小組與植堂、輔導等

13. 宣教概論

對宣教事工的基本認識

二，教會要作兩方面的預備
「教會內部的預備」加上「宣教士的訓練」，
才可能使中國成為「宣教的中國」。前者主要是指
預備中國教會成為「有清楚的宣教觀，願差派宣

• 北京民工住處

所以，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我們今天針對中國的
教會，就要特別著重傳道人和領袖的宣教培訓。具體
的說，中國現在有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不同的神學院
或培訓學校，據我所知，一般都是把神學院的傳統課
程搬過去上，甚少神學院會在宣教學方面著重開課
的。因此，很迫切需要在現有的神學培訓裡，無論如

其次，關於「訓練的方式」、「訓練的場地和設備」、「訓練的

概論」，其他諸如「教會復興宣教史」、「如何建立

評估和測試」……等方面，都需要針對不同的對象、環境設計不同的

宣教的教會」、「認領族群」（針對世界未得之民─

模式，而這方面牽涉的較複雜，若想進一步瞭解，可參閱《華人跨越

─包括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和建立教會之法）等

文化宣教士的訓練》這本博士論文。註

讓這些學員有實際的短宣經驗，例如在中國的少數民
族或都市裡的特殊群體（如民工）之中，有一段學習
傳福音和服事的時間，如此雙管齊下，相信必能訓練
出一批批有宣教異象（Mission Minded）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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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何想辦法把一些基本的宣教課程加進去，除了「宣教

主題課程，都是相當重要的。除了理論基礎，最好能

教會」，能差派成千上萬的宣教士，
向普世尚有6767 個未得之民全力宣
教，以致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

到。」（太24:14） 那時，我們所愛

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針對教會傳道人和領袖做宣教的

課程名稱

的浪潮，成為一間間強壯的「安提阿

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

在基督教會宣教史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宣教團

習工場，甚至是支援基地。



另外，在「宣教士訓練」方面，這些年一些團體不斷宣傳「福音

的主，就要再來！

註：《華人跨越文化宣教士的訓練》，葛國
光著。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教牧
博士論文。

• 新疆

第三，關於「實習」方面，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若要做跨越
文化的宣教士，例如做「回宣」工作，比較務實的作法是先在中國的
少數民族（特別是回族、維吾爾族等信奉伊斯蘭教的族群）中，實際
做個一兩年，以此為起點，累積經驗後再逐步傳向中亞、中東的穆斯
林。如此，宣教士及其母會都可以用較小的成本來獲取經驗，以便成
為未來做長期跨文化宣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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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宣教新範式

專題講座

余雋瑞主講
／編輯室整理
「頭」。到了 2005年他確定領受此一宣教模式，十

由本會與華神校友會合辦，5月29日假台北華神舉辦的「職場宣教新範式講座」，講員

分興奮，因為「頭頭是道」正是推動職場宣教的最

余牧師指出，馬太福音13章耶穌用八個比喻講

為早年跟隨趙天恩牧師在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宣教事工的余雋瑞牧師，他兼具理論與實務、

大關鍵，甚至提出一個有趣的想法：「創造天地萬

解天國真理和教導門徒，當中有一共同處境，就是

配合個案與民工宣教的短片，給大家帶來了鮮活又深刻的感動，和意想不到的啟發。

物的上帝也是位企業家，而人既有神的形像，就在

向群眾裡各行各業的人，用其熟悉的職場語言來講

人生和事業上也如同一位企業家。」神的形像既有

解天國，而且在生活中、工作中的某些道理其實也

群體性，他認為神的子民若同心發展天國企業，也

能用來解釋一些屬靈真理。所以他提醒大家，永恆

是彰顯神形像的一個好方法。

不變的真理普遍運用是需要具體處境化的，基督徒

由於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主耶穌差派在世界的宣教士，所以除了接受一些裝備或短期或
長期配搭專職宣教士之外，更切身的作法就是將福音帶到自己的工作場所，因為耶穌就是
非常直接在人們的工作環境裡宣講天國真理、呼召人從世界走入天國。為此，講座主持人
郭明璋牧師告訴與會者，余牧師正是根據趙天恩牧師所提出的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
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再進一步將焦點定在「靈命使命國度化」、「職場職事基督

應該要曉得如何運用於不同的職場，因為兩者是互

離心式宣教法&鐵五角的宣教共構
時代的改變使宣教範式不得不跟著改變，例如

「稗子」、「芥菜種」可喻為農業界；「麵酵」可

他自己和做生意的家人都應開始思考如何展開行動，因為這對中國大陸及港台教會、海外

新約時代的信徒可在各會堂和家庭中敬拜，而且信

喻為飲食界；「寶貝地」可喻為礦業、地產業；

教會都是十分重要的宣教策略；尤其在中國，預估2020年將有6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

徒皆祭司，宣教已從舊約時代的向心式（來）轉變

「珍珠」可喻為珠寶商；「撒網」喻為漁業界；

裡，因此，職場事工不能不重視。

成離心式（去），即突破聖殿圍牆的宣教觀。余牧

「家庫」喻為家庭企業；因此農夫、漁夫、地產

師表示，他自己經歷了中國宣教範式的轉移，從家

商、珠寶商、廚師和餐館、家庭主婦和管家都能帶

庭教會的同工培訓，到經商宣教、職場宣教，而宣

著救贖之恩與使命，作天國之子，一方面將天國的

教共構也從傳統的「鐵三角」──差會、 支持的

真理（種子）播進人的心靈（田地），二方面將天

教會 、宣教士（含帶職），擴展至「鐵四角」，

國的奧秘傳向世界各地。當人的內心與神建立了關

即神學院的加入；後因金融危機使教會的奉獻收入

係、生命長大滿有基督的身量後，自然就向外流露

大減，於是又擴大成「鐵五角」，即使命企業的加

生命，開始有使命感和行動。

二十年的發展又是另一個關鍵期，他希望承接趙天恩牧師的三化異象，不僅要「中國福音
化」，還盼望朝著「宣教的中國」繼續努力，當中國教會愈漸成熟，就能差派更多的宣教
士出去；西方教會也盼望中國教會能起來，一同將福音遍傳天下。相信上帝揀選中國人是
有此心意的，他盼望台灣各宗派的教會和宣教機構不但同心合意配搭，也從余牧師的分享
中迸出火花，產生新的宣教思考與行動，在神國裡存下永恆的價值。

～以下為講員余雋

瑞牧師的信息摘要～

入。此外，耶穌走入不同的專業群體中，用群體各
自熟悉的職場比喻來帶出天國真理，他就發現耶穌
的比喻與職場宣教實在大有關係！而有鑑於他自己

上帝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企業家」

還要提供經商培訓才行（包括帳務處理的觀念與教

在2002年，余雋瑞牧師首次為幫助中國農村傳

導，例如奉獻收入不能與經商收入混在一起），還

道人的生計，借貸了一萬元人民幣協助那位傳道人

要建立一套工作神學。往後他又發覺，想幫助弱勢

建立一個小店（農村人單純沒有生意經驗，賣的項

者得先「抓住」城市人選才行，例如各行業裡成功

目不能複雜），七個月回收之後對方還了錢，余牧

的小老闆，那些有屬靈生命和使命、願意打開自己

師便開心的拿這筆錢再去幫助別人建立小商店。這

職場大門的基督徒。他禱告等待之後，奇妙地，上

種成功經驗促使余牧師後來多找些人來合作支持，

帝就揀選了一些「頭」帶到他的眼前一同配搭；他

同時也思考除了幫助大陸傳道人靠經商自養之外，

非常清楚，只有上帝引領才能抓到這些分散各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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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余牧師把八個比喻作如下解釋：「撒種」、

化」、「華民萬民福音化」，通過在職場中整合神學和宣教來落實異象。郭牧師也坦言，

本會總幹事葛國光牧師致詞時表示，如今大陸局勢和教會都有了極大的變化，今後



耶穌是人生命的主，也是各行各業的主

所處的香港雖已發展職場事工三十年，卻因場中缺
乏牧師或宣教士、神學家的參與而難有進階發展，
於是他結合宣教士和神學老師的身份，身先士卒地
「進場」嘗試，不久即發現，職場不僅是宣教的應
許地，更是流奶與蜜之地。他從農村進入城市，再
走進商店、餐飲店、髮廊、鞋廠、玩具廠、電腦公
司……等各類職場，一面提供咨詢與幫助、分享信
仰與各行各業的關係，一面持續尋找合作事奉的對
象，也一路省思職場宣教的新方法及其果效。

余牧師以彼得在漁業界為例，說明耶穌在呼召
頭四位門徒（太 4:18-22 ）採取的漸進策略：召門
徒 → 走進漁夫的家醫治其家人 → 職場教練+隊工

+佈道（耶穌顯神蹟）→ 在漁村建立教會（太13，
可4，路5）→ 職場牧養（約21:15-17）。彼得起初
領受了「職場呼召」，首先獻身於自己的職場，蒙
主祝福大得豐收之後，能更有信心的跟隨主四處傳
道，最後成為專職宣教士；當然也少不了在漁村裡
帶領其他漁民信主，建立漁村教會。信徒也會成為
蒙召者，又如農夫，他會利用專業知識使收獲達到
三十倍、一百倍，當然屬靈道種也是這樣，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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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都待在世俗場所，倘
若不能幫助信徒活出基
督、發展使命，其靈命就
容易急轉直下（例如一些

• 美容師快樂查經聚會

事業成功的基督徒，他們

多少錢，以日計薪（好養活個人或家庭），就使早

施肥之外，還要把荊棘土、石頭土、路邊土都清除

信心；還有一位老闆常常思考怎樣做能提升員工的品

因這些年來中國經濟掛帥，一切向錢看，所以他為了

進園的工人發埋怨，但晚進的工人則感受到老闆很

乾淨，變成了好土才能結出果實。其它行業皆可由

格，安排什麼設施和照顧能讓員工更安心且愉快的工

從中接觸更廣泛的人群、增加傳福音的管道，才嘗試

有恩惠。

此領會，如何做好「撒種與栽培」的工作，帶著天

作。而成功的使命餐館，除了有使命老闆，也需要有

經商宣教並親自帶頭走進職場福音事工。

國的使命進到我們的職場，是十分重要的觀念，因

使命廚師與廚藝、良好的管理與服務，再加上配搭服

為耶穌不但是人生命的主，也是各行各業的主，就

事的教會或培訓團隊陪伴扶持。

算老闆不信主，主仍然是他和他企業的主。

工廠的老闆是上帝，我是替祂打工的
走入職場，能讓更多族群接觸到福音，不會因
為工作特性而不便到教會，也不會連主日崇拜都無
法參加，因為職場教會與職場牧養能解決這個難
題。余牧師舉了幾個中國工廠佈道的實例：使命工

再從職場角度來解釋這個比喻，即「葡萄園是

傳統想法中，談「使命」就是要獻身，而在獻身

體現天國榮耀與恩典的企業，園主則是跟隨耶穌進

後就放棄了專業，或是放棄學位趕緊出來服事，這

入天國的商人」。一般的老闆不會一天到晚找工人

當然，在大陸的基督徒老闆或主管也試圖大力傳

在海外教會沒有問題，因為中產階級的奉獻能力都足

進來做事（超越職場需要），而天國企業的老闆願

福音、把人帶到教會，然而家庭教會太隱秘、不能合

夠教會請專職傳道人，然而對中國的教會及傳道人來

意以天國臨在（尚未完成）的理念來經營，雖然現

法進入社會發揮功能，於是只能在公司裡巧妙的傳福

說，目前仍非常困難。大陸城市裡的傳道人很多是來

實與理想有差距，但曉得那終極必會到達，於是就

音。（編註：老闆們與教會同工一起配搭，花樣百出和細心

自農村教會，他們很少人能從教會取得固定薪資，去

有信心在困難的處境中實行「反常態」的作法，因

體貼的各式作法，讓現場來賓聽得莞爾又敬佩！）又如一些

做民工賺生活費、民工工資又很低，要在高消費的城

為老闆盼望預先體現天國臨到的理想情況。而園主

香港教會聯合「進場」籌辦嘉年華會，藉著各種遊戲

市裡生活、服事實在大不易；同時，家庭教會及神學

既是受託的老闆，就不是按人意的常態經營模式，

帶出福音真理，一次就帶領了200人信主。或者派去醫

院至今無法獲得合法地位，導致傳道人在神學訓練的

而是按託付者──神──的心意來經營。一般企業

廠A廠100 人中有 38人信主；B 廠3000 人中有200

生定期為民工做健康檢查、看牙齒、配眼鏡等愛心服

質與量裝備的都不夠。因此，中國的傳道人不受社會

以盈利優先，重效率、不重仁愛和公平公義原則，

人信主； C 廠 2000 人中有 700 人信主；另有使命

事，再把福音傳給他們。而職場牧養的工作，就交給

尊重，社會地位低，這就使事工難以開展。如果傳道

員工只為錢、為權而工作。天國企業則要照顧員工

餐館100個員工有90個信主，進而使餐廳變成了聚

傳道人、宣教士長期駐廠去做。余牧師舉例說，曾有

人透過經商自養，其宣講內容又容易遭人質疑，因

福利和社團需求，誠實守約發薪，公平與仁愛兼

兩位宣教士籌款數年都無法長駐中國事奉，直到獲得

為許多人的觀念還是「獻身就要放下一切去專職傳

施，重視人際和諧，員工就會盡忠工作，也會欣賞

了企業的支持與遮蓋、給予事奉的空間，而成為「企

道」、「經商就是貪愛世界」、「通過本行專業去事

雇主的愛心和體諒雇主的難處。若企業能為社會效

業差派」的宣教士。這是「從上而下」的模式，由工

奉就是走回頭路」等等，所以很難接受傳道人以經商

益而不急於短線盈利，也不妒忌別人的業績、與之

廠老闆聘用全職（或帶職）傳道人，在廠內建立教

自足，即使講解聖經中有何示範與教導，也很難說服

爭奪，天國應許他的就是 「在後的要在前，在前

會；但若老闆未信主，則採取「從下而上」的模式，

他們接受這種方式，除非有了成功案例才會改變他們

的要在後」！神祝福的企業，其業績與工資終必升

這需要有傳道人接受工宣培訓，然後入廠帶職宣教，

的看法。

高。余牧師也談到目前中國「狼道」當前所帶來的

會處；還有一位使命廚師李師傅「拜耶穌為師傅」
之後連年拿大獎，使廚房變成了敬拜主、求主指教
作菜的聖殿。余牧師發現這些工廠老闆、餐館老闆
還有名廚，很明顯地受到上帝的賜福和使用，他們
的事業之所以能起死回生或從谷底攀升，都是因為
他們遭遇過人生、健康上的危機或經營上的困境，
在他們倚靠主轉危為安之後，就把企業交給主、把

輔導、牧養民工，在廠外建立教會。

餐廳獻給主，甚至對員工說：「這個廠的老闆是上
帝！我只是替祂打工的。」還有的老闆在面對經商
問題時不是先進入「會議室」，而是先進入「禱告
室」；有的老闆「以道治廠」，會在廠裡舉行崇
拜，以基督真理教導員工勤奮、誠實、守法，其出
品質量和經濟效益都有提升；另一位老闆則說，他
希望員工在他廠裡工作的幾年間能調整價值觀，
以致在無神論政府和世俗價值觀的洪流中能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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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象，幸有中國基督徒作家曼德以「羊道」回應，

天國企業與一般企業殊途不同歸
職場宣教的困難與經商宣教的質疑

余牧師特別用馬太福音20章1-16節的「葡萄園」

從清教徒歷史來說明基督徒的職業觀和財富觀，期
能撥亂反正，導引一般企業（狼文化）朝向天國企

教會往往受「聖俗二分法」的觀念影響，以至於

比喻，來談天國企業與一般企業的不同。傳統解釋這

信徒很被動，不怎麼在職場傳福音、發揮屬靈上的

個比喻是說「葡萄園是教會，園主是神」。但是他告

引導力，更不用說在其中建立團契或教會。此外，很

訴大家，不要一步就跳到這個屬靈解釋，以免抽離了

註：更多的職場事工見證及專文，請見本會網頁www.cmi.org.

多信徒認為「信主一定要來教會」、「賺錢是世俗

處境便忽略具體的運用。什麼樣的老闆會在下班前一

tw「使命與職場」專欄。本次講座歡迎牧長同工索取錄音

的」，便不敢走進職場建立教會，那麼就會讓世俗領

小時還出去叫人進葡萄園工作？而且給所有工人的工

檔，劃撥100元（或寄等值郵票）並註明索取項目即可。

域永遠是世俗的，其中的群眾難以得到蒙恩與更新的

資是一樣的。這種按「合約」辦事，說了多少錢就是

機會；更何況，信徒一周只有一兩天到教會，大部份



的靈命大多低落）。余牧師指出以上困難，且坦言正

業（羊文化）發展。

限於篇幅及安全顧慮不便刊登圖表和數據，請索閱文圖者
見諒。

月訊 80期 (2010．5-6)

中國與福音



好消息報告：

《聰明反被聰明誤─ 認識真理》
佈道版 免費供應！
予健牧師原著《聰明反被聰明誤──講壇擷思》

李錦綸

洪

受到許多人的喜愛，甚至用作向知識子傳福音的

• 編輯室摘自作者《世紀中國文化莖》第19章

工具，因此我們取得洪牧師的同意並在徐新生弟兄全力

◆請於上班時間來本會索取，要郵寄者請寄回

贊助下，將原書前半部內容摘出，另外出版為《聰明反

郵30元/本。歡迎教會和宣教機構索取送給

被聰明誤── 認識真理 》佈道版，免費供應給弟兄姊
妹，請您送給未信主的親人、朋友、職場同事。

必是災難性的。傳統儒家思想空有崇高願景而無法落實，因而變得虛偽；道家思想追求超越

相關問題請來電洽詢：(02)2896-5713轉209

但無法改變現實環境；深植中國的佛家則旨在「破執」而缺乏動力。沒有真理的照明與聖靈更

游姐妹 或 email: cmi@seed.net.tw

新生命的能力，最好的理想也會被扭曲成最醜陋的自私行為。中國文化需要基督化，好讓耶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1:22）正是世人

穌基督賜下的新生命落實在眾人身上，成為中國社會得以走上光明之途的根基。

高舉自己、反叛上帝的實況，因為不能放下自以為聰明
的「是」，去接受神在聖經裡啟示、卻被人看為愚拙的
「非」，往往令人行事自覺聰明、最後反得其害。但願
上帝引導您傳福音的行動，也施恩給您所代禱與贈書的
對象，幫助他們早日領悟生命的智慧並得著寶貴無比的

佈道版目錄：

1.活水的江河
2.質疑中國文化中的「實用理性」
3.科學溯源
4.何謂真理
5.有目標的人生
6.認識神的名
7.奇妙的光，榮耀的主

救贖！

《佛教真相》簡體版
免費供應
★財務報告★

國騤教授著述之《佛教真

張

相》，可作為弟兄姐妹傳福音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0年4月收支 （TWD）

的小工具，在與拜佛人士辯道以前先
知己知彼，以增加對話果效。我們在
作者的全力贊助下，免費供應［簡體
版］給弟兄姊妹以贈送大陸親友或用
於任何需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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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邁向高度的經濟發展，然而，文化中的道德隱憂是不容忽視的，否則將來的失敗

慕道友和初信徒。

當今中國社會的文化現象

是礦主給礦工所謂的安全保障的承諾，也只是考慮

中國社會正在高速發展，每年經濟成長都以

礦難「發生後」的理賠條件，一般而言，因工作死

「保七保八」的優異成績向上攀升，如此的增長率

亡的礦工，每人只有一萬元上下的賠償。而且礦主

給世界深刻的印象，全球似乎沒有哪一個社會還能

根本也不太擔心礦工的安全問題；在中國社會的特

維持這樣的效率。但是我們從新聞中也不時讀到令

殊環境裡，就算不幸發生意外，其主管單位在經常

人憂心的人身安全議題，例如，中國礦難死亡人

得到工商業界「回饋」的情況下，大概也不會對雇

數為世界之冠……。問題應該不是出在技術上的困

主有太多的責難。當然，礦難只是眾多社會議題中

難，以致無法安裝預防礦難發生的預警設備，而是

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其他像是拆遷問題，也常

出在如何使用（或者避免使用）這些設備，以免影

常鬧成流血衝突。這些都反映出中國社會外馳內張

響他們計劃好的生產進度。這不一定只是因為礦主

的強大拉力，大家似乎等候著一個「強力地震」的

為賺錢而罔顧人命，管理單位有意無意地忽略安全

來臨。

措施的監督，應該也難辭其咎。

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相信是他有感而

在確保經濟成長和維護人身安全之間，用以作

發的提醒，表示中國社會在行事為人方面缺乏道德

衡量的價值觀，就會反映出實際的中國社會文化。

的情況，已經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榮辱都不在乎

雖然唯物主義的精神文明仍在不斷推動中國成為世

了。其實，新中國之所以重新將儒家傳統的舊價值

本期奉獻收入

519,247

界一流的物質超級大國，但是人生命的高尚價值卻

端上檯面，也不是新鮮的事情，因為自從 1949 年

洽詢本會出版部 張弟兄

本期支出

652,145

無法隨之建立；如果人生命的價值只是物質性的，

建國以來，雖然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曾經非常有效

(02)2896-5361

本期結欠

-132,898

便理所當然地用物質的市場價格來作交換了。在司

的推動革命，把舊傳統、舊價值推翻盡淨，但對於

法制度下，一旦人的價值僅止於經濟效益的考量

如何建立起社會的新秩序，就顯然缺乏必要的道德

時，可以因為（嚴重）經濟犯罪而判人死刑。即使

動力。以往意氣激昂的年代，「學雷鋒」能夠產生

◆索取及相關問題，請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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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的動員力，但如今，這種熱情早已失去了魔

就可以改變生存環境……。但當人轉離上帝以後，

力……。如果想讓人真正因為榮辱感而發揮社會道

這自我反哺的能力便淪落為自戀的行為，因為不將

德責任，就必須有客觀真理的基礎，也必須有甘心

上帝視為他終極的愛慕對象，他自己便成為唯一的

樂意實行真理的人，否則，人就只會在別人看見時

終極戀慕目標。一個人會「執著」於某些事物，背

才行善，沒人看見時便任意妄為，一切行為都會

後原因正反映了他「失去上帝」的安全感；在他自

流於表面甚至造作，成為更危險的假冒為善的偽

我關懷的過程中，以對事物的執著取代了對上帝無

君子。難道這不正是中國文化裡所謂的「特殊狀

限的信靠。換言之，人會有這種「執著」的表現，

況」？厚黑學成為官場、商場都要懂的「遊戲規
則」，好大喜功的成就背後究竟有多少「灌水」虛
報？最可怕的是，這些情形並非單獨個案，而是街
頭上、鄉里間對社會共有的看見。崇高的道德教化
理想，可以成為冠冕堂皇的號召，但若社會裡缺乏
發自內在生命道德力量的個體和群體，那就永遠難

所以才將位格天與位格人

「仁」──的平面關係。從此，人的主體缺乏了位格
的客觀價值基礎，人的價值定義變得只具社會價值的
意義，而這又與他的社會地位產生必然的關係……。

實理想的能力！儒家的以「仁」待人，並沒有足夠
抵抗或糾正人性之惡的能力。孟子的「性善」說，
假設了人性殘餘的善會通過修養而發揚光大；但這
只是一種理想……，頂多作為一種努力的目標，甚
至僅僅視為道德上的浪漫主義。實際上，人的內心
無法抵禦罪惡，而道德教化的理想卻要求外在行為
的表現，兩者之間的張力往往形成了虛偽的動機，
人自己不一定醒覺得到，而若大部份人都如此時，
它便成為根深蒂固的文化因子。荀子看出了人性
敗壞的「常規性」，修養固然可作為擇善棄惡的鼓
勵，但也無法徹底改變人性的扭曲，因此他提出的
解決方案是從功利的角度切入，再配合法家思想的
運作，成為社會管理的實際操作方式……。在此，
我們看見中國社會文化的一貫脈絡，以儒家思想為
教化，調整人內在的思想；以法家為行政手段，實
行社會控管。前者是宣傳機制的工作，後者是國
安、公安系統的責任。總體上，這是為求達到社會
管理的一致性、有效性，因此，人內心的生活究竟
如何，並非重點。這似乎與孔子「仁」的理想相去
甚遠，或許因為孔子的時代只是墮落之始，脫離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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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破執」，缺乏動力

道家高逸思想，注重自保

己，在他的自我關懷中，利用別的事物當作可信靠

而上的觀念。它的輪迴觀是超越今世的思考框架，給

的工具，最終它們仍可為自己操縱、達到自我滿足

人一套新的道德邏輯，同時也在今世生活中提供人生

的結果。

就是達到不生不滅的「涅盤」境界。當然，有沒有涅
盤都是人作為自覺主體所「可能經歷」的地步，並不

然秩序。一方面這是正確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又有所
不足；正確之處在於保存了人與道之間的立體關係，
不足的則是在「道」與「自然」之間缺少了位格區
分，視道的超越性純屬形而上的抽象性超越，而不是
位格具體內容的超越。這樣的「形上自然主義」最大

1

關懷」。 然而，他終極關懷的最終對象其實是自

佛家為中國原有的文化注入了新觀念，尤其是形

的目標，即追求「脫離存在的苦惱」，而理想的目標

道家思想提醒：人是自然界的一員，人要尊重自
中國傳統文化裡不缺乏道德理想，而是缺乏落

了執著為何強烈，正因它表達其心靈深處的「終極

的立體關係，壓縮成只以人為本的人與人之間──

以落實理想、達到目標。

儒家傳統理想，難以實現

可說是他對上帝無限信靠的錯位行為，而這也解釋

天的生活未久，

代表宇宙某個角落真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因
此，佛家的追求是一種崇高的理想，但這理想只是個
別主體經歷的境界，所謂的「真如」（Thusness），
或可視為主體的「心靈本體經歷」，與本體論所談之
客觀存在的「本體的實際」應予以區分。其「破執」

2

「破執」就是將這作為自戀工具的事物挪除，
只是它並沒有解決自戀的行為結構；但反過來看，
沒有事物作媒介的自戀行為，更成了「最赤裸的
自戀」（most naked narcissism）。佛家所追求
的「空」，便是赤赤裸裸、以自我為非物性的終
極追求，結果就是在反哺中「自我吸納」（ s e l f-

absorption），在「心靈本體經歷」中進入惡性循環
的光景，這正是所謂「自我超越」──靠自己超越

是人生在世十分重要的智慧。

的問題，是導致道與自然之間難有適當距離，而使兩

自己的實況。

者易簡縮為一體，演變成自然宗教，自然物竟變成人

聖經教導人要生活知足，因為物質世界裡的東西

們敬拜的對象。……道家思想缺乏位格觀，也使它無

本來不具有永久的價值，然而聖經裡說的「知足」，

〔*本文未完，下期待續……宋儒周敦頤對「誠」的開展，

法正視人在宇宙中的獨特性。道家的理想──「順應

與佛家說的「破執」有一基本分別，即「背景對象」

毛澤東與唐太宗的象徵，不是「基督教中國化」，文化更

自然」，就常被解讀為「順應社會環境」，因而失去

的問題。聖經很清楚的指明，知足的原因是在於生活

了人對社會的獨立價值判斷；在墮落的世界裡，……

中的物質具有功能價值，而這價值是建立於造物主的

沒有價值判斷就沒有道德責任的履行，最終會被世俗

創造原意中，為了讓人可以享用物質、但不以物質取

同化。道家思想當然也有崇尚高貴品德的方向，例如

代上帝或把物質視為偶像。換言之，物質的功能是幫

體向度」（psycho-ontological intention）。參D. MacKenzie

在社會上、官場上不如意時，最自然的選擇是歸隱田

助人更加認識創造宇宙世界的上帝，並且在神面前歡

Brown, Ultimate Concern: Tillich in Dialogue (New York, etc.:

園以逃避歪風惡俗。因此，道家思想主導了中國的藝

喜快樂、過蒙福的生活，因此，知足是具有非常積極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0), pp. 7-16.

術文化，在藝術世界中，人可以暫時避開「人為」─

性的意義。事實上，人的最終目的乃是在認識上帝的

2.奧古斯丁將事物的價值分為本質性價值和功利性價值；本質

─「偽」──世界的複雜，過著「山人」──「仙」

過程中，同時也享受著祂豐富的生命！從人作為位格

性價值獨立於主事者本身，功利性價值則因人而異。「執

──的生活，這固然能解決個人的苦惱，但畢竟並非

主體的角度看，上帝是人的「終極相交對象」。

著」來自人功利性的心態。參Bonnie Kent, “ Augustine’

解決歷史問題之道。因此，若沒有位格，就會失去主
體客觀且獨立的內持能力。獨立真理之客觀判斷乃是

新與中國宣教。〕

1.「終極關懷」是田立克的用詞，正好描述了人的「心靈本

s Eth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s.
人作為位格者，具有自我反哺的能力，這是人之
所以能超越環境、成為萬物之靈的原因，有自我反省

Eleonore Stump & Norman Kretzma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3-214.

從位格而來，唯有真理才具有抗衡外在壓力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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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轉眼間，回台灣「中國福音會」服事已經快三個月了，感謝主！人生短暫，還能有氣力為主奔波，
實在都是恩典！這段時間，有機會與台灣眾教會和機構聯絡交誼，欣見教會普遍在努力傳福音、植
堂，教會年輕人也興起為主發光。
然而，相較於慈濟「無所不在」的慈惠活動，以及在大街小巷裡張貼的證嚴、聖嚴法師的「醒
世」標語，還有八台左右的電視頻道每天弘法……。在此處境下，台灣若要復興，還需要更大量、更
合一的禱告！為此，我們同工每天在辦公室一起早禱靈修後，就為台灣眾教會代禱，祈求復興早日
臨到台灣。
至於中國宣教方面，我們的異象之一，是要幫助中國成為一個「宣教的中國」
，在這件事上，台灣
教會也肩負著很重要的責任。許多台灣教會去大陸培訓傳道人或建立聚會點，但很少聽聞去大陸
培訓宣教士，或是去做未得之民（如中國過半數的少數民族族群）福音事工的。其實，這是我們華
人教會普遍的迷思；由於對異文化宣教的認知較欠缺，所以多數的教會仍是以本教會和本地的福
音工作為重，而對全球15億的穆斯林、8億的印度教徒……等未得之民的需要，往往認為與己無關。
求主幫助所有的台灣教會，不但讓台灣成為「宣教的台灣」
，還進而影響中國成為「宣教的中國」
。
消息與代禱
一．總幹事行蹤：祈請為葛牧師7-8月在各教會

二．財務狀況：2010年上半年，我們財務的收支不平衡，已累

的服事代禱

積近六十萬的赤字。我們一方面盡力墫節開支，同時，也

1. 高雄榮耀基督教會主日講道（7/4）

更多的來到主面前呼求，深信這位信實的主，祂既呼召我

2. 士林行道會主日講道（7/11）

們在完成祂所託付的大使命上有份，祂就必負責供應一切

3. 青少年福音營講道（7月中下旬）

所需。懇請您也為此需要禱告，願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

4. 改革宗長老會東光教會主日講道（8/8）

透過禱告與奉獻支持中國宣教事工。

5. 北投基督徒聚會處主日講道（8/15）

三．徵召宣教士：中國的莊稼已經熟透了！「宣教的中國」需

6. 北投行道會主日講道（8/22）

要更多的工人，如果你聽見了神的呼召，歡迎你與我們聯

7. 聖教會北部大專團契講道（8/29）

絡，禱告委身在這偉大的宣教使命行列！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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