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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出自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大學生宣教運動──
「學生自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口號。
今天，相信這句話仍然是千千萬萬基督徒心中的禱告，而青
年人也仍然是完成這使命的關鍵因素。本文目的，是希望透
過探討青年人在宣教事工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激勵華人
教會的青年更多的獻身成為宣教士，以及鼓勵教會重視並訓
練年輕人，預備他們走上宣教之路。

 本期內容 
CM I 講 壇

 在我們這一代

將福音傳遍天下！

葛國光
青春活力獻與主，佳美腳蹤由主差
在宣教歷史上，青年人可說是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在初代教會的宣教
史中，神使用了保羅和巴拿巴成為第一批的跨文化宣教士，他們被差遣出去
的時候，正是年輕力壯之年，帶著年輕活潑的宣教熱情，靠著聖靈的大能，
把福音傳遍了當時的世界。

18 世紀初，當時的教會普遍認為大使命是使徒的責任，傳福音宣教
是與他們無關的，然而，神卻在德國著名的哈勒（ H a l l e ）大學興起了
許多年輕人到海外宣教。爾後的摩拉維（Moravian）差會領袖親岑多夫
（Zinzendorf）也是從Halle出來的，據稱，親岑多夫所領導的摩拉維亞差
會，在二十年中所做的宣教事工，比更正教會二百年來所做的還多。

CM I 活 動 報 導

 青年宣道大會參展花絮
莫 忘 神州

 人的盡頭，神的起頭

── 一位大陸傳道人的蒙召見證
基 督 教與 中 國

 後共產中國文化需要基督化
(下)
封 底文

 中福家書

18世紀末，神興起英國一位年輕傳道人威廉克

號是：「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天下！」結果，

禮(William Carey)，他在一次浸信會聯會上傳講了

有二萬多人進入了宣教工場。據估計，於 20 世紀

一篇宣教信息，牧師們大受感動，翌日隨即成立浸

初，由這運動所產生出來的宣教士，佔了全球基督

信會差會。神使用年輕的威廉克禮，讓英國的浸信

教海外宣教總人數的一半，而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去

會教會踏上了宣教之路。不久，威廉克禮與他妻兒

了中國。

被浸信差會差往印度宣教，四十年間，除了領人歸
主，威廉克禮還翻譯了孟加拉文、梵文和馬剌塔語

福音火炬代代傳，復興浪潮波波起

（Marathi）聖經。此外，神又使用威廉克禮的宣教

在華人的宣教歷史上，青年人同樣也扮演了關

見證，激發許多英美差會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相

鍵性的角色。回顧以往，華人教會的宣教雖然還沒

繼成立，因而他被後人稱為「近代宣教之父」。

有蔚成過一股偉大的風潮，但是 1942 年 11 月 25 日

力之人的身上。」
隨後，馬可牧師向同學們傳遞了這異象，趙麥
加、何恩證等人回應了這呼召，1943年5月23日，
「遍傳福音團」因此成立，西方宣教士則稱之為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使團」（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於是他們開始西進，一路到
新疆，直到1949年中國政局改變之後，這事工才不
得已停滯。

感恩節那一天，時任陜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副院長

六十年後的今天，神在中國大陸興起了許許多

的馬可牧師，在黃土地上領受了「遍傳福音」的異

多的年輕人，在大學校園裡，一個一個的小組或教

象；當時他在禱告中看到一個大水池，水從四面八

會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根據統計，中國大陸有超

方流進去，因池底有洞，水又不停的流出去，池子

過1900萬的大學生，大學生信主的比例目前雖無一

告，有一次他們在前往禱告的途中，忽然雷電交

就一直裝不滿。於是，他在靈裡與神對話，他問主

確實數據，然而，就筆者多年的觀察與接觸瞭解，

加，於是就近覓入一草堆中躲雨、熱切的禱告。這

說：「主啊！這是甚麼意思？」

今日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普遍是以年輕人為主體

恩霖大降乾草堆，靈火焚燒到海角
大約同時，在美國麻省的威廉學院（William

C o l l e g e ），有幾位同學經常一起談論宣教並禱

就是有名的「乾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禱告結束時，他們立志獻身宣教；大學
畢業後，當中幾位立即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神學

的，再參照大陸7000萬基督徒佔總人口5%的數據來
主回答說：「我不只要中國教會擔負起傳福音
到新疆的責任，我更要你去完成大使命，將福音傳
遍天下。」

院畢業後，並成為美國第一批差往海外的宣教士。
神藉著這幾位年輕人點燃了美國教會從事海外宣教
的火把，一直到20世紀後葉，著名的宣教學者賈禮
榮（Herbert Kane）說：「美國供應了基督教全球

70%的宣教士，以及80%的宣教經費。」

他再問主：「主啊！福音不是已經傳遍了
嗎？」

估算，大學生基督徒人數大約是100萬。若是其中有
十分之一出去作宣教士，那麼，就有十萬的宣教大
軍將會被建立起來，這股力量一旦發揮出來，肯定
是基督教會歷史上最巨大的宣教力量！因此，如果
我們曾聽聞史上一波又一波的復興與宣教浪潮，就
應當從現在開始，為此遠景積極的盼望與忠心的禱

主說：「自五旬節後，福音的管道主要向西

告，好預備這一天的來到。

行，從耶路撒冷、安提阿到整個歐洲，從歐洲到美

帶來宣教的浪潮，不論是18世紀初哈勒大學在注重
靈性的復興之下所產生的「哈勒差會」，或是乾草
堆禱告會之後所帶來的「學生自願運動」，還是近
代的韓國復興所帶來的青年宣教風潮，都是在個人
靈命得到復興後，才領受到海外宣教的異象。而台
灣教會這十幾年來，普遍看重年輕人的工作，這是
很令人欣喜的現象，也產生了美好的果效。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由於城市的年輕人多是初
信的基督徒，「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對他們而言，
往往只是一個歷史的名詞，也是缺乏主觀體驗的形
容詞。因此，整體而言，兩岸的青年基督徒除了要
在基本的禱告與讀經上下工夫、建立穩固的信仰之
外，教會也需要多方面的操練年輕人，例如禁食禱
告、通宵禱告、晨禱、靈修、研經……等等，幫助
他們靈命復興。

二．要有宣教導向的地方教會
單單青年人靈命復興還不夠，因為教會對於年
輕人出去宣教的事，也扮演了另一個關鍵性的角
色。猶記1987年時，筆者和李家忠牧師（現為台北
城市之光教會主任牧師）一同前往韓國，觀摩教會
一個月，期間拜訪了韓國第二大教派衛理公會的總
會，當時，我請教他們負責總會宣教的牧師，他們
的宣教工作的策略和計劃為何？他回答：「我們也

到了 1886 年，在美國麻省黑門山的一個退修

洲又到了東方，之後由華南到華北、由華東傳向華

接下來，筆者擬就過去宣教歷史的見證與經驗，

剛開始，還沒有什麼具體的策略。」未料今日的韓

營中，有一百多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簽了普林斯

西；到如今，從甘肅以西，可以說還沒有一間根基

提出幾點建議，盼望我們華人教會有更多的聯合，一

國，已經成為全球基督教海外宣教士差派的第二大

頓誓約，立志前往海外宣教；沒想到，二年後這運

穩固的教會。你可由甘肅西行，將福音一路傳回耶

同為華人青年基督徒宣教浪潮的來到 ， 在靈命 、 心

國，共差派了約兩萬名宣教士。

路撒冷，使得福音的火炬照在這黑暗的世代裡。」

志、裝備、環境各方面都有充份的預備。

動竟蔓延至全美、加拿大和歐洲各國，發展成轟動
一時的「學生自願運動」。此後，每四年舉行一次
宣教大會，數十年間，共有十萬名學生簽了這個誓
約：「神若允許，我立志到海外宣教。」他們的口



主回答說：「我要將我的能力彰顯在那沒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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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牧師聽完哭道：「主啊！我們是何等人，

其實，韓國的復興早在 1907 年的平壤就發生

一．要復興青年基督徒的靈命

怎能擔負如此大任呢？」
從每次的復興歷史來看，每當復興臨到，必定

了，爾後， 1974 的福音大爆炸又加速了教會的增
長，可是韓國的海外宣教是到1989年才有了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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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福，就能把焦點從「本國」帶到「萬民」去。

青年宣道大會

如此，這些神學生畢業後，即使自己未能成為宣教
士，至少也會成為具有宣教異象的牧者（Mission

Minded Pastor）。
（參附表），這當中的關鍵因素，正是地方教會普

四．要鼓勵青年人參加短宣

遍對宣教的看重。如今，在韓國不管是那個教派，

除了要教導宣教觀念和知識之外，神學院也應

是大教會或小教會，都熱切的參與宣教，年輕人參

加強宣教的實踐，例如海外短宣的實習（要求神學

與海外短宣早已蔚為風氣。反觀今天的華人教會，

生至少有一個暑假到海外作短宣實習），其他諸如

普遍對海外宣教不看重、不支援，甚至不少年輕人

神學院的禱告會、週會……等，都應以復興和宣教

有心獻身，卻得不著教會的指導與支持，實在是令

為導向來安排，如此幾年下來，這些神學生自然會

人遺憾！所以，我們應該要看見，地方教會對宣教

耳濡目染，他日成為具有宣教異象的牧師。據統

事工有著多麼重要的決定性影響。

計，參加過短宣的人，有25%會踏上長宣之路，所
以，若要年輕人成為長期的宣教士，「短宣」是一

三．要有宣教導向的神學教育

個非常重要的歷練途徑。因此，教會應當鼓勵年輕

傳道人是地方教會推動宣教的關鍵人物，而培

人去海外短宣，而且可以定下原則：必須先在本地

養傳道人的神學院，自然就是建立宣教導向教會的

參加過短宣（以台灣來說，有鄉福、外勞工作的短

關鍵了。然而，今天華人神學院多數是以培養牧會

宣等），然後才有參加海外短宣的資格（可先從

人才為目的，宣教的課程往往只是點綴一下而已，

大陸或海外華人地區開始）。如此，有計劃的送

就以一般道學碩士（ M.D i v. ）的三年課程而言，

年輕人出去短宣，必能帶出一批批有宣教的看見

多數神學院只有一門「宣教學概論」是有關宣教的

與行動的年輕人，以後不管他們是作宣教士或是

課，有些甚至連這門課都沒有，如此怎麼可能造就
出具有宣教異象的傳道人呢？這正是目前華人教會

編輯室採訪報導
校園福音團契主辦的第 11 屆青年宣道大會

由

們的宣教士和宣教事工。」所以當影片一結束，就

（每三年一次），今年7月在中原大學舉行，

有學生拿出錢來說他要奉獻，金額雖然不多，卻是

中國福音會照例參加其中的「宣教博覽會」。在盛

奉獻出他們的五餅二魚，這單純的心志和甘心樂意

夏酷熱的天氣裡，如何幫助青年學生們以輕鬆有

的擺上，不僅感動服事的同工，更是福音工作上的

趣、不打瞌睡的方式認識中國宣教及本會事工，對

祝福。

一群已是中年人的同工們來說，真是搔首抓髮、絞
盡了腦汁，從開會討論、設計節目和短片、物件展
覽、製作大型道具（還得測試過才能上場），一直
到博覽會前一晚，大家都卯足了全力，小功告成之
餘，竟也感覺「回到起初」的一股年輕熱情活力。

現場為學生解說的本會宣教士，在一一回答學
生稚嫩的提問時，不禁回想起自己一路走來，從無
知到漸漸進入狀況，是得到了許多屬靈前輩的教導
和提攜才有今日，因此，宣教士十分謹慎而且不厭
其煩地重覆回答著差不多的問題，期盼上帝動工，

據大會表示這次有1900人熱烈參與（包括從海

在他們年輕的心中繼續燃燒宣道的火苗，他日能產

外各地來的），因此同工們在事前準備小道具、小

生出人意料的功效以及進一步的行動，誠如本期首

在本國事奉，都是能肩負大使命的基督徒（Great

禮物（甚至還有糖果）時花了許多工夫，尤其是有

篇文章已提到的，青年在宣教事工上向來扮演著重

Commission Christian）。

宣教知識的遊戲設計，盼望能讓學生們記住，倘若

要的角色，所以，鼓勵、幫助和引導他們參與宣教

他們還能從中感受到宣教的意義與價值，我們便覺

事工，甚至獻身成為宣教士，明白將青春生命和熱

安慰。而當一些學生在看「宣教的中國」短片時，

誠活力獻給主用是何等的美事，這也正是我們參展

上帝也藉著這短短的事工介紹，感動他們注意到片

的祈願。

輕忽宣教的關鍵因素，針對這點，我們首先要在神
學院增加宣教方面的課程。

參展花絮

記得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當時的總統蔣介石
曾經發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呼籲，曾激勵千千

其次，在傳統的神學教育裏，舊約概論或系統

萬萬的年輕人，放棄一切，投身軍旅，報效國家。

神學這類的課都是以探討教義為主，若是能在課程

一國之君發出徵召，眾人便受感回應，更何況萬王

中帶出宣教導向的認知，就會讓神學生深刻明白，

之王發出的聖召，我們豈不更當義無反顧地委身於

原來聖經裡面充滿了宣教的信息。舉一例來說，舊

神聖的大使命、作天國的精兵？期盼在我們這一代

約概論講到「揀選」時，若從亞伯拉罕蒙召作「多

真能看見福音遍傳到地極，讓全球每一未得之民不

國」之父講起，可以帶到神要我們成為「萬國」

僅認識那位造他們的神，還要做好迎接主再來的預

尾的一句話：「你可以透過奉獻來參與，請支持我

備！

*附表：韓國宣教士增長數據
年份

1950

1979

1989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2004

2008

2010

人數

57

93

1178

1645

2576

3272

3957

4402

5948

8103

10000 10745 12000 16000 18000

• 認識宣教相關的訊息──大熱天，站在教室外的同工很辛
苦，透過「宣教大車輪」、「宣教部落格」、「宣教萬花



筒」等小遊戲，並以圖片輔助文字，讓學生得著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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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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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宣教士──連連
看吧～哪句名言（或
座右銘）是哪位宣教
士講的？哪個小故事
是發生在哪位宣教士

一位大陸傳道人的蒙召見證

身上的？

約書亞
編輯室整理節錄

• 認識中國福音會──問題例如「台灣最早辦福音探親的宣教機構？」
答案是：「中國福音會。」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神一定會放我自由

• 輕鬆問答、題題有禮（最高價值為
350 元的自選贈書），也引來不少

從小在階級鬥爭和無神論教育環境下長大的

一個自認是非常單純愛國的大學生，一夜之間

我，大學時曾經懷著報效國家社會的理想，投入民

成了被鎮壓的階級敵人。入監後，堅決不與審訊

其他單位的同工到此一探究竟並攝

主運動。在鎮壓行動結束後，我和許多同學被告

人員合作，結果多次遭毆打和電刑，我就開始絕

影。盼望這種「寓教於樂」的方式

發，遭到了秋後算賬。這個事件使我如夢初醒，從

食抗爭，然後被關在黑房子、上板子鐐，生不如

可以使學生對所見所聞印象深刻。

此對過去所信仰的、所崇拜的徹底絕望，愈來愈感

死，以為自己將在極其痛苦和絕望之中挨下去。此

到空虛、消極、迷茫、鬱悶，感覺前面的路是一片

時我想再讀聖經，看看它對苦難有何解答，但嘗試

漆黑！陷在愁雲慘霧中的我，內心充滿了質問。

了幾次請同校鄉友送給我，都沒能拿到。在做苦力

某天在一個陰霾灰暗的夜晚，冷風如鬼哭狼嚎
般在校園裡肆意吹刮，籠罩著一股恐怖的氛圍，讓
人的心情格外沉重，我只好提著收音機，逃往湖邊
去解悶。頻道轉著轉著，突然收到了「良友」電台
的談心節目，內容提到了聖經、上帝……，不知怎
麼地，竟使我憂鬱的心情得到了一點舒緩。從此以

的時候，牢友們談論著「只相信錢，有錢能使鬼推
磨……」，我便隨口說「我相信上帝」，馬上引來
一陣哄堂大笑，「你信上帝？如果你沒有犯罪，上
帝為什麼不救你出去？」我嘴硬回道：「上帝是公
義慈愛的，祂一定會打開牢門放我出去！」其實，
喊出這句話的我，當時對上帝根本還半信半疑。

後，我常常收聽這個電台，並且想好好認識基督

在這種光景下挨過了漫長的十三個月之後，突

教，還選修了「世界四大宗教」。一次路經一間教

然地，我被拉到法院審判台前，而我也心裡有數，

堂時，很想進去瞧瞧但又害怕進去，因為過去總認

免不了要被判刑三到五年。接著，作夢都想不到的

為宗教「是人類的精神鴉片」、「是弱者的拐杖」

事發生了！當局判讀完我的罪狀後，竟然宣佈「當

等。後來我找了一位同學來「壯膽」，二人作伴，

日釋放」。當時法庭的四周都非常寧靜，但我的心

終於展開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走進了教

情卻是激動萬分，久久不能平靜，無法料到這寶貴

重點式的表達西方宣教士的心志與事奉，最

堂。幾星期後，買到一本夢寐以求的聖經，像讀天

的自由即將來臨！真是百感交集，眼淚奪眶而出的

後簡介本會目前的中宣事工。

書似的，當看到耶穌說：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

我立刻跪在地上，向上帝俯伏，承認祂奇妙偉大的

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

恩惠，也謙卑懺悔自己的渺小和悖逆不信，心裡大

的人禱告。」（太5:39,44） 這種論調對當時的我來

聲的感謝上帝救我出監牢，感謝祂釋放我、使我得

說，簡直不可理喻，仇恨的火仍在血氣方剛的學子

自由！

• 認識少數民族宣教──有些同學戴上了
帽子，讓我們為其攝影留念，會後寄給
他們時特別附上一封祝福信。

• 學生進入教室觀看展覽品和宣教短片，在冷
氣吹拂之下，精神也抖擻起來。影片不長，

心中燃燒，根本不能熄滅。我丟下聖經，和同學們
一起出去貼大字報，號召廣大師生不可忘記六四烈

• 年輕人常問的問題，例如「在中國宣教的安全如
何？」「三自和家庭教會的區別？」……他們大多
還在初步瞭解的狀態，對於日後的服事形態和宣教
負擔還沒有清楚的方向。但願藉著青年宣道大會及

士的鮮血，革命雖然失敗，仍要繼續戰鬥到底。不
久之後，我被逮捕了，而且是被我的老師誘捕的。

不要拒絕神的愛
出獄後，發現當初陪我進教堂的那位同學，他
因為聽良友電台而信主了，還參加一些外國宣教士
的團契，他告訴我，有一些外國宣教士常常為我的

宣教機構博覽的機會，能引領更多青年踏上宣教之



雙月刊 81期 (2010．7-8)

中國與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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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及獲釋禱告，甚至還禁食禱告。這令我十分感

好像還沒有對世界死心，於是向神討價還價：「聖

動，因為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絕食鬥爭，

經不是記載了主是到30歲才開始傳道嗎？我現在才

我則是為了自己的自由在監獄裡絕食鬥爭，但我與

29 呢！」神的回答是一片沉默。往後一年，我的

那些宣教士素昧平生，他們為什麼要做這種「絕食

心中時常沒有平安，常感覺自己像行屍走肉，活得

鬥爭」？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出於神的愛。我知道

沒有意義。直到我30歲生日那天，妻子買了蛋糕來

這件事的當下，立即被神的愛充滿全心全身，那種

慶祝，此時我感到再沒任何藉口，彷彿聽見主在問

感覺是言語無法形容的美好，奇妙無比！

我：「你現在30了！你還有理由嗎？」

接下來，我被校方開除學籍，戶籍也被登出，

心中既虧欠又掙扎的一宿無眠。第二天早晨，

面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下一步該往哪里去呢？如

我向主禱告表明決心，要跨出信心的一步出來全職

何生存呢？最後，我決定去闖蕩海南，也許還有機

服事，完全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當我告訴妻子

會轉赴國外。臨走前，我在望子成龍的父母面前跪

時，她對我說：「你是有妻兒的人，難道你忍心扔

下、道歉，說著說著便泣不成聲，與二老抱成一

下我們母子不顧？」我安慰她：「你要對主有信

團，痛哭而別。在艱難的闖蕩中，我不但奇蹟般的

心，祂會養活你們、給你們飯吃的。」沒想到她

生存下來，而且還開了公司做起生意，因為很賺錢

的回答是：「好吧，上帝會給我們飯吃，也會給

便打消到國外的念頭，也因為日子過得愈來愈好，

你飯吃的，你更應對神有信心！從今天起，你不要

就漸漸遠離神。沒想到好景不長，由於政府緊縮銀

回來吃飯。」我還能說什麼？一開始就有這個挑戰

根又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公司破產。再一次走

擺在面前。我想如果斷炊了，就禁食禱告，實在沒

投無路的我，重新回到了教會，也再一次感受到被

飯吃，就餓死殉道吧。然後天天出去傳福音，感謝

神的愛環繞，我傷心的聲淚俱下，想起過去幾年虛

主，天天都有人願意決志信主。「我從前年幼，現

度光陰，只管拼命賺錢，不管別人的靈魂死活，真

在年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

是自私、忘恩負義、虧欠神，於是再次向神悔改禱

討飯。」（詩37:25）這節經文給我很大的鼓舞，

告。這時，神大大感動我要出去傳福音，然而我已

就這樣憑信心堅持了二十多天，直到錢用完。神的

一無所有，嘗試作摩拖車司機來養家糊口，又屢次

話會不會落空呢？今天還要不要出去傳福音？心裡

遭搶，一家三口生活不易，出去傳福音實在有困

軟弱的很，掙扎著還是出去了。下午兩點回家，肚

難。不久受到幾位老姐妹邀請，要我隨同下鄉傳福

子餓的咕咕叫，禱告後便躺在床上睡著。半夢半醒

音，但我身無分文，只能看著姐妹們搶付車資，又

間聽到敲門聲，恐怕是收水電費的人來了，因為沒

首先，周敦頤根據道家思想提出「人是自然世

紛紛拿出錢來往我口袋裡塞，我百搬推辭，她們卻

錢，決定不開門。但那敲門聲一直持續著，我只好

界的一部份」，然後進一步提出「人是萬物之靈」

堅決的告訴我：「你不要拒絕神的愛！聖靈感動我

厚著臉皮去開門應付，未料門一打開，出現的是一

們，你家揭不開鍋了。」我驚訝的含著淚，收下了

碗冒著熱氣的牛肉麵！原來神感動一位住在附近的

這份豐豐滿滿的愛。

弟兄煮給我吃的。神真是愛我，感謝神！從那時到
現在全職服事已十餘年，神從沒讓我少過一餐飯，

神總不撇下我
一天清晨，我騎車在大街上，看到行色匆匆的

主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我是幫

路人，想到他們幾乎都是不知道福音的同胞，腦中

助你的。」（來13:5-6） 雖然我不配，但神卻如此

便浮起「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這

顧念我，對我這樣一個屢次走投無路的人，祂卻不

句話。我直覺的回應說：「主啊，我在這裡，請差

放棄，還賜給我永生的路，讓我看見自己的盡頭正

遣我！」（賽6:8） 但一說完馬上後悔，因為心裡



祂的恩典總是即時且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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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幫助和賜救恩的起頭。

李錦綸
• 摘自作者《世紀中國文化莖》第19章

〔接續前期〕

宋儒周敦頤對「誠」的開展

的新論，確立人在宇宙萬物中的超越性，而這超越

宋明儒學的發展，是試圖將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性表明於人的「自覺」（self-consciousness）。在

統合在儒家的思想框架內。北宋的周敦頤是其早期

以人為意識主體的基礎上，吸納佛家對「空」的追

的重量級思想家，他一方面從論太極圖說起，將宇

求智慧，再把它轉化為儒家可以用來積極發展道德

1

3

宙論的課題納入他的儒學系統裡， 另一方面，他又

生活的「誠」。 周敦頤以「金、木、水、火、土」

提倡以「誠」的心境作為明白宇宙萬物運作的必要

的宇宙五行，去對應人性五品說的「剛、柔、善、

2

條件，並同樣以「誠」心作為內在修養的門徑。 雖

惡、中」。而五品中只有「中」的品性能夠避免極

然他的思想是以太極的宇宙論開始，但核心卻是在

端，而人之所以能把持「中」乃在於守「靜」，即

發展主體的誠心，以此作為人在宇宙中和倫理生活

不強自妄為或「無為」的態度； 又，在修養過程

中的定準。

中，「靜」乃是「無慾」的關鍵。周敦頤所講論的

4

「中」，可與保羅所說的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羅十二 3 ）相比，都是要避免「過猶不及」的問
題。

1.唐君毅認為周敦頤的太極觀點是創新的，「最低限度包涵對萬物之根源，欲兼以無與非無之有，加以規定，而又欲通此二為一之
新態度。」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五版（台北：學生書局，1984 [民國七十三年]），頁411。
2.李中華，《中國人學思想史》，頁431-437。
3.道、佛對儒家「誠」的觀念的影響在唐末的李翱也已經看到，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三卷上冊（香港：友聯，1983），
頁31-32。
4.「誠」涵蓋的是廣義的，見《通書》第三章：“ Sincerity [in its original substance] engages in no activity, but is the subtle, incipient,
activating force giving rise to good and evil. The virtue of loving is called humanity, that of doing what is proper is called righteousness,
that of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is called propriety, that of penetration is called wisdom, and that of abiding by one’s commitment is called
faithfulness.”引自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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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基督教中國化」

不過，保羅假設了人是以信心從上帝領
受自我評價，並且人是連於上帝（rooted in

「文化基督化」的意思是，把基督信仰的價值落

God ）、以上帝作為實際力量和來源根據

實在文化裡

中國文化基督化與中國宣教息息相關，它不是

面，使文化環境通過生活模式與規

獨立於中國教會發展之外的另一個議題。中國當今

的；相反地，周敦頤的「中」並沒有主體

範，得以成為基督信仰價值的載

這種不具教會生活基礎的「文化基督教」現象（不

以外的獨立根基（rootless）。細心地分

體。在這樣的生活中，雖然不是

同於「文化基督化」），其實不能代表基督信仰，

析，我們會發現「誠」是主體所持守的一

每個人都會成為有基督生命的人，

其發言恐怕也難以掌握信仰真理的實質內涵。文化

種「心之境」，與佛家的「空」一樣，是

但是因著按真理規則而行的緣故，總

的基礎是人的共同生活，沒有真正基督生命的人，

沒有對象的；「誠」的終極對象，其實只是

會從中得到行真理而有的好處，這就是上帝

自己，如果直接對應於道德生活，我們也許可

給人類的「普遍恩典」。在終極的理想中，這種文化

以說：「誠」心便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是十分
高尚的道德理想，但是，良心若沒有真理的照明，
會變得遲鈍、昏暗，或者在社會大染缸的環境壓力
下完全埋沒掉。換言之，良心要發揮正常的功能，
還需要常常有真理的提醒與調校。保羅雖然行事為
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但他也不敢肯定自己絕對沒

是
6

透過計謀才獲得資源和權力的實際掌握。 誠然，中

環境便成了天國生活的外顯因素；當然，實際的社會
生活不可能變成天國，而只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如何能展現基督信仰價值的內容呢？
一般而言，要能夠在一個文化中產生實質的
更新力量，其擁有共同價值的人數比例不能低於

20%。今天中國的基督徒人數雖然非常多，但按照

國社會裡的不同階層各有該階層的領導，但國家機

文化基督化的聖經基礎來自創世記。上帝在造人

保守的估計，也只佔總人口的6%強，所以若想在這

制裡發生的事情不失為一個具體象徵，可反映出中

的時候就給了人管理大地的權柄（參創一26），而人

個文化裡產生實質的影響力，基督徒人數起碼還得

國社會環境中普遍出現的「窩裡鬥」的事實。

在上帝所造的自然界裡，參與了「再創造」的行動。

翻兩翻才行！因此，傳福音與教會植堂的工作刻不

有隱藏的罪（參哥林多前書四 4 ）。禮法不是真理

究竟人的功勞能不能掩蓋過去的罪惡？這不應

這兩者之間假設了價值的一致性，因為人是按上帝的

容緩，只有在教會遍及中國社會時，文化基督化才

的本體；禮法只是人所定的規條，其中難免有人意

該是個人功德積分的計算問題，而是在歷史中，他

形像所造的，所以人類的選擇理應反映出造物主的價

可能建立起堅實的基礎。

的自私或社會制度的功利動機；而人良心的照明，

對別人作為位格者的尊嚴所造成不能逆轉的損害，

值取向，因此，人類的文化就建構於「繼續」上帝的

必須來自真理的主體，也是上帝與人之間的位格互

解決的方法不是掩蓋過去，乃是尋求饒恕。雖然饒

工作之中，使原來的創造更顯光彩。在現代生活中，

恕也無法使死去的人復活，但卻能讓活著的人彼此

文化涵蓋的範圍是多樣性的，甚至可以說，是包括社

之間的關係有翻轉新頁的可能。

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在這裡，有基督信仰的人可

動。

以從生活行為中，把信仰價值注入共同的文化裡面，

毛澤東與唐太宗的象徵

當人以自己為真理的標準去訂定法律的時候，

從中國文化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出，人們崇拜英

便很容易以自己為法，落入「和尚打傘，無法

雄領袖，常以他們的功過得失來評價各人的歷史定

（髮）無天」的局面，因為「無法」的前設是「無

位。新中國雖然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社會，但我們對

天」；即使有法，也都是為著方便自己管轄別人所

領袖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毛澤東的功過是七三

定的法。中國傳統的執法方式是「刑不上大夫，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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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這是權宜的評論或是真理的判斷？ 唐太宗李世
民的「貞觀之治」是中國昇平盛世的同義詞，但太
宗也有一段玄武門之變的歷史，謀害自己的親兄弟
以得到王位。「成王敗寇」是中國政治歷史的潛規

使中國社會也能享受到從基督福音所「散發」出來的
普遍恩典，正如上帝叫太陽照義人、也照不義的人
（參太五45）。
我們必須小心，文化基督化並不是要把基督信仰

不下庶人」， 這就是不認識上帝真理的中國文化歷

的內容改變成能夠遷就既有的文化，那是一種被世俗

史。若期望中國文化能夠扭轉人性災難所帶來的惡

同化的作法，並非真正的文化基督化。當前的中國社

性循環，就必須首先面對真理，尋求饒恕，才能成

會，甚至官方教會界流行的一個說法──基督教會要

就真正的和睦與良善。

「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然而，基督的教會不是來

7

則，確立領導正當性的通常未必是真理的道義，而

「適應」文化的，乃是要「改造、更新」人類文化
的。因為在所謂適應的過程中會失去原樣，使教會

5.曾經作過毛澤東親密戰友的劉少奇、朱德、林彪、周恩來的死因仍然是一個大家討論的謎團。參黎生，《圖說文化大革命》（香
港：Limited Publisher，2006）。
6.事實上，可能為了斬草除根的緣故，連其兄弟的親屬也被誅殺。傅樂成，《中國通史》，上冊，頁375-378。
7.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史》，頁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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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社會主義的產物，這是萬萬不可！基督的教會可
以、也應該為中國社會提出積極的貢獻，但切切不可

從福音的角度看中國文化的基督化，會發現這
是一種福音預工，是要讓中國百姓認識並「渴慕」
真理的生活。這絕不是把基督教套在別人頭上，乃
是要在文化生活的環境中，使人通過認識真理而產
生願意尋求的心。從上帝國度的視野來看，文化基
督化是在文化領域裡落實上帝的權柄；即使在人還
不是基督徒的時候，只要他願意歸順真理，上帝一
樣在他身上掌權，上帝也因此得榮耀。
究竟中國文化需要甚麼更新？最重要的莫過於
「肯定人的價值」！在中國歷史中，人的生命常常
因為別人的野心而被迫成為犧牲品，草菅人命似乎
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在國家之外，個人獨立的價值
是牽涉到人的「位格」問題；人人都有上帝的形
像，有上帝賦予的人性尊嚴與光輝，可以因為認識
上帝而發揮人性的最大潛能。基督教會的生活可以
成為落實人性尊嚴與光輝的環境；如果說，有基督
生命的人群就是文化基督化的動力根源，那麼，教

失去教會的身份定位，因為教會不是文化機構；教會
乃是「基督的身體」，是耶穌基督以寶血贖回來的。

會生活便是這個實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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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今年的夏天格外熾熱，在烈日之下，我們的同工仍然沒有停歇的在服事。7月中旬參加完青年宣
道大會的宣教博覽後，我隨即與其他幾位牧者帶領數間教會的弟兄姐妹（包括青少年）
，一同前往
中國各地，透過英文營、培靈奮興會服事了上千位的青少年。感謝主！最後大約有超過500位決志信
主，其中多數都舉手表明願一生為主而活，還有許多年輕人願奉獻全時間事主。看到這些回應，我們
實在感覺到一片又一片的莊稼已經熟了，正等著主的工人前往收割！
在這次的服事中，每經過一個地方，當地的教會領袖就發出誠摯的呼求與邀請，希望我們能
再去幫助他們。這些呼聲，代表著中國教會極大的需求，也代表著我們的服事受到當地教會的肯
定。因此，為著中國教會廣大的需要，我們也衷心的、不斷的向您發出呼籲，懇請您把握時機貢獻自己
的恩賜和力量，為中國教會的需要和本會的事工代禱並支持，因為這樣的代禱和參與，關係著中國
教會未來的發展，甚至影響到普世宣教的未來！
求神繼續在中國發動奇妙善工，興起上千萬的傳道人和十萬以上的跨文化宣教士，引領我們
與神同工、同行，一起迎向福音傳遍天下的日子，然後，我們所愛的主就要再來！

消息與代禱
一．總幹事行蹤：祈請為葛牧師9-10月在以下各

二．財務狀況：到2010年7月止，我們財務上的收支不平衡已累

教會的服事代禱

積了近160萬台幣的赤字，請您為此代禱，願神感動更多弟兄

1. 高雄瑞豐教會主日講道（9/5）

姊妹，願意透過禱告與奉獻支持中國宣教事工；也求神感動

2. 台北淡江教會講授「宣教學」（9-11月八週
的週六上午）

教會及團體，願意長期支持我們的事工！
三．徵召宣教士：中國教會需要大量有基督的愛且願意長期委

3. 嘉義竹崎貴格會特會（9/18-19）

身中國宣教的工人，不管是全職或帶職的弟兄姐妹，你若聽

4. 台北禮賢會主日講道（9/26）

見了神的呼召，歡迎與我們聯絡，一同參與在這偉大的宣教

5. 美國加州異象分享（10/3-17）

使命行列！

6. 台北土城清水貴格會復興聚會（10/23-24）
7. 台北行道會主日講道（10/31）

總幹事

201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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