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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國福音會推動三化異象，其中涵蓋了宣教使命、教會使命與文化使

中

命，相輔相成、共生循環。分述於下：

第一、中國福音化
以宣教差傳，帶領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群體歸主。福音傳遍中國，由近
文化宣教乃至跨區域、跨文化的宣教。
本會創辦人趙天恩牧師於1964-65即來台灣加入了原住民佈道事奉，並
進行原住民婦女生育與醫療照顧。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先於香港設立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我們的異象使命：宣教使命、

教會使命、文化使命
莫忘神州

 中國城市教會發展案例分析

「空中神學」向大陸廣播，繼而設立神學與宣教學院，培育宣教人才，並開始
差派，今日我們尚有數個培訓學校分別設於香港與大陸，也繼續推動城市、
鄉村與少數民族地區之宣教。由於華人集中於中國大陸，屬靈需求極大，家
庭教會常受逼迫，需要多方培訓與信心支持，因此「中國」乃成為宣教主要的
禾場，不但如此，我們也禱告中國家庭教會能興起承接普世宣教的使命。

基督教與中國

 基督教信仰與儒家思想對話
CMI 消息

 恭賀新春
 財務報告

第二、教會國度化
以真理與聖靈更新、提升華人教會質量，使之成為蒙救贖的合一群體、
聖潔的國度，以及有大能見證的子民；實踐尊崇基督為主，超越宗派、文化等
一切人為障礙，從世俗汙染中分離，以天國的品質與視野事奉上帝。

 新春兩岸藝文話坊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榮耀荊棘路》

── 一位家庭教會傳道人的自選文集

及受到黨政操控而走樣的「三自教會」，我們致力於傳遞純正的信仰，
積極參與了香港中國神學院、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之創設，道生神學
院之復校，培養宣教與教牧人才，並曾經協助數個家庭教會主要系統

中國教會代禱守望，聲援被逼迫中的家庭教會。時機若成熟，我們也
樂意在共同事工上提供連結的平台，促進雙向溝通與合作。海外華人
教會最近幾年尤其受到中國官方以及三自教會的統戰影響，以致削弱
或轉移了對那群佔絕對多數、信仰純正的家庭教會的支持，實在需要
回到主面前重新檢討、評估，但願我們不要阻礙了中國教會的復興與
大使命的推展，成為教會歷史上的罪人。

第三、文化基督化
教會的更新必然帶動文化的更新，鼓勵華人教會進一步承擔文化
使命。基督徒的生活見證、基督教的思想、聖經的倫理、價值觀均可

督道理的開端。早期FY堂信徒受到倪柝聲的影響很
深。1995年以前，他們從未想過得救後個人與家庭全
面造就，以及面對的社會責任。自FY堂從三自出來
以後，開放接受海外系統神學的教導，同時送全職呼
召的青年人赴東南亞某神學院進修，以致開闊視野和
普世教會接軌，擴大了教會發展路線。

案例一：
F Y堂脫離三自主導，由地方獨立教會形成區
域教會，組成國度事奉專業團隊。

陳漁


以影響社會、轉化社會，重建中國與華人社會精神文明。

第二是成聖之道的途徑由內化而外展，離開基

案例分析

擬訂共同的「信仰告白」，以對抗異端、防止信仰偏差。我們誠心的為

中國城市教會 發展

面對海外教會的宗派主義、中國各地教會仍存在的山頭主義、以

今日中國以大國崛起的聲勢邁向廿一世紀，然而在宗教自由、人
權保障與文化建設上，還是大幅落後的。中國的基督徒有責任以基督
教的信仰與價值觀推動本國文化的更新與精神文明的重建，海外教會
也當盡量予以協助。35年前中國福音會於香港設立了專業研究中心，
即率先開始了對中國教會與文化的研究。中國福音會研究中心與台

文所提及的城市教會的

本

FY堂Ｌ牧者接受大衛帶領後，低調地從三自會
堂內部轉化同工，如同使徒行傳19章所言以弗所教會
的經驗。又和大衛所屬家庭教會系統形成合一的團
隊，恩賜互相配搭，彼此同心建立聚會堂點。聚會性

1994年FY新堂在本地及海外信徒奉獻下竣工，

質多元，採小組教會模式，不以傳道人講道為主體。

教會遇到內部治理牧養的瓶頸、神學路線的思考。最

大衛組成「保羅遊行使團」，培訓地方教會領袖強調

嚴重的是，被神興起擔負牧養責任、受信徒愛戴的L

「一地生根，四處開花」（帖前一8-10），信徒要「得

傳道人，得不到兩會的信任，遲遲不能被按立，無法

地為業，豎立旗幟」。造就信徒必需健康發展，在家

主領聖禮，教會基本運作得不到領導的支持。L本為

庭、社區、職場上作光作鹽，過得勝生活，主動走進

三自神學院畢業，面對教會一千信徒的餵養，渴望受

社會、文化。FY堂以小組教會方式來支持信徒的成

神學裝備，也得不到深造的機會，更不允許接受外來

長、關懷及探訪，特別重視家庭生活的關顧。鼓勵信

的靈糧和光盤。此時有位大衛弟兄幫助他，帶領他經

徒彼此照顧，因此他們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中，已成

歷重生的喜樂。大衛和FY堂的L由謝模善按立，得到

為互相依存的關係，教會附近形成基督教的生活圈，

普遍信徒的認同。

周日乞丐、病人等都來尋求幫助。義診、法律服務等

復興發展，以家庭教會

2000 年離開三自之後，F Y 堂（含從屬的聚會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的數位化與套書計72卷之發行，可

為主體，如：家庭教會從建立

點）反而由1000人增長到12000人左右。由於信徒人

第三是，FY堂打破家庭教會互相輕視、山頭主

作為海內外深入探究十九世紀中葉至廿世紀中葉中國的教勢與社會之

到支持外展福音事工的發展、

數眾多，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三自只能冷處

義的弊端，主動和其他家庭教會系統聯絡，資源共

發展。今2013年元月起，本會成立專案中心，進行對趙天恩牧師檔案

教會內部同工從義工模式到有

理，目前和兩會的關係處於「視而不見」、「禮貌拜

教會組織及專職傳道人員的發

享，團結地方教會形成區域教會，再連結為國度教

之整理、研究，將於4月13日上午舉行成立感恩禮拜。2月23日週六將

會」、「不匯報、不交待」的自立自主之灰色情況。

會，建立國度事奉的專業團隊。如：某一地方教會有

合辦余杰先生和陳韻琳女士之文化專題講座。

展、以及教會發展多元化產生

灣大學合作，歷時數年，終於在2012年完成了歷史典藏《教務雜誌》

只有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中國文化與社會的發展，我們才能深
入有效的擬定宣教策略，透過禾場的培訓，繼續帶回新的洞察與研究
方向，進而推動教會與社會文化的更新、發展，也會帶來神學的省思。
故此，三化異象彼此相輔相成，不斷更新循環。
中國福音會目前在台灣、香港、美國、加拿大、韓國、菲律賓與英
國均設有分會，同心協力推動本會異像與使命。請您以禱告托住本會
各項服事，盼望神州大地歸主、教會復興、文化更新、福音廣傳、上帝

十分熱鬧，有點像節期時的耶路撒冷。

基督信仰的社會影響力…；此

大衛與 L目前已是該市眾教會公認的區域聯盟

敬拜讚美的培訓學校，區域教會就聯合組織學員一

外，信徒增長、委身教會，甚

領袖。FY堂經歷復興的突破口有三個重要的關鍵，

起去那裡受訓，兒童主日學教育、神學培訓課程亦

第一在於接納了大衛教導的「悔改赦罪之道」，經歷

同。由於在同一個城市，交通方便，QQ互聯網便捷，

靈命更新。（路廿四47）所謂悔改赦罪之道的傳遞方

節省了不少重複性的事工的精力。連結工作的經費來

式，先開一周門訓，講救恩歷史、使徒信經，重生得

源則由各堂點奉獻提撥，由共同推選出來的同工負責

救之道；再開三個月的短訓，教導基要真理、聖經神

管理。至於地方教會路線方面，他們採取存「大同」

學；當信徒清楚重生，生命更新，再經一年系統查經

忍「小異」的政策，並鼓勵信徒委身各自的教會（家

培訓後，即可加入同工團，發展小組教會及聚會點，

庭教會聚會點），若有國度性的事奉則相互聯絡、共

向外則受差派成為福音使者。

同參與差派。

至奉獻收入足以支持全職福音
使者赴外地擴展福音工作、外
展聚會點和母會主要事工決策
連結，不同教會策略聯盟培訓
工人等特點。

國度降臨！



雙月刊 95期 (2013．1-2)

中國與福音

雙月刊 95期 (2013．1-2)

中國與福音



家庭教會周日聚會，企業內部不再主導教會組織。老

是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之一，他們從網路傳播媒體甚

如同「中央廚房」，轄制信徒的思辨活力。母會對律

闆夫婦和附近的幾間家庭教會維持很好的關係，企業

至網路神學院得到許多聖經知識，分組學習、互相督

師信徒所關注的神學議題幾乎沒有認識，他們認為教

員工及眷屬也成為教會內主要的人群，吸引了小區中

促，經過幾年即穩定發展成團契形態的聚會，組成城

會只講愛，不講公義聖潔；注重關係，不注重重生得

的年輕夫婦、附近的大學院校學生。近十年的經營已

市型教會，會友多半彼此相熟或同行。十五人以上則

救追求成聖；教會注重內部團契凝聚，缺少社會責任

總結以下的經驗：

多半租寫字樓或小區居民宅。若有海歸的信徒，往往

和職場見證。

一、職場內部董事及中階幹部有愛的吸引力，品
格高尚，建立卓越的管理文化，使公司體質蛻變。老

案例二：
S Y企業集團負責人信主，帶動企業文化，建立
小組團契，支持地方家庭教會。隨企業向外地
發展，形成職場宣教傳福音建立教會的模式。
老闆因著妻子信主也跟著受基督信仰的影響，生
命經歷喜樂，為主大發熱心，帶領董事會成員一半以
上信主。一開始請傳道人到企業內部來講道，但由於
傳道人不能配合企業運作的時間，或過多使用教會
語言而使聽者不明究理，以致成效不彰，於是聘請大
專畢業受過神學訓練的「廠牧」在企業裡專職做福音
工作，卻引發反彈，認為企業內的信徒無形中已成為

闆夫婦經過愛心堅忍的努力，董事會十五人已有一
半以上真實信主，未信的董事也同意目前的模式，帶
來企業內部領導方向的合一，在企業文化上強調榮耀
神，為在附近學校成立清寒獎學金，為該地工業大學
捐款，積極參與震災等慈善公益活動。

美國教會都有頻繁交流聯絡。他們非常重視神學思
考，若有不和，拆夥的情形普遍。如：1.基本救恩論
（一次得救或多次得救），2.亞米念或加爾文派，3.得
救的確據：聖靈充滿的喜樂是受聖靈的洗的記號，或
是說方言是受聖靈的洗的記號？方言是得救的確據
或條件？這三個問題沒達成共識，教會就分裂。城市
裡10-20人的家庭教會林立，有時一個小區裡就有幾

二、分清職場團契和地方教會的關係，二者在角

家，有的熱熱鬧鬧，有的安靜無聲，卻因神學路線不

色、使命、日常管理各有不同。對企業來說，只能在

同而不相往來，成為未信者說笑的對象。若是由一個

人力資源培訓，宿舍管理，員工福利上彰顯基督徒的

分裂出去，對基督教形象及初信者影響很大。由於城

良心事業，降低員工流動率，企業領導團隊的高素質

市居民思想開放，除非擾民，或自相告發，一般相安

專業、生活見證，才能維持企業專業、利潤和慈惠的

無事。

平衡。

Z G 弟兄原先的母會成立已7 年，信徒約有 200

特殊階級，員工信主成為考核的「業績」，加上「廠

三、教會協助了企業文化牧養和關懷的責任。信

人，前年因神學路線分裂了。ZG所帶領出來的會友

牧」沒有該企業的專業技能，且與其他職工格格不

徒員工周六日轉介到地方家庭教會，員工的信仰進深

以律師為主（本來也是他帶領去教會的一群人），他

入，難以服眾。最後老闆改變策略，從柔性的塑造企

輔導和造就，由社區的教會就近輔導關懷。

們發現基督徒律師因信仰帶來良心的覺醒，要面對

業文化開始做起，創立企業內部刊物《芥菜種》，傳

行業的潛規則、造假、奪人利益的掙扎；維護弱勢正

遞企業文化價值，逐漸形成企業內部的共識。

義、失去客戶或失業的掙扎，因此ZG關懷初信的律

的新教會。ZG表示專業基督徒的族群除了牧養，也
要給他們一個健全的世界觀；牧者的教導要「離開基
督道理的開端」，才能牧養職場上的基督徒。牧者及
長執團要有開放的胸襟，就如巴拿巴認識到自己的有
限，去找有教導恩賜的保羅來幫助，要突破個人的山
頭主義。使徒信經中的「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聖而公
之教會」是城市家庭教會健康成長的秘訣。

ZG教會穩定增長，開始聯合基督徒共組堅持道
德的職場文化，用法律的資源幫助基督徒扶持弱勢，
成立誠信的法律關係，得到業界的認同尊重。他們和
附近的家庭教會聯絡往來，彼此支援，形成教會網
絡。無形中增加了社會影響力。

敏感。ZG另組教會是為了將失散的羊群找回來。

進行品格人際關係教育，對中層員工進行領導力企業

ZG表示他發現母會的問題，是因公赴美時參與

培訓。算是企業響應政府舉行的和諧社會宣導活動，
為員工進行的和諧人際關係、卓越協作等講座，以聖

案例三：

經價值為導向，但不以講道方式教會形式，近十年

SH專業人士教會，承擔文化使命的呼召，在法
律等專業上關顧弱勢。

經，不在上班時間進行，由基督徒員工以個人身分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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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開另組新的教會，終使離散的專業人士回歸重組

有文化使命感，因為律師職業使他們對聖潔公義特別

廠內教會，改為人力資源部主辦，對各部門新進員工

中國與福音

流，向母會牧者提供改革建議，不被接受，於是不得

有公義和聖潔，不能忍受母會牧者神學不清不楚，沒

為主題，基督徒的員工做義工，以服務為主旨。取消

請附近的家庭教會傳道人帶領小組查經，並到附近的

聖經整全的路線，和不同教派的海內外信徒進行交

們離開母會獨立的主因，是牧者只講愛、講關係而沒

座、運動友誼賽，以幸福家庭、教育兒女、衛生保健

來效果已見。若有員工進一步感興趣，則組成小組查

他發現問題後，得到海外教會牧者的輔導，回歸

師，支持他們渡難關，轉介工作機會。據ZG表示，他

目前以工會業餘形式進行，在企業辦讀書會、講



成為主要的同工，和美國華人教會（港台背景）甚至

傳統家庭教會或三自教會領袖過分保守或知識
文化貧弱，跟不上知識分子基督徒的屬靈需求。SH

美國東岸某教會生活，認識了成熟教會的老牧師而大
開眼界，邀請他來SH帶領系統查經等相關真理的造
就，引進有關信仰的專業著作、神學著作。ZG發現

案例四：
LS以商宣教全家事奉，城市走向山區。

母會牧者的信仰有偏差，採取封閉式家長式（愛的權

L S 全家因作服裝生意從浙江來到北方邊做生

威）的領導，只用牧者自選的教材，聚會內容及程序

意，邊傳福音，發現各地老鄉信徒沒有教會生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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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牧人牧養；偏遠地區工人嚴重缺乏，信徒文化水平

為教會，而是服事眾教會的團隊，服事眾教會學習屬

低落，面臨被城市化的浪潮淹沒的存在危機。於是全

靈爭戰，團隊強調禁食禱告、擁有屬靈的權柄和醫治

家事奉，父親講道，母親帶兒童主日學青少年事工，

釋放的恩賜、追求靈洗方言。她們陪伴抑鬱症患者、

帶人信主。最後在LH市定居，建立家庭教會，已有

癌症患者、面臨家暴的婦女、夫妻失和的婦女，以致

十多年歷史。教會成立5年即開始成立培訓班，赴雲

其熱心和愛心感動病得醫治的婦女離家脫產加入團

南、貴州、安徽、河南山區召募信徒失學孩子至華北

隊。該團隊給傳統家庭教會帶來挑戰，也給信徒帶來

本文由案例研究發現，中國城市教會近廿年的復

LH培訓班讀書，同時培養文化素質與生活技能，二

困惑。她們的特別經驗常使家庭中有難處的婦女趨之

興成長，其實和使徒行傳中記載初代教會的發展和

年食宿全免，畢業後回本鄉。邊傳、邊學、邊培訓。

若騖，而後各教會中有相似家庭問題的婦女常因此連

建造十分符合。上帝的法則就好像衛星定位儀一般，

他們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去國外讀神學，回來後負責

結。已經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去了一次往往就不會

我們只要對準祂，按著聖經的指示走，就必然健康成

二年制培訓班，一起上山下鄉實習事奉，7年間二百

再去。反而是離開教會的，甚至被鬼附的，或是生命

長。

多名畢業生派至全國各地建立150間新教會，支持成

仍在基督道理開端的老信徒，此等信仰根基不牢，心

立地區性數個培訓中心，為當地教會培訓人才，使之

靈空虛渴望經歷神、感受基督的愛，甚至急病渴求醫

回本教會事奉。所以和各地教會關係友好。目前在

LH市已有三年碩士程度的神學班，各地教會推介學
生來就讀，成為未來地區性培訓中心的師資。他們把
神學生以帶職身份實習，在工作場所（如婦女家政服
務、商場）主持青年活動，或從事家教學生陪讀、電
影賞析等多元化的福音預工，教會內部事奉仍以本地
同工為主，神學生只為輔助性質，因而使青年參與度
增強。

治。
去過的信徒回到教會，需要牧者的查驗，是聖靈
工作還是邪靈作為。通常需要以聖經真理查驗及輔
導他們再次確認自己的信仰。沒有得到預期效果的
信徒，往往需要心靈重建的過程。因此，教會中需要

四、得救觀和成聖觀緊密連結。以清教徒的成聖
觀作為信徒成長的指引路線，開發聖徒傳記及深度靈
修默想的教材，改變倪柝聲內化神秘經驗單一的教
材，及單一聽道不行道的模式。以改革宗的信仰為教
會建立根基，在上帝主權的呼召與人自由意志的回應
中間，存異求同；在真理原則上，用最大的耐心和愛
心始終堅持。

因此在多元與混亂的復興表象中，當分辨真偽，

一、認識上帝創設的教會發展生理學，也是組織
發展生理學。如同人生命發展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徵、
需要，牧養工作要符合教會成長的階段、信徒自身也
有應負一手讀經認識真理的責任。

五、教會要有基要真理、成人主日學、系統神學
的課程，幫助信徒抵擋異端；此外，鼓勵信徒每日靈
修，建立整全的世界觀，避免信仰和生活脫節。對內
建立生命關係的團契，對外則走向社會、作光作鹽。
六、教會要負起對其他教會的關顧使命，持續福
音化，拓展未得之民的福音。如城鄉型的教會信徒就

信徒。有些信徒經過循序漸進「全新的你」的課程自

重生得救，深根建造。改變以個人需要為中心的價值

的傳道人常在城郊民工多的聚會點或拆遷新建的小

省，在安全的團體中逐漸更新。在目前充滿壓力和扭

觀，當轉眼以基督、國度和建造教會為中心的次序，

區事奉，但他們的信仰背景、事奉形態和生活方式不

曲世界觀的現實社會中，經歷聖靈更新內在醫治是重

先求神的國與神的義，領受聖靈逐步帶領的生命律。

易被本地信徒接納，他們需要我們用愛心接納協助適
應。這些缺乏安全感的新社區居民急需關懷照顧，否

三、教會建造有安提阿的模式，需要發展自立自

則成為社會隱患。

我們與其中兩位目前已離開該團隊的同工交流，

主的本地同工團；也要有保羅使徒、成熟教會的幫

他們離開是看到在我們教會中也有聖靈的工作，也有

助，及接待家庭的興起，如此得以和眾教會聖徒相

七、教會面臨中國社會的問題，如早戀、網癮、

上帝給予教會的屬靈權柄，省悟被邪靈欺哄的可怕，

通，與大公教會交流，才能成為和國度連結的教會。

抑鬱症，青少年問題，婆媳問題，親子教育，婚姻問

需要過正常健康的生活，而不是天天與群魔共舞。聖

教會成形要滿足九個條件：

題等，需要結合眾教會資源，形成共生家園彼此扶

的方式。他們對東北醫治釋放團隊的省思如下：

1. 突破本位主義，廣傳福音。
2. 成熟教會領袖查驗與鞏固領袖及同工。

持，彼此支援。
故此，中國城市新興家庭教會發展的背景，是人

3. 聖經教導與門訓。

性強烈的需求，是上帝回應選民「何處是我家的呼

4. 領受聖靈多元恩賜。

聲」，教會是永生真理的磐石，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歸

要相信就必得醫治，得救了就等候以色列復興，主

5. 建立本地的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發展團隊。

宿。家庭教會是上帝為今日中國預備的方舟，承載的

基督再來。忽略成長過程。

6. 慈惠服務，聯結國度教會，分享資源，供應弱勢族

是救贖真理，基督的真愛，聖靈帶來的平安喜樂。這

1. 速效功利心理與時代主義隱藏的神學取向，導致只

她們自稱受到韓國某靈恩派的訓練，在北方各省活

2. 沒有經過對付肉體、勝過律法轄制的成聖之路。信

動，為人醫病趕鬼，她們不屬於任何教會，也不自稱

主後必須體貼聖靈，跟從在基督裡所賜生命與聖

雙月刊 95期 (2013．1-2)

9. 教會成為區域的樞紐與基地，發揮影響力。

業困難，使信徒流動性增加，曾在農村事奉經驗豐富

東北有一個以朝鮮族婦女為主的醫治釋放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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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二、傳正確聖經真理的道，信徒真正認識基督，

彰，順服聖經真理與聖潔的生活是經歷聖靈最完全



結語

8. 被聖靈差派宣教，建立新的教會（重新開始九階要

受過訓練的心理諮詢師和牧師配搭，陪伴受到創傷的

靈雖可感受，卻也是真理的聖靈，與聖經真道相得益

心理諮詢師，家庭婚戀專業輔導v s.內在醫治
與醫治釋放團隊。

3. 沒有歸正到符合救恩、神國的神學指引系統。

尋求以下的認知：

要的過程，重點是按著聖經的教訓，而非速成。

案例五：

靈之律的帶領。

群需要。

7. 敬虔合一的教會文化。

是復興啟動的動力，每位基督的跟隨者都應主動回應
上帝應許的必然性，去創造復興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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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人和好：愛人如己
「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
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林後五
18)

即將要送走中國生

三. 中國之「禮義廉恥」四維，加以聖經觀點
詮釋之

于迦勒

真是熱熱鬧鬧，民間出現
許久不見的嬰兒潮，冀望

壇，右為祭皿盛裝祭物。引申之：人類與上帝（即，

這群龍子龍女能得到上

有位格的天）的關係對了，就能體察天心，並行天

天恩寵，一生富貴不凡；

好、和諧，完全吻合基督教思想。

接下來的蛇年，俗稱「小

11年夏秋，筆者在台灣中部客家山城東勢，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獻上自己，成為永恆的贖罪祭，也

舉辦了七次鄉土文化與宗教對話座談，這是

是永恆的大祭司，成就了神人之間的和好，恢復神與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若從文字構造觀之，

其中一篇講義，拋磚引玉分享海內外讀者，甚盼愛好

人間的正常聯繫。耶穌基督是全人類的救主，世界和

乃羔羊在上，我在其下，符合基督教基督為人類贖罪

中華文化的基督徒能繼續發揚光大，早日實現趙天恩

平之希望。（基督＝彌賽亞＝受膏立之君王）。

之思想，在上帝面前得以為「義」，乃透過救贖而外

形象，延續龍年的氣勢。

加的。說明了中華文化自古即有基督教根源。

聖經告訴我們，神是我

牧師「文化基督化」的宏大目標。

龍年」，想必是想沾沾

二. 人觀與道德觀
一. 神觀
儒家

儒家

「廉」，遵守聖賢典章，清清白白的做人。換言
之，即遵行上帝律法，聖潔的心與聖潔的行為。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儒家

中國人自古以來尊崇一位有意志、有位 格的

強調教育子弟，成為明禮、守禮之好公民，營造和諧

「天」，天就是上帝。先秦諸王治國以效法天道為準

安定的社會。原則上，儒家思想的宗旨在於建構社會

則，君王自稱為「天子」。《史記》孝文本紀：「古者

秩序倫理，避談宗教，強調以「仁」為中心之倫理道

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每年冬至，先

德，而道德之根源乃在於效法天道，推行仁民愛物

秦天子與後代君王必親自於都城南郊祭祀上帝，獻

之王道，表現在社會生活上則為：「里仁為美」（里

上犧牲，為國為民祈禱。

仁），暨「禮之用，和為貴」（學而）。

《論語》泰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基督教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子意思是，堯之

人是按照上帝美善的形像（即，品格）所創造

為君值得誇讚！只有天是最崇高，最偉大的，堯帝致

的，然而因受到撒但（即魔鬼）的引誘而犯罪墮落，

力於效法天道。因此，王道乃基於天道，君王以至庶

因此人類的內在品格（良心）已受到汙染、扭曲，需

民，均以天道為最高法則。

要上帝的救贖。上帝拯救的方法，乃是同時改變我們

基督教
基督教依據《聖經》敬拜創造主，即，獨一真神
上帝（也稱為：主耶和華，主耶穌基督），自古以來
以獻上牛羊犧牲為贖罪之預表，直至耶穌基督降世，



肖的龍年，回顧這一年可

「禮」的本義乃表達敬天祭祀之禮，左偏旁為祭

道，發展美善的社會人倫關係。與上帝並與人群和

20

恭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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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屬靈地位與內在的生命，藉著內住聖靈的引導幫
助，恢復我們與神、與人的和好與和諧。基督教的核
心道德情操，簡言之：

1. 與上帝和好：盡心盡力的愛上帝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曾子：「吾日三省

「龍氣」，降低不討喜的

們的福份，祂所賜的福
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
慮。期盼在新的一年，基

吾 身」。依 聖 經 的 話 說，就 是 悔 改。馬丁 路 德 在

督的福音光照每一幽暗

《九十五條》開宗明義的說：信徒需要悔改。悔改就

角落，更多人蒙恩認識這

是心志歸向上天（正心），行為遵行上帝的旨意（明

位真神，成為神的兒女，

明德）。

愛慕祂，進而服事祂。

基督教與儒家思想在敬天、祭祀、愛人與和好等
宗教哲學與人生價值觀上，有許多相似、相通之處，
華人教會與漢學學者或可突破傳統西方神學思維的
舊框架，從東方的思維、文化與歷史發展，重新體認
上帝的話語與作為，積極發掘、詮釋與整合基督教神

財

務

報

告

學與中國歷史、文化之互動關係，尋求基督教與中華

中國福音會（台灣）

文化更廣泛深入的對話與融通。這是福音進入中華

2012年 11~12月收支 （TWD）

民族的文化新通路，也是今日基督教能長遠深根於中

本期收入

489,112 元

華本土文化，進而轉化本土文化的最具實踐性、開創

本期支出

685,138 元

性的進路。

本期結欠

-196,0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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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兩岸藝文話坊
歷史、藝文與信仰
—— 在文學與電影作品中的時代思考
余杰

陳韻琳

出生於四川成都，

出生於台灣台北，

是一位具有敏銳洞察

陳韻琳是從平面媒體

力、關注全人議題、才

跨 入 網 路 媒 體 的自由

華橫溢的藝文作家。已

作家，經常四處演講藝

出版作品十餘部、學術

文主題，目前擔任真善

論文數十篇。作品體裁

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

有小說、遊 記、詩歌、

長、心 靈 小 憩 藝 文 專

報告文學、影評和電視記錄片等。如：散文集：《火

業網站企畫總監，並在新竹IC之音特約主持綜合文

與冰》，《尷尬時代》、《我的夢想在燃燒》、《拒絕

學、音樂、電影、藝術的人文性節目。透過協會運作

謊言》、《致帝國的悼詞》；長篇小說：《香草山》；

的各類藝文活動、讀書會與演講活動，陳韻琳致力於

中日文化關係：《鐵與犁》、《曖昧的鄰居》；美國文

推廣「為成人說故事」與讓人生充滿美感的「人生美

化：《光與影》；以及《劉曉波傳》等等。

學」。

新書介紹

《榮耀荊棘路》
── 一位家庭教會傳道人的自選文集
【舍禾 著】
舍禾 (Ezra Pan)，來自浙江溫州，家庭教會傳道人，12歲開始講道；
從事過大學生福音事工、神學教育、文字創作等事奉。

2006年7月與兩位弟兄共同創辦《麥種》雜誌，任主編。
2009年12月從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畢業，獲道學碩士
學位（M. Div.）。

2010－2011年任加州靜水基督教會（Stillwaters Christian Church）主任傳道。
在神學院讀書和牧會期間，曾先後在美國《文宣》及《華傳》任編輯。

2011年4月出版《中國稗子會—對三自的剖析》（The Church of Tares in China）一書。
曾任美國大使命中心（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中文編輯，
同時在正道福音神學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修讀博士課程。

看看牧長同道們的推介：

余杰將其作品《火與冰》自稱為「抽屜文學」，

陳韻琳是台灣最早以網路媒體將基督教信仰藉

該書筆鋒犀利，批判中國大陸的文化和政治弊端，在

文學、藝術、影評等走入全球的媒體作家之一，她與

舍禾弟兄十二周歲登臺講道，算是英雄出少年。他自學成才，曾經在廠房裏晝夜苦讀，老鼠在

知識界和廣大讀者群中引起反響。後又在網路和海外

工作伙伴所建立的「心靈小憩藝文專業網」，已成為

他的旁邊爬來爬去。為了主耶穌教會的純潔，舍禾一直堅定地站在家庭教會的立場上寫作。如今，

媒體發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呼籲知識分

全球華人關心人文族群必讀的網站，也是年輕人點

舍禾有機會接受深造，並且有文集出版，我為弟兄感到欣喜萬分。這讓我想起一位溫州姊妹在成才

子捍衛言論自由，得到大陸數十名作家、學者聯名發

擊率排名前緣的網站。

後，她的父母勉勵她的話：「不要忘記你們是從苦根上長出來的。」的確，我們都是這樣被耶穌從苦

表公開信表示聲援。《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等
國際媒體也對此事件進行了報導。2003年，受洗成為
基督徒。2006年長篇小說《香草山》，獲得香港湯清
基督教文藝獎。

難中拯救出來的。 江登興（中國傳道人）
作品有《冷瑩瑩》、《兩把鑰匙》、《假想敵》、
《過招》、《走出框框的人生》、《虛擬》，以及有聲

全書涉及面太廣了，裏面所寫的很多是中國教會的現狀，既是過去曾經面對的，也無一不是當

書「為成人說故事系列」、「為成人說故事—陳韻琳

今繼續面對的難題。這一切，舍禾兄自己經歷過，身居海外沒有令他忘記中國教會，一顆赤子之心

說紅樓」等。

躍然紙上——「中國啊，我怎能忘記你？！」受神學裝備幾年後，使他能以一個更高、更專業的角度
來審視、剖析，使本書顯得更有深度和價值。 麥樂儒（《麥種》雜誌主編）

講

員：余杰、陳韻琳

時

間：2013年2月23日(周六) 下午2:00-5:00

地

點：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台北堂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44號9F，捷運古亭站七號出口）

主辦單位：中國福音會，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按筆劃順序）
網路報名：cmi@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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