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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洛桑福音運動
于迦勒

圖片來源：洛桑運動官網

今年六月25-28日，百名來自中國各地之家庭教會領袖、國際洛桑福音
運動理事會與總部所有核心同工、暨海外洛桑福音運動教會與機構代表，以
上合計約250人，一同聚集在韓國首爾舉行四天之亞洲教會領袖論壇(Asia

 本期內容 

Church Leaders Forum)，攜手共同迎向二十一世紀福音運動。來自台灣、

董事長的話

美國、菲律賓與韓國之中國福音會各區會會長(主席)亦全程出席了此次歷史

 百名中國家庭教會代表起草簽

性的盛會。27日深夜中國代表同工會之際，依照2010年洛桑開普敦承諾之精
神，起草並簽署了中國教會之〈首爾承諾(中國)〉，宣告學習洛桑之福音遠
象，在中國社會宣揚福音，在教會推動福音運動，並於次日(28)大會中宣讀。
以下為全文：

我們承諾，領受福音的精神。我們立志謙卑學習洛桑的福音遠象，
行在福音的光中，在中國社會宣揚福音，在中國教會推動福音運動。
我們承諾，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我們立志效法洛桑的
合一榜樣，彼此接納，活出聖約群體彼此相愛的樣式，在世人和天使面
前見證上帝，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我們承諾，攜手邁入普世宣教。我們立志領受洛桑的宣教異象，忠
心為普世宣教禱告，展開宣教動員，推動宣教教育，差派宣教士。
我們承諾，全力培育新一代青年領袖。我們立志領受洛桑回應時

署〈首爾承諾〉推動洛桑福音運動
CMI 消息

 中國福音會的聲明(應邀出席立法

院105會議室記者會新聞稿)
 職場宣教工作坊
CMI 新聞觀察

 中國家庭教會簽署〈首爾承

諾〉的重大意義
CMI 側寫

 寫在中福三十五周年前夕──

從研究到靈操
學人園地

 略論盛唐時代的宗教大悲劇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好書推介

圖片來源：洛桑運動官網

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

代的精神，把福音遠象傳遞給年輕一代，以創造
性的方式傳揚古舊的十架救恩。
(簽署人：北京錫安教會金明日牧師等近百名；海
外連署：王永信、于迦勒牧師等)
今年八月下旬在台北舉行之所謂「兩岸基督教
論壇」，清一色由中國大陸三自兩會派員出席 ( 兩
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
會)，受邀來台九十人之中沒有一位是國際洛桑所印
證的中國教會代表，相反的，被國際洛桑所印證的中
國教會代表中，卻沒有一位能受邀出席在台北的兩岸
教會論壇。一些台灣教會領袖，最近兩、三年來與三

中國家庭教會

中國福音會的聲明
(應邀出席立法院105會議室
記者會新聞稿)

2013.08.30

自會互訪及座談相當熱絡，卻對家庭教會漠然處之。
對於所謂首屆「兩岸基督教論壇」，中國

留心；你目前與何人同坐席，你可真認識他嗎？

福音會聲明如下：

圖片來源：今日基督教報

教會出席兩岸基督教論壇的，乃

承認中國家庭教會的事

symbolic moment in church history）。在此次論壇最後環

是忠於聖經真理、日夜祈禱、熱心

實存在，尊重其基督教

節，來自中國的家庭教會領袖，包括北京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

宣教、服務社會，在大陸擁有約

信仰的正統性，歸還其

明日牧師、北京城市復興教會李聖風牧師等百多位中國教會的

五千萬信徒之家庭教會，但是，

信仰自由，恢復各地城

領袖們共同簽署了〈首爾承諾〉（Seoul Commitment），這是

他們沒有一間教會受到大會之邀

鄉教會與信徒應有之

對2010年〈開普敦承諾〉做出的回應。

請。基督新教入華兩百年來，秉持

合法地位。

正統基督教信仰之地方教會，在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3年8~9月收支（TWD）
本期收入

645,275 元

本期支出

831,538 元

本期結欠

-186,263 元

〈首爾承諾〉標誌中國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的整體性

四、我們憑著愛心與誠實說

首次亮相。眾所周知，中國當局對家庭教會一直採取「非法

話：懇請今日出席兩岸

化、隱蔽化」的對策。不讓家庭教會在基督教普世機構、論壇

基督教論壇之台灣眾

出現，不讓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整體發聲、亮相，是當局

教會牧者與機構代表，

的既定宗教政策。而官方的三自會（TSP M）或基督教協會

當勇敢為中國大陸家庭

(CCC)，霸道地成為國際場合的唯一中國代表，蒙蔽國際基督

教會(包含城市新興教

教界以為中國只有官方的三自會一家。如在著名的普世教會協

會 )主持正義，雪中送

會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中，官方的基督教協會

二、我們認知：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委

炭，常常紀念為基督緣

(CCC)一直自命為中國教會的唯一代表，並為中國當局的各種

員會與基督教協會，乃是中共建

故受苦的教會與同工。

政策背書。

政之後的產物，服膺共產黨的領

今日與三自往來之事，

導，與統戰部、宗教局、公安局密

適可而止。

中共建政後，處處遭到限制與打

徒之存在，被迫轉入地下化、家

告

袖聚集。國際洛桑認為，這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再度連接
的重要時刻，是「教會歷史上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a

自會領袖公然否定這些教會與信

報

逾百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出席，與300位亞洲與全球福音派領

三、我們呼籲中國政府今日

仰自由，甚至由國家宗教局以及三

務

據基督教網路媒體報導，今年6月25日至29日，亞洲教會

一、我們認知：今日真正能代表中國

壓，非但不給予憲法所賦予之信

財

特約評論員

領袖論壇（Asian Church Leader Forum）在韓國首爾舉行，

台灣啊，該探視的弟兄，請你關注；該邀請的，請你

2013年8月「兩岸基督教論壇」

簽署〈首爾承諾〉
的重大意義 

庭化。

切配合，長期監控基督教活動，
並壓制家庭教會。

首爾會議的來由
1974年，在福音派領袖葛培理、斯托得等的召集下，首屆
洛桑大會在瑞士召開並通過〈洛桑信約〉，對全球福音運動以
及宣教發展產生深遠意義。2010年，國際洛桑會議開普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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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了中國家庭教會200多名代表，並且專門為這些
代表留下200多個椅子，可惜這些椅子在這次會上成
為了空椅子。因為原計劃前來參加的大多數代表幾乎
全部被攔阻，有的被軟禁在家，有的在機場被毆打、
扣押，強制遣返回家。

2011年，國際洛桑決定將為中國家庭教會的領袖

2010年開普敦的洛桑大會，會場內原本預留給中國
與會者的座位空無一人。
圖片來源：http://dtzk50.
blog.163.com/blog/static/8437598200711166031740/洛桑大會

舉行一次特別的聚會。於是在開普敦洛桑會議事件

會要走向世界、成為普世教會和普世宣教運動的一

事隔三年後，家庭教會領袖們終於衝破當局的限制和

員，靠三自會的確是緣木求魚。而唯有一直在持守純

逼迫，參加國際洛桑會議在首爾的大會。顯然，首爾

真信仰的家庭教會，才能實現中國教會的普世合一異

會議是家庭教會衝破當局「非法化、隱蔽化」政策的

象和特徵出來。

一次勝利，是家庭教會在普世性基督教機構的首次
整體性亮相，對家庭教會在國內的公開化、合法化運
動具有重大的意義。

最後，家庭教會領袖簽署〈首爾承諾〉也給家庭

於家庭教會的合法化牽涉到其他社團甚至政黨的合

福音的精神。我們立志謙卑學習洛桑的福音遠象，行

法化問題，所以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公開化道路還

在福音的光中，在中國社會宣揚福音，在中國教會推

有著種種不可克服的阻力。在國內一時難以突破的

動福音運動。……我們承諾，攜手邁入普世宣教。我

情況下，不妨可以先從國外著手，在國際社會中謀求

們立志領受洛桑的宣教異象，忠心為普世宣教禱告，

合法化、公開化。而國際社會中的合法化、公開化繼

展開宣教動員，推動宣教教育，差派宣教士。」這些

而會帶動家庭教會在國內的合法化。〈首爾承諾〉的

承諾標誌著家庭教會已經融入到普世宣教運動、也

簽署，就啟示了這一明智的選擇：國內暫不能合法化

從而融入到普世教會當中。教會是普世性的，無論

的，我們先在國際基督教機構中形成合法化，有了國

「猶太人、外邦人、聰明人、愚拙人」，教會都可以

際社會公認的合法成員角色，那麼中國國內的合法

在那裡建立起來；教會也是合一的，各個國家、民

化、公開化也就為期不遠了。

一的。中國家庭教會願意成為普世合一教會的一員，
而且已經成為普世合一教會的一員，這是任何阻力也
阻擋不了的。



因此，在這次洛桑首爾大會及簽署〈首爾承諾〉
之後，中國家庭教會應該繼續展開在國外的公開化、
合法化活動，繼續謀求國際基督教普世機構內合法
成員的資格、繼續參與各種普世宣教運動，除了洛桑

相反地，中國當局培植的三自會，卻與普世合一

會議外，如普世教會協會WCC等國際機構，中國家

精神背道而馳。所謂「三自」——自治、自養、自傳

庭教會也都應該積極參與並成為當然成員。這一切

原則，實質上是違反聖經的自我獨立原則，是典型的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
正如聖經馬太福音五章14節：

排外原則、義和團原則，完全違背基督教的普世性、

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成為這個世界的山巔之

合一性。中國當局成立三自會，旨在建立馬列主義統

城，真是神交給中國家庭教會的時代使命和責任。(本

領下、以黨魁為元首的所謂基督教獨立王國。中國教

文徵得作者同意轉載自對華援助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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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中國福音會（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9號3樓）
主講：Paul Chen, Peter Xu 等

資深宣教士，長期在大陸從事企業諮詢專業，及培訓牧養
教會。邀請有負擔赴大陸工作、樂意參與職場福音工作者前來交
流，更樂意邀請已在大陸工作的同道前來分享經驗，共商對策。
報名方式：採預約報名，名額有限，不接受當天現場報名
詳
洽：(02)28965713分機212 周師母

路。目前國內由於政治的不民主、結社的不自由，由

簽署的〈首爾承諾〉中寫到：「我們承諾，領受

族、種族的教會，在聖靈中、在以基督為元首中是合

時間：2013年10月21日 9:30-15:30

中國家庭教會合法化的新思路
教會在國內的合法化、公開化進程啟迪了一條新思

中國家庭教會的普世精神

職場宣教 工作坊

鄎鄋鄎鄋鄎鄋鄎鄋鄎鄋鄎鄋鄎鄋鄎鄋

神學教育 百倍的宣教
時間：2013年11月18日 9:30-15:30
地點：中國福音會（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9號3樓）
主講：Frank Liu, Ph.D.

從專業的職場人士退休後，蒙神呼召全時間受神學裝備，
投入神學教育。其辦學理念十分切合職場宣教及實際教牧需
求，頗受大陸城市地區華人教會的肯定。本會特邀他主持神學教
育百倍宣教之座談會，歡迎有志從事神學教育，及以宣教為志向
的朋友們前來參與座談。
報名方式：採預約報名，名額有限，不接受當天現場報名
詳
洽：(02)28965713分機212 周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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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炳坤（香港神學院教授，資深同工）

研究與培訓
從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1974-1996），
我的學習和工作都與研究有關。起初在研究院研究
文學、神學；然後進入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下簡稱中
心），研究當代中國，包括中國教會和中國教會史；
接著進修神學和教會歷史；最後，在博士班上研究

中宣初建時，我已被委派為兼任老師，故從1987年開

傳統體育課的體操；下班後，我又獨自在附近的公園

趙牧師雖然受加爾文神學影響，可他也吸收與

始，我同時做研究，又參與神學培訓。至於中福三大

跑步。主的恩典，三十多年來，除了牙醫眼醫之外，

加氏同時的依納爵的靈操模式，以及大公教修會的精

事工（研究、培訓、差派）之一的差派事工，我可沒

我甚少看醫生、吃抗生素。另一方面，中心又定期舉

神；這種融會，事實毫不容易。至於我，我認為學術

有直接參與。

行靜修。比較長的，是一週四夜五日的靜修營。在記

研究和屬靈操練並不相違。除了教會史上不少人物

憶中，退修地點多在長洲慈幼靜修院，間中在思維靜

和趙牧師的例子外，原來我也有一位耶穌會士的舊同

院，或港島的嘉諾撒靜修院。形式除了聚會（崇拜、

窗，同樣是靈性學術兼善。是故，在多年神學培訓的

晨操與神操

中國現代史。我成績平平，惟對歷史研究並不陌生。

如果中心、中福事工從研究逐漸轉化為培訓、差

禱告、分享）外，主要為安靜自修（讀經、禱告、默

事奉中，我經常向同工和學生強調這一點。每逢參加

感謝趙天恩牧師和中心同工，給我機會，容我按有限

派，和今日更強調的職場宣教，則我個人下半生的事

想）。讀福音書，默想基督生平，禱告向神開放。現

靜修營，由於我沒有擔任班主任職務，較其他老師自

的能力、恩賜和興趣，進行資料搜集，整理和寫作。

奉，卻是從研究轉化為培訓，以及與趙牧師、中心、

在回顧起來，生命反比唸神學時扎實。一般極注重實

由，故有更多享受獨自禱告默想的機會。

一百期中文版《中國與教會》（1978-1994），內容包

中宣培訓理念相關的靈性操練。但我接觸依納爵《神

效和速度的基督教機構，多會舉行策劃性的退修會；

括中國政治社會分析、中共宗教政策、當代中國教會

操》（Spiritual Exercise）的練習，並不自中宣開始，

像趙牧師給員工提供的這種靜修的機會，雖非十分

概況、基督教在華史、香港「九七」問題等等。如果

而是八十年代初在中心跟趙牧師開始的。那時並沒有

罕有，至少也會被視為相當奢侈。

當中欠缺研究，今日，恐怕我們不能在香港的神學院

閱讀依著，只是跟著趙牧師退修操練。他不給我們屬

和大學圖書館找得到《中國與教會》。

靈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也沒與我們探討靈命

1987年中國福音會（下簡稱中福）成立後，中心
的事工仍維持一段長時間。在香港「九七」前夕，由



靈操）幫助我注目在基督身上，嘗試想祂所想，做祂

的精神和組織。

所做。趙牧師經常引主耶穌的話：「我所作的事，信

能；研究出版完全停止。至於培訓事工部門──原轄

報紙微型膠片堆中爬梳，在原稿紙上填空──那時

下的中國宣道神學院（下簡稱中宣），亦於1989年底

還沒用電腦，理應視力耗損，體質減弱。可事實正相

向香港政府註冊獲准，行政財政脫離中心而獨立。我

反，那些日子我身體心靈都非常健康。記得在九龍塘

則於「九七」前夕全時間投入中宣神學教育團隊。在

根德道中心的三年，工作前員工常有晨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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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要使中國的文化與社會基督化，我們

的重點科目；反而，他不斷向我們推廣修會（order）

我在中心工作期間（1981-1993），天天在書刊

中國與福音

異象。他論及中國文化基督化時說：

事實並不奢侈。神操（天主教譯名，基督教譯為

料，都搬到台北保存，故香港的機構只維持聯繫功

趙牧師所建立的中心、中福、中宣，都堅持三化

重新得力之源

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後者為中宣第一年

於中福總部設於台北，中心圖書館的書刊報檔等資

結語

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

自己要先經過基督化的過程。我這個人有沒有基督
化？中國教會有沒有基督化？【《中國與教會》，44
（1985年7月），頁3】

那裡去。」
（約十四12）主耶穌又說：「離了我，你們

個人與教會的基督化，就是個人與教會被基督

就不能作甚麼。」
（約十五5）不常默想基督生平，不

藉聖靈更新。生命的更新是個長期的過程；過去自己

常向神開放，察驗祂的旨意，以改變自我的看法，又

性情比較剛烈急躁，今日覺得漸趨溫順忍耐。這一

如何想祂所想，做祂所做？若不常在主裡面，與主聯

點，是我在中心、中福、中宣事奉所得最大的學習和

合，就連事奉的力量都缺乏，又如何去作祂的工？

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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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盛唐時代的 宗教大悲劇

公元755年11月，爆發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安祿
山於范陽（今北京市）起兵，沿途勢如破竹，12月攻

重文輕武，國勢常受鄰邦牽制，以屈辱和約向遼、金
二國換取和平。

佔洛陽。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建立燕帝國。

張國騤（作者對佛學多有研究，
並素來支持本會事工）

唐玄宗決策錯誤，迫令潼關守將帶兵出戰，中了埋
伏，慘敗，潼關失守。
公元757年正月，安祿山亡。同年，唐朝廷向回

地紛紛派人前來中國求學。

簡介佛教經典人物：鳩摩羅什和唐三藏
這二位在中國佛教史中，是對佛教影響最深遠的
翻譯師。
鳩摩羅什 （公元344-413年），公元 401年到達
長安，後秦主姚興待以國師之禮。從此羅什在長安

（401-413年）從事影響深遠、大規模的譯經工作，
約500-800人參與工作。羅什精通大乘佛教的空觀教
義。當時姚興大力推廣佛教，使後秦百姓信奉佛教
十分普遍。公元416年2月姚興病重，不久病逝，享壽

51歲，其子骨肉相殘，內戰虛耗，次年，後秦亡於東
晉。
第二位就是唐三藏（玄奘）（公元600-664

年），曾赴印度學佛，於公元645年回中國。唐太宗、
高宗父子皆大力支持玄奘譯經及講學工作長達 19
年，使長安成為
國際佛學地點，
是中國歷史中
譯經最多、譯文
最精確的佛教
譯場。日本、新
羅（朝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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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反思
古代以色列民族有舊約及先知一再警告他們只
可敬拜真神上帝，不可拜別的神，拜別的神 （拜錯

紇借兵，經過苦戰之後，9月收復長安，10月收復洛

神） 必然多災多難。直至公元前 500 多年，亡國之

陽，但借兵代價極高。

後，才醒悟過來，不再拜別的神。上帝依照祂的應
許，招聚他們回到本地，將來安然居住。而華人至今

盛唐時代的宗教悲劇

公元756年7月唐玄宗退位，757年10月唐肅宗登

據聞唐太宗於649年因服長生藥中毒而死，享壽

基。皇帝為爭取佛教勢力來協助朝廷平定叛亂，遂將

53歲，其子高宗體弱多病，在位時間，朝中權力已移

供奉在鳳翔法門寺的佛骨舍利，迎回宮中新建的佛

轉到皇后武則天之手。武則天大量殘殺唐室宗親。

殿，以供終日禮拜供養。數百位僧尼被指派在宮內道

唐代第一個宗教大悲劇就是武則天以殘酷手
段，排除異己，奪權成功，篡位，改國號為周。為獎

場日夜稱念佛號，又舉辦無數的法會，有時候舉辦祭
道教神祇典禮。

仍有很多人還未醒悟過來，十分可悲。拜錯神的人不
但命運受影響，也可能影響身心靈的健康，常在重要
關頭決策錯誤。

史上的反佛思想
中國歷史中凡是大力支持佛教或是道教的皇帝

勵告密，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被冤枉遭處死者甚

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棄守洛陽之後，退守鄴城（今

都沒有好的結果。（例如前秦主苻堅、後秦主姚興、

多。武則天於公元705年病重，被迫退位，由其子唐

河南安陽市），史思明率軍救援。公元759年安慶緒

梁武帝、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

中宗繼位。710年，中宗被韋后毒死，中宗的姪子李

請求跟史思明結盟，會見時，遭史思明斬首，史思明

天、唐中宗、韋后、唐玄宗、宋徽宗等）

隆基（玄宗）發動政變，殺了韋后及其他參與同謀的

自稱大燕皇帝。史於9月大舉南征，攻陷洛陽。761年

外戚，擁立他父親睿宗登位，李隆基為皇太子，其後

史思明遭其子史朝義謀害，史朝義登基稱帝。（安祿

李隆基於公元712年登基，是為唐玄宗。

山與史思明都有些像聖經中，試圖攻佔猶大國的亞述

第二個宗教大悲劇就是發生於唐玄宗晚年的安

王，都是被自己的兒子殺害。）

中國古代也有一些賢能之士，發現上述因果關
係，提出警告。唐開元之治的功臣之一，曾任玄宗
宰相的姚崇，對佛教的負面影響很有認識。姚在公
元 721年逝世時，其遺囑這樣教訓他的後代子孫：

史之亂（755-763年）。唐玄宗在位初期，用心治國，

公元762年唐政府再向回紇借兵，史朝義的軍隊

「……南北朝時代，北周焚燒佛經，銷毀佛像，發憤

國 家 強 盛 太 平，歷

經過慘烈戰鬥，敵不過唐回聯軍，史朝義放棄洛陽向

圖強。而北齊卻到處興建寺院塔廟，豎立佛像，政治

史 上 稱 為「開 元 之

東而逃。經過汴州（今河南開封市），燕軍各地軍事

腐敗。結果北齊被北周所滅。近代武后及韋后家族大

治」，堪能與太宗的

領袖眼看沒有戰勝的希望，均有投降唐政府之意。

量建造寺院，剃渡僧尼，結果家族終被屠滅。……道

「貞觀之治」媲美，

763年，史朝義大勢已去。安史之亂雖然平定，唐朝

士看見和尚做法賺錢多，因而效法他們，也去唸經。

但是晚年迷信道教

元氣大傷，不若開國之時的盛世。回紇軍進入洛陽，

不可把他們請到家裡來，……」

及佛教密宗，甚至大

有如引狼入室，大肆姦淫、燒殺、搶奪，居民死亡慘

力推行道教，使他失

烈。

做法會的觀念，反而誤導有錢人安心做壞事，以
為死後可以花錢請人唸經超渡，免受苦。唐代大文學

去政治智慧、能力。
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破壞，人口銳減。接著就

家韓愈警惕於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在擔任刑部侍郎

是藩鎮割據，加上宦官之禍，皇帝崩時，常由宦官決

（即司法部次長）時，於公元819年，上書於唐憲宗，

鳩摩羅什

唐三藏

定，由誰繼位。唐朝政權漸走下坡。安史之亂之後，

勸皇帝不要迷信舉辦佛骨盛大遊行會帶來好運，寫

圖片來源：http://dtzk50.
blog.163.com/blog/static/84
37598200711166031740/

圖 片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n i p i c.c o m/s h o w/2/48/
31637d4a8bfce3a2.html

200年之中，內憂外患，不斷而來，人民在多災多難

下「論佛骨表」一文，內容約略如下：

之中生活，直到宋朝，才有比較安定的日子。但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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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因果觀的困境
三世因果的觀念，易使成功者、富有者、聰明者
驕傲，以為自己前生做了很多善事（不懂得將榮耀歸

功於上帝，自己需保持謙卑）；而失敗者、貧困者則

(一) 佛教乃是夷狄（意謂未開化之民）的宗教，

容易自卑，認為今世的光景是前生做太多惡事所造

未傳入中國之時，帝王在位都很長久，黃帝百年，少

成。持這種觀念者可以將世上所發生的不公平不公

昊在位80年，舜帝禹帝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周

義之事情合理化，減低對他人的同情心。例如數年前

文王年93歲。

台北有一位著名人物以很浪費的方式辦喜事，而這

(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才18年，以後魏晉
南北朝，事佛漸謹（重視也），年代尤短（國運年壽

均不長久），惟梁武帝在位48年，太過迷信，而後竟

時南部發生水災，這位人士的家人可能以為「這是我
家累世修來的，而關於南部水災的災民，誰叫他們上
一輩子做壞事！」

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即宮城），國不久就滅亡。

三世因果觀念也使富人貴族大量捐錢給寺廟，

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如不禁止，恐將有更激烈的傷

以為建築寺廟、造大佛像就是做功德，可使捐錢者將

害自己身體的行動會發生，傷風敗俗。

來及下一輩子有好命。這將使出家人太容易生存，而

(三) 佛乃夷狄之人，不談倫理之道，君臣之義，
與我國國情不合。

(四)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所謂佛骨其實
是朽穢之物（死人骨頭），該投之水火，永絕後患。
佛如有靈作禍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韓愈）身上，
臣不怨悔（臣願承擔也）。
韓愈文中提及皇帝崇佛會短命，憲宗看了大怒，

降低了出家人的素質。

縣） 刺史。韓愈的反佛思想影響後來唐武宗滅佛行
動、及宋明理學家排佛思想。

1.孩子，我願意聆聽
聆聽是一種方式，開啟與孩子的對話，幫助孩子了解，接納自己，
學習用正向的態度，面對困難及心理的需要，更健康的成長。

2.看待孩子的新眼光
盼望和熱誠是一個教養者持續充滿活力的秘訣，而夢想則是最大的驅動力。
你夢想帶出什麼樣的孩子呢？學習放下自己主觀的感受和過去的經驗吧！
看看孩子，聽聽孩子，也許－跟孩子學習，正是我們實現夢想的第一步。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路加福音十二48）錢財、成就，都是上帝給的，要
拿出來服務他人。而且，要用謙卑的心態服務他人，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要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

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馬可福音十43-44）

◎關於佛教其他思想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請參閱筆
者的著作《比較宗教談真理》及其參考資料。
編按：原始佛教是沒有佛像崇拜，講求頓悟以成佛。

3.我和孩子的約會
跟孩子的約會不單是一個教養的方法或手段，而是一種帶著接納和同理的心態，
深度了解和陪伴孩子的過程，同時也是建立愛和信任關係不可或缺的管道。
約會的力量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4.心的歸屬
「我好空虛！為什麼沒有人愛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是因為人們心中最重要的心理需求──「歸屬」沒有得到滿足。
本書將引導你探索內心需求，並尋得讓你心滿意足的答案！

佛教及道教都會指導信徒去拜一些「神明」（仙

隨著時代演變，佛教信仰產生有神格化被人膜

佛、菩薩等，其實是邪靈扮的），對敬拜者不但無

拜的具體對象，在中國的發展同時結合儒道背

益，反而有害。除此之外，佛教的三世因果觀念（道

景，成為華人普遍適應的佛教觀。由於有佛像

每套(上面四本) NT$ 630（台灣地區含郵資）
兩套或以上 NT$ 530/套（台灣地區含郵資）

教於公元400年左右由北朝的寇謙之將佛教的「生死

可供信徒膜拜，這也印證了世人有追尋超越宇

購買辦法：

輪迴」思想引入道教之內），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也

宙的對象。因為人類的本能自然會尋找有位格

應予重視。（關於輪迴是否真有其事？請讀者參閱筆

的神，渴望與有位格的對象有交通，而不是空無

者其他著作，或是上網，在Youtube鍵入「真神何處
尋」，或是“Where to Find the True God”，可以看
到筆者主講的輪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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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賢國 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諮商系神學碩士 / 浸信會神學院教育系道學碩士 / 中華民國教
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 / 中國心理諮詢師二級職業資格證照
現任：陽明浸信會師母 / 社團法人陽明全人關懷協會協談部督導 / 真善美幼兒教育協會講師 / 彩虹
愛家生命教育協會講師 / 中國主日學協會青少年輔導培訓講師 / 聖道兒童之家特約協談員 /
國內外各公私立單位親職、婚姻講座講師

與之相較，基督教的觀念有何不同？耶穌說：

擬處以死刑，經群臣勸解，謂韓愈內心忠誠，故不懼
被處罰。憲宗乃免其死刑，眨為潮州 （今廣東潮安

李賢國老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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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喃喃自語。基督徒若能了解佛教根植在普
羅大眾心裡的生活思維脈絡，將有助於在傳福
音及護教時多一層理解和少一分對立。

一. 信用卡（收單後2-5天出貨）請到中福出版社 http://cmipub.dptmall.com/ 下載、列印後逐欄填妥，
傳真、Email 或郵寄至「中福出版有限公司」收即可。或請來電索取信用卡表格。（亦可自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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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數量。台北富邦銀行代號：012 轉入帳號：360102060128
■ 聯絡方式：電話 02-28855685 張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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