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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漁
個宣教士都有一個

每

信念：四海為家，

處處家。但當我們

提 著 行 李，回 到

自己的家鄉，打算修整一

下 自己 的 身 體，

釋放一下緊繃的神經，採

購一下回禾場的必

需品，在家鄉卻沒有一個落
心，成為很大的困擾。過去我們

腳的家來釋放疲憊身
常常幾個人一起在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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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租房子，隨著在宣教區的時日漸長，大家一年留在台灣的時間不超
過二個月，在台租房的租金就成為一種負擔，於是就形成宣教士在
禾場時住在接待家庭或簡易的住處裡，回老家則住在辦公室狹小昏
暗的客房或是借住親友家。若有宣教士不約而同一起回來，客房也
住不下了。尚未信主的親人看著我們如此奔波竟無一個好好歇息的
地方，疼在心裡。
主啊！給我們一個「大福之家」吧！讓宣教士回來時可以歇歇

 本期內容 
總幹事的話

 四海為家，處處家
莫忘神州

 邊緣少年的怒吼

腳，不用擔心浪費租金的問題，其他地區的宣教士，也可以在此短

 及時的恩惠

暫停留，放鬆心情，彼此在這兒一起交流禾場事工、扶持軟弱，彼

基督教與中國

此代禱。我們不比別人強壯，也不比別人好，只是祢的呼召，祢所

 帶著愛來中國

給的愛在我心中燃燒，我願為祢獻上。你給我的迦南美地極其美
好！

CMI 新聞觀察

 中國文化基督化與所謂基督

上帝真是不誤事的上帝，就在極短的時間裡，成就了，不僅有
了住處，並且有人奉獻了二年租金，「大福之家」有五個小房間，
裡面是空著的，等著裝滿天父的祝福。現在我們需要冷氣，洗衣
機，廚房設備，你願意在此事上有分，好讓我們的宣教士們可以安
心休憩再出發嗎？

教中國化
CMI 消息

 暑期短宣隊報告
 招募金宣族101

(一領一個人談道訓練)

 財務報告

邊緣少年的 怒吼

說，王理和他的兒子同班，他看見母
親這麼辛苦的工作，就為了這兒
子，但王理對母親的態度一
點也不好，從來不在人前

艾佳

叫娘，學校裡的老師都

點不到名，忽然Ruth說，你看王理上車了，那就是他
吧！我們一行默然不語，Jean坐在他旁邊。
營會期間，他不合作的態度如故，但他總在擴
音器音響範圍內。他抱怨伙食太差，吃不飽，課程無
聊，Mary還是如常對他噓寒問暖，然後總是碰一鼻

然，王理對著 Ma r y 大叫：「什麼基督教有愛

生 在

放棄他了，因為他態度

心！每天我都要來吃！吃！吃！我就要吃窮你，

附 近

很壞、功課很差。麵店

的網

老闆認為如果我們能

吧逗

幫就試試吧。於是老

每天早晨，清晨甘露的時間，王理從不參加，遊

留 ，

闆的兒子帶他來，當

戲時間他也不投入，當然，他沒有找時間教 J ea n中

他們

然我們沒有收他的費

文，英語課也不曾開口。Mary氣得說，那他來幹啥？

的 眼

用，但老闆的兒子很

搗亂來的？

中 無

快就閃人了，理由是

神，體

沒法和王理再同桌，因

型顯得

為在學校裡一天就受夠

突

吃死你，看你的愛心能有多少！」

Mary是小飯桌(課後輔導班)的同工，她發現王
理已經添了第四碗飯了，菜在餐盤裡還是堆得高高
的，原預定分配給每一個孩子1-2個雞腿，但他已經
拿了4個了，於是好心地小聲對他說：「王理，我做得
菜好吃對吧？下次還會做給你吃，不著急，吃撐了胃
會抗議呢。」
但王理的回應令Mary崩潰；在場所有的孩子剎

子灰。他打破了同寢室室友的皮箱，室友說算了，我
也不該惹他。(其實是他好心叫他起床吃飯)。

王理就在眾人眼前晃來晃去，漠然地看著大家依
依不捨的離開營地。

過 胖，手

了。

時沈默，一位小女生接腔說：「好啊！都給你，你也

上滑著一支

我們用英語、數理、及律

一個月後，我在路上遇見了王理的母親，她說，

吃死吧！」

時髦的手機，在

動來帶這批孩子，但因為王理的緣故，

「真謝謝你們，王理從營會回來以後，唱了好多歌。

一周後只剩下五個孩子。不久，我們發現這

流量太慢 )，彼此對打遊戲，啃著

以前很少聽到他會怎麼高興的唱歌，當然是我偷聽到

五個孩子都來自十分特殊或家境不好的家庭，他們

的，有幾句好像是：『每一天我是新人，穿上寶血作

路邊買的零嘴，喝著化學色素調出來的冷飲，直到夜

從來不談自己的家庭、住哪裡等話題，但好像都有默

新衣，我的罪，今已赦免，…』他對我稍微好一點，

眺。(那又是個犯規的危險舉動，但沒有人敢去搭理

幕低垂，一輛輛轎車搖下車窗呼喚這些孩子回家。王

契，當然最後除了王理，我們只收了伙食費。

可憐這沒有爸爸的孩子。但不知為什麼，他就不願意

他了。)

理和他們在一起，只是沒有車來接他，他總是最後一

空氣中凝結著靜默，之後Ruth說，「來吧，吃水
果，我們去小房間 take a nap !」這一幕暴風雨就這
樣過去了。王理氣呼呼地扔了餐盤，趴在窗台上遠

網吧用WIFI(因為手機

個離開。

頭號人物
王理是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個子又高又壯，
嚴格說是過胖，他穿著耐吉的運動服，運動鞋，手上
是蘋果的新型手機，完全看不出他家裡的困窘。他的

愛的挑戰
我們心裡非常掛念這一群孩子，於是在教會裡

(家庭教會)提出小飯桌的構想，本地的同工說，「這

再去找你們。他有對你們說我什麼嗎？」我說沒有。

師生過招
我們找了一位美國的宣教士Jean來支援小飯桌
一周的英語口語教學，第二周鼓勵他們參加Victors

English Camp ，我們以為Jean的出現會讓王理耳目
會Jean，還對著Jean大喊：「憑什麼要我學英語，你

疑你，會舉報調查你。收錢，我們和其他的小飯桌比

應該付我學費，學習中文！」當場我們都很想找個地

較，有何優勢可以吸引他們呢？這一塊(這一種行業)

洞鑽下去，但是Jean說：Okay, I＇ll think about it.

天打三個工，清晨4點到10點在早餐店，中午12點到3

現在無法可管，真要合法，禮都送不完。何況，你們

You should be a good teacher.

點，晚上5點到9點在麵店洗碗。接著預備第二天的早

所說的這群孩子，難道是父母不想他們去小飯桌嗎？

活，祖父母過世後，她就帶著孩子隨著打工潮到了我
們這個城市，她帶著孩子住在一個狹小的閣樓上，每

餐料理……。
當我們發現每天下午放學後，總有好些中小學

真相是孩子們不想被關在那裡吃飯寫作業。」
最後，我們決定利用暑假期間在教會的場地來

王理曾送我一張漫畫。他的素描很好，本來被他
扔到垃圾筒裡(其實是他扔在地上)，我撿起來打開一
看，說：「真好看，為什麼丟掉呢？」就這樣，他又畫
一張送給我……。

一新，物超所值，從此「合作」一點，沒想到他不理

想法很好，但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不收錢他們會懷

父親在他三歲時就過世了，母親是外地人，幹不了農

後續發展

請為中國大陸的邊緣少年事工禱告，為王理禱
告，他離開了那所學校，現在不知在哪裡。
請為Mary，Ruth和我們的小飯桌禱告，這些孩
子特別需要來自基督的救贖與愛心。如果你願意參

整整一周，王理不曾坐在課椅上，但他從遙遠的

與，請和我們聯絡。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知道可

大門口，躺到了課室一角的沙發。當營會出發前，有

以怎麼做，請你教我們，請你來陪伴我們一起做，願

一個利用手機通知報名，卻沒留下繳費訊息的人總

神記念你們。

試行，王理的情形是麵店老闆悄悄告訴我們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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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
的

江虹

恩惠

念更多於對聖經的熟悉了解，基要真理並不清楚，教

晚。

會荒涼。

邊工作邊事奉

為過去沒有什麼機會上學)，我們都會接納，或許他
們經過學習、對基督信仰清楚，願意委身主，也是祝

是住家，他們接待大山裡下來的信徒並帶領查經，定期

福。但我們培訓的初衷是培育少數民族區的宣教士。

上山向他族傳福音。這對年輕夫婦有為主而活的心志，

最後堅持下來、接受完整課程訓練獲得畢業的只有

為了合法居留的身份，他們得邊工作邊事奉，目前店裡

個位數，他們都有宣教心志，但也有婚姻家庭的軟

賣山裡出產的食物及淨水設備，在山裡的飲用水衛生欠

弱，甚至有因環境打擊(曾遭官方威嚇)的沮喪，要把
他們栽培成為獨立的宣教士，是神的恩典和保守，而
我們學著凡事交託主，一切都有主的心意，我們願遵

員米莉今年初結婚了，配偶是在三自教會聚會，美其名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同是信上帝，不過對方沒有「宣教」負擔，我們的成員

環保事工，也為山裡居民的飲水安全及健康盡份心。通

選擇了這段姻緣，就離開我們團隊了。其實我們很希望

常經過我們介紹產品後，山裡居民都能認同乾淨飲水

他能留下來，甚至婚後若願意帶著配偶一起來，我們也

的重要性，只是家貧無力購買，我們會讓他們先使用再

會接納並協助他倆在信仰上造就，心想或許是神的不一

分期償還。其實我們看到有貧窮和需要的多半是半買

樣方法，但到目前為止真的失去他了。花了那麼多年的

半送。然而為了倉儲貨源，也需要有周轉資金及兼顧營

栽培，我視每位願意接受培訓的學生個個是珍寶，他們

生，請為這項工作禱告。

再次邀請您關心少數民族區的福音事工，您的關
心支持和代禱，是對前線宣教士最好的祝福。

成員離開的打擊
我們在少數民族中間辦培訓班，幾年下來，已有
幾位接受完整課程而畢業，他們有的回到自己教會

將是在少數民族中間為主發光的主工人，如今這位準宣
教士卻脫逃了，我心裡為此難過好一陣子，問神為何會
這樣。

牧會，有幾位則是有負擔成為少數民族區的宣教士。
為了讓這幾位立志作宣教士的畢業生真的能學以致

裔，在向其他少數族裔傳福音時，他們比漢人或海外
人士相對較容易，但由於學生們的性格內向，甚至有
點自卑，要如何搭起宣教橋樑，就必須由學生們找出
處境化的方式，我們教他們的只是理論，他們要會處
境化應用，要符合當地民風。而我們願意花時間從旁

腓利是我們宣教士隊員之一，只有小學文化程度，
他在培訓班讀了三年畢業，他對翻個山頭語言不同的鄰
村特別有負擔，渴望成為福音使者。當他想到主禱文中

他說他現在的目標是遵行神的旨意，活出遵行神旨意

正當我們團隊的其他成員也為此事感到失落，士氣

的生活。腓利年約三十，仍單身，他很想找一位與他有

受到不少打擊。感謝主，帶領幾位遠方朋友前來慰勞，

同樣宣教負擔的主內配偶，一起奔跑天路。求主為他預

給我們帶來不小鼓舞。這些遠道朋友入境隨俗，到當地

備。

市場買了很豐富的菜，並親自下廚，熱情款待我們隊員
們；又透過彼此在聖靈裡的交通和勸勉，堅固我們成員
跟隨事奉主的信心。

保羅去年因在其他族群中傳福音被逐出當地村莊，
一時氣餒軟弱，就離開我們團隊，放下好不容易經營

1. 請為我們的成員代禱，求主堅定他們宣教的心志，
賜給他們諸般智慧和靈巧、溫和的態度面對宣教生

我們的宣教士隊員因有遠方來的牧長前來關心他

婚。其實他心裡仍無法逃避神給他的負擔，新婚的妻子

教士。這也是神給我們的負擔，就是培育少數民族裔

們，他們的心再次受到激勵。感謝主，如此眷顧我們這

還不知是否理解他心裡的負擔，我們也很期待他早日能

的宣教士，差派他們在其他少數族裔中間傳福音建教

些卑微軟弱的工人，多次透過主內的肢體出於愛心的勸

歸隊，請大家代禱，祝福他們夫妻同心，天父為他開傳

會。

勉來鼓勵我們的成員。他們也去探望成員們的家人和教

道的門，早日回到禾場。

段，亦面臨被家裡忙著安排相親，擇偶條件按世俗標
準，從未考慮「是否有相同異象」。我們其中一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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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於路途遙遠，路況顛簸，天黑後沒有路燈，山路
難行，因此不得不留在村寨過夜，這位牧長可能是頭一
次睡在破舊的房舍過夜，沒有換睡衣就躺臥在硬木板

 代禱事項 

起來的教會，暫時回到老家，目前已在家人的安排下結

輔助、陪伴他們一起開荒，直到他們能成為獨立的宣

然而我們這些宣教士成員，正值適婚年齡的階

主的旨意而行。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時，很受感動，

主內朋友的探訪

用，我們帶著他們一起生活，一起住在其他族群中間
實習宣教。這是不容易的，學生們本身都是少數民族

少，他們有的是教會推派來的，有的是想要學習(因

娃承接，如今租個店面做為落腳點，後屋既是聚會所也

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帖前5：16-18)

這幾年，來來去去接受培訓的少數民族學生不

大山裡的福音工作，由我們的一對隊員夫婦帶著小

佳，容易有致病的可能，選擇兼賣淨水設備，算是一項

「要

4

的簡陋床上(沒有床墊，被褥也從未洗過)，勉強睡了兩

少數民族教會大多是一百多年前西方宣教士建立
的，福音曾在當地興旺過，隨著時間演進，雖然仍有少

活。求主保守他們的事奉平安。
2. 為我們當中未婚的成員代禱，求主為他們預備志同
道合、同有宣教負擔的合適配偶；為已婚者能夫婦
同心，尊主為大，堅定神所託付的使命。
3. 為少數民族教會的復興代禱。

數信奉基督教並傳承兒孫輩，但他們對西方宣教士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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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

愛 來中國

亞伯拉罕出吾珥，即使

適應、語言文化的學習之外，更要

不知前途如何，但仍相

戴德生在世73年，其中51年獻身中華，如同他在

信上帝一定會開路，一

中國寫給在英國妹妹的信：「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

入的拮据，使他在篳路藍縷的宣

定會供應一切所需用的。之後，戴德生在夫人瑪麗亞

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

教工場上，充滿許多挑戰。

（Maria Dyer Taylor）的協助下，寫了《中國屬靈的需

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句話也成了後

要和呼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人熟知他的名言，道盡他為了基督而對中國同胞的

這本小冊子竟感動了許多英國年輕人獻身中國。該冊

愛。他為中國撒下福音的種子而放棄家鄉的舒適生

子在1865年初版時，原名《China：It＇s Spiritual Need

活，他的甘苦與對神呼召的執著、對中國的熱愛，是

and Claims》，後來在1872年第四版時，改成現在的書

值得後人敬佩與感念，特別是中國人更應該感恩，因

名，目前在中華福音神學院的中國教會史圖書中心可以

為隨著宣教士的腳蹤，我們看見背後有一位真神愛著

借閱到此書。

中國，促使著宣教士不顧一切為中國奉獻一生。

道會，該差會在經濟和精神方面給予宣教士很大的協助

在1986年已由香港宣道出版社翻譯出版，當時書名是

和鼓勵，使他面臨困境時，有主內的同工相伴與扶持。

《獻身中華》，而人民日報出版社

能貼近及感受當時宣教士們前仆
後繼到中國宣教的場景與情境。

《帶著愛來中國──戴德
生自傳》封面，人民日報
出版。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
生於 1832 年的英國的巴恩斯利
（Barnsley），父親是一名熱心的

傳道人，母親是一位時時禱告的家庭主婦，她時常殷

戴德生在中國的宣教方式，是一步一腳印的從事

戴德生

巡迴佈道，每到一城鎮，或在廟埕、或在茶館，或在樹

靈魂的聖工。如同戴德生的曾孫戴紹曾牧師所說：

應上帝的呼召。

「願感動戴德生的靈，加倍感動我們！」（Ma y t he

1855年，是他抵達中國的次年，為了更適應中國

Spirit that moved Hudson Taylor fall doubly on us

文化與突破宣教的瓶頸，他在當時西方宣教士中，做

today.）願人看見上帝的愛而回應祂的呼召，將祂的

了一項的創舉，就是放棄西服，改穿中國服裝。甚至

名傳揚萬邦。

連當時知名的英國長老會傳道會賓為霖牧師(William

Chalemers Burns, 1815-1868)，都效法戴德生，改穿中
裝，以利在中國宣教佈道。
戴德生在中國宣教六年之久後，由於身心過於勞

的道路，因此，戴德生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敬虔的基督

累，於是返回英國休養。雖然醫療報告顯示他必須長時

化家庭。他在18歲左右，有機會學習醫療的技術，並

間靜養，但他每天所盼望的，是何時可以再回到中國宣

接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將神的救恩和愛帶到遙遠又神

教，因為在他的心中，迫切渴望傳那拯救中國人靈魂的
真道。

1853 年 9 月 19 日，戴 德生搭乘達姆 福利斯 號

在英國休養五年後，每天注視著在房間內的中國

（Dumfries）啟程前往中國，經過五個半月，於次年

地圖，戴德生做了一項影響深遠的決定，就是在卅三

----------------------------------

《中國屬靈的需要和呼求》第七版的封面和封底設計，18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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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十九世紀起西方差會的宣教士們回應上帝
的恩召，前仆後繼到遙遠的中國傳福音，從披荊斬

中國內地會呼籲年輕人起來，把福音傳給千萬未

棘到領人歸主，百年來他們的事奉遭遇中國政權

曾聽過福音的中國人。1866年，戴德生搭乘蘭茂密友爾

更迭而有變化，二十世紀中葉中國關門，驅逐所有

號（Lammermuir），第二次踏上中國宣教之旅，同行

外國宣教士，但在中國撒下的福音種子卻不停地生

的二十二位乘客中，有十六位宣教士，都是內地會的同

這群內地會宣教士們在中國沿海省份建立教會後，
便把牧養教會的棒子交給本地中國信徒，然後繼續向更

中國與福音

安詳的返回天家，結束在地上的宣教辛勞。

帝的呼召，要在中國及未得真神之名的地方做救人

底起泡的痛苦，依然為著中國人的靈魂，竭力盡心的回

工，一齊帶著拯救靈魂之愛的使命來中國。

6

讀信交談。倏然地，戴德生喘口氣就不醒人事，極為

內地會成立 150 年了，創會至今，一直回應上

下、或在船上，都可見到他不畏前方的危險，及強忍腳

勤地為子女禱告，希望上帝引導每位孩子正確走人生

秘的陌生地方――中國。

士茶會，回到房間與媳婦（戴存義夫人金樂婷女士）

在中國所遇到的艱辛，除了水土的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親筆的自傳，早

的古老相片，圖文並茂，使讀者更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結束在下午的長沙宣教

上帝供應的差會，如同

因為上帝與他同在。感恩的是，當時他加入的是中國傳

生的生平大紀事，以及為數不少

德生的精神，也是內地會的精神。

他面對嚴酷的宣教考驗。戴德生

來中國――戴德生自傳》，這本書是戴德生

意義，且在書中附上詳盡的戴德

會」的銀行帳戶，中國

一個憑信心完全倚靠

戴德生在陌生的中國，雖舉目無親，但並不孤單，

的自傳重新編輯出版，格外具有

不戀棧辛苦開拓的教會，積極償還福音的債，這是戴

（1854）3月1日抵達上海，開始了

04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帶著愛

在戴德生逝世百週年前夕，將他

英 國 開 立「 中 國 內 地

M i s s i o n）成立。這是

面對來自本地人的挑釁、經濟收

20

內地的省份宣教，甚至到達西藏、新疆與蒙古等區。

內地會（China Inland

和平

戴德生帶領北美的「蘭茂密爾」團體1889年抵華後穿上中國服裝。

歲 那 年 的 6 月 3 日，在

長、散播及結果，這是上帝的作為，見證了基督之
道的生命力。今年是中國內地會成立150年，在此
紀念那些跟隨基督、帶著愛來中國的宣教先輩。本
會領受中國宣教的使命，願我們效法前人的信心
榜樣，共同為領人歸主、福音遍傳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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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基督化 與 所謂基督教中國化

2001年發表的〈文化福音神學探討〉演講註8；2001發
註9

表的〈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演講 ；以及1982

曼德

註10

年發表的〈從神學角度看政治〉

一文和〈從神學角

註11

度看極權國家〉
北美中國福音會和唐崇榮國際佈道團組織的

由

督教中國化」的最明顯舉

絡黑客破壞網上報名系統，我們深

恩牧師闡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給中

為期四天的2015年「三化異象」研討大會，於

動，就是拆十字架，認為

感遺憾，同時也更加確信三化異象

國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給中國教會開闊了視野、提供

3月6日到9日在香港青年會烏溪沙營地大禮堂召開。

這個符號是西方建築（哥

正是上帝給中國教會的使命。

了異象，極大地鼓舞了眾多神的僕人為文化基督化大

這次大會圍繞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中國福音化，教會

德式教堂）的特徵，教堂

國度化和文化基督化」為主題，吸引來自中國大陸將

要中國化；另外，就是建

近一千五百名教牧人員和信徒參與，盛況空前。唐崇

立「因愛稱義」為核心的

榮牧師和古德恩教授領銜主講「三化異象」和聖經神

中國特色神學思想。

學的政法觀。其他知名牧者有來自溫哥華的洪予健
牧師，來自大陸的王怡牧師，以及來自美國的Randel

Everett博士（國際浸信會聯盟負責人），劉同蘇牧
師，Chad Bullard牧師，Doug Robison律師，Darek

Jarmola 教授 和Scott Layh法官，Tim Conkling博士
等等。

發熱心、奔波勞作。

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真義

在這次香港2015「三化異象」研討大會上，唐崇

何謂「中國文化基督化」？趙
天恩牧師有很多論述，概括地講：

榮牧師(趙天恩牧師的同工、好友)，也對中國文化基
督化做出了精彩講解和詮釋：

大陸官方要推廣「基

「中國文化基督化就是以聖經的價

督教中國化」，正與趙天

值觀來影響中國文化，成全中國文

「什麼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文化界裡面

恩 牧師 所提 倡的「三化

化。使基督教 在 文化界站領導位

遵行基督對文化產生的最偉大的效用，去影響啟發這

異象」完全相反，特別是

置，成為主流思想。」 「文化基督

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文化使命。讓基督在各樣事情上

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

都居首位，在文化的每一個層次都讓基督居首位。今

造中國文化，並且在文化界、思想

日的社會太多方面需要受福音影響，政治絕不是政府
的專利，政治是每一個公民都要關心的事情，每一個

註1

「中國文化基督化」。所
謂「基督教中國化」，是

這次「三化異象」研討大會的召開，正值中國官

以政權主導改造基督教，以適應中國文化及政治現

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裡，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

方大力推廣「基督教中國化」之際，「三化異象」尤

狀；而「中國文化基督化」是將中國文化更新、改變

獻，並領導之。」

其是其中的「中國文化基督化」，顯然是對官方「基

成基督教信仰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是中國文化被基

「文化基督化」是趙天恩牧師對中國教會和中國

督教中國化」政策的最有效解毒劑。所以這次研討大

督信仰所潔淨與改造。前者是政權主導壓制及修正

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趙天恩牧師生

文化基督化，就是讓耶穌基督的精神在文化的各

會，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家庭教會對官方三自會新政策

基督教，後者是通過福音改變更新中國文化。作為基

前在他的眾多作品中論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題，比

層次中間發光、照亮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百姓。在文

――基督教中國化的一次重大回應，它為正在經受壓

督徒，後者是我們的不二選擇。

較集中的有：1986年發表的〈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

化基督化的目標中，我們盼望最好的基督徒在政治界

力、迷惑甚至陷入迷途的大陸基督教會指明了一條出
路。

就在去年5月28日山東招遠「全能神」殺人案後
不久，6 月3日，當局主導的中國反邪教協會公布了

基督教中國化的真相
眾所周知，2014年8月5日，中國宗教局和基督教

8

一文。在這些文章和演講中，趙天

與政治的力量，這樣基督教在文化上就有影響了。

註3

化的關係〉一文 ； 1987年發表的〈福音與中國文化
註4

的更新〉一文 ；1991年發表的〈三化異象的發展〉
註5

註6

裡為主發光，最好的基督徒在教育界裡為主發光，最
好的基督徒在商業界裡為主發光，最好的基督徒在

一文 ；1999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基督化〉演講 ；

科學界裡為主發光，最好的基督徒在醫學界裡為主

時指出：該組織以徐永澤等所著《教會基本建造草

2000年發表的〈基督教與中國精神文明的重建〉註7；

發光，最好的基督徒在軍事界裡為主發光，最好的基
督徒在社會工作裡為主發光。當世人看見一個醫生，

案》為綱領，提出「實現中國文化基督化、全國福音
化、教會基督化的國度，與主一同掌權」。可見，當

「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此主題是習近平時代對待

局已經將「三化異象」當作邪教教義了。事實上，

基督教政策的大政方針，是基督教界配合「中國夢」

《教會基本建造草案》是1984年左右徐永澤等主要

的宗教戰略。此政策也比江澤民時代「宗教要與社會

同工接受了三化異象為他們的共識，所共同擬定的教

主義相適應」更加地強勢，從「適應」改為「改造」。

會發展方針，而徐永澤早已定居美國多年。趙天恩牧

此種改造表面上是以中國文化來改造基督教的教義、

師雖已過世十餘年，中國大陸接受三化異象的家庭教

外在特徵和各類宗教符號，實質上是以共產主義意
識形態來改造基督教，是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化。「基

雙月刊 109期 (2015．5-6)

公民都應當有政治意識，我們應當對政治了解，有參

二十種邪教名單，其中說明所謂邪教「全範圍教會」

兩會召開「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會上高調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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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最好的醫生竟然是基督徒，他們就把榮耀歸給上帝；

註1 趙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福)，頁184。

當看見一個最好的教授，最好的教育家是基督徒，他

註2 趙天恩，《扶我前行》，頁9。

們就把榮耀歸給上帝；所以，什麼叫做我們的文化基

註3 趙天恩，《扶我前行》，頁165。
註4 趙天恩，《扶我前行》，頁179。

註8 趙天恩，《薪盡火傳》，頁157。

註5 趙天恩，《扶我前行》，頁8。

註9 趙天恩，《薪盡火傳》，頁167。

會仍不計其數。這次香港召開的「三化異象」研討會

註6 趙天恩，《薪盡火傳》(台北：中福)，頁17。

註10 趙天恩，《洞燭先機》(台北：中福)，頁120。

也引起中國宗教及公安部門的高度關注，甚至動用網

註7 趙天恩，《薪盡火傳》，頁69。

註11 趙天恩，《洞燭先機》，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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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化呢？就是讓基督的精神在文化裡產生作
用。」
這次大會上，洪予健牧師也指出：「現在中
國是要福音化，可是有人要把『福音中國化』，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爭戰。」中國文化基督化就
是基督要在中國文化中作王掌權、基督來更新成
全中國文化和社會，而不是將基督在中國社會來

你知道拜錯神會影響國家命運及屬靈生活環境嗎？信仰絕不是個人的

矮化、來修正。

精神寄託！

中國教會的使命和展望

張國騤教授自退休後即積極研究阻礙台灣知識分子信主的原因，發現

督化。耶穌基督已經在這個世界作王掌權，他吩

感

咐我們的使命中，就包括文化使命在內。正如馬

教士領隊，分別去不同的區域，主領兒童營

太福音28章18-19節：「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會，青年營會，週六日成年人的培靈會等(主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

題分別是：以神為樂；活力人生；作兒女的知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心人；走出去！) 這次也有些機會參與當地社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區工作的規劃實習，上帝恩典滿滿，祂打發，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吩咐

祂負責，讓我們忠心地跟上祂的腳蹤。

不是基督教被中國化，而是中國文化要基

謝神，天父已經賜給我們足夠的短宣實

一對一釋疑解惑，帶領他們客觀地比較宗教，認識各種宗教的錯謬，進而領

習神學生，我們將分為三隊，由本會宣

人認識基督真理，帶人信主非常有效，特別是針對喜歡思辨的大專學生。
張教授很樂意傳授簡單易行、效果深遠的傳福音經驗，他向 55 - 85 歲
的基督徒銀髮族挑戰，善用人生最成熟的黃金歲月，學習淺顯易懂的「從比
較宗教角度與佛、道教信眾談真理」
，向台灣關鍵的知識分子族群傳福音，
為國家命運及屬靈生活環境加分。
來吧！銀髮做金宣，操練我們的心智傳福音，結出好果子。

我們的」就包括創世記中所說的「修理看守」的
文化使命。
總之，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中國文化基督
化」，已經成為中國教會不斷持續下去的使命、
呼召和負擔，它也成為眾多神的僕人在中國當下
進行福音與文化事工的旗幟、綱領和宗旨。基督
教在中國當下的傳播，顯然不像明清之際那樣艱

有關當地的開支，目前大陸家庭教會都
樂意承擔本地營會或活動的基本開支，包括

課程內容

我們的吃住，但國際路費仍無法承擔，而我

1.佛教真相與民俗信仰

2.知己知彼傳福音

3.比較宗教談真假

4.有效佈道法

們已募到了國際機票的費用不多不少，使七
位神學生順利出發。正值暑假期間，各地的
交通費都不便宜，為了將精力專心用在事工

難，也不是早些年僅僅是傳福音帶人信主。現在

上，我們不打算節省路費，因為路途中才是我

即日起報名

是信仰深化的時代，是我們的信仰在主流社會發

們唯一的休息時間。請你們仍就為神學生們

揮「山巔之城」巨大影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

在大陸內地交通所需的經費代禱，使他們行

聚會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9號3樓

需要的是堅持原則的基督徒彰顯基督、積極推廣

前有足夠的時間備課，自籌款的部分，能得到

和影響。一切正如約翰加爾文所說：「欲想在天

他們所服事教會的支持。讓兩岸的服事同工

國得榮耀的，今生必須爭戰。」也如聖經創世記

一起生活，一起學習，共同將下一代的心靈帶

第一章所說：「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

進基督的國度。

繁殖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
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創1：28，
新譯本)

10

雙月刊 109期 (2015．5-6)

中國與福音

若您想進一步瞭解短宣的代禱事項及缺
口，請您致電本會。願我們一起走出去！

報名電話：
02-28965713#212，安主任
開課日期：
8/27，9/10，9/24，10/8 (隔週週四)
上課時間：
下午2:30-4:30
參考：
www.facebook.com/michaelkkchang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5 年 3~5 月收支

（TWD）

本期收入

1,453,035 元

本期支出

1,178,894 元

本期結餘

274,141 元

雙月刊 109期 (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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