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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當

馬克思信徒看到滿城教堂上的十字架，他直覺的反應不是和
諧而是對立，只有在對立中他才能夠察覺自己的存在(費爾巴

哈理論)，只有從物質面下手他才能夠證明自己是一個有意識與行
為能力的人(馬克思唯物論)。於是，他伸手強拆十字架，焚燒它，羞
辱它，以安慰自己內在人性疏離的虛無。昔日蘇維埃革命以武力破
壞教堂、拆毀十字架之場景，亦出現在今日的中國。
自2014 年 4 月溫州永嘉三江教堂被徹底拆平以來，至今年八
月，浙江地區已有1500左右的教堂十字架被拆除。這兩年來中共
政權對基督教採取的壓制行動，以溫州為試點，先拆十字架，再改
變教會內部，推向全國。當局逮捕及約談那些拒絕配合強拆行動的
傳道人與信徒，並且運用大眾媒體醜化維護十架尊嚴的傳道人。然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當馬克思遇到十字架
莫忘神州

 天天都是新奇天

而，持續有被拆的教堂重立十架，信徒大量製作小型十架懸掛在屋

CMI 新聞觀察

頂、吊掛在車上、印製在T恤，十架文化正遍地開花，大陸內地、香

「盯」上十字架

港以及許多海外教會團體也紛紛聲援這些教會與信徒。

CMI 消息

六十餘年來中國教會的復興是十架道路所帶來的復興浪潮，無
數的家庭教會早已走在高舉十架、跟隨基督的道路上，拆十架事件
也會促使許多三自教會自覺歸正於十架道路上。馬克思用腳踢刺是
難的，十架永存。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
和華而來。(詩121：1-2)

「亞洲華人宣教實務」課程
基督教與中國

 醬缸乎？本色乎？

──淺議中國教會的自立與神學本色
化歷程
 財務報告

天天都是 新奇天

體恤我們的軟弱，傳道爺爺看著爸爸

上面，正當我們以為黏蒼蠅紙發揮作用時，

回台灣。幾次換搭交通工

媽媽帶著我和小妹妹，主動為我們安

才發現是當地學員們玩起空手抓蒼蠅的遊

具的緊張時刻，都是神的

排到附近的旅館，使我們可以每天結

戲，把抓到的蒼蠅投入黏蒼蠅紙上。他們都

保守，使我們的行程都不

束課程後在旅館好好洗澡和睡覺。我

很會抓蒼蠅，令我看得很新奇，問他們「你

失誤。

假一到，我們全家出動到中國服事，因為有了

知道傳道爺爺沒有什麼錢，但他不要我們出錢付旅館費

們家是不是有很多蒼蠅？」他們點點頭，我

去年的經驗，這次面對不同環境時比較有心理

用，我很感動。

知道他們的生活環境，也知道自己很幸福。

路可

暑
準備。

境比在南方的舒適，可以

學員想要獻唱一首「宣教的生涯」，爸爸媽媽要

每次聚會時，爸爸除了教課，也會帶大

天天洗澡，用洗衣機洗衣

我幫忙彈奏，我覺得我沒聽過這首歌，卻要我臨時練

家唱詩歌，這時我彈琴，那我的小妹妹要做

服，房間有冷氣，廁所是

習，我就心情不好、不想彈，傳道爺爺親自唱幾遍給我

什麼呢？她不喜歡乖乖坐在媽媽身邊，她很

便利的沖水馬桶，媽媽問

我們第一站比較辛苦，聚會地方的廁所相當簡

聽，他的聲音宏亮渾厚，直到我熟悉曲子，可以熟練彈

喜歡站在琴旁邊跟著唱歌，有時她的小手會

我「如果我們先到北方的

陋，很原始，不是沖水馬桶，廁所旁邊是豬舍，空氣

出來。後來學員獻唱時，是清唱，我沒有伴奏，因為他

偷偷按琴鍵，製造出怪音，或是模仿爸爸的

聚會點，再轉往南方？會

中的味道很難聞，每次我去上廁所都要暫時停止呼

們說不要麻煩我。但爸爸媽媽覺得我應該要主動幫忙

動作，跟著指揮大家，或是隨著音樂自在跳舞，當地的

不會適應不良？」我想一定會的，由奢入儉難嘛，我

吸。培訓教室內有許多蒼蠅飛來飛去，每當我彈琴

彈奏，這是我來這裡服事的任務，不能以「別人說不用

叔叔說妹妹是「如入無人之境」，妹妹為大家帶來有趣

想我會抱怨，但我們先度過了不方便的生活再轉到比

時，蒼蠅都飛到我的臉上、頭上停留，我的手沒有空

彈」作理由而讓自己心中的不願得逞，他們提醒我在下

的效果。如果是媽媽在教課，妹妹也不用我和爸爸陪

較舒適的地方，心就會感恩。這一切都是神的帶領。

趕走蒼蠅，只能抖動身體，真是難受。但我看到有一

一個教會不可再任由自私情緒主宰，要盡心盡力服事。

伴，她去看阿姨們做飯，或是和比她大一點的孩子在教

群弟兄姐妹從各村鎮花很長時間搭車來這裡接受培

後來我們到了北方的教會，爸爸媽媽刻意要我完成未

室角落玩，或是讓阿姨綁辮子。

訓，希望回去以後可以在教會服事，我覺得他們服事

完成的功課：把這首歌在另一個地方彈奏出來。一開始

迎接不同的環境

主的心是我要學習的。參加的成員都很用功，每天一

我並不喜歡這首歌的旋律，因為和我平時唱的詩歌不一

早就讀聖經，一起唱詩歌，大家互相幫助，用餐時也

樣，爸爸教他們唱這首歌，這首歌意外感動大家，有幾

會幫我盛飯，我享受他們的照顧，也學習他們照顧別
人的榜樣。

個人哭了，向我們要這首歌的歌譜，這令我很意外，我
覺得他們都有一顆為主宣教的心才會被這首歌感動，我
也因為看見他們哭了

忙進忙出的爺爺

到：我差點因為自私

臉上總是帶著笑容，他時常忙進忙出，做很多雜事，

而錯過神要透過這首
歌作美好的工。

方後，詢問教會的琴在哪？他說教會聚會沒有用琴，
大家是清唱的，我聽了有點不知所措，因為爸爸媽媽

在北方教會的參加人數是南方的十倍多，要在

我喜歡坐在爐子旁，幫忙加木柴，照顧爐火，同時看阿

這麼多人面前彈琴，我真的有點害怕，因為有了爸爸

姨們用大鍋炒菜，雖然很熱，但我覺得很新奇。這裡都

媽媽先前的警告「不可任由情緒左右服事心」，我還

是吃麵食，大人每天都擀麵來包餃子、做饅頭和餅，我

是鼓起勇氣盡全力投入，要我做什麼我都沒拒絕，大

和妹妹湊熱鬧，喜歡在一旁學著大人捏麵，妹妹臉上常

家要獻唱的歌曲我都幫忙伴奏，沒譜的就多聽幾遍再

常沾滿麵粉。
以上這些事讓我們兄妹不無聊。

「人山人海」。結束南方服事要搭飛機到

要唱的歌，如果我不用彈琴，我一定會很無聊，這幾

和地點比去年多，爸

北方時，差點因為人太多、排隊太久而趕

天該怎麼度過啊！傳道爺爺立刻去倉庫找出一台電子

爸媽媽在教課時，我

不上飛機，我們全家人提著大包小包在機

琴，我們趕緊一邊擦掉鍵盤上的厚重灰塵，口中同時

常常和傳道爺爺的孫

場內奔跑，心情很緊張，只有妹妹很興奮，

祈禱它沒壞，感謝主，我可以天天彈琴來服事祂。

子去拔野菜、撿爛掉

一路上笑得很開心，因為她坐在嬰兒車上

的蔬果餵豬，我在台

由媽媽推著快跑，她的頭髮隨著媽媽跑的

然已有心理準備晚上要在這樣的環境睡覺，但神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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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特地和我合照，拍下我彈琴的樣子，這是我第
一次感覺到很受歡迎，我很開心。

坐飛機，坐高鐵，坐地鐵，見識到什麼叫

這次旅程的時間

離房間遠，不時聽到豬叫聲，沒有洗澡地方……，雖

媽「學琴幾年了？」因為他們沒有司琴，聚會通常都
是清唱，但他們清唱的歌聲嘹亮，很好聽，培訓結束

神不誤事的保守

給我的任務就是司琴，我在家已經密集練習彈奏所有

我們在這裡的天氣悶熱，有蒼蠅，有跳蚤，廁所

彈出來；要演戲缺人手時，我也加入一起演。有不少
叔叔阿姨驚訝我會彈琴，稱讚我好帥，紛紛問爸爸媽

我們在這次旅程搭了不少交通工具，

打發空閒的樂趣

獲得大家的肯定

而我在北方教會一有空時，喜歡看大人升火煮飯，

而感動，我好像感覺

負責這間教會的傳道人，是一位很慈祥的爺爺，

總是盡力替我們預備很多東西，當我們到達上課的地

2

在北方的聚會點環

灣都沒餵過豬，所以感到很新奇。這裡蒼蠅多，媽媽特

速度而亂飛。或是遲遲等不到大件行李出現在行李轉盤

地掛了專用黏蒼蠅紙，掛了沒多久就有很多隻蒼蠅黏在

上而差點延誤下一班轉機時間。還有跑錯航廈差點趕不

明年我就要小學畢業了，我還想跟著爸爸媽媽
到中國，這樣，我的暑假就不會無聊，不但可以服事
神，見到很多新奇的人事物，體會不同環境的辛苦，
而且在這樣旅程中特別感覺到神的作為奇妙、祂是幫
助我的，這是我平日在台北的熟悉生活中沒有體驗過
的。
(本文是主角的口述分享，由媽媽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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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

就外在的形式，可以誇口的記號應該將之
高舉才是。就內在實質而言，可以誇口的是教會

「盯」上十字架

是神在基督裡的工作，成為一群蒙召有新生命
的群體，有從聖靈來的屬天價值觀，有得勝世界
和惡者的能力。論到與世界的關係，保羅說「世
界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世界的價值觀已經被

去

年五月，溫州有拆教堂的告示，本來以為上面有一

套，下面自有一套，風頭過了就沒事，怎知一座造

價三千萬人民幣的教堂被拆了，令人震撼不已！出現各種
推測：如此強勢作為應該是省長或中央的主導。隨即各教
堂收到拆十字架的通知、聚會人數限制的通知、主日學停
掉的通告。直到十月，官方以違建之名執法，引發許多評
論，有教堂被拆，有十字架被取下，衍生不少有關信仰的
反省議題。
有人提倡要看重「內在的十字架」，就基督徒的內在
生命而言，這是很好的自省時機；但是，十字架被拆除的
過程中，有許多弟兄姐妹為了捍衛十字架而付出不小代
價，亦肯定「外在的十字架」之重要。只看重內在的不必
看重外在的十字架，是否妥當？我從小生長在民間宗教
的家庭，長大後信主不免受到信仰壓力，但我不能為之
妥協「可以繼續拜偶像和祖宗牌位」，不說硬說「當我拿
香拜拜時，只是外在的形式，我的內心並不把這些當作神
明」。外在的敬拜禮儀和內在敬畏神的心是一體兩面的，
把信仰的內在和外在一刀兩切肯定會帶來偏差。

俗敗壞的潮流；對世界而言，「我已經釘在十字
架上」，信徒被更新並賦予能力，是可以得勝世
界，因此，高舉十字架也表明這世界的敗壞風氣
不再吸引我們。當教會高掛十字架時，其內在的
提醒是：我們要悔改，不再跟隨世界；同時具有
外在的見證，宣告：我們藉著十字架，可以得勝
這世界。
十字架高掛在社區內，佔了公共空間，應該
有作為讓社區認識十字架的意義才是，就是要
服務社區(世界)，要對社區有貢獻，發揚十字架
的精神，就是耶穌基督捨己的愛，即使社區內許
多居民不信福音，但是他們肯定教會對所在地

說不定連社區不信主的居民自然挺身而出。教

入環境衛生，環保，或社區守望相助，或對外來

上帝所量給的，可以做的先做。若有負擔，教會

帝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的重要記號；十架上空無一

要呼召和培養聖經輔導人才，設立對社區的心

物，表明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已經成全了救贖之工

理輔導諮詢中心，按真理引導迷失的心靈，歸向

――藉著上帝的恩召，也靠著聖靈的大能，這是歷世歷代

正途，成為貢獻社會的正能量。
宏偉的教堂和高掛的十字架，外在的硬體
佔了公共空間，肯定有其宣教的價值和文化上

十字架是使徒保羅所誇口的，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的意義，應該要竭力求其建築上的完整性；但不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

要忽略了十字架高舉的內在意義，是表明不要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

效法這個世界，要積極地服務這個世界，使人看

架上。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

見上帝百姓的好行為，將榮耀歸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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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科 書：1.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 陳惠文編 / 大使命中心
2.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 Evan Osnos；潘助譯 / 八旗文化出版社 / 2015
3. 比較宗教談真理 / 張國騤 / 中福出版社 / 2010

□選修

□旁聽

□新生

□舊生

報

名

單

日期：

年

月

日

會應該做的社區工作：可以思考當地的需要，投

屬主的土地高舉主的十字架，一點都不為過。十字架是上

人。」(加6：14-15)

課程目標：1)以務實的態度，認識亞洲多元文化的特點，考察華人在亞洲宣教的現況與優勢，自省華
人在亞洲宣教的誤區與策略，找到自我參與的角色與進路。
2)本課程有助於參與中國商機的帶職事奉者，認識華人傳福音的優劣勢，汲取歷史教訓，
認識宣教禾場，接受裝備，結交志同道合者一起實踐。

文化產業，若這樣，日後有拆十字架的動向時，

弱勢族群的關顧和他們後代的教育提升等，按

靈的價值。

課程簡介：2015年3月中國啟動了｢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路(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橫跨亞歐
非三大洲，作為中國夢的主軸。廿世紀末葉，中國大陸曾是華人宣教的主要禾場，特別是台
澎金馬。如今上帝將在這新形勢中展現什麼大能作為？你我如何與大陸的伙伴們一起乘
風而上？台灣教會身為亞洲的一員，如何將基督的救恩帶給亞歐非的未得之民？本課程
中，你我將共同走過一帶一路，找到上帝對你與教會的呼召。

區是有意義的。十字架被高舉成為社區寶貴的

上帝是創造萬有的主，地和其上所有的都屬乎主，在

教會所宣揚的好消息，因此這外在的十架記號肯定是有屬

4

釘死，那麼，高舉十字架是表明教會不再追隨世

講
師：陳漁 老師 、 劉仁欽 牧師
上課時間：2015年9月17日-11月19日(週四7：00-9：40PM)
上課地點：中國福音會(台北市11252北投區中和街49號3樓 / Tel：02-2896-5713)

亞洲華人宣教實務

課

名：

姓

名：(中)＿＿＿＿＿＿＿＿＿＿(英)＿＿＿＿＿＿＿＿＿＿E-mail：＿＿＿＿＿＿＿＿＿＿＿＿＿＿＿＿＿＿

通訊地址：＿＿＿＿＿＿＿＿＿＿＿＿＿＿＿＿＿＿＿＿＿＿＿＿＿＿＿＿＿＿＿＿＿＿＿＿＿＿＿＿＿＿＿＿＿
電

話：(H)＿＿＿＿＿＿＿＿＿＿＿＿(C)＿＿＿＿＿＿＿＿＿＿＿＿(O)＿＿＿＿＿＿＿＿＿＿＿＿＿＿＿＿＿

所屬教會：＿＿＿＿＿＿＿＿＿＿＿＿＿＿＿＿＿＿＿＿＿＿＿＿＿簽名：＿＿＿＿＿＿＿＿＿＿＿＿＿＿＿＿＿

費：選修：$ 3,000 (2學分)
旁聽：$ 500 (不記學分)
新生報名費：$ 500 (曾繳過者免繳)
學

請將報名單及匯款單據傳真或 E-mail 至培育中心助理
E-mail：joyceliu@les.edu
傳真：(02) 8809-5216

學費請直接用郵局匯款至學校；
郵局匯款：淡水竹圍郵局 (代號：700)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號：2441299-0274400
闕淑麗姐妹(02-0988-5215x2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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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缸乎？本色乎？
──淺議中國教會的自立與神學本色化歷程

舍禾

也旨在使耶穌基督成為『穿西裝的玉皇大帝』。我的一

一批知識份子基督徒，他們自覺地樹起了「本地化」

些朋友鼓吹『中國神學』、『漢語神學』，提倡基督教

大旗，這無論是出於對傳教策略的延續，或是在強大

中國化（漢語化）、處境化，這和民族的革命的大眾的

的儒學傳統面前的權宜之計，總之，本色化的課題受

文化如出一轍，也仍舊落入舊的窠臼。」

到更大範圍的推廣。筆者簡單總結中國基督教的自立

筆者不得不說，安希孟所思考的正是當代中國基督

之路，歷程如下。

1862年，美國傳教士打馬治提議中國教會需要實

教所需要思考的。

中

國文化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歷史燦爛輝煌。
它不僅可以與其他文化相容並蓄，也具有同化

其他文化的「魔力」，導致某些外來文化很難還其本
來面目，還常會與外來文化產生衝撞與抵制（大概是
水土不服吧）。何崇謙博士指出：「凡文化皆具歷史
性，任何文化的反思必須有歷史的考察。」在福音與
神學中國化進程的考察中，以上兩個現象尤其明顯。
當福音與中國文化產生衝撞時，就產生了諸如「反基

二、中國文化的醬缸性質
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什麼是「醬缸」呢？臺灣
著名作家柏楊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
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
河裡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
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
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
臭。」

督教運動」、教難之類的事件；當福音與中國文化相
容的時候，就會產生諸如「孔子加耶穌」的本土化神

翻開中國的歷史，從秦皇漢武到民國共和，經過無

學之類的理論。衝撞不一定都是壞事，就如同相容不

數次戰爭、無數場殺戮，中國不但沒有消亡，反而繁衍

一定都是好事一樣；衝撞可能導致福音的「復興」，

增多；不僅消滅了一切外來之實敵，而且同化了所有外

相容可能導致福音的「醬缸化」。

來的精神、思想、主義。契丹、金人、女真、滿人已被同
化；佛教、馬列主義已被中國化。那麼，基督教進入中

一、華夏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國文化囊括了儒家、道家、中國式佛教、中國
式共產主義，以及娛樂文化、全球文化等，這些文化

諱：「我對基督教『中國化』這類字眼有些毛骨悚然。」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共冶一爐，它不僅成為了中國人的身份表徵，也成為

「人生保險這類美事，到了中國就有『騙保』發

中國文化的獨有特徵。曾有日本學者非常精煉地總結

生：妻子給丈夫買巨額保險，丈夫忽然暴死；主婦把保

了中國文化的四大特點：崇拜，偉大，雄美，崇美。

姆化妝成自己，將其撞死，讓其家人騙取保險。西安彩

筆者以為，這樣的評價並不為過。中國人自古以自己

票案只能發生在中國。公安局破案為完成『任務』不惜

的文化具有「花的文雅」為自居，故中國亦謂之「華

製造販毒假案，小汽車換上政府機關牌照便可以闖紅燈

夏」；中國古人以世界的中心為自居，故四周的國家

奪路而行。這類『中國化』的例子舉不勝舉，使我對任

就成了「北狄、西戎、東夷、南蠻」。因此，中國文化

何事情都被『中國化』感到吃驚和害怕。基督教這種世

在地域上的優越感就可見一斑了。

界性宗教，到了中國竟成為『三自愛國』的工具……西

筆者試舉一例，有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這話不僅道出了孔子光輝的人性，同時也說
明了儒家思想的萬古千秋。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度，
還能容納基督教文化嗎？

6

國後的命運將會怎樣呢？大陸學者安希孟對此直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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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任何東西，一傳到中國，就被中華染缸浸潤，變成中
國特色。如果就連人權、民主、選舉制度傳到中國都走
樣，那基督教信仰被變成科學革命鬥爭的利器，也不在
話下……中國教會大力鼓吹『本土化』、『中國化』，

行自立，以華人為主的自立閩南大會宣告成立。

三、「本色化」教會的自立歷程
無論如何，西方的傳教大軍還是進駐了神州大地，
自1807年開始，新教在中國的興起成了不爭的事實。但

1864年，何進善在廣東佛山成立自立教會，1870
年完全由中國基督徒捐款、捐工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落
成。

是，從西方來的宣教士都帶有濃厚的西方文化傳統特
徵，他們的生活習慣亦與本地人格格不入。故此，自立
運動反映了中國教會走向本色化的一個決心。

1873年，浸信會最早期的自理運動肇始人陳夢
南，基於一種民族本位的立場，在浸信會華僑信徒和
廣州本地會友的支持下，連同馮活泉、張觀照等，創

什麼是「本色化的教會」？趙紫宸認為：「本色教

建「華人宣道會」，是最早的浸信會自理教會。

會，乃是中華人民信仰了基督，從他們特有的國民性
裡，將他融在他們精神裡、心血裡、靈性意識裡的信仰
發表出來，而組成的教會。」劉廷芳則特別指出：「中
國的基督教會，是中華國民的教會。」顧名思義，本色

1876年，香港倫敦會的華人基督徒，訂立會章，
提名華人執事和長老，成立教會，並命名為「華人自
理會」，實行自治、自養、自傳。

化教會應該由中國人自己建立，自己牧養，自己發展。

1877年，在全國傳教士會議上，寧波長老會的白

此外，王治心認為，本色教會應該是「使中國基督徒的

達勒（John Butler）提出，成立自主、自養、有本地

宗教生活，適合於中國民情，而不致發生什麼隔閡」。

牧師的教會，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國的最大保證，同

其實，早在明朝，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就已經穿

時中國人對基督教是洋教的抨擊也會減少。會議定下

上儒服、戴上儒帽、口講中國話，並把西方先進的科學

了中國教會三個自立的階段，即：(1)宣教士領導和植

知識介紹到了中國。不過，在「禮儀之爭」的大浪潮裡，

堂的階段；(2)教會半自立，地方教會自行按立牧者；

他們失去了苦心經營所建立起來的形象。儘管如此，耶

(3)教會自立，宣教士的支援全部撤出。

穌會的傳教士在本色化的旅程上算是走出了艱難的一
步。新教進入中國半個世紀後，宣教士們意識到中國教
會必須走向自立，要從嬰孩哺乳階段進入成長階段，並
且能獨立發展壯大。但這些設想，對於尚處於初級階段
的中國教會來說，似乎是一個登天之夢。不過，在宣教

1881年，山西內地會長老席勝魔在鄧村創立福
音堂，是內地會最早的自立教會。

1890年，在傳教士會議上，中國教會的自養問題
已成為會議討論的重要主題之一。

士們的精神鼓舞之下，許多中國傳道人開始了自立的艱

1903年，上海的謝洪賚、俞國楨首先發起「中國

辛之旅。無論是外籍宣教士或是本土傳道人，他們的設

基督徒會」。面對教案四起的局面，認為中國信徒宜

想都是偉大的。

在本國傳道。此後，該會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寧

到了民國初期，「非基督教運動」大大刺激了當時

波，徐州，長沙，太原等地回應，並於1908年成立了
山東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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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上海閘北長老會堂俞國楨牧師發起並

佈道團」，這是由中國人自己發動的第一個宣教差會，

認自己屬於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會的人，所

既是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不能離經背道。梁家麟更

組織了「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該會以完成華人自

當時佈道地點是以雲南省為目標，其後更擴展到黑龍江

以沒有任何名稱；後來因為要向政府登記，乃用了「基

具體地指出，神學上的本色化大致有兩個層面：「一

理、自養為目標，各地基督徒紛紛回應，要「為國家

省等邊疆地方，在中國福音宣教的事工上，邁出了具有

督徒聚會處」或「教會聚會所」等名字；又由於他們在

是處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二是由中國人寫出

爭人格，為教會爭人格，為基督徒爭人格」。至1920

歷史性的積極一步。同年，在華北、天津和北京一帶，

未有名稱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稱為「小群

一套符合他們的思路和關懷的神學。」不過，在誠靜

年，全國有16省共189個自立會的會所，並於同年6月

知識份子信徒不斷的增長，一些教會領袖深感應該要

教會」。他們由上海開始發展，逐漸遍及全國和海外，

怡看來，本色化神學就是「如何使基督教在東方適合

召開第一次「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聯合大會」，會

有全國性的全盤宣教策略，地方教會需要有更多聯合，

至1949年已有七百間教會，擘餅信徒超過七萬人。同

東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業融合東方之習俗

議產生了「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總會」。自立教會

所以展開了將各宗派教會聯合的運動，並成立全國性

年，宣道會翟輔民牧師由於早年曾在越南傳教，對南

環境歷史思想，與其深入人心中不可破之數千年結晶

發展至頂峰時期共有600多間教堂；但因國內政治動

的「中華基督教會」，以保留各宗派的個別特色，又共

洋一帶情況甚是瞭解，因此，他組織了「中華國外佈道

文化？」

盪、經濟困難，在1930年代逐漸萎縮，至1935年僅剩

同承認、協調和謹守一些基本信條。早期參與聯合組織

團」，由王載、黃原素、翟輔民、趙柳塘、梁細羔、吳濟

下200多個會堂。

的主要宗派為長老會、倫敦會、公理宗、同寅會、美以

華、劉福群、王峙等人出任委辦。王載、趙柳塘、王峙

美會、巴陵會等。至1948年，參加聯合組織的已達24個

等人都是當代著名的佈道家，他們在南洋各地佈道，引

大會、110個區會、2767間堂會，受按立牧師496位，男

領不少華人歸主。

1907年，福音進入中國「百周年紀念大會」（即
中國宣教士第三次大會）在上海召開，主題為「如何
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教會」，會上已有兩位中國
同工參與，會議通過了傳教士最終要建立一個完全有
自主權力的自治、自養的中國教會的決議案。會議提
出「自治、自養、自傳」的口號。

1908年，在天津成立自立會福音堂。

女傳道1418人，守聖餐的教友人數約17萬。該會組織分
四級制，即：全國之「總議會」，省級行政區之「大會」
（或稱協會），地區性之「區會」，基層之「堂會」。

1920年，信義宗各差會組成中華信義會大議會。同

1930年，計志文牧師、林景康牧師組織的「伯特利
環遊佈道團」，更有聶子英、李道榮、宋尚節參加，佈
道會及奮興會於冀北、魯西、東北、江浙、福建、兩廣、
港九、山西、內蒙各地舉行。

樣，他們在西方差會名稱前面冠以「中華」兩字，以示

碰撞產生思索，在以儒家思想為社 會主流的

1920年代，關於本色化神學的討論愈來愈顯得激烈
化。《文社月刊》、《生命》、《青年進步》、《真
光》等刊物成了傳播本色化理論的陣地，許多文章指
出了中國教會本色化的緊迫性，以及具體的設想、理
論的指導。
以北京為例子，1920年1月，一批基督徒知識份
子組成了「生命社」它是相當有代表性的一項本色

1951年，新政權向外國宣教士鎖上大門，所有外來

神學的工作，成員有趙紫宸、吳雷川、徐寶謙、劉廷

宣教士全部撤離中國。基督教在中國進入獨立的發展之

芳、余日章、誠靜怡等人，他們以《生命》為論壇「回

1922年5月，全國基督教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

中。不過，新政權不僅攆走了外國人，也控制了教會在

應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並見證基督教真理的力量與

1912年，在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會。日後，他成

議共有七十多個在華差會的代表1185人參加，其中，中

中國境內的發展，對基督教的打壓運動直到文革結束方

能力」。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回應大致有三類：(1)主

了規模最大的本色教會。同年，安立甘宗的各差會在

國人佔總人數的一半。這次會議象徵著「中國教會在本

顯減輕。

張用批判的精神來對待中國基督教，對其現存的體制

上海成立了「中華聖公會總會」；冠以「中華」之名，

色神學上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開始」。會議重點討論了

旨在體現其自立性質。

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張，並肯定了本色教會的重要

1911年，在天津成立中國基督教會。

區分。

1913年，英國宣教士穆德前來中國部署和研究在

性，指出中國教會的前途在於「合一、本色與成聖」。

中國傳福音的計劃，並在上海主持召開了由120人舉

會議將「中華續行委辦會」改組擴大為「中華全國基督

行的基督教全國大會。會議指出：「使華信徒知傳教
事業極為重大，僅恃少數西宣教師之力為不足。職責
所在，各當奮勉，以圖教會自立，自行佈道，以養成
其自行發展之能力。」

1918年8月，香港胡素貞、南京蔡蘇娟、九江石
美玉、北京宋發祥夫人、上海陳維屏、余日章、誠靜
怡等七人推動全國性的聯合佈道工作，在廬山牯嶺商
討成立「中華國內佈道會」，其後組織籌備委員會聯
合各省69人加入工作，於第二年正式成立「中華國內

總之，中國教會的自立是一條漫長的、充滿艱辛之
路。她需要勇氣、智慧和能耐；她對外國宣教士的依賴
與面對政權的迫害，同樣顯明了自立與發展任務之艱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四、「本色化」神學理論的檢討

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基督徒新團契」，以

有共通之處。本色化教會的成立體現在行動上，以及對

民族風格譜寫五十多首讚美詩歌，以此來迎合本色化

福音使命的運用上；而關於本色化神學的發言權則由一

模式的需要。他們還在教堂內做了全新的佈置和擺設：

批具有深厚國學功夫底子的知識份子所掌握。

爐，燒香；講道人則身披玄色衣服，圓領對襟，一幅典
型中國人的打扮。

「生命社」對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也作了迅速

命社」致力於「本色化神學的創建，但它用基督教的

本色化神學不等於本色化教會，雖然，兩者的指向

把講臺挪到旁邊，在教堂正中位置設立聖壇，並擺上銅

自我調整以適應新文化；(3)主張中國基督教本色化。

而猛烈的回應，堅稱中國基督徒真正是愛國的。「生

巨。

教協進會」，並發表關於本色化的《教會的宣言》。支
援中國教會自立的傳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誠靜怡任

化的教會進行批判性的審察；(2)主張中國基督教應

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國社會的嘗試，卻顯然失敗了。」
筆者把「生命社」成員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本
色化理論」簡單概括如下。

（一）吳雷川
吳雷川從事本色化神學的研究不遺餘力，他作了

林榮洪認為：「本色教會運動是1920年代中國教會

許多中國古典文化與基督教教義的比較，他認為各種

的主題曲。」他還指出，本色神學的建設牽涉到兩種效

真理同歸一源，這就是「道」。基督教信仰與儒家思

忠的任務：既是中國人，他不能忘記本國的文化傳統；

想，便是兩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真道，他們最終都

1928年，倪柝聲在上海建立「小群聚會」。他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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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同流入廣闊的大海。無論說是基督教把儒家思

教會的討論》一書中闡明了他的立場：過去一些對基督

想進行吸收，或是儒家思想容納了基督教信仰，這真

教形式上的改造，不過是友誼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

道必然有一天在中國發揚光大。吳雷川的作品《基督

合。他認為中國的倫理、忍辱耐勞的精神、以義為利的

教與中國文化》在當時曾影響很多人，他在書中就有

行為表現，可以與西洋文化相彌補。

這麼一句鼓舞人心的愛國絕唱：「中華民族復興！中
華民族復興！！中華民族復興！！！」吳雷川認為，基

（四）誠靜怡
誠靜怡認為：「基督教要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

督教可以影響並改變中國，因為耶穌是「歷史上第一
個社會改革家」，同時他還認為，只有奮鬥犧牲才能
救國。因此，《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也為暴力革
命奠定了神學基礎。「到了1940年，吳雷川已經成了
孤家寡人，他踽踽獨行，始於儒家思想，走過自由主
義，終止於社會主義。」

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

趙紫宸認為，要使基督教「屬於中國人的」，必
須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他指出：「本色化的教會必
須把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所蘊涵的一切真理融合
為一，使中國基督徒的宗教生活與經驗合乎國土國

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憑著神的指導，重新配

如運動的重心不轉向聖經與基督的話，那麼，距離「醬

合，成為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才能算自己的教義。教會

缸」將會只有一步之遙。但這並不是說，本色化是不可

的典章、禮節、儀式、組織都是一樣。」

能的。本色化也是聖經的教導。正如保羅所說，在什麼

理論，而且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底是實現基

趙紫宸創建的「基督教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正是

督教的中國化？或是使中國的基督教更加合乎真理的要

吳雷川的社會主義主張對他產生影響的證明。

求？這問題始終被這些神學家忽視。到了1924年，中華

來溝通世界不同的文化。他說：「基督教本來具一種
無地不宜的精神，種在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之中，都能

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本色教會常備委員會」，該會提
出了若干研究課題：研究中國文化中具有永久價值之各
種要素（例如家庭生活觀念、孝親敬祖、和平謙讓之心
理等）；調查我國各種宗教團體之近代運動；調查「非
基運動」的組織、理論、領袖，研究國內獨立教會之狀
況；研究差會與中國教會之關係；研究我國教會中各種
禮俗。

吸收這一地方這一民族的文化和思想，而成為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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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教會常備委員會」的研究課題進一步體現了

應該包括基督教、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三部份的精

中國基督教對本色化神學研究的執著，並希望藉此能

華，彼此調和，互相容納，這就是中國本色化神學的

更深一層對中國教會進行改制。不過，幾年下來，趙紫

一個民族特徵――中華民族具有調和的精神。為此，

宸意識到中國教會並沒有真正實現本色化，他坦言，假

王提出了「植入法」的觀念。持此種觀點的人同時宣

如完全讓中國人自己來辦教會，在經濟和人才上俱感不

導「用中國文化解釋聖經」的理論。王在《中國本色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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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中就做什麼樣的人，為的是把福音傳開；保羅同時
也強調，只有福音才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只有持守福音
的純正，才能真正的活出基督信仰。時至今日，福音在
中國大地獲得空前的收成：從1949年的七十萬信徒，到

2008年的七千多萬信徒！這不僅僅是神的恩典與憐憫，
同時也是歷世歷代宣教士、傳道人、熱心愛神的信徒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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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所換來的佳美結果。福音不僅在中國農村經歷了大
復興，而今，更是大步邁進了城市各個階層。本色化的
問題似乎不復存在，但是，面對全新的一代中國人，我
們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把「古老的福音」介紹給這些
「新新人類」：他們崇尚相對性，拒絕、排斥絕對真理；
他們沉迷自我，藐視信仰帶給人的「保守」；他們棄絕
原則，抵擋福音的「呼喚」……。

地方這一民族的土產。」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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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價值？
本色化運動始終徘徊在「福音廉價化的邊緣」，假

方法，讓這宗教的生命和經歷流露出來。」1949年後

王治心還認為，基督教可以提供一個文化的接觸點，

在於更有效的傳揚基督？還是藉著基督教去保存傳統

須自己去從混雜的結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來，與自

雅等學者，在基督教的中國本色化方面同樣持有相似的

家或民族的專利品，乃是屬於全世界的。不僅如此，

督教佛教化」等理論。

學思想在龐大的中國文化面前低頭？本色神學的目的是

典文化內的各般真理，而中國信徒按著自然和本土的

王治心贊成文化融合，他認為文化不是一個國

的附庸，因此出現了許多所謂「基督教儒教化」、「基

成了中國的基督教」。

除了以上五位神學家之外，余日章、徐寶謙、謝扶

（三）王治心

本色化神學難免會降低信仰成份，使其成為世俗與人文

考的人必然會犧牲福音純潔的本質，以至於讓基督教神

風。」又說：「務要保存並貫通藏在基督教和中國古

定價 NT$ 280

恭維他們在信仰上的認識。因為，從信仰本質上來說，

之大，他也同樣認為「將基督教吸入中國文化中，就完

劉廷芳認為：「中華信徒接受了這些舶來禮物，必

400頁

肯定他們在本色化進程中所做的貢獻，但筆者實在不敢

本色化神學的代價到底有多高？是否進行本色化思

（二）趙紫宸

平裝

縱觀以上幾位具有代表性的神學家言論，我們可以

的醜號。」誠靜怡受到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的影響非常

（五）劉廷芳

14.8×21cm

五、「本色化」神學的代價與反思

本色化問題，仍然值得繼續探討。

編按：本文摘自舍禾的著作《榮耀荊棘路：一位家庭教會傳
道人的自選文集》，由於篇幅較長，本刊省略註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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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詳參《榮耀荊棘路：一位家庭教會傳道人的自選文
集》，台北：中福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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