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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日最夯（ㄏㄤ）話題：誰是正統？誰是異端？聽誰的才對？無論在中國大

●

本刊為贈閱，
可來信索取，
如變更地址或
取消煩請賜告，
謝謝！

●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今

「真理是什麼？」
陸或台灣，正邪之辯熱鬧滾滾。當年彼拉多回嗆耶穌：

然後洗手表示清白；試問，離開基督，有何人能在上帝面前永遠漂白其罪？
「東方閃電」被大陸官方與三自系統定為「邪教」，來台換個招牌正在合
法上市中；對此，我們認定一切否定聖經或越過聖經的教導均屬「異端」，目
前不作法律批判或道德性臆測；反觀，在我們中間似乎也存有極端現象，如，
跟著群眾潮流走，經常舉辦先知性預言聚會、高舉使徒職分、靈意解籤，甚
而閒置研經，踰越教會常規……，凡此，應當謹防私慾作祟與異端誘惑，劃出
紅線，適可而止。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本期刊登了大陸城市新興教會同工來稿，可以多了解當前國內都市教會
在新舊交替與全球化衝擊下的一些發展與想法，值得海外教會研究探討與調

 正邪之辯
CMI 研討會專文

整宣教策略，如何以更寬廣的國度眼光推動中國的福音化與文化更新。二月

 從希特勒的御用女導演

份余杰弟兄來到台灣有多場的演說，本期刊載其中一次本會與真善美全人關

里芬斯塔爾及其作品看
美與善的對立

懷協會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中余杰分享的內容，詮釋希特勒時代奧運紀錄影片
的政治與藝術含意，特別反思教會與基督徒的社會意識與政治態度，我們是

CMI 消息

否已從歷史痛苦的代價中學到了重要的功課？真理無比貴重，為何當時的主

 財務報告

流教會與許多基督徒卻出賣了祂？
本會謹慎傳承創設人趙天恩牧師的佳美腳蹤，一步一腳印的在海內外推

風雲觀測站

 中國家庭教會雜談

動宣教、國度事奉與文化更新三個層次的異象使命。今年起設立了趙天恩檔

幸福十二‧發現心空間

案中心，並於四月13日舉行了創立感恩禮拜。今天，不論教會內外，我們不要

《留心閃入的異端》

如那位洗手表示事不關己的彼拉多，我們需要的是勇敢持守聖道、盡其一生
跟隨主的門徒，比如使徒彼得、保羅，主內前輩王明道或趙天恩牧師！

── 認識東方閃電

從 希特勒 的 御用女導演 里芬斯塔爾
及其 作品 看 美 與 善 的 對立

余杰

希特勒和御用女導演里芬斯塔爾
圖片來源：http://www.ouline.com/
topic/?id=shishi&story_id=5236

編按：本會於2013年2月23日舉辦「新春兩岸藝文話坊」
，主題是

特勒，少有像潘霍華等神學家的洞見。這是德國現代化

「歷史、藝文與信仰──在文學與電影作品中的時代思考」
。

制度所面臨的問題，即國家把動力放置在民族民粹主義

本文是當天余杰弟兄的分享內容，由編輯室整理如下。

上。對照來看中國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以上這些模式都
有。

曾在2008年到德國歌德學院訪問一個月，之後

我

逼迫苦難，

我就寫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

但我認為有

國的現代化之路》，其中有兩篇文章是與德國電影有

神的美意。

關，今天要談的主題就是其中一篇，另一篇則是探討

因此，我有了不同以往的使命，想要做些創造性、建設

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竊聽風暴」。

性、前瞻性的思考，究竟中國未來的道路如何？

這次要談的主題，表面看起來是在談德國，實
際上是在談中國；表面上是在談里芬斯塔爾（Leni

全球現代化的模式

藝術與政治共舞
我到德國訪問時，參觀當地的電影歷史博物館，
館內有一展廳專門展出里芬斯塔爾當年拍攝「奧林
匹克」所用的器材和畫面技術。她用了最新拍攝技

中國喊說要向西方學習，其實西方與西方之間是

術，當影片在德國放映時，在全國造成萬人空巷，且

不一樣的。我認為近現代的正途，要屬英美保守主義或

屢在各影展獲獎。其實，這部片子對宣傳納粹的方式

古典自由主義的道路，從加爾文改革開始，先有共和制

極為隱秘，片子是由執掌納粹宣傳部出資的，並不是

的教會，再有現代意義上民主城邦制的國家，形成從日

私人電影公司獨立拍攝完成。在我看來，奧運並不是

內瓦、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家的發展。我們對西方或

單純的娛樂性體育盛事，而是意識形態的裝置和政

是對英美模式的瞭解是不同的，例如我們對「共和」的

治的形象工程，尤其是獨裁專制國家非常重視把體育

瞭解很不一樣。中國和台灣兩邊的英文譯名都有「共和

納入國際公關活動。對當時德國納粹而言，奧運是最

Rief enstahl），實際上是在談張藝謀等中國導演和

中國未來要怎麼走？我們要深入歷史中才能看到

（republic）」，但其實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共和」。我

佳的公關舞台，因此柏林奧運的籌備要比之前的奧運

中國知識份子等人與權力的共鳴關係；表面上是談

未來。在全球現代化的各模式中，我概括幾種：法國模

認為未來中國可能實踐民主社會的轉型，是英美傳統如

承辦國投入更多的經費，這項紀錄在72年後才被北

1936年德國柏林的奧運會，實際上是談2008年北京

式，即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激進路線；其次是蘇俄模式，

何與中國社會對接，而不是繼續學習法國、蘇俄、德國

京奧運打破。

奧運，及以北京奧運為象徵的、在近十年內中國崛起

這與東正教有關，東正教與皇權結合，導致社會巨大不

模式。

之現象。

公義，激起列寧、史達林的社會革命，及至上世紀末蘇
聯、東歐等共產主義的實踐失敗；第三是義大利、西班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全球近現代化之路，思考未
來中國走向的議題。在此之前的十年間，我是屬於批
判性的知識份子，有人認為我是在中國最敢言的知識
份子，因為我直接出書批評胡錦濤、溫家寶等，引起
很大爭議。但這兩年，我開始思考處在大轉型時代的
中國，對比李鴻章以「二千年未有之變局」來形容清
末中國的處境，其實，清朝所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是
不同於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更迭，當時不僅面臨權力
的轉移，且是一套文明、價值（信仰）系統的變化，直
至今日中國仍尚未完全渡過。套用史學家唐德剛形容
中國近現代化之路：「驚濤駭浪中出三峽」，其實中國
目前為止尚未「出三峽」。我生活在今日中國轉型時
刻，用聖經話「這是彎曲悖逆的時代」，雖歷經不少



1936年德國柏林的奧運會
圖片來源：http://news.koolearn.
com/de_t_12677_0_233093.html

里芬斯塔爾拍攝的「奧林
匹克」，弘揚青年男性的
軀體以及運動的威力。
圖片來源：http://
deutschlandostmark.
blogspot.tw/2012/08/1936berlin-olympic-ga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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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葡萄牙等拉丁世界的模式，也包括其南美殖民地，
不少南美地區國家的獨立和美國獨立是同時期，但南美
至今尚未建立穩定成熟的民主制度。最後是德國模式，
德國與近現代中國有一定關係，如蔣介石崇拜德國體
制，向德國學習，向德購買軍備武器。在歐洲強國中，
德國算是一個後發展的國家，所以需要以快速發展方
式實踐。追溯宗教改革的歷史，在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
和神學的實踐中，曾留有一個巨大的破口，並未完全實
踐政教分離，為了對抗羅馬教廷，甚至不得以和德意志
的諸侯結盟，其思想摻雜了德意志大國和德意志民族
主義的成份，無論是南部的天主教，或是北方以路德宗
為主的教會。在這背景下，形成日後納粹或共產黨興起
時，絕大部分的教會沒有抵抗的重要力量，大都投效希

里芬斯塔爾的作品

1936年奧運在柏林開幕，里芬斯塔爾以整個國
家的資源為後盾，在希特勒的支援下，動員大量人力
物力、國家資源。為了拍攝最好、新穎的動態畫面，

回到里芬斯塔爾來看，她是希特勒御用的女導演，

不顧背負妨害比賽的批評，如在比賽場上挖溝槽埋

後人對她的評價兩極，她是二十世紀德國最具傳奇的人

入攝影機，以仰式角度拍運動員；使用彈射型攝影，

物，同時具有舞蹈家、藝術家、導演、製片、作家等多

讓機器隨著運動員奔跑進行拍攝；為了從空中鳥瞰體

重身分，她幫希特勒拍了很多電影，對塑造納粹在國際

育場，運用熱氣球進行拍攝…。

上的形象起了相當作用。二次大戰後，她拒絕道歉，曾
言「不要因為我曾為希特勒工作七個月，而否定我的一
生」，自認是個藝術家，無須關心現實，終生未就她過
去的作為作出解說。她的作品令人炫目，是屬於邪惡之
美，那怕這種美是傷天害理。她為希特勒拍了三部重要
電影，其中兩部「信仰的勝利」、「意志的凱旋」是直接
為納粹拍攝的，在今日德國是禁片；但「奧林匹克」仍
可放映，這部電影表面上是在講德國柏林奧運會，但其
背後美學及意識形態的取向仍存有嚴重問題。

里芬斯塔爾的雄心壯志是要拍一部歷史美學兼
具的紀錄片，把運動員拍得像藝術家一樣，她可說是
運動藝術的製片者；而只有純正日爾曼血統的人才能
入鏡，背後明顯是帶有種族優越感。里芬斯塔爾的審
美觀，迎合了希特勒納粹的身體美學觀及種族主義。
「奧林匹克」弘揚青年男性的軀體以及運動的威力，
淋漓盡致地表達了納粹的哲學，可說是納粹主義之登
峰造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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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假唱，誰是真唱？
圖片來源：http://news.mingxing.com/
read/83/246808003.html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煙火
圖片來源：http://www.beijing2008.cn/Photo_Gallery/ceremony/20090807/63.shtml
里芬斯塔爾拍攝的「奧林匹克」，在1938年4月20日
（希特勒生日）首映。
圖片來源：http://chainedandperfumed.com/2011/08/07/
olympia/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
圖片來源：http://www.beijing2008.cn/Photo_Gallery/
ceremony/20090814/59.shtml

運用美學迷惑人

震撼的美學體系，不論是閱兵典禮，舉手禮，黨旗，
軍服。所以，納粹的成功，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學意義
上的成功，希特勒不僅是演說家、煽動家，他的美學
比起同時代的政治家還要高明，甚至旗下的宣傳部長
的美學都趕不上希特勒。希特勒認為戰爭是必要的，
是必行的義務，心中卻認為最熱愛的是藝術，他的御
用建築師回憶「希特勒喜歡被當作藝術推動者，而不
願當作軍隊統帥載入史冊」，御用攝影師則作如下吹
捧「元首的繪畫作品，不論是整體或細節，都充滿了
真正的德國精神，正直誠實和愛」，概括了希特勒作
品中某些特質。後來史學家發現：德國人欣然能適應
這種集權統治的方式，不僅只是思想宣傳和恐怖行
動的結果，在納粹瓦解很多年後，在希特勒時代生活
過的人回憶，他們深被納粹運動的公共景象和活動吸
引、感動，這政權讓民眾失去自己、成為配角。
透過里芬斯塔爾的鏡頭和畫面，將希特勒的催眠
術作廣大的傳播。柏林奧運會是納粹鼎盛時的慶典，
然而里芬斯塔爾的電影「奧林匹克」卻一直延續到納
粹滅亡。她曾狂言「奧運十四天就結束，我的電影會
讓人看二十年。」若無她的電影配合，希特勒的成功
將大打折扣。



背後付上三個代價，一是對人權的踐踏，二是
對環境的破壞，第三就是人心的敗壞。中國的
醫生和教師本是社會道德崇高的職業，但我們看到

中，自願接受從螢幕而來的洗腦，電影成為納粹宣傳計

素，張藝謀無法與里芬斯塔爾相提並論，無力針對她的

這兩職業道德低落的程度，令人害怕，如假藥、毒奶

畫的重要部分。

美學作出更改及創新。若里芬斯塔爾具有從羅馬帝國延

粉，學校老師虐待幼童，時有所聞。

納粹不僅是政治及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革
命和美學範式，希特勒為納粹創造了一種龐大、令人

拍完「奧林匹克」後，里芬斯塔爾花了一年半時間
從事後製剪輯的工作，當局曾要求她在拍完的一個月
內就要完成，因為擔心奧運一過就失去新聞關注，但她

續下來的尚武精神，張則是承襲自大秦王朝一脈相傳的
風格，京奧的開幕式讓舉國為之瘋狂，張進而被描述成
中華民族的英雄。

今日主題是從德國回到中國；從對里芬斯塔爾的

張主導的京奧開幕閉幕式模式，讓我想起了陳凱

反省，來到以張藝謀導演為主的中國藝術家和知識份

獲希特勒同意。她深懂博取希特勒歡心，片子完成後在

歌，他在八○年代拍了一部紀錄片「大閱兵」，陳在片

子的反省；從對納粹、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發展，來

1938年4月20日首映，那天是希特勒生日，納粹所有黨

中作有限度的反省和探討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係。陳的

看中國大國崛起、中國文明崛起之擴張的夢，看見其

政要員齊聚戲院觀看，這般規格在第三帝國中是絕無

回憶說，「個人能不能在集體的洪流中生存或遭毀滅？

中的危險可怕。很多台灣友人對習近平抱有很高期

僅有，播畢後，深獲希特勒及所有人讚揚。直到半世紀

我的結論是『不能』，個體的微小願望，實際上和整體

望，我告訴他們，權力交接後，習近平等七人常委第

後，生活在瑞士、已滿頭白髮的她，仍沈迷在當年成功

利益是互相衝突的」。陳對文革也有註解，「文革根本

一次亮相，是到國家博物館看中國文明復興的展覽，

的喜悅中。戰後有很多媒體和史學家針對她和希特勒的

上是一種集體的法西斯行動，它是中國集體主義文化發

就是中國近代一百年歷史的展覽，共產黨扭曲這段歷

私人關係作揣測，她譴責這些說法，她承認希特勒對她

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集體主義的直接後果就是法西

史，呈現出近代中國不斷受西方侵略，以悲情煽動民

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在她的回憶錄中，她認為希特勒

斯主義」。陳在八○年代尚有如此的反省，但在1989年

族。在我看來，要特別關注習近平對外或對台政策，

不是一位粗魯野蠻的政客，而是善解人意的紳士。她也

之後，無論是陳、張這一代的中國導演們，全部停止了

不宜過於樂觀去評估。在這背景下，我形容今日中國

極力為希特勒的罪行開脫，當她從收音機聽到希特勒自

這樣的反省和批判，甚至徹底放棄了獨立的身分，投身

是一個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但我尚未發現更適宜的

殺，她在回憶錄寫著「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到他們曾經反對和批判過的集體（民族民粹）主義的立

術語來闡釋今日中國，是極權？後極權？威權主義？

場之中。

權貴資本主義？都有點像，但無法準確描述和概括

集體主義的綁架

張藝謀籌備的京奧，把人海戰術無限擴大，中國最

後人把希特勒視為令人噁心的流氓，這不是很嚴肅

不缺人，很多中國人希望能融入大海中成為一滴水。為

清理希特勒及其思想的方式。人們總是把最骯髒的東西

了讓數千名表演者凝聚有如一人，張動用數千名士兵

加在希特勒身上，如有人認為他患有梅毒，但未有確切

作演員，進行數月高強度的訓練，比軍事訓練來的更殘

的資料佐證。我們要思考：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及支撐他

酷，其中受矚目的細節，就是為了讓所有演出者在表演

的體系如思想、美學、文化體系，是如何產生、長成和

中不必上廁所，竟讓表演者穿尿布。可見擔任奧運開幕

蔓延，這種邪惡之美如何對人類心靈進行征服和扭曲。

的總導演，除了要俱備藝術才華，還要有百科全書式的

這樣一種集體主義的美，從當年第三帝國，到今日大國

本領！為了保證開幕式有絕佳的效果，國家高級官員在

感綁架。希特勒用謊言欺騙人，用美學折服人。德國

崛起的中國，仍在上演。2008年北京奧運，由中國張藝

進行審查後提出意見改善，如唱歌的小女孩正處在換牙

人喜歡把像希特勒這樣大人物的勝利，同他們自己的

謀導演打造開幕和閉幕式。我們把里芬斯塔爾鏡頭下

階段，門牙不好看，不能代表國家門面，於是張用了另

利益牢牢結合，也就是他們把自己的願望投射在希特

的德國奧運與京奧相比，兩者之間是有些相似性。儘管

一名面貌漂亮的小女孩在舞台上表演，原唱則躲在後台

勒身上。里芬斯塔爾的電影讓人陷入一種瘋狂狀態

從文化修養和水準上，京奧除了添加一些東方文化的元

現聲不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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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從德國回到中國

為了捍衛藝術價值，堅持花一年半時間後製完成，此舉

納粹美學的特徵就是轟動，高亢，不容分說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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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奧讓人看到中國大國崛起的假象，其

出來。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末期幾年，那時
德國的社會氛圍、思想狀況，對照今日的中國，有很
多相似之處，也是我們透過研究德國，進而關注、投
射、思考今日中
國，及至對台海
兩岸和平相處，
取決中國未來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2013年1~2月收支 （TWD）

的民主化轉型，
都有相關。這仍
是一個很遙遠
的課題。

本期收入

359,271 元

本期支出

581,374 元

本期結欠

-222,1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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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教會雜談
約翰

外教會介紹當今都市新一代教會同工的觀
察與想法，頗值得海內外同工信徒閱讀參

伏筆，將來有一天大家會各自為對方的神學或者敬拜方
式震驚，而反省自己。

新興城市教會的源流

同模式與發展。我們也注意到了新一代城市
教會信徒與三自教會之間的關係逐漸呈現

在最近的日子裡，基督徒不再是單個、單個地出

緩和，然而，對於目前黨、政干涉信仰自由、

現，也不是主體模糊地屈身在三自教堂中；而是一群一

控管教會的狀況仍然無法贊同。

群，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獨立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就像溪
流，匯入恩典的汪洋之中。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情形。

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內地的各樣人

我

文和生態環境都是觸目驚心，好似上帝的又一

次審判臨近。

傳統的家庭教會的繼承關係，認同王明道等對政教關係

需要一直帶領下去。但是這些跨國公司的基督徒並沒

的立場，但是這是少數，絕大多數的新興城市教會其實

有受過牧會或其他的神學訓練，最後自己疲憊不堪，

是隱藏在日益成型的市民社會中間，在政教關係上是模

甚至從事工中逃走或放棄。
另外還有一批海歸，因為信仰的緣故，自己聚在

的教會之間也缺少深入的對話；同時，也為未來留下了

考。台灣中國福音會樂見大陸城市獨立教會
的興起，也尊重城鄉家庭教會可能有的不

本地家庭教會的關係，也不願意去三自教會，所以就

糊的。

編按：本文作者約翰（化名）係中國大陸「新興的
城市獨立教會」核心同工，應本刊邀請向海

「新興城市家庭教會」中特別的一種，他們明確自己和

我先從城市的家庭教會談起。城市裡的教會起源各
自不同，有原本就是屬於城市的教會，八○年代政治環

水到渠成的教會

們不會去三自的大聚會，一旦人數越來越多，最後也

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收益，與這十幾年來經濟日益

不得不成為一個教會。但是這樣的教會和傳統的家

全球化的趨勢，以及中國經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改變

庭教會也格格不入，比如女子講道的問題，因為姊妹

有關係。大批留學生回歸，其中有非常多在海外信主的

大都熱心傳福音，所以出現很多帶領者是姊妹的教

中國人。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裡的大批海外派員中的

會。

基督徒，他們無意識地充當了宣教士的角色。
還有一批學生背景的新興城市教會，當十年前
比如，阿爾法事工是從英國傳入的一種福音事工，

大批學生歸主的時候，傳統的家庭教會沒有預備好，

在英聯邦的國家裡常常用來做福音的工作，邀請慕道

家庭教會保守、反智，甚至因為場地的緣故，無法接

友來家中聚餐談心，如果有興趣，可以開始一個信仰課

納這麼多的學生信徒，所以後來這些學生信徒自己開

程，最後成為一個查經小組。

始組織聚會，十年來，也逐漸成形。和眾多的教會一

境寬鬆之後重新開始聚會，江南一帶受小群的影響比較

後來有大批的基督徒來中國工作，自然就開始用阿

大。另外就是農村的教會因為人口流動的緣故，大批農

爾法事工的方法來傳福音。在英國或香港、新加坡，在

村家庭來到城市打工，於是農村教會開始在城市植堂，

阿爾法事工的背後有教會做支援，一旦有人歸主，教會

有一次我去美國旅行，驚訝那種自由的程度，可

這屬於在城市的農村教會，主體有中下層的民工等，後

就會跟進。但在中國，沒有教會支持阿爾法事工，帶領

以在公開的建築聚會，不用擔心員警的干擾，基督

來有大學子弟加入，也有一些變化。另外一個不得不提

的信徒無法正常地將初結果子送到教會，因為他們沒有

教讀物可以自由出版和閱讀，我就想，這莫非是天堂

的就是溫州人的教會，溫州人的教會也是多種多樣地存

嗎？我還很自然地想，在這美國還可以做基督徒嗎？

在著的，關於溫州的話題，希望可以另文再提。

政治環境封閉信徒的視野

一起成為查經小組，最後成為歸國信徒的接收點，他

樣，開始面對教會治理的問題，「何謂教會？」似乎
是整個中國家庭教會要詢問的。
還有城市裡出現的企業家的工商團契，以及跨國
公司裡的教會，這些希望今後也可以專門介紹。

隨後我深為自己這樣的心思悔改，不可把自己的苦
難當作驕傲，美國不是天國，主耶穌的國度才是，聖
經中的新天新地必定是按照主的意願最後才次第實

如果算是海外背景的教會，最成體系的要算是韓國
人，韓國教會這些年來對華的宣教熱情一直未減，「韓
流」的教會也多。

現。
這些年，又常常見到一些弟兄姊妹，傾談之中，
便又發現一個獨立的系統，原來早已經在我們所處的
城市中植根很久，如果再問起源頭來，其枝繁葉茂，
更加令人吃驚。這些所見，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渺
小，原以為自己所屬的基督徒群體才是天國的中心。

近十年來，新興城市教會的出現是中國當代教會史

因為在幾十年中，由於政治環境因素，中國基督徒數

也不是海外差會主動宣教的結果，雖然他們喜歡稱呼自
己為「家庭教會」，其實，他們會發現自己真是無意之
中盜竊了「家庭教會」這一名稱所包含的榮譽。這些城

說是為信仰的緣故，不如說是團契的緣故。
我們也知道類似北京的守望教會，守望教會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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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如何面對這個來勢洶洶的大異端？
本書給你和教會答案和對策。

們也會注意不要太張揚，但他們不去三自的原因，與其

目快速增加，但是彼此之間並無多少連接，不同類型



《留心閃入的異端》（認識東方閃電）

上值得大大書寫的。這些教會不屬於老牌的家庭教會，

市教會，可能從未受過來自政府的逼迫和壓力，雖然他
相信很多本土基督徒也曾有我這般窄小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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