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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中心主任／邱顯正

思考宣教神學、教導宣教歷史、訓練跨文化宣教

士、參與宣教運動、實地考察當今的宣教現況與策略、

並且與各地宣教夥伴攜手同行，以人類學的眼光、處境

化的實踐、對海外宣教士及其子女的關懷、建立華人教

會完整的宣教生態系統，從兒童主日學的宣教教育，宣

教動員、差派機制的建立、工場宣教事工的開展、宣教

士到進修、到宣教士退休終老的關顧，以促進基督教會

在全地落實天國的價值和影響力，這些議題可以說是我

一生的呼召，也是個人在華神宣教中心的崗位上，日夜

思念的主題。

自從使徒行傳所記載，五旬節聖靈降臨的那一天開

始，直到2010年第三次洛桑福音大會在南非開普敦舉

辦，很快2024年第四次首爾洛桑大會已經緊鑼密鼓地籌

備當中。我們看到這兩千多年來，神的僕人使女們都在

自己所處的、上帝所量給他們，在歷史長河中短暫存在

的時空中，努力不懈地嘗試、順服、甚至希望在他們那

一代完成主耶穌所交付的大使命。於是就出現了各式各

樣的宣教典範。在 David Bosch（1991）的鉅著《更新

變化的宣教》一書中，嘗試用一句話、或一節經文來概

括幾個歷史階段或教會宗派的宣教典範，相當具有提綱

挈領的醒目功效。他說：

《馬太福音》：以培育門徒為宣教。登山寶訓是作主

門徒的大憲章，大使命也是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馬太

引用主耶穌所吩咐的話，在面對猶太人和羅馬帝國日益

迫近的逼迫中，繼續培育能承接大使命的門徒。

《路加福音—使徒行傳》：力行饒恕仇敵與關懷窮

人之道。路加福音四章18-19節特別提到「主的靈在我

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福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報告被擄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見，叫那受壓制的得

自由，報告神悅納人的禧年。」故意省略所引用的以賽

亞書六十一章2節彌賽亞的就職演說裡「報告耶和華的

恩年和我們神報仇的日子」拿撒勒會堂裡的鄉親，先是

稱讚他，並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隨著耶穌進一步

說明祂來人間的目的，不只是為了猶太人，更是為了外

邦人。不是為了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而罪得

赦免；不是為了復興以色列國，乃是要成就亞伯拉罕之

約，叫萬民、特別是窮人因他得福。猶太人就不肯了，

竟然義憤填膺地想把耶穌推下山崖。

《保羅的宣教觀》：邀請人進到末世的群體中。既然彌

賽亞已然來臨，為罪人受死又復活升天，很快就要再回

來。那就沒有時間蹉跎，要盡快把福音傳到地極，所以

「保羅立了志向，不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福音，免

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羅十五20）也就不難理解了。

《東正教的宣教典範與代表性經文》：「神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切信他的不致滅

亡，反得永生。」（約三16）與西方教會偏愛保羅的救

贖輪，東正教似乎更偏愛約翰的神學，他們的聖餐採用

有酵餅正是表彰他們的神學是要基督徒作鹽作光、作麵

酵，溶入充滿黑暗與仇恨的世界，潛移默化，改變這世

界，成為充滿愛與光明的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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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照個別處境現況忠實描述，不是在提倡哪一種方式

最殊勝。然而，在西方或民主自由國家陣營裡頭，也有

愈來愈多的穆斯林移民，而這些國家中的媒體對伊斯蘭

教的呈現、描繪則呈現另外一種面貌，有些會把伊斯蘭

妖魔化，認為全然由撒旦魔鬼而來的營壘，旨在抵擋上

帝永恆的旨意，基督徒的護教家或用apologetic（D4）

或polemic（D5）方式與之對話、辯論。但也會有較為

友善的國家，媒體把伊斯蘭教描繪為和平的宗教，絕無

強迫，反正條條道路通羅馬（或麥加）此乃混合主義

式的宗教（D1）；或至少住在同一片土地，要和平共

存，不要弄到你死我活的地步（D2共存共榮）。位在

黎巴嫩的ABTS（阿拉伯浸信會神學院）的教授 Martin 
Accad，就提出福音處境化的SEKAP（D1-D5）光譜 2，

來解釋基督徒-穆斯林的關係（如下圖）。

他在今年二月華神宣博課程中，詳細提及Kerygmatic
中庸之道，也就是宣揚式的交流。特別是深入理解伊斯

蘭學者的著作及觀點，並且理解廣大的穆民乃是一個擁

有聖書、傳統先例的統一社群（Umma），避免單方面用

基督教的觀點來看全球的伊斯蘭教，造成雞同鴨講、各

說各話的情形；的確給宣博的學生開了眼界，甚至與溫

和的伊斯蘭學者一同推動全球穆斯林能避免極端的另一

扇盼望的窗口（參考穆斯林反對 ISIS 的公開信 3）。鏡

頭拉回全球化、都市化的現代社會，除了少數全職事奉

的同工之外，基督徒們每週花在職場的時間遠遠多於在

教會，所以迫切需要一個更新的工作神學。宗教改革時

代，馬丁路德說「工作即呼召」，然而Dr. Miroslav Volf 
「在聖靈中工作」批判到：中世紀時人們的工作多半子

承父業，且多半終身從事同一種職業，所以比較與「神

的呼召」的概念相容。但是，現代人的職涯常常轉換，有

時跳巢轉行的跨度非常大，與傳統的呼召不同，他改從

「領受聖靈的恩賜、與聖靈同工、一起更新受造界」的角

度來看工作，深具處境化的洞見。宗教改革的口號「教

會需要不斷地改革」（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宣

教的教會，宣教的典範也持續在更新變化。

注釋：
1. https://www.frontlinemissions.info/the-c1-to-c6-spectrum

2. https://abtslebanon.org/2020/02/27/aristotle-accad-
and-golden-means-to-christian-muslim-interaction/

3.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muslims-against-isis-
part-3-open-letter-to-al-baghdadi

《中世紀羅馬公教的宣教典範》：「你出去到路上和籬

笆那裡，勉強人進來，坐滿我的屋子」（路十四23）自從

基督教成為羅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整個帝國的基督化就

是皇帝的責任，在其統治範圍內，要派駐軍隊去維持秩

序，派神職人員去教化百姓。政教合一的世界觀，自然不

容帝國內的子民有不同的信仰，不管願意或不願意，都要

勉強他們進來參加神所預備的宴席。即便日後面對宗教

改革與新教的挑戰，西班牙、葡萄牙在拉丁美洲的宣教

模式，基本上還是如同路加福音十四章23節所描述的一

樣，軍隊與神父坐著同一艘戰艦駛入被殖民的領地。

《更正教改教時期的宣教典範》：「我不以福音為

恥，這福音本是神的大能，要救一切相信的，先是猶太

人，後是希利尼人。」（羅一16）這段時間所發展出來

的宣教典範，最大程度上，延續到更正教重視教義及聖

經權威、釋經講道、主動積極佈道、傳福音、植堂的傳

統，不受有形的框架限制。但是副作用也相當明顯，就

是動不動就分裂教會，各自堅持自己的神學立場，彼此

批評，很難合一，這樣的DNA，好像深入更正教的骨

髓，出現成千上萬的宗派。說好聽是百花齊放、非常靈

活；說難聽一點就是驕傲自大，個人看自己比別人強。

希望在普世宣教的大業上，各宗派能多多合作，在基要

真理上堅持，無可厚非；在次要真理上，應該要彼此包

容，為普世宣教而心手相連。

《啟蒙覺醒時代中的宣教》：「我來了，是要叫羊得

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約十10）而所謂豐盛的生命，

不自覺地與西方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科技突飛猛進所

帶來的西方文化、醫療、教育及生活方式息息相關。這

個階段的宣教，固然有因耶穌之愛的激勵和追求神的榮

耀所帶來的學生志願運動，還有基督徒覺得上帝既賜福

給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天命當然就是要去祝福萬國萬

民。然而，這樣美好的動機卻與西方國家殖民主義有著

千絲萬縷的糾結，因此基督教也常常被視為文化侵略，

惹動宣教地的守舊人士開啟頑強民族主義模式，控告基

督教是洋教，騎著洋槍大砲入侵，還摧毀了各地的原住

民文化。等到二十世紀50-60年代，各國紛紛脫離殖民的

宗主國而獨立後，福音如何處境化，把福音如同種子帶

到宣教地，而不是如同盆栽，整盆搬過去，就成為當務

之急。進入21世紀，多元文化的後現代，更是如此。

福音處境化

說到福音處境化，21世紀最有名的典範之一，當數

John Travis 1 提出的C1-C6光譜，在穆斯林歸主運動中

現存的教會形式。因為在穆斯林為主的世界中，有些是

以較為基要派，甚至激進的伊斯蘭意識形態來統治的國

家，不容許有伊斯蘭以外的宗教活動，教會只能以地下

形式秘密聚會，改信基督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只能以

C5-C6的型態聚會。也有些是比較世俗的伊斯蘭統治，

容許相當程度的宗教信仰自由，穆斯林歸主以後可以加

入當地的基督教會，可以用C1-C2的型態。 所以C1-C6

本期共收錄五篇文章及一篇書評，分別涉及六個不

同研究領域，包括早期基督教藝術，政治哲學，

聖經學，神學，教會歷史，及實踐神學。

〈新自由主義、環保與不平等：從基督教角度討論海

耶克政治經濟學〉

第一篇文章為香港理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洪

子雲老師的 〈新自由主義、環保與不平等：從基督教

角度討論海耶克政治經濟學〉。洪老師指出，新自由

主義是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典範，而海耶克的政經

哲學則是其背後的重要理論支柱。海耶克強調市場經

濟，認為市場經濟是分配資源的最佳方法，也是達成

富裕和公平社會的不二途徑。然而，實際情況卻非如

此，伴隨市場經濟而來的常是環境污染和貧富差距的

問題，有違聖經所揭示的經濟原則。

〈道成肉身的上帝：從早期基督教壁畫和墓穴藝術看

其藝術的起源、發展及影響〉

第二篇文章為本校道碩畢業生李曉曼同學的 〈道成

肉身的上帝：從早期基督教壁畫和墓穴藝術看其藝術

的起源、發展及影響〉。李文指出，早期基督教藝術

受猶太信仰影響，因此，作品中不見任何上帝或基督

的具體形象，常見的多是傳達神學理念的象徵符號。

許多這些象徵來自當時的希臘羅馬文化（如孔雀、牧

人，葡萄等）。然而，基督徒並非單純的接受和沿襲

這些符號，而是在挪用的過程中對這些符號進行轉化

和批判，「十架」是其中最鮮明的例子。

〈上下文解經：雅各書第三章13節至第四章17節中的

銜接性分析〉

第三篇文章為本校專任老師劉加恩老師的〈上下文

解經：雅各書第三章13節至第四章17節中的銜接性分

析〉。劉加恩老師首先透過銜接性分析確立雅各書第

三章13-18節的連貫性以及第四章1-17節的連貫性，接

著再以字詞及文法分析指出兩段間的連貫性。銜接性

分析使上下文之間的連貫性變得更加清晰，也凸顯出

段落間的共同主題。劉文指出，屬天智慧和屬地智慧

之間的對比是上述兩段落間的共通主題。

〈終末即創造：侯活士和平神學的敘事基礎〉

第四篇是本校神碩畢業生蕭難同學的 〈終末即創

造：侯活士和平神學的敘事基礎〉。李文指出，侯活

士和平神學的基礎是耶穌基督的敘事。為此，和平神

學具有一定程度的封閉性，然而卻非絕對的封閉，而

是帶有「開放」的封閉性，因基督的敘事具有終末性

及批判性：批判性向世界宣告世界是世界；終未性則

指向一切創造的終點，即基督和教會群體，而教會是

包容和接待所有人的群體，因此，和平神學是向世界

宣講且邁向終未的開放性神學。

〈廣西宣道會的最後十年（1948-1958）〉

第五篇文章為香港建道神學院陳智衡老師的〈廣西

宣道會的最後十年（1948-1958）〉，本文記敘廣西宣

道會在共產黨建立新政權前後十年間所經歷的種種變

革，包括切斷與西方差會的聯繫，參與三反五反、抗美

援朝、三自革新、三自愛國、整風及反右等政治運動。

廣西宣道會在這過程中積極配合參與各式政治運動，

但始終未能得到官方的認可和重視。最終，廣西宣道會

因併入至三自愛國教會而消失於歷史長河之中。

Evangelicals Engaging in Practical Theology

書評作者是現於牛津大學進修應用神學碩士的陳世

賢傳道，評論的書目是Evangelicals Engaging in Practical 

Theology。陳文指出，本書共15篇不同文章，文章作

者有學者、牧者、神學生等不同身份的人，從不同角

度共同思考如何「實踐神學」。陳文不單摘述了書中

所有的文章，亦對本書提出了簡要的評斷。該書作者

牛津大學攝政公園學院浸禮宗研究中心研究員Dr. Helen 

Cameron則就陳的書評作出簡短回應。

本期收錄的五篇文章不約而同的論及了政治，分別論

及自由主義，羅馬帝國，和平神學，中國共產政權等。

正好2022年是政治狂飆的年代，中美博弈，俄烏戰爭，

疫情封控，美國升息，能源危機等，所有人都切身感受

到政治對我們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衝擊。期望本期文章

能為我們帶來更多「屬天的智慧」，幫助我們在政治動

盪的年代中，對政治做出更精確及更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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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71,091,000

171,086,000

5,000 

累積數

80,882,039

90,323,933

- 9,440,894

1月

20,107,442

40,960,341

- 20,852,899

 2022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22年8月1日～2023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207773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碩士班招生相關事宜請洽：

校本部 ：03-2737477轉1372　

E-mail：admissions@ces.org.tw 【內政部】

E-mail：admissions@ces.edu.tw【教育部】

神學碩士科全年招生

神學碩士科自即日起全年受理招生收件。神學碩士學

位是為已取得道學碩士學位者，提供進深神學研究學

位，可為將來修讀博士課程做準備。此外，也適合資

深牧者們回到神學院整合事奉學思經歷，

裝備進深神學研究及寫作的能力。

神碩 ：03-2737477轉1374

E-mail：thm@ces.org.tw 招生資訊

詳細資訊

【2023 學年度華神招生報名】

校本部2023學年度國內招生已於

3月1日截止。敬請考生留意時間：

3月23日 基礎碩士科國外考生筆試

3月25日 基礎碩士科國內考生筆試

4月27-28日 基礎碩士科口試

5月12日 基礎碩士科錄取名單

              （教育部放榜）

6月8日 基礎碩士科錄取名單

             （內政部放榜）

【邀您一起做環保】

為響應環保，也減輕昂貴郵資之

 負擔，敬請華神之友以電子郵箱取

代紙本寄送方式。歡迎將您紙本院訊上

所印之姓名、地址、編號及個人

電子郵箱E-mail至info@ces.org.tw

我們會於下月起以此方式寄送。

謝謝您的協助！

【誠徵會計室組員】

學歷要求：專科畢、大學畢（商學相關科系）

工作經驗：具2年以上相關職務╱實際經驗

工作內容：1. 審查基金會財務收支文件及憑證及傳票

作業。2. 應收付帳款整理與科餘表追蹤與製作。3. 定

期編制基金會對帳單、財務帳務報表。4. 

預決算作業。5. 稅務處理與申報。6. 主管

交辦事項。

聯絡方式：03-2737477分機1507李主任

【從醫治釋放與屬靈爭戰看門徒訓練】

基督徒歸信成為門徒的過程中，常要面對拆毀生命

中的營壘，我們又要如何從聖經教導、神學發展、西

方復興歷史以及實際文化處境等面向，來看醫治釋放

和屬靈爭戰？

「2023年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邀請到墨爾本神

學院資深研究員、墨爾本聖公會牧師馬可．杜里博士

（Dr. Mark Durie）擔任主講。講座日期為4月17至19

日，這次主題是「從醫治釋放與屬靈爭戰看門徒訓

練」，馬可．杜里博士除了會帶領我們了解醫治釋放

和屬靈爭戰在門徒訓練中的實際意義外，亦會探討在

穆斯林背景歸信的處境中，會面對到的屬靈爭戰。

馬可．杜里博士是澳洲國立大學語言學博士和澳

洲神學院神學博士，現任教於The Institute for Spiritual 

Awareness，同時也兼任墨爾本神學院資深研究員。

另外，他全職牧會擔任墨爾本聖公會牧師20年間，致

力於將屬靈釋放事工融入門訓事工中，之後專注發展

「Cleansing Streams」事工，透過門訓幫助信徒獲得在

基督裡的自由。

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參與這難得的

屬靈盛筵。詳情請上華神官網查詢或電洽

03-2737477轉1332孫姊妹或1141江姊妹。 報名連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