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承蒙大使命中心邀稿，以分享筆者多年來在華

服侍後對神州教會的觀感，筆者除了深感榮幸，也

覺得不配和虧欠，茲因筆者一方面不學無術，另一

方面感覺到：即使有幸多年在大陸服侍，或許對

國內的現況有所瞭解，但是有時深深體會到自己所

見、所聞、所感受的還真的是「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然而，為了不負所托，筆者就不自量力、戰戰

兢兢地不避淺陋、野人獻曝，僅求這些分享能拋磚

引玉，甚或能有機會與主內諸君共襄聖工為盼。

一、當今中國社會的危機

依愚所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

的，我們無法在此一一闡述，只能挑一些非常嚴峻

的分享如下：

經濟方面

近年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問題直接影響了「與世

界接軌」的中國社會，即使政府竭力發展內需多項

工程，以期來緩解外來的經濟壓力。然而通貨膨脹

(尤其是房價)、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民工就業、城

鄉貧富兩極化等等現實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更有

嚴謹的經濟學者和商人預測國內會在近期內發生經

濟泡沫。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一件非常棘

手和當務之急的事。因此，政府哪來多餘的時間、

精力和財力去顧及人民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服

務、居住條件和環境等困境？至於民工子弟的就學

和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可能要排到「日程表」的末

端了。

道德方面

眾所週知，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傳統文化連根

拔起，似乎連諸如孝道、禮讓、廉潔、忠誠、節

儉、利人等等的美德都刨掉了。在改革開放以來，

社會道德約制越來越乏力，導致在現今的社會裏，

墮胎、同性戀、婚外情、臨時夫妻、商業欺騙、作

假(地溝油、純淨水、學術研究等等現象)、1 走私

販毒、瞞稅、重婚、包二奶(甚或三、四奶⋯⋯)、

黃黑氾濫⋯⋯2 比比皆是。當然，公德心(如隨地吐

痰、電梯裏抽煙、國罵、不讓座位給長者等等)的欠

缺，似乎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危機與轉機──
二十一世紀中國教會的裝備
池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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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方面

至於青少年方面，因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

樑，因此顯得格外的重要。香港青年協會《今日青

年》分析，中國青年面臨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為：農

村教育水準低落、道德準則模糊、越軌活動頻繁、

社會公德意識不強、經濟異常波動、專業技能應變

性差和組織效率不高等。3 這個分析裏，佔了一半

是與倫理道德相關的項目。現實社會裏，婚前同

居、少女墮胎、校園性氾濫、吸毒、自殺、謀殺(甚

或在我們看來如雞毛蒜皮般的動因)、4 拼爹、炫富

等等已經不是新鮮的事了。按照中國紅會在2005年

非正式的統計，國內每年約有28萬人口自殺，其中

大部分是青少年和大學生。這些現象，讓我們不禁

地為中國未來的一代感到擔心。

二、危機轉機化

正因上述所言的危機，中共高層醒覺到此刻若

不對症下藥、進行經改、政改以及社會上全方位

改善的話，必會引起國內民眾的騷動和不穩定。於

是，「五位一體」應運而生。5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裏，特別提

到實現「中國夢」的五種基礎就是：「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

夢的物質文化基礎。」6 他更開宗明義地為自己任

內設定了奮鬥的目標；他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

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

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

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

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

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7 危

機必帶來轉機，筆者深信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危機，

必帶來一個轉型的、改革的良機。

姑且勿論習近平等人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能否如

願或成功，但即或如願或成功，就真能實現「中國

夢」嗎？更深一層思考：難道政權的穩定以及經濟

的飛騰，就真能帶給人民崇高的品格和社會的安

穩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是逐漸地與世界接軌

嗎？經濟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嗎？人民的物質生活不

是越來越提升嗎？照理而言，這些表象不是越來越

靠近「中國夢」的境界嗎？那麼，是甚麼原因讓過

去的三十多年的努力看似前功盡棄，以致習近平要

「深化改革開放」？是甚麼原因讓現今的社會道德

變得如此的墮落和敗壞，以致一般民眾漠視道德、

甚或恥笑道德？歸根究柢，人心的敗壞才是根本。

環視社會，道德倫理的敗壞已經不是一個人、

兩個人，或者一個小團體、兩個小團體的問題了。

社會是一個人際關係網，在其中人人彼此牽引、互

相影響，不但自己犯罪，也喜歡並希望別人跟自己

一樣犯罪；欲求存者，似乎必須隨波逐流、與眾同

流合污方可。造成中國社會如此現象，一方面如上

文所言，文革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根給刨掉了，連帶

原有的中國傳統美德、道德約束也給丟了；另一方

面，是功利心態的黑貓白貓論的提倡。於是，人性

的陰暗面毫無遮掩地顯露出來，並像滾雪球般地往

下發展。我們不禁要問：如何才能幫助人民能利己

而不損人，甚或利己又利人？如何能幫助到人民能

出淤泥而不染、遇淫威而不屈？如何幫助人民能捨

身取義而非捨人取利？顯然地，這「根本性」的、

人性敗壞的問題並不是表面的、治標的制度所能解

決的。

再者，如上文所言，青少年道德問題非常嚴

峻。歸根究柢，青少年的道德墮落，是社會和家庭

倫理道德底線的極度模糊和下滑所造成的，因此，

重建一個高尚的、既聖潔又仁慈的道德體系是刻不

容緩的任務。當然，除了社會無法提供青少年良好

的道德倫理外，中國「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危機

也是非常明顯的。心理學學者張華認為：獨生子女

因長期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他/她不在乎大環境的狀

況，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形象。他/她

不在乎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而為了權力和控制去

操縱剝削他人。這些特徵就是「自戀」(Narciss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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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也是「小皇帝」症狀。8 池耀興對此表示贊

同之餘，更補充：「當然，有兄弟的女孩亦因中國

文化固有的『重男輕女』觀念，而養成自憐心理。

然而，我認為中國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功

利、競爭及比較心理，亦會造成兒女們obsessive/

compulsive的性格，將會在人際關係中造成極大的

虧損。」9 筆者在此列出學者們的見解，是希望讓

讀者明白到外在的政改和經改在青少年甚或兒童的

人格發展上，是無法起作用的，「文化建設」(文化

改革)和教育改革才是出路。

顯然，中共政府也看到這一點，於是他們提出

「五位一體」或「中國夢」的五個基礎的看法。但

是，他們又該如何向人民提供一個「治本」的道德

體系，又該以甚麼作為德育的基礎呢？我們知道，

世界觀影響人生觀和價值觀。邏輯推理的結果是：

無神論信仰體系是無法合理地衍生出高尚的倫理道

德體系的，因為無位格的世界觀(無神)又如何能衍

生出有位格的倫理道德(如愛、憐憫、公平等等)體

系呢？因此，有位格的世界觀(有神論)的哲學、信

仰系統在此可以提供及時的幫助。難怪習近平在第

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特

別強調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

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

結的力量」10 以協助政府實現「中國夢」。習近平

這樣的表態，給基督教會帶來一個機會；即在中國

目前轉型、改革的良機上，扮演「治本」(文化建

設)的引導性和促進性的角色。

三、中國教會的裝備

如上述，中國面臨的種種危機，以及中國領導

人的相應對策，成為我們基督教會有更多的參與和

更大的影響社會的良機。那麼，我們應當具備哪些

理念來參與？我們又該如何來裝備信徒，以致他

們更能影響這個社會？筆者在此提出愚見，僅供參

考：

1. 心靈方面與物質方面

首先，我們看到主耶穌在伯賽大城向跟隨祂的

群眾傳講福音，也同時醫治有病痛的人。甚至，在

天將黑的時候，主耶穌因著群眾身體的需要，吩咐

門徒說：「你們給他們吃吧。」（太十四13-21；

可六30-44；路九10-17；約六1-13）由此可見，主

耶穌滿足群眾心靈方面的需要，也滿足他們物質方

面的需要。當我們在國內服侍時，我們也應該按照

不同的需要、配合不同的時機，來幫助群眾在心靈

上，也在物質上得到供應。

傳道人應該以身作則，並鼓勵和帶領教會信徒

一起賑災、扶貧，一起建立孤兒院、安老院、殘疾

人士培訓中心、民工技術培訓中心、課後複習班(給

民工子弟)等等，照顧或協助解決同胞生活上的需

要。甚或設立工廠、公司讓更多失業者有就業的機

會，解決他們眼前的生活危機，以期他們能夠從我

們身上看到主耶穌的恩典和慈愛。

2. 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

其次，主耶穌在升天時，頒給門徒一個「使萬

民做主門徒」的使命，我們稱之為「福音使命」。

然而，中國教會裏很少有人教導主耶穌賜予信徒的

另一個使命──「文化使命」。何謂「文化使命」？

也許我們簡單地界定為：神所賦予人之所以為人的

使命任務，在神學上稱之為「文化使命」。11 在舊

約，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後，就把「治

理這地」的責任托付予亞當。(參創一26、28)在新

約，主耶穌教導門徒要在世上做光做鹽。(太五13-

14)這是「文化使命」的聖經根據。

筆者認為：中國教會應當在主日講臺上或主

日學裏，教導信徒要努力傳揚基督福音以及栽培門

徒，因為在國內還有許多人沒有機會領受到基督福

音的好處，也有許多人是禮拜天甚或基督教節期性

的信徒。傳揚純正的福音，提供紮實的門徒培訓是

非常關鍵的使命。與此同時，中國教會也應當教導

信徒有關正確的、既出世又入世的「屬靈觀」，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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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並推動信徒去實踐「文化使命」(尤其在國家轉型

的關鍵時刻)，以期能「對社會、文化、政治、道

德、家庭、信仰等方面發揮光照與防腐的作用」，12 就

如清末民初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在教育、社會習俗、

慈善關懷等等事業上為中國社會所做的貢獻一

樣。13 此外，筆者更深切期盼中國教會能夠：

(1) 培養基督徒思想家

近年來，中國教會越來越重視神學教育，並有

計劃地培養年青人成為傳道人來牧養教會、造就門

徒，這是可喜的現象。然而，教會也必須發掘可造

之材，並有計劃地、肯付出代價地(無論是代禱或經

濟)培養他們成為基督徒思想家。讓他們能夠有正確

的聖經和神學的基礎，並以聖經原則來重建合乎聖

經原則的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倫理道德體系

等等。

(2) 聚群英、商策略

現今社會變化巨大，日新月異，我們確實無法

以一己之長或單以一門學術，就能解釋或解決大陸

的社會、家庭問題。故此，我們應招聚各路英雄，

如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倫理學家、神學家等等，

共商策略，互傳心得，彼此緊密合作，方能有所作

為。

(3) 設立研究基金

研究某一種大課題(如中國文化與家庭結構之

關係)是須全力全時的，而並非工作之餘的閒事。

但是，生命存活的事又是要解決的、現實的事。因

此，設立研究基金，讓有心且有能人士可以毫無後

顧之憂地安心研究，則有立竿見影之效。14

(4) 力爭傳媒陣地

最後，筆者切切地禱告：中國教會能在傳媒上

爭得一席之地，甚或引領潮流。眾所週知，現今電

視、電影、音樂、報刊、網絡等等傳媒在散播不合

基督信仰的人生價值觀，深深危害著民眾的思維和

生活方式。中國教會應該提供一個平台，給予那些

在演藝、音樂、文學等層面有恩賜且有負擔的信

徒，讓他們能創作一些具有合乎聖經原則的人生價

值觀的作品來淨化社會、改造文化，從而潛移默化

地影響同胞們的思維和生活形態。

當然，如果中國眾教會能夠為主基督的緣故，

拋開自身的宗派枷鎖，彼此信任、互相合作的話，

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就指日可待了。讓我們切

切地為中國教會代求，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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