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群和教會在福
音裡沒有位置，
福音只論述「我」
與「神」的關係。

福音信息中根
本沒有社群和
世界，何來社
關？！



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HarperCollins Bible Dictionary



Dictionary of Jesus and the Gospels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continued



N.T. Wright, “Gospel and Theology in 
Gala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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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福音?

• 在七十士譯本中，舊約聖經多次提及
「福音」一詞，如：

• 生了男孩 (耶 20:15)

• 當敵人被殺或打勝仗 (撒上 31:9; 
撒下 1:20; 4:10; 18:19-35; 王上 1:42; 王下 7:9; 
代上 10:9;)

• 宣告神的救贖 (詩 40:9; 68:11; 96:2; 
賽 40:9; 41:27; 52:7; 60:6; 61:1; 珥 3:5; 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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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世紀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筆下，
他的用法也很類近，如：
• 參孫的出生(Jos. Ant. 5.277)

• 掃羅作王(Jos. Ant. 6.56); 
提多將軍成功攻佔一城(Jos. Bell. 3.503)

• 押沙龍之死(Jos. Ant. 7.245); 
羅馬王Tiberius之死(Jos. Ant. 18.228);
維斯帕先Vespasian找到匿藏的敵人(Jos. 
Bell. 3.143)

• 維斯帕先Vespasian作羅馬王(Jos. Bell. 
4.618)



羅馬書1章

 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上帝的
福音。2 這福音是上帝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
的，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
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
大能顯明是上帝的兒子。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
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信而服
從)。

 福音是關於耶穌乃是按應許而來的王，死而復活，掌
權統治



林前15章

 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2 並且你們
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
這福音得救。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
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24 再後，末
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
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上帝。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福音是關於耶穌乃是按應許而來的王，死而復活，掌
權統治



福音是關乎甚麼的好消息?

 君王耶穌的生死復活掌權  罪人我不再被定罪

神對世界
的計劃

一切繞著神對受造世界的
計劃轉，包括福音和教會

我的生命
及終局

一切繞著我的生命及終局
轉，包括福音和教會



從「運動」比較兩種福音

神國來臨的福音 救我的福音

生活的目標 為神國服役 不再犯罪

關注社會 神國要在地上彰顯 愛心和聽命的表現

動員群眾 群眾運動本質 佈道策略

推廣信念 叫萬國萬民歸服神 聽主命，有福同享

行動議程 集體回應(神國) 個人回應(得救)

接班人 革命尚未成功…，神
國既濟未濟

維持堂會中小企的運作
(福音已在人生命裡完成)

教育 群眾教育 個人教育

聯合連結 顯示同以耶穌為王 效率資源計算



從「佈道」比較兩種福音

傳神國來臨的福音 傳救我的福音

佈道 以崇拜、宣講、服務、
聖禮，殉道等，演示
神國既濟未濟的臨在

遊說聖經/福音之可信，
以豐盛/平安生命見證
福音之有效

牽涉 社交生活social life 道德生活 moral life

建立 基督的身體(社群生活) 我的生命質素

世俗社會 神國彰顯的領域 福音對象的生活場景

受造世界 等候天地更新 引誘和罪惡的場域

萬民 須歸服神的統治 有待免去地獄之刑罰

政府 訴求賞善罸惡 訴求不阻攔教會傳道



從「牧養」比較兩種福音

神國來臨之牧養 救我的福音之牧養

初信栽培 融入教會社群生活 清楚得救

對外關係 有待收復的資源 避免試探，分別為聖

耶穌 來作世界的君王 來拯救世人脫苦罪

生活關注 神國的彰顯 不要再犯罪

牧養資源 來自整個受造世界和
一切知識

教會已具備一切使人得
救的資源

工作價值 工作是神子民的任務 世俗工作是暫時的副業

教育 讓社會明白神國 讓信徒明白救恩

終末論 神國完全展現 我死後上天堂



福音與社會：洛桑運動與華福運動



洛桑信約#10. 佈道與文化

 普世宣教策略的發展，要求創造性與先鋒性的方
法。…既然人類是上帝所造的，人類的文化中就富含
美善的內容。然而，由於人類已經墮落，所以文化都
被罪所玷污，部份甚至含有魔鬼的成份。福音並沒有
預先假定，某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而是根據福
音的真理和公義原則來評估一切的文化，且在各種文
化中堅持道德的絕對性。宣教工作常將異國的文化與
福音一起輸出，導致教會受制于文化，而不是服膺於
聖經的真理。傳揚基督的人必須謙卑地倒空自己，但
仍保持以他們的真誠去服事別人。教會也必須致力於
改造並且充實文化，這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洛桑信約#13. 自由與逼迫

 上帝賦予每個政府的責任是維護和平、公正與自由，
使教會可以順服上帝、服事主基督、不受攔阻地宣揚
福音。所以我們要為國家的領袖祈禱，並且呼籲他們
根據上帝的旨意和《世界人權宣言》的聲明，確保思
想與良知的自由，以及實踐和傳揚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們也深切地關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
那些為耶穌作見證而受苦的人。我們承諾，要為他們
的自由而祈禱和努力；同時，我們也不因他們的遭害
而膽怯。上帝正幫助我們，不管要付多大的代價，我
們都要反對不公正的事，並且忠於福音。我們也不可
忘記耶穌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



華福宣言：福音的性質

福音是神永遠計劃的中心，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
真神基於祂的預知，在創造世界時，早已安排好的。神創造
人來享受祂的愛，和祂有交通，但因人的悖逆與神隔絕，面
臨永遠的刑罰。神就差遣祂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
到世上，為罪人受死、復活、升天、再來，完成了神為世人
所預備的救恩，叫凡憑信心接受耶穌作救主的人，都得到新
的生命，成為神選召的兒女，同享神家永遠的福樂。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所有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的
世人；但人蒙昧無知，不會尋求救恩，教會必須主動的傳揚
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拯救失喪的靈魂。耶穌基督離世之前
一再叮囑門徒︰「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所
以傳福音是神給眾教會的使命，也是每一個基督徒的天職。



華福宣言：教會與社會的責任

教會的基本責任是傳福音救靈魂，但要讓世人明白
神無限的愛，教會亦當以身作則，顯出愛心的見證，擴
大對社會的影響。因此教會對當前社會的需要漠不關心
是不應當的，特別是華人教會散處在世界許多地區，對
所居留的國家有責任善盡我們的本分。所以社會福利工
作，有的是教會可以作的，有的是站在基督徒公民立場
應當作的，不論是教會或是基督徒個人，都可藉著對社
會的關懷，為福音舖路，加強教會對社會的影響。這樣，
當福音廣泛傳開，信徒人數增加時，也就轉移了社會的
風氣，使教會更受到尊重，使福音更有效地展開。



想一想…

 如果社關只是為了得好名聲，而使傳道更方便的話，
那麼如果基督徒對社會的關懷行動，是得罪社會，是
使傳道更艱難時，你想教會會怎辦？

 如果社關只是世俗的任務，只是向所居留的國家負責，
是作為公民的責任，那麼教會的社關工作，是否要配
合國家對國民和僑居者的政策？

 如果社關只是為福音鋪路，那麼鋪了路後，怎辦？鋪
路時，是怎樣跟福音掛勾？是勾引人入教，是利誘，
還是甚麼？



開普敦承諾 (2010)：信行的一致

 For the Lord we love… (Faith)

 We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

 We love the living God..Father, Son, Holy Spirit

 We love God’s Word

 We love God’s world

 We love the gospel, people, mission of God

 For the World we serve (Action)

 A pluralistic, globalized world

 Broken world

 Among people of other faith

 Unity in mission



福音是…神透過耶穌為救世界而做的事

 The gospel is good news. The gospel is not a concept 
that needs fresh ideas, but a story that needs fresh 
telling. It is the unchanged story of what God has 
done to save the world, supremely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life, death, resurrection, and reign of 
Jesus Christ. In Christ there is hope. 

 This Statement is framed in the language of love. 
Love is the language of covenant. The biblical 
covenants, old and new, are the expression of God’s 
redeeming love and grace reaching out to lost 
humanity and spoiled creation. 



Our love for…

 Our love for the whole gospel, as God’s glorious 
good news in Christ, for every dimension of his 
creation, for it has all been ravaged by sin and evil;

 Our love for the whole Church, as God’s people, 
redeemed by Christ from every nation on earth and 
every age of history, to share God’s mission in this 
age and glorify him for ever in the age to come; 

 Our love for the whole world, so far from God but so 
close to his heart, the world that God so love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for its salvation. 



洛桑信約(1974) 開普敦承諾(2010)

 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
於與上帝和好

 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
道

 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
恩雖然不是

 …佈道是優先的

 1. We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 

 2. We love the living God 
 3. We love God the Father 
 4. We love God the Son 
 5. We love God the Holy Spirit 
 6. We love God’s Word 
 7. We love God’s world 
 8. We love the gospel of God 
 9. We love the people of God 
 10. We love the mission of 

God 

不再提出對立的論式，不再提先後



轉向一：救我→神國來臨

 耶穌傳神國來臨

 使徒傳耶穌是神國的彌賽亞，他的復活已將神國帶
入歷史

 初代教會替耶穌作為彌賽亞的身份辯論，三一論，
基督二性論

 宗教改革：我怎樣可以得救？是靠教會指示的善功
呢，是靠恩典呢？→得救成了信仰的核心

 奮興運動：第一身的皈依經驗，活化僵化的正統信
條，興奮地奮興

 香港教會…



轉向二：生老病死→世界去向

 以上帝的敘事取代我的敘事

 「上帝如何挽回受造世界」取代「我怎樣得救」

 重新認識「萬物更新」(創造論)在基督信仰的位置，
救贖不能脫離創造/新造

 佈道不是去使一個一個的人得救，而是使萬國得知
神透過受膏者耶穌挽救世界的工作，這工作包括使
人從罪惡的支配中得釋放，進入神的子民群體，一
同推展神國的工程



轉向三：免費禮物→關係重建

 由強調免費禮物(處理宗教改革的問題)，轉向復和，
萬物更新

 強調關係之重建：人─神；人─社會(眾人)；人─自己
(召命)；人─受造世界

 社群重建是福音工作

 環境保育是福音工作

 職場事奉是福音工作



教會延續耶穌的神國來臨運動

 教會源於第一世紀，由施洗約翰開始，由耶穌完
成，由使徒外延的以色列復興及神國來臨運動，
也延續這個運動

 教會是由耶穌產生的新人類的社群，為神國而服
務

 教會延綿二十多個世紀，由近東到西方，由西方
到北方，再到東方，因不同歷史因素發展出不同
的宗派，遍及世界各地，也來到了中國。

 教會原是神國來臨運動，需要由中小企營運的意
識返回運動



教會(+我)從事三重關係的更新

 我們與神的關係 (向上，聖殿)

 離棄偶像歸向神；敬拜，服侍，愛神

 我們之間的關係 (向內，家戶)

 相交，相愛，誠實，服侍，督責

 多元而合一

 我們與異教世界的關係 (向外，家戶/國度)

 抗拒被同化，保持自治，而不去強制/征服

 宣教，服務

 以社群生活見證神國倫理

向上

向外

向內

向外



防避「聖 / 俗；公 / 私」分割

世俗，公共

屬靈，私人

政治，經濟，
公共政策，
教育…(公共
領域)

信，望，愛，
團契小組，
主日崇拜，
主日學…(禮
拜堂內)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
賜給基督，「公」和「私」
都是他的，他是唯一的主

基督的身體不涉政
治經濟公共政策，
政治是污穢的，分
裂的，會玷污純潔
的教會

有人擔心整全
的，涉政治的，
帶動更新的，
群體的「基督
教」運動

有人喜歡純
粹的，屬靈
的，安慰心
靈的，個人
的「基督教」

宗教



善惡滲於一切

地方
堂會

職場/

市場

異教

民間團體

善 惡

善

善
善 惡

惡

惡

我

善 惡



新約看普世政權

社會大眾

政府

統治

教會

基督

如今聖靈在教會，也在世界中工作

空中掌權
三一神

新造的人

終末

瑪門

財團



羅得模式 vs.亞伯蘭模式 (Rabbi Jonathan Sacks)

 坐在所多瑪城門口(議事
權柄)，從上而下的干預

 通婚，不再有具特質的
群體

 除道德觀外，經濟力量
等等已融入所多瑪

 遲延不走

 「這個人來寄居，還想
要作官哪！現在我們要
害你…」

 住在幔利的橡樹，有距離，
卻可看見

 與幔利三兄弟結盟，卻不
通婚，保持家族身份差異

 從旁為所多瑪代求出力

 家裡生養的精練壯丁

 不討便宜，不受指揮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
是寄居的…」『你在我們
中間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兩種「假如」

 假如盼望有一些基督徒出
任高官要職，以基督教價
值觀制定及執行政策…

 假如發展局局長，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長，行政會議
成員/最大政黨主席…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
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
『去！』他就去；對那個
說『來！』他就來；對我
的僕人說『你做這事！』
他就去做。」

 假如政府與教會權柄獨立，
教會不必聽從政府，教會
也不操緃政府

 假如教會(群眾)的力量是
人民的下層影響力，塑造
社會的下一代，以道德和
良知的聲音，並捨己的服
務，感召異教社會百姓

 假如教會訓練自己的下一
代，抗拒被同化或被支配，
在民間社會中發揮影響力，
帶動神國價值觀的「革命」



為所寄居的城尋平安

從旁為義遊說、出力；卻不作代表

自養自治，貢獻自己卻不討便宜

尊重別人，保存差異的價值

保持距離，結盟而不喪失界線

不討便宜 (討了便宜，就受到指揮，獲利回吐)

抵抗外來者的支配

即便如此…即或不然



終末前流亡途上的寄居群體

 身處異教多元社會，要習慣不@home，學懂說兩
種語言

 在多元的社會裡，要容納others，有根的人不會完
全@home

 鼓勵社會守護多元，讓每個群體也可以說他們自
己的話

 忍受流浪漂流的艱苦

 同時是受造世界的守望者與異教社會的背叛者



教會的政治見證

社群內活出新的政治/權力的運作關係

大的服待小的，捨己的，十架的權柄

服侍的權柄 vs. 支配的權柄

教會不以世間的管治權柄去管理世界

教會不是政府

教會的力量是愛的力量，不是政權或財權

 教會以自己的力量服侍社會(不是服侍政府)

 教會以講話(道，話語)作見證



政府從來不是世界的希望

 上帝的計劃，是透過子民使受造世界恢復秩序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弗1: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上帝百般的
智慧 (弗3:10)

 耶穌沒有生在希律之家，而是生在平民百姓之家

 耶穌沒有藉地上政權來統治，他倒死在地上政權之手

 耶穌的門徒自稱為「城邦市民集會」，被外人理解為
「這些人都違背凱撒的命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徒
17:7)

 教會與地上政權充滿張力，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