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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歷史起源
《文化中國》起始於一群海外華人的夢想，在中國經過百年艱苦後，見改革
開放展現民族的新希望，一群加拿大華人特別關心中華精神文化價值，在古
今之變，中外之交的契機，能否更新重建。一面以中國價值貢獻世界，另一面
吸納世界優秀文化，豐富自身的精神。
由此一群有理想的華人在加拿大社區中籌款，得當時卑詩省督林思齊大力
支持，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八位發起人在加拿大登記成為
文化與慈善機構，大家決定出版《文化中國》學刊。
《文化中國》是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導創辦，代表了這群發起人的共同理
想。《文化中國》一開始主張文明對話，成為一橋樑，去溝通東西文化。至今已
26年出版過百期到105期，仍將繼續下去。
今文化中國的理念已頗為普遍，一些文化學術刊物，用類似的理念為名，對
這些不同於原本刊物的其他各方努力，我們都祝福其發展，盼能共同促進中
華文化價值，及不同文化間的對話。

下 期 預告

百年變局下居易俟命

中華文化中涵養天機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這個大變
局的演進。在未來的一年裏，《文化中國》將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的視野下，
圍繞當下的經濟、法律、社會、生態等主題展開組稿。經典詮釋、中華神學仍
會是我們繼續培植的文化根基。新冠疫情所引發的社會危機需要多學科的學
者進行協同研究，新科技所引發的社會變化與倫理挑戰需要有志學者進行
跨學科研究，《民法典》的頒布、智慧社會下的居家養老，這些都需要我們從
文化的層面培植其土壤。我們期望，文化中國的園地裏，百花齊放。

本期圖片來源：封面：本刊工作室；封底：冬日遠岫(二)‧陳君立提供；第6頁，情
繫長江，黎沃文；第20頁：百年泰山，山東畫報出版社；第85頁：取自《中文百科
全書》https://www.newton.com.tw/wiki/竹簡；第129頁：照片本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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