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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院長 的話的話

由於廣州暨南大學「海外大師

講壇演講」的邀請，需要到大學講

學及廣州市演講，所以 2021 年 5 月

至 10 月，我一直在香港等待通關的

可能性；可惜香港雖然疫情已清零，

但港府卻毫不積極，通關不成。故

此留在香港期間，我參與梁美芬議

員的救港工程「凝聚民心」，從歷史

文化思想及關愛行動，關心社會草

根大眾的需要。

「凝聚民心」聚集了一批建

制派以外，還有熱愛中國及其歷史

的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其中也有

不少基督徒參與。梁美芬議員不但

在政治參與層面上，有正直而獨立

的思考，還堅持以法律原則和平地

解決香港問題，所以得到中央的重 

視。同時她是持守聖經道理的基督

徒，以無條件的愛為做事原則，多

年在前線力抗違反家庭價值的議

案。結果今次所匯聚的各方豪傑，

都是想實質救港，但又不追求權位

的人。加入為核心小組的成員中，

有香港文更董事蘇祖耀、多年支持

者李文輝、多年合作的藝術家林旭

輝，還有董事曹希銓，他成為創會

發起人。

期間我被邀觀賞基督教電影

「一路瞳行」電影，描述瞎眼父母

和女兒的故事，確是很感人。最精

彩有一段，是女主角很愛藝術，有

一次因憂傷和憤怒，在畫布上用力

塗上無意義的灰籃色，但老師卻教

她如何克服苦怒，在代表憤怒的灰

藍色上繪上一束美麗的花朵。

我想到，這精神正是現時香港

所需要的。今日香港人內心有苦毒

憤恨，正需要在過去的灰沉上繪成

一枝鮮美燦爛的花朵。這正是我們

文化更新的心願，用文化進路，以

愛心創建新理想與出路；而這也和

美芬「凝聚民心」的路向一致。故

此香港文化更新及文化中國學刊都

參與成為贊助機構。

以愛心關愛劏房孩子

「凝聚民心」工程的第一個工

作，是到劏房探望 100 多位孩子，

同工們邀請這些劏房成長的孩子，

用畫來繪出他們的感受與理想；再

由林旭輝連合各畫，繪成一大壁 

畫，名為「走出黑盒」。有兩位孩子

用黑盒去表達劏房，劏房就像一個

左圖是孩子的原畫，劏房小孩心中的世界很廣
大：有機械人參加單車賽，飛行人運動員，泳
手同海豚一齊游泳比賽，有花劍手；但同時有
劏房小孩形容自己住在盒中，像格林童話故事
中賣火柴的女孩。

「凝聚民心」文化建港「凝聚民心」文化建港
梁燕城

在香港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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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窗的盒子，一位小女孩的頭，在

打開的盒蓋向外望；另一幅是一孩

子在劏房中舉手求救，房外父母及

孩子拿著汽球在花園中行。其他很

多畫也表達了孩子的理想，在城市

中飛翔奔跑；林旭輝將之合成一大

壁畫，由大家填上顏色。

到 9 月 11 日，「走出黑盒」大

型壁畫舉行收筆禮 ，梁美芬議員

大律師聯同梁燕城博士、李文輝博 

士、鄧銘心工程師、梁煒泰會計師、

蘇祖耀博士、張民炳老師、林旭輝

藝術家、羅少雄院士、孔永樂講師、

嚴建平工程師、吳英鵬大律師、龐

朝輝醫生、葉家寶先生一起出席，

邀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太平紳

士出席擔任主禮嘉賓。透過這大型

壁畫，畫出屬於香港人在獅子山下

的夢想。

陳帆局長原先不打算發言，

但受到壁畫所感動，他後來主動開 

口，認同「凝聚民心」這個走出黑

盒計劃，明白要讓年青人走出困 

境，創造夢想。

他指出香港其實一向是一個夢

工場，市民只要有夢想，便有希望

夢想成真。他並表示政府很有決心

為基層市民尋覓居所，好讓他們能

夠自由飛翔。

他指出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已找

到 316,000 公營單位，目前政府積

極興建 15,000 個過渡性房屋。政府

希望為年青人、成年人提供不單止

是一個居所，而是一個社區。希望

在當中能夠引入社區內不同支援服

務，包括補習家庭、支援醫療服務、

就業機會、等等；政府希望為社區

注入生命力、活力，好讓市民活得

開心。

最後陳帆局長欣然提出，歡迎

各「凝聚民心」成員在本年年底參

觀這些新建房屋及社區設施！

梁美芬博士指出以「走出黑

盒」為主題的壁畫，除了表達了劏

房居民希望走出劏房的期望外，也

代表了香港人希望可以走出撕裂對

立，社會重新復和的共同盼望。

大會邀請一些居住劏房的小朋

友及嘉賓共同將大型壁畫紀念版，

以及由各位小朋友及嘉賓的即影即

有相片組成的願望樹，送給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太平紳士，共繪對

香港未來的夢想。

「凝聚民心」呼籲大家齊齊在

香港「尋寶」，將大家喜歡的地點，

特別是長樓梯、橋底，在社區中發

掘更多「我的夢想」構圖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量爭取將大家的夢想畫出

陽光。大家一起努力令香港社會充

滿更多笑容、希望和夢想！

通過這些活動，以正面思想鼓

勵香港下一代，行出彼此的關愛互

助，建造美善的城市文化。很慶幸

香港文更能共同參與了這重建香港

的行動。

這運動亦成功地引起了中聯辦

的關注，駱惠寧主任曾親自參觀了

劏房，瞭解情況，加強催促政府加

快行動。

筆禮，梁美芬和多位孩子參加 陳帆局長合影左起筆者與為袁文輝、林旭輝、鄧銘心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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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獄中青年   

心靈重建
梁燕城

凝聚民心工程另一主力工作，

是重建青年正面價值觀，醫治心靈

創傷，故梁美芬議員組織我們到監

牢關愛青少年。

我們先約見保安局長鄧炳強及

懲教署署長胡英明，談及關愛獄中

青年的工作。

原來自從有前主教借宗教人士

身份到獄探望犯國安法人士，互通

政治消息後，懲教署對探望十分謹

慎而有很多限制。但鄧炳強知我是

中國哲學及儒家專家，說這是當前

最需要的，因須正面講中國歷史文

化價值，解除仇中意識形態。在座

一位懲教主任，也因曾聽我講啟發

課程，而十分支持我們這路線。

由於已到中秋節，鄧炳強特別

聯繫梁美芬，邀請我到獄中向青年

講中秋節訊息。原來鄧炳強是我中

大師弟，知我的事蹟，也查知我在

中國多年的服侍。

我向 30 位青年講，蘇東坡曾

在中秋，風吹落葉的時刻，寫詞歎

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

涼」，人生如夢幻，渡過一秋天。正

是「冷暖那何休，回頭多少個秋」，

這句不是蘇東坡的，卻是英俊歌手

陳百強所唱。陳百強是 30 年前的姜

濤，青少年的偶像，但卻在走向高

峰前夕死亡。

人生有時很無奈，總會有痛苦

或死亡。如蘇東坡所寫：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每人的人生，如雪泥上的指

爪，留下一些痕跡，但最重要的是，

你是否自由飛翔的一隻鳥，你是否

有創造未來之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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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會通與轉化
  ─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 增修版 )

作者： 梁燕城 主編

《會通與轉化》是基督教第一本回應新儒家哲學挑戰的著作。新儒學大

弟子蔡仁厚從中國哲學提出有關基督教的六個課題，包括：「人皆可以成

為基督嗎？」「耶穌是人，還是神？」是「神而人」呢？還是「人而神」？

等等宗教會通的問題。梁燕城從儒道的思想方法去作反省，建立一套中華

神學的思想系統，以這思路來提出新的神學課題，從聖經作出回應。

增修版加入梁燕城與方東美弟子，已成哲學大師的成中英的師徒對話，

還有與另一方東美大弟子傅佩榮的對話，都在本書一併出版，代表這四十

年來基督教神學與當代儒學大師的對話實踐。

大家不容錯過。購買：宣道出版社

新 書 介 紹

購買：宣道出版社

書名： 當基督遇到儒道佛 
  ─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對話（增修版）

作者： 梁燕城 主編

自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來中國文化迅速回復生機，人文學科產生龐

大的學者群，研究領域除了文、史、哲、宗教外，還有社會、經濟、城市學、

國際關係、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其中有不少研究儒、道、佛、伊斯蘭教及

中華神學的專家學者。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出版的《文化中國》學刊自 1994 年出版至今逾 109 期，

每期均有一篇重要學者的對話文章，本書精選當中儒家、道家、佛家、宗

教學、基督教神學、中國文化及馬克思思想方面的對話。這些對話除了有

高度專業學識內容外，也有對話學者對人生、歷史、文化及中國的難題與

出路，所提出的獨特見解與洞見。

這些溝通中西文化和促進中國文化價值的努力，得到中國國家的肯定，

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接受，成功使基督信仰生根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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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愛 文 化關 愛 文 化

感謝你們，教育工程的義工們！

我是加拿大文更教育工程的負責同工 Sylvia，今年

是我參與教育工程的第六個年頭。教育工程的大部分工

作都是義工們在做，但義工們的付出又豈是「感謝」兩

個字可以表達。

還記得疫情前，各位義工不僅捐助學生，而且不遠

萬里親自到廣西探訪受助學生。時差、路途的奔波、身

體的疲憊都無人計較，只要能將關愛帶給受助學生。或

許你們只是覺得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對那一個孩

子，或許你給的是一片天空和海洋。不管在疫情前還是

疫情中，不少義工平日透過網上社交平台關懷及鼓勵受

助學生，彼此建立了互相信任的亦師亦友關係。每年到

了乍暖還寒的秋天，就是【多倫多文更】在一年中最忙

碌的時候，一切跟助學有關的活動，幾乎成為多倫多義

工生活的全部，務必為遠在廣西的莘莘學子籌款，使孩

子可以繼續學業。你們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又應該怎樣

去計算？

請原諒我語言的貧乏，唯有從心底深深的說聲「感

謝」，表達我的佩服和敬意。

Address：

Phone：
Email：

Website：

 114B–8988 Fraserton Court,
Burnaby, BC Canada V5J 5H8
1-604-435-5486
info@crrs.org  
www.crrs.org

溫哥華‧Vancouver

捐 款 資 助 廣 西 困 境 學 生

Phone：
Email：

 1-416-786-9255
info@crrstoronto.org  

多倫多‧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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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青年事工項目報告
Esther Leung-Kong江梁爾欣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拓展經理

【陽光計劃】主任

原住民事工

在今年 2021 的 5 月 28 日，在新聞報告看到加拿大 Kamloops 原住民寄宿

學校舊址發現 215 具兒童骸骨，現在這個數目字繼續在上升，實在非常

痛心。很多加拿大人和移民以為原住民寄宿學校是很久以前的歷史，其實

不是。最後的寄宿學校在 1996 年才關閉，當時已經有很多華人移民到達

加拿大，但我們都沒有機會知道原住民這一段慘痛的經歷。現在還有大概

8 萬生還者，他們還在面對著很多創傷。這恐怖的消息令到所有原住民社

區的心靈再一次受到打擊。請大家為原住民的醫治禱告和嘗試去真正認

識原住民的歷史，故事和經歷。

資源網頁推薦：原住民歷史，真相與和解

【文更】預備了一個資源推介的網頁，讓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住民歷史，

真相與和解的歷程。

認識原住民的資源推薦網頁：

https://crrs.org/eagles-rising-awareness-day/resource/

● 真相與和解報告	 Truth & Reconciliation Reports
● 文章	 	 Articles
● 服侍原住民的機構	 Organizations that serve Indigenous Peoples
● 影片推薦	 	 Videos & Film Recommendations
● 書籍推介	 	 Books Recommendation

原住民事工介紹網頁

這網頁可以看到【文更】原住民事

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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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 青 年本 地 青 年 事 工 項 目事 工 項 目

6 月 22 日「與原住民同行日」Eagles Rising Awareness Day 舉行了「加拿

大原住民寄宿學校的來龍去脈」網上粵語講座

展鷹計劃

Eagles Rising Education Workshops
【文更】分別舉行了兩個活動給華人社區有學習關於原住民

10 月 3 日 INDIAN HORSE

電影放映會，為紀念和回應

9 月 30 日的加拿大全國真

相與和解日 National day of 

Truth & Reconciliation

如有興趣邀請【文更】的拓展經理江梁爾欣 Esther Leung-

Kong 在你的機構、團體、社團和教會做講員分享關於原住民的

歷史和跨文化事工，請聯絡：esther@crrs.org

https://crrs.org/caring-culture/
indigenous-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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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有螢夏令營

Born to Shine Summer Camp
今年在 2021 年的夏天，因應 Covid-19 的疫情，【文更】

的 Project Shine 年輕人事工和本地合作夥伴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開展了【天生有螢夏令營】給本地的低

收入家庭兒童。當中有 31個孩子參與和 13個義工幫忙。

這夏令營在東溫唐人街的 Chinatown Peace Church 舉

行。我們今年的題目是【5 種愛的語言 –The Five Love 

Language】，很感恩孩子有機會參與我們的夏令營和學

習這個有意義的題目。

夏令營中我們舉行了這些活動：

● 唱歌

● 工藝品

● 運動與舞蹈

● 戶外遊戲、去公園活動

● DIY 小吃，美味午餐

● 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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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RS Media 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旗下的多媒體頻道。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聲音及影像製作，讓你更容易認識文
更，了解不同文化，生命及人與人的關係，彼此更新。
希望你能支持我們，在我們的 Youtube 頻道影片留言，
點贊及訂閱。

深道文化 Podcast
由梁燕城博士主理的「深道文化」，透過他對基督教信仰
的經歷及研究，深入生命，道出上帝的真理。

文化問 Podcast
由文更多媒體及項目主任 Deakin Ng 主理的「文化問」，
透過訪問形式，向不同文化發問，深入了解不同文化。

文化問近期系列
兩代教會文化系列 - 這系列透過分別訪問年青人及教會
牧者，了解他們兩代之間，在華人教會所面對的兩代問
題，及他們對華人教會的看法。藉着對了解他們的不同
文化，我們一起尋找華人教會中兩代的平衡。
兩代家庭文化系列 - 這系列以相同的話題分別訪問一位
年青人女孩子及一位媽媽，我們一起細聽兩代在家庭裡
所面對的代溝及其帶來的不同問題，及他們各自對那些
問題的看法，嘗試深入了解兩代家庭的不同文化。

播放頻道
大家可以透過不同頻道收聽以上兩個節目，包括逢星
期日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 AM1320 電台節目。CRRS 
Media 的 Youtube 頻道及 Podcast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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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文 化 更 新 成 立 25 週 年

無 限 感 恩

美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 1996
年成立，至今 25 年，1/4 個世紀，

實在是一個值得記念的一年，尤其

這兩年大家一起經歷百年一遇的疫

情。感謝各位支持者的愛心，慷慨

捐助，讓我們的項目得以繼續。

我們美更是一個團隊，無分彼

此，一起作工，互相扶持，感謝各

位同工義工的熱心幫忙，讓我們的

項目得以進行。

我們美更與加更及港更同屬一

個大家庭，感謝加更及港更各位親

人各方位的配搭照看，讓我們的項

目不致停頓。

美更的傳統項目是對教育的

支持與鼓勵，資助貧困學生得到更

好的教育。我們當年在雲南邊疆山

區蓋建學校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

境、資助小學生、中學生以致這幾

年在四川資助大學生，讓他們學成

之後可以回饋社會、建設社會。我

們每年都到校園及學生作探訪，跟

老師會議交流及關懷學生的學習和

生活。

去年及今年因疫情關係不能

探訪學生，實在想念他們。今年四

月份在大學的安排下與我們資助的

100 多位學生作雲端聚會，雖是短

短的一個多小時的聚會，看見他們

平安健康，聽到他們自述近況及對

各位捐款者的感謝很得安慰，期待

疫情過後能親身探訪他們。

美更資助的四川瀘州「玫瑰家

園」（包括教堂、醫院及社區服務中

心的多功能建築群）的蓋建不知不

覺已數年，從挖土、運泥、最近開

始蓋建主樓，當中經歷了因疫情而

停工、因地震而停工：一步一步，

一寸一寸的迎難而上，向前而行，

我們深深希望「玫瑰家園」能順利

完成，為當地居民作更好更全面的

服務。

至于美國本地項目，一直以來

我們多與教會一起舉辦由院長梁燕

城博士主講的講座。自去年疫情爆

發，教會實體聚會暫停，梁燕城博

士亦不能到來。我們將梁博士的分

享信息放上我們美更的網站 www.
crrsusa.org歡迎各位隨時上網瀏覽。

去年疫情嚴重，我們將採購到

的口罩送到社區，感謝角聲服務中

心幫忙將部分口罩送給警局消防局

等一線工作人員。

今年我們感恩有路加國際服

務團，讓我們參與他們的中東新移

民項目。路加國際服務團在七月底

在南加州與墨西哥邊境附近的 El 
Cajon 舉辦 Back to School Event（返

校活動）書包及文具發送的午餐活

動，El Cajon 是一個很多來自中東

的新移民的小鎮。感謝路加國際服

務團與我們一起做這項目。這些項

目對我們來說都是新嘗試。

不論遠方或是近處，我們將會

繼續關懷社區、服務社區，為有需

要的群體盡一分力。

梁博士與大學行政人員會議交流 玫瑰家園施工前博士祝福

「返校活動」書包發送

郭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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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看報，不經意看到國內

「希望工程」的助學的介紹，心中

有一份感動要參與其中，後來因為

種種原因，都沒有實行。

後來搬來了美國，因緣際會

認識了當時美更的領導，得知美更

就是在國內的特貧山區做助學扶貧

的工作，就參與了美更的項目了。

第一次到雲南跟越南接壤的邊境小

鎮麻栗坡及金平探訪受助學生，從

洛杉磯到昆明需要兩天，然後坐專

車上山下山拐三千個彎經過十多小

時才到達目的地，如果遇着下雨塌

方就更糟糕了。感恩的是一向體弱

的我，坐長途車，山路顛簸竟然沒

有暈車！看到學生正期待與我們見

面，一切疲勞都消融了。

與老師交流，知道學生的生活

情況很是艱苦，多少學生為了減輕

家庭負擔無奈放棄學業。我曾遇見

一位同學父母都離家到外省打工，

奶奶生病住院而要輟學回家照顧奶

奶以及種田，這就是農民的生活。

奇妙的是，我從來沒有到過這

地方，但這地方就好像我的家鄉，

當地人就像我的家人。此後，我平

均每年都會探訪他們兩次，看到孩 

子一年一年的長大，幼苗長成大 

樹，很感欣慰。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今天，教

育已普及，美更仍保持初心，以支

持教育、培育英才為己任，資助大

學生以鼓勵他們接受高等教育，學

樹人樹仁
郭玉霜

成後回饋社會、建設社會。有些學

生畢業後回到自己的老家當醫生、

當教師，服務鄉親。有些同學更不

時作志願者，把愛心傳承，這實在

是他們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去年及今年，因着疫情嚴峻，

我們不能去探訪學生，着實想念他

們。感謝學校的安排，今年四月 

份，學校為我們辦了一個雲端聚會，

我們得與 100 多位受助學生聚會。

前一晚，我就已經興奮得睡不着 

了。聚會時，看到學生們精神飽 

滿，一個接一個的述說自己的學習

情況和理想，真的很高興。期待很

快疫情受控，可以到他們那裏看望

他們！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

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管子‧權修》

美國文更 ‧CRRS USA
P.O.Box 7717 Alhambra, 
CA 91802  USA

Telephone: 1-415-696-6728(SF) 
WebSite:  www.crrsusa.org
Email:  info@crrs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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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基金代表、當地單位負責人和學校老師
一起探訪受助學生家庭

「愛心傳承」學生資助
王志威

香港文更辦公室經理

鑑於雲南文山州一中已達至成

熟階段可自行解決學生助學，文更

決定暫停在文山州的助學項目，在

2020 至 2021 學年開始改與南京愛

德基金會合作，資助以壯族學生為

主的廣西省東蘭縣「東蘭高中」，

和少數民族且品學兼優學生為主的 

「中央民族大學」。

廣西「東蘭高中」

東蘭縣高級中學，位於廣西壯

族自治區河池市，距離省府南寧約

4 小時車程，是市級重點高中學校，

創建於 1937 年。現在校生 2500 多

人，教職工 170 人。東蘭高中以壯

一本大學。上文提及的單親同學在

回饋中寫道：「我的父親時常感嘆：

「你們這群孩子幸福多了，上學有

這麼多人幫助，你更應該好好努 

力，不要辜負老師和幫助你的人。」

及「感恩之心促我前進，謝謝你 

們，遇見你們是我的大幸運！」文

更同工及支持者見此無不感動。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新資助的中央民族大學是一所

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有 23 個學院，

覆蓋本科專業、碩士和博士學位頒

授，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學。該校

的宗教學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在國

內享有盛譽。全日制在校生超過 1

愛德基金代表與受助學生會面交流

高中學生課堂「東蘭高中」外貌

「中央民族大學」外貌

族學生為主，雖然東蘭縣剛於 2020

年 5 月退出貧困縣序列，但仍然很

多學生家庭收入低於平均水平。

因疫情影響梁院長和文更同

工未能按原定計劃於學期開始時探

訪學校及學生，只由愛德基金會於

2020 年 10 月到校調研，與申請學

生見面及作部分家訪，包括一個單

親家庭及一個父親臥病在床的務農

家庭。文更資助了 50 名高二及 50

名高三學生，當中 89% 非漢族學生。

資助標準是每位學生每年人民幣

2,000 元。

助學成果

雖然東蘭高中在廣西不算頂

級高中，但在受助同學的回饋報告 

中，發覺他們是努力不懈地學習，

不管是高二或高三同學，對高考既

抱期望但又感壓力，大部分同學希

望它日學成為家鄉作貢獻。今年文

更資助的高三同學，全部都考上大

學或大專，當中超過四分一人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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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項目

萬 6 千人，接近一半學生來自少數

民族，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仍然佔

有很大比例。

因疫情關係，文更未能出席學

期初在學校舉行申請資助人面試，

只能由愛德基金代表與 55 位學生進

行一對一的交流，了解學生的學習

和家庭情況及個人需要。最後文更

揀選了 50 位大一學生給予資助，

當中涉及 12 個少數民族及 36 名

女生，包括一位失去了右手掌的維

吾爾族小伙子和一位蒙古族的女孤

兒。資助標準是每位學生每年人民

幣 4,000 元。

助學成果

受助的 50 位同學順利完成大

一學業，並在課餘積極參與公益活

動，幫助他人。上文提到的蒙古族

的女孤兒在回饋報告中寫道：「在

今後的學習生活中會刻苦鑽研，用

知識武裝自己、將來用真情回報社 

會，用行動報效祖國，並帶着一顆

感恩的心，將愛心傳遞下去」。在他

們的回饋中感受這群孩子那份堅毅

和不放棄精神，縱然來自少數民族

地區家境比較差，但他們非常珍惜

得到資助機會，願意努力向上，回

饋社會，實在令人感動。

「動力網」

－大學畢業生傳承愛心

文更透過畢業生於 2016 年 10

月自行成立的「愛心傳承動力網」，

與畢業生保持聯絡，鼓勵他們繼續

參與公益活動，以行動延續「愛心

傳承」的精神。「動力網」現有 157

位同學參與。

動力網成員在文山州一鄉村小

學建立圖書閣後，原定在 2020 年春

天在小學舉辦的第一期悅讀營，因

疫情學校斷斷續續停課，最終在該

年 9 月改在線上舉行為期五週的「 

愛心悅讀營 - 陪讀活動」，以一對

一配對模式在線上陪讀課外圖書，

14 位小學生在活動中獲益良多。因

反應良好，動力網成員於 2021 年 4

月在該小學進行了第二期悅讀營，

仍以線上形式進行，第二期有 12 位

小學生參與，活動不單獲得學校支 

持，同時也得家長們讚賞。

項目成果

在成立短短五年間，動力網畢

業生不但提示師弟師妹如何適應離
愛德基金代表與受助學生大合照

第一期悅讀營：一位小學生

悅讀營：動力網成員在線上交流，彼此學習

悅讀營：讀書筆記、五週閱讀計劃

鄉別井的大學生活，而且分享選擇

工作或考研的心得，以及開始建立

項目有計劃地幫助其他人，實是「 

愛心傳承」助學項目的傳承。

感言：

非常可惜因疫情緣故梁院長和

文更同工未能與受資助的新同學見

面交流，雖然受助同學對文更的理

念及工作範疇未必有深入認識，但

「感恩的心」促使他們努力讀書，

並轉化他們的心態讓自己是「受助

者」的同時也是「施予者」，用行動

回饋社會，已經達到「愛心傳承」

這項目的目標。文更感激在疫情 

下，仍然出錢出力繼續支持文更的

有心人，「……只把一杯涼水給這

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

他的賞賜。」《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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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新冠災情下
美國國家祈禱日禱文

徐濟時 牧師／博士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顧問（學術策劃）

背	 景：美國以基督信仰立國 ( 憲政不設國教 )，早於開國已有官方的禱告日，直到 1952 年韓戰期間，葛培理

( 葛理翰 ) 牧師建議舉辦全國性祈禱，得到國會議員認同。杜魯門總統簽案確定，每年五月初某天為國家祈禱日，

定在國會山莊舉行 ( 後有幾次按總統意願在白宮配合舉行 )。此活動通常召聚幾十萬人禱告於國會前廣場，並有

全國性廣播；全國各地信徒自發配合，群眾當日在各地法院前聚集禱告亦成為慣例。

2020 年初，新冠病疫全球爆發，未幾世衛啟動新冠肺炎陷入全球大流行 (pandemic)，特朗普 ( 川普 ) 總統

宣佈 2020 年 3 月 15 日為國家祈禱日，他宣告「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一直在這樣 ( 危急 ) 時

期向上帝尋求保護和力量……無論你身在何處，我鼓勵你轉向信心發出禱告。」葛培理 ( 葛理翰 ) 的女兒葛安妮

（Anne Graham Lotz）應邀於這次「國家祈禱日」，為嚴峻疫情領禱。

新冠天災人禍，際此兩周年依然嚴峻，就讓我們再思再禱：

「天父上帝：

在一個飢荒、洪水和山火的世界中；

在疾病、死亡和我們日常活動的崩壞中，

就在這一天 (2020年 3月 15日 )，總統召開 

「國家祈禱日」，我們選擇跪下舉目。

我們看見，

祢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掌控萬物（以賽亞書 6:1)、一切萬物；
我們知道，

祢是一位仁慈、恩典、信實、慈愛的神。 

（以弗所書 2:4；哥林多後書 9:14；出埃及記 34:6）

所以，

我們拒絕懼怕這新冠病毒及其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反而，

我們的信靠全在乎祢。

祢曾說

祢的耳朵

聆聽著我們的呼求（詩篇 4:3），

祢的眼睛

看顧著我們（詩篇 33:18），
而祢的膀臂

足以伸展至我們（以賽亞書 59:1）、
強而有力環抱我們（詩篇 139:7-10）。

求祢現在就環抱著我們，

使我們緊靠祢；

求祢平伏我們驚慌的心，

將祢平安的靈吹進我們懼怕怯盪的心。

即使此刻

我為著祢所賜平安而祈求，

我也在想……這奸害、陰險、邪惡的病毒，

會觸發我們為所愛的國家生出屬靈醒覺嗎？

祢是否正在嘗試引發我們關注，

要求我們在與祢的關係中醒來？

我知道我們迫切需要醒來啊！

我們已將蔑視祢婚姻制度的事合法化；

我們慶祝與祢教導相違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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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我們殺害祢所創造並擁有祢形像的生命……為了我

們自己方便；

我們已變得極其世俗化

以致我們甚至不承認祢的存在、

更不用說崇敬或順服祢。

祢使我警覺。

因此，就像古時的先知但以理，

我以謙卑和羞愧來到祢面前，

正如我代表美國承認這些我意識到的舉國罪行……

（但以理書 9:1-19）

我向祢認：我們舉國

對性上癮、

對錢上癮、

對享樂上癮、

對娛樂上癮、

對色情上癮、

對科技上癮、

對毒品上癮、

對酒精上癮、

對食物上癮、

對電視上癮、

對成名上癮、

對我們自己上癮。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愚蠢，否認祢是

獨一的、真實的永活上帝、我們被問責的創造主；我們生

活成好像生命只是一場沒有永恆意義、目的或意思的宇宙

意外事件。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貪婪，累積到達數萬億元的國債。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傲慢和驕傲，使我們認為靠自

己就足夠有餘。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國家繁榮，本於我們自以為偉大，

卻拒絕承認所有祝福都來自祢的手。

我向祢悔認：我們依靠軍事力量和武器系統來保護

我們免受傷害和危險，卻拒絕、蔑視和無視於祢。

我向祢悔認：我們在渴望包容性中，屈服於多元主

義的壓力，以致我們尊敬其他神靈到一個地步，祢

只是其中一位。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容讓祢給予的物質賜福，來欺

騙我們以為我們不需要祢。

我向祢悔認：我們活到一地步，好像物質財富和繁

榮才會有快樂。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將真理邊緣化、使謊言成為主流。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經成為在眾多神靈之下一個分

裂的和兩極化國家，擁有許可證去犯罪，而公義不

再遵循 (神的 )法治。

永生神的聖靈，

求祢使我們信服於遠離我們的罪惡，

歸正於祢。(約翰福音 16:8）

主神啊！

求祢憐憫我們！

當我們為我們的罪悔改並歸回祢時，

求祢也轉向我們！

沒有人像祢一樣能幫助無能為力的人、

抵抗這強頑的災病。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

因為我們依靠祢，我們能奉祢的名

扺禦這巨大無形的仇敵。（歷代志下 14:11）

再次，我們緊握祢對所羅門王的應許。

祢說：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

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祢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祢說：

「我必從天上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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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祢說：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

在此處所獻的禱告。」（歷代下 7:13-15）

我們抓住祢的應許，我們懇求祢。

垂聽我們的禱告！

赦免我們的罪過！

醫治我們的土地！

我們正站在我們國家的破口當中。

我們奉這一位我們拯救者的名、

我們美麗而唯一的救主、

萬國之王、

神子和人子、

現正活著和掌權、

1 英文原文節錄

Are You trying to get our attention, demanding that we wake up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I know we desperately need to wake up.

We have legalized defiance of Your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e celebrate 
relationships that contradict Your instructions; we exterminate life that 
You created and that bears Your image…for our own convenience; we 
have become so secularized we don’t even acknowledge You exist, much 
less reverence or obey You.

I confess national addiction to sex. To money. To pleasure.  To 
entertainment. To pornography. To technology. To drugs. To alcohol. To 
food. To television. To popularity. To ourselves.

* I confess our foolishness of denying You as the one, true, living God, 
our Creator to whom we are accountable, living as though our lives are 
a cosmic accident with no eternal significance, purpose or meaning.

* I confess our greed that has run up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national debt.
* I confess our arrogance and pride that has led us to think we are 

sufficient in ourselves.
* I confess to believing that th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is because we 

are great while refusing to acknowledge that all blessings come from 
Your hand.

* I confess that we depend upon our military might and our weapons 
systems to protect us from harm and danger while denying, defying, 
and ignoring You.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succumbed to the pressure of pluralism in our 
desire to be inclusive so that we honor other gods as though You are 
just one of many.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allowed the material blessings You have given 
us to deceive us into thinking we don’t need You.

* I confess that we live as though material wealth and prosperity will 
bring happiness.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marginalized truth and mainstreamed lies.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become one nation under many gods, divided 

and polarized, with license to sin and justice that no longer follows the 
rule of law.

Holy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convince us of the need to turn away from 
our sin and get right with You. (John 16:8)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請與香港文更同工聯絡：

電話：(852)2393-9440 
電郵：info@ctrcentre.org
網頁：www.ctrcentre.org

即將回來的萬主之主和萬王之王的耶穌基督，

我們奉祂的名和為祂的榮耀禱告，阿們！ 1

禱文第一個悔認 (confess) 的 12 項「罪癮」和其

上兩段、其下十次悔認的「離經叛道」，究竟透過這

兩年的病疫「教訓」，美國人民有多少回轉呢？甚至

世界各地的「罪疫」有多少收斂呢？

新冠大流行的確帶來世界各地人命和經濟等重大

損失，但同時亦令到花天酒地的「不當事業」和交通

工具的廢氣排放等被逼收斂，未嘗不是好事。然而，

學者、專家、商人或平民百姓對這災疫各種看法和檢

討之中，究竟有多少人 (包括基督徒 )是從靈性道德
的角度進行反省，正如上述禱告、絕對適用於美國以

外。

疫情代價何其大，我們學到什麼功課？災疫終會

過去，但其中的靈性道德教訓，若不為世人和教會發

掘和重視，罪惡重滔覆轍，那麼人類的前景會是比這場

災疫更重的大災難！

對慣於指責罪惡世界的基督徒，我們從中又有何

反思以至復興呢？教會經過聚會的停頓和轉向網上，

逐漸恢復實體崇拜和各式聚會後，又是怎樣的光景

呢？疫下疫後教會人數增減或奉獻多少，只是表象，實情

還是靈性的問題；信徒被疫情困在家中，多出的時間是

用在真道學習、家人關愛、靈性操練等，或多用在上

網煲劇、尋覓娛樂、投機搵錢等呢？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成立於新冠肺炎初期，在疫

情肆虐下艱辛成長。本人初期就寫了兩篇文章回應疫

情。神學不能離開處境，離開了就沒有生命；西方不

時興起「空中樓閣」的形而上神學，不是我們那杯 

茶！尤其是，父母先輩的苦難仍滲在我們生命裏造就

至今，不能忘本，繼往開來！或許，疫情將帶來世界

一個範式轉移的歷史大變，就讓我們同心作好準備迎接挑

戰，或更是一個末日式挑戰。

求主憐憫世人和我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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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學術季刊

始 終
林寶玉

文化中國行政編輯

2021 年 12 月《文化中國》總

第 109 期，將刊登一篇題為〈中國

傳統社會的時空觀芻議〉，談到中國

傳統的時空觀，作者段文豔將之分

為客觀時間、主觀時間、日常時間、

生命時間等幾種類型，其特徵又反

映呈現政治性、循環性、模糊性、

血緣性等。就時間與空間的關係而 

言，在中國傳統上，空間以天下、 

國、家、個人的向度出發，更具有

其根本性的意義。

中國以農立國，看四時變化

來作決定，因此是周而復始的循環 

性，同時，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裡，

時間觀又包含人的關係在其中，增

加了血緣性及模糊性，可謂多向的

時間循環觀。中國人的對生命的看

法是不相信生命以外時間的永恆

性。因此，由於中國人在時間觀念

裡是綜合性的，所以我們便不難發

現中國人往往在行事安排上經常改

期，說不定明天的行程，更遑論落

或合乎時機的時間。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概念在新約中，就是「來世」 

(age to come)，乃是在歷史之外，指

向「永恆」。因此，猶太文化的時間

觀，是有始有終，有目的，有意義 

的，意義是建立在終極目的上。可

見他們視時間是不可以循環的。

中西文化與思維方式存在根深

蒂固的差異，思維的方式也不同。

所以從上述中西文化對時空觀的理

解不同，是因著各具各的文化底 

蘊，對時空與空間的環環相扣各異

而建構各自的世界觀。

中西文化之所以時有碰撞、矛

盾、衝突，是雙方未能深入了解對

方的思維方式。從文化源頭探尋東

西文化的時空觀，更加能夠了解中

國，希羅文化及至猶太文化的差異

性，當我們愈理解，便愈明白；愈

明白，便愈能夠和而不同。不同的

觀點、角度、視域終究可以互相尊

重。就著中西文化觀的差異性，《文

化中國》作為一個學術平台，讓各

家學者從理解文化淵源上去探尋差

異的背景，梳理歷史發展，無疑是

一種學術志趣。《文化中國》努力植

實更遠的行事規劃。在這樣的多向

度的時間觀下，時間是有彈性，靈

活變通的。這讓我們了解到中國的

時間觀，是因為審視空間而產生先

秩序後邏輯的文化特徵。

在古希臘，羅馬，西方主流的

文化，有歸屬於空間系列的大地女

神、地獄之神，或歸屬時間系列的

黑夜之神、光明之神。時間和宇宙

之關係，衍生出實際意義和象徵意

義，因此而讓個人的命運、社會的

公共領域、以致宗教信仰也與之息

息相關。希臘的時間觀念是時間之

外的永恆性、永續性。西方以工業

發展社會，著重分秒必爭，因而對

時間觀講求精確性，具體性。這讓

我們了解到西方的時間觀，是先邏

輯後秩序的文化特徵。

至於猶太基督教，從聖經舊約

希伯來文，以「月」「日」「那時」

「霎時、頃刻」來表達時間用字，

皆是出於神，說明歷史一切都屬於

神。至於聖經新約希臘文，時間的

用詞，分別有「時間」(Chronos) 及

「時機」(Kairos)。Chronos 指先後

順序的時間；Kairos 是指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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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國內海外持續更新的中華文化，

是超越地域和政治界限的。

《文化中國》出版至今 108 期，

已踏入 27 年，季刊集東西方文化對

話、哲學、歷史、宗教研究為一體。

過百位中外學者進行對話、輯錄文

章，將中西觀點不同視域、古今中

外歷史沿革，真真實實地呈現在讀

者面前，成為會通中西文明文化的

橋梁。

在出版 100 期過後的歷史進程

裡，可以說是繼往開來；在韓思藝

教授的帶領下，對內廣納發展編輯

團隊，對外鼓勵年青學者投稿，又

革新內容，不失學刊風格又更貼近

時代命題，包括「經典研究與文化

中國」；「中華神學與文化中國」； 

「人工智慧與文化中國」；「疫情

世界與文化中國」等。曾在本刊出

現的知名學者如杜維明、林毓生、

趙馥潔等紛紛退休，李澤厚更已離 

世。後浪湧上的都是新一代博通

古今、學貫中西的年青學者。其

實，時間的推移，不得不步入薪火 

相傳。

進一步了解，請電郵或參閱網頁：

電郵：cultural.china@crrs.org
網頁：www.crrs.org/category/cultural-china

訂閱印刷版

網頁版

2021 年 12 月是今年度的最後一

個月，回望今年，總結今年，卻又

是迎向新一年的伊始。是始？是終？

筆者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活

在當下，努力面前，迎向新一年之

際，與《文化中國》團隊上下一 

心，辦好季刊，並與眾支持者、讀 

者、學者在這段歷史時空的交匯處

作見證，見證《文化中國》文字的

影響力，如何在時間的洪流裡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讀者們，邀請你，以禱告、捐

款、來稿支持《文化中國》。感謝你

的同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