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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李志剛牧師 

引言： 

 

今期專訪人物是李志剛牧師，一位在香港與國內，都廣受敬重的牧者和學者。 擁有史學博士的李

牧師，對中國及香港的教會歷史方面研究，早已是該領域的開荒健將。李牧師退而不休，在忙碌下

仍樂於接受本人訪問，非常感激。基於李牧師於 2010 年 9 月 5 日，基督教週報 2402 期為牧長七十

祝壽，刊出一篇專訪， 所以是次訪問不會重複其中有關內容，而是集中在中華神學相關的內容出

題，如下。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李志剛牧師(李) 

 

 

徐：李牧師，您的祖母生於晚清並信主，影響父親亦歸主。您在抗戰時出生而戰後到港成長，獻身

事主。您三代人經歷過近代中國最最艱困的階段。 請問李牧師是否因此建立你一份血濃於水的家

國情？ 可否細說一下？ 

 

李：我的祖母李徐有娣太夫人確是生於清季年間。至於我的祖母之信奉耶穌基督是始於家父李耀

光公的引介。緣先曾祖父李有財公本在寶安西鄉經營鹽田，後到港經商，先後在九龍上海街開設

絲綢舖兩間；在長沙灣開設船廠兩間；此外在港島灣仔有藥材舖和單車舖經營。先祖父李壽彭公

以長子守業西鄉。先父李耀光公家中長子，小學在九龍就讀；稍長往上海隨徐興舅父入讀中學，

因舅父早逝返鄉。適逢其間西鄉有禮賢會堂開設，區寵三牧師引領家父受洗歸信耶穌。其後又得

女傳道四姑契媽感動家父獻身作傳道，由教會申請入讀廣州信義神學校，其間更勸導祖母受洗歸

主。家父一九三八年神學畢業，獲禮賢會聘任禮賢會塘廈椰山小學教員。同年得「四姑」介紹家

父與家母曾闔娣女士結婚，本人於翌年十一月一日在椰山堂出生，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接

受嬰孩洗禮，有德國何斐士牧師夫婦(Rev.&Mrs. K. Hofius)作擔保，有稱教父教母(一般稱之為契

爺契媽)。 

 

本人自小在教會長大和接受教育。戰後教會經濟不景，家父離職來港從商，在粉嶺新建聯和墟經

營李園酒家，家父得粉嶺崇謙堂萬福新牧師介紹我入粉嶺從謙小學就讀五年級，羅香林教授夫人

朱倓先生為班主任，至小學畢業。而我一生受朱倓先生教導影響最深。中學初一入讀上水鳳溪中

學；初二家父得友人鼓勵考入調景嶺天主教鳴遠中學；一九五五年暑假考取台灣省立法商學院行

政專科；一九五七年畢業轉讀大學，至一九六零年大學畢業，得文學士，隨後返港後由契姐鄧碧

薇介紹入基督教兒童會至光學校任教師。時至一九六二年春得禮賢會大埔堂區天賜先生 (區寵三牧

師二子，與家父世好) 鼓勵獻身事主，因受聖靈呼召，毅然決志獻身，由禮賢會香港區會保送入讀

信義神學院。一九六六年神學畢業，禮賢會區會調派先在禮賢會香港堂任傳道，至一九六八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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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禮賢會灣仔堂任副主任，其後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由禮賢區會按立為宣教師，又於一九七

零年八月二十九日由區會按立為牧師。二零零一年一月退休，在本會事奉三十四年之久；退休後

禮賢會灣仔堂仍聘任為該堂永遠顧問牧師，感謝天父的引導和保守，使我不離傳道職分。 

 

然而上帝恩典奇妙，當堂會退休後，香港聖經公會聘請為總幹事，蒙主恩典得盡厥職。回顧事主

五十四年歲月中，上帝使我在神學教育多有事奉機會，先後任信義宗神學院中國教會歷史和香港

教會歷史有二十一年之久(1979-2000)；在伯特利神學院教授中國教會史有十七年之久(1989-2006)。

由於禮賢會灣仔堂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員堂，五十多年參與事奉，嘗獲選調查部部長；傳道

部部長；書記；副主席；主席等職，使能有機會為眾教會服務。至於參與其他機構的事奉亦蒙天

父恩祐給與學習機會。由於承擔各種的職事，促使我多能與中國內地教會、國家宗教局、各地神

學院聖經學校，以及各大學多有接觸和分享，不但認識中國教會和國家的興旺和發展，內心充滿

感恩和喜樂，有感中國教會和國家在上帝帶領下，前途必然無可限量。 

 

有說 「血濃於水」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和「家國情懷」(one’s love for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這是牽涉到每一個人的血緣、人緣、地緣的關係。誠如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在此我思想我生長的血緣是中國人；我接觸到的老師和所要傳福音的對象都是中國人；

我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無論人生所處的天時、地利、人和都是「血濃於水」的要素。而人生存

在的目的，在《四書‧大學》更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作為人生工作的路

向，這正是中國的「家國情懷」。從我們信仰了解「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不如神賜」，

祗有神的賜福和保祐必能使我們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元素，以致人們才有能力去實踐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 

 

徐：李牧師身為牧養教會的牧者，另抽出時間研讀福音來華史、香港教會史和基督教文化等，並寫

作無間，令人佩服。請問你是如何投進中國基督教歷史文化的深度關懷？ 

 

李：感謝天父上帝！我決志是希望在教會作一位傳道人。事奉年間，有德國漢堡大學博士研究生

獎學金的申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的聘請；一九八六年信義宗神學院專職講師的聘請；一

九九六年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的聘任，先後一一為禮賢區會所拒絕，以使我忠心在禮賢會

灣仔堂做傳道人的工作，以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榮休。換言之，亦即上帝賜給我在禮賢會

灣仔堂從事牧職三十三年之久，專心做一位傳道人。 

 

至於說到我從事香港教會史和基督教文化的研究，以及勤於寫作，可說是我作傳道人的業餘事奉，

亦是上帝賜予的恩典。回想我在讀神學之時，對於神學和中國哲學多所愛好，尤其對當年新亞書

院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儒家大師至為孺慕，於一九六六年有意投考中文大學文化研

究所哲學研究班隨唐君毅教授學習哲學，後因唐君毅教授秘書李武功先生告知我非新亞書院唐君

毅學生，又因研究班五位名額所限定難錄取，故鼓勵先在新亞書院隨唐教授學習基本哲學課程，

然後再報名投考即較易取錄。其後因派禮賢會香港堂任傳道之時，在般含道上邂逅香港大學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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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夫人朱倓先生，她是我十多年前就讀粉嶺從謙小學的老師，特請她為我請求羅香林教授介

紹認識唐君毅教授以便到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繼續深造，但朱倓先生斷然拒絕所請，要我隨羅香

林教授讀歷史，翌日電話告知，已得羅教授允許，特別安排到麥當奴道雨時大廈府上上堂。不到

幾天我便成了羅香林教授的入室弟子，先後導讀《傳教偉人馬禮遜》、《梁發傳》、《天主教東傳文

獻》，讀後並作報告，使我對基督教和天主教來華史有基本的認識，其間當然討論到基督教與中國

文化的關係和影響。 

     

然而當我和內子於一九六九年一月赴台灣渡蜜月之時，羅教授特別囑咐奉函前往台北溝子口天主

堂拜訪方豪神父，請求他指導日後研究天主教史抑或研究基督教史的方向，其後方豪神父以我回

港後追隨羅香林教授研究基督教史較為適合，此因天主教研究已有眾多學者進行，而天主教資料

文獻甚豐，難以搜求。認為回港隨羅香林教授學習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題目最為合適。是以我之

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路向是取決於方豪神父的指導。及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羅香林教授在珠

海書院開設文史研究所，鼓勵我投考入讀。而我們任職的禮賢會灣仔堂堂董事有在中文大學聯合

書院任教的劉偉民長老、李觀淞執事 (按兩位堂董事前在中山大學就讀，應是羅香林教授學生) 極

之鼓勵就讀，而其中有張景文牧師和各長老執事均表贊成，准予每禮拜三下午和禮拜六到珠海書

院上課，以致我於一九七四年考取碩士學位；一九八三年考取博士學位，所以我能以一位帶職傳

道人在中國基督教史學和中國文化取得時間研究，是要感謝禮賢會灣仔堂眾長老執事的鼓勵和允

許，否則不可能有今日研究的成果。 

 

說我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羅香林教授教導影響最大，他出版《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

書，可說是基督教士與香港中西文化交流的專書，閱讀後奠定我研究的基礎。當我考取珠海書院

研究所後，研究班第一篇閱讀報告定由我公開向同學宣講，羅教授定題郭士立牧師中文書目研究。

由於我對郭士立牧師亳無認識，其後就教信義神學院老師古愛華牧師(Rev. Winfried Gluer)；古愛

華牧師又介紹我認識在崇基學院神學組任教的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由是使我研究郭士

立牧師有深認識。在碩士班定題為《容閎研究》。及至一九七六年考取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博士班

後，隨羅香林教授研究《郭士立牧師研究》；一九七八年羅香林教授離世後，改由方豪神父指導，

改題為《澳門基督教研究》；方豪神父是中西交通史學家，更是澳門史專家，不久方神父於一九八

零年安息；院方再由定台灣文化大學梁嘉彬教授指導，梁嘉彬教授是研究廣州十三行專家。三位

指導教授方豪神父是天主教神職人員，而羅教授及梁教授都是基督教虔誠的基督徒，參與教會事

奉；對我靈性實有極大助益，而三位教授著作宏豐，亦給我學習寫作和鼓勵。 

     

有謂教學雙長，無可置疑教會允許我在珠海書院學習進修，但我更有幸得當年信義宗神學院教務

長胡聯輝牧師對我的厚愛和賞識，於一九七九年特邀請我到信義宗神學院任教中國基督教史；又

於一九八四年在神學院特別開設「香港教會史」一科，並委我任教，使我成為講授香港教會史的

第一人。正因為我在神學院講授香港教會史，以致香港歷史博物館於一九八六年起不時邀請我在

每週六下午在該館演講室作專題香港歷史演講，而到場聽講甚眾，以致我於一九九二年在三聯書

局出版《香港教會掌故》，銷量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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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教學雙長，先後亦被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台灣中原大學、中正大學邀請講

學；內地中山大學、上海大學、復旦大學、陝西大學、浙江大學等大學，以及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內地金陵神學院、華東神學院、浙江神學院、福建神學院、廣東協和神學院、黑龍江神學院、四

川聖經學院、廣西聖經學院、江西聖經學校、海南島聖經學校等院校邀請講學；甚或香港、新加

坡、馬來西亞、荷蘭各地教會機構特約演講，由是迫使我在講學中撰寫論文，以致有專書的出版。

已故周聯華牧師有句名言「天下文章一大迫(筆)」。我體會到我的寫作原是使命所迫。即或一九八

七年至二零一四年，由香港華人基督教《基督教週報》特約每期撰寫《教會掌故》；《教會圖說》；

《教會古今》；《古道今詮》專欄以及其他專文，甚或至今五十年未嘗間斷，稿文已超過二百多萬

字。凡此寫作是我「文字傳道」的使命，我樂此不疲，目的亦在闡述中國基督教歷史與中國文化

的關連性，使人明白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貢獻。 

 

徐：你的文章有根有據並史料充分，又有人物和故事， 趣味盎然。請問你是如何做研究？這種治

學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可否分享一下，好啓發後輩有更好學習。 

 

李：「你的文章有根有據並史料充分」此語，正是說明我寫文章和寫學術論文的方法。我寫「文章」，

就必須先定下寫文章的題目，無論是寫講章、短文、散文、論文要有定下一個好的題目，而題目

必須要有意義，切合時、地、人的需要；以及對人有所助益，使人「醒目」，這是我做傳道人應有

的心態。定題之後就須找資料，寫講章當然要找聖經，註釋書和參考書。然而寫論文所找的史料，

包括歷史書、參考書、方誌、文獻、公私函扎、檔案、文物、相片、遺書、遺物、家譜、專訪、

查訪、傳說、筆記、口錄、記錄、口傳、考察、行止考察、實物搜集等。然後才作資料應用分析，

繼而寫出文章系統綱目；隨後有根有據的發揮和寫作。尤記五十年前我在寫「容閎研究」的時候，

特別寫信羅香林教授就讀清華大學老師洪煨蓮(洪業)教授(即本人師公)，請求他寄些資料給我作參

考。其時他在哈佛大學任教，祗寄我所作「黃遵憲----美國留學生感賦」(Huang Tsun-Hsien’s Poem 

“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附來函教導︰「史學論文，異乎偵探採訪

之不忘貪多務得，其精粗只藻重能就現有史料，細加深思，以求辨誤去惑，提要鈎玄焉。」羅香

林教授講授史學方法論之時，提及岳父國學大師朱希祖教授(羅師母朱倓先生的父親，亦即我的師

公)，認為史學研究基礎在於「掌故」的參考和學習。所以其後我亦買了一本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

館掌故部出版的《掌故叢編》(第一輯至第十輯)作參考，使我在掌故寫作上獲益不少。 

 

徐：你研究中提到郭士立(Karl Gutzlaff)這位來港教士(後出任如今天的政務司)及他自 1844 年創立

的福漢會(培訓多達二百位華人傳道的福音自傳偉業)，令人嘖嘖稱奇。我認為郭士立及福漢會奠下

香港教會的里程碑，成就及得上馬禮遜及其事工。 請問，李牧師對他及該會，有何領受並進一步

說明呢？ 

 

李：郭士立牧師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為 Charles Gutzlaff；1844 年前中文

譯名為郭實獵) 原任英國政府駐浙江舟山的民政長官，由於香港「撫華道」(The Chinese Secretary)

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於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澳門病逝，其時港督砵甸乍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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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Pottinger，有譯璞鼎查) 特聘郭士立牧師來港就任「撫華道」。按當年撫華道一職不但管理

香港一切華民事務，並兼任英國在華事務顧問。由於他存有自由傳道的心志，公餘之暇則作傳福

音事工。所以當他來港後翌年，在中環創辦「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專以漢人(Chinese)

為傳福音對象，以凡信道者，則授以傳道課程，每階段授課完畢後，隨即遣派信道者進入內地向

本鄉本族人傳教，以使福音在廣東鄉鎮得以傳播，郭牧師可說是發展中國內地傳教第一人。由於

福漢會事工發展迅速，以致函請德國禮賢傳道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和瑞士巴色傳道會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t Basel)派出傳教士到港協助福漢會工作。時至一八四六年十一月

即有禮賢會派出柯士德牧師(Rev. Heinrich Kuster)，葉納清牧師(Rev. Ferdinand Genahr)；巴色會

派出韓山明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黎力基牧師(Rev. Rudolph Lechler)東來傳教。四教士

在法國馬賽港乘船來華，翌年三月十九日抵埗香港，隨即入住福漢會，由郭士立牧師親授客家、

潮語、廣府話。至十一月郭士立牧師派華人教士王元深、李清標帶同葉納清牧師入虎門傳道；蔡

福帶同柯士德牧師往江門傳道；徐道生帶同韓山明牧師入寶安傳教；潮人亞愛帶同黎力基牧師入

潮州佈道。柯士德牧師和葉納清牧師成為廣府語傳教先導；韓山明牧師成為客家話的先導；黎力

基牧師成為潮州等地開教先導。 

     

時至一八四九年郭士立牧師休假回國，嘗在德國、英國和歐洲各地教會，倡議成立「中國傳道會」

(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派遣教士到香港福漢會參與內地傳教工作。其後有德國柏林傳

道會(The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於一八五一年派遣那文牧師(Rev. Robert Newmann)來港工作。

在郭士立牧師返國度假之時，禮賢會和巴色會教士則脫離福漢會，而歸本會工作。及後郭士立牧

師於一八五一年返港，於八月九日病逝，是故巴陵會教士則接續福漢會工作。郭士立牧師是安葬

於跑馬地基督教墳場(The Protestant Cemetery)，有稱紅毛墳場，現稱香港墳場(Hong Kong 

Cemetery)是西人牧師安葬第一人，刻有英文墓誌銘，稱之為”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China 1831-1851”(信義宗教會首位來華傳教士)；德文“Apostel der Chinese”(中國使徒)；中文為「中

國信義宗教會之父」。 

 

一八五四年英國戴德生先生(Mr. James Hudson Taylor)為中國傳道會派遣到中國上海、寧波一帶傳

道，及後回國於一八六五年在英國創辦「中國內地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然而卻稱郭士

立牧師為「內地會之祖」(Gutzlaff as 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而戴德生牧師

之創立「中國內地會」在組織和內地傳教的目標顯然是郭士立牧師中國宣教的延續。  

 

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是近代基督教來華第一位傳教士，早於一八零七年抵埗廣州從

事翻譯聖經工作，於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神天聖書(新舊約全書)，並於一八二四年返

英述職。其時郭士立牧師適在荷蘭傳道會傳教學院就讀，有志於亞拉伯國家傳教工作。及後得知

中國傳教名人馬禮遜牧師返國，特於一八二五年專程到倫敦拜訪，並得接見，因受馬禮遜牧師感

動和教導，以致改變初衷立志轉向中國傳教。事實上馬禮遜牧師在回國之前經已奠定基督教在中

國譯經事業、漢學事業、出版事業、教育事業、傳教事業、差會事業、醫藥事業的基礎，而影響

郭士立牧師來華傳教發展至大。近代著名的史學家簡又文教授，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基督教輔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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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即今日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第一篇記「第一位傳教士」，開

宗明義有載第一位來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是英人勞博‧馬禮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澳門基督

教墳場馬禮遜牧師的墓誌銘，中文有稱之為「羅伯馬禮遜者乃萬世不朽之人也」)。第八篇記「第

一位內地傳教士」，有謂至于身入內地傳教之第一人，及極力推動，組織，與主持內地傳道工作者，

實為郭士立牧師(K. F. A. Gutzlaff 1803-1851)。 

 

徐：傳教士反對蓄婢，成就解放婦女的運動，今天備受肯定。這方面在香港，更有不少華人教牧參

與其中，成為教會移風易俗的美好見證。記得看過你在這方面的研究，可否再提述並加以解說、以

史察照現今教會應如何關社？ 

 

李：我本人之所以認識香港「反對蓄婢會」，記得在四十年前有禮賢會香港堂黃詩田長老特地借給

我閱讀他所珍藏的一本《反對蓄婢史略》。當我略讀後複印一本，將原書歸還黃長老的時候，他隨

後亦告訴我在福建廈門鼓浪嶼有「婢女救拔團」之成立，是受香港「反對蓄婢會」所影響。其後

研究得知鼓浪嶼有「婢女救拔團」成立，是因該會是由許春草長老(許牧世教授尊翁)創立，而許春

草長老與黃詩田長老主內深交，因受黃詩田長老影響，始有「婢女救拔團」成立。 

     

論及「妹仔」，亦即中國傳統所稱的「婢女」，而中國社會之有「婢女」的存在，是具有悠久歷史

的淵源。在古代社會的富有的家庭必有「婢女」的服侍，俗稱之為「丫環」。我所事奉的禮賢會灣

仔堂當年有劉偉民長老在任教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期間亦出版《中國古代奴婢制度史》，將古代的「婢

女」有詳細的解釋。「婢女」在廣東稱之為「妹仔」，而富有家庭蓄養「妹仔」，亦發生虐婢、淫虐、

拐帶、劫掠、人口販賣等等社會問題。而在香港一般華人的紳商家庭多有收養妹仔，更因為收養

妹仔演變成許多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 

     

何以當年香港有此種不合法的制度，仍然可以存在。此因香港政府對《大清律例》所允許的制度

是不加干涉，藉此保持社會的安寧。時至一九一九年有海軍副司令官希士活(H. L. Haslewood)偕夫

人來港任職，夫婦亦是聖公會熱心信徒，對受虐待妹仔至表同情，因而公開提出廢止蓄婢的言論，

華人教會各界多表響應支持。由於希士活副司令官的提議，以致革職調返英國。希士活夫婦返回

英國，仍然聯絡「聖公會兄弟協會」和「反奴隸協會」指責香港販賣人口(買賣妹仔)的陋習，有違

英國法律制度。以致英國有一班名流紳商在下議院提出嚴厲質詢，加以教會輿論的壓力，故特令

香港定例局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召開「全港居民大會」，由當年華人紳士主持討論，主旨為防

止虐婢，與基督教徒廢除蓄(養)婢主張相反。八月二日有禮賢會王愛棠牧師在《大光報》發表〈揭

明蓄婢會議之否認原因〉一文。王牧師一文成為贊成蓄婢和反對蓄婢兩派對壘的導火線，促使教

會信徒於八月八日成立「反對蓄婢會」，反蓄婢運動由此產生。 

     

「反對蓄婢會」可說是香港基督教徒的組合體，據統計聖公會有五十九人；循道會十人；合一堂

四十八人；禮賢會二十五人；公理堂二十五人；浸信會六人；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三人；巴色會

一人；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一人；青年會五人；倫敦會一人；救世軍一人；那打素醫院一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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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蓄婢會組織設會長、副會長、中文司理、英文司理。司庫、司數、調查部、演說部、宣傳部、

值理幹事各職。歷年分別由聖公會黃茂林、楊少泉、李求恩牧師擔任會長。由此得見反對蓄婢會

以聖公會最為鼎力。禮賢會黃詩田長老曾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擔任中文司理一職。反對蓄婢

會亦在特定會員的商號成立妹仔投訴登記處，以便協助妹仔投訴代向警局報案，經過十多年的宣

傳運動，並得英國倫敦教會各界協助，港府終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頒佈育女註冊條例，以

使妹仔得到保障，杜絕妹仔買賣和收養條例。而香港反蓄婢運動以聖公會聖保羅堂楊少泉醫生居

功至偉，及後在國際上有「東方林肯」之稱譽。 

     

香港基督教徒組織的反蓄婢會，幾近二十年的奮鬥的社關運動，實是教會信徒愛心的聯合社關運

動的成就。但論到教會如何「關社」的問題，可以說因時、因地、因人不同的事工，在此得知教

會信徒關懷社會、關顧社會、關心社會、關愛社會的工作，一切都是緣起於耶穌基督，此因信徒

信而受洗生命在基督裏有所改變，而我們所做是學效耶穌作出對人對社會的關愛，並以耶穌的「關

社」作榜樣。 

     

事實上耶穌一生的工作都是社關的工作。如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節記載「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

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與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節記載「耶穌走遍

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同樣表達耶穌一生的工作就

是教導、宣講、醫治的社關事工。教導是教育工作，關心人們心智的發展，構建倫理和諧關係，

從易經去理解就是理濟的工作。宣講是一種傳道的工作，關心人們靈性的發展，構建人神和諧的

關係，從易經去理解就是道濟的工作。醫治是服務工作，關心人們身體健康的需要，構建和諧的

人際關係，從易經去理解就是一種利濟的工作。換言之，耶穌的「關社」，是屬人們身心靈全人的

關懷。即如： 

 

 

 

 

 

 

 

 

 

       

回顧歷代古今教會所做關社(關懷社會人群的需要)都是步武耶穌「三濟」的聖工，以全人關懷去傳

揚福音。就以香港聖公會為例，從香港基督教教會概覽記錄所見，不難發現教堂(傳道)聖工、學校

(教育)聖工、社會服務機構(醫治)聖工的堂校機構都有相等組織，足見香港聖公會發揮基督教傳道、

教育、慈惠的關社功能。就是一個獨立的堂會，本身都有傳道、教育、慈惠的聖工展現耶穌在世

關社工作的延續。 

耶穌 

基督 

教訓----教育事工----理濟於心----立人之道 

宣講----傳道事工----道濟於靈----立天之道 

醫治----服務事工----利濟於身----立地之道 

                           (三才之道)  

 

 

全人關懷 

傳福音 

(可 16︰15) 

信福音 

(可 16︰16) 

太 28︰18-20(關社的宗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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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每一位成長的信徒都有關社的職事，試以「東方林肯」─楊少泉牙醫為例，他不但是香港反

對蓄婢會得力的會長。同時曾任奮興會的會長，對奮興會貢獻最大，該會主要分有德育部(即傳道

事工)，智育部(教育事工)、交際部、會友部、慈善部(關社)、會報部(教育事工)、總務部等部門，

可說「三濟」均衡發展的組織，楊少泉牙醫更是香港港九培靈研經會的發起人。楊少泉會長本身

是一位牙醫，在中環開設診所服務社會；此外他所教導的兒女，每個都成才成器，熱心教會事奉；

亦是服務社會的精英。是以當我們討論到教會或個別信徒的「關社」問題，我們固然要從一些有

歷史傳統的教會；以及熱心的信徒去學習，但最終就要學效耶穌「關社」的人生。 

 

徐：你歷任香港的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達二十多年，建樹良多。 深信你對於福音如何植入中華

大地、華夏土壤，必有很多體會和獨到心得，可否娓娓道來？ 

 

李：本人自一九九六年承乏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一職，荷蒙本會委員厚愛，每年推選出任，

至今已有二十四屆之久。有謂建樹良多，實因扎根於已故前會長何世明牧師創會拓展的基礎上。

何世明牧師原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長，兼任香港聖公會路加堂主任。自一九七七年退

休後，即獲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之職，以出版銷售基督教書刊為職事，至一九八零年任滿。

期間有感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專事於出版基督教書刊為主，實需要有文化學術機構的推廣和發揚；

甚至要有學術文化的創作，才有利於出版事業的發展。是以於一九八零年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執

行委員會倡議成立「基督教文化學會」，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執行委員會委員出任學會委員，在香

港政府註冊為法團，其後眾舉何世明牧師為會長。 

 

基督教文化學會成立後，歷年舉辦有關中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學校教育各種學術研討會、座

談會、寫作營等活動，藉此宏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互融貫的思想，以期基督教思想與儒家文化

交流與認同。而何世明牧師於一九八四年將歷年著作出版《世明文集》合共二十八冊，後經推介，

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分冊出版《基督教儒學四講》；《中國文化中之有神論與

無神論》；《基督教看中國孝道》；《融貫神學與儒家思想》；《中華基督教融貫神學芻議》；《基督教

與儒對談》。及至二零一四年出版《信仰與生活─世明文選》鉅著一冊；二零一八年出版《融貫神

學概論─世明文選》鉅著一冊。在此得知已故何世明牧師著作之能由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

編輯出版，顯見何世明牧師的融貫神學理論和主張已被國家宗教局認可。 

     

基督教文化學會自二零零一年開始與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中心，歷年在港舉辦學術研討會。例由

宗教局派出十二位專家學者；而基督教文化學會在港邀請十二有名專家學者共同舉行學術會議，

二十年來先後舉行學術會議主題︰「宗教與社會」(2001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5 日) 、「宗教的社

會功能」(2003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構建和諧社會」(2006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基督

教與社會服務」(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6 日) ，各會議後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論文集；「基督教

與中國文化」(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基督教的慈善公益事業與關愛社會的實施」(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 、「紀念何世明牧師逝世 20 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9 日)，各會議後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論文集。由於國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為促進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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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委員對內地教會之交流，歷年邀請本會派出委員到內地訪問，先後計有︰ 2002 年 5 月訪問北

京、西安、敦煌，2004 年 6 月訪問北京、山西、青海，2005 年 10 月訪問雲南省，2007 年 7 月訪

問黑龍江省，2011 年 4 月訪問江西省，2012 年訪問內蒙古，2013 年訪問安徽省，2014 年 4 月 1

日訪問河南省，2017 年 5 月訪問山東省、青島市。 

     

基督教文化學會由於得到何世明基金會支持，於一九九九年蒙廣州中山大學(何世明牧師母校)宗教

比較研究所馮達文所長支持，得於該所設立「何世明文化講座」，主要推廣儒家和基督教思想的比

較以及中國宗教思想比較，每月邀請內地學者、香港學者、海外學者主講。按會後由李志剛、馮

達文主編，結集由巴蜀書社出版專書有︰《思想文化的傳承與開拓》；《面向神聖人生》；《從歷史

中提取智慧》；《文明對話─儒家與基督教》；《文明對話─此行何處》；《近代人物與近代思潮》。基

督教文化學會於二零一四年獲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支持開設「何世明博士文化講座」，例定每月邀

國內和海外專家學者發表儒家與基督教思想比較，目的促內地和海外學者之交流，先後由侯杰教

授主編，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基督教中國社會文化》和《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二輯)，

以使遠至北方的大學都能發揚何世明牧師的融貫神學思想。 

     

從「基督教文化學會」的會名可知包括「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含意。何以指中國文化？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教會的信徒都是中國人，既是中國人就要對中國同胞有傳福音的責任。對同胞

傳福音自然需要了解中國文化而進入中國文化，因此融貫神學就是幫助中國信徒和中國非信徒有

融和融洽的態度和心性共融相通，使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有所貫通的交流，在融貫中彼此求同

存異，彼此相愛共融，發揮愛國愛教的精神，如此國家必然興盛；教會必然興旺。 

     

當我們問及福音如何植入中華(Chinese 華人)大地，華夏(China 中國)土壤的問題，經已說明福音

已經植根於華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和在中國境內的國民。試研究福音自唐代傳入中國，至今

已有一千三百多年，自始福音傳播在中國，以及世界各地華人，實在沒有停止過的。千多年來雖

然有斬草除根的反教和滅教行動，但「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因為基督教是一個「生命信仰

的宗教」，有宇宙生命主宰─上帝的保護和保守。就以馬禮遜牧師來華傳教後，教會所創辦傳道事

工；教育事工；醫療事工(社福事工)經已在中華大地上植根和發芽生長，全是有賴我們信徒福音生

命的成熟和發芽生長，深入世界各地華人和中國同胞展現福音的大能。 

 

徐：我們欲推動中華神學 ，相信你也關注這方面。請問從你的角度看，有哪些議題是中華神學需

要探討的？ 

 

李：當我們討論「中華神學」(The Chinese Theology)之時，首先我們要了解神學是有不同的體系，

即如教義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實用神學。而在神學四大體系中亦有各種不同的科目。事

實神學的科目的演繹亦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產生不同主張和理論。論及「中華神學」的構建，

可說一門極大的功課，事實上當福音傳入中國，歷代神職人員和信徒都有不同神學的思維和反響，

即或在當今的時代，神學研究亦要切合事奉的職事和自己研究的能力，切不可作出一些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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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是以「中華神學」亦必需與「中華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和當今社會和國情)有所「融貫」。

我個人亦曾構思「基督教儒學研究」、「一帶一路福音傳播」、「基督徒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與基督徒和教會的關係」；「共產主義的神學思想」等論題。為配合當

前中國教會和國家的發展與成長，而「愛國愛教神學」是屬當前重要的課題。舉凡神學必須以聖

經神學作基礎，此即「愛國愛教神學」包括愛的神學；國家神學；教會神學；愛國家神學；愛教

會神學，而各方面均可配合歷史神學和實用神學的應用去發揮。 

 

徐：最後很想問的是，你多年追隨著名史家羅香林教授， 必定近身觀察到羅教授的虔敬愛主和嚴

謹治學，可否舉出羅教授這兩方面一些例子以勉後進，並為這位一代學者加添更多姿彩？ 

 

李：羅香林教授原籍廣東興寧縣人，父幼山公為廣東著名學者，著有亞洲史、國史概論、詩文集，

歷任興寧中學、龍州師範學校校長。其後當選興寧民選縣長，廣東省議會議員。羅香林教授小學

中學均在鄉間接受教育。一九二六年考取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從遊王國維、梁啟超、朱希祖、

陳寅恪、顧頡剛等名教授。一九三二年九月任職國立中山大學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翌年任

教授講授方志研究。一九三四年就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專授中國民族史、隋唐五代史。

一九三五年與朱希祖女公子朱倓女士在南京結婚，復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南洋史地與華僑概

況。一九三六年廣州市長曾養甫聘羅教授返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兼教中山大學。抗戰軍

興，以館藏善本典籍舶運廣西。羅教授隨中山大學嘗遷校雲南、粵北、桂林。一九四一年秋為教

育部審定為合格大學教授。隨後轉往重慶市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專教民族史。一九四五年抗戰勝

利，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長。一九四七年重返中山大學，專任教授，講授

隋唐五代史與史學方法。一九四八年兼任廣州國民大學特約教授。一九四九年七月辭中山大學職，

舉家來港，曾先後任教文化專科學校、廣大書院、新亞書院。至一九五一年秋受聘於香港大學，

以至一九六八年退休。羅教授一九四九年來港之初，先在沙田村屋暫居，於翌年初遷入粉嶺聯和

墟定居。以粉嶺居民多為客家人，羅教授走訪附近鄉村搜尋客家資料，因而邂逅崇謙堂村崇真會

萬福新老牧師，他鄉遇故知倍感親切，由萬牧師帶領下，而羅師母其後在該村從謙小學獲得教席，

夫婦經常參加教會查經班和主日崇拜，是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羅教授夫婦與兒子羅康女兒

羅瑜在粉嶺從謙堂教會受洗歸主。自洗禮後夫婦每主日到粉嶺從謙堂崇拜未嘗間斷。羅教授其後

按立為長老，擔任堂會副主席。其後為香港崇真會區會選為教育部部長、副會長、會長。並代表

崇真會出席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崇基學院神學組，參與各種職務。至於信義宗組織的東南亞教育

事工委員會；東南亞信義宗高等教育促進會；信義宗書院籌辦工作，羅教授均積極參與。羅教授

為人謙遜，事奉忠誠，因任職崇真會區會會長日夕為教會事務積勞成疾，入住浸會醫院治療藥石

罔效，至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安息主懷，實為教會長老典範。羅教授歷年著作有四十多部，學

術論文有數百篇。羅教授心得代表作有︰《中國族譜研究》；《國父家世及學養》；《唐代文化史》；

《唐代廣州之光孝寺及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蒲壽庚研究》；《西婆羅洲羅芳伯

等所建之共和國》；《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等八部。其中《中國族譜研究》；《國父之世家及學

養》；《唐元二代景教》；《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等四部與基督教歷史固多關係，但對基督教信

仰實有極大啟發。羅香林教授一生見證他在教育界是一學問淵博的學者；在教會長老中見證他是

一位至死良善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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