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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陸輝牧師 

引言： 

 

今期我們訪問了一位事奉非常多元、舉足輕重的香港資深教會領袖陸輝牧師／博士。陸牧師歷

任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堂主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機構）總幹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

事和伯特利神學院院長，事奉廣及主流宗派和福音派的教會機構，這是很少教牧有過的體驗。並

且，陸牧師不避忌敏感的問題，長期發表到位的時事評論，退而不休。如此豐富的人生經歷，彌

足珍貴，與君共享。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陸輝牧師（陸） 

 

徐：陸牧師，很高興你接受訪問，分享你的豐盛多元的人生。首先，可否介紹一下你的早年成長

至獻身事主的故事，好讓大家多明白你的背景來了解以下的訪問？ 

 

陸：我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教會背景與倫敦傳道會有關。倫敦傳道會於 1795 年於倫敦成立，

1807 年差派馬禮遜牧師 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來華，轉至澳門，葬於澳門基督教葬場（在

妻子及大兒子墓旁）。南京條約後，倫敦傳道會馬上來港傳教，先後成立英語教會（今日位於堅

尼地道的佑寧堂 Union Church）及華人聚會所（後來的道濟會堂之後成為位於般含道的合一堂）。

1863 年於灣仔建立一所專向華人傳道的教會「灣仔堂」及學校，筆者祖父便是在這所學校任教，

而父親亦是灣仔堂會友（倫敦會的灣仔堂後來加入了中華基督教會），自己一歲時便接受嬰孩洗

禮。父親在五零年代初期舉家遷回廣州，稍後遷回香港，一家十口住在灣仔堂街口的一間房間，

兩年後才搬至一所兩房單位。 

 

由於父親要工作，母親要照顧八兄弟姊妹，因此未能花太多時間照顧每個子女，換言之，子女都

有很大程度自主，無論在生活及學習上基本都要靠自己努力。感恩的是透過當時的小學會考（即

今日的升中試）考上了英皇書院，可以在一個較好的環境中學習。 

 

由於個性好動好玩，學業成積不太理想，反而在運動上有較好表現，例如入選學校田徑隊、乒乓

球隊、越野賽隊等等。現在回想起來，好動的性格及參與運動的操練，奠定了日後個人紀律的發

揮、堅毅不屈地面對辛苦來達到目標、主動學習的自學精神（因為在運動項目上是鮮有教練反而

是有樣學樣的）等等。當這些操練運用在神學學習上時，也奠定了一個終身學習的基礎。 

 

中學畢業後教了三年書，並且開始返回灣仔堂，每週參與教會團契，上主日學，參加冬令會夏令

會，每次營會都購買數本屬靈書本閱讀，加上使用「每日讀經釋義」每天靈修，不知不覺間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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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轉變，並且推卻了舊同學舊同事邀約的活動，專心在教會學習及事奉。終於在一九六九年

蒙召讀神學。 

 

當時與教會牧者盧家駇主任分享讀神學的心志，牧者也於伯特利神學院畢業，因此在八月底隨

牧者往見神學院院長，記憶中應該沒有經過什麼入學試之類，只談了一會，相信是牧者的推薦，

學院便取錄了我，於九月初開學。於是便立刻辭職，由灣仔搬至九龍城，開始了四年的神學訓

練。 

 

徐：你從伯特利神學院開始事奉裝備，也從這學院領導多年後退休，很能象徵這個原出於 1930

年代全國興起的佈道運動表表者伯特利佈道團的傳奇(legend)。可否為這一段珍貴歷史作一個「切

身後人」的解述？好讓當今教會認識「伯特利」所反映的佈道熱誠，作為勉勵。 

 

陸：對於學院的歷史，多是聽聽說說而來的，例如老師的分享（上課時有意無意的分享）、校友

的見證（早期畢業生多是熱門的佈道會講員）、及一些現成的文章。由於六零年代大部份的老師

都是學院成立時的老師同工及第一代畢業生，因此不單聽到昔日學院（培訓牧養教會的牧者）及

佈道隊（國內國外的佈道事工）的事跡，亦在學院課程上繼續體驗，例如講道訓練亦強調福音信

息（學生亦習慣主領佈道聚會）、實習事工除了堂會實習，亦有天台佈道（當時老虎岩的天台學

校）及工廠佈道（透過基督徒工廠老板廣播安排 30 分鐘的詩歌及信息，工人一邊工作一邊聽道）

等。雖然佈道團經已完成歷史任務，但神學院亦能承傳佈道的重點。筆者在八零年代考慮繼續進

修時，結果選擇了「城市宣教」，現在回望，多少亦與學院佈道傳統及牧會看到的需要有關。後

來當上母院院長，除了繼續既有事工，最後亦確立了當時最新發展的輔導事工、及聖經教導為核

心的牧養事工、及繼承昔日佈道團的城市宣教事工。此三個重點既回應了時代的需要，亦兼顧了

學院的初心，因此學院得以朝這三個重點繼續發展。 

 

徐：你後來到持守舊普林斯頓神學(Old Princeton School)的韋斯敏特神學院再進修，並在教牧學

博士專攻城市宣教。然而從那個年代至今，並不多見華人教牧進修這方面。可否解釋一下，你為

何修讀這方面、為何選擇到這一間神學院？並在學期間有否什麼神學「新發現」？ 

 

陸：前往韋斯敏特神學院再進修，主要是灣仔堂當時的堂主任陳若愚牧師介紹。筆者七三年神學

畢業後，便在灣仔堂事奉。陳若愚主任七五年韋斯敏特神學院畢業後，應邀前來灣仔堂事奉成為

堂主任。筆者當時有期望繼續進修，於是與堂主任分享，堂主任便推介了韋斯敏特神學院。筆者

當時覺得學院取錄機會不大，但學院承認伯特利神學院的學士學位，於是取錄了進修二年制碩

士課程。在伯特利神學院進修時，已經主動看了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在不同的神學思想中，

較為認同加爾文的神學，所以得知韋斯敏特神學院是加爾文傳統的神學院時，更適然地前往進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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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畢業後，返回灣仔堂事奉。八二年開始，成為灣仔堂的署理堂主任，因為堂主任陳若愚牧

師應邀前往「中國神學研究院」任教。此時亦是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筆者在八三年做了一個

簡單的問卷調查，在崇拜後請會友留下數分鐘，填寫一份只有數個題目的不記名問卷。統計後，

發現有三份一的會友打算移民，而打算移民的會友中，佔了三分一的現任堂委，於是自然地思想

在此情境下如何繼續牧養。 

 

因此自然地思考繼續進修。當時進修的主流有三，一是聖經研讀，但當時覺得此途徑未能充份裝

備自己面對當時的挑戰。二是系統神學，雖也是自己興趣，但亦不能幫助自己面對社會轉變引發

的挑戰。三是牧養神學，筆者自投入事奉後，經常參與一些福音機構主辦的研討會，覺得自己不

乏這方面的資源，而相關課程內容亦未能針對性回應當前的問題。那時剛好參加了柏祺博士在

港主領為期三天的「城市宣教」研討會，覺得內容可以回應香港社會的轉變，包括關心社會轉變

的聖經基礎、城市生活對信徒的挑戰、天國的福音事工、更能在教會的處境中實踐等等。於是便

集中在這方面搜集學院資料。結果只有數所美國的神學院提供相關的課程，其中一所便是韋斯

敏特神學院，可以駕輕就熟地入讀。於是便部署進修，一方面得到教會的支持提供假期，另一方

面亦得到學院取錄，進修「城市宣教教牧學博士」課程。於是於八五年再次進修，同時間修讀學

科及補回一些碩士課程科目。半年後回港導修剩下的科目及書寫論文，終於於九一年畢業。 

 

在書寫論文時，一方面將論文研究內容變為查經資料，幫助會友明白在社會轉變中上帝子民的

角色任務及承擔，成為教會領袖，帶領教會回應社會的轉變，及填補領袖流失空缺。另一方面亦

參與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小組工作，學以致用，研究香港教會整體的情況。第一個研究

是「新市鎮佈道」研究，在石丹理教授指導下，與數位在新市鎮教會事奉的年輕同工，一齊合

作，研究結果供新市鎮同工思考，知道居民心態需要來設計適切的佈道事工。第二個研究是參與

五個福音機構合作的教會調查，用以提供適切的事工，協助地方堂會佈道及培訓。之後「香港教

會更新運動」承接此項研究事工，在筆者推動下，五年舉行一次教會普查，讓教牧同工及福音機

構了解教會的需要，提出適切的服務及事工。 

 

徐：你自 1973 年起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擔任宣教師直至主任牧師，共有二十年之久。該堂會

發展蓬勃，開枝散葉；聽聞有一說法是，該堂會在中華基督教會中頗為獨特、在宗派的神學傳統

上别具特色，可否釐清一下這些傳聞？ 

 

陸：這些說法有一定的真實程度，相信是受了西方教會的影響。美國教會於二十世紀時，開始出

現保守派(Conservative)及開明派(Liberal)神學立場之分。所謂保守派，是指繼承宗教改革以來的

神學與傳統，相信聖經，傳揚福音，也是普世宣教運動的動力。當這些傳統的教會將福音傳至中

國及香港時，也保留了這樣的神學與傳統特色。所謂開明派，是以科學理性的態度來檢示信仰，

與當時社會的科學理性文化同步，因此從文學角度重新檢示傳統的信仰，及有了一些與傳統神

學及傳統不一樣的理解，因此在美國被稱為「新派」、「自由派」、「社會福音派」、甚至「不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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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方面，其中一樣較為顯著的，是不同的社會服務事工，包括了醫療、教育及服務，基本的概

念是「一杯涼水」便是「傳福音」。結果在宣教工場也帶來了不一樣的傳統。 

 

「中華基督教會」基本上是以改革宗傳統的宣教團體組成，目的是要成立一個屬於中國的本色

教會，當時在中國工作的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包括美、加、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紐、

澳）、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及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於一九一八年議決將資源與權力下放給新成立的「中華基督教會」，實行中國教會自養、

自傳、自治的方針。由一九一八年開始討論，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大會。除了

傳福音，亦強調服務，因此四九年後在香港的「中華基督教會」，包括如合一堂、灣仔堂、公理

堂、元朗堂及全完堂等等，與中國的「中華基督教會」脫鈎，成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並且開辦了不少學校，為教育而教育，有學生信主是「生命見證」的自然結果，因此辦教育不是

為了以傳福音為主要或唯一目的，因此在香港被冠為「社會福音派」。 

 

美國的教會除了「保守派」及「開明派」外，於五十年代出現了「葛培理佈道團」，慢慢成為一

個運動，名為「福音派」。所謂福音派，一方面保持宗教改革的神學與傳統，另一方面也開始學

術及研究，以「開明派」的科學理性方法研究聖經，得出了較為接近保守派的神學思想及傳統。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也接受了「福音派」的影響，不但辦學，也運用學校場地成立堂會，

植堂及佈道，目前數十所校舍中大部份都設有堂會。由於「中華基督教會」是一個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由不同傳統的宣教團體組成（主要是改革宗），因此保留了「聯合」的精神，在同一屋

簷下彼此尊重，因此某些堂會較為接近「開明派」傳統，也有一些堂會較為接近「保守派」傳統，

因此不同的人可以對「中華基督教會」有不同的觀感。然而此聯合教會的精神仍是主導精神，因

此曾有「聯合中的教會」(uniting church)的概念，意思是繼續此聯合教會的精神。 

 

徐：你後來出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總會總幹事多年(1997-2005)。眾所周知，中華基督教會是第一

個西方主流宗派聯合而成的本色化教會，亦是將近百年前成立的協進會主力推手。這「兩會」，

皆構成中國教會發展一段很獨特的歷史，而且有重大的意義。可否為這「兩會」歷史作出更多的

追述解畫（包括神學方面）？甚至澄清當中有否出現的誤會？ 

 

陸：這方面沒有太多的資料及關注。從歷史角度看，「中華基督教會」是本色運動在中國甚至全

世界的第一個成果。「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本質上與「中華基督教會」不同。前者是不同教

會組成的「協進會 Council」，各自保留自己的自主，但聯合起來促進某些目標，後者則是放棄自

己的自主，聯合起來成為一個體制的教會，但仍保留一定的傳統，在彼此尊重下運作。兩個組織

都在新中國成立後，及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型及運作後，相繼解散，或作加

入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在「中華基督教會」加入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

動委員會」後，原先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省級）第六區會（市級）」的香港「中華基督

教會」，意識到再不能在組織上作為「中華基督教會」及「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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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便在香港註冊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繼承「中華基督教會」的精神，在香港繼續

運作。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採用了「中華基督教會」創會時本色運動的「自養、自傳、

自治」重點，但內容卻因著處境不同因而解釋不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重點

在切斷與外國的關連，因此「自養」便是「不再接受外國經濟上的支持」，「自傳」則是傳揚具中

國文化及社會主義處境的福音，而「自治」則是不再受外國教會的支配，由中國人管理中國的教

會。在「自治」方面，「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除自己管自己外，仍然保持與外國教會的關係，

接受外國的宣教同工在港工作，保留了在國際組織的身份及出席外國相關的國際會議如前身為

倫敦傳道會的「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亞洲基督教協會」(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CCA)、「世界循道宗協會」

(World Methodist Council WMC)和「世界聯合歸正教會」(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WARC)。在「自養」方面，由八零代開始不再需要外國經濟上的支持。在「自傳」方面，慢慢發

展了「傳道服務」的模式。 

 

徐：讓我們回到香港的情況，其中教會更新運動在上世紀 80 年代成立，你曾出任總幹事並一直

是核心的成員。請問「教新」是由誰發起？目的為何？可否回顧和評論一下三十多年來、這一個

甚有香港教會特色的運動？ 

 

陸：有關「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資料，應該可以在網絡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辦事處中找到，

筆者只能靠記憶片段地及重點地回憶。自八零年代始，一群青少年工作者便經常聚會分享青少

年事工及彼此代禱（筆者當時未有參與），及至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代禱性質便加上為香港

前途代禱，稍後更開放給其他教牧及機構事奉者。及至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這些同工便將禱告轉

化為行動，成立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具體地思考如何幫助教會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

轉變。參與者都以義工身份參與，稍後發現若以義工身份參與，未能有效地運作，因此正式成立

一個組織「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來推動，及借用了「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同工余慧根來推

動事工。開始時成立了七個小組，來探討有關數據搜集、領導培訓、牧養、青年事工及佈道事工

等等。筆者當時正在進修教牧學博士課程，對資料搜集及研究等興趣較大，便加入了「研究小

組」從事佈道事工及機構服事等研究，期間從事了三個大型研究：一是新市鎮佈道事工研究，報

告發表後新市鎮同工便按之從事佈道事工。二是福音機構研究，了解為教會提供專門服務的福

音機構如事工類別等等，好讓教會可以多點使用福音機構提供的服務，結果因為涉及機構的財

政狀況，未有共識，因此未有發佈報告。第三個研究是由五個福音機構的研究部門合作研究香港

教會的現況，以便按教會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小組認為需要有一位從事教會牧養的同工參與，

以便可以從教會需要的觀點上來研究，因此筆者應邀參與，於是學以致用，將問卷設計、問卷分

發收集、數據分析、運用軟件、撰寫報告等學習運用，結果於 1989 年發表了第一份香港教會數

據較全面的研究報告。其實第一份有關香港教會的研究報告是由「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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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八零年代開展的，不過範圍規模較小。之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便繼承此項五年一次的教會

普查，並組合教牧及機構同工參與，一同了解現況，找出挑戰，發現趨勢，提供方向等等。 

 

九零年代開始後，「福音二千」運動在全球不同地方推展一個「在二十世紀末將福音遍傳」運動，

香港亦成立了「香港福音二千」，研究及推動福音及宣教事工。其實「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香

港福音二千」目標及事工類似，部份董事身兼兩個機構的董事，於是開始思想兩者合併，並邀請

筆者成為合併後的總幹事，結果在九三年合併。 

 

九七前的事工重點仍以一個「運動」為本，舉辦祈禱會提昇教牧及會友倚靠神、凝聚教會領袖探

索社會轉變中教會的裝備及回應、並將發現在研討會中與教牧及長執分享、保持五年一次的教

會普查等等。九七後開始由「運動」本質轉為「服事教牧長執」，舉辦不同的培訓，使教牧長執

得力來牧養。 

 

徐：你歷任堂會、機構、宗派總會和神學教育的領導崗位，而且事奉廣及主流教會和福音派機

構，這是很少人有過的體驗。能否分享你從中一些領受是可激勵、可啓迪後一輩教牧信徒？ 

 

陸：筆者由七三年開始牧會，可以說是成長的一個階段，學習如何與同工長執推動佈道植堂及牧

養事工，透過「從錯誤中學習」及得到長執的包容鼓勵，及在終身學習概念下進修及成長，成為

日後在不同崗位上服事的基礎。之後由於博士課程的訓練及福音機構的參與，視野開始由一所

堂會擴闊至香港教會，九三年得堂會支持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開始關注香港教會的

發展及教牧長執的裝備。九七年獲選任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開始將「關注香港

教會的發展及教牧長執的裝備」聚焦在一個教會（宗派）上，並同時關注教育事工及傳道服務的

服事。在零五年卸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後，相信在神的引領下，開始關注神學教

育。開始時參與由柏祺博士成立之「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的工作，一方面是院方的邀請，

另一方面的有些內疚的回應，因為九一年完成了「城市宣教」的教牧學博士課程後，十多年都是

在行政崗位上事奉，未有太多機會「真正」地推動「城市宣教」事工，因此便欣然回應院方的邀

請，開始時以董事身份參與，稍後承擔院長一職，集合過往的經驗，整合牧養、行政、培訓、發

展等等，開始培訓香港及內地同工關注城市事工。 

 

零八年底，因著母校伯特利神學院的邀請，於零九年擔任伯特利神學院院長職，並得到伯特利神

學院及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董事會同意，同時擔任兩所神學院院長。兩年後，因為美國金融

海嘯，美國的柏祺大學研究院決定結束香港的分校，因此經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大學研究院、及

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三個單位的同意，將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併入伯特利神學院，成為

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繼續推動城市宣教事工。 

 

退休後再回顧時，相信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塑造使用。從性格角度看，雖然會堅持，但同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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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包容，樂於嘗試，加上中華基督教會的傳統，學習欣賞他人彼此尊重，無怪從事不少的協調及

排難解紛的工作。從智力角落看，理性功能明顯，好思考發白日夢，不斷尋根問底全盤思考策略

思維，可以有條理地作帶領及行政事工。從意志角度看，從小在運動方面培養出堅毅精神，不斷

嘗試屢敗屢戰，結果總有成果，可能是堅持的成果，也可能是兼容的成果。從靈性角度看，由於

不斷反省，從錯誤中學習而不將錯誤諉過於人，可以在盲點上轉化，及落實愛神愛人的教導。 

 

徐：我很高興有一段日子，和你一起在海童會這個蚊型機構、一起服侍地中海貧血症的基層兒

童。那時你作為神學院的院長，願意抽時間關懷「小弟兄」，不是易事。可否分享一下你的最初

抉擇和參與體驗？ 

 

陸：筆者其中一個性格是不輕易推辭，若是可能便盡量回應他人的需要。因此當一位畢業生與我

分享「海童會」的事工時，覺得事工屬城市事工之一，也不是一些熱門事工，更不用太多時間的

參與，因此便以支持的心態來參與，在可能範圍內提供一些意見，但基本上是支持一位學生及同

工的心態參與的。 

 

徐：長期以來，你不斷發表文章，評論世事港情，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工(尤其在有爭議之事易

招人反對) 。這是否因有某些負擔或神學路線、推動你一一評論？可否講解一下？ 

 

陸：如前所言，凡事都有觀點與角度的不同，因此所寫的文章，大多以分析為主，嘗試帶出另類

觀點。此外，因為有「欣賞及尊重」的心態，不會輕易責難他人，高舉自己觀點及貶低他人觀點，

更不會有人身攻擊的用字及心態，因此樹敵不多，就是有別人反對攻擊，也只會以分析及補充為

主。要更重要的，是學術及神學修養。文章提到的觀點，是經過深思熟慮，可以開放討論，因此

不害怕「筆戰」，但也不覺得需要花時間去「筆戰」，因為始終是觀點角度問題，只要論據有理

（邏輯），最終會去到「立場」問題，在神學訓練中常常見到不同的立場，因此也不以為怪。作

神學生時，其他同學不太歡喜與筆者下棋，因為筆者經常花很長時間才下一步棋，其實是思考對

方的反應，預先掌握，才能爭勝。最初與電腦下棋時，會選擇「預早三步或四步」的對手。 

 

從事神學教育工作後，開始以「聖經神學」作骨幹，去處理不同的課題，包括了社會課題。有了

一個課題，便嘗試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看看有什麼經文、概念可以提供亮光，去回應該課題。這

些努力不是神學院課程中可以學到的。神學院教導一些方法，之後便是我們的努力去探索。神學

訓練往往分科，因此神學院新約老師精於新約，舊約老師精通舊約，神學老師專於思考，歷史老

師能分析歷史，但今天在牧養上及回應社會事件上，需要各科的整合，才能從更闊及更全面的角

度來看及評論。 

 

韋斯敏特神學院的一個特色，是嘗試整合，例如在筆者就讀年代，聖經研究博士學位，是新舊約

一起的。筆者修讀的城市宣教，也嘗試整合歷史、處境、神學、聖經人物的回應等等。在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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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專才」設計下，目前也看到「通才」的需要，而要達到「通才」，便是開放自己終身學習。 

 

徐：你對中港台的發展和前景，不論社會、教會或神學教育方面，有什麼看法或期盼呢？期望你

也談談這方面，作為訪問的結束。 

 

陸：由於筆者較熟香港，因此嘗試由香港角度來看中港台的發展。 

 

第一，可以從神學觀點來看，意思是如何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及「一國兩制」在上帝救贖歷史

中的角色，以致港人可以如何回應。舊約的歷史可以提供亮光。例如以色列國的興衰及列國的興

衰。前者是未有實踐神與以色列立約的要求，簡單來說是未能「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

同行」。列國成為審判以色列人的工具。然而列國不單未能「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

行」，更是過度行惡，正如先知書所列舉的，結果本身也被上帝審判。新約保羅、彼得及約翰都

尊重「君權神授」、由舊約傳統而來的觀點，而上帝審判的原則也不言而喻了，尤其是約翰在政

權逼迫下的觀點更突顯上帝的審判。 

 

「中英聯合聲明」及「一國兩制」也是屬於上帝對列國審判的結果，昔日的審判是透過戰爭，而 

今天的審判則是透過談判。過去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都是歷史學家名為的「不平等條約」，因此「中英聯合聲明」及「一國兩制」取代了三條不平等 

條約，是上帝在歷史中彰顯了祂的公義，將不公義的條約取消，取而代之的則是扭轉了此不公義

而雙方認為公義的「中英聯合聲明」。還記得在中英談判時，英國明白不能只將界限街以北的「新 

界」（佔全港面積百份之九十三）交回中國，因為就是保留界限街以南的港島九龍，此百份之七 

的地方根本不能運作，因此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然而未能如願。最後結果簽訂了新的 

「中英聯合聲明」。在歷史進展歷程中，人會考慮各方的因素來決定如何行動，然而從另一角度 

看，這不單是人的決定及行動，同時也是上帝參與的結果。在這觀點下，對香港信徒言，要認定 

這是上帝的作為，需要肯定及尊重「一國兩制」。

 

第二，可以從上帝子民的經驗上學習如何參與及建設「一國兩制」的香港。可以參考個別例子如

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也可以參考耶利米的神喻，如耶利米書廿七至廿八章接受巴

比倫管治而不要聯埃及反巴比倫，廿九章參與建設及為城市求平安。對香港信徒言，要在「軟對

抗」、「躺平」、「不問世事」及「參加建設」中選擇，作鹽作光。 

 

第三，是看到把握傳福音的契機。在佈道事工言，對看不見前境及對前境沮喪的人，是較前容易

開放自己來信主的。在宣教事工言，一帶一路開展了契機，使宣教事工上曾討論多時的「最後一

棒」、「10/40 之窗」、「回耶運動」等有落實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