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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時代宣言 
 
 

【一九九五年五月執行委員會通過】 
 
 
一、序 言 
 

  本會沿用的信仰綱要是於一九二七年所採納的。因時代不斷的轉變，它也需
時加闡釋，正如聖經一樣，以切合時代需要，使信徒得更大的造就。本會曾於一
九六八年週年代表大會通過「主的教會」之文獻。這是對第一條信仰綱要作的闡
釋和補充。結果，該文獻幫助形成本區會在七十年代服事社會的取向。 

 
  踏進了後過渡期，並快要進入第三個千年的重要時刻，本會神學委員會深覺
有需要草擬一份基於信仰的綱要，而同時又切合時代需要的宣言，故特委出小組
草擬一份「時代宣言」。 

 
  「時代宣言」共分三部分。「信仰的肯定」和「使命的落實」嘗試闡釋本會
對上主的信仰。「委身的承諾」則強調信仰不是空洞，而是富有內涵，並要求所
有信徒委身。 

 
  盼望這宣言對本區會和所有成員在面對將來有重大的幫助。 

 
二、信仰的肯定 
 

1. 我們肯定本會信眾所組成的信仰群體，乃繼承了中國本色教會的豐富傳統和
擔負著具挑戰性的時代使命，我們確認教會乃聖靈的團契，在世界中落實那
神聖的遠象和靈性的真實。 

 
2. 我們肯定透過對耶穌的認識經歷生命的更新，體驗信仰的真諦，致力於社會

的公義及全人的福祉。 
 

3. 我們肯定人生中那不可測透、不可控制和不受主宰的上帝，卻在我們周遭及
境遇中與我們相遇，無條件地接納我們，無止境地激勵我們，不斷地向我們
提出嚴肅的生命要求。 

 
4. 我們肯定一個活潑的信仰，需要不斷更新，而且具深度的信仰，必然與生活

息息相關，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透過中華文化的薰陶和對社會現實的洞
悉，對聖經作此時此地適切的闡釋。 

 
三、使命的落實 
 

1. 我們承認教會是聖靈的團契，面對急劇轉變和多元化的世界，我們當努力發
揚彼此尊重的精神，以包容的態度，促進教會合一，以開放的態度，促進人
類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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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承認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面對社會上迷失的、傷心的、貧窮的和邊緣的

人，我們當進入世界，熱切地關懷他／她們，把盼望帶至人群中，以彰顯基
督的愛和公義。 

 
3. 我們承認教會是上帝的僕人，面對自私自利、關係破碎的社會，我們應當發

揚廉潔無私、彼此關顧的風氣。同時，也要勇敢地指出社會的罪惡，更要努
力醫治創傷者，牧養迷惘者，並傳遞捨己為人的精神。 

 
4. 我們承認教會是一個不斷更新的群體，為此，我們再次肯定本會過去信仰與

文化結合的經驗。特別處身於人類渴求生命尊嚴的時代，更要為現代信徒提
供適切的牧養方向，使我們成長的掙扎與經驗，能成為更新世界的靈感和動
力。 

 
四、委身的承諾 
 

  作為以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而創立的合一教會，我們願意聯合其他群體，
立足香港，為天國使命而努力。 

 
  為此，我們作出委身的承諾： 

 
1. 促進本地及普世教會的合一，彼此分享資源，共同承擔使命。 

 
2. 更新傳道的工作，提高社會服務的質素，在廣大巿民中見証上帝的慈愛和公

義。 
 

3. 參與塑造香港的前途，關懷中國的需要，開創合乎上帝心意的未來。 
 

4. 致力建立在處境中與文化結合的信仰。為使這些承諾得以實現，必須有質量
並重的上帝用人。為此我們應全力訓練教牧同工，栽培教育人才，造就堂會
信徒。 

 
 

註 釋 
 

 

一、 序 言 
 

本會沿用的信仰綱要是於一九二七年所採納的。因時代不斷的轉變，它也需時
加闡釋，正如聖經一樣，以切合時代需要，使信徒得更大的造就。 

 
註 釋 

 
中華基督教會的信仰綱要內容如下： 

 
1. 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之國，普建於世為目的。 

 
2. 接納舊新約為上帝之言，由靈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上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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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道。 

 
（見高伯蘭：《合而為一》，頁11及高伯蘭：“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附件

一：中華基督教會典章與細則，《中華基督教會年鑑》，第十期，1928年，頁3：
8-9。） 

 
信仰綱要只說明信仰的大綱，信仰的內涵仍需時加闡釋，始能落實於具體處境

中。這種闡釋的需要在中華基督教會成立時已被肯定。（參高伯蘭：《合而為一》，
頁11-14。） 

 
 

本會曾於一九六八年週年代表大會通過「主的教會」之文獻。這是對第一條信
仰綱要作的闡釋和補充。結果，該文獻幫助形成本區會在七十年代服事社會的取向。 
 
註 釋 
 

「主的教會」文獻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 139期，1968年12月，
頁3-4。整篇文獻表達了本會當時對信仰綱要的理解與闡釋，並且按照這種理解與闡
釋，針對香港巿民缺乏歸屬感、貧富懸殊、領袖人才缺乏等問題提出了教會方向的
具體建議。建議包括： 

 
1. 教會應接受時代的挑戰，領導社會改革。 
 
2. 積極組織及訓練平信徒，使他們建立健全的信仰，充滿意義的人生態度和對社

會充滿責任感。 
 

3. 教會要合一。 
 

4. 教會要推動政府聆聽巿民的心聲及關注巿民的需要。 
 

踏進了後過渡期，並快要進入第三個千年的重要時刻，本會神學委員會深覺有
需要草擬一份基於信仰的綱要，而同時又切合時代需要的宣言，故特委出小組草擬
一份「時代宣言」。 

 
註 釋 

 
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因不平等條約而割讓或租借與英國，一九九七年新界的

租借期將屆滿。因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年與中國政府展開了有關香
港問題的談判。一九八四年九月廿六日，中英兩國政府草簽了關於香港問題的聯合
聲明，至是年十二月十九日雙方代表正式簽署。按照聯合聲明的內容，一九九七年
七月一日，中國將恢復行使對香港的主權，而香港將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行政區，
在一國兩制的原則下，實行港人治港，高度自治，並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度五十
年不變。因此，一九八五年起至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便被稱為過渡期。 

 
（參《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香港前途

的協議草案》，香港政府印務局，1984年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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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仰的肯定 
 

1. 我們肯定本會信眾所組成的信仰群體，乃繼承了中國本色教會的豐富傳統和擔
負著具挑戰性的時代使命，我們確認教會乃聖靈的團契，在世界中落實那神聖
的遠象和靈性的真實。 

 
註 釋 

 
基督教是一個重視個人及群體的宗教。個人的生命尊嚴及宗教經歷，固然不容

忽視，個人的生存權利與信仰自由也應得　保障；尤有甚者，整個群體的信仰生活、
社會見證及歷史任務更應給予足夠的空間表達和發揮。 

 
除了普世和大公的層面外，又真又活的教會也具有其地域及文化的特色。中華

基督教會自然脫離不了她在中國土壤上成長的歷史文化傳統，也不能否定她在過去
動盪的中國近代社會中所受的洗禮。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置身在大時代的洪流
中，也必有其具挑戰性的使命，催迫這信徒群體作負責任的回應。 

 
教會不能避世，但也不應只是入世而忽略了她是聖靈團契的本質──在世而不

屬世（約17：14－19）；我們在世的目的是要落實對上帝的認識，「行公義，好憐
憫」（彌6：8），將上帝對世界的盼望和遠象具體地在信徒的生活中彰顯出來，使
神聖的生命成為人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與真理（約1：14）。 

 
 

2. 我們肯定透過對耶穌的認識經歷生命的更新，體驗信仰的真諦，致力於社會的
公義及全人的福祉。 

 
註 釋 

 
耶穌是在人世間將上帝活現了出來，我們相信透過與耶穌生命的相遇，我們不

但可以得著自我的認識，而且生命得著改變與更新。藉著信仰群體的培育及交流，
我們更可親身體驗信仰的意義及其動力，共同致力於建設公義的社會，諦造幸福的
人生。 

 
 

3. 我們肯定人生中那不可測透、不可控制和不受主宰的上帝，郤在我們周遭及境
遇中與我們相遇，無條件地接納我們，無止境地激勵我們，不斷地向我們提出
嚴肅的生命要求。 

 
註 釋 

 
這不是說信徒便已經得著一切，完全可以掌握生命，了解上帝及有足夠能力改

變一切。我們不應自立為救世主，也不可有獨佔真理的態度，代表上帝，擁有為祂
辯護與發言的專利。我們肯定上帝是個靈：「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
在眾人之內」（弗4：6）。 

 
上帝不但是遠處的上帝，也是近處的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也是內在的上帝，

我們可以在生命中不同的境況中遇見祂（詩139）。祂接納我們，激勵我們，同時
也責備我們，鼓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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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肯定一個活潑的信仰，需要不斷更新，而且具深度的信仰，必然與生活息

息相關，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透過中華文化的薰陶和對社會現實的洞悉，
對聖經作此時此地適切的闡釋。 

 
註 釋 

 
信仰不可能不與時俱進，也不應與社會脫節，活潑的信仰是一個不斷努力闡釋

的信仰。闡釋不僅是理智上的思維，它更是生活的方式與態度，透過不斷的反省，
切合時代的發展，讓新的經歷更新我們的信仰與神學，這便是信仰的闡釋功夫。 

 
闡釋信仰不能沒有合適的素材，文化的發展及社會的現況便是聖經詮釋及信仰

反思的重要素材。 
 
 

三、 使命的落實 
 

1. 我們承認教會是聖靈的團契，面對急劇轉變和多元化的世界，我們當努力發揚
彼此尊重的精神，以包容的態度，促進教會合一，以開放的態度，促進人類復
和。 

 
註 釋 

 
從信仰的角度去看，教會合一與人類復和是互相關連的事；前者是因，後者是

果。當教會再思「普世合一運動」的意義時，不能割離整個運動背後的精神和理想。
「普世」這個字（ecumenical），希腊文是oikoumene，意思是指「整個住滿居民的
世界」（the whole inhabited world ）。太24：14中所指的福音，是一種普世性的福
音，徒17：31中所指的公義，是上帝藉著救主耶穌而彰顯的天國公義；祂憑這公義
審判整個世界。經文顯示祂的死既為萬人而死，祂的復活也為萬民而復活。顯然，
這是上帝賜給人類的、普世性的救贖。正因為福音本身具有普世的性質，教會設立
的目的，就不僅為了信徒群體內的團契生活；教會最終的使命，是透過「愛」的生
活與見証，使充滿憎恨、破碎、對立的人類尋求上帝的救贖和重歸和諧。 

 
在世上，屬基督的教會很多，傳統也各有不同。保羅在林前12：12-27中指出教

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在這身體上有許多肢體，各有功用，彼此配搭，然後才有正常
和健康的表現。因此，我們反對教會與教會之間、宗派與宗派之間互相譭謗，互相
攻擊，因為這樣做，就損害了基督的身體，教會若要加強合一的意識，就須努力發
揚彼此尊重的精神，和具備互相包容的態度。 

 
在急劇轉變和多元化的世界，教會也有責任在不同文化、不同種族和不同宗教

的處境底下促進對話和諒解。耶穌在太5：45裡面論及天父愛世人的胸襟，若教會
能顯示類似的胸襟，才具備開放的態度去促進人類走向復和。 

 
2. 我們承認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面對社會上迷失的、傷心的、貧窮的和邊緣的人，

我們當進入世界，熱切地關懷他／她們，把盼望帶至人群中，以彰顯基督的愛
和公義。 

 
註 釋 

 
教會既是基督的身體，教會就要繼續從事基督在世時所做的一切。但是，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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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所做的，只是不斷擴展一個內向而近乎與世界隔離的「屬靈」團契，使信仰的
質素傾向「私有化」。相對於這類教會的發展和傾向，基督在世時以入世的態度接
觸所有的人。今天的教會仍要面向世界，尋找所有在罪惡中迷失的人、在各種人生
衝擊中受創的人、在不良社會制度下受壓制的人、缺乏物質資源和社會地位的人。 

 
換言之，教會仍要雙管齊下地一面努力宣講福音，一面切實以行動去見証上帝

的愛和公義。當教會能這樣見証於世人面前，她才真正成為基督的身體，並且真正
實踐祂的旨意，把盼望帶到人群中。 

 
 

3. 我們承認教會是上帝的僕人，面對自私自利、關係破碎的社會，我們應當發揚
廉潔無私、彼此關顧的風氣。同時，也要勇敢地指出社會的罪惡，更要努力醫
治創傷者，牧養迷惘者，並傳遞捨己為人的精神。 

 
註 釋 

 
當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見証於世人面前，她就是順服上帝旨意和服事萬民的僕

人（太20：28）。當人性在物質主義的侵蝕之下扭曲，變成自私自利和關係疏離、
破碎的時候，教會有責任表揚健康的人生態度和社會風氣，也要勇敢地指出社會罪
惡的根源。教會對社會及個人的醫治，包括傳遞天國的價值觀念和捨己為人的精
神。這種責任和角色，在聖經時代的先知和祭司，已有明顯的見証。換言之，今天
的教會，仍須肩負和發揚聖經時代眾先知和眾祭司的責任。 

 
 

4. 我們承認教會是一個不斷更新的群體，為此，我們再次肯定本會過去信仰與文
化結合的經驗。特別處身於人類渴求生命尊嚴的時代，更要為現代信徒提供適
切的牧養方向，使我們成長的掙扎與經驗，能成為更新世界的靈感和動力。 

 
註 釋 

 
教會不應該與世界隔離，也不能與文化分割。但是，教會帶著天國的價值觀念，

可以超越世界的價值觀念，也可以更新傳統和流行的文化。由於教會本身的存在，
常常接受不同的文化、歷史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她需要不斷的自我檢討和經歷不
斷的更新。總之，每一個時代的教會，都存在於一個特定的處境之中，她宣講福音
和見証的經驗，不能割離她的處境而進行。 

 
本會的產生，能切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又能結合本色的文化，使福音為國人所

接受，這是一個值得珍惜的經驗，也是值得發揚的傳統。在進入廿一世紀的今天，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十分重視人權，而民主的意識也愈來愈強烈。教會對人類這種
普遍的渴求，要加以重視；在信徒培育的過程裡面，要灌輸「新人類」（林後5：
17）應有的價值觀念，使整個信仰群體內的成長與掙扎，能為更新世界帶來新的參
考。 

 

四、委身的承諾 
 

作為以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而創立的合一教會，我們願意聯合其他群體，
立足香港，為天國使命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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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會是在中國土地上成立的教會。本會創會時的宗旨和基礎，是合一、本色和
自治、自養、自傳。（參高伯蘭：《合而為一》；劉瑞滔：“認識我們的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137期，1968年10月；李清詞：“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簡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條例及細則手冊》，1994年9月，頁1-2。） 

 
1. 「合一」：本會並非一宗派教會。本會是以注重大體、互相尊重、寬大胸襟和

合一非一律為原則的聯合教會。我們既是為合一目標而組成的教
會，本會定必繼續支持和致力推動本地及普世的教會合一運動。並
且會以伙伴關係、聯合行動和彼此分享的精神實踐宣教使命（宣教
使命的伙伴關係、聯合行動和彼此分享精神，原文作 Partnership in 
Mission, Joint Action for Mission, Sharing for Mission，參汪彼得：《總
幹事的話》，頁473） 

 
2. 「本色」：二十世紀二十年代本會創立之時，是要去協助實現一種適合中國文

化和生活的本色教會組織，以鼓勵中國基督徒決心從自己的思想和
生活體驗中去認識基督。更期望透過教會合一來集中力量，去實現
中華歸主的目標。五十年代以後，因形勢變化，香港區會遂轉而扎
根於港澳兩地。直至今天，我們當繼續立足此地，為這地的人作工，
為天國普建於世而努力。 

 
3. 「三自」：自治、自養、自傳是本會創立時的主要目標。其後香港區會於五０

年代改組自立，至七０年代完全自養，並在一九八０年宣佈為三自
教會。本會在經濟、行政和人才上，在過去的幾十年，是從「依靠」
到「自靠」，並由「自靠」到能與人分享的「互靠」。（參汪彼得：
《總幹事的話》，頁473-485） 

 
透過回顧，我們重尋本會創立時的理想和精神。但我們不是只停留在過去回憶

中，面對將來，本會當繼續發揮彼此尊重的三自精神，以樂於分享和互相合一的原
則，在中華地土上見証基督。 

 
為此，我們作出委身的承諾： 

 
1. 促進本地及普世教會的合一，彼此分享資源，共同承擔使命。 

 
註 釋 

 
本會是為合一而組成的教會，一直以來均參與本地及世界性的合一機構，積極

支持和推動本地及普世的教會合一運動，透過資源、人才、異象等的分享，彼此支
持，互相建立，並一同承擔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2. 更新傳道的工作，提高社會服務的質素，在廣大市民中見証上帝的慈愛和公義。 

 
註 釋 

 
本會一直以來的使命是傳道與服務並重。（參汪彼得：《總幹事的話》，頁32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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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會各堂會我們進行傳道工作，領人受洗歸主。透過所屬學校和社會服務
單位，我們建立人的生命以彰顯上帝的愛。兩者互相協調，彼此合作。例如有在校
內建立堂會，也有堂會自辦學校或服務事業。本會近年積極推動堂校合作事工及校
內植堂計劃。邁向將來，除了要拓展事工外，更當經常檢討事工進行的方式和工作
人員的質素，讓本會所進行的，無論是傳揚福音、教育、社會關懷、牧養和靈性培
訓工作，皆能不斷更新和變化，以合乎上帝的心意。 
 
3. 參與塑造香港的前途，關懷中國的需要，開創合乎上帝心意的未來。 
 
註 釋 

 
本會既立足於本地，就必須與這地的人憂戚與共。 
 
一九八四年，中英兩國簽署有關香港前途的聯合聲明，本會八五年的事工中心

便是「參與更新，塑造將來」。這說明了本會一直都本著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與
本地人站在一起。 

 
既是本色和合一的教會，我們願意聯合其他委身於本地的人士，以公義和慈

愛，一同開拓美好的將來，因我們深信上帝掌管歷史。為此，我們要關心一切有需
要的人，包括祖國的同胞，更應以捨己的心在百姓中作光作鹽。 

 
4. 致力建立在處境中與文化結合的信仰。 

 
註 釋 

 
中華基督教會是本色的教會。 

 
我們應在本國文化傳統和生活處境中，建立適切國人的信仰。前人在文化思想

結合的功夫上，作了偉大的貢獻，亦在適切民族生存的需要上，付上了很大的努力。
他們包括誠靜怡、劉廷芳、趙紫宸、譚沃心、梁小初、汪彼得等。未來的中華基督
教神學思想，及香港處境神學思想的探索和建立，正是本會同人應當重視的一個使
命。 

 
以上三方面可算是本會總結過去遠瞻將來的主要路向，也是本會同人需要齊心

作出承諾的具體目標。 
 

為使這些承諾得以實現，必須有質量並重的上帝用人。為此我們應全力訓練教
牧同工，栽培教育人才，造就堂會信徒。 

 
註 釋 

 
作為整個「委身的承諾」的總結，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人才。一切事工

的推動全賴一群有使命感、高質素、肯委身和甘願長期承擔的人。這包括本會堂會
信徒、所有屬校教育工作者及全體教牧同工。 

 
我們期望整體教會都一同重視人才培訓工作，讓中華基督教會成為上帝在港澳

以至國內同胞中的施恩器皿，榮歸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