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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感恩！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香港文更和大家一樣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困難重重，文更仍得支
持者關心愛惜，並在董事團隊的帶領下，維持各項事工發展和日常運作，感激同行。

事工概覽

2020年1月至12月期間，香港文更主要對外的活動共112場，

接觸人次3,441人次。因疫情關係，關愛事工未能如往常般到

校探訪學生和提供培訓，總體統計數字如下：

領袖文化活動場次： 109 參與人數： 3404 
學術文化活動場次： 3 參與人數： 37 
關愛文化活動場次： 0 參與人數： 0 
總計： 112 3,441 

 1

機構人事

董事會

主席 蘇永乾

副主席兼秘書 曹希銓

司庫 蔡少浩

委員（院長） 梁燕城

委員 蘇祖耀

事工成果

領袖文化方面，新冠肺炎在2020年令全人類陷入困境，疫情爆發初期國內醫療物資短缺，梁院長迅
速帶領三地文更（加拿大、美國及香港）投入支援。美國和香港文更連忙在海外購置醫療物資（包
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運送往四川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院、廣西武宣縣「婦幼保健
院」及其他有需要的醫院。其後香港文更多次把抗疫物資運送國內有需要的單位。

香港文更也支援本地教會和機構去幫助基層和有需要人士。2月從美國文更寄來一批口罩，香港文更
率先把當中500個透過街頭佈道隊和全備教會，分發給當時極需口罩的基層和露宿者。梁院長更身體
力行隨團隊親自派發口罩、飯盒和生果，並作街頭佈道，服侍露宿者、吸毒者等。

支持四川瀘州基督教會「玫瑰家園」項目，及其轄下社會服務的瀘州福音醫院和同心幼兒園，仍然
是文更的重點工作之一，可惜因疫情原故，是年梁院長及同工也未能親自前往探望他們，但支持者
的樂意捐款回應他們在疫情下的迫切需要，文更同仁衷心感激。

學術文化方面，10月成立「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是文更在學術研究領域上重要的里程碑。中華神
學研究中心是一平台，集合有這方面心志的信徒學者，深入思考神學如何與古今中華民族文化建立
關係，探討信仰生根中國的「中華神學」。另外，亦有出版學術書籍及期刋，是年有以下主要成
果：

文更與國內重點學術研究單位共同合作的《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學術項目，自2012年至今已經
出版十五本相關書籍；出版包含「人物」、「理論」及「文獻」的研究系列。
文更資助出版的《宗教中國化研究叢書精選集》，一套共10種論著於年中出版，是全年為數不
多的重要宗教學術著作，並獲學術界高度推崇。

關愛文化方面，文更的「愛心傳承計劃」學生資助項目已進入第十二個年頭，受惠學生已達四千多
人次。目前正資助以壯族學生為主的廣西省東蘭縣「東蘭高中」，和以少數民族且品學兼優的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其他事工包括：

文更同工於1月走訪多個國內城市探望了十多位大學生。行程雖緊迫，但亦能順利完成並達到
關愛及鼓勵同學的目標，而同學們也很願意打開心窗，分享心事。
大學畢業生之「愛心傳承動力網」已成立四年，在文更鼓勵下畢業生們自發在文山州一鄉村小
學成立圖書閣，並於9月舉辦「愛心悅讀營-陪讀活動」，以一對一配對模式在線上陪讀，十四
位小學生活動中獲益良多，畢業生們身體力行將文更關愛的精神傳承給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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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文更同心 、支援中國抗疫

新冠狀病毒疫症在香港和中國大地肆虐，兩地人民安危陷入困境，物資短缺，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加拿大，美國及香港)三地馬上投入賑災工作，2020年初美國文更和香港文更開始運送醫療物資
(包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給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院、廣西武宣縣「婦幼保健院」及
國內其他有需要的醫院。香港文更初期也籌到十五萬港元，善款支援中國基督教所建立的醫院，
購買物資給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院，及其他教會需要。在此，文更感謝支持者的捐款支援中國抗
疫。

文更送出醫療物資給四川瀘州基
督教會福音醫院，錢院長和醫療
人員接受醫療物資

文更送上醫護眼罩給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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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香港疫情 、支援教會及機構 

香港文更也支援本地教會和機構幫助基層和有需
要的人士。二月份從美國文更寄來一批口罩，
馬上先捐贈500個口罩給街頭佈道者吳桂行弟兄
和全備教會，分發給街上基層、露宿者等貧苦大
眾。疫情期間，文更感謝多位支持者捐出口罩及
消毒洗手液支援吳弟兄、全備教會及街頭佈道團
隊事工。

由於原本國內工作取消，梁院長也隨吳弟兄和全
備教會參與派口罩、飯盒、水和生果及街頭福音
工作，服侍對象包括基層、露宿者、南亞裔人、
也在美沙酮中心附近關心吸毒者、釋囚等。文更
以愛心與貧苦者同行，以表關愛和祝福。

梁院長把囗罩贈送給街頭福音工作者
吳桂行弟兄及羅霞傳道

梁院長與吳弟兄和全備教會同工
在大南公園派飯盒及口罩，以愛
及行動關心露宿者。

梁院長在街頭派發口罩和傳福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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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州基督教會-玫瑰家園

由2018年文更開始支持四川瀘州基督教會「玫瑰家園」項目，及其轄下社會服務的瀘州福音醫院
和同心幼兒園，文更感謝各位支持者的奉獻，四川瀘州基督教會各項事工得以順利營運和發展。

瀘州基督教會「玫瑰家園」項目，整體總建築面積約3萬6千平方米，但由於工地位於山嶺上，工
程須由山頂挖土開始到地底最深處才能做基本建設。但由於2020年疫情關係和雨天影響，土石方
與邊坡治理及基礎建設工程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導致工程進展緩慢。祈盼2021年「玫瑰家園」項
目工程進度不再受疫情、天氣和資金因素影響，望能順利開展項目配套建設和結構設計工作。

挖土工程由地面開始

挖土工程完成，土石方與邊坡治理
及基礎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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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醫院

瀘州福音醫院是由瀘州基督教會在2011年創辦的一所非營利性醫院，是中國第一家重建的教會
醫院，自創辦以來以濟困惠民，全民醫治為特色，一直堅持每個月為5名特別貧困病人提供免
費醫治，又為一般貧困病人提供部分減免治療，很多人因到福音醫院治病而走進教會，從身體
到心靈都得救。文更感謝支持者奉獻支持醫院更新醫療設備，讓醫院嚴重擠壓的醫療救助工作
得以紓緩。

梁院長與錢萬長院長探望病人，婆婆腳部
手術後，喜獲「得福重生」的感受。

院長錢萬長是外科專家，特別為病人治療，並因
其貧困，醫院免去手術費。

同心幼兒園

瀘州基督教會轄下的社會服務 - 同心幼兒園（福音幼兒園）已
走過36個年頭，幼兒園共有七個班，教職員21人，學生170多
人。學生多來自經濟困難的家庭，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
很多家長也失業，一半以上孩子計劃停學；而幼兒園營運也受
嚴重影響，疫情下遲遲未能開學，本來已拿較低工資的教職
員，只能領取微薄的生活補貼費維持生計。原本幼兒園計劃更
換殘舊設施，亦因疫情擱置。感謝支持者適時伸出支援讓孩子
和幼兒園得到幫助。

課室進行裝修
裝修後的面貌

同心幼兒園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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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乃「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
港)」所成立的一個事工中心，正式於2020年10月啟
動，是文化更新在學術研究領域上重要的里程碑。

文更深知上帝很愛中國，關愛中國的神學工作者應以這
大愛面對新時代的中國，深入對中國進行神學反思，在
不改變聖經真理的原則下，探討信仰生根中國之道，用
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面對中國處境的問題，來消化及
架構聖經真理，建立與中國人心靈呼應並能適切貢獻中
國處境的「中華神學」。故「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成
立「中華神學研究中心」，集合信徒學者，深入思考
神學如何與古今中華民族文化建立關係，也與中國學
術文化界、國內神學院及基督教兩會對話交流研究。

研究季報

每期季報也會精選文章刊出，書籍推介，介紹中心事工發展等。首期季報承蒙周永健牧師/博士
支持接受訪問，分享寶貴經驗，供後學參詳。

訪問周永健牧師

中華三一圓教思路／梁燕城

基督教上帝的教義
中式「三位一體」表述初探／徐濟時

1
2020年10月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網頁

2020年10月推出網站[https://ctrcentre.org/]，網站內容豐富，除了每季的研究季報外，還有學者研
究文章、神學生分享、閱讀推介及投稿專區。是神學資源寶庫的共享，彼此豐富中華神學。

ctr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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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出版了：《中國境界哲學
與境界神學》《遼金元基督教重要
研究文獻匯編》《吳雷川的基督教
處境化思想研究》

「宗教中國化研究－耶儒對話」項目

文更支持新編這套《宗教中國化研究叢書精選集》是全年為數不多的重要宗教學術著作，並獲學術
界高度推崇。

文更資助出版的《宗教中國化研究叢書精選集》，一共10種論著：
《「宗教中國化」義理研究》 張志剛 著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卓新平 著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及研究》 唐曉峰 著
《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梁燕城 著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輯刊選粹》尹景旺 主編
《宗教中國化研究論集》 張志剛、張褘娜 主編
《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神學論集》 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 編
《主教任命制的歷史嬗變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劉金光 著
《基督教中國化神學論集》 中國基督教兩會 編          
《伊斯蘭教與堅持中國化方向研究》高占福、敏俊卿 著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獲得出版界三大獎之一的「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提名獎」，在國際
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學術項目

獎項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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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學術季刊

1994年創刊，文更每年出版《文化中國》學術季刊四期。季刊發表海內外學者在文、史、哲領域的
研究成果，使多元的睿見得以在這一個園地中作闡述、交流、對話、反思的學術刊物。

香港文更由102期起，投入更多資源協助編輯統籌工作。季刊每期欄目有[專題對話]邀請海內外學
者進行對話；[經學研究]從古典經籍看今天的應用；[中華神學]從中國文化處境探討信仰；[哲思
慧語]智慧中的啟示；還有其他內容 [政治法律]； [中外會通]； [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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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傳承」計劃

文更的「愛心傳承」資助計劃為一個包含高中生及大專生等元素的資助項目，旨在資助貧困高中生
完成高中及大學課程。項目已進入第十二個年頭，受惠學生已達四千多人次。過往受資助的地點是
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州) 中的4個縣（文山縣、丘北縣、富寧縣及麻栗坡縣）。鑑於國
內政策和實際需要，文更去年已完成與文山州第一中學資助項目的安排。

文更於2020至2021學年開始與總部設於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合作繼續發展「愛心傳承」資助計劃。資
助以壯族學生為主的廣西省東蘭縣「東蘭高中」，和以少數民族且品學兼優的北京「中央民族大
學」。

中學生資助項目

東蘭縣高級中學，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距離省府南約
4小時車程。是市級重點高中，自治區普通高中一級學校，創
建於1937年。學校建築面積25,603平方米，依山傍水，環境優
雅。現在校生2,500多人，教職工170人。東蘭高中以壯族學生
為主，雖然東蘭縣剛於2020年5月退出貧困縣序列，但仍然有
很多學生家庭收入低於平均水平。

因疫情文更同工未能如計劃般於學期開始時探訪學校及學生，
只由愛德基金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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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在牀的務農家庭。今
學年文更資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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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蘭高中」外貌

高中學生課堂

愛德基金代表與受助學生會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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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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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資助項目

在展開大學資助新學校項目之前，文更同工於
2020年1月走訪多個國內不同城市，探望了十多
位從文山出來的大學生。行程雖緊迫，但亦能順
利完成並達到關愛及鼓勵同學的目標，特別是能
接觸到過往活動未能連上的同學。因同學們都是
離鄉別井，與他們接觸時很快便能深入溝通，同
學們非常願意分享心事。

鑑於疫情原故，文更未能像過往般在昆明和大學
生舉辦活動見面交流，除持續透過網上交流平台
鼓勵他們積極生活，文更以寄贈「愛心包」表達
除金錢資助外對他們的關心。愛心包內含防疫用
品和文更同工自制的心意咭。

文更同工與五位同學在長沙中南大學
新校園區合照

文更同工和同學背後就是同學在泉州華僑大學
所就讀旅遊學院旅遊管理系的學院大樓

就讀於廈門大學的同學帶文更同工認識
一個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圖書館

新資助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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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在國內
乃是世界上享有盛譽。全日制在校生超過1萬6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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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未能拜訪學校和到校進行面試，只由愛德基金於2020年11月進行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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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文更揀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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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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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網

持續發展同學會，透過畢業生於2016年10月所成立的「愛心
傳承動力網」，讓畢業生以行動實踐關愛的文化，將愛心傳
承他們身邊每一個人。在文更鼓勵下畢業生們自發在文山州
一鄉村小學成立圖書閣，並於9月舉辦「愛心悅讀營-陪讀活
動」，以一對一配對模式在線上陪讀，14位小學生在活動中
獲益良多，畢業生們身體力行將文更關愛的精神傳承給有需
要的人。

「陪讀活動」裡一位小學生
閲閱讀時的模樣

一位負責陪讀的畢業生所草擬給小學生
的四星期閱讀計劃

一位小學生在「陪讀活動」裡的讀書筆記

一位負責陪讀的畢業生與他配對的小學生作線上交流

「中央民族大學」外貌

愛德基金代表與受助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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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之友活動 

文更每年為支持者和文更之友以不定期形式舉
辦講座、屬靈分享會、課程等活動及文化深度
行等。2020年因疫情關係，實體活動如「從靈
性看基督教古文物」、「香港歷史文化團」和
「文化深度行」延期舉辦，餘下「當基督遇上
儒道佛」4堂課程以Zoom Meeting於9月份順利
完成，為讓更多人參與和受惠，我們還邀請加
拿大和美國文更支持者和朋友一起參與，參與
踴躍，人數每次超過100人。
 
梁院長對基督教和儒道佛的不同信仰上有精闢
見解，深入淺出的教導，讓參與者領悟不同信
仰上的獨特之處和雙互之間的共通點；課程上
還設問與答環節，讓參與者對不解的疑問可即
時提問，梁院長亦詳細分析講解。

合作夥伴一覽
(按筆劃排序)

宗教團體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主恩堂普通話基督教會
四川瀘州基督教會
恩臨城市教會
真理基石浸信會馬鞍山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基督教崇真會深水埗堂
基督教敬拜會（第802區）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互愛堂
基督教樂道會尖沙咀堂

院校

中央民族大學
北京大學

政府/機構/其他

AC Children Foundation
Lau Chor Tak Foundation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
以航假期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時間廊鐘錶有限公司
商人團契
創世電視
愛德基金會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有限公司
影音使團
耀信置業有限公司

文
更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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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更 CRRS Hong Kong
Unit 809, 8/F, Fortress Tower, 25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2393-9440   Fax: 852-2393-9441
Email: info@crrshk.org   Website: www.crrshk.org

加拿大文更 Canada
114B – 8988 Fraserton Court, 
Burnaby, BC, Canada V5J 5H8
Tel: 1-604-435-5486
Email: info@crrs.org
Website: www.crrs.org

多倫多文更 Toronto
P.O. Box 7247
7060 Warden Avenue
Markham ON, L3R 5Y0 Canada
Tel: 1-416-786-9255
Fax: 1-416-229-9771
Email: info@crrstoronto.org
Website: www.crrstoronto.org

美國文更 USA  
P.O. Box 7717, Alhambra, CA 91802, 
USA
Tel: 1-415-696-6728
Email: info@crrsusa.org
Website: www.crrsus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