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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ard 敬虔操练过程【规范式】: 

–1）归属基督与他联合（受洗）；

–2）有属灵操练的人生（态度）；

–3）跟随基督成为第二天性（习惯
）。



• Tim Lane & Paul Tripp  以福音为驱动
力【存在式】。福音为基础的三个事实

–1）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罪的
权势脱离（我们在基督里）；

–2）基督已经透过圣灵住在信徒心里 ，
恩典掌权，更新变化（基督在我们里面
）；

–3）基督的死和生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
活中发动，产出新的感恩顺服（感恩顺
服）。



• Michael J. Wilkins 门徒：广义而言，
门徒是委身跟随一个伟大的主；狭义而
言，耶稣的门徒是那些到祂这里得永生
，宣称耶稣是救主和主宰，且踏上跟随
耶稣一生的人。

• 门训：广义上，门训是一个门徒持续成
长的过程（隐含的意思就是门徒一定会
门训其他门徒）；狭义上，门训意味着
在这个世界上与基督联合，活出一个完
全的人生，且越来越塑造成耶稣的形象
。



• Trevin Wax 认为末世论应当保含三个要素：
个体，整体和宇宙，在这三个要素中基督徒
找到自己独特的位分。

• “末世国度门徒是一个天国的属灵塑造，它
寻求建立在当今处境中的智慧，好使基督的
门徒（在不同的时间和发展观中）界定他们
自己，并且呼召他们在处境中顺服基督，展
示出他们基督教信仰见证着圣经对这个世界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启示是真理与现实。”
（修订Trevin Wax的定义）



• “我……必须……传上帝国的福音。”
（路加福音4章43节）

•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下面的
样子：“我……必须……宣告上帝的国
得胜的福音。”



•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
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以赛亚书52章7节）

• 新约圣经对于上帝国度临到的观点看
成是一种三重得胜:开启，延续和成全
（IIIM《新约的国度与圣约 第二课）



• 上帝仇敌的失败
• 开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

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
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1-32
节）

• 拓展—我们的责任就是与上帝的这些灵界
仇敌争战。（以弗所书6章11-12）

• 成全—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
的众军……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启示录19章13-15节）



• 上帝百姓的得救
• 开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

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歌罗西书1章13-14节）

• 拓展—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
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
事奉上帝。（希伯来书12章28节）

• 成全—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
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
）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
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申4——摩西

29 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
上帝。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
就必尋見。30 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
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的上
帝，聽從他的話。



申4——摩西、大卫

历代志上12
32 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都通達時

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他們
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



申4——摩西、大卫、智慧书

诗篇90篇：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



新约的视野 耶稣的登上宝训
（八福）、主祷文等重要的天国伦理

的教导，都是在末世国度的背景下
展开的。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耶稣的天国比喻



新约的视野 西1——使徒保罗

1）保罗的末世观——已然未然。基督的

死与复活，新的创造，和万事的结局。
2）保罗末世观与教会观——教会是国度

的彰显，是耶稣的身体，门徒的人生聚
焦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门徒应该如何活
在基督的死和复活，掌权，赐下圣灵和
再来的现实下。



与基督末世国度观竞争的几个“末世
观”：

——世俗自由主义
——物质消费主义
——伊斯兰教

——国家级权主义



——世俗自由主义

这启蒙运动主导的世俗自由主义的末
世观，绝对简明扼要——人类自己
会不断的进步。“明天一定会更美
好！”



基督教末世论对世俗自由主义的回应

1）究竟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2）面对世俗主义的宗教过时论。
3）宗教至今仍对公众生活的重大影

响。
4）如果基督信仰是答案，教会是答

案吗？教会需要改变



——物质消费主义
本质而言，基于其极端的个人自主，

消费个人主义的末世观不会基于任
何世界历史事件，而是个体性的堆
积财富的英雄故事为盼望。有两次
层次的解析：一个是社会性的商业
日历，另一个是个人的终极盼望。



基督教末世论对消费个人主义的回应：
1）在众多世界的选择中，再次呼吁变成基督的模样是

我们的人生目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追求，而是活在
一个基督的共同体里面。门训就只在这种有选择的
处境中，人们的高度委身的选择。“舍己背十字架
，跟随主”。彼此共同依赖和建造的新创造，而不
是创立某种品牌，地位和效益。

2）倡导财务的管家事奉。慷慨的管家，积财宝在天上
。

3）安排时间，特别是节假日的度过。过安息日和领受
圣餐体现我们等待美好的将来。如何纪念上帝救赎
计划的历程碑和历史进程？属灵纪律的操练



——伊斯兰教
由于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异端，他们的末世论

更加接近基督教。有哈米吉多顿最后的打造
；尔撒 （耶稣）要再来，除灭一切的假先
知，最后人人都要肉身复活：义人将获得乐
园（天堂）的欢乐，而恶人将在火狱（地狱
）里受罚。



基督教国度末世论对伊斯兰教的回应

1）再度强调基督国度在全地一定得胜的福音。

2）教会的大公性、独一性、圣洁性、使徒性

3）在末世中（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
教会属灵的争战与旧约圣战具有不同形式和
相同本质



——国家极权主义
• 国家极权主义，无神论的末世论目前仍旧是对大陆最

有影响的信仰群体。虽然当今的共产主义——将来的
人类乌托邦式的物质极大的发达，按需分配不再是理
想。目前执行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政府积极的把
不同宗教（基督教）“归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信仰下，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新宗教。政府部门进行
管理和党的统战部直接介入很不一样。



中國大陸後文革的宗教政策

定调

手段

方针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中发[1982]19号）



关于宗教

• 宗教“自然消亡”论 = “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

”。

•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问题成为公民个

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

• “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是在

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

必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

• “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



• 《宗教事务条例》(2018)

– 《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

–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

– 《宗教团体管理办法》

–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

– 《宗教院校管理办法》



设定红线、禁区

• 颠覆政权

• 群体抗议

• 医疗教育

• 宗教冲突

• 独立运动

• 外国势力



《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同

我国发展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

化；立足圣经教导，持守基本信仰

与核心教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坚持合一方向；兼顾教会的普世性

和地方性，借鉴普世教会的信仰实

践、灵性经验和神学遗产；融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积极融入

社会。”



2018年5月“四进”在全国陆续展
开
• 国旗国歌

• 法律法规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宗教管理组织结构

党
（统战部）

人民团体
（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

党
（统战部）

政
（国家宗教局）

人民团体
（三自爱国会）

政
（国家宗教局）

1954 2018



● 2014 ●2017  ●2018  ●2019 



新教来华200年之际

• 基于圣经和中国教会经验的十架神学该如何建

构？

• 今日教会应如何传承并持守十架真道，建造基

督的真教会，继续跟随主的脚踪行？



基督教对国家极权主义的回应（王怡牧师）

宗教改革和中国文化的挑战
——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讲座 2017



I）AB Bruce“训练十二门徒”提到他们的发
展过程——福音倍增模式【处境式】：

II）Willard “教会失落的艺术” 提到个人
成长过程——敬虔操练模式【规范式】。

III）Tim Lane & Paul Tripp“人是如何改
变的”——福音驱动力模式【存在式】。



“末世国度门徒是一个天国的属灵塑造，
它寻求建立在当今处境中的智慧，好
使基督的门徒（在不同的时间和发展
观中）界定他们自己，并且呼召他们
在处境中顺服基督，展示出他们基督
教信仰见证着圣经对这个世界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启示是真理与现实。”

（修订后Trevin Wax的定义）



用末世国度的视角【整合式】来补充，和强化
门徒的观念和培训。许多门训的视角都帮助了
教会看见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无论是福
音倍增模式【处境式】，个人敬虔操练模式【
规范式】，还是福音驱动力模式【存在式】，
都是需要有这种末世国度世界观的视角来补充
和强化。把教会放在历史的处境中，好让基督
徒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抵挡各种抵挡基督和他
国度来临的仇敌，成为天国在地上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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