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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常見的特色文化 

英國  板球運動（詳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1sfN--vmg）比對 

美國  棒球運動    均為其國的特色文化 

 

II. 文化形成知多少? 

我們經常使用「文化」 介紹敘述 地域文化， 但知其源起發展卻更是饒富意義。  
 

【例子1】「Thanksgiving美國感恩節」 的源起發展  

原本乃清教徒以玉米及火雞為感恩的慶祝筵席。1817 – NY紐約州藉由法律立法設立「感

恩節」以慶祝上帝的供應,這關乎「感恩節」的文化於是就開始了。 

在現代的美國人， 不需要法令來宣導感恩節,  因為感恩節已經融入美國的「文化」了。  

 

 【例子2】不同國家駕駛在馬路的左邊或右邊的不同緣由  

歐洲駕駛在馬路的左邊, 起源於法國拿破崙是左撇子。  

 歐洲中古期 「馬上長槍比武」 (快馬馳騁左道右手持長槍迎向由右道來攻擊的對手)的效

果（詳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8BS6mM8vd4）  

 早年美國農夫 卻都坐在馬的左側…  
 

【例子 3】誰擁有路權「right of way」， 行人還是車輛? 

  美國:  行人擁有路權「right of way」           另個意思：路的右邊  
                                                  (可能因為當年富裕有文化的人們是步行, 而貧窮 亡命之徒是騎馬) 

  英國:  汽車擁有「right of way路權」 (可能因為當年富裕上流人乘馬車, 擁有路權, 而非行人) 
 

【例子 4】地中海附近的國家有個 「siestas午睡」文化, 保護百姓免於中午酷熱太陽 

 



III. 文化的力量 

Peter Drucker彼得·德魯克 （管理學大師、教授，詳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C2%B7%E5%BE%B7%E9%B2%81%E5%85%8B）  

雖然企業管理強調「策略」的重要性，但比起「文化」來，「策略」可就直接被「文化」

吞吃，甚至不足於用來塞「文化」的牙縫。 

意思是：企業「文化」的影響力可遠超過「策略」！ 
 

【以弗所書 2:6】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6 And He raised us up together with Him and made us sit down together [giving us joint seating with 
Him] in the heavenly sphere [by virtue of our being] in Christ Jesus (the Messiah, the Anointed One). 

我們其實是坐在一個遠勝地上的境界。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在、活在奧秘當中。我們需要瞭解明

白天國的文化。「文化」對「使徒性」的重要性，就如同「教義」對「宗派」一樣。 

(現在企業的「企業文化宣言」或「核心價值觀聲明」源自於 早期教會的 信仰宣言。) 

 

文化 維護、維繫了人際關係  

當我們把上帝視為整個所謂「房間」的中心時，文化能賦予同一個房間內的各個人都有空

間。製造足夠空間讓每位（包括邊緣化處在房間角落的人們，甚至原本被排擠到房間外的

人們）都有空間往中間、中心的 天父靠近。 

例如: Bill Johnson牧師所說我們的文化特色:  

  We rejoice with all those who rejoice、We weep with all those who weep 

耶穌在當時在那同一個培育11位翻轉世界的使徒的「文化」環境中同時產生出那位出賣

耶穌的猶大。在過去二千年當中，教會界多只專注在不要再產生更多的猶大，而反因此沒

有再營造一個空間和氛圍是能產生另一批11位的翻轉世界的使徒們。 

與其著重在嚴格篩選好確保把猶大排除在外，我們應該容納他們12位（11位使徒、及1位

猶大）都有空間在上述的「房間」當中。 

耶穌自己就是第一位 使徒！ 一位使徒的職責就是促使門徒們也成為「使徒性」。「使徒

性」指的是一種願意降伏於一位使徒的「領導/教導/影響/原則」之下而滋生出的「心

態」（生活方式）！ 

  



IV. 文化是怎麼一回事? 

去瞭解文化是怎麼一回事, 是極為重要的! 

 

「文化」是個我們用來告訴我們自己一個關乎我們自己的故事。 

「文化」是藉由教育而傳遞下去的。 

「文化」是我們心思中的軟體（即我們生命生活的基本設定 the default setting of our life，

如同電腦剛出場時所設定的情況）。 

 

【例: 伯特利教會的文化特色之一】 

Bethel教會的同工會議是多花時間彼此分享見證、然後大家進入敬拜，最後的一些時間才

花在討論彼此接下來計劃要作什麼。 

我們的「信念」變成我們的「日常中的言行舉止」，而在經過一段時間就不知不覺地成為

一個「傳統」。 

------------------------------------------------------------------------------------------------------------------ 

做生物實驗時，我們是將「culture」(要培養的細菌)  放置在一個petri dish培養皿（

environment that enable things to grow） 

叛徒猶大 居然和 另外11位翻轉世界的轉化者  都住在同個「文化」、同個「培養皿」當中 

(麥子 和 稗子都一同生長) 

美國 就有這種願意面對風險的「文化」(例: Edison 愛迪生 不畏失敗地嚐試)，而我們的天

國也應正是如此!  

 

「文化」賜給我們一副幫助我們觀看、及進一步瞭解周遭世界的「鏡頭、鏡片」眼光。  

 

我們應該渴慕一個文化是著重、專注於能擁抱、包容「過程」的神蹟； 

我們不要一個文化只專注在程序的嚴謹， 卻使「神蹟」只在偶爾才能生發！ 

 

我們不該只是專注在 「酒wine」而完全忽略了裝酒的「wineskin皮袋」(盛裝的生態環

境)。 

這整個容納性的理念是要先源自於我們的心思! 

  



V. 「文化」就是我們把我們所信的 直接活出來。 

雖然我們是基督信仰的 信徒及成員，但我們生命中兩個中最為困難的挑戰就是 「Belief信

念」、「Faith對神的信心」！ 

信念 活出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中 ; 傳統、 律法融入為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的生命是屬天的， 

現在就是要學習如何在地上活出這樣的生命! 

 

VI. 神的靈產生文化轉化， 最後培育的結果是使他們成為公義樹 

 

【Isaiah 61：1-3】 

1「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

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於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

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VII. 活出這樣文化的性情元素 我們其實已經有了! 

【彼得後書 1：3-8 】 

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4 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份。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

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

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我們被造時是按著祂的形象、樣式而造的。當我們信主，更是成為一個全新的受造物時，

我們就有分於祂屬天的「divine nature神性」（即「divine culture屬天文化、天國文

化」）！ 

我們原活在一個不懂得愛的「文化」當中， 然而【加拉太書 5：13-14】卻讓我們能明白

了: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做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

愛心互相服侍。 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VIII.    結 語 

 
❖   讓我們擁抱整體的天國文化! 

父神自從2000年前就把耶穌賜給我們，但我們以為只能在緊急危機時、或在教堂

內 才能撥電話給主耶穌，跟祂溝通。 

我們以為我們僅是買了一個蘋果手機iPhone，但其實我們購買了的是它背後的整個

「手機文化」。 

 

❖   我們就是被祂差來帶下祂「天國文化」的 「催化劑」 

 

【例子5】羅馬帝國差派 “使徒” (使者) 把英國羅馬化（就如同處在羅馬一樣） 

同樣的 父神差派我們到世上來的任務之一： 就是把天國文化 藉由我們實際活出而

有效地帶到地上來。 

 

但願我們願意一手拿著雨傘（即如同 神所提供我們的 「siestas午休」為保護我們

不淋到世界惡劣的影響）、而同時另一手捧拿著「Petri dish培養皿」（即那個鼓勵

我們成長的天國文化氛圍，即便包括某些風險）！ 

 

邀請你們參與我們，並一起跨進這個「Petri dish培養皿」（即便有某些風險，但仍

舊鼓勵我們願意選擇「成長」的「culture文化氛圍」）。 

在這過程中，我們就有分於祂的神性。 

我們需要把這個 神性，讓更多世人見識、經歷。 

  
 

我們原以為我們是來參加  天國文化「特會」，然而卻是由這個「文化」產
生出這個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