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前的预备

1. 崇拜所需服侍人员：  

·主礼 2 名：带领不同崇拜礼仪环节

·牧师 1 名：带领赦罪、差遣和祝福的礼仪环节

·讲员 1 名：主题信息分享 / 讲道

·辅礼 2 名：分别诵读中国女性的见证故事

·司琴 1 名

2. * 表示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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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妇女公祷日联合崇拜

一、召聚

* 宣召          主礼 / 会众

主礼：今日，我们在主的殿中聚集，

会众：我们的心因爱而敞开。

主礼：我们要在祈祷与赞美、聆听和分享中

　　　重申我们对和平与和好的承诺。

会众：愿我们心中保有和平，

　　　成为这世界的和平缔造者与传播者。

主礼：来吧，让我们庆祝上主的同在，

会众：因他是和平与和好的源泉。

主礼：来吧，让我们一同称颂上主，

会众：因他创造人类，本为一家人。

　　　为要救赎世人，他舍弃爱子，成就了和好，

　　　并召唤我们成为和平之子。

* 始礼颂     《主前一家》（《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第 140 首）       主礼 / 会众

         David A Robb 词　区美贤 译　Will iam P.  Rowan 曲

* 尊崇祷告         主礼 / 会众

主礼：创造万物的主，

　　　你是美善和谐的源头，

　　　万物就是透到你永能和神圣的图像

　　　在晨曦、日落、星空、季节、

　　　万物的形态、种类、颜色、

　　　有声无声中，

　　　都充分表明你缔造的和谐，

　　　使人惊叹，知道何谓美善。

会众：我们感谢你，因我们天天经验创造的和谐。

主礼：救赎的主，你藉奇妙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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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身成为众人的平安，为要救人脱离

　　　因犯罪与上主为敌的景况，

　　　你的宝血废掉了怨仇，使我们与上主和好 ;

　　　叫我们因基督成就的和平，

　　　得称为上主的儿女，呼叫 :“阿爸，父 !”

会众：我们称扬你，因你使我们得人间最宝贵的平安与和好。

主礼：十架的主，你藉创伤，

　　　成就了至大的医治，

　　　为要除去人际间的隔阂、嫌隙，

　　　你指导我们宽恕之道乃是平安之路。

会众：我们俯伏敬拜你，因你为我们带来的医治和新心，

　　　并引导我们行在你平安的路上。

认罪礼          主礼 / 会众  

( 邀请认罪文）

主礼：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认罪文          主礼 / 会众

主礼：全能的上帝，你已使你的独生圣子，

　　　为我们作了赎罪祭，又为我们留下圣善生活的榜样。

　　　你曾经教训我们要爱主和我们的邻舍，

　　　因为我们都是生命中的兄弟姊妹，

　　　我们都是一家人，是生命的共同体；

　　　然而我们常常对他人的需要漠不关心，	

　　　甚至对世界的种种创伤无动于衷，

　　　对在困境中的人群坐视不理。

主礼 / 会众：求主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

　　　　　　更新改变我们心中的疑惑，

　　　　　　润泽我们内里的旷野干地，

　　　　　　使我们能结出善果，活出信德、望德、爱德，

　　　　　　随时随地作你复合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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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那日瞻见和平希望的晨光。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阿们！

  

* 赦罪礼          牧师 / 会众

牧师：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会众：阿们！感谢上主！ 

* 归荣  《荣耀颂》（《赞美诗〔新编〕》第 392 首）  主礼 / 会众  

二、圣道礼
 

主题经文                读经员

主礼 1：	让我们聆听上主的话语：《歌罗西书》1 章 18 － 20 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经文研习           讲员

（教会牧者可根据以下提供的经文研习大纲进行讲道）

本次妇女公祷日崇拜主题是：基督里的和好，主题经文选自《歌罗西书》1 章 18 － 20 节。

（1）认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教会之首（参弗 1 ∶ 22 － 23，5 ∶ 25）供

应教会的需要（参西 2 ∶ 10）；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参林前 12 ∶ 27），教会的生命长进得益

于与基督的联合（参罗 6 ∶ 5；参西 2 ∶ 19）。

（2）偕同基督。基督不仅拥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一切属性也住在他里面。他在教会居首位，

在万有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家庭中居首位，在凡事上居首位（参林前 11 ∶ 3）。

（3）传扬基督。基督的福音跨越种族、地域、性别、年龄等因素，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

使人与上帝和好。“在基督里和好”的恩典中，“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参加 3 ∶ 28），都是和平福音的使者，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参林后 5 ∶ 18）。

主礼：请思想以下几个问题

1.	你是否了解基督的大能，让他在你的生命中凡事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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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徒姊妹与众人一样，都是和平福音的使者，你是否确认自己这样的身份？

3.	“在基督里和好”的恩典中，你为主作过怎样的见证，使人认识这位与他和好的上帝？

结语：

主礼：感谢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在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见证复活的基督，传扬和好的福音。

三、回应

分享见证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基督教南岗大直街礼拜堂主任牧师 李美兰

首届全国宗教界先进个人

李美兰牧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代爱国爱教牧者。

自 1986 年神学毕业回到哈尔滨教会侍奉以来，她几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李美兰牧师身为朝鲜族积极带领朝鲜族信徒走爱国爱教、荣

神益人的道路。她主持创办了全国唯一一份朝文教会报纸—《深

泉》，便于广大朝鲜族信徒随时学习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该

报印行后深受朝鲜族信徒喜爱，对宣传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和时事法规起到重要作用。

李美兰牧师是富有爱心的牧者，也是博爱精神的践行者。在她的带动下，哈尔滨市南岗

教会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展了聋哑事工。30 年多来，南岗教会通过开展聋哑人手工刺绣、

帮助盲人学习按摩技能、资助聋哑人完成学业等事工，使 200 余个聋哑家庭或个人走出困

境，重新树立了生活自信和勇气。李美兰牧师还组建了哈尔滨市医疗服务组，深入县（市）

为基层百姓送医送药，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她说：“我是一颗螺丝钉，钉在哪里

就要在哪里发光”。

2. 贵州省都匀市都匀基督教堂牧师 林丽

首届全国宗教界先进个人

林丽牧师多年来认真学习和宣传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团结和

引领广大信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服务社会，履行

好社会责任。针对教会弟兄姊妹老龄化情况，她主动用中国传统

文化解释基督教的教规教义，并制成展板在教堂内进行张贴宣传。

在新教堂建筑外观设计中，她坚持植入黔南民族文化元素，把基

督教中国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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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她主动为困难信徒出点子、想路子、谋发展，组织捐款捐物 4 万余

元，帮助信徒发展生产、培育产业；每年组织都匀基督教信徒到山村开展济困活动，先后

为都匀市归兰乡翁降村修建村组道路近 10 公里，改善了当地 20 多户群众出行难题；帮助

都匀市小围寨栋青树村困难信徒购买春耕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减轻其生产负担。

因工作务实、表现优秀，林丽牧师深受广大信徒的信任和喜爱，发挥了黔南州宗教界代

表人士爱党爱国爱教的示范带动作用。

3. 上海市杨浦区沪东堂长老 王建华

2022 年首届“上海慈善奖”慈善楷模奖

20 世纪 70 年代末，王建华开始在教堂做义工，由于她积极

上进，思维活跃，逐渐成为骨干成员。2013 年，退休后的她来到

沪东堂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多年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植根在王建华长老的心中，同时也体现在她平日的一言

一行中。在她的带领下，杨浦区基督教两会成立了爱之源慈善公

益服务队，携手社区助力“癌症俱乐部”，教牧人员和广大信徒

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主动关心空巢老人，为患病的居民

提供帮助，为困难家庭排忧解难等。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建华长老带头捐款，爱之源志愿者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

自筹 20 多万元，想方设法购买防疫物资，送到杨浦区的街道防疫工作点，并慰问杨浦区地

铁 18 号线在建工地的工人支持复工复产。

王建华长老荣获了 2018 年上海市人道博爱奖、2019 年上海市红十字五星志愿者、

2019 年上海市红十字优秀组织者、2020 年博爱之星、2021 年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

2021 年优秀红十字会志愿者、2022 年首届“上海慈善奖”慈善楷模奖等荣誉称号。

 

代祷          主礼 / 会众

为祖国完全统一祷告：

主礼：万有之上的教会元首，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藉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

　　　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与和好！

　　　因着你所成就的，求你垂听我们为祖国完全统一献上的祈祷：

　　　求主怜悯那浪子热切的回归之心，和平联络海峡两岸的同胞，

　　　使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一家人紧紧团结在祖国母亲的怀抱，

　　　同心合意共谋中华民族的复兴，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会众：求主赐给执政者、掌权者智慧和谋略，

　　　使两岸关系得以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主礼：求主将和好的心意彰显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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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众人看见两岸和平统一是你所赐予的祝福，

　　　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

会众：求主藉着和平、和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除去一切拦阻祖国统一的势力，

　　　使凡有眼可见、有耳可听的都能晓得，

　　　两岸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是历史所趋，

　　　也是基督里的和好在这个世界上的凭据。

主礼 / 会众：愿基督里的和好彰显在两岸同胞中间，愿祖国完全统一。

为中国式现代化祈祷：

主礼：为着上主赐给我们祖国美好的土地为产业，

　　　又使生活在其上的 56 个民族兄弟姊妹亲如一家，彼此相亲相爱；

　　　更为你恩佑保守，将各样福祉赐给中国各族人民。

会众：我们向你献上诚心的感谢和赞美；

主礼：求主继续赐福、恩待我们人民和国家：

　　　帮助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努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而奋斗，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使亲爱的祖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主礼 / 会众：求主激励教会众儿女在这片— 你所恩佑的土地上，

　　　　　　担起兴国兴邦的责任，

　　　　　　与祖国共命运、齐欢喜、同快乐，

　　　　　　正如你由始至终与我们国家同在一样！

 

为生态环境祈祷：

主礼：满有慈爱与怜悯的造物主，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

　　　感谢你赐下阳光、雨露、空气和大自然，

　　　让我们人类生活在你美好的创造中。

会众：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世界各地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次生灾害正在威胁许多生命。

主礼：上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大地的好管家，

　　　竭尽全力珍爱、管理好你所赐给我们的家园，

　　　赐给我们智慧处理和解决因全球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各样危害；

　　　保守人类免受因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灾害，

　　　保护因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而濒临灭绝的物种。

　　　求主引领，使世界各国能联合制定合宜的环境保护措施，

　　　一起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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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手抵制一切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计划；

　　　共同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神圣使命。

主礼 / 会众：愿海洋、陆地、天空、河流中，所有的生物都能和谐共生，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全能的造物主！

为疫情后的教会恢复、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祈祷：  

主礼：教会的元首，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因你以生命建立教会，以宝血洁净教会。

　　　在过去一年，

　　　中国教会虽经患难，特别在抗疫期间 ,	信徒无法无法正常聚会，	

　　　然而你以爱与恩典保守、引领我们，

　　　使我们不断成长，信心更加坚定。

会众：在新的一年，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教会，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在主里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灵恩充沛，

　　　在各样处境中活出基督活泼、和好的生命；

　　　成为至善至美荣耀的金灯台，造福社会。  

主礼：求主继续带领中国教会在真理中被建造，

　　　持定异象，坚持走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爱教道路，

　　　赐给中国教会同工同道聪明智慧，

　　　加倍恩佑教会各项事工，使教会健康发展，

　　　并使教会的信仰扎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土壤上，

　　　将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融入神学思考、教会生活，

　　　塑造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们这样祈祷都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	

会众： 阿们！

 

* 主祷文          主礼 / 会众

主礼：让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祷文，祷告说：	

合：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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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礼          主礼 / 会众

主礼：妇女公祷日是由全球女性基督徒共同发起的一项运动。

　　　每年，我们对所有参与组织并贡献力量的女性表示钦佩；

　　　我们受她们信仰鼓舞；我们也通过祷告和行动彼此联结。

　　　在基督教全国两会的带领下，来自各地教会的奉献将用于妇女事工。

　　　

奉献诗歌    《我愿奉献》（《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第 198 首） 主礼 / 会众

        严育英 词曲　史奇珪 曲

                    

* 奉献感恩祷告         主礼 / 会众

主礼：满有恩慈的创造之主，因你丰富的供应和恩赐，

会众：我们感谢和敬拜你。

主礼：因你为我们、我们的家人、朋友赐下了居所和饮食，

会众：我们赞美你。

主礼：因你的带领，我们拥有思想、能力养育我们的家庭；

会众：我们感谢你。

主礼：如今我们把你所赐的财富和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献上，

　　　因此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共同分享你的恩赐。

会众：阿们。

* 立志 《蒙主呼召服事》（《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第 141 首）     主礼 / 会众

     Joy F.  Patterson 词　区美贤 译　Will iam P.  Rowlands 曲

四、差遣祝福

* 差遣          牧师 / 会众  

牧师：仁爱的天父，

　　　不单赐我们儿女的身份，

　　　又叫我们效法基督，使人和好，

　　　得称为上主的儿女。

会众：求主使用我们，使人和好。  

牧师：在家中并在亲友中成为平安。

会众：求主使用我们，使人和好。    

牧师：在工作场所中成为平安。

会众：求主使用我们，使人和好。  

牧师：在本地社群中成为平安。

会众：求主帮助我们实践和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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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言行中将平安的路表明出来 ;

合：　透过祷告、奉献、见证、服务、传道，

　　　参与主复和的工程，

　　　至终得见新天新地的和谐，

　　　在主的新创造中敬拜主。

会众：阿们！

 

* 祝福          牧师 / 会众

牧师：愿赐平安的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会众：阿们！

* 终礼诗歌   《尽心尽意爱众人歌》（《赞美诗〔新编〕》第 354 首） 主礼 / 会众

          段毓贞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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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公祷日背景介绍

一、妇女事工简介  

中国人常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圣经》也告诉我们“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参

诗 68 ∶ 11）。中国教会中，姊妹的比例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女牧师占牧师总数的四成以上。

女性不但是中国教会的主体，也在牧养事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地教会十分重视妇女

事工，全国和许多地方都成立专门的妇女和青年事工委员会或事工小组，为教会的妇女事

工提供交流平台，探讨和推进各地教会妇女事工的开展。

中国教会中的姊妹不仅人数众多，她们的美好见证也灿若星辰。教会前辈为我们树立了

爱国爱教的榜样，“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参罗 12 ∶ 17），如今也有许许多多

在各行各业的姊妹默默奉献，不仅在教会，也在家庭、在社会践行着主耶稣基督“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的教训，作光作盐，做出爱神爱人的佳美见证。

去年，中央统战部举行了首届全国宗教界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并召开了表彰大会。

在受到表彰的全国宗教界先进个人中，不乏教会的女牧者和姊妹。她们拥有优秀的个人品质，

更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出突出贡献。今年，我们选取介

绍其中两位女牧师，以及一位热心公益慈善的长老，让她们的美好见证成为我们努力的榜样。

二、妇女公祷日简介

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也就是三月的第一个礼拜五，全世界教会的妇女都会举

行公祷日崇拜。姊妹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世界的和平和睦，为人和人、

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而同心合意献上祈祷。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一百二十多年。

多年以来，中国教会一直积极参与公祷日的活动，姊妹们深切体会到祷告的力量。为了

更加贴合中国教会的处境，基督教全国两会妇女和青年事工委员会自去年开始组织编写了

妇女公祷日崇拜程序和内容。今年的主题是“基督里的和好”，经文选自新约《歌罗西书》

1 章 18 至 20 节，崇拜内容包括中国基督徒妇女的见证分享、主题经文研习及代祷等。代

祷的内容包括：（1）祖国完全统一；（2）助力中国式现代化；（3）关注气候变化，保护

生态环境；（4）疫情后的教会恢复，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我们期待姊妹们通过妇女公祷日不仅能够同心合意地为世界、为国家、为周围的环境和

人群祷告，而且能够通过这一形式更加地坚定信仰，见证信仰，更加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

通过分享中国基督徒妇女的见证也能够更加清楚自己的恩赐，从而更好地服务人群、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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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祖国完全统一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追求统一、反对分裂始终是全民族的主流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早已深深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愿望。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一水之隔、咫尺天涯，这是历

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

台湾辖有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地，地处中国大

陆的东南缘。其中台湾岛是中国第一大岛，东临太平洋，西隔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南界

巴士海峡，北濒东海，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其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海峡两岸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等。公元 230 年，三国时期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留下了

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

1662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之后，清朝政府设立台湾府，1885

年改设台湾为行省，是当时中国第 20 个行省。

1894 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 4 月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及澎

湖列岛。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国政府发布对日宣战布告，宣布将收回台湾、澎湖列岛。

抗战胜利后，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由此，通过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国从法律

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

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

割也决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

1971 年 10 月，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

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议

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联

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

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实践中，联合国对台湾使用的称谓是“台湾，

中国的省（Taiwan，Province	of	China）”。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目前，全

世界有 181 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82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

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2005 年 3 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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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

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2015 年 7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

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同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

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歪曲事实、否定和挑战一个中

国原则的行径任，何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和行径，都将

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台湾从来

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实现两

岸和平统一，可以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让中

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

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2. 两岸基督教交往
台湾自有史以来就是上帝量给中华各民族赖以生存与生活的疆土。考古的发现、历史的

记载以及相同的文化背景等有关台湾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均证明，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珍惜上帝赐给中国如此的深恩厚爱。

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中国基督徒和全国人民一样，期盼祖国完全统一早日实现，并为

此献上恒切祷告。中国基督教两会分别于 1994 年及 2000 年发表公开声明 ,	 强调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干涉；告诫那些从事分

裂祖国图谋的团体和个人早日改弦更张，切莫一意孤行、螳臂当车，作历史与民族的罪人；

呼吁海外中国教会的朋友，尊重史实，珍重中国基督徒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支持中国人民

和平统一祖国的努力，不要做任何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事。

在国际基督教界，中国基督教两会的海外合作机构及教会尊重和持守“一个中国”的原

则。例如，1980 年代，美国长老会全国大会和全球事工部曾制定并通过两个关于同中国教

会关系定位的政策性文件，明确美国长老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成为中国教会与其交

流合作的基础。1991 年 2 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

基联”）。时任总干事卡斯特罗特别致函丁光训主教，表示世基联是最早向联合国要求中

国重新获得席位的国际组织之一，并在其各项事工和声明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多年来，世基联历任总干事在不同场合公开表态支持“一中”。2013 年及 2022 年，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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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联第九、第十届大会上，中国教会代表通过行动有效遏制了来自台湾的分裂势力在大会

实施“台独主张”的图谋，确保世基联领导层及各工作部门在发表的文件及会议议程中不

出现有关台湾独立的内容。

此外，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及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等也都遵守国际公认的联合国相关制度，

公开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一家亲，两岸教会更有弟兄之情，手足之情。在上帝慈绳爱索的牵引下，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国及各地基督教两会以基督“和解”“团契”精神开展与台湾地区教会的

友好交流，促进两岸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的彼此了解，加深台湾地区教会人士对大陆教会

受益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取得的健康发展的认识。2010 年后，由台湾不同宗派教会、神

学院和机构牧者组成的“台湾基督教教牧参访团”多次访问大陆，并在神学教育、讲台侍奉、

文字出版、社会服务等领域不断探索，增进合作。2011 年 10 月，来自台湾教会的 7 名牧

者在同一主日应邀在上海 7 个教堂讲道。2013 年 8 月，主题为“和平联络、保守合一”的

两岸基督教论坛在台北成功举办，就“两岸教会现况”“教会牧养事工”“神学教育现况

及理念”“抵挡异端邪说”“社会服务及公益慈善工作”五个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主日，

有 14 位大陆牧师应邀前往台湾各地的 14 个教会讲道。

两岸教会的关系实属“家务事”，通过这些友好交流交往，以分享教会事工经验为切入点，

台湾教会教牧同工实实在在地聆听或见证大陆教会的实际情况，消除误解与沟壑，了解并

理解大陆宗教政策及三自爱国原则，进一步拉近两岸教会的关系，加强两岸民间友好交往，

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尽一份力。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诗 133 ∶ 1）

3.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

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

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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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注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乎全人类

的前途命运。圣经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 2 ∶ 15）。

关注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碳排放

强度削减幅度，不断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以最大努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

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

在要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圣经中讲“万有

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参西 1 ∶ 16 －

17）”大自然的和谐共生离不开上帝的护佑。中国教会注重生态神学对生态问题的关怀与

反思，关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应对。我们呼吁在妇女公祷日为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向上帝

献上我们的祷告。

5. 疫情后教会恢复，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随着对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政策的实施，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恢复疫情前的常态中。

新年伊始，大家满怀希望，积极复工复产复学，迎接好年景，创造好光景。各地教会陆续

恢复聚会，各项圣工逐步有序恢复。我们期盼，在上帝的恩佑下，中国基督教继续加强学习，

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促进教会和谐健康发展，作光作盐，荣神益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基督教只有立足中华大地，融汇中华文明，独立自主自办，作出光盐见证，与人民

相濡以沫，与祖国同向同行，才能实现自身健康传承的良好愿景。

近年来，基督教全国两会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教育，致力于将中国思想、中国观念、中国精神

融入神学思考、融入教会生活，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坚定而有为，推进我国基督教

中国化步伐沉稳而有力。

在新时代，中国基督教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激发爱国

情感，自觉融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之中。同时，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

前提下，对教义神学、教规制度、管理模式、礼仪习俗、崇拜圣乐、牧养灵修、行为规范

等进行“中国化”思考、研究与实践，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质。我们将深入推进基

督教中国化做深做细做实，迈上新台阶，以塑造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完成“基督教在中国”到“中国基督教”的华丽转身！





中国基督教两会

妇女和青年事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