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數 作者 題目 
1958 年 1 期 賈保羅 發刊詞 
 何明華 有關現階段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研

究社基本宗旨之擬議 
 本社 有關香港研究社基本宗旨之討論紀

錄 
 本社 編者的話 
 本社 有關研究社工作會議之報告 
 錢穆 中國傳流文化與宗教信仰 
 紀理瑪 教會與人文主義 
 D. Bonnhoefer 基督徒與異教徒 
 艾格美 佛教的擴張與基督教會 
 紀理瑪 查經的重要 
 徐中逸 佛教也有上帝嗎？ 
1959 年 2 期 本社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賈保羅 儒學在適應現代社會中之幾種現象 
 L.A. Tennyson 超脫 
 本社 第九屆國際宗教歷史會議簡介 
 艾格美 中國佛教之今日 
 石治平 三個有關宗教的問題 
 賈保羅 一得集 
 本社 台灣佛教出版界鳥瞰 
 徐中迅 佛基同異論 
 本社 基督徒是否因此而憂慮 
 本社 讀者來鴻 
1959 年 3 期 賈保羅 一九五八年社務簡報 
 陳竹安著，石治平譯 如何使基督教神學在亞洲本地化？ 
 何頓博士講，本社譯稿 神學與現化世界 
 麥倫寶博士講，本社譯稿 舊約與教會 
 胡簪雲 舊約與新約 
 賈保羅 胡簪雲先生大作讀後感 
 韓立博士講，本社譯稿 預言與奧秘 
 北川博士講，本社譯稿 佛教教義之發展 
 艾格美牧師 靜坐是理智主義的良方嗎？ 
 石治平譯 不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1960 年 4 期 畢浮博士等 論「中華基督教」 
 有賀博士等 論研究社的性質 
 賈保羅 亞洲文化與亞洲基督教大學 
 本社 平信徒會議 
 飯坎良朋 現代亞洲基督徒 
 小林牧師 平信徒在教會中的身份和任務 
 周憶孚 在基督裏合而為一 
  舊約與教會（續）：  



 謝扶雅 一、如何在中國傳道 
 胡簪雲 二、神人之約─胡簪雲先生來信 
 賈保羅 三、答胡簪雲先生 
 徐中迅 邁出山門外的佛教 
 本社 教會在那裏？ 
1961 年 5 期 賈保羅 上帝之道與中國人的信仰 
 鄔立賢 論中國宗教 
 李兆强 基督教與儒家的人性論 
 何世明 中國孝道概觀 
 郭和烈 今日台灣佛教 
 龔天民 基督教與佛教的比較 
 易明 中國共產黨對人在社會中的態度 
 賈保羅 中國一統的變更：從文化總體到萬國

之一國 
 韋嘉力 「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宋泉盛 人類與世界的拯救 
 張綠薌 現代中國社會中基督徒之信仰態度 
1962 年 6 期 周億孚 儒家思想和生活 
 角庵 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家族制度 
 彭習庸 「現代儒學與宗教」略述 
 宋恩華 道德與救恩 
 二吉 佛教淨士宗旨與印光法師的淨士決

疑論 
 何明華 新德里會議的詮釋 
 馮公夏 世界佛教聯誼會第六次大會 
 卜瑞德 本社的將來 
1964 年 7 期 吳振坤 有關宗教研究的幾個問題 
 周廷傑 上帝與我們的需要 
 卜瑞德 基督教和中國的宗教 
 彭子游 民間道教略述 
 林福孫 從宗教功能論中國宗教─楊慶堃先

生著：「宗教與中國社會」讀後 
 賈保羅 漫筆孝道─何世明牧師著：「從基督

教看中國孝道」讀後 
 習庸 中西文化的滙通─何世明牧師著：

「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讀後 
1965 年 8 期 周廷傑 中國基督教會已長成了嗎？ 
 陳國强 基督教人性新論 
 覺非譯述 「七十個七次」 
 張震 東西文化的滙合 
 彭子游 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 
 周億孚 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 
 一夫 讀「基督教與中國」書後 



 唐可寶 道風山篇 次風字均 
1965 年 9 期 謝扶雅 中國三教的共同本質 
 李兆强 基督的靜思 
 龔天民 觀世音菩薩的研究 
 陳國强 先秦儒家論性初稿 
 周億孚 宋明儒家的宗教思想 
 張震 中國文化的時代價值 
 周廷傑 聖餐聖禮崇拜儀式 
 劉廷芳遺著 中國教會事工使命崇拜集 
 一夫 景風篇 次風字均 
1966 年 10 期 羅香林 流行華南及南洋之真空教 
 謝扶雅 老子書中的基督教價值 
 陳約翰 漫談基督教藝術 
 龔天民 港、台、星、馬佛教近況 
 周億孚 儒家思想和生活（二） 
 中行 易經的源流及其演變 
 一夫 易經的宗教思想 
 馬鴻述 司馬德：「宗教教育的基本原理」簡

介 
 周廷傑 大齋節期，主日崇拜儀節 
 劉廷芳遺著 中國教會事工使命崇拜集（二） 
 黃秀松 基督篇 
1966 年 11 期 羅香林 呂祖與景教之關係 
 謝扶雅 孔子與耶穌 
 鍾天擇 孔子論仁 
 黃秀松 耶穌基督與孟子 
 周億孚 儒家思想和生活（三） 
 龔天民 阿彌陀佛的研究 
 曉明 新文化的學術性雜誌 
 廖寅顯譯 理雅各博士傳 
 林語堂講，王景慶記 我的宗教經驗 
 一夫 太空篇 
1966 年 12 期 謝扶雅 中華基督教神學的幾個原則 
 李兆强 基督教文化事業的回顧與前瞻 
 中行 儒家論君子與小人 
 鍾天擇 孟子的宗教意識 
 周億孚 儒家思想和生活（四） 
 龔天民 阿彌陀佛的研究（續完） 
 陳純嘏 中國基督教會出版事工簡述 
 周廷傑 聖餐聖禮崇拜儀節（二） 
 劉廷芳遺著 中國教會事工使命崇拜集（三） 
 楊華日 天風樓詩選（三首） 
 黃秀松 聖誕頌主歌 



1967 年 13 期  論聖職的意義： 
 白約翰 （一）陞座典禮講辭 
 李兆强 （二）派立會督典禮講辭 
 謝扶雅 忠恕與最大誡命 
 鍾天擇 儒家的禮論 
 周億孚 儒家思想和生活（五） 
 龔天民 釋迦牟尼佛研究 
 黃秀松 聖經律法與中國法律 
 陳約翰 基督教的象徵 
 龍思鶴遺著 龍思鶴遺詩選 
1967 年 14 期 謝扶雅 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思想 
 羅香林 唐代景教之傳入、發展、與遭禁 
 伯希和著，馬幼垣譯 景教所用之二佛教稱謂 
 孫克寬 天師教淵源略述 
 鍾天擇 儒家思想中的「人」 
 中行 論君子小人義利之辨 
 龔天民 釋迦牟尼佛研究（續） 
 黃秀松 聖經律法與中國法律（續） 
 劉瑞滔 寸心集詩選 
 易君左 回臺雜詠 
1967 年 15 期 謝扶雅 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思想（下） 
 簡又文 明儒陳白沙先生 
 鍾天擇 儒家的道德思想 
 周億孚 墨家思想和生活 
 鄒珩 道教的起源及其思想 
 龔天民 釋迦牟尼佛研究（二續） 
 楊森富 庚子教案始末 
 馬幼垣譯 中國景教史譯叢 
 易君左 回臺雜詠 
1968 年 16 期 謝扶雅 基督教的存在主義 
 單倫理 聖經與史記中用「七」的研究 
 楊森富 「說文解字」的神學思想 
 鍾天擇 孔子論義 
 陳悌賢 禮的宗教本質 
 周億孚 墨子的生平 
 龔天民 釋迦牟尼佛研究（續完） 
 楊森富 庚子教案始末（續完） 
 劉錫惠 對神學本色化的設想（轉載） 
 易君左 回臺雜詠（二續） 
1968 年 17 期 謝扶雅 孔子與不可知主義 
 封尚禮 中國教會與中國文化 
 陳克文 中西文化精神共通點舉隅 
 楊森富 元朝的景教 



 龔天民 關於研究景教 
 周億孚 墨子的宗教思想 
 龔天民 佛教的地藏菩薩 
 黃秀松 聖詩與漢詩之比較研究 
 易君左 回臺雜詠（三續） 
 劉瑞滔 山中 
1968 年 18 期 謝扶雅 大學「止於至善」句本解 
 鍾天擇 孔子的「怨」「恕」之道 
 中行 讀易漫談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 
 周億孚 墨學的淵源與流派 
 龔天民 佛教的地藏菩薩（續完） 
 石田幹之助著，楊森富譯 在中國的基督教 
 易君左 回臺雜詠（四續） 
 孫克寬 春雨三律 
1968 年 19 期 顧敦鍒 佛教與中國文化 
 謝扶雅 「中和」與「誠」新釋 
 孫克寬 金元全真教創教述略 
 鍾天擇 儒家的「忠」「孝」思想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續） 
 周億孚 墨學中的「義」和「利」 
 石田幹之助著，楊森富譯 在中國的基督教（續） 
1969 年 20 期 霍  著，封尚禮譯 論本色神學 
 謝扶雅 三千年前中國的一些頌歌 
 顧敦鍒 佛教與中國文化（續完） 
 龔天民 佛教的閻羅王 
 石田幹之助著，楊森富譯 在中國的基督教（二續） 
 卜奇偉、白保羅、雷約翰 香港華人宗教實踐研究計劃 
 易君左 回臺雜詠（五續） 
 謝扶雅 瑞士 Aips 前山後山暮景 
1969 年 21 期 霍  講，陳道沛記 實存主義與宗教 
 謝扶雅 孔門的四教 
 胡簪雲 大學新傳 
 鍾峻父 易經與聖經 
 龔天民 佛教的六道輪迴 
 單倫理 從史記神話中論古代民族的信仰 
 周億孚 墨家的宗教信仰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二續）

 石田幹之助著，楊森富譯 在中國的基督教（三續） 
 易君左 回臺雜詠（六續） 
 George Herbert 作，謝扶雅

譯 
祭壇 

1969 年 22 期 古愛華著，張子元譯 宗教與文化 



 封尚禮 「中國的神學思想與形態」大綱 
 謝扶雅 貝德士寫近五十年中國基督教史 
 孫克寬 金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 
 鍾峻父 易經與聖經（續） 
 周億孚 墨家的名學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三續）

 龔天民 佛教的六道輪迴（續） 
 石田幹之助著，楊森富譯 在中國的基督教（完） 
 易君左 「詩篇」試譯初稿 
1969 年 23 期 謝扶雅 基督傳與基督學 
 林治平 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及其貢獻 
 楊森富 景教經典與古代教會信條 
 黃秀松 天國法庭 
 鍾峻父 易經與聖經（二續） 
 龔天民 佛教的六道輪迴（二續）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四續）

 封尚禮 「中基文化匯流」詩草 
1970 年 24 期 周聯華 宗教與「世俗化」 
 古愛華 略論「凡俗化」問題及其背景 
 封尚禮 探索先秦的宗教思想而伸論宗教與

「現代化」 
 陳健夫 由新儒教回頭看基督教並展望基督

教在中國 
 鍾峻父 易經與聖經 
 李維輝 「人生問題」的觀感 
 慕華 與新儒教的互談 
 觀察 思想交流的原則 
 張子元譯 上帝痛苦的神學 
 來論 「中國的神學」之覺醒 
 易君左 詩篇試釋初稿 
1970 年 25 期 謝扶雅 基督教思想與王陽明的心學 
 封尚禮 形而上學的「天道」與「人道」 
 丘恩處 教會與社會 
 龐德明 本色教會的本地個性 
 戴智民 新派與基要派信仰的分別 
 楊森富 保羅與本色神學 
 霍  講，陳道沛記 歷史學家湯恩比的宗教觀 
 黃撒母耳 淺談回教與基督教 
 鍾天擇 孔子「詩」「樂」之教與聖經的「詩」

「樂」 
1970 年 26 期 謝扶雅 西方現代神學與中國固有思想 
 封尚禮 探索路德與加爾文的聖禮觀而略談

「合」的趨向 



 胡簪雲 單把握基督教的基要 
建立中國基督教神學芻議之一 

 謝湘 歐洲文藝復興和我國五四運動 
 李維輝 對新儒教提供的意見 
 陳悌賢 魏晉南北朝的佛教傳播及其趨向 
 吳雅各 回教的認識 
1970 年 27 期 謝扶雅 中華基督教必是「入世而化世」 
 丘恩處 從英國福音路德會的計劃與成長檢

討中國的教會 
 胡簪雲 對外國先賢遺產的處理 

建立中國基督教神學芻議之二 
 簡又文 從白沙子的研究而論中西學說 
 何世明 儒家的仁與基督的愛 
 John Collins 著，張子元譯 傳播福音與社會行動 
 楊森富 猶太教在中國的遺跡 
 李維輝 真美善在宗教上的觀念 
1971 年 28 期 謝扶雅 關乎中華基督教聖經的編訂問題 
 胡簪雲 兩部舊約 

建立中華基督教神學芻議之三 
 封尚禮 「中庸神學」與上帝論 
 陳悌賢 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 
 張子元 約翰福音引言的「道」與中國之「道」

 鍾天擇 泛論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 
 簡又文 重生六十年 
 Bishop Harold de Soysa

著，張子元譯 
盼望的人生 

 丘恩處 特載：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簡

介 
1971 年 29 期 戴智民 文化遺產與舊約對等嗎？ 
 宋華忠 實存與自由 
 封尚禮 「中庸神學」所擔任的角色─ 
 胡簪雲 縮短人神間的距離 

建立中華基督教神學芻議之四 
 張子元 約翰福音引言中的「道」與中國之

「道」 
 陳道沛 唯識哲學三十頌序要 
 簡又文 重生六十年 
 編輯室 特載：李兆强著「中國基督教史」簡

介 
1971 年 30 期 古愛華 基督教與世界宗教 
 裴仁德 唯物學說與基督教 
 百尼德 基督教與社會的變動 
 多馬 亞洲危機中的基督教 



 封保羅 由景教資料而淺談適應文化問題 
 羅時憲講，陳道沛記 佛教緣起論的概述 
 簡又文 重生六十年（拾遺） 
 林治平 馬禮遜來華宣教的研究 
1971 年 31 期 謝扶雅 再談「中華聖經」問題 
 胡簪雲 再談「兩部舊約」問題 
 陳悌賢 再論「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 
 封尚禮 「中庸神學」與基督論 
 王煜 道佛融攝對「真」字的宗教意識 
 周郁晞 詩人聞一多 
 唐樂仁 香港與俗世化 
 中基 大小教會比對的困惑問題 
 張子元 民間宗教與社會變遷 
1972 年 32 期 胡簪雲 我們要怎樣的教會 

建立中華基督教神學芻議之六 
 周郁晞 「  魯麻」福音的宣告 
 封尚禮 「中庸神學」與聖靈論 
 潘文熙著，林崇仁譯 崇拜場所與服務的面面觀 
 陸自在 中國革命黨與基督教 
 山木澄子原著，楊森富節譯二十年代中國基督教會的自立運動 
 陳道沛 性唯識辨 
 陳悌賢 評介「中國文化的正、反、合」 
 周郁晞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的使命 
1972 年 33 期 何世明 入世而化世之基督教與宋明理學之

初步研究 
 封尚禮 「中庸神學」與教會論 
 謝扶雅 基督教與五四運動 
 陸自在 中國革命黨與基督教（續完） 
 陳健夫 論神的究竟與人存在之意義 
1972 年 34 期 劉述先 由儒家立場而略論田立克的神學思

想 
 封尚禮 「中庸神學」與聖經論 
 謝扶雅 孔子與周易 
 陳道沛 改教後的羅馬教會 
 陳悌賢 分析普通啟示與特別啟示的關聯問

題 
 王元深 聖道東來攷 
1972 年 35 期 謝扶雅 我們應發起組織景藏資料蒐集委員

會 
 戴智民 聖誕節與舊約 
 封尚禮 由張橫渠之存養論而探索儒家形而

上的拯救意識 
 賴利民著，鄧肇明節譯 教會的前途─從新加坡的社會看該



地區的教會 
 雅思果著，林崇仁譯 今日救恩的意義 
 魯麟 福音之鑰將重開大陸之門？ 
 王元深 聖道東來考 
1973 年 36 期 謝扶雅 我的一些未成熟的神學思想 
 陳佐才 今日救恩會議摘記 
 湯瑪士 今日救恩的意義─個人的意見 
 波特 基督及我們在今日世界的使命─總

幹事報告 
 林崇仁節譯 今日救恩─小組委員一般的反映及

見證 
 胡簪雲 贖罪說的存廢問題 

建立中華基督教神學芻議之五 
1973 年 37 期 謝扶雅 陳著「四書道貫」發微 
 封尚禮 由陸象山之存養論而探索儒家形而

上的拯救意識 
 鄧肇明 人道化的教學法 
 陳悌賢 我對「中庸神學」思想的看法 
 吳繩武 耶穌所傳的福音 
 楊森富 基督教與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 
 林崇仁譯 亞洲宗教對德國之影響 
 黨永順 台大光啟會刊來函 
1973 年 38 期 謝扶雅 易學、數學、與神學 
 艾希林講，鄧肇明譯 聆聽將來─教會在工業時代以後的

任務 
 陳悌賢 時代性的中庸神學 
 陳佐才 教會合一的觀念與形成探討 
 封尚禮 抱朴子的宇宙觀 
 宋華忠 基督徒與健全人格 
 選載 論中國文化的路向 
1973 年 39 期 陳立夫講述，張子良筆記 中國文化與人類生存 
 Dr. Paul k.k. Tong 著，林崇

仁譯 
西方神學與東方精神生活 

 謝扶雅 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導論 
 李景雄 宣教神學的切要 
 鄧肇明 因信稱義神學家布特曼 
 陳悌賢 太虛大師的思想 
 張君勱英著，封保羅意譯 為邏輯實證派斐爾格而闡述中國的

直覺論 
1974 年 40 期 謝扶雅 周易的宗教價值 
 李景雄 本色神學─舊耕抑新墾 
 何世明 基督教與陽明學說 
 胡簪雲 基督教與人文主義 



 封尚禮 人文精神與基督教神學 
 吳繩武 對普天頌讚文字的一些意見 
1974 年 41 期 陳立夫 誠與上帝 
 謝扶雅 宣道學、神學、與儒學 
 李景雄 打破殖民地教會的心態 
 胡簪雲 儒家的人道教 
 封尚禮 經緯線交織的新宣教神學 
 熊澤義宣講述，徐謙信譯錄傳道（Mission）之神學上的理解 
1974 年 42 期 湯清 神預定呢？人意志自由呢？ 
 李嘉嵩 現代天主教神學思想與其背景 
 李景雄 與謝扶雅、胡簪雲兩先生商榷基督教

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看法 
 魏德光 人文思想與神學的交織 
1974 年 43 期 林仁和 基督教對他宗教態度的諸類型 
 彭光華 禪宗縱橫談 
 謝扶雅 中國的形上學與神學 
 胡簪雲 談中國的俠義精神 
 封尚禮 藝術與神學─借「箏」的意境喻耶穌

的屬性 
 謝扶雅 李著「基督教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看

法」文書後 
1975 年 5 月 李景雄 在新與舊的夾縫中 
 莫特曼講，鄧肇明譯 基督教神學及其今日之目標 
 霍理治著，張妙怡、司徒婉

婷譯 
普天之下─普世教會運動之展望 

 湯漢 介紹三項天主教的新觀點 
 慶光 大同世界的追求者─錫克教 
久 45 期   
1975 年 46 期 劉潔貞 中國基督教的獨立教會 
 李嘉嵩 基督教與東方文化社會相受授諸形

態的研究─以日本與中國人接受基

督教經過為例 
 張子元 禪與基督教的靈修生活 
 吳瑞馨 宋代佛教幾種基本觀念對人民思想

的影響 
 周文昇 台灣新興宗教─孩仙 
 張子元 黃大仙的宗教現象 
 慶光 遊內地古剎所見 
1976 年 47 期 Robald J. Sider 佈道‧救恩‧社會正義 
 李景雄 幽默與信仰 
 劉潔貞 抗日時期的基督教 
 張樂基 向鎖國主義下的教會學習 
 陳佐才 人的發展 



 馮煒文 工業佈道 
 鄧肇明 中共官方對宗教的態度 
 張子元 太平清醮─民間宗教活動 
 陳健夫 新通鑑六篇分類法旨趣 
1976 年 48 期 吳經熊 中國哲學之悅樂精神 
 霍韜晦 略論西方文化精神的趣向與佛教的

智慧 
 胡簪雲 奴僕的心與兒子的心 
 張子元 愛與慈悲 
 朱梅芬 中國在今日世界中的意義 
 董建德 普世教會協會第五屆大會簡報 
 鄧肇明 出席普世教會中國研究聯絡會議之

所見 
 廖寶泉 書評：喜樂與神學 
1976 年 49 期 李景雄 華福會以後 
 梁夢嬋 三自愛國運動的經過 
 鄧肇明 當代兩位馬克思主義者對耶穌的看

法 
 J. A. Irish 作，張子元譯 莫特曼的矛盾神學 
 李志剛 馬禮遜學校的創立經過及影響 
1977 年 50 期 梁夢嬋 趙紫宸對拯救的觀念 
 李保羅 罪乎？非罪乎？─對中文聖經「罪」

字之商榷 
 董芳苑 基督教的天父與中國人的祖先─對

台灣天主教「祭祖」運動之反應與檢

討 
 陳佐才 福音植根路線的探討 
 柳東植 韓國神學的艱長道路 
 Robald J. Sider 佈道或社會公義？ 
 張子元 從赤柱的廟宇看民間宗教的衰微 
1977 年 51 期 李景雄 層出不同的宗教功能 
 Anne M. Aagaard 講，鄧肇

明譯 
聖靈─未識之神 

 梁夢嬋 吳耀宗對拯救的觀念 
 柳田聖山著‧吳汝鈞譯 禪與初期中國佛教思想 
 李保羅 再論：罪乎？非罪也！ 
1977 年 52 期 鄧肇明 基督教信仰與社會改革─論今日幹

神學的一些難題 
 何達德著，鄧守成譯 亞洲基督教變遷的社會分析 
 馮煒文 論亞洲人幹神學─一個工業佈道者

對馬尼拉會議的反省 
 李景雄 與差會談差傳問題 
 施其樂 孫中山在香港讀中學 



 慶光 華北線上 
1978 年 53 期 李湜源 中文聖經翻譯簡史─紀念馬禮遜譯

經一百七十週年 
 周天和 談按女牧師 
 陳瑞璋 「雷雨後」─由雷雨的序幕與尾聲觀

其宗教意味 
 朱梅芬 論毛澤東對張之洞的體用論的批評 
 資料室 敬虔派、福音派及解放 
 資料室 簡介南美基督教的解放神學 
1978 年 54 期 謝扶雅 中國特有的「誠」的宗教觀 
 李湜源 曠野的微音─談中文聖經「罪」字的

翻譯 
 李景雄 宗教交談─多此一舉抑或勢不可

免？ 
 柴山全慶著，吳汝鈞節譯 雲門禪 
 Paul Loffler 從普世教會觀點論佈道 
 資料室 堂會在宣教使命方面的生活方式─

討論參考 
1978 年 55 期 李湜源 從中國文化背景論原罪 
 李湜源 中文聖經「罪」翻譯沿革 
 施其樂 海德格與道德經 
 李觀達作，鄧肇明譯 布倫哈德與中華上帝國 
 王煜 評介敏捷奴教授「萊布尼茲與儒學：

對于一致的追尋」 
1978 年 56 期 李湜源 忘本與罪 
 李湜源 關於翻譯中文聖經一封公開信 
 Andre Dumas 作，江大為譯普世教會協進會的社會思想─一九

二五年至一九六六年 
 John M. Finnis 作，香港和

平正義委員會譯 
天主教的社會思想─「論民族發展」

通諭及以後 
 資料室 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林天文 基督教的拯救觀及其他宗教 
 柳田聖山著，吳汝鈞譯 禪宗之「平常心是道」 
1979 年 57 期 李湜源 從中國「過」的思想商討中文聖經

「過」字的用法 
 謝扶雅 辨中國語文中的「罪」與「過」兩字

─附議李湜源氏籲請修改中文聖經

中「罪」字的提案 
 J. Spae 總觀教會對中國問題的研究 
 阿部正雄著，吳汝鈞譯 基督教之神學思想 
 J. M. Lochman 作，江大為

譯 
普世教會協會社會思想面面觀 

 M. Schooyans 作，香港正義發展至一九六六年的天主教社會



和平委員會譯 觀：歷史大綱 
1979 年 58 期 李景雄 中國神學探討會後 
 張春申 天主教神學思想的得失 
 廖光生 中共的現代化問題 
 李湜源 中國基督教近代史概論─為美國與

中共建立感言 
 吳繩武 中文聖經裏的「地獄」 
 吳汝鈞 宗教遇合─京都學派之佛學研究法 
1979 年 59 期 吳利明著，郭佩蘭譯 一九二○至五○年中國基督教神學

家的貢獻及局限 
 秦家懿 中國人的宗教觀 
 洪芝 從現實主義角度看中國 
 房志榮 在華人中談釋經學 
 景耀山 陰陽觀與人生 
 楊直繩 舊約揀選、立約、使命的題旨怎樣適

用於今日的教會？ 
 李湜源 評美國聖經公會出版：「現代中文譯

本新約全書」─直譯、意譯和翻譯 
 阿部正雄著，吳汝鈞譯 從比較哲學看禪的本質 
1979 年 60 期 蕭克諧 在甦醒中的中國教會 
 何世明 五十及六十年代一些本色神學工作 
 吳汝鈞 中國之哲學精神 
 李湜源 論宗教自由 
 華格納著，周天和譯 德國宗教神學近貌─包括天主教之

立場 
1979 年 61 期 李湜源 與丁光訓主教談中國大陸教會問題 
 郭佩蘭 簡評「蕭克諧：在甦醒中的中國教會」

一文 
 李信堅 倪柝聲生平簡述 
 李湜源 信仰調查與管制─論歐洲中世紀基

督教異端裁判所與它對中國教會的

影響 
 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佛教阿毗達磨思想及其宗教歸宿 
1979 年 58 期  出席第三屆世宗和大會中國代表團

到達紐約時書面談話 
 丁光訓 無神論者的靈性 
 韓文藻 中國各宗教的合作 
 趙樸初 人的尊嚴─在「人的尊嚴」問題小組

會上的講話 
 李榮熙 佛教概念中的人的尊嚴 
 明暘 佛佗的禪定與和平 
 馬賢 伊斯蘭教與世界和平 
 楊品三 為促進世界各宗教之間的對話和友



好聯繫而努力 
 魏斐立‧賴貞愷 新中國的一位佛教徒─趙樸初先生

訪問記 
 鍾志邦 東南亞華人境況：特別是華人身份所

涉及的神學問題 
 李湜源 論基要派基督教與中國教會 
 柳田聖山著，吳汝鈞譯 中國佛教的瞑想法 
1980 年 63 期 李湜源 國外教會對大陸中國教會應有的認

識與態度─讀「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

委員會告全國主內弟兄姊妹書」感言

 趙樸初 在紐約一次華僑座談會上談國內佛

教 
 龐德明 中國宗教的綜合主義與教會對它的

反應 
 謝扶雅 周著「神學綱要」讀後感 
 李湜源 論基督教對中國宗教文化的偏見 
 胡簪雲 中庸首章試譯 
 楊森富 從新約背景看離婚與再婚問題 
1980 年 64-65
期 

顧長聲 洪仁玕與傳教士 

 王慶成 論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發展 
 王育民 金田起義前後洪秀全宗教世界觀的

重大變化 
 徐如雷 太平太國的基督教 
 徐緒典、馬大正 論洪秀全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拜

上帝會 
 陳匡時 《勸世良言》和洪秀全早期思想的關

係 
 聞性真 拜上帝會與儒家思想─兼論太平天

國的實用主義與局限性 
1981 年 66 期 丁光訓 我們的看法─丁光訓主教一九八○

年十二月廿三日同香港丘恩處牧

師、吳建增牧師談話記錄 
 謝扶雅 基督教在中國之前途─何世明作

「五、六十年代本色神學」一文讀後

感 
 李湜源 論周聯華博士神學綱要的聖經教義 
 林天民 現代科學對基督教神學的貢獻 
 脫維善 香港回教的初期形成與現況 
 馬越千 中國回教與幾大名寺 
 穆罕默德葉格尼 漫談伊斯蘭教 
 艾瑋生 在開封定居的猶太人 
 王修齡 讀一組有關太平天國文章之我見 



1981 年 67 期 謝扶雅 一個中國平信徒對新舊約的管窺─

兼及中國宗教文化的回顧與前瞻 
 盧昭靈 三自愛國運動的歷史根源 
 周蘇藤 與祖國信友歡聚記 
 王神蔭 校訂漢譯聖經謅議 
 李湜源 中國怎樣解決中文聖經問題 
 王修齡 讀《世界宗教研究》期刊 
1981 年 68 期 李景雄 蒙特利爾「新的開端」會議 
 江文漢 我怎樣認識新中國 
 傅鐵山 在新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江文漢 基督教過去在中國「洋」到甚麼程度

 王子澄 從盲目服從到獨立自主的新認識 
 凃世華 獨立自主自辦教會是我們的神聖權

利 
 蔣佩芬 福音派的觀點 
 傅鐵山 中國天主教神職教友為基督做見證 
 趙復三 殖民主義與傳教運動（發言提綱） 
 趙復三 從神學看獨立自主（發言提綱） 
 陳澤民 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 
 沈以藩 一個中國基督徒的自由觀 
 沈以藩 新中國怎樣使基督徒進行新的神學

思考 
 韓文藻 國際交往問題 
 丁光訓 困難與前瞻 
1982 年 69 期 李景雄 「宗教與意識形態」諮詣會議回想錄

 資料室 在意識形態影響下的教會─東西德

教會 
 戴菲列賓尼 阿根廷的教會和意識形態 
 高克錫 匈牙利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徒的對

話 
 李景雄 今日香港意識形態鳥瞰 
 蔣佩芬 中國基層的教會生活 
 李湜源 論「三自」與愛國運動─為大陸中國

教會進言 
 許牧世 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1982 年 70 期 盧昭靈 三自愛國運動的社會背景 
 鄧肇明 從香港與國內教會關係說起 
 李湜源 中國文化革命再思 
 謝扶雅 創世記與進化論─我最近對神蹟問

題的想法 
 李景雄 香港神學發展的方向 
 龐德明 中國人的死亡觀及來生觀 
1982 年 71 期 盧昭靈 三自愛國運動「宣言」的來龍去脈 



 李信堅 倪柝聲的教會觀初探 
 林汝升 中國教會二三事 
1982 年 72 期 丁光訓 三自再認識 
 謝扶雅 耶穌基督與精神文明 
 李湜源 論新憲法草案中的宗教自由 
 李信堅 倪柝聲的教會觀念初探 第二部份 
 林紹貞 評吳利明著《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

遷》 
 盧昭靈 吳耀宗的最後歲月 
1983 年 73 期 謝扶雅 吳耀宗與斯賓諾莎哲學─記吳氏宗

教思想轉變的關鍵 
 丁光訓 先進的吳先生 
 盧昭靈 三自愛國運動成立過程始未 
 廖娛姬 《回憶吳耀宗先生》讀後 
1983 年 74 期 盧昭靈 三自愛國運動和三反五反 
 沈以藩 迎接中國教會神學的春天 
 黃玉明 唐君毅對基督教處理 

「苦罪及拯救」問題的了解及評價 
 林紹貞 吳貽芳九十大壽 
 張亦非 近年所見中國信徒人數質疑 
1983 年 75 期 林崇智 我對國內教會的一點認識 
 曹聖潔 敬獻「初熟的果子」─《讚美詩〈新

編〉編輯側記 
 廖娛姬 我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點體會 
 唐守臨，任鍾祥 堅決抵制李常受的異端邪說 
1983 年 76 期 盧昭靈 陳崇桂和三自愛國運動 
 鄧肇明 國內報刊對宗教的一些偏頗看法 
 宋泉盛講，鍾玉心譯 腹裏熱情之火 
 Etienne Lamotte 著，王鍇、

徐佩明合譯 
神化了的佛陀─佛陀傳記的資料研

究（Ｉ） 
1984 年 77 期 林仁超 儒家對生死的看法 
 李景雄 使徒保羅對生與死的看法 
 周景勳 喜與悲乎！─基督徒生死觀 
 周景勳 一些綜合 
 果通 從佛教對生死的看法─談「業」的原

理 
 果通 剩語 
 盧昭靈 記一位來自祖國的信徒 
 林紹貞 江文漢著《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

太人》評介 
 鍾玉心 書介─「1997 與香港神學」 
 Etienne Lamotte 著，王鍇、

徐佩明合譯 
神化了的佛陀─佛陀傳記的資料研

究（II） 



1984 年 78 期 鄭建業 關於宗教研究的幾點粗淺想法 
 顧長聲 略論中國近代史上的傳教士問題 
 蕭志恬 對當前宗教現象的幾點看法─讀《社

會調查研究八題》而引起的聯想 
 金正俊著，鍾玉心譯 上帝在人類的掙扎中同受苦難 
 東海林敬著，鍾玉心譯 教會力爭信仰自由─基督教宣教使

命的一面 
 章靈光 我也關心“一九九七” 
1984 年 79 期 金容福作，馮穎賢譯 民眾為歷史的主體 
 楊聲韻 從文學作品看中國青年與宗教的糾

結 
 唐馬太遺稿 “求神指教我們怎樣數算自己的日

子！” 
 

 丁光訓 “聖靈和我們”（徒 15：28,29）─在

三自成立三十週年紀念感恩禮拜上

的講道 
 陳澤民 中國教會神學建設的任務 
1984 年 80 期 玄永學講，楊聲韻譯 跛丐之舞 
 玄永學講，鍾玉心譯 民眾神學和「恨」的宗教 
 盧昭靈 懷念江文漢先生─回憶我和江文漢

的幾次通訊 
 鄧肇明 「一國兩制」與振興中華─一個基督

徒的看法 
 孫漢書 這是正路要行在其間 
 吳耀宗 編者的意見─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其

在大時代中的意義 
1985 年 81 期 謝扶雅 被壓迫者的福音 
1985 年 82 期 謝扶雅 金陵（協和）神學誌復刊誌感 
 楊聲韻 中國基督教會的新動向 
 鄧肇明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 
 卡托坡著，鍾玉心譯 從印尼看婦女解放 
 陳崇桂 佈道六講 
1985 年 83 期 陳慎慶 從道成肉身到文化認同─宋泉盛神

學思想初探 
 謝扶雅 信心與理性在宗教中的功用 
 李景雄 中國基督（新）教的探扎與成長 
 鍾玉心 「基督化」或「本地化」？─淺介《天

風》的討論 
 丁光訓 為甚麼今天還要做傳道人？ 
1985 年 84 期 蘇成溢 劉廷芳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 
 K. Rennstich 講，鄧肇明摘

譯 
基督徒對世界的責任─敬虔主義者

的看法 



 李湜源 「直探耶穌」─拜讀謝扶雅先生近作

有感 
 吳耀宗 認識耶穌以後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1986 年 85 期 王道一 從本體觀的層面淺析基督教與唯物

主義 
 廖寶泉 緣木求魚 
 李景雄，葉文意 煩惱與解脫─佛教與基督教的對話 
 李湜源 宗教與文化─論趙復三先生的宗教

觀點 
1986 年 86 期 吳在植（韓）講，楊聲韻譯同情心的政治 
 陳慎慶 田立克文化神學對今天的啟迪 
 蘇成溢 俄國東正教的角色和使命 
 吳耀宗 基督教與唯物論 
1986 年 87 期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

三屆 
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一屆常務委員會

工作報告 
  中國基督教第四屆全國會議 

告全國主內弟兄姊妹書（稿） 
  中國基督教協會章程（修正草案） 

附協會、三自會常委名單 
 丁光訓 傳揚福音和建立身體 
 王道一 山地同胞的呼喚─台灣山地教會見

聞錄 
 羅伯茨作，楊聲韻譯 解放神學─一篇評論文章 
1986 年 88 期 米里若夫斯基作，楊聲韻譯基督教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遭遇的一

般難題 
 莫特曼講，慶光譯 宇宙的共同體─科學和宗教對現實

的一種新的生態觀 
 賴品超 與金陵神學生們一同學習 
 丁光訓 談基督教有神論 
1987 年 89 期 羅賓遜 二十世紀中國小說家眼中的基督教 
 賴品超 社區教會模式探索的反省 
 Bill Herod 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在越南 
1987 年 90 期 漢斯‧龔著，陳佐人撮譯 真宗教是甚麼？─邁向普世的準則 
 譚翼輝 教會的改革和合一─釋漢斯‧龔的神

學 
 黃春秋 基督教的第二種絆腳石─布特曼「新

約與神話」一文的研究 
 胡露茜 從 J 典的“祝福”看今日社區教會的使

命 
 蒲錦昌 顧德理解放神學的教會觀 
 何溢信 尼布爾對教會的看法 



1987 年 91 期 陳佐人 宗教與文學：小論 
 羅賓遜著，陳佐才譯 魯迅與胡也頻眼中的基督教 
 編輯室 生之探索─訪陳佐才牧師談宗教與

文學 
 編輯室 神學、宗教與哲學─梁燕城博士專訪

 謝扶雅 與胡仲揚博士的一夕譚─關於中國

本色基督教的建立問題 
 編輯室 新約裏的喜樂 
1987 年 92 期 羅賓遜著，楊聲韻譯 戰火下的基督教─三十年代諷刺小

說作家老舍 
 林綺雲 生命在我手─徐錦堯神父，靜達法師

專訪 
 李景雄 空虛與人生─借蘇東坡看傳道真 
 G. Ogden 撰，楊聲韻譯 虛空一詞在傳道書裏的意義 
 李湜源 與大陸宗教研究院、宗教局 
 編輯室 新約裏的喜樂（II） 
 陳佐才 《中國意識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