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

宗教探索

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探索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聖經的核心真理是普世的，但

西方傳播基督教的傳統文化並不具普世性。當

中國基督教的特性是生根中國，使聖經真理進入中國這具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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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來彰顯真理。聖經真理進入中國，可稱為

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將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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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4.對死後永恆的肯定：人因脫罪業而
可回復與永恆的親情關係，而可得永生。

基督教進入中國多年，到今天不單為了方便處

這 四 點可以 說 是 基 督 教 敘 事 話 語

境而反省，並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

（narrative）的基本普世性核心內涵，不受

尋求深入瞭解與融和中國文化，包括哲學、宗

歷史文化所拘限。但這普世性核心內涵傳

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握，並對基

播到不同的歷史文化處境時，與一個現實

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有深
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會而後建立「中

存在的文化叢體（Cultural Complex）會面
時，即產生其適應文化特有思維方式和價

國基督教」及其「中華神學」。中國基督教的特

值觀的特殊表達方式，而使其普遍價值及

性是生根中國，使聖經真理進入中國這具體世

普世性核心內涵具體化。

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來彰顯真理。聖經真

信仰落在一具體文化處境之中去達

理進入中國，可稱為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

致 普 世 的 內 容，一 般 稱 為「處 境 化 」

將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件。

(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神學上可稱為

關鍵詞：處境化，道成肉身，反省，聖經
真理，中華神學。

文化上道成肉身的神學思考

一種普世性核心內涵的「道成肉身」，而與
文化融合作出最有效的溝通。如D e a n E .
Flemming所云：「我將處境化視為有機而
整全的過程，福音通過之而道成肉身在具
體歷史或文化處境中」[1]。

基督教作為信仰涉及人生終極關懷

「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因其

的抉擇，其內容觸動普遍的人性要求，包

原是語言學家所用，特別是以聖經是上帝

括：

的話語，是普遍的真理，但這話語如何能
1.人對宇宙終極的解釋：上帝存在，對

人無窮關愛，主動對人啟示與救贖。

溝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
呢？聖經中保羅已出現類似「處境化」的

2.對生命苦難的出路：上帝道成肉身

溝通，如：「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

成為耶穌基督，與人同甘共苦，且以自身

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

受苦難，來承擔人類痛苦，以復活帶來重

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

生去轉化人心。

法以下的。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

3.對人類罪惡的轉化：耶穌釘十字架

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向軟

受苦是代人贖罪，使人除去罪業綑綁，得

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

新生命。

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

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處

充足足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4]。道成肉

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

身指真理在具體人間的彰顯，故耶穌在猶

族裔、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

太處境降生，就用猶太文化表達，用當時

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

流行的亞蘭文為語言。但其啟示與救贖的

[3]

價值（即受眾的『生活世界』）」 。

真理，又超出猶太文化。
中國基督教的特性，須使聖經真理落

方文化的世界，經過希臘羅馬化的過程，

入中國這具體世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

形成西方基督教的神學傳統。當西方基督

來彰顯真理。民族文化是一複雜的叢體，

教再由宣教士傳向世界時，信仰已是經西

可用「身體」一概念來象徵，聖經真理進入

方化的框架所構作。當其遇到龐大的另一

中國，可稱為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將

種文化，例如中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即

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

會產生格格不入甚至衝撞的狀態。

一般華人信徒很喜 歡講「中國基督

在中國文化中，單 講處境化 是不足

化」，這講法隱涵一問題，就是可能發展

的，因處境化觀點是只從宣教意義上，為了

成將信仰國教化，一旦國教化，變成政治，

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但其不足之處，是

後果是基督徒失去生命與靈性的活力，如

先假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

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教會變成儀式

真理，為了宣教而作出一些調整，去配合中

化、教條化和權力化。如果這口號指很多

國處境。

中國人都成基督徒，很多中國人基督化，

聖經的核心真理是普世的，西方基督

若真有這一天，那是很遙遠的未來，如今

教傳統卻是文化的，不具普世性，當基督

講又是不切實際。只有經過基督教生根中

教進入中國多年，如今不單為了方便處境

國，有中國化的過程，未來才有可能有較

而反省，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

多中國人基督化。

尋求深入瞭解與融和中國文化，包括哲
學、宗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

中國近百年的文化創傷

握，也對基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

如何解讀現代中國民族文化的歷史

理價值，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

和現狀呢？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

會而後建立「中國基督教」及其「中華神

（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歷史文化解
釋的一個新理論模式，名為「文化創傷」

學」。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生根中國。

式大規模傳入，至今也有二百年的歷史，其

謝腓利指出：「文化創傷的發生，來自

間多次受到統治者與文化上的排斥，然而

一個群體中的成員，遭遇到一些可怕事件

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甚至近一億信

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在其群體意識中。

徒了，但信仰仍是西方文化的形態。今日中

永遠刻在其回憶裏，從根本上及不可磨滅

國基督信仰作為一個可觀的小群體，必須

的方式改變了他們未來之認同」[5]。他說：

生根中國，才能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一部

「創傷發生在集體的層次，社會的哀號就

分。生根就須超越宣教上的處境化思維，

必變成文化的哀號（Cultural Cries）。事件
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對事件的重

而是在神學上建立中國化的基督信仰。
耶穌基督降生人間，聖經稱為「道成

整（representation這辭包括經過理解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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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一八四二年之後才正

（Cultural Trauma），去探索群體的歷史
災難，如何影響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

基督教自景教在公元六三五年入華至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由於基督教的敘事話語最早進入西

宗教探索

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基督教自景教在公元六三五年入華至今已一千三百多年，
一八四二年之後才正式大規模傳入，其間多次受到統治者與文化上
的排斥，然而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甚至近一億信徒了，但信仰
仍是西方文化的形態。

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2]。Flemming定義

文化中國

新表現之意思）。創傷不是集體經驗痛苦

中國人，我們是中國的兒女，作為基督徒，

的後果，卻是這實際的不愉快進入了集體

則選擇成為中國的僕人，願低一 等來服

認同意 識 之核心當中。集體參 與 者『決

侍，而不是高一等的指點。

定』將社會痛苦重整，視之為基本上威脅
到對他們自身是誰，他們過去從哪裏來，
將來要到哪裏去的認同」[6]。

基督信仰對苦難者的同甘共苦
中國是一個經過百多年苦難的民族，

９２

當一些或連串事件威脅到整體的自我認同，形成集體的敘事話
語，如八國聯軍入北京，日本侵華帶來的傷害等。此中的受害群體，
重整出來的敘事內容，傳播下去，形成一個集體的記憶，集體的苦
難，那就是文化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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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些或連串事件威脅到整體的自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處境已改變，中國空

認同，產生文化創傷時，就形成集體的敘

前成功，達至富強，但仍要面對天災，如四

事話語（narratives），對中國人來說，如八

川地震，還有水災、旱災、泥石流等災難。

國聯軍入北京，日本侵華帶來的傷害等。

在社會的迅速發展中，社會產生貧富差距

此中的受害群體，重整出來的敘事內容，

問題，綠色環保問題，官員貪腐引發不滿

傳播下去，形成一個集體的記憶，集體的

的問題，農村人不適應城鎮化問題，遷拆

苦難，那就是文化的創傷。

違規建築的衝突問題等等，人民不能適應

通 過 這理論模式，可以瞭解中國近

新變化，而產生各種心靈抑鬱與困苦。這

百年的民族文化，所隱藏的集體心理悲痛

些是在成功發展及生活豐足時的新問題。

和憤怒。中國經過長期受外國欺淩，及各

基督教在面對災難與困苦，一個層次

種內戰內鬥，使民族的集體創傷成為文化

是在神哲學作理性上分析，指出上帝給人

敘事。由此可以瞭解，百多年來經過外國

自由意志及知識能力，在苦難考驗中以天

多次侵略，何以中國人如此不止息的內部

賦能力，改善處境。另一方面，上帝在整個

鬥爭不息，但又為何會有很多不正常的表

時空大局中的掌管，容許一時之艱困，以

現，如義和團之亂，文化大革命等，均是一

達至人由奮進克服苦難，及在災變時行出

個受傷民族和文化的集體反應。其中產生

愛心，關懷疾苦，完成更完美幸福的未來。

了偉大的道德承擔，也有產生卑污的醜惡

面對災難與困苦，基督教另一層次思考，

人格。

乃是以上帝在其啟示與行動中，彰顯其特

面對民族文化深沉的創傷，基督徒應

有的性情。從聖經所描述，上帝與人類交

學效基督與人同擔痛苦的行動，選擇與中

往的方式，除了立下律法而定下公義規則

國人同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極大的

外，最重要在其對摩西所說的話：「我原

侮辱與傷痛，是與人類共同受苦。其死而

知道他們的痛苦」 [7]。顯示上帝本性的惻

復活是將苦難轉化為盼望，使一切得以從

隱憐憫，對人類苦難有分擔與關愛，及以

頭開始。基督徒深信中國的創傷會轉化，

行動解救苦難中的人，其做法是對摩西說：

民族文化在近代衰敗後會復活，今須承

「我必與你同在」 [8]。就是與受苦的人同

擔民族的命運，參與中國發展向富強的大

在，共同走過困境，與人同行。其特性可綜

業，全力重建中國人的骨氣和尊嚴。

合如下：
1.上帝與人深情相交

只有無條件的愛，才能醫治深沉的創
痛，愛是恆久的忍耐，基督徒當以無盡忍

《莊子‧天下篇》曾描述莊子「上與

耐的愛去愛中國人，縱使現實上中國仍有

造物者游」，這是道家逍遙於天地間的自

很多問題，但須寬恕和忍耐，以愛去撫平

由境界，是人對大道的契會，為「肉身悟

中國人百年的傷口。當中國民族文化真正

道」。順此中國思路看基督教，卻是「造物

重建仁愛與和諧，中國人與人彼此尊重，

者游於人間」，上帝放棄完全的逍遙自由，

彼此以仁愛相扶持，有衝突則互諒互恕，

耶穌基督「虛己」，成為奴僕，與受苦的世

中國就能真正富強，不會走向瘋狂。作為

人同遊於大地。所謂「道成肉身」，是上帝

督教最重要的聖禮。

的喜樂。

特性。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實體，

中國哲學言「上與造物者遊」，是「肉
身悟道」。中國神學言「造物者與人遊」，
是「道成肉身」，為宇宙親情與受苦者同行
於人生道途中。

卻是下臨人間，在人生道途上與人相遇，
與人同行、同住、同在，有深情相交的主。
2.上帝在苦難中與人同行
世間有痛苦是不可逃避的，痛苦不是
一件存在物，如一塊石頭或一隻動物，卻

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9]。約翰福音所用

是人心中的感受。人心有完美的追求，所

「道」這一辭，希臘文是L ogo s(邏各斯)，

謂完美，就是人設想存在的最佳狀態，如

指上帝的聖言，在約翰是指上帝活潑而創

設想生命作為一種存在，其最佳狀態是永

造性的神聖言語，這話語創造和扶持了一

恆與無限，永遠年青健康。但發現所處的

切萬物，是一切存在的本體和規律。

世界，與所追求的完美不一致，如生命永

新約的「上帝」與「邏各斯」不只是
人 生 的 澄 明 境 界，並 且 是 有 性 情 位 格

遠有限，必會死亡，死亡之前也有疾病和
衰老，故生老病死被稱為痛苦。

(personal)的，故能主動向人啟示，且能成

人追求事物，得到之就是完美狀熊，

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成為具體歷史

得不到就成「求不得苦」。人喜愛的事物

上的一個人：耶穌基督。馬太福音開始時，

或人，永遠擁有就是完美狀態，失去就是

引述舊約以賽亞書的預言，說耶穌 基督

「愛別離苦」。人希望他人完全歡喜和接

是「以馬內利」(Em manuel)，意即：「上帝

納，但多被他人所怨恨和憎惡，就成「怨憎

與人同在」。上帝臨格人間，與人同在、同

會苦」。痛苦的來源，是人心靈的迷亂與

行、同住，和人建立性情交流的關係(inter-

執著，錯誤地將完美的要求，投射到現實

personal relationship)，分擔人的痛苦，安
慰人的憂愁。這 就展開「造物者遊於人

世界，而現實世界又不按其要求發展，就

間」的序幕。

產生突然之變局，形成「愛別離苦」及「求

新約有Koi n o n o s一辭，指親密的交

產生痛苦的感受。自然災難主要是大自然
不得苦」。

流，互 為 內 在 的 感 通 關 係，英 文 譯 為

若用希臘形而上學的實體觀構作一

com mu n ion，中文譯為交接，都不能窮盡

純客體的上帝，自然就會問上帝為何容許

其意思。希臘文的原意是指投身的內外均

這苦難，並求他用全能改變客觀世界。但

美善的關係(Kalos k'agathos)，有深深的參
與、契入，彼此分享分擔的關係，及有兄弟

從道體的上帝看，上帝對人間苦難的關懷，

情的團契群體等，或可譯作「深情相交」

人間，在人生道途上與受苦者會面，深情

[10]

。新約用這辭來表達耶穌基督和人類建

相交，醫治其痛苦，安慰其憂傷。打開心

立的深情團契，這團契是通過他的犧牲而

靈與上帝溝通之道路，即可從神聖世界臨

建立的，他通過受苦、流血和死亡，將自己

在中得到生命的更新，而產生盼望去面對

獻給人類，從而寬恕人的罪惡，潔淨人的

苦難，又因白己經過痛苦，進而瞭解他人

心靈，分擔人的痛苦。因此人因著罪而與

的痛苦，產生悲愛他人之心，而去無條件

上帝之間的隔絕得以消解，而形成上帝與

幫助其他受苦的人，因此成為無窮關懷的

人的神聖感通共融，這就是Koinonos一辭

力量。

並不是用全能去改變客觀世界，卻是來臨

聖 經 路 加 福 音二十 四 章 提 到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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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義，上帝與人深情相交，並由此構成基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痛苦的來源，是人心靈的迷亂與執著，錯誤地將完美的要求，

上，是一種深情相交。這是道體的上帝之

投射到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又不按其要求發展，就產生痛苦的感

與人同行，親歷苦難，再轉化苦難為復活

受。自然災難主要是大自然產生突然之變局，形成「愛別離苦」及

上帝臨格人間，與人同遊於人生道途

「求不得苦」。

且經驗極大苦難，以致於死，顯示出上帝

宗教探索

以肉身進入人間，經歷人間的悲歡離合，

文化中國

上帝與人道途 上相遇的事件，在以馬忤

是「重生」，使人有信心、盼望與愛心。

斯(E m m a u s)的路上，其中一人名革流巴

這不單轉化和解決了苦難、罪惡與死

(Cleopas)，兩個人「臉上帶著愁容」前進，

亡問題，而且一群這樣重生的人，去共同

因為有內心極大的困惑。他們在思考耶穌

用無條件的愛關懷人，撫慰與建立受苦的

是誰？
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

人，即是將天國行在地上，有永不止息的

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
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

愛，服事眾生。

基督信仰對社會的精神價值
1.單純喜樂的情懷邏輯(心理人類學家

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

T. M. Luhrmann的觀察)

個婦女使我們驚奇，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著名
心理人類學家Luh r man n用人類學田野研

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

究方法深入到美國福音派教會Vineyard，

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

投入研究，結論是雖然她不是基督徒，也

[11]

有看見他 。

不肯定上帝的客觀存在，「但我經驗到相

他們第一個困惑是國家民族的，他

信是福音所講的喜樂。在聚會中我見到有

「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耶

人哭，結果我也哭，就像我看兒童書籍時

穌)」。但這盼望落空了，耶穌竟被權勢的人

忍著淚水一樣，那是在一個混亂不堪的世

害死。然而第二個困惑又來，因為他的屍

界中承諾有單純的喜樂」[13]。
她認為一旦人明白無條件的愛時，就

體不見了，天使說他復活了。
上帝對人有深情，故可以主動在道路中與人相遇，一起同行，且

因他受過極大的痛苦，故可在同行中，分擔人的痛苦。而他又在死後

９４

復活，將人的苦罪完結，轉化出新的生命，這是「重生」，使人有信

心、盼望與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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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

這兩人的痛苦，一是民族得贖的希望

可改變人的認知，發覺教會的教導有本身

破毀，二是對生死的奧秘的無法透察。這

特有的「情懷邏輯」(emotional logic)[14]。她

是人生道途中的迷惑。結果上帝沒有在天

稱之 為第三種「認知委身」(T h e t h i r d

上說話回答其問題，卻是那復活的基督與

行」。基督「就近」他們，與他們「同行」，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15]，以別於客
觀外在及主觀幻想的事物。
2.仁慈的社群(無神論者Alain de Botton
的觀察)

將他們的生命從挫敗與迷惑中扭轉，使他

無神論的文化作家Bott on指出，宗教

們「心裏火熱」 [12]，趕快去告訴他人這透

可服務當前人類兩個未解決的核心需求，

破生死苦惱的復活信息。

「一是需要在社群中和諧相處，儘管我們

他們在道途中相遇，聖經記載：「正談論相
問的 時 候，耶穌 親 就 近他們，和 他們同

上帝不單是宇宙之本體，也是人 生

是有根深的自私和暴力傾向。二是需要處

道路中與人同行的主。三位一體的耶穌基

理可怕程度的痛苦」[16]。他認為宗教就可

督，他本身是道路，人生在道途中，其實

適切地回應這些需要。

以他為本體，任何人在道途中探索，都是

宗教的功能包括：

在探索基督之本體，但又未自覺透入其體

1)建立社群意識，仁慈對他人；

之中，領悟存在之證明，人生反而充滿了

2)重視與人和好相處的文化教育；

偶然性，又常有迷失、痛苦與困惑。但上帝

3)教導人溫柔同情的心；

對人有深情，故可以主動在道路中與人相

4)對現世的悲觀使人對每一善意或

遇，一起同行，且因他受過極大的痛苦，

成就都感恩；
5)承認有超越的奧秘而接受人的有限

故可在同行中，分擔人的痛苦又在死後復
活，將人的苦罪完結，轉化出新的生命，這

性；

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E l e a n a r）在其書
Erinnerugen有這樣一段記載：
[楷]我是如此清楚地記得，在我大約

改革去處理，即可避免產生不穩定因素。

中國基督教可建立安全穩定的
社群
生根在中國的基督教，對中國文化與

曾聽到天主教堂的美妙音樂）。當然我把
的名字）。摩爾是如此冷靜地解釋這一切，

社會當前處境，可提供正面貢獻：
1.參與中國文化重建精神文明及新價
值觀

是如此清晰和確定，使我一生直至今日，

中國基督教在神學上，須建立中國化

我再無宗教性的疑惑。他就這樣向我敘述

的神學思想，用易學的天、地、人框架，及

那位木匠兒子及他被有錢人害死的故事，

關係間彼此感通的思維，建立中華神學，

其方式是我從之前或之後都未聽過的。我

再結合儒學的人性仁愛觀與天人一體觀，

常聽他說：不論所有事情如何，我們可以

道家的虛靜無為修養，會通基督的無條件

原諒基督教各種事情，因為事實上是它教

慈愛，天地恩情下人人有平等尊嚴的思想，

這些疑惑告訴摩爾（Moor是馬克思在家中

[17]

導我們去關愛那些小弟兄 。

成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一部份，開出中國

中國當前的安全感問題

新時代精神文明與價值觀，帶來文化大繁

紀登斯（A nthony Giddens）指出在
人與社會互 動的 結 構中，人一 般 都是 按

榮[18]。
2.建立喜樂仁愛的社群
基督教的特性，是使人體驗喜樂、仁

「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
而行動。那是一種不用說明，不言而諭的

愛，其建立的社群，會互相扶持，主動關懷

默契，由此而建立一種穩定感，讓人可以

創傷，化解怨恨苦毒，寬恕他人過錯，教會

依賴之而活，此稱之為「本體論的安全」

對外則關懷弱勢困苦，鼓勵人積極向上。

（ontological security）。人在其本體論的
安全被威脅時，就會引發危機，如失去工

Luhr mann調查指出基督徒的心理狀
態，當信徒感到和上帝有關時，「你應會感

作、溫飽、土地、攤檔、店鋪、住家，或失

到深深被愛，你的心也會在愛的溫暖與接

去對下一代的希望，或在官方面前失去尊

納中成長，而你也會變得更能愛、能寬恕、

嚴，不被尊重等。當一群人共同受傷，就會

能理解更能容忍」[19]。
3.建立社群的本體安全感

發而為暴民，引至社會不安。

他人的需要，進入教會的人，可醫治心靈

中國三十年改革已建立了一盛世，但

相信基 督的人，體驗上帝同在與同

正從勞動密集經濟轉型，目前隱伏兩潛在

行，在人生經過痛苦時，相信上帝會扶持，

危機：

及得其他信徒鼓勵，在參加敬拜時經歷詩
歌與講道中的安慰，因此對人生未來產生

控剝奪資源，若不能理順民怨，監督貪腐，

盼望，遂有奮鬥心克服困苦。盼望使人不

會潛伏社會階級衝突危機。

懼痛苦，不懷怨恨，對社會採積極態度，建

道德及價值精神，像西方的清教徒精神，
使人心自覺向上，不走向貪婪腐敗。這潛

立紀登斯所講的本體論安全感。
Lu h r ma n n調查福音派(包括靈恩派)
基督教後，指出基督教特性在喜樂與盼

９５

1)社會貧富懸殊，既得利益的權貴操

2)仍缺乏統一而健康的文化、倫理、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五至六歲時，我有一些宗教的疑惑。（我們

儒學的人性仁愛觀與天人一體觀，道家的虛靜無為修養，會通

我們可以讀到馬克思對耶穌基督的評價。

宗教探索

衝突未成形之前，以有深度的文化和社會

基督的無條件慈愛，天地恩情下人人有平等尊嚴的思想，成為中華

根據一段鮮為中國人所知的材料，

這些危機只在萌芽期，只須在潰敗與

文化共同體的一部份，開出中國新時代精神文明與價值觀，帶來文

伏文化潰敗的危機。
化大繁榮。

6)創造偉大的藝術與建築。
3.關愛小兄弟(馬克思論基督教)

文化中國

望：「這是喜樂，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感情，

7.推動婚姻家庭倫理親情得鞏固

因基督教的核心在絕望中仍有盼望」[20]。

基督教以婚姻由上帝創立，家庭具神

這是本體安全感的來源。
4.建造社會中的道德誠信與倫理基礎

聖意義，故重視婚前無性行為，婚後無婚
外情，夫婦一生同行不離棄，丈夫愛妻子，

基督教重視靈修以深化信仰，信徒

妻子扶持丈夫，子女孝敬父母。教會對此

常自省心中萌發的罪念，如自私、色慾、貪

有多方教導，使家庭鞏固，社會和諧有根

婪，驕傲等，將動念上之罪惡摧毀，不斷

有基。
復旦調研報告也指出基督教明顯地

道德之根源。在市場經濟世界，基督教認

有對家庭和解的功能，主要來自教義及教

為財富來自上帝，故不能以貪婪、自私、欺

牧的調節[25]。
8.配合發展建構人格有品德而心靈幸
福的社會

騙及剝奪之手段得之，卻須以誠信正直為
本，有財富後也須捐助貧苦大眾。
復旦大學一個調研指出：「教職人員

基督徒的喜樂，基督徒的仁愛，基督

和信徒對聖經教訓的親身實踐，使信徒在

徒重良知，基督徒對人的關顧扶持，基督

家庭、工作、人際交往中都有較強的道德自

徒愛國愛家愛社會，基督徒以無條件的愛

律和社會關懷」，同時基督教也能增加社

對所有人，包括共產黨和其他宗教的人。這

[21]

會誠信 。
5.扶持與關愛社會弱勢社群

社群的特性可建立有品德、有幸福的和諧

愛在地上實現，而會面實現要等待末日之

社會。
9.建立中國基督教的文化，成為國際的
軟實力

新天新地，故未到末日之前，關愛他人是

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發展中，西方

永不止息的。到市場經濟時代，約翰衛斯

列強對中國崛起有疑懼與抑制。中國須通

理(John Wesley)強調商人須全力賺錢、全
力省餞、全力捐錢。這是現代基督教關懷

過文化軟實力影響西方，但孔孟老莊對西

弱勢社群的倫理基礎。

教文化，借基督教的同根性，會引起西方

耶穌指出天國要降臨人間，將上帝的

耶穌指出天國要降臨人間，將上帝的愛在地上實現，而會面實現

９６

要等待末日之新天新地，故未到末日之前，關愛他人是永不止息的。

這是現代基督教關懷弱勢社群的倫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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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愛上帝與愛人如己之心，成為倫理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一個調研指出，河
南柘城縣基督徒建築隊，為農民蓋房，一
不吃飯，二不喝酒，三不受禮[22]。復旦的研

方的吸引有限，反而通過中國形態的基督
的共鳴，成為中國基督教文化的軟實力。

建議從戰略高度看基督教
從中國未來戰略看宗教，可分三大層

究也指出，基督教在愛心奉獻、扶貧幫困、
助學掃盲、維護治安等都有努力[23]。
6.輔導心靈創傷的人得重建

面：
1.國家層面：中國對內要穩定、和諧與

基督教認為上帝道成肉身來人間，選

幸福，宗教對此十分重要。習近平曾說：

擇釘十字架的大苦痛，是要承擔人類的苦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又是一個擁有

罪。耶穌死而復活，是要轉化苦罪，成為新

眾多信教群眾的國家，處理好民族問題和

生命和新希望。故教會的社群，很重視關

宗教問題，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十分重

心人心靈的痛苦，醫治人的創傷。基督徒

要」[26]。又說：「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

群體對心靈輔導和醫治非常重視，在社會

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最

上具化解怨憤和暴戾的穩定人心功能。

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27]。

根據《向死而生》[24]一書對四川地震

從國家戰略高度，應考慮正面引導中

後心靈輔導個案的報告，可知基督徒輔導

國基督徒投入參與建立中國夢，培養基督

對心靈重建的成果。

教會成為中國的精神文化資源之一，是中

值，促進教會對中國社會的服務，裁培有

仁愛和諧，與各少數民族及其他宗教文化

屬靈內涵(不是政治逢迎者)的年青教會領

和平合作，共同帶來國家穩定。

袖。政府可考慮雙贏的上策，吸納中國化
的基督信仰為建國精神力量，用正面成全

向為城鎮化，農業人口在城鎮中轉化為非

而不是防範對立的方式，尋找政策使教會

農業人口、農業地域轉化為非農業地域、

成為合法而能健康影響社會的群體。同時

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民住入城

促進中國文化吸納基督教成為中華文化共

鎮，可能形成很多適應問題，政府可考慮

同體的一部份，這文化共同體將可影響全

支援教會傳統的社會服務，從身心靈建立

球的價值觀。

人的安會感，對弱勢群體生活有保障，基
督教的關愛系統不單在身體需求上幫助

基本上，中國基督教的反省，可看出
生根中國三方向：

困苦，且可帶來喜樂仁愛的精神價值，醫
治轉型期民眾因社會不平衡，及家庭變故

1.利瑪竇精神：尊重、愛護、欣賞中國
文化，以中國文化思維健立基督信仰。

造成的受傷心靈，發揮軟枕作用，可減少
社會戾氣，成為和諧幸福的條件。

2.李提摩太精神：承擔中華民族的命
運，參與共建中國人幸福的未來。

3.國際層面：不久將來中國可能成為

世界領導大國，要令他國心悅誠服，須以

3.戴德生精神：見一個愛一個，無條
件關愛所有人，醫治人身、心、靈的困苦。

王道的善意，使中國發展同時建造他國。
從中國文化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命達

[1]

而達人」，從基督教說是「你若要人怎樣
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中國不稱霸，一
帶一路以合作共贏，建立王道精神，這是
中國的軟實力。在中國文化多元資源中，

[2]
[3]

基督教無條件大愛的精神，是絕大部分西
方國家所重視的，也是其他國家可接受的

[4]

理念。中國基督教須發展出復和與苦難同

[5]

行的精神，以屬靈上的復和去影響西方，
改變其霸道，也以苦難同行的實際去建造
弱勢國家。若基督教在中國生根，成為有
中國氣質的信仰，再由中國基督教去與其
他基督教文化區的溝通，建立中國基督教
的軟實力，以備中國十多年後被世界各國
公認為領導性的強國。

總結
國的基督教，使中國的基督教是西方基
督教以外的龐大基督教力量，在中國國內
成為百姓正常安身立命的方式，也可與西

《新約‧哥林多前書》九章。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同上 20.
《新約‧約翰福音》一章。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and Neil J. Smels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

[6]

同上，頁一○。
《舊約‧出埃及記》三章。
[8]
《舊約‧出埃及記》三章。
[9]
同[4]。
[10]
有關這方面，可參考Thayer, Joseph H.
(1885).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及 LewisElgidely, Verna. Koinonia in the Three
Great Abrahamic Faiths: Acclaiming t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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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可考慮大力發展生根於中

Dean E.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s for Theology and
Missio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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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群層面：十八大後社會發展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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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特性，能建造中國國家民族精神上的

基督教的關愛系統不單在身體需求上幫助困苦，且可帶來喜樂

建立中華神學、建立中國基督教的精神價

仁愛的精神價值，醫治轉型期民眾因社會不平衡，及家庭變故造成

角度看教會。使教會信眾的喜樂和無條件

的受傷心靈，發揮軟枕作用，可減少社會戾氣，成為和諧幸福的條

方精神文明平等交往，互相借鏡。方向在
件。

華文化共同體 [28]一部份，不是以反面防範

若基督教在中國生根，成為有中國氣質的信仰，再由中國基

督教去與其他基督教文化區的溝通，建立中國基督教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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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 s t e r y a n d D i v e r s i t y o f F a i t h s，
Cloverdale Books, 2007.
[11]
《新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2]
同上。
[13]
T. M. Luhrmann, When God Talks Back ,
(N.Y.:vintage Book,2012) , 325.
[14]
同上
[15]
同上,320
[16]
Alain de Botton , Religion for Atheists , A
Non Believer ’s Guide to the Uses of
Religion . (N.Y. ,Vantage Book, 2012).
[17
]引述自J o s e P o r f i r i o M i r a n d a , M a r x
Against the Marxists, The Christian
Humanism of Karl Marx, (London: SCM
Press), 1980 p.225.
[18]
參考梁燕城《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一三年)。
[19]
同上 T. M. Luhrmann書，頁一○一。
[20]
同上T. M. Luhrmann書，頁一三○。
[21]
張湛等《上海基督教新教會在建設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調查報告(梗
概)》，載張慶熊、徐以驊主編《基督
教學術：宗教、道德與大學教育》(第
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
年)，頁三六六。
[22]
《天風》一九八五年第十期。
[23]
同[7]。
[24]
賈佑春等《向死而生：心理諮詢師帶你
走進汶川地震幸存者的世界》(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
[25]
同[9]。
[26]
二○○九年，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春季學
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上，談幹部學
習讀書的講話。
[27]
二○一三年十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
禮習近平講話。
[28]
「中華文化共同體」是本人在二○一二
年全國政協中提出的提案。主要指出中
國自古的禮樂文化是用一文化共同體統
一各族，中國今日有各少數民族的文
化，各大宗教，港、澳、台及海外華人
文化，須以中華文化共同體理念來統合
之，用「同體慈愛」的價值觀，建立一
體多元的大中華文化。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ultural ways
Dr. Thomas In-sing Leung(Chief-inEditor, Cultural China)
A bstrac t : T he core t r ut h of t he
Bible should by all means be universally
accepte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ide to spread
the biblical truth is not in a universal way.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Christianity started
to explore into China years ago and until
now, it is always to try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fit into, to co-ordinat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to integrate it with the
theological truth of the Bible, including
through philosophies, literatures, religions
and arts, to understand, to admire, or to
get hold the real meaning of, so that the
core values and beliefs from the Bible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let people have to experience, understand,
to commit in a deeper way, to develop
the Chinese Ch r istianit y and Chinese
T heolog y. T he basic character istic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s that it not only roots
in China but also integrates the Biblical
beliefs into a Chinese cultural way so that
its teachings will be easily manifested and
accepted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f the Biblical truths, beliefs, or the gospels,
can be grown and preached freely in China,
culturally speaking, this can be called as
the incarnation of ‘Word became f lesh”,
and this would again be a big incident in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history.
Keywords :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ultural ways, Word became flesh. The core
truth of the B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