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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下）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生活世界是一個交往互動的世

界，而非個人心靈所獨有。本文以孔子的仁為
中心，討論了仁與信以及與馬丁路德思想的關
係。孔子的仁，是一種人與他者關係的境界，
仁的具體行為與體驗，是對他人的感受有所感
通。由於仁、心、性、天在本體上其實渾然一
體，故人與人、人與天地是可互相感通的。儒家
孔孟所論的仁，其基本思想理則，是人面對一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興起，思想家雖然仍崇信上帝，但同時倡

導人類理性的自律性，以人性價值鄙屑教廷權威及僵化的制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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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理性與科學，重視古典學的修養，繪畫、雕塑與建築藝術極為發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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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民族國家如法國、西班牙與奧地利等，都
爾虞我詐，而統一日爾曼的神聖羅馬帝國
只是一鬆散的共同體，不被王侯所服。歐
洲之外則有龐大的敵人奧斯曼帝國、滅拜
占庭、巴爾幹半島及匈牙利。
唯一的統一精神文明是天主教教廷，
但教皇體制變成政治權勢，教皇依諾森三
世（Innocentiii,1198-1216）達教會權勢的

個敗壞而失去價值的世界，人須重新尋索作為

頂峰，教皇權高於皇權，其權力在宗教以

人所依循的價值基礎。重建溝通，是儒家感通

外，也要管理全世界。

哲學在後現代可作所貢獻。
關鍵詞：孔子，孟子，馬丁路德，仁，信。

但公元一三○九年，法王扶持心腹坐
上教皇寶座成革利免五世，將教皇寶座從
羅馬遷到靠近法國的亞威農（Avignon），

宗教改革前夕的文化與社會背
景
馬丁路 德面對的，是一個轉形更新
的 時 代。十六 世 紀 的歐 洲，文化 上已走

教廷留在該地七十年，一三七八年，義大
利與法國公開斷絕關係，選出另一位教
皇。於是出現了兩位教皇，兩位教皇彼此
咒詛，教廷變成政治鬥爭之地，腐敗至極。
教廷威信儘失，失去神聖權威。

出了中世紀封蔽的時代，因著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興起，思想家雖然

（Renaissance）而打開了新眼界，文藝復

仍崇信上帝，但同時倡導人類理性的自律

興在義大利語是Rinascimento，字根由ri-

性，以人性價值鄙屑教廷權威及僵化的制

「重新」和nascere「出生」兩字構成，因古

度，提倡理性與科學，重視古典學的修養，

典希臘羅馬的典籍重現，及國際交流的增

肯定現世生活及人身體之美，繪畫、雕塑

加，新思想與文化的創新，形成全歐洲的

與建築藝術極為發達。教廷調和與引入這

文化復 興運 動，不單有偉大的藝術與建

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多偉大基督教藝術與

築，且因地理的大發現，科學的新方法與

建造華美大教堂。

技術，印刷術的發明，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
視野。

教 廷融合文藝復 興的藝術，只是在
美 學上 的革 新，只能 悅 人 眼目，但不是

歐洲社會卻仍是中世紀形態，義大利

靈性的革新。馬丁路 德宗教改革之前，

與日爾曼邦國林立，分崩離析，較強大的

十 四 世 紀 產 生了 英 國 威 克 里 夫（J o h n

會，回到早期教會的貧窮與單純，認為只

然有罪的湧現。在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和

有聖經是信仰的根據，教會不是信仰的準

想法，按照上帝的標準來省察，發現都是

則。又在波希米亞（Bohemia）的胡司（Jan

罪，他說：「我失去和救主與安慰者基督的

Hu s, 1372-1415），批判教皇貪愛錢財及

接觸，反看待祂是我可憐靈魂的監禁者及

濫 權，推行改革，被 康 士坦 斯大公會 議

受刑執行者」[1]。
馬丁路德尋索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

大革命。公元一三五○年，在荷蘭及德國

贖，他讀奧古斯丁(Augustine)的《懺悔錄》

一帶興起另一種有教廷體制以外的改教

(C on fe s sion)，奧氏認為只有從上帝的恩

運動，稱為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 ren of

典，才能做到上帝的完美要求，馬丁路德

the Common Life），重視敬虔的靈性反省，

十分接受。面對的天主教會卻是沒有上帝

強調善行不能得救，產生了神學家伊拉斯

恩典，失去靈魂，只是一個與俗世糾纏的

姆（Erasmus），指出永生的保證不在聖禮

權力體制，層層權力，繁多的禮儀，經院神

和儀式，僅在於對基督贖罪的信仰。他清

學融合亞里士多德思想，接觸不到上帝的

楚知道真正信仰的生命與內涵，是與教廷

救贖。他對多馬斯神學並不滿意，因太多

外在體制無關，他要求體制內的溫和宗教

引用亞里士多德哲學去建立神學。他在神

改革。

學院與一群神學同道均批判亞里士多德，

整個文化走向新時代的宗教改革，但
教宗里奧十世(Leo X)並未覺察這動向，仍

於一五一七年五月說：
亞里士多德正從其寶座倒下來，很快他

想通過頒行贖罪券(indulgences)，去全歐

的結局就到。……教師們只有教授一種神學，

募集捐款建聖彼德大教堂。他們張貼廣告

即講解聖經的，奧古斯丁的，或教會中有名教

說：「凡買贖罪券的，可得完全饒恕，能與

師的，才有學生會來聽課[2]。

上帝和好」。這觀點是指人可以用捐錢而

這表示他已與天主教當時的正統經

得上帝的饒恕，引至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

院神學劃清界線，他要找尋教會定制以外

年十月三十一日約正午時分，將九十五條

的出路，即直接回到聖經與耶穌基督。
馬丁路德思想的基源問題，就是尋回

罪券決不能赦免罪過，教皇本人無權作此

基督教的核心內涵與經歷，就是人帶著深

赦免，赦免罪過之權屬於上帝自己。原初

重的內在罪性，如何可在上帝面前坦然無

以為只是神學辯論，不料這成為宗教改革

懼，被稱為義？人如何可以與上帝建立親

運動的導火線，由此帶來西方文化的創造

和關係？上帝的救贖如何臨到人生命中？

轉化。

馬丁路德的基源問題
馬丁路德年青時深度面對人內在罪
性的躍動，使人無法達至完滿美善的實
現，思考人如何能來到上帝面前，而被上帝

)

宣言訂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門外面，指出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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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Constance）判火刑燒死，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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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在很多行為細節，及心靈的深處仍
馬丁路德尋索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贖，面對的天主教會卻是
沒有上帝恩典，失去靈魂，只是一個與俗世糾纏的權力體制，層層
權力，繁多的禮儀，接觸不到上帝的救贖。

Wycl i f fe1320-1384），要求革新腐敗的教

馬丁路德指出，人與上帝感通，不是
靠宗教、教義、禮儀、神學、哲學、道德、善
行，不是因人能做到什麼，而是因著上帝
的恩典，人以簡單信心接受即可。

因信稱義使人重生及活出美善
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六年間，作為威丁

路德進了埃爾福特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

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神學

(St. Augustine's Monastery in Erfurt)，路

講席教授馬丁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

德在修道院的學習中，非常遵行修會的會

書、加拉太書，在其中他不斷思想《羅馬

規要求，禱告，禁食，認罪，朝聖，但他發

書》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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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被上帝稱為義。一五○五年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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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3.批判那些教會的民間迷信，因人心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

中有恐懼，也有祈求，又不瞭解人被稱為

[3]

必因信得生 。

義的就可直接與上帝溝通，故找尋耶穌以

在他逝世前的一年，一五四五年，他

外的中間聖者，包括聖母與歷代聖人去代

為自己的拉丁文全集作了一篇序言，是交

求，進一步更變為對聖母與聖人的崇拜，

待他思考的過程，其中描寫他如何與當時

而扭曲為偶像崇拜。
由這批判去除了表層宗教的僵化外

的定義，他表示自己日以繼夜地思索「上帝

殼，而論明基督教《新約‧羅馬書》處理內

的義」的問題，直到看出它與「義人必因信

在罪性與罪念的問題，是「因信稱義」，是

得生」的關係。說：
神的義是指義人藉著神的恩賜(亦即信

上帝的恩典臨到人的靈魂，稱人為義，人不

心)而得生。「神的義顯明出來」是指被動的公

前。卻是靠著上帝的義，上帝通過恩典和

義，亦即慈悲的神藉此，義使我們因信得以被

憐憫使我們因信稱義。上帝是飽含恩典的

稱為義，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這想

義，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信心本身是

法立即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重生了一樣，好像穿

沒有能力使人稱義，也不能帶來恩典，信

過敞開的大門，進入天堂裏面。由那時開始，

心是人內在的接受，接收上帝的恩典而得

聖經對我而言便有了全新的面目[4]。

稱義。信心是什麼，根據馬丁路德，信心可

所謂被動的公義，是指這義不是由
人自己主動的行為所達到，而是由上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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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典臨到人的靈魂，稱人為義，人不是靠善行或外在的宗
教行為來到上帝面前。卻是靠著上帝的義，上帝通過恩典和憐憫使我
們因信稱義。上帝是飽含恩典的義，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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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傳統決裂，也重申了對「神的義」

是靠善行或外在的宗教行為來到上帝面

有以下各點：
1.信心產生信仰，信仰使人自由

動，稱我們為義，人是「被稱為義」，不能

「信仰不是從行為開始，而是信心，

憑善行「自稱為義」。這是上帝白白的恩

你須記得那已經說過的：即只是信，不是

典，人是完全被動地稱為義。他又說：
惟有福音啟示神的義……因神的義是救

行為，才使人稱義，使人自由，使人得救」

恩的原因。這裏也是，「神的義」必不可當作祂

來救贖，而不是一套宗教體制或道德善行

在祂本身是義的那個義，而是祂使我們在福音

系統，當人用信心接觸到上帝的恩典，人就

中藉信發生[5]。

得救贖，從罪過的控訴中得釋放，而有自

說明救恩的來源是上帝的義，使人

[6]

。基督信仰是由信心接受上帝藉基督而

由。

在福音中藉信而發生，神的義不是人任可

2.信心重生了人的生命

行為可達至的。馬丁路德強調上帝的主動

「信乃是神在我們裏面的工作。它改

性，在當日的時代，是對天主教有以下批

變我們，使我們從神重生（約一13）；它把

判：

老亞當消滅，在心、靈、意、與才能上把人
1.批判天主教賣贖罪，用金錢去為先

們全部從新改造，還把聖靈帶來。這信真

人贖罪。而聖經說明人的罪是靠上帝救贖

是何等活潑有力阿。因此它不能不連續產

的恩典，人可被稱為義，不可能用錢買來

生善工」[7]。信心是上帝在人內在的工作，

上帝的稱義。

藉聖靈使人重生，藉聖靈的能力把人的

2.批判天主教神學家利用煉獄的觀
念，嚇唬平民，說縱使信了基督，只是免了
地獄的永刑，但人的罪仍使人死後受煉

心、靈、意全面改造，人內在因而有屬靈新
生命，去活出美善。
3.基督在人內在成形

獄之苦。而後利用人的恐懼使教會掠奪民

「你必須這樣把基督成形在你裏面，

財。人被上帝稱為義，罪已得赦免，靈魂已

並在祂裏面看見上帝怎樣把祂的憐憫擺

得救，不必懼怕煉獄。

在你面前，提供給你，一點不是因你自己

2.信心關注信靠(trust)上帝的應許。
。

不能產生信仰」 。信心不是一種行為，人

第一點是認為信心不只是接受福音

的改造來自人進入基督裏而明白上帝的

的歷史可靠性，「救贖的信心是關乎相信

愛，把握到自己已得救贖。
4.信仰是在上帝裏面的心境

及信靠基督出生是為了我們個人，並為我
們完成了救贖」[14]。第二點麥格夫指出信
心是一種「信靠、信任」。麥格夫認為，馬

善，蒙悅納，有價值，因為信仰投靠上帝，

丁路德的信心，「是預備個人去完全信靠

不懷疑凡所作的，都是好的。他們甚至不

上帝的應許，作出應許的上帝是具誠信與

讓信仰仍歸是一種行為，卻把它看為一種

信實性(fithfulness)」[15]。

心境，其實聖經將神聖善良行為之名惟獨
[9]

第三點麥格夫引馬丁路德所言：「信

歸於信仰」 。「我們只能說透過聖靈我

心……是靈魂與基督合一，就如新娘與新

們為天上的義作功,或本於自身的本性(良

郎合一一樣。……基督擁有的一切美好與

知)作功。我們必須認清,我相信基督然後

神聖，如今都歸屬於靈魂」[16]。麥格夫說：

在基督裏我作了真正的善功」[10]。信心使

「信心並非堅持一套抽象信條，卻是一結

人有信仰，歸入上帝，信仰是一種人與神

婚戒指，指向基督與信徒間的互相委身與

甜蜜相通的心境，由之而產生一切善行。
5.信徒是主人同時是僕人

合一。這是信徒對上帝的全人回應，而引
致基督對信徒真實而有情的呈現」[17]。

「因著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

麥格夫用信靠與信任，及用與上帝合

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因著愛，基督徒是

一去解釋信心，十分準確。在舊約聖經，

[11]

全然順服的萬人之僕，受一切管轄」 。

信心有幾個詞去表 達，正是具有信靠之

信使人 通向永恆，從現世所有 勢力中釋

意：

放，得真自由，故信使人超越一切，成為屬

1.bth [j;f'B]，以賽亞說：「當倚靠耶和

乎上帝的人，其上帝形像是萬人以上的主。

華的名、仗賴自己的上帝」(以賽亞書五十

但信徒分享上帝的愛，故也要像基督，為

章)，意思就是信靠。
2.hsh[j;v}j]，指人求幫助時，得在上帝

自由的，但因著愛，在生活中的自由卻是

保護之中，如大衛逃亡，他用詩歌說：「耶

受真理限制的。

和華我的上帝阿，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脫

對信心的神學與聖經分析

離一切追趕我的人，將我救拔出來」(詩篇
七章)投靠也是信靠之意。

神學家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指

3.qwh [h"w'q],yh l[l;j"y],及h k h[h'k'j]，

出，馬丁路 德認為創世記記錄人犯罪墮

表達盼望在上帝，以賽亞說：「但那等候耶

落，就是從信心中墮落。麥格夫說：「信心

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是和上帝的正確關係(創世記十五章)，擁

騰」(以賽亞書四十章)。等候就是一種信靠

有信心，就是活著要按上帝旨意引導去生

中的盼望。

[12]

活」 。
三點綜合解釋：
1.信心具有個人性(p e r s on a l)的參照
性，多於純歷史的參照。

4.m n[m'a]，表示上帝的各活動中，有
一種肯定與安穩，「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
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向愛
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申命記七章)。上帝的本性是信實可靠的，

９３

麥格夫對馬丁路德的faith理念，提出

)

萬人的僕人。基督徒因著信，在本質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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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惟有信仰才使其他一切行為良

基督信仰是由信心接受上帝藉基督而來救贖，而不是一套宗

[8]

教體制或道德善行系統，當人用信心接觸到上帝的恩典，人就得救

把握。所以信仰不是從行為開始，行為也

3.信心使信徒(b e l ie v e r)與基督合一
[13]

贖，從罪過的控訴中得釋放，而有自由。

對上帝的恩典觀獲得信仰，和罪得赦免的

哲學論壇

以前有什麼功德，並且你必須從這樣一種

文化中國

也是守約而施慈愛的。其信實性是由守約
[18]

上見，故人可信靠他 。

德生，德雷莎修女等等，不能盡舉。
描述這信心呈現的現象，不是行為，
即不是表層從環境、情緒、與心理上的宗

pisteuein/pistos，是指相信上帝的應許，在

教儀式或道德善行，亦不是人意識有意向

耶穌基督身上實現，耶穌是神的兒子(路加

的思維，卻是人藉道成肉身的基督，潔淨

一章；二十四章，馬可一章，十二章，馬太

人內在的罪過，得體會上帝的臨在，其淵

十二章，徒九章；加拉太一章，四章)，相信

深無盡，莊嚴崇高，博厚玄秘，又是光榮慈

基督的神跡大能(馬太八章，馬大九章，馬

悲，深厚親情，無盡美善，當有限遇到無

可五章，馬可五章，路加十八章)，在保羅書

限，即了悟儀式與善行的渺少，人任何有

信中，因相信基督的救贖，而得被稱為義

限行為無法企及上帝，此時人只能以信心

(羅馬一章，三章，四章，腓立比三章)，及與

回應，即本體存在的完全開放，開放不是

基督合一(哥林多前書一章)，與基督復和

行為，而是對自我的放下，以有限者向無限

(羅馬五章；哥林多後書五章)。

者打開，完全倒空自己。

信心是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
放

今將儒學與基督教，放在這中國哲學框架來思考，使基督教可

進入中國話語體系內，用中國話語來表達其所信的真理，建立中國神

９４

學。正如早期使徒時代之後，教父們用希臘羅馬話語來表達所信真

理，建立了西方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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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繼承舊約的意思，信心的希臘文

信心是人本體存在的開放，向上帝(無
限而終極的本體存在)完全開放，英文如下
Faith is the Openness of Being to God，

從神學與聖經研究中，信心確是基

有限的自我完全倒空，徹底委身奉獻，無

督教的核心理念，有多面向和多層次的用

限的終極本體存在即貫注入個人生命，感

法，但此中若要統合各意義，將之放在中

通共融，人以信心經歷上帝，完全信靠，因

國文化處境思考，須全面地將之作一哲學

而進入一種與上帝和諧的關係，而成基督

的描述，而與中國哲學的處境建立共同的

徒生命。

思考框架，而得產生對話及瞭解。

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在哲學上這須從人作為一本體存在
(B ei ng)的思維開始，信心的起現，在人的

根據我們在前面的探討，建立一個中

本體存在上是一真實的現象，這現象若能

國哲學框架，起點在「生活世界」，生活世

改變人一生的方向，使人一生有所委身與

界是一個「他者共在的世界」，此中的「他

奉獻，影響人生命內涵和做人的品格，我

者」，包括他人與自然萬物，及其在歷史時

稱之為本體存在的現象。在方法上我們先

空中的進展，在這「共存」的世界中，要使

排除表層的解釋，如視為人受環境影響的

個人與他者調配恰當，基本的關注在人與

情緒反應，或心理作用產生的一時感受。

他者「之間」的處境，其探索的重點是人與

當人經歷憑信心與上帝相遇時，是人本體

他者的「關係」(relationship)，其基本價值

存在的震憾體驗，這體驗使人進入上帝本

觀是「和諧」。這哲學框架是按中國哲學

體存在的救贖大愛中，而由表層的宗教活

的精神而建立的。

動和感受(環境、情緒與心理的)，轉化為

今將儒學與基督教，放在這中國哲學

深層本體存在的經歷。這就是馬丁路德的

框架來思考，使基督教可進入中國話語體

經歷，這生命內在經歷上帝救恩的震憾，

系內，用中國話語來表達其所信的真理，

成為宗教改革的動力，改變了歐洲的歷

建立中國神學。正如早期使徒時代之後，

史。

教父們用希臘羅馬話語來表達所信真理，
基督教歷代也有不少人因這種經歷

建立了西方神學。

而帶來更新動力，如保羅，奧古斯丁，聖方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

濟各，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巴斯卡，戴

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

實，儒家認為這是人的共同本性，是人類

用這框架的話語來表達，基督教的核

共同的普世價值。

心，是人在「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遇見

基督教可以同意儒學對人性價值的肯

了創造宇宙的上帝，上帝道成肉身在他者

定，因上帝創造萬人萬物(他者共在的世

共在世界中出生，基督以一個具體的人出

界)，上帝也照自己形像創造人 [19]，人內在

現在歷史，以神跡大能顯示其根源來自超

的上帝形象，是人的原善，可與儒家所講

越的上帝，並且通過死而復活，除去人的

的仁或良知相通。其後始祖犯罪而有原

罪，完成救贖。人以信心的開放性接受上

罪，但上帝對挪亞及其兒子說：「凡流人血

帝救贖，建立和上帝的關係。

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

上帝呈現為慈愛而有性情的終極本
體存在，主動啟示而與人建立感通及和

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九章)，這顯
示人在原罪狀態下仍有上帝的形像。
所謂上帝的形像，是指人內在有永恆

去服侍他人及眾生，達至人與人，人與萬

的靈性，與上帝相似。上帝是聖潔的，人內

物，人與宇宙的和諧。人將上帝的美善行在

在的上帝形像有美善本質，故人有良知，人

「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就是天國降臨

的內心也有道德責任的功能。此外人有理

在地上的行動。

性，可以管理天地萬物。正因人有上帝形

前面曾論述儒學孔孟的思維，從生活
世界開始，在實踐上發現宇宙人生有兩重
真實：
1.人 是活 在「他 者 共 在」的 世界，
「仁」的理念，就是指人與人相敬相親的
精神，這是和諧的基礎。

)

好的關係。人由信心信靠上帝，成為僕人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下(

最適當的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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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自發呈現的現象，是人體驗的共同事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

態，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可以有

伸，及對宇宙變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態，使人

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然的流現，這是心靈中

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

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

像，故人是有尊嚴的。

原罪是否與儒家講仁心衝突
呢？
原罪是指人在本質上與上帝關係破

2.有心靈去觀察、瞭解、感受他者。沒

態。「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

有人的心靈，他者世界就不會被覺知。孔

裏與他為敵」(可羅西書一章)。惡行是由

子發覺，這人的心靈有一種品質，稱這心

隔絕而來的。因這隔絕的狀態，人性的美

靈品質為「仁」，孟子有時稱為「良知」。仁

善性被虧損，「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９５

裂，並不是一種惡性，卻是一種隔絕的狀

文化中國

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三章)。奧古斯丁

丁路德的基本不同。

(Augustine)定義罪是「完美所虧損」。
被虧損所美善性停在潛能狀態，而不
能完全實現，一旦實現時會產生扭曲，如

用這哲學框架描述人本體存在的心
靈，儒家與基督教展示了三個真實的呈
現：

人本性中有無限的愛，以這愛去愛上帝，

1.仁心在他者共在關係中，呈現為人

即是人性的實現與成全，但因與上帝隔

與人的親愛與尊敬。達至人與人，人與萬

絕，一旦實現時就被扭曲成愛名利權勢，

物的感通。

上帝是聖潔的，人內在的上帝形像有美善本質，故人有良知，

９６

人的內心也有道德責任的功能。此外人有理性，可以管理天地萬

物。正因人有上帝形像，故人是有尊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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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名利權勢為上帝，即創造了偶像，「將不

2.仁心或良知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發呈

能朽壞之上帝的榮耀、變為偶像」(羅馬書

現，是人本體存在的本性，且與天的本體

一章)。

是合一的。這是人內在感通本體的呈現。

在聖經，「罪」之希伯來文是ch at a，

3.信心是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放，

是指「不中目標」，希臘文hamartia有同樣

因人發現善性的虧損，偏離，陷溺，是一種

意思，在希臘文學中，是指英雄犯了悲劇

罪的隔絕狀態。當人仁心呈現善，要求在

性的錯誤。古代以色列的軍隊，有些士兵

生活上全面常恆實現時，發現因罪的隔絕

都擅長投石，而且可以「毫髮不差」地擊中

而不能常恆實現出善。人心向終極美善開

目標。在聖經裏，「毫髮不差」這個詞可以

放尋求，而體會上帝的啟示及救贖臨在，

直譯為「沒有犯罪」 [20]。不中目標即偏離

在人神相遇的感動中，倒空自我，而完全

了正確道路，也偏離了上帝，這意思用中國

開放。這是信心的呈現，人即可經歷神人

文化方式表達，可指「不中不正」，「偏離

感通，而罪的隔絕突破，罪咎得潔淨。

正道」。故罪不是指一種惡性，而是虧損與

仁與信，可被描述為人性中的不同呈

偏離的原本美善的狀態。人性在罪的狀態

現，而有儒家及基督信仰的核心體悟，並

不等同性惡論，邏輯上與人性中的仁心及

不是衝突的。仁心在人心靈在人與人關係

良知並不衝突。

中呈現親愛尊敬，其自身流現為惻穩與仁

孟子正面肯定人心性的本體是善，是
仁心與良知，但亦正視人性實現時不能達

愛的心，是人本體存在的顯示，而成一種
儒家的境界。

至應有的善，提出「陷溺其心」的理念，孟

當人體會罪的隔絕，是真實地造成善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

實現時的虧損扭曲時，以開放心靈渴求終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極美善時，是本體存在中起現信心，當遇

[21]

也」 。為何富足時年青 子弟多 懶 惰依

到上帝的啟示與救贖來臨，在與聖靈交流

賴，災荒時年青子弟多橫暴呢？是人在現

的體驗中，全面倒空與開放，信靠上帝，是

實利害中，心陷溺纏繞於處境中，不能發

人本體存在中信心的呈現，經歷感通上帝

揮其本體善作用。這與「虧損」與「偏離」

的境界。

是同樣描述人性的不正常狀態，不過沒有
基督教講得那麼嚴重。

從儒家境界，不排除有位格的天(上
帝)存在，也不排除罪的真實現象，與用

正是基督教強調罪的嚴重性，認為人

信心接受及經歷上帝的體會。從基督教

不能憑自己完全實現善，故以「信心」作為

境界，也不排除仁心或良知是人性真實呈

突破罪的出路。信心不是善的湧現，而是

現，是上帝創造人的靈性及其中所上帝形

心靈的自我倒空，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

象。仁心呈現境界與因信稱義的得救境

放，上帝作為終極美善與人會面，藉基督

界，可以並存，且互相進入去體會對方所

救贖而湧入人心靈，神人感通共融。這亦

描述的真實性。

是基督教與儒學的分水嶺，也是孔子與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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