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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以色列人慶祝第一個逾越節時，就以一問一

答的方式來建立他們的信仰。摩西說，你們的兒女

今後要問說：「行這禮是什麼意思？」你們要回答

說：「這是獻給耶和華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

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

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

我們各家」。（出12：26-

27）關於出埃及的問與

答，始終是舊約以色列信

仰的核心內容。

當耶穌出來傳道時，

他也採用一問一答的方

式，要門徒們向他宣認信

仰。他第一次揭示自己彌

賽亞的身份，是在往凱撒

利亞腓立比村莊去的路

上。他問門徒說：「你們

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因為彼得

的回答，耶穌稱他是「有

福的」，他出於信心的回

答是由天上的父指示的。

（太16：15-17）

恰當地提出問題，恰

當地回答問題，這是上帝的聖言在人裏面留下的

痕跡。人們常說，問題問對了，答案就找到一半了。

中國文化裏面，知識就是「學問」。學問，就是有學

有問。學習與提問，相輔相成。學問的開始，就是

學會提問。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聖靈裏認識耶穌基督

和派遣他的父。這種認識，是一種生命的交融，也

信仰的學「問」
──在中國文化處境內重拾「要理問答」的傳統

■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學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使徒信經」宣示他的信

仰，「十誡」引領他的生活，「主禱文」教導他如何

渴望。幾千年的教會傳統，一直在用這些經典文

本使人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實踐整體的信仰。它

們篇幅都很短小，但意義

卻非常深遠。它們如同聖

靈饋贈給教會的珍珠，

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用不

同的語言與文化去擦亮

它們。帶著這樣的想法，

我們採用教會悠久的「要

理問答」的形式，從2018

年開始分別推出《使徒信

經要理問答》、《十誡要

理問答》和《主禱文要理

問答》這三本書，對這些

經典文本中蘊含的信仰

道理進行系統、深入的闡

述。那麼，我們為何要採

用要理問答的形式？要理

問答對於基督教神學的

建立與發展有何意義？在

新教傳統之內，要理問答

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用

中國語言文化來寫作的要理問答，對於基督教中

國化具有怎樣的特別意義？

一、學「問」信仰

聖經見證的上帝，是與人交談的上帝；扎根於

聖經的信仰，需要在一問一答中建立起來的。

在以色列人經歷了逾越救恩的神跡後，摩西

摘  要：以問答的形式建立對信仰的解釋，是教

會悠久的傳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開展神學思想

建設，要理問答也可以是一個好的形式。它既使中

國基督教神學思想與普世教會相一致，又可將中

國思想文化傳統融入基督信仰的闡釋之中。本文

考察了要理問答在教會中的歷史根基，指出要理

問答應該作為「聖經的迴響」，在中國基督教神學

身份的塑造中扮演積極作用。聖經、教會傳統和

文化智慧應該作爲中國基督教要理問答編寫的三

個基本原則，雖然它們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對基

督教傳統的根基性文本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十

誡和禮儀進行要理問答式的講解，將使中國基督

教神學的架構明朗起來，並可由此而建立相應的

基督教學術體系，即基督教教理學、心性學、倫理

學和禮儀學。

關鍵詞：要理問答，使徒信經，主禱文，十誡，基

督教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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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確定不移的認知。這種信仰，使人進入三一

上帝的愛的擁抱之中，也使人獲得對三一上帝的明

明白白的認識。從初代教會開始，為表明基督信仰

是一種「明明白白的」信仰，在洗禮時，就要信徒

回答三個基本的要理問題：「你信一個全能的上帝

父嗎？」「你信唯一的子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和救

主嗎？」「你信賦予一切生命的主聖靈嗎？」在人對

這些問題做出肯定的答覆，宣認這些信仰後，牧師

才給他們施以洗禮。

在使徒時期，教會開始廣泛地在地中海世界

傳播，各個地方教會在洗禮時要信徒回答的問題

多少不一，有的是三個，有的是五個；有的比較

長，有的比較短。但是，就是在洗禮時進行要理問

答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提煉這些問題與回答，逐

漸地將基督徒應該相信的內容都融入這些問答之

中。事實上，這些內容逐漸地彙聚在一起，就形成

教會普遍認可的「使徒信經」。[1]換句話說，使徒

信經以問答的形式提出來，就是洗禮時牧師與信

徒之間的問與答；而洗禮時的一問一答用陳述句

的方式整理出來，就是使徒信經。也正是從這裏開

始，基督徒通過對使徒信經的要理問答研讀，走上

自己的學「問」之路。

二、要理問答是教會的古老傳統

要理問答是早期教會建立、傳遞和培育信仰

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不斷往兩個方面延伸，一是

提問不斷地細化，三一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架

構，但它們的內涵極其豐富，可以不斷地再提出問

題，例如，道成肉身是什麼意思？耶穌基督內的神

性與人性是什麼關係？如此等等。二是要理問答的

形式，不僅覆蓋信仰的基本要道，而且關於倫理生

活、祈禱、禮儀和聖事等，都可以在一問一答中確

立基本原則，形成早期教會的教理教義。一些處於

文化中心的著名教會，其中著名的如亞歷山大里

亞、安提阿等，開始建立學校，專門研究這些問

題，事實上它們就是基督教學院的前身。這些「要

理問答學校」，成為孕育基督教神學家的重要機

構，如克萊芒、奧利金、安提阿的西奧多、金口約

翰等都來自於這樣的學校。[2]

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傳播，開始建立起系統

的神學及教化體系。在進行信仰培育和神學建設

時，要理問答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中古

歐洲的大學，就是從教會的要理學校中發展起來

的。大學裏傳授和生產知識的一個主要方式，也就

是被稱為「辯證法」的教學法，即來自於教會的要

理問答傳統。人們針對某個議題先提出一個問題，

從正面做一個回答，分析支持的意見，再從反面考

察反對的意見，在對正反雙方的意見進行比較之

後，得出一個綜合的回答。這種以對話問答方式

進行真理考察的方式，就被稱為辯證法。這種方

式被神學家們廣泛地使用，其集大成者如托馬斯‧

阿奎那寫作的《神學大全》等。這些在哲學與神學

史皆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顯示出要理問答這種

思想推演方式對於神學思想建設的顯著意義。

三、要理問答對新教改革的推動

宗教改革時期，路德及新教各宗派將要理問

答在信仰傳播、培育方面的功用發揮到了極致。路

德於1517年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拉開了宗教改

革的大幕。經過近10多年的曲折和複雜經歷後，

他認識到要使更多的人認識上帝的救恩，理解新

教運動的基本精神，有必要以通俗、簡明的方式，

來闡述基督如何實現上帝的救恩，人如何在信心

中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如何實踐福音的生活

道路等問題。於是，在1529年，他以問答體的形

式，針對普通信徒寫作了《小要理問答》，針對教

牧人員寫作了《大要理問答》。[3]

在形式上，路德的《小要理問答》和《大要理

問答》適合背誦和講解，容易閱讀，詞語簡潔，筆

調輕快。路德沒有採用當時的學術語言即拉丁語，

而是採用普通民眾的語言即德語來寫作，這樣使

得人民可以直接閱讀它們。拿著這兩本大小要理

問答，人們既可以在家庭裏講授，也可以在教會裏

面宣講；既可以在領受洗禮或堅振禮前學習，也

可以給成熟的信徒講解，以不斷地加深他們的信

仰。

這兩本大小要理問答，看上去似乎簡單。但實

際上，這兩部要理問答卻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反

映出路德對於信仰的深刻理解。這兩本書的基本

結構，遵循著這樣的順序：十誡、使徒信經、主禱

文以及聖禮。這樣的編排順序深刻地反映出路德

「因信稱義」的基本神學：十誡是上帝的律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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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出人的罪；信經是人對於三一上帝的信仰，人在

信心中接受上帝赦免的恩典，進入與三一上帝的

聯合之中；主禱文是人與上帝的交談，在祈禱中人

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向上帝表示感恩，接受上

帝對罪的赦免；最後的聖禮，則是以公共的方式，

在教會內領受上帝的恩典，洗禮與聖餐是上帝施

予恩典的工具、標記和途徑。《小大要理問答》對

於新教尤其是信義宗的成功開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直至今天，信義宗仍然以之作為初信栽培和

信仰培育的基本材料，決定著信義宗神學的基本

樣貌。

改革宗興起之後，也以要理問答的形式推出

他們的神學手冊。1563年，改革宗在腓特烈三世選

侯的支持下，由海德堡神學教授執筆，撰寫改革

宗的要理問答。其目的是為牧師和教師提供教理

教義方面的指導，同時也使年輕人完整、清晰地掌

握信仰真理的綱領。這就是《海德堡要理問答》。
[4]它共有129個問題，可分成52個部分，一年內可以

講完。它的問答十分簡潔明瞭，生動清晰。例如，

它一開始就以兩個綜述性問題，點出信仰對人生

基本問題的回答：「你無論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

是什麼？」和「你無論是生是死，要享有這種安

慰，有多少事情必須知道呢？」強烈地吸引人們深

入地去探尋信仰的意義。

在基本結構上，《海德堡要理問答》追隨《羅

馬書》的精神，體現出改革宗的深刻神學見解。整

個要理問答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罪與苦的現實人

生；二是在基督裏的救贖；三是在得救後向上帝感

恩的生活，用三個主題來概括就是：罪惡、恩典與

感恩。同樣，《海德堡要理問答》集中對基督教傳

統的四個最重要文本進行問答式講解，即使徒信

經、聖禮、十誡與主禱文。全書大量地引用聖經經

文，既強調教理教義上面的精確，又強調人們要在

身心言行上真切地體驗信仰。由於它直接針對基

本的信仰問題進行問答，在語言上親切直白，在情

感上真摯動人，在思想上清晰明確，所以，人們在

歷史上稱之為「安慰之書」。

1648年，在英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堅持加

爾文主義的長老會與清教徒們又正式通過了《威

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

答》。它們延續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傳統，大要理問

答用於教會的公開講授，小要理問題則用於家庭

的信仰教育；前者是為比較成熟的基督徒預備的，

注重基督徒生活的公共性和群體性，對教會的論

述非常豐富，而後者則主要教導初信者明白基本

的教理教義，注重個人的層面。它們採取問答的方

式，語言流暢清晰，但在表述教理時用詞又非常審

慎嚴謹。它們堅持新教的基本精神，以「純正的教

義、敬虔的生活」為兩大支柱，也同樣是對經典的

基督教文本如使徒信經、十誡、聖禮和主禱文進

行詳細的解釋，雖然在順序上有一些差異。其中的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尤其受人歡迎，很多

人對它進行註釋或詳解，對改革宗的推廣發揮了

重要作用。[5]

時至今日，上述這些要理問答仍然沒有過時，

是大多數新教派別在確定教理教義、進行信仰培

育的根基性文本。並且，隨著時代和文化的變遷，

人們圍繞著這些歷史上著名的要理問答，不斷推

出改編的、簡化的或修訂的要理問答新版本。甚

至，一些古老的教派如東正教、羅馬天主教亦深

受此影響，更使要理問答成為世界範圍內基督教

神學教育的一個普遍現象。[6]

四、要理問答應是聖經的迴響

人們可能會問，在當今時代，要理問答這種

方式還有什麼意義呢？尤其是，《聖經》已經包含

了上帝完全的啟示，一切的信仰真理都在《聖經》

裏面，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編寫和閱讀要理問答

呢？

如果說聖經是上帝話語的迴響，那麼，要理

問答就應該是聖經的迴響。要理問答所解釋的文

本，或者直接來自於聖經，如主禱文、十誡；或者

包含在聖經之中，如使徒信經。在回答提問時，一

部好的要理問答又必須廣泛地引用聖經，以反映

聖經針對這些問題確定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

對使徒信經進行要理問答，是從基本信仰的角度

反映出聖經的全貌；對十誡進行要理問答，是從

生活的角度反映聖經的整體看法；對主禱文進行

要理問答，則是從祈禱的角度反映聖經中的神人

對話。所以，我們在編寫《使徒信經要理問答》、

《主禱文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時，既強

調這些文本本身來自於聖經，又在回答時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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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援引聖經經文，儘可能地提高以經文解答問題

的針對性和準確性。

要理問答採用的是一問一答的方式，它的問

題非常簡短，指向的都是信仰中的那些核心問題。

一個問題提得好、提得準確、提到要害上，本身就

反映出它對信仰理解的深刻和準確。同樣，要理問

答的形式也要求回答不能太長，必須簡短而有力，

內涵又必須豐富深遠。所以，一部要理問答常分成

一、二百個問答，篇幅比較短小。但是，這些問題如

同一連串珍珠，要把基督信仰的整體呈現起來。

或者說，一部好的要理問答應如一部微型的系統

神學，它決不能試圖取代聖經的地位，而是要成為

打開聖經這部上帝默示之書的鑰匙。這樣，人們在

學習完一部要理問答之後，就能獲得一個基督信

仰的整體感。以這種整體感去閱讀聖經，他就能

在經文的細部發現宏大的救恩計劃，在舊約與新

約之間形成穿越式的交互理解。聖經經文也就能

變得豐富而雋永。

同時，聖經信仰又是活在悠久的教會傳統裏

的。因此，要理問答的編寫必須扎根於深厚的大公

教會和新教改革的傳統之內。如前所述，歷代教

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言文化處境中編寫了

多種形式的要理問答。基督信仰的意義不在於創

新信仰，而在於接續古老的教會傳統，使我們能在

先知和使徒們栽植的「古根」之上發出「新命」。我

們這一次編寫的《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主禱文

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就廣泛地徵引各家

各派的信仰問答，[7]以此表明中國基督教邁向聯

合、博採眾長的特徵。

五、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問答

要理問題的編寫要做到三個因素的結合：聖

經、教會傳統和文化智慧。聖經是上帝之道，但上

帝之道必須在具體的時空成為「肉身」。二千多年

的教會傳統，就是道進入人類歷史和文化之中而

攝取的肉身。在此之外，即使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傳

統，因為它們同樣出於上帝的創造，帶著上帝慈愛

與智慧的印記，是上帝之道在人類活動中留下的

一線光芒。因此，在編寫要理問答時，尤其需要注

意它所處的語言文化背景，從中吸收靈感與智慧。

對我們來說，歷史悠久而意蘊豐富的中國文化，尤

其是基督教要理問答要認真對待和尊重的對話夥

伴。

新教改革時，路德編寫《大小要理問答》時，

特別地避免用當時歐洲的學術語言拉丁語，而採

用了普通民眾的流行口語德語，就是他在當時情

況下對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文化表示尊重。在路德

那個時代，德意志地區的語言尚未成型，更談不了

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他在要理問答中所能吸收

的文化資源十分有限。在這個意義上，以浸潤在深

厚中華智慧中的漢語來編寫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

問答，使我們能領受比路德和他那個時代的人更

大的祝福。儘可能地吸收中國文化的養料，這是我

們編寫這一系列的要理問答時堅持的重要原則。

例如，在《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中解釋聖經對人

的靈性塑造時，我們用宋明理學的詞語「變化氣

質」；在解釋教會的社會維度時，我們用中國傳統

的「天下一體，四海一家」的概念。在《主禱文要

理問答》中，我們用「生命養成」來闡釋基督徒的

靈修，用「三願四求」來總括七句主禱文。在《十誡

要理問答》中，我們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闡

述十誡倫理的普遍化原則。我們採用這些詞語，經

過了反復的斟酌。這些沉澱著中華文明智慧的詞

語，能使漢語讀者更加通透地被福音的精神所感

染，使所信的成為我們所知的，使所知的成為我們

所行的。

正如這一系列叢書的序言所強調的，我們採

用要理問答的形式，對基督教信仰中的經典文本

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誡進行解釋，每一部分

都對應著一個中國傳統學問的分支。使徒信經是

基督徒信仰的綱目，雖然只有十二句信條，但其整

體結構及每個用詞都包含了深遠的內涵。對它進

行要理式的講解，能夠建立起基督教教理學的主

體。主禱文是我們心靈在與三一上帝對話中的團

契共融，是基督徒的心性養成。雖然它只有七句，

但卻涵蓋了人遵照上帝的意願、理順生活的秩序、

培育內在的道德生命等內容。借助於對主禱文的

要理講解，可以建立基督教心性學的框架。十誡則

是基督徒在聖靈裏面的生活道路。它只有十條，但

卻包含著人對上帝的敬拜、生命的內在德性、社會

生活的根本遵循等重要內容。通過對十誡的要理

闡釋，也能建立基督教倫理學的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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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與其說這三本要理問答是基督教信仰

生活的三個組成部分，不如說它們是從三個不同

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基督信仰。使徒信經宣告我們

所信的，主禱文表達我們內心對上帝的渴望，十誡

則申明我們所應生活的。但它們其實又是同一件

事，因為我們所相信的，要轉化為我們所渴望的；

而我們所渴望的，就是我們要在生活中遵照而行

動的。

以要理問答的方式對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

誡進行學習，不僅是對這些基督教信仰文本的研

讀，更是以簡潔的方式建立基督教的信仰框架，

使人獲得基督教信仰的整體感。這些要理式的講

解，使人能像工程師一樣，瞭解整個信仰的內部

結構，也使人能像演奏家一樣，熟悉自己將要用自

己的生活去演奏的信心旋律。在面對其他宗教或

世俗價值潮流時，它們使讀者能以清晰、準確而完

整的方式闡述基督教的價值觀，發出基督教對於

事物的主張和看法。期望這些要理問答能有助於

人們站定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之上，接續著使徒傳

統，在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中發出「聖經的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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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laborate the faith system in the 
way of catechism is a long-practiced Christian tradition. 
Catechism would be of great help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theology in the indigenous context. Chinese 
catechism would not only put the Chinese theology in 
union with the ecumenical church, but also integrat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discours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atechism in the Chu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ese catechism, as “an echo of 
the Scripture”, would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forming 
the intellectual identity of Chinese theology. The 
Holy Scripture, of ecumenical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ould be the three bases for the Chinese 
catechism, though with a varied importance among 
them. Writing different catechisms on the foundational 
texts of Christian faith, for example, the Apostles’ 
Creed, the Lord’s Prayer,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Christian Liturgy, would set up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and help foster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system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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