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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的「彩虹神學」
■ 明曉旭
黑龍江大學

「本體論」的研究本是西方哲學史上一以貫

督教在華的第一次傳播，迄今為止基督教已經擁

之、長盛不衰的命題之一。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對

有了兩千多年的在華傳教史。可以說，從基督教第

「本體論」內涵的論述鱗次櫛比、層出不窮，在型

一次傳入中國時起，即需

塑 西方 哲學 每 一 個時 代

直面傳教 策略的抉擇問

的 樣 貌 與 模 式 方面 都居

題。如若將利瑪竇的文化

摘 要：自傳入中國以來，基督教一直面對著或隱

功至偉。但在中西方文化

親和模式、李提摩太的共

或顯的中國化問題，「禮儀之爭」等一系列歷史事

譯介過程中，因語言能力

擔命運 模式和戴德生的

件都是這一問題的具體體現，基督教中國化到底

不對稱和種種歷史原因，

草 根關懷模式視 為一定

應該選擇何種具體進路無疑是當代宗教研究者無

西方哲學中的ontology一

程度的成功的話，道明會

可迴避的問題。對此，梁燕城提出了以本體詮釋

詞被翻譯成漢語的「本體

（多明我會）引發了「禮

學為前提，以易經哲學為方法論，闡釋「基督教信

論」。成中英先生就此曾

儀之爭」的固執一端模式

仰真理和價值」的「彩虹神學」之答案。這種「中

專門撰文論述，直言此乃

則失敗的相當慘烈。隨著

華神學」以「感通」為主要原理和依據，融會貫通

誤讀。如若從中國哲學的

近現代以來 基督教在中

了易經中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架構以解釋基督教

角度闡述之「本體」內涵

國幾次斷崖式跳躍發展，

父、子、靈的三位一體，闡明基督教的核心宗教觀

出發，英語實則應該翻譯

基 督教面對的問題從傳

念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也是以生活世界中的「和

為「the Great Ultimate」。

教 策略擴大化 為或隱或

諧」為最終願景，為應對後現代的挑戰，為中國哲

他認為學界用「本體論」

顯的中國化（本土化）問

學的重構以及宗教道德實踐提供借鑒和支持。

一詞翻譯ontology，進而用

題。如何使基督教適應一

關鍵詞：基督教中國化；彩虹神學；關係本體；易

「本體」一詞削足適履套

個有著深厚儒學傳統、兼

經哲學

用於中國哲學，若按照海

容了佛道乃至馬克思主義

德格爾、伽達默爾進路的

思想且信徒眾多的文化傳

本體的涵義進行考量，則

統，用創造性的轉化使得信仰的道德實踐順應現

中國根本無哲學可言，而中國哲學長期無法得到

代中國的境況與情勢，已經成為宗教研究者無法

西方學界認同，與此不無關係。成中英據此回應了

迴避的任務。從基督教本位或者中國文化本位的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論，提出「本體詮釋學」（on-

立場出發，諸多學者紛紛對此問題提出了各自的解

to-hermeneutics）的概念，用朱熹哲學的天理觀和

答。梁燕城作為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學者，亦提

格致理論，指出中國哲學有關方法學的思維，重點

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本體與方法並不二分，由天理本體衍生出格物

一、「關係本體」取代「實體」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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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將唐朝貞觀年間，景教傳入中土視為基

致知的方法，方法同時亦揭發本體。
梁燕城承襲了成中英的理論預設，認為儒家
思想中，孔子提出的「仁」即為本體詮釋學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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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證。孔子的思想體系以恢復周禮的政治秩序

那樣，西方社會的「每個人都自動覺得自己與全人

為標的，因求而不得之現實，漸漸轉向對養成「君

類整體關聯，但同等的地卻是孤獨和迷失。」[2]因

子」這一理想人格的自省修養功夫進行哲學視域下

為現代科技的種種手段，人們感覺到自己無時無

的思索。「君子」德行之崇高體現為「仁」，孔子對

刻不被遙遠的事情所捕獲，無時無刻不處在與其

「仁」之定義和內涵的解釋一直因處境不同而處

他人的聯結之中，然而個人的情緒乃至命運，卻又

於變動不居之中，未曾有一個清晰而明確的表達。

非人性的力量所主宰，人們不是面對面而立，是各

換言之，孔子認為「仁」的崇高不是體現在理論上

自站著。對此，列維納斯認為，解決方案應當是亞

如何界定，而在於在具體的生活中如何通過自省與

伯拉罕式的、對他者的永遠付出和開放，與他者分

修養的工夫，使 其成 為一 個生活 的 事實。因此

享和共飲。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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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價值的方法。「仁」亦為「近取譬」的一個方

值在於打破了歐洲哲學的自我中心主義，然而此一

法，它不是一個遙遠空洞的概念或者理論，而是要

「他者」的內涵是與「自我」完全對立的外在，這種

求將這「仁」體現於身邊事物中。在現實生活與他

界定使得列氏的解讀勢必陷於西方哲學形而上學
二元對立的固有窠臼之中。針對這種情況，梁燕城

「仁」，還要進一步幫助他人完成其價值。這是

認為，關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思想家馬丁·布伯

「仁」的本體描述，也是「仁」的方法描述。梁燕城

（Martin Buber）又為列氏理論的內在張力提供了

認為中國哲學的思維中，本體和方法並非二分的，

完美的解決方案。布伯於本體論角度提出了「性情

是由本體衍生出方法，再由方法去解釋本體，詮釋

際」（inter-personal）範疇。值得注意的是，梁燕城

人的互動中，「君子」不但要通過行為實現自身的

本體。 生活世界在存在次序上先於理論，中國哲

在這裏對學界將形容上帝的p e r s o n a l翻譯為「位

學素來因「生活」為起點而著稱。在中國哲學思想

格」不予認同。經過詞源學和翻譯學角度的分析，

史上，孔子從開端便奠定了這一思想理路的模式

他認為，希臘語的「位格」一詞在中文中對應的內

和基礎。而西方思想史經歷了形而上學的蓬勃發

涵實則難以界定，翻譯為「人格神」更是對基督教

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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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認為，列維納斯「他者」觀點的積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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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既是人性的本體，又是一種自動自發地實現

展與衰落後，無論是宗教神學還是哲學亦開始出

中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本質解讀上的一種

現向「生活世界」（胡塞爾語）回歸的轉向，指出大

削弱。而中國思想中的「性情」一詞古已有之，從語

家都要分擔部分他人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言習慣上亦可用於形容「天」、「道」等本體，[3]故

具有為了共同體（community）的存在而相互依存

將personal翻譯為「性情」不失為融會貫通中西方

的實質。

哲學的一種有益嘗試，梁燕城在闡發自身思想的

[1]

梁燕城認為，自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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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不遺餘力的堅持了這一點。

始，至康德將內在的道德律視為外物反映於心的

綜上可知，西方思想體系在不斷的自我對立

衡量標準，到20世紀胡塞爾提出「超越自我」的命

之下，已經不得不面對生活世界中「他者」的存在

題，西方哲學一直在「自我」（ego）的命題限域內

並回答與「他者」關係究竟如何的問題。布伯在肯

耕耘不輟。現代以來，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存在主義

定人生而有之的「性情」基礎之上，提出應當進一

興起，視他人為虛無乃至地獄；結構主義倡導結構

步用崇高的真情去尋索與宇宙真實的終極性情相

的普遍性，因旗幟鮮明的反對主體性而與存在主

遇。他認為這一終極性情即上帝，也是終極的「他

義截然對立；解構主義則否定結構的普遍性，乃至

者」，因為此一「他者」具有主動與人溝通的特質，

後現代主義興起倡導各種話語言說並行不悖。無

而人也可因與之對話而創造歷史。布伯口中的「世

形之中，西方哲學通過自我批判的方式最終導致了

界」，意指一切所有「他者」，這是其哲學的起點。

「自我」為中心而探討人生的理論進路之死亡，個

人對「他者」世界的呈現給予了兩種回應。第一，

體本位發展的極致更是使整個社會逐漸進入了一

「我─它」關係；第二，「我─祢」關係。二者之中，

種虛無主義狀態。正如法國哲學列維納斯所指的

「它」意指無生命的存在，「祢」才是具有完整性、

『淵』、『無名』、『道』等理念去架構聖經；另一

只有在「我─祢」之中才存在「性情際」的關係。這

面是從莊子的『遊』理念，去展示上帝啟示，是造

與中國古代經典中描述的龐大世界不謀而合，儒

物者與人遊，上帝與人道途中相遇的歷程」[5]聖經

家傳統奉為經典的四書五經中的世界，關注的重

開篇云：「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

點即為個人如何與「他者」調配得當，由此引申出

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

的哲學反思，重點在於人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

就有了光。」（《聖經·創世紀1:1-3》）梁燕城指出，

否和諧，「關係」成為本體由此獲得了巨大的可能

由於抄本的不同，「起初」從上帝「創造之時」變成

性。

了時間「未有開始之時」，這意味著此時無任何存
[4]

在。這樣，上帝從無中創造出萬有的含義便產生

後世學者對「道」的涵義爭論不休，但毋庸置疑

了，這與老子的「有生於無」之觀點完全相符。「空

「道路」自始至終均為「道」字題中應有之意，且老

虛」在希伯來原文中本意為不具形態，與這一內核

子言道並不離開關照者的心靈。這一角度的意義

聯結使用的詞意，常有虛假、虛妄之意，七十士譯

在於，關照者是參悟天地之主體，主體必有性情，

本解釋為「不可見與未成形」，指未有秩序前之

性情不是從道德自覺上具備的惻隱之心，而是嬰

「虛有」，與老子所描述的「無名」狀態十分相近，

兒式的本真。縱然本真，卻是性情無疑。由是觀

未有「名」意即未有意義和秩序，待上帝言說後意

之，老子的性情為「無情之情」。莊子則明言「夫

義和秩序才得以確定。上帝退出其全知全能全善

道，有情有信，無 為無 形」（《大 宗師》），更 用

之狀態，僅部分顯現他的權能，即「退隱」進而引

「情」去描述「真宰」。在莊子這裏，「真宰」意指

起「無」 [6]。上帝退隱出其全面之呈現而創造出的

萬有之主宰，與「道」密切相關。總體視之，道家哲

「無」不能以任何言語和意義去描述，因而是「無

學中的終極本體是有性情的，只是隱藏於看似無

名」的。淵面黑暗則是天地之始，上帝借著聖言命

情的表像之下而已。無獨有偶，海德格爾在為其代

立即立，因此是以「有名」創造了天地。作為老子

表作命名時取名《林中路》，或許對於海德格爾來

哲學根基的「道」以無法用語言和定義來描述為

說，真 理作 為一種 存 在 的開顯，就像老 子 講 的

特徵，是超越時空與形態的，在恍兮惚兮中產生

「道」，「道路」的內涵即存在著自顯的過程。於海

萬物，表現出一種神秘主義特徵，而《聖經》的終

德格爾而言，上帝是路途中顯現的神聖者，人的存

極奧秘則是上帝的超越性與啟示性，這種超越通

在是為了體悟路途中的自顯者。但當人的耳因為

由上帝的先知、聖靈或者啟示文體得到彰顯。從

傳媒的雜音而無法聆聽終極的語言，便成了海德

「道體論」結構看《聖經》中的上帝，同樣具有

格爾痛心疾首的「人變成碎片，變成沒有道路」之

「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特性，且上帝的

境況。海德格爾認為，林中路的召喚實乃對人之靈

「道」是祂的話語，是創造的來源，經「道成肉

性的召喚，他拒絕將上帝放入希臘的形而上學之

身」成為耶穌基督，進而為救贖人類上十字架後

中。因為這樣的上帝是沒有性情與慈愛的，這樣的

復活。

上帝實則割斷了與人的關聯，無法賦予人以啟示

梁燕城分析到，「道」字的希臘文是邏各斯

和救贖。人只有在林中路中與上帝相遇，並主動展

（Logos），本意與「語言」緊密相關，後漸漸引申

開心靈去聆聽，真理才可以向人彰顯，上帝才能與

為說話者的判斷與理性，蓋由於希臘語言的嚴

人溝通，參與到人生中並賜予人恩典。

謹性與系統性，使得學習希臘 文不自覺中成為

鑒於「道體論」與海德格爾觀點的相通之處，

一種訓練思維判斷的方法。在轉譯為希臘文的

梁燕城指出，若從「道體論」來構建中華神學，即

過程中，邏各斯同時指代上帝的話語及上帝借

用道家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去闡釋基督教核心價

話語所成之事和行為。因上帝有性情，「道成肉

值，或許不失為基督教中國化的一條可行之路。這

身」之後的耶穌基督也具有性情，是為三位一體

種架構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從老子哲學中如

中的聖子。有趣的是，以「言說」為特徵的邏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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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從「道體論」 的角度審視，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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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能在關係中主動會面的「他者」。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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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常常是無聲無息的，這一點與老子的「道

頻繁出現，描述的是人與其他存在者之間的關係，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異曲同工之妙。

是一種理想中關係的平衡狀態。起初是哲學意義

道家哲學思想中之「道」，有一種解釋為「虛通的

上的用語，後隨著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被附加了政

有」，從這個意義上審視，基督即可成為太初之

治生態上的意義。「和諧」之所以可能需要兩個前

道。莊子於《天下篇》中描繪了一種「上與造物者

提：「一是『其他存在者』，一是存在者之間存在關

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人生境界，指

係（relationship）。」[7]在與「他者」共存所結成的

的是心靈的一種逍遙之態，與「道」同行而往復不

關係網絡中，每一個作為紐結點而存在的人時刻

悖的修養境界，用以借喻、形容基督教獨特的啟示

處於與其他人關係的互動之中，關係的順暢即為

形態，恰好為「造物者遊於人間的神學」。舊約中

「和諧」，反之則為「不和」。按照梁燕城，和諧的

的上帝同亞當、夏娃一樣在伊甸園中行走，對亞伯

關係可以分為六個階段，親人之間的和諧謂之「家

拉罕的召喚是要遵其命而遠遊，期間一直與亞伯

庭和諧」；社會國家與文化之間的和諧謂之「文化

拉罕同在。在任何地方，只要亞伯拉罕獻祭，上帝

與政社和諧」；全人類關係的和諧謂之「人類和

必有應答。

諧」；宇宙萬有之間的關係達到和諧成為「宇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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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上帝的「道」化為肉身，經歷人世之苦

諧」；「終極和諧」乃是人與天地萬物及宇宙終極

難、經死轉化為救贖人類，是上帝降臨人間的最

真善美達到一致，這六個階段的和諧是人類理想

高體現，上帝借此在苦難中完成了與人同行的壯

和奮鬥願景的共同目標。[8]

五期）
○

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為何會允許惡與苦

天、地、人是易學探討宇宙大化流行規律的三

難的存在一直是神學家和宗教學家試圖圓滿解答

大範疇，也是中國哲學探討的核心範疇。此三才原

的話題，梁燕城在這裏從「道體論」的角度闡明，

本被稱為「三極之道」，此「道」即為「太極」。太極

苦難的意義在於上帝製造了與人相交的境遇與機

與「太一」或「大一」同義，梁燕城取成玄英所註

會，借其撫慰人的痛苦和憂傷，從而打開心靈與上

「太一」之意，解釋為「無限的、包涵一切萬物而又

帝溝通之路徑，使得人產生直面苦難的勇氣，並將

使萬物通為一體的獨一本體」，[9]即易經中的「太

關注的目光轉移到對待他人的苦難上，去關愛身

極」。其中「人極」又名「人道」，分為理、性、命三

邊的他者。

個層次。「理」作為名詞意為事物的規則，聖人對

至此，梁燕城完成了用中國的「關係」本體取

宇宙具體的表現深入剖析其規則即為「窮理」。經

代希臘「實體」理念的過程，然而問題到此並沒有

由對事物規律的剖析，掌握事物的本性，進而推及

結束，梁燕城繼續剖析到，基督教中的Trinity是經

到對其分野和不同性的理解上，即為對「理」、

由神學家闡發和延展的「三位一體」，其本意只是

「性」、「命」的理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三而一，一而三」，並不包含「位格」與「實體」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句則

意，其重點應是強調基督教敬拜對象的三極構成，

是對易經本體之「太極」表現出的一體兩面之屬性

不應過多強調後世學者（特土良）衍生出的內容。

的分析，陰陽之變化是化生的主要動力，剛柔是陰

二、「和諧」關照下的三極感通
如前 文 所述，梁燕城倡言的易經本體詮 釋
學系統，是一個由本體（天）、萬象（地）、人間

８４

陽的具體表現，仁與義是人的本性，亦為道德與善
的來源和基礎。天、地、人三才共同構成了中國哲
學反思和考察的 對象：一個他者共在的生活世
界。

（人）、詮釋方法（象）、價值（吉凶）及行動（大

梁燕城的彩虹神學認為，易經的「太極」與基

業）構成的生活世界。此一本體詮釋學以「感通」

督教的「邏各斯」一樣，「均是造化萬物存在宇宙

和「關係」為本，「感通」之所以具備可能性，皆因

本體，是內在於一切存在，組構一切存在，生化一

「和諧」存在之可能。

切存在的本體，也可視為一切存在的程序、規律、

「和諧」之本初意義為「和」，在儒家經典中

信息、創生力量，這中國哲學儒道易及西方希臘哲

儒 學 傳 承

化育萬物，最主要的能力是「感通」。

諧」。
至於基督教神學中的溝通問題，梁燕城列舉

從易經卦象分析，「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了後現代哲學中哈貝馬斯、伽達默爾和基理斯三

感應以相與」。（《易經·咸卦·彖傳》）二氣是「太

者的代表性觀點。認為無論是哈貝馬斯提出的理

極」的一體兩面，感應而生萬物，這裏的「二」，梁

想交談處境，還是伽達默爾提出的先存成見，亦

燕城將其解釋為差異性或不等同的力量。在「他

或是基理斯提出的溝通的技術準則，無一例外的

者」共在的生活世界這一語境下去考量，則意味

關乎人與人及人與天地的關係，「人與人有『情際

著心靈直覺所覺察到的生活世界的雜多性，即與

關係』，人與天地有『相融關係』」 [11]在關係結成

自身的差異和不同。以「二氣」（陰與陽）為代表所

的網絡之中，前文所述的「我─祢」關係起到了至

指稱的差異是可以相遇並緊密共存的（相與）。換

關重要的作用，這種模式的思維以「性情」和「感

言之，「自我」與「他者」，「他者」與「他者」之間，

通」為基礎，「性之呈現為情，情與情之交遇，即可

儘管存在差異，但可以彼此感受對方存在、彼此

產生眼界的融合，存有深處的相契，即形成感通，

經驗並給予回應、得以共存。易經泰卦則云：「泰

而為最深入的溝通關係」。[12]以「性情」和「感通」

者，通也。」泰卦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代表地處

模式視角審視下的基督教神人關係，轉變為一種

下、天處上之位，符合自然世界中人們對規律的普

恩情神學。因為具有「情格」的上帝通過慈愛和恩

遍認知。若解釋於人事，則指在上位者能通於下且

典與人產生了一種親情的關係，這種親情無關血

下位者能達於上，上下一致則諸事無阻。「感通」

緣，而是「我─祢」模式的具現化，只不過「祢」是

連用則出現在《繫辭傳》：「易無思也，無為也，寂

神聖與永恆的上帝，這一神聖存在能與人交互感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梁燕城將此句中所

應，不僅僅因為上帝有情，更因為上帝主動施予的

講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視為感通得以

「恩典」。在「恩情神學」的照拂下，上帝不復為西

實現的條件。依據邏輯學的經驗，對對象的反面

方哲學的實體，而是與人結成的關係本體，其根本

描述更能夠表達本體超越有限之無限性。梁燕城

性質是感通，即終極的慈悲與仁愛，故而上帝是有

據此得出推論，唯此種「無思」、「無為」、「寂然不

性情的三一體，此性情一分為三，乃為聖父、聖子、

動」方能使天地人即萬事萬物彼此互動而致「和

聖靈。聖父創造了宇宙萬物，聖子完成人類的救

明曉旭：梁燕城的「彩虹神學」

學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名詞。」[10]而太極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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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中 國

贖，聖靈臨在生活世界與人同在。三性情又彼此感

與上帝分離，而產生了罪的狀態，上帝「道成肉身」

通，是為基督教中所揭示的、上文所涉及的、無需

為耶穌基督，經歷了人間的苦難，被釘死十字架，

過分擴大外延之「三位一體」。

完成了人類的救贖，而後復活帶來永生以及天國

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聖經》中所闡釋的

真善美的福音。而「基督教文化傳統」則指這些核

天、地、人內涵並不與《易經》同，梁燕城以「創造

心真理和價值傳到某一個地域以後，與當地獨特

神學所展示的，是無盡美好、喜樂和創造性的天地

的思維和文化融合，產生的新神學思想。目前基督

[13]

人感通與和諧世界。」 為總結，通過細緻的剖

教文化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且系統，印度、中東

析，我們發現其內涵指的是《聖經》所繪乃是易經

乃至非洲等地也有獨有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問

中的三極所構成的理想境界。梁燕城將這種「三極

世。

二
二
○

虹神學」。「彩虹所象徵的一體多元世界，其核心

傳統」的差別，雖然旨在將宗教觀念與國家地域

理念就是他者共在，各種不同的天地萬物，其不同

尤其是西方政治形態剝離，進而使一種宗教信仰

即成為他者性。這各自之『他者』不是分裂離開，

擺脫以往政教合一的強勢傳播帶來的不利影響，
但其回到和還原基督教原初教義教理的主張無疑

之智慧創造而成，他們由一體中被造，故在本體中

與近世「基要主義」所宣稱的「基要真道」不謀而

孤立之『他者』，因為他們均由太初之道，或太初

五期）
○

梁燕城強調「基督信仰核心」和「基督教文化

年第四期（總第一
○

感通的神學」稱為「中華神學」，通俗上可稱為「彩

至此，梁燕城完成了「中華神學」的主體架

危害。梁燕城在此處與其分道揚鑣，沿著本體詮

構。縱觀其理論內涵，梁燕城的「彩虹神學」是一

釋學的「林中路」，將易經哲學引入到對基督教信

個以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為理論前提，以易經哲學

仰的體認上來，以實現海德格爾所說的「曲徑通

為方法論，將儒家「和諧」思想視為融會貫通的終

幽」，達到對神聖者的體認，遵從其教誨並在與他

極理想的、多元並存之闡釋體系。這個體系以基

者共在的生活世界中依仗神的仁慈和恩典去達到

督教教義核心為主要研究對象，運用漢語文化體

愛己、愛人之目的。有鑒於梁燕城先生所做的基

系中人們認可和辨識度極高的儒、道、佛思維及詞

督教中國化之努力，與其用近世西方文化發展衍

匯闡明兩希文化產物的基督教信仰。

生之術語生搬硬套，毋寧用「原初基督教」來稱呼

[14]

彼此相關，彼此感通，而可通而為一」 至於選擇

合。他們說，《聖經》是神啟，乃上帝的話語，因而

彩虹作為標誌，則因《聖經》中每一次彩虹的出現

不存在謬誤。耶穌基督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並具

均帶有神人恩情關係，在古代大洪水時代的神話

有神性，認同馬丁·路德高舉的「因信稱義」大旗並

中，彩虹也意味著「多彩」。且《聖經》中的彩虹代

相信耶穌的復活和再臨。如果僅從字面的對照來

表著對「和諧」的期盼和嚮往，這暗合了易經對

看，梁燕城的主張與「基要真道」並無本質差別，

「和諧」關係構築的美好世界的嚮往，也是打通中

然而「基要主義」（f undamentalism）在伊斯蘭教

國儒家哲學和基督教核心價值觀的交匯點。

中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其極端內卷帶來的隱性

三、「西體中用」的原初神學與中
國哲學的現代化之路

８６

「中華神學」的詮釋對象更為妥帖。
梁燕城的「彩虹神學」首先將宗教觀念與國
家地域傳統進行了剝離，強調了基督宗教觀念普

梁燕城在系統闡釋其神學理論的專著《儒道

世性對本土化的積極意義。去除了政治色彩的基

易與基督信仰》導論中開宗明義，首先強調了構建

督教核心信仰復歸為普羅大眾汲取精神力量的源

「中華神學」的第一任務是需區分「基督信仰核心

泉。正如梁燕城自己所言，「中華神學」與「本色

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基督信仰

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十分關注是否為了適應本土

核心真理和價值」指的是聖經中所記載的乃是上

境況而扭曲了基督教核心信仰；與「處境化」的不

帝之啟示。擁有無限性、永存性和獨立性的上帝通

同之處在強調基督教文化傳統不具備普世性，《聖

由話語創造了宇宙萬物包括人，人以自由意志選擇

經》的核心真理才是需要與中國文化進行深度溝

梁燕城以「彩虹神學」為起點，陸續回應了後

的不同在於「漢語」一詞未能準確深刻的表達出

現代「主客體」對立崩塌的境況下，中國哲學如何

中國文史哲藝的深度反思，且其主要成果多為對

重構的問題。[16]通由孟子性善論中用「陷溺」一詞

西方神學的翻譯，但神學闡發和構建稍顯不足；

描述人的犯罪狀態，解答了中華文化中根基薄弱、

與華人教會的「歸正神學」的不同之處在於，根植

基督教中卻至關重要的「罪」的來源問題。[17]用易

於加爾文派的改革宗神學採用西方哲學形而上思

經天、地、人三才的觀念，類比闡釋了基督教晦澀

維的命題和推論體系，失卻了信仰作為生命之構

難懂的三位一體問題。可以說，梁燕城的「中華神

[15]

學」體系在理論上是基本自洽的，加之其討論基督

物為詮釋對象，以中國哲學易經體系之本體和方

教與中國文化相適應，與馬克思主義相適應的文

法合一為進路的創造性轉化，無疑符合李澤厚先

章倡言了諸多具體可行措施，增加了其體系的理

生所稱之「西體中用」思維。儘管「西體中用」自提

論與實踐價值，在諸多基督教中國化的嘗試中獨

出之日起便遭受了諸多望文生義之誤解，但我們

樹一幟，更凸顯了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中國化理

有幸看到，梁燕城先生的「中華神學」已然可以稱

論研究與指導實踐並重，從注重信徒個人品格的

為這方面的實踐成果。

陶養到關注社會乃至國家整體和諧的轉變趨勢。

自19世紀20年代基督教在華傳播進入本土化
進程以來，有著一貫注重道德修養，強調基督教

餘論：

的闡明和發揚要根植於儒家傳統的道德教化，基

近些年來，梁燕城呈現給大陸學界的理論對

督教的存在要有利於信眾的道德情懷培養的特

神學體系構建的論述漸少，對城市文化靈魂的保

徵。質而言之，這仍然是一種「中體西用」（洋務派

留及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日漸豐富。作為一名有

語）的思維進路。「中體西用」與「西體中用」之爭

實踐經驗的哲學工作者，梁燕城先生一直以其真

並不是「體」、「用」互置這樣簡單的邏輯問題，而

知力行為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做出著不懈努力，希冀

是與中華民族波譎雲詭、瞬息萬變的歷史處境緊

梁先生未來能在體系建構與實踐經驗上為哲學界

密相連，是一個多維度的複雜問題。洋務派提出

提供更多可資借鑒的資源。

「中體西用」之時正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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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理解，尋求融會貫通的主體；與「漢語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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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omas In Sing Leung’s Rainbow
Theology
Xiaoxu 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i
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Christianit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it has been facing with the problem of localization, either implicit or explicit.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dispute of etiquette” are all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problem. The specific answer to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s undoubtedly an unavoidable problem for contemporary religious researchers. To this end, Thomas In Sing Leung proposed “rainbow theology”, which takes onto-hermeneutics as the
premise and I Ching philosophy as the methodology, to
explain “The truth and value of Christian belief”. This
kind of “Chinese theology” takes “communication” as
the main principle and basis, which integrates thought
framework of the heaven,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to
explain the Trinity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
and finally clarifies that it is the same ultimate vision to
achieve “harmony” in the life world for both the core belief of Christian religio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pport to meet
with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moral practice of religion.
Key words: Christian Localization, Rainbow

Theology, the Great Ultimate of Relationship, I Ching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