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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遠赴加拿大維真學院任教，擔任中國研究部主

任。1993年，他在溫哥華創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出任院長，翌年創立《文

化中國》季刊，擔任總編

輯。除了創辦刊物之外，

梁燕城還擔任國際中國

哲學會會員、國際易經學

會會員、國際儒學會加拿

大理事、國際儒家基督教

對話會議委員。在教育方

面，梁燕城歷任加拿大維

真學院和西三一大學的客

座教席、中國的中山大學

及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

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客座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

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培訓教授等。此外，他

還擔任香港《信報》和加

拿大《明報》的專欄作家，

同時擔任美國、加拿大四

大城市中文電台時事評論

員。梁燕城不僅是一位學

者、一位文化界專家，他

還是一位慈善家、一位社

會活動家。他在全球各地

奔波，呼籲海外華人捐助

支持，他親自到中國最貧

困的農村、城市民工之中，聆聽窮人的呼求，幫助

失學的孩子，將其所見所聞寫成文章，向中央提交

建構中華神學：

梁燕城融通轉化中西神哲學之路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引言

梁燕城（Leu ng l n -
sing，1951）先生是當代海
外華人中的風雲人物，他

長期活躍於中國大陸、香

港、台灣，以及美國、加拿

大等地，在學術研究、文

化建設、出版編輯、時事

評論、社會慈善等方面多

有貢獻。

梁燕城從少年時代

起，就開始閱讀中西哲學

與宗教方面著作。高中

時期，他通過打坐修道對

佛、道有了深切的靈性經

驗，也體會到了儒家自古

相傳的道統仁心，進入中

西文化的比較之門。在大

學期間，他認信了耶穌基

督，投身於基督信仰與

中國宗教的對話之中，並

開始研究基督教文化中

的靈修傳統。1980年代，
梁燕城赴夏威夷大學攻

讀中國哲學博士，師從成

中英研究哲學詮釋學，

完成博士論文「儒家哲

學的方法與方法論」。博士畢業後，梁燕城任職於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1990年代初，梁燕

摘  要：梁燕城的中華神學是在中西文化間與多

元他者的對話中展開的，他的神學發端於耶儒雙

方的一場對話。他一方面回應儒家學者的問題，

以及其背後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預設；另一方面他

在與華人基督徒學者進行對話中，反省西方基督

教文化傳統在中國基督教會中應有的地位與作

用。梁燕城在釐清「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與「基

督教文化傳統」之間差異的基礎上，全面展開中

華文化與西方基督教神學之間的對話。他既借

鑒西方基督教大公傳統中對「基督信仰的核心真

理」的表述，以及其中的基本概念範疇，同時也指

出西方神學傳統中存在的偏失與不足，進而用中

華文化傳統中儒家、道家、易經的概念範疇、思維

模式，來表述「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形成中國

的「基督教文化傳統」—中華神學。梁燕城中華神

學建基於聖經真理之上，在與上帝的對話與感通

之中，他既與儒、釋、道、展開對話，也與西方的

神學、哲學、靈修學展開對話。梁燕城熱心公益，

在海外華人社區和中國社會中積極參與學術活

動、社會慈善活動、參政諮政活動。他的中華神學

中有著其濃濃的中國情懷、貫通中西的學養和深

刻的靈性經驗。

關鍵詞：文化間對話；宗教對話；中華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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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貧困的建議書。

三十多年來，梁燕城一直從事儒釋道與基督

教的對話，筆耕不輟，一共出版了學術著作及普及

讀物三十多部，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數千篇短文，

出版發行影音視頻數十套，他一直在尋求構建中

華神學體系。因此，我們要想理解梁燕城的神學，

需要對中國哲學與西方神學都有一定的研究，特

別是對唐君毅、牟宗三、方東美及成中英等中國哲

學路線，要有足夠的理解，同時也需要對西方神

學、靈修學傳統有一定的認識。此外，還需要對當

代國際、國內政治社會思潮、學術思潮，以及基督

教的社會關懷實踐有一定的瞭解，才能比較立體

地、整全地理解梁燕城的中華神學。在三十多年的

思考和研究中，梁燕城為中西基督教打開一個中

國哲學與文化的空間，為基督信仰在中國文化中生

根發芽開闢了新的道路，這是他的獨特貢獻。

一、中華神學的具體意涵

所謂中華神學，梁燕城對此有清晰的表述：

「當中國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核心價值後，嘗試

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去作神學反

思，用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和架構聖經的真理，建

立的神學結構，可稱之為『中華神學』。」[1]

為了清晰地界定其具體含義，梁燕城特別將

「中華神學」與現在漢語學術界所流行的一些神

學思潮作了對比。首先，「中華神學」不同「本色

化」。因為「本色化」一詞，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

督教傳統，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就要將西方基督

教在中國加以「本色化」，將西方傳統(不是聖經的

核心真理觀)來本色化，其結果難免是扭曲或割斷

西方基督教傳統，變成不倫不類的西方變種。梁燕

城認為，恰當的做法，是先走出西方思維所架構的

基督教文化，回到聖經原始的信仰核心價值，再以

中國的思維方式來重構神學思想。其次「中華神

學」也不同「處境化」思想，因為「處境化」的觀點

是在宣教意義上為了傳福音而作的調整。其出發

點也是，先假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

真理，為了宣教而作出調整，去配合中國處境。中

華神學則認為西方基督教傳統是文化的，不具普

世性，聖經的核心真理才是普世的。當基督教進入

中國後，不僅要對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

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還要深入瞭解中國文

化，在深入體會、欣賞與掌握中國文化的基礎上，

真正成為一個中國文化下的基督徒建立起來的神

學，才是「中華神學」。再次，「中華神學」也不同於

「漢語神學」。「漢語神學」一詞的語境性太重，而

未能表達出對中國文史哲和藝術的深度反思，其

出版的著作很多是神學與西方當代最高的哲學對

話，包括很多翻譯，誠然貢獻很大，但那是用漢語

去討論西方神學，卻不是立根於中國哲學與文化

的神學反思。最後，「中華神學」也不同於「歸正神

學」。「歸正神學」來自改革宗神學，由於加爾文用

非常清晰的邏輯系統表達神學，其後加爾文主義

利用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方式，將聖經語句放在

命題真理的系統中，建立聖經真理。這種神學的

優點是清楚地將聖經作理性化處理，真理系統簡

明而高超。其局限性在於結合了並非來自聖經的

啟蒙運動思想方法，容易把基督教變成一套抽象

冷硬的命題系統，失去了信仰作為一種敘述(narra-
tive)的豐富生命內涵與情懷。這種純近代西方化的
神學結構，排斥中國式思維，也很容易被中國人視

為傲慢自大。「中華神學」嚴格持守聖經真理，但

並不必一定要進入啟蒙運動式的抽象真理中。「中

華神學」希望在中國文化的思想脈絡中面對聖經

真理，以期進入中國人心靈深處並建立生根中國

的神學。[2]

在筆者看來，「中華神學」與當前中國大陸所

倡導的「基督教中國化」有區別也有聯繫。「中華

神學」與「基督教中國化」的聯繫在於神學層面，

其區別是二者所涉及的領域不完全相同。游斌在

「基督教中國化神學思想研究叢書」的叢書總序

中指出：當前，基督教中國化已成為中國基督教界

各項工作的中心。人們普遍意識到，基督教中國化

可以分成三個層面，即政治層面、社會層面與文化

層面。在這三個層面中，最核心、最重要、最長遠

同時又最需著力的就是文化層面上的中國化。而

神學的中國化，更是文化層面中國化的重中之重。
[3]

由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看出，基督教中國化除

了文化層面之外，還有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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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中華神學」所涉及的僅僅是文化層面的一

部分。不過，「中華神學」雖然說的是中國基督徒

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去作神學反

思，用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和架構聖經的真理，所

建立的神學體系，但是這裏的「中國」是一個文化

意義上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華人基督徒，在中華

文化的傳統語境中消化並詮釋基督信仰的結果。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梁燕城等「中華神學」的學者

群體就可以看出，[4]「中華神學」的學人不僅包括

中國的學者，也有許多客居美國、加拿大的海外華

人學者，他們關注的問題多是在海外華人文化中

消化並詮釋基督信仰，可以這樣說，「中華神學」

對於基督教中國化在文化層面的發展頗有助益，

「中華神學」與神學的中國化之間也是頗有交

集。

二、中華神學的中式思維

梁燕城建構「中華神學」的契機源於1970年

代耶儒之間的一場對話，當時代表新儒家發言的

是牟宗三、唐君毅的大弟子蔡仁厚教授，他提出的

儒家與基督教的六大焦點問題，其思維方式與思

考進路與西方神學完全不同。對於蔡仁厚提出的

六大問題：（1）人皆可以成為基督嗎?（2）耶穌是

神而人、還是人而神？（3）人不通過耶穌就不能得

救嗎?（4）是耶穌獨尊，還是與孔子釋迦同尊？

（5）非基督宗教必須讓位嗎？（6）基督教中國化

還是中國基督教化。周聯華只能不斷地回到其比

較熟悉的西方神學思想中尋找答案，無法在同情

的理解之上給予中國化的解答。所以，經過兩輪對

話之後，從蔡仁厚回應來看，他不滿意周聯華對這

些問題的解答。一些基督徒學者也不滿意周聯華

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周聯華的回答似乎有一種

為了回應儒家學者的質問，對基督教信仰作了某

種妥協性的解釋，無法彰顯基督教神學的特質，無

法形成其自己的神學體系，因此對蔡仁厚的回應

就顯得支離破碎，窮於應付。反觀蔡仁厚的提問和

回應，又顯得一味固守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完全不

能理解周聯華的神學觀點，以及其所做出的嘗試

展開對話與互相理解的努力。所以，針對這場耶儒

對話以及長期以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交

流，林治平引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

寶強教授的話說：「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架已吵了

一百多年，但卻從來沒有見過面。」[5]

梁燕城認為，蔡仁厚所提的六大問題，銳利

而深刻，代表了儒家心性之學的立場。蔡仁厚認

為從孟子到宋明理學，再到當代新儒家，均是以人

心性即宇宙本體、天人合一的觀點。他接受了牟宗

三以康德哲學為基礎建立的「人有限而可無限」的

預設，認為人有智的直覺，具有無限心，像上帝一

樣照察萬物真相。因此提出人人是否可成為基

督，及基督是否人而神的問題。這種思路是從新儒

學而來，這種提問確是純由中國哲理而來，並非西

方傳統神學所處理過的。因此，周聯華在面對這

些問題時，他是無法在其神學的思維架構中回應

這些問題的。周聯華對雙方對話的預設性問題上

的貢獻是，他指出蔡仁厚所強調的中國性與中國

文化，只是或然的，並非是必然的。人的生死是必

然的，在生與死之間如何好好做個人，在死後面對

神的問題，這些是基督教處理的必然問題。他是

在以基督教的普世性，來化解中國文化從特殊性

來的挑戰。不過，雙方都停留在各說各話的階段，

沒有作到會通與轉化。[6]因此，基督教要想真正作

到回應中國文化，真正在中國社會中扎下根來，真

正能夠與中華文化傳統以及當代思潮展開有效的

對話，還有賴於能夠回應中華文化固有的問題意

識，具有中國的思維方式的神學體系的建立，而這

種神學體系的建設需要從對話開始。

在《會通與轉化》中，梁燕城正是通過與周

聯華和蔡仁厚的對話中，開啟了其「中華神學」的

建構歷程。在「中華神學」建構之始，他就先做了

方法論上的反思。他指出，在建構「中華神學」之

始，首先應當釐清「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與「基

督教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基督信仰的核心真

理」來源於上帝的啟示，記載在聖經之中。與此對

應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則並非是普世真理，只是

對普世真理的文化詮釋。[7]在釐清「基督信仰的核

心真理」與「基督教文化傳統」之間的根本差異之

後，梁燕城針對蔡仁厚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心性之

學的問題意識，在本體論以及形上學的高度，在基

督信仰核心真理的光照之下，借助他從方東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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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所繼承的具有宗教性的開放的人文主義精神，

以及師承成中英所學到的本體詮釋學，用中國文

化傳統的思維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建構中國

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傳統，進而得以從儒家傳統內部

來會通蔡仁厚所提出的問題的前設，並在此基礎

上對其具體的問題作出回應與解答。下文根據他對

「耶穌是神而人、還是人而神」的問題所作的回

應，論述梁燕城中華神學的中國思維模式。

針對中國儒家所關注的「耶穌是神而人、還是

人而神」問題，梁燕城分析說，中國哲學強調「人而

聖」的成德歷程，但不必然排斥「聖（神）而人」的

模式。從「道成肉身」的真理層次看，耶穌基督無

疑是「神而人」，從歷史上出現的耶穌基督看，他

同時也是「人而神」，「神而人」和「人而神」分屬兩

義理層次，而在耶穌基督身上結合彰顯出來。如果

新儒家們承認「聖而人」是可能的，而且與「人而

聖」沒有衝突，那麼基督信仰兼言「神而人」和「人

而神」，基本上與儒家義理不相衝突，只是「默現

天」與「朗現天」兩種境界不同看見而已。這「默

現天」和「朗現天」兩個概念是梁燕城的獨特發明

和貢獻。他說，所謂「默現天」，是指孔子在不怨不

尤、下學上達中，發現的一個與己相知相契的天，

祂不是明確清楚地與孔子說話，只是默默地揭示

一種情意。與「默現天」相對應的是基督教信仰的

上帝，則可稱為「朗現天」。祂以說話及參與歷史

的方式，全面具體地向人揭示自己的悲情。「默現

天」與「朗現天」同以至高真理為體，但又可區分

為兩種境界和兩種體驗。[8]在「默現天」境界中，

梁燕城分析了孔子的「人而聖」與「聖而人」的關

係。從具體存在層次言是「人而聖」，從道體層次

言是「聖而人」—是聖人質素的流露歷程，是由天

道本質發潤流行於人身上，配合「歷史中的孔子」

那上達天德的修養，而產生了歷史中的聖人。從

「朗現天」境界中，聖經中既有「神而人」歷程—上

帝以說話和啟示的方式示現自己，位格的上帝以

其慈愛和悲情進入歷史，向人揭示他對人類苦難

和罪惡的關心，也以公義審判人間的污穢；也有

「人而神」歷程—人以信心回應上帝的啟示，就可

複歸於其「上帝的形象」。至於耶穌基督，則同時是

「人而神」和「神而人」。所謂「人而神」是指，歷史

上出現這位耶穌，就是上帝本身。從這意義言，耶

穌基督是「神而人」。所謂「神而人」是指，在耶穌

基督的一生中，他充分地彰顯了人性的美善，在人

肉身裏披露出最高的信心和順服、謙卑和真誠，這

是他「人而神」的歷程。

綜覽梁燕城的著作、論文，無處不透露著中國

文化的問題意識，無處不是在於中國文化的學者

對話中，在展開其中華神學的建構。早期的《會通

與轉化》很明確的是在與新儒家的對話中，提出

了其中華神學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範疇。具體包括

以下幾個方面：（1）以「非希臘化」的進路來建構

中華神學，即主張回到聖經的啟示與人神相遇的

體驗本身，尋求聖經的原意，而批判由西方傳統下

來的那種過分抽象化的「系統神學」，探尋適合中

國人的格套或整理方式。[9]（2）從「實體」範疇轉

到「關係」範疇：以關係為開始，上帝與人互相臨

在，互相開放，而當人以信心開放自己時，大家就

互相進入，互相涵攝，而產生「互為內在」的境界，

即耶穌基督所說的「我在你裏面，你在我裏面」的

人神關係。[10]從「關係」的範疇出發，他逐步發展

初期後期明確提出的「恩情神學」、「感通神學」、

「彩虹神學」（3）從「關係」的範疇進一步展開，梁

燕城發展出了「境界神學」。他說，宗教境界是一

種對真理的體驗，這種真理境界並不攔阻人有其

他真理性的體驗：如儒家可體驗人道德心無窮的

呈現，以自主自律地去行善；佛家可體驗我法二

「空」，法界不過一緣起網；道家可體驗「無的玄

理玄智，以逍遙無待。這些體驗各有其真理性，但

又自然不同於基督信仰所言之得救境界，各安於

其境界中就可相安無衝突。以之詮釋聖經對人所

開啟的體驗，及詮釋聖經所描述的在歷史中與上

帝相遇的經歷。」[11]

在其「境界神學」的引導下，他突破了早期耶

儒對話的範圍，廣泛地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其他

文化和宗教展開積極的對話，以此建構其較為整

全的「中華神學」。梁燕城認為，中國神學的建構，

必須能面對回答中國人的問題，運用中國的思維

方法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國基督教的神學，讓基

督教信仰與中國人的心靈能夠有所呼應。通過中

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基督教，能夠一方面讓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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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與處境有適切的承擔，

另一方面使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理念交匯與融

合，使信仰能夠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生根，成為中國

人生命與生活的一部份。中華神學的起始，需要先

掌握中國文化關注的基源問題，及中國哲學對宇宙

與人性的核心哲理，再以這哲理的一些理念與思

維方法，去作神學反省。中華神學面對中國思想的

基源問題，應先把神學重心落到生活，而不是由形

而上學開始，這是中華神學的起點。

梁燕城認為，建立內聖外王之道是中華神學

的基源性問題。基督信仰如何達至內聖外王呢？

中華神學要落實在當前中國的現實人格情況下，

面對社會處境的需要，沿著稱義與成聖、行公義

好憐憫、天國臨在人間等思路，找出神學與中國相

關之路。[12]在尋求宇宙人生從內在心性到外在都

得到完滿的「內聖外王」的歷程中，中國先聖先哲

們意識到，生活世界是一個「人與他者共在的世

界」。從人與他者的「性情際關係」中陳示上帝的

啟示，這是中華神學的始點。[13]在他者的共在和

關係網絡的境界裏，梁燕城與中西文化展開深度

的對話，在古老的《易經》中尋找人與他者的感通

之道與和諧哲學，進而在中華文化的多元信仰傳

統中建構其「彩虹神學」。在與道家的對話中，他

提出了「道體神學」，在「獨與天地相往來，……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

中，體會「道體」的位格性—人與「道體」的「性情

際關係」，提出「遊的神學」 [14]在與儒家的對話

中，提出用本體詮釋學的方法研究孔子哲學，會通

儒家的「誠體」與聖經中的「邏各斯」和「智慧」，

建立「性情的形而上學」，回應儒家人與人、人與萬

物為一體的仁學傳統，建立「恩情感通神學」，結

合「道體」、「感通」、「恩情」建立「三通一情神

學」。在儒家「參贊天地化育」傳統中發展當代的

「大地神學」與「生態神學」。在會通中國上古典

籍中「上帝」、「太一」觀念與聖經中的「上帝」觀

念，為中華神學建構神學和哲學的基礎。[15]

近年來，梁燕城更是運用成中英「本體詮釋

學」的方法，梳理從明末以來中國近代實踐思想的

發展脈絡。成中英的「本體」概念植根於中國的思

維傳統，並將本體與方法兩者，視為一個具有關聯

性及其可轉換性的互動互攝之整體。[16]梁燕城將

本體詮釋學的本體與方法的互動關係，引用到其

本體與實踐的互動關係之中。他提出，明代哲人王

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在哲學上用良知這一核心理

念，來打通心、性、理與現實生活世界，統一了知與

行。王陽明強調在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哲學之

路由劉蕺山所繼承，並由此建立了實踐本體論，宇

宙人生的本體是在人心性的實踐的過程中體現，

本體與實踐為一體之兩面，本體生實踐，實踐衍生

本體，本體的新維度又引發新的實踐，不斷的實踐

形成存在本體開顯的過程。王船山沿著這種本體

實踐論的思路，反思朝代更替、世事變遷之法則，

提出了其「本體－歷史實踐學」，不斷的歷史實

踐，形成氣本體的秩序，群體在具體歷史中的活動

與實踐，開顯出某時代的理與勢。孫中山在革命

實踐中，對知行學說提出新的「知難行易」說，提

出革命的實踐哲學，是先行而後知。孫中山將實踐

轉向革命行動，可說是展開了一種「革命實踐

學」。毛澤東哲學是繼承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

哲學理路，由劉蕺山到王船山到孫中山等實踐哲

學，用馬克思的辯證法來轉化，形成中國共產黨知

行統一的實踐哲學。[17]這篇文章雖然討論的純是

中國哲學的問題，但也能看出梁燕城對於當代中

國問題的關注，他的「中華神學」不僅在回應中華

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問題，同時也在回應當代中

國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化傳統。

三、中華神學的中國情懷

梁燕城不只是在書齋裏做神學研究的學者，

他還是熱心關懷社會，積極參與文化活動、慈善活

動的社會活動家。梁燕城的「中華神學」的土壤是

中華大地、華人社區，他的神學思想的產生和發

展，不僅基於他在與中華先聖先賢的感通對話之

中所展開的學術思考，也根植於他在講道宣教之

中與中國社會、海外華人社區的華人的對話互動，

同時也扎根在他濃厚的愛國情懷，以及其在中國

大陸所進行的社會關懷和慈善實踐。40多年來，

梁燕城在校園學生團契、基督徒營會、周日講道、

教會的佈道會上分享講道難計其數，如「八福沉

思」、「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基督信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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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時代的方向」、「中華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中

國化」、「儒家仁學與恩情感通神學」等等，都是在

與中國基督徒的對話互動中推進其中華神學的建

構的。他在中外的華人圈中講授了很多的系列課

程，如「泰一課程」、「啟發課程」這些課程探討研

究了基督教在中國文化處境中所遇到的諸多問

題，如無神論與上帝的存在、舊約記載有無證據、

耶穌基督是否是神、苦難與罪惡的緣由與解決、

儒釋道哲理與基督教的會通、民間信仰的解構等。

它運用中國哲學的思路，配合聖經純正真理，去建

構中國基督信仰的護教與神學反思，是專為探討

華人信仰的系列課程。他深感中華民族100多年來
所經歷的苦難以及苦難給中國帶來的「文化創

傷」，主張重建仁愛文化精神去醫治民族的創傷。

1993年，梁燕城在海外創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與《文化中國》學刊，志在重建中華民族的骨氣與

靈魂。他在全球各地奔波呼號，在海外華人中募捐

籌款，激勵有志熱心的海外華人參與到「文化更新

研究中心」所倡導的社會關懷事工中來，如資助保

護少數民族的文化、資助基督教研究及不同宗教

文化間的對話。他就上山下鄉，到中國最貧困的農

村，也到城市民工之中，聆聽窮人的悲呼，擁抱失

學的孩子。並在海外籌款，幫助貧困孩子受教育。

他也及時向中央提交改善貧困的建議書。在近40

年來，他的學術研究和神學反思沒有留在象牙塔

中，而是在人民的生活現場之中。他以仁愛之心動

員近萬計的海外支持者，百多位義工，資助了大學

數十個學術會議。又在四川災區三年持續參與心

靈輔導工作，培養一批輔導者，安慰了大批災民。

又資助了五千五百位貧困學生受教育，至今已有數

百人入讀大學，近百人大學畢業成為醫生、老師和

專業人士。這一切社會關懷與慈善工作，其內在動

力都是源於其基督信仰，源於其愛國之心，源於其

基督信仰所擴充的「仁愛之心」。他說：「在中國山

中農民與城中民工的貧困世界，我寫下最深的哲

學和神學反思，父親當年因中國的苦難而精神崩

潰，而我卻遭逢這歷史改變的日子，投身祖國，

二十多年來，完成父親未完的願望。」[18]

梁燕城提出一個整全的、切合中國處境的中

華神學實踐，他用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傳教士與中

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的政治管理層面的互動，

來說明其中華神學是如何在與整個中國社會的互

動中構建的：

（1）文化層次—利瑪竇尊重、承擔，成全中國

文化，以信仰融入和支持中國文化的新進展。（2）

社會政治層次—李提摩太與中國民族共負一軛，

尋索政治社會改進之路。（3）個人關愛層次—戴

德生關懷、服事每一草根個人靈魂之路。

當代文化更新的模式：當選擇與中國人共同

前進，以愛心醫治創傷，服事受苦的弱勢群體。

（1）在文化上更新重建中國人的價值，支持中國

文化的重構。（2）在政治社會上提供中國改革的

資源和內容。（3）在民間關懷貧苦農民及民工需

要。[19]

梁燕城所創辦並領導的「文化更新」的運動，

以崇高的理想，無條件的愛心，對文化的尊重愛

護，對中華民族苦難的分擔，對中國命運的承受，

適切於當前中國需要，而又實際行出來的模式。這

工作在文化、社會、政治、草根大眾各層次均得中

國人的接受和尊重，是用中國人心靈去消化基督

教信仰的一種神學反省，也是學效基督服事行動

的實踐。 [20]梁燕城的中華神學是理論與實踐兼

備，正信和正行合一，既忠實於信仰又有中國情懷

的整全的神學體系。

四、中華神學的聖經基礎

梁燕城中華神學的基礎是聖經，他認為上帝

的啟示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元素，基督教最

重要的啟示就是聖經，聖經所表達的就是真理。

這種將聖經、啟示、真理連成一線、融為一體的

神學思路是梁燕城一直堅持的。雖然關於三者關

係的研究在近百多年的西方神學發展出現不少模

式，但從其神學的立場而言，只要視三者為「聖經

就是啟示、聖經就是真理」，梁燕城認為就是正統

的。梁燕城對此問題，常以「原始單純」的理解作

出宣認。

梁燕城確立中國神學的第一步是「尋回最原

始的聖經真理」—「聖經的啟示是通過極具體的

方式去透顯真理」。[21]這真理絕對不是「抽象的神

哲學系統」，而是「具體的普遍性」的真理，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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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核心將神人的「親情關係」在歷史處境中

表述。梁燕城說：

所以聖經的啟示，絕非一套抽象的教條，卻

基本上接近實踐哲學的進路，與人生具體的處境

和體驗連結，故其真理亦成為生命切實可經歷的

真理。從這意義言，聖經的原始性格和中國思想的

進路十分接近，只因後來用西方思想方法來架搭

其體系，才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22]

當人被聖經光照後，契會上帝，產生人神關係

的進深體驗，這體驗又使人更明白聖經，從而更認

識上帝，達致一種循環的人神生命交流的效應，從

中聖經是帶起互動的關鍵。[23]梁燕城這一主張也

類近一般信徒的「生命讀經法」，只是賦予更多的

哲學詮釋和神學解讀。我們從他的閱讀聖經和靈

修生活中，可以看到中華神學的聖經基礎，以及中

華神學的生命廣度與厚度。

梁燕城在默想耶穌關於「八福」的講論時，他

想像那是在一個登高遠眺的視野中，「耶穌看見

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

來」。（太5：1）他說，在中國思想中，攀登高處有
深刻象徵意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

者難為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孔

子登上了東山，覺得魯國變小了，登上了泰山，覺

得天下變小了，登高表示一種高瞻遠矚的遠大視

野。孟子指出，看過大海的人，就難以被別的水吸

引了，在聖人門下學習的人，亦難以被別的言論吸

引了。君子有志於追求道，但不到相當高程度，是

不可能通達到道的境界。

梁燕城進一步闡述說，耶穌登山論福樂，也

正是從遠大的視野開始，帶引人深入去領悟上帝

國度來臨人間的新時代，即新約時代，那是遠遠

超越過去傳統所講的表面道德與教化，上帝救贖

將帶給人類最完滿的內在幸福與喜樂。耶穌上

山，頒布天國的「新律法」，但不再是律法的誡

條，卻是一種屬靈的新視野，是屬上帝國度的豐盛

生命。他說，耶穌帶門徒登山講話，是要揭示天國

的奧秘，是一種批判的反省，耶穌總是說：你們聽

見有話說……(如何如何)，只是我告訴你們，是(如

何如何)。這種批判，正表明其要講的，是上帝的奧

秘，超越那年代猶太人所執著的宗教文化。那時

猶太人已將舊約聖經的律法教條化，變為外在的

行為，而失去內心的領悟。

登山寶訓是耶穌宣示天國思維的開始，不同

於舊約的誡命，以行為為準則，卻是指出，怎樣才

得屬靈上的福樂。八福不是守行為的道德指示，卻

是強調人心靈如何與上帝建立靈性感通的關係，

天國的展示不在道德或宗教教條，卻在人與上帝

的親情關係，而得內在喜樂，這是一份天國生活的

宣言，指向美善與神聖的新生活。耶穌講的天國不

是死後永生的天堂，卻是超越界的美善來臨於人

間，耶穌在主禱文一開始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

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9-10）耶穌稱上帝
為「父」，代表上帝與人的親情關係。耶穌又稱上

帝為「你」，上帝不是外在的一個尊榮龐大的存在

物，卻是生命中一種親密的關係，是「我與祢」(I 
and Thou)之間的密切關係。上帝的國來臨，就是上
帝的神聖旨意運行在地上，上帝與人建立密切關

係。[24]

梁燕城以宋明儒的喜樂境界來解讀「八福」，

他說，「八福」之「福」特別用來描述經歷屬於上帝

的豐富，體會像上帝本性那樣的喜樂，是一種屬靈

的福樂。他將「八福」可理解為八個靈性發展的過

程，用中國哲學的理念，亦可稱為八層境界。人一

旦接受上帝，聖靈就住入內心，但我們可能只是把

主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要深入進入上帝世界的榮

美，需有一個屬靈長進的過程，但這需要從徹底

委身開始。八福的前四福看，均是改造自己的歷

程。後四福則是深入到上帝內在關係，而又在人間

實踐天國生命。第一福所講的「虛心」是呈示深度

靈修的基本條件，靈性要始於單純的心。梁燕城

說，八福的第一福是「虛心」，虛心的喜樂在於人

與上帝之美善的感通，是第一重境界。「哀慟」之

樂在於，人心因痛悔得淨化，而可貼近上帝的慈

愛，故必得上帝安慰，而生大喜樂，這是哀慟的境

界。「溫柔」之樂在於，人心靈無怨恨，廣大能容，

得承受上帝在宇宙創造的資源，而生大喜樂，這是

溫柔的境界。「饑渴慕義」的境界是心靈的黑夜，

當上帝要更深接近一個人，會使他經過除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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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雜質的黑夜，在黑夜中生饑渴慕義之心，而得

永恆之主在心靈同在的屬靈境界。人建立深度的

靈性空間後，漸可進入上帝的豐盛中，分享上帝悲

憫的性情，而上帝的愛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份，此

時就得憐恤人而來的福樂。這就進入憐恤的境界。

上帝是至高永恆的神聖，住在痛悔謙卑者的心中。

人體證上帝的聖潔，潔淨己心，過聖潔生活，真誠

無偽地彼此相愛。這是清心的境界。當人將最高的

和諧美善實現，使人達至和睦，就是稱為上帝兒子

的境界，人子是指完滿的人，具有天父的特質，行上

帝所行的美善，即是帶來人間和平。因此達至使人

和睦的境界。當人內在靈性上完全與三一真神同

在，願為主而活，為主而死，以犧牲來堅持愛與

義，是為義受逼迫的喜樂境界。[25]

梁燕城總結說，登山寶訓講天國的福樂，是

指宇宙的本體即上帝，上帝的美善國度臨在地上，

通過對人罪性的潔淨，使人因信而得上帝救贖，以

單純之心得天上來的大福樂，超越現實苦樂相對

的世界，進入原始純真的永恆福樂境界，為信仰所

經歷的境界。境界神學就是探討這些境界的內在

經歷與意義，展示基督徒生命的內在感悟。

從上文中梁燕城對聖經的理解，以及他對「八

福」的解讀，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的中華神學

正是在他對聖經的全人生命的閱讀中建立起來

的。在這樣的閱讀聖經之中，他擺脫了他所批判的

希臘化的由邏輯性命題進入真理的進路，而是以

他的全人、他所繼承的文化傳統來「契會上帝」，降

服在聖經真理之下，倒空自己，去認識上帝，使人

神關係更加進深，進而提升人的境界，從而更加認

識上帝，更加明白聖經。[26]在閱讀聖經中，也不斷

反觀中國文化，在中華的文化傳統中印證聖經真

理，用中華文化中所有的關於生命的體驗來表達

基督信仰中相似的生命體驗，賦予聖經更多的中

國文化的詮釋和中國哲學的解讀，得以在中華文

化中建構具有中國意識的聖經學及神學。

五、中華神學的神學傳統

梁燕城的著作、論文，之所以被稱為神學—中

華神學，需要我們將其放在大公教會的傳統中，放

在基督教神學思想史的脈絡中加以分析判斷其神

學的大公傳統與中國化創造。審視梁燕城中華神

學，筆者覺得可以在基督教早期教父時期的亞歷

山大學派那裏找到千年的迴響。

亞歷山大學派所在的亞歷山大城建於公元前

332年，是埃及的商業和文化中心，希臘哲學、古代

埃及思想、東方諸宗教、猶太教等都在這城裏會合

融合。公元185年基督教會在該城設立一所聞名的

慕道友學校，專為那要領洗的慕道友而創辦的。亞

歷山大學派的代表人物克萊門特(Tit us Flav ius 
Clement，約153-217年)在進入亞歷山大慕道友學

校之前，已經是一位博學的異教哲學家。他從希臘

諸哲學家摘取他所需用的思想，因為他認為希臘

哲學中有與基督教真理一致的地方。克萊門特很

強烈地暗示，希臘哲學的任何真理都是希臘人從

其他文化與宗教借用來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等

希臘人所說的真理，若不是借用自被神感動的源

頭，例如摩西，不然就是他們得自神與他的道（邏

各斯）的直接感動。他認為，哲學對希臘人的價

值，正如律法對猶太人的價值一樣。哲學就是邏各

斯所賦給人類的理性亮光，哲學就是為獲得更大

的亮光而預備，亦就是為獲得那照耀在福音中的

亮光而預備。藉著希臘哲學，人的靈魂能先準備好

而接受信心。克萊門特相信基督教為一種更高等

的哲學。基督高過於芝諾與柏拉圖。亞歷山大學

派主張那原由斐羅與希臘諸護教者所提倡的原

則，主張在聖經啟示與哲學推理兩者間，形成協調

的綜合。克萊門特認為，哲學是聯結知識與信仰的

紐帶。亞歷山大學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奧利金

（Origen，公元185-254年），奧利金是克萊門特的
學生。奧利金為後來的基督教思想家留下了卓絕

出眾的思想遺產，也是因為他吸收了當時的希臘

哲學傳統。奧利金把希臘哲學，亞里士多德的體

系，和希伯來民族信仰的體系並排，然後使它們相

互穿插，使神學和哲學信仰和理性，能在一種統一

的系統中存在。奧利金建議像猶太人掠奪埃及人

的珍寶那樣使用希臘人的哲學。奧利金使用一個

舊約故事作為類比，來說明基督徒對於哲學的正

確態度。正如希伯來人出埃及的時候，把埃及人的

財物帶走，所以神的百姓永遠可以使用「埃及的擄

物」，也就是借用源自異教的真理，適當的地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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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聖經的意義，以便把福音傳給異教的求問者。[27]

與克萊門特、奧利金等希臘教父相同的是，

梁燕城在構建其中華神學時也是不斷回到中國文

化傳統中尋找資源來解讀聖經，闡述基督教信仰

的核心真理。他十分認可儒家、道家、易經所包含

的宇宙人生的智慧，並以此來解釋聖經真理，以便

回應有深厚文化修養的中國人的問題。不過，與克

萊門特、奧利金等希臘教父不同的是，梁燕城在構

建其中華神學時常常是在以西方神學傳統為參照

系，在與西方神學的對話與比較當中，吸納中華文

化傳統為其所用，同時糾正基督教在中華文化圈

中傳播時，對西方神學照單吸收、對中華傳統不屑

一顧的偏見與偏差。同時也修正西方基督教傳統

中不適合中國人理解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在其早期作品《會通與轉化》中，梁燕城批判

西方神學的希臘預設：

如果我們檢討西方傳統神學，就發覺其背後

有幾個基本預設，在知識論上，是主體（Subject）
和客體（Object）的對立，在形而上學則用「實體」

（Substance）與「屬性」（Attribute）範疇去看上帝
和萬物，在人觀上則用「靈魂」與「肉體」的範疇。

在知識論上區分了主體和客體，結果就很容易將

自我看為「主體」，將上帝看為「客體」，因而上帝

和「自我」的關係變得對立而緊張，從這角度整理

聖經，就會特別強調人神對立，上帝的主權、人的

卑微等。進一步，上帝被看成客體以後，很容易就

被視為一個硬邦邦的實體，完全客觀外在，變成

人們學術研究的對象；結果，哲學家要窮其力去證

明這外在的上帝存在，神學家則通過邏輯推論來

分解聖經，歸納出一些上帝的屬性。結果上帝在神

學架構中被徹底超越化、外在化，而失去了聖經原

初那種親切的慈愛的情味（連「慈愛」也變成一個

「屬性」的概念了）。[28]

這段文字中對西方傳統神學的反思和批判，

直到今天看起來仍然能夠站立得住。而這只是梁

燕城對西方傳統神學的反思與批判一個開頭而

已。不過，對於西方傳統神學，他並不只是一味的

批判。事實上，梁燕城的「中華神學」更多是在與

西方神學的對比研究中、對話討論中，展開其神學

建構的。他的對比研究的背景來自於中國傳統文

化，他對話研究的問題意識產生於他與中國文化

中學者們的對話。他站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在

與東西方先聖先賢、當代哲人的雙向對話中，建構

其中華神學。他比較欣賞西方中世紀的神秘主

義、歷代靈修作品，以及現代的存在神學。不過，

他又覺得，靈修作品不能登學術殿堂，神秘主義與

存在神學則過分內在化地談上帝，前者往往變成

泛神論而失去聖經中那滿有位格性的上帝，後者

則強調主體性真理（如祁克果Kierkegaard），或終
極關懷（如田立克Tillich），雖能點出人生存在的
意義，但又很難建立體驗的普遍性。所以，他認

為，西方神學目前所面臨的困難重重：將上帝客體

外在化，會失去其情味；將上帝主觀內在化，又缺

乏普遍意義。[29]因此，他針對西方傳統神學的缺

欠，提出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來補足傳統西方

神學的不足。如梁燕城指出，從教父開始，西方基

督教就用聖經所沒有的Being這希臘哲學概念來

描述上帝（命題就是：上帝是Being），形塑上帝是
宇宙的本體、最後的存在，這是西方神學的詮釋，

未必全同聖經的上帝。相反，耶穌是「道成肉身」並

說自己是「道路」，這聖經的「道」字與中國哲學的

道更形相似，若道路是「上帝某一種神性的表

現」，那麼上帝具有「道體」的意義了；這就可以

「通過道的觀念來消化基督教」（正如教父通過

Being的觀念來消化基督教）。[30]

直到最近，梁燕城仍在梳理西方哲學傳統以

及其當代發展的一些不足，試圖通過回應西方當

代哲學的發展，建構當代中華神學，匯入當代基督

教神學發展的洪流之中。他說，西方哲學由亞里士

多德開始建立邏輯系統及以存在實體為主的思維

方式，到近代啟蒙運動以後，劃分主體與客體，使

兩者對立，並且將客觀的事物視為真實，主觀的被

視為純粹人自己的想法，不具真理性。因而把涉及

價值的文化與思想，包括道德、藝術與宗教，均打

入主觀世界，不具客觀普遍性。由此人的整體性生

活被分割為主觀與客觀兩面，同時消滅人的價值

性。到後現代則連客觀的知識如科學也被相對化，

而終至淪為虛無主義。馬丁·布伯「我與你」的關係

哲學，列維納斯的「他者關係」理論，打開另外一

個本體論的思想範疇，就是「性情際」(inte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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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的本體範疇，批判了西方整個主客對立的傳
統。梁燕城認為，馬丁·布伯的哲學成功之處在於

作出一些關鍵的概念區分，但缺點是沒有進一步

深度發展這一理論。他認為，如果要將這種基本

概念和範疇要開發成一文化的內涵，可與中國哲學

的思維方式結合，而建立一個更有深度的哥白尼

式革命。梁燕城也同樣批評了列維納斯理論的不

足之處，他說列維納斯只是提出了「他者關係」，

但未能正視關係的感通性。梁燕城分析說，這是

因為他的倫理學是在猶太文化那種律法性命令

中，而沒有走向與他者和諧感通的價值。因為列維

納斯的他者，是完全外在的另一位，與自我是對立

的，所以列氏並不重視與他者的親愛關係，因為他

擔心這會把他者與我等同為一樣。列維納斯的這

觀點終必陷入「我─祢」二分和對立的理論模式之

中。梁燕城對此回應說，人能否與終極的奧秘對

話、共融和感通呢？用莊子的話，是「獨與天地相

往來，……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

為友」的境界，所謂「往來」、「與……遊」、「為

友」，就有「性情際關係」模式的意味，是指一種共

融與感通關係。這「天地」、「造物者」、「無終始

者」等，在馬丁布伯的用辭，是「永恆的祢」。如果

這位「永恆的你」有性情位格，可以主動臨在人

間，即「造物者下與人遊」，與人精神相往來，與人

為友，那就叫做啟示，從「性情際關係」陳示上帝

的啟示，這就是中華神學的始點。[31]

六、結語

綜上所述，梁燕城的中華神學是在與多元他

者的對話中展開的，他的對話首先是在耶儒雙方

的對話中展開的，他一方面要回應儒家學者的問

題，以及其背後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預設；另一方面

他也在與華人基督徒學者進行對話，他指出華人

基督徒學者由於深受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影響，無

法理解儒家學者的問題意識與中國哲學的思維，

因此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在西方神學傳統中尋找答

案，而無法在中國文化中建構整全性的基督教神

學，來對中華文化傳統中的問題作出較為整體性

的回應。進而，梁燕城在中國文化傳統的大背景

下，在釐清「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與「基督教文

化傳統」之間差異的基礎上，全面展開中華文化與

西方基督教神學之間的對話。既借鑒西方基督教

大公傳統中對「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的表述，以

及其中的基本概念範疇、問題意識，同時也指出

西方神學傳統中存在的偏失與不足，進而用中華

文化傳統中儒家、道家、易經的概念範疇、思維模

式，來表述「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形成中國的

「基督教文化傳統」—中華神學。在梁燕城的著作

中充滿了與多元他者的對話，在對話的隱秘處、核

心處，是他與上帝的對話。梁燕城的中華神學的核

心處是他與上帝的對話，這使得他在與他者的對

話中，能夠不偏不倚、特立獨行，非此非彼也亦此

亦彼，在多元他者之中保持他自己的獨立性。在梁

燕城的講道授課、社會慈善關懷、參政諮政的活動

中，是他對中國文化更新、社會進步的深度委身，

是他愛文化、愛中國、愛人民的深深中國情懷。他

的靈性生命、他的中國情懷，推動著他在與多元他

者的對話中，不斷建構並發展完善其中華神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督教中國化

的經典、禮儀與思想研究」（19ZDA241）的階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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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of multi dimens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Leung ln-sing’s thoughts of his Sino-
theology

Han Siyi(Deputy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Leung ln-sing’s Sino-theology was 
developed in dialogues among multiple other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 theology originated 
in a dialogue between the Christians scholars and the 
Confucian scholars. On the one hand, he responds to the 
problems of Confucian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problem 
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behind them;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also in dialogue with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to reflect 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Western Christia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re truths of Christian faith” and “Chris-
tian cultural traditions”, Leung ln-sing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hristian theology. H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Western Christian ecumenical tradition of the expres-
sion of “the core truth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basic 
conceptual categories,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deviation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Western theological tradition, 
and then used th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I Ching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o express “the cor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faith”, forming China’s Christian 
cultural tradition- Chinese theology. The conceptual 
category and mode of thinking of the Book of Chan-
ges express the “core truth of Christianity” and form 
China’s “Christian cultural tradition”-Sino-theology. 
Leung ln-sing’s Sino-theology is based on the truth of 
the Bible. In the dialogue with God, he has not only 
started a dialogue wi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
ism, but also with Western theology,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ity. Leung ln-sing is enthusiastic about public 
welfar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cademic activities, 
social charity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in China. 
His Sino-theology has a strong Chinese sentimen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
ing and profound spiritual experience.

Key words：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Sino-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