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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近輝對中國傳統文化

與神學之思考
■ 趙文娟

英國宗教研究者

滕博士生平與中國文化底蘊

滕博士出生於山東省濰坊，祖父曾擔任長老

會的長老。其父在奮興佈道家丁立美的呼召下獻

身事主，他曾在山東省高密縣的東魯聖經學校擔

任校長，兼任校內禮拜堂的牧師。後來，獲聘到青

島上海路的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擔任牧師。[1]滕博

士自小耳濡目染，對基督教信仰有所認識。在高中

時代開始積極參與事奉，追求聖潔的生活，曾多次

帶領學生組成佈道隊前往二十里路以外的村莊招

聚村民，向其傳福音。 [2]在西北聯合大學求學期

間，他每周六步行到六十里以外的國立第七中學，

在那裡的學生團契聚會中講道。[3]其青年時代服

事的心志有增無減，後在重慶大學生基督徒學生

摘  要：滕近輝博士(1922–2013)是二十世紀華人界傑出的神學教育家與國際宣教領袖，其對於促進基督教
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貢獻頗多。他曾讚許和支持梁燕城博士推動的「文化更新

運動」，也曾擔任《文化中國》的顧問。該期刊薈萃了老一輩傑出的儒家學者，更塑造了年輕一代的海內外華人

儒家基督徒學者，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以及中國文化與其他宗教文化的對話。今年，正值滕博士誕辰

一百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探討其對中國文化之體認，以及在該文化語境下切身實踐基督信仰之意

義深遠。因為其信仰實踐反映了二十世紀一位在中國文化熏陶下的留洋學者和牧者如何切實調適基督教信仰

與中國文化之張力，並將二者的相似性結合在其神學理論與教會實踐之中。其生命本身也彰顯了一位儒者與

牧者完美結合的表現：就儒者而言，滕博士是儒家謙謙君子之代表，其溫文爾雅的儒者風範，以及信手拈來的

古詩詞妙語無一不反映其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就基督信徒而言，滕博士是耶穌基督的忠心門徒，終其一生為

福音的使命奔走四方。究其一生如何思考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筆者將從他的神學視角，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文

化的體認來探討其如何將兩種傳統融會貫通，卻又不失各自的獨特性，更將兩種傳統中的道德與美善價值相

結合起來指導中國信徒的實踐生活。

關鍵詞：滕近輝；中國文化；基督教；儒家；會通；補足；對話

夏令會中，在趙君影的呼召和聖靈感動下，決志奉

獻一生服事主。於是，宣教士孔教授與夫人(Paul 
A. Contento and Maida Contento)推薦和資助滕博
士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神學。[4]這為滕博士在

後來的本土事奉與國際福音事工中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

除去早年信仰上的扎根，滕博士在中國文化

上的造詣也逐漸嶄露頭角。他對中國書法的愛好

始於小學五年級，在其父的鼓勵下，學習用寫對聯

的大毛筆在鐵質包白瓷的大盤子上練習寫字；初

中時，更得到出名的書法家指點，在書法上自成一

家。[5]多年來，滕博士對書法的愛好與興趣不減，

在青少年時期，他已經能夠為商店寫招牌；在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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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和牧者後，他曾為香港十幾間教會與基督教

中小學題字。比如，宣道會北角堂的招牌與基石、

建道神學院的禮堂與圖書館、中國神學研究院的

招牌、牧職神學院及短宣中心都留有其墨跡。他也

常獲邀請在基督教的刊物及書籍上題字或者寫對

聯。[6]對於滕博士的書法造詣，神學與藝術哲學博

士何崇謙評價道：「滕牧師的書法，自成一格，見

字如見人，磊落彬彬，意境倜儻，直達胸臆，正說

明：『法度為驅殼，功力為衣冠，學識為舉止，性靈

為生命』的書道四端。觀賞滕書，自然會被其充滿

節奏感的線條所吸引，而且滕書的造型平穩而見

險奇、安靜而感跳躍、凝重中而顯輕巧。滕牧師擅

寫行書，而隸書亦有行書意態，雍容秀勁，並廣涉

諸家，如柳公權、趙孟(頫，原文顯示空白格)、文徵
明。隸書清雅，取乙瑛碑神髓而自變體，線條有顫

抖的趣味。」[7]

從何博士的評價可見滕博士在書法上的深厚

功力，而他在詩詞方面的成就同樣不遜色，中國詩

詞的魅力在滕博士的作品中盡攬風采。加拿大中

國信徒佈道會董事會榮譽主席金新宇評價道：滕

博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很有文學修養的學者。」
[8]滕博士在高中時代就開始寫白話詩，以細膩的筆

調描述自己的心志和對信仰的體認。其詩詞更多

表達了他對「屬靈生命的反思，對真理的堅定和對

神的信靠」；[9]正如《毛詩·大序》之描述，「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詩詞題材豐

富，視野廣博，大到宇宙時空的造物主，小到花草

樹木之受造物，廣到社會人生與國際世界；其詩性

語言彼此呼應，語調時而氣勢磅礡，鏗鏘有力，時

而婉轉低回，抑揚頓挫，教人仿佛置身於詩人的心

靈世界，聆聽其有聲無聲的傾訴，感動莫名。比

如，這首溫婉的白話詩就貼切地體現了他對造物

主的摯愛之情與親密關係，細讀品味，詩的典雅氣

息油然而至。

祂是園中的玫瑰花，

祂的清香滿溢了這黎明的花園，

我每日走進祂的身旁，

欣賞祂美麗的容面，

傾聽祂低沉的微語：

「折一枝，帶給園外孤獨的人們。」

祂是深夜的繁星，

萬籟寂靜時，

我向它們仰望，

它們以無聲的言語，

告訴了我許多隱藏的智慧與秘密。[10]

這首詩的意境安謐溫馨，詩人把造物主比作

為園中的玫瑰，馨香益人，詩人與造物主之互動與

對話呈現了二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即彼此喜悅與

相互信任；更啟示了造物主的奇妙作為與奧秘並

非無可測度，因祂向尋求祂的人敞開心扉。詩中描

述的園子更有特別的神學涵義，在《聖經》中，園

子象徵造物主最初安置人的伊甸園。在園中，人不

但擁有上帝賜給亞當和夏娃的美好計劃，更享有

與主同在的恬靜安寧，最初園中的神與人互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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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幅充滿詩意的甜蜜圖景。然而，伊甸園因始祖

犯罪墮落被毀，失去了往日的庇護與安寧。慈愛憐

憫的造物主唯有差派獨生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與世人同行，講述救恩計劃，最後死在十字架上，

成為世人的救贖。在受難前夜，耶穌祈禱之地也是

一個園子，祂在那裡被出賣；耶穌受死也被安葬在

一個園子裡，祂也在這個園子死而復活，這預示了

伊甸樂園的重建與神人關係之修復，彰顯了造物

主無條件的慈愛與救贖。正如詩所述，從此，救贖

之園向眾人開啟，正如沒有圍牆的玫瑰園。凡尋求

上主者，便可一無掛慮的來到主前，安享主裡的豐

盛與平安。園中盛開的玫瑰猶如造物主，無比生動

地呈現了祂溫柔絢爛而富有馨香之氣的容顏，吸

引人去親近祂，聆聽祂，更一生一世追隨他。正如

詩人，常在園中與主相遇。

基督教與儒家對話： 

基督實現孔孟理想

除去在書法與詩詞上的愛好，滕博士在中學

時代就對孔孟的倫理教訓產生了濃厚興趣，對其

崇高的理想極為嚮往和佩服。他還評價道：「傳統

儒家和新儒家這兩種思想體系都具有很崇高的價

值，中國知識分子推崇這兩種思想也無可非議。」
[11]作為基督徒，他甚至發現孔孟的理想早已實現

在耶穌基督身上。因此，效法耶穌基督，同時實踐

儒家的倫理教訓並不完全相悖，這為二者的倫理

思想對話提供了基礎。他認為中國聖賢所表達的

自我不足感，可在耶穌的言傳身教中獲得答案與

終極導向。具體而論，有關這兩種類似的倫理體系

之對話，以及基督如何實現了孔孟理想，滕博士的

主要論述如下：

其一，儒家「仁者無敵」之思想與基督教「仁

愛」之教導相契合。孟子曰：「仁者無敵」，此言大

致涵蓋了三種意義：「以仁愛行事的人獲得最後勝

利；以仁愛行事的人終於化敵為友；一般人都不肯

與有仁愛的人作對。」[12]簡言之，仁愛有一種道德

力量和人格魅力，具有仁愛恕道精神者能夠消除

他者對自己的怨恨，緩和人際關係，乃至安定社會

秩序，這是儒家處理人己關係，以及人與社會關係

的一條準則。但是，由於人的罪性和局限性，人無

法在現實語境中完全實踐出這教導。較之，唯有道

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將儒家的倫理精神完全地實踐

在其言行之中。基督可以當「仁者」而無愧，祂的

愛在十字架上表露無疑，正因為祂的愛，數以億計

的人群追隨祂；基督用仁愛對待敵人，祂也吩咐門

徒照樣去做，唯有耶穌基督實現了「仁者無敵」之

理想。[13]

其二，關於儒家「恕道」的倫理原則。孔子強

調以推己、將心比心的恕道。其曰，「其恕乎！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這說明孔子要求人們要以己之

心來為人處事，要求人最大限度地為他者考慮，

遵循容忍和寬容的道德準則。本著「恕道」，人需

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力求達致一個更高的道

德水平。因此，對「己」而言，孔子要求人們需要具

備海納百川的胸懷，更內省與自律。儘管如此，孔

子亦主張恕道是有條件的，並非對所有人，並非在

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施與寬恕。比如，有三種

情況不可得到寬恕，所謂「君子有三不恕：有君不

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

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

令，非恕也。」[14]簡言之，這三種類型的情形都不

能得到寬恕：自己不侍奉國君卻要求下臣侍奉自

己；自己不報答父母卻要求子孫孝順自己；自己不

敬重兄長卻要求兄弟聽自己的話。由此觀之，孔子

的恕道始終是人本主義的進路，受制於現實語

境。如果從神本主義的進路來看，孔子理解的

「恕」作為我們應該終身奉行的一項道德標準，這

標準唯有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了恕道的最高表

現。比如，耶穌作為無罪的罪人被眾人釘在十字架

上，但他還為那些釘死祂的人禱告，求主赦免他

們；耶穌的門徒司提反在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之

時，也做了同樣的禱告。耶穌基督與司提反在生命

最後時刻對仇敵的寬恕，以及他們的行為和對仇

恨的態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富意義的事件之一，為

人類開闢了新途徑和新境界。耶穌基督身體力行

的寬恕教導告訴我們，仇恨不能消滅仇恨，只會增

加仇恨。唯有基督的愛才能解開仇恨的死結。耶

穌捨身為人的愛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是最富智慧

的勇敢。這與「大勇若怯」的意義相似，但較之更

進一步：愛即勇，愛即智。智仁勇三字都包含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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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了。[15]

其三，關於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滕博士

解釋，孔子之言，「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句

話表示，人道是以天道為本，這由此可以理解為孔

子的天人合一思想。[16]儘管孔子只講人道，不講來

生與上帝，正如其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

而遠之。」然而，孔子極其注重「天」，認為天有其

道其理，而人道是以天道為根據。天道是超人的，

是人道的本源。雖然如此，就邏輯而言，孔子是以

天道為本；就其體驗與實踐而言，孔子則是以人道

為本。如果將其天道與人道的思想綜合起來，就是

天人合一。[17]但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無法在現實的

人生命中實現，卻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契合。從基

督教的核心教義來理解，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

完全的人與完全的神，而信徒因信和上帝的恩典

與基督合二為一。換言之，耶穌基督與上帝合二為

一，而信徒又與基督合二為一，這正是天人合一。
[18]具體而言，「基督降世與人合一，其目的是使人

與祂聯合……基督將上帝向人類具體的表現出

來，祂是天道的最高表現—天道的化身。基督救
恩的真正和最後目的，就是把人類從罪惡裡面救

出來，又使人與上帝之間有圓滿的團契—神人合
一。」[19]總結而言，「基督教的特點是以啟示為本，

而啟示包括天道與人道在內。天道與人道合在一

起，才是完整的道理。上帝與人合在一起，才是生

存的全部意義。」[20]從滕博士的闡釋而言，孔子的

天道具有超越性的一面，它位於自然和社會之上，

似乎在人力的極限處顯示其力量，從而可以指導

人的道德實踐。但是，「天」卻本是無言的，不具有

基督教上帝道成肉身的啟示，從而無法實現真正

意義上的天人合一。

其四，孔子所倡導的「大學之道……在止於至

善」之教導也在耶穌基督的生命中得以成就。「唯

有耶穌基督表現了最完美而偉大的人格，成為人

類最崇高的榜樣。」[21]耶穌基督的完美品格佐證

在於：耶穌基督的母親瑪利亞與施洗約翰的見

證。如果耶穌基督在幼年、少年、青年和壯年時期

有任何罪過和不善之處，瑪利亞作為其母必然知

道。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完美的表現，瑪利亞就不會

相信祂是無罪過的主，也就不會成為耶穌的門徒

之一；施洗約翰為了真理，不畏強權，直言勸誡暴

君希律，因而喪命。他為基督作見證，稱祂為人類

的救主，約翰的品格保證了他的見證是誠實的。[22]

其五，孔子的理想「四海之內皆兄弟」與「益者

三友」同樣在耶穌基督裡得以成全。孔子的至理名

言「四海之內皆兄弟」雖然是中國文化精神史上極

為重要的一次飛躍，因其超越了血親關係，走向了

基於信仰共同體的新式兄弟關係。但是，較之耶

穌基督之愛感召下的各樣運動所宣稱的在基督裡

的人類新關係，孔子的理想仍有局限性。滕博士指

出，基督教史上的兒童福利運動、婦女解放運動、

反虐畜運動和社會福利運動等可以統稱為「兄弟

運動」。這些運動打破了世俗年齡、性別、種族與

身份的藩籬，使得凡在耶穌基督裡的人都成為兄

弟姊妹，且在基督的大家庭裡合而為一。[23]就筆者

而言，滕博士身體力行在宣道會教會的實踐教導

更進一步將教會的改革運動推向了另一個新的高

潮。在香港不同教派中對按立女性牧師各執己見，

爭論不休，但滕牧師秉著按立女性牧師同樣是為

了見證耶穌的榮美和真理，使之有權柄用真道和

聖禮服事教會而在宣道會開啟了女性牧師的先

河。此外，就孔子的「益者三友」之說，它反映了其

對好朋友的定義和闡釋。然而，從滕博士的理解而

言，由於人的罪性和不完全性，世上除了耶穌基督

沒有此類三友，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一生正是正直

的人、誠信的人與見聞廣博的人之寫照，更需加上

一項，祂是為人犧牲生命的恩友。作為直友、諒友

與多聞友，耶穌基督以真理勸誡世人，絕不阿諛奉

承；祂富有同情心，明白世人一切的軟弱與需要；

祂不但將今生的做人之道告訴世人，更將永生之

道置入世人心裡，唯有耶穌基督是世人最好的朋

友和嚮導。[24]

其六，孟子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在耶穌

基督的生命中得到了最好詮釋。孟子所言意指赤

子般心地單純無偽的是大人，或理解為君子。這句

話與老子之言「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老子》

第二十章）有異曲同工之妙，老子宣揚返璞歸真，

淡泊寧靜，避免患得患失，反而能夠保持一顆童

心，有時甚至表現出來，像一個童心未泯的人。在

滕博士的觀察中，這種思想在耶穌基督的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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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升華，耶穌常教導門徒，兒童是他們的老師，

他們應該向兒童學習，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

人；《聖經》中也記載了耶穌歡迎兒童來到他面

前，耶穌為他們祝福。由此可見，耶穌基督自己的

赤子之心。按照基督的指示，若信徒的靈性愈高，

就愈像兒童；身體的年齡愈大，心靈的年齡愈小，

正如保羅所言，「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25]

儒家與基督教之會通與補足

以上基督實現孔孟理想的闡釋反映了滕博士

對基督教神本主義價值取向之認同，以及對儒家

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某些質疑。但是，這並不意味

著他否定中國儒家文化經典，相反，滕博士欣賞和

肯定之，且評價道：「中國古代聖賢所留下的教導，

實在是神對中國人的特殊恩典。其高超及深邃之

處，實在令人驚訝讚嘆。在自然神學及倫理領域

裡，誠屬上上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文化

也可以有助於基督教神學重點的處理。」 [26]基於

此，他從五個方面提出了中國文化對基督教神學

建構之補足：其一，中國文化是一種關係性的系

統，有助於基督教神學的追求方向，避免西方倡導

的以理性取代靈性的主導地位。其理據在於：基督

教神學受希臘哲學與羅馬政治的影響，在神學研

討上偏重哲理與分析性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祁

克果的反合性的真理（Paradoxical Truth）的興起，
才開始回轉至關係性的重點（R e l a t i o n a l 
Emphasis），但哲理性仍然佔主導，忽視了靈性的
重要性；[27]其二，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社會理想」

能夠調和基督教神學傾向於教會化與個人化而導

致社會意義弱化之弊端；它能夠糾正西方神學和

教會注重個體經驗而似乎因此取代了《聖經》中的

國度觀念，從而積極促進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並

重的考量；其三，中國古聖先賢所教導高質素而分

析入微的倫理修養，能夠豐富基督教的倫理內容。

比如，君子之道、中庸之道、孝道、中和之道等，均

能夠發揮《聖經》真理辯證性的功效；其四，中國

式的人文主義可以抵制西方文化的人本主義，從

而提升《聖經》中某些關於人本位的教導，重新確

立人與人關係中的本位、人與物關係中的本位，以

及人與神關係中的本位；其五，中國文化中墨子的

「兼愛」之道，亦可以豐富《聖經》中關於愛的描

述。[28]

滕博士從以上五方面探討了儒家文化如何完

善西方基督教神學的欠缺之處。另一方面，他也強

調基督教的神本主義思想可以補足儒家人本主義

之不逮。以孔子為例，孔子被尊為聖人，他本人也

極力追求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立志成為君子。然

而，他謙虛地承認自己尚未達到君子的標準，其

言，「君子之道有四，丘未能一焉」《中庸》。孔子

甚至說，人不能守住他／她自己所選擇的倫理標準

超過一個月（「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29]對

此，關於人性的弱點，同樣可以在基督教的教義上

找到相似之處，基督教強調人的罪性，認為世上

無人能夠達到完全良善的地步，人人都需要重生，

且效法耶穌基督，克服老我，方能行在成聖的旅程

上不斷完善自己的德性。[30]再者，儒家文化甚少提

及死亡與來生，孔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似

乎透露了孔子對死亡問題深不可測的慨嘆。孔子

的學問也可視為生命哲學，但他甚少正面談論死

亡是怎樣一回事，由此很難窺探孔子對死亡的態

度。較之，耶穌基督對此有清楚的回應，祂解釋死

亡不是生命的最後終結，而是復活的開端。因此，

耶穌告訴門徒，「在我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2-
6）[31]至為重要的是，儒家學者重視天或道，對其

存有敬畏、虔誠與皈依。但是，這天或道缺乏超越

性也無位格，僅具有創造之能或道德性。然而，基

督教將這隱約的天或道位格化，成為啟示的神，

祂是創造之主、德性之源和萬有之歸宿。這啟示

更在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中完全顯明出來，並完

成救贖之功，凡悔改歸向祂的都承受永生之恩，且

行出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等德性。[32]

儒家與基督教的道德修養： 

成為有德性之人

儒家和基督教都重視道德修養與成德成聖。

於基督信徒而言，成德成聖意味著效法基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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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盡力盡性愛上帝亦愛人如己，並追求聖潔的生

活；於儒家君子而言，則意味著終其一生反省內

求、盡心養性，成人成德，成仁成聖。由此可見，這

兩種思想都關涉到人之為人的終極走向。不僅如

此，在踐行論上，儒家和基督教也有諸多相似之

處。比如，二者都強調良知的重要性，承認良知為

內在道德超越的實現途徑。不同之處在於，儒家

的良知，從本源上來講是對「天命」的直接覺識和

領悟，也是盡心—知性—知天和存心—養性—事
天的過程。[33]良知因此具有超然性或者先天性的

一面。但是，該觀點在王陽明的認知中賦予了新的

涵義，良知繫於人而非出於天，從而逐漸轉向主體

的德性與人格。它強調成就德性就是通過自身的

體察與踐履，使道德意識成為主體的內在德性，從

而承認良知向善的一面，以及它在德性塑造中的

角色。[34]基督教的良心觀，在滕博士的詮釋中，同

樣具有超然性或者先天性，以及道德性的一面。他

以經文為依據指出，「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

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

賽亞書》30:21）。這說明上帝的真理透過人的良心
向人說話，為上帝的正義與真理作見證，見證祂是

有道德性的上帝，祂的道德性與人類良心的道德

性是同型的：具有正義感、慈愛感、聖潔感和真理

感。換言之，良心是人與上帝之間的共知（先天的

道德性）。[35]但是不可否認，人類的罪性蒙蔽了良

心的作用，它使良心的感覺麻木，以曲辯支持不合

良心的行動或風俗。[36]這就需要聖靈的感動和上

帝真理的介入，當真理之光一旦照入人心中的時

候，良心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響應。[37]總結而言，

基督教的良心有三個層面的向度：與上帝同知，上

帝的律法刻在人的良心中；與人同知，人人有是非

之心；與聖靈同知，聖靈感動良心。[38]因此，若要

成為有德性與品格的信徒，則需要對上帝的話語

和聖靈的感動有敏銳的覺察。表現在：愛人是從無

虧的良心生出來的；對己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

對道存有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對神要用

清潔的良心事奉祂。除此之外，還需要有敬虔的

行為。[39]基督徒有德性的品格具體體現在聖潔、端

莊、忠心、行善、簡樸，謙卑事主，不爭名利地位；

謹慎言語，只說造就人的話語，以及有良好家庭生

活的見證。[40]

從良知到德性塑造之可能性，筆者認為滕博

士對於儒家的性善論與基督教的性惡論提出了一

個折中、整全的看法，即不以二元對立的觀點來判

斷人性是絕對的善或者惡，而是肯定人性良善的

一面，也強調人性惡的一面。他因此解釋，「基督

教並非貶低人性，基督教反對人本主義的思想和

高舉人性，其實是對人性先抑後揚：先承認人性的

脆弱，否定人性的本相，看清其墮落的事實，然後

將人升到上帝兒女的地位，甚至與基督一同作王，

管理宇宙，讓人不再是罪的奴隸，反而成為基督的

朋友，達到天人合一，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合一。」
[41]這種非二元對立的進路或許能夠為學界一直以

來關注並引發自力與他力的爭議提供另一種維度

的思考。具體而言，自力與他力是儒家和基督教學

者基於性善或性惡不同觀點而提出的個體道德修

養理論前提，多數學者以人本主義與神本主義的

進路來區分自力與他力，認為儒家是倡導人本主

義的倫理體系，而基督教則是神本主義的倫理體

系。

但是，滕博士避免以二分法來分析個體在道

德修養中的努力。他指出，「基督教是他力與自力

的組合體，但以他力為主，在他力的幫助之下，自

己努力追求上進。若將一切推給神而自己置身事

外，只等神來成就一切，那是一半的真理，必然造

成軟弱無力的基督徒。」[42]其理據是，世人犯罪墮

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更無力自救。然而，創始成

終的上帝施予救恩，呼召人悔改歸向祂，並幫助人

遵行祂的旨意，行在祂的道路上；聖靈更是感動和

幫助人聽道行善，活出基督的樣式。關於人在罪中

的無力感和自力感的脆弱，從而走向唯有靠主得

救的真諦在保羅的信仰經歷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43]保羅說：「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因

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

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誰能救

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

有惡與我同在」（《羅馬書》7:14-15，24，21）。保羅
的個體掙扎解釋了自力的虛妄，他力的介入不可

或缺。由此保羅總結，正是慈愛憐憫的上帝深知人

類陷於罪中無力自拔的悲苦境地，於是賜下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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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擔當眾人的罪，為眾人釘死在十字架

上。凡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眾人就能靠著基督的

血稱義，並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得以與神和好（《羅

馬書》5:9-10），這是人方能成德成聖的開端。
並且，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更是人終其一生

求善成聖之旅程，這就揭示了自力的重要性。滕博

士解釋，經文將信徒自我努力與追求成聖的信息

清楚宣告了出來。[44]比如，彼得勉勵信徒說：「你

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使徒行傳》

2:40）；《希伯來書》的作者也鼓勵信徒，「務必竭
力進入那安息」。「安息」一詞意指豐盛生命，亦可

理解為成聖的生命，說明它需要信徒竭力追求才

能獲得。為此，保羅總結基督徒在世的生命就是

「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4）。由此可見，
耶穌基督的救贖與信徒的竭力追求，這所謂自力

與他力二者之張力其實是一種反合性的真理

（Paradoxical Truth）；[45]二者更似一個銅板的兩

面，觀其兩面方能領悟整全的真理。另一方面，這

也說明基督教的人生觀與道德觀是被動的主動

（Actively Passive or Active Passivity）；即，基督
徒在世立志行事—被動的主動，都是神在其心裡
運行—信徒的主動。[46]

結語

本文分析和總結了滕博士在中國文化方面的

造詣，以及在基督教與儒家不同信仰傳統會通互

鑒方面之貢獻。作為華人基督徒領袖的表表者，滕

博士對中國文化的欣賞熱愛可在其書法與詩歌上

的造詣得到明證。不僅如此，他在基督教本土化

的思考方面也值得借鑒。在其時代，基督教作為外

來宗教當如何與中國文化和諧共處，以至於在中

國文化土壤中扎根，是無法迴避之重要問題。對

此，與滕博士同時代的中國早期新教神學家，如吳

雷川與趙紫宸，都基於各自背景對此問題提出了

不同的見解。吳雷川作為進士皈信的基督徒，對儒

家文化和道德修養體悟頗深，展開了基督教在儒

學處境中的比較對談。趙紫宸作為留美歸國的神

學家，將關於上帝的言說延展至孔子與墨子身上，

嘗試汲取儒家思想精華與言辭來建構中國化的神

學。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因時代的巨變在二十世

紀中期中斷。可喜的是，當其時滕博士正值留學歸

來，在其事奉生涯，他一方面盡心盡力參與神學教

育與各類事工；另一方面，他亦不斷反思基督教本

色化運動的成敗得失，從而鼓勵新一代基督徒學

者在文化與信仰的衝突與融合中提出新見解。他

本人更在反思基督教在本色化過程中提倡保持信

仰的獨特性，同時兼顧基督教傳統與儒家傳統在

倫理教導上的互鑒，肯定儒家倫理對中國人德性

的塑造，以及家庭社會和睦的積極作用，並將理論

付諸於實踐。由此，筆者認為滕博士以一個整全的

視角來審視儒家和基督教傳統值得學者借鑒。當

下，華人學者們依然孜孜不倦著力在基督教本色

化的歷史敘事上，繼續立足本土文化、歷史與政治

來構建漢語神學或者中華神學。這不僅是理論上

更是實踐上的進深嘗試，它關涉到中國文化族群

如何發揚、傳承、重構以及更新自己的文化，從而

不但造福世界文明，更富有新的生命力，得以在與

基督教傳統對話中突顯出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魅

力與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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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Phil ip Teng’s Approach to 
Christianity with Confucian Philoso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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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g Jinhui (滕近輝, 1922–2013)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ors and an international evangelical lead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spel in China;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and fur there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To enable 
these causes, he supported the Culture Regeneration 
Movement established by Leung In-sing and also served 
as a consult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China” edited by Leung. This journal has gathered the 
outstanding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while shaping thos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religions. This year 
marks the century of Dr. Teng’s birth, and it is timely 
to explore how he communicated with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Key Words: Teng Jinhui, Chinese culture, 
Christianity, Confucianism, Mutu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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