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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台灣開放民眾赴陸探親到2017年正好邁入卅年。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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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從政治層面來看，兩岸關係彷彿進入嚴冬，民間交流不免受

到影響，但上帝主導的宣教行動卻沒有阻斷，本文試以宣教的視野，
回顧上帝在中華大地上的作為，與台灣信徒在其中留下的足跡，期望
有益於2017年開始的第四個十年收割期。

一、1987-1997
(遷台信徒由禱告至探親，連結大陸家庭教會；八九民運後大量知識分
子歸主，成為日後海歸教會的主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政策。1984年為
加速促進經濟改革，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
義過去對中國問題有功，但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84-86年間，如何
促進經濟改革而進行必要的、同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知識分子共同關
切的課題。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7日，共有27個城市150間大學的學生
向胡耀邦訴求政制體制改革，開放民主與自由。胡耀邦為此下台。繼任的
趙紫陽強調經濟自由並不積極支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9年民
運後，趙紫陽下台，江澤民接任，此後「四個堅持」成為中共的主旋律。
宗教方面，自82年公佈十九號文件後，各省陸續頒布「愛國公約」、
「宗教事務暫行管理條例」。三自教會復出，但因曾響應簽名、控訴運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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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壓力下賣主賣友，不容於家庭教會。家庭教會堅定順從神不順從人的路
線，走十架道路成為共識，在逼迫中，全面上山下鄉廣傳福音，建立教會。

1987年5月台灣解除戒嚴令，11月起台灣教牧、信徒返鄉承接香港從
沿海深入內陸走進農村，返鄉探親的浪潮帶來海外教會的資源，結合家庭

 財務報告

教會的需要、供應靈糧、深入培訓、建造教會事

會受到重創，不得不往城鎮發展。1997-98年，大

局常委，2012年11月任總書記，2013年任國家主

（送審稿）》，使大陸信徒及海外關心中國前途

工。92年起開始系統的三級神學培訓為家庭教

陸各地政府將家庭教會當作邪教組織取締，家庭

席。2008-16 年間兩岸兩會領導人進行了11次會

的人士十分失望。

會奠定了真理根基。六四事件後，人心徬徨，或

教會為了表明信仰純正，共同研擬信仰告白及對

晤，簽署23項協議，2項共識聲明，如兩岸經濟合

放下理想向錢看，或投入新興宗教，大陸各大學

三自的態度。大陸1999年10月公布打擊邪教法令，

作框架、兩岸定期班機直航、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合

及研究所陸續成立宗教學門，知識分子多轉向

法輪功被定為邪教，家庭教會被視為「非法宗教組

作，台灣同意承認大陸高校學歷和許可陸生來台

研究基督教對自由民主的貢獻，移民和留學生歸

織」；2005年「宗教事務條例」，比82年及94年公

等。兩岸政、經平穩發展超過1949年後任何時期。

主甚多，中國的基督教熱持續數年。

布要求登記的宗教活動管理辦法更加嚴峻，罰款

1991年中華民國陸委會、海基會相繼成立，
李登輝總統公布廢止《動員勘亂臨時條款》，中
共中央對台辦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95
年7月至96年3月，中共發動三次台灣海域附近
的導彈射擊，96年9月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岸關係
「戒急用忍」政策。探親潮降溫，台灣對中國大
陸的福音工作基調開始轉變，由「向骨肉之親傳
福音」轉向「近文化的多元宣教路線」。
因歐美各國對六四事件的經濟制裁，1989-

95年間已有許多台商在大陸投資設廠，台灣得
語言、地利之便反而有得天獨厚的機會在陸發
展。各大城市華商(台商)聚居成為家鄉人的福音
禾場，華商團契逐漸發展本地人的工商團契，也
成為赴農村培訓的中途休息站。

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7月香港回歸，香
港教會開始本地教會的深耕及大陸來港新移民
的事工。對內地宣教的使命由台灣及北美華人
接棒，經過十年的努力，真正本色化又和普世教
會接軌的中國教會已經成熟，家庭教會雖不被
中國政府認同，卻成為中國教會的主流。

二、1997-2007
(校園福音工作、工商團契、民工教會興起；教
會轉型運動)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98年美國金融海嘯，
影響全球，以致減弱經援大陸受逼迫的家庭教
會，同年大陸發生百年難遇的水災，農村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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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拘補所謂自封傳道人皆有「法」可循。家庭教會
再度面臨是否登記加入三自的壓力。三自堂會新
生代的牧者也有主動作為家庭教會「遮蓋」或私下
「合作培訓」的措施，致三自堂會「家庭化」；作為
培養三自堂會牧者的官方神學院裡也有老師或學
生對共黨政策不滿而主動離職、退學。這十年是中
國教會省思神學立場、轉型的關鍵十年。

極弱，無論誰上台都是黨政軍三位一體，政策可
以一以貫之；台灣是民主社會，政策一旦與民意
背離、或缺少溝通，就難執行。好處是，在台灣

因自由行及開放陸生來台，大陸基督徒或信

任何民間組織可自由發展，極少受到政治干預；

徒子弟來台讀大學、神學院或學士班年年增加。過

壞處是，民意如流水，當局政策短視，媒體嘩眾

去台灣及海外教會以堂會、宗派或差會為主體赴

取寵，產生不少社會紛亂、族群對立。自2000年

大陸家庭教會培訓，如今以神學院為主體，神學院

以來台灣本土意識增強而國際競爭力退化。

用分校的方式到大陸各省進行招生授課及頒發學
位。六四後，中國學生在北美信主、讀神學院，返

四、2017年展望

國後在各大城市建立獨立的城市教會，並建立自

(三化異象vs五進五化)

己的神學院，邀請「母校」的師資任教，或建立相

2000年後，陳水扁總統以「一邊一國」定位兩

關的文化教育事業，如書房、基督教教育幼兒園小

岸關係，加上過去李登輝總統任內教育部對小學

學。若說近十年內，大陸對台灣在經濟力、政治力

至高中的教材進行多元化及本土化的改革，縮減了

上升；宗教文化方面則是台灣(含北美華人)對中國

中華文化歷史地理的內容，導致1980年後在台出

的「文化力」影響更大。

生的新生代，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弱化。

在大陸極權專制的政體下，百姓的影響力

習近平自十八大主政後，以中國夢為民族
主義意識形態的路線上場，中共中央辦公室主
任開始直接介入對台事務，主導訂立「國家安
全法」、卡式台胞證、福建自由貿易區、陸客中
轉，及在上海投資就業的台胞及其親屬就醫、就

隨著大陸城市教會興起，這些教會的成員大

學提供「市民待遇」。2016年10月通過「台灣同

1999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教會集眾力進行

都是2000年後才信主的白領階級，在社會上有地

胞投資保護法」，2017年1月11日，中共媒體公

災區重建及社區營造的事工，又因兩岸關係緊張，

位，和三自教會及傳統的家庭教會不一定有淵源，

布：正在進一步研究持台胞證的台灣同胞，可望

對「非法」培訓的疑慮，支持家庭教會的聲音開始

但他們有普世及人權宗教自由的概念，其中還有一

逐步在大陸享受國民待遇(實指居民待遇)，意即

減弱。在大陸事工開始校園福音事工及民工教會

些曾經在政府部門工作，曾是黨員，他們希望中國

除了政治權利之外，其他如旅行、經商、讀書、

的高峰。持續支持家庭教會的華人教會則更形低

能走向健康的公民社會，在憲法宗教自由的前提

台胞子女升學、學校安排、股票等金融賬戶、火

調，並穩定的和某些家庭教會長期合作，系統性的

下，走合法的途徑建立教會。然而2011年守望教會

車站自動售票機取票、居住、就醫等，廣泛提供

進行教會內部的專項訓練，如兒童主日學師資培

被查封，至今已近六年；2014年浙江拆十字架事件

便利條件的可能性。中共對台工作將持續從兩

訓，音樂培訓、夫妻營、小組長訓練、分辨異端、

頻仍；2016年杭州最大的教會崇一堂顧約瑟牧師

岸「民眾」共同利益出發，在兩岸政治僵局中另

大學生團契，教牧人員培訓等。家庭教會在神學教

以所謂挪用公款罪被捕，原因是他公開反對浙江

闢蹊徑。特點在於對台灣年輕人伸出友誼，回應

育方面開始正規化，按著海外神學院的標準進行

省內強拆十字架運動。他曾任中國基督教協會常

台灣年輕人低薪就業的困境，提供優惠的就業、

教牧培訓。

委、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

創業條件。這可能也是宣教的好契機，因為有更

三、2007-2016
(宗教法與神學建設：基督化vs中國化)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習近平當選中央政治

早期台灣教會普遍支持大陸家庭教會，由於
兩岸政經層面趨於友善，此十年間台灣教會不少

便利的內住大陸條件；也可能是逼迫與限制的開
端，因為既被等同當作是「國民」(居民)，大陸

轉向支持三自教會。直到浙江拆十字架運動，2016

宗教事務條例中的禁令都對「台灣同胞」有效。

年9月7日，中國大陸發佈《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

和大陸三自教會合作的台灣教會，面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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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宣導「基督教中國化」即五進五化的挑

表二 兩岸關係對立與和緩的成本效益

戰：宗教政策法規進教堂、科普知識進教

對大陸而言：

堂、扶貧幫困進教堂、傳統文化進教堂、

兩岸
關係

和諧創建進教堂；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
教會事務管理規範化、講台事奉本土化、
教堂財務公開化、信仰教義適應化。今天
「基督教中國化」可能成為大陸基督教最

對立

大的異端。本會創辦人趙天恩牧師相當

1. 失去台灣民心

1. 強化軍人的支持

2. 引起週邊疑慮

2. 孤立台灣，台灣更
加邊緣化

3. 中美關係緊張
4. 台灣愈向美國靠攏

1. 和平演變

外 弛內張 的 形 勢中 我 們 預 備 好了
嗎？有對策嗎？(參附圖)
和緩

2. 台灣意識日漸成長
的風險(所以不能放
棄武力選項，並且
要偶而展示)
3. 台灣愈來愈高的期
待，尤其是在國際
空間上，並進而到
政治定位上

表一 兩岸 SWOT
Weakness

1. 美國老大哥的支
持

1. 內部的紛歧

2. 產業競爭力

2. 政黨的惡鬥

對台灣而言：

3. 媒體與社會
的意識 型 態
化

兩岸
關係

4. 人民素質高
5. 民主自由的社會
6. 創意無窮
7. 公益文化
Opportunity
1. 和平的兩岸關係
2. 大陸經濟持續成
長的潛力
3. 密切的兩岸經貿
交流
4. 有信心的大陸

4 . 媒體的庸俗
化
5. 產業發展的
瓶頸
對立
Threats
1. 實力日強的
大陸

3. 台灣經濟對
大陸的依賴
4. 大陸鷹派的
力量

6. 大陸社會的轉變

5. 韓國等新興
國家的競爭

資料來源：馬紹章，《走兩岸鋼索》(遠見天下文
化，2016)，頁380

守，也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還有許多老師

成本

1. 可以建構更密切的
兩岸經貿網絡
2. 增加可運用的工具
選項
3. 可以強化對台灣內
部政治的影響
4. 資源可以用在其他
更迫切的內外挑戰
上

效益

1. 要投注更多的經費於
軍事上

1. 內部危機感愈強，
凝聚力愈強

2. 要投注更多的經費於
外交上

2. 戰略地位提高

3. 必須更靠向美國，提
高 了被 美國 拋 棄 的
風險

3. 展現台灣自決的決
心

的課程算是順利結束，相信這一切都是神所記念的。

2016年聖誕節正逢是主日，會後照往例有豐盛的中午
聚餐，感嘆一年很快就過了，許多的同學已經畢業，
而我卻沒有「畢業」，展望來年繼續為主培訓新的工
人！

和緩

推喇奴

念，願神打發合適的新生前來學習。
台灣同性婚姻法的提案並一讀通過，大陸教會肢
體們非常關切與驚訝！我多次被詢問，好像我是專家
一樣，促我不得不思考及感慨「為什麼台灣這樣地冒
進？」我認為在中華文化道統式微，多元文化興盛的
台灣社會中，很有互相包容和彼此尊重的精神，同性
戀如果在社會中沒有被定罪，也沒有羞恥的感覺，僅
僅被當成一種個人偏好來看，那麼被合法化是遲早

感恩的是，去年整年沒有生病，使我對於外地

之事；但是，並非所有的台灣基督徒都持守聖經權威

邀請的培訓，幾乎都有前往，可以大力為神做工，真

而起來堅決的反對，更是令我震驚！在這種社會風氣

是喜樂滿足。但直到年底，卻感冒而有嚴重咳嗽的

下，「同性婚姻合法化」預料成為亞洲之首位，這不

現象，憂心忡忡，因為新年開春就要到X省為一對畢

是一件光彩之事，反倒是一種災禍，真要好好為此禱

業生證婚，並且接了兩處共六天的培訓，恐怕聲音沙

告才是，真神的能力和嚴厲遠比人所想像的還要大，

啞耽誤了上課，也恐怕食慾不振失了禮數。我一向對

或許神不任憑人的任意妄為，我期待有奇蹟出現使整

服用成藥很有意見，拒絕了同工提供的藥品，還好經

個情勢逆轉。

過前後兩天的禁食，身體很快恢復了過來。不過，年
初開始，天氣酷寒卻沒有遇到下雪，反而霧霾來勢洶
洶，有點掃興。感謝神的保守，讓我仍保精神和體力

4. 經濟邊緣化的危機

完成後續的事奉，令人欣慰的是，相較沿海一帶，我

5. 經濟依賴的風險更高

所到的內陸培訓地的經濟條件較差，但教會弟兄姐妹
卻比較渴慕真道。

2. 紅色供應鍊
的崛起

5. 面臨內外挑戰的
大陸

在

聖誕節的前二天，感恩神從歲首至年終的保

的參與，行政同工們的齊心合作，今年神學培訓中心

是中國宣教事工所致力推動的方向。

3. 綿密的國際經貿
網絡

感恩 與 仰望

效益

5. 未來工具選項愈來
愈少

有遠見提出的三化異象，在廿一世紀仍

Strength

成本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1. 大陸對台灣內部的影
響力增強

1. 可以利用大陸發展
來壯大自身

2. 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
的風險(如果沒有戰
略)

2. 軟實力的影響力

初到年底堅持了下來，頗有收獲，促進彼此了解，也

3. 可以專注於經濟發
展

凝聚許多共識。展望新的一年，上半年的課程已就定

本期收入

720,553 元

4. 可以管理兩岸交
流：機制化

位，四處奔跑了一下，感覺招生仍然是一大挑戰，發

本期支出

559,775 元

5. 更寬廣的國際空間

但相信神有預備和帶領，同工們作好了分工，儘量傳

本期結餘

160,778 元

6. 走向制度之爭的可
能性

達招生信息給教會牧長和校友，請大家在禱告中紀

在2016年，同工們隔周有一次的查經聚會，從年

2016 年 11 ~ 12 月
收支（TWD）

現比較保守的信仰、紮實的要求並不是受普遍歡迎，

資料來源：馬紹章，《走兩岸鋼索》(遠見天下文化，2016)，頁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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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35歲，剛發現得了淋巴癌，竟然已經是末期

我

活著等死？

了，醫生說已經轉移了，肺部也有些癌細胞。

我結婚10年了，孩子才9歲，我指望妻子能安慰我，
照顧我，但是，她居然在這個時刻提出離婚，理由是
「不想被我拖累」。她認為孩子將來讀書、成長都需

不！

要錢，不能拿家裡好不容易攢的積蓄，去治療我這沒
有希望的病，所以，我們當初結婚時父母給我們買的
房子，她要求轉移到孩子的名下，我若同意離婚，她
才答應以後會好好照顧孩子……。

林如水
人為何要活著？我怎樣才活得下去？我健康的時

心灰意冷

結婚嗎？同居共枕十年的妻子不能和我禍福同擔，沒有

一次住院治療時，她也不來看我，甚至向孩子灌輸爺

她我還能活下去嗎？這十年的感情生活，她怎能說放下

爺奶奶如何對她不好的信息，不讓孩子打電話給我，

就放下呢？許多問題猛然使我想起曾經共事的基督徒同

她說「我是一個軟弱無用的人，不能給孩子保障」。

事，他有先天性的脊柱炎，是一種目前無法治癒的病，
他曾經和我談過生死問題，只是過去我從來不曾在意，

呆症，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的幫助，平時倚賴我姐姐
照顧她，因此在我住院期間，只有爸爸來照顧我，有
一天他也發燒了，還忍著不舒服的身子靠在醫院的

當時以為健康的我不需要上帝，他才需要。如今我這位
朋友仍喜樂地活著，還結了婚，創了業，同是基督徒的
妻子並不嫌棄他的身體，令我好生羨慕。想到他，我立
刻打電話給他，請他來看我，告訴他，我在等死。

小沙發上陪我。我沮喪憂愁：天啊！人生有什麼意義
呢？結婚十年的枕邊人都不可靠，在我最需要的時候
居然離開我，我還要拖累老父親來照顧我嗎？

不久，他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來看我，帶我去醫
院，陪我打完吊瓶(點滴)，帶我去看海，帶我去看他的

郊野外，我割腕又割頸，想一死百了，就這樣我躺在

老師。原來，人的一生不是邁向死亡，還有永生，是從

草堆裡昏睡了一上午，中午醒來，發現我還活著，血

「生」到「永生」的可能。原來，不是我的妻子特別壞，

沒有流乾，連螞蟻、蚊蟲都不要我，我起身決定「就

而是罪性使她不能自拔。原來，我有一位天父在看顧

走著中暑昏倒累死吧」，走著走著，不知過了多久時

我，相信耶穌是走向永生唯一的道路。過去我從來沒

間，忽然我意識到自己竟然還能走這麼遠！這時，心

聽過耶穌，祂是上帝的兒子？可以解決我的罪，給我永

底有個聲音對我說：「你既然有力量走路，怎麼沒有

生？我何等渴望能有聖靈在我心中隨時陪伴我，讓我不

力量活著呢？要死也不是你能決定的。」我忽然醒悟

再絕望。

峰迴路轉
我打開手機，立刻接到了姐夫的電話，他找到了
我，送我去醫院急救，就這樣，我死不了了。

6

原來如此

出院後，我找了一個父親不注意的時候，去了荒

過來，我豈能活著等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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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信，但我信不足，

招募暑期短宣隊

請你為我禱告，我要活著經
歷這生命的泉源，進入 永

錄，使女兒的人生也得到光

中

服 事

中國大陸 為

明的力量。我要珍惜身邊愛

主要福音禾

場 的 差 會，

我的人，放下明天的憂慮，

台灣區會自

1987 年起，

不讓人性的軟弱破壞我生

長期投入中

國家庭教會

命中包括婚姻美好的記憶。

的培訓差傳

等 事 工。近

生。我要留下追求永生的記

候，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還能看到女兒上大學、

我還沒死，妻子就把我當成死人看待了，連我第

我的父母已是七十餘歲的人了，母親患有老人痴

請為我禱告

國 福

音 會 是 以

十餘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禾場形態的變遷，自農村到城市，逐

後記(一年後)

漸發展為多元化的事工模式。如今兩岸關係因政治而進入膠

我又要開始治療了，明

著，然而神的道不被綑綁，神的愛不分藍綠。本會很有負擔傳

天去住院，我感到自己比以

遞異象，陪伴已蒙主呼召的神學生、教會長執、同工前往大陸

前平靜多了，也勇敢多了，

親身體驗。特別歡迎受過神學裝備，有全時間事奉心志的青

我想這是借助了基督的力

年人，將來成為本會三化異象宣教士候選人。

量，目前我因身體軟弱參加

───────────────

教 會的機 會 不多，但已感

對象

受到主那偉大的愛，讓我不
再迷茫慌亂。如果去年見

1. 全時間的神學生，二年級以上，或雖為一年級但曾
在教會參與事奉至少三年。

過我狀態的人，或者會明白

2. 在教會帶職事奉，為教會的長執同工或教師牧長。

我說的，那時我毫無主張，

3. 在教會參與過青少年或兒童事工。

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希望在
哪裡，那時主內兄姐為我禱
告，讓我有奇特的溫暖。就
是那次禱告，讓我開始走上
了認識主的道路。和你說這
些，是因為我開始堅定了走
事奉主耶穌的道路，我想在
春節時節告訴你：醫生說，

條件

───────────────

1. 需交一千字以上的蒙召見證。
2. 全程參與本會舉辦的行前訓練，出發前共同完成合
作計劃。
3. 目前服事教會的牧者推薦信。(神學生有師長的推薦
信亦可)
4. 通過本會領隊面談。

我再做三個療程就可以告

我想起那個聲音：「你既然有力量走路，怎麼沒有

一段落了。真的感謝主！這

請您為這項事工代禱，同時也為神學生實習經費奉獻：

力量活著呢？要死也不是你能決定的。」當時在我心裡

幾天好多教會的朋友加我

我們會按需要贊助神學生短宣的經費，並協助參與者在所屬

燃起的盼望，是我一生中從未出現過的曙光。我第一次

微信，有大家的支持，我太

教會開說明會，得到該教會的支持與代禱。估計所需補助神

發現人不能自救，這救我的能力是在我生命之外的。莫

幸福了！

學生的經費約台幣十八萬元。

非這就是耶穌所賜的靈光？我要抓住生命的泉源。

＊詳洽本會安主任：02-2896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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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與 中國文化 的 未來 (二)

石衡潭
集》。寫有《歐羅巴》竹枝詞：

三學相傳有四科，曆家今號小羲和。音聲萬變都
編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八月在第三屆「迦密山國際學術論壇」發表的專文，承蒙作者同
意刊載。中國福音會三化異象之一「文化基督化」是以基督福音更新中華文化，本文
論述旨在恢復華人對天、對至高神的敬畏，由於文章篇幅較長，將分多次刊載。

5、傳教士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
早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是怎麼看待自己，怎麼
描述自己的生活？羅明堅(1543-1607)是一位最早來
中國的傳教士，他比利瑪竇來得還早，只是1588年因

羅明堅學貫中西，與士大夫交往頻繁，他還寫了
不少漢文詩，現存有52首，試引幾首：

了，還有很多中國人在他墓前奠酒紀念他。這首詩反

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說法，較

一個不經世事的少年人呢！羅明堅不認為儒家和天主

應出傳教士們對中國人的影響。

早提出來的人是胡適。「胡適自1923年為中華教育

教之間、信仰與文化之間有什麼矛盾之處。

7、傳教士對康熙皇帝的影響

6、中國儒家士大夫如何評價傳教士？
李日華(1565-1635)，字實甫，江蘇吳縣人。明代

主教，甚至皇帝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康熙皇帝幾乎信

中英庚子賠款諮詢委員會會議，在《皇家國際學會

文學家、思想家、畫家。主要作品《南西廂記》。他

了天主教，可惜還有些攔阻。康熙皇帝寫過《十字架

雜誌》上發表《文藝復興中之中國》一文。回國途經

有贈利瑪竇詩：

贊》：

日本，又於1927年5月在泛太平洋俱樂部發表《中國

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

不憚馳驅萬里程，雲遊浙省到杭城。

涯。

二盜齊。慘慟八垓驚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
方以智(1611-1671)，安徽桐城人，字密之。著名

這首詩把耶穌上十字架的過程寫得比較完整，說

哲學家、科學家。被稱為「接武東林，主盟復社」的

明他對基督教有基本的瞭解。他還寫過一首給北京

著名明季四公子之一。他寫給傳教士畢今梁的詩：

宣武門堂的律詩：

僧從西竺來天竺，不憚馳驅三載勞。

經常讀中國古聖先賢書來了解中國，讀後再用基督教
的真理來拯救老百姓。還有一首：

朝讀四書暮詩篇，優遊哪覺風時遷；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己早上讀的是中國的四書，晚上讀的是聖經的詩篇，
但他沒覺得有什麼矛盾，也沒覺得有什麼隔閡，反而
悠哉遊哉十分享受，甚至沒有察覺風俗和時間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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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藝復興》的講演。193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比
較宗教學系作了六講《當今中國文化之趨勢》，後結
集出版，書名定為《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由芝加哥大學出版。」註8
傳教士思想學說對中國學術有很大的影響。

1905年，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一文中指出：「至若
江永、戴震之徒，則非但涉獵其曆數之學，且研究

先生何處至，長楫若神仙。言語能通俗，衣冠更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

其心性，而於彼教中之大義真理，默契冥會，時竊取

異禪。不知幾萬里，嘗說數千年。我厭南方苦，相從好

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

之，以張漢學之熾，而與宋儒敵，今其所著之書可按

問天。

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

也。」並在這段文字後附注說：「如《孟子字義疏證》
註9

中，時有天主教之言。」

畢今梁個子非常高，學問非常淵博，語言能力也

這裡講到了神的自由永有，神的永恆永在，也講

很強，甚至能懂中國的俗話俚語。他協助在溫州傳教

到了神的三位一體，還講到真正的儒家是崇拜真神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把「明清西

最有成效的基督新教傳教士蘇慧廉(W. E. Soothill,

的，是崇拜三位一體的真神。這種認識在當時是非常

學」與「晉唐佛學」相提並論，對其影響做出了很高

1861-1935)，翻譯溫州方言版的聖經，這是相當了不

難得的。

起的。
這首詩是對程顥《春日偶成》仿寫。羅明堅說自

年發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止，曾多次以「中國的
文藝復興」作為演講題目。1926年，胡適去倫敦參加

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

詩中說他從西方來到中國，路上就走了3年。他

改進社撰寫《中國之文藝復興》的專論起，到1958

不只是當時的中國官員，還有一些老百姓信天

《遊到杭州府》

時把聖賢書讀罷，又將聖教度凡曹。

8、傳教士思想學說對中國學術的影響

化，一般人不了解他心中有多麼喜樂，誤以為他就像

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

《寓杭州天竺詩答諸公二首》
（第一）

盾影響了康熙信主的決定。

明清之際，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思想學說，催生了

雲海蕩朝日，乘流信彩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

攜經萬卷為何事？只為傳揚天主名。

8

自高低。阜成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多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天主教會內部的矛

此詩描述當時景象，雖然利瑪竇已經去世很多年

故返回歐洲。而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就一直沒有回去，
所以利瑪竇的成績、影響要比羅明堅大。

成字，試作耶穌十字歌。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

信」，我想應該說「他最後還是沒有信」，當然這有

尤侗(1618-1704)，字展成，蘇州府長洲人。明末
清初著名詩人、戲曲家，曾被順治譽為「真才子」，

康熙還寫過《生命之寶》一詩，最後一句是：
「天門久為初人閉，福路全是神子通。我願接受神聖

子，兒子名分得永生！」

康熙譽為「老名士」。尤侗詩多新警之思，雜以諧

最後一句用現在基督徒的術語來說，是康熙皇帝

謔，每一篇出，傳誦遍人口，著述頗豐，有《西堂全

的決志禱告。有人認為「他信了」，有人說「他沒有

8.

李小玲，〈胡適：「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廣西
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4月)，第26卷第2期。

9.

鄧實，〈古學復興論〉，《國粹學報》( 190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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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

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
次（中國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
，

9、傳教士思想學說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傳教士思想學說對中國文學也有影響，包括在曹
雪芹《紅樓夢》中也可以看到傳教士影響的痕跡。

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
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
註10

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又

註11

說：「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

當代學者李天綱認為，「《疏證》和《實義》站在
註12

同一個反佛道、批宋儒的立場上」。

金文兵也指

出：「戴震性論與利瑪竇性論在內容上若合符節，則

其哲學思想受明末所傳西方倫理學之影響當不難判

香 嶴 ( 嶽 ) 即澳

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

門。賈胡指的是葡

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

萄牙、西班牙人。

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
曹雪芹他們家祖上是江甯織造，這個職位是要跟

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西方寶樹」應即《創世

外國人打交道的，他們家跟外國人有不少的來往，據

記》中的生命樹，「長生果」也即生命樹上的果子。

最新研究，曹雪芹小的時候就經常靜心聽他父親跟外

聖經啟示錄也提到過：「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

國人聊天說話。在《紅樓夢》裡面有一種對理想境界

子賜給他吃。」（啟2：7）「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

的追求，其實他裡面寫的這個佛也好，道也好，或者

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

說裡面講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也好，它實際上不是一
個典型的和尚，或者一個典型的道士，在他們身上實
際上寄託了對一個理想世界的追求。

別。其中尤以戴震接受利瑪竇的『人性』定義最為明

註15

醫治萬民。」（啟22：2）

湯顯祖的代
表作《牡丹亭》作
於萬曆二十六年
（1598），即他廣
東之行後的第六
年。《 牡 丹 亭 》明

圖片來源：http://www.jiaxiangwang.

com/cn/p-jxfuzhou-linchuantangxianzu.htm

湯顯祖 (陳作霖1838年繪)

顯地帶有他在肇慶、澳門會見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

2016年正好是明代著名文學家、戲曲家湯顯祖

及外商的印象。如《牡丹亭》第二十一齣《謁遇》

逝世四百周年，莎士比亞也是同一年1616年去世的。

中「香山嶴裡巴」指的是澳門耶穌 會 聖保羅教堂

顯。唯其如此，戴震的性論方能講通而又不落入『性

小說最後，賈寶玉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遠走，

所以，2016年發表了不少紀念他們的文章。湯顯祖當

（SanPao1o），中譯三巴寺。吳曆《澳中雜詠》三十

惡』結論。……戴震所謂『心知為性』實有取於利瑪

復歸於青埂峰下。這也表明對這個世界的批判，對

年在澳門、肇慶和韶州等地見過利瑪竇，其思想解放

首，題名《三巴集》。第一首自注：「三巴即耶穌會之

另一種境界的追求。他們三人一邊走，其中一人還唱

與這次會面有關。

堂名」。「番鬼」正是本地人對洋商的帶有排外傾向

註13

竇『人性』定義，複又對後來之學者影響尤著。」

胡適在輔仁大學演講《中國考據學的來歷》時，
對利瑪竇學術影響做了如此評價：「中國大考據家

祖師顧亭林（即顧炎武）之考證古音著作有《音韻
五書》
，閻若璩之考證古文尚書，著有《古文尚書疏
註14

證》
，此種學問方法，全系受利瑪竇來華影響。」

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鴻蒙太空。誰

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這一
首歌與第一回中的詩正好互相呼應：「無才可去補蒼

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生前身後事，倩誰記取作
奇傳。」曹雪芹認為這個世界是短暫的，虛幻的，荒
誕的，而另一個世界才是真實的、永恆的。這個世界
只是那個世界的投影，或者說這個世界的一切是由那

10.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朱維錚校注，復
旦大學出版社，頁99-100。
11.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朱維錚校注，頁
72。
12. 李天綱，《〈孟子字義疏證〉與〈天主實義〉》，載
於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二，(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頁207。

個世界決定的。其實這跟基督教的理念是有近似之
處的，基督教講信徒生在這個塵世，又不屬於這個塵
世；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他們
屬於天國。就像曹雪芹所說的一樣，「天外書傳天外

人，只是他目前在這個王國生活。

畫屏天主絛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正似瑞龍看
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
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此處「二子」指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和特•彼得利
斯（Francesco dePetris，華名石方西）。

的稱呼。

海外漢學家也有關於明清之際中國文藝復興的
說法。法國學者戴密微認為明清之際開始的漢學與宋
學之爭，有些類似於西方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時期的
新教神學與天主教神學之爭，他說：「這種反對宋代
正統思想的反應，有時表現為一種改革現象，有時又
呈現出一種文藝復興的表象——假如我們可以借鑒這
註17

些歐洲術語以指中國現象的話。」 「可以認為清代
的考據學確實以耶穌會教士們為媒介，從而受到了我
註18

們歐洲文藝復興和改革的真正影響。」
湯顯祖還寫過一首《香嶴逢賈胡》：

(下期待續)

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
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表達了對理想世

14.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世紀出
版集團，2010)，頁6。

想都與基督教有更深關聯。「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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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七絕《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

林黛玉在《葬花詞》中也化用了天使意象：「願

13. 金文兵，《高一志與明末西學東傳研究》，(廈門大學
出版社，2015)，頁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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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在萬曆二十年（1592）春天路過肇慶時寫

事，兩番人作一番人。」他也是屬於兩個不同王國的

界的嚮往。第五回《紅樓夢曲•虛花悟》從用詞到思

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

10

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把秋捱過？則看

16. 參閱徐朔方著，《湯顯祖評傳》第九章，(南京大學出
版社，2011)。
15. 關於《紅樓夢》的論述，參閱石衡潭〈站在永恆的門
檻旁──〈紅樓夢〉的雙重空間與永恆追求〉一文，
載於加拿大《文化中國》(2013年第3期)。

17. 戴密微，《中國與歐洲早期的哲學交流》，載於謝
和耐等著、耿昇譯《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
通》，(東方出版社，2011)，頁211。
18. 戴密微，《中國與歐洲早期的哲學交流》，頁213。

雙月刊 119期 (2017．1-2)

中國與福音

11

中國福音會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中國與福音》雙月刊

創辦人：趙天恩

發行單位：中國福音會（臺灣區會）

地址：臺灣 臺北市 112 北投區 中和街 49 號 3 樓
郵政信箱：P.O.Box 366, Beitou, Taipei 112, TAIWAN
E-mail：cmi@seed.net.tw

TEL：(+886)2 2896-5713
FAX：(+886)2 2896-5360
http：//www.cmi.org.tw

1. 郵政劃撥(從夾頁取單)： 帳號--19314862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2. 信用卡奉獻(從夾頁取單)： 填妥後請傳真或寄來本會辦理
中國福音會
3. 網站線上奉獻： 由本會網站進入 http://www.cmi.org.tw/support_us
4. 電匯： （海外地區帳號）360170000125／（臺灣地區帳號）360102056600
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北投分行（TAIPEI FUBON BANK PEITOU BRANCH）
戶名：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5. 支票郵寄： 抬頭--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各

加拿大區會
506 The Kingsway, Etobicoke, ON,
Canada M9A 3W6
TEL: (+1) 647-847-9283
E-mail: tancmic@yahoo.ca
美國區會
P.O.Box 40489, Pasadena, CA.
91114-7489, U.S.A.
TEL: (+1) 626-398-2343
FAX: (+1) 626-398-2361
E-mail: CMIUSCA@yahoo.com
http: //Chinaministriesinternational.
ning.com

地

區

會

香港區會
支票抬頭：中國福音會有限公司 或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Ltd.
P.O.Box 80632, Cheung Sha Wan Post Ofﬁ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604-4456 FAX: (+852) 3525-1078
E-mail: cmihk1978@gmail.com
韓國區會
25 Chung-Dong, Chung-Ku Seoul, Korea
TEL: (+82) 2-778-3626
FAX: (+82) 2-773-6278
E-mail: dgtc1984@hanmail.net
http: //www.cmikr.org
菲律賓區會
Unit 3A , Adelina Condominium 1, 25 Columbia St.
(cor. Yale St . ), Cubao,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EL / FAX: (+63) 2-439-8568
E-mail: cmiphil5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