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nd the Gospel Bi-monthly

中國與福音

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

雙月刊 第120 期

2017年3- 4 月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北 投 郵 局
第 七 支 局
許可證北台字5090號

PEITOU(7)TAIWAN
R.O.C.

POSTAGE PAID
LICENCE NO.N5131
行政院新聞局版
台誌6291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2572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

本刊為贈閱，
可來信索取，
如變更地址或
取消煩請賜告，
謝謝！

●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得人

每

次回到台灣，都有一些新鮮事要學，近來發現最熱門的新聞台

是「卡提諾每周狂新聞」。其中報導的，真的是當今超誇張的言

行，94(就是)狂！一開播點擊率以百萬計算，只要看過94狂新聞的，鮮
少不笑得涕泗縱橫，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廣大的共鳴，至少說明了它所
報導的事件是台灣大多數人都關注的現象，說到眾人的心坎裡了。

 本期內容 

敢罵不敢當
什麼是狂新聞呢？對我這經年旅居在外的人看來，對作者群的創
意無比佩服，但看完後，我心中更多的是苦澀酸楚的不安，笑過就結
束了嗎？這真是今日台灣標榜的文化嗎？竟有這麼多狂人敢說(罵)、
敢做(打)、敢拿(偷)、敢穿(不穿)、敢毒(吸毒)、敢花(父母的、朋友的
錢)，就是不敢擔當，不必擔當！

董事的話

 ９４ 狂…
CMI 消息

 2017招募暑期短宣隊
靈命生活

 信心在主的話語中有根有基
莫忘神州

狂人的自我眼中固然就是全世界，不必管他人。但旁觀席的「客

 信靠神的帶領

官」也將狂人視為丑角，被傷害的人或事只是個場景，可以反覆重播，

基督教與中國

也和自己沒關係。怎能如此？有誰願意嚴肅地正視問題，付上代價，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未來(三)

不計毀譽，持續地去解決問題？…「94狂」發掘真相後，無奈地笑談人
生就算是回應嗎？

 財務報告

只在乎個人
在價值觀扭曲、世風日下的時代，因不法的

古人曾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事增多，使人愛心冷淡；公義暗淡，使人沒有盼

樂」的胸襟，今天是否成為絕響雖不可知，但對

頭，但圖當下享樂，既保有一點「小確幸」，就

有永生把握的基督徒而言，關起門來只論聖俗，

是 狂一下吧。以往繼任者總想著去成就及尊重

94不狂也絕非正途。從聖經來看，尼希米得知被

前人留下的業績，珍惜前人的經驗，會認真思考

擄歸回的猶大百姓的處境，和聖城耶路撒冷的

當年決策的因素在今日是否可行。但今天越來

光景之後，立即禱告並 採取行動，他得到亞達

越看不到長久的承諾，繼任者對前任施政以「放

薛西王的首肯，帶領百姓重建城牆，他說「天上

棄」為選項，只要不能產生速效、不見己功的就

的神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他僕人的，要起來

放棄。「放棄」曾是「不得不」的行為，今天「放

建造。」面對當前講求94狂的行徑，我們不可關

棄」成為最有效、最簡單的方法，因為不想為前

起門來只圖享受「與主同在」，基督徒沒有「無

人負責，只要不能算作自己的績效，就不想去

奈」，更不能「無感」。

做，也不必去做。「批判」曾是另一個角度的思
考，為了共同解決問題；現在成為「表現自己」
吸睛的舞台，不必為所批判的結果負責，不必解
決問題，甚至是否為「真相」都不必在意，只要
群眾目光向著自己「照過來」，只要足以博君一
笑！這就是狂，卻是多麼無奈、無感！「無奈」引
發絕望，「無感」引爆滅亡。

罪惡無疆界
今天的黑暗何其大，政治上兩岸膠著中，商
場上兩岸冷卻中，然而淫亂與毒品卻毫無疆界，
肆無忌憚在台灣校園、街頭橫行。看到十二生肖

2017

招募暑期短宣隊

中

國福音

會是以

服事中國大陸
為主要福音禾
場的差會，台
灣區會自1987
年起，長期投
入中國家庭教
會的培訓差傳

使徒保羅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說了

等事工。近十

大實話：神叫耶穌復活！並且差他去外邦人中宣

餘年來隨著中

揚那信靠復活的耶穌就得蒙赦罪，並和一切成

國大陸禾場形態的變遷，自農村到城市，逐漸發展為多元化的事工模式。如今兩岸關係因政治

聖的人同得基業。當時總督非斯都大聲說保羅

而進入膠著，然而神的道不被綑綁，神的愛不分藍綠。本會很有負擔傳遞異象，陪伴已蒙主呼

癲狂了(徒26:24)。保羅為真理癲狂，為愛主癲

召的神學生、教會長執、同工前往大陸親身體驗。特別歡迎受過神學裝備，有全時間事奉心志

狂，他不是「無感」，乃是執行傳揚福音直到地

的青年人，將來成為本會三化異象宣教士候選人。

極的使命，使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勢
下歸向父神。
保羅說，眾先知和摩西所說的，就是基督必
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裡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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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教會帶職事奉，為教會的長執同工或教師牧長。
3. 在教會參與過青少年或兒童事工。

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條件

───────────────

糖果包裝的毒品，繁簡字俱備，怎能不心驚？看

起來吧！基督徒們，讓我們敢擔當，撒但的

到保險套的小包裝，已然針對男男女女，而且鼓

權勢已在城門口、家門口，基督的仇敵想要殺我

勵「搭配試用」，怎能不起來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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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然而我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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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販毒集團年輕化的趨勢，請為此代禱，
留守兒童長大成為流浪少年少女，被栽培成為

要對尊貴卑賤老幼作見證，基督已復活，當悔改

1. 需交一千字以上的蒙召見證。

4. 通過本會領隊面談。

歸向真神！

毒蟲，他們不信人間有愛，手段也特狠，無所不

請您為這項事工代禱，同時也為神學生實習經費奉獻：我們會按需要贊助神學生短宣的經

用其極。他們生於無奈，活著無感，享受刺激，

費，並協助參與者在所屬教會開說明會，得到該教會的支持與代禱。估計所需補助神學生的經

94狂是他們的追求。毒已攻心，唯有基督寶血能

費約台幣十八萬元。

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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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 主的 的話語中有根有基
農曆春節期間，宣教士們紛紛返台過節，本會

在

來到中國福音會這個大家庭裡，與其他

特地舉行三天同工退修會，大家經年在所屬

的人一起在這裡互為肢體，耶穌基督永遠

的禾場上奔波，彼此很難相見，藉退修會得以分享近

是中國福音會的頭，我們蒙召進到中國福音

況，交流事工，共商未來藍圖。早晨，大家共同以聖

會，是為了完成主透過中國福音會所要成就

經約翰福音14章1-14節作為默想經文。原本時間設定

的事工或任務。求主憐憫、幫助及光照我，

一小時，沒想到大家對主的話的領受非常豐富，分享

讓我知道我不過是祂手中的器皿，和所有同

也很踴躍，透過彼此的發言，反思自己的生命處境，

工一起來尋求主的面，尋求明白主耶穌對中

亦激勵彼此堅定本會從神領受宣教事奉的初衷和使

國福音以及對我個人的心意。也求主提醒

編輯室整理

命。(本文中不同顏色的字是同工們的分享)

「道路、真理、生命」
約翰福音 14 章，多馬問：「主啊，我們不知道

穌走的道路，最終到父那裡去。這道路耶穌已先走在前
頭，成為我們的領航人，讓我們跟隨。

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條路呢？」(14:5)多馬的發
問，表明他很想知道耶穌將要去的地方，想要知道
這條路。但耶穌的意思說「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那

條路」(14:4-7)，耶穌認為門徒會知道祂要去的道路

(14:4)。經文當時的背景，耶穌尚未釘十架、得榮耀，
尚未成就神的救贖之工，門徒對耶穌的身分和工作
並不是完全明瞭，耶穌即將面對死刑，門徒卻在狀況
外，多馬的疑問反映出其他門徒的心聲。耶穌回答多
馬的疑問，成為歷世歷代的信徒耳熟能詳、都能背誦

「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腓力問，「主啊，請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滿足

了。」(14:8)主耶穌回答腓力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
了父」(14:8-9)。這讓我們聯想到約翰福音開頭對主耶穌
的介紹，這句話也清楚描述了祂與聖父的關係，「從來

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裡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
來。」(約1:18)

的金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

「父神從未在聖經裡親自面對面向人顯現過，只有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12:6)這句意思是人要藉著主，

主耶穌向人顯現過，亞當、夏娃、亞伯拉罕、摩西所看

亦即要認識主，跟著祂，人才能到父神那裡去。

到的耶和華神都是聖子在歷史中的顯現。我們信靠主耶
穌，不僅是相信祂的所是，也相信祂的所做。主耶穌告

「我特別感恩，因為主讓我知道祂所要走的道
路。今天早上我個人在思想有沒有走在主耶穌為我
開的道路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放下自己，順從父
神的心意和帶領)，活出主耶穌所賜給我的新生命？
如果一不小心，我常常會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甚至
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事奉。」(S說)
人要知道自己往哪裡去？要知道方向，就是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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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門徒，今天透過聖經也告訴我，『蒙神悅納的事奉，

是從合神心意的合一來的。我們之所以能夠合而為一，
是因為我們的神是合一的神。』祂(道成肉身的聖子)在

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到其他同工的

『這』是指祂道成肉身來到世上，在世上受到時間和
空間的限制底下所做的事工，如今耶穌沒有受到時空
的限制情況下可以透過我們來做成比祂當年在肉身
中所做更大的事，就是透過祂的靈。主耶穌今天在我
們裡面繼續做比當時更大的事，條件是我們必須要
走十字架的道路，放下自己的意思，照著主的意思去
做。」(C說)
「無論是個人或者是目前中國福音會的事工，從
人的角度來看，比從前減少很多，但是，如果我們團
隊順服神的帶領，繼續往前走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穌
就能夠透過我們做成比本會早期輝煌的時候所做的
更大的事。」(T說)

事，要時刻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那麼我便

「我能不能服在主耶穌的權柄底下順服祂的帶

能夠活出與同工合一的生命和生活見證，來

領？十字架的道路是需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我的計

榮耀主的聖名。當我們眾人能夠活出像主耶穌所禱告的

畫是否合乎主的心意？是不是按著主的心意去做？」

那樣合而為一的榮美生活見證時，我們便能夠經歷到什

(W說)

麼叫作時刻活在父神和主耶穌裡面的奇妙經歷。能夠成
為父神所使用的器皿去完成父神託付我們去完成的職

「我們所做的事情也確實是比主耶穌更大的事

事，誠如父神託付主耶穌以及使徒保羅(徒廿22-24)所

情，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的服事是建立在主耶

成就的工作一樣。」(C說)

穌的服事上，我們也是在趙天恩牧師的根基上建造。
歷代主的門徒前仆後繼，在前人的根基上做更輝煌的

「做更大的事」
其中有一節是吸引大家的亮點，「我實實在在的告

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
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14:12)

事，使福音的分佈區域和信徒人數比過去還多。這也
是做更大的事。」(Y說)
做更大的事，也是主耶穌對門徒的安慰，耶穌告
訴他們，神的工不會因耶穌肉身離開而中斷，反之，
會持續進行，而且由門徒承接。本會領受中國福音的

講到「做更大的事」，說法紛歧，按字面理解，會
令人更頭大：信徒都是平凡普通人物，怎麼可能會做
比耶穌更大的事呢？不過，這一節引起不少同工迴響，
熱烈討論，同工們反思自己所做的事工，是否回應主的
話、合乎主的心意。

父神的裡面，父神也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穌裡面。讓我想

「主耶穌應許我們，祂當年倚靠聖靈所做的事情，

起主耶穌要為所有信靠祂之人的合一禱告，當我們眾人

我們這一群專一信靠祂、蒙祂選召的人也要做，並且還

能夠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以後，我們便能夠

要做比祂更大的事。我們看見在使徒行傳第一章五旬

學習放下個人的地位、意見和權利，認識到自己不過是

節聖靈降臨，使徒一次證道有三千人歸主，五千人信

蒙神的選召。

主的神奇事蹟上都相繼應驗。『做比這更大的事』中的

宣教使命，當前面臨的大環境局勢更加艱難，因著主
耶穌從死裡復活，就算再大再艱難的事，這些難事在
我們身上沒有轄制我們的終極權勢。靠著主，神可以
在我們裡面不斷地做新事，讓我們的生命發揮更大影
響力。
我們看見自己何等榮幸，在神的聖工上有份有
位，看見福音的生命力，共同經歷所信的是又真又活
的神。父神透過主耶穌得著榮耀；今天，神也要透過
我們讓神與主耶穌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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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神的 帶領 ♥♥♥♥
鈴薇

20

願意主動與神親近，分享在學校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

雅閒散不講求速率。

徒，願意天天抓住真理和讀神的話語，孩子們單純信
靠神的心令人動容，我也在付出時更覺得是自己獲益
良多，使我的生命相對地帶來突破和改變。

和耶穌同行
來到第三站，馬上就感受主內弟兄姊妹的熱情，
甚至也有不辭辛苦，花了四、五小時的車程來這裡接

13 年初，我做了回應禱告，「願意被神使

工業區住宅裡的住處，爬樓梯時感覺好似隨時會有鼠

用」，之後多次經歷神奇妙的帶領和擴張了

輩出現，真是緊張又刺激的夜晚。

共同面對屬靈爭戰

受培訓，各教會從四面八方將各年齡的孩子送至此

預定前往第二站的凌晨，我們要搭的廂車突然

處，使我看見當地教會深感面對栽培屬靈後代的迫切

這裡的弟兄姊妹們都是遠離家鄉到都會區打拼

無法啟動，加上時間緊迫，大家邊禱告邊同心推動廂

性。縱使外界拆十架事件頻傳，也不減他們對真理的

的勞動人口，他們因為渴慕神的話語和教導，我們在

車，感謝主，不久就能發動，我們也順暢抵達車站，

渴慕和追求，面對再大的風浪與困難都相信主耶穌同

那裡停留期間，他們都願意放下手邊賺錢的機會來教

卻遇上車程銜接未順，辛苦輾轉多時才終達第二站，

在，當主耶穌進入他們生命裡，打亂原訂計畫也不可

去年初有了參與短宣的計劃，到暑期出發，這期

會，而且平時週間為了聚會和服事禱告，幾乎是以大

索性大家在等待中談談彼此的教會動態，互相瞭解。

惜，他們經歷豐富的生命，以勇敢採取行動來提升信

間，我在預備過程中經歷神時刻的帶領，使我更有信

夜班的工作為生，每天虔誠的來到教會同心禱告再去

心迎接即將來臨的短宣挑戰。無論是預備短宣所需

工作。在此牧會多年的牧者還是近兩年才有微薄的

的各樣供應，並在經費上領受到神豐富的恩典供應，

謝禮，做主工真是需要願意付上代價。

我的生命和事奉境界，讓我更明白：與神同工，方能

使我成為合用器皿；以感恩的心順服呼召，方能經歷
神的大能而結出果子。

皆使我立志要存著信靠神和盡心盡力的事奉態度，同
心前去收割那已熟的莊稼。感謝主，我們團隊一行七
人由宣教經驗豐富的周老師帶領，一起前進這浩大的
爭戰禾場。

來到未知的環境
初到大陸的第一站，我就感受到大環境進入開發
中所帶來的實際衝擊，隨處可見的施工，使得各街道

透過小組式聚會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仰，在面對艱
難，凡事仰望以馬內利的神引導。職場工作的弟兄事

這裡的天氣乾燥炎熱，衣物可在黃昏時沒脫水卻

先安排特假，弟兄姊妹們面對困境更有分別為聖的信

不到幾小時就曬乾，但是主內弟兄姊妹熱情的招待，

仰生活，大家對於能接受裝備都很積極渴慕。如此的

也減緩面對氣候躁熱的適應，飲食方面，令我感到

信仰態度讓擁有信仰自由及豐沛恩典的我們感到汗

新鮮的是他們口中的「土豆」竟是我們常吃的「馬鈴

顏，反觀自己週遭的人面對恩典不感恩也不把握，讓

薯」。面對不少計劃變動，更感謝在行前打下良好的

我們也重新面對自己的生命歷程，反省是否緊緊跟隨

「預防針」，不論是個人身心方面及課程預備扎實，

耶穌的腳蹤。此站讓我們體會到，不同環境面臨各種

機動性面對現場出現的各種狀況，使得課程能在緊湊

不同的爭戰，有時候需要捨己成全團隊，大家都只是

的時空下進行順暢。

神使用的器皿，面對屬靈爭戰也是生命選擇的時候。

都因黃沙充斥而影響空氣品質，我們一行人是在黑暗
中攜帶行李爬行好幾層樓，原來落腳的第一站是身處

這裡的牧者和會友因故無法密集牧養教導，只能

主日學裡有年齡差距頗多的大小孩子們，當他們

心，失敗沒關係仍要勇敢面對。而我們對於他們的各
樣人生難處，也只能將他們帶到主的面前，讓他們自
己和神親近，凡事仰望神。保羅說：「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腓3:13-14）我們在這裡停留
較久的時間，我們看到眾教會為主奔走、搶救失喪靈
魂，更不忘在青年中培育領袖，使宣教大使命的火燃
燒不滅，在都會和鄉村中更看見福音種子逐漸延伸
未得之地。
感謝讚美主，讓我有份於傳揚及見證主恩主
愛！

特別的是，這裡的城鄉差距，好像美國華盛頓市一
樣，有都會中鄉村風味般的寧靜，而飲食文化更是優

財

務

報

告

中國福音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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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與 中國文化 的 未來 (三)

石衡潭
其他著名小說有理雅各的《亞伯拉罕紀略》、賓為

註22

德多；差遣聖兒來救世，萬民倚賴沐恩波。」

描摹

霖的《正道啟蒙》、郭實獵的《贖罪之道傳》、《常活

生動，寓意深遠。又如郭實獵《常活之道傳》第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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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道傳》、《小信小福》、白漢理的《亨利實錄》等，中

《論從苦難大歡喜》回首詩曰：「人既犯罪死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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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基督徒著名小說有李景山的《道德除害傳》、宋永泉

死落地獄難上天；上主憐愛施恩寵，不惜愛兒代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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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啟蒙志要》等。郭實獵的諸多小說，在思想進路上

愆。」

與馬若瑟、米憐都是一致的。如在《常活之道傳》中，

(二）晚清與民國時期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
相遇

註19

781種。

清代和民國時期傳教士重要著作有：丁韙良

《天道溯原》、《漢學菁華》，李提摩太《時世評論》、
《親歷晚清四十五年》、花之安《自西徂東》、《經學

1、晚清與民國時期基督教著作概觀

不厭精》、林樂知《中東戰事本末》、衛三畏《中國總
十九世紀基督教入華，主要以基督新教為主力。

論》等。

借醫生之口說：「若論耶穌之教道，則與人道終不相

寥寥數語，講明白了救恩道理。

2、晚清與民國時期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
的基本觀點

同。原來世人所教之道，大約屬今世眼前之事務，未
講天堂死後之道理。惟耶穌教上帝仁德之法律，贖罪
之理，復活之理，審斷之理，永福永禍之理，都為天之
註21

教。」

這些小說通常都按照中國章回小說形式來撰

寫，不僅分章回，還有題詩，以概括本回主要內容。如

晚清基督新教漢語文獻，就現存的基本早期目錄來

註23

看，至19世紀70年代，出版物數量已經達到千餘種，

著名文學作品有米憐（W i l l i a m M i l n e,1785

賓為霖的《正道啟蒙》第十三課《牧人尋主論》末尾歌

僅1876年費城世博會就達1000多種。至清末，隨著

-1811）的《張遠兩友相論》，這是一部章回體小說，寫

曰：「山野牧人夜看羊，空中忽見大輝光；下來天使報

新教的傳播，文獻種類、出版機構大增，僅廣學會在

得非常精彩。在1907年中國百周年傳教大會前的一次

佳音，基督降生大辟鄉。又聽天使眾謳歌，讚美稱揚帝

那個時代新教的傳教士繼承了天主教傳教士的
做法，提出了「耶穌加孔子」口號，就是認為耶穌跟
孔子沒什麼矛盾，基督教要與中國文化相融匯。主要
人物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李提摩太，德國傳教士
花之安、衛禮賢、安保羅，美國傳教士衛三畏、林樂
知、丁韙良、李佳白等。
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東》一書中以儒學

20世紀初的書目就近千種。民國基督新教漢語文獻

關於最受中國人歡迎作品的調查中，《張遠兩友相論》

更多。在1912-1949年間，基督教

名列第二，僅次於《天道溯原》。與馬若瑟的《儒交

出版機構約出版圖書3000種，小冊

信》一樣，小說中通過遠與張二位一問一答的形式指出

子約2700 種，合計 5700 種左右。

儒家與基督教道理是相通的，只是儒家尚未講通講透。

早的經學史巨著，比皮錫瑞的《經學歷史》（1907）

「以教而言之，則聖賢所教人之道理都盡在五常、五

還早。此書是基督教經典與儒學經典在各個領域中

倫，故雖是好，而亦不足為世人之教。蓋還有多端重理，

全面展開的交流，也是傳教士對儒家思想的整體挖掘

＊丁韙良的《天道溯原》

中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對中西倫理進行對比

＊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

分析。花之安的《經學不厭精》（1898年）對中國傳
統經學做了詳細的考證梳理與分析，可以說是中國最

伊未講得到；而耶穌所教皆齊備，一端亦不缺也。人蓋

與清理。花之安在《性海淵源》自序中說：「只以中

行向天主、向自己、向世人、向親友、向仇敵、向尊上、又

外經籍不同，語言各異，思欲以助人，必就人之能通

向貧賤，都講得到；又不止教修身、齊家、治國之理，乃

我意者以引誘之，而後可故傳福音於中國。必摭采中

又教去罪、救靈，而得永福之理也。聖賢所教之道，大

國聖賢之籍以引喻而申說，曲證而旁通。」

註24

概屬今世眼前之事，未講死後之事。像贖罪之理，復活
之理，審世之理，永福、永禍之理，皆未曾講之，故似不
足也。且聖賢所教之真理，耶穌亦教之，而伊等未講得
到之各件，其亦盡講之也。」註20

在 1 9 11 -

1950年
間基督教

圖片來源：http://www.booyee.com.cn/bbs/
thread.jsp?threadid=104883

19. 陶飛亞，《漢語基督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芻議》，載於
陶飛亞、楊衛華編《宗教與歷史》第 6 輯(上海大學出版
社，2016 )，頁8。

共 創 辦
圖片來源：trove.nla.gov.au/work/125680

96?q&versionId=14846879

8

雙月刊 120期 (2017．3-4)

中國與福音

中文報刊

20. 米憐，《張遠兩友相論》，載於黎子鵬編注《晚清基督
教敘事文學選粹》(香港，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3-14。

21. 郭實獵，《常活之道傳》，載於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
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香港，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2012)，頁270。

22. 賓為霖，《正道啟蒙》，載於黎子鵬編注《晚清基
督教敘事文學選粹》(香港，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2012)，頁113。
23. 郭實獵，《常活之道傳》，載於黎子鵬編注《贖罪之
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香港，橄欖出版有限公
司，2012)，頁265。
24. 轉 引 自 李 天 綱 ， 《 萬 國 公 報 文 選 》 ( 中 西 書 局 ，
2012)，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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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羅寫了《孔子基督為友論》，其中說：「近

世西國名士雷格氏（理雅各）終身詳究孔子之書，其
曰：
『余愈察孔子之言行心志愈敬仰其為人，大哉孔
子參德造化學貫古今，聖訓傳統雖我是基督教友莫
不禮其書為緊要之課程。』此是英國博士論孔子之
誠意。且余德國教士想假若孔子基督同生於今世，
餘知二人必多友愛，不為仇敵。一似施洗之約翰，自
稱為基督之友，曰：
『新郎之友立而聽新郎者，因新郎
聲而喜甚。今我之喜滿矣，彼必興我必衰。』
（約3）摩
西者於以色列國為基督做先導。我等亦可言孔子，以
其道德仁義之端於中華大國為基督做先導。蓋惟素
有教化修德之國，斯能真識基督之宗旨焉。」註25

1910年，他還將《四書》翻譯成白話文，這就是

《中國基督教史綱》等。
民國時候的天主教徒也有很豐碩的成果。吳經熊，
天主教徒，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1942至1945年間，吳
經熊專心用古詩詞(三言體、四言詩體、楚辭體、五言

學的一部分，不能完全算為中國文學。至少應該各占一

「正像韓南在評價19世紀基督新教的傳教士的小說

立。」讀起來就像一首中國的古詩，但它表達的是聖經

半吧！若他在法國，可仍然堅持用中文寫作，也是面對

時所講的，在人們關注中國現代小說時，傳教士小說

的內容，是基督徒很熟悉的《詩篇》第一篇第1節，「不

中國讀者來寫。那他的作品才更可能算為中國文學。

完全被忽視了。同樣，在我們關心明清小說時，也很

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其他天主教學者如陳垣、方豪、徐宗澤、羅光等人
的著述亦盛豐，不一一列舉。

最 典 型的 例子 是日本 作 家 小 泉 八 雲 ( K o z u m i

Yakumo1850-1904)。他1850年生於英國倫敦，是旅居
日本的英國人，原名是Lafcadio Hearn。到了日本，與
島根縣松江中學的英語教師小泉節子結婚，後來才成
為日本人，在東京大學擔任英國文學教授，他的《陌生
日本的一瞥》，《來自東方》和《心》等作品頗負盛名，
他被當作日本作家，甚至被奉為現代日本怪談文學的鼻

忽略這個傳統？

少注意到來華傳教士們的小說，特別是像馬若瑟這
樣用章回小說來講佈道的小說，實屬罕見。我們應將
傳教士的證道小說或寓言等列入明清文學的研究範
圍之中。」註27 這是很有見地的。當然，他只是就傳教
士小說而言，我們應該擴大到傳教士的全部著作。
現在，真的在我們面前打開了一個寶藏，我們要
使用之，傳承之，發揚之。

祖。

(下期待續)

呢？屬不屬於中國文化呢？我覺得應該屬於。

「五四」時期，中國基督教知識份子在「非基督

1、他們長期生活在中國，比他們在母國生活的時

教運動」的衝擊下發出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呼籲，要

間還長，甚至不少死在中國葬在中國，如天主教的利瑪

求擺脫基督教在思想和實踐中的西方色彩，讓基督

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都是如此，新教的戴德生等人

教神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會通，以讓基督教進入更

也是這樣。那時候沒有國籍制度，但根據他們居住在中

廣闊中國社會，影響更多的民眾。這一時期及隨後，

國的年限和對中國的貢獻，應該說他們已經是中國公民

一批著名的中國基督教神學家和學者湧現出來，如張

了。明清之際的傳教士都向朝廷稱臣，皇帝對他們也非

亦鏡、吳雷川、趙紫宸、誠靜怡、劉廷芳、王治心、

常器重，不少人是生活在康熙皇帝宮廷之中，是皇帝的

范皕海、徐寶謙等。中國神學家寫的重要著作有吳雷

內臣。

2、他們用漢語寫作，其著作在中國出版，其主要
時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後來被朝廷禁止、
收繳。後來清朝編《四庫全書》，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文
獻，另一方面把不符合朝廷旨意的一些書籍、著作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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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們為什麼不能去繼承這個文化傳統？為什麼要

「長樂唯君子，為善百祥集。不偕無道行，恥與群小

期中國基督徒的著作，那麼，這些作品是不是中國文化

中國與福音

傳播與閱讀，沒有受到應有的肯定與重視，那麼，今

2009年，張西平教授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就提出：

讀者是中國人，也討論中國問題。他們的這些著作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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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是用法語來進行創作的。這樣，他的作品就成了法國文

乃是保守其道。因為我們的救主耶穌來了到世上不為

26. 安保羅著、胡瑞琴整理，《四書本義官話》(齊魯書
社，2016)，頁4。

在歷史上，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作品，沒有被廣泛

《聖詠》（《詩篇》）第一首《君子與小人》第一節：

上面，列舉了這麼多傳教士的著作，包括一些早

25. 轉引自魯東大學胡瑞琴副教授《孔子基督為友論》點
校未刊稿。

在國普通人所閱讀和欣賞，所在國也沒有將之當作本國

得者高行健原來是中國人，但他後來入了法國籍，他也

撰這本書，欲立證據基督教不輕看中國古時之善道，

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趙紫宸《學仁》、王治心

們作品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說，

集》，用較文言的語言翻譯了《新經全集》(新約全書)。

子的善道，也要從孔子孟子那裡認識耶穌。「予特意

註26

樓保留一些，但是更多的是在海外，但它們並不能為所

3、根據今天的慣例也是如此。如諾貝爾文學獎獲

(三）傳教士與早期中國基督徒著作是否屬於中
國文化？

廢棄，乃是為成全。」

還應該包括這些傳教士、早期基督徒儒者。我認為他

古體、七言古體、五言絕句、七言絕句) 翻譯了《聖詠

《四書本義官話》。在書中，他平心比較基督教並儒
教的道，希望一切讀儒教經典的人，真正喜歡孔子孟

收藏在海外的一些圖書館和檔案館。在上海徐家匯藏書

了。當然，有相當一批文獻被傳教士們帶回去了，現在

4、又如佛教本源自印度，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過
一千多年的發展，佛教已經融入了中國文化，並對東亞
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僅產生了中國式佛教禪宗，
而且出現了不少經典，如《六祖壇經》、《指月錄》、

27. 張西平，《來華傳教士的第一部章回小說:〈儒交
信〉》，見於《尋根》2009年第6期，頁38。

《永嘉證道歌》、《無門關》、《宗鏡錄》等。到現在，
幾乎沒有人把佛教當作外來宗教，大部分人都將之視為
中國文化。

＊花之安的《自西徂東》

那麼我們對照來看這麼多傳教士，
他們為了中國，活在中國，死在中國，為
什麼不能稱之為中國作家呢？為什麼不
能把他們的作品當作中國文化、中國文
學的一部分呢？更不要說那些早期中國
基督徒的作品了。所以我們說中國文化
不只有先秦諸子、唐詩宋詞元曲、宋明理
學，儒家也不只是朱熹、王陽明這些人，

圖片來源：h t t p://w e b c a c h e.g o o g l e u s e r c o n t e n t.c o m/

search?q=cache:http://printmaking1101.blog.sohu.com/322732064.
html&gws_rd=cr&ei=8qH0WP30OsiL8wWirJGg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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