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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國光
化基督化」不僅是中國福音會「三化」異象中的一項，更是關乎基

「文

督信仰如何轉化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課題。華人不論是信主之前

或是信主之後，大多免不了受中國傳統文化或佛教影響，筆者期望透過本文
提醒基督徒注重此議題，並能以一定程度的瞭解，在中華文化基督化的福音
責任上盡一己心力。

近年來，中國社會興起一股對傳統文化的熱潮，這可以從幾方面
很明顯的看出來，首先是中國的傳統經典及歷史類書籍的供銷呈火熱上升趨
勢，在北京圖書展中還設立了專區展臺，大力推介中國歷史文化相關著述，
除了《三字經》、《弟子規》、《論語》、《孟子》，還有《中庸─管理的藝
術》、《帝王學的智慧》和古代名人傳記等等，不勝枚舉。另外，在電視、網
路等媒體方面，關乎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容也愈來愈受到注意，例如中央電視

 本期內容 
專題

 轉化中國文化的途徑

∕葛國光
 基督徒如何看佛教、道家

和孔子
∕洪予健

臺的「百家講壇」，節目主講人易中天的《品三國》一書，曾經連續數周高居

CMI 消息

圖書銷售榜的冠軍。與《品三國》同樣出名的另一本書，是于丹教授（北京師

《佛教真相》簡體版

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的《于丹<論語>心得》，他針對兩千多年前
的儒家經典作了新的解讀，這本書創造了40天銷售150萬冊的銷售紀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熱潮？中國傳媒大學古典文學教授袁慶豐表達了看
法:「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的復甦是價值重估的體現，是中國社會發展必然會
出現的現象。」于丹則說：「公眾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溫暖和人生座標。我

～再度免費供應～
封底文

 中福家書

們今天這個時代太變化了，人心中那種惶惑、浮躁、

的影響。因此，「文化基督化」的議題是我們刻不容

屬靈生命的成長，至於社會公義、關懷弱勢、救助災

會來到了災區，「如何表明身份」倒成了救災前線上

嘈雜愈來愈多的時候，返樸而歸真，人們反而喜歡一

緩的重點，今天的局面已使中國的宣教工作不能只停

民等社會參與的行動，往往很少付出關心，或者說，

的大問題（大考驗）。此外，教會做了許多事、捐了

種樸素、坦蕩、溫暖、草根的東西。所以其實我們今

留在「聖經培訓」和「神學教育」而已！種種需要都

不知該如何去關心和實際參與。直到這二十多年來，

許多錢，媒體上卻不見教會的消息，讓眾人以為「基

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用我們的生命去還原經典

催使基督教會必須進行多元化事工。為免中國大陸變

看見台灣的慈濟功德會等慈善團體積極參與社會公

督徒沒有參與救助、是不關心社會的一群」。這實在

的體溫，還原經典本初的意義和價值。」

成像台灣一樣造龕四方、民間宗教盛行，論佛、講鬼

益，教會在此「刺激」下開始反省改變，意識到自己

是極大的冤枉！即使認為做好事不用讓大家知道，但

的內容也在電視媒體中充斥不絕，我們在面對各種人

應該關心所在的社區和國家社會。現在，台灣有許多

基督徒仍需思考，教會當如何在社會上作光作鹽、

造信仰的挑戰以及社福救助需求上的壓力時，該有何

教會成立了類似「基督教全人關懷協會」之類的社福

領人歸主？教會若不能積極的（或是大量的）把握住

努力和期許？筆者提出以下兩點例證及想法。

機構，舉辦活動造福社區、增進鄰友情感，希望透過

「社會參與的機會與途徑」，等到佛教文化回鍋滲入

各樣方式來引領人信主得救。老實說，在佛教團體大

中國人的骨子裡時，我們想在中國傳福音就會像今天

規模扶傷助貧的行動影響下，教會若不積極投身公

在台灣一樣，要面對一堆傳統文化和異教的挑戰與

益和慈惠工作，想要帶人們走進教會的確是愈來愈

攔阻，那時可就後悔莫及了。

與中國傳統文化熱潮交相輝映的是「宗教
信仰」熱潮，尤其是熱衷基督教、佛教，20世紀在
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基督教和佛教。文革後，漸漸
復興的中國家庭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已經從
鄉村進入城市，從農工到達知識份子，這是有目共睹
的。許多文學作品中也能隱約看見其信仰痕跡，例如

１.「屬靈的復興」是帶來文化基督化的首
要關鍵

困難！

周作人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中說：「現代文學中的

我們由聖經和教會歷史來看，不管是在一個猶

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近

太文化或美國文化的國家社會裡，不管是在初代教

大約是2005年，我與一位中國北方城市教會的

作為中國教會的參考和借鏡，日後我們去培訓時不妨

代文藝上人道主義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這裏。」而

會還是現代美國、韓國的教會裡，每當有屬靈的復興

牧者交通時，說到教會應該要成立社福機構，開始

增加「社會參與」的課題內容，交流討論如何營造社

在一批能體現基督教精神的作家之中，例如冰心，其

發生時，往往就會帶來對國家社會各個層面的轉化。

社會參與、贏得社區……。當時這位牧者的回答是：

區、如何展開公益活動，遇災難時如何救傷助人、如

作品中「愛」的主題，明顯是出自對基督教博愛精神

就以最近發生的烏干達復興為例：1970年阿敏總統

「我們現在連『捕魚』都來不及，哪有必要去成立社

何安慰人心等等，這些預備也像「急難包」一樣，及

的深刻體認。又如：「郁達夫作品中無休止的懺悔意

上台，以暴政聞名的阿敏先把所有猶太人趕逐出境，

福機構引誘『魚兒』入網呢？」直到2008年5月發生

早備妥方有大用。特別是在災難發生頻率愈來愈高

念，曹禺作品中擺不脫的原罪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

1973年下令不准建立教會，1975年開始屠殺傳道人，

汶川大地震，我去災區參與救災，與一位四川的傳道

的情況下，教會除了盡「心」，也要實際盡「力」，讓

執著的人道主義責任感，老舍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平

1977年勒令關閉所有的基督教會（天主教、聖公會

人交通時，他有感而發，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每間

世人知道萬主之主的救贖大愛，知道祂不僅關注人

民意識等等，這些蘊涵著基督教文化精神，使中國現

除外），並宣佈烏干達是回教國家。他執政期間，不

教會都應該去註冊成立非營利的社福機構！」因為地

的心靈需要，也通過祂的兒女幫助人生活上的需要！

代文學在思想內涵方面具有了某種新的文化特質。」

但逼迫基督徒，殺害上百萬人，還讓邪靈密術橫行其

震發生後，中國各地來了上千間的教會救災，但因為

（參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

道。直到1986 年穆塞維尼上台就任總統，內閣設立

家庭教會是不被政府承認而無法公開的，於是當教

台灣教會在社福與救助工作上的經驗，也可以

「道德誠信部」（Ministry of Ethic & Integrity），

佛教信仰跟著海外華人一起回歸中國。改
革開放後，海外華人回中國探親尋根、經商落戶，也
逐漸帶回了佛教信仰，加上受台灣佛教事業和慈惠
活動的影響，使佛教在中國再度挑旺起來。就以台灣
人往來頻繁的上海為例，這十年來，當地人身上戴著
佛教念珠或飾品的人逐漸增多，甚至隨處可見，但此
情此景在十年前並不明顯。進一步地說，在2000年
之後，佛教以文化交流和慈善救濟的方式，大肆登
「陸」進「中」，透過入世精神的「人間佛教」面貌，

與神定下千年誓約，把國家奉獻給神之後，烏干達
開始經歷六波聖靈復興的工作，神蹟奇事和異能橫
掃全國上下（例如愛滋病人神奇地康復），如今該國
二千四百萬的人口中有高達九成的比例宣稱信仰基
督教，當中至少有75%是重生的信徒。令世人驚異的
烏干達，在政府、軍隊和企業界諸多重要領袖皆重
生得救的情形下，政治、民風等各個層面都被上帝
翻轉，經濟亦得到蓬勃發展（是非洲發達國家中第二
名）。



２.基督徒要積極於「社會參與」

教會，不僅要持續因應政治環境帶來的艱困求存，現

華人教會在過去的年代，受到聖俗對立的屬靈

在還要面對佛教或其它宗教在中國人中間長驅直入

觀影響，導致大多教會只關心教會內部的發展和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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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免費供應

張

國騤教授著述之《佛教真相》
，可作為弟兄姐妹傳福音的
小工具，在與拜佛人士辯道以前先知己知彼，以增加對話

果效。我們在作者的全力贊助下，免費供應
〔簡體版〕
給弟兄姊

廣泛地呈現在神州大地上。
而在此之前，佔有「領先」、「居首」地位的中國

《佛教真相》簡體版

妹以贈送大陸親友或用於任何需要之處。
◆ 索取及相關問題，請來電洽詢本會出版部 張弟兄 (02)2896-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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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看
洪予健牧師主講
編輯室摘錄

佛教、道家和孔子

本文摘錄自
「信仰與文化」系列講座的其中三場信息，

的人，正如很多佛教書上說的，他不過是比別人先覺

無常、無我，一切乃人心的幻化假像。如果一

內容見竅睹微，思辨洞達，擴充個人傳福音與論道的視野和能力。

悟到了，他靠修練，慢慢地從不知到知的一個過程。

切都是無常的，那麼人心的「常」又在哪裡呢？誰保

有限的不能跑到無限去，相對的不能變成絕對的。

證人心是一個本體、是不變的？卻又說人心會變化，

老師說「我已經成佛了」，弟子也只能說「你就成佛

再用「無明」、「遮蔽」來處理，就陷進去把自己套住

了」。難道還能授他個證書？授證的權威又是誰呢？

了。根本無法解釋這「因緣和合」從何而來，以及宇

沒有的！他只是自稱成佛。而基督耶穌真正是上帝

宙生命在組成上的精巧有序、和諧統一，更無法解釋

的兒子，是道成肉身，有天上的聲音說「這是我的愛

宇宙生命有何存在價值和目的。宇宙與生命在組織

子，我所喜悅的」
（馬太福音3：17）以及聖靈如鴿落在

上要能成為精巧有序、和諧統一的場景，就必須要有

耶穌身上一同作證！

組織者（指揮者）；而「因」和「緣」都不是主體，也

我們除了在本刊選輯片段刊登，也特別將信息整理上網（約八萬字）
提供弟兄姐妹全文讀取和運用。
信仰與文化講座是由北美浸信會信友堂與溫哥華短宣中心主辦、
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協辦，自2004年舉辦至今已近四十場，
主講人洪予健牧師為本會加拿大區會董事。

佛說人是活在「六道輪迴」中的生靈。但這種涉

一．覺悟與拯救
——基督徒當如何看佛教

隨。 b. 冤有頭、債有主，煩惱痛苦、惡業惡報、自作

及到人普遍經驗層面的論說，卻不能見證於任何人

自受，人生的苦皆由「貪、瞋、癡」三種惡念而來。

的經驗，豈不荒謬。以哲學來說，更是一個大忌。哲

約翰壹書說：「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

編註：此講包含五個部份──華人基督徒為何

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體的情欲、眼目的

要對佛教有所知曉、佛教辨正、佛教的看見、

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

從基督信仰看佛教的迷失、基督十架是唯一

來的。」
（2：15-16）。佛教講到貪、瞋、癡，裡面還少

的拯救。本篇就後面四部各選輯片段。

了一樣關鍵的，就是今生的驕傲，這個沒有被對付；
癡，則是自以為知道，但其實還不知道。 c. 「諸惡莫

(1)為消除外界的誤會，正信佛教如是說：a. 佛

作，諸善奉行」，佛教勸人對付內心惡念，要與人無

教不是拜佛的宗教，也非哲學，而是佛陀的教育。 b.

爭、行善積德，這顯出他們對是非、公義、良善有基

佛不是萬能，佛陀只是一個「覺悟的人」，他只能教

本的覺察，這是值得欽佩的，所以它能升為世界大宗

導眾生，眾生還要憑自己努力解脫。 c. 信佛的人被

教，你不能講它是邪教，只能講它是外教。「沒有律

稱為「佛教徒」是一個誤解，那應稱為「佛門弟子」

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指學生）。 d. 佛教不同於拜天地神祗的民間宗教，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羅馬書2：14） 佛教

因為拜神祗的目的，消極的是求免禍，積極的是求賜

徒也有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

福。世人不明因果之理，妄求，無因得果，實在是愚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癡之至。 e. 佛教並不消極逃世。 f. 佛教不是迷信，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

而是智信。（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維基百科、佛佗

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
（羅馬書2：15）

教育基金會出版物）

(3)佛教的迷失
(2)佛教的看見：a. 這世界非我家，世事無常，人
生追求轉眼成空；唯有生老病死、煩惱痛苦終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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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誰能保證釋迦牟尼作為人所悟出的道理
一定是全備至高、無謬無誤的真理？他是有限

學可以把知識分成形而上、形而下兩種，形而上是超

不是具有意識的，所以這個精巧有序並不是靠它們
就能合在一起、或者解決問題的。如果說因緣來自於
「無」，它就更不能解釋宇宙、生命有何存在價值和
目的了。

驗的，人無法驗證，例如，人不能做實驗知道這個世

c. 佛教的宇宙論、生命論是要打破人一切

界為何而生，這是憑信仰接受的，信仰接受的知識無

的執著、慾求和帶有價值取向的認知（打破法

法在經驗世界裡被證實。可是「六道輪迴」卻要人去

執、我執），著重於使人轉迷成悟、棄惡行

信在經驗世界裡可以經驗到的東西，如果沒有人對

善、離苦得樂，而非在於離惡成義，他們的關

輪迴有記憶，這與人又有什麼關係呢？而人若要保持

鍵問題不在「罪與義」的事情上。 他們對惡與

人道，就必須「五戒，十善」，這樣的人肯定很少，做

善的分別和標準從何而來？為什麼與人的苦樂、生死

不成人，世界上的畜牲就會愈來愈多、各式各樣，而

息息相關？只因為惡產生苦、行善的結果和好處就產

人會愈來愈少（既然世人都犯罪，那麼大部份人都得

生樂嗎？基督徒知道善惡的區分標準在於上帝。可是

轉世去了）。但怎麼現在野生動物反而愈來愈少呢？

佛教的善惡標準與其它的人生哲學一樣，是屬於人間

變成動物以後，他如何再變成人呢？他若要做好事，

相對的善惡。上帝說了，人最大的敗壞、最大的不善

叫老虎不吃肉，行嗎？說好雞不吃蟲，牠守了戒之後

就是人的驕傲、拜自己、拜偶像、不認識真神！如果

就可以重新作人？那是不可能的事！而老虎吃了太多

是「因緣」造成的苦樂生死，那為什麼做惡一定苦？

的動物，看牠下輩子要變成惡鬼了。輪迴訴諸的是人

很多惡人很享福啊，一點都不苦；又為何很多人做善

可以經驗到的層面，卻要人用信仰去接受，就好比你

事還是被人欺負、鬱鬱不得志？之所以與人的苦樂生

講我昨天人在哪裏，但我自己不知道不記得，要我怎

死息息相關，正因其中有位最高的道德價值的最後審

麼憑信仰接受你的說法？所以這個問題不屬於信仰

判者。

領域，而是屬於實證領域。

d. 佛教的無神與有神、出世與入世、自力

b. 佛教認為宇宙生命無始無終（根本沒有

與他力，在教義和實踐上有無法調和的矛盾：

來歷），永遠在因緣和合當中輪迴，其本質是

其一，佛教的教義上是「無神論」，基本出發點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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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強調因緣和合，卻無法解釋為什麼世上存在

13-15）。他們想悟到無尚正等正覺。無尚就是無限，

生關係。因此，佛教原該與敬拜性的、祈禱性的宗教

著因緣和合。亞里斯多德看世界的因緣，他說必定

最高頂峰，但這本來是上帝的本性，卻被他們說成能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形式不發生關係，然而佛教卻香火興盛，有佛有神

有一個最終因，否則的話，就會陷入無窮循環（這樣

夠「肉身成道」，人能夠一路「往上爬」：六道輪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讓人拜。按照佛教自己的說法，佛教就是「佛陀的教

就永遠超脫不了）。佛教裡面沒有最終因，也沒有創

（最高道是天道），然後要跳出三界（欲界、色界、

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育」，教育不就是上課嗎？辦學校就是了，為什麼還

造主。

無色界）之外，跳出去以後，才不過拿了個「阿羅

吾強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漢」，這還算不得什麼，再來變菩薩，然後成佛。然

法自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莊子曰

而，「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

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徒行傳4：12）

可言，言而非也。」

要建廟宇呢？到廟裡的人有幾個會聽佛經、盤腿坐那
寫筆記？都只想趕快燒個香、弄個上上籤就走。這不
種善因就想得善果的，確實是「妄求」。

b. 佛教用莫名的妄想執著、起惑造業、
障蔽人原有佛性的說法，否定了人的犯罪及
苦難是因著不信、不服上帝的誡命而來。……

其二，佛教的關鍵性教義，給人的盼望是脫出輪

你非得有很執著的精神才能到深山老林裡，孤燈清

老莊的看見： a. 人所處的天地萬物都不是自

迴、破除慾念、往生到彼岸世界，而實踐的行動靠的

影，一個人敲木魚、一個人喝稀飯。你的執著，一定

有而永有的（參：創世記1：1，出埃及記3：14）。 b.

是上香求佛，消災避禍、求福得願。他們說，佛祖和

要用另一個更執著的意念才能破掉你的這個執著，

菩薩只能給你發願力，是不是能得著，還得靠你自

所以，問題不在於執著和欲念，而是在價值的起源、

己。這樣一來，假如你不想被救，神也拿你沒辦法？

歸屬。「起惑造業，障蔽原有佛性」是把人犯罪受苦

這樣豈不可怕！

的根源，與對上帝不信和不敬的原因給完全脫開了。

其三，佛教強調「人人皆有佛性」，即個人原具
有之本性，只是被「妄想」、「執著」掩蔽了本體，所
以只要人持戒修練，種善因得善果，便能成佛。但在

來成就。它還為亡魂誦經超渡，打破因緣輪迴。最有
意思的是，有錢人請多一點和尚念經超渡亡魂，念得
愈多愈好，為了把他的亡靈托住，使他下輩子能夠到
天、不要變成惡鬼。假如真能這樣，有錢人何必種善
因得善果，直接請人幫自己念經超渡不就好了。

(4) 基督十架是唯一的拯救
a. 佛教用無緣無故的因緣和合的說法，否
定了以美善意念和話語創造宇宙的上帝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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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存在方式，為「眾妙之門」，並不是人憑經驗和

人心目中的道家、道家的看見與迷失、除基督

33）。 d.「道」既高於天地萬物，又顯在天地萬物之

遮蔽」，你就不知道，無明究竟是得罪了誰才遭到懲

以外別無拯救等四大部份。本篇主要就
「道家

間，天地萬物服在「道」的旨意下，但「道」只是順其

罰。

的看見與迷失」
和
「道家的出路」
選輯刊登，老

本性自然而行（參：詩篇19：1-4）。

積德，而得「肉身成道」，否定了聖子耶穌

一條方便法門，可以借他力、口念「南無阿彌陀佛」

是「道」（參：約翰福音1：1）。 c. 這「道」以「無」

受苦往往是起源於人自己，卻莫名其妙地說「無明

是他們自己的大師說的。那麼，人人都能成佛，誰能

什麼？統統沒有啊！中國佛教中的淨土宗，給人開了

——基督徒當如何看道家

一切的有形存在都來自一個更高的永恒本源，那就

理性可以把握、憑言語可以表達的（參：羅馬書11：

c. 佛教教人持戒修練、一心向佛、行善

套子，因為由誰批准、由誰驗證呢？外在的根據又是

二．逍遙與拯救

編註：此講內容包含為何對道家要有所知曉、世

歷史上除了釋迦牟尼一人，還沒有第二人成佛的，這

承認你和佛祖一樣呢？這也是他們不能解決的一個



(1)道家對「道」的看見與迷失

一種哲學性的玄思，而佛陀與學佛之人確實只是師

基督「道成肉身」並在十架上為人贖罪、受
死、復活、升天，使一切信祂的人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上帝的兒子，道成了肉身，從上到下把
人帶上去；佛教說人肉身成道，最後肉身沒有了，進
到涅槃，就在寂滅之中的「理想」狀態。這個寂滅，
是對生命真義的一個毀滅，所以佛教其實還是消極
的。……佛教最大的執迷，就是對其創始人悟道能
力盲目的、瘋狂的崇拜，把有限的人當成了「全知的
佛」，將其升為至高，再讓一切學佛者的驕傲的罪性
不受對付，反倒被大大激發，實在中了撒旦的詭計。
他們什麼都對付，就是驕傲的罪不去對付。「你心

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然
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以賽亞書14：

莊學說出處省略。
老子憑著一本五千言的傳世之作《道德經》，確
立了他在中國及世界文化史上非凡的地位，他建立的
理論奠定了以「道」為旨的道家思想基礎，「自然無
為」是其基本價值觀與方法論，《老子》則是道家第
一部系統著作。道家思想集大成者是莊子，他與老子
二人成為道家的代表人物。……如果說孔儒是從道德
出發，講仁、義、理、智、信，重視的是一套倫理秩序
的話，那麼道家則更重視人生的智慧。真智慧從哪裡
出來？聖經箴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請
注意這不是說敬畏耶和華就表示「智慧全了」，而是
指「才真正開始走上智慧的道路」。儘管道家比儒家
更顯思想深度，但所講的智慧仍與聖經所講的智慧有

老莊的迷失： a. 他們在神普遍啟示的光照下
所體悟出的「道」，雖已達到世人能揣摩的高峰，但
還不是三一真神在聖經中啟示的道，因他們不知人可
以靠著神恩典的啟示，不僅得知「太初有道」，更可
以得知「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參：約翰福音1：

1-2）。 b. 他們承認，道不是世人能憑自己去認識和
把握的，道是「玄而又玄」捉摸不透的，那麼，他們
又如何以道作為根本大綱去指引別人呢？（參：馬太
福音15：14）。 c. 他們不知天地萬物並非從無位格的
「道」順其而生的，而是從有位格的道——上帝——
的創造而生的（參：約翰福音1：3）。既不知上帝是
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供應者和審判者，所以就不會向
上帝敬拜和感恩。

差，它甚至還沒到達聖經所指的智慧開端。……

雙月刊 85期 (2011．3-4)

中國與福音



(2)道家對「人」的看見與迷失

撒迦利亞書 4：6，彼得後書1：10）。人要能有所作

騰百姓，致使人們彼此相害相爭，而感到深惡痛絕

人不學儒道兩家之長，卻採兩家之短，過著一種投機

*否定人為努力，追求自然無為

為，原也是上帝造人的目的。

（參：撒母耳記上8：19-20；馬太福音26：52）。 b.

取巧的功利人生（參：耶利米書17：9），例如，欲取

對於人能夠完善各種禮法、規範以及「群眾的眼睛

世上功名利祿時以儒家面目出現，進入官場，大顯身

是雪亮的」這一套說法，均不抱幻想與期待，並且有

手，要在世上積極有為，一旦遇到要為真理說話、為

骨氣甘願歸隱在野，不入腐敗官場（參：羅馬書3：

百姓負責時，便又學道家的無為隱退，逃逸責任，尋

19-20）。

求自保。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心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也。莊子養生主。」‧

*否定物我生死差別，尋求超脫逍遙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昔者
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蝴
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乘天地之正，而禦六
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北冥有

a. 道家將「退隱」作為遁世的出路，然而「我往

壓制，乃是在罪人的社會中因著上帝的施恩，以致文

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
（詩

明秩序有所保障（參：馬太福音20：25-26）。 b. 不

篇139：7） b. 道家把「虛靜」作為修身的功夫，然而

老莊的看見：明白人的痛苦和煩惱來自對世界

明白人在群體當中要守住自己的位份和角色，擔起一

只有上帝才能使人真正歸回安息，因為「你們得救在

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和自身關係之間的不正確看法；人想自由與超脫，就

定的社會倫理責任。道家視「隱逸」為逃避在社會中

孔孟儒家以仁義教化世人，不過是顯明這個世界失

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以賽亞書

要打破人的自我中心、患得患失。（參：詩篇8：3-4，

遇困境時的退路，但這並非真正的出路，知識份子應

去了原本的純真，處於扭曲的不自然狀態（參：創世

30：15） c. 莊子希望自己能像一隻大鵬鳥，展翅上騰

傳道書1：18）

當發覺其痛苦就在於無法建立互信互愛的人際關係

達到自由，然而，只有「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

（參：馬太福音9：36-37，以弗所書2：19）。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

記1：31，羅馬書5：20）。 b. 世人鼓吹的道德說教根
本無用，只讓人變得更虛偽狡詐。因為人所說的善

老莊的迷失：不明白人的一切痛苦和煩惱皆因

惡都是相對的，只是以人自己為標準罷了（參：羅馬

人犯罪、背逆神，死亡並不是人順其自然的結果，而

書10：2-3，路加福音18：19）。 c. 人生中的禍害，追

是人犯罪後要付出的代價。只有蒙神憐憫揀選，人才

老子對「道」的獨具慧眼，莊子開拓「豁達逍

究到底，都是人自恃聰明、不自量力和貪婪導致的結

能得著真正的生命和自由（參：羅馬書5：12，約翰福

遙」的境界，有別於孔孟說教，為人們提供了一條出

果。（參：傳道書1：2-3,18，提摩太前書6：8,10）

音8：31-32）。

路，兩千年來，道家對中國士大夫知識份子具有獨特

(3)道家對「社會」的看見與迷失

的吸引力。林語堂說：「以心靈及才智而論，老子比

老莊的迷失： a. 不知人是上帝按祂的形像所

(4)儒道二家在人的罪上殊途同歸

卻不疲乏。」
（以賽亞書40：31） 道家不認識「道成了
肉身，住在人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
音1：14）……

孔子有較大的深度。如果中國只產生一個孔子，而沒

造的，並且這形像裡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雖然人犯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罪後，形像損毀，但並沒有全然失去。人對善惡是非

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的辨識，出於神的律法在人心中的功用。（參：羅馬

「以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兵者，不祥之

書2：15，以弗所書4：24）。 b. 人無法被教化行善，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

儒家教化是為了激發人性之善，建立維護社會的

證明了人確實是死在罪惡過犯中，但也不能由此否定

美。」‧「小國寡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倫常秩序，以「天下一心，歸仁復禮」為最高境界；

編註：此講內容包括孔子在中國經歷罕見的禮遇

仁義良善的真理價值（參：馬太福音23：2-3，羅馬書

至老死不相往來。」‧「治大國，若烹小鮮。」‧「夫

道家是棄絕人為，泯滅差別，淡泊人欲，返樸歸真，

和遭遇、孔子學說的簡介、基督徒當如何擺

7：13）。 c. 道家譏笑道德說教，否定人的求知學習，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往矣！吾將曳尾於

進入逍遙自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但是： a. 無論是

正孔子及其學說的位置
（基督徒的福音與文

開出的仍是另一條「智慧」教化途徑。鼓吹人的無

塗中。」‧「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

儒家或道家，都不認識聖經所啟示的三一真神，也不

為，固然可減少因盲目自大、想有所作為而造成的禍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懂得尋求祂。 b. 無論是儒家的「有為」或是道家的

害，但是人的無為卻不順乎人性中的自然。問題的關
鍵是：無為或有為，究竟是靠著誰又為著誰？（參：

老莊的看見： a. 警覺到權力崇拜的危害，對
於各諸侯為完成統一大業，以富國強兵之名，實為折

有他靈性上的對手老子，我將為中國的思想感到慚
愧。」

「無為」，其根本還是靠著人自己。 c. 無論是儒家追
求的「內聖外王」，或是道家理想的「返樸歸真」，
都顯示了讀書人的清高自傲。 d. 最糟糕的是，讀書



(5) 道家的真正出路

建立、倫理的規範和禮法本身並不是對人個性自由的

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莊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老莊的看見： a. 遵循原道的人性是最好的。

老莊的迷失： a. 不明白在群體生活中，權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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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化與拯救
──基督徒當如何看孔子

化使命）
等三大部份。本篇只就
「擺正孔子及
其學說的位置」
選輯刊登。
羅馬書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8：28)。福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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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命是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責任，基督徒要在上

《中庸》有云「天命之謂性」，崇高的天理、天命最

徒起來抵制。古今政府尊奉儒學的行為，雖然還不到

了最好的預備，所以共產黨談到五四運動時一定會講

帝的話語指引下來擺正孔儒學說與真理的關係，否

後只化為人對自己內心的瞭解。因為不知世人（包括

封為國教的地步，但是國家出錢舉辦隆重大典，亦屬

做好兩個準備，一是思想與理論上的準備，二是組織

則既不能分辨孔子在中國文明與民族意識形成過程

他自己）都陷在普遍墮落的罪性中，還以為一切仁義

政教不分了。我們也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中國一切

上的準備。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

中所引起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也無法深切反省和

良善、崇高的天道都是從人的本性而來的，「人能巨

的不幸與黑暗歸罪於孔儒學說的聲討運動，孔子不

章，不能雅緻、不能文質彬彬，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

悔改，因為同胞在孔子問題上所表現的種種罪性，

集道，非道巨集人」，變成了道在人之下；而「率性

是中國黑暗的代罪羔羊（他若是代罪羔羊，那可不成

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如果這不是在孔家店被打倒

是何等抵擋了上帝的主權與恩典、虧缺了上帝的榮

之謂道」，這個道不高，也就舉不起來了。

另一個耶穌了嘛）。

的情況下，毛澤東是說不出這種話的。溫良恭儉讓、

耀。……

孔子只是黑暗當中的一把鑰匙，點了星火給我

(1) 孔子代表的儒學體系，展現了人可以

使天下歸仁，但這已永遠成為一句空話，因為世人都

們照亮一點事情，但後人卻把那星星點火變成了熊

在上帝的普遍啟示下，對仁愛、公義、倫理秩

是罪人，哪怕是有仁德之人，在高位上受到誘惑也會

熊火炬！不論是無聊的文人還是無恥的統治者，把壞

序的道德自覺；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使中

變成壞人，這叫「絕對的權利使人絕對的腐敗」，這

事都加諸於孔子、把他打入地獄的行為，或者是把

華文明的主流早點擺脫泛神主義偶像崇拜的低

一點是孔子想像不到的事。他的學說被中國統治者利

孔子高抬到九霄、把他神話的行為，都是中國人罪性

級迷信狀態。我們要為上帝在2500年前興起孔子

用後，他反而成了專制的幫兇（指客觀上的幫兇，非

可怕和可悲的表現。從這裡也看到中國人罪性的兩

這位奠定中華文明道德的偉大先賢而感恩。上帝是

主觀上的用意）。

端，當年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共產黨，為了政治而反對

(7) 基督徒不能關在教會的四面牆壁裡，

他到底，如今「和諧」了，又想拿他來用，不僅恢復

而要藉著聖經真理在中國的重大文化價值上

祭孔大典，還在海內外大力發展孔學，這完全是實用

表明態度。這件事情目前仍是一張空白，上網查，

主義，說明了人事的反覆無常，我們絕不可輕信跟隨

都不見整體性的表達，只有零零星星的，講的都不完

啊。

全，不是對孔子有所誤解、就是對基督信仰的神學沒

不可朽壞的形像，人卻以會朽壞的人、獸、鳥、蟲取
而代之迷信祭拜，即使拜人比拜獸、拜鳥、拜蟲好一
點，但是把人抬高以後，人對抗神的驕傲又是一個很
可怕的狀態。

期望教化世人發揚良善、用心良苦的孔子，他的
教化能使人人受教嗎？其「修道之謂教」的理念是有
教無類、循循善誘、悔人不倦，他都做到了，但有什
麼效果呢？其實，我們罪人都是朽木不可雕也！世人

(2) 孔子在上帝普遍啟示下所表達的常人

皆罪人，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唯有重生、成為新木

(5) 不要以為我們有孔子就了不起，而

難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我們雖然敬仰、予

並在新木上雕塑！所以他整個建立的根基就不對了。

「蠻夷」都不懂；我們要反省、悔改因奉孔子

以肯定，但是孔子與眾人一樣都是生在亞當

這種教化，兩千年來綿延不斷，但是除了突顯出個人

為偶像而生的民族自大。從明清以來直到五四

裡，也犯了罪，需要基督寶血的拯救。「孔子

崇拜的虛偽、冷漠、狡詐、殘忍、知罪犯罪，就如《羅

運動，儒學都是抵擋福音來華的最大力量。那

算得救了嗎？」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是「不

馬書》所說的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站不住腳一樣，律

些教案都是拿著孔子經典的書生所發動的。「新儒家

知道」，就如孔子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法已是上帝賜下的話語，但若沒有神的靈在裡面、沒

運動」的興起，表明了中國人依然不能擺脫「中學為

知，是知也」。

有神的重生和揀選在裡面，人是根本沒能力守住律

體，西學為用」的陳腐模式。新儒家運動要把孔子立

法的！以色列不能，我們也不能，因為「教化」無法

為中華民族文明的根基，並且還要普及到全世界，所

實質上改變中國社會兩千年來的苦難和愚昧的黑暗，

以新儒家也是有宗教性的，可以成為基督信仰的對

所以人要面對的的問題不在「教化」，而是在「重生

立面，因為沒法擺脫中西文化之爭而賭上一口氣，持

與拯救」。

續著「人道」與「神道」之爭。

(3) 孔子使中國人的心靈從超越外在的宗
教探求（對道的探求），轉為只關注人面對實
際事務中的良知運用（對德的追求）。上帝的
特殊啟示未能臨到孔子，所以孔子不認識三一真神

10

仁義禮智信這些都沒用，利益最重要，誰狠、誰有辦

孔子最大的理想是要靠聖君明主以德治天下、

才是創造天地與生命、掌管一切的主宰，超越的東西

(4) 我們要反對將孔子封為「至聖先師」

(6) 我們要感謝神，藉著五四運動推翻儒

在孔子來看是無足輕重的，他不回答你，而這就影響

這麼高的地位，反對向其頂禮膜拜。當年辛亥

學在中國的道統偶像地位。但也遺憾看到，正是

了中國知識份子從此沒有超越追求的心態和眼光。

革命後，有些人要把孔儒當作國教，當時有一批基督

藉著國學價值體系的崩潰，才為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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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暴力就變成名正言順。所以魯迅說，他翻閱兩千
年歷史，最後從字縫裡看見滿本寫著兩個字──「吃
人」。文革中對孔子的批鬥，更加顯明了如果沒有基
督真理的指引，任何人想追求革命進步都會愈走愈黑
暗。

把握好。要把孔子重新扶起來的新儒家，還有馬克思
主義一派，再加上鼓吹西方民主價值的一派，這三派
目前成為中國思想界、知識界的三足鼎立局勢，卻偏
偏少了基督信仰的輿論在裡面影響文化！至於西方
文化與新儒家的鬥爭，完全是一場文化混戰，兩方都
沒有道理，都是罪人在罪性裡打滾的事情，想用西方
自由主義來把中國的一切打倒，想以新儒家來批評辯
護，都成了無意義的指證，不過是民族主義心態，把
自己的定義歸屬搞錯了才會爭那些事情。
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場中西文化價值之爭，而是
上帝的普世真理要進入中國文化、更新中國文化的一
場屬靈爭戰！願主裝備我們、帶領我們為祂的榮耀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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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3月初到大陸，探訪一些在職場上宣教的工場，看見有基督徒透過髮廊的工作來為主作見證，
也有的以開餐廳的方式，希望成為福音餐廳，引領員工和客人信主。如今，整個中國大陸可以說是
「從商熱」
，我們盼望弟兄姐妹能透過不同的工作型態在職場傳福音，有更多的福音餐廳、使命工
廠、使命髮廊、幼兒園……等等被建立起來，在地上每個角落，為主得著各行各業的人。
311日本東北大地震，舉世震驚，所引發的複合式災難及效應，讓全球都受到連帶性影響，本會
一位宣教士的支持教會正好位於日本重災區，教會受創嚴重，牧師帶著會友們逃往避難所，至今不
知何時回得了家、不知何時可以重建教會。這位宣教士已到日本幫助該教會，一面救災一面傳福音，
期間傳回災區的慘況（實在是需要我們的關心和殷切代禱）
，同時也提到：
「按教會現在的狀況，可
能無力再繼續支持我了。」為了讓他日後能回到宣教工場服事，如果您對這位宣教士的經費之需有
感動，可以在奉獻單上註明「為非比奉獻」
。
消息與代禱
一．總幹事行蹤：祈請為葛牧師2011年5-6月在

這些忠心委身於中國宣教多年的同工身處如此困境，心中

以下各教會的服事代禱

實在不捨，於是我向主發出懇求，求主感動教會、團體或

1. 台北方舟浸信會主日講道（5/1）

個人，願意成為我們宣教的支持者，為著我們的事工經費

2. 台北土城貴格會主日講道（5/15）

定期的認獻和代禱。若您有感動認領宣教士、定期奉獻

3. 台北坂城貴格會主日講道（5/22）

（不論多少），祈請與我們聯絡！

4. 台北天母福音堂主日講道（5/29）

三．徵召宣教士：這次在南方某城，有大陸傳道人詢問我們

5. 高雄愛加倍靈糧堂主日講道（6/5）

能否提供神學培訓？也有教會希望我們介紹能帶領青少年

6. 台北基督徒聚會處主日講道（6/12）

事工的同工……。大陸教會的需求實在太巨大了！舉目向

7. 台北板橋迦南靈糧堂主日講道（6/19）

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你是否聽見主的呼召？放棄對地

8. 台北門諾會永安教會主日講道（6/26）

上短暫事物的追求吧，請趕快加入搶收莊稼的行列！

二．宣教的奉獻：最近有同工因為支持經費的
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總幹事

不足，而面對是否能繼續宣教的難處。看到

201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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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3月收支 （TWD）
本期奉獻收入 1,973,299
本期支出

1,619,392

本期結餘

35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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