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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主義宣傳家J

一一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張仕章的生平、思想與時代

王志希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請注博士接選人

一、導論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領袖吳耀宗的兒子吳宗

素，曾在晚年一篇回憶其父親的文章之中，提及一九五七

年「反右運動」時期吳耀宗在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位同工張

仕章( 1896-?) 的遭遇: í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青年

會要求父母參加對張仕章的說理門事會接受教育。他們都

沒有發吉。張是我們『青莊』的鄰居，是父親多年青年會

同工，從事文字工作，有多種譯作。張也是中國基督教社

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和父親的思想非常接近，遠在成都時就

有不少合作。張被青年會『左派』鎖定為右派，以後鬱鬱而

終。 J 1吳氏一家在上海「青莊J (基督教青年會宿舍，即

如今的上海虹口區山陰路 343 弄) 2的這一位「鬱鬱而終」

的鄰居，我們迄今無法得知他具體在何時去世。不過，張

仕章一方面作為「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J 、且

與吳耀宗的思想「非常接近J '但男一方面又被打成「右

派J '這一點值得我們留意。

I 吳宗素，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一一我所知道的父親吳耀宗> '載那福增主編， {大時
代的宗教信仰一一一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午士，

201 1) ，頁 580 。吳宗素在此提到張仕章與吳耀宗「遠在成都時就有不少合作J '寶貝。

二人的合作可以上溯至一九三0年代中期的上海。

2 吳宗素，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頁 552 '注釋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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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仕章在自己晚年的時候，曾用另外一個稱呼來自我

定位。一九五0年五月，青年協會書局出版張仕章編譯的

一本書，題為《宗教批判集} ，其中彙集了一百二十多位

來自中外的宗教評論家關於宗教的意見。張仕章將自己的

盲諭列於此書的最後，並自我介紹: I張仕章，中國人，

耶穌主義宣傳家，現任青年會全國協會文字幹事，生於一

八九六年。 J 3 I耶穌主義宣傳家」這個稱號，是張仕章對

自己近三十年之吉行的總結。

近年已經有劉莉、劉家峰、楊衛華以及龍偉等幾名學

者以張仕章為研究對象，這些既有研究為我們了解張仕章

打下了基礎。 4不過，張仕章的生平中還有許多方面，是既

有研究尚未觸及或細緻鋪陳的。本文旨在將張仕章的生平

與思想置於民圓的歷史處境之中，梳理張仕章的耶穌主義

和基督教社會主義如何因應時代而形成和發展，並著重探

討耶穌主義的概念如何連接起張仕章一生最關注的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

二、「杭州府中」與「福江大學J (19日-1916)

張仕章，一八九六年出生，祖籍漸江海寧破石，最常

3 張仕章編譯， {宗教批判集}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50) ，頁 407 。

4 'J莉， <賀川豐彥與三十世紀中圓基督教思潮>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

2008) ，頁 14-28 ;劉家峰、劉莉， <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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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學研究} 2009 年第 3 期，頁 104-112 ;劉家峰， <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張

仕章及其耶穌主義理論初探> '載王成勉主編， {十字架前的忠、祭 文本解讀與經典

詮釋}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頁 237-258 ; Jiafeng Liu，“C卸istian

Socialism io Pre-Wor1d W，缸 II East Asia: A Comparison of Zhang Shizhang io Chioa and 

Tokohiko Kagawa 姐 Japan"， in Jan A B Jongenee1 et a1 (eds), Christian Presence and 

Progress in North自E囚t Asi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Fra噓furt 缸n Main: Peter 
Lang, 2011), pp 73-86; 楊衛華， <十字架下的馬克思 基督教話語中的共產主義及

中國實踐>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2011) ，頁 171-177 ;龍偉， < í革命的耶
穌J 一位青年基督徒的宗教思想與社會關懷 以張仕章文字作品為中心的考察〉

載李靈、棟建明主編，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圓近代社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頁 350-370 。



「耶穌主義宣傳家」

用的英文名是“Hottinger S. C. Chang" ，並常用筆名「我

天j 。曾與張仕章短暫做過同學的民國名人，還有何為漸

江海寧碘石人的徐志摩，以及漸江寧波人吳經熊;漸江富

陽人郁達夫也可能與張仕章有過短暫的同學時光。

關於張仕章的家世及其二十歲之前的生平，我們知之

甚少。徐志摩的「府中日記J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人日至

七月十七日)曾記載，沈叔薇、張仕章與徐志摩一間報考

杭州府中，三人均順利錄取，並於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一齊由家鄉坐車去杭州上學。在學期問，徐志摩與張仕章

常常一同行動。本份日記最後一吹提及張仕章是一九一一

年七月十日。 5杭州府中對於英文科目十分重視，因此張仕

章後來優秀的英文閱讀和翻譯能力至少在這個時期就打下

了基礎。

根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秦賢吹的考證，徐志摩在一

九一五年十二月進入上海灑江大學就讀預科，並在一九一

六年九月升讀猖狂大學本科一年級(福江大學的學制為預

科一年，本科四年) 0 6至於張仕章，則先徐志摩半年入讀

灑江大學。 7按照一九一六年底出版的英文版摳江大學年

刊，張仕章與餘志摩、吳經熊等同一批入讀福江大學本科

一年級的學生，被稱為「一九二0屆班級J 0 8不過，三人

之中，只有張仕章在一九二0年獲得福江大學的文學學士

學位，並於同年成為該大學第一屆碩士研究生之一，後在

一九二二年獲得福江大學宗教科的文學碩士學位。 9

5 鷗於徐志摩 f府中日記」提到張仕章的部分，參見徐志摩著，虞坤林整理， <.徐志摩未

刊日記(外四種) >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頁 3.4 、于 10 、 11 、 13 、 15 、

16 、 18 、 19 、 21 、 22 、 25 、 27 、 29 、 33 、 34 、 39 、 47 、 59 、 61 。

6 秦賢次， (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訂> '載《新文學史料> 2008 年第 2 期，頁 98 、"。
7 同上，頁 99 。

8 吳禹星， (灑江大學檔集中的徐志摩印跡> '載《中國檔案> 2013 年第 4 期，頁 76.77 。

9 可ho's Who 旭血泊a"， The China Weekly Revi，帥， (19329 17),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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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證據表明，張仕章在入讀福江大學之前曾與基督

教有過接觸。而張仕章與社會主義思潮最早的接觸，則可

追溯至一九一二年。張仕章曾回憶: I我在民國元年(一

九一三年)就開始研究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的無

政府共產主義，並且非常崇拜這種主義。 J 10中國最早引介

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的文章出現在清末的

一九0三至一九0四年間，而該思潮的全盛期則在一九0

五至一九三0年期間。 11所以，從思想史的處境來看，張仕

章在一九一三年開始研究克魯泡特金的學說，並且一度「非

常崇拜j 之，並不難理解。張仕章在此表明他對新思潮的

緊密關注，而這一種特質在他成為基督徒之後也依然延續。

三、「正式信仰了基督教J (1917-1919) 

福江大學作為美北浸禮會和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合辦的

教會大學，其中的課程除了英文、國學、哲學、自然科學和

社會科學之外，還有單獨列出的宗教課。一九一五年之前的

宗教類必修課，包括了「耶穌吉行傳、使徒史略、使徒書信、

基督教見證J ， 12不少內容直接與新約聖經有關。徐志摩在

福江大學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共十八門課的成績單

上，亦包括每週兩學時的聖經科 ;13他的同學張仕章應該也

一樣需要修讀聖經科。因此，張仕章很有可能是從就讀灑江

大學起，才比較有系統地認識基督教、學習《聖經》

張仕章在重視英文的杭州府中就打下了英文的底子，到

10 張仕章， <我現在為甚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載《野聲》第 2卷第 1 期( 1931 年 9

月) ，頁 14 。

11 德里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 

頁 9 0

12 主立誠， (美圖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 福江大學的歷史}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 2001) ，頁鈞。

的吳禹星， <滄江大學檔案中的徐志摩印跡> '頁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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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主義宣傳家J

了福江大學，他學習英文的機會更多。一九一一年，美北浸

禮會傳教士魏龍蘭 (Prancis John White) 出任福江大學校

長， r根據學生們的要求，決定和聖約翰一樣，除國文外全

部改用英語授課，因為在上海這個國際性大都市里，英語有

明顯的實用價值J 0 14從張仕章一生在上海幾個重要的基督

教文字機構從事的編譯工作來看，福江大學為他打下扎實的

英文基礎;這確實體現了英文在當時的「實用價值」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張仕章在大型佈道會中「正式

信仰了基督教J 0 15皈信後，張仕章一方面更加勤讀《聖經) , 

「在四福音中悉心探討耶穌的吉行J ， 16另一方面則積極參

加基督教活動。他所參與的其中一個教會，是福江大學基

督徒在校內組成的福東教會(或稱福東浸禮會，成立於一

九一三年) 17; 在張仕章信道不到一年之後的一九一人年五

月一日，他就已經作為福東教會代表，與福江大學的正副

校長同赴蘇州參加美南浸信會的大議會。 18

作為基督徒的張仕章也依然如從前一樣，關注社會政

治議題與新思潮的動向。俄國相繼爆發的二月革命與十月

革命，恰好發生於張仕章皈信的一九一七年六月的一前一

後。俄國革命發生之後，張仕章「便努力翻閱國際社會主

義的書籍;同時對於馬克思與列寧的生平和學說，特別加

以注意J 0 19張仕章皈依基督教與二十世紀第一個社會主義

國家誕生均發生在同一年，對他而吉頗具象徵意義:以後

14 主立誠， {，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 ，頁鈞。

的張仕章， <我現在為甚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頁 14 ;何慈洪， <廣學會為出版「中

國基督教事工的檢討與改進j 一書之座談會記錄h載《天風週刊》第 8 卷第 19 期 (1949

年 12 月 3 日) ，頁 8; 張仕章， <一個耶穌主義信者的宗教觀> '載《真光》第 26 卷

第 6 期 (1927 年 6 月) ，頁 8 。
16 張仕章， <我現在為甚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頁 14 。

17 姚民權， (，上海基督教史(一八四三 一九四九):> (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

動委員會、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 1994) ，頁衍。

18 章華明， <徐志摩在灑江大學的「天竊J 歲月> '載《檔案春秋:> 2013 年第 7 期，頁 27 ' 
19 張仕章， <我現在為甚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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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間張仕章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關僚的探索，在此

已經埋下伏筆。

在一戰結束前的一九一人年五月，張仕章發表〈歐戰

終結後之中國〉一文，指出該吹大戰與中國的關保密切:

「夫中國受歐戰之影響久矣。今一且大戰告終，其影響及

於我國必較前更大而烈。故歐戰發生前之中國，與歐戰終

結後之中國，其可同日而語哉? J 20張仕章的預言相當準

確。第一改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利權

轉給日本。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一九一九年

「五四運動J '從北京的青年學生遊行示威開始，迅速波

及全國各大城市。上海各學校於五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上

海學生聯合會J '會員學校包括了張仕章所就讀的灑江大

學。張仕章亦是該聯合會評議部的重要成員。 21以後，從一

九二0年代到一九四0年代之間，雖然我們看不到張仕章

如何實際地參與政治運動，但是他面對重要的政治議題、

社會議題或宗教議題的時候，卻常常敢於拿起筆桿、通過

文字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中包括以激烈的口助與反

對基督教的人士筆戰，擁護共和，反對軍閥統治，反對帝

國主義，以及反對國共內戰等。作為基督徒學生的張仕章

在一九一九年親身參與這一場反對列強的赦國運動，多少

反映了、甚至加強了他的社會政治意識。也可以說，基督

徒如何赦國、以及基督徒的身份如何與他對社會政治的關

注相調和，成為往後張仕章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四、「赦國必先就教J 與「我的『耶穌主義j J (1920-1926) 

張仕章曾表示，自己在一九三0年左右「早已看出了

20 張仕章， (歐戰終結後之中國) ，載《天續〉第 7卷第 2 號 (1918 年 5 月) ，頁 2 。

21 龍偉， (1革命的耶穌J) ，頁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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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主義宣傳家」

基督教會曾被偽裝虛飾，又被歪曲利用的弱點J : í 因為

那時我發覺西國教士所傳的基督教乃是他們遺傳的信仰，

並非耶穌原來的宗教;而且中國牧師所講的基督教也是他

們抄襲的教條，卻非耶穌固有的主義! J 職是之故，張仕

章「就認定『赦國必先教教』的目標J 0 22所謂「教教J ' 
指的是將基督教從西方傳教士所傳之「遺傳的信仰」和中

國牧師所講之「抄襲的教條J 中解敷出來，恢復基督教的

本來面貌，也就是「耶穌固有的主義」。在往後的日子，

張仕章這種「救教J (改造教會)的心志一直未變。

一九二0年，張仕章也在《天簫》雜誌上發表了他討

論宗教的第一篇文章〈宗教的改造> '探討宗教為何需要

改造、宗教改造的原理以及宗教改造的方法。該文雖然並

非直接針對基督教、而是涉及廣義的宗教，但也有助於了

解他對當時基督教的意見。在該文中，張仕章相信宗教應

當是變化的， í宗教的觀念隨個人所居的時代，所處的環

境，所得的知識和經驗而改變的」。張仕章指出，如今已

經是一個「思想發達」、「科學昌明」和「社會進化」的

時代，但是宗教家所傳講的卻是過去遺留下來、未適應時

代的宗教。所以，張仕章希望「把現在一切所存的宗教都

改革一番J 0 23 

未因應時代變化而變化的、過去遺傳下來的宗教，究

竟有甚麼樣的嚴重問題，被張仕章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張

仕章一方面挑戰宗教家宣傳的天堂、地獄、審判和魔鬼等

教義，另一芳面挑戰宗教家制定的洗禮、割禮、受戒、坐

閱、焚香、獻祭物和讀信條等禮儀。張仕章所不滿的這些

22 張仕章， (敬告全國基督徒書一一為發起「耶穌主義學會」而作> '載《基督教叢刊》

第 16 期 (1946 年 12 月) ，頁 3 。
23 張仕章， (宗教的改造> '載〈天繽》第 9 卷第 3 期 (1920 年 1 月) ;收入民編譯，

《宗教批判集:> '頁 407-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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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和禮儀，很多都與保守派基督教密切相關(例如「審

判」的教義或者「讀信條」的禮儀) 。於是，張仕章提倡

一種「宗教思想的革命J 0 24他在一九二0年的這篇文章中

主張「宗教的改造」或「宗教思想的革命」之時，雖然尚

未明確提出以福音書中耶穌間有的主義作為「改造j 和「革

命」的根據和標準，但是以後他通過耶穌主義來批判現存

基督教的做法，在此已經看到萌芽。

從二十世紀基督教思想史來看，張仕章對宗教需要因

應時代而變化的主張，以及對現存宗教的教義和禮儀表達

不滿的意見，皆屬於一九二0年代前後從美國影響到中國

的自由主義神學(也常被稱為「新派神學J )與基要主義

神學激烈門事的一個縮影。張仕章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

一篇文章< r道理」難道也有新舊麼? >之中，指出當時

許多中西基督徒均批評福江大學在傳講「新道理J 0 25文中

雖然沒有講明這襄所說的「新道理J 所指的是甚麼，但是

已經隱約可以看到新舊神學之事也出現在福江大學。有研

究福江大學史的學者也指出一戰以後福江大學受自由主義

神學塑造的情形。 26張仕章明顯是站在自由主義神學的立

場，對抗基要主義的教義傳統和禮儀傳統。這一點在一九

二0年代中後期將體現得更為明顯。

一九二二年四月，張仕章發表〈耶穌底三無主義〉一文，

別出心裁地將耶穌的「無強權主義」、「無階級主義」與「無

私產主義J '分別與「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社會主義J

與「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J 這三類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d思潮

24 同上，頁 411-413 。

25 張仕章， < I道理J 難道也有新舊麼? > '載《灑江大學月刊〉第 11 卷第 l 期 (1921

年 12 月)頁 5 。

26 玉立誠， {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 ，頁 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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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比，並得出耶穌的三種主義較為優越的結論。 27這大概

是張仕章對比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第一篇文章。

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張仕章在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全國協會的機關刊物《青年進步》上發表了不下十篇

文章;其中，與基督教社會主義最為相關的就是一九二二

年六月發表的〈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一文。該文寫

作的導火索是當年三月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J '當時有

不少鼓吹該運動的人士從社會主義的角度批判基督教。張

f士章寫作的目的則是要表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基本上(只

是「基本上」、而非「完全J )不應該有衝突。張仕章在

該文中第一吹主張基督教是「一種信仰耶穌主義的宗教J ' 
也第一次提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中國會發生「同化作用」

而成為「新的化合物 J '並將之稱為社會基督教( Social 

Christianity )或基督教社會主義 (Christian Socialism) 0 28 

張仕章從上海福江大學畢業之後，在杭州浸禮會真神

堂做了一年左右的牧師( 1922-1923) 0 29接善，他先後在

「教會學校，私立學校，官立學校，和半官式學校教過書J ' 
擔任過英文教師或中學聖經教員 (1923-1924) 0 3。在杭州

的這毆時期，張仕章亦活躍於當地的教會和基督教青年

會。一九二三年，張仕章在擔任牧職的杭州浸禮會真神堂

27 張仕章， <耶穌底三無主義> '載《滄江大學月刊》第 11 卷第 3 期 (1922 年 4 月)

頁 14-20 。

28 張仕章， <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載《青年進步》第 56 冊( 1922 年 6 月)

頁 1-23 。

29 張仕章， <我對於一個女學生的四種勸告> '載《女青年》第 6 卷第 1 號 (1927 年 1
月) ，頁 536 ;張仕章， <理想的文字佈道家 一個基督徒作者的經驗談> '載《真

光雜誌》第 40 卷第 8 、 9 號( 1941 年 9 月) ，頁 3 ;張仕章， <脫離濾北浸會堂宣盲> ' 

載〈置于聲》第 1 卷第 6 、 7 、 8 期合刊 (1929 年 8 月) ，頁 168 ;張仕章， <書報介紹

讀了「傳經指引 j 以後> '載《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27 年 6 月)

頁 84 。

30 張仕章， <收回教育權運動的研究> '載《青年進步》第 92 冊 (1926 年 4 月) ，頁 1 ; 
張仕章演講，李守鎮筆記， <公民的責任> '載《安定〉第 21 期 (1924 年) ，頁紗，

張仕章， <書報介紹> '頁 84 ;張f士章， <理想的文字佈道家>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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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主題為「耶穌主義與社會問題J '總共十講，分題

包括如下: í (一)總論一一耶穌主義的分析與社會問題

的解剖; (二)耶穌主義與學生運動; (三)耶穌主義與

婦女問題; (四)耶穌主義與新文化運動; (五)耶穌主

義與勞工運動; (六)耶穌主義與學校制度; (七)耶穌

主義與家庭制度; (八)耶穌主義與教會制度; (九)耶

穌主義與國家制度; (十)結論一一耶穌主義的實現與社

會問題的解決。 J 31 í耶穌主義」一詞就是在這吹講道中定

下來的，並從此成為與張仕章幾乎形影不離的「標籤J 0
32 

四年後，張仕章第一吹系統闡述他所主張的耶穌主義，並

以〈我的「耶穌主義J >和< í耶穌主義」是甚麼? >為

題分別發表於《青年進步》與《福大二十週年紀念天續報

特刊) ，並在其中第一吹將「耶穌自己所說的宗教J (耶

穌主義)與「保羅和路德所傳的『耶穌教J J 作出了嚴格

區分。 33

一九二五年，張仕章回到上海，在中華全國基督教青

年會全國協會擔任編輯工作;第二年，他轉至廣學會，擔

任翻譯和著作的職務。 34早在就讀於福江大學的時候，張仕

章已經翻譯了後來交付廣學會出版的《耶穌底社會原理》

(The Social Principles 01 Jesus ) ，該書原作者是美圈社會

福音派最為人所熟知的代表、美北浸禮會的牧師饒申布士

(Walter Rauschenbusch) 。在社會福音派的光譜中，饒申

31 張仕章、黃菩生， {耶穌主義論文集.} (上海新文社， 1931) ，頁 2; 引自龍偉，(1革

命的耶穌J > '頁 362 。

32 張仕章， <答問 「耶穌主義」的名稱問題> '載《野聲》第 l 卷第 4 、 5 期合刊 (1929

年) ，頁 108 。

33 張仕章， <我的「耶穌主義J > '載《青年進步》第 94 冊 (1926 年 6 月) ，真 36-40 ; 

張仕章， < I耶穌主義J 是甚麼?)，載《濾大二十週年紀念天續報特刊} (1926 年 6

月) ，頁 96-10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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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士屬於對社會主義最有好感的一派。35廣學會的編輯李兆

民讀過該譯著之後，對張仕章的翻譯水準評價頗高，認為

此書「十分清腸，南北皆遍，把原著人的意見完全表白，

毫無遺漏，就是牧童村婦略識字的人也能領會J 0 36張仕章

的翻譯能力受認可，也是一九二六年廣學會「不惜重聘特

延J 37他的重要原因。

後來廣學會出版張仕章撰寫或編譯的著作，至少還包括

《基督教百問> (譯)、《中國古代宗教詩歌集> (編)

《舊約人物> (與聶紹經合撰)以及《青年模範> (編譯)

為《基督教百間》寫序的李兆明讀過一遍該書譯稿之後，再

吹表示「很佩服J 張仕章的「天才和匠心J 0 38 <中國古代

宗教詩歌集》也有兩位友人為張仕章寫序。其中，張樹森稱

張仕章「好古而深思、J 0 39而許家恰在未認識張仕章之前，

「久已習聞J 張仕章的「筆墨之佳J ;相識之後，更感到「相

見恨晚J ' r每觀其所著書，實能去糟柏而領精華J '實在

「不愧為教會文字界之鳳毛麟角矣J 0 40此外 ， <青年模範》

一書十分腸銷， r不到半年，初版即已售馨J 0 41該書是張

仕章根據美國牧師福博希 (William Byron Forbush) 的《少

年基督傳> (1頁e Boys' Life 01 Christ) ， 並參照四福音書「所

載的事實」編譯而成。《青年模範》與後來張仕章在一九三

35 J;訕。，bH Dom,‘'The Social G田:pe1 祖d Socialism: A Comp缸ison oftheτ'hougbt of Francis 

G白血wood p，自lhody， W，晶趾ngωn G1組d間，個d Walter Rau血h個，busch"， Church Histo吵，

62 1 (1993), pp 82-100 
36 李兆民， <李序) ，載鏡習博著，張仕章譚， <:耶穌底社會原理> (上海:廣學會， 1923) , 
頁 2 • 

37 李兆民， <李序) ，載羅傑斯薯，張仕章第誨， <:基督教百問> (上海:廣學會， 1926)

頁 1 • 

38 向上。

39 張樹森， <張序) ，載張仕章編， <:中國古代宗教詩歌集> (上海:廣學會， 1927)

頁 l'
40 許家怡， <許序) ，載張仕章騙， <:中詞古代宗教青春歌集) ，頁 1-2 。

41 陳金錯， <再書後) ，載張仕章編譯， <:青年模範> (上海:廣學會， 1948 ，第十版)

頁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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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完成(直到一九三八年以後才面世)的另一部題為《革

命的木匠》的「耶穌傳J '多有相似之處。可以說， {青年

模範》正是張仕章系統探討耶穌生平的雛形。

五、「耶穌實在是一個很偉大的社會主義家J (1926自 1931)

一九二六年，上海基督教文字界的一些人「感覺到日常

生活太枯窘了，彼此的友誼太隔閱了，要有一個機會懸在一

起大家談談J '因此組織一個男主會，名為「景社」。一九二

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景社舉辦第一次眾會，張仕章已是其中

一位參加者。緊接著的幾吹男主會，張仕章亦積極參與。 42景

社的成員中，與張仕章尤其志同道合的有沈闢莊與王治心。

曾任金陵神學院舊約教授與東吳大學宗教科教授的沈闢

莊，從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中華基督教文字事業促進社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文字剖，簡稱

「文社J )成立以來，一直負責處理該社一切社務。 43一九

二六年八月，曾任金陵神學院教授的王治心被聘為文社刊物

《文社月刊》的主任，專門負責編輯。 44張仕章通過景社與

王治心、沈闢莊以及其他幾名文社審查部委員(聶紹經、蒞

子美和胡胎谷)的交遊，相信是一九二七年夏天陳立夫辭職

以後、文社執委會聘請張仕章擔任編輯幹事的重要原因。“張

仕章從廣學會加入文社之後，與沈闢莊和王治，心三人「成為

文社之主要工作人員 J '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們編輯完《文

社月刊》第三卷第八期辭職為止。“

42 育率(李則靈) , <記景中卦 ，載《真光》第 26 卷第 6 期 (1927 年 6 月) ，頁 1-2 ; 

〈景社第三吹集會吉吵，載《聖公會報》第 19 卷第 17 、 18 期 (1926 年 9 月) ，頁 16 ; 
育率(李則靈) , <記景社討論「基督教與國家主義J) ，載《真光》第 25 卷第 9 、

10 號合刊 (1926 年 10 月) ，頁 30 。

43 主成勉， {文社的盛衰} (台北﹒宇宙光 '1994) ，頁 36 0

44 同上，頁 44 。

45 伺上，頁 46 0

46 同上，頁 4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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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七年前後張、王和沈三人密切合作之時，沈

闢莊正著迷於基督教社會主義。47張仕章在一九二人年底曾

回憶道，自己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大約一年的時間，

「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曾經下過一番搜集的工

夫J ' í如今已經得到了許多的材料，可恨還沒有時間去

把它們整理出來，編成一部『基督教社會主義史Jl J 0 48後

來沈桐莊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探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關

僚的《社會主義新史》。該書寫於蘇州，但撰寫之時沈闢

莊手頭參考書籍不足，所幸在上海的張仕章把參考書源源

不絕地寄給他。 49

在張仕章加入文社、成為編輯幹事之後，就發表了一

篇〈社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 '開宗明義稱自己「是一

個耶穌主義的信者，也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學徒」。在該文

中，張仕章第一吹明確地主張「耶穌實在是一個很偉大的

社會主義家J '聲稱耶穌的主義就是「一種極顯著的社會

主義」。該文的目標讀者，是當時那些「信仰社會主義」、

卻「好像和耶穌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國青年。張仕章希

望通過梳理法國、英國、德國、俄國和美國的社會主義家

如何正面看待耶穌本人，以證明耶穌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不

衝突。張仕章之所以主張耶穌主義與社會主義不矛盾，仍

然是為了回應和反駁一九二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J 中關

於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的先鋒和資本家的走狗」這一類

的論述。"該寫作動機與一九二二年他發表〈中國的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一文的緣由相似。不過，一九二七年的〈社

47 沈關莊， (自序) ，載氏編著， <:社會主義新史)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34) ，頁 1 。

48 張仕章， (介紹: <: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載《野聲》第 1 卷第 3 期 (1928 年 11 月)

頁 73 。

49 沈桐搓， (自序) ，頁 3 。

50 張仕章， (社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 ，載《文社月刊》第 2 卷第 10 期 (1927 年 10

月)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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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一文已經直接將耶穌主義與社會

主義劃上「等號」。以後，張仕章常以不同的表述重複一

九二七年提出的這個「等號J '儘管筒中內涵會隨著歷史

處境而發生變化。 51

張仕章加入文社大約一年以後，與沈描司莊和王治心一

間遞出辭呈，離開了文字士。他們之所以離開文社，最重要

的原因在於他們「吉論激烈 J :他們「對於國民革命軍所

表示的態度J (例如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攻克江漸時出

版《文社月刊》特刊以「歡迎國民革命軍J )和「在神學思

想上所發表的意見J (r 自由討論神學問題J) ，但導致美

國方面的贊助者「社會宗教研究社」停止對文社的資助。 53

張仕章、沈制莊和王治心三人離開文社不久，就創立

了「新文字剖，並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開始發行機關刊物《野

聲:新文社月刊》。張仕章後來回憶道，組織新文社的人

都是「耶穌主義的信者J 0 54三人建設新文社的目標，是為

了「脫離帝國主義的牽制，藉文字的力量，實現耶穌主義，

建設人生宗教」。他們尤其歡迎「耶穌主義的忠實信徒和

基督教中的革命同志 J '向新文社提供關於「批評基督教

神學，政治，機關，書籍j 的文稿， r以促進中國的基督

教革命運動」。另一名來自漸江菱湖的讀者俞德煥曾寫信給

新文社，在信中批判基督教現狀的問時，亦希望張仕章等

人能夠藉助新文社的平台發起一場基督教的革新運動: r 目

51 張仕章， <赤裸裸的耶穌主義) ，載《置于聲》第 1 卷第 1 期 (1928 年 9 月) ，頁 8 ;張

仕章， <序) ，載氏著，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香港青年協會書局， 1939) 
頁 1 ;張仕章， <編譯者序) ，載留伊恩、麥墨累等著，張仕章編譯， {基督教與社會

革命} (上海:青年協會書屑， 1940) ，頁 1 0 

52 沈綱莊、玉治心、張f士章， <一封舊f齡，載《野聲》第 1 卷第 2 期 (1928 年 10 月)

頁 72; <同志的策勵) ，載《野聲》第 1 卷第 1 期 (1928 年 9 月) ，頁 79 0

53 王成勉， {文社的盛衰} ，頁 47 0

54 張仕章， <序) ，載氏著，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頁 1 。

55 <本社啟事二一一徵求關於批評基督教神學政治機關書籍等著作) ，載《野聲》第 1 卷

第 2 期 (1928 年 10 月) ，封二。

202 



「耶穌主義宣傳家j

前真紅過的基督教已成了麻木症的狀態，非出路得馬丁不

可。希望你們做得近代東方的三大宗教革命家，醒信徒之

大夢，撞自由之晨鐘。 J 56很明顯，張仕章、沈輛莊與王治

心在此被類比為十六世紀西歐宗教改革時期的馬丁﹒路

德、加爾文與灰溫利 (Ulrich Zwingli) 這三大改教家。

新文社創立之初的兩年(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三0

年九月) ，僅僅勉強發行了十期《野聲》雜誌。後來該雜

誌更只能暫時停刊，而「其他成績簡宜可說等於零! J 57至

於《野聲》停刊的原因，王治心指出除了經濟困難之外，

還因為文章沒有稿費而導致稱源不足，以及「辦事無人」

等等。到一九二人年最初創辦新文社的時候， I在上海的基

本同志也有十四位J '但是幾個月後「大家為了生計的逼

迫，就各自分路了」。三名主要負責人之中，只餘下張仕

章一人， I在上海頂了新文社的破招牌串獨角戲」。張仕

章擔負了《野聲> I一切的責任J '包辦了「編輯，校對，

徵稿，發信，覆信，包扎，郵寄，招廣告J '甚至連他的

家人(夫人和老太太)也「一股腦兒忙在襄面J 0 59可惜的

是，最終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針對上海發動的「一二人

事變J 之後，新文社「有組織的活動就無形停頓了 J 0 60 

在任職新文社的第一年之中，張仕章第二故(也是最

後一吹)嘗試「牧師生活J 。一九二人年八月左右，他成

為上海福北浸會堂的牧師。61張仕章稱自己進入教會擔任牧

師「本想藉著教會的力量來推廣新文社的工作J '結果「事

56 <迴音三則) ，載《野聲新文社月刊》第 1 卷第 4 、 5 期合刊 (1929 年) ，頁 112 。
57 張仕章， <新文社的過去典將來) ，載《身聲》第 1 卷第 9 、 10 期合刊 (1930 年 9 月) , 
頁 87 。

58 玉、治心， <治心隨感錄) ，載《野聲》第 1 卷第 9 、 10 期合刊 (1930 年 9 月) ，頁 73 。
"張仕章， <新文柱的過去典將來) ，頁泊，主治心， <治心隨感錄) ，頁 74-75 。

60 張仕章， <序) ，載氏著，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真 1-2 。
61 關於灑北浸會堂的簡介，參兒就民權， <:上海基督教史(一八四三一一九四九) } ，頁

5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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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願違J : r這種無頭空忙的『牧師生活』一一『乞丐生

活』一一一竟把我的財力精神都耗盡了! J 62於是在不到一年

後，張仕章正式與體北浸會堂脫離關係。在〈脫離福北浸

會堂宣吉〉中，他表示這十一個月的牧師生活令他「受著

了一個極大的刺激和深切的印象J '並由此得到「一種澈

底的覺悟」。他認為，灑北浸會堂就是「上海各派教會中

一個『模特見j] J 和「全國腐敗教會中一幅寫真畫J ;當

時的教會在他看來「充滿了傳統的思想，政治的嗅昧，商

業的性質，盲目的信徒與腐敗的分子J 。張仕章不顧再稱

自己為「現存教會制度下的一個教徒J '但「始終承認自

己是一個耶穌主義的信者J '且仍願意今後「專心努力於

文字宣傳的工作，積極從事於思想革命的運動J 0 63 

的確，在一九三0年代和一九四0年代，張仕章一直

活躍於上海(以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期間的

成都)的基督教文字界，繼續從事「思想革命的運動」

尤其是致力於面對「守舊的基督徒J 和「反對基督教的社

會主義者」這兩類目標讀者，繼續探索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的關保。

六、「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調和使者J (1931-1945) 

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一直到中日戰爭結

束的一九四五年，張仕章以文字和行動與同胞「共赴國難」。

在這授時間裹，張仕章較為突出的事業就是繼續通過大量

著、譯的作品，以調和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七年俄

62 張仕章， <新文社的過去與將來> '頁 88 0

的張仕章 ， <脫離祖北浸會堂宣言> '頁 168-171 。一九三二年有人撰灑北浸會堂的歷史，

談到該堂曾聘請張仕章「為教師J 。張「力圖改革和整頓」該堂，但是「遇事燥急，以

為本堂前途無望，忽然辭職... ... J (參見若瘓， <灑北浸會堂史時> '載《真光雜誌》

第 31 卷第 2 期 (1932 年 2 月 J '頁 7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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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革命產生了第一個宣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該事件對張仕章

的影響很深。從那時候開始，張仕章就一面關注俄國的現實

情況，一面關注俄國革命版本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就是馬克

思社會主義。從一九二0年代後期以來，張仕章開始翻譯相

關材料，比如《羅素與泥靈關於蘇維埃式政府的辯論》

(Bolshevism and the West: Debate Between Scott Nearing and 

Bertrand Russell) 和辦刻(Julius F. Hecker) 撰寫的《蘇俄治

下的宗教:>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等。從一九三0年
開始，張仕章任職於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該

會刊物《女青年月刊》的副編輯。“任職期問，張仕章曾在

《女青年月刊》上介紹三本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關於蘇俄的

書，包括艾迪 (George Sherwood Eddy) 著《蘇俄的真相》

(The Challenge 01 Russia) 、胡愈之著《莫斯科印象記》與

曹谷冰著《蘇俄視察記》。張仕章期待這幾種「無偏見主觀

的書籍J (而非「替共產主義鼓吹」或「為資本主義辯護」

的書籍)能夠有益於「蘇俄問題J 的研究。“甚至到了二十

多年後的一九五五年，張仕章還編著《匈牙利的宗教:> '可

見他對蘇聯一以貫之的關注和興趣。

就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關僚的議題而育，一九三0年

代開始，張仕章不僅翻譯出幾本重要的相關書籍，而且發

表文章、出版專著，儼然成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尤其是

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調和使者J 。“只不過，一方

面，張仕章「調和J 的具體內涵因著一九三0年代中日關

僚的惡化、中日戰爭期間國共「聯合陣線」的建立以及對

蘇聯政治現實和宗教政策變遷的了解而有所變化。另一方

64 “Who's Who in chi且a"， p 123 
的我天(張仕章) , (介紹和批評) ，載〈女青年月刊》第 11 卷第 1 期 (1932 年 1 月) , 

頁 71-75 。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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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九三0年代以來，張仕章「大展拳腳」的平台從之

前的新文社和基督教女青年會，轉為一九三四年之後的中

華基督教育年會全國協會，而基督教青年會也將是他一生

工作時間最長的文字機構。

一九三四年，青年會全國協會聘請在基督教文字界「夙

著聲譽」的張仕章任「文字事業幹事J 0 67從此以後，張仕

章翻譯和撰寫的絕大部分書籍，均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也正是在青年會中，張仕章開始與吳耀宗長期合作，並且

成為上海「青莊」的鄰居和朋友。筆者推測，張仕章在一

九三四年之昕以進入青年會工作，很可能與吳耀宗有關。

一九三三年，吳耀宗辭去青年會全國協會校會組主任的職

務，接續胡胎谷擔任青年會全國協會書局主任。在吳耀宗

的計劃下，青年協會書局開始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

三年出版計劃 ， I推出了『青年叢書』、『社會問題小叢

書』、『宗教問題小叢書』及『基督教與中圖改造叢書.n J 。

吳耀宗對這個三年計劃所持的理念，是期望「以『先知式

宗教.n (prophetic religion) 的現代背景來表達基督教」。“

吳耀宗的理念，與張仕章一直以來對於現存基督教的批

判、改造教會的期盼和進行思想革命的堅持不謀而合。張仕

章從一九三四年以來翻譯的書籍，例如馬太時( Shailer 

Mathews) 著《科學對於宗教的貢獻> (How Science Helps 伽r

Faith) 、富司迪 (Harry Emerson Fosdick) 著《宗教所受科

學的恩賜> (Religion 法 Debt 的 Science) 、馬得爾(Kirtley F. 

Mather) 著《一個地質學家的宗教觀> (1有e Rel，崢On of a 

67 <個人消息) ，載《同工》第 132 期 (1934 年 5 月) ，頁鈞。張仕章進入青年會全國

協會的首要任務，是翻譯馬泰士 (B晶ilMa也ews) 的《穆德傅:世界的公民> (JohnR. 
Mo呵~ World Citiz，師)一書(參見"Personal No拙"， Fellowship No個 [19347 月， p 7) 。

“那福增， <吳耀宗的生平、思想與時代) ，載吳耀宗薯，那福增編詮， <:黑暗與光明》

(新北:橄欖出版， 2012) ，頁 xxv-xxv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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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st) 、密爾根 (Robert Andrews Mi11ikan) 著《一個物

理學家的宗教觀:> (A Scientist Confe甜的 His Faith) 以及獎

都生 (Henry P. Van Dusen) 著《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ity to Marxism) ， 皆屬於「宗教問題小

叢書」。而張仕章翻譯的威爾遜(Grove Wilson) 著《科學

偉人的故事:> (Great Men ofScience) 、馬泰士 (B個il Mathews) 

著《穆德傅:世界的公民:> (John R. Mot已 World Citizen) 

麥墨累 (John MacMurray) 著《創造的社會:> (Creative Society: 

A Stu，再y of 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i秒的 Communism) 、辛克

萊 (Upton Sinc1air) 著《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研atGodM帥的

toMe) 以及留伊思 (John Lewis) 和麥墨累等著《基督教與

社會革命:>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 皆屬

於「青年叢書」

一九三八年三月，吳耀宗擔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部

主任，並為出版部定下五年計劃，其中第一個項目就是出

版「非常時叢書J ' r針對戰爭局面，從基督教立場回應

中國的問題J 0 69張仕章在抗戰期間出版的兩本重要作品《基

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和《耶穌主義講話:> '以及他翻譯

的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著《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 都屬於「非常時叢書J 0 

值得住意的是，以上一系列譯作中的《基督教與馬克

思主義》、《創造的社會》、 70 <:基督教與社會革命》和《基

督教與共產主義:> '以及張仕章撰寫的《基督教與社會主

義運動》和《耶穌主義講話:> '所涉及的內容都是圍繞基

督教與社會主義、尤其是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張

69 向上，頁 xxvili.xxix 。

70 關於《創造的社會〉一害的審查風波，參見張仕章， (譯者序) ，載貝德士著，張仕章

諱，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香港:青年協會書局， 1939)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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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章與這些叢書的主要推于吳耀宗對該議題的關注和旨趣

可以想見。

除了在青年協會書局出版上述著、譯作品之外，張仕章

在一九三0年代還創作了其他作品，其中包括他早在一九三

二年已經完成的「耶穌傳J {革命的木匠》。該書尤其有助

於了解張仕章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關保的看法。該書的取材

除了「關於猶太史地背景的想象」之外，主要「依據四福音

書的記載與歷來基督教史家的考證」。該書的寫作對象是「對

新約聖經毫無興趣的非基督徒大眾J '希望幫助他們通過這

部「宗教歷史小說J ' I 明了耶穌的革命性格和社會思想」

並進而研究四福音書和其他著名的「耶穌傳」。但是，該書

在六年之內無處發表。張仕章認為該作品「遭人冷眼」的原

因，在於該書的觀點「不合正統的傳說」。到了一九三七年

底至一九三八年上海「孤島j 時期，張仕章偶然發現了自己

的舊稿，便拿給「幾位思想極左的和國學很深的朋友」批閱，

這些朋友認為「有一讀的價值」。最終，蒙《真理與生命》

期刊的總編輯劉廷芳「不棄J ' {革命的木匠》在一九三八
年十一月第十一卷第六期的《真理與生命》上開始連載，並

由真理與生命社在一九三九年出版。 71

一九四一年十三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張仕章認為他

剛出版不久的著作《耶穌主義講話} I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

來J 屬於「極大的危險品 J '因此將這本自稱為「二十年來

革命思想的結晶」和「二十年來一切著作的核心」的書在青

年會中的庫存和在家中的原樣本，統統燒掉。 72張仕章說該

書屬於「危險品 J '大概主要指其中〈戰門的耶穌主義〉一

71 張仕章， (序) ，載氏著， {，革命的木匠} (上海真理與生命社 '1939) ，頁 1 。

72 張仕章， (再版序) ，載氏著， {，耶穌主義講話}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9) ;收

入曾慶豹編， {，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文選(一) 社會思想篇} (香港研道社 '2012) , 
頁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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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有鼓吹對日抵抗之嫌。隨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

日，張仕章「別妻離子J '逃離上海這一座他「住過二十二

年的第二故鄉J '在灑杭車上遇到過驕橫跋盾的日本憲兵、

嘗盡「亡國奴」的當昧;並「越過了東南西北共八省 J '、沿

途「規察青年工作，調查文化事業，參觀風土人情J '最終

在當年四月十人日輾轉來到四川成都。 73

一九四二年春，大概在張仕章到達成都後不久，他就

在一名同工的臥室中發現了一冊《耶穌主義講話} , r可

算是自由區中唯一的『孤本j J 。接下來的兩年，張仕章

「在談話中和寫作上也都常常借重它J ' r 因此，有許多

教內的同道們與教外的同志們都很希望它快快在蓉再版，

以供應自由中國內各界人士的精神需求J 0 74後來該書第二

版在基督教聯合出版社出版。

張仕章到達成都之後，曾在基督教聯合出版社創辦於

一九四三年二月的《基督教叢刊》季刊中發表著、譯作品。

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張仕章更擔任《基

督教叢刊》第十一至十六期的主編 ( <基督教叢刊》從第

十三期起遷至上海出版)

基督教聯合出版社亦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在成都發行

《天風週刊》。張仕章曾在該刊第二期發表〈愛克斯主義

與馬克思主義) ，並在第七期發表〈耶穌主義就是「真正

的社會主義J (答許白山先生) ) ，再討論基督教與「科

學的真正的社會主義J (亦即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一位

名為許白山的人士曾勸張仕章不應當「把社會主義者拖回

到耶穌式的主義去J '反而應當「把耶穌信徒引進到真正

的社會主義去」。但張仕章不接受這種意見，並且再吹強

73 張仕章， (上海脫險四億(待續) ) ，載《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通訊》復刊第 1 期 (1942

年 9 月) ，頁 12-13 。

74 張仕章， (再版序) ，頁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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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f耶穌主義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j] J 。他希望「凡是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一一無論是『宗教的』或是『科學

的』一一都不必同行蜈妒，互相吞併;卻應該獨立並存，攜

手合作J 0 75在此，張仕章再吹扮演了「調和使者」的角色。

七、「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J (1946-1948) 

如果張仕章沒有主動請辭《基督教叢刊》的主編，那

磨他在一九四七年以後有可能還會一直擔任此職務。但是

中日戰爭結束前後，張仕章對於擔任主編的興趣漸漸被其

他兩項工作勝過了。第一項工作，是希望「早日完成全套

『聖經文學讀本j] J ;第二項工作，則是為了「籌組『耶
穌主義學會j] J 0 76 

早在一九二六年，張仕章就已經盼望國內志同道合之

士「組織一個研究『耶穌主義』的團體，和宣傳『耶穌主

義』的機關 J 0 77新文社或許算是比較接近張仕章期望的一

個團體，但也僅存在了三年多。二十多年來，張仕章多數
時候只是「個人在口頭上與文字上」提倡耶穌主義。在中
日戰爭結束前後的一九四五年秋，張仕章已經感到「個人
努力的效果有限，個人提倡的時期已滿J '因此在「戰後

的新中關 J 應當「有組織地研究『耶穌主義j] J 、「有組

織地宣傳『耶穌主義j] J 以及「有組織地推行『耶穌主義j] J 。

對此主張，成都「有許多當地的道友都很贊成J ;而一九

四六年春張仕章回到上海後，一些「多年的老友」同樣也

表贊同。終於，一九四六年底，張仕章在他主編的《基督

75 張仕章， <耶穌主義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J (答許白山先生) > '載《天風週刊》第
7 期 (1945 年 5 月 4 日) ;收入氏編譯， <:宗教批判集:) ，頁 441-442 。

76 張仕章， <張仕章啟事> '載《基督教叢刊》第 16 期 (1946 年 12 月) ，頁 80 。張仕
章雖然辭去了主編之穢，但仍然是《基督教叢刊》的編輯之一。(參見〈基督教叢刊> ' 

載《出版界》第 24 卷第 1 期 (1947 年 10 月) ，頁 35 0 ) 

77 張仕章， < I耶穌主義J 是甚麼門，頁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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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叢刊〉上發表〈敬告全國基督徒書> '呼籲「發起『耶

穌主義』的組織運動」和「籌組『耶穌主義學會j] J ' ["以

促進『改進新中國』的使命」。張仕章將自己發起的「耶

穌主義學會」定性為「學術研究團體」和「文化傳播機構J ' 

而非「政黨」或「教會J 0 78張仕章甚至為該學會制定了「模

範章程」和「組織程序J '並提供了「研究資料J (共十四

份，全部都是張仕章歷年來的譯作和著作) 0 79 

張仕章關於成立「耶穌主義研究會J 的呼籲，發生在

國共內戰期間;他也提到許多中國基督徒因為內戰的緣

故， ["在信仰上或在生活上，都已經變成迷途的羊軍J 0 80 

國共內戰既是張仕章發起「耶穌主義學會」的重要背景，

而張仕章甚至要辭去《基督教叢刊》主編之職來籌組該學

會，那麼這在很大程度上意昧著張仕章不僅相信耶穌主義

是國共內戰之中基督徒所需要的信仰，而且認為這樣一個

「學術研究團體J 和「文化傳播機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

幫助基督徒應付內戰中的人心惶惶。

不僅如此，張仕章還堅決反對國共內戰，既不站在國

民黨的一邊，也不站在共產黨的一邊(算為一種基督徒的

「第三條路線J )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間，張仕章發表
不能對 f黨爭內戰」予以「同情合作」的言論。 81一方面，

張仕章勸告中國一切黨人不要自相殘殺，因為他認為如耶

穌所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凡一家自相紛

爭，就必敗落。」另一方面，他也向中國基督徒提倡兩個

78 張仕章， (敬告全國基督徒書) ，頁 3.

79 (耶穌主義學會模範章程) ，載《基督教叢刊》第 16 期 (1946 年 12 月) ，頁 4; (耶

穌主義學會組織程序) ，載《基督教叢刊》第 16 期 (1946 年 12 月) ，頁 4; (耶穌主

羲研究資料) ，載〈基督教叢刊》第 16 期 (1946 年 12 月) ，頁 4 。
80 張仕章， (敬告全國基督徒書) ，頁 1 。

81 張仕章， (勸告全國基督徒書一一一個耶穌主義者的呼籲) ，載《基督教叢刊》第 19 、

20 期合刊 (1947 年 12 月)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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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即「不參戰運動」和「不入黨運動 J : I 既不參加

『內戰jJ ，也不參與『內亂jJ ;既不加入『國軍jJ ，也不

投入『共軍jJ 0 J 張仕章甚至要求已有黨籍或巳入黨軍的

基督徒應當「自動脫離黨籍J 或「退出黨軍J ' I否則就

請宣佈脫離教籍，退出教會J 0 82 

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否曾有哪個城市真正組織過「耶

穌主義學會J ;國共內戰亦不依張仕章的主觀願望，而繼

續進行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張仕章以青年協會幹事身

份前往美國紐約州饒徹斯得神學院 (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浸信會背景)進修。的等到他一九四九年四月底

從美國回到上海，大陸易權已成定局。

八、「我如今還是→個耶穌主義者J (1949-?)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國共和談破裂;四月二十一

日，毛澤東與朱德發動「渡江戰役」。四月二十三日，南

京被攻陷。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被攻陷。十月一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張仕章搭乘「威爾遜總統號」於四月二十七日回到上

海， 84 I 目靚新局勢的轉變，頗有『驚喜交集』之感! J 的

五月二十日，張仕章在青年會全國協會市會組的機關刊物

《同工》上發表〈我們的新使命〉一文，討論在中國進入「新

時代」、人民遇到「新環境」的時候，青年會的同工該如何

擔負「新使命J '以應付 I r新時代』中的『新環境jJ J 。

82 張f士章， <一個耶穌主義者的宣言> '載《基督教叢刊》第 14 期 (1946 年 6 月) ，頁

2 ;張仕章， <我對中國時局的主張> '載《天風週刊》第 34 期 (1946 年 8 月 17 日) , 
頁 10 0 

的 〈個人消息> '載《同工》新 2 卷第 10 期 (1948 年 12 月) ，頁鉤。同在該神學院進

修的還有前洛陽青年會總幹事史上遠。

84 <個人消息> '載《同工》新 3 卷第 5 期 (1949 年 5 月)頁 120 。
的張仕章， <三版序> '載氏著， {耶穌主義講話:}收入曾慶豹編， (中國基督教公共

神學文選(一) :} ，頁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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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張仕章認為所謂的「新時代」其實是一個「瘋狂戰爭

的時代J '而所謂的「新環境」其實是一個「分裂蛻變的環

境」。因此，青年會的「新使命」不僅要「矯正『新時代』

的弊病J '而且須「指導『新環境』的動向」。“

張仕章相信，中共執政的「新時代」和「新環境J 依然

需要「革命進步的耶穌主義」。七月七日，張仕章寫道，他

相信在這個新的時代裹， I基督教革命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

了 J ' I耶穌主義的精神就是基督教革命的動力，而且耶穌

主義的內容也便是基督教改造的方案」。因此，他一方面繼

續呼籲三年前曾主張的「耶穌主義學會J '另一方面勸中國

教會領袖不要「執迷不悟，坐失良機」。張仕章認定基督教

的「渣津J (1遺傳的教條」和「陳腐的教政J )最終「都

要被揚棄J '而永遠不滅的是「耶穌的主義和精神J 0 87 

在一九五0年五月出版的《宗教批判集》中，仍擔任

青年會全國協會文字幹事的張仕章編譯了一百二十餘位宗

教評論家關於宗教的贊成、反對和中立的三類意見。張仕

章在該年的復活節，為此書寫了〈卷首語> '其中再吹清

楚交代自己對待宗教的態度。他依然從宗教的兩面性入

手，認為宗教有壞也有好，可以成為「麻醉劑」或「興奮

齊心 ，但也可以成為「肪腐劑」和「消毒劑」。此外，他既

「不贊成宗教去勾結政黨，而使自身變為國家的宗教J ' I也

反對政黨去壓迫宗教，而使它成為政府的工具」。一如從前，

張仕章仍然堅稱: I我如今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J 88 

不過，一九五0年的復活節，將是「三自革新運動」

之前的最後一個復活節。就在《宗教批判集》出版的那個

月，周恩來在北京三次接見吳耀宗和劉良模等基督教領

86 張仕章， (我們的新使命) ，載《同工》第 3 卷第 5 期 (1949 年 5 月) ，頁 1 日。

87 張仕章， (三版序) ，頁 105 。

88 張仕章， (卷首語) ，載氏編譯， <<宗教批判集} ，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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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I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J 正在阻釀之中。到七月二

十八日，吳耀宗等四十位基督徒聯名發表〈中國基督教在

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 ，並開始向全國基督教人士徵

集這一份「三自革新宜育」的筆名。但無論是截至八月的

第一批寶安名，還是截至九月的第二批寶安名，均不見張仕章

的名字。在這場「三自革新運動」之中，張仕章的表現並

不積極(至少剛開展的時候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要求各出版機

構審查出版的書籍，並需要在七月底之前將審查報告通知

協會。一九五一年七月，協會收到了十七所出版機構的審

查報告。在審查報告中，張仕章翻譯的兩本著作「榜上有

名 J 。一本是一九三六年初版(一九四0年再版)的《創

造的社會> '該書的問題在於「誤解共產主義，反對武力

革命，不合中國國情J '處理意見是「要停售 J ;另一本

是一九四0年初版(一九四九年仍再版中、一九五0年一

月《出版界》雜誌仍在推薦)的《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該書的問題在於「誤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

與俄國革命J '處理意見是「應刪改J 0 89 

一九四九年七月，吳耀宗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背景

下曾談到「新民主主義下的基督教文字事業J '指出「討

論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關保的文字，是沒有問題的;就是

批評共產主義的文字，如果是善意的，有學術根據的，也

是沒有問題的 J 0 90可惜時勢變化得太快，吳耀宗的吉論亦

過於樂觀。僅僅兩年之後，連兩本主要內容其實並非「批

的那福增 ，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一一一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 (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2) ，頁 234 。該書僅徵引《基督教與社會革命》的

問題所在與響起意見。關於《創造的社會〉一書的情況，承蒙那福增教授告知，謹此致謝。

"吳耀宗， <新民主主義下的基督教文字事業) ，載《出版界》第 26 卷第 3 期 (1949 年

7 月) ，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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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共產主義」的書籍，也逃脫不了停售或刪改的命運。

張仕章在一九五0年代之後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

一九五一年二月， (同工》刊登消息，吳耀宗的二見于吳

宗蘭與張仕章的兒子張嘯飛均參加了軍幹部學校。 91吳耀宗

的大見子吳宗素曾回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張仕章

「被青年會『左派』鎖定為右派J ' r 以後鬱鬱而終J 0 92 

據曾任職於基督教全國兩會圖書館的回文栽先生回憶，張

仕章一直住在上海「青莊J '並很可能在「文革」初期去

世。"究竟張仕章後來是否在「三自革新宣吉J 上寶安名?如

果沒有，又是出於甚麼原因?這位在民國時期的盲論很

「左」的「耶穌主義宣傳家J '為何在「反右運動」中淪

為「右派」的命運?這一些問題，我們也許很難找到答案。

中日戰爭期間，張仕章曾以一名從事基督教文字工作

二十多年的基督徒作者的身份，撰文討論何為「理想的文

字佈道家J ;其中，他談及文字佈道家應有獨立、求真和

批判的人格。張仕章曾在民國時期的文字工作中努力實踐

這種人格，但是面對大陸易權之後的「全能政治J '不知

有多少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能夠堅守到底:

......凡是擔任文字佈道工作的人都該發表正宜的言論

寫成真實的文章。他們既不可歪曲理論，隱瞞事實，又不必

顧忌當局，討好權貴。他們對於教會的腐敗情形與社會的罪

惡真相，若不能忠告直諜，亦當口誅筆伐。這繞是文字佈道

91 (個人消息> '載《同工》新 5 卷第 1 、 2 期 (1951 年 2 月) ，頁 20 。

92 吳宗素，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頁 580 。上海華東神學院的退休教師姚民權牧師也

曾提到 í ....又看到吳耀宗的好友陳崇挂、張仕章和吳先生的兒子都被扣為右派，也

開始知道當右派的嚴重性。 J (參見姚民權， (誠信持守，連摧彌堅(上) > '載《香
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第 29-30 期 (2012 年

11 月) ，頁 3 0 )

的田文栽， (訪談> (上海 '2016 年 8 月 II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趙曉

陽研究員亦曾告知張仕章晚年的情況，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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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有的態度。但在今日的中國基督教出版界里有若不少食

生怕死，同流合污的作品，或是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書籍。

豈不令人可嘆? 94 

九、結論

張仕章被中國「三自愛國運動 j 領袖吳耀宗的見于吳

宗素稱為「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晚年的張

仕章曾在一九五0年總結自己近三十年來的盲行，以「耶

穌主義宣傳家」自稱。

本文旨在探討張仕章的生平、思想與時代，尤其著力

梳理張仕章的耶穌主義如何在歷史處境中逐漸形成和發

展，以及耶穌主義的概念如何連接起張仕章一生最關注的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清末的一九一一年，張仕章與徐志摩

一同進入杭州府中，打下了英文基礎。一九一二年，張仕

章開始關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一九一六年進入上

海福江大學，在課堂上系統地接觸《聖經> '並在一九一

七年信仰了基督教，開始鑽研四福音書。一九一八年俄國

革命之後更加關注社會主義學說(包括馬克思和列寧的論

著) ，一九一九年參與「五四運動」。一九二0年認定「救

國必先救教J '倡導「宗教的改造J 0 一九二0年和一九

二二年先後獲得福江大學學士學位與碩士學位。一九二二

年先後撰寫〈耶穌底三無主義〉和〈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

主義> '對比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並試圖在「非基督運動j

中消除二者之間的「誤會」。該年正式提倡耶穌主義。一

九二五年以來在上海的廣學會、文字土、新文字士、基督教女

青年會與基督教青年會等機構從事文字工作，其中基督教

青年會的工作從一九三四年一直延續至一九五七年以後。

94 張仕章， <理想的文字佈道家> '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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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不同場合論證耶穌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更通過譯作和

著作，擔當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調和使者J 。一九四六

年以來的國共內戰期間 3 張仕章堅決反對內戰，同時呼籲

成立「耶穌主義學會」。一九四八年出國深造，一九四九

年四月底從美國回到上海。一九五0年並無積極參與「三

自革新宣言」的簽名 9 一九五一年他曾經翻譯的兩本關於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書被要求停售和刪改。到一九五七年

被打成「右派J '可能在「文革」初期去世。

關鍵詢:張仕章基督教社會主義耶穌主義

作者電郵地址 zhixi 19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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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is considered as 

a “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hristian socialism". Zhang, late 

in life, summarized his thirty years of thoughts and deeds after 

becoming a Baptist Christian, calling himself an “evangelist of 

Jesusism". This artic1e examines Zhang's life and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which he lived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mphasis is 

laid upon how his idea of “ Jesusism"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out of both the response to contempora可 Chinese

religio-political contexts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Westem 

theological trends. His notion of “ Jesusism" was c10sely linked 

to 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 both ofwhich were what most1y 

concemed Zhang all hi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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