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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究當棍作神學的靈魂: <新約》研究

與漢語神學

一一神學論題引介

游斌

主題策劃

「聖經研究當視作神學的靈魂 J (ideoque Sacrae 

Pagin甜 studiu血 sit veluti anima Sa且臨 τ'heologiae) ，梵二會

議《天主的激示教義意章> (Dei Verbum) (第 24 段)提

出的這一原則，對於當下中國語境下的聖經研究與漢語神

學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

在漢語學術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研究，聖經研究

恰恰是其中較為薄弱的一環。在漢語神學發展的最初階

段，人文性、非教會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加上在古典語

言訓練方面較為嚴背的要求，聖經研究並未能佔據應有的

地位。在漢語神學向漢語基督教研究擴展的過程中，聖經

研究開始捕柵起步，但與勃興的漢語基督教史學、社會學

相比，其規模仍有較大局限。近年來，隨著李熾昌等人在

國內的艱辛推動，聖經研究尤其是希伯來聖經研究已形成

初步的穩定學術群體，在漢語基督教研究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對基督教更為基礎的經書﹒〈新約》的研究仍然不

容樂觀，無論是對國際學界的把握與引介、研究領域的深

度與廣度拓展，還是對研究隊伍的系統培養，諸多方面仍

待大力提升。在此背景下，本期《道風〉以 I <:新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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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

究與漢語神學」為主題推出的專輯，在漢語基督教學術史

上有特別的意羲。

在漢語語境下， I聖經研究當規作神學的靈魂」有哪

些具體的內涵?首先，聖經作為基督教傳統的基礎文本，

是它奠定了基督教神學的基本格調。經過兩千多前的發

展，與各種哲學思潮、文化傳統發生結合之後，即使在基

督教的大傳統肉，這些淵源性的神學原創或者被當成理所

當然、視而不見，或者被各種繁漫的話語所覆蓋而不得新

見，在此意義上，聖經研究是一種「返本還原」的工作。

它需要將蘊含在初始經書中的那些被視為「獻示真理」因

而不可被消解的神學原質展現出來，使它們在漢語神學中

發揮著支撐性的、富有穿透力的支柱性思想。其次，神學

的新洞見需要更加細緻對於聖經文本的研究。對於聖經學

者來說，最重要的學術功夫應該是一種「細解深讀」的能

力。鮮活的神學靈感，可能就在經文的細讀中。聖經學應

該回歸其「尊經J 的傳統，真實地面對經文，而不是把預

存的神學假設、意識形態主張「讀入j 經文之中。基於對

聖經經文的細緻閱讀以及相應的神學敏感，人們才可能突

破長久沿襲下的僵化神學理解，形成基於聖經文本的鮮活

神學洞見。當代在歷史神學、生態神學、推進「因信稱義

論」的保羅新觀、性別的神學隱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主

要皆來自對聖經經文的細緻解讀，就是一個明音量。最後，

對聖經文本的細讀可能將希伯來傳統的深刻洞見引入被希

臘傳統所主導的神學領域。《舊約〉無疑是典型的希伯來

文本， <:新約》從其根底來說亦是希伯來式的思維。但《新

約》所採用的希臘式表達，卻似乎被後來基督教神學主要

借助的希臘哲學所弘揚，而被過度地引伸為一種希臘化的

思想體系。只有通過對《新約》文本的細讀，並將它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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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猶太思想的總體文學與思想背景之下，才能深入到《新

約》文本的希伯來精髓，從而突破長久以來由希臘傳統主

導的新約解讀，進而產生新穎卻更貼切的神學思想。

另一方面，將聖經研究置於漢語神學的語境之下，對

聖經研究來諦，也是祝福而非限制。簡而言之，它將使得

聖經研究既是「漢語的 J '又具有「神學的」向度。就其

要求聖經研究成為「漢語的」而育，不單要求其採用漢語

的表達，更要求聖經研究進入與中華文化的比較之中，與

漢語後商昕蘊含的基本思想文法或社會政治秩序相對話。

這將為中國的聖經研究拓展出一個前既未有的新空間，也

將大大豐富國際聖經研究的內容。其吹，它將推動漢語的

聖經研究成為「神學的 J '即一個具有思想維度、具備與

中華各本土宗教相比較或對話能力的深廣系統。它要求漢

語的聖經研究者有基本的語言及文法功夫，對各種現代聖

經批判學理論有清晰瞭解，但又要求他們不僅僅停留於

此，而是要往內在化、思想性等方面有所推進。站在國際

聖經學界的脈絡中來說，被置於「漢語神學」處境下的聖

經研究必然要求對經學與神學的分流、神學的碎片化進行

某種反動，甚至是超越。

簡育之，在漢語神學語境中的聖經研究呼喚具有某種

聖經神學意味的「基督教經學」。新調基督教經學，它包

含但不限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回歸聖經之為「經」

即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文本、意羲之源的地位，而不只是將

其視為局限於某個歷史時空、只屬於某個社會群體的文獻

材料。第二，將聖經置於猶太基督教信仰群體的活生生

的傳統之中，不僅考察經學與神學的互動關係，還要深入

探討經學與禮儀神學、倫理學乃至靈修神學的內在關聯。

第三，對文本的細解深讀是基督教經學的學術起點，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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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

各種人文學術思潮、中國本土宗教的多元經學傳統進行辯

證互動、深度對話，則是它的基本面向。

本期《道風》有幸輯錄的四篇論文，都屬於《新約》

研究的主題，展現了中國學者的良好風貌。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的張靖博士的< <:新約》文本的「墨提斯」智慧母

題與意義建構一一以〈馬可福音》七章 24-30 節為例〉是起

首的一篇。作者認為，在世界文學中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即

所謂「墨提斯J (m飢is) 主題，其意思就是:一種隱晦的

智慧或聰明，善用各種計謀、機闕，隨機應變，柔韌而果

斷，但在基本價值判斷上，它又處於中間狀態、模稜兩可。

就其社會學意義來說，這一主題又常與社會性的「弱者」

因索相結舍後，變成弱者在困苦中謀求生存的利器。那麼，

在《新約》的文本敘事中，有沒有這樣一種弱者運用機智

而求生存的主題?如果有的話，用墨提斯的主題來解析《新

約》敘事，又如何使讀者體會到聖經文本的獨特意義?本

文作者認為， <:馬可福音》就是一個充滿墨提斯主題的文

本，耶穌本人就被刻畫成運用墨提斯的大師，他多次運用

某種「機鋒」性的智慧來化解困境，甚至後來基督教團體

在運用墨提斯時也以耶穌作為榜樣。作為本文主要分析對

象的《馬可福音》七章 24-30 飾，就是其中經典一段。

在作者看來，在耶穌與敘利亞排尼基女人之間的對

話，就是一場「墨挺新」的機鋒對話:耶穌所說的「拿孩

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 J '被這位外邦女乎還以「桌

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這位女子用耶穌自己

的話語遊戲來反駁耶穌，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說，亦反映

出墨提斯的普遍社會語境，即一個被邊緣化和被壓迫的底

層人堅持與權威對話的精神。

作者進一步將文本研究延伸到它在基督教傳統內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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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史上的變遷。也就是說， <:馬可福音》七章 24-30 節中

耶穌與排尼基女于的對話，在耶穌的傳道生涯中，可能就

是討論外邦人能否及如何進入上帝之國的問題。但在後來

基督教的詮釋史上，排外主義者卻只記住了﹒「拿孩子的

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 J '卻忘記了包容主羲的下半句:

「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于的碎屑」。在張清博士看來，

這就是在今天重新提起墨提斯解讀的意義，即在社會學意

義上，鼓勵弱勢群體的勇於抗爭，在神學意義上，主張基

督的救恩的普世性及不可預期性。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經敏華的〈以色列

人的榮光與萬民的教贖一一再思路加的聖誕故事〉一文處

理的是一個經典的兩約問神學問題:以色列民的特殊地位

與基督福音的普世救贖的關係問題。該文選取《路加福音》

的聖誕故事為切入動，無疑使得分析材料豐富而多彩，而

路加福音的聖靈論基調、預設的外邦人讀者等特點，使本

文要處理的中心問題顯得尤其突出。該文以《路加福音》

聖誕故事的幾篇經典聖詩為主要分析對象，尤其是對天使

向牧羊人的報喜頌歌與西面頌用力甚多。借助與羅馬傳統

的黃金時代設想的文學體裁的比較，它認為， <:路加福音〉

的天使向牧羊人的報喜情節有很多從奧古斯都 (Au伊stus)

以來盛行的關於黃金時代設想的主題，路加以此引導它的

聽眾或讀者聯想到耶穌這個新生兒將要帶來普世的、新的

黃金時代。而在西面頌那里，路加則借助了第二以賽亞的

文學風格，明確地承認上帝救恩是為包括以色列人在內的

萬民所設立，外邦人從一開始就在上帝通過耶穌開敢的救

恩計劃之肉。在此文看來，路加既塑造濃郁的猶太宗教氣

氛，又直接引用羅馬人的黃金時代文學體裁，來引出他的

雙線救贖論，即-1f菌，耶穌開放的教贖史與《舊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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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

色列民中的救贖史是相銜接的，另一方面，它又內在地具

有普世性，向萬民開放。換言之， I照亮外邦人的光」與

「以色列民的榮耀」本來就是內在統一的。該文對於羅馬

黃金時代的文體特徵、第二以賽亞的筆法之分析，細緻而

準確。

當然，如何準確地理解福音書中的文本，如何將它們

置於第一世紀的猶太文學或羅馬文學的整體背景之下來考

察，仍是當前〈新約》研究界的熱門話題。通過借助猶太

教本身的思想與文獻資源，人們對於第一世紀的猶太文學

的了解大大拓展。人們也越來越多地把《新約》作品更多

地置於猶太傳統當中來考察，甚至認為它們中的不少單元

就是這一時期的猶太作品，它們是被《新約》作者新借鑑

而綜合到《新約〉之內。在這一時期猶太作晶中，普世救

贖的思想亦是重要的潮流。這樣，無需與幾百年前的第二

以賽亞來比較，與同一時期的同類猶太作晶的比較，也許

能夠更為貼切地理解路加的這些聖詩所具有的普世面向。

接下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黃根春教

授、周東妮博士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

究生謝甘霖合作完成的〈探索《馬太福音》中加略人猶太

的形象一一從單一釋放至立體〉的文章，圍繞的是福音書

中一個著名但卻被人鄙視的對象: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在基督教傳統中，加略人猶大的形像幾乎是固態化的:邪

惡、貪婪與無恥。但通過對《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

的細緻對比，可以發現猶大在《馬太福音》中是獨特而多

樣的。通過把福音書中的猶大生平分解為幾個剖面，再比

較分析《馬太福音》所呈現的猶大形象的多樣性，作者展

現了非常細緻而準確的文本細讀功夫。這些剖面包括:馬

太承認了猶太新具的使徒身份;在猶太賣耶穌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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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強調的是耶穌關於自己受難預言的實現;耶穌在最後

晚餐對猶大所說的「有禍了 J '在馬太那里，更多表示耶

穌的悲痛感慨，而非祂對猶太的咒詛;通過對馬太記載的

耶穌在被捕時所講模糊語言的分析，即祂仍然稱猶大為「朋

友J '可見在《馬太福音》那里，猶大形像是相當立體的，

尤其是《馬太福音》最後提到猶大的自殺以及他的後悔，

這在別的福音書襄不曾出現。

此文顛覆了人們開於猶大的定格印象。在《馬太福音》

那里，猶大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叛徒。馬太通過較為中性的

描述方式，實際上為猶大建立了一個多種可能性並存的立

體形象。簡育之，就是一個失敗、貪心的門徒，但又是一

個絕望、痛悔的罪人。

誠然，對於3日略人猶大在耶穌完成其救世使命中到底

撈演甚麼角色，無論在神學家還是在普通信徒當中，都能

激發熱烈的討論。在與《馬可福音》的對比中，本文從文

法與句義的角度對《馬太福音》的特殊之處都做了細緻而

生動的揭示。在此文作者看來， <:馬太福音》對於猶大形

象的獨特處理是連貫的，撞在猶大形象的各個關鍵點上都

表現出來。然而，對於本文讀者來說，一些更深層次問題

自然湧現出來，諸如:馬太為甚麼要這樣呈現一個立體化

的猶大形象?這與馬太傳統有何內在的關聯嗎? <:馬太福

音〉中的猶大形象，與聖經的其他書卷、兩約時期的猶太

或希羅文獻對同類主題的描述之間，有甚麼可以類比的

嗎?再進一步而言，馬太傳統這樣理解猶大，在上帝的計

劃典人的自由回應之間關係的神學問題上，能提供甚麼特

別的敢示嗎?

最後一篇論文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的洪曉純博

士的〈論盲語行為理論對於聖經研究的價值一一以《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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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

一書〉的解讀為例〉是一篇試圖將人文語言學的理論、《新

約》研究、基督教研究相結合的論文。「話語」無疑是整

個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核心上帝以話語創造世界，以話

語呼召以色列民，以話語頒佈律法，先知傳遞的是上帝的

話語。基督就是上帝的聖言，聖經也被認為是上帝的話。

人們在會堂或教堂就是為了講述或聆聽上帝的諦。因此，

苦苦育學理論對於聖經和神學研究一直有重要的敢發意義。

其中，由於言語行為理論 (Spe郎，h Acts Theory) 對於語言

的實踐意義進行深入的探討，新以它在聖經神學、聖經詮

釋學和聖經文本解讀等領域都有廣泛的影響。該文概述了

盲語行為理論的發展歷程﹒首先從奧斯汀 (John L. Aust旭)

所區分的三種不同的言語行為:話語行為、話語施事行為、

話語施效行為，到塞爾 (John S間le) 的「心智語言世

界」的哲學體系，按著再討論伍斯特福( Nicholas 

Wolt間torff) 等人在神學、倫理學、宗教語育等領域具體

地運用這些語言學理論。最後她選擇以《約翰一書》為具

體的言語行為理論的解讀對象。在她看來，這封書信的作

者在對讀者進行倫理勸導時，充分考慮了讀者以往的知識

及其對話語意義建構的參與，但書信之主旨卻在於提出一

系列的倫理挑戰，並敦促讀者將「彼此相愛」的命令落實

出來。這樣，早期基督教既是一個文本群體，又是一個倫

理群體的本質才體現出來。這篇文章融文本分析、倫理學、

聖經神學典語言哲學於一體，通過借助對言語行為理論的

倫理學維度的闡發，很好地揭示出早期基督教信仰群體既

具有三個分別的維度即「信仰一言語一倫理J '同時它們

之間又內在交涉甚至重合的基本特質。

這四篇論文，讓我們看到在《新約》研究領域，漢語

學者已經爛熟地在文法分析、詮釋進路與神學反思之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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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穿梭，這也是漢語聖經學未來在中國經典、漢語神學以

及基督教傳統之間，進行更深層次的綜合研究的基礎與前

提。如此看來，漢語聖經學的精彩值得期待。

作者電郵地址: youb旭.99@sohu.co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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