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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載道

評司馬懿的《中國神學》

回海華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當我們為如何界定漢語神學(Sino-Chris扭扭 theo1ogy)

而爭論不休的時候，司馬懿 (Chloë S回rr) 博士的新著《中

國神學}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甜甜)出版了。 1在

這部極富批判性與建構性的著作里，她為我們展現了對中

國神學的一種新穎的、立體的、動餘的與全景觀式的理解

與詮釋。她將理解中國神學的出發點，定位於對文本的閱

讀，閱讀中國基督徒撰述的中文的神學文本。通過對這些

具體文本的研究，她意在呈現中國神學的歷史或輪廓，而

且，她強調若沒有對中國文學形式與文本之社會意義的認

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神學(頁 1) 。詮釋學家利科 (Paul

Rico翩。認為:文本是一種通過語言而把論述變成「客觀」

的作品。 2在此，利科呈現了論述意義典語言事件之間的辯

證關係。論述 (discourse) 是個語言事件，是個具有意義

承載的事件，而語言也不再只是個符號，而是論述的事件。

因此，對於中國神學而言，中文傳遞看上帝之道 (Wordof

God) 的經驗，中國文學的形式與傳統深刻地塑造與影響著

1 由loiiS間，目inese Theology: Text and 臼I臨tQ呵呵Haven， CT: YI血 University pr圓恩，

20[6) • J>(下廚引出虛，直接在E文中標乖頁喝﹒

2. Paul 扭曲曲r， Her胡明間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a (ed. & Trans. John B. 四"呻8個;

c ... 出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8, 1981),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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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載道

中國神學之文本與思考。也就是說， I文學形式同神學內

容是不可分的，是個完整的一體J (頁 3) 。簡吉之，文以

載道。

作為神學的一種表述，中國神學有其自身的獨特性與

自主性。司馬懿睿智地指出﹒若將中國神學限於歐美為中

心的西方系統神學的框架中，或以西方豆豆統神學的範疇去

審視中國神學，都是錯誤的，那是一種基本的誤解(頁 2) 。

因為，西方神學並非一種「普遍的」神學，它也是歷史當

中特定的文本與哲學傳統的產物。將歷史的西方神學視為

「神學 J '而為其他神學貼上「處境神學J (con阻X個al

曲曲logy) 標籤的作法，是靠不住腳的。系統神學不兵公然

的優越性(頁 280) 。我們不能以諸如巴特式的 (Barthi阻)

西方神學去框定或判定中國神學。因此，在觀念上，該著

擺脫了以西芳神學為評判標準的案臼，也拋卻了西方為中

心的偏見，而是回歸於中國本士，專注於中國基督徒的文

本著述及其神學，探討他們如何理解和接受基督教信仰，

並如何將中國元素體現在他們的神學論述中，從而實現基

督教思想在中文文本模式中的概念化。藉著對中國神學家

與中文神學文本的擷取與閱讀，司馬懿為我們展現了中國

神學逾四百年的歷史。從明末清初的王徵、李九標，經趙

紫東、徐宗澤與吳雷川，到丁光草"典王明道，再到今天的

楊慧林、王恰與呂小敏，他/她們的著述從不同的視角與

層面折射了中國基督徒或知議份于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這可謂中國基督教研究實現「範式轉移」的一個生動實例，

即意在關注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態度，包括積極與正面的

接受，以及消極的拒絕，或對抗。 3但是，中國神學並不意

3 過去的晶晶十年間，中國基督教研究領坡廚曹生的實質性的直覺，主要表現在三個吉面﹒

首先，主要提以傳單學與歐制品中心，轉害到以漢學與東1ï屆中必的權峙，其特徵壘，

運用漢語文本作轟研究的主要實暉，而且，將中國蠱輿者作2萬重要的主鹽，其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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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華

昧著以漢學為中心，也並非與西方神學毫無關聯(頁 10)

因為，中國基督教是世界基督教的一部分。

通常，我們將中國神學的歷史起點，追溯於唐代景教。

波斯傳教士景淨撰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記

載了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土的境況。一六四四年，耶穌會士陽

瑪諾 (Emmanuel Diaz) 率先為該碑作注，即《景教流行中

國碑頌正詮〉。該碑被稱為是「漢語神學的第一文獻J .4但

是，在司馬懿看來，中國神學的主體是中國基督徒，它的根

基在於本土基督徒的文本著述。故此，她將明末儒生基督徒

的文本實隨視為中國神學的起始，因為，此時的中國基督徒

已經受到傳教士神學思想的影響，在對話互動的過程中，開

始以文本表述他們自己對神學的理解，從而實現了由傳教士

神學到中國神學的演進(頁 13 、 15-40) 。這一演進的過程，

是基督教在中國由文化適應(部commodation) 到文化融入

(incultura扭曲)的過程，是文本整合的過程，也是由外到內

實現中國化的過程。「中國化就是文本的J (頁 40) 。通

過文本著述，神學的意義被建構與塑造。由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的《天主實錄} ，到利竭賈 (Matteo Ricci) 的《天

主實義} ，再到季九標繃著的《口鐸日抄} ，大致體現了這

一交織而漸變的脈絡。《口鐸日抄》是「文本中的文本」

它生動地再現了儒生基督徒如何融匯兩種異質的文化，如何

整合兩種身份，逐步實現中國神學的蛻變。

中國基督徒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是信奉基督

的注盡力提關注中國的精英份于，或在胡延中種事措動的傳教士，轉害到各曹普逅的基

督佳，11j且從事盡量4生事工的極趙傳教士，最妞，由世造一研究領棋不同文化間典不開學

科間的特擻，質提基本攝章的興趣日盤高漲 2 諸如「宗教J ' r基督教J 輿「中國J 之

類的祖章，成福建些研究中極其基礎的內容 B 壘 N;∞，las s'個ndaert， ''CM祖國nity 8s a 

Religion in 且血m.;且包含'ODl the HtlI吋'book 01 CIU官由nity in 叫翩而1....，曲"

(635-18叫~".品hiersd'E甜甜e-Asie 12 (2'個呵.p.l.
4 曹廈前， (甚區是漢語神學?) (新北市 台灣基督教文莓， 2015) ，頁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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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義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深深植根於中華文

化傳統的中國人。這兩種身份是整全的，共同治養了中國

基督徒的文化生命。正如作者在開篇的題記引述宋泉盛的

話﹒ 「被稱為神學的一面鏡子賜給了我們，它能映照檀於

我們基督徒心中的上帝形象，而我們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的

承繼者。 J (頁1)這種中國基督徒擁有雙重文化與社會身

份的觀念，通過中國神學之文本與處境的互動而貫穿該著

的始終。但是，中國基督徒，特別是三十世紀初的中國知

識份子基督徒，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國族運動與反

基督教運動中，掙扎於兩種身份之間，倍受煎熬(頁 42-

43) 。在重新思考與西方差會之關係以及國家命運的過程

中，他們尋索中國基督徒的使命，並發展出一種新的意識，

就是需要利用歷史、文學與聖經文本研究的資源進行一種

具有創造意養的應用(頁 70) 0 I通過文字的重構與文本

實鑽來重新協調中國典籍與基督教文本，力求使兩者合而

為一，就成為他們最當然、最便捷的走出其雙重身份之困

擾的途徑。 J '於是，他們突破西方系統神學框架的束縛而

進行神學思考，直面社會與倫理問題(頁 109) 。趙紫寞的

《耶穌傅》、徐宗渾的《隨恩隨筆》與吳雷川的《基督教

與中國文化> '藉著中國傳統的著述體裁與形式，將基督

教神學與中國文學進行深層的聯結，從而實現創造a性的建

構，不僅走出了雙重身份的困境，而且，賦予中國神學獨

特性與自主性。

該薯的副題是文本與處境 (text and context) 。漢語世

界有深厚而源遠流長的文本傳統。司馬懿指出:研究中國

5 李熾昌， (文本寶島與身骨辦議 中國基督徒個識骨于的中文書述. 1583-1949) (上

榜上禪古繕， 2曲，) , r前言J '頁 2 .李熾目進一步指出深入理解檀些申國情桂

I土本實屬」輿「身世構建」的矗蟬的聾向過程，將有助費們克#理解基督教典中圓文

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蠱同上 z 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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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文本是理解中國神學的起點，也是基本方式，中國神

學文本只有在其自身的文本處境 (textual context) 與處境

的處境(∞ntextual context) 中才能被理解(頁 2) 。的確，

文本與處境密切相關，而且，處境不僅指涉社會經濟背景，

也包括文本自身意義建構的歷史。簡單來說，處境「是個

涵蓋性術話，它包括廣泛的議題。一方面是社會因素(諸

如地點、經濟狀況、性別、年齡、階級、民族、膚色以及

與個人經歷相闋的事情) ，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因素(諸

如信仰、信念、實踐的規範與個人政治) J • 6處境是決定
文本意羲的重要因素，兩者相互依存，可以說，沒有無文

本的處境，也沒有無處境的文本。因為， I處境J (con但到)

一詞由 text (文本)和前綴 con 構成，按照字義， I處境」

表示 wi血也e 阻xt (伴隨著文本) ，換言之，處境在任何情

況下都伴隨著文本的東西。 7正如亞洲聖經學者李熾昌將

「處境J (conltext) 詮釋為「文本/共處J '完全是基於

漢語處境中多種經典共存的實況，指出「處境並不僅僅是

簡單的時空眾集，它還包含了眾多賦予讀者生命意義的文

本J • 8文本是生動多元的，處境也是豐富多面向的，對中
國神學而育，尤為如此。因此，這裹的文本與處境應是複

數，意指具體而多元的現實情境。

當我們討論中國基督教時，與「處境」這個詞宜接相

闋的是「處境ftJ .司馬懿批評了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化

或中國化始於二十世紀初的觀點，認為這在較早的明清時

期就已經開始了，神學自身的中國化是無所不包的，而不

6. A包圍.ya Brenner, "'T軒ts@Con臨個 Series pr官ñace"， inA也oIy. 世=.M曲ie C. C. Lee, 
& Gale A. Yee (eds.), Genesis (Mi且已呵。Hs:Fo由它間， 2010)， p. xii 

7 格雷西亞薯，証倩觀、季直譯自〈文本性理論迴輯典語議論> (北京 λ民出版社，

2曲9) .頁 46-47 0

8 李熾昌 • (r主本/共處」的詮釋1;告從希伯東傳統旦中圓祖典解讀耶揖) .載《宗

教學研究) 2016 年第4期，買 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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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教會結構的問題(頁 40) 。其實，基督教在中國的

處境化或中國化，就在它來到中國的那一刻就開斂了。這

點，我們可以追溯至唐代的景教，比如，景淨的〈太秦景

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唐代之景教，無論是以儒釋道之

術語去譯述景教的概念，還是以中國宗教典籍與史書之典

故去闡釋景教的教義，都體現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傳統的

對話，以及對中國社會與政治處境的適應。這樣的對話與

適應，不僅貫穿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而且，體現在中

國基督徒的文本著述，構成處境神學 (con臨xtual 也eology)

的主要內容。但是，我們在閱讀和理解中國基督徒的著述

時，常常對漢語文本形式的重要性輕揹淡寫，妨礙了我們

對基督教在中國之處境神學的認識。比如，徐宗澤的〈隨

恩隨筆:> '說明﹒「處境神學不能只是涉及社會與經濟處

境，因為在文本意義上沒有一種非處境的 (non contextual) 

或去處境化的 (decon臼X旭a!ized) 神學。也就是說，文本

本身必須要在它的文本處境 (textual context) 中才能被理

解，而不只是在作者的文化或社會政精處境中去理解。將

中國神學的爭論與互動限於那些適合神學著述的某種『傳

統的』模式，限制了神學自身。 J (頁 127) 因此，徐宗渾

的《隨恩隨筆:> '以筆記體的風格承載了中國神學。它看

似現碎，隨意不羈，但充滿智慧，呈現了上帝的真理。

當然，社會政治處境對中國神學的塑造也是顯而易見

的。在吳雷川那里，基督教是中國文化的轉換者，基督教

是在中國實現上帝之國的手段，而這個理想的社會是耶穌

真正的任務(頁 153) 。如此，耶穌不僅是愛國的，也是個

社會改革家。而對丁光詞1[而言，上帝是普遍的愛，他提倡

..景擇， <大事景教攝行中國硨棋並序) ，戰何光唱、攝鼎楠主錯， (中國神學讀本> (香

港遁風書祉，叩開) ，買 19-2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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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神學，堅持自治的教會，拒絕一切與外國差會的聯繫

(頁 185-211 )。在波詭雲譎、跌岩起伏的政治運動中，在

教會的外部力量與國家民族命運的街突中，政教關係的矛

盾異常激化。面對基督教同「藏在宗教外衣下的帝國主義

走狗」相闋的話難，中國教會領袖對教會的何去何從必須

作出回應，甚至必須要在教會與愛國之間做出選擇，經受

「革命的洗禮J '遭遇「脫胎換骨」的改造。五十年代發

起的三自愛國運動，以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立，體現

了國家對基督教的改造與管制。中國教會不僅要抗衡來自

外部的政治意識形態壓力，同時，也要面對內部的質疑和

抵觸。以張伯達的殉道為標誌的教會之傷(頁 161 、 180)

以及王明道對「三自教會」和福音實用化的強烈拒絕(頁

200-206) ，都體現了社會政治處境對中國神學的深刻影

響，成為中國神學在當代發展的一抹揮之不去的底色。

一九七八以來，伴隨著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以及對

宗教生活的規範化，中國的政教關係依舊緊張。但是，在

國家與教會之外，在學術界湧現了「第三芳力量J '即學

術研究的基督教 (academic Christi祖ity) ，產生了學術神學

(academic 也eo1ogy) ，如此，官方的教會神學、學術神學、

家庭教會及其神學，共同構成了當今中國神學的圖景。其

中，以劉小楓、何光泊、卓新平與楊慧林等為代表的學術

神學，已經成為漢語基督教神學運動的一股重要力量(頁

231-234) 。因此，在第九章，司馬懿專門述及楊慧林對意

義的學術尋索。楊慧林運用哲學、文學理論與神學的視角，

展開經文辯贖 (s回ipUxnù reaso.rrng) ，穿梭於福音與中國

文化之間，以及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從而書寫基督教的

價值，呈現基督教在中國的意義。誠然，相對於中國文化，

基督教是個「外來者J '而且，它至今未能「脫敏J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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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神學並非當代漢語思想界的一塊「絆腳石J '它

也不一定要與「中國」為敵。 10

近幾十年來，家庭教會在中國發展迅猛，不僅是抗衡「三

自」教會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國基督教在當代發展的一個不

容忽視的現象。在該著的最後一章，司馬懿重點討論了三位

家庭教會的代表，他/她們分別是來自洞南農村家庭教會的

呂小敏、城市家庭教會的牧者王怡，以及家庭教會的異議作

家余杰。呂小敏傳唱於大江南北的〈迦甫詩選} ，充滿了福

音主義與民族主義。她的神學植根於崇拜與祈禱的宗教實

踐，是崇拜塑造了她的神學與敵示的經驗(頁 268) 。她因

一度在畫展會中被捕，被譽為「受苦的僕人」。主恰上萬人圍

觀的微博，討論宗教與政治，區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宣

主暑宗教自由。而余杰的「基督與生命」系列前談錄，記錄基

督教領袖的傳記。這些家庭教會領柚運用新媒體進行著述，

不斷發聲與曝光，不僅反映了家庭教會的活力與創造性，而

且，也說明了中國教會之神學的多樣牲(頁 278) 。但是，

司馬懿也看到當局對基督教會的嚴格管控。她例舉了二0一

四年春的溫州拆除十字架事件，以及最近對宗教工作法治化

的討論，進而說明鐘點。尤其是，強拆十字架運動，突顯了

當今政教關係的張力與矛盾。 11因此，構成「中國」的政消、

社會與宗教等因買賣，深深地浸染了它的神學。

在後記里，司馬懿以個人在華中參加周日禮拜的親歷

與感受，說明現代中國神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於政教關

係，以及當局的性質。這都促使基督教的著述與回應由極

端分離轉向神學對社會主義實用的相適應(頁 279) 。教會

與政府當局之關係，伴隨著民族主義以復雜而意外的方式

10 曾慶豹， (甚盧壘漢語神學內，頁 4-5.

11 那幅增， (拆十字架的政治前江曹「三改一拆」運動的宗教敢抬掛析) ，韓〈道風

基督教文化評論》相信。16) ，頁 2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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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響。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中國神學呈現出自身的特

點。同時，中國神學符合「亞洲神學J 的特徵描述，它同

各種社會經濟處境、文化處境與多元的宗教處境進行深入

的對話。基於此，中國神學呈現出的豐富與多面向，是各

種處境買賣舍的生動再現。它貫穿了中國神學生成與發展的

歷史。針對於此，司馬懿再次迫間，中國神學是系統神學

嗎 P 對有些人而育，中國神學根本不是「神學J '因為，

大多情況下，它並木以系統神學的形式去表達歐美神學家

那種核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注，比如，對基督論或造成

肉身的表達，其方法或志趣可能都是不正統的。但是，她

指出:對系統神學之形式與觀念的拒絕，並不意昧著對神

學的拒絕。而且， I中國具有自身漫長的神學著述的歷史。

在歷史上，漢語思想給襲不同的原則而被位犧與分類，這

已形成中國神學的骨架J (頁 280) 。這一力透紙背的聲音，

旨在重申中國神學的根基就在於它的文學傳統中，從而宣

稱中國神學的完整性與獨立性。

立日前所述，該著強調文本是中國神學的關鍵性因素，

文本與處境是解讀中國神學的重要基礎。在中國處境里，

自漢代以來，詮文與疏解的傳統與歷史是悠久而深遠的。

對於深譜中國文學的司馬懿而育，漢語文本對中國神學的

塑造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她將文本的表現與運作歸為三種

方式:一、最基本的是語言、翻譯與流傳。比如，自利瑪

實至囑慧林，且時討論的如何以中文命名上帝的問題，是一

個在語言與文本上進行文化融入的過程。三、基督徒作者

對古典漢語文本的運用，或者，他們同正典傳統的對話。

比如，季九標與王徵，吳雷川與趙紫震等，在著述中回蕩

若與中國經典傳統進行的共鳴。三、基督徒在文本著述中，

對特定的漢語著述題材的運用。比如，徐宗澤的筆記體《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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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隨筆:> '看似「小品文字J '卻將讀者的日常生活引入

神學中;而趙紫庚的傳記體《耶穌傅:> '當中不僅充滿了

國人耳熟能詳的諺語和成語，而且，他使「傳」成為一種

文學或神學形式。這些新的著述體裁或文本形式，創造了

對經典新的解讀，體現了對神學真理的新洞察。文本詮釋

傳統對國人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中國神學對聖經的解

讀亦吸收了其自身的釋經傳統(頁 281)。在此，文本不僅

是神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神學自身的一種模式。基於

對四百年來中國基督徒神學著述的細緻考察，她指出: I在

造成肉身的描述上，中國神學之本士性 (indig個eity) 的一

個方面，就在於它的文本性( textuality) 0 J (頁 283) 文

本是神學建構的基石。因為，信仰高於語言，但又必須通

過語言表達出來。閱讀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與範式，以

及文本的建構，可以得知中國神學產生的過程。若我們不

能領會中國基督徒的文本著述，那麼，就無從理解基督教

的「道J '更不會明暸它如何在漢語中被承載，或被傳遞。

該薯的封面上，中國紅的「中國神學」英文標題，映

著四個行楷大字「太初有道」。畫風絢麗、靈動、典雅而

厚重，以獨特的文學形式在盲說中國神學。其所包含的寓

意，一如該著所表達的，文學與神學密不可分，相互交集，

而且，中國文學承載者「上帝之道」。文本言之有物，載

之有道。是拔，文以載道。

關鍵詢:中國神學司馬懿文本處境造

作者電郵地址:岫haihua@但ai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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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yact 

In也e past, especi剖ly since the late Ming Dyn晶旬，

Chinese 也eology had played a cen回1 role in debates about 

C趾isti，個ity in China 血din 也.e religi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her groundbre出ng 祖d insp凶ng work:, 

Chin四e Theology: 1'0自t and Context, Chloë Starr pro吋des a 

p阻oram妞， dynamic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旭.terpre個世on of Chinese theology with 

great clarity 祖d skill. Starr focuses on 也em阻白自扭曲 of

literature 缸ld theology and traces how the literary genres such 

晶 biji and zhuan worked to 壺扭曲 and forro 也e 也eology.

ßased on China's long history of也.eological writings 血d their 

complex c旭ntexts， Starr criticizes the standpoint of judging 

Chinese 也eology by the Euro-Am前ican centered systematic 

曲目logy， a且d 缸'gues 也at Chinese theology is unique in itself 

and has its own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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