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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本期《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特別號展現了漢語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於三。一七年開展的兩個嶄新項目的成

果:一個是研究所於三0一七年九月至十三月第一次主持

的跨學科研究項目「尊嚴、道德與權利一一基督教神學與

跨學科研究的整合J '是期收入該項目經過多番精細啄磨

的四篇論文。另一個是研究所將已施行二十年的「道風獎

學金計劃」改組為「道風研究生論壇J '第一屆論壇於二

。一七年六月於清華大學舉行，是期收入獲得該論壇「最

佳論文獎」的四篇論文。通過總結這兩個項目的成果，我

們期待提升漢語基督教研究在漢語學界的跨學科影響，並

加強漢語基督教研究學者與研究生間的交流，鼓勵年輕學

者投身基督教研究專業。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直致力在漢語學界與國際學

界層面推進基督教研究與其他學科的對話與整合，建構跨

學科的漢語神學。為推進相關方向，研究所於二0一七年

主辦了「尊嚴、道德與權利一一基督教神學與跨學科研究

的整合」訪問學人專項計劃和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院合辦相闋的國際專題研討會，參與的國際學者分別來

自美國、英國、新西蘭、挪威、澳洲，聯同中港兩地學者

就訪研主題「尊嚴、道德與權利一一基督教神學與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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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整合」展開深度對談。 1跨學科訪問學人專項邀請來

自哲學、神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

六位華人學者參與。項目圍繞「尊嚴、道德與權利」的基

礎理論問題、中國處境問題、漢語神學視野問題三方面展

開，參與的學者們逐步嘗試以跨學科的協作與整合的進路

深入探究其中共同關注的議題。跨學科研究激發了對權利

理論及尊嚴思想的反思，並推進漢語基督教神學公共議題

的參與和建構，從中也引發對漢語神學與跨學科研究工作

方式的反思。

在當今國際學術界，運用不同學科對某一領域、問題

的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日漸成為一種趨

勢。跨學科研究的核心在於整舍不同學科智慧，以期對某

一問題達到新的理解，並產生新的知識。這種進路的研究

關鍵的是不同學科間(扭扭r} 的交流、互動以至整合的進

程，而並不偏袒某一特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目的是認知

上的提升，從而達到更為完整的理解。這裹， I整合」意

昧著:諒自兩種或以上學科的觀念、數據以及信息、方法、

工具和概念、或者理論得以綜合、聯結或者融合。這種研

究大都考察不同學科共同闋的問題或項目，而這些問題或

項目是傳統意義上的一門學科研無法單獨處理的。 2

在國際和漢語學界，權利典人權問題已成為哲學、倫

理學、神學、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

研究的重要話題，並主要展現了權利話語的道德、法律、

政論論述模式，其中人權的道德性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關

鍵問題。而在人權的道德性問題里，人的尊嚴思想成了不

1 詳見 f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研通訊〉二0-) 、年害，頁 4草草﹒

2 闖世跨學科研究的特質﹒工作1r式丑其典基督教神學的內在闌珊，事謝志斌， (作屆時
學科研究的基督教神學) ，曹〈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昕通訊〉二0→八年譽，買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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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迴避的主題，同時也成為不同學科共同關注的範疇。這

次研究所主持的研究項目主題「尊嚴、道德與權利」正是

看到其研究需要這種跨學科的溝通和合作，如弗雷曼

(Michael Freeman) 所指出的: I人權的概念處於規範哲

學、法律與社會科學相遇的領域...理解人權需要我們領

會到哲學與科學的貢獻與限制。 J 3由此， I人權法律如沒

有社會科學的支持會是不充分的，而社會科學如沒有哲學

的(支持)同樣如此。 J 4 

是期收入該跨學科項目成果中的四篇論文，包含哲

學、倫理學、政治學、神學等學科角度論述「尊嚴、道德

與權利」的主題，從中可看出基督教思想資源在其他學科

中的結合運用及其他學科思想資源對於基督教神學在研究

相關主題研究上的影響，同時通過這種跨學科的合作與整

合，我們也發現了關於該主題的一些共同關注，由此豐富

與提升了對於這些議題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我們期望對

權利觀念肉涵、權利的道德性問題及其在漢語處境中的問

題逐漸形成新的理解。

武漢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李勇的〈人權的基礎一一一種

儒家的視角〉一文以中國哲學與倫理學的學科視角提出儒

家德性論傳統與人權觀念的相容性，指出以自主性為基礎

的人的尊嚴和人權概念可能遇到的挑戰，並闡哥哥這樣一種

主張:儒家的人性和品德概念(尤其道德能力概念)可為

人的尊嚴以及人權觀念提供了一個更堅實的基礎。在這一

點上，他進而指出基督教思想資源特別是其關於人的道德

能力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理解可以為儒家思想與人權的相

3. Michael Fr官祖間.Ho開an Rights 血 Interdisciplinary Approl叫(臼mbridge: Polity pr珊，

2011),p.117. 
4 同上，買1l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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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提供一定的支持。他承認， I基督教神學中對人的尊

嚴和人權的超越性維度的理解，無論是人性層面，還是人

的關係性層面，可以為儒家對人的尊嚴和人權的討論提供

很多敢發J 0 5這里，我們看到，他首先提出了自主性概念

在理解人的尊嚴以至人權問題的局限，並試圖努力在基督

教和儒家在理解人的尊嚴和人權問題上做出一定的融合。

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副教授王福玲在〈尊嚴:從自主性到脆弱性 生

命倫理學視域的考察〉一文同樣對人的尊嚴概念中自主性

問題做出反思，參照生命倫理學的一些案例，指出自主

尊嚴模式的局限性，並結合基督教對於人性的理解 主

要是尼布爾 CReinhold Nieb油r) 的觀點一一寸是出人性的脆

弱性構成人性尊嚴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或者說尊嚴正是

對人性脆弱性的一種回應。她認為，尊重人性脆弱性原則

包涵兩個層面:對作為人性之脆弱性的尊重和對特殊脆弱

群體的尊重，而基督教對於人性有限性和依賴性的洞見為

理解前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該文特別指出， I理性

自主和脆弱性共同構成了整全的人性..當我們提及『人

的尊嚴』時，應該指一種以人性為根據的尊嚴，或者說，

人性本身就是一種尊嚴，而這裹的人性是指同時包括理性

自主和脆弱性的完整人性J 0
6 

這種蘊涵在人的尊嚴思想里的整全人性的問題，也是

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謝志澈的〈尊嚴與權利的改革宗神學

進路一一「上帝的形象」與「上帝之愛J >一文在探討尊

嚴與權利問題時的核心關注。為回應當今社會科學、哲學

關於人權的討論及其實踐中出現的道德問題，該文引入改

5. 且本刊，李囂. (λ權的基體一一一種懦辜的視角) ，頁 49 • 

6 見本刊，王福玲， (尊嚴從自主性!lIJ脆聶住一一生命柚理學祖攝的考書) ，買 74-7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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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宗神學一一以神學家莫爾特曼 (Jürgen Mol個組n) 和決

爾特斯托夫 (Nichol晶 Wolterstorff) 為中心一一關於上帝與

人的關係的視角，來闡發一種「人的完整性」的主張從而

深化人權道德討論中的尊嚴問題，支持在人權討論里存在

看某種「道德權威」或「道德整全性」的主張。人的尊嚴

在莫爾特曼那里體現為一種需要去完成的「作為上帝形象

的人的命運J '並由此確立人的生命完整性以及上帝對人

的完整權利。訣爾特斯托夫「上帝之愛J 的框架體現為對

整體人類價值及生存發展的尊重，從而確保權和j訴求的根

據。兩者共同提出了完整的人的尊嚴以及人作為人的規定

的發展和實現的問題。該文同時指出，改草宗神學均有一

種強烈的對於人性的道德意識及相闋的社會政拾訴求(如

權利、正義等)以至對社會生活領域整體革新的期望，而

強調人的「道德整全性」的主張要求在權利的道德、社會、

法律與政消討論中得以體現與確證。

可以說，以上三篇文章可以透露出人權概念存在看貝

拉 (Robert Bellah) 所說的「倫理承諾J '包括權利持有者

的道德價值(如人的完整性) 、對於脆弱生靈的關照、對

於他人的責任、個人責任與共同體價值的兼顧、在尊重個

體自主性同時肯定人類的團結，等等。 7抬著這個方向，中

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講師李泉的〈回應聖者的

自由權利一一巴特與牟宗三諭責任倫理〉一文從政治倫

理、中西比較文化的視角探究道德主體的倫理信念和行動

之結合而形成的責任觀念:對巴特(Karl B缸也)而言，這

一過程意昧著以自由、感恩和順服的方式在盟約關係中響

應上帝聖育的全部行動，而對牟宗三而言，則指向儒家傳

7. Freem血• Human Rights,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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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聖賢，對良知的積極肯定和回應從而對抗惡的意志。

對本文作者來說，這種倫理責任就是「在處境性關係中回

應聖者的自由權利」。這種責任倫理，通過連結信仰或倫

理信念和政精實鹿議題，可以確保一種符合人性的政、治體

制，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這一進路呈現了一種權利持有

者的責任，並由此發展出道德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之間的

倫理性聯斃。

車日前所述，跨學科研究方法目標是通過交流、互動及

整合，不同學科資諒的資源和觀念豐富和提升了對公共議

題的理解。在對「尊嚴、道德與權利」的跨學科研究中，

通過歷史、政治、法律的經驗、實踐與規範性價值的相互

影響和整合可看到背後深層的人性及相闋的道德問題爭

論， 8也深化了對人性完整性和社會一政治結構的解績，其

中基督教視角的參與可以促進在這些研究中時常出現的人

的尊嚴、人的神聖性問題的探討。 9從以上四篇跨學科項目

的論文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一些貫穿尊嚴、道德與

權利討論中一些主題，比如人的自主性、人的脆弱性(包

含一些脆弱群體的問題) 、人的道德能力、人的權利與責

任問題，並尤其提出了在「關係J (甜甜ona!)中思考人

的尊嚴與權利問題如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聖賢、

人與上帝的關係。在這些關注中，出現了對真正人性、人

的完整性或生命整全、以至人權完整性的思考，從而從中

西方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基督教神學的不同學科視角

強化了權利討論中的「道德整全性J 視角。

當然，在跨學科研究的進行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由

於當今學科思維方式的藩籬使得在跨學科研究的工作中學

8. 此故跨學科研究項目的其他研究成果也包會從輯學、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祖角的探討。

9 蠱謝志斌， (作屆時學科研究的基督教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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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們「跨界的思考J (也姐姐ng a叮oss boarders) 方式成為

一大挑戰，即使學者有意願運用其他學科資源，但可能由

於受到一定知識背景的限制，對於某些學科的觀念可能相

對陌生，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綜合相關學科來拓展自

己的研究思路。必須承認，在漢語學界，基督教的思想資

源對於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來說仍然相對陌生，他們

對於基督教思想資源的運用和有機結合仍有待拓展，即使

這些學者意識到並尊重基督教的傳統和觀念對於他們的自

身研究和跨學科協作的重要性。 10

即使如此，從基督教研究的視角參與跨學科研究的工

作方式來看，這種方式對於對於基督教神學的意義是雙重

的。一方面，基督教思想資源在探究某些重大問題時至少

在傳統層面上是不可忽視的，另一方面，可以說，這種跨

學科研究芳式也體現了基督教神學的本質。基督教研究學

者為了參與跨學科整合必須保持對其他學科研究的敏感意

識，基督教研究的某些議題(如尊嚴、權利的觀念)在其

他學科有看不同視角和層面的研究，同時成為公共識題。

這反映了基督教研究與公共生活及其基礎性問題的相關

性，基督教研究參與公共討論、並在其中呈現神學視角的

獨特性和相關性。我們看到，基督教神學體現為「與上帝

相闋的所有事物的反思J '而這些事物可以由其他不同學

科加以研究並由非神學的術話來解讀， 11從而神學可以「一

種協作的方式展墊上帝、世界和我們自身J 0 12我們有理由

10 蠱同上-

11. Douglas F. 0由組，“'ACoU曲om包ve Ma血er of Th目logi，咽1 Refl.ection," in R.obin W. Lovin 
& Joshua M阻ldin (e也).扭曲h宙間 Interdisciplinary [J呵U叮 Lem四IIg from the Na他ral

and Human Sciences (，曲曲dR耳i曲，毆fi: Eerdm血s， 2017), p. 136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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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一種「作為跨學科研究的基督教神學J 0 [3 

是期「二0一七年『道風研究生論壇』最佳論文獎」

收入了四篇得獎論文，這四篇論文可說是從相當嚴謹的評

選機制下精挑細選而產生:先從四十篇論文選出十篇優秀

論文，再從中以匿名評審方式選出四篇最佳論文，並要求

獲獎者按評審意見修訂，再通過敝刊之匿名評審程序方可

接受出版。這四篇得獎論文分別是﹒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

候選人譚大衡的〈唐代景教文獻〈一神論﹒世尊布施諭》

中「世尊」一詞之釋著〉、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

院哲學博士潛少鐸的( <: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

宇宙論基礎一一以宣信者馬克西姆斯的神學為據〉、復旦

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陳拓的〈從《七克》看漢文西書在

十七至十人世紀的出版與傳播〉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

士候選人陳龍的〈融通與創造 諭梁宗岱的基督教美學

思想〉。他們從不同學科角度豐嘗了漢語基督教研究，也

體現了年輕一代學生在基督教研究方面的投入和潛力。

譚大衛和草書少鐸分別選取中西基督宗教的兩個文本來

闡發其中的神學內涵。

語大街的論文遍遍細繳的文獻梳理並結合聖經和教會

傳統，深入分析唐代景教文獻〈一神論世尊佈施諭〉中

「世尊」一祠的內漪，認為「世尊」是「神的兒子」、「道

/聖言」和「主」的綜合稱誦。

潛少鐸則選取二0一五年羅馬教廷發怖的道諭《願你

受讀頌> (Laudato si') 為研究文本，參照七世紀的教父宣

信者馬克西姆斯(St. Maximus the Confess凹，或 St.M阻imus

of Cons祖ntinople) 的神學 尤其宇宙論思想，以交互閱

[3 蠱謝志斌， (作屆時學科研究的基督誼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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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方式，研究該通諭中生態思想的宇宙論基礎，從而試

國在基督宗教傳統為理解當代基督宗教的生態神學尋找神

學基礎，特別從創造論的視角提出人、自然與上帝之間的

基本關僚問題。

陳拓和陳龍的論文則集中於與中國基督教相闋的歷史

文本和人物思想研究。

陳拓的論文以《七克》為例探討了十七至十八世紀漢

文西書在中國乃至漢文化圈的出版與傳播問題。該文首先

提出了「未存世本J 的問題， <:七克》目前存世的、可確

證的最早版本當為一六二六年李之藻《天學初函》本，並

試圖探討漢文西書如何被吸收、整合入中國的知識體系。

該文呈現十七至十八世紀漢文西書出版與傳播的多重面

向，豐富了我們對以傳教士為媒介、以天主教為紐帶、以

漢文西書為知議載體的西學東漸的認知。

陳龍的論文研究了現代中國美學家梁宗岱在基督教美

學思想上的貢獻，尤其是如何融通基督教思想與中國美

學，並介入中國現代基督教思想論爭(如耶儒之爭、科學

與信仰之爭、唯愛主讀之哥華等) ，進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

中如何創造新的美學思想。可以說，梁宗岱的基督教美學

進路對漢語神學的開展 比如，如何融通基督教與中國

文化、如何參與漢語學界的思想論爭一一應具有一定借鑑

意義。

四篇博士研究生的得獎論文，一如既往，從不同學科視

角為漢語基督教研究進一步積累了源源不斷的基督教思想

資源。可以說，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推進可以在涉獵基督教研

究的不同專業領域(如聖經、神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

等)得以體現，而且，在研究所初次開展的跨學科研究項目

及其成果中可以看到，基督教研究與其他學科合作就國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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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學界共同關注的公共和重大議題進行跨學科交流、對話

與整合研究，也是發展漢語基督教研究的一種重要方式。我

們相信，這種芳式可以激蕩和催生「新的思想J '這不僅關

乎跨學科共同議題的理解，更包括基督教神學自身的塑造，

並以此強化「作為跨學科研究的漢語神學」的工作理念。這

對於漢語學界、對於基督教研究參與漢語學界的公共討論以

至漢語神學的建構都將有所褲益。

至於是期「學術動態 J '有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副

教授塵旭彤的〈翻譯與吸納 以美國普林斯頓巴特翻譯

者研討班為例〉一文，報導了普林斯頓神學院巴特研究中

心 (Center for Bar也 Studies. prin臼ton Th曲logical Senrinary) 

於二0一人年六月主辦之巴特翻譯者研討斑。此研討班己

舉行多年，主力提高巴特英譯之質量及促成更多翻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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