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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自何光福先生、劉小楓先生等初代學者的串串議，以及

其後漢語基督教學者多方論述， 1廣狹兩義的「漢語神學」

昕蘊含的豐霄，性已不言而喻。時至今日，漢語神學已不只

是「運動」、不只是一群特定學人共同朝著特定目的新推

動的計劃。漢語神學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J '引發

1 蠱摸諾基督載文化研究廚繭， (主化基督徒一一現車與爭論.) (香措漠擇基督教主化

研究蹄>1研) ;楊周楠緝， (漢語神學揖讀)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酬) ; 
劉4 個蝠， (漢語神學與壓史哲學) (香港澳梧基督教文化研究廚，扭曲) ;鄧紹光、

單晶超蝠， (巴特與漢語神學一一巴特神學的再J且) (香港漠曙基督聶士化研究跡，

2曲0) ;曹慶釣‘曹盡粵騙， (真蘭特壘興漢曹神學) (香港過風書社， 2004) ;搗

鼎楠、官保德媚， (翻譯輿眼輛一一大企神學與漢語神學) (香港道風書社， 2004) ; 

林于淳， (多元性種語神學詮釋一一對「讀詩神學」的詮釋且種梧的「神學詮釋J)(香

港遁風，聲扯， 2006) ;陳車富詞， (蒂利帶與漢精神學.) (香捲避風膚社，且缸)6)

曾慶豹蝠， (朋軍費爾與漫精神學.) (香港遁風華書社， 2瞞) ;曾慶豹繭，繃帶與

漢語神學〉、〈現華學與漢謂神學〉﹒ f敢站哲學典漢語神學〉、〈批判理論興漢語神

學》、〈桂揮學與漢語神學) (香喝道風書社 '2田7) ;張慶熙、林于荐輛， (晴貝

屆辦奧漢語神學) (香播造風，_社 '2曲7) ;歐力仁、鄧紹光鋪， (巴特與漢語神學

E 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紀告文矗) (香港遁風害社， 2008) ;責保醒， (漢語學捕

神學作品學科體革的基督載研究) (北京宗載文化出版社， 2008) ;何光躍、搗鼎

楠霸， (摸幫神學讀本.) (兩冊香港道風書社，扭曲) ;林于揮攝， (漢語基督教

經學揖議) (香梅道風書社 '2凹9) ;溫偉爐， (生命的轉化興起拔我的基督宗教

漢語神學且考)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訕。9) ;李教奪、掛熙楠，圖， (現代性、傳

統壘還真漢語神學) (三冊，上梅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林于淳， (故事

傳統信仰一一聲漠幫神學社群性身借之尋章) (香港道風書社， 2010) ;陳佐λ 、

聲歡鋪，的u曹文與漢謂神學) (香港道圖書社 '2010) ;郭揖標， (;基曹數信仰漢

費醫神學揖議) (香港建禮神學瞬 '2011) ;實保摳， (大國學棍野中的權語學術對話

神學)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 ;李躍缸， (個體生命的聲極時唱且想中攪輪中

的漢語神學研究) (北京 λ民出版社， 2012) ;何光湛， (暈揖隧中) (北京新旦

出服社， 2014) ;輯晶起， (盧揖上的漢語神學一一使神學到基督宗教研究) (香港

道風害社 '2014) ;曾慶豹， (什直是漢語神學吟(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轟出版社，

2015) j 林于車，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謹語神學敢精論說巨且) (香梅道

風，社， 2016) ;謝車娥， (何以告共"毒何神學 F 漢語告共神學的回聞與前晴) (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祟基學院宗誼與中國社會研究中，t_'， 2016) ; 李軍缸， (西學東漸區

欄下的且想脈動論道諸神學對中國個體主義哲學的聶哥) (北京 λ旦出服社，油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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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從「運動」到「現象J ' <:道風:基督教文化研究》
學刊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凝頁聽了漢語基督教文

化研究的菁華，將漢語神學推向了世界舞台。而《道風》

現今在各相關領域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皆已走在全球學術

界之前諧，時而由外語著述引用之。本期神學論題為「漢

語神學的未來J '其引介及六篇論文，更讓我們看見漢語

神學從「運動」轉化為「現象」後，在薪火相傳聞更漸漸

深化為「傳統J '傳承兩千年基督教的思想與文明，進而

在漢語語境中繼續發展。

本期「思想與社會」刊載六篇論文，上述漢語神學「傳

統」之雛形，在此可見一斑。論文排序依照歷史脈絡，呈

現漢語學者對世界基督教思想與文明之發展的研究成果，

以及基督教對近代漢語世界及西方漢學的影響。

第一篇論文〈奧古斯丁佈道辭的新發現〉探討奧古斯丁

的佈道辭 (sermones ad populum) ， 作者為巴黎文理研究

大學 (Université PSL) 博士候選人周之桓。奧古斯丁乃教

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西方基督教傳統的真基者。以此

篇論文開展本期第二部分的探索，當然十分合理。然而筆

者還以為，此文體現了《道風》創刊二十五周年里程碑的

重要意義。不論在漢語世界或歐美，除了《新舊約》研究

以外，文本校勘一直是較為冷門的學悶。奧古斯丁的本體

論、神毒草論、社會思想等，都是學者們爭相討論的課題，

而文本校勘當中鉅細靡遁的資料、看似枯燥的整理過程，

最終發表的成果乃是地基工程，往往是為這些學術研究的

I7esbyt<抽m Jo岫制Û of1祖國logy 49.4 個1叮，再 191-217 ;可ho Ph圖個曲曲。f 由詛聞

自C世tUnI C出且也息，缸Ki τhoi< Idm也同y 區baie"， Mission and Th間logy 43 (201η， pp 

309-335; ''Liu耳aofeng's Sino-Cbristian Th間10gy and the &1ation祖pbe何嘗祖G咽祖d齣1m"

K仰四 I7esbyt"，帥JJoumaI 0/甜甜logy 50.4 (四1點帥。 259-2'呵; Naomi TIn圖阻， SJUdY慨g

a地翻nityin 目的a: Con.甜祖曲tnof，個Emerg詞gD/s.α'"'" 早..eiden: Brill. 20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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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結構服務。筆者以為，這種學術精神恰恰體現了學術

之為學術的核心價值。《道風》刊載這篇論文，實為數代

漢語神學人的耕耘旦時結的果子。

第二篇論文是上海師範大學講師李膽的< I僧侶一司

鐸」與十二世紀的修會之爭 以追依衷的魯伯特為中

心〉。西方基督教發展至中世紀，各修會問呈現出豐富的

多樣性，在神學、教會體制、信徒生活、信仰實踐等課題

上相互爭鳴。作者~焦於道依次的魯伯特 (Rupert of Deu包)

捍衛本鴛修會時新表述的思想，特別是僧侶(血onacha恤，

monk) 行使司鐸 (clerica恤. priest) 職份的權利。魯伯特

的努力似乎以失敗告終，他所提倡的隱修主義 (monasticism)

似乎被歷史洪流淹沒了。然而，作者在文末指出. I十二

世紀上半葉僧侶們的聲音......值得我們去重新聆聽J • 3在

現代社會一味追求進步、創新的潮流中，這篇文章讓我們

看見漢語神學彌足珍貴的向度之一。作者所探討的課題，

看似與當代漢語社會並無直接關係。然而，歐洲中世紀的

智慧，卻藉由當代漢語學者的研究，提醒我們靜下心來思

考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事。

第三篇論文為哲學學院博士後李宜的〈論埃克哈特對

路德的神學敢迪〉。路德研究領域外的學者，太多對路德

傳承自奧古斯丁的思想至少略之一二。然而，從奧古斯丁

到路德，拉丁基督教的發展尚有許多值待研究的環節，而

埃克哈特 (Me扭扭rEc油art) 及新謂中世紀「神秘主義」即

是其一。作者明文指出埃克哈特於奧古斯丁及路德之間新

扮演的角色。這篇論文的內容，間接幫助我們更深入明白

後期路德宗敬虔主義及德意志西南神秘敬虔主義的思想史

淵源。作者在文中提及海德格爾，顯示這套思想的傳承對

3 李曲.(f僧侶一司蟬J !揖十二世記的曹脅之事一一以適依寰的魯伯特屆中心) ，頁 25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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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哲學的意義。事實上，十九世紀德意志觀念論及浪漫

主羲正是在此文化土壤上產生的。

第四篇論文〈論施萊爾馬撞車開於「信仰與科學的永恆

盟約J > '作者為信陽師範學院副教授黃毅。施萊爾馬撞車
(F. D. E. Schleiermacher) 是十九世紀德意志觀念論代表人

物之一，也是全球首間現代研究型大學 柏林大學

伯世versität zu Berlin) 一一一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在自然主

義大行其逅的年代，他與對手黑格爾力挽狂瀾，以相似卻

又不同的進路，強調「上帝意識」對於科研的重要性。作

者以「互動的調適模式」詮釋施萊爾馬赫的「永恆盟約」

概念，讓我們看見古老基督教傳統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

第五、六篇論文的歷史場景，從歐陸轉移至晚清中國。

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後聶刺在〈西教士斐姑娘晚清書寫的變

化〉一文探討美北浸信會宣教士斐姑娘 (Adele Field) I 向

西方書寫中國」的轉化過程。西方漢學始於宣教，這是漢

學界的主流認知，楊慧林先生等漢語神學人在這方面也早

有著墨。作者在文中呈現了宣教士漢學當中難得的現代女

性視角，反映了當代社會理論所述三太不平等因素(種族、

性別、階級)之三。現代自然主義、基督教、種族平權、

性別平權等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斐姑娘的論述中尤為耐人

尋味。

第六篇論文的作者曹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以

〈晚清非基督徒文人的漢語《舊約》詮釋〉為題，探討甲

午戰爭後，中國文人如何反省「商學中源和華夷說J '漸

漸建立「對世界多元性和差異性的認識J 0 闌於基督教對

晚清非基督徒文人的影響，這篇文章是大拼圖當中重要的

一塊。相較於新文化運動當中的年輕激進派以及非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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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督教對許多晚清中國學人而言是重要的敢發。嚴復

先生曾對一次世界大戰有感而發，寫道: I何期科學精，

轉把斯民睬。君看四年戰，茲事那可又。 J 4他從基督教信

仰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道主義影響，深刻地反

思宗教信仰對於現代中國的重要性。法國漢學家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論及西方宗教對梁敢超先生

晚期思想的影響時亦寫道: I宗教不再是對一種政治理想

的支撐物，及不再是梁氏希望自己和每一個人都放棄自私

自利而為之完全獻身的終極目的...。宗教肯定了人性的

個人及其自由的至高無上。只有實現了人性的個人及其自

由才是一種定局.. ... • J 5 

以曹文總結本期學刊，或能幫助我們從晚清視角反思、

中國近代至當代的發展。筆者以為，漢語神學的重要意義

之一，即在於直接或間攘，思索、指出基督教在急速進步的

現代社會中所能發揮的正面影響。

曾哥海愷 楊熙椅

二0一九年十二月

4 壘黃克武， (體誼之實lIt-祖輿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 (台北聯經， 2010) ，頁血-

5 巴斯蒂薯， (果敢超奧宗教問題) ，韓放開宜樹蝠， <JIt融起明治日本西1ï 日本京

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研共岡研究報告) (上海社會科學文盧出服社， 2012) ，買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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