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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神學福音題引介

林子淳

主題策劃

〈道風〉從一九九三年復刊開始，至今出版第五十期。

由於本刊半年一期(不計算兩坎特刊) ，第五十期的出版

意昧著這本代表著漢語神學的公眾平台刊物，已到了二十

五週歲的銀禧紀念日子。因此本期的論題「漢語神學的未

來」研載文章，除了由較青壯一代的學人在不同範疇撰寫

以外，其選題和內容都顯出了特殊的色荒草和意涵。以下筆

者擬把論題中的文搞分成兩大類作出綜述和反思，以突顯

漢語神學意識的變化和成熟，以及新一代學人的視野和我

們的期許。

一、基督教的源起和擴展

聖經和教父傳統乃基督宗教大公思想的兩大支柱，因

此聖經研究和教父學在神學傳統里從來都被視為具奠基性

的研究範疇，即類比於中華文化之國故無異。因著文化與

歷史上的巨大距離，對於漢語學人來說，這些也可能是最

難以把握的神學研究範疇。有見及此，約十年前的《道風》

學刊已把此兩領域定為主題(二00人年第 28 期「教父學

與中國學術J '二00九年第 31 期 r <:聖經》研究與中國

學術J) ，廣邀當時少量參與的學者惠踢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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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淳

十年過去了，漢語學界在這兩個研究領域都有一定的

進展，不論從參與人數和研究深入度亦然。無獨有偶，本

期兩位相關學者一一甜甜江太學的梁慧教授和陳越驛教授，

都不約而同地在文稿中提到十年前《道風》相關論題並指

出了的問題;梁慧教授更引述筆者當年在〈道風》第 31 期

〈卷首語〉的話:

《聖經〉是基督宗教的正典，為歷代教會和信徒提供規

範性功能，不存在 r r非《聖經》的~ (阻tbiblic叫，或應說

不告乎《聖經》的)神學J '因此，漢語學術昇「不能繞過

正具而行 J ' r漢語神學和漢語基督教研究勢必要涉足〈聖

經》研究這專業績域，問題僅是如何處理而巴 J 0 1 

梁慧教授也是當年參輿論題的作者之一，今天我們從其論

著中可看到這代年育學人努力走過的一度路。她極力主

張，我們必須重規中國多元經典並存的現實， 2因此聖經研

究在漢語學界一方面需上承歷代教會的注經學，另一方面

也要重視自身的經學傳統，以回應本土文化的訴求。 3這正

好回應了筆者當年的觀察:當下的詮釋者所選取的處理方

法和立場對未來的發展具舉足輕重的參考作用戶而我們不

難發現，因著大陸學界的特殊文化語境，梁慧在文章中新

主張的強調對話和辯讀 (scriptura1 reasonni且直)的跨宗教詮

1 果薯， (對話的詮釋學一一比較輕學棍讀中的農幫聖經研究吉法輸揮討) ，頁 34 ;哥|

自林于淳， (書首梧)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31 (2個9) ，頁凹，更新和延

伸性討論可喜林于津攝， (漢嚮基督教經學揖議) (香港道風書社， 2010) ，頁 18'

Z 誼也是此領或先嗶者李織昌數擾和岡代學λ揖就一直強調的，蠱林于荐輛， (普車需基督

教經學揖議〉的兩篇文摘李鐵昌、李瞳翰， (新世紀之〈聖經〉神學說起卜耳 115-126;

游娥， (走向農輝學宙語境的基督教經學) ，頁 73-93 0 

3. 樂聲. (對話的詮釋學) .頁=.林于淳. (0壘首詩) .曹 f道團占 31 (2∞9) .頁 14 • 

4 林于蟬. (草書首詩) ，輯〈遁風) 31 (20個) ，買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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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釋，正是目下最興盛的注經進路。 5

與以上背景相仿，陳趙曉教授也師承於當年主編「教

父學與中國學術」的王曉朝教授，現已成為當下漢語學界

中教父學研究的青壯派代表之一。他在文中指出了其研究

領域的目前狀況:

教父學從教會神學走向了世俗學備研究，從認信的護教

學走向了公共的人文歷史湖海之學，從文獻整理為主的輔助

學科走向了具有獨立性的跨學科研究領域。這些正是教父學

活力的見橙與幸未趨勢的最重要特徵。 6

這種對當下學界趨勢的體會，也遙遙回應了筆者十年前在

《道風》第 28 期〈卷首語〉中的呼籲: I中國學者除應接

續著西語學界把教父學從教會語境擴展成人文學術外，也

應置於自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來詮釋，始能產生本真的獨

特論述，並對普世教會和人文學術皆有所褲益。 J 7按照陳

越草草教授所指出，教父學即使從國際學術的眼光看來，現

在業已從歐洲中心和神學院的邊緣學科，轉化為各地人文

和社會科學界的共同事業，我們尚需努力的乃是建立一種

具中國風格的研究範式。

綜合看來，兩位鑽研古典學術的漢語學人，一方面不

會放棄傳統之嚴謹文獻學方法，也不會因為處身東芳而忽

略國際學界的普遍趨勢與進路;但也明確地看清了連西方

人也在規避的歐洲中心主義，敢於提出能跨越差異的對話

方法和進路;以致讓古典的學問木會再因這是「誰的經」、

5 建立7面中國大陸青壯-代的積櫃椎動者游熾教蟹，其主鋪學刊〈比較經學〉已由三0一

三年曹展至今-

6 陳越蟬， <既濟未濟一一中國教主學研究的未推) ，頁 70 • 
7 輯于擇， <巷首梧) ，曹〈道風) 28 (2008) ，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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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淳

「誰的父」而成為問題，為要成就一種真正國際化和普世

化、超越古今東西的共同事業，這正符合上世紀八十年代

以降所創生之漢語神學的精神面貌， 8也指示了它未來要走

的路向。

從這角度察看，明清時期的漢語神學就是今人必須借

鑑的歷史實例。二O~O年第 33 期的《道風〉正是以「按

著利馬寅講」的漢語神學為主題，由孫尚揚教授主持。作

為其弟子、上海大學的商清和教授當年也有份參與，今天

他已成為此範疇的中堅分子了。他為此期論題以一個極其

當代的方式來撰文.從數據庫的運用來闡釋三位一體這教

義核心概念在明清時期的論述。

選擇三位一體固然是因這從基督宗教的發端已是一重

要概念，故此當教士來華時也必須謹慎處理。再者，這概

念關乎歷代信仰者對其神聖敬拜對象的描述，故又必然與

本士文化語境有深切對話。向滑和教授採用的數據庫探

究，向讀者展示了這核心概念從起初傳教士的避規不提到

深入討論、從音譯到捲入義理對話的過程，正是要建構當

下的漢語神學值得參考的歷史資源，也對當代不同領域學

者顯明這種研究方法的便捷、神益和重要性。當然，背教

授也指出了目前的數據庫仍有不足之處，但深信隨著時代

發展它將更完善，為未來漢語神學的發展提供極大的便利。

事實上，以上三篇文章本可界分為聖經研究、教父學

和宣教學三個傳統基督教神學領域，但當它們扎根和成長

8 最早的軍裝著漢語神學輸喜歡暈可喜福鼎楠繭， <漢語神學揖議> (香港濃梧基督教主

11::研究阱，曲。0) ;歪扭對其時向的概觀可喜其中單晶起， (漢語神學的類型興醫展時

向) ，頁 3-21 ;林于縛， (敘事傳統信仰一一聲矗揮科學社群性身骨之尋章> (香

諧道風，社 '2010) ，第一章「轟曹神學的社群身骨和神學類型J ;p扭曲iu Lai&J.甜E

H血，嗜血，帶軒t and Prospect of S岫〈扭曲祖祖四，logy:A且h個d聞組血 by也ß Editors", 

扭鼠'no-G.如會'tian Theology: A 1耳目logi回1 Qua CultvT叫Mσ阻ment in Conlel旬到'''''Y 由... 

(Fnmkfurtam 卸{ainz: Petc質L血色 2010)， 1-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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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於漢語語墳以後，卻可以培養出極具木土意識的比較經

學、跨文化教父學以及明清基督教研究;從本為歐洲中心

的宗教研究進路，轉化為以中國學人為本位的人文和社會

科學研究，這也顯示出漢語神學成為現代中國學術的一部

分時，可為普世基督教神學傳統所帶來的創意示範。 9

二、漢語神學的生成和期盼

除了不同傳統學科領域的具體轉化外，從較宏觀和具

體的視域來反思這種變化對漢語神學的發展也是極為重要

的。廣羲的漢語神學固然可以從唐、元、明、清等歷史時

設來入手，但~B時周知，華人以至國際學界目下所理解的

漢語神學主要是指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以中國大陸為主

體的基督教研究論述。在一個以社會主義和無神論為意識

形態正統的地區，能生發出對基督教的研究和學術興趣自

然是令人嘖嘖稱奇，但我們也不能無視其所帶來的限制和

影響。

來自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研究研的黃劍波教授及其博

士生胡夢菌，為我們回顧了由五十年代至今的大陸基督教

研究狀況。截至九十年代，大陸學界因著政治氣候原故，

常把基督宗教視為問題的本身，導致在討論時經常有所規

避，甚至到了目下仍時有這種狀況。然而靠著幾代人的努

力耕耘，學者尤其是社會科學家，逐步將基督教研究引向

將其自身作為對象的一種探究。但在過程中不免要經歷一

些過渡性掙扎，譬如在探究中只針對信仰群體的組織結

構、木同群組身分、與現代性的關係等，而非宜接去體會

其主體性生存經驗。我們也如作者般期待看，當「信仰實

9. 誼1;'面的胡步討論可喜賴晶趣. (盧揖上的漢語神學一一種神學到基督宗教研究) (香

捲過圖書社， 2014) ，車回章「普世基督宗載典漢語神學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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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淳

踐逐漸成為信仰教義之外的另一個研究和關注中心時，基

督教神學無疑會面臨更多的可能性，這也預示著漢語神學

的新發展。 J 1。這種看法，的確為過往一直較著重「義理J

而少探討「實踐」的漢語神學注入了應有的新動力。正如

多年來在調研老闖基督徒、農民主基督徒、城市精英基督

徒、鄉村基督徒、維權基督徒以至公民基督徒等的李向平教

授，早在五年前回應筆者時指出:

漢語神學共同體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建構與學薯，實際上

已經具有了一種公共信仰的重疊共楓華特徵。違就不僅僅是

從神學的層面出醬，也不僅僅是從學衛的層面出醬，而是從

神學、學術、社會公共價值若干層面的互動出壘，基於現代

學術交流的公共規則，而構成的一個漢語神學共同體。 11

這種能把義理與實錢結合的漢語神學及其共同體，筆者深

信是大陸基督教學術未來走向的重要支柱。

從這角度察看，敝昕前學術總監劃小楓教授在本刊和

狹養的漢語神學初創之時，強調在現代漢語語境中與基督

事件相遇時的個體性經驗是深具卓見的。雖然過往不少評

論都關注過這點，但北京師範大學的塵旭彤教授除了深入

地剖析這種具早期巴特神學色彩的概念外，更留意到劉氏

在較後的修訂著作中，已把重心從神人間的縱向敢示關

保，轉移至橫向的、古今中西不同的人典人之間的差異，

然而這恰恰偏離了他自己所訂定對神學之原初意蘊。 12當

然，塵教授的看法很大程度是基於他對巴特神學的鐘愛與

深入研究，可是若從劉氏的原著看來，筆者以為其關注從

10 費圖畫畫、胡書菌， (植實體研究看漢語神學的未來) , J( 148 • 

11 李向平， (走向企共的漢諾神學回應林于淳矗授) ，載《道風) 41 (2014) ，買 1呵。

12 且旭彤， (尼華以聾一一今天我們如何柚漢語神學的 z 買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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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一開始已經具備雨田性，這從其篇名〈現代語境中的漢語

基督神學〉己可看出。 13 I基督神學」固然是其中的主詞，

但卻是在「現代語境」中來建構的;再仔細分析的話，劉

氏當年所展示的那幅圖象已顯端倪﹒

基督事件

基督神學(遐想型態)

i (歷史型態)

希臘語拉T語

神學 神學

英、法、德、

西、俄語神學

漢語神學

「基督神學」被說成是從韋伯 (M阻 Weber) 的理想型態來

理解的，對塵教授和大部分關注現代神學的學人來說，自

然會從巴特(Karl Bar由)的神學來理解，但劉氏所注明的

韋伯更關心的卻應該是現代性的問題。故此筆者在數月前

於台灣的一個系列講座中曾經試圖畫繪圖象如下， 14以顯示

劉教授的另一隱含意向:

態

件
型
事
想
學
|
i
v

理
↑
l


文
(
人
性

代現
(歷史型態)

英、*、德、

西、俄現代性

中國現代性

13 割IJ 樹， <現代語墟中的萬諾基督神學) ，載〈道勵 2 (1995) ，耳 9-48 0

14 由台灣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λ文化社會研究中心主瓣，請 2018 年 11 月 13-14 目在東海

大學和中原大學舉行的「漢語神學現代告共平台上的基督教信仰輸述」單列講座，感

謝主辦貴的譜，相關講座將自筆者整理成冊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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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淳

如此看來，既謂縱向與橫向僅取決於論者所採取之座標;

對神學學者來說，現代學之綜向正是其橫向，反之亦然。

順此觀點，筆者在六年前已當指出:

在十多年過去後，現在回望過車，許麥當年論者提出的

相關「神學J 議題與中國現代化的討論是相互對鷹的。其中

引車較多關注的，是所謂神學是否需要「本色化」和與中國

文化「調和J 的問題，現在轉個角度東看，根本就是當年學

界一些重要提問之「神學」版本，即普世價值(以至自由主

義)能否本土化和文化民族主義能否與現代性接軌的問題。 15

劉氏及相關學人能夠自如地在不同領域間游走，就如張旭

所言，是因他策略性地「從思想史的視角，將基督教的思

想視為橫貫整個西方古典與現代的一種大傳統J 0 16而大陸

的漢語學圈中，即使是對基督教神學有興趣的大部分學者

皆沒有傳統的宗教認信，故此便很容易偏向關注「橫向」

的歷史維度;這便為漢語「神學」的意識和身分認同帶來

隱憂，亦是強調其人文學術性而引起廣泛關注時隱蔽了宗

教認信性所帶來的代價， 17這也是漢語神學於九十年代創生

時激起爭辯的原因。 18

順此路向，劉氏繼後更為學界引入了施特勞斯(Leo

15 林于淳， <科陣薑告漢語「神學J 的終錯，一一對當前漢語神學費展軌峙的民且) , 
載《道風> 28 (油13) ，賈岫; i事訂服輸林于搏， <很普車轉神學近牟關注的錢項議題

翰祖神學巨且和社會實厲的關暉) ，輯韋爾克、林于曹輛自〈瞳請與*共一一中百科學

對模> (香港道風會社， 2014) ，頁 147-176 ;林于痺， (存在歷史神聖 當

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民且> (菩薩主道風害社， 2016) ，第一輩﹒

16 張旭， <基督教神學的漢語之臨走向農商神學軍二期) ，曹樹鼎輔‘林于津、商草書繭，

〈傳單與曹展一一揮四屆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讀論文集> (香措道風睿扯 '2012) • 

頁 54.

17 林于淳， <科醋整告漢語「神學1 的聲結刊，頁 41.

18. 適當然是指昕謂「文化基督桂」的事講，喜漢語基督載文化研究昕騙，(主ft.基督徒一一

現聾輿論事> (香港澳諾基督載文化研究昕， 19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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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Stra間隨)的熱潮，配合了中國古老精神傳統的當下復興討

論。然而，此舉對漢語神學的街擊便更形急迫，問題已經

不再是要選擇縱向的神人關係抑或橫向的人倫關係，而是

吾人究竟是否仍需要從「基督事件」而來的神學?抑或單

單回到古代中國思想的資滋即己足夠?這又如筆者過往新

曾指出，是在受過蘆民主義苦毒地區的知識分子，在了解

到現代性的多元分化後必然會出現的疑惑。 19從此角度觀

看，我們便更能理解為何劉氏當年堅決反對明清時代以耶

補儒的傳統「本色化」路向了。

然而通過以上的討論，當代華人昕要面對的挑戰，便

不如塵教授所指出要恢復巴特式的「縱向」敢示神學這般

簡單，因為「橫向J 的文化論述同樣是任何文化語境中人

所木同輕忽的載體。在接近二十年前，筆者已指出基督事

件在現代漢語語境中 I W重新發生』之『可能性』只有在

r I同時~ r傳承/援引~ r兩種傳統』的交叉路上方為

可能J 0 20從塵教授的分析，劉氏的變化可說是從過分強調

「縱向」過度至過分專注「橫向」的維度。事實上，如何

不偏不倚地走從來都是最困難的挑戰。按著這種理念，與

塵教授同樣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楊俊杰教授有關人文學之

討論，在此便顯得非常適時和恰切。他同樣執著太陸的施

特勞斯熱潮指出，古典學方法的爭議僅是問題的一個面

向，最迫切的研究課題乃在於「重整」現代中國、當代中

國，塵、楊二兄的慧眼也同樣看出，劉氏與百年來的諸多

華人知識分子皆在尼采以後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19. 林于痺. (科際聾告 漢語「神學」的餐館刊，頁 37 ;同星接向東風. (社會轉型與

當代個當#于) (上揖三珊. 1悍的，許記暉. (當代中國的嚴章與反駐蒙)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0 

20 林于淳. (漢語基督神學的語言形式值僅) .載($元性漢語神學詮釋一一對「漢語神

學」的詮釋和漢語的「神學陸體J) (香港道風害社 .2006) .頁呵，原刊請《道

團品 17 (2002) .頁 229-2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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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淳

在這基礎上，楊教授在大作甫開始便提出了人文學者

的最核心關懷，即「人總是作為一位『作為一一』的人在

存在，一一作為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特定機構的一分子

在存在...... J 21因此到了文末，揚民仍強調「人文學總是在

鬥爭中，一一為「人」而鬥爭。把人的向看「更多」的存

在的必要性指出來. ... J22當漢語神學運動參與到人文學這

個大潮中，便順理成章地把基督教貢獻出來，成為其中的

一種思想資源。而令筆者特別注意的，是楊氏提倡「談論

一種基督教人文學又或者基督教人文主義」。且這種在當下

漢語語境中發生的基督教人文主羲固然與西芳中古文藝復

興時期的有所不同，並且可以說在其底層處原全相對，因

為楊教授主張:

基督教人文主義之所以能夠直商人文學的終極話題，當

然是由於它確信有一種至高的力量在帶動著一種比人更高

的東西為人們領航。必須要清楚地看到，這襄正隱藏著一個

危險，人們在仰墓、追隨比人更高的東西的時候，很容品以

比人更高的東西的名義，把比人更低的東西調動起束，對人

自身造成摧殘。到

在此我們遭遇上了一個古今東西既要面對的人性底層終極

誘惑，即以神聖之名義來高拾一己的虛妄。然而基督宗教

的終極奧秘卻向人揭示，人的「作為﹒... J 性存在之所以

可能，乃在乎那位倒空己身的上帝形象所致。從這角度看

來，強調巴特式的「縱向」敢示神學確是要緊的，而且要

21 樹使燕， (人文學罔顧與萬語神學展望) ，頁 1田-

2 同土，頁 193 • 
23 間上，頁 194 ;楷體強調指章者所加-

24 同上，買 1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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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未來

在「橫向」的人文學中成為話題，這也是場教授在文未提

及之蒂利希 (Pa叫 Tillich) 的神學取向，自以致吾人在最深

深處有能力抵制那抵制神聖的人欲狂潮。消除人性中的魔

魅，或許正是一種當代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要務，而漢語神

學的未來也仰賴於此。 26

關鍵詢:漢語神學現代性中華文化大公傳統

作者電部地址: j扭曲 lam@c扭扭b.net

25 同上-

26. 筆者在連貫圓的一個胡步表述可喜〈捕者聲語批判理論與神學的對幫) ，韓《基督誼

文化學刊〉盟(，缸)9) ，買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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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Abstract 

Jason T. S. LAM 

Theme Editor 

This Jubilee issue of Logos & Pneuma contains tbe 

writings of tbe blossoming generation of S尬。-C出sti曲

曲目logy﹒They reviewed tbe recent development of biblical 

studies, Patris世cs， C.趾istianity in Ming & Qing dynasties,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趾is世缸U旬， contemporary s旭ge

of Sino-Cbristi扭曲曲logy and tb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Cbristian tbeology and humanities. The fust tbree essays 

are 虹aditional 個Ipics 間18臨d to tbe study of tbe origin of 

Cbristia血.ty and its mission.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scholarly 

development in China，也ey ar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o 

become de-Eurocen出c and glocaliz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ided witb 血。dem approaches. Fro血 tbe latt冒出血e essays 

one c祖 find tbe emerging local consciousness of Cbristian 

tbe油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The autbors 

artic叫ated tbe unique challenges in tbeir religious and c叫tural

Sl個ation witbout negl目恤g 也e conn目tion wi曲也e

ecu血個ical C趾istian 甘'adition. In a nu個hell， 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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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血entioned awakening shows a maturing sign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t begins to establish its ow祖

self-consciousness and i也ntity 血d at 也e s缸ne time can 

contribu阻 1個 findings to global Christia且可.

Keyword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Modernity; 

Chinese Culture; Ecumenic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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