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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非基督徒文人的漢語《舊約》詮釋

曹堅

中山大學哲學象副教授

→、前言

〈舊約》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就是《舊約》思想和素

材在中國思想傳統和時局背景下的不斷詮釋和轉化的歷

史。這段歷史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體現了漢語《舊約》

詮釋的發展軌跡。 1第一個時期從一八0七年新教傳教士初

次來華到一人九四年中日甲牛戰爭爆發。這一開創時期見

證了漢語《舊約》詮釋在中國社會的起步歷程，即從起初

外來傳教士的主導和帶領，隨著《舊約〉的影響的擴大和

深入， ~J本土儒生基督徒的參與，並開始獨立。此階授非

基督徒文人的參與雖然十分有限且理解較為單一，但無論

是作為漢語顧問參與傳教士的《舊約》翻譯中，還是以或

官或紳的身份將〈舊約〉視為西方文化經典加以褒貶，作

用和意義都不可忽略。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

0年代清廷被民國取代。在此過渡時期，不僅基督教會的

文字典印刷事業進一步發展，新聞報刊的出版發行也迅猛

增加，甲午風雲連同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擴張使得〈舊

約〉中的古代以色列歷史開始與當代猶太人的命運有機結

合，從而使共同關注民族危亡的各派非基督徒文人在漢語

1 限最本主討翰範園，劉至于僅從基督新數來車開始﹒迄今晶止，學昇的研究事甜對西方傳

聶士相差宮、基督種群體制個人、《新的》利基督教神學議題，無論《舊的〉、猶太文

化﹒還是非基督種群體制個λ ，都是暑期瞳起棍的領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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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詮釋活動中首次出現了多樣性和論戰，特別是關

係到國家政權走向的時候。第三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到新中

國成立。得益於前兩個時期的推動，加上進入三十世紀後

教會勢力在教育和公共領域的擴張，此時的漢語《舊約〉

詮釋在方法和意識形態方面，無論在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

文人中，都更加深入和發展。 2

本文著重於第一、三個時期，通過對比甲午戰事前後

非基督徒人士對《舊約》和猶太文化的文字述評，諭證漢

語《舊約》詮釋從單一性向多樣性和論戰的轉變，且說明

這種轉變對於〈舊約》和有關猶太人的知識進一步在中國

的傳播和與中國傳統思想碰撞交融的情形及其意義，以及

對第三時期在詮釋方法和內容上的準備。 3本文之所以突出

非基督徒文人對於《舊約》和猶太人的理解， 4而將西方傳

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介紹擱置一旁，是因為對這部分介

2 中國社會自晚清進入民國時代澀，在大的十事年的時間車， (舊的》 λ輯和J思想在中國

新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典中圖現代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現車在過去幾十年

車已聖到學界的克費開崖，特別是宙中中文聖經的翻譯、刊行和廣涯傳播的作用﹒然而

我們不應鐘時， (舊的〉 λ輯和單單作矗外來文化的一部卦，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反帝國

主義和巨基督教運動中仍能有扭此曹大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壘國轟它已在前兩個時期

巴基本適應7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胡文化語墳﹒祖有對前兩個階置)l!1!苦軍統和全面的祖

諧，對聖經興中國現代文學的闢暉終究難以有克昔的理解﹒

3 筆者近年對摸語〈舊約》詮釋的三個時翊做了一單列聲討，可壘曹堅， (新數傳數土與

19 世記萬語聖經詮釋的開端) ，輯 f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7 年第 2 期，

頁 129-137; (山東風間主畫中的聖經故事 臥里盲會作品中的大棋水故事晶倒) , 

曹〈道團)45A期 (2016) ，買 1盯-214; C曲h血，"11扭曲m個e Mi且包血 Bible: Exegesis 

阻d Bible Transl甜甜" The Bibk 1'1當nslatol' 57 {2曲時，開 122-138 ;“'Jews 血d Old 

T闢圓圓.t as Dism旭oed by Li>mg Qic1國科血g Ch'i-ch'曲， 1873-1929)", M冊um扭扭

S師甜甜 (2011)， pp, 143-173 ;‘四泡妞o1 C祖國bu組血11 ofBible Tr祖.la血g血dT，曲曲且."，

Modem Ch虹eseVem師叫'" Move血ent"，品'no-Christian 品“萄街 14 (2012), pp. 59-帥，叮h
Old Tes包m個t as Li總mture 血dM叫Iem由inese pro國包nt Intellec個曲 (1919-193叮"， in 

Raoul David Findeis且 (ed}， AtHo耐 in Mt.帥Iy Worlds 何iesbad曲曲.rrassowitz， 2曲9)，即

刮目26; 可包臨揖 a Leader包Mod間由m間1n國10曲曲1". Asian and Afri嘲晶uJjes 19 

(2010)，即 26-47 • 
4 典此相關的西貢虫擒懂眼對且珊X血，由ineae Percep抽間 ofthe "JI!'I‘租 " and Jud岫m_

A History ofYou個i (Ri曲mond: Curzon,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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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近些年已有相關研究成果。 5相較之下，非基督徒文人

對於《舊約》及其素材的處境化理解，雖然在一些近代史

人物專論中偶有涉及，筆者也曾嘗試深入討論個別非基督

徒文人對於《舊約〉的理解， 6但仍然缺乏對於非基督徒文

人群體相關方面的系統性梳理、比較分析和整體把握。 7根

據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解模式，非基督徒文人雖也可被視為

《舊約》的「接受者J '但不同於「接受者」的華人基督

徒。因此，對於非基督徒文人接受〈舊約〉的考察，不僅

有助於我們一覽《舊約》在中國語境的全貌，且有助於我

們從新角度和新史料理解相閱歷史人物在對待西方文化1ï

面的思維邏輯。文章所涉晚清文人的討論雖與基督教和《新

約〉關僚甚徽，但由於他們關於猶太古史和信仰的信息均

草草於基督教宣教背景下的文獻或口述資料，因而始終採用

《舊約》指稱《塔納赫》或《希伯來聖經〉

二、甲午戰爭以前的單→性理解

十九世紀，由於西方新教傳教士將《舊約聖經》及其

思想作為西學的有機部分大力推介，晚清朝野的改良派人

士日漸視《舊約》為了解西方的重要史料，認可《舊約》

在西方文化中的權威性。同時，由於這些科舉出身的士紳

持守儒家的意識形態和立場，對道德的理解與基督教不

同，因此儘管尚不認為《舊約》能對儒家道統構成實質衝

5 除本主詮3中華者的蟲篇專土，男可喜k回eE恤" et a1 (1曲 .)， Bible 飢M“曲w叫翩 Th，

L'師四yandIl甜甜甜伽aJ lmpact(S阻kt Augustin: In血，tutMonum圖ta Seri，暉.19時，) ; Mari血

。“.ik， Injluence, Tran31ation and Parallels: Sel，前ted S，的dies on the Bible in china 扭曲kt
A晴圓出 h甜tutM阻umen旭g.，泌a， 2(}(叫﹒

6 蠱徊，可闊別。11dTes恤血tasD詛咄咄byLi叫Qi曲。"﹒

7 如黃宗凱等攘窩的《東育仁且揖評傳〉雖分屆「敬請」、「法樟」、「經轉」、「軍事

與外交1 、「文化教育」各篇，全書卻咀有從西1r串敬和歷史角度#析西貴文化對軍育

仁且其代表作〈華西各國軍!iIIi記〉的單響。蠱首宗凱寺. (宋育仁且想評傳> (成都

西南吏式出服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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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但隨著兩次為片戰爭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和滲透，

他們一方面開始把《舊約》當作潛在威脅，並斥為異端，

而另一方面又斷言中國文化曾經對《舊約〉的影響，並以

此證明中國為世界文明之源。因而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

間里，非基督徒文人對於《舊約》的相闊論述主要是在文

化道統和文明中心的理解層面展闊的。

較早論及《舊約》和相關內容的非基督徒，以著名的世

界地輿圖書〈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繼會最為突出。 8該書日

後對朝身都有極大影響。 9 <:瀛寰志略》雖是按志書體例編

修，但從其許多史實的記述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評論來看，則

又屬於史書體例。徐繼含有關《舊約〉和猶太人的信息來源

既有口頭的也有書面的。口頭來源指的是他與西方人平等、

密切和深入的交談。在當時難能可貴的是，徐繼會與一些受

過良好教育的西方人頗有君子之交，特別是與美國傳教士雅

褲理 (David AbeeO 、英國首任駐福州領事李太郭 (G曲rge

T. Lay) 及其繼任阿禮國 (Sir Rutherford Alcock) 。如他寫

道﹒「余嘗聞之英官李太郭，猶太人最論文字。西國各種書

籍，多猶太人所譯解，故其國紀載獨詳。歐羅巴文土遊學者，

不於希臘，即於猶太，董泰西弦誦之區也。又云，猶太女人

8 幢鑑含一人四四年揖寫《藏實考略) ，後依此晶草本 z 蠱稿數十眩，終揖道先民申年 z 即

一八四八年，在福州巡講衛門刻曲〈嬴賣車間帥，蠱而-A五0年第二脹，一人五九年單

三脹，一八六一年蜻四版﹒揖理街門在一八六六年1付普普第四版畫印，並使之晶晶同泊

中興時期(的 186().1874) 官員們的必讀手冊和同文醋的誼剩嚕。矗1*廣大的閻饋需車，

十九世記的最值一版於一λ七三年在主海出版，其體積還大轟轍小，叫便攜帶﹒

9 例如，一八五二年 3 在一題晶「西印度之如揖亞國輸車」的讀胸中，有關古代以色列史

她的內容說是以〈誠實車時〉的相關都昔聶基礎的，並在〈揖圓圓志〉一書中2萬作者魏

盟軍所徵引，曾國曹也常用到 f海軍車圖書) ;康有轟#別在-A七四年和一八七九{盧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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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 年兩lX閱讀《嬴賣志略) ;樂融起在八九0年讀《嬴賣志略) ，並在年
聾自稽，叢書對於他的世界觀非常重要。關蔚曾回落用《瀛宜車略) ，喜 Tê曙 Ssu-yd&

John King FaiIbank, Chi阻油 R呵。'nse 紛紛e West: A Documentaη 品們呵'. 1830-1923 

(Can蚵峙，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間， 1961)， p 且，聞直堅康有量，讀織實直酬，壘

康有誨， (康甫梅自騙年講) ，草草伯費等蝠， (戊曲變法(四)) (土海神州團先

社>19目) ，頁 115 ;關車費果激起讀《誠實車時)，星島I個時Ih R. Leven曲n， Lia曙 Ch'i-ch 'ao

and恥Mind ofModern Chil間 (C血bridge， MA: Harvard U:世隔sity Pr回見 1呵呵，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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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竣好而性靈慧，與別部迴異。娶婦得猶太女，則以為成施

在室也。 J 10徐繼會推崇婦人的才德，"自然會對富有文學

才能，並湧現賢妻良母的猶太民族及其經典發生興趣。而對

於西人何以崇尚希伯來文化， I最講文字」和「弦誦之區」

對於進士出身的徐繼會顯然是最合理和最具說服力的解

釋。雖然與傳教士如雅梓理等交往，然而作為主陽明知行合

一思想的虔誠信仰者，徐繼會對心學之外的各種宗教並無興

趣。據雅褲理一八四四年二月十九日日記，雖然雅褲理時刻

關心的是傳經佈道，但徐繼會則專心致志從聖經中尋覓西方

國家的地理歷史知議。 12當然，這難免導致徐民對於聖經理

解的一些偏差，福州的美國傳教士獨萊門 (Lyman B. Peet) 

讀過〈瀛寰志略》初刻後指出徐氏涉及信仰方面的缺陷，如

「沒有提到神對埃及人的審判J '同時「漏掉了許多當時的

詳情和證據J 等。 13

英國傳教士回美 (George Smi也)到福州見徐繼舍，請

教「上帝」和「神J 何者為“God" 更合適的譯名，徐氏的

答覆被四美概括為八點。一、「上帝」在中國人的思想中

木是一種偶像，或是「神明」之一，而是宇宙之主。他對

「上帝」的定羲近似康熙帝所說的「天上之主」。二、「天

主」在中國人當中一般被認為是基督教國家之主宰。三、

「神」這個詞表達的首要和實質性的觀念是「無形」。四、

中國的「上帝」和基督教國家的「天主J 都不能被歸於作

10 徐蘊含， <萬盧志，各) (10壘，阿晦對帽間. 1861) ，壘六 a 買 174 0 值這種畫面且可

師李太郭對猶太λ教化和猶太婦主導1ï面的評價壘告允的，闖世造兩1ï面的精華介

紹，可蠱Am叫 Qz & F;阻ia Oz-Sa1zberger, Jews and JJ旬，曲。可開Haven. CT: Yale 

U巫H間ity Pr海闕.2012) 0 

"有關偉民與妻于的風量和他對婦女的尊重，蠱Fred W.國'8ke， Chi間由g包的e 研orld;

Hsu Chi.祠 and His G由g帶myof1848 (1臼mbridge， MA: Harvard U:且:versity pr田S， 1975), 
開 4243.

12. 亦蠱劉貫主， <徐鐘書諭考) (太原 山西高校聯告出版社 "9951 '頁 30.

13. Pee也“'ANew由組...G曲E可hy"，TheM恤ionary Herald 46 (July 1850),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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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崇拜對象的「神J ;但作為不可見的和非實體的存在，

可以被稱為「一種神」。五、儘管「上帝」是一個中國人

最容易理解的名稱，但「天主」在中文聖經中也同樣是一

個表達獨一真神的好譯名。他主動建議用「神天」或「天

神」作為譯名，且表示在中文作晶中用後者作為“God" 的

譯名更好。六、「神」一祠的現代含義與古代有所不同，

可不如區別地用於「天神」、 「地神J 和「鬼神」等詞，

還可以被用來混稱一切本質上不可見的和神秘的東西。

七、「靈魂J 是指活人之靈。聖賢死後的靈稱為「神明」

八、值得強調， I神靈」和「神明J 意思幾乎相同，很少

有新區別。 [4這充分說明，在西方來華新教傳教士及其差會

激烈探討譯名問題和致力翻譯《聖經〉之隙，他們與中國

文人的交流不僅發生在辭章層面也發生在義理層面，不僅

發生在本土基督徒當中也發生在非基督徒當中。這無疑是

中國文人介入聖經翻譯並對其施加影響的良好見證。

徐繼合開於《舊約》和猶太人知識的書面信息來源指

的是，在撰寫過程中，徐繼會使用了許多來自新教傳教士

的出版物。 [5實際上，新教傳教士出版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

後逐漸被儒士們正視，因為一些人承認，中國對外部世界

的無知是導致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6而他們同時發

[4. Gem-ge S且由，‘'Not圓 d阻 h間由wbe開當祖且RS.起.-yu 阻dtbeC恤且.0晶cer， aod the 
Bah呵。fVictoria， held at Fuchau, Dec.7龜. [850". "'"曲間朋R句m昂的Iry 20 (1851), p. 247 0 

喜吳義雄. (西責人眼辜的樟繼會及其著作) .曹盧和平‘舔聶彈繭.(穿越時空的目光一一

徐擾會且其開放風詛典實饋，)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瓜)9) .買 2回國

[5 他也有壘考明末清柚天主教傳教士的揮作如〈萬圓圓志〉和〈職責外記〉等，但他顯然

傾向世使用嶄教農譯文獻﹒他對比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的作晶聾稱 「華西λ軸承l瑪

宜、主儒略、南體仁之圈，皆久居京師，通習漢土，故其廚苦之書頡Z志明順，然帶誕詭

譎主觀亦巴不少﹒近畢西λ無君臣揖漢文者，極其書S但惜不士，而其故各國興衰事蹟，

則確鑿可據﹒ J (唱會繼舍. (嬴盧志時) .堪一. r凡倒J .買 2b 圖)這也反映了徐

鐘會擴lf<祖証實車時〉的都至于原因和動機回

[6 草書樟繼舍等人的，除了有主脆的考種學懼，極有清視學者顧東武﹒廟貴武譴責明代

的新儒車且聶華個了中國λ的思盟，體而聞輯7中國λ對政治彈聾的認議能力，最重每

值關外的滿族入侵者麓虛而入﹒此論塵區由:e， china Cha甜的e WOl'ld, p. 53 .→些興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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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方面知識可從這些傳教士的著作中變得。以《舊約》

為基礎，新教傳教士的著作為儒士們提供了許多有關古代

以色列和猶太人的知識。例如，徐繼會從褲消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和郭實臘(Karl Friedlich G恤laff) 的

著作中選取了許多關於古代以色列史地方面的內容編入

《瀛寰志略:> 0 17 

值得一提的是，麥都恩 (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其

《東西史記和合> (1829) 中，記載古代以色列史和西方

史的時候，採納了與傳統的中國歷史年表對應的方法。郭

實臘編撰的《萬園地理全園集> (1838) 以此書為基礎，

並很快成為中國學者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18對於徐繼會這

樣一位思想開明的考據派學者，史記和舍的方法很好地顯

示麥都恩和郭實臘所展示的猶太歷史屬於西方的古代部

分，且猶太文化與中國文化同樣具有合法性和正統性。因

而在《瀛寰志略》中，徐繼會同樣用《舊約〉歷史書寫與

中國傳統歷史書寫相參舍的方法介紹西方文明斯賴以建立

的古老遺產﹒ 「泰商人述泰西古事云﹒洪水之後，有鼻祖

日諾威，居於美索不建迷亞，生三于，長日僧，jX日剛，

曰日肥德。剛有于目迷斯拉應，於夏後敢七歲建國於亞非

利加之北境，回厄目多，始教民以稿事，設職官，造文字，

又建立四部﹒一。 J ，.至於古代以色列， I猶太即《唐書〉

昕謂拂草草圓，以色列族由此興焉，其國自夏、商至漠季，

歷世最久，今辟賢主，後先輝映。......猶太為教祖生長之

蘊含同期的中國基督桂也有類似看法.如果曹堅持認誨，中國串串罵一個更大的盟總值

曙﹒中國λ的文化優越感遮蔽了他們對基督載耳理的祖融﹒造種普世論，即是對中國自

祖屆世界中必的身曲認同的吾定。梁輯， (勸世良育) (台北學生書眉， 1985) ，頁

37 、 1間，讀書.1ít一八三二年在廣州翻版﹒

17 壘徐繼舍， (嬴盧志，書) ，看三，耳目b-32 0 郭賣血的英文書誦“E區10. <>甜"ff" ，其

中文譯者除了「郭買盟員J '遍有「郭實鹽1 、「聶士立1 、「郭士盤」和「郭士順I 哥-

18. 同上，頁 17 • 

1. 樟繼舍， (草草賈志時) ，卷入，頁且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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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歐羅巴人時往拜其墓。」甜可見，作者對世界遠古史的

描述乃以《舊約〉記載，如大洪水神話和人物講系，為總

體框架，並以中國自夏以降的朝代更送為參照交待歷史，

認為西方文明的最早階段與中國文化的最古老時期同樣久

遠。 21而作者將西方文明的源頭追溯至大洪水後的詩威(即

諾亞)于孫時期正與《尚書﹒禹貢》所載大禹治水內容相

類﹒ 「禹跡」新到之處，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成為

與莽葉之地迴然有別的文明世界。而有了像禹一樣的聖王

統治，四方朝貢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且

徐繼會注意到宗教對西芳文明進程的影響，特別是《舊

約》所記古代以色列人物和思想在西方文明中的始創意

義。像許多中國基督徒那樣，徐繼會對摩西和十誠也頗感

興趣，並把它們同西方「教主」耶穌的教訓相聯黨。「迦

南以色列族有至人日摩西，生而神翼，學問過人。一 -事

天神始於摩西，時在有商。托盲天神降於西奈山，垂十誠

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禮拜即起於此。距教主之生尚隔一千

數百年，乃洋教之所自出，非即洋教也。...摩西十誠，

雖淺近而尚無怪說。西教著神異之蹟，而其勸人為善，亦

不外摩西太旨。 J 23這樣，作者明確指出耶穌的思想和基督

教信仰乃源自甚至沒有超越摩西的思想和古代以色列人的

20 同上，壘六，頁 170 、 174 ~ 
21 追點也縛到當時轉載士的認間，抽調華門認蝠， (瀛宜直陪〉接畫圖章文化盟軍中的歷

史捕述，即以聖經衰撞的西主古代歷史體單，體而向中國λ表明西古文明的軍建配置﹒

蠱 p"，丸 "ANI間由詛揖Geo"，晒y"， p. 218 0 

且在盤纏舍時代的中國學者眼中，直朝E壘一個克浦神話統論和文化英雄的時代﹒而今

天也有學者強調，直λ自己應該就是大圖和供水神話最可能的創作者。李新偉，(f壘

割的中圖」 考古學種擾和推想) ，曹〈讀書} 2016 年 7 月，頁 76 .今天，山西轟掛

闢寺遺址的考古實輯清楚顯示，不懂有夏，且在「提似」草種期的啊南體師二里頭文化

「廬爐的王權國車HH最韌的中國」誕生之前數百年，已經在中原地區出現丁實力強

大的故權，很大程度上做到了 f商會堯典》提到的「協和高邦J (同上，頁 77) • 

弓|梅lJI(自許窟， (最早的中圖>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9) ，轉到自同上，頁 78 • 
23 徐蘊含， (誠實車時> '卷三，買 90-91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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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敘述古代以色列史時，作者還遁著從亞伯拉罕到

摩西，再到大衛，最後到耶穌基督的發展軌跡，揭示了古

代以色列史與基督教的聯緊。且顯然，倚重人物譜系在歷史

書寫中的作用不僅與《舊約》旦與中國的傳統相吻合。

對於徐繼舍，歐洲時下的強盛乃古代發展的延伸。他

之研以要考察西方文明的發展，是為了回答這個基本問

題古代西方如何從蒙昧狀態下走出來?他從考察中總結

道，西方的發展與中國的發展沒有根本區別。先有像亞伯

拉罕一類聰明的文化英雄把文明的技能教授給自己的百

姓。在他們的成就基礎上湧現出像猶大和巴比倫這樣的古

代國家。這些國家相互競哥哥，就像中國的戰國時代那樣。

其間像猶太教這樣的宗教得以發展，敦促人們向善。最後

出現了羅馬帝國，像中國的秦王朝那樣，開疆擴土，控制

了大片地區，並終將它的文明，連同建立在猶太教基礎上

的基督教，帶到歐洲。 25

徐繼會對《舊約》人物和古代以色列歷史的詮釋表明，

他既揚棄了中國中心論，更無西方中心論，不僅介紹西方

文明，且把它與中華文明結合起來比較分析，旨在全面認

識世界。徐繼會後來經歷了洋務運動初步興起，從概念史

的角度，他的這些詮釋為當時最重要的概念轉變過程，即

從「夷」到「泰西J 再到「洋」的逐步轉變，提供了輿論

的前期支持。一個更能說明這種轉變初步發生在徐繼會本

人身上的例于是，任復興對比研究《瀛寰考略》的多個手

稿發現，徐繼會在松會過目稿中尚且把中國當作世界文明

最早中心，並間接影響到歐洲，即「由迦南風氣之閉，由

於西域。西城由於中國 J 0 26但經認真探討古時名國的興起

到同上，壘六，頁 172-173.
扭扭過略目前.Chm會統e 間內i:m院開 117， 192

扭轉引自任復興， ((瘋童車時〉若干稿本翻探) ，曹任復興霸， (蜻蘊含典東西1i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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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產生過程， {瀛寰志略》初刻把這等措辭一併刪去，

認為虞舜時期，巴比倫「為西土第一國 J '之後埃及、希

臘、猶太、波斯、排尼基、羅馬等相對獨立又相五影響地

發展起來。說明作者已經領悟到，中國木僅在近代而且在

古代，都不是世界文明唯一的中心，因而從根本上否定了

華夷之辨的虛妄。 27

對比與徐繼會同時代的魏源對《舊約〉思想的看車去，

可以看到這種艱難和重要轉變的內在邏輯和意義研在。雖

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但秉持華夷觀的《海圓圓志》

作者魏源對於且時調西域三教，即佛教、天主教和天1ï教，

較重視天主教，並給予負面的評價。他贊同楊光先在《辟

邪論》中對聖經「上帝創世說」的批判，也贊同楊批評李

祖白在《天學傳概》中利用六經附會天主教上帝說的做法，

認為李氏把中國古時的「先帝聖師」當成了邪教的苗裔，

把歷代「聖經賢傳」視為邪教之緒餘。 28魏源自稱， I歷覽

西夷書，惟神理論頗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餘皆委巷所談，

君子勿道J 0 29他比較儒學與天主教後進一步認為，西方宗

教「以事天治人為本J '乃「彼方之儒」。他注意到天主

教講靈魂，也講心性，其十誠大意也歸於「敬天愛人J ' 
但強調人之靈魂心性「皆神之昕為J ' I敬天」和「愛人」

兩者又以敬天為耍，故批評天主教「其育出於儒墨之間。

就昕論之一事言之，不為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

查血>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凹的) .頁 218. <11軍車，書〉刻本之外，男有數種名

指〈萬寶考時〉的積本存世 ;11積有山西宜台縣軍民藏于楠、舞台樟民藏第三稿、輯宜

過目稿制校定書清稿，全稿有北京圖書館藏書謂幢草稿和首都樽曲館藏抄本。

27 同土圖

28 章喝丸. ((嬴軍車時〉輿 f海圓圓直〉比較研究) .輯任祖具繭. (盤纏會與東西1i

文化查血> .頁 162.

29. 魏擻薯，李巨瀾許注.(梅圓圓志師夷之長挂臥制竟> (鄭州中州古繪出版社>1999) • 

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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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J 0 3。在效果上，魏源的這種比

較不僅增強了士大夫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盲目優越感，還因

批評天主教而牽連整個西學，對中國向西立于學習造成很大

障礙，長期木能突破「中體西用」的觀念。到這也正是敏銳

的回本學者，如史學家重野安繹等，會在百年前就對魏源

鼓吹的朱熹華夷觀念給予批判。當代主尚義等也指出 ， r從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J魏源的《海國圖志> '一路

行來中國人的思想並未走出天下觀和宋代《華夷圖》的視

野。雖然利竭賈 (Ma扯間Ricci) 編繪《坤輿萬國全圖》本

可與中國自有的天下觀念想區別，但社會上層多對中國偏

於全圖一隅的畫法不能認同，東J民也不得不將中國改置於

世界中央，故明清之際的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世界概念，並

未能使中國人走出『天下之中』的臆想。 J 32 

由傳統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是一個艱難而

複雜的歷史過程，有複雜的利益和觀念的矛盾衝突。其中

從「華夷」向「中西」話語的轉型，則是這一歷史性跨越

的基本前提。前述徐繼會對《舊約〉人物和思想的認識表

明，在此歷史過程中，徐繼會率先認同了多元的世界和不

同於中國的多元世界文化， <:瀛寰志略〉因而具有獨特地

位和價值。其一是從「華夷」分辨向「主權」認同的轉變，

其二是從天朝諾諾向國家 民族諾諾的轉變，其三是從臣

民諾諾向國民話語的轉變。33這才使徐繼舍不愧於中國近代

化獻蒙，思想家的稱號。

儘管徐繼會承認中國眼下與其他國家同在一個世界，

30 同上，頁 237 • 

31 章喝丸， ({嬴寰志時〉典《海圓圓車〉比較研究) ,J{ 163-164 圖

32 王樹義、張書畫自〈從「值服 J 到「祖証實J 晚清對世昇抱起空間轉載的轉壘) ，輯

虛和平、聶麗萍蝠， {穿越時空曲目光> '耳 67 • 
詞，也喜主先明， (植「尊貴」到 I中西」諾諾的轉變一-(讀賣車時〉輿近代國暐觀盒的

孕育) ，曹盧和平﹒聶矗彈繭， {穿越時空的目光> '頁 37-3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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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競爭以求生存，但是他並未懷疑儒家道統的有效性和

最後勝出。「周、孔之化，無申宜之重諱。彼土聰明特遠

之人，起而首11俗勸善，其用意亦無惡於天下。特欲行其教

於中華，未免木知分量。 J 34因此，一方面，他意識到西方

文明的世俗力量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並不認為西方文

明，包括基督教，對中國形成根本威脅。事實上，徐麗監會

對基督教的可靠性及其驗證提出質疑。他暗示，歐洲的統

治者之昕以傳承摩西在西奈山的故事無非是為了愚民，並

使他們臣服。既然如此，基督教教義便是謊育。他嘲諷逍﹒

「近泰西人稱祥教為公教，稱路得等教為修教。余謂立教

以救世也，J'J諸國因分教之故而殘殺不巴，教主而有知也，

其謂之何 ?J"這種兩重性是徐繼會那個時代所有開明士紳

共有的一個特徵，他兼有開放性和保守性，應兼顧這對於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和局限。

與此同時，傳教士的使命常與中國的既有秩序相衝

突，因為他們意在改變人心;何況他們還滲透到中國人的

日常生活，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這些都易使更多官紳對傳

教土及其信仰產生敵意。例如，即便皆為開明的改良派外

交大臣，曾紀澤認為《舊約} I東唐不經J ' 36而薛福成也
把聖經與中國的《封神演義》和《西遊記〉相提並論，戲

稱即使三尺小畫也能識破其中的虛假故事。37但這種蔑視甚

至敵意沒有妨礙部分官紳提倡對〈舊約》進行更深入的研

究。進士出身的宋育仁不僅細讀〈舊約} ，而且還極力將

其推薦給同僚，並批評那些不願意閱讀和不仔細研究《舊

約〉的人，因為「我朝士夫，不睹其書，以為不足深辯，

34 徐繼含， (祖証實車時) ，疊三，耳目固

"同上，書六，頁 191 • 
36 曾記潭， (出使英浩儕日記) (長沙撤麓害社， 1985) ，頁 8甘﹒

37 薛福成，(出使英IR韋比回國日記 18點1894) (長抄攝麓書社， 1985) ，買 7捏一7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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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陽光先辟邪說，魏mt天主教考，略具硬概。然光先書未

析源流，魏源書未攻要害。今至西園，求得其《舊約〉書， .一

其教根源，悉具是書。 J 38另外， I彼教〈新舊約書:> '推

本生民，稱天立約，育非而似是，法簡而易從，傳教者雖

無煽亂之心，而實有變夏之志。非明辯正距，彼推本於天，

專破名教，害將中於人心，宜詳辯其非， ...... 0 J 39顯然，

宋育仁對《舊約》的興趣在於它與基督教「邪說」的重要

開係，以及它對中國的潛在危害。

在宋育仁看來，最好依據儒家思想來批判《舊約》甚

至牛頓力學的異端性。所以， I不知商人背本爭勝，矯同

立異是其性，然其用心，尤在破中國守先之育，為以彼教

易名教之助。天為無物，地與五星，同為地球，俱由引力

相吸，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

成兩大陰陽，無分貴庸，回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形，

七曜擬於不倫，上袒誣而無理，六經皆虛育，聖人為妄作。

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

下， ......。戶。他特別留意《創世記》里的「謊育J '稱其

所記年代與中國史傳「萬不相合。其盲率東誕無理，

此書之作，在摩西以前，或即摩西且時作，不過欲以其教統

一其族頰，與別族爭強，原不敢望以其教遍地球國士J .41 

被置於國際政治的十誠被徹底拉下神壇，而摩西也成了一

名欺世盜名、心狠手辣、身心勃勃的政客: I察摩西斯行，

實以暴術佐英雄略，虐待異族，夷國類然。彼族起自衰徽，

服役埃及，不堪其虐，摩西既得異術，慨然發債，起自草

招來育仁薯，華品極點，(泰西各國果風記) (星空，攝麓書社 '2016) • ["第四教門 J ' 
頁 100 0

39 同上， r第二學桂J '頁 6' • 
40 同上， r第三惜禮J '頁 86.

41 同上， r第四教門J '買 101-1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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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欲振興其族， ..一而身託於上帝傅命，自耨上帝僕人。

十條之誠約，首禁奉祖別神，未禁婚姻他族， J比其統一部

族之機權，爭雄他族之勝算。畫報耕壟上之流，而知略過

之，借教以固人心，而非以傳教為宗旨。其傳上帝命，必

先育我從若章為奴之埃及領汝出此，即摩西自作之語，以

要給人心。誠條..如此十數條(非指十誠) ，皆其治部

落律例， (宋按:羅馬律例，即本摩西誠條，今西國通行

皆羅馬律) ，絕不似神誠之語。又行分派禮， ... 。此鄭

伯使祖射穎考叔者，伍出雞犬，因以精師之故智，亦五斗

米之宗風也。......摩西使利未族殺祖牛憤者三千人，此徙

木行法之術，且因此以剪除異己耳。 J 42 

儘管《舊約} r誠誕妄不經之書也J ， 43但仍值得一讀

的原因除了它的危害性，還有它對於理解西方宗教起頓和發

展以及倫理道德的重要性。作為仰慕西方富強的改良派外交

大臣，宋育仁像徐繼舍一樣，對西方文明的來源頗感興趣，

且正本清源: r西學之源皆出於其教，摩西之教，本自東來，

尚為淳正，無有詭說。......在英識一上議員，公爵吳留頓，

語及西國吉修身治國以何為主。吳留頓言皆本摩西十訓，其

四訓以治身，其六訓為治圖，一切法度之原本可證。彼國之

言理，皆以教為依歸。 J 44根據宋氏，不僅摩西十誠，還有

世俗的支派法，為西方的宗教及其法律和政府運作打下了基

礎。意即，當摩西傅建十誠、建立祭壇和會幕、將以色列民

分為十二個文派、創設禮儀、並按立亞倫為大祭司的時候，

便奠定了西方宗教和國家形態的基礎。喵

42 同土，買 103-104 0 

43 同土， r第四教r'J '耳 105 0 

44 同上， r單宜告法J '頁 136. 宋民最種不忘提醒，回國瞳府「帳附摩西十訓，且

塗民耳目」同上，頁 136.

45 同上， r第四載門J '買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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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有一個改良派人物的典型想法，便是認為西方

人的許多知識都是源於古代中國，從而為中國借鑑西1ï正

名。 46無論他主西政暗含《周禮》說，還是中西會通觀，他

對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認識都是「西學中盟軍」說。47他相信《舊

約》書卷有東方血統。比如， <:約伯記〉與道德經相近，

而《傳道書〉類似佛教文獻。 48但是宋氏重點關注的是摩西

及其在《出埃及記〉中的事蹟。如果中國對摩西的影響可

被證實，那麼中國是世界文明之源就不言自喻了。「摩西

以前，其族本屬在澡，摩西雖才略過人，仍屬草澤殺掠本

色，而立部曠野，首重葬倫，當必有研從受。 J 49對宋育仁

來講，這個「有所從受」源頭就是中國的「巫教」。在遠

古，黃帝的孩子擷項殺死了南方九黎的部落聯盟首領，舜

又將東方三茵的部落聯盟超出了中國。結果「名教既興，

巫遂微於中邦，而轉盛於西域。其書畫數諱，而其中事物

有與古書印合者，足為教自中士流傳之稿證。J'。為了舉言墅，

宋氏還從《舊約》中羅列了十五處經文，以論證《舊約》

對中國之巫的繼承。宋民寫!êJJ: I摩西時，當商之中棄。

夏敢晚年德荒，亦祟巫術，故夏道尚忠，其失也鬼。墨子

越夏道，而數稱天鬼。殷巫成初作巫，蓋始立巫官以司神

事，與摩西之興相去未久。 J 51對比基督教: I摩西之教本

自東來，尚為淳正，無有詭說。自耶穌之徒叛摩西舊教而

自立， .…。主平戰者轉而言戰，主均利者轉而謀利，助

抑強扶弱者轉而助強并弱，則耶穌之徒入室操戈，路得之

46 詳情車間上， r單三倍檀J '頁 86-87 .其他直直被λ樹的類似且錐壘曲直厚，由間

Charls枷研orld， p. 195 • 
47 噩噩蟬， <東宵仁雄新思想研究) (北京攜山， 2016) ，頁 2由，注 1 • 

48 來有仁， <泰西各國革且記) , r車回教rl J '買 107 0

相同上，頁 110.

50 同上，頁 111 • 
51.同上，頁 110-111. 團的祖咒但是個項﹒個頭和舜正是神幫中距今四千年的宜帝中的兩

位，是中國盤古傳說中的讀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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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假糧借過也。 J '2因為源自中國，摩西宗教本是誠實無欺

的。但經過長期還徒，異教邪說得以激生，而正統思想漸

漸萎縮。蒙昧的西1r蠻族肆意鑫改律法，而耶穌以降，基

督教的法則更是日漸昏罔，以至遠遜於摩西律法。意即西

方的智慧已經枯竭，而西方也沒有比摩西十誠更進步的東

西了。自

這些作為詮釋者的非基督徒文人相信，雖然所有的文

化和文明都按各自的模式半獨立地發展，卻無法脫離跨文

化的影響。雖然他們無一例外認為舊約思想遠遜孔門真

理，卻承認它在西學中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他們儘管堅持

信奉儒學及其自詞的普世意義，但當儒家之外的價值體系

得到重視，他們信奉的儒家道銳的性質和內容已開始發生

即使是細微的變化。到這樣就邁出了通往現代化的重要一

步。《瀛寰志略〉的傳播對清王朝封建制度具有瓦解的作

用，儘管這或許是徐繼會始料未及的;也正是看到這一點，

他才因此而被罷官，"才會被稱為一位中國近代開放改革的

思想敢蒙者。，.

三、戰後理解的新動肉和論爭性

經甲午敗北，中國多數知識分子對時局的看法發生了

轉折性變化。梁敢超用比較的筆法客觀記錄了這一事實。

一八九五年時，他「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

而「信者十一，疑者十九J '到一八九八年春， r中國士

52 同上， r第宜告法J '頁 136.

且同上，亦~H揮主告浩J '頁 13ι137 • 
54. Pau1 A Coh間，‘'Littoral 血d Hin值1阻d 姐 Nme包圍thC間組".Ch血， Tho‘回到甜間，

R.eformcrs", in John K旭g Fairba且(吋)， TheA甜甜即可 Enterp舟e in china and Am甜甜

(Cm前面d軒.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閣， 1974), p. 224 
55. 劉貫主， (樟盛會輸考) ，頁 44'

5. 盧胡平， (樟繼會研究的新權展) ，曹盧胡平、聶圖再繭， {穿越時空的目地 z 賈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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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憂瓜分，懼為奴之言億木絕耳J 0 57為了重新尋找西方

富強的秘訣，追尋近代化思想以間變法圖強，中國的讀書

人更為關注研謂的「新學」內容。在這種背景下，不僅舊

約歷史，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和當代猶太人的歷史，也

被介紹給時人。結果是，非基督徒文人對《舊約》歷史的

理解有了新動向。同時，由於某些非基督徒文人對《舊約》

的援引，更多地是出於對猶太歷史的評論和借鑑，與基督

教《舊約》關係也就不盡相同，因而〈舊約》的性質和意

義在戰後的中國讀者中也開始發生改變。他們對於當時世

界猶太人命運的討論看似與《舊約》無闕，但在分析猶太

人的離散和悲慘境遇時往往將原因直接追溯至《舊約》涉

及的第一和第二聖殿被毀時期猶太人遭遇的民族危亡。如

果沒有這種古今歷史的因果聯繁，猶太人作為鏡鑑的「他

者」的重大現實意羲顯然會大打折扣。

「新學J 一詞實與「西學」同義;最終，希冀新局面

的中國文人更喜用前者。他們開始感到沒有必要區別中

西，因為知識是一種沒有地理界線的普世遺產。有了對多

元世界和文化的進一步認穢，他們當中越來越多人將中國

納入新世界並視之為其中的一部分。此外，隨著對達爾文

進化論的引介和認受 ， I新」更與適者生存聯緊起來。到專

治中國近現代史的英國學者←立德 (Da討d E. Pollard) 就曾

寫道: I現代中國早期翻譯的外國文學比本國文學更具敢

迫，在培養新思維、開創新標準、樹立新目標和構建新模

式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J 5. 

57 果敢趣， (演說揮國會開會大章) ，載蘭伯贊等鋪， (戊戌變浩(四) > '頁 141 0 

58. xiong Y\le2且'"Degre<濁。fP"區liarity with the West in Late Qi耳 S呵呵"， in David E. PoUard 

(0<1.). 1> 
184弘叫，19_到118 (恤Am血s岫d咀R岫hila血掉恤 JohnB祖呵J缸mn'旭s Pub祖E幽且唔g Cru呻血y弘. 1998), p. 35 

59. David E. Pollard，‘q甜甜四世阻弋 in Pollard (ed且， Translaoo1l and cr，血0011，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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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詞也象徵著潮流的轉變;也意昧著新的興趣、

新的理解13式和新的價值。這同樣反映在甲牛戰爭後的漢

語《舊約》詮釋中。一九O三年，陳覺民將紀好掰 (Rosswell

Hobart Graves) 關於猶太地理的著作譯述成中文，即《猶

太地理擇要> '後來被收鋪在《西史通志》中。譯述採納

了新材料、新風格和新視角，他因而解釋道: r海外各史，

修之者不必皆史才，譯之者不必遵史例。獨其得失治亂，

昭然無所逃於目。古之哲，後借歷代史以自鏡，今旦借鏡

於萬圓，故不符因其才之劣，例之雄，而檳焉勿採也。」曲

顯然，陳氏的目的不是為了呈獻一部墨守成規的譯作，因

而在翻譯過程中不加拘束地添加了原著本沒有的東西。

甲午戰敗給漢語《舊約》詮釋帶來的一個新動向，就

是對猶太苦難史的重視和對它的多種解釋。在甲午戰爭之

前，猶太苦難史就已開始介紹給中國讀者。徐繼會曾描述

第一、三聖殿時期耶路撒冷的毀滅、猶太國誠亡和猶太圓

百姓流離失所。“岡本監輔 (Okamoto K祖suke) 也曾向讀

者講述第二聖殿時期羅馬人毀滅耶路撒冷、驅逐猶太人，

並開放猶太大流散時代的歷史。但傳教士創辦的期刊報紙，

如《教會新聞》和《萬國公報> '甚至還把當代的猶太人

介紹給中國讀者。由不同於徐繼舍和岡本監輔一類的寫史，

這些新聞報道往往會提醒，猶太人之所以沒有國家，流散

至今，乃源於過去的歷史事件。如這樣的描述: r猶太國

6。但好粥攘，醋'"民述， (史學) , (猶太地理擇要〉二冊 a 且韋宗草鞋、壘志清錯， (西

直遁車) (上轉主盛堂， [9阻) ，書 117 '頁 37 • 

61 聾蘊含， (鐘實在瞎) ，巷三，頁 89-90 ;聲六，頁 169 、 171-172 0 

62 岡本監輛， (巴勒斯坦記) ，壘四，亞蚵亞皇軍四， (萬國史記) (Jt,g (萬國擱置品
個錄)) (上揖 申報僧， 1879) ，買 8. 、站、 15b﹒讀書在-A七八年由作者首故譚

成中文 a 並掛一八九五年和一九0三年重印﹒

的對國際事審費生興趣也見諸}八九四年聾曹展迅猛的雄誌和報刊。倒如， (萬國企報〉

的聲行植一八八九年的一千甜曹展到→λ九八年的三萬八千四百甜，繼而曹展到一九

。三年的五萬四于借﹒蠱 Pollard， "Intro曲且恤l"，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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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千年前與羅馬國戰敗，國人出奔，散居各國。近時，

猶太國人之居於日耳曼而富厚者，思捐金使猶太人皆歸故

圓。 J 64對於那些只能通過《舊約》或依據《舊約〉編寫的

材料來了解猶太人的中國讀者而言，新聞報道讓他們懂

得，猶太人不只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古老民族，而且仍

真實地生活在當今世界上。由既然猶太人的現狀和他們的過

去有關係，那麼記載了猶太人古史的《舊約〉對於中國文

人而言就不再顯得像曾紀澤所說的那麼 1)在唐不經」。

然而，甲午戰爭之前，關於猶太人亡國流散的文字在

中國讀者中沒能激起多少反應。那時，有關外部世界的討

論主要是為了讓太清帝國的臣于獲取「蠻夷」的信息。正

如上述徐繼舍利宋育仁所示，那時的中國知識精英對儒家

傳統和大清帝國充滿了信心和樂觀情緒。他們似乎對猶大

這樣的小國寡民及其厄運興趣不大。中國文人這種普遍的

自得心態直至戰後才有所改變。他們開始清醒，中國須與

其他國家競爭以求生存，如果不實施改良後果將不堪設

想，因亡國而流離失研的民族在當時便徒然備受關注。“在

這些民族中，道滅亡的猶大國常被單列出來;有關猶太大

流散的文字不時見諸報端，它們乃譯自西方材料但常夾雜

著中國編者的評論。的毫無疑問，猶太民族為中國人提供了

一面絕佳的鏡鑑。與中國歷史文獻類似， {舊約》一方面

為當代的猶太人的集體記憶和認同奠定了基礎，另一立于面

則為後世的讀者提供了有蠱的教訓。

64 仕者， (猶太國λ凰歸國) , (歡會新報》垂固 (1872 年 3 月 30~) ，頁 149b'

6S 且帥• Chinese Perceptions 01伽 "Jews" and Judaism, p. 21 
66 闢掛當博對萱壓迫民攘的闢往租新聞媒體在個中的作用，塵世祖eEb缸，而f個戶，明Afar，

Mo<曲." Chinese Writers on Oppressed p~由'J'les 副d Their Li個叫ure(A血Arl>or. τ1世S

U且:versity ofMi曲i.血.1980)，即 3-5 0 

67 倒于壘怯者， (蝕λ軍區猶太λ) ，輯f輛新報)9J期 (1899 年 6 月 28 日) ，頁 10b-lla ﹒

就散中猶太λ的血就也引起了新的興趣，倒于蠱候車， (猶太名士傅峙) ，載。卡畫報E
H期(出版日期不詳) ，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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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評論將猶太人的古史和當代處境理解為種族問題

導致的結果。單土屋從種族的角度寫到，反猶主義不是宗

教的而是種族的仇恨。 68唐才常也將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

林之間的街突視為「種禍J '以致「今土耳其之屢釁於英

俄諸國，非獨其政教衰敝也，亦猶太之種禍之積數千年於

茲矣」。的另一些評論則將種族問題和民族問題參合在一

起， I種族」和「民族」相互替換。周維翰根據〈創世記〉

推論，認為東方不同民族源自該隱後代的遷入，而西方不

同民族則在巴別塔事件之後。叩章太炎一方面強調國土對於

一個種群的重要性，並以古代以色列人的例子加以說明;但

同時他也相信《出埃及記〉實際上是在宣揚民族主義。 72種

族和民族的角度還導致對《舊約》人物的新理解和形象塑

造。《西史通志〉有一篇詳盡的專文介紹《舊約》人物摩

西。作者從米開朗基羅雕刻的摩西像入手，稱「此摩西也，

猶太古聖人也J ;又稱「摩西既為立教之大師，又為立國

之聖主J ;而對於本族，摩西「及見希伯來同種人備受埃

及之暴虐，不悍危險，躬率二兆餘眾，同出埃境，此皆非

大豪傑之舉動乎J !綜述之，作者深入指出: I其定律也，

若不見佳或流弊從之而起，試問泰西諸國何以皆祖之，而

自定其律乎?泰西之口評摩西者，皆目為謙謙君子，又稱

之為有值之偉人，為耐受勞苦之奇士。. 一然摩西初受帝

命，以救同族，尚不顧歸作導師，故以屬其兄雅倫。及抵

西乃山， ......甚廠以色列民之悉與神通也。摩西之立新朝

68 單士塵， (摩西誼流行中國記) ，軍〈歸潛記} (長沙湖南λ風， '981) ，頁 204 • 
69 唐才常， (1、亞個亞種類考) ，單單桂企霸， <新學大聾書) (上海積山青記書店，

1903) ，卷五十，頁 l1a-b • 
70 周維翰， <西史鋼目} (上揖經世主扯， 1阻竿. 1901 年在上揖初故印刷) ，春三，

頁 35a-b 。
71.章大吏， (社會遇聾商且) ，軍《民報〉第 12號 (1907) ，頁 8 • 

72 章主費， (駁神費盡敢說) ，載《民報〉第 21 號 (1908) ，買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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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創為傳貴之例。故有子不得立，而以君權交他支派中

實者約書亞。一 .四十年之久，怨聲作於四野，苦趣萃於

一身。遙知以色列民行抵迦南必可豐亨豫大，己則一無所

典，然亦一無所悔。......若論摩西率眾出奔之事，更有難

之又難者。 一乃如之人，欲練之以作至精之兵，導之以

為自主之民，教之以成有道之士，不誠難若升天哉? !然

摩西仍不口其逆命之愚也，自守乎恆心、忍心，仍冀率同

族以入福地。 J 73在這樣的介紹中，摩西幾乎具備一個作者

認為時下民族領袖該有的所有晶質和能力。與聖經作者筆

下的摩西相比，這一新形象更為多層。

種族和民族問題在戰後的時局襄也必然成為表達愛國

主義的理想工具。如果《西史通志》關於摩西的描述間接

傅建了候名作者的愛國情操，即中國面臨民族危亡時急需

的是集古今中外幾乎昕有領袖晶格和才能於一身的，而非

限於儒家傳統或《舊約〉傳統中的領袖，那麼其他文人則

可能態度鮮明地將他們的愛國情懷寄予種族和民族問題的

討論中。單士崖敦促自己的同胞思考猶太民族的苦難，否

則百年後或有同樣下場。"汪精衛呼籲「我民族求諸〔同fr.)

公例J .並根據這些「公例」尋求「我民族於同化公例上

之位置」。而其中一條「公例J .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事

件所示，就是一個被征服的種群在時機成熟的時俊，可以

藉著種族獨立和繁榮實現振興。 75

鼓吹尊儒家思想為國敦的康有為則不僅通過猶太族存

73 扭者. (λ輛車一道學車摩西) .且 f西史通車) ，看 118 '頁 1-2 G 引主空缺甫

宇乃根撮原書﹒「λ輛車一J :St:轟「道學軍」、「哲學畢」和「格致車」三穎，而啡單

一位的道學車便是摩西圖在撞些討論中， r希伯陳λJ 和「以色列人J 二詞都可能用世

措稱古代猶太λ ，但只有種者用1i!:措都現代猶太人圖

74 單士廬， (摩西數雖行中國記) ，頁 211 ﹒

呵，在精惜， (民攘的圖民) , (國報》創刊載 (1905) ，頁 4' 他在本文中定著 I告倒

者，演蟬歸齣以種原理，立之標擊，以告往個陣者也﹒聶蠱雄，實，必由其軌者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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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問題的討論表達愛國之惰，更是將清王朝的覆滅同歷史

上的猶大國覆滅相連，始終傳遞自己對於儒家傳統的不死

信念。在清王朝覆誠以先，他原本按照自己為中國繪製的

烏托邦藍圖解釋《舊約》必然是負面的，因為《舊約〉思

想對儒家思想構成威脅。提到《舊約》和摩西時，他寫道，

中國局勢動盪、山洞破碎，聖經趁虛而入，此時除了儒教

之外，別無他法加以抵制。 76此時的康有為並不覺得摩西和

猶大國有何特別之處。他寫道，十誠等同佛家的戒規，而

猶太乃至希臘文明則與中國的賣學相類，於性、理和「國

之大政」無益。 77然而在辛亥革命後，康有為對於猶太古史

的關注點和態度發生根本轉變。作為頑固的保皇派，一九

一三年二月康有為發表了〈耶路撒冷日午男婦哭城感賦百

一韻> '寄託對清王朝覆滅的哀思。 78痛定思痛的他聯繫到

猶太人亡國歷史時指出， I夫猶太之禮俗教化不亡，雖芒

其士地，而猶太之魂未亡也J 0 79袁世凱復辟前後，他甚至

寫道 : I吾同胞乎!若憂中國而放之在今日矣! ......猶太三

字，是尤不亡也。應之曰:猶太亡而不亡。以有今日，篤守

舊教之功也。一一其在本土，每日正午，國之正人集而哭於

大闢昕羅門之城壁。鞭策若是其嚴，宜其至今存也。 J 80既

然康有為企圖通過將儒家立為國家宗教的途徑來救亡，那

磨他這樣討論《舊約》和猶太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顯

76 康有品， (致朱響生書) ，→八九一年初說聲瓏，輯聶貴麟繭，(萬木草堂遺精外攝(下) ) 

(台北屆主 .1978) .買 808 0

77 康有矗， (聾廳岳孺學廉) ，一八九七年初故曹囊，載蔣貴麟騙自《萬木草堂遺精外鍋

(下) ) ，頁 831-834.

78 屬有蝠， (耶路撒冷日午男揖畏城感i.llìt-百一讀) , (木耳聾誌》月'1'1副刊韓(1913 年 2

Jl 20 日) ，頁 9-11 0 該離誌第 2號 (1913 年 3 月 22 肌肉有 I耶路撤時λ日午央研
極門城拓.1 插圖﹒

79 庫有誨， (槍!教跨歐畫之道) (原福無標題) ，創作年代不明，載轉賣麟繭， (萬木草

堂撞請外鋪(上)) (台北成土， 1978) ，頁 347 0

帥，康有蝠 ， (間中國λ固) ，一九→宜年初Jj(.曹衰，主故聶貴麟攝， (萬木草堂1遺補) (台

北成文， 1978) ，頁 103-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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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看到了猶太人的宗教信仰有助解釋宗教對於民族生存和

復興的貢獻，並可作為中國尊崇儒教的榜樣。

另一位從種族和民族主義的角度理解《舊約》思想和

人物，並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的人物是梁敢超。 81早在流亡

H本時期 (1898-1912) ，梁敢超就最為關心中國人在民族

和政治上的團結。此時他筆下的猶太人正是這方面可資鏡

鑑的「他者J :一方面，由於具有強烈的宗教意識，即使

長期流散，也保持著民族完整;另一方面，同樣由於偏執

的宗教熱忱，加上缺乏政治上的團結，使他們在流散中遭

受異族的壓迫。在塑造摩西形象時，梁敢超依據西方價值

觀念，將自己認為一個民族國家在國際競哥哥中得以生存研

必備的晶質揉入這一角色。對摩西的這種再詮釋，以及對

「偉人」、「英雄」和「聖人」等詞語的同羲使用，不僅

體現梁敢超渴望在歷史的過渡時期，能出現領導中國國民

脫離危難，步入新世界的領袖，而且體現他對「新民」的

理解和召喚。這些違反映了梁敢超的決定論和唯意志翰的

思想:一方面，在世界國族中，中國人必須遵循進化的自

然怯則，另一方面，他們仍可追過自身的努力擺脫民族危

難。這樣，梁敢超便將聖人的角色從中國文化傳統的先知

先覺轉化為了達爾文式民族主義的英雄。

關於近代民族主義，古奇 (George Peabody Gooch) 稱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指一種心態，即一個人

以民族作為最高效忠對象的心理狀況，它包含著本民族優

越於其他民族的信仰」。血戰前大多數非基督徒文人，由於

81 詳細討論請壘筆者可聞單間d Old T，臨且目t "由自間ssed by Lianεq啦。但且g

由1 曲，間， 1盯3-1929)" -:*:﹒此毆作.. 果敢超遣一時調醫且〈舊的〉和猶太λ題材的

文字的蟬錯，主要基1*.此文的頁 145-159 • 

82. G.P 古奇， {民接主義> (紐約， 1阻0 年版) ，頁 s ，轉引自李宏圖， (西歐近代民

接主義E潮研究> (單單師範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1993 年 5 月柚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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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觀念，有關《舊約》思想和人物

的評論都或多或少彌漫著狹隘愛國主羲和狹隘民族主羲的

氣息;而在戰後，雖然在有關猶太人古史和現狀的討論中，

雖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更為清晰可辨，但華夷觀念已基

本褪去，取而代之的多是進化論的影響。如此一來，相比

戰前宋育仁等人較為片面地闡述列強侵略加深造成的危

害，康梁等戰後的文人對時局的感受和認識更為深刻，並

尖銳提出了亡國問題。

如果說晚清非基督徒文人，無論其意識形態和政治立

場，都一致具有滿腔愛國和救亡的情懷，並常常不約而同

地從種族和民族主義角度展開對猶太人的討論;那麼在君

主制度和民權問題上，他們的矛盾和街突便立刻顯現出

來，在理解《舊約》和猶太人方面也不例外地呈現分野和

辯論。身兼學者和改良派的梁敢超主張中國在利用儒家教

義時應有別於極端保守派，向西人學習成功經驗，而《舊

約》正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資源。戊戌變法之前，梁屆生超

在長沙時務學堂曾論及摩西。那些討論是在其君主立憲和

宣擴民權的改良思想框架下展闋的，從而遭到當地保守勢

力的猛烈攻擊，特別是葉德輝( 1864-1927) 。即便是早先

支持梁敢超的張之洞( 1837-1909) 此時也決定制止梁氏，

並致電主管報紙的湖南學政徐仁鑄 (1868-1900) : I近 H

由長沙寄來《湘學報》兩次，其中奇怪議論較去年更甚。

或推尊摩西，或主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此間土林見者，

素有煩言。以後實不敢代為傳播。 J 83張之洞解釋說，西方

的民權說指的是民眾可以通過議會表達他們的想法，而不

是應當享有政治權力，更不應該將其理解為倡導人人享有

肘。光緒二十四年間三月二十一日張致偉函，曹玉樹輯錯， <張文轟企(主洞)全靠> (電

贖) (台北文海， 1970) ，買 21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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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權力。根據〈舊約:> '上帝賦予人靈魂，好讓他們

具有自由意志。如果以此認為人人享有自主的權力就大錯

特錯了。 84如此看來，張之洞並非反對《舊約〉觀念，真正

讓他不安的是梁敢超扭曲《舊約》觀念以鼓吹那些改良派

的「奇怪議論」

基督教文獻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廣泛傳播激起了鄉紳

對於基督教的仇棍。如在一人八0年代末期，漢口聖教書

局(也e Central China Religious Tr臨t Socie俐在湖南省散發

了許多基督教文字，但外來傳教士先前在這一地區尚未立

足。 8S結果，到了一八九0年代初期便出現了一次反基督教

浪潮。但這並沒有阻礙思想交流，例如上述極端保守的儒

家學者葉德輝也閱讀了有關外部世界的書籍，其中包括魏

草草和宋育仁的著作。葉選仔細閱讀了《舊約:> ， 86並評論說.

「泰西之教，魏源《海國國志》考之未詳，又不見其《舊

約》書，亦為未備。近人宋育仁《采風記〉合《舊約:> <:新

約》三書辟之，可謂有功名教矣。...天主立教本於摩西。

摩西十誠，尚木悸於大道。天主離其宗而益之以虛幻。《舊

約》書中所載無稽之言，不一而足。自來中國之士攻彼教

者，失之誣;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調西人無倫理者，淺

備也;謂西教勝孔教者，謬種也。 J 87葉德輝的推理是 「董

聖人之教，先之以人倫，而以神道輔其不及;耶穌之教，

先悔之以鬼神，而又專主一祖，抑倫理於後。其間7x第淺

制張之洞， (勸學肅) (或昌 甫翻看聲說 .1898) .卷二，買 13-14 、 22-23 0 

的 Danie1 H. Bays, ''Christian Tracts: 11æ Two Fri回心，"， in S咀:anne Wi1s咽 Bamett & John 

K姐g Fairb阻k (“18.). 由而抽""秒 m 由ina: Early pro帥似嗯1M間ionary Wri紡ψ

(C血祖先阱i， MA: Har祖.rd Univc甜可h閥)， p.21

86 華德揮甚至詮盡到中文《舊的〉的不開脫本﹒他認誨，之昕以出現不同的譚本自是因轟

傳教士傳教目標，軒t所鞏固壘葉穗暉， <葉燒掉(德蟬)直部明教) ，載《翼教輩瀰〉

{台北文暉， 1971) ，頁 l曲 ;-Nν 、年Ji<tI>初版，一八九九年上禪重印。
87. 同上，頁 163 、 166-167 0 關世軍育仁對魏囂的顯個批判，喜宋宵仁， (華西各國1*風

記) , r第四教門J '買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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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球閑適之時自有定論。」祖

顯然與「推尊摩西」和提倡「民權」的梁敢超相反。 89

葉德輝相信，儒家思想戰勝基督教的唯一保障是一個強有

力的君權，而非西式的民主體系。他認為，佛典和《舊約》

都蘊含著「平等說J • 9。如果木讀《舊約〉和《新約:> '就

不能很好地理解康有為和梁獻超的d思想意圖。而且他還認

為，儘管儒家和摩西十誠都宣聲音敬天、孝順父母和博愛，

強調君權是儒家獨有的特徵，而這種強調在西方宗教的基

礎即摩西十誠中是沒有的。 91因此，葉德輝警告，如果按照

康有為和梁斂起的方式宣講儒家教義，那麼孔子會變成又

一個摩西。但「今日學術潰裂甚矣。戰國之世，息在楊墨，

孟子辟之。人代以降，息在佛老，韓子朱子辟之。今日之

世，息在摩西，無人辟之，且從而是之。以至異說橫流， ..... . 

廉恥道亡。」咀

同樣出於維護君權，周維翰儘管他在撰寫古代以色列

歷史的時候查閱了許多參考書，對一些《舊約》思想和人

物卻毫不吝惜自己的反感。個在他筆下，一方面，神遭到蔑

視，神人關係得以淡化。他質疑耶和華的萬能:即使在出

埃及事件中，耶和華也沒能充分拯數以色列人，因為他們

流浪了四十年，六十萬人死去，比在埃及的處境更糟;何

祖輩德暉， (車賣部與甫學會直鹿門孝廳.) ，載 f翼轅聶緝> '看六，頁 418 " 

89 聾德暉， (湘當學的) ，輯 f囂數量蠣> '壘宜，頁 367-376 " 
90 華德暉， (車直都〈最典學記〉駁議) ，曹〈翼載暈攝> '壘凹，買 60 .康有蝠， {握

真學記} I廣州 丈閣 '1896) "康有3õ在此書中討論了研究責輯、韓身和平等說﹒果

敢超在長沙講學期間將此看，定位必讀書目圖

91 車總暉， (車直都與申惜士觀串串聲) ，載〈翼教書攝) ，堪六，頁 441_' 華祖揮越

蝠，孔于也敬天，儘管它並非指天主﹒
血泊羅餌λ(草種蟬單車) , (泊羅蟬λ學的制單) ，尊貴《單草叢搧)，壘間，頁 333-339 " 

93 葉縛揮自〈葉車輛與戴宜翹幢官看) ，載〈單單單攝) ，堪六，買 431 圖

94 他們包括盤纏舍， (鑑盧志，書) ;現源， (禪圓圓車) ;單土擅自 f歸轉租) ;岡本

監輔， (萬國史記) ;新舊的聖經，戚廉臣 IAl扭曲ðerWilliamson) , <二的釋讀) ; 
往事， (萬國迺鑑> ;故店， (萬國週史) ;怯店， (猶竟也古) ;使者， (猶太列主

傅:} ;候晶， (以色列列王傳) ;周籬翰， (西直調日) ，蠱考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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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以色列民中，耶和華既未能杜絕拜偶像的行徑，也未能

將研有以色列人吸引過來，大部分人實際上並不信靠耶和

華，從而表明耶和華的德行在靈魂深處不足以打動人們。.5另

一方面，君主的重要性被突顯，民眾的則被消耳。關於南

國猶大滅亡的責任，周維翰寫道: I國之興衰，乃天地自

然之理。苟求其故，則君與相實屍之，於民無與也。

猶太當西底家之時，積弱巴甚。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撤，

英武蓋世，戰無不勝。暖暖乎有混一小亞洲之勢，豈西底

家之所能敵?一 -是猶太之亡，西底家一人，實執其咎，

於國人何尤焉?乃猶太諸先知，輒歸罪於過國之人崇偶像

不崇耶和華之罪，未免婦人小兒之見，欺猶太人可也 ，J'J

欲以之欺主洲，抑亦陋矣。」喵

相關討論當然還可從許多其他角度和主題展開深入分

析。例如，無論戰前還是戰後，非基督徒文人對《舊約》

任務和思想的討論都隱含對歷史變易，以及改良和變法的

關注。宋育仁同康梁都繼承了歷史上的變易觀，在用「托

古改制」方法鼓吹變法的同時，常用西學中源說介紹西學

中的《舊約》與猶太歷史。區別在於，宋育仁利用儒家傳

統的變易觀呼籲變法。古代的變易觀是一種歷史循環論，

宋育仁同魏源等一樣，雖繼承了歷史上的變易觀，但帶有

了近代的內油和特徵。木僅在儒典尋找可聞發的「微言大

義J '且借西芳的先進性尋找變法的依據，把自身的變化

納入世界的發展變化中。而在戰後的戊戌時期，康有為等

更進一步將西方進化論引入到變法領域，以其為指導，要

求變革君主專制，經過君主立憲，邁向民主共和與人類大

同的理想。 .7

的周維翰， (西直鋼目> '書五，頁 21b-22a 0 

.6 同上，聲八，頁 2'. ﹒

.7 黃宗凱等， (罪宵仁思想評傳> '買 27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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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錯話

從對甲午之戰前後非基督徒文人漢語《舊約》詮釋的

比較分析可知，儘管西學中源和華夷說在晚清思想界認知

中西文化關係中佔據主流， 98但戰後思想界的關切已然從那

些傳統的觀念和話語開始發生偏移。甲午戰爭以前，儘管

漢語《舊約》詮釋較為單一，但在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

詮釋基礎上，中國非基督徒關於《舊約》的文字進一步喚

醒中國讀者對世界多元性和差異性的認識。而對差異性的

感知和思考正是告別中世紀擁抱現代性必不可少的。非基

督徒文人對《舊約〉素材的興趣漸增的時候，保持或調整

自身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壓力也隨之增太，儒學也因此在他

們那里獲得新的重要性，並在他們詮釋《舊約》觀念和人

物時，成為操守的底線。他們關於西方的寫作，即使是批

判性的，也使讀者逐漸習慣新事物的新，從而使他們在擺

脫傳統模式建立新模式方面產生影響，最終帶動中國社會

思潮的鬆動和改變。一八九0年代以前的改良派是第一代

開敢向民族主義過渡的現代中國人，他們有關《舊約〉觀

念和人物的文字因而別具意義。

甲午戰事之後，晚清非基督徒文人對於《舊約》和猶

太人的理解在民族危機的刺激和新學思潮的街擊下呈現出

角度、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的多元、辯論和分化特徵。從

極端保守派到激進的革命派，詮釋者的身份和立場更為復

雜，來自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他們的詮釋活動表現了新話

題、關懷和理想，部分地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民族文化在中

西文化交流擴大背景下的迷茫、探索、過渡和轉型。此時

的漢語《舊約》詮釋經歷著一條宗教外的本土化道路。保

守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對於〈舊約》人物和思想的興

98 董磕睡， (東宵仁維新且詛研究> '買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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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和論爭在漢語《舊約》挂釋史上的意義在於. <:舊約》

及其素材終於得到教外讀者的廣泛關注。甚至在儒家思想

根深蒂固的地區也能有關於《舊約》的討論具有特殊的意

義，因為它們顯示《舊約》的思想和人物在更廣大的地區

和更多的鄉紳群體中產生的影響。

關鍵詢:晚清 非基督徒文人 《舊約》 猶太人

作者電部地址: ca吋i個25@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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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個nsfer and change 企om 也e

趾st 扭曲e second period of Biblical exegesis (也e 01d 

Tes個ment in P虹tic叫缸) in the Chinese con個xt. In也e first 

period，企om 也e arrival of Robert Morrison in China to the eve 

of 也.e 1894 Sino-Jap血ese War, Biblical exegesis among 

Chinese readers w晶 in its initial s旭，ge. The material produced 

W甜 mono-basic. However, China's loss in 也e Sino-J apanese 

w缸 brought about new 扭扭rests and poly-basic approaches 

More non-Cbristi扭扭扭llectuals， 旭clu也峙。他。dox，

∞ns叮vatives as well as reformists and revolu位onanes were 

stimulated by 也e 01d Testament and the Jews. Their active 

engageme帥， with fierce argu血間站， featured the second period 

of Biblical exegesis, and then paved 也e way to the third 

period, which cove扭曲e time period when the Union V甘'Sion

ofthe Bible appeared to 也e Communist era s個rt垣g in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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