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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1

一一神學論題引介

梁慧 曾慶豹

主題策劃

二0一九年，恰逢《道風》復刊二十五周歲的銀禧之

年。值此意義深遠的時刻，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大

力支持下，本期推出以「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為論

題的專輯，邀請海內外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共同梳理近

代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的誕生與發展，以及如何在

二十世紀初葉經由日本、歐美傳入中國，並在「非基督教

運動」 、 「五卅運動」等政拾風潮的衝擊下，被民國重要

神學家接受並形成中國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表述，倡

導走向一種改造社會的「革命的基督教」 。這種具有中國

基督教激進話語彤式的思想路線，其影響延續至今，仍然

彰顯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由於歷史政、治和認識偏差等諸種原因，以往對於民國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檢視及其代表性人物的研究還較為

缺乏，對其在中國基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還沒有引起

充分的重視與恰切的評價。本選題不僅可以彌補漢語學術

1. 本選題的推出源於兩次學術活動，一是曾慶豹教授應邀於二0一六年十月在漸u大學

作了「民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人物研究」系列講座，三是梁慧教授應邀於三0一七年

六月在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作了「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研究J專題講

座。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聖經文本在華的接受史研究J (項目號
的YJA730001)的階段，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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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上述方面的欠缺，也將為大陸語境下基督教與社會主

義的對話與協作、基督教中國化的未來發展提供文獻上的

重要依據和思想史的深刻敢迪。

一、概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誕生與傅入

一人四人年，同在英國，發生了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一是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吉》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Mani可èsto 01 the 

Communist Par抄) ， 2於該年二月在倫敦出版，成為馬克思

主義誕生的重要標誌。二是同年四月十日英國憲章運動失

敗，莫旦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 、金

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和拉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 1821-1911)認識到社會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力量，

在其全面覆蓋社會之前應被基督教化，基督教社會主義運

動(C出stian Socialist movement)由此肇端。3

2. 又譯為《共產主義宣言) (The Communist Man你，to)，是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
同盟起草的綱領，全文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號召無產者聯合起
來發動革命，以推翻資本主義並最終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它不僅是無產階級政黨(通
常為共產黨)最基本的政治綱領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文獻之一。

3. 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式誕生，一般追溯至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英國黨章運動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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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st demonstration)之際，聖公會廣派教會牧師金斯利、聖公會神學家和牧師莫里
斯、英國印裔大律師拉德洛當天在倫敦 會面，籌劃一場可以引導社會主義的積極運
動。金斯利撰寫了一張公告，向工人階級通告他們團體的意圖，四月十三日該佈告在
倫敦張貼。同一天，三人與其他友人見面，創辦一份題為〈人民的政治>(Politics for the 
People)的週刊。他們指出，無論如何命名這場運動，它都不是「社會主義者」或「基
督教社會主義運動J以往所公認 的涵義。一八五0年十一月三日至一八五一年六月三十
五日之間，他們接看出版了期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Christian Socialist) ，提倡一
種基督教視角的社會主義社會觀。一八五0年至一八五一年期間，該團體也以〈基督教
社會主義短論集> (Tracts on 帥的tian Socialism)為標題 ，發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小冊，
作為同時向工人階級和聖公會牧師發佈的宣育。莫里斯寫道: í我堅信基督教是社會主
義的唯一基石，並且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合理的基督教之必然結果。」他認為社
會不僅僅是由個體構成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團結和合作原則基礎上的一
個有機整體。上述刊物和小叢書正式使用了「基督教社會主義J的名稱，標誌這一思潮
運動的確立。參見Peter All間，“C世istian Socialism and也e Broad Ch間h Circle"， The 
Dalhousie Revi，酬I 49.1 (1969)， pp. 58晶; Andrzej D姐iejko，“Christian Socia1ism旭



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是何種關係?它的誕生對於基督

教神學產生怎樣的影響?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對兩者的調

和、融合抑或折中?當筆者在梳理本論題的神學脈絡時，

驚訝地發現這兩個重大事件在歷史時空之同時同地誕生，

而更令人欽佩的是，早在上世紀三0年代，一位在中國基

督教思想史上具有深刻洞察力與原創性，但卻長期被忽略

的民國神學家，就已注意到這一歷史「巧合」 。一九三四

年，沈闢莊一一這位擔任過「中華基督教文社」代總幹事

兼《文社月刊》主編的基督徒知識分子一_4在其《社會主

義新史》一書的〈自序〉提到: I一人四八年這一年，在

社會主義歷史中有兩件重要的事:一方面是馬克思科學社

會主義的l掘起，另一方面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成立。

前者與基督教脫離了關僚，有時甚至與基督教處於敵對地

位，歷史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後者因為要直接應付前者而

起，而其適足以使前者知道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本不是兩件

不同的事，這是無可疑義的。所以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非

同時研究基督教不可;這和研究基督教的人，非同時研究

社會主義不可一樣。批評基督教為反社會，反革命的人，

讀了本書，或者可以知所反矣!這是我所希望的。J 5 

沈闢莊的上述表述，不僅極其敏銳地把握到這兩個思

想歷史事件之間的隱秘關聯，而且直接提及一個重要的命

題，即如蔡元培為該書作序所指出的， I今讀沈闢莊先生

之社會主義新史，乃詳人所略，側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

關係J 0 6可以說，如何審視和看待這兩者的關聯及其相處

Victorian Eng1血d" (http://www.victorianweb.orglhistorylsocialismlchris垣扭曲目alism.h虹凶，

訕地問sed on 12 June 2019)。

4. 有關沈闢莊的生平事蹟和著述，可參見曾慶豹， (思想過激者的遭遇一一沈闢莊其人及

其思想> '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6年第3期，頁的-71。
5. 沈闢莊編著， <社會主義新史>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 ， (自序> '頁2-3。
6. 蔡元培， (蔡序> '載沈闢莊編薯， <社會主義新史>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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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成為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各自誕生之

初便要回應的論題。沈國司莊對一人四八年這兩大事件的揭

示，也為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唐曉峰研

究員所細緻觀察到。7作為大陸中國基督教史及現狀研究的

青壯一代之領軍學者，他為本專題撰寫的〈民國時期基督

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敢示〉一文，既是關於基督教

社會主義思潮在華的傳播與接受史的概述性專題文章，也

是對以上論題在當代中國改治與社會處境中如何延展的深

入思考。

在該文中，唐曉峰研究員論述了廣義與狹義的「基督

教社會主義」之範疇，追溯了其思潮的歷史緣起、發展階

殷與觀念體系，指出「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地對『基督教

社會主義』的理解在民國時期均傳入中國，影響到本土基

督徒們的理論思考與現實實踐J 0 8與之相對應的是，他將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思潮的薰

染下，對於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所作的「融會貫通的嘗試J

也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實踐。就前者而盲，他將民國時

期中國神學家倡導的耶穌「人格救國」運動，納入廣義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範圍，認為這其中以吳雷川、謝扶雅、

吳耀宗等人最為典型，指出「他們在調和基督教與社會主

義、基督教與激進的社會改造之間的關僚方面做了大量理

論表述J ; 9就後者而論，他闡述了沈闢莊和張仕章是「該

運動的揮麓者J '表明「他們在持續譯介國外該思潮著述

的同時，還大力倡導一種基於基督教信仰、並力圖適合中

國社會現實及文化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J 0 10對於這兩位中

7. 唐曉峰， (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敢示) ，載本書，頁43。

8. 同上，頁38。

9. 同上，頁49。

10. 同上，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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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先行者，唐曉峰研究員揭示了其

各自的實踐特色和理論貢獻，指出沈刷莊的基督教社會主

義觀是基於其歷史敘事方式，即「從基督教產生、發展的

歷史線索及其教義主張中試圖推導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

理論及現實實踐中的同源性J '這也導致其「在理論上的

梳理及對比側重於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問張力的被動應

答J 0 12相形之下，張仕章所提出的「耶穌主義」是出於對

以往基督教社會主義各方案與手展的修正，強調從「耶穌

自身的固有主張，而不是後世產生的教義神學來框定基督

教的本質精神J ，13在唐曉峰看來，這種出於「內在的宗教

理解」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間矛盾所作的調和，促使張

仕章為建構中國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作了更主動的嘗試。

該文最後也展望了民國時期該思潮對於當今中國的敢

示意義，唐曉峰研究員精闢地揭示西方以往三類基督教社

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在現代中國都有其局限性，中國的基督

教社會主義基於救亡圖存的現實使侖，更加強調基督教的

革命意識。14他回顧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民國的相遇，認為

無論如何強調兩者的同源，它們從本質上注定是無法共融

的，但其共同具有的社會改造、謀求人類福祉等功能，這

使得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調和及其可能的共存模式等

議程，將在當前中國政治話語體系中持續地開展。

二、「革命的基督教J與「友愛運動J :國外基督教社會

主義思想家研究

近代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從英國傳播到歐美各國之

12. 同上，頁的。

13. 同上，頁衍。

14. 這三類分別是閔采爾(Thomas Münzer)式的革命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改良式

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和僧侶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參見同上，頁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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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先於其進入晚清的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思想，一

人九九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萬

國公報》上提到「安民學J '這是社會主義首故被介紹到

中國。二十世紀初期， I社會福音J (Social Gospel)思想

由美國傳教士傳入，這與當時的美國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

動密切關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兩位美國著名

佈道家穆德(John R. 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來華，

其腳蹤遍佈大江南北。他們針對當時中國青年最關心的社

會問題 和救國問題進行宣講，指出拯數中國的理想之道在

於耶穌的能力，可謂異常的轟動，基督教青年會的社會福

音思想當時獲得了廣泛傳播。至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這

名稱何時 在中國教內外傳播，學界目前的看法是始於美國

南長老會傳教士李德 理(Lacy L. Little)於一九一三年在為

《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所寫的短文中用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江陰J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的標題。15這一時

期，有關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譯述不斷產生，但沒有引起 國

內知識分子足夠的重視與認同。

這情形到了一九二0年代產生了顯著的變化，筆者認

為這首先歸因於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運動J的爆發，中

國基督教除了面臨宗教不合科學、阻礙進化的攻擊之外，

還要應對文化侵略與帝國主義先鋒等的諸種批判。其坎，

一九二四年國民革命興起，一九二五年爆發了「五卅慘案」

在內的一系列反帝愛國運動，這些敢抬風潮都激化了基督

教與科學社會主義日益俱增的矛盾，以及中國基督徒在華

身份的合法性等問題。正是在中國基督教會經受這樣空前

15. 在該篇文章開頭，李德理提及了一位研究社會與工業問題的英國朋友的來信，這位朋友

相信「基督教社會主義」是解決目前衛突最好的方案。參見劉家峰、劉莉， (基督教社

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載《宗教學研究> 2009年第3期，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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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的時期，日本、歐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引起

本土基督徒知識分子有意識的重視，大量的論著先後被引

進翻譯，也產生不少介紹性的編著。與此同時，國外基督

教社會主義活動家與思想家也在中國各基督教組織機構的

邀請下，來華傳播和演講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在教內外

產生較大的思想反響與社會回應。這其中最知名的當推美

國衛理公會牧師、政治活動家華德(H缸可F. Ward， 1873-

1966)和日本佈道家、勞工領袖賀川豐彥(Toyohiko Kagawa， 

1888-1960) 

對於這兩位巨星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本選題特

邀大陸兩位治近現代中國基督教史出身的中青年領軍學

者，作個案的研究。復旦大學的徐以聽教授目前是大陸宗教

與國際關係領域的頂尖專家，他重新回到中國教會史的老本

行，整理手上存放二十年之久的檔案史料，16撰寫了< I革

命的基督教J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一文。文章對 這

位「被歷史遺忘」的美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人物作了

深度的研究，填補了海內外對其認知的匿乏，尤其是對 他涉

華活動關注的缺失。17該文開篇即提綱華領地指出華德在中

美基督教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借助對其人生主要三個階康的

勾勒，徐以聽教授引述，在其早年從事社會工作時期，馬克

16. 有關華德的生平史料、書信典著述等，主要保存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檔案部(Union
Th曲10gica1 S咀inary Archiv臼) ，詳見徐以膀， (r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德與民國
基督教會> '載本書，頁88-890

17. 關於華德的學術研究，漢語學術界一般在提及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U且on Theo10gica1 
S咽詛叮)或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等之時，才零星提及其名字、身份與著作等，而在國外
學術界，對於他生平與思想的研究，迄今也只有林克(Eugene P. Link)所著的《勞工

宗教先知 華德的時代與生活) (Labor-Religion Prophet: The Tim由andLife of Har，ηIF. 

Ward [Bou1der， CO: W，臼tview Press， 1984])、杜克(David Nelson Duke)撰述的《與耶穌
和馬克思並肩作戰.華德及其尋求社會正義的鬥事> (Jn the Trench目with晶us and 

A御用: Harry F. War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T山ca1oosa，AL: The Univ帥ityof
Alab阻a Pre間，2003])等少數專著，這與其厚重的歷史地位是極不相稱的。這方面的情
況，參見徐以騁， (r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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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為其r r不屈不饒的社會激情提供了某種理論框架Jl ' 

他從中發現了基督教社會福音運動和『基督化經濟』所賴以

為基礎的『分析工具Jl J 0 18概括而吉， r華德終其 一生都

在試圖調和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以建構某種基督教社會主

義。在他看來 ，基督教是社會主義志同道合的『伴侶Jl '而

『馬克思是耶穌的同路人Jl 0 J 19他的這種將耶穌信仰與馬

克思主義綜合的嘗試，不僅形成其畢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

對建設「新社會」的嚮往，也促使其「向東看J '從十月革

命後的蘇俄尋找社會改造的方案。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一

年，華德夫婦作了兩次蘇聯之行，這更加堅定了他的親俄聯

共立場，把俄國計劃經濟作 為取代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的現實

樣棍和未來方向。20徐以聽教授強調指出，在其擔任紐約協

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倫理學教授

期間，華德的學術事業和社會活動均達到高潮，他被視為社

會 福 音 最主要神 學家和 社 會重 建派領軍人物饒申布士

(Walter Rauschenbusch)的接班人。在社會工作方面，除繼

續主持美以美會社會服務聯合會外，他還出任一九二0年新

成立的左翼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主席一職，以其主張社會

重建的激進立場著稱。21

徐以聽教授該文最大的學術貢獻，是詳細考察了一九

二五年華德的中國之行 。文中運用了大量的民國報刊史

料，生動全面地描述了這位美國傳教士的訪華起因、演講

行程、宣講主題及其與中國知識界的交流對話，揭示了其

18. Duke， In the Trench四withJ.田間andMarx， pp. 58，的;參見徐以膀， < r革命的基督教J

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 '頁66。
19. Duke， In the Trench由間的J甜甜andMarx， pp. 64， 201 ;參見徐以蹺，<r革命的基督教」

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 '頁66。

20. Doug Rossinow，呵heRadi阻lization of So回al Gospel: Harry F. Ward血dthe S間rch伽aNew
Social臼d缸， 1898-1936"， Reli.訝。'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mal olIn缸中'retation， 15 

(2∞5)，p.92 ;參見徐以驟， < r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 '頁的。
21. 參見徐以蝶， < r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 '頁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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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穆德與艾迪之後，訪華演講最成功的原因:一是中國教

俗兩界的造勢宣傳與全面報道，二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形勢

以及他所宣講的「革命的基督教」 。他指出，華德夫婦訪

華是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環球之行的最後一

站，中國正處於「國民革命」時期，與此同時，中國基督

教會也受到「非基督教運動」以來的嚴峻衝擊。正是值此

「革命的時代J ' r華德作為社會革命家的聲譽以及他所

宣講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和『革命的基督教』主張可說

是『切合時勢』甚至左右逢源。一方面， r新社會建造』

理論和『蘇俄實驗』的見證切合了時代要求;而另一芳面，

其『革命的基督教』主張則成為中國基督教會尤其是基督

教自由派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的最積極主動的方式。J 22這種

剖析非常到位地揭示了華德在民國基督教界乃至社會各界

引發熱潮的深層原因。他的演講大致分為「革命的基督

教」 、 「工業主義之倫理j 、 「新社會建造」 、 「俄印之

印象及其比較」四個方面，但是正如徐以聽教授所強調的，

「革命的基督教」 是華德訪華演講的核心和最引人注目的

內容，並且與其他系列具有相互呼應的密切關係，他尤其

指出「革命的基督教」系列既可專指華德的兩篇講演(即

〈革命的基督教〉和〈耶穌的革命精神>) ，也可泛指華

德訪華的所有演講。該篇論文也特別考察了華德在訪期間

如何經歷「五卅運動 J '採取完全同情和支持中國反帝愛

國主張的立場與行動，為中美關係史留下了不應被埋沒的

一殷佳話。

相較於華德，賀川豐彥這位日本最具世界知名度的牧

師，他也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華的流播與接受產生重

要的影響。國內有關賀川豐彥的研究，最早是由原華中師

22.同上，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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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大學、現為山東大學的劉家峰教授予以關注並開展的。23

作為大陸中國近代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青壯派代

表學者，劉家峰教授在以往學術積累和經年思考的基礎

上，應邀寫作了〈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

國的傳播與影響〉一文，體現了漢語學術界對這位重量級

的亞洲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最新研究貢獻。

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日本成為西方學術思潮的中 轉

站，中國知識界早期接觸到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大多來

自日本思想界的轉譯。在這其中，正如劉家峰教授指出的，

「真正把基督教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並在教會內外產生一定

影響的當屬賀川豐彥J 024該文首先回顧了賀川早年的生活

經歷，指出其在神戶貧民窟的怖道生活與在美期間親身感

受勞工運動，為其注重從經濟的向度分析社會問題、推動

工人運動莫定了基礎。 其吹，劉家峰教授著重梳理了賀川

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的影成軌跡，指出其早期接受了馬克

思主義和深受英國合作社組織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費

邊主義者的思想影響，形成反對激進派與暴力革命的立

場;到了二十世紀二0年代，他從奧地利門格爾(Anton

Menger)的「勞動全酬權」理論和伯格森(Henri Bergson) 

的「創造進化論」汲取理論資源，提出「生命權J以及人

格權與所有權的關係問題，這些構成其以後基督教社會主

義思想的關鍵詞。再坎，該文借助對民國報刊史料的深入

23. 劉家蜂教授關於賀川豐彥的已有研究成果，參見氏薯， (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義的命
運一一以徐實謙輿賀川豐彥為個案的比較研究) ，載〈漸江學刊> 2007年第2期，頁
97-105 ;劉家峰、劉莉， (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 頁104-112 ;民

薯， (賀川豐彥與中國) ，載《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 6 (2010) ，頁45-60 ; UU Jiafi呵，
‘四risti血Socialism in Pre-Wor1d War 11 E揖tAsia: A Comparison of Zhang Shi曲曲g inChina 

血d Toyohiko Ka甚，awa in Jap血l"， in Jan A. B. Jong祖師1， Jiafì四g Liu et a1. (l“s.)， Christian 

Presence and P，啞IgresS in No阿h-E叫血的H扭曲'rical and由'1Hpara白開品叫做 (Frankfurt: 

Pe伽La嗯，2011) ，即.73-86。
24.劉家峰， (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載本書，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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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掘，詳細追蹤了賀川的著作自二0年代初期以來被譯介

到國內的過程，並重點介紹了其從一九二0年首吹來 華至

三0年代應中國教會機構和大學等邀所發表的演講，並揭

示在這一過程中，賀川如何發展和完善了其從耶穌的精神

和耶穌運動推導出基督教「是一種以愛為基礎的偉大的社

會運動」之核心觀念。25這個觀念也是賀川的代表作《基督

教社會主義論》的基本要旨，之後他進一步將這種「愛的

運動」發展為「友愛的合作經濟學J '即倡導走合作社的

道路，由此可以基本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並免除剝

削。26賀川認為，通過合作運動來實踐愛，這就是基督教社

會主義從理念變成現實的路徑，甚至也是獲取世界和平的

唯一可行方法。

劉家峰教授在論述賀川豐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

時，尤其突顯其對於經濟問題的關注，揭示了其 所倡導的

自使徒時代就存在的友愛精神中所包含的經濟行為，並闡

析其對於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之關係的看法，認為前者的

出現是對後者事業的補救，起到的是「做病理學研究」之

功能，而沒有給出未來社會重組、 重建的方案，這與 華德

試圖努力調和兩者的激進路線仍然是不同的。

三、「革命的耶穌J :中國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德、賀川豐彥等人如耀眼的星辰，

劃過中國烏雲密佈的夜空。在當時，翻譯和出版他們具有

強烈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為民國知識界創造了理

25. 賀川豐彥著、阮有秋諱，(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 ，頁4-6、49-50 ; 

參見劉家1峰， <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頁103。

26. 賀川豐彥著、許無愁、程伯群課， <友愛的合作經濟學> (上海:廣學會，1940) ，頁

91 ;參見劉家峰， <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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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探黨的空間;其激情洋溢宜、打動人心的演講，洗辦了當

時對於基督教徒是不革命的批判。但是，他們的理論主張

和社會實踐並沒有對中國社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究其原

因，正如徐以!驛教授、劉家峰教授文中評判的，無論是華

德「革命的基督教J '還是賀川的「愛之社會主義運動」

他們針對的是日 、美這樣的工業化社會，而不能面對中國

的實際問題和現實處境，華德因「適俄」的政治調查使其

「被歷史遺忘J '賀川豐彥推行的勞工運動與合作社在工

業落後的中國無法扎根結果，然而，他們的基督教社會主

義思想為當時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提供了赦國救民的新

途徑。

本論題討論的張仕章，即是有關中國化的基督教社會

主義思想之範例研究。台灣輔仁大學的曾慶豹教授近年來

融合其史學、哲學與神學交匯的跨學科研究功底，對中國

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人物作了系列研究，其〈民國基督

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以張仕章的耶穌主義為例〉一

文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該篇論文伊始，曾慶豹教授便

將民國時期有關「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 「基督教與革命」

等問題的討論，放在一種不是從中國基督教本色化或自立

運動的視角，而是從 「神學史」的方式來考察這些論著和

言論，可以說非常到位地揭示了當時中國基督教界激進思

想家所持的問題視域，即他們有關這些命題的論辯與思

考， r不同於『建設性』 的本色化主張，而是走向於『批

判性』的社會改造立場J 027他認為民國知名基督教組織中

華基督教文社及其出版刊物《文社月刊》的結束，就是在

這兩種不同觀念因分歧到分裂最佳的寫照，這從之後成立

27. 曾慶豹，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以張仕章的耶穌主義為例) ，載本書，

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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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社及其刊物《野聲》發刊的創刊詢和路線更是可以

進一步獲得證實。從該研究視野出發，曾慶豹教授選擇張

仕章這位從文社一直走到新文社的編輯幹事，集中討論其

主張的耶穌主義之思想來源、理論觀點、內容構成及其神

學意義，將之視為「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話最

具代表性的成果J '認、為「不論就方法論或是聖經詮釋方

面，張仕章可謂完整地展開了一種在民國語境下的中國基

督教社會主義思想J 0 28 

本選題在前面論及 民國時期本土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思想實踐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前者如吳雷川、謝扶雅、

王拾心、吳耀宗、朱維之等，後者如沈闢莊、張仕章，這

其中又以張仕章所主張的「耶穌主義J '即一種 中國化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最具原創性。曾慶豹教授在闡析其「批

判的耶穌主義」的理論主張之 前，詳盡介紹了張仕章對於

翻譯、引介包括基督教社會主義、社會福音等西方神學思

潮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指出「恐怕沒有哪一位中國基督教

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像張仕章那樣，如此多方面且廣泛的吸

收了基督教各方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J '並精闢地評

價「他的翻譯即是他思想的來源和動力J 029在闡述張仕章

「耶穌主義J這一區別於以往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神學理念

時，曾慶豹教授揭示了I r辯證法的耶穌主義』是張仕章

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他一方面認為耶穌的天

國思想本質上即是辯證的，另一方面，也通過了具有辦證

法的耶穌主義來說明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並未衝突，因為

它們同樣是通過辯證的方法來實現自由共產的新社會J 03。

這部分內容也可以視為張仕章對於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思

28.同上。
29.同上，頁132。
30.同上，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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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出 的獨特貢獻，以及他嘗試溝通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

神學實踐。借助其「耶穌主義」的本土化基督教社會主義神

學表述，張仕章塑造了「一個反帝反軍閥、赦國教世的革命

者」的耶穌形象，他把提 倡、同情耶穌主義的人都稱為「中

國基督教裹的革命分子J ' I革命」成為其耶穌主義的關鍵

詞。31在該文結語部分，曾慶豹教授提及了張仕章有關「見

童福音」的神學理念以及它與其倡導的「耶穌主義」之間的

隱秘關聯，並作出了「儘管耶穌主義是中國基督教的激進神

學，但它同時也是兒童的神學」之精診斷吉。32

四、結語

以上對民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涉及對「非基督

教運動」、「五卅運動」對於中國基督教界產生影響的重

新理解 。以往，對於「非基督教運動」的理解及 其產生的

反應和結果，從「傳教史J的觀點來看，即是理解為一種

促進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或自立的運動，他們很少關注在

少數個體性的基督徒那襄究竟產生了何種的反應 。換吉

之，學術界以往比較少從「神學史」 的方式來考察民國基

督徒的出版和吉論，大致上仍是從一種教會本位的立場出

發，並認、定「非基督教運動J與「本色化運動J之間即是

原因與結果的連結。無可諱言的，這方面的研究成 果無疑

是豐富的、亦是正確的，當然，它也造 成了研究者較少去

關注部分中國現代基督徒思想的變化，這個變化即是走向

激進、走向主張一種「革命的基督教」的看法，正是這種

思想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基督徒思想界中比社會福音 更為激

進的思想逐漸形成，更多地偏向認同革命和同情社會主義。

31. 同上，頁132。

32. 同上，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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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吉之，在民國， I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是一個現

實問題。從基督教在跨文化下的論述實踐觀點來看，民國

基督徒正是在特定的中國處理形成一種特別的思想論述，

換言之，基督教不是一個保守的教派或僅僅是宗教而已，

它儼然形成了一個就中國而吉的現實問題，這是一個將基

督教置於跨文化的意義底下、形成一種在中國社會中進行

革命實錢或具有現實改造意義的社會行動力。

本論題梳理的民國時期林林總總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

想，說明了「解放神學」恐怕不是拉丁美洲於二十世紀七

0年代獨有的東西，這種神學思想早在上個世紀前半葉時

就已發生在中國。當然，這也意昧著我們對世界神學史的

發展所做的理解將要予以改寫。

關鍵詢:基督教社會主義 革命的基督教 華德

賀川豐彥 張仕章

作者電郵地址: huigraceliang@hotmai1.com (梁慧)

chinkenpa@yahoo.com.tw (曾慶豹)

31 



梁慧 曾慶豹

中文書目

沈闢莊。《社會主義新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34 0 [SHEN， 

J. Wesley. A New History of Socialism. Shanghai: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34. ] 

賀川豐彥。 《友愛的合作經濟學》 。許無愁、程伯群譯。上海:

廣學會， 19400 [Kagawa， Toyohiko. You ai de he zuo jing ji xue. 

Translated by XU Wuchou & CHENG Boqun.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40.] 

曾慶豹。 〈思想過激者的命運一一沈闢莊其人及其思想〉。載《福

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3期。頁63-710 [CHlN 

Kenpa，“The Destiny of an Ex仕emist: Shen Sizhuang and His 

Thought".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2016 issue 3. pp. 63-71.] 

劉家峰。 〈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義的命運一一以徐寶謙與賀川

豐彥為個案的比較研究〉 。載 《漸江學刊) 2007年第2期。

頁97-105 0 [LIU Jiafeng.“Jin dai zhong riji dujiao he ping zhu 

yi de ming yun yi xu bao qian yu he chuan feng yan wei ge an de 

bi jiao yan jiu". Zh有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07 issue 2. pp. 

97-105.] 

一一 、劉莉。 〈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載

《宗教學研究) 2009年第3期。頁104-1120 [LIU Jiafeng and 

LIU Li.“五dujiao she hui zhu yi zai jin dai zhong guo de chuan 

bo yu ying xiang". Religio師Studies 2009 issue 3. pp. 104-112.] 

一一。〈賀川豐彥與中國> 0 (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 6 (2010)。

頁45-60 0 [LIU Jiafeng. “Toyohiko Kagawa and China". East 

Asian Culturallnteraction Studies Supplemental 6 (2010). pp. 

45-60.] 

外文書目

Allen， Peter.“Christian Socialism and the Broad Church Circ1e". The 

Dalhousie Review 49.1 (1969). pp. 58-68. 

32 



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

Diniejko， Andrzej. “Christian Socialism in Victorian England". 

http://www . victorianweb.org!historylsocia1ismlchristiansocialis 

m.htm1/. Accessed on 12 June 20 19. 

Duke， David Nelson.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Harry F. 

War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Tuscaloosa， AL: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 3 .  

Link， Eugene P. Labor-Rel，研onPr，叩het: The TimιS of Life of Harry 

F. Ward. Bou1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LIU Jiafeng.“Christian Socialism in Pre-W or1d W缸11 East Asia: A 

Comparison of Zhang Shizhang in China and Toyohiko Kagawa 

扭Japan". In Christian Presence and Progress in North-East 

Asi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Edited by Jan A. B. 

Jongeneel & Jiafeng LIU et a1.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1. pp. 

73-86. 

Rossinow， Doug. 

Ward缸an吋d仕1昀e Search for a New Social Order， 1 898- 1936".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mal of Interpretation 15 

(2005). pp. 63-106. 

33 



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Theology (No.51 Autumn 2019) 

Christian Social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Introduction 

AbstrQct 

LlANG Hui 

CHIN Ken Pa 

Theme Editors 

The reception of Christian socialist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once a neglected area in Chinese 

Christian studies. Wit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s on Christian socialism publis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y century in China and those creative theologica1 

works about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or communism written 

by several representative radical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in this period， this theme intends to portray how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企om the westem wor1d and 

Japan has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 faith in China after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The four theme articles 缸e divided into仕宜ee p缸ts:也e first 

artic1e mak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n the sp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modem China;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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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articles are some case studies on the Christian socialist 

thoughts of Dr. Ha叮Y F. Ward (1873-1966) who gave his 

speeches on“revolutionary Christia世ty" in China in 1925， and 

Toyohiko Kagawa (1888-1960) who made lectures and 

preachings on “the movement of love" and “the brotherhood 

economics" in the Chinese churches企om 1920s onward; the 

last article仕eats with an example of the indigenization or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Hottinger S. C. Chang's Jesusism. Finally， the theme 

editors intend to make the fur也er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le 

coexist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缸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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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Harry F. W缸d;

Toyohiko Kagawa;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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