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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一一以張仕章的耶穌主義為例

曾慶豹

輔仁大學哲學員長教授

第一位把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的，是著

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

在《萬國公報》上經由口譯並經蔡爾康筆述英國學者基德

(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 (Social Evolution)一

書的部分篇章，時譯作《大同學) 0 I大同」同時具有社

會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意思在襄面，李提摩太文中所使用的

「安民學J即是指社會主義，首見於《萬國公報》第121

期(1899年2月和4月)，之後於上海廣學會出版全書。1

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上，山東馬莊的「耶穌家庭」不僅是中

國本土的基督教教派，它更是一個徹底實踐基督教共產主

義的教會團體， I新中國J成立後還一度被表揚作推崇和

學習的對象。2民國時期，留美學生在美國的查經班上，主

要的讀物是精琦(Jeremiah Whipple Jenks)的《耶穌生平

與教誨的政治與社會意義)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and 1切chings of Jesus， 1906)。據

1. 關於社會主義傳入中國方面的介紹，可見Martin Ber田1， Chin四e SociaU珊的1907

σ伽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陶飛亞之作〈中國基督教烏托邦主義〉算是唯一一本關於耶穌家庭的完整著作，然而也

因礙於現實的政治正確，有諸多的面向被遮蔽了。尤其是這個以共產主義作為實踐基督
教信仰的群體，其在共產經濟的具體落實之驚人，令共產黨不得不對此下重手，著手
改造它，可參見〈馬莊耶穌家庭革新經過) (上海.天風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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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

說，這本書擴獲了不少留美的中國學生，因此而轉向支持

共產黨。3在當時中國的現實處境中，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督

教是非常吸引人的。

從民國時期最早提出「革命的基督教」的主張，4再來

即是不斷形成「社會福音」 的行動，中國基督徒思想界中

激進思想家更多地偏向認同革命和同情社會主義，基督教

與馬克思主義在此意義下展開了對話，他們不同於「建設

性」的本色化主張，而是走向「批判性」的社會改造立場，

極富盛名的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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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在這兩者之間因分歧到分

裂最佳的寫照，我們從之後成立的新文社及其刊物《野聲》

的發刊詞和路線更是可以進一步獲得證實。5張仕章即是一

位從文社一直走到新文社的激進中國基督徒，其主張的耶

穌主義即是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對話最具代表性的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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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見梁冠霆， <留美 青年的信仰追尋: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研究(1909-1950 > 

(上海:人民出版社，卻10)，頁36-40、174-1930 <耶穌生平與教誨的 政治與社會意

義〉這本 書以每周七天，共一年的經文反思和討論，都是與現實 的社會狀態有闕，是美

國社會福音的實質操練之作 ，自然吸引傾向革命的年青 人。

4. 參見張欽士主編， < 革命的耶穌> (華北公理 會出版部印行，真理社出版 ，1922) 

5. 與 沈闢莊等人組成新文社後，張仕章於 出版〈野聲.新文社 〉月刊時將目標說得極為清

楚，此刊是為了: í脫離帝國 主義的牽制，藉文字的力量，實現耶穌主義，建設人 生宗

教。 ....我們很盼望海內外的耶穌主義的忠實信徒和基督教中的革命同志時常把他們

平日既有關於批評赤基督教神學，政治， 機闕 ，書籍等等的 著作賜下，本社當代為裸

裸的批露出來，以促進中國 的基督教革命運動。J (見〈本社敢示三 徵求關於批評

基督教神學政治機關書續等著作> ' <野聲> '第一卷第2期，1928年 10月)之後沈

闢莊去南京政界工作，王精心到福建協和大學任教，就剩下張氏一人支撐下去，王精

心如此回憶到: í可憐!只剩下一無事會忙的 張同志，把一切責任 ， 都加在他身上，一

而要做職業上的牧師，一方面要為〈野聲〉編輯，校對，徵稿，發信，覆信，包紮，郵

寄，招廣告，收廣告費，許多事體，弄得像熱石上的螞蟻，連他的夫人和老太太一古

腦兒忙在里面。J (見主治心， (治心隨感錄> ' <歸聾) ，第1卷第9、10期合刊，

1930年9月，74-75)。另可參見拙作 〈思想過激者的遭遇 沈關莊其人及其思想> ' 

〈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 > 2016年第3期，頁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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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批判的批判

「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二年，當全 國還是瀰漫一股「解

放」後的樂觀氣氛中，主張「耶穌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的張仕章編譯出版了《宗教批判諭集〉一書。該書於五月出

版了兩千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再版，全書近五百頁。6這

本書主要面向那些對宗教有所反對和 批評的人，內容分上

篇和下篇，上篇羅列了 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 的中外思想

家， 包括羅素(Bertrand Russell) 、陳獨秀、毛澤東、梁漱

淇等人反對宗教的主張，下篇則是贊成或是同情宗教的人

士，從黑格爾開始，包括貝蒂也夫(現譯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 、杜威(John Dewey) 、釀中山、梁敢超、賀麟

等人。加上附錄，收錄了一些關於宗教自由的文件，有〈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綱領〉 、 〈蘇聯的憲法〉 、 〈美國

共產黨的黨章〉等。7

當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即是收錄了毛澤東的

吉論，編者把它放在「反對宗教」之列，意味深長。事實

上，這並不是一本真正的著作， 全書主要是選編了中外學

者或思想家的吉論以作歸類， 張仕章 自己的選 文也收入且

篇幅是最多的，佔三十五頁之多。 「新中國」剛交到了共

產黨的手上，何以此書引起關注?本書真正的問題以及其

命運是如何?這兩個問題恐怕才是最為關鍵的。這一切都

6. 張仕章編譯， <宗教批判論集> (上海 青年協會書局，1950)
7. 關於與中國共產黨相闋的部分，張仕章在三十世紀三0年代末翻譯出版了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的兩本書，分別是《蘇俄的企業> (上海:南華圖書，1929)和
〈蘇俄平民生活寫真) (上海:紅葉書店，1930)，我們不確定這兩本書是否有助當時

中國認識共產黨統消下的生活是如何的，但張仕章對此已表現出眼光獨到之處，想透
過這類作晶認識到共產主義在蘇俄的實踐究竟與宗教的關係會產生何種變化。斯特朗
是一位美國左翼作家，早年深入蘇俄生活，創辦〈莫斯科新聞> (The M08COW M帥'8) ， 
報導共產主義統請寄下的蘇俄之種種。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到中國。一九四0年探訪過周恩
來。一九四六年到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她不僅被中國共產黨視為友善的外國友人，並與
斯諾(Edg缸Snow) 、史沫特萊(Agnes Smed1ey)稱為“3S" ，而且，還是一位加入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一九五八年回到中國，一直到一九七0年逝世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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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張仕章已經準備好，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如何維

持宗教與社會主義的良好關僚，另也附錄了〈晉冀魯豫邊

區政府 對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的政策〉 、 〈湖北省人民政

府的通令〉 、 〈王震將軍在新疆的演說〉等文獻來予以佐

證，以重申在共產黨統拾之下的宗教自由 。8

不管是張仕章或吳耀宗，由於他們比較多接觸基督教

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問題，加上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

成功以後蘇俄的宗教政策成了他們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

宗教自由是否容於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成了關注的焦點 。

關於這一點，吳耀宗非常了解，在他主持青年協會書局時，

就特別找人翻譯了幾本國外研究蘇俄宗教政策的書籍，包

括有《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等。9因此早在中國共

產黨取得政權以前， 吳耀宗已經留意到要認真面對共產黨

可能統治之下的宗教政策會是如何，以及基督教將會面對

何種程度的威脅和考驗，相關方面在該書的序吉中有非常

清楚的表達。

《宗教批判論集》 這本書突然如此受歡迎，但之後就

不再印刷了，多產的張仕章從此幾乎就沒有作品再出版

了。唯一之後出版的作品即是《匈牙利的宗教》一書，10其

問題意識也是相同的，根本的問題還是 在:究竟共產黨統

治的國家，是否容忍宗教的存在?基督教 在「新中國j的

命運會是如何?同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是張仕章

絕大部分的書都在一九四九年再版重印，不知是否意昧著

負責出版編輯的 吳耀宗刻意的表現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相

8. 張仕章編譯， <宗教批判論集) ，頁443-474。

9. 茄克 (Julius F. Hec�叮)所著《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 (Religion and CommunÌ8帥，
A Study 01 Religion and Ath田間的Sovi，臼tR闊的，1933) ，一九三五年出版了中譯本(楊
繽諱，上海的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赫克另一本書〈蘇俄革命與宗教> (Religion under 
theSovie缸，1927)也在當時出版(上海 聯合書店， 1930) 

10. 張仕章， <匈牙利的宗教}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55) 

124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容性?還是有意的向共產黨表示對基督教的寬容或接受?

當然，這個問題不需要花太多篇幅去回答，基督教在

中國還是存在，然而，真正消失的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理

由當然是它不容於「新中國J '朱維之從此不再提及《無

產者耶穌傳》這本了不起的解放神學之作，張仕章不再提

及他的「耶穌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J '這些都是一九五

0年以後的現實。張仕章曾天真的以為:

中國的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希望就是在於它們的協進

和同化，而使中國變成一個「新中國J '世界改為一個「新

世界」。所以這種希望和成功乃是中國的基督徒和社會主義

家對於全世界最大的貢獻啊!11

「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徹底地在中國思想語境中消失，

包括「社會福音J這塊老招牌，可謂連屍骨都找不到了。12

二、作為批判的耶穌主義

剛從《文字士》分裂出來不久之後，張仕章於名為「新

文社」的刊物《野聲》中發表了一篇頗為激烈的文章〈脫

11.麥墨累(JohnM品M祖祖y)著，張仕章諱， <創造的社會>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
/1948 (第五版) )。此處「新中國」一詞並非指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用話，一九
三六年版7x曾以〈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作為書名，一九四八年版7x則改作《創造的社會) ， 
並將原來的譯者序言也刪去了。此書是吳耀宗主編的系列叢書之一，此時再版，恐怕已
透露了一些政治現實的敏感，是在張仕章以上海青年會幹事身份赴美深造之前。

12. 張仕章在〈宗教批判論集》編者前盲中表示，面對一個新的政權，耶穌主義者的主張是
「不贊成宗教去勾結政黨，而使自身變為國家的宗教J ' r也反對政黨去壓迫宗教，而
使它成為政府的工具」。吳宗薰回憶其父吳耀宗時提及張仕章，說張就住在「背莊」
與他們是鄰居，這位一生都被基督教界視為偏「左」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卻於一九五七
年「反右運動」中被青年會「左派」鎖定為「右派J '指張仕章著作中大多的社會主義
說詞都是不正確的、扭曲的，張之後的生活處境非常艱難，據說已至瘋巔狀態，最後
「鬱鬱而終J '見吳宗素，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我所知道的父親吳耀宗> '載那

福增鋪，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
教文化研究E時，2011) ，頁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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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福北浸會堂宣吉> '文中說到:

我覺得今日的教會就是近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宗派

主義和儀式主義的產物。我們要在里面宣傳耶穌主義、天國

主義、革命主義和進化主義就如同羔羊進入狼群，又好像向

圍戶收呆子的僕人一一就是耶穌再來，也要被他們釘死的!

我覺得目下的教會充滿了傳統的思想、政治的嗅味、商

業的性質、盲目的信徒與腐敗的份子。它非但不能改良社

會，反被社會惡化。它非但沒有勸人為善的權威，而且也沒

有防止個人作惡的實力。我們要想這種枯乾的無花果樹出來

指示天圓的道路，擁護自由的真理，賜與豐富的生命，不過

是自費心血，空耗光陰罷了。13

這篇文章宣佈了他從此不再與教會有何實質意義的聯緊，

認為教會已陷於不可救藥的地步，已成了改革的一大阻

力。一方面，這篇文章表現出了張仕章一貫的激進思想態

度，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的思想很難容於中國基督教的現

實，從沈桐莊、張仕章、王治心離開《文社》月刊到《野

聲》的幾項聲明看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與言論，

不僅與教會不和，更與當時佔主流地位的全國性機構和外

國基督教勢力形成越來越勢不兩立的局面。14

張仕章可以說是民國時期著述和譯作顱多的一位基督

徒，他的文章不僅經常發表於各類報章雜誌上，他更掀起

13. 張仕章， (脫離灑北浸會堂宣盲> '載《野聲〉第一卷第6、7、8期合刊(1930)，頁
169-170。

14. 張仕章曾譯過艾迪(Sherwood Eddy) <蘇俄的真相} (The Challenge of R闖闖)的部
分篇章，他與基要派、屬靈派的公開對立，表現在對待艾迪的態度上，當艾迫被抹紅
之時，張向所有上海教界各種對文迪的不實指控予以反擊，見〈敬告上海這班「已經得
救」的基督徒> '載〈上海青年〉第三十一卷第51期(1931)，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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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小不一的論戰，包括性道德、革命與宗教、國民黨宗

教化、反駁幸德秋水《基督抹殺論》等問題。然而，張仕

章把自己的思想立場標誌得最清楚的，即是他不斷為他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辯護，稱之為「耶穌主義J '著有《耶

穌主義論文集> (1931 )、《耶穌主義講話> (1941、1949)、

《一個耶穌主義的宗教觀> (1935、1949) 、 《基督教與

社會主義運動> (1939、1949)等代表作。15

關於張仕章的求學經歷，我們所知有限，可以肯定的

是他曾短暫留學美國並獲碩士學位，亦曾任教於福江大

學。張氏曾說明了他的思想歷程:

我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研究克魯泡特金的

無政府共產主義，並且非常崇拜這種主義。到了民國六年，

我卻正式信仰了基督教，並在四福音中悉心探討耶穌的言

行。自從俄國革命以後，我便努力翻閱國際社會主義的書

籍;同時對於馬克斯與列寧的生平和學說，特別加以注意。

其結果我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就獨樹耶穌主義的旗

幟，作我信仰的目標和宣傳的張本。以後我曾經把馬克斯主

義、列寧主義和耶穌主義三者作一種綜合的，分析的和比較

的研究，卻使我覺得耶穌主義在目下混亂的中國更有提倡的

必要與實現的可能。16

15. 目前研究張仕章的作品計有.劉家峰， (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一一張仕章及其耶穌主

義理論初探) ，收入王成勉主編， <十字架前的思索一一文本解讀與經典詮釋> (台北:

黎明文化，2010) ，頁237-258 ;龍偉， ( I革命的耶穌」 ﹒一位青年基督徒的宗教思

想與社會關懷 以張仕章文字作品為中心的考察) ，收入李靈、陳建明主編， <基督

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3) ，頁350-370 ;王志希，<r耶

穌主義宣傳家」一一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張仕章的生命、思想與時代) ，載《道風> 46 

(2017) ，頁189-228.

16. 張仕章， (我現在為什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載〈野聲〉第2卷第1期(1931)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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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張仕章在成為基督徒前，是一位無故府主義

者，影響他最大的是俄國的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 ， 

他曾於早期翻譯過一篇〈克魯泡特金傳略> '發表於《時事

新報》的副刊《學燈> (1919年10月10日) 0 17他也曾譯

有一本《辛克萊的 宗教思想> (W加t God Means to Me， 

1936) ，18辛克萊(Upton Sinc1air)是一名美國左派的作家，

他在《宗教的利益> (The Pro.伽01Religion)中說明耶穌

為無產階級革命的 創始人，並說無論基督教種種污臟的歷

史，無論基督教如何受到資產階級 利用，總無法否定無產

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即是 耶穌。張仕章也譯過美國 社會福

音大師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 '時譯作「饒習博J ) 

之作《耶穌底社會原理> (The Social Principles 01 Jesus， 

1920) 19和麥墨累(John MacMurray)的《創造的社會》

(Creative Society: A Study 01 the Relation 01 Christian的

Communism. 1935) 020 

在張仕章諸多的翻譯作品中， 最具價值和代表性的是

《基 督 教與社 會革 命> (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此書原來是一個選集，為留伊斯(John

Lewis)等人主編，於一九三五年出版，原書有十八篇專文，

17. 有趣的是，沈桐莊也同樣是一位克魯泡特金的推祟者，譯有〈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善行
學〉一文。此文也被太虛大師〈評沈譯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善行學) (1928年4月發表
於《海刊〉第九卷第四期)一文提及，見〈海潮音文庫第一編﹒人生> (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1985) ;或〈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人卷) 雜藏﹒書評> (北京 宗教
文化出版社，2005) 

18. 辛克萊薯，張仕章諱， <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7) 
19. 此書第一版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之後一九二四年為第二版，一九三0年為第三版，均

自上海廣學會出版。
原書出版於一九一六年，張仕章將之譯出並出版於一九三三年，算是很快的。據

說這本書是廣學會總幹事季斐理囑咐他譯出的，然而，廣學會之後典文社的沈闢莊、
張仕章等在闕傢上發生不愉快，在質疑《文社月刊〉內容走向和思想上，季斐理是一位
關鍵人士。張仕章也譯過美國同為社會福音神學家的尼布爾(時譯作「尼勃J)的著作 。

20. 此書最初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書名稱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一九四八年出版第五
版，改為與原著題目相同，即〈創造的社會) ，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版。值得注意的
是，再版的〈創造的社會〉取消了原來《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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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只選譯了十篇，相關理由張仕章在編者序吉中有所

說明。重點是，這本書的內容主要在於討論「基督教與共

產主義」的關僚，作者包括了麥墨累(John MacMurray) 、

雷文(c. E. Raven)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時譯作

「尼勃J )等人，文章分作三個部分:一是基督教裹的社

會主義，二是共產主義與宗教，三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此書基本上認為，就基督教的聖經和歷史看來，基督教原

來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團體;在宗教觀方面，基督教

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衝突;在政治上，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對張仕章

而吉，中國某些反對宗教的分子想站在共產主義或馬克思

的立場上否定或批判基督教，完全是不公允的，甚至是一

種誤解，當然，對於那些認為基督教如同水火不容般的抗

拒馬克思主義的人士，他認為，同樣也是沒有道理的。21無

疑的，這本書充分反映了張仕章本人的思想立場和旨趣，

即是溝通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稱呼即

是「耶穌主義」

「耶穌主義」也就是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J 022 

張仕章堅定地指出:

基督教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假設雖有「有神論」與「無

神論J的分別，可是它們的結論還是相同。......馬克思社會

主義派所主張的兄弟主義只限於同等的階級 就是根據

休戚相闋的同情心，還不免發生階級間的仇恨心;所以基督

21. <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0初版， 1949年再版。

22.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9) ， I序J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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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論據確乎比它來得更徹底與更普遍了。還有馬克思社會

主義派所提倡的共產主義，只以勞力為標準一一就是依據

「各取所值」的原則，仍難免發生貧富不均的結果;所以基

督教的說法似乎比它來得更通順與更圓滿了。23

對於耶穌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間的關保，他進一步清楚地

指出:

我相信基督教若不經過社會化，而採取社會主義的政

治綱領與經濟政策;那麼「地上天團j是永遠不能實現的。

反之，社會主義若不經過基督化，而容納基督教的道德標

準與精神修養;那麼「世界革命」也是永遠不能成功的。

所以「同化作用j就是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第一種

必然的趨勢。24

張仕章認為基督教是一種社會的宗教，不僅繼承《舊

約》時代先知的社會思想，還要發擴耶穌基督及其門徒的

社會教訓，所以《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是基督教社

會學說的根據，也是社會主義家不可抹煞的真理。25所以張

仕章檢閱先知、耶穌及使徒的言論，使讀者能更了解基督

教社會學說的價值，他分三方面來解釋:一、先知的社會

思想;二、耶穌的社會教訓;三、使徒的社會主義。26

具體而吉，他指出《舊約》時代的希伯來先知，因面

臨腐敗的內政、社會的黑暗與貧富的不均，對社會發出警

告與正義的呼聲;也因身受外來侵略，受到異族壓迫，導

23.同上，頁訕。
24.同上，頁58-59。
25.同上，頁8。
26.同上，頁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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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由於流離失所的悲苦而 產生喚醒民族解放與國際和平的

思想。他強調，把《舊約》的先知書打間，就能看到這些

富有社會主義的大先知一一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彌

迦、耶利米與以西結，就處處可見他們反抗社會不公與同

情被壓迫階級的吉論。27

他也指出，在四福音中，就有許多地方看見耶穌的確是

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家與實行的社會革命家。耶穌以宣傳天

國主義的方式來打破帝國主義，又提倡人本主義以消滅資本

主義，而他的社會使命就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報告被

攘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壓制的得自由J (<路加

福音> 4:18)。他的「社會目標」則是要建設一個自由勞動、

機會均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葡萄園J (參看《馬

太福音> 20:1-16) ，也就是無強權、無階級、民主化、共

產化的新社會(參看《馬可福音> 10:42-45; <馬太福音》

10:8-10; <路加福音> 8:21 ' 18:22) 。總而言之，張仕章

以為耶穌的社會教訓對有產階級或特權階級 ，則是一種嚴

重的警告，但對於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卻是一種懇切的

安慰。28耶穌的使徒，因為聽從耶穌的社會教訓，以及受到

耶穌的精神感動而成為高尚的社會理想家與偉大的社會運

動家 。我們可以從 《新約》的《使徒行傳》與使徒書信中

看出，耶穌的追隨者已經實行原始宗教的共產生活，也提

出了極有價值的社會原理。

在新文社月刊《野聾》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赤裸裸

的耶穌主義〉中，張仕章清楚說明了自己所提出的「耶穌

主義」 。他分析了三個方面:第一，用社會的眼光來看，

耶穌主義就是進化主義、革命主義和社會主義。 第二，用

27. 同上，頁9。

28. 間上，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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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眼光來看，耶穌主義就是 反武力主義、反資本主義、

反帝國主義。第三， 用宗教 的眼光看， 耶穌主義就是數人

主義、赦國主義、救世主義。至此，張仕章已經全面詮釋

了他以及一些志同道合者所主張的耶穌主義。從他所詮釋

耶穌主義的角度和所用的話語看，無一不反映出時代和當

時的國民革命運動對他的影響，他甚至認為耶穌親自受過

「帝國主義思想的試探，但他不肯退讓屈服，終究給他打

倒了J 029很顯然，張仕章所塑造的耶穌形象是一個反帝反

軍閥、赦國教世的革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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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是其耶穌

主義的關鍵詞。

換吉之，張仕章的「耶穌主義」是一種置於中國語境

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其思想根源於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知

識分于無不求於社會的變革與思想的改變，基督教之於張

仕章即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它正好可以作為改造中國現實

的一個方案， 一切的舊思維、 舊制度在耶穌那襄都成了 改

造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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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方面且廣泛地吸收了 基督教各方面關於社

會主義的思想，他的翻譯即是他思想的來源和動力。在理

論方面，如前所述，他翻譯了美國社會福音神學家饒申布

士的《耶穌底社會原理> '於譯序表明本書為的是「使急

進 的新青年完全了解基督教式底真理J '以及「使守舊的

基督徒重新覺悟基督教 底精神J '重申基督教不能窄化作

一種個人道德的活動，而是 對於促進社會合 理化有著人道

主義、世界主義、利他犧牲、解放思想等可能改變中國的

29. 張仕章， (赤裸裸的耶穌主義> '載《野聲> I創刊號」第1卷第1期(1928年9月)
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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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實踐方面，張仕章譯了《世界的公民穆德傳> (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 ，了解穆德這位二十世紀世界基督

教偉大的實踐家的感人事蹟，明白了基督教實踐社會福音

的可能性和面臨的挑戰。張仕章在譯序中稱 讚穆德是「世

界偉人J '稱他的人格和事業都一心表現在天國的運動中 ，

認為他不管在何種位置上，他的努力都是 為了實踐其信仰

人格中所堅持的，所以張仕章別出心裁的把書中幾殷韓德

對其導師「慕翟」讚揚的吉詞，刻意地轉譯 為「穆德」

換吉之，如果基督教在屬靈的遺產上對慕翟是 讚攝的，那

麼對於穆德的讚揚也同樣是適用的。 31無疑的，上述這些充

分地說明了耶穌主義在理論上需要《耶穌底社會原理》的

主張，在實踐上需要像穆德這樣具有世界公民偉大人格的

基督教領袖。

三、耶穌主義的辯證法

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而吉，一九二二年爆發的非基

督徒運動與一九二四年發生的收回教育權運動，這是兩個

重大的思想事件， 張仕章感受到基督教在中國現實中所面

對的困難，一方面要為基督教辯護，但另一方面又要重新

解說基督教， 32他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然而，在 《青年進

步》發表的〈中國基督教與 社會主義〉一文卻是 其中一個

關鍵。3 3這篇文章是他首吹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好感以及看

法，他分別從原理、目的、方法加以比較，並希望中國的

30. <耶穌底社會原理〉譯序，頁6-7。
31. 馬泰士(Basil Mathews)著，張仕章諱， <世界的公民穆德傳)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0) 
32. 張仕章應廣學會邀請譯出了《基督教育間> (上海﹒廣學會，1926)一番，該書是根據

英國羅傑(c. F. Rog叮)牧師的〈海德公園問答) (Question Time in均'dePark)一書編
譯出，以應付基督教在當時中國中所遭遇的質疑。

33. 張仕章， <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載〈青年進步} 56 (1922) ，頁1-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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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與社會主義家了解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出於 「成見」

與 「誤會」 。這時，張仕章尚未使用「耶穌主義」這個概

念，但可看得出其「耶穌主義」的問題意識與思想淵源，

而他即是將這一年作為其提倡耶穌主義的開端。34從一九二

二年開始，他通過在杭州浸禮會真神堂的講道，題目為「耶

穌主義與社會問題J '逐步展開了他的「耶穌主義」論述，

其目標即是全面改造國家、社會，以致現有的教會也同樣

必須予以改造，具體的思想框架如下:

總論一一耶穌主義的分析與社會問題的解剖;

耶穌主義與學生運動;

耶穌主義與婦女運動;

耶穌主義與新文化運動;

耶穌主義與勞工運動;

耶穌主義與學校制度;

耶穌主義與家庭制度;

耶穌主義與教會制度;

耶穌主義與國家制度;

結論一耶穌主義的實現與社會問題的解決。35

一九二七年，張仕章發表了〈社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

一文，一開頭就表明: I我是一個耶穌主義的信者，也是

一個社會主義的學徒。J 36他認為耶穌是一位很偉大的「社

會主義家J '也發起很多的「社會革命J '於是，將「耶

穌主義」更明確地定調其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性質的主

34. 劉家降， (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頁240。

35. 張仕章、黃菩生編， <耶穌主義論文集) (上海:新文社， 1931) ，頁2。

36. 張仕章， (社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 ' <文社〉第三卷第10冊(1927)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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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更甚是的，其本質上又是革命的。37由此，張仕章的基

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就此確立。

事實上， I耶穌主義J (Jesusism)一詞全是張仕章自

己的發明，外國也沒有過這種說法，昕以他花了很大的力

氣去說明這個詞的意舍，以作為和現在的基督教或基督主

義做出區別。38他指出，不論是基督教或是耶穌教，其本質

就是一種「宗教J '宗教與一種帶有統治性的結構相關，

至於，基督主義則是帶著教條性的，缺少了人性中活生生

的經驗。張仕章認為耶穌的社會理想即是「消誠強權」

「化除階級j 、 「廢止私產J '也就是《路加福音》一章

52-53節、 四章18節所吉的:

叫有權柄的失位，卑賤的升高，飢餓的得飽美食，富足

的空手回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報告被攘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事實上，從一般的經文引述，我們很難看出張仕章的「耶

穌主義」有何特色，或它又如何與所謂的社會福音做出區

別，但是，只要我們從辯證法的概念來理解「耶穌主義」

比較能把握「耶穌主義」的特點。

上文提及的〈赤裸裸的耶穌主義) ，加上〈甚麼是耶

穌主義) ，曾以《耶穌主義論文集》的方式出版，之後再

集結〈辯證法的耶穌主義〉和〈戰鬥的耶穌主義) ，編成

37. 張仕章， <耶穌主義講話)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1) 頁1日4。

38. 對於「耶穌主義」的主張和實踐，張仕章深切地盼望同道能組織一個研究「耶穌主義」

的團體，以作為宣傳該主義的機關。所以他在〈基督教叢刊〉公佈了他所設立的〈耶穌

主義學會模範章程〉、〈耶穌主義學會組織程序〉等文件，提供研究與推行「耶穌主義」

的相關書籍。看來，耶穌主義學會的宗旨不僅是研究耶穌主義、宣傳天國福音、修養

個人品格與改造社會制度，甚至藉此形成一個社群，一同的實踐「耶穌主義」的理念和

主張，頗有類似教會或信徒社群之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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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耶穌主義講話》一書。"在〈辯證法的耶穌主義〉一文

中，張仕章認為「耶穌主義」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來，都是

合乎辯證法基本法則的: r他的思想和生活一一理念與實

踐，又具有辯證法上的統一現象，所以他的全部生活發展

歷史也就是『對立統一』 、『質量的互變』與『否定的否

定』的具體表現。J 4。這說明張仕章當時已完全接受了馬克

思主義的辯證法。而在〈戰門的耶穌主義〉一文中，他指

出「耶穌不是一個『非武力』的和平主義者，卻是一個『反

武力』 的戰門主義者。他的戰門哲學 是我們所當認識的，

他的戰門生活也是我們所應效法的。所以戰門的耶穌主義

實在是這個大革命時代的唯一福音。J 41 

基督教社會主義，顧名思義，即不同於各種以唯物主

義作為其主張的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他也表達得很清

楚。張仕章勇於走向基督教社會主義，受惠於一位美國左

派文學家非常地多，如前面提及，他於一九三六年翻譯出

版了一本題為《辛克萊的宗教思想》的書。這本書在美國

曾受到極大的關注，主要是因為辛克萊這位左派作家曾經

對基督教展開過非常嚴厲的批評，他在《宗教的利益》一

書中以經濟史觀的眼光批判基督教會，並將之分為:征服

者的教會、上流的教會、牌女的教會、奴隸販賣者的教會、

商人的教會、庸醫的教會、社會革命的教會。辛克萊也寫

過一本類似耶穌傅的著作《他們稱我為木匠) (均可CallMe

Ca中enter: A Tale ofthe Second Coming， 1922) ，睹指耶穌

其實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的煽動者，尤其是面對今天的資

39. 張仕章、黃菩生編， <耶穌主義論文集〉於一九三一年由新文社出版社出版; <耶穌主

義講話〉一九四一年初版，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九年均再版，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

版。

40. 張仕章， (耶穌主義講話> '頁42-430

41. 同上，頁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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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以及這個剝削社會下的教會，耶穌肯定是奮起反對

的。張仕章從很多方面都表現出類似辛克萊般的激動，他

譯出辛克萊的一生，受到他的影響也是直接的。

儘管與唯物主義劃清界限，但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

思想，無疑的，它首先必須在方法上與馬克思主義一致。

按我們所熟知的， r辯證法」一詞的使用在中國就帶有激

進的、左派或革命的意味，尤其在馬克思主義者那裹，他

們即是用辯證法來否定所有的宗教，同時也認為基督教不

合乎辯證，亦即是必須被淘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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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通過具

有辯證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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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種種想以辯證法的思想否定基督教的，它

們是不會成功的。

張仕章認為，耶穌的思想充分地表達在他對於天國的

比喻上，而且，正是在他的天國思想中，將辯證法的思想

予以精彰的發揮。概括而盲，他將辯證法的基本法則歸納

為三條定律:一、對立的統一 (The Law of the U世ty of 

Opposites) ;二、 質量的互變(The Law ofthe Transition of 

Quantity into Quality， and Vice Versa) ;三、否定的否定(The

Law ofthe Transition ofNegation ofthe Negation) 042以下

就其天國的辯證法思想分而述之。

首先， r對立的統一」表示「一切事物或現象都色合

對立的因素而引起內在的矛盾， 而這種矛盾的統一和門爭

便成為發展的動力 ，最後會使自身走向滅亡或轉化的結

42.同上，頁2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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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J 43張仕章引用《馬太福音〉十三章24-30節的經文，

來看耶穌對此的比喻: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

里，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祥子撒在麥子里就走

了。到長當吐穗的時候，祥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

訴他說: W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里嗎?從哪里來的祥子

呢?Jl主人說: W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 W你要我們去

游出來嗎?j主人說: W不必，恐怕9年褲子，連麥子也拔出

來。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

割的人說，先將祥子游出來，摘成桐，留著燒;惟有麥子要

收在倉里。j J 

張仕章認、為，耶穌的上述比喻說明了任何的事物都存在看

矛盾或對立，好的或攘的都可能同時存在，但是這種關係

不會永遠如此，它只是暫時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揚棄J

作用會將不好的給淘汰，最終留下好的。天國的社會進程

亦是如此，是一種對立的統一，是帶有「擴棄」作用，一

方面保存好的，另一方面拋棄不好的。張仕章又引用一展

經文， I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裹，累攏各樣水族，網既滿

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里，將不好的

丟棄了J (<馬太福音> 13:47-48) ，同樣作為「對立的統

一」的例子。

其坎， I質量的互變」是說明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它

可以發生由量到質和由質到量的轉變。張仕章表示，從量

到質的轉變是說明一種事物在發展的過程中，由量方面的

43. 同上，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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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突然引起質方面的變化。“對此，他引用了《新約聖經》

耶穌「芥菜種的比喻J (<馬太福音) 13:31-32)來說明:

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像一粒芥某種， 有人

拿去種在田里。這原是百種里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

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

上面的比喻指出，一粒芥菜種在發展過程中，它的量慢慢

長大，最後使得它從原來的質「菜種」的規定性成為新的

質，也就是「樹J的規定性。關於「從質到量的轉變」

則是說明一種事物在質方面的變化，也會產生量方面的改

變。他認為，在耶穌所提的比喻中， r麵酵的比喻J (<馬

太福音) 12:33)也同樣說明天國的發展具有這樣的「質量

的互變J

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 ["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

藏在三斗麵里，直等全團都發起來。」

他指出，這展經文的意思就是三斗麵襄加了麵酵，便發了起

來，產生新的量的規定性，這是「質量的互變」的又一例。

至於「否定的否定J '則是說明一切事物在發展的過

程中都要揭示內部的對立或矛盾，最後引起門事而否定了

自身的肯定性，而這個否定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又因新

的對立物的鬥爭而被否定，造就了否定的否定，所得到的

結果則是產生了比原先的事物更高級也更進步的東西，也

即類似負負得正的意思。張仕章認為，耶穌對這道理，舉

了一個比喻，可說明上面的論點: r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44. 同上，頁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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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

就結出詐多子粒來。J (<約翰福音> 12:24)這展經文揭

示了死看似是對生的否定，然而，卻是通往再生的必經之

途， r否定的否定J即是將死作為一種否定予以否定，其

正面的意義即是生， r否定的否定」就是革命，亦是再造、

再生。

張仕章指出，耶穌關於天國的比喻，主要即是突出了

社會發展的程序，從舊的轉變成新的，這種轉變合乎現代

的辯證法原理。“「辯證法J作為一種方法，它在天國的主

題上表現得極為貼切，而且它在耶穌的人性或人格上也同

樣具備了辯證法的意味。關於這方面的表述，即是「耶穌

主義」最富神學意味的部分。對「耶穌主義」 的信者和學

徒而吉，張仕章認為只有「耶穌的人格」才是思想與行動

的統一， r耶穌的生活」才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也唯有

耶穌才能達到「知行合一J與「言行一致J的模範，因為

我們從四福音中就可看見耶穌全部的生活就是「理論與實

踐之為法的統一」。張仕章認為耶穌不抱富貴榮華的觀念，

也沒有君王專權的想法，所以他針對這個部分引用《新約

聖經> (<馬太福音> 4:8-10' <約翰福音> 6:15)為例: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

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

都賜給你。」耶穌說: ["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神，車要事奉他。」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逗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

去了。

45. 張仕章編， <聖經文學讀本(第一冊) >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6)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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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耶穌的「吉語與行為」也是一致，耶穌曾向眾人

宣吉，他的使命就是「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 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攘的得釋放，瞎

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J(<路加福音> 4:18) 

所以，耶穌在行為上所表現的也都是這類的事工。

張仕章發現耶穌在宣傳 天國的福音時，也常提出「死

中教生」也就是 「否定的否定」的理論，所以耶穌在他的

生活中處處實踐，而這種「理論J與「實踐」的統一，卻

也使耶穌的一生充滿了偉大、神聖與悲壯。46

張仕章總結認為， I耶穌主義J是一種辯證法的綜合

主義，也是一種心物合一的綜合哲學。所以，針對耶穌的

「綜合主義J '他提出了兩種主要論證:一、事理合一論;

二、神人合一論。47 I事理合一諭」指的是「事J(現實)

與「理J(理想)是統一的， I事世界J(現實世界)與

「理世界J(理想世界)是合一的。 因此，耶穌曾經教人

向上帝禱告說: I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

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顧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J(<馬太福音> 6:9-10)耶穌

看地上的國(現實世界)與天上的國(理想世界)是合而

為一的，同時他教訓眾人說: I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J(<馬太福音> 6:33) 

張仕章認為這裹的「國J (理想世界)與「義J(理想)

都是和「這些東西J(飲食、衣裳等等現實的事物)可以

聯合共遍，這就是一種 「從心到物」的合一論。48

他還舉例(<馬可福音> 10:29-31) ，耶穌又有一吹勸

告 他的門徒說:

46.張仕章， <耶穌主義講話) ，頁29-34。

47. 同上，頁38。

48. 同上，頁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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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

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

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

世必得永生。

張仕章指明此處的「福音」就是「理想J ' I房屋、田地」

都是事物， I永生」便是理想的或精神的生活， I今世」

乃是「事世界」或現實世界， I來世」則是「理世界J或

理想世界 。 由 此可知 ， I今世」的物質生活與「來世J的

精神生活是互相保證與貫通的，也就是「從物到心J的合

一論 。49

「神人合一論」即是耶穌看他自己與 「上帝」合為 一

體 ， 所以他說「我與父原為 一 J (<約翰福音) 10:30) 

耶穌也認為「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j也是和神同體合一的 。

耶穌曾為當時的門徒和後世的信者，向上帝禱告(<約翰

福音) 17:11-21)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

為一像我們一樣。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

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

面，我在你里面，使他們也在我們里面。

張仕章表示，耶穌的主義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合乎

「辯證法」的基本法則，他的思想和生活、理論與實踐都

具有辯證法上的統一現象。但從哲學的角度來看，耶穌主

義的哲學基礎不是辯證法唯心論，也不是辯證法唯物論，

而是辯證法綜合論。如果將它們合起來講滿可以稱它為「心

49. 同上，頁39-40。

142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物綜合諭」 、 「事理合一諭」與「神人合一諭J ，50張仕章

對此鄭重地表明: r這一切結論都是我長時期的研究和體

驗中得來的。J 51 

四、結語

張仕章認為聖經對於金錢和權力所帶來的扭曲是有所

批判的， r叫有權柄的失位J '這尤其是關於資本主義的

問題，即表現在資本家對工作的壓迫和剝削，其最為直接

的表現即工資的問題，他留意到耶穌講的一個有關「葡萄

園J的比喻中，就深刻的表達了對待這個問題的看法。 他

對於這個比喻，列出了以下幾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現代資本家對勞動者所付出的工資是以甚麼為標準的?

《馬太福音》二十章1至15節關於葡萄園園主分配工資的

原則對現代社會中的失業問題與工資問題有何放發?
52 

張仕章認為，上帝統拾的新社會，人人都當有勞動的機會

與權利，他們的酬報也不可像一般現今社會所採用按時計

算或各取所值的方法，卻要依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

原則。這意昧著，天國的準備更多的是考慮到各人的因素，

奉行公平原則，卻不一定是正義的原則，前提即在於人與

人之間是否存在看憐恤和同情之念，工作不能決定一個人

的命運，人也不是全由他的勞動來決定其尊嚴的。耶穌的

天國則考慮得比這更多，因為注重愛與寬容，人類的經濟

50. 同上，頁42-43 0 

51. 岡上，頁鈞。

52. 張仕章編， <聖經文學讀本(第一冊) } ，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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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將會不一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導致的人的基本尊

嚴當然也會不一樣。

張仕章的上述這殷闡析使我們明白，何以耶穌強調天

國就好比孩童，孩童沒有成人世界的勞動能力，有時也不

是根據公平與否作判斷的，然而，作為社會中沒有勞動能

力的，他們的生存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愛護，甚至有過

之而無不及。耶穌倡導人要回轉向小孩，意昧著成人世界

的邏輯不是唯一的，甚至其正確性也是可疑的，正如耶穌

明白地說，只有親歷孩童的世界，我們才明白何謂天國的

道理。

民國時期有不少基督徒知識分子，喜於在聖誕節期間

特別撰文談論聖誕與現實的關僚，例如吳雷川的〈聖誕禱

文:耶穌救世之主欺，自爾誕生於斯世> (1926) 、〈耶

穌聖誕與雲南起義> (1926) 、沈闢莊的〈一九二七年聖

誕日中國基督徒對於時局的宣吉〉等。這其中最為特別的

還是張仕章，他曾撰有多篇文章對聖誕節作反思，而且篇

篇都表現出其激進的思想。

張仕章關於聖誕的撰文，包括〈聖誕日代耶穌宣吉〉

(1925) 、〈耶穌的三大福音一一為紀念一九三人年耶穌

聖誕節而作〉 、〈耶穌聖誕與雲南起義〉 、〈耶穌聖誕與

天國福音〉 、〈耶穌聖誕與兒童幸福〉 、〈叫有權柄的失

位〉等。舉凡其聖誕紀念文，最吸引人的莫過於他在文中

強調的「見童福音J 0 53這位「耶穌主義者」在諭「見童福

音」時，更是能夠貫徹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他以此

「見童福音J作為對資本家、帝國主義、反基督教、基督

徒和牧師的反駁和質艇。張仕章認為，耶穌降生之所以被

53. <耶穌聖誕與雲南起義) ，載〈青年進步》第88卷(1925) ; <耶誕日代耶穌宣盲〉

載 《真光雜誌〉 第24卷第11、12號(1925) ; <耶穌聖誕與兒童幸福) ，載〈女青年〉

第10卷第9期(1931) ; <1叫有權柄的失位J) ，載《女青年〉第11卷第10期(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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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即是要人留意被輕蔑或忽略的見童，孩童在法律、

社會、家庭中經常是沒有地位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經常成

了犧牲品(童工) ，在家庭全黨於父母如何對待他(私人

財產) ，這也就意昧著兒童在 社會中是最為邊錄、最弱小

的。他認為耶穌所傳的「天國的福音」就是「兒童福音」

耶穌的生活史全繫於聖誕節中有關的 意向，因此見童當被

視以神聖、高尚和光明。所以聖誕節不是耶穌生活的部分

而是全部，不是開端而是中心:

耶穌降生，天地一新;

世界文明一兒童福音!
54 

張仕章上述觀點也體現在其編寫的 《青年模範》一書中，

此作品突出了耶穌的出身背景以及他的童年生活。 《青年

模範》一書原來就是根據一本名為《少年基督傳>(The Boy's 

Life 01 Christ)昂的書改寫的。該書一開始即是一群小孩正

圍著一位老先生，聆聽著種種關於解放的故事，耶穌的一

生都與他在孩童時期昕聽見或經歷的 有關，特別是在拿撒

勒這個窮鄉僻壤長大，以及他從事於木匠的工作，都成了

他爾後成長面對各種挑戰的經驗。

本文認為，儘管「 耶穌主義」是中國基督教的激進神

學，但它同時也是見童的神學，因為從某種角度而吉，童

稚也可以是激進的，耶穌要我們「回轉像小孩J '因為「天

國就在其中J '天國的福音就是見童的福音，問題在於對

絕大部分的人而言「回轉J是困難的，亦是極其不願意的。

因此， I耶穌主義J引起教內外人士的批評，當然也就是

54. (耶穌聖誕與兒童幸福> '頁1 .
55. 張仕章編著， <青年模範> (上海:廣學會， 1928) ; William Byron Forbu曲， TheBoy's 

LiJ告ofChrist().呵呵York and London: Funk and Wagnails Company，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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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料中的事，正如耶穌誕生在馬槽( r有一嬰孩降生J) 

以及最終被人釘在十字架上( r看哪，你的兒子J) ，都

是見童福音的表現，這兩者在此維度上的境遇是一致的。56

關鍵詞:耶穌主義 辯證法 革命 基督教社會主義 張仕章

作者電郵地址: chinkenpa@yahoo.com.tw 

56. Chin Kenpa，叮'he Image of Jesus in the Writings of Zhang Sh也hang"， Christianity and 

Li帕甘甜re 68 (2018)， pp. 74-85. 

146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中文書目

王志希。 < I耶穌主義宣傳家」 一一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張仕章的

生命、思想與時代〉。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6 (2017)。

頁189-228 0 [W ANG Zhixi.“Advocator of Jesusism: The Life， 

Thought and Times of Chinese Christian Socialist Zhang 

Shizhang". Logos & Pneuma 46 (2017). pp. 189-228.] 

王治心。〈治心隨感錄〉。載《野聾:> '第1卷第9、 10期合刊(1930

年9月)。頁74-75 o [WANG Z姐姐n.“Zhixin's Random Thought". 

Yesheng， vol. 1 no. 9&10個叩，tember 1930). pp. 74-75.] 

辛克萊 。 《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張仕章譯。上海:青年協會書

局， 19370 [Sinclair， Upton. 防有at God Means to品。.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Qing Nian Xie Hui Shu Ju)， 1937.] 

吳宗素。 〈落花有意， 流水無a情一一我昕知道的父親吳耀宗〉 。

載冊福增編。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一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

國基督教》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1。 頁

509-611 0 [WU Zongsu. “Petals on a Flowing River: What 1 

Know about My Father Wu Yaozong". In Faith in a Chaotic 

Age - Wu Yaozong (Y. T. Wu)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20th Cen的ηλ Edited by XING Fuzeng.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仕'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2011. pp. 

509-611.] 

馬泰士。 《世界的公民種德傳》 。張仕章譚。上海:青年協會書

局， 1940 0 [Mathews， Basil. 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 

Translated by H。他單位S.C. Chang.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40.] 

張仕章。〈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載《青年進步}56 (1922)。

頁1-23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Chinese 

C趾istianity and Socialism". Qing Nian Jin Bu 56 (1922). pp. 

1-23.] 
一-

0 <耶穌聖誕與雲南起義〉 。 載 《青年進步:> 88 (1925) 

頁3-60 [ZHANG Sh凶lang (H。“ing位S.C. Chang).“Chris個as

147 



曾慶豹

and仕le Yunnan Uprising". Qing Nian Jin Bu 88 (1925). pp. 

3-6.] 

。 〈耶誕日代耶穌宣吉〉 。載《真光雜誌》第24卷第1 1、

1 2號(1925) 。頁56-67 0 [ZHANG Shizhang但0位inger S. C. 

Chang).“A Dec1aration on behalf of Jesus in Chris個laS Day". 

The True Light Review vol. 24 no. 1 1 &1 2  (1925). pp. 56-67.] 

。 〈社會主義家眼光中的耶穌〉 。載《文社》第二卷第10

冊(1927)。頁1 -6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Jesus in the Eyes ofa Socialist". Wen She vol. 2， no. 10 (1927). 

pp. 1 -6.] 

。 〈本社敢示二一一徵求關於批評基督教神學政治機關書籍

等著作〉 。載《野聾》第一卷第2期， 1928年 10月 。扉頁。

[ZHANG ShizhangσIottinger S. C. Chang).“Notice: Calling 

for Papers 缸ld Writings on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n Christian Theology". Ye Sheng vol. 1 no. 2 

(October 1928). Title page.] 
一- 0 <赤裸裸的耶穌主義〉 。載《野聲》第一卷第1期(1928

年9月)。頁3-8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Pure Jesusism". Ye Sheng vol. 1 no. 1 (September 1928). pp. 

3-8.] 
一一 。 〈脫離福北浸會堂宣吉〉 。載《野聲》第一卷第 6、7、8

期合刊(1930)。頁1 68-171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A Declaration on the Separation企'Om Northem 

Shanghai Baptist Church". Ye Sheng vol. 1 no. 6，7&8 ( 1930). pp. 

1 68-171 .] 
一一 。 〈我現在為甚麼還是一個耶穌主義者〉 。載《野聲》第二

卷第1期(1931 )。頁1 3-1 40 [ZHANG Shizhang徊。甜nger S. 

C. Chang).“WhyI紅n Stil1 an Advocate of Jesusism". Ye Sheng 

vol. 2 no. 1 (1931 ). pp. 1 3-14.] 
一一 。 〈敬告上海這班「已經得救」的基督徒〉 。載《上海青年》

148 

第三十一卷第 51 期(1931 ) 。 頁 6-90 [ZHANG Shizhang 

徊。ttinger S. C. Chang). “A Dec1aration to the ‘Redeemed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Christian' Group姐Shanghai". Shang Hai Qing Nian vo1. 31 no. 

5 1  (1931 ). pp. 6-9.] 

。〈耶穌聖誕與見童幸福〉。載《女青年》第十卷第9期(1931 )。

頁 1 -10 0 [ZHANG Shizhang (Ho前旭ger S. C. Chang). 

“Chris值las and the Well Being of Chi1dren". Nü Qing Nian vo1. 

10 no. 9 (1931 ). pp. 1-10.] 

。 < r叫有權柄的失位J > 。 載 《女青年》 第十一卷第 10

期 (1932) 。頁18-2 2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Those in Authorities Lost也eir Power". Nü Qing Nian 

vo1. 1 1  no. 10 (1932). pp. 18-2 2.] 

編著。 《青年模範》 。上海:廣學會， 1凹92羽80 [扭ZHANGSh趾iz油ha祖n

(但Ho耐前血ge叮rS. C. Chang). The Youth Model. Shangh叫:C尬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Guang Xue Hui)， 19 28.] 

一一編。 《聖經文學讀本(第一冊) :>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

1946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ed. Bible 

Literature， Vo1. 1.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46.] 

一一編譯。《宗教批判論集》。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500 [ZHANG 

Shizhang但ottingerS. C. Chan蚣， ed. Criticisms on Religion.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50.] 

一一 、黃菩生編。 《耶穌主義論文集》 。上海:新文社， 1931。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 HUANG 

Pushe嗯， eds. Essays on J白usism. Shanghai: Xin Wen She， 

1931 .] 

一一。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39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t Movement.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39]. 

一一。 《耶穌主義講話》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1 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Four Talks on J臼usism.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41 .] 

149 



曾慶豹

一一。《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0初版，

1949 年再版。[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Christianity and Socia/ Revo/ution.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40/1949.] 

一一。《匈牙利的宗教》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550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Religions in Hungary.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55.] 

梁冠霆。 《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尋: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研究

( 1909-1951)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0 [LEUNG 

Koon-ting. The Spiritua/ Joumey ofthe Young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 The Stu砂of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s 

in North America (1909-1951).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張欽士主編。 《革命的耶穌》 。華北公理會出版部印行，真理社

出版， 1922 0 [ZHANG Qinshi， ed. Jesus the Revo/utionist. 

Huabei: Zhen Li She， 1922.] 

麥墨累。《創造的社會》 。張仕章擇。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 

/1948 (第五版) 0 [M部Murray， John. A Creative Society.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China， 1936/1948.] 

斯特朗。 《蘇俄的企業》 。張仕章譯 。上海:南華圖書， 1929。

[Strong， Anna Louise. Russian Enterprises.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Shanghai: Nan Hua Tu Shu， 1929.] 

。《蘇俄平民生活寫真》。張仕章譯。上海:缸葉書店，1930。

[Stro嗯， Anna Louise. The Dai砂 Life of the Russian 

Pro/etarians.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Shanghai: 

Hong Ye Shu Ju， 1930.] 

曾慶豹。 〈思想過激者的命運一一沈闢莊其人及其思想> 0 <.福

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6年第3期。頁63-710[CHlN 

Ken Pa，“The Destiny of an Ex仕emist: Shen Sizhuang and his 

Thought".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 Sciences 

Month/y) 2016 issue 3. pp. 63-71.] 

150 



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轉克。《蘇俄革命與宗教》。上海:聯合書店， 1930 0 [Hecker， Ju1ius 

F.Rel，崢on under the Soviets. Shanghai: Lian He Shu Dian， 1930.] 

。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 。搗續擇。上海:青年協

會書局出版， 19350 [Hecker， Julius F. Religion and Communism 

- A Stu砂ofReligion and Atheism in Soviet Russia. Translated 

by YANG Bin. Shanghai: Qing Nian Xie Hui Shu Ju， 1935.] 

劉家峰。 〈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一一張仕章及其耶穌主義理論

初探〉 。載王成勉編。 《十字架前的思索一一文本解讀與經

典詮釋》。台北:黎明文化， 2010 0頁237-258 0 [LIU Jiafeng. 

“Balancing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Zhang Shizhang and his Jesusism". In Thinking about the Cross 

-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Annotation of Canon. Edited by 

WANG Chengmian. Taipei: Li Ming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2010. pp. 237-258.] 

龍偉。 < I革命的耶穌J :一位青年基督徒的宗教思想與社會關

懷一一以張仕章文字作晶為中心的考察〉 。載李靈、陳建明

編。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3。頁350-370 0 [LONG Wei，“Jesus as a Revolutionist: 

A Case Study on Zhang Shizhang's Writings". In Christian 

Media Writings and Modem China. Edited by LI Ling and 

CHEN Ji缸m姐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pp. 350-370.] 

羅傑。 《基督教百間》 。張仕章譚。上海:廣學會， 19260 [Roger， 

C. F. Question Time in均lde Park. Translated by Hottinger S. C. 

Chang.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6.] 

饒習博。 《耶穌底社會原理》 。張仕章譚。上海:廣學會， 1923 

/1924/1930 0 [Rauschenbusch， Walter. The Social Pr的甸的

of Jesus. Translated by CHANG S凶h Chang.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3/1924/1930.] 

151 



曾慶豹

外文書目

Forbush， Wi1liam Byron. The Boy's Life of Christ. New York and 

London: 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 1906. 

CHIN Kenpa. “The Image of Jesus in the Writings of Zhang 

Shizhang徊。ttinger S. C. Chang)".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68 (2018). pp.74-85. 

Bemal， Martin.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and London: 

Comell University pr自此1976.

152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1 ofτbeo10gy (No.51 Autumn 2019)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Marχist Dialogue: 

A Case Study on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CHIN Ken P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C. Chang， 1896-?) was an 

anarchist turned Christian， during the early Chinese Republic 

Era. It was企om this unique social context of his times， that 

Zhang proposed his famous proposition of “Jesusism" - a 

branch of Chinese Christian socialism. Through writing Jesus' 

biograp旬， and his projection of Jesus as a socia1 liberator， 

Zhang appropriates Jesus' parable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 

unique kind of Christian socialism. The core of Zhang's new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Jesus teachings is a subversive no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overwhelming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of his times. Zhang's Jesusism is a product of 

active Christian-Marxist dialogue， which ref1ects the diale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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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revolutionary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Jesusism is 

indeed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branches of Chinese 

Christian Socialism during the Republ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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