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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一一從《獄中書簡》的德文原文和中譯本對比重析朋霍費

爾的神學思想

王玉靜

華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抵抗與順服一一獄

中 信札>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電fe und 

Aufteichnungenaus der Haft)是他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

四四年十月在柏林的泰戈爾 (Tegel)監獄中的書信、詩歌

和雜感的集合。1在朋霍費爾遇難後，他的好友貝特格

(Eberhard Bethge)將他在獄中的文字出版，便有了這本

書。這本書的中文版最早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一九

六九年出版，名為《獄中書簡> '譯者是許碧端。大陸讀

者所熟悉的中文版本是高師寧翻譯的 《獄中書簡> '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1宗教與世界J叢書之一)， 

之後，一九九七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二0一

一年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朋霍費爾作品集，其中就包括《獄

中書簡》。目前讀者在市面上常見到的就是後兩個版本。

《獄中書簡》的德文版被重印二十多狀，受歡迎程度

可見一斑。讓普通讀者感動的是，朋霍費爾用生命實踐自

1. Dietrich Bonhoe宜er， Dietrich Bonhoeffer Wer.缸， Bd. 8: Wì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teichnungen a間der Haρ(eds. C出sti血Gremmels， Eberhard Be也許，& Rena紀

Bethge; Gütersloh: Chr. Kais缸'，1998) 。下文簡稱為DB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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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玉靜

己理念的殉道士行為;讓學界不斷探討的是，朋霍費爾神

學思想的火花怎樣影響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神學。

漢語學界對 《獄中書簡》的單獨研究雖然不多，但朋

霍費爾在這本書中拋出的幾個概念也引起漢語學者的重

視。如劉小楓在《走向十宇架上的真》一書中專辟一章「分

擔上帝的苦弱J '討論朋霍費爾的獄中神學。2張旭在 《上

帝死了，神學何為。中也提到， <獄中書簡》探究的是，

以「基督教的此世性J為基礎，在基督教文明潰敗的時代

重建一種「非宗教的基督教J 0 3安希孟和何光輝等人通過

對朋霍費爾作晶的譯介和研究，以「獄中神學J為切入點

介紹朋霍費爾的神學思想。4

「非宗教的基督教」 、 「基督教的此世性」 、 「受難

的上帝」是朋霍費爾從 一九四四年初春到盛夏在柏林泰戈

爾監獄書信中的關鍵字，這些不斷困擾朋霍費爾的幾個主

題詞也不斷被後人闡釋。本文從這幾個概念的原文出處5和

中文譯文6對比研究出發，結合朋霍費爾的神學語境，嘗試

理清這幾個概念的內在關聯。

一、宗教還是信仰?

無論是十六世紀向內尋找理性的敢蒙運動，還是十人

世紀向 內尋找感覺的浪漫主義，都使基督教的存在面臨巨

2.劉小楓， <走向十字架的真>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44-1760
3.張旭， <上帝死了，神學何為?--20世紀基督教神學基本問題} (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10)，頁l鈞。
4.安希孟和何光灑分別為朋種費爾的〈做門徒的代價> (陳仁藍藍諱，安希孟校;北京:新

星出版社，2012)和〈獄中書簡) (高師寧譯、何光灑校;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 
做校注。安希孟在〈反納粹詩人朋霍費爾) (載《詩刊) 2000年11月，頁77-78)和
〈反對希特勒:以基督的名義 朋霍費爾牧師小傅) (載〈科技文萃) 2000年第2
期，頁101-104)中通過介紹朋霍費爾的生平事蹟引介了朋霍費爾的思想。

5.本文參考的德文原作是歷史考證版〈朋霍費爾全集> (Die的chBonhoe.1.知'rWe�缸，1998)
的卷八。

6.本文參考的中譯本〈獄中書簡〉是高師寧翻譯，新星出版社二0一一年出版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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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大挑戰:人不再需要一個絕對的他者，通過理性或感性就

可以認識自己和世界。如朋霍費爾認為，我們談論基督教

的語境和以前不同了，基督教賴以存在的虔誠的和內在的

生活方式不復存在。要搞清楚朋霍費爾吉及的基督教存在

的背景或語境關乎的是甚麼，首先要釐清他是如何吉說宗

教和信仰的。

1. 虔暢的時代已經完結

《朋 霍 費 爾全集) (Dietrich Bonho吃fJer Werke 

[DBW]) ，卷入，頁402 : 

Was mich unablässig bewe餌， ist die Frage， was das 

Christentum oder auch wer Christus heute für uns eigentlicht ist. 

Die Zeit，函der man das den Menschen durch Worte - seien 

es theologische oder fromme Worte - sagen könnte， ist 

vorbei; ebenso die Zeit der Inner1ichkeit und des Gewissens， 

und d.h.eben die Zeit der Religion üb位haupt.

《獄中書簡) ，頁138 : 

不斷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是，今天，對我們來說甚麼是

基督教，甚至甚麼是基督?人能通過詞語，不論是神學詞語

還是虔誠的話語來了解每一件事的時代完結了，內心和良心

的時代(這種時代應該說宗教本身的時代)也完結了。

作者譯文:

一直以來引起我思考的問題是，如今對我們而言究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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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玉靜

評析

麼是基督教，誰是基督?人能通過言語，無論是神學話語還

是虔誠的話語向他人表述基督教和基督的時代已經過去

了;內心和良心的時代也過去了，這就是宗教時代的結束。

顯然，原文中 “sagen" 的意思是「述說、表述J '而

不是「了解J ;同時“sagen" 的賓語“das" (這個)指的

是前面提到的 “das Christen個m" (基督教)和 “Christus"

(基督) ，而不是如譯本中說的「每一件事情」 。朋霍費

爾在這襄談到的主要是基督教和基督存在的背景:如今的

人不可能在一種虔誠的宗教氛圍中談論基督教了。

2. 基督教的根基被抽走

《朋霍費爾全集> '卷八，頁403 : 

Was bedeutet dasdann für das“C趾istentum"? U nserem 

ganzen bisherigen “Christentum" wird das Fundament 

entzogen， und es sind nur noch einzige“letzte Ri往前>， oder ein 

paar intellektuell Unredliche， bei denen wir "religiös" landen 

können. 

《獄中書簡> '頁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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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於「基督教」意味著甚麼呢?它意味著，辜的關鍵

部分脫離了我們迄今的基督教的整個結構，那些留下來為我

們在「宗教」的路途中照亮的人，只是幾個「騎士時代最後

的倖存者J '或者是一兩個在思想上不誠實的人。



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作者譯文:

評析

那麼，對於「基督教j意味若甚麼呢?對於我們到目前

為止的整個「基督教」而言，它的根基被抽走。只剩幾個「最

後的騎士」或者幾個思想上不誠實的人，靠他們我們才能「在

宗教的土壤上J若陸。

結合上下文，朋霍費爾指的是， 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

而言， 其賴以生存 的根基不復存在，即，宗教的大環境已

經不是整個人類的特質。而譯本的 「車的關鍵部分脫離了

我們迄今的基督教的整個結構」這種翻法， 首先， 和原文

不符:原文一目了然，是根基被抽走:das Fundament wird 

en但ogen。其攻，這種比擬也不利於真正理解朋霍費爾要表

達的意思。

朋霍費爾為甚麼會在這里提出 「虔誠的時代完結」

「宗教的時代完結」以及 「 基督教的根基被抽走J ?他這

襄是從作為 「宗教」的基督教角度提出的這幾個問題 。想

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從思想淵源上回到朋霍費爾對「宗

教J的認識，以及對「宗教」和「信仰」的認識上。

朋霍費爾的神學深受巴特(Karl Ba吋1)的影響，可以

說，他的神學思想的構建從一開始就是以巴特為念。朋霍

費爾的好友貝特格認為，在同 時代的思想家中，沒有人比

巴特對朋霍費爾的影響更大。7而在對待宗教和信仰這一關

係上，朋霍費爾承襲了巴特對宗教批判，但又與之不同。

7. E. B皂白阱，Die師ichBonho呀rer. Theolog， Christ， Zeitg，田間間。在ÛD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86)，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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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在他的《教會教義學>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中 一方面提出了宗教是「非信仰J (Unglaube) ，8另一方

面，他又將宗教看作「敢示的 人類面龐J (das menschliche 

Gesicht der Offenbarung) 0 9可以說，巴特承認宗教和信仰

或敢示之間的區別，但不是完全對立，他在人類宗教世界

中談及上帝的隱秘，將宗教歸於「上帝善的創造J (die gute 

Schöpfung Gottes) 0 10所以，巴特對宗教的討論基於上帝

的敢示，他對宗教的批判是在系統神學內的、辯證的 。

朋霍費爾對巴特思想的吸收和傳承 並非一成 不變，甚

至可以說，朋霍費爾對巴特思想的 接受始於對他的批判。11

他 一開始就對巴特的 《教會教義學》懷著一種擔憂，他想

的是和巴特不同的，一種新的神學。12而他對宗教的批判源

於他對巴特宗教觀的吸收，在一九二七之前他並沒有批判

宗教，而在接受了巴特對宗教的討論之後，他在《聖徒團

契> (Sanctorum Communio)一書中 第一故對宗教進行批

判。朋霍費爾的研究者維斯勝貝格(Ralf K. Wüstenberg) 

認為，朋霍費爾對宗教的認識經歷了兩吹轉變，即，第一

吹轉變大概在一九二五年，他對宗教的認識從正面評價變

成批判，第二故是在獄中，從批判宗教到非宗教。13而後期

8. Kar1 Bar血，Die Kirchliche Dogmat政I/2 (Z加ich: Theo1ogischer Ver1ag Z加ich，1937)， pp. 
324丘

9. 同上，頁3060
10. Kar1 Bar曲，DieKirchliche Dogn個前1v/3 (Zürich: Th凹10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5呦，p.850.
1 1 . 關於朋霍費爾對巴特思想的接受，可參考:Jl祉耳目Boomga缸d間，D目Verständnis der 

Wirk/ichkeit: Dietrich Bonho再加'rs 句J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ihr philosophischer 
Hintergrund in "Akt und Sein" (G咀扭rs1oh:Chr.Kaiser/Gü扭曲，her Ver1agsh晶晶， 1999) ; 
扭曲曲P祖g蝠， Kar/ Barth in der The%gie Dietrich Bonhoeffers: Eine notwendige 
Klarste//ung (Ber1in: Alektor-Ver1ag， 1989) ; Ernst Feil， Die Theologie D闊的chBonho材加.
Hermeneutik - Ch闊的logie - We/tverständnis (LIT， 2006)。

12. Dietrich Bo曲。effer.Dietrich Bonhoeffer Wer缸，Bd. 9: Jugend und Sl帥dium 1918-1927 (eds 
Hans Pfei缸，Clifford G田間&Car1-J誼rgen Kaltenbom. Güters1oh: Chr. Kaiser， 1986)， pp. 
157-160。下文簡稱為DBW 9。

13. Ralf K.  WÜDstenberg， A The%gy of Life: Dietrich Bonhoeffer 's Religionl，削凹的tianity，

(tr血s. Doug Stott; Grand Rapids，間:W. B.E扭曲nans， 1998)， pp. 31-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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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獄中)的朋霍費爾提出了一種歷史的、心理的宗教概念。

他提出了「宗教是基督教的外袍J 0 14 

朋霍費爾一方面承襲巴特對宗教的批判，他認為，一

九00年的基督教神學的基礎 宗教的先驗，不復存

在。15同時，他在獄中批判巴特的宗教觀是「敢示的實證主

義J (Offenbarungspositivismus) 0 16朋霍費爾認、為，巴特

的系統的辯證神學存在忽規耶穌的歷史性的危險。17對於朋

霍費爾而言，巴特對宗教和敢示(信仰) 的態度完全是從

敢示的角度出發，這種視角犧牲了兩者的連續性和歷史

性。因此，朋霍費爾並未遵循巴特的宗教觀，他從歷史發

展的角度考察宗教的失效，即，宗教存在的前提:虔誠的

時代不復存在，所以，宗教的時代不復存在。朋霍費爾的

研究者費爾(Emst Feil)認為，朋霍費爾在獄中的思想深

受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影響:在朋霍費爾看來，宗

教這一概念在歷史上是過時的。18可以說，對朋霍費爾而

盲，從歷史進程的角度出發，逃避宗教是可能的。朋霍費

爾對宗教的批判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探析真正的基督教。

如果說巴特對宗教的定義是在系統神學範疇內的話，

那麼，朋霍費爾則是在基督教新教的理路中討論宗教。朋

霍費爾在歷史進程中將宗教視為某一歷史階炭產物，所

以，它必定會消亡。他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下，對於大多

14. DBW 8， p. 404. 
15. 同上，頁403。關於朋霍費爾對“religlös目Apriori"這一概念的理解，參考DBW 8， p. 

403，n.11。他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大學授課資格論文〈行動與存有> (Akt und Seinl中就

結合巴特對「敢示J和「宗教J '或「信仰J和「宗教」的關係，對「宗教的先驗」進
行了批判。

16. DBW 8， p. 404. 
17. DBW9，p.478. 
18. Emst Feil，“Religion s旭吐Glaube - Glaube s旭社Religion?因恥>risch-systematischer E立m

血Bo曲。effi帥Plädoyer晶r ein 'religionsloses C趾ist凹.tum"'，旭chri姐姐Gremmels & 

Wolfgang Huber (eds.)， Re/，砂'onimErbe﹒D阻trich Bonhoeffer und die Zukunftsjähig1æit d，甜

Christen翩翩(Gütersloh: Kais缸" Gütersloher Verlagsha間， 2002 )， p. 48. 

207 



主玉靜

數人來說，當遇到個體的良知問題，尋求靈魂拯救和教贖

時，在來世中尋求上帝意義不再重大。19那麼，如何談論基

督教?

從十七世紀到朋霍費爾(1906-1945)生活的年代，西

方學界在理性主義抬頭、形而上學式微的背景下，不斷重

新詮釋基督教。康德在一七九三年出版的《單純理性限度

內的宗教>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祈)一書中將上帝視為最高道德的神聖命令。而施萊

爾馬掛(F. D. E. Schleiermacher)則從對上帝的絕對依賴感

出發，認為基督教的精髓是對上帝的敬虔和知覺。朋霍費

爾並沒有陷入理性主義和「絕對依賴感」的漩渦，而是剝

去基督教的「宗教外袍J '回歸信仰本身，重新看待基督

教。他對宗教的批判本質上是為了呼籲真正的基督教一一

「非宗教的基督教J

二、何謂「非宗教的基督教J ? 

朋霍費爾在獄中提出的最令人為之一振的概念就是

「非宗教的基督教」了。既然基督教存在的根基不復存在，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談論基督教?或者說，甚麼是宗教的基

督教，甚麼是非宗教的基督教?

1. í在宗教的意義上解釋」

《朋霍費爾全集> '卷八，頁414 : 

Was heißt nun "religiös interpretieren"? Es heißt m.E. 

einerseits metaphisisch， andererseits individualistisch reden. 

19. Sabine Dram血， Dietrich Bonhoeffer: Eine Ein.舟hrung in Sein Denken (Gü記rsloh: Kaiserl 

Güte凹:Ioher Verlagshaus， 2001)，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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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Beides甘ifft weder die biblische Botschaft noch den heutigen 

Menschen. 1st nicht die individualistische Frage nach dem 

persönlichen Seelenheil uns allen fast völlig entschwunden? 

Stehen wir nicht wirklich unter dem Eindruck， daß es 

wichtigere Dinge gibt， als diese Frage (-vielleicht nicht als diese 

Sache， aber doch als diese Frage!?) ? 

《獄中書簡> '頁143 : 

「在非崇教的意義土解釋」才智的是甚麼?在我看來，它

意味著一方面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談，另一方面從個人主義

的角度來訣，而這兩種角度的任何一種都與聖經的資訊或今

天的人無關。說對個人獲救的個人主義關注幾乎已經完全離

開了我們，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有一些事情比為這個問題操

心更為重要，我們難道不是確有這種想法嗎?

作者譯文:

評析

「在宗教的意義上解釋j持的是甚麼?在我看來，它的

意思一方面是從形而上學角度討論，另一方面從個人主義角

度討論。而這兩種角度都和聖經的資訊或今天的人無關。對

於我們所有的人而言，詢問個人救贖的個人主義的問題難道

不是完全隱匿了嗎?有一些事情要比這個問題(或許不是作

為這件事情，而是作為這個問題)更重要，難道我們不是確

有這種想法嗎?

原文是“religlös interpretieren" ，中文意思顯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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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意義上解釋J ' <獄中書簡》的譯者在注釋中將原

文(這里的原文指的是英文)歸為印刷錯誤。20原因在於，

朋 霍 費 爾 提 出 這句話 “Was heißt nun 'religiös 

inte中間tieren?'"之前在討論“Religionslosigkeit"(非宗教

性) ，21所以，按照這個邏輯，似乎朋霍費爾應該提出的問

題是“nicht-religiös inte中retieren"(在非宗教的意義上解

釋) 。然而，結合朋霍費爾論述這個問題的上下文背景對

此分析，顯然，並非如此。

首先，朋霍費爾在《獄中書簡》這本書中提到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das religionslose Christentum" (非

宗教的基督教) 。朋霍費爾嘗試在他所處的時代一一一個

「宗教完結的時代」討論基督教。無論是「非宗教」還是

「宗教的完結J '這都是討論基督教存在的前設條件，那

麼，就需要從文本上弄清楚「宗教的」和「非宗教的J分

別指的是甚麼。

其次，朋霍費爾對這個問題I r在宗教的意義上解釋』

指的是甚麼J (Was heißt nun“religiös interpretieren? ，， ) 給

予回應:他認為，這種解釋，一方面指的是從形而上學的

角度來談，另一方面指的是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談。而這

兩者都和聖經的信息以及今天的人類沒有關保。22根據「形

而上學」這個祠的詞源來分析，它最初是亞里士多德的

Metaphysics '字面意思是「物理學之後」。而亞里士多德

在《彤而上學》這本書中討論的是本體論的問題，即世界

的本源以及超驗的理念世界等。可以說，形而上學本身就

是一種超越的體驗和知識，而所有的宗教都有彤而上的一

面。在歷史考證版的《朋霍費爾全集》卷入中，朋霍費爾

20. 參見朋霍費爾薯，高師寧諱，何光灑校， (獄中書簡) ，頁143 '注1.

21. 參見同上，頁143。

22. DBW 8， p.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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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對形而上學作直接的闡釋，他指出「人形中 的上帝」

(Gott in Menschengestalt)是那個「為他人的人J : r那

個被釘十字架的人J '而不是在絕對、 形而上和無限的概

念中。23顯而易見，他將形而上和絕對、無限歸為一類，並

且和為他人的耶穌基督是對立的。因為這個關乎超越的形

而上學在認識論範疇內，而 朋霍費爾談及的是上帝的超

越，在他看來，認識論的超越和上帝的超越無關。24而上帝

的超越「不是無限的和不能實現的任務，而是此世存在的

身邊的鄰人J，25可以說，在朋霍費爾理解，形而上就是認

識論下的超越，意昧著絕對和無限，和此世無關。

「從個人主義角度談」顯然指的從個人體驗的角度感

知宗教，人在其有限性中 感知宗教的無限，這種從個體體

驗的角度來闡釋宗教被認為是從奧古斯丁開始的。李蘭芬

在她的論文〈回到真切的個體體驗 一一從奧古斯丁及安薩

里的懺悔錄說起〉一文中詳盡地討論了西方神學如何從個

體體驗對宗教認識的這一脈絡。26浪漫主義鼻祖施萊爾馬都

認為，宗教的本質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行動，而是直觀和情

感 (血r Wesen ist weder Denken noch Handeln， sondem 

Anschauung und Ge血hl) 0 27無論是彤而上學，還是個人主

義，都指涉的是認、識宗教的角度，而不是非宗教。

除了「形而上學J和「個人主義角度J '朋霍費爾所

吉的宗教還是「片面的 J :宗教角度的上帝是 Deus ex 

23. 同上，頁558-559。

24.同上，頁408。
25.同上，頁558。
26. 李蘭芬， <回到真切的個體體驗一一從奧古斯了及安薩里的懺悔錄說起> '載〈現代哲

學>2006年第5期，頁68-72 0 

27. 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Ü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間仰的ren
Veräch起'm (1799)， in G曲曲r Meck，凹stock (ed.)， 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Kri的che
Gesamtausgabe， Bd. 1/2: Schriften a田der Berliner Zeit 1769-1799 (Berlin/New York: 

Verlag Walter de G叩抖缸，1984)，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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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a'只是維護部分人在困境的利益和需求，而不是將

人視為整全的生命。因為信仰不同於宗教，它是整全的，

是一種生活方式，耶穌號召我們走向的不是一種新的宗

教，而是生命。28

順著這一思路，朋霍費爾討論的「非宗教的基督教」

指的既不是形而上的角度，也不是個人主義的角度。《朋

霍費爾全集》卷入中，朋霍費爾不斷提到的是，他越來越

從《舊約》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和感知，29 <舊約》關注的不

是個人拯救的問題，而是上帝的公義和上帝的國在塵世實

現的問題。30 r非宗教」作為理解基督教的限定詞，它關乎

的既不是超越，也不是個人拯教;它並不將這個世界劃分

為神聖的和世俗的兩個部分，而是從聖經出發，將人看作

整體的。

對於朋霍費爾而言，宗教對於世俗的人而盲，只是達

到思想先驗的一種手設;同時在世俗的世界中獲得生活指

引的方式。 「非宗教J的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不是一種

達到目的的手度，而是生活、生命本身。朋霍費爾拒斥一

種部分的、彼世的、看眼於邊界的信仰一一宗教性的;而

主張一種整體的、此世的、立足於生活中心的信仰一一非

宗教的。

那麼，朋霍費爾怎麼理解「在非宗教意義上的解釋J ? 

朋霍費爾有生之年沒能更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就連他的

好友貝特格也說，我們只能從朋霍費爾書信的字襄行間摸
索著探究。31

28. DBW 8， p. 537. 

29. 同上，頁2260

30. 同上，頁415。

31. Eberhard B他ge，“Go吐esdi個st in einem säkul缸個Zeitalter - wie Bonhoeffer ibn verstand"， 

姐Peter H. A. N間血血n (ed.)， “'Religions/os<四Christentum " und "nicht-religiö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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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I非宗教意義上的解釋」意昧著要從 《舊約》

和 《約翰福音》 一章14節出發，換一 種方式解 釋

(uminte中retieren) 032而《舊約》關乎的不是個體的拯赦，

而是上帝公義之國在這個世界的建立。 《舊約》 關乎的不

是來世，而是此世，即如何創造、保持、依照律法維護、

寬恕和更新這個世界。33只有用《舊約》的 非宗教的語

育，基督教 信仰才能在這個及齡的世界生存。

其吹， I非宗教意義上的解釋」和基督教的「此世性J

一脈相承: I非宗教」意昧著上帝在這個世界中心，而不

是在來世;在 人的生活中心，而不是在邊界。如「我們和

上帝的 關係不是純粹的精神性的，不只是內心的，而是完

整的，肉體的、關乎本質的和存在的、真實的;這種關係

是一種新的生命狀態，在這個世界中，為了這個世界，但

卻不是這個世界的J 0 34 

朋霍費爾不是從社會學角度，而是從神學角度、信仰

角度提出非宗教的基督教。如果我們將這一概念置於人文

社會科學的框架下考察，那麼， I非宗教基督教」因其更

關注人是甚麼、人的品格，而更多地指涉一種人的倫理狀

態。從這個角度來說， I非宗教的基督教」從內在價值理

想角度規定了基督教的倫理維度。

三、基督教的此世性

朋霍費爾指的「基督教的此世陸J (Diesseitigkeit) 

Interpretation" bei Dietrich BonhoejJ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曲，

1990)， p. 354. 

32. 同上，頁416。

33. 同上，頁415。

34. Dedo Müll缸，“Dietrich Bonhoeffer Prinzip der weltlichen In伽pre祖tion und Verkündigung 

des Evangeliums"， in Neumann (ed.)， "Relig悶悶/08四凹，當缸'ntum" unt/ "nich押的'giè的e

In但'rpretation" bei Dietrich BonhoejJer， p.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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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單是「生活在這個世界J '也不是普通人的「世俗性」

<Weltlichkeit) ，而是一種「在充斥紀律的氛圍中，對死

亡和復活的認、知是當下的J 35的此世性。他對基督教此世性

的認知也是立足於對基督受難和復活的解釋。所以，想了

解朋霍費爾「基督教此世性」的這一概念，必須首先釐清，

人和上帝在這個世界是何種關係。

1. 不需要上帝地生活

《朋霍費爾全集> '卷八，頁534 : 

Gott gibt uns zu wiss妞， daß wir leben müssen als solche， 

die mit dem Leben ohne Gott ferig werden. Der Gott， der mit 

uns ist， ist der Gott， der uns ver1甜t(M訂kus 15，34)! Der Go仗，

der uns in der Welt leben 1的，t ohne dieArbeitshypothese Gott， 

ist der Go前， vor dem wir dauemd stehen. Vor und mit Gott 

leben wir ohne G。“-

《獄中書簡> '頁192 : 

上帝實際上教導我們說，我們必須作為沒有他也能過

得很好的人而生活。與我們悶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

上帝( <.馬可福音) 15:34) 。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用他

起作用的假設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們永遠站在他面

前的那位上帝 。 在上帝面前 ， 與上帝在 一 起 ， 我們正在 不

靠上帝而生活。

35. DBW 8， 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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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譯文:

評析

上帝讓我們知道，我們必須這樣生活，即，沒有上帝我

們能承擔生活重任。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上

帝( {馬可福音> 15:34)。讓我們不需要他的假設起作用而

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上帝，就是我們永遠站在他面前的上帝。

我們沒有上帝地生活在上帝面前並與上帝生活在一起。

造句話中的

表面上看是悸論3但卻是朋霍費爾神學思想的精粹。

結合這句話的上下文，朋霍費爾在這句話之前引用了

《馬可福音》 中的「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

上帝J '之後又提到「上帝在這個世上是軟弱無力的，而

且這正是他能夠與我們同在並說明我們的方式，唯一方

式J 0 36造就是不需要上帝的方式。

劉小楓在《走向十字架的真》一書中將這句話翻為「我

們沒有上帝地生活在上帝面前並與上帝生活在一起J '並

從「孕育著希望的無神J (verheissungsvolle Gottlosigkeit) 

角度剖析了這一悸論: I r孕育著希望的無神』把上帝和

宗教區別開來，並促使人在自立中盡到對世界的責任。一

旦做到了這一點，就分擔了上帝的苦弱，與上帝在一起。

所以，朋霍費爾說，成齡的世界是無神的世界，但正因為

如此而比未成齡的世界更接近上帝。J 37可以說，理解這一

悸論的關鍵是要整合朋霍費爾所吉及的幾個概念: I世界

的及齡」 、 「非宗教的基督教」 、 「基督教的此世性」

36. 同上，頁534。

37. 劉小楓， <走向十字架的真) ，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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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無力的上帝J :因為世界的及齡一一人類對這個世

界以及自己有了更理性的認知，所以基督教賴以存在的根

基不復存在一一神聖的話語無法再觸及這個世界 ，所以 ，

不能再從形而上學和個人主義的角度，而是要從「非宗教J

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和上帝，這裹的「非宗教」指的就是「回

歸聖經J '即，走向生命，在擁抱生命和生活中信仰基督

這就是「基督教的此世性」一一在上帝面前和上帝一起(vor

Gott mit Gott) ;既然形而上的上帝不復存在 ，上帝和我們

相遇的模式是通過他的軟弱和受難， 而 不是全能和力

量一一不需要上帝地生活(ohne Gott) 

這一悸論在基督被釘十字架和復活中得以解釋:基督

被釘十字架一一上帝拋棄基督，基督復活一一上帝顯現。這

兩個事件中的基督都代表天父一一上帝。上帝在這個世界

的呈現是缺席 和出席的交織:在上帝面前 {vor Go位) 以及

和上帝一起(mit Gott)是信仰的前提，而不需要上帝{ohne

Go訂) 是信仰的方式。

2. 受難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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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費爾全集> '卷入，頁535 : 

“Könntihr nicht eine S仙且de mit mir wachen? " fragt Jesus 

in Gethsemane. Das ist die Umkehrungvon allem， was der 

religiöse Mensch von Gott erwartet. Der Mensch wird 

aufgerufen， das Leiden Gottes an der gottlosen Welt 

mitzuleiden. Er muß also wirklich in der gottlosen Welt leben 

und darf nicht den Versuch machen， ihre Gottlosigkeit 

irgendwie religiös zu verdecl<!凹， zu verklären; er muß 

“weltlich" leben und nimmt eben d訂姐姐den Leiden Go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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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1; er darf“weltlich" leb間， d.h. er ist 恤金eit von den falschen 

religiösen Bindungen und Hemmungen. Christsein heißt nicht 

in einer bestimmten Weise religiös se妞， auf Grund irgendeiner 

Methodik etwas aus sich machen (e旭en Sünder， Büßer oder 

einen Heiligen)， sondem es heißt Menschsein， nicht einen 

Menschentypus， sondern den Menschen scham Christus in 

uns. 

《獄中書簡> '頁195 : 

正如耶穌在客西馬尼國所間的: I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

刻嗎? J這恰恰是有 宗教性的人期望於上帝的反面。現在人

受到的挑戰，是要在一個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參與上帝的受

難。因此，人必須投身於一個不信神的世界的生活之中，不

要試圖用宗教的裝飾去掩蓋它的不信神，或者力圖去美化

它。人必須過一種此世的生活。做一名基督徒，並不意味若

要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若要培養某種形式

的禁慾主義(作為一名罪人或悔過者或聖徒) ，而是意味著

要做一個人。

作者譯文:

正如耶穌在客西馬尼圍所間的: I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

刻嗎? J這指的是宗教性的人對上帝的所有期待的悔改。人

被呼召在這個不信神的世界里同情上帝的受難。人必須真實

地在這個不信神的世界過活，不能試圖通過宗教的方式掩蓋

和神化這個世界的不信神;人必須「此世地j生活，並在其

中參與上帝的受難;人允許「世俗地」生活，意思是他擺脫

了虛假的宗教束縛和障礙。做基督徒，並不意味若以一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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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式宗教地存在 ， 即 ， 通過某種方法成為某種人 ( 一 個罪人 、

一 個懺悔者 、一 個聖徒 ) ，而意味看做一個人，不是作為生

命類型的人，而是我們中的基督造就了的人。

這投話襄有三個主要的問題:

首先，對於‘'umke世mg"一詞的翻譯。38‘'umke尬mg"

這個詞在德語中含有《聖經》中的「悔改J (metanoia)一

詞的語義色荐，表示精神、心態或生活方式的改變和轉變。

其次， “mitleiden"就是「同情」的意思:要 對 上帝的

受難「感同身受J ;而後才是「參與J (teilnehmen)上帝

的受難。

最後，r參與上帝的受難」要過一種「此世的J(weltlich) 

生活，要做一個人: r不是作為生命類型的人，而是我們

中的基督造就了人」 。這句話是中譯本中漏翻 ，但卻是非

常重要的一句話。朋霍費爾的「基督教的此世性J源於他

的基督論:基督的受難和復活集中體現了基督教信仰的核

心:耶穌號召我們走向一種生命，而非一種宗教。

在基督中「同情J (mitleiden)上帝的受難是人真實

地面對這個世界的方式，即「做一個人J :一個基督造就

的人。如何「 參與j上帝的受難?在朋霍費爾看來， r上

帝是在十宇架上『為我』受難的那個基督，上帝的『為我』

性體現在耶穌基督身上，有限的個體必須效訪他。而個體

存在的關切點在於 『為他人』而活。J 39朋霍費爾在《誰是

今在與昔在的耶穌基督。(即r ist und wer war Jesus 

38. 關於Umkehr的意思可以參考: https:/lwww.bibelwissenschaft.de/wibilexJdas-bibellexikon/ 
lexikonls臨hwortlanzeig'因此e個且sJumkehr"扭ue/ch/3a7166泌的5晶晶61cebacfba88104由/

(2018年10月31日瀏覽)

39.王玉靜， (朋霍費甫的責任倫理思想探析> '載〈現代哲學> 2016年第5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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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situs?)中從身位角度詳盡討論了這種「為我結構」

(pro-me-Stru肛世) : r基督之為基督，不是自了漠的基督 ，

而是同我發生關係的基督。J 40借由基督的「為我性J '朋

霍費爾不僅為上帝注入活力，也給倫理學注入活力。這種

「為我性」體現在個體身上就是要在這個世界「感知」上

帝苦難， r參與」上帝苦難:就是要「此世地」過活。

3. 基督教的此世性

《朋霍費爾全集) ，卷八，頁542 : 

Wenn man völlig darauf verzich切t hat， aus sich selbst 

etwas zu machen - sei es einen Heiligen oder einen beke趾ten

Sünder oder einen Kllchenmann (e旭e sogenannte priesterliche 

Gestalt!)， einen Gerechten oder einen Ungerecht間， einen 

Kranken oder einen Gesunden - und dies nenne ich 

Diessei組gkeit， nämlich姐der Fülle der Auf回b凹， Frag凹，

Erfolge und Mißerfolge， Erfahrungen und Ratlosigkeiten leb間，

dann wirft man sich Go仕g缸lZ in die Arme， dann ninnnt man 

nicht mehr die eigenen Leiden， sondem das Leiden Go仕的詛

der Welt ernst， dann wacht man mit Christus in 

Gethsemane，und ich den妞， das ist Glau恤， das istμτávO\α; 

und so wird man e旭Mensch， ein C恆的.

《獄中書簡) ，頁199 : 

人必須放棄每一種要把自身造就為某種人物的企圖，不

40. 朋霍費爾著，朱雁冰，王彤諱， <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 
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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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一位聖徒、還是一位皈依的罪人、不論是一位教會人士

(所謂教士型的!) ，還是一個正直或不正宜的人，抑或一

個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我所說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已的

步伐去接受生活，連同生活的一切責任與難題、成功與失

敗、種種經驗與孤立無援。 正是在這樣一種生活中 ，我們才

完全投入了上帝的懷抱，參與了他在此世的受難，並在客西

馬尼團與基督一起警醒守望。這就是信仰，這就是metan帥，

這就是造就一個人和一個基督徒的東西。

作者譯文:

評析

人要完全放棄使自己成為某種人物一一無論是一位聖

徒、還是一位悔改的罪人，無論是一位教會上層人士(所謂

的神父類的人物!) ，還是一個正義者或不正義者、一個病

人或是健康的人。我稱之為比世性的，即，這樣生活:完成

和面對生活中的諸多使命、難題、成功、失敗、種種經驗和

無能為力。如果能做到這些，那麼一個人就完全投入到上帝

的懷抱，那麼這個人認真對待的不再是自巴的痛苦，而是上

帝在這個世界的痛苦，那麼這個人就和基督一起在客西馬尼

園警醒。我認為，這就是信仰，是悔改，這樣才能成為人，

成為基督徒。

譯文中「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這句是譯者自己

添加的，原文中並沒有。

“ernst/nehmen"的意思是「認真對待J '而不是譯

文中的「參與J ( teil/ nehmen) 

220 



非宗教的基督教?倫理的基督教?

朋霍費爾這襄提到的 “Diesseitigkeit"應更準確地翻

為 「此世性J '而不是 「世俗性」

首先回到「此世性J (Diesseitigkeit)這個詞在德語中

的含義。「此世性J 的詞幹是「此世J (Diesseits) ， I此

世」和「彼世J (Jenseits)是一組反義詞，是一個宗教一

哲學概念。「此世」指的是自然現實(Naturwirklichkeit) 

而「彼世」 指的是另外一種現實 (神的現實)。而這兩個

詞通常都指被意指之物是抽象的、不直觀的。在哲學家和

很多宗教眼中， I此世」描述的是「自然的、有限的、感

官的、暫時的J ;而「彼世」描述的則是「上天的、永恆

的、靈性的、最終的J 0 41 

朋霍費爾認為的 「此世性J ' I不是開明的人，忙碌

的人，懶惰的人或好色的人的平庸的和乏味的此世性，而

是一種深刻的此世性。這種此世性在禮儀的約束之中，對

死亡和復活的認識是當下的。J 42在他看來，人生活在這個

世界不是目的，而更多的是過程，他更注重人的個體品性

和心性:有責任地對待在這個世界遇到的任何困境和責

難，且不以把自己塑造成某種人為目的。他的「此世性」

指涉的並非傳統的世俗性，而是一個基督教範疇的概念:

因為上帝正是通過基督來到這個世界:基督就在我們中

間。「在生活的中心、在力量中、在人的生命和成功里談

論上帝」意昧著更積極地入世。

同時，朋霍費爾在肯定 基督教的「此世性」的時候，

並沒有否定「世俗性J '即， I不應在人的世俗性中(in seiner 

Weltlichkeit)貶損人，而是在人最強之處使之面對上帝J 043 

41.參考《維基百科> (德文版)詞條“Diesseits" (https://de.wikipedia.org/wi區/Die阻d蝕，

2018年10月31日瀏覽)
42. DBW 8， p. 541. 
43.同上，頁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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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此世性」和「世俗性」並不對立，而是不同視

角 。「世俗性」是通往「此世性」的道路。可以說，朋霍

費爾是在一種終極的價值觀中談論 「此世陸J '而在一種

世俗的價值觀中談論「世俗性」。簡而言之，朋霍費爾說

的「基督教的此世性」不是「世俗性J '而是一種抽象的

概念。他的「此世性」不只是源於他對生命的熱愛，而是

源於他對創造生命的一一上帝的熱愛。如他所說，只有這

種此世的生活， r我們才完全投入了上帝的懷抱」

可以說，朋霍費爾的基督教的 「此世性j為基督教的

倫理維度提供了行動力規範 : 要負責任地

( verantwortungsvoll) r這樣生活:完成和面對生活中的

諸多使命、難題、成功、失敗、 種種經驗和無能為力。」

四、結論

朋霍費爾面對的是一個基督教受現代社會衝擊的時

代，神學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基督教如何向現代社會開放，

並做出調整以適應現代社會。而這種調整不僅僅是簡單的

教義教理的調整，而是對基督教重新審視。如朋霍費爾所

育，既然宗教的土壤不在，那麼，我們談論基督教就需要

新的視角。今天，我們研究基督教必須要跳出宗教的框架，

朋霍費爾通過對「非宗教的基督教j、「基督教的此世性j 、

「受難的上帝」等概念的闡釋，嘗試在信仰的框架內，也

是非宗教的框架內，使基督教適應現代社會。

我們需要甚麼樣的上帝，是我們研究基督教的出發

點。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人

們不再有宗教氣質。在這個「非宗教」的時代，我們談論

上帝更多地是人類的一種道德需求。同時，上帝已被我們

趕出這個世界的中心。然而，這並不意味看我們不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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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人類本性中靈性的那一 部分還在呼喊上帝。這也是

朋霍費爾談論上帝的理路。

表面上看來，朋霍費爾對基督教重新定 義一一 「非宗

教的基督教J '是要掘除基督教的 「宗教J外衣，即，不

是從形而上的和個人主義的視角，而是從聖經的視角重新

看基督教;從深層坎上看，朋霍費爾挖掘的是基督教的倫

理維度:注重生命的整體性，此世性，不過是以效街基督

為前提。

那麼，這種基督教倫理學的維度是否一種完全不同的

倫理學?德國當代新教 神學家昂納克(Martin Honecker) 

認為，沒有專門針對基督教倫理學的倫理學方法，神學(基

督教) 倫理學用的是其他倫理學的方法 ;同時，基督教倫

理學的基本概念都不是基督教的概念 (如規範、義務、道

德等) ;但神學(基督教)倫理學又是系統神學的一部分，

其由系統神學和教義學觀點規定。44可以說基督教倫理學以

信仰為前提，但落腳點還是在「此世」。而具體如何在「此

世」 進行倫理的行動，朋霍費爾用責任倫理進行回答。

白舍客(Karl H. Peschke) 在《基督宗教倫理學》

(Christliche Ethik) 中提到了「基督教倫理的應答性」

即責任。他將基督教中對上帝的負責視為 基督教信仰的基

本信念，可以說，對上帝負責就是對上帝的應答。在基督

教中，對上帝負責是人對其他一切責任主管負責的前提。“

朋霍費爾的責任倫理思想也是以上帝為根基，在這一前提

之下，他在《倫理學> (Ethik) 中詳細闡釋了他的倫理思

想，其中，對責任的思考構成了他的責任倫理思想。朋霍

44. 參見M缸tin Honeci<缸" Einjührung in die theologische Ethik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抖缸， 1990)， p. 20。

45. 參見白舍客著，靜也、常宏等諱， <基督宗教倫理學)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 
第一卷，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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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認為，負責任的生命結構是對上帝呼召的回應，是對

耶穌基督的回答，是追隨基督。其中「代表」指涉人的責

任狀態. r符合實在」規定責任中人的界限，而「擔罪」

「良知J和「自由J則是負責任的生命必備的條件。“

無論是「代表」 、 「符合實在」還是「擔罪」、 「良

知」和「自由J '朋霍費爾都是在「非宗教的」的、信仰

前提下，提出了具體的 倫理建議。而《獄中書簡》恰恰是

朋霍費爾在追隨基督的道路上，在扎根「此世」的基礎上，

對《倫理學》的大背景的交代，並給出了一種倫理的基督

教的闡釋可能性。即，非宗教的基督教是對基督教內在價

值理想的堅守一一從聖經角度回歸對上帝的信仰;也是從

「此世性」角度對外在的行為規範的規定一一負責任地、

不把自己變成某種人物地投入這個世界的生活。從這兩個

角度來看， r非宗教的基督教」都是一種倫理的基督教，

這也是朋霍費爾短暫卻深刻的一生中一直思考的內容。

朋霍費爾理解的基督教克服了基督教自身不詩人世的

超越敢示和蒼白無力的個人主義原則。他這種對基督教的

重新詮釋，不只是對現代社會的依傍，更是一種超越:在

堅持基督教本身的內在價值超越性的同時，超越現代社會

對工具理性和膨脹的自我意識的推崇。

關鍵詞: <獄中書簡》 非宗教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此世性 受難的上帝

倫理的基督教

作者電部地址:flw討@scut.edu.cn

46. 參見王玉靜， (朋霍費爾的責任倫理思想探析) ，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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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Die仕ich Bonhoeffer's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電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可t (Letters 

and Papers 汁。m Prison) is fragmented， it is a popular 

pamphlet， both for nonacademic as well as academic readers. 

In this pamphle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very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non-religious Christiani句: “this

wor1dliness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rucifixion of God". 

These concepts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ntiret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both the Hong 

Kong version and the Mainland version， are translated企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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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仕anslation，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Mis-仕anslation stemming from由is kind of translation wi11 

inevitably affect the accepta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pu中ose of也is artic1e is not to comp缸e也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German text and the Chinese versions 

企om the 仕anslation perspective， but is instead， st缸ting 企om

血e contrast between the original German text and the Chinese 

versions， to re- interpret Bonhoeffer's thoughts， and to explore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Bonhoeffer's “non-religious 

Christianity" . 

Keywords: Letiers and Papers企om Prison; 

Non-religious Christianity; 

This- wor1dliness of Christianity; 

Crucifixion of God; 

Ethical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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