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信仰與哲學」 蘇景星牧師 

 

課程目標：使學生初步明瞭基督教信仰與東西方哲學的關係，信仰如何啓迪理

性，理性如何整理信仰，使學生面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中國傳統思想(儒、

釋、道)時，知所應對。 

授課時間：2018 年 09/03、09/05、09/10、09/12、09/17、一 09/19、09/24、

09/26、10/01、10/03（7:00-9:30p.m) 

課程要求：1)準時上課 2)口頭報告 3）學期報告 

考試日期：12/05/2018。 

課本：1)《信仰之旅》論東西方的哲學宗教－林語堂／胡簪雲譯，道聲百合文

庫 1978 年 3 版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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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哲學的特質》牟宗三著／台灣學生書局 1976 年 10 月四版台北 

6) 《西洋哲學導論》張振東編著／台灣學生書局 1977 年三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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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衝突與互補:基督教哲學在中國》許志偉、趟敦華主編／社會科學文宣出 

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北京 

9) 《思想解放史話》Van Loon 房龍著／大眾書局 1965 年高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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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華真經正義》清陳壽昌輯／新天地書局 1972 年初版台北市 

12) 《論語今讀》李澤厚／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合肥 

13) 《老子原文與譯文》遠志明／宇宙光出版社 1997 年六月初版台北 

14) 《老子與聖經》跨越時空的迎候／遠志明／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初版七刷 

15) 《邏輯慨論》Irving M. Copi 著 張身華譯／鈾獅文化公司出版 1979 年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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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禪的黃金時代》吳経熊著 吳怡譯/海口市 海南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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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yin.org/


 

@什麼是哲學˙ 

哲學是愛智(philosophy as love of wisdom)。是一種人生態度。虛心的、寬容的表

現出甘心情 願去看一個問題的全面。 

Broad：「哲學的目的是要接受各種科學的結果，將人類宗教和倫理的經驗加添

上去，然後才考慮這個整體。」人的整全性、圓融性。道不可須臾而離。 

哲學是要獲得一種整體的歸點。 

Thales (C.640-546B.C.) 探索什麼是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 答案是：水。(all is 

water)。 

Heraclitus (C535-475B.C.)：火。凡事皆在變 (ceaselessly changing)。 There is no 

reality save the reality of change: permanence is an illusion. 

Parmenides (490B.C.):being does not change. （兔子不動，一尺之垂，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 

蘇格拉底：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無所知。知道自己的無知是認知的起

點。知汝自己 柏拉圖：哲學起於驚訝。 

亞里斯多德：Human by nature desires to know. 

康德：令我訝異的有兩件事，一是天空閃爍的星星，一是在我裡面的道德良

心。 

笛卡兒：我思故我在 (I doubt therefore I am/ Cogito, ergo, sum)。要尋找絕對真理

的基礎，對自己的懷疑不能再懷疑。因為懷疑是存在的，而懷疑必須有懷疑的

主體。 

 

@ 哲學是科學的科學（philosophy as the science of sciences) 

康德 (1724-1804)：「沒有科學證實的哲學原理是空的；沒有哲學原理的科學證

實是瞎的。」我能夠認識什麼？能夠知道什麼？ 

 

@哲學是規約 (philosophy as prescription) 

是研究價值判斷(美學、倫理學)或行為規範原理的學問。我應該成為怎樣的

人。 

 

@哲學是思辨 (philosophy as speculation) 

是一種創造性的思考，追朔到經驗事實的最後基礎。對於宇宙及人生的根本問

題(如宇宙的存在本質，人性之先天氣質，靈魂不朽及神的存在…等)吾人無法

加以客觀分析論證者，一概以直觀或內省逼近之(approach)。人死後要往那裹

去？ 

 

@哲學是分析 (philosophy as analysis) 

是言語的邏輯分析和明瞭字詞、觀念的意義。(宗教、神話、藝術、文學、文化



皆與語言不 可分隔)例*「看美女開心」、「離別我的姑娘」。 

人與人能充分的溝通嗎？人能瞭解對方的思想嗎？ 

 

「哲學的主要內容」： 

 

1） 方法論(Methodology)：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邏輯(Logic)：研究有效推

論的科學及研究概念(Concept)、命題(Proposition)、推論(Reference)之間的必然關

係。 

 

2）認識論(Epistemology)：人可以認識什麼？組成認識的基本條件。現象與物自

身(thing-in-itself)。是討論有關事物真假的學問。如範疇(空間、時間、性質、分

量)的重要性。 

 

3） 形上學(Metaphysics)：研究有關事物後面最後原因的科學，包括兩方面 

3.1 本體論(Ontology)：研究整個事物最後的本體。唯心論、唯物論、一元論、

二元論、多元論等。 

3.2 宗教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包括：不可知論、無神論、泛神論、多神

論、惟一神論。 

【不可知論】批判：神樂意對人說話(賽四六 10／四八 3)；神與人彼此辯論(賽

一 18)；神藉著大自然對約伯說話(伯卅八 1)；神曉諭以色列人律例(申五 1) 

神雖然是自隱的神(賽四五 1)，但神也彰顯祂自己，樂意與人同在。 

【無神論】批判：愚昧人說沒有神(詩五二 1／詩十 4) 

【泛神論】批判：有何神像(彌七 18)，其實他們不是神(詩一百十五 4~8／賽四

六 5~7 )，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賽四一 21~24）。 

【多神論】拜無生物、植物、動物、人物及神話中的人物。 

【惟一神論】回教(Muslim)、猶太教(Judaism)、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更正教

(Protestant：路德宗，加爾文宗，英國國教，基要派、福音派、五旬節宗•••

等）及異端、極端等。 

 

3.3 哲學與宗教的關係：真有上帝嗎？第一因(The first cause) 

 

4）專題：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分析哲學、社會哲學、科學哲學、物理哲學、

倫理學(Ethics)、美學(Aesthetics)、人學(Anthropology)、理性哲學。人有自由意志

嗎？人有永生嗎？ 

自由與命定。生命有意義嗎？人性是善或惡？人的歸宿何在？好人為什麼要受

苦？ 

 



「哲學（philosophy)的定義」 

1. 字面定義(原意是愛智：Phileo/Sophia) 

2. 實質的定義 

：以人的理性，直搗整體實在界最後原因的科學，尤其是人的存在及其應然的

問題 

• 思想的出發點是人，不是神，不是天使或動物 

• 以理性思考為根據，不是以啟示、感覺、信仰、直覺、生理的衝動為根據。 

• 實在界(reality)：包括可能的實在、現質的實在、精神的實在、物理的質在。 

• 存有(being)與存在(existence)。 

• 原因：有初因、中因、遠因、最終因(第一因)。 

• 科學：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 

 

「宗教與哲學的關係」 

：科學的終點是哲學的起點，哲學的終點是神學的起點。 

三者之間沒有衝突，只是追尋真理 的方式不一樣，有不同的層次。三者不可偏

廢。 

 

＊哲學對高級宗教的判準： 

1. 道德性：提昇人的道德性 

2. 歷史性：不是新興宗教。台灣至少有 242 個新興宗教。 

3. 社會性：對社會風氣、民主、科學的影響 

4. 準確性：有內在的一致性，無外在的矛盾性(與任何真實科學沒有衝突)，預

言的準確性 

5. 公開性：不是封閉秘密的 

6. 自由性：可自由討論，不是強迫性 

7. 普世性：不局限於某個地區種族的信仰 

 

＊團融的宗教必須有 

1. 主觀的經歷(主體的真) 

2. 客觀的真實(客觀的真) 

 

＊結論： 

1. 只有神能夠滿足我們，因為我們是按神的形像造的。 

2. 有神比無神更合理的解釋宇宙及人生，使人更值得活下去。 

3. 信仰是更高級的理性，不是敵理性，反理性，而是超越理性。是更合理的應

用理性。 

 

「中國哲學的主流」 



1）儒 :時間人、歷史人。有為。留言。 

2）釋:避世人。不為。不言。 

3）道:太空人（精神）。無為。少言 

1）「儒家」 

儒家」：＜易經＞＜尚書＞＜詩經＞人格的天：夏商周三代，甲骨文的

「天」：「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真神。「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

哉！天何言哉！」 

「天」：一般啟示（默現天）特殊啟示（朗現天） 

＜易經＞：先民的百科全書。不學易，無以通中國哲學。乾坤兩卦為儒道二家

的根基。由乾坤兩卦到未濟卦，共 64 卦，是開放系統。「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焉。存其心者養其性也，養其性，所以事天焉。夭壽之貳，修

身以俟之（等待），所以立命焉。 

善易者不占。不輕易占卜。不會隋便不問蒼生問鬼神。是盡人事，才聽天命。

當理已窮，才訴諸超越的理。（參撒上 28:6）大衛常藉以弗得求問神旨（撒上

30:7~8/出 39:2~21）先民求問狩獵方向及戰爭事宜， 遷涉到全民生存、生活、

生命、福祉等重大事情才占卜求問，並要慎重謹慎，誠心誠意，齋戒沐浴，才

求問神旨。 

 

天壇：祭天。 

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出 28: 29~30/利 8:8/民 27:21）要憑烏陵的判斷，

在耶和華面前為約書亞求問(申 33:8) 

土明和烏陵在利未人那裏(拉 2:62-63)用烏陵土明決疑的祭司(尼 7:65)。 

掣籤：得掃羅為王（撒上 10:17~24）掣出約拿單（撒上 14:41~42) / 

搖出馬提亞得使徒的位分（徒 1:23~26）華人的抽籤卜卦。 

神現在藉異夢、聖經、詩歌、環境、屬靈長輩、恩膏的教訓引導我們（約壹

2:27-28) 

人的成熟及神對人的信任、操練，可同掌王權一千年，管五座城。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是 無偏見的

天性本真。 

孔子：「天生德於予，天不喪斯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墨子：天志。 

禮：「事神致褔」’是神本非人本。 

「法天行道」的既內在又超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 

(supernatural nature. Natural supernatural），可知的不可知，不可知的可知。｢祂的

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



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羅

11:33-36) 

 

@先秦儒家。 

講實／入世／實踐／有為／積極創建。天行建，君子自強不息（吳健雄、王自

強、自強號火車）重陽／講對錯、是非／如何當君子、聖人。下學而上達。由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改造社會：參天地

之化育（謝天育牧師）＞重教育。學而優則仕。揚名以顯父母（李光耀、劉述

先、瞿述祖）祝壽。重視生命現世，大一統（林大中）＜前進的歷史觀＞＜是

火＞ 

典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人物：孔子、子思、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偽也，人為） 

孟子：齊宣王：不忍人之心，為怵惕惻隱之心，此人性善的流露是忽然而起、

馬上出來，是無條件的，不是要結交任何權貴，是無目的的。 人性四端：仁

（側隱之心）義（羞恥之心）禮（和諧謙卑）智（是非）。「大而化之謂之

聖，聖而不可知謂之神。」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中庸：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1) 內聖外王、下學上達、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天人合德。 

2) 三達德：立德、立功、立言。 

3)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4)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之言、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季 氏第 16) 

大人：天子、諸侯為政教者。乃其尊長，君王父兄也。 

聖人之言：皆先哲甘苦經驗之談，其言行有足法者。 

5) 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第 17)。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養小人不知感恩，且懷忿恚。 

6) 子貢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第 19)。 

7) 孔子講仁。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罕言性與天命。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顏淵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篇)。孔子是實證主義者

(positivism)。信天和天命，50 歲知天命。吾道一以�之：忠恕。 

8) 孟子講義。盡物、盡性、知天，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殺身成仁、捨身取義。 

9) 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10)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庸。」 

11) 儒家是君于(gentleman)、好教養(good breeding)、有禮貌(good manners)的人的

宗教。 



 

@新儒家（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學＞：周簾溪、程頤（伊川）程璟（明道）邵雍、張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義理的天：「修

心養性」的「內在超越」個人主觀、相對、有限的心性。 

程明道：「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步出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能中，富貴不淫貧亦樂，男兒至此是豪

雄。」 

流弊：平時高坐談心性、臨危－死報君王。 

朱熹（理學）：一生艱苦。解「獲罪於天」為「獲罪於理」將天「去位格化」 

陸象山：滿街都是聖人。王陽明（心學）：吾心光明，夫復何言。 致良知。 

 

@「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民初。熊十力、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覌、杜維眀。 

上帝由「實存」變為「理念」逐漸傾向「理神論」或「非神論」 

流弊：重高亢理想、微言大義，無法導政現代科學、客觀知識的實學。對人性

的陰暗面過於樂觀。只重人本現世，無法安頓人對無限永生的企求。 

 

2） 「佛學」（釋） 

講空／出世／超絕／不為／非陰／非陽／講空有（其空、妙有） 離四句、遣百

非（是是非非、不是不非、亦是亦非、非是非非）＜逃避社會＞隱者在大山叢

林／不壽。不生不死。＜輪廻的人生歷史觀＞＜是雲＞ 

典籍： 

＜六祖壇經＞＜景德傳燈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教外別傳。拈

花微笑、一言不語。傳摩訶迦葉至 27 代。28 代祖師喜提達摩，東來中國，成

為本色化佛學禪宗之開創一祖。六傳至六祖惠能大師。 

人物：神秀（漸修派）慧能（頓悟派） 

@原始佛學與禪宗思想。 

佛教：創辦人釋迦牟尼 

主要教義： 

• 三法印： 

諸法無我（萬物都是因緣和合，都是 becoming 而不是 being。自我是五藴聚合--

色受想行䛊。色：肉體;受：痛苦、快樂等感受；想：思考；行：行動的意志

力：䛊：自我總體把握事物的能力） 

諸行無常（萬物都在變化，不能去愛、或擁有，要對他們超然又漠然） 

寂靜涅槃(把 being 正解為 becoming)這三奌是佛教的根本大法，法輪常轉。 

• 四聖諦：苦、集、滅、道（四大高貴的真理） 

1) 受苦的真理：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所欲不得、無常



苦）， 

2) 痛苦的起源：集(無明，慾望） 

3) 滅絕痛苦的真理。滅：完全止息廢除棄絕這渴慕生存的慾望，得道，得到

「明」，進入涅槃，自然生命和意義生命合一，活下當下又活在終極。 

4) 八正道： 

1. 正解：正當的領悟 

2. 正望：正確的希望，棄絕一切的慾望，包括不殺生 

3. 正語：不撒謊、不毀謗、不出惡言，不作妄語 

4. 正行：正當的行為，指不偷竊，不妄為 

5. 正業：避免從事殺生之工作或銷售酒類 

6. 正力：正當的努力，預防邪惡的思想產生，消除已經發生的邪惡思想，發展

已經存在的善良思想。 

7. 正覺：正確的警覺。隨時隨地警覺到肉體、情感、思想、精神的本性所帶來

的危險。 

8. 正神：要貫注那些追求完善的人，以勝過肉慾、惡慾、懶惰、浮躁、懷疑。 

通過這八正道可以轉脫六道輪迴（天、人、阿修羅、地獄、畜生、惡鬼）。轉

脫六道輪迴，證入涅槃 (Nirvana）。涅槃一詞乃是赤裸的或是空虛，是遠非人

的言語所能描述的最高褔樂之境。寂滅之靜，非生非死。 

 

＊十二因緣 

＊佛教的轉化： 

• 傳西藏變成喇嘛教。 

• 至中國變成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唯識宗、密宗。 

• 轉日本：日本佛學，世俗化的出家人（上下班的出家人）。 

• 南傳：東南亞，泰國等等（是小乘佛學，大乘非佛說）。 

＊判教理論：試圖統一整理佛教思想 

禪宗公案：六祖惠能與神秀之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境台，時時勸拂試，勿使惹塵埃｣（神秀學派）強調漸修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事，何處惹塵埃｣（惠能）強調頓悟 

＊佛教在宗教中的地位，其優點及弱點（源起論及自我的問題） 

修持：戒、定、慧，稱為三學。由守戒生安定，由安定生智慧。 

三寶：佛、法、僧。（歸依佛陀、歸依佛陀所傳之法、歸依傳法之僧侶） 

佛教思想中最有吸引力的，是它主張人完全倚賴自己。在佛教最早的一部經典

（大般沒槃經）記載「因 此，阿難達(Ananda)阿！你們當以自己為明燈，當以

自己為避難所，不可在自己身外求避難所。你們 當緊握真理，以它為避難所。

除了你們自己以外，不可以任何人為避難所。你們當殷勤地造成自己的解脫。

自我解脫就是覺者，也就是菩薩。」是典型的自我主義，不需要其他的拯救。 

 



˙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 

整個西方哲學基本上走要解決二元對立的世界，希伯來人要解決上帝與世界的

對立、精神與肉體的對立。希臘人要解決睿智世界與感官世界的對立、今生與

來世。其解決的方式都是以理性為工具。懷德海(Whitehead)說：二千五百年的

西方哲學都是替柏拉圖作註腳，而柏拉國與亞里斯多德都把理性看作最高而最

有價值的功能，甚至成為個人的人格中心。因此，人被稱為理性的動物。但東

方人是一元論的，重視直覺（intuition）過於理性。面對人的有限，不是要想超

越或擺脫人生的事務，因這會毀滅自己。禪宗認為人生的煩惱即菩提，生死即

涅槃，此生即來生，今世即永世，現實世界就是理想世界。要安心生活，甘心

工作。 

 

中國特色的佛教就是禪宗，禪就是“空” (sunyata)，空不是斷滅空 (sheer 

nothing)、虛空或空洞，也不是虛無，而是真空。真空即妙有，如，神使“無”

變“有”的“無” 。空要加以體驗，而不應加以概念化。禪是徹底的經驗主義

（empiricism）。真如是先於概念化的東西，空是使這個世界存在的東西。空就

是我（atama），我們自己就是空，空自知自見，立即真如，空驅使我們超越推

理。真如是如實的看事物，看自己，他留於自身，又使自己成為自己體驗的對

象，與自己分開又合一。自己同時是主體，又是客體，才經驗到空。它是對一

切徹底的肯定，如飛鳥飛，野花開，魚水中游。它是平常心，疲時睡，饑時

食。此平常心便是究竟之道，即佛家哲學的最高教義。 

 

禪的真如（空），強調活動的無目的性、無目的觀，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相

反。後者訴諸真理的實際有效性，但前者強調「無住生心」，無所住而生其

心。讓人歷生活而不留痕跡，如水過無痕。青原惟信禪師提到：修道中見山不

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還在理性活動的層次，必須進入成道時，見山依然

是山，見水依然是水的境界。讓人只把握剎那，而剎那即永恆。時間即永恆，

永恆也即是時間；生滅中才有永恆，瞬間即是永恆。禪超越時間，所以也超越

目的論，讓人勇於承擔責任，又好像沒有承擔。讓人“放下”，連”放下”也

放下。一個不放下的人，就被困定住所，也就是囚犯。好像在園中亂跑的狗，

逃不出範園。 

 

柏拉圖的錯誤，就是把真理置於理智中，使人與“存有”的結合切斷。禪宗使

人避開此斷裂，知汝自己，知道自己的價值，雞寒上樹，鴨寒入水。甘於面對

人的有限，快樂生活，甘心作自己，別人代替不來。尊佛即是謗佛，磚頭磨不

出鏡子，木佛燒不出舍利子，我心即佛心，天國就在心中。得大自在之三昧，

日日好日，夜夜春宵，年年好年，隨事隨在，順應自然，平常莫造坐，長亭涼

夜月，多為客鋪舒。 

 



宗派： 

1：華嚴宗：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2：天臺宗：天臺止觀 

3：三論宗： 

4：淨土宗：鳩摩羅什。化萬念為一念。方便之門。 

5：唯識宗：眼耳鼻舌身、意說、阿來葉䛊、藏䛊。 

6：真言宗：密宗，黃黑白等 

7：律宗：嚴守戒律，以戒為師。 

8：禪宗：達摩祖師自印度來中國成為第一祖，六祖惠能傳下。 

 

3）「道家」： 

講虛／避世／超越、超然／無為／重陰／講虛實。講收斂、天道好返、落葉歸

根。講靜、（唐守謙、周至柔）處下不處上，功成身退。＜順應社會：與世無

爭。＞重天性自然的流露。大隱隱於市／避壽。重養生。小國寡民。＜向上的

歷史觀＞＜是水＞ 

典籍：＜道德經＞＜南華真經＞ 

@＜道德經＞老子。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

靜為天下正。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大道不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道生於有，有無相生。寧下勿上，寧簡勿繁。 

@<南華真經＞莊子：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乎有也者。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 

莊子是中國最有深度的哲學家。他處理靈魂（Soul）、永生（Immortality）、存

有的性質(The nature of being）知識論、形上學、本體論等問題。 

 

一、莊子作品的表達方式包括： 

1）重言（嚴肅的話）：這偉大的宇宙給我這樣的形體，讓我一生勞苦，到老才

退休。到死才安 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識卻是無限的，以有限去追求無

限，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2）危言（流暢的話）：莊周夢蝴蝶，或蝴蝶夢莊周；人生如夢，或夢如人生。 

3）寓言（比喻的話）：表明不可見的，超乎可見的。沒有腿的勝過有腿的。無

足的蛇比多足的蜈蚣跑的快，無脊椎的風胞的比有脊椎的蛇快。 

 

二、莊子是個宗教的神秘主義者，歌頌不言之天地，不發表議論的春夏秋冬，

不說話的萬物。所以完美的人好像沒有作為，真正的聖人好像不作什麼，他只

是跟隨天下宇宙的模式（pattern）。 

 



三、莊子的天下篇是中國哲學最重要的資料，提出莊子的主要觀點，批判其他

的「一察」之見。 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又不輕視萬物，不與人爭是非，甘心

活在日常生活中，上與造物者遊，而 下與超越生死無始終者為朋友。而此原理

無跡可尋，隱藏在暗處，無任何形式，很難掌握它。 

 

四、莊子知識論：人被懸在無（nothing）與無限（infinite）中間，因為人是有

（something）與有限(finite）。人生好像是個“謎”。不知起點，也不知終點。

找不到穩固的地盤。人的語言無法把握最 終的真理，他要我們忘掉時間，忘掉

對錯，進入無限之境，在那裏才能達到最終的安息。人們認為對的不一定真的

對，看起來如此的，不一定就是如此，人無法藉著辯論把真理說清楚。神的道

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五、莊子的萬物齊一論，及標準的相對論： 

草莖與大柱，醜人與美女，割裂與統合，到頭來都是一樣。你有你的是非觀，

他有他的是非觀。 誰能掌握真正的是非觀呢？只有天（Light）知道。但你要與

天相合，需要花許多的時間，不斷的親 近祂。（合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莊子從一切變動和人生的不確定（uncertainty）中逃出，安穩在日

常普通經驗中。當達到思維的盡頭（Tao）時就停止。知道該停時就停，這就是

道。甚至很自然的就停，而且停的自己都不知道，這就是禪的境界。 

 

六、生與死：人都惡死樂生，焉知死後的情況比此世的生更好。生與死是互為

伴侶，化腐朽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腐朽。我們怎麼知道死不是如同孩子迷路，

不知怎麼回家，其實回到家，是多麼 的美好。人應該安時而處順，如此才能夠

從所有的捆綁中釋放出來。被物質所拘束、束縛者沒有辦法超脫。這種說法很

像基督教所說的，要人接受上帝的旨意，不要對上帝提出異議，我要成 為怎樣

的人，我要活多久。陶土應該讓陶匠自由的運作。我們不要去問為什麼（汝唯

無必）。 

 

七、道無所不在：基督教神學的愚蠢，在於想把神系統化、邏輯化。想以物質

的語言來談論靈性的事。當強問神在那裏時，無所不在的神（道）就在，動

物、植物、無生物、糞便中，每下愈況。 

＜南華真經＞: 

內七篇 

@消遙游：大鵬鳥直上高飛九萬里。超越而不斷絕。 

@齊物論：無大小、高低、寬狹、長短之分別。「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人間世：在無情、殘酷、醜陋、狡詐、無奈的社會如何自處，在世間自保的

智慧。 



@德充符：最高境界的人物，全德者不以外貌行誼之光耀展示較競，追求心境

的詳寧、智慧的充實，隱匿形像。 

@養生主：在現世生活如何善養身心。 

@大宗師：有其人而後有真知。 

@應帝王：得道者對於現實政治的回應態度，屬＜政治哲學＞之文章。 

外篇： 

l）＜天下篇＞「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有限的覺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

焉以自為方。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生活世 

界的全體。 

2）＜秋水篇＞：莊子與惠施之辯。「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屬主體對客觀實

體的認識。莊子答：｢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魚之樂？｣主體與容體合一，是屬美

善境界。 

雜篇 

人物：老子、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 

@道教將老子成為太虛真人，莊子成為南華真人。 

目標：成為神仙。通而廣之曰神，老而不死曰仙。神仙也是人。道教追求的是

現世。 

 

@共產主義：馬克斯的無神論、宗教的代替品。 

＊主要思想：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下層物資的結構決定上層精神的結構。宗

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只是歷史進程的一種現象，消亡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正

反合辨証法 

（包括宗教、政治、哲學、文學及藝術等思想）。 

＊他們的天堂：在此時此地，不在彼岸 

＊他們的新舊約：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 commentary 

＊他們的靈修作品：毛語錄，鄧小平文集 

＊他們的異端：托洛思基 

＊他們的慕道：少年先鋒隊，紅小兵，共青團 

＊他們的洗禮：成為共產黨員 

＊他們的福音：解放台灣，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 

＊十字架的道路：為黨、為國犧牲 

＊他們的認罪：彼此批判，自我批判 

＊他們的靈修：學習毛語錄，早請示，晚會報 

如果我們接受泰來（E. V. Tylor）的定義，以宗教就是人對神靈的關懷，那麼共

產主義顯然不是宗教。但是如果宗教一詞的含意乃指人對自己和對別人最大的

關懷，那麼共產主義必須被包含在宗教之內。我們若以宗教乃指信仰而言，特

別是指信仰一種宗旨而言，則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確能引起一

種狂熱和吞嗤性的信仰，忠誠與自我犧牲。而這些的特性只有在宗教的範疇內



才可以了解。馬克思（1818 年 5 月 5 日～1883 年 3 月 14 日），最有名的是他的

資本論，他於 1867 年出版了他的資本論（the Capital）的第一部分，他忠實的朋

友恩格斯（Engels）研究並整理馬克思所留下來的材料，於 1885 年出版了資本

論的第二部，1894 年出版了第三部分。 

影響他思想的四個主要部分，第一是，新約聖經。第二是黑格爾（Hegel）的辯

證哲學（正論、反論、綜合論），將之從絕對的唯心論變為絕對的唯物論。第

三，經濟學批判。這是馬克思思想的中心。人必須吃喝，因此人類生命中最重

要的因素乃是獲取這些基本需要的方法。這簡單的事實正是馬克思思想的出發

點，在物資生活中，生產的方法決定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過程的普通性質。

人的生存並不是因自己的意識而定的。相反的，人的意識，乃是因人的社會生

存而定。這是整個馬克思思想的基本科學原理。第四，以階級鬥爭來解釋全部

的歷史，他在 1848 年發表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共產主

義宣言中說，「直到今天，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馬克思把歷史如

此簡單化，把階級鬥爭分作四大階級一原始、封建、資產、無產階級。資產階

段的特別就是資本主義，也就是生產工具之控制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因此資

本主義已經造成了自己內部的衝突，所以它的瓦解與消滅是顯而易見的。資本

主義消滅之後，無產階級才來到。而無產階級以下並沒有其他階級可以與之衝

突。生產工具為人民大眾所共有，從那時候起人必永遠活在褔樂中，那就是歷

史必然的終結。 

階級鬥爭永遠是馬克思福音的基石，他堅持階級鬥爭之原理，如同狂熱的先知

珍視自己所得的特殊啟示一樣。任何同工若不全部接受此福音或沖淡此福音的

內容就必遭驅逐，或嚴厲的批判。 

對馬克思思想的批判： 

 

1）馬深信革命的開始與最後，都必須發生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但德、法、

英……等卻反而棄絕馬克思思想）。馬克思的革命發生在俄國（1917. 10 月革

命），是靠列寧的毒辣殘忍的積極猛進的意念。 

2）未預料到資本主義可適應時局而有伸縮性，產生更大的順應生存的力量。 

3）Marxism 是過分簡化的社會理論。事實上，除了剝削人的資產階級和受壓迫

的無產階級。還有更多的自耕農，達到經濟充裕自給。史達林繼列寧後，消除

了富有的農民，導致革命的失敗。 

4）未預料到西方「褔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興起。這些新中產階級的出

現，〔經理人才〕，股票持有人（在投資中得到部分利益者），皆反對任何其

普遍摧毀性的革命。Taiwan ：公地放領、375 減租、耕者有其田、比大陸較為

成功的處理土地的問題。現在西方國家每個人都是國家的部分主人， 領受養老

金，medical, Medicare, social security 。 

5）過份神化人性：「清潔無罪的無產階級」深信經濟生產情形改變，人便恢復

「人」的地位，自私與貪心便會清除，人類真正和諧的共處。「勞心、勞力者



的對立消除，勞力不但成為生活的工具，而且成為生活的基本需要。在這些條

件齊備後……『各盡所能，去取所需』是浪漫的烏托邦理論 (Romantic 

utopianism），因為人的「原我」(self)仍舊是有罪的我。共產黨員或領導貪污之

事層出不窮。 

6）工人無祖國：「無產階級是純潔無罪者」「在新的共產主義世界中，國家將

漸凋謝」 

事實：是國家（蘇聯、中共）更負主要領導調控的責任，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惟

一的作用是強迫與壓制。東共、越共、中共、北韓，都把國家利益分得很清

楚。 

貢獻：1）對思想與行動間關係的改變 

傳統西方哲學：以 Greek philosophy 為主流：以客觀冷靜的態度來理解世界。 

1.1 齊克果 Soren Kierkegaard ( 1813-1855）：存在性先於本質﹔個人先於整體。

主體先於客體 。 

1.2 Karl Marx (1818-1883）哲學的目的不是要了解世界，乃是要改變世界。對

Christian 的 input: 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理解，而是有行動。 

2）人當然不只是會「吃喝」及行動，也有慷慨助人，自我犧牲的精神。但馬克

思以「貪慾」乃人的主要自然衝動。 

3）Marx 使 church 感覺良心自責。好像只有他和工業革命，讓被受壓迫的勞動

階級，發出求救的呼聲，只有他聽見了。 

3.1 事實：1830-1850 間，勞工要求減少工時，改善工廠情形，得到英國北部大

多數安立甘教會牧師的支持。 

3.2 缺點：Christian 沒有像 Marx 一樣看見：整個的社會秩序都是可以改變的。

他們是以自己的力量個別地攻擊個別的罪惡。（註：錯誤的政策比個別的貪污

吏可怕） 

3.3 基督徒認為：革命好像是世界上最壞的事。相反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

命是必須的，也是最重要的。宗教與律法、倫理一樣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身

的利益所造出來的一套理論。從教會歷史我們都可以看到，教會都找到機會與

統治階級攜手合作。教會的坐席包廂是可以用錢買的。君士坦丁使基督教成為

國教。教會成為主教王公的教會，主教也成了諸侯。18 世紀的英國國教，使教

會成為士紳與地主的教會，教會拚命維護自己的權利。 

4）基督教國家主導的殖民主義，使西方文化，都感覺良心自責，失去自信與把

握（如鴉片戰爭、販賣奴隸等）殖民主義帶來的對自然的破壞，貧富不均。使

生於 1905-1920 之問的人〔如李登輝、史懷哲〕知識份子知道自己因種族階級教

育中享受的特殊地位與權利是不公平的。而 communist 卻對人的情感產生極大

的吸引力，要求信服它與人作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犧牲。 

5）對將來的應許 

以無限的自信心，宣稱未來的勝利是屬於他們自己，而非別人。 

【Koushchev】：超英趕美 



【毛澤東】：大躍進 

 

結論：基督的福音與共產覺員的人生哲學毫無妥協之處。 

1）但基督徒能夠也必須從馬克斯學習更加謙虛與懺悔的態度。如何面對共產黨

員不只是懂得理論上回答他們。一位更正教的法國牧師：「如果你關心受欺壓

的人，你必須成為一個共產黨員， 因為共產黨是對受欺壓者真正關心的惟一政

黨。」 

2）基督徒要耐心地聆聽對方禱告，把真理、時間，大量的同情心貢獻他們，甚

至我們的坦白與公開使自己陷於他們的手中而發生無法控制的結果亦在所不

惜。 

3）communist 也是人，也有其憂慮與不安，甚至絕望，故也需要神的恩典。不

用外交手腕，完全公開坦白，不受拘束地與他們接觸，卻毫無自義之感，不以

道德先生自居，則邪靈潛逃，海波不興。而一般的共產黨員靠欺騙人而活的假

面具便有可能脫落下來，所顯出來的是一個被罪惡重擔壓倒的可憐人，他便會

緊抓著那些少許以愛心待他，而未像別人那樣欺哄的基督徒。 

與無神論共產黨員對話關係的特點： 

1）強調個人的重要性（不在獻身革命，所具有的工其價值乃在他個人本身） 

1.1 他們對死亡問題，無法提供解藥。如果人之死與獸的死亡一樣無足輕重，

那麼做人又有什麼特別！ 

1.2 責任社會（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如果人沒有超越的尊貴性，那麼人

為什麼要對社會負責任？ 

2）強調不能以純粹物質之觀點來解釋（包括）這個極其複雜的世界的一切現

象。 

「維護事實」：共產主義認為：父母對兒女的愛是私愛，他們反對溫情主義，

但基督教認為：此「愛」，是神愛的自然流露，難道此種解釋遜於馬克思的解

釋嗎？ 

3）人有「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本領，知道有個永恆境界，人不可

能完全被淹沒在時間與事物變遷的洪流中。人可站在自己的上面、外面來觀察

並判斷自己和罪人。此永恆之境不只是時間的延長，它乃是一自有之境界（自

有之境：不賴吾人之力，而是人賴以生存之源）。人類歷史（苦難）才有意

義，因為相信世界，世界歷史有一末日，使我們擁有永遠超越的平安之心往歷

史前進。 

4）基督宗教必須依聖經的教導，成為物質與靈性緊密連結的宗教。而不是屬靈

到變成「額外」的宗教，自絕於物質世界之外。要把「道成肉身」的教義當作

中心的教義。肯定「空墳」的意義，要接受物質的實有及其價值。在聖靈中

（餅、杯）用物質來達到最神奇目的。不是藉拒絕物質，乃是使物質的東西昇

華，達到與更高一層與神團契的關係。如聚會後的愛筵、點心或烤肉等等。耶

穌復活以後供應門徒 153 條魚／烤魚與餅／變水為酒／不忍祂的門徒肚子餓



〔變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羔羊的婚宴（可十九 9）一同坐席（啟三 20）

生命水的河與果子（啟廿二 1-2) ／我們的身體與人格的全部成了聖靈的殿／肉

身復活的教義。這些都是基督信仰重視靈命與物資結合的力證。 

 

近代中國（清末民初到 2013） 

@人文主義、人本思想。 

@科學（船堅炮利）民主（以人為主人的社會國家，1912 年建立亞洲第一個民

主共和國，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宗教信仰自 1976 年後，蓬勃發展。宗教是人最終極的關懷， 是有限的人追

尋無限永恆的企求。可能被壓抑但永遠不可能被消除。湯恩比：整個歷史就是

人類尋找宗教的歷史。 

 

真實的基督教世界。 

 

基督教是宗教嗎？基督教是宗教也不是宗教。 

教會與福音：教會不是福音的附屬品，教會的本身就是福音的全部。 

信徒與福音：神的子民與福音是不能分開的，別人是透過神的子民來認識福

音。也可以說，基督徒就是福音，除了基督徒以外別無福音。教會從來不會單

獨純潔地存在於任何一個地方，它始終是與平凡而有缺點的基督徒不能分開

的。我們必須嚴肅地承認教會正如其他的宗教社團一樣，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與發展就得面對許多的挑戰和危險。 

第一：信仰生活的經驗會凝結成為教條。 

活潑的信仰會變為許許多多的信經。如亞他那信修經、尼西亞聖經、使徒信經

等等。 

第二：信仰經驗被凍結在制度中。 

教會產生聖品制度。教會開始購買財產、累積財產、爭取法律的保護，會變為

“金銀我都有，但不能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的教會，聖品階級

成為另外一種的特殊團體。 

第三：教會生活被傳統取代。 

我們以為按著教會傳統生活的人就是基督徒。凡是洗禮、領聖餐、堅振禮、什

一奉獻，參加主日崇拜活動的就是基督徒。而這些遵守傳統儀式的人，也很少

注意到這些禮儀傳統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他們只是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所謂的基

督徒。 

第四：基督教與文化的混合。 

特別是西方教會會把教會與西方文化、資本主義的文化聯合為一，在不知不覺

中教會採取了文化世界的價值觀、組織體系，以及所謂的成功神學。 

 

我們承認在每一個宗教中他們都會跟教條、制度、傳統、文化，糾纏在一起。



但我們應該盡量保持基督信仰的單純性。 

第一：信仰與教條。 

在某個宗教信仰中總是有一些分析事理的天才，把信仰理性化，成為堆積如山

的著作，但這些的著作或教義還是有它的功用。 

1. 叫後代的人不必再費精力重新研究全部的問題與解答。 

2. 它可以預先警告後人不可踏上某些可能的途徑，因為這些途徑都已經被人探

索勘察而證明其阻塞不通。 

第二：信仰與制度 

每一個新的基督教教派或團體、運動開始時，都存心不想變成一個機構組織，

想保存初代教會的單純。但是事情好像不是那麼的簡單，連使徒們都需要面對

實際的需要，選出七名執事。保羅在各教會也必須按立長老與選立執事，來處

理日愈龐大的教會事物。在教會發展中剛開始都沒有所謂的專任牧職，但不久

以後會有一些特別有才能的信徒漸漸出人頭地，責任就愈落在他們身上。當信

徒的數目逐漸增加時，教牧工作就愈加繁重，那些在社會謀生的基督徒就很難

利用他們的空暇來執行教會的全部工作。因此就逐漸產生全職的牧者。甚至當

教會發展到一個地步時，必須有專人來處理財產、總務、文字傳播的事工。每

一個部門都必須有它的主持人，他們付上代價也因盡這些責任而得著報酬。 

第三：信仰和傳統 

傳統的生長是人沒有辦法攔阻的，第一代的基督徒跟第二代、第三代一定是不

一樣的。第一代的信徒常常悲嘆第二代和第三代基督徒的冷淡與退後。基督徒

的團體一但形成，都會面對如何訓練第二代的問題，但問題是第二代他們的背

景、教育程度、思想方式，通常會跟第一代不同。第二代的基督徒他們在作嬰

孩的時候，就被獻給上帝了，父母盡量按著基督的方式來養育他們。第二代的

信徒也在比較平靜、安閑的環境中成長。他們進入教會是大家認為理所當然

的，至於他們進一層的靈性發展，就不一定那樣扎實。但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

有他的好處，他們比較不需要面對所謂的屬靈爭戰，因為父母都為他們爭戰過

了。如果教導合宜，會從第二、三代的基督徒產生偉大的宣教士、牧者、學者

等等。一方面宗教的傳統有可能成為真正信仰的攔阻，但也可能變為真實信仰

的河床與渠道，使信仰的活水奔流於其間。 

第四：信仰與文化 

宗教信仰有它的彌漫性，它必然影響人生的各個部門。西方的法律都淵源於羅

馬法，而英國的普通法都受到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影響。而猶太基督教以星期日

為安息日也逐漸在非基督教的國家被接受（甚至無神論的國家）。宗教與文化

是不應該分開的，若是宗教希望生存於真實的世界中，就無法自絕於整個社

會。若是我們一開始就在尋找純粹而未受污染的宗教信仰，我們大概是找不到

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你所遇見的宗教，你都可能發現，自稱純全的信仰其實

已攙雜了某種文化的混合物。所以每一種信仰都必須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一

方面混合物可以使宗教發生實際的果效，如 Potluck 、復活節的彩蛋、聖誕節



的聖誕樹、卡片、聖誕禮物、裝飾的聖誕燈、感恩節的火雞、結婚的婚紗、點

同心燭、帶戒指等等及慈善工作、球類運動、為慕道友提供實際的幫助等。但

是如果混合物過多，就會使宗教變成不實際的東西，失去它原來的本質。 

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使褔音的本質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活力，特

別是西方教會必須以新的謙虛的態度從以往的錯誤中學習功課。分辨何為福音

的基本要素，而把那些西方人士所珍惜而偶然累積，但卻是與基督信仰不相干

的東西除去。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講，同樣福音的種子卻能夠長出不同的結

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永遠是有一定的標準，比方說一夫一妻。但是相同的葡

萄樹的種子也因為土質、陽光、雨露的不同，吸收不同的營養成分而產生不同

品質的葡萄。因此具有中國背景的基督徒、希臘羅馬的基督徒或美加的基督徒

會展現極不相同的基督徒方式。這種多元化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只會使教會更加

豐富，而不會使教會貧窮。只會榮耀基督，而不會羞辱祂的名。 

如果今天的基督教能適當的自我批判過去的錯誤，將來必被人們看為這是我們

這一代靈性上的偉大成就。我們願意對我們信仰根源的典籍拿來經過最詳盡的

批判，而且願意面對考驗。也惟有用這種態度，我們才可以請求其他的宗教，

也對他們的經典，如可蘭經、佛經、薄加梵歌產生合理的批判。基督徒不能替

印度教徒檢證，回教徒也不能替印度教徒檢證。但是當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其

他教徒願意自我批判時，他們就會發現他們與基督的對話已經進到一種新而意

想不到的境界。基督的教會必須願意接受從任何方面而來的新知識，無論是科

學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並相信這些的知識與信仰也可能包含我們尚未看

見的真理，若是他們以現在我們尚未了解的深刻神秘經驗或倫理生活的成就來

勸說，或許我們會發現這是我們無意中疏忽的基督教信息的一方面。我們應該

誠實地說，我們願意被他們發現，只要是真理，我們都會公開地降服，但是我

們也必須堅持基督教某些不能改變的基本信念： 

第一：只有一位神與創造主，萬物都以祂為根源。 

 

第二：這位神是自我啟示的神，祂願意在我們對她的認識中隨時主動的作啟示

的活動。 

第三：人生的全部意義和上帝對宇宙的目的都在耶穌基督襄彰顯出來，在祂裡

面，這疏遠的世界和上帝已經和好了。 

第四：在耶穌裹，基督徒看見了自己生活應當遵行的法則。耶穌的生活是凡跟

隨祂的人必須無條件效法的模範。 

第五：耶穌的十字架說明凡跟隨祂的人必定受苦，祂沒有應許跟隨祂的人一帆

風順。跟從祂的人既不可憎恨這苦難，也不可逃避它，也惟有勇敢地擁抱它，

才能享有真實的平安，及成就人生的意義。 

第六：基督徒可以從別人的信仰中學習不少東西，但基督教信仰主張自己是普

世人類的宗教，耶穌基督至終必被稱為萬有之主，萬王之王。 

第七：生命的死亡並非人生的結束，基督已向人說明人類靈魂的真正家鄉是在



永遠的境界中。我們堅持這些基本的信念，並不是否認我們的朋友，不能對它

加以批判或批評。我們只是說明這是我們能夠讓步的底線。如果任何一點被加

以嚴重的修改，基督教就失去它原來的 面目。 

 

結論： 

為了傳福音，基督的眾使者必須能夠以真正勇敢，與極端謙虛的態度活在非基

督教的宗教世界中，也站在多元化的文化世界中活出基督的見證。我們相信歷

史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信仰不容許我們說「請看基督，而不要看在歷史中的我

們。」因為非基督徒對上帝的批判與認識總是根據在歷史中相信神的人他們的

為人如何，來決定他們對神的認識。所以我們以新約中的一句話來作結束，

「你們為人該當怎麼聖潔，怎樣敬虔。」這是我們每個基督徒在研究我們與其

他宗教的關係時所應該謹記的。 

 

@基督教： 

亦生亦死。我的國不在這世界。以基督為中心的歷史觀。整個基督教的重點就

是耶穌的受苦、釘在十字架、復活昇天還要再來作王。顯明祂是創造主。耶穌

來解決罪的問題。耶穌是真理，真理使人自由，不犯罪的自由，不再作罪的奴

僕（約 8:31-36）亞伯拉罕的子孫或炎帝、黃帝子孫皆受罪的轄制。 

 

l）由儒者轉化為基督門徒，由吸鴉片到戒鴉片，開靠福音助人戒鴉片。不再納

妾，善待繼母，與兄弟和睦。 

2）有一種愛，華人還不很熟悉。無緣無故的愛、無條件的愛、饒恕 70 個 7 次

的愛。（2002 年，盧剛殺死教授、同學共 5 人，他那殺氣騰騰的自殺前遺言對

比被害者的兄弟寫給盧剛父母春風化雨、同情悲憫諒解的安慰信，真是天壤分

別） 

3）耶穌基督的神人兩性，死裏復活。 

 

典籍：新舊約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是超越理性的啟示。 

 

其他：日本天皇將自己神化成為＜現人神＞。日本人是天皇臣民，因 此發動戰

爭就合理化為替天行道的行為，把大東亞受苦百姓從西方殖民者手中拯救出

來，扮演成救贖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