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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意義：文化乃指…
1 宗教信仰體系 –
1.
包含人生終極的意義、
人類內心與神聖者深密交接的感覺
2. 價值觀念 –
包含真 善 美及 般的規範
包含真、善、美及一般的規範
3. 社會風俗習慣 –
包含生活起居 言語 行為
包含生活起居、言語、行為、工作、娛樂等類
作 娛樂等類
並有既存的社會制度，
 用來表達上述的信仰與價值體系
 以期整合整個社會群體得到繼續的生存

開始播放

人類的生存經常受到 方面的威脅
人類的生存經常受到三方面的威脅：
1. 自然界的災難，
如水災 地震 颱風 疾病
如水災、地震、颱風、疾病…，
因此人類發展科學。
2.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敵對，
敵對
如戰爭、傷害、兇殺，
是故人類發展道德倫理規範約束人的行為
是故人類發展道德倫理規範約束人的行為。
3. 人類內心自我的衝突，
導致自殺 精神分裂
導致自殺、精神分裂，
所以人有宗教思想與行為的發展。
換言之：文化是人類求生存
及附予生存意義的手段或方法
及附予生存意義的手段或方法。

二、從基督的信仰看一般文化
創一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記載上帝按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並賜福給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這是上帝神聖的命令，
即是人類發展不同文化背景的起端。
文化的內涵指人類
控制自然環境所用的方法、
社會組織發展的形式
 聖經啟示人類當順服上帝的命令，
類當順
帝 命令
運用領受的創造力，榮神益人，
實現他在這塊土地上的職責


可惜自從人類墮落之後，他的形象已經扭曲，
可惜自從人類墮落之後
他的形象已經扭曲
所敬拜的對象
不再是這位創造天地的主宰
不再是這位創造天地的主宰、
並表現對祂的忠順。
每一個民族文化的中心
每
個民族文化的中心
 均以「自我崇拜」為宗教特徵
 沒有一個文化在真、善、美的追求上得以完全
有
真 善
聖經說：
你 汗流滿面纔得糊
直到你歸了
」
「你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
人類墮落與迷失之後，
每一個文化都摻雜著
「善」與「惡」的元素，
因此每一個文化都需要基督救恩的更新。

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王陽明說 「良知為知是非之
王陽明說：「良知為知是非之心。」
這裡的「智」和「良知」就是直覺的判斷。
儒家的傳統思想確認人可以通過道德的修養
「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把天地拉進人心 使之內在化
把天地拉進人心，使之內在化，
即相信人可以由人道的修養以達天道，
進入 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進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然而中國人忽略了人存在的實相(肉體)具有限性與罪性，
它倫理的實踐被封死在家族的圈內：
 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理想，
僅止於齊家，無法延伸至治國 平天下
僅止於齊家，無法延伸至治國、平天下
 社會關懷只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內，
無法申至與個人陌生的社會團體
中國人缺乏公德觀念，其因便在此。

三、中國文化的特徵
中國故有的文化，原以「人」及人際關係為重心，
因此中國文化的特徵：
1. 在倫理道德方面的成就特別高且深
倫理道德
特 高
2. 她的宗教思想則隨附於道德行為之內
中國人的思想因為注重人的問題、人的整體性、
人的履行道德之大道、人之與萬物間息息相關之感，
所以喜歡具體的表達 如偶像
所以喜歡具體的表達，如偶像；
象徵的預表，如禮儀；
直觀的了解 如訴諸本心直覺之意念；
直觀的了解，如訴諸本心直覺之意念；
科學的判斷，根據客觀事實的觀察、實驗有所別。
這就是儒家重視正心、誠意工夫之原因，
這就是儒家重視正心
誠意工夫之原因
心正意誠、內心清明、不被欲念所蔽，
從事道德的判斷就沒有什麼錯誤。

中國人相信可以靠自力的「道德修養」
進入他力的「宗教活動」。
進入他力的「宗教活動
中國人的宗教意識中的「天」或「神明」，
 自周朝以後就缺乏一客觀的「人格神」之精神
自周朝以後就缺乏一客觀的「人格神 之精神
 但相信人的道德活動可以貫通至宗教層面
清代嘉慶會典祭神的五個祭祀原則為：
1. 社稷神祇則以祀
2 崇功報德則以祀
2.
3. 護國佑民則以祀
4. 忠義節孝則以祀
5. 名宦鄉賢則以祀
這 個原則拜拜
這五個原則拜拜。
中國人因重視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而發展成道德倫理特高的文化
而發展成道德倫理特高的文化，
因此她的宗教相隨的發展成「倫理宗教 Ethical Faith」。

通常以一個完美人格、或偉大人格、可敬的道德理想，
通常以
個完美人格 或偉大人格 可敬的道德理想
做為崇拜對象，
 所以神明是由人手造成的，由人推崇的
所 神明是由人手造成的 由人推崇的
 蹤然是畜類、物類，
只要本身具有一種偉大的美德、
或肯努力發展自己全部人格或一種德性，
使牠臻于完美純善，皆可升格為神
關公因行義、岳飛則因盡忠，
均被神格化為神明。
因此中國人宗教終極指標乃為
「勸人為善、憑良心做事」，
其本質是「由人而神」。

四、基督的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會通與轉化
「會通 的定義 通常指藉著環境表達信仰
「會通」的定義，通常指藉著環境表達信仰。
基督的信仰與中國文化會通時，積極的意義包括：
 採用今日(非過時的)中國人的思想，
採用今日(非過時的)中國人的思想
表達基督活潑的信仰
 同時以基督信仰的內涵，創新中國文化
同時以基督信仰的內涵 創新中國文化
西方神學過去曾提出上帝的超越性，將上帝看為「客體」來研究，
 目的在於盡力證明「外在的上帝」存在
目的在於盡力證明「外在的上帝 存在
 因而上帝和人的「自我」關係顯得很生硬，失去了親切感
設若基督的信仰能以中國人「直觀的了解」
設若基督的信仰能以中國人「直觀的了解
或「直覺之意念」之性格表達，
人與上帝」相遇的體驗
「人與上帝」相遇的體驗，
上帝的「內在性」會更具體、更真實的感覺。
然而這種「人與上帝相遇」「天人合一」的境界，
然而這種
人與上帝相遇」 天人合一」的境界，
必須接受「道成肉身」的耶穌才能實現。

希伯來系統思想全被概括在新舊約聖經，
舊約是新約的預表、新約是舊約的成全。
舊約的先知宣告耶和華上帝是
自有永有 赫赫威嚴的上帝
自有永有、赫赫威嚴的上帝，
亞當、夏娃不肯順服上帝，
擅食禁果 妄想自
擅食禁果、妄想自大，想與上帝齊等。
想與 帝齊等
結果墮落塵世、終身勞苦，
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直到歸土
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歸土。
中國人「由人而神」的宗教觀與亞當、夏娃
想要「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之意念同出 源
想要「如上帝能知道善惡」之意念同出一源，
以為「人可以由自身的努力可以進入天道」、
「人可以靠行律法稱義 。
「人可以靠行律法稱義」。
結果中國的宗教發展成為多神宗教，
甚至是泛神信仰。
甚至是泛神信仰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飽受患難痛苦，、
為求得現世的安逸，
對任何宗教採取寬容 放任的態度
對任何宗教採取寬容、放任的態度，
只要忠馬、義犬都會被祀為神明。
 民間把忠心的狗祀為「義犬公」
」
 把為主人喪命的馬祀為「馬爺公」
因為這些畜類均與忠義之倫理有關…
羅一21-23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

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將不能朽壞之上帝的榮耀變為偶像，
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到新約時代，耶穌與「充充滿滿的恩典」
將上帝彰顯了出來 –
上帝自崇高的天闕、卑微地俯就人世，
成了奴隸的身份、備受委屈凌辱，
最後奉獻自身，順服上帝而死。
祂向世人指出一條追求「天人合一」的正道：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就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
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溶化在造物主無限的生命裡，
是人與上帝相遇最切實的體驗。

從倫理的實踐而言，在過去中國傳統的社會中，
儒家的倫理孝道 確實發揮了它
儒家的倫理孝道，確實發揮了它
整合社會群體、維持道德秩序的功能，
 然而它的價值與功能卻因人性的自私與固執，
被封死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的家族倫理圈內
 對於現代化大眾群體的社會中，
個人與群體的關係顯得非常生疏
唯有透過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獲得實踐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的力量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力量，
群己關係才能納入正軌。
太十二46-50
太十二46
50 耶穌說:
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兄弟？...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人能遵行天父的旨意，
人能遵行天父的旨意
他倫理道德的實踐才能超越肉體和血統關係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