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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著重在孔子與耶穌生平和話語的對照研究，從中朝向靈修的

範疇發展出這篇論文，因此並非全然的作比較。孔子語錄在論語裡僅有廿

章，且句句簡短，但是能夠歷經數千年仍然成為中西方學術上極為重視的



研究主題。耶穌語錄記載於聖經福音裡，豐富的四部福音是不容易徹底的

呈現在本研究中，為此，僅就瑪竇福音山中聖訓作為與論語的互為探討內

容了。論文裡有幾個嘗試性的研究： 第一是談到孔子與耶穌的人格特

質，是很有趣的寫作經驗。從孔子的背景及言行不難描述出他的特質，他

提出的「仁德」理想雖高但是確實是人性的本質，以仁德為出發點，孔子

的人格特質是謙謙有禮、樂天知命、崇尚倫理道德；從他周遊列國的言

論，到教育弟子，他的態度是嚴以律己，清楚劃分君子與小人的行為；寬

恕之道，成為他一貫的態度；從孔子劃分人生的階段來看，「十五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逾矩。」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在哪裡。在天主教信仰中，耶穌具有

天主性和人性，要寫他的人格特質僅能客觀性的描述，例如不迎合潮流，

一生處於貧窮，對貧病弱小者的同情和體諒，耶穌的宗教精神：對

「天」、敬天和愛天，耶穌的寬恕；他只花了短短的三年時間完成宣講

「天國」的使命。 第二是談論山中聖訓的靈修意義。其中論及新的生命

觀看法，詳細討論真福八端的靈修幅度，與孔子的言論融會貫通，使真福

靈修務實於生活裡，得以整合。 第三是指出孔子談成為仁者與耶穌教導

成聖之路。孔子認為作為君子的人就是有仁德的人；仁者克己復禮；仁者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有仁?的人敬人亦愛人。而耶穌教導成聖之路，山

中聖訓清楚的指出來「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

樣。」 第四談論孔子的核心思想「仁」與耶穌的核心思想「天國」。仁

德的思想探討的學者相當豐富，而研究天國的著作也是相當豐盛，若能將

二者加以對照閱讀，朝向靈修的範疇將會是更有助於落實在靈修生活裡。 

第五研究的是孔子的清貧思想與耶穌的神貧觀。清貧就是過簡單踏實的生

活，安貧樂道，心靈覺得充實，懂得珍惜資源，並不是回歸貧窮的苦日

子，而是教導人重新思考生命的重心與生命的意義，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更加和諧而無貪婪之心，面對自己、他人與自然時，不感匱乏。而神貧的

靈修是全部靈修的基石，在至高者前承認自己的貧乏無助，微不足道，願

意虛懷若谷全然的投身於天主，全心依賴祂，體認到天主的慈悲與慷慨。 

雖然孔子與耶穌都已經是數千年前的人，孔子的言論成就了學術上的研究

風潮，歷久不衰。然而，耶穌在基督徒心中不僅僅是，他是一位與人相似

的聖者，他更是經歷十字架的苦難死亡，復活而升天的天主子，因他還活

著，全球的基督信徒以他宣講的福音，世世代代通傳不止。因此，論文中

能將二者融入成為靈修上的參考資料，也是值得繼續研究，堪稱喜樂的

事。 .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fucius’ Analects and Jesus’ 

lifetime and his teaching. It aims at expanding their spiritual category. There are 

twenty chapters in Confucius’ Analects.Although the sentences short, it is still a 

serious academic work and a frequent research topic in China and in West. Jesus’ 

Analects is recorded in four Gospels of the Bible. The study will mostly deal with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First, w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ty of Confucius and Jesus. This is to give the teaching 

and deeds of these two personalitie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nfucius saw in good 

will the perfect virtue of the human nature. In the personality of Confucius there is a 

trait of a hypocritically modest person. He is content with what he is, upholds 



justice and ethics. Journeying round the whole country he observes the situation and 

collects his disciples and educates them. With himself he is strict but lenient with 

the others. He finds that in every society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people, the 

superior man and the villain. He thinks that forgivenes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in 

our human existence. He divides his life’s stage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fifteen, 

I had mind bent on learning; At thirty, I stood firm; At forty, I had no doubts; At 

fifty, I knew the decrees of Heaven; At sixty, my ear was an obedient organ for the 

reception of truth; 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what my heart desired, without 

transgressing what was right.” He knew his mission. As far as Jesus in concerned, 

his personality was divine, but his nature human. In all his life he showed for the 

rights of the poor and the week people. He spent only three years as an itinerant 

preacher for make known his teaching. His mission was to announce the Kingdom 

of Heaven. Second, we will discuss the sense of spirituality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What does this new life means？What is the exact size of the canvass of 

The Eight Happiness？Compared to Confucius’ teaching did it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How did it influence our livelihood？ Third, we will 

discuss Confucius’ benevolence and Jesus’ concept of sainthood. Confucius 

taught to subdue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that is perfect virtue. Be benevolent 

and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to be done to you. A man of perfect 

virtue wishes to establish himself; this is how he can establish others. For achieving 

this he must respect and love the others. Jesus taught to be perfect just as 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Forth, we will discuss the core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and Jesus’ concept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In comparing them 

we will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eir spiritual dimension. Fifth, we will clarify what 

Confucius meant by “poor” and “virtuous” and what Jesus teaching is about 

“the poor in spirit”. The poor, the virtuous lead a simple life. They know how to 

treasure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ey often rethink to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In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y look for harmony, a life without a grasping 

greed. The concept of being ‘the poor in spirit’ in the Gospel is the ground stone 

for all spiritual life. One must recognize oneself to be poor and helpless. Therefore, 

generosity and unconditional love. Although Confucius and Jesus lived in different 

times, their thoughts are dateless. Jesus however lives in the heart of the Christians. 

He went through the crucifixion and suffered death on the cross, but three days after 

he gave up his soul to the Heavenly Father and was buried He resurrected. The 

whol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lives on his Gospel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is thesis wants to contin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Confucius’ 

and Jesu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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