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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96_296_296_296_2 宗研所宗研所宗研所宗研所「「「「中國文化與宗教」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開 課 系 所 
 及科目代碼 

宗研一(在職專班)                                          JS 121 
               G-9050-07754            [E1-E2，週五 6:40-8:20p.m.] 

開 課 名 稱 中國文化與宗教中國文化與宗教中國文化與宗教中國文化與宗教(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  學分(０，２) 
 開 課 教 師  莊 慶 信 (John B. 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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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台北︰東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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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評評評 分分分分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口頭報告佔 30%，出勤 20%，上課參與及討論 10﹪，求真及研究態度 10%
驗(書面報告)佔 30%。       

附記附記附記附記： 
 1.原則上，第 1-8 講由任課老師講授，9-14 講由一兩位同學挑選一主題[如，佛教禪修或

道教建築]，依序提出口頭報告，期末交出書面報告； 
2.老師繳交成績單給學校的截止日是 6 月 26 日； 
3.因此，若學期報告最後趕不上於報告截止日報告截止日報告截止日報告截止日 6/6/6/6/17171717 繳交者，得在 6/26/26/26/24444 前以 email 方式補

交。 
4.聯絡方式：(O)2905-2902,研究室 SL337B, Email：028611@mail.fju.edu.tw；Cell 

Phone:0931-05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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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                              culture 

一一一一、、、、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一) 定義︰ 

1.字源定義︰colere 耕種培植 

              「觀乎人文，以化天下。」(《易賁‧彖》) 

              「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劉向《說苑》) 

                

    2.描述定義︰ (又張化民 1991:4)   

 

 

  (二)文化的本質︰宗教[Tillich] 

  (三)文化的發展、精俗、高低︰(陳其南 1986:9-14) 

二二二二、、、、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張化民 1991:1-29) 

  (一)農業文化的特性︰ 

  (二)文化混合特性︰ 

  (三)德本精神 

  (四)語文[精簡]優美 

  (五)重天下觀： 

  (六)重文化觀： 

(七)重統一觀： 

(八)重家族觀：[增]   

(九)重飲食：[增] 

(十)重財富：[增] 

三三三三、、、、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本土文化(indigenous culture)或本地文化或本地文化或本地文化或本地文化、、、、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台灣文化 

(一) 有傳承因素：中國文化及外來文化的特性。 

(二) 有本土特色：1)南方文化特性。 

                2)海洋、島國特性。 

                3)移植型文化： 

                4)反殖民特性： 

(三) 有創新因素：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張化民，《中國文化精義》台南：王家，1991，頁 1-29。 

李喬，《台灣人的醜陋面》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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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文化的關係宗教與文化的關係宗教與文化的關係宗教與文化的關係 

一一一一、、、、文化對宗教的功能文化對宗教的功能文化對宗教的功能文化對宗教的功能：：：：. 

   1.正面功能:(1)器物制度層面:. 

             (2)象徵與經驗層面:. 

             (3)民族對本位化的自覺和肯定, 

   2.負面功能:(1)有時宗教精神生活也會受到文化(制度)的干擾 

              (2)文化象徵中的不合宗教教義成分, 

              (3)勉強或過度將就當地文化,有時反有害於宗教的本質. 

二二二二、、、、宗教對文化的功能宗教對文化的功能宗教對文化的功能宗教對文化的功能：道教.佛教.本篤隱修院.禪宗叢林制度. 

   1.正面功能:(1)宗教本身的信仰經驗.象徵.制度,. 

             (2)宗教也能影響文化整體中的其他因素 

 (3)宗教信仰與終極意義：. 

   2.負面功能:(1)阻礙社會發展： 

(2)失落(無)宗教的文化,勢必走向僵化與死亡。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房志榮等編《宗教與人生》上冊,再版,台北:國立空大,1993,頁 200-215。 

 Z.Alszeghy 著,陳德光譯,〈適應當地文化是信仰的內在需求〉《神學論集》49( 1981 秋)：341-359。  

李亦園,《(原始)信仰與文化》。 

三三三三、、、、宗教與文化關係的型態宗教與文化關係的型態宗教與文化關係的型態宗教與文化關係的型態 

1.敵對型： Tertullian 150-220  

2.投降型：  

3.超越型： 

  4.改造型： 

  5.一致型： 

四四四四、、、、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進路與兩者的定位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進路與兩者的定位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進路與兩者的定位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進路與兩者的定位 

  1.人類學進路：. 

  2.文化學進路：(相輔相成說)  

  3.社會學進路：(同上) 

  4.哲學進路：] 

  5.歷史學進路：兩者均有統一、分化、再統一的動態關係。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宗教應扮演的角色：神聖化、世俗化、本土化、全球化，否則只有「失本土化」(disinculturation)。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董芳苑，《宗教與文化》台南：人光，1995。(社 240.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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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宗教的本土化中國文化與宗教的本土化中國文化與宗教的本土化中國文化與宗教的本土化(religious indigenization, inculturation) 

一一一一、、、、唐代景教沒落的主因唐代景教沒落的主因唐代景教沒落的主因唐代景教沒落的主因：：：：1。 

1)唐武宗會昌(845A.D)教難而遭池魚之殃： 

2)過度仰賴帝王政治人物的支持： 

3)忽視培育本地傳教士[缺本土化]： 

4)殘留的經典及講道中充滿佛、道、摩尼教的影響： 

5)五代殘唐之亂，阻斷中西交通，外籍教士無法進入： 

二二二二、、、、宗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歷程宗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歷程宗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歷程宗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歷程       

(一)學習期：1.景教(7c)︰佛教化  漢代黃老道。 

           2.天主教(17c)︰ 

             祭孔祭祖祭天 

(二)吸收期： 

3.西方傳教士(19c): ； 魏晉的格義佛教；漢末太平道、五斗米道。 

      4.1807 馬理遜牧師的「合和本」白話文； 

      5.1920 年代︰    

(三)轉變期：6.當代神學家、佛學家、宗教人的首要任務。 

         隋唐的禪宗、淨土宗、天台宗；魏晉寇謙之、陸修靜(天師道)，陶宏景(茅山派) 

三三三三、、、、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的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的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的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的理想過程 

(一)[文化]濡染(enculturation) 

(二)[文化]接觸(acculturation,) 

(三) [文化]適應(adaptation, accommodation) 

(四)本土化(inculturation) 

�(脈絡化脈絡化脈絡化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1.真耶穌教會、聚會所、新約教會 

2.台灣長老教會、天主教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 

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市︰宇宙光，1990︰605-642。 

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中國論文集》北市︰宇宙光，1993︰55-101。 

章力生，《本土神學批判》(Critique of Indigenous Theology),九龍：基道書樓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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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文化的神聖化文化的神聖化文化的神聖化文化的神聖化    

一一一一、、、、神聖化神聖化神聖化神聖化(宗教化)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一一一一)佛教化佛教化佛教化佛教化(佛化佛化佛化佛化)：：：： 

交織交織交織交織[相遇、適應]--> 轉變轉變轉變轉變────>融合融合融合融合(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佛化佛化佛化佛化)  

 
(二二二二)基督教化基督教化基督教化基督教化(基督化基督化基督化基督化 Christianization、聖化聖化聖化聖化 sanctification) 

1.「中國基督教化」「基督教中國化」：。        

2. 中國人基督化： 

3. 基督教改造文化、文化新生： 

4.淨化： 

二二二二、、、、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文化多方面文化多方面文化多方面文化多方面「「「「神聖化神聖化神聖化神聖化」」」」的實例的實例的實例的實例 

(一一一一) 過去佛化成果過去佛化成果過去佛化成果過去佛化成果：：：： 

1.教義上︰ 

2.制度上︰ 

3.倫理上︰ 

五戒與五常 

4.習俗上(教儀上)︰ 

5.藝術上︰ 

(二二二二)過去基督化成果過去基督化成果過去基督化成果過去基督化成果 

1.教義上︰ 

2.習俗上(教儀上)︰。 

3.制度上： 

5.醫療上；                  

6.社會關懷上： 

(三三三三)過去道化成果過去道化成果過去道化成果過去道化成果：：：： 

� 以道教「辟谷」術為例 

一一一一、、、、辟谷術理論基礎辟谷術理論基礎辟谷術理論基礎辟谷術理論基礎、、、、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    

二二二二、、、、辟穀術與中國文化辟穀術與中國文化辟穀術與中國文化辟穀術與中國文化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 
《正統道藏》，影印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民初石印本影印) 
李中華注譯，《新譯抱朴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李彩燕，（管窺中國文化中之辟穀術）報告，2002.05 

 

一、未來神聖化的可能性未來神聖化的可能性未來神聖化的可能性未來神聖化的可能性 
(一) 未來的佛化：   
(二) 未來的基督化： 
(三)未來的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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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文化與宗教全球化文化與宗教全球化文化與宗教全球化文化與宗教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一一一一、、、、全球化危機與全球化進路或模型的提出全球化危機與全球化進路或模型的提出全球化危機與全球化進路或模型的提出全球化危機與全球化進路或模型的提出 

資訊全球化、交通方便(零距離) 

世界化(天下為公)、國際化；(the third wave)；谷︰指地球上人類的生活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各方

面更加互相連結的現象(越來越休戚相關、輔助、參與、共融、及交談的過程。(P.2-4) 單一地方 

 

(一一一一)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 

(二二二二)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 

(三三三三)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四四四四)社會全球化社會全球化社會全球化社會全球化︰︰︰︰ 

 

(五五五五)倫理全球化倫理全球化倫理全球化倫理全球化︰︰︰︰ 

 

(六六六六)環境倫理全球化環境倫理全球化環境倫理全球化環境倫理全球化︰︰︰︰ 

 

二二二二、、、、宗教全球化的現象與張力宗教全球化的現象與張力宗教全球化的現象與張力宗教全球化的現象與張力 

� Christianity, 佛教(藏傳佛教)、印度新興宗教、統一教 

� 團體(community, public)vs.個人(individuation, privatization) 

� 全球的(global)vs.本地的(local) 

� 普遍的(universal)vs.個別的(particular) 

� 超越的(transcendent) vs. 內在的(imminent) 

三三三三、、、、中國文化與宗教全球化的互動中國文化與宗教全球化的互動中國文化與宗教全球化的互動中國文化與宗教全球化的互動 

‧中國文化對宗教全球化的協助之可能性 

‧宗教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可能作用。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 

P. Bey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4): 14-44，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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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文化與佛教文化與佛教文化與佛教文化與佛教：：：：佛化佛化佛化佛化 vs.vs.vs.vs.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    

一一一一、、、、中國文化多層面的佛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佛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佛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佛化 

(一)中國藝術的佛化(太虛大師) 

 1.建築： 

 2.塑鑄： 

 3.雕刻： 

 4.繪畫： 

 5.音樂： 

 6.戲劇： 

(二)中國文學的佛化(太虛) 

 1.語言：。 

 2.詩歌： 

 3.語錄體： 

 4.小說題材： 

(三)中國醫學(太虛)： 

(四)中國習俗 

 1.信三世； 2.信六道； 3.信善惡報； 4.悔罪植福； 5.吃素 

(五)中國哲學(太虛 38~40) 

 1.魏晉時講老莊多取義於佛學 。 

 2.本體論的思維模式 

 3.宋明後儒教為治世之學，佛教為治心之學，道教為治身之學。 

 4.佛學與近代學者都受佛教影響。 

二二二二、、、、宗教的本土化宗教的本土化宗教的本土化宗教的本土化 

 (一)教義：格義佛學 vs. 排佛；五常=五戒 

 魏晉時講佛學多取義於老莊。 

 中國哲學影響佛教最大者： 

 (二)禪修：印度禪-�中國禪 

 (三)制度: 

(四) 生活： 

(五)藝術： 

(六)儀式： 
以佛教建築藝術為例以佛教建築藝術為例以佛教建築藝術為例以佛教建築藝術為例    

� 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的特徵    

� 佛教的建築藝術佛教的建築藝術佛教的建築藝術佛教的建築藝術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 
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張紹載，《中國建築藝術》台北：東大圖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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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與基督宗教：：：：聖化聖化聖化聖化 vs.vs.vs.vs.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    

一一一一、、、、中國文化多層面的聖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聖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聖化中國文化多層面的聖化 

 (一)教義： 

 

 (二)倫理：。 

 

 (三)禮儀：敬天祭祖、婚喪 

 (四)靈修： 

 (五)制度：民主、人權、7 日的星期制 

 (六)科學、數學 

 (七)習俗： 

 (八)哲學： 

 

二二二二、、、、基督宗教的本土化基督宗教的本土化基督宗教的本土化基督宗教的本土化 

 (一)教義： 

 (二)倫理： 

 (三)禮儀： 

 (四)靈修： 

 (五)藝術： 

 (六)譯經： 

 (七)制度： 

 (八)生活：    

以基督宗教建築藝術基督宗教建築藝術基督宗教建築藝術基督宗教建築藝術為例 

� 基督教建築基督教建築基督教建築基督教建築    

� 天主天主天主天主教建築藝術教建築藝術教建築藝術教建築藝術    

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課後閱讀資料 

王振復，《宮室之魂－－儒道釋與中國建築文化》，上海：復旦大學，2001。 
李清志，〈從宣教士到建築師－台灣地區教堂建築的變遷與發展〉，《建築師》，1996.12. 

沈福煦，《人與建築》，台北：斯坦，1993。 
俞怡萍，〈聖誕節的祝福－近代的台灣地區教堂建築巡禮〉，《建築師》，1994.12  
孫全文，《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台北：明文書局，1987。 

梁思成[梁啟超之子梁啟超之子梁啟超之子梁啟超之子]，《中國建築史》，香港：三聯書店，2000。 

傅朝卿，〈神人接觸之禮儀聖殿－評介府城三棟基督長老教會教堂〉，《建築師》，1996.12. 
傅朝卿，〈淺談中西天主教堂建築之差異〉，《文化視窗》，2000.2. 

張紹載，《中國建築藝術》台北：東大圖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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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後現代思潮面對後現代思潮面對後現代思潮面對後現代思潮：：：：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文化與宗教的會通文化與宗教的會通文化與宗教的會通文化與宗教的會通    

一一一一、、、、儒佛互化儒佛互化儒佛互化儒佛互化：(成中英 1996：252ff) 

 1.佛學中國化(儒道化)+俗世化； 2.中國文化的宗教化(神聖化)？ 3.現代佛學與「現代性」的相通 

二二二二、、、、西方西方西方西方 3 種文化類型的互動與超越種文化類型的互動與超越種文化類型的互動與超越種文化類型的互動與超越：何光瀘、高師寧編 1996：23(趙敦華) 

 1.基督宗教文化：前現代 pre-modernity(神聖主體、思辨理性)�15-16c.人文主義+17c 理性主

義(否認神性) 

 2.現代文化/現代性 modernity： �啟蒙運動、(個人主體、工具理性)、科學主義的勝利 

1. 後現代性 post-modernity ：反(否定)傳統的思考模式：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富柯、Derrida)、解構主

義(否認人性)。基督宗教價值體系終將超越先前的 3 種文化，提供新文化類型價值體系的核心：上帝之死神

學、新士林哲學、孔漢思、女性主義神學、(解放神學)。 

 

三三三三、、、、文化更新文化更新文化更新文化更新(轉化轉化轉化轉化)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莊祖鯤 1998：152)Wallace 

文化更新文化更新文化更新文化更新(轉化轉化轉化轉化)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西方文化類型的互動西方文化類型的互動西方文化類型的互動西方文化類型的互動   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理想過程中國文化與宗教本土化理想過程 

1.穩定狀態：                            前現代       文化濡染(enculturation) 

2.危機狀態：                            現代         文化相遇(acculturation 涵化) 

3.解體狀態：                            後現代       文化適應(adaptation) 

4.再造時期(創新、溝通、接納、轉化、定型)              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2.新穩定狀態 

四四四四、、、、宗教與中國宗教與中國宗教與中國宗教與中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文化會通文化會通文化會通文化會通、、、、再造的層面再造的層面再造的層面再造的層面「「「「究天人之際究天人之際究天人之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史記史記史記史記‧‧‧‧報任少卿書報任少卿書報任少卿書報任少卿書》》》》) 

1.空間性：本土化(中國化、台灣化)+全球化+ 

2.本質性：世俗化                +宗教化(神聖化) 

3.時間性：歷代傳承              +現代化(繼往開來)  +未來化(前瞻性) 

4.整體性、全面性：不僅 Contextualization(脈絡化、環境化、場合化、情境化、關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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