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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John Fryer (1839–
1928) advertised to call for “New Age Novel” written in “Christian 
tone” concerning three late Qing social problems: opium smoking, 
eight-legged essay, and foot binding. The manuscripts, being re-
discovered in 2006,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Christians in late Qing thought about the issue of national survival. In 
this paper, the anti-opium discourses in Christian tone of the entries 
will be discussed under several themes. It aims to show how 
Christianity has shap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and how the 
social contexts have shap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mong the 
participants.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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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China. 

Keywords: John Fryer, New Age Novel,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 
survival,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1895 年，甲午戰爭完結，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刊登
啟事，徵求針砭鴉片、時文、纏足等時弊的「時新小說」，
並鼓勵以基督教語調創作。這些在 2006 年方被重新發現的參
賽作品，有助我們理解清末基督徒對救國議題的思考。本文
將展示基督教如何形塑參賽者對社會現實的詮釋，以及他們
在此處境關懷下的聖經詮釋面貌，期望為中國的基督教處境
化及聖經處境詮釋等研究主題稍添成果。 

關鍵字：傅蘭雅、時新小說、基督教與富強、聖經處境詮釋 

 
一、引言 

 

1895年，甲午戰爭完結後不久，寓華英人傅蘭雅(John Fryer, 1839–
1928)乘民憤強烈，於《申報》、《萬國公報》與《教務雜誌》
(Chinese Recorder)刊登啟事，舉行小說競賽，徵求以批判社會「三
弊」─鴉片、時文、纏足─為內容之作。傅氏收集到 162 篇作
品，惜翌年他攜稿前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任教，使作品在賽後百年也未嘗發表。2006
年，手稿在校內被發現，2011 年被掃描印行成《清末時新小說
集》，收錄作品 150 篇。1 徵文啟事分中、英版本，中文〈求著時
新小說啟〉隻字未提基督教，2 然英文版則表示期望參賽者以「基
督教語調」 (Christian tone)創作，呼籲教會界積極宣傳，鼓勵學
生、教師和牧師參與競賽。3 呼籲果有回響，不少參賽者透過引用
聖經典故與象徵，使作品流露出鮮明基督教氣息。陳大康指出，它

                                                                                                                                               

1 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共 14冊（上海：上海古籍，2011）。 
2〈求著時新小說啟〉，《萬國公報》7.77（1895年 6月）：30。 
3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6, no. 7 (July 1895): 3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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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幫助我們理解「外國傳教士的思想和
活動、各地教會組織的運轉、教徒們的心態、社會中下層人們對國
家現狀與前途的思索，以及他們對文學的理解等等。」4 此言甚
是，對於清末基督徒思想的探討，一直受制於史料不足而未能進
深。5 本文主旨，在於梳理參賽者對基督教治鴉片弊的表述，展示
基督教如何形塑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詮釋，並他們在這處境關懷下如
何詮釋、應用聖經，期望能從基督教富強論及聖經處境詮釋等面
向，加深今人對清末基督徒的認識。 

 
二、基督教與富強：「病」與「藥」的想像 

 

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指出，「疾病」自古以
來已常充當腐敗社會的隱喻，在政治哲學論述中象徵「失衡」。6 
清末中國屢戰屢敗，天朝大國的想像被「病夫」的自覺取代，政治
家與文學家遂展開「藥」的追尋，立憲、革命、教育先後成為「藥
方」。 7「病國」想像可見於康有為 (1858–1927)的〈上清帝第二
書〉（即「公車上書」，1895）：「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
生疾，咽塞致死，能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脈暢通，體氣自
強。」8 王韜(1828–1897)亦早於 1880 年代〈達民情〉一文中寫

                                                                                                                                               

4 陳大康：〈論傅蘭雅之「求著時新小說」〉，《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45.3（2013年 5月）：1–14。 

5 參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一八六零至一九一一年）》（香港：建道
神學院，1995），22；Chan Chi-him, “Hermeneutical Strategies of the Bibl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s in Late Qing (1860–1900)” (MPhil di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228. 

6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72–87. 

7 鄭麗麗：《風雨「中國夢」─清末新小說中的「救國」想像》（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2014）。 

8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載《康有為全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第 2 集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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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天下雖大，猶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猶治人身之疾病
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血脈流通，然後沉疴可
去。」9 除洋務派與維新派提倡科技、制度改革，中國基督徒也提
出自己的「藥方」，他們秉持「天道為本、技藝為末」的思路，鼓
吹「天道」是中國富強之本，不先以基督教改變人心，單仿效西法
也不足致富強，證據即在當時政治、風俗優秀的強國皆有奉教。10 
此論出於傳教士，中國基督徒承襲之，更成為了時新小說中的主導
邏輯，基督教一再被呈現為治弊靈丹。 

「國病」的比喻在參賽作品中屢見不鮮，如林文玉的《四子
講弊新說》寫道：「何謂病國？⋯⋯病國貧弱也。」11「病」是
「富強」的反面。對應徵文主題，貧弱的表徵就是三弊，《扶衰救
弊傳》作者周榮梓寫道：「到底是因為甚麼，不能自強呢？從來
說，治病的宜治本⋯⋯莫說是有這三樣大病，就是有這一條病，也
能以壞事，況且有這三樣病呢？」12「病」既可籠統地指國家貧
弱，也可個別指三弊本身。一些參賽者用具體病症比喻中國，周文
源於《富強傳》把中國比喻為「癆病胎子」：「況且中國有三樁弊
病，若和西國比較起來，好像個癆病胎子似的。」13 鍾清源的《夢
治三癱小說》則與聖經馬可福音 2 章 1 至 12 節互文，把中國比喻
為「癱子」：「中國另有三癱症，與常癱不同，非得耶穌大國手，
必不能起此沉疴，三癱者何？曰鴉片也、時文也、纏足也。」14 由
上可見，「病國」想像在當時相當普及，這正好為基督教以「藥」
呈現自身預設舞台，傅紹中在《除鴉片要論》中就寫道：「伏望皇
朝欲去病國鴆毒，宜受正教培元，如有病之人，欲求病愈，急請良

                                                                                                                                               

9 王韜：〈達民情〉，載《弢園文錄外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67。 
10 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一八六零至一九一一年）》，133–38。 
11 林文玉：《四子講弊新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1:406。 
12 周榮梓：《扶衰救弊傳》，載同上書，12:190–91。 
13 周文源：《富強傳》，載同上書，11:42–43。 
14 鍾清源：《夢治三癱小說》，載同上書，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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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方能起死回生；若不急服救世正教，人心變幻，法立弊生。」15

「救世正教」正是基督教。 

要使「病國」回復「健康」，不少參賽者以基督教為靈丹妙
藥，如林芳田就明言：「中國不能富強，原在於不信主。」16 以基
督教治弊、致富強的描寫不絕於稿，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湖北孝感縣福音會堂的一批作品，皆提及以
「魚餅」、「聖經」、「利亞」來對治三弊。17 其中趙禹臣寫道：
「大凡國家盛衰，視乎利害。如欲利興，須道從聖父、聖子，而與
聖神三位；若為害大，則弊在鴉片、時文，以及纏足三端。」18 
他以基督教「三位一體」上帝對比於「三弊」，前者助益國家而後
者招損，故要「革此三端之弊，學他三位之道。一則不吸鴉片，跟
從和華，式食筐籃魚餅；二則弗尚時文，依照聖經，做成教勸書
籍；三則莫纏女足，宜如利亞，勿須縛挷布帶。」19 他建議以吃
「魚餅」代吸鴉片，「魚餅」出自聖經中耶穌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
人的典故，20 又提議崇尚聖經以取代時文，並以「利亞」為榜樣，
脫離纏足之惡習，「利亞」指的是耶穌的母親馬利亞，21 她與夏娃
並無纏足，合當中國女性模範。這些建議或欠實踐價值，然參賽者
確實提倡以基督教革除三弊。有參賽者思量「藥」需通國皆服方能
徹底治癒，遂提出「自上而下」的服藥進路，設想若當權者先奉
教，舉國自會下效。徵文比賽前數月，中國各省女基督徒曾訂造一

                                                                                                                                               

15 傅紹中：《除鴉片要論．時文略論．戒纏足淺說》，載同上書，14:229。 
16 林芳田：《無題》，載同上書，14:269。 
17 該論述在該堂諸稿中反覆出現，可參趙禹臣：《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同上
書，14:424；秦誠意：《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同上書，14:503；毛芝生：《戒
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同上書，14:509；周務三：《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
同上書，14:597。 

18 趙禹臣：《鴉片時文纏足小說》，421。 
19 同上，424。 
20 參馬太福音 14:13–21、馬可福音 6:17–29、路加福音 9:10–17。 
21 這位「利亞」是耶穌之母馬利亞，該堂另一參賽者周務三以「主母」稱呼她。參
周務三：《鴉片時文纏足小說》，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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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新約全書》贈慈禧太后，賀其六十大壽，22 此事使沈立喆、鍾
清源等參賽者生起盼望，前者道：「去年皇太后六旬萬壽，我等曾
送福音書一部，裝潢極美，用赤金鑲邊篋，裝好進呈，蒙其賞納，
皇上日日披閱，復使一臣於書店購買，鴉片時文纏足三害，恐將來
大有轉機也。」23 寄託着先由皇室奉教，後再變易民風的期盼。傅
蘭雅及《萬國公報》背後的廣學會陣營，屬借西學靠攏官紳士人的
自上而下派傳教士，參賽者多少受其所塑。 

本文取題「富國．強身」，一方面「身」為國之喻，富國即
如「強身」；另一方面，富國也靠賴國人「強身」，尤當革除鴉
片、纏足二弊。鴉片早於七世紀傳入中國，有治痢藥效，至明朝始
有人調以煙草吸食；十八世紀末，英國把印度種植的鴉片運往中
國，以改善貿易逆差，此風愈盛，亦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嚴重
損害經濟民生，1838 年林則徐(1785–1850)查禁鴉片貿易，觸發鴉
片戰爭，然戰後鴉片入口不跌反升，後來更可以洋藥名義公開抽稅
進口，流毒更深；直至二十世紀初，中國方頒諭規管國內種植及吸
食，又與英方及各國協議逐步杜絕進口，煙害稍緩。24 鴉片害至新
中國成立後仍是政府肅清對象，嚴懲下此俗漸見式微。25 清末的英
國傳教士常因鴉片害而備受質疑，傅蘭雅提及有中國人斥他們一邊
說拯救中國人靈魂，又一邊出售鴉片毀傷人身。26 十九世紀五、六
十年代始，舒緩煙害成為傳教士工作之一，以德貞(John Dudgeon, 
1837–1901)為首的傳教士，一方面於報章撰文，揭露煙患實況、駁
斥護煙謬論；另一方面成立戒毒所，結合勸說、藥物治療、強制手

                                                                                                                                               

22 參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蔡爾康述：〈諸女士獻經祝嘏記〉，《中西教會
報》1.6（1895年 6月）：1–4。 

23 沈立喆：《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1:293。另參鍾清源：《夢治
三癱小說》，248。 

24 林治平：〈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載《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
氏主編（台北：宇宙光，1981），309–13。 

25  傅建成：《百年瘟疫─烟毒問題與中國社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
2000），201–7。 

26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編：《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第 1
卷，弘俠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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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等助人戒鴉片，期間亦會輔以佈道。27 論鴉片害的責任，基督徒
的勸說分別指向英商及中國人，不少傳教士支持禁止鴉片貿易，海
班明(Benjamin Broomhall, 1829–1911)與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
1912)等曾著述譴責英方，指他們在禁運鴉片上不容推搪。28 另一
方面，傳教士報刊也成為傳教士與中國信徒勸民戒煙的平台，《萬
國公報》就常登載禁煙文章，論述鴉片對身體、人倫的害處，駁斥
護煙之說，討論「禁種」和「禁吸」的具體辦法，又宣揚奉教為戒
煙的根本方法，活用通俗詩詞為載體。29 

時新小說參賽者延續以基督教治煙害的宣傳，除細數吸鴉片
對個人及社會的壞處、論及禁煙措施之外，也對鴉片之風作出基督
教詮釋。這些表述或非嚴謹的神學思辯，他們主要為了營造鴉片弊
與基督教之間的相關性，以證立基督教為治弊良方。這些思考牽涉
諸面向：鴉片弊的起源為何？它與魔鬼有何關係？它為何是基督教
語境中的「罪」？基督教怎樣能除去此弊？筆者將梳理及綜述相關
表述，亦會分析當中所牽涉的聖經處境詮釋與應用。 

 
三、鴉片弊的基督教詮釋 

 
3.1 論鴉片之本質與來源 

 

當觸及鴉片的本質好壞，部分參賽者的形容較為負面。《鴉片時文
纏足小說》作者趙榮林稱之「毒物」：「首言鴉片，毒物也，不如
上帝，降落嗎嗱，眾人食之，皆得其養。」30 趙氏將鴉片與聖經出

                                                                                                                                               

27 劉天路、王海鵬：〈福音與身體拯救─晚清基督教反鴉片運動〉，載《身體．

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研究》，劉天路編（上海：上海人
民，2010），167–81。 

28 林治平：〈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禁煙運動〉，313–25。 
29 合參楊代春：〈早期《萬國公報》的禁煙宣傳〉，《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17.5（2003 年 9 月）：55–60；王海鵬：〈《萬國公報》反鴉片言論特點芻
議〉，《北方論叢》212.6（2008年 11月）：71–74。 

30 趙榮林：《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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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記 16章上帝藉以養活以色列人的嗎哪相比，意圖襯托出前者是
以害命為務。《悟光傳》作者魏開基則云：「鴉片如魔，魔以害為
心，惑為事，鴉片毒似之，魔心欲害人，言似益人，鴉片味似之，
人受魔迷，漸而性情變⋯⋯鴉片類太初惑祖之蛇，見蛇者必撃，聞
害者必除。」31 他將鴉片類比於《聖經．創世記》第 3 章中誘惑始
祖吃禁果的蛇─那蛇早被基督教早期思想家指為魔鬼，32「如
魔」之觀感，使魏氏並不認同因鴉片有藥用價值，倘人能善用就不
須禁絕之見。更有趣之例，則是趙禹臣認為鴉片害人，甚至比「香
膏」更差。他形容道：「蓋鴉片，來自印度國，煙膏害人，更甚香
膏，搽污耶穌。」33「搽污耶穌」的香膏是何物？聖經四福音書皆
有記載此則故事，34 在此姑引馬可福音版本：耶穌受邀到伯大尼的
西門家中坐席，一女子以名貴香膏澆其頭上，惹來旁人生氣，以為
此香膏應兌為現銀作賙濟用，耶穌卻為女子辯護，指她是為了其安
葬預作膏抹，更謂：「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
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記念。」(14:9)明明為耶穌所稱許，趙禹
臣卻稱之「搽污」，原因或是他跟路加福音版本中法利賽人西門的
意見一樣，視此女為污穢，耶穌與之接觸是於禮不合，不宜褒揚，
故說香膏為污。即或如此，象徵抵觸男女大防之香膏仍然不及煙膏
之害。 

教人意外的是，不少參賽者竟為鴉片說項，指其本質非惡，
是人誤用才自招惡果。施信贊寫道：「上帝創造萬物，無非供人使
用。何以生產鴉片？可作葯餌療病。」35 強調鴉片本質非惡，涉及
上帝論及創造論層面上的神學考慮。作為對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的回應，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指出上

                                                                                                                                               

31 魏開基：《悟光傳》，載同上書，8:362。 
32 將蛇等同於撒但的說法，首見於初期教會護教士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約

100–165）。Henry Ansgar Kelly, Satan: A Biograph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5–78. 

33 趙禹臣：《鴉片時文纏足小說》，421。 
34 參馬可福音 14:3–9、馬太福音 26:6–13、路加福音 7:36–50、約翰福音 12:1–8。 
35 施信贊：《鴉片弊小說．纏足弊小說．時文弊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

1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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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同時是創造主與救贖主，他所造的世界是美好的，邪惡存在是因
人誤用自由，是魔鬼試探的結果，不能歸咎於上帝。36 一些參賽者
也帶着這種神義論關懷，意圖捍衛上帝的全善全知。謝定源在《鴉
片煙 時文 纏足》指出：「蓋萬物皆上帝所造，於人有益⋯⋯上
帝愛人，造鴉片醫人百病。」37 他從上帝創造的意圖入手，指出從
愛出發的創造，被造物本身必有益於人。至於張德祥則提到：「上
帝生物之心，極其周密，原不生無用之物，一物必有一物的用處，
即如有毒之物，不能養人之生者，或能以治人之疾，鴨〔鴉〕片一
物，或入藥味，理或然也，令人受其害者，皆由自取，不得謂上帝
生材之非也。」38 他捍衛上帝的全知，即其周密的設計，不可能生
誤而造出無用之物，人受害問題出於自身濫用。 

這種論調在傳教士小說中已有先例，如賓為霖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在譯著《正道啟蒙》(1864)中，就耶穌
將水變酒的神蹟時發表自己的評語：「主這樣造酒，也好像上帝造
出萬物，原是給人用的，用的着當，便有益了；若是妄用，便有損
了，那是明明自己害自己，不得歸咎上帝。」39 徐樂水在《時新小
說》中也提到是人違反了上帝的原意，受害之餘更是得罪上帝：
「原鴉片之草，非為害人之物，乃上帝以其殼治人洩瀉兼理諸疼，
而人造烟不論閑忙，朝夕吹之以圖快樂，是反上帝造物的意思，得
罪於上帝。」40 從上可見，部分參賽者在評價鴉片的本質時，意識
到有神學上的協調需要，將鴉片一味污名化會讓上帝完備的智慧和
美善遭受質疑，解決辦法是強調鴉片本質非惡，將濫用的責任歸之
於人。 

                                                                                                                                               

36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5th ed.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1), 225. 

37 謝定源：《鴉片煙．時文．纏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293。 
38 張德祥：《鴨〔鴉〕片．時文．纏足》，載同上書，14:77–78。 
39 賓為霖：〈正道啟蒙〉，載《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黎子鵬編注（新北：橄
欖，2012），121；另參黎子鵬：〈晚清基督教文學─《正道啟蒙》(1864)的中國
小說敘事特徵〉，《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5（2011年 7月）：288–89。 

40 徐樂水：《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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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參賽者不談鴉片創造之源，而針砭其進口來源。鴉片既
從印度生產，參賽者發掘其中的宗教意味，將之扣連佛教討論，指
出兩者是印度歷來對中國所施之大害。晚明天主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有「合儒斥佛」的方針，41 延至清末，佛
教仍是新教傳教士的攻擊對象，《萬國公報》就曾對輪迴學說、佛
教不尚富強、民間祭偶行為等作出抨擊。42 佛教來源地在傳教士筆
下自不會被呈現成好地方，多產基督教小說作家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在《小信小福》（出版年份不
詳）中就描繪：「若論其淨土，就指天竺南方之國。那國之土番甚
污穢，執抝菩薩而不知禮義，邪淫放肆特縱慾，故怕恐不是淨地而
是污地。」43 這種觀念再現於時新小說，如《夢遊記》作者進憂子
寫道：「事佛之國，口念彌佗，心懷叵測，栽種惡品，毒害良
民。」44 另一參賽者張德明則指出：「話說印度國，古名天竺國，
有兩件壞事，一鴉片烟，一佛教，此二事實為中華之大害。」45 

參賽者侯中識掏空心思來扣連兩者：「如印度移禍中國者，
先之以釋教，繼之以鴉片。人但知鴉片煙之毒，為害匪淺，而不知
實為釋迦侔尼之對象，何則？試看鴉片所結之實，彷彿釋迦侔尼之
首。」46 他看出鴉片果與釋迦牟尼的佛髻外形相似，遂將兩者附
會，引申出拜佛人與吸煙人的性情「若合符節」： 

                                                                                                                                               

41 孫尚揚：〈利瑪竇對佛教的批判及其對耶穌會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世界宗
教研究》4 (1998): 85–94。 

42 一些自由派傳教士則對佛教有較溫和評價，甚至肯定其部分合理性。參陳建明：
〈從《萬國公報》看來華傳教士對儒釋道的態度〉，《宗教學研究》4 (2014): 
213–19。 

43 郭實獵：《小信小福》，載《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黎子鵬編
注（新北：橄欖，2013），423。 

44 進憂子：《夢遊記》，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0:170–71。 
45 張德明：《戒鴉片烟時新小說．時文之弊時新小說．戒纏足時新小說》，載同上
書，13:631。 

46  侯中識：《鴉片煙流毒問答．纏足致害問答．時文踵弊問答》，載同上書，
14: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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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拜佛人，不忠不孝，好靜偷閒，相親佛象，忘卻造化之

德，罪及一身，俾天上之父不喜，死後離光就暗，永墜沉

淪，靈魂被硫火之灼，慘毒難堪；吸煙人，無禮無義，貪食

懶作，相道煙具，不顧養育之恩，病延四體，使堂前之親不

安，生前俾晝作夜，顛倒晨昏，肉體被煙火之焚，枯槁已

極。47 

侯氏訴諸於儒家對孝的重視，將鴉片之害與佛教之害互相映襯，吸
煙對於肉體之害與辜負雙親，好比拜佛對於靈魂之害與辜負「天
父」，基督教的最高神既為「上帝」，又為「天父」，集君、父身
分於一身，故他謂拜佛者「不忠不孝」。上述參賽者把佛教牽進對
鴉片的針砭之中，指出兩者屬歷來印度輸入中國之兩大禍害，在在
為「基督教富強論」提供反面佐證，帶出行異教之國正是惡俗之
源；另一方面，如是將鴉片之害描繪成為一場異教的陰謀，於是乎
解決方法也必須是宗教性的，將基督教顯為治本之法。 

產地既為佛國，參賽者自可肆意抨擊，但當他們觸及鴉片商
英國，又如何為這同時是宣教先鋒的國家調解？較持平者將英國人
劃分以捍衛傳教士，如林文玉寫道：「此關於英國及外國之商人，
不關於英國及外國之傳教者，華人衹知鴉片來自外國，而不查明由
何國何等人而來，故恨鴉片者，遂遷怒於外國人，又遷怒於外國之
傳教者也。」48 巴色會江貴恩在《時新小說》中也捍衛西教士： 

「然西人既傳道中國，建造醫院，設立嬰堂，何陽善陰毒，

竟使鴉片流入中國，至今日源源而來乎？」余曰：「鴉片一

物，產自印度，初至中國，特為良藥，止瀉吐、肚痛等症，

乃有作烟鎗而吸之者，則其咎還當歸本國之人也。」49 

                                                                                                                                               

47 同上。 
48 林文玉：《四子講弊新說》，391。 
49 江貴恩：《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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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二人皆試圖為傳教士開脫，前者將英國人劃分清楚，後者則
將責任推回中國人身上，強調鴉片的輸入原為治病，是國人誤用致
癮。 

至於侯中識則更為進取，上文引述過他對鴉片害與佛教害的
對比，印度是傷中國人身、靈的罪魁，而英國在其筆下則成為了
身、靈的拯救者，他從信仰視角出發詮釋歷史，視漢代天花傳入中
國乃上帝對其拜佛行為之懲罰，幸得英國牛痘法東漸，充當中國人
身害的拯救者，侯氏相信基督教在清末再度東來，一方面傳播福音
救靈之法，另一方面也會再以戒煙靈丹挽救國人肉身，是為歷史之
重演，抵銷印度之害： 

稽古諸夏，初無天花一疾，由漢時，釋教化流中國，始傷，

傳染此症，當時死者，難以數計。此為何故？吾知太初始

祖，有犯天條，上帝詛其有死，禍延於後。茲又攻乎釋教，

尤悖天命，上帝震怒我等，二罪歸一，厄以天花，俾華人速

死之故……幸本朝皇上，德可回天，由英國得來牛痘之法，

救人奚只恒河沙數，然只及其肉驅，雖曰盡善，猶未盡美

也。喜一千八百零九年前，英有一人，在粵省倡首福音，廣

布救世真道，俾信者，得救至寶靈魂……由此觀之，牛痘

法，可安堂前之親；福音道，能和天上之父。得福之一明一

暗，均由英國傳來，以除印度所移之禍。倘華人從此滅却偶

象，篤信福音……或者，亦由英國傳來戒煙靈丹，救華人頓

離斯苦。50 

「喜一千八百零九年前，英有一人，在粵省倡首福音」，當指
1807年首位新教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侯氏的「故事」中，漢代中國遭天花所襲的原因屬宗教性，為國
人信奉印度傳入之佛教所致，促進了聖經創世記 2 章 4 節至 3 章
24 節中人類始祖犯禁所招的死亡咒詛，而解救之牛痘法正來自英
國；如今遇鴉片之害，始作俑者再為印度，他相信救法也是宗教性
的，只要國人信福音，終會得「英國傳來戒煙靈丹」之善果。聖經

                                                                                                                                               

50 侯中識：《鴉片煙流毒問答．纏足致害問答．時文踵弊問答》，4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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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乏將歷史詮釋為上帝行動結果的描寫，對歷史的這種觀點是基
督教或猶太教的獨特範式，51 侯氏把之承襲並應用於對中國歷史的
詮釋。 

 
3.2 論鴉片與魔鬼的關係 

 

不論鴉片本質孰善孰惡，它何以能害人甚深？人又為何會甘受其
害？據不少參賽者所書，癥結在於魔鬼。《五字新論》作者魏維恩
創作一首五字歌：「魔鬼托老蛇，誘惑始祖妣，夏娃聽蛇言，背逆
上帝旨，亞當與同食，夫婦不畏死，逐出樂園外，在世苦無已，今
日有鴉片，可與惡菓比。」52 他將鴉片相比聖經創世記始祖敘事中
的分別善惡樹果子，敘事中夏娃受到蛇的引誘，與夫亞當同違上帝
禁令吃下果子而遭罰。魏氏將鴉片比作分別善惡樹果子，為帶出背
後有魔鬼誘人之意。在陳之珊的問答體作品《除弊興利中國說》
中，一問為何人明知鴉片有害都上圈套，設如是一答：「因為人心
歡喜入邪，就是被邪魔惡鬼，迷惑引誘入邪，彷彿入夢行事一般，
聽明變了愚笨，自己不知愚笨。」53 人縱知鴉片有害也無力抵抗，
癥結在於被魔鬼迷心。 

描寫吸鴉片為魔鬼迷心的尚有《驅魔傳》，郭子符描寫上帝
手下一名天使造反成為「混世大魔王」，差遣旗下鬼團到人間迷惑
人心，節錄一段：「酒魔領的，是饞涎鬼、醉迷鬼、饕餮鬼、狂傲
鬼、謊言鬼、大話鬼、罵人鬼，末了是大烟鬼；色魔領的是風流
鬼」，54 士人吳生被「大烟鬼」所迷，雖曾靠祈禱之助驅走魔鬼脫
癮，惜後來「那從前的魔鬼，又領了七個頂凶惡的鬼，入了他的心
竅，他的後患，比從前更大了。」55 遂再把大煙吃上。李景山的

                                                                                                                                               

51 James Barr, The Concept of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London: 
SCM Press, 1999), 347. 

52 魏維恩：《五字新論》，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0:461。 
53 陳之珊：《除弊興利中國說》，載同上書，14:186。 
54 郭子符：《驅魔傳》，載同上書，9:388。 
55 同上，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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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除害傳》則以寓言形式，描寫「混世魔王撒但」差派「鴉
片」到「金銀國」誘人吸煙，致舉國成「煙鬼」，國家迅即貧弱遭
魔王所吞，56 也將矛頭指向撒但。此外，《悟光傳》描寫慕樂夫婦
染上煙癮，作者也稱之為「魔鬼惑人」。 57  除了吸煙者「被鬼
迷」，《擬著時新小說》的作者傅夢巖認為朝廷亦然：「詎料中國
不禁販、不禁吸，在位者反無勸戒良法，不明白真理，大半為私欲
所累，魔鬼所誘，貨利所迷，聲色所惑。」58 正是被魔所惑，朝廷
方不禁鴉片，還以此抽稅增富，助長流弊。 

另一參賽者謝定源雖肯定鴉片本質有益於人，然「魔鬼借之
以害人也」，他更從「鴉片」的名字中解讀出魔鬼的蹤跡： 

今而知鴉者，烏鴉也，形色如魔鬼之像也，忽東忽西，飛集

無定，如魔鬼有形無形，來往無定也。鴉片者，即烏鴉舌

也，調音令人好聽，如魔鬼之言語，令人好聽也，鴉舌形壯

〔狀〕似刀似鎗，即魔鬼刀鎗也。煙者，即魔鬼之迷昏陣

也，迷人心目，令人不能脫逃；煙室煙場，即魔鬼之天羅地

網也；煙牀煙盤，即魔鬼之戰場營盤也；煙燈煙罩，即魔鬼

照敵燈也；煙鎗煙錘，即魔鬼之大炮也；煙炮煙灰，即魔鬼

之炮子火藥也；煙籤煙筆，即魔鬼之通炮条，洗炮刷也，朝

朝攻擊，日日殺害，令我身體死亡，靈魂失喪，噫，魔鬼之

借鴉片害人如此哉。59 

他取鴉片的「鴉」字大做文章，指出其烏黑色及飄忽無定的形態正
有「魔鬼之像」。其實聖經中沒有確定的魔鬼形象，然魔鬼在中世
紀的藝術創作中，已經常被呈現為黑色，多長着毛髮、翼與角，並
有時帶有蝙蝠的特徵。60 烏鴉同為黑色有翼動物，特徵跟歷史上的

                                                                                                                                               

56 李景山：《道德除害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7:163–88。 
57 魏開基：《悟光傳》，304。 
58 傅夢巖：《擬著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3:598。 
59 謝定源：《鴉片煙．時文．纏足》，300。 
60 Jeffrey Burton Russell, Lucifer: The Devil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

ty Press, 1984), 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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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形象相通，謝定源將二者並置，予讀者一種「鴉」及「鴉片」
正是魔鬼彰顯之感，引導他們從凡俗中見其「惡」。 

 
3.3 論吸鴉片的罪與罰 

 

一些參賽者將吸鴉片描寫為「罪」，然而聖經肯定從未作此宣稱，
他們於是就此作出論證。有參賽者從「十誡」着手，61 周文源的
《富強傳》訴諸「不可殺人」一誡：「這等人自害自身犯殺戒，得
罪上天一位神。」62 張德明亦形容吸鴉片者「那知犯了六條戒，靈
魂地獄受沉淪。」63 其實，時人將吸鴉片連結於「不可殺人」之誡
當頗普遍，如廣東禮賢會教牧王炳堃在其《真理課選》(1881)為十
誡作注釋時，論到第六誡時就提及：「抑好勇鬥狼〔狠〕，耽酒色
食鴉片，凡有傷生之具，亦犯六誡之條。」64 更多參賽者沿吸煙違
背上帝造物原意的進路立論，如孫祖耀論道：「天生萬物，人為之
靈，四肢百體，欲他動作，而吃鴉片的，無所事事；金銀錢財，用
貴得當，而吃鴉片的，浪費資材，是他得罪天父也。」65 孫氏訴諸
吸煙者懶惰，違反上帝欲人工作、善用錢財之原意，他未有引用聖
經，然背後之理據或自聖經以弗所書 4 章 28 節：「總要勞力，親
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上帝的原意還包括聖
經創世記 2章 18至 24節中，他造人時對夫妻結合相助之期盼，吸
鴉片破壞夫妻和睦，使夫無力與妻相助，此乃《時新小說》作者賴
恩保之意見：「蓋夫婦原相助以為理，上帝造人之原意乃爾，今為
夫者吸鴉片，則如百體失其一手或一足然，於是為妻者，惡其夫之
醜殆，或告訴於歸寧之膝下，或誹謗於鄰舍之室中。」66 他也應用

                                                                                                                                               

61 出埃及記 20:1–17。 
62 鍾清源：《富強傳》，24。 
63 張德明：《戒鴉片烟時新小說．時文之弊時新小說．戒纏足時新小說》，625。 
64 王炳堃：《真理課選》（漢口：聖教書局，1881），3–4。 
65 孫祖耀：《論鴉片．論時文．論纏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490。 
66 賴恩保：《時新小說》，載同上書，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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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聖經創世記 1 章 27 節中人按上帝形象所造的描寫，指出吸鴉片
將使上帝蒙羞： 

溯帝造人之初，曰，宜造人，其象像我儕，故雖撙土而成，

而噓己氣以入人鼻，則此身之始，既為天生之矣……則此身

當力以維之，嚴以正之，而不可鴉片，枉生人世，以貽天之

羞，父母之愧也。67 

《無名小說》作者吳敏久則訴諸於上帝對「地」的心意：「上帝賜
人一地，就叫他生長五穀，養活眾人的牲命。」68 以地種鴉片即糟
蹋了上帝的恩賜。由此可見，清末基督徒自覺透過神學思考論證吸
鴉片為罪，雖此舉未違聖經中的具體禁令，然他們從聖經中歸納出
「上帝旨意」，再論證吸鴉片違反了這些原則。 

那麼，犯鴉片罪的下場又是如何？不少參賽者強調除了生時
要受肉身之苦，死後靈魂也要面臨審判與刑罰。陳之珊指出：「鴉
片非但害身體，又要害他靈魂落地獄，受永遠滅亡的刑罰。」69 賴
恩保則描繪主再來的情境，吸煙者之禍將至：「不知時日至，操天
地萬權之主耶穌，乘雲而來，集諸生死義與不義之人，俱列其前聽
審，善則福之，禍則淫之，爾意吸鴉片之人，福乎禍乎，吾知其必
禍矣哉。」70 此觀念見聖經哥林多後書 5 章 10 節：「因為我們眾
人必須站在基督審判臺前受審，為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
惡受報。」賴氏觀吸鴉片者將在末世的審判中遭禍。另一作者祝鑒
堂也提到吸煙「傷靈魂」，在死後要受永刑：「靈者，為一身掌管
之主⋯⋯故一身之功過善惡，無不悉歸於靈。若生前身犯罪孽多
端，則死後靈受地獄永苦，此不變之道也。」而抽大煙導人入迷
津，使人「忘天理之本然，負覆載之洪恩，所以身受背逆之報，而
靈遭無限之刑，此即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且靈之受刑於地

                                                                                                                                               

67 同上，7。 
68 吳敏久：《無名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9:367–68。 
69 陳之珊：《除弊興利中國說》，183。 
70 賴恩保：《時新小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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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更非身之受害於人世所可比也。」71《夢治三癱小說》作者鍾
清源也指出吸煙者的「來生孽報」：「今生之災殃，固云莫大，來
生之孽報，更覺難堪，因今生魁梧之體，既被喪壞，有歉上帝所賜
之榮，則來生復活之身，定必醜惡，譬之各種，若不美備，則所生
之苗，所結之實，必潺弱也」，並要遭「罰入地獄，是處蟲不死，
火不滅，哀哭切齒，永無了期。」72 鍾氏的地獄景象引自聖經馬可
福音 9章 44至 48節。「來生復活之身，定必醜惡」則屬鍾氏的發
揮，聖經未曾論復活形態會受今生所作而影響，此說反彌漫着佛教
因果報應觀的氣息。 

一般教義上，人死後下地獄是由於未皈依基督教而非吸鴉
片，古恩綸或意識到「吸鴉片致下地獄」的推論欠周，詳列出吸煙
者靈魂失救的因果路徑：「吸烟之人，聖會斷不收錄，若聖會不收
錄，則不能明真道，不能拜真神，真道不明，則靈命無所養，真神
不拜，則靈魂無由救，故今世不能望天國之福樂，來世必定受暗府
之淒涼。」又引用聖經馬太福音 16 章 26 節游說讀者關注靈魂之
事：「天下間所至貴者，莫靈魂若矣，聖經有言曰，利盡天下，而
失生命者，何益之有，人將以何者，易其生命乎，此生命，非第指
肉身之暫生，而亦指靈魂之常生也。」73 經文原語境為耶穌教導門
徒若要得生命就當為他捨己，古氏則引用之勸勉讀者當為永生而捨
鴉片。從上所見，就論證鴉片為罪，參賽者多訴諸十誡或違反上帝
原意為進路；而刑罰方面，則多以靈魂將受地獄之刑來警誡讀者。 

  

                                                                                                                                               

71 祝鑒堂：《論鴉片煙．論時文．論裹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2:415–16。 
72 鍾清源：《夢治三癱小說》，225–26。 
73 古恩綸：《中國宜力除鴉片時文纏足三大害以現富強之兆說》，載《清末時新小
說集》，13:430–31。《委辦譯本．馬太福音》16:26：「利盡天下，而失生命者，
何益之有，人將以何者，易其生命乎」；《和合本》則譯：「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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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論鴉片弊的治理 

 

治法方面，參賽者普遍刻劃基督教為靈丹，以當中具創意的表述較
堪注視。參賽者段連選如是道：「吾勸世上吃鴉片烟的人，前車既
覆，後車可鑒，休等吃上烟癮，自戕生命，早早懇求上帝，大發憐
憫，倚賴基督為名醫，常常誦福音為妙藥，不能少亡，必得永
生。」74 是為以基督為醫、福音為藥的比喻運用。其他形象化的表
達，有劉安華的《時新覺世歌》一句：「聽我言把聖經尋思玩味，
道味濃烟味淡一戒永清。」75 呼籲用聖經的「道味」辟除鴉片的煙
味。《救時三要錄》作者依愛子的寓意表達也堪注意，敘事中治鴉
片癮之藥名「同心丸」：「就是真艾一片、信石一塊、附子兩個、
靈降丹一粒、葡萄酒一杯、無醇餅一點、用水洗一次、或浸一次，
對心窩中常搗，每日三次，熱氣一團為丸。」76  取其諧音，「真
艾」即是「真愛」，「信石」就是「信實」，「附子」是「聖父」
與「聖子」，「靈降丹」則是「聖靈」，加上聖餐和洗禮，基督教
信仰中核心的價值、神明、儀式也包括其中，是為治煙癮之妙法，
寓言筆法見基督教經典小說《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之影響。77 

不少參賽者提及「心癮」、「身癮」之別，去前者方為當務
之急，如祝鑒堂所言：「此所謂戒心癮，愈於戒身癮也，更有要法
即信靠倚賴救主之名，誠求天父，捨罪，除癮，於暇時，則究讀聖
經，依其規訓，如此斷癮者，吾曾見之多矣。」78《三當改》的邵
陞庭則建議除吃藥外，以禱告脫心癮：「忌烟有兩箇好法，一，有
好葯喫着，少受點罪亦可；一〔二〕，有箇禱告真神的好法，誠心

                                                                                                                                               

74 段連選：《吃鴉片烟．時文．纏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130。 
75 劉安華：《時新覺世歌》，載同上書，10:539。 
76 依愛子：《救時三要錄》，載同上書，7:459–60。 
77 可參黎子鵬、鄺智良：〈譯本的轉生─清末時新小說對《天路歷程》的重寫〉，
《或問》25（2014年 6月）：15–29。 

78 祝鑒堂：《論鴉片煙．論時文．論裹足》，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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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悔改不喫鴉片烟了，真能去心癮，享平安之福了。」79 另一
作者沈榮貞也強調人力之外必須靠「天助」：「天助者，是福音天
道，能助人黜邪崇正，以正人心而除心癮，心癮以除而身癮有不除
者，吾未之信也。」80 心癮方為癥結，身癮只是衍生之物，故「新
心」是為治弊關鍵。沈氏引用聖經以西結書 36 章 26 至 27 節助
論：「故聖經上帝云，我以新心賜爾，去爾頑梗之性，賜以易化之
心，以我神賦爾，使爾遵我禮儀，守我法度，誠如是也，則去欲存
神，斯鴉片之毒，自可消於無形。」81 這顆原為上帝賜人，使人能
順從他律例的「新心」，被接受為鴉片「心癮」的治本方案。如
上，基督教之所以為獨步丹方，在於它能「治心」。 

 
四、結論 

 

受傅蘭雅徵文啟事形塑，不少參賽者以基督教治弊的基調構思表
述，他們的神學作業，在於將社會問題與基督教扣連，建構兩者之
間的相關性，以證立基督教是治弊的獨門丹方。要建立關連，一些
參賽者將鴉片弊的肇因表述成宗教性的，以「魔」為始作俑者，其
激發的心癮為問題癥結，再刻畫基督教為治本之藥；參賽者也試圖
論證吸鴉片為「罪」，以激發上帝怒、死後審判中得禍等觀念，渲
染悔改戒煙的迫切性。論證吸鴉片為「罪」時，參賽者從聖經中抽
出有關上帝旨意的原理，再論證吸鴉片如何悖逆之，有人訴諸於十
誡，也有訴諸於造物原意。除弊方面，參賽者或簡單表述以福音戒
煙，也有解釋鴉片害之癥結在「心癮」，故需以基督教「化心」方

                                                                                                                                               

79 邵陞庭：《三當改》，載《清末時新小說集》，14:288–89。 
80 沈榮貞：《鴉片論．時文論．纏足論》，載同上書，13:393。 
81 同上。他引用的是《委辦譯本》：「以新心賜爾，去其頑梗之性，賜以易化之
心，以我神賦爾，使爾遵我禮儀，守我法度。」（以西結書 36:26–27）《和合
本》則譯為：「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
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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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途。基督徒參賽者普遍視宗教為社會風俗優劣的關鍵，倡基督
教是美俗、富強之源，是為基督教富強論邏輯。這種邏輯承襲自傳
教士，然時新小說也顯其新意，一方面在於其本土的聖經處境應
用，另一方面在於中國人創作的基督教故事，蘊含與傳教士小說所
不同的本土色彩。他們有傳教士小說或著述作其先例，然他們在此
基礎上，也因未有擔負傳教士的宣教或宗派包袱，在故事設計、聖
經應用上，有更大彈性。82 本文意在綜覽諸作中的基督教治鴉片害
表述，歸納當中典型及陳列獨特者，更深入的文本分析有待另文處
理。借張德明的歌詞為本文作結： 

西方各國多強富，全照新舊二約行……那國悔罪信靠主，君

民安樂亯〔享〕太平；那國不信就定罪，大劫難逃災禍臨；

福音傳遍萬國內，信主得救有福星。83 

是為基督教富強論。 

                                                                                                                                               

82 John T. P. Lai,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Christian Novel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 Theology 28, no. 2 (June 2014): 201–25. 

83 張德明：《戒鴉片烟時新小說．時文之弊時新小說．戒纏足時新小說》，656–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