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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e creation of “Sino-Christian hym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Structuralism,” and the inner logic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digenous sects construct their sectarian identity 
by writing, editing, and singing their own hymns. Among these 
hymns, on the one hand, both intellectual writing and popular writing 
present Christian faith via traditional imag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he other hand, specific Sino-Christian hymns are selected by 

                                                                                                                                               

XU Songzan 徐頌贊 is a Master of Arts student in Religious Studi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6年12月舉辦
之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感謝政治大學胡其瑞博
士候選人幫忙代讀。杜克大學連曦教授、政治大學蔡彥仁教授的評論和建議，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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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sects to present their identities and theological purport, 
which have shaped th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s of different 
indigenous sects. 

Keywords: Sino-Christian hymns, Chinese Christianity, 
indigenization, sectarian identity, theological purport  

本文以「生成結構論」來分析「漢語讚美詩」的生成，以呈
現中國基督教本土化的內在理路。二十世紀初至今，本土教
派透過創作、編輯、詠唱屬於本教派的讚美詩，來形塑身分
認同。在這些讚美詩中，一方面，文人書寫和鄉土書寫，均
將基督信仰賦予傳統意象和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漢語讚美
詩通過教會的權威認證，呈現出不同的教派認同和神學旨
趣，進而形塑各具特色的本土教派。 

關鍵字：漢語讚美詩、中國基督教、本土化、教派認同、神
學旨趣 

 
一、緒言與提問 

 

二十世紀初至今，劇烈變動的中國亦深深捲入全球性宗教復興。1 
中國基督教逐漸本土化，匯入中國文化，成為一種「新傳統」。2 
在中國基督教本土化的過程中，生成了豐富的漢語讚美詩，從個人
靈修擴展到教會禮儀，從教會內部擴展到公共社會，穿越不同場
域，形成靈性資本，3 以進一步助益於基督教的擴展。這不但具有

                                                                                                                                               

1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18. 

2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基督教研究」經歷了從「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
心觀」的範式轉移，提倡在中國發現作為本土宗教的基督教，此可參 Daniel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2)。 

3 靈性資本(spiritual capital)涉及不同場域對價值與合法性的定義，通常有三種形
式，一為身體的(the embodied state)，即個體的宗教知識、品味等。二為客觀的
(the objectified state)，即對個體宗教知識、審美、能力的神聖化認證，以釋放其
所蘊含的權力。三為制度化的(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即宗教組織通過合法化
權威的宗教知識，來提升信眾需求，賦予特定群體以權威性。參考 Brad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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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學的意義，更有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下的獨特意義。對於中國基
督教，尤其處於弱勢的自立教會而言，如何呈現自身主體性？如何
被「世界基督教」乃至社會大眾看見、聽見？對於一個宗教共同體
而言，讚美詩如何形塑教會認同、國族認同和身體實踐？抑或，是
否打破了傳統界圍，重構了傳統記憶，正在生成新的「社會現
實」？ 

 
二、漢語讚美詩的生成：「生成結構論」的視角 

 

讚美詩是一種音樂與詩的宗教知識，是宗教經驗的獨特載體。當代
宗教學家 Andrew Greeley 在專著 Religion as Poetry 裏則將宗教當
作詩歌，因為宗教源自給人以新盼望的經驗，這些宗教經驗形成象
徵，由眾人共享，逐漸形成一個講故事、展演儀式的宗教社群。4 
讚美詩為人所書寫，故事為人所唱詠，也逐漸成為群體心靈與身分
認同的象徵，塑造不同形態的社群想像、教會認同與身體實踐。因
此，筆者參照「漢語神學」，提出「漢語讚美詩」，用來描述「讚
美詩之漢語生成」。5 宗教研究的主體與對象是「人」，那麼從宗
教人為何歌唱、如何唱、唱甚麼等問題去考究宗教經驗，想必會相

                                                                                                                                               

Verter, “Spiritual Capital: Theorizing Religion with Bourdieu against Bourdieu,” Socio-
logical Theory 21, no. 2 (2003): 150–74. 

4 Andrew Greeley, Religion as Poetry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23. 

5「漢語神學」是 20 世紀 90 年代，由何光滬先生提出，經劉小楓、曾慶豹等學者
深耕，在兩岸三地與海外學界均愈加豐富。「漢語神學」即「聖言之漢語生
成」，在民族語言文化層面，區別於西方各民族語言表達的神學。在現代性的層
面，又區別於偏向民族主義和泛道德主義的「中國神學」。可參見：曾慶豹：
〈甚麼是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1 (2006): 125–57。雖然此提法仍
有較大爭議，筆者也不盡然贊同，但因讚美詩創作並非神學、教義的全然再現，
藉「漢語讚美詩」來命名「讚美詩之漢語生成」，意即「從漢語、漢文化來創作
讚美詩，表達信仰經驗」，如此應該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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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唱詩的宗教性固然不可化約，6 但唱詩亦在具體的社會關
係、生活實踐中不斷生成，因此也體現出特定的社會性，其人際網
絡、靈性資本等均有脈絡可循。 

回溯中國基督教（新教）的本土化實踐，通常有翻譯中文聖
經、出版宣教書刊、創辦教會學校、「醫藥傳道」（即開辦教會醫
院）、開展中西文化交流等，7 但關於「詩歌宣教」的研究並不
多。縱覽已有研究，較系統且有參考價值的研究為王神蔭、盛宣
恩、謝林芳蘭的著作，尤以謝林芳蘭的書為較新的系統研究。王神
蔭初步梳理了十八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 250年間的新教讚
美詩之編譯、創作情況。8 盛宣恩的博士論文系統研究了中國讚美
詩的本土因素，並體現於教會活動及教會學校中的角色等。9 謝林
芳蘭從文化史學、音樂學、宗教學等角度對已過兩個世紀的中國新
教讚美詩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尤為細緻地介紹了十八世紀以來各種
著名詩本的出版背景與曲目特色。10 但誠如音樂學者宮宏宇所言，
讚美詩研究在漢語學界仍顯得零散，遠非顯學。11 

縱覽已有研究，12 其缺如處，便是偏重文本，缺乏動態的宗教
學研究，忽略讚美詩的「生成性」與「關係性」。因為讚美詩不僅
是文本的書寫，更是個人或團體的歌唱，涉及身體技藝、展演、實

                                                                                                                                               

6 蔡彥仁：〈從宗教的不可化約性論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載《華人學術
處境中的宗教研究─本土方法的探索》，黎志添編（香港：三聯書店，
2012），15–45。 

7 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12。 

8 王神蔭：〈中國讚美詩發展概述〉，《基督教叢刊》26 (1948): 49–54。 
9 David Sheng, “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4). 
10 謝林芳蘭：《華夏頌揚─華文讚美詩之研究》（香港：浸信會，2011）。 
11 宮宏宇：〈中國基督教讚美詩史─從早期傳教士到現代本土創作〉，《中央音
樂學院學報》2 (2011): 140–44。 

12 自 1950 年代興起對漢語讚美詩的系統研究以來，已有的研究主要可分為：1、文
學研究（對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文體及其藝術價值、翻譯特色）；2、文獻研究
（蒐集整理分散民間與海內外圖書館的藏本）；3、音樂研究（音樂理論、樂理知
識、集體合唱、學堂樂歌）；4、案例研究（譯本案例、地域案例、詩歌案例）。
參見徐頌贊：〈近現代漢語讚美詩研究述評〉（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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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美學等，其意義始終在「延異」(différance)之中，共同構成一種
連續生成、外延的宗教現象。因為「漢語讚美詩」的出現，首先是
宗教事件，包含了豐富的宗教經驗，充滿了個人能動的回應，且不
乏具有創造性的言說。它們源自作詩者的宗教經驗或靈性體驗，使
其不得不以文字書寫、以聲音歌詠，方能安頓身心。其次，這些詩
歌被編輯、出版、傳播，以及在集體儀式中展演，便又是超出個人
經驗的公共事件，是一個不斷社會化的過程。 

因此，本文採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
成結構論」(Genetic Structuralism)13 來動態地探究漢語讚美詩。布
迪厄將宗教視為一個已構建和正在構建的符號媒介(symbolic medi-
um)，有認知與整合的功能，也可作為統治工具發揮作用。他進而
主張同時分析客觀結構和個人心智結構生成(genesis of mental struc-
ture)。因此，布迪厄強調「雙重閱讀」，即兼顧「生成性」與「關
係性」。本文以「生成結構論」來研究漢語讚美詩，即把漢語讚美
詩置於宗教經驗與社會關係網絡等具體時空和實踐之中，呈現出互
動的宗教性與社會性。以下將透過分析三種類別讚美詩的生成脈
絡，來呈現漢語讚美詩與中國基督教本土化的內在理路。 

 
三、漢語讚美詩與中國基督教本土化 

 
（一）文人書寫：「本色化運動」中的讚美詩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福音派教會的知識精英多與美國福音派教育
體系有聯繫。許多基督徒知識分子在取得美國大學或神學院的碩士
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新興的文化教育系統，擔任要職，如新興的

                                                                                                                                               

13 本文暫不細究「生成結構論」，而以此為「他山之石」，來攻錯漢語讚美詩。相
關研究可參考：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
ary Field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李文彬：〈宗教資
本─從布迪厄到斯達克〉，《世界宗教文化》2 (2010): 14–20。孫永生：〈宗教
場域論─一個宗教社會學的分析框架〉，《雲南社會科學》1 (2015): 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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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會大學、出版輿論界等。這些人開始承擔中國教會的文化使
命，冀望以「精純」的中國文化來更優雅、適當地表達基督信仰。
這從知名教會大學的校園地景、中西兼容的課程便可一目了然。這
些調適和創新的實踐，卻遭遇 1920 年代的非宗教運動，尤其主流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受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影響，更使「非基
運動」(1922–1927)來勢洶洶。中國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必須在此
語境下，重新建構適應中國的基督教面貌。14 趙紫宸在 1927 年出
版的《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中認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可與基督教相融
合，而當宗教生命注入中國文化時，就可成為新血液。15 趙紫宸和
基督教青年會領袖們都在努力建構一種處境化神學，一種削減西方
色彩又可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基督教，由此逐漸展開「本色化運
動」。16 這種實踐落實到讚美詩的層面，就是 1931 年燕京大學
《團契聖歌集》、《民眾聖歌集》的編譯與出版。 

1930 年代，隨着燕京大學團契的成立，原先差會和傳教士翻
譯的讚美詩已經不敷使用。一群基督徒學人恰好陸續從美國歸來，
呼應國內教會「唱新歌」的使命：如神學博士趙紫宸，對自由主義
神學浸染頗深，心理學博士劉廷芳，音樂學博士范天祥，也是傳教
士。他們合作重新翻譯西方古典聖詩，並結合中國傳統曲調，進行
譜曲潤色，形成具有中國風味的讚美詩。17《團契聖歌集》即採用
「如夢令」、「紫竹調」、祭孔的「宣平」、華北民歌「鋤頭
歌」，甚至佛教「普陀調」等，可見曲調靈活多樣，但詩句依然多
文言文、對偶句，講究辭藻、節奏。18 

同年稍後發行的《民眾聖歌集》，在文辭方面，有所大眾
化，多用白話文，注重日常生活裏的宗教體驗，以便更適合傳播，
方便大學團契以外的普通大眾歌唱。即使如此，《民眾聖歌集》依

                                                                                                                                               

14 Goossaert an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40–41, 141. 
15 趙紫宸：《趙紫宸文集》，卷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67。 
16 邢軍(Xing Jun)：《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

1937)》(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 1919–1937)，趙曉陽譯（上海：上海古籍，2006），65–66。  

17 趙紫宸：《趙紫宸文集》，3:246–52。 
18 謝林芳蘭：《華夏頌揚》，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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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像民間基督教的鄉土讚美詩那樣通俗易懂，仍然顯示出文人書
寫的痕跡和旨趣。比如趙紫宸創作的《清晨歌》，19 亦是第一首選
入美國衛理公會聖詩集的漢語讚美詩。以下擇取首聯，即可了然其
風格：「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
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雖然這首歌
因其字詞簡單，被編入《民眾聖歌集》，但遣詞造句依然講究，不
是十分口語化。對此，趙紫宸始終覺得「不必完全遷就民眾」，而
是「提高民眾的思想和觀感」。20 由此可見，文人書寫有明顯的審
美導向，即使在向民眾普及的聖詩裏，仍帶有文人書寫的旨趣。 

 
（二）鄉土書寫：民間基督教的讚美詩 

 

連曦認為現代中國基督教的主流是「民間基督教」，而非差會傳教
士或基督徒知識分子領導的教會。在二十世紀初，從差會基督教分
離、獨立出來的教會團體，其領袖大多為「半知識分子」（即未走
入國家文官或教育體制的底層知識分子），他們「按千禧年信仰模
式重塑了差會基督教」。21 帶有五旬節靈恩氣質的民間基督教領
袖，以其對末世救贖的願景吸引了身處亂世、無可依憑的貧困個體
（無論是物質貧困還是精神貧困）。阿崗本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狀態，22 便可形象地描述這群如同飄萍般散佈於亂世的人們。
他們大多因經歷神跡奇事與信仰的靈驗性，而成為基督徒，構成現
代中國本土基督教的主流。即使與歐美教派有聯繫的中國福音派，

                                                                                                                                               

19 趙紫宸、范天祥：《民眾聖歌集》（上海：上海廣學會，1931），第 1首。 
20 趙紫宸：《趙紫宸文集》，3:267。 
21 連曦(Lian Xi)：《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何開松、雷阿勇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11），208。 

22 在阿崗本的思想脈絡中，他認為在一種「例外狀態」裏，主權者不受法律約束，
處於決斷的例外狀態，而公民不受法律和國家權力的保障，以生命的赤裸狀態，
被政治所拋棄，直接面對無所依憑、充滿風險甚至暴力的生存處境。筆者在此以
「裸命」形容同樣處於困境和亂世的中國人，僅是一個初步的類比。參考：阿岡
本(Giorgio Agamben)：《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薛熙平譯（台北：麥
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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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土教會如小群（地方教會），也不可避免地沾染靈恩氣質。在
宗教生態的演變中，逐漸獨立的本土教會，慢慢掌握話語權，這表
現於他們在話語傳播和教會治理上的出色：他們的長處，就是善用
百姓熟悉的通俗語言、內化的生活方式來教導基督信仰。至終，他
們將帶有差會和西方宗派色彩的基督教改造為中國本土的、民間
的、大眾的基督教。 

鄉土讚美詩的書寫，是由具有靈恩氣質的「半知識分子」，
通過創造、供應豐富的宗教知識，諸如以民謠譜曲的讚美詩、簡單
易懂的人學（如「靈魂體」三元論23）、化約的人類史（如「時代
論」24）等。這些及時的宗教知識不但對當時動亂的社會環境，具
有相當準確的解釋力（正如連曦指出，當二十世紀中國的內憂外患
越來越嚴重時，越能證明基督再臨和末世審判的事實正在逼近）。
而且在這些通俗易懂的靈歌、讚美詩中，蘊含着體驗靈恩的激情、
治療疾病的可能、更新身體和救贖靈魂的願景。這些書寫關懷，即
是鄉土讚美詩最常出現的主題。 

在十九世紀末的山西，席勝魔即已成立「天招局」，通過幫
助人們戒鴉片來傳福音，他亦曾為此專門寫作《戒煙救人詩》，以
吸引被鴉片癮深深折磨而陷入困境的農民。25「天招局救人新路，
主開導；天招局救人新路，進門來先學祈禱；鴉片煙心癮拔掉，主
開導⋯⋯」席勝魔在詩中教導人們通過學習祈禱、「求聖靈」、
「聽聖經」、明白「十字架功勞」、「悔改」等來拔出鴉片煙心

                                                                                                                                               

23 基督徒聚會處創建者倪柝聲的「三元論」最具影響力。可參倪柝聲：《屬靈人》
（上海：上海福音書房，1928）。至於「三元論」和「二元論」的分野與爭執，
可見：〈人論─二元論與三元論之爭〉，中國基督教神學文庫，2019 年 3 月 4
日瀏覽， https://theologychina.weebly.com/2015435770mdashmdash19977208033577 
0199822010820803357702004320105.html。 

24 比如召會領袖李常受，將人類歷史分為「律法時代、恩典時代、國度時代」等，
進而提出耶穌第二次再來，將恩典時代轉化為國度時代，開啟千禧年。華人教會
流行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可參見梁家麟：《超前與墮落─本土釋經與
神學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 

25《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席勝魔〉詞條，世華中國研究中心，2019 年 3 月 4
日瀏覽，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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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而且詩文形式契合山西民謠，可說可念可唱，便於老百姓一傳
十、十傳百。明顯的口傳特色，便於擴大戒煙事工在民間的影響。 

無獨有偶，唱詩治病的現象，常出現在鄉土讚美詩中。比如
著名的鄉村靈歌《耶穌治病歌》，就是用於趕鬼治病的靈歌。在唱
詩治病時，按手唱詩的人唱道：「天父設個大醫院，許多病人都來
看，耶穌是醫生，他有好手段，天父捨藥不要錢，只要你悔改，徹
底把罪認完，病好完全。」病人則和唱道：「信徒有患難，流淚把
主喊，叫一聲我的天父啊，你快快來就俺，因為你孩子小，經不起
試煉。」唱三遍副歌後，再唱：「魔鬼撒旦都趕出，叫你兒得平
安。」26 唱靈歌、醫病、趕鬼，可以說最能看出讚美詩的本土化，
因為這些歌不但被廣為傳唱，也與人們的身體經驗息息相關。在唱
詩中，病人重新建立與上帝、教會、神職人員的聯繫，重建生命意
義和生活秩序。這不但是一種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而且疾病可以激發人們的宗教潛力，27 促使人貼近信仰、皈依宗
教。而達成種種宗教果效的手段，便是唱詩。 

散佈在民間的大量靈歌，在中國教會受到壓制的時候，扮演
了重要角色。在被譽為「中國的加利利」的河南，南陽福音堂李永
山牧師、信陽合一教會張義南牧師均回憶，在 1970 年代，由於缺
乏聖經、詩歌本，且信眾多為文盲老媽媽，所以信徒們秘密聚會
時，多以抄寫、背誦、歌唱靈歌為主，在信徒生病而無醫可求時，
老媽媽也會為此唱靈歌、禱告等。28 靈歌在那時扮演了教導信眾、
傳承基督信仰，甚至醫病療癒的功能。 

供應這種類型的宗教知識，以強烈的療癒功效為訴求，並且
將基督信仰的內在要求，如悔改、明白聖經和十字架的道理等，內
置於療癒的訴求中，有效地串聯起信仰和事工的聯繫。這些讚美詩

                                                                                                                                               

26 段琦：〈河南南陽靈歌的收集、分類及其本土化特點〉，載《宗教與歷史─漢
語文獻與中國基督教研究（上冊）》，陶飛亞、楊衛華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
社，2016），176–77。 

27 Philip Mellor and Chris Shilling, Sociology of the Sacred: Religion, Embodi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4), 83–86. 

28 參見徐頌贊的田野訪談記錄：訪問李永山牧師，河南南陽福音堂，2016 年 7 月 15
日；訪問張義南牧師，河南信陽合一教會，2016年 7月 17至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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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應的人群─被疾病、天災折磨而無處依憑的農民和城市裏的
無產者、中產階層，提供了另類的滿懷信心與激情、平息恐懼和不
安，甚至療癒疾病的可能與希望。 

除了上述療癒的訴求之外，鄉土讚美詩對社會還有更主動的
參與。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至今，伴隨着中國鄉村基督教復
興，產生了大量新的讚美詩，以呂小敏的《迦南詩歌》、孫秋萍的
《琴爐聖詩》為代表。《迦南詩歌》的歌詞有典型的中原鄉村色
彩，曲調雜糅梆子戲、豫劇等腔調，呈現出中原的田園風光和農民
的生活世界。在呂小敏的書寫中，始終存在鄉土意識、國族認同與
普世福音運動的三重張力，共同形塑了迦南詩歌的品味與風貌。29 
迦南詩歌的孕育和傳唱，與家庭教會宣教團隊的擴散密切相關。中
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的張榮亮曾說，迦南詩歌的孕育，大部分和方
城團隊的宣教行動緊密相關。30 1990 年代的宣教場景，正如《迦
南詩歌》第 8 首所描繪。31 隨着以五大宣教團隊為代表的中國家庭
教會，從中原農村擴散到海外，迦南詩歌也傳唱到海外華人教會，
「凡有華人教會的地方，就有迦南詩歌」等說法，32 就足可見其廣
泛影響力。 

改寫文化意象、重構國族歷史，是《迦南詩歌》和《琴爐聖
詩》的共同特點。這種文化觀念，在中國家庭教會中被普遍分享。
《琴爐聖詩》問到：「黃河怨、黃河嘆，黃河為何水斷流」，隨之
回答「只因黃河未通天國的源頭」，詩人緊接着唱出中國基督徒的
心聲：「黃河呀，願你成為基督祝福的出口，流向中華大地⋯⋯回

                                                                                                                                               

29 徐頌贊：〈鄉土中國與迦南歌聲─從迦南詩歌探究宗教經驗之展演與社群結構
之形塑〉，載《2016 年台灣宗教學會年會論文集（下冊）》（台北：台灣宗教學
會，2016），71–101。 

30  張榮亮：《火煉的使徒─現代中國使徒行傳》（香港：國度事奉中心，
2015），208–15。 

31 呂小敏：《迦南詩選》（台北：中福，2001）。 
32 吳碧玲：〈再見！六四〉，台北 FM90.9，佳音 Love 聯播網，2019 年 3 月 4 日瀏
覽，http://www.goodnews.org.tw/magazine.php?id=1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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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天國的源頭。」33「黃河」無疑是現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象徴。譬
如在國共兩黨的歷史敘事中，以《黃河大合唱》為代表的歌曲，亦
是其正統革命史觀的體現。但在中國家庭教會的敘事看來，黃河回
歸藍色大海，即是回歸歐美國家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以及被中國
人遺忘的「皇天上帝」。34《琴爐聖詩》正映照出這種在中國教會
普遍共享的觀念，這些讚美詩置換了中國固有象徴的內涵，並賦予
基督信仰作為它的新內涵，由此展開中國基督教版的國族敘事。 

綜述以上，鄉土書寫一般有明顯的事工導向，而且訴諸直
接、強烈的身體醫治訴求，雖然神學思辨的張力較弱，但信仰訴求
則不可謂無，而是內置於疾病療癒等目的之中。另外，在明顯的事
工訴求以外，鄉土讚美詩更主動參與改寫文化意象、重構國族歷史
等嘗試，將傳統記憶導向基督信仰，建構出更深的信仰認同和歷史
敘事。不論通過唱詩來治病、改寫文化、重構歷史等，均可看出本
土教派的事工導向，與其宣教行動息息相關。 

 
（三）教派書寫：漢語讚美詩的神學旨趣與認同分化 

 

二十世紀是中國本土教派發育、分化的重要時期。在由差會轉變為
本土教會的過程中，逐漸出現形形色色的本土教派。差會與本土教
會在詩歌上的分野在於，前者因其扎根於西方民族國家，聖詩帶有
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當傳教士來到他國宣教時，通常使用官話或
方言來翻譯西方母會的聖詩。而在本土教會的發育過程中，既需要
逐漸脫離差會在經濟、文化、話語上的「權力」，35 也需要不斷面

                                                                                                                                               

33 孫秋萍：〈黃河的源頭〉，《琴爐聖詩》（信陽：信陽合一教會，2015），第
216首。 

34 可參考謝文傑、遠志明：《神州》（佩塔盧馬：神州傳播協會，2000）。遠志
明：《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佩塔盧馬：神州傳播協會，
2000），神州傳播協會網頁，2019年 3月 4日瀏覽，https://www.chinasoul.org/zh_ 
TW/-/---107。 

35 在近代中國，除了差會的主導權，本土教會還需面臨日益嚴峻的民族主義排外潮
流，譬如五四運動、「非基運動」，以及 1950 年代中共驅逐傳教士、接收教產
等，均迫使本土教會不得不加速切割與西方差會的聯繫，尋求自立。 



236     Xu Songzan 

向「吾國吾民」闡明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並不悖於在地文化，反而
與傳統相得益彰。因此在繼承差會的漢語譯詩外，本土基督徒的作
詩更顯勢在必行。 

 
1、神學旨趣 

 

在本土教會內部，不同教派的讚美詩呈現出不同的旨趣和認同，且
不乏對彼此神學和教派立場的辯駁。大體而言，福音派主流皆有強
烈的國族認同，如趙紫宸在《團契聖歌集》，呂小敏在《迦南詩
選》中時常出現為中國禱告、上帝救中國等主題，在迦南詩歌中，
上帝救贖的對象不再僅僅是個人與教會，而是個人與國家的複合
體。36 

受弟兄會傳統和敬虔主義神學影響的教派，如倪柝聲的基督
徒聚會處，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賈玉銘的靈修神學院等，則相當
厭離人間事務。對他們而言，「世界」（包括所有地上的政治、文
化、經濟）都是屬於撒旦的系統，37 基督徒能做的只能是提升靈
命、等候「被提」，以逃離千禧年之前的大災難。因此，在倪柝聲
編譯的《小群詩歌》，38 王明道編譯的《基督徒詩歌》，39 賈玉銘
的《靈交詩歌》、40《聖徒心聲》41 等，主旨大多關於內在生命的
敬虔操練，以預備在末世「被提見主」。 

受二十世紀美國自由主義神學影響的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不
提倡前千禧年主義，因此燕京大學基督徒編譯出版的《團契聖歌
集》、《民眾聖詩集》，鮮少上述主題，反而有大量詩歌提倡愛國
愛家、服務社會、作光作鹽等，明顯有「社會福音」 (Social 
Gospel)的旨趣。事實上，基督教青年會後期許多重要領袖加入中

                                                                                                                                               

36 徐頌贊：〈鄉土中國與迦南歌聲〉，71–101。 
37 倪柝聲：《不要愛世界》（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98），1–10。 
38 倪柝聲：《小群詩歌》（上海：上海福音書房，1927）。 
39 王明道：《基督徒詩歌》（北京：出版社不詳，1936）。 
40 賈玉銘：《靈交詩歌》（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1930）。 
41 賈玉銘：《聖徒心聲》（出版資料不詳，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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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做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這在早期他們提倡社會福音時就已
有端倪：對社會福音派而言，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正是上帝之
國在人間的顯現，本身即符合其政治神學邏輯。 

漢語讚美詩亦可映照基督教神學的本土理解。源自山東馬莊
的耶穌家庭，是中國最早的本土自立教會，創始人敬奠瀛，在天災
人禍不斷之時，受聖靈感動，實踐新約話語，恢復使徒時期「凡物
公用」的傳統，並提倡「說方言」、「唱靈歌」。他也給耶穌家庭
創作了許多讚美詩，宣揚其神學理念。譬如「耶穌是哥哥，真神是
爸爸。民胞物與宇宙家。嘿嘿！你想這家美不美。哈哈！你看這家
大不大？」在敬奠瀛的書寫中，西方傳統神學中三位一體的聖父、
聖子、聖靈，被比擬為民胞物與的「一家人」。敬奠瀛將位格關係
納入到家庭關係，運用有儒家文化和民間色彩的語句，使普通信眾
更易理解這個已困擾西方基督教千年的神學表述問題，令人不得不
對此詮釋創意抱有深刻印象。 

由上述可見，受不同神學思潮影響的教會和基督徒，對讚美
詩創作和選編的主題有深刻影響。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理解，透過讚
美詩，亦反映出本土化理解與言詮方式。總之，形形色色的讚美詩
本身，就呈現出不同的神學旨趣和理解方式。 

 
2、教派認同 

 

在本土教會的讚美詩中，教派認同的分化十分明顯。基督徒聚會處
出版《小群詩歌》，本身就帶有「成一家之言」的「宗教創業」性
質。1927 年，倪柝聲建立的福音書房從福州遷到上海，在「特別
聚會」後，發展迅猛。當倪柝聲及其同工面對日益擴大的事工時，
感到有必要編輯可以呈現他們教會立場的詩本，就從英國弟兄會的
聖詩中編譯了大量詩歌，也增加倪柝聲、李淵如、和受恩等人自創
的詩歌。42 倪柝聲以保羅書信為依據，反對牧師制度和宗派分立，

                                                                                                                                               

42  倪柝聲：〈往事的述說〉，查經資料大全， 2019 年 3 月 4 日瀏覽，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97History/97NT01.htm。 



238     Xu Songzan 

主張「脫離宗派」，基督徒在每個地方聚集，形成地方教會的聚會
處，不主張使用任何名稱來稱呼。不同於傳統西方教會，基督徒聚
會處不設置專門的詩班或聖歌隊，而改為會眾全體歌唱，以貫徹所
有信徒平等、人人皆祭司的立場。因此，《小群詩歌》有很多專門
對小群和地方教會等教義的書寫。隨着基督徒聚會處的擴增，《小
群詩歌》的印量也大增，43 可見吸引到許多歡迎此詩集的人。《小
群詩歌》後續也被編輯、改版為多種詩集，如《詩歌（暫編
本）》、44《詩歌（增訂暫編本）》、45《詩歌（選本）》46 等。 

繼承自聚會處的台灣召會，在其出版的《詩歌（整編本）》
中，也有大量篇幅是關於教會立場的申明。茲列舉召會不同於其他
教派的教義，及其主題對應的詩歌首數：「經歷基督」主題有 74
首，「地方教會」主題有 32首，「內裏生命」主題有 19首，另外
還有「呼求」、「禱讀」、「操練靈」、「展覽基督」等主題的詩
歌，皆用於正式聚會和家庭聚會等場合。47《詩歌（補充本）》的
編輯與發行，意味着李常受領導北美和台灣的地方教會，進一步走
向「召會」的建制。《詩歌（補充本）》新增許多關於 1970 至 80
年代李常受在美國和台灣開展的一系列新異象和新事工，比如「新
路」、「叩門」、「五年福音化台灣」等等。這些主題的詩歌，常
在特別聚會裏被使用，以助益於召會的新事工。1983 年，因為中
國大陸公安廳開展打擊「呼喊派」，召會與聚會處分化為新、舊地
方教會，不再採用對方的詩本，而分別只唱《詩歌（整編本）》或
《詩歌（選本）》。 

                                                                                                                                               

43 王神蔭：〈中國讚美詩發展概述〉，49–54。 
44《詩歌（暫編本）》（上海：上海福音書房，1928）。 
45《詩歌（增訂暫編本）》（上海：上海福音書房，1952）。 
46《詩歌（選本）》（福州：基督徒聚會處，1993）。 
47 對此，召會詩歌的目錄編排可一覽全貌，專門有「教會」、「聚會」、「國度」
等教義的申明，強調其不同於一般宗派的教會觀，如「福、家、排、區」等聚會
模式，以及「預嘗新耶路撒冷」的國度觀，均可直接看出其教派特色和認同。參
見《詩歌（合訂本）》（南京：江蘇省基督教兩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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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派書寫中，信徒們選用、歌唱自身教派的讚美詩，正是
在經歷「自我技術」的過程中，48 在歌唱、聆聽、被聽見之間，他
們深化認識到自身是教派共同體的一部分，從而深化身分意識和社
群認同。初步可見，本土教派的形成，可從各種「歌唱的共同體」
呈現出來。 

 
四、反思與討論 

 

漢語讚美詩的生成，存在着相通或分化的生成理路。至於其相通之
處，一方面，作為漢語讚美詩的主要書寫主體，文人書寫和鄉土書
寫均改寫固有的傳統意象，賦予其以基督信仰的內涵，進而重構國
族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漢語讚美詩作為靈性資本，也從個體的宗
教經驗和審美旨趣，通過教會組織的認證，而逐漸被神聖化，如集
體編輯、出版與發行，成為合法化權威的宗教知識，使信眾在不斷
歌唱中加深對教派和身分的認同感，最終形塑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教
派。 

至於其分化之處，對於文人書寫而言，以教會大學中的基督
徒知識分子為主，整體上詩歌側重審美旨趣，為了回應「非基運
動」，多強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並不悖離，反而相得益彰等。其
次，在鄉土書寫中，以「半知識分子」領導的「民間基督教」為
主，頗具靈恩色彩，多具備療癒、宣教、動員等實際功能：如醫
病、趕鬼、戒鴉片、傳福音等。 

這種相通與分化的現象，恰好生動地體現，二十世紀初至今
中國基督教本土教派成型與擴散的痕跡。正是在此過程中，本土教
派透過創作、編輯屬於本教派的讚美詩，來進一步確定界圍，形塑
信徒的社群想像和身分認同。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亦進入不同
階層和場域，呈現出不同旨趣和品味，此體現於其歌詞、曲調與展

                                                                                                                                               

48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讀本》(Michel Foucault: A Reader)，汪民
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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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不同教派力量的此消彼長，亦與其宗教知識的生成與衰落息
息相關。這些圖景，均可從教派書寫中分化的神學旨趣和教派認同
等看出。 

 
五、結論與展望 

 

二十世紀初至今，透過書寫、編輯、展演漢語讚美詩，本土教派呈
現出原本沉默的主體，堪為中國基督教知識生產之範例。與此同
時，漢語讚美詩也在形塑本土基督教乃至中國文化的靈性面貌，不
斷重新詮釋傳統意象，逐步建構基督教版本的國族記憶和歷史敘
事，正在形成文化中國的一種新傳統。 

漢語讚美詩是宗教知識從個人經驗演化為社群象徴、關係網
絡和靈性資本的典型案例，在中國基督教本土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透過對漢語讚美詩和中國基督教本土化的「雙重閱讀」，可見兩者
彼此生成、彼此推動，這更呼喚着彼此詮釋、彼此理解。面對如此
複雜多元的生成脈絡，不同於既往單向的歷史、神學或政教關係等
角度，本文以「生成結構論」來觀看兩者的演變圖景，便是一種初
步嘗試。 

如果社會各界對面向未來的中國文化報以期待，那麼吾人即
應細心聆聽這一曲曲獨特的讚美詩聲。有鑒於此，筆者提議將來可
對此進行更細緻的跨學科研究，比如結合宗教現象學、音樂人類學
等，從歌唱、聆聽、聽覺等角度，來探究基督教如何匯入中國文
化，以及中國人的耳朵與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