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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
的廢約運動

曾慶豹
台灣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夫中國不患過激思想也，國中明達之士，無傾向赤化者，近且有

反共產主義運動以抵制此種思想，而官廳更常嚴厲查禁。現雖有

少數赤化的宣傳者，受蘇俄接濟在國內活動，然吾人當之國人對

於領事裁判權之憤慨，殊有為叢敺雀之危險，是乃中國當道及一

部穩健人士所引為深憂者。此余所以敢請求各國從速廢止領事裁

判權也。總之，欲中國不沾染過激思想，則列強必須放鬆其掌

握，否則正為赤色思想播散其種子耳。……當知中國若欲不受列

強之桎梏，惟有傾向於赤化，僅有二途可擇也。
1

1 陳立廷：〈五卅慘案之事實及影響〉，《青年進步》第86期（1925年8月），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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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4

一	 前言

陳獨秀在〈外交問題與學生運動〉說到：

「五四」運動因外交而牽到內政，而牽到一切社會問題，不是一

個單純的外交運動，一時頗現出一點革命的空氣，「五四」的真

價值在此。
2

陳獨秀在該文中嘲諷各種隨着五四而來的運動，在他看來，如果不

走向革命，所有的運動都是一種逃避，是懦弱的表現。五四激起的外交

問題，即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其高峰，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更

是令民族主義的激憤難平，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就在反帝國主義與民

族主義的浪頭上，揭開了反帝愛國的思想論述。五四從學生運動擴大為

羣眾運動，最終將革命作為反帝論述中最為核心的思想。
3

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挑起了眾人對基督教的批判，首先是從科學

反對宗教開始，並呼籲「以美育代替宗教」；接着，1922年則是以帝國

主義文化侵略之名全面反對基督教，並發起了「收回教育權」運動，基

督教回之以自立及本色化運動；1925年發生了五卅慘案，挑起了全面的

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基督徒與此同時主動地發起了「廢除國際不平等

條約」運動，將基督教推向愛國主義並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在此一連

串對基督教不利的反抗中，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逐漸地走向激進的那一

邊，他們越發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基督教，就愈認為基督教本質上即是

革命的宗教，所以就必然站到被壓迫者或弱者的這一邊，並重申基督教

在中國的命運及其發展，取決於到底反不反對帝國主義，到底基督教可

以為現在瘠弱的中國社會找到何種解放的道路。
4

2 《嚮導週報》，第23期，1923年5月2日，頁165。
3 可參見李斌：《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 (1919-1931)》（湖南：湖南人民，2011），及

李傳斌：《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湖南：湖南人民，2011）。
4 Jessie G. Lutz著：〈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章開沅、林蔚主編：

《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湖北：湖北教育，1991），頁102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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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史專家章開沅總體地描述了從1921年至1925年的反對基

督教運動，指明這是一個經由五四運動一直到廢約運動所總結出與基督

教相關的狀況：

1921年春，《少年中國》出了3期「宗教問題號」，共刊出27篇討
論宗教問題的文章和演說詞，其中大多數都對宗教持批評態度，

這表明非基督教運動已有相當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基礎。所以，

1922年春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很快就蔓延到京、津、滬以及廣
東、福建、湖南、湖北、直隸、山西、江西、浙江、江蘇、四川

等地。1924年以後，非基督教運動發展為收回教育權運動，而在
1925年五卅運動後，隨着民族主義的全面高漲，非基督教運動更加
貼近反帝鬥爭，並且匯入國民革命的洪流。基督教在中國面臨着

空前嚴重的挑戰，基督教在南部中國的各項事業全面受到衝擊。
5

五卅慘案後，各地燃起了反帝愛國的運動，剛開始只是把矛頭指向

英日兩國的領事和那些外國工廠，之後卻演變成斥責「基督教是帝國主

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好不容易基督教從非基運動中平靜下來，這場劇

烈的衝突再次激起民族主義高昂的情緒，基督教成了眾矢之的，那些在

華的基督教組織如青年會等，都被認為是替外國資本家撐腰、為虎作悵

的，因而成了被質疑和反對的對象。
6 當時流行的口號是：

打倒帝國主義的基督教

打倒資本主義的基督教

打倒文化侵略的基督教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打倒資本家的走狗

打倒西國人的走狗
7

5 章開沅：〈基督教與五四運動〉，《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

（廣東：廣東人民，2005），頁82∼83。
6 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紀，2014），頁 398。
7 汪兆翔：〈基督教對於最近時局當有的態度和措施〉，《文社月刊》第2卷第7期（1927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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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6

一切與帝國主義相關的罪名都與基督教有關。

於是，在此飽受批評的情勢下，來華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倫理學

教授華德（Harry Frederick Ward, Jr., 1873–1966）提出一系列「革命的

基督教」的思想自然吸引了激進派基督徒的關注，又由於華德對資本主

義的現象有深入的社會學批判和反思，並提出了一套與基督教價值相符

的思想和主張，即要反對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又要提供一套新的

經濟模式，從《革命的基督教》到《反利潤制度》的出版，為中國的

「革命的基督教」借鏡蘇聯推行的經濟模式提供了一條清晰的思想道

路。
8 無疑的，當中國基督徒面對內外交迫的窘境時，華德那種具有激

進主義色彩的基督教思想也就深深地吸引着他們，他們嘗試在其中找到

一條即要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劃清界線的社會分析，又要與保守的和

不作為的基督教事業保持距離。「革命的基督教」提供了一條新穎且具

現實意義的出路。
9

二	 華德思想的中國行旅

不管是社會福音派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些思想在中國現實的

實踐上均帶有革命性，因而也就表現得相當的激進。不論是比較寬泛的

說詞如「基督教社會主義」或是一般相對比較熟悉的社會福音，都可以

說是把基督教理解為一種社會實踐，基督教與社會實踐的問題相關即在

8 關於華德與中國的研究，目前中文論文僅見徐以驊：〈「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
德與民國基督教會〉，《道風》第51期（2019秋）。

9 這種把基督教理解為改造社會或革命的思想，是民國基督教一個相當重要的思想潮
流，可參見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

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2006），頁 9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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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強調其對社會改造的作用，往往亦可以廣義地以「革命」稱之。這是

民國對此用語的一般用法。
10

華德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所到之處均受到知識階層極大的歡迎，

《京報副刊》連續報導了他的行程和演講的內容，後來還集結出版為

《革命的基督教》一書，「革命的基督教」一詞成了社會福音派最為激

進的標誌。《革命的基督教》的篇章包括了「革命的基督教」、「耶穌

的革命精神」、「耶穌的經濟學」、「社會改造中宗教之地位」、「聖

經與無產階級運動」、「基督徒的剩餘利益觀」等，所選各篇，主要是

華德教授在前一年到中國遊歷時之演講稿編輯而成。
11 華德在各大學

及學術團體所講者大都是工業、倫理、經濟等社會問題，惟有在宗教團

體則兼具有以宗教問題為講演題目，其中有民治與工業、民治與輿論、

甘地與印度之將來、工業主義的倫理、貧窮之廢除、怎樣求得經濟之均

等、戰爭之廢除、私利之廢除、全世界之合作、俄羅斯之大試驗、我的

遊俄感想等主題。

華德訪華之前，報刊對他的介紹是一位富盛名的社會學教授，說明

他的中心思想有三方面：提倡社會和經濟的改革，打破一般人謀利的心

理，以及廢止國家至上主義。
12 1925年初，華德先是以社會學家的身分

在北京大學主講「工業的倫理」六次，後來在朝陽、清華、燕大、匯文

等校講演社會倫理問題。
13 此次演講的內容同年以英文和中文在北京出

版，題為《工業主義的倫理》。1925年3月中旬到月底，華德離開北京，

10 1923年，北京基督教通訊研究社已刊行了一份由張欽士主編的講義名為《革命的耶
穌》，此講義共有七講，內容主要說明耶穌的生活環境遭遇主張原則，沒有特別徵引複雜

的神學觀點，只是單純的說明耶穌改造社會的理想和精神，以適切地理解它對中國和世界

的需要，見《真理週刊》第5期（1913年4月22日）。張欽士在華北秋令會的研究課程中，
介紹了為民眾奮鬥的偉人，選了五位，分別為列寧、甘地、孫文、耶穌和馬志尼，第一位

要介絡的則是列寧，刊於《真理週刊》第25期。
11 介紹華德的文章，除了簡又文發表於《京報副刊》，此文後收入《革命的耶穌》。《青

年進步》第 81期也有一篇劉芳慎的〈華爾德教授的生平事略〉，強調華德的社會學專業。
12 〈介紹華爾德博士〉，《青年進步》第 80期（1925年）。
13 《北京大學日刊》，第 1636期，1925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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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8

赴天津、濟南、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處觀察、遊歷及講演，主

要是在基督教的不同團體中講社會倫理方面的議題，這些稿後來集結成

書，1926年出版成為《革命的基督教》，當然，該書有部分文章之前也

曾以英文文稿刊於美國的雜誌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華德此行已開始

提及了俄國共產革命的相關話題。

《革命的基督教》一書的譯者簡又文在序言中提到：

在我們懂得基督教真性質的，就說基督教本來是革命的宗教，而

在這時代提倡「革命的基督教」也不過是將基督教之真相用現代

人的眼光重新表現出來以應付時勢的需要。

吾國人概念中所謂「革命」，大都以為是有限於政治範圍，而不

知社會一切現象中—若經濟，若宗教，若社會組織，無一不可

施行革命。有此誤解，故熱心於政治革命之徒，見有組織的基督

教對於政治運動之活動的參與，遂以其為反革命了。而除了政治

界之外，其在經濟界，及在社會生活中一切活動皆所不討也。但

智識較深的頭腦，當知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精神革命之為真革

命，不亞於政治革命，而且尤為重要的，為根本的。以上種種障

礙所除「革命的基督教」之真理乃可表現。
14

《京報副刊》第七十九號（1925年3月5日）刊出一篇〈介紹華

德博士〉的文章，作者衣萍如此說到：「末了，我還想對聽華德博士

講演的朋友們說幾句。也許有人要以華德博士的主張為不合胃口的，

我知道我們青年中多的是馬克思與克魯巴特金的崇拜者。」衣萍特別

提及華德此行是要來華做社會調查，全是自費的，與任何單位組織無

關，不論是青年會或協進會，其意思是說，中國激進分子對華德並不

看好，特別是那些共產主義分子或反基督教者可能會做文章攻擊他，

衣萍希望可以正面的理解華德和他的社會研究。
15 事實上，此行一方

確實是簡又文個人奔走所成，即非青年會也非協進會這類基督教所邀

14 華德著，簡又文譯：《革命的基督教》（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頁1、5。
15 《晨報副刊》，第 79號，1925年 3月 5日，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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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或安排，簡又文曾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就讀時就結識了華德，兩

人間可以視為師生關係。
16

1925年3月6日，華德於《生命月刊》（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六日）

發表了一篇〈致中國基督徒學生書〉（張欽士代譯），文中說到：

……我向中國基督徒學生諸君提出一個很簡單且含深意的問題！

諸君要怎樣應用你們的教育？……

……在學校牆垣的裏面，這個問題的意思多半是：「我個人一生

的事業將是甚麼？我將來要成就怎麼樣的功業？」但是在校外的

世界，這個問題就不同這樣了，世界要問你：「你們的教育對於

我們有甚麼用處？你們的教育將來能否幫助解決我們共同的問題

麼？你們的教育究竟能否助我們尋出我們所至需要的較好的生活

方法呢？
17

華德在訪華回國後對中國的反帝運動更持同情態度，自認為「如果

是中國學生也會成為反帝者」，因而被留美中國學生稱為是讓美國理解

中國的「偉大解釋者」，在中國則被人稱作「左派教授」。

華德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共有四本：《工業主義的倫理》（Ethical 

Aspects of Industrialism；北新書局，1925）、《革命的基督教》（中華

基督教文社，1926）、《近代世界中信仰的效能》（青年協會書局，

1934）和《反利潤制度》（In Place of Profit: Social Incentives in the Soviet 

Union；青年協會書局，1935）。《工業主義的倫理》和《革命的基督

教》的譯者皆為簡又文，《工業主義的倫理》出版社北新書局屬於一個

左派的書店。

16 《青年進步》第80期（1925年）。
17 
《生命月刊》，1925年 5月 6日，頁 79∼ 80，後收入《革命的基督教》，頁

1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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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主義的倫理》（Ethical Aspects of Industrialism）在成書出版

之前，書中的各個篇章就已經在《晨報副刊》上與讀者見面，此書情況

相當特別，其英文版原著即先是在北京出版，後再譯作中文。《工業主

義的倫理》一書完全未提及宗教，這是一本全面分析資本主義的書，而

且處處指出其惡劣的和扭曲的一面。華德在該書中也反省了社會主義可

能帶給人類的出路，書中經常提及馬克思，但是作為他分析資本主義的

一種思想工具，重點還是重申，書中批判了經濟決定論，並主張道德的

管治才能解決資本主義製造出來的問題。結論中強調了經濟的分享論，

認為這是最切確的人類倫理。

華德的工業主義倫理的哲學可以用以下兩段話來總結：

我們拒絕工業主義為一種生活方法，但接受其為一件工具，為一種

機械的程序，以作得獲特定的目的之用。倘若我們接受一種均分共

享的哲學而非攘奪攫取的哲學以為我們的人生哲學，我們即着手改

變其形體；而在其形體之改變中，那東西的本性也一體改變了。

工業之作用不是要來生產物品，而是要來發展人格；不是為感覺

的生活，而是為精神的生活；我們施用之不是以其自身為目的，

而以其為當時量的手段以達到生命之更大的目的。
18

《反利潤制度》（In Place of Profit: Social Incentives in the Soviet 

Union）出版得比較晚，是他遊歷蘇俄後撰寫而成的書，在中國出版時是

1935年。本書是華德談論着蘇俄如何以社會主義的方法改造其經濟模式

和行為，內文中充滿着對俄國的欣賞和推崇，他與佈道家艾迪（Eddy）

一樣，對蘇聯的革命以及隨之而來在俄國境內推行的生產方式和其社會

發展有着相當大程度的肯定。1925年華德拜訪中國時，有過幾個場次論

及俄羅斯共產革命的問題，以及其對經濟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如3月3日

在北京青年會講「列寧與甘地」、3月18日在燕京大學講「俄羅斯之大試

驗」、3月23日在朝陽大學講「蘇俄之偉大實驗」。

18 
華德著，簡又文譯：《工業主義的倫理》（上海：北新書局，1926），頁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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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工業主義的倫理》和《革命的基督教》這兩本書都在中國出版；

前者的系列內容早已在中國刊物上連載，後者主要是集結了1925年在中

國演講譯稿，再補上一些其他的譯文，主要是華德首次來到中國於各個

大學巡迴演講的講稿譯成出版，不少的內容反映了中國現實的問題，算

是針對中國所需而出版的，譯者簡又文的用心表露無疑。《革命的基督

教》受到民國基督徒的歡迎，因為它體現了一個正在理解的社會改造的

基督教。

此行也在別的不同場合中，講了別的題目，包括談論過甘地列

寧，介紹過女權運動，值得注意的是，華德在燕京大學從3月12至18日

也做了六場的演講中，總的題目是「新社會之建造」，六次的講題分別

有：貧窮的廢除、戰爭的廢除、經濟的公道、私利之廢除、全世界之合

作、俄羅斯之大試驗。同樣是簡又文翻譯，相繼刊於《晨報副刊》，但

這些文稿並未收錄於《革命的基督教》一書中，也未見以獨立的單行本

發行。
19 事實上，「新社會之建造」的內容似乎更有價值，這即是華德

1919年出版的The New Social Order: Principles and Programs之內容。

華德在美國被視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中國則被理解為一位

社會科學家。華德與艾迪一樣，是個活躍於中國基督教圈子內外的激進

分子，他們的言論處處表現為關注現代工業化問題，尤其是勞工的權利

和生活。
20 更甚的是，他們都表現為對俄國革命的肯定和欣賞，公開

讚揚俄國革命的社會改革成就，無疑的，他們也就在激進的年輕人中受

到歡迎，也讓革命的基督教思想傾向深入到中國基督教青年人心中。
21

19 《晨報副刊》自第77號始，1925年4月7日至5月29日。
20 艾迪的代表著作有《基督教與今日中國的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1935）；

《艾迪博士與勞工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1923）。
21 艾迪論及俄國問題的著作有《蘇俄的真相》（上海：上海青年協會，1931）；《今

日之蘇俄》（上海：上海青年協會，1934）。華德的代表作為《反利潤制度》（上海：上
海青年協會，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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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12

根據華德的女兒所述，華德在中國的行動受到美國領事館的監控，

理由是指華德曾公開讚賞蘇俄。例如在上海的美國領事曾寄信給美國部

門，提及有關華德傾向布爾雪維克共產黨的描述，並形容他的演講內容

吸引了不少中國基督徒；在南京的美國領事也同樣寄出一封密函，譴責

華德對蘇聯的讚賞以及他對中國不穩定的政局所帶來負面的影響。中國

官方也不例外，同樣害怕華德的演講會煽動學生對共產主義的熱愛，在

一所大學的演講，題目為「我們可以向共產黨要求甚麼？」的，就被該

校校長要求刪除。
22

華德顯然沒有偏袒英美等國家，由於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城市的混

亂，看到了上海的罷工事件中員警向羣眾多次開槍，他說 5月那場罷工

獲得各界中國羣體的支持，包括學生、勞工、小商家、大商人。為了觀

察學生的示威運動，華德偷偷混到裏面去，不過他那明顯的西方人相貌

注定要被認出來，由於警衛擔心此運動會演變成暴力而波及到外國人，

所以派人駐守在華德一家以及其他外國人住家附近。華德的夫人戴希

（Daisy Ward）曾描述這樣一個畫面，即：「一個個子不高的左派教授以

及戴希前往他的演講途中，竟然由十四位拿着長槍的士兵、兩位官員和

八位員警護送。」
23

華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專於研究經濟模式、勞工問題和工業

社會學，尤其他深入美國社會的勞工羣體，激進地捍衛公民言論和集會

自由，他曾因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傾向被美國安全局密切關注。事實上，

「革命的基督教」這一說法並不出現在華德的英語作品中，他一般的論

述即是主張社會福音。他受到協和神學院的同事饒申布斯的影響，對美

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特別嚴厲的批判，對工業化帶來諸多階級、不公

義及人性的扭曲提出諸多的檢討。

22 David Nelson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Harry F. War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126.

23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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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1925年華德訪華，親身經歷到五卅慘案造成對基督教傳教事業的衝

擊，以及也感受到中國基督徒自非基運動以來就陷於困惑和無助之中，

他們嘗試努力為基督教在中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的確，五卅慘案是激

起基督教界反對帝國主義最關鍵的一場事件。繼非基督教運動之後引發

起「收回教育權運動」，五卅慘案引發的結果則是「廢除國際不平等條

約」，這一次基督徒不是站在對立面，而是向列強表示堅決反對不平等

條約的內容，亦向傳教事業做出嚴厲的質疑，認為基督教的傳教事業要

不與不平等條約脫勾，否則將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向護教立場堅定的張亦鏡也提到這個觀點。
24

中國基督徒認為，非基運動者並不是真的反對基督教，他們主要

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不平等條約，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很不幸的與

不平等條約有關，同時，因為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國是西方列強，所以也

就把這筆帳算到基督教的身上。因此，中國基督徒認為，要援救基督教

在華傳教事業，以及避免被貼上帝國主義的罪名，就必須支持廢除不平

等條約，而且，沒有了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就不會被打上帝

國主義的罪名，這方面自然會使傳教事業更加順暢。當然更重要的是，

這才符合基督教的本色，反對不公平以及強權者的暴力。甚麼的本色化

基督教可以回應來自非基運動者的挑戰？革命的基督教是不是一條出路

呢？華德的到來，給中國的激進基督徒指引了一條可能性的道路。

三	 「革命的基督教」

〈革命的基督教〉一文是華德於1925年3月18日在北京向西方

傳教士所做的演講，此文的外文標題是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Chris t iani ty。華德在演講中表示，他驚訝地發現「革命」一詞在中國

竟然如此受歡迎，這在美國和英國是極其敏感的，尤其說到耶穌或基

24 張亦鏡：〈今日教會思潮之趨勢〉，《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9冊（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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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14

督教具有革命性質時，是會遭到諸多教會人士質疑的。所以，當他於

1925年3月17日在燕大教職員聯誼會上演講〈社會改造中之宗教地位〉

時，也就是在西方傳教士的場合演講前，華德曾提及不論用「改造」

（reconstruction）或「革命」（revolution）一詞，都不是他所習慣的，

「變化」（transformation，轉化）一詞比較接近於他想表達的意思。25 

因此這次演講應該是談「社會變化」（或我們現在較熟悉的「社會轉

化」）。確實，華德敏感到「革命」一詞會與共產主義的革命聯想起

來，而且它還意味着某種比較激進的做法，如暴力革命等，這在他所生

活的美國社會是容易引起爭論的，因此可以理解何以美國並沒有「基督

教社會主義」這類說法，而是以「社會福音」代之的原因。

「革命的基督教」一詞並不是華德慣用的術語，他主要使用社會福

音（Social Gospel）或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來稱自己的

學說或主張。華德在中國演講中坦言，「革命」一詞在中國用得比較任

意，相較之下，他說這在美國則相對保守得多，因此他覺得在中國比較

自由，反而更能大膽地使用「革命」一詞。他形容中國人不怕革命，也

不怕革命的思想，這個觀感也是從一位在中國的西教士的一本書中得到

的印象。
26 然而，面對中國的思想氛圍，也不得不使華德做出改變，接

受了中國社會普遍對「革命」一詞的用法，即以「改造社會」的角度而

非「暴力推翻」之意來理解之。

華德在〈聖經與無產階級運動〉一文中說明聖經所主張的原則與無

產階級運動究竟存在着何種關係，特別是他提到無產階級實為代表着那

些在世界上受苦和被壓迫的人，他們對此處境起而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聖經代表着一種進步，強調了經濟和社會改造必要，因為它提倡一種新

的生命，也就是維護着所有人對生命的渴望及希望之呼聲，華德說到：

25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95。
26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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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聖經》非他，乃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及普通全世界的契誼

對於神之進步的經驗之記載也，而以其成績則是發現個人及解放

個人為此全世界的契誼中之一份子，此契誼者即仍受遺傳的君主

專制的影響之人所稱為「上帝國」是也。
27

因此，我們會發現基督徒對這個世界的反抗是非常積極的，他們即

是根據聖經的要求和原則對這許多不公義不平等以及壓迫和痛苦提出了

反對：

《聖經》的教訓與無產階級的運動之和合，及將來兩者互生密切

的關繫之可能，請研究下列諸問題一下，即可知道。律法及先知

所期的社會是有甚麼主治的原則，甚麼特色，及甚麼具有偉力的

動機呢？耶穌的教訓產生怎麼樣的社會呢？從前人們之曾的確努

力求實施其教訓於生活中者，以怎麼樣的社會為其目的呢？
28

聖經強調人類的互愛之情，這種倫理的觀念是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會

認可的，所以反對暴力。由於上帝被理解為一位父親，我們就如同兄弟

姐妹般，所以這個社會應該像是一個大家庭，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往

來的，享有平等的權利。由於，

《聖經》的理想與無產階級的運動互相和合，很為清楚，且很為

強有力，蓋此運動乃是圖謀將平民的生命從社會之底下一層提高

以至能享更大的生命也。現代的基督教全部宣教及教育計劃都趨

於這一方向。
29

華德認為公道是我們社會必要有的價值，而且，公道也是宗教生活

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人類社會是必須生活在公道之下的，或者，公道也

是我們人與人一種基本的價值。所以華德強調：

27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47。
28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47。
29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49。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建道學刊16

我信必要給人人以公道的待遇，因為這樣的態度乃是上帝在人類

生活中之一種表示。人們向視公道為必要的東西，以故常以上帝

為公道的神。
30

基本上，華德認為基督教是一個解放的宗教。

在各時期中，一切被壓迫的人民之仍得一些安慰及能夠支持忍受

者，只因其相信冥冥之中有公道的上帝在。其耳常聽着深受不公

道的苦之人之呼聲，而其手將必令其得適當的報酬的。於此可見

公道正是人生至高無上的價值之一端了。人們相信有一個常求公

道普施的上帝。凡具有如此信仰的人，當與其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以求普遍的公道之實現。
31

上帝之公道即表現於祂對一切在不公道中受到苦待的人，因此，信

仰上帝的人是一位求得普遍公道得以實現的人。

關於耶穌，華德在〈致中國基督徒學生書〉一文中如此說：

因為耶穌本是一個木工；他說的話，不獨是代表上帝，也是替一

般農民和工人而發言的。有人問他：「甚麼是領袖資格？」他反

問他們：「誰服務最多？」他們問他：「怎樣能同他和天父永為

伴侶，常敘一體？」他反問他們：「你們幹了些甚麼以滿足人類

的需要？」他又說：「惟有甘願喪掉其生命於服務中者，方能尋

得着生命。」
32

換言之，革命的基督教是與農人和工人的需要連結在一起的宗教。

華德勸勉中國基督徒學生，對耶穌的認識必須同時意識到祂不僅僅是基

督徒的耶穌，也是農民和工人的耶穌，因為祂強調服務，強調無條件的

犧牲。革命是需要犧牲的，追求公道也不免要有所犧牲，具備了犧牲的

精神，才不致於面對困難而心生畏懼。

30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32。
31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33。
32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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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華德認為基督教有改造社會的能力，特別指出，「宗教乃是一種

革命的勢力。因為即於人生現在的奮鬪中，宗教却為人們所能想得出

之最好的東西—最高的理想。」
33 基督教之所以是革命的，因為基

督教主張人生是為着理想而奮鬥的。華德在這對着北京基督教學生的

演講中，其題目為〈耶穌的革命精神〉，他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中國，

追問到：

耶穌的精神究能在中國的改革（革命）事業有幾多貢獻呢？

換言之，中國究竟需要不需要耶穌，這取決於究竟耶穌的精神能給

中國的革命事業帶來甚麼。華德接着說：

這全要看諸君個人能得獲而且表現他的犧牲精神至甚麼程度以為

斷。這一點乃是終極的試驗。倘若你在此試驗不能及格，則對於

一般攻擊在中國的基督教者，你們確實沒有甚麼有效的答覆。你

將永不能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而且即如耶穌所說，連你自己也

不能得獲生命，除非你於必需時肯捨棄掉你自己的生命於為同胞

服務之中―這即是為上帝服務了。
34

〈耶穌的革命精神〉可以說是1925年中國之行中最精彩的一篇講

稿，此次演講地點和對象是北京的中國基督教學生，可謂是向青年發出

挑戰，要他們認清中國的現實，以及在此現實中，耶穌對中國究竟意味

着甚麼。

「耶穌的革命精神」究竟是甚麼？首先，這個題目是華德應邀請單

位的基督徒學生要求的，他們想知道，到底對於處處急切需要改造的中

國而言，耶穌的精神是否可以實現為一種革命的精神。換言之，基督徒

學生似乎認為，只有一個革命的耶穌才可能為中國此時的紛亂時勢帶來

改變。華德對此做出了回應，認為基督教本質上是革命的宗教，即是實

行耶穌的革命精神，但他也特別提醒的是，首先要了解今天究竟我們處

33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98。
34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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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18

於怎樣的環境中，特別是要認清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現實，這樣才可

能理解耶穌的精神何以是革命的。
35

華德指出，「耶穌的革命精神」有三方面：均分共享的精神、發現

的精神（愛人如己）和犧牲的精神。華德特別提到初期基督徒願意捐出

財產以為公用或救濟有需要的人，現在社會財富則往往集中在少數人之

中，大多數的人實際是貧苦的，所以貧苦的人就被那些掌握大量財富的

人支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把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

且又不與他人分享，這種自私與壟斷權力並以之作為對他人支配的行為

是耶穌所反對的。所以耶穌主張均分共享的精神，其旨是為了對抗以強

治弱，華德認為：

現在所有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其組織大都是根據於「以強制

弱」一條原則，因強者自以為最有能幹及最有效率故當有宰制他

人之權。但耶穌則要強者擔負「服務於人」的責任而非擅操宰制

他人的權柄。耶穌這一點的精神在中國究能實現到甚麼程度以促

成種種必要的改革使在下層的人民得解放呢？這全靠基督徒學生

們能否擔負服務於同胞之責任而非徵求宰制之權柄以為斷。一般

強者智者能奉均分服務為責任而不以爭權奪利為目的則社會便可

改造了。
36

甚麼是發現的精神？華德解釋為是不間斷地尋找或探索更多的真

理，其實即是不斷發現那些有需要的人，以進生命之改善為努力，華德

舉愛人如己為例，即是說生命可以無窮地被探索，並發現比權力和財富

更有價值的東西。華德說：

大凡一般只為自己的權和利而成就的革命，永不能持久的。然而

耶穌乃抱持發現的精神，激動人民進前改革現世，所改革者將能

繼續生長。所以然者，因為耶穌之發現的精神亦即是發展的精神

35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41∼ 42。
36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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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the spirit of development）這精神是要從已往界討取一切的真
理，公道，正義，而前進發展至未來界。……以強者宰制弱者的

原則—而這原則乃是分裂人類的。資本主義亦斷不能有久立之

可能，以其亦是基於以強制弱的原則—為少數人而非為多數人

的利益。
37

最後是犧牲的精神。耶穌的死是表現為一種犧牲，大凡宗教都倡導

人要有此精神，所以是宗教共同的或崇高的理想。耶穌的犧牲是一種偉

大人格的體現，人生不是非為自己謀得一己的安裕或權利，相反的，而

是對付出並對這個世界做出貢獻，事實上，欲從事付出或做實事，無不

冒風險的，革命更是說明了風險的巨大以及可能要出極高的代價。華德

說到耶穌的犧牲精神與中國的革命事業即存在着這樣的一種關係，把

革命視為一種人格的實現，中國的革命注入耶穌的精神，即是準備為

自己的同胞做出犧牲，所以他說這是回答所有攻擊基督教最好、最有

效的回答。
38

耶穌的革命方法即是犧牲：

是故他甘願棄掉一己的生命，而惟一心信賴其仁愛的方法終能征

服一切的權力。我謂在人士的組織中，這正是革命的方法。復因

此之故，耶穌的宗教乃是永遠不息的革命勢力，因為自由與秩序

之關係，及國家與社會團體之關繫，乃是人生永久的問題。求此

問題有進步的解決，耶穌的方法是可靠的。
39

所以，華德對於基督教在中國所遭到的反對是有所了解的，也認為

最好回擊這些反對者的方式即是為中國做出犧牲，他認為這種犧牲在面

對中國的現實困境中是必須的，革命本質上即是準備犧牲，反抗這個世

界的不公，為許多的壓迫和痛苦提出抗議。華德一再的強調，革命就是

犧牲，耶穌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因為祂為生命的理想做出了犧牲。

37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53。
38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55。
39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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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20

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於不平等的原則上，耶穌的福音則是建立於

平等的基礎上，所以支持資本主義者必然反對基督教的，因為他們想藉

此減少對他們構成的威脅。華德特別提醒我們，民主（德謨克拉西）不

能解決我們在工業組織中所造成的不平等，那是一種少數人統治多數人

的手段，而且他們的哲學前提是物質的而不是精神的，耶穌的宗教則不

然，基督教對於政治經濟的需要之於人生，仍着眼於精神性的事務，平

等原則即是精神性的。

然而，基督教是一個平等的宗教，華德舉了新約聖經中提及「日

頭照好人也照壞人」為例，認為上帝是全人類的上帝，所以應該不分彼

此，耶穌的革命的性質即是要求人類社會和組織應朝以平等的原則做出

改變。
40 這場演講是在西方傳教士聚會中主講的，華德提醒傳教士，傳

教的工作應該以平等作為原則，要不然所有的傳教事業終將失敗。華德

批判了國家的帝國主義行為，向傳教士暗示其宗祖國的國家主義行徑應

該以予檢討和糾正，當國家成為一壓迫人的統治時，就應起來質疑並反

對之，基督教的平等原則容不下以強欺弱的強權主義行為。
41

資本主義學說奉行的是一種貪得無厭和自私自利的哲學，這種人

生哲學實是無神論的。這種哲學貶低了人的價值，把人的生活建基於追

求財富上，人也就成了經濟的動物，生命不再為崇高的理想而活，從而

也分裂社會，使人與人之間成了爭奪和壓迫。
42 基督教是倫理的宗教，

耶穌是對人生具有革命性的。作為革命的基督教，它即是改變現實的宗

教，使這個世界朝向於耶穌所堅持的倫理價值。革命就是做出改變，基

督教把生命的目的建基於做出改變此一要求。但是，改變的手段是甚麼

呢？華德特別提到，金錢和暴力的手段都不是實現平等的手段，所以資

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即是分別採取了金錢和暴力為

其手段。華德指出，

40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27。
41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29∼ 31。
42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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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耶穌的方法乃是精神的抵抗，是從仁愛的原則以發出感化、

壓迫，及改變的大力。他深深信賴仁愛確有改變人生的大能

幹。你們當然記得，當他與比拉多相爭時，他拒絕施用武力之

可能。
43

華德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對於人道所犯的罪惡，及其破壞自由、

平等、公道，及人類友愛等之扭曲是有目共睹的。這些惡劣的行徑都詳

載在不同的文件中，由馬克思的著作到上海租界的兒童勞工委員會之報

告，充斥着這類指控。因此，我們絕不容姑息這些罪惡劣蹟，相反的，

應該盡一切的努力用適當的方法以消除。
44 總之，華德始終相信，基督

教就是一個革命的宗教，它是一種善的驅動力，

耶穌的宗教而能長在一個固定的社會概況中而不謀改革之—這

實是不可思議的怪事。他隨時隨地只有驅動人前進尋求更好的生

命。今日之善，只是明日之善之預備而已。這就是基督教的驅動

力所以異於由別處發出的驅動力之點。
45

四	 聲援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早在還沒踏上中國的土地之前，華德就已關注在中國所發生的非基

督教運動。他認為，反對基督教不完全是宗教的問題，或者也不純然是

民族主義問題，其背後與中國複雜的政治現實有關，尤其涉及到與外國

的關係特別關鍵，要回應反對基督教者，勢必要從中國現實所遭遇到政

治和社會的矛盾上來做出回應。
46 不巧，華德正式踏上中國土地，卻發

生了五卅慘案，這個慘案引起的後續，即是再次把反對基督教運動推到

另一個高峰，儘管基督教做了積極的回應非基督教同盟的挑釁，卻在此

43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35。
44 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頁 28。
45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9。
46 Ward, "China'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Christian Century, 15/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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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22

次工潮和學潮下又再次被推上火線，反對基督教此次主要來自於民間的

怒火，把對帝國主義的不滿轉嫁到基督教及其代理人身上。
47

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曾為五卅慘案致公開信函給兩國公使，中華基

督教協進會總幹事余日章也為此案兩次致各界公開信。
48 同年十月，為

回應五卅慘案所引起的外交層次的反響，中國基督教主要的領袖特別召

開了一次「太平洋國民外交會議」，邀請各國代表特別針對中國在國際

上的地位廣納討論意見，是一次跨國的基督教界代表以民間的身分和方

式來召開的會議。
49 五卅慘案的發生，正是華德首次訪華之際，此事件

帶給他極大的衝擊，回到美國後，就積極為中國奔走，呼籲各界反對各

種束縛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

華德在中國旋風式的演講，是以一個社會倫理學家的形象出現的，

作為一位反思資本主義社會各種扭曲和弊端的社會學家和神學家，在諸多

到中國來佈道和傳教的人士，少有像華德如此深入地觀察中國的現狀，

因為他本身即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亦是一位神學家，這個身分或思想

的綜合我們可以簡單地將之歸類作社會福音。由於他本人的神學深受饒

森布斯（Walter Rauschenbusch）50 的影響，其社會倫理的主張又與其紐

約神學院的同事尼布爾非常的接近，他對中國的現實自然產生同情。
51

47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北京：人民，2005），頁277∼289。
48 《青年進步》第 85期，頁 113∼ 118。
49 《青年進步》第 86期（1925年 10月）。中國基督教界也做了不少對條約的問題相

關之討論，如例如曾友豪的《中國外交史上之基督教問題》（上海：文社月刊，1925）、
孫祖基的《不平等條約討論大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5）、陳立廷的《關稅問題
討論大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5）等。

50 最早譯名作「饒習博」，其著作最早的一本中譯由廣學會出版，題為《耶穌底社會
原理》（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1923年第一版，至 1930年就已出第三版次，譯
者是張仕章。

51 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對民國基督教思想的影響非常地大，一方面是中國基督教領袖
如等人都學習於此間神學院，另一方面則是此間神學院的學者教授的不少著作在中國譯成

中文出版，而且非常受歡迎，如富司迪的著作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神學思想上，饒森

布斯、尼布爾、華德等人的著作也受到相當大的關注。參見徐以驊：〈紐約協和神學院與

中國基督教會〉，《美國問題研究》（2006），頁 389∼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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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對華德而言，基督教是倫理的，亦是革命的，其目標即是放在對社

會現狀的批判以及提出對促進倫理方面的基督教原則為何。所以基督教

的倫理是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基督教的倫理之於個人和社會，即是重新

理解舊式神學的缺點，並勇於開創新的視角，尤其是當代基督教面對的

是一個資本主義和其工業化生產帶來對人性和倫理價值的挑戰。
52

華德在中國觀察到基督教的危機，因為在反基督教的運動中，基

督教被質疑的即是它在倫理立場上的含糊，人們之所以仇視基督教，是

因為基督教無力於應付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特

別是對勞動者而言，基督教已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或西方列強國家的官

方宗教，而且在這種背景之下，基督教很難表現出其對政治平等的要

求。
53 因此，在種種攻擊基督教的言論中，即是認為基督教是躲在帝

國主義船堅炮利之底，為自己創造了其有利的傳教條件。因此，基督

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密切的，這種帝國主義的罪名加在基督教傳教

事業的頭上，逐漸地被上升為一種「文化侵略」，成了帝國主義侵略

的「急先鋒」。
54

華德首次來到中國，遊走了幾個中國沿海城市，親自感受到了不

平等條約對中國帶來的不公平的對待，飽受西方資本主義大肆入侵卻無

力反抗，受到層層條約的限制。華德看到條約構成了對中國的剝削和壓

迫，這一切都表現在中國面對西方工業化時，深受西方強權的無情剝

削，且默默承受着資本主義帶給他們苦果。於是，華德反應得非常積

極，回到美國後立即成了一個救援中國的組織，起名為「爭取公平對待

52 Harry F. Ward, "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 Monthly 21, no.6 (1926/4).

53 華德在《工業主義的倫理》舉了一個中國的例子：「我們也不必再數出現代資本主
義對於人道所犯的罪惡，及再述其破壞自由，平等，公道，及人類同胞（博愛）等偉旨之

醜史了。這些劣蹟都詳載在不可勝數的文件中，由馬克思的著作，以至最近上海租界的兒

童勞工委員會之報告。為我們現在的宗旨計，我們姑且承認這些罪惡劣蹟也許是可以用改

良方法以減除的。」（mc 128）可見，中國當時工業化帶來多少的罪惡劣蹟。
54 魯珍晞：〈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章開沅編：《中西文化與教會

大學》（湖北：湖北教育，1991），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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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24

中國之美國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unities for Justice to China），

企圖通過國際的力量來呼籲各國正視中國遭到不公平的對待。誠如簡

又文在《革命的基督教》介紹華德一文中提及了這個組織，強調是華

德來華那年目睹五卅慘案所帶給他的震撼，曾與勞工界和學生運動領

袖的互動，回美後立即「本於基督教博愛精神，為中國盡力」，籌組上

述組織。
55 王治心在《教友月刊》上首度呼籲反帝並組織起「中華基督

徒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促成會」時，也提及了華德在美國正在做同類似

的事。
56

「爭取公平對待中國之美國委員會」是華德所發起的一個組織，有

鑑於他在中國遊歷時所見到的種種，基於他的良心，他願意為中國獲得

國際社會的公平對待而奔走。於是，他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其委員組

成為廣邀各界人士參與，籲請團結那些希望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曾經存在

善意的人士，立刻盡最大的努力以保障美國政府及時履行它未遵守的承

諾，支持此組織立下的七大目標，分別是：
57

1.還給中國關稅自主權。
2.廢除中國境内的治外法權。

3. 所有外國的租借地、居留地和租約歸還予中國，以及恢復中國
的完整主權。

4.美國軍隊從中國國土撤離，美國戰艦從中國海域撤離。
5.更改和取消美國跟中國既有的不平等條約，以還她平等地位。

55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頁 13。
56 《教友月刊》第 26期（1925年 6月 15日）。李傳斌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不平等

條約》一書沒有論及基督教界的廢約運動，羅偉虹的《中國基督教 (新教 )史》提及了，參見
頁 426∼ 428。我們在紐約協和神學院收藏華德的檔案文獻（Harry Frederick Ward Paper）中
發現，華德的收藏中夾有一份《教友月刊》第 26期的刊物，內容正是王治心在其主編的《教
友半月刊》上公開呼籲基督徒發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以及在他力主下成立了「中華

基督徒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促成會」等相關的說明，可見華德非常關心中國基督徒發起的

廢約運動，5A-4-12。
57 Harry F. Ward, "Bulle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for Justice to China," Harry Frederick 

Ward Papers, 1880-1979, in The Burke Library Archives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5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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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華德之革命的基督教思想
與民國基督教的廢約運動

6.對那些在中國為爭取其自由而受苦的人們給予必要的寬免。
7. 美國政府撤銷對於其公民參與上海公共租界的支持或保護，直
到該租界放棄無代表則無税的原則和實踐，以及讓混合法庭

恢復其原初的條約地位。

作為一位美國公民，華德盡可能地以美國作為訴求的對象。作為委

員會的主席，華德邀請任何美國公民，透過信件、電報、議案或請願書

傳達給當時任美國總統的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 Jr.），並把副本

寄給了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以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主席參議員波拉等人，以期踐行美國精神中向來主張友善和平等的價值

和理念。

為救援中國，此委員會於1925年11月1日在查爾斯飯店召開，出席者

包括了Messrs, Lovett, Thomas, Misses Flynn, Schneiderman, Fendall等人，

會議召開前就已發出五千封信，共收到捐款$636.82以及150封回覆，表示

對委員會的計劃有興趣以及認同，祕書組報告共接納了61個國際會籍的

委員。

委員會要運作估計每月經費需$500美元。經費來源可分成兩個部

分；一部分經費可由紐約的國際婦女團體承擔，另外則是召開大的會議

或宣傳公開籌款。是次會中決議，此委員會將會繼續運作直到在中國舉

行的大會結束為止。當時，紐約的國際婦女組希望他們可以組成一個聯

合委員會以方便執行此委員會所安排的一切計畫，並建議與他們共用辦

公室。最後決定把大部分活動集中在中國的紐約國際婦女會，認為透過

此一聯合委員會，可避免重疊的活動。華德甚至建議透過在哥倫比亞的

學生，組織一個中國委員會，藉以詢問有關邀請中國講員一事，以期更

充分理解中國的現狀。
58

58 Harry F. Ward,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Relief," 
Harry Frederick Ward Papers, 1880-1979, in The Burke Library Archives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5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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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26

關於委員會對外有關手冊和單張的宣傳事宜，會議也接受了建議

內容上的考慮，如「指出美國在中國的政策是反對傳統的美國精神」、

「中國在邦交上需使用自由」、「關注中國在工業上的問題」、「各種

在中國所執行那些特定的不公平的事情應予以終結」。
59 該委員會也留

意到美國、比利時、大英帝國、中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與葡

萄牙九國曾於「限制軍備條約1921-1922」會議上達成協議，允諾：

• 「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性以及疆域和政府的完整性」。
• 賦予「中國最完整和最不難堪的機會，以為她自身發展和維
持一個有效且穩定的政府」。

• 允許所有國家在中國貿易和工業獲得公平的機會否則採取
「開放門戶」的原則。

• 承諾簽約國不為其國民在中國謀求特殊權利和特權。

委員會要督促這些國家履行他們的承諾，美國更是有責任在此事

上表現一個信守承諾的國家，與其他的成員國共同實現公平立場的外交

政策。
60

正如華德於1925年訪華所經歷到的一切，他認為不平等條約帶給中

國的，勢必是一連串的反抗運動，上海的罷工事件說明的是一切加諸在

中國人身上的那種不合理或不公平等的對待。1925年訪華間，華德夫婦

對於中國人民的同情使他們特別留意反西方情緒的種種緣由︰西方商人

對於中國人的歧視、不諳中文的宣教士、城市地區對中國人所實施的隔

離政策、宣教機構的奢華設施等等，這一切無不讓華德相信，基督教在

中國是由槍炮所傳播的。因為不平等條約，以及因着這個條約所激起的

反抗意識，中國人對帝國主義背後的文化以及基督教傳教運動與帝國主

義國家錯綜複雜的關係，必然會從敵意走向仇恨，華德目睹這一切，認

為中國人起來反對是非常正常的。

59 Ward,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Relief," 5A-4-12.
60 Ward, "Bulle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for Justice to China," 5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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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擔任委員會主席期間，華德為了協助中國的進步力量除了四處

籌款外，他不斷地在報刊上挑戰美國與英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議程，他

認為關鍵問題在於商業的牟利動機以及大部分基督教傳教士的既定立

場。委員會也曾要求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停止讓美國炮艦在長江一帶巡邏

和向村莊發射炮彈，以及抗議美國在財務上支持日本對中國的剝削。

華德的援華言論以及其組織因而遭到嚴厲的反擊，被指控背後有共產

主義團體在操作，甚至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局調查的對象。華德的行動

獲得了美國的「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的

響應，在美國各地的大學裏呼籲，要求有關當局不以軍事行動鎮壓中

國人民的改革運動，這也可以理解何以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總是以一

種激進的姿態出現，與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形成了一條不同方向前進

的傳教立場。
61

華德發現在中國所發生的問題，也同樣發生在俄國以及其他國

家。這問題就是：資本主義以及基督教的關係無可避免地導致各派別

的彼此仇視，以及提倡一種政治平等的趨勢。反對基督教的運動的核

心動機是：基督教的倫理匱乏，以致於無力反對或改變此不公平的現

實。事實上，全世界以及現在的亞洲，勞工運動所提出來的挑戰是：

到底基督教是否資本社會以及民主國家的官方宗教。正如華德所觀察

到的那樣，俄國的革命必然會引起中國更多的關注，尤其是他已察覺

到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st）在中國青年中的勢力，起逐步的擴大

其影響力之中。
62
換言之，他無疑是在提醒美國應該避免在西方社會

所犯下的錯誤，所以他在中國的演講反映着中國學生的驥望，因為他

的演講內容包括了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宗教倫理、人文主義、理

想主義以及現代的科技和科學等理性的概念以及其感性的嚮往情懷，

61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31.
62 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五卅事件中發表的重要言論，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編《共產國際聯共（有）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二）（北京：北京
圖書館，1997），頁 731∼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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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28

因此在他的演講內容中不只是對倫理和實際的資本主義作批判，更是

強烈地維護社會主義，但總是小心翼翼的與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區別

開來。

正如他在中國演講中提及並比較了甘地與列寧兩人，華德一方面

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的觀察，也不斷地自問，到底是列寧還是甘地能帶

領這個國家邁向美好前程。華德那篇題為〈列寧與甘地〉的短文後來

是刊登在World Tomorrow上的。63 此文提到，列寧提倡的是權力的

哲學加上暴力，而甘地提倡的是愛的哲學加上非暴力。一般的和平主

義者很清楚地會選擇誰，但是華德明確地拒絕去接受一些簡單的理論

假設。對他而言，結果是重要的。每一個意識形態，他都做出適當的

衡量。列寧的哲學曾保護蘇聯脫離反革命行動，因而允許合作的形式

出現；而甘地的進路則是促使人民有力量去爭鬥，這是全世界沒有任

何的政策可辦到的事。但是故事未結束。到底強制性的無產階級狀態

真的能給蘇聯自由？而英國是否會降服於甘地的方法？儘管華德不是

一位庸俗的和平主義者，他顯然還是偏愛甘地的做法，他的關鍵提問

是：「到底甘地的方法是否會帶來實際的效果」，「他們要知道到底

印度的自由是否能透過不合作、非暴力運動來達成，甚至到最後可以

完全避免任何的武力行為。」
64

華德認為，英國和美國政府有必要從根本上檢視自身。他指出，無

論是大英帝國那唯我獨尊的高傲，或是美國那自以為義的判斷，都會造

成一種企圖治理和改造世界的野心。政府和宣教士必須放棄在中國牟利

或是使中國人歸宗的念頭，並且把中國的福祉和自己的福祉放在同等的

地位。
65 最讓華德感到憂心的，就是西方的經濟帝國將會為了滿足那無

63 "Lenin and Gandhi," World Tomorrow 8 (May 1925): 111-12. 中文的演講內容於1925年
3月3日於北京青年會率先發表，見《晨報副刊》，1925年3月27日。

64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30.
65 Eugene Perry Link, Labor-Religion Prophet: The Times and Life of Harry F. Ward 

(Westview Press 198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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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擴張的欲望，而使中國和被殖民世界變得愈來愈非人性化。華德和其

他的組織領袖向議會施壓，試圖阻止美國繼續派遣戰機支持腐敗的蔣介

石政府。

根據華德的觀察，蘇共在中國農村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
66 他

認為列寧關於工人階級專政的主張，並不適用於中國的情形。他觀察到

有數百萬的農民正在挨餓，城市地區有許許多多人民處於赤貧當中，但

工廠的勞工人數卻不足以展開工人運動。他在毛澤東領軍對抗蔣介石之

先，就已料想這場革命應該是以鄉區為基礎，動員廣大的軍人和農民進

行抗爭。華德在〈中國革命的挑戰〉一文中提醒西方世界：
67

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五四運動、全民教育運動、政府行政效率改

革、國民黨的政見、計劃推行、幫助工農覺醒和組織的運動中發

揮角色。新中國何時成真，端賴有多少學生願意獻身教育、政

府，以及經濟領域。他們必須具備了解和全力投身服務工農大眾

的決心和熱誠。中國革命的下個階段需要培養刻苦耐勞的生產

者。知識分子的考驗在是否能夠融入工農團體一起建立新社會，

讓所有的人都能參與文化的領域。

華德在訪華回國後對中國的反帝運動更持同情態度，自認為「如

果我是中國學生，我也會成為反帝者」，因而被留美中國學生稱為是

讓美國理解中國的「偉大解釋者」。被中國人稱作「左派教授」，提

醒他：

如果西方現在不讓中國得到應有的公義和獨立，中國就會繼續

增強她的武力，直到西方強權再也無法壓制她的時候自行取得

公義和獨立。到底要如何停止或解除這武裝的擴張？如果中國

66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1925年9月在東京的演講。Harry Frederick Ward 
Papers , 1880-1979, in The Burke Library Archives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1A 3 
9-10.

67 Harry F. War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Student Monthly 
23, no.4 (1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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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30

發生階級鬥爭，還有何處可以避免？拿破崙曾經說過：「如果

中國覺醒，願神護佑世界其餘各國」。現在我們可以說：「如

果中國不及時醒覺以非階級鬥爭的方式轉化經濟，願神護佑吾

人」。

五	 結語

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命運，成也傳教條例，敗也傳教條例。
68

隨着歐美各國來到中國的通商貿易開始，傳教士也接種而來，從貿易

衝突引來的談判到民教衝突帶來放寬傳教限制；貿易談判是中外雙方

賺多賺少的問題，從中犧牲了底層的勞動者，放寬傳教的結果直接引

來的是底層民眾的不滿，因為傳教工作就是直接走到民間，與地方士

紳或保守及傳統的民風，不論就利益或矛盾最易引起不容易說明白的

衝突。
69

作為一位外國人，華德試圖脫離傳教士圈子這類受保護的西方社

羣，以便接觸更廣大的中國百姓，甚至他還企圖混入示威者的團體中，

以更多了解五卅運動可能帶來的廣大影響。華德的言論在美國早就被某

些人認為是親蘇聯的，並懷疑他暗助共產黨的革命。因此他從印度到中

國的動向都被有關當局監視，有數次關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演講都遭

到禁止。華德來到中國時，將上海罷工的緊張局勢向美國公民自由聯

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匯報，提出了英國和美國所造成

68 Michael H. Hunt：《中美特殊關係的形成》（上海：復旦大學，1997）。
69 五卅運動可以說是非基督教運動的高潮，中國的基督徒已充份地意識到不平等條約

與反對基督教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都表達了對此事件所揭示的根本問題呼籲中國基

督教和西方傳教士都應該誠實面對。可參見張亦鏡的〈今日教會思潮之趨勢〉、王治心的

〈五卅事變於教會之影響〉和羅運炎的〈傳教條約與教會之關係〉，同刊於《中華基督教

會年鑑》第 9冊（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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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他發現中國的革新團體帶有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和反

西方基督教的傾向。
70

華德在上海所主講的一系列關於「財產」的講座，論證了私有財產

所帶來的危機，以及社會財產如何幫助維護所有個體的共同利益等等，

使左派分子留意並接受他，特別是華德盡可能與宗教團體保持距離，展

示自己並非要進行任何宗教活動，而且在演講中也盡可能地不去談論太

多基督教的觀點，這樣也就使他逐漸被左傾分子所接受。
71 但是，華德

的形象還是很清楚的，他的書以《革命的基督教》為名出版，公開揭露

他的社會改造思想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因此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或種種

激進的革命思想之間就存在着諸多積極的可能性關係。

一般稱民國基督教的社會思想作「社會福音」，其實都是泛泛之

說，正式的社會福音表述即發表為文字的社會信條。中國基督教一般

熟悉的社會信條即是從華德開始，他的〈社會信條〉曾刊行於《革命

的基督教》（1927）一書中，此文後經劉廷芳再譯出刊於《大公報》

（1933年12月14日）。72 事實上，上述的信條曾於1912年做過了一次修

訂。

中國的社會福音同樣體現在〈社會信條〉的精神和內容上，首

先把社會信條提出來討論的是曾是華德的學生並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

70 1934至1940年期間，華德身兼美國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同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的主席，經常在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American-Soviet Friendship）的活動中演講。然而，美國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同盟後來被眾
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指控為共產主義
組織。華德最著名的貢獻即是作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
首位全國主席。他從1920年起擔任該職務，但是後來為了抗議該組織在反共壓力下罷免共
產主義者的決定，因此於1940年辭去了該會主席一職。參見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27.

71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26.
72 Donald K. Gorrell, "The Social Creed and Methodism through Eighty Years," Methodist 

History 26, no. 4 (July 1988): 213-17.另可參見 Richard P. Heitzenrater, The Poor and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  (Nashville, TN: Kingswood Book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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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劉廷芳。中國基督徒自己第一次勾勒出屬於中國社會的〈社會

信條〉，事因即將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主編劉廷芳於《生命月刊》

刊出大會分組討論的議題，其中第三部分討論的內容為「教會的使

命」，劉廷芳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國基督徒來回答，西方傳教士只

是把福音帶來中國，至於應建立何種中國教會應由中國基督徒自擬。

於此同時，劉提出了研究社會信條的問題，並特別說明美國教會的發

展與其自擬的社會信條有關，恰好1921年夏天華北學生夏令會有人已

草擬出社會信條且着手於研究，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表達了對於社

會的信仰和主張，《生命月刊》藉此特別刊出了經數次討論總結出來

的「草案」，並徵求基督教各界讀者可以提供意見。劉形容此份「草

案」是中國基督徒的「第一聲」，其諸多內容即是仿效華德的社會信

條而來。

劉廷芳認為，基督教從不改變的宗旨就是「救世救人」，但「拯

救」的意義需加以解釋，這就是耶穌基督稱為救世主之原委。他還曾舉

華德的研究，得出二十五條主張證明基督教開教的一百年中，是一個理

想社會運動。他也認為社會福音是基督教思想的前鋒，雖然有許多食古

不化者的反對，但在教會的事工上影響很大。他認為基督救世主義不僅

是救個人的救主，救世主義也不是專講來世的，基督教改良社會，提倡

社會觀的教義是近世的趨向。劉廷芳對中國教會中出現只關心個人得救

（屬靈）而不關心社會（政治）的現象表示不平，他譴責基督教幫助資

本階級壓迫無資本階級，這罪惡是無資本階級所不能饒恕的，他向全國

基督徒奉告：「改良社會不能不從改良個人的靈性道德入手，這是基督

教千餘年來宣傳的宗旨，這宗旨和改良社會的信條是不相矛盾的，實在

是互相作用的，我們切莫偏重了一面！」由此可見，劉是強調須在「個

人靈性」與「社會政治」雙重視野之間，求取兩者的平衡。他進一步藉

着討論聖誕節，將歷史上對耶穌誕生的研究，當作是研究及解決教育及

道德問題的一種根本要素。

一般我們熟知民國基督教具有很強的社會福音思想與行動，中國基

督教德高望眾的劉廷芳從華德那轉譯過來的信條，完全是扣緊着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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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而來，所以華德對中國的影響即是通過了劉廷芳的影響力而傳播出

去的，華德是劉在美就學時的老師，劉死了以後，極力傳播華德思想的

人即是簡又文。

簡又文在其回憶錄《重生十五年》中這樣寫道：「我當年的工作

大原則是本着紐約協和神學院麥基法院長的名言，大要是『基督教如要

傳播廣闊而迅速，當施行種種聖工（意旨立教會，贈醫藥、施救濟，社

學校等），但如要流傳久遠，必須文字經籍之流行』。所以我不斷努力

發揚基督教至高無上的遺訓遺範，同時着手編譯經籍」。簡氏稱其之所

以辭去燕大宗教學院教職而去西北從軍，「所受華德教授之革命的基

督教倫理學的影響為不小」，於此作為參與馮玉祥將軍革命事業的動

力，
73 甚至簡又文之後潛心於太平天國史的研究，無疑的，亦是受到革

命的基督教的概念所影響，想通過去歷史的梳理來見證中國基督教革命

的可能性。

從華德的著述內容看來，他所思考的問題都是切中當時中國現實的

核心問題，無疑的，他的思想已然關注到了全球資本主義化帶來對中國

的衝擊。故此，民國的社會福音即是從華德的二十五條主張轉化作中國

處境的十七條的具體表現，藉由劉延芳的翻譯以及協進會和青年會所實

踐的基本信念，即是從華德那裏引薦過來的，美國和中國的社會福音合

作，可謂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世思想運動中極為顯著的一個成果。

社會福音在中國現實中的實體回應和實踐作為研究的問題意識，華

德無疑的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研究對象，作為美國社會福音的代表以及他

在中國所採取的態度，影響着中國基督徒在反省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上

的焦慮，這也埋下了中國基督徒知識精英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從艾迪到

華德，他們的言論都說明了那個時代問題的尖銳以及如何解釋基督教與

當時代人的命運問題。

73 見簡又文：《重生六十年》（下），《景風》第29期（1971年），頁63∼70。另參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台北：台北傳記文學，1982），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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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認為，基督教在歷史上的使命都在為窮人發聲、服事窮人。

他因而就像佈道者那樣宣講信息使罪人悔改，呼召自私自利的基督徒回

轉。他相信公義的上帝是窮人的上帝，人類不應處於貧富不均的狀態，

因此基督徒應該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想奮鬥，而這事情必然會成就。

通過〈社會信條〉的構思，華德的社會福音思想已開始影響中國基督

徒，加上之後的「革命的基督教」更是吸引着中國基督徒走向更為激進

的道路。學者認為，華德的教導在中國革命當中扮演着微乎其微的角

色，但實則超越了羅素或杜威在中國的影響。
74 無疑的，華德是二十世

紀影響中國基督徒思想走向的一位關鍵人物。

撮				要
本文以華德（Harry F. Ward）提出的革命的基督教作為社會福音在中國現

實中的具體回應和實踐，作為研究的問題意識。華德的社會分析無疑地影響着

中國基督徒在反省中國的資本主義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上的思想來源，它同時也

埋下了中國基督徒知識精英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尤其是他主張的「革命的基督

教」從反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剝削到反對帝國主義，影響着民國基督教青年

的思想走向。再者，華德在美擔任「爭取對華公正美國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Justice to China）的主席，在「五卅慘案」後發表公告，提出調查

事件、取消治外法權和租借、美國從中國撤軍等主張，積極為中國處境表達關懷，

可以說是他對華言論的一種實際行動。

74 Duke, In the Trenches with Jesus and Marx,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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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daptation of Harry Frederick Ward's Social Gospel 

with its radical no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The argument is twofold: Ward's social propositions have inspired Chinese Christians to 
reflect on China's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day and evoked an empathetic sentiment among 
the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i towards communism. In other words, Ward has inspired 
the Chinese literati elites of the day to ponder on the national exigencie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imperialists. The sympathetic sentiment towards 
the communists is in fact a rejection towards the stated social ills.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Justice to China, Ward has issued a strong 
statement against the great massacre happened in Shanghai's May Thirtieth Movement. 
In this important public declaration, Ward's calls for the immediate investigation on this 
social mishap; the abolish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practice and territory concessions; 
the evacuation of US military troops from china, and etc are note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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