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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天主教神學教育與文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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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主教的大公性特徵，面向所有文化與區域，以文化詮釋信仰乃天主教神學的方法論，

「道成肉身」便是信仰進入文化的最佳詮釋。當代中國天主教面臨「中國化」議題，實則

從唐朝開始，基督信仰便開始以漢語詮釋信仰，在明朝與士大夫的文化互動，為天主教文

化抒寫了濃厚的筆墨。 

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主要在修院中建構，從無到有的艱辛創建歷程一言難以蔽之。

修院的神學教育從之初主要聚焦於牧靈，後期發展中逐漸具備神學學術化的教育。神學一

詞給人以堂奧與神秘之感，似乎難以窺探其貌，但神學的任務就是詮釋啟示，不因隱晦艱

澀而產生距離感。故此，神學是否要遠離教友大眾？梵二精神已經給予了答案。如何促使

神學惠及教友，此乃當下中國天主教會努力探索的方向。 

天主教文化的方向即進入社會空間，體現其公共價值，教會的大公性昭然揭示出此點。

天主教的文化豐富而多元，建築、繪畫、音樂等藝術面向傳承至今；博愛、寬恕、包容等

精神蘊涵一以貫之；地方傳統文化、習俗、禮儀等兼容並蓄。本文中國天主教的文化維度

僅聚焦於出版社、研究所、學術期刊和研討會層面，以探察教會文化與神學學術脈搏，一

窺當下中國天主教的文化格局。 

美國天主教神學家 David Tracy 指出教會文化使命的公共性，即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就

如聖言進入了世界，此亦是中國天主教神學與文化所探索的方向。本文首先勾勒當代中國

天主教的神學教育發展；繼而梳理教會的文化事業；最後闡釋天主教文化之建構，並走向

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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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學教育 

（一）修院神學教育 

中國天主教修院1發展歷經三十多年，從修院恢復之初，到如今初具規模的修院體系，

其間經歷諸多困難。中國天主教各大修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恢復與創建，修院系統處於百

廢待興的狀態。關於修院的神學教育，可以劃分三個階段：牧靈實踐階段、神學教育規範

化階段與學術化階段。 

以時間段來劃分，可將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修院神學教育作為牧靈實踐階段。

修院於八十年代開創之初，萬事欠佳，連聖經都缺乏，更奢談神學教育。修院教育的重任

落在神父身上，老神父們坐監幾十年，與梵二擦肩而過，神學理念無法更新，仍然是梵二

之前的狀態。其次是神學教材和參考資料十分匱乏，老神父們只好將過去修院用的拉丁文

教材翻譯成中文，油印一些書籍，作為教科書。繼之，修院的神學教育重點在於牧靈，神

職青黃不接，急於用人，而實踐操作性的教育便是重中之重。九十年代的修院教育大為改

觀，港澳臺神職的間歇性到訪與教學，給修院神學教育帶來的更新動力；無論是神學理念、

教學或圖書的擴充，無疑為修院未來之瞻望開拓了視野。 

以留學海外的神職陸續歸國，服務於修院為界，可稱為神學教育規範化階段。九十年

代留學海外的神職陸續歸國，服務於修院；人才培育不斷接續，據 2003 年的不完全統計，

已有百餘名司鐸分別在美國、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韓國等國學習深造2。基於多

重因素考量，留學海外的神職畢竟有限，主要集中於華北和西北，故此比較受益良多的有

北京、河北和西安修院，這個局面的形成亦引發日後多個修院陸續解散與合併的潛在因素。

海外求學的神職深受大學教育的學術化訓練，具備基本的學養與教學能力，課程設置基本

涵蓋神學教育系統，逐步走上規範化的神學教育。 

2013 年“兩個辦法”的實施意味著啟動神學教育的學術化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1
 本文中修院與神哲學院互換使用。 

2
 陳建明，〈修院教育二十年簡輯〉《中國天主教》（2003 年第 5 期），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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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第八十四條規定：「宗教學校教育由國務院

另行規定」。因此，宗教教育不屬於教育部管轄，而是屬於宗教事務部門。2012 年 11 月 5

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公佈《宗教院校教師資格認定和職稱評審聘任辦法（試行）》和《宗教

院校學位授予辦法（試行）》（下文簡稱「兩個辦法」），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天主教

神哲學院依據兩個辦法的實施4，極大的推動修院師資團隊的優化管理與運作，且可開設研

究生班，為促進神學教育學術化更上層樓。至 2017 年，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常駐有七位博

士，六位碩士；河北神哲學院常駐有四位博士，六位碩士；西安神哲學院常駐有三位博士，

七位碩士；且各修院外聘教師資源豐富。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為開設研究生班奠定了基

礎，神學教育的學術化階段由此展開。 

二十世紀下半葉，教育的普及化亦促進教會對神學教育普及化的反思，神學教育不應

寓居於學院寶塔，更應惠及天主子民，深入平信徒的生活中。所以，神學教育應面向平信

徒，並力促神學教育的普及化。 

（二）教會牧民中的神學培育 

中國人口基數大，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普通高校畢業生每年呈遞進的態勢，

2017 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 795 萬人5。由此可知，社會文化結構與三十多年前大為

不同。因此引發天主教針對教友的牧民亦應有所改觀，探索針對城市和農村的牧民策略乃

當務之急。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教友信仰培育的材料首推《要理問答》6。這部《要理問答》

提供教友最基本的「信仰、倫理、禮儀、祈禱」的教導。首先針對兒童信仰培育；「第 1 問，

你為什麼生在世上？答：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這一經典問答表述深深的鐫刻在兒

                                                 

3
 關於宗教教育檔，1982 年《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2007 年《宗教院校

設立辦法》；有的研究者建議推動宗教立法與宗教教育立法。婁雨，〈梵二背景下對修院教育的教育哲學理

論探討〉，2012 年中國天主教紀念梵二召開五十周年研討會論文。 
4
 《天主教神哲學院教師資格認定辦法實施細則》（試行）、《天主教神哲學院學位授予辦法實施細則》（試

行）。 
5
 2005 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 338 萬人；2010 年：631 萬人；2015 年：749 萬人。 

6
 卷一，當信的道理（107 問）；卷二，當守的規誡（92 問）；卷三，七件聖事（130 問）；卷四，祈禱（48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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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記憶中。姑且不論其所表達的神學含義是否與當代神學相契合，只論其教理講授推廣的

實際功用而言。實則這部四卷《要理問答》已成為每一個教友家庭必備之書。總之，中國

教會在沒有聖經的年代裏，《要理問答》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7。 現今對於該《要理

問答》教理講授極少使用，但也沒有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育教友信仰的牧民方案，在

破與立之間，《要理問答》所帶來的影響極具啟發性。 

教區層面的牧民培育不斷在深化與探索。由於資源的有限，無論人力物力，優化資源

成為必要考慮的範疇。因此，教區層面的統籌安排成為首選，教區性的牧民培育逐年增多，

對於教友的牧民培育多元而深化，聖經學習班，夫婦懇談會，教理培訓班等等，已經不再

局限於過往的單一教理層面講授，多元化的培訓不斷在探索，而且持續有深度的當代神學

理念蘊涵其中，且推動融入教友的生活中。例如廣州教區連續多年不間斷舉辦教友培訓班，

涉及聖經、倫理、福傳等內容，參加培訓的教友不僅提升自我的信仰，亦會成為當地堂區

的骨幹，推動堂區的發展。教區層面的牧民培育，雖然無法給予深度的神學培育，但在多

元化深層次方面不斷推進，對教友信仰品質的提升提供了助力。 

梵二天主子民的概念所蘊含意義豐富，關涉教友接受神學教育自不例外。雖然梵二後

逐漸推廣教友神學教育，但在不同區域的操作難度亦不同。中國教會針對教友的神學培育

是缺失的一環，甚至神哲學院都沒有面向教友開放，唯有教区自身探索与拓展。廣州教區

於 2015 年嘗試開辦「教理講授班」，為期兩年，涉及近二十個神學課程8，邀請有資質的神

父及香港培育中心的老師授課；北京教區於 2012 年開始，嘗試針對教友的系統神學培育，

開設「平信徒高級進修班」，授課師資來源於北京的兩所神哲學院以及北京教區，學制兩年，

週六全天課程，內容涉及三十多個神學課程，參與神學教育的中青年教友的比例頗高。教

省或總主教區以其豐富的文化資源，針對教友的神學培育應率先而行，為城市教會而言，

類似模式的操作性可行，亦為中國教會對教友的神學培育提供了範本。 

                                                 

7
 參段春生，〈天主教復興運動的要理問答──並分析其對中國教會的影響〉《鼎》（2017 年，第 37 卷，總

第 185 期）。 
8
 課程包括聖經新舊約背景入門、梅瑟五書、對觀福音、宗徒書信、聖詠、歷史書、教會歷史、基督徒倫理、

教會訓導、倫理神學、聖經神學、成年教理講授、青年培育、聖事禮儀、教會婚姻、祈禱生活、宗教對話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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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針對教友的培育不斷探索，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往單一的教理講授無法充實

教友的信仰生活，於今的各種培訓班層出不窮，甚至神學的系統培育亦在探索之中，折射

出教友對於信仰需求理解的活力。 

三、文化事業勾勒 

（一）出版社 

中國天主教至今有三家出版社，為中國天主教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不菲的貢獻。「河北信

德社」自 1991 年成立，出版社從之初的禮儀工具用書，逐漸延伸不同種類的圖書，涉及聖

經、倫理、信理、禮儀、靈修、牧民、文史、傳記等類別，近三百種書籍，近年亦有國內

神職的著作，田春波《創世神學》、田煒帥《陸征祥與中國教會》等，呈現出國內神職與

教友學者的研究成果。信德社為應對教會之需，針對中國教會及各地大修院嚴重缺少中文

教材及參考書的現象，自 2009 年開始，信德文化研究所與各地修院及基金會等合作啟動了

大修院教材叢書專案，決定翻譯和出版事宜，並再版了一批港臺教材書。 

1984 年，上海教區沿用原「光啟社」的名號，成立了集研究與出版為一體的學術出版

機構，開始編輯和出版聖經及各類聖書。成立之初，光啟社集大量精力於翻譯、編

輯、出版雜誌《海外天主教動態資料》和《天主教研究資料彙編》，盡力把普

世教會在過去三、四十年中的變化和教會的最新動態介紹給中國教會和學術界。

光啟社應一時之需，率先出版了《主日彌撒讀經》、《平日彌撒讀經》等禮儀用書，推動了

教會禮儀改革的進程。後陸續出版臺灣與香港的書籍，亦出版國內神職的著作，

如趙建敏《天主教社會教義導讀》，高超朋《基本倫理神學》等，出版社涉及

聖經、靈修、牧民、倫理、禮儀、傳記、家庭教育等，出版四百多種書籍。  

「上智編譯館」由首位國籍樞機田耕莘主教於1946年在北京創立，編譯館創立之初衷，

以編譯書籍為主。1997 年上智編譯館獲准在教會內部恢復成立。由於梵二會議後，中國的

天主教會並未能夠在神學思想上跟上普世教會的步伐，故上智編譯館將按照梵二會議後的

神學思想，編譯書籍，並盡力將福音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且在文化中紮根生長。上智編譯

館陸續出版翻譯與編撰之書籍，如王和平譯《牧靈服務倫理學》、王依撒伯爾譯《第三千年

的天主教思想與生活》、雷立柏《聖經概念詞典》等，出版圖書近百種。 

此三家出版社出版的書籍，無論是出版港臺神學書籍，亦或是國內教內學者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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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集中於教會基本的神學作品，應時代之需，以解燃眉之急。出版社應大量推呈新的神

學作品，並提升書籍的印刷品質，以與社會出版物同步。 

（二）文化研究所 

中國天主教目前創辦了一個神學研究中心與兩個文化研究所9，一個是河北的「信德文

化研究所」，一個是北京的「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兩個文化研究所相繼成立，在近年的

天主教文化事業發展中貢獻卓越。 

1. 神學研究中心 

1986 年 11 月，中國天主教第二屆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該次會議之後，中國天主教主

教團增設了「神學研究小組」，負責神學研究工作。1992 年，在中國天主教第五屆代表會

議上，主教團將原來的神學研究小組更名為「神學研究中心」。 

2004 年中國天主教第七次代表會議之後，在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中心的基礎上，成立

了「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委員會」，成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下設的委員會之一。其宗旨是根

據天主教會的傳統和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在教會內推動並開展神學探討和研究。 

2. 信德文化研究所 

「信德文化研究所」於 2001 年 9 月由張士江神父創辦。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為回

應中國社會和教會的快速發展需要，填補內地教會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嘗試從教會和

社會兩個層面研究基督信仰及其思想文化，推動中國教會、神學和禮儀的本地化進程，為

教界和學界提供探討、研究和交流的學術平臺。 

信德文化研究所主要側重四個方面：首先廣泛收集各種學術資料資訊，與各宗教團體、

學術機構加強交流。其次設立「學術獎學金和研究基金」，資助國內學者的專題研究。第三

組織專家學者，有計畫和有系統地從教會與社會相結合的角度進行學術研討會。最後出版

不定期學術刊物、論文集，並與社會出版機構和學者合作，編輯翻譯出版神學、聖經、神

修教材、工具書及教會思想文化名著，協助國內學術界整理、出版一些歷史資料。 

 

                                                 

9
 本文暫且不探討河北獻縣教區新近成立的「北辰文化研究所」，2015 年 4 月 30 日成立，研究所於 10 月 6

日舉辦「基督徒家庭與婚姻研討會」；2016 年 10 月舉辦為期五天的第一屆天主教社會訓導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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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 

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經北京教區批准於 2002 年 8 月 3 日正式成立，所長為趙建敏

神父。研究所旨在推動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對話和交流，其宗旨著重在強化基督信仰，

尊重民族文化傳統，探索追求真理，並推動宗教對話。 

研究所的目標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1、開展天主教神學和文化方面的學術研究。2、

促進教會內學者與教會外學者的溝通與對話。3、為天主教神職和教友學者提供學術平臺。

4、開展與國外基督宗教的學術文化交流。5、編輯並出版天主教學術研究資料。 

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不菲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學術會議；特別

以天主教與文化、天主教與倫理等議題為主的會議。其次是《天主教研究論輯》期刊。第

三是特別研究專案。第四是上智獎學金專案；為促進天主教研究工作，研究所於 2007 年 1

月 6 日設立上智獎學金專案鼓勵大學和宗教研究所天主教方向的研究人員。  

教會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成立，其首先在教會內發酵，促進教會的神學學術研究不斷

向縱深推進；且力促教會與社會的學術互動，為社會學者認知教會，聆聽教會的聲音搭建

了平臺。 

（三）學術期刊與研討會 

1. 學術期刊 

中國天主教主要有三種神學學術型刊物，《神學研究》、《天主教研究論輯》和《信德學

刊》，三種刊物分屬上述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所，其不同的出版性質，影響出版物的發行量

與人群。 

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中心於 1996 年開始不定期編輯出版《神學研究》刊物，現以半年

刊發行。刊物投稿人主要以教會學者和社會學者為主，學術性強，內容涉及神學譯文、信

理、倫理、福傳與文化、教史等內容。其所面對的人群，無論教會與社會，也大多屬於學

術圈的人士。由於該刊物屬於內部資料，其內部資料的屬性，導致無法廣泛的受到社會學

界和教會的關注，由此亦可知其發行量之局限性。 

信德文化研究所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出版了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信德學刊》。該刊

物主要以研討會的論文為主，屬於專題刊物。由於研討會所邀請人士範圍廣泛，但刊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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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取之論文，從學術角度而言參差不齊，不僅有社會學者和教會學者，亦有牧民神職及教

友，例如 2013 年的城市化與移民。由此可知該刊物的定位，兼顧學術與通俗，其運作之匠

心難能可貴。 

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天主教研究論輯》於 2004 年首輯正式出版。該刊物

以年刊形式刊行，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是中國天主教唯一在社會出版的學術期刊，亦

成為大學、學院及學術機構認知天主教的一個學術窗口。該期刊內容涉及神學理論、神學

家研究、教史、宗教對話與文化、聖經、倫理、禮儀與社會實踐等內容，其主要投稿人士

大多屬於社會學者，且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力。 

2. 神學研討會 

神學研討會之運作主要有三個層面，主教團、文化研究所與教區層面，對於各層面所

舉辦之研討會簡單羅列如下： 

（1）主教團層面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於 1987 年 3 月 7 日，在南京召開了改革開放後首次神學研討會議，

主要探討教會與文化之關係，指向建構中國的神學思想。1995 年在北京，主要探討計劃生

育問題。2002 年,在南京召開了民主辦教的專題研討會。2010 年，在北京舉行紀念利瑪竇

逝世 400 周年的研討會。2012 年，北京「教會本地化神學研討會暨紀念梵二會議召開五十

周年」。2017 年，在銀川舉行天主教中國化研討會。 

（2）文化研究所層面 

北京天主教文化與研究所於2002年召開以「當代天主教與文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

2003 年主題為「當代天主教與倫理道德」，2005 年主題為「天主教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

該文化研究所於 2008 年首次舉辦「天主教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與會的青年學者中大部分

是在各地社會科學院進行天主教研究（或基督宗教研究）或在大學的宗教系進行研究，至

今已陸續舉辦十屆研討會10，其規模與影響力逐年增加。 

                                                 

10
 第一屆論壇有 50 多位青年學者在論壇發言。第二屆論壇共有 44 位學者在會議中宣讀了論文。第三屆論壇

提交論文學者 72 人。第四屆論壇提交論文學者 64 人。第五屆共 40 多位學者發言。第六屆論壇共 64 位學者

提交論文。第七屆論壇共 62 位學者發言。第八屆論壇共 71 位青年學者發言。第九屆論壇共 96 位青年學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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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文化研究所歷年舉辦了主題不同的研討會，「宗教與環保」、「宗教與倫理道德」、

「基督信仰與現代媒體」、「宗教與公益事業」、「城市化與移民及牧民照顧」、「中國民間兒

童養育」、「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正定教堂慘案暨宗教在戰時的人道

主義救助」學術研討會。2017 年在江西南昌舉辦「利瑪竇與南昌：教會中國化暨本地化」

研討會。 

（3）教區層面 

中國天主教在教區層面於近年陸續開辦研討會，展現出地方教會對教會學術文化的建

設與認同。上海教區於 2010 年的徐家匯主教府小聖堂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天主教上海教區

紀念利瑪竇神父逝世 400周年研討會」，2012 年「紀念聖方濟各·沙勿略誕辰 500周年福傳

年研討會」。廣州教區於 2012 年舉辦紀念梵二五十周年研討會，2017 年舉辦天主教中國化

研討會。南京教區於 2015 年舉辦「利瑪竇與神學本地化」研討會。海門教區於 2016 年舉

辦成立 90 周年暨中國天主教本地化和中國化神學研討會。 

學術期刊與研討會折射出中國天主教的神學學術動態，學術品質漸入佳境，但亦呈現

出一個現象，即社會學者的身影居多，而教會神職學者的身影寥寥無幾，這一現象值得教

會深度反思。 

四、天主教文化之建構 

（一）學界之教會研究 

中國學界對基督宗教之研究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其作品受社會思潮、時代變遷和政治

形勢之影響，形成了近年文化學術方面出現的「基督宗教熱」、「文化基督徒」與「漢語神

學」之態勢。 

現從三個幅度來看學界對基督宗教之研究，首先是基督宗教研究的機構。這些機構大

                                                                                                                                                              

交了論文或提要，83 位學者在論壇上發言。第十屆論壇共收到 87 名青年學者的報名表和提要，共有完整論

文 72 篇。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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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屬於四個系統11：1、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社會科學院下屬宗教研究所。2、政府職

能部門的宗教研究機構。3、基督宗教系統的神學院校和研究機構。4、高等院校相關院系

和宗教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成立時間不同，亦分佈不同區域，研究基督宗教的面向多

元，從多角度展開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員豐富、關涉領域廣泛，

其成果顯著。 

繼之探討基督宗教研究人員。對於研究基督宗教的研究人員，總體從時間劃分為二十

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以及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有的學者以老、中、

青三代來稱謂，有的以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來區分12。對於基督宗教之研究受到時代背

景的衝擊與影響，第一代學者對於基督宗教研究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多；第二代學者

於改革開放後逐漸呈現出客觀傾向；第三代學者自身的專業背景，從文史哲轉向，其學術

訓練扎實，學術功底深厚。基督宗教研究人員承前啟後，在整個社會氛圍中，為打造基督

宗教文化公共化之鋪展做出了矚目的貢獻。 

最後探討對於基督宗教研究之貢獻。八十年代後半期以來，基督教學術書籍在大陸零

星出版，到九十年代日漸增多，從宗教類型的基督宗教文化譯著到神學譯著、百科全書、

辭書、史書，紛然繁陳。首先是工具詞典類用書；主要有《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1991）、

卓新平編《基督教小辭典》（2001）、雷立柏編《基督宗教知識辭典》（2003）、趙建敏譯《現

代天主教百科全書》（2012）等。其次是叢書類13；從 90 年代下半葉起, 屬於出版翻譯作

品的叢書，如《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歷代基督教經典思想文

庫》、《基督教文化譯叢》以及《宗教與世界叢書》等；最後是期刊類14；學術界影響比較大

的有以下幾種：:《基督宗教研究》(年刊)、《基督教文化學刊》(半年刊)、《宗教與文化》(不

                                                 

11
 陳建明，〈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

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175 頁。該作者 2002 年的初步統計，大學中與基督教研究有關的單

位有：北京大學宗教學系、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

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復旦大學基督教研

究中心、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鄭州大學宗教研究所、北京外

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

究所、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12

 參何光滬，〈江山代有人才出-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素描〉《銅仁學院學報》（2009

年 6 期）。 
13

 郭海良，〈1980 年以來國內基督教研究評述〉《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 6 期），89 頁。 
14

 郭海良，〈1980 年以來國內基督教研究評述〉《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 6 期），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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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不定期)、《宗教》(年刊)、《國際漢學》(年刊) 等等。社

會各類型的基督文化研究出版品星羅棋佈，在此不做羅列，足以證實基督文化研究的繁榮

現象。 

（二）神學智庫與文化 

社會學界對教會之研究碩果累累，中國教會亦應在神學與文化建設方面加大力度，給

予足夠的重視。中國天主教應建立神學智庫人才儲備，促進神學學術研究。中國天主教留

學海外的神父修女人數不少15，主要留學於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德國、法國、菲律賓等，

可以劃分為學術型與牧靈型。大多數留學歸國的神職修女屬於牧靈型，獲得碩士學位後便

服務於堂區或其他機構，後期疏於或欠缺學術平臺及研究能力，而止步於牧靈。獲得博士

學位者居於少數，學術型人才更為稀缺，後從事於學術研究大多依託於修院教學或研究所

的平臺，例如趙建敏、戎利納、李景璽等，致力於神學教育與文化建構。 

主教團與教省層面亦應統籌神學人才資源，以優化、共用資源。主教團不定期召集留

學歸國神職人員代表座談會，首次於 1998 年 6 月西安召開，2001 年 8 月第二次在重慶召

開，最近於 2015 年 12 月在廣西南寧。主教團亦應建立神學人才智庫，逐步推展神學建構

方案，翻譯神學經典與創作神學作品。因應時代問題，通過課題組研究以認知當下的中國

教會處境，例如城市化、移民、留守兒童等牧靈問題，應對時代徵兆，而提供神學與牧靈

方案。教會教省亦然，統籌該教省轄區之神學人才16，集合教省的神學資源，推動教省的牧

靈發展，以達到資源共享最大化。 

教會亦應推動教友研究神學。教會應該規避神職主義，以神職為中心而忽視教友的神

恩，教會應大力推動教友服務的神恩，充分發揮教友之所長，以建樹教會。中國教會為數

不少的教友任教於大學，有其自身的學術背景，且依據其自身的學術能力，零散的涉及教

會研究，為神學貢獻其一己之力。教會應整合教友的學術資源，例如上海教區的「上海市

                                                 

15
 例如，自 1991 年以來，截止 2017 年，美國的瑪利諾會幫助培養了 138 名中國教會的神父修士修女，他們

來自中國教會的 40 多個教區。 
16

 留學海外的神父修女主要位於華北、西北地區。例如目前北京教區留學歸國的有 6 位博士，25 位碩士。河

北獻縣教區有 3 位博士，5 位博士研究生，19 位碩士，4 位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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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17便是一例，不同教省亦可酌情推展類似團體，以文化服務教會。

教友對神學之研究有據可查，正如明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和王征等士大夫的文化貢

獻，不僅參與禮儀及天主譯名的嘉定會議，且力薦教會信仰與文化於社會，奠定教會在明

朝的宗教地位，護教力度之大，為教會在明朝的傳播功不可沒。中國天主教的神學與文化

之建構，需教友的鼎力為之。 

中國天主教文化建構的匱乏之處，莫過於對文化支持力度薄弱。其一，神職忙於牧靈，

即使閒暇時間也無心讀書，無法彌補過往由於神學教育之不足而帶來的缺憾，亦無法更新

神學理念，甚至充斥著讀書無用論的思想。神職是推廣文化讀物的重要推手，例如信德報

訊，西直門教堂於 2015 年 4 月 19 日從信德社首批購買 600 本《福音的喜樂》一書，向廣

大教友免費發送。其二，出版社圖書發行量低；例如北京上智編譯館 2016 年出版的《第三

千年的天主教思想與生活》，印數兩千冊；河北信德社 2014 年《遇之妙》印數三千冊。面

對如此龐大的教友群體，反而圖書發行量低，售出量低，意味著天主教文化讀物自身推廣

不足。 

當下的中國天主教，需要建構神學智庫，儲備神學人才，推動神學研究，推動教友參

與教會的文化建構，體現其知識份子建樹教會的神恩。中國教會是逐漸走向城市化的教會，

文化是城市教會的主要特徵，需大力推廣教會文化讀物，通過文化展開城市牧靈與福傳。 

（三）天主教文化的公共性 

天主教文化本身便具有公共性特徵，正如「大公教會」所明示一樣。美國神學家特雷

西 D.Tracy 提出關於神學的三種公眾空間：學府、教會與社會18，神學與文化是教會關注社

會公共領域的路徑，教會應關注「公共性」議題，以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 

隨著世俗化的漸進，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受到強勢挑戰，逐漸式微於私人領域。信仰的

私人化是對大公教會的挑戰，歐洲教會遭遇的危機尤為迫切，信仰變成個人的範疇，而缺

                                                 

17
 「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是由上海市天主教界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教友團體。由朱仲剛等教授於 1986

年 6 月創辦；截止 2010 年，在冊會員有 600 餘人。 
18

 陳佐人，〈教義、神學與文化基督徒——神學類型學之考察與反思〉《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2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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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教會與團體的意向，教會感蕩然無存，基督信仰自身的公共性湮沒於私人領域。正如美

國的聖誕問候，由「聖誕快樂」轉變為「節日快樂」，基督信仰的特徵被俗化。 

中國天主教文化應進入公共空間，與社會互動，逐步消融社會與教會之間存在的兩種

誤區。首先是社會對教會的誤解19；學界在初期受制於意識型態的影響，有取捨地引用國外

的資料，或誤解、歪曲基督宗教，在社會引發效應，例如學校教育課本對基督信仰的偏見；

2006 年十位博士抵制聖誕節；2010 年十位教授反對在孔子家鄉曲阜建立教堂20。第二種是

中國教會對於社會事務的回避態度，似乎社會與教會無關。此種脫節是雙向的，教會無力

關注社會，社會也難以認識教會。繼而轉向內在的靈修，靈修傾向於非世俗的事務，而社

會與政治的事務被視為世俗的事務。 

天主教進入社會的公共場域，正如過往神父、修女的形象與慈善事業一同深刻烙印在

國人印象中一樣被社會認同。不僅如此，中國天主教在歷史中已經明證，明朝傳教士帶來

的不只是信仰，而且也有西方文明與科技，曆書、天文、地理、水利、物理、數學、幾何、

醫學等這些科技造福當代的人民，也惠顧及後世。中國當代天主教亦然會秉持教會的大公

性與服務精神進入社會空間，為社會服務。 

天主教的大公性將有助於構建社會的公共價值。正如特雷西在其著作《類比的想像》

中言道：「當神學忠實於其自身的內在要求即公共性，它將有助於學界和社會的公共價值」

21。中國學者卓新平指出，教會通常對社會採取兩種態度：一種是對社會的批判態度，即所

謂的先知精神傳統；另一種則為對社會的服務態度，即所謂的僕人精神傳統。在中國文化

氛圍中，更多地選擇了後者，即以僕人精神來推行其社會服務22。此說明教會在社會中的定

位，教會的服務角色，並以一貫的精神在社會體現其公共價值。 

                                                 

19
 王曉朝把 1980-90 年代學者對基督信仰的研究存在著誤解，歸結為五方面：一、對基督宗教的起源及其創

始人耶穌之誤解；二、對基督宗教與羅馬帝國關係之誤解；三、對基督宗教與西方古典哲學關係之誤解；四、

對基督宗教與西方中世紀關係之誤解；五、對基督宗教與近代人文主義關係之誤解。王曉朝，〈清除中國學

術界對基督教的五大誤解〉，收錄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

－北歐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262-291 頁。 
20

 張闊，〈處境神學—中國天主教神學方法論思考〉《神學論輯》（188-189 期，2016 年），402 頁。 
21

 李烜，〈學界、教會與社會—對特雷西公共神學思想之管窺〉《基督宗教研究》（第十四輯，2011），96

頁。 
22

 謝志斌，〈從政治神學、公民宗教與公共神學的差異談三者在中國處境的可能性〉《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38 期（2013 春），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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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社會所盛行的教會節日，如聖誕節、諸聖節（萬聖節），從經濟創收角度推廣

於市場，而「上帝是顧客」這一用語卻逐漸淡出營銷市場。當下所流行的共享經濟理念，

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雨傘等不斷推陳出新。共享是指「使用而非擁有」，共享經濟不

僅是一種經濟模式，而且更是一種價值理念；共享經濟的提出，從經濟的角度指出人對事

物的分享而非佔有的態度。實則聖經創世紀便已指出共享的內涵，創世紀指出人管理取用，

而非擁有（創一 28），因為天主是創造者，擁有者，而人是管理者與使用者，世上所有事

物都應被共享，而非個人佔有。社會從經濟角度擇取教會節日和理念，揭示出教會應該分

享信仰與文化這一事實，且督促教會深度詮釋信仰寶藏，推行教會神學、藝術和禮儀，以

期共享於社會。 

天主教的大公性特徵意味著走向公共領域的使命，中國教會應分享信仰的寶藏，正如

「人類命運共同體」23與「共享經濟」理念的推行不乏教會在中國歷史中耕耘的因素。當代

中國天主教肩負共享的使命，構建天主教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共享社會。 

五、結論 

中國天主教三十多年的歷程中，整體發展態勢漸進，神學與文化的創建力度雖然比較

薄弱，進程緩慢，卻厚積而薄發。尤其修院的神學教育經歷了從之初的牧靈實踐，發展到

如今初具學術化的神學教育階段。梵二會議後，神學教育逐步面向教友，中國地方教會亦

在不斷探索教友的神學培育，各種模式循序創新。神學教育的使命指出其方向，神學不應

止步於修院，應走向教友；亦不應止步於教會，應走向社會公共領域；讓社會共享教會的

神學理念，以服務於社會。 

中國天主教的文字傳媒事業初步形成，但在其創立階段卻舉步維艱、內外交困。中國

天主教的文化事業彳亍而行，由開始的步履艱難，經歷發展中的進退維谷，到如今的不斷

發力，文化事業的基本局面業已形成。教會出版社的書籍涉獵內容豐富，逐步建樹教會的

人文結構；文化研究所對課題的研討，促進中國教會認知社會，不斷調整牧靈策略；不同

層面的學術研討會的開展，展示出天主教對文創事業的積極關注。 

                                                 

23
 2017 年 10 月 18 日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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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教會的研究，為教會開闢了文化建構的場域。學界研究雖經歷意識形態到學術

客觀的轉變，但其對教會的貢獻不容小覷，學界研究內容之廣泛，研究人員之豐富，研究

成果之顯著，呈現出學界的先知性聲音。雖然「中國大陸大學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在改革

開放後，在進路上是人文的，而不是教會的」24，但學界的貢獻不容否認，將教會推向了社

會，走向公共領域。 

教會神學與文化的公共性特徵，亦指出教會發展的公共領域方向，以進入社會公共空

間。中國教會需要建立神學人才智庫，通過對神學的研究，高屋建瓴，為教會之發展提供

方向。特雷西認為，所有的神學都應體現一種進入公共性的姿態25，此公共性方向指示出中

國教會自身不應逃避社會公共性議題，否則自身便被排斥於社會之外，而日久形成的個人

靈修，讓教會人士對社會議題唯恐避之不及，導致教會自身固步自封。教會應關注「公共

性」議題，通過關注社會公共領域的路徑，以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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