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信仰反省(5) 
文化篇 

神學與處境、福音與文化的考量  



「吃」林前八1至十一1的關鍵主題 

 
 八1-13 保羅的重點是「可吃﹔但為軟弱者放棄權利」 

 九1-27 保羅以自身作榜樣談「放棄權利」及其動機(19-23)

與自律(24-27) 

 十1-13 從神學理由提高「不可吃」的嚴肅性 

 十14-22 這裡的重點是對“明白人”(15) 強調「不可吃」 

 十23-31 綜合上述對「只管吃」(25,27)和「不吃」(28) 作出
說明 

 十32-十一1 再以自身作榜樣闡明「為他者」的生命 

 



背景 

 [1] 當時的獻祭制度是希羅社會中宗教﹑政治
﹑家庭與社交生活的核心 

 [2] 少部份祭物獻給廟宇的神祇﹐餘下的用來
舉行祭祀的宴席(在廟宇或家裡舉行) ﹐或送
到市場出售 

 



 [3] 基督徒因此而面對的局面是 

- 無論在家和廟宇﹐因為社交生活的普及﹐被
邀的基督徒當如何應對﹖ 

- 是否出席公開的節日慶典(常包含祭祀宴席) 

- 羅馬公民有特權被邀出席國宴(常跟帝皇崇拜
牽連) ﹐拒絕出席將招致非議 

 



- 加入一個貿易工會(象征一種地位與權益) 需要
時常「在偶像的廟裡坐席」(林前八10) ﹔若不
參與宴席﹐這是一種虧損 

- 對 “認真” 的基督徒來說﹐每天到市場買肉的
時候都會有困擾 

- 不少廟宇或社會團體會提供祭肉給窮苦大眾
﹐教會中的貧窮人感到為難 

 



八章 vs. 十章 

八章：保羅在這裡對「吃祭偶像之物」的態
度是傾向開放的 

十章：保羅在此對「吃祭偶像之物」似乎持
保留的態度 



矛盾？ 

保羅的整全進路：兼顧了有關吃祭肉的各方
面因素來作評估﹐這樣的宏觀分析是同時兼
顧了神學﹑對象﹑場合﹑動機等的考量﹐而
所作出的結論都是既能夠守住真理﹐同時又
能夠造就信徒﹐並且能針對相應的對象與情
境去闡明如何實踐信仰。 



反思 

留心不要把所有問題(無論是日常生活的或聖
經神學的)都歸結在「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
上 

生命的諸多面相和際遇其實就是信徒學習經
歷神﹑認識神的豐富場所。無論是看來比較
單純的問題或相對比較複雜的問題﹐神的兒
女都時時刻刻倚靠神而活。 



甚麼情況下可吃 

 #市場買的﹔朋友宴席﹐不必「問什麼話」﹐
只管吃 

 #你不知情的可吃﹔即使你知情是祭過偶像的
食物﹐但因為吃的場合已跟祭祀無關﹐也可
感謝領受 



甚麼情況下絕不吃 

 #「鬼的宴席」﹕此句可以對應到八10的「在
偶像的廟裡坐席」 

 #祭祀的儀式/場合絕不參與(在當時的情況來
說﹐不少的宴席就是祭祀的一部分) ﹔除了不
可參與廟裡的宴席及相關活動﹐若地點是中
性的但場合情境卻是祭祀的也當避免。 

 



甚麼情況下選擇不吃 

 #為別人軟弱的良心選擇不吃(八7-13﹔十28-

30) 

 #這其實是保羅討論的重點﹕選擇顧念別人 

 



歸納 
 {1}對內﹕牧養的原則 - 「造就人」(十23)體恤軟弱人 

 {2}對外﹕宣教的原則 - 「倘有不信的人…若有人…」(十27-

28) 

 {3}向縱﹕榮耀上帝原則 - 「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十31) 

 {4}向橫﹕以愛待人的原則 - 八1﹐7-13﹔十24等﹔本段經文
的主調 

 {5}朝己﹕律己的原則 - 八13﹔十28等﹔放棄自由﹐也是本
段經文的主調 

 {6}朝神﹕聖潔真理的原則 - 十14-22﹔不因自以為是而變成
輕慢神 

 



過渡… 

中國文化的孝：拿/拜？ 



「睜開雙眼」看祭祖 

「第三隻眼」看祭祖 

「睜開雙眼」希望表達﹕整個討論可以更為
聚焦在真正的問題上﹐不要失焦 

如何聚焦﹖- 需要聖經與文化﹔神學與處境兩
方面的進路 

另外要表達﹕同時具有神學思考與教牧應用
的雙重視野﹔這兩者本質上應是一致的。 

不認為已解決問題﹔持續尊主﹑謙卑﹑信靠 



問題所在 

對基督徒﹕違背信仰/干犯上帝/靈命虧損 

對未信者﹕未盡孝道/離經叛道/失去身份 

 

「雞鴨吵架」﹕究竟祭祖意義為何﹖ 

* 能夠追溯回原初意義嗎﹖ 

 



我們目前的回應 

一般弟兄姊妹選擇不按照傳統的方式參與祭
祖的相關事宜… 

 *還有自由表達意願/意見(完全開放的處境) 

 *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式(稍有張力的處境) 

 *沒有轉寰餘地的被迫(關係破裂僵局) 

也有弟兄姊妹不理會信仰…一切隨俗 

其他狀況…(各樣反應感受) 



我們的光景 

能說不嗎﹖ 自己方式﹖ 

是 - 

否 是 

否* 否* 

* 地位身份高低可能會有不同後果 



需要再思的議題 

華人的宗教信仰特徵 

 

祭祖的緣起﹑功能﹑意義 

 

聖經與神學的原則範例 



華人的宗教信仰﹕普化 

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普化宗教(diffused) 

擁有一套系統的教理﹑禮
儀及組織，與其他社會制
度有清楚的界限 

缺少系統及嚴謹組織﹔併
合在其他社會組織和秩序
中 

重教義哲理﹔命題取向﹔ 不重教義﹔實用取向﹔兼
收並蓄 

教理為基礎﹐透過信仰團
體在教義認知的一致性延
伸出禮儀與組織 

禮儀是壓倒性的重要﹔不
需教理來詮釋﹐不需組織
來強制 



由於普化宗教的特質是其教義與行為與其他世俗的
社會生活與制度混而為一，而非具有完全獨立的宗
教組織與教義， 

因此，中國的宗教信仰廣泛存在於小傳統及日常生
活中，諸如食物醫藥習慣、姓名系統、祖先崇拜儀
式﹑擇日占卜、風水地理等各方面﹔ 

就算一個自稱為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很難不受這些
無所不在的普化宗教的信念影響。「無信仰者」的
意義最多只是一個未信奉任何制度化宗教的人，他
卻甚難避免這套泛化的關乎宇宙存在的基本信念。 



華人的信仰﹕非宗教/泛宗教 

泛宗教化(民間) 非宗教化(主流) 

古代主流 周初人文精神﹔春秋
成熟﹔儒家道德/道家
自然 

怪力亂神﹔文化的信
仰向度 

不可知論﹔文化的倫
理向度 

比較是民俗大眾 比較是有識之士 

泛宗教的超自然主義與非宗教的傳統主義﹕一拍即合 



祭祖的根源(略) 

結論﹕ 

  

 綜合性﹕宗教、社會、倫理 



祭祖的功能意義﹕宗教 

凸顯靈魂/生死的宗教觀 

反思﹕ 

 *放棄不靈的祖先﹐投拜別家較靈的祖先 

 *生活世俗場景多于特殊宗教場景 

 *比較不是交易心態獻祭 

絕對的偶像崇拜﹖ 



祭祖的功能意義﹕社會 

宗教行為 祭祖的社會面相 

基本上是私人自發的﹐頂
多受家長牽制﹐而不會被
某種團體單位約束。 

自由/個別到廟宇參拜﹐不
需約定參拜時地。 

民間宗教對人的約束力不
強﹔無權規限參與/無法禁
止改祀。 

比較社群性﹔全員必須參
與﹐表達對群體的忠誠﹐
盡個人義務。 

拒絕會招致譴責﹐與社群
關係受傷害。 

可以沒有巫祝僧道等宗教
媒介參與其中 



祭祖的功能意義﹕倫理 

儒家為祭祖賦予人文主義的意義﹔凸顯舊有
的「天道」把其轉化成「人道」﹐強調實踐
禮儀的目的不在於仰賴鬼神的心理﹐而在於
幫助個人人格的完成。這樣的轉化，使這個
古老的文化行為，獲得更牢固、更廣為人所
接納、也更能延之久遠的義理基礎。儒家對
祭祖儀式，基本上是採取尊重禮俗傳統﹑但
卻又將其意義倫理化的做法。 



祭祖定位﹖ 

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糾纏﹕儒家沒有壟斷﹔民
俗沒有式微。儒家努力詮釋民俗﹐兩者並行
不悖 

華人特色﹕百川匯海﹐折衷融合 

 

 



田野調查（香港）Henry Smith 

祭祖的人之出發點： 

尊重祖先    95% 

對祖先感懷  79% 

家庭歸屬   79% 

個人滿足   73% 

懷念亡者   67% 

實際需要   44% 

恐懼惹怒亡靈  40% 

關心亡者死後境況 37% 



結論 

祭祖問題是一個宣教(missiological)與教牧
(pastoral)的問題﹐而比較不是一個教義
(doctrinal)問題 

兩個方向﹕ 

 *保留祭祖文化符號+新的意義 

 *保留祭祖倫理意義+新的符號 

  #先祭祖非宗教化﹐其次將之基督化 



應用 

林前的原則範例… 

 

 



教牧角度的實際建議 

以禱告的心做好事前的準備(良好的溝通能闡
明意義，贏得人心與尊重) 

若可選擇，靜默比獻花更為可取 

在混雜的社群意義下，以不拿香為目標，但
應該參與在群體中 

若拿香全程參與，靠主保持自己「軟弱人」
的主體與客體位置 

 



建立基督徒的支持，不應該予以論斷以至讓
當事人“落單” 

不是單一事件，乃是跟進與過程 

注意不是律法主義，乃是恩典中與神與人緊
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