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從基督教看馬克思主義 



莫過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在歐亞大陸的興起和衰落 

前言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 

最悲壯的一幕 



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類命運自我改造工程 

這場運動的理想是壯麗的 



要在世上建立平等 公義 大同 和平的美好社會 



但是此運動所付的代價是怵目驚心的 



約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直接捲入這場運動中 



近億人死於戰爭、專政逼迫及人為災難中 



但是令人真正心寒的是 

這一巨大人命代價，不但未給任何實踐共產
的國家和民族帶來實質意義上的文明和進步 

反而留給了這些國家和人民巨大的創傷， 
和多方面難以彌補的損失 



理想和現實的反差何以如此巨大？ 
這是擺在我們，尤其是曾受共產無神教育， 

如今蒙恩得救的當代中國基督徒面前 
一項至大的信仰和神學課程。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異同點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陸、總結教訓--基督徒的信仰文化使命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共運的失敗，既是理論性的也是實
踐性的，其教訓可從各個方面總結。
但作為基督徒的反思與總結，則是
信仰性的，本講座僅檢視作為共運
思想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其錯
謬的根源和實質。 



一、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評價 

1. 人類文化最先進的成果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2. 科學的世界觀及方法論 

3. 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 

4. 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 

5. 鮮明的階級性和戰鬥的實踐性 



1. 德國古典哲學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黑格爾的辨証法 
費爾巴哈的唯物論 

二、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 



2.英國古典經濟學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亞當斯密、大衛李
嘉圖的勞動價值論 

二、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 



3.法國空想共產主義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聖西門、傅立葉、歐文
的共產主義實驗 

二、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 



1.馬克思主義哲學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辨証唯物主義 

三、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 

● 物質永恆運動 

● 物質產生精神 

● 一分為二 

● 對立統一 



1.馬克思主義哲學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歷史唯物主義 

三、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階級鬥爭推動歷史前進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三、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 

● 剩餘價值 

● 絕對貧困 

●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 經濟基礎上層建築 



3.科學社會主義 

壹、馬克思主義簡介 

三、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 

●暴力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 

●計畫經濟 

●不斷革命 

●階級與國家的消亡 



一、在歐洲大陸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以康德開始，到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上帝， 
直到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施萊馬赫(1768-1834) 
自由主義神學的興起 

1.信仰上否定神 



一、在歐洲大陸 

2.文化上高舉人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 (高舉理性) 

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思潮 (高舉感性) 



一、在歐洲大陸 

3.政治上不自由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歐洲大陸進入後拿破崙時代的反動時期 



一、在歐洲大陸 

4.經濟上兩極分化(包括英國)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工業革命(早期資本主義)的興起 



一、在歐洲大陸 

5.社會上等級分明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普魯士等級分明的階級型態 



一、在歐洲大陸 

6.馬克思父親的影響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為自己生意的發展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 



二、在英國、美國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美國已建成第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
政體社會， 
英國已建成了一個君主立憲、保障
信仰、言論自由的開放社會 



一個人們陶醉於牛頓科學成就，因而要構建
大體系理論的時代，在此背景下產生了達爾
文進化論、馬克思主義、弗洛依德心理學。 

貳、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 



一、兩者都相信自己領受了真理 

無產階級實踐的
發現，此真理是
不斷發展完善的 

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異同點 

上帝恩典的啟示，
此真理是永恆不
變的 



二、兩者都不滿意人自身的處境 

人因貧窮而受苦 

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異同點 

人因犯罪而墮落 



三、兩者都要改變人的現狀 

藉著人的恨而
鬥爭、行專政 

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異同點 

藉著神的愛獲
拯救、傳福音 

例如兩者都對社會下層的窮人表示同情 

福音最早在窮人
中傳開，窮人有
永生價值。 

革命最早在窮人
中發動，窮人有
工具價值。 



四、兩者都有最終的盼望 

最終某一代人將在世界
上建成共產主義，享受
在世物質的極大豐富。 

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異同點 

在神榮耀的新天新地
裏，所有信徒都享受
生命永恆的豐盛。 



一、馬克思主義挑戰基督教的上帝觀 

科學進步迷信除 
無所畏懼人作主 

因循守舊拜上帝 
作繭自縛愚昧極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二、馬克思主義挑戰基督教的救世觀 

爭取解放靠自己 
真理在手掌大權 

求神拜佛都為己 
聽天由命真無奈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三、馬克思主義挑戰基督教的公義觀 

批判剝削壓迫罪 
奮起勞工齊鬥爭 

順服忍耐甘作奴 
麻醉人民似鴉片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四、馬克思主義挑戰基督教的教會觀 

利益共同是弟兄 
革命隊伍純而堅 

教會大門四面開 
泥沙俱下魚龍雜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五、馬克思主義挑戰基督教的末世觀 

歷史必然是鐵律 
壯麗事業人完成 

無所作為空盼望 
新天新地誰知道 

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                      

                            路加福音 6:43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普通無神論比較 

普通無神論 

導致 

懷疑主義，虛無主義，
實用主義，資本主義，
種族主義，享樂主義。 

其性質是：徬徨、消極、短視、頹廢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普通無神論比較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 

導致 

科學主義，國際主義，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理想主義。 

其性質是：自信、獨斷、遠大、積極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二、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善或是最大的罪 

推論 
無神 

最大的罪 

最大的善 

有神 

主義必敗 

主義必勝 

人不可作主 

人可作主 

一步之遙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巴別塔的啟示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
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
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 
神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
通…於是他們就停工…眾人分散在全地上。   

                           創世記 11:1-9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 
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 
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哥林多前書 1:20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人的來源無意義、無目的； 
但人都必須過有意義的生活。 

人自身沒有任何內在、本體的價值
可言，所以人的價值只在於對社會
的貢獻(工具價值)。 

1. 

2.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
論困境 

人在共產主義的遠景中是尊貴
的，但只有藉著世上最激烈的
人與人的鬥爭才能實現。 

因為沒有神，人就應當成為自己命運
的主宰，當人企圖自行掌管命運時，
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就是鐵律。 

3. 

4.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因為沒有神，人不必敬拜讚頌神； 
因為沒有神，人不得不敬拜讚頌人。 

因為沒有神，人就必須自己發現真
理，得著自由；因為沒有神，人就
可以自己宣佈真理，實行專政。 

5. 

6.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原初，人的貪心藉著權力，建立了
私有制，如今，人要藉著權力實行
公有制，就可消除人的貪心。 

資產階級、多黨競選，實行虛假民
主；無產階級一黨專政，實行真正
民主。 

7. 

8.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
境 

資產階級心虛膽怯，不得不開放
言論自由；無產階級真理在手，
不必開放言論自由。 

絕對權力真可怕，使人腐敗是必然； 
共產領袖不擔憂，此項鐵律不適用。 

9. 

10.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剩餘價值為勞工所有， 
虧本跳樓老闆活該。 

人性難題：各盡所能為誰盡？按勞
分配誰分配？按需分配何為需？ 

11. 

12.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所有
的人都受歷史的侷限，但革命
領袖是超人，他們的主張是普
遍的、永不過時的真理。 

1 
真理難題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真理必須堅持實行，馬克思主義
永遠常在，真理不能停滯不變，
馬克思主義必須常常發展。 

2 
真理難題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無產階級才
能學，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領袖
導師才擁有。 

3 

真理難題 

三、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的人論困境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四、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實踐中的破產 

1.階級鬥爭，暴力革命 

將人心中的惡毒、殘忍發揮到極致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四、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實踐中的破產 

2.財產公有，計畫經濟 

無視人的罪性及有限性，
生產力遭極大破壞 



伍、人作神--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四、無神論--帶給馬克思主義實踐中的破產 

3.權力崇拜，極權專制 

唯我獨尊，權力腐敗，自我摧毀 



陸、總結教訓--基督徒的信仰文化使命 

投入這項課題，可使教會和信
徒得到三方面益處 

加深理解神道的真理，清理原
有認知上的盲點，使靈命的成
長更加扎實。 1 



陸、總結教訓--基督徒的信仰文化使命 

投入這項課題，可使教會和信
徒得到三方面益處 

裝備信徒更好地向國內受無神
教育，寄望或失望於當前局勢
的朋友傳福音。 2 



陸、總結教訓--基督徒的信仰文化使命 

投入這項課題，可使教會和信
徒得到三方面益處 

反省教會與信徒在歷史上及當
代，在社會責任上的虧欠； 
增強信仰抗衡世界的意識， 
堅定更新文化的心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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