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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庄子代表作“逍遥游“和耶稣的教义做为主要分析内容，试图找出基督教与道教基本教义

上的共同点和差异。将下列三点进行分析探讨 1）认为基督教”跟道教最大的差异是基督教强调的

是“有所待“的人生：强调人凭借神得到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而庄子的道教追求一个”无所待“的精

神境界。2）两者虽然对“道”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对”道“与“天人合一”的阐述有很多不谋而合之

处 3）道家对事物的看法持“相对论“，强调应该避免过分坚持自己主观的成见，要敞开心胸从不同

的观点看事物，基督教也是鼓励别人在判断别人的是非对错之前先审查自己，但是坚持耶稣就是

唯一通往永恒生命，真理的道路,圣经包含人生一切真理。关键词：道教  基督教   庄子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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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的背景 

  庄子是一个是思想家及哲学家。出生时间和耶稣相隔两三百年而已。庄子（约公元前

369－约前 286）出生于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人，处于政治混乱，民不聊生，路有冻骨的时

代，他出生于没落贵族家族，生平只做过一名职位低下的漆园吏，相当于现代公园管理员

的职位，传说曾拒绝当楚国丞相的高官，不屑名利权势的追求，宁愿过着靠卖草鞋为生。

庄子学识渊博，也曾到各国游历过，但不像孔子，对投靠任何君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

点都不感兴趣，反而一生劝导世人摒弃黑暗龌龊的政治世界，不要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追求，

要淡泊名利，宁静以至远，不为社会成规的礼仪道德和世俗的价值观所羁绊，鼓励人们追

求精神上绝对的自由的理想人生境界。他的思想不同凡俗，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行为

上特立独行，不时引旁人异样的眼光。他留给世人的文章充满智慧，哲理，具有天马行空、

神奇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陈述自己心中的理论 1。他虽然一

生隐默无闻，但因著述甚丰，成为继承及发扬“道学”思想的首要人物，他在中国的哲学史

及文学史具有极其深远影响，老、庄与孔、孟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精神的源头，

正如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被视为西方文明精神的源头。 

 庄子死两、三百年后，中东出现了一位为世人所尊崇、多人见证他为人类的救世主，

耶稣。「耶稣」这名字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他被取名为耶稣，因圣经记

载说「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马太 福音 1:21）。他享年只有三十六岁，

在新约圣经里的四大福音—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很多有关他

                                                           
1
于新鑫，《浅析庄子，<逍遥游>的修辞艺术》，《魅力中国》， 2010 年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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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生平事迹和言语。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圣经里记载他是母亲玛利亚由圣灵怀孕降生

的和他在世所行的神迹。圣经记载了他跟门徒和世人所说的话，他被人迫害，嘲弄，钉死

十字架的过程，以及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事迹。耶稣给世人所留下的言语充满人生的真

理，教人们如何处世，如何得到永生，很多他的跟随者将他所说的话当成永生之道。信仰

他是拯救他们灵魂的救世主。他的教义对西方整个社会文明影响非常大。 

 庄子和耶稣在世人的心中占有不同地位，庄子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如何跟一个为

很多信徒尊崇为救世主的耶稣（神的儿子—被认为是“具有与天父同等的地位“）相提并论

呢？本文的主旨当然不在于比较他们在一般信徒心中的地位，而主要借由比较他们教义，

来探索一下影响中国文明的道教和影响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基本上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基

本的差异？庄子的著作“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一般被视为他的代表作，是他思想的核心

所在。所以本文将以他的这篇代表作和新约四大福音记载的耶稣的言语为最主要分析内容，

主旨在于找出基督教与道教基本教义上的共同点和差异。分别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探讨

1）”有所待“的人生相对于”无所待“的人生 2）”道“与“天人合一”的阐述 3）“绝对的标准”相

对于“相对的标准”。 

 

“有所待”的人生相对于“无所待”的人生 

 郭象解释庄子“逍遥游”，指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有待”与“无待“2，代表着两种不同

的人生境界3。”待“自此表示“有所凭借，有所依赖“的意思。那么借用这样的定义，我们可

                                                           
2
 史向前，《逍遥游篇旨及其鹏、鴳对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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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道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强调“无待的生命”，一个强调“有待的生命”当作人

生最高的理想和目的。简而言之，道教强调人生所追求的最终极的理想境地就是精神上完

全绝对的独立、自主，而基督教却恰恰刚好相反，认为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基于人们追求

完全独立自主的精神（其实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也是由于他们违背神的旨意，想挣脱

天父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一心一意想过独立自主生活的后果），强调人必须回到神那边，

仰赖神而活，一切为神而活。表面看来，这一点是道教与基督教最基本的不同处，不过我

们再仔细推敲庄子所求的无待生活是什么，和如何得到无待的理想精神生活就不难发现他

所追求的“无待“的逍遥世界的途径也不尽然完全与基督教的教义背道而驰。 

 《逍 遥游》是《庄 子》的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庄子 的自由思想，揭示 出庄子心 

中的 自由是无 所待的人生境界。庄子 的这 种 自由观产生与其所 处的动荡不安，流离失

所的时代及艰苦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相连的关系4。庄子认为人生理想的境地是追求精神上

的大解放，其实这是他在乱世中悟出如何安顿自己的一个处世人生哲学：如何在这样的环

境里获取人生精神上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由境地？“逍遥游“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就是他的人生

最高的理想，一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态度和信念“为逍遥游的基本主旨，”逍遥“一

词自从郭象以来大多被解释为 “闲放不拘， 怡适自得， 优游自在， 无挂无碍” 的精神解

放和精神自由 ，能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及自身形骸上的限制和精神上的羁绊。今人基本上

也承继这种说法，如今人陈鼓应 《庄子今译今注》说： “ 《逍遥游篇》 ，”主旨是说一个

                                                                                                                                                                                           
3
于兆军，《不识庐山真面目,更缘身在彼山中——，<逍遥游>中鹏的意象误读及其原因析》，《名作欣赏：

学术版》，2011 年第九期。 

4
周平,  试述《庄子·逍遥游》的主 旨及产 生缘 由,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总第 

5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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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当透破功、 名、 利、 禄、 权、 势、 尊、 位的束缚， 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 

无挂无碍的境地。“5 “所谓‘无待‘ 就是要去除来自人生的三大方面即他人、 自身、 自然力

的束缚, 达到一种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状态“6。  

 在《逍遥游》里，人的生活境界有大小之分吗？学者在这里有不同的看法7：有的

认为庄子认同大鹏的境界，否定斥鴳、 蜩鸠小鸟的狭隘生活境界，有的采用郭象的解释，

认为庄子虽然把鹏鸟的飞翔描写的雄伟壮观，但是他认为鹏鸟和小鸟谁也不要讥笑或羡慕

谁，只要各自顺其自然天性，发挥所长即便能活出自己的天地来。但也有人认为庄子不但

否定了划地自限的斥鴳、 蜩鸠小鸟的短小视野，狭隘的人生观，连有远大壮志雄伟风姿

的鹏鸟也成为未臻完善的否定形象。在他看来，大鹏鸟南飞，虽然能“水击三千里，摶扶

摇而上者九万里“，比起翱翔蓬篙之间的小麻雀的视野辽阔许多，但是终究未能达到”无所

待“的境界。 因为他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

翼也无力。” 意思是说你看大鹏鸟在九万里高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但是它也得靠足够的

风力，才有力量承负“若垂天之云“的翅膀。我认为最后的解释符合他后面描写的。从“北冥

有鱼”开始，到“此大小之辩也」为止，属于引论部分。借鲲鵬和蜩鸠的对比，來说明大小

的分別。 

                                                           
5
 杨柳，论<庄子·逍遥游>的主旨》，《中国道教》， 2006 年 04 期。 

6卿柳英， 《论庄子之“游”》，《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四期。 

 
7
于兆军，《不识庐山真面目,更缘身在彼山中——，<逍遥游>中鹏的意象误读及其原因析》，《名作欣赏：

学术版》，2011 年第九期。 

刘献春，逍遥游的主旨，高等函授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第 18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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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在《逍遥游》里用奇特的想象，拟人的手法，及递进的说理方式层层推进，从

描绘有待的人物形象，最后用寓言将心中最向往的理想人格形象刻画出来，展现出什么样

人格活得最逍遥最自在—也就是达到“无待”的生活境界。第二部分，从「故夫知效一官」

起，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止，提出四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层次。 

 庄子在讲完大鹏的寓言之后，紧接着提到人生的四个不同的层次： 

 人生的第一个层次是「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

也，亦若此矣。」就是一 个人他的知识可以尽一官的官职，他的行谊可以得到一乡人的

肯定，他的德行可以得到一国之君的赏识，可以得到一国的人的相信。使自己的行为处处

合於道德礼仪的规范，符合社会角色典范的要求，並以此做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将自己生

命存在的意义都放在社会的需求上。这种人虽然博取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以及世人的认可，

但是问题在於这种人内在价值是建立在世俗的评价和社会价值标准上，把功名利禄当作人

生的最终目的，一生被其所拘束而不得自由，如同庄子在其他篇中所描述的笼中鸟一般，

虽然每天饱食三餐，却丧失了难能可贵的自由—丧失了可以让自己自由伸展的空间。 

 第二个层次則是宋荣子为代表人物。”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

然，犹有未树也。“宋荣子轻笑那些汲汲于功名富贵的追求，对于世人的称誉或非难皆能

无动于衷，不会因别人的褒贬影响自己的情绪、行为或做事原则。因为世俗一切，他早就

不看在眼里。可是，宋荣子虽然做到了无功无名，超乎社会价值标准，但是心中还是存在

强烈的主观意识，还是无法超越以自我为本位的人生态度，尽管能”内不化“（内在不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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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因素受到任何影响），但是还是无法做到”无己”的人生境界，把自己与别人分得一

清二楚，且有个人强烈的荣辱好恶的主观成见，因此庄子才会说宋荣子「犹有未树也」。

 第三层次的人是列子。「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

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列子为道家三大人物之一，他不受社会

所束缚和限制，不求功名利禄，将自己完全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也能不受形体的限制。

不过，虽然能如仙人般御风而行，但他绝非别人想象中那样来去自如，列子御风而行, 没

有风也就失去凭借；得有待于风，才能翱翔于空中，在庄子眼中，他还尚未达到人生最高

境界—第四层次的人生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

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第四层次的人生境界就是“ 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辨, 以游无穷”，其本意是“ 强

调顺应自然。 简而言之, 就是不依赖他力, 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 随天地变化而变化, 游心

于无穷之境, 无所依赖因而畅通无碍。因此所谓‘无待‘ 就是要去除来自人生的三大方面即

他人、 自身、 自然力的束缚, 达到一种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状态。” 8也就是说，要达到

人生最高境界就要摆脱一切人为的羁绊甚或外在自然力的束缚，达到“与天地同生,与万物

合而为一”的超然境地，这样人就能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这与列子的境界相比又更

高了一 层。列子是乘风而游，但是到达第四层次的人已经是融合於自然之中，摆脫了內

外之分的观念。到了这境界，可以与道合而为一，遨遊於无穷无尽的宇宙天地，不受时空

的限制，达到无所待的境界了。 

                                                           
8
卿柳英， 《论庄子之“游”》，《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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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提出这四种层次的境界，让世人认识自己的定位，他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说穿了

就是“对自我一层层的超越”—从“无功”到“无名”到“无己”，这是与道融合为一的前提，再庄

子后来的篇章提到要做这样的人生境界--”外物”（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齐物”（不分彼此，

对天下万物同等对待）“外化内不化”（如于丹“百家讲坛”上所讲解的“顺应外在的变化，但

能内心能有所坚持”）--得透过“心斋” “坐忘” 等层层内在的精神超越和道德修养才能做到。”

坐忘其实就是《齐物论》中所讲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 

 耶稣其实也要我们不要只贪图个人的私利，追求世上短暂的名和利。他提醒世人，

“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卻失去自己或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

音 16：26）。耶稣和庄子一样，有不同于世俗的追求.；为了名啊,利啊,权力,财富,而庸庸

碌碌盲目的追求,在耶稣和庄子的眼里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耶稣和庄子都把生命的价值放

在不同于世俗追求的人生目的上。耶稣提醒人们不要追求短暂的东西,应该关心的是将来

是否得”永生”， 而庄子认为人生的理想是能达到精神上”无所待”--真正逍遥自在的内心世

界。 耶稣个人在接受魔鬼诱惑的时候，对于世界的荣华富贵，地位和权势的诱惑无动于

衷，一心一意仰赖天父，靠信心和“道”（神的话语）战胜魔鬼的诱惑。他说，”一个人不能

事奉两个主，“（如一边事奉神，一边做金钱、名或利的奴隶），因为你会“不是恶这个爱

那个，就是轻视那个 “（马太福音 6:24）。所以他又说：有钱人要进天堂比骆驼要穿针还

要困难。（马太福音 19：24）。如果任何人要进天堂的话，首先要摒弃他对外在名利财

富的追求，舍弃个人自私自利的追求，专心跟随神、事奉主，为他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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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得永生之道，要得永生，就得借由他得到脱离罪恶捆绑

的自由，重归与神和好的亲密的关系。首先“各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

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使徒行传 2:38）。 只要心中信他,口里承认他是主，借由圣

灵的带领和感动,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世主。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和得

到永生之道唯有依靠“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才能得到的（约翰福音 1：29）。

基督教强调的是一个“有待的人生“，—个人必须应靠耶稣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人不能把

自己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必须仰赖神的力量才能从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所以耶稣所强调的自由，是脱离罪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依靠万能的主来完成的。”除他

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

12)。他的自由观跟庄子的“无待“人生观是有所区别的。人的”自由“是凭借神钉死十字架为

我们赎罪得来的。而且他所强调的自由是不一样的自由：”你们当悔改归正，是你们的罪

的以涂抹，那安舒的日子久必从主面前来到“ （使徒行传 3：19） 

 耶稣所应许的不光是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他还应许精神上的自由和不受外物羁绊

的心，他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

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

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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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 6：25-

34）。 

他告诉世人把一切的忧虑和重担交卸给他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

太福音 11:28-30) 。 

 虽然基督教不同于道家“无所待”的人生目标，追求一个“有所待“的人生，强调凭借

神的救赎来获取脱离罪恶的自由，得到永恒的生命价值（灵魂的拯救），同时强调依靠神

来获取精神上的自由和不受外物羁绊的心，但是两者皆强调不要跟从世俗的价值观，不要

以现世的道德标准为标准，生命有比外在的名利财富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值得去追求实

现的。 

对“ 道“和“天人合一”的阐释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虽然表面上道家追求完全绝对的自由，与基督教截然

不同，但是两者皆强调道的无所不在的，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在老子的著作里曾指出道早

在天地还未成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是万物的来源。老子也指出道的特性是自有永存

的,而且运行不止(“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肯定了道的永恒性与普遍性。庄子继承

道家对道的阐述，在《大宗师》篇中说：“道，有真实有验证，无作为无形迹，可以心传

而不可口授，可以体悟而不可看见；自己为本， 自己为根，在没有天地之前，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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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造就了鬼神，造就了上帝，产生了天，产生了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以为高，在

六合之下而不以为深，先天地存在而 不以为久，比上古年长而不以为老。”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开宗明义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庄子继

承老子道德经的学说，在道德经里，“道“也和基督教的道,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凡事都

皆由”道“孕育而生。它也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特性，道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神對摩

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聖經又說：”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

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 

4:11）基督是創造者。”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約 

1:3）”所以我們要敬拜”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徒 17:24）。只是在

基督教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 1：

14）。道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宇宙万物的神。不过，在《知北游》篇中，庄子描述“道

在何处？”他把道几乎和被造物画成等号，这是基督教不敢苟同的看法： 

  东郭子请教庄子说：“你所谓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一定要说个地方才可以。”庄子：“在蝼蚁中。”东郭子：“为什么

如此卑微呢？” 庄子：“在杂草中。”东郭子：“为什么更加卑微呢？”庄子：

“在瓦块中。”东郭子：“为什么越说越过分呢？” 庄子说：“在屎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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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基督教虽然在某些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是承认“道”永有自有的，是创造宇

宙万物的根本，是无所不能，不受时空限制的。  

 两者也强调“天人合一”。庄子在逍遥游里强调人要追求无功、无名、无己的至人，

神人，和圣人的完美理想人格，无非就是要达到与道融合在一起，纯然忘我自由自在的逍

遥境界--“与天地同生,与万物合而为一”，一切返璞归真，远离人世间纷纷扰扰的冲突，对

立，与矛盾，享受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刘妍雪指出，”超越自我的天人合一的 

精神境界便是庄子逍遥游的最高境界。9  

 其实基督也强调舍己，与主同在。“耶稣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39）。基督教要是人把自己腾空出去，

接受他成为生命的主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 3：30）。还有耶稣用葡萄树

和枝子来形容我们与创造主应该有的依存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敌对关系。我们生命唯有和

他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归宿，才能结出圆满的人生。“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 （约翰福音 15：5）。庄子也强调这种与万物本源的道相交融的密切关系，最好密切到

深入其中而不知人就在这“道”中如鱼在水中而不知水的存在一样。道教强调“无己” 和基督

教的”舍己“有不谋而合之处。两者皆强调顺应天道（基督教说是服从“神的旨意”），与主

宰万物的道合而为一。 

 

“绝对的标准” 相对于”相对的标准” 

                                                           
9刘妍雪， 庄子与摇椅--浅解《 逍遥游》，西 安 社 会 科 学，2012，第３ １卷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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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和基督教另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道教强调人对事物看法的相对论，基督教强调

真理的绝对论。庄子在逍遥伦理，提出他 “无用之有用论” 的观点。他的朋友惠子因为受

到自己的主观成见，一心只认为葫芦只能拿来当盛水之用，当他的大葫芦一装起水来就不

堪负荷破掉了，就认为大而无当要把所有辛苦栽种得来的大葫芦都给扔了。庄子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用它们拿来盛水呢？“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庄子运用这个寓

言和另外有关“大树”的寓言提醒世人： “不但要了脱身心的拘累， 更要脱却世俗之功用价

值， 不拘己才， 以无用大用， 而无为自在。10” 

 例外庄子说了一个有趣的寓言阐明了为什么他认为人不要主观意识太强，不要坚持

自己的片面看法总是对的。 他说北方的宋国有一个商人到南方的越国贩卖帽子，但是也

不考虑越国的人不蓄头发满身刺着花纹，用不着戴帽子，硬是要把自己认为好用的东西卖

给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也有很多人以自己文化的价值观来观看所有世界的一切,认为

别人跟我们的世界观和想法都是一样的。庄子要我们提高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用更开阔的胸襟看世界。庄子后来在《内篇齐物论》中也作过生动的比喻： 人睡在潮湿

的地方会感到腰痛麻木， 泥鳅是这样吗？人爬上高树会感到惶恐，而猴猿却相反，…西

施是世间的美人，但鱼、鸟 不见得觉得西施漂亮。庄子用这些寓言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们不要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自己的想法，观念，判断总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要知道有时后每个人的看法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经验，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而有所不

同。 

                                                           
10
刘妍雪， 《庄子与摇椅--浅解< 逍遥游>》，西 安 社 会 科 学，2012，第３ １卷第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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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也常常叫人反思不要随便就乱下定论，在“馬太福音第七章 3－5 節，他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

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还有一次有很多人想要拿石头打死一个

行淫的女人，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

福音 8：7)。其实耶稣也教我们不要片面的自以为什么都是，别人什么都不对，换个角度

和观点来看，或许我们就会比较豁达一点，宽容别人一点。 

 不过话又说回来，基督教很重要一个教义就是秉持圣经（神默示的话）是真理的权

威，是至高无上的，有不容取代的地位。全部圣经都是出于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默许

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

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6）。因为圣经里的话都是神默许的，所以 “天地都废去，[神]

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马太福音 5： 18）。圣经启示录一书也记载说圣经上所写

的，人不可任意加添或删减（启示录 22：18-19）。耶稣自己曾清清楚楚告诉世人，在这

人世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基督教强调真正的真理准则必须以全本圣经为标准依据。这一点与道

教的相对论成了很明显的差异。 

结论 

 本文以庄子代表作“逍遥游“和耶稣的教义做为主要分析内容，找出基督教与道教基

本教义上的共同点和差异。将下列三点进行分析探讨 1）认为基督教”跟道教最大的差异

是基督教强调的是“有所待“的人生：强调人凭借神得到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而庄子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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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则追求一个”无所待“、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2）两者虽然对“道”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

对”道“与“天人合一”的阐述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3）道家对事物的看法持有“相对论“的看法，

强调应该避免过分坚持自己主观的成见，要敞开心胸从不同的观点看事物，基督教也是鼓

励别人在判断别人的是非对错之前先审查自己，但是坚持耶稣就是唯一通往永恒生命，真

理的道路，也认为圣经包含人生一切真理。 

 笔者虽然从小生长在中国文化社会的环境下，深受中国文化儒释道的潜移默化，后

来对基督教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后，皈依基督教的信仰。读了庄子以后，让我深深体会到，

虽然基督教和庄子传承发扬的道教有不可相容之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在坚持自己

信仰的同时，去试着了解与我们自己信仰不同的其他宗教哲学，从中汲取对自己受益无穷

的人生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去理解一个新的哲学或宗教，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观

点来看人间事物，庄子的学说帮助我们以更豁达的态度和胸襟对待自己和他人，让自己以

更开阔的态度对待人生，提醒我们不要一味追求一些外在世俗认为美好却无实质价值的东

西，而忽略了内在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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