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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關於從馬丁路德到當代大國學的對話
■ 黃保羅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本刊總編輯
要：二零一七年是馬丁路德宗教改

後現代文化尤其是里奧泰(Ly t a r d)所提出

革五百年，兩位學者從不同的地理空間，對目

的，不同文化各自存在，各有不同的語言

前涉及全球文化發展的方向問題進行了深入

遊戲，你有你的存在，我有我的存在，沒有

的探討。雙方在對話中注意到從歐洲到整個

共識也不用對話，變成一種完全虛無主義

西方都在把文化向左邊轉，可以說是一個後現

或相對主義的文明，但這種文明現在剩下

代文化的方向。但西方文明原本的基礎仍在起

的是只有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

著重大影響。北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

西方文化失去精神價值

摘

後現代文化尤其是里奧泰所提出的，不同文化各自存在，各有

不同的語言遊戲，你有你的存在，我有我的存在，沒有共識也不用

對話，變成一種完全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文明，但這種文明現在

剩下的是只有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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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燕城

義、虛無主義這些挑戰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
響的好東西在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百

當今西方 文化失去精神價值，也失

姓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平等觀念，大家都有責任

去共識，只有各種狂歡的街頭嘉年華會，

去關照弱勢群體，這個背後就有信仰的關係。

連示威也有嘉年華會味，例如同性戀大

雙方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經驗和啟示，對中

遊行，或各種爭取權益示威，大家可以自

國文化如何回應全球化和後現代化的挑戰，作

由地發怒咒罵，用自創的藝術表達不滿，

了有益的探討。

且以狂歡總結。這就是尼采講的戴奧尼

關鍵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後現代文
化，中國文化。

索士(Dionysus)精神，是一種酒神文化，沉
醉放縱，不同阿波羅代表的理性精神。西
方的理性文明現在已走到盡頭，變成一種

後現代的酒神狂歡文化
□：很高興又能同黃保羅教授對話。
黃教授你是在芬蘭，可以說是在歐洲的邊

Dionysus的酒神文化，大家在森林裏面狂
舞醉酒，放縱性慾，做什麼都可以，現在還
加上吸毒吸大麻，人權變成個人為所欲為
的自由。

４

陲文化地帶，但你又對歐洲主流思想有相

走 到極端，人的一些較高美善價值

當的關注，因為那也是一個包括馬丁路

就會被摧毀。西方走到盡頭，遲早就會出

德在內的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源地。我住在

現人跟狗結婚的事，因為那是人權，只要

北美，也看到整個西方文化的變化，從歐

不傷害他人，什麼都可以幹。但當人權保

洲到整個西方，我們可以說經過二十多年

障人為所欲為的自由時，就變成限制了人

的時間，西方把文化轉向左翼自由主義，

的思想言論自由，因為他人若不同意性放

是一個後現代文化的轉向。以我的理解，

縱，不同意吸毒，不同意同性戀，若公開發

來，這是一種狀況。但我們知道，歐洲恰恰是

「政治正確」所規限。

啟蒙運動起來後理性佔主流的地方，現代文明
許多是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上，這一點正是

於「政 治正 確」的 暴虐 操 控 時，特朗普

從歐洲發起並走向美洲和全世界。這種狀況

（Donald John Trump）故意政治不正確，

也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歐洲出現的問

就大受被壓迫者的歡迎，結果成功了，又英

題，究意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這個問題很矛

國脫歐本來被視為不理性不正確，也成功

盾，很可能說不清楚。

了。各方面都有一些奇怪的反動，那是西方

所以，我就想能否引進宗教改革的思想。

右翼政治對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反動。你

馬丁路德在談宗教改革時，他其實是放在人與

住在歐洲，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情態，有什

上帝是以誰為中心的，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

麼體會呢？

上帝為中心這對概念來談的。馬丁路德對人的

當代解放或現代思想所形成的
吊詭

理性有一個重要的強調，他一方面批判亞里士
多德搞理性是沒有前途的，甚至說他如果不是
披著一張人皮的話，我就以為他是一個畜牲，

■：我在歐洲所作的觀察，基本和你是

用這樣的說法來批判亞里士多德所影響的思

相似的。但我在反思這個問題時，可能涉及兩

想和經驗。但問題是另一面，馬丁路德本人又

對四個概念，一對是保守與所謂的解放／或

極重視人的理性，他的文章，他的講道，他改

現代，另一對是所謂的左派和右派。剛才你所

革的論綱，都是注重邏輯、注重證據、注重大

講的左派，和所謂的解放／現代合在一起，出

小前提的對比，是非常注重理性的。馬丁路德

現了人權等現象，包括言論自由，這是左派和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信仰之內的理性和信仰之

所謂改革派強調的，那麼，從今天發展的狀況

外的理性，比如說當人以信仰上帝為前提的時

看，如果你不同意同性戀，或者不同意男人可以

候，那麼人的理性在這個範圍／語境內就找到

進女廁所，那麼，你在今天歐洲的許多媒體上

了落身之地，這時理性就非常重要。所以馬丁

就不太敢說，你要說就會有人來圍剿你，給你

路德說理性是上帝賜予人類的一個重要禮物

戴不尊重人權的帽子，這就等於剝奪你的言論

和恩典。但是，他強調理性和批判亞里士多德

自由，甚至在宗教裏面也不能說。從這個角度

經驗學派的理性至上是不矛盾的。這是馬丁路

看，這次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是很有意

德的主要思想。本來強調理性可以達到一個好

思的一點，因為以前的民調都是特朗普輸。也

的結果，問題是，啟蒙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其

許很多選民都支持特朗普，但主流媒體都沒有

傳到中國的語境中時，或者在今天的歐洲主流

表達他們的聲音。當然，這是一種反彈，且不

中，是過分強調了人的理性作用，把上帝趕出去

說是好是壞，只能說是一種值得觀察和深思的

了。

現象。這種極左或極度自由與現代派的結合，

於是，無論是強調理性，還是感性，導致

導致的結果恰恰推翻了他們所追求的言論自由

了今天道德淪喪，家庭崩潰，人沒有安全感，這

－只給自己有說話的權力，而不給別人有說話

就要理解歐洲現在倒底是理性還是感性的，

的權力。我想，這可能是在歐洲要注意的一對

要放在背後的問題，即人是被上帝所造這樣一

概念。

個前提，造物主和被造者這兩個前提來理解。

另外一點，是感情和理性的矛盾，阿波羅

如果完全不要造物主，以人為自我中心，以人的
自大為頂點時，這時無論是講理性，還是講感
性，都會導致我們無法接受的結果。歐洲現在

５

感情與理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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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就 是 物 極 必 反，當 人 煩 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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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受到很大控制，人思想與講話就要被

現在歐洲是感性非常強烈，動不動就馬上吵起來罵起來，這是

是感性非常強烈，動不動就馬上吵起來罵起

一種狀況。但我們知道，歐洲恰恰是啟蒙運動起來後理性佔主流的

牢。如此就吊詭地變成不自由，思想言論

地方，現代文明許多是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上，這一點正是從歐

的理性主義，尼采的Dionysus酒神，現在歐洲
洲發起並走向美洲和全世界。

表批判，就被視為歧視，是違法的，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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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認為要跟從理性或教條的基督教神學就不能體會上
帝。他自己體會內在罪性罪念的問題時，發現原來單從讀聖經就
有出路，根本不是靠教條、苦行或種種天主教定下的規矩，而原
來是那麼簡單，因信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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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遇到這樣一個挑戰。二零一七年是馬丁路德

的 不 得了，幾 本 很 厚 的 書，如《神 學 總

宗教改革五百年，這個時候我們來反思這個問

論》（Summa Theologica），《反異端學》

題是很有意思的。我們可以借這個機會關注和

（Summa contra Gentiles）等，其寫法是

思考許多問題。

每一個命題提出來都是邏輯命題，然後提

靈性的與理性的

出很多反駁，逐個反駁回答了才進入下一
個命題。

□：這裏基本還是有一些基督教文化

這種系統神學一直到後來變成歐洲

中的吊詭性。這個吊詭性是一方面一個人

的經院學派的神學，難怪馬丁路德要把

信基督教，主要還是要體會上帝的來臨，

它批判，因為他認為要跟從理性或教條的

那是先從感性和感覺開始，在進入生命存

基督教神學就不能體會上帝。他自己體會

在深度的靈性震動，並不屬理性，而是靈

內在罪性罪念的問題時，發現原來單從讀

性的。另一方面，當你要客觀討論基督教

聖經就有出路，根本不是靠教條、苦行或

一些深層內容，需要從哲學與神學反省，

種種天主教定下的規矩，而原來是那麼簡

那就非常理性了。早期基督教開始，原本

單，因信稱義。信是什麼？就是心靈向上

是使徒們親眼看到耶穌復活，體會耶穌是

帝的開放與委身。所以他從心靈開放中重

上帝道成肉身，他們因這復活在生命中帶

新體會上帝，他要回到從靈性上體會上帝

來重生的內在改變，就把這復活信息傳出

的原本的基督教傳統。從馬丁路德到齊克

去，在希臘和羅馬世界傳揚，而希臘羅馬

果，想從基督教裏走出一個人與上帝溝通

文化主導思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

的道路，憑信心跳躍直接到上帝那裏。齊

都是從理性思維的，對基督教提出許多理

克果也是馬丁路德這一思想路線的，後來

性上的問題，所以那時基督教也變得用理

看為存在主義的始祖。

性來回答哲學的問題，這就產生了神學。
但是，太過理性的話，原初的屬靈經歷就
會被忽視，而那些追求靈性的，又會變成
退隱於世的社群，被視為神秘主義。

尼采酒神之路
另一方面，馬丁路德之後，啟蒙運動
是很理性，一直到尼采出來之後，發現理

６

當 中 世 紀 吸 收了希 臘 羅 馬 的 哲 學

性建立形而上學可能面臨崩潰，當新的科

系統，放到神學裏面，到多瑪士阿奎那，

學發展和新時代來臨，近代理性建立的整

他就建立了整套理性的神學系統，理性

套宇宙觀已經不能解釋那時科學所描述

高峰就是康德和黑格爾時代，之後就是尼

有了，就什麼都可以做了。當我們看到哲學

采出來，宣佈上帝已死，其實不是純信仰講

的世界變得什麼都可以做了的時候，整個

的上帝，而是理性形而上學的上帝，回歸感

文化的情調也就變得隨意放縱。後工業的

性／感覺的，或人生存在的進路。尼采以

信息網絡時代，如今出現了千億美元的色

詩人的表達超越理性形而上學的架構，所

情業，特別是互聯網，色情侵蝕到每個家

以尼采就區分阿波羅和酒神的不同進路，

庭。美國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調查結

以酒神之路區別了阿波羅代表的亞里士

果：色情網站佔全球網站整體數量的百分

多德的理性進路。尼采的無神論終必帶來

之十二；每秒鐘有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八人在

真理的否定，如果沒有上帝，單憑人具體存

觀看色情網站；差不多有四千萬美國人有

在的感覺和感性，就變成一切都可按主觀

流覽色情網站的習慣，現在的小孩從十一

決定而亂來的世界。尼采就提出「虛無主

歲已開始看色情網站。這就是以情慾取代

義」這個名詞，他的虛無主義是戰鬥性的，

人崇高價值的追求，後現代文化把人的終

推翻原有的很多理論建構，無論從神學

極價值摧毀，而且還覺得不夠，要繼續摧

到哲學，到當前文化或政治的建構全都推

毀下去，並且變成一種精英的觀點，成為

翻。

當今西方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這種
這一切全推翻，就變成只有虛無。虛

西方精英的自由主義文化後面是酒神的放

無主義這個詞原本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提出

縱，本是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至今已經

來的，批判那些激烈派的東西，但後來尼

進入一個病入膏肓的地步。

到二十世紀我們就進入尼采所講的那個世
界。當一切都可虛無化的時候，最高峰就
是酒神文化取代一切。

解構與放縱文化

西方主義碰到伊斯蘭的抗拒
這 裏 有 趣 的 是，西 方 列 強 一 向
認 為 自己 是 文 明 的 代 表，以 西 方 主 義
（Occidentalism）是最先進的，其它文化
都是野蠻和落後的，要由西方來取代。當

後現代文化來臨，實在是尼采那個繼

西方文化推動西方價值時，其內涵還是有

承，變成摧毀一切，解構一切的精神。而

其優秀價值如理性、科學和民主的成份，

很奇怪，德理達是猶太人，他提出解構的

但到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文化，這些優秀

時候，其原本精神卻是來自舊約聖經的那

精神都被自己所解構和摧毀，它還維持的

種猶太人精神，就是要憑信心到上帝那裏

是帝國主義霸權沒有改變，至今的「新帝

去，如亞伯拉罕的獻祭，顯然不是從理性

國主義」，還要繼續操控世界，利用資本

到上帝那兒去的，反而是解構理性才能憑

邏輯取代土地原則，以經濟來侵略弱勢

信心進達於上帝。但是，德理達又不信上

國家。結果把這種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文

帝的存在，所以就形成一種沒有上帝的純

化推廣到全世界，這才是最可怕的。有些

解構。

末日神學理論認為，聖經所講的末日來臨
前，將有敵基督出現，敵基督原本是指基

告》，指出德理達的猶太哲學背景，猶太

督的內涵，被扭曲為敵基督的，但表面又

思想摧毀一切理論後，是上帝的呈現。但

扮成是基督的，那麼我認為西方文化中的

德理達在解構之後卻是終極虛無，故他實

虛無主義現在最可代表「敵基督」了，因為

在有一種悲哀的情調，找不到任何可安身

西方精神原本是綜合了希臘羅馬的現代

立命的價值。連語言架構也解構了，那麼

基督教文明，但如今把一切原是優秀的精

７

有一本 書名叫《德理達的眼淚與禱

連語言架構也解構了，那麼剩下來就什麼都沒有。問題是，什麼
都沒有了，就什麼都可以做了。當我們看到哲學的世界變得什麼都可
以做了的時候，整個文化的情調也就變得隨意放縱。

采把虛無主義變成一種激烈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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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來就什麼都沒有。問題是，什麼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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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機械宇宙。西方的形而上學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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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價值都摧毀，然而表面上仍是基督教國

路德的信仰之內的理性和信仰之外的理性

家。

去分析，當這邊人所標榜的學者們或神學
伊斯蘭教為什麼要反西方文化呢，主

家們，標榜理性為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哪

要還是伊斯蘭教還在堅持他們認為是對

怕來思考神學的問題，他標榜的結論也是

的東西，這些本來也是人類文明的東西，

有問題的。這是一個方面。
□：而且也把聖經很多真理按現代和

肯定，反對性放縱等，而西方卻一定要伊
斯蘭教跟從他們的民主虛無主義的時候，

後現代的標準也進行了修改）。
■：這就是扭曲。我覺得在歐洲現在一個

部分穆斯林就會反彈成恐怖主義。我跟伊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他們對聖經的態度。馬丁路

斯蘭教徒說，外國人都認為你們看不起女

德宗教改革的重要思想就是唯讀聖經，但現

人，所以要用面紗罩著，但他們說這才是

在歐洲大部分教會（我講的是主流教會），從

文明啊，我們保護女人，把她身體罩著，難

理論上（查他們的教義）上還是The Bible is

道要像西方把女人衣服脫去才算文明嗎？

Word of God，但在實踐上還是The Bible is

這個才是真正的野蠻啊。當他們最寶貴的

Word about God，認為是聖經是關於上帝的

傳統價值被西方威脅，又被比其強大的經

話語，而不是上帝的話語，存在這樣一個理論

濟及軍事侵略所欺侮，他們就產生義和團

和實踐的矛盾。我想大部分牧師也許沒有認真

式的反抗和暴力，形成恐怖主義。

讀聖經，認為只是人記錄的關於上帝的話語。

理性帶來的扭曲

在聖經觀被丟失的前提下，人無論是用理性還

■：我們還是要回到剛才提到的狀況，你
拋棄了上帝作為一個絕對者，以人自己標榜的理性，實際上是

以感性的方法表達出來的。看看那些示威的男男女女，態度其實都是

非常感性的，感情非常強烈，卻以理性自稱，成為一個主流的正確話

語，不這麼說就要追殺和圍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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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理性的尊重，家庭的重視，道德的

分析基督教神學裏兩個理性和感性的傳統，在

是用感性，導致的結果，這個agent都是人吧，
都是相對的，虛無的，不能最後拯救人。這是
從歐洲教會和教義來談的問題。

希臘文化傳統中，基督教為了面對和適應這個

第二個問題，是人的感性問題。在歐洲我

語境，發展出了理性神學和系統神學這一套，

認為感性也要分兩部分看，一部分是教會內

但另一塊呢，每個人的真實感受卻又確實需要

部的人，一部分是教會外部的人，也即信徒和

感性地與上帝交通的體驗，我覺得這是基督教

非信徒，而教會內部的人由於剛才所講的受到

非常寶貴的兩個傳統。但理性和感性的傳統

牧師和神學家的教導，所以在談感性的問題時

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背後都有造物主上帝和被

也會有一個問題。很多人感到歐洲教會有些式

造者人。我在考慮，歐洲宗教改革正好是五百

微，活力正在減弱，原因就是人們跑到教堂裏

年了，而這個時候面臨的挑戰是，在歐美人們

感受到不到上帝，聽到的道雖然是正確的，但

往往把信上帝僅僅放在理論的層面，這主要

進不了人的心，大家經歷（experience）不了上

是主流媒體，不排除普通信眾，有很多所謂的

帝。另外一面教會外部，在主流媒體和所謂的

神學家們，他們所謂的信神，或基督教信仰，

自由主義者或所謂的改革派，他們談論感性的

都有很深的研究，但也只限於一些理論上的東

時候，往往是不考慮上帝的，導致在婚姻問題

西。

上，人權問題上，墮胎問題上，等等，就會遇到

□：他們不一定有體驗，而且還有神
學自由化的問題）。

矛盾，因為他們拋棄了上帝作為一個絕對者，
以人自己標榜的理性，實際上是以感性的方法

８

對，這種自由化也陷入到以理性為基

表達出來的。看看那些示威的男男女女，態度

礎的對上帝的思索(It is the reflection of

其實都是非常感性的，感情非常強烈，卻以理

God, according human’s reason）。在這種

性自稱，成為一個主流的正確話語，不這麼說

狀況下，就產生各種更自由派的東西。所

就要追殺和圍剿你。與這個相關，我回到歐洲

以，這種從理性推出的東西，我覺得要從

主流媒體的話題，有些學者大談包容，但這也

在法院，連初來的時間，往往有的要十年

產生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大規模接受難民，讓

以上，還要養他們。這種濫用愛也是一個

當地的歐洲人產了一種恐懼，沒有安全感，除

問題。
所以，愛是不是要同法律結合，避免

教和文化上的衝突問題。如果這些難民在歐洲

不公義的情況出現，這是一個要討論的問

沒有被安置好，不能很好地融入到當地社會，

題。從歐洲面臨的難民問題來看，應由公

他們就會感受到他們在歐洲是二等公民和三等

義的法律來處理，而不是誰都可以來，否

公民，對社會就會產生仇恨，這樣就會加劇矛

則，那些恐怖份子都是受了訓練的，不要

盾。這在歐洲都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說幾百個，就是幾十個混在難民中，問題

公義的吊詭

也很大的。這是一種異質文化的進來，伊
斯蘭教歷史上是歐洲的敵人，現在心態也

□：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和神學的自

是以歐洲為敵人，特別是那些激烈的伊斯

由化都已經到了失去原本生命的地步，包

蘭教恐怖份子，把大批的人引進來，發生

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都如此，反而最成

恐襲時誰負責？而且穆斯林在歐洲人數越

功的教會是靈恩派，他們重視感受，是神

來越多，歐洲文化有可能漸被伊斯蘭化，

聖的感受，所以靈恩派是發展最快的基

以後在政治上投票也會影響政治生態。這

督教會。還有一些基督教也在起來，回到

就面臨一個問題，以愛接受這種異質文化

與上帝溝通的世界裏。至於面對難民的問

的來到，愛護他們沒有不對，但須要對原

題，由於自由化到了一切什麼都可以的地

本公民公平，且要引導他們瞭解歐洲文化

步，他們把「愛」作為一個很隨便的名詞。

的價值，有所尊重。

從原本基督教文化來說，愛是無條件的，

愛、智慧及馬丁路德

但也有公義基礎，行公義和好憐憫是連在
一起的，但現在許多人的愛就有一種情慾

■：這裏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你觸及到

的愛，從電影和文學許多作品中都是這種

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講到愛，無論是理性

男女感性的愛。這還真不是基督教講得

的還是感性的，就存一個狀況，那麼什麼叫智

的無條件的愛，從這個角度上分析難民問

慧？我們要愛人，就要有智慧。按照聖經箴言，

題，無條件地而不經選擇地接受難民，就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會馬上面臨一個濫用愛心與人權問題，接

聰明，在今天歐洲或北美這種當權者和思想家

受以百萬計的不同種族、文化與生活方式

們，他們來談愛的時候，我們就要問，在上帝

的人進來，對原本的居民生活帶來衝擊與

之外人有沒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愛？我們相信人

困難，也對正規申請移民的人不公平，整

在量的方面，在程度上，是有各種各樣的愛的，

體就變成不公義了。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沒有上帝，是沒有可能找

我以加拿大為例，由於過去二戰前有

到真正的愛的。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理性的

一批猶太人坐船要來加拿大，加拿大不准

還是感性的，就是沒辦法真正處理難民的問

許入港，結果送回歐洲，其後全被德國殺

題。

□：這又回到馬丁路德，是把西方文

境一律接受。結果，現在世界各地的難民，

化帶回到基督精神，馬丁路德時代開始，

就混了不少黑社會份子，恐怖份子，包括

認為人一定要體會上帝純真的生命和純真

中國的貪官，都留了下來，等待審批時間

的愛，然後要超越性地保障愛而不是濫用

９

掉了。所以後來加拿大立了法律對難民入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了如何容納安置這些進入歐洲的難民，也有宗

專題對話

性和理性來說都是好的，可以展現愛，但現在

將聖經回到真正的聖經，從上帝的啟示瞭解上帝的本身。聖經

昌星，還要讓他上訴，三次在移民局，三次

作為一本啟示文本如何解釋，還是有底線的。隨意解釋聖經，滿足

克爾一下子接受了一百萬難民，這個從人的感

一種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要求，這是隨便亂來，這樣的神學家是

很長，一旦發現有問題，如中國的大貪賴
可怕的。

出現一個問題，例如目前歐洲的難民危機，默

文化中國

愛。

講 到這裏，我就想 到另一 個問題，

中國文化有一個關鍵是認為萬物都是彼此相關的，而且是他者

存在的，不是自我中心的，而西方後現代文化是一個自我中心的形

１０

態，由自我決定就可以了。在沒有上帝的時候，所謂「自我決定」

就是什麼都可以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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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自己在想，紀念馬丁路德五百

中國 文化 對終 極 真 理 維 持 一 個 奧 秘性

年時，主要的意義是要思考到底誰是絕對者？

（Myster y）的維度，老子稱之為「玄妙」，

馬丁路德認為是聖經，這樣雖然在聖經的解讀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從「無」的

上，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詮釋，但起碼要把聖

理念，打開終極真理是超過我們理性世

經當作上帝的話語，這是一個根基。還有一點，

界的。玄妙在此就可指奧秘，孔子也講過

上帝的問題，對於面對理性和感性的兩個面，

「天何言哉」，天作為終極本體，沒有講過

如何來解決？如果沒有上帝這個元素存在的

話的，只是在天地萬物的四時變化及百物

話，只談理性和感性，是解決不了這一問題的。

生表中彰顯，還有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

紀念馬丁路德五百年時可能這兩個元素都很重

之之神」，達至成聖本來就已經很高，但

要。

成聖的經歷仍未到最後，終極是到不可知
□：這要學孔子的「正名」，將上帝理

的神聖，「聖而不可知之」即是奧秘的領

念帶回到真正的上帝，將聖經回到真正的

域，那叫做「神」。「神」這個觀念在中國

聖經，從上帝的啟示瞭解上帝的本身。聖

哲學有特別的用法，如易經裏提到「知幾

經作為一本啟示文本如何解釋，還是有底

其神乎」，知道事物發展開端的機要就是

線的。隨意解釋聖經，滿足一種虛無主義

「幾」，真正知道這個「幾」的是「神」，神

或相對主義的要求，這是隨便亂來，這樣

就是宇宙奧妙的安排，所以神也就是具有

的神學家是可怕的。
■：也就是說，要還給上帝自己繼續做上

玄妙性的意思。但是到左傳，也很清楚地

帝的地位，也要還給人自己實事求事好好作人

「神」是有位格的，「聰明」就是指智慧的，

的機會。這個理論層面上的問題，可能是紀念

「正直」則指善良和道德的，而「壹」就是

馬丁路德五百年時要反省和思考的重大元素。

獨一的。

真理奧秘性的探討

講，神就是「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這裏的

從中國文化裏看，「神」具有奧秘性的
維度，也隱涵了位格與主宰之義，終極奧

□：上帝本身一定是超過我們，這裏

秘是有位格的。然後，如何在奧秘的最高

永遠是有一個奧秘性，沒有任何人可以代

或最偉大的層面，下落到現實的世界呢？

表上帝。就馬丁路德來說，為什麼要信，

中國文化有一個關鍵是認為萬物都是彼此

就是面對奧秘性（Myst er y）的問題。有關

相關的，而且是他者存在的，不是自我中

宇宙人生的真理，理性不能全都知道，人

心的，而西方後現代文化是一個自我中心

始終要面臨真理終極仍是Myst e r y，瞭解

的形態，由自我決定就可以了。在沒有上帝

奧秘性很重要，人不是無所不知的。知道

的時候，所謂「自我決定」就是什麼都可

自己有限，是智慧的開端，在面對上帝之
奧秘時，人只有開放自己的心靈才能去會

以幹。
■：你認為中國文化在這方面能對西方

面，那就是信心。信心（faith）是一種向終

有什麼啟發或參考意義嗎？是神秘主義的問題

極真理開放的心靈，而不是一般的相信

嗎？

(Believe)，Believe只是相信一套理論或觀

□：這不是傳統西方那種神秘主義，

點，而fa it h卻是心靈的開放，投身入終極

而是從人未知的領域打開奧秘性維度，

真理。開放是一種生命很高的境界，而不

奧秘性是有神學意義的，我們看天主教的

是接受一套思想教條。

卡爾拉納（Karl Rahner），他特別指出，人

中國哲學論玄妙與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

是不斷發問的，發問時是面對不可知的世
界去求知，這是對奧秘世界的追求，當人

認識的終極真理。相對於當今西方的後現

的真實狀態，但這裏有一個危險，有時靈恩派

代文化，人走向自我無限化，人以為自己什

到了極端，讓人無法得知這究竟是聖靈感動還

麼都知道，所以就沒有奧秘性，也沒有超

是心血來潮。但同時，我認為很明顯對大多數

越，變成平面、無知而又狂妄。

教會來說，應該是要有活力的，有時需要有一

從心靈空間與眾生感通

把火來燃燒，當然理論依據或理性依據的價
值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價值就是在教義的層
面作一個很好的鋪墊。理性的和系統的神學，

可知之之謂神，最關鍵的就是打開一個

如何和感性的理解體驗結合起來，可能是未

心靈的空間，這空間落到現實，就是開拓

來教會發展需要面臨的思考。

一個彼此相關的世界，關係世界中有他者
的存在，然後在關係中，要建立生命間的
感通，尊重與瞭解其他生命，包括眾生的

加爾文神學的問題及靈修的重
建

生存。感通性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

□：這裏我就想到馬丁路德在神學上

問題，也是來自易經的「感而遂通」，牟宗

的發展，我們如何可以振興一下，主要是

三、唐君毅和宋明理學都是用感通來解釋

感性和理性的配合。靈恩派的興起好像也

「仁」。儒家提到這個仁，關鍵是人性裏有

是一個感性比較重的過程，福音派也是

一個共同性，就是感受到他人的苦難和他

一個活力比較強大的基督教的教派，實在

人的需要，這樣才能為仁愛在人性中立一

是一定要回到經驗上帝的過程，這一點靈

個基礎。現在西方講的compassion，實際上

恩派和福音派是一樣的，而且是以肯定聖

只是一個隨意講的感覺，而不是有人性基

經為前提的。問題是，本來福音派興起是

礎的。西方最大的問題是摧毀了人性的共

很成功的，後來慢慢有點僵硬化，關鍵是

同性，中國文化在這方面或者可以提供給

福音派的神學加爾文學派的味道比較重。

西方參考。

當然，加爾文學派對聖經很肯定，而且系

當代中國與西方都已失奧秘性

統很嚴明，我們讀神學時都讀的是系統神
學或聖經神學，對真理的肯定是相當清楚
的。但是，太過加爾文學派化了，同樣的問

這兩個概念，我的理解基本是，這個東方文化

題就會出來，就是沒有經驗，因為一講上

應該是古代尤其是易經時代奧秘性的傳統，但

帝主權最高，而上帝的愛就講的少了，這樣

這一套東西實際上是與現代中國文化是不一樣

人對他人愛的經驗也越來越少，或者太過

的。今日中國大家是不敬鬼神的，根本就沒有

理論化和教條化。所以，後來福音派的強

奧秘性，完全陷入一種功利和慾望的狀況，這

大發展不如靈恩派，靈恩派則把福音派沒

種現代的中國文化應該同古代的中國文化區分

有經驗的聖靈經驗或者人與神的經驗體

開來。至於談到中國文化可以為西方文化提供

會來重新肯定，這個過程也就促成了靈恩

一種反思和補充的參考，我認為你這裏所說

派的興起。靈恩派本身沒有一套很明顯的

的西方文化應該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人的理性

神學，所以他們自己也在進行神學上的反

和人的感性來拋棄上帝這樣一個主流文化，

省，當然目前尚未有一個大系統的神學出

從這個角度看，我非常認同你的觀點。至於你

現。在這裏我反而覺得，基督教未來前途

剛才提到的教會中靈恩派發展，靈恩派的最大

的發展，一方面當然基督教在中國，另一方

特點是感性的，形而下的，對人有立即經驗到

面在西方，馬丁路德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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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才所提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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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文化提到玄妙、無名、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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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我個人認為聖靈感通或對神的經歷是人生

基督教未來前途的發展，馬丁路德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參考

帝，這是由奧秘幫助人心靈超越，追尋未

的。因為馬丁路德並沒有一種嚴明的系統神學，他有奧秘的特點，

的好處。但一般教會都對靈恩派持謹慎或有排
有成聖的過程，從稱義到成聖，還是有一個靈修的空間存在。

開始追尋知道奧秘，就是開始追求知道上

文化中國

參考的。因為馬丁路德並沒有一種嚴明的

聖經。

系統神學，他有奧秘的特點，有成聖的過

路德就是三個元素，第一，路德面對贖罪

程，從稱義到成聖，還是有一個靈修的空

卷，面對羅馬天主教的腐敗，歐洲各個民族的

間存在。

獨立，這是他的環境；第二，他的方法就是讀

路德寫了大量靈修的書，他的神學完全是有靈恩在裏面的，有感

性在裏面的，然後以聖經為根據的，然後作一理性的思索的。這是他

１２

的三個元素，我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可能還是要回到這三個問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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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我們當然可以參考天主教和

聖經；第三，然後再加上理性。一個是聖經，一

東正教下來的那種靈修的神學系統，現在

個是理性，一個是活生的語境（感性）。路德本

也在基督教中很流行。但問題是，在靈修

意從來沒有想要建立一個教會，從來沒有想從

神學方面，同靈恩派又不一樣，靈恩派是

羅馬天主教分裂出來，是教皇開除他的，他也

講方言跳舞唱歌等肢體語言，東正教是非

反對別人用他的名字來建路德派，他認為自己

常安靜什麼也不講，也算不同形式的靈修

是在同一個教會裏面，只是要重新回到聖經。

系統。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結合的。我認為

從這個角度上看，路德實際上繼承了芬蘭學

馬丁路德思想的最大特點是維持信心的

派，而芬蘭學派的一個重大貢獻是發現了馬丁

開放性，永遠不能代表神。神學講得厲害

路德對於托瑪斯阿奎德之前的教父們都做了

時就代表神了，好像念出一套系統神學，

一個很大的繼承。路德的思想不是單獨的，他

真理全在那裏了。維持信心的開放性，就

實際上是在整個大公教會裏，這實際上恰恰符

是永遠還在追求，永遠還有奧秘，在前面

合今天的語境的境況。這些情況卻是在加爾文

還永遠有一個對神的體會。這樣才能讓神

中，或者美國一些教會中看不透，他們認為路

學不斷地維持有新的活力，然後如果能結

德改革不徹底，恨不得把羅馬教皇燒死。這

合中華文化的大國學思想，以及我剛才提

樣，我們今天來回顧路德對於這樣一個語境

到的感通、恩情這些觀念，那就有可能讓

的重要影響在哪裏？路德寫了大量靈修的書，

一種神學的新活力在中國生出來。

他的神學完全是有靈恩在裏面的，有感性在裏

馬丁路德思想的發展

面的，然後以聖經為根據的，然後作一理性的

■：你有這樣想法，我很興奮，有一種知

思索的。這是他的三個元素，我想在二十一世
紀的今天，可能還是要回到這三個問題去。

己的感覺。福音派有很多特點，但現在也遇

如果談理論的只談理論，理論的神學家

到了危機，如你剛才所說，有一套很系統很清

高高在上，看不起草根基督徒，教會又看不起

楚的理論，可以對人的人生、人際關係和社會

知識份子，以為他們一天到晚搞理性，只說不

倫理所遇到的難題從聖經上得到答案，簡單

練，不是真的信徒，把這兩個分割。路德對我

明快，操作性和指導性很強，對解渴很管用，

們的重大啟發就是理性和感性的結合，再加

但容易陷入到自以為是、自以為代表上帝的境

上上帝，就這三個元素。具體表現形式就是處

地，這種理論是越能受到人的理性束縛。故讓

理兩種關係，一種是人和神的關係，可以靈恩，

人感到福音派存在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危險。

可以唱歌，也可以到沙漠靜默不語，以聖經為

這一點，馬丁路德本人和馬丁路德之後的路德

根據，有各種各樣的奧秘，可以各式各樣的發

派還是有差異的，路德去世之後有墨蘭頓派，

展。還有一種是人和人的關係（包括人和社會

還有真路德派，發展到現在全世界的信義宗。

的關係），基督徒不只處理和上帝的關係，而且

現在信義宗存在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同真路德

和上帝的關係還體現在你與他人的關係上，體

派一樣，像加爾文派一樣有絕對化的傾向，反

現在和周圍環境及社會的關係上。在這種情況

而墨蘭頓派對路德派是持一種寬鬆態度。路

下，我們不能把門關上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必須

德本人對上帝沒有抓住了就自以為上帝，路德

與人打交道，這就會有很多感性的東西。路德

本人是聖經學者，他是做聖經教授的，不是系

的這種思想，我想應該對今天的狀況，包括對

統神學，完全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然後依靠

芬蘭的教會，都具有重大的啟示。芬蘭的教會

觸不到老百姓的心。

性。你是做一個銀行投資家發大財，還是一個
老實本分的小護士，都是同等價值。路德特別
重視人的價值。我翻譯了路德幾百萬字的東
西，路德十分重視婦女和兒童的地位，一個婦

經，開始理性化了。我可以總結馬丁路德的

女在家裏照顧孩子，洗尿布，做飯，同一個做

兩點，第一是完全回到上帝，第二是完全

神父或主教的人，在上帝眼裏是同等價值。在

回到人生。人畢竟還是在人生當中而不只

五百年前有這樣的觀點，這是很現代的。路德

是在教條之中或權力系統之中。這樣他就

有一個天職觀，就是人不僅是在教會裏事奉上

產生了一個對歐洲變化的最重大內容。因

帝，在社會上工作或在家裏服事，都是事奉上

為沒有馬丁路德，歐洲不會有今天這麼大

帝。所以路德對經濟和職業的觀點，就影響了

的變化。

大多數人。在北歐不是強調成功神學，而是強

加爾文和路德的經濟和金錢觀

調工作的目的是什麼。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行善，
為了行上帝讓我們做的，所以在北歐特別強調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加爾文

平等，公義，照顧弱勢。這一點和美國相比，有

和路德關於經濟和金錢觀念的。關於加爾文，

一點相當於自由主義左派了。有人分析特朗普

我們的簡單理解，是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

這次為什麼能當選，就是因為特朗普有加爾文

和資本主義的精神，主要是反映以加爾文為代

的那種思想，人要自己來努力來創造，然後再

表的清教徒思想。這個理論基本就是，人一部

去照顧別人，而希拉莉則首先是福利和照顧

分是預定得救的，一部分是預定要滅亡的。但

別人等等，這一點反而和北歐差不多，但在美

如何看出誰預定得救呢？這就要看人的表現，

國搞不通，因為北歐是一個有強烈基督教背景

就是要辛勤地勞動，這樣上帝才能祝福你，能

下的社會福利，是基督教大背景下的平等。北

得到很多的財富，所以人在經濟上的發達和發

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義、虛無主義這

展，在俗世上的成功，好像成了人得救的一個

些挑戰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響的好東西在

表現。這就是所謂的成功神學。這就有一種危

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百姓有一種非常

險，容易發展成這樣一個話題，就是有本事你

強烈的平等觀念，大家都有責任去關照弱勢群

就好好去掙錢，好好去發展，但是清教徒過去

體。
這種觀念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媒體上，對

命地節約。其一，拼命地掙錢代表上帝給了你

美國大選看笑話，認為亂七八糟，而對歐洲又

財富，是一種恩賜，應該使用；其二，這個財富

看不起，認為北歐福利是養懶漢，懷疑北歐那

不是你的，而是上帝的，就要拼命地節約；其

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能不能維持下

三，要拼命地奉獻，要把錢用在上帝的國度，

去。這可能對北歐的不瞭解。事實上，北歐社

美國的那些國父們，還有哈佛大學等，他們都

會福利制度並沒有養懶漢，也許有個別移民鑽

是這種思想的。我用一種通俗化的理論，就是

這個空子，正常的大多數人，一般身體健康的

拼命地掙錢、要拼命地節約、拼命地奉獻，但

人都會心甘情願地努力工作並交稅，這個背後

現在美國變了，只是拼命地掙錢，但不一定是

就有信仰的關係。

拼命地節約、拼命地奉獻，我想這可能是加

□：看來這是一個有神論的社會主義

爾文傳統面臨的一個挑戰。但在歐洲不一樣，

而不是無神論或者虛無主義的社會主義，

特別是在北歐，北歐的五國包括芬蘭都是福利

是一種有宗教道德的社會主義，同時在政

國家，都是受馬丁路德的影響，而馬丁路德對

治上做一個好公民，兩個天國的理論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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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總結成拼命地掙錢，拼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靈恩派現在也開始注意聖經、解

北歐是一個有強烈基督教背景下的社會福利，是基督教大背景

馬丁路德回到上帝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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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衣有食當知足」，他特別強調適度性和適當

下的平等。北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義、虛無主義這些挑戰

一天到晚重複來重複去都是正確的教義，然後

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響的好東西在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

金錢的看法有一點和加爾文不一樣，就是「人
百姓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平等觀念。

目前也遇到這個挑戰，它也只是上升到理論，

文化中國

一。所以馬丁路德的思想也是形成政治上
穩定盡公民義務的思想，我們看到那邊很
少示威，沒有很多憤怒的人。

馬丁路德論政教關係
■：我今年在雲南民族大學發表的文章中
也談到這個問題，是路德論政教的關係，我認
為對中國語境來說是有參考意義的。北歐的社
會很和平，總統跑到大街上不像美國會有很多
是很好的，這基本上還是來自路德的政教思
想。
路德的思想基本是兩個理論，一個是兩
個國度的理論，一個是上帝的左右手。在漢語
語境中，我認為中國處理政教關係，應該如你
所說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按路
德的思想，人的靈魂，人的精神，都是屬於上
帝的，所以俗世的政權不是試圖去統治人的靈
魂，不要拿著刀和劍放在人的脖子上強迫人去
信仰，這樣只能逼出撒謊者，或者逼出殉道
對於信仰來說，身體是屬於俗世的，既然在某一個社會生活並

在某一個國度居住，就要遵紀守法。人做錯了事，犯了法，世界的

王就會拿刀和劍來砍你，不會因你是基督徒而不砍你。在中國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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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句話都要說，不能只說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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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鑣，暗殺和恐怖事件很少，政治制度可以說

者。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個不能
混淆。同時，對於信仰來說，你的身體是屬於
俗世的，你既然在某一個社會生活並在某一個
國度居住，你就要遵紀守法。人做錯了事，犯了
法，世界的王就會拿刀和劍來砍你，不會因你
是基督徒而不砍你。在中國的語境中，上帝的歸
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句話都要說，不能只
說一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宗教信徒在
處理教會和政府的關係的時候，要避免兩個極
端，一個是完全照政府說的去跳忠字舞，去唱
紅歌，這就完全看不出你是一個基督徒了，這
樣信徒不一定認同你，政府也看不起你，認為
你根本不像個基督徒了。這是一個極端，另一
個極端就是，只要政府提倡的就反對，把屬靈
的同政府管理對立起來。我想這裏主要的原因
就是上帝的左手和右手關係，教會和俗世的國
度這兩個關係，再有就是人的靈魂和肉體的關
係。從路德的思想來看，基督教能聽懂福音，
只要用溫柔的話一勸我們就悔改了，但這只指
「新我」，問題是我們還有一個「老我」，這個
「老我」還要受社會的檢驗，因為這個「老我」

還會與「新我」進行抗爭，而且會犯錯誤，基督
徒自身是不能超越這個的，我認為路德這個思
想是比較深刻的，因為這涉及了政府和教會的
關係，涉及了人的靈魂和肉體的關係，涉及了基
督教徒「老我」與「新我」的關係，有的人看不
清這種關係，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在紀念馬丁
路德五百年之際，如果我們把這些關係搞清
楚了，也許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看北歐的國家都
是天下最太平的，就是因為路德的思想所影響
的，既不會出現在納粹時期教會為虎作倀的情
況，也不會出現與政府完全對抗的現象。

□：這就是不即不離吧。
■：我用的詞是Distantion but not
s e p a ratio n。我很快就要去南京大學講學，
題目就是路德的悖論思想，他的悖論思想中
Distantion的意思就是上帝同人是不一樣的，
but not separation，但是沒有分離的。

□：不屬於世界，也不離開世界。
■：也就是出世或入世的問題。我們不屬
於這個世界，但仍然活在這個世界。

□：或者說是不離不雜，就是朱熹的
意思，雜就是混在一起的意思，天理和氣
是不離不雜的。另外，我想問一個問題，你
所主張的大國學，跟馬丁路德的神學有什
麼比較和啟發呢？

大國學
■：現在中國都在談國學復興，但有一點
令人擔憂的，就是有可能搞成老子天下第一，
從古代就能找到一切答案，孔夫子能搞定全部
一切。另外一點，我提出的大國學，是一首兩翼
四足一尾巴，一個頭是政府，主流思想；兩個
翅膀就是本土的和外來的；四條腿一是本土
化的儒家、道家、中國民間信仰等，二是外來變
成本土化的，如佛教，三是普世性的元素，世
俗主義、功利主義等，四是外來並正在本土化
的，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一尾則是各種各
樣的小元素。大國學概念的好處是把這些大大
小小的元素全包括在內了。不然的話，把這條
大龍中的一條腿切掉，那麼大國學的其它部分

L u t h e r 500 ye a r s a go. Two s c h ol a r s

「首」，不僅僅是中國人看到的皇帝和政府外，

w ill explore i n de pt h about t he topic

還有一個上帝。如果這個「首」沒有背後的上帝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different

的話，就會有一種危險感。這是路德給我們的

ge og r aph ical cu lt u re s , a nd d i f fe re nt

一個重要啟示。另外，關於本土和外來的矛盾，

footsteps for their cultural developments.

從來源上是不可避免的，從思維方式上外來的

During their discussions, both they have

不應罵本土為土鱉，本土的也不應把外來的都

discovered th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看成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都看成侵略者。

going to turn the entire Western cultures

大家都是來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愛全人

to a different direction. We may say that

類的真理並想作貢獻的。在路德的啟示下，我

this is indeed a direction for the post-

們最終還是要回到理性、感性、上帝這三種關

modernization of the cultures. However,

係中來。

the basics of the western cultures are still

□：大國學是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
是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中國，中國中最

having traditional impacts and influences
on the changes.

高的「道」、「天」、「神」與「無」，是多元

The Nor ther n European countries

中的一體性，中國哲學的「一體多元」，具

are now facing the challenges and crisis

有寬大和容忍不同的精神。基督教的上帝

of materialism, rationalism, and Nihilism.

是有性情位格、有慈悲仁愛、有公義要求、

But Martin Luther marks a good and strong

又有啟示救贖的上帝，與中國文化結合點

influences among the Northern European

應該是雙方所重視的奧秘性。中國文化講

countries and those citizens there are still

的玄之又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中國

having a very strong mind-set and concept

哲學總是有個開放的奧秘性空間，道的奧

of equality. Everyone there will understand

秘性即可與上帝的奧秘性接頭，然後也可

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care for the

依拉納的進路，由奧秘性體會上帝對人的

needs and voices from the social vulnerable

主動溝通，而與啟示救贖的境界相通，彼

groups and that’s the strong beliefs behind

此不同但可以互相通往對方，這就是中國

their religious faiths.

文化感通不同價值的特質。
(本對話根據錄音，由編輯進行整理並
負責)

Both scholars will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the messages or meanings
behind the incidents after the Reformation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利的。在中國語境中看路德，他強調的是一個

專題對話

of the Reformation initiated by Martin

大國學是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是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中

文化就死掉了，這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當然是不

國，中國中最高的「道」、「天」、「神」與「無」，是多元中的

Abstract: 2017 marks the anniversary
一體性，中國哲學的「一體多元」，具有寬大和容忍不同的精神。

就要死掉了，像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其它外來

initiated by Martin Luther and comments
A dialogue for the direction of

for the Chinese cultures responding to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development of

global challenges cultivated from the post-

Cultures

modernization nowadays.

Paul Huang (Helsinki University)
Cultural China)

Reformation initiated, Post-modernization,
Chine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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