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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生活世界和心靈零點
■ 梁燕城

摘 要：中國境界(Lifescabe)哲學的探

同的境有不同的界限，稱為「境界」，其界

索，始於兩個基本的普遍理念，一是「生活世

定是「境界是心靈本真直覺對生活世界的

界」，任何入都在生活，而且在生活中與其他

直接觀察而領悟出來，因著每一個人的命

人和物交往，這是一最基本給與了的事實。另

限，及其修養進路之不同，形成了其領悟的

一基本理念是心靈的零點，是理論結構之前的

界限，而產生了境界」[2]。通過人修養工夫

心靈原初狀態，是未有理論及偏見之前的心靈

進路，從某一面向領悟生活世界的某個普

本然，心靈原始的覺性，稱為「本真直觀」(或

遍性真相，而不同的修養會產生不同的境

「本真直覺」)，其覺性直接察照所呈現的生活

界。
是基督教中國化的神學反省。境界哲學描

本真的直觀，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

述人修養可達的境界，到終極是悟天具有

現，而知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現的境

仁愛情格，而知有上帝的境界，上帝是最

界有所描述，就是「神學的境界」。

高圓善，上帝是有性情之真理，可以對人有

關鍵詞：境界哲學，生活世界，上帝，神

「啟示」。「啟示」是指真理主動向人心靈
開顯自己，啟示分兩種，一種是默現的、無

學境界

言的啟示，稱為「默現天」，在這默現形態

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的天，其分析是哲學的。
另一種啟示為上帝直接向人呈現及

中國境界(可英譯為Lifescabe)哲學的

說話，可稱為「朗現天」，是上帝的特殊啟

探索，始於兩個基本的普遍理念，一是「生

示，上帝呈現與人互為溝通，不是人單方面

活世界」，「任何入都在生活，而且在生活

的反省、思考及領悟。當人經歷上帝啟示

中與其他人和物交往，這是一最基本給與

而記錄下來，就成啟示的經典。基督教的

[1]

新舊聖經，就是一份啟示的文件。其性質

點，是理論結構之前的心靈原初狀態，是

與儒、道、佛、易的經典具有不同的性質，

《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

屬不同的境界，也互不排斥。中國哲學屬

是未有理論及偏見之前的心靈本然，心靈

哲學境界，是由人的反省和修養所證悟，

原始的覺性，我稱為「本真直觀」(或「本

基督教特殊啟示的境界，是人遇到上帝

真直覺」)，其覺性直接察照所呈現的生活

主動向他呈現，產生人心靈極大的震憾與

世界。由此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在心靈

迴響，啟示使人與永恆無限的美善會面傾

中就有多樣不同的呈現，形成不同的境，不

談，其產生心靈的境界，是神人互動的，故

１０３

了的事實」 。另一基本理念是心靈的零

上帝是有性情之真理，可以對人有「啟示」。「啟示」是指真

有多樣不同的呈現，形成不同的境界。人心靈

理主動向人心靈開顯自己，啟示分兩種，一種是默現的、無言的啟

從中國境界哲學去建立基督教神學，

示，稱為「默現天」，在這默現形態的天，其分析是哲學的。

世界。由此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在心靈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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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不是哲學的，卻是神學的，描述神啟示及

周代開國的史 詩，描 述 周文 王「昭 事上

說話所顯示的神性。人心靈本真的直觀，

帝」，有崇高道德，最後武王在牧野滅商，

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現，而知

上帝臨到武王與眾軍將，要求大家必須專

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的境界有所

一而無二心。這是中國文學與哲學境界

描述，就是「神學的境界」。

中，提到上帝的呈現。這呈現是「默現天」

人類這種境界是純宗教的，與人文
的哲學與修養不同，是在超越與神聖的經

形態的，上帝默默向聖王與眾人呈現，作出
專注一(無貳爾心)心的指令。
神學上的啟示則是「朗現天」形態，

種境界分析，是一種境界神學。境界神學

神學上所謂上帝的呈現(presence of God)，

研究的關鍵是，人經歷上帝向他的呈現，

「呈現」一理念在希伯來文是Panim，希臘

這呈現帶來人心靈深處的體驗，由此人對

文是Prosopon或enopion，均指「臉容」，英

上帝、宇宙與人生真相有所領悟，並在隨

譯是fa c e，暗示一種親密的，情懷感通的

後的日子繼續通過靈性修養，深入經歷上

關係。作為一種境界，那是上帝在生活世

帝的呈現，而體會上帝與人感通時，有不

界中向人呈現，人心靈的直觀及智慧的察

同的境界，達到生命不斷的提昇，就產生

照，覺察上帝向人的感通與祝福，由此對

信仰之後的重重境界，這些都是神學的境

上帝，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有領悟，而成為

界。

人生的境界。
與上帝感通的境界大概可分兩種：

１０４

人心靈本真的直觀，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現，而
知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的境界有所描述，就是「神學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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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經歷上帝的恩典與親情關係。對這

《聖經》描述上帝對人的祝福，就是

1.上帝特殊啟示的經典文本，記錄上

其臉光照臨於人，「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

帝臨在於一些聖者及先知，其中或有上帝

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向眾人展示神跡奇事，經記述成為一宗教

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4]。即

經典的文本。其內容是展示上帝向人呈現

上帝的呈現帶給人祝福，而人也因此得喜

的歷史，信仰者相信這是歷史的事實，是

樂「耶和華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歡喜；因你

神聖進入的事件。神學就是研究這些事件

的救恩，他的快樂何其大！……你使他有

及其隱含的意義。

洪福，直到永遠，又使他在你面前歡喜快

2.是人信仰及接受這啟示後，帶來與
上帝交流產生特殊經歷，而有體悟上帝在

樂」 [5]。「面前」即指上帝的臉容，即上帝
的呈現使人喜樂。

人心呈現的境界。也有更深的神聖美善奇

上帝的臉向人呈現，是上帝的親切與

特經歷，在基督教歷代靈修學中，有很多

慈愛臨到人，是上帝向人彰顯祂是宇宙一

這種境界描述，如大德蘭修女的《靈心城

種恩典與親情，而產生人神相遇的境界，

堡》(Interior Castle又譯七寶樓台)，描述靈

人因此與宇宙親情會面感通。上帝的呈現，

性七重境界，越入越深入，經過神魂超拔

包括多方面是神聖而令人敬畏的，是叫人

(ecstasy)及出神等，到與上帝的完全結合。

得安慰的，使人尊敬和謙卑的，上帝呈現也

境界神學就是描述這些境界，及上帝如何

在不同場合，如在敬拜中，與人立約中，在

與人感通，帶來生命的更新改變。這些經

人禱告中，在審判中，在對人祝福中，且在

歷不單在大靈修家中有，一般信徒也會有

末日相信的人會面對面見上帝，而天堂更

各種不同程度和層次的上帝呈現的境界。

是充滿上帝的呈現之場所 [6]。此中上帝呈

哲學與神學中上帝呈現的境界
中國思想中有 言上帝默默的呈現，
[3]

《詩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這是

現所帶來的心靈境界，涉及宇宙本體主動
對人而顯示和對話，不能單從人的哲學和
修養上描述，而是從人神相遇描述，這可
稱為神學性的境界。

中東人敬拜的姿態。人接近神祇之前，必

帝呈現與啟示，如《出埃及記》：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

此地臨在，並要作出的自我啟示。這是活

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

啟示者的本性。

生生的「神聖」者向人呈現，其內容也顯明
上帝在此是一神聖的呈現，有以下特

燒毀。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
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上帝見他過去要看，

性：
1.上帝在啟示中顯明，是一位具慈悲

裏。上帝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仁愛的本性的神，衪看到督工壓迫人民，

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

聽到人民的哀聲，上帝原本就知人所經受

親的上帝、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

的痛苦，而通透地感應人的需栗。

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上帝。耶和
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

2 . 上帝關愛 人，感 通人的處境 和需
要，並要用行動救贖人脫離苦難處境。

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

3.上帝也是歷史的神，祂不是偶然從

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

天上忽然下來人間，卻自始已向摩西及其

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

民族的祖先啟示和關愛，如今是這啟示與

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

關愛歷史的延續，摩西帶給同胞的並非另

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現

一個不認識的新神，而是對他們所認識的

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

神進一步的啟示。

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

4.上帝帶給人有目的和盼望，領人到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奶、奶油、乳酪、

摩西對上帝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

蜂蜜，都是放牧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地方。

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上帝說：我必與你

5.上帝應許與摩西同在，帶領被壓迫

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

者克服法老王的強權，使民族得到解放。

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摩

顯明上帝鼓勵人自己在困境中奮發，祂從

西對上帝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說：

旁支持與協助，而不是全部靠上帝的大能

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他們若

去成事。使昔日為奴隸的得自由，終有一日

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要在這西乃山敬拜神。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

6.摩西問上帝的名字，古代人相信名

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

字與其人的本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上帝

來[7]。

說：「我是自有永有的」。意思為「我是我

到物質的荊棘，彰顯另一世界的榮耀與能

(I AM) ，或「我將是」(I WILL BE)，其音

量，上帝降臨西乃山時也是以火為象徵[8]。

接近Y H W H，即上帝之名Y H W H。猶太人

人記錄時用物質世界的火來描述，因火有

為了不直呼上帝之名，寫Y H W H是用半母

潔淨、甚至毀壞的特性，火似乎是形容神

音，隱 藏 了 發 音，德 國 希 伯 來 語 專 家

的聖潔，及對罪惡的不容許[9]。這裏上帝親

Wilhelm Gesenius.(1786–1842)從一世紀

自與人交通，按名字呼召摩西個人。

希臘文抄本的發音ιαβε，及文本中神聖

上帝叫摩西把腳上的鞋脫下來，這是

名字Y H W與Y H作為字首或字尾的研究

１０５

呼叫摩西，這是顯示上帝從超越的世界臨

所是」（’ehyeh ’ăšer ’ehyeh 英文直譯原文
為I am that I am），’ehyeh之義為「我是」

上帝的呈現，是從火燒不毀的荊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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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上帝臨在之地為聖地，是上帝使之成聖的，是神在此地臨在，

之地為聖地，是上帝使之成聖的，是神在

並要作出的自我啟示。這是活生生的「神聖」者向人呈現，其內容

在《聖經》中有描述一些很特別的上

也顯明啟示者的本性。

須除去一切遮蓋和虛飾的遺俗。上帝臨在

哲學論壇

分析摩西得見上帝顯現的記載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

伸，及對宇宙變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態，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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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人與自然萬物，人與宇宙，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與和諧。

文化中國

中，主張加發音字母A與E在Y H W H，稱之
[10]

為「雅巍」（Ya h w e h） ，是 上 帝 名 字

身名字表示是存在本身，但不同於哲學，
而是有性情與行動的動態存在。

YHWH的根源。而’ehyeh ’ăšer ’ehyeh這句
話包括了所需的母音，子音也十分相像，

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

就是「雅巍」（Yahweh）。在全本舊約只有

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

這段 為「雅巍或 耶和華」之名提 供 瞭解

態，使人與人，人與自然萬物，人與宇宙，

釋，這名字和「存在」有關係，因為其字根

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與和諧。這是人從自

h ay a具有「是」或「存在」之意。所謂「我

省修養而追求達至的，為哲學的境界。《聖

是我所是」，意即「我，即存在(是)，我即永

經》描述的，是人在人生途程中與上帝相

恆的存在(是)」，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身，但

遇、對話、感通，是上帝向人呈現的境界，

這不是哲學上靜態的「純粹存在本身」，而

這境界是人與神互動而來，不只是人修養

是在 啟示中，有行動與說 話的「動態 存

而得，並由此追求達至人與人，人與自然萬

在」，故是I AM，同時是I WILL BE，是神

物，人與上帝的和諧，終達至「保合太和」

學意 義 的「存 在」，有 性 情 與 行 動「存

的終極和諧之境。其境界的描述就是神學

在」。這名字的啟示不單是深奧的神學道

的，這種研究稱為境界神學。

理，也是實踐地呼召要摩西和以色列人，

李斯特的上帝呈現神學

以行動作出信心的回應。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

１０６

總結這段上帝向摩西呈現的經文，

所謂上帝的呈現，研究這方面的名學

表明人所遇到的上帝，是像火一般光榮聖

者李斯特(J. Ryan Lister)指出，上帝的呈

潔，其呈現之處是神聖的，其本身是最高

現是「上帝在時空中顯現，或通過某些媒

神聖者。上帝呈現並向人說話，內容顯出其

介，帶來救贖及達至救贖之目的，同時也

本性之慈悲仁愛，也有行動去救贖受壓迫

可不通過媒介，在完全關係中，或未世顯

者，帶給人奮鬥目標，與人同在同行。其本

現中，上帝最先在伊甸園被人經驗，及等待

李斯特的書開始時即討論聖經最後

具體真理的探討

的部份啟示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特別

有關具體真理的論述，我在《中國哲

是啟示錄描述終局，上帝末日的呈現(God’s

學的重構》曾分析人虛妄判斷的來源，指

eschatological presence)，其美善在人間與
人同在：「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

出人運用語言符號，將人體會的生活世界

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

念網絡把所呈現的多樣事物置定在一個

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

框架中構成思維的系統，使一切通過這系

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統而得清楚界定，心可透過這系統而理解

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世界」[15]。由此而形成一種牢固的世界觀，

[12]

。他認為這終局是上帝向人呈現之目

「但這牢固世界觀是靜態的思維格式,不

的，由之以追溯在聖經開始時，上帝在創

對應於時空流化中呈現事件的自如自化發

世記建立伊甸園，是上帝呈現在人間與人

展。世界觀的形成,就使人的理解限制在自

同在，他認為整本聖經之主題，就是上帝

身所造的意義網絡中,變成一套抽象系統,

之所以向人呈現，目的就是要救贖人脫離

而不是回應生活世界呈現的自如原樣」

苦罪，最後在人間與人同在。上帝與人立

[16]

化為世界觀，「世界觀是一意義結構，其概

這就形成人的迷執，亦即莊子所講的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心也

「成心」，其特性是：「固執於所立的世界

不厭惡你們。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

觀,以之為唯一的正解,不因呈現世界的變

呈現，指向人間終局是上帝與人同住的圓

的思想理性框架，而對世界作出虛妄的判

善狀態，整個故事就是在終局新天新地之

斷。

前，上帝通過立約，而與人同在同行。在這

要走出虛妄判斷，須回到心靈的零

有關上帝呈現的大敘事(narrative)中，信仰

點，依本真直覺去如實瞭解生活世界的自

的人都可經驗上帝向個人的呈現，他強調

如自化，我由此提出修養實踐哲學「今要

[14]

「這不是神秘經驗或情緒衝擊」 ，人經

避免進入思辯理論而陷成心偏見中的困

驗上帝呈現是客觀真實的，基督徒都可經

難,只能由修養實踐哲學入手」 [18]。「從修

歷上帝的呈現，而有新天新地之圓善作為

養實踐哲學的進路,任何用抽象原則處理

世間終局之盼望與目的。

的檢定程式,都是成心偏見的產品,而與真

從中國的境界哲學與境界神學瞭解，

實的生活世界有距離。而真實的是具體之

李斯特講上帝的呈現，一是從《聖經》的

心靈本真直覺及生活世界,這是原始被給

大敘事文本中，研究《聖經》文本的記錄，

與的呈現,不能 再 被 歸 約的 基 本反省起

上帝如何在歷史中向先知、神僕與使徒等

點」[19]。
我由此提出「具體的真理」或「實踐的

是他最後所強調的，後世的歷代信徒，也

真理」，指具體當下的真實，以區分於「抽

可通過信仰而經歷上帝的呈現。此中個人

象的真理」及「命題的真理」，這些「抽象

經歷若不只是主觀的，其客觀性可從中國

或命題的真理系統，都是成心偏見所產生

境界哲學的具體真理中見，即所謂具體的

的牢固概念，與真實有距離，其檢定真理

普遍性。

的方法只能限於其系統內部之互證，而不
能回應生活世界的真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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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帶來救贖與終局圓善的盼望。另一

具體真理是心靈本真直覺所觀照的生活世界中所呈現的，這是一

態的牢結，對生活世界有距離，成為牢固

種「具體的普遍性」，「從心靈本真直覺與生活世界為基點，展開的

李斯特認為上帝整個啟示，就是向人

境界哲學，可對「抽象普遍性」與「具體普遍性」的區分有恰當的描

化而改變其定見」[17]。這形成一種意識形

述。

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

契約的核心資訊是《聖經．利未記》所言：

[13]

哲學論壇

在新創造中被揀選的人」[11]。

文化中國

具體真理是從實踐去描述生活世界

遍性根 於人性本體之相同性質」 [26]。此

的事實，「具體真理的宣稱，其檢定程式不

外，人體會美的自由釋放，及用智慧逆轉自

限在理論系統內部之互證，卻為一修養實

覺，領悟心靈與生活的普遍性相，展示各

踐的方法，描述這修養實踐的方法程式與

重境界，各境界均是具體普遍性的真理。

步驟，從每一步驟，去描述出其能得到甚
麼的體驗。人如能依其程式去實踐，在每

中國境界神學的具體真理
中國境界神學的重點，是在描述人

之宣稱就可實踐地檢定和證成。過去哲學

與上帝會面的境界。這境界之所以出現，

否定這種實踐證成之方法，稱之為神秘主

在上帝臨到人，向人呈現其尊嚴美善，及

義，主因在其預設了主客的區分，而視這

對人的救贖，人對上帝是以開放的心靈迎

[21]

檢定為主觀」 。但我從心靈零點的本真

接，這叫做信心。當人經歷憑信心與上帝

直覺及生活世界的思路，批判主客區分是

相遇時，是人本體存在的震憾體驗，這體

虛妄判斷的根源，要掌握生活的真實，「根

驗使人進入上帝本體存在的救贖大愛中，

本不必作主客區分，而立根在主客區分之

而由表層的宗教活動和感受(環境、情緒

前的生活世界及心靈本真直覺，則依此真

與心理的)，轉化為深層本體存在的經歷。

實性而可確立實踐地檢定和證成之合理

這種宗教經驗，在信仰群體中，是在其心

性」[22]。

靈中的普遍體驗，影響其生活上的具體行

具體真理是心靈本真直覺所觀照的

中國境界神學的重點，是在描述人與上帝會面的境界。這境

１０８

界之所以出現，在上帝臨到人，向人呈現其尊嚴美善，及對人的救

贖，人對上帝是以開放的心靈迎接，這叫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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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驟，都得到所描述之體驗時，其真理

為。

生活世界中所呈現的，這是一種「具體的

這可稱為一種具體普遍的境界，但這

普遍性」，「從心靈本真直覺與生活世界為

境界不是人自己修養而呈現，卻是由上帝

基點，展開的境界哲學，可對「抽象普遍

進入人心而產生，成為基督徒經曆的具體

性」與「具體普遍性」的區分有恰當的描

真理。

述。前者是依邏輯與數學的系統而建立普

上帝的呈現不一定如摩西所見所聞般

遍性：後者則立根於生活世界，由實踐開

戲劇性，而是在人周圍與人同在。如詩篇

始去理解，涉及的是善與美之價值判斷」
。「不同心靈的溝通，均能描述共同普

所言：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

遍的「善之體會」，這揭示了一種普遍性，

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

是在具體生活中呈現的普遍性，以心靈的

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美善意向為本，在行動實踐及和其他心靈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

溝通中，揭示的普遍善之體會，這是完全

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

與 生 活 結 合 的，可 稱 為 具 體 的 普 遍 性

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

(concrete universality)，也可稱為具體的天

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

理，與抽象超越的普遍性或天理區分開

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

[23]

[24]

來」 。

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我若

「善之體會的特色，為心靈超出個人

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

自我本能，而與其他心靈有所感應溝通，

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稱為「感通」，這感通構成善之體會，是非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

實用性的。其真實之流露，是心靈本體之

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25]

呈現」 。「人性的感通能力，得與他人相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上帝

感應，而產生慈愛、孝悌、惻隱、良知不安

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

等體會，形成道德上的「善之體會」。其普

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

近代基督新教各派的教義與神學上的共同

「面」，這「面」字原文就是Panim(臉容)，

運作，這 是境界神學須 探索的，信心 不

與「呈現」是同一個字。上帝處處呈現，衪

是一種行為或道德的善行，是人本體存

請楚瞭解和知道每一個個人，且在四面細

在對上帝臨在的一個信任的取向，一個

察關心人，又創造了人的身心靈整體，從多

確信的決定。但這決定不是心靈意向性

層面向人呈現，包括全然知見，全然同在

(intentionality)的有矢向之行動，反而是一

與全然創造，均臨在與人感通。人明白自己

種放下，是意向性回到純粹的自身，是心

的存在，是奇妙可畏的創造，人心思赤露

靈原始的天真，在原始的心靈零點，人只

敞開在上帝面前，而在上帝鑒察之下，明白

有本真的直覺，覺察到上帝的臨在與救

自己心思意念中的惡，而得悔改轉變，走

贖。
當上帝臨在於人心靈，上帝的恩典使

向永恆。
上帝臨在，呈現在人心靈，引發人內

人震憾，因而放下所有內在的迷執、意識

心的反省與改變，是上帝呈現的境界，不

形態、理論框架、及自以為是，回歸心靈

限於聖經中的特殊啟示，且成為歷代信徒

原始之零點。這是心靈原始的無為，無意

可經曆的人生境界，屬靈性的深度體驗。

向，無行動，只是純然的開放。用一個神

這是人與上帝互相感通，互 為內在的境

哲學的理念，我稱信心是人存在本體的開

界，這些都是具體真理的境界，對這種境

放(英文可譯為Faith is the Openness of

界的描述與研究，就是境界神學。

B ei n g)，向上帝(無限而終極的本體存在)

心靈回歸靈點存在本體的開放

完全開放，面對上帝的臨在，有限的自我
的回應，只能是完全倒空，無限的上帝即

基督教文化中體會上帝的境界，是認

貫注入個人生命，與人感通共融，人以信

為由信心開始，信心或信仰在希臘 文是

心進入一種與上帝和諧的關係，而成基督

Pistis，指對真理的確定(conviction)，在聖

徒生命。

經中是人對上帝或耶穌建立關係，包括相
[28]

信心的決定與確信，是心靈回到原始

信與信任 。「Pistis是指在信念(belief)中

天真的全然開放，去除一切理論框架與成

有主導性的信任(trust)或確信(confidence)

見的觀點，使心一無所有，這也是聖經所

[29]

者」 。這是指人心靈對上帝的確信、接
受與投身，而進入和上帝的關係中。

重視的「嬰孩」狀態：
1.「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
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你因

在「因信稱義」的教義。保羅在《聖經．羅

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

馬書》講：「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

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2]。

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我們又藉著

嬰孩和吃奶中能產生能力，那是因為上帝

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

的美與力量，要通過原始天真的心去彰

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馬丁路

顯，可克服強大的敵人(罪惡)勢力。

德又強調「因信稱義」他說：「信仰不是從

2.「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

行為開始，而是信心，你須記得那已經說

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

過的：即只是信，不是行為，才使人稱義，

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

[31]

使人自由，使人得救」 。因信稱義成為

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

１０９

「信心」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關鍵

[30]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如何 理性 地 瞭解 信心 在 人心靈的

人性原始的上帝形像，當是指人具上帝本性的關係感通性，即

神世界向人心靈呈現，人不能躲避上帝的

人可與上帝感通，人靈性最深處即可與上帝互相感應溝通。這是人

信心。

心靈的零點，也是人心的原始天真，這是人可接受及感通上帝的本

物質世界呈現神蹟奇事，但卻在靈性精

肯定，認為人得救贖不在乎行為，卻在乎

性。

這 詩寫得 崇敬而 親切，上帝沒有 在

哲學論壇

我走永生的道路[27]。

文化中國

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開放，完全接受上帝進入。這信心開放使上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

帝呈現的境界正式出現，而產生神學義的

[33]

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耶
穌指出只有嬰孩的心才會明白聖父和聖子
的奧秘三位一體關係。

境界。

信心、無為與虛靜心

信心就是嬰孩的心，是人的原始天

信心是放下一切，回到存在本體的原

真，這是心靈之零點，本真的直觀，一無所

始天真，是原始的開放性，可與老子的「虛

有，是上帝創造人時的原初狀態。

靜」及「無為」來比較和瞭解，因老子的虛
靜與無為也是一種存在本體的開放，老子

己的形像造人」 [34]、「耶和華上帝用地上

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

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

復」[38]。「虛」指不含先存偏見，「靜」指心

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35]。人性中有

不因所見而起意欲之波動。虛靜到極與

靈性及上帝的形像，上帝作為三位一體的

篤，是心達到完全虛靜，是完全無固定成

主，是一關係感通的本體。人性原始的上

見及意欲的純安靜，於是即能以無先存觀

帝形像，當是指人具上帝本性的關係感通

點去察照生活世界，而知世界反覆變化的

性，即人可與上帝感通，人靈性最深處即可

真面目。

與上帝互相感應溝通。這是人心靈的零

老子又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

點，也是人心的原始天真，這是人可接受

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39]。

及感通上帝的本性。

為學是指從事學問的過程，這是人的造

但當人進入罪的狀態，「世人都犯了
古代聖哲如老子，發現人有這原始天真，鼓勵人回歸這虛

靜狀態，可以少一點成見與偏執，而產生「虛靜」及「無為」之

１１０

說。但人終使回歸這狀態，也只能觀天地，而不能和上帝感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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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記錄上帝創造亞當，「照著自

[36]

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又「與上帝隔
[37]

作，去增加學識，這學問程式不能瞭解道，
要掌握道及依道而行，則須損之又損的過

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罪使人

程，即把造作的觀點與偏見一步步減損，

隔斷了與上帝的關係，人就不能與上帝感

以致無成心偏見，則成「無為」，所達者即

通，人性的實現均不以上帝為目的，無窮追

「無不為」。「無為」是一種無規定的行

逐有限之事物，「將不能朽壞之上帝的榮

動，使心靈回復到虛靜，是一種零點狀態，

耀、變爲偶像、仿佛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

無任何矢向，故也無任何規定性的人造觀

獸昆蟲的樣式」。人的善性實現時即扭曲

點與解釋。以這心引發的行動，即無規定

而創造了偶像。人的原始上帝形像即無法

方式，可讓自然還其為自然，萬有之道或

與上帝感通，只停在零點狀態，不能實現，

變化中的規律，均自然自爾地開展。

這是罪的狀態。古代聖哲如老子，發現人

「無 為」作 為一 無 規 定 的 行 動，是

有這原始天真，鼓勵人回歸這虛靜狀態，

「致虛極，守靜篤」的過程，達到心靈的零

可以少一點成見與偏執，而產生「虛靜」及

點，即虛靜心。基督教的信心與「虛靜心」

「無為」之說。但人終使回歸這狀態，也只

及「無為」共同點為均是回歸心靈的靈點，

能觀天地之反復變化，而不能和上帝感通

但也有不同：
1.虛靜心是通過損之又損的修養，達

了。
當在一種特殊的神人相遇的處境，上

至心靈零點的虛靜無為境界，從人自身去

帝向人呈現，上帝恩典及感動來臨，人心

修養達至。信心是因上帝臨在，在人神互

靈被感動而回歸人性的原始零點，聖靈觸

動中，心靈放下一切迷執與理論，回歸原

動人靈性最深處，即上帝創造人那可與神

始的天真，而完全開放迎見上帝，產生徹

感通的本性，人心靈產生純然的開放與接

底的確信。信心不是一修養過程，卻是與

受，就是信心，那是人存在本體向上帝的

上帝互動時生起的，這是基督教境界與道

種原始天真，但《聖經．詩篇》中言上帝

天真。但不同虛靜心去觀天地之反覆變化

勝罪惡。耶穌講上帝向嬰孩般天真而無偏

真相，卻是去迎見上帝，進入與上帝感通

執的心，顯明天國的真理。其嬰孩心是信

的境界。人得救贖是「因信稱義」，藉信心

心的始點，但因上帝同在而生洞識真理的

去認識和體悟上帝的真實，這過程是神學

確信，並可戰勝罪惡，而成就信心的巨大

的，不是哲學的。信心一方面包涵虛靜心

力量。這是神學意義的無為而無不為，越

的特性，如虛靜心能觀天地萬物一般，信

謙卑放下的，越被上帝重用而成就大事。

心能察知宇宙及上帝救贖的真理。信心有

總結言之，中國境界神學，是由中國

虛靜靈明的特質，原始而寧靜。但憑信心

境界哲學發展到上帝臨汝的境界而展開出

得到上帝帶來的恩典與救贖，而得被稱為

來的，當上帝有啟示，向人呈現，就產生了

義，又充滿激情與委身。信仰的虛靜心能

神學的境界。上帝作為終極的美善親情，

觀照一切，既見天地創造的真相，又同時

一旦來臨而震憾人心，人心一切迷執與意

因蒙救贖而與超越的上帝感通，體會上帝

形態崩落，回到心靈靈點的原始天真，是

的國度在地上的使命。故信心是既虛靜又

上帝創造人的原始感通性，而成信心的存

同時有使命向前。

在本體開放，歡迎上帝住入心中，而神學

3.信心和虛靜的不同，在其具有「未

的境界由此而開始。人的一生，通過靈性

來的維度」(future horizon)，或「盼望的維

追求與靈性修養，即可與上帝有靈性的交

度」(horizon of hope)，故有向未知世界前

往，而描述這經歷的境界，為境界神學。

進的奮鬥性。聖經對信心的定義是：「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40]

。這裹信心是有關將來的事（「所望之

事」）和看不到的事物（「未見之事」），
「實底」的這個字希臘文是hypostasis，在
一章三節「上帝本體的真像」中「本體」一
詞，它有「本質」或「實體」的意義，那是指

[1]

梁燕城，《中國哲學的重構》(台北：宇
宙光，二○○五年)，頁五四。

[2]

同上，頁一○四至一○五。
《詩經．大明》。
[4]
《聖經．民數記》六章。
[5]
《聖經．詩篇》二十一篇。
[3]

[6]

人盼望未來的理想世界，信心確定其必然
實現。我們所盼望的未來美好，在我們信

Walter A. Elwel，Baker ’s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presence
of God, (Michigan: Baker Books，1996)

心生活的經歷中必得逐步肯定。而這信心

[7]

生活，就是因信神的應許而過的生活。此

[8]

外，信就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信是「證實」
或「驗證」那看不見的真實的事物，就如神

《聖經．出埃及記》三章。
同上，一九至一八。
[9]
同上，三二至一○。

[10]

的存在、祂話語的信實和祂掌管著我們的
世界和眾生。
講：「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使心淡泊無為到沒有任何跡象，如嬰

兒初生未懂笑時一樣單純，這是心靈的零
點，這是老子的「絕學無憂」修養工夫，回
歸淡泊。聖經講嬰孩大概也差不多是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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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家與聖經都提到嬰孩狀態，老子
[41]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上帝可通過單純天真的心去發出能力，戰

信仰的虛靜心能觀照一切，既見天地創造的真相，又同時因蒙

放下迷執與人的理論，回到靈魂的原始

救贖而與超越的上帝感通，體會上帝的國度在地上的使命。故信心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

是既虛靜又同時有使命向前。

2.信心起現時，與虛靜心相似的，是

哲學論壇

家哲學境界的不同。

[12]

中國境界神學，是由中國境界哲學發展到上帝臨汝的境界而

展開出來的，當上帝有啟示，向人呈現，就產生了神學的境界。

人通過靈性追求與靈性修養，即可與上帝有靈性的交往，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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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y of China lifescape
- lifeworld and the zero point spirit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lifescape begins
with two basic universal concepts: first,
t he l i feworld . It me a n s t he world a s
directly experienced in the subjectivity
of ever yday life, interacted with other
people and objects. This is the basis fact
of the lifeworld.The second concept is the
zero point spirit. The basic of the idea is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mind before the
theoretical str ucture. It is the original
mind before the theor y and prejudice.
The original spirit calls the “intuition of
truth” or “the true intuition.”It can directly
ref lect in our life-work. As a result, the
diversity in the living world has diverse,
different state and forms different realms.
Intuition is directly influence human spirit
and it is mostly intertwined with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nd exists from religious
texts. Therefore, it can experience God’s
presets to human beings and the inspiration
from God to human. It calls“the realm of
theology.”
Key words: Lifescape philosophy,
Lifeworld, God, Realm of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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