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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而是臨在於世界。一切被造物都源於無，因

此上帝必須時刻托住萬有，否則它們不復存在。換

言之，上帝必須要深刻內在於這個世界，否則世界

就不能存在。所以，「無中創造」同時強調上帝的超

越性和臨在性，是一種非常獨特的世界觀。這種世

界觀在希臘哲學中的缺失

是學術界的普遍共識。 [2]

但有學者認為，印度教和

其他東方哲學中含有類似

的思想。[3]我們由此追問：

傳統中國哲學中有沒有與

「無中創造」對應的思

想？美國哲學家南樂山是

此領域的先驅。他認為，

道家思想有與基督教「無

中創造」類似的概念。南

樂山指出：《道德經》第一

章第一段，「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

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蘊涵「無中創造」的世界

觀。[4]作為萬物源頭，「無」超越萬有但又內在於

萬有。[5]本文將檢驗南樂山的結論，並論證道家本

體論與基督教的「無中創造」教義雖有一定類似

性，但同時存在深刻差異。在某種意義上，道家本

體論和新柏拉圖主義哲學更接近。為此，本文將首

先考察南樂山的「無中創造」理論和傳統基督教教

義是否相符，然後討論他對道家本體論的詮釋是

否準確，最後比較基督教和道家的「創造」和「超

基督教神學與中國哲學有何相干？
—「無中創造」與道家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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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人基督徒而言，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是：《聖經》的啟示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有何關

聯？以色列的上帝與中國歷史有何相干？其實，初

期教會的基督徒，尤其受希臘文化薰陶的基督徒，

面臨同樣的問題：「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何相干？」

耶路撒冷代表基督信仰，

雅典代表希臘哲學，因此

他們的問題是：基督教信

仰和希臘哲學到底有沒有

關聯？ [1]同樣，華人基督

徒的問題是「基督教神學

與中國哲學有何相干？」

當然，這是一個範圍很廣

並且極其複雜的問題，許

多學者已從不同角度和層

面試圖回答。本文無意對

這一話題作出全面的回

答，而是選擇一個特定角

度，即通過對基督教「無

中創造」教義和道家本體

論的比較，來探討這個問

題。

作為基督教基石性的教義之一，「無中創造」

（creatio ex nihilo）強調世界萬物是被上帝從絕對
虛無中創造出來的。一方面，這一教義突顯了上帝

的超越。上帝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因為世界從無中

被創造出來的。上帝和世界之間不僅沒有任何本質

的連續性，而且有不可逾越的壕溝。另一方面，「無

中創造」又強調上帝的臨在。超越的上帝並不遠離

摘 要：基督教神學和中國哲學到底有沒有關
聯？南樂山認為道家哲學包含了與基督神學的「無

中創造」教義相類似的思想。本文將評估南樂山

的結論，並比較基督教神學和道家本體論中的

「創造」和「超越」的概念。考察表明：與其說道

家包含「無中創造」的思想，不如說它更接近新柏

拉圖主義的流溢說。我們由此得出結論：基督教

神學和中國哲學不僅有對話的空間，而且這種對

話是互益的。

關鍵詞：南樂山；無中創造；道家；無；有；超越；

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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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概念。

一、南樂山的「無中創造」思想

1、「無中創造」的上帝觀
南樂山在許多地方闡述了他的「無中創造」理

論。他在出版於1968年的《創造者上帝》中第一次
全面論述了「創造」的概念，[6]但在2011年《終極問
題》的一篇文章中給出更為簡潔而清晰的論述。[7]

在這篇文章中，南樂山首先指出在西方神哲學中

存在兩類不同的上帝觀。第一類視上帝為一個確

定實體，過程神學是這種上帝觀的例證之一。南樂

山認為，這種神學存在很大缺陷，尤其不能解決

「一與多問題」。第二類視上帝為「存在的基礎，

而非一個存在於世界之中或與世界並存的確定實

體。」[8]在第二類上帝觀中，他又分為兩種。第一種

視上帝為完美存在（perfect Being）。上帝具有簡單
性，超越所有的確定性，[9]新柏拉圖主義和托馬斯

主義是此上帝觀的例證。南樂山認為這種上帝觀

也有缺陷並提出許多批評。最後，他提出「無中創

造」的上帝觀，強調只有這種上帝觀能解決「一與

多問題」。「無中創造的上帝觀認為：上帝是使世界

存在的創造力；在創造過程中，上帝獲得了創造者

的屬性。除創造之外，上帝沒有確定屬性，也不是

一個不可確定的無限屬性，雖然創造使上帝的屬

性得以確定。」[10]上帝不是完美的存在，而是有創

造力的「非存在」（non-being），即所有確定性存在
（beings）的非確定性源頭。南樂山為這種上帝觀
作出論證。首先，他指出世界由可確定的事物組

成，但一個事物只有在與其他事物相對的情況下

才是確定的—這意味著它們是複雜的。可確定事
物的複雜性構成一種由不同因素合在一起的和

諧。然而，「和諧的可確定事物必須依賴於」一種

非確定性基礎，即「無」。[11]「無中創造」認為一切

確定性事物都源於「無」。關於「無」，「除與被造

物的關係外」我們無法言說其他事情。[12]「無」本

身不是創造者，而只在創造過程中獲得創造者的屬

性。

2、南樂山的理論和傳統基督教教義
仔細分析南樂山的上帝觀，我們會發現與傳

統基督教的上帝觀之間的深刻差異。

第一點：對「無」理解

按南樂山的詮釋，「無」是非確定性的，而具

創造力的存在基礎。在此意義上講，「無」就是創

造之前的上帝本身。但這種解釋和傳統基督教大

相徑庭。在傳統神學中，「無」不是非確定性存在

基礎，而是絕對的虛無。「無中創造」的意思是上

帝創造無需既存的原材料，即創造無需質料因。

「創造」有別於「變化」，因為變化的前設是既存

事物。「出自虛無」（ex nihilo）第二層意思是：在被
造物中，「無」先於「有」。[13]如果上帝撤離他的維

護，一切被造物會回到虛無。[14]因此，在經典神學

中，「無」代表絕對虛無或存在的缺失，不是存在

的源頭。但在南樂山的理論中，「無」不是絕對虛

無，而是非確定性的萬物源頭或創造前的上帝本

身。南樂山指出，「作為一切形式和存在超越源頭

的上帝和作為萬有源頭的無幾乎等同。」[15]這種對

「無」的解釋和傳統基督教創造論中的「無」不可

同日而語。

第二點：對上帝的理解

南樂山的上帝觀和傳統基督教也是大相徑

庭。他認為，上帝在創造之前沒有任何可以言說或

確定的屬性，只是在創造之時才獲得屬性。在某種

意義上講，上帝是否擁有屬性取決於他是否創造；

換言之，上帝的屬性和創造之間有某種依賴關係。

但是，傳統神學強調上帝的自存性（aseity）和獨立
性。被造物完全依賴於上帝，但上帝絕不依賴於被

造物，他的屬性也不依賴於創造。上帝在創造之前

就有確定的屬性，如永恆、正義、良善等。上帝不需

要創造，也沒有必要創造。此外，南樂山認為，除

與被造物的關係外，上帝本身是「無定性、無界

限、非真實的。」[16]但傳統基督教強調，上帝的屬性

是自存的，不依賴於與被造物的關係。不管上帝是

否創造或與被造物的關係如何，上帝自身都必然

是良善的。

總之，南樂山的「無中創造」理論和傳統基督

教的「無中創造」教義之間有較大的差異，[17]所以

不能代表後者與道家本體論展開對話。為使基督

教創造論和道家思想展開真正對話，我們必須找

到前者的更好代表。為此，我們選擇阿奎那對「無

中創造」的論述。我們將在文章第三個部分就阿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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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和道家本體論的創造和超越概念作出比較。但

首先我們要考察南樂山對道家思想的解釋是否合

理。

二、南樂山對道家思想的詮釋

1、南樂山對《道德經》的解讀
南樂山在「無中創造」的理論框架下解讀《道

德經》。他認為，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是

《道德經》中的「道」。在他的理解中，可見世界中

的「道」就是「陰陽」，而「陰陽」互換的過程就是

「道」。「陰陽」並非兩個對等的概念。「陰」是根

基，「陽」是從「陰」裡面發展出來的新事物。

「陽」出於「陰」，又歸於「陰」，南樂山將這一過

程稱為「道」。「『陽』代表新事物的生成。『陽』出

於『陰』，並在回歸『陰』的過程中獲得自我的實

現。」[18]在某種意義上，「『陰』對『陽』的關係是

『無』對『有』的關係。」但「陰」不是「萬有起源的

『無』，」因為『陰陽』關係是嚴格意義上的宇宙性

關係（cosmological relation）。」[19]從表面來看，

《道德經》似乎與「無中創造」毫無關聯。但南樂

山認為：陰陽的交換只是可見、可言說的「道」，但

在可言說之道的背後有更深層次的「道」，即「無

名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萬物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南樂山指出，「可道之道」和「可名之名」就

是可見的宇宙性「陰陽」關係，即「可名之道」，但

是這種「可名之道」不是永恆的「道」。永恆之

「道」是不可見、不可言說的「道」，即「無名之

道」。《道德經》開篇在「可名之道」和「無名之

道」之間作出區分，說明「無名之道」有別於「可名

之道」，而且是其存在基礎。因此，南樂山一再強

調，「可見之道」的背後是超越世界特徵的「無名

之道」：「可以言說的『道』徹底依賴於不可言說的

『道』。」[20]從此意義上講，「無名之道」是萬物存

在的基礎。

在南樂山看來，「無名之道」對應於其「無中

創造」理論中的「無」，而「可名之道」對應於被創

造出來的「有」。「無名之道」和「可名之道」之間

存在一種不對稱的關係：「『無名之道』創造，『可

名之道』被造。除了與後者的關係外，我們不能言

說任何關於前者的事。我們至多只能說，『無名之

道』含有可見陰陽變化的起始，但總是隱藏在可

見變化的內部和背後。」[21]「無名之道」與「可名

之道」的關係是「無」與「有」的關係。因此，「無名

之道」既超越世界又臨在於世界。[22]「道」的臨在

性已被普遍認可，[23]但關於其超越性仍存在不少

爭議。南樂山承認，道家思想中沒有「一種確定性

的超越事物，」但世界對「無名之道」的本體依賴

意味著「道」具有超越性—「道」超越「世界的界
限」。 [24]如果世界裡的事物都有確定性，那麼

「道」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它超越世界。因此，

「道」既超越世界又臨在於世界。成中英支持這一

看法：「『道』既絕對超越又絕對臨在。作為萬事

活動的永恆基礎，『道』超越萬有；作為萬事的創

造性源頭，『道』臨在萬有。」[25]在此意義上，這種

既超越又臨在的「道」和基督教的「上帝」有一定

的可比性。

基於這種解讀，南樂山為道家本體論總結出

三個要點。第一，「無名之道」的「無」是萬有存在

的基礎和本體根基。第二，「無名之道」與這個世

界之間存在一個不對稱的關係：「無」不依賴於世

界，但世界依賴於「無」。第三，「無名之道」既超

越世界又臨在於世界。

2、對南樂山解讀的局部辯護
毫無疑問，南樂山對《道德經》的解讀和主

流學術界觀點存在分歧。一些漢學家方和中國哲

學界的學者對南樂山的解讀採取嚴厲的批評態

度。他們認為，南樂山對道家的解讀受到太多西

方形而上學的影響，曲解了傳統中國哲學。 [26]例

如，漢學家大衛·霍爾（D a v i d H a l l）和埃莫斯
（Roger Ames）強調：中國哲學整體上是完全臨在
的，所以任何對道家思想的超越性解讀都是將西

方哲學範疇強加給中國哲學。[27]霍爾尤其強烈反

對南樂山對《道德經》的解讀，認為後者關於「無

中創造」與道家的論述具有誤導性，[28]並強調「陰

陽」關係背後沒有超越的「道」，因為「道」就是

「陰陽」關係的總和。[29]他認為南樂山完全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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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家哲學，因為道家思想—包括整個中國哲

學—沒有真正超越的概念，也沒有西方形而上學的

「無」（Nonbeing）與「存在」（Being）等概念：
「道家思想只有過程和變化。『有』（B e i ng）和
『無』（Nonbeing）不過是為了解釋這些過程的抽
象化概念。」[30]為了說明中國哲學沒有形而上學的

「存在」（Being）概念，霍爾將中文的「有」和西方
的「存在」作比較。他指出，根據漢學家A n g u s 
Graham，中文裡表示存在的動詞「有」（being）在
意思上跟「擁有」（having）重疊，但不是系動詞。
因此，中文的「有」的主要意思是「在場」或「在這

裡」，而「無」的意思是「不在場」或「不在這裡」

……因此，有/無的區分只是表示一個事物（X）是

否在場，而不是關於X是否存在的斷言。[31]

接下來，他做了一個有意思的語言學比較。

中文和英文在表達一個事物是否存在時，在用詞

和語法上有很大差別。在英文中，為了表達某種事

物存在，我們說「A存在」，把A當作主語。但在中
文裡，為了表達某種事物存在，我們說「有A」，把
A當作賓語。比如，在用中文說「有一位神」時，我
們把「有」放在「神」之前，儘管我們的意思是表達

「神存在」。在「有神」這個短語中，「神」成為一

個賓語。同樣，當我們說「有鬼」的時候，「鬼」是

一個賓語。然而，在用英文表達「有神」的時候，人

們一般會說「神存在」（God exists），「神」是一個

主語。因此，在英文中，存在者是主語；但在中文

中，存在者是賓語。為什麼有這種微妙的差異呢？

中文說「有鬼」，從語法角度看，好像是缺了一個主

語。「有」是一個動詞，動詞之前應該有一個主語，

但中文不提這個主語，只說「有鬼」。那麼「有鬼」

這句話的主語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句話暗含了一個主語，即宇宙。這種

主語的缺失顯示了中國哲學的一個特質：鬼或神

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或主體，而是宇宙的一部分。

在說「有鬼」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這個世界上

有鬼」，即鬼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同樣，當我們

說「有神」的時候，意思是「這個世界上有神」，即

神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國語境裡，鬼神不

是獨立於世界而存在的主體，而是世界的一部分。

「世界」是囊括一切事物的總稱，而鬼神只是世界

的一種組成部分。因此，中國思想有一種獨特的宇

宙觀，即一切事物都被囊括世界之內，這和西方—
尤其基督教—關於上帝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在
此意義上，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思想沒有「超越」的

概念，認定南樂山誤解了道家思想，因為他們堅信

中國哲學沒有「超越」的概念。

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學者對南樂山的批評？筆

者認為，一方面，他們的批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

南樂山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誤解了《道德經》和中

國哲學。但另一方面，在徹底否定中國哲學中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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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學維度時，他們對南樂山的批評走向另一個

極端。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形而上學是中國哲學

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魏晉玄學討論許多關於

「有」和「無」的問題，明顯涉及形而上學話題。[32]

《道德經》的重要注疏者王弼也大談「無」和「存

在」的問題。[33]所以，正如一位中國哲學學者指出，

「中國人同樣關注『存在』和『無有』的問題，」甚

至「無中創造」的思想，雖然他們思考這些問題的

方式有別於西方。[34]中國的形而上學誠然和西方

的形而上學有區別，但這種區別並不能說明中國

沒有形而上學，而只能說中國的形而上學有別於西

方。其次，他們強調中國哲學裡的「有」和「無」概

念只代表事物是否在場，而沒有關於存在的意思，

也是錯誤的。雖然在「有神」和「有鬼」這些短語

中，「神」和「鬼」是賓語，但它們畢竟涉及到了存

在的問題。在說「有鬼」的時候，我們的意思的確

是在表達「鬼是存在的」，只是對「鬼」的存在方

式有不同的理解。其實，英文中也有將存在者當作

賓語的用法，如“There is a ghost.”這個句子中的
“ the re i s”對應於中文的「有」。在兩種情況下，
「鬼」都以賓語的形式出現。最後，南樂山的批評

者認為，中國哲學沒有超越性，只有臨在性—這是
缺乏根據的。中國哲學的確側重臨在性，但這不說

明中國哲學中沒有超越。在基督教傳統神學中，上

帝既完全臨在，又完全超越—兩者不是一個相互
排斥的關係。[35]因此，強調「道」的臨在性並不一

定否定「道」的超越性。事實上，如成中英所言，

「道」的臨在性與其超越性不可分割。[36]關於道

家思想中的超越維度，我們會在下面詳細討論。

三、基督教與道家中的創造與超越

在文章第一部分，我們談到南樂山的「無中

創造」理論和傳統基督教教義有一定差異。在第二

部分，我們談到他對《道德經》的解讀雖然有偏頗

之處，但他正確地指出「無名之道」既超越又臨在

的特徵，從而為基督教創造論和道家本體論之間

的對話提供了基礎。但鑒於他的「無中創造」理論

有別於傳統基督教創造論，我們接下來讓阿奎那

的「無中創造」思想和道家本體論展開對話。我們

特別比較兩個傳統的「創造」的「超越」概念。

1、創造
按照阿奎那的定義，「創造」是「將一個事物

的整個實體帶入存在。」[37]換言之，「創造」是將事

物從不存在帶入存在。南樂山基本認同這個定義，

但是相對「存在」而言，他更注重確定性。[38]按照

他的解讀，道家包含「創造」的概念，因為《道德

經》強調「道」是萬有存在的源頭。正如上帝創造

世界，我們說「道」創造一切有確定性的事物。就

定義而言，道家似乎含有類似於基督教的「創造」

概念。阿奎那在論述「創造」時使用了亞里士多德

的「四因說」。同樣，我們也用「四因說」比較道家

和基督教的「創造」概念。

首先簡單解釋一下「四因說」。亞里士多德認

為，在考察一個事物時，我們需要檢驗四個方面：

動力因、質料因、形式因、終極因。我們用桌子來

說明：看到一張桌子時，我們首先問，誰造了這張

桌子？換言之，桌子的動力因是什麼？在得知是一

位木匠製造了桌子時，我們可以說木匠是桌子的

動力因。其次，我們問：木匠依據什麼模型造出桌

子？木匠造桌子時所依據的理念或圖紙即是桌子

的形式因。第三，我們問桌子是用什麼材料做成

的？這是質料因的問題。木材是桌子的質料因。最

後，我們問桌子存在的目的是什麼？這是終極因的

問題。如果桌子為我所用，那麼我就是桌子的終極

因。

阿奎那使用四因說來討論上帝和被造物的關

係。首先，他證明上帝是萬物的動力因，因為一切

被造物都是被上帝創造出來的。第二，他論證上帝

也是萬物的模式因（exemplar cause），[39]因為萬物

都是按照神聖理念（divine ideas）創造出來的。上
帝的理念就是上帝本身，所以上帝是一切被造物

的模式因。第三，阿奎那論證，上帝創造無需質料

因。木匠造桌子首先需要木材，但上帝在創造的時

候不需要任何原材料，而是直接從虛無中將萬物

創造出來。上帝的創造是「無中創造」。最後，上帝

是萬有的終極因，因為上帝是一切被造物存在的

意義和目的。上帝為自己的榮耀而創造世界，因此

整個世界及所有（包括人）的存在是為了上帝。在

基督教創造論框架下，上帝是萬物的動力因、模式

因和終極因，但非萬物的質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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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用「四因說」來考察道家思想中

的「創造」概念。首先來看動力因。很清楚，在道家

思想中，「無」或「無名之道」是萬有的起點或源

頭。《道德經》第一章表明：「無名，萬物之始。」因

此，在道家本體論中，「無名之道」是萬有的動力

因。這一點與基督教相似。第二，萬物的形式因或

模式因是什麼？按照南樂山的理解，道家的「無名

之道」無法言說，沒有確定屬性，所以不是萬有的

形式因或模式因。這一點有別於基督教傳統。第

三，萬有的質料因是什麼？筆者認為「無名之道」

既是萬物的動力因，又是萬物的質料因。在道家思

想框架中，整個世界或一切事物都源於「道」，是

「道」的延申，而「道」蔓延在整個世界裡。世界從

「道」中被生出來，而「道」就是世界的原材料，即

萬物的質料因。最後，萬物的終極因是什麼？萬物

存在的終極因也是「道」。世界存在的終極目的是

要歸向「道」，因為「道」是萬物趨向的目標。《道

德經》第十六章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最後一句

話說欣欣向榮的萬物最後都要回到各自的根源。

我們已經知道，「道」是萬物的起點和根源，所以

萬物都歸回於「道」。因此，「道」是萬物的終極

因。「道」既是萬物的起點，又是萬物的終點。

因此，在道家思想中，「無名之道」是萬物的

動力因、質料因和終極因，但不是形式因或模式

因。如果我們將之稱為「創造」，那麼這種「創造」

是動力因、質料因和終極因層面的創造：創造者是

被造物的起點和終點，也是後者的原材料，但不是

後者的典範。這種創造觀與基督教創造論既有相

通之處，又有深刻差異。就動力因和終極因而言，

「無名之道」和上帝扮演類似的角色，兩者都是萬

物的起點和終點。在這一點上，新柏拉圖主義有同

樣的圖景：萬物源於「太一」，又歸於「太一」。世界

與「太一」的關係是(exitus-reditus)的關係。阿奎那
的《神學大全》是按這個框架構建的：被造物源於

上帝，又回歸上帝。另一方面，道家的「創造」概念

與基督教創造論至少有兩點區別。第一，基督教的

上帝是一切被造物的原型或模式因，但道家的「無

名之道」不是萬物的模式因。經典基督教神學認

為：創造之前，上帝對創造有理念或藍圖，然後按

照此理念將被造物創造出來。但是「無名之道」在

創造之前沒有先存的理念。第二，基督教強調：創

造沒有質料因，因為上帝從絕對虛無中將萬物造

出來。「無中創造」的「無」是絕對的不存在，不是

不可言說的萬物源頭。萬物出自虛無，而非上帝，

所以被造物和上帝之間沒有本體的連續性，而有

絕對的本體壕溝。然而，在道家思想中，「無」不是

絕對的不存在，而是無定性的萬物源頭。萬物出自

「無」，因此「無」在某種意義上是萬物的質料因，

與萬物有本體上的連續性。在這一點上，基督教

和道家思想有深刻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明顯地體

現在兩者對「超越」的理解上。

2、超越
如上文所述，南樂山認為，「無名之道」作為

不可言說的萬物源頭超越萬物之上，但作為萬物

存在的根基又臨在萬物之內。這種對「道」的詮釋

和基督教關於上帝既超越又臨在的思想似乎相一

致。然而，經過仔細考察之後，我們會發現道家超

越觀與基督教超越觀有著深刻差異。

霍爾和埃莫斯為「超越」給出一個定義：就兩

個事物A和B而言，如果A為B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提供基礎或解釋，以致在離開A的時候，B的存在、

意義和價值無法得到解釋，但反過來並非如此

（即A不依賴於B），我們稱A超越B。[40]按照此定

義，「無名之道」的確超越於萬物，因為萬物依賴

於「道」，但「道」不依賴於萬物。就「道」與萬物

的不對稱關係而言，「道」的確是超越萬物的。然

而，這種對「超越」的定義還不夠完整。不對稱關

係只是「超越」定義的一部分。在基督教傳統中，

「超越」概念中另一個更重要的層面是上帝與被

造物之間的不連續性。基督教的「無中創造」教義

強調：作為超越的創造主，上帝是「全然他者」（the 
wholly other）；被造物不是出自上帝，而是出自虛
無。基督教的超越觀基於上帝和被造物的不連續

性。因此，更完整的「超越」概念必須包含兩個方

面：不對稱性和不連續性。雖然「道」在第一個層

面上是超越的，但其第二個層面的超越性則大有

疑問。我們在上文談到，「道」在某種意義上是萬

物的質料因，因此「道」與萬物在本體上存在某種

連續性。這一點體現在中文「有」的語法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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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說「有鬼」或「有神」的時候，將鬼神默認

為宇宙的一部分。換言之，在傳統中國思維中，鬼

神不能獨立於世界而存在，而與世界有本體上的

連續性。同樣，「道」雖然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世

界，但在本體上是和世界相連續的。這種連續性

體現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在描述萬物如何從「道」中生

成時，《道德經》使用的動詞是「生」，而「生」代表

屬性連續的關係。在中文裡，當我們說A生B時，我

們默認A和B之間有本質的連續性。中國人常說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這句

俗語表達的意思是，父母將他們的本質屬性傳遞

給子女。同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默認了「道」與萬物之間的本體連續性。杜維

明在「存有的連續性」這篇文章肯定了這一理解。

在探討中國人是否有「創造」概念時，他寫道：「中

國古典思想家對世界起源和創造的問題極其關注

……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思想中有沒有創造神

話，而是世界觀背後的基本前設：即世界與造物主

之間是否連續……和許多其他民族一樣，中國人

將存在連續性視為自明的真理。」[41]的確，中國哲

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天」或「道」與萬有（包括

人）的連續性—這是道家和儒家的共同基礎。基於

「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強調對內在人性的

「道」的提升。基於「道」與萬物的連續，道家在

萬物—甚至低等卑賤的事物—中看到「道」，以致

莊子在《齊物論》中說「道」在「屎尿中」。

因此，作為萬物的源頭，「無名之道」的確在

某種程度上超越萬物，但其超越性受到與萬物的

本體連續性的限制。在這一點上，道家的超越概

念和基督教有著深刻差異。筆者認為：道家「無名

之道」更接近於新柏拉圖主義的「太一」，道家本

體論更接近於新柏拉圖主義。的確，道家思想和

新柏拉圖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無名之

道」和「太一」都符合南樂山關於「無」的定義：無

確定性、不可言說、不可表述的萬物的源頭和基

礎。普羅提諾強調「太一」超越「存在」（Being），
因為「存在」含有「多」，而「太一」是絕對簡單、不

可言說的。在這一點上，「太一」十分接近於「玄之

又玄」的「無名之道」。第二，「無名之道」和「太

一」都超越萬物，和萬物都有不對稱的關係。正如

「道」和萬物之間有不對稱性，「太一」和流溢物

之間也有不對稱性：「太一」不依賴於流溢物，但

流溢物依賴於「太一」。第三，「道」和「太一」和萬

物都有本體的連續性。基於此，我們建議修正南

樂山的觀點：道家本體論應該被稱為「無中流溢」

(emanation ex nihilo)，而非「無中創造」(creation ex 
nihilo)。與其將道家納入「無中創造」的框架，不如
說道家本體論更接近於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模

型。[42]

結論

南樂山認為傳統中國哲學—尤其道家—含有
「無中創造」的思想。考察表明：雖然他的「無中創

造」理論有別於傳統基督教，但是他對《道德經》

的解讀有一定的可取性。通過對道家和傳統基督

教「創造」和「超越」概念的對比研究，我們發現：

與其說道家本體論和基督教創造論有可比性，不

如說前者更接近於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說。如果

這一結論成立，南樂山的工作為道家與基督教的

對話提供了重要線索：

第一，道家和基督教之間可以展開有意義的

對話。正如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可以對話，道家

和基督教也可以對話。因著某些共通的概念和主

題，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曾開展富有成效的對

話，從而深刻改變了西方思想史。如果道家和新柏

拉圖主義有相似之處，那麼基督教和道家真的有

對話的可能性。正如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的互

動深深影響了西方思想，基督教和道家的對話也

可能推動中國哲學的發展。

第二，正如在歷史上基督教神學家使用了許

多新柏拉圖主義的資源，基督教神學同樣可以從

道家思想中吸取養分。比如，道家或許可以幫助基

督教恢復自然界的神聖性。通過強調被造物沒有

神性，基督教加速了對自然的祛魅，而祛魅化的一

種極端形式即是機械論世界觀。同時，受二元論影

響的基督教流派過度屬靈化並藐視物質世界。在

這種框架裡，物質世界不只是無生命的，而且是邪

惡的。但在道家思想中，因為「道」臨在於萬物，所

有事物都有尊嚴或在某種意義上是神聖的。在這



中
華
神
學

葛
擁
華
：
基
督
教
神
學
與
中
國
哲
學
有
何
相
干
？

６１

方面，道家可以幫助基督教恢復上帝的臨在性以

及物質世界的尊嚴和神聖維度。

第三，正如基督教曾在歷史上深刻改造了新

柏拉圖主義，基督教同樣可以改造和更新道家思

想，尤其填補「超越」維度的不足。基督教給西方

哲學帶來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供一種絕對超

越的概念。超越的上帝不僅創造萬有，而且為萬有

提供絕對不變的真理標準。「道」雖然既超越又臨

在，但臨在性佔主導地位，並有削弱超越性的傾

向，因為其超越性受到與萬物連續性的限制。如果

「道」與世界是連續的或與世界的區分不清晰，我

們就難以建立一種不帶主觀和隨意的真理標準。

在此方面，基督教可以為道家提供一種絕對並外

面於世界的超越觀。[43]有學者認為，中國人拒絕一

切外在人和世界的超越。但如前文所述，超越和

臨在並不相互排斥。相反，在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的

詮釋裡，基督教的「無中創造」教義提供徹底超越

又深刻臨在萬物之中的上帝觀。[44]但願基督教的

超越觀為道家的超越觀提供更堅實的基礎，並使

道家思想扎根於那不可言說的「道」—那既超越
世界又臨在萬有的永恆之道。[45]

[1]當然，對此問題，以德爾圖良為代表的基督徒給

出否定的答案，但更多的基督徒選擇在基督教和

希臘哲學之間展開對話，並在基督教神學發展過

程中讓前者不斷吸收和轉化後者。然而在今天，

希臘化問題再次在西方基督教陣營中激起劇烈爭

議。
[2]Janet Soskice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無中創
造」的誕生是猶太—基督教對古典希臘世界觀批
判的結果，因為希臘哲學有一個普遍共識，即世

界永恆自存。Janet M. Soskice, “Creatio ex nihilo: 
Jewish and Christian Foundations,” in Creation and 
the God, ed. Burrell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0-31. 

[3]David B. Hart, The Experience of God: Being, Con-
sciousness, Bli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第一章。

[4]Robert C. Neville, “Nothing to Being: The Notion of 
Cre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0 no. 1 (1980): 21-34;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n Essay toward 

Comparat ive Theology (Albany, NY: S ta 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5]請參見成中英對道家的詮釋：“On Neville’s Un-
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Ontology of 
Wu, the Cosmology of Yi, and the Normalogy of Li,” 
in Interpreting Neville, ed. J. Harley Chapman and 
Nancy K. Frankenber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249-56.

[6]God the Creator: On the Transcendence and Pres-
ence of G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7]Robert C. Neville, “Some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Divine Creation,” in The Ultimate Why Question: 
Why Is There Anything at All Rather than Nothing 
Whatsoever, ed. John F. Wippel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1): 
191-205.

[8]ibid, p.191.
[9]ibid, p.192.
[10]ibid, p.192. 
[11]Robert C. Neville, “From Nothing to Being: The 

Notion of Cre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80), p.22.

[12]ibid, p.21. 
[13]這不是時間上的「先」，而是本體上的

「先」。
[14]阿奎那，《神學大全》，1.44.2. 
[15]Robert C. Neville,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lb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54. 
[16]ibid, p.74. 
[17]南樂山認為他的無中創造理論與某些基督教神

秘主義傳統相吻合。參見 Rober t C. Nevi l le , 
“From Nothing to Being: The Notion of Cre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80), p.21.

[18]Robert C. Neville,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lb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54. 

[19]Robert C. Neville, The Tao and the Daimon: Seg-
ments of a Religious Inqui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p.137.

[20]Robert C. Neville, Philosophical Theology, Vol. 1, 
Ultimat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228. 

[21]Robert C. Neville,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lb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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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南樂山在《創造者上帝》中曾提供關於「無」

相對於「有」既超越又臨在的關係的詳細論

證。
[23]Robert C. Neville,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lb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73. 
[24]ibid, p.74. 
[25]Cheng Chungying, edited by J. Harley Champman 

and Nancy K. Frankenberry. “On Neville’s Under-
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Ontology 
of Wu, the Cosmology of Yi, and the Normalogy 
of Li” in Interpreting Neville (Albany: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252. 

[26]David L. Hall, The Culture of Metaphysics: On 
Saving Neville’s Project (From Neville) , in Inter-
preting Nevill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pp.271-88. 

[27]參見他們的中國哲學三部曲: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
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
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Think-
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另有學者，如余紀元，認為中國哲學缺乏
形而上學或關於存在的議題。Jiyuan Yu, “The 
Language of Being: Between Aristotl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9 (1999): pp.439-54.

[28]David L. Hall, The Culture of Metaphysics: On 
Saving Neville’s Project (From Neville)” , Ameri-
can Journal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pp.271-7.

[29]ibid, p.274; Chad Hansen, “The Metaphysics of 
Dao,” i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
losophy,  ed. Bo Mou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p.214.

[30]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p.246. 

[31]David L. Hall, The Culture of Metaphysics: On 
Saving Neville’s Project (From Neville)” , Ameri-
can Journal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p.274. 

[32]Haiming Wen, Chinese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74-84. 關於
郭象的哲學，可參見 Brook Ziporyn, The Penum-
bra Unbound: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雖然對魏晉玄學思想的詮釋存有爭
議，學術界的共識是魏晉玄學家的關注核心是

關於起源、存在和無有等形而上學問題。參見 
Tang Yijie, 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1991, p.25.

[33]See Wang Bi’s commentary on Daodejing in Rudolf 
G. Wagner, A Chinese Reading of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trans. Rudolf G. Wagn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119-24. 
Also see Alan K. L. Chan, “Sage Nature and the 
Logic of Namelessness: Reconstructing He Yan’s 
Explication of Dao,” and Jude S. Chua, “Tracing the 
Dao: Wang Bi’s Theory of Names,”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 Alan K. 
L. Chan and Yuet-Keung Lo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23-70; David 
Chai, “Meontology in Early Xuanxue Though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7 no. 1 (2010): 
pp.90–101.

[34]May Sim, “The Question of Being, Nonbeing and 
‘Creation ex nihilo’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Ultimate Why Question, p.58.

[35]其實，我們可以論證，只有真正超越的上帝才

能真正臨在於世界。參見Yonghua Ge, “The Many 
and the One: The Metaphysics of Participation in 
Connection to creatio ex nihilo in Augustine and 
Aquina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5), pp.95-6. 

[36]Cheng Chungying, edited by J. Harley Champman 
and Nancy K. Frankenberry. “On Neville’s Under-
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Ontology 
of Wu, the Cosmology of Yi, and the Normalogy 
of Li.” in Interpreting Neville (Albany: State Uni-
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252. 

[37]Aquinas on Creation: Writings on the Sentences of 
Peter Lombard, Book 2, Distinction 1, Question 1, 
trans. Steven E. Balder and William E. Carroll (To-
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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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article 2. 
[38]從他第一本專著《創造者上帝》到最新的三部

曲Philosophical Theology (Vol. 1, Ultimates; Vol. 2, 
Existence; Vol. 3, Religion)，南樂山對「創造」
的定義基本沒有變化。在他的理解中，「創

造」是從「無」中產生有確定性的事物。在其

對「創造」的最新論述中，南樂山進一步闡明

他的「創造」理論和以阿奎那為代表經典「創

造」概念的差異。他認為，亞里士多德-阿奎那
的「創造」概念基於因果關係並認為創造有先

存理由。但南樂山強調，「創造」無需任何前

設，必須包含真正的新意(參見其U l t i m a t e s , 
217)。

[39]阿奎那在這裡不用形式因（formal cause），而
用模式因（exemplar cause），為的是否定上帝
與世界的連續性，從而捍衛上帝的超越性。參

見葛擁華，「阿奎那論創造與分受：對「一與

多」問題的再思」，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

論》，第49期（2018年），第165-6頁。
[40]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189. 

[41]Weiming Tu,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
sions of Nature,” in On Nature, ed. Leroy S. Rouner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113.

[42]在談到道家於新柏拉圖主義相似處的時候，我

們必須同時認識到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雖然

兩個體系都同時含有超越和臨在的維度，道家

思想更突顯臨在，而新柏拉圖主義更突顯超

越。另外，道家強調「道」與世界的和諧，而

新柏拉圖主義強調「太一」與萬物的對立。因

此和道家相比，新柏拉圖主義有更明顯的二元

和去世傾向。
[43]著名學者湯一介曾對儒家的超越觀表示批評，

認為必須有外在超越來填補其不足。參見Yijie 

Tang,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Confucian-Christian Encounters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ed. Peter 
K. H. Lee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1991), 
181.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批評同樣適用於道
家。

[44]奥古斯丁清楚認識到上帝既超越又臨在。比如

在《懺悔錄》1.4，他稱上帝為 「至上…至隱與
至顯。」同樣，阿奎那在《神學大全》1.8.2寫
道：「存在比任何其他一切都更內在於事物，

因為相對存在而言一切都是潛在的。因此，上

帝必然存在並且以最內在的方式存在於事物之

中。」
[45]基督教神學中，「道」既超越世界又臨在萬有

的最完美彰顯是「道成肉身」。

What Does Christian Theology Have to Do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Creation ex nihilo and Daoist Ontology
Ge Yonghua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What does Christian theology have to 

do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Robert Neville has argued 
that concepts of creation ex nihilo are found in some 
strand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Daosim, in which Wu is understood as the transcendent 
origin of all being. This essay re-visits his thesis by 
re-examining his theory of creation ex nihilo, his inter-
pretation of Daoism and the ideas of creation and tran-
scendence in Christian and Daoist contexts. My con-
clusion is that while there is some validity in Neville’s 
claim,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Daoist view of reality is 
closer to Neoplatonic Emanation than to creatio ex nihi-
lo. This suggests that not only can there be constructive 
dialogues between Christian and Chinese thoughts, bu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can be mutually beneficial.

Key Words: Neville, creatio ex nihilo, Daoism, 
non-being, being, transcendence, imman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