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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過去、現在和將來完全明確地區別開，才有明

確的歷史感與未來意識。西方全部歷史哲學的起源

與發展都帶有《聖經》史觀。基督教打破了異教世

界循環論的世界觀，它把《舊約》中的時間歷程看

作走向末日的進程，看作緊張期待即將結束和解釋

歷史的最終事件的過程。弗洛爾的約阿欣的神學歷

史觀的思想更具有一貫性，並為末世論歷史提供了

一個新視角。約阿欣的基督教歷史哲學是千禧年主

義。

關鍵詞：思辨；目的；意義；模式；線性

歷史的起源、目的、意義和模式
—基督教神學視域中的人類社會歷史

■ 安希孟

山西大學

中華神學

摘  要：作為思辨的歷史哲學，是基督教《聖經》

思想和神學的產物。基督教賦予歷史意義。認為歷

史有意義，有模式，有目的，有始有終，這才有歷史

哲學。歷史的意義最終統一於基督。歷史哲學帶有

歷史神學的特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貫穿著歷史目

的論。目的論的歷史觀具有基督教的特色。歷史哲

學就是神正論。歷史的觀念同時間的觀念不可分

割，因此，歷史哲學必然地包含著歷史觀、歷史意識

及時間意識。世界歷史的未來意識，是歷史哲學的

題中之義。持續運動的線性觀是另一種時間圖像。

只有把時間看作線性的，看作不可逆轉的，才有可

一、關於歷史哲學的起源，眾說紛紜。大多數

人認為，歷史哲學是近代的產物。但是，事實上，作

為思辨的歷史哲學，它同基督教一樣久遠，是基督教

《聖經》思想和神學的產物。

保羅·利科（Paul Ricouer）著文《基督教精神
和歷史的意義》[1]從這題目中隱然可見基督教賦

予歷史意義。認為歷史有意義，有模式，有目的，

有始有終，這才有歷史哲學。除此以外，都是鬼

話。這是一種神秘主義的希望歷史觀。兩部歷史，

兩個世界，人類通過希望超越自身，進入另一個歷

史。歷史的意義最終統一於基督。歷史有一種意

義，並且只有一種意義。人間的紛爭掩蓋了這個意

義。直到最後一刻，歷史的意義才得以顯現。這就

隱含了基督教的希望和預言。後來的世俗歷史哲

學對於意義的尋求，導源於基督教。歷史、理性與

邏輯一致，可以說導源於基督教。

所以，不可避免，歷史哲學帶有歷史神學的特

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貫穿著歷史目的論。目的論

的歷史觀具有基督教的特色。黑格爾說：「我們既

把歷史看作一條宰牛檯子，在這個宰牛檯子上面，

各民族的幸福，各國家的哲理，以及各國人的道

德，都要供其犧牲，那麼必然地就要發生一個疑

問，這種絕大的犧牲所成就的是什麼，有什麼最後

目的？」[2]他的答案是：「一定有一個最後目的，做

這種精神內容之絕大犧牲的基礎，這個問題逼著

我們要問，在這種明顯的表面上紛擾之後，是否有

一種內面的、沉靜的、秘密的工作，一切現象的力

量，是在什麼地方保存著？」（第一編第一章）歷史

哲學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這顯然帶有神學目的

論色彩。不過黑格爾認為，這最後的目的，就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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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歷史哲學的使命

西方歷史哲學的前提和信仰，就是理性支配

世界—這在中華文明史上是闕如。人類必須把這
個信仰放到歷史中。理性支配世界，在希臘人，就

是努斯（Nous）支配世界。在基督教，就是神意支
配世界。黑格爾認為，歷史哲學就是要證明「歷史

是神的本性在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的發展」。歷史

事實是神為自己工作。歷史哲學因而就是神正論。

這是歷史哲學的最大任務。「神統治著這個世界。

他的世界統治的內容，它的計劃的成功，就是世界

歷史。了解他的計劃，就是世界歷史哲學的任務。」

凡歷史，就是世界史。舉凡歷史哲學，就是世界歷

史哲學。民族的孤立狀態無歷史可言。民族也沒有

歷史哲學。國學，一族一家一派之學，眼下的學

派，就沒有歷史哲學，也沒有哲學可言。歷史哲學

當然就是對於世界歷史的哲學思考。對於民族的

思考夠不上歷史哲學。因為神正論涉及世界歷史，

某個局部的災難，可能服務於世界的歷史進程。局

部的惡，全域的善。個人吃苦，人類受益。所以，

「那指出各民族的各種原理之進行的、發生、遞

嬗，這種運動之關聯在什麼地方，那就是哲學的世

界歷史之任務。」[3]

基督教並不一味責備災難（社會災難和自然

災難）。這和佛教不同。災難也有積極意義。有關

災難的預言，末日毀滅的預言，具有促人警醒的積

極意義。促使人類前行的不是美好期許、盼望，反

倒是有關災禍的預言和警示的反面烏托邦。馬克

思摒棄田園牧歌式空想社會主義，並未規劃美好

未來藍圖，反倒是對當時社會的災難性揭露警示

詛咒。人類對於未來社會之預期夢幻，大多數並不

是酣暢美夢甜蜜素，反倒是惡夢（噩夢）連連。美

夢成真的事極少發生。美夢使人懈怠，因而夢幻世

界常常並不那麼美好。惡夢反倒使人儆醒，發揚蹈

勵，有所作為。情形常常是：反倒是惡夢，恰恰使

人避免重蹈覆轍。甜夢美夢會麻痹心智。人類嚮往

美好未來，這很正常。但懼怕厄運，避免厄運的努

力，反而導致夢幻世界裏常是辛酸苦辣懼怕。因而

對於人類未來的遠眺，更多的是災難、禍患、不幸

和悲哀。正因為預見恐懼，才格外奮發，趨利避害，

才創生了美麗未來。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是精神歷史觀。「世界

歷史不是別的，只是表現為神意統治的計劃罷了。

這裡的神當然就是理性中的神，是以理性為根基

的。」他的神，就是精神的異名。所以世界歷史是

在精神的地盤之上進行的。[4]他提出有兩個王國

的理論：自然的王國和精神的王國，就是必然王國

和自由王國。精神的王國包括上帝之國。

基督教的上帝觀念，承認從來就有救世主，卻

不承認神仙皇帝。世界歷史上的帝王將相王公貴

族，其命運絕非幸福。國家不是幸福的舞台。各種

幸福的時代在歷史上都是空白[5]。看看那些偉大

人物的結局，古今將相在何方，一堆塚中枯骨而已

矣。偉人不過是為歷史服務的。就價值來說，他們

談不到道德。它們不過是以熱情和欲望促進歷史。

歷史絕非道德的舞台。歷史超越道德。歷史人物

是歷史主宰者的工具。英雄人物從不過問道德如

何，不問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但卻一定能夠實現

普遍的善，最高的至善。普遍的真理為自身實現起

見，驅策盲目的熱情，以偉大人物供其犧牲。個人

只是手段和工具。

黑格爾對宗教世界歷史發展的敍述

為此神學目的，黑格爾主張國家應該有宗教。

他的歷史哲學敘述了宗教的發展。宗教與國家有

一個共同的原理原則。他對於宗教的歷史發展，採

取進化觀：一，自然宗教階段是妖魔鬼神崇拜，如

中國和野蠻民族。第二階段是精神的個體的宗教，

如猶太教和希臘羅馬宗教。第三個階段是絕對宗

教，自由宗教，即，基督教。現如今中華過時迷信盛

行，愈加彰顯宗教的歷史演化學說之偉大。黑格爾

的論述和世界歷史的階段演化學說相契合。黑格

爾認為，在各種意識形態中，宗教居於首位[6]。在

國家生活中，宗教居於一切知識的首位。國家建立

於宗教之上。但是我覺得，現代中國仍盛行的迷信

的宗教，也許足以使國家社團解體呢！一盤散沙，

是由於鬼神巫術。

黑格爾關於歷史階段論完全不同於中國古代

三世說。東方世界，相當於人類孩童時代。希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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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青年時代。羅馬時代是壯年時代。日爾曼時代

是老年時代。他稱中國是無精神狀態，是一種不獨

立的未成年的不自由的精神，根本就是惰性不運

動的。他認為人類的成年時代，就是基督教世界。

在這個時代，精神借由基督教之力，從死裡復活—
他完全是從基督教神學出發研究歷史！人類歷史

到了基督教時代，就達到了人的完全的本質的絕

對的圓滿，神人和解，從而世界和平與和解就成功

了。日爾曼國家的原理，就適合於基督教。基督教

世界就是完成了的世界。日爾曼世界是具體自由的

王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聖父之國，聖子之國，聖

靈之國。這裡，基督教的歷史神學蹤跡依稀可辨。

歷史的觀念同時間的觀念不可分割，因此，歷

史哲學必然地包含著歷史觀、歷史意識及時間意

識。

時間概念

在所有的哲學概念中，時間概念最難以定

義。時間是無法定義的。時間無可名狀，不可言

說，是語言難以把握的。這反映了人類語言的局限

性。時間最富於流動性，說時遲，那時快，任何定

義都是對它的限定。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說：「如果有人問我是否知道何謂時間，

我回答知道；但如果有人問我時間的定義是什麼，

我回答不知道。」這真是，你不說我還清楚，你越

說我越糊塗。帕斯卡兒更謹慎地說，凡是人所共

知的和人人都理解的事物，尋求定義都是徒勞無

益的。

然而，時間又無所不在地出現於我們的想像

中，我們如不賦予它以某種形象，便不能把握它。

康德賦予時間以某種先驗形式—諸形式的形式。
實際上，人類的理解力發現了一些普遍適用的解

決方法，通過空間表像來間接認識時間。時間與

空間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一空間形式即是線和

圈。

關於時間的這兩種最基本的形象是遠古時

代的人類從對自身及周圍自然的觀察中獲得的。

首先，在大自然中處處可以看到循環往復、周而復

始的規律。月圓月缺，潮起潮落，日月光華，旦復旦

兮，春夏秋冬，四季輪替，花開果熟，生死不已。然

而，人類容易接受一種運動著、流逝著、進行著的

時間觀念：「光陰似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而不容易接受週期性循環的時間觀。然而，循環

的時間觀念大大早於線性時間觀，且根深蒂固地

儲存在人類意識之中。波德萊爾說：「時間的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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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緩慢地纏繞著」。叔本華說：「時間就像一個

永不靜止的陀螺」。然而單向流動的時間觀念對我

們來說更容易理解；時間是飛矢、穿梭、瀑布、大

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天地轉、光陰迫，一

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賀拉斯說：「歲月飛快地流

逝」。但丁說：「我的生命的行程」。

時間循環觀及直線型時間觀

早期基督教護教者在為上帝創世論辯護時，

涉及到歷史的意義問題。這就有了歷史哲學的發

凡。希臘人的循環論是當時解釋歷史的許多方法

中的一種。羅馬人用他們的命定論修正這種循環

論。維吉爾認為，儘管早先的事件預兆羅馬的未

來，但是，這並非說，早先文明國家的衰亡就一定

是羅馬帝國的必然命運。只要羅馬繼續忠於自己

的理想就行。但是基督教護教士不同意這種說

法。歷史事件是不會重複的。（基督教的這一觀念

和華人極不相同，這註定漢語神學或華文神學此

路不通。）基督教認為，歷史事件根本不會重蹈舊

轍，不會重複出現。這是基督教歷史哲學的必然前

提。否則，按照歷史循環論，摩西將不停地帶領猶

太人出埃及—循環不是一次，而是無窮期。和羅馬
人的預期相反，德爾圖良聲稱，所有的民族在適當

時機都掌管帝國。至於上帝對羅馬帝國的決策，只

有那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才知道。[7]奧古斯丁云，

種種跡象說明，人類歷史不是有一系列重複的模

式組成。人類的歷史顯示出儘管曲折蜿蜒但必然

朝向一個最終目標前進的特點。[8]

圓圈的觀念表達了一種自身封閉的運動概念。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

西」，「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皇帝輪流坐，明年

到我家」，「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時間會自動地

返回原點，重新開始。但完全的重複又是不可能

的，這使人產生了陀螺形運動的時間觀念，它既保

留了循環運動的基本概念，又輔之以兩端的開放

性（接近性觀念）。這樣，起點不再是終點，終點也

不是起點，時間的進程既是自身同一的，又不是自

身同一的。

另一方面，直線型的運動對生命有限的人類

來說，似乎過於漫長而遙遙無盡期，非人力所可以

企及。人類的想像力便要求對時間進行切割分段，

此即歷史的、地質的、天文的時間階段。時間階段

的劃分同直線型時間觀是聯繫在一起的，也是它

所必然要求的。

印度教和婆羅門教徹底地、全部地採用循環

模式或週期性模式的時間觀念。印度人沒有直線

性時間觀念，他們的宇宙結構具有數學的精確性，

其基礎是圓的形象和有限事物的無限重複性。他

們的想像力以自然年月和季節的輪迴為出發點。

一個完全的週期（或大時，mahayuga）是由四個小
週期或時（yuga）構成的，相當於世間的4323年。
一千個大時為一個大週期或劫（k alpa），兩劫構
成梵天生活的一日，梵天本身經歷1059600000000
年，就是說，諸神也並非長生不老，梵天的生命無

非是無限螺旋中的一段。所有週期呈現同樣結構：

創造—衰蛻—復原。
古希臘人也持循環觀念。阿那克薩哥拉認

為，宇宙產生於一個原初旋渦，憑藉精神，它進入

一個以旋轉為共同規律的軌道。柏拉圖認為，天

體運動是週期性的。亞里士多德把時間定義為「一

定數量的天體」。柏拉圖說，現實是永恆理念的反

映，歷史的週期重複著天體的週期，而個人的生活

又重複著歷史的週期。據他的推算，一個歷史週

期為40000年，由三個階段構成：黃金時代、衰落
時代（衰老和混亂）、革新（或再生）時代。在人類

社會中，這種循環交替呈現為一系列社會政治制

度的依次更替：由貴族佔統治地位開始，繼起的是

寡頭政治和民主制度，最後是專制制度。這一演進

過程是逐步蛻變的過程。

古希臘人認為，世界是由命運支配的，不僅人

類要服從命運，而且諸神，也要服從命運的安排。

根本不存在歷史發展的餘地，因而希臘人是向後

看的。古典時代是「天文學文學式的」，也就是沒

有歷史的，靜止不動的。古希臘人想像的「黃金時

代」是在我們的背後，屬於過去。希臘人厭惡未

來，懷念既往，而不是面向未來。這種循環世界觀

在羅馬時代發生了變化。羅馬人更樂於接受線性

時間觀，但仍舊沒有提出一種擺脫當時普遍流行

的歷史悲觀主義的歷史哲學。古代人沒有把歷史

看作是一場戲劇，沒有把歷史看作人類實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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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的活動領域。

人類的想像力感到循環的時間無異於一個

牢籠，一個樊籬。黑格爾說：不僅個人，而且一個

民族，只要生活在封閉結構的樊籬之中，便會排

斥歷史。生活在封閉狀態中的人看不到事物的根

本性質的變化，看不到舊事物被全新事物代替的

可能性，看不到衰敗著的事物會徹底滅亡，也不企

求一個徹底的全新的未來。這是一些毫無生機的

人，死氣沉沉，抱殘守闕，得過且過，目光短淺。他

們排斥歷史所創造的新的生活。他們並不期望美

好的前程。在他們眼中，未來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誰寄希望於未來，誰就會到頭來兩手空空」。黃

金時代之後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永無止境的

墮落。循環論的時間觀把黃金時代放到世界的開

端，緬懷疇昔、情繫既往、追憶過去、鄙薄未來，是

他們的特徵。

世界歷史的未來意識

古希臘的全部思想都意識到理想已經破碎，

未來是一片厄運，前面的道路是黑暗的。克羅齊指

出，薩盧斯特、李維和塔西陀以痛苦的心情看待

未來，把未來看作是散發著臭氣的不可挽回的盲

目過程。

德國現代神學家莫爾特曼( J . M o l t m a n n , 
1926-)闡釋了基督教的未來意識。治歷史哲學的人
千萬不能忘記歷史哲學必須包含對未來的期盼。

歷史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樂觀主義的歷史

哲學，絕非如是。上帝的應許和世界的開放性，應

該包含在歷史哲學內。從莫爾特曼關於上帝啟示

理論出發，可以看到，上帝的實在性的基本本體論

可以被描述為：應許者上帝應許祂將存在。如此，

把世界的實在性理解為歷史過程，就和這一描述

一致。莫爾特曼提出，世界的現實，即全部受造世

界，都通過啟示的作用成為歷史過程。啟示是所

應許的未來的天啟，而不是永恆現在的顯現。因

此，它被看作是使宇宙和人類的自我向上帝真理

的未來開放。離開了上帝的啟示活動，則末世論的

世界的開放性將無由出現。

世界歷史的未來意識，是歷史哲學的題中之

義。莫爾特曼關於作為歷史的世界現實過程的觀

點是：這一過程已經到了終點。這不是說人類完蛋

嗚呼哀哉，而是說，上帝借此成為純全的實現

（ALL IN ALL）。新的創造並不僅僅是恢復上帝
的原初創造，不是一任舊觀。《新約》中的啟示錄

提出了新的創造。這新的創造，不僅同原罪相比，

而且同原初的創造相比，都是新穎的。必須承認還

沒有完成的新的創造，承認未來。這可以避免泛神

論把當前世界等同乎上帝的做法。因此必須以基

督教為背景承認世界歷史將終結。「我們可以在

歷史中的萬物的意圖和趨勢中再度發現某種可以

用傳統語言叫做精神的事物」。[9]不安分的世界，

正是世界過程本身，它同不安分的心靈是一致的。

不僅人類自我，而且整個宇宙它，都遭受共同的苦

難。這符合布洛赫（Ernst Bloch）「還不存在」（not 
yet）的本體論。「歷史的終結」，如今多麼常見的
外來語。

二、持續運動的線性觀是另一種時間圖像。根

據猶太─基督教傳統，時間有一個起點。在創世之

前，它存在於作為統治者的上帝那裡。然而根據奧古

斯丁的看法，時間只能從創世算起。有始必有終。奧

古斯丁認為，人類的道路或者是上升而獲得拯救，或

者是相反，跌入罪惡的深淵，總而言之，都將伴隨著

末日審判而到達時間的終局。人類歷史不僅同時間

的終結有關，也同歷史的方向性、目的性有關。這個

直線只是一段時間，在上帝那裡開始，也在上帝那裡

結束。

只有把時間看作線性的，看作不可逆轉的，才

有可能把過去、現在和將來完全明確地區別開，才

有明確的歷史感與未來意識。古代人的思維方式

屬於非歷史性的，對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回憶是

變形的、歪曲的。對這種思維方式而言，新奇性、

奇異、創新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重複已經發生

的事，往昔與現今沒有明確的界限，因為往昔永遠

被再生和複歸，成為現在的一部分。

東方循環論歷史觀和時間觀是以僵固閉塞的

空間模式、空間觀念審視流變的時間之矢。在其

現實性上，一維單向度的時間與多維往復循環的

空間不一樣。東方思維因而視歷史為循環的圓圈

形狀，沒有變遷，沒有進步。時間之流的觀念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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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是缺如。

有人讚美「時間開始了」，但在東方幾千年

裡，時間卻依舊停滯，街市依舊太平。這裡沒有變

遷，沒有進化。所謂僵化，就是不能與時俱進。缺

乏時間概念，就缺乏變遷概念。人類在時間長河中

遷移前進。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今是而昨

非。空間在循環，時間卻流變，時間之流逝，是存

在與時間哲學。

古以色列人的未來意識

古代以色列人對人與實在的關係的看法與當

時中東其他民族迥異。其他民族對實在的認識是

一種神話意識。以色列人認為，將來的新事物不是

沒有意義的。自先知時代以降，以色列人認識到，

生命的真正完滿，真正的救恩，是在未來而不是在

當前。

以色列人受上帝應許的引導，公開向未來開

放，以未來為導向。這就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基本因

素。我們現在知道，人之為人的特質在於對未來的

徹底開放，以及不斷希冀新的生活。人的存在的這

種基本要素首先出現在以色列人之中。人對未來不

再閉目塞聽，真理也不再是古代神話中既成事實。

真理需要到未來去尋找。在以色列人眼中，任何原

型和傳統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真理。傳統留下來的

生命原型等於既成事物和故態。不論過去怎樣偉

大，在未來都不可能具有無限控制力。就算是以前

的神話給它戴上「上帝的創造」的美名，也不會在

未來永遠具有支配力量。任何傳統總有一天會被

未來的新事物所推翻。新事物是舊真理所不可戰

勝的。粉碎了傳統形式的新事物是革命性、顛覆性

和破壞性的力量。

猶太人只有一種傳統。上帝的應許本身就是

一種傳統。這應許要世代相傳，成為千秋偉業。凡

遵從上帝應許而生活的人，就等於活出了傳統。無

止境地向未來開放，就是一種戰無不勝的傳統。在

《新約》中，應許的傳統借耶穌獲得新的形式。依

基督教傳統而生活的民族能夠以特殊的方式趨向

未來，因而，現代的轉型及自然科學才發生在有著

強固傳統的歐洲。基督教的傳統也能夠為解決新

時代的危機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人類麻木不仁，忘記了自己在幾千年中經歷

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變易。人類徜徉於永恆不

變的生命原形的神話中。原始人以原初和傳統為

歸宿、為指標、為目標，而不是以變革，以更新，以

摧枯拉朽為取向。原始人相信每一樣東西都是上

帝創造好了之後交到人手上的成品，最早的歷史

甚至不去描述變革的意義。司馬遷認為歷史學就

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確是先見。原

始史學認為歷史就是要為某一人物立傳樹碑，做

一永恆的記錄。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歷史性及對

未來的開放性。

人類的歷史覺悟首先出現在以色列人中。雖

然歷史著作史早於以色列人，但歷史思想、歷史觀

念卻最早出現在以色列。以色列人看到全部人際

關係是可變的，而不是恆定的。人倫不是倫常，不

是綱常，不是常駐不變的。以色列人首先看到無法

揣度和預測的未來對當前的每一件事都具有決定

性影響。他們把眼光投向未來，把希望放到未來，

他們期望從未來得到還不曾（not-yet）存在的事
物。已經發生的事會不可逆轉地進入未來。

以色列人的歷史意識是他們上帝觀念的產

物。他們以上帝的眼光來理解人和實在。《舊約》

的上帝是無限自由的而又不斷創新的上帝。耶利

米以耶和華的口氣說：「看，我是上主，是一切

有血肉者的天主，難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嗎？」（耶

32:27思高本，編者註）。
以色列人認為，上帝創造世界，是上帝無限大

能的表現，是上帝一整套歷史行動的首次行動。保

羅認為，上帝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4:17）。人只有不斷地期待上帝做出極不可能
的事，亦即實際上無法相信的事，才能與上帝結

合。在上帝眼裡，這個世界因為其秩序無法改變，

因而不能給人以可靠的支持。

西方的歷史哲學的起源與發展帶有

《聖經》史觀印記

只有從《聖經》觀點出發，才能產生涵蓋全人

類的世界歷史。人類歷史的統一，是後來才發現

的。起初是各民族的獨立發展，後來才逐漸結合

為人類的共同歷史。世界的統一性，產生於古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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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一帶以色列人中。基督教繼承了地中海文明

這一觀點，關於全世界統一的觀點通過基督教擴

散到西方。統一的世界歷史的觀念起源於以色列

《聖經》的上帝和他在耶穌身上的顯現。

西方全部歷史哲學的起源與發展都帶有《聖

經》史觀，如果沒有《聖經》史觀，就不可能有西方

人的歷史興趣和對歷史觀的興趣。啟蒙運動以來，

人們試圖創造世俗的歷史。現代歷史思想已不再

把《聖經》中的上帝看作歷史連續性及其進步的

保證，上帝被人取代。然而，一旦人僭稱自己是自

己的保證，歷史的統一性便宣告瓦解。人在這個世

界上只能在一定時期，做某一民族的人，做某一國

家的公民。

為了避免歷史的支離破碎，西方歷史學家提

出文化的概念，作為完整的歷史單元，以取代民

族、國家、階級。人們侈談文化、文明，給各種文化

編號歸類。但這些文化是互相關係著的，因而很有

必要超越文化的界限，把人類歷史當作一個整合

的單位來理解，來研究。現代科技與傳媒造成統

一的地球村，乃是起源於基督教統一的世界性歷

史意識。

三、基督教打破了異教世界循環論的時間觀，

它把《舊約》中的時間歷程看作走向末日的進程，看

作緊張期待即將結束和解釋歷史的最終事件的過

程。這最終的事件即是彌賽亞的到來。《新約》繼承

了《舊約》的末世論，但對它進行了改造，引進了全

新的時間概念。

首先，根據基督教的世界觀，時間概念與永

恆概念被區別開來。時間與永恆是對置的。在古老

的宇宙觀中，永恆吞併了世俗的世界概念。在基督

教中，永恆是上帝的屬性，而時間的產生則有始有

終。這就限定了人類歷史的存續期。

其次，歷史的時間需要一定的結構，它在量

的方面和質的方面都被劃分為兩個紀元，即基督

降生之前和基督降生之後。歷史從上帝創造天地

萬物向最後的審判發展。在這兩個過程之間有一

個決定性事件，即基督的降生與被釘十字架。這個

事件決定著進程的方向，給予它以新的意義，並

預定其發展結果。《舊約》中的歷史被認為是預表

基督的到來。基督以後的歷史則是這一事件的結

果。這個事件一經發生就不會重複，是絕無僅有

的一次性事件。

這樣，就在三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創

世、全盛和毀滅）的基礎上確立了一種新的時間概

念。基督教的時間方向同古典世界的時間方向完

全不同；它既重視過去，也重視未來，因為在未來

即將發生審判、救贖和末日審判。

基督教打破了異教世界循環論的時

間觀

在基督教歷史哲學的源頭，站立著奧古斯丁，

他傳授了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反對舊有的循環論。

古希臘人沒有賦予「從前」和「以後」以絕對的意

義，所有的事情都在畢達哥拉斯的「大年」中重複

敘述。柏拉圖在雅典學園教訓他的弟子們：在此

以前不可計數的某年某月某日，同一個柏拉圖在

同一個雅典學園裡用相同的方式開導過他的弟

子。循環的觀念排斥了時間的不可抗拒的方向性，

對於歷史的終將結束，一無所知。《舊約》的末世

論奠定了基督教時間觀念的基礎，這就是：所有的

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基督教

認為，關於時間的循環觀念，是毫無根據的，與基

督教教義格格不入，因為它否認了《聖經》啟示的

唯一性，而且使人類最終得救成為不可能。古代教

父奧列金（Origen）曾混淆基督教的世界觀與古代
世界觀。奧古斯丁認為這是「褻瀆神聖」。他提出，

上帝的「真正的和直接的道路」打破了「自我重複

的循環」。

奧古斯丁認為，不能用天體的運動來衡量時

間，因為，上帝沒有答應約書亞的請求使太陽停止

轉動。如果那樣，那場戰爭就可以當天結束。

《上帝之城》原是答覆410年羅馬遭遇哥特人
洗劫的問題的。隨著寫作的進展，概括也就越全

面，終於發展為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哲

學。異教徒把災難歸咎於羅馬教會，可是他們中間

有的人卻在災難期間到教堂避難，可見蠻族敬重

教會。所以，基督教保護了羅馬人。有的邪惡的哥

特人，在來世將受到責罰—儘管現在逍遙法外。如
果所有的罪惡在現在受到責罰，那還要末日審判

幹什麼？如果基督徒有德行，那麼他們受苦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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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好處。對於聖徒來說，丟掉現世的東西並不算

損失。在現世，兩座城池被混為一談，然而在來世，

二者將被分開。奧古斯丁把柏拉圖置於所有哲學

家之上。亞里士多德比柏拉圖遜色，柏拉圖主義在

邏輯上和倫理上最為優越。歷史不像哲學家說的

是循環的。基督為我們的罪惡而死，只有一次。[10]

奧古斯丁也不同意亞里士多德關於時間是對

運動的一種計量的看法，不同意時間是一種客觀

物質。人類的時間與構成物質時間的時刻的連續

大不相同。人類的時間是一種內在的真實，只有精

神才能感知它。通過預感來理解未來，通過記憶

來了解過去。

奧古斯丁的時間觀與柏拉圖也大不相同。柏

拉圖認為，時間沒有盡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因而是永

恆的。「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因此，

時間本身導向永恆。奧古斯丁把世俗社會經歷的

時間與神聖的永恆的時間區別開來。普洛丁提出，

人們應當擺脫時間的限制而上升到永恆，但他把

時間看作一種實在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奧古斯丁

卻認為時間概念是人的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

亞里士多德認為，歷史過程與自然進程一樣

經歷循環往復。「人類的事情以及一切其它具有自

然運動和生滅過程的事物的現象，都是循環。這

是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時間裡被識別的，並且

都有它們的終結和開端，仿佛在週期性地進行著，

因為時間本身又被這種位移計量之故。因此，把事

物的產生說成是一個循環，就等於說時間有循環，

而所以說時間有循環，則是因為它是被循環運動

計量的。」[11]認為歷史單單屬於人類社會，而歷史

又呈現循環狀，且有說道，能講出一套循環之大

理—不是雲南自治大理縣—此乃歷史哲學也。亞
里士多德認為，在許多方面，未來和過往，今後和

疇昔雷同，這種看法未免叫人失望。與此相反，基

督教認為，歷史是呈現直線型發展的。奧古斯丁

說，「一些哲學家除了採用時代循環論以外，找不

出其它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據此，自然秩序處於

不斷延續與重複的狀態；這些哲學家宣稱，這些

循環將不停地發生，一次循環過去，另一次循環即

將到來……在這一激烈的巨大變遷之中，他們（指

歷史循環論的說教者）甚至不放過已經獲得智慧

的不朽靈魂（指人類，尤指基督徒），讓它在虛妄

的福蔭和真實的苦難之間不停地變動。怎麼能把

不能確保永恆性、對真理全然無知和對苦難之將

至毫無感覺或陷於苦難與恐懼之中，稱作真正的

福蔭呢？如果它（指人類，基督教顯然沒有關於動

植物和大自然無機物與有機物界進入天堂的內

容）進入了天堂，永遠擺脫了苦難，那麼一種新事

物便會立即出現，並且不隨時間而終結。為什麼世

界不能如此（指隨時間而終結）？為什麼人類也不

能如此（指隨時間而終結）呢？因此我們循著合理

信條所示的直線逃脫，我不知道有什麼自欺欺人

的哲人們所發現的迂途曲徑（指循環路徑）。」[12]

有些哲學家相信歷史世世代代地循環往復，

每次的循環完成後，整個宇宙將返回到原先的狀

態。奧古斯丁批評說，「在時間的循環中，相同的

自然物永遠重複。他們斷言，這種世代的延續不斷

地逝去，又不斷地到來，永不止息，而這個世界一

如既往地穿越所有的循環，或者按特定的間隙盈

虧圓缺，總是以嶄新的面貌展現著同過去和未來

一樣類型的事件。」有的哲學家把所羅門《傳道

書》中的話理解為支持循環論：「已有的事，後必

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

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傳道書1:9-10）似乎所羅
門指的是在循環中，相同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重

複。可是奧古斯丁說，但願上帝不要讓這樣的事情

發生！似乎同一個柏拉圖、同樣的城市、同樣的學

校和同樣的學生反復存在，並將在未來的無數個

世代中反復存在。但是奧古斯丁說，「上帝不會要

求我們相信這種事情。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

死過一次了」，「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

再作他的主了」，我們在復活後將要「和主永遠同

在」。《詩篇》說：「主啊，你必保護我們，你必保

佑我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詩篇12:7）。「惡人
在圓圈中」—他們虛假的學說的路徑是循環的。[13]

美國基督教歷史哲學家，神學家萊茵霍爾德

·尼布爾（1892-1971，主要著作有：《道德的人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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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社會》、《對時代末日的沉思》、《基督教和

強權政治》、《人的本性和命運》、《光明之子與黑

暗之子》、《信仰和歷史》、《基督教實在論與政治

問題》、《自我與歷史的戲劇》）認為，歷史循環與

歷史進步兩種觀念，並非截然對立，各自在一定領

域裡有其道理，所以應該對他們的真理域加以限

定。它們實際上確認了歷史中的兩個基本事實。歷

史循環論反映了參與歷史長河的有機體的出生、

成長與死亡。然而尼布爾認為，國家、文化與文明

不是有機體，不像生物機體有一定時限。因此，把

歷史週期與生物週期相比擬，是錯誤的。歷史的

進步觀向亞里士多德的歷史結構固定不變觀提出

了挑戰。但是，尼布爾又認為，歷史有週期循環觀

念也包含真理，因為歷史的文化、文明和社會也是

會死亡的。

尼布林認為，歷史進步觀和歷史循環觀一

樣，各有其正確的一面，也各有其錯誤的一面。歷

史循環與歷史進步這兩種模式不過表明了歷史舞

台的廣闊與縱深這兩個側面。斯賓格勒和湯因比

都力圖賦予歷史循環論某種積極的意義。但他們

的努力表明，要把歷史戲劇納入循環的模式，雖屬

可能，但卻有一定局限性。歷史戲劇中變幻無窮的

主題層迭在歷史循環圈之上，而且它們的出生、成

長與死亡並不是由於自然循環的必然性，而是由

於人的無能與失敗。因此，歷史循環的週期不可能

有積極的意義。每一種文化或文明的死亡是不可

避免的。歷史的週期不同於生物的週期，從而對歷

史的戲劇可以賦予某種積極的解釋。[14]漢唐雄風

俱往矣，西周服飾難面世。徒然懷古四發明，不知

進取往前趨。

人的靈魂所感知的所經歷的世俗時間，是人

的靈魂所必經的通道。奧古斯丁強調世俗時間的

易逝性和不可逆性，反對時間具有超感覺的永恆

性，為他關於人類歷史的著作奠定了哲學基礎。上

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不有可逾越的界限。上帝

之城是所有基督徒的無形的精神共同體，教堂是

它的有形的化身。上帝之城是永久存在的。世俗之

城是羅馬帝國，它是短暫的，必定要毀滅。這兩座

城池各行其是。如果說，上帝之城的進步存在於對

神聖真理的逐漸發現中。那麼，人間就根本沒有進

步可言。現在一如過去，亦如將來，人們都經歷災

禍和不幸。在奧古斯丁的理論中，悲觀主義與樂觀

主義混雜在一起。

奧古斯丁還為目的論歷史哲學奠定了基礎。

上帝對人的生活的每次干預，都構成了歷史的事

實。歷史事實具有宗教的價值。歷史的意義在於發

現上帝。這樣，時間就是一條永遠不斷延伸的直

線。歷史被分為兩個時代：道成肉身及受難之前與

之後。

目的論的時間觀

世俗生活附屬於基督拯救的歷史，這樣，人類

社會在時間中的運動就具有統一性，它在超自然

的設計指引下發展。歷史根據一個預定的計劃發

展和改變著自己，向一個終點進發。在終點，世俗

生活與彼岸生活融合在一起。崇拜上帝的歷史觀，

是對歷史悲觀主義的一種抗衡。對末日審判的恐

懼和對拯救與升入天堂的渴望混合在一起。關於

世界正走向衰亡、最後的災難正在迫近的思想，是

中世紀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正因為如此，歷

史知識被認為不可缺少。歷史起著重要的教育作

用，為人們提供了具有永恆意義的例證。

基督教隱含著一種特殊形式的歷史決定論。

中世紀的人認為，以往全部歷史都圍繞某些歷史

事件展開：基督的降生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中世

紀的社會被置於一個把過去與未來聯結起來的特

定位置上。既然歷史的開端與終結都是已知的，那

麼，它的內容就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整個歷史進程

的秘密只有上帝知道，但其中每一個事件都有其令

人信服的意義，因為每一個事件都服從於總的規

律。

波威克(Friderick Powicke)認為，應該避免歷
史的神秘主義和犬儒主義。神秘主義認為歷史有

意義，這意義外在於歷史。神學末世論是也。犬儒

主義要麼認為歷史沒有意義，要麼歷史有諸多意

義。希臘羅馬和亞洲的古代文明一樣，對於未來較

少興趣。古人對於未來的憧憬，採取的是緬懷過去

的幻想的形式。這依然是把歷史同化到自然中去

的循環論。維吉爾突破循環觀念，這使他被看成基

督教先知。希伯來人和基督徒認為歷史過程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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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目標—這就是目的論的世界觀。歷史就這樣
取得了某種目的和意義，然而是以犧牲其世俗性

質為代價的。達到歷史的目的，意味著歷史的終

結。文藝復興繼承了基督教的樂觀主義。時間變得

和藹可親了。培根說，真理是時間的女兒（Veritas 
temporis flia）。這和古代羅馬的賀拉斯說的「有害
的時間把什麼都縮小了」不同。近代基督教史學繼

承了猶太教基督教的觀點，但把它世俗化了。歷史

成為向某種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這個目標不在

彼岸，就在人世間。吉本就是如此，世界每個時代

都增添過財富、榮譽和美德。[15]

基督教的歷史哲學相信歷史在進步，這與古

代極端悲觀主義的歷史觀形成顯明對照。但他們

所理解的進步有其特殊性。首先，它只涉及精神生

活，因為在歷史進程中，關於上帝的真理逐漸地滲

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人們對上帝的了解只能是越來

越多。上帝之城正在走向完全的實現。對於世俗，

歷史學家們並沒有談及，他們也沒有關於世俗歷

史進程不斷前進的觀念。他們的歷史著作不是關

於人類或某個民族不斷發展的過程的記載。其次，

目的論哲學所說的「進步」是有限的，歷史向預定

的目標前進，因為歷史是在一定限度內發展的過

程。歷史的進步就是神聖計劃的實現。

四、約阿欣的神學歷史觀

弗洛爾的約阿欣（Floris Joachim）的神學歷
史觀的思想更具有一貫性，並為末世論歷史提供了

一個新視角。在《永恆的福音》（Eternal Gospel）
中，他把歷史分為三個偉大的時代，其中每一個時

代分別由三位一體的一個位格支配：聖父的《舊

約》時代結束後，是聖子時代（《新約》），再次是

聖靈時代。每個時代都包含著上帝的特殊的歷史

啟示。這使得人類社會不斷走向完滿。在第三個時

代，人類將達到絕對的精神自由，這個時代從1260
年開始。宗教將重新振興，人類將獲得新生。精神

的自由將使人們能夠理解福音的真正意義。約阿

欣認為，這樣，在時間進程中，將有不斷的啟示。

人類社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將得到它本身所需

要的東西，得到它本身的被揭示的真理。

奧古斯丁認為，歷史的真理總是在一個一個

單個的事件（體現了福音）中被揭示出來，而不會

再改變。約阿欣卻認為，真理是在一個由各個階段

組成的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被揭示出來的。在

每一個階段裡，下一個階段都是潛在的現在：「《舊

約》之前的時間，《舊約》時代的時間，聖靈時代

的時間，都是必要的。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還有另

一種時間也是必要的」，此即理想的正義的時代。

在《舊約》中，《新約》也是潛在的現在。所有的存

在—人類和社會，教會和教義—也都在變化和再
生。當然，這裡所說的變化，不是真理的本質的變

化，因為世界的各個發展階段，都包含在那個預定

的神聖計劃之內。

約阿欣的這種觀點受到教會指責。博納文圖

拉（Saint Bonaventura）說：「《新約》之後，什麼也
沒有」。阿奎那也認為，歷史僅有兩個時代—《舊
約》和《新約》時代，將來不可能有第三個時代。

阿奎那還認為，進步總是受到傳統的限制，因為

隨著時光流逝，人們更清楚地理解了真理的原意，

而對真理的最深奧的秘密，使徒們比後人理解得

更深刻，更充分。約阿欣的理論則表明，中世紀人

並非完全堅持悲觀主義的歷史觀。人們在對被拯

救的渴望中，混雜著對末日的恐懼，因為天堂與地

獄之火，一起在等待著人們。

約阿欣主義

約阿欣的基督教歷史哲學是千禧年主義

（ch i l i s a sm）(千年至福說)，又叫做約阿欣主義
（Joachimism）。

這種學說關注的是從基督時代到世界末日所

發生的事。《舊約》《但以理書》預言了將有四個

大帝國出現；《新約》《啟示錄》預言三個時代：災

難時代；基督再來及作王一千年；敵基督者出現

及其統治。對此，有人做了字面的解釋，有人做了

寓意解釋（認為它與精神而不是與物質有關）。顯

然，第一種解釋把神聖的與凡俗的事物視為同一，

認為二者互相滲透。凡俗歷史也有直線結構，可以

期望在現世使墮落的人類的狀況有所改善。

整個中世紀，這種千禧年的預言在窮人及沒

有文化的人中廣為流傳。彗星、皇帝加冕、瘟疫，都

與基督再來、千年至福和敵基督者的再來連在一

起。有教養的人不討論這些。因而千禧年主義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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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神學理論，唯有約阿欣為這一盼望提供了神

學理論框架。

約阿欣三段論

約阿欣認為，全部歷史按三位一體的三個位

格劃分為三個時代。上帝的啟示不會隨基督而完

成，《新約》不是上帝的最後的話語；《新約》之後

是迄今尚未成文的永恆福音。從一個時代到下一

個時代構成一種進步。第三個時代是地上千年至

福時代。人類將成為新人，完全不同於過去，非常

幸福，因為充滿了愛心，並能直接沉思上帝。這個

時代並不會立刻到來，因為敵基督者將以世俗統

治者的名義，摧毀腐化墮落的教會。敵基督者之後

將會出現一個新領袖，他將革新宗教，帶來理想中

未來的太平盛世（millennium），即基督再臨人間
的神聖一千年。這個黃金時代與異教「黃金時代」

不同，它不存在於遠古的記憶之中的過去，而存在

於將來。

約阿欣的觀點有利於反抗政治當局的社會派

別。萊辛、聖西門都受到他的影響。三段論被杜爾

閣和孔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繼承。約阿欣主義刺激

了異端社會運動。

約阿欣的歷史哲學是通向近代歷史哲學的前

階：

1.	 救贖過程同世俗過程統一在一起，最後
二者不可分割。聖史與俗史的界限從此

消失。在第三個時代，人不僅在道德上完

善，而且免遭一切苦難，即，俗世歷史也

呈現線性發展，亞當的墮落得到補償。

2.	 凡俗事物不再被看作不具有永恆性，而是
變易的。萬物皆變而不是皆毀。基督以後

的時間是線性變化的一部分，是一個進

步的過程，人類日益完善。

3.	 對一切現象都可以放在線性發展的背景
上來考察。為了理解、認識某一事物的意

義，就必須明確它指向以後的哪一點，又

來自以前的哪一點。

4.	 某一事件在線性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成為
對其進行評價的標準。一個人、一件事、

一種制度、一種觀念，都應當根據其歷史

作用來衡量。約阿欣把較後的階段看作

較好的階段。真理也同歷史境況有關，沒

有什麼「永恆真理」。真理隨時間而進步。

奧古斯丁把真理看作是一次性的永久性

啟示，既無須補充，也無須完善，真理只

能傳播，不會被重新發現、表述或欣賞，

約阿欣則認為，真理從一個時代到另一

個時代不斷「增長」（grows），並達到較
高階段。

基督教神學史充滿異己思想的駁難、激辯。

扼殺異己，就是扼殺思想本身。異端，heterodoxy；
heresy，原義為異常之徵兆，後引申為社會主流思
想和意識形態之外的異己思想、理論。在中國古

代，佔統治地位的儒家常將儒家學說之外的其他

學說、學派稱為異端。《論語·為政》。朱熹集注：
「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焦循補疏：「各為一

端,彼此互異。」基督教、伊斯蘭語境中，異端則是
指與正統神學、認主學相違背的宗教信仰。自認

為正統者對異己的思想、理論如此稱呼：「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
藥及酒之關係》：「更因思想通脫之後……遂能充

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

源引入。」《人民文學》1977年第5期：「凡有作品，
未經他們（四人幫）點頭，一律視為異端。」異端對

正統基督教教義並非完全反對。判定異端，以四

大信經為准，即《使徒信經》、《亞他那修信經》、

《尼西亞信經》和《迦克敦信經》。異端對於基督

教神學發展具有補充、糾正作用，它促進辯理、論

證。即使受到反駁，它也會被吸納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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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Purpose, Meaning and Mode of 
History

An Ximeng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t is the product of Christian Bible thought and theology. 
Christianity gives meaning to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holds that history has meaning, a pattern, 
a purpose, a beginning and an e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is finally unified with Chris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historical theology.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runs through historical teleology. 
The teleological view of history is characteristic of 
Christianity.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theodicy.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cept of 
time, s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evitably contains 
the concept of histo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ime consciousness. The future consciousness of world 
history is the meaning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linear view of continuous motion is another picture 
of time. Only when time is regarded as linear and 
irreversible can we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have a clear sense of 
history and futur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ll 
we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ave biblical historical 
view. Christianity broke with the pagan world view of 
recycling, and saw the time course of the Old Testament 
as a process towards the end of time, as a process of 
intense anticipation that the final events of history 
would come to an end and be explained. Joachim 
Flohr’s theological view of history is more consistent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schatological 
history. Joachim’s philosophy of Christian history is 
millennialism.

Key Words: speculative, purpose, meaning, 
model, line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