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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共同的起點，或是判準，因此也就不能像從前的信

仰時代或理性時代，訴諸大家公認的信仰或理性，而可得

出所有人都接受的看法。卡普托把這二千年來的故事，娓

娓道來，讓讀者輕易掌神學與哲學、哲學與神學，兩者之

間的爭議互動；從前現代到現代到後現代，一直下來，一

氣呵成，實在大師之作。

譯者本來沒有計劃翻譯此書，手上的研究規劃多未開

展，惟基道出版社的編輯「賴皮地」屬意譯者，譯者亦只好

在僅餘的聖誕前後空檔提筆，完成初稿，然後抽空在農曆

年假進行修訂，最終仍然只是一份有待訂正打磨的譯稿。

因此，一如過往，本書的逐字逐句審訂，全賴基道出版社

的編輯同工林諾欣和江程輝，修改誤譯及補上缺譯，並理

順文句，謹此致謝！但願這本小書有助神學生了解自身神

學歷史中與哲學的種種關係，並從卡普托的獻議中看到出

路。是為序。

鄧紹光

香港．西貢（北）．西澳

二○一一年六月三日

中文版序：生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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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文字經常伴隨我身，那就是年青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看見的景象：很久以前，在宇宙遙遠角落中

的一粒小星星上面，聰明的小動物發明了一些讓牠們足以

自豪的字詞（words），例如真（ truth）與美好（goodness）。

但很快小星星冷卻下來，小動物要死去，伴隨牠們死去的

還有牠們所自豪的字詞。只是宇宙從不稍停一步，它仍

然活著並往前走，繼續在無數天空之間來回，跳著其宇

宙之舞。

尼采早已描述了我們的命運？是否有人知道我們在

這裏？或者關心在意我們？信靠上帝是否可以一勞永逸地

把我們從這恐怖的景象中釋放出來？或者這景象是無可避

免的，這不是因為這景象能夠被牢固地建立起來，而為最

後的真理；而是因為這景象仍然是一種可能性，像陰魂一

般地纏擾和威嚇著信仰？並且，這叫人不安、恆常威嚇信

仰的景象，事實上是否有助於把信仰建構成為信仰—

這信仰所看見的並不是全部而是部分？

這問題、這組問題，對我來說，是哲學的和神學的

議題所冒現出來的方式，並且兩者是一起出現的。對我來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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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兩者總是重疊的、互相交纏的和彼此溝通的，它們

卻以一種無止境的競爭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由此形成它

們穿越無數世紀的歷史。哲學家和神學家追問「諸種終極」

（ultimates），這是我們向自己提問那最深層的多種問題；

或是好一點的講法，這些終極持續地把它們自己加諸我們

身上。哲學家和神學家都是較為不穩定的類型，他們曾

為類似的問題而擱下手中的工作，被捲進我們生活的外在

和內在空間去進行探索。在探索中，哲學家和神學家兩者

都以謹慎小心的眼光注視對方；他們探索的領域，橫跨極

多相同的題材—上帝及倫理、我們的起源和我們的命

途—在無數年日之中，他們像情侶那樣，不時進行妒

忌的和好鬥的口角，有時也會進行協作式的爭論。

哲學「與」神學

1

我在思考哲學與神學時，以辯護下述的論題作為開

始：「哲學與神學」，這兩個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巨神，它

們之間的對峙—同時是競爭與合作—中，最重要的

字眼是「與」（ and）。這好像讓我顯得有點怯懦，當兩個

偉人邁步踏入房間之時，我卻膽怯地嘗試從後門溜走。然

而，這是我的立場。我只能這樣做。全都在於「與」。有

時候，「與」宣告兩種互相歸屬的東西，幸福地走在一起；

這兩者看來是那麼天造地設的一對，正如當牧師說：「現

在我宣告你們為丈夫與妻子。」但有時候，「與」卻是提出

挑戰，衝著我們而來，並且用目光壓倒，說道：「你膽敢

在這房間把這兩人結合成一對！」那麼，這個標題就好像

表示，「民主黨與共和黨」聚集辯論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

預算。那麼，「與」肯定會引發火花，並且成為爭鬥的時

機，這就好像，如果這對伴侶最後在離婚法庭上終結其

一切，你就會明白那種「與」了。大多數時間，當我們說

「與」，我們的意思是「反對」（against）或「對比」（versus），

並且我們準備開始戰鬥。當拉里．金（Larry King；譯

按：美國著名清談節目主持人）告訴我們，他會在明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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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節目中，請到一位大膽發言的自由派「與」一位直言

不諱的保守派，討論同志婚姻，我們便全都調校心情，期

望一連串的直率言論。「與」，可以表示幸福的婚姻或是

不幸福的婚姻，婚禮或戰爭，一場兩個老朋友靜靜的深思

對話或電視上大聲叫嚷的清談節目。我們是否要勸喻這雙

方各走各路，甚至要他們想也別想要走在一起？

因此，我們要做的事有很多。我們不單需要了解哲

學家和神學家各自在他們自己的工作間所做之工作（雖然

這要求已是一種苛求），我們也需要決定他們怎樣彼此溝

通，這涉及了那小小的「與」，否則，我們很可能讓這小

小的「與」走漏了眼。

為甚麼這樣膽怯？那叫我們擔心的是在哲學家和神

學家之間那內置的地盤戰爭。當他們對我們生命的終極意

義提出相同的問題時，他們是從不同方向提出的。神學家

屬於信仰羣體，而他們的工作是透過「信仰的信條」（tenets 

of faith）或「啟示的內容」來思考的，上述兩者皆是聖經

的話語和共同的信仰，是過去這麼多年來忠心的信徒所傳

遞下來的。我們甚至可能以之為神學的運作定義（working 

definition），以之為場所（place），在當中信仰羣體進行

思考、檢定、澄清、概念化，以及對歷史長河中的共同信

仰作出更新。這是為甚麼諸神學—以及它們當中很多

的—都以不同的類型條紋出現。某些神學是保守的、

較為偏狹的，一心想儘可能嚴格地維護神聖話語，並且

儘量避免被世界的思考方式（如哲學家的思考方式）所污

染。某些是進取的，它們經常與世界對話從而再思古老

的信仰，並把古老的信仰，跟周遭的文化—特別是哲

學—「關聯」（ correlating）起來。1

然而，哲學家喜歡視自己為較獨立的，就好像自僱

人士（ freelances），他們單獨工作，不是信仰羣體所委

託的，不需向人報告而只需向自己報告—正如他們

所說的類似論調。哲學家宣稱，哲學無論往下追尋（至

其根基）或往上追尋（至其第一原理），都是理性的。哲

學家宣稱，他們為普遍的人類境況、事物一般（ things in 

general）的意義和構成、事物一般的基本的或終極的「甚

麼」（what）和「為甚麼」（why），建立論證；並且他們這

樣做，沒有求助任何外在的權威，只單單基於穩固的邏輯

及觀察。

如你所看見的，哲學與神學對大部分相同的範圍作

出宣稱，兩者對上帝、美好生活及作為「人」的意義等等，

都感興趣，但兩者感興趣的方式卻極為不同，這是為甚

麼它們之間必然出現競爭和衝突，卻又伴隨著合作的可

能性。兩者都對我們開始時所講的尼采式謎語，有話要

說。哲學家說，做哲學就是要成為一個敏銳的觀察員，以

及有一個熱中邏輯的腦袋；從三藩市到新加坡的任何一個

人，都被歡迎去嘗試做哲學。神學預設你有一特殊的宗教

傳統，而你想要對之作詳細分析—雖然更進取的神學

家想要他們的神學儘可能的公共和普遍，好把信息傳遞給

每一個人。這就是對哲學家和神學家通常作出的分別；在

這裏，我們想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測試我們對這種尋常看

法實際上可以有多堅持。舉例來說，西方哲學家傾向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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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死亡和個體性（ individuality）的題目上，言說一些十分

西方的東西，這些主要是西方人的興趣，但卻跟非西方的

傳統顯著不同。因此，哲學家豈不是欺騙自己嗎？實際上

他們擁有一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支持者？哲學家不是經

常並且無可避免地最終為某些羣體擔當發言人嗎？同樣道

理，就如神學家要向教會報告，那麼，在甚麼程度上，哲

學家要向他們現在落腳的大學報告，因為他們不再遊走於

古代的論壇，進行（不收學費的）討論？

如果我們把哲學的思考和神學的思考，視為兩種不

同的行動（ acts）或思考模態（modes of thinking），猶如

一個整全人生的兩種不同向度，那麼我們可以想像，這兩

種行動快樂地在同一個腦袋中同居共住，結果產生了一個

思考的相信者（ thinking believer），或一個相信的思考者

（believing thinker），這是一個同時是學習的和有信仰的

人。就眼所能見的例子，有很多宗教的哲學家（ religious 

philosophers）和哲學的神學家（philosophical theologians）

存在，這在神學傳統和哲學傳統很強的宗教羣體之中經常

發生，就只講一些，如那些生出基督教知識分子或猶太教

知識分子或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諸傳統。這種事情已經

在千年來不斷發生。宗教的歷史真可稱得上滿是這類人

士。事實上，只是自十八世紀開始，無神論才在西方知

識分子中得到立足點，雖然我們要承認在此之前，無神論

對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已經深具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在此之

前，每一個人都有其宗教的信仰，並且哲學的知識和神學

的知識之間的分別，是簡單地由以下方式劃分或分派：藉

「理性」來認識的知識，以及藉「信仰」（ faith）來相信的

知識。�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哲學與神學的分別在於存在

著兩種類型（ types）的人，兩種不同風格的生命—信仰

的神學生命和理性的哲學生命—那麼我們就很可能會

開戰。然後，世界分成兩種類型，它們看來永遠有矛盾分

歧，一類是信靠那比自己更高超的能力，被其引導，並且

願意忍受某程度的不見（ non-seeing）、某程度的只見「部

分」及「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就像聖保羅所說的（林

前十三 �～1�），這些人對權威和傳統採取一種較為友善

的觀點。至於另一類就是那些堅持自己觀看的人，他們倚

靠自己的能力和資源，懷疑傳統和權威。我們很容易想到

雙方會叫對方甚麼名堂。神學家會認為哲學家只專注於自

己，他們是驕傲及自負的；而哲學家則會認為神學家有點

瘋狂，他們被諸如天使和撒但等事物所困惑，神學家讓這

些東西塞滿了其腦袋。

戰爭早在哲學開端時已爆發了，那時有些哲學首先

以越過古老的宗教神話的方式展現。哲學家以蘇格拉底

（Socrates）為他們的守護聖人（patron saints）之一，當

然，這是世俗的聖人，而非某個在天堂上守望著這些哲學

家的人。蘇格拉底前往雅典（Athens），向每個高貴的或

低下的人提出問題，好尋找德性（ virtues）的定義。蘇格

拉底沒有假裝自己知道答案，而是在過程中，他向那些

認為自己知道答案的人，顯示出他們並不知道答案，從而

讓他們失禮於人前。正如你可以想像得到，蘇格拉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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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這樣的天職便會為自己帶來有多糟透的結果；雅典人

對他進行了一次聞名的審判，然後處決他，以此來回報

蘇格拉底帶給他們的所有難堪之處。控告的罪名？他敗

壞青年人，並且是無神論者。哲學家極為欣賞並嘗試學

效蘇格拉底，除了有關處決及無償地教導的部分。他們

認為使蘇格拉底遇上麻煩的部分原因，在於他跟傳統的

宗教信念衝突。他們視蘇格拉底的審訊，和後來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的審訊，為一種警告：神學為任何想要

自己思考及提問連串叫人難堪的問題的人，招來麻煩。神

學這字詞對許多哲學家來說，意味著一個非理性的和教條

的（dogmatic）信念系統，不容許任何異議。很多哲學家，

在別的事情上都不會同意二十世紀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但卻會同意他所說的：「基督徒哲

學」（Christian philosophy）的意念—相信的思考者或

思考的相信者這意念—是方的圓（ square circle）。對海

德格來說，如果你是信徒，那麼你已決定讓你的思考提早

退休。對於蘇格拉底提問的那種問題，你認為你已經擁有

答案，而且你不能玩這遊戲；或者更好的講法是，你可以

做的哲學只會是遊戲，只是一個你在玩的遊戲，因為在你

的神學錦囊之中已有真正的答案。你從答案開始，嘗試以

證明來翻新這答案，好讓你可以前往你想要去的地方。順

道指出，那是一件對倚靠純粹「論證」或形式的「證明」這

意念，以及對表示你追隨純粹「理性」，作出威嚇的事情。

當你接觸到哲學及神學中敏感的議題，你便會發現那些對

「直覺議題」（gut issues）已經深切持有某些信念的人，他

們會嘗試尋找證明以支持他們的直覺（ gut feeling），而非

讓思考的碎片散落各處。（哲學和神學的其中一個標記，

無論是好是壞，就是把論證不斷做下去。就如一個在開玩

笑的人曾經說過：「哲學」意即「不能回答的問題」，而「神

學」意即「不能提問的答案」。）

無論如何，在神學家當中並非沒有欣賞蘇格拉底的

人。他們同意「未經檢視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正如蘇

格拉底所說。他們認為宗教的信仰並不是讓提問睡覺，

剛剛相反，宗教信仰揭示我們存在的深度、釋放那無盡的

連鎖性反思，並以謙卑承認我們知道得很少作為出發點，

展開一生的追尋。神學家欣賞蘇格拉底其中之一點，就

是—他們認為哲學家可留心多一點—蘇格拉底是何

等堅信他自己的無知和有限，這是他對抗驕傲之罪所建構

的有益警告。在蘇格拉底許多世紀之後，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要使其一生的工作，成為一個「基督徒的蘇

格拉底」（Christian Socrates）。祁克果認為他在十九世

紀的丹麥的處境，正是異常地蘇格拉底式的（ singularly 

Socratic）。他尋找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是甚麼意思，就如

蘇格拉底尋找真正德性那樣子，並且他認為當他周遭的世

界認為其自己是基督徒時，那硬道理卻是：那世界不是基

督徒，不是，因為如果成為基督徒，意即真正跟隨新約

聖經而非口裏說說而已，那就不是了。因此，祁克果以

思想家為自己的使命，要揭穿他所講的「基督王國」的假

象（“Christendom” of illusion），這基督王國的確曾經是

真正的「基督徒的」（Christian）。他也決不可能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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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一生的追尋。神學家欣賞蘇格拉底其中之一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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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警告。在蘇格拉底許多世紀之後，祁克果（Sø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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