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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學」是甚麼？
他可以吃嗎？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stian_k/50034187211



象牙塔？

「玉女啊，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是巧匠的
手做成的。 你的肚臍如圓杯，不缺
調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麥子，周圍
有百合花。你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
就是母鹿雙生的。你的頸項如象牙臺
(Ivory Tower)；你的眼目像希實本、
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你的鼻子彷
彿朝大馬色的黎巴嫩塔。」

(《舊約‧雅歌》7:1-4) 

http://www.art-tisse.com/pages_arto/navig/actualite/actua_poidsplume.htm

象牙塔本是比喻「純潔堅貞」
的個性，18世紀後被作為反諷
「脫離現實生活的學術環境」



「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猶太諺語)

有一句猶太諺語很令人讚嘆：人類一思
考，上帝就發笑。這句箴言帶給我一些
啟發，我常想像有一天弗朗索瓦．拉伯
雷(François Rabelais)聽見上帝的笑聲，
於是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這樣誕生
了。我喜歡把小說藝術來到世界想作是
上帝笑聲的回音。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
於1985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得獎感言

##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是法
國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作家，其代表作《巨人傳》為歐洲第
一部長篇小說。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acaee827782e17bc9bcbc1



信仰
個人性與經驗性的

釐清幾個名詞

宗教
團體性與文化性的

神學
菁英性與思辨性的



神學？那是一種學問嗎？

神學(Theology)，廣泛指稱所有對神這個主題展開的研究或學說。神學一詞的希
臘文是由Θεος（即「神」）和λογος（即「邏各斯／話語／學說」）兩個字組
合，字面上便有建立人類對上帝正確認識的學說之意。為宗教研究的一個領域。

(維基百科)

靈魂的入注



「神學」其實並不限定於任何特定宗教，而是可以泛指任何以系統
性的思辨方法所陳述、闡釋、建構、強調、質疑或批判與信仰有關
的學術研究。在台灣，公立大學設有神學或宗教相關科系的非常少，
也因此在學術圈中比較缺乏對於超越存有者的思辨或探討‧‧‧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坤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象傳》

QS 2021 World U. Rankings

in Theology, Divinity 

& Religious Studie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
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
rankings/2020/theology-divinity-religious-
studies

1.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 Harvard University

3. University of Oxford

4. Duke University

5. Durham University

6. KU Leuven

7. Boston College

8. Yale University

9.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0. Universität Tübingen



二、十七世紀歐洲的思潮背景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stian_k/50034187211



希臘哲學 希伯來宗教

中世紀基督教神學

改教
神學

哲學
文學藝術

社會學

物理學

化學
生物學

心理學

基督教神學與西方學術分化史

紀元初年

文藝復興
(十五世紀)

啟蒙運動
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

現代主義
(十九世紀)

例如：
人該如何
治理世界

例如：
人與機器的

界線？

當代的跨領域學習往往
忽略這些知識都曾有神
學性的基礎，可用來作
學科整合的後設認知
(Meta-recognition)。

例
如
：

為
何
要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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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6世紀的宗教改革的洗禮後，天主教會權威受到挑戰。如同改
教運動強調回到《聖經》來確立信仰基礎，哲學家則開始希望從中
世紀對教會的盲從中，以「思辨」來確立哲學基礎。所關心的議題
從形上學(我是誰？)轉為知識論(我可以知道甚麼？)。可分成理性
主義與經驗主義兩大陣營。

歐陸理性主義
(笛卡兒、史賓諾沙、萊布尼玆等)

英倫三島經驗主義
(洛克、柏克萊、休謨等)

人的理性思維是構成真正知
識的主要因素，具有普遍性
與一致性，可能推論所有問
題的答案。感官經驗只是浮
動的表象，並非真正的知識。

感官經驗是知識建構上的主
要因素。所有的理性推理
(如因果律、一致性)並非客
觀存在於自然界，只是一種
「誤解」或「習慣」。

潛藏的問題浮現：知識論的轉向

牛頓出生地
伍爾索普

萊布尼茲出生地
萊比錫

形上學

知識論

倫理學

美學

西方古典
哲學的架構



三、牛頓的物理學與自然神論



牛頓(1643-1727)，理工科最熟悉的陌生人

牛頓是早產兒，3歲時母親便而把他託給他的外祖母照顧。
18歲(1661年)進入了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接觸一些如
笛卡兒、伽利略和哥白尼等先進的思想。在1665年畢業
後，學校因為了預防瘟疫而關閉。兩年內，牛頓便在家
中開始其微積分、數學、光學、力學和引力論等研究。

1667年，牛頓作為研究生重返劍橋大學，兩年後
來被任命為盧卡斯數學教授。當時由於牛頓個人
的信仰偏向「神格惟一論」並非基督教主流，需
經過查理二世的特別許可才能擔任。1670-1690

年是牛頓科學研究的高峰期，整理發展先前的工
作出版包括《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

1690年後，牛頓轉向煉金術、聖經與神學等
研究，特別關於上帝的創造與護理、以及末
世論的部分，撰寫許多論文。他也被受命擔
任鑄幣廠廠長，發現偽幣緝獲真兇。

基督教神學架構

一、上帝論
二、天使論
三、人論
四、罪論
五、基督論
六、救贖論
七、聖靈論
八、教會論
九、末世論

1.上帝的本性
2.三位一體
3.上帝的創造
4.上帝的啟示
5.上帝的護理

牛頓用25年作物理研究，但花
了超過35年的時間專研神學…
顯示兩者對他必然是相輔相成
的，但後世往往僅取前者…



所以牛頓的第一定律其實是在定義「慣性座標系」
(1) 第一定律成立➔在某特殊的(慣性)座標系
(2) 所有慣性座標系彼此等價，並不存在絕對的觀察者
(3) 在任何一個慣性座標系中，物體都不想被改變運動狀態，稱作「慣性」

以牛頓第一與第二運動定律為例

第一定律：
「若不受外力，物體靜者恆靜，動者恆以等速度運動。」

v.s. 過往亞里斯多德學派的學說：一個物體本來是靜
止的(➔有一個絕對的座標系)，需要有外力才會移動。

第二定律(改寫版本)：
「物體在所有慣性座標系中，所受外力與其加速
度成正比，比值與座標系無關(➔慣性質量)」

牛頓的運動定律「否定所見現象的絕對性」，卻「肯定物理規
律與物質本性的絕對性」→ 促進了自然神論(Deism)

?



牛頓物理學的神學影響(I)：上帝的護理、智慧設計到人擇原理
牛頓以數學方程式寫下物體運動的「內
在機制」→使物理學結合自然觀察與數
學的計算，可準確預測物體運動，正式
脫離傳統內省式的哲學研究。

但是牛頓反對僵化的機械論，認為宇宙
的運行必須有上帝不斷的保守得以維持。
萬物也因此得著價值與意義。

神學家佩利(W. Paley, 1743-1805) 提出「智
慧設計論」：整個宇宙精密的運行如同手
錶為人所造的一般，反映出上帝的智慧設
計。因此，科學研究是發現上帝創造時所
隱藏的智慧，應該榮耀上帝而非否定上帝。
到了20世紀末，此觀點的無神論版可化約
成「人擇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

2r

GMm
F −=

“The laws of science, as we know them at present, 
contain many fundamental numbers, like the size of the 
electric charge of the electron and the ratio of the 
masses of the proton and the electron. ... The 
remarkable fact is that the values of these numbers 
seem to have been very finely adjusted to make 
possible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tephen Hawking, 1988)



牛頓物理學的神學影響(II)：自然神論、啟蒙運動到科技霸權

雖然牛頓強調上帝的創造與護理，但其
物理學發展的非常成功，後來被其擁護
者淡化「護理」的部分而成為「自然神
論」：上帝創造了世界，設計其中運行
的規律並開始第一因，此後便無需介入
(護理)，也就無神蹟或救贖的必要。

在社會上，自然神論促成歐洲發展出樂觀
的人性論。認為人類不需要上帝的救贖，
而是靠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尋求定義自我的
價值，間接推動「啟蒙運動」與世俗的人
文主義，於19世紀末達到科技與文明的高
峰，稱之為「美好年代」 (Belle É poque,

1871-1914)，直到…

20世紀後半以來，各國政府
的投資科技明顯重於人文，
前者改變社會的速度越來越
快，形成科技的霸權…



三、萊布尼茲的哲學與神義論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stian_k/50034187211



萊布尼茲(1646-1716)，文藝復興最後一位通才

萊布尼茲出生於萊比錫的書香世家，萊布尼茲14歲時進入萊
比錫大學，20歲時完成博士學業，專攻法律而成為律師，並
開始學術生涯，其研究橫跨哲學中各學科、邏輯學、宗教哲
學、數學、物理學、地質學、法學、歷史學等等。

1671年發表與物理學相關的論文，進入巴黎的知識圈，也在
這時期發明了微積分與二進位演算法的計算機。1685年起，
受轉而開始做歷史學研究。1689年結識耶穌會的傳教士，討
論易經中的八卦與二進位演算法的關係，也開始對中國文明
有強烈的興趣，發表過對康熙年間禮儀之爭的
看法，並於1695年發表「預定和諧論」。

1710年發表的《神義論》與1714年的《單子
論》為萊布尼茲於神學和哲學上最重要的代
表作品。1716年孤獨地過世，其最後未完成
的論文是《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相較其他哲學家，萊布尼茲
的哲學明顯更想調和不同的
學科、思想或文化…



萊布尼茲神學與哲學思想中，相當關鍵的是所謂「預定和諧
論」，主要是用來反對笛卡兒的「心靈─物質」二元論，認
為不論靈魂與身體之間，或機械自然與意志自由之間，都是
上帝在創造世界時就已預定調和的，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
因果關係只是片面表象，反映自共同的源頭。

萊布尼茲的預定和諧論(Pre-Established Harmony)與單子論(Monadology)

他用「單子」來描述形上學中所預設不可再分割、帶有知
覺且完全自足且有機的簡單實體，並非物質界的粒子，而
是對世界整體在不同清晰程度下的鏡像，充滿整個世界。
單子間的的互動是透過預定和諧論來發生。

二元論：心靈與物質對立

上帝

和諧論：物質與心靈在上帝中合一

例如：小明在路上被車撞傷，是小明自己的狀態與車子的狀
態皆符合後來受傷的結果而使其發生，兩者並無因果關係。

將單子論應用於文明，相當於將其他非歐洲文明視為觀照
上帝創造世界的另一個特殊觀點，兩者平行無高低之分，
皆反映上帝的心意。

預定和諧論與單子論可被視為一
神論信仰下的多視角主義，但是
也可能帶來倫理學上的困難…



神義論(theodicy) 是猶太─基督教神學的重要主題，可遠
溯於《舊約》的〈約伯記〉，後者是文學史上偉大的經
典，深刻地影響著後世包括中世紀的但丁《神曲》、歌
德的《浮士德》與約漢‧米爾頓的《失樂園》等作品。

萊布尼茲與「神義論」(I)：約伯記

故事大要：約伯敬畏上帝，但魔鬼指控是因為上帝祝福。
上帝允許苦難臨到他，約伯經歷生不如死卻未曾背信。

三位朋友看他，約伯開始為自己悲涼的遭遇哀哭，表達
出對上帝的抱怨與質疑。三位朋友輪番質疑約伯有犯罪，
希望他能悔改。但約伯反指責他們歪曲事實且宣稱是上
帝要負責，要求與上帝對質以表明清白。

最後上帝親自顯現，以創造的大能與智慧使約伯承認卑
微渺小，說出「從前風聞有你，如今親眼見你」的信仰
告白。上帝也為約伯作見證其義行，苦難並非因為他的
惡。(事實上，約伯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苦難的原因。)

約伯記主要在說明世間的苦
難根本原因不是「因果報應」
或「宿命無常」，甚至並非
理性可以了悟，而是需要與
上帝有位格性的交流…



萊布尼茲與「神義論」(II)

基督教神學傳統的神義論，雖有許多理論和版本，大
體上認為這些罪惡與苦難雖然是來自於人類整體積累
的罪惡影響，但並非毫無價值(如管教或提醒)，所以
上帝仍許可其存在而公義良善，並不需要立刻清除。

萊布尼茲出生於歐洲宗教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末期，
日耳曼仍處分裂混亂並未統一，到處有小型戰爭或政
治紛擾。因此萊布尼茲的哲學採用「預定和諧論」的
概念，論證儘管世上有罪惡存在，但這仍然是「所有
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不必因此懷疑上帝的美善與公義。他的論
證雖然有內在理性邏輯的一致性，但仍難得到後世的
廣泛接受，甚至被許多哲學家或文學家所諷刺。

《新約》中神子耶穌的無罪受難也是不公義，顯
明上帝並非於苦難之外，而是與世人一同受苦…



四、在思辨背後的上帝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stian_k/50034187211



牛頓以科學家面對自然世界的思考方
式，將過往觀察歸納且以微觀的數學
方程式來作準確預測，因而以「自然
神論」的神學架構來回應上帝與世界
的關係：這個世界是上帝所設計、所
推動並保守護理的，因此帶有意義。

經驗主義 理性主義

萊布尼茲以哲學家面對人文世界的思考
方式，將看似衝突的思想觀點藉由宏觀
的預定和諧假設來會通，以「神義論」
的架構來回應上帝與世界的關係：這個
世界是上帝所有可能設計的世界中最好
的一個(包括苦難)，因此帶有價值。

我如何知道真實的知識？
如何肯定世界的意義與價值？

若移除上帝，就容易
落入懷疑論或機械論

若移除上帝，就容易
落入獨斷論或唯我論



思辨對象的再思

「神學」從方法論上其實與其他的學科相同，都是需要經
過仔細的觀察、思考、推理與綜合評估。與其他學科不同
的地方在於，神學思考的對象並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自然
世界或可以同理的人文世界，而是我們無法企及或掌握的
超越存有者…

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凝神思索，它們就越
使內心充滿驚奇和敬畏：那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
中的道德律。 (康德)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置在
世人心裡。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 (《聖經》傳道書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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