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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的宗教信念系統比較法l

程男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歐美崇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哥|言?

我們在本節概括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及全文的結構。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普蘭了格(Alvin

Pl阻個ga) 宗教認識論的基礎上。保證 (warrant) 是普蘭丁

格宗教認識論的一個核心概念。 2普蘭丁格是從認知的角度

定義保證概念。因本文定義1.2給出的宗教信念系統是有保

證的定義，不同於普蘭T格的保證定義，為避免概念混淆，

本文用「認知保證」概念指稱普蘭丁格的保證概念。如下定

義1.1為諭證一信念是有認知保證的提供了充要條件

(suffici四.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定我1.1 (普蘭丁格的認知保證定義) :一信念是有認知保

證的當且僅當它被恰當起作用的認知過程或官能，在有利

於認知能力活動的認知環境中，按照一種成功的導向真信

念的設計方集所產生。 3

1 本λ感謝兩位匿名評審λ提出的中肯的悔改建巔，感謝武漢大學歐美宗教文化研究廚趟

林教授、蘇植起草授等對祖積摳出的建議，感謝武漢大學車輛青年學者項目和武漢大學

I德國古典哲學及其現代效應」背年學者學衛團隊項目的主持﹒

2 關1íl: w，間祖t和 J回世:fication這兩個備幫 a 本主輯用通常譚告 a 將w.. 四t揮ZH保誼J ' 
將J田曲曲組血譯:II r辯護」

3 壘且Alvin P1antin蟬• W'"πmted Ch7當前m Belief (NI巳w York: ox.卸d University pr間，
2咽1)， "Preface", p. xi ﹒恰當功能、認蚵環境、尊自真理租設計1ï車，是認個保禮的四個

數4峙件，它們是由曹蘭丁榕在你讀一一當代事論) (""研WJt: The 臼四tDe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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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頁

普蘭丁格在代表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ψ 將認知保證概念應用到基督

教信念，論證了如下條件式若基督教信念為冀，則它是

有認知保證的(我稱此為「普蘭丁格條件式J) 0 4 

「宗教多元性」是指世界有多種木同的宗教， ，每種宗

教都有嚴肅真誠的追求者的事實。宗教多元論者認為:不

同宗教是對同一終極實在的不同回應，以不同形式展現終

極實在的價值;不同宗教表達的都是相對真理，不同宗教

都是平等的;不同宗教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同宗教

間是不可比的。

現有文獻中有大量關於不同宗教的比較研究。但這些

研究大多是個例研究:對一個具體的論題，比較研究不同

宗教對此論題的不同觀點;通過比較研究揭示出不同宗教

在一些核心觀念上的差異和共同之處。 6然而這類個例研究

卻忽視了宗教比較研究中一個更大的方法論問題﹒能否找

到一種合理的方法比較不同的宗教?

關於普蘭丁格宗教認識論的一類常見問題是.基督教

信仰是否比其他宗教信仰有更高的認知保證性? 7我們能

否應用普蘭丁格宗教認議論比較不同的宗教信念系統 H

[N開York: oxfmd Uni珊瑚h間，朋31) 首先提出的圖在曹蘭丁格看來，信愈B壘有

幫如保聾的並非直涵B壘耳帥，根撞轉個保鐘的直讀1.1.不同的帽盡可能都是有幫餌

保撞的﹒

4 普藺丁格認轟論誼宗書畫信童福耳超出7哲學車的能力範圈，哲學畢昕能作的只是在櫃定

宗教信愈轟辜的前提r. 從認盟員論上探討它是否有保聾的回

5 有神論宗教包括基督教 a 伊軒蘭獸，猶太敬，印度教，蟬數，美國印第貴宗教等﹒

6 倒賣1. 闖世基督教和儡矗對蟬的不同觀盒的比輯研究，基督教輛輛車倫理單晶的比較研

究等-
7 祖揖普蘭丁裕的〈基督載信童的個鵬的 (W=甜晶，當個B.Jief) • 基督載的基本

教養是一、世昇萬物是由一位全龍，全薔稍有位榕的上帝創造的，二、上帝聶我們隨供

一腳置一的聲團之路通過神的見于耶聶華賢的嗤成肉身，壘，性的死芒和死車復措圖

8 撞車聶們解釋本文中宗教信仰，宗教信盒聶統和信心三個攝童的使用。我們可合理的認

措每個宗教信倉軍統都有其基本教義 z 基本教義自有限個命題組成，它們表撞了此信愈

聶饒的揖心內容﹒宗教信仰是由宗教信愈聶統的基本教義廚刻畫﹒本主在使用上也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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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誼的宗教信念系統比較法

在普蘭丁格的工作中，他並沒有正面諭證根據認知保證定

羲1.1 '基督教信仰比其他宗教信仰有更高的認知保證性。

本文嘗試在普蘭丁格工作的基礎上找到一種合理比較

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方法。我們的問題是:對不同的宗教

信念系統 S 和 T' 如何論證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解決

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合理地定羲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充要

條件。對宗教多元論者來說，論證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

幾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嘗試在普蘭丁格工作的基礎上正面

回應宗教多元論者的挑戰，找到一種合理的方法論證 s 優

越於 T 是有保證的。本文定羲1.2 給出宗教信念系統是有

保證的充要條件，定義1.3在定義1.2 的基礎上給出 s 優越

於 T是有保證的充要條件。

本文以下分為四部分。第二節我們概述普蘭丁格宗教

認識論。第三節是全文的主體部分，我們先給出宗教信念

豆豆統是有保證的定義，並討諭定義1.2 的合理性;再在定義

1.2 的基礎上給出宗教信念系統 S 優越於 T 是有保證的定

義，並討論定義1.3的合理性。第四節我們討論對本文可能

的批評。第五節總結全文。

二、普蘭丁格宗教認識論概述

普蘭丁格宗教認識論一方面是為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

作辯護，閻明對基督教信念的一系列反駁是不成功的;另

一方面是從典型基督徒的角度，為基督教信念是有認知保

證的提供一種認識論模型。《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是

普蘭丁格在宗教認識論領域的代表作。

傳統認識論認為，知識是得到辯護的真信念，辯護是

宗載信仰等問宗教信:輩革統﹒個體對昕持信:宜的信，t_，自個團對此信:宜的穗信度即劑量﹒

宗載信仰是相對種定的，而信心則是相對星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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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頁

知識區別於真信念的關鍵特徵。普蘭丁格在《保證:當代

爭論:> (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s )系統研究了當代認

識論對甚麼是區別知識和其信念的關鍵特徵這一問題提供

的木同答案:辯護、融貫性、合理性等，並指出這些理論

沒有一個是令人滿意的'，最後他在《保證﹒當代爭論〉弓|

入認知保證概念作為區別知識和真信念的關鍵特徵。在《保

證與恰當功能:>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 ， 普蘭T

格系統建構了以恰當功能、認知環境、導向真理和設計方

案為核心條件的認知保證概念，並詳細周密的論證了這四

個條件的必要性，及為何認知保證比其他特徵(特別是辯

護)能更好的從認識論上刻畫知識和真信念的區別。普蘭

丁格宗教認識論認為，知識是有認知保證的真信念，認知

保證是知識區別於真信念的關鍵特徵。普蘭丁格區分了關

於宗教信念 B 的兩個問題.事實性問題(也.e de facto 

question) 和規範性問題(也e de jure question) 。關於 B 的

事實性問題是 :B 是否為其;關於 B 的規範性問題是 B 

是否合乎理性的(或理智上可接受的)。普蘭丁格認為規

範性問題是比宗教信念是否得到辯護更根本的元問題。普

蘭了格指出，人們常常將規範性問題等同宗教信念是否得

到辯護的問題。他指出，這種等同背後的理論根源是經典

基礎主義。經典基礎主義認為關於宗教信念的規範性問題

即是宗教信念是否得到辯護的問題。基督教信念辯護問題

的提出和人們對它的回答都是建立在經典基礎主義的立場

上。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考查了經典基

礎主義的理論根源、它的主要觀點及辯護傳統與證據主義

的關聯。在經典基礎主義立場上，辯護問題是和證據問題

緊密相聯的。根據經典基礎主義，一個命題對主體 F 是嚴

9. .見到回回祖 Warranted Christi，個 B.阿''Preface''， p. 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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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誼的宗教信念系統比較法

格基本的當且僅當或者它對 P 而言是自明的，或者它對 P

是不可銬的，或者它在哥哥克(John Locke) 意養上對p 的感

官而言是明顯的;主體 p接受信念 B是得到辯護的當且僅

當或者信念B 對 P 是嚴格基本的，或者P接受 B是通過演

繹推理，歸納推理或者外展推理從嚴格基本的命題得到

的。普蘭丁格指出，西方認議論整個辯護傳統的中心是辯

護和證據間的關係。 10證據主義認為，宗教信念理性上是得

到辯護的僅當我們有從其他嚴格基本的命題推理而來的好

的證接。普蘭丁格反間，為何合乎理性的辯護需要證據，

為何人們傾向性的將辯護和證據等同?普蘭丁格在《保

證﹒當代爭論》和《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考查了經典

基礎主義辯護觀及其當代的各種理論變體。在《基督教信

念的知識地位} ，普蘭丁格論證指出，經典基礎主義有不

可彌補的根本問題，辯護概念不能為規範性問題提供令人

滿意的答案。普蘭丁格在該書指出經典基礎主義兩個最致

命的問題:第一，根據經典基礎主義對信念是得到辯護的

定義，經典基礎主義建一信念本身是沒有得到辯護的，第

二，有很多信念是缺乏證擾或辯護的，但人們仍可以具有

對它們的確切知識和充分信心。普蘭T格在該書詳細諭證

了，對於基督教信念的規範性問題，認知保證是比辯護更

合適的概念。普蘭丁格的認知保證概念拋棄了經典基礎主

羲的認議論圖景，為回答基督教信念的規範性問題奠定了

方法論基礎。

為了論證基督教信念是有認知保證的，普蘭丁格在《基

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提出了兩個模型﹒阿奎那/JJ日爾文

模型 (Aq叫血s/Cal吋且 Model) 和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

10 星接見同上，頁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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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1根據阿奎那/加爾文模型，人有一種加爾文稱之為「神

聖感應」的官能或認知機制﹒對上帝的感應，是人在一定

環境的激發下神聖感應官能正常運作而產生的有神信念。 12

但是阿奎那/加爾文模型是不完全的:神聖感應官能因罪

的問題己墮落和被損害。根據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

型，一方面，由神聖感應產生的關於上帝的自然知識在聖

靈的重生和更新工作前，已被罪及罪的後果所影響、削弱、

壓抑、遮蓋，或阻隔 ;13另一方面，神聖感應官能可以在聖

靈和信心的同時工作下被局部修復，以致能正常地運作並

發揮作用。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型主要包含三要素:

《聖經》、信心和聖靈的工作。這三點也是基督教信念認

知保證性的主要來源。 14基於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型，

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論證了如下著名的

條件式.若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型可能為真(或基督

教信念可能為真) ，則基督教信念是可有認知保證的(根

據定義1.1)

在宗教多元論者看來，宗教多元性的事實對基督教信

仰的合理性構成強有力的威脅和挑戰，它否定或削弱了基

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或者是不真的，或者是不充分的。

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散地位〉諭鐘指出，宗教多

元性的事實並非一定會否定或削弱基督教信仰。若擴充的

阿奎那/}J日爾文模型可能為真，則宗教多元性的挑戰仍可

能創造一種機會使信徒更加確信基督教信仰。宗教多元性

最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徒對基督教信仰的信心;但

11 根摟曹藺丁榕的〈基督教信章的輛載地位> '在阿警部/加曹文模型中有神論信愈是有

幫個保體的，在攝克的阿畫郡/加爾文模型中基督敵情意壘有幫個保噓的國

12 壘見到個個.ga， Wammted曲，也i甜甜 Belief， p. 173. 
13. ..且同上，頁 184 • 
14 呂學且同上，買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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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誼的宗教信念系統比較法

從長遠的看，它可以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對宗教多元性

的清醒意誠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評估信仰生活，更新和加深

我們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和領悟。

排他的基督教信念認為基督教信念是真的，和基督教

信念木兼容(不一致或相街突)的其他宗教信念都不是真

的。約翰希克(John Hick) 認為，基於宗教的多元性，

除了少數教條頑固分子，排他的基督教信念對其他所有人

都是不可接受的。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

探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有可能合乎理性地持有排他的基

督教信念?對排他的基督教信念有很多反駁吾爾首壺，比如歷

史條件性論證、道德有害性論證、多樣性和概率的論證、

多樣性和保證的論證等。 15普蘭丁格在書中詳細考查了這些

挑戰性的論證，為排他的基督教信念作辯護。他反駁了如

下論點﹒排他的基督教信念是沒有認知保證的。他認為，

排他的基督教信念不是不可能有認知保言聾的，在宗教多元

性的認知環境下，排他的基督教信念仍是可能有認知保證

的。根據《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 '來自聖靈的確據印

記在信徒心靈中，因著聖靈內在運行帶來的確據，信徒在

認知，情感和意志上更堅定的持守自己的信仰。儘管信徒

可能感受到與其他宗教信仰的街突和來自其他宗教信仰的

威脅，但來自上帝的恩典使信徒堅定不疑地相信，他有一

種知識的來源使得他可以不受那些不認同他的人的影響，

聖靈的內在引導使得我們可以既非自我中心又非專斷地認

為，我們比其他不同信念持有者處於更好的認知環境中。 16

尤其是，那些處於特定有認知保證的認知環境中接受基督

15 壘見J阻es Bei1by. ''Pla國唔，咱也odelofW:師團闢由d甜血 Belief'， in De阻.o-Pe個B盛軍
(ed.), AMn Planti曙a ~臼mbridge: CIIIIi出dge Univ間ity pr田" 2曲7)，即 125-165

171-175. 
[6 壘見回圖血悍，w.師團甜C抽血IBelief，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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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人乃處於一種認知上的優越地位(不是來自人為

的努力、驕傲、無知和自我中心) 0 17但普蘭丁格在《基督

教信念的知識地位〉沒有探討他的宗教認識論能否及如何

應用於不同宗教的比較研究中;尤其是，能否及如何諭證

基督教信仰優越於其他宗教信仰是有保證的。

三、本文研究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

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駁斥了宗教多

元性否定或削弱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及排他的基督教信念

是沒有認知保證的觀點。但他沒有探討如何合理地比較不

同的宗教信念系統。本文的目的是在普蘭了格《基督教信

念的知識地位》工作的基礎上，找到一種比較不同宗教信

念系統的合理方法，尤其是找到一種舍理的方法論證宗教

信念系統 s 優越於 T 是有保證的。我們的問題是:假定 s

和 T 都可能有認知保證，如何諭證 S優越於T是有保證的。

為了論證 S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我們需要先定義 S優越

於 T 是有保證的充要條件。本文的思路是:我們先給出 s

是有保證的合理定義，再由 S 是有保證的定義導出 S 優越

於 T 是有保證的定養。

下面我們探討該如何合理地定義一種宗教信念系統是

有保證的。普蘭丁格定義1.1刻畫的是單個信念的認知保證

性，而不是宗教信念系統(或宗教信仰)的保證性。我們

區分開於信念的一階特徵和二階特徵。我們稱信念自身表

達的內容為信念的一階特徵，關於信念自身的特徵為信念

的二階特徵。舉例說，信念形成的認知機制、對信念的信

心形成、持續和更新的動態機制、信念的否決因子、信念

對個體生活的影響等，就是關於信念的二階特徵。二階特

17. .見Beil旬" "Plan血醉'sM.吋e1 ofWarranted回到祖血 Be1ief'，開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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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相對於一階特徵來說是元特徵。不同宗教信念系統內容

上的差異可能是巨大的，我們若要比較不同的宗教信念系

統，信念的三階特徵應是更根本和重要的比就維度。普蘭

丁格定義1.1僅是從認知角度定義保證的，認知上的保證性

僅是宗教信念系統保證性的必要條件，而木是充分條件。

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不僅僅來自其認知功能，我們不能

僅從認知角度定義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一種有保書費的

宗教信念系統需要既具有成熟的宗教認識論，又具有巨大

的生活影響力。本文嘗試從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熟度和宗

教信仰的生活影響力兩個維度，定羲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

性條件。如下定義1.2 擴充了定義1.1 '從認知保譯告性、信

心模型、否決因子、屬靈生活、知行舍一及與信仰對象間

的關係六個方面定義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其中前三個

方面刻畫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熟度，後三個方面刻畫宗教

信仰的生活影響力。

在給出定義1.2 前，我們先定義若干概念。我們可合理

地假定，宗教信念系統的基本教義是由有限個命題組成，

基本教羲是有認知保證的，當且僅當這有限個命題的合取

作為單個信念根據定義1.1是有認知保證的。融貫性是對宗

教信念系統最基本的要求，不融賞的宗教信念系統是缺乏

認知保證的。本文不妨假定宗教信念系統都是融貫的。我

們稱信心模型是完備的，若此模型提供對信心的來源及信

心形成、持續和更新的動態機制的解釋。普蘭丁格在《基

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提出否決因子概念。廣義地講，否

決因于是一種削弱信念正常產生的情境或環境(比如理性

的懷疑與反駁、宗教多元性、不同宗教間的街突等) 。信

念的否決因于可能量人於一境地使得在其中我們不能合乎

理性的繼續保持原有信念。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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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地位》討論了兩種否決因子:駁斥性否決因子和削弱性

否決因于。信念 B 的駁斥性否決因于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支

持信念B 不成立;信念B 的削弱性否決因子提供了充分的

理由說明支持信念 B 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不同宗教的否決

因子可能會有差異，但它們都有兩個共同的有力的否決因

于﹒宗教多元性和惡的問題。 18 如下悸論我稱之為保羅悸

論，首先由聖徒保羅提出。

保羅恃論: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

我所顧意的善，我反不傲，我既不顧意的惡，我倒去傲。 19

定義1.2: 一種宗教信念系統是有保證的當且僅當它滿足如

下條件:

(A) 根據定義1.1 '它的基本教義是有認知保證的;

(B) 提供完備的信心模型;

(C) 能有效反駁各種否決因子;

(D) 能引導信徒產生深厚的宗教情感，過敬虔聖潔的屬靈

生活;

(E) 能解決保羅樟論，達到知行合一，有美好的生活見證，

(F) 能建立個體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

如下我們對定義1.2條件的內涵作些說明。定義1.2條

件 (A) 至 (C) 的內涵是相對獨立的，分別從基本教義是

否有認知保證、信心模型是否完備及能否有效反駁各種否

決因子三個方面， ~J晝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熟度。深厚的

宗教情感可能導致宗教狂熱甚至犯罪行為， 20深厚宗教情感

的正確導向應是過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條件 (E) 強調的

18 惡的問題矗全師生能生菁岫至高者(車上帝)的存在與惡的存在壘苦矛盾的-

19 且《畢厲害》七章 18-19 甜﹒

20 個抽，倒維護宗誼信仰名義對里教聾的迫害甚至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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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徒在任何時刻達到知行合一，這在現實生活中是很

難做到的。國人肉身的有限性，信徒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

很多試探誘惑，面對這些試探誘惑信徒可能會被私慾牽引

陷入罪中。條件 (E) 強調的是儘管信徒在生活中未必能時

刻做到知行合一，但宗教信仰有能力讓信徒面對試探誘惑

而不陷入罪中，過以神為中心的聖潔生活。條件 (D) 至 (p)

從能否引導過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能否達到知行合一和

能否建立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三個方面，刻畫宗教信

仰對信徒生活的影響力。條件 (D) 至 (p) 的內洒不是相

互獨立的，但各自的側重點不同。條件 (D) 側重於宗教信

仰對信徒應該過怎樣的生活的引導。條件 (E) 側重於宗教

信仰能否克服保羅悸論研揭示的知行分離，達到知行合

一。條件 (D) 和 (E) 側重於宗教信仰生活的理想目標和

結果;而條件 (p) 則側重於信徒在實際信仰生活的過程中

建立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信徒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

關係可以結出屬靈的果子:活出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達

到知行合一，有美好的生活見證;但更重要的是，信徒在

漫長的信仰生活中，不論是在成功、剛強、蒙恩寵、結出

屬靈果子的時候，還是在失敗、軟弱、受試探、尚未結出

屬靈果子的時侯，都能保持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

如下我們解釋定義1.2 中條件 (A) 至 (p) 是諭證宗

教信念系統是有保證的必要條件。定義1.2 條件 (A) 的必

要性是顯然的。一種成熟的宗教認識論要求基本教義根據

定義1.1是有認知保證的，若基本教義根據定義1.1缺乏認

知保證，則此宗教信念系統從認知上也是缺乏保證的。不

同宗教都指向一個超越的信仰對象，為何我們會形成關於

此超越對象的確定無疑的信念，我們對信念的信心的根源

是甚麼 P 信徒的信心可能會因來自不同宗教信仰，無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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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種不同世界觀的影響和挑戰而發生變化，有時增強有

時減弱。信徒信心形成、持續和更新的動態機制是甚麼，

以上問題是任何一個理想的信心模型所必須回答的。因

此，定義1.2條件 (B) 是必要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時代。每一種宗教都

會有多種否決因子，這些杏決因子可能會否定或削弱宗教

信念系統的合理性。來自這些否決因子的挑戰可能使信徒

處於懷疑信仰的境親從而削弱信徒的信心。因此一種有保

證的宗教信念系統應能有效地反駁各種否決因子，論證這

些否決因于(特別是宗教多元性和惡的問題)不一定會否

定或削弱宗教信念系統的合理性。因此定義1.2 條件 (C)

是必要的。

宗教信仰並非僅是一種理論知識，它應該與我們的生

活緊密相闕，直接指引影響我們的生活。屬靈生活是以神

為中心，順服信靠神，遵行神的話語而生活。屬世生活是

以自己為中心，按照自己的良心喜好和道德風俗倫理而生

活。若一種宗教信仰不能在信徒心靈中產生對信仰對象深

厚的宗教情感，引導信徒過一種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則

它對信徒的生活影響力是很有限的。有保證的宗教信仰應

在信徒心靈中產生對信仰對象深厚的愛心、信心和盼望，

引導信徒過一種敬畏神、道行神的話語、在言語行為心思

意念上沒有瑕疵的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因此定義1.2條件

(D) 是必要的。

保羅悸諭揭示了靈肉衝突和知行分離的境況。理性上

我們知道知和行應該合一並旦期望達到合一的境界;但在

實際生活中知和行卻常是分離的。21若一種宗教信仰木能克

服知行分離的問題，幫助信徒達到知行合一，則這種信仰

21 正如保握且時說，或個道應該作的發帥不去作，讀個迫不應該作的我卸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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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導我們過一種成聖的靈性生活的能力上是有限的。有

保證的宗教信仰應能解決保羅悸論，使信徒能行出所顧意

的善而不行研不顧意的惡，達到知行合一。當信徒的心思

意念被世界的事物所佔滿時，面對試探誘惑，信徒可能會

跌倒犯罪;但當信徒在試煉中仰望信仰對象時，有保證的

宗教信仰應能賜給信徒恩典和力量勝過試探誘惑，過得勝

的聖潔生活，達到知行合一。另一方面，若一種宗教信仰

只是理論上教導信徒應該怎樣生活，卻沒有能力讓信徒在

實際生活中達到知行合一，信徒缺乏生命更新改變的美好

見證，那麼這種宗教信仰也是缺乏保禮的。因此定羲1.2

條件 (E) 是必要的。

有保證的宗教信仰應能建立信徒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

關係。個體與信仰對象間的關係是衡量個體信仰狀態的標

杆。若信徒缺乏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信徒的信心可

能誠弱，信徒可能疏遠甚至偏離信仰對象;信徒更容易以

自我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難以活出敬虔聖潔的生

命，信徒面對試探誘惑更容易陷入罪中，難以達到知行合

一。個體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可以堅回信徒對信仰對

象的信心，讓信徒在實際生活中更多更深地認誠並經歷信

仰對象，更多地愛神、敬畏神、信靠神，過敬虔聖潔的生

活;可以幫助信徒勝過試探誘惑，達到知行合一。若一種

宗教信仰不能幫助信徒建立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僚，我

們很難認為此宗教信仰是有保證的。因此定義1.2條件 (F)

也是必要的。

下面我們討論定義1.2 條件 (A) 至 (F) 間的關係及

其權重。本人認為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首要表現為它對

信徒生活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表現在引導信徒過敬虔聖

潔的屬靈生活、達到知行合一和建立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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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對於刻畫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而言，宗教信仰的

生活影響力是比宗教認議論的理論成熟度更重要的維度。

一方面，信徒可以遵守一種信仰過敬虔聖潔的生活但卻不

知道關於此種宗教的認識論，另一方面，即使人們還沒有

提出一種成熟的宗教認識論，這並不妨礙此種宗教能對人

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以基督教為例，在以普蘭丁

格為首的學者提出改革宗認識論，系統探討基督教信念的

認知保證性、信心模型及基督教信念的各種否決因子前，

基督教在歷史上已經對無數人的生活產生過巨大影響。因

此我們認為對於刻畫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性而言，條件 (0)

至 (F) 的整體權重比條件 (A) 至 (C) 的整體權重高。

條件 (0) 至 (F) 的重要性和實現難度是遞增的，因此條

件 (0) 至 (F) 的權重也是遞增的。定義1.2條件 (A) 至

(C) 中基本教義的認知保證性是宗教認識論的內核，完備

的信心模型是次外核，對各種否決因子的有效反駁是外

核。因此條件 (A) 至 (C) 的權重是遞降的。

一個自然的問題是:根據定義口，基於普蘭丁格宗教

誨議論，基督教信仰是否有保詮的?限於篇幅，下面我們

簡要說明《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對基督教信仰的闡釋

滿足定義1.2 除條件 (B) 以外的所有條件。根據普蘭丁格

擴充的阿奎那/加爾文模型，基督教信仰有如下四個維

度﹒認知的維皮、情感的維皮、實錢的維度和與上帝間關

係的維度。第一，基督教信仰包含一種明確的認知功能，

這種對上帝堅定確實的知識是向我們的心智呈現的。普蘭

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已諭證，若基督教信仰

為真，則根據定義1.1 '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義是有認知保

證的。第二，信心是基督教信念認知保證性的重要來源。盟

且根接加曹文的且想，信心就是相信上帝賣我們的禮貴而堅定的個議，植根措基督自自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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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木是來自我們先天被遁的認知機能的常規運行，而是

來自於聖靈超自然的特別活動。 23 信心是上帝的恩典和特

別的禮物。來自聖靈的內在工作使得信徒確信《聖經》是

來自上帝的真理。第三，普蘭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

地位》詳細研究了基督教信仰的各種否決因子，有效回應

了來自它們的各種挑戰，有力駁斥了對基督教信仰合理性

的各種質疑、反駁和批判;尤其是，普蘭丁格在《基督教

信念的知識地位》諭證了宗教多元牲、惡的問題、歷史高

等聖經批判、後現代主疆等都不構成基督教信仰的否決因

子。 24第四，聖靈不僅將開於上帝的知識向信徒的心智呈

現，而且在信徒內心絡上情感的印記，因著這印記，信徒

產生對上帝深厚的宗教情感，內心對上帝充滿愛心、信心

和盼望。基督教信仰木是一種關於教義的理論知識，而是

與信徒的生活緊密相聯，基督教信仰指引信徒過一種信靠

上帝，道行上帝的話語，盡心盡性畫意盡力的愛上帝，在

凡事上榮耀上帝的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第五，基督教信

仰解決了保羅悸論:知行分離的根源在於人的罪性，耶穌

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成就的救恩能解決人的罪的問

題;信徒可以靠著聖靈的能力勝過人的罪性，結出聖靈的

果子，站在基督襄達到知行合一。基督教信仰對信徒的生活

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歷史上有許多基督徒曾為他們在接受

信仰後生命的更新改變在公眾前作美好的生活見證。最

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建立與上帝間的親密關僚，詔書雖

下磨許撞事實，既向讀們的且想顯明，正藉聖靈刻在我們心上﹒壘見血個血阱， Wan咽ted

Chris恥nBeliif， p.201 o

23 蠱且到血血ga， WaJTWJted Chr由恥I BelieJ, p. 245 0 

24 曹圓了榕在〈上帝、自由和噩> (曲4肝...tom， 酬dEvil[1自祖dR耳i也 EonI血祖先 "74])
提出著名的自由章志轉謹，有力論撞了全個全能全書的土帝的存在和惡的存在並非壘矛

盾的，而可能是一致的。

目，聖靈能在基督桂的生命中結出九種噩噩的果于量心、喜單﹒和平、忍耐﹒仁蘆、善良、

信賣、溫順利節制(喜且〈加拉文書》五章 22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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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敬畏上帝，順服上帝，否定自我，以上帝為中心，

順應聖靈行事，與上帝同行。

然而， <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對基督教信仰的闡

釋並非完全滿足定義1.2條件 (8) 。普蘭丁格擴充的阿奎

那/加爾文模型不是完備的;尤其它刻畫的是典型聖徒靜

餘的信心歷程，而不是普遍信徒在實際生活中的動態信心

歷程;這限制了普蘭丁格模型適用於更大群體的基督徒。

普蘭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對信心的描述容易給

人留下一種印象:一旦上帝施恩賜給信徒信心，信徒從此

就一宜生活在信心中。普通信徒實際生活中的信心可能是

不斷變化的，有時堅定有時軟弱，也有從軟弱中重新得力

的時候。為了使信心模型更成熟，我們期望信心模型能全

面刻畫普通信徒在實際生活中信心發展的動態過程。在普

蘭丁格模型基礎上，如何發展一個更成熟的完備信心模型

來解釋普通信徒在實際生活中信心形成、持續和更新的動

態機制，是一個重要且有趣的研究課題。我們若能發展完

善普蘭丁格的宗教認識論，建構完備的信心模型，則基督

教信仰根據定義1.2 是有保證的。

給定宗教信念系統 S 和 T ，若根據定義1.1 ' S 的基本

教義是有認知保誼的，但 T 的基本教義缺乏認知保書壺，則

我們可稱 s優越於 T是有認知保證的。下文我們假設 s 和

T 的基本教義根接定義1.1都是可能有認知保證的。下面我

們給出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定義。我們的思路是若根接

定義1.2 ， S 比 T有更高的保證性，則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

的。根據這一思路，我們由定義1.2 導出 S 優越於 T 是有

保證的定義。給定兩信心模型 M 和 N' 我們稱M 比 N 更

健全若 M是完備的，且 M 比 N更充分深刻地解釋信心的

來源及信心形成、持續和更新的動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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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1.3 :給定不同宗教信念系統 S 和 T'S 優越於 T是有

保體的當且僅當如下條件成立:

(1)根據定義1. 1 ， S 的基本教義具有至少和 T 的基本教

義一樣程度的認知保證性，

(2) S 比 T提供更健全的信心模型;

(3) S 比 T 能更有說服力地有效反駁同類否決因子，

(4) S 比 T 能更好地引導信徒產生深厚的宗教情感，過敬

虔聖潔的屬靈生活;

(5) S 比 T 能更好地解決保羅樟諭達到知行合一，有更多

生活的美好見證;

(6) S 比 T 能建立個體與信仰對象間更親密的關保。

定義1.3條件 (1) 至 (6) ，是從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

熟度和宗教信仰的生活影響力兩個維度來比較不同宗教信

念系統保證上的優越性。條件(1)是從基本教義的認知保

證性的角度來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認知保證性。條件

(2) 是從不同宗教信心模型的理論廣度和深度的角度來比

較信心模型的健全性。條件 (3) 是從對同類否決因于反駁

的說服力程度的角度來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理論成熟

度。條件 (4) 至 (6) 是分別從能否更好引導信徒過敬虔

聖潔的屬靈生活、能否更好達到知行舍一有更多生活的美

好見證和能否建立與信仰對象間更親密的關係的角度，比

較不同宗教信念豆豆統對信徒生活的影響力。

下面我們解釋定義1.3 中條件(1)至 (6) 是諭證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必要條件。定義1.3 是由定義1.2 導出

的。前面我們對定義1.2 條件 (A) 至 (F) 必要性的解釋

表明，定義1.3 從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熟度和宗教信仰的生

活影響力兩個維度，從認知保證性、信心模型、否決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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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生活、知行合一及與信仰對象間的關係六個方面，比

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保禮上的優越性，這也是必要的。下

面我們重點從優越性比較的角度解釋定義1.3條件(1)至

(6) 的必要性。定義1.3 條件 (1) 的必要性是顯然的。若

s 優越於 T 是有保證的，則我們要求 s 的基本教義根據定

著1.1具有至少和 T 的基本教義一樣程度的認知保證性。

成熟的宗教認識論應不僅能提供完備的信心模型，而且能

比其他信心模型更充分深刻地解釋信心的來源及信心形

成，持續和更新的動態機制。我們期望保證上優越的宗教

信念系統能提供更健全的完備信心模型。因此定義1.3條件

(2) 是必要的。保證上優越的宗教信念系統應能更有說服

力地有效反駁來自共同否決因子(特別是宗教多元性和惡

的問題)的挑戰。因此定義1.3 條件 (3)是必要的。具有

更高生活影響力的宗教信仰應能更好的引導信徒產生深厚

的宗教情感(如愛心、信心和盼望) ，過敬虔聖潔的屬靈

生活。在其他條件等同的情形下，若一種宗教信念系統不

能更好地引導信徒過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則很難說它優

越於其他宗教信念系統是有保證的。因此定義1.3條件 (4)

是必要的。宗教信仰對信徒生活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表現是

幫助信徒克服知行分離達到知行合一。保證上優越的宗教

信念系統應能更好地解決保羅悸論，幫助信徒克服靈肉衝

突，達到知行合一，離棄罪惡活出良善，過以神為中心的

敬虔聖潔的生活，有更多信徒生命更新改變的美好生活見

證。在其他條件等同的情形下，著一種宗教信念系統不能

更好的幫助信徒達到知行合一，沒有更多生活的美好見

證，則我們很難說它優越於其他宗教信念系統是有保證

的。因此定義1.3條件 (5) 是必要的。信徒與信仰對象間

的親密關係能使信徒更加的愛神信靠神，過敬虔聖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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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勝過試探誘惑達到知行合一，有更多生活的美好見證。

保證上優越的宗教信念系統應能更好的幫助信徒無論在順

境還是逆境中都能建立與信仰對象間的親密關係。在其他

條件同等的情形下，若一種宗教信仰不能幫助信徒建立與

信仰對象間更親密的關係，貝。我們很難認為此宗教信仰優

越於其他宗教信仰是有保證的。因此定義1.3條件 (6) 也

是必要的。

下面我們討論定義1.3條件(1)至 (6) 的權重。對於

比較木同宗教信念系統保證上的優越性，宗教信仰對生活

的影響力是比宗教認識論的理論成熟度更重要的維度。若

一種宗教的認識論理論很成熟，但它對信徒生活的影響力

不高，信徒缺乏過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達到知行合一和

建立與信仰對象間親密關係的美好見證，則在其他條件同

等的情形下，我們很難說此種宗教優越於另一種認議論理

論不夠成熟但對信徒生活有很高影響力的宗教是有保證

的。因此條件 (4) 至 (6) 的整體權重比條件(1)至 (3)

的整體權重高。類似我們對定義1.2 條件 (A) 至 (F) 的

權重的討論，定是每1.3條件(1)至 (3) 的權童是遞誠的，

條件 (4) 至 (6) 的權童是遞增的。

下面我們說明定義1.2 和1.3條件的充分性。根據前面

我們由定義1.2 導出定義1.3的思路，宗教信念系統保證性

條件的設定取決於我們需要從哪些方面比較不同的宗教信

念系統。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從認知保證性、信心模型、

否決因子、屬靈生活、知行合一和與信仰對象間的關係這

六個方面比較不同的宗教信念系統是否充分(或完備)的。

本人承認如上六個方面可能不足以完全刻畫宗教認識論的

理論成熟度和宗教信仰的生活影響力這兩個維度。基於不

同的理論直覺，讀者對哪些可作為定義1.3的充分條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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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同看法。任何人給出的定義在批評者看來可能都不

是充分的。在本人看來，若定義1.3條件(1)至 (6) 成立，

這足以論盡量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作為一種定義，將條

件 (1) 至 (6) 列為充分條件總是可行的。雖然批評者可

能提出不同的定義，但我們總可以比較木同的定義進而建

構更合理的定義。

對普蘭τ格宗教認識諭的一種批評是，若普蘭了格條

件式成立，則他的論證策略也可應用到其他任何宗教信念 S

上﹒若 S 為真，則 S 是有認知保證的。尤其，田偉廷 (David

W. Tien) 指出普蘭丁格條件式也可應用到王陽明心學: 26若

主陽明心學為真，則主陽明心學是有認知保首聖的。若我們

把王陽明心學看作一種宗教信念系統，我們有如下問題:

一、根據定義1.2' 玉陽明心學是否有保證的;二、根據定

義口，我們能否論證玉陽明心學優越於基督教信仰是有保

證的。主陽明心學強調知行合一，我們可以比較主陽明心

學和基督教信仰的知行合一理論及其在解決保羅傳輸幫助

信徒達到知行合一方面上對信徒生活的影響力。雖然該文

指出基督教信仰和主陽明心學都可能有認知保證，但根據

定義1.2 '主陽明心學可能是缺乏保證的，根據定義1.3 ' 

基督教信仰優越於王陽明心學可能是有保證的。一個自然

的問題是:如何具體論證基督教信仰優越於其他宗教信仰

是有保證的?這是個重要且有趣的宗教比較問題。限於篇

幅，本文無法討論定藝1.3的應用:對兩種宗教信念系統，

如何具體論證一者優越於另一者是有保證的。我們將在後

續研究中討論定義1.3在具體宗教信念系統比較中的應用。

26. David W. Ti間，“W'"祖闢N時C咽fuci血 belief: Religio回 phn>liæn阻d the affections in 
也S 申is侮mologies of Wang Y;血gming (1472-1529) 血d Alvin Plantinga'九 1.個珊訝。開f

JO 'U17lallo," Philos，中hy 0/ R.tiIig帥， 55 個個)，再 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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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本文可能的批評

本節我們討論若干對本文可能的批評。首先，一種可

能的批評是，定義1.2 和1.3的條件不是充分的，不同學者

可能提出不同的關於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定義，由此可

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本文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並

非一種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合理方法。定義1.2 和1.3

的條件可能都不是充分的。存在多種關於 S 優越於 T是有

保證的定義不意味看不存在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合理

方法。本人承認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定義 s優越於 T是有保

證的，但我們仍可通過比較找出更合理的定詣。我們把如

何合理改進定義1.2 和1.3 作為未來的研究問題。另一種可

能的批評是，定義1.2 和1.3 中的條件並非都是必要的.例

如沒有一種宗教能解決保羅悸論，知行合一只是人們的一

種美好願望，在現實生活中是無法做到的。對此批評，我

們可如下回應:一種宗教能解決保羅悸論並不意昧著信徒

在任何時候都達到知行合一，一個有保證的宗教信念系統

應能賜給信徒恩典和能力勝過試探誘惑，克服知行分離，

達到知行合一，同時能合理的解釋信徒為何在實際生活中

不能做到時時知行合一。

批評者可能質疑定義1.3條件(1)至 (6) 比較上的可

行性。定義1.3 條件 (1) 至 (3) 是從宗教認識論的理論表

達力角度比較不同宗教認識論的成熟度。批評者可能質疑

從如下方面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可行性﹒能否更好地

引導信徒過敬虔聖潔的屬靈生活，能否更好地達到知行合

一及能否建立和信仰對象間更親響的關係。不同宗教的信

徒可能指出，只有他們的神才是這種比較的唯一絕對公正

的評判者。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從來自信徒的生活見證角

度，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對信徒生活的影響力。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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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例，我們可以應用宗教社會學的統計調查方法考查

S 是否比 T 建立對信仰對象更親密的關係。這種方法在理

論上總是可行的，只是說為了使統計的結果更客觀公正，

我們需要選擇設計更科學合理的宗教社會學統計調查方

法。因此條件 (4) 至 (6) 至少在統計意義上是可比較的。

批評者可能指出定羲1.3 有如下缺陷﹒並非對於任意兩

種宗教信念系統我們都可以從保證上比較其優越性;尤其

是，若 S 滿足定義1.3條件(1)、 (4) 、 (5) ，但 T 滿

足定義1.3 條件 (2) 、 (3) 、 (6) ，我們對定義1.3 條

件的權童的討論無法告訴我們 'S 優越於 T是否有保證的。

本文我們滿足於對定這1.2 和1.3 各條件的權重的定性討

論。本文給出定義1.3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比較篩選，找出

具有最高保證性或從保證上最優越的宗教信念系統;而不

是任何兩種宗教信念系統根據定養1.3 都是可比的。事實

上，若兩種宗教信念系統都不滿足定義1.2 的絕大多數條

件，則表明這兩種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度都是很低的，此

時比較它們保證上的優越性，在本人看來意義不大。另一

方面，對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我們有一種很簡單的解決方

案。我們可以通過給出定義1.3各條件的定量權童，使得我

們可以從保證上比較任何兩種宗教信念系統的優越性。具

體地說，我們可以先給出定義1.3 各條件的定量權重，再由

各條件的定量權重計算宗教信念系統的保證度，最後我們

定義 s 優越於T是有保禮的當且僅當s 的保證度高於 T 的

保證度。我們可以探討權重計算的不同算法，及由各條件

的權重計算宗教信念系統保證度的不同算法，並從這些算

法中比較選擇最舍理的算法。這種定量研究的方法在技術

上總是可行的，看起來也似乎更「科學J '但限於篇幅，

本文沒有進行權重的定量討論，而僅滿足於定性討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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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定義1.3的合理性不在於我們可以比較任意兩種宗

教信念系統保證上的優越性，而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任何

一種理想宗教至少應滿足的條件。

五、結論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普蘭丁格宗教認識論基礎上，嘗

試找到一種合理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方法。本文的研

究問題是:對不同的宗教信念系統 S 和 T ，如何論證 S 優

越於 T 是有保證的。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合理的

定羲 s 優越於 T是有保證的充要條件。本文的思路是先給

出宗教信念系統是有保證的充要條件(定義1.2) ，再在此

定義基礎上給出 S 優越於 T 是有保證的充要條件(定義

1.3) ，最後我們討論定義1.2 和1.3 的合理性。本人承認定

義1.2 和1.3可能還不完善，也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定義，但

通過比較我們總可以找到更合理完善的定義。正面回應宗

教多元性的挑戰，探討系統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方

法，是個巨大的理論難題。本文將這個理論難題的研究至

少向前推進了一步。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在普蘭丁格宗

教認識論的基礎上，勇敢且創造性地建構一種從保證上合

理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方法。限於篇幅，文中一些論

證的細節無法完全展開，本文儘可能充分地論證文中提出

的比較不同宗教信念系統的方法的合理性。

關鍵詢:普蘭丁格宗教認識論保證宗教信念系統

宗教多元性信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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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τ'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 10 compare different 

自，ligious belief 哪個lS b曲“ on Alvin P抽血軒's religious 

epi刮目nology. The qu聞tion is: for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 

sys脂ms S and T , how 個缸斟扭曲at it 18 warran阻d tbat S is 

superior to T.τ'he key to answer 由is qu由世on is to properly 

define 也，e ne臼ssary 血d suffici血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warran紐d 也at S is superior to T. This article first defin自由e

necessary and su血cien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ne religious 

be!ief system h揖W扭曲.t (Defini世on 1.2) 祖d也阻 discusses 也e

rati回祖.le of Definition 1.2τ'hen b晶ed on Definition 1.2，也is

article defines 也e ne間ssary 祖d su血ci祖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w缸祖且扭d 由at S is superior 個 T (Definition 1.3) 阻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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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ra世onale of Definition 1.3. In the 血d，也is 缸ticle

discusses 80血e possible criticisms to 世leargum阻ts.

Keywords: Alvin Plantinga's Religious Epistemology; 

Warr祖t; Religious Belief Sy刮目1，

Religious Pluralism; Model of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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