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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研究顯明真理

第十三屆世界路德研究大會諒述

張f士穎

南開大學哲學脆副教授

二0一七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第十三屆世界路德

研究大會 (13. In!ernationaler Kongre晶晶r Lutherforschung) 

回到了著名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策源地 維膝堡路德城 (Luthers個dt

Wi伽nb叮g) 。此次大會時值宗教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

因此格外隆重，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三百餘位學者齊~維

勝堡，展示和交流近些年來路德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大會主題發言

七月三十日下牛五點，大會閉幕式在曾經張貼有《九

十五條諭綱》的城堡教堂 (schloss姐rsche) 舉行。本屆路

德研究大會主席，基爾大學 (C出S扭扭-Albrech個-u血versität

zu Kiel)神學教授席林 (Johannes Schilling) 做主題發育，

〈馬丁﹒路德一一福音的導師> (Martin Luther - Doctor 

Ev血gelii) 。他高度評價了路德一五一七年諸聖倚在城堡

教堂大門張貼九十五條論綱這一事件的動機，申明路德本

是出於愛和追尋真理的目的而為此事，以供大學同事爭

辯，體現了基督徒學者「以愛和研究的工作闡明真理」

(Amore et studio elucidandae veritatis) 的精神。五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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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事件成為西方文明轉變的分水嶺，此事件的重要性

催生了大會的主題: I一五一七年:傳統和革新之間的路

德J (1517. Luth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Erneuerung)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眾集在宗教改革運動的發源地，重新

思考路德的生活處境、宗教經驗和洞見的先決條件、以及

神學工作，帶來新的問題和答案。

根據大會議程，大會學術報告始於七月三十一日早

晨，八月四日下午結束。早晨為全體會議 (Plenarvo甜句e) , 

下午為研討會 (sem扭缸e) ，共有二十一個會場;八月二回

早晨為簡短發言(Kruzberichte) ，共分十個會場。大會主

題報告內容涉及《九十五條論綱》的事論和對話，路德的

聖經詮釋學和方法論意義，路德神學思想的靈性來源和心

理學要素，路德佈遁詞中的神學思想和宣道中的教理訓

練，路德的教牧工作和祈禱思想，歷史和當代處境中的路

德神學思想。大會報告者均為當前路德研究各領域中出類

拔萃的學者，不僅為聽眾們呈現了路德研究的最新成果，

也揭示出了當前路德研究的前沿問題和視域。

〈九十五條論綱》的張貼使得一五一七年成為西1ï文

明由中世紀向現代過渡的標誌性年份，它在路德神學和宗

教改革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來自費城信義宗神學院

(Lu也eran Theologica1 Seminary at Philadelphia) 的文格特

(Timothy Wengert) 教授在其報告〈作為一個文學和神學

事件的九十五條諭綱的概述> (Precis ofτ'he Ninety-Five 

Th臼esAsa Li個部y曲d Theological Event) 中，眾焦於論綱

的文學和歷史語境，發現路德使用的語育，多來自早年的

修辭學功底，因為他以開場白、旁白、主要論據、論證、

辯駁和冗長結語的格式來寫作論網。因此， <:九十五條論

綱〉展現了路德的教牧神學，他並不尋求公義的上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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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律法和福音做了適當區分，恰當地將神聖權威置於教

會中，不著力通過贖罪券，而是通過宣皇島上帝公義的懲罰

和福音裡的慈愛寬恕，來強調上帝的神聖懲罰。

聖經是上帝敢示的文字記載，承載者上帝之道。通過

聖經篇章的注釋實踐，路德實現了神學思想的突破，奠定

了「因信稱義」的新教神學基礎，因此路德的聖經詮釋學

一直是路德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來自聖路易斯協和神學

院北美路德研究中心 (C抽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 at 

Concordia Sem旭叮， St. Louis) 的歷史神學副教授埃撞車爾曼

(Erik Herrma血)的報告〈路德的神聖《埃涅伊斯記》

聖經用法改革中的一致性和創造性> (Luther可 Divine

Aeneid: Con世nuity and Creati討ty 血 Reforming the U se of the 

Bible) ，認為路德是以一種密契的修院靈性，並在一種嚴

格尊奉修院教牧改革的處境下，開始其改革聖經使用方法

的。路德以其對信仰的獨特理解將這種靈性和變革轉化為

上帝之道面前的被動性，進而以律法和福音的神學生存

論區分，將這種被動性轉變為上帝之逅的用法和工作。因

此，聖經就被認為是傳遞神聖行動和應許的工具，將上帝

的臨在傳遞給信徒，信徒藉著靈魂與釘十字架的基督的聯

合實現義與罪的奇妙交換。正是藉看靈性的自棄和被動

性，路德使德修院的聖經虔誠和讀經賣錢變得民主化，以

致人人都可以吉說聖經，並在晶嘗聖經中不停地塑造個人

的信仰和生活。

作為基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路德並非以

神學思想的系統化聞名於世，其神學思想隨著論哥哥而變

化，飽含著靈性的光芒。當今路德研究的領軍人物，圖賓

根大學(目前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 新教系歷史

神學教授勒平 (Volker Lepping) 做了報告〈奧古斯T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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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密契主義> (Augustinismus und Mystik) 。他認為早期

路德的完整思想原貌被關於聖經 奧吉斯丁神學和中世

紀晚期修會密契神學的選擇性研究扭曲了，十五世紀以

來，奧古斯丁神學和密契主義已經融入亞里士多德哲學鑄

造的經院神學思想中，木再被視為與其形成尖銳對比的思

想，但是路德能夠識別它們之間的差具。奧古斯丁的光照

諭使得理解亞里士多德式的教義思想的其他途徑成為可

能，也有助運用密契主義概念去識別經院神學的不可靠

性。教父的恩典神學有助路德將其從密契主讀文本中獲干旱

的人在上帝恩典面前的純粹被動性概念化，清楚地識別出

主流經院神學信賴人的自由意志和力量的思想。路德思想

的發展始自埃爾福特 (E甜甜)注經時期，奧古斯丁的思想

一直處於前沿位置，並在一五一七後半年的〈反經院神學

之辨> (Dispu個世onAg祖國 Scholastic Theology) 達到高潮，

路德在該文中隱秘地攻擊了贖罪券。勒平認為路德早期思

想上的這種發展以前未受到重視，他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

的熱烈回應，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探討中世紀晚期的奧古斯

丁主著與青年路德，思想的關僚，但奧吉斯丁本人的思想對

路德的影響程度仍需要詳盡探究。

路德的神學思想散佈在太量講遁詞和祈禱文中，這些

虔敬作品在路德思想研究中從來都受到重視。來自美國聖

保羅信義宗神學院 (Luther Seminary 旭 Sl Pa叫)的保爾森

(S阻ven D. Paulson) 教授做了報告〈路德早期佈遁詞中的

自隱的上帝> (De回 absconditus 旭 den 企ühen Predigten 

Lu也ers) 。他對一五一七年前含有自隱上帝( Deus 

absconditus )的講遁詞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發現謙卑和悔

改在路德早期否定神學中的重要價值，從知議論上的人類

理智限制和存在諭上意志的易朽性，路德擺脫了偽狄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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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新的假定，使用了奧古斯丁和德意志密契主義的上帝觀

即對反 (sub con回rio) ，從而形成了十字架神學的辦禮上

帝觀，自隱與自敗、為己與為他、律法與福音、罪與義等

諸多對反的概念得到了統一的闡釋。這是路德對基督教神

學思想的獨特洞見和貢獻。

作為基督教神學史上實現範式轉換的偉大神學家，路

德對西方現代文明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因此，路德思

想的歷史和當代意義，從來都是路德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

域。馬堡大學 (Philipps-U血.Versl泊.t Marburg) 神學教授柯

熙 (Dietrich Korsch) 呈現了精彩報告〈信仰的主觀性和道

德的客觀性:透過康德來閱讀路德> (Die Subjektivität d自

Glaubens und die Objektivität der Sittlichkeit. Luther lesen 

nach K血t) 。他認為要理解宗教改革運動的當代意義，在

人的自我理解領域，偉大哲學家康德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康德莫定了現代性的哲學理論，將現代的客觀性置根於主

體性概念之中，因此主體性必須呈現於自然和文化的客觀

性之中。通過二者的對比和主體性概念的批判性擴展，可

以看出路德基於信仰對人的理解提供了一種道遂自我良知

的途徑，解釋了朝向外在世界的自由是人神關僚的結果。

因此，人的道德性概念也是被重量的，道德行為的最後結

果並不依賴於人的活動。通過康德來閱讀路德將更加精確

地理解人的主體性和自由，也成為今天接受宗教改革運動

的一個典型集例。

八月四日早晨，舉行了小組討論報告會，三位代表就

二。一七年如何思考和對待路德做了發言。來自巴西路德

神學院 (Faculdade Luterana de Teolo阱， São Bento do Sul, 

Brasilien) 的斯瓦姆巴赫 (Cla-田 Schwambach) 教授認為，

三o一七年是一個普世性、全球性、地域性、批判性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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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地對待路德遺產的好時刻。保持路德神學思想中的自

我批判精神，避免過去所犯的錯誤，對歷史、文化和意讓

形態展開神學的自我批判，對於重新發現路德作為聖經真

理見證人是必要的。來自普世教會研究所(Insti個阻 for

Ecum間ica1 Research) 的莎拉﹒亨利基﹒威爾遜 (S缸油

Hinlichy Wilson) .提倡今天尤其需要一種對路德系統完整

的解讀，以校正當前路德研究領域中對特定問題域過分艱

焦的窄化傾向。比如過度強調路德政精哲學中對國家暴力

的辯護，而忽視了其妥協主義和反抗不公正權威的方面;

過度強調路德論女性的觀點，而忽視了論男性的觀點，他

限制男性性自由的觀點非常激進，過分強調稱義教義，忽

棍了成聖，特別是路德在《創世記〉注釋中對聖徒生活的

評注，成聖教義對稱義是一種補充。來自斯洛伐克誇美紐

斯大學 (U到.verzi個 Kome田kého v Bratislave) 新教路德神

學系的巴特卡 (Lubomir Batka) 認為，鑑於斯洛伐克路德

會在斯拉夫人中的地位和被羅馬天主教會包圍的現狀，一

種普世教會的路德研究尤其重要，路德關於自然法的觀點

為路德宗與羅馬天主教會神學的對話提供了基礎。

二、研討會議題

大會每天下午都舉辦研討會專場，共有二十一個會

場，與會學者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固定參加某一研討會，

做報告或發育。研討會議題廣泛，既有近三十年來路德研

究的綜述介紹，也有路德和基督教神學傳統思想淵源的探

討;既有路德早期神學思想的溯源式考察，也有路德與現

代性的前膽考察;既有對路德思想發展在特定時授的考

察，也有對特定時刻路德某個思想的探討;既有對路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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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定思想或概念的研究，也有對路德闡釋學的再研究。

內容豐富，展現了當前路德學的各種向度。

路德研究涉及諸多學科，近三十年來，基礎神學、宗

教理論和文化革新中對青年路德多有開拓性研究，主要的

主題有位格的存在論和辯證法;修辭學、形而上學和十架

聖像學;喀巴拉、秘學、密契主義;從詮釋學到後詮釋學，

早期聖經講義和講遁詞的研究;受難、禮物和恩典;反基

督和基督教政府，教會的獨特概念。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

運動使得歐洲文明在政治、社會、神學和哲學方面發生了

深刻變化，路德思想的現代性意義自然也是熱門關注話

題。路德作為一個解構性思想家引入了一種新的視角，用

於人的自我性、文本(唯獨聖經) 、政淆交往、公共生活

和對傳統經院哲學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批判。路德對從帕斯

卡、康德、黑格爾、尼采到海德格爾的現代哲學有重要影

響，他奠定了現代性思想的霸權並建立了批判哲學的基本

原理。路德的響契主義思想中含有大量否定神學的靈性資

諒，特別是在十字架神學中，路德與否定神學之間的關係

受到了高度重視，根據文本探究其與狄奧尼修斯

(Dionysius) 的關聯，根據否定神學來理解自隱與自獻的

上帝觀，與伯納文圖拉 (Bonaventura) 、庫薩的尼古拉

(Nicholas of Cusa) 、基爾克呆 (Søren Kierkeg胡rd) 等思

想家相比，路德有自己過建否定神學的路徑。

路德的神學思想雖不系統，但相當豐富，涵蓋了基督

教神學的研有諭域。研討會集中探討了其創造神學、知識

論、美和欲望的神學和教會論。北歐國家對路德的創造神

學尤其重視，創生了「斯堪的納維亞創世神學J '對丹麥、

瑞典和挪威以外的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過去數十年

來，強調救贖論的芬蘭學派也轉向路德的創造神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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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法及其與哲學心理學的關係。路德的知識概念涉及

到對上帝的認識，理性和信仰的區分，他稱信仰為神學理

智。路德的知識論有兩個來源，一是奧吉斯丁和伯納文圖

拉的光照認識論，二是唯名論的吉爾松 (Je阻 Gilson) 和比

爾 (Gabriel Biel)的認識論。路德的上帝知識與儷狄奧尼

修斯和基路伯之翼之間的關僚，需要揚棄中世紀框架，從

位格及其存在論關係來理解路德的知識論概念。從路德的

知識論，可以核查其人類學、哲學及神學心理學和存在論

思想。路德在其注釋、靈修作晶和佈遁詞中使用了古代和

中世紀開於美和欲望的觀點，他對待美的超驗特徵的方

式，欲望、感知、亞當屬性、基督、圖像和音樂在路德思

想中的位置及其影響，路德宗在草草術和音樂方面的成就，

這些問題得到了詳盡的探討。路德對教會的理解對於他成

長為改革家具有重要意藹，他獲得的教會諭洞見催生了其

改章神學，在其批駁羅馬教會和教宗制的作品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贖罪券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導火索，贖罪券的神學爭

論在路德思想發展過程中佔據重要位置。路德、台徹爾

(Johann Tetzel) 、卡爾斯塔特(Andreas Karlstadt) 和埃

克 (Johann Eck) 對於贖罪券的理解和批判的反應各不相

同，需要利用更多史料加以判讀，比如路德和卡爾斯塔特

在改教事業上就存在合作與街突的兩個方面。路德論猶太

人和猶太教的觀點，一直存在某種誤解。過去五十年來許

多學者都接收了莫勒 (Wilhelm Maurer) 的觀點，認為路德

自始至終都保持一致。路德在其早期牧職生瀝中，自傳性

的、解經性的和親猶作晶中，觀點並不那麼協調一致，在

早期神學中以中世紀的觀點修辭性地使用「猶太人」和「會

堂J '需要綜合地考慮這些因素。在女性主義神學研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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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今天，路德女性觀自然成為一個研究熱點。賣畫焦女性

主疆和性別視角，旨在平衡路德神學和人類學研究的不同

路徑，因此女性主義神學為路德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

當前宗教改革史研究出現了對改教宣傳晶中的圖像學

研究，從微觀媒介的傳播來透視宗教改革思想的普及過程

和程度。老克拉納站 (Luc晶 Cranach the El街r) 是著名的

宗教改革運動畫家，他製作木版畫宣傳路德思想，為路德

的手冊、講遁詞和其他作品繪製改教人物商像畫，他的維

勝堡工作坊為諸多教堂提供祭壇裝飾。因此，克拉納辦作

坊的印刷品和繪畫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昕發揮的作用，非常

值得史學界研究。

在宗教對話和普世教會主義盛行的今天，路德神學思

想為福音路德會與其他教派之間的雙邊對話貢獻良多。從

天特會議 (Counci! ofTrent) 到「梵二會議J (Va白血 II)

天主教的路德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三十世紀早期天主

教學者洛哥克 (Joseph Lortz) 、以瑟羅 (Erw旭 Iseloh) 、佩

熙 (Otto Herman Pesch) 和普弗呂 (Vinzenz Pfnür) 的強烈

批評，到今天承認路德的公教思想和貢獻。二十世紀初路

德宗神學家霍爾 (Karl Hol!)的路德闡釋是德語路德研究

的一個里程碑，自然受到了關注，需要展開詳細地研究。

三、簡短發言及中國專竭

八月二日早晨為簡短發言，共有十個會場，同時進行，

向所有與會學者開放。有對路德資料來源研究做了陳述，

如一主一二至一五三二年薩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和約翰

(F間derick and John of S扭曲y) 的教會政策，二0一一年

德國德語路德作品研究版，牛津路德研究百科大全，路德

參考書目，新編路德的陶勒筆記，路德的拉丁文聖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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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德的思想與早期宗教改革運動關係密切，一直是當

今路德學研究的熱點領域﹒斯陶皮漢式 (S阻.upitzi祖)的路

德與唯獨信仰，早期維朦堡宗教改革運動中的論綱，西塞

羅 (Ci間ro) 與路德，一五一三至一五二一年奧古斯丁柏拉

圖主義對路德理解信仰與實在的影響，贖罪券爭辯中的路

德與教會法，青年路德作為一位敢過作家;相關學者做了

精闢的發育。有關學者對早期路德在歐洲的接受史做了精

彩的發言:在德國本土，如安哈爾特的瑪格麗特 (Margaret

。fA且halt) 虔敬作品中的路德神學思想分析，歷史日層中

殉道者的描述和奇蹟反映出的神學思想，符跨堡公爵克里

斯托夫(Duke Christoph of Württemberg) 對路德宗宗教改

革的貢獻，十六世紀北德教會條例等;在德國外的歐洲，

如路德與安特衛普(Antw呻)改革奧吉斯丁會修士間的關

僚，路德、梅蘭希頓 (Philipp Melanchthon) 與英格蘭的宗

教改革意議，信義宗宗教改革運動與法國改革宗傳統的歷

史關聯，丹麥聖詠史中的路德宗基督教等。

路德的神學思想自然是會議的重點議題，學者們就路

德神學思想中的屬性相遇、聖禮和社會性間開係、信仰與

受難，稱義與承認、主僕闢僚、無體之性別體系、基督教

的合一性等核心問題做了發育探討。也有學者發表了關於

路德宗教虔敬實踐的講演，涉及路德論祈禱、形象譬喻、

聖像和安然離世畫像等觀點。十九世紀以來路德，思想的接

受問題，路德與現時代的關聯問題，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

路德闡釋之再思考，路德與孔加爾 (Yves Congar) 和基爾

克果，路德諭朝聖，從女性主義、後瘟民和過程神學審視

路德宗神學等發言，引發了學者們的熱烈討論。路德聖經

詮釋學中的諸多問題引發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就路德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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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注釋中的某些篇章、解釋原則和方法做了專題發育，展

開互動交流。

本屆大會的一太亮點是首次設立了「路德與中國」專

場。在赫爾辛基大學伯世versity of Helsinki) 神學系華裔

教授黃保羅的努力下，來自中國大陸的四位學者做了簡短

發言，下屆世界路德研究大會主席、美國聖路易斯協和神

學院系統神學教授科爾伯 (Rob副 Kolb) 主持了會議。黃

保羅教授就路德兩重義的劃分在中國語境下的理論與實踐

做了發言，從學理上梳理了「義」這一概念在漢語思想中

的語羲演進，分析了當前中國基督徒理解中的一些問題，

闢明了基督徒謙卑美德與義德之間的關係。南開大學張仕

穎副教授做了路德與慧能宗教思想之比較研究的發言，以

比較神學的方法，對二者宗教核心思想( I因信稱義」輿

「明心見性J )和宗教實踐(善功和修道主羲)的反思性

批判做了實驗性的對話研究，在承認佛耶本質差異(智慧

解脫和因信神恩獲教)的前提下，對二者宗教思想間的融

通做了細繳的探討。華中科技大學林純潔副教授做了路德

天職觀作為社會關係基礎的發言，闡述了兩個主國理論中

三童天職觀及其功能，他還對路德天職觀和漢儒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做了比較，發現三者在前現代社會中社會規

範確立方面的相似性。山東神學院齊魯神學中心的姜曉文

做了唯獨聖經及其與基督教中國化意義的發言，強調聖經

權威、基督受難與復活對於漢語神學盲說的重要意義。山

東大學糢榮健博士作了亞伯拉罕的上帝概念與因信稱義的

發言，簡要提及路德對信仰的理解。中國專場發言人雖少，

但聽眾不少，討論熱烈，耗時亦長，表明國外路德學者對

中國路德研究已經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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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八月四日的晚宴上，本屆大會主席席林教授致閉幕

辭，盛讀大會取得圓滿成功，五年後再眾洛杉磯。他對當

前路德研究的喜人形勢感到欣慰，特別強調了中國分論壇

的意義，對三十年後路德研究中心在中國的願景做了展

望。當然，必須看到當前路德研究主要集中在德語、北歐

和英美等國家，近三百年來路德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應充

分吸收消化。中國路德翻譯和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宗教

學、世界史和教界學者應努力研究，從傳統儒釋道文化資

源中，為路德研究提供一種獨特的視角，對路德思想的中

國闡釋做出獨特的貢獻。

關鍵詢:世界路德研究大會宗教改革運動

作者電郵地址: zh血.gsy73@163.co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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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30也 July to 4th August 2017，也e13也 intemational

∞，nference for Luther research w個 held 姐 Lutherstadt

Wi扯開berg﹒ At the 500由 annlvers缸y of the Reformati凹，

血。扭曲缸1 200 scholars from diffe闊別 parts of the world 

gathered in W加enberg，也.e bir也lplace of也e Reformati咽，血d

shared the latest results of Luth前 research. The conference 

included pl.阻，ary sessions, s目ninars aod short presentations 

By examining the ∞n也uity 祖d discon恤uity between the 

也oughts ofM缸個 Lu也叮詛 1517 祖d 也.eCa曲。lic 回也.tion in 

也e later Middle Ages, attendees revisi個d Luther' s sitl旭:tion，

也.e precondition of his religio田 expenences a且d insights, aod 

his theologica1 work.τ'he session “Luther 祖dCh旭.a" was set 

up at 由e first 世me. Four scholars from Mainlaod China made 

由eir short presen個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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