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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圖良 (Ter個1li血)的《諭靈魂) (DeAnima) 成文

於二一0至二一三年間，是現存最早從基督教的角度探討靈

魂學說的文本。此前哲學式的靈魂學說建立在共識的基礎

上，而德爾圖良的靈魂學說則以基督教的敢示為前提。 1

靈魂(中VX前)原本是希臘哲學所關注的重要主題，一

則是因為靈魂問題與生命的本性和起源息息相關，原本就

是意義重大的哲學問題，再則，從簡單的觀察經驗可知，

無生命之物的運動皆是為外物推動，而有靈魂之物自身具

有運動的原因，古希臘諸學派皆以靈魂為肇始運動的原

因。 2因此，靈魂學說不僅僅限於生命哲學的領域，也構成

古希臘宇宙論的重要環節，靈魂可以說是有限之人與永恆

世界相聯黨的紐帶。柏拉圖致力論述靈魂之不朽，以靈魂

為人的本質。 3這樣一種本質主義 (E田間世alism) 的靈魂概

念延續到基督教之中，福音書有云: I那殺身體、不能殺

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J (太 10:28) 奧吉斯丁更是從靈魂

1 原罪與復活的觀盡壘主韓祖前國區靈魂學龍的兩個關鐘情意﹒壘且 Jo回恤nBom曲，

“'Anima Chri甜ana"， in Dorothea Frede & Bur恤anI R曲(吋). Body and Soul 切 Anci酬

Phil.曲。>phy但erlin&N何York:Wal當rde Gruy間，甜的1，即 447-464 0 

2 蠱且亞里土豆彥籠， (噩噩諭) '403b30. 中譯本且且帶彭揮自〈軍轟論及其他) (北京

商草草印..賣自 2011)

3 回帥， p，加呵。.99D 以下，論述靈魂屆生命之種意 (eidos) .本主的柏拉國文本，均且

掛 Works by Plato, in Pe1會eus CoUection 申明到， .，甜 Roman Matet曲b
(h叩11www乎回祖回扭曲edu， .，，，.國ed28Ji圓圓y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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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尋找上帝三一的相似形象。 4明未來華傳教士利瑪實

(Ma扯間Ricci) 昕撰《天主實羲》以大量篇幅介紹亞里士

多德的靈魂學說， 5更加表明了古希臘靈魂學說構成了基督

宗教神哲學的重要內容。

在基督教的視角下， I靈魂」這一關於生命原則的古老

而又複雜的假說具有某種超越性的質素，參與到對人的神聖

拯救之中。在這一概念轉變過程中，德爾圖良的〈輸靈魂〉

無疑扮演了開創性和過渡性的角色。德爾圖良並沒有像柏拉

圖那樣將靈魂作為精神性的 (spiritual)存在，而是採取了

斯多亞主著 (Stoa) 的心物一元論 (Psycho-physica1 Monism) 

進路，視靈魂與身體本質同一，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亞里士多

德式的生理性 (physica1/corporea1)關係:靈魂在身體的不

同部位實現出木同的功能，如生長發育、運動感知、理解能

力等。在德爾國良看來，靈魂與身體的本質是「被造性」

與身體一樣，靈魂也是上帝從無中 (ex 血恤0) 創造的。然

而，靈魂雖然與身體本質同一，卻不能與身體具有同樣的性

質，其在木朽性上與身體截然有別。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

有必要在過去死亡的人和將來復活的人之間建立某種同一

性，既然身體是可朽的，那麼靈魂只能是不朽的，因為不朽，

新以不可分割，因此靈魂必然是單一的;因為是被遁的，故

而在性質上又是可變的，可以受偶性影響，受身體影響，受

環境影響，以及受聖靈影響。

德爾圖良在《論靈魂》的前二十二章中，在基督教信

念的基礎上為我們建立起了一個這樣的靈魂觀，並且在第

4 壘且具古斯丁， (諭三一> '壘九以下﹒(且古斯丁薯，周偉馳擇， (輸三盤一體> (上

海上梅λ民出版社，卸的) )。

5. .且jflJ曙賣著 z 樟誰立住，幫傑桂勘， (天主賣藝今住> (北京商草草印書館， 201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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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圖良的靈魂生殖學說

二十二章中對靈魂做了一個完整的定義。 6接下來用遠遠多

於得出靈魂定羲的篇幅(三十六章)來說明一個問題.我

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是以怎樣的方式來自同一個始祖亞當的

靈魂。從篇幅上就可以看出這問題對於德爾圖良的重要

性。我們當然能夠理解，從德爾圖良新持有的信念出發，

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亞當研犯之罪的影響，否則我們生來

就是無可指捕的，耶穌基督的救贖就是多餘的了;而罪的

遺傳不僅在身體上，也要在靈魂上，否則靈魂就是純潔的，

身體的復活也就沒有意養了。因此，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

都必然遺傳自始祖亞當的靈魂，然而這個觀念與作為單一

物體的靈魂相衝突。這是德爾圖良不得不嚴肅面對的挑

戰。對這問題的回應分為正反兩個部分.駁斥靈魂的輪迴

學說和建立靈魂的生遁學說。

輪迴學說能夠與靈魂的物體性和單一性相容，卻不能

與基督教信念相容。德爾圖良的首要論敵柏拉圖對輪迴學

說的說明也不具有必然性。例如，對於靈魂輪迴學說的說

明多以神話傳說的方式進行 ;7而對輪迴的理論閻明也僅僅

是作為靈魂不朽的一個可能假說。 g德爾間良在對立的立場

上，很容易抓住輪姐說的漏洞予以反駁。 9真正對德爾圖良

構成挑戰的是正面說明始祖亞當的單一靈魂是如何繁衍出

多樣化的個體靈魂。德爾圖良在這個問題上訴諸生理性的

靈魂觀念，接受並改造當時流行的靈魂生瘟理論。

6. Tertull岫闡 De Anima，且 2 (臥下簡注轟 A到且〉﹒本主的權爾國雇主本，均且掛回e

T研制llianP阿;ect (http://www.祖祖血且留富， .且e觸吋 281:血圓ry2018.) • 

7. Plato,Res Publica, 614A-621B; Phaedrus, 249B;Phaedo, 81Eι82B; Timaeus,42B ff. 
8. Plato， P，卸edo， 70耳l07A
9 在《輸量現〉的第 24章中，德爾國良針對柏拉圖式輸迴學融中的「回信說」進行巨駁，

重點針對先五個議的撞忘問題，第 28 章置疑畢車站拉(即由.. 個回)的輸祖祖驗的可信

度，自'-32 章賀庭生死對立轉蜂的觀齒，宜接針對串串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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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生殖學說

德爾問良認為靈魂同身體同時產生於子宮之中。他在

第三十五章中主要反駁一種認為靈魂後於身體產生的觀

點。這種觀點認為人的種子徑自行房進入女性的子宮中，

發育為身體，在分挽之後接觸冷的空氣才形成靈魂，就好

像鐵水在冷的空氣中凝結成形一般。 10德爾圖良認為這種觀

點出自斯多亞主義者、埃奈西德穆 (Aenesidemus) 以及柏

拉圖。然而在柏拉圖的著作中找不到這樣的觀點，德爾圖

良很可能是將某種斯多亞主義的觀點誤認為是出自柏拉圖

的。 11這里的斯多亞主讀者 (Hoc Stoicil 指的是克律西波

斯 (Chrysipp回) ，在普魯塔克 (Plu個'ch) 的《奧斯多亞

主義者論戰} (De Stoicorum repugnantiis) 中有相關觀點

的表述。 12埃奈西德穆為前一世紀的懷疑主義哲學家，他關

於個體靈魂形成的觀點或已俟失。 13然而，就像德爾國良在

第一章開篇且時說的，無論靈魂來源的問題是由自哲學家還

是出自異端，或是出自普通人，都無關緊要，這是一個必

須要解決的問題。 14靈魂後於身體產生的觀點無論是出自

誰，都存在一種推導出個體靈魂的來認外在於身體的危

險，因而必須要加以反駁。

德爾圖良對於這個觀點的反駁全部基於經驗事實，或

者更準確地說，是基於德爾圖良自己的常識。他首先向懷

孕的或是有過生產經驗的婦女求證，詢問她們對於胎動的

感受:是否能感受到非自身運動的胎兒運動?對於胎動的

10. Anim., 25.2 
11. J. H. Was.血. (.醋、.)， Quinti 品!J1timi Flor扭曲 To曲lliani De AlIima 且eid祖& Bos凶n:

Ko且且國ijke Brill NV, 2010), p. 322 0 (以下簡稱:l> W...mk圖)

12. Pl咄咄.De 5扭曲......悶悶Ignantiis， 41 ; 壘且 Waszink， p. 321 圖
13 梅爾國直在〈輸軍車〉單九章中提到了這個λ ，揖蘭團且將他與阿那克西韋尼

<-扭曲)並列，說他們認:1>靈魂的本質是氣 <....l 。

14. A到血，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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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是否是喜a隘的和安心的，而一旦停止運動反而會為胎

兒感到不安?對這些問題的調查，以及一些相闋的經驗現

象，如胎見能夠對異乎尋常的聲音做出反應，母親會因為

胎兒的緣故而改變飲食，母親所遭受的創傷也會反應到胎

兒身上等等，指向一個認識.胎兒未出母體之前，已然有

欲求、生長、敗壞、恐懼及運動的現象，簡育之，胎兒已

然具有靈魂了。其次是對流產手術的程式的描述也表明胎

兒具有靈魂，這種手術被命名為「殺胎術」

(句ßpuo呻d盯ηv) ， 意味首先要將胎兒殺死，而只有具有

生命之物才能被殺死。再者，若是胎兒在分挽之後接觸泠

空氣才能形成靈魂，那麼很多現象就說不道，例如熱帶地

區的民族很多時候是在酷熱的天氣里分挽，並無冷氣以幫

助產生靈魂;同理，也有一些婦女為躲避寒冷，會在室內

暖氣 (cubi叫師S 曲創s) 中生產。而溫暖地區出生的人口

實際上要多過寒冷地區，況且溫暖地區出生的人比寒冷地

區出生的人更加聰明。 15這些事實都說明冷空氣並非產生靈

魂的原因。

在這些反駁之後，德爾問良認為還有必要駁斥靈魂在

分挽後產生的理論前提，即一個個體不能對應兩個靈魂。 16

事實上前面對於胎兒靈魂的論述可以直接用來反駁這個觀

點。然而在這里德爾圖良還是另外舉了幾個例子.蘇格拉

底有邪神 (d甜mon) 附體，抹大拉的馬剩亞身上曾附了七

個鬼; (可 16:9) 更有甚者，福音書上有記載一個格拉森

人 (Gada自由)身上附了數目眾多的污靈。(可 5:9) 這些

事實都說明複數的魔鬼能夠與靈魂一起寄寓於一個個體之

中，那麼本質相同的靈魂自然也能夠以被數形式對應一個

15. An血 .25.3-7 '揖爾園區認誦出生曲地點和理揖會對靈魂造成，巨響，尤其壘對理智造成

酷暑，另且Ani血， 20.3 ~ 

16 德胃圖良認晶追個觀盾.請柏拉圖，但事實上在柏拉圖那轟揖不到出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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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 17由此說明女性懷孕時不僅懷有胎兒的肉體，也懷有

胎兒的靈魂。

此外，德爾圖良還提供了四種支持靈魂始於受孕的論

據 18柏拉圖在《法律篇:> (Leg，目)第六卷提醒我們注意

木要做不健康的事情，尤其是在生育期間，以免損害後代

的身體和靈魂。 19這就表明靈魂出自父母。克里昂;武

(Cle扭曲曲)的家族相似，陸論證認為後代與父母的相似不

僅體現在身體上，也體現在靈魂上，這就表明靈魂與身體

一同來自父母。20一些占星術士以受孕的時間作為一個人的

出生時間也表明靈魂在受孕時便產生了。然而，對於德爾

圖良而育，最重要的論據是由《聖經〉提供的。

德爾圖良在《論靈魂》的第二十六章引述了《聖經》

中的三個例子:其一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以掃和雅各的

故事(創 25:20-26) 。第j百加懷孕的時候， I孩子們在她

腹中彼此相爭J (創 25:22) 。生下來的時候發現弟弟雅各

一手握著哥哥以掃的腳跟，想要搶先出來(創 25:26) 。第

二個例子是聖母馬利亞去拜訪表姐，施f先約翰的母親伊利

莎白的時候，耶穌和約翰都還沒出生，但是馬利亞一問候

伊利莎白，後者懷的胎兒就在腹中跳動起來(路 1:39-45) 。

第三個例子是上帝對耶利米說的話﹒ 「我尚未將你造在母

腹中，就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

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J (耶 1:5) 創造三個例子已經充分說

17. Ani血， 25.8 '男，與反駁形式性靈魂觀的空間輸證類似，德胃圖良似乎韓福孕歸連同腹

中的胎兒壘一個個體﹒見A國且， 6，8 • 

18. Ani且， 2凹， 26
19. Pla徊• Leges, 775C-D ﹒在追個對醋中，說話的雅典人說除非在酒神師上，否則不應該醉
酒，尤其對扭緝緝的λ東說，醉酒格外危轍，因屆在醉酒時產生的種代無論身體還是理

智都不能做到車行﹒並由此引申出去，不應該做任何不好行聶 a 以免對種代的身體和靈

魂造成不好的草書。

20. 星接見A到血.5.4﹒

21. Anim.,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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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出生以前，靈魂便已然存在於母腹中了。

如果接受德爾問良在《諭靈魂》二十三至二十六章中

意圖得出的結論:個體的靈魂是在受孕時產生的。那麼這

個結論就是他闡述靈魂通過生殖而發生的基礎和前提。如

果靈魂與身體一樣產生於受孕的話，那麼可以期待與身體

的種子相對應的靈魂種子 {semen個血晶)。這概念並不突

兀，而是直接來自斯多亞主義哲學，斯多亞主義將靈魂分

為八個部分，其中專有一個部分負責生殖功能，與生殖器

官相配合。且對於德爾圖良而言，為了維護靈魂的單一性，

此處「靈魂種子」必然不能是靈魂的一個部分，而應該只

是靈魂的生撞機能的體現。但是另一方面，根據靈魂的物

體性，靈魂與身體有不同的來源，並且靈魂也並非純形式，

而是具有與身體類似的物體性，這樣一來，產生靈魂的靈

魂種子也必須是與身體的種子相分離的基質 (subs扭曲a)

也就是說，靈魂種子既非靈魂的部分，但是也非附若在身

體種子上的形式，更加不是身體種子的一部分。解釋靈魂

種子及其與身體種子的關係就變得十分困難。

二、希波克控底、亞里士多德與德爾回良

與德爾圖良同時代的醫學家董倫 (Galen， 129-c.200) 

專門撰寫了一篇論文來解決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目)和

亞里士多德在對精液功能的認識上的分歧。且這表明直到西

元二世紀，希波克拉底與亞里士多德依然是當時醫學領域

的兩個重要權威。

22. Diog血， """組咽，VitaePhilosophorum， 7.110 0 且Iít拉爾幢薯 a 徐開來、博林諱， {名哲

言行攝古希盟主、種文對照> (檯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耳目5-696 0

23. GW血， D，間mine， 1. L cmpus Medicoru血 G咽S∞rum， v.3.1. (董甜的文本:~ Galen 01 
Pergamum: The Tranamission, 1n個F糊""" and 由呻岫ion 01 Ancümt M.叫"ne

F即:l/CJ耳.bbaw.de， Acc甜甜扭M可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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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的體液說是他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甚至

一直到今天在人格氣質理論中還能見到體液說的身影。這

種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由體內四種基本體液 (úγpós) 按照

一定的比例關係構成，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於四種體液的比

例關僚錯亂。希波克拉底對於精液的認識也處於體液說的

框架內，能夠將人的本性傳承下去的生瘟性的體液必然也

是來自構成人性的四種體液。在行房過程中，男性的生鐘

器官因為摩擦而產生一種愉悅的快感，並且引起整個身體

中的快感和升溫。隨著人體的運動，身體內的體液就被加

熱並且激烈搖晃(叭。從εTαL) ，產生泡沫。人的最有力與

營養的部分就從這種泡沫中產生出來，進入脊髓，並從那

里進入腎臟，從那里可以連通血管，進入陰莖，從精液的

專門通道中排出。且行房過程中女性的生理反應與男性相

似，也是經由摩擦產生快感，然後體溫上升，伴隨著運動，

體液產生泡沫，從泡沫中產生精液，輸送到生殖器官，之

後女性也會產生一種與男性類似的排出精液的過程，只不

過女性的射精有時是童醫生在子宮肉。25整個受孕過程就是來

自男女兩性的精液在于宮中混合在一起，而後子宮口收

縮，包裹住精液。 26這種混合的精液便是發育成胎兒的種

子，因為它來自男女雙方全身的體液，因此能夠生成一個

從身體到靈魂都具有父母雙親的特質的人。這種生道學說

在古代非常流行，一方面從某種程度上符合經驗觀察，另

一方面對於後代的遺傳性狀有很強的解釋力。因為精液來

自全身的體液，因而具有全身各個部位的性狀，除此之外，

扭曲'ppoom恤， G甜"曲帥， "且P叫~Pot臨(<<1.&位祖吋，Hippoca帥， vol. X(Cat過mdge， MA

Harvard Univc:祖!yP<苟間， 2012)， pp. 7-' (臥下簡窩轟此格式面目前'"臨島， G間eraJi帥， 1, 

開 7-') 。

25. Hippo<祖恤• Generati冊， 4， pp.13-1S.

26. Hippo白宮個周圍， G語，他ration， 5,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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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還設想無論男女的精液中都有兩性以及強弱屬

性，後代的性別以及各部位相似於父母中任何一芳的性狀

都可以由混合精液後的強弱比例來決定。 27

亞里士多德對希波克拉底的生殭理論做了重大的修

改。與希波克拉底的體液說不同，亞里士多德是以他的物

理學模式來研究生命的生撞。一物的生成可以理解為一種

從無到有的運動，運動的原因有四種:形式因、目的因、

動力因與質料因。其中前三種可以統稱為形式因，生成的

本質就在於形式與質料的綜合。亞里士多德便是以這樣的

方式來看待兩性生遁的模式.一方提供形式，另一方提供

質料，形式與質料結合而誕育新的生命。

因此，如果我們就雨性分別歸屬的最大的種東考察，那

麼一方為主動者和運動者，另一方為被動者和被運動者。而

被生成之物由它們兩者生成正像床由木匠和木料，球由蠟和

形式產生那樣，具有同等意義， 28

具有生蘆能力的精液在生蘆中的作用在於傳遞雄性提

供的動力或形式，使其作用於雌性提供的質料，從而形成

一個新的生命。精液所提供的那種生鐘性的動力來源於精

液中包含著的一種具有生成能力的「熱J '或者稽之為「熱

氣J (pneuma) 0 29這種熱氣具有生蘆能力的觀念自古有

之，據拉爾修的記載，畢泰戈拉(Py也agoras) 有一種觀點

認為靈魂產生於種子中的濕氣(，ÌT阱宮) 0 30雖然不能根據

27. 四開""'"棚.G曲。甜的叫 6-8， pp.l日o.

28 亞且土豆夢籠. <諭曲軸生成) '72'抽15 .中揮本福種延強揮自見Jk苗力回主繭. (亞旦

土豆修德全靠(書 5) >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四6) .耳 243 • 

29 壘且亞里士至仔褲. (輸動樹生成) '736b30-737a5 0 

30. L甜tius， Vitae Philoao"阱。F珊， 8.28.見揖拉爾曹薯，樟間，但﹒轉轉蟬. {名曹盲行輯> • 
買第 800-8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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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爾修 (Diogenis Laertius) 的記載就確定畢泰戈拉持有此

種觀點，但這反映了類似觀點在古希臘的流行程度。亞里

士多德明確表達冷卻的精報更是沒有生殖能力的。 31

以上是亞里士多德生更宜理論的核心說明，動物的生更直

跟一般物體的生成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形式因與質料

困的結合。精液的「熱」便是一種形式性的表現，精液只

是作為傳遞這種形式的工具參與到生殖活動當中。32除此之

外，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生成理論中還有「潛在」與「實

現」這一對概念，質料是一種「潛在J '當形式加諸質料

之上，其「潛在」便「實現」出來。亞里士多德對生成的

定義就在於潛在的實現，這一對概念也同樣運用到他的生

殖理論中來。基於此，亞里士多德對希波克拉底的第二個

重要修改是精液的來源，希波克拉底認為精液來源於全身

的體液，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精液來源於構成全身的營養

物質的剩餘。33差別就在於希波克拉底並沒有亞里士多德式

的「潛在」概念，以來自全身的體液來論述精被發育為全

身的不同性狀的依據;而亞里士多德則以營養的剩餘來論

述精液具有發展為全身的「潛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精液只在「潛在」的意義上具有靈魂。 34但是對於生命的形

成而育，精液提供的是形式因，就是使胎見獲得形式的現

實性原則。

既然兩性在生邁過程中撈演不同的角色，亞里士多德

自然就反對希波克拉底那種認為兩性都為生蘆活動貢獻精

液的說法。他認為作為生殖過程中的被動者的雌性為生殖

所提供的並非作為主動原則的精液，而是一種生遁的質

31 亞旦土$籠， (輸動物生成> '718820" 
32 同上 '73Ob20"

33 同上， 724b扭扭曲2S'

34 同上， 735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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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這種質料就是構成經血的物質。 3S同精液一樣，經血也

是營養的剩餘產物，只不過因為雌性本身昕具有的熱量要

少於雄性，因而不能將這種剩餘物充分整合成具有生殖力

(主動原則)的精液。 36正是出於雌牲的這種「無能J '胎

兒的性別並非由性別的實質所決定，而是由提供靈魂本原

的精液的能力所決定: r如果雄性的精液處於支配地位，

它就可以把質料納入自身;如果處於被支配地位，它就變

為自己的對立面，或走向毀誠。 J 37 

亞里士多德的生殖理論強調了兩性繁遁對於生殖的必

要性， 38從而解釋了希波克拉底理論上難以解釋之處。因為

按照希波克拉底的混合精液生殖說，從理論上來說，兩性

生殖是不必要的，因為兩性中的任何一邊都可以獨立產生

來自全身體液的精滾。然而，相較於希波克拉底，亞里士

多德的理論則難以解釋後代相似於母親的部分(無論是在

身體上還是在靈魂上) 0 39然而本文無意於闢述兩種生殖理

論的異同與優劣，只是概述出當時流行的兩種主要的生殖

學說，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德爾圖良提出的靈魂生蓮說。

德爾問良對於靈魂種子產生過程的描述同時受到這兩種生

鐘學說的影響:

在南性通常具有的結告男女的功能中，也即在性交之

中，我們知道靈魂與身體是同時進行的 靈魂欲求，而身體

執行;靈魂激動，而身體行動。在連兩者的同一作用下，整

3S 同上， 729:的o.

36 同上，扭曲.30-7回國o.

37 同上， 766b15 • 
38 同上， 741bl-5: ["在研有幢幢費龍的動物中 a 雌性不能單體自身完善地生成于代﹒ J

(崔噩噩譯本，耳 276)
39 事實上滑坡克拉底的理輸更加精舍我們今天對社兩性生盟的理解對世至于Z吾爾性的動輔

來說，有性生殖並不是非如此不可的生鹽1r式，只不過是增加7基因表達的事樣性，從

而更有利扭曲種生存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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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抖動起束，排出精液，遺精液'*自整個人，體液

(hu血or) 束自於身體本質，熱氣 (color) 束自於靈魂本質。

如果希臘語中的靈魂是峙的意思，那身體在央去靈魂後為何

反而會變冷呢，最後，恕我冒昧地間，在那最為愉傲的激動

中排出生殖性的體液時 2 我們難道不是感到靈魂的某個部分

也隨之而告了，隨著視線昏沉，我們難道不是感到虛弱和疲

憊嗎宵達便是靈魂的精液，直接束自靈魂的部分，就好像身

體的精讓車自身體的部分﹒“

可以看出，德爾圖良的生蘆理論同時受到希波克拉底、

亞里士多德以及斯多亞主義影響。他對性交過程導致精液排

出的過程的描述基本上是希波克拉底式的:隨著身體的運動

而產生來自整個人的精液 (se:血en toti山 honrinis) 。然而德

爾國良對於「整個人J (totus ho血0) 的理解不同於希波克

拉底，後者將人的本性質量原為四種體液，而德爾圖良則將「整

個人」還原為身體和靈魂兩個要素。對於精液的濕熱三分則

明顯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亞里士多德認為精液是由熱氣和水

構成的被合物。 41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熱氣是具有生蘆能力

的，也是精液作為生鐘工具所傳遞的形式。但是德爾圖良秉

持斯多亞主義的物體性靈魂觀，並不將靈魂看成是身體的形

式，因此將生遁靈魂的靈魂精液同身體的精液分離開來，兩

者的同時性並不意昧著同一性。性交之後的疲憊感被希波克

拉底用以作為精液產生自體液中的精華部分的證據 ;42亞里

士多德則以此為精液的本質為營養物的證據 ;43德爾圖良則

以之為靈魂精潑的證據。

40. A到且， 27.5-{j

41 亞里士$帽， (輸動輛生成> '736A. 

42. Hippoc祖恤， G冊。-atitm， S.p. 7. 
43 亞里士多暉， (論甜甜生成> ' 726B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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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圖良在這襄並沒有提及女性參與生遁的方式。瓦

欽可(J祖 Hen曲ikW，晶zink) 哥|證《論基督的肉身:>(De Carne 

Christi) 、《反馬吉安:> (Adversus Marcionem) 、〈護教

篇:> (Apo[ogeticum) 中的幾處文本為依據， 44認為德爾圖

良的生殖理論可以回溯到亞里士多德﹒身體的形成來自於

男性的精液對女性的經血(間Tα~lÍVLα) 作用，使其困化成

形。 45然而，事實上並不能將德爾圖良簡單地對應於亞里士

多德，我們只能說德爾圖良受到亞里士多德生殖理論的影

響。尤其是在《論基督的肉身》中強調女性對於生遁的必

要性，以此來說明耶穌基督生於女人的意養﹒

若是上帝的聖靈並不在母腹中形成肉身，又為何要降在

腹中，在母腹之外形成一個團軍的身體(曲ro spiri叫isl 不是

更容昂鳴，沒有理由降在腹中卻不從腹中產生任何東西。“

這襄似乎就是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不做無意義的事J47

替換為「上帝不做無意義的事」來說明耶穌基督生於母腹

的意詣。這也難怪德爾問良在《論基督的肉身》中的某些

表述相似亞里士多德。 48然而對亞里士多德而育，精液相當

44. Ter祖血且l1S， De carne 曲，當缸" 4.1 幢幢和血矗恥吏融 (humoris et 8且gui到， fooda 
回呵u1a) '16.5亞當的身體不是由男λ的精醋造成的 上帝的聖言不晶史告而能進

λ他肉身的宜科 1M血 'p阻minlwwc血om.咽目阻nine viri factum. ..et dei v的um
potuits阻四曙ulo in eiusd圓明血;.回國扭曲回.am) ; 19.3 精權的材料即是血的鶴，

經由#出的運動典女性的血賣會(圓圓旭m .. 田間中血6個由叫血gunruo 個盼個1"，阻區

區"J'llM曲。扭曲岫nnm阻，gulums血斟inisfi咀nae) ;岫叫抽，M.肌帥酬， 421 身體

的本宜出自女性的體權(四岫抽包臨間開甜.exfm血aehumorel ;中ologeti，叫m， 9.8

于宮中，血釋而且λL..u岫旬， dumwlhuc 間可阻 inh咽血咀 delib曲，，) • 

45. W;制zink， p. 342 
46. Ter祖lli血l1S，De C.白meC扭曲誨'， 19.5

47 亞且士要籠， (諭動樹生血) '741BI-5' r在廚有幢幢昔酷的動曲中，雌性不能單憑

自身完善地生成于代，如果能掏生盧 a雄性的存在誼會毫無盡義，自然不做無盡義的事圖

因此在擅樺的動輯中雄性揖壘使生成過程完善化，它曲直接邁過自身的話動，車借助最

糟雄，把盛覺靈魂置於胚胎中﹒ J I置延直譯本，頁 276)

48 尤其是晶晶me c'仙也針.19.3 '但是要控韋C咀自t→詞 「λ們認措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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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工具，用以傳遞現實性原則，也即是靈魂的原則。 49

但是前引《諭靈魂〉的設落中非常清楚地表明精液並非一

個傳遞靈魂原則的工具，而本身就是能夠生成靈魂和肉身

的這麼一種具有生殭力的東西，由來自身體的體液 (humor)

和來自靈魂的熱氣 (calor) 這兩部分組成。在德爾圖良的

生更直說中，精液中昕具有的「熱」已然不是亞里士多德意

義上的形式因，而是斯多亞主義式的「靈魂種于/精液J ' 
它自己就可以運動，並不需要附者在質料上面。而精液中

包含的體液部分則是與靈魂種子相對的身體精液， I來自

身體的部分」。這種表述基本上是希波克拉底式的。如果

將《論靈魂》和《論基督的肉身》結合起來，便能得到一

種綜合了亞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生殖說.胚胎由體液

(hu血or) 、熱氣 (calor) 和血 (s血guis) 構成，其中體液

和熱氣由男性提供，血由女性提供，體液和血結合發育為

身體，熱氣發育為靈魂。

體液和熱氣都是具有生殖能力的種子，而女性研提供

的血在生殭中扮演甚麼角色呃，在《諭靈魂》中，出自男

性的精液已然具足了身體和靈魂的種子，理論上來講不必

然需要女性參與新生命，後者只提供一個生殖場所就可以

了。然而在《論基督的肉身》中，造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為

了具有全備的人性，就必須從母腹中誕生出來，因而女性

在生殖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綜合考慮《論靈魂》與《論

基督的肉身} ，那麼身體的生更宜與靈魂的生更宜將遵循不同

的原則，身體需要兩性結合，以亞里士多德式的方式產生，

而靈魂只由男性提供，以斯多亞主義的方式，從靈魂種子

發育為一個個體的靈魂，由一而多。然而，德爾國良在《諭

49 亞里士要體的靈魂定疆軍現措身體請讀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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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服飾》上卷 (De CU/i的 Feminarum 1) 中針對女性的

一殷表述卻對這樣的解讀提出了挑戰.

上帝對這個性別的咒詛尚存於這個時代，因此罪也必然

存在。你是魔鬼的大門，那樹的解禁者，神聖律法的第一位

破壞者。你勸謗了那位魔鬼無法接近主人，違樣輕昂地敗壞

了上帝的自像 人。因為你所應得的死亡，上帝的兒子也

死了 0 50

這段非常清楚地表明夏娃的罪延續到了女性後代的身

上。根據我們對〈諭靈魂〉的解讀，既然罪是在靈魂當中

並且隨著靈魂延續到後代身上，那麼女牲也應該為後代(至

少是女性後代)提供靈魂。《論女人的服飾》帶給我們的

挑戰遠不I上於此，如果罪能夠從母親一方遺傳，那麼耶穌

基督生於女人如何能沒有罪?

如果說《諭靈魂》和《論基督的肉身》還勉強能夠協

調，女性靈魂的遺傳則使得德爾圖良的生殖理論徹底陷入

混亂。在德爾間良的文本語境中，希波克拉底與亞里士多

德的矛盾的背後隱藏著基督諭 ( Christo!ogy )與人論

(An也ropo!ogy) 的街突一一基督生於女人卻如何能夠沒有

罪?德爾圖良並未建立一個系統性的神學來協調不同的神

學分支之間的街突。本文在這里不必展開德爾國良的神

學，只是要指出，他的生蘆理論並不具有一貫性，在一些

具體的理論問題上難以自圓其說。〈諭靈魂》並不關心女

性在生殖活動中的作用，而只是指出，通過生瘟方式，從

亞當的靈魂可以童醫紛出新有個體的靈魂。

50. TertuIli血且盟• De Cultu Femi1lW"Um,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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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當原型

德爾圖良一貫的論述方式是在哲學論辯之後，訴諸《聖

經》為依據來支撐自己的觀點。《諭靈魂〉第三十七章對

靈魂種子及生遁原理的闡述也不例外，最後訴諸人類始祖

亞當的創造來說明靈魂種子的原型。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輯)進人，將生命之氣的早早'1)

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聾的活人。(創 2:7)

人類的原型，始祖亞當的創造便是兩個因素的和合。德

爾圖良以上帝在亞當鼻孔內吹的那口生命之氣(訂單的、宜atus)

為靈魂的本質，那麼造人的塵土(1~1l)便毫無疑問地構成

身體的本質。塵土(1Qll)的原文指的是乾燥的土，"七十于

譯本以xoÐs對諱，意為地上的土壤，便不再有「乾燥」的

意味，甚至相反，可能是指濕潤的泥土。 52德爾圖良很可能

受此影響，以 limus 對應形成亞當的「塵土J '且顯然認為

這 limus 是濕潤的土.

E當的肉身*-自於泥土 (li血us) 。所謂泥土無非是宮會

水分(li申lOr) ，從中產生生殖性的最體。出自上帝吹出的

氣息的便是靈魂。上帝的氣息無非是屬靈的熱氣 (vapor)

役中產生我們通過那液體所呼出的。 53

產生始祖亞當的兩個元薰便是參與生殖過程的兩個元

素一一體液 (hurnor) 與熱氣 (calor) 的原型。作為生殖原

51 壘見Fnm血Brown， S. R. Driver &由圓圓A Briw~由 ~TheJb明rn-Dri研卸iggs H.時間，

耐品8岫扭曲冊。目』旬'， MA:H血面曲曲Publi血耳 1酬，調壇“「斜"下的釋羲a

52. XOÐS觀扭動詞 I傾倒J Ix'ω) • 
53. Ani血，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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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泥土 (limus) 與氣息 (flatus) 相互區別，且本質相異，

但是一起形成了一個個體 (unum hominem coegissent) ;這

兩個不同本質的種子也結舍為一，共同參與生鐘。 54

對於生殖原型一一始祖亞當的創造的分析不單單表明

靈魂種子與身體種子作為完全不同的基質卻同時同步參與

生麓，繁衍出新的個體，還表明了男性在生道活動中提供

的精液就已經充分具備了生成新個體的兩個要景。正如前

文中所表明的，德爾圖良並沒有一致的和系統性的神學體

系，在不考慮基督的人性的來源的情況下， <:論靈魂》中

的生蓮說致力回答一個問題，即我們既有人的靈魂如何來

自一個靈魂。

對於德爾圖良而言，始祖亞當的靈魂就是我們所有人

的靈魂的來源，我們所有人都是通過生遁的方式，無論是

身體還是靈魂都來自於始祖亞當。這點是出自上帝「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J (創 1:28) 的祝福與應許，因而是確

定無疑的。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偉、按著我們的模式進人(自1單) , 

使他們管理(1';"]吵海裹的魚、空中的島、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壘。(創 1:26)

上帝在進人時所說的是單數的人(的車) ，而對人的期

許卻用的是被數的動詞「使他們管理J (1~，~) , 56德爾問

良以這節經文中的單複數變化為靈魂由一而多 (ex una 

redundao阻m) 的依據。 57 I要生養眾多，遍漏地面」的應

許就在身體和靈魂的種子當中。 58

54. Anim., 27.8 
56. 啊17Zõ動詞~'1fi!J祈廟式第三λ稱聞性置數彈式。

57 扭扭扭， 27.9: Igi世祖 uno homi血恤恤且血unarum曲圓圓圓﹒德哥圖良應該祖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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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錯諾

德爾問良的靈魂生殖學說無論是在生殖學說上，還是

在靈魂學說上，對思想史的影響極為有限，也無緣成為基

督教靈魂論的主流。他固然綜合了希波克拉底和亞里士多

德的生殖學說，但是並沒有解決兩者的難題.女性參與生

瘟生命的方式。希波克拉底能夠解釋于代所具有的母親的

遺傳性狀，然而卻無法解釋兩性生遁的必要性;亞里士多

德提供了兩牲生遁的必要性的理論依據，然而卻無法理解

母系遺傳性狀的獲縛。而在德爾圖良的綜合版本當中，在

理解靈魂的生撞上對這難題的解決沒有推進，甚至既無法

解釋兩性生殖的必要性，也對母系遺傳性狀束手無策。

然而，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德爾圖良的興趣不在生遁的

理論問題上，他的靈魂生殖學說也不是為了解決理論問題

才提出來的，而是以基督教靈魂觀為前提的假說，與他對

靈魂的定義相適應，是在心物一元論和靈魂的單一性前提

下解釋個體靈魂來源的嘗試。從理論上來說，輪迴學說比

生建學說更有解釋力，然而德爾圖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

必氯對輪迴學說加以駁斥，因為這種學說與原擇和復活的

教義相街突﹒每一個個體的靈魂都應該來自始祖亞當的靈

魂，遺傳了始祖亞當的罪;在末世之時，身體將要復活，

與靈魂重新結合，接受審判，這就要求一個靈魂只能對應

一具身體。因此，無論多麼難以理解，靈魂生蘆學說只能

是德爾圖良必然的選擇。後來的教父思想家放棄了心物一

元論，在柏拉圖主義的路線上闡發靈魂的精神性。例如同

樣出身北非的拉丁教父奧古斯丁旗幟鮮明地反對德爾圖良

過希伯車主的《聖經) ，不過七十于譯本在這一醋的譯文的話告結構與原文壘一葷的

KaLEtπ<. 故k:Ó!i' 11m兩側阻vii吋阱。rrov (草草) KaTεtKÓ1.羽恥.ETÉ:阻v KaÌ KQβ6間l叩W，

lCaldpXiT，ωaav (讀數) • 

58. Ani且， 27.9: repromissio 8唔"'"坦 .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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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性靈魂觀 .5.但奧古斯丁卻沒有直接反對暗舍身體性

靈魂觀的生瘟學說。

對於任何一位基督宗教神學家，尤其是拉丁教會，在

間述基督教理論時，都無法迴避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第

一個人亞當新犯的罪如何影響到亞當的子哥華?在這個問題

上，靈魂生蘆學說為罪的代際遺傳提供了理論基礎。正是

考慮到原罪的問題，奧古斯丁即便不贊同德爾圖良的靈魂

觀，卻在靈魂的遺傳說( traduci個ism) 和個別創造說

(creationism) 之間搖擺不定。 60

從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德爾圖良不僅僅為基督

教提供了某種靈魂學說，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提出了具有

挑戰性的問題。尤其是對於持有精神牲靈魂觀的基督教來

說，身心關係與原罪的傳遞始終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哲學和

神學問題，也構成了西方教會神學不得不進行回應的主要

問題。

關鍵詢:靈魂德爾圖良生殭學說

作者電郵地址: ql由凶i@snnu.edu.cn

5. 例如《諭靈魂及其起頭) 2.5 '壘且.古蹋了薯，石瞳瞳囂， (諭靈魂且其起頭> (;~ 

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訕。4) ，頁 230 山下。

60 蠱且周樟馳， (且吉斯T的基督誼思想>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頁

214-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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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chapters of Tertullian's De Anima fOCl且ed on 也e

origin of 也e 旭dividua1 so叫回s solu且on refers to the Stoic 

view of the s目nen of soul, which asserts that the 姐dividua1

so叫回kes its origin 企omAd缸n's 80叫也rough the ac世vity of 

generation 晶 well as the generation of the individua1 body. On 

也.e one hand, based on the Stoic notion of se血en of soul, 

Tertullian syncretizes H耳中ocra妞s' and Aristotle' s theori自 of

generati凹， which indicates his succession 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Tert叫H血's theory of 

genera世on has found a special solution to the succession of 

original s血，血eanwhile insisting on bo也 notions of soul' s 

C四porality and simplicity, avoiding an acc叩個nce of 

me阻四psyc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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