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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會議前天主教神學發展的張力

新經院主義、現代主義與「返本溯源運動J 的角逐

徐曉燕

斯拉財經大學倫理學研究所講師

若在一篇文章中介紹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1962-

1965 '下簡稱「梵二J )前天主教神學的脈絡，就不得不

冒以偏概全、掛一普普寓的風險，因為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

的發展與各思想流派間的複雜衝突相隨而生。即使是二十

世紀上半葉作為天主教主流思想的新經院哲學， 1其內部也

非毫無分歧，更不消說那些尚在摸黨中的非主流神學思

想。因看不同的思想背景和政拾環境，天主教神學的主流

與暗流交鋒不斷並促成了在神學上的各自發展。最終新經

院哲學因敵視現代主義和無力回應現代社會於梵二中落

敗，隨之迎來天主教神學的多元時代。因此，了解二十世

紀上半葉作為天主教官方神學的新經院主義的產生背景及

其反現代主義的「受困心態J (Siege Mentality) ，對於把

握梵二前後天主教神學的跌岩起伏至關重要。

1.新經醜主羲叩開-s曲曲甜cism) 以且新托馬斯主義 (N開-四omism) 兩個詞內涵→鹽，

措的是十九世紀中未到梵二期間，以盧興托馬斯哲學:11目的的主導去主教且想的官貴神

學﹒關最新經臨主義的聲鹿和讀別，可見GeWd A. MoCool，可-曲也 C個twy

Scholasticism.", The Journal ofReUgion 58 (1978), pp. 8198-8221 ;周偉馳， (現代托屆斯
阿蜜那研究) ，曹《哲學門> 17 (2008) ，頁 57-80 .前者是接照歷史脈輯硫理新艦院

主義的內部曹廳，聲者童在類型學上對現代托馬斯主義哲學研究進衍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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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說哲學的序曲

任何思想革新都不會橫空出世，任何守陳也非沒有緣

由。梵三之前的天主教，繼承的是天特會議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後的反宗教改革精神以及梵一的思想遺產。為

了回擊宗教改革的投戰，後夫特會議的天主教肯定了教宗

的權威及其關於聖事和拯救的教導。如果說天特會議面對

的是希望改良教會的宗教改革運動的話，那麼梵一面對的

卻是更為嚴峻的十八、十九世紀的政治和理智革命的情

勢。首先，法國大革命 (1789) 之後的世俗化進程要求教

會與國家分離，並不時以暴力芳式反對聖職(個世

clerica1ism) ，解散和驅逐修會，甚至屠殺修士與神父，這

些都重創了天主教會在政活等公共領域的影響， 2其次，隨

著民族國家的逐漸產生，天主教肉都不斷出現不同形式的

教宗權制限主義( Gall四個ism) 以及公會議至上主義

(Conciliarism) ，他們反對教宗至上論(Ultramontanism) , 

提倡國家對天主教行使的權力應與教宗對天主教行使的權

力相當，這些主張都宜接挑戰教宗權威， 3另外，敢蒙運動

以來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羲在理智文化層面給教會造成了

巨大街擊。這些因蒙都大大削弱了教會對現代世俗社會的

影響，深遠地影響了天主教的教會理論和神學走向，此時

的教會逐漸形成了「對抗社會J (coun加-society)的心智，

認為教會正被世俗化的政治和理智勢力圍攻。 4為了回擊這

些威脅，天主教會進一步控制教會內部智性生活以防正天

2. 1且個R. K.urtz, The Po/i蛇-:S ofHere.旬1: The Mc叫開蚵 Crisis in Roman 曲的olicism 早.0.

Angeles: Univ'開ity ofCali:fonria Press, 1986), pp.25-28 

3. lames Henne暉呵，吐聞 xm: Intellectual垣ng 血e cru曲也是 '"世h Modenri旬"， U.S. Ca幼olïc

H lStorian 7.4 (1988), p. 394; chri血ipher Rud你啞e個ouroement 阻d the Endur旭g Le斟呵

。fpo前面世間也s 祖目，10缸"， in Gabriel Flynn & Pau1 D. Mum.y (eds.), Ress，四"酬由I:A

Mo間m帥t for Renewal in 1'wen由幼 C問他可曲的。lic 扭曲，logy (New Yo[k: oxfi咽

Univ間ity Pr翩.2012)，開 185-197

4. Rud旬，咀個甜"'"咀闢血d也e En曲曲g Legacy ofP，耐-Trid圓血a田間11ogy"，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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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接觸敢蒙思想。一八六四年教宗碧岳九世 (Pius IX) 

發佈了《錯誤大全> (砂Uab阻 Errorum) ， 總結並羅列了

現代文明中八十條思想和政治上的錯誤陳述，其次，教會

還不斷鞏固和加強羅馬的中央集權以對抗各種對教宗至上

權威的懷疑。一八六九年碧岳九世召開梵一，並於次年發

佈《永恆牧人} (Pastor Aeternus) 法令，閻明教宗對全教

會具最高管轄權，且其就信仰問題對全教會所發佈的明確

教誨絕無謬誤;同時為了有效將教會與外界隔絕，教會內

部的體制也越來越趨於官僚化。 5

正是在這種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羅馬天主

教在攘外的同時也加強了自身內部的思想統一，逐漸確立

了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在天主教思想中的權威地位，以應

對各方面的危機。二十世紀的新經院主義就是在十九世紀

的一系列危機中逐步確立其正統性的。十九世紀初，天主

教神學家們已經遺忘了經院哲學的遺產，轉而尋求一種完

全木同於亞里士多德理論的現代哲學方法來建立天主教神

學，他們的神學尤其受康德哲學的影響。 6然而，康德哲學

的主體轉向既吸引了天主教的，思想家，同時也對天主教敢

示的客觀性提出挑戰。如果說康德哲學的純粹理性只限於

現象世界，只有道德理性才可以安置上帝的存在，那麼一

個從主體的、肉在的、人類道德需要出發的宗教將直接挑

戰一個從客體的、外在的、命題敢示出發的宗教。 7神學家

們如何能夠既保證康德哲學中信仰的主體和經驗元素，又

不致丟失神聖敢示的客觀性 P 面對這個問題，天主教神學

5 同土，買 190 0

6. Henne呵. ."，目 XID" 再 395-396; Ger叫.d A. McC∞.I， Nm甜棚th-C，切岫呵， Scholas自由m

n.. s.師叫fora 帥litaηM帥。d(NewYork: Fo吋Iuun U，血.versity pre間.1989). p. 2 
7. H阻 Boenm盆， N，叫田lle 'I'h卸logie and品間闡明叫 Ontology: A Re他rn to M)>at.呵，。呵呵

York: Oxford Univ，間ity Press, 2，個月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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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出現了三種不同回應﹒傳統主義(甘aditiona1ism) 、半

理性主著(semi-rationalism) 和本體主義 (ontologism) 0 8 

傳統主義的進路持信仰主義的立場。它辦棄昕有理性

(純粹理性和實颺理性)證明上帝存在的能力，將人類知

識的形而上和倫理原則建立在神聖的、敢示的以及從教會

起初就傳承下來的傳統之上。但羅馬教廷的神學家認為這

剝奪了人類理性的合法自主領地，也削弱了信仰行動的合

理性。因此，傳統主義的兩位代表人物拉蒙內 (Hugues

Félici低 Robert de Lamennais) 和波丹 (Lo叫sBau祖扭)分別

於一八三四年及一八四四年受到國瑞十六世(Gregory

XVI) 的譴責。

半理性主義接受康德的理，陸觀念，主張思辨理性只能

運用在現象世界。其代表人物葛雲特(旭個n Gün也er) 將

理性劃分為，思辨理性(discursive 扭曲on， Vers恤d) 和直覺

理性 (intuitive reason, Vemunft) 。恩辦理性被限定在現象

世界，而直覺理性則能夠對形上實在產生理智直觀。也就

是說，葛雲特認為上帝的存在和屬性木是在恩辨理性層

面，乃是在直覺層面被認議。除此之外，他還堅持在有限

精神與無限精神之間作出形而上的二分。這樣，人通過意

識到其本性的有限性而產生信仰直覺，使上帝的存在成為

必然。半理性主義由於拒絕恩辦理性具有認識上帝的能

力，也於一八五七年受到羅馬官方的譴責。這表明托馬斯

主義在羅馬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本體主義的代表人物喬貝提 (V迦自由o Gioberti) 和羅

斯米尼(An個世o Rosmini) 接納了傳統主義的觀念，認為

最初敢示能夠在歷史中借人類語言的恩踢得以通傳。同時

8 以下三鹿闖世十九世記的天主教且想的爭論，筆者主要壘考總結了 B咽血仇 No腳//，

Théologie and Sacram間Ial Ontology， 開 3制1 ;臥 11 McCool, Ni1lel，闊的 cen帥y

ScJwlasticism，開 7-16， 32-40， 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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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主義結合了奧吉斯丁的光照論，認為神聖觀念光照了

人類直覺 (Vemunft) ，並因著光照使上帝的神聖知議成為

可能。這意味看上帝和人類理性之間存在直接接觸的可

能，人無需通過理性演繹證明上帝的存在。這無疑取消了

托馬斯主義哲學中思辦理性對上帝存在證明的重要性。因

此，本體主義分別於一八六一和一八六六年被譴責，穩固

了托馬斯主義在天主教思想中的哲學地位。

這三種思想與托馬斯主義之間最大的分歧在於:前三

者都接納了康德學說中思辨理性只適用於現象界的前提。

它們將理性分為純粹理性和道德理性，並取消了純粹恩辨

理性認議上帝的能力。因此，他們或是將理性與信仰對立

起來，從信仰角度出發反對理性(如傳統主義) ;或是從

主體宜覺出發在實踐理性層面獲得基督教信仰(如半理性

主義和本體主義) 。然而在正統天主教方法中，思辨神學

是不能讓渡給敢示哲學的，反之亦然。若這兩者未被加以

本質區分，其結果要廳是如傳統主義那樣取消了自然理性

的合法自主性，要廳就如半理性主義那樣誇大宜覺理性滲

透基督教奧秘的能力，而使恩典的惠予 (gra恤ty) 和獻示

的特殊性被妥協。 9在托馬斯主義者看來，這就既沒有處理

好信仰與理性的關係，也模糊了超性與本性的界限。

在讀責和肅清楚些受康德哲學影響的神學思想之後，

梵一於一人七0年發佈了《天主之子:> (Dei Filius) 憲章，

重新澄清了教會傳統中關於敢示和信仰的教導。窟章肯定

了自然理性在很多芳面可以確定地知道上帝的存在和神聖

屬性，並認為這是對人的信仰之合理性的辯護。憲章因此

還重新確立了信仰與理性的適當界限，肯定兩種知識秩序

的存在。自然理性的秩序與神聖信仰的秩序在原則上是相

9 益必Cool， Ni1.昭跑回Jh-Cen1uFy &holasticu珊，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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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區分的，這區分mt於兩個秩序的不同目標。自然理性的

目標是追過其自身力量論證並發現關於上帝的真正里。然而

那隱藏在上帝之中的奧秘，若不是上帝的揀選並藉著信仰

敢示給人的話就無從得知。 1。因此， <:天主之子》不同於上

述受到康德哲學影響的神學家，它既保證了人的自然理性

認識上帝的能力，也為信仰保留了領地，在超性與本性之

間劃上清晰的界限，使兩者不致互相混淆或暗中讓渡。

一八七九年，教宗良十三世 (Leo XIII) 頒佈了《永恆

之父:> (Aeterni Patris) 通喻，進一步明確《天主之子〉念

章中信仰與理性的關係，並提出神學教育應採取的哲學方

法，確立托馬斯﹒阿奎那在天主教思想中的權威地位，宣

佈復興托馬斯主義和經院哲學。早在學生時期，良十三世

就是個堅定的托馬斯主義者;在未任教宗之時，曾不遺餘

力推動托馬斯主義運動在各地教區中發展。《永恆之父》

顯示教宗對托馬斯主義哲學在認識論、人學和形而上學的

整合能力的信心，認為其能夠處理好現代科學、文化和社

會問題。口在發佈《永恆之父》後，良十三世還有一系列動

作:例如童般聖托馬斯宗座學會 (Pontifica1 Academy of St 

Thom品 Aquinas) ，重整國瑞宗座大學 (Pontifica1 Gregorian 

Univ間ity) 使之成為新經院主義研究中心，並籌備出版天

使博士全集等。 12新經院主義正式成為天主教會的官方神

學，主導整個教會的思想，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里決

定性地壓倒了那些受到康德(或康德之後)哲學影響的神

學家。然而，因其神學內部本身存在的問題，這個在十九

世紀得到復興的新經院主義哲學始終未能解決其與突出主

10 同土，頁 216-m.

11. Hennes旬. "Leo XITI".帥。 396-399.

12. MαC∞1， Nineteenth-Century ScJ扭扭sticism， pp. 22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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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因素的現代思想之間的張力，最終釀成了二十世紀初

的現代主羲危機。

二、新經說主義與現代主羲危機

〈永恆之父》顯示了良十三世對新經院主義的信心，

認為經院哲學是裝備教土面對現代世界的必要方法。儘管

良十三世帶者美好意願復興托馬斯主義，室里集研究人才，

培訓神學研究人員，把國瑞大學和其他羅馬研究機構中那

些並木熱衷托馬斯主義的教授替換為托馬斯主義者，邀請

天主教神學家通過托馬斯哲學與現代世界對話，重新發現

歷史的托馬斯思想及其系統的潛在能力，然而這批新上任

的托馬斯主義者除了兩位先驅性人物克浩特根 (Jos句h

Kleutg間， 1811-1883) 和利貝拉托雷 (Ma悅。 Liberato間，

1810-1892) (他們是掃除後康德神學，思想，確立新經院主

義為正統的太功臣)之外，都缺乏思想的創造性。在十九

世紀最後三十年那些向學生們介紹托馬斯神學和哲學的羅

馬教授們，其主要成果是出版了一系列學習手冊，目的不

過在於清楚解釋那些被安全「接受」的托馬斯主義教條。 13

雖然良十三世以及《永恆之父〉的背後推手克洛特根有者

與現代世界對話的良好廟望，但他們絕沒有預想到，假使

他們與現代世界進行對話，重新挖掘托馬斯本人的思想，

其結果必定是引入歷史方法，並將在根本上修正新經院哲

學對托馬斯的誤讀。

對於新經院哲學家而言，任何歷史意識的滲入和神學

的主體轉向都會導致相對主義，這將威脅到托馬斯主義作

為本體實在論的「永恆哲學J '即超越時空界限和放之四

海皆準的真理意識。因為缺乏歷史意識，新經院哲學家就

13 同上，買 228 ‘ 235'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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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區分托馬斯本人的思想與其十六世紀的偉大注釋者的

思想，也無法區分他們所從事的新經院主益與托馬斯本人

的思想，遠無法區分托馬斯的思想與其同時代的方濟會

(扭曲目sc阻s) 聖波納文圖拉 (St. Bonav間ture) 思想。 14他

們認為「中世紀的人」創造的是一個單義的、無差別的「中

世紀d思想J • IS他們沒有意識到，新經院主讀繼承的並非是
托馬斯本人的思想遺產，而是十六世紀詮釋家卡葉坦

(尬。masC吋剖妞， 1469-1534) 、聖托馬斯的約翰 (John of 

St.τ"homas， 1589- 1644) 以及蘇亞雷斯 (Fr祖cisco Sua時見

1548-1617 )等這些巴洛克式經院哲學家( b缸oque

scholasticism '或稱為第二經院哲學[second sch01asticism 1 ) 
筆下的托馬斯。因此，新經院主義者評判一個教義是否符

合托馬斯的標準，並不是將托馬斯的文本放入歷史語境中

仔細學習，而是看這教義是否與那些被認可的注釋家相一

致。 16他們繼承的正是卡葉坦等詮釋家的衣悴。

十六世紀巴洛克式經院哲學家的注疏背景是反宗教改

革，他們將新教的個體宗教情感因薰視為「私人判斷J ' 
威脅到教會作為共同體機構所具有的信仰訓導權。這就可

以理解十九、二十世紀的新經院主義者和十六世紀的巴洛

克式經院主義者的契合之處，因為新經院主義者將後康德

哲學以及現代主義對主體的強調，對直覺和宗教情感的重

視，均視為新教主義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使得「信眾從

自身得出信仰的對象和動機，否定了在歷史中得以揭示的

真理，並從而也否定了教會的首11導權J 0 17同時，對於這些

14. Mc:晶。~ "1"w扭過曲.C祖旬ry Scholas包"sm九帥。但做>-8201.

15. Francesca Ara且 M凹phy，可ilson 且d 也e R且目""""扭扭t"， in F1ynn & Ml叮叮 (e曲 J.

1W，叩""""'"咐'， p.56

16. McCool, Nineteenth-C，帥捌可 Scholasticism， p. 233 
叮恤格斯科幫著，主串串擇. (二十世紀主主載神學軍艦斬盟院主讀到聖婚神祖主羲〉

(香措告數真理學會 .2叩7) .買下8 • 

328 



梵二會議前天主教神學發展的張力

巴格克式的經院哲學家們而言， I唯獨信仰」的宗教改革

思想堅持人類全然罪惡的觀念，使得人不能在沒有恩典的

情說下認識上帝，這就拋棄了人類理智對真理認識的可能

性。作為回應，後宗教改革的經院哲學發展出「純粹本性」

(pure na個血)的觀念。「純粹本性」指人的理性有其自主

領地，在其可達到的範圍內獲得部分上帝的知識。它可以

在沒有恩典的情況下通過哲學論證的自然能力達到認議上

帝屬性的目的。但在「純粹本性」下對上帝存在和屬性的

認識不足以讓人獲待救贖，不足以達到對上帝自身(God

Himself) 的知議。因此，人雖然能對上帝的存在和屬性有

所窺見，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善，但是他並沒有向看至福

宜觀之奧秘的自然渴求 (naturald自由)。因為根據亞里士

多德哲學，人若有對超性目的的渴望，就必然有內在的能

力可以達此目的。如果這樣，本性必然就主導了信仰和理

性，而取消了超性敢示的客觀意義。因此，巴洛克式的經

院哲學將人的「純粹本性」局限在一定程度的「善 J '而

為超性秩序留下餘地。人必須在「純粹本性」的本性秩序

之外，加上一個不同的恩典秩序，這個從外部加給的恩典

秩序使得本性秩序可以轉向作為超性目標的三一上帝，獲

得上帝奧秘的知穢，實現人的救贖。這樣， I純粹本性」

的假設就發展成了兩個平行秩序，一個是本性秩序 (natural

order) ，一個是超性秩序 (supernatural order) ，兩者都有

其進路和目的。 18如此就完全劃清了本性秩序與超性秩序，

敢示信仰與理性，神學與哲學的界限。在表面上看，這似

乎是對超性秩序的提升與保護，事實上卻以吊詭的方式貶

低了超性秩序，使之降低到與本性秩序相平行的層面，兩

者成為同一層面的對立二元的秩序。

18. BOE控祖先N間velle晶晶logie國dSacram聞組10帥logy， pp. 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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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克式經院哲學的「純粹本性」觀念關注的是抽象

的人類本性的形而上可能性，談論的是抽象的「本性」和

抽象的「超性」的關係，它並不關注歷史秩序中具體的人

與位格上帝如何相遇。 19而皇島個世紀之後，巴洛克式經院哲

學的思想又被現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新經院哲學之中。新

經院哲學同樣繼承了恩典秩序與本性秩序的分離，認為恩

典外商日於自然，放示外加於本性，信仰外3日於理性。由於

將人的「純粹本性」等同人類理性自然能力的實現，使得

托馬斯本身思想中形而上學的生存維度被忽視了，人與神

的獨特性也消失了，其知識形而上學中恩辨理性 (rat妞，

discursive intellectl 和直覺 (intell自恤， intuitive l 之間的區

別也被忽略了，個人經驗和非概念宜覺在宗教知識中的關

鍵角色也未得到關注。 20總之，新經院主義因其缺乏歷史性

思維，敵視主體性以及個人宗教經驗的意藹，又過上當時

歐洲的政治社會時局，教會內部與政治右翼勢力結盟，創造

令教會在三十世紀初遇到現代主義危機時，不但不能以對

話的態度面對它，反而以更加強硬的政消姿態來讀責和否

定它。

其實現代主養並非是一個統一連貫的神學體系。且它們

在相當程度上是十九世紀後康德哲學的神學複現，強調主

體經驗在宗教中的重要地位。他們認為新經院哲學並非證

19. McCool, Ninete間th-century SchoJastjd&珊. pp. 221-222. 

20. McCooI 叮W且包o1h-C凰twySclwIa.ti血m九 p.8244

21 岡土，買 8203-8:且4' r輯西斯共和國的德雷福斯事件 a 宗教幢會祖驅逐，民神職人員

法將法國的政論左振興右禪南極ft ﹒同時也在那個國車劃分了木同的天主教陣膏。誼宗

良十三世在位時提祖有排除誼會與十九世紀議會政體的故府幢肅的可能性﹒但在世記之

交時，很喜甚至大部份E賣國主主盡量徒將這種棒和祖晶危險的錯覺而擴暈了語言l~頭。他們

拒祖世梧的共和國以且議會制實輯，並以之為且天主教機構﹒按國戰前的政輸單張廚使

天主教普通信鞋、神職人員和神學車崗右耳陣曹轟近﹒」男外壘考Kurtz， The Polit個 01

H"四妙'， p.25 0 

盟。朱曬缸 • (覽二會議和羅馬天主教神學) .軍t<基督誼思想評諭> 6 (2曲7) .頁 157 ; 

周偉馳. (天主教現代主義神學的演化) .曹《宗教興哲學} 2014 竿第 3 輯，買 269-2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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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敢示合理性的適當方法，他們也反對新經院哲學認議論

以單養、不變的概念與實在判斷相一致的真理觀。他們認

為宗教教義的功能不是要宣佈不可變的關於上帝或其造物

的宣稱，而是對個體靈魂與上帝實際相遇的促進。且人的宗

教經驗才是宗教的核心，而教義概念由於外在於經驗，就

無法企及上帝的奧秘。除此之外，受到新教現代釋經學的

影響，天主教現代主義神學家也引入歷史批判進路來解釋

聖經。盧瓦西 (A1fredLo旬， 1857-1940) 在《福音與教會〉

(Evangile et 1 'Eglise) 一書中，以歷史方法來反駁啥納克

(Ado1fvon Har沮缸，k， 1851-1930) 在《基督教的本質:> (D，目

W由en ti四 Christentu間)中對教會的顛覆性的看法，後者

認為基督教的本質在於個人與上帝的合一。盧瓦西維護了

教會共同體在基督教中的必要地位，但同時他也用歷史方

法批判了教會中央集權的聖統制組織。他將歷史研究與神

學相分離，認為歷史研究只關乎歷史而無需關聯神學推

論，正因如此他才反對哈納克將歷史研究推展至神學領

域。且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的強調所導向的私人信仰及歷史主

義釋經法對教義永恆性的街擊，使得教會訓導權受到相對

主義的威脅，並導致了天主教會的強烈反彈。

一九0七年，教宗碧岳十世 (Pius X) 發佈《可悲矣〉

(Lamentabili) 大綱，商量責了現代主義的六十五條錯誤言

論。兩個月後又發佈了《牧放主羊:> (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通喻，指出現代主養的兩個哲學錯誤，一個是不可

知論、一個是內蘊論。前者其實指的是受後康德哲學影響

的理性劃分理論，它使得恩辨理性受限於現象領域，從根

本上否定了自然神學和護教學的可能性。而內蘊論並不訴

23. MCC個1， '"Twen:白血4個twySchola祖d咽."， pp. 8204-S油 5.

24. 110<控祖先N間velle晶晶logie國dSacram聞組10帥logy，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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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外在敢示來解釋宗教，卻在人內部尋找來源，宗教內在

性由此孕育而生。根據通喻，現代主義錯誤地宣稱宗教產

生自人的潛意識，信仰並沒有外在於宗教情感的基礎，因

此墮入反智主義。它將信仰建立於意厭性之上，沒有給予

其理性基礎。扭過喻嚴厲禮責現代主義為所有異端的綜舍，

指出現代主羲思想中絕沒有任何天主教的真理。而教會的

最大威脅就在於它不只在教會公開的敵人那襄找到，更是

隱藏在教會內部。且除了發俯兩個官方文件，教會還發佈了

禁書目錄，另有多個期刊被勒令停刊，還免除了現代主義

神學家的教職。為了抵抗現代主義的毒害，每個教區都設

立監督委員會，審查出版物的內容和神父們講道有無現代

主義傾向。 27一九一0年，教廷還頒佈了《反現代主義誓言》

(Sacrorum 帥的甜甜m) ， 要求所有聖職人員、司鐸和神學

院教授都宣讀，以示抵抗現代主義的決心。 28

三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新經院主義在全力以赴抵抗

現代主義認識論與形而上學的過程中，開始故意以否定方

式來定位自己:如反實證主義、反德國觀念論、反伯格森

哲學(組討-B叮gso血sm) 0 29教會對所謂的現代主義的抨擊

是如此猛烈，以致她其實關閉了聖經歷史研究的門，也關

閉了神學創新和教會改革的大門。30與此同時教會還提升了

巴洛克經院哲學的注釋家卡葉坦、聖托馬斯的約翰等人的

重要性。另外，走強硬路線的道明會 (Dominican) 新經院

25. DmreU JOOo噓，唱出duo世on[τ'ho M吋自由，t Cris妞"血 Dam:U Jodock (e帥，曲的。licism

自"帥uling 闊的 Modemity:Ro棚n 由伽，JjcM()(甜甜1m and Anti-Modernism in Historical 

曲"師叫C祖lbridge: ca血跡idgeUniv間ity Pre咽，扭曲，).即4-6

妞，間上，頁 1 • 
27 來嚼缸， (覺二會議和鱷聶天主教神學) ，買 158 0

28 蟬格斯科胃薯，王濤諱， (三十世紀天主教神學車) ，頁 2' (且現代主義曹言〉全

主見此，直 323 • 

29. Ao必C明11，"TW抽回也4個個ry Sch曲甜cism"， pp. 8206-8叫7.

30. Iod且比‘面回曲ction r',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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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一一尤其是卡里谷 拉格朗 (Reg旭a1d Garrigou

Lagrange, 1877-1964) ，他在教會及其修會中贏得了頗具影

響力的地位31一一將持續影響和支配天主教神學接下來半

個世紀的發展。

三、返本溯源運動

新經院主義哲學與現代主義思想的對立一直持續到梵

三之前。從十九世紀一直到三十世紀上半葉，新經院主義

者對現代主義的譴責都根據於其沒有處理好信仰與理性、

神學與哲學、恩典與本性的關保。現代主養或沒有給予恩

辦理性合適的地位為信仰做預備和基礎，或是拋棄了敢示

的客觀性，從人的內部經驗尋找宗教的根基。新經院哲學

家在所有這些未能處理好超性秩序與本性秩序的進路中，

嘗試尋求一條統一的整合之路的努力應予以公允的評價。32

然而，十九和三十世紀上半葉的新經院主義者的這條整合

之路似乎並不能滿足教會的神學、牧靈和應對社會跳戰等

各方面的需要。通過清楚地劃分超性秩序與本性秩序的界

限，新經院哲學家使理性獲得了自主的領地，信仰也有了

敢示的客觀基礎，兩者不再相互混滑，兩個秩序各有其目

的和方法，並以外在的方式維繫在一起。雖然這看似與現

代主義從本性秩序出發思考神學的立場存在極大差異，但

其實兩者分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都預設了本性秩序與超

性秩序的分離。在表面上看，新經院哲學家對兩個秩序的

分離，似乎是對超性秩序、恩典和敢示的提升與保護，事

實上卻以吊詭的方式貶低了超性秩序、恩典和敢示，將之

降低到與本性秩序、理性和哲學相平行的層面，兩者成為

31. MCC個1， '"Twen:白血4個twySchola祖d咽."， pp. 8206-S叩 7.

32. McCool, Ni1.昭跑回Jh-Cen1uFy &holasticu珊， pp.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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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的二元的秩序，這就為現代主義將宗教建立在本性秩

序的基礎之上，甚至為後來世俗化過程中將超性秩序完全

拋棄的無神論鋪平了道路。

新經院哲學在超性秩序與本性秩序的分離，進一步導

致其信仰與理性、教義與生活的分離。神學所表述的真理

致力於不變的概念與實在判斷相一致，但由於忽視具體的

歷史話境和敵視人類的主體性，最終使新經院哲學成了概

念的神學，失去了與信仰生活的聯蠢。為了恢復天主教神

學的生命精力，更好的處理超性秩序與本性秩序的關係，

在現代主義危機之後又催生了一批新生代的神學家，他們

提出要回到敢示的源頭聖經、回到早期教父的神學並重新

介紹早期的禮儀，他們稱這場運動為「返本溯源」

(ressourcement) 。鑑於這個運動是在現代主義危機以及

梵二之間產生，而且它與現代主義在思想上存在某些相似

性，因此有些學者認為， I返本溯源運動」是「上承現代

主義，下敢梵三」的運動，將之視為現代主義的繼承人和

新經院哲學的反動，而梵二也成了天主教神學現代化的體

現。 33這樣的看法似乎符合歷史規律，卻未考慮到這些思想

發展的複雜性，誇大了「返本溯源運動」與新經院哲學的

不同，還忽略其與現代主義思想的差異性。 34

33 周偉馳. (天主教現代主義神學的演化) .頁 2酬，來曉紅. (覺二會議和庫屆天主教

神酌，頁 1 S9 ; JÜlgen Met缸阻ningen， Nouvelle 扭曲，logie - New Th回，logy: Inheritor 01 
Mm甜甜7ft， PrecuriWr ofVi.曲間，早且don: con圓圓血， 2010) • 

34 筆者岡盡 Bo間凹，N<甜甜Ue Théologie曲d品。四酬甜由自'/ogy 中的觀點，認吉普「返本

觀瘋」壘在現代主義和斬經臨哲學之抖尋幸的第三儡進暉， r返本欄盟運動」的軍事本

體翰的攪野壘種兩者都盟有的，連也最它在本質上區昔扭扭兩者的研撞﹒揖-1r面， r返

本潮軍J '並不只是對新組臨哲學的反動而祖有且祖上的E面闌珊﹒事實上，新鱷臨哲學

肉都本身事樣的哥哥展品「返本翻暉」提快了一些可惜鍾的貴攝﹒如在世紀之吏，新盤醜

主義者董爾鐵(Am扭曲，""面1， 1859-1931) 說表現出對直覺哲學的同情，他的神學矗

返本瀏頓運動做了預備﹒且MoC叫， Nin甜甜的占帥恥rys.扭扭甜u四". p. 249 ; Boersma, 
Nouvelle Th卸logie and Sacram甜甜 Ontology， p. 22 .揖外在南故世昇大戰之間，也團現
T一批新的祖曉哲學車倒曲的厲利坦 (J，叫暉s Mari姐姐)、吉爾輯 (Etienne 由1阻)以

且眉冒紹(10呻""'"帥al) ，尤其是種兩者岡樣品「返本潮頭運動J 挺快了且盟實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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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溯源運動」的大本營在法語區國家，主要是法

國和比利時，由索爾舒瓦 (Le Saulchoir) 站的道明會士以

及在里昂一福維埃爾 (Lyon-Fourviére) 的耶穌會士宣導。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孔加爾 (Yves Cong缸，1904-1995) 、舍

尼 (Marie-Dominique Ch阻u， 1895-1990) ;後者的代表人

物有德-呂巴克 (Henri de Lub缸， 1896-1991) 、建尼艾魯

(Jean Daniélou, 1905- 1974) ，以及後來加盟的德國神學

家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曲創缸" 1905-1988) 等。

一九三五年，舍尼發表了一篇文章〈神學的位置〉

(Position de la 曲的logie) ，認為神學功能應比新經院主義

哲學所提供的要更廣告乏。 36會尼在之後的著作和學術研究

中，證明以卡里谷 拉格朗為代表的新經院主義版本已經

被敢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所滲透，這個結論令新經院哲學家

們吃驚不已。另外，他還發現聖托馬斯，思想的教父學來源，

堅持在歷史脈絡中閱讀聖托馬斯，這就從內部挑戰了當時

依據手冊理解《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ca) 的方式。

道明會中的人則都以為舍尼弓|入了歷史脈絡方法來研究

阿奎那，最終通向現代主疆的不歸路。一九四二年，舍尼

的書被列於禁書目錄，且解除了他在索爾舒瓦所擔任的董

事會主席職務。 37相比舍尼較專注對阿奎那原著的閱讀，並

且 McCool， "Twen卸也 C回Iw'y Sclwla甜血血九四 8209-8215 ; Boer當圈， Nouvelle 
扭曲logie and Sacr四"甜甜伽/ology，即 62-前; MUIp旬，可i1son and the R間0"'"圖阻1"，

伸到-59. 對錯「短本翻盟運動」東說，它雖然摳出了新組隨主麓的詩;1;問題，割並非

以反對肅盤鷗主義晶目的回但因屆研經臨主義不顧容輛、眼拉他們，而將他們打上「現

代主義J 標鐵，以致給λ的印單說壘「返本翻瘋運動J 的路剩必須叫打敗新經鷗主義'*

前提。因此，可叫說新經曉主義的過激且應部卦地造成了雙君對立的事實。且Aidm

Nichols, "Tho:r曲m阻d TheN帥veUe Th601ogie戶• The Thomist 64 (2α冊，即 17-19.

扭曲揖二十世紀胡韓國正在盤歷反聖職主義(且包d制圖且"，，) ，很;1;官會都從抽市攝遁

到個速地帶﹒巴曹大區的道明會搬遷至比利時南部的一個4 村莊索爾舒PL' 直到三0年

代中才搬回巴薯，但其學揖仍編植稽轟「韋爾舒瓦」國

36. JiirgenM臨帶位血耳目，啊。'uvelle 祖éologie: FI恥Z圓s個ical Stages of Th曲logi，曲l Ro缸E

TowonlsR閥帥...."，.，盟(1935-196:司1垣 FIynn & Murray (.曲.)，Resaout田間羽毛陣 17.牛176.

37 蟬格斯科冒著，王清褲， {二十世紀主主截神學軍> '買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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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超越手冊式的新經院主義和回歸托馬斯本人的努力，

孔加爾則更專注教會論研究。孔加爾於一九三八年問世的

著作《失和的基督徒:> (Chrétiens désun阻)中，概括了教

會分裂的歷史根源，他對非天主教的基督徒抱以同情態

度，認為這些教會在聖事上並非完全無效。在《教會中的

平信徒> (Jalons pour un théologie du lafcat) ， 孔加爾指出

教會是信友團體，並給予信徒參與和管理教會的可能性。

教會並不是現在這樣嚴苛封閉的聖統制組織，而是基督的

奧體，是個偉大的聖事。孔加甫的天主教大公主義原則以

及他給予平信徒在教會中過多地位讀羅馬官1ï非常不安。"

如果說索爾舒瓦的道明會更多著力回到歷史的托馬斯

的話，那麼在里昂 福維埃爾的耶穌會士則更關注早期教

父思想。到達尼艾魯於一九四六年《研究》期刊 (Études)

出版的〈宗教思想的當今方向> (Les orien旭.tions p即回臨

de la pensée religieuse) ，在文章中描繪了法國正在蠣起的

神學趨勢「返本溯源運動」。他認為「現代性危機」引起

的動蕩不應該以教會的譴責為終點，因為「神學與生活」

的分裂依然存在於天主教內部，現代主養的湧現正是因為

其感覺到這種分裂並嘗試著彌合。因此，達尼艾魯提出了

與現代主義不同的進路。他認為要彌合「神學與生活」的

分裂，就應當將上帝視為上帝而非客體，這就要求教會回

到敢示的源頭，即回到聖經、教父以及早期的聖禮，從中

汲取教會更多的古老資源而不是只關注中世紀的聖托馬

斯。達尼艾魯認為新經院哲學對本性秩序與超性秩序的三

分是導致神學與生活分裂的原因，對本性秩序與超性秩序

的重新連接最重要的就是回歸聖事，思維。岫畫畫尼艾魯的文章

38 同土，頁 57-64 • 

39. Me恤，個-間，‘甘ou哺Ue Théologie"，帥.174-179.

40. B<M當回且. Nouvelle 扭曲logie and Sacramen甜伽tology，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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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受新經院哲學家的歡迎，因為他們認為他觸犯了托馬

斯神學的權威，還混淆了超性與本性秩序兩者的關係。這

篇文章結果導致遠尼艾魯的《研究》期刊主編一職被撤銷。

一九四六年，德﹒呂巴克出版〈超性:歷史的研究》

(Sumaturel: études historiques) 。他通過歷史方法，將新

經院哲學的本性秩序與超性秩序的二分追溯到十六和十七

世紀，部分原因出於當時對新教改革的過激反應。他進而

再追溯到十三世紀開於「變體論」的爭論，導致天主教神

學越來越通過理性進路來對待神學。“德呂巴克想要說明

的問題是，新經院主羲昕假設的人類純粹本性 (pure nature) 

將人的命運量於上帝超性的末世視角之外，失去了「本性

的『終向』便是恩籠」的全部意義。祖喪失了本性的終極向

度，超性與本性秩序就只有外在鬆散的聯絮，信理就只成

了「外在的」抽象命題，木能與人性「內在的」渴求發生

關聯。43而透過對早期希臘拉丁教父和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的

研究，德﹒昌巴克認為「人與自然物已經永遠被包括在超

性的範疇之內 J ' I從未有過一個無恩寵的本性，與基督

宗教不相闋的世界J 0 44德﹒呂巴克恢復了「本性秩序」內

在的終極向度，撞在新經院哲學家們來看卻是破壞了超性

秩序的白白饋贈，因為他們認為一且人的本性存在進入榮

福直觀的渴望，上帝就必然會給予達成這渴望的能力，而

這就威脅到上帝恩典的惠予。

雖然「返本溯源運動」的神學家在神學重點和角度上

存在差異，但他們都希望能夠超越新經院主義中本性與超

性秩序的二元分裂。他們通過回歸教父、聖經和早期的聖

41 同土，耳 15-祖國

扭曲格斯科爾薯，王讀書擇， (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車> '頁 10訓。7 • 

43. 同上，頁 109 0

44 同上，買 106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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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觀，發現那賦予古代神學內涵和定義古代神學的東西可

以從內部解決新經院主羲的分裂，這就是「聖事本體論」

這種聖事性思維認為有形的「標記J (sign) 本身就蘊含了

並動態地指向永恆之「實在J (reality) ，或者說「實在」

是通過並在「標記」之中(而非「標記」之外)顯現自身。

「返本溯源運動J 將這種「標記」與「實在」的內在動態

關係視為古代基督教教父處理神學問題的根本態度，指出

了「被造秩序的歷史實在是上帝昕定的聖事途徑，幫助導

向永恆神聖的奧秘 J 0 4'因此，本性與超性秩序、自然與恩

典並不是從外郁結合，而是說超性秩序是通過並在本性秩

序中顯現自身，本性秩序在其內部就存在超性的終極向度。

然而， I返本溯源」神學家對古代教父的聖事性思維

的發現卻被新經院哲學家視為一種發明，後者更稱前者為

「新神學J (nouvelle théologie) ，將之視為有別於教會教

導的新異端。一九四七年，卡里谷一拉格朗發表〈新神學

去向哪里?) (La nouvelle 曲的logie OÙ va-t-elle?) 一文，

對「返本溯源運動」的神學家發難，並在文中給出了其題

目的答案:新神學又回到現代主義，他們是現代主羲的一

種新形式。「返本溯源運動」會被新經院哲學家認為是回

到現代主義的「新神學」也並非全無道理，因為它們確有

交疊之處。兩者都反對新經院哲學對教義的概念主義的理

解，反對其思辨理性的護教進路，以及懷疑教會至上權威。

更重要的是，兩者都對主體經驗給予了足夠重視，並且也

引入了歷史研究的方法。這兩點正是新經院主義哲學最為

警切的，也是判定神學家們是否被現代主義侵蝕的標準。

然而，縱使「返本溯源運動」和現代主義有共同的批評對

象，他們也似乎擁有一些共同特性，但兩者在對待「超性

45. Bot當回且. Nouvelle扭曲logie and Sacramen甜伽tology， p.2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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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與「本性秩序」的關傑上存在根本區別。缺乏聖事

性思維的現代主羲引入了歷史批判法，但也以歷史批判法

為終點。它不認為其歷史背後有神學意義，並將歷史與神

學相分離。同時，現代主義強調主體性，將宗教建立在主

體經驗之上，把敢示化為神秘經驗，拋棄教羲的客觀性。

而「返本溯源運動」因其聖事性思維，視歷史為上帝敗示

的通道，雖引入了歷史方法，卻以歷史背後的神學意義為

終向，歷史表面蘊含著靈意的、永恆的實在，並基於此重

新發現了教父時期「靈意解經」的意義。另外，不同於現

代主毒草將宗教建立在主體內部的經驗上而忽視教養的神聖

客觀性， I返本溯源運動」認為教義在聖事意義或類比意

義上傅建了神聖真理。 46因為兩者不同的立場與思維方式，

使釋他們對待傳統的態度迴異。現代主義對於傳統並無太

大興趣，他們運用的歷史批判芳法前設了傳統是對歷史實

在的扭曲，現存的傳統框架必須被超越，因此他們是通過

破壞「傳統」來閱讀古代作品。「返本溯源運動」貝目前設

了傳統是對歷史實在的展現和延續，因此他們致力重新發

現和恢復傳統的必要性。的因著「返本溯源運動」與現代主

義神學在根本上的分歧，參與「返本溯源運動」的神學家

都拒絕「新神學」這個帶有貶義的標籤。祖

一九五0年，天主教會發佈《人類:> (Humani Gene.兩)

通喻，再次為新經院神學的正統性辯護。通喻批評了教會

中出現的新趨勢，指出這些趨勢包含著教麓的相對主義，

46 同土，買 20-21 固

47. pui 1五m 旬，官ock 怕也. Fath閩西e Nature of國2個i回1Und聞組ndIDg扭扭也 C圖tmy

Pa回，stic R圓圓明圓圓t"，Re叫酬報 in Religio嗯&晶晶/0.，， 23 (2016).p. 6 
48. 協t旬開mngen. 啊個.velle 祖師，1ogie'九押。 18:弘184. 矗此，本主並不打算用學界遺行的

「新神學」來指代他們 z 而是以其神學的目標和宗旨「返本朝阿盟運動J 車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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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教會幫11導權的威脅。 49 <人類》適喻雖未點名，但卻

是針對耶穌會(Jesui個)和道明會的幾位參與「返本溯源運

動」的神學家，他們因此受到來自修會總會長的壓力而調

離自己的教學崗位。 5。然而， I返本溯源運動」雖被教會官

方鉗制，卻在其法語區大本營之外得以傳播，在德國、荷

蘭、加拿大以及一些英語國家嬴待眾多支持者，並發展成

為世界性現象。「追本溯源運動」的國際化，為十年後的

梵三莫定了重要而廣泛的基礎。 51

四、梵二會議的新局面

一九五八年，時任威尼斯主教的隆卡利(Angelo

Gius叩pe Ron開lli) 當選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John

XXIII) ，年遁的他被眾人視為過渡時期的教宗。然而，擁

有極其豐富的牧靈及外交經驗的若望二十三世，早已看到教

會改革的需要。五0年代初，當他讀到孔2日爾的《教會中的

真價改革:> ( Vraie et fausse "抄rme dans / 'Eg/ise) 時，在手

中的書上記下「教會的改革是否可能」這一問題。血而在其

接手教宗之位不久便宜佈召開教會史上第二十一次大公會

議，指出會議的兩大目標:一是教會內部的自我革新，二是

教會面向世界與之對話。自一九六三年，梵三召開，與會者

除了約有二千五百多位教長，還有百餘位判官徒及基督宗教

各派觀察員，規模之大可謂空前。而五0年代受到學肘的「返

本溯源運動」的神學家，在這次會議中也頗受重用，或被委

4呻9. 1_曲句Ih A. Kom曲曲瞌，
{徊研i詛g吋.)， R缸間硨叫n間~ι呻.15弘152.

50 岡土，買 153-154 0

51. Met甸回2血8間，‘甘ouvel1e Thé曲19ie"， pp.1 79-181 
52 蟬格斯科爾薯，王軍屬囂， (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車> '耳 52臼3 • 

自華琦， (覺二會議與天主教會現代化的反思) ，曹《基督教且想評輸> 6 (2曲7) ，頁

199-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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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會議的顧問神學家(如孔加爾、達尼艾魯、德-呂巴克

等) ，或被參會敬畏視為個人顧問(如會努等) 0 54梵二的

召開，雖然看似是若望三十三世在其短暫任期內的意外之

舉，但就會議情況而言，實則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勢所趨。會

議共分四期，嚴苛保守的新經院神學家在第一期會議中就屢

受挫敗，教會的更新與改革勢不可擋。 55然而，梵二並非簡

單地只是新經院哲學與「返本溯源運動」的角逐，其中還有

擁抱現代文化、對現代文化持更肯定立場的激進派神學家的

強大陣營。，.因若不同的神學進路與期待新造成的教會內部

的派別衝突，並沒有隨著梵二的結束而和解，反而在會議之

後轉變成對梵二極為不同的解釋與評價。天主教會正經歷空

前的派別紛爭和內部矛盾。 '7

「返本溯源」神學家雖然在梵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會議之後的教會並沒有按著「返本溯源」神學家們期望

的方向運行一一回歸教會古老的聖事本體論的象徵進路，

而是朝向了現代主義的立于向前進。從「返本溯源」神學家

的視角來看，梵二的果實被激進的現代主義改革人士劫持

了。這就是為甚麼在梵二之後，德-呂巴克、巴爾塔薩以

及建尼艾魯等影響梵二的神學家，紛紛嚴肅批判了這次會

54. Met甸回mmg間，啊。uvelle Th曲Ilogie"， p. 181 
血來曉缸， (覺二會設和極屆天主教神學) ,J! 1田，彭繭， (覺二會接與天主教會現代

化的巨且) ，耳 2曲曲1 • 
，.限直會主題與肅帽，筆者在本主並未提且拉納(KmlR抽血，er， 190牛1984) 等λ ，拉納作為

二十世記最重要的主主教神學車之一，也曾擔任過覺二的神學圖間。他置到過「垣本翻

瘋運動J 的轟響，並和他們一樣反對新經臨哲學固然而，拉納的先驗λ學進路與「垣本

糊認運動」的聖事本體論有很大不同，兩個陣營E壘在覺二之桂訣裂﹒相比「返本鞠揖」

的神學車，拉鍋的權曲直接近現代主義，他撞車了屆雷紹的夜揖曹腫了超驗托屆斯主

著﹒梵二期間直主聾，新經院主蓮、新神學興起驗托聶斯主羲之間的角霆，可星接見它都可

Rowland, Ra1zinger 's Faith: The Theology of Po，戶 B間edict XVI (New y，叮k: Oxfard 

Universìty pr圍已 2008)， pp. 17-29 ;拉齣且盟與「返本觀盟運動」的差異，蠱見血也æd

Le血咽，可hτ'heology of Kørl R曲ner: AnA1個Z血:ve to 也.Ro閣。叮當祖回f!"， in Flyn且&
Munay但is.) Ressourceme肘，即 406， 42().422 • 

'7 覽二之聾的百聶哥華時現車，可見車琦， (覺二會讀與天主教會現代化的民且) ，頁

204-21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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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結果。德-呂巴克最無法忍受的是人們將梵二視為進

步對傳統的勝利。歸因為回到教會早期傳統的聖事視野，才

是「返本溯源運動」在梵三中期待達到的目的。但如今激

進派神學家在拋棄新經院哲學的同時，也一同將天主教真

正的傳統丟棄。在梵二之前，自巴克一直反對的是持外在

論的保守的新經院哲學。而梵二之後，自巴克越來越視自

由派的內蘊諭為更大的威脅。在呂巴克看來，自由派的內

蘊論是向現代主義的妥協，與新經院哲學一樣建立在本性

與超性的分裂的基礎上。不論是外在論還是內蘊論，都沒

有回到教父時期以及中世紀神學的整全的聖事本體論視

野。 5'如果把新經院哲學神本的古典本體實在論作為一端，

而現代主義思想人本的內蘊論作為另外一端，那麼「返本

溯源運動」的聖事本體論，既是以實在論為根基，又將人

的歷史性、主體性維度納入考量之中。

天主教大公會議的召開向來都是在教會面臨神學、政

治、社會等難題時才得以進行，梵三也不例外。新經院哲

學無力回應現代挑戰已是事實，它也不再是表達基督教真

理的唯一途徑，這就意昧著需要重新審視和確立教會教

導。作為轉旋者，梵二嘗試調和各派之間的神學紛箏，引

入了「表達異議的權利J ， 60允許托馬斯哲學以外的神學立

場與進路發聾，使得天主教會內部呈現了多元民主的局

面。然而，梵二一且打開了神學多元化的大門，就可能面

臨因為內部分歧所導致的教會分裂以及相對主義的危險。

58 榔梧斯科爾薯，主窩諱， (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車) ，頁 112 ;草草琦， (覺二會議與

天主誼會現代化的民且) ，頁油. .串串琦用自由派、保守權等單泊爾語來劃#費三出現

的分歧，容品是E瞎了昔歧背聾的神學差異，也說祖難解禪福甚塵區巴克會在會議之聾，

既反對保守派正反對自由聾的問題﹒

59. Hans Boer祖先“s""圓圓圓Ontology Nature 阻dthoS叫E圖阻al in the Eccl開iology of 
HemideLub閏戶'， NewBlac旬何仰，閱 (200叮. pp. 249-250 

聞單聶， (梵二官商真天主教會現代化的民且) ，買 21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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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梵三遠非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的終結和統一，

而是更富多樣性、更多問題與挑戰的開始。如何能夠做到

既維護教會統一性和傳統的獨特性，又兼顧與世俗文化的

交流以及信徒生命的塑造，就成了梵二後神學家們研努力

嘗試解決的神學主題。

關鍵詢:新經院主義現代主義 「返本溯源」 主體性

聖事本體論

作者電郵地址: xxygra臼8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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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and “Ressou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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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自 pre-Vatic阻 II Catholic 也ough妞，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s, conf1icts and developments among 

neo-scholasticism，血。如rnism 阻d 也e ''ressour臼ment"

movement. As the then contemporary official theology, 

neo-scholasticism powerfully inhibited modernism 祖d

“自由ourcement" 血 order to defend 也.e c目前'ality 祖dau也ority

of magist叮ium of the church by the fear of relativism 也臼e

movements may lead to. Howev缸， common opponent as 也ey

had, modernism 祖.d r<目sourcement cannot be regarded 晶 on

也.e s缸ne side because they differed essentially in theological 

standpoint and persp自tiv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se 

movement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and th間logic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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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 to make explic扭曲e conne曲ons 祖d differences 缸nong

them. 

Keywords: Neo-scholasticism; Mod間lism; Resso前自血阻t;

Subjec世vity; Sacramental Ontology 

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