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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

基礎

一一以宣信者馬克西姆的神學為畫畫

淆少鐸

中央氏族大學哲學與崇教學學脆哲學博士

二o一五年六月十人日，羅馬教廷發佈了教宗方濟各

(Francis) 於當年五旬節慶 13 (五月二十四 13) 簽發的他

任內的第二道道諭《顧你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

(Laudato s; ,. De communi domo colenda) 0 1在《願你受讀

頌》中，教宗方濟各批評了極端的、選擇性的消費主義，

和無止境的發展思想，呼籲所有善心人士從人性根源處深

刻反省，改變生活方式、生產和消費模式，以及治理社會

的權力結構，並對基督徒和其他人提出了十分具體的信仰

指導或建議，表達出了基督宗教生態神學的基本主張。

通諭甫一公怖，就以其廣閥、深星星的視角和見解，引

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和積極響應。至目前，較嚴謹的

學術性響應和研究按照內容可以分為這樣幾類。第一類側

重於〈騙你受讀頌》的內容研究，如過程神學家科布 (John

B. Cobb) 和卡斯圖埃拉 (Ign阻io Ca贖回era) 當年八月份就

1 教宗方濟各宗直通諭 3 天主教會自灣地區主教圖諱，但買你聖讀噴輸量惜我們共同的

車團> (2016' 下文簡稱轟〈頤悼聖祖頌> )因此適諭之多語言官方文本且聾蒂岡宗座

鋼站﹒本芷若不特別說明，引用均屬教廷官1r頒峙的版本 (http，l，神2.vati.c阻隔/

。祖祖抽血。“叫出個呵cli扭扭扭曲h個1個叮曲曲， 2017年 12 月 12 日瀏覽)。以種
引用曹只到其節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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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少鐸

出版了論文集，收錄的六十多篇文章，從包括種植業的多

個角度擴展閱讀和分析了《顧你受讀頌》的相關內容。 2另

如歐文蒙席 (Msgr. Kevin W. Irwin) 的專著，詳細闡釋了

《顧你受讀頌》的神學、社會訓導、科學、政治、經濟等

方面的背景。 3

第二類側重於從生態神學、靈修學、生態學等學科，

和政治、經濟等理論和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回應《顧

你受讀頌〉的呼籲和相關分析，如福坦莫大學 (Fo吋ham

Universi可)布蘭卡泰利 (Robert Branca阻Ui)的論文，從《顧

你受讀頌》中靈修倡議的角度，研究當今商業社會如何正

視生態危機並付諸行動。 4

第三類研究側重於從更基礎的神學，如聖經神學、創

造論、基督論、神學人類學、禮儀神學、倫理學等方面，

來深入分析《顧你受讚頌》的神學，思想與生態環境、環保

行動策略的內在開係，如《介面神學> (Inte柚ce Theology) 

的三0一六年下半年刊， 5戴頓大學 (University of Dayton) 

的米勒 (Yincent J. Miller) 編輯的論文集， 6愛爾蘭學者麥

克多納 (Se祖 McDonagh) 神父編輯出版的論文集。 7伯明

瀚瑪麗維爾學院 (M缸yvale Institut店， Birmin與血)於二。

一七年出版的文集，將《願你受讀頌〉的討論研究推進到

2. John B. Cobb & Ignacio ca翩翩(曲.)， For our Common Home: pn由帥一ReI.由'1101

R四戶由“ ω LaUdaJO Si' (Anoka: pro回ss Century pr圓圓~ 2015) 

3. Ke.曲 W. Irwin. A Comm個徊ryOIlLauda.ω Si'-E阻-的eB，血峙甜甜吋 Con耐butio肘，

I呻1... 甜紹恥11， and Future 01 Pope Francis 's E1IC)地1ical個曲wah:P，血list Pre間， 2016)

4. Rob甜甜田間國且，'i.w血胸前 and a Spirituality of R眉ili回叮弋 J，珊咽lofManagem間吶r

Global Sw旬inability4 (2016). pp. 15-28 
5. John COPJ間(ed.)， Ecn甜甜C and &0級自，logical R呵個館的扭曲to si' (111te恤血

Theology 12 (201旬，回國"'"曲 ATF(A四個岫)L氓， 201 6)

6. v:血回t J. Milkr (吋 )， TM 扭曲logical and Ecologi血1 V"lSion ofLaudato Si': Eveη級明gzs

自朋ected (I血.don: Bloomsb叮 T&TC世1<， 201η

7. SeanMcD個""'(ed.)，Lm曲to si': An lrish R，悶悶悶'e: Esa，咖冊的eP，旬:Je '" Letter 011 the 

品呻吟'nment (I:rel副二 Vori恤， 2017)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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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對人類生存和文化形勢的神學和哲學反思的領城之中。自

另外，也有一些從自然科學角度對〈顧你受讀頌〉的

反思陸著作面世 ， 如弗萊明 (JoOO Fleming) 認為自然科學

界對環境變化問題仍在討論之中，應當聆聽不同意見> 0 9 

在這些研究中，波蘭學者比亞維斯托克大學

(Uniwersytet w Bia1ymstoku) 的普羅列斯基 (A且也zej

Pro到ewskì) 的論文10注意到《顧你受讀頌〉的宇宙論框架 ，

綜合分析了全篇的神學基礎。他從聖經釋義出發，論述了

〈顧你受讀頌〉中大地母親的形象，從基督論的角度論證

了宇宙的成全，從靈性發展的角度回應了萬物的關侮，最

後從終未論的角度表達了人類的責任。

〈顧你受讀頌》並非僅僅是一個熱心的社會團體針對

當代問題提出的應對策略，更不是某種幼稚的浪漫主義式

的呃嘯，甚或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精緻狡辯，而是建基於基

督宗教對宇宙萬物的基本判斷和關切之上，對人性和人類

生存文化的深刻反省和改革方案。〈顧你受讀頌〉對生態

環境和社會公義的神學主張，立足於深厚的基督教思想傳

統。普羅列斯基的文章揭示出了它神學內涵的系統性。但

是， <願你受讀頌〉所聞切的問題和它隆重的體量，需要

與基督宗教歷史中更加系統、完整的神學相互觀照，才能

得到充分理解。為此 ， 本文特別選取七世紀的教父宣信者

馬克西姆 (St. Maximus 也e Confessor, c.580-662) 作為思想

個案，尤其是他的宇宙論，與《顧你受讀頌》相觀照，來

8. Mary Mil妞， 10恤Ar也U 伽T &: Hany Scbnítker (餌I&).且可(1ectiONl 011 Po，戶昂四cü'"

間句lClicaJ， 14祖必如si' (1臼mbridge: Cam說旭geScI岫尬I Pub且必íng， 2017).

9. 10旭Fler:血昌，“祖匆卸函 ':Ã cri向lIe. PopeFr，胡晴， EncyclicaJ Letter伽 the Care o[α『
COmmoll Home (Queenalmd: C咽DOTCourt Publisbing pty I.;吋.， 2016).

10. An街叫Pr，剖開啦，句E開.Iogi值li翩翩旭 theB∞.Iogi叫En句cH且l La叫ato si", ROl.耳ú}ç

Teologií KD.甜，licki~ 14.1 (2015), pp.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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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少鐸

管窺《顧你受讚頌》中生態思想的宇宙論基礎，以及整個

基督宗教信仰寶庫的風貌。

所以選取馬克西姆為參照個案，有三個基本考量。首

先，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尤其是梵二(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之後，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展開了持續而深入的

對話。 11稟持梵二會議精神編寫的《天主教教理:> (The 

Catechism of伽 Catholic Church) 稱， I對於東正教會，這

種共融是如此深切，只差少許就能達致圓滿，好能一起舉

行主的感恩祭J 0 12本文將馬克西姆與《顧你受讚頌》交互

閱讀，本身也是在普世主羲的指引下從思想層面的融通工

作。其次，馬克西姆是東西方教會共同認可的教父，其神

學確屬天主教思想、傳統的一部分，通過諸多或顯或隱的方

式，己為包括天主教會在內的普世教會所分享。事實上，

《顧你受讀頌〉也數次直接引用東正教的思想資源。 13最

後，馬克西姆本人的思想特質是根本原因。馬克西姆的神

學呈現出十分清晰的宇宙論結構。基督宗教信仰的各個要

黨以三一上帝，尤其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都有機地、生

態性地速為一個整體。在馬克西姆的神學思想中， <:顧你

受讀頌〉的神學基礎與基督宗教思想本身有機的、生態性

11 三十世紀初期，一些東E教背景的神學車和哲學車間插比較集中地反且拉丁神學與現代

主矗之間的關揮﹒一些哲學車蚵延輔拉斯 (Chri曲， y"""，曲. 1935.) 撞到地批評拉丁

教會的神學墓禮﹒一些神學車相對溫和一些﹒犧矗斯神學事弗唔矗夫斯基(G甜..'

F10r0v企y， 1893-1979) 和峙斯基(VIadi血I LoSS:旬" 1903-1958) 等λ' 於三寸-<F代開始

推動「軒矗立神學綜合J 運動〈旦開.".回stic syn也閥盟， 1936) ，軍糧推動了教史研究，

也將東西1ï誼會的對話帶入了一個持久、課入的局面。比較聶統的綜述可蠱世祖don

Gall曲鈕，“‘1月raiting for the B8Ib扭扭血，圓圓包ty 阻d Polemicism in the N，間.Pa回甜C

Synthesis of Georges F1orov也y"， Modern 扭曲logy 27.4 (:油11)，再 659-691 0 

12, (天主誼壘理) (香港=香港企數真理學會， 2凹的 ，自8 • 

13, (顧你噩讀個〉一開始就事故引用君士坦丁壘牧首大企宗主教巴爾S仔褲茂 (B前也01阻>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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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結構才能充分地相互輝映，為我們理解當代基督宗教的生

態神學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文將從四個方面的比較來展開分析，即:一、宇宙

萬物如何被遺;二、宇宙萬物如何內在地結為一體;三、

人和自然萬物在宇宙中何有甚麼位置和作用;四、宇宙整

體具有怎樣的終極目的。基督宗教從這四個方面顯示出它

內在的生態式的統一典和諧，是基督教宗教神學的存在論

基礎，也是生態思想的神學基礎。由此生發出的生態神學

思想，才是對基督宗教生態神學一貫的核心問題，即對人

和自然如何統一於上帝之下，如何與上帝共契互寓的整體

回答。基督宗教蘊含的深厚的生態神學思想，是未來任何

形態的生態神學都必須認真吸收的思想資誨。

→、宇宙萬物的創造論基礎

宇宙萬物的來源是宇宙論中的基本議題，也是基督宗

教神學思想的一個基礎。教宗方濟各在《願你受讀頌〉中，

將對生態和社會公義的關懷，建立在的愛、尊嚴、共融關

係等基本教義之上。從虛無中創造，是這些基本教義新指

涉的事實的存在論基礎。宣信者馬克西姆引入萬有得以成

為自身的「理」這概念，豐害了基督宗教對創造的認識，

為這些教義，進而也可以為《顧你受讚頌》的創造論提供

細緻的說明。

1 從創造看《願你受1Il領》中的宇宙輸

教宗方濟各在《顧你受讀頌》中開宗明義，從創造論

開始闡發天主教會對自然生態和社會生餘的認識前提， 14也

14 在《顧你壘唱個〉中，教宗始聲將自然和λ放在一起，自然生揖問題住往與社會生睡間

題交織在一起，昕叫他說「讀們應認散到真正保護生醋的賣活必須是深入社會的，對環

境讀圓的辦詣，必須聲音告義的課題，造樣才值聽到大地租車人的吶輔J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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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顆明了《顧你受讀頌》宇宙論的基本框架。

首先，創造是愛的秩序，上帝的愛是一切受造物存在

的基礎動力 (77) 。基督宗教所說的愛，不僅是指位格之

間的倫理關係，也是指造物主賦予被造萬物的存在論基

礎。萬物都是從上帝的創造行動中而有，上帝的愛是一切

被造物存在的理由和運動的基礎力量，整個受造界就是「眾

生之父張閉雙手的惠踢，是召喚眾人與萬物共融的愛所光

照的現實J (76) 。教宗將創造表述為上帝的愛，不僅表

明了人性尊嚴和萬物共融的倫理尺度，也重申了兩者在信

仰中的存在論基礎。

其次，創造建立起的造物主和被追界之間活生生的秩

序和結成的關係，是萬物存在和持續存在的根據。萬物被

遂，是在與上帝的關係之中完成，並由這種關係支撐其存

在。上帝從自身和大地提取元素創造人 (2) ，又賦予人「治

理、管理J (創 1:28) 、「修理、看守J (創 2:15) 的使

命。由此，在人、被造物與上帝之間就形成了四重關係的

網絡:上帝與自然萬物、上帝典人、人與自然萬物、人與

人。它們之間的關係一直內在於整個宇宙之中。

第三，創造的秩序是人尊嚴、福址和責任的根源。從

第一因的意義上來講，人的尊嚴和福扯並非來自他人或物

的賦予，也不是來自與其他受造物的對比，而是來自上帝

創造的良善意志和這個意志新賦予的秩序，也就是人自身

之所是和人在創造秩序中的等級。(參 77 ' 90 ' 119) 換句

話說，人的尊嚴和福祉，就是上帝賦予的人性及其不斷地

實現，而不在於佔有、宰制、任意使用萬物和他人。這樣，

武斷地專制萬物的人類中心主義(扭曲。poc血trism) 和消

費主義 (consu血erism) 文化形態，就失去了倫理道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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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人類尊嚴和福祖上的維持，就在於他對這個網絡廚負的

責任，也就是他對萬物背後超性關係的開放態度和行動。

( 119) 被遺物，尤其是人，不可能脫離其他被造物，更不

能離開上帝而存在。人對這關係的傷害，從根本上來說，

都損害了自己的存在與尊嚴。

第四，創造的動力，也是萬物走向完滿的動力。上帝

愛的創造賦予了被造物自身網絡性存在論的原因，也賦予

了這存在網絡倫理的尺度和目標。這樣，人和萬物「全由

無形的聯繫連接起來，組成一個宇宙大家庭和一種崇高的

共融，這促使我們彼此要有神聖、慈愛和謙卑的尊重」

(89) 。這個倫理目標最終也要在基督裹，實現創造的完

滿，如同復活的基督一樣實現成熟和完滿 (83)

以上可以簡單概括為，上帝在愛中創造宇宙萬物，萬

物因此結成共融的團體，萬物藉此在友愛中實現存在和尊

嚴，並最終一起走向更加成熟的共融。這是《願你受讀頌〉

宇宙論的基本內容。愛、共融、尊嚴是理解《顧你受讀頌》

生態神學思想的關鍵詞。只有基於這一基本認知，才能完

整地理解《顧你受讀頌〉為甚麼將生態問題的根源確定為.

人破壞了內在於宇宙之中的自身與萬物和上帝的關係，試

圖取代上帝，成為大自然和他人的主人，才「引發了大自然

的背鈑J (117) 

2. 創造的道和萬有的理

對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宣信者馬克西姆來說，這個富

有生態意味的創造神學並不陌生。他清晰透徹的創造論，

成為〈顧你受讚頌》宇宙論歷史深處的回響和明證。

馬克西姆創造論獨特魅力，在於他在「藉道創造」的

基礎上，引入了「道J (Àóyos, !ogos) 的復數形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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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OL ， logoi) ，以理的「複合J (co血pound) 來說明從

純粹的造物主到雜多的被造物的過程。 15這一神學洞見綜合

了基督宗教基本信仰、教父思想，和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尤

其是存在論觀點，為萬物被造、宇宙網絡的有機連結、人

的認識，宇宙的運動，以及運動的目的等宇宙論問題提供

了系統的解釋。

「道」是基督宗教的傳統術語， I理」又是甚麼?與

之前的教父一樣，在宣信者馬克西姆的宇宙論中，道是一

個核心觀念，用來指三一上帝的聖吉、第二位格、聖子耶

穌基督、邏各斯。上帝創造的良善意廟，則從自己的聖吉、

聖子、智慧、邏各斯襄發出，成為萬事萬物得以存在的原

因、原則、道理，也就是「理」。如果說「道」字在漢語

里，與對應的希臘文詞匯類似，但缺乏話語這層意思的話，

那麼「理」字則比較貼切地對應了馬克西姆在論述萬物被

造時所指。

宣信者解釋說，獨一的造就是萬有的理，萬有的理即

是獨一的道。 16前者是就獨一的其道創造和維持每一個具體

的存有說的，後者是就每一個具體存有被引導的、護理的、

歸固、男單攏到獨一真道而育的。獨一的真道從上帝的良善

中發出，創造和托往具體的存有。因此，從存在的根源來

看，獨一的道就是萬有的理。同時，萬有的理又促使萬有

15 誼是馬克西姆且盤中的重要內容﹒巴胃增矗(國血 Urs von Baltha甜)在他研究馬克西

姆的著作車 (Cosmic Li缸rgy: The 恤岫祖A帥.ro.瞥ωM甜加“血 Confi甜甜[固血 B.E

Da1ey; S血E祖聞目扭曲阻Press， 2003]) .盟有單獨討論 logoi 的問題﹒會伍倍(Poly血P

Sherwood) 以 IOgoSÆ毒者，討論7 logoi (The Early Ambigua olSt. Maxin間 the Confi帥。r

and岫 Refutation 01由ig四ism. Rome: 0均isC曲曲曲副主蚓鈕.1955) ﹒托勒長森 (T.闖闖n

ToH抽血)在相持申作(""， CIu宙的C四蚵c Coamology ofSt. Max:im由 t'， 自用(easor [Q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田習， 2個呵)的單三章矗中討論了這個問題﹒

16. Ambiguum 7:20; Pa，帥logia 曲-aeca 血， 1081B-C; 岫巫血超過eC田fe"叮" On Diffìl阻lties in 

the Church Fa的間晶e Ambigua (2 volUI間;ed. &tr咽B. Nicolas C個恤; Cambridge 

H"，祖rd University pr間已 2014)， vol. 1, p. 101 • W:F引用此著及其英譯本，皆簡寓如下

d岫''''咽 7:20;問 91， 1081弘C; vo1. l ,p.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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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回歸到獨一真道，被獨一的真道收買但在一起，就像回歸到

一個全能的起點，或者像研有半徑都要彙~於圓心一樣。

因此，從高有運動的目的來看，高有的理也就是獨一的道。

基督就是萬有之理，萬有，包括人得以存在並維持生

存的理就是基督，這是宣信者宇宙論的出發點，是萬物之

昕以能在愛的共融里實現自我、取待尊嚴的基礎，也是萬

物最終走向榮耀安息的動力。釐清這些基本概念後，我們

就先從創造的過程來認識「道J I理」的內涵，以及他的

創造論對《顧你受讚頌》中愛、共融、尊嚴這三個關鍵詞

的支持。

3. 萬物都是按理種合而成

馬克西姆對創造描述有兩種類型。一種結合了希臘哲

學傳統的存在翰的神學性描述，一種是默觀的、經世，性的

描述。無論哪種類型的描述，從無創造 (cr.個tio ex nihilo) 

都是最基本的前提。宣信者極力堅持， I他(上帝)從虛

無中形成了可見的和木可見的 J 0 17創造以先，任何人可理

解的意養以先，無物存在，世界萬物的本質、本性、屬性、

運動，和任何可理解的東西，都不存在。但是，上帝使萬

有得以存在的良善意願並非不存在。 18 I上帝的意願J (ee[α 

17. Ambiguum 7 呵;PG 剖. 1080A; vol. l , p. 95 0還可壘Ambigw棚 7:3;PG恥.1個妞，而，11 ， p

77'亦可喜Ambigz“m 7:15; PG 凹， 1077C; vo1. l ， p 呵，或 TheFourG回甜苦'esonLove4:1
(且 Polycarp Sherwo吋. St. M!趾珈山的e ConfesSOI': The Ascetic Life. 的e Four G回甜甜

甜 Charity. We血血峙'， MD: The N開mann PreS8, 1955) 圖從虛無中創造，在七世紀時
無論從神學上遍是哲學上，都撞盟有徹底111入帝國的文化之中﹒典宜情者同時代的一位

佳冠詩λ ，仍在他的史時個世六日} (H.間問問..)車，將宇宙的創造，比作皇帝薑

甜混亂的敢抬哺軍事草鞋序 (Pau1 M. Bl喃喃. ''From Nonbeingω ，..，田1 Wel1-Being: 

E四1這個自 nihilo in 也e Cosmolo宙間d Soteriology of Maximus the Conf恤or"， in Geert 

Roo1æ血. & Joseph V，咱叮d血(曲)， Light on Creation: Ancient 由mmen徊101'9 in Dialogue 

and Debate 0，月的e Origin 01 the 研orld加油旭e血 MohrSi，曲目k， 201η， p.169) • 
18 本文史書使用「萬物J r寓有J '時撞的區別在掛萬輛(出ngs) 指實際存在的寓曲，

萬有(加呵，)則有強明其曹在論的章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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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ÀlÍμαTα， divine wills) 就是 I (對萬有)預先的界定」

(叩0叩Lσ凹的， predeterminations) ，使得萬有以自身所是

為界限，成為存有 ;19上帝的意廠就是在萬有之先的理，它

穩固地蘊含在上帝之中。 20也就是說，在創造以先，一個東

西之所以能夠成為它自己的理就蘊含在上帝(道)里面，

這理引導並規定著它的本質、本性、屬性、運動。

萬物之理既然是上帝良善的意顱，那創造就是上帝自

由的行動， 21而不是不由自主或不得己的流溢。他願意、也

確實使萬物建立在自己之上。除了在類比的意義上，將萬

物這個存在論的基礎稱為他對萬物的愛之外，沒有更恰當

的稱呼了。這樣，被逾萬物從其存在的根源上，除了被稱

為「共融的愛所光照的現實J (76) 之外，沒有更合宜的

稱呼了。
接下來我們討論宣信者對創造的神學性描述。2當人觀

察恩黨萬物的時候，就會發現萬物呈現出不同的要素，有

有形可見可感的一面，也有無形可見僅可領悟的一面。 23因

此，馬克西姆認為，萬物都是以獨一的道發散出來的自身

19. Ambiguum 7:24; PG 帥 ， 108SA; 刊11. 1, p. 107 0'" St Dion:阻胡也e Areopagite, De divinis 
rwminib阻 5:8; PG 3, 824C﹒「良善的盡廟」在教主且聶中E時指甚多，有時價是指在神學

盡義上的(也回logi曲lly) 土帝的韋顱，有時盤是擋在經世韋羲上的(目咽咀岫且ly) 車

廠的具體顛現﹒如果不加區別，專屬111.構上帝的盡顧曉昕章廟的，即植遁鞠及其運動﹒

屆克西姆壘在神學盡義上使用誼個術藉的﹒

20. Ambiguwr口，呵;PG凹. 1080A; voL 1, p. 95 
21 本性與本性的屬性‘本性的能力並不相同﹒本性能力可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自不聖晶

然性的東暉，壘自由的.這是屆克西姆且對一直截 (Mono也clitiæn) 的一個故必諭證.

他說， r上帝，他本性就壘上帝，本世{的屬性)就壘聾善，本性(的能力)就是植物

主， (那磨flI冊 志請者的邏輯，他)木盛臣、然是上帝制美善，而且必然是植物主。擅

樣想想，更不用說兢兢7都是褻糟的。誰賦予主帝!lI峙性呢刊(旬的個1. 扭曲logi四 et

Poll帥個 28 (0呵臨m曲時:rrhus)， PG 91 , 293B-C.) 
2 篇幅昕限，本主略去宣情者對創追過程獸觀的經世性的介餌﹒萬輛的祖告屬性，可壘

Lars Thunberg, Lars. Micro由amandMet.般由'7: The 甜甜logi個1 Anthropology 01 Maxim間
t扭曲司(easOT (Chicago血d LaSalle: C掙個C_1開5)，押回 90 • 

23 見世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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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作為存在的根源，從無中復合而成。 24萬物都是各種要

素的複合體，比如萬物都由本質和屬性複合而成。 25具體的

複合過程我們分為兩步來看。

首先，從上帝發散而來的理，使每一個存有具有不同

的實質和屬性，從而彼此區別開來。宣信者認為， 26上帝的

意願或者說萬有之理，是萬有生存和活動的依據，每一個

存有都是按照理擁有自己的本性，成為自身。理使商有具

有了兩兩不同、不能混淆的本性。萬有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超出自己存在的理，越過自己本性的邊界，變成其他物種

或與其他物種混淆成新的物種。也就是說，就理研「支撐」

的萬物的本性而育，所有存有絕對穩固，不變。27天使如此，

人也如此， 28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如此。

每個具體的存有之下的理，不僅支撐著每個存有的本

質、本性、種、形式，也決定著它的潛能、現實、受動等。

24. Ambiguum 17:8, PG 剖. 1228C; vol. 1, pp. 389時91 .亦可壘Polycmp sherwo咕 Maxim甜

的e C07ifesSOT. 揖e Ascetic Life， 伽F叫r c，恥turiesonCha呦'(New York: Newm肥. 1955). 
押 47-73 Q 

25 轟了便直堅讀者理解自追個聶通緝會T宜信者認議論的一些前提﹒局克西姆自己將事物

直接賣述Z毫不同要葷的祖舍，萬輛通過遣些要軍瞳轉捕、盡述﹒但「要實J 這個祠的宜

料性畫畫畫，往往會錯λ一種暗示，似乎各要章是先在曲，然極誼會而成﹒誼種奧利金

主著式(個牌ism) 的認識，情恰是馬克西揖廚極力且對的﹒萬輛的要賣不是先在的，

是「同時J 出現在世植物辜，哥哥軍只是認姻的結果﹒基請追個理由 z 貧開聾了宜信者在

原文中的章建國男外，事物也並非屬性的集告，事切與事物的屬性並不同一，學輛可

以雖屬性表述，但屬性不能撞事物表述，圍住祖康居事駒，事咱割不是揮最屬性的轟

膏，裁者某一個國性﹒撞在宜槍者的且想中壘十掛清楚的﹒且Amb棺關m17:3-6;PG91 ，

1225A-1228A ﹒亞里士多德一軍對事鞠興屬性之間的區別興聯盟，可喜披菲利

(p"，抖咽y) 的控禪 (Pmphy哼" Porp句郁。nA，包ωtle Categories 加盟S. S. K.. Str回醉，

L個don: Bloomsbury Acad血泊.2014.).即 76ft) • 

26. Ambiguum 17汀;PG 凹. 1228A; Vol. 1, p. 389 .男見Ambigwm 15:5; PG 恥， 1217.九四i}. 1, 
p. 367' 托勒長森扭曲7理的區卦作用，但祖有集中論述理在撞撞鞠本體租屬性之間的

臣費作用 (Tollefs曲• The Chriat，田間蚵c Cosmology of .s鼠 Maxim間 the Confessor, pp 

73-75) 

27. Ambigz棚 15:5; PG 91, 1217A-B; vol1, p. 367 .亦可壘Ambigu酬 42:26;間 91 ， 13410;

vo12,p.173. 
28 血。那間 7:16;PG 缸， 1080.人 vo1. 1 ， p.97 .喜Tollefsen. The ch泊的C甜苦c Cosmology 01 

St. Maximus the Confi自叩門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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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的這些本質屬性 (essential proper祖es) ，也是絕對穩固，

不變。因此，它們在宇宙秩序中的等級和位置，也因為賦

予它們存有的理恆定不變而保持穩定。

其次，從上帝發散而來的理，也造作、組織、形成了

每一個具體的、實在的存有變動不屑、彼此不同的偶然屬

性(部ciden祖1 at甘ibutes) 。理決定了存有具體的數量、特

性、關僚、地點、時間、姿態、運動和趨勢這些特性。 29這

些特性的增誠、相繼、變化，也都是循理而動。就具體的

存有而言，萬有都在運動。 30

具體到人來說，人性本身，人性的本質屬性，是上帝

發散出來的理賦予人的必然性。人也必然具有偶然屬性。

也就是說，人必然始終是人，必然有情感、意志、悟性，

也必然是可數的，有一個有界限的身體，在某個時空里面

處於某種狀態之中並具有某種趨勢，這些都是必然的、不

可缺少、不可摧毀的。但是，人如何實現這些卻是自由的、

偶然的，他在自己本性的界限肉，按照自己本性的能力自

主地去思考、行動。

進一步，每一個存有都是不同要蒙的複合體。每一個

存有的每個部分都是因上帝的意顱，或者說自己的理而有

了不同的本質和本質屬性，質料或形式。 31每一個存有也都

是根據上帝的意顱，而不是根據存有的某一部分的意廠被

合而成實際的存有。

29. Ambig咽1ft 17:7;PG缸， 1228B; voL 1, p. 389 
30. Ambigz棚 1凹，間 91， 1217A-吼叫 1， p. 367 祖鏈和逆變的原則(呻晰叫協商V 間L

d喃戶前'"加帥， thepr出酬的fßux阻d師回扭曲"，1 。馬克西姆借用適對情悟東摘述存有可

觀霧的運動﹒可鼻相撞圖在〈克拉盧魯肅) (0曲曲1， 413甜甜的討論，見到祖 comp岫

Work.r [ed. Iohn社co<車間Jrufum峙。.Iis: Hackett Publi血fug Cm啤缸恥 1呵呵， p.131

31 屆克西姆對萬韌的祖告1i式至少有建兩種措撞﹒可壘d岫".. 酬 67:9;問 91 ， 14民虹;vol

2, p. 295. 他說到，有單可見的可感事物壘白質料和形式祖會面戚，只可頓悟的存有

{intelligible beir單)是由本質和本質團性聶含而戚。當然，每個事樹都可以祖雖不同的

原則(理I ':fr成不同的組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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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因為理預先的界定，人和萬物在上帝的愛中就

形成了恆定不變的存在等級。人也按理能夠自由地選擇行

動。人的一切尊嚴和福祉，也只能在自身得以存在和繼續

存在的理中獲得，或者在違背自己的理中失去。《顧你受

讚頌》中的愛和尊嚴，在宣信者的分析中就得到了初步的

說明，也將為人在宇宙中的角色和責任奠定基礎。

這襄要補充說明兩點。首先，馬克西姆對創造的描述

是分析性的，而不是「世界創造指南」。其次，這並不是

說，理先使實質、本性、潛能、運動等等出現，再將其復

合成存有的不同部分，然後再將不同部分複合成實際的存

有。人在認識過程中意識到存有的本質、本質屬性、部分

(如靈魂和身體) ，都是對存有的描述，它們是同一形式

的組成部分，都是相對者。捏造種區分只是發生在思想中

的。作為實際的存有，萬物自身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以一個

整體同時被帶進存有的。33每一個物則是按其理在合宜的時

候出現的。

二、萬物連結成共融的網絡

萬物都從虛無中複合而成，在這個複合的過程中，每

一個存有，無論是士石草木，花鳥過魚，還是獸人天俊，

它們各自的要素也就形成了《顧你受讀頌》中所說的「不

32. d:悶。中áv 佳評Tat， the re:】血.veor間F田al rel血。且，相對者，或有史互相關關攝 .4島亞

且土事館的〈範間，篇〉第七章「關標J (曲tego.珀ze， 6a35-8b25 .壘《亞旦士多德全壘〉
第一書[菌力國主輛，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頁 18-251 .在亞里士事

德看來，相對的是指借書與某一他韌的闌珊而說明其性質的詞語。直日軍擅種交互相關關

揮不明硨，那是因晶語育不揖精薇。相關的東西在越大事般的揖告同時過得存在，比如

主λ和扭韓國但也有一些相對者似乎並非同時存在，比如知書島和個議的對.'個置和如

聾的對車﹒要注意，屆克西姆在這車主要討論的壘「第一實體J (亞且士多德盡善土的)

及其屬性，與亞里士多祖討翰的問題有廚區別﹒

33. Ambigz酬 7:40， PG 凹， 11靴，刊11. 1, p. 137 .萬物組成都卦的區別，懂僅是曹生在且想

之中，馬克國揖也在Ambiguum 7:43 個G91 ， 1101C;vol. l ， p.14l)再拉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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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勝數的區別和複舍的模式J 0 34因此，人們認識生態問題，

重建創造時的和諧關係，不僅要認識萬物各種要素的複合

方式，也要藉此認識並修復萬物的糧合性共融關係。

教宗方濟各在《顧你受讀頌〉中申明，世界萬物是一

個萬物互相依存、互補有限、相輔相成的共融網絡，也是

不斷邁向上帝的一個整體 (86) 。這網絡既是靜態的、共

時的 (synchro到c) ，也是動態的、歷時的 (diachro凶c)

在前文我們已經談到上帝的創造行動，賦予被造物的存在

根滋以四重關係:上帝與自然萬物、上帝典人、人與自然

萬物、人典人，這四童基本關保也是萬物共融網絡的共時

性框架。萬物按照自己本性在這個共融關係中的責任，實

現自我，朝向自身完滿的終極目標運動，萬物共融的網絡

也就結成一個不斷邁向上帝的歷時性整體。

1. <:顧你曼首圖頌》中宇宙的共圖圖像和朝向

上帝與被造物的關係，在〈顧你受讀頌》中首先表述

為上帝在創造中的自我贈予和維持萬物存在中的主動行

動。創造行動就是三一上帝將自己贈予萬物，使自己成為

被造物存在原因。同時，他也臨在於被造物之中，眷顧護

理整個宇宙，以各種方式繼續維持萬有的存在和完滿。上

帝充滿宇宙， ["親密地臨在於每一個存有，沒有侵害到他

的創造物的自主，卻使地上諸事物正當的自主得到提升」。

{80 '略有修訂)

其次，被遺物也以自身多樣的存在，訴說和讀美上帝

的慈愛和豐寓。 (69 、 84 、 86) 萬物中尤其是人，不僅因

上帝的形象和樣式而造，擁有極大的尊嚴，而且能夠以自

我選擇的方式，運用自己的祖明才智，通過與他人和萬物

34. Amb伊1m 17:8;PG凹 .1扭曲;vo1. 1 ， p.391 o 串教宗1f濟各， (廚你噩讀頓) ，血。， 79.

182 



《願你受讀頌〉中生態神學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交往，參與上帝的工作，建立起與上帝的關係。上帝「希

望也寄望」人的合作 (79-80) ，這不是上帝在第一因意義

上的有限，而是人在第三因意義上竟然被上帝「希望也寄

望」的尊嚴和榮耀，是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榮耀。

教宗方濟各在《顧你受讀頌》中也特別強調了萬物神

學意毒草上的美學特點。他多次引用他由以取名的聖人亞西

西的方濟各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1226) 對萬物「美」

的讀頌和守護。萬物既然來自美善的上帝，就都有美的特

性，每一個受造物也都以其存在本身讚美榮耀上帝 (69)

既如此，三一上帝建立的與被造物之間的關保就不是

單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交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恰

當地說， ["上帝在萬有之肉，萬有在上帝之中」

第三，人典人，以及人和自然萬物都處於共融的關係

之中。從人的物質屬性來看，人與自然由同一個天父所楚，

「我們的身體由大地上的各種元素形成，我們呼吸她的空

氣，並從她的水獲得生命和諧潤J (2) 。人不僅有思考、

領梧的能力人，人自身也有物質的部分，人是靈魂、意志，

也是自然 (6)

從人的社會屬性來看，人必然處於與他人和萬物的交

往之中。一方面，人的生存活動， ["清理、管理」、「修

理、看守」的活動，建立起與自然萬物的關係，另一方面，

人的生存在人之間，結成了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以

及倫理等複雜的關係。這關係也成為在其中的人的「自

然」。而且，這關係不僅存在於同一時代的人和萬物，還

是從上一個世代繼承而來，也必定傳承至下一個時代。因

此，教宗在《顧你受讚頌》中專門強調了世代之間的公義

( 159-162) 

通過人的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顯現出來的這些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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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了人的靈性，或者說與三一上帝的共融關係 ， 3S並在這

些關係中顯現，提升或者崩潰。

第四，自然萬物之間也處於相互依賴、補充的共融關

係，彰顯上帝的美、豐宮、良善。人和自然萬物都以自己

的存在讀美上帝，但是， I天主的聖善『無法由單一受造

物圓滿地彰顯.1 J ， 36需要「由其他受造物補充J (86) 

每一個受造物傅建出的美善，與整個宇宙的宏偉和美麗是

一個共融的團契。

基於創造和萬物的運動，萬物就這樣結成了共融的關

係網絡。正如教宗所說， I天主聖三是彼此共存的關僚，

世界按照此天主的模式被創造，是一種關係網絡。一切受

造物歸向天主，而也依次歸向其他受造物，以致我們因而

發現，整個宇宙肉有無數值常且隱秘的關係交織串聯」

(240 '亦可見 79)

2. 宇宙萬物的連篇

與《願你受讀頌》一致，馬克西姆也將宇宙看作一個

相互連結的和諧的網絡， 37並在他的信仰理解中，具體地閻

明了宇宙共融關係得以連結的三個途徑。它們在存在論上

處於不同的層次，並非平行的三種方式。這三個途徑分別

是﹒一、通過聖子上帝，基督，獨一的真道，創造萬物的

聖育;二、通過萬有之理，從獨一真道發出，萬物藉此而

有，維持，並最終完全，三、通過人的本性的能力，特別

指感覺和思考能力。

3S 教宗特別提到，基督宗教並不韓時物質，巨而在里禮中有單可見的樹宜標記畫面，實出

其價值(且S) • 
36 漢語基督宗轅(很軍幸地)曹展出三賽車號聶舵和事事譚租車統﹒本主的盟者使用「上

帝」﹒擾弓|天主教會車其他主111時，聖號E譯者均從主人﹒

37. Ambigwm 10:31; PG 91, 1l28D; vol. 1,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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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督的連結是根本性的。基督經世的

(economical) 工作，將部分連結為整體，將宇宙萬物連結

成一個單一的世界。38整個經世的工作是三一上帝的團體行

動，我們可以從聖父、聖子、聖靈三個角度去認識整個工

作。如果從聖子的角度出發，整個的經世工作就是理(上

帝良善的意願)從聖于發出，成為萬物存有的根源，斷定

萬物的界限和終極目的，維持護理萬物的存有和運動， 3.最

終將萬物按照吹序引向上帝預先界定的終極完全之中。在

這個創造護理回歸的運動之中，萬物從存在論的根源

上、維持實際的存有上，以及終極的結局上始終與基督連

結在一起，也就與三一上帝成為完滿的團契。

其次，這些工作具體地，是由從基督、獨一的莫道發

散出來的萬有之理在每一個存有里面完成的。每一樣被造

物的理， I眾攏」保持著具體存有的同一性 (unity) ，支

撐看其自身的存在，使每一個存有具有了不同的本質、本

質屬性、偶然屬性，和各自運動的模式，引導、護理它們

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行動。因此，萬物也能夠通過比如種屬

關保這樣的學科他們σ吋間， sci阻ce) 昕揭示出來的規則

(理)連結成單一的整體。 40

人認識世界萬物和他的行動，就是連結宇宙萬物無形

而實在第三層次的方式。萬物成為實際的存有後，對於人

來說就是有形和無形可見的具備各樣屬性的實在。人通過

38. Ambiguum 10:41; PG 剖， 1137A; vol. 1, p. 211 0 亦可見Ambi;評他m 17:8; PG 凹， 1228C; vol 
l , p. 389. 軍世的工作壘三一土帝團契的行動，可斟盤里笠、聖于、聖靈三個角度費別
來幫敵。

3. 馬克西姆盟富了護理(仰吋扭曲)和審判 (judgement) 的盡蠢。在他看來，護理不僅

是指寓胡在護理照看下萬物的撞撞個摳，還指將宇宙錯處一體、使其符告其內在的德以

體禮之理的工作﹒審判也不僅是指對揮λ的懲罰報喔，還指對存有不同而恰當的昔施，

這#施從一開始單斷定每一存有的廚壘，如何壘，壘$少，等等﹒擅並非指鐘溫和審判

至于別有兩種，它們的這兩肩章且在潛能上壘同一的，但與λ的聯曹上則是現出不同的行

動。且Ambiguum 10:37; PG 間. 1133D-36A; vol. l , p. 2'的﹒

40 見本揮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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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的本性的能力，即感覺、思考和領悟能力，就能認

誠自己和萬物，使彼此以及與自然萬物，在「思想中和現

實中 J 41形成裡合的網絡。

出於獨一其道發散出的萬有之理的分施

(dispensation) ，人的心靈有著木同於感覺和思考的奇妙

能力 (8úvaμ宮 εìs voûv, power ofmind) ， 42也就是領悟能

力，它能夠依次拓展到感覺、思考、認知形象之中。 43

我們先看馬克西姆如何認識感覺過程。 44他認為，兩個

截然不同的事物，必須通過相遁的中間項，才能建立連結、

融合的關係和結果。萬有共遁的理就是這個連結關係建立的

存在論基礎或原因。在感覺過程中，感覺能力就是兩種截然

不同的事物的共遍關係。它將感覺對象和有感覺能力的存有

連結在一起。對於有感覺能力的一方來說，他們通過感覺能

力，能夠領悟或者直觀可感的對象。對於被感覺的對象來

說，它們能被理解，正是具有感覺能力的存有遇也~官的感

覺能力完成的。在這里，兩個要實現連結關係的潛能以自我

為界限， 45通過感攬能力這個共遍關僚連結起來。

41. Ambiguum 17:8; PG缸， 1228D; voL 1, p. 391 

42. Ambiguum 17:7; 間 91 ， 1228B; vol. 1, p. 389 0 人的重現有事類可匣費的能力，如
咀世間e ﹒副個a1ity' in:旭Uigence ﹒種兩種能力量λ典甜甜的區別 z 來自掛心靈(悶。雪，

回國) .官倒之間也有顫著區別 a 曲。回樹是指按悶糧輯且考的能力，而 inteUïg.固自

則不僅矗邏輯且考，單單有其他從本性而來的自主的宜攘的處理能力，比如綜舍、輛軍等自

鑑世此，輯們將靈魂中的心靈，稱作悟性{且也脾眉) ，以包會邏輯且考能力，強調

心靈盧盟→明信息的自主性﹒直接怪，將心靈的活動(時7邏輯推理的)稱作頓悟，將

誼闢ligtble 稱作僅可領梧的，以對應部主著作中盤問ûs一詞鹽ft而來的各種措撞λ心靈

作用的調﹒

43 也就壘「極盡J (個呵t) .在理的作用下，人的感官能掏感覺到自身和萬輛，並在且

維中形成了個木間於間者曲是附恤， r認個形車」﹒誼個單車在記懂中，可以呈現在

必且中﹒馬克西揖常常在追個盡義上使用追個詞。我在撞車使用了攝韋造個詞比較原始

的意義 a 實出櫃章的荒草成過程﹒

44. Ambiguum 17:9; PG 91 , 1且，九 vol. 1, pp. 391-3回.在他的著作畫，他首先討論的壘且
考。本主揖照一扭對留插過程的描述做了調壘，先來扑紹他對感覺過程的討論﹒

45. r幽自我晶界限J '盡即感覺能力並未改變﹒混告兩者的本性，有感覺飽力的存有制植

感覺的依然保持本質和屬性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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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過程也類似。46思考的心靈和思考對象是以思考

活動作為中間項建結起來，也就是說，思考的心靈和思考

的對象兩個分離的東西以各自為限，在思考活動中並交

匯，產生兩者連結的結呆，即想法。

在人以本性的能力感覺、思考和加工認知形象的過程

中，悟性就完成了領悟，形成了內省和內在的言語。領悟、

內省和盲語形成後還可以外顯，佔據空間，也就是說出來，

然後再次被收費量起來(即被聽見)並內在化。也就是再次

進入心靈的領悟過程。

進一步， 47領悟、反思和言語形成後不僅可以通過聲音

來標記，還可以通過各種行動比如肢體語盲或繪畫而外在

化。思想的外在表現無論被聽、被看，只要被知覺、被思

考，還是按照這個過程收懸在心靈中，形成新的領悟。

在這個感覺、思考、領悟的過程中，典人意願或傾向

關係稍遠的屬性就被忽略掉了。比如，在考察種屬關僚的

時候，科學和藝術等學科所表現出來的事物的數量、屬性

等區別，就不再考慮了。這樣，基於理，人就有了能力脫

離世界的多樣性，認識到自身和萬物的理，並隨著宇宙萬

物的理，上升到獨一的道中。48這就是三個途徑的合一之路。

但是，人受了罪的妨礙，相不能夠按照自己的理生活，

本性的能力(包括但不限於靈魂的感覺、思考和領悟能力)

就產生了錯誤，從根本上背離了自身得以存在的理，也偏

離了自己終極目的之理。 50具體到生態問題和社會公星島上，

人本性能力的誤用，分離、漠視了萬物共融的三個途徑，

46. An由E臨m 17:9;PG91, 1228D;vol. l ,p.391 

47. Amb信uum 17:7; PG 91 , 1228B; vol. 1, p. 389 

48. Ambiguum 21:5; PG 91 , 1245B; vol. 1, p. 427 
49. Ambiguum 11:2; PG 則， 1205D;刊11. 1 ， p.34S.

50 塵控 58 且對庸的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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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結成了一個網絡，但卻不是一個完整的共融的關係，

而是基礎不完整的互害的世界，增加了美好世界誕生的產

痛 (2)

3. 朝向上帝的共融

教宗將昕有受造物看作一個整體歸向天主，也依次歸

向其他受造物的共融網絡 (240) 。這是馬克西姆關於萬物

相互連錯的三條途徑在基督中舍一的必然結果。下面，我們

從信仰進深的角度，來看這三條途徑朝向上帝的合一之路。

就宇宙萬物彼此的相似性這一原則(理)來說，萬物

之間存在種屬關係。這是人的本性能力結合萬物，按照一

個原則去除多樣性，朝向單一、純粹目標運動的一個範例。

在種屬關係中，萬物按照人的理解意廠或傾向，擺脫從較

低層級的質料中獲緝的多樣性，然後與其他物在本性上共

道，逐級歸納，趨向合一。具體地，且在同一個種 (species)

內，如果考察具體事物共同的特徵、起源和本性，它們就

超越了彼此的不同，彼此成為完全的同一。同一個屬

(genus) 肉也是如此，不同的種雖然有彼此不同的特徵，

但這個同一的屬，卻不會因為種的區別而發生本性的變

化。每一個屬都是按照它自己固有的理，作為一個不可分

割的、實際的整體，存在於新有的隸屬於它的種之中。

在基督的教贖中，人恢復了本性的能力，能夠按照自

身的「福是之理」扭生活，超越萬物的多樣性，按萬物之理

(如種屬關係、美等)認識萬物，就會發現萬物的同一性。

在按照自身之理認識和領悟宇宙的心靈運動中，人被獨一

真逅的吸引，不斷地朝向他運動，最終要在其道里實現永

51. Ambig咽m41:10;間則.1312ιD;vol. l ， p.117 .屆克西姆措述的時餒，壘祖周到種﹒萬

們還是接隔一般的認個過程，從種到眉來前諭-

52 且往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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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的存在。這個自我實現的運動永不停歇，除非滿足，自或

者陷入虛無。

耶穌基督就是獨一的其道，是萬物之理的來源和最完

瀚的體現，是萬物連結並同歸於聖逅的根本規則和道理，

是上帝的智慧、真正的美德和知識本身。叫也用智慧的力量

托住、維持萬有的普遍性，用思維的明智擁抱、連結萬有

各自的不同部分。他通過他自己將分離的宇宙帶進合一，

使萬有，無論是天上的，還是地上的，都在平安的團契和

不相敵的和陸中緊密相連，且成為人連結萬有、同歸於一的

典範 0 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羅 11:36) ，也

因他納入到創造一運動一安息的運動模式之中。，.

就此我們可以說，萬物因其從虛無中被造的特性，要

維持並實現自我的存有，就形成了一個朝向自我完滿運動

的態勢。這個運動，是通過萬有之理相互連結於獨一真逅

的種種方式實現的。萬物就此，構成了一個普通聯黨的網

絡，結合成朝向基督運動的單一的世界。 '7教宗對人類命運

的盼望和信心，不僅在宣信者的信仰中得到呼應，也在宣

信者的分析中，獲得了從認鐵論到宇宙翰的支持。

三、宇宙網絡中人與萬物

從被造和存在的根源，及其運動的結構來看，宇宙萬

物是一個朝向基督的共融網絡。人有能力在這個基礎上，

認識並建立起與實在的宇宙網絡一致或相悸的關條。教宗

53. Ambiguum7:3; PG 間. l069B; vol. 1, p. 77 

54. Ambiguum7:21; PG 91. 108 lD; vol. l ,p. 103. 

55. Amhigzωm 41:11; PG91, 1313B; vol. 2, p. 119 
5. 創造運動垂直(')'É:IIE:阿 K(Vl]OlS-a吋呵，但esis-kiIII間 is-st圖阻 creatioo [_being] 
四tion-resd 壘屆克西揖宇宙運動的基本模式﹒且Ambu阱棚 7:6闊別， 107品;vol. l ， p

81): 15:7 (pG 間. 1217C; vol. 1, p. 369);由:3 (PG間， 13且ι.D: voL 2, p. 279) 。

57. Amhiguum 17:8; PG91,l228C; vol. l ,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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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在這個思想基礎上，闡述了萬物在宇宙中的角色，

在人類，尤其是基督徒的靈性旅程中的作用，闡發了人在

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中的倫理責任，並以復活的基督耶穌

偕同萬物所達到的圓滿，作為衡量萬物成熟的準繩 (83)

馬克西姆對救贖論的獨到認識，通過對耶穌人性旅程的默

觀，說明了人性能力、責任和尊嚴恢弘的信仰基礎。

1 人和萬物的角色

教宗對人類生態倫理和社會公益責任的描述，可以用

一句話來概括，即培養並維持與他人和自然萬物的兄弟姊

妹般的共融情誼 (64 ' 92 ' 221 ' 228) 。這一倫理責任起

源於前文已經討論的創造活動和萬物的共融關係結構，又

具體表現為人的尊嚴、責任和能力，和自然萬物在共融的

宇宙中的尊嚴，價值和目的。

首先，人類有共遁的、平等的尊嚴。從被遁的角度看，

所有人都分享從上帝而來的同一個人性。人之為人，就是

人的基本尊嚴。教宗援引《天主教教理》解釋人的尊嚴，

說﹒「人不只是一個物品，而是一個人。他能認議自己、

擁有自己，自由地奉獻自己，並與其他人相遇。 J (65; 

《天主教教理) 357) 這是人類維持和實現自我、享受生存

及幸福的共遁的、同等的權利。從被造時期，人性就處於

與他人和萬物的關傑之中。任何對他人(物)尊嚴的貶低、

輕視或無視，不僅冒犯了自己，妨害了他人(物)享受生

存和幸福的權利，更是對人性根源處的共融關係的破壞。

所以，人才是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創造者、中心奧宗旨

(127) 。一切經濟、政治、文化活動，都應以可預見的世

代的尊嚴和福扯為目的。

其次，基於創造秩序的不同，人性有高於其他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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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嚴( 119) 。一方面，上帝的創造形成了一個秩序序列，

人、天使以及其他被造物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另一方面，

這一秩序序列也意昧著各自的責任和作為整體的共融關

係。人性較高的尊嚴，要求人在宇宙網絡中承擔起對他人

和萬物的倫理責任，認識並尊重大自然的規律，維持受造

物之間的巧妙平衡 (68) ，引領一切受造物實現自我， r共

同邁向同一目的 天主J (83) 

第三，人類有能力來認識問題，尋找到多元的解決方

案，實現自我和萬物的價值。人類獨特的尊嚴和榮耀，同

時也是能力。《顧你受讚頌》指出，要從人性深處實現「生

態皈依J '並對人性回應上帝恩典的能力，保持了一種卓

絕的樂觀精神。教宗說， r人類既能作出最卑劣的事情，

人類也能夠超越自我， ... ...有能力再次選擇美善，再次重

新開始。 一天主賦予我們回應他恩寵的能力。 J (205) 

最後，自然萬物也有自己的尊嚴，價值和目的。教宗

在《願你受讀頌》中分別從宇宙的創造和終極目的來談這

一點。從創造的角度來說，自然界從上帝而來，每個受遺

物都有它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自然界誠然是人類取用養

身之物的地方，可以研究、認識，但它首先是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之愛光照的實在 (reality) (76) 。它們以自己的方

式反映出上帝無限的智慧和光芒， r以其存在本身，讀美

光榮天主J (69) 。從宇宙運動的終極目的來看，萬物的

終極目的也不在於人，而是與人一樣要走向上帝 (83)

從人與自然在此世結成的邁向上帝的共融網絡來看，

自然萬物在人運用自身的能力、實現自我尊嚴的生活中也

不可或缺。大自然本身木是問題，而是美麗的被造物，它

們以自己的美，彰顯上帝的臨在，傅建超性生命，引導人

們舉心朝向萬物的終極目的(分別見 235 '郎>12)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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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經驗到萬物通過美善與上帝相連時，人們就會感覺到

「萬有是天主J (234) 

Z 人的生存之理與責任

教宗在《顧你受讀頌》中，反覆通過人的尊嚴、責任

和能力，鼓勵人們在本性深處反省自己， r以審慎的態度

發展受逅的世界J (124) 。教宗對人性的信賴，建基於基

督宗教恢弘的思想傳統之上，在馬克西姆的人類學中依然

有細緻清晰的說明。

在宣信者看來，人性的尊嚴、能力和責任，從根本上

來說，來自於上帝賦予人得以存有的理。人的理可以按照

人生存的三個階段來描述。"

首先，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存有，在於起先就分享了先

在於上帝之中的「既是之理 J (TÒ EtvαLÀÓγ0宮， being 

principle) 。然後，他的生存應當依賴美德(基督) ，'.也

就是依賴先存於上帝之中的「福是之理J (TÒ dì ElvUL ÀÓγ呵，

well-being principle) 而實現，而不是背離這個理。人已經

是人之所是，即使犯罪，也只是能力或屬性的改變，而不

是變成了一個超出上帝計劃的新物種。前文對本性和屬

性、人的認知連結過程等一切分析，都在基督里面成為盼

望和勇氣的基礎。正是在這樣的恩典中，教宗方濟各才有信

心說， r我們並未失去一切。人類既能作出最卑劣的事情，

人類也能夠超越自我， ......有能力再次選擇美善，再吹重新

58. Ambiguum 7:盟;閥割. 1084Bô vol. 1, p. 105 '亦可喜 7:17 0 宜信者接鳳λ生存的創造一

運動一貴且三個階駝，將λ生存的理也身屆三種固福T悶顧原義，也僅量衰示出與世常
使用的哲學和神學輛訝的聯盟，我用「廚壘之理 J r構是主理J r il<壘主理J 三個詞對

曹!-rò ~dvaL 站開s lbe函.'"祖呵lel .咱 EùdvaL 抽')'OS (well-bei耳 principlol 喃喃缸:L EV 
E1vaL ^'的時 letemal-be姐g伊拉ciplel 。可喜注目. '2對庸的正主﹒

59. Ambiguum7:21; PG 91 ， 108凹;vo1. l ,p. 1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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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敢步邁向真正自由的新路徑。....天主賦予我們

回應他恩寵的能力....不要忘記屬我們的尊嚴J (205) 

最終，人應當按照先存於上帝之中的「永是之理J (TÒ 

åd EÙ d val ÀÓyo宮， eternal-being principle) ，實現自己永恆

的所是，永遠生活在上帝里面，成為上帝的一部分。

人的生存之理是上帝賦予每一個人的，是所有人共迪

人性的基礎。在知識、財富、身體等偶然屬性上，人各有

不同，但在人性和人性的本質屬性上，車日教宗在《顧你受

讚頌》中且哥說，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尊嚴 (94)

人獨特而榮耀的尊嚴和能力，同樣也來自他的生存之

理。在馬克西姆的洞見中，上帝所賦予人的潛能或能力就

是，人具有獨特的本性和能力，能夠通過自己不同的部分，

將不同的事物相連。曲他是肉體和靈魂的複合物，是可見的

質料和不可見的靈的複合物。他能憑藉真的美德和知識，

通過自身收攏可見的和不可見的萬物，使它們向上帝逐級

上升，不斷聯合，最終同歸於無比壯麗的頂點、萬物的創

造者。

因此，人潛能的實現，就是人類一切正當活動的存在

論的基礎部分。這個基礎就是，無論是信仰生活，還是社

會生活，人都應當按照自己的當然之理，連結萬物並偕同

萬物重回到三一上帝里面、自己源出的地方，實現自我的

尊嚴、能力和責任。在《顧你受讚頌》中，教宗將「生態

皈依J (自ological conv叮sion) 作為基於信仰的靈修建議

(suggestions )之一。我們說這是對人性和人類文化的深刻

反省，正是基於基督宗教神學思想本身的有機和諧特性，

和她對人性深遠的洞見。

60. Ambiguum 41 :2; PG 91 , 1305B; vo1. 2,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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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有傳遞超性生命

宇宙是一個無形可見的關係連結起來的網絡，那麼自

然萬物與人一樣，也是宇宙連結的節點。教宗不僅強調了

萬物自身的價值和終極目的，更是援引聖十字若望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 的靈修經驗認為，當人經驗

到萬物追過美善與上帝相連時，人們甚至會感覺到「萬有

是天主」。創造一小節我們將以馬克西姆的宇宙論，來說明

萬有在宇宙中的角色，和聖十字若望的這一信仰經驗。

整體上看，在馬克西姆的思想中，被造物因為自身內

在的理，成為人倫理學、自然哲學和神學的導師。但如果人

和天使能被稱為上帝的一部分，那麼萬物也可以被稱為上

帝的一部分。

我們從兩個角度來分析宣信者的思想理路。從人的認

知過程來看，人的靈魂按照創造主的意顱，也就是自己的

理，能夠按萬物的理將萬物連結於自己襄菌。在這個過程

中，人的惰性、理性，以及靈魂的一切能力，不斷地擺脫

質料帶來的多樣性，接近更大的更純粹的明悟、聖言，和

聖靈，就會像上帝一樣明白萬有，自覺察出萬物無論是在種

屬關係中表現出來的理，還是在一葉一花的美中所表現出

來的理，都與自己靈魂的運動指向同一個純全的目的，也

就是三一的上帝。當人認出萬物的理，認出萬物分享獨一

真遁的美和善，也就脫離了萬物的多樣性，被基督的美德

61 蠱本主 I三、宇宙蚵鎔中λ興高物 1 人和萬物的角色」。

62. EV 世叫個k吋宮，a(似肌吋宮阻1 9EoÀ<lγc<司恬中LÀOl1OIjlí啞(別國'OJ.田tunl.且d 曲曲，1ogi值1

philosophy): Åmbiguum 10:40; PG 91,1136C; voL 1, p. 209 

63. Ambig咽m 7:25; PG91, l088A; vol1 , p. 111 : ...Ws Nol T申阻祠峙眩>l A帥ql KaL Il旺。μ前L

TÒV 向阻Tξ阿V 間WTε"" 抽YOV K(Ù 甘時也間 (our 區國1" 丸"'"且'0 (logos)，阻.d spirit w也
h前，(Ù當wnn曲"。阻止 great In侮咀前1， Logos，且d Spirit..) Noi.呻 μ叮也"，Jiloμγ晶。g

Nofis (也''''田tlo國lect) 的間接賓梧﹒馬克西姆典早期矗立→樣，常常用間。g代指聖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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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感覺到萬有就是「上帝的一部分」。由

從神學的基本原理來看，人和天使的理，都預先存在

於上帝的道襄面，所以人和天便就其本性存在的原因來

說，可以被稱為上帝的一部分。那能否進一步將萬有稱為

上帝的一部分?在馬克西姆的思想里面，如果人和天使因

為以從上帝而來的理作為存在的基礎，分有了上帝的美德

而被稱為上帝的一部分，那麼沒有其他理由妨礙我們如此

稱呼同樣因理而有的萬有。

聖十字若望對自己靈修經驗的記錄，與馬克西姆的默

觀和神學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描述自己的靈修經驗

說，由當靈魂朝向天主飛翔的時候，就會在天主的胸懷中找

到一切的豐宮、喜樂，和安息，體會到在萬物和諧關係中

顯現的天主的智慧。上主也就是藉著創造物所表現出的一

切美善和崇高，向靈魂傅建(通傳)這些認識。萬有的美

善和崇高都「卓絕而無限地存在天主肉J '或者說，萬有

中所有「崇高屬性的每一個都是天主;並且它們全都含在

一起，也是天主。因此，只要靈魂在此情景中與天主綜合，

她就會感覺到『萬有是天主Jl J 。從上帝而來的超性生命

就這樣通過萬物傳遞給人。

當然，萬有和上帝在存在、運動，和歸宿等方面，有

者本質的區別。就馬克西姆而言，理從道中哥哥出，生成萬

物。萬物雖然來自上帝，但卻依賴上帝而存在，所以萬有

不是真上帝。萬有在實際運動和最終的歸宿上，也都是依

64 馬克西姆在曲Jbiguum 7 中，都壘團車車輛西昂的措列商和tl (Gregory ofNi個曲目，1 在佈

遁詞單十四篇(由咽。n 14:7) 中E哥說「讀們是上帝的一部jtJ IPG 35: 865Cl 展闊的﹒

錯論都昔且Ambigz酬 7:14; PG凹.1曲曲; vol. 2, p. 97﹒注意宜信者所說的是說萬物存在
的原因、祖源東說的，而非就其存在東說的﹒建種創敏的區昔 a 揭示了λ存在的極大且

種和盼望自男壘本主注咽. 70且對應JEj(﹒

肘，聖十字若望，台灣加爾默屜曙曹音譯. <軍歌> I台北上智 .2個1) , 14 : 3-5 .頁

135-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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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並指向上帝。即使最終萬物完全地分享了上帝的榮耀，

本性實現了完全，但它們各自的本性卻依然保存，兩兩並

不混淆。聖十字若望也提醒說，靈魂感覺到天主對她來說

是萬有，這個深刻的經驗，並不是明晰地、本質性地與上

帝面對面。這經驗只是默觀時候對上帝本體的驚鴻一瞥，

由此，靈魂辨明萬有中所存的美善，就是上帝。這樣，馬

克西姆和通諭的宇宙觀，就跟將萬有與上帝等同的造神論

(p祖theism) ，以及把上帝視為與萬有一起完善的萬有在

神論 (p扭扭也因sm) 區別開來了。

整體上看，整個宇宙同出一源，分享同一個上帝，既

以能夠向有更卓越的人，傳遞超性的尊嚴和由此派生的責

任。一切受造物，不論大小，都是人同回歸上帝的 I W兄

弟』或『姊妹.1 J (11) ，是人生命旅程的導師。人彼此

之間，人與萬物之間，都應當按理彼此共融，人則要實現

自己的潛能，履行自己存在的責任，連結所有被遺物，共

同實現萬物的完滿，從而實現自己生命的尊嚴。

閥、宇宙網絡的終極共融

<Ili你受讀頌》中的生態神學思想，最終將人的生態

倫理責任帶入到超越此世的永恆之中 (243) :萬物典人一

起，都將遵循上帝的美德和良善，在上帝里面各得其且時，

獲得平安喜樂和完全的共融。這也是馬克西姆宇宙諭新指

出的宇宙的最終結局。

教宗方濟各從基督論的角度，來談宇宙的終極結局。

耶穌基督因為愛，以有形可見的方式進入到世界之中，成

為物質世界的一部分。他身體榮耀的復活，則將萬物聯舍

於自身，拉開了萬物回歸三一上帝的大幕，顯明了物質的

可能結局。「宇宙存在的終極目的在於天主的圓滿，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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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已經達至，他是衡量萬物成熟的準繩J ;在終結的

完滿中，復活的基督擁抱並光照一切的受造物 (83) 。因

此，人們也應該效法自身的典範、仁慈的救主，使自己對

自我、對萬物、對宇宙的目光轉向今世的終結。

在終末的結局中，宇宙萬物的網絡將實現終極的共融

與更新 (243) 。首先，人在永遠的生命中，能夠面對面地

觀看上帝的無限美善。其次，人能夠心懷讚歎而又喜樂地

辨認出宇宙的奧尬。第三，人將與宇宙同事無窮盡的豐盛

和生命。第四，每一個受造物在永生里最終都會煥然一新，

各有某位。

在馬克西姆的宇宙論中，萬物運動也必然要進入到與

上帝的終極共融之中。

就萬物來說，所有被造物都是因預先存在於上帝之中

的理而創造的，新以必然被這個原因推動而向固有的目的

運動，直到它在這運動中安息，得到全新的被動運動，不

再被其他受造物所動。 66既有的被造物，無論是僅可領梧的

還是可感的，到達這個頂點或邊界的時候，都包含在上帝

無以言表的顯現和臨在之中，盯在上帝里面更加實在地連結

在一起。

66. Ambiguum 7:9; PG 剖. 1073B; vol 1, p. 8S : TÒ årraØÉs...K(Ù åtdVT]TOV (iJJ:扭扭.hllity 阻d
Unmob血句) .在撞車我不得不用擅個話屆聲牙的短諦，來表撞的追樟蠱層盡.!i!﹒一，

萬樹運動都是推閥理而創造自都極自己的本性昕姐，朝向其終擅自的運動，研以按照亞

且土豆修德的備唔，磨該隨稱轟「聖動J 或「植動J (阻曲，1e) 圖二、萬物也同時壘其

他翰的酷暑和推動，因此也壘可植推動的(即'vable) 。三、高樹安且在它的聲極目的

中的時偉，就不再是植迫運動，是 unpa甜ble 。四、在三一上帝的團契主申， λ已經完

全實現自己的存在，不再祖上帝以外的任何東西研眼剖，也不會朝向上帝山外的任何東

西運動，研以正是不被推動的自是 immobile. 五、但是萬輛在實息中並非虛靜盧蝠，它

陶醉扭永恆的喜樂之中，不斷地朝向上帝踴摳，這個運動完全壘在上帝的風典中實現

的，不是壘造翱的本質廚有，也不是由世它本性的屬性和能力，正是祖動的，只是本同

世此世的「撞動J '是全新的﹒

67. Ambigr.帥 7:12;PG 剖， 1077A; voll ,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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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來說，曲在最終的安息或永恆的生命中，人在恩典

中被神化 (deification) ，知道一切，就像上帝知道人一樣。

(參林前的:12) 人知悉萬有的本質結構，也就是它們存有

的本性，方式和理，對萬有的洞悉都到達了它的極限，就

木會再被了解他物的渴望推動，朝向其他東西運動。這時，

留給人們的就是按己所能，分享上帝無窮無盡和無人能懂

的知識襄面的喜樂。

從上帝一方來看， 69在最終的結局里面，上帝以榮耀和

祝福充滿人和天使，就像靈魂充滿身體一樣，給予他們永

恆的難以吉表的生命。上帝臨在於人的靈魂和身體中，靈

魂和身體就不再動搖，不再朽壤。馬克西姆熱情洋澄地描

述說: I出於恩典，他〔人〕就成為上帝，也被稱作上帝，

就像上帝的俯就，為了人成為人，也被稱作人。這種互換

安排的權能也就在這里顯示出來了，這權能使人因為他對

上帝的愛，得以神化，使上帝因為他對人的愛，得以成人

的的pWTTl(ouaav, humanize) • J 70 

在整個宇宙共融網絡的最終結局上，宣信者馬克西姆

的宇宙論和〈顧你受讚頌》不僅將人的生態倫理責任，也

將人類活動的目標提升到宇宙之上的高度，使人現世的行

動獲得了穩固的根基、持久的動力，和輝煌的盼望。

五、結語

《顧你受讚頌》從基督宗教神學的多個方面，申明了

基督宗教的生態倫理主張和勸導。我們只是就其宇宙論部

68. Ambiguum 7:阻;PG缸， 1077A-B; vol. l ， p 凹

的 Ambiguum 7:26; PG缸， 1088B-C; vol. l , p.113 
70. Ambig闌珊 7:22; PG 剖， 1084C; vol. 1, p. 107 .如果明暸早期誼會樹萬輛單而上學結構的

持析，那磨體亞他那. (Ath血.asius) 斟來的人的最聲目的地就並非匪夷昕且，巨而會

因此讀llI:基督耶穌藉誼會研敢示出來的奧秘何等深車，扇于λ的且具何等提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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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宣信者馬克思西姆斯神學思想的相關部分做了比較

和互釋，從中我們可以管窺基督宗教思想內在的呼應和聯

黨，以及教父神學清晰、透徽、強大的解釋力量。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數學化的自然觀、機械技術式的

世界觀和發展觀成為 113 用而不知」的當然之道。《願你

受讀頌》及其背後的基督宗教思想傳統，既是對這一現代

觀念的批判，也展現了人類另外一種連續的、豐富的思想

歷史，為基督宗教信仰者和各階層人士，提供了一個反思

自我和社會的健全的思想坐標。

對於基督宗教而言，上帝旨意作為宇宙萬物存在的根

源、動力和目標;被遁的世界是奠基於上帝意願之上的秩

序和等級網絡;人在其中偕同萬物，按照耶穌基督的合一

之路，實現完全超越此世界的、與造物主的共融。這是整

個宇宙的基本間景，也是整個生命得以滋生、成長、完全

的圖景。因此，基督宗教信徒就應將自我與他人、與萬物

的手足關係，作為信仰上帝、與上帝和好關係的一個有形

可見的標記和流露，以更加謙卑、溫柔、審慎的態度來對

待人與自然之間、人典人之間，以及世代與世代之間的福

址和公義。教宗聖若望保祿三世 (John Paul 11) 和教宗方

濟各呼徹的「生態皈依J '在此獲得了傳統的、穩固的神

學說明，也應當成為基督宗教信仰的當然之理。

對於社會其他階層人士而盲，這個宇宙論和生態思想

也為他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經濟活動，思想

文化表達，敢抬制度安排，科學研究等，提供了一個更加

多樣的視角和廣闊的規腎。同時，對於所有人類文明的開

拓者和保全者來說，傳統思想資源與時代問題相互映照，

將使人類的文明智慧煥發出持續的生命活力。這也是《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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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讚頌》中生態神學思想與馬克西姆宇宙論給我們今天

的一個重要敢發。

關鍵詢:教宗方濟各 《顧你受讀頌〉 生態神學

宇宙論馬克西姆

作者電郵地址: panshaod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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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molog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Theology in Laudata si! 

With Referen自 to the Theology of Maximus the 

Con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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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e was 血 evid血臼'Of a c 'Onnected and 

hann'Oni'Ous work toward Christ, acc 'Ording to Laudato si'， 也e

sec'Ond encyclical 'Of P 'Ope Francis. It is n 'Ot a metaph'Or, but 

instead an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the ec'Ol 'Ogical the'Ol 'Ogy 

based 'On 也e comprehensive cos血。l'Ogical 企扭扭w'Ork deriving 

企om the rich s'Ou扭曲'OfC趾istianity. This article c'Omp缸間也e

個cyclical wi曲也e th'Ough個'OfMaximus 也e c 'Onfess'Or. The 

f'Oll'Owing c 'Ontents 'Of c'Osm'Ol'Ogy 缸'e discussed: the 'Origin, the 

m'Oti'On，也e roles and relati'Ons 'Of hu血血 beings and '0也E

beings, and the uitimate purp'Ose 'Of the wh'Ole universe τ'hÏs 

∞sm'Ol'Ogy is a spiritua1 guide f'Or Christians and a reference 

也at c'O'Ordinates all people 'Of g'O'O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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