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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濟未濟

中國教父學研究的未來

陳越扉

斯拉大學哲學車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今天，要在「未來」這個大主題下，用短短一篇文章

討論中國教父學研究整個領域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 1因為要展望未來，就要定位現在，那廳還必須梳理過

去的成就，並且在人文學科的知識光譜中和國際教父學整

體學術視野中比照自身。籠統地說，教父學研究的是基督

宗教神學源流。重要思想家輩出的「教父時代J (Patristic 

Age) 既塑造了基督宗教得以脫穎而出的最初的神學特性，

又不斷在後來各個宗派的關鍵歷史時期被尊為傳統並重新

聞釋，對它的研究成為理解基督教歷史與精神的學術基

礎，因而在整個基督宗教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自從王曉朝教授在三00八年《道風:基督教文化評

論》學刊(第 28 期)以專題「教父學與中國學術」總結中

國教父學研究的得失之後，這十年間，本領域有了爆發式

的成長，僅此就有太多可圈可點的學術進展我們無法一一

羅列和評述。因此，本文將從學科範式與方法論的角度切

入，以筆者熟悉的課題為例，從較為宏觀的層次探討中國

教父學的發生、發展與未來可能的進路。 2

1 本主畫圖車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奧古斯丁的自西齊亞根對話〉全轟翻譯J (14C且曲1)

斯拉大學文科祖師教學科研曹展專項項目 I宗數學關鍵個議豆豆數學改革」贊助。

2 載史學是傳統誼會神學的科目，在全暐華λ歡會制神學脆轟有許事書畫研的成果﹒至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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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學的生吾吾與引介

「教父學J (Patristi臼lPa甘ology) 是甚麼，並沒有一

個固定不變的「理想答案J '而是隨著過去百年學術史的

進展，不斷豐奮與發展，人們對它所指稱的學科不斷地進

行反思與更新認識。教父學從教會神學走向了世俗學術研

究，從認信的護教學走向了公共的人文歷史溯源之學，從

文獻整理為主的輔助學科走向了具有獨立性的跨學科研究

領域。這些正是教父學活力的見證與未來趨勢的最重要特

徵。教父學已經不再是寓於神學院的邊緣學科，也不再是

歐洲文化圈特有的地方性知識，而是成為了國際人文學術

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父學「長期以來被視為基督教神學的一個分支或部

門 J • 3從詞源上看，“Patristica" 及“Patrologia" 不過是

「父親之學」的意思。但是將其量入發生學的起源語境，

「教父」最初指的是「基督教教會的諸多父親 J '或者說

「養育」了早期教會並使其不斷壯大的基督教權威思想

家。對信仰的理性化辯護和對聖經敢示的哲學化闡釋發展

出了教父們的神學體系。正如二十世紀早期德國重要的教

父學學者指出，這門學問最初接受的限定範圍就表明了它

具有宗派與神學立場，即天主教會的教義與護教的需求，

為的是以其研究見證教會傳統的「正統性J '從而一些古

代權威的神學家被挑選出來成為「教父J '而另一些雖然

具有歷史重要性，但卻被剔除在「教父正典列表」之外(例

如奧利金[Origen]) 。因此過去的教父學雖然也涉及教父生

平和神學成就，但主要被看作是一種文獻史研究，是教義

者主有五E誼和但進，但本主曲探討範國壘告立大學與研究l!If進行曲中國人文學街昇﹒

3 王嘴朝， (矗立學典中國學樹 神學論題哥|升) ，韓 <!jt風基督教文化評諭) 28 

(2008) ，買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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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教理史的補充，也是古代文獻史的附屬。 4

時間來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教父學迎來了再度的

興盛，整個學科面教與之前相比有了兩個新特點轉向學

術專業化、進入世俗大學並與其他學科舍作。這一復興的

基礎條件，同時也是結果，來自幾個方面:對全體古代基

督教文獻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整理與編輯，方法論革新、

國際化學術組織的管理等等，大量的古代抄本得以新媒體

形式流傳，吸引了更多相關專業的學生方便獲取這些材料

並以新視野進行解讀。 5

從教父學發展史可以看到，這門學科如何強調文獻都

不為遇。因為對古代的科學研究必然依賴「證據」與「方

法」兩個基礎。歐洲在文獻考古上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上個世紀新發現大量文獻作為新的證據可以修正、改變甚

至推翻某個專門研究的結果。這也是為甚麼科學的教父學

研究將繼續是一門研究對象不斷流變的學問。「毫不誇張

地說， (2015 年之前的)過去五十年......世界範圍內超過

半數的教父學研究都是在歐洲進行的。 J 6這個比例甚至有

可能超過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所以考古學與教父學有著非

常重要的聯藥。「教父學在歐洲處於一種具有特權的情況，

因為大部分有關的考古學證據是在歐洲的領士上，在歐洲

的博物僧，在一到兩個小時的飛機航程肉。 J 7現在我們還

可以把「文獻」的概念擴展到遺址、糖物和藝術晶等範疇。

歐洲學者出於自身文化根源而有更多研究的熱情，有

4 且抽血 von ，，-"，岫眉目• The Fathers 01伽曲-eeJC Church (New York: Pm曲D咽， 1959), 
pp. 9-10 0 

5. 現嫩育塞爾薯，李樹幸褲， (醉注矗立學的未來) ，輯〈逍風品扭扭曲.) ，頁 21-36 • 

6._血 WalIraff， ''Whc間 Fathers? An overview of p祖國， s個di回 m Ew可C"， in Brouria 

B岫n-Ashbkmy，四面dm電De Bmyn & Carol 1扭曲血徊的， PatT窗前品協fiesin 幼e

T臨時F甜C岫呵﹒ proc&曲Ig;f ofanln;國闡揖aJC<現悔，四個Mark恥 5岫Anniver.四y

oftheb甜甜咽alAsa.阻岫mofPat兩tic studies (T也曲創IIt: ßI'CJ阱，四珊.p.S7.
7 同上，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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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類似我們「整理國故」的「國學j 。他們為這個領域完

成了許多文獻方面的基礎工作，確實功不可沒。「歐洲的

學術界在教父學研究仍然是非常強勢的，但卻絕不是壟斷

的。 J 8當然，世界各國的學者因為其研究方法的先進而參

與到最前沿的文獻研究的情說並非不可能。但在文獻大體

已定的情況下，教父學的創新更多來自學科範式與方浩論

的創新。

上世紀人0年代以來，教父學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主

要來自補齊西方哲學史研究短梭的需要，或者更沒泛地說

是認誠西13文化的需要。直至今天， I中國學者對教父哲

學和經院哲學的研究是全部西方哲學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

塊J .9一個有代表性的起點是蒞明生先生的專著，他早在

一九人五年就在晚期希臘哲學的視身下接續介紹了作為

「基督教神學的奠基人」的奧古斯丁 (Augus旭e ofHippo) 

的生平、著作和主要的宗教與哲學思想。 10教父思想家從原

來只側身於宗教或哲學通史中的一個小節甚或小詞條，進

入了嚴肅而專門的學術研究層次。宜到最近，汪子嵩先生

等中國學者歷時三十多年撰寫的皇皇巨著《希臘哲學史》

的第四卷，把早期教父的神哲學思想納入研究視野也是以

晚期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為主題，為的是解釋希臘哲

學最後的結局。 11

除了哲學史視野的開闕，隨著基督宗教研究在大陸人

文學界的興起，越來越多專業的研究著作誕生，越來越多

8 同上，耳聞-

9 王鹽朝， (中國教丈學的曹展前景一一讀拉撒育塞爾的《評注矗咒學的未來)) ，曹

〈道風) 28 (2008) ，買祖國

10 租明生， (脆期希圖哲學和基督教神學一一東西賣主性的區告) (上海上海λ民出版

社， 1993) 
11.在于嵩、陳村宮、包利民﹒章雪寓， (希臘哲學史(第四書)) (兩冊 z 北京人民出

且E社， 2010)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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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者形成梯隊，中國的教父學研究的面貌也跟著而逐

漸具體化。其中，趙敦華教授的《基督教哲學 1500 年} (1994 

年初版)堪稱典範。該書以基督教哲學為敘述焦點，而把

西方哲學其他階段作為其來源與反響，從而讓教父們在整

個基督教思想發展脈絡里得到了更準確的定位。在同樣的

視域中，他與傅樂安先生合編的《中世紀哲學> (2013) 

也收錄了不少教父原著選輯。

至今，中國教父學的研究群體和進路主要還是來自西

方哲學史領域，另外一大部分來自與哲學專業密切相關的

宗教學領域。這可以說是中國教父學的特點，也是一種理

論解釋力度上的優勢。 12以此為契機，慢慢有許多哲學學者

或者他們的學生轉向了基督教哲學、教父哲學、古代宗教

思想史，乃至教父學本身的研究。

二、中國教父學的知識進展與理論反思

因為具體的人與成果，我們可以說作為學科的教父學

在中國已然存在。正如筆者在思考學科發展的文章中指出

「學術生態」的各種表現，中國教父學也同樣在以下各個

方面取得了進步: 13 

首先是學術機構的建立。以辦江大學為例，該校早在

二十世紀九0年代初就由陳村富教授建立了國內高校第一

12. 國外「矗立哲學J 研究主要靠中直截咒且晶的(新)柏拉圖主義，在「古代晚期J 視野

下，古代的哲學與神學其實並不區至于而是互動發展﹒例如 E. P. Meijering，曲d Being 

Fuw吵 stud個 in Patristic Phil，閩中旬扭曲能由m: N位也，-Holl祖dPub. Co., 1975) ; K研E

Corrigan, R甜甜n， Faith and Othem間 in Ni.由lpla的nic and Ea均由，當M間晶晶阱，

σ前由am: Ash軒te.2013) 。暈者在拙作也認品在車古斯丁時代哲學與神學都是個λ尋串

起往真理典幸福的相宜惜鍾的道路，不是完全相主啡斥，也祖有今天的學科丑化盡議，

對兩者的關暉研究需要新的範式真理論創軒圖且闢越韓， (跨文化祖野中的真古斯T

拉了敬父的新柏拉團主讀頓班> (就州 軒在大學出版社， 2014) 
13 陳越蟬， (在歷史的甜點上一一對萬語神學二十年量的觀察與且考) ，載〈避風>44

(2016) ，買 1開-226. 下節我們會結會抖圖學昇情祖繼續前諭學科建制的問題﹒下面

的植述且能是基請個人靈驗 z 非常主觀，雖盔掛一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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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基督宗教的研究機構，後續發展成為教育部 1985

創新墓地」的「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J '在教父學乃

至整個基督教研究芳面有計劃地展開了系列研究。王曉朝

教授是國內較早系統從事教父學研究的學者，他曾開設教

父學研究生課程並出版了教父學綜舍性專著與編著。包利

民教授和章雪富教授主編的《兩希文明經典》譯叢收錄了

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宗教相遇的重要著作，他們本人也是重

要的教父著作翻譯者和研究者。整個學術群體培養了一批

至今活躍的中青年教父學學者。

對教父學的綜合研究才剛剛起步。筆者在國家圖書館

檢索「教父學」和「教父哲學」為整體研究對象的著作，

僅找到兩本。如果檢索高校信藏，則有甘蘭 (F叫bert Cayré) 

寫於一九二七年魯汶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的四卷本《教父學大綱:> (Patrologie et Histoire de la 

Théologie) 被反復使用。 14陳村宮教授於三00一年主編的

文集襄面收錄了七篇相關文章，主題涉及學科方法論反

思、阿歷山大的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 、克爾蘇斯

(Celsus) 、奧古斯丁、尼西亞會議、拿戈瑪第文集 (Nag

H阻rmadi library) 、波埃修斯 (Boe也ius) 等。 15中國學者

系統性的教父學研究只有王曉朝教授的專著《教父學研

究一一文化視野下的教父哲學:> 0 16他主編的《信仰與理

性一一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評傳》詳細介紹了十六位最

重要的希臘奧拉丁教父的生平、著作、神學成就、地位與

影響等，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17他在《基督教與

14. 甘藺薯，吳廳楓譚. (載宜學大鋼> (上海土山海印書館， 1954 ;台北光獻出服社，

1揖4 、 1師'5 ;北京上智緝譚信自扭。7)

15 陳村富輛自〈宗教典文化(第四輯) 早期基督教與教父哲學研究> (北京東芳出版

社，訕。1) • 
16 王鹽朝. <誼宜學研究 文化祖野下的數咒哲學> (保定柯北大學出版社 .2(03) 。
17 王嘴朝霸. (信仰興理性 古代基督觀教咒且撞車評傳> (~，京東畫出版社 .2由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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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文化) (1997) 和《羅馬帝國文化轉型論) (2002) 

等著作中提出文化轉型論的視野，揭示了過去被哲學史視

野遮蔽的哲學與宗教的互動關係，指出教父學對於追溯基

督教思想的各種要薰乃至解讀西方文化的底蘊具有的重要

意義。他自己就是教父經典翻譯與研究的先行者和力行者。

前人為我們指出教父學兩大研究基礎:文獻翻譯與神

哲學闡釋。我們確實在主要經典文獻翻譯上取得重大突

破。早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六一年，金陵神學院託事部陸續

主持編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從英文轉譯而來給現代漢

語讀者奉獻了:基督教早期文獻、尼西亞前期教父、亞歷

山大學派、東方教父、拉了教會、奧古斯了選集等，同其

他時期的經典譯本一起描繪了一幅思想流變的巨大圖景。

一九七二年中國台灣的施安堂神父選譯了《希臘拉丁教父

神學選集) ，但大陸讀者無緣得見。自二十世紀九0年代

以來，香港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研邀請華人學者

翻譯出版了超過百部的「歷代基督教學術思想文庫」系列，

其中的「古代系列J 包含近二十本教父經典，對於推動中

國學界的教父學發展具有重要貢獻。已出版譯著舉例如

下﹒奧古斯了的《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和《諭原

罪與恩典:駁佩拉糾派)(On α旬inal Sin and Grace: Against 

the Pelagians) 、奧利金的《論首要原理) (Ilepí l4.PXàJ) 

德爾圖良(Quintus S. F. Te由Jlli祖0) 的《護教篇》

(Apologefi，叩s) 和《論靈魂和身體的復活) (De animal De 

carnis resurrl配tione) 、偽狄奧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 

的《神秘神學) (Ilepíμw:rrÍ1，年ç (Jeo).oy，áç) 、克萊門的《勸

勉希臘人) (μvmÂ.Óyoç ð π'/)0ψ扭扭肥肉砂òç 宮:'<'1Vαε) 、拉

克唐修 (Lucius C. F. Lac個ntius) 的《神聖原理) (Divinae 

Institution由)、諾斯替派的《靈知派經書) (The Nag Hamm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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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約翰-克利馬科斯 (John Climacus) 的《神聖

攀登的天梯} (The Ladder 0] Divine Ascent) 、安布羅斯

(Ambrose) 的《論責任} (De officiis) 等。此外海外教

父研究的著作也不時被譯介到圍內學界，加上一些會議論

文集和期刊文章，僅在面上說，我們的研究觸角已經基本

觸及每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新世紀以來，前述「兩希文明經典」收錄了奧古斯丁

的《論靈魂及其起源} (伽 the Soul and lts Origin) 和《駁

朱利安} (Against Julian) 、塔提安 (Tati阻)的《駁希臘

人書) (Addre甜的 the Greeks) 、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Nyssa) 的《諭靈魂和復活糾正站 the Soul and R四urrection)

等。近十年來，何光灑教授主編的「基督教經典譯叢」為

我們提供了學術化的原典譯本，其中與教父有闋的有:查

土丁 (Justinus) 的《護教篇} (Apologe甜甜s) 、阿歷山大

的克萊鬥 (Clement of Alex扭曲a) 的〈使徒教父著作} (The 

Ap凹的lic F athers ) 、奧利金的《駁塞爾修斯} (Contra 

Celsum) 、安東尼(An也ony) 的《沙漠教父言行錄} (The 

Sayingsoj幼eD叮叮t Fathers) 、安布羅修斯(安布羅斯)

的《論基督教信仰} (Exposition 0]的e Christian F aith) 

巴西勒(巴西流扭曲i!ius]) 的《創世六日} (Hexaemeron) 、

奧古斯丁的《論四福音的和諧} (The Harmony 0] the 

Gωpels) 、《道德論集} (Moral Treatis由)和《論倍望愛》

(Enchiridion) 、尼薩的格列高利的《摩西的生平} (The 

Lij全 o]Moses) 、納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N缸iaIlZl甜)

的《神學講演錄) ( Theological 伽'ations ) 、阿塔納修

(A伽且晶ius) 的《論造成肉身} (On the lncamation) 

章雪富教授近年主持「希臘化和中世紀早期哲學經典集成」

譯叢，已出石敏敏教授翻譯的〈奧古斯丁早期作晶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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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以後還有更多教父經典譯本問世。在其他系列或者單

獨成冊的還有奧吉斯丁的《懺悔錄) ( Confessions )、《諭

三位一體) (On Trini;圳、《論自由意志) (伽 the Free Choice 

of的e Will)、《獨語錄) (The Soliloqui，蚓、< <創世紀〉

字疏)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Gen甜甜)等等。

從翻譯上看，最受歡迎的教父當厲奧古斯丁，這與他

的地位和著作數量是一致的。他的巨著《上帝之城》就有

三個譯本; <懺悔錄〉除了學術譯本更是有多個通俗譯本。

在西方讀者中歷來廣受歡迎的博埃修斯的《哲學的安慰》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在國內也有至少五個譯

本。從教父使用的語盲看，拉丁教父或者說西方教父佔據

絕大多數，東方教父則屈指可數。羅躍軍教授著有《基督

教早期希臘教父思想中的三位一體問題初探) (2012) 一

定程度上彌補了研究上的遺憾。

在神哲學闢釋上，我僅以奧古斯T研究為例，可以看

到國內青年學者對教父學研究的興趣增長明顯，在這近三

十年厚積薄發地迎來了一個繁榮期。張榮的專著《神聖的

呼喚:奧古斯丁的宗教人類學研究) (1999) 是國內奧古

斯丁研究的拓荒之作。周偉馳的《記億與光照:奧古斯丁

神哲學研究) (2001)、《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 (2005) 

對奧古斯丁的神學、哲學及思想發展有較為全面的闡釋。

許多著作的書名已經為自己做了最好的解釋，在此僅略舉

2日下:夏洞奇的《塵世的權威:奧吉斯丁的社會政治思想〉

(2007) 、黃裕生的《宗教與哲學的相遇:奧古斯丁與托

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學研究) (2008) 、吳天嶽的《意

廠與自由一一奧古斯丁意廠概念的道德心理學解讀〉

(2010) 、張涵的《俗世的朝聖者:奧吉斯丁人性論探討》

(2013) 、吳飛獲道風學術獎「徐光放著作獎」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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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

(2013) 、孫帥的《自然與團契.奧吉斯丁婚姻家庭學說

研究) (2014) 、陳越驛的《跨文化規野中的奧古斯丁:

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圖主義源流) (2014) 

上述的繁榮也帶來了學術交流的活躍。例如，二0一

三年甜甜江大學哲學系召開了「奧古斯丁研究國際工作坊」。

按著在三0一四年新江大學召開「奧古斯了經典及教父學

研究的未來」青年學術沙龍，邀請了數位圍內奧古斯丁研

究的青年學者參與，取得良好交流效果，達成基本共識。

二0一五年十一月，華僑大學召開「教父哲學青年論壇:

奧古斯了與羅馬帝國」學術會議，進一步擴大了教父哲學

研究的參與範圈。二0一六斯在大學接著舉辦教父哲學學

術論壇，形成較為正式的學術共同體年會機制。二0一七

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舉辦，定主題為「古代晚期的，思

想轉變」。三0一八年的年會納入中國社科院基督教研究

中心大會的「基督教哲學」分會場。值待一提的是，二0

一八年六月北京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中世紀哲學大會暨

中國中世紀哲學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將教父哲學納入中

世紀哲學的開端階跤，是本專業領域學科建設的里程碑。

在學科發展方向上，正印證了王曉朝教授之前指出

的.中國學者要找準突破口做出自己特色的研究.應該拓

展自己的文化視野，注重翻譯經典，以便更多學者參與研

究，特別是要在此基礎上加強理論分析與綜合，令教父學

「為我所用 J 0 18我們現在認為，在已有著作質與量的基礎

上，不僅西方古代哲學與倫理思想，而且教父學領域也已

經進入範式與方法論的自覺反思階段。我們提倡跨文化視

間，王輯朝， (詛咒學研究的若干1i輯論問題) ，載陳村官誦， (宗教典文化(第四輯) ) , 

買 145-1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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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下的發生學的研究方法，鏡鑑源流，促進中國文化資源

的覺醒與開新。 19

三、教父學研究的時代性與跨文化性

正如「漢語神學」變成「漢語基督教研究 J '教父學

也逐漸變成了「教父學研究J (Patristic Studi臼) ，表明研

究範圍擴太和知識分工細化。且全球教父學與時俱進的發展

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幾個值得中國學界注意的學術趨勢。

1. r跨文化」的新反思

「教父J 是誰的「父J ?誰又是他們的「孩于J ?過

去通常說的決定誰是教父的四條標準(年代古老、生活聖

潔、教導正統、教會認可)受到了挑戰。 21教父並木是專屬

於西方文化或者歐洲文化。歐洲神學和教父學的傳統強勢

地位造成了一種刻被印象，似乎「教父J 只有拉丁教父和

希臘教父兩大範疇，其中西方有教會認定的四大聖師最具

權威，而東方也有對應的教父。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東西

方之分，讓許多人把教父學看作是西方學界專屬學問。然

而上個世紀教父學學界的最重要特徵之一是就是逐漸從這

些簡單的三分觀點擺脫出來。

破除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 r教父」不再是一

個教會指定的固定不變的列衰，其研究的人物範團正在擴

大。教父並不僅僅是今天歐洲的「教父j 。回到教父們的

19 陳趟車華、王鷗朝. (古希臘羅屆倫理且想傳統的現代轉化及駐乖) .輯 f中國社會科學〉

2018 年第 8 期，頁 68.88 • 
20 下面的學前動鹽如果祖有特別指明都是來自 Bitton-AshkeI個Y. De Bruyn & H咽，個

(e血)， p，甜甜cs StutJies in 的e T.棚。其舟'st Centu呼，以且由arles Kannengi圓間，﹒前往y

Y圓圓 ofP甜"岫九晶叫'ogica1 st咱也 50 (19間，阿 633-656 0 教咒範圓的攝腫、古代晚

期的規野、壓史時康的延長嘻嘻動聾的最單可臥凶此晶例 K血間也 p"可• "J"M 前l旬，
Blachi陶11 由現panion to Patr曲線3 個a1d間. MA: Wiley Blackwell, 201月。

21. J. Tixeront， A Hi:晶晶ookof Patrology (St. Louis: B. Herder book曲 .192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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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處境， I歐洲」這一地域文化的身份認同尚未成型，

而且他們也不可能預見到自身會成為現代歐洲文化或者成

為新謂「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J 的思想源頭。大部

分教父在地理上也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歐洲人J '例如

奧古斯丁其實來自非洲，更不用說亞歷山大學派的諸位神

學家。奧利金和特爾圖良在傳統上沒有「官方的」教父身

份，因為他們偏離了「正統J '但今天卻是教父學研究的

熱點人物。許多教父的著作並沒有原文抄本而是以各種語

言的譯本形式流傳下來，影響他們思想的同時代文獻也是

多種語言形式。「在東部小亞細亞，人們不僅使用希臘語，

而且也使用亞美尼亞語、敘利亞語、庫德語、格魯吉亞語

和阿拉伯語。」所以本領域所涉及的古代語言早就不止希

臘語和拉丁語，還有例如敘利亞譜、科普特語、亞美尼亞

語、格魯吉亞語、亞蘭語，阿拉伯語等等。且

對於今天的歐洲學者來說， I教父」仍然是西方文化

復興的精神寄託。坎嫩吉塞爾 (Charles K扭曲ngiesser) 在

總結了上世紀五0年歐洲教父學進展後說， I我期待西方

在後現代時代獲得重生。並且我相信在這樣一個重生的過

程中，教父學要發揮長久而積極的作用 J 23三十年後，仍有

代表學者總結說: I今天我們的教父們(鼠也ers) 既不是(單

純的)教會的父親也不是歐洲文化的父親，而是一個具有

複雜宗教互動和多元宗教身份的世界的母親和父親。我們

需要的是一個與教父們對話的關係，在這個關保中，我們

自己的身份認同也利益攸關。」且

22. c..叫11M曲曲&Th間dme De勘叮n，‘祖國duoti間L"， in Bi似m.A血kol血y， De Bruyn & 

-旭咽 (eds.)， Patr臼蚊3晶uJies j" 的<1\嘲抄舟，當C間蝕ry.時，斟

23. 拉撒吉塞爾薯，李樹罪釋. (靜宜矗究學的未來) ，頁 36 • 

24. Wallraff，“who胎 F.血ers?"， 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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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國家的學者而盲，教父學的現代文化意義肯

定與之有差異。那麼在跨文化立場上，中國的教父學研究

又該如何詮釋教父們作為「返本開新」的「本J ?教父學

是我們理解西方文化底蘊的必要途徑，然而我們的學術典

文化熱情卻不應該僅僅止步於此，否則只會陷入「亦步亦

趨」的育區。至少，如果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既然中西

方文化都將是現代全球化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教父

當然也是可以多元進路研究的屬於全人類的文化資源。

2. r壓史批判」的新方法

當歐洲的教父學走出認信神學的護教目的論，世俗大

學的研究者開始尋找能超越多種宗派並為其他學科接受的

研究原則與方法。筆者採用坎嫩吉塞爾的術詣，耨其為一

種「歷史批判 J (historica1 criticism) 的方法。對比之下，

他指出三十世紀囚0至八0年代美國的教父學研究依然有

具有很重的宗派認信的意識形態負擔，不夠開放、缺乏創

造性，特別是缺乏一個具體的神學議程。而歐洲在梵二會

議之後，歷史形態的神學在聖經科學、系統神學等1ï面取

得了勝利，使其走向多元進路，不再受新托馬斯主義的強

制約束。教父學也受益匪淺，得以具有更廣泛的人文基礎，

凝眾各方對傳統文化真實面貌的共識。 2'

歷史批判的方法首先體現在歐洲多個大型教父學文獻

編輯與翻譯計量詞。米涅(Jacques Paul Migne) 一百多年前

彙編的四百七十多卷本教父全集仍是不得不提的創舉，令

人們對教父著作集成有了新期待。但這個版本在學術質量

上頗受詬病，促使各國專業學者開始新的編撰計劃。例如

受觸目的法國「基督教原典」系列 (Sources Chrétiennes 

25 以上見K血且血6個風唔'iftyYe曲。.fp，曲曲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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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致力提供古代基督教文獻的學術批判版，既有校

勘學成果的原文文本，還有翻譯，實質性的導吉利豐富的

注疏。許多年輕的學者通過撰寫導言或者負責編輯等工

作，在古典學系或歷史系以之為基礎獲得博士學位。「基

督教原典」系列的成功激勵了歐洲策劃類似的項目。一九

四二至二0一八年，他們已經出版了接近六百種作品，覆

蓋希臘語、拉丁語和一些敘利亞語的作品，很早就決定收

錄那些所謂「異端」的重要神學家。亞歷山大的斐洛的作

品也被作為對照文本而收錄。他們也在利用文本數量的優

勢持續編輯早期基督教文獻中聖經文本引用的黨引。批判

版提供了更可靠的一手文獻來源，而且新版本替代舊版本

也屢見不鮮。歐洲好幾個國家都有這樣歷史悠久的項目，

例如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奧地利「拉丁教父著作集J (Corpus 

Scrip的ri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超過五十

年並已經結束的德國「公元最初幾個世紀的希臘語基督教

作家 J (Griechische Christliche Schrφsteller der ers甜n

Jahrhunderte [GCS]) 、接近五十年的英國「牛津早期基督

教文本J (OxfordE前Iy Christi祖 T扭扭)等。隨之而來的，

當然是大量各國語言版本的譯本層出不窮，而且新老交替

迅速。

3. r古代晚期」的軒說野

近三十年來，美國教父學的主流研究範式是布朗 (Peter

Brown) 等人開創的「古代晚期」歷史分期及相關方法。揖

古代晚期不是古代與中世紀的夾縫時期，不再是羅馬衰亡

的階段，而是具有獨特時代精神的整體，是在基督教化的

26. r古代啤期」的理論巴扭曲揖對許宰相關學科產生T國際性的聶哥﹒歐酬的教咒學很難

說已經撞撞→個範式統一了，但它在美圓的數咒學者國車則很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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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西方文化身份成型的關鍵期。布朗本身就是著名奧

吉斯丁研究專家，他的學術視里乎也正是從教父研究發展起

來的。該視野把早期基督教教會和教父神學置入羅馬多元

的宗教與哲學環境之中，注意不同宗教對彼此身份的認知

與區別，強調他們對於我們今天理解社會多元文化中的生

存具有情鑑意義。比如有學者指出，基督教宗教與異教「神

論」之事背後，其實是兩者分別在創造和守衛古代晚期的

社會文化的身份認同。 27

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是分析教父們「說了甚麼 J '那麼

上述這種視身要求解釋教父們「為甚麼這麼說J '揭露以

往被忽略的文本之外的複雜維度，例如羅馬人具體的宗教

生活細節、感受、態度等。回到當時的社會政治語境，基

督教只是古代晚期多元宗教的一種，其自身又具有多樣

性。因此，基督教在宗教競爭與融合過程中產生了緊張輿

論爭性的活動和表達方式，為的是在羅馬的公共生活空間

獲得話語權。相關研究要求使用相關歷史資料還原梧境(例

如古代歷史學家的記載) ，人的日常活動與聲音等非文本

的感官經驗也應該被納入考慮。教父學研究並非只是文本

的工作，因為理解他們在甚麼環境中以及為甚麼寫這些文

本也一樣重要。「作為尋求在三十一世紀推進教父學研究

的學者，我們要尋求傾聽的正是從諸多豐富世界而來的多

元聲音 (multiplicity ofvoices) 0 J 盟

以上並不是說美國教父學失去多樣性，實際上二十世

紀六0年代之後，隨著宗教學科的壯大，教父學研究規模

也在擴張。人類學模型、女，陸主義、福柯主義 (Fouca叫“m)

27. Mi包holl阻.d Nuffel間~ Mono的eism betwe甜 Pag，ω'IS and ChJ自由ns in Late An向uìty

(L間V血 P間脂s， 2010)

妞，斟上且 S圖阻 A且在rook_，可甜扭曲 Worlds"， in Bitton-AshkeI個y， De Bruyn & 

"'"扭曲扭is.)， Pat而前;s Studies 韌的e Th叫ty-first自帥ry，再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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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分析，古敘利亞研究、《新約〉研究、現代神學研

究的新挑戰，以及語言學轉向、社會科學方法轉向、物質

與文化研究轉向等等，都幫助產生了研究早期基督教文獻

和文化的新進路。 29

4. r跨學科」的新要求

在歐美，教父學都不是大學學科建制，基本不存在新

調「教父學系 J '學者們很可能是來自古典學系、歷史系、

宗教學系、文學系、文化系、藝術史系等;他們的時投可

能是古代晚期、拜占庭研究、早期基督教、科普特研究、

古敘利亞研究;他們的教席叫做「古代晚期宗教文學」、

「古代教會史」、「古代基督教史」、「古代基督教文學」、

「歷史神學」等。這些任職單位的設置很大程度上是各國

制度的產物，與研究本質無太大開係。 30教父學已經脫離了

宗教語境，並不與世俗或宗教的三分有必然聯擊。新調教

父學的學者，往往是出自學術興趣和自我身份認同，他們

雖然來自不同專業，但通過參與同行會議和協會活動而統

一在這個領域。

不同的學科背景、學術傳統、地域文化帶來了不同的

進路意識，在教父學研究是新常態。這種的情況被稱之為

「他者性J (other田間/alterity) .31從這個角度看，教父

所在的世界只是古代諸多世界的一個，甚至教父群體其實

是來自古代不同的世界。同樣的，浩園、德國、意大利、

英國等國家的學者，不同學科、不同語言、不同認信身份、

文化背景的學者，他們可以在教父學方法和興趣重點上主

29. HaIrison & De Bruyn.‘'lntt吋四世曲"; D回nÎs Trout, ''The State of Pa國祖cs in Ni位也
AI<目前吭 in Bit個n-Ashlrelony， De Bruyn & Harris阻 (00..). PaÞ包前':s Studies in 的e

110間ty-first C個帥y，凹的-106

呵。同上. WalliafI; ，啊h胡， F.也開1" •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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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者，彼此差異很大，但並沒有一個絕對的中心。既然

他們走到一起參與交流，就不可能是自掃門前雪，學科之

間的交流與交叉將比以往更加激烈。

坎嫩吉墨爾的下面這段話相信會引起專業學者的共

鳴: I教父學在其內在本質上是多元學科的( pluri

disciplinary) :同一位學者必須同時承擔起古典語言學家、

古典學家、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神學家、哲學家等等

角色。他或她必須學會如何編輯完成一個批判版文本或破

譯一塊墓碑上的銘文，更要學會如何透徹理解其下更幽深

的古代的虔誠靈魂或評估其寓意解經的作品。 J 32 

四、中國學術共岡體的事業

教父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並具有適應時代的生命力，

其載體乃是一個具有活力的學術共同體。在學科分工既趨

向細化又倡導跨學科合作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或者以某種

母語為學術語言的教父學學科建設必定是學術共同體的事

業，也是各個母語學術共同體參與到全球共同體開放交流

的事業。

世界各國的教父學學科發展史具有的共性，可以為中

國教父學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未來的健康成長提供寶貴的經

驗。本領域世界最大的學術團體是「國際教父學研究協會」

(Interna世onal Association of Patristic Studies [lAPS 1) 起源

於一九六三年的第四屆國際教父學研究會。會議選出了預

備理事會，由他們組織選舉出理事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和顧問會 (Council) ，並最終在一九六五年在法國黨邦正

式成立協會。截止二0一五年，他們擁有來自超過五十個

國家的逾八百七十名會員。協會每四年舉辦一次會議，五

32. K血旦回且，臼咕嚕i章~Ye曲。fPatr圖個"開 6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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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慶的會議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舉行，由該校的

基督教研究中心承辦。各國也有一些獨立的協會，彼此之

間有舍作關係但並無隸屬關係，例如北美教父學學會

(N。他American Pa個sti臼 Society) 和加拿大教父學學會

(C祖adi血 Society of Patristic Studies) 。盟國際教父學最大

規模的會議當屬牛津系列會議，由英國學者組織，每四年

舉辦一次，會後出版會議論文集，迄今超過五十年。

共同體的形成是一種自發的過程，但也有一些明顯的

支撐標誌。按發生順序來說，可以是這樣:首先要有本領

域的學術會議，從而同行之間有相互認識與交流的機會。

其次，定期的會議論文可以刊印成冊，形成學術期刊。然

後，通過會議的組織機構逐漸過渡產生學術協會的籌備。

最後，將學術交流形式、學術慣例、管理機構等固定下來，

形成正式的學術協會。支撐學術共同體持續進行學術創新

的條件還包括:大型的科研項目(除了成果外，還可以培

育學術團隊和人才傳承卜有分工和合作的諸多研究中心、

叢書和期刊的出版、定期的全體大會與木定期的分專業會

議、人員之間的學術交流、組織參加全球學術交流等。

在文獻研究層面，中國學者將會有更多機會因為創新

的方法或者團隊優勢參與原文編輯。一個有剩因素是中國

學生學習西方和中動古典語言的興趣和機會近年來陡增。

另外，教父學文獻的媒介與傳播技術有了飛快的進展。傳

播媒介的變革也往往會帶來知議結構的變革。三十年前坎

嫩吉塞爾就曾預言，古勝堡印刷機的時代將為電子時代取

代。但是他志得意滿的是微縮膠捲在歐洲大學的普及，不

可能想到如今連數據光盤都已經是上一代的產晶。現在通

往文獻寶庫的主流趨勢是基於互聯網的全文在線數據庫。

33. Harrison & De Bruyn. "In缸。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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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獻叢書都已經電子化並向世界開放，原始抄本的收

集和遠程協作編輯也絕非不可能。

在理論研究層面，隨著越來越多教父學新生代的加

入，教父人物的範圖將進一步擴大，特別是東方教會(特

別是與景教有闋的古敘利亞語部分)與東正教傳統將得到

更多研究;參與學科將進一步增加，來自非哲學系(或宗

教學專業)的語吉、文學、歷史、聖經學、社會學等師生

將令教父的文化形象更加立體，文獻的範疇將進一步豐

富，藝術史、考古學都能增益教父學研究，物質性的遺存

也攜帶著理解教父的歷史信息，從而改變教父學只有書桌

前文本研究的刻被印象，研究的進路將越來越多元與自

覺，國外新方法與新視實逐步被引進和消化，更多跨文化

與跨學科的理論創新將被提出。教父學是活看的學間，它

對現代的其他學科和文化更新的也有反哺之用。例如，教

父作為古代解經者肯定對今天的聖經闡釋有典範作用。在

神學上，例如坎嫩吉塞爾所說，教父學是對傳統徹底重新

聞釋的基礎，能幫助現代神學家對現代關鍵問題作出回

應，避免現代神學的狹窄視野和膚淺性。 34

但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教父學對現代中國的學術和

文化的價值，找準思想、轉化的切入點。教父學很難有一個

全球的範式或規劃，中國學者要參與同行交流則必須從自

身文化處境與生存體驗帶出獨特的成果。教父學因而可以

幫助我們構建文明傳統的對話，幫助我們從根源上、從發

生學上理解西方、理解宗教、理解信仰、理解文化，乃至

在他者之中理解自身。

總之，中國教父學已經具備了歷史性的存在，未來也

足以參與到國際教父學的共建，但它仍在不斷塑造自身，

34. jj(撒賣車冒著，李樹罪褲， (醉注數2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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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已經走了數百年的他國學界似乎還未真正成熟。我們

還沒有深入文獻學、校勘學和原始文獻整理的層次，尚未

規劃持續百年的個譯計劃，對希臘教父等東方傳統還沒深

入研究，尚未有獨特的中國風格的研究範式或方法，可持

續的人才培養中心還不足夠，一但是我們已經認識到這是

一個共同體的事業，有了前輩學人的積澱與後起之秀的發

揚，創新的機遇與變革的朝氣在我們這邊，中國教父學研

究必定能夠為中國人文學術的進步持續做出突出的貢獻。

關鍵詢:教父學中國教父學漢語基督教研究

奧吉斯了

作者電郵地址: ch血.yueh間@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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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yact 

Previously, Pa甘istics was c油田idered as a branch of 

C趾istia且Theology， or as a history of a且cient literatuTe 

suppl目nent， with apologetic purposes. But since 也e mid-20也

C祖tury， Patristics has moved from wi也.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Church to secular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甜 a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humanities study subject. Wi自

由is devel叩血血t 旭 m且d， modern Chinese Academia has now 

intro御自d 也，e su句ect of Patristics to 詢問rriculum， not from 

the need of the Church, but mainly 企om their need to expand 

their courses 詛 Medieval Philosophy, Christian Philosophy, or 

也.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也.e last twenty ye缸h

m祖y 回ninent schol帥， research proje呦， publication seri曲，

or annual confe時間e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s well as a 

great quantity of Chinese 甘anslations of Patristic Classics a且d

research monographs. In也e meanti血e，也e global study of 

Pa虹istics has also been evolving a且d new trends are e:血erg血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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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cross-cul個ral 間flection on ‘'who are 也e Fa也ES"，也e

use of historica1 criticism m晶。缸， large projects to translate 

critica1 editions, a horizon of “Late Antiquity", with 

pluri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and a consciousness of a1脂d旬，

Chinese Patristic scholars are absorbing or even using these 

new ideas. Thus wi曲也is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1 

Association of Patristic Studies (IAPS)，祖d 也e Academic 

Commu函ty of Chinese Pa出stic Studies wil1 continue to 

mature, establishing new p缸adigms 金。血 i個 cultura1 con阻xt，

祖d participa阻 deeper in the undertakings of literature 血d

interdisciplinary th曲，retica1 innovations. 

Keywords: Patristics; Patristics of Chinese Academia; 

S旭o-C趾is世祖 Studies; Au伊st旭e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