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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亞與道1

一一東正教與道教形上學範疇之會遍及分殊

景致.�峰

內蒙古大學哲學學脆副教授

一、東正教形上學之蒙菲亞

公元一0五四年基督宗教發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即以

拜古庭為中心的東正教與以羅馬為中心的天主教 (羅馬公

教)之相互絕罰和分道揚鏘，此後帝國、疆域、教義、典

籍、禮儀、語吉、民族種種文化要素的指向漸行漸遠。公

元一四五三年，隨著君士坦丁堡陷落和拜占庭東羅馬帝國

的覆滅，以及外教所迫，其帝國宗教之東正教也在原來核

心區域逐漸式徽，重心逐漸東移。其後，隨著沙皇俄國的

蹦起，東正教 在俄羅斯地區興旺發達起來。九八人年，基

輔羅斯受洗(Kpem:eHHe PYCH)後，東正教就成為羅斯的國

教，對其宗教意識、語言文宇、民族精神等產生深刻影響。

俄羅斯各民族原本是信仰太陽神等多神崇拜的，東正教傳

入伊始就與多神教傳統相互雜蝶，形成觀念上的混合主

義，其中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索菲亞崇拜，即將拜古庭東

正教中的索菲亞崇拜與古羅斯特有的女性傳統以及大地母

親崇拜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俄羅斯索菲亞觀念崇拜，有

都主教甚至認為，羅斯受洗就是索菲亞作為 神智慧的彌散

過程。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神聖索菲亞的肖像逐步形成了，

1. 本文為作者於三0一八年四至六月訪問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研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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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劍峰

黨菲亞成了一個天使的形象，面部和雙手都是紅色的，背

後兩個翅膀，身著王袍，頭頂王冠。2在舊時的教堂，索菲

亞乾脆就是一個身著女皇服飾的女神形象 。3基輔羅斯以及

其後的抄皇俄國，以索菲亞命名的教堂遍地開花。近代以

來， r雙頭鷹離開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展翅飛翔在俄羅斯

廣寰的草原上。君士坦丁堡聖蒙菲亞大堂圓頂上已倒落的

十字架又豎立在莫斯科聖母升天大堂上，它今後成為全部

正教基督徒的普世教會聖廷。J 4依據俄羅斯神學家們的考

辨，索菲亞(�。中個)5觀念是淵華夏於希臘教父傳統，中經

拜古庭文明，下達斯拉夫土壤的一脈思想主題，並雜蝶了

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喀巴拉派(Kabbalah)等神秘

主義的要素。在古希臘，索菲亞的本義就是智慧，也是哲

學的詞幹。在古希臘神話中，雅典娜女神仙也ena)就是

索菲亞智慧的化身，擁有著智慧、知識、工藝、純潔等意

蘊。羅馬神話中對應的是智慧女神就是密涅瓦(M姐erva)。
柏拉圖在《會飲篇} (砂mposium)襄還強調厄洛斯(Eros)

也是智慧(sophia) 。公元前三世紀左右，著名的《舊約聖

經》七十士子譯本中就用希臘文索菲亞(�o<þíα)對譯希伯

來文的霍赫馬(Hochemãh)，表意「智慧」 。基督宗教形

成過程中，也認同了這些觀點，並認為索菲亞是上帝的聖

2. li. B. I'p訂'opLeB凹， CoφUJI IIpeJllyðpocmb Eo:JlCl胡6 ðpe61均1)1CCKOÜ Jlumepamype u 
UC旬Jccm6e (MocKBa : lieJIL世I'opo，且，2006)

3. 徐鳳林， <家洛維約夫哲學>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7) ，頁2210
4. 葉夫多基莫夫著，楊德友諱， <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 

頁38。
5. 1:ocþ旭對應的英文是S叩bia'對應的俄文音譯是c。中凹，詞義為「智慧J '但是由於「智

慧」一詞在漢語中較為寬涯，即是在基督教語境中智慧也是有多重指向，所以本文一般
音譯為「索菲亞J 01:0申iα對應的俄文意擇是IIpe�耳po間，對應的英文是Wisd咽，
都是「智慧」之義。因為英文神學中有時候將希臘文中的ÀÓyoç (邏各斯)和voüç (努
斯)也意譯為Wisdom'且可以為了避免誤解，本文都將1:ocþíα譯為「索菲亞」或者「智
慧索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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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Wisdom ofGod) ， 創造宇宙萬物的工師，這在《篇

吉》等篇章中有明確表述:

在耶和華進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

我。從互古，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 {鐵言》

8:22-23) 6 

諾斯替主義對《麓吉》等《舊約》篇章裹的索菲亞創

世說進行了進一步的神化，編造出一個 普累羅麻神話譜

系，而索菲亞是天神普累羅麻神話譜系的最後一位女神移

湧，而這個最後移湧由於墮落而零落凡塵，卻成為真正意

義上的造物主。索菲亞觀念在東正教傳承過程中 與聖母崇

拜、聖靈崇拜和斯拉夫人的大地母親崇拜雜標起來，形成

一種獨特的崇拜樣式。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種

崇拜樣式才逐步給改造成一種神學宇宙諭一一俄羅斯索菲

亞學(coφHOJIOnrn) ，深刻影響了東正教神學的發展。索

菲 亞 學莫基人 是索羅維約夫 (Vladimir Sergeyevich 

Solovyov， 1853-19 00) ，而集大成者則 是布 爾 加 科 夫

(Sergei Nikolaevich Bulgakov， 1871-1944)。布爾加科夫明

確地指出「索菲亞學的核心問題是關於上帝和世界的關係

問題J ，7索菲亞是上帝的聖智慧， 是創造宇宙世界的隱而

不顯的 動力、原則和目的，在日常生活中，黨菲亞表徵為

經濟活動，而布爾加科夫在回答了索菲亞為何存在、何以

存在的同時，也回答了索菲亞與這個宇宙世界的關僚，勾

勒出「上帝 一索菲亞一宇宙世界J這樣一條明晰的線索，

索菲亞就復歸到諾斯替主義中造物主。在宇宙論上布爾加

6. 又參《鱗吉〉八章12、22-33飾。這襄是智能(索菲亞)的一大E!t呼召，其中的「我」

和「智能」在希臘文本就是l:o申(a(索菲亞)
7. C. H. EyJIT阻:OB，11叫ue句1Mb!徊。CKIIIl: Pecn而ß1n"" 1996)，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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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堅持認為索菲亞是上帝與世界的「不夜之光J '是上

帝之內的隱秘、、 陰柔的創世動力，甚至是第四位格

( qeTBëpTOe JIHIJ;O) 

二、道教形上學之道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或曰「中國的根抵全在道

教J 0 8據國內著名道教研究學者胡芋碟的總結，道教是以

道家和道學為基礎的，但又不同於這兩者的思想形態，而

是一種特殊的宗教形式，是以「道J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

國民眾文化特色的宗教:

所謂道教，是中國母系氏族社會自發的以女性生殖崇

拜為特徵的原始宗教在演變過程中，綜合進古老的巫史文

化、鬼神信仰、民俗傳統、各類方技術數，以道家黃老之

學為旗幟和理論文柱，囊括僑、道、 墨、醫、陰陽、神仙

諸家學說的修煉思想、功夫境界、信仰成分和倫理觀念，

在波世救人、長生成仙進而追求體道合真的總目標下神學

化、方術化為多層次的宗教體系。它是在漢代及以後特定

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從中華民族傳統

文化的母體中孕育和成熟的以「道j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

國民眾文化特色的宗教。9

中古以來，道教為與佛教事鋒，不斷完善其神仙體系

和內丹外丹之學，累累而成《道藏》 。然而不論道教其後

神仙體系如何複雜，修煉方式如何多樣，但思想的頂層設

8.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魯迅給許壽裳的信中說: I前曾言中國根抵全在道教，此說近

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J參見〈致許壽裳> '載《魯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第九卷，頁285。

9. 胡芋深， <道學過諭>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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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共性的，即以禮教形上學為宇宙論、世界觀和實鹿論

的淵竅。簡而言之，道教形上學以老莊思想為源頭的道教

中追求形而上存在本體的一種思想維度或者由此概括出的

理論形態。根讓台灣學者杜而未的考撞，理解老子之道應

該從月亮的盈虛來考察，陰歸本來就是月亮的暗與光，老

子對陰間的解讀應早於易傳系辭襄講陰陽視為日月的常

解，所以老于本質上就是一種「月神宗教J 0 10買賣焦於禮教

形上學之道，許多問題就迎刃而解，道是中華傳統文化中

一個至關重要的哲學範唔，既是頭頭性的理念原創，也是

串串透性的思想拓展。軸心時代的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異彩

紛呈各具特色，但是百家都認同「道」遣一概念，只是對

於禮之詮釋以及道之實鹿各有其途。依據張立文先生的歸

納，11 r道」之文字考禮的最早可追溯按西周青銅器的銘文

中。 《說文〉中，趟，所行道也。造就是人研走的道路，

或者說是直遁的道路。先秦典籍中， (易經〉、 《尚書〉、

《詩經〉、〈左傳〉、 《國語〉中都有過概念的文本表述，

後來隨著概念逐步由具象上升為抽象，道除了道路之藹，

還指歷程、規律、道理、言說以及人事的通達，並且嘗試

概念的分類，將道分為天道和人道，當然夫人相附，兩者

又密切相關。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都強

調道，只是各自側重點不一樣，相對而盲〈易傳〉和道家

更傾向於形而上意義上的抽象之道，而儒家等更傾向形而

下的人倫之道。在中國思想史上，遁的範疇開始與其他哲

學範疇交織在一起，互文解釋，例如迫與陰盼、太極、太

虛、無海、重玄、理、氣、心等等。而作為本土宗教的道

教，最終是立足道家觀念，雜韓陰歸家等諸于思想，演繹

10. 社而采， <老子的月神宗教> (台北:學生，局， 1978) 

11. 張立文績， <遁) (中國哲學.搏精粹叢書;北京:中國人民太學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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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立起了以道為核心的觀念原理、理論體系、修煉程序

和組織團體等。

綜上，道教之道有三層含義，一是作為人格神(或曰

造物主)之如元始天尊(或日太上老君)之道體;二是作

為長生成仙修煉之用的道術，三是作為宇宙形上學本原之

道理。當然，限於篇幅，這里不泛泛而論道家的神仙譜系

或內丹外丹的修煉等具體技術性問題，更多是集中《道德

經》等探討道教在普遍意義上的思想內涵，買主焦於道之範

疇的彤上學凝練。 如此說來，對遁的形上學詮釋也是對中

國文化的深層探求。

三、陰性智慧與明道若昧:索菲亞與道之智慧說會通

東正教與道教，東正教之「索菲亞」與道教之「道」

本乎兩種截然不同之宗教觀念，區別自不待言，然而在其

存在意義上竟有相似之處，略可會遍。索菲亞是何種存在?

前有贅述，然而實際上還是比較混亂。從語義學來講，兩

都有「智慧」的本然意蘊。 索菲亞這種智慧是上帝的聖智

慧。 而道教及道家的道也是一種大智慧，這種大智慧還是

指普遍的原則、道理和規律性，或者叫做一般規律和普世

價值，在此意義上，兩者是相適的。 同時，不論是索菲亞

還是道，更深層的意義都是一種陰柔的智慧，東正教之索

菲亞是不同於邏各斯的陰柔智慧，道教之道是講求「上善

若水」以退為進的大智慧，這也是不同於儒家、法家等的

一種處世哲學。

在基督教神學中，一般是將邏各斯視為上帝的聖智慧

的，那麼俄羅斯神學家抬高索菲亞為聖智慧的時帳，必然

會造成邏各斯與索菲亞的位置重疊，然而神學家們結合《舊

約》以及《聖經後典》以及諾斯替主義的典籍，將索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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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成不同於邏各斯的聖智慧。索洛維約夫在《俄羅斯與

普世教會> (POCCWl u BCeJle1tCKOJl I(epK06b)中，試圖將索

菲亞定格為上帝的智慧(IIpeMy耶OCTb nO)l(H.SI) ，但又與邏

各斯等範疇做出區分。一般情況下，他將智慧分為兩類:

一是作為神秘性智慧(MHCTHqeCKaJI MY耶OCTb)的意菲亞;

一 是 作 為概念 、邏輯性智能 (IIOIDITHHHO H JIOrHqeCKH 

oφOpMJIOHhl益P83YM) 的 邏 各斯。12顯然這 里 索 菲 亞 是

My耶OCTb(智慧)，而邏各斯是 p臼yM(理性)。在漢語語

境中理解這一區分，索菲亞作為前者，可以視為靈性的大

智慧 ，邏各斯作為後者，可以視為理性的邏輯思維。但是

索洛維約夫有時候又企圖用黨菲亞來囊括邏各斯，認為索

菲亞是神秘性智能和邏輯性智能的統一體。黨菲亞智慧與

邏各斯理性的區分是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家們的基本態度，

這一區分也與中國道家對大智慧與小聰明的區分相類似。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

德經:> '四十一章)

後人將《道德經》以來的 道家智慧總結為「大智若愚J ' 

這種處世方式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觀念。但是也要注意索

菲亞與 道在這里的區分，索菲亞是強調非理性，而 道是強

調非實用;索菲亞是東正教神學家針對天主教經院哲學的

宗教哲學化而提出的，道家和 道家之道是針對儒家、法家 、

墨家等諸于中的實用理性而提出的。在社會實踐層面，古

12. B. E. KeMep恤， C06p酬eUlIblÜφ叫OCOφCKmü臼06apb (MocKBa: AKað翩翩ec.刷4" npoeKm， 

2004)， p.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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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基督教和諾斯替主義是強調黨菲亞規則性， r智慧(索

菲亞)即是律法，這律法實際上也就是至高的聖約，由摩

西向我們頒佈，成為以色列人的傳家寶。這律法充滿著智

慧J 0 (<便西拉智訓》二十四章鈞、25節)相對而言，

道家思想是強調非規則性， r法令滋彰，盜賦多有J '到

了後期的黃老之遁的政治哲學也強調無規則下的有規則，

即休養生息而至民富國強。

總體而言，索菲亞和道都是一種陰柔的智慧，這種智

慧神秘、含蓄、內斂，但又飽含力量，既是創造宇宙萬物

的不竭源泉，又是普遍規律和普世價值。所以有學者也指

出， r道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是一位偉大的母親。陰性的成

分統一調和道家觀點的多面性。如果我們認為道家思想是

中國人形上學思想的表現(儒家思想是中國人倫理生活的

表現)，那麼道家思想造成中國文化為一個陰性的文化，

並決定其特有的優點和缺點的根源。J 13 

四、神之神性與「象帝之先J :索菲亞與道之本原論會通

智慧之索菲亞與造反映了人類進入軸心文明時代以來

理性精神的覺醒，人類開始超越於具體的自然物，而追尋

抽象的普遍規律和普世價值。同時，這種普世規律的崇高

地位首先 就是彰顯在宇宙論中，要讓普遍規律高於自然

神，是真正的萬物之先，甚至就是上帝之先。在這一點上，

索菲亞典禮具有相遇之處。

從邏輯的先驗性來講，索菲亞是神之神性，道乃象帝

之先，兩者都是先於萬物，甚至先於具象天神的最深邊最

本根的存在(existence)和實體(substance )。在東正教內

13. 陳張婉莘， (追求道家形上學的中心思想 希臘形上學和道家形上學的比較> '載《道

家文化研究(第四輯)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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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弗洛連斯基和布爾加科夫等人在抬高索菲亞地位時也

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排索菲亞這個角色。一開始他

們傾向將索菲亞定義為第四位格，但是這個顯然與基督教

三一論不符， 所以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莫斯科教會內

部還因為索菲亞這種諾斯替主義的傾向而對布爾加科夫口

誅筆伐。布爾加科夫在回信中，堅持索菲亞是具有位格的

特徵，但不是位格，而是一種本質。布爾加科夫其實是在

修正其索菲亞觀，開始從諾斯替主義轉向德國神秘主義 ，

借用伯麥(Jakob Böhme)的「深淵J (Urgund)和艾克哈

特大師(Meister Eckhart)的「神性J (Godhead)來重新

解釋黨菲亞 ， 認為黨菲亞是神的本質或者說是元神(神

性)。 在早期，布爾加科夫習慣於將意菲亞與聖子等位格

(即oCTaCb)概念放在一起比較，而後期則將索菲亞與元

神(J)O:>KeCTBO)範疇景密相隨。14

元神是神中的神性世界，神是永生的，並且神具有自己

獨特的生命，而這個生命的源泉就在神性的本性中或在「神

的深淵」中。15

布爾加科夫認為所謂「神性世界J '即「元神的世界J

就是索菲亞，相對於上帝來說，元神是神的本質(YCIDI)， 16 

14. 俄語中EOlKec咽。是由EOlK (啞-是-r-的弱化)加ec四0' -eCTBO是一些動詞或者形容詞
名詞化後常用的詞尾，一般意在強化前面的詞根，表示詞根的抽象意義和普遍意義。
卸車間咽。可以翻譯為神的本質、本性，但實際上EOlKe盯回譯為本質的神、本性的神更
為準確些，因為EOlKeCTBO往往是作為實體運用的，而不是作為屬性運用的。Eo耳目施。
其實是神的本性和本性的神的統一體。Eo'間田間對應的是希臘文的8e釘隅，英文的

Godh臨d;Eor對應的是希臘文中的8e俏，英文中的Godo同樣，英文的Godhead是
God加 head的組詞方式，而- h開d是頭、首的意思，這樣Godhead就是神之首、神之

頭，意指神中最高端、最本原的那部分。
15. C.H.Eym宙間IB，A甜甜Eo，揖:uü。在田間缸06I11e.耳聞rYIIHLIi區IIp祖OCJIaBHhri區YH-T， 2000)， p. 132. 
16. YCHlI是古希臘文的。由伽的音譯，oùaía俄文意譯是cy6叮阻耶曲(suhstance)，該詞中

文譯法有:實體、本體、本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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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是神之神性，最終索菲亞就是上帝。17布爾加科夫指

出，索菲亞與元神是同體同質的，之所以同體同質是因為

索菲亞具有與元神同樣的實在性 (pearrbHOCTb)和真實性

(rro月JIHHHOCTb)。那麼在實在性意義上，元神、神和索菲

亞都是本體同一的。黨菲亞作為元神是一定範圍內的實在

(ens realissimum) ，是本質(YCIDI)，就是一切統一，是

生命的源泉，是能動自然(Natura naturans) ，是世界精神

(MHpOBaJI月yrna) ，當然 最 根本的還是上帝的聖智慧

(IIpeMy月pOCTb lio)l<He益)

與東正教抬高索菲亞的地位，強調索菲亞的優先性和本

質性相比較，道教之道作為本體論意義上也是絕對先在的，

而這種不可名狀的、不可吉說的道不僅僅是萬有之先，甚至

是天帝之先的根本存在，是創生宇宙的發動機，正所謂「道

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J (<道德經) ，五十一章)

進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 <.道德經) ，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 ( <.道德經) ，二十五章)

與《道德經》相類似，<莊子) (<南華經) )對於

遁的先天特質也有深刻的描述，並將道視為一種「本根J

的「太極之先J '是「先天地生」的終極存在:

17. liyJIT祖oB，Am叫Bo:JK:UU (MocKBa: 06I11eil間可Illi曲IIpaBOCJIaBI晶晶YH叫2000)，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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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再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

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 <.南華經 ﹒ 大宗師) ) 

中國古代有深厚的天帝崇拜傳統，結合近世甲骨學的

貢獻 ，可以判斷天帝崇拜古已有之。學界一般認為「帝」

的崇拜主要在殷商時期， r天」的崇拜在周秦時期，後來

兩者逐漸合流，形成了「天帝」崇拜，這種「天帝J神的

崇拜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神崇拜的早期形態。一般認為「帝J

的崇拜更早， r帝」本為「蒂J '是生瘟崇拜的一種。18天

帝崇拜本質上屬於自然神崇拜，那麼老子這裹的「道」就

是自然神之前抽象性原則。這個道是「淵J '這與索菲亞

是深淵(Urgund)的意義相近。這個道是「萬物之宗J

是宇宙萬物的本原('Ev ãpχη)。然而，象帝之先的道作為

規律性和原則性的抽象存在凌駕於天帝自然神崇拜之上，

這也說明理性意識的覺醒，而索菲亞解讀為神的本質和神

性、元神，也是抽象的普遍規律超越於其象神。在道教之

道的抽象構建後，道教系統也對先天之道進行了具象的神

話構建，例如，陶弘景等就編制出來一個「元始天尊」

認為他「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神虛擬遠，莫知其

極J 0 19這樣就由道又變成神了。 《老子想爾注》也有類似

的邏輯， r一者，道也。...... 一散形為氣，眾形為 太上老

君J ，2。這個老君就原始的神。也有認為，太上老君之道是

在三清之前的。根據紛雜的道教文獻，大致可以概括出來，

18. 參見李杜， <中西哲學思想中的天道與上帝)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 ，頁

10-14。

19. 魏徵等， <情書﹒經籍志四> (北京:中華書局，1973) ，頁1091。

20. <老子想爾注>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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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萬物之宗的「象帝之先J '但是「象帝之先」是不好

描述和名狀的， I惚兮恍兮，恍兮惚兮J '所以道家里反

反復復地將這個「象帝之先」的道轉換成其他術語，認為

道是「混元J '是「太無J '是「太清J '是「太初J

是「太素」等等。21在《馬王堆漢墓吊書》中，這個太初也

被稱為「但無之初J '並有「但無之初，迴(洞)同太虛，

虛同為一，但一而止J ，22而此「但無之初」就是作為本原

的道。

概而言之，索菲亞與道作為 宇宙之源和萬物之宗就是

太初，這個太初不論是基督教聖經，還是中國古代道家典

籍中都是相遁的。元神(神之本質)之黨菲亞和「象帝之

先」的道，兩者在宇宙論上具體有六點相遁的意蘊:第一，

在質料上是基礎(Urstoff;OCHOBaHlle) ;第二，在邏輯上

是先在的原則('Ev aPXTJ ; P血ciple; IIpHHIJ;HII) ;第三，

在時間上是開端(In the beginning ; Haq阻0);第四，在形

態上是混沌(Xáos; Chaos ;ι間TaaKEuaσT仿) ;第五，

在內涵上是作為非存在的無。第六，從生成意義上講都是

「玄之又玄」的「扁豆妙之門」。那麼，從作為先在的宇宙

精神和原則實存來講，那麼索菲亞與道是道體;作為「眾

妙之門J生成萬物來講，這就是索菲亞與遁的道用。

五、太初無定與有生於無:索菲亞與道之生成論會通

從生成論的維度觀之，索菲亞和道一方面是立足先天

本原而後無中生有創生宇宙，另一方面在宇宙生生不息中

順從或彰顯出自然律(自然法則) 。基督教神學界一般公

認的創世宇宙論是「上帝是從虛無創造世界的J (EÇ OUK 

21. 參見葛兆光， <道教與中國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頁47-48。

2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 <馬王堆漢墓吊書(壹) >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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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t(l)V) ，認為世界創造於無或者世界的太初是虛無，這其

實已經是一個希臘化的希伯來主題，或者說是哲學化的神

學命題。經院哲學及其後，艾克哈特是從元神(G。他eit， 

EO:>KeCTBO)的角度觀照虛無，而伯麥是從深淵(Urgund)

的角度比對虛無的。布爾加科夫在闡釋索菲亞創造宇宙這

一命題是也無法迴避太初之虛無，要為「無中生有」找到

合理的邏輯解釋。在《不夜之光> (C6em He6ettepHUU)中，

布爾加科夫綜合了艾克哈特和伯麥的太初理論，認為伯麥

的虛無觀是遞進式的:無(HHqTO)一一上帝一一世界;而

艾克哈特的虛無觀是包涵式的:無(HHqTO):上帝一一世

界。23布爾加科夫的虛無的位置是在上帝和世界之間，而沒

有像伯麥和艾克哈特走得那麼遙遠， r在上帝和世界之間、

絕對者與相對者之間橫互著虛無J ， 24這是「上帝
一一虛

無一一世界j的結構。但是這種虛無能否理解為絕對的空

無?在布爾加科夫指出， r巴門尼德(Parmenides)讓我們

明白，有的只是存在(6hITHe)，非存在完全不會有J 025不

存在絕對意義上的虛無，也沒有超存在的虛無。布爾加科

夫強化 了 一 個對 存 在 不 完 全 否 定 的概念 一一 無 定

(H凹TO)，他認為創世的那個無不是絕對的空無(rrYCTO)， 

而是無定一一一種既無也 有、既存在也非存在的存在。這

樣， 他把無分為虛無(HHqTO)和無定(Heqro) 026為了

區分兩種否定性存在，即兩種無，布爾加科夫甚至形象地

將虛無比喻為不孕不育，而將無定比喻為懷胎蛙振。這樣

23. C.H. EyJTI'扭曲，C6emH闊的epHUÜ (MocKBa: Pecny6J田間， 1994)， p. 146. 

24. 同上，頁160。

25. 同上，頁162。

26. 在古希臘文中有兩種否定意義的副詞﹒où和阱，對應的俄文是血和曲。ω指絕對的

否定，即一種事實的否定;附表示相對否定，即一種假設的否定。相應地，晶晶v

(yxOH\I圓明0)表示絕對否定的存在，意指虛無;州ÕV (MeHoH\He'ITO)表示相對否定

的存在，意指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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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無定其實是一種生成了 的變化。在布爾加科夫看

來，生成27是一種潛在的創造性的存在與非存在的綜合， 而

存 在一非 存 在在此意義上可以理解為 無 定 性 的

(MeOHaJIbHaJI )第一物質(materia prima) ，這襄包括了受

造物存在的完滿和 萬物之根。同樣，這種無定 就是索菲亞 ，

這是世界真正的造物主和工師，是世界靈魂(M叩OBaJI

耶rna) ，通過隱德萊希(Entelechy/3HTerrexlUr)將智慧的

能量播撒宇宙世界，由潛能變 成實在 ，使得一切統一 形成

既多樣又有票和性 (C060pHOCTb) 的方式，如此宇宙世界

以及萬物才有了其索菲亞性。 而整個宇宙生成過程就是一

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是一個意菲亞化(COφHHHO)的過程，

也是一個有序化和美化的過程。

與東正教索菲亞作為無定而創生萬物相類似，道教的

遁的演化的發端也是無是萬物之母，其動力機理是「反者

道之動」的相反相成 ，其過程則表現為無中生有 ，其規律

性則顯示為「道法自然」。當然 ，道家和道教的無中生有

的形上學體系也 有一個不斷精緻化過程。首先《道德經》

對這個過程有了基調式描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一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四十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四十二章)

27. I生成」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中就是指τÓ"flyvÓμεv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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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間端和起始因為其狀態的恍惚和不妙描述 ，所

以道家往往將這一階度名之為「無J '老莊如此，後世也

如此解讀，例如郭象在《則陽注》也說「至道者乃至無 也」。

在後世理學家詮釋太極與無極辯證統一的關係時就指出 ，

這個道本是就是有與無的統一， I有無合一之謂道J 028 <道

德經》以及其後的道家或者道教經典將道 、 無 、 氣視為同

構 ，無是天地萬物之先的隱性而混袖狀態 ，道是生成天地

萬物的輝、動力和機制，而氣是天地萬物的生成開始進入一

種顯性狀態。其中，氣在許多道教經典裹的異體字常用寫

法是:焉。例如《關尹于》襄對宇宙起源和創生就表述為:

「以一系生萬物J (<文始真經) ，六匕篇) 。當然，與

道、無、氣同構同義的還有「太一」、 「太虛」、「為(氣) J 

等概念。後期的道教理論家進一步演化出這些概念之見的

邏輯關係，為了結合修煉方便，這些本原性概念結合陰陽

學說、五行學說、 四時學說、 周易學說等 ，雜蝶創立了道

教獨特的宇宙生成論 ，並以周敦頤《太極圖說》的表述為

典範: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j棋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28. 陳榮捷， <近思錄詳注集古平) (台北.學生書局，1992) ，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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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宇宙生成論的維度看，東正教太初無定與道家無中

生有都是一個從混沌的虛無狀態演化出紛繁的眾生狀態的

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就是無，這個過程的重點是宇

宙萬物，但是這個過程的中介兩者還是有所區別。需要注

意的是，這個作為宇宙開端的無定或者無，本身並不能理

解為甚麼也沒有，而實際上只是一種潛能狀態，這個潛能

看似無，實則有。這個宇宙終極潛能狀態包涵著所有奧秘

和力量，但是又是人類語吉難以描述和摹狀的。需要說明

的是，東正教之索菲亞與道教之道作為宇宙論的發端，是

創造萬物的本原、太初和「世界精神J '這個過程也是自

然的生成過程，但是索菲亞之自然觀還是傳統基督教的創

世論自然，是能動自然(Natura naturans)創造被造自然

(Natura naturata)的過程，而這個無中生有是一個潛能到

現實的過程;而道家之道則是依靠反者道之動而彰顯出一

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前者是他組織後者是自組織。

六、永恆女性與玄牠之門:索菲亞與道之審美觀會通

東正教索菲亞與道家之道皆為陰柔之智慧，同時在本

源比附上詮釋為母性、母親和母體之類，如此在審美意向

上具有鮮明的女性主義傾向。

在希臘文中函中她是陰性名詞，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智

慧索菲亞對應的是雅典娜女神，並認為只有處女的才配享

有智慧。《舊約》以及《聖經後典》中索菲亞也基本女性

化了，在諾斯替宗教中乾脆認為索菲亞就是一個普累羅麻

神譜中的一位移湧，一位女神，並且有對索菲亞是永恆女

性的讚美。中世紀的拜占庭以及後來的受洗後的基輔羅斯

等地信徒乾脆將索菲亞描繪成頭頂王冠，身按皇袍，肋生

兩翼的天使女神。到了近代，神秘主義者伯麥曾認為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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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是「永恆的上帝室女J 029伯麥的這一思想也影響了德國

思想界，其中德國文學巨匠歌德在其鴻篇巨著《浮士德》

中所描繪的大結局就是浮士德靈魂得教後對永恆女性的歌

頌。30歌德認為，永恆女性就是處女、聖母馬利亞、女神 、

天后的內在統一，象徵著寬恕、慈悲和愛，能接引人達到

神甜的境界。東正教的許多大教堂是獻給黨菲亞的，君士

坦丁堡、諾夫哥德羅、基輔等地都有聖索菲亞大教堂。此

外，索菲亞理念還滲透到東正教的繪畫藝術、文學作品中，

成為不同於聖母崇拜的另一種女性崇拜，虔誠信仰東正教

的俄羅斯人更是把索菲亞當作保護神，並與大地母親崇拜

結合起來。十六至十七世紀，俄羅斯東正教的繪畫中有時

候把黨菲亞描繪成苦難的女聖徒，這個女聖徒往往是坐在

寶座上，或者是在 「基督下十字架」和「棺木旁拿聖泊的

婦女們」中，她們神情凝重，身體被拉長，服飾簡單，在

造型上與聖母如出 一轍。31俄羅斯東正教傳統認為，崇拜耶

穌基督只是認同一種必然性的命運(Cy.n;b6a) ，而聖母或

者聖女崇拜才有自己的個性和自由。索羅維約夫認為，索

菲亞就是永恆女性(BeqmUl )l{eHcTBeHHOCTb) ，這種永恆

女性是萬有一統的根據，也是上帝的永恆女性氣質。索羅

維約夫堅信現實世界中有這個永恆女性的實體存在，有時

這個索菲亞乾脆就是一個女神或者美麗俏佳人，而且他還

記載了與永恆女性蒙菲亞 相遇的「三吹幽會」 。在這樣 神

妙的詩篇中，索羅維約夫曾這樣詩意地描繪永恆女性索菲

亞。布爾加科夫指出，相對聖子邏各斯而吉，聖靈、聖母、

29. 金亞娜， <俄僑哲學家的索菲亞學說> '載〈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二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頁266-283 : 280。

30. 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恆女性J形象還激發了我圍著名詩人郭沫若的《女神) (1921 

年)的寫作。

31. 曹悅， <俄羅斯東正教繪晝) (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 ，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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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索菲亞都具有永恆女性的特質，在其相應的語境下

都可稱為「新娘J (HeBeCTa) ，而這種永恆女性的共同性

就在於這是一種女性位格。布爾加科夫認為， r世界的奧

妙在女性中，在女性太初之中J，32索菲亞的永恆女性氣質

不僅體現在創生宇宙以及與眾位格的關保上，還在於索菲

亞本身就是美的，而跨越宇宙論的救贖論觀之，黨菲亞之

美是要拯救世界的(MHp crracëT叩aCOTa) 0 33 

反觀道教，女性主義色膠亦為濃豔。按照中國傳統文

化中天人相副的觀念，產生宇宙的道與生育赤子的母親就

有了很好的對應，在審美上將道視為「谷神」、「玄牠」

「天下母」、 「雌」等女性主義特質的意向。

谷神不死，是謂玄北，玄牠之門，是謂天地板。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 <:道德經> '六章)

天門開閣，能無雌乎? (<:道德經> '十章)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 <:道德經> '十六章)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回道，強為之名曰大。 ( <:道德經> ' 

二十五章)

道家和道教的「谷神」、「玄化」、「天地根」 、「天

下母J這些詞語仍然是遠古女性生殖崇拜的遺風，有些學

32. liyJITaK凹， CøemH闊的epHUÜ (M.: Pecrry缸阻丸1994)， p. 187. 

33. í美拯救世界」是陀恩妥耶夫斯基一個重要的思想命題，語出其著〈白癡> '是借伊波
利特之口說出了主人公梅什金的人生觀是「美拯救世界」。參見陀恩妥耶夫斯基著，威
f中倫諱， <自癡> (南京:譯林出版社，1994) ，頁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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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過對「道」宇銘文的考察，認為「道」就是嬰見分挽

的象形，而「母」本身就是懷孕母親的象彤。也有馮友蘭、

郭沫若、蕭兵等多位研究者認為「谷神」、「玄化」就是

指女陰。34道家和道教常以女性肉體生命的生瘟能力來類比

道創生宇宙的過程，以于于碌碌無窮置也來意象萬物生長

之生生不息。當然，也有學者指出，遁的母親形象和女性

特徵更多不是在「物J '而是在「狀J 0 35那麼與此同時，

道家更多地是將道與水的意象等有所呼應，並演化出道之

貴柔守雌崇靜的陰柔之美:

上善若水 ， 水善剝萬物而不爭 。 處眾人之所惡 ， 故幾於

道 。 ( <:道德經) ， 八章)

知其雄 ， 守其雌 ，為天下藉 。 ( <:道德經) ，二 十八章)

大國者下流 ， 天下之交 ， 天下之忱 。 枕常以靜勝牡 ， 以

靜為下 。 ( <:道德經) ， 六十 一章)

由女陰或女性之美抽象引申出來的貴柔守雌崇靜，當

然《道德經》以及道教其他著作中常常把道、女性和水的

意象結合起來，這樣昕彰顯的就是一種水德。理解水德，

可以理解為孕育生命的羊水，可以理解為自然界的深谷之

溪水，也可以理解為創生宇宙的大道之水。這種水在特徵

上有平靜、溫柔、連綿不斷，但目的意義上卻能水滴石穿

34. 參見爾兵，(í谷神」與「水J的母題一一《老子》與〈楚辭〉的比較神話學研究之一> ' 

載($陰師範學曉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8 8年第4期，頁45 -5 5 ;石雙華， <女

性之「道」與陰陽一一從生殖崇拜淺析老子哲學的女性氣質> '載《理論界} 2014年

第4期，頁106-109 ;吳秋紅， < í道」和女性生道崇拜 淺談老子「道J 的哲學美

學思想淵源> '載《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2007年第3期，頁82-鈞。

35. 柯鶴立， < r母」與「道」的具象> '載〈管子學刊} 2015年第1期，頁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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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靜勝牡J '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事。這樣一種水

德智慧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核，也逐漸成為中國

人安身立命的生存哲學。

東正教之索菲亞與道教之道本質上都是陰性智慧，在

審美意義上都有美的追求，彰顯出濃郁的美學特質，索菲

亞創造宇宙所真正追求的是美的、有序的智慧性的宇宙，

道衍生 世間萬物的過程亦如水般溫柔綿長清澈無礙。但

是，進一步推敲，就會發現此美非彼美也，索菲亞之美在

傳統神學中勢必造成與邏各斯以及整個基督教一神論的內

在張力而走向極端化，道教之陰柔卻能時時刻刻不忘卻負

陰而抱陽，陰道在與陽遁的博算中走向一種新的陰陽 中和。

七、樟論性與中和性:索菲亞與道之方法論分殊

東正教之索菲亞與道教之道都屬於陰性智慧，但是這

種陰性智慧必然要面對對立面的陽性智慧相協調，這就涉

及實踐諭層面。東正教之索菲亞與對立的他者的關係是混

亂而兩極化的，而道教之道面對陰陽 兩極卻能夠走向中和。

東正教索菲亞作為上帝聖智慧是代表永恆女 性的太

初，是獨特的世界精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但是這樣崇高

的地位勢必與傳統的三一論上帝觀要造成內在的衝突與撕

裂，尤其是俄羅斯神學家在彤上學詮釋中如何給索菲亞留

存位置，這是相當困難的。如果將索菲亞視為一種特殊的

位格，三一上帝勢必又增加了一個位格，確實弗洛連斯基

以及布爾加科夫早期都是這樣描述索菲亞的，將索菲亞當

作聖女，與基督邏各斯相對而生，認為索菲亞在上帝之中，

是世界的神創原則，也是世界的目的，為了便於理解，他

把索菲亞定格為聖父的女兒或者聖子的妻子。這個索菲亞

位格論不但危及三一論，而且本身有鮮明的諾斯替主義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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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在諾斯替主義看來， 黨菲亞是混沌之初創立宇宙的，

但是索菲亞本身又是很難吉說清楚的， 並且往往是兩種性

狀兼而有之。聖女與貞女、他生與自生、新娘與新郎等對

立雙方的矛盾複合並濃縮於索菲亞一身， 索菲亞這種荒謬

而悸論的性狀呈現，準確地說，黨菲亞並不只是女性特質，

而是雙性特質， 一種悸論性的存在。

東正教對於索菲亞陰 性智慧想要突破邏各斯中心主義

的陽性智慧的西方基督教傳統而導致一種進退失據， 兩極

之間遊走。與此相比，道教面對陰陽兩極卻能充分調和「負

陰而抱陽J '最終達到一種中和的結果。 中國傳統文化的

主要源頭是軸心時代的百家爭鳴，而核心是儒道兩家。 傳

統看法，儒家與 道家是分別大於共識，但是近來的研究越

來越發現儒道同源互補的特徵， 36尤其是在形上學意義上

《周易》、《道德經》與《中庸》對於大遁的思想、主旨可

謂是志趣相投，儒道之分更多的是實踐論層面的差異，而

在緣起和最終目標上兩者是可以相遁的。其實即使在政治

哲學方面， 道家的無為而治最終還是要治理的，而不是非

治理結構， 只是治理的手設和邏輯上與儒家有區別。所以

二者的差異是道之用，而不是道之體。尤其是道家和道教

對陰陽學說 的吸收、轉化和推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先

期道家形上學主要吸收陰陽和周易哲學，演化出陰陽互動

「負陰而抱陽J的宇宙論體系，後期道教歷代大師則不斷

完善陰陽互補、水火相濟、坎離相生，龍虎交購的外丹及

內丹修煉的實踐論體系， 這個宗教修煉和指導思想就

是一一和。

36. 參見李景明、唐明貴， <儒道比較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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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手口。 ( <:道德經) ，四十

二章)

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 <:太平經) ， 

和三氣與帝王法)

胡芋深對照吊書《老子》等數種版本，考證後指出， I、沖

氣以 為和」的 「神」應為「中J '道學中的中和之德的表述

比比皆是，如「多聞數窮，不如守中J (<道德經> '五章)

「 道、沖(中)而用之或不盈J ( <道德經> '四章) ， <莊

子》襄也經常講「環中」 、 「中和」 、 「中德」等。37

總體而吉，道家這一中和思想與儒家的中庸是相遁的 ，

中和就是類於氣的 不偏不倚，陰陽互動，取乎中道，而這正

是東正教索菲亞悼論性存在與兩極化實踐的缺憾所在。

八、上帝之愛與修造成仙:索菲亞與道之超越論分殊

東正教之 索菲亞與道教之遁的分殊不僅表現在方法論

上，還表現在超越論上。索菲亞崇拜作為基督教上帝崇拜

的重要內容之一根底上還 是一種依靠教贖的外在超越，當

然這襄主要是依靠上帝的愛並傳遞上帝的愛，聖智慧轉化

成愛的光芒。道教中對道之實踐和體用，最終轉為非常技

術性的修道煉丹，最終才能升騰飛仙。

在《不夜之光》中，布爾加科夫指出了索菲亞是介乎

上帝與世界 之間的 存在或者綿延，在索菲亞的作用下，世

界 是被創造，世界也就有可能獲得索菲亞性，索菲亞的本

質和動力都是自由的愛。布爾加科夫所認為的 上帝之愛是

完滿的，可以自由地流溢向世界，但先是流溢到了索菲亞，

37.參見胡芋諜， {道學過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頁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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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通過索菲亞流向了世界萬物，甚至非存在，並且將非

存在的生命照亮，這是上帝愛的恩典。同時，上帝之外非

存在的生命的覺醒和喜樂，也確證了上帝的完滿之愛，而

這一切的完成，必不可少的是以索菲亞為中介。既然索菲

亞在上帝愛世界過程中穿針引線，那麼這個過程就不是簡

單的上帝愛世界，而是變得非常複雜。索菲亞也不是簡單

的實體，而是過程化為愛的綿延。

聖三位一體的生命是一種永恆的活動，即神性之愛中位格

的自我奉獻和自我消耗。同樣，聖索菲亞將自己奉獻給神性之

愛，並且得到了神性之愛的恩典，得到了神性秘密的放示。..

利用神性之愛的自我奉獻，索菲亞在自身中孕育一切。38

在布爾加科夫指出，索菲亞作為上帝之愛的流溫最終

是要讓人類受到智慧之光，也接收到愛。如此，人獲得了

上帝愛，具有了索菲亞性，最終才能得以救贖。索菲亞作

為上帝與宇宙乃至人的中介，也是智慧和愛的傳導，把上

帝的智慧和愛傳導給人並拯數人。由於索菲亞的智慧之愛

所具有的美學特質，那麼這種愛的救贖往往也是美的教贖

(Ml直p CrraCëT KpaCOTa) 

與東正教這種外在超越相比較，道教之遁的修煉和躍

升更多的是依靠修行者自身的磨繭，通過外丹或內丹的修

煉達到化羽成仙的超越境界。一方面，信道之人尊崇道家

的無為哲學，保持自身安靜恬淡清淨虛明、無思無慮的狀

態，以其能養氣守神。"另一方面，道教修煉者理論上以道

家哲學為指導，而實踐中則儘量多地雜蝶，如古代巫術、

38. liynr扭曲， C8emHe81四ep"uü， (M.: P自rry6mmll， 1994)， p. 187 
39. 葛兆光， <道教與中國文化) ，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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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武術、中醫藥以及佛教的禪修等.40最終到了明清之際

已經演化出一套體系完整的修煉功法。後來，內丹學逐漸

成為主流，黃白術之外丹變成了補充，雙修丹法日漸成熟，

希望最終實現脫胎換骨、長生不死或者飛升天界。

綜上，東正教蒙菲亞之愛的播撒人間，本質上是一種

外在超越，這與基督宗教其他流派是一致的。道教之遁的

修煉，不論是精神狀態上保持無私無欲，還是實踐層面的

外丹和內丹修煉，最終要「築基煉己，煉精化為，煉昂化

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 。只有身心都合於大道，才能

最終實現飛仙升騰甚至長生不老的超越境界。當然，需要

指出的是，東正教也是非常強調靈修的宗教，在靈修過程

中也很重視「虛己J {kenosis}默想等環節，這與道教修

煉者講求清靜虛明是相遁的，就像將碗清空排除先見

{vision}然後才能接受新生命。41但是最根本還是要依靠

上帝之愛來獲得拯赦，這種上帝之愛就是索菲亞智慧，人

之外的絕對實體。

關鍵詢:索菲亞 道 永恆女性 象帝之先 玄牠

作者電部地址: jjfeng@imu.edu.cn 

40. 可以挨個角度理解，道教的修煉思想也指導了武術中醫藥等，李約瑟(J，田ephNe叫ham)

就曾指出道士等煉丹家是最早的化學家，而實際上著名真人都是很優秀的醫生。
41. 貝扶理， <碗的默想一一 《道德經〉與東方基督教之虛已基督論> '載劉小楓編， <迫

與育一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頁42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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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phia and Dao are important metaphysical concepts of 

Or仕的dox theology and Daoism respectively. There 訂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Both have the idea of 

feminine wisdom in their original meaning. They precede all 

th旭醉， even before the gods of heaven. They are bom out of 

nothing. They involve worship of a matemal figure， and 

pursue the beauty of “etemal women". However， historical旬，

as there was almost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their religious contexts， methods of spiritual exercise， 

and， their ways of transcendence are different. The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are due， first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Sophia and the 

neutral nature of the Dao; second1y， the different ide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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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endence which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alvation by 

the love of God， and achieving immortality by self-cultivation. 

Keywords: Sophia; Dao/Tao; Etemal Femi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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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 di zhi xian (1t Might Appear to Have Been 

before God); Xuanp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