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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在主流學術界裡幾個範疇，有基督教學術的大爆發出現。一些學

者，如 Alvin Plantinga、George Marsden 及 William Alston ，在建構這個大炸

彈及點起火頭上都下了很多功夫。他們的研究、出版及教學、博士學位監督工

作，證明了同時完全擁抱基督教信仰與徹底投入學術活動是可能的 1。有些時

候，他們也會轉而探究基督教學術的本質。 

Plantinga 教授在其著名演說中指出我們若認自己是基督徒，就當以基督

徒的樣式做事 2。即是說，我們在我們的學術奮鬥中——不論是塑造我們要處

理的課題，在選擇合適方法論上及在決定得出一個怎樣的結論時——都應該選

出我們知道能體現基督徒精神的一種。 Marsden 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中

說明，學術界應歡迎基督徒勇敢地以基督徒的角度做學問 3。 

這些說法顯示基督徒如何在兩個群體之間的裂縫上跨立。我們一腳踏入教

會，一腳踏入學術界。這種姿態對那些這樣跨立的人來說通常不很舒服，兩個

群體裡的人都不一定會體諒他們的。全心投入其中一個群體的人都不時會疑

惑，一個人是否能棲身於兩者而不必作出任何妥協。教會裡有些人相信投身於

學術的人終不免否定信仰，至少也會修正其信仰。學術界裡也有聽聞，對基督

教的關懷會令人不能做到學術追求裡必須的純粹開放的態度。肯定的是，這些

                                                 
1這並不是否定在教學附屬的學院及大學有重要的基督教學術。近年的大爆發出現在主流學術

界，當然在基督教學院的學者也有份參與其中的。 
2 Alvin Plantinga, "Advice to Christian Philosophers," Faith and Philosophy 1 (1984) 253-271. 
3 George M. Marsden, 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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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在現時已不如三十年前或甚至十五年前普遍，但在那兩個群體裡仍有人表

達這樣的思想。 

雖然基督教學術這概念在今時今日較容易獲得接受，但我想教會與學術界

這兩個群體在基本定位及世界觀方面，相比晚近的講法，兩者的共通之處是較

少的。在這兩個群體裡的跨立實在是要伸展的。 

我想探究一下兩個群體的本質，以及各自在基督徒學者的工作裡如何運

作。我特別有興趣探究兩個群體在我們信念形成這方面有何關係（編按：信

念， belief ，在 Alston 的用意是包括與基督教信仰有關或無關的信念，信念

之形成有多種方式，或稱實踐， practice ，包括五官感知、一些思考的活動、

主日講道、閱讀聖經等。）。我相信將這兩個群體當作信念形成( doxastic )的
群體，會為我們帶來寶貴的洞見。為要顯出這些洞見，我會先簡要地在那個有

時令人大惑不解的知識論領域裡繞行一下。 

循環論證？ 

哲學家  William Alston 近來在捍衞他所說的「往知識論的信念實踐進

路」。我們可藉思考一些支持我們感官感知可靠性的論證來明白他的方案。 
Alston 指出，任何我們可能用來支持感官感知可靠性的論證，都會用上只能以

感官知感來證立( justified ，在本文或譯作「證成」))的前提。 4這就有一個循

環，雖然不直接是邏輯所講的那一種。 Alston 稱之為知識論循環( epistemic 
circle )。在這些論證中，至少有一個前提是以感官感知來證立的。如果感官感

知原來是可靠的話，前提便成立，這論證也是成功的。假若感官知覺是可靠

的，那我們便能證明它是可靠的，我們可能做到的，就是這麼多。 Alston 以

感官感知為範例，來說明所有信念形成的實踐( belief-forming practices )。他

指出記憶、內省( introspection )、邏輯推理都受知識論循環感染。若我們所有

支持這些基本信念形成實踐的可靠性的論證，均有知識論循環，我們可怎樣說

呢？ Alston 寫道： 

「假若如何嘗試提供直接論證支持這個那個信念實踐可靠性，我們都不免會落

入知識論循環，就應該得出以下結論：無論是心理上或社會上，我們也無法求

助於我們認為牢牢堅立的實踐之外。我們探究任何問題時，不能不會形成及評

估信念；這適用於有關信念實踐的問題，如同適用於任何問題。我們發現我們

牢牢地堅持我們的信念實踐方式，這些是我們要付上很大代價才能放棄或取替

的實踐──如果這是有可能的話。那麼，還有甚麼其他實踐嗎？5」 

與其選擇懷疑論或以其他方式投降， Alston 認為繼續進行信念實踐仍是

合理的。因為它們已經在社會裡有好的地位和建樹，在心理上也很難避免。因

此對五官感知、記憶、內省及理性推論的官能，我們應繼續視為大體可靠的。 

形成信念的實踐及群體 

                                                 
4即是說，如果論證沒有致命的缺陷的話。 
5 William P. Alston, Perceiving God: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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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on 對這些基本實踐的分析，提供了一個方法來讓我們看看我們身為基

督徒及學者如何形成信念。我們不只像其他人一樣投入五官感知，內省等等的

最基本信念實踐，也投入本質上能形成信念的更複雜活動。身為基督徒，我參

與的那一類活動會形成信念並在我裡面持續。這類活動包括教會禮儀、崇拜、

聽道、讀經。我也參與啟應讀出詩篇、聖禮、默想、禱告及討論。我每天的宗

教 經 歷 ， 即  Alston 所 指 的 「 基 督 徒 密 契 感 知 」 ( Christian Mystical 
Perception )，也包括在內。這些活動大部份都不是獨自進行的，而是在基督

徒群體裡進行的。 

這一類活動可帶領我形成信念。舉個例，聽牧者講論及親自研讀、討論路

加福音 15 章浪子回頭的比喻時，我就會形成一些信念，是關於一個人如何順

服及可敬但仍會失迷。此外，一些基督徒群體的活動有助我持守以前形成的信

念。許多年前，我開始認為我有責任尊敬那些基督教宣教士、殉道者及思想

家，他們在我以先忠誠地維護並宣講福音。參與禮儀，尤其是朗讀尼西亞信

條，深化我對教會歷史持續方面的意識，也加強我對這信仰的承擔。這樣，我

們就可以見到我們參與教會群體的活動，在本質上是如何會令人形成信念。 

身為哲學家，我參與另一類形成信念的活動。這類活動包括在不同方面分

析論證，為結論爭議，提出富爭議問題的其他解答，認清並評估特定主張會帶

來的後果，揭示可被質疑的假設，以及否定預計中的(或已明言的)異議。我在

另外一些哲學家的群體裡學會及進行這些活動。可以肯定這些說，當中有好些

的重疊。我在我研究裡參與的活動，有些跟我在教會群體裡參與的相同。 

我以基督徒及哲學家身份參與的實踐，許多都是我們可叫作「高級」的實

踐。要參與當中任何一樣，我會用上那些「基本」實踐，即五官感知，記憶及

推理 6。高級信念實踐會受循環問題困擾，至少它們是取決於顯出這種循環的

基本實踐範圍之內。誠然，也許也有高級的知識循環。例如，我們常覺得那些

指出耶穌是上帝化身的論證是受著循環問題困擾的，那即是說，它們依賴新約

作神聖的啟示之源。 

有些高級實踐是以群體為本的，其他可能不是。我的意思是，有強烈的群

體為本的界線，這些界線勾劃出到底哪些信念或結論屬於這群體的立場之內，

哪些則不屬於。基督徒群體的及學術群體的實踐都是在這意義上以群體為本

的。 

群體為本的界線限定了我們能走得多遠但卻不會超越群體的宗旨。可不可

能偏離至把整個人完全由這群體抽離？畢竟教會歷史紀錄了形形式式異端邪說

的重大事件，我也思疑學術界同樣有異端邪說。那個由什麼構成其特有的立場

的內容與何謂偏離得太遠的決定，似乎只是隨群體的意思而作的。教會與學術

界都各為自己下定義。信條的作用是為正統勾劃出界限。如果我持守非限定的

信念，那我就不再是基督徒了。 

                                                 
6基督徒密契知覺，正如 Alston 形容，是基本的信念實踐。信徒參與基督徒密契知覺並不必然會

參與其他的基本信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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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裡有談及方法的正統及信念的正統。正統方法論決定什麼為真正的

學術，什麼為假冒。這個特點在科學裡尤其普遍。現今有許多人已指出人們怎

樣從事科學研究，跟宣傳上所講的大有分別。但學術群體已定義哪些方法或進

路是可接受與否。但我們要留意，不論教會或學術界，他們對於在哪裡及如何

劃定準確的界限是眾說紛紜的。也會有些界限可能隨時日過去而有變動。現在

的情況是，科學不必像以前那樣信奉決定論（ determinism ）。曾經有認為將

心理學注入實用神學是過於人性化，現在則獲得熱烈歡迎。 

選出實踐及群體 

倘若是由群體去決定什麼屬於其立場範圍內的信念及行為，隨之而來的問

題便是我們如何選出形成信仰的群體。我們可以再次由 Alston 基本信念實踐

的解釋，來找一點處理這課題的亮光。 Alston 提到界定或選出基本實踐有點

是(但不完全是)隨意的。我們如何組合活動來形成實踐，某程度上決定於我們

想把它們組合一起的原因。 

某種切割餡餅的方法在某種目的來說是最好的，但其他目的卻可會要別的

切法。現在我假設任何似是有理的挑選模式，只有在輸入及功能上有顯著的相

似之處，才會將一些方法歸類為一種實踐。但即使如此，這假設仍為我們留有

很大的自由空間。7 

他建議的方法會依輸入及輸出的類型來選出形成信念的實踐。感官知覺可

當作一個實踐，因為感官知覺會輸入同類的東西(感官經歷)及輸出同類的東西

(感官信念)。我們想的話，可以將感官知覺劃分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

觸覺，因為這一切各有不同的輸入及輸出。我認為高級實踐可以用類似的方法

來加以區別。因此，信念上的群體實踐可以根據活動的種類選出，或由獲取、

實踐及調控這些信念的那群體選出。 

就教會及學術界的情況來，這些群體的實踐並不是沒有共通的地方。說實

在，所有高級實踐都建基於共同的基本實踐。另外，許多高級實踐都由不同的

群體共同擁有。我聽道時分析其內容，跟我在讀期刊文章時分析內容一樣多。

然而，至少在兩個方面，教會和學術界有非常大的分別。首先，雖然有些相同

之處，但它們各接受不同的輸入和輸出。此外，在界限的制定及保持方面它們

也有分別。教會方面，聖經、傳統及信條的權威、並推論的過程，都可以是作

為輸入的合理訴求。學術方面，也許暗地裡也有其對權威的訴求，只是那權威

是對學術群體或對恰當方法論。就輸出而言，教會預料得到超自然的解釋，但

在學術群體，即使接受這類解釋，也是接受得很勉強的。8 

三個問題 

                                                 
7 Perceiving God, 165. 
8在這個討論裡我無意去暗示教會或大學只由一個群體組成。學術界及教會都是由許多不同又部

份重疊的群體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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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以參與兩個信念群體的角度來探討基督徒學者。這種對基督徒學

者的探討其中一個好處，是能幫助解答部份關於基督徒學者工作的說法。我希

望在此特別表明三個課題。 

1. 學術的價值 

有個關於學術的價值的問題可以提出來。每個學科都強調自己是重要的。有些

藉著把其他學科歸併入自己來達到這目的。我過去想過所有生物學可簡化為化

學，而所有化學則可簡化為物理學。另一個建立學科或研究計劃價值的簡化策

略( reductionistic strategy )則是顯出它跟某些實際事務的關係。由此看來，舉

例說，如果有植物荷爾蒙的研究能夠帶來醫學應用的副結果，這個研究便是有

價值的。 

基督徒也時常用簡化這方法來建立學術的重要性。如果能發揚基督教群體的關

注，特別是能說服別人基督教是真實的，那種學術便有價值。現在，學術的其

中一個價值是能宣揚基督教信仰的真實，但其實還有更多。基督徒學者以非簡

化的方法來建立其成果的重要性，是可以有根據的，那就是我們身為基督徒所

知的上帝及世界並人類的發展，會令學術成為非常有價值的事業。因為上帝創

造了天地及人類，所以成為了投放年年月月來了解植物荷爾蒙的價值的根據，

不管這研究有沒有可能的醫學應用。是教會的信念群體產生並保持的信念，建

立學術計劃背後的高等價值。 

2. 商議不同群體形成的信念 

一個群體正確地應用其活動而形成的信念，若不能融入另一個群體接受的那一

套，有什麼會發生？這是基督徒學者普遍遇到的困境。 Plantinga 在他的講座

裡以極大的洞識力來處理這問題。 9 他警告我們不要容許自然論及反唯實論的

假設套上在我們自然現實( reality )及超自然現實的立場。提醒我們因身為基督

徒所知的事物，這知識跟我們藉著身為哲學家的活動所學的任何事物一樣可

信。我們知道上帝是真實的，祂也創造了真實的世界。我們不必先證明基督教

是真實的或合理的，才把這知識帶進去我們的學術。 

3. 基督徒學者的使命 

一個信念群體的進路會幫助我們定義基督徒學者的使命。除了那些跟我的研究

內容相關的信念，也有另一種信念是在我參與教會群體時形成的。這些信念同

樣應該深刻地塑造我的學術。上帝有救贖世界的使命，祂也徵集了祂的子民進

入這使命。身為基督徒，我們蒙召去活出上帝對全世界的救贖使命。這包括了

我們宣講福音的角色，但我們的救贖參與也牽涉到我們與一切受造物的與墮落

物的關係。換句話說，我最深切優先考慮的事是天國優先考慮的事，而天國優

先考慮的事便是救贖。我不能僅僅因忠實地履行我學術機會的追求而滿足。我

務必令上帝的目標成為我的目標，而上帝的目標是要帶出轉化的果效的。 
                                                 
9也請參看其著作"Twin Pillars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Stob Lectures Endowment, 1990)。我在將出

版的 Philosophia Christi 著有"Copernicus, Christology and Hell: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一文討

論這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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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的基督教角度來看我的使命，我發覺我關心的事物範圍大大地擴闊了。

我得對付我在其他方面可能有錯過的問題。例如我要細想 Charles Malik 提出

的挑戰。在 1981 年論及基督教與大學的 Pascal Lectures 裡，他問道：「耶穌

基督如何看大學？」10 重尋「耶穌基督如何看大學」的議題，好像跟如何做個

基督徒哲學家的問題頗為抽離。這並不只跟個別基督徒哲學家及其工作有關，

也跟大學這制度本身的建立及我們對大學抱的使命有關。但若我對我使命的理

解，其背後的信念是在基督徒群體裡形成及持續的，這些信念便會包括更廣濶

的救贖範圍。如何做個基督徒哲學家，或如何做任何一類基督徒學者，一定要

包括如何以救贖的角度看大學的制度。 

基督徒學者的使命是基於上帝國度的優先考慮而形成的。這使命是救贖性的，

而且要帶來轉化的，目標是讓同事及學生的生命有深刻的改變，而且是藉著我

們帶領他們去接觸活潑有生命力的福音。這使命的目標也是要讓大學裡的學科

有所改變。基督徒學者一直努力並祈禱的，是為了令在哲學、史學、社會學及

自然科學的前設及研究計劃會反映出上帝及上帝國度的真理。基督徒學者的使

命也是要帶來制度的更新。我們渴望大學本身也有轉變，致令大學的精神特

質，政策及帶來的影響會反映出從耶穌基督裡找到的真道。 

本文以跨立的象徵來形容基督徒學者跟兩個信念群體的關係。按照我們對

自己使命的反思，便會發現這可能不是最恰當的形象。我們不是無力地站著，

一腳踏在碼頭上，一腳踏在慢慢漂離的船上。更貼切地說，我們取用由教會而

知的優先次序及價值觀，全身投入學術。我們從基督徒活動裡找到基本的生命

承擔，而且在造學問上體現出來。我們以上帝國度的群體所關心的事來訂立生

命重點，並在世界的舞台上活出這些重點。最終我們可以找到個更好的象徵來

形容基督徒學者跟這兩個群體的關係。其實也不是我原作的，聖保羅便用過這

象徵來形容他自己和我們的職分：我們是使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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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arles Habib Malik, A Christian Critique of the Univers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82). 
11哥林多後書 5:20。我要感謝 Eric Gregory 及尤其是 David Mahan，他們的批評富有挑戰性，大大

改進了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