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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丛书序

上智（ Sar时ntia）拉丁文原意为智慧，又是圣神七恩之二c

人能认识天主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是圣神所赐与的恩宠。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青年→代，对真理的追求日

益执着、天主教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的真理， －种智慧，对有

思想有追求的青年 A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们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深愿我们的编译工作能成为大家，特别是青年人，传

递，输送，介绍，研究此天上智慧的工具与桥梁ο 因此，我们将

尽力以适合现代人的风貌，以高质量高品味的图书为大家提供一

个介绍和认识天上智慧的园地。同时我们也祈求此天上的智慧与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相结合，并且能在此文化中扎根生长，发

展壮大。

我们将遵循此宗旨，努力为信友和各界朋友编译→些梵二会

议以来适合青年人的各类书籍，以求对所有愿意探索，追求，认

识天上智慧的朋友们有所梅益σ

上智编译馆



目录

一上册一

教父学大纲卷一

上智丛书序……………………………........…….........…. (1) 

作者序……………….......……………........…........……. (1) 

导言…........……·········………….........…………………. ( 7) 

第一部教父学的起源………………·················…. (33) 

第一章使徒教父……….................................……（ 33)

章
’
主
早t早
且
早
主
早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第
第
第
第

第七章

第八章

宗徒信经……………………........……......…. (38) 

十二徒训话………………….....................…（ 43) 

罗马的圣克来孟…………………………......... (51) 

安提阿的圣依纳爵........……........……........ (60) 

圣玻利加伯，教长们，巴比亚斯…….........……（ 70)

各种伪经………………·······……….......……. (74) 

赫尔曼……................................….......... (78) 

第二部二世纪末叶的教父................................. (90)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历史、社会、及思想的背景……….................. (90) 

二世纪的护教学者................................. ( 102) 

圣儒斯定………........……........………….. (109) 

二世纪的最后几位护教学者………........…. (123) 



2 教父学大纲

第五章二世纪反异端作家·······………….............. (131) 

第六章圣依肋纳........…….........……................ (134) 

第七章几种次要的作品………………………………（ 145) 

第八章伪经……···············…·······················…. ( 149) 

第三部三世纪的教父…································…. (158)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历史的、社会的及思想的背景………········…. ( 158)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来孟…........….........…. ( 168) 

奥利振……….......…….......………………. (181) 

圣希坡利d式……………........…................ (205) 

成滔良…………………….......………··……（ 214)

诺华西央………….......…….................... (233) 

圣西伯利央········…················…….. .. .. .. . ( 237) 

几个最后的西方作家……….........…......... (249) 

兰世纪最后的东方作家………………………（255)

三世纪的隐名著作……………........……·…（ 265)

卷二伟大的教父世纪

导言 ……………………........…………………·········…. (269) 

第一部伟大的教父世纪的初叶……...............…（ 284)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亚略异端…….......….........…................. (284) 

凯撒利亚的安瑟伯········…...................... (293) 

尼西亚信经的拥护者………........…………. (302) 

圣亚大纳削 ………········……………………. (311) 

波亚典爱的圣喜辣利 .......................……. ( 326) 

圣济利禄和别的供名作家.........…..........…（ 335)



目录 3 

第七章圣厄弗冷与四世纪叙利亚文学………......... (344) 

第二部伟大的教父世纪的峰顶........................ (353) 

第→章概观和异端.......………….......…….......... ( 353) 

第一节………........…..................................... ( 359) 

第二章圣爱比法纳…………………........….......... ( 359) 

第三章狄狄马盲者........….........………….......... (364) 

第四章卡帕多细亚教父……………….................. (369) 

第一编圣巴西略……........…………….......... (369) 

第二编纳西盎的圣额我略........…….........…. ( 376) 

第三编尼斯的圣额我略…………………………（382)

第四编爱科尼的圣安菲罗格………........……. ( 388) 

第五编卡帕多细亚诸子的道理…………………（388)

第五章拉奥田舍的亚颇利拿里……........….......... (404) 

第六章第奥德卢与德奥陶罗……········…….......... (409) 

第七章圣金口若望……………........………………. ( 416) 

查金口若望的生活与性格…........………······· (416) 

武圣金口若望的著作…….......…….............. ( 424) 

全圣金口若望的道理…………·················…. ( 434) 

第八章第工流作家················…....................... (444) 

第九章东方的隐修主义………………….......…….. ( 449) 

第二节........…..................................….......... ( 460) 

第十章教宗…......................…....................... (460) 

第十 a章圣盎博罗削……........…..................…. ( 465) 

第十二章公教诗人................….........…........... ( 486) 

第卡三章历史家…·…….. ··············· .................. ( 495) 

第十四章圣热罗尼莫…........……...............……. (504) 

第十五章卡息亚那斯··································….. (524) 



4 教父学大纲

第十六章第二流神学家........…...............…....... ( 533) 

第卡七章圣奥斯定………………....................…. (542) 

查生活与著作……........…………........…….. ( 542) 

武不带辩道性的著作………........................ ( 560) 

会奥斯定圣师…........…...............…......…. ( 578) 

肆奥斯定的道学…………........……......……. ( 587) 

总参考书目录…………………··············………··….. ( 620) 

一下册一

卷二教父文学的未造

导言 …………........……………·········….........…………. ( I ) 

第一部 四三0年及五五三年间的教父文学……. ( 13) 

第一节…………………………….................………. (13) 

第一章聂斯托略........………….......................….. ( 13) 

第二章 亚历山大里亚圣济利禄…........………………. ( 17) 

第三章息尔提奥多里特………·················…………. ( 34) 

第四章叙利亚文学………………................……….. ( 40) 

第五章一性论…..................………................….. ( 45) 

第六章反一性论者…….........................……........ ( 62) 

第七章查士丁尼一世………………........……………. ( 69) 

第八章得尼亚掠帕吉替.......…................…………. (76) 

第九章第二流作家………………………·….............. (89) 

第十章亚美尼亚古代文学......................…........ ( 100) 

第二节……........………………................………（ 107) 

第十一章圣大良……….........……..................... ( 107) 

第十二章圣良的继任者……........…….........……. (121) 



目录 5 

第十三章演说家........….................................. ( 132) 

第十四章雷朗学校的神学家….....................……（ 138) 

第十五章奥斯定派神学家……........….........……. (150) 

第十六章亚尔兹圣彻萨里.................…............. (170) 

第卡七章公教诗人……………………………………（ 179)

第十八章波伊斯与卡息奥多剌…........…….......... ( 186) 

第十儿章历史家教律家及神修家........……………. (193) 

第二部五五三年八00闰的教父文学…·········…（ 20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圣大额我略…........….........……............. (201) 

西班牙作家….......………………….......…. (216) 

高卢与大不列颠最后的几个作家……………（230)

教律家历史家及东方神修家……............... (238) 

诗歌作家………………………………………（247)

论降孕的神学家…………········…….......... (254) 

最后的雄辨家及神学家··············…………. (270) 

圣若望达马萨内….......................……·…（ 280)

圣狄奥多斯图提…………………........……. (294) 

卷四教父们伟大的继承者

导言…........…………….........………...................... (303) 

第一部中世纪……......................................…. (321) 

第一章士林学的远因………........….........………. (321) 

第二章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339)

第三章阿柏拉德········….........…·….................. (359) 

第四章圣伯尔纳多……………………........………. (367) 



6 教父学大纲

圣微克；武学院·················…................... (386) 

伯多禄伦巴与提纲作家........…················ (400) 

十三世纪初的神学.........….................…. ( 411)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乞丐修会的最初几个神学家…········· ......... ( 425) 

圣文都辣…......................…….............. ( 437) 

圣多玛斯…·……······················….......... ( 464) 

十三世纪多玛斯学说前的神学家…………（560)

若望邓斯各德……….......…….........….. ( 569) 

十四世纪的神学……·················………. ( 586) 

中世纪的神修学校………·················…. ( 613) 

第二部文艺复兴…...................................……. (631) 

第一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631)

第二章十六世纪神学的新气象························…（ 646)

第三章文艺复兴特利腾公会议前的多明我会神
学家………................…··················….. ( 657) 

第四章多玛斯派的圣宠神学家.......................…. ( 667) 

第五章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 . . . . . . . . . . . . . . . . . ( 681 ) 

第六章方济各苏亚费士…................................. ( 695) 

第七章文艺复兴与时代的神修........….......... ······ (708) 

第八章圣女德肋撒……························…......... (719) 

第九章圣十字若望·····································….. (741) 

第十章圣方济各撒肋爵……·······…···················· (756) 

总结…………………………………………………··仆774)

教父学大纲信理索引………··························…. (782) 



教父学大纲

卷三
教义文学的未造
四三二J 年一八 0 0年

L一
－H

H
U可

一个鸟瞰

四毛0年是圣奥斯定，西方巨星硕落的一年；也是基督学斗

争（这个斗争经过了漫长的几世纪，瓜分了东方几乎整个的教

会。）开始的 4年 v 四三0年实在是教父文学时代闭幕，一个新

时代揭幕的 a年、这个阶段是极浮泛的二若干学者止于八世纪

初，以大额我略为最后的一个教父。我们以为叮以展至八世纪

初， I币把圣伯达也列于教父阵中，为了反对者的理由并不是绝对

确定的。在东方，学者虽习以圣若望·达马萨内（ St Jean 

Damascene）为最后－个教父，甚至下迄九世纪初，包括圣像纠

纷时期，而以博学的圣狄奥多·斯图第脱为最后一人。那么，我

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古代教会的文学时代；它也是一个伟大的

教父时代。

我们根据那些作家的道理趋向，且把它分作两个阶段。

第 A阶段大约起于厄弗所公会议（四三→年）止于君士坦

T堡第二次公会议（五五三年）。在道理的角度下看来，西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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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半披雷杰异端，正以圣宠的无代价性，以及预简为中心：东方

为了聂斯托略异端和一性论，正集中视线于基督的一位两性上。

第二阶段却没有第 4阶段的简单。在东方，单意说（ Le

Monothelism代）反圣像论（ leOJ川、lasmp）引起大半神学家的注意、

当时，也产生了伟大的神学家，以及伟大的作品。

在西方，为数寥寥的几个作家，虽少特征的思想，各人在各

地完成的任务，都是很重要的二他们·面把神圣的遗产交给新来

的民族， －面为中世纪灿烂的文化作预备

东方向方教父文学的区别，空前地由于官们的大不同的对

象， HJ心与语言、飞可是不币n气过度强调他们不同的趋向， 1frf忘掉

他们同J的对于传统信德的尊重，对于教会的忠忱，以及对于罗

马主教，惟…的教会领袖的服从 J 这最后 a点是最最王坚的；市

教会历史七，教宗的权威从没有这样｜哇主地被肯定啕以及在 Al刀

大公会议中，尤其是在厄弗所与力fl采东公会议中被承认乙直到计

裂的前夕，在漫长的纷歧之余．在东方有！在西方，还有人们在激

昂慷慨地标榜那个伯多禄座位，就是宗！事．就是教会统－ rt1心的

传统真理。在这里如在别的地方，还不山~~忽视吁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各作家的影响c

二社会背景

（甲）东方

四世纪末已经分裂的罗马帝国，似还残存于东方．可是它在

西方的半壁，己蹂躏于蛮人的铁骑 F 实在，它于东方，在冬烘

头脑的不知不觉中，也早动荡i伴而［：全非 c 垣界逐渐地在收缩

中。多瑞河畔、哥德、斯拉夫、布加利亚各蛮人，虽不停地跑来

侵略；在那些地方，帝闰压能！万久地1坚持它的或多或少的宗主

权c “在东南方，危中凡是严重的，整个的行省．如埃及、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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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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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索不达米、亚美尼亚等等，只存着希腊的形容。除掉城

市，尤其是海滨的城市以外，林林的居民，都站在希腊的政治阁

外，既不懂它的语言．反抗它的行动．又嫉视它的权力，并且决

不顾 A切斩断那条搏斯福鲁临时新都所以控制他们的铁链c 在帝

国的威望还存在时，他们还不敢揭竿而起 J 帝同衰败时，他们就

想解除桂枯 为达到日的、他们弯曲地利用聂斯托略异端， J性

论．单意说，正与四厅多硝河畔的胜利的勃良第，汗达尔，哥德

民族．利用亚略异端． 一般无异。实在噜他们的宗教藉口，无非

是他们的民恢主义，报复主义，独立运动的外衣吧了产 （巴希

略语 J. Pargo ire）在他们历经五六两世纪的独在运动中，从亚美

尼亚与叙利亚，获得了强有力的波斯人的支持 j 这坦人的势力，

日 向他们辛证的地中海扩张着勺这一切为阿拉伯人和回教徒预备

了征讨的途径：七世纪时，他们要席卷东方，侵入罗马帝国最美

丽的行省，宦至威胁皇帝的酋都户

东方的罗马帝国，始而希腊化．继以分裂，而终于变为拜占

庭帝国二这个帝国也有它伟大的君主，光荣的日子，而且在数世

纪中‘能堵住伊斯兰的横流，直迄巾世纪末日十＝在我们更关怀的

宗教方面，它也有它的引人注意的特点。基督宗教在那里占着一

个很重要的位置，到处有它的E作；可是它的I：作是低级的，奴

隶的句不相称的c 教会自然不山当奴役或取代政权；可也不应该

做国家的T具，或｛鬼俑，而不辱它的神圣使命。可是拜占庭教

会， A般地说来，正是这样。它只代表古后腊教会的一部分．这

是个具体而微的奴化希腊教。

这个基督宗教帝国的野心．自四世纪始，就露骨地发现于拜

占庭内巴希略指出：查士丁尼虽是典型的皇帝教皇，却有他所则

效者，也有则放他者勺

这个把教会国家打成4片的宗教政策，不久就产生了酸汗的

后果「远省的分裂，每出于拜占庭教会的过于政治化与希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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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异端的所以蜂起，这实是它的因素理由。一朝的基督宗教

不可能是不变的；正如它的主人翁不可能是无异的。〕 （巴希略

语）最后，教会的统一性，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与政权过度

密切的联系，很容易使那些缺少伟大的基督精神，以及不与教会

传统经常接触的人，忘掉罗马宗座是教会统一中心的原则。在这

些人眼里电罗马不是个应当可敬地予以服从的慈母，而是个敌

手，应当及时否认和罹毁它的一切特权。

在这种心理下，冲突分裂自然是不可的避免的，而且那些事

实己斑斑可考c 可是，随反动势力怎样凶险，对于罗马教会崇高

威权的传统信仰，还存在拜占庭。这不是罗马领袖性的最巩固的

证据么？六世纪，查士丁尼执政时（五二七年至五六七年），罗

马教宗的训牧之权，由于坚强的传统思想，只要皇帝们的利益、

野心、骄傲不成问题．他们也不去多管＝｛矣后．七世纪的东方，

一如前世纪，也知尊重伯多禄的继任者3 只要－一听他的最有权威

的代表，怎样高声’拥护罗马宗座的领袖性，就可以洞若观火。又

后，迄福细阿斯，虽凯撒教皇主义（ Cesaropapisme ）日趋炽烈，

东方仍不忘教会的组织，拜占庭圣贤，一如它的大师，不断向罗

马教宗，信友们的最高领袖致敬（巴希略语扎下边，我们将举

出其中几个伟大的人证。

（乙）西方

关于统一的问题，教会在西方的环境，要好得多。伯多禄继

任者居于拉丁区域中心，罗马帝国的夭折，彻底地扫除r一切最

易引起误会的政权庇荫的障碍。在这一片瓦砾之前，那些被侵略

的古老民族，认为教会是惟一永存的力量，而且它为公家的利

益，又予新首领和新民族，以精神的协助，那么，教会通过它的

主教，在事实上，如在道义上，显出是个真正的强大的精神组

织；它的高远的生活因素，是不属于任何政权的。这些兼为国

民，而另→方面不属于国家的人的影响是无边的。教宗们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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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透顶的；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像在东方的阻挠，相反地，社会

环境把他们捧上青云。而且若干教宗，例如圣大额我略，为了他

们的雄才大德，更使罗马宗座笼罩在万丈光芒之下。

西方所遭的侵略，大大地超过东方。五世纪初叶，在帝国摇

摇欲坠时，蛮人大批地打来。可是，各地占老的文化，没有立被

毁灭。而且，在若干时期中，也有一种升平气象：例如在意大

利，当东哥德族王，亚略派人，狄奥多理执政时（四九六年至

五二六年），就是这样。在非洲，属亚略派，早于四三0年入主

的汪达尔族的妥协性比较低劣；这点更反映于五世纪末；可是，

他们不能遏制一→切公教之声，尤其是圣孚尔盛思的疾乎。拜占庭

皇权，在查士丁尼当政时，虽控制了上列两地，和平还是脆弱而

很短促的。帝国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高卢，在我们所说的第一阶段

中，展开了文化大运动。法兰王国（ Le royaume des Francs）第

一个蛮人所建的公教国家，为维持和发展这个文化运动，没有就

稳定一切c 追查理曼起，才打破纪录，热烈地发展文学艺术，而

远远地预备中世纪绚烂的士林学运的来｜｜伍。极受蛮人蹂躏的西班

牙，在西哥德族归化后．在阿拉伯人侵入前，在七世纪中，获得

百年的和平。在当时产生的著作巾，不少还保持着它们的价值已

概论起来，自七世纪起，黑影笼罩着西方，教会自身，也包裹

其中。

三文学作品

（甲）一般面目

在这教父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见愈来愈多的实用作

品以及编篡作品。一边神学诗选与链条式（ Chai时s ）的注疏集

（摘择古注正在家的篇幅，并列于圣经原文的旁边。）盛极一时；

一边伦理神修著作紧跟着公教诗歌和顶代正史的年代纪大大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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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着。这个现象，不但见于东方，也见于西方c 这种潮流的掀

起， A方面为了时代的环境，一方面为了教会问吁直接教育新民

族的需要c 学者就把前代教父 以及神学家的著作．精简地予以

改换，而以用牛付这个新环境和新需要。

东西作家还有一个公共的道理观点，他们←一致重视教父们

在冲学r的权威c 四世纪时，我们已经看见不少的伟大主教，

在提出了圣经和传统的权威后，又提出大圣师的权威气这个作

风，到五世纪，益形巩固：为了光照伟大世纪，各位圣师们的

鼎鼎大名，实在太迷人了 ο 不单在东方，可能尤在两方，人们

不但援引圣师们的著作，还根据他们的证理，作出有系统的学

说户无疑地，他们信任地．长篇累牍地学HI圣师们的著作，可

是不是不予盟别的飞机雷纬！阿斯i俞告（ D手cret !!:P lasien) .在指

出了教会承认的 A系列的教父外，又指出了别的→系列不很可

靠者。

雷冷斯的昧增爵也标志：教父们的权威不是同样的。他又宝

贵地强调一个就是圣而博学的教父的学说，假如与别的教父们共

同的见解不同的话，不应当视作正确的。最后，学者又编订教父

集，务使有责保护信德的神学家，能找到对付敌人一切现存的武

器c 这种集子的用度，在护道E作中，与圣经的用度无异户

在这几点上同道的东方向方，在另lj个几点七道理也不在例

外，却是分道扬壤的η

（乙）西方

圣奥斯定几乎是拉丁世界惟一的圣学倡导者3 鲍塔理爱

(Po由li手）指出：“在这边笼罩在蛮人侵略气氛下，边有责维护

神学于将来的阶段内．圣奥斯定是两方最伟大的老师。他是绝对

独步的，如果有个足以与他相比的人，那么就是他的门生，大额

我略。他是由圣奥斯定培植起来，他贯彻着老师的精神，他普遍

化了老师的神学原则己这个奥斯定出类的直及亚里士多德哲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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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影响，也是这个阶段的特征。”柏拉罔哲学所以能进入西

方．也是由于他的号召二是的，这个哲学．在中世纪初，教父世

纪开幕时，还没有盛行于西方J 从这希波主教无穷的著作宝库

中，哲学家、伦理学家、演说家，多如过江之蝉，而且大有建树

的编篡荐，尤其是神学家，都来汲取菁华r

圣奥斯定的圣宠论，至今引人注意f 前曾攻击圣奥斯定的半

披雷杰派υ 为了奥斯定的不在， J度又侣狂于高卢c 口］是，圣人

的忠实朋友，在罗马的支持下，迎头痛击了他们飞终于奥利振

（五二八年），在J个中庸的公式F，奥斯定道理的精神原则．

因素见解，获得f光荣的胜利〕这端道理的斗争，在西方是最激

烈的寸、〔反蛮人的亚略异端的斗争，也促使他写了不少的著

作；可是，它们的创造性很微i埠基督神学，除于三章被攘斥时

(La condamnation des Trois Chapitrt'时，在拉丁世界 t. 没有发生

什么波动。在东方，则大不然。

（丙）东方

写时的宗教文学，大半是关于神学的；而基督是首屈一指

的对象：安提 F口I与 \lf 历山大堕亚两种不同的学派，终于过度

地，作出阿利l矛盾的大异端： A 为聂斯托略异端．～·为一性

论。两方面都成认基督的神性；可是安提阿派偏于他的人性，

而结出了两位论＝这就是所称的聂斯托略异端：这个异端，摩

酋·元；爱得·放奥多早已创i兑于前丁亚历山大l理亚学派揣于基督

的神性，终于抹杀了他的人性，而结出了一卒性论c 这两种异端

一发见，教宗们，尤其是大良，就剧烈地予以攘斥：可是，末

能予以遏制 c 这个斗争历五六两世纪，不停地在东方闹着，而

终于分裂了它、

在教父世纪的末叶，七世纪的一性论，八世纪的圣像敬礼

论，扰乱着教会 J 可是这些异端的根畴，来自朝庭神学士，为了

政治的日的，指出的应当－体承认的道理飞那些由于狭窄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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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激的情感，阻止辩道的」群，走入正轨。可是，也有若干

人，能忽视成见，接受能烛照奥迹的准则。

斗争的结果是宝贝的。第·种斗争结果，明朗地指出了基督

神性及人性的关系。当拜占庭的雷温斯根据卡帕多细亚学者们的

著作，作出了“位”的，比波伊斯（ Boece ）的更圆满的界词

后，神学方面的斗争，就告停止。基督人的意志的捍卫者，只有

从已经决定的原则中，作演绎罢了；他们同时也强调基督人的意

志，和神的意志的一致的精神结合三他们在马克沁带头下，把神

人为他们神修及神学的中心．并且标志效法基督，就是伟大的，

惟一的圣化途径。

圣像敬礼的拥护者，如圣若望·达玛瑟纳，把这个问题伸

展到宗教礼仪的使命，以及与我们救灵成圣有关的有形之物。圣

狄奥多·斯图恬德指出；政府干涉宗教是东方混乱状态的症结；

他又坦白地强调教会在神权领域内，享有整个的权利二

基督神学大半的疑难由于不同的术语；当时若干哲学术语，

在有关本问题的观点F，还没有一定的界同。这里，为使读者易

于研究各作家起见，我们姑且把那些重要的术语，提纲军领地予

以」释。

四 希腊教父的术语

四世纪时，圣三问题的纠纷，虽不是一个纯粹的术语问题

（若干轻率的学者不以为然），可是， ovaiα 与 V7roarασd 不同

的界词，实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五世纪闹起的基督神学，虽是

个道理问题，术语的温用，观念的不清，也是个重要因素。那些

术语就是 OVtσia，切σd 认 roar ασl(' 71ρoσW'TTO/J. o 

圣三问题纠纷产出的正确的理论，未能整个地用于圣子降生

的问题上。那些理论尤其是关于“位”（ La personne ）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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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针对变态说（ modalisme），一面指出 v1TcitσTασL（ 有它的实际

特点；一面指出 v1TcitσTασd 不就是 OV<TLα。天主虽有三位，却只

是一体。当时学者们从 V1TOσTασL（ 与 omσ附关系上，寻求一个

最后的界词。那些理论还不足以解决基督神学问题中，

u与rmσTασd 与 cpV<TL（ 的关系。这里，这个最后的术语， ψdσL（ 最

应当予以诠释。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标帜在历代神学大纠纷

中，演变着的各种术语的真正意义。这个概观，可以辅导我们更

易了解每个教父的论调。

（甲） OV<TLα （ essentia）指任何事物的抽象的特质。 ψdσd

( natura）指一事物的个别的性体。 wσL( 每与 omσι（ 1昆用。关于

基督的人性，它是个受造的实际个体；教父们习称它为 ψv<rt(

( natura），在圣三问题中，他们更爱用 OV<TLα （ essence ou sub

stance ）。

（乙）伊σi( ( narura）的意义是很复杂的。

一、它的自然，直接的意义，指具体的，个别的性体。换句

话，就是实现于物内的本质；而它也就是该物的一切行为的

原则。

二、可是严σL( 与 ov<rLa 更加接近。

（子）谈一体的天主时，谈圣兰时，这两个术语是并用的，

虽 ov<na 的用度更为普通。

（丑）谈一类物的总合时， cpv<n（ 绝对不应当与 oVσLlx 混用，

为了这里它指这物的所以为这物。

三、机jσL( 时与叮叮Tασd 同义。这种观念的表示，或由于

许多教父对位（ personnc）的定义是模糊的；或由于他们习惯的

具体观点是浮泛的。可是应该注意，只在基督神学中，严σL（ 作

了 v1TmσTασd 用；在圣三论中，从没有这个错误。在亚略异端

纠纷后，天主包含三位（ hypostases）的道理，已是一端确实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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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v1TισTασd 问题的复杂性，一边由于思想的不确切，

二边由于术语与思想受了东方学说的控制。

一、位（ La personnne）在官最具体的观点下，或指第一实

体，正如亚里士多德以及士林学派所说的；或指一个具有整个

的，有灵的，独立的性体的一切属性的东西。显然，这样的东

两，胜于偶性；这是」个本质，它具有一个整个的性体，它是·

个性体。一切的位都是性体U 那个具体的观点引希腊教父们阐明

位与性体的联系性，而少予以区别。 Hypostase ( V1TOaTασ昭）本

解择性｛卒，正好用以指出位的具体观念。

三、一切的位都是性体，可是，→切的性体不就是位。六世

纪时，拜占庭的雷温斯指出：一切的性体不都是位；可是，一切

的性体有个位。只有偶性是 ι川1T<iiσTαTO（ 可是在卢即汀oaTαTO(

与 v1T旷σTασd 间有个中间物 BVV作oaTαTO（ ο 它没有自己的存在

性，它通过本身以外的 v1ToaTασd 存在着二这些分析应以性体

本身的存在性为前提。

三、这个前提观念，虽潜藏在雷温斯以前的教父｛门，尤其是

从卡帕多细亚派起的著作中，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明朗化ο 关于

天主三位的理论还没有普遍化c 这足以证明，人们还没有摸到道

理的症结。位的因素组织成分，还混合于次要的组织成分中。术

语的所以游移浮泛，就为了这个缘故。狄塞龙（ Tixeront ）不稍

犹豫地指出：关于这点．圣济利禄的了解．也不是绝对明朗的；

为此，他也找不出一个足以划清界线的方式。他的具体的观念，

阻挡他达到这个佳境。他虽免了错误，可是，他的哲学的功劳

少，他的稳健的神学的功劳大。而且，在这传统道理广受攻击之

际，他一往直前地予以捍卫。

四、圣济利禄及他的 4派的见解，具有他的好处。一如在前

一世纪， Hypostase 术语的采用，维持了圣三的真面目，同样，

基督神学中位的具体观念，坚强地肯定了基督的一位性。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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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式不是没有弊的。同一的术语机jσi（ 或 V1T0<7TOiOiO"l(

（－）时指狭义的性体。一一一（在主者的性体，不就是主者的性

体。）一一（二）时指位（ personne) （拥占被拥占的性体，换

句话，就是拥占性体的主者。）

五、这种模棱两可的见解．是带着危险性的：在安提阿人们

说，在基督有两个 natures；在亚历山大型亚人们说，在基督只

有一个 nature0 这类的纷歧可以产生误会，甚至流为邪说。为避

免这个错误，大家晓得，哲学的指导是不够的。教父｛门，尤其是

圣济利禄所用的正标准，不是哲学。他们的正标准是信德，传

统，以及公教的感觉c 不是不可能的，拒绝公会议决案，而以传

统名义谈道者，在基督神学上，避免r错误。司是，我们先天地

r1J 以怀疑他们的道理的绝对的正统性；而且这个正统性是不容易
证明的。

六、其实，两方面都有错误。在安提阿方面，为了把 hypos

tase 视作伊σi（，要正统派大师外，还有强调基督两位的聂斯托

略派二在亚历山大里亚方面，为了把 'Pvm( 1昆为时O<ITασd，在

第一流的正统派外（如圣济利禄），还有狭义的一性论者，如攸

替岐，以及加采东公会议的反对者。

（了） 1Tp0<7W1TOV 在圣三神学中，四世纪后， 11ρ时 ω作σT 做

出TOa'Tασd 的同义语。在基督神学中，作poaW1TOV 虽也指

v1T<iiσTασι 可是带着若干应当了解的色彩。

一、亚历山大里亚派强调 personne X见念中，包着 nature 观

念。所以他们的 v1T<iiσTασd 与 'Pu.σi（，可译为性体的位（ per

sonne substantielle) 0 'Tr.ρoσW1TOV 是 V1TOσ7ασd 的同义语；在斗定

的角度下，也是严σd 的同义语。在圣济利禄的著作中，这个术

语从没有法人（ personne morale）的意义。

二、安提阿派是变性论者（ Dyophysites），他们强调， nature

观念中、包着（ V1TOσ7ασi( ）观念，而 11ρdσω作av 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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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T~σTασt（对立的，指拥着性体（ nature）的位（ v1T~σTασi（） 。

这个多少与性体有关系的 U汀0σTασια 观念，在安提阿是式微的。

信友们认为它是个实物，可是，聂斯托略派认为它是纯偶性和空洞

的东西。他们表示： 1TpfXTW1TOV 是一种广义的人格（ personnaite) , 

而不是实在的位。但是聂斯托略的（ prosopon physique），可能别有

用意。总之，这是聂斯托略（ prosopon d'union）的意义。



第－部四三0年及

五五三年间的教父文学

第一节

第一章聂斯托略

聂斯托略原籍日尔曼尼西（ Germanicie ），肆业于安提阿；

在那边，投身郊区的欧帕雷比奥斯隐院精修。晋登锋品后，他的

布道工作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四二八年，被皇帝攫升为君土坦丁

堡主教。起初他热烈地攻击亚略派及诺未细安派，一时被视为拜

占庭京都正道的保障＝可是，未到四二八年底，聂斯托略开始抨

击流行于信友间的天主之母术语 ®eoToxo( o 

阿那斯塔士（ Anastase）是他从安提阿带来的斗个司锋；他

加于这个玛利亚的称呼的攻击，引起了群众的无边的愤怒。可

是，聂斯托略不但不予申斥，反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讲中，表示袒

护。西齐格主教蒲鲁克鲁（ Proclus ）提出抗议，可是未能促其

醒悟。圣济利禄得知消息，就亲自出马 终使厄弗所公会议处分

了聂斯托略。被撤职后的聂斯托略，始潜居于欧帕来比奥斯

( Euprepios）隐院。皇帝先禁止他的著作的流传，后把他充军到

阿拉伯的庇特拉（四三五年）；四四五年前，转流于埃及的奥齐

斯（ Oasis）。死前（四五一年初）他用达马士革的赫剌克来第的

名字，写了一本书（ Le livre d’ H居raclide de Damas）。它藉作者的

假名逃过了皇帝的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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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聂斯托略著作中惟一本能整个地传到后世的书。二十世

纪初，根据叙利亚译本，刊行于世。可是学者对于该书的历史价

值，还未能有绝对一致的见解。

他的其余的著作计有：

一、悲剧（ Tragedie）的片断。书中聂斯长托略叙述基督神

学纠纷，以及厄弗所公会议的历史。

三、一性论对语片断 en白paskhite）匀书中的角色，一是聂

斯托略的门人， e是圣济利禄的弟子。聂斯托略控诉圣济利禄为

一性论者。

三、反圣济利禄的十二种诅咒（ Douze anathematismes ）。

四、十封书信（二三致圣则肋斯定，二致圣济利禄）以及若

干书信片断。

五、在他繁多的论赞中，还存留着三十来篇的片断．以及差

不多完整的四篇c

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认识聂斯托略的道理。当代学者的

驳义，不但给了我们关于他的道理的补充；又确定地证明他的道

理的异端性，近代学者根据最近发见的赫刺克来第书，作推翻前

案的尝试。可是，就是这本书是聂斯托略的手笔，也不允许我们

遁把他拥上青天。

聂斯托略的道理，比摩苦苏爱·狄奥多的要微妙得多＇·

一、在基督身上，有两个不同的性体： (nature）它们都是

完整的，各有各的特性，而因以各行其事。这是他的－切道理的

起点；这是安提阿学派的，而且也是合理的起点J

二、神而人的基督是→个，是一位（ ev 7Tp0iσW'TTOV ） 是独

一的一位（ µova&xov 7Tporrw7Tov ） 。可是，应该注意：聂斯托略

所称的“单位”（ unit邑）只是两种性体相结的成果（ le resulat de 

l’union），而不是早存在的，后取人性的天主的第三位。那么，

他就否认基督的位就是天主第二位的位：也就否认一切神人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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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属性相互通传（ La communion des idiomes）；而且也就具体地

否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8eoroxo（） 。再者，在基督身上，人性

非性体地，只异物同名地，是天主之子：为了只有圣言（ le Ver

be）是绝对地天主之子。从此可见他所原则地标榜的“单位”

(unit岳）是怎样肤浅的。

三、这个基督单位（ unit岳 du Christ）的肤浅性，如果我们

一查聂斯托略所指出的神人两性体的结合，更可洞若观火。他否

认它们的结合是根据本质的，或位的（ KαT ov，σiav 

zαo'v7T~σTασLV ） 。如果这个说法，纯在指出神人两性体的结合，

异于人的肉身灵魂的结合，那么，它是可以接受的。他每称结合

为（们；va.ψBLα）实在这个字指联系，情感的联系（ ro8ox8iα ）。

自然他也说过（ SIJWσiC union ）。可是，这种结合基于另一种位

( un prosopon 忻州）他们所称的结合之位（ 7TpOaW7T1叫 ri,?

Fαu由正）；它既不是早存在的“圣言之位”（ le prosopon du V erbe 

pr居existant）也不是“人的位”而是“神人的位” ( le prosopon 

du compose）那么，这个位不是个实际的位（ personne physique) 

而是个法人（ personnalite morale ou juridiq时）；换句话，它纯是

个特性，偶然的特性。

四、不差，聂斯托略在赫刺克来第书中承认“实际的位”；

可是，他也说那个实际的位，又别于神性，又别于人性。无疑

地，基督人性的 prosopon，与神性的 prosopon，互相联系着。位

的组成由于这个联系；而神人两性的联系，由于两性结合之位

( prosopon d'ur山n ）；可是，这个结合纯是精神的（ union mo

rale）。就是假如实际的位（ Le prosopon physique）指属于性体的

位的一切特性，以及不过间接地指那个安提阿学派所指的很模糊

的位，我们的观察还是同样的。那么，基督本质的单位性，就要

动摇了。为此，圣济利禄的恐惧是合理的，而厄弗所公会议的谴

责，也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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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我们跟着儒全（ Jugie ）承认，在聂斯托略的著作

里，（ 'PtHσL~ 与内dσTασλ（） 直接地不但指性体（ nature ），还指

位（ personne）的话，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又加强了，那么，正如

亚历山大亚派指出的，为了（ cpITTL石， WWT<XlT~ ' 'TT'pWW'TTOV ），都

指位（personne），实际的位（ le prosopon physique）也无异于位。

相反地，结合之位（ le prnsopon d’union），就指出→种偶然的法

人（ u时 simple personalit岳阳＞rale et accidentelle) c 在这坚决的观

点下，聂斯托略的学说，显得更清晰地，是与圣济利禄的学说矛

盾的。那么，他们的分歧，不纯是观点的问题c 他俩的学说是根

本矛盾的：一个主张两位论（ le dualisme hypostatiqu时，一个主

张一位论 (1’unite d’hypostase ）。



第二章

生活与著作

（甲）生活

亚历山大里亚
圣济利禄

济利禄是个大圣师，天主用以捍卫基督一位的传统道理，正

如他曾用圣亚大纳削为捍卫基督的神性－般。首先，他是希腊教

会中，在奥利振以后，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被称为圣子降孕

圣师（ Docteur de !'Incarnation）。这里，我们尤想钻研他的道理。

为此，我们将先研究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以及他与基督无关的

著作，使得更能了解他于四三0年开始的反聂斯托略斗争。

圣济利禄是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提阿非罗的侄子。提氏曾

与圣若望金口为难：且在歇纳（ Chene）会议中（四 0三年），

解除了他的牧职c 济利禄也参与会议。当时他的年龄、他的任务

如何，史家都未能指出。济利禄或从他的家庭，或从他的叔父，

得到了→个极考究的教育。人们为了他给拍卢兹的圣以锡多的两

封自由尖锐的信，推想他是以锡多的门生兼隐士σ

四－二年，提阿非罗长逝，济利禄在人们反对他先叔父的恶

劣作风而反对他的声浪中，继任主教。可是，他并不缺少领袖天

才。他的性格是正直的，积极的，勇敢的，几乎顽强的。这由于

家庭的遗传，且因他的叔父的熏陶而趋发展的。他的埃及教会领

袖的资格句什么权利都不肯放弃；甚至谁予反抗．他就来迎头痛

击。之后，他的年龄与经验，以及天主的圣宠，慢慢地矫正了他

的过激性，甚至在信德不发生问题时，这个盛气炎炎的亚历山大



18 教父学大纲卷三

里亚人，不顾知己们斥他少骨气，为叛徒的忠告中，与对立学派

的代表们联系。

那么，毅力是济利禄性格的特征。他做了主教后，就猛烈地

攻击犹太人及诺未细安派人c 对于诺未细安派怀着好感的苏格拉

底，报复地说他是个暴厉者，并且标志在奥勃斯德长官事件内，

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奥勃斯德的朋友，在亚历山大里亚，极有

声势享有盛名的海披萨（ Hypatie）的被杀，他不是绝对无罪者。

这种一个敌人的恶宣传，流行于先天地嫉视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君

士坦丁堡c 囚一七年光景，济利禄承认错误，兴圣若望金口派握

手言好，并且把圣若望重列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名单中。可是这

不能视作确定的历史事实＝

圣济利禄的著作将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的性格c 他的著作，

在丰富的东方教父文学中，占着一个极重要的位置c 从此可见，

这个圣亚大纳削的后任，不但是个积极工作者，还是个丰富的作

家，第一流的思想家，斗争在他生活哩，占着一个大地位；他的

权威的斗争文章，是坚决的，确切的，透彻的；不像他的别的文

章，是缓顿的，模糊的，几乎没有声色的。在他的，就是在聂斯

托略异端前的著作中，基督的位置是始终出等的，读者觉得

“人神” (I ’ Humme - Dieu ）是济利禄的思想、中心：他是早预备

为捍卫关于这个奥迹的传统道理的。可是，应当指出，在这里，

时势没有造出英雄；相反地，英雄造出了时势。他的对于圣子降

孕的确切的知识，使他胜利地参加这个大斗争。

（乙）著作

他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有关神学的辩护著作，二有关圣

经的注正在著作。

一、辩护神学著作。这类著作的篇幅，虽不是最浩繁的，却

是最多类的，最出名的。他所攻击的，除去上面己说过的犹太人

及诺未细安派外，还有外教人，亚略派，亚颇利拿里派，以及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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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略派。

（一）他的反举良皇帝书，共计三十卷，是所以驳斥举良叛

教者的三卷“反圣经及信友的”。这部问世于四三三年后的伟大

著作，是献给狄奥多西二世的。可是，现在只存着头上十卷。作

者指出圣经所传的一切，强于希腊神话；同时，他也证明基督宗

教不是变相的犹太教，而是天主许给亚伯拉罕的至宝。

（二）济利禄的“圣三一体论”写于基督神学斗争前，包括

“宝库”与“对话”（ Thesaurus et Dialogue ）。

“宝库”里的三五篇论文，教课式地详论传统的圣三道理。

显然，他引用了卡帕多细亚诸子，圣厄匹非尼阿，以及圣亚大纳

削的论调。

“对话”里的七次作者与赫密亚的谈话，比较松懈地指出圣

子圣神与圣父共有的神性及性体。

（三）反亚颇拿里派的言论，见于“反薛努西亚塔书”

( Liber contre synousiastas) （所存的只有若干片断）。书中关于攻

击神人同形学派（ Anthropomorphites ）的一段，我们不能就指

出，它在什么程度下，是济利禄的作品。

（四）聂斯托略异端，自四二九年始，最引起了济利禄注

意：他多数的著作是关于这问题的；现在存在的，共计十三篇。

在后面，论基督神学斗争时，再应予以提出。总论起来，它们可

分作兰类。

直接关于斗争的几篇，独生圣子降孕论（ Scholia de Incarna

tione Unigeniti），致狄奥多西皇帝论信德（ De recta fide ad Theod

osium imperatorem），致皇后论信德上（ De recta fidead Princip恃

sas），致皇后论信德~ ( De recta fide ad A吨ustas ），驳斥聂斯托

略的诬蔑（ Adv芒四us Nestorii blasphemias) 0 

为亚历山大里亚与厄弗所公会议写的计有：诅咒

( Anath岳matismes ）反东方人辩护书（ Apologeticus contra O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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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s ），反狄奥多里特辩护书（ Apologeticus contra Theodoretum) , 

十二章释义（ Explicatio duodecim capitum ），辩护（ Apologetic-
\,/ 

QU U 

其余的作品计有“基督一位对话”（ Quod unus sit Christus) 

圣玛利亚是天主之母（ Quod B. Maria sit Deipara）。反奥狄多里

特及第奥德卢书（片断）。

圣济利禄的书信大半是关于聂斯托略异端的，共计八八件。

可是，应当除去最后一封；这对所称的海披萨致济利禄的信是假

的。第八十封是巴西略写的；还有十七封是与济利禄通信者写

的c 其余六九件，都是圣济利禄的手笔。在历史与神学方面，它

们都是重要的文献。特别应当指出：致隐士们论基督人神及童贞

玛利亚天主之母的一号信，至聂斯托略注解尼西亚信经，经厄弗

所公会议批准的四号信，致聂斯托略叙诅咒的十七号信，致安提

阿若望的三十九号信。致美利顿·阿加斯的四十号信，致苏申苏

的十五号及四十六号信；论尼西亚信经的五十五号信。

二、非辩护著作，大半是关于圣经的，计有（一）论说，

（二）注疏，（三）论赞三类。

（一）论说计有精神崇拜与真理论，以及首五卷古经的

象征。

圣济利禄在精神崇拜论里指出：法典与先知并没有取消，相

反地得到了成全。这正为了犹太人物质的礼仪，在信友对于天主

的精神崇拜中屡继着，犹太古教的仪式是新教仪式的阴影和象

征。他又根据古教的规例，劝人躲避罪恶（卷一），指出在基督

的义化（卷二卷三），义化的后果（卷四卷五），怎样爱天主爱

人（卷六卷七卷八），教会与锋品的关系（卷九至卷十三），对

于天主的精神崇拜（卷十四至卷十六）。第十七卷指出隆重的节

日是天堂福乐的前奏。

古经象征的目标从梅瑟的经典里找出基督的象征。作者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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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五卷古经，认为它们的象征性最大。在创世纪中，有亚可、

亚伯尔、诺蔼、亚伯拉罕、麦尔则得、依撒格、雅各伯、以及他

的于麦子们；出谷纪中，有火烧的荆棘，巴斯卦羔手、玛纳等等；

肋未纪中的制度象征耳目稣苦难，及人们的圣化；户籍纪中有加纳

店的向导，深红色的比牛，铜蛇；最后，在申命纪中，有祭献的

壮牛，被掳的女子，石灰浆，若苏厄被选3

（二）注疏著作，除去若干关于古新经的片断外，有依撒意

亚书释义，小先i-IJ I吁释义，圣若塑福音梓义。这月2的注正在虽比前

者更注意于文字，口的还在证明古经是新经的象征及预备。

圣济利禄的圣若望福音释义最能强调他的道理权威。它写于

聂斯托略异端前。这足以证明作者对于奥迹的奥迹，圣气奥迹，

具有特殊的兴趣 J 他研究时，不｛芭拉、攻举－切否认圣王的亚和！约

派，也想把整个的信友生活寄托其中 z 在第一卷巾句 i仑圣若望的

序言时，他就指出，于与父是同」体的：在卷二巾，他又指出：

子与父是完全平等的；在卷三、九、十、卡二巾，他频繁地f以

提起｛卷十一特别证明圣神的神性。卷四辉煌地阐论了圣体圣

事，岳五讨论了怎样圣神在人灵上～圣济利禄的圣若望福音注

疏．可比于圣奥斯定的圣若望福古注疏二作者在论圣子降孕时，

注重他的神性，以及他的天主之子的位；这像是所以准备捍卫人

神的“单位”性的 3

（三）圣济利禄论赞为数r:v.当很多的，可惜大半遗失了 3 所

以存的只有两种，以及若干片断c

一、路加福音论赞共为一五六篇；现在所存的，是尚称忠实

的叙利亚语译本？这里讲语的他．虽仍是个神学家，尤以司牧的

姿态，向信众指出应循的路线c 这些著作应当写于四二二九年后。

二、复活节论赞共计二九篇，都是封斋节到复活节，圣济和l

悻致信众的公函。在指出复活节日前，主教先瞩信友们做补赎，

行忏悔，修德行．使得多沾救世的大恩。接 F去，他谈了救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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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个问题引他暴露一个违反这个奥迹的谬说。他于四二0

年初，就攘斥“那些把基督分成两个，且视他为只与圣子精神

结合的一个人” 四二九年，圣济利禄更彻底地肯定：“玛利亚

是吾主之母，天主之母。”这是向聂斯托略异端言：战的信号；聂

斯托略的名字，虽还未见提出 c

气、所称的七篇厄弗所论赞．就是他在公会议席上彪炳一时

的讲话「第四篇讲话发表于六月二二二日，与二七日间（在这个讲

话内，他为玛利亚唤出最荣苦的称呼此外．这应当加上八篇对

象不同的演讲，以及若干篇演讲的片断：J

二 圣济利禄与聂斯托略异端

（甲）公会议前

四二八年末，聂斯托略开始反击天主之母（＠εor6xol; ） 四

二九年初．圣济利禄在他的第卡篇论赞壁，叫信众对于新异端提

高警惕介在他稍后写给隐士们的一封信里，他的立场表演得更加

坚决．以至聂斯托略认为圣济利禄攻击的对象就是他，而表示愤

怒：圣济利禄两度函劝他接受正道二可是他的回信．都是又酸又

甘的 应当提出：当时在亚力山大＿fl!iW.与安提阿间，存着一种紧

张的局面：各城有对对方.tt、吐出的苦水〈这种环境很难使双方的

协议在友 i宜恬静的氛围中进行c 若干历史家错误地认为圣济利禄

抱着这种报复的心理门济利禄是明眼的神学家．他深悉问题的严

重性，这是与整个的基督教义有关的 J 在他对于协议的荷望消散

之后，在拥护正道的热忱椎动 F，决定采取权威的步骤L

他首先发表独生圣子降孕论，严防｛言众陷入迷津。同时，他

毅然决然用一致狄奥多西二世， 4致青年公主亚加狄亚及马利

拿，一致浦尔歇利（狄奥多西的长姊）反攸多克息亚（狄奥多

西的妻子），两皇后的交篇信德论．使朝庭提高警惕。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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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他又针对聂斯托略一系列讲话，写了五卷反聂斯托略的诬蔑

论（ Contre les blasphm阳 de Nestorius ）。

聂斯托略岂甘示弱。四二九年 他上诉教宗圣则肋斯定一

世，在他的一封信里，且请教宗召集－」个公会议，为他伸冤。教

宗不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文件为足，四二九年中，也向亚历山大

里亚征求意见ο 圣济利禄迟迟不覆；直到四三0年春，就是差不

多一年之后，他按照教会古老的习惯，向教宗提出在信德上发生

的问题。在他的信巾，附着一个备忘录，列叙争端的原委，以及

各种有关争端的重要文件c 四三0年八月．在→个由西方主教组

织的会议里，教：王谴责了聂斯托略的学说，八月十 A 日，教宗签

署四封致东方教会的公函，其中 A致聂斯托略，限他于十天内表

示悔过；一致君士坦丁堡教会，一致安提阿的若望，一致圣济利

禄，委以教宗代表的资格，执行罗马的命令叫

圣济利禄接到了信，就于四三0年十月，召集埃及主教开会

议于亚历山大里亚，议席上作了一封致聂斯托略的信；有名的十

二项诅咒，就是该信的结尾c 这十二项诅咒可以说斩断了一切的

遁辞飞 nT惜这些公式虽透露了作者锐利的见解，也有它们的缺

点。它们不但标志了一系列教宗没有要求的精密性和枝节性，而

且它们引用的术语是会使安提阿的学者摇头的己例如在这文件中

( 6JT6σTασiO 极频繁地被指为位（ Personne）而安提阿的学者，

在基督神学中，视（ v7T6σTα？iO 为（ nature ）的问义语。同样，

( s'~wσL( Cf!VσL叫）被视作实际的，真正的，性体的结合，而攻
击亚颇利拿里的神学家却视以为两种性体的i昆合（ La fusion 

Natures) 0 

聂斯托略接受安提阿的若望，以及狄奥多里特的劝告，已

向教宗作了·种让步的表示，可是，仍坚持他关于公会议的要

求ο 在接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会议录后，他认为济利禄是个亚顺利

拿里派人，就答以“十二项反iEi咒＼于是，东方学者群起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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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攻击圣济利禄。圣济利禄虽在他的两种辩护文件上，明朗地提

出抗议。终未能解除人们的误会。

(Z ）厄弗所公会议（囚三一年）

来一个公会议的呼声，从各地传来。四三0年十升，狄奥

多四三世通令公会议应于四三一年，圣神降临节，召集于厄弗

所。在他致圣济利禄的信里，含着若干威胁。济利禄先向教宗请

示。教宗劝他参加公会议，并且努力使聂斯托略悔过。同时，教

宗把对于聂斯托略的绝罚，暂予悬昔吨以看后果」教宗又派了三

个专使，会同济利禄，以裁判的资格，出席会议二则肋斯定一世

在他致公会议的信中，明朗地指出罗马的首席性，以及服从未座

谴责聂斯托略的重要性ο

本当于四三一年，六月七日开革的公会议．为了安担阿若望

及教宗代表不到，未能如骂！］展开二六月二二日‘不耐久恃的圣济

利禄，在一五九个主教，－ －个迦太基主教代表前揭了幕。公会议

前夕，六八个主教表示反对；可是，圣济和j禄，边仗着去年被委

为教宗代表的资格，边为着安提阿若望前几天抗议，聂斯托略拒

绝出席；可是，大会在读了尼两亚信经后，先研究有关纠纷的各

种文献（济和j禄的，聂斯托略的，以及教宗的信件J 继披i卖出

席者反对聂斯托略学说的道理，终于在无法说服聂斯托略后，作

出了绝罚以及撤职的处分：文件是由」九八人答署的（三八个

主教跟在会议开始时的→六。但出席者后．也表示赞成。）文件

是这样开头的：“根据教会条律，以及我们的圣父与同事，则肋

斯定，罗马主教的公函…”这个消息，在厄弗所城里，获得了

最热烈的欢迎，为了玛利亚天主之母的道理，在那儿是最普温

的；而且济利禄的最积极的参谋人员中的一个，麦漠嫩主教，是

竭力予以拥护的一份子。

聂斯托略通过主才由「个主教签署的信，向朝庭提出抗议c

六月廿六日，安提阿若望…行报到c 他们与提出抗议者，另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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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三个主教组成的会议。这个或所称的真正的厄弗所公会议，

谴责了济利禄以及公会议的－切亚颇利拿里份子。然后，他们把

会议的经过，报告皇帝，皇帝似予袒护。

教宗代表到了以后，圣济利禄，于七月十日，不顾皇帝的禁

令，开了第二次大会；席上朗诵了则肋斯定教宗的公函，函中教

宗要求公会议发表罗马绝罚聂斯托略的公文。出席者接受声中高

日子道：“这是真实的批判，应当感谢新保禄，则肋斯定，新保

碌，济利禄，信德的守护则肋斯定。”教宗的两个代表要求检视

第一次会议录二终于第三次会议中，一致予以批准J 在这次会议

席上，教宗代表斐理伯，汗如莲花地，谈了由伯多禄奠定的罗马

首席性。他指出伯多禄在他继任者身上，生活着，批判着。这个

隆重的申明，在会议土，没有碰到什么异议，一如会议录指出的

出席者态度，就是公会议的态度。、聂斯托略自己拒绝服从，也不

否认这个道理2

八月下旬中，公会议叉开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四次会

议；可是，终未能说服安提阿若望，以及东方的主教们。为此，

最后→次公会议不惜予以绝罚的处分。这次会议作出了六个议决

案，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反对披雷杰派的。第六次会议颁

布的一个严禁或宣传异于尼西亚信经的信经议决案，自然明朗地

只指私人，或主教个人；并不限制教会的最高权威，或一个公会

议的权威，一如廿年后的加采东公会议；它也曾提出了另一种信

经。圣济利禄是该会议的灵魂。他的震动一时的，至今还存在的

演讲发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可是，聂斯托略在胡庭方面，占着优势。四三一年八月，圣

济利禄与厄弗所主教麦漠嫩被捕入狱。在他三个月的囹圄生活

中，济利禄写了他的诅咒注解。十月间，皇帝因济利禄的朋友们

的辩白，恢复了他的自由，核准了聂斯托略的绝罚：不但撤聂斯

托略的主教职，又禁止他的著作流行。于是，厄弗所公会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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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济利禄于十月底，回到亚历山大里亚；紧接着，在他致狄

奥多西的辩诉里，向皇帝说明了一切冤屈。

（丙）厄弗所公会议后

厄弗所公会议后，东方继续在三年中，拒绝承认聂斯托略的

处分以及诅咒ε 四三三年，通过教宗及皇帝的调｛亭，在一种新的

信条下，安提阿若望和大半的东方主教与圣济利禄和埃及主教们

重归于好c 这个新信条称厄弗所信经。这是由圣济利禄为避免裂

教起见而作出的，比较缓和的信条。可是噜他的让步纯属表面

的：他取消了（ tJ-iα <.p~ii;, ~wσif; <.pVσix斗）在天主之母
( ®eor6xo？；） 术语下，他也加上了注解。对方也作了相当的让

步，不但承认了聂斯托略的处分事实；在道理上，也放弃了

（σν山ψBLα）（精神结合）而i周以 （ evwσl／；） 而且也接受“属性
相互通传”（ la communication dt'sidiome川一

可是，这个和好没有消除济利禄的一切闲难c 在东方，即使

在叙利亚，还视济利禄是个亚颇利拿里派人ε 别的比较缓和者，

例如提奥多里特，虽承认他的学说是正统的，总不以聂斯托略为

不然。在埃及，济利禄所遇的困难是从反面来的。人们控诉他过

于软弱．不满他通过对于东方的让步，牺牲了厄弗所信条。济利

禄的朋友，拍卢兹的以锡多也就是这样的→个人。应当指出：济

利禄的若干朋友，简直已是一性论者，济利禄当时的一切信件，

万矢一鹊地在证明：他丝毫没有牺牲“诅咒”中的道理。为表

示他的信仰态度，当时他采用－一个强有力的，引起责难的信条。

为获得正道的胜利，四三三年后，圣济利禄在书信外，还挥

笔写作。

一、“基督是→位”这是篇神学对话。它指出了基督神人两

性的受生；他的两性是不能分开的；它们犹如灵魂肉身，相结组

成→个人。

二、驳斥否认圣玛利亚为天主之母者，这本小册子，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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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圣经的词句，用以证明玛利亚天主之母的称呼的合理性J

三、驳狄奥多及第奥德卢论写于聂斯托略著作被禁流行于叙

利亚，而代以危险性更深的狄奥多及神学上所犯的错误。

圣济利禄始终是正道警惕的保护者。在他与安提阿若望和好

后，为了他对于聂斯托略派的态度过于软弱，不忘向他提出抗

议c 济利禄写信给他说“和平难是应当期望的，它不应当在正

道的损失下进行着：任何人应当谴责聂斯托略以及他的暴行。”

若望死于四四一年：济利禄死于四四四年：他初不料他用以捍卫

正道的信条，一天会变成一性论者手中的武器的。

三圣济利禄的道理

（甲）圣师

圣济利禄是希腊教父中，在基督教义上，拥有最大的权威的

A个。正如在上一个世纪，圣亚大纳削使基督神性，以及他与圣

父同体的道理获得了胜利，济利禄胜利地攘斥了那些瓜分基督，

以及毁灭圣子降孕道理的异端c 他根据圣经及传统奠定这个奥

迹；他所以是个智力惊人的圣师，也就为了这个缘故。

他是个天生的神学家，他深思j远虑着启示真理；他通过理

智，探索奥迹；他是东方教父中，首屈一指的能深入堂奥的学

者；看来只有西方的奥斯定可以驾而上之。应当承认：他的神学

术语是有缺点的；这个缺点暴露他的哲学的漏洞。不差，他并不

怎样精于哲学，他的道理首要基础．是教会传统。人们且能说：

这些缺点也有它们的好处；它们驱策济利禄连用一种这样具体的

术语，而藉以抵住了阴险的聂斯托略异端。

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结束了圣王问题的纠纷，而且封好了东方

正道之门；一如圣奥斯定，通过他的“圣三论”，在西方所做

的ο 关于这点，我们且不予多赘。他的基督神学，以及他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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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最有价值的。

(Z ）基督神学

一如上面所说的，圣济利禄似有把（ q;vσL（，时6σTασL(.

7Tp6σω汀av ） 混为一谈的倾向。在他的基督神学著作里，这兰个

字指同一的实际，耶稣基督。他的言论，都基于圣子阵孕的

观点。

圣济利禄以」个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立场，常侧重基督的神

性c 在他的神学里，他的目光常注视着“圣言”。他时称之为

( 7Tρ仰lrJ7TOIJ ） 时尤称之为（ Hypostase) 0 这个字．在东方，自四

世末，群用以指天主兰位 τ 这个字又明朗地指出圣气奥迹及降孕

奥迹的联系。他称圣言为（件’σL（） ，为了他拥有整个的，与父

及圣神无异的神性c 这个远见．在一种超自然的，强烈的氛围

F，控制了济利禄一切的著作二

圣济利禄强调圣子降孕后的“单位”性（ εν6n~ ） c 天主的

独生子，圣言，在降孕前，已是美满的。在取了人性后，他没有

获得什么，他也没有变化c 在前他是（ d，什叩xo（） 现在成了血肉
（ σ叩g），就是做了人。他生而为人，可是他的位，还是降孕前

的那个叫降生的是圣言，他取了一个人性’他没有尖掉他的

“单B位性

为此，为使基督的“单位性”，不因此结合而遭损失；那个

我们所说的结合不应眩予以毁灭。可是，这正是聂斯托略派的错

误。他们过度地区别了人与神；他们强调人神间的结合，只是个

精神的，相对的结合；因此，他们瓜分了基督。他们认为：人性

与圣言的结合是浮面的：为此，这个人性的独立性，使它成了

“位”。圣济利禄反抗他们，！坚决地指出：神性人性的结合，不

止是（ rwc'x.'{Jelα）而是（ BIJlrJσL（） 为更好地确定这个实际，他
称之为在位的结合（ lλ1ion clans I'hypostase （品ωσl(XαTα

ψv'uw ） 。自然不是个新的位，而就是早已存在的圣言的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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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似欠正确地称之为性体的结合（品ωσiC) ( qmnx们，不应当

误会，这并不说：从此发生了一个新的性体（卢σω ，可是纯
为了人性己神秘地被降孕的圣子负着；而降孕的圣子只有一个独

立的性体，就是天主的性体（ Nature autonome) 0 救世主的人性，

虽是整个的，可不是个位，为了基督人性，存在圣子的位中。可

能，圣济利禄只爱谈基督的惟一的性体 （µiαωσi？） 。
圣济利禄最强调的，以及最著名的公式是： （ µiα w~σL~ 7σv 

θrnJ1A6γov σεσapxwµ/:vη）这个公式的意义，我们在上面已叙
述过；这个意义，圣济利禄始终坚持着。为什么原故他这样坚持

呢？首先为了他相信：它是由圣亚大纳削倡导的；不知实在出于

亚颇利拿里，而假托于圣亚大纳削的。再者，他应当攻击宣传基

督有两个不与第二位真正结合的性体的聂斯托略。最后，我们尽

可以跟狄塞龙说： “显然，济利禄不明了”怎样这样的一个性

体，可能不是位而却存在的。摩普苏德狄奥多的一个整个的性体

是个位的理论，应当在他的脑海里，还存着－个深刻的印象。一

句话，他面对着一个奥迹勺l 可是，他不肯跟着狄奥多，因哲学而

随风倒舵；他承认：耶稣基督的“单位性”，实在是个崇高的，

不解的奥迹3 给我们指出基督一位的教会传统的权威，强于任何

哲学的疑难c

圣济利禄乐于把我人身灵的结合来解释基督神人两性的结

合。这个比喻虽是以透露结合的实际，以及两个独立体的密切联

系；可总是个比喻。圣济利禄没有结说：两个性体都是，或其中

的一个是不完整的：也没有标志，它们结合的后果，是个新的神

人的性体。一性论者，误解了他的学说，又误解了他的（μ…
机；σi?) 0 他们引他作撑腰，实在自欺其人ο 济手！J禄为保卫神人
的一位性，奠定了属性相互通传的传统道理。（ La communication 

des idiomes）他习把神人两性体的行为，归于圣言。他也把各性

体的行为归于具体的神性或人性。他肯定这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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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济利禄又强调玛利亚是天主之母。他坚持着他的天主之母

( E>t::o76xo（） ，他不容人们代以（ @soO~O[ OU Xptσ7076xoO .·他

在圣母敬礼上的影响是无边的；而这个敬礼，在厄弗所公会议

后，更突飞猛进着r 他在他的第四篇落英缤纷的论赞里，尽了歌

顷圣母的能事。后世圣母节日的演讲者，频繁地予以借用 3 全圣

的（ IIαvαγJα ），天主之母（ 8eoT6xo［） ，以及卒世童贞
（ αE叮φ8svo（） ，三个术语，纲要地代表了东方的传统神学；看
来无原罪始胎的道理，也隐隐地包括在内。圣济利禄对于圣母敬

体的功绩，是足以永垂不朽的〈

（丙）宠爱与信友生活

古代教会学者，爱在跟着圣保禄．谈论存在信友们的，反使

他们能享天福的超性生活：他们指出：这个道理可以帮助人压服

偏情，鼓动人重视的个成全的生活 τ 一」贯崇王下传统的圣济利禄，

不｛Qi且习了古人的名i仑，又加上了他个人的见解（他把零落的论

调，组成了一个有系统的学说：圣三神学．及基督神学，就是两

个重心。他的对于信德的一片热忱，使他大胆的作出了打破记录

的真理公式。

一、他像古代学者指出：人的圣化是一种洗灌，一个由死到

生的阶段， →个复生， →个罪前原状的恢复，一个内心的革新，

一个灵魂的深刻变化，一种天主化？天主化是他最强调的一个术

语，灵魂以天主为标准，进行革新工作；天主把他的肖像印军一

般地盖在灵魂七。这个神的印象是实际l而深刻的；通过它，我们

可以融化子神性（ ()s(cv.（ ηOll'WVOl !.pV＇σεwO ο 我们实在天主化
了。无疑地，我们并不变为天主，（ xmd’ ψσLV ），我们的人性，

并不变作神性；可是，我们虽还保持着我们软弱的人性，我们却

受到一种提高我们性体的“神因素

圣神是我们圣化的特另4原则O 无疑地，整个圣主圣化我们，

可是，圣三毛通过圣神圣化我们：为了圣神是圣兰的馨香，和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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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能。圣神是消除我们罪恶的火，巩固我们的橄榄油，丰富永

生的活泉，恢复天主肖像的印军。圣济利禄又如四世纪的教父，

根据圣神的活动，证明他的神性。圣神既圣化，那么，圣神是性

体地圣的；所以他是天主。圣神既天主化，那么，他是天主。为

传播光，先应吁有光；为传播火，先应当有火；为传播天主性，

先h\f. 写是天主e 圣神是天主，他与灵魂结合，他圣化灵魂；这个

结合虽是真正的，密切的，丰富的，却只是精神的，相对的。圣

神当与元祖相结，而元祖获见的。因圣神是他遗发的，而且圣神

就是“圣言之神”。再者，基督领受圣神，是所以通传于我们

的，而使我人国原罪失去的恩宠得以获还。基督复活后，才通传

了他的圣神。占时的先知们，不能接受圣神；那么，信友的地位

不高于古圣祖们的地位么？

这个最后的论调，可能不应当是字面的；它可能标志古教次

于新敦，新教的象征，古敦，只藉新敦的德能，赋圣龙于人。我

们说可能，为了神学家们都不以为然c 圣济利禄有没有标榜圣神

与圣灵魂的结合是个“位的结合”（ Umon personelle ）？圣神是义

化的形因呢或纯是动／tl？圣化是圣神的特性工作么？三个问题还

在聚论纷纷中。

→定的，圣济利禄认为：整个圣王来居于圣灵魂巾，为了信

友是圣神的宫殿，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在天圣父的养子；圣

父同他相结。可是，圣神是不是独一的中间？这个结合是直接的

呢，或是通过一种恩宠的间接的结合？许多希腊教父，尤其济利

禄的肯定的答案，使中世纪的伯多禄·龙巴尔，以及近代的伯道

( Petau）相信圣神与灵魂的结合是性体的（。山LW句0 结合；
他们还把圣化特性归于圣神。实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坚决的论

调，如果人们能认清希腊圣三神学的特征（灵魂义化与神属性

的类比），尽可以用以强调这一点。

二、圣济利碌通过他的宠爱论，深入信友生活的泉源；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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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西方，圣奥斯定在另一个观点下所做的。希坡主教，为

攘斥披雷杰，在宠爱以外，又指出了宠佑，并且强调：为立功

劳，为实现真正的圣德，天主的辅佑是必要的。亚历山大里亚主

教，指出这个圣德的性质及伟大，而以系于天主的性体圣德；为

了人的圣德元非是这个性体圣德的流露。上边两个观点，都以圣

保禄为根据；同样地都足以引人达到成全的生活。

圣体，信友生活的粮食，在圣济利禄的思想里，占着一个重

要的位置：“它医治灵魂的疾病，镇压我们的肉欲，引起对于天

主的孝爱，克制偏情，包扎受损者，救起堕落者，阻遏残暴的魔

鬼的攻击。为此，领圣体是必要的．而且为善领圣体，一个纯洁

的和真正的教友生活也是必要的二可是，圣济利禄反对聂斯托略

强调的两点，就是关于圣体的最尖锐的两点：面酒形下的基督血

肉是个具有生命的血肉，为了它实在地与圣言，与性命结合着；

另一方面，领圣体者直接地，实在地，通过这个血肉，圣言的血

肉，与圣言结合着。这个结合虽不及位的结合，然超过聂斯托略

所说的精神结合。济利禄否认那个两刀论法：血肉或神性。在圣

体内，如在降孕奥迹中，两方面的结合是实在的。整个的圣济利

禄也就在这里。

Saint Cyrille d’Alexandri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1 ° Editions: P. G. , 68-77 （ εdition Aubert, 1638 , avec 

supplements de Mai. ) Edition partielle ( importante) , Pu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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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息尔提奥多里特

一生活与著作

提奥多里特是安提阿学校最后的一个代表，正如圣济利禄，

他在 A个漫长时期内的学敌，是. \IE历山大里亚学校最后的 4个代

表。他的神学的深刻性．他的信友感觉的巩固性，虽远逊于圣济

利禄；若以作家与注硫家%it. 他却骂而七之二为了攻击济和！陆

学派的倾向，他的学说几乎越出 i［道的边缘； nf能开始flJ ＇己越

过了边缘。矫枉过正的他，终归于正；他的首先控诉 A性j仑的功

绩，足以弥补过去的错误c 可是，这个功绩未能全部掩盖他一时

的错误：人们虽·致承认他的盛德，教会没有把他列入圣品；而

且他受过一度严厉的谴责ι

三九三年左右，提奥多里特生于安提阿；他的家庭是有钱

的，他的宗教与文学教育，是很号究的。他肆业的各学校，都受

着摩普苏爱主教．第奥德卢深刻的影响ο 聂斯托略以及将来的安

提阿宗主教若望，都是他的同商 他与前两人交谊极深：因此他

在道理的见解上，受到了恶劣的影响，并且被拖入「可怜的辩道

旋涡。他的敏感细致的天性，在他认为信德陷于危机时，驱策他

挺身而出加入作战。四A六年左右，为了酷爱默祷生活，他往隐

修于安提阿郊区的尼塞尔德（ Nicerta ）＂可是，四二兰二年：年方

三十的他，被摧为幼发拉河近边，息尔的主教；他在任共三

十年ι

这个充满神火的主教，在这个拥有八百个罗布在交通不便的

广大教区的村子内，积极地展汗工作 J 他竭力劝外教人和l异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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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正。四四九年，他写信给教宗圣良说：“藉天主的庇佑，我治

好了成子的中马尔康毒的病人；我又往亚略及攸蒋灭的营盘里引

出了别的一群，使他们归入吾主耶稣基督的丰枝J’这个传教工

作，一如他的遗著所标志的，并没有阻挡他做个注疏家．演说

家，辩护家，神学家，历史家。

他的关于圣经的著作，无疑地是最丰富的c 除去用问答：体写

的关于市经前八卷（创世纪、出谷纪、肋未纪、户籍纪、中命

纪、若苏厄书、民长纪、卢德） 的著作外，还有圣咏集注正在、

雅歌注疏， A切］先知书注疏， A切保禄书信注疏。

提奥多里特实在可以在古代第」流注疏家中占个位置c 他的

纯洁、流利，而不事矫揉的文章，足以证明：息尔主教在安提阿

所受的教育是坚实的；理智是清明的，工作方法是科学的，得来

的知识是已经消化的。可惜，他的著作缺少创造性η 他自己也承

认，他的工作不在创造，而尤在搜集安提阿学校的精华著作。他

虽崇拜第奥德卢，终于跃出了迷津，避免了毒素。

提奥多里特还频繁地从远方到安提阿来，作引人入胜的演

讲c 可是，他的几乎全部的演讲己失散无踪二所存的，只是关于

圣若望金口的五讲，以及论天主t智十’i井的片断：它们的内容都

是辩护性的。此外还有附于隐士历史后的神圣爱德论c

提奥多里特最主要的辩护性著作，是他的名著“外教病的

乐石”（ Gu位ison des maladies palennes ）皮书又名“通过希腊哲

学认识幅音真理”；它的内容也就可以包括在这个名称中。这部

书写于四工九年，四三七年间，都为卡三卷的巨制，先检讨了若

干哲学及神学的枢纽问题，如人的来源，他的性体，世界；后提

出公教的答案，以修正，补充古人们的答案。

提奥多里特的神学著作计有关于圣三的，以及降孕的；别的

所以攘斥异端人（马尔康派，攸樨灭，马其顿派，亚颇利拿里

派）的神学著作，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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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圣三活动论（ De sancta et vivifice Trinitate ）以及吾主降

孕论（ De Incamatione Domini）见于圣济利禄的著作中，在基督

神学纠纷的过程中，他先后写了济利禄的十二种诅咒驳义，以及

五卷降孕论。 ( Pentalogium <le I时amatione）。他又写了乞丐派

( Eranistes）以攻击 A性论，，关于这些著作，在后面应当；再予

提及。

提奥多里特的历史著作，虽为数极小，谷口是他的成名之作。

一、隐士历史写于四四0年左右，书中列著若干东方有名隐

士的传，文笔是极生动的，书末附著神圣爱德论，这是篇很漂亮

的论说。

二、起自三二三年，止于四二八年的圣教历史，写于同五0

年左右。这是欧瑟伯圣教历史的继续．绝对不是人们所称的苏格

拉底及撒落满故事的剌窃物 3 提奥多里特认识他的两个前辈，可

是他的历史是新创作：首先他以信友与主敦的资格，比那些教外

人，更能确切了解宗教事务，而且，他备有价值元比的新文献。

信件，札记，会议录，他都尽量予以引用。他对于安提阿宗主教

区，更万分关怀。

三三、最后，约于四五三三年，他写了异端简史（ Histoire 

al时gee des heresies）。作者在前四卷里，自西i芮邪法人起，至他

的同代的异端人止，叙述那个阶段中异端历史（关于聂斯托略

－章，无疑地不是他的手笔）卷五以结论的方式，综论了基督

教会的道理与伦理σ

提奥多里特的二气。封信．具有最高历史价值，而且也大有

适于作者的声誉。巴敦威（ Bardenhewer）说：“思想的细致，文

章的流利，学说的稳当，在这些通信内， →切常引起一致的掌

声。”谁想明了当代的神学纠纷，谁也应视以为最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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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奥多里特与基督神学

提奥多里特在基督神学纠纷中发生的影响，为了他亲历戎

行，尤其是不容忽略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其它。

聂斯托略斗争…开幕，提奥多里特为了他对于君士提丁堡主

教的友谊，也为了他个人的见解，就加入作战。四三0年，他劝

告聂斯托略服从教宗；可是，在济利禄的“诅咒”发表后；他

认为济利禄是亚颇利拿里主义的拥护者，就著书予以抨击。大概

整个的原文，可见于济利禄反驳提奥多里特－书中（ Apologia

C'ontra Theod附tum) c 在厄弗所公会议巾，他站于奥提阿的若望

一方面。不久，他发表了五卷降孕论，重新攻击济利禄与厄弗所

公会议。他的关于圣三及降孕的几本小册子，也传诵于当时。四

三三年，为了人的问题，他拒绝签字于和约（ Formule d’union) 

上；可是这个和约，可能不是他起草的，然而是由他授意的，直

至四三五年，他才予接受，可是还继续历久地拒绝攘斥聂斯托

略。四三八年，当济手lj禄拈伐那个聂斯托略异端的鼻祖，摩普苏

德·狄奥多时，他竟起而反抗。

当时，一性论的势力，假托厄弗所公会议与圣济利禄的权

威，正在蒸蒸日仁。四七七年，提奥多里特在他的乞丐派

( Eranistes）又叫多变者（ Versatile）里，首先予以打击。 一性论

实在是 A堆垃圾，一样怪物。乞丐派在头七二个对话中指出：

（一）降孕的圣言，在神性的方面没有丝毫的变化

(&71ρ81TTO(), （二）神性人性不相说合（ ~O"~JXVTO( ) , （三）他

又不能受苦（α7αecηL 第四对话课本式地总结了辩护c

这样的一种著作自然的引起一性论派的仇恨：四九九年，他

被他们撤职，且被幽闭于尼塞尔德隐院υ 他上书教宗，明白地承

认罗马宗座就是伯多禄庭位的首席性。“无论如何，你向当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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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被召出席加采东公会议的他，在一性论派的阻挠下，被

教宗代表及皇帝复职；可是，事前他弃绝了聂斯托略．和他的道

理：“我诅咒聂斯托略，我iR.咒任何不承认童贞玛利亚为天主之

母，以及把天主的独生子， →分为二的人c”公会议昕了这个坦

白隆重的声明，称息尔主教为“公教博士’＼提奥多里特死于四

五八年c

他在神学纠纷中过度的活动，为他的声誉产生了恶劣的影

响）他的攻击圣济利禄及厄弗所公会议的著作，是奇士丁尼，为

讨好一性论派，提议由于谴责的“三章” ( Trois Chapitres ）之

一。五五二：年，君士妇丁｛苍第二次公会议，接受了皇帝的提议；

五五四年，教宗维吉力阿斯E手核准 虽然如此．公会议没有成

击他本人，也没有怀疑他的诚意－

提奥多里特的基督神学的正统’性．究竟怎样呢？在他反济利

禄的斗争巾，他是否真的以聂斯托略的见解为见解．或纯误会了

对方的学说？古代学者们，一般地说他犯了错误c 柏特篮（ Ber

tram）结束他的研究说：“息尔主教实在原则地犯了聂斯托略的

错误；他大概在四兰六年，才从迷途里跑了回来J’狄塞龙也以

这结论为然；可是，他认为应当大大地予以缓和→下。“毫克疑

惑的，提奥多里特赞成聂斯托略过激的两性论（ Duophysisme ) ; 

他用以解释的语调，是过度而不正确的c 可是不应当因此原则地

说他是标榜基督两位．真正的聂斯托略异端人”。或竟指出：他

是天主上智用来平衡右倾及左倾两派的。我们尽可以说，他争得

了·部分成绩；可是，在经罗马最高权威解决后，他绝对不应当

再予攻击。这个错误，在他老年时＼终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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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t de C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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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撒学校

以得撒学校，四世纪时，在厄弗冷指导下，曾二度放过异

影；可是，到了五世纪，经不起聂斯托略异端的风雨，渐趋哀

败。它的鳞爪只残存于尼；齐布的异端学校中 J

叙利亚中部文化巾，L、‘就是这个知名的以得撒学校〔它又称

波斯学校，为了吗时许多的波斯青年．穿越握界‘争来与奥斯来

尼人（ Osrho岳niens ）同受→种高寺的宗教教育二安提阿的鸿儒，

尤其是摩普苏德，狄奥多，在以得撒的权威，是赫赫无比的τ 拉

布拉斯（ Rab吐as）主教，在厄弗所公会议后，终于明了了这种

权威的危险性。他会向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圣济利禄，控诉狄奥

多，而且也采取了严格的步骤，予以裁判。可是什么都不中用c

在学校和神职界中，表面似缓和1了 A些。囚；二．三年句以得撒一个

司择，伊巳斯给马列斯（ Maris）主教的 A封信，托出写时的~－ ~ 

般情形。这封偏袒聂斯托略的信叙述了厄弗公会议，以及圣济利

禄与安提阿若望的重归于好。它所载的道理公式，有极正统的，

也有很模梭的。它尖锐地批评了圣济利禄与拉布拉斯：指捕了他

们反提奥多里特的狂热。

四三二；五年，拉布拉斯长逝；伊巴斯继任以得撒主教，他任提

奥多里特的著作流行于世， 1对此，被视为亲聂斯托略派J 四四九

年，他与第奥德卢，在厄弗所的胡闹（ Brigan出ge）巾，同被撤

职。四五斗二，加采东会议，在他们弃绝聂斯托略条件F，恢复

了他们的原职。会议录对于伊巴斯信仰的正统性，没有作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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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四五七年，伊巳斯主教死。以得撒学校也就失掉了大多数的

聂斯托略派教授；他们都避往波斯的泥济布O 这个无头的学校，

又残存了约三十来年。四八九年，芝诺（ Z岳阳n）皇帝勒令闭

门；于是师生们群赴泥济布。

二泥济布学校

聂斯托略派两个最激烈的份子，巴苏马斯（ Barsumas）及那

锡士（ Narses）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聂斯托略异端所以能在加

尔底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学校是它最重要的原因。

巴苏马斯遗下了不少的演讲。论赞，书信，和－种教仪。他

是在波斯一个最积极的聂斯托略异端的宣传者。他的传教方法，

是教育与政治，双管齐下的。当选了泥济布主教后，就以以得撒

学校为模范，创办了泥济布学校；在定出了学校组织法后，就交

于那锡士执行并指导。同时，他督促外教王伯劳士（ Peroz) , 一

面承认聂斯托略教，一面严禁与拜占庭朝庭勾结的基督教会ο 当

时聂斯托略教就在塞琉西亚与，武息丰，设立它的总部。聂斯托略

教热烈地向东亚发展出去，直到中国。

那锡士先后历五十年，是聂斯托略教核心，泥i齐布学校的灵

魂。他在师生中的威权是极大的；友方称他为圣神的竖琴，敌方

称他为麻疯病人。学者在他的著作中指出：

（→）诗歌论赞兰六0首， （二）圣经注正在， （三）宗教仪

式及圣体论，（四）风俗败坏论。

在他的指导下，泥济布学校愈以位的二元论（ Dualisme hy

postatique）相标榜。开始时，他们维持著四三三年作出的公式；

可是，星移物换，渐渐发觉这个公式的可疑性；接着那锡士的，

大概写于四八五年，四九0年间的一篇论赞，跟着厄弗所公会

议，予以吐弃，并且大大地讴歌第奥德卢，提奥多里特，以及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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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略。

六世纪时，这个学校表示了接近公教信友的倾向。这个倾向

虽见于将来的塞琉细亚首席主教，马尔亚巴（ Mar-Aha）的言论

中；可是，在那个死于六一0年，五七二年出任大学教授，大名

鼎鼎的赫那纳的著作中，呈日得特别地露骨ο 他虽受过不少的教

务会议的谴责，在－群结绅以及学凭的拥护F，仍旧站着讲坛

他的敌人们说他是个异端人，为了他是玩弄邪法者，奥利振的信

徒，位结合（ Union Hypostatique）以及天主之母＠εOT68o~ 的拥

护者。他也成认公教徒描写的原罪。赫那纳的反对派首领，就是

那个奠定聂斯托略学说的大巴巴伊（ Babai' le grand ）。

三聂斯托略教义

巴巴伊本是易兹拉（ I zla ）山，亚伯拉罕阳、院的院长；七世

纪初时’．一跃而为日趋纷歧的聂斯托略派的主要人物。拉步尔

( LaJ.ioun 

人心，鼓励懦弱。他尤以保护聂斯托略正统学说为己任，揭发各

隐院（远方的也不在例外）的前进份子，竭力阻遏他们的宵传ο

为更有效地打击赫那纳派，麦萨利派，一性派，他屡次乞助于王

门的（ Porte Royale）地方长官，他的一群好友ο 他的权威看来

获得了 A致的推许。”六二七年，他被推为领袖，可是不予接

受c 不久，他就浩然长逝；他遗F的，为数很多的著作，计有注

疏，论赞，神学等等，可惜所存无几。他的“结合论” (De 

l啕union），是他关于基督神学的重要作品。

巴巴伊宣传的，确是聂斯托略的学说，虽然他的论调是比较

缓和的。他认为安提阿的术语： ( Adhesion, inhabitatio叽 as

somptic叫都不足以解释基督神人两性的结合c 他承认玛利亚是

天主之母，他也强调救世主的“单位性”。可是，这些外衣并不



第四章 叙利亚文学 43 

改变内容。巳巳伊时也说神人（ Homme Dieu ）具有两性两位ο

他所说的两性两位（ Deux natures et hypostases）还是我们所说的

两位（ Deux personnes ）。格鲁梅（ Grumel ）说： “他的唯 A的

位．无非是一个位，无非是一个（法人）；”（ Etre moral ），它不

但不抹杀，而且标榜基督身上的两种实体成分……这两个性体嘈

常被视为两个整个地存在的东西，而且彼此都是烛 11.的，他又常

视以为两个各自为政的“主位＼巳巳伊跟着赫刺克来第的作

者．聂斯托略，常把公教正统的外衣，披在他的教义上。于是，

聂斯托略异端的危险性，更加尖锐了 ο 聂斯托略教义．经若1二会

议奠定后，七世纪来没有多大变化。

最近发行的一种具有极大价值的文献，向我们关于聂斯托略

教会议，作了－个缤密的报道。这个东方教务会议录（ Synodi帽

仰n orientale）是个编于九世纪的卡三个教务会议，大半为聂斯

托略教务会议录σ 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六七两世纪中的几个会

议l：这个文献指出「令人感到兴趣的远方宗教法制的历史c 立在

很多点上，确定了占圣植和宗教历史的时期；它又根据每一会议

闭幕时的信条宣誓，叙述了聂斯托略教义的变迁户在脱离了罗马

公教怀抱后的聂斯托略教，不过是叙利亚的一个教源而已。还有

一个m:围比较大的派别，一性论派，也自立了门 f1 c 

La litterature syriaque depuis le Ve siecl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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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性论

一性论的原始

圣济利禄为了攻斥聂斯托略异端的需要，采用了那些能表示

耶稣基督神人的两性实际结合的公式；它们，尤其是 fLL~α 伊σit

TOV θsou A6rov σEσ伴有wµevη，是带着危险性的。它们很能引

起人们的误会c 那些人或是学识i剪陋者，攸替歧就是→个例子，

或是惟利是图而不重视真理者，济利禄的后任，提奥斯高尔就是

这样的一个。

攸替歧生于三七八年左右，行年三十就做了君士坦丁壁一个

拥有三百个修士的隐院院长。在厄弗所公会议后，他剧烈地反对

聂斯托略派Q 四四一年，为了他的代子，阉人基利萨市

( Chrγsaphe）做了大宫，他在拜占庭的势力，一时气焰万丈；虽

被疑为聂斯托略派者，他必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他。可惜这是个

学识浅薄，没有深刻研究，呆十反而缺少神学修养的人〉圣良称他

是个不聪明的，大没有经验的家伙（ Imprudens et nimis imperi

lus）。他盲目地坚持济利禄的术语，只顾字面，不管字义；谁不

重视他重视的字面，谁就被他斥为异端人。这种作风不久，就引

起了各方的抗议。安提阿宗主教，于四四八年，先把他向皇帝王告

了 A状；可是没有结果。同年十一月，多立雷·欧瑟伯主教，在

君士坦丁堡主教夫雷维安，以及宗教常务委员会前，对他提出了

一个正式的控诉。年己古稀的攸替歧，在第三次传票下，才姗姗

而来。审判员纲领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基督有与我们同样

的性体么？攸替歧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在基督有没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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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老隐士答：他在降孕前有两个，在降孕后只有一个他。他又

强调这是教父们的道理，他不能予以攘斥。于是，他就受了绝

罚，撤职，禁制的处分。这个处分似过于严厉，因为这个老翁最

大的罪过纯在愚鲁与顽固。可能这个处分的目标，尤在阻止他宣

传这种邪说。攸替歧拒绝接受定案。他上书教宗，及伯多禄·克

利老格（ St. Pierre Chrysologue ） ο 亚历山大里亚的提奥斯高尔，

就表示予以保护，而皇帝在克利萨夫的报道下，召集了一个新会

议于厄弗所。

关于攸替歧个人的学说，人们虽写了不少的篇幅，却未能作

出一个定论。可是一切狭义的－性论几乎都以归于攸替歧。若干

学者虽谴责了他的论调的公式，但在他的学识葫陋的角度F，每

说他没有犯什么真正的错误 可是．如果他再认基督的人性，那

么，基督还有什么人的色影呢η 那么．他的学说怎能不是一性

i仑呢？

二一性论被谴责

当时的教宗，圣大良具有领导的天才，镇静的头脑；他要求

作出简单的道理公式，不谈无从索解的问题。攸替歧事件，开始

时，很使他摇头；接着咨询于夫富维安。追皇帝召集了公会议，

他虽予以赞成，可是，向夫雷维安发出了一通制定信理的长篇累

牍的文件（ Instruction dogmatique）。这个关系基深的文件，以及

别的公函，是由他的代表们携往厄弗所的。可是这个文件的神学

气氛，没有圣济利禄的浓厚，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圣大良不争

辩，不证明；他只指出，只决断。他简单地重新提出式滔良，圣

奥斯定，以及东方教父们纯正的学说。可是他的阐述，是极明朗

通劲的。这样的一种文法，似在西方已经失传。他的结论是一位

两性；基督只是一位，可是拥有两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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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四四年始任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的提奥斯高尔，受皇帝

命，任厄弗所公会议主席（四四九年）。议席上，他虽拥护圣济

利禄的道理，然更注意压制兰八一年来逐渐抬头的君士坦丁堡宗

主教区。仗着皇帝的军队，以及手执棍棒的一排疯狂的隐士，用

暴力强迫一三五个出席会议的主教，接受他的号令勺八月八日不

顾教宗的训令，擅把攸替歧复职；二二日，又撤了多立吉的欧瑟

伯，提奥多里特，伊巴斯，安提阿的陶奴斯，夫富维安的职。夫

富维安当场受伤，且于二天后长逝。皇帝的代表们只得逃去，把

一群牺牲者的抗议书携呈教宗c 圣良在他的九十五号公函内，称

这个会议为“厄弗所胡闹” ( Brigandage d‘Epl枪附）这个名字从

此就永远存在历史上。这个会议的议决案，虽不合正义，狭奥多

西二世，至死（四五0年）予以坚持。

新皇帝马细安（四五0年，四五七年）是个真正的公教徒：

局面就焕然一新 阿那托力（ Anatole ），夫富维安的后任，不久

接受了圣良的训令。马细安也想召集牟个会议，教宗予以赞成。

这个会议的地点是加采东（四五一年十月），出席者共计五百到

六百人。教宗的代表们 依据教宗坚决的意志，执行主席任务c

会议在信理问题外，又讨论了人事与纪律问题υ

一切循常例进行着：先朗诵各种重要的文献，如尼赛｛言经，

君士坦丁堡信经，圣济利禄致聂斯托略的第四号信，四三三年的

结合公式（ Forrnule d’Union），以及圣良的论信理公函；然后一→

一予以通过。宗座代表指出：教宗是整个教会的总主教。教宗的

公函虽一般地受到拥护；也引起了若干的疑难2 这些疑难终于在

小组会上获得了满意的解释，而全文就毫无保留地通过。这个文

件虽是决定性的文献，还不是公会议有关信理的正式文献。为了

皇帝要求一个由出席主教们签名的正式文件，当由大会另拟了→

个。这个文件的范围小于教宗的公函。它删除了一切疑实，可

是，也是由教宗代表们认为满意的。关于聚讼的问题，我们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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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段：“惟一而同一的基督、圣子、主、独生子，拥着两个

性（卢圳08σLV ） 。它们是不混杂、不变化、不剖分、不别离
的。”这个文件受到了大半主教的赞成，计签名者三五五人。

人事也得到了解决：提奥斯高尔为了不同的理由，尤其是他

在厄弗所胡闹中的作风，受了撤职处分：其余狼狈为奸者不予追

究。前受牺牲的主教，全部复职；提奥多里特，及伊巴斯也表示

弃绝聂斯托略异端。伊巴斯致马列斯的信，教宗代表及若干出席

者认为无害于正统的道理，虽然没有获得 A致通过。应当指出：

关于这点，五五三年的谴责，与四五一年的容忍是不矛盾的。

从纪律栏中，应该指出那个有名的第二八条；它在三八一年

公会议承认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荣誉的首席性外，又加上了他给于

小亚细亚．以及色雷斯（ Thrace）宗主教实权圣良拒绝批准这

个带懵越性的一条，这条直至十三世纪．罗马才子批准z 亚历山

大里亚及安提阿两个总主教，根据第二八条．吏振振有辞地不肯

承认加采东公会议。

这个大集会未能如愿以偿地使东方教会获得和平。它的关于

信理的议决案， ）t受到了攻击c 可是这些议决案是必要的，而且

适合的。聂斯托略异端受谴责于厄弗所，而圣济利禄的论调，在

他的朋友们过激的解释下，不但没有维持基督的“单位”而且

毁灭了他的人性的整个性。圣良的提案既不右倾，允执厥中，正

可以使两个敌对阵容中的稳健而爱护真理的份子互相握手。好几

1世纪来，东方的道统正需要这个措施；实在，历史告诉我们，这

个措施是最贤明的。当时的人心，实在太骚动了，全面的和平，

斗才是谈不到的。地方性的冲突，人们间的摩擦，以及政治的野

心，使那个宗教纠纷，兼是·个政治纠纷。

聂斯托略派认为加采东会议，虽没有直接为聂斯托略作辩

护，却为拥护他者是个鼓励。在另一方面，济利禄的右派，或误

于四兰一年敌人的胜利之声，或误于亚历山大里亚的道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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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加采东的议决案推翻了厄弗所公会议。他们虽带着深浅不同

的色彩，他们推崇一性论的决心是一致的。

这里在谛听公教神学家怎样证明厄弗所与加采东公会议初无

二致之前，先 A提那个一性论。

三一性论的分类

← 4切－－~·性论者都在攻击聂斯托略异端，以及｝Jf!采东公会议标

榜的道理勺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不同的途径t. 他们的派

别实在太复杂了；为便利起见‘我们且把他们分为过激和1缓和

两派c

（甲）过激一性论

过激一性论‘根据伊σ昭的字ffl］，标志；某督的“单性”产缓

和一性论，运用政治路线，曲折地暴露思想 过激－性论又称攸

替歧主义；可是攸替歧真正的见解，还是难以分析的。这个异端

有四个基本公式，还有不少的节目公式。

一、基本公式． －共四个， a个是关于人性，一个关于神性

的．两个是关于两性的结合的产

( -－~）若十年－ -·t生论者指出：人性被冲性淹没，所存者只有神

性，犹如一滴蜜糖，落入海巾，而、溶于其内。这派人应当逻辑地

把苦难归于神性。他们就是狭义的夭主受难论者

( Theopaschites）：为了这个术语，广义地每指一切一性论者；而

这又为r他们在三圣颂（ Trisagion）后，加上了“他为我们钉死

架上”（ qui crncifixus es pronobis ）今

（：二）若干根据保禄的 εη~vwσβv 二αvT6v ( Exinanivit Se

M吨ipsum ）标志、圣言毁化于人性中c 这个学说又称（ La

Keno町）。这些论调－人们习以归诸攸替歧与亚顺利拿派。

（三）典型→性论者指出神人两性由合； i昆合的结果，是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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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昆合物，而它的性体是个神人性体；在基督，只有一个本质

(E附时e) 」个属性 （ Propri臼岳）。六世纪安提阿的塞弗拉斯所

攘斥的塞泽阿斯，文范学者（ Sergius le Grammairien）就是该派

最著名的一个代表c

（四）最微妙的 A派表示：基督是神人两性，不提合地结合

的一样自然物，犹如i灵魂肉身，两个不完全的物体组成了人，一

样新的整个的物体；可是，在圣子降孕时，这个神人是由两个始

终完整的因素构成的产这个基于亚颇手！J拿里学说的学说，好久归

于一性论缓和派的代表人物．尤以归于塞弗拉斯派。可是．这是

错误的；在后面，应当再F讨论

二、节目公式

（一）不受造论派（ Acti刑It'~ ）说基督的肉身区．如同他的神

性，不是受造的ο

（二）虚像论派（ Phantasiastes ）说基督的肉躯纯是影子。

它简直就是幻影说。

（三）不受苦论派（ Aphtha巾docetes）说这个肉躯：是不能腐

化，不能受忏的。

（四）尼奥卡（ Niobites ）说这结合型的“神性人性”是不

可能相互地区别的c

（五）人性软弱论派（ Agn刷刷）说基督人性有它的自然的

弱点，甚至无异于一般的人性。

（六）顽同派（ Ac句hales ）是开I~ 些拒绝赫诺典格

(H邑notique ）且与 A切宗主教脱离关系的」派，他们是没有领袖

的，虽然不是没有他们的主敦的c

（乙）缓和的一性论者

这是反力fl采东会议敌人中，最聪明并且具有绝大影响的→派

人。这派的宗主教及理论家标榜的道理，比上所列的，要缓和得

多：实在，它不过是名义的＿，陪论罢了 3 他们自以为他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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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是圣济利禄的道理。正为了这点 他们是很危险的。他们

不但否认教会隆重的训导，又顽固地攻击加采东决议。如果他们

真地无可指摘之处，他们应该承认加采东公会议的合法性。正如

圣济利禄会一面接受四三兰年的安提阿公式， －面继续保持他的

术语。而且他们中间不少的人，或与过激的一性论者j良狈为奸，

或予以保护；提奥斯高尔对于攸替歧，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们

的趋向都在削弱基督的人性，而且把他们危险的学说，视为惟一

地合乎正道的。他们实在是异端的言：传者；他们只晓得予智自

雄．对于正道的系统．摸不关心？

四 一性论在君士坦丁堡

加采东的决议争得了马细安皇帝的支持（四五0年至四五

七年）；良一世也能萧规曹随（四五七至四七四年）；芝诺

(Z创on）也历久不变（四七四年至四九」年）。篡位的巴息力斯

卡（四七六年至四七七年），是 J性论者的保护人，他的四七六

年发出的通牒，权威似地谴责了加采东公会议。这个通牒，为了

隐士和信友的反对‘他终予以收｜口L 芝诺的复位使加采东决议又

得到了保护．远他采取了一个新政策时才停止户

四八二年，芝诺皇帝发表团结（ Evwnη伽 H归。tique ）通谕．

攻击巴息力斯卡的通谕句以期与反抗力口采东决议者言和ζJ 通谕虽

边攘斥聂斯托略及攸替歧，边肯定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牲，却没

有用“一”与“两性” ο 它又捐出： “或在加采东，或在别地，

谁不这样想，就在谴责之例。”那么，力11采东公会议，间接地就

在谴责之例二团结通谕声明：信德标准只有尼西亚信经，君士坦

丁堡决议，圣济利禄的十二i且咒，以及厄弗所决议。思然，团结

通谕不带任何异端色彩，可是放弃了加采东会议；在这人心惶惑

的时候，这个措施是很危险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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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件的真正倡导者，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四七一年

至四八九年）阿加思；自然，他是与亚历山大里亚的伯多禄·

蒙才（ Pierre Mo咔e），加采东会议的死对敌，一鼻子出气的。原

来阿加思在巴息力斯卡执政时，曾拥护加采东决议υ 他的出此，

」面为了受了君士坦丁堡信友的督促，一面为了不好意思放弃授

以种种宗主教权利的那个会议c 在阿加思吁时为给安提阿，一性

论派宗主教，伯多禄·勒佛隆的→封信哩，清楚地攻击了他以及

新行的礼仪c 在芝诺复位后，阿加思又使罗马瞌责伯多禄·勒佛

隆和1亚历山大垣亚的1t！多禄·蒙才。可是，在获得了皇帝对于加

采东决议第二八条正式核准后，他慢慢地倾向 A性论派，企图控

制安提阿及亚历山大喧亚，东方的两大牧！主？再者，为 F新的荣

衔而得意洋洋的他，也想从此脱离否认第二八条的罗马的越来越

紧的羁勒。四八二年， Z与 f自多禄·蒙才，重登亚电山大里亚牧

座，并且向君士坦T~提议和协的时候，阿加思不们表示欢迎，

并且与蒙才→道签署了赫诺典格通谕（ Edit H徊。tique ）二凡拒绝

予以签署的主教都被驱逐离位。

教宗圣辛苦利夏（四六八年至四八兰年）先提出抗议，他

的后任圣菲力克斯三世．更采取了积极的步骤。教宗派驻君士坦

丁壁的代表们在威胁利诱下，有辱使命c 教宗不受蒙蔽，下令予

阿加思以绝罚及撤职的处分，谴责他违反教律，侵占别的教民的

权利，滥予便利于异端人。君士坦丁堡反阿加思运动，在隐士

们，尤其是在阿赛墨（ Acimete ）隐士的带头下，一时闹得满城

风雨：阿加思明目张胆地开始作乱。他在碑帖土涂去了教宗的名

字，整个的东方就陷入拆教状态σ 这个阿加思拆教纤牛过了气卡五

年C 这个！冯L波使

士坦丁堡升恪为宗主教区O 二 t－年后拜占庭意味着与罗马脱离，

虽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这个酝酿于丘世纪的运动，成熟于十一

世纪c 在信众的呼吁，传统的势力下，六世纪时，重见了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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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断断续续的风潮巾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c

五一八年，真心爱护正道的查斯丁皇帝（五一八年至五工

七年）与教宗荷尔弥达（ St. Honnisdas），共同努力恢复教会的

和平」 －性论派主教rN. 当离职，正统者出代．尤以安提阿教K为

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若望二世也赞成统 d。因他的领导，整

个东方教会的正统主教，一律接受在有名的荷尔弥达文件（ For

muled’Horn山das) l：签名。该文件明朗肯定罗马宗座的特权3

它先指出了特权的基础： 」为基督的谎言 一为罗马的道理永远

的正统性。“为了再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是磐石……是不可

能不应验的。这些话已有事实可以证明，为了在宗座上，公教会

无咕保存着”。它又指出了两种责任： ＼在 4切事情内，应当

听罗马的指导；二、为与公教相通功，应当与罗马联系c 凡不服

从宗座者，应当在碑帖（ Diptyque）土，除名。那些人就是聂斯托

略， fl交替歧，提奥斯高尔，第睦德·伊鲁尔，伯多禄·蒙才，阿

加思，以及伯多禄·勒佛隆c 萨拉维尔（ Salaville ）中肯定地指

出：这个文件奠定了正道真正的团结（ Le v仕itable Henotique 时’

thodoxe）。团结在君士坦丁堡完成时，异端的危险就得历久地

消除。

五一性论在亚历山大里亚

一性论自以为宗圣济利禄；传于埃及的，比任何地方的更加

深固：因此这一方的教会，终于全部与罗马脱离关系。这里，我

们且举出它的几个巨头来。

＼提奥斯高尔于四四四年接圣济利禄为亚历山大里亚主

教；四四九年的厄弗所胡闹是由他指挥的；四五一年被｝JD采东会

议撤职；四五四年死于他的流亡之地，冈格尔。他遗下的著作计

有若干书信片断；似已动过的，后来 4性论派每用以攻击公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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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加采东会议六条诅咒，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虽没有服膺攸替歧

全部的学说，却予以拥护。关于异端的发展，他有不容逃避的

责任。

三、第睦德·伊鲁尔 （ Aiλovpo(, le chat）领锋品于圣济利

禄子；在厄弗所胡闹中，他是提奥斯高尔的伙伴。四五七年，一

性论派举他为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当时的公教主教，伯劳德利

阿斯遭了暗杀。他被皇帝良赶出亚历山大里亚c 之后，流于冈格

尔，继迁刻索泥萨斯（ Chersonese ）。四七六年，被巴息力斯卡

召回，四七七年，组织厄弗所总主教署，不久回到亚历山大里

亚，同年死于该城。他留下了若干重要的著作：一、加采东会议

及教宗良文件驳义（ Refutation du synode de Chalcedoine et du 

Tome de Leon) ；二、反两性论派c 在这个著作里他系统地收集

了教父们许多他视以为有利于他的学说的篇幅；三、一种带反聂

斯托略色彩的教会历史；四、若干书信．一致君士坦丁堡教会，

A致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一致整个的埃及教会。他的基督神学属

于一性论援和派。他的学说虽与攸替歧派的不同，他的恶行实促

进了异端。

兰、伯多禄·蒙才（µnyyδt zj、喉咙）积极地参加了团结文

件（拖到otique）的起草。四七七年，被一性论派攫升宗主教，

可是就被芝诺驱逐3 为恢复他的旧位，听了阿加恩的计划，采取

了芝诺的新的宗教政策。他死于四八九年c 他只遗下了三封信，

其中一封是给阿加思的。他的学说无异于第睦德·伊鲁尔。

四、哈利加纳苏举良是小亚细亚，哈利加纳苏，六世纪初的

一性论派主教。五→八年离职往埃及，在那里，他宣传了一种基

督肉躯不受苦的怪道理；基督在降孕时已有－个天然地不能受

苦，权利地不能死亡的肉躯。这个特典，在通过他的一种意志，

一种奇迹而所受的苦难中．依旧存在着。这个神秘的学说，举良

自认来自一种联系基督神人两性的一性论倾向，以及」个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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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应该具有一切优点的原则。安提阿的塞弗拉斯反驳举良指

出：基督只在他复活后，是不能受苦的。

德拉克（ Draguet）微妙地标志：不受苦论（ Aphthartodocetisme) 

只强调，基督人性的弱点，不应该称为（例叩叫）因为那些弱

点，不像在别的人身上，是从原罪（例。ρα）来的。说他不受苦

c acp()ap仇α）就是说他不染原罪，不受原罪的一切后果。塞弗拉
斯所以攻击这个实底合于正道的学说，为了他一如举良，对于原

罪的性质缺少一个确切的见解。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其指摘

举良，不如说塞弗拉斯犯了错误。

举良派（ Julianistes ou aphthartodoc时tes ou Gai"anites）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强有力的：公教徒以及一性论的巨头，都予

以攘斥。

五、塞泽阿斯文范学者，是六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性论

过激派的重要代表。他强调，基督神人只有一个本体（μ由 5

m-"σta？＞；塞弗拉斯也曾予攻击。塞氏的错误来自他，在圣济利

禄的文件外，不肯承认加采东会议文件。

还有两个亚历山大里亚的」性论者， 4个叫若望·菲罗本

(Jean Philopon）他是六世纪中叶的一个文范学者；一个叫斯德

望·哥巳（ Etienne Cobar），他是个神学家。晚年的他，更想入

非非，在他的错误的基督神学上，又加上错误的圣王神学。他

说：正如在基督身上，为了 A位的缘故，也只有一性；在天主，

为了拥有三位（ hypostase ），应当拥有三性（ Natures ）。或称这

派人为三个天主派（ Tritheistes），实在他们坚决否认有三个天

主。稍后，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一性论派宗主教，达弥央（ Da

mien）犯了另」个错误；四元论（ T居tradites ），就是在圣三外，

他又加上了一个单元。

自六世纪始，埃及本地的信友，或称科佩人，都是一性论

者；科佩人的神学也是一性论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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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性论在叙利亚

在叙利亚的一性论重要代表，计有安提阿的用希膜语写作的

两个宗主教， 1白多禄，勒佛隆与塞弗拉斯，以及不少用叙利亚语

写作的主教和隐士。他们为了痛恨同一语言的聂斯托略，也放弃

了加采东信条，终于使本国的文学摆脱公敦的影响。

（甲）希腊语作家

→、伯多禄·勒佛隆本是个手腕灵敏的隐士，四七0年左

右，通过运动被撞为一性论派的安提阿主教c 四七六年，巴息力

斯卡执政时，四八五年．芝’请执政时，他始终占着牧座J 他的宗

教仪式的革新，是最著名的 他在弥撒经中的气圣日（ Sanctus 

Deus, sanctus fortis, sanctus immortalis, mi把rere nobis ) ，加上了

你为我们钉死架上（ qui crncifixus es pro nohis) 伯多禄可能认

为这段经的对象是基督，而基督三度称圣者《可是，在君士坦丁

堡，教友习以圣三为这段经的对象。于是，就引起了父苦说

( Patripassianisme）或攸替歧学说。后来，一切二性论派所以被

称为父苦说派，就为了这个缘故二l

二、安提阿的塞弗拉斯，是五·二年，五一八年间，安提阿

的宗主教，死于五兰八年。他是」性论缓和派中的第‘流神学

家；著作等身的他，聪明顽固地为一个反动工作奔走。他生于彼

西底亚；在版依公教前（四八八年），他研究文学及法律。在巴

勒斯坦做了隐士后，很快地相信了 a性论勺他首在叙利亚反对南

法利阿斯隐士，为一性论辩护；继于君士坦丁堡乘奉行一个使命

之便（五0八年至五」一年），又为一性论宣传c 他的反加采东

会议的巨著菲拉来德（ PhilalNhe ）是在那个阶段内写的2 后来

为捍卫这本书，在升宗主教初年，他又写了菲拉来德辩护。可

是，他生平最大的斗争，是他留居安提阿时，与事泽阿斯文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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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他滴居埃及时与若望文范学者，和哈利加纳苏举良的三

役。五兰兰年，他被邀出席君士坦丁的宗教会议，在那里，他煽

惑了安提密阿宗主教（ Anthin ~） o 五兰八年，他死时遗 F了一

大堆神学著作；可是大半没有印刊。

古老的希腊作品保存着这部著作的重要片断；可是它的大部

分保存在叙利亚．译文中。

他的通信不下芝七五九件；人们印出了文字很不同的若干

件。勒蓬（ Lebon）分析了他的若干关系神学的书信。

在他宗主教ff内所写的一二五篇论赞，除掉若干片断外，保

持在希腊语原文中的，只有第七十七篇论赞；其余的几乎全得保

存在叙利亚语译文中。最近，人们又刊印了他的第五二篇以下，

至第七七篇为止的一系列论赞2

在宗教礼仪内我们找到塞弗拉斯为预受祝圣者自甘弥撒所撰的

一篇回文颂辞（ Ana

所称的掠帕吉替卡得尼的著作，最先发现于五三三年塞弗拉

斯的引语中；看来在五一三年举行的提尔（ Tyr）公会议时，他

早已开始予以引用。这些著作．根据它们所染的新柏拉图主义特

征，它们的执笔者，不可能是塞弗拉斯c

塞弗拉斯的基督神学，像是系统化后的圣济利禄的基督神

学ο 一如加采东的道理，它也介于聂斯托略和攸替歧学说的中

间。可是，它的公式与倾向，都与加采东的正道相反。

塞弗拉斯跟着亚历山大里亚诸子，把白σl（，时6σTασ呼，

作ρ6σ(1)07T01l 三字都作位的（ Personne ）解释。基督没有什么

(Nature），也是惟→的 nature 。u person时，就是圣言（ Le Ver

be) o 这是他的降孕奥迹神学的起点，降孕的就是圣言的 Nature

ou personne ( 'P｛；σl( ）。他降孕不是为变成另一个，而是为另样

地存在。

基督的人性，取自玛利亚；它是整个的，它通过一个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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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Union physique），与圣言相结。这个结合又不是聂斯托略

派的二元论（ Dualisme），又不是攸替歧派的混合论，彷佛在灵

魂肉身的缔结中。这个无损于成分们的整个的结合是种组织

(Composition，而vOt:σL() o 圣言的位 C <pvm（） 为了与人性相

结，变成了一样组织物（ Composee ， σvvOt:rn？） 。因此，他虽仍

是天主，仍与“父”同一性体，与我们也同一性体。

塞弗拉斯否认基督具有两个性；不过根据一种观点的差别，

基督具有神人两种不相泪合的本质（ OVL与）。无疑的，基督是由

两个本性（功 f>vo 严σεwv ） ；但是，为了他既是一个（ ef（），他

也是一个性体（ Une Nature ）。

可是塞弗拉斯在性体（ Nature ）名义下否认的一切，在特性

( Propriet吾）的名义下，却大半予以承认c 他把特性（ 7Tor6r17( 

Wσu才）别于神与人（ Etre humain N Etre divin）：这个特性是不

可能通传的（ incommunicable ) 0 他又指出了一般的属性

(w…μαTα au 1Toiorri0 ：它们是各物专有，而且不容分割的。属
性的通传（ la Communication de idior配叶，系于同→的主体。

特性有它的动作，在基督身上有两种动作，但是为了动作者

是独一的，动作也是独一的。关于意志的问题，也是同例的；动

作是多种的，可是为了意志的主体是独一的，意志也是独－的c

通过这些思想公式，塞弗拉斯并不露骨地标榜一性论；看来

他只有意说：基督人性的行为，也应归于降生的第二位圣言。那

么，他的道理不同于公教道理的症结，只在他的严格的属性通传

上；他不要人们说已受圣言纳耳叉的人性为性体。那么，他在基督

神学上，没有犯什么真正的错误；可是，他的一种削弱基督人性

的倾向是危险的。他为避免与聂斯托略把人而神的基督剖分为

二他竟不肯独立地称他的人性为性体。

塞弗拉斯虽不否认基督人性的种种属性，却在不肯独立地称

它为性体下，似抹杀了它的个别性（ Caractere individuel）：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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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个别性与位（ lndiveidu et Persofme）是绝对地二而一

的。拜占庭的雷温斯（ Leonce）有理地标志了他的具体性体学说

( La theorie de I'sw1T仰山TOV ） 根据这个学说， A个具体的，个

别的性体，并不就是位（ Hypostase）。见解狭窄的塞弗拉斯派是

不会懂这个分野的。他们的倾向终使他们否认最重要的公会议权

威的决案c 以及 A个神学家的权威证理，而流为拆教与异端教

人。总而言之，扰乱整个七世纪的一性论，就是这种削弱基督人

性神学的一种遥远的，可是直接的反映而已。

无论塞弗拉斯的学识怎样精细，爱情正道的善意怎样可嘉，

他实在是东方教会中，一个可怕的拆教及异教的袒护者。

（乙）叙利亚语的作家

叙利亚语」性论派的作家是很多的，这里，我们只举出尤著

的几个c

A 、马波的菲罗克塞那（ Philoxene de Mabbough）在四八五

年，五一八年间，任该城主教；五工三年，死于滴居之地。他是

安提阿的塞弗拉斯的同道好友；他遗下了不少的神学、注疏、礼

仪著作；其中若干册已经刊印。可是，所称的菲罗克塞那圣经译

本，实不是他而是他的辅佐主教坡力卡普的著作 （＇

二、萨罗的雅各伯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萨罗主教。他是叙利

亚语作家中的一个优秀份子。他的作品，尤其在诗歌方面，是不

可胜数的。他的诗歌就有七百多篇；其中经最近刊印的，也已

不少。

兰、斯德望·巴绪大列是带着泛神论色彩， J性论派的一个

隐士。菲罗克塞那及雅各伯曾予以攻击。或说海关德书（ Le l i 
- 

vre de Hiero 

得尼O

若望·巴库苏（ Jean Bar Cursuos）是；武拉的主教，他也留下

了若干著作；尤以是巴拉代的雅各伯，叙利亚一性论派组织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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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而驰名。

在六世纪中叶查士丁尼沉重的压力下，假如五四三年，五七

八年间，任以得撒主教的i武拉雅各伯（别称巴达拉伊 La Gue

nille ）不与皇太后提奥多刺勾结，私在叙利亚及边缘地带，组织

别树一帜的一性论教会，这些神学著作决不能挽救己趋于毁灭的

厄运。那么，叙利亚的一性论教会，被称为雅各｛白派教会（ Dg

lise jacobite），不是无因的。

下面几个比较著名的叙利亚一性派作家雅各伯巴达伊后的→

个阶段中的。

＼亚细亚的若望，或称厄弗所的若望，是通过他的东方圣

人传（ Vies des Saints Orientaux) .以反他的教会历史（卷王还存

在着）而出名的工这部书对于一性论历史的供献．是极重要的；

比起若望．鲁佛（ Jean Ru山fus ）的启示录（ λp《

｛导多呢！

二、；武拉的保禄于六一六年，六一七年间，翻译了身利振的

“六行圣经

三、赫剌克利亚的多默与保禄同时，他校订了菲罗克塞那圣

经译本ο

四、以得撒的雅各伯是个百科学者，他遗下了不少的神学及

圣经学著作。

五、雅各伯·巴尔萨利比（ Jacques Bar-Salibi ）是第阿培基

( Diarbekir）的主教。他遗下了极多关于注疏、神学、礼仪的

著作c

六、额我略巴尔希伯来（ Gr手goire Bar-Hrebrreu时，本是个犹

太教徒，归正后，升了主教，并且做了一个伟大的学者；他的汗

牛充栋的作品，我们不能予以枚举。

通过这些作家的名字，我们可以晓得：分裂后的叙利亚教

会，还保持着一定的文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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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nophysi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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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温斯前的反一性论者

－性论早于五世纪中叶，受了提奥多里特，及多主勒的欧瑟

伯（ Eus占be de Doηlee）的攻击。欧瑟伯且使君士坦丁堡，犬雷

维安谴责A了攸替歧。可是到了六世纪初，在神学家，主教，隐士

中，雨后春笋似地兴起了无数的护道作家。

（甲）主教

～」、马其陶尼阿某fr (Macedon 

r卢→部咏教父诗集，塞弗拉斯曾于提及。

二、赫刺克利央是加采东主教；他的二十卷摩尼学说驳论，

是特别著名的c 此外他义写了 A本驳斥→个凯撒利亚，攸替歧主

教，索特利古斯的著作c

三、息托波力斯的若望，于五一五年，五二0年间，写了」

本为加采东公会议辩护c 他与若望文范学者，同是塞弗拉斯的重

要敌手。为攻击塞弗拉斯，他写了一本巨著。

四、若望文范学者，可能是巴勒斯坦凯撒里亚的主教；他的

强烈的菲拉来德（ Philal居the ）驳义，尤使他出「名 c 塞弗拉斯

受了他的攻击，也著论加以反驳。若望的为加采东公会议辩护更

使宗主教头痛，塞弗拉斯的三卷反文范学者，也就是个反击。

五、安提阿的厄弗冷，五二七年，五四五年间，任安提阿宗

主教；他是正道最伟大的保障。升任主教前，他是东方的一个军

官。除去若干片断，他的著作都已散快。福细阿斯指出了他的一

本包括若干关于信道的信，以及八篇演讲的著作。此外，他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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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为力［！采东公会议辩护书囚卷c

（乙）隐士

在攻击塞弗拉斯的隐士中计有：

63 

一、内法利阿斯（ Nepl叫ius），他为加采东公会议，也写了

一本辩护书？

二、佐比阿斯，福细阿斯曾为他的一本著作战做了分析。

三、攸斯退替阿斯，他的论两性长函，包括着很多的文摘。

当时有两派倾向不同的隐士，参加公教信友反一性论派的斗争。

四、不睡派（ Acem仨te吟，五世纪末，他们的隐院被认为君

士坦丁堡保护两性论正道的堡垒c 他们甚至否认“天主之母”，

终于为教宗若望二世所谴责c

西得的隐士们（ Les Moines Scythes），在六世纪初表示的倾

向是反面的，他们努力在元损于传统道理的公式上让步，以劝化

一性论派。因此，他们采用济利禄的公式：“三位中的一位在肉

身中受了难”（ Unus de Trinitate passus est in came）他们驰往君

士坦丁堡及罗马；其中四人向教宗荷尔弥达游说。

他们虽破不唾派控为宣传天主受苦论者（ Theopaschitisme ) 

终于争得了查士丁尼及教宗若望二世的批准 若望·马克赫斯是

因得隐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他遗FF若十苦作之或说富温斯也是

一个西得隐士，这尚有待证明 3

二拜占庭雷温斯

（甲）生活及著作

关于雷温斯的生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资料。格鲁默

尔简单 Grumel 地指出：“雷温斯生于拜占庭，约在五世纪的后五

十年中。少年时惑于聂斯托略异端；后因天主特别的照顾，赖一

个学社博学同志的启导，跃出了迷津。在他归正的前或后，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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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振派的领袖诺诺斯（ Nonos）以及几个隐士，于五一九年至

五二0年间，群赴耶路撒冷近郊的新劳尔（ Nouvelle Laure ）。五

三一年，他陪圣萨巴斯（ St. Sabas）往游拜占庭。在那儿，为

了他对于加采东公会议的见解，又为了他是奥利振派，遭了隐院

院长的驱逐。他曾同厄弗所的海披底奥（ Hiy-patios ），出席由查

士丁尼召集的塞弗拉斯派与公教派会议。圣萨巴斯回巴勒斯坦

后，他仍留居君士坦丁堡；大概也参加了五三六年举行的反一性

论派会议；通过他与巴巴斯欧瑟比奥斯（ 1Ta1Tc;{ Eusebios）的友

谊，协助两个奥利振派分子，杜密善及狄多阿基达斯（ Theodore

Askidos）升了主教。五三八年，他再度到了新劳尔；后回拜占

庭；五四二年，他就死在那儿σ ”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雷温斯虽与奥利振派有联系．并且非常

崇拜亚历山大里亚大师，在他的学说里，奥利振主义的迹象，却

是很稀薄的；对于基督神学，他也没有予以增损。在这点上，他

的神学影响是很大的。他是个真正的神学家，智力尖锐细致；他

的综合性的哲学是准确的；他的观念是明晰的，稳、当的。忠于教

父和教会传统的他，灼见厄弗所与加采东两个公会的决议，是根

本一致的；为此坚决努力证明它们的一致性，而使一性论派晓

得：一个人尽可以接受加采东决议而不做聂斯托略派人。

在雷温斯留下的著作中，只有三神一定是他写的 3 它们看来

都作在五三一年，五三八年间；地点是君士坦丁堡。

一、聂斯托略派及攸替歧派驳义三卷。卷二先指出 ovrna et 

v1T仰TCX.fJl王的区别，然后攘斥聂斯托略与攸替歧两种矛盾的学

说。卷二攻斥不受苦论（ Aphthardocetis日1时，卷三攻击摩普苏

德·狄奥多；他是一切聂斯托略异端真正的负责人。每一卷中，

载有教父们的言论。

三、塞弗拉斯证理批驳（ Solutio argumentomm Severi ou Epil

yssis）。这是一本精悍的对话式的神学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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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反对塞弗拉斯三十章，是前书的继续

批判学者标志：巨著评论（ Scolies）也是雷温斯写的，可

是，大家都提不出确定的凭据。评论的片断散见于他的下列兰本

书中：反聂斯托略派，反一性论派，论异端派。人们好久相信，

第一个暴露亚颇利拿里派谬说的是雷温斯；可是现在已经证明：

“反亚颇利拿里派谬说”一书，是同时代的另一个不知名的作家

写的。

（乙）基督神学

雷温斯基督神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可以下面一字豆仰而σ＇T<XTOV

为标帜。这个公式，虽早已存在，但他比谁都更能用以证明两个

公会议决议的协调性。他的哲学是新柏拉图派的；这是他由教父

们和玻斐立学习来的；坡斐立还教了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雷温

斯在他的著作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m畴。可是，哲学为他不

过是所以更深入地研究教父思想的途径；他的道理都宗教父。

公教徒说基督具有两性~｛v.c

聂斯托略派说基督具有两性两位〔 －性论派说基督具有一性

一位c

聂斯托略和！一性论派相结起来，把性（：、、·ature ）与位（ Hy

postase) 11昆作一义O 他们i古公教｛言友说：你们以为人性不是一个

位（ Hn 

雷温斯答道： “它不是 wσ6ασi（，也不是 cXVV1TOσTα70（，却是

evv作6nαw（. ”为明暗他的答案，我们先应当了解这最后一字的

意义「

百温斯用心建立了实际的梯子：由顶到底，一为实体（ Sub

stance' omσ山），二为类（ Genre , revos ），三为种（ Espece, 

Blδo？） ，种是由类与特性（ Propri岳tes essentielles ）组成的：四为

性体（ Nature ，中Uσit) ，性体是种具体的实现；它狭义地又称

( OVUL~α；五为个体（ Individu ，在 70µ,DV ） 它是一个种的实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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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指整种，还指该实物的 A 切特征属性（ L'DL今μαTα

acpaiρLσnxa） ；这些属性雷温斯称为永久偶性，所以别于临时偶

性；六为位（ Hypostase VTraσTασι？） ，它是样自力存在的个体

(xcx8 ’ ecxvr6 , iv ecxm切）。这个界词，圣巴两略早已指出于前，

雷温斯吏圆满地予以切定。雷温斯特别标志：这个位的界词，只

符合那些物理地强立的个体，为此一个个体的成份，随它们或是

性体，或是实体，为了它们不存于己，而存在于整体，不能

称位。

雷咀斯根据这个分析指出： A个没有位的性体，是个没有实际

的抽象；可是他又标志：一个性体可能不是个 V1TOσ7ασd，不是个

avmr6σTαrnC( Priv衍 d ’ existence ），而可能是个 8VV1TO<TTCtTOb ，假

如它的存在（ Etre）不在自身，而在别一物中二这样一个性体（ La

Nature en hypostasi臼）不是个位（ H ypostase ）；为了它不存在自身：

可是，它也不是个偶性，为了它是 4个性体， A个实体。他认为：这

个典型的公式足以证明：－个性体（ cpvσit ） 就是具体的、实在的、

个体的本质（ Essentia）；可是同时不必是 v1To<ncxm（；那么，他同时

就可以驳斥由于错误的界词而发生的两种对立的谬说：聂斯托略

异端，以及一性论异端。

雷温斯向聂斯托略派指出：不错，圣言（ Le Verbe 

reAeio（） ，取了一个整个的人性（ TEABLα），可是，这两个成份

对自身方面讲，确是整个而圆满的；对降生的圣言方面讲，它们

都是他的成份，那么， 4日肉身与灵魂对人方面讲，它们都不是

整个的。为此，在基督只有 4位。基督人性虽是相对地整个的，

不是个体（ lJne hypostase）它不过是个 BVV1TOσTαTO(c 吉也斯的

道理直接地攻击了一d性论的。V1T6σTαTOV 攘斥了塞弗拉斯派标

榜的本质性体特征。随塞弗拉斯派怎样声明，他们似把这个特征

本质性体（ La Nature essence sp仕ifique ）视作基督人性的一切属

性的近原因（ Principe irmnediat) ，如果称基督的人性为－种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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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性体（ enhypostasi臼）；那么，这个性体肯定地是个具体

的性体二这个性体是真正的 cpvm（； 它在基督的神性外，什么都

不阻挡我们另子标出。

富国斯也赞成 A性派的“由两性” (Ex 巾alms 11aturi叫公

式。这个公式指基督是由两性结合而成的；或指已经存在的基

督，拥有两个性，而且持续于两性中 (In 山abus naturis ）严我们

以为前‘个加采东公式（ Ex duabus naturis），虽－~战后 4个公式

( In duabus naturis ）的明朗，同是合乎正道的ο 相反地 μ山

cpV<Tlb ＇ 虽勉强也可以作 μ山 VTO＜σTCHIL（ 解，是带危险性而且极

模糊的。雷温斯只违心地予以容忍〉

雷j晶斯在把基督神人两性的结合 比诸肉身~~鬼的结合时认

为：这时以有益地用以指出；基督两性的结合是个本体的结合，

各个的属性是受不到损害的，而且它们都于」位上存在着。可

是，也可以从此作出一牛性的结论。这个对比，应当有·定限度：

因为在人，肉身灵魂结合的后果，是一个性体；在基督，神人两

性结合的后果．不是 A个性体，而是两个存在→位的性体J 再

者，基督的人性，虽不是个兼为位的性体，却是个完整的个体

性体c

雷温斯又指出了另一个比较做妙的理由，一个性体本体地与

“类”（ Espece ）发生关系。灵魂肉身合成→个性体，为了它们

造成 r一个“类”而这个类的→切单位，都同样属于宫，而且

各人都是µi白白ov.σi（； 可是在基督身上并不这样。神人两性的结

合，不是一种类的结合；换句话，基督不是类（ Xpun6T丽，

g市as XPLCTT…lJ ） 基督只有一个位，一个不可分承的位。为此，基
督不是→个性（μ山 cpvn（） ，而是一个位（μ… V1TOσTασi（） 。这
个理由以弱于第 a个 c， 可是我们从此可以晓得：雷j且斯在这个问

题上，曾作了→个怎样深刻的研究。

雷温斯地观察，通过圣若望。达马瑟纳的采用，渗入了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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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哲学。拜占庭的神学家，实在是士林神哲学的达祖。

Leonce de Byz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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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查士丁尼一世

一查士丁尼的生活与著作

查士丁尼皇帝在当代宗教斗争中的表演是轰烈的；就是在神

学方面，也有积极的贡献。在这部教父学大纲里，拉进一个君

王，粗看起来，像是件怪事，可是为了他的关于东方教会的重要

性，应当予以提出。

查士I尼约以四八三年，生于马其顿的伊利里亚。他虽生活

于一个清寒的斯拉夫家庭内，他所受的教育，是很考究的。他被

送到君士坦丁堡，研究法律、军事，以及神学。这个广大的教育

允许他有效地帮助他的叔父查士了一世统治帝国（五一八年一

五二七年）二查士丁在驾崩（五二七年四月）的前四个月，把凯

撒的皇冠，加在他的养子．查士丁尼的头上c 五工六年，他娶了

一个女优伶，热忱的→性论拥护者，提奥多刺为室c、她虽频繁地

滥用她的声势，讨好那派的人，始终未能歪曲皇帝的信仰。

查士丁尼绵长的一朝，无论在军事、政治、艺术、宗教方

面，都是最光荣的；缺点自然也是免不掉的。这里，我们只在宗

教观点下谈查士丁尼。朱吉 (Jugie）指出：“查士丁尼对于他信

友皇帝的职责的观念是极崇高的。首先他的生活确是个标准的教

友生活。他的宗教信仰是深固的，他的教友修养是真挚的。教会

规定的斋期，他谨守不苟。他极关怀神学问题的聚讼。谁说他的

宗教政策纯以政治为前提，那么错得太远了。皇帝诚恳地寻求国

家与教会的利益。他认为教会的兴盛，可以坚定国家的康乐。当

他在他的神学作品，以及信道宪章里表示：对于公教信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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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就是帝国最好的保障时，他决不是个空言者，而是个真正的

信徒。他的宗教政策，在引导帝国的人民，版依独 A 的公

教会。”

皇帝的信教热忱，透露于他的政治著作巾，他颁布的法典的

正面上．写著“因吾主耶稣基督之名” ( Au nom de Notre - Sei

gneur Jesus Christ) ••巴我额（ Pargoire）标志、：“法典把天主一体

三位，圣言的神性，他的真正的降字，基督千世两性的｛言道，视

作拜占庭文化政治的基楚c 他又把他呈罗马教宗．整伺教舍元首

的誓言，也附入了法典r、实际上，神职成员不但参加帝国立法，

也参加司法的E作产神职成员， →如个别许多关于教会的事情．

也应当遵守 ~iJ 号帝’！豆订的规例二巴我略又说： “关于选择主教，

主教的职权，神职成员的数字，教会的产业，隐！驼的组织和管

理，隐士的初学与发愿，以 72别的成干的节目，奇士丁尼都是权

威的立法者。”元疑地，他的意向是良好的；他采取的步骤也每

同是良好的；可是这种作风，常强调皇帝的宪章，基于“国家

的神全能”（ Omnipotence divine del'etat) 0 这个观念，为了它包

括着一种错误，以及恶劣后果的种子，足以腐蚀最好的壁画。

查士丁尼承认罗马主教实力的首席性3 查士丁尼登位，那个

奔走结束阿加士裂教者，就是他。五」九年，他批准并使人们承

认荷弥达文件（ La formule d'Horrnisdas ）。他把这个文件抄入－

封他于五三兰年六月八日呈教宗若望二世的信内，而这封信又被

抄入他的法典η 他在他上教宗荷弥达的一封信里说：“教会能得

统…，全靠你的到ii导的权威J’他也驱策整个东方的神职成员服

从罗马宗庵，并与它联系。在他与若干教宗发生冲突之际，他也

从没有对于宗座表示怀疑；虽然他的作风时有越出轨道之处，虽

然他的著名的宗座与教宗的区别（ Siege et la Personne du pape ) 

尤其是不合理的。在士了尼关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特典的措

施，是有欠逻辑的。他不顾教宗们的抗议，直称i亥城主教为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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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元吕（自然只在东方），普地宗主教（ Patriarche oecu

menique ） υ 他认为五个大宗主教区，代表整个教会；而其余的主

教应当予以服从，一如宗主教们应当服从他们的首席罗马主教c

他清楚地表示：“谁都不怀疑，崇高的宗座在罗马。”可是，他

言不顾行地做了许多足以掩盖这端道理的事情；真中他的控制教

宗的倾向是最令人扼腕的。

他进而干、西’教会行政，他参加辩道会，不过一个世俗人的

他，满以为能权威地解决一切。

查士 T尼的函件透露：他F涉了 vr得隐士们（ Moi时H

Scytes）的父苦说（ Theopaschit叫，他表示他们的纷争是不必要

的；不久他被隐士们说服，就于五二0年左右，呈请教宗荷弥达

批准，教宗予以拒绝。五王三年左右，教宗若望二世（五二三二

年至丘三五年）才接受了他的请求；吁时不睡派（ Ae乎metes)

认为教宗的缄默．等于否认加采东属性相互通传的道理J

查士了尼在两种文献内谴责了一性论：（一）五王六年，他

下谕攻斥安典默（ An th ime ）；他是由提奥多刺保存的君士坦丁

堡－性论派的宗主教，后经教宗圣阿加皮塔斯提出强硬的抗议，

就被撤职 2 奇士丁尼也拥护这次教宗对于安典默以及他的党羽，

安提阿的塞弗拉斯，阿巴美的主教的多禄，隐士左拉斯（ Zo

aras ），÷·性论派领袖们的谴责。（二）五四二年．或五四三年，

为了若f ill'.JfjLLJ大里亚一性论派隐士的归正，他写了 a册反 A性

论派c 这是 A封谈道的函件， A面指出公教的正道，一面通过圣

经及教父们的著作，驳斥有关基督神学的异端，尤其是事弗拉斯

的i罢i兑＇·＇
同年，查土丁尼写了一本反奥利振主义（ Liber a<lversus Ori

genem）这本巨著是呈麦那斯宗主教的。

同年查士丁尼伺耶路撒冷宗主教取缔巴勒斯坦奥利振派的请

求，竟做了今个论道的学－t c :fff士丁尼毫克情面地指出奥利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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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异端的鼻祖；一切异端都把他的名字作掩护；他援引教父

们，尤其是圣亚大纳削、圣济利禄以及加帕多细亚诸子的论调，

予以攘斥。该书是在十条诅咒下结束的。这十条诅咒，后于五四

兰年，由麦那斯主持的一个会议席上受了核准的。查士丁尼为完

成他的工作，又向五四三年，专为讨论奥利振派召集的会上了一

书（ Lettre au Saint - Synode sur Orig各ne et ses par 一 tians ）。或说

它是呈五五三年召集的公会议的；这个公会议也讨论奥利振学

说；它作出了十五款反奥利振学说决议。

奥利振派的领袖聪明地转移了皇帝的视线，向他表示在作一

种让步下，他们可能归化一性论派。所说的让步，就在处分他们

痛恨的兰人，摩普萨得的狄奥多，西尔的狄奥多里特，以及以得

撒的伊巴斯。这就是历史家所称的三章问题（ La question de 

Trois Chapitre）。一、狄奥多的为人与著作；二、狄奥多里特拥

护聂斯托略攻击圣济利禄，及厄弗所公会议的著作，兰、伊巴斯

致马列斯的信。他们的提议是极阴险的，而且为王军士丁尼，是富

于诱惑力的；因为查士丁尼满望归化这个强有力的一性论派。五

三 A年，五三四年间，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曾召集两派开会磋

商，可是没有结果。他中采取过度强硬的手腕，对付异端人，但

在提奥多刺巧妙的活动下，他始终没有放弃委曲求全的途径。因

此，五四四年，他发出了一纸谴责三章的通论，可是，他也作了

维持加采东的威信的声明。东方正统主教团，懒洋洋地，跟着四

个宗主教，勉强签署了这个文件。可是，查士丁尼认为最重要

的，就在争得教宗的批准。于是，他全力以赴。应该晓得：为达

到他的目的，他采取了什么途径，他所得的成绩怎样。这样，我

们才能把这个不知倦怠的皇帝的最后的神学著作，放入它们的历

史证畴中。这个皇帝到死在讨论神学，临死还想把哈利加纳苏举

良的不受苦论（ Apl由artodocetisme）强行于整个教会内。他的死

打断了他的计划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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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与三章

查士丁尼尤拟驱使教宗维吉力阿斯谴责三章；为达到这个目

的，他不但著书又采用暴力。维吉力阿斯赖提奥多剌帮忙，做了

教宗后，虽有支持他的宗教政策诺言在前，却更了解了他的神圣

的职责，阿斯被传或硬押到君士坦丁堡后（五四八年－·－月），终

于屈服了下来；四月十一日，发出了他谴责三章的“判决了 Ju

die a tum”文件；然仍表示尊重加采东公会议决议。在西方教会

的抗议下，次年他收回了成命：教宗与皇帝相约，在召集另→个

公会议前，对于三章，不表示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

皇帝未能历久实践他的诺言，他的 a个新的有关道理的行

动，又掀起了一阵巨风。五五一年，因狄奥多阿斯基达的授意，

他发表了他的有名的“信仰” ( Confession ）这是一种政府的通

谕，谕中罗列着经政府承认的一切信道，尤其是关于基督神学

的勺这个皇帝神学家，先指出了厄弗所公会议与加采东公会议的

协调性，然后根据拜占庭，雷温斯的见解答复一性派的难题：计

算性体，不就是把它们拆散，基督人性从来没有它自己的位

( Hypastase），它存在圣言的位中乙谕尾附着十三条诅咒，最后

三条是针对三章的。教宗极不满意皇帝的措施，而且作了抗议。

五五一年八月，为了他学得在查士丁尼宫中，他的自由每能受到

种种的侵犯，避居于荷弥达宫旁的一座教堂内，接着转移居于加

采东圣女攸焕弥教堂。从那儿，他撤了狄奥多。阿基达的职，又

绝罚了麦那斯。他们两人因皇帝的指导，向教宗表示了歉忱；五
五二年间，教宗回抵君士坦丁堡；五五三年，一月六日，他接受

了君士坦丁堡新宗主教麦那斯后任的誓言。麦那斯是于前年八月

死的。这个长久的风波，就平静了下来。可是，将来的公会议，

将掀起另一个更可怕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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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力阿斯本来希望公会议学行于意大利c 为了皇帝绝对禁

止西方拉丁教会的代表们，尤其是非洲的主教出席，教宗拒绝出

席。五月五日公会议不顾教宗的抗议，正式开幕；到会的主教约

计 A百六卡位，而且大半是东方人。在开了三次没有多大意义的

会议后，在第四，第五，第六次议席上，开始检讨摩普萨得的狄

奥多，以及伊巴斯的著作：在那些著作里，人们找到相当多的足

受谴责的资料。教宗在会外，注意会中的辩论，并且待机予以干

涉。五月十四日，在第五次会议前．教宗发出了 le ℃onstitu tum 

文件c 在这冗长的备忘录中，教宗权威地指出了他对于纷争的见

解c 狄塞龙标志： “这件公文是世纪遗给我们最优美的文学作

品。”维吉力阿斯坚持他收回五四八年的判决了（ Judiratum）初

衷；再者，在谴责狄奥多的一切谬说时，他拒绝谴责他的为人ο

对于在加采东已被申明元罪的提奥多里特及伊巴斯，他也不予谴

责。五月廿六日，在怒气冲冲的查士丁尼的提议 F，第七次会议

作出了“座位与在座者” ( Sedes et Sedens）的区别，与教宗决

裂，而自认仍与罗马宗座联系着。于是公会议开始干反教宗的工

作：第八次，或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抄自查士丁尼“信仰”的

十四个诅咒ο 它们在各种异端后，谴责了摩普萨得的提奥多里

特，及伊巴斯。这些决议实在与加采东公会议不发生矛盾。

皇帝没有困难地争得了一六四个东方主教的签名。西方主教

予以拒绝，其间不少被判了流刑 或说教宗维古力阿斯也在其

中。无论如何，教宗终让步地通过他五五兰年，十二月八日，给

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一封公函，以及第二次的可能致拉丁主教们的

Le Constitutum （五五囚，二月二十三日），批准了这个公会议。

那么五五三年的公会议又是个整个教会的第五次公会议。东方许

多的地方教会不予接受。若干裂教会直迄七世纪末，才告归正。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的成绩，不是美满的。他对于神权的干

涉与暴力，是不合理的，虽然他的目的，“向一性论派指出加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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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公会议不抹煞厄弗所公会议”，是良好的。一’性论派是不诚实

的，他们得到了部分的胜利，他们未能归正。当查士丁尼为一性

论派攻击三章的时候，该正式组织一性论派的，雅各伯·巴阿

达，也正在纵横地挥着他的干戈c

Justinien l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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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得尼亚掠帕古替

一 所谓得尼亚掠帕吉替的著作

在→性论聚讼之际，在历史上，第一度发现了一种别致而有

力的著作；作者称得尼·亚掠帕吉替。这本著作，为了它伟大的

影响，在中世纪时，受了与启示作品同样的崇拜。作者自称为圣

保禄宗徒的→个门生。书中有两篇论天主之名及神秘神学（ Des

noms divins et de la theologie mystique ），两篇论天同及教会（ De

la hi岳阳chie celeste ；胁 la hi的rchie ecdestique ）还有十封信

（只有三封保存在拉丁语中）；它们虽不是→人写的，可是都出

以他的名义。

一、论天主之名这是篇基本神学论文，共计十三章，圣多玛

斯会予以注释。开端兰章是个总论；（一）为认识天主，只应该

乞灵于圣经，圣经给于天主的名字指出他的属性。（二）这些名

字或属性．时归于天主的性体，时归于三位，时归于一位。这是

应可认识的轨道。（兰）祈祷为认识天主是必要的；他只显示于

亲近他的人们：作者始终跟着他崇拜的老师，亥厄路德

( Hierothee）的指导，而予以补充。四至十兰章，罗歹rj－.切见于

圣经中的天主之名，而加以诠译。他的诠译务使读者对于天主，

濡起一个极纯洁的、易彻悟的、以及精神的观念。在可能范围

内，作者竭力使这个观念脱离觉性的幻像。这个注意是作者的」

种特征。

在这篇论文里作者指出天主：一、为仁、光、美、爱四章

（论爱的十一至卡七节又是应受注意的；作者在同章十八到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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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中，乘论天主是善的机会，也谈了恶。）工、天主为万物的

原因（五章）；三、天主为性命，一切性命之源（六章）；四、

天主为智慧真理（七章）；五、天主为能力，正义，拯救（八

章）；六、天主为大或小，为相像或不相像，为动或不动（ }L 

章）；七、天主包罗一切，天主不死（十一章） ; )L 、天主为圣，

天主为王（卡二章）；十、天主为全，天主为」， J为」切之基

（十三章）。这最后→章是论文的总括，又确切地标明：作者有

意使他的门生，在排斥了“繁多”后，对于天主能有一个纯洁

的认识。

二、神秘神学是本小册子，共分五章已作者指出另 A种比前

者更高超的，对于天主的神秘认识（ Oeoλoγ… et µ,vanx才）。这

种认识来白天主；在祈祷中，天主于超自然的光影下，神秘的静

穰雾围内 （xpvcpwµ,vσTOV σLγ加），思露自己 c 一·个人为进入这

种神秘幕前的静穆苏围，不在肯定天主的某种优点，而在否定」

切受造之物的优点，始于最低极的；到了最高级时，灵魂会全部

神化．（ δλo（αq:Owvo( e 1Tm ） τ 而与〔不可形容者〕圆满地相结

（ δλo( BVW向σ87αL TW αq:Oeyη训） 最后几章i仓天主的绝对超

然性ο

三、论天国与教会。这两篇平行论文的精神，就是作者关于

圣化，或天主化的神秘理论。他说天主化（ Oeiwσi（） 包括三种

相接的步骤：炼、全（ χaB叩σ昭， ψWTLσµa草， TBAB…σi（） 。天
主不直接引导我们完成这三种步骤，可是他使人人相属，而组成

‘种阶级制度。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使人与天主相结；这个制度还

应当到处注视天主， A切知识和行动的指挥，然后它才能在旁人

身上，反映出天主来。这个制度分两种，一为上天的，或是天便

的， A为 F地的，或是教会的：每个制度是」种工作的对象。

上天的阶级共计十五章。中段自六章起到十章止，是最重要

的一段。它把天神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包括炽爱者，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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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上座者三品；第二个阶级包括统权者，异力者，大能者三

品；第三阶级包括宰制者，宗使者，奉使者三品。第二阶级守护

造化的一般利益；第三阶级与我们较为接近，职在保护人类、民

族、个人。凡属人类谁都可以照他的能力，分承天主的纯洁、光

明、圣德（十章）。得尼标志：天神是单纯、聪明，又能认识的

神体c

下地的阶级，圣教会共计七章，是一种神秘的，象征的礼仪

论文。作者在指出了教会的任务，彷佛天神的任务后，开始研

究：一J 、教会为完成三种任务一 洗炼、光照、圣化一一所行的

礼仪；圣洗（二章）圣体（三章）；坚振（四章）；二、祝圣者

与祝圣礼仪；就是主教、司锋、六品的祝圣礼仪（五章）；三

保守与忏悔者（洗炼），虔诚的信友（交照、圣化），以及醋、士

或成全者；他们是特种修养的对象（六章）；七章专论丧仪。

四、亚掠帕吉替的书信，大半是写给自称宗徒们的生徒的；

例如按雅斯（ Caius) ( －号至四号），陶洛德（五号），索息巴

得（六号），坡力卡普主教（七号），狄摩非尔（八号），弟锋，

保禄的门生（九号）．若望，流于帕特摩斯岛的神学家，宗教兼

圣史（十号） G 第一号｛言论认识天主，第五号信论天主晦暗；第

九号｛言论智慧及两种神学，这三封信为认识作者的神秘神学，是

特别有用的。

得尼提过别的七种他写的或计划写的神学著作。可是，为了

这些作品没有遗F A僻半爪：我们要问，他的声明究竟应当怎样

看法。

二 所称的得尼亚掠帕吉替著作的作者

作者把他全部著作献给他的门生，兼好友弟茂德。他自称得

尼，又附称由保禄劝化的亚掠帕吉替人（ P. L’Ar巨opagite) o 他



第八章 得尼亚掠帕吉替 79 

标志：圣母玛利亚死时，他也侍于床边。就在这个场合下，他得

见了雅各伯，主的兄弟，及伯多禄，“神学界最崇高，最古老的

峰顶”。他也预报告若望圣史滴居的时期。一句话，他的一系列

的信，确是给真的，或假托的宗徒们的门生的。

这些塞弗拉斯→性论派，在五三三年宗教会议中，所称的宗

徒作品，公教徒认为都是膺品。可是，公教人士终于也予接受；

在东方藉圣马克息马斯的吹嘘，在西方靠光荣地予以援引的圣大

额我略的提倡，又靠教宗圣玛尔定在六四九年，辣脱朗会议席上

的标榜。但是，它们的所以能普遍流行，却有赖于喜尔狄及斯高

脱·厄利振的拉丁语译文（九世纪） 0 中世纪时．它们像发出了

万丈光芒，在教父们著作中，被视为第一流作品。圣多玛斯频繁

地予以援引，而且，为他的“天主之名”写了一册注疏。或说

圣多玛斯也诠译了得尼的别的若干著作，都是不可置信的。上天

的阶级，圣征克，武的，俞格（ Hugues de Saint - Victor ）及圣大

亚尔培会予以注解，下地的阶级，圣文都辣也予以诠译。神学

家、神修家、神秘神修家、宗教礼仪家、艺术家，都利用了亚掠

帕吉替的著作二

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叉开始怀疑他的末路（ Authenticit刮 c

十七世纪，不少的公教学者予以排斥，若干仍予以拥护 到了卡

九世纪，纷纷的聚讼，尤闹得紧张无比。后该任总主教的达霸

( G. Darboy）捍卫它们的整个的历史价值（一八四五） 0 J八六

一年，希伯兰（ Fr. Hipler）在德国，主张捍卫中世纪的一个极

受崇拜的学者的正心诚意，而且有意证明他书中所说的 a切，是

完全符合当代历史背景的，可是十九世纪末，耶稣会士斯典漠耳

( Stiglmayr）以及高克（ H. Kock）强调指出：这个学说是不可

能维持的。

亚掠帕吉替的著作成于四八0年与五三0年间。（一）作者

是蒲罗克鲁的－个门生（死于四八五年）。他在恶存在论，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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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名论中，有几处几乎困囹地抄录了他的老师；而且他的老师

的哲学，他也是很熟悉的。（二）他也认识四七六年，由伯多禄

佛隆（ Pierre le F oulon）轮入的弥撒中唱信经的习惯c 再者这些

著作，五三三年，塞弗拉斯在君士坦丁堡每予以援引。为此，它

们应当早已存在。上面我们指出的写作时期．可能加以紧缩。因

为五一兰年前，在太尔（ Tyr ）会议中，塞弗拉斯己引用亚掠帕

吉替的著作；而且不少学者标志（ Edir H吾notique ）：表示了关于

基督神学的见解：他避谈一性与两性，他谈了→种新的神人行动

(Nouvelle operation theandrique ），以致一性论派引以为靠山。可

是，亚掠帕吉替的道理．在这点上，如在别点七，是一贯地合乎

正道的。他虽生活在反加采东公会议的时期内，他关于聚讼问题

的态度，始终是和平的工这些著作的统一性．是不容否认的；那

么，应吁写于五00年左右二作者会在雅典受过蒲罗克鲁（四

·一年至四八五年）的教育，大概生活在叙利亚乙在眼依公教

前，他研究过新柏拉图主义。人们相信，他先是一个隐士，后升

主教。这个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作者边极重视司牧的特典，边

坚决取缔隐士11刊才于 A般神职人员的反宣传，虽然他非常崇拜隐

修生活的圣德。肯定地，他是个哲学家，他的理智是别致而有力

的。鲍书爱表示作者的文法，不寻常的文法，是极多毛病的。或

说得尼狂爱冗长、复杂、雕琢过度的词句” c 它是晦暗的，装腔

的，他的词句巾，充满着借自古代神话的怪字；他放弃习用的

层v何时， pretre , diacre , moine，而代以 hierarque , hiereus , 

liturge, th邑rapeute. 不差，他也引用流出说的澜调。可是这还没

有多大关系，为了枝节的错误，可凭纲领予以改正。他的学说的

正统性，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作者的乔装作风，应当视作古代盛

行的一种文学幻景。作者大胆地出此，似为了他的论题，是当代

思想家最悬悬于心的问题。他的著作指出：新柏拉图主义揭示的

一个单纯物，一切原因的思想，以及人灵企图与这“完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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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思想，在基督教义壁，比在哲学里，实现得更加｜圆满。

三得尼的道理

得尼~、用新柏拉图主义来为基督教义服务 J 这点呵见于他致

坡力卡普的信巾。他的道理尤其是 4种神秘（ Mystique ）；可是，

它以哲学为支点，而扩展为一种特有的神学综论。我们可以从三

方面予以研究。

（甲）哲学

得尼的哲学，是由柏罗提挪组织，蒲罗克鲁代表的新柏拉图

主义。柏罗提挪哲学系体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渐进的普遍流出说

( Emanatisme pr吨ressif m时rsel）：“一”生理智 （ Nov？｝ ，理智生

宁宙魂（ li6γob) ，宇宙魂生万物，物质不在例外 c，物质是虚元，

第一个恶，以及“物” ( L'Etre ）的生产力界限 i 新柏拉图主义

不但是种哲学，还是一种宗教；它标志灵魂渡过三阶段，神秘地

归合于“一” ( l"un ）二一、洗炼，就是脱离物质；工、光照，

这始于推想．终于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瞻幅；三、出神就是在失去

知觉的瞻瞩中与“一．．结合

蒲罗克鲁（囚－－ ~年至四八五年）是五世纪雅典学校的领

导代表。他不但重新开发了柏罗提挪的哲学基本，又增加了不少

的“三元”（ Le triade ）。三元论是他的哲学观念的动点 (1 ’Idee 

dynamique），理智通过单子（ henadt> ）从“→”流出。理智分

为“三球”（ Trois sph告res ）三球又分为三元（ Heldornades) c 他

视物质为理智的三元之一；而柏罗提挪则视物质为宇宙魂的

“最后一流” ( Unecot世ment final ），至于灵魂的“归一”，蒲罗

克鲁．在柏罗提挪指出的理智的努力外，又提倡使用若干不同的

礼仪．一如前尚布利格（ Jami》lique）所行的。

这是得尼用来深究基督教义的哲学（这个哲学果然帮助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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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异常深刻的观察，可是，为保持他的道理正统性，他应当

实在地具有一个极巩固的信德。他虽然采用新柏拉图主义一般的

方法，不忘随机予以修改；他虽保持着它的术语，却往往予以别

种意义；因此，他的道理能与新柏拉图派的道理不相提乱。在他

寻求协调的尝试巾，不是没有弱点的；在这艰难的任务中，对于

不很妥当的术语，时予以容忍，这是用不到大惊小怪的。在后边

我们研究他神秘神学和神学时，可以看见，他怎样澄清了他的外

教老师们的道理。

（乙）神秘神学

在得尼神秘神学中，我们可以找到柏罗提挪最基本的学说，

主知说（ lntellectnalisme）；可是，他也予以修改，因此他的神修

论是有它的特征的：一、在得尼的瞻想中，真正的祈祷是它的根

基；二、天主这个名字，虽也指一种不容接触之光，却是一样具

体的实际，人通过爱情可以与他结合；三、用以趋向天主的德

行，不纯是物质的剥削，可也是我们效法完善的天主， f卑得渐为

完人的一种努力。神修学分划的三级典型阶级，炼、明、全，是

不是得尼发明的？若干学者这样想·可是这三个时常出现于他的

著作巾的字眼，并不一般地指灵魂飞向天主的三阶段；而指天主

的美善，不同地分赐于受适之物：先天神，后人类。天主自己通

过两种阶级，是这个工作的执行人。得尼的分类，虽也是神修

的，尤其是神秘神学的。况且，他的整个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神

学，都染着神秘神学的色彩，虽然，只有一次，他认为是狭义的

神秘神学作品。

他整个的著作趋向瞻想（ La conte叫】lation），或竟说它是瞻

想的成果也无不可。他的“天主之名”是为说明天主的属性的c

它强调天主的超越性，单纯性，它使读者引起一个纯粹的天主观

念；于是拾级而上，又使他对于天主逐渐争得一个更单纯，更纯

粹的观念，这就是瞻想，就是神秘神学。同样，他的两阶级的象



第八章 得尼亚掠帕吉替 83 

征之道，也没有旁的目的。他所指出的兰种精神连动的基本支

点，是对于天主的一个崇高观念。炼为预备、明为灌输、全为

发展。

上述的三种作品，虽只是广义的神秘神学，可是在不少篇幅

中，作者所论的，确是瞻想；或狭义的神秘神学c 例如他在谈教

会时，一开始，他就指出这些阶级的目标， “就是一种对于天

主，以及天主事物的持久之爱；就是享见天主，神圣的真理知

识；就是单纯的天主的美善的分承；就是营养灵魂，使它天主化

的瞻想享受。”这点在“天主之名”说得更加透澈。就在这部著

作里，我们找到圣多玛斯注解的得尼的一个有名的程式，认识天

主虽藉钻研，尤藉神来印象（ 1’Impres - sion divin) ( ovµovov 

μα0山，叫λaxαi1raewv Ta fkiα），以及一种同情 ＜x·αi 在 TrJ(
Tpo（ αVTcX σvµ7rα（）ei'a?;) o 这个知识，在后又称为一种最神圣的

知识、（ eeιO'TcX叫 rnc Oεoc ''{V.马σLO ：它超越理智，毛’是灵魂与一

种玄妙地，智慧地照耀它的超自然神光的后果。在别处，作者更

强调．爱的天然的任务在使人跃出尘寰，趋向它的对象。天主之

爱引神魂超拔；天主之爱预备人接受这个真光：这个光是赐于那

些像使徒保禄，能弃绝自己的灵魂的工可是得尼在他的著作的首

章里就说：那些灵魂一点没有自豪的气概。

这个得尼这样重视的神秘知识，究竟是什么呢？这倒就是他

的篇幅简短的“神秘神学”的对象。神秘神学与肯定神学，否

定神学有别；它的理智的另一种，可是极实际的活动。因人们所

说的天主的一般的属性的否定而产生的静，安，以及相对的黑

暗，能引导我们趋向那个真光。可是，这个真光不是它们创造

的，给予的。它是天赋的（ infuse ），因为它是圣宠，圣神的功

绩。它是才 Tov Ilvev，严α70(()eoλoγ…o.
得尼在祈祷中开始写这部神学：“超本质的，最神圣的，元

穷好的。圣三，你是信友们神圣智慧（ Oeoσoψi'a( ） 的指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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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引导我们到达这个经典的最高峰（ TWV µVCTTI)(伽 λoγL吵），它

超出→切证理， 」切光明。在那里，神学的神秘，没有外套，赤

裸裸地，不变地，在 A种极光明的暗眶里，在一种充满深奥的静

默中，暴露出来。这个美妙的晦照发出灿烂的光明，它是不可能

看见的，捉摸的c “它通过美丽的火焰，彻透神圣的盲灵υ 这是

我所行的祈祷c ”

接着作者向他的门生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他可以获得这样

的恩宠c “对于你，亲爱的弟茂德，你应当不懈地举行瞻想（ TCX 

wσrl)(a es中α7α），放弃五官理智工作 （ Tat VOS，ρat evspγsi、

α0 ，神形的」切，布在与不布在的一切于一边，鼓起一种超自

然的精神，尽密切的能事，去与超越一切本质．一切意义的那个

结合。为了只有通过这个真挚的、自然的、整个的、自我的、以

及万物的牺牲（正xσTaσsi) 你能自由解放地，奔赴那个神暗的

光明域中（ 1Tρo( rriv V1Tt:povmov TOvV ()siov 0万orov（哨T~Vα ）。

在这些非常复杂微妙的文字里，我们觉得他标榜的神学，根

据它的重要因素，无非是单纯崇高的对于天主的认识。这个认识

与理智的任何活动无关；可是，受白天主，一如他的智慧的高贵

分承。一句话，这是天赋瞻想，或狭义的瞻想。作者虽无意特殊

地阐明信德以及爱德在瞻想中的重要任务；也不想阐明圣神通过

智慧的高级活动；种种所以获得瞻想的圣庞途逞，灵魂固有的对

于至真至善的倾向．而因以造成瞻想的本性基楚；可是，他没有

予以抹煞。最引起注意的，是天赋的和人为的对于天主的认识的

根本不同性。为此他不断强调 人应当放弃自己的以争取天赋

的。他的黑暗是光明的，起源的道理，种因于此；他的一切予盾

的，有时予盾得不可思义的论调，也种因于此。他的另lj一个疼爱

的，受自新柏拉图主义进而加以夸张的学说，一二天主的超越

性 更加强了上面的观点。而且，他在圣保禄的著作中，又找

到了 A个足以加强他的论调的论调。使徒表示：天主住在不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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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光中（弟茂德前书六章十六节）；他的途运是不可能捉摸

的，（罗马书十斗，三三节）他的和平超越→切感觉（斐理伯书

四章七节）。

上列的他的道理，像是难于了解而错误的。人们像尤能指捕

他过于倒在→面；可是，不应当诬他是泛神论者；也不应当说他

把瞻想视作人神面对面的认识（ La vision intuitve ）；得尼时像否

认论证神学的合法性，而陷于不可知论（ Agnosticisme ）。应当晓

得，他的首要目标，在证明神秘神学的益处；又应当承认：在这

个观念下，他的著作是非常有劲的。

他在中世纪的影响，尤是难以言喻的。他是神秘神学的鼻

祖，神秘神学的第一个理论家。对于这个问题，在他以前，谁都

没有这样深刻地予以阐发。无疑地，在当代教会里，也不乏神秘

神学家，其中不少的人尤其是圣奥斯定，都谈过与德行搭配的超

奇的圣宠。圣奥斯定谈智慧时，从神秘方面与哲学方面，作出了

一个一般的更加完整的描写。可是，得尼的议论，为了是种专

论，更能引人注意神秘状态的基本因素，以及对于天主的天赋知

识。他的著作的特征和价值，就是这里；可是它的弱点也就在这

里。他的著作正如人的－切著作中，也带着缺点；作者受自柏拉

图派的教育，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可是，他的著作，也显然地留

着天主的痕迹；他的著作的所以至今被视为伟大作品，就为了

这点。

（丙）系统的神学

系统神学．或启示真理理论学，在得尼的著作里，一如我们

说过的，是与神秘神学相联的。它可视为神秘神学的准备或后

果3 可是我们也可以另予研究，以便与别的学者的系统神学比

较。哲学在这个神学里，不问它的外衣如何，只负有次等的任

务，就是以资钻研的工具任务ο 他的道学的真正泉源是圣经，作

者时予援引；他的注疏法是过激的讽喻主义（ Allegorisme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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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把他的方法比诸诠释荷马与柏拉图的玻菲利及柏罗提挪的方

法。说他的方法近乎亚历山大里亚巨子的方法，可能更加合理。

得尼的道学，在下列三点上，尤觉丰富： （→）天主的属

性，（二）天神， （三）圣事3 他的基督神学发生了若干难题，

我们应当予以，提。

→、天主的属性c 天主据着得尼神学的中心；他的著作的大

部分，是关于天主的圣德的。得尼的神秘用心使他对于天主所有

的观念，是最崇高的，最精洁的。最单纯的，他认为绝对的单一

(L’Unite）是万有真源的基本特征；只有不成全的东西是复杂

的，不成全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美善，一切积极性，都是绝对单一

的表现。天主尽可以说是多名的 （ 7TDAvwvvµo(, multinomina

tus）。我们尽可以说他拥有下级的东两的一切优点：这就是他的

“肯定神学” ( La theologi芒 affirmative) 可是．天主的优点，超

出这 m切的优点，超出我们对他所有的一切观念、因此在另方

面，应当否定我们对于所有的一切认识．以便抹煞他的游移性

(Ind岳termination ），而止于他的超越性。得尼的肯定神学与否定

神学，是相辅而行的。后来士林学派的“优秀之路” (via 

eminentiaoou via excellent1时应当肇基于此。得尼的肯定法，频

繁地表现于 α，；币，句究L 中。否定法表现于 avwvvµ,o（ 或

u与TSPσor.po（ 中。我们应当再度声明：得尼的否认神学不就是神秘

神学．而是它的先驱，但不是它的产母；因为一个享受瞻想的灵

魂，通过神学理论学，使它对于天主的观念日趋单纯的精洁c、

二、天神。得尼到处强调天神圆满的神体性3 关于这点，东

西两方的教父们从没有明朗的表示c 得尼认为：天神是上天的物

体（ ov'G内问Ol OWσ山），世外的高级神物 C v7Ts.衅。严lOl ） ，他们

单纯像天主（ 8sosi8sαTηa: 7Tλ07Tηn ，他们的生活是个理智的

生活（ vm:pav .iiovσαι rrjv 7Toav ( swηγL 这端道理由圣马克，自、

马斯的宣传，而流行于东方；由圣大额我略的拥护而流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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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终于流行于整个教会中。

关于天神的分级，得尼的影响也不是小的。现在风行于神学

中的天神三级九品的学说，也是由他倡导的。他虽标志下级天神

的任务在照拂人类，可是没有说过护守天神的问题。亚历山大里

亚圣济利禄在他的著作中，却谈过护守民族或个人的天神。

三、圣事。阐明教会圣化任务的得尼，也谈论了圣化的礼

仪。他指出了六种；其间四种是圣事：圣洗、圣体、坚振、神

品；还有两种是一般的礼仪：人隐修院式及丧仪。得尼视头上三

种为人教式；论圣洗时，强调水的祝圣，以及洗礼的赦罪能力；

谈坚振时，他指出擦在领洗者身上的油，是先由主教祝圣的。我

们从他的难懂的著作里，虽不能肯定他承认耶稣实在饼酒的形象

里，我们也不能怀疑他持着异议。神品的职责是他神学中最重要

的一点，他说神品有三种职责，洗炼是六品的职责，光照是司锋

的职责，引信友与天主结合是主教的职责c 他所述的丧仪，不可

能就是终傅：为了他在别处明明说过傅油于死尸上。得尼承认司

悻有赦罪之权；另一面他护斥凯11~这个职权的隐士们。

四、基督 τ 基督在得尼著作中所占的位置，虽及不到天主的

位置，得尼并没有予以抹煞。有人说作者是个一性论者，这或为

了塞弗拉斯派的流言，或为了他的四号信件：因为在该信中，他

谈了天主做人后的一种新的神人行为（ Nouvelle op居ration

th臼ndrique）。可是这个会经一性论派及单意论派滥用的公式，在

基督一位两性的观点下，可能是合乎正道的。无疑地，作者没有

用 ova cpViσ8~ r年uaq;Viσd 可是他的道理是正统的。他肯定圣三中

的一位，单纯的耶稣与我们守整的人性，不变不混地结合为一。

忙碌的得尼似故意置身于使信友四分五裂的基督神学斗争罔

外c 这种态度是明智的，谁都不能予以谴责，而且他并不专论这

个问题。我们决不能把他不想采用的态度，硬套在他身上。他的

道理的范围，已够大了；他的影响，尤在中世纪时是无边的。



88 教父学夫纲卷三

Denys |’Areopag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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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二流作家

注疏家

亚历山大里亚学校的圣济利禄，及安提阿学校的狄奥多里

特，是注疏学最后的两个伟大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不平凡的，

具有真正价值的。别的作家，同他们比起来，都是次要的。

一、亚历山大里亚阿摩尼阿斯 他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司

锋兼财务员；他写了不少关于古新两经的注释；现在还保存着很

多的片断。这个作家于四五八年，也签名于埃及主教团上皇帝良

一世的捍卫加采东公会议书。

二、耶路撒冷赫息启阿斯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隐士兼司

择，死于四三一年后；他在道学土的权威，为了他的注疏及圣经

学著作，是很大的。他的最重要的注疏著作，是关于肋未纪，圣

咏集，先知书，以及若干卷新经的。赫息启阿斯又遗下了许多关

于圣母的有名演讲，其中两篇论圣母领报，一篇论圣母取洁；可

能还有两篇关于宗徒的演讲。此外，他也作了一部教会历史，可

是所存的，只有关于摩普萨德的狄奥多一章；这章保存在五五三

年举行的第五次公会议谴责“三章”的实录中。

兰、帖阿度尔 他是栖利叙利亚的司锋，死于芝诺执政时

（四七四年至四九一年）；写了一卷古新经协论（ De consonantia 

divinre Scripturre ）；厄布耶稣（ Ebedjesu）说他作了两卷依撒意

亚注解，一卷达味圣咏特征。可是这些著作所存的不过若干

片断。

这类作家虽不无贡献，可是，决不能与前代注疏家并驾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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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他们既明知及不到老前辈，就仿效当时在典型文学及法学界

上流行的“眉批”（ Scolies ）创造了“链条” ( Chaines) 0 谭利

思（ R. Devreesse ）指出“链条”应当与“教父精华录”

( Florileges）分别。精华录是用来攻斥异端．捍卫－种正道的；

它们的目的不是注疏的，而且神学的，及辩护学的c 相反地

“链条”是互相联贯的圣经注疏，而那些关于某节圣经的注疏文

字，却是从权威注正在家的著作中搜集拢来的O 可是，第二流注疏

家的著作，有时也被采用。他们的著作的所以能得保存，有时能

整个地保存着，全靠散见于“链条”中的片断。链条文学，有

希腊语的，叙利亚语的，阿兰语的，阿比西尼亚语的，科佩语

的；这类文学的希腊语的第」作家．是迦萨的普洛科匹阿（ Pro-

cope de Gaza ）。

普洛科匹阿（四六五至五二八年）是迦萨学校最有声誉的

→个代表。该学校在五六两世纪中，为了它的出类的修辞学教

授，尤驰名于世。那些老师中，在修辞学外，又有研究神哲学

的，厄内（ Enee de Gaza）等攘斥新柏拉图派，普洛科匹阿等钻

研圣经。普洛科匹阿写了首八卷古经链条，这个长“链条”虽

已遗失，据若干学者说，会被用为另一有名的，至今还存在的，

首八卷古经链条的基础。但是，作者为他的冗长的著作，曾作了

」个撮要J 这个撮要也并不怎样简单；书中，他援引的词语，也

是撮要的；可是作者的本色，仍跃跃于字里行间。他的依撒意亚

注正在，和列王纪及编年纪“眉批”，也是同一色彰的。还应该指

出：五世纪的－个安提阿司锋，做克；武（ Victor），以及七世纪

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六品，奥林民奥陶（ Olympiodore ）也是个链

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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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说家

东方修辞学代表．正如注疏学代表，应推亚历山大里亚圣济

利禄及提奥多里特。可是，在耶路撒冷赫息启阿斯外，还应当一

提若干第三流的演说家c

一、君士坦丁堡泽内狄阿斯（ Gennade) 他是君士坦丁

堡，四五八年，四七一年间的宗主教。马赛泽内狄阿斯说他是个

注疏家兼演说家：“这是个辞令丰富，天资锐利的大丈夫。”他

的许多的论赞已经遗失；他的注疏及道学著作所存的，不过若干

片断ο

二、塞琉细亚的巴西略他是爱索立亚主教；一性论斗争开

展时，他正居君士坦丁堡，头上他谴责攸替歧，继于四四九年，

在厄弗所投降，终于四五一年，重回正道，平安地长逝于教会慈

母怀抱中。他的辞藻也是有点名气的。在他的名F留传于世的四

二篇演讲，只有福细阿斯标帜的十五篇是肯定地他写的；其余的

还待证实二福细阿斯虽把他的注正在方法比i者圣金口若望的，然指

捕他的文法过于装腔作势c

三、波斯脱拉的安替帕式 他是阿拉伯人，良一世（四五

八年）所称的伟大主教中的一个；七八七年公会议名录上，也

有他的姓氏。他攻斥奥利振派及亚颇利拿里派的著作，所存者不

过若干片断。他是个有名的演说家，他遗给了我们两篇圣若翰授

：先者，与圣母领报论赞，以及别的若干论赞的片断。

四、安细尔的狄奥多 他生于加拉太（死于四三八年，四

四六年间），以保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著名 c 这个神火满腔的主

教，曾写了七卷攻斥聂斯托略书，书已遗失。他又写过三卷证明

圣神神性的书，也己失散。可是，他的尼西亚信经注正在，及六篇

论赞还保存着：其余的著作，或以它们的片断留名，或以别的作



92 教父学犬纲卷三

家的援引传世。首三篇论赞驳斥聂斯托略异端，第四第六两篇是

以圣母为对象的。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第六篇；它不但辞句美

丽，而且在圣母神学（ La th岳（｝

它足与希腊的论赞先后媲美。

五、耶路撒冷的基利斯波 他在五世纪初，生于加帕多细

亚；四二五年，四兰O年间，会同他的两个兄弟，｛故了巴勒斯坦

的隐士O 他在圣安典漠（ Saint Futhy 

逝世的那个年头O 四五五年，他握升司锋后，于四六七年，被任

为耶稣苦架的看护。在他许多的著作中，我们只认识他的四篇演

讲，三篇颂辞（圣弥额尔的，圣若翰授洗者的，以及圣狄奥多

的。），还有一篇关于童贞玛利亚的论赞；朱吉（ P. Jugie ）从这

篇论赞里，指出了一长段基利斯波明朗地论无咕始胎问题的

文字。

六、厄弗所的亚伯拉罕 他是个有名的隐士，先后在君士坦

丁堡及耶路撒冷，创立了两个修院。六世纪中叶，被罹为厄弗所

总主教；他留下了最近刊印的两篇论赞，一篇是以圣母领报为标

题的，一篇是以耶稣献堂为标题的O 这两篇文章给了我们，关于

圣母瞻礼的历史极有兴趣的资料；它们补充前两篇的不足。

七、亚历山大里亚的欧瑟伯 他被视为一种古代最神秘的教

理演讲集的编辑者。根据他的门生若望为他写的一本传，亚历山

大堕亚隐士欧瑟伯，曾被圣济利禄选为他的后任；升任主教后，

他通过那些演讲，向他的弟子们，后来接他位的亚历山大，宣述

他的道理。实在，这一切纯属海市屋楼。那本集子，开始时，只

包括一、二、四、六、七、八、十、十六、二二篇。亚历山大的

请求指导，是欧瑟伯编辑的动机。嗣后，又加入了三、五、九

篇。这本集子，是个快名的作者写的。他该是五或六世纪，有正

统信仰的一个希腊人。看来，他的想入非非的作风，大可与得尼

的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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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修家及神秘神修家

一、福典开的提亚陶格提亚陶格（ Diadoque）是古伊庇尔

福典开的主教。他的“百章神修论” ( Centum capita perfectione 

spirituali ou Capita gnostica centum）是很驰名的。此外，还有一

篇论赞。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只晓得，他生于五世纪中叶，他曾

攘斥欧歇派（ Les Euchites）。四五八年，他在该省主教团致皇帝

良一世，为于四五七年被一性论派杀害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普洛，武

利阿斯呼吁的信上，也签了名。看来，他没有积极参加基督神学

的纠纷。首先他是个神修者；他所注意的，是关于内修的问题。

他的神修简册，是古代遗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文献。这本书写

在得尼作品前；他的神秘神修的论调，在不少的观点下，是与得

尼的相像的。再者，简册的理论性虽较淡，它的深刻性并不较

浅。他在书中表现的智慧及谨慎，透露他是个富有经验、正觉、

及圣德的人。

开端十一章是种导言3 提亚陶亚以信德、望德，尤其是爱

德，为神修基础；并且指出： “这三德也应当是一切神修理论

( 8ewpl,α）的向导。这个他想灌输于他的门生的理论，尤其以爱

德为根源，而且以大大地肖似天主为前提。这个理论给人一个由

于神官（ Sens spirituel ）的圆满认识；这个认识不纯是知识

（γ吵σi（） 的，而也是智慧的后果。神修理论是在鼓励劝导声中

结束的。再者应当通过爱德功夫，等待信德之光，以谈神修，因

为谈天主而没有天主的辅导是最可怜的。”（七章）。而且，一切

神光并不都使人娓娓而谈天主；就是那个给人这种德能的智慧，

开始时，为了它的一股热力，也能令人一时喋若寒蝉；只在光明

稍稍冲淡后，才能谈天主的事理。这是物理之常。可是，一阵强

烈之光，可以培养信德，而使执教者，通过爱德，尝到知识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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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vwru:w() （八章）。

那么这个作者这样重视的超然之光，究竟是什么呢？提亚陶

格虽也以哲学士，却尤以富于经验者的资格指出：它特别地是与

爱德相关的；它是一种神官（ Le Sens spirituel）神官与我们的五

官不同：为了五官的对象是物质的．而神官的对象却是上天的美

善（ Biens celestes）作者称它为“昧”（ gout ， γBVσi（） ；这是与

拉丁语的（ Sapientia）极相配的。神官足以辨别超自然的味道c

通过健康的五官，我们可以不错误地辨别：付么是好的，什么是

坏的；而我们国以追求乐意的东西；同样通过摆脱一切烦恼的健

康的神官，我们可以感到超自然的安慰，而不为邪乐所惑。正如

我们的口鼻能经常地不错误地尝到佳般的美昧；我们的跃出尘世

智慧的神官，可以不错误地感到圣神的安慰。因为圣咏上说：

“你尝尝看：主是怎样甘馅的J’神官通过爱德的行为，可以不

错误地凭这个神味批判神圣之善“我要求于你们的，在你们的

爱德，在知识上，以及一切见解上．与日俱进．而能认出什么是

至善。”（斐理伯书→章九节），这几句保禄的话，正可以阐明这

个问题c

圣神用神官，实在地培植灵魂变为天主的肖像，正如一个画

家用颜色写一幅丹青，而使爱德达到峰顶。在这个拾级而上的教

育里，提亚陶格分了二个阶段：神修开始时的一个甘怡的阶段：

抵抗魔鬼肉身的一个漫长的斗争阶段：在这第二个阶段里，灵魂

自我磨炼，向掌握神官的目标前进；灵魂达到了口的，就整个神

化了。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魂上，展开了一种天赋的，崇高的，

超越信德的爱德活动；因为凭一个热烈的爱德，与天主相结的

人，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信德之人，他已整个地浸沉在意愿中。这

个意愿，这个充满神官的爱德活动，把他由 J般信德给他的位置

上，提高了起来。

在这些预备和展开神官的繁多的方法中，提亚陶格在二三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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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行外，又指出 T: J、反偏情及五官的斗争；二、反企图陷

害我们的魔鬼的斗争；三、听命；四、节欲及节制饮食；五、和

平；六、神贫谦逊；七、静默、神苦、祈祷。提亚陶格关于这些

德行，给了我们极明智的教训；他到处想引导他的弟子们，通过

对于天主圣神，神官原则的服从心，争得圆满的爱德。

圆满爱德的效果之一，换句话，成全的特点之一，就是神

学，就是对于天主的认识子这个认识，与智慧、知识，以及谈天

主的事理的神恩，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六七章里，他兴高采烈

地谈了神学； “天主的」切恩惠都是好的，它们是一切善的原

则；可是，神学最能烧热及推动我们的心，去爱他的美善。神学

是圣宠的一种早熟之果，它也向灵魂证明别的恩宠的存在：它首

先使我们毫无顾虑地轻视此世的友谊。官向我们提供的，不是朽

腐的快乐，而是天主之言的难以形容的财富；接着，它运用一种

神化之火，光照我们的心灵，引心灵版依天主。那么亲爱的弟兄

｛门，我们经过了这个准备，我们将向往那个这样美丽，洞烛一切

( T加 7αveiwpov ） ”，没有顾虑，满被神秘之光，及以天主之言．

营养我们的，L、灵的德行 一句话咱这个德行，通过诸圣先知者的

书，把我们的心灵，与天主圣于永远地联系起来二最令人惊讶

的，这个净配的天友，驱策天主之声不停地歌顷天主的全能。负

这种使命的“神学”，也不是个简单的课程，也不是个单纯的瞻

想，而是一种祈祷，更好说科1默祷；它经神官渗透之后，就变

为对越的默祷。

二、格言与书札 提亚陶格著作时，采用了加帕多细亚诸

子，尤其是纳西盎圣额我略的作品；可是，他也尽量地采用了别

的著作，特别是隐修者的神修论。这个神修论是用最积简的笔写

的。这种带些历史性的论道著作，是在格言录的名义下发表的。

可是它还是个不解之谜呢。存在希腊教父学内的片断，是与别的

一群希腊语、阿拉伯语、及科佩语的篇幅是雷同的。其中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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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诺（ Nau），亚利里诺（ Amelineau ），克隆（ Crnm），予以

刊印；可是大半的篇幅还埋没在亚陀斯、叙利亚、埃及的手抄本

中。在没有清楚地研究这个文献之前，他的著作的来源及价值，

都无法予以估计；那么，对于它的鳞爪，我们也无法确切地下个

评语。最著名的教父格言录（ Apophthegmata Patrum ），可能是六

世纪的产物。

最重要的是篇幅繁多的神修指导录，约为八五O封。这是由

圣巴萨努弗（ Saint Barsanaphe）隐士遗下的。他原籍埃及，修道

于迦萨（ Gaza）隐院中；他是圣陶洛德（ Saint Dorothee ）的老

师；大概死于五四0年。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他与外界的通

讯，不用书信，而用简短的条子；这是所以回答人们的问题的。

指导录所以称中WTCX. 7TOpL0-8L（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3 实在，在现

在流行本中，载着问题与答案。为了这个通讯的重要性，大家希

望能刊印出比尼高德莫（ Nico deme）提倡者，更完美的一本。

四历史家

」、在当代历史家中，首先应当指出欧瑟伯的三个继续者；

苏格拉底、撒落满，及提奥多里特。

上面已经谈过提奥多里特的圣教史。前面两个都不是神职人

员，都是世俗人，而且都是律师。

苏格拉底生在君士坦丁堡，约于四O八年，他是该域的律

师。他写的七卷圣教史，肇自三二三年，止于四三九年。这部著

作应当完成于四四0年，四四兰年间。作者表示在继续欧瑟伯的

圣教史；他的文章，虽不及欧瑟伯，他的诚实公正，一般地说来

都胜过欧瑟伯。可是或谴责他过度同情于诺未细安派；看来，这

是不元理由的。他具有历史家的两个因素优点：一、对于史料正

确的批判；二、能看清史迹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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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落满也是君士坦丁堡的律师，原籍巴勒斯坦。他大概与前

者同时，写了九卷圣教史；实在这是苏格拉底教会史的重编；可

是，他频繁地予以补充。他的著作的价值及不到撒落满的。这部

历史，起自三二三年，迄于四二三年。卷九是在四四三年，或四

四四年搁笔的。

二、在前三个历史家后，我们想加上别的三个名字；为了他

们的著作也是有些价值的。

六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圣女沙斐教堂的司读，狄奥多根据前

三人的历史著作，写了三册各为四卷的历史，第二册四卷继续写

到五二七年。这一册若干片断除外，已经散供；第一册只存着

二卷。

西锡格·机雷细阿斯是拜占庭的一个司锋；他在四七五年，

四七六年间，写了尼西亚公会议历史，换句话，他写了大君士坦

丁皇帝执政时教会历史三卷。他所用的史料，除前面几个历史家

的著作外，还有若干特殊的文献；可是它们的历史性还未经切实

证明

雄辩学宇敦反臣加利亚．五三六年左右，任密底伦

( Mity公ne）主教，是个有名的～」性 it: lJj( 凹儿 4年后，还是世
俗人的他，写了二部上及四三0年，下至四九」年的教会史。为

研究基督神学纠纷，这是很宝贵的；他的观点白然是属于一性论

派的。臣加利亚又写了一本驳斥新柏拉图派的创世对话；一本摩

尼学说驳义，以及若干传记，尤以安提阿塞弗拉斯及依撒意亚隐

士的传记为著J

三、圣徒传学，自五世纪始，盛行于世。息托波立斯的济利

禄是圣徒传学最著名的一代表。五二三年左右，他生于巴勒斯坦

的息托波立斯；五四四年，隐居圣攸替默（ Saint Euthyme ），五

五四年移居新罗刺（ La Nouvelle-Laure ）。五五七年，转往圣萨巴

大罗刺，不久就死在那儿。他所写的许多圣徒传，在古代，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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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具有历史价值的；那些传记的历史性大大地深于它们的歌颂

性。他虽像他的同代人，喜欢神奇之事，他注意追求可靠的史

迹。他的传记中最著名的，首推写于五五六年的大圣攸替默及圣

萨巴传记c 其余五篇传记，篇幅虽短．价值是极大的3

别的许多隐名者的传记，或是前一阶段，或是后一阶段的产

物；我们不能一一予以提出 c

四、编年纪作品．在文化落后的时代，是到处风行的：下

面，我们只举出几个例子出来。

密来的赫息启阿斯遗下了止于五一八年的通史；关于夜士丁

后半段执政史，及查士丁尼开头执政史，已经遗失一他的“名

人列传”也己失掉，所存的，不过叔伊达斯（ Suidas）及福细阿

斯所援用的若干片断。

叙利亚厄民非尼的攸斯退替阿斯写的一」种编年纪已遗失，放

奥多司i卖曾予以采用二它的终点是五0二年。

以撒得编年纪，写于五四0年左右c 亚卑拉编年纪是极扼要

的，写于五五0年后3

错误地所称的柱上人若苏厄（ Josu是 le Stylite ）编年纪是东

叙利亚，四九五年，五O六年间的历史。它见于亚细亚的若望历

史第二部内。看来若望历史，后于若苏厄编年纪。若望历史第二

部只保存在；武尔马耳（ Tell-Mahre ）的编年纪中〕阿塞玛尼

( Assemani ）认为：这本编年纪是式尔马耳的得尼编辑的；我们

不以为然，它是于七七五年左右，一个隐士作家，柱 t人若苏厄

其人写的ο

反依肋纳惨剧记（ Synodicon adversus tragcediam Irencei ）是四

世纪一个拉丁隐名作家写来捍卫“三章”的c 他可能就是路斯

典古斯六品。作者援用了四三－ －年会议中，为聂斯托略辩护，后

来出ff太尔主教的依肋纳写的惨剧（ Trag岳【1

摩普苏德的狄奥多’狄奥多里特及伊巴斯，都是攻击济利禄的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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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略派人；相反地，在这惨剧记中，上列四人，却被视为攘斥

聂斯托略及保卫正道的英雄。拉丁译文是浮泛的，每每错误的，

所用的语言是蛮箱的。可是，它所援引的文献确是有价值的。



第十章亚美尼亚古代文学

一 亚美尼亚文学的创造者

亚美尼亚古代文学，五世纪时，就在！创造字母苦的努力，达

到了峰顶。那些人，如大萨哈克（ Sahak le Grand ）及麦斯禄

( Mesrop）也是最初的作家。

由于圣额我略启发者的驰骤，亚美尼亚早于一世纪前，自反依

了基督教义。额我略是个省长的儿子．始i商居加帕多细亚；二八

0年左右，在那边领了圣洗。回到亚美尼亚后，于二八0年，他

劝化了提里达得三世（ Tiridate ）。额我略虽己结过婿，由于王土

的督促，终被皑撒里亚主教祝圣为司牧，而且逐渐建立了十二或

十五个主教区。他与他的子孙们，在↑岂撒利亚总主教的法权下，

管理亚美尼亚教务。亚美尼亚新教会，在举行宗教仪式时，看地

方情形，或用希腊Ht. 或用叙利亚语。他们祖国的语言，虽被用

为灌输宗教教育的工具，可是没有什么文献可资证明。所称的圣

额我略讲道集，实在是麦其fr禄的手迹。圣额我略的次子，以及他

的第一个继任者，亚里士塔伽（ Aristaki'唱）参加了尼西亚公会

议户人们相传，圣额我略在他的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儿子归来

后，在尼西亚信经中，加上了关于子与圣神借同父，同是永远

的，不变的，→体的一段c 这一段像摘自圣亚大纲削信经，而于

六世纪时传入的。

在圣额我略的后任中，四世纪内，他的孙子，大内赛斯

( Nerses le Grand）是最最著名的υ 在他短促的主教任内（三六

四至三七三年）．他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整理与组织工作。他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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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希腊语与叙利亚语学校，以及男女隐修院。三六五年左右，

他召集了第一个亚美尼亚教会大会议于亚沙底亚（ Aschtichat ）。

该会议以皑撒利亚教会为模范，组织了亚美尼亚教会；可是，该

会议的决案，内赛期的孽划，已经失传。决与西方协和的内赛

斯，三七二年，也签署了圣巴西略致意大利主教们为巩固教会统

一的公函。可是，亚美尼亚的政局，终于把他的教会，引入了另

一个途径。

大萨哈克兰世是三九0年，四四0年间的亚美尼亚宗主教。

他为祖国独立，尝尽了最大的努力。亚美尼亚介于罗马帝国及波

斯帝国之间，历久分属于两个帝国；四世纪末句几乎整个地属于

波斯。波斯人出令：为举行宗教仪式 只许用叙利亚语．不得用

希腊语L 萨哈克就想复兴叙利亚古话，并且加以改进，务使能用

亚美尼亚语，举行宗教仪式。麦斯禄大大地予以鼓励；他也是这

种改进的倡导者。于是，当时流行的克拉巴（ Le Krapar）文字，

就渐渐地变为亚美尼亚教会举行仪式用的语言c 萨哈克参加他自

己发起的翻译圣经工作＝若干赞美诗，三封书信，以及在伽槐夏

巴（飞agharchapat）会议巾公布的一种关于教律和教仪纪律，都

是他手撰的。萨哈克未能参加四三一年举行的厄弗所公会议；可

是，当聂斯托略派想进入亚美尼亚的时候，他~、就正于君士坦丁

堡宗主教蒲罗克鲁，宗主教就把公会议决案向他做了 A个报道c

萨哈克在亚歇典伽（ Achetichat ）会议予以接受，申明基督是天

主子，玛利亚是天主母。而且亚美尼亚宗主教从君士坦丁堡争得

了他对于希腊亚美尼亚的最高神权，于是他的教区再不属于I吕撒

里亚了〈可是，他又派遣贵家子弟往拜占庭隐院蚌业，而藉以与

帝国及西方教会维持关系。他的生活是极丰富的一个；四四0年

死后，就被敬为圣人O

梅罗伯或称马道斯（ Mesrc 

的同工作者O 他尤以发明亚美尼亚语字母而著名。可是我们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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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美尼亚语字母，是整个地由他发明的；在公元前，一种亚

美尼哑语字母已经存在，而当时的外教文学是用这个文字写的。

信友信为了希腊语及叙利亚语是宗教仪式的用语，不予采用；于

是它就逐渐向汰了。若干学者，尤如达尼额尔主教，还没有忘掉

它；因此这种文字又称达尼额尔文字c 这种写起来只有母音，没

有子音的文字是极不便利的c 梅罗伯聪明地予以改造，使亚美尼

亚语」跃而为得心应手的文学工具，因而大放了异彩。

梅罗伯是万能才子，不但精于波斯及希腊文学，又精于叙利

亚文学。他是内赛斯的高足，曾任亚美尼亚王秘书J 做了神职成

员后，传教于一个流行着善恶二元论（ 'Vlazdeisme ）的地民；四

。六年光景，他与萨哈克宗主教相交．并且就开始相互合作。萨

哈克长逝后六月，他也一命鸣呼合在这六个月巾. f也是代理宗主

教，那么，如果天假以年，无疑地他必为萨哈克的后任（

梅罗伯传教之际，还指挥一个翻译馆（ Acaderr时 de 崎ints 

traducteurs）最重要的τ伞作，是圣经译本。四」0年译了“贝希

道”（ La Peschi 

及新经O 新经部分是梅罗伯自己译的。他又译了一辑圣额我略

(St Gr岳goire l’Illu旧minatur）的i寅讲录；编了一册祈祷经歌（ Li、rr

de pri仨re吕 et des hymnes）在马道斯名下问世的“礼仪集” (Le 

Rit时1），从它的内容看来， rt!, 当是由萨哈克与梅罗伯合作的；可

是，不少的批判家说它是九世纪的产物，而以归于另一个马

道斯。

梅罗伯的门生及继续者

亚美尼亚文学历久地站在翻译七梅罗伯的重要继续者，大

概也是翻译家。可是，其间也有若干创作者，厄尼克（ Eznik) 

是最著名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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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尼克在升任帕雷凡（ Pakr的ant ）主教前，先在以得撤，

翻译叙利亚语窍，典；后在君士坦丁壁，从四二六年起，至四三二

年止，翻译希腊语经典，终于携了厄弗所公会议录，及希腊语经

典到帕雷凡，从事校订亚美尼亚语圣经。异端驳义（配futation

dt>门ectes）是→部他尤以成名的作品：卷一攘斥一般的外教主

义．特地是二元论；卷二攻击善恶二元论；卷兰以希腊哲学为对

象，卷四以马尔康不可知论为目的。这本组织完美，观察坚密的

著作，文章纯洁流利，被推为亚美尼亚第 A流的文学名著J

郭里昂（ Gorioun）是乔佐亚（ Gt'orgit' ）主教，他遗给了我

们 4本用典型文章写的他的老师梅罗伯传。我们对于梅罗伯所有

的认识，尤其是从他来的。这本传大约写于四四五年，四五→

年间二

若望蒙达古义（ Mandakuni ）是萨哈克的第五个后任；他的

遗著计有演讲录、礼仪经，以及被收入梅罗｛自··亚美尼亚仪礼”

(Le Ritud Arm阳ien）中的眼罪条例（ Canon P吾nitentiel ）。高罗

昧（仁hosrO\ig）阿那尼亚（ Ananias ）以及亚美尼亚人达昧，都

是最著名的翻译者二达昧特别研究伯拉图皮亚JI!. 士多得的哲学

著作。

在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圣经以外，还有拜占庭浮士德的亚美

尼亚历史，斐伦的天主上智及走兽论，欧瑟伯的编年纪，亚立斯

泰提的辩护，伽巴萨拉塞弗利央的论赞，圣厄弗冷的论赞．巴两

略的诗集，圣若望金口的圣经注正在。

这个目录是不完整的；它可能因新发现的图书而增加起来c

三亚美尼亚的历史家

亚伽当才（句athange）是退耳大（ Tt'rdat）王历史，格立高

鲁萨华里（ Grigor Loussavoritch）历史．以及亚美尼亚归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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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这部亚美尼亚教会历史，是很著名的，它不但记载事

实，还借额我略的嘴唇，在论赞式的文字中，阐述圣道。亚伽当

才看来是个笔名；这个隐名的作者，自表为特里提大得三世与额

我略的同代人；可是我们不能相信他所说的。他的著作应该写于

四五0年左右；他自然引用了前代的文献；可是，他染上了若干

神话色彩。特里提大得的变为野猪，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历史早

就被译为希腊语及阿拉伯语。

拜占庭浮士德的历史，可视为亚伽当才历史的屡续。这部历

史的原文是希腊语；可是，现在保存的，却是亚美尼亚语译文。

这是自三三0年起，￥!J三八七年止，亚美尼亚历史最好的文献。

虽然其中夹杂着若干碑史，而对于马密高尼央一家的批评，是不

很客观的。

法尔伯的辣臣禄（ Lazare de Pharbe）是个雄辩学家c 他的亚

美尼亚历史，起自三八八年，终于四八五年，是当代最好的一本

历史作品。书中第二部的史迹，作者是以证人资格写的。它写得

很忠实可信，但对亚美尼亚救国英雄的歌颂，像太夸张一些。他

历久被认为五世纪的一个主教，但似生活于六世纪（他援引辣

臣禄的著作）；他的马密高尼与亚美尼亚战史，尤其是他的成名

之作。在这本历史里，他叙述四四九年，四五一年间，亚美尼亚

对波斯的英勇抗战。或说他还写了若苏厄书，民长纪，天主经注

疏，各类论赞，以及待附魔鬼者条例。他致亚美尼亚隐士的一封

美丽的信一定是他的手笔c

柯兰内的摩西是亚美尼亚史家中，最驰名并最神秘的一个。

他遗给了我们三部著作：大亚美尼亚历史，亚历山大里亚人帕帕

斯式的一本地理，还有一本希腊式的修词学；题名基理书（ Li

vre des Chries）。他的历史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卷一自创世纪，

到公元前一四九年，阿萨阿特（ Arsacides）朝执政为止；卷二继

续写到三三二年左右，额我略逝世；卷三起自主兰二年，止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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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阿萨西特朝完了的一年。还有一本上及芝诺的史记

（四七四至四九一年），业已遗失。作者自称柯兰内摩西；他是

梅罗伯的门生，五世纪时，已声名藉藉，曾任帕雷凡（ Pakre

vant）主教，死于四八七年，享年一百二十。这个人物的实有

性，虽是不容怀疑的，上列诸书的作者究竟是他吗，倒还是个当

待确切解决的问题。他的历史的目的，尤在讴歌巴拉典特一朝

( Bagratides），而该朝似难能早于七世纪；而且它援用的史料是

属于六与七世纪的。批判学者认为该部历史应当作于八世纪，而

作者是个供名者二书中搜罗着不少的古代文献；民谣民歌的成

份，尤为显著；这也就是该书的功绩，以及引人入胜的原因。

亚美尼亚文学六世纪后的发展，我们不予叙述。当时亚美尼

亚教会正卷入反对加采东会议的浪潮，因而似加入了一性论的阵

线。加采东公会议，蔼诺底格（ H吕notique）时，当在拜占庭方

面看来，是可疑的。叙利亚一性论派，就是缓和派，也声明它是

与厄弗所公会议矛盾的；接受厄弗所公会议的亚美尼亚人，在好

几个教务会议，尤其是得文（ Tvin）会议中，表示反对加采东公

会议决案。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忠于罗马帝国教会代表的传统

公教信仰。之后，不差，若干宗主教接受了二性论，以及加采东

信道；可是，他们不过几个晨星罢了O 一般地说，亚美尼亚教会

与公教会，不但在行政上，在教义上也分道扬愤。这个分裂的原

因，边为了流行的神学术语的模棱性，边为了亚美尼亚人民的生

活环境。

Ancienne litterature armenienn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 sur l’ensemble du chapitre) 

P. NElMANN, Versucheiner Geschichte der αrm. Litteratur, Leip

zig, 1836 ; Beitrcege zur arm. Litterαll汀， Munich, 184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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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ire politique et religieuse de l ’'Armenie , Paris , 1910 ; Arm岳nie,

也ns Dir:t. Hist. , col. 290-391. -V. LANGLOIS, Collection des his

toriens anciens et modernes de l'Armenie, 2 vol. , paris 1867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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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圣大良

圣良的事业与个性

圣大良被视为占代教宗中最伟大的一个。这是很合理的，圣

额我略也不能驾而上之c 他的有历史性的使命，是天字第一号

的。在那－一切西方政治组织解体，东方教会陷于基督神学纠纷中

的时代，他能在罗马主教，伯多禄继任者的首席性下，巩固、实

现、维持基督教会的一统。他是教会至一性的博士及捍卫者。这

也就是他天职的使命c 在防登宗座前，他己开始这个使命，他的

个性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事业二

圣良是于四囚＝年！故教宗的．他的年龄是在四十、五十之

间〈他虽可能不生在罗斗．可是．他青年时就来到罗马 还是六

品的他，在罗马，为了他渊博的文学修养，以且他坚强的信德，

已享有极大的权威；不然，他是不会参加披雷杰学说纷争的c 囚

一八年，那个t巴西斯笃（ Xyste ）司锋，将来的教宗的一封信，

驰送给迦太基，奥利略的下级神职人员的使者，可能就是他。五

三二年左右，圣则肋斯定一世，致信于高卢的主教们，为被两个

布罗温斯隐士向罗马控诉的圣奥斯定辩护时，圣良己是六品，而

且他的声誉是卓著的。人们推测现在附在这书信后援引的篇幅，

是由他收集的c 如果我们相信圣普洛斯的话，四三九年，敦促教

宗阿斯笃三世，拒绝伊克拉内的举良与教会相通的咆晤的要求

者，也就是圣良。于是教会的和平得以更形巩固。他以亚奎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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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拍，以及加西央的好友的立场，于四三0年左右，要求加

西央著书驳斥聂斯托略异端。加西央在他的吾主降生论（ De In

camatione Domini）的序言里，称他为罗马教会及神圣任务的光

荣。四四0年，当他在高卢劝伊斯及阿朋（ Aece et Albin）两将

军重归于好的时候，当选为教宗。他做了二十一年教宗。

我们通过圣良的演讲及书信，最能认识他的事业及个性。

我们现在保存着他的九十六篇讲话，除掉八四、九一、九

六，三篇，都是他头上几年教宗任内的产物，开始五篇是关于他

当选（第一篇）以及当选纪念日的（第二至五篇）。六至十一篇

歌颂哀矜及一切慈善事业。其余诸篇都由编辑者根据现在通行的
周年瞻礼而排列的。

关于斋期的讲话，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共计四组，适与四

季斋期符合。封斋节共为四十天，降临斋节， i十瞻礼四，瞻礼

六，瞻礼七三天；九月及十二月斋期，为一周内的瞻礼四，瞻礼

六。第一组讲话（十二至二十篇）为十二月四季斋节之用，后

来，变成将临节的一部分；别的三组，一为封斋节用（三九至

五0篇），一为降临节用（七八至八一篇），一为九月斋节用

（八六至九四篇） 0 

圣良别的讲话都以吾主的奥迹为对象；二一至三0篇关于圣

诞，三一至三八篇关于三王来朝，五二至七0篇关于耶稣苦难，

七一至七二篇关于耶稣复活，七三至七四篇关于耶稣升天，七五

至七七篇关于圣神降临。此外，五一篇关于耶稣显圣容，九六篇

论救世主的两性。

还有五篇演讲，圣伯多禄保禄瞻礼日两篇（八二，八三）

是特别有名的；论真塞立克退出纪念日的遗忘一篇（八四篇）

是同样有名的，八五篇称扬圣老楞佐殉教，九五篇诠释真福

八端。

一般地说，圣良的演讲是简短的，常被视为演讲的典型，辞



第十一章 圣大良 109 

幸在简单而郑重．高尚而生动，慈爱而坚决。巴典孚主教指出：

“他的演讲不是由速记者记下来的，而是由演讲者，在讲前或讲

后，亲自写的。一切都是他的，可是他不嫌弹旧调，而且乐于←a

般的理论。他从没有取圣经中的一卷而予以诠释，他不是个注疏

家；他的演讲是以同年的宗教礼仪为骨干的ο 它们的美在声调

中；良的文章是庄严、隆重，而且带着激动的罗马的矫揉性的c

他的语句几乎到处有同韵的对仗。这是衰落时代的文艺。可是，

他的思想，不因此而稍暗晦；他的演讲目的，只在灌输基督的

真理。”

良最爱讨论的，是基督，他的生活，他的苦难，他的救世工

作；他抒述奥迹时，又坚实，又简单．使听者觉得他的思辨神学

家的成分少，而真正牧者的成分多。可是，他尤是一个伦理学

家。除掉已经指出的一般演讲外，还有很多的专门篇幅，可予以

证明；其间最显著的是那些论省察，阻挠教友得救的魔鬼、偏

情，祈祷，扶我们升向天主的信爱两翼，以及神修童年。圣良在

圣宠论上．宗圣奥斯定工活动积极的他，同时强调自由及意志的

努力。

圣良的书信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地认识这个伟大的教宗：

共计一七三件，其中→囚三件是他的亲笔。它们都是有关教会行

政的。若干件，尤其是关于东方教会问题的几件，是极度重要

的。那些关于信道法纪的宝贵篇幅，应当视作万世的圭泉。这些

精心写的书信，特别足以透露这个伟大教宗的个性。

良的演讲指出他是一个伦理学家。良的书信不但加强这点，

又强有力地标志他是个领袖人物。他的禀性驱策他活动；明白、

准确、刚毅的他，自然地寻求问题的实际性，他最痛恨玄玄的理

论。再者，具有钢铁一般意志的他，晓得及时采取一个坦白的步

骤；在实行上，他不暴厉，可是也不软弱。无论遇到什么意外的

困难，恶劣的环境不能影响他的工作。杜歇纳主教说：“不屈不



110 教父学大纲卷三

挠，意志镇静的他，无论执笔，无论说话，常出以罗马人的思

想、感觉、工作态度。发楞廷尼安三世的议员听他说话，看他工

作时，每联想到他们旧共和国时代的同事，那些在艰苦下总不屈

服的铁人。”可是，他的个性的中心，还不在那儿；它的中心却

在他渗透着坚决简单的信德的基督情感深处。公教信德是他反异

端斗争的一个伟大准则，另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标准，就是教会

传统的崇拜。“应当遵守古代的准则”，这句话可以代表他崇拜

教会传统的心理。此外应当加上他的一种无比的尊严性：这个与

虚心相结的个性，基于他的罗马主教，圣伯多禄继任者在教会内

的神圣使命。这点，后面应再予阐述。

二宗座上的圣良

应当列眉地指出，圣良怎样抱着一种不懈的戒心，在东方如

在西方，在纪律上如在正道上，捍卫基督教会的统一c

（甲）圣良与基督教会的统一

一、在西方，圣良应当刚毅地反对异端派，保持信德的纯洁

性c 被汪达尔人驱逐出非洲的摩尼派人，散居于意大利，罗马也

有他们肮脏的足迹c 圣良出令焚烧他们的书籍，把最顽固的份子

付诸有司，并且制定对付该异端派严峻的法律，半披雷杰派也接

着飘流各地。教宗要求错误者公开忏悔；如果他是神职人员，即

使在回头后，也不能晋级。普立息、力安派当时猖獗于西班牙。圣

良鼓励西国主教，尤其是阿斯托加主教团列庇护氏，予以讨伐；

同时，向他们发出了一种关于该异端的指示。这个异端虽因此渐

趋衰弱，还残存了差不多一世纪。

圣良有关教会纪律的辉煌成绩，一读他的书信，就得洞若观

火。在非洲｜方面，他命令遵守神职人员的纪律，同时指出圣善神

职人员的重要，以及培植圣善神职人员的途径。在高卢方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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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了阿两兹总主教，圣喜辣利似稍卤莽地加于两个在教省外的

主敦的处分；又取消了他在维也纳教省中的一部分神职。之后，

他坚持着维也纳教省对于别的四个教区管辖权，并且拒绝归还阿

尔兹总主教失掉的权利，虽然对于喜辣利的继任者表示着好感。

在这一切中，他的措施完全出于一种至高的，不容置啄的权威。

在属于罗马宗主教东伊梨利振方面，圣良采取了与他对高卢几乎

一律的作风。他毫不犹豫地谴责了他的代表，得撒洛尼总主教，

为了他滥用教宗代表的名义，否认地方教区的权利3 格利萨

( Grisar）关于这个问题指出：“可能教宗从没有使用过这样严重

有劲的话，使一个主教智慧地和节制地执行他的神权。”

二、在东方，信德特别地笼罩在基督神学的风雨中。圣良根

据他的最高司训权，在他致夫雷未安的信里，亲自说明启示的真

理，而且对厄弗所会议发出了详细的训令。为了会议漠视他的训

令，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因新皇帝的呈请，他核准在加采东，

由他遣派的代表们主持之下，另外召集一个会议c 累内

\. Regni俨r）标志：“教宗关于即将召集的公会议的许多一般性的

训话而已透露：－开始．他就坚决地，要运用凌历的铁腕指挥一

切J 他要求」切在他的代表们面前进行 一切应以统一A与和平为

标准。他要求不得再在信德上引起纠纷 只要他致夫雷未安的信

在议席上通过就够了；以后应当遵循尼西亚与厄弗所公会议的决

案。他指令对于忏悔者从宽，对于顽抗者从严c 他表示：带奥斯

科尔（ Dioscore）只得以被告的身份，列席公会议。他又命令攘

斥那些为扩张自己势力而要求新的权利的主教”。显然，圣良是

以主人翁的姿态，在信德及纪律问题上讲话的c

实在，公会议席上，谁都不怀疑他的权威；而且一般地讲，

大家都服从他。他的关于教条的公函，被尊为伯多禄自己的训

谕。若干提出质问的主教，在接下去的几天里，获得了宗座代表

们圆满的答复后，也一致予以拥护。会议闭幕后。呈请教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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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决议e 教宗对于他的代表们曾拒绝的第二八条表示：不但有

害于东方宗主教区的权利，而且对于公教一统的中心，也是个威

胁。从此可见他怎样剧烈地攻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野心3

一切有关于教会统一的问题，良是决不肯让步的。为此那个

本来无关宏旨的复活节日，他也认为非常重要。尼西亚公会议，

为解决古代复活节的纠纷，边谴责了犹太人阴阳合历的七月十四

日，而指定为阳历三月月满后的第→个主日。公会议且嘱亚历山

大里亚教会把这个日期报告各教会，特别是罗马。五世纪中叶，

西方怀疑亚历山大型亚教会推测错误c 圣良不顾亚历山大里亚宗

主教普洛得利阿（ Proterius）以及西方的抗议，为了保卫教会的

统→起见，采用了埃及人推算的日期。这个伟大教宗 J生的用

心，从此可见一班。

（乙）圣良及君王

圣良的地位要求他与君王们频繁地发生联系；这些联系，他

常尽量使它们是由衷的。在东方，狄奥多西执政时，他与朝庭起

了摩擦；可是他丝毫没有错误c 相反地，他认为狄奥多西的继任

者，马细安，是个忠于公教信仰，以及罗马宗座的人。马细安或

自动地，或用政治环境的催促，可能善意地采取若干干涉宗教事

务的措施（召集东方教会公会议，派出俗人代表团参加会议，

要求批准决议二八条等等）；可是他与罗马的关系，没有因此濒

于绝境；这个结果，大半应当归功于圣良中节的坚决于腕。他派

驻君士坦丁堡的宗座代表，高斯的善良（ Julien de Cos）也是一

个宝贵的和平使者c 圣良对于皇帝良→世（四五七至四七四

年），尤当努力维持加采东公会议决案，提防一性论派规舰重要

的牧座的野心。为抵抗他们的暴力，教会需要国家的援助。这个

保卫教会的使命，足以指出：圣良怎样承认了君王们的一种

“司锋性”；在王冠外，他们还有司锋的得胜枝。

在西方教权政权历久地合作着。四五0年，发楞廷尼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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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与皇后，循教宗的请求，致书君士坦丁堡朝庭，以牧平宗教

上的种种纠纷。四四五年，圣良已使皇帝发出一通谴责摩尼派的

上谕。四四五年，七月八日，以阿尔兹主教喜辣利越权为动机而

颁布的有名通谕，也是由他授意的。这道通谕一面追述罗马帝国

的光荣， 」面尤标志：圣伯多禄的首席性，是罗马宗座首席性的

基础。巴典孚主教指出： “皇帝通过这道谕旨，利用宗座首席

性，以张西方帝国的威风；可是教宗没有因此同等地加强他的首

席性。”抗议教徒及杨森派就此认为：这是教宗圣良野心的铁

证，太冤枉了。

圣良的权威也慑服了蛮人。大家晓得，他怎样在四五六年，

亲赴孟都亚（ Mantone ），往见向罗马长驱直人的阿提拉。这个

天主的刑仗，在他赫赫的威仪，和悬河的辞令下，表示屈服，并

且引兵退至多脑河彼岸。三年之后，四五五年，圣良虽不能阻止

真塞立克，在罗马作十五天的掠劫，可是．因他的劝导，这支蛮

军没有放火屠杀，滥施刑罚。蛮人凶暴地蹂躏帝国及帝国首都的

悲境，在圣良的著作中，不留丝毫鸿爪，他的毅力阻止他作这种

他认为弱性表示的呻吟。圣良驾崩于四六一年，十一月，大概十

一日，一七五四年，本笃十四世封他为教会圣师。

三圣良的道理

圣良是个神学家，尤是个圣师：这个使命正是教宗的使命，

而且他的个性协助他圆满地予以完成。假使我们说圣良的学说，

不能与圣盎博罗削的，或圣奥斯定的相比，这元损于他的令誉。

他干脆地藐视此世的哲学，认为人造的为辩论的一套是不足道

的，在他的著作里，找不到古代典型文学的影踪；他也不懂希腊

语，除去圣奥斯定，不见他援引别的教会作家。他愿意消除一切

烟幕，使道理在真光中显露出来；他认为娓娓动听是多余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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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真信德者，只要晓得谁在讲话就够了。圣良最重视的，是权

威、纪律，以及过去和现在公认的一切；以前宗座，或他的，或

别的教宗的授白天主的权威，都应当符合罗马教会的精神。“古

代教会的准则，应予尊重。”这句圣良心爱的格言，可说彻底暴

露了他的心灵。根据他的个性，他更爱谈圣保禄的“我看守道

库”（ Depositum custodi ），比芥菜子的譬喻。这个譬喻是前进的

象征；圣良的同代人，雷朗的味增爵，就是这类人物c

（甲）基督神学

基督神学，在圣良的著作中，获得了最重要的地位。在上

面，我们已纲领地指出他的思想，并且也说过；他的典型论调，

将作东方及西方教会在极端混j屯的…世纪中的南针二在他致夫雷

未安有名的文件中，他不但不浮沉于抽象的理论中，也不辗转于

无关大体的争端中，可是直接地通过简明的最具体的公式，指出

信德的对象。具体公式，是很中肯柴的，在他的许多以“神人”

的奥迹为对象的演讲中，他也不肯为辞藻而牺牲道理的明朗性和

准确性，而且因此产生的关于信友的伦理修养的结论，也是强有

力的F

圣良的救赎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救赎，在→定的角

度下，需要天主降生：只有“神人”能引堕落的人类到天主c

这个救主，应写又是真天主，又是真人。在不少篇幅中，圣良指

出：被死亡及罪恶摧残的人性，在与人性结合的天主性中，获得

了它的药石，及它复生的泉源c 人们很能为了他标榜天主降生是

我们被赎的原则而说：他是神秘论的（ Th岳orie mystique）的拥护

者c 可是他首先是个实际论者（ Theorie r臼liste) 0 为了他强调：

我们的救赎是基督受难钉死的结果。他曾说：“基督的苦难包罗

着我们救赎的奥迹。”耶稣用死救了我们，他的死是真正的祭

献；这是圣良最习熟的一个课题。为强调这个学说，他也乐于提

出：害杀无罪的基督魔鬼，滥用了他对堕落的人类的权利，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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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失掉了“战利品”。可是魔鬼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权利。圣良还

有昧地指出：魔鬼不晓得天主的计划．降生的奥迹，以及赎世的

祭献。

( z; ）圣宠
圣良在基督神学里．受了圣奥斯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更表现

于他的圣宠论中：圣良每强调人类坠落后的沉重创伤，以及由原

罪带来的偏情。他的－般的学说，似就是罗马教会的见解；坦白

肯定圣奥斯定的权威，谴责半披雷杰派人能通过善愿善意开始救

灵的工作，人能自力接受天主的呼召；可是喋口不谈那些玄奥

的，虽不应当轻视的，却不需要就予以解决的问题。这是附于教

宗圣则肋斯定致高卢主教公函后的文件的内容；而这个文件似是

由良执笔的c

他运用圣奥斯定的术语描写圣宠的动作：不但“完成”

( Perficere）是它的，“愿意”（ Velie）也是它的：“无疑地，为

善的人的工作的成绩，以及意志的发动，都是从天主来的。”要

好恨恶，已证明：一面在我们工作者的天主，给了我们这些感

觉； A面他要给我们所以完成的方法。我们的这座天主的宫殿，

没有天主的帮助，是不可能创造，不可能落成的。教宗同时强

调：必须与圣宠合作，怀爱及追求那个首先怀爱及追求我们者。

这里，他的伦理学家面日又露了出来·他频繁地站在这个立场

t，热烈地奉劝人们压制偏情，积极工作，烧起爱火。进步是必

要的。“不进就是退，不争得什么，就是失掉什么。

｛丙）圣事

圣良的演讲及书信提供了我们不少关于圣事的宝贵资料。由

他指导（即使是间接而遥远的）而编成的“圣事业书”（ Le Sac

ramentaire Leoni en）足以阐明上列的种种ζl

－、圣良每谈及圣洗。他指出了重要的礼仪；念信经．行信

德宣誓，三度浸水，终于擦圣油c 圣洗除免原罪，给予超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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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如果付洗者是异端教人，只要圣兰付洗祝文元误，洗礼也是

有效的。按于是异端人归正的仪式；这个仪式好似就是坚振，因

为在按手后，又擦以圣油。

坚振圣事的仪式，一为按子，一为擦圣油；这种礼仪早已开

始于六世纪。圣良称之为（ Ssnctif - icatio Chrismatum) 0 

关于圣礼圣事，我们应当强调，圣良是耶稣实在酒形中的确

切人证；他也视自己以为打击一性论的大好证据c

二、圣良在他的著作中，频繁地谈到告解。它们供给的资料

是极重要的。它们指出了应于五及八世纪中遭受变迁的告解纪

律。当时的告解纪律可以纲要地这样说来。

告解包括三种因素：告明、补赎、赦免二第二及第三种因素

所受的变迁，尤为显著。

（一）告明为一切重罪（即死罪）是必要的c 所称的重罪，

不但只指一如若干学者所谓的兰个反天主害旁人的典型罪行：叛

教、奸淫、杀人。仔细的告明是秘密的；在举行补赎前，不须要

公开的告明。圣良根据教会传统，曾攘斥在意大利若干地点，当

众朗诵书面坦白的作风，“所有罪过只须秘密地向执行告解的司

锋告明。”圣良的这一句话，清楚地指点秘密告解，而这个方式

并不违反教会的传统。

（二）补赎在公开的仪式中是极端严厉的。（ I ）教会初叶，

犯罪应当身穿丧服，受由主教主持的按手礼。仪式是很长的。仪

式完了之后，犯罪者还不能立刻参加公开的宗教礼仪，不能投

军，不能营业，不能结婚，或享结婚后的权利。圣良没有取缔这

类旧习惯；可是，在罪人的诺言下，予以豁免；在若干环境下，

不以违反诺言为重罪。他又攻斥若干主教关于告解的严格主义。

为了罪人历久怕处分而不来自讼自承的缘故，在临死时，他们也

拒绝予以宽赦。（ 2）最重要的变迁是私行补赎的发展。补赎前

有告明；大罪人的宽赦，公开举行圣瞻礼五；可是，他们应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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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赎，也于私 F举行；而且守在人己不须作举行公开补赎的诺言、

圣奥斯定己提起过公私两种补赎5 那么，这种变迁叮能早已开

始。圣良在他的演讲中频繁地向信友们指出了这点c 可是补股不

是绝对地私F的，为了罪过之赦，是通过司锋们的吁请而获得

的 3 这种背解式，自五世纪始日趋发展；自八世纪始．已变为唯

－流行的纪律。教友的热忱，为获得小罪之赦，也采取，而且多

次地采取这忡方式。隐修者为这个方式，尤做了有力的宣传c

（气）根据圣良，放罪是在吁请公式下进行的〉它在补赎之

后。在重病中，件明之后，病人就可以得到赦罪。为避免流弊，

圣良劝罪人们不要等主lj 重病时做补赎…之后，环境终于使教会，

在罪人告明后，就予以赦免 在一个教区内，故罪的权柄操在主

教子里，五世纪后，司锋也逐渐做了告解圣事的执行者。圣良认

为，他们实在是罪人罪恶轻重的裁判。之后，为 r缺少相当有能

力的可择，为尽这种f史命啕就发明了赦罪于册（ P手nitentiels)
’ 

以及告解卷（ La P岳ni

？去，不能视以为」种进步。

气、锋品的授受藉一种祝圣仪式；圣良称它为圣事（ Sa「re

mer川，而祝圣必须行于主日上士神品共计三三级，可牧、司锋．

及六品三级；它们应当分别举行c 五品要求领受者独身；这个要

求，自然也是以上兰级的要求。圣良认为：奴隶不能膺受崇高的

神品，尤不能做主教，这不是什么藐视弱小的问题，而纯为对于

神品的尊严性；这正如从前为了同样的理由，高级神职人员，虽

公开地犯了大错误，也不受公开的处分→般r 圣良指出：这样的

神职人员，可 F以降级，不可放之于一般罪人之列c 他们可以去

私下告解；从私下告解一般地流行后，热心的神职人员带头趋之

若莺ο 七四二年，七五四年间．麦次主教，圣克罗得刚（ Saint

Chrodegand）还明文地予以规定。圣良的用心，为了他是个高瞻

远瞩的领袖人物，是迥然不同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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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教会

教宗圣良为了他在职时所遇的种种艰难，特别开心教会的统

函。他的对于教会统一的道理，是最引人注意的。他把这个统一

的基础，放在教会的因素中：就是教会是唯一的男子 耶稣基

督 的净配（ Virgo Ecclesia, Sponsa unius viri Christi ）；以及

他的奥妙之体（ Le corps mystique）。可是，想积极实现基督的意

志，他尤注意于统一的实际条件。

实际条件中重要的是：（一）信德的统一，他坚决地反抗异

端，予以维持并加强； （二）司锋间的，尤其是主教间的协和，

这个协和基于各人职权的承认：一切宗徒们有职权的不同，主教

们只应该管理自己的教区，不可越坦代谋；这个原则，圣良曾以

告诉得撒洛尼主教，而且凭以解决阿尔兹主教圣喜辣利，以及君

士坦丁堡主教，阿风德尔的事件； （三）伯多禄及他的继位者，

罗马主教的首席性。宗徒们虽是平等的，可是有一个宗徒之长；

同样，主教们，不问所居的城市如何重要，都应当服从一个领

袖，一如他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信友的。这个领袖就是伯多禄；整

个的教会大厦，信德及圣统制，都以他为基础。

从来没有一个教宗，像他这样强有力地指出神权来源的神圣

't生；他的这个严正的立场，只要一看他所攻击的私利与政治野

心，就可了解无遗。在他的书信中，他也不愿向受信者标榜这个

天字第一号的原则。可是，在他的演讲中，这个原则通过最美丽

的辞藻，解释得最深刻周详。他的二至五，以及八三至八三篇演

讲，尤其是光辉表著的。头上三篇是在他膺受锋品日，以及悬弧

吉日讲的；听他演讲的人们，都极度激动地地惊奇他的谦虚，和

他对于自己的使命的责任心。他对于环立于四周的主教们，虽很

客气，他的首席性不因此而稍有逊色。可是，一切光荣终归于圣

伯多禄：“为了伯多禄继续者，他的爵位不受侵蚀；他的勤劳守

护着，他的能力生洁着，他的权威彪炳着，他永远掌着教会的



第十一章 圣大良 119 

舵；他永远居于这个众主教牧座中的第一个，整个教会的宗座。

圣良认为，伯多禄的一切街头，罗马主教都能据为己有；当整个

教会全心趋赴圣伯多禄座位之际，就承认了这点。”

八二及八三两篇演讲，讲于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日；圣良一

炉共冶地，把罗马的特权与宗徒之长的特权联系了起来。下面歌

颂永城的一段是典型的：“罗马，基督的福音，藉那些大丈夫之

力曾照耀了你；你本是异端的教师，一跃而为真理的学生。．．．

那些使你获得这个光荣的人，又使你这个神圣之族，被选之民，

司锋群王之城，在通过圣伯多禄座位，变成世界领袖之后，更扩

大地用教权比用政权来指挥→切。你虽仗着许多胜利，争得了海

陆的控制权；可是基督的和平为你所征服的，大于武力为你所征

服的。”从此可见，圣良不但指出；罗马帝国的教会属于罗马，

帝国以外的教会，也属于罗马。罗马教会的法权的普遍性，于此

可见一斑。

应当晓得，罗马教会的权不是从帝国来的。巴典孚说：“圣

良对于罗马过去的光荣，素极关怀，他也明睐罗马当有助于福音

的传播，而通过它的法律统→了世界。他也没有忘掉当代的皇帝

们，他赞扬他们的热忱……可是罗马的威权是与他们无关的。在

圣良看来，而今而后，罗马的威权是纯基督的；罗马的花冠，就

是它的殉教者；罗马的锦袍，就是殉教者的碧血。罗马为了拥着

伯多禄的座位，是世界的领袖。它先做了罗马帝国的首脑，后做

了宗徒磐石的首脑。人们尽可以说：伯多禄宗徒度绩地鉴兹在

兹。”圣良有福气看到这座伯多禄之城，不但古罗马及西方，而

且新罗马主教，与整个东方的主教，都视以为中枢。在加采东公

会议闭幕之际，主教们上书承认：他受基督的委托，守护葡萄

园，与统一整个教会礼系。之后，东方虽疏忽实践诺言，不过自

己打自己的耳括子罢了。至于圣良，为了彻底了解他的神圣使命

的崇高性，以及这个使命所有的职责，他终于获得了最圆满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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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圣良的所以这样伟大，他的影响的所以这样深远，这也是唯

一的秘密。

Saint Leon le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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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二章 圣良的继任者

一 圣机雷细阿斯（四九二至四九六年）

圣机雷细阿斯是五世纪圣良的继任者中，最著名的一个，虽

然他的任期是极短的。这些教宗都遗下 T 不少的公函

( Decretales）这类文件，在圣意诺增爵及圣良时，获得了极大的

发展σ

（甲）圣机雷细阿斯前

圣喜辣利曾参加教宗代表团．出席厄费所公会议。当选教宗

后，一切奉行圣良的遗则c 除去在他防登宗座前的两信外，又写

了十一封公函：圣训是给于西班牙或高卢主教们的c 在他致亚尔

兹总主教，雷温思的一系列信中（四号、六号、七号、九号、

十二号），边捍卫他的法权．边攘斥维也纳总主教的越权。他虽

没有复还亚尔兹总主教在高卢的，由他的前任取消的整个的首席

性．却］委托了他许多重要的任务。他与东方的通信，已经遗失。

圣辛普利夏做了十五年教宗，可是只留下了二十封信，大部

分给君士坦T哇，十封致芝诺皇帝，五封至阿加斯宗主教。这个

主教终于走上了裂教之途；在对方正式揭起叛旗之前，教宗就

死了。

圣菲力克斯兰世不但绝罚了阿加斯，而且两度也绝罚了两度

他遣往君士坦丁堡，被奸刁的总主教迷惑的代表们。可是，那边

的隐士们勇敢地拥护着他。阿加斯的裂教运动，在四八四年罗马

的绝罚令F，达到了顶点，而且延长到兰五年之久。教宗遗下的

十八封信，大部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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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圣机雷细阿斯

圣机雷细阿斯原籍非洲，是圣奥斯定的忠实弟子。他的个性

是坚强的，学识是广阔的。他在神学领域内（他是第一个遗下

神学著作的罗马主教），如在教会行政领域内，在东方如在西

方，展开了一个极度积极的活动。他的作风是刚毅而明智的。他

的丰富的著作，或志于宗座书中（ Liher pontificatr叶，或因马赛

的泽内狄阿斯的介绍，而为后世所认识。他的著作计有神学集、

书信，以及所称的机雷细阿斯通谕（ Decret dit 臼lasien ） ο

圣机雷细阿斯的为数六卷的神学作品，好久淹没在他的书信

中。其中兰卷是关于阿加斯裂敦的：第一卷是它简短的历史备忘

录，它叙述」性论的发展史，直至四八四年的分裂。第二卷指

出，必须从主教名录上，拭去阿加斯与伯多禄·蒙才的名字；第

三卷答复东方人由于阿加斯绝罚引起的质问。他的两性论专在研

究基督神学；论中引用着教友们的一系列的，极有兴趣的．有关

问题的文献。他的最后的两篇神学论，一篇写在他任教宗前；它

是所以驳斥披雷杰主义的；一篇是所以攘斥要求恢复疏拍卡斯神

淫荡节日的安德隆马岐外教议员等的。

圣丰几雷细阿斯在职期间虽短，遗下的信件却相当多，除去五

十几件片断外，共计四十三封二一八八五年，又发现了二十二张

条子；文字生动简短，应当也是他的手笔ε 这些文件是关于教会

纪律的，不像前面的文件是为平静当时整个教会的风浪的c 在西

方，狄奥多里登皇帝位；他对于公教信友的政策虽是缓和的，总

倾向亚略异端c 教宗还应当攻斥摩尼以及披雷杰异端的余孽。战

争后意大利遭受破坏的各省教会，应当予以整顿。东方教宗的艰

难较为严重：阿加斯的裂教，在宗主教及皇帝的掩护下正延长

着3 为了分裂的理由，卡之七八在罗马的权威上，而不在基督神

学上，他遵循圣良的遗范，坚决地向敌人作战。

宗座在信理的制定上，是不可能错误的。 “宗座标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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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可能受任何邪说的沾污，不可能与任何错误合流。我们坚

决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我们教会里，发生了这种不幸的

事件，我们怎能希望向外来的异端作战呢？我们怎能纠正他人的

错误呢？”宗座的权威基于伯多禄，绝对不以什么伟大的政治力

量为靠山。机雷细阿斯申斥君士坦I堡的野心，它想在罗马后，

于东方，用首都的名义，占据第一个位置：拉温那、密兰、德里

佛斯、塞密安，都做过帝国的都城，可是，那些地方的主教们都

不是为了侵略人家而握升的。最后，教宗并不否认政权的使命，

它是与教权有区别的，虽然教权的影响也及到君王身上c

圣机雷细阿斯的这种用心，也反映于所称的有名的机雷阿斯

通谕中。最近，严格的批判学者，还把这个通谕归诸机雷细阿

斯；他们的理由似极有力的。持异见者也承认，该文件的主要观

念，就在从各方面，由上而下地，向信众揭示权威的原则：第一

章论基督与圣神，第二章论圣经，第三章论罗马教会和它的特

典，第四章论公会议与正统的学者，第五章论没有正式权威的伪

经典作家。惟一的作家运用现成的文献写了头t三章；最后二

章，是在同一的原则下，由他编著的。这个作者可能就是机雷细

阿斯；可是还待证实，因为该文件中的好多点透露：它像不可能

是罗马宗座的正式文告。这个文宪，似产于罗马以外的地方，例

如意大利或高卢；而且它的著作的时代，大概应当在六世纪初

叶。这虽是私人的作品，却反映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甚至罗马的

道理与习惯。看来作者正有意在这点上，做个忠实的报告。

古代作家说圣机雷细阿斯还写了→种宗教仪式著作，我们觉

得它的范围是不容易估量的c 他的关于圣经及仪式的论赞，跟着

他的诗歌，已经遗失。现在在他名下流行的关于圣事丛著（ Sac

ramentaire）是册古代的礼仪书，书中尤载着可锋行圣祭时念的

经文（内中也有歌咏班，五品、六品应当唱的经文。）以及现在

还保存于宗座礼仪录与宗教仪式集中的，若干经文。大家一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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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机雷细阿斯的关系圣事丛著，是良的圣事丛苦与额我略圣事

丛著的过渡产物，而且产于罗马。除去这点，学者聚论纷纷。杜

歇纳主教说它作于六二一年，七三 A年间，那么要在圣额我略后

了。相反地，礼仪学者们还支持十七与卜八世纪巾批判学者的见

解（托马西，慕拉道利，马丹内。）并且继续强调它写于五世

纪，原为机雷细阿斯的著作；内容在世纪的沧桑中，虽或受到伤

感，骨干还是他的。无论如何，这本著作，是与这个伟大的教宗

相配的0

二 圣赫尔弥达（五一四至五二二年）

圣赫尔弥达教宗是以绥靖教会：及以光荣地消灭阿加斯裂教

著名的。这是圣机雷细阿斯与他两个前任所做不到的。

阿那斯i垦细阿二世（四九六至四九八年）．协和为怀，设法

与有意说和的阿那退细阿皇帝磋商，可是，这个皇帝未能于一性

论派及公教派间抉择其－ c，当时」性论派藉赫诺典格的和约

( La paix de I'H岳not叩le），加强己力；而公教派抱着一腔基督教

会传统的一统精神，倾向统一的中心，罗马宗座。可是他坚持着

芝诺开始的政策。

阿丑｜：斯退细阿二世的后任，薛玛克（四九八至五一四年），

对于拜占庭的态度，是极端坚决的：皇帝系统地与他作对，甚至

散播小册子来诬蔑他；教宗的十号书信，就是所以驱斥他的。这

个希腊皇帝还攻击他的当选违法，而使他的亲信老楞佐祝圣为主

教，因以取而代之；为了得不到狄奥多理的同意，他只得接受管

理一个教区c 可是他的党羽继续反抗薛玛克，百般地毁谤他。在

狄奥多理同意F召集的帕尔马利斯（ Palmaris ）会议（四二0

年），虽是为裁判教宗的，却只作了下边的声明“上座不受任何

人的裁判”（ Summa sedes a nemine judicatur) ，在他多事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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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内，他留F了十来封公函。该阶段中的东西两方教会，似更形

分裂。可是协和正酝酿着，圣赫尔弥达将予以实现。

赫尔弥达亦知始终忠于薛玛克。五J四年七月二十日当选教

宗后，刚柔相济地终于绥靖了教会。他与拜占庭的议和就于五一

四年底闭幕。皇帝一面因舆论督促 一面由于」性论派发展引起

的戒心，以及微塔利央将军的支持，决与罗马议和υ 阿那斯退细

阿皇帝提出召集一个公会议于马尔马拉的赫刺克利亚，且请教宗

亲自出席，以便解决」切难题。巴费亚的厄诺狄阿斯率领的罗马

代表团，先后多次在君士坦丁堡，愈来愈烧起不少主教们与罗马

教会打成一片的心火。皇帝始终拒绝教宗提出的条件。五一八年

四月九日，皇帝驾崩，裂教既失掉了它的重要靠山，不久就归

于尽。

查士于一世（五一六至五二七年）接位，抱着发扬加采东

公会议的热情，决与罗马宗座言和c 当时拥护他的政策者，一方

面有他的娃F，声名藉藉的查士丁尼公爵；一方面有微塔利央将

军；他是阿那斯退细阿的仇敌．而也被召到君士坦丁堡。皇帝边

复被逐的公教主教们的位，边撒一性论派主教们的职；并且要求

一致接受加采东公会议决策，终于在解决了阿加斯的艰难问题

后，呈请罗马完成统一。宗主教若望二世，在信众的督促下，查

::t丁登位时，就声明崇奉正统教条。他与查士了及查士丁尼联合

呈请教宗调停。赫尔弥达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从主教名录上开

除阿加斯以及他的两个继任者的名字；后列二人虽不是异端人，

未曾与罗马相通；二、签署由教宗发出的关于基督信理，以及宗

座权威的公式。这两个条件，在若干地方不无网难地终于接受

了F来ι 第一个条件有害于阿加斯的两个被皇帝撤职的后任的j茹

苦；可是教宗强调指出他们不谴责他们的，即使信徒异端的同

派。第二个条件．若干主教尤其是得撒洛尼总主教，予以拒绝。

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赫尔弥达公式前，加上了一段书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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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的序言，可是他与帝同的大部分主教，也斗事署了公式c 当

时，一性论派，藉依赫诺典格和约的！庄荫， J1二猖獗于叙利亚和埃

及。这个公式没有革新什么，但只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教会传统的

道理c

赫尔弥达公式，在导言以外，包括关于基督神学及宗座权威

的双重信条。导言标帜着两条正道准绳，一为教父们的学说，一

为宗座的指导：公教教义常由宗座，没有瑕站的保存着。根据这

两个威权，赫尔弥达公式清楚地谴责一切在基督神学上的错误，

上自聂斯托略，下及亚历山大里亚伯多禄，君士坦两壁阿加斯，

安J是阿伯多碌，它又指出必须接受教宗圣良关于基督教义的两道

公雨，以及服从伯多禄宗座c “在一切内，服从宗庄，并且宣传

它的一切决议c ……因此，我希望必得借｜司你们，在宗座指出的

联系F，相结一致c 在这个联系里，藏着基督教会整个的，真正

的｜坷满的巩同性”。公式结尾处，要求各主教在公式上楼名表示

忠忱。

这样的」个文献揭开了希腊教会的拜占庭阶段。大多数主教

所以接受这公式，尤其是为了受了皇帝的影响。可是这就是这个

教会的特征之一。实在除掉授职函件的往返外，四个宗主教与罗

马的直接关系，是很寥落的．这个统」是由皇帝通过忠于他的永

久教务委员会（ Le 岛·node permanent）而促成的 3 而且，罗马通

过它的代表，协商教务的对于，简直就是皇帝z 这种情形似把教

会整个地属于政府，如果在上没有伯多禄的继任者的纯宗教的权

威；这个权威，无论查士I、查士丁尼，以及」系列的后任都予

以承认飞这种情形是很危险的，为了教会的利益太隶属于皇帝的

利益了。

这些危机，当时最热忱的信友，例如隐士，特别是六世纪初

叶的（ acemetes）七世纪的圣麦克沁及他的门生，八世纪的圣狄

奥多及他的弟子。他们认为罗马的一种积极活动，是国家集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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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平衡力。可是大半的东方教友不以为意，而只于非常的事件

中，向罗马呼吁已不少的人竟像不识有罗马。这种教会国有化的

趋势，到了卡→世纪，就沛然莫之能御了。可是在六世纪时，它

是很薄弱的。标榜这个主义者，在阿加斯获得一个畴范和鼓励。

赫尔弥达的工作未能彻底铲除裂敦的遗毒；这不是为了他的工作

还不够深刻，再是为了支持这个工作者太少。正如上面我们所说

的，那些占最多数的不冷不热的份子，不但不识利用教宗教会传

统的指示，反去倾听那些挑拨者对于宗座的恶意宣传。我们应当

向赫尔弥达致敬，为了他曾不屈不挠地，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必

须遵循的路线；吁惜这个敬礼，不能转致于他的最初的几个继

任者。

赫尔弥达的事业，我们尤通过了他的信件，而得以明了。他

遗fT差不多八十封信，其中大半是有关东方教务，而或以解决

统→问题，或以讨论由隐士们提出的父苦说的。其余的信件是寄

西方教会的，尤其是西班牙教会。信中所论的是关于神职人员祝

圣，主教选举，以及教区会议的。

圣赫尔弥达长逝前（五二三年），有福看见汪达尔教难的结

束，以及；武拉萨蒙的（ Trasamond）后任核准的公教会圣统制的

恢复。阿蒙（ A. Amann）论赫尔弥达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行政

者，子腕伶俐而坚决的外交家。他在捍卫宗座最高及最完整的神

权的教宗中是成绩最卓著的一位。

三维吉力阿斯与披雷杰

在赫尔弥达死后的十四年中，伯多禄的座位上，匆匆地来去

了六位教宗；这或是为了他们的寿限，或是为了爆发的教难。由

他们遗 F的书札为数很少；可是，也可以找到若干重要的文件。

逢尼非斯二世核准了奥伦治公会议，若望二世核准了天主受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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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五三六年教宗阿加皮（ Agapet）应当步五二五年若望一世的

后尘，用意大利哥德人王的名义远赴君士坦丁堡，执行外交使

命；在那儿，他如他的前任，受到了胜利的欢迎二在那儿，他权

威地把狄奥多刺（ Theodora）一性论派人摧升的安典默（ An

thime）宗主教撤了职，并且祝圣了门那斯（ Mennas) （五兰六

年三月十三日）。下月，他就死在那里。他的后任圣西尔物斯德

肋，为了拒绝复安典默（ Anthime ）识得罪狄奥多刺。五三七

年，他把教宗放在一个荒岛上；五兰八年，他做了种种虐待的牺

牲。五兰七年，维吉力阿斯就被选继任；圣西尔物斯德、肋死后；

他就成了合法的教宗。

维吉力阿斯出身罗马元老院家，父为执政。在他还是个六品

时，逢尼非斯二世就选他为其后任，可是没有兑现，，在君士坦丁

堡做了政府发言人后，就得宠于狄奥多刺太后；五三七年，太后

设法使他当选教宗以代圣西尔物斯德肋。在这件事情内，他是否

也有罪过？他的仇敌们虽像煞有介事地予以控诉，他的罪行终未

经确切证实；可是，这是很可能的。无论如何，假如狄奥多刺希

望他做个→性论的拥护者，那么未免自误了。维吉力阿斯是以三

章纠纷的措施而出名的ζ 关于这个问题，他先后颁布了三件文

献：五四八年四月十－日颁布的“己判决了” ( Judicatum ），谴

责三章。五五三年五月十四日颁布的“已确定了”（ Le c:onstitu

tum）拥护三章J 五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颁布的另一个“己确定

了”又谴责气章。他先后矛盾的态度在神学方面引起的难题，

可以用纠纷的对象来予以解释：实在只纯是他随机应变的问题υ

在伦理方面他的裂教的顾虑，部分的可以减轻它因软弱而对于政

权所作的让步。维吉力阿斯历久转辗于东方教会的一切艰难中，

终以衰弱不堪，在他返罗马途中，死于西西里（五五五年）。

接任的披雷杰一世，也是罗马贵族（五五六年L 他以大使

的资格。久居君士坦丁堡；当维吉力阿斯驻节东方阶段内，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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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六年起，他在罗马的声誉，是盛极一时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

时，他在那边鼓励教宗反抗皇帝。披雷杰在大使任内，好久获得

查士了尼及狄奥多刺的青睐。他在观察中表示的个性是坚强大胆

的，他是个手腕极端拎俐的外交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任务也是

极重要的。

他在二章纠纷中表示的态度，使皇帝衔恨入骨，甚至于五五

三年底，把他I华！闭于一个隐院中。维吉力阿斯批准公会议后，披

'lit杰 a连写了两篇攻击他的论文c 以后如何？不得而知c 可是．

五五六年四月卡六日，藉查士丁尼的撑腰．在维古力阿斯死后六

个月，被选为教宗巳登宗座后．他又批准五五三：年的公会议，而

谴责三章。格利萨尔（ Grisar ）标；志： “人们说宗座之饵，使他

改变了态度，这是可能的，但不是由定的c”他的改变应当还有

别的比较崇高的动村L 如果由于→个软弱的话，这自然还待证

实，：人l了他做六r'd1H才的光荣．以及他在教尘｛干内．另lj无呵以指摘

之处．这是很 iiJ 以扼腕的 ο

｛也会有效地远靖 f间方教会， f也可拜 rf! I运但帝，意大利新

王，获得了圆满的谅解。他是个出众的行政者叫他的书信也透

露，｛也曾1文，-l；神职人员的若「错误而且极；L吉他们的教育。他的

墓志铭硕扬他的爱悟，以及他救击救难的 A切功绩f

四 三章问题附录

材密丑［5主敦法公杜斯（ F时undus）在拜占庭，是个最激烈地

反对资士丁尼反气章政策的人「他指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皇

帝在教义上是个门外汉；二、他的政策不可醒免地有损于加采东

公会议的权威，而为－tti仓创造条件c 他实在有理．可是，在第

二点上．他过程强调他所见的危机、在教；托在｜｜自君士坦丁堡前，

他甲己在那里．而且早提出他拥1J" 三章的备忘录〕 J1：四七年EX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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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年，他在由维吉力阿斯召集主教委员会席上，又阐释了他的

见解，听者一致承认他的论调是有力而明朗的“已判决了”文

件发表后，他就对教宗作尖锐的批评。两年之后，于五五0年，

他的十二卷巨著一一一反三章辩护一一问世。它立刻掀起了－种滔

天的波浪，它的论调虽属小册子式的，还带着不少无稽的肯定，

对于维吉力阿斯仍保持着」种谅解之忱。五五三年开始，他的态

度急转直下，他暴厉地与教宗脱离关系．什么都不能予以挽网已

五六四年，他被囚于君士坦丁堡的 A个隐院内 y 五七」年左右，

死在这个决裂状态巾c 可是，死前不久又通过一本小册子，再度

谴责皇帝干涉宗教的暴行ο 又在另 A本著作巾，他表示：兰章的

纠纷与信道及礼仪无涉。

还有若干站在法公杜斯一边，拥护三章的非洲人士；他们的

态度不及法公杜斯的强悍。

→、章伽的革来公杜斯（ Verecundus ），是拜萨生（ Byza

cene）的诗人兼注疏学家u 他为加采东公会议，也写了一部

记录。

二、哈德鲁默的布利马爵（ Primasius）关于他热烈捍卫的三

章没有遗下什么著作ο

三、朱尼利阿（ Junilius）是君士坦丁堡的－个教友，任神

圣宫总务（ Qraestor sacri palatii ）。他所写的 a本书（ lnstitula) 

可视为研究圣经的导言c

四、利盘拉都斯（ Liberatu日）是迦太基的」个六品；他为

四二八年，五五三年间的基督神学斗争，写了一本简史。他也

拥护三章，他的文章虽是平凡的，在历史观点下，倒是很宝

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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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演说家

圣伯多禄金口

圣伯多诗金口（ Saint Pierre Chrysologue ）于四三三年左右．

做了当时皇宫所在地的fil温那主教、我们对他的认识，全凭他的

演讲和他的见于圣良书札集巾的 封信，第二五封，J 这封信是写

给攸替歧的；当时攸替歧正受了夫苗维安教宗的谴责，的J来求援

于他J 他智慧ltl!. ，有分寸地．劝告他已在这个问题．只有罗马主

教是个权威： “为了在自己座位1：生活着．指导着的真福伯多

禄，站于寻求信德真理人们之前，为爱护和平＆信德起见，在罗

马主教的同意外，我们不能参加关于信道的争带Jc .. 

经fi/.i且月［5主教（七0八歪仁伞七年）作力克斯收集的圣伯

多禄金口的演讲‘共计」七六篇。若干篇口I能不是他写的；可

是，此外还！tl吁有出现于别的名字 F的‘或未经发现的．而实属

于他的若「演讲这且演讲的对象，至少半为关于毛结的 作者

通过精神意义．寻求字 I面意义：“月j r史的报道‘（苛笃笃’以高 J级

的知识为口的”好儿篇是论iti作 M1 ，特别是关于｜等党的一 Jl. 六

至六二七筒．是宗佳信经注疏 还有丰系列歌颂童贞圣母和丰简

称扬圣若翰的演i并r A般地说．这些演讲‘虽都很短，却是什、

真正演说家的作品：有卢有色，又具有活生生的眼·Jf :11 ；妙处在

能精简寸、始终洁明的观念，以及强；有 ｝J地， .Q~l仨［flf地或反面地

指出一种修行 中世纪对他的演讲觉得津津有味，全口的徽号，

就背屈地流行7二世 这个散号见于儿世纪的一，乍著作内；可是用

吁创于伯多禄吁：1污的时候σ 」七工九年本笃＋~二三ti!：卒，肖奇i：圣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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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金日为圣师。

二吐林的圣麦克沁

五世纪吐林主教麦克沁（ Saint Maxime）如圣奥斯定，是古

代的拉丁教父之卢；他遗下的演讲录是极其美丽的。我们所以能

认识他。几乎全靠这些文献。历史只报告我们：他于四五一年出

席密兰公会议，决议案下有他的签名；四六五年参加罗马公会

议；会议录t二，他的名字就跟在教宗名字之后。无疑地，这为了

他是主教国领袖。可是，他的著作指出：他曾剧烈地攘斥披百杰

主义及别的异端；他很注意教友的神修J 他的著作主观地被分

为：论赞（ Hom刮附），共计

i寅讲，共i十论时f巳’ i仑圣人们杂题牛 A六l;i~f ：论文（ Tractatus ) , 

共Ht企圣经二三箱。编者在附录rt1, fm L J’他认为叮疑（J0 -_=:. A篇

演讲，主篇论赞和两封信ι 吾来前闹的不少的著作也应当放在附

录中＝可是咱大半的著作是他的。他的演讲的简短性，使人憧憬

圣良和1圣伯多禄金口的演讲J 他的文章是模范地，简单、生动、

剧烈的，并且洋溢着神火

三 巴费亚的圣厄诺狄阿斯

大菲力克斯. fl区陆狄阿斯是高卢亚 51~蕴 t1<J- .个富家子弟；幼

年就失掉了父母♂到了意大利后，通过他的丰丽的婚姻，以及他

的诗人兼雄辩学教畏的伟大成绩‘争得了斗、光荣的地位；可

惜，从此陷入了 A个轻浮的生活 一场大病晚阳了他：他做了神

职成员，他的妻子做了修女户他虽继续研究雄主i￥学及别的俗宇：‘

热忱地以六品的资格，开始在巴费亚为教会驰驱二 ti O 二年，他

陪他的主教，出席有名的罗马教务会议（ Synodus palmari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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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拒绝裁判薛玛格教宗c 之后，他在」本小册子巾，；为教宗辩

护；这本小册子是在五0三年的另」个罗马教务会议席仁，朗诵

通过的3 五－0或五－－－ -.年，他当选巴费亚主教；他运用普牧的

热忱，管理教［灭。圣赫尔弥达先后于五‘五年，五 A七年，两度

投以重要使命；只因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恶意，未见成功f 他死于

五三一年，被敬为圣人仁

他遗留下的著作透露：他的人支主义及外教修养，在这个热

心的主教身上．没有全部覆没：书信哪，小册子i郎，演讲哪．诗

歌哪．到处可以找到外教文人的鸿爪。

在那升任主教前写的工九七封信，历史价值是大的，宗教价

值是很小的。

相反地，他的十本小册子，大半是关于宗教的。第五册是本

自传，第二册是拥护五0二年公会议的回忆录，第四册是巴费亚

厄Q~非尼阿与雷朗圣安当合传，第六册是种教育课本（ Paraene

sis didascalica），第九第十册载着两种祝圣复活节蜡烛经文，第

A册是篇狄奥多里的颂辞ο 它写于五0七年，政治节日，应当是

它的动机。这是册极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本文艺作品，

书巾对于一代的描写，托出了它的种种优点和缺点。

他的二八篇演讲的题材，大半是关于世俗的问题的；只有头

上二六篇是有关宗教的文章 而且」贯地是炉火纯青的。

J［诺狄阿斯的两卷诗，若干首是宗教的：如圣厄匹非尼阿的

讴歌，童贞圣母及圣人们的赞美诗，圣堂圣像的题词，主教们的

颂辞。其余一切都是世俗文学作品，若干碑刻，简直是淫荡的。
他的诗的灵感是菲薄的。

高潭（ Godet）指出： “厄诺狄阿斯是个雄辩学家兼主教，

写诗歌又写散文ο 他是狄奥多里时代最有名的作家之 A；他疯狂

地崇拜占老的外教修辞学。他幼稚地予以称赏；它的课程，它的

步骤，它的古怪的题材，也全部予以拥护。他认为这种教育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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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民，为司锋们也是必要的。他还强调，谁尝试予以改订『谁

就等于于触结约圣柜c 因此不成当惊讶，在厄诺狄阿斯的诗歌皮

散文中，到处可以找到外敦的语言和色影「作者授予讨论的题

日，正如当时流行于学校中的，都惜自夕｜、教文化：字里行间．常

反映着古代的神话与英雄事迹。口I是，他的基督徒教会人士的箭

头，每穿破这袭五光卡色的外衣ο”他虽是←A个演说家， －望而

知的，他与圣良，圣伯多禄，圣麦克沁是分道扬攘的。

他对于iE道的影响是微弱的，可是．（一）他揭示了，性论

的危险，他两度出使君士坦丁堡， WJ度予以攘斥？（二）他根除

阿加斯的分裂，使教会重归－－－•统c （主）他是教宗首席性的捍卫

者，甚至说圣伯多禄的继任者具有一种不可能犯罪性。（四）在

圣宠问题上，他不宗圣奥斯定，而宗仨亚息那斯与浮士德ζ 他的

人文主义很接近半披雷杰派。

四萨维央

萨维央（ Salvien ）的著作指出：他不像是个历史家与神学

家，而是个演说家。四世纪末日十．他生于高卢莱茵流域的一个公

教家庭中。他与 4个外教女子普拉提（ Palladie ）结婚后，不但

劝化了他的妻子，又功化了他的岳父母。从此，他俩兄妹」般地

生活着。为了他的岳父母惊讶．他在 A封热情的信里，给他们解

释他的行径。及法兰人渡过莱菌，他就避居高卢南部，始于雷

朗，继迁马赛。大约四二五年，他领受了锋品；四三0年时，他

的学识已驰名于世n 当四八0年，泽内狄阿斯把他写入名人传

时，他还住在那儿。名人传（ Deviris illustribus) rf:1说：“直到今

日，他还健康地生活着。”泽民称他为主教们的师傅，这大概为

了他写了不少为主教们用的演讲的缘故c 读他的著作，我们觉

得：他的政滔良式的个性，是过激暴厉的；他虽是个极精明的心



136 教父学大纲卷三

理学家，却倾向悲观主义；他虽是个热烈的伦理雄辩学家，为诊

治罪恶每过甚其辞c

萨维央只留F三种著作，其余由泽内狄阿斯提起的作品，已

经失传。在他的书札中，关于私人的九封，确是典型文章。反惶

吝论，也是封长信．共i十四卷；它是在弟茂德笔名 F，致整个教

会的；书中他敦劝众富翁，或世俗人，或神职人员，把产业损赠

教会，为救济贫人之用。他的过度的理论似出于环境的感应；呵

是他的伦理学家政社会学家的个性，已梢露出 n 这个个性，在他

的日击1J, “天主治理论”中，暴露得里力fl彻底、

“夭主治理论”，作于四二九及四五一年间，共为八卷；它

是献给日内瓦主教，圣欧歇（ Saint Eucher）的儿子，萨罗尼阿

斯的。当纷歪沓来的灾难蹂躏罗马帝同之际．｜大｜蛮人的侵略，教

友与外教人， 斗本受苦受难；而这本书就在那个时候写的勺伊壁

坞鲁派与恶人们由此结出：天主是不公 tl二，不关心此t町的A切

的； l't：「教友虽不再认天主的上智，相信：夭主等到公审判时费予

以纠正。萨纬：央→｛草F以驳斥，提出了天主现在已真正地掌管世

界。他根据外教作家及圣经，举出了各种证理（卷气卷F 二）

他！大！ Jlt指出不应可查问大主上智所欲的 A切后果是杏合乎正义。

它们是先天地合乎正义的。（卷气）

他为当代！式的所作的描写（卷气、卷八），都是根据这些国

则作的：罗Lb人败北，原因就是他们的不堪设想的罪恶）教友所

负的责任，为了督促他们更该努力修德的信仰，亘： 1：：外教人的／

蛮人胜利，为了他们的罪恶比罗斗人的少，作抨击二，岳的披露 f蛮

人的优点（卷七）。记得法同文学史卷工！：有 TfliI ‘段：“萨维

央谈这个问题的态度，足够地指出：他的重要目标在攻击吁代的

风俗。｛也挥着他的生化之笔，强有力I也揭露最平凡的！/H:斗。他剑

拔弩张地攻击放坊的戏剧：罪恶哪，疯狂明｜；啕 i'l~ ~L哪，营侈p~~ 电

他提出了最刺眼的罪名”“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败坏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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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可以视作他的论调的核心。

他的言论的过激性，虽削弱了它的护道价值，萨维央的这本

著作不失为一部伦理巨著。它足以提起罗马人，尤其是教友们，

对于天职的自觉性。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料峭的辞藻；词句的

纯洁可以比诸位克坦斯。修辞学在里头所占的位置是很大的，在

若干段内，演讲的色彩，嫌过浓厚；有时不必要的冗长，使文章

显出呆笨。可能作者无B~做一番整理工作；无论如何这本书是当

代最美丽的一部。



第十四章雷朗学校的神学家

一雷朗隐院

雷朗隐院是五世纪高卢最热烈的神学巾心c 最伟大的主教

们，即使不I Ll 于它门下，都与它有联系。因世纪时，隐修生活，

闪圣玛尔定的提侣，己树\L在高卢，始于技亚叠的利￥才，继于

都尔的玛摩典埃。五世纪初叶，另两个隐院中心建立于布罗温

斯， 」在马赛的圣维克道（四→ 0年，因加西央的），一在坎

(Cannes）的南部，翁提布西陆的雷朗岛 tc

雷朗岛仁的院、院的创立，比马赛的要早几年；它是圣和i若拉

的事业，富’朗旧岛所以又称和诺拉c 他抛弃了他的大产业，好地

位，同几个朋友，避入该岛度4个东方隐士们的生活。不久，教

友们接踵而来；数年之后，蛇揭出没的荒岛上，建起了－~ －个热忱

精修的隐院二圣和诺t\L I口圣玛尔定，一切措施都是埃及式的；

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最典型的A种隐修生活。他所存的著作，

只有修道规则和他的通信二四二六年，他被撞为亚尔菲主教；任

职二年，就告长逝。圣再辣利在他的一个周年追悼会上，朗谈了

A篇哀词：它就是后来所称的圣和诺拉传）

圣维克道隐院专在默想读书上用功夫；它与教会生活的联

系，只凭它的祈祷。相反地，雷朗隐院供给了很多的主教于各教

区c 因此，它在整个高卢，不但在教务观点上，在神学观点上，

也放出了万丈光芒。它简直像是个神学中心；它表示的趋向，是

与加西央相同的。雷朗学派，正如大半的布鲁温斯人，在圣宠论

上，是反圣奥斯定的。为了他们不以奥斯定的出发点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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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夭主的辅助，看得太简单了；竟不见有什么奥迹。他们虽

不标榜披吉杰的自然主义，都踏着他的足迹。

布鲁温斯派的圣宠论，可见于四之九年，圣奥斯定的两个世

俗朋友，普洛斯拍及喜辣利给圣师的几封信中υ 他们的圣宠道

理，可概括于 F面六端内。
一、人不需天主的帮助．可以产生善情，鼓起善愿，忏悔前

非，开始信仰。这种论调与加西央的无异，假如 a个人不能自力

获得一个完整的信德（ fides integra ），至少叮以认罪，又可以求

觅和叩天主的慈悲之门c

二、他的圣宠定义是与圣奥斯定的不同的C 为他们，没有我

们因以愿意的帮助（ Auxilium quovolumt时，却只有少了它，我

们没有结局的帮助（ Auxilium sine quo, non perficimus ）。人的堕

落的，削弱的本性不是绝对无力行善的；超自然的善，也不在例

外。“圣宠并不真正地先于意志的决定，有功的行为只与官们齐

驱着。”可是，他们不否认：“圣宠为行动．为实现善功的计划

是必要的。”

三、圣宠」般地给于众人。“→切的人蒙受自然律及福音律

的呼召，为了天主没有轩轩地要众人得救。”为此，巴塔利

( Portali吕）指出：“在他们眼里，只有－般的及公共的圣宠，没

有特别的，个人的，确实使若干灵魂同意的圣宠；换句话就是我

们所称的有效圣宠（ grace efficace）不问圣宠有效与杏，自由意

志是独一的肯定原因。

四、恒心于善，也是人事，为了持久之恩，最先给于怀善意

者。这个恩惠是可以热忱争得的，↑古恶失掉的。

五、蒙受预简也是人事，为了预简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纯无

条件的；它是被预简者的天主预见的功绩的后果。天主好意地呼

召他们，可是，预见他们配受这种选择，而得死于善中。因此，

受天主预简的人数不是由天主指定的，既然各人的当选是各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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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的，各人的受罚是各人自己招来的。

六、高卢学者们认为：有条件的信德，或有条件的功绩的预

见性，最能圆满地解释天主的措施。这些原则，他们认为可以无

限地运用着。他们就用以解释：为什么若干域壤传到了福音，若

干域壤却没有传到；为什么若F婴孩在死前领了圣洗，若干婴孩

却没有领到。天主的一切措施绝对不是专横的c 在这个学说里，

不像圣奥斯定的学说，什么都不使人失望或贪懒3 这个预简的问

题，假使不这样予以解答，势必引人不安，而使弱小者惊怪巧最

好，希望两方面不要去谈这个不容探索的问题，， " （狄塞龙语）。

这是四二九年左右，流行于高卢的圣宠论。从尽五世纪，这

个论调还在那儿受到人们的拥护，，圣奥斯定通过他的“圣人预

简论”（ De prredestinatione h时torum ）以及“恒久之恩” (De 

dono I>erseverant

了对人对事的双重斗争：帚坡内主教自身做了恶意宣传的对像．

他的学说被歪曲得一场糊涂。四兰一年，他的大敌，伊克兰举良

(Julien d’Eclane）以及与聂斯托略同道的披雷杰派的被谴责，仍

未能平风息？良～终于四芒一年，教宗圣则肋斯定一世，拍］圣普洛

斯拍的呈请．致信高卢主教们，为圣奥斯定伸冤，为他的道理，

消除了 －{JJ疑云，又嘱主教们审j ll:一切恶意宣传c

之后，在这封信后，教宗圣良附以十章圣宠论，前宗座主教

们的天主圣宠论c 它再度核准了圣师的纲领道理。这十章或摘自

意诺增爵→世的文献．或取自非洲的各公会议案c 它们指出：原

罪削弱了自由意志；非通过天主，什么不能是好的；为此，圣宠

是必要的，不但为众人，也为要恒心于善的义人：一切救援的行

为应是由天主启发的；善意的开端，滋长结果，整个地由天主来

的；最后咱教会的祈祷正证明了圣宠普遍的必要性。最后一章论

更微妙的问题说：“我们绝不予以轻视，也不必予以另建”。鲍

塔利（ Partalie）结论指出：“实在，这几章已表明了教会对圣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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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定圣宠i仑的真正的因素的及公敦的见地。这个见地虽说明了一

点，或另→点，丝毫没有转变过。”

则肋斯定的公函，未能遏止高卢的纠纷。他的辞令，可能为

了照顾诚恳的以及具有权威的公教徒起见是浮泛的。可是它的成

就已使人们停止攻击圣奥斯定本人，而只在圣宠问题上争执。黎

埃的浮士德，对于希坡内主教，也满呈尊敬，而j且认为予以援引

是光荣的。

F列诸人，在不同的角度下，都可以代表半披雷杰主义。

一、加西央，他是第一个倡导者c

二、亚尔兹圣喜辣利，多些少些，他也跟从布鲁温斯派。

三、雷朗圣味增爵，在他的回忆（ Commonitorium ）中，许

多的篇幅隐约地针对圣奥斯定。许多批判学者相信，圣普洛斯拍

的昧增爵驳义，是所以攘斥他的另 A种盲传半披雷杰主义的c 可

是这点还待证实L'

四、黎埃的浮士德，他是在加西央后，五世纪末叶，最热烈

拥护半披吉杰主义的一份子。此外，还有若干意在破坏圣奥斯定

声誉的，若干歪曲圣师的学说的隐名著作。

二亚尔兹圣喜辣利

圣喜辣利始终雷朗做圣和诺拉的门生．继于亚尔兹做他的同

事；年甫三十，就接了他老师的位，升亚尔兹主教。后tit所传的

圣和诺拉传，就是圣喜辣于四三0年‘所致的一篇美丽的追悼

辞。喜辣利的神火烧遍高卢，这是他最著名的 a点（

他认为他的高位以及教宗左息马斯于四一七年，赐给他的前

任，帕特洛克拉．出乎寻常的特典，虽后来的教宗们不予追认，

应当允许他向整个高卢发号施令。实在他主持了不少的公会议，

他与离亚尔兹遥远的主教们维持着关系 3 他于奥舍耳啕圣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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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接受了攻击拍桑爽主教，舍利诺提阿的控诉，而于四四兰年

或四四四年的一个公会议巾予以撤职。舍利诺提阿向罗马上诉，

教宗圣良复了他的原职。喜辣利亲往罗马，向教宗提出强硬的抗

议，圣良在一封严肃的书信中，劝诫他以后只管自己的教区，并

尊重别的主教们的职权。根据传统，他们都掌握着教区全权，可

以选任主教，祝圣司锋。他终于服从了保卫传统的教宗。为了他

的可教，后来圣良给接他位的亚尔兹主教，恢复了→部分曾经取

缔的特典。大概他死于四四九年。

亚尔兹圣喜辣利的传，是二个自称和诺拉的写的。他可能是

五世纪末的马赛主教。他说喜辣利写了不少的文章：一切周年瞻

礼的论赞，一本信经释义．许多的书信，以及一首诗。这一切都

已飘失无踪。所存的，只有不足轻重的若干片断，而致里昂圣欧

歇（ Saint Eucher）的一封信，也是其中的一件ο 在道理方面，

圣晋洛斯拍说他很崇拜圣奥斯定，可是，他的圣宠论是宗布鲁温

斯诸手的。他受了雷朗的影响，当时在高卢极少反对雷朗派者。

三里昂圣欧歇

无疑的，圣欧歇是五世纪拉丁教会最优秀的一个作家。在升

里昂主教前，他于世俗上的评价，是极崇高的。生于里昂一个富

家的他，从小受了一个极考究的文学教育。他的出众的才能，为

他争得 t议员席位。成婚｛故 f爸爸后，他把自己两个儿子，委拉

努斯与萨罗尼阿斯送到雷朗，托给隐修士们予以培植。四二三

年，他自己来人隐院．而同时他的妻子去进了←一个女修院。几年

之后．他到勒禄（现称圣女玛加利大岛）邻岛去独修J 四三四

年，他被迫升任里昂主教，而做了该城著名主教之一」。他又亲眼

看见他的两个儿子，都被罹为布鲁温斯主教。他死于四五0年，

四五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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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圣欧歇名下，找到了不少的著作；可是它们的历史价

值是不等的。创世纪注疏，列王纪注疏，加西央著作撮录，致斐

洛信（ Ad Philonem）肯定地不是他写的。别的致浮士德的两封

信，以及一部份的论赞是可疑的，提比兵队的殉教录（ Ma时re

de la legion th岳beenne) o 大概是圣欧歇的于笔。应当相信：至少

有四部神秘神修的著作是他写的。“隐士颂” ( De laude eremi ) 

及轻视人世及世俗哲学论”，温雅地称颂脱离群众与天主相结之

爱；其余更加主要的两部，都是圣经手册。

他给委拉努斯的“知识公式”（ Formulre Spiritualis intollig

entire）及致萨罗尼阿斯的训话（ Instructiones ）都是有关注：疏学

的。后一本指出关于整个圣经字面难题的答案，前一本教委拉努

斯研究精神注疏（ Ex层gese Spirituelle) ；换句话，教他彻底地认

识天主和天主的奥迹：为了他认为这是研究圣经的最后目标3 中

世纪时、这两部著作极为流行，尤其是他的“公式”，因此在原

文里，混进许多别人的文字，学者到现在还未能予以清理c 而且

圣欧歇在五世纪的高卢学者中，鹤立鸡群地，热忱拥护圣奥斯

定：他的神学的稳当性，于此可见一斑。

四雷朗圣味增爵

雷朗圣昧增爵隐士．似终生居于那个有名的隐院中。他死于

四五0年，他的不朽之作“回忆录” ( Commonitorium）几乎是

他被认识的唯一线索ο 这本都为三十三章的小册子，是于四三四

年，厄弗所公会议后三年写成的。巴罗士（ Baluse）指出：它是

一本备忘录，作者有意向教友揭示：遇到教理纠纷时，凭什么正

确的条例，可以晓得真理在那一方面。 i亥著分两篇，第一篇自一

章起到二八章止，特别是有兴趣的；辨别真理的条例，就在这

里。第二篇白二九章起，到三三章止，在现在所存的本子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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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第二本回忆录的撮要。泽内狄阿斯标志：这是昧增爵在原本

失窃后，自己重写的。可是，多数批判学者对于这点表示怀疑。

无论怎样，后半篇只在运用前列的原则，批判最近出现的异端，

尤其是聂斯托略异端。他所以再三强调厄弗所公会议，就为了这

个缘故。

这本回忆录是用艺术写的c 思想是逻辑地一层一层阐明的：

第一章为序言。旅客，味增爵的笔名，指出他的目的。第二第三

章揭示作者的措定；中有所以辨别真理异端的一般批判法，而且

把它运用于若干具体的例子中。第四至第十九章，根据教会历史

的各种事实（多那，武异端，亚略异端，重洗派，聂斯托略，福

定，亚颇利拿里。），证明他的措定。第1十至第二十八章是个

相对铺张的总结。它包括：

一、 」个真的公教徒定义（第二十至二四章）：那个避免标

新立异者2

二、一条非常重要的，关于信道合法发展的新规则（第二

四章） . 

三、辨别真伪→般原则的运用，是为了异端人的滥用圣经G

四、 」个援引教父见解的实用方法。

显然，这本书的中心，就是有名的第二章；它提供了我们批

评宗教真理的方法c 习称的圣味增爵条例如 f: “在公教会内，

极应该注意，务使我们信仰的，就是时时处处，大家信仰的；因

为这是公教独具的真面目乙假如我们跟从普遍的、古代的、共同

的信仰，这点将终于实现J’真的．味增爵不否认：第一个条件

可能暂时缺失的；可是其余两个条川是常存的。学士们对于味增

爵条例的神学价值，常在作剧烈的争辩，而以十九世纪为尤。得

令革（ Dollinges）就依据他认为：可以用传统来反对梵蒂冈公会

议。他所以铸成这个大错误，是为着他忘掉了别的信德准则。正

如夫蓝士林（ Franzelin）指出：这个条例，在肯定意义下（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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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affirmante ）是真的；在否定意义下，不一定是真的：为了，

可能有一端不圆满地具备这一切条件 以及不显著地，时时处

处，受人相信的真道。它能通过一种权威，教会的决议而被认

识3 昧增爵自己也承认这个信德准则的合法性：教会用基督的名

义发言啕并且最后地决定：在教父的著作中，什么是确定的启示

真理（他对于他的批判法的重视．掩盖了实为信德最后总准则的

教会，且驱若干元能的信友，对于古代传统．去作越出正轨的

探求

可是，该书的最大特性还不在那个条例内。这里，昧增爵不

过重弹以前教父｛门，尤其是正滔良与圣奥斯定的老调而已。我们

应该跟着赖理奥（ l功riolle）承认：“他的功绩在能钻研这些零

落的肯定且出以清楚的、生动的，有决定性的公式，而使后世奉

为圭泉J’可是．第二十兰章的贡献，是超越地伟大的；在这透

微光明的 4章里，雷朗的隐士标志：不变的基点，并不抹煞公敦

敦义 4种一定的进步，一定的发展ο

这种发展本质的议论，到现在还焕然如新。 －种进步是可能

的；这种进步可能是很大的（ Habeatur plane et maximus ）；可是

它必须不是一种改革（ Sed ita tamen ut vere profectus sit, non per

mutatio) ： 进步的本质就在一→物不变地滋长着；而l 革的本质就

在使 A物变成另一样东西。为此希望个人的及集体的，单人的及

整个教会的见解、学识、智慧，随着时代世纪而迈进。可是，这

个进步必须不违反它们的本质；换句话，应写在合一的真道、合

一的趋向、同一的思想中前进。味增爵接着为解释他的见地，借

用了人身和种子成长的譬喻。他指出：真道可以蒙受切磋琢磨，

l可以争得至大的显著性，至多的光明，至1泵的准确性；可是，应

当保持它们的圆满性、整个性、先天性。最后，味增爵指出：实

在，公会议的日的：“在把从前不加思索的信仰，化为更合逻辑

的信仰；在强调胃布从前i突然宣布的真道；在使人们更热烈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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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从前安分地尊重的一切J’教会在它的文告里通过新颖的，更

合适的术语，指出某端信理；可是，那端信理还是那端呢。

人们标志，雷朗昧增爵不视哲学为信理发展的一种因素。这

是时代的背景问题。在不少的世纪中，西方教会人士像遗忘了哲

学。若干人竟还曾予以摧残。狄塞龙说：“圣伯多禄金口简直地

声明：哲学是魔鬼的产物；哲学士的讲坛，是瘟疫的讲坛：既然

他们不识寻获及宣传真天主。，，

若干批判学者看味增爵的回忆录及为半披雷杰派的一篇宣

言，目的在攻击圣奥斯定与圣师的拥护者。这种尖锐的论调，确

定地是错误的。现代的学者认为其中不无部分真理，而且相信：

味增爵的回忆录，特别是二十六章二十八章，是针对圣奥斯定

的二这两章中所称的私人见解（ Privat优 opin 

坡内主教的。这种次要的辩护性目标似很好为“旅客笔名，，作

出一个注解。人们也一致相信作者在由圣普洛斯拍驳斥的昧增爵

异议中，显出是圣奥斯定的伟大的辩护者。昧增爵不是希坡内主

教式的思想家；为此，无用惊讶地，他既懂错了非洲大圣师的若

干理论，自然也不曾感到兴趣了。

五黎埃浮士德

黎埃浮士德原籍大不列颠，在好好研究了哲学和雄辩学以

后，四二六年左右，就进了雷朗隐院。四三三年，当选院长；四

六二年登黎埃区牧座，迄五世纪最后几年，浮士德一方面为了他

的神学，另一方面，为了他的悬河之口，以及他对于教友神形利

益的关心，不久就为众望所归。为了他拈伐亚略异端被攸立克

(Eurich）王驱逐出境。四八五年，攸立克长逝，度了七年流亡

生活他才得归来。神学史家们到现在还在称道他对于琉细杜斯

( Lucidus）预简论的攻击，以及披i卖他都为两卷的圣宠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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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死期，谁都未能予以指出。

浮士德的一切著作，没有整个地流传于世。

一、他的通信应当是浩繁的，为了他是当时高卢最有声望的

一个主教；可是只存着十封。

二、他的演讲，大半已经沦亡，他是个忙碌的，辞藻满口的

演说家。除掉在他名F刊印的八篇演讲外，维也纳业著（ Corpus

de Vienne）编辑认为：厄麦萨伪欧瑟伯论赞集中的第八及第九

篇，丛著整个的第五十六辑（这是很可怀疑的），丛著另一辑的

五十六篇，都出于他的手笔。一句话，他的演讲数量到现在未能

估定。

三、三本有关神哲学的小册子：（一）圣神论证明圣三第三

位是与父子同体的，同是永远的。（二）由泽内狄阿斯指出的反

亚略派及马其顿派论还存在着，虽批判学者对于它的历史价值，

抱着不同的见解。（三）在反受造之物拥有一种“神体”论中，

浮士德一如加西央，清楚地表示：人的灵魂是物质的：他的理由

是：一切占据一个地点的受造之物都是物质的，只有天主是神

体。这个学说，克罗狄亚那·马迈（ Claudien Mamert）在他的有

名的“灵魂状态论”中曾予以驳斥。

四、圣宠论共计两卷，尤破坏了作者的声名；可是，他在半

披雷杰派中，拥着一个不容否认的权威。

黎埃·琉细杜斯的谬说，实在是他骂圣宠论的动机。预简论

标榜天主预定人们立功升天堂，也预定人们犯罪下地狱。他又强

调：天主的→种不容抵抗的动力，使一些人行善，另一些人

作恶。

人们时在语问，这样的一种异端，在五世纪时，是否存在；

可能纯为对于奥斯定学说真谛没有认识的半披雷杰派的一种恶意

宣传。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种的：或否认预简派的存在

（不单杨森派，公教人士，如多马生等也这样想。）；或利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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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反对派的存在，企图解释半披雷杰主义斗争的剧烈性

（薛尔蒙）。抗议教及公教中最智慧的批判家认为：真理在两极

端中间：预简派确曾存在，可是为数极少；而且不成为 4个真正

派别。琉细杜斯是错误地注解奥斯定学说人中的一个。浮士德不

可能捏造整个的历史，以及他所举的一切文献。

浮士德开始劝导琉细杜斯纠正自己的错误；追见劝导不生效

力后．就权威地，并且在将向行当开幕的亚尔兹会议予以控诉的

威胁下，在·封给他的信中，要求他答名承认他的六端谬说3 亚

尔兹；会议赞成浮士德的步骤c 琉细杜斯表示悔过，而且致信里昂

会议，特别讨好地，在他的主教要他放弃 A系列谬说外，又加上

了别的一系列。

浮士德向亚尔兹公会议的要求‘又写了圣宠论；这是本论难

神学著作J 若F批判学者，说他在该著中，运用半披雷杰主义的

公式，过度地攻击预简论。我们认为该书所代表的，倒是浮士德

自己的见解。他想在他强有力地驳斥的披雷杰学说以及他认为违

反天主的公义，鸪乱伪理的绝对善恶预简论中间．找出」条中庸

之道c 他也不怕批拈圣奥斯定的著作，虽然对于圣师恭敬有加。

他只肯承认：预简就是天主对于人的自由意志行将完成的一切的

“先知＼那么，他的学说，无异加西央的半披雷杰的学说「自

由意志能企图、希求、日于召它需要的圣宠；圣宠是这个努力的后

果及酬报。浮士德有时似还进一步地视－切圣宠纯是外面的。

浮士德的著作，在他生活时，没有遭受打击。五世纪末叶，

六世纪初叶，布罗温斯派继续视以为他们学说的靠山。关于这

点，一读马赛泽内狄阿斯的名人传与教理论，就可以f解 c 浮士

德的著作，几年之后，终于重新烧起了烽火；而到那时不表示态

度的教会，对于这个严重复杂的神学问题，也作出了一个权威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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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少亚褥比厄

少亚茄’比厄是五世纪中叶，罗马的一个隐士。与其说他原籍

高卢，更好说他产于非洲。他也反对圣奥斯定的圣宠论士他的著

作，通过学者们最近的－番研究，已渐趋明朗了尹他的著作大概

写于圣良做教宗H、L 我们只靠他的著作，稍微认识了少亚褥

比厄。

他的重要作品，圣咏注疏，是极端讽喻的 他的学说虽不是

披雷杰派的，却是半披雷杰的学说，在他的著作中显得很明朗二

圣奥斯定虽时受到他的影射，圣师的名字，始终没有提出。

福音浅解是本关于圣若望，圣玛宝及圣路加福音的片断

记录、

公教徒少亚樨比厄与埃；反人事累匹奥之争，运用虚幕，驳斥

埃及的→性论以及萨柏力阿斯、亚略、披雷杰异端n 作者虽援引

圣奥斯定，却是 4个半披雷杰派

塞维尔圣以锡多认为是圣金口若望写的致额我略书，很可能

也是他写的。这是本神修作品，列论了忍耐以及反罪恶的斗争工

至于那本有名的“顶简论” ( Pra>dt>~tinatus ），毛伦

( D. Morin）指出也是他写的；可是， i亥梧的作者，虽也提出亚

特比厄所以反对圣奥斯定的理件i. 可是，恶感较深，不像出于亚

樨比f区。这本书共分三篇：第一篇根据圣奥斯在的异端论，作出

了都为九卡种异端的一个目录；叶上自西满魔术家，下迄预简主

义。第二篇根据的所称希坡内主教另一种著作，列论预简异端

第三篇频繁地接用埃克王三举良（ Julien d’Edane ）的论证，攘斥

预简异端。该书写于西斯笃三世门、I，正当半披宫杰纠纷开始之际

（四三二年至四四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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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奥斯定门生概论

（甲）概观

整个的西方，五世纪来，都宗圣奥斯定。就是那些在圣宠论

拒绝追随希坡内主教者，例如亚尔兹的圣喜辣利，也不能不频繁

地向这个伟大圣师的著作，表示景仰。在雷朗学者中，也可以找

到热忱拥护圣奥斯定者，圣欧歇（ Eucl阳）就是一个代表。虽然

当时的一切拉丁作家，在某一角度下，都与圣奥斯定有缘份，可

是，还存在着他的真正门生，或为了他们曾同他共同工作，或为

了曾特殊地援用他的著作，或为了曾同道地捍卫他的见解。

在这些门生中，有马利阿斯·默伽道（ Marius Mercator) ; 

在坡雷杰及聂斯托略斗争中，他是圣奥斯定的帮于；有克罗第

央．马迈（ Claudi 

有举良．博i芮（ Julien Pomere ），他为写综合的牧职论，大量地

援用了奥斯定；有圣普洛斯拍及圣孚盛思（ St Fulgence ），他们

为保卫圣师标榜的反半披雷杰派的圣宠无条件性（ Gratuit的，尝

尽了极大的努力；有亚尔兹·圣彻萨里（ Saint Cesair时，他是个

不知倦怠的积极牧者。他的功绩尤在能把圣奥斯定的圣宠论精

神，出以比较缓和的方式，一面宣传于高卢，一面使罗马予以批

准。关于这点，后边应当予以专论。

（乙）圣奥斯定门生与圣宠

为明了圣奥斯定门生关于圣宠的论调，先应当指出希披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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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关于圣宠的五个重要观点。

一、人类由于原罪遭致的相对的堕落，使整个人类变作堕落

的一堆。

二、为行超性的善功，必须一种不但帮助意志，而且给予意

愿的圣宠。

兰、初始的圣宠与恒心，以及一般的救灵方法都是绝对无代

价的。

四、被选人们对于信德、圣化，以及永光的预定，也是元代

价的；其余的人则任其徘徊于沦亡途中。

五、救援的意志的限止（后天的意志）。

这个圣奥斯定圣宠论观点，基于为避免错误必须了解的两个

重要原则：（一）信德告诉我们，→、人类从受造时的超自然阶

级上堕了下来；二、两都的永远存在，一边为标榜慈悲的天主之

都，－边为昭示正义的地狱之都。（二）天主的权利的元限性，

以及他的对于受造之物的无上的不受属性：为了天主的原善、原

物、原理、原智（ le Bien, l'Etre, la V erite, la Sagesse ），他是

A切善的泉源，自由受造之物身上的善也不在例外；可是，任何

恶绝对不能归之于他，虽然他能许恶存在，并且应当予以谴责。

随这些原则怎样确定不移，总呈着种种疑难。一方面，历史

观点本身，就已使人心要求一个更合理的，整个问题的答案；可

是，另一方面，这个答案只是间接地，从天主一边来的；至于人

的一边，为了不够强调他的自由意志，它似过度地沉没在黑影

中已即使天主的一边，为了怕有妨于他的全能，论者太专在后天

意志（ La volont居 consequente）上着眼，而过度地放弃了天主拯

救人类的先天意志（ La volont吕 ant岳cedente ）。

半披雷杰学说引起，人重视圣宠问题在人的→方面的观点；

它否认了圣宠的元代价’性。圣奥斯定的门生们，对于这个学说所

持的态度，是很不同的。若干人表示了绝对的不妥协性；圣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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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稍犹豫地提出了希坡内主教最能引起纷争的问题J 若干人作

了→些让步，这些让步并不就是放弃圣奥斯定的圣宠论， f且只放

弃了他的圣宠论中稍微过火的部分 J 问题尤开展在预简（ La

阶层destination）上口若干人采取缄默的态度，边所以表示不予谴

责，边所以指出：他们也见不到这端道理的确定性。亚尔兹圣彻

萨里，就是他们的代表；他的态度与批准奥伦治会议的教宗圣良

的态度，如出→辙ο 若 1-二人作出更露骨的论调：圣普洛斯拍坚持

预简的无价代性。而以处分归于本罪的预见。 J切外教人的日子召

论（ De vorntione omnium Gentium ）中，区别了施于·般人的丰

般圣宠，以及施于得救者特种圣宠。最后学者愈来愈明显地肯

定：天主关于被选者特种意志，以及关于二A般人的先天意志已

在这种由圣奥斯定门生制造的缓和气氛中．预简道理始终立

在希坡内主教指出的基础 I；：预简于永福，预简子信德、圣化、

恒心， 」切引人获得永福的圣宠c 总之，根据现代神学家的术

语，这就是全面－的预简（ Pr盼destinatio a<i<equate t-\Un 

神学问题的解答，是尤在天主的现点F作出的c 圣多玛斯，圣奥

斯定的忠实弟子，为解答这些问题，采取了同年的途径：他仔细

地区别了绝对元代价的全面的预筒，及关，种或另→种圣宠的片

面的预简中古代的奥斯定派有这般的表示 J 至于卡六世纪末，无

数神学家聚讼纷纷的简于永福的抽象问题，看来教父们都不大予

以注意二鲍书爱在他宇生理查·两满（ Richard Simo川论圣奥斯定

说：“在论预简问题时，应当分别注意：各正统学派所谈的·

套，以及圣奥斯定本人攻击反圣宠者时所谈的一·套，鲍书爱认为

这些学派的抽象观念实际上是无多大用场的－可是圣奥斯定，为

作证信德，也抓住不放士这个评语，大部分地也可以千多对圣奥斯

定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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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阿斯·默伽道

马利阿斯·默伽道是圣奥斯定的一个朋友，至少是圣师攘斥

异端时的一个同志。关于他的生活，我们找到的资料是极少的。

他像是非洲的－个寻常教友。四一八年，他游罗马时，圣奥斯定

曾写信给他， －方面为感谢他寄来的书籍；另一方面为恭喜他在

神学上的进步。四二九年左右，他在君士坦丁堡，也参加了聂斯

托略的学说的初次纠纷，可能他负着向宗座报告东方情形的使

命。肯定的，元论如何，他向西方报告了东方基督神学之争，正

如他在那儿，作了在罗马及非洲反披雷杰斗争的报道，加采东公

会议时，可能他还生活着，虽然我们还未能予以确定。默伽道既

不是个大作家，又不是个大思想家。他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很忠

实的翻译。

默伽道遗下了两种不落一般案臼的披雷杰纠纷的回忆录：↑岂

姜茜回忆录（ Cornn

-ti:呈皇弄子f飞奥多F可二世的二作者在厄弗所公会议后，又把它译成

拉丁语．以广言：传 书中听载的是关皑菜茜及披吉杰的谴责文

件：书尾是一篇热忱的向埃克兰·举良（ Julien cfEclane ）的呼

吁；反披雷杰及皑莱茜回忆录（ Commonitorium adversus hreresim 

Pelagiiet Crelestii vel etiam scripta Juliani）写于四三一年后，在一

段简短的历史导言后，包括着举良著作节录：逐条附以驳义；因

此i亥书又称举良著作批评（ Liber s山notationum in verba Juliani) 0 

默伽道在他的各种译本前，每冠以导言。所译的文献有关于

披雷杰纠纷的；聂斯托略四篇关于亚当犯罪及罪的后果的演讲，

也在其中；有关于聂斯托略异端的，如聂斯托略的五篇新演讲，

济利禄及聂斯托略的通信，圣济利禄编的聂斯托略文稿；摩普苏

德狄奥多的信经。关于这最后一篇，译者在前面写了几句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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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附以驳义。默伽道认为：狄奥多是披雷杰及聂斯托略异端

的鼻祖。他的其余的译本的历史性，还未能完全证实。

三克罗第央·马迈

克罗第央·马迈是维也纳教区的一个司锋，他的兄弟圣马迈

主教，尤以他的强有力的灵魂神体论著名的。黎埃浮士德曾为了

灵魂有它的地盘，说它是物质的。他根据圣热罗尼莫及加西央的

论调，作证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物质的。马赛·浑内狄阿斯，是与

他同道的。马迈决意继续圣奥斯定的工作，予以驳斥。圣奥斯定

虽在灵魂传殖说及创造说间犹豫着；可是在他认识了新柏拉图的

著作后，对于灵魂的神体性，表示极坚决的见解。

马迈的著作，灵魂的性质论，作于四六七年四七二年间，共

分三卷：卷一阐发哲学的论说，卷二指出权威方面的理由，卷二

答复浮士德的难题。在他的证理中，他认为最主要的一件是：如

果灵魂不是神体，不可能与绝对的真理接触。可是，他能毫无网

难地证明：人的灵魂虽是神体，而因与天主相似，但并不因此它

与天主的性体是同等的。首先人的灵魂不是整个的人，只是人的

一部分：人是由两种实体组成的：一为不朽的与不限于地域的灵

魂（ Immo由li et illocali anima ），一为能朽腐的与限于地域的肉

身。再者，天主是没有任何偶性的，他是超越空间时间的；相反

地，灵魂具有各种偶性，它虽不像肉身，不受地点的限制，也受

制于时间律c

马迈是个学者，受过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遗下的教育，可

是，尤宗圣奥斯定的学说。“作者高远的智力，精细的见解，坚

决的议论，有类于圣奥斯定的一种深刻的神情，使万世的哲学家

表示景仰。”（巴敦威语 Bardenhewer）。这些优点使人对于他的

若干枝节错误，若干古怪论调，不予苛责。在本著作外，马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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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薛道尼·亚颇利拿里的；信中所论

的，就是前书讨论的问题。他的诗歌，已经遗失，现在所传的看

来都是膺品。

四举良·博满

举良·博满原籍摩里得尼亚，大概于汪达尔人侵略非洲时，

移居亚尔兹。具有雄辩天才的他，久任元老院议员子弟以及神职

人员文学教授。他争得的声誉，决不是偶然的。巴费亚·厄诺狄

阿斯向他表示自己也是西塞禄的崇拜者，并且敦促他到意大利

来。里摩日的路列思（ Rurice de Limoges）自称为他的“神生”，

且予以院长的名义；且可证诸路烈思进隐修院后，就真除院长。

泽内狄阿斯还说他是个司择。泽内狄阿斯先指出了他曾予分析的

博满的一本都为八卷的哲学巨著：论灵魂的性质（ De Natura 

anirr股 et qualitate ejus ) （已遗失）；又说他写了下列两本著作：

飞轻视世俗论（巳遗失）。二、论罪过与德行。这一本应当就

是瞻祷生活论（ De vita contemplativa）。这本著作尤使博满永垂

不朽3

塞维尔的以锡多指出：博满不但作了灵魂哲学对话（论灵

魂的性质），还写了童女教育论（ De Virginibus instituendis ），与

三卷瞻祷生活论（论罪过与德行）。查“瞻祷生活论”是该书卷

」的名称，论罪过与德行是该书卷二的名称c 这本书好久被视为

圣普洛斯拍的作品，终于肯定地归诸博？品作者自称学识调陋的

→套客气话，不应当信以为实：这种客套，在修辞学中是司空见

惯的：这个学识荫陋的家伙，又认识昧吉尔，又认识西塞禄，又

通晓希腊语，又研究过斯多噶派作家，他的文章的漂亮典雅性，

强于他的刚毅性。因此，这本书的作者，不可能是普洛斯拍，而

应当是古代的雄辩学家。为写这类的著作，博满是游刃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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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的别的若干神修著作透露：作者对于这种问题，是个极有

研究的学者。为此，说该书是他的产物，是极可靠的，虽然还不

是绝对的。该书是↑寄：南晚年的结晶．他死于四九八年左右。

自信祷生活论是博i芮循卡蓬特利斯或亚威农·举良主教的请求

写的 c，这是几经踌躇后博满才开始写的。举良主教向他提出了 A

系列的问题： （一）瞻持生活，及它与积极生活的关系；

（二）对于罪人们应持的态度，怎样救济贫乏，怎样斋戒；

（丁亏）德行与罪过。博满根据问题的秩序，用气卷的篇幅，一→

予以解答。该书为了卷·的名称．称“瞻祷生活论”；可是，这

是名符其实的：为了在作者的眼里， H舍祷生活不但不槟弃积极生

活句而且与它联系呼应的 J 该书的所以出色，不但为了文辞的简

炼优美，又为了他的关于这些微妙问题的论调，是审慎的，而且

反映着经验丰富的老翁作家的智慧，该书是为可锋及可牧们写

的。它的特点适在向神职人员指出：把瞻祷生活与积极生活打成

一片的秘密。

卷一揭示论题共分两篇r 在第－篇内（一至「‘章），博j前

指出，真正团体的瞻祷生活，完成于天堂上面对面，字见天主的

佳境中 n 可是，在此下土，彻底弃绝世俗的灵魂，通过望德，也

能分革后世的神乐J 这个神乐分承组成 A种真正的，虽→种属次

级的瞻祷生活。

第二篇（十二至二百：章）中作者挥着生花的现管，合论积

极生活与瞻祷生活（卡二章）。积极生活指 A切人灵彻底镇压偏

私的努力；又指司锋引导教友修德立功的 A切努力J 在十三章

中，博满强调：可锋在此世能度一种瞻祷生活，为r他们巳能收

敛，心神，默想圣经。这虽不能使他们面见天主，己能使他们体昧

到」种··前昧”（ Avant-Gout）。十四至二四章罗列各种可锋的教

灵任务。博满敦劝司锋们完善地予以展开，同时肯定：这种用心

当是他们已到达瞻祷生活阶段的标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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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接着极智慧地指出：对于罪人应有的态度，而忍耐尤是

必要的（→至八章）；教产的善用，轻视世物的美丽（九至十六

章），以及斋戒问题（十七至二八章）。

卷三i仓罪过与德行。它是第一流的神修著作，共i十二篇：第

一篇论罪过及它们的药石（一至十五章）；第三篇论德行（十六

至三四章）。博满不谈东方神修家及加西央所说的八样罪宗，他

只枚举了四种；而骄傲（一至三章）、贪心（四至七章）被指为

真正的罪宗；至于嫉妒（九章）及虚荣，他认为是次要的。

在论德行篇幅里（十六至三四章），作者在一段总if::后，讨

论了节制（十九章）、毅力（二0章）、尤其是正义（三牟至工

六章） ο 作者强调：这三种德行可以加强积极生活（二七章）。

博满在论正义时，附写了最出色的，足以便读者误认为现代作品

的一章。该章所论的是社会道德，以及为求社会进步的职责

（二八章） 0 博满把明智系于智慧，明智探求真理，智慧予以寻

获：明智与智慧是一切德行的准则；它们在理智秩序中，指导一

切行为：它们尤其是天主的恩惠。最后，他指出怕惧、痛苦、意

愿，快乐，都不是罪过（三一章）；后世的生活将除掉其间不少

的情绪；可是，四种伦德（三三章）将达到它们的峰顶。一段

总结，是该书最后的篇幅。

举良博i甫的理论．显然宗圣奥斯定。他的瞻祷生活论及不到

希坡内主教的更深刻；可是也渗着－一种如见天主的观点（ Une 

certaine vue de Dieu）。这是将来面见天主的软弱先声。信爱两德

的成全c 收敛心神的后果，积极生活的花冠。一如圣奥斯定．他

把 A切罪过归于骄傲及贪心，而以爱德为一切罪过的药石。还是

跟着圣奥斯定，他采取了四伦德的典型分类，且把明智与智慧联

系了起来。通过这个联系 他坚强地联系了积极生活与瞻祷生

活，而使他的起点，也做了他的终点。博满通过这→切，真正代

表了一种圣奥斯定学说：它是宽大的，中庸的，极实际的。相反



158 教父学大纲卷三

地圣普洛斯拍的趋向是另一种的。

五 阿启退尼亚圣普洛斯拍

关于圣普洛斯拍的青年生活，我们所晓得的很少：人们只说

他生于阿启退尼亚 r 他所受的文学及哲学教育是很考究的，为此

他的耕文散文，都写得很漂亮；他又出群地了解圣奥斯定思想，

虽然从没有与圣师有过一面之交c 当他留居布罗温斯时，于四二

九年，同喜辣利合作，攘斥当时流行于高卢南部的半披雷杰学

说。不久，在一封很长的信内 他向鲁芬解释同一的道理。最

后，他抛头露面地，又在一首题名无良者（ De Ingrates ），长至

千句的六脚韵诗里，攻击反圣奥斯定的圣宠论者τ 他又写了两首

题名反诬蔑奥斯定者的诗歌；这个诬蔑者大概指加两央。同时．

他还注解了圣奥斯定最后两种著作中的九段，这是所以答复咨询

他的两个热那哑司锋的（ Pro A吨ustino re叩onsiones ad ex附rpta

Genuensium）。他们一个叫卡密拉（ Camille ），一个叫狄奥多。

圣奥斯定死后（四三0年八月二八日），他的敌人们，攘臂

而起，大大地攻击圣师的道理；普洛斯拍大大地挥他生花之笔，

由而应战τ 当时，一种都为十五章，歪曲圣奥斯定思想的隐名小

册子，已流行着c 圣普洛斯拍写了“拥护奥斯定驳斥高卢诬蔑

者的烂言” (Pro A吨ustino res1附nsiones ad 叫】itt山 objectionum

Gallorum calumniantiun仆，剧烈地予以攻击c 他又采取了进步的

行动：他亲赴罗马，且于四三一年．争得了圣则肋斯定教宗，一

面强调肯定希披内主教的学说的正统性，一面命令高卢主教团以

后不得任人予以攻击．可是，在教宗文件上，对于一切争执的问

题，不作任何积极的解释．为此，他也未能立刻绥靖人心。普洛

斯拍回抵高卢后，只得执笔向另一本，似出雷朗圣味增，比前者

更加辛辣的手册，展开斗争c 该手册作者指出，奥斯定的道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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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天主愿意众人得救，耶稣基督是为众生而死的；又暗示天主

是不受预简者的一切罪恶，和下~地狱的原因。为了天主愿意这

种罪恶，这个处分；人们是必然要犯罪的。当他们向天主呼出

“尔旨承行”时，实在做了违反自己永远利益的事情。圣普洛斯

拍干脆地予以再认。他又公开地反对奥斯定阵线的头目力rJ西央；

他于四兰三年，四三四年间时写的（ Liber contra Collator em）就

是针对他的；书中更扩大地钻研了圣宠与自由意志的关系。纠纷

终于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六世纪初σ 死灰又重新烧了起来。

圣普洛斯拍不但为捍卫奥斯定而读r圣师的著作；在与半披

雷杰派的斗争闭幕后，或于高卢，或于罗马，他又常常地予以钻

研c 他的圣奥斯定著作摘录，就是最好的物证。这些作品可分

二类：

一、恪言，这是根据奥斯定的著作编的，又可视作他的道理

的纲要乞

二、恪言时，这是由半为五脚韵，半为六脚韵诗凑合的奥斯

定格言巳

三三、圣咏释义，这是根据奥斯定的“记述” ( Enarrationes) 

写的圣咏第→00首至一五0首的诠释，该书头t的一部分，已

经遗失。

圣奥斯定的影响又见于他的历史著作中。他遗下了一种极耐

人寻味的编年纪：头上两卷（兰七年止）简直就是欧瑟伯及圣

热罗尼莫著作的撮要；肇自三七九年的卷三，倒是他的创作c 他

始只写到阳三三年，继写到四四五年，终于写到了四五五年，它

的内容偏重宗教史实，政治与文学史远在其后。在宗教史实中，

道理的纠纷占着首位，尤其披雷杰学说的斗争：他明朗地指出圣

奥斯定与罗马教会的使命。这部鲍书爱式的历史的作者，是个神

学家，希坡内主教的弟子；因此只有笃爱神学的读者才能深深地

予以体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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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普洛斯拍与圣良的关系是极深的，为此，附于他的回忆录

后的，由则肋斯定颁布的，为奥斯定辩护的三章，被指为圣良的

手笔。之后，在圣良负着使命蔽临高卢的时候，普洛斯拍得再度

与他相接；追四四0年，良当选教宗，遣返罗马时，普洛斯拍陪

驾同去。据说，他在教庭上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古代作家直称

他为圣良的秘书。在复活节争端中，他作教宗的湖赞；他继续做

他所好的研究。奥斯定格言录，以及他的编年纪末卷，是当时写

的。他大概死于四六三年；他的德学留下的声誉是精确的c 看

来．他始终是个世俗人c 十六及十七世纪的若干学者说他曾任布

罗温斯·黎埃，或伦巴底·勒奇翁（ Regium）主教；但他们提

出的历史证据是很薄弱的。可是，他的道理权威，不因此而

稍弱。

( z. ）圣普洛斯拍的神学
一、圣普洛斯拍是个神学家，神学作家。华楞顿

(Valentin）说“在他身上，修词学、辩证学、历史、诗文、辞

藻，都以神学为中心……无疑地，他有文学，很多的文学修养，

他认识味吉尔，以及当代最精致的文学家的著作，可是他不是个

文学家，他不识文学的娇媚性；他不求新颖。”他虽不缺少想像

力，尤以观念的清晰，证理的强劲著名。他又善于把异端归纳为

几点，而层层予以痛击c 他写的题材虽于押韵的诗，写得又生

动，又便利；可是，神学色彩太深的他，总不是一个真正的诗

人：他的文章体裁是演讲式的；到处露出雄辩学者的原形。在他

的著作中，圣经的灵感是一望而知的；在这点七，近代的奥斯定

式的作家，鲍书爱．可说是他的同志c

圣普洛斯拍虽特征地是个神学家，他的神学是没有多大创造

性的。应当明了：他自己也不过志在做圣奥斯定的传声筒。实

在，这个任务．他尽得非常忠实，他的圣宠论百分之百地就是希

坡内主教的圣宠论： （一）他反对半披雷杰派，强有力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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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为开始救灵工作根本的无能性；他标志缺少信德的人性的一
切活动都是恶的； （二）圣宠不但指导（ Regit）还推动（吨it)

意志；它在我们，同我们工作着，以引起我们的活动。（三）给

于众人的圣宠不是同等的，既然不是众人都听到福音；在听众

间，有些人确实领悟，有些人仍茫然不知。

二、圣普洛斯拍的道理尤透露于他反昧增爵歪曲奥斯定学说

的设难中（ Objectiones vincentiame) c 味增爵提出了两个难题，

一个是关于救援意志的（ La volont岳 Salvifique ），一个关于预

简的。

（牛圣奥斯定根据不是众人都得救的启示，经常谈及一种

紧缩的救援意志：这个肯定，在 A种观点下，是确切的；可是，

无疑地，也是多方面地危险的；而且在某个阶段，它是必要的。

圣普珞斯拍习标榜这个观点。记得他曾这样写道：“应当真心相

信及反认：天主愿意众人得救。”可是，狄塞龙（ Tixeront ）指

出：“就在这一段里，他也不否认例外，而天主所以要这些例外

存在的理由，我们都不得而知。”

这种－般的论调，时也见于他的基督救世成效论中。在降孕

奥迹的观点下，基督是为众人死的，为F他的人性与一般人的人

性兀异，自然罪恶不在例内；基督通过这个人性，受苦难、被钉

死c 可是，看到许多人不利用他的死f，我们可以说基督不是为

那些人死的；实在救赎之功，没有用场。如果我们不要歪曲奥斯

定学说的真谛，这点也是应该注意的。

（二）在狭义的预简问题上，圣普洛斯拍也坚持奥斯定的论

调。他拒绝把预简及预知混为→谈，为了天主对于他预见的善行

与恶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天主不是预见的恶行的原因；相反地，

他是人的一切善行的工作者；没有天主，什么善人都不能作出。

邱么，在预简中，在预知外，还有天主在人和通过人行善的意

志；而这个善引人享受荣福，它就是善行的赏报c 圣普洛斯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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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预简的无代价性，而视永远的处分为恶行预见的后果。他也以

奥斯定的实际观点为观点：他把善归于天主，把恶归于人。他又

指出：预简不但不毁灭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予以成全3 可是，在

永远的处分一点上，普洛斯拍大大地缓和了他的老师的见解。

（三）普洛斯拍跟着希坡内主教强调：善人的预简是无条件

的；可是，他以为恶人永远的处分是天主预见恶行的后果工圣奥

斯定在一面拥护天主绝对的不受拘束性， →面解释没有领洗而夭

折被弃的婴孩的前提F，强i周了预简的无条件性：不但善人的被

选是无条件的；罪人的被弃也与个人的功绩无关：这些人既生来

属于沦亡的一群，自然谈不到必救的权利，而且天主智慧的奥迹

是不能测度的。在这些奥斯定认为足够的理由后，普洛斯拍作r

一个辩白；预简确是无条件的，忍罚是罪恶预见的后果。这个辩

白虽有价值，可是不圆满的（夭T干的婴孩就是一个例子L 后世

的神学家为解释这个难题，把惩罚区别为两种： →为不受选

(non-election ）或广义的惩罚； A为狭义的惩罚，就是事先预备

本罪的刑罚 J 婴孩狱的道理还未明朗化的当时，就是难以责之于

一个神学家的p

圣昔洛斯拍在四三0年，四六O年间所写的“众人被召论”

(De vocatio肘 omnium gen 

的尝试ο 作者在书中想一面辩护天主的行径，一面解释许多人所

以被罚的理由，而以奥斯定忠实弟手的资格，支持被简的无条件

性。他承认天主普遍救援的意志，又强调谁都备有所以自救的

＇－般圣宠”（ Une grace dt~ satut generale）；同时，他指出了→种

无代价的“特别圣宠” (grace 叩舵iale ）；它是赐于实际得救者

的。可是，显然的，假使或问他：为什么这种特宠独给于这个

人，而不给于那个人，那么，他只得说：这是天主上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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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班圣孚盛思

（甲）圣孚盛思的生活与著作

这个圣奥斯定伟大的弟子生于亘整个的」世纪甸被汪达尔人

占据，亚略派蹂躏的非洲。 n达尔政权的建立，就在希坡内主教

长逝的那年，四三0年；而该政权消灭的那年，也就是圣孚盛思

艰苦备尝后离世的一年．五三＝二年。

真事立（四－－：.八至四七七年）手fl休内立克（四七七至四八

四年）攻击公教会，假如不是为了个人信仰理由，定为了政治

理由 c 他们时出以暴虐的子段，时出以夜1骨的电“I是带着同样危

险性的手段。在公达蒙（ Gontamond）的包容政策后，特拉萨蒙

( Trasarnond）重新采取亚略派对教会的辛辣子腕，开始表示温

柔，接着就使用暴力：隐士们遭受了各种酷刑 ζ 他为毁灭圣统制

起见， －－面禁JU兄圣新主教，一丽于E一0年，把所存的五十个

主教，流于撒地尼亚σ 圣孚盛思为了他的德学光辉，尤觉卓卓不

群，虽然他的牧座也是比较重要的，他在职的年岁也比较长

久的二

→、圣孚盛思做主教前的生活 圣孚盛忠约于四六八年，生

在迦太基的→个富家巾寸这个家庭，虽曾」度因n：达尔人的侵略

而衰落，终于复兴了起来，而且已移居比萨生（ Bizacene ）的提

未得（ Thelepte) .他的爸爸死后，他的妈妈努力使他受了一个

完善的宗教及文学教育。青年的他，就在提未得任税吏；可是同

时公余之暇，时与当地的隐士们来往，而且非常羡慕他们的生

活。一夭，他在读圣奥斯定注解第二六首圣咏的演讲中．决计辞

去官职，不管慈母的阻挠，进了提未得隐院精修。被摧为副院长

后．他应当好几次率领隐士们远行，为避免摩耳人的侵略，或亚

略派的肆虐。五0 0年左右，国读了力u西央关于埃及隐士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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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遁峨长征二行抵西西里，知得 A性论蔓延埃及，就中途折

问 ο 回到了非洲后，他创立一个新的隐院；不久被迫膺受锋品，

接着升罗班主教ι 这是比萨生西部沿海的一个小城c 当时孚盛思

年才四十c 他的才德使他在汪达尔人占据期中，一跃而为非洲最

著名的 4个主教。

当时在公教主教中，产生了若干捍卫信德，尤其是攻斥亚略

异端的英勇人士n 其中以著作知名的，首推塔普萨斯的维吉力阿

斯（ Vigile de Thapse）飞他是比萨生主教，由休内立克召集的伪

主教会议中的公教代表之一c 这个会议开幕于四八四年，目的在

驱逐不接受“国教”（ La foi officielle ）的主教们c 在他许多的辩

护中，只留下了一本反亚略派对话录，及→本反攸替歧论。英勇

的迦太基主教，游其尼阿斯（ Eugene），在那个多难之秋．于四

八四年的会议开幕后，向王上递呈了→道公教信条：他先前给于

同国人的一封信，是所以巩固他们的公教信仰的c 泽内狄阿斯还

指出了一系列反亚略异端的人士：阿克勤比阿（ Asel叩iu叶，华

高尼阿（ Voconius），卡特那的维克道（ Victor de Cartenna) c 维

克道留下了一封信和 J篇告解论ο 也应当提出比萨生的费塔·维

克道，他是个负有盛名的主教历史家 J 可是，这些人的光荣．在

圣孚盛思，亚略异端的铁锤．圣宠博士‘热心司牧的光芒F，未

免相形见绚c

二、亚略纠纷 圣孚盛思做了主教后二或飞三年．就被流于撒

地尼亚；不久在 1丰亡命的主教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了 他的声誉

打动了特拉萨蒙的好奇心，并且使他有意与圣人－叙。

特拉萨蒙召圣孚盛思到迦太基，向他提出了卡来个问题；主

教的书面答复，到现在还保存着。特拉萨蒙又提出了新的难题；

这次他写了三卷冗长的答辩书（ Ad Trasimur由m1 , libri tre时，卷

一 i仓圣子降孕（这是亚略异端的起点），卷二答由天主无穷引起

的难题．卷二三答基于救世主苦难的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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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略派主教彬塔（ Pinta）予以驳斥，圣孚盛思又作了驳斥

的驳斥 c 该书已经遗失。为攘斥另－个亚略派主教，法比央

(Fabien），圣孚盛思至少写了十卷，这部R著所留的片断，相当

浩繁。可是，他rtl维克道主教之请，所以攻击亚略派主教法斯典

提奥 (l「asti( 

在圣孚盛思著作中．最能一面揭示他的关于圣三及基督的道

理，一面指出他的道理的整个性者，当推他的圣兰论及信德论：

第一部是个教会要理的鸟瞰；第二部是整个基督神学的纲要。该

书可以比诸圣奥斯定的（ Enchiridion) : _t_篇自一节始，至四四

节止。它的议论是相当丰富的； F篇自四五节始，至八五节止，

它运用简短的 a系列的标语（共四十个）．写出道理的精神。每

句标语必冠以：你应该坚持与绝不犹豫（ Firmi陆ime lene et nul-

latenus dubites ）。

他的许多著作不像写于迦太基、而像写于、至少完成于他的

流亡之地c 孚盛思的居留迦太基．不久又使亚略派神职人员头

痛；因于五二0年左右，特拉萨蒙再度命他回到撒地尼亚c 在那

边，他写了他的关系基深的圣宠论c

气、圣宠论和其余的著作 他写圣宠论的动机，是黎埃浮士

德的著作ο 这个半披雷杰派主教关于圣宠及预简的著作，四十年

中没有掀起什么风波。五二0年光景，他的著作终于传到了君士

坦丁堡～罔得的隐士们（ Le民 Moines Sc飞rthe叫披读了以后，觉得

很诧异，就请流亡于君士坦丁堡的→个非洲主教鲍赛骚（ Posse

sor）转问罗马：浮士德可有什么权威？教宗赫尔弥达回复提出：

他的著作毫无权威可言．圣宠的j_BJ里阿以奥斯定，或普洛斯拍的

著作，以及教会的表示（大概捐附于四三句二，则肋斯定公函

后的十章）与圣保禄书信提供的为凭气若望·马桑生（ Jean

Maxencp），问得隐士们的，以及教宗斥为热心过度的发言者，

认为罗马的答复不够彻底，强调教宗对于这样的－种著作，应i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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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予以制裁。隐士们对于这个直接的抗议，还认为不满意c 当

时（五三0年左右九四个居于罗马隐士，向宗座提出4个他们

认为足以解决基督神学争执的公式υ 他们开始与鲍赛骚（ Posse幡

sor）的友人．流亡于撒地尼亚的非洲主教们接触c 在他们致那

些主教的备忘录中，不但讨论了基督神学，还讨论f圣宠并且强

调申诉的黎埃·浮士德。圣孚盛思、受卡五个主教的委托予以

答复c

罗班的主教支持圣奥斯定的拥护者：他先写了一封信；这封

信就是后来所称的“圣子阵孕与耶稣基督的圣宠论” ( Liber de 

I时arnatione et gratia Domini Nostri ]. C. ）。五二三年，他｜叫到非洲

后，又用出席教务会议的卡二个主教的名义，写了有关这个问题

的第二封信，同时，他写 F别的一联串书。最重要的浮士德驳义

七卷，己经遗失C 可是致莫尼马书（ Ad Monimum ）还有牛留着’

卷…」｛内对象是预简。他的都为－三卷 写于非~＋I的预简及圣宠真理

(De 飞＇eritate pr衍destination

(Jean et 飞Ten

的；£于这个微妙问题的见解；后边应吁再予提及。

特拉萨蒙死后（五二三年），圣孚盛思仅可以回到自己的教

I丘，再尽卡年的司牧之职乙他的“罪之赦论” ( De remissione 

pe《ccatorum）是给攸替弥（ ad Euthymium ）的，写于撒地尼亚；

这部论牧职与谈道的作品（救灵的条件、信德、善力，今世的

过程。）透露了他怎样」面关心教友修成 一面热爱正道。他的

斋戒论与祈祷论，都己散失，除非他致普洛巴（ Proba）论祈祷

及痛悔的信，就是其中的一本二圣孚盛思的书信（在所存的十

三封中。不少篇幅冗长， nf视作真正的论文者；），透露他很关

怀教务的实际问题，七封是关于伦理问题的，六封是关于正道问

题的。他的以耶稣与圣人们的瞻礼，以及种种伦理问题为对象的

演讲，只存着卡来个；其余八卡个应当分属于或圣奥斯定，或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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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禄金口，或别的仗名作家c 最后应该指出，圣孚盛思怎样跟

着奥斯定通过隐修，提倡修戚。他的生洁，或在升主教前，或在

升主教后，或在流亡途中，始终度着→个隐士的生活二

圣孚盛思临死的一年，与名二「同志潜居于岛巾最荒僻的一个

隐院中．专心祈祷力教友们的呼吁终于促他回到了教区中心，他

安然 K 逝于五三三年；这也就是汪达尔王国被柏利瑟

(Bεlisaire ）灭「的→年J 伊特利把和平遗于教会．他的继任者

元B~完成他的艰难教会的计划c

（乙）孚盛恩圣师

鲍书爱称孚盛思是个伟大的圣师，并且承认他是当代」个最

伟大的神学家， －个最有圣德的主教二无疑的，罗班主教，兀论

在文学方面，在思想方面，都不足以 1=-j 前 A阶段的六个圣师媲

美。他的文法是明朗的，可是他的文章不是常常纯粹的；由于他

的讲话的便利，每流于冗长之弊己；再者，他的理智虽是坚强透彻

的，他不是个特出的思想家；至少，看来他也不想跃出一般的藩

篱；他的野心只想在他的崇拜的老师，圣奥斯定著作中．发掘圣

经及传统的府库。或称他为小奥斯定（ Augustinus abbrev川us)'

大概就为了这个缘故c 无论如何，他是希坡内主教的得意门生；

他是鲍书爱所称的“圣奥斯定的门生，世界的主人翁”中的

一个

圣孚盛思的冲学核心，不是一如人们所恕的圣宠及面简论，

而是圣气论及基督神学：这点，假使我们置各种争端于一边，他

的致伯多禄的信德论（ De fide ad Petum ）是个明白的证据一1 圣

三及基督奥迹是在孚盛思著作中，钻研得最详尽的对象；相反

地，圣宠反而简不过纲领地」提罢了 ι 忠于圣奥斯定思想的孚盛

思，注意着天主的、每位的、尤其是降孕圣子的美善。圣宠及f贡

筒的道理不过上述一切的后果而已。可是，为｛圣宠及预筒的道

理是极做妙的，是很容易受到歪曲的 3 应该」叙圣孚盛思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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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地。

圣孚盛思的圣宠论，就是圣奥斯定的圣宠论；甚至奥斯定个

人的，后世神学界不予支持的见解，他也一律表示拥护。他看人

类，为着原罪，为沦亡的一群（ Massa damnata ）。他称原罪为

“祖先之咕”（ Parentalis macula），这是公认的道理。他还跟着他

的老师相信：原罪是由带着偏情的生殖行为遗传下来的；这个罪

在没有领洗的婴儿身土， ）＼在受觉苦的罚，，

堕落后的人保持着白由意志；可是他的意志已经削弱；圣宠

应当扶助它寻求超性之善；凭它白己的力量，连这个善的斯望，

它也不能有c 正如堕落的天神不能忏悔，堕落的人，非仗圣宠什

么苦都不能有。圣宠在人工作者（推动意愿），与他合作着（辅

佐意愿）。

这个圣宠是绝对无代价的；这是圣孚盛思的圣宠论基点：人

不能争得初宠（ Les premiers secours Surnaturels ）；天主通过纯粹

的好意及慈心，随便颁赐于他指定的人。

圣孚盛思又与圣奥斯定一道标帜：由于将来的荣福，天主作

了圣宠永远的准备。一句话，他的预简的道理，又就是圣奥斯定

的道理c 但是应该指出：他所论的预简，是整个的预简（ Ado

equate su日ipta）。无疑的，它包括荣桶，与信德圣宠相联的荣福，

而且这个荣福常被视为信德及圣宠的后果m 天主在预简中常看到

我们的圣召的起点．义化的增加，以及荣福的赏报。这个声明清

楚地与致莫尼默（ Monime ）卷 A及顶简真理相呼应。学者也据

此解释：怎样圣手盛思，如同圣奥斯定，在他信德论巾，把预简

联系于审判。这个整个的预筒， 4面是无代价的，为了没有圣

宠，人不可能进入超性世界，而圣宠纯是天主的慈悲的恩惠；一

面是确定的．为了天主不变的意志是全能的力最后，这个预简只

限于人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人是被选为永远地歌颂天主的仁

慈的。这最后一点，根据→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在永远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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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被选者的天堂之都以外，还有被罚者的地狱之都。这最后

→日，揭露了一个双重的关于天主的意志，被选者的命运的问

题。我们应该在被选者的命运的角度下，观察圣孚盛恩的思想。

圣孚盛思一如圣奥斯定，为了不变地注视着天主的意志，及

被选者的命运，不稍犹豫地肯定：天主不要众人得救，虽然的圣

奥斯定时代，为了奥利振派用天主的仁慈的名义，否认地狱的永

远性，这个肯定是很需要的；可是在圣孚盛思时代，并不同样地

迫切。这个肯定很能受人误解；为了当时，人们还未能如同后世

的神学家指出：那个天主要众人得救的先天意志。

圣孚盛思所说的预筒，是狭义的，只适用于被选者的预简。

至于被罚者，最多可能是一种刑罚的预定（ Un predestination a la 

peine）。莫尼默（ Monime）一面为了太字面化了圣奥斯定的见

解，一面为了太强调了被选者及被罚者的平行性，指出那些被罚

者先预定于罪，继续定于罪的后果，刑罚c 圣孚盛思急急、提出抗

议，虽申明被选者的得救，与被弃者的受罚，是个奥迹；并且援

用原罪，以及由原罪引起的足以腐化成人的一切活动的骄傲予以

解释2 这个解释．无疑地，未能使一切闲难，烟消雾散。可是，

为了原罪的存在是个信理．它的证理不是不无可取的。

圣孚盛思及圣奥斯定标志婴孩也为了原罪受罚，这个论调一
定是过节的；而且使他们要歌颂的天主的仁慈，裹着一层肃杀之

气。这个希坡内主教与他的弟子们的见解，可能来自他们： →、

对于原罪没有明朗的见地，工、反击披雷杰派没有领洗的婴孩全

部升天的学说的热忱·二、缺少清楚的关于灵薄狱的传统。关于

这最后－点，虽若干古代学者，以及圣奥斯定的门生弟子，当粗

枝大叶地予以讨论，然能作出确切的指示者，只有圣多玛斯。圣

奥斯定为坚持若干信理，为了对于这点缺少明朗的见解，就标志

了一种严肃的学说ο



第十六章亚尔兹圣彻萨里

一 圣彻萨里的生活与著作

（甲）首席主教

彻萨里以四七0或四七一年，生于沙龙绪梭思，家道丰富，

远祖像是高卢罗马人r 行年十八，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进沙龙

神职界；四九0年左右，转腊、修于雷朗已四九五年，大概为了健

康问题，离开圣岛，移居亚尔兹，就业于博i芮（ Pomere）门 F。

在那边，他没有获得广大的典型教育；这个缺点，他终生引为憾

事。可是，他已能流利地写作，且能根据文范修辞l丁在那边，他

尤认识并且爱上了圣奥斯定的道学c 希坡内主教的圣宠论，他不

但衷心予以接受，而且」反一世纪来，高卢人的成见，竭力予以

宣传。进入了亚尔兹神职界后，在四九八或四九九年，晋升锋

品，并且被委管理一个罗内（ RhOne）河岛上的隐院，可能就是

博满。三年之后，被选为亚尔兹主教，在位共四十年。可是他的

影响也及到教区以外。古才（ Le jay）说他于五四三年，八月二

七日死时，留下了·个永久的事业，以至人家视以为法国圣教的

A个柱石？

他的首席主教资格允许他一般地管理高卢及西班牙教务，召

集公会议，以及颁发证明文件于往见教宗的司择与主教。他的个

人的才德，在各种政治的困难巾，尤能使他为教会的利益‘大量

服务俨六世纪初，为了亚尔兹属高卢南部，亚略派的维西哥人君

长。认为彻萨里有嫌疑，主教亲在波尔多说明－切，终得胜利归

来（五O五年） c 五O八年、五三六年间的政权转握于信奉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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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奥斯脱老哥（ Ostrogoth）人 J 狄奥多理王召彻萨里往拉温

那；折冲后回来的主教，还能保持他的一切权利：彻萨里继续＂＂＂＂＇

帆风顺地召集及主持许多公会议。五三六年，契尔得拍特

( Childebert ）王国并吞了布罗温斯，亚尔兹教区的首席性再度遭

到威协，可是，这个伟大主教的立法工作，通过公会议，还能及

于远地教区，直至奥尔良（ Orleans) c 

下面的一系列公会议．都是由他指导的：五O六年的亚格得

( Agde）会议，五二四年的亚尔兹会议、五二七年的卡蓬特利斯

（℃arpentras）会议，五二九年的奥伦治会议，五二九年的发伸

( \' aison ）会议， 11：三三年的马赛会议。奥伦治会议是其巾最著

名的，它制定的信条，后经罗马核准，一变而为教会普遍的信

条（（ 亚格得会议议定的一部分教律，也被录入教会法典；它直可

与制定－0四条纪律的迦太基第四公会议媲美（这个公会议，

或说召集于三九八年，但是赫戚来（ Hefele ）否认它的吁在。）

这些会议录，在占代手抄本巾啕称“教会古律。”（ Statuta Eccle

siae antiqua）这个彻萨里主教的辉煌成绩，在这个多事之秋，叮

视为五O六年亚格得大会议绥靖工作的先声c 这些贡献也可与彻

萨里为男女隐院厘订的修规并论c

（乙）布道宗徒

在彻萨里的一切活动中，布道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ο 他不

知卷怠地劝教友修德行善。他的演讲没有全部留F；散见于各

集子，尤其是在圣奥斯定著作中的，计有－五0篇。人们所以

把他的著作归于圣奥斯定，部分地为了彻萨里．在他的演讲

中，时不加声明地，抄录圣奥斯定的篇幅二他的尚无不通的文

法．是很简单的；他不讳避齐东野语，为了他自己说他要“基

百整个的羊群，在一种单纯的语言下，接受天上之粮；而且，

愚夫们既不能跻登学者之林，学者应该不屑浅就弟兄们的m

陋。”关于奥绩的演讲，关于圣经的论赞，虽比较高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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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般的论调，一望而知，是很朴实的。若干难于启口的问

题的篇幅，写得太粗俗了：在现代人看来，是足以令人作恶

的。为了彻萨里要人人都懂，风俗就做了他最大的题材；他的

伦理观念，是偏于严肃的。

他的罪恶的分类是特别有趣的。他仔细地把罪恶分为引人永

死的罪宗，以及不使人沦亡的小罪，如果不予堆积的话ο 罪宗或

死罪有下列几种：“亵圣、杀人、奸淫、妄证、盗劫、抢亲、偷

窃、骄傲、嫉妒、惶吝、历久的忿怒，频繁的醉酒。这些罪过非

经私下的或公开的补自主（痛哭哇叹），不得宽赦；在举行补赎

前，先向司锋忏悔，以得赦免c 小罪是任何人免不掉的，义人也

不在例外：圣史若望，义人若伯，任何圣人都犯过。小罪中若干

是本质地轻微的；若干是经大罪削弱而成的c 彻萨里不否认罪过

的阶级性，至少在仇恨、忿怒、嫉妒的罪中。小罪可以凭善工获

得赦免；在这些善工中，他首先指出慈善事业，斋戒，及在网苦

中的忍耐。他没有作出一定的德行分类；可是，他视爱德、正

义、慈悲、贞沽，为引我们防登天乡的四马车。他有时也罗列别

的一系列德行；这是纯属随机应变的措施，而临时或以演讲的目

的，或以所引的作家为标准的。他每在表格中，把互相对立的德

行罪恶，封封写出。

彻萨里虽偏于伦理，也不忘在演讲中讨论信理：可是他的信

理的阐释，还是以实际伦理为目标的；所以他的信理演讲是简明

的，信条式的。在他的著作巾，尤其是在教会古律及第二四四篇

演讲中，可以找到不少这类的公式。毛纶（ Dom Morin ）在仔细

研究了这些著作后，认为所称亚大纳削信条，应该归于彻萨里c

亚尔兹主教对于原罪及圣宠的解释，简直是圣奥斯定的学说的

再版。

雷才还标志，他对人类得救与受罚的问题的见解，也是圣奥

斯定的。罪人的凶恶虽使他硬心，天主减少他们的圣宠也是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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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J 如果你问彻萨里，为什么天主给圣宠于这些人，而拒付圣宠

于那些人；他势必要指出圣奥斯定的答案：“天主的裁判虽是神

秘的，可绝对不违反正义二”他还会举出下面的几句话：“呀崇

高，呀凡人，你是谁，你怎能答复天主呢！”那么，彻萨里确是

圣奥斯定最忠实的门生J 虽然这样，为了布道的需要，以及听众

的心理，在奥斯定的见解外，也指出牛般的见解。法芳的心硬，

为着圣宠的减少，也为着他的恶心J’

彻萨里留下的著作，在仁述的隐修规条及演讲外，还有下面

几种：

（一）书信气封，它们透露他怎样开怀他的教民内的修女；

他的遗嘱．它是为了圣若望修女院的权益写的u

（二）两本小册子，一为圣三论，→为最近刊印的圣宠论ο

圣宠论尤表示了他对于圣奥斯定的忠忱。这个忠忱，也跃跃于第

二次奥伦治公会议实录中J

二 第二次奥伦治公会议中的活动

这个更注目于伦理的司牧，在信早史上，也占着一个重要的

位置。在披雷杰纠纷中，他的活动是具有决走性的J 富才说：

“奥斯定学说与半披雷杰学说之争，可能无限期地要拖延于高

卢，假使院有一个人，幸运地提出一个能使两方都予接受的见

解。这个见解虽根本地承认奥斯定派有理，却不谈最能刺耳的几

点；而反标楞了人的自由意志在救灵工作巾所负的合理的使命己

这个人就是亚尔兹主教，圣彻萨里。”

五二七或五二八年，一个维也纳省会议举行于瓦棱西亚。圣

奥斯定的敌人们，想在会中胜利地标榜他们的学说。圣彻萨里急、

派土伦主教西伯利央，携一通神学备忘录驰往。备忘录指出奥斯

定的学说是以圣经，教父们的著作，教宗们的谕令为根据的。彻



174 教父学大纲卷三

萨里为防止发生意外的攻击，又呈请罗马，批准摘自希披内主教

著作的道理十九条。这就是所称的 Capitula Sancti Augustini in 

Urbe Romae transmissa0 菲力克斯四世，保留了该文件的八条，

他以摘自圣普洛斯拍格言的新的十六条代了其余的。这个新的文

件，彻萨里不但予以修改，又根据别的文献，加上了一条。

他向五二九年七月，由十四个主教组织的奥伦治公会议，递

呈了那个具有二五条的文件：头上八条是由彻萨里从奥斯定著作

中摘录出来的，第九条是由他加进去的，其余十六条是由罗马根

据普洛斯拍写的；最后，信条式的结论，也是彻萨里作的。五二

儿年，七月三十日，公会议便利地予以通过；这个文件后又寄呈

宗座审查。五二一年，一月二五日，教宗j皮尼法爵就批准了这个

罗马早曾参加制定的文件。在他的公函里，教宗不但批准公会议

决案，又宣布它的信德警言是与教父们的公教准则符合的（ Con

sentanea Catholicis Patrum reg吐is) a 教宗还祝祷韧j萨里的神火及

学识能使陷于迷津者憬然知悟。这个愿望终于获得实现。一般地

说，人们都接受这个决议；慢慢儿，那些在一世纪中扰乱高卢教

会的问题，取得了协调。

在奥伦治公会议宣言中，计有狭义的教条（ Canons ）八款，

格言十七条（ Sentences），信德誓言（ Profession de 扣i ）一段。

教条开始两条是关于原罪的后果的：一、人类意志的削

弱；二、原祖遗给子孙的不单有肉身的死亡，还有灵魂的死亡，

就是原罪。其余由彻萨里摘自圣奥斯定的六条，指出圣宠在义化

前的使命：祈祷（第三条），善愿（第四条），信德的肇端，信

仰的热忱（第五条）都由于圣宠。信仰、愿意、希望、努力、

工作、醒悟、实践、求、觅、叩，一切趋向信德的行为（第六

条），一切救灵的活动（第七条），一切救灵的追求，也都来自

圣宠。或说若干人通过自由意志产生这一切：那是错误的（第

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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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格言没有一定秩序地补充关于上列各端的解释。它们

特别肯定自由意志本身为善的无能性，因而结出圣宠的普遍的必

要性及元代价’性。著名的二十条清楚地指出：人本身的产物，只

有证谎罪过。应当明了罪就是超性秩序的欠缺；就是人们所做的

本性善工，也不过是一种伪善，实在元异于罪，既然他不能引人

达到他的真正目的，超性目的。

那么，天主是我们惟一的，真正的力量：尘世的贪图，“制

造外教人的勇气，天主的爱德制造基督徒的勇气” （十七条）。

我们所行的一切善工，由天主独自或借同我们作出：“天主在人

作出人所不为的许多善工；人没有天主辅导，什么善都作不出”

（二0条） 0 善意善行都是天主的恩惠： “无论我们或正确地思

想，或阻止我们的脚走入邪辟不义之途，都应当归于天主的恩

宠：我们为善时，天主常在我们，并且借同我们工作着，使我们

工作（第九条）。

附于二五条后的信德誓言，不但阐明了二五条，又运用两个

肯定，指出奥伦治公会议作出的信条的中庸性。根据这两个肯

定，领过圣洗的人们，假使他们要的话，都具有援救自己整个的

能力。“我们相信一切领过圣洗的人，由于基督的辅佐合作，假

如肯忠实地努力，不但可能，而且应能完成有关救灵的一切。”

鲍塔利指出：这是关系甚深的一点，它包括自由及给于众人

的足够的圣宠；这个圣宠也足以使人恒心到底。不差，这里不谈

外教人，可是，原则已经确定。五二九年时，那个最标榜圣奥斯

定学说的公会议，己彻底地谴责了杨森异端。

在这点纳入正轨后，教父们一致谴责“预简于恶”的学说。

我们不但不相信若干人被天主预简于恶，对于那些相信这个大恶

存在的人．我们愤忿无边地予以诅咒。

圣奥斯定学说，在奥伦治公会议中，获得了胜利：原罪、堕

落后的人的软弱，圣宠在一切超性善工中的必要性，它的无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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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律得到了强有力的肯定。这几点也就是奥斯定圣宠谕中的

因素c 半披雷杰学说也因此决定地被槟于公教学说之外c 可是，

不少的奥斯定的次要观点，被束诸高阁。例如论原罪时，没有谈

情欲之恶，没有谈情欲与原罪遗传的关系，没有谈沧亡的一群，

没有谈未领洗的婴孩们的被罚。人家也不谈圣宠的必要性，或两

种愉快（ La double d邑lectation ）；也不谈被选者的数字，或天主

的授救意志c 至于预筒，人家虽不把它与预简于恶齐观，也不作

什么积极的表示。

若千人错误地认为：奥伦治公会议没有提及的几点，已被逐

出公教神学的领域c 看来只有下面两点，现代的神学家，己→致

地予以放弃：一、情欲在原罪遗传中的任务；三、没有领圣洗的

婴孩的受罚。其中若干点，脱郎得公会议重予标榜：情欲被称为

罪，为了它是罪过的原因；沦亡的一群指原罪的普遍性：关于圣

宠的必要性，若干攘斥杨森派的两种愉快的神学派，也与奥斯定

同一见解；至于援救意志，近代的神学家不跟圣奥斯定，在天主

的意志最后的后果中，予以观察，而在一般的后果巾，予以讨

论ο 被救者数字问题，还是个自由的问题c 实在在这点F，谁都

说不出什么积极的意见ο 预简虽还不是一端信理，公教神学家己

一致予以承认。他们跟着圣奥斯定强调：顶简的圣宠，以及整个

的顶简，都是绝对元代价的。

这一点足以指出：罗孚（ Loofs ）的论调是主观而没有根据

的：“罗马公教的历史是奥斯定学说阶级的被放弃的历史”。那

个慢慢儿被放弃的，不但是披雷杰学说，也是半披雷杰学说c 此

外，还有一种整个地歪曲奥斯定圣宠及预简学说的学说：救灵只

凭信德，不凭善工。这个学说，圣奥斯定自己曾予以驳斥。这个

邪说，到了十六世纪，那些自称圣奥斯定弟子的人，又予以

宣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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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圣彻萨里与隐修主义

圣彻萨里是高卢隐修界的伟大立法者；当时圣本笃正在意大

利厘订他的后来流行于整个西方的修规。亚尔：兹主教留F了两种

本为他的教仄内两座隐院用的规例c 第→种写在他升主教前，它

是为修士们用的；后来据以为蓝本，；fg修女们写了第三种c 后面

－一种尤是他的得意之作；可是第二种又经他修订，而以授予他的

修女j门，当作他的遗嘱｛亚尔兹主教的著作，差不多历经两世

纪，多少被采用于高卢各修女院中 J

圣彻萨里的修规，实在是改装后的圣奥斯定修规；修规中插

入了若干借自雷朗的修士！且，而特别运用于高卢的几点。圣柑j萨里

如圣奥斯定．要求修士们放弃一切私产电 →切归公，遵守眼口．

随长上分配职务，友爱的批评，不怨不尤地昕命，姊妹和好，谨

防口舌之罪，尊敬及服从女院长？他厉禁修女们独居一宰，而要

她们时时地地同居着。披拉（ Pourrat ）指出这个条例，一如

“安居愿”（ Le v＜削 de Stabilite ）在当代流行的隐修规则中，几

乎到处可以找到二彻萨里又极草视修院与外间隔离的条例：来探

访修女的亲戚只能相见于客厅咔1 ( Salutatorit 

炖则’是与隐修士们的士见则同样严恪的 f支里的经i果’也无异于

｛彦士｛门的 O 在高卢南部，夜课包括‘展经后的弥撒经咏唱。主日，

这些弥撒经共为六节；其余的日于．或两节或二二节c 时辰经中的

圣咏，多歪十二首， l而在本笃会中只有三首勺叮是关于－11v.尔兹阳、

院 [J i果经的组织，我们没有多大的资料r

圣？切萨里的坝例是与圣高隆朋（ St Colomhan ）给于吕克’在

！巨隐院的规例相仿佛的 3 七世纪时，高卢的隐院在采用本笃的规

例前‘都采用圣高隆朋的2 这种规例所定的礼仪也是冗长的。可

是．这还不是这种规例的因素，它的因素也不在它开头指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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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应修的一系列德行中。日常生活的程式是浮泛的，院长可随

意予以变更，这不是没有缺点的。相反地，圣高隆朋的条例，关

于处分及各隐院中通行的体罚的规定，是极缤密的；那些体罚比

在别种隐院内所有的更加严厉。班哥（ Bangor）伟大隐士严肃的

规例性的，他虽能予以任受；他的弟子们却不予以坚持。比较缓

和的本笃规例因此终于取而代之。

Saint Cesai re d’Aries ( 47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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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公教诗人

圣阿维

圣阿维出身元老院家，可能就是阿维皇帝的亲族。他是四九

0年至五一九年间的维也纳主教，而且是六世纪初，高卢最有名

人物之一。在政界方面他对于勃良第诸王的影响是很幸运的。

或说他促克罗维斯反对他们，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曾庆祝克罗维

斯的归正说：“你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胜利”。为着他的奔走，公

特蒲王（ Gondebaud）对于公教采取了宽容政策，而王子圣薛齐

蒙（ Saint Sigismond）版依了真教。他的可牧的活动及于他的教

区以外，厄坡内（ Epa6ne ）公会议关于教会法纪的厘订，是由

他主持的c 他通过两封等于两篇论文的信，先后攻击了勃良第的

亚略异端，高卢予以青睐的半披雷杰学说，以及聂斯托略异端与

一性论。他曾把他的论赞编为→辑，可是，都已遗失，所存的只

有两篇，以及若干片断。他的散文集包括他写于五O五年，五一

八年间的九十来封信。这些文献为当代教会历史，是极宝贵的。

圣阿维对于罗马宗座的忠忱，也是昭著的。鲍书爱说：“他

是罗马教会郑重善辩的保卫者”。巳敦威（ Bardenhe＇附）标志：

“罗马首席的观念可以说是他的导星；他愿意与宗座，共同捍卫

基督文化，宗教威权的利益”。他在三十一号信里写了下边一

段：“假如你怀疑教宗，不是一个主教，那么整个的主教国要呈

二摇二”为此当他闻得圣薛玛格（ Saint Symmaque ）教宗应受一

人罗马教务会议的裁判，就寝食不安。又为此，他深恨阿加斯拆

敦．而祝祷它及早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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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阿维是个神学家，这点也可见于他的诗歌中。他是六与八

世纪中，公教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ο 他的代表作是酋长至二五五

二句的六脚韵历史诗。他在这首诗里描写了：创世、原罪、天主

审判、洪水、渡过红海。紧紧相结的头t二卷，实在是4部“失

掉了的乐园” ( Paradis perdu ）密尔顿写“失摔了的乐园”时．

可能垣用了他的灵感；无论如何，基佐（ Guizot）认为：这首长

诗中的许多篇幅可与密尔顿的著作，先后媲美。其余两卷，虽

各各指出了一种圣洗典型，在组织上稍嫌松弛。圣阿维又遗给了

我们另－酋都为六六六句，论贞沽，而给他姊妹化仙娜（ Fusci

na）的六脚韵长诗。阿维的散文巾，时杂齐东野语；相反地，

他的诗歌是相对地纯粹的，修辞是矫揉的c

二圣西陶纳亚颇利拿里

西陶纳亚颇利拿里不是个阿维式的诗人。他的早年的诗人生

活揭露： “这个贵盟的诗人，通过他的文章，爬上了政界的高

峰，他显然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四兰一年，或四三二年，他生于里昂的－个贵族家庭中，先

后念过文学、哲学、历史、法律。四五二年左右，他与后当做皇

帝的阿维的女儿结r婚c 阿维；在罗马登位后， 114陶纳朗诵T ~t;;-J 

用吁写的颂辞；因拉贞广场上的他的 A号：浑身像，是为此树立起

来的c 阿维退位后，他在里昂为高卢的独立，反抗玛约利央

( Majorien) ，玛约利央胜利后，虽然是他岳父的后任，他仍接受

歌功颂德的任务。于是，他又争得皇帝的宠幸c 罗马皇帝迅速地

」个，个接F去.. ＋年之后，安提密阿皇帝在位；西陶纳负着－

个临时的使命，来到罗马；又为了一首诗歌，得与皇帝言和，遂

」跃而为罗马督办 J 次年，他回到高卢，隐居于奥汾j旦c

四七一年，信众强推他为克市蒙斐朗主教c 于是这个公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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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一变而为一个神火满腔的主教的生活 3 阿拉（ Al

lard）说：“他是谦逊的，热心的，慈善的三他的著作的朴实的工l

他反抗蛮人捍卫教会及城市。老年的他蒙受r剧烈的打击，而因

以玉成了他的圣德”两陶纳最悬悬于心的，就在阻止内哥德人

征服奥汾涅c 这个强加在他身 l二的任务完成后，他一心为教友服

务．尤注意他们的神益σ 他死于四八九年，八月 1 」 rL

阿拉又指出： “人们会不安地问，怎样 4个才摆脱政治高

位．心灵堕还充满着贵族的傲气之流，不经准备 I盯能先后如出三

人呢、如果他们能仔细研究西陶纳的生活、这个印象就会消除

的气 」望而知的，即使当西陶纳的声势最赫耀的时候，在政治

上，他可能有缺点，然在伦理t及宗教上，毫无可以指摘之处：

他始终缮修家庭道德，虔诚地恭敬天主。而且从他F野到他升司

译及主教的王个年头中，他特别乐于研究圣学，以及与教会人士

周旋 J 看来天主七百慢慢儿使他轻视尘世，而在他不知不觉中，

引他走人一个新的前途。他像他的许多朋友，在脱离尘世前，早

已弃绝了尘世，并且早已度着一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西向纳的诗集句是在四六八年至四七一年，他家居时发表

的，共计工四篇c 开头二篇是.~.帝的现辞户至黎埃·浮士德的谢

词，…A个友人的府第i己，拿保纳城i己，是其余篇幅rjt ，最耐人寻

味的三篇r 余 F的作品都属偶笔，若干篇是婚姻祝辞，大多数是

浮华不实的二提尔蒙（ Tillemont）指出：“西陶纳的诗文都是外

敦的．其中若干篇是际榜偶像崇拜的，而且是不道德的J 可是

阿拉（ Allard ）说： u杨森派人提尔蒙对于西向纳的批评是不正

确的；他－时掩盖了这个大批判家的卓见c 问陶纳诗中的外教主

义是纯浮面的：他照当时的文风与他的诗．可是x•J 于古代的神秘

不表什么怜惜之情？在他的诗集中，我虽到处去寻，我总没有找

出→11J标榜偶像崇拜皮不道德的话；而且连能稍微有庄廉耻的

话，我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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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陶纳亚颇利拿里的通信，与圣奥斯定的通信，同是五世纪

历史的重要资料。阿拉指出：“大家晓得，在那个没有日报的时

代，书信是怎样重要的。它们是遥远地相隔的人们间惟→的联

系。如果缺了这个工具，他们势必彼此不通声气，而对于国家，

对于时代也势必茫然无知。”正为了这点，做了主教后的西陶

纳，虽然再不作诗歌，却收集了他的大批的书信。阿拉又标志：

“看来他认为书信是样最合法的”，并且为他的新职最得用的工

具：为了通过这个工具，他可以面对侵略者，边代表古代罗马的

传统，边在可能范围内阻挡整个地染着亚略异端的残暴，捣乱正

统文明。因陶纳从四七七年始，逐渐发表了七卷书信集。许多批

判学者有欠正义地予以尖锐的批评；但是阿拉强调：他的通信，

无论在内容方面，在形式方面，都没有瑕疵。

西陶纳的拉丁语自然不是典型时代的。“可是，如果我们把

我们的目标放下一些，西陶纳的拉丁语还足以代表良好的拉丁传

统。西陶纳虽在散文上，不及他所则效的普林尼（ Pline ），不及

薛玛格，不及四世纪高卢罗马颂辞家；在诗歌上，不及克罗狄央
( Claudien），不及奥索尼阿斯，不及诺拉·藻冷，假使把他比诸

都尔的额我略，以及福条那（ Fortunat），他的拉丁语，还是很纯

粹的。他像塞没了衰落之路c”（阿拉语）。

三 高卢及意大利的若干诗人

若干次等的高卢及意大利诗人，应当在谈了两陶纳以后，未

谈福条那以前予以一叙。

一、拍拉的在冷（ Paulin de Pella）像是奥索尼阿斯的孙子；

他于四五九年，写了一本自传。它虽是用频繁地不合格的诗写

的，它描写的情感是伟大高贵的。

二、佩里革的再降于四七0年，写成了以都尔圣玛尔定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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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兰六二二句六脚韵长诗，共分作六卷。他的诗的韵脚是很正

确的，但是冗长散漫的。

三、女诗人厄尔比斯（ Elpis）是西西里人，波伊斯的妻子。

她不但具有文才，而且是很虔诚的3 圣伯多禄与圣保禄大礼日课

的赞美诗，相传是她作的。可是这些史料都是不很可靠的。

四、鲁斯的古斯厄尔比提阿斯（ Rusticus Elpidius ）是六品，

兼为狄奥多理的医师。相传耶稣基督的恩宠，一首矫揉的，长为

一四九句的六脚韵诗是他写的。他还写了二四篇圣经故事。

五、阿拉陶（ Arator）是罗马的一个六品；他曾把宗徒在事

录写成了两卷诗，共为六脚韵诗二一二六句。书中不少美丽的篇

幅，可惜为了讽喻主义，他太牺牲了历史事实。五四四年，他被

选为圣伯多禄臻、组教堂的读经员 c 阿拉陶虽以塞雕力阿斯为模

范，可是他与他的模范中的距离太远了。

四 圣福条那（五三0至六00年）

fl~ 条那生于意大利的特雷维斯（他在拉温那读完了文范学，

雄辩学及法学后，于五六五年，离乡背井.~、往都尔朝拜圣玛尔

定的坟墓，为了圣玛尔定曾经医好了他严重的目疾c 可是途中他

作了不少的勾当，他在澳大拉西亚朝庭上 徘徊了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他的生活是个中世纪江湖诗人的生活，他所以酬报收留他

的权贵君王主教者，是歌功颂德的诗。到了都尔后，不久又浪迹

于高卢南部，然后回到波亚叠己在那边，克罗退尔一世的寡妇，

根据圣彻萨里修规创立圣十字架女院的圣女拉特公特（ Ste Rade

gonde）予以收留，终于驯服了他。他与圣女过往甚密，后来做

了司锋，并且被委为女院神师。五九五年，他被选为该城主教。

六0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圣德的馨香，以及教友同声哀伤的

氛围中，死于波亚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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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条那遗F了若「散文作品：六种圣人传记，其中最重要的

是圣女拉特公特传ζ 他的简短的天主经政信经注解，见于他的诗

歌巾。诗歌在他的著作内，占着大半篇幅。他伺都尔圣额我略的

要求写的圣玛尔定传，是首二二四三句的六脚韵诗c 这本传是在

两个月中写成的；从此可见他的工作能力是怎样敏捷的；读这本

传的人们，感觉不到他下过苦I.o 福条那的诗集，基本l也是由他

自己编的，虽然后来人们又加入了他遗漏的若干篇ο 该集共计十

－卷，除指若干吨时的短篇外，还可以找到三篇品质比较高贵

的．而被收入罗马日课绕的兰篇赞美诗3 他的哀条麟吉哑毁灭诗

是很美的c 此外，还有不少署着他的性名的墓志铭，，

无疑的，福条那是个衰落时代的诗人 一般地说，他的著作

的宗教色彩．浓于内陶纳亚颇平lj拿里的著作；可是．除去若干篇

幅，他的灵感是肤浅的r 他的灵感．在若干节日描写中，为了题

材的庸俗，竟是粗劣之至的？他的江湖诗人的习惯，使他在讴歌

贵显人们的作品中，连他们的荡检的行为，也予1%£捧。在这些缺

点以外，他的言语不是」贯地纯粹的 他的诗的前脚有时是不准

确的c 可是，他的敏捷的工作证明他实在具有一种天才；在那个

文学未臻化境的时代，他的受人元比J也崇拜，不是偶然的2 他的

“君王的旗帜领导着” ( V texilla regis prodeunt ）及“亚物海尾”

(Ave Maris Stella）两首赞美诗，到现在仍得讽i前不衰f

五德累昆爵

德累昆爵（ Dracoutius ）是非洲教会最知名的一个诗人（

世主己的高摩第央（ Commodien ）不过是个普通的音韵学者罢 F

章卡的苇莱公度（斗－ere当cundus de June a）只写了一首关于补眠的

二－二句六脚韵诗c 他的别的注疏及神学著作都是散文 相反

地，德累公爵只是寸寸午’人， 1、真正的公教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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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非的－个富家子弟：他所受的教育是考究的。当他干

法律事务时，不幸地写了一首歌颂拜占庭皇帝的诗c 汪达尔王公

达蒙（ Gontamond）对于公教徒，虽采取宽容政策，也认为这是

个卖国行为；就没收他的财产，并且把他投入监狱．而使他的妻

r儿女们生活维xRc 这个可怜的诗人可能终身没有出狱。为获得

t天的赦免，他在狱中写了一篇共长一五八句．五脚韵六脚韵相

间的诗i献于王I二 c 在诗中，他→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一面歌颂天

主的仁慈。

接着，他又写了 A首大主顷（ Laudes Dei ou Carmen de 

Deo ），共分三卷， i十有六脚韵诗二0 0 0句c 卷一歌颂天主创

造世界的恩德；卷二歌颂天主保存世界的恩德，及基督的事业；

卷三劝人热烈地依靠天主。他的杰作，卷一中白一一六句起至七

五四句止，尤是主要的；它常独立地历久流行于世；这是一个已

经马赛维克道及阿维讨论过的问题c 此外，他还写了若干纯属世

俗文学的诗歌；这里我们不予多赘。

哥特（ Godet）指出：“德累昆爵整个的染着浓厚的文学色

彩的著作透露：作者不但熟悉圣经，还熟悉罗马帝国的诗人们c

咪吉尔，奥维得，硫:l:X ( L山ain) ，斯塔斯（ St＜附），及神话世

界，他也都认识。他的对于音韵的用心，未能保障他的文学文范

内，不受齐东野语的影响（ Lingua rustica ）。可是，他的两篇热

情奔放，不同凡响的宗教诗，是美丽而有力的。”



第十八章 波伊斯与卡息奥多刺

一 波伊斯（四七0至五二五年）

（甲）波伊斯与哲学慰乐论

波伊斯是教父时代，西方哲学界最后的一个代表。他于四七

七O及四八0年间，生于罗马。早在君士坦丁皇帝时进敦的阿尼

基（ Anicii）族中。他不但版依基督教义，他所受的教育，也是

基督的。波伊斯为完成他的文学、哲学、科学教育，曾留学于雅

典。学成回到意大利后，边为了他显贵的出身，边为了他待人接

物的玲珑，就获得当时罗马的主人翁，狄奥多理的宠幸。五－0

年，他被摧为行政官；五二二年，他的两个儿子也被任为行政

官。谁料晴天里，竟来了一个霹雳：狄奥多理属亚略派，他看到

在查土丁当政下，拜占庭与教宗间的来往日趋融协，很觉烦恼。

他认为谁拥护这种政策，谁就是卖国贼。由于波伊斯勇敢地为一

个被控这种罪名的元老院议员申辩，也被指为亲拜占庭派。诬告

他的人们，又说他施行邪术，皇帝就命把他投入巴费亚监狱。他

出狱之日，就是被押赴刑场受死之日，为了奴颜姆膝的元老院，

是惟虐王的马首是瞻的。五三四年，五二六年间，他被受暴刑而

丰。他的杰作，哲学慰乐论，是他在铁窗中写的，书分五卷，是

种对话。散文中时间以诗歌，使文体变换，辞藻益美。书的内

容， →看书名就可了解： i皮伊斯在网厄中寻求幸福，而哲学安慰

了他，告诉了他幸福在那儿，怎样可以找到它。

卷一是种导言，当他作不平之鸣的时候，哲学借一个命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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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像示显于他；妇人表示愿与他共同吃苦，并促他继述一切。

他接受她的请求，甚至怀疑天主的上智。可是在卷二里，哲学向

他指出：命运是不常的 此世的一切幸福是不能满足人心的，而

人的真幸福是内在的ο

在卷二巾，哲学进一步为幸福下了一个界词：众福的圆满的

大成（ Status bonorum omnium congregatione perfectus ）；并且标

志，众人都自然地企望着它，可是大半人错误地寻它在外物中，

在富贵、权势、光荣、快乐中。到了此地，波伊斯忽向造物主呼

出了一段极美丽的祷词，恳求赐以光明。卷三在结尾处，证明世

界上只有一个真幸福；有缺陷的完善假定元上的完善；这个完善

不能不是天主。这个完善，什么都予仰望；它使一切向善。卷二

是该书的核心。伽特伊（ Gardeil）认为：“它是光荣的真正幸福

的文学碑坊”。这卷书，圣多玛斯及士林学派都予以捷用。

在直接答复波伊斯的种种不平之鸣的卷四中，哲学大大指出

天主上智对于人类的措施：在此下土，恶人可能胜利；秩序将于

后世．根据天主最高的功过律，恢复起来。

最后」卷标志天主的全知；他虽什么都预见．元害于人的自

由意志。这两端真理的协和性，我们很难予以了解 τl 在这卷最美

丽的最后一章中，波伊斯作出 r永远的界词：“无限生活整个而

圆满的掌握”（ Inter minabilis vitce tota simul, et perfecta ，阴阳创－

sio）。他又指出：天主在一个永远的现在，见到一切；他对于自

由将来的认识，无害于它们的自由．正如现在的自由行为的洞烛

不阻挠执行人的自由勺

这本书的组织艺术是极度高妙的；它在巾世纪所得的成绩，

尤其是无边的：当时或予以翻译，或予以注解，或予以摹仿，无

异雨后春笋的出土。它们的价值自然是高低不同的。一四一八

年，一囚一九年间．贤士才尔松（ Gerso叫仿他的笔，写于巳威

山中的神学慰乐，是最著名的c 从这本巨著里，波伊斯不像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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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最多是个徒有其名的基督徒c 哥特（ Godet ）指出：

“真的，在这本著作中，思想言语，一切反映着新拍拉图主义，

而渗以若干迫遥学派的观念；它还染着斯多噶主义色彩c 字里行

间，我们－liIT可以发现波伊斯的个性， →面可以谈到他援用的罗

马诗人；可是，不见有耶稣基督，宗徒们，教父们的，以及摘自

圣经的片言支话，作者纯出以哲学的立场。” A个站在死神前的

基督徒的姿态就是这样的吗？人家有理地标志；波伊斯的整个的

面日，并不整个地暴露在这本书里；只要他在这里表示的见解，

纯无反基督之处，那就够了。实在，在这本书里他所标榜的情

绪，不但与基督教义没有冲突，而且隐约地视以为前提的。巳敦

威（ Bar世nherver）说： “基督徒，信德深刻的基督徒的标帜，

与其说在坚决热烈地捍卫信德，不如说在操行的纯洁f 而且，

他的神学者作透露了他的信德呢。

（乙）波伊斯的别种著作

神学慰乐只代表了波伊斯整个著作，以及哲学著作的」部

分。他曾从事翻译及注解亚里士多德整个的著作，和柏拉图的对

话c 他也有意证明他们的两种不同的学说，在多数重要问题上的

协和性。他的现在还存在的著作计有西塞禄丛谈注解（ Topiques 

de Ciceron ），坡菲立哲学导言（ Isagoge de Porphyre）译注，亚里

士多德第一和第二种分析论，丛谈， i危辩派驳义译本，以及范畴

论译注。他也一度翻译，并两度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解说

(Ile，ρt spµ YJV dat) o 他的两种解说注解， →种是为初学的，一种

是为专家的；最后＆种的确是杰作ο 此外还有关于科学的著作

（音乐五卷，算术二卷，几何ν ）。

在哲学著作外，波伊斯还写了五卷神学小册子。他尤注意于

那些在讲解上需要哲学帮助的问题。他谈论天主圣三时（第一

第二册），谈论基督降生时（第五册），参明了体位（ Nature et 

personne）的关系c 第五册是其中最重要的。他在第二册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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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实体的因素之善。这一册是献给若望六品的，他就是将来

的教宗若望→世。这本著作虽是神学的，却更是哲学的。相反

地，论公教信仰的第四册，是以启示真理为对象的。这是基督教

义的纲领鸟瞰图：圣三、创世、人类堕落、耶稣降生、基督赎

世巳可惜，关于这本著作的历史性．还存在着若干疑窦。无论如

何，它的篇幅的极度的基督色彰，不能借以旁证波伊斯不是它的

著作者。

波伊斯发生的影响是浩浩无垠的。他的神学观点，似预报r

将来士林哲学派的工作途径。他接受教义，可是他常运用冷静的

头脑，通过一切知识，予以证明研究。于是，信仰赖哲学的辅导

而理智化。哲学也因启示之光而获得指导。他供给士林哲学家不

少宝贵的定义：幸福、永远、上智、命运、体位的定义c 哥特指

出：“波伊斯对于神学的影响虽是实在的．他的哲学著作的影响

是更普遍而深刻的。大家一致承认：波伊斯在亚里士多德后，是

中世纪士林学派中，被视为最大的权威。中世纪在「二世纪前半

个阶段内，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一切知识，都可在波伊斯的著作中

找到〔士林哲学的术语方法，都是从那个善于注解逍遥学派的论

理学者得来的；名目论与实在论间，漫长剧烈的斗争，也是坡菲

立的注释者掀起的。”他标榜的关于理智的对象，全称，特称，

都是与多玛斯捍卫的一种中庸实在论彷佛的。波伊斯为了他的个

性语言，不无过度地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可是，说他为士林哲

学的鼻祖，是极适当的。

二卡息奥多刺

（甲）政治人物

卡息奥多刺习与波伊斯并提．虽然他们的性格的不同点是很

多的。他们仗着自己显贵的家庭，以及个人特出的才略，同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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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狄奥多里的朝臣。卡息奥多刺家的政治生活，已有三代的历

史。行年二十的他，就被任为朝庭财政官，王上私人秘书c 他简

直是个内政部长，他几度兼行政长官、司法院长、军事总裁、皇

帝参谋，正如后来的克罗维斯或查理曼。他是狄奥多里政府的灵

魂；该朝不少的辉煌成绩，应当归功于卡息奥多刺。狄奥多里的

继任者，庚绩予以重用，直至他年逾六十，自动脱离政治生活时

才停止。

卡息奥多刺虽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遗下了他的笔墨生腥

的物证c

一、一种完成于五→九年的编年纪，在第一节里，列有罗马

行政长官名录：附着的历史笔记，是抄圣热罗尼莫或圣普洛斯拍

的c 这本肇自四九六年的史记，在历史上的价值，为了作者提供

的各种史料，是很宝贵的c

二、重要的哥德人史，是他循狄奥多里的请求而写的。作者

在哥德人史中，在编年纪后，更加强调：失败的罗马人应与胜利

的哥德人协和。这本共计十二卷的历史著作，现在所存的，只有

五五九年，约但斯（ lordanes）编辑的一本简陋的撮要。卡息奥

多刺的哥德人王，哥德人后的颂辞，可以与哥德人史相提并论；

可是他们所存的，也不过若干不很牢靠的片断而已。

兰、卡息奥多刺的书札集，是他于五三四年，五三八年间，

亲手编辑的，共计四百封，分作十二卷。这部书札集‘不但具有

崇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价值；中世纪的政府公文，都取

以为模范c

四、卡息奥多刺不但是个政治家与历史家，还是个伦理学家

及哲学家。哥特（ Godet ）指出： “他对于教育问题感到热烈的

兴趣。为制止厄诺狄阿斯极度崇拜的外教文学，他与圣阿加皮塔

斯教宗合作，拟一用捐款的方法，在罗马创设若干教会学校，而

以提倡圣学。可惜时局多艰，他的计划未能实现。”当圣阿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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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在位时（五三五年，五三六年），卡息奥多刺非常注意那些

有关人生的重要真理。他于五三九年底写成的灵魂论，目的在捍

卫灵魂的神体性。它的丰富的内容透露：作者应当是个博极群书

的学者，他的思想远宗圣奥斯定与克罗第央·马迈。巳敦说：

“作者在书中频繁地，尤于结尾处，暴露了他想度一隐居越祷生

活的渴慕之情。人们可能说：这是这个作家两种生活和两种用品

（世俗的宗教的）间的桥梁。”

（乙）隐士与学者

五四0年光景，年龄已过花甲的卡忌、奥多刺，果正辞别红

尘，开始了一个精修的新生活。在这个新阶段内，他又活了三十

多年；他的流风余韵，下及中世纪末叶不衰。卡息奥多刺潜居于

他在维维埃（ Viviers）斯歧拉拆海湾边建设的一个隐院中。他允

许爱慕独居的修士们，潜居于面对隐院的加斯德伦（ Castellum) 

山腰的庐舍中。可是，他更爱集体的精修生活c 他就根据埃及隐

士们的传统，予以组织；还鼓励他们研究学问c 除去那些只能劳

力的修士以外，其余的人，或抄写书册，或翻译世俗的及宗教的

古书，或竞自己创作3 可是，→切以无害于精修生活为主；实在

他的修院中的精修热忱，并不亚于别的修院。伯理爱（ Beliere) 

指出：“当时修院中深入的文化运动，尤其是由他提倡的。于是

研究学问， －变而为独一，院、修生活中的一个新因素。在一个正

在崩攒的旧社会中，在一个正在组织的新世界前．在一个古代文

学艺术蒙受打击的时代，隐｛庭院不啻是个精神的泉源及仓库。”

卡息奥多刺的倡导，本是极好的；可是失之于过，这是它的

弱点。伯理爱又指出：“卡息奥多刺的隐修生活现，比本笃的隐

修生活观，更趋重学业。人家可能要说，他想使隐修生活配合于

知识阶级；这就等于限制它的生机，妨害它的前途，因为知识阶

级的后继者是不可靠的。”这个优秀的政治人物的隐修事业，几

乎什么都没有留F。他的倡导，索比亚科及加生山的修士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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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尊重；可是本笃在他五三0年发表的规条中，只一般地嘱修

士祈祷工作，而没有指出→定的劳心目标。

相反地，卡息奥多刺的宗教著作 绵绵地流泽于世，使他成

了中世纪的权威之一。

他的写于五四四年左右的有名的神俗学论曾被采为大学课

本。卷一是神学与圣经学导言，而圣经学尤是他的焦点。卷二l朝

述七种自由学艺：文范学、修辞学、论理学、算术、音乐、几

何、天文。卷二曾历久专本行世。卡息奥多刺到了九十三岁，在

逝世前几天，又写了一本书法论（ Orthographe）；这是他最后的

一本著作c 他的神俗学论，一如圣奥斯定的基督教义（ Doctrina 

Christiana）标畴，圣学与俗学的联系性，务使产生一个圆满的

和真正的基督教育。

卡息奥多刺利用他的朋友，厄匹非尼阿，用拉丁语翻译的苏

格拉底，撒落满，及提奥多理特的三部历史，编辑了一本圣教历

史；中世纪就采用为历史读本。译文是简陋的，卡息奥多刺的编

辑也是草率的。它尽可以视作与鲁芬圣教史相配的读本。

卡息奥多刺居维维埃时，在注疏上苦干过一番：古新经方

面，他注解了宗徒大事录，书信及启示录；他的篇幅浩繁的圣咏

释义．是他的惟一盛行于巾世纪的作品。圣奥斯定是卡息奥多刺

最崇拜的导师。他跟这位导师，很重视神秘的讽喻H：正在。

卡息奥多刺是于五七0年，在圣德的馨香氛围中逝世的；可

是，从没有做过圣人敬礼的对象。他尤是以学者的姿态著名的。

他对文学虽有与波伊斯同样的兴趣，可是迥异于波伊斯，波伊斯

是个哲学家及思想家；卡息奥多刺却是个办事能子♀他不大注意

思想潮流，却援用一切外教及教会著作，为达到他在德学上，教

育后生的目标。他对中世纪文化元边的贡献，也就在这点上。他

是以锡多式的百科学者，可是及不到以锡多的科学化性。他虽不

是士林学派的倡导人，却是中世纪的一个著名导师。



第十九章历史家教律家
及神修家

一传记

（甲）马赛的泽内狄阿斯

泽内狄阿斯是五世纪马赛的一个可择，死于四九四年。他的

所以著名，尤为了他的名人传（ De Viris illustribus ）。博览群书

的作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五世纪文化历史的宝贵资料J 他的书籍

札记，一般地说，比他的人物志更加可靠。他虽偏向半披雷杰学

说．他的态度尚属公正。该书共计百章，可是丸二章后的几章．

是另一枝笔写的。最后→章的人物就是他自己。在该章中有下面

→段：“我写了八卷反异端论．六卷反聂斯托略i仑，六卷反攸替

歧论，二卷反半披雷杰i仑，千年说论，若望启示录论，名人传，

以及一封我致罗马主教，机雷细阿斯论我的信德的信。”这些著

作都己遗失，现在所存的，只有名人传，和二3被认为就是致机雷

细阿斯的一封信的教理论（ De Pcclesiasticis <logmatibus ）。可是，

批判学者认为官应当是反异端论的总结。人家并不毫无理由地还

把别的片断归他。

（乙）教宗志

教宗志是本渊博的关于历代教宗的记录。十六世纪以来，为

着一六一0年普拉的那（ Palatina）版本错误的注释，这本著作

被视为九世纪的阿那斯边细阿图书员的著作。杜歇内主教证明它

产生的时期还要早。第 A版列叙的教宗，计白第一个教宗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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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立斯四世止；以时代论．大约止于五三0年。六世纪初，供名

的作者叙述头上四世纪的教宗时，利用了黎培两目录（ Catalogue

lib岳阳n）；叙述三五四年后的教宗时，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文献c

他的著作相对地具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他不可能利用菲力斯目

录，为了它的开始时期还要在后。）。菲力斯以后的教宗，是根

据当代的笔记加入的；这些文献是第一流的，而且九世纪的文献

是很长的。在丰十年歇纳主教的版本里，他又加入了另一系列教宗

志，直迄玛尔定五世。

（丙）名人传记

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圣坡西提阿斯（ St. Possidius ）写的

圣奥斯定传，亚尔兹圣喜辣利写的雷朗圣和诺拉（ St. Honorat) 

传，马赛和诺拉写的圣喜辣利传，以及福条那与厄诺狄阿斯写的

传记。欧齐比约（ Eugippius ）及孚盛思。斐朗（ Fulgence Ferra

nd）也是两个传记作家3

一、欧齐比约原籍非洲，隐修于意大利，曾陪死于四八二年

的诺立坎宗徒（ Ap6tre du Norique），圣塞弗冷（ St. Severin），布

道于多瑞河滨。他回到那不勒斯后，于五00年后，被撞为隐修

院长；于五一一年，他写了圣塞弗冷传。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著

作，为了他所传的圣人是耐人寻味的；然而他所记的时代是暗晦

的。他所编的都为兰五二章的奥斯定文宝（ Thesaurus augustini

en），为了它强烈的神修性，曾普遍地流行于中世纪U

二、孚盛思。斐朗是鲁班（ Ru叩a）主教圣孚盛思的一个门

生或亲戚。他曾随着主教出伫于撒地尼亚；五二兰年左右，升迦

太基六品。他是一个极受人推重的神学家，可是他的著作都已失

散。他能留下的著作计有（一）写于五三五年左右的圣孚盛思

传，（二）及教律集；它包罗着希腊教会公会议作出的教条，共

计二三三款。它是以人物为分类标准的：一至八四款论主教，八

至一0兰款论司择，→0至一二O款论六品，一二一至一四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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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职人员，一四三至一四六款论公会议， 」六五至一九八款论

诉讼，→九九至二O五款论圣洗．二O六至工 ·O款i仑封斋；二

- .至二三二款论其他的条目 J 斐朗的通信包括他致披雷杰及阿

那托尔，两个罗马六品关于兰章问题（ Les trois chapitres）的冗

长而渊博的复函气他清楚地指摘查士丁尼皇帝c

史记及游记

卡息奥多刺最有名的历史著作，在上面已经指出了。 F面我

们要指出的史记也是很有价恒的，标志的耶路撒冷游记也是极有

兴趣的c

（甲）史记

一、马则利尼·科漠斯（ Mercellinus Comes ）是伊利里亚

人。他的写于五三五年左右的史记，包括气七九年，五三四年间

的史迹；关于东方的部分更加1详尽。

工、约日纳（ A. Jordanes ）于五五一年左右，在意大利编

了卡息奥多刺苦的哥德人历史撮要；这本撮要做得并不怎样好c

他又写了一本简单的罗马通史，书名（ DP Summa temporum vel 

de origine actibu叫ue gen tis Romanorum) 0 这也是摘录古代作家的

著作而编成的c

三、微塔的维克道（ Victor de Vita）是五世纪末的北非主

教，他是通过他的非洲教难史（ Histoire de la pe时cution de la 

Province d ’ Afrique aux temps de Genserich et Hunerich, roi des 

Vandales）而著名的。这部他以证人资格写于四八八年的历史，

适在休内利克教难平定的翌日。这是－种第一流的文献，语调是

生动而民众化的ο 第一段的价值次于第二段c 现在版本上的二个

附录，是由后人加进去的。

四、利培拉（ Liberat）是迦太基的六品：五六0年光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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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部上自四二八年，下迄五五三年的聂斯托略异端及一性论

简史。他的关于“兰章”的评论，袒护的色彩似嫌过浓台

五、都努那的维克道（ Victor de Tunnuna）也是一个北非的

主教。五六A年左右，他摹圣普洛斯拍，上起创世，下至五六七

年，写了一本纪年史。

六、美利阿斯（ Marius）是罗马的主教，他于六世纪末，写

了圣普洛斯拍编年史绩篇，起于四五五年，止于五八一年。

( z. ）巴勒斯坦游记
六世纪留给了我们不少的巴勒斯坦游记： （一）欧希（ Eu

cher）的犹太及耶路撒冷形势（ De situ Jadae urbisque hierosolymi

tanae）；这本书啕与其说它是游记，不如说它是地理读物。

（二）狄奥多西六品于五二0年，五三0年间，写了圣地形势

说。（三）巴勒斯坦行脚（ Antanini Placen 1i itinerarium）是普

拉森细亚（ Plaisance）的一个虔诫教f走著的，真名不传c 作者是

安托奈那旅行的伴侣。

三 小得尼编年史家及教律家

小得尼是六世纪西方教会教律学最重要的作家。他生于东方

的西徐亚（ Scythia），早年遍赴罗马（五00年），接着做了隐

士，他是在五四0年左右逝世的。为了谦虚的缘故，他自称小得

尼，人们遂也称他为小得尼。他是个渊博的学者，出奇的编年史

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复活节十九年一周的制度，是由他推行于西

方的。可是，他的最辉煌的成就，在把耶稣基督的降t!t之年，变

成历史纪元，取代了罗马建城（基督降生前七五四年）或载克

里先艰难教会（基督降生后二八四年）的纪元标准。这个历史

纪元，五二六年输入意大利，七世纪流行于法国，而终于通行于

各地。可是，小得尼在计算上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应放在罗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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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后七四九年的基督降生，放在七五四年。

得尼通过了他的法律著作，发生了最大的影响已无疑的，他

留下了种种不同的译本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教律的：这些有名

的法典学集，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他还不是这门科学的开

山祖，五世纪时，在意大利就可以找到这类的书籍；例如从希腊

原本编年史译出的西班牙典集（ Collectio hispana) 0 人们所以这

样称它，为了它在译成后，被并入早已存在的及产生在别地的关

于度量的西班牙典集，普列斯伽或意大拉典集（ Prisca ou ltala) , 

也产生于意大利；或说它是小得尼的著作，这是错误的。此外，

~六七五年，开纳勒刊印的罗马教会法典（ Codex canonicus Ee ” 

desiae roman时，也是五世纪的产物，他虽可能不产生于高卢二

小得尼以前的教会法典，在公会议议决案外，还包括着教宗喻令

摘要；可是若与得尼的作品比较起来，都觉得望尘莫及。得尼援

用的史料都出自东方的典籍，尤以希腊法典（ Codex grec ）为

首。应当晓得，希腊法典不就是举斯歹（ Juste！）刊印的整个教

会法典（ Codex Canonum Ecclesiae universce ）。得尼的著作中，不

单包罗着前人的旧史料，还渗进了他个人的新史料c

得尼典集不是一次写成的。他于六世纪初年，先发表了f丹

他自己翻译的教条（ Collection de Canons）；计载有五十款宗徒教

条（ Canons apostoliques）东方公会议议决案若干款，及迦太基

（北非）一系列公会议议决案 A三八款。教条是以时代的先后为

序的。这册作品的成绩鼓励他用同样的方法，编辑了教宗喻令摘

要。他搜集二世纪内各教宗兰八个通i俞，从三八四年起，到当时

在位的教宗圣薛玛格（ Saint Symmaque ）止。可惜不少的而且很

重要的宗座文献，没有被他收入。虽然如此，这部典集已成了第

一流文献3 在这部典集里，也可以找到作者的自传。后来这部著

作与他的教律集合而为一，而总称为得尼典集。

得尼教律集，部分地为了教宗们予以采用，很快地争得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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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权威，虽然它在当时并不是惟一的关于这类文献的作品：亚

尔兹的彻萨里，及非洲的孚盛思·斐朗，几乎在同时完成了同类

的著作c 它从罗马，慢慢儿流行于西方。它于七世纪输人西班

牙；西班牙教律作家，在教宗i俞令部分 曾广大地予以采用O 亚

得里安一世正式把它授于查里曼；为此它又称亚得里安典集

( Collectio Hadr 

版ο 这虽不是教会的正式文献，却具有正式文献的价值。再者，

它虽有它的缺点，比前代有关这类文献的著作比较起来，已有无

比的进步。

四 圣本笃与隐修规范

圣本笃又称西方隐修之丰且，这纯为了他是个重要的隐修立法

者。在他以前，已存在着几种隐修规毡c 例如圣奥斯定的，马赛

加西央的，雷朗和圣诺拉的，及亚尔兹亚圣彻萨里的。圣本笃的

隐修规范，一占脑儿地终于取而代之；而且后来西方的修规，多

少都受着它的影响。

圣本笃以四八0年，生于斯i皮勒陀的诺尔西亚〉他的家庭是

丰富的。他的教育是考究的。他为再求深造起见，于四九五年左

右，到了罗马。不久看到恶劣的环境，就遁居于罗马郊区的索比

亚科；在那边，他创立了不少的隐院。五二九年，他移居伽生山

( Mont Cassin）在那边他又创立了一个将来要名震天下的新隐修

院。他的妹妹斯高拉斯底加在同一地区指导着一个女修院。他们

兄妹两人都死于五四三年，斯高斯拉底加在二月十日，本笃在三丰

月二卡·日。他们的生平事迹 简略地只见于圣额我略对话录卷

二中；而作者所述的，大都是天主因圣本笃的圣德而发、E的一系

列灵迹。

圣本笃的隐修规毡，尤保持及广播了他的影响。这本规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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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七十三章，像不是一气呵成的；最后几章，是本笃在校阅时加

上去的。著作的大部分写于创立伽生山隐院时写的。在他以前的

隐修规范作家，如圣帕科密阿斯，圣巳西略，加西央，圣奥斯

定，他都自由地，天才地予以使用。规范的三种特征因素，使它

凌驾了上列的拉「的或希腊的→切： （一）它的缤密性和广大

性。他指出的不是抽象的格言，而是具体的规例，白天内任何时

刻，生活中任何阶段，修士们的职责都朗若列眉；（二）规例的

智慧性，它们的严肃足以镇压人的劣根性，可是它们的中庸不至

使人败兴；（弓）隐修生活的安阳性，关于这点的成就只是相对

地圆i芮的气

本笃的隐院组织又分三点：（一·）巩固的阶级制度，修士们

送出的院长的任期是终身的；他通过由他自己选择的各种助理人

员管掌隐院；（二）工作，工作的种类虽是不一定的，修士们每

天例有几小时的工作；本笃尤注意劳力的工作；可是一部分的修

士，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搞劳心的工作；（三）祈祷，讽诵大日

课．尤笃当务之急：神圣的工作占着本笃会精修生活最重要的一

部分；修规精密地予以指出 后来教会关于司锋们咏诵大日课的

制度，是取则于他的O 本笃关于违犯修规的人｛门，也定有处分「

如果我们不细察规范中最宝贵的关于精修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要

说他的规范太着重于修院行政了。第四章包罗着他摘自圣经的七

十二句成圣格言 J 此外，他又指出特别应修的德行：德命（第

五章），静默（第六章）， 「二级谦逊（第七章） c 

本笃的修规的前途是极光明的3 这自然首先为了它本身的优

越性，可是也为了圣大额我略把它与罗马宗座紧紧地联系起来，

又使它负起宣传福音的任务；于是．它的能力，就十倍于前c 以

后，不同的隐院变成不同的修会，虽然精神的基础依然屹立不

摇℃伯思（ D. Besse）指出：“在本笃的修规里，包藏着两种不

同的因素：一为神修的种种原则及隐院与隐院生活的组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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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素是始终不变的。二为具体的规则，它们因人事环境的不

同而演变着。为此，十二世纪时，边有西都派，（ Cisterciens）边

有克吕尼派，虽然他们都视本笃为他们的会祖。”

本笃会蓬勃的生气，一面来自会祖的强有力的组织，一面来

自罗马的鼓励，以及圣额我略对于会祖崇高的推重。这个修会很

快地流行于意大利，而且取代了卡息奥多刺的组织，虽然后者也

受了前者的一些影响3 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域内，它也逐渐移化了

别的修会生活。在高卢；流行于六世纪的圣彻萨里与圣科兰班修

规，到了七世纪，也逐渐同化于本笃修规c 自八世纪至十二世

纪，它是惟一存在西方的修会。



第二部 五五三年八0 0 
年间的教父文学

第一章圣大额我略

生活与个性

圣额我略生于罗马，约在五四0年。他的出身是极显贵的；

历史家说他是安尼（ Anic丁ii）名门的后裔。早年从政，五七0年

光景升任罗马长官。不久世俗的虚荣使他正直高尚的心灵感到厌

恶，终于变卖了 A部份产业，边以拯济贫乏，边以于西西里创立

了六个隐院，和在罗马．则利阿斯，创立了另一个隐院；而自己

也入院精修3 不久，他采用了本笃的修规；时为五七五年，计在

他登宗座前十五年。从五七八年，至五八五年，他被委为驻君士

坦丁堡教宗大使。额我略就在那堕开始学习希腊语；这为他将来

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他驻君士坦丁堡期间，他开始写他的伦理丛

著（ Moralia）。这部神修巨制，完成于五九0年。他从君士坦丁

堡归来后，急回到他的隐院里去，就被选为院长。五九0年，教

宗披雷杰二世驾崩后、他就当选教宗；他虽几度予以婉辞，终不

得不接受这个重任。

圣额我略为着他的种种大德．被称为大额我略；虽然他只做

了十四年教宗士通过他的坚决而正确的观察力，及干练天才，如

同圣良，他具有最高度的行政艺术σ 他留下的共八四八件的十四

卷书信集（ Registrum Epistolarum ）是个最好的物证；可是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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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代表它的书信的一小部份而已。他的书信最足以透露他的才

能，他的活动的积极性，以及他的富于弹性与刚毅的智力。巴典

孚主教用三个额我略爱好的字眼，描写他的兰个优点：（一）正

直（ Rectitude），指他忠于法律、忠于规则、忠于教典，且具有

一种守正不阿的亮节 c （二）节制（ Discretio ），指他观察正确，

措施中庸，而且适合事宜。 （三）祥和（ Blandimentu日1 ），指他

引人亲爱，丽丝毫没有韬媚的色彩c 可能偶然他的一时勃发的烈

性，使他的后面两个优点逊色；他的第一个优点，永远保持着它

灿烂的光芒勺

也应该指出额我略为基督征服蛮人的决心c 他看出这些新民

族在尚属粗鲁的外貌内，怀抱着不少的瑰玛之宝υ 六世纪内，高

卢罗马的主教们‘在劝化法兰克人（ Francs）及勃良弟人（ Bur

gondes）工作中，早已展开了这个途径c 当额我略陪登宗座时，

西班牙也未阪依基督。额我略在继续驱策这种已经开始的运动

外，一面垂青于五七0年侵入意大利的，或为外教，或为亚略派

的伦巴人；他敦嘱当地的主教们努力予以劝化；另一面，他设法

铲除西阿里，撒地尼亚，科斯各岛的外教余孽c 他最关心于英国

的归化；圣奥斯定和四十个本笃会修士，是由他派去的。同时，

他通过·种不知倦怠的爱德，一种屹立不摇的毅力，与当时蔓延

于整个世界的罪恶作战。在他的第一号公函里，他把圣教会比诸

‘－只暴风雨日．飘浮在旋涡边缘的老朽之舟〕”可是他并不怀

疑天主上智；相反地，他抱着信心，为教会，为教宗，准备新胜

利。他使那些新兴的或称法兰西，或称西班牙，或称英吉利的国

家，承认教宗的首席性。老实说一句，他创始了中世纪，现代社

会及基督文化。

教宗们的政权，是由额我略准备起来的。当时罗马教会的产

业，所称的圣伯多禄遗产，是不可胜数的。一个聪明的理财方

法，使他能获得大量的利润，而以救济罗马的种种灾难。不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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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众的恩人被认为罗马的实际领袖，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在那儿，是不起政治作用的。杜歇纳主教指出：或强调六、七及

八世纪的教宗们的帝国人民资格，那简直是儿戏。七五六年， 2G

平（ P句in le Bref) 的赠与只更充实了一五0年前已纪开始的一

种事业3

圣额我略如同他的一系列前任，坚持具有对于整个教会的统

治权。关于这点，他的文章虽及不到圣良的更冠冕堂皇，却是同

样地坚决的。他尤强调，罗马主教是信德的领袖；他把自己的职

权分授于整个教会。圣良和圣额我略最相像的地方，一在他们两

个都能把这些早已存在的观念，渗入:u4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

在通过他们对于各地教会积极的关心，以及不断的指导，使他们

的无边权威变成一种到处可以感到的实际c 可是，圣额我略不但

不肯称君士坦丁堡主教为总主教 （ Patriarche oecumeni年时，而

且不欲自称总宗主教；他的理由是：这如果一个宗主教称为总宗

主教，那么“会妨害别的宗主教们的。”于是，他自称“天主的

仆人之仆人＼

这位第 d个以自、修士而登宗座的教宗，对于修会生活，是时

当关怀的。首先应该指出，本笃会问他的驱策，一跃而为一支罗

马教会宣传福音的远征军。伯利厄尔（ Berliere ）指出：“额我略

接受了圣本笃的隐修论，他没有创造出什么，他只巩同了加生山

立法者的事业。他通过他的权威，祝圣了本笃会关于神贫、贞

洁、恒心、念日课、看圣书，及与外人往来的一切基本规则。”

他在发展本笃会的内修生活中，培植出可贵的合作者严于是，他

不稍犹豫地准许会士们或膺神品，或往远方传教，虽然他曾一度

严禁任何隐士在拉温那教区内加入神职阶级。圣额我略的这种措

施，使紧系于宗座的本笃会，不但在修会内，而且在整个教会

内，开展了一个光明前途。

额我略虽日理万机，对于他直接负责管理的教友，不肯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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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他写于五九三年的福音与厄则克耳先知书论赞，以及信众

神修对话，都是良好的物证。他发表于五九一年左右的司牧训话

(Le Pastorale）证明：他怎样注意于圣善之司锋的培植。这是一

个极度严重的问题，即使在公教的高卢，神职阶级大半是由教友

组织的，而且其中也有在君主的撑腰下，怀着野心而加入的；那

么神职阶级的需要改革，不就急于星火吗？这个病症在六世纪末

叶，已深入膏盲，因此额我略迫切地再兰吁请公会议予以诊治。

他的热忱，是极精细的，他也不忘调整教会礼仪。他崩但于六。

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实现了他升任教宗的预定计划以后。

二著作

圣额我略在他的通信以外，留下了讲道、伦理和礼仪的作

品。他的论赞（ Ho时lies）及伦理丛谈虽也以圣经为根据，不能

称为真正的注疏著作。或说他曾注解了列王传、雅歌、忏悔圣

咏，可是，它们的历史价值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圣经协调偶禄

( Harmonie de quelques temoignages de la sainte Ecriture）也应该作

如此观。

（甲）讲道著作包括福音与厄则克耳先知书论赞

福音论赞共计四0篇，均分为两卷。这是根据在一年中，尤

逢主日，在教堂内所谈的圣经的主要篇幅而致信友们的训话。它

们是简单的，朴素的，从心所出的。看来它们写于五九0年，五

九一年间：前二十篇，为了作者因事未能亲自讲话，是由一个书

记，当他面前朗诵的；后面二十篇是由他自己讲而由速记者写下

来的。为了它们流行于信众间，五九二年前后，圣额我略决以全

部发表c 教会礼仪每予以援引。

厄则克耳先知书论赞是他于五九三年致信友的训话。为了教

宗忙于教政，他只解释了头上整个的三章，以及第四章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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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十二篇，是为卷一；他又解释了第四十章，共计十篇，是为

卷二。在这些论赞哩，如在福音论赞中，修身始终是主要因素ι

但是这些讲话的风格更高超，而且它们的神修色影也较为浓厚。

（乙）伦理著作拥有伦理丛谈，司牧训话及对话

伦理丛著或称约伯传讲话（ Exposition in librum Job ），实在

是新伦理，神修指南；内容是极丰富的；它们普遍地宣传神修秘

决。在中世纪时，被视为伦理神学的基本读物。额我略把约伯传

的伦理丛著的骨干，随机予以发挥 正如他在序文里所说的：它

像河林中的潮水，至lj处把空隙填满c 他认为遇到机会．不问任何

足资观摩的资料，应当予以提供 1

他的方法计有干二个步骤； ＼叙述，二、分析，兰、教训II.

叙述所以打好历史的基础；分析所以确定典型的意义，教训所以

点缀已建的大厦。他的文章每是疏忽的。这是一面为了推重信德

奥迹的精神意义，一面为了指出教友的责任，以及进修的途径，

这个惶惶R制，共计三五卷．在是则章组成的 l飞这部著作最能发

展圣人的道学权威c 它尤是为隐士们反对神修己有相当造就者写

的：为此，作者指出：它为学识肤拢的教友，可能不但无益，反

而有害。这部由于圣吉安德尔（出口1t Leandre ）敦促而动笔的著

作，开始于君士坦丁堡，而完成于五九0年后；它是献给塞维尔

总主教圣雷安德尔的。

司牧训话写于五九一年，是献给拉溢那的若望的；他因额我

略逃避高职，曾予以批评。作者跟着纳西盎的额我略，及圣若望

金口，一面标榜择品的伟大，一面尤强调司锋的职责J 书分三

篇；最后一章是个结论；它请司锋作自我检讨， 1卑得更清楚地认

识自己。第一篇揭示：膺神品及加入圣统组织者应备的优点；第

二篇指出司锋应有的生活；第三篇标志司锋演讲以及指导神修的

规范c

关于演讲圣道的问题，圣奥斯定早已剖切言之；额我略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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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亦云罢了。他尤努力分析教友们不同的心理，使讲话者能用

心地予以配合。他的许多分析虽是一般性的，可也不少引人入胜

的观察。头上两篇权威地强调神职阶级应当实践的理想。这部著

作，→开始就获得了无比的成绩。

对话尤风行于中世纪，读者对于那个活跃于字里行间的伟大

基督徒，不胜崇拜之至。对话是为一般的信友写的；书中额我略

缕述一系列，或目见或耳闻的神奇事迹。开端三卷记述意大利的

圣贤：除掉占着整个卷二篇幅的圣本笃外，其余的都是不很著名

的。卷四所载的一切神奇的故事，都在证明：死后灵魂的存在，

炼狱的存在，拯救炼灵的可能性，而以献弥撒为无上的方法。人

们很不满于额我略的轻信。实在，他不注意历史的批判性，而只

注意故事的观摩性。对话在巾世纪被视圣人传记的模范。它又大

有造于圣本笃的教体和修规。

（丙）圣额我略的礼仪著作，种类很繁，其间若干本的历史

性是很可怀疑的

一、弥散经中还存在着他创导的若干经文：如天主矜怜我

等，基利斯督矜怜我等，级经（ Graduel）后的亚肋路亚，天主

经，请拯救我等（ Libera nos）及故此奉献（ Hane igitur）中从我

等的日子（ Die叫ue nostros）起的最后一段。

二、所称的额我略弥撒经（ Sacramentaire gr句orien ）包罗着

整个礼仪年的特种弥撒经文。它像是机雷细阿斯本的撮耍，罗马

教会本因地制宜的化身。大半历史家指出：该书的作者是额我

略，而且著于六世纪末叶。可是，杜歇纳主教相信它的著作时期

不能早于八世纪，他称之为哈德良弥撒经。

兰、额我略对诵圣歌集也被若干学者认为是八九世纪间的产

物；可是缺少直接证据的传统学说，仍保持着相当的势力。

四、额我略歌集，代表罗马教会的宗教音乐。这不是由圣额

我略创造的，而是由他发展的：他不但创立了歌咏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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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la eantom1时，而且或跟五至八世纪中的教宗，直接予以指

挥，或标榜宗教音乐自然、简单、协和的特性。可是，才华爱

( M. Gevcert）把这一切不归于圣大额我略，而以归于额我略二世

或额我略兰世。晚近关于这点的发现，还未能确定地予以解决。

三、圣额我赂的道学

（甲）额我略圣师

圣额我略是教会中的一个大圣师，也是中世纪的一个权威老

师。无疑的，他的影响是与波伊斯，卡息奥多刺，和塞维尔的以

锡都的影响不同的。他无意做个哲学家或学者；他像圣盎博罗

削，单是一个伦理学家。他没有密兰主教的文学天才：他的文章

是朴素的，他避免流行当代的装腔夸张文学的作风3 可是这种简

单的笔墨，不但与主教之主教高位相配，而且具有一种生动的明

朗性。由他特有的毅力反映出来的伦理观念，是极光耀的。

他不是个神学理论家。巳典孚主教指出：“他论奥迹时曾表

示，人去寻求奥迹的所以然，不但徒劳无功，还要沉没在旋涡

中。信条应该相信，不应该推敲l飞”可是不应该因此强调：“他

对于西方在罗马帝国崩惯，蛮人新王国建立后一般文化及神学的

简陋，应该负责。如果他应负责的话，他的责任并不多于塞维尔

的以锡都的。即使波伊斯做了教宗，他也不能使西方习于亚里士

多德的哲学，而使六世纪产生一个大亚尔培。”圣额我略不是当

代潮流的创造者，而．是当代潮流中的→人；他认识它的弱点，他

竭力予以改进。额我略怀着这个目标，采取了圣奥斯定遗下的伦

理原则，用以救济那个泛滥着情欲狂澜的世纪，且以制止侵略者

的蛮横，消除被压迫者的悲观。圣额我略极度崇拜圣奥斯定的天

才学识，而遥远地．稳当地准备卡二世纪深深染着奥斯定色彩的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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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我略受自奥斯定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择其大者言之：

（一）圣额我略一如圣奥斯定，不但标志事前圣宠（ grace

pr的enante）的必要性（信德及善功的肇端也不在例外），还强

调预简于圣宠及永福，也是绝对无代价的，右盗就是一个例子；

（二）他跟着奥斯定说，未受洗而夭折的婴孩，在狱中也受积极

的惩罚。（三）他也说天使是纯神体，爵位不同，共分九品，各

有各的特点和任务，善天使守护教会、邦国、个人；恶夭使攻击

我们；吁是没有天主的准许，他们不能危害我们。（囚）额我略

的世末论（ Eschatologie）充满着圣奥斯定的思想。可是应i亥指

出：他与他周围的人们，相信世未在即：当时的种种灾祸，使他

更坚信不移；但是，｛也不视以为→端信理。他攘斥慈悲派，

(M时ricordieux），它在圣奥斯定的驳斥后，还否认地狱的永远

性ο 最后，他指出．炼狱是暂时的，为炼灵的祈祷，尤其是为他

们所献的弥撒，是极有效力的c

圣额我略特别是个神师；这里，我们先一提他的暗晦的悔罪

论，然后阐述他的神修论及神职论。

（乙）悔罪论

首先应当指出：圣额我略如同别的古代学者，频繁地强调一

般补赎的效力。而不谈告解圣事。他的牧职论也如出一辙，这是

很可以诧异的c 可是，应吁了解，这本书的目标，不在指出除免

罪过的途径，而在提供怎样不堕落，怎样改过的方法。额我略在

他的训话里，先向罪人灌输深刻的畏惧的情绪，继以希望及爱天

主的情绪c 爱是改过自新的原肉。额我略强调标志：忏悔之心越

成全，它的效力越广大：这是古今神学家一致承认的一气点。可

是，他并不因此否认告解圣事的存在。他只论了补赎之德，为了

在当时，告解圣事的执行，没有现代这样的频繁。在这件圣事

里，补赎（内心的及外表的）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最引人

注意。大家晓得：五世纪以后，告解圣事经过了一个重要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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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个演变，在圣额我略时代，己很深刻。这种变演，额我略

的明察秋毫之眼，不会看不到的；虽然罗马是个缓进的标准的传

统之城．虽然额我略所接受的少于他所感到的 3

我们都知道，告解圣事，在通过由教会指挥的，透露在补赎

行为中的忏悔之德外，还有告解圣事的起点告明，和它的终点赦

免3 这两个动作，是告解圣事的基本因素户狄事龙说：“关于这

两点，圣额我略，用了三或四段篇幅予以解释二他的第二十六首

福音论赞的四到六节，是最深切的气在这首论赞里，他酋先肯定

告解圣i事的基础，是基督授于教会的赦罪之权。这里，他明白地

指出主教们具有这个威权，可是他不排斥可锋们产在罗马，从玛

尔则（ Mam-·l）教宗始，可锋们在这个圣事中，也在J部分的威

权二赦罩之权要求罪过的认识，而罪过的认识要求罪人的告明。

圣额我略谈论这个告明时，暗示告解圣事的告明。主教在故罪前

应当衡量已往做过的补赎。赦罪不纯是天主赦免人罪的卢明。如

果他跟着圣奥斯定．把昕告解司悻比作解放已经复生的辣臣禄的

宗徒们．那么，在解释这段圣经时，也ftl当顾到别的一切相关的

篇幅2 圣额我略如同圣奥斯定，像为维持平行起见，作了过节的

论i周应该晓得上等痛悔在罪人获得赦免前已恢复了他的超性生

活c 为F罪人求援于司择，故1在常是科I ffefr生的开!iitd 户圣额我略

虽没有指出吁时越来越流行的私 F告解式．人家不可能肯定他不

认识告解圣事户

（丙）棉修家与神秘神修家

一、神修J 无疑的，圣额我略是古代教会作家中，谈越祷谈

得最频繁的→个：亘X:i兑圣额我略的精神．就是越祷的精神，这是

很合理的c I可是同时他也是个极其活动的人勺历史家指出：不但

他的教会最高领袖的任务，是丰富’忙碌的；他的著作也是等身

的 在植祷生活，就是神修界所称的合路‘成全的生活之外．他

又标榜 r →种，他认为不与前者冲突．但次于前者的 l丁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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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 active）。他称这种生活为德行善功生活。它几等于人们所

称的明路与炼路，为了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可以找到压制肉情的

论调。而且，他把工作生活，简直看作一种准备工作，一种清除

工作。假如把额我略的工作生活与越祷生活比较起来，后者因素

地是一种联系于神秘神修的神修。在这点上，他还是圣奥斯定的

门生：他如举良·博满，他袭用的圣奥斯定的工作生活及越祷生

活术语。（ Vita activa, vita contemplativa）。加西央却用了行动生

活及理论生活（ Vita actualis et vita theoretica ）。亚历山大里亚的

格来孟爱谈信生活及知生活（ Vic de foi etvie de gnose ）。这些神

修家所用的术语虽不同，他们的因素观点是一致的。

神修学指出趋向成全的各种阶段。第→阶段称为反偏情阶

段，目的在根除一切罪宗。额我略的罪宗表，是以加西央的为蓝

本，而稍微修改过的。第二阶段为修德阶段，可是修德是一步步

进行的。额我略虽强调四伦德，尤强调三神德，为了人少了它

们，是不可能中乐天主的。这些圣德，通过圣神七恩，达到它们

的顶点：上智针对狂妄，明达针对昏昧，超见针对卤葬，刚毅针

对畏惧，聪明针对愚鲁，孝爱针对硬心 敬畏针对骄傲。额我略

的道理清楚地趋向神秘神修。这里，我们尤应当注意神秘神修与

瞻祷的关系。

首先，他标志工作生活是绝对需要的，比瞻祷生活更加需

要。无疑的，他曾频繁地肯定，在很多的角度下，瞻祷胜于工

作；若衡以需要的观点，工作生活强于瞻祷生活，为了人不能没

有善功而得救，却可能不是瞻祷者而升天。但是，他坚持瞻祷关

于两种人的相对的需要性。

一、布道者在瞻祷中燃起神火；换句话，他们与天光的接

触，使他们炎炎如焚。在外界的一切工作中，不管它们本身怎样

良好，人们很快地会冷淡，如果不知常常投身瞻祷的火炎中。心

灵的冷落会使他们的言语也冷落。二、有志成全者，在他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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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应当参以瞻祷生活，使能获得该生活包括的奇宠，尤其

是瞻祷之光。不差，圣额我略经常指出：相对成全的工作，是瞻

祷的先驱条件；可是他也标志：灵魂只在瞻祷高级神光的照耀

下，才能攀登圣德的峰顶。瞻祷不可能是继续的c 它只应该准备

灵魂行善功，而使它于王作中纪念天主的甘怡就是它的毅力。

在使人灵获得瞻祷恩宠一般的远准备中，圣额我略在督促灵

魂企望天宠的爱情，以及引起它对于所得的天宠的敬畏以外，特

别是指出； （一）谦逊“谦逊启发神光，骄傲予以掩盖。”

（二）退省，灵魂应该自我深入，接近天主的怀抱；深藏在内的

心，才能瞻祷。 （三）死于世it~及自己，那么瞻祷可比一个墓

穴。可是，这个观念是消极的，圣师的积极观念如下。

二、神秘神修。圣额我略时称瞻祷为一种活动，一种真正瞻

祷前的直接活动。这个活动的因素，在观察一切足以使灵魂趋向

天主的事物3 一般地说，这些事物，他称之为超越的、永远的、

崇高的、上苍的奥迹，或无形的奥迹。这是天主的美善，而我们

或直接地，或间接地予以钻研。灵魂本身的认识，尤其是基督人

性的认识，引人灵认识天主的性体c 这一切还不是狭义的瞻祷。

“人努力在可能范罔内，爬登陆祷之山：可是为了一般圣宠有限

的能力，他不能跃出一定的高度线J’

灵魂的这种“天主追求，，， fl[J使在瞻祷生j舌

难的；脱离觉性的对象，为与天主结合，是需要牺牲的。人应该

像与天神作战的雅各伯一般地与自己的理智作战。他时而胜利，

纯为了天主突如其来地在瞻祷中赐以甘始及圣宠；不久，他就要

重新堕入原来的悲境；可是，这种偶然的飞跃不是无益的。一般

地说，人诵读圣经，努力探索文字的意义教训，敬爱地体味自然

的及象征的奥迹时，可以升向天主c 这种瞻祷式的默想，如果瞻

祷的智慧予以一个新的神识，（ Intelligence Spirit时lie ）若不在注

正在方面，在精神方面，是特别地容易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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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累拆尔及玛达肋纳为象征的，狭义的瞻祷，圣额我略每以

比于一个山岭，而视为神修陪登的目标；又以比于…个墓穴，为

了它要求的鸿沟。它所以称作休豆、或静然，为了它的被动性，强

于它的自动性飞l 实在，它是圣神的一种观察，一种由于圣神的天

主观察：这种神宠的形式，是千头万绪的ο 圣额我略，尤视以为

一种超自然的智慧， A种天主的认识。宠光映出了天主，使受造

之物，在此世处境的可能范围内，见到及听到天主勺

应该特别指出．圣额我略虽大大地抬举瞻祷，并且描写了

（不运用科学方法而根据个人经验）它的许多崇高的种类，却不

忘谨慎地揭露它们在此tit所有的界限σ 人在瞻祷中所见的，不是

天主的性体。灵魂感到：它所见的不是真理的本体；为见到真理

的本体，市要→种奇光J 瞻祷中天主的认识还是遥远的；这是黑

暗中的事 vl ＝ “圣人们在离开世界前，只能通过虚像，看见神性

的奥迹乙”圣额我略把瞻祷享见，比作出于本能的 A句话头．比

作或轻或烈的一个呼吸，比作二个咕哝，而籍以指出：天主怎样

隐隐地在我们心中活动着，怎样震动着我们的神魂之耳。真正的

瞻祷存在天堂上；在世上，只存在着它的 a种阴影。而且瞻祷的

圣宠本是短促的，有时像闪电般地就过去c

这关于瞻祷飘矢性的几点证明：额我略所谈的瞻祷，不是瞻

祷的生活状态，而是瞻祷的基本因素，就是超自然的及来白天主

的圣宠。他强调指IH瞻祷的成绩：一个深切的谦逊，为了天主的

认识产生真正的自我认识；一个忏悔的情绪，它拉出灵魂，送至

天主台前； －个不容捣乱的手fl平，及一个天土之乐； A个新颖

的、特别热烈的追求天主的爱德，因为天主圣神的气息 A与我们

接触，我们就驰往超自然的美善3 通过焚烧着的天乡之爱火，夭

主的足迹，就印在接受他的心灵上飞

这个在暗祷中焚烧着的天乡之爱啕把一种光耀的毅力，给于

南道者的言语，为了布道者的理智，已深深地笼罩在天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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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飞那么，瞻祷虽短促，它的成绩延长着。在圣人身上，这个

行动，不但能利用所得的圣宠，还就是 A种对于天主的追求。于

是，工作生活，与瞻祷生活打成」片c 原则地说，没有，个信

豆，不论在任何地位内，不能瞻祷，即使实际上，获丰瞻持的人

数不多；即使不少的人，为了他们的不近情，不能明智地努力

以求 c

（丁）布道的职责

圣额我略的神秘神修引他谈论可锋的职责。他指出－－切真正

的布道者必须也是瞻祷者；而·切除祷者应吁参加工作生活 这

里所说的工作生活，不但指」般的修德生活，又指那些拥有才能

及职责者的布道生活。在司牧训话卷－内，有极严厉的」章；它

是所以攻击那些不听号召者的 3 “不少具有优秀才学的人，只乐

于度·个自信祷生活，离群索居，不肯挺身而出，向民众宣传真

理 如果我们尖锐地批评这种行径‘毫无疑问，我们会觉得：他

们能做的善工愈大，他们的罪恶愈深重ιl”为此布道活动．至少

在若干圆满的工作生活中，是不叮或缺的。

圣额我略在古代圣1）币中，与众不同地揭示了布道条例。在他

的伦理丛谈，他的通信，他的论赞里，｛也不停地予以提及？这

点，在他的司牧训话中，他尤权威地予以讨论3 但是应该了解，

即使在这里．他的论调也不是由以科学方法的分析，而是一种伦

理神修的指寻。正如赫特（ Hedley）昕指出的，他不涉及疑难的

问题．也不进入具体的枝节问题＝这本简单的，格言式的手册，

日的在普遍地灌输」系列的丰富观念，使读者予以发挥．而l吸取

神益二

圣额我略最注意的，就是司锋的精神条件υ 圣师在司牧训话

中，开头就说：“无疑地．司锋需要才学；指导人灵是个艺术，

艺术中的第一个艺术；如果没有相吁的能力，而接受这个责任，

那么不是大冒昧I吗？可是接着，（也就注 i旱地指出可锋应有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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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一的大半篇幅是关于这一点的。他责斥那些不是为了谦

逊，而是为了瞻小而逃避神品的人c 他更声色俱厉地挝伐那些不

是为了神火，而是为了贪心私爱而追求神品的人。这个可锋个人

的圣德，虽在卷一里，已写得痛快淋漓；他在卷二里，还频繁地

予以提及，并且特别指出，内修生活为保持及发扬这个圣德的途

径。但是这里。他的中心思想在作出司锋与人灵联系的准则。圣

额我略标志：司锋在谈话缄默中，都该谨慎将事；与善人来往，

应该温和；与弱者来往，应该坚决c 这两种德行，应与极度的戒

心联系起来。他要求司锋不要在讨好人们上用心，可是应i亥使

他们对自己发生好感，而因以使他们更坚持真理。他也嘱司锋运

用~］戒的方法，时或出以温柔，时或出以严厉，可是一贯地出以

智慧及节制。

在一切司锋任务中，圣额我略最着重布道工作。占着全书三

分之二的篇幅的卷三，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一切言论总归于

下面一个原则：看对方的环境与个性，设法为耶稣基督争取他。

在四十章中，他具体地指出各种不同典型的人：“劝男子应该采

取→种方法，劝导女人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劝导青年应该采取

一种方法，劝导儿童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他又指出人们

不同的个性，沉默的与多话的，懒惰的与活泼的；……至于罪人

们，他尤该多多予以注意。圣额我略的作风与写基督教义的圣奥

斯定的作风是一样的：额我略首先是个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他

的细致有时是极有兴趣的；但是，他的理论每是一般的。无论如

何，在他的司牧训话里，基督文学辞藻条例是谈不到的，相反

地，在伦理丛谈里，尤在三十及二十一章，他冗长地予以讨论。

在那边，他极度明朗地指出了布道者应有的精神条件，其中他再

三致意的，就是祈祷默想。从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伟大的教

宗，真正的领袖，出类的伦理学家的深刻的内修生活，是怎样地

与他的活动并驾齐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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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以锡多前的作家

（甲）布拉加圣玛尔定

四O九年光景，蛮人侵入内班牙，汪达尔族，稣汇维族，阿

郎族，可说是这支军队的先驱部队；不久又来了巴哥特恢．赫留

米族，尤其是维网哥旗。这些新来的民族强占着若干行省，而且

也频繁地彼此火并。四二八年后，汪达尔族转赴非洲，退出了战

场。这些外来的民族，渐为别的民族所同化、五世纪末叶所存

的，只有稣汇维族，反维西哥族：前者稳扎于加里西亚及琉息退

尼亚；后者以托力多为中心，做着其余半岛的主人翁，｛白了贝克

（四六七年至四八五年）于同六七年，用七六年间，扩展了 i二鲁

斯哥德王国版罔，直至几于整个的西班牙；而使王国的声威达到

了顶点r 哥德人因法兰克人的压迫 在六世纪初叶，大量地逾越

卑利牛斯山脉2 后来，在利奥维网统率下，他们征服了加电四

亚，毁灭了稣i［维王同，得耀武扬威于半岛 t. 他们的眼依公

教，在两班牙教会史 t. 写了灿贮－的 A页，可是稣汇维族的信仰

公教，还在他们以前。

僻、汇维一个王上，在四六六年左右，受了 A个班教徒的诱

惑，率领人民崇奉 1]J!.略异端台→世纪后，在 rL六0年，布拉力口圣

玛尔定才引他们归正 ！？；辑：班诺尼亚的玛尔定，本是吉f＼尔 l泛主

教，不知在什么环境F，他来居于加HI西亚，始任隐修院长‘继

f翠为杜美区主教，终于五七三年，升任布拉加总主教一都尔的害时

我略指出，玛尔定是当地最博学的人士巾的－个）稣汇维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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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以及整个稣汇维国的版依公敦，是为了震于他的才学权威。圣

玛尔定的声名，又为了他主持的若千教务会议，而益加藉藉。五

六三年，在布拉力日举行的反普立息力安异端会议，是由他主持

的c i亥会议作出的十七条决议，解决了这个异端。五六九年的高

卢会议，六七二年的布拉加第二次会议，强有力地镇压了新公教

神职阶级的野心。他大约死于五八0年。

圣玛尔定的著作，虽没有什么伟大的场面，可是，为了若干

小册子的实用性，是很能引起兴趣的。作者特别是个伦理学家，

他曾先后指导信友及隐士，他又写了些有关教律的著作。

（一）他为教友们写了下边几种书：正经生活论（ Formula

vitre honestre）这是一本阐释智、勇、节、义四枢德的伦理作品；

诊治浮夸论（ pro repellenda jactantia ），骄傲论（ De Superbia) , 

谦逊训话（ Exhortatio humilitatis ）。这三册的目的，都在攻击骄

傲，举扬谦逊；忿怒论是做辛尼加写的一本很好的作品。

（二）他为隐士们译了埃及教父们的格言（ Sententire 

吨ytiorum Patrum），至于古人语录（ Verba seniorum ），这是他的

门生巴斯加士片J他的名义译的c

（三）玛尔定的教律著作，补充了他的伦理著作。除去布拉

加第一次会议议决案外，还有所称的八四款玛尔定训话，计分两

篇，上篇论神职成员的职责， F篇论一般教友的职责。他的论三

次浸水（ De trina mersione) 一信，是所以攻斥萨柏利阿斯派一

次浸水论的。他的复活节论指出计算节目的规则。

“批评乡人”（ De com咒tione Rusticorum）的论赞，是所以攻

击残存在他们中间的外教主义的。他自己的墓志铭是用三首诗写

的。阿蒙（ Amann）指出：“这几句诗标志：在蛮组之地，布拉

加玛尔定还保持着古代文化的情致。他以行将毁灭的古代文化最

后一个证人的资格，预报了将来的新时代。劝化稣汇维民宗徒的

用心，也就是在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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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维西哥族宗徒圣雷安德尔
几乎在整个的六世纪中，维西哥人是最不顾一切的，亚略异

端的拥护者。利奥维西特（ Leovigild）战胜了拜占庭，征服了稣

汇维，创立了→个帝国：他极度仇视公教徒。就在他执政时，塞

维尔总主教圣雷安德尔开始了归化维西哥人运动。

雷安德尔原籍迦太基；五四九年，信奉亚略异端的哥德人侵

略时，他的家庭移居塞维尔。看来大概它与王家没有什么亲戚的

关系。他的两个哥哥，圣以锡多是塞维尔主教，圣孚盛思是迦太

基主教，他的姐妹弗罗棱典娜是个修女。雷安德尔本是个隐修

士。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与利奥维西特的儿子，赫梅内西相

识，赫梅内西在他的妻子的规劝下，有意版依公教c 雷安德尔予

以教育并且终于玉成了他的志愿。这个新教友立刻采取保护同教

人们的步骤。为制止一切对于公教徒的暴行，他与拜占庭结了友

好之约。雷安德尔一心表示拥护这个时受到尖锐批评的政策。五

八一年左右，他且亲赴君士坦丁堡求助于皇帝。赫梅内西据塞维

尔，反抗他的父亲；两年之后，城破被擒，且被流于华朗西亚，

可能就在那里被杀。

雷安德尔于五八四年任塞维尔总主教。五八六年，利奥维西

特的猝死，消除了亚略异端的风云c 利奥维西特的次子，雷加兰

德，努力于维西哥人的归化运动。雷安德尔对于该项运动，究有

怎样的贡献，是很难确定的。无论如何，在他指导之下，极度隆

重地举行的托力多第三次公会议，对这个运动，引起了极大的作

用。雷安德尔终生是王上的好友及顾问，对他始终发生最良好的

影响。大约他是与王上同年死的，他又被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

家，以及一个伟大的主教。

圣以锡多说他写了不少的著作，可是己都失散了。现在所存

的，计有一篇记哥德人归化中的教会胜利论赞，还有一册致他的

姐妹弗罗棱曲娜的“贞女阶级与轻视世俗论”，这实在是一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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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准则。

圣雷安德尔最基本的事业，和他的最伟大的光荣，就是他在

五八九年，托利多会议席上，作出的新的宗教政策。这个政策，

历经整个的八世纪．不变地推行于一系列的托力多公会议中，，计

到七0一年，在托力多共举行了卜八次会议，第一次举行于四0

0年，它的二十款决案，尤是著名的；五二七年举行的会议，没

有多大成绩；自五八九年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始，议席之上，可见

主教与君长们共同磋商着；可是教会始终占着优势：这点，抗议

教徒祁肇（ Guizot）也不予否认c 因此在维西哥人的法制中，渗

透着基督教会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表现于一般的出乎蛮人意外

的观念中（人在法律前的同等性），或表现于个别的组织中（奴

隶制的逐渐向汰L 雷克格（ H. Leclercq ）指出； “裁判大全”

( Forum judicum）是由法律，学识．演讲组成的c 十三世纪时，

圣斐迫南译以卡斯提尔语，书名（ Fuero Juzgo ）；它原文被视为

西班牙法典的基础。人们每指摘：这个维西哥法典，把教会与同

家联系得太密切，甚至似混为一谈。不管主教们怎样努力，这本

法典未能全部执行，而且不能阻止国家的衰落〔可是，理由不是

为了公会议犯了错误，它们制定的教律是极好的二那些教律，一

方面坚决地、高尚地指服从公教教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驱策

主教、司择、教友努力恢复纯粹的基督伦理观。最后一个会议举

行于七。一年。十年之后，七一一年，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

（丙）第二流作家

一、伊达斯（ Idace）生于加里西亚，四二七年，升沙物主

教。他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四七0年，他完成了→种

起自三七九年，止于四七0年的编年史。作者志在继续圣热罗尼

莫的历史作品：关于四二七年以前的部分，作者只摘录了古人的

记载；关于四二七年以后的部分，作者也是以证人的资格，挥笔

抒述的：因此，它在西班牙，尤其是加里西亚历史上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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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大的。

二、比格拉若望（Jean de Biclar）原是比格拉隐修院长，五

九－年，被罹为主教。他继续写东诺诺·维克道（ Victor de Tun

nunum）的编年史，自五六八年起，至五九0年止，后来圣以锡

多又继续了他的工作c

兰、王安士了尼是华朗西亚主教；他写了 A本谈道书，“答鲁

斯的居” C Rer川

；先论巾（ De Cognitione Baptismi ）。

四、举斯得（ Juste ）是乌尔赫尔主教，查士了尼的兄弟；

他写了→本稚歌注释：注释是由以讽喻主义的，可是行文又明

朗，又简洁。

五、亚普林奇阿斯（ Apri吨ius）是巳达和斯主教；五四0年

左右，写了→本启示录注疏。

六、玛拉加塞弗拉斯（ Severe de Malaga）写了反亚利约派

论，及童贞论；可是都已遗失c

二塞维尔圣以锡多

（甲）生活

圣以锡多似以五六0年生于塞维尔。他的父亲在他诞生后不

久就死r，他是由他的哥哥和姐姐弗罗棱典娜培植起来的。他们

比他，和他的另A个兄弟孚盛思，年龄要大得多。他在塞维尔隐

修院中，受了－个很高的教育；且在那里做了隐士υ 六00年左

右，接他哥哥的位置．做了塞维尔总主教，先后共计三六年。他

是当代西班牙最有声望的 A个主教：他不但主持本省的教务会

议，也主持客省的教务会议。六一0年，他在托力多朝上，第一

个签署了会议同意的王上的通令，声明曾经迦太基会议承认的托

力多主敦的首席性。在六三三年，托力多第四次会议中，他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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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的资格，表现r他整个的权威。

托力多第四次会议是在半岛上最著名的一个会议。它是重要

的决议，计有关于宗教及社会的四点。

（一）关于宗教，公会议在宣布了一种信条公式后，命令各

地教义的统一，规定若干应守的纪律，强调司锋的贞操责任，提

醒主教监督法官，揭发他们的职权的滥用，解除神职人员纳税服

役的义务。

（二）关于犹太人，公会议一面指捕“薛士波” ( Sisebut) 

王强迫犹太人阪依公教的措施．一面维持第兰次公会议（五八

九年）厉禁他们担任能厘订侵犯教友的处分的官职，及拥有教

友奴隶c 公会议又宣布没收一切已经归化而复叛教的犹太人的

产业。

（兰）关于国家，公会议再度承认驱逐松典拉（ Suin 

玉而登位的西士南（ Sisenand ）新王，并且声明：谁予以攻击，

谁就应受绝罚。

（四）关于教育，公会议决定在每个教区内创立一个学校，

以培植神职人员 ζ

在这→系列的步骤里，人们合理地认为见到了圣以锡多，柏

兰利奥（ Braulis）所称的七世纪西班牙教育重整者的手绩。他早

于塞维尔建立了裁培神职人员的规模伟大的学校，校中设有校长

一人，他负着教育训｜｜育的责任υ 圣伊特丰斯（ St Ildfonse ）是由

该校培植出来的｝以锡多的难于一敬的著作透露：他的学识是渊

博的，他的工作之心是热烈的；这个热忱是与他造福教会，教育

人民的热忱相同的。他死于六三六年四月；死前几个月，他出众

地表示了他轻视世俗，怀爱信友的心灵。托力多第八次公会议尊

之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接着塞维尔教区，和整

个教会，在教宗意诺增爵十三世的指导下，于－~七二二年，致以

同样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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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圣以锡多的著作

圣以锡多的著作是很多的，大约可分四类；百科的，科学与

历史的，圣经的，神学与伦理学的。他的通信共二计十三件，三件

是他接到的。人们又说他写了很多关于教律教义的书；可是它们

的历史性，还 A点没有保障。

（一）百科的著作以锡多的两部著作，尤标志着它们的百科

性，以及作者的治学方法。此外，还应当指出 A本极饶兴趣的小

册子。

→、 i百源、（ Etymologies）是塞维尔总主教最重要的一部没有

完卷的作品，共汁二十卷c 这个分卷，可能是以锡多计划的，也

吁能是萨拉哥撒总主教，怕兰利奥恪据他的手抄本而这样刊印

的 c （一）一到四卷，论自由学艺（ Arts liberaux ），卷一卷二论

文法、修辞、论理；卷三论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卷四论医

学。（三）卷－五是本通史辑览，卷六记教会礼仪，卷七论神学，

卷八述各地教会反各种异端派τ （三）卷九论人类及各地不同言

语居民的分类，卷十论文字，卷十 A论人与人性，在十二论禽

兽。 （四）卷卡三谈天文，卷卡四卷十五论地理，卷卡六论矿

物υ （五）卷卡七论文化，卷「八论战争，卷十九论建筑及衣

服，卷二卜论菜肴及家庭用具。

圣以锡多一贯地根据话源，发展他的思想；如果找不到自然

的，他就想入非非地，或巧或拙I也予以制造飞例如他说；皮

( Nox）是从损害（ Nocere ）来的；朋友（ Amicus ）是从鱼钓

( Hamus）来的c 这种著作虽离标准还相当远，对于中世纪的贡

献，己是无边的工

二、言语异同论（ Differentire ou de Proprietate Sermonum）在

另一稍微不同的角度F，比较地再谈语源内所论的若f点。卷一

论字的异同（ De Differentiis V erborum ），指出六~o种不同的意

义，若干种是极玄妙的。对象是→般的，哲学术语也不在例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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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论物的异同（ De differentiis rerum），实在是本神学著作。它

根据科学方法分作一七O节：圣三、基督、天堂、天神、人类；

自由意志，堕落，圣宠，法律与福音，工作生活与瞻祷生活，科

学与智慧等等…真是五花八门的。

三、受造之物秩序论了（一）天主（二）天神与魔鬼，

（三）宇宙（穹苍、星宿、地球、天堂） （囚）堕落后的人类，

罪与罚，（地狱及炼狱）以及将来的生活。

（二）科学与历史著作

」、万物性体论是本谈物理天文，献给薛士波的小册子。

二、年代录（ Chronicon）用一二二节的篇幅，叙述世界自

创造迄六一六年阔的六个阶段3 作者所用的资料，采自非洲人朱

理亚，欧瑟伯，圣热罗尼莫，以政维克道东诺诺（ Victor Tun

numnum) o 以锡多指出了维西哥族归正的若干事实，以及他的哥

哥雷安德尔在该运动巾的功绩。

兰、哥族，汪达尔族，稣汇维族，诸王历史．是根据不同的

文献编成的。它是很宝贵的：关于哥族的一部分，写得最为详

尽，止于六二·－ －年

四、名人传（ De Yiris illustribus ）是所以继续圣热罗尼莫与

坪内狄阿斯的名人传的c 共计四五章，可是谁是头上十二章的作

者，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批判学者说它们是另一个较古的

作家写的，后面的三四章，一定是圣以锡多写的；写作时期，当

在六 4六年，六一八年1日lo

（三）关于圣经的著作，这不是狭义的注疏作品，而是有关

圣经的若干特别的研究，这种研究，可分四类。

一、简短的关于古新经各书的引言。

二、圣经人物传记，计古经人物六四个，新经人物二二个。

书中插着若干外笔（ Interpolations ）。杜歇纳指出；关于圣雅各

伯的→段是外笔；其中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把雅各伯书归于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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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伯，二强调雅各伯不死于黑落德·阿古利巴，巴勒斯坦王子

（四一年至四四年） ·而死于黑落德·安底巴子。

兰、讽喻注解的若干点是过度的：例如关于古经人物的一二

九次注解，关于新经基督的譬喻及灵迹的→二的注解，都犯了这

种错误。古经中的象征事迹的问题，户籍纪中论→至十六，十八

至二0，二六、三0、四0、四六、五0 、六0以及一五三等于

头上七个数字的总和的问题（据圣奥斯定说），也都是无稽的。

四、古新经问题，在比较两经中，指出典型学说：它的道理

是丰富的。

（四）神学及伦理学著作上列的三类著作，在神学上，己占

了一个相当辽阔的领域c 下列的几种，对象虽无异于前者，论调

却能更集中于一点。

一、反犹太人论公教信仰，这本著作虽带些辩护性，尤在指

出关于基督，以及基督降孕的后果的种种丁

二、兰卷格言录，几乎全部摘自圣奥斯定与圣额我略的著

作。这实在是本神学、伦理学、神修学于册；并且是最实用，而

最为中世纪所欣赏的。

兰、教会典职是献给圣孚盛恩的，卷一论钦崇天主，卷二论

教会仪式二这是本有关教会礼仪及纪律的极饶兴趣的作品 Q

四、罪灵的悲号，是一种病苦备尝的人与他的理智间的对

话c 理智督促他维持希望‘向修成之途迈进c 在神修指导方面，

这是最耐人寻味的一本著作。

五、隐修准则，根据作者自己的批评，无非是古代隐修士的

传统观念，以及最近关于隐修著作的撮要。本笃的修规，自然他

也不会不认识的。

（丙）圣以锡多的道理

圣以锡多从十八世纪以来．在整个教会内，被视为圣师c 中

世纪时，他的伟大的影响早已越出了两班牙境界。可是应当了



第二章 西班牙作家 225 

解：圣以锡多不像圣奥斯定，他的理智不是特出的。独步的，创

造的；他虽什么都谈，什么都谈得不深刻。换句话，他的知识的

量是广大的，他的知识的质是平凡的。圣以锡多是个搜辑者，百

科学者c 他的学问是借自人们的，不是自出心裁的。他的神学及

神修学是圣奥斯定和圣额我略的；其余的一切，是从古代文学宝

库中，大量地吸收来的。他的搜辑的本领可能是空前的。他的理

智是极度开展的，记忆是极度巩固的，笔法是流利的，清明的，

神速的c 他所用的术语，虽不少陈腐而野头野脑的，他作出的定

义，频繁地是极准确的。圣以锡多负着天主上智，给他的关于当

代以及后几世纪的特殊使命。他与卡息奥多刺， i皮伊斯，及圣额

我略，同是中世纪的教育者。他的百科知识在当代为他争得了一

个特别的权威。

我们想用不到去把他的道理做个综合，为了他的大量的著作

的系统性太薄弱了。他撮要地报告了我们当代一切的潮流；在这

个角度下，他的著作的价值，是无边的；可是在这 4堆琳琅里，

实在找不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系统。这里，一面为使读者更能准确

地认识圣师的频受歪曲的思想，另一方面，为揭露在神学及伦理

学传统上，更重要或更暗晦的一点起见，我们且综合地作出几个

结论c

」、以锡多下面的五部著作，对于现代的神学，还有相当的

贡献： i告游、（ Etymologies）论的卷七卷八，言语异同论（ Differ

ences）的卷二的大部分关于实体的篇幅，几乎整个的万物秩序

论（ Ordre des Creatures），反犹太人论公敦信仰，格言录卷一。

在下面我们只乐于写出几则按语。

（一）以锡多的天使神体及九品论，忠实地受自圣额我略，

而额我略的论调是依据得尼亚掠拍吉替卡的。

（二）以锡多承认灵魂是神体，关于灵魂的起源，他虽表示

它受造于应与肉身结合时，承认这个问题到那时还未得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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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兰）关于原罪、偏情，及没有圣宠帮助的人的软弱性问

题，以锡多的见解，都是圣奥斯定的c 没有领洗而死的婴孩们，

为了原罪，应受狱罚；圣宠是仁慈的天主的恩惠。

（四）救赎的道理，以锡多把它归纳于代偿及祭献两个传统

的观念中 3 他也提起了权能滥用的学说〉

（五）他的圣事定义是从圣奥斯定借来的，可是他说得没有

奥斯定的明白〉以锡多把仪式与圣宠，分别得更加深刻。奥斯定

以为圣宠是圣事的因素，以锡多认为圣宠不过是仪式的后果3 再

者，他们跟着圣盎博罗削，过度强调物质．例如水的祝圣问题。

他只称圣洗、！毕振、圣体为圣事c

（六）教会仪式论卷二，大谈f神 Mi飞一他描写了两方教会，

久已存在的圣统制中的一切阶级ο 以锡多似没有认识在异端教中

膺受的神品，是否有放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已开始在两方教会

中争执着勺以锡多·贯地坚持着圣奥斯定的见解。

（七）以锡多的末世论，是极度坚决的。他强调：地狱之火

的永远性，以攻击慈悲派的错误；未经忏悔的大罪，推人进入地

狱气来世的徒刑之地是炼狱；被押人者，不是为了大罪，而是为

了小罪；例如祈祷分心，不忍耐，食息说话过度（起身迟，｜嘴

7号多：等等），天福因素地在享见万善万美之源的天主c

（八）天主无条件地预定被选者升大堂；为下地狱者，也有

一种预定；这个预定不是积极的，就是天主并不要他们犯罪，因

而他们下堕地狱；这个预定却是消极的，就是夭主市置他们应受

的刑罚，以及没有叫他们手受永福f 再者，善人的预简及恶人的

不预筒，是极玄妙的二以锡多在他著作中最短的一章中说：··在

这个这样暗晦的问题上，吾人不可能测度天主的措施，权衡f!if简

的神秘秩序气”

二、伦理神学及一切传统神修学，基本地可见于塞维尔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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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浩繁的神学百科书中。言语异同论卷二，是特别关于这个

问题的3 格言录卷二卷三谈伦理的基础，罪灵的悲号指导灵魂怎

样从罪恶的境城．防登圣德的峰顶c 教会典职及隐修准则是关于

神职人员及隐修士们的任务的

这里，我们想再度作出几个纲领的指示c

（寸大小罪的分野，见于论地狱及炼狱的篇幅中c 罪求共

计八个；贪罄、奸淫、’tr！~吝、嫉妒、忧虑、忿怒、虚荣、骄傲，

最后，个是一切罪恶的根气它们的支点在肉身偏情中；而这个偏

情，也是原罪的J科1遗毒 J

（二）人们运用德行来攻击罪过c 修德 hi!. ＇可出以居1］烈的斗

争ο 这不是一贼就成的，这是仗着圣宠而→步步地，逐渐进行

的。在这领域哩，基本的德行就是因伦德；在高级的领域内计有

信、望、爱兰神德；官们巩同灵魂，使它与天主结合u 智慧是修

德必由的途径3

（王）以锡多论工作生活及瞻祷生币时，只J最费地抄袭了圣

奥斯定及圣额我略〉这两种生活的成全性是不寺的，人们不得随

便予以选择，因为若干人只配工作，而若f人只配自信祷c 标准生

活是种？昆合生活：耶稣白日演讲泊疾，黑夜祈祷默想的生活，就

是这种生活的典型υ “为此天主的仆人，效法基督，不放弃工作

生活，而专于瞻祷生活c ”

（四）智慧瞻仰永远的真理。智慧所以异于学问，就在这点

t. ；学问的对象是暂时的实际，而它的目的，在指导工作，虽附
带地也与睽祷有关。学问系于明智；为了学问也应该寻求天主．

它也引人趋向智慧。智慧在世界上是有界限的：谁承认认识天主

不切. i:住才能好好地认识天主＇＂

（五）在祈祷及读书t，以锡多给了我们出众的指导；他尤

叮嘱我们读圣经，并且指出圣宠将使我们对它有准确的认识c 他

对于浏览俗世的著作，尤其是诗歌的态度，是严峻的：他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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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败坏风俗。他写作的时代，既不是巴西略的时代，也不是奥斯

定的时代。以锡多认识极多的古代作品，为此，加上他的神学知

识，他是中世纪的一个教育家。

三七世纪其余的西班牙作家

萨拉哥撒总主教，圣柏蓝利奥（ Saint Braulio）是个著名的

演说家；他爱图书，且继以锡多做了朝庭顾问。

七世纪末，在托力多产生了最知名的人士：总主教圣安日纳

（鼠， Eugene ）是有名的诗人，萨拉哥撒的圣塔伊翁（ St. 

Talon），是与他同代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托力多总主教，

→为圣伊特丰斯（ St. Ildefonse），一为圣举良（ St. Julien ）。

圣伊特丰斯是圣安日纳的侄子，六O七年左右，生于托力多

的一个哥德家庭中c 教育他者，始为他的伯父，继为圣以锡多。

他进了托力多隐修院后，被选为院长；六五七年，接他伯父的

位，为总主教3 他死于六六儿年。他虽写了不少的著作，可是能

传留下来的，除掉两封信外，只还有下面几种：（一）玛利亚卒

世童贞论；这是所以攻击赫维拉阿斯（ Helvidiu日）的诬蔑的；书

中洋溢着信德及孝爱的氛围。（二）圣洗论，它指出的关于保守

的组织，是极有见地的。（三）领洗后的荒郊之途，这里所称的

荒郊指神修生活，信德，以及善工。（四）名人传，这是所以继

续圣以锡多的名人传的：书中共有卡四个教会作家的传，儿乎都

是西班牙人，圣以锡多及圣安日纳，也在其中。

六八0年，六九0年间，任托力多总主教的圣举良，是个犹

太人；他可与圣以锡媲美；在创造力方面，且驾而上之。他不但

像以锡多，是国家及教会要人，而且他的写作活动，也是无比

的。他的著作有关于神学的、历史的、辩护学的、音乐的、以及

诗歌的J 在他留F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来世丛谈（ Pronost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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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不久，西班牙就为阿拉伯征服。

Les ecrivains d’Espagne Saint Isidor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Pour I' ensemble, Hrnrrn, Nomenclator, t. I. -Pour 

I'histoire, voir particulierement H. LEcLERιQ, l Espαgne chrelienne , 

Paris, 1906 ( Bihliographie g居时rale' p. 17 -24 ) . -Hnf:LE-LECLF.R 

吨， Hi.it. des conciles , t 噩， 175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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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尔圣额我略

将来的都尔主教『乔i台·佛罗棱爵，习称额我略．生于克勒j

芒斐；1r, c 这是－个高卢罗马奉敦的元老院旧贵族；它给了教会不

少的主教；！每格耳的圣额-f~略（取名前我略是为纪念他的人克

勒芒的圣）JI！尔，月4昂的圣尼济爱．都是他的扫父和｜茬！！币二额我略

受的教育，不论在文学方面，在宗教方面啕都是恒！司满的。他的

文章虽不是典型的，却是当时的上流社会的二五六三年，制我略

病势危急，就往钥圣玛尔定墓，因得霍然丽愈ι 可能这个1足迹使

罔棱谷人（ Tourangeaux ）力n以注意，而于l年之后，选他为主

教c 他虽婉辞，终于只得接受c 他在二卡年 rp （他死于五九三

年，或五九四年十－Jj 「七日），管理教会，不知倦怠地，照顾

教友们的神形利益ο 教会用圣人之礼恭敬他。

他在祁莲（ Gibbon）所称的奠造法兰西的主教中，若瑟·

悔斯德 (Joseph lle Mai叫re ）所称的营造蜂巢的蜜蜂中，是最知

名的」个ο 赫盛雷德（ Hergen 

日才’主教们在城巾里，兼为地方政府领袖，参加行政，委派政务

人员。六世纪末，他们开始为高卢罗马人民的发言者。他们在战

胜者面前代表人民；他们根据罗马法，权威地争使新民法不违反

教会法典，这是，系列政教会议的成绩c 会议席上，主教们，自

由民‘高卢罗马君侯，共同磋商有关教会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互

六七两世纪，这种会议是司空见惯的υ 六八三年后，这种会议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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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时候，就是法兰同人大批进入神职界的时候，于是教务就趋

向下坡。

我们明了这 A切，我们就能准确地衡量额我略的影响σ 这个

影响，为了他个人的价值，为了他的牧座的重要．为了他与许多

君王的来住，尤觉光明灿烂η 当时，罪恶与战争，纷至沓来ζ 这

是为了纽斯的里亚省（ Ne旧trie ）与澳士拉西亚（ A ustrasie ）省

间的倾轧叫当时代表两省的，是两个女子，一个叫犬勒得哀达

(Fred芒gonde），一个叫白龙霍（ Brunehaut卜、她们两个都是野心

勃勃，杀人不眨眼的泼辣妇 l 额我略不但能丰运地使部尔不受屑

毒而Jl使它恢复I·些古代的升平气象。他也吁仁不让地JL度反

抗纽斯的里亚王提尔拍立克（ Cltilperic) c 这个ti·r是 h八四年，

被他的妻子犬勒得衰达暗杀的 从那个时候起．都尔转属于澳士

拉阿 q\f. J 额我略是息泽柏特＼ Sigt>hert ）的朋友，他也死于夫刺

得哀达的魔子υ11：八四年起，制｛我略！故契尔得柏特工世的ld&i问 J

当时他最大的成就，在使契尔得怕特与他的叔父，主E耳高乐 E

间，维持着和平。因此，他争得了本教区，及整个高卢的景仰。

祁造（ Guizot）指出：“他的名声震动了整个两方教会。”

都尔的主教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也是个著作等身的文人

无疑地，他感到他的文章有缺点：因而每对他的辞令的粗俗，以

及类别座别的错误，表示歉忱，若干批判学者认为：这种作风纯

是一种文人的峰头c 可是不少人认为：在文学 t具有相当修养的

额我略却有欠缺；他的谦谢不是虚饰的二他的文章‘在陈腐的演

讲式中，突出着新鲜别致的线条寸这倒引起了文字起海学者的兴

趣， i司为从此可以找到由拉「语脱化出来的罗马语的蛛丝马迹

相反地，我们首先注意的，却是他的著作内容＝额我略的著作透

露了两种特性。一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就是在纯俗学的作品

中电例如法兰人历史（ Histoire dt>s Franc叶，到处顾到宗教利益。

作者的口标在熏陶信友；字号Z行问他特别注意宗教的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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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务。另一方面．他的几乎整个的著作，是关于历史的：大半

记载圣贤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所行的灵迹。看来这种著作，是极

适合当代的潮流的。

圣额我略的传记著作，共计八卷；开始时，是各各独立的；

后来由作者集为一辑，名为灵迹丛书（ Livre des Miracles ）。

（」）殉教者的光荣，共计~o七章，写于五九0年左右；

所述的是殉教者的灵迹。

（二）比利阿特圣举良（ St Julien de Brioude）的苦难德行光

荣，共计五O章＇）
（三）精修者的光荣，共i十」一二章，作者也叙述了很多的

灵迹。

（四）圣玛尔定的灵迹，共计四卷，二O七章。这是额我略

在他司牧阶段中的作品c

（五）二0个教父传，共计工O章。它是该辑中最著名的一

本3 此外还有圣安德月力的灵迹；所存在的只有每章的标题，以及

若T片断。圣多默的灵迹，似巳遗失。叙厄弗所七眠人史（ His

toi阶 des sept dormants d’Ephese）译本，还保存着。这是额我略在

→个叙利亚人的口译下写的。

在额我略的历史著作中，灵迹是最重要的成份。他不予出

判，只予叙述。他的优点在此，他的缺点也在此。巴敦威（ Bar

denhewer）表示：“无疑的，他的置信性，频繁地使我们惊’怪；

他的错误，为了不加虹别地轻信他所的有史料，简直不 A而足、

相反地，现在学者一致崇拜这个历史家的正直J’

所余的宗教著作为数极少。

（…）他的息多尼阿·阿坡利拿里弥撒（ Messes de Sidoine 

Appollinaire）摘录已遗失。这究竟是」种什么性质的书？到现在

还是→个问题。

（二）圣咏集i主疏所存的，只有若干二片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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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神职日课（ De cursibus ecclesiasticis ou de cursu Stella

rum ratio）依星宿的出现，指出黑夜中起身诵经的时间。

额我略的十卷法兰人历史，是最重要，最知名的。卷一是个

导言，卷二叙述法兰人的历史，止于克罗维斯c 卷三兰卷四续写到

五七五年，息泽柏特死的那年。后六卷自五七五年起，至五九一

年止，像是一种同忆录：一个证人口里，滔滔不绝的演讲，什么

枝节都不肯抛弃。可是，他是大公无私的，了解情况的，而且还

具有一种批判的头脑。作者对于教会的敌人表示的极端的憎恨，

元害于历史的真实性σ 可惜它的历史组织性，是根本脱空的。读

者绝对无法找出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什么有系统的纲领观念必

然是不存在的。它的整个的无边的价值，只在重重的事实的报告

上，以及报道的简单、坦白、率直上c

二圣季尔达智慧者

圣季尔达智慧者（ St. Gildas le Sage）是以他的不列颠的崩

、质（ De excidio Britanni 

h』s）著名的O 书共三卷．写于五六九年左右。这个不列颠的耶

肋米亚，为他的岛屿之家郁，在萨克森人侵入时，写了→幅最惨

淡的图画f 他轮流地，攻击君长、平民及一般神职人员，只有隐

修士避免了他的拈伐。一个过度的热忱，鼓动他作出了萨维央

( Salvieu）式的一套过激之语。他不是个真正的历史家，而是个

传单作家（ Pamphl居taire ） ο 他的生活，反映在十二世纪间的，毫

兀价值的一本传记中，又反映于鲁伊丝院长．费塔尔（ Vital),

于一0五0年，给他写的．考据也不精详的，一本传记内 c 季尔

达曾传教于爱尔兰；这是惟一可信的一点已费塔尔标志：爱尔兰

曾再度堕入野蛮境地，这是错误的～根据当地的传统，圣季尔达

跟着布勒道东人，移居阿摩辛卡；死于鲁伊丝，他自己创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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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隐院内。批判学者认为有两个季尔达，而说我们的作家死于爱

尔兰或不列颠。丰萨利物（ Fonssagrives）强调圣季尔达宣传福

音于欧洲大陆上的布勒塔涅。他没有提出什么足以令人折服的证

据，然他所提的布勒涅圣人们极度刻苦的生活却是真实的飞

三圣伯达可敬者

卡息奥多刺在意大利，圣以锡多在西班牙，都尔圣额我略在

法兰西所尽的任务，圣伯达尽之于英吉利。他是仿佛天主t智用

来教英国认识教父时代的教会的 j 他出现时，盎格罗萨克森人已

全部版依公教。他们的归化运动，是于六00年，由坎特布里的

圣奥斯定开始的产一世纪后，信德深人民间，运动就告完成叫这

个事业的建立，大半应当归功于出身西西里亚，坎特布里总主

教，圣狄奥多。这个大组织家，于六六八年，六九→年之间，在

英国树立了巩固的基督文化ο 伯达是这个事业重要干部之气

伯达生于」个盎格罗萨克森家庭中，早年进入文名藉藉的野

绿（ larrow）隐院。他研究各种科学，都获得惊人的造就c 行年

三十，膺受锋品；他就开始著作L 他至死（七三五年）是个不

懈的工作者。在整个英罔，谁都崇拜他，就正于他：隐修士、主

教、君王，没有不趋之若莺的。或说他到过罗马，可是还找不到

确切的证据 3 看来他没有出离隐院，他的德学的光芒，一贯地从

那边向外放出。可敬者的尊称，是民众在他死后，向他致敬的口

号。教宗良十三正式地把他列入圣品，并且尊之为圣师（一八

九九年L

伯达的著作是极广大的。在死前主年，他自己作出了→个他

的一切著作的目录，共计四五种。著作的大半是关于神学的，也

有关于一般科学的，世俗文学作品也不缺。这里，根据不同的对

象，我们把他的著作分作三类。



第三章 高卢与犬不列颠最后的几个作家 235 

（一）一般性的著作

我们把他的习称的教育著作，也归纳在这项F：计有书法

论、度量论，圣经中的象征，物性论、打雷论。他的冗长的时节

论（ De temporum ratione），是以以锡多式的世界六阶段结束的。

圣伯达的卡六封信，所谈的问题，有关于宗教的，有关于俗

学的；其中若干封无异于真正的论文。

伯达的诗歌集，和一册碑志，已经遗失。至于所称的伯达赞

美歌，看来不像就是作者所标志的。他的经文集，见于他的圣教

历史中。童贞颂，以及他用诗写的林典法（ Lindisfam ）主教，

圣卡斯伯特传，还存留着υ

（二）历史著作

伯达也用散文写了圣卡司柏特传；这本是极宝贵的文献，比

前一本更加完整。五个英国院长传，也是他写的。他的代表作，

自然要推他的圣教历史。时节论是不足以与它相提并论的。

英国圣教历史是部社会、政治、宗教史。作者因此被称为英

国历史鼻祖二高岱（ Godet）指出： “立共分五卷。它先叙布勒

通人与罗马人最初的夭系．接着反映季尔洁，奥洛斯，及亚奎丹

圣奥洛斯柏隆的作品；终于自出心裁地写来，直豆七三一年止：

教务、政治、教会传统， A切史迹，兼收并蓄。他如都尔的圣额

我略，把 A般教友及神职人员的使命，一炉共冶。这实在是部依

据公元的编年史，或历史丛书c 最有权威的批判家供认：伯达是

个渊博的编年史家；他的责任感是深刻的，他的批判是怜俐而正

确的；这是个可靠的、明朗的、生动的作家。他的著作使读者感

到愉快，而予以信服。”

（三）注疏著作

伯达的注疏著作，占着他全部著作最重要的一部分；内中有

论赞，又有注释。

根据马比昂本（ Edition de Mabillon），伯达的论赞共分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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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卷计有工十五篇c 其余－0九篇，他认为是膺品。这些演讲本

是为隐修士们的；对象是一年内重要礼日的圣经。为了他的目的

是教育的，不是神修的，他的论调是讽喻的，伦理的。

他的真正的注正在著作，范围极广，几乎包罗整个的圣经。古

经方面，“六日”（ H凹的neron ）从论创世纪开端，至于依撒格

诞生；首五卷古经释义，结约之柜及祭衣研究。在冗长地，讽喻

地谈了撒慕尔的使命，及提出了若干关于列王的问题后，他谈了

撒落满的圣殿，广大地注释了厄斯德拉及尼希米亚。接着简接地

注释了多傅亚传。在训导著作中，他讽喻地注释了箴言、雅歌、

哈巴谷。还写了巾帽英雄（ De muliere fo时i ）。

新经方面，伯达注释了四幅音，宗徒大事录，公教书信，启

示录。伯达又尽量地摘录了圣奥斯定的保录书信注解；可是，他

每随时参以自己的观察；我们实在无法指出，什么是属于他的。

为批评圣伯达的圣经注疏，应当辨别什么是他录自前代作家

的，什么是他自己创撰的。柏拉讷（ Plaine）标帜：“在他的摘录

里，盎格罗萨克森注疏家，无比清晰地把一节节圣经的字义伦义，

轮流地予以指出：可是不出圣奥斯定，对热罗尼莫，及别的教父

们的见解。相反地，在创撰中，他似放弃了字义，阐述若伯的伦

德时，虽跟着对大额我略，大大地出以神秘及讽喻意义；可是没

有他的冗长c”圣伯达虽也有他的缺点，不愧为中世纪权威大师之

一，这虽也为了他的另lj类的著作，却更为了他的注疏著作。

四论罪罚著作

这里，我们想指出， 」系列问世于西方教父文学闭幕时，大

半由隐名作家写的书籍。这些论罪罚的著作（ Livres Penitentiaux 

ou Penitentiels），罗列着各罪为获得赦免应得的处分。那些处分，

不论在质的方面，在量的方面，都与罪的质量成正比例的。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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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ugaud）标帜：“关于最严重的罪过．血亲相奸、杀父、违犯

誓言等等，根据具体的环境，或判以流徒，或判以回去l禁于一个隐

院内；至于期限，或终生、或卡年、或七年、或兰年。关于较轻

的罪过的处分，或为四十天，甚至几年的大斋、或为祈祷、鞭

打、行哀矜c"

或以为西方的论罪书籍，仿于先进的罗马，这是不正确的三

深刻的文献研究证明：这类典籍创作发展于爱尔兰及大不列颠，

克勒特人教会内。最古的罪罚典籍，不列颠的是达味及季尔达写

的；爱尔兰的是斐尼安（ Finnian ）著的〔可是，究竟谁是这些

文献的作者？确定的答案到现在还没有作出 f 后代人指出的这类

典籍，为了转辗抄改，原文的面目，未能整个地保持着；吁是比

较牢靠一些，最著名的论罪罪典籍，当推七世纪克勒特人，顾梅
安（ Cunme-an）写的一部。可是谁都不能确定地指出及约克的

爱格伯（ Egbert ）。克勒特教会的.m~罚法， i渐被萨克森教会采用」

爱尔兰隐修士移居高卢，把这类典籍，带到－了大陆。所称的吕克

塞厄的圣科兰班的罪罚典籍，似是因素地名符其实的。法兰克教

会不以由不列颠传教士带来的罪罚典籍为i荫，又加以“告解券”

( Tarifs de P岳nitenc

罪罚典籍输入了山的另－方面 意大利的罪罚典籍是以法兰克为

蓝本，而照当地的情形而著的。

人家指出，可在罚典籍假定的私补眠，开始时只流行于隐修院

中，后来渐渐地也流行于→般信友巾。科兰班的影响是实在的，

可是没有人家所言之甚。罪罚的变化虽与他的著作有关系，更

由于环境的变迁，以及别的种种不同的因素。

如果或以为司锋在告解圣事中裁判的使命，是从“告解券”

及罪罚的条例来的．那么差得太远了。司锋在告解圣事内的使命，

早已见于很多不同的文献，可是我们尽可以说：减刑和调刑的条

例，是从“告解券”的条例来的c 这种作风也使罪罚渐趋轻微。



第四章教律家历史家及
东方神修家

一教律家

（甲）若望三世士林学者

拜占庭教律特点的一个，是它与民律密切的联系，以及政权

对于它频繁的援助。教政混合法实在是这个特点的生活象征。两

权混合的最令人痛心的结果，就是拜占庭教律的离婚法案，或为

了奸淫，或为了别的理由，愈来愈通行了。人家说这种氓合法是

若望三世制订的。这是一个错误，若望并没有积极参加。

若望本是安提阿的一个律师。五五0年，己四十七岁的他，

才加入神职阶级；并且代表该城主教，遍赴拜占庭，这是个野心

勃勃，手腕玲珑的家伙；不久就获得各方的好评，而于五六五

年，当选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死于五七七年，共计在位十二

年。如果这个若望就是若望·马拉拉斯（ Malalas ）的话，那么，

他于五五0年前，先写了他的通史十七卷，而在君士坦丁堡时，

继续写到五七四年。他尤以法律家著名。

在安提阿时，他己制订了一部重要教律。五三五年时，已存

在着一册都为六十款的会议法典：这是东方最初认识的一册。之

后，若望再重订时，加入了圣巴西略写的教律，并且把它们凑合

成为五十款。他的法典所以被称为五十款法典（ Collection de 50 

titres），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君士坦丁堡，他重印了他的著

作，而且根据有关宗教问题的皇帝通令，又另订了一本。它问世

于五七0年左右，就是所称的八七法典（ Collection de 87 Cha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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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若望的这些作品，遥远地为第一本政教说合法开辟了道

路；可是，它不是由他直接编辑的。

第→本政教混合时，又称五十款政教混合法，是由摩里士执

政时（五八二一六0二年）行世的；它是由若望的教律与民律

著作并凑而成的。它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希拉克路（ Heracli

us）当政时，埃南典奥法讷（ Enatiophane ）著的十四款政教混

合法，就起而代之，福细阿斯本不过是这本的重订本而已c 再应

当强调，拜占庭法典的政教混乱现象，肇端于这些政教混合法。

特罗劳（ Trullo）会议所订的法典，更恶化了这种倾向，以

及反罗马倾向。这种倾向，早见于修改后的教律编年纪中（ Syn

togn叫：撒狄格会议决案，列于前茅，非洲各会议若干不利于罗

马的条款，也被录入。特罗劳会议还加上了一0二条新法律，它

们是与拉丁教会法典冲突的；而且尖锐地予以批评。这一切有关

芹占庭教会法制的巨大著作，毫无疑惑地构成东西教会合一的

障碍J

( z. ）若望四世斋克者
若望四世是五八二年，五九五年间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

在东方以克苦著名的，在西方是以他与圣大额我略关于

(Ecum归ique）的定义之争著名的。他的若干关于补赎的著作，

也是他所以闻名的途径；可是，他们的历史价值是极可怀疑的。

米聂（ Migne）给他刑印的兰册，第一册罪罚典籍，像是十一世

纪或十二世纪的产物；第二册对罪人们的讲话，是与前册同时期

的；只有论补赎、守节、守真的第三册，像是若望著的2 皮特刺

( Pitra）还说他写了若干别的小册子；可是，这是很不可靠的。

不管这些著作是谁写的，它们提供的关于当代的赎罪纪律是

确实的。

学者一致承认，教会握有赦罪权，而主教是赦罪的执行者，

虽然他们同时强调，实际赦罪者是天主 执行的人们不过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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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司锋们至少已从主教受到昕人认罪，以及监视补赎之

权，圣巴西略说他们也有赦罪权。他指出，陵、修士们向那些举行

圣祭者自讼白承，7 宗徒法典强调同一的道理乙神修作家关于听神

工者应有的精神优点的论调，在隐修院内外引起了不少的弊端：

只是神隐修士（ Spirituel川有昕人忏悔及给人放罪的权柄。

告明原则地是秘密的；公开的告明只限于昭彰的大罪 v 若F

作家为便利死罪的告明起见，指出了七或八个罪宗；若干作家不

fEl罗列了应该公开告明的大罪，还指出了相当的补赎。

补赎（ Exomologese）愈趋愈缓和；补赎每行于被罪前；

般地说，罪罚比从前轻。可是，我们不能就此说，公补赎已经取

消。这种补艘，在当代的教会法典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这种补

赎；为隐修士们，有时是很严厉的c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告解

的风尚，尤在隐修士间，日趋普遍；可是，还没有变成必尽的

义务。

二历史家及传记家

（甲）历史家

当代惟一真正出等的历史家，当推厄凡尔（ Evagre）士林学

者c 可是．若干价值很不等的编年史家，也应当附带予以一叙乙

厄凡尔是安提阿的斗、律师，原籍柄手lj叙利亚‘生于五三六

年左右；安提阿宗主教额我略，很器重他飞厄凡尔不但好几次在

君士坦丁堡为他辩护，并且用他的名义草了很多的报道。他在朝

庭土的威声，也是赫赫的：提庇留二世委他为财政部长，摩里士

封他为名誉总督n 他的名噪一时的六卷圣历史。起自四二一年，

止于五九四年。专述基督神学的争端，大概问世于五九四年。他

叙述的虽偏于宗教方面，也随机及于政治社会方面。他援用的史

料，或为信札，戎为公文，或为书籍，都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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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形容过分的篇幅。一般地说，他是个正直大公的历史家；

他的文法虽稍蔓耕，却是生动的。

当时产于东方的若干纪年记，是与西方以锡多或伯达所写的

仿佛的勺其中若干作品，不过遥远地系于教会文学；马拉拉斯的

通史，就是一个例子n 这部通史，虽足以引起人民的兴趣，却不

足以耐学者寻味。它所记的阶段，起自五六五年．止于五七

四年。

另一个安提阿的若望，于六世纪．写了一部通史；现在所存

的，不过若干片断而已 c

当代最重要的编年史，是个隐名作家的复活节史（ Chroni

con I》ascale）；它的宗教色彩是浓厚的了他自称为塞泽阿斯宗主

教（六伞。至六三：八年）左右的－个拜占庭神职人员 J 眩书柏：

复活节史句为了岳头的一篇复活节期的研究？这部著作稍嫌平

凡；只有关于六世纪初的史迹，还有哩兴趣r

相反地．七00年左右，尼幕阿的若望写的通史是丰富而极

有价值的，其中七世纪的历史，写得最白色，该书所存的，只有

爱因屋皮亚语译本。

(Z ）传记著作

以后的历史，在东方，频繁地向传记的方面发展着υ 这类的

作家多如过江之酬，而且都是神职人员，或隐修士。巴尔卦

( Pargoire）捐 IB在他的著作中他引用 Tii十多种传记。还向当加

上殉教录（ Ma向1ria卜这哩殉教录可以使得我们对于东方的传记

运动，获得一个见解：这个运动，不m-nT与同时在福条那及都尔

额我略倡导下，风行于西方的可以并驾齐驱，而且可以驾而上

之J 六世纪两方最苦名的传记作家，当推忠、托i皮力斯的济利禄；

在他后的其余诸子，都是很平淡的。七世纪初，产生了若望，摩

斯卡斯；及他的朋友，圣索佛隆（ Saint Sophrone) ，索佛隆尤其

是为了他的降生神学著名的‘后面我们将于重述。这＿F{I我们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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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摩斯卡斯。

若望摩斯卡斯的名著是“神青茵”（ Pre Spirituel）。该书所

写的是隐士们的历史。这不是一系列贤者的传记，而是一系列不

同的足资观摩的故事。因为正如发来（ Vaill岳）所说的，“在这

忠实的镜子里，雨后春笋似的反映出种种德行罪过。可作模范的

轶事，英雄的苦行，儿童的神话，老吏的奇谈，一团糟地什么都

有；而且讲得很天真，行文自然亲切。读者如置身于巴勒斯坦隐

修院中，目睹在这波斯及阿拉伯人蹂躏前，全盛时代的精修生

活。”这个隐士生活，摩斯卡斯，知之最审，为了他曾亲历其

境，不但为时很久，而且在各重要隐院中逗留过。

发来又指定了这个犹太隐士流浪生活的重要年份。他以六世

纪中叶，诞生于大马士革；及长技身巴勒斯坦隐院精修，共渡过

了十来个春秋。五七八年，同他的朋友索佛隆（ Sophrone ），造

赴埃及，从此到死才相分离。在提贝易德作了一度巡礼，及在赛

奈（ Sinai）徘徊了十余年后，于五九四年，重归巴勒斯坦。六

。四年左右，为避波斯人的侵略，离去巴勒斯坦；在叙利亚逗留

了一个时期，后又回到埃及；在那边，做了不少的宗主敦的顾

问，尤臂助了圣若望施舍者（ St Jean l'Aumonier）；并且又写了

他的传。六一四年，他与索佛隆赴罗马；约于六一九年，死在那

里，索佛隆接受了他的文学遗产，边刑印了都为二一九章的神青

茵；边完成了他的圣若望施舍者的传。

其余第二流传记作家，为数很多；在下边我们只指出若

干人。

一、欧斯脱拉德（ Eustrate ）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神父；他

写了攸替歧传。

二、圣若望施舍者写了圣泰动（ St Tychon）传。

三、尼亚波利雷温思（ Uonce de Neapolis）写了圣若望施舍

者及圣西默盎简单者（ St Simeon le Simple）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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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撒巴的雷温思（ L岳once de St Sabas）写了阿格玄格真

坦圣额我略（ St Gr句oire d’的rige时e）传。

五、弥罗特的斯德望（ Etienne de Melode）写了二十个被贝

督英人屠杀的撒巴隐修士传。

六、尼西亚依纳爵（ Ignace de Nicee ）写了君士坦丁堡宗主

教，圣塔来思及圣奈塞福刺斯传（ S. Taraise et S. Nicephore) 0 

圣麦道得（ S. M岳thode）宗主教，（八四三至八四七年），也

写了不少传记，并且开始编辑殉教录。一世纪后，拜占庭朝庭大

员，麦塔拉斯人两默盎，（ Simeon de Methaphroste ），搜集古圣贤

的传记，也以这个工作自命。他共搜集了→二0种，可是他的方

法是缺少批判性的。他嫌前人所写的文章过于单调，就或增或诚

地，随意予以修改。结果，这部可能写得很好的著作，弄得并不

怎样高妙；但是这部著作，历久使信友乐于披读。

东方的精修者

（甲）圣若望克利玛格

圣若望克利玛格（ St Jean Climaque ），是当代东方精修者

中，卢名最藉藉的一个，虽然圣马克息、马斯精修者（ Maxime le 

confesseur），及圣狄奥多·斯图典特（ St Theodore Studite ）留下

的著作，并不比他逊色。

对于他的生活，我们没有多大认识。根据希腊礼仪志，他行

年十六，进赛奈隐修院，三十正式为隐修士，四十被选为院长；

就在那个阶段内，写了他有名的著作，“阶梯”。丹聂尔的赖依

都（ Daniel de Ra础。u）写的圣若望克利玛格传，不见有什么新

资料。他究竟生活在那个时代？谁都无法予以肯定。历史家每把

他放于六世纪；巴敦威（ Bardenhewer）指出他死于六00年左

右。现代学者愈趋愈相信，他所有的建树，当在六世纪中。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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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根据最新发现的文献标志，他死于六四九年。圣若望的

著作的结尾，是与圣额我略的“牧训｜｜” ( Le Pastoral ），极相像

的；因此诺认为，赛奈院长应当认识这位教宗的著作，并予以

援用c

j番典主教（ Mgr Petit）曾根据礼仪志以外的文献，重写了圣

若望的前－段生活。为了－切手抄本部称圣若望克利玛格为士林

学者（ Scholastique) ，他认为若望克和j玛格就是若望摩斯卡斯所

谈的若望士林学者（ Jean le Schlastique ），或就是索佛隆所论的

若望．雄辩学家（ Jean le Rhetet川 c 这个雄辩学家，于六－0年

左右，是亚历山大里亚→个灵迹的人证；而这个灵迹的对象，就

是索佛隆。索｛弗隆指出，若望雄辩学家，是五八0年，六一七年

间，亚历山大.Eft 亚宗主教．攸罗才（ Euloge）的得意门生。他是

陪着攸罗才从安提阿同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就在那边，他亡了他

的妻子 于是，就在六0 0年前，跃IH红尘，投身隐修院；六0

七年，他被升为百j锋 3 那么，他由于六世纪巾叶，诞生于叙利

亚．七世纪初当选赛奈院长。他的有名神修著作是伺赖依部的若

望要求而写的。那么，那个附在若望名字后的士林学者街头，以

及他书中所载的他目睹的关于埃及隐修士的种种，庶几可以得到

千个解说；而这」切，只凭礼仪志，是无从索骥的。再者，作者

的文章，标帜着渊博的学识；这点也足以加强我们的见解川总

之，这虽然是个假定，是很近情的；而且对于这个伟大的精修者

的个性，弦外之音，也是很有趣的。

圣若望克利玛格的著作，作者自己把它比作雅各伯的阶梯，

（序言内）或耶稣的气卡年隐居生活（结论）作者虽称它为阶梯

(Kλiµαn ，拉丁人称它为天楠（ Scala Paradisi ）；无论如何，作

者视以为 A本神修作品啕是很适写的c 或想在这本著作里，找出

一个逻辑的，切实的，一系列神修阶段的描写，那是极不应该

的古书中所称兰卡级，就是组织该书的气十章。著作的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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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修荐的；这 4部份可视为狭义的冲修作品。

开端三章是一篇总导言，它先后讨论了（→）放弃世俗．

（工）日我牺牲，（主）青身修i主；附带指出了若「应予提防的

幻想。

具余二 I.二章，为该书的躯 f c 粗视之，它们像是没有秩序

的，可是稍加观察，它们互相联络的（第四章列论公共生活基

础，听命；第五章i仑忏赎，第六百言论死亡，第七i言论忧苦产生快

乐 这兰章所论的‘部是精修生活的起点第八章论良善，第九

章i仓记仇，第十 t~＇ i仓毁i旁．第十→ j幸论多言，第卡二：章论虚话严

这 fr章所吃的， ll::有关与旁人来往｜时，主与修的德行，及吁ill的毛

病 第卜王章论懒惰，第卡因主言论贪著，第十五章论j吉德．第卜

六章；仓惶斋，第 i‘七章论神贫 2 这丘章是关于成己的c 第十八章

论灵魂的麻木，第卡九章i仓i前蛇，第二十章论守职。这；二：章是关

于恭敬天主的J 第三·1- A章论冷淡，第二卡二章论虚荣．第工「

三；：章论骄傲，第－二 j·四章论良善朴实，第二十五章论谦逊。这五

章 A面指出苦「更形做妙的诱惑，一面标志若干为达到修成至重

雯的德行 第二 1-7飞章指出德行罪过的分野，一时总结前列的二

十五章，一面揭示 a系列极有趣并极生动的譬喻·~

最后四章的对象，是中申秘神修2 第二十七章论蚀修生洁，及

计1圣的安息；第二：十八章论祈祷．第二十·九章论偏情打倒后的恬

静妙境；第兰 I· tt't指出，信主1爱7：超德，尤其是爱德的圆满发

展， Jkl磨成的峰顶。作者对于爱德，更称颂备至。圣若望克和j玛

格，跟着←一切古代的茬师．一方面向众隐修士指出神修的顶点，

另，方面勉励他们全力以赴这个神修顶点，自然包罗着来自神秘

圣克的光明反情感

这本著作，开始时附有 a本件充读物二牧梓书（ Liber ad 

Pastorem）是本共i十士五章的小册子。后来另成 4册，论隐修院

长的职责 看来 个安提阿宗主教于六0 0年左右，用希腊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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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额我略的司牧准则（ Regula Pastolaris），是他的蓝本。

赛奈院长的著作才发表，就获得了无边的成绩。赖以都若望

带头予以诠释：可是他的注释不是最完整的。克理特的伊利阿

(Elie de Cr居te）跟着也予注解；之后，兴起了不少隐名的注释

者。若望克利玛格的文章是精简的，因而若干辞句的意义，是暗

晦的。」般地说，他的辞句的含义是丰富的，极耐人思索的。他

虽援引若干古代作家，他的资料的重要来源，都是他个人的体验

和祈祷。

（乙）其余的神修作家

一、圣左忌玛斯（ Saint Zosimas）写r神修讲话c

工、圣若望先知（ St Jean le Prophete ），圣巴萨努孚

(St. Barsa盯uphe）的门生，写了不少的神修通信。这些信件是与

他的老师的著作合并刊印的。

三、圣陶老德（ St Dorotl由~ ），圣巳｜俨努孚的另一个门生，

兼迦萨院长的约二十四个神修讲话，反八封信，在当时是脸炙人

口的。厄凡尔（ Evagre）说他是个－性论者；这是没有真正的根

据的c

四、圣阿默盎斯底里脱（ St Simeon Stylite le Jeune ）写了气

十篇神修讲话。

五、塔拉西爵（ Thalassius ）六五0年左右．任利比亚院长J

他写了四百多种关于爱德、贞操，及神修的格言

六、若望伪II巳多斯（ Jean de Carpathus）写了若 i二致印度隐

士的讲i舌η



第五章诗歌作家

诗歌的起源

五世纪时，在拜占庭，发现了 A种新颖的教会诗歌。它不受

典型韵律的拘束，立自创了两个基本律：每句应具同数的字音

( Iso町llabie），同样的字音应有相符的声调（ Homotonie ）。这种

诗歌，或称 Rythmique 或称 Syntonique 作词而兼作曲者称歌曲家

(Mel叫es ）句作i司而不作曲者称歌词家（ Hymnographes ）。

古代宗教仪式中咏唱的，不出圣经片断，及达味圣咏。“始

末回i国短句”（ Antiphone ）倡于四世纪。 品切不出圣经的诗歌，

都借自歌曲家飞开始时，只有附着圣咏末段的节节对唱。之后，

有整个赞美诗的咏唱，时篇前的 ＇1 I 句， XOVT~CTLOV 运渐变成诗篇
的名字。最后，人们采用一系列的赞美诗，组成f整个的夜课

经。这些赞美诗称“奥特”（ Odes）经常由九篇赞美诗组成的课

经称“伽侬” (Canon ）；各伽依的各奥特，冠以→个示范节

( Hi rm us）。后来的歌节，每为五六节，可是在大伽侬里， H才能

增到二十至兰「节r 具有特别音韵的歌节称伊狄奥莫

( I<liomf>le ）。所该晓得，伽侬的诗歌每是平淡而单调的；可惜这

类诗歌终于大量的取代了古代高妙的歌词（ Kontakia) c 这类诗

歌在希腊教会内，也可以找到c

关于在拜占庭这类诗歌的来源演进，问题是很难的。现代若

干学者，如皮脱刺（ Pitra ），认为它可能脱胎于叙利亚诗歌ο 若

干学者曾有意予以证实；一八八五年，比刻尔（ Bickell）是其中

最著名的，个。 a九－九年．伊默罗司锋（ P. t:mereau ）强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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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四世纪末．圣厄弗冷的希腊译文 l 无论如何，这类恃歌的作

者，在五世纪下半阶段，以叙利亚为最多，而且已盛行于博斯陆

尔河流域二可是，这略抄袭四世纪的演说家．尤其是－纳罔盎圣额

我略的作品，不久就被遗忘，而为大诗人圣罗曼努斯的光芒

淹没。

圣罗曼努斯

根据希腊教会礼仪志．罗曼努斯原籍叙利亚厄麦萨．是贝鲁

特的六品 ζ 他到君士到了f呈币，阿另｜：其fr退细阿皇帝执政rI·J－，以六

品资格’加1入 11:J雷ti；讷敦会（ Blaque马nw

所说的阿那斯退细F『旦帝．究J旨阿那退f阳阿 世呢打p 一j些‘7 二主背

历久聚讼纷纷C 皮脱刺说挡」nt ’别的A主苦i兑J旨二世 部｛攻 r'1J t '.>f 

(Le P. Bυu口y）不敢绝对I也表才；｛也的见即f ；相f辽地’巴尔 J:[-r;J 捍

( P. Pargoire）夜别的许多学开强调指阿那退细阿－世；而且指

出，这个大诗人的文学生活，！主咛表演于六口｜：纪，奇士丁尼皇帝

在｛v：时二或说罗曼男Wr写了下把篇为举行宗教仪式JI l 的赞美诗

( Kontakia) 这些作品充满了一吁时淀们的唱歌集（（：“llection de 

tropaires ） σ 可惜，现在还有留着的．只有各为：二 1· rm节的八「

篇，而且大概没有f!JH\ 他的美丽的诗，除w极少数的＋ir 节唁

在1世纪仿ll侬兴起之后，者1；被从 Ri果f;':rf1逐 IH,

拜占庭文学历史家克纶巴赫（ Kruml川’her）认为：罗曼努其！；

不但是东方的，而且是整个教会的， 1rHl3大的赞关注ft' ri·. E手
权威flt :J'ij家部位可锋， ill异口同时地标在：罗曼努斯桥美 i于｛；；］ 且

是真正的宗教刷诗 这个诗人在：1们有 1t1 啕 l吸取他的灵感－在他与

天主的接触中．坦白然的实际，忽然、日现于他的冲目前：“他看

见了片圣祖．反先知：他H斤 i;J，他们， Jt-默：但他们的讲话；他瞻叫人

类的救E. 他的母亲＇ ＇，；~1走＆响教苦：他兴高采写！！地二二吁卷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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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为正角的一切。这个超自然世界的幕景剌激他的五官，理智

及心灵。”为描写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应该有生动的，和谐的，

民众化的音韵。试看在他的诗歌中，洋溢着怎样的一个精神！如

果你跟着他，细察他描写从圣诞到复活，而到降临间的各种奥迹

的一首歌辞，你可能要结说：“教会用不到去羡慕古代的抒情诗

作者。”皮脱刺根据罗曼努斯的诗歌的性质，推测他的生活时

代c “在他的赞美诗里，联系着阿提喀（ Attique）的漂亮，及罗

马的庄严；登台的角色，角色们的对话，都洋溢着一种戏剧的排

场， A种富贵的词藻， ‘种自由愉快的情调；这是查士丁尼世纪

后所不能有的。”期间圣诞赞美诗是最闻名的：

今天室女

产来无上之物，

地以窟窿

献于不可捉摸者。

这首赞美诗，十二世纪时，还在朝庭娃席的隆重场面下咏唱

着‘而当时教会己采用了别的诗歌。这里，拜占庭诗人免不掉的

散漫尤被掩没于高洁的灵感及简贵的文法中3

这里应该牛提那首学者们不无理由地说是罗曼努斯写的著名

的站立赞美诗（ Hymne acathiste ）。这首诗是在一个夜课经中咏

唱的；参加的人员，不问是一般信友，或神职阶级，应该在整个

的一夜中，站着举行乞这首赞美诗，还唱于封斋期中，共叶长短

相间的二四节，而每节是由」个，不同的字母开始的。这是一首

为致谢天主降生的感恩歌，文章是无比地美丽的，洋溢着经典的

神秘氛围。这是为庆祝圣母领报而写的；看来这个节日六世纪

时，至少己存在君士坦丁堡。相传作者的目的，在感谢圣母于希

拉克略执政时，从君士坦丁·波高那（ Constantin Pogonat）或爱

索立亚良（ Leon l'lsaurien ）子，解了君士坦丁堡的围。可能这

个传说，产生于圣泽门立定圣母领报瞻礼，命信友唱这首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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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合下。传统指出，它是七世纪，塞泽阿斯（ Sergius）宗主

教，或彼西代斯（ Pisides）宗主教写的。我们认为：更好说是圣

罗曼努斯的作品。

罗曼努斯以后，宗教诗歌日趋下坡。七世纪中，值得一提

的，只有下列三人。

一、塞泽阿斯，是六－0年，六三八年间的单意派宗主教。

他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除非那首站立赞美诗是他写的。

二、彼两代斯是圣沙斐亚的六品，他爱写典型的诗歌。在歌

颂皇帝的武功诗外，他还留下了若干宗教诗（论创世、论此世

生活的虚假、反塞弗拉斯神学。）以及若干短篇。这是一个严守

诗律，文笔漂亮的诗人；可是，他的灵感是菲薄的。

三克里特圣安德肋及教义作家

（甲）克里特圣安德肋（ St Andre de Crete) 

是八世纪最伟大的词曲家，发来神父（ P. Vailhe）指出：他

以六六0年，生于大马士革；成隐士及耶路撒冷神职人员后。六

八五年左右，奉命赴君士坦丁堡，就住在该城。始为圣沙斐亚六

品，历任要职，终于七 0 0年左右，被摧为克里特的哥底内

( Gortyne）主教。七一二年，为了求宠于菲力比格（ Philippique) 

皇帝，也在反第六次公会议文件上签了名；可是，不久就表示忏

悔，而且做了圣像敬礼热烈的拥护者。人们说他死于七二0年，

可是发来神父表示，他的死期应当是七四0年。圣安德肋是个演

说家，兼诗人。巴尔卦神父（ P. Pargoire）说他是拜占庭最优秀

的论赞及歌颂的演说家：二十二篇演说，已经刑印；十八篇尚待

刑印。学者认为，应当存在着还没有发现的作品。

潘典主教（ Mgr Petit）曾缤密地研究了他的诗歌c 元疑地安

德肋写了若干示范诗节，及具有特别音韵的诗节，可是尤是伽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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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而且他被视为这种新诗体的创造者c 这种诗是很通俗

的；内容偏重历史与道理，而少情憬的呻吟。罗曼努斯的赞美诗

被伽侬取代，是件可以扼腕的事情；可是，在安德肋写诗歌时，

既没有这种野心，又没有料到这点。他的伽侬己列印者，计十二

余种；未刑印者也有十二余种。长至二五0节的忏悔大伽侬， H日

于封齐节内。

玛利亚神学，在圣安德肋的著作里（诗有颂扬童贞圣母的

论赞八篇‘大伽侬两篇，都已到印。），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朱

奇神父（ P. Jugie）这样提纲军领地指出了他的道理：“一、玛利

亚的受孕及诞生是圣的；二、她是天主的特种女儿＜ eε何αLO'

在她受孕时，天主出以特别的措施；三、她是人类复兴中的第一

功绩，她反映人类原始的美善；四、她的死亡的原因不是一般人

的；她死，是为肖似圣子，是为跟着他承行天主上智的命令，是

为巩固对于圣子降孕的信心，是为在自身上证明：怎样一个人出

死人生气”

（乙）教仪著作

拜占庭教仪的重要成分，是于八九两世纪中完成的。应该区

别时节专有课经，及圣人专有课经c,

时节专有课经包括： ( -）主日经，圣若望达玛瑟纳所作；

（二）平日经，赞美诗作家若瑟及他的同志们所作；（三）封齐

节课经‘及复活节课经，斯图提诸于（ Stu《lites ）所作r

圣人专有课纯，萨列于具有巨大篇幅的月课（ Mensuel. 

Men前）中，九世纪时，大部分已经告成；作者是一个多才多艺

的作家集团。

跟着克里特圣安德肋，参加这个工作的古代的赞美诗作家，

计有：

一、圣若望达玛瑟纳寸巴尔卦神父指出：八回声

( Octoechos）虽不是整个地由他写的；他至少做好了基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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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料门他还遗下了别的教仪作品。

二、歌曲作家科斯马斯，七四二年升玛约马（ Maiouma）主

教。他是圣若望·达玛瑟纳的同事兼朋友：他留F的赞美诗是极

美丽的；可是所称的他的赞美诗，不→定都是他的手笔。

三、若瑟，赞美诗作家，君士坦丁堡隐修士，正式厘订了平

日课经，（ Parakl芒tik手）共计九十六伽侬，真中四十八个是他写

的，三十二个是提奥法讷（ Th手ophane）写的：其余「六个是另lj

的若干作家写的：

四、得撒洛尼的若瑟封于对齐节课经（ Triodion ），同他的兄

弟狄奥多·斯图提，尽了最大的努力 J

五、狄奥多·斯图提是斯图提诸子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

大半的著作，都在他的名F发表c 无论如何，他自己写的是很

多的。

六、提奥法讷、格兰道斯（ Tl巾，phane Graptos）是尼西亚的

总主教。人们说他写了一四八个伽侬；实在，其中许多伽侬应该

归于另→个同名者（

女诗人伽西亚（ Cassia）写了 A篇美丽的神话；她的别的著

作，也是耐人寻味的；不过在历史性上，是有问题的c

Melodes et hymnographe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 s町 l'ensemble du chapitre) 

J. B. PrrnA, Hymnngrαphie de l, Eglise g陀cque, Rome, 1867. -

E. Bomv, Poetes et me/odes, Etude ,mr les origines du rythme tonique 

dαns l’hymnogrαphie de l’'Egli.~e g附que, Paris, 1886. -F. CABROL, 

L’hymnographie de l'Egli：♀f grecqz此， Angers. 1893. -S. PETRIDES. Notes 

d ’hymnograqhie byzαntine clans. Byzantini.1che Zeitschη后， 1904

( t XIII) , p. 421 sq. -J. P <RGOffff. Eglise byzantine. Paris. 190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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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MEREAU. Hymnographi byzαntini ( notes biographiques, litterair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hymnographes anciens et nouveaux ) , clans 

Echos d ’Orient. 1922-1927 ( 7 articles ) . H. Lm.ER叫， Hymne.1,

clans Diet. Arch, 2868-2897. • Quelques textes clans W. CHRIST et 

M. PARA:\IKAs. Anthologia grcecαcαrminum christ. , Leipzig, 1871. 



第六章 论降孕的神学家

一一性论最后的几个敌手

第五次公会议未能解决一性论派，这个纠纷拖到七世纪末八

世纪初；它引起的神学作品，虽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公教关于这

端道理的坚决姿态，在口i朱笔伐中，昭示得很明朗已

得撒洛尼的欧瑟伯，在圣额我略时代，是该城的总主教。他

写了十卷冗氏的篇幅，攻击教宗向他指出的那个宣传基督不能受

苦的隐修士。可惜所存者，不过福细阿斯对于该书的分析吧了 c
亚历山大里亚的攸罗才（ Euloge）是安提阿的司锋，后于五

八0年，升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这是个异端的死对头乙福细阿

斯标志：他写了不少反诺术细安派，塞弗拉斯一性论派及狄奥多

西派的著作；此外还有圣三三论及降孕论；现在残存的若干片断是

很重要的。他的圣枝主日演讲还保留着。

君士坦丁堡的第茂德，是该域的一座圣堂可锋兼财务主任。

他遗下了异端人归正论。他指出，其间许多人应该重新领洗，尤

其是诺斯士派，摩尼派，萨伯利派， J切否认圣＝卒派，披雷杰

派；第十A四日派（ Quartodecimans) ，诺未细安派，亚略派，亚坡

颇利拿里派，只需重领坚振c 最后，梅来两派，聂斯托略派， -

性论派，欧歇派所领的圣事是有效的，为此只需申明弃绝异端就

够了。

赖依都的狄奥多是赛奈的隐修士。他的降孕论，一面指出真

道，一面驳斥一切有关基督神学的异端；可能他也写了各派异

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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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的阿那斯退细阿斯，先是赛奈的隐修士，之后两度做

了安提阿宗主教，第一度自五四九年起，到五七0年止；第二度

自五九三年起，到五九九年止。人们在他的名字下，到印了四篇

讲话，可是它们的历史性是可以怀疑的。相反地，他的若干神学

小册子，是弥足宝贵的；其中五册是关于圣王及基督神学的。他

又写了一本基督教义纲要。他的道学权威，不久被另一个阿那

斯退细阿斯隐修士所掩没：这个隐修士确是赛奈的代表人物。

赛奈代表阿那斯退细阿斯，是圣山上一个隐院的院长；看来

也是当代最早的神学士中的一个c 可惜他的繁多的著作，还未能

获得确定υ 他的下面三种著作已足证明他的权威。

（一）指南，或称反一性论派响导（ Le guide ou Vioe dux 

adeversus acephalos）共计二四章，目的在攻击一性论各重要派

别c 作者曾几度亲赴埃及及叙利亚予以攘斥。他的驳义，不忘根

据理论，以及逍遥学派哲学c

（二）问题解答（ Le Questions et Reponses ）根据圣经及教

父，释关于｛言德的种种异端；可是，在现在保存的书中，难免摆

着鱼目。

（三）六日创世论以讽喻方法，注解创世纪开端c 作者在字

里行间，不加深究地到处见到了基督及基督教会；这是一种

j阑i周。

人们说他还写了别的许多小册子；其间不少实在是他的子

笔；例如他的一篇领圣体祷词，以及异端与教务会议历史。教父

道理不一定是他写的 c 阿那退细阿斯像是个诗人；相传他曾写过

一首殡仪诗。

阿那斯退细阿斯追击的，不是产生于七世纪的单意说，而是

各种不同的一性论。这个微妙的异端，借着协和幌子，燃起经加

采东会议攘斥的异端的死灰。作者在这里予以提出，继为了要借

以标榜圣索弗隆（ St. sophrone）及圣马克息马斯的斗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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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世纪基督神学纠纷
（甲）单意说

→、查士丁尼的措施，不但没有扑灭一性论派的反抗，且使

叙利亚及埃及的查科拜（ Jacobites）教会组织，益趋健全。这些

教会极端敌视拜占庭。希拉克略当政时，帝国边受波斯人的威

胁，边在六三四年始，受阿拉伯人的骚扰；而这些教会很可能与

外敌私通。为遏制这个不幸，塞尔齐阿斯（ Sergius ）宗主教，

不顾教会的利益，提出一种界于异端一性论及公教二性论中间，

非驴非马的怪物来，使它们与帝国靠拢。这就是所称的单意说。

它强调：基督只有一个意志。六二0年，六二0年间漫长的协

商，终于六三→年，获得→种谅解，就是升崇拜塞尔齐阿斯学说

的居鲁士（ Cyu时为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又于六三三年，在

一种两方承认的．拥有九个诅咒（ 9 anathematismes ）的文件下，

使整个埃及统→。次年，亚美尼亚人，采取了同一的步骤。

六三三年始，有识的公教信友，对于塞尔齐阿斯的让步，就

提出抗议。于是又掀起了基督神学的纠纷，共历五十年，直至举

行于六八0年，六八一年间的第六次公会议。

试把这个斗争的重要阶段罗列于后。

（一）在圣索弗隆的抗议下，塞尔齐阿斯曾命令不谈那个被

指摘的文件。塞尔齐阿斯玩弄教宗和挪留的善意（六二一至六

三八年），使教宗对他的措施，不表示异议。他获得这种简接的

核准．就通过希拉克略（ Heraelius) .拟订并发表了带着极深的

单意说色彩的一个宣言（六三八年）。整个的东方，似予以

接受。

（二）真正的反抗来自罗马，若望四世（六四 0至六四二

年），狄奥多一世（六四二至六四九年），先后主持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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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略的后任，空斯通二世（六四一至六六八年），取消宣

言，（ Ectl由时，代以“模型”（ Type），要求不谈一个或两个意

志：计二十年内，皇帝为达到这个目的时，不惜出以强硬的手

腕。教宗玛尔走一世（六四九至六五三年）．在六四九年举行的

罗马公会议中，予以攻击，接着被流异域。圣马克息马斯跟着教

宗，他是这次教难中最有名的牺牲。

（三）君士坦丁四世，波高那（六六八至六八六年）执政

时，风波慢慢儿平息了下来；教宗圣阿加吞（ Saint Agathon）登

位，权威地使举行于六八0年，卡一月七日，六八－年，九月十

六日间的君士坦丁堡第六次公会议．接受符合真理的信条。大家

晓得：六九一年开幕子特鲁罗（ Trullo ）的会议，在纪律方面，

东方视以为第五第六两次大公会议的补充。

二、我们且让历史去冗长地叙述一切经过情形，我们只需指

出单意说派的道理立场，务使更能明了捍卫信德者的见解。六三

三年的统一文告（ Le for盯ll

一性论派的论调；而且在第七个诅咒里，指出了惟一→精力主义

( Mor ~nergisme) c “谁应受诅咒＇ t住否认正如圣得尼所说的，只

有一个基督，一个圣子，通过惟一个的人而神的行为，作出神的

及人的市动。在基督相结的各种成分间的区别是虚构的。”那

么，基督神的行为，及基督人的行为的区别不是实在的了三

（一）看上去，单意说派并不拥护神而人的行为；虽然它也

谈一种神人的提合性体。许多人说这个强合性体时认为：在基督

只有一个行为原因；它是动的，它是圣言，它是天主性；他的人

性多少是麻木的，本身没有性命，仿佛一种工具，仿佛一－个人身

上的器官，而这个人身是整个地受灵魂节制的。它的器官，为了

无能活动，简直像有等于无。这种学说称惟一精力主义；这是一

性论的 a种代用品。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塞尔齐阿斯开始时也采

取这个观点。可是，事情是不 a定的，为了（由印＂｛t:Lα）是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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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时而解释精力，动作的原因；时而指点动作（ 81!ep-ye i u) 

本身。而且不久，至少他像放弃了这个术语，采取了另一个更加

模棱，更加符合他的企图的术语〉

（二）该术语就是意志。仆＇olonte, 8eA.nµα）它更适合六气

四年，塞尔齐阿斯在致教宗和挪留信中，阐明的一切。这封信可

视为狭义单意说的总结υ 塞尔齐阿斯根据他的观点，叙述纠纷的

肇端，他与索弗隆（ Sophrone）聚讼的梗概，并且不谈可疑的术

语，想努力争得教宗的同意c 只须说：“天主的」个独生子，吾

主耶稣基督，作出神与人的行为J’至于教父们所说的“→个精

力” ( Une 臼1ergie ）；既然它使人惊骇，应该予以避免c 可是

“两种精力”（ Deux energies）是个新术语。它不但引起疑’实，而

且是危险的；为了它像指出：在基督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意志；实

在基督的人性，整个地受圣言的推动控制，而以圣言的意志为意

志。最后，塞尔齐阿斯向和挪留声明：他虽主张缄默，他会把麦

那斯致教宗维吉力阿斯，根据教父论基督只有一个精力， 一个意

志的信，寄于皇帝。

该信的辞句，经仔细研究，纳入历史背境，衡以正式宣言

( L'Ecthese）之后，无疑地暴露了塞尔齐阿斯的错误3 为维持基

督意愿、精神的统 A起见，他放弃了基督人性的“自由意志的一

切自然的动作。”基督人性不自动地，巾’因来自圣言的催迫，以

神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这个意愿是神性意愿（ 8LOxwnrns ) , 

而基督人性意愿已有等于无c 基督人性的本能，虽未经明白丢

掉，可是它们动作实己机械地系于圣言的意；ι 这个论调很适于

联络念念于削弱基督人性一性论派。可是这个论调足以危及加采

东公会议的辉煌成绩；同为这个公会议的一项重要决案，遭受它

的打击。一句话，危险就在这里。

（乙）和挪留的态度

和挪留的答案，是个情报欠确，见事不明者的答案。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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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六三四年发出的第一封公雨中，他表示赞成放弃一种或两

种行为的论调，而偏重于因以发生两种行为的位的独一性。“我

们承认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意志，因为思然，神性采取了我们

的人性；人性的罪庚．却绝对不在内J’这最后几句话证明，教

宗受了塞尔齐阿斯的怂恿，决意否认基督神性人性间的一种意志

对立；那么显然，也在这个观点下，他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该宗主

教的－－切论调。 E而易见的，这个批准的含义，不尽是塞尔齐阿

斯所见的一切；自然教宗有他的见解；而且，毫无疑惑，教宗和

挪留没有洞烛这拜占庭文件包括的一切n 他首先批准的，是缄默

政策；他对于圣索弗隆有关新学说提出的抗议，没有好好地予以

接受；而命令他放弃两种精力说。和挪留致塞尔齐阿斯的第二封

信（六三五年）透露：他再度肯定必须避免那些足以引起责难

的论调，又明朗地承认神人两性．各有各的行为c 思然如此，他

一贯地否认两种精力论，为了他听信人言，认为这个论调是危

险的｛

上列两封公函的影响，是极端广大的：它们不但鼓励塞尔齐

阿斯的企图，又使拜占庭政策在四卡年中，赖以为靠山 3 六八0

年举行的公会议中，单意说派还搬出 f和挪留教宗的那张王牌〔

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们都歪曲地接用了教宗的[ff.j封公函。或以为

这两件文献纯属私人性质的，这是错误的。相反地，应当视以为

教宗有关信条的正式公文。客观地说来，它们对于信条的见解是

正确的；可是缄默政策的指示，是极不明智的二事前教宗应该顾

到若千已存在的过正的论调，以及从此可能发生的误解f 兀论如

何，我们虽不怀疑他的道理的正统性，他确以武器授于异端人勺

六八0年的公会议发出的雷霆，也足以加强我们所说的一切。

六八0年，六八一年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第气及第四大公

会议发出的通牒，一面摘录加采东会议通告中关于两性的篇幅．

向单草：说大张拈伐；一面指出必须承认：基督拥有不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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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不氓的两种行为，两种意愿。这个宣言，先在第十七次会

议上朗读通过；后在第十八次会议上签署。公会议开了十个月。

头上十六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有关邪说的文件，教父们的证

据，异端人的论调。教宗阿加吞的代表们，主持一切（六七八

至六八一年）；计在东方公会议中，没有一个像它对罗马宗座的

道理权威，曾表示过这样的尊敬。教宗以为：被控的首要人物，

除现在安提阿宗主教马骤耳外还有前任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居

鲁士，以及前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塞尔齐阿斯与皮洛士已在第十

三次会议上，朗诵了和挪留致塞尔齐阿斯两封信，于是公会议对

和挪留作出了下边的申斥： “我们同意，把和挪留，前罗马教

宗，与那些异端人，一并予以诅咒，并逐出天主圣教会，为了在

他致塞尔齐阿斯的两封信里，我们发见：不但随从塞尔齐阿斯一

切见解，而且批准了该人的罪恶学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和

挪留与那些异端，再度受了诅咒，理由还是为了他们同流合污。

实在，和挪留曾赞成塞尔齐阿斯倡导的缄默政策；至于他批准的

基督意志，精神及实际的 A致性的道理，并没有错误c 可是他不

明智地作出的公文，使异端人获得了所以攻击正统道理的工具。

这一切可能使公会议的诅咒，及异端的指摘合理化，为了在古人

的脑海里，异端的含义，没有现代人所见的严格；任何比较严重

的理由，就吁以使他们在人头扣上异端的帽子。

人们每不很准确地说：公会议和把挪留事件，与已被谴责的

异端人事件，分别处理；可是它所用的论调，并不阻止这种措

施，而且历史事实要求这种措施。教宗良二世（六八二到六八

兰年），在他批准第六次公会议的公文里（不经教宗批准的公会

议是不起正式的权威作用的）不否认反对他的前任采取的步骤；

可是他也表示，该事件虽是严重的但与别的事件是不同的。

“我们谴责异端人们......和挪留，我们也予谴责，为了他一点没

有努力通过宗座传统的训诲，使这个从宗徒传下的教会，光芒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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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而让这个无站的教会蒙受不洁。”那么，根据良三世明朗的

话，他的错误就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疏忽。这个由他产生的污点，

虽不是真正的异端，为了和挪留的公文实际上助长异端；无咕教

会的一个污点决不是一件小事c

三耶路撒冷圣索弗隆

耶路冷圣索弗隆第一个光荣地揭发了单意说邪说。现代的批

判家们几乎一致承认：摩斯卡斯在他的“神青茵”中所谈的索

弗隆诡辩学者就是那个带头攻击单意说的耶路撒冷圣索弗隆。如

果不是这样的话，怎么对于圣索弗隆任耶路撒冷宗主教前的生

活，我们连一鳞半爪也找不到呢？发来神父（ P. Vailh的为圣索

弗隆写了一篇冗长的历史论文；他也认为，他们是二而一的。发

来指出：索弗隆生于五五0年左右，他在一个时期内，教授修词

学；接着，青年的他赴巴勒斯坦为隐修士。五七八年，他与摩斯

卡斯同赴东方各地巡礼：埃及、赛奈、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部，

都有他们的足迹c 终于六0四年左右，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就与

宗主教们交进，而与圣若施舍者最好c 他俩又还赴意大利，而摩

斯卡斯就死于罗马，时在六一九年二索弗隆携其遗骸阿巴勒斯

坦；留居不去，直至六气四年，被摧为耶路撒冷宗主教的一年c

索弗隆不但是摩斯卡斯的朋友，也是他的合作者。摩斯卡斯

于六一九年后，发表了他的“神青茵”；并且完成了他的圣若望

施舍者传c 他不是个新进的传记作家，早于六 ·O年前，他写了

埃及女子圣玛利亚传；她是个有名忏悔罪女。不久，他又写了埃

及殉教者，西尔及若望传c 亚历山大里亚人极度恭敬这两个殉教

者；他的所以能避免失明，也有赖这两位圣人的转达。这本传

记．除掉一篇冗长的颂辞外，还包括着七十个他们所发的灵

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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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索弗隆也遗 F若干占式的诗歌，尤以二三首阿那克来翁

( Anacr归n）式的诗歌为者。它们虽是为瞻礼日写的，可是，其

巾被采用的，只有关于圣诞，三王来朝，及圣瞻礼六二首。封斋

节诗歌（ Triodion ）不是他写的。

他的更重要的可牧著作计有：

（－）十篇论赞，其中三篇是关于牧职的；大半是基督，童

贞圣母，及圣人们节口的演讲。圣母领报论赞对于基督神学尤多

深刻的见解。

（二）两篇关于教律的作品，一论罪过的忏悔，一论宗徒们

的洗礼。

（三）两篇驳斥单意说作品，一为就职牧函（ La lettre Syn

odale d ’intronisation) （六气四年），一为教父文摘（ Le recueil de 

textes patristiques) （六00年），都为两卷，曾附人前信，寄于

和挪留教宗。

六三三年，统一告成后，还是－个隐修士的索弗隆，同他的

朋友，马克息马斯正作客埃及。他就看出它的严重性，急、设法劝

居鲁士饭依正统信条；可是，不见成效。他又作君士坦丁堡之

行，想劝化塞尔齐阿斯，也没有结果。他回到耶路撒冷后，当选

该城宗主教；于是，他停止与人辩论c 在教务会议上，他权威地

表示态度，通过他的就职牧函，驳斥新学说。在一个主教们想用

外交手段掩盖的问题里，终于射出万丈光芒。该信寄于东方的宗

主教们及教宗；而教宗同时也接到附寄的教父文摘。阿挪留事先

已得到塞尔齐阿斯的报告，不但不接受谏议，反要求耶路撒冷主

教停止攻击塞尔齐阿斯。如果阿拉伯人的侵略不强迫他留驻在自

己的教区里，年龄已高的索弗隆，可能亲赴罗马，向教宗面陈紧

张的局势。圣城终于被敌人团团围怀1 （六三五至六三六年），主

教也参加保卫工作。最后，由他出与奥玛（ Omar）磋商放F武

器的条件c 他为教友们，通过一种年税，争得了一种自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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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仰的自由 3 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渡过F这 A场暴风雨后，

不久就瞌然长逝，时在六三八年。

圣索弗隆的基督神学，最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他的演讲，

尤其是他的就职牧民，都是很好的文献。鲍亚（ J. Boi自）论他的

牧函指出：“在概正确地，极完整地阐述了天主圣三及圣子降孕

的信理之后，就打人问题的核心，明朗地揭示那个惟一地能引入

获得满意答案的原则，基督是－而二的（ Unet deux）：基督在位

的观点下（ Sous le rapport de I'hypostase et de la personne ）是→

个：基督在性的以及它们的属性观点下是1个。他自然地作出符

合于各性的特征行为，或符合于他的因素属性的行为3 神性及人

性行为的作者是同一位；可是通过的工具是各异的，因为每一个

性：完整地，纯粹地，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能力二根据这个巩固的

基楚．索弗隆一无所惧地作出了基督两种行为的理论；他的牧函

的－部分，是为予以阐明的、应该注意：两个意志问题，在牧函

中，连提都没有提起。”这纯为了这个问题在当时还不成问题，

假如我们强调，索弗隆在主张在基督存在着两种性体的不同行为

外，还存在着－个拍一的位的意志（ Une volm币 hypostatiqu叶，

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l 六八0年的公会议，采纳圣索弗隆的道

理勺为了在宗主教死后引起的纠纷，公会议在官言里又加入了

“两个意志”（ Deux vc山ntes physiques ）。

圣索弗隆在捍卫正统信理的工作上，学者的贡献，是极伟大

的c 塞尔齐阿斯的诡论，没有他的尖锐的观察力，是－A才不会揭

穿的 τ 可是，圣马克息马比起他来，是一个高」级的哲学士c 或

批评他的文法太复杂；可是他的诗歌每是典型地纯洁的，至今还

引起读者的欣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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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圣马克息马殉教者

（甲）殉敦的神学家

圣马克息马坚决反抗朝庭，拥护信理的精神，为他争得了殉

教者的街头；他的稀有的观察力，使他被称为神学家；最后，他

的深刻的神修著作，把他拉入东方著名神秘神修作家之林。

通过宝贵的，可是带着漏洞及歌颂色彩浓厚的圣马克息马传

( Vita Sancti Maximi ），我们还能相当地认识他的生活c 他以五八

0年光景，生于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贵段的公教家庭。他进入

政界后，在希拉克略当政时，被摧为皇家总秘书。六－三年左

右，对于尊荣感到厌倦，就此跃出宦海，进克立少保列斯

(Chηsopolis ）隐院精修c 大概他没有做过院长。当时教会中，

正闹着单意说的风潮，始于埃及。六三三年，圣马克息马与圣索

弗隆观光该邦时，亲见了“有名的统一” ( La femeuse unio口 L

看来他是天主上智特派来捍卫风雨飘摇中的信理的c 空斯通执政

时，他是帝国巾，公教方面最有权威的代表之→。他的通信光照

了遥远的地方，并鼓起了人们的毅力。他好久留居拉丁非洲；因

他的鼓吹，非洲教会明朗地谴责单意说。他在迦太基时，曾与塞

尔齐阿斯的后任，比鲁士（ Pyrrhus ）一度公开辩论。说起比鲁

士，他从六三八年，到六四二年， ff拜占庭宗主教．后因政治问

题被撤职。圣马克息马的胜利，使比鲁士接受公教见解。由马克

息马笔录的辩论会案卷还存在着：这是关于该争端最有价值的一

种文献台比鲁士借圣马克息马来罗马表示忏悔；可是，不久又陷

于异端而又受绝罚。圣马克息马居罗马时．更热烈地捍卫信德。

他在六四九年公会议中所尽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他跟着罗马

学者，编了→－部关于单意说的教父证理，可是及不到他们的广

大。他在哲学观点 F研究这个问题，志在解释思想方面的困难；



第六章 论降孕的神学家 265 

实在他对于这方面的重要性，比任何人看得更深刻。他的应时的

神学小册子，大概是针对一性论及单意说的；可是，我们无从指

出它们确定的著作时期。他的无比的影响透露：为什么东方的－

班异端人，切齿地予以攻击。六五三年，他在属于拜占庭的罗马

被捕，接着被押赴君士坦丁堡。为了他拒绝接受“典型” (Le 

Type），他与他的两个朋友或门生，阿那斯退细阿文书官（ Anas

tase I' Apocrisiaire）及阿退细阿隐士：走仁流亡之路。讼案文件

还保存着。七年之后，他们三人被传昕总督的审判。为了他们坚

持不屈，始受鞭打，续被割去于舌；元论如何，终被放于拉士的

高加索（ Caucase des Lazes）。圣马克息马于六六二年，八月十三

日，死在酷刑下。

圣马克息马是个优秀的神学家。他最崇拜的老师，当推纳西

盎的圣额我略（他曾注释圣师最深奥的篇幅，及得尼亚帕吉替

的著作）。他说得尼是圣保禄的弟子，并且极予推重；而且，得

尼的著作，所以能进入公教中心，完全靠他的注疏。圣马克息马

对于柏拉图主义的认识，是由得尼介绍的。他也认识亚里士多

德，并引用了亚氏的语言及界词。他已具有一个士林学者的缤密

严格性。我们只能引为扼腕的，为了他未能为他的学说，作出→

个综合。这里我们不想多述他的“灵魂论”中所论的人类学，

以及他的关于额我略与得尼著作注疏，和论圣神由发（ La Pro

cession du Saint Esprit）小册子中的神学。但是我们应该迅速地

一叙他的基督神学。

圣马克息马有关基督的著作，是特别重要的，计有“与比

鲁士辩道”，“神学小册”以及“书信”。

在还保存着的马克息马四五封信中，不少在质量方面，简直

无异于真正的论文。十二、 f三、十四、十五号信，就是属于这

一类的；论爱德的二号信，论忧苦的四号信，尤其兴趣别饶的神

修作品。这一切著作透露：作者的德行是崇高的，热忱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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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

他的神学及辩护小册，都是根据公教的传统学说攻击一性论

派，及单意说派的作品。在这一系列的手册前，有篇致玛尔定神

父的献辞；看来确是他写的。后面的附录，显然是后人加上去

的。这些著作，或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关于基督神学的；在

许多观点上，他的理论是缤密而极逻辑的。

他的基督神学观点，正是那个引起公教徒及单意说派纷歧的

观点。这个纷歧点，一为关于行为的，一为关于意志的3

（－）行为（ Op岳ratio时基于性体，性体是行为直接的必要

原因。即使位（ La personne）给于行为一种特别的、崇高的伦理

价值，它总不是行为的物理原因。欲谈原因，是脱不掉性体的。

每个性体有它本来的行为，拥有两个性体的基督，应当拥有两种

有区别的，可是完整的行为及活动：视基督的人性纯当作圣言的

一个工具，那就陷入亚颇利拿里，或聂斯托略异端。圣马克息马

根据教父们的论调，解释各种难题。无疑地，圣济利禄曾谈过一

种行为，可是他所指的，就是神人两性合作的一种行为，例如圣

言通过人性，作出－个灵迹。至于得尼所谈的“神而人”的行

为，马克息马或视以为两性相结后的协调，或视以两性共同作出

的工作，正如圣济利禄所说的。

（二）关于基督的意志问题，圣马克息马承认基督人性不但

具有意志，而且具有意志的自由行为；自由意志是任何有灵性体

的必然属性，可是，他否认意志对象的决定及选择：这或为了事

前的一种考虑，或为了由于对象认识不清而发生的犹豫，或为了

→种东方人习视为关于位的发韧动作。

无论如何，用不到跟着诺未细安派怕神性意志及人性意志间

有什么冲突，因为要者只有一个，作者也只有一个：他就是降孕

的圣子；人性意志自然和自由地服从神性意志。

马克息马针对一种机械合一观点（ Unit巨 mecanique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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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种更宽大的观点。这个观点指出：人性神性的精神协调．

不但不否认，而且默认实际的两元性（ La dualit岳 physique ）。这

个两元性更完善地透露两个意志的精神协调。基督通过这个精神

协调，更与我们接近。又是神学家，又是神修学，又是神秘神修

家的马克息马，特瞩他的弟子们，在他们的基督生活中，圆满地

反映出基督c

（乙）棉修家及棉船神修家

圣马克息马的神修著作，是极广大的 2 应当指出：归于他而

不确是他的著作，还不算在里头。这里我们首先指出他的关于圣

经的许多著作；它们是兼关神修及注正在的O

一、他的圣经方面的著作，在基督年谱以外，计有答塔拉爵

( Thalassius）六五问题，这是部关于圣经的巨著。作者向他的朋

友兼隐修院长，阐明圣经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吐露了他的瞻祷的

心灵。他致狄奥本德（ Theopempte）的小册子，为这个律师，解

释了兰个有关圣经的难题c 他的圣咏五九首，以及天主经释义，

在注疏方面，尤为重要。天主经释义，通过它明朗的神学及伦理

的雄姿，超过了前代学者们的藩篱c 他指出七种祈祷的对象，一

为认识天主，二为神子化（ Adoption divine），三为肖似天使，四

为天主的生活，五为本性因圣宠而调整，六为罪律的毁灭，七为

魔鬼的失败。

圣马克息马狭义的神修著作，大概可分四种：

（一）神修书是一个院长与一个青年隐士间，关于精修生活

的对话。该书边为了它精简的形式，边为了它充满智慧的道理，

被视为一部杰作。

（二）爱德论四00章，用简洁充实的文字，阐明神修及神

秘神修为一种爱德的发展。

（三）二00章神学论，以及其余二四三章，无论在形式方

面，在对象方面，都与前列的著作紧紧联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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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马克息马著作中，得尼亚掠帕吉替卡注解，及奥迹论

( Mystagogie）都属古义神秘神修作品。马克息马在奥迹论中，运

用二四章篇幅，指出灵魂升向天主的各种象征。他尤跟着教会圣

统制（ Hierarchie ecclesiastique）的作者，畅论教会及教会中举

行的礼仪；可是，他不忘声明，他元意重写这个大师的著作。在

提出了得尼的积极及消极神学论后，他不肯稍受拘束地振笔直

书。他的教会瞻礼与纪年神秘说，可与前著相提并论。

圣马克息马的神修学，是教会传统的一个美丽反映。他曾钻

研古代作家们的著作；这点他在爱德论中（ Capita de Caritate) , 

序言中亲向厄尔比特（ Elpide ）承认过。无疑的，在他的著作

中，得尼的影响，是极度深刻的；但不是独一的。读者在他的作

品里觉得：基督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一个崇高的位置；为了他超

群地研究了种种奥迹，他比任何人更能捍卫基督人的整个性。他

跟着得尼标榜我们通过圣宠而得天主化；可是他尤注意救世主的

使命。

基督不但是我们得救的功因（ Cat时 mer山ire ），也是它的模

因（ Cause exemplaire）。他是我们天主化的典型，既然他的与天

主性意志有别的人性意志，整个地昕圣子的指挥，而与天主精神

地打成一片。于是，正如马克息马在他的神修书开端处所说的，

效法基督，是基督徒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伟大法则。这本著

作整个的篇幅，细致地、坚决地，在阐明这点。效法基督是攻击

三仇的法则，祈祷默想的法则，一切德行的法则，尤其是爱德的

法则。

圣马克息马在神修论中，也大谈了“私爱” ( Amour prop

re) o 他认为私爱是一切偏情的枢纽。古代隐修士们把恶劣的倾

向分作八种；马克息马一定知之有审的。这些来自偏情的障碍，

通过魔鬼的掀风作浪，而更趋剧烈；可是，信友常常能跟着基督

用警惕、忍耐、祈祷、战胜诱惑。这些努力，在圣宠协助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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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灵魂进入一个内心的安静状态。这个状态的先决条件，是偏

惰的衰蔼；它能使“人的本性恢复原状，而不为罪恶所动”。这

是马克息马论祈祷及圣宠成绩时亲自提供的。祈祷在斋戒缄默

外，给予灵魂－种大力；它要求人灵避免分心，专务善思：于是

人灵就得进入圣域二可是，只有默祷能引人灵走进至圣所；这种

默祷是完人的默祷台

信友可分三种：初始者，他们还需要畏惧的督促；进步者，

他们需要赏报的鼓励；成全者 他们的一切出于孝爱之忱c f占全

者掌握着前面所论的精修的目标．和内心的和平。他们在祈祷中

也受到最崇高的光明；它提拔他们进入瞻祷之境。马克息马频繁

地谈瞻祷，尤于爱德论卷一结尾处L 这些光明系于智慧，而智慧

是圣神恩宠之 J；而圣神恩宠，作者称之为信德之目（ Les yeux 

de foi) 0 灵魂通过这些光明认识天主；这个认识是祈祷的·种成

果。可是在完人拥有的恩宠巾，最宝贝的→样，一切恩宠的大前

提，完成一切的→样，就是爱德r 爱德在圣马克息马神修论中占

着最重要的地位。爱德真正地天主化灵魂，爱德结予灵魂变成天

主子女的情素，而使灵魂配称为天主的净配2 这→切恩宠是通过

基督而来的；基督网信德居于灵魂上‘而灵魂因此就获得一切藏

于基督的智慧学说。假如许多信友找不到基督，纯为了他们的

疏忽。



第七章最后的雄辩家及神学家

一希腊的雄辩家

在纳西盎的。圣额我略，圣巴西略，尼亚萨的圣额我略，尤

其是圣若望金口以后，教会的雄辩，日趋下坡。无疑的，在拜占

庭，人们还不停地在演讲，在播道。可能人们太重视着辞令的美

化，以至大大地损害了自然性，生活性，移易风俗的工作，以及

真正的雄辩。人们每向上列的大圣师们，尤其是最后二人学习。

可是，圣若望金口的、出于雄厚的思想及情感的“丰富性”， －~ 

变而为言语的“多澜性”，而竟有害于思想。尼亚萨的圣额我略

的修辞法，被用为夸张吹擂的工具。当时的演讲，放弃具体的伦

理问题，侧重抽象的神学理论：提出的证据，既不确切深刻，只

乞灵于光怪的譬喻，复杂的对比。可是这些尤风行于该阶段最后

几世纪的缺点，并不阻止希腊的演讲文学，在教理方面，发生相

当重要的作用c 若「神学观点，尤其是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在那

些著作巾，获得了广大的考据。

兰i时大半的演讲家兼是神学家。他们论道引起的声誉，强于

他们辞藻所引起的。那些人，除诗人克利特圣安德肋外，计有控

诉单意说的，第一个攻击反圣像敬礼的君士坦丁堡圣才尔孟，以

及两个有名的隐修士，圣若望达马萨内与圣狄奥多斯图提。他们

在前面，己经提过。这里，我们应当提出别的几个名字来。

得撒洛尼的若望，是｝亥城七世纪上半个阶段的主教；他的一

系列的关于得撒洛尼主保，圣狄麦多流的演讲，是有名的。他还

综合四圣史的耶稣复活记，写了一篇论赞。它是他的福音论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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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篇；他又写了一篇圣母逝世论赞；这是在伪经外，第一种

希腊教会传统留F来的关于童贞圣母逝世的详细记录。

耶路撒冷的摩潭斯德（ Modeste de Jerusalem ），是圣索弗隆

的前任。除掉讲话鳞爪外，他留 F了一篇整个的，冗长复杂的，

关于圣母逝世的讲话。他所述的与耶路撒冷传统，在七世纪指出

的，关于玛利亚的墓穴的问题，是若合符节的。

相传尼亚波列的传记家雷温斯，也遗下了四个讲话；可是它

们的历史性，还未得确切的证明。

优卑亚的主教若望写了一篇诸圣婴孩论，以及一篇极长的关

于玛利亚受孕论c 朱吉神父（ Le Pere Jugie）指出，该论相当明

朗地肯定了天主之母的始孕无站。

二八世纪的神学争执

（甲）圣像敬礼

圣像敬礼不应该与圣像应用说为一谈。圣像可以用作教堂的

点缕，宗教教育的丁牛具，以及神修的驱策。这三重观点已足证

明，圣像的确是有用场的。敬礼还要进－步，就在表面地向圣物

致敬。反圣像敬礼者，虽一贯地评击圣物敬礼，并不一贯地批评

圣像应用。相反地，｛言德的捍卫者，始终强有力地拥护圣像敬

礼，可是并不视以为教会的 A种因素；实在或把教会整个的价

值，系于这种敬礼上。应当明了：这种敬礼普遍地静穆地风行于

教会中，而且是有道理可据的c 攻击圣像敬礼者，斥为这是偶像

崇拜，信德攸鞍J 不少的东方主教，在圣才尔孟（ St. Germain ) 

的劝告下，仍未能了解问题的重要性。希亥利亚（ Hieria）会议

几乎整个的失败，是为了这个缘故。在这个漫长剧烈的斗争巾，

隐修士及教宗们，确是传统信仰胜利的捍卫者。

圣像的敬礼及应用，在头上七世纪中，极流行于教会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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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零星的喉舌，假借实际的或可能流弊的幌子，唤出了微弱

的抗议。

一性论派，为埋没基督人性起见，也予以强调。可是，真正

使这个斗争急转直F的理由，还在基督教义之外。应当指出敌视

一切人面画像的犹太人，以及帝国内不同的宗教派的压力。回教

徒也在外掀风作、浪c 这一切辐棒的势力，足以说明：为什么，爱

索立亚新朝的始祖，坚决地，凌历地，根据行政观点有意改组教

会c 可是他的宗教政策，不但不能统一帝国，反使它从七二五年

起，到八四二年，止．在差不多一二0年中，紊如乱麻。

（乙）反圣像敬礼运动

反圣像敬礼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夹着」个短短的

公教观点胜利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七二五年，结束于七八0年；先

良三世（ L的1 III l'lsaurien ）于七二五年，命令毁灭一切圣像；

后君士坦丁五世（ Constantin V Copronyme）强迫希亥利亚会议接

受反圣像敬礼主义。圣才尔孟及圣若望达马萨内，是当时最知名

的信德拥护者J

（三）公教观点胜利阶段，在皇太后爱里尼（ lmperatrice 

Irene）与宗主教圣塔来士（ St. T araise ）指导下，起自七八0年，

迄于八‘三年；七八七的举行的尼西亚第七次公会议，肯定地指

出了圣像敬礼的合法J性。

（三）八·三年，良（ Leon l' Armenien）又烧起了死灰：先

后共计三十年。圣奈塞福刺斯与圣狄奥多斯图提，出面捍卫圣像

敬礼，以及它的传统的历史性；终于八四二年，获得了胜利。

在这些简短的历史记事外，应当加上若干关于道理的观点，

这是为了解教父不可少的。东西两方教会中，由于彼此的会谈，

时有相当严重的磨擦。根本的理由，在实际观点的不同：同一术

语，在东西两方，能发生大不同的意义（为彻底解决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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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指出：圣像敬礼在东四两方，各各在·般敬礼中所占的地位

就够了巳

东方教会根据各敬礼目的，把敬礼分为气种： ＼绝对敬

礼，这个敬礼的惟－对象是天主；为着他的自有的元穷美善，他

受人们恭敬；二、部分地相对敬礼，这个敬礼的对象是圣人们；

他们的美善，是从天主来的；可是．通过他们的认识和爱情，那

些美善，在一定的角度 f. 也是属于他们的；三、绝对地相对敬

礼，它的对象虽物质地具有美善，可是都是属于外物的。

破礼的术语i十有钦坐（ λαTρ巧α 可 adoration ）、恭敬（ 0o7TS归

Service ），或荣誉（ nµ吁 honneu川、崇拜（ 11ρoσ7／吵ηoi(

veneration) ＇这二二个术语虽都可用以捐对于天主的敬礼；呵是钦

崇是专为天主的；对于圣人们的敬礼习称恭敬（λαTpBlα ）戎致

敬（ nµ可）；对于圣像的敬礼， ij1 称致敬（ nµ刀， honneur) ＇.） 至

于快去（ adoration ）在法话，反→般的拉丁话中， Lij 崇拜

（叫neration ）无异；而且指A切敬乱门可是， Laven巨ration latreu

tique 专捐对天主的敬礼，而 Le 的1岳ration d'honneur 指对于圣人

皮圣像的敬 fl

在一→定的角度 F，圣像仿佛圣人：队i为圣像及圣人敬礼，都

是相对的；可足－圣像放丰L J欠于圣人敬礼；既然圣像敬礼纯属外

表的了圣人遗物‘卡C:f'. ！靶，塑像，可以与圣像并为·谈内这些神

圣的吨可是死板的东西．虽有J-. F等级的不同甸可是所受的敬

礼，都是相对的作；非敬礼、兀论如何， f,'>f. 写明了，止’｛门部是直接

的对象，而且广义地说来．也是受到敬礼的本身飞无疑地，为了

天主皮圣人的缘故，它们受到j礼拜；可是，这个礼拜也关r它

们：｜大l .rt：；人们每 F以叩吻，大；主也频繁地通过圣像，颁赐洪，臣、于

敬礼者ζ ，｛'cf F知识简陋的信徒的过度行为，元损于圣像敬礼的合

法性 J

在 VY}T ‘主｛象敬礼！听 r1i 的地位‘次于东方c 根据敬礼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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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敬礼可分两级：一、对于天主的敬礼称钦崇（ La latrie ou 

l' adoration）；二、对于圣人的敬礼崇拜（ La ven层ration ou la du

lie）。第一种敬礼是绝对的，第二种敬礼是相对的。可是，在另

一个角度下，它们都可能称为绝对敬礼：因为天主与人，都亲受

敬礼巳虽然天主敬礼是绝对地绝对的。不差，圣人们的美善，受

白天主；可是，他们实在具有美善；那么圣人敬礼尽可以称为相

对的。这是所以别于圣像敬礼的：因为狭义地说来，在圣像敬礼

巾，我们敬礼的，不是图像，而是图像所代表的，为此圣像敬礼

纯是一种相对的附属敬礼。

那么，圣像敬礼像似失掉了它的本身的重要性。可是圣像敬

礼不停地发展着，为了它密切地与天主敬礼及圣人敬礼联系着；

而且几乎与它们不分彼此〉东西两方见解的不同，于此可见一

班。东方教会认为任何圣像敬礼，不能称 La latrie ou I' adoration, 

相对地，西方神学家，例如圣多玛斯指出：耶稣基督的苦架、画

像、塑像敬礼以及任何代表天主性的事物的敬礼，部可以称 La

latrie ou l'adoratione 他们标榜：圣像是巾间物，敬礼是对圣像所

代表的人物的 无论如何，东问两派神学家的原则观点，还是」

样的二日然、拉丁神学家的见解，与尼阿亚公会议的决案是符合

的；可是不及希腊神学家的见解更合字面飞

尼西亚第二次公会议，依据东方教会观点，攘斥流行东方的

反圣像敬礼异端j飞为澄清在圣像敬礼中，偶像崇拜的错误，公会

议强调指出：“我们决意在宝贵生动的苦架外．恢复」切足资景

仰的罔像，女~lTf主耶稣基督，天主救主的同像，无王占天主圣母的

图像，以及众天神圣人的图像：为了人们愈历久地予以瞻仰，愈

能回忆罔像所代表的人物；向它们敬拜，并不就是钦崇（ La lat

rie ），为了这是来自信德，纯对于天主的。对于宝贵的汗架，圣

经及别的圣物的敬礼，不出 A种荣誉（ Honneur）；而向它们用

香燃烛，也不过在循古人的流风余韵。｜句阁像致敬，就是向！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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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人物致敬。”从此可见圣像敬礼，根据拉丁辞源，确是

相对的。如果图像代表的是天主，那么这个敬礼，也可以称 La

Latrie；此外任何圣像（天主的或天神圣人的）的敬礼，也可以

称荣誉敬礼（ L'honneur ou l'adoration d’honneur ）。

教宗哈德良→世赞成公会议的决案，并且委派代表出席，而

予以批准。这些有关道理的决案，一跃而为整个教会的准则；可

是它们的含义，通过译文，在东方．开始时未能正确地透出。不

同的注解，正如i二面所说的，是这样发生的υ 我们尤当指出东方

神学家攘斥反传统圣像敬礼的活动三

三捍卫圣像敬礼的宗主教

（甲）君士坦丁堡圣才尔孟

圣才尔孟是第一个权威地指摘反圣像敬礼的主教匀当时．他

已踏入桑榆暮景ε 才→尔孟以六子：五年左右啕生于君七坦丁堪（他

的父亲，查士丁尼，曾任希拉克略及空斯通二世胡官L 六六八

年，被君士坦丁｜用世 Constantin I飞 P吨。时t 处死产就在那时，才

尔孟投身神职界三我们兀法晓饵，他在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公会议

（八六0至六八一年）漫长细致的词时中，作出了什么贡献〉一

定的，他拥护谴责单意说决案－八世纪初，他任息西将主教

(Ev问u号 de Cyzique）他以夜1月〈；主教资格：｛＼席七－ ·.fif：由斐理比

格（ Philippique ）皇帝召集的君士坦丁？在教务会议；会议重新析、

愣六八一句＝曾被谴责的异端土当时，才尔孟 A如克利得的圣安德

胁，为避免更大的祸患，对于阜，市，作f不同吁作的让步3 皇帝

死后， A切复上正轨2 之后．才介：孟在宗主教位上，在信德遭受

袭击的时候，表示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是于七，五年防登君士坦 r~宗主教宝座的，先后共卡四

年乞反圣像敬礼运动，是在他任宗主教时（七二五年）掀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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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曾努力阻止良（ Leon l'Isaurien ）的这种政策，可是未见

成功、他也向若干惟皇帝马首是瞻的主教，指出这种达反教会明

朗的 LJll导的运动的危险性。在才尔孟论圣像敬礼的二Hf言牛，只留

f f三封，其余的都被良命令烧去。宗主教与良起I’冲突 J 年事

已高的他，于七二九年，遭受了撤职的处分二他死于七主二年、

他与2王若望达马萨内，及希伯尔的乔治，受了希亥利一业会议的绝

罚，可是七八七年的公会议，就予以解除气

圣才尔孟是尤以演说家及童贞圣母的歌颂者留名书史的c 他

的所存的九篇琦i井中．七百；是关于圣母玛利亚的 它们特别阐明

~an两个观点：天主母是无比J也沾净的：他是－切圣宠的 rtrf呆 r

{t；第寸＼观点 l之．圣才句；孟的作证，反映了他的问代人，克里特

的圣安也肋的见解；这为 t母无咕始胎道理的发展，是极有价值

的 他的文法．正如同拜占庭出’子的，是很繁华的（他为阐明他

的思想，爱运用各种 l:t类；可是结果 愈趋愈纷歧．令人如坠入

主伞里雾中 c

除去演讲著作＆若千体仪诗歌，还有神学者作四小册，及三

封关于道理的 l~衍。

在问小册神学著作巾，第－种是为、IE美尼 11J/.人写的．日的在

1¥ 日力IJ采东公会议；第二种用对话方式．通过圣f王为天主上智关

于死亡作辩护；第兰和frT；于七＼六年后，是个历史性兼辩护性

的，有关异端反投务二三 i义的作品；革启－刹I神挝、地注解东方弥

撒，打J能其中杂着膺品， ｛il也不失 f.1才尔孟的作品二

这哩著作不兀道理的价值， nf 是他的书信，尤反映起初L歪像

政礼辩护者的思想二

格鲁梅（ Grumel ）这样提纲絮领地指出了圣才尔孟的圣像

敬礼道理：“ A切传统的关于圣像敬礼的精要理论，都包括在他

的著作 rt=t r 首先他驳斥教会犯了偶像崇拜的诬蔑：他的步骤， 半

面聪明地注解 Ei 圣保墩子L者提；1；的！！：科记二： 4章卡因节；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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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区别各式不同的敬礼，而指出钦崇（ La Latrie ）是唯一对天

主的敬礼。”接着他说明圣像敬礼的性质：他先申明，敬礼实在

不但致于图像所代表的，也致于图像本身。他继表示：圣像礼对

基督教会基本敬礼而言．是相对的。圣像敬礼是基本敬礼的点缀

与辅佐：圣像敬礼是对罔像的，不是对图像的物质的 3 拥护圣才

尔孟学说的学者，不过更详尽地予以反映吧了 c

（乙）其余谈圣像敬礼的宗主教

＼圣塔莱士（出mt Taraise ）自七八四年起，到八O六年

止，任君士坦 n量宗主教；他是爱里尼 (Ir它ne) 执政时，奔走

教会和平的重要人物；尼西亚第二次公会议，是由他准备的，由

他借同教宗代表们主持的。会议闭幕后，在他致哈德良教宗，报

告会议经过的书中说：“我们全体拥护你寄给我，以及通过我而

给君王们的真正的信德誓言J’在他上教宗的第工信封里，他叙

述了他对于若干纳贿主教采取的措施ι 这个措施，许多隐修士们

认为过于宽大c 现在还存在着圣塔菜士的别的四封信，及两篇讲

话：一篇为他就宗主教职时的演辞，一篇为圣母献堂’颂辞；颂辞

中，尚属清楚地，｛也谈了她的无f~i始胎。

二、圣奈塞福刺斯．八O六年，八一五年间， ff君士坦丁堡

宗主教，始与斯图提（ Studites ）隐士们有些冲突；时是，不久，

就获得谅解，且与他们伟大的院长，狄奥多，共同向新的反圣

像敬礼政策作战c 八五 A年，他被撤职；他至死不停地写文章，

攘Jf:那些反圣像敬礼者：计有攻击君士坦丁（ Constantin Copro

nvrne ）书（ anti时削icus ）三卷，大小辩护（ grande apologie et 

petite apologie）各. ，＇始于六O二年，止于七六九年的史纲，也

是他写的。他致良气1世的」封信，是冗长而美丽的；其余的书

信，或已遗失，或未付印。他的操作，他的著作，都透露他是个

真正的保护信德者二

三三、圣麦道德（ Saint m岳thode ）隐士．是圣奈主主雨刺斯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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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也是反圣像敬礼的劲敌。他因太后提奥多刺的推荐，被摧

为宗主教；圣像敬礼的复兴，正统节日的建立（ La f吕te de 

l'o础。doxie），他都与有相当的功绩。他又遗下失掉信德者忏悔

条例。此外，还有在他名下出现的两封信，两篇讲话，以及圣得

尼（ Saint Den 

都是有问题的C

四 其余的东方神学家

古人谈神学，每以研究圣经，及辩难作品为动机。当时的注

疏家，数量既少，声价又低：链条式（ Les Chaines）作品，最为

盛行。人家在当代的神修著作中，不但可以找到圣经修身篇幅的

释义，还可以发见作者的，或别的隐士们的经验之谈。这类的著

作，不能视为真正的神学作品；可是安泰奥卡斯（ Antiochus) 

的作品是个例外。

安泰奥卡斯是七世纪初叶，巴勒斯坦，圣萨巴斯隐院的修

士。他的圣经碎锦（ Pandectes Ser酬urae Sacroe ）是种更有系统

而逻辑的修身作品；从若干方面看来，它很像现代伦理神学著

作。该书共计一三O章。头上两章，专论信德及望德，基督徒生

活的基础。最后三章论爱德及天堂；其余一二五章，谈伦德。作

者先指出应当避免罪过；他顺序讨论贪菁、惶吝、迷色、忿怒、

忧虑、虚荣、骄傲；可是，他也乘机提出具体的例子。从六六章

起，他指出应当缮修的德行，以及对于自身，对于旁人．对于天

主应尽的义务c 每章拥有很多的圣给摘语；这一面可以表示书名

的真实性，一面可以指出它究竟不是现代伦理神学著作c 这部著

作，为了八世纪的另一个圣萨巴隐院修士，圣达马萨内的反映，

尤觉可贵。

狄奥多·阿部伽拉（ Theodore Aboukara）是叙利亚伽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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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是圣若望达马萨内的弟子，他的著作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他尤其是个辩难学者。他驳斥了曾流行于该省的－切异端：奥利

振主义，聂斯托略学说，一性论，犹太人及回教徒宣传的道理。

他的希腊语的译辑，共收了四二小册（ Opuscula contra hoereticos 

Judoeos et Sarocenos），他的“结合及降孕论”（ De Unione et In

camatione）还不在内。不少的小册子只有几行。都是对话式的；

信德的敌人设难，作者强调地予以答复。根据理智，证明天主实

有的第三册最耐人寻味。头上两册论“结合及降孕”，第二二册

圣体论，明朗地标榜质变论。



第八章圣若塑达马萨内

一圣像敬礼的捍卫者

圣若望达马萨内的生平，我们只凭两世纪后，耶路撒冷若望

宗主教为他写的－本传略而得认识一些。在前谁都没有搞用散见

于圣若望著作中的比较可靠的资料J 朱吉神父（ P. Jugie ）极度

缤密的研究，翻新了整个问题二这里．我们只把他的著作，做个

撮要。无论如何，这个东方最后→个圣师的生活，在许多观点

上，还是很模糊的。

若望生于大马士革，为此别号达马萨内；又称克立少洛亚斯

(Ch巧so町hoas）；这可能又为了灌溉他的出身之城的那条：可；又

为了他流泽深长的著作。假如他死于七四九年的话，他应当生于

六七五年左右。他的家庭是有钱而很热心的。他的父亲，塞泽阿

斯·曼苏（胜利者），似曾受翁米亚朝（ Omniades ），大马士革

回教教主（ Califes）委以重职：如信友代表，如征收赋税等气大

家晓得：阿拉伯人看到银钱，每会把相对的自由，给予教友的3

阿拉伯人的怦掳，意大利人老科斯马斯（ Cosmas l' Ancien ），是

若望的师傅吗？由他的父亲收养的孤儿少科斯马新（ Cosma冉 le

jeune）是否同他，起受教育？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不能予以

答复。据说那个少科斯马斯，于七四二年．被罹为马育马

( Ma!ouma）主教。看来他确曾接他父亲的位置，当过财政官，

可是不像就是内阁总理。

他任这些官职的时候，写在八世纪初叶c 七二五年，圣像敬

礼争执汗始时，他在巴勒斯坦任耶路撒冷宗主教，若望四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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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司锋c 朱吉根据兰篇有名的关于圣像敬礼的演讲，确定了这段

历史、他指出：作者是个司择，熙雍（ Sion ）或耶路撒冷的司

择；而且以主教代表的资格，用绝罚的处分来，威胁异端皇帝，

若望膺受锋品日，朗读了 A篇信德誓言（ Expositio et dedaratio fi

dei ）；可是在誓言巾，丝毫没有涉及圣像敬礼，那么当时圣像敬

礼的风波．还没有掀起；不然，关于这点，是不会不提的。那

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七二六年，若望已是司择，而且已住在

巴勒斯坦c

若望何时去职？第七次会议录既指出，他宁愿受基督的凌

辱，不愿享阿拉伯的财富；宁愿受种种虐待，不愿享罪恶的福

乐；看来他的职位与对于基督的忠忱间，应当发生了一种冲突。

实在，七→0年左右，哈利发对于教友的态度，一变而为暴厉

的：奥玛二世（七一七至七二0年）剥削了教友参加」切政务

的权利。那么，在殉教者旁边，难免没有判教徙。大概就在那个

时候，若望与红尘作别，隐居圣萨巴。我们虽不敢强调：他整个

的余生在那里度过，我们却认为：他必酷爱这种隐居的生活，以

便从此沉浸于祈祷与读书的气氛中二他的受自他的上等社会阶级

的文学哲学教育，允许他迅速地转入神学核心，并且一跃而为神

学权威；因为他也当过神学教授；至少他的教堂内的神学讲话，

曾轰动了属于圣墓大殿，耶路撒冷教堂的昕众。耶路撒冷宗主教

不忘尽量利用这个新神父的雄才大略；圣像敬礼问题掀起后，宗

主教尤视之如右臂。

他用宗主教名义发表了三篇攻击反圣像敬礼的演讲，到现在

还存在着。第→篇写于七三六年，其余两篇似是第一篇的改作，

问世于七二九年及七三0年间。它们在整个东方发生的影响，是

浩浩无垠的；他被视为圣像敬礼纯正学说的最高权威。七三0年

左右，东方主教们隆重地绝罚了反圣像敬礼的皇帝。皇帝对他们

也无可奈何。这个绝罚的作出，若望的作品的贡献，一定是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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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三篇关于圣像敬礼的演讲，指出了下面几个重要的

观点：

（一）天主既是神体，他的图像是不可能存在的；谁予绘

画，谁就犯了大不敬的罪；相反地，基督，童贞玛利亚，圣人天

神们，既在人的形像F显示于世，他们的图像是可能的；圣经只

禁止偶像。

（二）向那些图像致敬，是合法的；因为这个敬礼通过它

们，是归于它们所表示的人们，而终归于万善万美之源的天主。

这个敬礼不是钦崇（λOT.ρψαadoration）而是崇拜（ veneration ）。

这个敬礼是对于一切不是天主的人物的；而且这个敬礼，是看对

象（圣人与顽物）与天主疏密的程度而参差的。

（三）圣像及圣像敬礼的利益是多种的：圣像教育人们，使

他们记忆天主的恩惠，引起他们的热忱。圣像也是圣宠之河，联

系信友与圣人，并且也是颁赐圣宠的一种工具。

圣若望达马萨内不但攻击了反圣像敬礼异端，而且特别攻击

了当时流行于东方的一切关于基督神学的异端；聂斯托略派，查

科拜派，单意说派，都是他的箭靶。他的著作不是什么－种有益

的消遣品，而是一种有日的的武器。若望与被利亚主教们，维持

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频繁地就正于他。他的攘斥查科拜著作，是

彻大马士革宗主教的请求而写的，而且是针对达拉（ Dara）的

查科拜派主教的。在“三圣” ( Trisagion ）问题上，公教信友，

及查科拜派间，起了极大的纠纷；若望对于这个问题，写了一封

几可视为一册论文的信给约丹斯教长（ Archima时rite Jordanes) , 

又为弃邪（单意论）归正的厄利亚主教，撰了一篇信德誓言

( Libellus de recta sententia) 0 

非基督宗教教派，摩尼教及回教，也引起这个强有力的护道

者的注意。这种行径不是没有危险的。狄奥法内（ Th岳ophane)

述：大马士革宗主教，若望的朋友伯多禄，为着写了攻击该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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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被“哈利发”苦lj令割去舌头。若望写了两篇对话，攻

击摩尼教；对话中的议论，直达形而上学及神学的峰顶；对话

中，尤大谈了天主的预知及预简（ La prescience divine et la 

Pr居destination）。还是在对话方式下，不很忠实地留下了他驳斥

回教的两篇简短的文章。他的论异端书中，短短的关于回教的一

章，更有价值，其余的两种古怪的论神龙神仙的片断，是所以攻

击民间的迷信的。

圣萨巴的隐士生活是极饱满的。若望的种种大德，使他的文

光，更灿然可观ο 历史指出，他是谦逊而昕命的。他只衔长上的

朋友的要求写文章；他的爱德是热烈的，因而他在天主的属性

中，特别表扬他的慈善，也因而他对于玛利亚，圣教会，圣人们

的敬爱，是极浓厚的；他还怀着炽烈的救灵神火；这尤表现于他

宣传真理，及维持教会和平统一的工作中。

圣若望达马萨内大约死于七四九年。反圣像敬礼派的希利亚

(Hi位ia）会议指出：他如圣才尔孟，及希伯尔圣乔治，也受了

天主的罚，可是第七次大公会议为他们三人雪了冤。一八九0

年，教宗良十三世．尊他为圣师c 信众的声音早已把他列入圣

品。最使信众五体投地的．是他反抗毁弃圣像的皇帝的毅力，以

及他的为义而弃高爵的牺牲精神。人们还说他写了许多别的书；

我们认为难于置信。但是确切地出于他的手笔的著作，己绰乎有
余地可以证明他的洋溢于东西两方的威声。

二 圣若望达马萨内的著作

（甲）神学著作

圣苦望的神学著作，是他文学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首先应

该指出他的论难的作品。

→、攘斥反对圣像敬礼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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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册驳斥聂斯托略派论。

三、两册反对查科拜派论，及一封论“圣三”（ Trisagio川，

致约丹斯教长的信。

四、驳单意说论两种意志。

五、反摩尼人对话。

六、基督徒及回教徒间的对话。

七、 i仑神龙神fllJ 0 

在标帜圣若望的神学巨著前，我们先一提他的不很重要的小

册子。

一、信理导言，这是他的少年之作；比起他的谈同一问题的

“泉惊”（ La Source）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真理小册，这是一种信德宣言，大概是他为一个归正的

单意说派主教写的。

兰、圣三论，这是以圣若望的著作为蓝本，而写的一册简括

的圣三及基督神学论；可是，无疑地，把笔者应当是另一只手。

四、信德诠解，只保存在阿拉伯语译文中；这是一个新司锋

陪登神品日的信德宣言。它是“泉源”的第二，部正统信德释义

的缩影。

“知识之源”（ La source de la connaissance）是大马士革圣若

望，最标准的神学著作O 它包括几乎他的整个的神学，希腊教会

的传统神学，以及最富代表性的东方的教理论调。圣若望把他的

著作，献给他的圣萨巴的老同志，科斯马斯。这是一个律师；七

四二年，被摧为马育马（ Maiouma）主教。那么，他的著作，应

i亥后于这个年份，最早成于那年。这是圣师最后的→本著作；共

分三部：前两部是种哲神学导言；更冗长，更重要的第三部，是

种几乎完整的信理作品。

第→部称几章哲学（ Chapitres phylosopl叫ues），包括一系列

的借自古代哲学士，亚里士多德，坡菲立，尤其是教父们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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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词；而教父们尤是他的真正老师。圣若望视哲学，及别的一切

科学，如以耶稣基督为最高导师的真哲学的姆女。

第二部，异端书（ Le livre des I把自ies）是种有关神学的历

史导言。它钻研－0~种异端的源流；更准确地说来，－0兰种

错误的宗教学说，反圣像敬礼及回教，也都包括在内。一般地说

来，他只乐于抄袭东方学者：上自厄匹非尼阿，下至圣才尔孟的

论调；可是对于后几种异端的批评，是由他自出心裁的。

第三部是正统信德说明，共计一百章，分四卷，适与伦巴格

言录相符。卷一（ .至十四章）论天主三位一体。卷工（十五

至四四章）论受造之物（创世、天神、世界、人类），及天主上

智。哲学及自然科学在其中占着相当大的位置。卷兰（四五至

七三章）论圣子降孕，同时攘斥关于该奥迹的异端邪说。卷四

（七四至一00章）像是一种随笔，先后谈了：信德，圣事，圣

母神学，圣经，圣人及圣像敬礼；还谈了前面已经谈过的问题，

而终于四末。实在，正统信德说明，元非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

经诠释c

( z, ）其余著作
→、注疏 圣若望达马萨内遗下了一种篇幅相当浩繁，而内

容很平凡的注疏作品乌这是本简单的，然而整个的圣保禄书信注

解；内中记载的，几乎全部摘录圣若望金口的论赞，以及提奥多

里特与亚历山大里亚圣济利禄的注疏。

工、神修他的“八罪宗论”（ De octo Spiritibus nequiti叫

以及“德行与罪恶”是很简单的。论斋戒书（ La lettre sur les 

jefines）专论封斋的期限。在他的“善恶对举” ( Paralleles 

sacres）中，圣师收集了神学神修纲要的因素资料。如果他予以

编辑的话，应当是与“正统信德”（ La foi orthodoxe）同一典型

的。这该是圣经及教父著作的文摘；他所做的索引，实具有按图

索骥的巧妙。作者把他的著作分为三卷：卷一论一体三位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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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灵魂的光）：天主的属性，我们对天主的责任，是该卷的

对象。番二论人与人事的知识。卷三论德行与罪恶。他谈→种罪

恶时，不忘提出它的对面的德行。这部书所以称“善恶对举”，

就为了这个缘故。若望在著作中，引用了那个我们在上面已经提

过的安泰奥卡斯隐士的著作。

三、演讲若望不但是个论难学者，也是个娴于辞令的演说

家；在耶路撒冷遇到庆节，人们都争去洗耳恭听ζ 我们还能披读

他于同日在热色玛尼，童贞圣母坟墓上，论玛利亚安死的三篇演

讲。此外还有圣母诞生演讲，耶稣显圣容．干枯的无花果树，圣

瞻礼七三篇论赞；圣若望金口及圣女巴尔拔辣两篇颂辞。看来其

余不传的应当为数尚多二朱吉神父（ P. Jugie ）指出：“他的演讲

到处反映出他的道理的本色c 他始终是个天主圣三及圣子降孕的

神学家。他的文章，是简洁而丰富的：他一反拜占庭诸子的习

气，说起话来，常说出些东西来的C 他的论赞一定地是他著作中

卓然不群，而内容特别丰富的。”

四、诗歌圣若望达马萨内也是一个诗人。他留下的赞美

诗，是极耐人寻味的〈它们到现在还受人咏唱，而且给予咏唱者

A种天上的神乐。他的诗歌中最著名者计有：

（一）一般主日日课的伽侬。八回声（ Octo制10S）至少大半

是他写的。

（二）圣诞节，三王来朝节，圣神降临节的诗歌（ Po臼ies

metriques ）。

（三）复活节，升天节，显圣容节，领报节，圣母逝世节，

殡仪的诗歌厅。臼ies rythmique吟。

（四）各种圣体诗歌（ Metriques ou rythmiq时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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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理

如果以为圣若望达马萨内不过是个编篡者，这是错误的。他

的在上面经我们分析的一本书标帜：他也是个独出心裁的作家3

他虽精简地反映过去，也把古人的道理，予以熔化，然后运用一

种明朗的、正确的、坚决的语言，逻辑地、紧凑地、予以说出。

他崇拜的学者，圣良除外，别的都是东方教会的圣师，而以加帕

多细亚的为尤。纳西盎的圣额我略的著作，频繁地受他采用。在

基督神学方面，他常反映拜占庭雷温思，圣马克息马，圣阿那斯

退细阿（ S. Anastase le Sinaile ），的论调。在天主论中，他追踪

伪得尼（ Pseudo Denys），所称的圣保禄的弟子。他虽是一个出

等的神学家，可是远不及东方的圣济利禄，与西方的圣奥斯定。

他的实际的影响，可能为着环境的关系，未能像圣多玛斯，引导

当代的学者，去研究新的问题。

（甲）降孕圣师

基督神学像是圣若望的道理核心。朱吉说：“圣若望金口是

标准的降孕圣师J’他的最多的篇幅，是为这个奥迹的；这个奥

迹几乎散见于他的一切著作中。他的关于一切古代希腊神学的综

合，实在是空前的。弥额尔（ M. A. Michel ）指出他的基督神学

的特点之 a：“在能演绎地严正作出神人结合（ L’Union hyposta

tique）的神学及信理结论。大家认为，关于这点，他是十三世

纪钻研神人结合后果的神学家的先驱。，，

圣若望金口的结论如下：（一）与圣言实体地结合的耶稣基

督的人性应受钦崇（ Adoration ） υ （二）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子

的名义指一种位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与圣父的关系，不是主

仆的关系。（三）他指出了属性的相通规则，并且标帜这个相通

是合理的。（四）相结的两个性体相互的透彻，基督人性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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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督的人性，在实体上没有变化；可是，只在可能范围内，

接受天主性的种种特典、特能、特行；这是“神能” ( Energie 

divine）的一种分承。（五）耶稣基督在知识上，没有什么缺点：

他的智慧的进步，纯是表面的。就以人性的美善来说，它也槟绝

与这个美善冲突的一切：没有什么偏情可言，下意识的整个地服

从意志，他的肉躯虽能受苦，不可能遭受有损于它尊严的腐化。

（六）两重行为，两重意志。

圣若望达马萨内，在保护圣像敬礼运动中，尤其是众目昭彰

的；可是，他的关于圣像敬礼的理论，不成为一个中心思想。这

里，为了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不再来多赘了。我们认为尤应当

分析他的东方人所称的狭义的“神学”。

（乙）神学

圣若望把神学分作两种：归一神学（ Theologia unita Oeoλoγtα 

η叫u:vη ）及剖分神学（ Theologia disereta, OeoAoyiα 

＆α1JBX1JiµiV1}) o 前者为天主一体论，后者为天主三位论。在他的

著作中，这两种神学，是混合地钻研的。这里，我们尤想指出他关

于预知（ Prescience）上智。（ Providence）及预简（ Pr吕destination

的论调O 拉丁教会学者，极注意这几点。圣若望明朗地标帜了东

方的观点；这个观点，多些少些异于圣奥斯定衷心所强调的。

首先若望认为：天主就是“物” ( 6 品 ν）善，善者

( 6Ara06{) o 那么，他受于得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在若望

早把得尼的道理当作自己的道理；他的神学在深刻地强调着天主

慈悲的第」性；这个天主的属性最活跃于他的笔下。至于他的天

主兰位论，朱吉的评语，我们认为是最中肯的：“达马萨内的天

主三位道理，一般地说来，完善的概括了前几世纪的希腊神学；

可是关于若干问题，他最崇拜加帕多细亚教父们，尤其是纳西盎

的圣额我略提出的见解，若望圣师对于拉丁教父们的神学，竟

什么都不知不识c 奥斯定三位“生发”的学说，在他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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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提过c 在几处圣若望几全部予以抹煞，他没有找出他的管

钥。他虽也谈过“内言” ( V erbe interieur ），总未提及圣神的

“爱发”（ Processio Amoris）。无疑地，这足以证明他茫然于父子

共发圣神c

天主普遍的知识，包括“自由的将来” ( Futurs libres ）的

认识。这点，他说得很肤浅。朱吉指出：“我们不是天主所以能

预见我们的自由行为的原因；可是，那个他预见的，我们应当付

诸实行的事件，是从我们来的；为了假如我们不做的话，他是不

可能预见的二天主的预知是真的．不可能有失的；可是天主的预

知不是我们的自由行为发生的原因。纯为了我们要做这个或那

个，而他才会预见。”若望虽标志，天主是诸善的原因，尤指出

行为的善恶关键在于自由活动者。

土智（ La Pn》、

照！顷，引导它们根据它们的天性，达到它们的目的＇~若圣指出：

上智包括天主为使受造之物获益的一切积极措施，他积极地希望

于它们的一切：为此若望又申明：我们自由的决定（ 7α 二φη
µZv ） 不属于土智句而属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真正的开端者，

不是天主而是我们 无疑地，天主预见」切， r1J .Ji:他并不运用」

种积极的意志，事前予以制定c 若望又说：预知是天主上智的准

则。天主根据这个上智．没有区别地，把圣宠配给众人。藐视他

的圣宠的人们，也是他的照顾的对象，直至死亡，他们永远的命

运最后决定的时候ο

若望认为预筒，兼及被选者及被黝I者；天主通过预筒，根据

预见的善功罪过，对各人作出永远的裁判。所称的先天预筒，

( Predestination ant岳cedente），他并不认识；除非这个先天预简是

指普遍上智； ( I>ro

为众人，且为各人．准备丰富的救灵方法，不等的救灵方法c 这

个普遍预见，为了自由意志，是有条件的：可是为了这纯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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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一种反映，它是元代价的；理由是为了在救灵领域内

(Dans l'ordre du Satut），人性是根本不能立什么功绩的O

这个道理，既不是披雷杰主义，又不是半披雷杰主义，虽然

他的观点也是半披吉杰主义的人的观点。这个道理尤暴露于他的

反摩尼派论中。这里，圣若望·达马萨内，如圣奥斯定，强调地

捍卫人的自由意志。整个的东方传统使他坚持这个行径，而若望

因此就明朗地标榜天主的正义。但是应当承认．他的道理，至少

他的术语，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

圣奥斯定在他攻击披雷杰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像过度地予以强

调：天主待被选人们的特别的恩爱。这个绝对无损于其余人们的

命运的特别看待，在西方被称为预简。可是．不用多说的，这个

把天主的权利．和他的神秘的优待，放在第一的观点，应当极度

慎重地予以阐明，使不至有损于人的自由意志．或恶化被黠者的

命运。圣若望·达马萨内的道理，为了他的观点的不同，不发生

同样的困难；可是，这个道理是不完整的，不深刻的。

（丙）圣宠圣事教会

一、人与圣宠关于这点，东西两方的比较是必要的。物质

与精神组成的人，是造化的总括；他简直是个小型的世界。

(µiηp句。σ－µo（） 这个希腊术语，圣；若塑·达马萨内常乐于予以

诠释。关于人的创造，他与整个的希腊神学，明朗地指出在亚当

身上肖像与相似的分野3 肖像 （ rδηαr'£Lx6vα）指理智及自由意

志，这是天主美善的自然的分承；相似（ 70 xα仅非.wiwσw 指精神

界中天主性体的超自然的分承。元祖父母通过天主化他们的圣

宠，分承了天主的性命n 再者，他们也享受自然界以外的特恩

( Privil地臼 preternaturels) ，如不朽、不苦、不死。

若望·达马萨内纳与别的东方教父（因贝道的倡导而流行

于西方的诬蔑是应当改正的。），频繁地提及原罪，并且指出原

罪，及由原罪招来的种种当于刑罚的灾难｝若望称它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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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叩TL卢），或i且咒（ xarapα），或谴责（ xαraxpun() o 这个罪

剥夺人相似天主的一切：圣宠与特恩；人的本性，为着背弃天主

( A versio a Deo ），倾向受造之物（ Conversio ad creaturas ），也被

削弱。这点，圣若望明朗地予以讨论。可是，堕落的人仍保持着

自由意志c

若望的宠佑论，足以消除人们染于希腊学者身仁的披雷杰主

义的色在二他强调圣宠的绝对的必要性；一般地为立救灵的常生

的功芳，特别地为压服偏情。这个宠佑不但应当是协同的（ Con

comitans）还是感i秀的（ Pre刊nans ）；而常任自由意志，予以接

受或拒绝c f面－－段文字又视为他的圣宠道理的纲要：“应当晓

得，德能由天主赋予人性；而大主自己是一切善功的原则及原

因 c 少了他的协助合作，我们不可能要或做好。可是，或留于

德，而Ji［员从天主的感诱，或绝于德， Ji［员从魔鬼的感诱而陷于恶。

曙鬼不能强迫我们仨

二、圣事 关于圣事的道理，圣若望·达马萨内绝对不足以

代表东方教会，以及整个教会的传统乞他从没有谈过婚配终傅；

他偶然一提起了坚振．告解及神品二只有圣洗及圣体，他在

“正统信德”里，曾予以钻研3 他的论圣体的－章，是最美丽，

最充实的c 基督实在的道理，针1、j象征的诠释，说得写实之至：

看来，他连饼洒的形象，都不予承认η 他论饼酒变质时指出：这

不是基督的肉身降入饼酒之谓‘这是饼酒的改变c 至于饼洒怎样

改变，他不赞一辞，他只俯首于这奥迹前。圣体是真正的不流血

的，普遍的，玛拉基预言的，默尔基塞得克象征的祭献〉它实在

使我们分承天主的性体；夭饼所以称分承（µerd.ληψLιPartici

pation) ，以及与耶稣基督和我们昆弟的通流（ Communion 

XOLVWl岖，就为了这个缘故c

兰、教会圣若望在他的著作巾，尤在他的耶稣显圣容论赞

里，作出了不少重雯的肯定。可惜这个东方拜占庭不很重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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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圣师在“正统信德”中，未能专章地予以讨论。可是他的

道理是极坚决的。

（→）教会是个不属于皇权的独立社会。

（二）教会是个君主社会。君主政治是和平，有序，稳定，

进步的惟一原则；多头政治引起战争，分离，紊乱。

（三）这个教会的君主政治，不是教民的或部分的，而是普

遍的；伯多禄受权统治整个的教会？宗徒之长的一切特权，被他

描写得辉煌夺目，而且出以最公教化的学说。

（四）圣伯多禄的继位者应当留居罗马，若望说伯多碌于内

龙执政时，死在那儿。主教，宗主教，既使耶路撒冷的（那些

在整个世界上，尤在巴勒斯坦，为基督，玛利亚，厄里亚搭帐

蓬，造教堂者。）都是伯多禄的门生，基督托给他抚牧的羊。圣

若望从没有与罗马发生过直接的来往；在他的著作巾，从没有提

起过当时在位的教宗。圣狄奥多·斯l!l提（ S. Th层odore Studite ) 

为了他所受的种种诬蔑，为了他被迫向整个教会的裁判的呼吁，

关于教宗有更详尽的谈话c

Saint Jean Dama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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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圣狄奥多斯图提

一狄奥多隐士捍卫圣像敬礼

四世纪来蓬蓬勃勃的东方教会，到了八世纪，遭遇了无边的

打击勺在埃及，它是·性论的牺牲；在叙利亚．边为了阿拉伯因

教徒的赋税制度，边为了原野士陆的白刃，几乎全却覆没；在拜

占！在帝国内，它不停地受反对圣像敬礼的皇帝们的磨难。他们通

过嘲宅，苛税‘暴力，百计予以毁灭｛院、修士们，少数人除外，

不顾鞭子，牢狱，流刑，坚决地反抗着；终于爱里尼吁政时，获

得了最后胜利 3 据说吁时所建的隐修院的数字，是空前的 无疑

地，在反圣像敬礼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中，他们受了一个新的考验

（八 A三至八四二年）；可是， IE统道理的胜利，因此更是光辉

无边的r 隐士们捍卫圣像敬礼时，维持着基督教会最神圣的权

利。他们在甘受奴役，没有骨气的主教团前，保持着真正的基督

精神。他们热烈地拥护了真理的、教会的、传统的权利c 胜利之

后，他们骄傲地觉得，过去的、正义的斗争，更鼓励他们反抗任

何旨在削弱天主的权利的人；即使需要碰到东方大主教们的触

须，他们也－无所惧c 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圣狄奥多·斯图

提，是正道的典型代表了在这拆教狂澜倾倒的前夕，在这个暴风

雨肆虐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天主j量来了丰个怀着纯i占公教精神

的圣人3

狄奥多以七五九年，生于君士坦丁堡，一个丰富而热心的公

教家庭中 c 七八」年，由于舅父圣柏拉东（ Saint Platon ），奥林

比亚山隐士的督促，一家大小，在以财产调济贫乏之后，共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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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精修。年甫二十二的狄奥多，与他的伯叔兄弟们一·道隐居于奥

林贝亚山腰中，地名萨库提翁；（ Saccoudion）；该处不久就变成

一个隐修院飞狄奥多在他的舅父，圣柏拉东的指导下，逐渐向神

修的峰顶走去。七八七或F七八八年升司择：理年，肉舅父病，被

选1-tff院长；当时，那个隐院已很发达ο 柏拉东及狄奥多在努力

神修外，又密切地注意帝国的教务ο 他们认为：圣塔菜士

( Sainit Taraise）宗主教的作风，过于软弱：七八七年的公会议，

他们迟迟地直至明白晓得罗马予以批准时．才予以拥护3

七九五年，君士坦丁六世宵告与皇后离婚。他俩带头提出抗

议，虽然皇帝所娶的是他们的→个亲戚；他们始终不为皇帝的利

诱所动三狄奥多始被流于得撒洛尼；从那儿，他上书教宗，教宗

极口称扬他的刚毅的精神，可是徒叹爱莫能助r 七九七年，爱里

尼复位后，隐士们都得赋归。开始时，他们不与培莱士来往，为

了他没有谴责为皇帝的婚礼行祝福典礼的若瑟可锋c 在他予以绝

罚后，狄奥多才与宗主教重归于好c

狄奥多与圣培莱士言和后，赠给了他一个君士坦丁堡，倡于

五世纪的古老的斯多提奥（ le Studitum ）隐院U 吁时，萨库提翁

隐院，为了问教徒不断的侵略．已不堪居住户在狄奥多指导下．

斯多提奥很快地，」跃而为拜占庭隐、修的中心．隐士增至千名 c

院长也是京1'\'[S教会内，最有声望的一个大人物c 八0六年，奈塞

福刺斯皇帝征求他关于培菜士继任者的问题时，特别地指出，不

应当选择 A个世俗人；可是，皇帝终于摧升了 A个政治家，另 A

个奈塞福剌斯为宗主教。于是，斯多提奥隐士与君士坦丁堡新主

教间，起了冲突：在他的可选问题外，他与若瑟司锋密切来往，

也是→个冲突的原因 3 最后．宗主教在八0九年举行的教务会议

中， Ye绝罚了他们，继勒令予以解散。他们向教宗上诉；教宗百

般地予以慰菇．可是总没有作出什么正式的解决c 八~. －年．和

平重刑：狄奥多回到睡、院：奈塞福刺斯收回成命，并且申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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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采取的步骤，纯为了为避免更大的不幸。宗主教受到那些热心

的隐士们的琢磨，不久也做了打击反对圣像敬礼者的英雄。

亚美尼亚人，良五世’（ Leon V. 1’Arr时nien ），于八一四年，

重采爱索立亚人良三世（ Leon III , 1 'Lsa旧ien）反圣像敬礼的政

策。为了圣奈塞福刺斯始终不为所惑，被流于客地。宗主教的顾

问狄奥多，是反对该政策最坚决的‘份子c 他在城中组织了一个

盛大的示威游行：只见行列中，走着千把个子擎圣像的隐士。八

一五年，皇帝下令予以流徙；可是，这个命令不能遏制他的正义

的呼声，又不能毁灭他的影响，松弛他的毅力。他的一系列的书

信证明：他继续支持着隐士们的勇气。他与教宗的通信，是最耐

人寻味，而最激动的ζ 可惜教宗们都无法救济风雨中的教友。弥

额尔 [J 吃者（ Michel e Begu芒）登位后啕对于教徒，采垠一个缓

和的政策；他放犯人出狱，让被流者归家之于是，狄奥多离士麦

拿，回君士坦丁堡；可是，他的斯多提奥隐院，在他的叛徒们蹂

躏下，早已化为一片瓦砾之场。他尤利用书信，劝弥额尔恢复圣

像敬礼，且与罗马联络；可是不见接受。这个年近古稀的英雄，

已到桑榆暮景。他的遗嘱披露了他的心肝； “应当常常准备着，

总不应当让政权作教理的裁判；不应当与异端人开会议；应当誓

死反抗c”八二六年十一月卡一日，他死于尼哥米底亚。宗主教

奈塞福刺斯，于八二九年，六月二日，相继逝世c

二著作

狄奥多的著作，为数极多，已有j印的计有他的辩论及神修作

品，书信，演讲，及诗歌。

一、辩论著作写于八一三年后，日的在辩护圣像敬礼。

（一）驳斥反圣像敬礼者三卷，头上两卷是对话。

（二）反圣像敬礼诗歌驳义；这些诗歌的作者，都是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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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

（兰）若干同类的小册子，以及多数的书信。

二、最重要的神修著作（他的书信及教理对话也在内），是

若干论修院隐修生活组织的小册子：斯多提奥修士纲领，补赎书

两卷，卷一为伦理总论，卷二为违反纪律的处分。他的别的小册

手，神修成分更放；此外，还有他的遗嘱。

芒、书信 已刊印的共二七八件，分为篇幅极不平均的两

在；卷一包括五七封，起自七九六年，止于八一五年；卷二包

括二二一封，起自八一五年，止于八二六年。这集通信的历史、

道理、神修价值，是无边的。狄奥多的形容，绘声绘色，活跃于

字里行间。马冷（ M. Marin）指出：“这些书信中，洋溢着热烈

的信德，及不屈不挠的刚毅的生气。最坚决的正确见解，出没于

崇高伟大的思想中 c 神修虽是其中主要的一环，问题的繁多，尽

可说是五花八门的。受信的人们，计有教宗，皇帝，主教，及隐

士。可是作者唯一的目的，在安慰、感化、鼓励，及指导人灵。

他的笔墨是婉转的；他的宗徒的神火是一往无前的。在他的书信

中，我们还可以感到：一种温良甘怡的笔致，大可与圣方济各撒

助爵的带诗意，而多生趣的文章，先后媲美。

四、圣狄奥多的演讲计有：（一）典型的官样文章，已经刊

印的有十二种；这些演讲，一－、过于铺张，三、有失自然。

（二）教理谈话．这是院长每星期兰的家训，行文简单生动。马

冷又指出：“他的简单、多趣、富于诗意的辞令，不但充满着圣

经浓郁的骨髓，而且笼罩着一种温柔深切的气氛。这些演讲与他

的书信，是他的著作中最有兴趣的 4分。小型教理集（ Petite

cat岳chese）的·三六篇．是最受援引的；至于大型教理集

( Grande Catechese）的一七王篇，篇幅较长，历久未印c

五、狄奥多的诗集，是相当广大的：计有（一）长短前脚

相间的诗 A二四首：题材是多种的；修院中的」切职员，尤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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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对象。（二）伽侬工则，一论十字架， 」论圣像。（三）封

斋节课经，是他与他的兄弟若瑟得撒洛尼总主教的作品。

（四）复活节课经，假如不是狄奥多写的，一定是斯图提修士们

写的。

三道理

圣狄奥多斯图提，狭义地说来，既不是一个哲学家，又不是

一个神学家．但是一个神修家， →个积极的布道者。他始终不懈

地， 」面捍卫圣像敬礼，一面拥护宗座的最高神权。

（甲）神修道理

这里，我们并不想综合他的散见于他的小册子，书信，以及

教道问答中的道理。这些著作似已足提供→种几乎完整的神修神

学的资料。在那些著作中，收藏着古代最有名神修学家，（圣巴

西略，圣若望格理玛，圣马克息马），关于各类人物，尤其是隐

士们的道理精华。通过他的天性和职守，狄奥多的神修成分重，

神秘神修成分轻，积极成分浓，瞻想成分浅。他的热烈的神火，

鼓励他不怕流徙，捍卫为皇帝的离婚所破坏的基督伦理的纯洁

性。可是他尤显出是个精修生活的组织者。他最努力阐发的德

行， →为祈祷的精神，它是，切神修生活的因素；至于圣像敬

礼，不过是它的一环；二为听命，立控制行动，维持秩序，供给

内心的和修院的和平；三为符合各人身灵的工作，根据一种古老

的隐修观念，他视精修为→种斗争， －种对付偏情及魔鬼的斗

争，一种维护整个信德，基督伦理的斗争，一种攘斥削弱信德和

伦理运动的斗争。若干以卫护信德及伦理自命者，时也倾向这种

运动。

（乙）圣像敬礼

圣狄奥多关于圣像敬礼的观点，与东方教父们的观点，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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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辙。它的纲领如下： “为了图像代表人物，也应当恭敬圣像；

那么，圣像敬礼是合理的。图像没有自己的位，只有它代表的人

们的位，那么，并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敬礼；为此恭敬圣像，就

是恭敬它代表的人物。最后，为了图像不就是人物，而只是人物

的肖像，那么，对于本人的敬礼，及对它的图像的敬礼，是彼此

不同的。为此，敬圣像只是圣像敬礼一面。恭敬圣像不是为了图

像本身，而只是为了它与人物相像的关系。为此圣像敬礼不但是

而且被称为相对敬礼（σ"XBTLxrJ', relative) 0 相反地，我们恭敬

基督，我们直接恭敬一个神人。这个敬礼不但是，而且被称为绝

对敬礼（λαTp8VT/K斗 latreutique ）。
（丙）宗座

圣狄奥多最重视的，是面对政权的教会的自由独立：他的一

系列与教会及国家大亨们的斗争，也就为了这个缘故；他的最典

型的精神表现，也不出这个范围。为保卫教会的自由独立，他不

但出以行动，还出以笔墨。他特别明朗地了解及肯定：这个教会

对于政权的独立的必要条件，和必要前因，就是教宗，一个独一

的神权领袖的普遍及最高权威U 他在他土教宗们的许多书信中，

提纲絮领地，搜集了古代东方教父们关于罗马教宗首席性的证

据；这些证据组成了一个光耀的火炬。萨拉维尔神父（ P. 出

laville）关于这点，曾作了一个深刻的研究，这里，我们只举出

它的若干精义：

（·）圣伯多禄的传给他的后任们的首席性，是罗马首席性

的基础；而这个首席性是出于天赋的？

（二）这个罗马的法权遍及普世，而且是最高的。

（三）公会议是由教宗召集及批准的。狄奥多对于圣塔莱士

及七八七年举行的公会议的态度，会同他的肯定的论调，十足披

露了他的有关这点的见解。他也说过；教宗掌握着→切大公会议

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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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马主教在信德问题上，是不可能错误的，而且实际

上，他总没有错误过。这是他与拜占庭主教所不同的；拜占庭是

异端渊菇，经常与其余的公教会通声气。

（五）最后，宗座是信德－致，以及教会相通的中心。八三

一年，狄奥多认为拜占庭与其余公教会相通的途径有二：或通过

教宗的批准，召集－个公会议，或直接与教宗靠拢。只有通过罗

马教会，一切教会的领袖人们才能与整个的教会，以及宗主教们

相通。

这个见解，不是狄奥多个人的见解。君士坦丁堡教会领袖

们，在九世纪初，如圣塔莱士及圣奈塞福刺斯两位宗主教，也与

他抱同

合法没有，再标准没有的：为了根据原始的神律（ Les r地les di

vines），它是由西方教会光荣的一份子，古罗马教会，指导而主

持的。”这个第七个大公会议所以有价值，也纯为了它是由罗马

主教领导的。它的理由就在宗座实际的特典中。“一切在教会中

聚讼的道理，即使曾经过教会法律和习惯的承认，如果少了罗马

教会的批准，就不能看作正式地已经解决，因为罗马握着司锋的

枢纽，拥着宗徒的最高权威。”

这是九世纪初叶，重要的正统拥护者的道理。这个道理，于

八四二年，将获得辉煌无边的胜利 而使“正统”二字留为拜

占庭一切教会的象征c 这个传统的“正统”，这个由圣狄奥多代

表以及胜利地标榜的正统，在福细阿斯准备予以毁灭时，还是公

教的正统。

Saint Theodore Stud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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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学大纲

卷四

教又何伟大的继承者
（十二世纪一一十六世纪）

导

教父们的继承者

教父是基督教会最初的思想家，也是古代信德的证人。基督

的教会基于默启；那末，这些首先接受这份交于教会的神圣遗产

的教父，应当特别地受人尊重。这些权威证人，决不是后代的作

家所能比拟的。在这些光荣传统的证人中，不少在当时也是真正

的思想家。在反抗了潮涌的异端，保卫了启示真理之后，他们努

力钻研真理的堂奥。疑难的问题几乎经常地终于获得一种根据原

则的崇高分析，甚至可能的唯理性的及神学性的解释也不缺。教

父们的继承者的继承，尤在第二点上；换句话，我们尤想在第二

点上，予以衡量：他们一如教父，也忠心地要保持这个“宝库”。

可是，信理通过教父们的作证，已够巩固；那末，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那些后来的基督徒思想家，对于信理作出的更详尽的诠释c

这些教父们的继承者，看他们著作中论道“则使运用着爱

的方法（ La n由hode affective）”或精修成分的轻重，或称神学大

师（ Tl晤。logiens），或称神修导师（ Maitres Spirituels），例如圣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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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纳多尤是一个神修导师，而圣多玛斯尤是一个神学家。并且他

以神学家的姿态，在他的神学集成（ La Somme）内钻研神修生

活。可是，圣文都辣却既是神学家，又是神修的导师。在我们下

面将指出的－系列的神学家，或神修导师中，最著名者获得了教

会颁赐的光荣的圣师衔头；教会为了若干人卓越的成就，还赐以

教父的尊号；可是，这只应吁在广义下去了解。

现在我们在各种宗教科学方面，所有的玄妙系统，都是由那

些教父们的继承者创造的。他们确切地把宗教科学分为：神学、

注疏、法律、历史，而且每 A科，又根据科学方法予以分类：例

如神学有教理神学伦理神学之刑，士林神学考据神学之分，以及

神修神学、神秘神学、甘ii牧神学的不同 c 这种精细的门类，也反

映于谈道的论文中。最重要的，在神学历史中，又有学派的区

别：每一个学派坚持的若干原则，或在解释难题方面，或在说明

真理方面，都起相当的影响。再者，这些不同的系统方式，还染

着被淡不同的色彩：圣伯尔纳多就以忠于教父们比较自由的方法

而别于当代的其他圣师们c 实在，那些崭新的幕景，在教父们的

著作中，是无法可以找到的二假如我们想切实地予以了解，应

当先研究时代的背景，以及各种道学系统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况。

至于那些道理系统，这塑，我们只举出其中不出十六世纪，

以及影响最大的几个，而且一边是由一个教会圣师倡导的，一边

是历经时代沧桑而还存在的（在这个阶段内，在基督教会思想界

上，尤于神学及神修学方面，产生了若「真正的天才领袖。在这

从九世纪起，到十六世纪止的漫长的阶段内，前面的三世纪，在

研究士林文学进化史的文人的眼里，虽是极重要的；在探求道学

建树与游｜踪的学者看来，却没有多大价值。为此，对于前三世纪

的种种，我们只想轻描淡写地一’提。那些上继教父，光前启后的

伟大神学及神修家，都产生在十二及十六世纪中。

本卷的范围自然明朗地可以分作两个时期， A为中世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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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兴时代。它们在教会思想界上，放出了一种异彩。十二与卡

三世纪，组成了中世纪的顶点；西方教会中最伟大的四个圣师．

就诞生于当时；十四世纪时，士林派的神学、哲学、神修学，都

显现 A种衰落的状态。经过了十五世纪的动蔼，以及宗教改革的

风云，十六世纪一跃而为教会复兴时代：在任何道学的领域里，

到处可见灿烂的光辉。

这里我们要贡献的，决不是 A种完整的，而且也不是一种简

短的神学及神修学历史；但纯是若干所以补充本教父学大纲的最

简单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视作教父们奠造的“道学大厦”

的光荣结顶。 伞切比较深刻的，继承教父世纪的思想、潮流，我们

都不忘予以指出产可是这些思想潮流，都是同源的；换句话，都

遥远地发源于教父们的学说。关于这个浩浩兀垠，尚待大量采掘

的矿苗，我们只想指出它们的特质，以及渊掘。根据预定的方

法，及本书的也围，我们特别地向读者介绍」切神学及神修学的

泰斗；至于那些第二流人物，为使读者能获得寸、比较圆满的认

识，我们顺序予以提及。

不管什么学派，不问什么人物，只要是符合公教精神的，我

们都毫元轩轻地，客观地尽量予以提到。每个学j辰，在不同的观

点下，都有益于教会c 应当明f ：认识一个学派的学说，不就是

作出」种折衷说（ Ecleetisme）：人们很能笃信一派的学说，甚至

视以为完整的真理，而同时觉得这个真理的一面，还笼罩着 4阵

阴影。别一派的公教学说，在另－个角度F，努力予以阐明；而

立所标榜的，至少暂时也能使人认为满意c 我们抱着这种明朗的

同情，运用科学方法，叙述神学及神修学的各种潮流产这些不同

的潮流，还能博益地指出：教义的丰富性，多面性，以及教会在

信理？在围以外，却ii导的宽大性。而且有时它们还能纠正此一观

点．豆戈彼一观点的过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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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方法与派别

（甲）神学方法

神学到了中世纪，才与别的一切宗教科学脱离而自成一门。

教父们往往通过圣经注疏标榜他们的道理，这个方法历久盛行于

中世纪各大学中，直迄文艺复兴。那些神学教授所用的经常课

本，就是古新两经。他们在道理方面，予以深刻的钻研；而且把

别的课程，有系统的也不在例外，一概视为神学的先驱c 中世纪

初，开始流行种种的“提纲”（ Sommes）；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有

关道理、伦理、法律的文摘集。十二世纪时，它们获得了长足的

进步。应运而起的伯多禄·伦巴（ P. Lambard ）的格言录

( Livres des Senten 

课本一经天才教授，如圣文多辣及圣多玛斯的注解，就变成独到

的、圆满的、真正的系统神学，虽然还没有达到化境。圣多玛斯

的神学集成进步地系统化了启示真理；它引起的一系列的伟大的

注疏，自十六世纪以来电在思辨神学方面，更加强它的影响。

在这些伟大的综合性的论文外，我们还要指出若干对于特殊

的几点有深刻观察的著作。圣安瑟尔莫的一」切专论，都应当予以

指出，为了它们为后世学者开辟了 A条康庄大道；他的救赎论

( Redemption）是最卓越的。圣事系统学，自十二世纪来，不是无

关宏旨的。伦理神学引起的实际问题，在卡六世纪，也获得相当

的发展。同时神秘圣宠神学（ La tl的）logie des graces mystiques ) , 

在各种极不同的基础上，也建立了起来。＋四世纪时，教会神学

(La th创ogie de l'Eglise ）上，来了一个高潮，学者争在神权与政

权的关系，以及神权的至高性上，热烈地发表意见。抗议教徒的

邪说驱策神学家进一步肯定教会的道学权威，与信德的历史基础：

因而考据神学（ La th岳ologie positive ）也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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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奥·伽诺（ Melchior Cano ）倡导神学出处系统学（ La

systematisa-tion des lieux thelologiques），也以此为目标。

那末，我们已可见，神学著作频繁地是凭研究道理的方法而

分类的。神学是在系统地研究通过启示而认识的天主；换句话，

在研究或关于天主的一般真理，或其中特殊的一点。但是研究的

步骤是多种的；大别之，如已见于中世纪的， i十有考据神学

(La th臼logie positive ），神秘神学（ La the。也gie mystiques ），及

思辨神学（ La theologie sp仕ulative ）。

（→）我们研究启示真理，可以依据权威：一系列系统化的

关于这些真理的圣经及教父文献，看那个方法运用的精密程度，

能给我们一种或深或浅的认识，虽然这个认识是极正确的。这就

是所称的考据神学。

（二）我们也能凭与天主的一种密切结合，寻，获关于启示对

象的光明：因为上等的爱天主的情憬，通过高级的智慧，含着关

于天主，无上真理，一切真理基础，一切神光原则的宝贵光明。

这就是所称的神秘神学。可是狭义地说，它不是」种科学，而是

A种祈祷。在它与考据神学及思辨神学结合后，才能谈到它的一

种真正的科学性。

（三）最后的一种尤凭理智去钻研启示真理c 它依据理智的

认识原则，去了解一切启示真理，衡量它们的所以然，发掘它们

的适宜性。这个方法是极客观的，但是并不排斥神秘之光（ Les

lumieresmystiques）；相反地，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反复地乞

助于它们c 应当明了它直接用以认识启示真理的，一贯地是理智

之光。这就是所称的思辨神学，或称士林神学。圣多玛斯特别灿

烂地运用了这个方法；他的关于这个方法的新发现，尤鼓起了他

与奥斯定神学派（ Les theologiens a吨ustiniens）间的冲突。

( z, ）神学派别

一、我们现在习称中世纪在圣多玛斯以前的神学家为奥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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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这一个一般的名称是适用而且确有根据的。一方面，它指

出多玛斯学说的流行，在神学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另方面，它指出：圣奥斯定在写代神学t的影响，也是不可思议

的。这个影响虽未遭新潮流的淹没，却像受到了 A度更科学化的

整理。以前，从圣安瑟尔莫到圣文多辣，在神学神修领域中，它

虽不是独步的，而是最了不得的。无疑地，其间也有若干东方教

父，及伟大的拉丁教父（教宗圣额我略允推第一）；可是，圣奥

斯定的权威是特出的，一切思想家莫不甘拜下风。实在，在这些

学者间，存在着 a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由他们与圣奥斯定的

联系产生出来的。

应该晓得：可时虽已有奥斯定派，却没有狭义的奥斯定学

说，｜司为它没有→个真正学说该有的一种系统化的巩固基础。这

可绝对不是为了希坡内主教缺少了」种深刻的活动，哲学的领域

也不在例外。荷孚（ M. dt> Wulf) 指出：“圣奥斯定遗给于士林

哲学的，特别是一系列关于天主，神观念、造化、灵魂的神体性

的道理。它们的目的都在改正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所称的自然主

义倾向；而士林哲学大有成就地，→炉共冶了那些奥斯定的道理

与亚里士多德的倾向c 奥斯定不是一→个教学头脑（ Esprit

didactique）。他的哲学理论，散见和淹没于他的操心的宗教菩作

中 中世纪的治学系统化，不是由他教畏的＿，＂奥斯定遗给门生

对于柏拉阁的崇拜，柏拉图的灵感，以及圣师治学方法的主要纲

领，都不足以创出→种有系统的学说。

奥斯定学说（ Augustinisme) , J语，如以指所称的奥斯定神

学派的哲学，所当是极模棱的。人们很能因此把不是圣奥斯定的

道理，归于圣奥斯定。实在，在奥斯定学说的名义下出现的道理

中，不少是与圣师的见解相反的，不少导师源于犹太及亚刺伯，

而与圣师风马牛不相及的。再者，中世纪所称的奥斯定学派中，

在哲学方面，学说是极不一致的；那末，如果要说奥斯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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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吨ustinisme）的话，为避免由乱起见，应说它是多种的。为此

我们运用这个术语时，应该作相当的标白。

狭义的，或关于 A般完整的学说系统的，或关于哲学的奥斯

定学说，虽不存在；广义的，根据圣奥斯定和他的弟子们的神学

精神的奥斯定学说，的确是有的三这个名称已不是模陡的了；它

可拍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奥斯定学派身上n 无疑地，它具有的，是

一种广义的原则系统，而不是－种道学系统3 上边我们提起的那

个精神，确然基于圣奥斯定最习熟的大学题；而这些学题起源于

柏拉图主义，或基督教义：（→）天主观念在一切神哲学思想中

的基本使命 c ( ＿－~.）模型道理（ Doctrine exemplariste ）号｜导我们

由万物推及它们的永远的模因（ Eternel exemplaire ）一天主－，

（气）天主的权利在他掌管万物巾常受肯定。 （四）神秘主义

( Mysticisme）肯定，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通过智慧，己能与天

主有 A种爱情的结合，一种相当的遇见。（五）坚定的伦理主义

指出人类有完全服从地协同圣宠工作的义务。这些学题是普遍

的，圣多玛斯也予以承认。这些学题本来还不足以在奥斯定派及

多玛斯派（ Thumistes ）间，作出牛个分野二 I可是它们的特力，

就在归于它们的基本重要性，而且官就成了奥斯定派治学的特

征。它们钻研一切的观点是功的（ Dynamique ）；它们是与伦理

观察打成」片的；它们不强调区别而强调联系自然与超自然两

界；它们在受造之物身上，反映出夭主的活动；因此，造物与受

造，在它们的视线F，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圣多玛斯的创见之

一，就在戈rj清理性与信德领域间的界线υ 一句话，这两个方法虽

是彼此不同的，却是彼此补充的。真正的神学家应该予以兼用

中世纪时，这种由乱的现象，在观念来由问题上，尤层见叠

出：那个有名的“照明说” (La th削阶 b !'illumination ) ，五花

八门地被所称的一切奥斯定派标榜着。他们几乎一致强调“初

始观念”（ Pren时res idees) .是在超自然的一种帮助 F，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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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产生的。这个哲学观念不像是奥斯定所主张的c 圣师在神学

及神秘神修学的立场下，谈天主的“照明”；他纯想因以肯定，

天主的这个妙工．人的初始观念，是极其重要的；为了这些观念

使人开始自然地及超自然地认识天主。

二、奥斯定学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派；真正的学派应该是

一种根据」个哲学系统的道学组织的r 十三世纪初，就产生了多

玛斯学派及司各德学派；之后，又掀起了别的一系列价值不同的

学派。

多玛斯学派纯是圣多玛斯的事业；它以由天神圣师调整的亚

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之后，它在若干特点上，受到了巴内斯等

有关术语的修改，可是它的内容没有什么变动c

司各德学派代表十三世纪方济各会的道学系统产圣文都辣早与

圣多玛斯同时，甚至在哲学方面，把奥斯定学说（A吨ustinisme ）组

成了～A个完整的，有条的系统3 这个道义系统，于十三世纪末，

又经司各德更深刻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异于圣多玛斯的

观点下，予以厘订。从十四世纪以来，这个道学系统，就变为方

济各会所特有的。

屋肯学派的消极性强于它的积极性，它分裂了古士林哲学σ

叶尔（ Gilles de Rome）学派（ Ecole 句idionne）是种缓和的

多玛斯学派；它运用圣奥斯定学说的几点，冲谈了多玛斯学派。

这个学派也称奥斯定学派，或称奥斯定会学派 2 可是这个名称尤

用于由奥斯定会修士诺理斯（ Noris ）及盘典（ Be时i ）系统化的

圣宠论。

苏亚费士学说（ Suarezisme）是在十六世纪才露面的一种由

苏亚费士倡导的很特致的新学说ο 它是多玛斯学派及司各德学派

的一种中间学派。

这里，我们暂时不谈摩利那学派或盖然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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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修学

（甲）概现

在神修学上，如在神学上，教父时代以后，也发生了一种系

统化，可是它及不到神学系统化的更精密。神修学不同的色彩，

区别了各种不同的神修学派；后面应当予以枚举。这里，我们先

诠释习用的神修术语的意义，以及一般问题的性质。

神秘（ Mystique）一语，为了它具有纷纭的价值及参差的意

义，最需要予以辨别。在上边，我们已指出那些在神学观点下可

以接受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指出一种基层意义，以及多种的派生

意义。神秘的基层意义，指圣神在灵魂上，通过智慧的恩宠，引

导它发出成全的爱德，并且使它对于天主感到 A种实验。派生意

义中最重要的 A种，与基层意义紧紧地联系着；它实在是基层意

义的又一观点。这个使人接触与体味夭主的爱情活动是神秘的，

仿佛自然的；为了它的原因就是极精神地作鉴兹在兹的自我表示

的天主。那末，从人的方面看来，神秘圣宠包括两种因素：天主

美善的纯洁及活生生的认识，以及天主之爱的超特强度O

别的一切比较遥远的派生意义，也是合法的：为了它们与这

些因素圣宠的关系，虽有时是很间接的，却是实际的。神秘可说

是－切圣宠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成全的灵魂 I二是特别积极的O 那

些信友也可以称神秘者，只要他们的灵魂的…般处境，与他们所

受的超奇圣宠，是符合的。还有那些随着高度神秘圣宠产生的非

常状态，也是神秘的。可是一般地说，那些非常状态应以神秘圣

宠为先驱；不与烘爱神光联络的“出神状态”，是可疑的。这些

来白天主的神秘圣宠，并不抹煞人的→切活动：它们不但驱策人

灵热爱天主，还引起人灵为天主驰驱更积极的活动。这些神秘圣

宠，在伦常及知识领域中，也每以」种“修行”为前导。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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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活动的方式也能称作神秘的。最后，神秘的含义虽是极浮泛

的，却都具有巩固的基础。

应该指出：神秘的合法意义与神秘的借用意义，是绝对需要

予以区别的。神秘时指在理智活动以外的… 4切深刻的情感活动；

时指若干邪教徒用以窥见神抵的内心或外表的，类似天主教徒的

种种法门。这些关系纯由于表面的相似，可是每会引起严重的误

会。再者，情感作用，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为准备天主

在灵魂上的活动，不应当予以培植，而应当予以克制ο 假如天主

的活动，在灵魂上，引起一种对于天主及旁人汹涌的爱情，这个

爱情是纯神的；它的性质与那个情感之爱，是绝对不同的、邪教

徒认为：那些法门，或是」种积极的行为，或足一种消险的行

为：自然地，或应该自然地使人窥见神抵 相反地．天主教友的

或积极或消极的神修方法，一律因素地隶属于天主的活动勺这些

神修方法，不但把夭主的诺言为靠山，而且它们的效力，也都来

自天主的活动；天主的显圣，无论在时间方面，在步骤方面，

切由他决定。那末我们教友的修行精神，与其余的修行精神，是

根本不同的；为此把它们相提并论，是带些危险性的气

( z, ）神修与神秘
神修神学与同秘衬i学，是｜大i对象的不同而！？＜JJij 的 f J切有关

人的修行活动属于神修； 」切有关天主的超特圣宠，属于神秘。

这里，应当提出一个关系匪浅的问题：人的神修或伦常活动，在

一般圣宠的辅佐F，是否已足引导每个共魂，达到此世可能的成

全的最高阶段，抑它还需要神秘圣宠的帮助？换句话，高贵的神

秘圣宠是成全的一种必要的因素条件呢，扛／l纯是一种附带条件V

A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是基本的，而且可以关于神修的界词产

在神修界内，流行着两种吁以代表两个学派的对立的答案；

第一派认为：神秘圣宠为成全不是必要的；第二派标志；它们为

成全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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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神秘圣宠必要的一派盛行于十九世纪。波冷神父

( P. Poulain s. j. ）是该派的权威代表；他的祈祷圣宠论（ Graces

d’Oraison），中，罗列着该派的一切原则。它通过圣人们留下的

一系列有关神秘圣宠的描写，特别地说明它们的高贵性及非常

性。它又强调：｛言友的神修，在一般圣宠的辅导F，己能引灵魂

进人圣域（ La perfection) c 外加的神秘因素，虽能使圣德发出一

种神光，却究竟不是→种因素原因。这个学说，在不同的色彩

下，也就是现代许多耶稣会神修学者的主张；此外表示赞成的，

还有不少的修士俗人；其中习谈古代神修学大师的道理的浦拉神

父（ P. Pomrnt）也以此为出发点。

二十世纪初，强调神秘圣宠为成全必要的一派，大大地开始

抬头，而且风行于神学界中。这个运动的倡导人，首推沙德罗大

司锋（ Le Chanoine‘ Saudreau）；他在一系列论文中句指出波冷的

学说是较迟的，而卡六世纪以前的教会传统，更强调着神秘恩宠

的必要J性。他把神秘恩宠分作必要的因素成份，以及非常的附带

现象。这个学说以圣多玛斯关于圣神之恩的道理为依据。它把进

入圣域的路程，分作两阶段：→为预备阶段，在该阶段中，人的

神修活动为主； －为神秘阶段，在该阶段中，天主在灵魂上的活

动为主。这个学说在多明我会修士中，找到了不少坚决的拥护

者，加里古拉郎才神父（ P. Garrigc耻Lagrange ）是其中最著名的

一个。拥护这个学说者，还有为数很多的本笃会、方济各会、圣

衣会，以及耶稣会修士；赞成它的不进修会司锋的数字，正在蒸

蒸日上。可是，在各类现代学者巾，不少人徘徊在中间路线上，

或不肯轻予批评，或凭各人的神学理论，及修行实施，折中地予

以采用c

我们要研究的中世纪，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像现代的聚讼纷

纭；可是，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存在；而且是通过→种神秘色彩

很深的思想，毫无分歧地获得解决的。中世纪的神修，深刻地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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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瞻祷，趋向神秘；如果我们除去了这个成份，它的神修是不可

能了解的。再者，假如我们以为当代的神修学者，己作出了什么

确切不移的公式：甚或他们的问题观点，就是土列的问题观点，

那末，我们未免要犯错误了。实在当时，他们所以观察这些问题

的角度，是浮泛的；神修及神秘两种因素的分野，是模糊的。我

们在前面指出的神修神学界词，是所以使我们更易于了解占代神

修学者的观点的。

在这个界词里，合路（ La voie unitive ）的复杂性，更明朗

地呈显于外。是的，我们首先可以研究合路的神秘性，因为这些

高贵的圣宠，不但给合路 J种特性，而且它的影响及于整个的神

修生活。这个界词在实用上，是极便利的，又能确切地指出合路

与几乎纯属神修性的明路及炼路的区别。可是，我们也能在别一

角度下，阐明合路的神修’性，而在它与其余二路联系中，指出神

修生活的持续性，并且同时直接向修行者报告他们应当采取的步

骤：因为天主的活动，并不抹煞人的活动；前者驾驭兼指导后

者。灵魂在祈祷以外，祈祷以内．应有一种工作：（一）灵魂应

当一面做好接受圣宠的准备一面注意不要因得自己的错误而失

掉圣宠。（二）灵魂至少应该对于这些圣宠表示一种镇静而爱好

的意志。圣人们都认为：天主只稀有地，短促地（ Hora rara, 

parva mora）制止理智的一切活动。圣伯尔纳多就是其中最有权

威的一个。（三）神秘圣宠中最超自然的因素，可能在一种微弱

的，然而可觉的状态中，与理智的－种缓和的活动共存着。这点

可见于若干祈祷中，或在一种充满上等爱德的研究中；应该晓

得，这种爱德是圣神特种活动的先驱。

（丙）不同的观点

一般地说．在古代的神修著作中，我们虽找不到上列的矛

盾，可是，矛盾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若干神修家特别强调神修

中人方面的活动；这种倾向，我们称它为修行说（ Moralis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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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代亚学派（ Ecole de Windesheim）及耶稣会祖圣依纳爵，都是

宫的代表。相反地，若干神修家尤注意于神修的神秘性，而大量

予以阐发。这种倾向，我们称它为神秘说（ Mysticisme ）。圣伯

尔纳多及圣女德肋撤，是其中最著名的。最后应当提出：这两种

倾向，彼此并不排斥：神秘神修家在自己最神化的著作里，也会

大谈修行，而多默·展本（ Thomas a Kempis）等尚修行者，也

会高歌神秘的结合（ Union mystique ）。

应当指出另一个神修作家们不同观点的后果：就是各人看到

而特别加以研究的对象。神修生活是无穷地复杂的ο 它的顶点，

它的特种因素，“与天主结合”，可能从多方面予以观察。任何

作家不可能面面都看到；实在在一个观点F研究这个问题者，并

不想排斥其余的观点。看来一个论调应该补充另一个，而不应该

彼此指捕。无疑地，不同的方法是尖锐的，若以用于神修学上，

则更当谨慎将事。例如在“与天主结合”问题，伟大神修家所

见的，是很不同的；如果我们就以为彼此抵触，那末，就要偏激

r。圣奥斯定用他的综合法（ Methode synthetique），观察“与天

主的结合”，认为这是神及人的智慧，情爱及光明的智慧；这是

人的圣德和天主的圣德的分承。圣多玛斯以神学家的资格，更在

圣神的恩宠上着眼，而尤推崇了智慧。圣十字若望特别标志的是

自动及被动的洗炼（ Purifications actives et passives ）；他认为洗

炼是人天结合的条件。圣女德肋撒刻意描写的，是天赋圣宠

( Graces infuses ）；灵魂通过这些圣宠，逐渐与天主结合；她同时

也不忘指出神修之路的各阶段。圣方济各撒肋爵把一切恩宠系于

天主之爱；它是一切恩、宠的归宿，它是圣师最注意的一点。鲍书

爱（ Boussuet）在他的过于微妙的神秘神修论中，合理地强调f

三神德的重要性。这些更受重视而并不抹煞其余的观点，或由于

兴趣，或由于需要。显然，它们烙于整个问题上的印象，是极深

刻的，但是它们不组成一种矛盾。相反地，这 a系列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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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宝贵的；因为仗着它们，在神修上，学者可以通过·个广大而

强有力的综合，作出一个更精密而丰富的观念。

四 哲学及文学方面应注意的几点

中世纪的神学及神修著作，比任何别的时代，更系于哲学

L 敦父们的继承者－特征之 A，就是哲学在他们著作中所占的地

位；店的使命实在是特出的（思辨系统是由它造成的神学家靠着

它组织了他们的强大的道学综合；神学派别是它的自然的后身二

柏拉罔哲学，把构成这个综合的因素，供给圣伯尔纳多，以及不

少的圣多玛斯以前的奥斯定派学者。不久 亚堕士多德哲学取代

了柏拉图哲学的位置；这个潮流，也泛滥于方济各会士中：这是

可以扼腕的。实在，不论多玛斯主义（ Thomisme ），其fr各脱主义

( Scotisme），苏亚费t主义（ Suarezi纠me ），那些伟大的士林学派

所根据的，都是已经修改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气这种性理化的信道

说明”显然没有损害信道的内容，可是它的影响确是深刻而持久

的。哲学大有造于神学；这点，本卷整个的篇幅将予以证明。

可是，神学对于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哲学在中世纪所

以能放出万丈光芒，大都得力于神学。形而上学中最崇高的问题，

是由神学家，在神学的角度 F，经过钻研啕而得合理地解决的。

无疑地，全称（ Le Probleme des Universaux）是在整个哲学中，一

个最基本而最聚讼纷纭的问题已它在神学中，尤于圣三论内的应

用，决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要－读由罗斯湾（ Roscelin ），阿

柏拉德，（ Abelard）及吉尔柏特（ Gibert dela Po时e）倡导，经

圣安瑟尔莫及圣伯尔纳多修正的论词，就可以明了。关于圣事，

尤其是圣体的争端，准确地结出了关于物质与物形，实体与偶性

的定义。圣安瑟尔莫大胆的关于“完全观念” (Id岳e de Pa由It)

的议论，使强有力的思想家们注意到原神学的基础。假如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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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世纪的哲学综合（ Grandes Syntheses philosophique叫，它们

几乎全部见于伦巴格言录，（ Livres des Sentences ）注正在中 O 在一

个自然科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少了神学，哲学家虽不至变

为高尼斐爵（ Comificius）之流，只得在辩证法上玩把戏；可是，

这为高级的理智修养，没有多大好处。中世纪时，信德是理智的

指导。理智在这个指导内，找到了→种大胆的自信力，一种空前

的坚强透傲的了解力。

应该承认，当时的士林哲学主义，不但与信德符合，而且，

隶属于具有更高对象的信德；但是，中世纪的教会思想家，并不

因此低估理智以及它的成绩的价值。无疑的，他们中间虽有若干

仇视辩证法者，可是一般地说，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神

秘神修家圣伯尔纳多等，虽对于辩证法表示不信任，并不予以仇

丰见；相反地，圣安瑟尔莫及圣文都辣等，都深信不移。圣文都辣

果尝排斥脱离信德而驰骤的理智，可是他的目的纯为了愿见哲学

能没有缺点而强有力地标帜一种完整而同时使自然界与超自然界

协和的真理。实在，在思辨日趋发达之际，真正神学家认为独立

在一切神学领域外的哲学，也更形重要。十二世纪始，哲学已有

它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原则；而且已存在着纯属理性的作品。到

了十三世纪，天神圣师，神学界巨头，圣多玛斯，明朗地划清了

神哲学的领域。这样，他就宣布了哲学的独立性，并且做了近代

的思辨学（至少它的最健全及最积极的部分）的开路先锋。显

然，我们从圣多玛斯的著作里，可以晓得：这个哲学的独立，并

不就是哲学神学间的分裂，更并不就是哲学信德间的矛盾c 这些

倾向倒是现代哲学的消极特性；它们不是从多玛斯学说，而是从

屋肯学说产生出来的。应当明了，我们若视多玛斯学说为措定，

(Thesis）那末屋肯学说，就是反措定。屋肯的学说，通过路德

的继承，更形恶化；这些反动潮流阻挡了士林哲学充分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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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文学方面应注意的几点

我们研究的神学及神修著作，大半是用拉了语写的。这个语

言直至十六世纪，还是文人的语言。这个共同的语言，便利了西

欧各罔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多少弥补了文化因书籍稀缺，社会环

境恶劣而所受的影响c 在这个中世纪的拉丁文学里，存在着各种

的著作；无疑的，神学、哲学、神修占着最广大的地位。可是，

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实在有价值者。注疏学系于神学；

教律起初也系于神学，后分系于民法。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研究

的自然科学，从十四世纪始，产生了若干独创的作品。此外还有

布道、历史、诗歌的著作： “怒日” (Dies ine), “亚物海星”

( Ave Maris Stella），“甘怡耶稣的回忆”（ Jesu dt世is memoria) , 

都是一时的杰作。追些大半未经刊印的著作的效用，一般地说，

都次于神学，及与神学发生关系的著作。这理我们研究的，就是

后面两种。

中世纪的拉丁文学，在艺术方面，大大地逊于古代的教父文

学；自然不可以就因此忘掉了那些特出的人物，以及文学种类与

时代的不同。应当晓得：九世纪喀罗林朝的文艺复兴（它像尤

是文艺复兴的初步准备），及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它系于一种

伟大的知识酝酿，注意于美丽词句的组织；它是「三世纪文艺潮

流的前奏。），是与十五十六世纪大文艺复兴（ La grande 

renaissance），大不同的c 文法在这个最后的运动里，虽不就是

一切，却是作家的因素ζ 不属任何学派的圣伯尔纳多，通过他的

天才圣德，写出了一种矫揉氛围簿，引人入胜成分厚的美丽文

章。至于许多狭义的士林学者，他们尤注意于道理的准确性，论

述的清晰及方法，术语的确切性。他们有时也不怕采取新“论

理法” （峙。logisme ）。哲学及神学，正如别的科学，不但可能，

而且应认具有它们独有的文法和个性。在这个观点下作出的批

判，才是合理的。人们每谈圣多玛文法的“精简性”（ La den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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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tallique），以及他的语调的合适性。这种语调的妙处，在朴素

地使读者只感到内容的丰富。伟大的士林学者都长于这个笔法，

可是其间许多作家，不无一种相当的辞藻；这是他们热爱纯洁真

理的反映。

中世纪没有整个地昧于古典文学，而且它也并没有予以藐

午见；它对于古典文学，尤其是希腊文学，具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它在希腊文学里，多注目于思想上，少着眼于文艺上。它＆般地

茫然于古代著作的美化性；相反地，文艺复兴时代大大地注意这

点，而当时适逢士林学式散之际，许多文人，为了迷于这个美丽

的镜头，一时把信德与风化，视同糟糠；可是究竟忠心不二者，

仍占着大多数。在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夕，薄伽邱

( Boccace ）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丹第（ Dante ），佩脱拉克

( Petrarque）以及鲁意马栖利（ Louis Massigli ）。外教人文主义虽

」时，尤在十五世纪，猖狂了一场，基督的精神终于占了上风，

而因以弥补了一部分的损失ο 在后边，我们将指出那些以宗教题

材为写作对象的文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所以

辨别什么是圣贤的作品的圆满的坦性生活c 圣方济各撤肋爵的人

文主义中，反映着他的救灵神火。

与人文主义同时，奠定了欧洲列国的国家文学基础；慢慢儿

它们取代了拉I语，始在大学以外，继在大学以内。最崇拜古人

的文人，也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意大利的丹第与佩脱拉克，就

是两个活例子。教会虽推重拉丁语，也予以鼓励；许多的宗教作

品，是用现代的语言写的。在德国，伊卡脱（ Ecket ），陶雷

( Tauler），苏索（ Suso）是德语的代表作家。十四世纪的英国的

神秘神修家，在英语发源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圣女德肋撒

出现于西班牙文伟大的世纪，而她做了第」流作家。抗议教的纠

纷，也大有造于国语的发展：随着路德及加尔文，捍卫信德的作

家，或在短兵相接的辩论中，或在宣传公教真理的著作内，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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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国语。在法国，圣方济各撒肋爵，在他布导、辩难、伦理、

神秘的复杂著作中，把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的优美精神，联贯了起

来。他一面坚持超性及象征的爱好，一面注意文字的美化及心理

的了解；因此，他不但对于法国人，对于法国语，都发生了持久

的影响；在这个历史性的阶段内，他简直是个标准作家。可是，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将更注意他的道学，为了这个成份不但更加

宝贵，而且它的普及性是无边的。



第－部 中世纪

第一章士林学的远因

一九世纪

（甲）瞎罗林朝的哲学复兴

或以为这个士林学的黄金时代，这个古代哲学因与基督教义

相结而嗷起的复兴，无非是十二皮十兰世纪几个伟大才子的文化

活动的自然后果，而与往古无关．这是·个错误3 这个时代可以

比诸教父时代的四世纪；而这个世纪，如果世有头上三世纪的教

父们的努力，是决不会出现的c 士林哲学的光扬，如果没有九、

卡、十一，主世纪漫长、隐晦、丰富的准备，间是不会存在的、

蛮人的侵略，毁灭了罗马帝国整个的大厦： -ii+新的民族来替代

了古老的民族叫他们的教育应i亥在各领域内从头做起，正如基督

教会初J兴时， f’匠依真教的民族的宗教教育一般产教父们的神奇地

得免沦亡的著作，将是这个复兴运动的丁具叫他们的归化，突出

了这个漫长艰难王作的起点；可是，查理曼实现了 a个无边的进

步J 由他设、王的学校勾在他的保护指导F，做了这个士林哲学复

兴的大本营c 在九世纪中，对于发展这个运动最有功结的人，一

为阿尔琴（ Alcuin) 4为拉朋摩尔（ Rahan Mam ） ι 

这两个名字不w吁与下面几个可以视作士林学祖先的名字：

圣奥斯定，波伊斯，卡息奥多刺，圣大额我略．宫维尔的圣以锡

多，圣伯达吨以及东方的得尼亚掠帕吉替卡分离 J 圣若望达马萨

内的著作，不但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才译出，而且译得不很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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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对于士林学的影响，既荡乎人后，又是很浅薄的。相反

地，波伊斯，人们所称的第 4个士林学士的影响，是深刻的：中

世纪在十三世纪前，所以能认识亚里士多德，应吁归功于他。可

是，圣奥斯定的影响，还要进一层地深刻：他把柏拉图最好的遗

产，先谨慎地予以修改，继大量地予以补充，然后传之于写代的

思想家。这个他所传的柏拉图主义，可以视作最适合基督教义的

哲学系统σ 这个古人的遗产，随它怎样宝贵；假如少了这些伟大

学者（ EC'olattes）的工作，它能产生的也是做弱的二阿尔琴是他

们中最著名的 A个。

阿尔琴，盎格罗萨克在人，尝肆业于本笃会隐院（学者还

未能确切地证明他也是一个本笃会士）。七六六年始，他掌理约

克主教学校。七八一年，骂他在意大利执行一种使命时，遇到在

理曼，就踏进了朝廷。皇帝托给了他不少的隐修院，都尔的圣玛

尔定院，是其中最重要的→个。祁造（ Guizot）直说他做了皇帝

的教育部长（ Premeir Ministre intellectuel），阿尔琴指导着帕拉泰

因学校（ Ecole-palati时）；查理曼与他的子女｛门，也参加昕他授

课；他又进了他创立的文学院（ L ’ accademie litteraire ），以资深

造。对于这些皇帝为发展教育的事业，他可能不是发起人，却一

定是个有力的辅佐者乃他依据卡息奥多刺，在学校里创设了文

法、修辞、论理三科制（ Trivium ）以及算术、音乐、几何、天

文四科制（ Quadrivium) o 论王早在这课和中占据的位置，慢慢儿

发生一个深刻的影响；毕伽物（ Picavel ）在这观点 F ，直称他

为“法德哲学复兴的鼻祖”，我们认为不是没有相当理由的、

他的著作继续发生着作用， i十有神学的（尤其是关于认子

说的），圣经学的（很多的注疏作品，圣经拉丁语本校正本（ ) 

礼仪的（在调整礼仪的大运动中，阿尔琴是皇帝的助于）。哲学

及伦理学的（罪恶及德行论，灵魂论），传记的（四本圣人传），

教育的（若干本）。在不同诗歌信札外（约计三百种啕都是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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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历史的重要资料0 ），还有论告解重要性及儿童问答（ Que吕tior l s 

et R丘p《】n

大概也出于他的子笔，－Frni我们将再度F以提论ι

八0一年，阿尔琴在获得查尔曼同意后，离去胡廷，远赴都

尔3 在那儿，他整顿隐院，竭及推进门生，拉朋·摩尔，把他写

入致命录。（ Martyologe) 0 看来他没有受到公开的敬礼。

拉月）j. 摩尔为德国，正如阿尔琴为整个帝国，是宗教科学的

倡导者c 他诞生于马因斯，隐修于佛耳达，师事阿尔琴于都尔，

终于把老师的一切神修方法推行于家乡。他初在佛耳边教授神

学，接着被选为院长， it自八二二年始，至八四二年止。他辞职

的理由，纯为便于专心研读。八四七年，他被任为马因斯主教，

八五六年才出缺古

拉朋·摩尔的著作，是相当广大的。他注解了几乎整个的

圣经，还写了一种篇幅浩繁的百科全书． ( De Univen;o) －一本

灵魂论， (De anima ），一本神职阶级教育论（ De instituti<>11

clericorum) o 此外还有不少的论赞丛著． 4本十字架颂， A本致命

录（在该录中，他指出辣臣录的两个姊妹死于，月卡四日。）。拉

朋·摩尔尤是一个博极群书的学者，可是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

（乙）九世纪的神学论难

由查尔曼倡始的文化活动，是极重大的，可是当代作家们的
特点，却是他们的一般性。即使其中最伟大的几个，也不过志在

作忠实的传述者）编篡简直是他们惟一的治学大方法υ 摘录的工

作，通过多如牛毛的菁华录（ Flm凹），格言录（ Sententiae ），文

摘（ Excepta），丽益趋便利。这些格言录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

在顺序选出教父们的文章；第二类在顺序选录圣经篇幅；第二类

是以对象的异同为标准的。最后一类尤合于谈道的方式，并且开

了真正神学课本的门径：十二世纪，伦巴（ Sentences ）的格言．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方法特别地iJI 用于1主疏学（阿尔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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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拉弗利·斯脱拉蓬神修学），（亚蒙的天乡之爱，阿尔琴的德行

与罪恶，拉培尔的信望爱论）以及哲学（波伊斯的全称论难）。

神学论难的结果，更改进了这个方法。争辩是在不间断地引

证巾。这里，我们只乐于指出其中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拜占庭

教会与西方教会日趋紧张的争执，也每是论难白热化的原因；其

余的论难起于西方。

＼与希腊人的争执

这个争执可分兰类：

（一）圣像敬礼虽于七八七年，经尼阿亚第丁二次会议，隆

重地审定， f弗兰人（ Francs）在奇理曼的怂恿下，历久不予承

认c 他们的理由，除了七八七年公会议文告的拉丁语译文带着

的模棱性外啕还有日耳曼人对于宗教点缀品巾人像的怀疑性，

以及对于拜占庭人，日形恶化的憎厌性。关于这个争执的重要

文件i十有：一→为七九0年，｜大！皇帝命，由阿尔琴起草的查尔曼

书（ Livres carolins) c 它们历禁任何对于图像的敬礼；相对的敬

礼，也不在例外；可是许其流行c 二为七九四年法兰桶会议禁止

朝拜图像的决议；但这是尼西亚公会议所批准的？三为八二五年

重申奇尔曼书立场的巴黎会议通告c 无论反圣像敬礼的运动如何

剧烈，圣像敬礼的真理．自儿世纪末开始，慢慢地打进西方ο

（二）“在子”（ Filioq肘。u et Fillio）的加入尼西亚君士坦丁

堡信经，也引起了纷争r 这是关于圣神的飞圣神发于父及子的道

理（ qui 盯 Patre Filioque procedit ），早就流行于西方二圣奥斯定

指出：圣神虽主安： I也（ Pr、

(Or、iginalit盯 ou Primor由al阮r），只发于父，实在他不同地发于两

个缘由（ Deux Principes) c 拉丁语（ Procedere）适用于父子两种

不同状态的发，可是那个译 Procedere 的8x1mρBVBσ0αt 希腊字，

只适用于没有缘由的缘由。（ Au Prine丁

父 O 这是带些fcl:险性的，因为尤注意子发的不同的状态的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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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说：圣神通过子发于父。 “ qui a Patre per Filium (Di Yιov) 

procedit”在善意下，可能证明这两个方式，并不彼此矛盾：七世

纪的圣马息马，关于那个圣玛尔定一世采用的，使东方人震惊的

术语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乞那个问题在巴黎近郊，戎提宜

(Gentilly）会议中，尝一度讨论过，可是没有得到解决。当时间

班牙及高卢，于弥撒中咏唱信经时，唱“及子”的习惯，增加

了问题的严重性c 查理曼书责斥希腊关于出发的公式。不久，白

冷的希腊人为了“及子”的缘故，直视拉丁隐士为异端人。教

皇良三世虽不予申斥，却命令取消“及子”，但是不见服从。问

题就这样搁着，后来福细阿斯 (l》he

在和平的气氛巾’获得f解决。

（三）福细阿斯的争端，从它的后果看来，是九世纪最严重

的一个c 这本是」个人的问题J 福细阿斯是个知名的文人，而且

也是拜占庭朝于九世纪巾叶在博斯普鲁斯拥有的知识技术人员

巾，最优秀的，个；因此，他就被选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c 两懵

该位的他，虽用尽各种软硬甜酸的手段 终未能获得宗座的承

认。圣依纳爵的拒绝辞职，不许他合法地就任；福细阿斯为达到

这个目的采取的步骤．实在是可耻的 ζ 失败之余．他用他极尖锐

的理智，不择手段地予以攻击飞

福细阿斯的文学作品证明，他的学识虽不怎样深远，却是

广大的（他的藏书室，虽不足他所夸称的万卷之多，确有；二八

0卷尝经他浏览摘录。这是，套对于历史极宝贵的文献。他的

至少拥有工六四封的通信，是九世纪F半期拜占庭历史的第一

流资料c 他的狭义的道理著作，有F列主种：（·）盎斐罗基

亚那（ Amphilochiana ）是种答问集，共计三二四条。宫是所以

解答阿齐格（ Cvziqu叫主教，盎斐罗基（ A叫）hiloque ），有关注

正在学，神学及哲学的种种问题的门许多答案阿闷地摘自教父们的

苦作，一切都以教父们的见解为根据。（二）反摩尼派论（（：“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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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ch比OS）共计四卷，一卷是一种钻研极平凡的历史作品，一

卷是摩尼异端驳议。 （三）圣神的奥迹论（ De Spiritus Sancti 

my st吨ia）钻研第三位的由发J 最后，是一种篇幅相当多的教律

书；该书分两部分，一为教律集（ Syntagma canonum ），一为教

律以及与教律有关的国律集（ Nomo-canon）。该书是抄袭前人的

同类的著作而成的，极少创造性c 他还写了若干诗歌ο

圣神奥迹论是极有关系的：这本阴险的著作，在好几世纪

内，对于“及子”的问题，常被希腊的学者用为攻击拉丁教会

的武器。福细阿斯表示：发（ i; X7ropev eσ0αL , procedere ）既只

指没有缘由的缘由的发（ Proc白for d ’ un Principe sans Prim叩时，

拉丁教会“及子”的道理，是个错误，是种异端。他为攻击这

端道理，举出了一系列圣经及教父的文献〈这本作品是晚年的福

细阿斯写的（八九五年，八九六年间）；它发生的影响尤在作者

死了以后。他的教律集的后果，使教会奴役于政府，也是极恶劣

的；在该集内也收入了他独裁地在不同的教务会议中提出的若干

条教律。他的书信，他在世时，为了把拉丁教会一般的习惯描写

成一联串的，足以引起民众恶感的，类似“及子”的新事件，

早就造成了剧烈的骚扰。

九世纪脱离罗马的希腊拆教，无非是福细阿斯反动言论行为

的后果。

f1画细阿斯的政击，也受到相当的反击。教宗尼阁老一世吩咐

理姆斯的兴克马（ Hincmar de Reims ）一面自己写，一面转告主

教们也写予以攘斥的文章，到现在还存留的计有：（ -）巴黎伊

尼阿（ En臼 de Paris ）的反希腊人书（ Liber adversus gr肌OS) , 

（二）科尔皮隐士，拉脱拉内（ Ratramne ）的驳斥希腊人的歪曲

论调（ Contra grrecorum opposita) , （主）日耳曼主教们在窝牧会

议后发表的论圣兰信理反对希腊异端驳义（ Responsio de Fide 

Sanctoe T rinitatis contra Gra>corum ha>res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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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自己也向拜占庭宗主教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读他的

通信，就可以明了，他怎样用心到处保护信德，以及传统的纪

律。教宗哈德良工世，通过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公会议（第八次

大公会议），进而正式攘斥了福细阿斯c 后来的几个教宗，虽不

同地继续这个斗争，他们的措辞总及不到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公会

议的庄严。

二、西方的争执

西方的争执，不但它们的范围，它们的影响，也都及不到前

者的广大 J 它们是关于基督，预简及圣体的一

（斗认子说（ Adoptianisme ）这个学说与三世纪否认三位

的认子说无关，可是击于聂斯多略异端。言语 t虽似不同，实际

上是 A般的。它确切地承认，圣三的第二位“言”降生为人；

可是它指出：降生的基督，依据他的天主性，一如“言”是天

主子；可是依据他的人性，他只是天主的认子；而且这个人性，

在做了天主的认子后，也自成 A位。

这个学说，像是托力多总主教依利本（ Elipand ）在受了聂

斯多略著作的影响后，设想出来的。可是，这个学说的主要保护

人，应推乌尔才） (Urge！）主教，菲力克斯（ Fεlix ） η 这是个西

班牙人，查理曼尝几度召集会议，予以申斥； 七九九年，依利本

被禁里昂，总主教雷拉代（ Leidrade）负责予以监视，使他不重

新陷于他几度放弃，几度又蹈覆辙的异端中η 他像在悔过的气氛

中死的，为了他遗下的，由雷拉代的后任，阿哥巴（ Agobanl) 

加以驳斥的一个文件，是很可疑的。在参加这个争执的公教作家

中，阿尔琴应当首屈一指，他的篇幅浩繁的反乌尔才主教菲力克

斯书，是愤深刻的ρ

（二）预简说（ Pr岳destinatianisme ）重现于九世纪勺这个由

哥德伽（ Gotescalc ）在八四0年，八六0年间掀起的风波，空前

地震荡了法德教会付这个爱读圣奥斯定，尤爱圣孚盛思著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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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于字面的萨克森隐士，肯定地标志：善人的预简于生活，恶人

的预简于死亡，是绝对相像的（ Similiter omnino ）；他同时否认

普救众生的意志（ La volont居 salvifique universelle ），以及人的自

由意志c

理姆斯的兴克马，就在八四九年，瓦兹流域的启尔基

(Kier~ sur-Oise）会议中’予以责斥 J 当时哥德伽适逗遛在该教

区内士八五三年，还是在启尔基，他批准了四个议决案，强调了

惟一的预筒，自由意志，苦救众生的意志，以及援救的普遍性。

可是，若干权威人士，如拉脱拉内，如l特啦的主教，普鲁登斯

(Prudence）起而为哥德｛］O辩护。他们虽不赞成他的全部见解，

却拥护他的两种预简说，并且使八五五年召开的发隆斯

（飞1alence）会议，八五九年召开的隆格耳（ Langres）会议推翻启

尔基会议。

萨华尼爱尔（ Savonieres）教务会议第一种协议尝试，未见成

功；可是，终得实现于都尔（ Toul ）近郊，塔才（ T1町y）教务会

议席上：这是在－种浮泛方式下，兴克马式的奥斯定学说的胜利c

持异说者，除持哥德伽，与他不同的地方，言语的成分多，道理

的成分少c 这些剧烈争执未能使神学获得什么大进步；它们既未

能为这个大问题找出」个答案，又不能创出－个新的观点

（气）圣体在九世纪，也是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科尔皮

(Corbie）的两个隐士，一个叫巴斯卡士．拉 f汗（ Pa约《：ha附

Padbert ）：他于八四四句J发表了他于八兰→年写成的“吾－主的血

肉论”（ De corport> et Sanguine Do 

( Ratramne），他约于八五九年’在同－书名下，另写了」部

著作3

巴斯卡士（ Paschase）的著作，是第」本用科学方法写的圣

体专论ο 它的创造性在明朗地强调：基督圣体的身躯，就是基督

历史的身躯．虽然它们存在的状态是不同的气基督圣体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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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在一般身躯的观点下予以了解。它的存在是精神的，所见

的外表（ Exterius sentitur ），是理智肯定的一个实际的象征

( lnterius recte intelligitur et creditur）。在圣多玛斯的关于这个问

题的形而上的见解以前，这个实在存在性的中庸说，是很中

肯的。

当时或以为这个存在性说是偏激的，拉脱拉内（ Latramne) 

在他的著作中，曾予以批评，并且认为：基督圣体的身躯，既然

是无形的，摸触不到的，精神的．不可能等于基督历史的身躯，

为了这个身躯是有形的，可以摸触的。他虽不否认实际的存在，

他尤强调圣体的象征。拉朋·摩尔的见解，与拉脱拉内的无异；

他们两人的见地都及不到巴斯卡士的准确。可是，我们不应当就

说他们是十六世纪抗议教徒纯象征主义的先驱。斯各德·伊烈基

那（ Scot Erigene）一如十 4世纪的贝伦加（民renger），他的关

于在面酒形下基督存在的问题的见解，可能是不很明智的。

（丙）九世纪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

在参加这一系列的纠纷的人物中，有三个是最富代表性的：

一为里昂的总主教阿哥巴，一为理姆斯的总主教兴克马，一为斯

各德·伊烈基那。

阿哥巴自八一六至八四0年，任里昂总主教。他是个充满神

火的司牧，他的个性稍流于偏激；当代一切有关系的事情，他没

有不参加的。他的著作有反西班牙认子说的，有反犹太人的，有

反迷信的，有反双人决斗的。他也相对地攻击圣像敬礼，为了怕

它会是一种迷信〉他的最好的作品，见于他致神职人员的训话

中，如教友修身论，及许多礼仪书，他的礼仪书，一如麦次的阿

马雷尔的同类的作品，是极宝贵的。叮是，他们在礼仪上的见

解，不少是互相抵触的。

阿哥巴的于预鲁意·肋鲍奈尔（ 1ρuis le Debonnaire ）的家

庭问题，甚至在他的著作中予以攻击，是可以扼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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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克马出身一个佛兰贵家，生活在鲁意·肋鲍奈尔，以及嘉

禄·秃者（ Charles le Chauve）的朝廷上，直至八四五年；那年

他被攫为理姆斯总主教。他像阿哥巴，也参加当时的 A切政治问

题，可是他的著作是很多的；现在着存的约计七十种。他的关于

教律的作品．尤是具有说服力的。他曾指摘罗退耳 (Iρthaire)

与推托部才（ Teutberge ）的离婚案，以及他的娃子，隆的主教

兴克马（ Hincmar de Laon）削弱一般主教对于总主教的隶属的

要求。他的个性是骄矜的；这点也可见于他与罗马的往来中。在

神学方面，圣像敬礼所以能流行于高卢，他也有相当的贡献；在

预简纠纷中，他的活动是关系荼深的。当教友们」致攘斥可脱夏

克（ Gottschalk）的绝对预简论，为指出真理的时候，或借兴克

马，在实际的观点下，偏于自由意志；或借拉脱拉内，强调全能

天主的权利。兴克马在该问题上的神学见解，是很软弱的。他的

真正的领域是法律，他是法律的时髦权威。

若望斯各德·伊烈基那大概是当代最深刻，以及最富创造性

的思想家。他的生活的详情没有传下来。无疑地，他以九世纪初

叶，生于爱尔兰或苏格兰。八四七年前，他已出人于嘉禄·秃者

的朝廷上，管理朝廷学校。教宗尼阁老一世在位Fl才（八五八年

至八六七年），他还在嘉禄朝廷t；当时教宗曾嘱嘉禄对于他的

道理提高警惕。我们不晓得：他何时去职，怎样逝世的。或说他

在」个英国隐院中，被他的学生们暗杀的3

若望斯各德·伊烈基那的著作，是相当多的。他虽在圣体

圣事论调中『犯了若干错误，并没有写什么专论。他的预简论

不少独特的见地，可是其中也有不很正确的。他的得尼亚掠帕

吉替卡的译本，以及他的大胆的，强有力的性体分析论（ De

divisio时 natune）五卷，在西方思想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在卷一内论天主（论天主性及圣三），在卷二内论原始原

因） ( Causes premieres），就是论神的观念，或柏拉图的模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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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larisme）。这些观念，如“言

元穷的物的种类．是由此产生的c 卷三论造化，论下级的受适之

物，论人和他的坠落。卷四卷五it万物归于天主：论天主是造化

的目标，论成圣的方法，论四末仆大半的宗教神学问题，都包括

在这个无边的也围内。

在总的观点下，这部著作像是伟大的；可是在正确性上，它

是有问题的。斯各脱的大贡献在提倡运用哲学研究神学c 可惜，

他同他的新柏拉图学派，过度强调了神的超越性（ Transcendance 

divine）。这个部分的不可知论（ Agnosticisme partial ）是一切错

误的泉源。或说他是个l在理主义者，这是不对的。他确是一个信

友，他不断地地捧出教父们的权威，就是最好的证据。再者，他

的著作中，虽染者不少的泛神论，及不断地以天主为归宿的神秘

色彩，他究竟不是一个泛神论者，他也不是一个狭义的异端人，

虽然他的学说，带着浓厚的异端色彩。为了他认为：圣经及教父

们的著作，是为」般愚民的；就讽喻地予以注解，而绝不顾它们

的本意；哲学似取代了一切。在他的错误叶1 ，应当指出：他的天

主的直接认识论。他的地狱的刑罚说，｛以取消f整个的刑罚。他

又混乱了理智及信德的对象；在这点上，他是那个时代的落

伍者。

伊烈基那研究神学的思辨法，虽有它极实际的价值，终不见

什么大前途。它的缺点，不但对于发起人，对于他想效力的事

业，也是有害的。编篡家及圣经学者，在斯各德的过激中，找到

了碰击他的方法的大目标9 神学在两世纪中，还应当封闭于它的

历史性中。十一世纪及十二世纪对于斯各德的处分，证明他还有

予以拥护者。其中若干人虽没有走出正道·．大半人已陷于泛神

论。这足以证明：他们的饮水之源，假如不是毒化的， →定是不

健康的。



332 教父学大纲卷囚

十一世纪

巴洛尼阿斯（ Baronius）称十世纪为铁世纪，我们对它不予

多赘。在该世纪中，即使有个把有名的学者，却没有真正的作

家；虽然学校并不缺少。九世纪成立的许多隐院学校，在不景气

的环境中，仍旧维持着；→系列的主教座堂学校，不但可以与它

们齐驱，且能驾而上之。法国的学校更能吸引外国的青年。这些

学校的课程，计有一种典型文学，一种论理学；它虽是初浅的，

已足以陶冶理智，准备以后几世纪哲学的复兴。神学故步自封：

不出圣经及若干教父著作聪明的浏览；不出信经，教律，教仪的

研究。

十一世纪虽热闹得多，还是一个过渡世纪。古老的本笃会学

院，在射出了最后 4道光芒后，确定地让位于主教座堂大学校。

在研究当代神学的→般性，以及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前，应该先一

敛若干宗教的纠纷。

（甲）宗教的纠纷

一、最著名并最严重的宗教纠纷就是终于酿成希腊裂教的

那个（－0五四年）。它虽是短促的，却是剧烈的：君士坦丁堡

宗主教（－－0四三至一O五四年）弥额尔·塞吕雷尔（ Mid叫

“rulaire ）于一O五三年，自动写了一封骄横的信，一面通过阿

克力大主教良（ Leon d ’ Achrida）致特拉尼主教若望（ Jean de 

Trani), A面致西方主教团：信中他责斥在圣体圣事中用无酵的

面饼，以及别的不合法的习惯（瞻礼七的大斋，食扪死的兽肉，

封斋内大日 i果中亚肋路亚的取消）。这类的扭酷，正暴露了他的

狭窄，贪婪，以及志在烧起在民众间对于拉丁人的仇恨之火。他

又从福细阿斯的教务会议通告（ Edit synodal ），以及他致安提阿

宗主教伯多禄（ Pierre d ’ Ant毗he）的第一号信里，提出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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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意义的几点，用作攻击对方的资料。奈栖塔·百道拉教

( Nicetas Pectoratus ）通过他的攻击拉丁司锋的独身，以及其他用

方教会习惯的小册子，也参加作战。

罕柏特枢机（ La Cardinal Humbert）是良九"tit ＇于，0五四

年，派出的三个代表中的一个c 他在 4个答辩（ Responsio ）中，

胜利地予以驳斥 ο 他运用的证理，不但挟着辱骂，而且是过激

的。这当归于当代的习尚，以及教皇代表的个性。奈树塔应当公

开承认失败，并且表示服从。相反地 塞日雷尔固执着：他有意

要求教宗承认他在整个东方，具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最高法权。罕

柏特于一0五四年， 七月二六日．绝罚了他和他的一党。于是那

个在福细阿斯后，尝想与宗座联系的希腊教会，愈与罗马背道而

驰σ 东方的舌战者，更空前地采用着福细阿斯的，或科学的，或

庸俗的证理。这些证理，塞吕吉尔也予以引用已在东方主张教会

统一者，虽为数不多，总没有绝迹，，

二、贝伦伽是都尔·玛尔定学说的教授（ Saint Martin de 

Tours），翁热的教长（他的新的圣体学说，在十，世纪下半个阶

段骚乱了法国，意国．以及几乎整个的两方c 这是一个辩证学

家．沙脱尔（ Chartres ）学校的学生 l 他认为信理同通过他的

“理智炉”的锻炼。他于一O四七年光景．公开攻击巴斯卡士·

拉倍（ Paschase Radbert）的“吾主血肉论”，说它是愚蠢的，而

且呈认“质变”（ La transsubstan 

于感觉经验（ Exp居rien回 sen叮hie ）二魏尔南 0‘．飞rernet ）指出：

‘．听他的 i舌‘五白’不但感到偶性（ Ac('i<lent ），也感到实体

( Substance）。偶性与本章是分不开的，它们的区别，纯是理论

的；眼看到颜色，就掌握染色的本体；存在的一切是可见的。只

有人所见所触的是在在的；人所触所见的，无非是与偶性同一性

质的实体。”

这个关于圣体的学说，深深地改变了以传统的道理：就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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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会当局。一0五0年，教宗圣良九世，通过罗马会议，明令

予以谴责。这个谴责，后来的一系列公会议，重新予以提出：一

0五0年的咪瑟利（ Verceil）会议，一0五四年的都尔（ Tours)

会议，一O五五年的佛罗伦萨（ Florence）会议，－0五五年的

卢昂（ Rouen）会议。一0五九年，教宗尼阁老二世，通过另一

个罗马公会议，向贝伦伽提出了一个信德文告；他虽予以接受，

可是不久，在他的“神圣之餐” ( De Sacra Coena）内，就予以

批评。当时出现了不少攻击他的论文，其中三个本笃会士写的为

最著名：一为特朗的度龙（ Durand de Troan ）。一为朗弗兰克

( Lanfranc）一为阿昧萨的基蒙（ Guitmond d ’ Aversa）。贝伦伽最

剧烈地攻击的，是朗弗兰克，他于一O七三年左右写的“神圣

之餐”第二号，是针对他的。 A系列的公会议，又先后注意这

个“革新者”：一0七四年的波亚叠会议 -0七五年的圣麦克

生会议， ~o七八年的罗马会议。这个最后的会议，终于解决了

一切：贝伦伽接受了明朗标志“变质” ( La transsubstantiation ) 

及“实在存在”（ La Presence reelle ）的道理的文告。

这个革新者所以固执的理由之鼻，是为了他对于公教道理的

见解是不正确的：他以为基督的身躯势必因圣饼的多少而被宰

割。这个公教的见解维持着传统。贝伦伽的学说，在哲学方面，

是难于辩护的；在传统方面，是发生矛盾的。他尝无数次地指

出：面洒的本质与基督血肉的本质，一如他的天主性人性，共同

存在着（ L ’ Impanation ）。他又表示：领圣体纯为一种神餐

( Manducation Spirituelle ）。

贝伦伽真正否认基督实在存在面酒形像下么？这是一个难于

解决的问题。看来在一O五九年前，他没有予以否认；可是，在

一0五九年后，根据他强调的几点，一切足以使我们相信，至少

在若干场合下，他确予以否认。无论如何，他的多数的门生，在

圣体中所见的，不过是一个象征罢了。还应当明了：贝伦伽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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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成真正的派别，他们遇到公教的谴责，就望风而憬。这是一

个胜利。魏尔南（ F. Vernet）又指出：“圣体道理从此获得了一

个相当重要的进步。自然，这离圣多玛斯圣体论的确切巩固性还

远；可是它提供的资料，是不容疏忽的。”

（乙）楠学与哲学

卡一世纪神学特点之一在大量引用教父们的著作，而那些引

用的篇幅，大都录自教律丛集（ Re-cueils canoniques ) 0 格林克

( T. De Ghellinck ）认为：“就在这个实用的领域内，在一切学校

之外，在以主教为核心的范围中，开始利用现成的资料，走了综

合理论的第一步；并且通过交换意见的途径，开始了中世纪神学

及正在酝酿的教律间的 a系列的互助运动产在窝牧的步查

( Bt眈hard de Warms）的教律集中，人们找到了大部分多少已经

系统化的有关神学的问题：如顶简、世末、圣洗、告解、礼仪等

等。神职授予的争执（ La querelle des investitures）起，又出现了

许多论圣事有效性，以及罗马教会特权的篇幅；后来的神学著作

每引以为证。关于信理的系统化的教父文摘，是这样逐渐组成

的。同时大家也感到文摘间，似存在着矛盾，而需要予以协调。

若干这类成功性参差的著作，使人遥远地似望见阿柏拉德

(Abelard）的“这样与不这样”（ Sic et Non ）。

卡一世纪神学的另斗守性是主张教义理论派，与反对教义理

论派间的大斗争，更好说，主张教义辩证派与反对教义辩证派间

的大斗争：因为在当时，狭义的理论教义（ Speculation 

proprement dite）是不可能存在的。反对辩证最力者，应推圣伯

多禄·达弥盎（ St. Pierre Damien) 0 从此到处有拥护及热烈地步

他后尘的人。格林克又指出：斗争是剧烈的；应该承认，辩证的

侵入“启示之库”（ Le depOt r岳创刊，一种以征服者自居的傲气，

是难于容忍的 3 在许多与教义没有什么“关系的哲学枝节外，

还应受指摘的过正的措施。”这些毛病尤发见于贝伦伽和他的门



336 教父学犬纲卷四

生身上。它们引起的一种剧烈的反感，足以损害理智在研究公教

教义中， IN有的合法地位。

十一世纪掀起的“全称纠纷”（ La qt阳elle des ur 

A面｛吏学者分裂，一面使神学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个肇端于九世

纪的问题，是在全称实际绝对存在的肯定下解决的：我们的观念

所表现的东西．是完全与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东问相符合的：为

此，它们是实际的持续（ Realites subsis-tantes, Subsistentia ）。斯

各德·伊烈基那，是主张这个学说最热烈的一份子；他甚至视 A

切为一物c 别的比较缓和者只说每种或每类具有统→的本质

(Essence uni\·ersselle) ，而一切个体是归属于它的。这个学说的

简单性，以及伊烈基的权威．赢得了一时的景气（喀姆布来的奥

顿（ Odon de Carr山ai ）等认为这个学说．纯理论地足以解释不

少的教义，尤其是关于原罪的遗传c

可是，实在论（ Le Realisme ）于九世纪时．就遇到了反对

者。拉朋·摩尔认为：全称是理智的虚构（ P盯es constructions 

mentales, nuda intellect肘。迄十世纪奥舍尔的赫理格（ Heiric d ’ 

Auxerre) o 所持的见解，与摩尔元异；布勒通人洛塞朗

( Roscelin）是反实在论派中最著名的一个大司锋c 他先风靡一

时地教授于康派泥（ Compi地ne ），继于→O九二年，被谴责于

耍松（ Soisson叫， j茎被撤职。之后，他又教授于都尔（ Tours),

罗歇（ Loehes），柏桑爽（ Besarn;:on ）〔他否认本质（ E附nces)

为实际，而称之为名曰：于是人们就称他的学说为名目论

( Nominalisme）。名目论是不很逻辑的，或说这是一种缓和的实

在论（ Le R臼lisme moder层）。无论如何，他对于全称名日的偏

向，以及对于圣三奥迹的运用， 一定是错误的。或说他指出：天

主有三个（ Tritheisme）；或说这是言论上的错误，不是思想上的

错误。可是他确尝强调：“天主的兰位，如同三个天神，是三个

相离的本体。”不管他的意向如何，这个论调，是绝对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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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是－种异端气

在这个危险而愚拙的神学旁边，在十一世纪，发展着一个极

正统的教义观察3 这个观察，通过圣安瑟尔莫富于创造性，及强

有力的著作，将逐渐地防登峰项、

（丙）十及十一世纪神职人员中的几个名作家

给尔贝（ Gerhert ）或西尔物斯德肋二世，于九九九年任教

皇，是十」世纪初J最有名的一个人物。他的学识的广博，在吁时

是出奇的。他出身于奥堕腊克（ A1川11时）一个极平凡的家庭。

九九－年，他开始捎导理姆斯主教学校 九九八年．升拉温那总

主教，翌年当选教宗二他对于；中学不感兴趣；相反地，他注解「

亚里士多德流行于吁代的 A切著作 l乙他似偏于全称的绝对实际性

的（ La R卓alit手 ahs（巾e des universaux ）二在伦理学 I二，他赞成 A

切教友的政治生i币. }\'If.以教会的统一为标准：：

孚尔贝耳（ F飞1

校时的学生O 后去沙脱尔（ ιhartres ），研究医学，继任教授，终

于 A 0 O 七年，升该城主教他以罗伯·热忱者（ Robert le 

Pieux）的朋友的身份，在政治教务仁，有相当重要的活动；他

的一二气封信，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他的著作计有攻击犹太人的

论文，训话‘反诗歌7 孚尔贝耳尤其是个神学家r 他最爱研究圣

经，以及教父、教律学，礼仪家的著作c 他的神学，考据的成分

多．理论的成分少。他也不失为哲学家（ Acer philoso阉phus) ，在

全称纠纷中，他偏向实际论（ RFalisme) ; iif 尼他的学生，贝伦

伽的错误，不能l对此就归罪于他

圣｛自多禄达弥盎，是十一世纪声望卓著的 a个人物，他是教

会的牟个大忠仆： 一O四六年始，他就己是从事改良教会的各位

教末的辅佐） 。毛瓦年开始做隐士的他，于 －Oh七年，被摧

；与奥斯曹亚（（）同tia ）抠机主教 于是，在这新的使命下，他更

毅然决然参加l这个神圣的运动丁｛也不但奉教注：命奔走各地，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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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说，加强教会的纪律。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计有都为八卷的书信集，以及共为一辑

的六十本小册子：在教律、历史、神学的观点下，它们都是宝贵

的。他还遗下了五十来个演讲，若干圣人传记，礼仪圣经论文，

以及诗歌c

圣伯多禄达弥盎尤其是个伦理学家和神修家。他毫无情面地

描写的种种黑暗，使他无暇顾到神职人员的教育问题。他极明朗

地反对辩证论侵人神学。看来他只崇拜信德哲学（ La philosopl由

de la foi）；别的一切，他都视以为：红尘的喃畜牲的，魔鬼的东

西；至于艺术，在他眼里，也无非是一套无意识的勾当。

这些成见阻挡了圣伯多禄·达弥盎，从理论方面去研究神

学。这位枢机的工作同地，是另一种的；他的贡献绰乎有余地为

他争得了圣师的街头f

可敬朗弗兰克（ Le Bienheureux Lanfranc ）生于巴费亚，精

法学，始于阿甫龙士（ Avranches）教授法律及文学；一O四二

年光景入柏克（ Bee）隐院精修。三年后出长隐院学校。一0六

三年，升康（ Caen ）的圣斯德望隐院院长；一0七0年，奉诺

曼底·威廉命任坎特布里总主教。朗弗兰克的声名，由于柏克学

校；该校吸引了很多的学生；而圣安瑟尔莫尤是它的光荣。他的

著作包括全部圣保禄书信注疏；→篇攻击贝伦伽论圣体论文， -

本论告解秘密小册子，若干隐修规则，以及四四封短信。在神学

方面，朗弗兰克是个固执的保守派，他不爱见哲学？昆入神学。可

是，在当时一群的冒昧的辩证学者中，以及在圣安瑟尔莫及圣多

玛斯正统的论理神学没有出现之前，他不失为吁代一个良好的神

学家。他是个传统的人证，他不稍犹豫地在奥迹前俯首。



第二章

一生活

坎特伯雷的

圣安瑟尔莫

安瑟尔莫生于皮德蒙特（ Piemont）的亚俄斯塔（ Aoste) ; 

父母都是伦巴贵族。他年幼时幻想接触居于满盖白雪，控制山谷

的群山顶上的天主。这个美丽的计划，后来他要神秘地予以实

现。这个热爱神业，努力求学的儿童，到了十五岁左右，在他的

慈母辞世后，竟进入了歧途勺写他传的厄德麦（ Ead-mer ）说：

“这只心舟，失丢了它的铁锚以后，就浮沉于尘世的技涛中J’

他的得救是从苦难中来的。

他的父亲根陶尔福（ Gondulphe ）虽是个好教友，而且后来

是穿着隐修士的服装死的，对他常表示讨厌c 为避免许多不合理

的责斥，安瑟尔莫逃出了父家。在部尔高桌（ Bourgogne ）反法

兰同流浪了三年后，他来到诺曼底；为了震于朗弗兰克的大名，

就进了柏克学校。在那儿，他从前想做隐士的思想，又涌上心

头。可是，他怕进柏克隐院，为了朗弗兰克在那儿，他是不可能

有大前途的。他又怕往克吕尼（ Cluny），网为那儿研究热己冷落

了。圣宠终于打倒了他的“旧人＼就在柏克穿起隐士的服装。

下面一段是他的手笔：“我的安息将在那儿；在那儿，我；｜等惟天

主是视；在那儿，天主之爱将是我整个的瞻想；在那儿，他的幸

福的和展续的纪念将是我的安慰及我的饱饭。”为解决这个问

题，他先往就正于卢昂主教士关于这点，培完尔（ Bai盯芒I ）细

腻地指出：“人们觉得这个怀着理想，情感丰富的人．这个浑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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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人，是练达而深思的J’

安瑟尔莫是于 ~o六0年，进柏克隐院的，行年三卡有七气

三年之后，朗弗兰克往康创立圣斯德塑隐｜览；他就被任为副院

长； --0七八年，他代朗弗兰克为院长， ·O 九三：年，升坎特伯

雷总主教｛安瑟尔莫生活在柏克共二十余年，那些年头都是丰富

的。他深长地一面专务祈祷， A面研究神学；其余的时候，他汁

用于长上和教授的职责上。他的教授的卢名洋溢四方，至使各地

慕名而来的聪明青年络绎于途＇） 他不但是个名教授，他也是无比

的教育家已良善是他的特殊之德，也是他的伟大的吸引力的总

秘密

在他当时的著作里‘我们如见了工作的他（他的差不多四百

封信中的 A三0封，是当时写的＝ 1二指出，这个隐修院长怎样钻

研神学、伦理学，以及法律的问题；怎样简单地教导他的隐士

们俨他的大半的作品已标志着：他是个真正的神学家；可是其中

古节却是纯粹的，足资模岖的哲学作品 ω 他的若「对话小册子所

论的，也是神学问题。

安瑟尔莫在升主教前的代表作，一为《Mo-nologion》，一为

<Proslogion> O 4夭，他在谈话中，与隐士们论他的天主本体的

默想；同志们要求他予以写出 c f也就为他们写了《 Mo

no logion>, 」般地说，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二可是，朗弗兰克拍

感不到什么兴趣，他表示： “这个理智在信德领域 r-p 大瞻的巡

礼，使他不寒而栗”。安主吉尔莫却不稍畏草地继续写了

《Proslogio吟，用一个证理，代替了《 Mo-nologion》中一系列的

证理，藉以证明：天主的存在，天主的所以然，以及天主的至善

二性c 《 Pro约logion》不但是半个祈祷，也是个研究、天主存在的先禾

证理（ La preuve a priori ），是他的著作中的焦点、马尔慕典爱

(Marm《旧tiers ）的伞个隐t，叫高尼龙（ ιaur

j罗 j主个t1H型f内」部15！ ；叮足a安瑟尔莫不折不扣地坠飞持他的 A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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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且肯定的强调，只在谈天主时，观念是实际存在的必由之

路？斗时他不会想到：他提出的问题，将在一系列的世纪内，引

吕伟大学者的钻研，以及他们间的分裂v

安瑟尔莫的巨著“圣之信理论”，（ De fide Trinitatis ），是所

以批评恪革朗（ Ros凹lir仆的口该书开始于柏克．巾间曾［尽l i各主主

朗的悔过｜而停顿；追洛塞朗重蹈覆辙，安瑟尔莫总主教继续予以

弓完一
→ O)L三年，安瑟尔莫被选为坎特f白宫总主教。威廉－二世深

红者（ Guillaume II le Roue）韧不予同意，直到朗部兰克死后四

年．在一场沉向中，遇到死关的吁儿，才表示首肯τ 可是，健康

刚告恢复，他又违反诺言：习时安瑟尔；莫根据额我略七世针对俗

人干涉教务发出的信号，全力遏制英王的野心。什－么都不能使他

让步：主教们的谏议，甚至他们的反抗，都无济于事。一0九七

年，安悲尔莫认为以引退为J庄：就j击赴意大利和高卢，静｛夺天主

上：目的时间；叮足，在巴平！J ( Bori ）公会议席七继续对教会改

进事业，作了强有力的推动飞这些斗争既不能扰乱他的心神 又

不能冷落他的热忱 过格日尼时，他做了」个关于天福的演讲；

听讲的隐士们遗给了我们若干不同的笔录？他自居意大利时，完

喝了他的巨著，《｜夺生的理由》（ I剧 n )!ifs de l'ln 

到 'I!.昂后’继续写「《基督贞诞夜原罪》（ La Nai,;san「f Virginale 

du c-hrist et lf: pel'ht' original ）二在巴利时．为纠正希腊人的圣气

tt: ＇曾写了“圣神 rl1 发” －书二威廉长逝，亨利. i，皮克拉克召

安瑟尔莫 ltil I可；可是．不久在政权干涉教权问题上，又起了冲

完 他提出抗议； . ·O 二三午，只得再度流亡罗马二 ．‘ 0六

丰．英王对于总主教及罗马表示谅解后，他又耐归兰和平的局

？．终庆稳定了下来； nr 忌，总主教已到落山光景c 他多思的脑

立至死工作不辍．临死时他惟，的遗憾‘在未能解决灵魂的原

：育问题气他死于，~o九年，四月二 1- · rl ，享年七「；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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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瑟尔莫是教会历史 t，最可景仰的一人。关于这点，他

自己说了下边几句话：“ A切认识我的善人都爱我，愈认识我的

人愈爱我。”他的通信证明：他的仁善和他的强烈的思辨天才，

同样地吸引了人们。他与君王们的冲突，一方面该归罪于威廉的

野心，一面由于当时宗教问题争端的尖锐性。现在披读他的著作

者，不论抗议教人，或自由思想家（ Libres penseurs）都还感到

他的吸引力。本完尔（ Bainvel ）指出：这是由于他的稀有的艺

术及写作天才，他在他的著作的前边或后边，不忘向读者说出一

句简单可爱的话。另一个学者指出：“在他的著作内．到处向我

们透露出： 」个亲爱的，厚重的，恬静的，充满情爱的灵魂；这

是一个大思想家的，神秘神修家的，以及圣贤的灵魂”。可是，

这个温良并不阻止他做一个教会权利百折不挠的捍卫者3 他的芳

表至今还在演讲着。他所以尤受人注意，为了他是一个圣师，他

的著作，实在是第一流的U

二著作

圣安瑟尔莫是短篇论文标准作家。他虽没有写整个的神学纲

要，却涉及许多重要的教义问题。 －般地说，它们是简短的，可

是出奇地深刻的；其中若干本在神学历史中，是划时代的。他讨

论了宗教哲学、夭主、圣王、基督、基督的事业。此外，还有各

种小册子，以及厚厚的通信J

（甲）宗教哲学

→、文毡论（ De grammatico），粗视之，像纯是一种逻辑演

习；实在它是研究亚里士多德范畴的一种准备；以及钻研神学的

一种辩证人门们

二、真理（ De V eritate）对话，虽是暗晦的，却是很重要而

宝贵的。它指出了天主是无上真理之后，他分析了逻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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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ritas enuntiationi时，伦理真理（ V eritas action is ），事物真理

( V eritas rerum) ，真理一般的界词是：“只有理智能接受的正确

性；它的对面是正义，意志自用的正确。最后，在受造之物身上

零星的真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绝对的自立的真理，一个正确

性，一个正义；这就是天主J

三、自由意志（ De libero arbitrio）对话尤在研究自由与伦理

的关系。不谈作恶的可能性的安瑟尔莫说：“自由就是为意志的

正确性，而予以保持的能力”。接着他证明：这个自由界词兼适

用于天主，天神及堕落前后的人类。陷于罪恶与战胜罪恶的人

们， －律包括在内。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极深刻的，可是作者没有

如同现代的神学家，把“自由的”（ Le libre ）与“意志的”（ Le

volontaire）界线划清。现代神学家的这个分野，是所以防御把这

两种意义提为一谈．以及错误地引证安瑟尔莫的巴游斯（ Bai"us) 

与路得的异端的一

（乙）论天主的作品

《Mo-nologion》共计七九章，理论地论天主的性体（←4至二

九章）及圣三三（兰0至七六章）工作者首先指出：存在着一个天

主；他就是至善，最高的原肉，完整的本质（ －至四章）。他又

标志：天主以外的 A切，是由他及从无巾来的（ Per illum et ex 

nihilo ）；只有天主是通过他自己及从他自己（ Per se et ex se）存

在，的；他是万物的原因（五至十一章） c 接着他纵论这个无上实

体（ Summa Substantia）的美善，边从它的本身方面，边从它与

万物的关系方面（十二至二九章）。于是他转入圣兰的道理：他

阐发“圣言神学”，它是造化之言，尤是永远之言（三0至四八

章）。他说圣神通过爱路，发于父反言υ 他总论三位时（五九至

七六章），辉煌地指出：人怎样可能认识及怎样应该爱慕三位天

主c 最后兰章可视作一种结论：应当运用一种活的信德，就是点

缀着爱德的信德．去信仰三位；它们就是最高的本质，这个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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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天主。 “至善至能之神，单独地控制着一切的一切”

( Summe bonus et Summe potens Spiritus, qui solus dominatur omni• a 

in 0ηu 

二、《 Proslogion》比前－本更加著名，可是后者是前者的补

充。它的副标题称信 ｛，！｛！；追求理智（ Fi-des quEPrens intellect11m ) .: 

这个标语以后变成整个士林哲学的口号；它也可以视为该书的日

的说明。在一个简短的导言里，安瑟尔莫指出：他为证明天主的

存在和性体，怎样找到了一个绰乎有余的，足以取代《 Mo

no logion》中一切冗长的证理的证理巳他借着－个教友的嘴巴予

以提出。这个教友正在努力高举，心冲，瞻仰天主，以及寻求了解

他相信的一切 开卷就是仇个漫长而美丽的祈祷，在祈恃巾，作

者要求超性之光，藉以了解他所信的－切（一章）。在接仁去的

两章里，作者揭示了天主存在的先天证理（ Argument a priori) c 

在其余的篇幅中（四至二六章’），他为天主的」切属性， i故r ~ 

个美丽的综合。

无论人们在哲学观点F，怎样去批评第一；第三章句应该准

认：在大体 t. l支书的道学冈素是伟大的；它的神学及神部神学

价值是不容抹煞的：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的，这是对于天主的

一种美丽的陪升啕瞻仰的默想乞宇m行间洋插着信德的光i皮。爱

德的精神指出：作者在挥笔时对于天主抱着－个极光明．愤实际

的观念。这个观念应当是点缀坦性智慧的爱德的成果c 实在这本

著作出奇地足以引人瞻仰天主．而使他具体地了解：什么是天

主c 安瑟尔莫证理不足向庸犬证明大主的存在 r 在这点七，作者

可能怀着一A种幻想f 无疑地，安瑟尔莫的天主观念，不但是极玄

妙的，而且是极实际的，极神秘的、他的证理所以会从理想领

域，进入实际领域，正为 l’这个缘战。可足，它的神秘性不但不

加强他的证理的普边的辩证价筐，皮使它是很可疑的c

“ Pro:slogion”不{fl难于说服庸犬．也；ifid吏思辩的教友，如i高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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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折服：相反地．它却能引瞻祷的教友，如安瑟尔莫等，深信兀

神派的狂妄；为了它能使他们更灼见那个再伟大没有的东西的实

际性。在这个观点下，他的著作具有一个无边的价值；这也可能

就是作者在写这本书，以及在反击他的聪明尖锐的敌手，高尼龙

时意想不到的重要收获。

毛、《协和l论》（ De concordia）是圣安瑟尔克最后的一本著

作，在那里，他讨论了最艰难的哲学及神学问题：就是我们自由

意志与天主预知，预简及圣宠的协调性。他以圣奥斯定忠实弟子

的姿态，在坚持天主的不受属性，以及他的无t权利的大前提

下，运用着他特有的节制，有步骤地，极明朗地予以钻研。

（丙）圣三论

→、圣三信理论是一·本所以批评洛塞朗的。安瑟尔莫首先指

出：把信德隶属于信德是如何不合理的c 相反地性理应该隶属于

信德：真正的神学家应当谦虚地凭依圣经的记载（一至二章L

接着他在解释难题中，驳斥那个“革新者”。为解释难题，他尤

确定了性体（ Nature）及位（ Personne）不同的意义，又审慎地

辨别了绝对及相对的意义，他随笔也谈了圣子降孕J

二、针对希腊人论圣神的由发．是卡一世纪后，拉丁人在这

个问题上，最初几本所以驳斥希腊人的巨著中的一‘本。圣安尔莫

的证明是缤密道劲的。在一般地论了圣三之后（→至三章），他

指出：圣神不应该只发于圣父，也应该发于圣子（四至七章）：

他先引证圣经（八至卡二章），然后解答关于道理本身（十三至

二一章），以及信经中“及子”（三二章）的各难题。最后几章

（三三至二九章）一面综合证理，一面予以补充l 应当指出：圣

安瑟尔莫反对那个，“圣神主要地（ Principaliter ）发于父”（二

四章），或“圣神通过子（ Per Fliu 

一六章）.」这两种方式虽是多义的，可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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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论恶及救赎

一、魔鬼问题对话（ De casu diaboli），在…种观点下，补充

了他的“自由意志论”及“协和论”。圣安瑟尔莫关于堕落的天

神，以及恶的原始及性质，作出了极度精辟的议论。许多的见

解，又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天神；为此该书简直是他的代表作，

“为什么神人”的一种导言。

二、“为什么神人”（ Cur Deus homo）是论救赎的第一篇：

它权威地指出了一个赔偿学说；这个学说，经过了若干微小的修

改后，变成了神学中典型的赔偿学说。该书出以安瑟尔莫与他的

弟子鲍仲（ Bosson）对话，共计两卷ο

根据作者在序文中所说的，卷一一面证明：圣教会的救赎论

是极合理的；一面通过必要的理由肯定：人不可能只凭己力自

救。卷一可分三节。作者入题时就表示：为了解这样的一个大奥

迹，信德是不可少的（一至二章）；然后，作者解答流行当代的

一切关于降孕的难题（三至十章）；并且着重申明：天神不可能

拯救我们（五章），魔鬼对于人类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七章）。

他又长长地坚持：罪需要－种赔偿（十一至十九章）：罪而不受

处分，是违反纪律的；这就是把义人与罪人并列；天主应当要求

他应得的荣誉（十二至十三章）；他的不容毁灭的权利要求惩罚

（十四至十五章）；天主的计划应该保持着（十六至十八章），为

了任何不洁的东西不能进天堂，赔偿是必要的（十九章）。可

是，这个赔偿，人是无法予以应付的（二0至二五章）；因为一

切敬礼都已属于天主（二0章），而且罪恶是无穷地深重的；人

的损失赔偿是不可能相等的（二一章）。再者，人不可能摆脱魔

鬼的控制；也不可能补还他窃白天主的东西（二兰章)o 至于单

纯的宽赦，无论在天主方面，在人方面，都是不可能的（二四

章）。人类的救赎，只仗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天主能

运用→种代价，予以救援。这是卷二内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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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根据作者的序文，代表问题正面的卷二指出：人既造来

为享身灵的永福，这个目标是应该达到的；那末，他应该受

“人神”的救赎。这个“人神”救赎的必要性，尤发挥于四至九

章内：天主内在地应该救援我们，这不是为了·种因素的必要

性，可是为了他在造人时引人达到目的决心（四至五章） ο 救赎

要求一种全部的赔偿；因此这个赔偿应由一个“人神”付出

（六章）。这个救主应该又是真天主，又是真人（七章）；应该是

亚当的子孙，产自一个童贞女（八章）；应该就是“言” （九

章）。本书自十章起，至二三章止，指出了救世之功的有效性。

基督能为我们立功，因为他的义德是内在的（十章）；他自愿受

死（十一章，卡七至十九章），以作我们赔偿的模范（十一至十

三章）；它的有效性是普遍的（卡四至十六章）。做基督的兄弟

的我们，能分承这个救赎之功（二0章）；可是魔鬼不在例内

（二二章）。

“为什么神人”虽不无若干弱点，是教会思想界内产出的最

优秀的读物之→。里味耳（ T. Rivi －岳re）认为：“这本权威作品，

不但是独特的，而且它的影响是元边的。它为圣安瑟尔莫在最伟

大的教父中，争得了一个位置。这本书到现在，为着它思路的雄

壮，笔法的道劲，在关于救赎奥迹的公教著作中，虽不是最完备

的．却是最强有力的。”

三、论童女受孕与原罪（ De conceptu Virginali et originali 

Peccato），重新提出了在“为什么神人”中，没有彻底讨论的一

个问题。圣安瑟尔莫在这里表示：产自一个无站贞女的基督，不

可能染有罪（一、十一、十八章）。在书中，他不但谈了原罪的

性质，还谈了原罪遗传的途径c 他虽不以为原罪就是肉欲，他却

与当代一般的神学家认为：自然的产育，是原罪遗传的自然条

件3 那末，基督既产自一个童女，应该不在例内，即使玛利亚在

产生时，染着原罪的话。为天主父以及天主子，这是元上地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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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务使天主之母是纯洁的（ Decens eral ut ea Puritate qua major 

sub Deo nequitintelligi Virgo illa niter et ）。

（戍）其余的著作

圣安瑟尔莫其余的著作，既未经完善地整理，还需要一个新

的批判。

＼小册子大概有十来种像是他写的。它们的对象，或是神

哲学的，如意志论，无酵及有酵的面饼i仑，圣事的种类论，恶

论，基督体血论；或是教务教律的：如司锋的障碍，血亲间的婚

姻，临终者甘ii话，关于稳定隐士地位的批判。此外还有由他的门

弟子们速记F来的几本：《天乡之福i仑》，《寓言论》，《和平及协

调论扎至于别的在他的名义 f fwj世的若干神修小册子，它们的

历史性是很叮怀疑的r

二、论赞共计十六篇，可是只有第九篇是可靠的；其余的都

尚需考证。

三、圣安瑟尔莫在不同的阶段中写了他的默想。在他的二卡

一篇默想中，只有三篇（二、三、十一），以及序言，根据古老

的手抄本，像是他的子笔υ 其余的出i者不同的笔墨，而且它们的

成辑为时较后。但是本完尔（ P. Bainvel ）指出： “在这些默想

里，海涛一般的情意，安瑟尔莫式地汹涌着；同时挟着忠、辨的活

动，和缠绵的祈祷J’

四、祷告辞在现在的集子中，共计七五篇；叮是属于安瑟尔

莫的，只有二十来篇ο 批判家们一致欣赏它们情思的崇高性，押

韵的第四0反六十一篇．应予放弃。或以归于圣安瑟尔莫的诗

歌，和那本出现于中世纪的美丽的《圣歌集》（ Mariale）都是可

疑的。

五、圣安瑟尔莫的通信，共计四四七封，分成四卷；它们的

历史与道理价值，都是无边的；其中若干封确是真正的神学作

品。很多的信内包罗着极宝贵的神修指导。一切信件透露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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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师的雅致的手腕，以及崇高渊博的学问。

三圣师与道理

（甲）圣师

圣安瑟尔莫是中世纪第一个真正的公教思想家。他为思辨学

开发了新的途径，他的大胆不是鲁莽的：因为在神学家中，谁都

及不到他更关心于古代教父的传统；他的观点都以此传统为根

据。他因以获得的力量，通过他的教友精神，更形强大c 在他的

神秘的心灵深处，他的习惯的瞻祷，使他的极度稳当的神学精

神，日趋活跃。通过这个精神，通过他的许多道理著作，圣安瑟

尔莫属于奥斯定学派，而且是该学派最标准的代表之一。

圣安瑟尔莫绝对不赞成贝伦伽和洛塞朗的，可能有意的或无

意的唯理论；他也绝对不想为了什么理智的要求，缩小信德的领

域。他首先明朗地奠好了启示的基础，然后建筑理智的大厦；他

又与过度信任学艺的辩理学者背道而驰地要求教友在信德中生

活。根据他的圣三论，只有生活过的，服从过的，经验过的信

德，能以“神翼”，给予公教思想家。这双翅膀是为他飞升的必

要工具：信德可以清洁，心灵，守诫可以光照灵魂，卑屈地服从可

以使我们谦小，而适于接受智慧；应当在精神的指导下生活；为

了解精神的实际，应当变成一个精神的人。圣安瑟尔莫把这个道

理结晶似地放在下面一个公式里：“不信的人不懂：因为不信的

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不懂。”我们晓得神秘圣宠指引教友

生活到达这个超自然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他的对象，备有相当

的光明 J 这个注解是以整个的论文为根据的c “为什么神人” 」

开始，安瑟尔莫就把了解（ Intelligence ）及瞻祷

( Contemplation）联系了起来。他要求于人的，就是他自己己实

行的（ Proslogion）：是个最美丽的例子；该书的内容透露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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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热忱地，彻底地追求天主，元非为了他的灵魂，己找到了

他，安息于他。它通过爱德和智慧欣赏着天主

这个安瑟尔莫神学方法的多情而神秘的基础，不但不阻挠理

智的活动，而且似 T以加强c 安瑟尔莫热烈不懈地寻求了解奥

迹，和启示真理：他的一切著作证明了这点，也多次地予以申

明。他想进入启示真理的堂奥；他虽不能搜出它们的最后的秘

密；他尽其所能地节节深究。可能他过于信任理智；他认为理智

己超自然地，而且受了实用的信德的神翼的支持。在他的天主存

在的先天证理里，天主降孕的目的里，且在一定的角度下．也在

圣三论里，他没有划定理智的界线。依照当时流行→个公式，他

寻求奥迹的必要理由（ Rationes necessar 

代人们的理智要求’鲜少i主意于那些要求的数量减少巳 →般地

说，他根据天主方面提出的理由，是很崇高的。看来，安瑟尔莫

是教义的理想的形而上学者。形而上学，在他的指导下，正式地

在神学中选择了一个住宅；考自圣多玛斯继续坎特伯雷总主教的

事业，权威地把它组入“神学集成”后，形而上学将永远与神

学联系着。

圣安瑟尔莫不但是个出色的形而上学者，也是个优秀的辩证

论者；他的著作是关于这个肯定最好的证据。本完尔指出：“他

的证理，一般地说来，比圣多玛斯的虽更白由，同样是紧凑的，

尖锐的ο 可能在士林学者·中，人们找不到，这样精神的理论，这

样彻底的演绎；从他←」个原则内，抽茧剥萄似地，什么都抽出剥

光。”本完尔又以为：“圣安瑟尔莫的方法，与圣多玛斯的比较

起来，更是一个探讨的方法。由一个原则出发的他，一条线地下

去，不到底不休止c 为此，他的线索的联系性是紧凑的，辩证的

活动性是广大的（ Monologion ）。是个典型；为什么神人，也不

肯多让于前者。这是发现新天地的旅行。”对于这个步骤，圣多

玛斯并不茫然；可是，在圣安瑟尔莫笔下，它更觉遵劲；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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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的每种著作的专门性。他极度自由地切定对象、方法、界

限。最后，他得与圣多玛斯相提并论；那末，他的辩证价值，已

可见→班。

圣安瑟尔莫有理地被视为士林学的倡导者。我们要说，他是

士林神学的倡导者，他也是与士林神学有联系的士林哲学的倡导

者。真正的公教思想家圣安瑟尔莫，原则地指出：在启示真理及

确定的性理间，不可能有矛盾： “自然的真” ( Le vrai naturel ) 

不可能违反“超自然的真”（ Le vrai Surnaturel）；而且其间存在

着和谐性。这个和谐性，人去寻求，是会找到的。圣安瑟尔莫比

谁都更感到这个天责（ Proslogion ）中的那个不朽的标语：“信德

追求理智”（ Fides 。urerens intellectum）为此就变成整个士林学

的标语。在这个标语外，他给于士林学的：→为他在大胆的思辨

中对于理智的伟大的信任，一一为他对于形而上学及理智能掌握的

最高原则的兴趣， －为研究辩证艺术的热忱。这个艺术可用以宣

传真理，也可用以作反宣传。

安瑟尔莫著作的特殊性，在空前的观点下，尤觉伟大；这不

是一种漫长准备的自然结果c 通过他的天才，思想做了神奇的一

跃；可是由这优越性发生的影响．从十二世纪末．才到达了它的

顶点二格林克（ ]. De Ghellinck ）指出：“他的著作，他的学说，

他的方式，不像立刻打入学府中……应该等到十三世纪，基督的

哲学家（ Philosophus Christi ）才荣进学府。以前，他的著作的鳞

爪，以及他的记者们的零星笔录，正如古代书目录所载的，已脸

炙人口，并且寂静地传播这个大圣师的声名，而大有功于整个十

三世纪知识界的发展。”圣安瑟尔莫的影响是元边的；它尤其是

属于一般性的范围的。可是，在不少的神学问题上，一如我们在

下边要说的，也烙着他的痕迹。

(Z ）道理

→、天主存在。圣安瑟尔莫运用万物美善的阶级性（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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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臼 de perfection des 在tres）证明天主的存在。这虽是圣奥斯定

习用的一个方法，安瑟尔莫的阐发，是极有力的。他认为下面的

一个原则， “不完整地具有一种美善，就是分承那个绝对的美

善，”为一个清晰地了解“物”及“美善”的人，是显然的。他

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可以感觉的实际上。他的证理，在最初的一眼

里，像是极唯心的，可是它的基础是极具体的。在《 Mo

nologion》里最最紧凑，最最深湛的头上四张里，我们可以找到

他的证理的说明。

他的证理是沿着三条路前进的。

（一）第一条路是以万物的属性，如美善，如伟大，为依据

的（一至二章） 0 我们感到存在着无数的，以及不同阶级的美

善。它们只能是从那个唯一的美善分承来的；而那个惟一的美

善，是无上地，自有地美善的；那个美善就是天主c 圣安瑟尔莫

对于伦理的兴趣，使他更崇尚这条希坡内主教心爱的道路。

（二）第二条路以“物”为基础，在当时还是崭新的（三

章）。一切实际至少有相同的」点：就是它们都有“物性”，及

“存在性”（ L’在tre et l' existence ）。存在性要求→个原因：凡物归

根地要求一个惟一的原因？为了如果原因是多数的，或总归于一

个原因，或各自自力地存在，或彼此相互地产出；可是，这个最

后的假设是荒谬的；就是有最密切关系的主仆，也不能彼此相

生。如果多数的原因自力地存在的话，它们的物性是由这个共同

的属性来的；那末，我们要回到惟→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自力

地存在的，而它就是所称的天主。

（三）一望而知的，许多不同的性体，在美善的观点下，是

参差的：顽石、树木、走兽的例子，是显著的。（四章） ο 那些

参差级是不可能不荒谬地无穷尽的；在顶点上，应该存在着 A样

比其余一切更美善的东西，它不可能是多数的，除非它们的性体

是同等的；那末，它们就是一体。如果它们在它们的本体外，有



第二章 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 353 

样共有的东西，那末它们就次于那样东西；而那样东西，应就是

完善的性体或本体；换句话，就是天主。那末，天主存在是自然

的结论了。

为此，天主就是“至善”，第一个原因，圆满的本体。

这些证理，圣多玛斯先予以修改，后予以采用。第一及第三

证理见于他的第四条路中（美善的阶级）；第二证理见于他的第

二条路中（动国）。它们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相反地，所称的

安瑟尔莫证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时人们把圣多玛斯的证理

太系于这个证理。

在《Proslogion》中发挥的“先天证理”（ Argument a priori) 

以由启示得来的天主界词为起点，而结出天主实在的存在。

天主被视为那个想见的不可能更伟大的东西c 这包括在思想

界中的存在，以及实在界中的存在；因为如果它只存在思想界

中，人家能设想→样更伟大的东西，就是那个存在实在界中的东

西J 为此，这个东西，天主，具有一个在实在界的存在。高尼龙

尖锐地驳斥他说：“唯唯，它存在我的思想、中，它不因此必然地

存在于外；幸福之岛虽存在我的思想中，仍不过是个美丽的幻想

罢了「”圣安瑟尔莫回答他说：“实在，天主的观念是个独一而

特殊的观念；这个观念不能与幸福之岛的观念，以及任何别的观

念相比；只有它包括着存在于外的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关于天

主，不存在于外的天主是不可能想见的。因此人能；＊＆（、见的最伟大

的东阿，存在实在界中J，圣多玛斯要接着说：“否否，这个结

i台是不逻辑的；这个东西只存在思想界的1川1念中、3 ’

圣多玛斯的这个才！t判’现在几乎已受到一致的拥护。可是这

个“先天证理”会历久引起学士们热烈钻研的对象；其间也有

通过了若F修改，而予以接受者r 斯各脱认为：这个证理足以证

明“完物”（ Etre parfait ）存在的可能性。简卡儿及莱布尼兹根

据他们的见解予以修改ο 本体论派（ Ontolo-gistes ）在安瑟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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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理中，加入了一个新因素：在观念中看观念的对象，或获得

观念就在想见天主中。

安瑟尔莫原来的思想，经过这些改变后，已面日全非。先天

证理的错误，在由思想界到实在界的过渡，由可能及必然观念到

实在存在的过渡。为使这过技合法化，还缺着一件事实，譬如那

个存在人心，而引他趋向最后目的物的观念，是没有理由存在

的；假使这个目的物不存在的话（这就是天然寻求幸福的意愿

的证理）；或是假如那个观念的对象不存在的话．世界上的一切

都要元从索解了（一般证理的总结证理） c 人家还可以在超自然

界或神秘界中，加入一个小前提，例如说：那个想见的不可能更

伟大的东西发见于超自然的成绩中，以至只有它能在灵魂上，发

生深切的和平，以及耀光的智慧。看来“先天证理”的作者，

就在这点上，做了配景错误的牺牲。他担一般的天主观念，视以

为受神光照耀的信友所有的夭主观念。那末，他的证理只具有一

种相对的，主观的价值，至于普遍的辩证价值，它是没有的。

二、天主的属性在《Monologion》及《Proslogion》中，受到

了大大的阐发。《Monologion》中出名的第六章，指出天主的本

体及存在，打成无上的→片；第八第九章标志了模范主义

( Exemplarisme）的原则：从乌中有，在时间内造的宇宙，在出

现于时间中时，在典型、形象、准则、模范的观点下，早存在天

主的思想中；它是因为他的语言（ Verbe ）之功，实现于外界

的。圣安瑟尔莫在漫长地发挥圣奥斯定的原神学（ La tt始odicee)

时，加进了若干自出心裁的东西。

三、圣三论好久浮沉于他的脑海中，在（ Monologion ）内，

他通过人的灵魂，天主的肖像的类比，早已讨论了整个的道理；

他在两篇专论中，特别予以研究。人们每指摘他在表示他相信可

能举出该奥迹必要理由时，过于夸张，至少在言语方面。是否他

只认以为一种崇高的盖然性？这还有待于考证。无论如何，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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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就说他是个唯理论者，那是有欠公允的；因为圣师绝对没

有强调：理智只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寻获及证明这个大奥迹。相反

地，正如 t面所说的，这是出于信德，一种笼罩在神光下的信

德c 即使他夸张人类理智的能力，唯理论的距离还是遥远的。他

也明了：这个奥迹不是人的理智所能透彻的；即使他说过人可能

予以了解；这个了解也不过是相对的；他不常责斥洛塞朗及其余

的辨证论者’圣三奥迹是他们的唯」理智的对象的论调么？

四、圣安瑟尔莫的救腰论更是卓卓不群的 3 它几乎全部包罗

在“为什么神人”中（他i坚决拒绝把这个奥迹，看作一种对于

魔鬼的胜利；说者以为这个胜利是由魔鬼滥用权力，置兀罪的基

督于死地而引起的。安瑟尔莫否认：魔鬼在人身上，具有什么权

利，连相对的也不在例外；那个所称的权利纯是天主的 J个特

许；这个特许，天主可以随时随意予以收回。无捷地，安瑟尔莫

在这里也赞成了这个次耍的见解；但是应当晓得．这个见解已流

行了数世纪。圣师的大功劳在能掌握有关救赎奥迹教会传统的J

切因素，而深刻地予以发挥。他指出救援就是罪对于天主的侵犯

的赔偿；他又彻底地分析这个罪的严重性，以及天主的公义的要

求J 他援引的一切原则，虽不足证明降孕救赎的必要性，却建树

了它们的无上的适合性。不差，人家很能指摘他的证理的若干过

正之处；例如他像把」个双重的必要性放在天主身上：救赎我们

的必要，为救赎我们必须有－种完全相当的赔偿；而这个赔偿，

只有人神能予以付出。无疑地，这个必要性可以视作崇高的适合

性；这个缓和的解释，是与整个的著作合不拢的口更好坦白地承

认若干二论调，以及论调的色彩， rw. 予削弱冲段c 这点，后世的神

学家将以付诸实行。最后，圣安瑟尔莫的功勋还是第一流的。

五、圣安瑟尔莫关于圣母元咕始胎的道理，不是绝对明确

的。不差，他写了下面一段奇妙的文字：“ hV. 当有一种在天主以

外人家能设想的沾净，光耀在童贞女身上；同为天主父要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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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心，等于自己，爱如自己的独子给她，而他真正地行将兼

是天主父及童贞女的独子。”这一段文字实在包括着始孕无站的

特恩。可是，很难肯定圣安瑟尔莫有见于是。相反地，看他的下

文，童贞女玛利亚在怀孕前，因她的信德，受了？先灌（ Mundata 

est）。而且这个应在她产生耶稣前的洗湛，是否指原罪及偏情的

解除，甚或只指那个古教的取沾礼仪？关于这一切，安瑟尔莫的

见解是模糊的。这位总主教至少已明朗地标志了这个问题，并且

遥远地为玛利亚兀咕始胎问题肯定的答案，做了一个重要的

准备。

六、圣安瑟尔莫的神修论，为着他的道理的特性，是很特出

的ο 他的神修是恳挚而深刻的；为此，人们把许多洋溢着热烈气

氛的神修著作归他。实在真正由他写的，是相对地少；他的书信

及神学作品，很能予以补充c 作者像运用着一种特殊的权威，指

出祷告及默想的科学。他遗给了我们若干可资模范的作品，同时

又作出了几个极明智的方针：“读者不应沸腾（ Non in tumultu) , 

然应安静；不应奔驰，然应缓顿，到处出以深长的推敲。为了问

题在引起或爱或畏天主的情绪，以及 A种审慎的自我检讨。”不

必什么都念，应该以能在祈祷巾引起爱火者为标准。

圣安瑟尔莫的热心，并不抹煞一切崇高的观察；在他热爱的

基督身上，他虽什么都不疏忽，尤注意他神的一面。

《Proslogion》不但是关于天主最深刻的研究，也是一个深长活泼

的祷告。一开始，作者就通过一个热烈的呼吁，进入一种超自然

的气用。整个的著作笼罩在这个氛围中。关于永桶的最后几章，

在圣师馨香祝祷它的前昧（ Avant gouts）时，透露了他已尝到它

们c 一般地说，整个的作品像是一个美丽的｜瞻祷；它的神情是崇

高的。

作者结束他的著作时呼道（二六章）：“我的天主和我的主，

我心的希望和欣乐，求你告诉我的灵魂，这个忻乐是否就是通过



第二章 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 357 

你的儿子给我们所说的那个：‘你们寻求，你们要获得；这是所

以使你们的忻乐是圆满的。’ （若望拾睦、二四）因为我已找到

一个圆满的，分外圆满的忻乐。它在我的心坎里，我的理智中，

我的灵魂内，都是圆满的；追整个的人充满了这个忻乐，它还要

丰富无边。主啊，请你和你的仆人交谈，在他的内心告诉他：这

个忻乐是否就是你的仆人们要进入的那个。主，我恳求你，使我

认识你，使我爱慕你，｛卑能参加你的忻乐。假如此生，我不能掌

握整个的它，希望我能日日前进，至于圆满的境界；希望此世，

我对于你的认识滋长着，务使上天的它是圆满的；希望我的爱情

发展着，务使t天的它是圆满的c 希望此世，我的在仰望中的忻

乐是盛大的，而于上天，我的实际的忻乐是圆满的J’

希坡内的主教，可能写了热情沸腾的几页；《Proslogion》的

篇幅是同一潮流的。我们认为：能这样密切地获得这位大师心传

的门生，应该是寥寥的c 在神修及神学方面，圣安瑟尔莫与圣文

都辣是中世纪奥斯定学派中，两个最光荣和最纯洁的代表。

Saint Anselme de Cantor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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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柏拉德

十二世纪的文化环境

圣伯尔纳多及阿柏拉德，是十二世纪前半个阶段中，公教思

想历史家最注意的两个伟人。这两个不相为谋的人，在不同的程

度 F，代表着当时两个不同的潮流；它们虽互相接触，却不相交

流，而且终于引起了一个剧烈的冲突。阿柏拉德是个理想的学

者，及学派的典型代表；他的私生活自然不在例内 3 为了解他的

使命，应该先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积虑c

在这个为着它崇拜古代典型文化．而不兀理由地受比于文艺

复兴时代的世纪，古代的希腊￥.－学争得了一个日形发达的声誉c

柏拉图仗着具有无边权威的圣奥斯定的推重，入主于各学校中，

尤于沙脱尔（ Chartres）。当时，亚里士多德学说，至少他的若干

大论题，例如他的认识论，已引起了先进学者们的注意。可是，

假如把这个倾向，与后世纪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比较起来，那

末要太望尘不及了＂

十二世纪初叶，法国的文化活动是尖锐；而在 4切学校中带

头的，应推沙脱尔。控制着它的柏拉图影响，可见于它的大半教

授对于全称问题的极显明的实在主义（ R归lisme ）中 J 该校的三

个教务长（ Chanceliers），沙脱尔的伯尔纳多，坡雷的吉尔伯特

(Gilbert de la Porr街），沙脱尔的退里（ Thierry ）是最知名的ο 吉

尔伯特于一一四一年离沙脱尔赴巴黎；次年就获得了波亚叠讲

座。英人索尔兹巴立的若望（ Jean de Salisbuη）曾负笼于沙脱

尔； ·一七六年，被攫升为沙脱尔主教c 这个细腻的文人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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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聪明绝顶地反击了哥尔尼斐爵（ Corfinicius ）派c

他是个坚决而明智的哲学家；他用柏拉图学说来调和亚里士多德

的。另一个出身沙脱尔的学者，昆希的威廉（ Guillaume de 

Conches）的过激的实在主义引他说出： “圣神是宇宙之魂。可

是，他没有因此放弃公教信仰：我是基督徒，不是大学士。”

( Christianus sum, non acaderr时us）这个泛神论的潮流，经过沙

脱尔的退里的朋友，都尔的伯尔纳多的“大宁宙与小宇宙”

( Megacosmus et Microcosmus）的治导，逐渐凝成了一个真正的学

说，该书写于一一四五，一一五三年间。若望斯各脱的“自然

分划”（ De Divisione natur时对于该书的一元说（ Monisme ）及

流出说（ Emanatisme）的论调，不是没有影响的c 这个泛神论，

于卡三世纪，在沙脱尔学校以外，争得了新的信徒；这与斯各脱

也是不元关系的。

坡雷的吉尔伯特不幸地把他的形而上学说运用在神学上，而

这竞特别地使他出了名。他的节学态度是很模糊的；因此历史

家，或视以为过激的实在主义者，或视以为缓和的实在主义者c

无论如何，至少在言语上，他过度强调了抽象本质及具体本质

(L‘Essence commune et !'Essence individua lisee ）间的实在区别c

这使神学发生了严重的两难。理姆斯公会议‘因圣ffl尔纳多的督

促，谴责了他的四项命题c 他为避免正式的谴责，就予取消 J 人

们控诉他标榜： 飞天主及天主性（ Deus et divinilas ），二、天

主本质及气位（ L'Esse时f di vi时 et le personnes divines）间实在

的区别；二三、只有三位是永远的，他们的属性及关系不是永远

的；四、天主性没有降生为人。公会议针对这个最后的命题，这

个聂斯多略异端的导火线指出：“我们相信天主性，随你叫它为

天主的本体，或性体， I大l子降生为人。”

十二世纪著名的学校很多，沙脱尔去11首届－指己兰i时隐｛庭院

学校的影响，不及过去的隆盛；相反，主教公署学校，在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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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复兴中，起了带头作用。可是，这些学校都是以一个或若干教

授为基础的；知名的教授任职，学校就兴隆，知名的教授离职，

学校就衰败。在隆（ Laon）以神学家安瑟尔莫而兴，而给尔贝

( Gerbert）离职而衰的学校，于十二世纪，因阿尔柏立克而复

盛；因贝伦伽离职而衰败的都尔学校，因伯尔纳多，西尔物斯脱

里而复兴。像沙脱尔能这样历久光辉表著的学校是极少的。可

是．十二世纪初叶，巴黎一跃而为沙脱尔的劲敌，它终于收录了

整个遗往法国的青年c 在巴黎计有两个重要的学校：一为圣母学

校，坐落法兰西岛，一为城郊的圣女仁未甫学校（ Sainte

Genevieve）。两个有名教授，先为香己的威廉（ Guillaume de 

Cham peat时，后为阿柏拉德，使青年们趋之若惊。

香巴的威廉于一－00年左右，在巴黎主教座堂学校占了－

个讲座，慕名而来的学子，多如过江之脚。他虽是康派尼洛塞朗

的学生，在全称问题上，他推崇一种严格的实在主义；他的天才

掀起了最热烈的掌声。迄他的学生阿柏拉德提出了反对老师的论

调．威廉才失势 3 威廉为着吃不消这个青年对他的攻击，于一→

0八年，隐居圣微克，武；在那一边不顾风雨的吹打，建立一个新

的学校。造一一一三年，他被摧为沙龙（ Chalon）主教．两方的

争论始息。威廉开始时强调，物体一般的本质在一切下属中，是

独立的，相等的ο 它根据整个的实证，容存在各个F属中；个体

元非是特殊物体的偶然变态。他从而结出：每个人就是整个的人

类；整个的人类在柏拉罔及苏格拉底是整个的。阿柏拉德虽百般

地予以嘲笑，威廉看来并不因此易辙，一女rJ阿柏拉德所相信的。

可是，威廉不敢把他的学说，运用在神学上。沙龙主教是可敬

的；他与圣伯尔纳多的友谊也是他的一个光荣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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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禄阿柏拉德

伯多禄阿柏拉德生于南特（ Nante ）的巴来（ Pallet）。他的

第→个教师，就是唯名论学者，洛塞朗；一－00年左右，他往

巴黎受课于实在论派领袖，香巴的威廉。不久，他别立一帜，与

老师为敌。始于麦郎（ Melun），继于科佩（ Corbeil ），终于圣女

仁未甫（ St. Genevieve）仗着他的天才，引来了几百个崇拜者c

当他到毕伽的，跟名师隆的安瑟尔莫研究神学时，又起而予以攻

击c 后来他离开该城，去长巴黎圣母学校。他的光荣是世界性

的，可是他的道德是不足与他的学识同日而语。一个青年女子，

亚罗伊兹（ Heloise ）迷惑了他，使他在这繁华的京城里，停止

了几年的教授生活。

自逃往布勒塔j皂，以及与投身阿戎；武厄（ Argenteuil）修女

院的亚罗伊兹分抉后，遭受腐刑与耻辱的阿柏拉德进了圣得尼隐

院。在那儿，他重登讲坛，教育青年；他的→体兰位论（ De

Unitate et Trinitate）是所以沉重地打击珞塞朗的唯名论及三神论

的。在全称问题 L 他是显著地与洛塞朗背道而驰的；可是他的

概念论（ Coneptualisme），也无非是另一种的唯名论，他的论调

也是不很健全的ρ 在三位论中，他不在位上，而在性体上着重，

以至他指出的位间的区别，纯是空话的样态（ Mo-dale）。他于－

A二一年，受 r耍松（ Soissons）公会议的谴责后，只得在面子

上屈服于强力之下，可是他的内心依然如故；这个马脚就暴露于

他的换汤不换药的基督神学（ Theologia Christiana ）中。不久，

为了他否认隐院创于得尼亚掠帕吉替卡，就被逐出。他避居于巴

拉克来（ Paraclet ），跟他而来的门生，多至数千人。一一二五

年，重返巴拉克来；亚罗伊兹也应请而来出任’个女修院长。一

一二五年，至－ －二九年，任吕依圣季尔达（ S. Gildas de Rhu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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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一一三六年，再度到巴黎，轰轰烈烈地执教于圣女仁未甫

学校。在那儿，为着他的学说的反正统性，受了最严重的控诉c

阿柏拉德的著作，尤以神学为对象。他的纯粹的哲学作品计

有《辩证论》（ Dialectica），《坡菲力注解》（ Glossul时，及《｛彦

身论》（ Scito teipsu 

家犹太人基督徒对话”是本辩护作品，书中满染着唯理论色彩。

他为巴拉克来修女们写的神修训话是缺少热情的。《六天创世论

评语》以外，他又遗下了五卷《罗马，人书注疏》。他的狭义的神

学著作，尤为著名：一为《洛塞朗驳义》两篇；一为－种神学

提纲，大家习称的《神学导言》（ lntroductio ad the山giam）可是

它所留的，只有关于信理及圣三三卷的第一节c 该书的对象是

（一）信德与奥迹，（三）圣事及降孕，（三）爱德及整个伦理。

此外，还有一本基督神学撮要（ Epitome th附logia> chriseiame ) ; 

无疑的，它是他的一个门生的于笔。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

本，当推，《这样及非这样》（ Sic et non ）。

在这本芜杂的著作内．圣伯尔纳多的鹰瞬，找出了不少使他

视线模糊的命题」一斗四0年光景，他忽开始注意伯多禄，阿柏

拉德大师的谬论。在他→度与阿柏拉德晤谈后，对方表示将予以

纠正，及提高警惕仁不久．阿柏拉德邀请伯尔纳多出席松斯公会

议，做一个辩论υ 圣伯尔纳多犹豫一时之后，决予接受；可是公

会议席上的他，出以原告资格，并且提出了十八条摘自阿柏拉德

著作的错误学说，申请予以谴责。阿柏拉德看见情形恶转，拒绝

出席作辩，只表示要向教宗I二诉。会议把十八条寄呈英诺森二

世，请求予以谴责。圣伯尔纳多在一封书信中（」九七号）．做

了会议发言人；该信实在是一件判决书，而且也是圣师一篇最好

的文章。他控诉伯多禄阿柏拉德的十八条（ Capitula haoresum 

P. Abcelardi）中，卡二条被斥为异端。他的错误是关于圣王的－

种样态说（ Modalisme ），关于创世的一种过度的至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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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misme），关于基督的一种聂斯多略倾向，关于救赎的一种

简单的爱德说，关于圣宠的一种隐晦的披雷杰主义，关于伦理的

一种抹煞基督苦难的一切客观价值。

当阿柏拉德遍赴罗马途中，行抵里昂（一一四一年），忽得

报告，教宗己批准松斯公会议控诉他的一切，于是，他转往克吕

尼；可敬伯多禄极仁善地予以招待，并且劝他签了一个信德誓

言。誓言中虽染着悲痛的墨滞，确实是公教的。因伯多禄的斡

旋，他又与圣伯尔纳多握手言和。他与恬静及补赎的气氛中，在

克吕尼又活了几个月。他是于一·四二年死的，至于表示了他的

真切的忏悔之忧，坚决的孝爱教会之心。

阿柏拉德的这个结局（他的忏悔，他的动人的关于我们认

识天主界限的申明），证明：他绝对不是」个标楞唯理论的自由

思想家（ Libres penseurs），理智能钻研信理的原则是很好的；可

是，阿柏拉德激烈的天性，滥用了它，尤在圣三论中。他的错误

不由于“不信”（ Iner岳dulite ），而由于轻率卤莽。无疑地，他的

放荡的私生活标志：他的信德没有常常指导他的操行，约束他的

研究。可是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信德，已全部沦亡。同样，或以为

他的《这样及非这样》的日的，在推翻教父们的权威，这是根

本错误的。不差，他的尝试是大胆的：关于一五0个重要的神学

问题，他提出了肯定的及否定的两列教父们的见解：这是极危险

的，如果他的意向不是明朗地正统的。但是阿柏拉德表示：他要

强有力地点出问题，使人更能努力寻求解答，而且他为此作出了

若干原则。

阿柏拉德对于十二世纪知识界的影响是极大的。或直认他为

士林神学的鼻祖；可是这个光荣应该不容否认地归于圣安瑟尔

莫。无疑地，热心的总主教的活动，及不到巴黎教授的轰烈。前

者的活动是迟缓的，中和的，可是不断地进行着。但阿柏拉德不

失为那个采取他的方法，放弃他的大胆的真正的神学院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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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 A部综合性的神学提纲不是由他开始的，圣安瑟尔莫先他已

写了－部。可是，阿柏拉德第」个尚属完善地实现了这个理想；

而使后来的学者得以取法。在十二世纪前半个阶段里，出现了四

部神学提纲，它们都是与阿柏拉德有关系的c 神学院及教律学院

都采用他的方法。通过他的《这样及非这样》他虽没有绝对地

把辩论演习，输入士林学院中，他却遥远地为官作了准备， i而使

教授们更端正地引用教父言论，吏严恪地运用辩证法。这一」切都

是他的光荣。这些光荣尝被他的卤莽冲淡了几分；假如后来的他

的聪明的崇拜者，如｛；捷克式派（ Victorins）等，不予以吹嘘，可

能他的治学方法，也要受到摧残c

在哲学方面，阿柏拉德的重大成就就在能空前圆满地，采纳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他在那儿获得f精锐的武器， f卑得有效

地， －面攻击香巴的威廉的绝对实在论，一面攘斥塞朗的唯名

论。可是，他自以为合乎中庸的概念（ Conceptualisme ），历久使

人莫名其妙。胡夫（ M. de Wulf) 认为：它就是温和实在论；它

慢慢儿为各学校所接受；发展于卡三世纪的两个知性（ Deux 

intellects）字’说，实在是他的学说的逻辑的持续τ 那末，阿柏拉

德对这‘切见解，是极明朗的么？那个学说竟是由他的天才创造

的么？谁都不能予以肯定。十：世纪的一切学校，都受了他的影

响；他在哲学上的影响，虽不无缺点，是幸运而健康的ο

Abe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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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圣伯尔纳多

圣伯尔纳多历史性的生活

圣伯尔纳都以稳健性的姿态，出现于对科学抱着狂热的阿柏

拉德前，他强有力地指出大胆研究的危机；勇敢地向那些知名人

士，为士林学请命。可是克雷耳服院长的历史使命，远不在这点

上。他在一切领域上活动着，他到处受人服从。他督促隐士及极

有地位的俗人改进，他捍卫教会最高领袖，他攘斥回子的蛮横，

保护欧洲教会。在道理领域内，他尤爱神秘神修；可是，这个神

秘神修，不但不使他与十工世纪伟大的文化运动隔绝，还使他在

－个时候，比众不同地积极参加工作。

伯尔纳多以一0九0年生于枫丹第戎（ Fontaines-lez-Dijon ）。

他的爸爸戴思冷（ Tescelin）是部尔哥桌（ Bourgogne）候爵的军

官，他的妈妈叫亚雷（ Aleth）。他俩给了他一个配合他们的地位

的热烈的公教信仰的教育。因此，他从小就很热心；行年二十，

入西都（ Citeaux ）精修。

他的圣召历史，尤其是生动的。二十岁上，他与轻浮的朋友

们往来，开始时他觉得遗憾，继则不无高兴。两个剧烈的诱惑来

侵袭了他，前者来自一个抚媚的女子，后者来自自己非礼的一

睹；他为予以克制，豪杰地投身于结冰的池塘中。于是他决志守

贞．并且离开红尘。他又说服了他的叔父哥特里（ Gaudη），四

个兄弟，以及二十五个青年朋友，采取同一的步骤。在沙提水

( Chatillon）练习了六个月的隐修生活后，他们一行于」一一二

年春，到了西都。他的最小的弟弟，尼发尔（ Nivard）与他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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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终于也步他的后尘，进克雷耳服修道。

伯尔纳多在西都只住了三年（ －」 A二年至－· ~一五年七

这在“伯尔纳多，你来为什么？” ( Bernarde, ad quid V enisti?) 

口号F过去的三年．是神修进步的年头，静默敛心的年头，斋克

祈祷的年头。到了」一一五年，他在神修界t，已是‘个良好的

导师c 斯德望哈定（ Etienne Harding）为减轻西都的负担，委以

创立克雷耳服隐院的任务，因为在该三年内，要求进院的人，实

在太多了。克雷耳服同样地也蒸蒸日上，很快地分设r王个新

｜览 c 从那时起，至iJ圣伯尔纳多死，西都修会呈着…种蓬勃的气

氛：计于一一五三年，共有修院三五0座其间→六0座是由克

雷耳服的修士修女创立的；余下的 A九0座，是由四个老隐院分

立的。克雷耳服拥有七百人，而其余的百把个隐院，每院只有几

百人ο 这个伟大的运动是由圣伯尔纳多发起的J

同时，他的影响普及别的」切修会。克吕尼修士首受他的移

化r 他们在神修严肃d性J：，直接或问接地感到间都会士的熏陶；

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伯尔多在 a篇尖锐的“辩护”

中，攻击有些本笃会士在衣食方面的松懈；他又批评奢侈，甚至

厉禁圣地上艺术的点级c 他的批评大有助于克日尼院长，可敬伯

多禄的改革工作〔 一般地说，伯多禄的神修生活观念，是比较宽

大的，而且他明朗地赞成发展艺术。华冈大（ V acandard ）指出：

这两个不同的倾向，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气度问题；它们不但当

时存在着，现在还存在着f 这两个性情不同的院长的日的是一样

的，不久就重归于好。伯尔纳多的干涉遇制了克吕尼 H趋下坡的

危机。许多的院长，为了他的指导，回到了一个更合标准的神修

生活；圣得尼院长，苏才（ Suger）是其中最著名的」个c

圣伯尔纳多的改革运动，还及于神职界，他致松斯总主教的

一封信，实在是一篇神职纪律论文。俗人也受着他的影响；他向

众人演讲正义及爱德，对奴隶们谈忍耐。他鼓励了圣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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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re 巾 Temple）；它的芳表，大大地振起了教友的骑士精神。

当法王路易六世（ Louis VI le Gros ），路易七世（ Louis V] le 

Jeune），无理地干涉教会行政时，他不怕再三予以谏正。

在由于意诺增爵王1让当选（ - A三O年卒至一」四三年）而

引起的阿那克雷二1芷（ Anac 

奔走的功绩是数一数二的C 华冈大又说： “伯尔纳多在厄打．伯

( Etampes）公会议中审查了意诺增爵及阿那克雷f吏罗马意见纷

歧的被选情形之后，认为都是不很合法的； 1iJ龟足．为避免」个更大

的不丰，他放弃r方式的合法性，提议拥护意诺增爵，为了前者

的精神优点，似更配这个高位．而更能使教会获得升平（路易六

世首先附议，之后英王亨利－ . t哇，以及罗退耳（ Lothaire ）王也

表示赞成。可是，阿丑I）克雷的散居于罗母，米兰，以及意大利南

部的许多同情者，不肯就此让步。伯尔纳多三逾阿尔卑斯，终于

说服 r对）T) ｛也自→牟兰七年十二月始，至lj 」一三八年六月止，

留居罗斗3 当时适逢阿那克雷坦落；他的继位者做克；民四世是个

伪教宗c 伯尔纳多使罗马教友运渐脱离关系，而使伪教宗向英诺

森二世请罪退职。教会的分裂就也得闭幕J’

在分裂状态消除后，圣伯尔纳多还应当出而姑伐异端二他」

l叫到法国，就开始注意阿伯拉德大胆的神学理论。他」i面提出控

诉， 一面使松斯公会议及意诺增爵二tit予以谴责c 另 4个教授，

i皮亚叠主教．坡宫的吉尔柏特（ G山ert de la Pnr位） ''f 斗岛四八

年， fJ;I伯尔纳多的要求，出席理姆斯公会议表示态度 r 国安尼异端

对于信德的危险性在莱茵（ Rhin ）流域，如在郎基多克句是最

厉害的二 →一四J1：年，圣伯尔纳多在该省里，奔走各地，攘斥异

端，惜未能连根铲除。次年，伯尔纳多接受j已全二世， (Eu段时

11）宣传由路易七世发起的第二次卡宇平的使命ο 在味斯来

（飞7ezelav ）他的演讲烧起听众的心火。｛也致书各地争取这个教会

重大军事运动的志愿兵～在他在莱 r4ii古城巡礼的路 t，他使康.f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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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三世决定亲赴前线。可是，一面为了组织不健全，一面为了路

易与康拉德两军间联系不够，还征军终于失败。一时成为众矢之

的的伯尔纳多，理直气壮地作自我辩护。他借同舒才（ Suger) 

还想来 A个新组织，但是没有实现。

整个教会的利益，至死萦绕在他的心灵上；而且当时的教

皇，是他的一个门生呢。将来的教宗，尤金三世，始为比萨主教

座堂的红衣司锋，继做了克雷耳服隐士，后由伯尔纳多委为罗马

近郊圣保禄兰泉（ Saint Pat山rois-Fontaines ）院长。当罗马人革

命，创立一个行将维持至卡余年之久的共和同时，他被选为

教宗。

尤金三世留居罗马的时间，计于一一四五年末，为一个月，

于一一四年末为六个月。这次革命的领导人．是希里西亚的阿诺

(Arnaud de Brescia）。他的历史本是不很清白的；尤金三世不但

不予追究，而且许他回居罗马。阿诺是个司锋，又是个修士，且

与松斯的阿柏拉德很接近。他有意改革教会，使它限于纯粹的神

学领域内，而受君仨们的节制；他又强调真正的教会已经不存

在。 」 A四八年，教宗予以绝罚的处分ο 追→一五五年，亚得里

安四世才得恢复教宗固有的权利。

当尤金三世为复兴教会积极活动的时候，伯尔纳多怀着一牟种

与阿诺绝对不同的心理，暗暗计划着。他写于一一四九， 」 A五

三年间的“观察” ( De Consideratione ），包括着~－·个完整的教

会，尤其是教廷纪律复兴计划。伯尔纳多在尊重教会基础的大前

提下强有力地指出了各种腐化的作风；谴责阿诺的教宗们，都采

用他的计划c 这是－个伯尔纳多致尤金三世，更好说致他的继任

们的遗嘱，为了尤金就于一一五＝三年七月长逝的。同年八月的尔

纳多也接着进入另 A个世界。他是于一－七四年被列入圣品的：

，八－~~o年，被尊为圣师，历代传统」致称他为“甘怡的圣师”

( Doctor melliflu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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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

圣伯尔纳多著作中，在道理方面，最重要的，以及最丰富的

牛」部分，是他的演讲。可是，他的十四本小册子，也是很珍贵

的；尤其是论神修的五本。除去这五本，其余四本是论教会改革

的，五本是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飞他的通信共计五00封c

（甲）演讲

伯尔纳多遗下的三三二篇演讲，－pr分四种：

（」）八六篇是有时间性的（ De tempore），大半是以主日及

瞻礼为对象：四篇在歌颂圣母（ Super missus est ），一篇论诸圣

婴孩，十七篇诠释第九首圣咏（ Qui habitat ）。这最后几篇大概

写于－－－－四0年；卡 4三至十四篇，尤其是卡二，篇，阐发了护守

天神的传统道理〉

（二）四三篇关于圣人们的演讲，在歌颂了不少的圣人以

外，特别地称扬了玛利亚：她的重要的奥迹，描写得出神入化。

论圣母诞生的一篇（ De aqu<eductu ），畅谈了童贞圣母中保的问

题。若干篇追悼辞（其中一篇是所以追思他的兄弟机刺德的0 ) 

口［作论赞读。

（三）一一七篇由合的演讲，短于前边的演讲。

（四）八四篇论雅歌的演讲，最后六筒的写作，二可离他的死

期很近，其余诸篇作于」一三五年心

圣伯尔纳多的演讲集．是公教神修训话：其中大部分是在隐

院讲道厅中，为歌咏阶级的隐士们讲的二圣伯尔纳多的」篇致辅

理修士的训话，是用说部体写的三它们都是临时的作品，为此不

但没有典型的段落，而且夹杂着题外的东西；可是正为了这点，

飞腾着热情火发的辞令，同时洋溢着崇高的思想，奔边的骨气，

而成为法国公教讲坛上的典型作品G 圣人在演讲前，必成熟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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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默想。记得他曾说过F面的A句话：“在把面包分给听众前，

应当好好地予以烧熟……我怕我是不好的厨子。”那是不用怕

的：他的→切演讲．通过 4个正确的、明朗的、时而猛烈的文

法，提供了）·种充满着滋养料的道理。或说他在字句的玩弄及对

照上，带着 A些软弱’性。这是时代的软弱性。 1每当明了：他的好

处，不在兴趣t.. 而在思想的崇高，神火的蓬勃上。在这最后两

点七他是独步的c

（乙）论文

（一）伯尔纳多最著名的论文，是以神修为对象的〔它们正

如我们在下面斐说的，组成→部非常珍贵的神修提纲户l 自J哇，它

们不是在预定的计划F写成的．却是临时对付环境的作品产

一、《谦逊及骄傲阶级论》写于一二二伞和－ .二五年问：

这是彻枫丹（ Fontenay ）院长．哥德弗罗亚（（：“lefroid ）之请『

所以解释本笃会规论卡 1级谦逊→章的c 伯尔纳多寄给了他给隐

士们二卡→章论谦逊的提要 J

二、〈论爱天主》 ( De diligendo Deo ）作一一二六年左右，

所以向罗马教会的一朋友，爱默手lj (Aim创刊的要求＇＇ 这个问

题是伯尔纳多心爱的」个，级级说来，到处表示他的权威

兰、《圣宠及自由意志论》写’于：二：七年光景、它是一个听

者提出的－···个问题的“假如功绩来自圣宠，自由意志的任务怎

样”：梓案 J 他的解答是以圣奥斯定的论调为根据的产

四、《城命及辖免论》是为－~己就正他的隐士们写的；圣师特

别讨论了修士听命的道理，并且也谈了 4般的修成。

丘、《观察》（ De ℃onsideratione）是最重要的 4本，所以呈

献于尤金子：世的；在力戈于 A A四九年，卷二成于一一五0年．

岳三成于－~IL二年，卷四卷五成于 A 」 E 气年飞这是部神修兼

口j牧之作「

( . ）伯尔纳多有：关于草草纪纲的论文巾控诉f得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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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化作风。

一、在他于一一二七年左右致圣退里的威廉的“辩护”里，

无疑地， →面捍卫他的遭到攻击的修会，－面指摘当时满被光荣

的克吕尼大隐院。这本作品虽未能使他提出的一切要求获得胜

利，终于巩固了由可敬伯多禄托他掌管的克日尼热忱的隐修生

活；而且使西都的修士们维持着原来的克苦生活c

工、伯尔纳都通过他致松斯主教，亨利．桑利埃（ Henri I ~ e 

Sar lier）《论主教的职责》 ( De moribus et offic 

的」｛言’督促他坚决地度一个成全生活f 圣师尤劝他守好洁筒、与

爱德；又运用一种宗徒的自由，劝他谨防贪图，奢侈啕及不受约

束的心理；还尤劝他必须服从教宗的甘ii令 O 许多的主教，跟着亨

利也采用了这个勇敢的训话。

三、《致神职界论自新》（ De conversione ad Clerico，；）是为

神职成员及青年学生写的，本是 a篇作于巴黎的演讲叫在经作者

鉴订后，它就变成 A篇白新的论文。

四、《在致圣殷会t歌颂新车》（ De laude militi优 ad milites 

templi）里，伯尔纳多一面鼓励圣殿会祖，一面指出：这个新的

骑士精神，迥异于世俗的骑士精神；他对于后者，不留情面地予

以鞭拈；并且针锋相对地，标志了教友的斗争理论；这历久地大

有适于社会的风尚。 i亥书最后几章（六至十三章）阐明对于圣

地应有的了解。

（二）伯尔纳多的短篇著作，有关于神学的，民有关于礼仪

的，有关于传记的；它们的对象是多头的。

一、论《圣洗与其他问题》是. －种答客问：问者是伯尔纳

多的朋友，圣做克战的余格（ Hugues ），问题是有关圣洗，及古

圣祖与天神对于降孕奥迹的认识。这些难题大概来自阿柏拉德对

于克雷耳服院长的批评。

二、《伯多禄阿伯拉德谬说评论》是封伯尔纳多上教宗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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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柏拉德的信；信中附着被告者的谬说目录。华冈大

( V acandard）标志：“或以为这是作者最好的作品之一，这是正

确的。虽或怪他未能纲领地萨利阿柏拉德的一切学说；谁都不否

认他的批评的正确性。伯尔纳多所指摘的，就是那个造成阿柏拉

德神学特征危险性的思辨方法的过度性。”

三、西都经歌集对话（ Dialogue sur 1’Antiphonaire cistercien, 

Tractatus de Cantu）是篇书信式的序文；它是所以介绍修订后的

经歌集的。

四、圣微克i武日 i果（ Office de Saint-Victor）至今还保存着：

其中有三首赞美诗尤引人注意：作者有意轻视量，而偏重字音

数。华冈大说他的诗远不及他的散文” c

五、亚尔马总主教，伯尔纳多的朋友，爱尔兰人圣玛拉基传

(La vie de Saint-Malachie ），是本标准的传记，也是克雷耳服院

长最成功的著作。他的文法，又清明，又漂亮，又别致；这是当

事任何作家，索尔兹巳立的若望（ Jean de Salisbury）也不在例

外，所及不到的c ”

（丙）书信

圣伯尔纳多的通信，已经刊印的共计五四三封；还有不少的

只见于于抄本中。若干书信已成单行本：如致松斯的亨利的四二

号信（论风化），如致圣微克式的余格的七七号信（论圣洗），

如致教皇意诺增爵二世的一九0号信（攻击阿柏拉德）。一八八

号，一九工号，一九三号，三三一至三兰六号，兰兰八号，都是

所以驳斥阿柏拉德的。

至沙脱尔修士基格（ Guigues）论爱德的十」号信，可说是

论爱天主（ De Deo diligendo）的补充作品。

一般地说，圣师的书信，对于十二世纪的历史以及对于伯尔

纳多的生活与道理，都具有无边的价值。根据不同的对象，它们

可分为：教会书信（神学、法纪、教宗、主教。），伦理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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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及君王的职责），神修书信（修士的本位）。还有不少谈别

的问题的书信，没有列入上面三类中。这些广大文献产生的岁

月，到现在还未能获得确切的考证。

批判家指出，有百把本伪托圣伯尔纳多的散文作品。师主篇

中虽存在着很多抄袭伯尔纳多的文字，究不是他写的。恃估圣母

诵，虽参用伯尔纳多两篇论圣母升天演讲中的字句，产生较晚，

也不是圣师的手笔。人们又错误地把五十多种宗教诗歌归于伯尔

纳多：《例如救世主的崇高母亲》 ( Alma Re-demptoris Mater) , 

《亚物海星》，《申尔福天上后》（ Salve Regina）等等。那些诗歌

中不少的灵感，是从克雷耳服院长的演讲内借来的：“耶稣，甘

馅的回忆” (Jesu dulcis Memoria）的若干句，竟因囹地摘自圣师

的演讲。

三道理

（甲）圣师

马比昂（ Mabillon）指出：“他是教父中的最后的一个，足

与其中最伟大者齐驱的一个。”这句评语不但不是一个大话，而

且完善地表达了这个大圣师的人格、事业、思想，给于我们的印

象υ 他崇拜古代教会；他几乎纯在古代教会中，寻求他的老师，

如圣额我略，圣盎博罗削，尤其是圣奥斯定。看来，他的重要使

命之→，在运用一种特别坚强的劲头，向那个迷于辩证论的世纪

指出：“神学必须基于传统，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极清醒而深刻

的神学家。他虽不参加无谓的学派斗争，却了然于那个形而上学

的 4切秘密。他不像职业辩论学家，经过漫长的推理环节，一级

级地，易于迷路地，进入一座黑暗的迷宫；他是一跃而上的，他

是通过他的神学的巩固的感性．直觉地深入的。他→言而说明问

题；最聪明的学者，惊讶地看他游刃有余地解决他们历年失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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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难题”（华冈大语）。

这个渊博的神学家尤是一个神秘神修家。人家称他为甘怡的

圣师，这正好标志→个典型神秘家的一种特征，潇洒。这个潇洒

性渗透他的文墨，使它是温雅的，使它像圣宠二般地贯彻到心灵

深处。伯尔纳多掌握着这个美妙的秘密，到了顶点二而且，他的

学识不像是从哲学来的。而是在熟读圣经及瞻想中得来的。他认

为：谦逊，真理的姐妹，比思辨更能引人认识天主c 谦逊第一级

使人认识自己；第工级引人对于旁人表示同情，第三级领人瞻仰

天主。这神修三缀，引导伯尔纳多对于天主，获得俊逸的知识：

这点极完善地表现于他的著作中；他的所以像脾院一种枯燥的知

识，也就为了这个缘故口

可是，不应当就说他轻视科学。他把追求科学的人分作四

种：第 4种志在国以提高身价，虚荣是可耻的；第二种想予以出

售，这是一种卑鄙的生意；第三种想藉以为善于人，他们具有爱

德；第四种要借以修身，他们是明智的。圣师说：最后两个目标

是好的，合法的内他最痛心于这种精神食粮的受到滥用，很频繁

地使人发生不消化病。圣师最后，又一贯地强调：谦逊的极度的

重要性，以及自我认识c

伯尔纳多虽为 r科学的被滥用而表示憎厌，对于新兴的

士林学，通过他的神秘主义，也是极好的贡献c 格拉孟

( M. Grabman）很合理地指出：在神秘主义及士林学间．没有矛

盾，却有相互的关系，及类比。而且，前者从后者，在神学方

面，可以获得实益；它对辩证的奔驰，提供一个平衡力；对科学

与信德间的关系，射出 A种光明；它是传统的保姆；少了它，神

学就要变成一种纯粹的俗学υ 最后，它运用它的温柔，改正可能

流于太枯燥，太抽象的士林治学方法乙在这一切由格拉孟指出的

观点 t，圣伯尔纳多的动力，是积极而有效的叫他强有力的驳斥

了大胆的，运用一种冒险的，足以破坏神学的辩证学者。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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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难题里，他有时也被引为一个权威者。这些例子自然是稀

少的。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他对于那些可怕的、危险的，足以

摇动士林学的唯理浪潮。他像一根堤岸，遏制了势将泛滥的河

流；这是个没有出息，可是很珍贵的使命。

为此，伯尔纳多的道理活动，尤其是一种神修活动。他的神

修影响是更普及的；他的一切道理，只在神修的综合角度下，可

以得到确切的了解。再者，甘怡的圣师，也就在这领域内，还继

续在教会内活动着，训ii导者。他与圣奥斯定，在古代方面神修上

所留的痕迹，是最温柔而坚强的。从中世纪来，他的著作，几乎

与希坡内主教的著作，同样地受人口诵心维。现代最受人讽诵的

神修作品，师主篇，包罗着不少来自他的灵感：“你应爱不受人

注意”（ Amanesciri）不就是他的座右铭么。下面，请 J叙伯尔

纳都所以为公教神修权威的几点。

（乙）圣伯尔纳多的神修学

一、圣伯尔纳多的神秘学，是以→种坚韧的神修学为基础

的；而他的神修学一一人为与天主结合的努力一一的支点，就是

论圣宠与自由意志关系一种极巩固的神学理论。他的《圣宠与

自由意志论》无论在命题上，在理论上，都依据圣奥斯定。

伯尔纳多跟着奥斯定肯定： “人的功劳无非就是天主的恩

惠，可是，意志的合作，不在抹煞之例：援救我们的是什么？是

圣宠。那末，自由意志怎样呢？我的答案是下面一句话：它得了

救。实在，除掉了自由意志，还有什么能得救；除掉了圣宠，什

么来施救呢？因此，前者与后者都是必要的：前者领受，后者工

作。”伯尔纳多接着说明自由意志的性质，或者自身方面，或在

人类不同环境 F：在纯粹的本性中，在圣宠中，在荣光中。他坚

持堕落后的人类维持着他的整个的自由意志（ Etsi mise-rum, 

tamen integrum）。在圣宠的活动下，意志的使命在接受：“整个

的功劳在这个接受中，可是这个接受不是从意志来的：为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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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力量，连一个善意不能有，何况一个好的接受。可

是，这个接受来自天主，不来自我们；可是，它没有我们，它不

能存在我们。圣宠与自由意志彼此合作，使它们的活动打成一

片，以至这个分不开的工作，整个地又是圣宠的工作，又是自由

意志的工作。天主在我们产生好思想，好意愿，好行为：产生好

思想，天主不用我们；产生好意愿，天主借同我们；产生好行

为，天主通过我们。伯尔纳多这个关于圣宠及自由意志合作的坚

定的道理，是奥斯定思想的忠实反映；它与抗议教单凭信德，不

需功绩的学说，不管若干抗议教徒怎样说，决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合作，伯尔纳多认为是不须明明提出的必要的大前提。

在神修内，悬悬于引人灵进入圣域的伯尔纳多，不断地强调

“进步律”（ La loi du progres）这像是他最喜欢谈论的一个问题。

“谁都不能更是成全的，假如他不愿意是更成全的：一个人的成

全标帜，就是他对于更高成全的企图。”“谁拒绝上升，就是失

掉一切的善。拒绝进步的人，肯定地已不是个好人；谁拒绝进

步，谁中止为好人。”伯尔纳多漫长地向伽冷（ Guarin）院长证

明：不想前进，就是后退；相反地，恒心地趋向成全，在某一观

点下，已掌握了成全。雅各伯的神秘梯上，天使们或上或下，绝

对没有停止的；这所以告诉世人。在升降间是绝对没中间的。

二、在上升的方法中，圣伯尔纳多最谆谆致意的一个，就是

谦逊。这个德行，他认为是为达到成全最可靠的途径。

他的小册子，“谦逊及骄傲阶级论”（ De gradibus humilitatis 

et Superbiae），是所以根据圣本笃，阐述谦逊十二级的；在头上

九章中，他先冗长地提出了谦逊的性质及益处。他指出谦逊的界

词说：“这是人根据对于自己最确切的认识自卑自贱”（一章）。

这不是一般谦德的界词，而是圆满谦德的界词。可是，他认为这

个界词足以向人们指出一个高超的目的，并且强调他心爱的那个

真理。这个真理是谦逊之果，共分三级：第一级在认识自己的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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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四章）；第二级在同情旁人的卑鄙（五章）；第兰级在洁清

心灵，使它瞻仰天主（六章）。圣三亲自在我们产生这三级真

理；这三级归向无上真理的途径（七章）。伯尔纳多本想加上同

为十二级的另一种分类；后来改变主意，他指出：怎样人在不知

不觉中，逐渐走向下坡。这十二级，一为好奇，二为轻浮，兰为

狂乐，四为夸张，五为古怪，六为顽固，七为骄横，八为自高，

九为伪善，十为反抗，十一为放纵，十二为恶习。（九至二十」

章）。这是他指出的骄傲十二级。他在隐士写照中，运用强有力

的线条，指出了由骄傲产生的一切黑点3 谁想达到成全，谁应当

一一予以拭去，从最重大的，到最轻小的。

伯尔纳多认为：修会生活，通过它要求的“自我放弃”，教

导的“德行缮修”，尤其是听命之德的缮修，是典型的成全学

校。克雷耳服的院长，根据上列的标准，评定修会的高低。他毫

无犹豫地把沙脱尔修士（ Chartreux）放在（ Chanoines r句uliers)

之上；把本笃会中的西都支会修士放于第 A位，为了他们的生活

比众严肃。他根据这个原则允许人从一个比较宽松的修会，转入

另一个比较严紧的修会；可是，他总不许人从一个比较严格的修

会，转入另一个比较宽松的修会；因为这是一种退化。在修会生

活的责任中，最能使人成圣的是昕命。圣伯尔纳多明朗地，中庸

地，予以指出；他把无心的不成为罪的过失（ Vix peccatum 

reputatur），别于故意的对于长上或修规的藐视；这个藐视起于

骄傲；还不应当把藐视与恶性较轻的疏忽、海为一谈。

兰、假如我们在一个关于圣师的道理的综合里，不把一个崇

高的地位给于天主之爱，那末我们就犯了错误。在伯尔纳多的严

肃之气氛里，到处发现他的笑容；他认为：补赎的茨是有玫瑰馨

香的爱德的保障。在他的一切著作内，到处有爱德的踪迹。在他

的雅歌演讲中，他把爱德捧到了顶点。他谈爱德，不是专为圣贤

的；他也督促初人德程的教友，崇尚爱德。他在他致沙脱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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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奇格（ Guigues）的一封信里，细致地描写了爱的性质及进

展。在他美丽的“论爱天主”中，他诠解了那句他认为是圣奥

斯定的话：“爱天主的标准，就在无限制的爱他（ La mesure de 

l ’Amour de Dieu est d’在tre sans mesure ; Causa diligendi Deum , 

Deus est; Modus sine modo diligere ）。”

在前七章里，他舌如吐电地阐明爱天主的理由；那些理由就

是天主无穷美善，以及他对我们的爱情。在后八章里，他特别发

挥这个爱情在我们心灵中的来源，进展及完成。这个爱情的基

础，是我们自然之爱（伯尔纳多称它为爱天主之爱的第一级）；

圣宠来神化这个爱情，引它归向天主， （一）因得他的恩惠，

（二）为了他的恩惠及好意，（三）纯为了他3 圣伯尔纳多的爱
德四级，一为私爱（ L’Amour propre ），二为利爱（ L’Amour 

Mercenaire ），兰为子爱，（ L'Amour filial ) , ( L’Amour pur）因为

纯爱尤指荣光之爱。

爱的一种公式，或一种力量，就是敬礼（ Les devotions ）。耳13

稣基督的人性特别地吸引了伯圣尔纳多的心灵；从这个敬礼，在

他身上发展出了 A个热烈的圣母敬礼。在这两点上，他对现代的

神修，发生了一种无边的影响c 他曾写道：“中世纪伟大的新建

树，无比的神功绩，就是基督人性的认识，爱情，更好说它的苦

难，降生的圣子，耶稣基督这个人，已不纯是应当效法的模范，

跟从的向导：他且是光照内心的造物之光；他的人性也在心灵

内；他是灵魂的净配；他与灵魂，且在灵魂上工作着；他是朋

友。这个引导人灵与基督神人密切相结的运动的发起人，是圣伯

尔纳多，圣五伤方济各及师主篇的作者，只予以发展吧了。圣师

在他的时节演讲（ Pour le temps liturgique ）中，尤大大地发挥了

他的思想。基督的一切生活奥迹，都吸引着他；尤其是耶稣的童

年；他曾兴会淋漓地予以歌颂。基督的苦难的一切情节，烧起他

的同情的怜爱之火；基督的名字的声浪，就使他手舞足蹈。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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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演讲中，通过热烈的词句，形容蒙难的基督对于我们的爱，

藉以引起我们对他的爱。这一切元害于救赎的信条；他针对阿柏

拉德，保卫了这端道理的整个性。

他的圣母敬礼无非是他的耶稣敬礼的延长。圣伯尔纳多虽以

身作则i也热心传扬这个敬礼，可是为着痛恨一切新花样，曾为里

昂无E占始胎瞻礼的输入，提出抗议。在他致里昂红衣可锋们的一

七四号信里，他不但拒绝这个瞻礼，还否认这个始胎的无咕心。

伯尔纳多把玛利亚的一切特恩，系于他的母性。他标志，玛利亚

的谦逊与贞洁尤吸住了天主的视线：她通过贞洁中乐天主．她通

过谦逊获得怀孕。玛利亚满被圣宠，不但为了她自己，也为着我

们（ Plena sibi , nobis superplena et supereffluens ）。她也是圣宠的

分播者（ Sic est volur 

Mari n ），她是一切上天之水输入我们的运河。她是罪人们的梯

子。圣师自己说：“这是我最高的依赖，这是我的一切希望

理由 J ”

四、祈祷精神，在古代的，尤其是本笃会的神修中，首先维

持于礼仪生活中（ La vie liturgique ）。桑揄暮景中的伯尔纳多，

为了想向日理万机的教宗尤金三世，指出时时刷新内修生活的法

门，作出了→种直接打开默想之途的活动， “人物观察” (La 

consid吾ration ）。后来圣依纳爵也予以采用。

卷一指出人物观察的需要与利益。卷二第三章向教宗提供四

个对象：“我想你应当观察的，－为你自己（卷二），二为你座

下的一切（整个的教会卷三），三为你周围的一切（教廷卷四），

四为你头上的一切（天主卷五），他的观察的对象有关于伦理的

（自己的认识：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是怎样的；以及岗位的认

识。），有关于道理的（卷五）。读者一望而知，这个活动在两个

对象上的方式，是很不同的。关于职责的观察是种预谋及监视的

检讨；圣伯尔纳多把它别于瞻祷，是很合理的（卷二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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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主，以及应当始终注视的神修实际的观察，圣师把它视作

瞻祷；而这个观察，他不视以为一种明生活（ Vie illuminative) , 

或一种狭义的被动祈祷，而视以为→种爱的研究，一种高级的祈

祷，一种真正的默想，一种情爱的或瞻仰的默想。这个寻求天主

的默想在圣宠来丰富它的时候，可以给人找到天主。“在祈祷中

寻求天主，比在讨论中寻求天主更高贵，而且更容易找到。”

( At orando forte quam disputando dignius quceritur, et facilius 

invenitur）可称神秘的，是圣宠，不是观察；可是观察至少为圣

宠作准备；这己为功不小（

（丙）圣伯尔纳多的神秘

一、神秘在前列的」切著作里‘占着一个相当的地位；可

是它在雅歌注疏受到的阐究，是演讲式的不是科学式的；作者

的注疏明明是讽喻的，他视雅歌为一种婚姻颂；它是所以歌颂

神人与教会，及｛言灵神秘的结合。即使在这里，神修也占着一

个重要的位置．伯尔纳多~－面指出准备这个结合的方法， A面

指出实现这个结合的各种阶段。对于基督之爱，关于这点的使

命是重大的。圣师把这个爱分为两种：一’以基督人性为对象，

这种爱，他称之为觉爱（ Amour sensible) c 一为基督神性为对

象，这种爱，他称之为神爱，神爱优于觉爱；它是人与天主结

合的因素。应当指出：这两种爱不相排斥；觉爱是神爱的前

导。在神爱发生于灵魂上时，之发生了一一种对于基督人性的觉

爱；而它的深浅，细粗，强弱的程度，都是与密切和它缔结透

彻的神爱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克雷耳服院长的著作，就是个活

生生的证据。

二、这个神爱，通过它最特殊的因素，是神秘的。它的本对

象不是同样地又是降孕之“言”，又是智慧之“言”，正义之言，

真理之“言”，圣德之“言”；一句话，那个还没有取人性，以

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正义，我们的真理，我们的圣德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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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得它的本对象而高于觉爱的神爱，还因它的强大的成绩，驾而

上之。神爱又因它充满圣神的特恩，强于觉爱：为了只有认识及

窥见圣神的种种者，可能这样爱天主。这个食粮为血肉之人是不

配的，它只适于神化的灵魂。它是由圣神供给的：“他以性命的

神粮，养育我们；他以智慧的活水陶醉我们：因为神事的了解，

是灵魂的真正食粮J’这个食粮一经灵魂通过智慧之恩尝到其

昧，就变为」种饮料。而且圣神的光照常引起爱情：“智慧及聪

明之神，像蜜蜂一般地，又藏有蜡，又藏有蜜：他像是个天主之

吻；从吻巾来的学问，是在爱中接受的；为了吻象征爱。这个

吻，这个经由圣神而来的天主之恩，就是瞻想，就是狭义的神秘

圣宠；它在灵魂上烧起神爱；神爱是它的目的；而神爱使它继续

延长。

基督，言，尤在瞻想中自我表现；圣伯尔纳多爱视以为圣灵

的净配。他通过神爱与灵魂结合，而灵魂应当先接受他的追求，

愿意与他心心相印。“什么比这个相印更甘怡呢？什么比爱更可

贵呢？我的灵魂呀，你通过爱，你已不满于‘人师’ ( Magist岳r e 

ht 

问‘言，，特别地同他商量O 你的通过理解的｛言任是透彻的，通

过意愿的信任是大胆的。实在，这样所结的，就是一个神圣的婚

姻。”圣师用以描写这个神秘婚姻的甘怡的篇幅，是不可胜数

的。其中最受援引的，是关于雅歌的第八兰篇演讲。华冈大说：

“这可能是隐院中荡漾着的最美丽的情歌；应当一读它的整个的
篇幅。，，

圣伯尔纳多以过来人的资格，频繁地描写圣灵魂与天主在

活跃着情爱的祷告中的神秘的会晤。这些会晤的地点，就是灵

魂本身，当它又是纯洁，又是安静的时候。那个天主降来休息

之地，就是智慧主宰地站着的灵魂深处；在他发现的时候，什

么都平静了 F来：“平静的天主平静一切c”（ Tran叮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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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quillat omnia），在那儿基督神秘地把他的“神”，他的吻，

一个他的口吻，给于灵魂，这个神吻的甘怡，只有亲身尝到的

能予以说出。圣伯尔纳多认识它的整个的伟大，他邀请灵魂自

认卑污，不堪领受；可是，他也引导它期望这个恩宠，谦逊地

去企图。最后，在声泪俱下的祈祷之后，我们可能敢抬起头

来，一望这个光荣之唇。“我说此，我不胜战栗；这不纯是为

了要望它，也为了要吻它。”假如基督肯使伯尔纳多如愿以偿

的话，他会呼唤道：“幸福之吻呀，通过你，人家不但认识一

个天主，还爱慕一个爸爸。”他还极度温雅地写了若干描写基

督与灵魂，在那幸福的晤谈之际的亲热的篇幅。对于最高妙的

福宠，飞越哪，出神哪，他也不忘予以描写。在那儿，存在着

闪电一般的最神化的情景。但是虽有一种神光，透人灵魂，还

未到面对面的化境。假如特宠之灵一时能免陷于罪，这个殊恩

也不过是暂时的。

三、这些最后的圣宠包括着许多非常的因素，它们是不可冒

昧以求的c 当伯尔纳多正忙于向隐士们灌输神圣的欲望时，连想

都没有想予以提出。圣师督促他们进入天主要一切灵魂进入的圣

域；为实现这点，天主提供许多特宠；这些特宠，伯尔纳多不倦

地予以绘写；他的雅歌注疏的目的，也就是这个。无疑地，应当

有个应当遵守的秩序，有条应当采取的途径。可是，到了终点，

伯尔纳多向众人指出基督：“在一个神圣吻抱下，我们与基督结

合，傅得通过他的圣宠，与他一心一意。他表示，这个恩宠，天

主也以赐于那个不幸地曾是不忠之人。他所以这样谆谆地谈瞻

想，为了它是个雄辩的学校，是个救灵生活的靠山。司锋在为运

河前，先当是个智慧之泉常常相通的积水池。这是超性的丰富的

条件。伯尔纳多以身作则地予以教授，他的历代不衰的道学活

动，就是他的瞻想生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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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圣微克，武学院

圣微克；武的余格

十三世纪，在巴黎占老的主教学校的旁边，看见兴起了两个

在学业上，互相剧烈地竞争，而使法兰西首都」跃而为中世纪最

伟大的大学城。这两个大学，一为圣微克式，它的创办人，就是

实在论派的大领袖，倦于辩证斗争的香巳（ Champeaux ）学院的

名教授威廉；一为圣女仁未甫；威廉的所以退出该学院，是为了

耐不住阿柏拉德的攻击〔圣做克，式的代表人物，当推余格及查理

(H吨时s et Richard ）。

余格应当生于－OfL儿年末，因为他是」」一五，一~ －八

年间到达圣做克矶的，当时年方卜八。他的原籍大概是萨克思

(Saxe) c 」一三三年，他任该区隐院教务长；他的教学成绩，

是斐然可观的；可是出人他的络帐中的青年，都为微克i武人。他

的一系列的著作证明：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他的研究是勤奋的。

他与圣伯尔纳多相往来，并且把由阿柏拉德学说发生的难题，就

正于圣师；圣洗论，就是一种解答。一种道学的声气，把圣微克

式学院与圣伯尔纳多联系了起来c 余格生活的认识，也由于此。

他可能兼为圣微克式院长。他以一一囚」年，死于馨香的圣德氛

围中。

（甲）神学著作

余格的能驰名遐逛，尤有赖于他的“基督教会奥迹论”（ De

Sacramentis Christian配 fidei) c 该书的结构是特色而有力的；它的

词藻是漂亮的，它的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可称为崇高士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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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关于圣道的第一个圆满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圣经学导言，

它是为那些在钻研圣经历史后，开始学习圣经含义的神职成员

的。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降孕论前奏，下卷为降孕论本身，以

及它的后果；书的系统，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ζ

除去论圣经知识的序言，上卷分三部十二节O 第 4部一节论

造化，二节论造物主，二．节论天主的认识，四节i仑天主永远的，

以及表现于外的意志c 第二部五节论天神受造与他们的堕落，六

节论人类受造与它的原始的元罪处境，七节论它的堕落，八节论

天主拯救人类。第气部九节论圣事的主定 卡节论信德，十一节

论自然律，十二节论书面律。

F卷分子．部十八节，第 A部－节论基督，工节论教会，他的

奥身，三节论教会的各种组织与职权，四节论祭衣的象征性，五

节论圣堂的奉献。第二部六节论圣洗，七节论坚振，八节论圣

体，九节i仑小圣事（宗教礼仪）， 「节论小圣事由于贿卖发生的

亵渎，十一节论婚配，十二节论圣愿德行罪过，十四节论告解补

赎，十五节论终｛事。第三部十六节论人的结束，十七节论世界的

结束，十八节论将来的世界c

Sacrament 在余格口里，频繁地指圣经巾的圣物，就是整个

的神学（ Tota divγin 

他的简短的“白然律及画面律”对话中 Sacn 时ntum 的含义也

是这个O 这个字，他也用以指为祝福灵魂用的东西：“列于外面

的有形可察的物件，为了相似性．它象征；为了规定性，它指

点；为了祝圣性，它包罗着圣宠。” (Co甲orale elementum foris 

sensibiliter propositum, ex Similitu<line repn:esentans, ex intentione 

Significans, et ex Sanctificatione continens Spiritualen gratiam ）。这

个论调对于圣事神学发展的贡献，是极重大的。可惜他过度强调

了圣事的物质问素，以至未能说明神圣典礼的组织，因而也未能

指出圣事的确数3 可是，他为后代的学者，通过他神圣礼仪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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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已作好了区别大圣事与小圣事的准备；而使他尤注重的几

件，正式被列入七件圣事之列。

在上列的两部著作外，余格又遗下了不少关于道理及伦理的

神学作品：

一、 《教育学》 ( Eruditio didascalia ）是本研究自由学术

( Arts liberaux），及圣经导言，共为六卷。或把“三日的工作论”

(De operibus trium dierum），列为卷七，实在它是另一本著作。

二、《五七论》（ De quinque septenis）是本小册子；它列论

了（一）“七罪宗，”（二）“天主经的七祈求，”（三）“圣神七

恩，”（四）“七要德，”（五）“真福七端。”书中没有谈圣事七

件的问题c

兰、若干论基督，童贞圣母，以及伦理问题的小册子。

四、他的圣经学作品可以并人神学著作，计有注正在，论赞

等等。

余格的神学虽有若干弱点，一般地说，假如把他所谈的与前

人关于同类的问题所说的比较起来，都有相当的进步。这里，我

们只指出他的关于教会，以及信德与理智的道理。

教会在圣微克政余格的脑海里是个中心思想；我们从这点

上，也可以看出余格是奥斯定的忠实弟子。如同希坡内主教，他

爱在教会与天主，与基督的关系中，观察教会。他视教会为天主

之宝，大君之都，基督之身，羔羊之净配。他视教会犹如基督，

同是圣经的重要对象。他视教会为造化的终点，真正的救援之

柜；在该柜中，天主与人打成一片。他认为：圣宠与爱德是人整

个地属于教会的必要条件，“只有圣宠的人们，居于教会，属于

教会” ( Soli autem homines gratire et in Ecclesia sunt, et de 

Ecclesia sun 

f惠，系于圣德的信德，通过圣神生活的活动，也应当是教会合一

的原则。下面一个包括这些属性的教会界词，是由此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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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因‘一神’而生活，一信而合一，而

受圣”（ Ecclesia sancta Corpus est Christi uno Spiritu vivificata, et 

uni ta fide una, et sanctificata）。余格并不视教会是纯神的。他完

善地叙述了圣统制的职责，这个圣统制具有一个别于政权之权。

它在一定的观点下且高于政权，它不打乱这两个领域；它不纯是

个精神的指导权；无疑地，也不纯是个间接之权。教会对于国家

拥有两种使命：一予以建设；→予以批评，当它犯错误的时候。

这些以中世纪社会秩序为标准的公式，应该与当时关于这个严重

问题的见解，共同研究。余格承认教会具有一个神学家应予重视

的道理权威；它的巩固性，尤表现于公会议，及信众一致的论中

( Consentement ur山ersel ）。他虽稀疏地援引教父，却远宗教父，

甚至把他们比诸圣经的作者。

余格不但是个权威神学家，重视传统的神秘者，也是个哲学

家r 他明朗地指出了理智与信德的关系。或诬蔑他紊乱自然及超

自然的认识：实在他把天学及人学，分划得很清楚。他曾声明：

天主一面可以通过理智，在两种属于自然的方式下受到认识；一

面也可以通过启示，在两种属于超自然的方式F受到认识。余格

在他的根据理智的天主实有证明中，放弃了先天证明（ Proc邑des

a priori），纯从经验出发：一为内心经验（灵魂感到自己存在，

开始认识自己；于是它结出：它尝开始存在，它的存在是由那个

自力存在者来的。） →为外表经验（根据实物的变动性）。这些

证明纯属理智，与启示无关。狭义的信理启示，或由于内心的默

感，或由于外来的训诲。余格有时像对于信理，甚至圣三奥迹也

不在例外，作出了真正的证明；可是应该晓得：他到处没有脱离

信德的基础。他的基于·种影痕的证明，不是狭义的；我们不应

当过度相信文字表达的 a切。这种作风．在任何严格的神学家笔

下可以找到，圣多玛斯也不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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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神修著作
余格的神修著作，除掉他的“得尼上天圣统”注疏

( Hierarchie celeste ），以及关于两本“隐修教育” (Formation 

monastique）的小册，计有关于祈祷及内修生活的王三集

( Double trilogie ）。

有关隐修生活的书籍计有（一）初学生的教育，作为尤注

意于学生的品貌修养；（ ~＝）圣奥斯定修规释义，作者扼要地指

出修规的意义及精褂l 0 

下面的三本是论」般的祈祷的：

一、《论默想》（ De Meditando）把默想分为三种，第一种的

对象为受造之物，第二种的对象为圣经，第三种的对象为风化。

作者的观察是实际而且实用的c

《论祈祷法门》，虔诚地列叙了祈祷的条件及等级；祈

祷有两个翅膀，一为人的软弱，一为救世主的慈悲。

兰、《灵魂保证自语录》（ Soliloquium de arrha animre）是个

热爱天主的灵魂的甜密呼声。它视天主为天上净配；天主在种种

圣宠中，给它爱情的保证。天主斗时时地使灵魂尝到其中的美

味，以迄天上光荣的结合。

内修生活一般地列论于下边逻辑地互相联系的三本作品中：

一、《论世界的虚假与过去的一切的用度》 ( De vanitate 

mundi et rerum transeuntium usu) 一面标志人作恶的原因是对于

世界的爱，一面指出对于天主的爱是药石，是救援的方舟。

二、《论诺厄的精神方舟》（ De area Noe morali ）指出这只方

舟在天主的宫殿，灵魂上；在天主的国家，教会内，而尤在智慧

中。书的卷四揭示：在什么条件F，天主自显于那些充满天主之

爱的灵魂。

三、《i仑诺厄的神秘方舟》（ De area Noe mystica）所谈的是

同样的道理，可是， A贯地是在象征的氛围中写出的；作者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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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为象征做注解。

其余的神修著作是关于下列几点的：

一、《论兰天的工作》（ De operibus trit 

的瞻想；它阐述了神秘方舟的象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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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夫对于妻的爱》，及《论爱德硕》，都描写着通过爱

的神秘结合。

兰、甘ii导篇论赞十九首通过许多的神秘的具体例子，尤讨论

了伦理问题。其余属于余格的著作，都是质品。

根据余恪的道理，他是个十足的神秘者； a看他关于瞻想的

重视，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的证明 J 可是，应当晓得余格的瞻想

定义不是一般的：“瞻想是理智的－种锐利性，它明朗地了解它

公开所有的一切”（ Contemplatio est vivacitas illa intelligent尬，

qme cuncta in palam habens manifesta visione comqrehendit ）。我们

将要感到：在这种睽想里，爱是个因素成份、）这里，首先应该辨

别睽想与默想的不同。在默想里有一种努力，一种寻觅；相反

地，在瞻想里，有一种获得c 要默想变为一种祈祷，须要热忱地

做去；这样才能达到它烧起神火的日的。这个爱火烧灭偏惰，然

后巩固意志，使它沉静而开始瞻想飞余格把瞻想分为两种， －种

是下等的，可称观察（ Sp居culation ）；那些巳压倒偏情的人，开

始受真光的烛照，而它的新面目吸住着他们。 j二等的，或狭义的

瞻想的准备，就是F等瞻想；上等自言想｛吏灵魂享受一种深切的和

平；灵魂己找到真理，并且通过高级的爱德，息于其中；人家实

在觉得天主整个地在众人身上；迎接他者，情爱沸腾，以至内心

不存丝毫私有的东西。人家尝到的神爱甘怡，把整个灵魂，比醉

于福乐中 3 这是使灵魂变成天主净配的爱德，而且一时时地使他

获得那些足以烧起情爱的访问。这些高贵神恩、．就是真正的瞻

想；也就是圣贤们的特恩；天 t神昧的前奏。这些神思是此生为

寻求天主而作出的努力的酬报：而且它们是圣德的凭证。这个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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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是整个地超自然的，天赋的，被动的；相反地，那个前面所说

的观察，是自动的，而且还属一种默想，虽已附有吸住着灵魂，

使它感到人世的虚假的神乐神光。

上述的神秘瞻想的道理，是圣微克；民余格整个神修的中心。

在他训导篇论赞里，一开始就像原则一般地，把它指出。实在，

这是他后来要发挥的教友神修的总纲c 他的一贯的目标，在通过

对世界的轻视，引出仰慕天主的智慧。

在余格的神修中，占着重要地位的东西，是自我弃绝，是德

行，尤其是爱德。他歌颂爱德的情绪是极热烈的：“美好的爱德

啊！亲爱的爱德啊！”彻悟在圣微克成学院的神修论中，也是个

重点。他虽没有作出文艺复兴时代光荣地推崇的系统公式，却一

面强调了别于圣书浏览，异于一般祈祷的神操，默想的使命；一

面又强调了极与神秘祈祷接近，而与它们不同的观察

( Speculatio）的使命。余格在这里引用了象征主义；这个方式，

他的学生和他的神修的继承者，圣微克式的理杏，将大大地予以

发展。

二圣微克式的理查

理查原籍苏格兰；谁都说不出他进圣微克正隐院时的年份和

年龄：只晓得他于一一五九年攫副院长，兰年后升院长。他对于

当时隐院的紊乱状态非常痛心；他强有力的予以整顿，为此也乞

灵于笔墨。他死于一一七三年，他的德学的声誉是卓著的。

圣三论六卷是他最重要的神学作品。毒一一开始就指出：作

者只谈信德真理，而且日的不在单纯地指出权威，而尤在阐发它

们的所以然。理查先后论了体的单一性，以及位的多数性；他所

用的方法．很像圣安瑟尔莫及圣奥斯定的。他特别强调善与爱，

以解释这个奥迹。这本著作虽附有若干弱点，却是相当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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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拉福雷（ Laforet ）视以为中世纪思辨神学（ Speculations 

theologiques）重要著作之一。

理查又遗下了十来本教理小册子，“圣言降孕论是其中尤应

受注意的一本，它跟着圣安瑟尔莫，指出圣子降生的需要及

适宜。”

理查的神修著作是很重要的：

一、《除恶崇善论》三篇

二、《论人的内心状态》三篇。它指出堕落的人有三种创

伤：元能、愚鲁、偏情。下列三样缺点：软弱、错误、恶意，是

由此产生的。天主的诫命，允诺，威胁是医治这三个缺点的

药石。

三、《爱德等级论》（四章）及《四反爱德等级论》。这两

本是最能歌颂上等爱德的作品；它们的对象是同的，它们的热情

是同的，它们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大不同。第一本指出神爱不可战

胜的力量（一章），它的无厌的企图（二章），它决定理智（三

章）及心灵（四章）向它的对象的本能士第二本在另一个秩序

下，叙述爱德同样的属性：他标志怎样神爱贯彻整个的人：情意

（第一级），不可能忘掉它的理智（第二级），与它联系的活动

（第三级），以及这个无厌之爱（四级） ο

《人的内心教育论》（ De eruditione interioris hominis ），是个

以圣经象征主义为基础的神修作品；它把内部葛

( Nabuchodonosor）的梦与丹聂尔的神奇之见（ Vision ），比诸内

心生活。它与下列的作品比较起来，它的方式是同的，可是它的

注疏性，或神秘性，较为强烈。

理查的十五种有关圣经的作品 虽也是注疏的，却更是神秘

的。他的大小“本雅明”（ Benjamin ）及“雅歌释义”，是其中

最著名的。

《小本雅明》 ( Benjamin Minor）副名论准备心灵瞻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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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 de pr呻aratione animi ad contemplationem）。它用八七章篇

幅指出：为准备瞻想，改过修德是必要的；最后才论到瞻想。

《大本雅明》（ Benjamin Major）论瞻想的恩宠，理查认为瞻

想是成全地位的基本成份；他又认为：任何修士都本位地应当举

行瞻想。

《大本雅明》共为五卷，卷一提出一般的观察。它针对飘浮

的思想，以及努力寻求真理的默想（ M岳－ditation ），提出了瞻想；

它的任务在深入地，称赏地，观察这个真理c 它的对象是复杂

的。理查在卷二至卷四里指出了六个比较重要的对象c 卷二专论

下级的受造之物。理奇输流地欣赏：（－）可觉的美；这就是第

→个瞻想（一至六章）；（二）理智在其巾发见的真理；这就是

第二个瞻想（七至十→章）；（三）它们表现的神的真理；这就

是第三个瞻想（十二至二七章）。卷三标志第四个瞻想的对象，

灵魂：它从自然及超自然两方面予以钻研。我们通过灵魂，我们

可以认识无形的东西。卷四研究第五及第六个瞻想；它们的对象

是超绝的（ Transcendar川。它就是我们由信德认识的天主。我们

观察天主，或研究他的属性（它们是超越理性的，不是违反理

性的。）；或研究他的三位（这似是违反理性）；同卷（二0至二

三章）指出：我们运用灵魂可以更完善地明了这些超绝的实际。

卷五在另4个观点F，就是原因的观点下，推论那些瞻想的不同

方式c 他把原因分成兰类：纯人原［Rj ( humaine叶，神人也合原

因（ divino-humaines）纯神原因（ Divines ）。在最后一类原因里

（五至「九章），有种出神状态（ Excessus mentis ）；这是由于热

心，称奇，兴奋来的。

《雅歌注疏》，在纯神秘的观点下，解释基督与教会，及与

灵魂的结合。

在其余一切洋溢着象征主义的注疏作品中，应当提出下面

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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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厄则克耳神奇之见论》（ La 飞lision d'Ez岳chiel ）。

二、《厄玛虞厄肋论二卷》（ Emmanuel ）。

兰、《默示录论》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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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j故克矶的理查，一如余格，也是个知名的神学家。他的圣

三论是中世纪作品中最深刻的 a种。他的方法，宗奥斯定派，又

是思辨的，又是情爱。他的爱象征主义，由受造之物，上推造物

主。理查通过因果律（ Le Principe de Causalite ），确切地证明了

天主的存在。在他的著作中，以伦理及神秘为归宿的心理描写．

相当地展开着。他虽不像余格，明朗地分神~~为王种（肉眼以

视世界，在1眼以视灵魂，瞻眼以视天主。），却以有f~之物的认

识，它们的本质通过理智的认识，及元形之物（理智及伦理的

根本原则也包括在内）通过理智的认识，归于灵魂；灵魂也认

识自己，而由此上及天主。理智在一切活动内，受到神光的照

耀。至于神光的性质， f也没有确切地予以说明二l 他也没有详明地

划清自然界与超自然界；可是谁都不能肯定他把它们也为一谈乞

他的神秘方法引他不予区别，而反予以混合；它们是朗若列眉地

不同的。

理查确是→个神秘学著，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神秘学理论

家；这也就是他所以别于圣伯尔纳多的地方，因为圣伯尔纳多的

神秘学，是崇尚实际的。无疑地，理查也研究神修，他指出人的

弱点，每针对弱点的药石，以及与天主相结合的必要德行；可是

他的心灵仿御强迫他走上峰顶，或歌颂天主的爱，或分析瞻仰的

属性。他关于这点的丰富性，是汲不完的，虽有时是骄枝的，常

有玄妙的。他供给了我们关于中世纪神修无可比拟的史科。圣文

都辣及圣多玛斯尊重他的几乎整个的论调。

首先应当辨清：那个在他的著作中占着重要地位的瞻想

( Contemplation) ，究竟指什么。他的瞻想的界词如下：“理智不

停称赏地对于智慧情景的自由 r解”（ Libera mentis perspicac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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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ientire Spectacula cum admiratione St叩ensa），那末，它有两个

胜过默想的特点：默想追求的对象，它便易地已经看到；理智的

称赏使它感到愉快。这里所说的对象，就是天主，而他是智慧寻

求的惟一对象。即使如此，他的界词还是很笼统的。这个界词通

过微妙博学的分类，才得明朗化。这里，我们只指出两种分类：

一种是以理智的直接对象为依据的 一种是以产生瞻想认识的原

则或原因为依据的。

依据对象，瞻想可分六种：作者又把它们分作王组。一切瞻

想在称颂天主，或在他的绩业中，或在他自身上。第一组的对象

是次于灵魂的一切受造之物；它们各在」定的程度下，反映天主

的美善。以灵魂，天主的肖像为对象的第四个瞻想，是第一组与

第王组的中间 c 属于第三组的两个高级瞻想的对象，是由信德启

示的真理；它们可能地与第四个瞻想作有益的联系，因为天主的

无形的肖像能助人认识天主自身。这个拾级雨土的方法，具有极

大的好处，并且不费力量使人对天主，获得→个崇高而纯洁的

观念。

为明了瞻想，只认识它的直接对象还不够；庇当进一步地观

察由于瞻想及它的原则发生的认识的性质。在这观点下，理查区

别了三种瞻想：第一种是纯人的，第二种是神人混合的，第三种

是纯神的。第一种称人的，为了它纯是智力通过艺术，演习，注

意后的→个高度的发展；这种瞻想也产生一种真正的快乐。第二

种称神人的，为了它是灵魂在天主的光照F作出的成绩。圣宠使

和它合作的灵魂，一面获得翅膀，一面在脱形的问题上，获得高

一级的认识。第三种称纯神的，为它纯是一种强有力的圣宠的效

果：圣宠使灵魂暂时陷入」种超越状态 因而发生一种非常的活

动。这些公式在一定的程度下，可与现代神修学者所说的，相提

并论。

看来狭义的瞻想的特征，是那个超越状态（ Exce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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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s）。它是第三种瞻想的特点，可是，在第三种内，它比较

逊色地也可以找到。 Excessus 有时译为出神（ Extase ），可是它

在理查著作中的含义，不限于此：它指」切出乎自力以外，通过

情爱，或上等爱德，在或不在出神状态中得来的认识。这个超越

的一般原因，确是爱德；而爱德可以或指」种强烈的热忱（ Pree

magnitudine devo-itonis），或指爱德产生的」种强烈的称奇（ Pra=

magnitudine admirationis ），或指爱德引起的一种强烈的兴奋

( Prre magnitudine ext山ationis) c 超越的原因，爱德，是圣神的特

宠，也是圣神特别地居于灵魂上的记号；它就是产生第兰种，或

第二种瞻想的圣宠。

这些原则，和那些瞻想的不同的对象，可以引导我们明了：

根据理查，什么祈祷是神秘的，什么祈祷是纯人的。他在前四种

及后三种瞻想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前四种瞻;fil、纯在对象

的观点下，如果由于信德，不是自然的；可是人的，公共的；也

不是神秘的：为了为认识它们的对象，不需要乞灵于爱德c 相反

地，理查认为后二种瞻想的对象是神的；它们只在狭义的瞻想里

可以认识。理查标志，在这个高级的瞻想里， “什么都关于圣

宠”这个坚决的观点，虽树立了一个原则，并不抹煞叮能的出

轨的存在。对象的超越性指出：少了一种特宠，人对它不可能有

一种真正的神秘认一识；可是并不否认一切次等的认识：因为神秘

认识是爱德结果；爱德能引灵魂到出神的地步．甚至出神的地步

以外。

可是，天主的真理，也可能是混合瞻想（ Contemplation 

mixte）的对象。 Spect山tion 一字也指最高的认识；奥斯定派的

神学，常运用这个方法；而理查是它的·个著名的代表。再者，

前四种对象，可能通过神人的泪合活动而被瞻仰。理查说：第四

种瞻想能和合于别的两种中；这种经常的和合可以争得很高的恩

宠。显然地，即使纯人的瞻想不是神秘的；它们可能是真正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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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奏。

一切真正的神秘圣宠，超越人的力量；这纯是从天主来的。

但是这种圣宠也是要紧的；如果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效力，我们应

当归罪于我们薄弱的爱情。这种圣宠有时赐于没有相当准备的灵

魂；有时赐于确实努力后的灵魂；这种圣宠为一等灵魂是经常

的，像是反掌可得的。热忱的意愿能准备灵魂获得这种奇想；瞻

想者应当经常预备予以接受。它可能在考验的理由下，暂被剥

夺；假如一个灵魂忠心不渝的话，始终热爱天主的话，不久的将

来，它会丰富地恢复的。为了理查不断强调瞻想的两种因素：认

识天主，爱慕天主；他是中世纪圣奥斯定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理

查以后，圣微克式学院很快地日趋下坡。

L’Ecole de Saint-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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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伯多禄伦巴与提纲作家

一伯多禄伦巴

伯多禄伦巴发生的影响，使他被认为十二世纪第 A流神学

家。到那时还在歧途上脚踞的士林神学，在他身 t，获得了一个

稳固坚决的向导；仁自最伟大的天才， F至最简单的学生，都利

用了他的南针。伦已成功的原因是很单纯的。他生于伦巴底的诺

瓦拉（ Novare en Lombardi陀）；他称伦巴，就为了这个缘故。他

的家是庭是清寒的；学成后，他离意大利，往理姆斯，转赴巴

黎；赖圣伯尔纳多的介绍，圣微克，武学院予以招待；于是就与余

格交游。可能，他听过阿柏拉德的课；无论如何，他一定念过他

的著作。不久他教授神学于圣母学院（ Notre-Dame），他注释了

圣咏，整个的保禄书信；同时他写了他的名著《格言录》 (Les 

livres des Sentences）。它完成于 a 」五0年左右。早在他罗马巡

礼的路上，他得i卖了最近译出的圣若望达马萨内的著作。一一五

九年，他被摧为巴黎主教ο4在年巴黎就换了另→个主教；无疑

地，伦巴已经逝世。可是，他的神学著作的动力，历数世纪而

不衰。

《格言录》共计四卷，实在是部神学提纲。卷一计四十八章，

“论兰位”，以及“天主的知识与意志”；卷二计四四章， “论创

世”，“天神”，“六天的工作”，“堕落，，，以及“圣宠”；卷三计四

O章．’“论降孕，，，“f忠行，，，“罪过”，“诫命，，；卷四计五O章，

1仑圣事，，，“准A圣事

出的有名的物与标帜（ Res et Signa）的区别；可是，这种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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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浮面的。另一个《格言录》作者，冈杜（ Gandulfe）将根据

“任何人”（ Quicumque ），制定另→个谈道的秩序。

这本著作很快地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权威，甚至被称为

“格言录老师”，或“老师”（ Magister）。无疑地，这本著作不是

绝对地完善的；近代的批判家不忘指出它的缺点：它及不到安瑟

尔莫的深刻，阿柏拉德的微妙，余格的独特J 可是，它的古人称

颂的数学法，是元比地优秀的。在他的作品内， --lj］有关神学的

问题，各有各的 A角；他选录的以资证明的笔墨，是极中肯的。

那些笔墨，不但代表了强大的传统证理，还支持着辩证证理亏当

时聚讼的一切问题，他尤明朗地予以指出：可是．他并没有全部

予以解决的野心飞他明朗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不枝不蔓地

讨论了这些很复杂的问题。作者的态度是谦虚的＇：＇伦巴虽攻击那

些侵犯神学的过火辩证学者，称他们为大言者，可是，他从没有

轻视理智的协助；后来一个激烈的论难学者，诬蔑他为阿柏拉德

的同党，也就为了这点。他对于理智与信德的关系的微妙问题，

常抱着一种审慎的，当时认为就是智慧的态度。伦巴始终不肯越

出传统及正统的注围，在他提出了若干能引起争执的问题后，每

从教会当局方面，以及学院教授方面，获得好评及支持。

伦己所用的方法，为表示出传统道理的整体，是很适合的。

格林克 （］. Ghellinck）说：“权威证理来列于第一线，后面跟着

的是辩证论；它的目的在指出引话间的协调性，批判当代学者们

不同的见解，以及随时作出→二思辨色彩更浓厚的评语。自然

的，辩证的成份是随问题的性质或多或少的；在有些地方，他认

为只要引证教父就够了。”头上三卷中，辩证文学很多；相反

地，在卷四中，除掉在论圣体圣事时，间有批评外，纯是教父的

文摘。 ·般地说，哲学观点的阐明是很简单的，而且每是肤浅

的．虽偶然也有深刻的。伦巴在哲学上是个精选者

(Eel仕tique）；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很多的东西，是从阿柏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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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格，及格累细亚那抄袭来的。当时刚用拉丁语译出的，圣若望

达马萨内的公教信德论，他也稀疏地予以援用。

伦巴著作的结构和性质，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特点。可是，

他在士林神学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教会中伟大神学家的

产生，他的功绩是不用抹煞的，而且不是平凡的。对于狭义的教

理发展，他的贡献要少得多呢；可是典型圣事神学的形成，应当

归功于他。在系统化前人的道理的工作上，他在兰点上超过了他

们： （一）他更圆满地把原因的哲学意义，运用于圣事上；

（二）他辨别了组成圣事的“物”与“言”（ Res et Verba）的两

种因素；（三）他尤区别了圣事与一般的礼仪，他合理地指出了

七件圣事。哈那克（ Harnack）认为这是个创论；实在这不过是

教会传统道理的说明。

伦巴的著作在得宠于各学校前，曾遇到了顽固的反对，若干

见解狭窄的神秘学者，谴责他的方法是过度思辨的。有些人说他

采用了阿柏拉德的基督虚无论。 ( Nihilisme christologique ）阿柏

拉德的这个论调，确于一→七七年，受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谴

责。两年以后，在拉特朗第三次公会议中，有人想使公会议谴责

他的著作，可是没有成功。→二一五年，在拉特朗第四次大公会

议中，又来了一个新功势；这个攻势反使伦巴与他的著作，获得

了隆重的褒扬；这是在公会议议决案中，一个打破纪录的事件c

从此《格言录》老师的权威，就风行元阻。学者只标志他的已

经落伍的见解。伦巴的圣神就是爱德，以及圣神是义化的形因

( Cause formelle）的论调，早为后代神学界所放弃。

二提纲神学

（甲）隐名作家的提纲

一、十二世纪中，及十三世纪初写成的提纲，为数很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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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著名的两部，是没有作者的姓名的；或所传的作者是不可

靠的。

《神性格言录》（ Sententire divinitatis）应当成于一一四一年，

一一四八年间。它是坡雷·吉尔柏特（ Gilbert de la Pom~e）的一

个门生写的；他把老师的在理姆斯（一一四八年）公会议中被攘

斥的一切基要学说，尤其是他的“圣三及基督论”，一字字地都抄

了下来。整个的神学纳入下面六篇中： “创世论” ( De Creatione 

Mundi），“元祖受造论及自由意志论”（ De Creatione primi hominis 

et de libero arbitrio），“原罪论”（ De peccato originali ），“降孕奥迹

论”（ De Sacramento incarnationis），“圣事论”（ De Sacramentis) , 

“神性及圣三论”（ De Divinitate et Trin 

柏特，还抄、袭了香巴的威廉（ G1 illaume de Chamr】 ux）以及隆的

安瑟尔莫（ Anselme de Laon ）。

二、《格言提纲》（ Summa Sententiarum）共计六篇，三篇专

论圣事。它研究的对象，一为超德，圣三，降孕；二为天神，他

们的受造和处境；三为人，他的受造，堕落，及现在的处境；四

为一般的圣事；五为圣洗；六为坚振，圣体，告解，终傅；这四

件圣事，他认为为一切人是需要的。关于神品，他只提起了一句

话；可是，他的著作没有完卷，看来作者还有意继续予以发辉。

婚配是现在的著作的最后一篇，它是摩尔塔尼的乔典爱

( Gauthier de Mortagne）的作品，由后人加进去的。谁是这部珍

贵著作的执笔者呢？这还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十二世纪不同的手抄本标志：它是圣微克i武余格的作品；这

个见解好久被视为肯定的。可是，现代的学者们，或为了许多于

抄本的缄默，或为了它运用的方法，多像阿柏拉德的，少像余格

的缘故，表示怀疑。但是人们可能这样地反请：是的，圣微克矶

的老师，在圣事论上，跟了圣安瑟尔莫以后，在写作上采取了阿

柏拉德的新花样。可是，在时代的观点以外，根据格言提纲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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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论间不同的见解，提纲虽不是不可能地，却难能地，出于圣微

克，武的余格的手笔。而且若干手抄本的表示，以及若干别的手抄

本的缄默，除非作者是余格的一个门生，例如奥东（ Othon),

是难于索解的。可是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个问题：格言提纲比伦巴

的格言录，那个先，那个后？两部著作间的相似性，或在道理方

面，或在言语万面，都是不容否认的。那末，那个是抄袭者，那

个是被抄袭者呢？已经证实的伦巴格言录与提纲的关系，肯定了

提纲的著作时代，应该在－ ~五0年前。最近一个学者，绰沙

( M. Chossat）有意证明：格言提纲是摩尔塔尼的余格的著作，

时在－ ~五五年左右；如果这样，它应当后于伦巴的格言录。这

个见解也有很多的困难。一句话，提纲的来源还是个谜呢。

｛乙）若干提纲的作者

多少不同地根据上白圣安瑟尔莫，下迄伯多碌伦巳各学者伟

大著作而写神学论文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这里只举出其中尤者

名的几个。

一、波伦亚的冈杜甫（ Gandulfe de Bologne）写的一本神学

格言录，历久被视为伦巴所依据的；实在他该属于伦巳。他精简

了伦巴的作品，他采取了伦巴许多的学说，他的著作在当时极受

人们的披读。

二、波亚叠的伯多禄是最先注解伦巴格言录者中的一个。他

被认为伦巴最得意的门生；格言录的流行，大有赖于他的宣传c

他是巴黎的教授，且是大学教务长υ 他遗 f T五卷格言录；他的

伦巴格言录注疏（ Gloss<P super sententias ），为了对于十二世纪

末神学方法的研究，是尤引人入胜的υ 他如他的老师也是反辩证

论者攻击的对象。

三、玛尔定老师（ Mattre Marti川是一二00年光景，巴黎

的一个教授。应当晓得，他写的神学问题（ Qurestiones 

theologi肘，不就是孚才黎的玛尔定（ Martin de Fugerus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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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司代人的→种提纲。

四、麦郎的罗伯（ Robert de Malun）虽从卡二世纪末己被忘

掉．却是个有劲的人物c 出身英国的他，始负笼于巴黎，继踏上

r i并坛，终于麦朗创设了 A个学校：索尔罗巴立的若望（ Jean

dP Sal-ishu巧），哥努亚的若望（ Jean de Cornouailles ），多默·怕

刻特（ Thomas Becket）都是他的高足弟子。 A一六三年．他被

撞为赫剖德（ Hereford）主教，不久就告民逝。他留F了三本神

学著作： 」牛二是关于伦理的（ Qucestiones de divina pagina），其余

二本都是关于教理的： →本保禄书信注解（ Qucestiones de 

Epistolis Pauli) . 也为格言录。（ St>nlenti况）他曾受业于圣微克式

的余格，以及阿柏拉德；他著作时极 rt1庸地采用了权威与思辨

( Autorit岳 et Speculation）两种神学方法c 他虽援引伦巴，也F以

批评J 理姆斯教务会议席上（－一四八年），他是吉尔柏特的敌

手 他是个不受拘束的神学家，他的著作是店主j细读的。格拉蒙

( Crahmaan ）拍出：他跟着圣奥斯定及圣安瑟尔莫，强调信德的

主理性（ Caractere intellectuali吕te ) : ｛言德以一种彻悟

( Inte lliger 

的一种真正认识；这种认识自然次于来生要获得的O

其余的提纲作家，应当划入十三世纪初叶υ

性质不同的若干作家

（甲）反对及拥护辩证作家

士林持学方法的评价，不是到处｛」律的。圣微克正隐院在十

二世纪末叶，是个坚强激烈的反辩证论者的堡垒。乔典爱

(Gauthier）副院长是最著名的 A个代表；他于一一八0年，写

了→本标题“反对法兰西四迷宫”（ Contra quatuor Labyrintos 

Franci时小册。四迷宫指阿柏拉德，伯多禄·伦巴，坡雷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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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柏特，波亚叠的伯多禄。这个暴厉的争论者，不但言语元度，

而且也向无罪者，例如圣若望达马萨内，槛施攻击。他的对于事

物的认识，每是不正确的。他满以为：辩证论是种凶恶的，以及

魔鬼的艺术c 死于一二 0 三年的圣微克式的亚伯撒隆

(Absalon），可说是乔典爱最忠实的继承者。

反对的声浪，还来自别的角落。西都及封特阿物拉那

( Citeaux et Fonte-Avellana）隐院，是最积极的抗战中心；可是世

俗人士的参加者，也实繁有徒。都尔内的斯德望（ Etienne de 

Tournai）在他呈教宗的一封信里，控制辩证论的输入巴黎各神

学及教律学院c 布腊的伯多禄（ Pierre de Blois ），认为：各地关

于圣三及奥迹的讨论是荒诞的，那些冒昧的愚拙的论理学者将遇

到与易卡尔（！care）同样的命运。“易卡尔是代达肋（ Dedale) 

的儿子，他插着一对用蜡胶住的翅膀，同父亲一起逃出克里特岛

(Crete）迷宫。为了飞得过近太阳，蜡锯之后，两翼脱体，于是

他就堕入海

台斯总主教，科盘的弥额尔（ Michel de Corbeil ），在他的圣

咏注解里申明：哲学是没有用的。

这些抗议的理由是多种的：或纯为了保障“正统”

(Orthodox 

了阿柏拉德，及吉尔柏特。这个操心，在圣微克拭反对辩证i仑的

诸子，为了一种过度的和神秘主义的小气，更形尖锐（可是，这

些抗议的因素原因，应当是辩证论学者有损于逻辑学的不可思议

的高调已他们把这种方法用之于一切；那末神学也难免它的

毒于3

索尔罗巴立的若望（死于一一八0年），为了信德的最大利

益，在他的《 Metalogicus~名著中，起而保卫理智。他生于英

国，学于沙脱尔及巴黎最伟大的老师门下：他先后曾任坎特伯雷

总主教，提波（ Thibaut）及多默·柏刻特的秘书。柏利特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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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往；他是总主教被戮于主教座堂内的人证。 A一七六年，

他被攫为沙脱尔主教，死于该任内。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的

笔是永远生花的一枝，在兰三九封书信以外，他还写了圣安瑟尔

莫及圣多默·柏刻特传；政治及社会伦理巨著作。－lycraticus) , 

与载于（ Metologicus ）中的为逻辑学辩护，以及逻辑学研究目

录，都是他写的。他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讥讽口吻，运用着科尔

尼斐爵（ Cornificius）的衣冠，嘲笑那些轻视一切文学修养的反

动分子，以及那些只据字里槛用三段法的假哲学士。他通过→种

坚定的信心，颂扬辩证论；可是，他同时强调：孤立的辩证论是

不够的，它不应当脱离别的一切科学。他对于理智与信德的关系

的见解，无异于圣奥斯定的。根据索尔兹巴立若望的著作，和他

的思想倾向，他虽是个神学家，尤是个哲学家。

（乙）论难学者及伦理学家

里尔的阿朗（ Alain de Lille）在文学｝j面接近索尔巴立的若

望；可是，为了他的大部分著作的性质，被列于神学家中。他在

」一二 0 年左右，生于里尔；长任教授于巴黎及曼安列

( Montpellier ) 0 在做了西都会修士后，向亚皮盛异端人

( Albigeois），大张挝伐；终以一工O二年，死于西都。阿朗是个

天才作家，也是个诗人；而且是个典型的辩证学家，强有力的论

难学者。

他的重要著作是四卷“反异端人”（ Contra h1eret川时；卷一

针对加塔尔（ L剧 Cathare叶，卷二针对华都亚（ Les Vaudois) , 

卷三针对犹太人，卷四针对回教人。在序言里，他就标志，信德

不但基于“神理” ( Raisons divines ）还基于“人理” ( Raisons 

humai时s）；实在他举出的证理，又是权威的，又是思辨的。他

的方法是士林的：对方的设难，真正的道理，难题的解答。

阿朗还留下很多别的作品，其中神学格言以及神学辞典两部

著出，尤为重要。在他的许多的演讲中，已经刊印的约计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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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他的演讲论是本小册子，他的面向童贞圣母的雅歌注疏，是

极珍贵的；他的论真心忏悔者的心理，以及炽爱天神的六翼论，

都是值得一读的。在一首以反克罗狄亚那（ An-ticlaudianus ）为

标题的美丽的诗里，他写了克罗狄亚那论鲁芬（ In Rufinum）的

反面文章。他指出：本性与德行相结，以驱逐罪恶，以培植一个

完人。阿朗虽不是个深刻与特殊的思想家，他是个宗圣奥斯定

的、玲珑的传统神学代表。他加在传统神学上的外衣，为了是稀

有的，尤觉可贵。

希腊的伯多禄也是个论难学者。他因以出名的东间，不单是

他的先天的反辩证学者的议论，且是他“反犹太人的恶意” J

书c 该书运用美丽的辞藻，坚决的态度，向犹太人指出那些证明

基督是默西亚的圣经篇幅二他生于希腊，父母是布勒通人；肆业

于巴黎及波伦亚；文化水准是很高的。他曾负着教会的多种使

命，周游英国，法国，西西里，罗马；他始终拒绝高爵；－ :o 
0年，以教区监察资格死于伦敦。

在主列的辩道著作外，他又遗F了很多的作品：计书信二四

兰封，演讲六五篇，以及论友谊，论苦难有益，论若伯，论不良

的主教，论主教的培植，论告解， i仑补赎等等。在他的著作中，

还有致爱科足安的苏丹（ Sultan 的conium）的信德论；时苏丹正

有意归正。 f自多禄在当时被视为教理的重大权威；若干人竟尊之

为新教父。

威廉·普勒服定（ Guillaume Prevostin ），于－二O六年后，

任巴黎教务长，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应推“反异端人论”（ Summa

contra hrereticos) " 

伯多禄·刚道（ Petrus Cantor）与伯多禄·高默道（ Petrus

Comestor）也是当时的两个博学鸿儒，是轻思辨而重实际的3 刚

道写了一部伦理提纲，以及若干伦理及注疏论文。高默道编了一

部篇幅浩繁的关于圣经的历史。该书曾译成不少的欧洲语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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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这种倾向，也可见于别的许多神学家的笔下。

（丙）神学与教律

中世纪神学的最后的，在十二世纪到达峰顶的一点，就是它

的与教律密切的联系性；这个联系性或由于所用的方法，或由于

所谈的问题，至少问题的一部分。轰动当代的问题，一为圣事，

它们的神学已到成熟的阶段； －为教会，这个问题，自圣额我略

七世以来，引起了教会帝国剧烈的斗争ε 这里，我们只萨列出若

干伟大作家的名字；可是在他们的著作里，己能洞见这个联

系性

在窝牧的步尔沙尔（ Burchard de Worms）的集子里，偶然

可以找到一种教理的若干鳞爪。相反地，在沙脱尔的伊甫

(Yves de Chartres ）的教道书（ Decret）里，神学占着一个重要

的位置：在圣事方面．他抄袭教父们的言论，为了他应吁注意与

贝伦伽争端仿佛的纠纷；在教会方面，为了意大利集子的影响，

他明朗地指出罗马的首席’性。

格累细亚那的生活史，虽没落无闻，我们只知其于十二世纪

巾叶任教于才皮伦亚，他的《教道集》（ D仕ret ）却是有名的。 - 

看它的标题“抵触教律的协调

不是单纯的－种丛主l、， ~nJ是一本教律学论O 在萨列了“权威”

(Les Autorit吾s）以后，作者极简－单地指出难题的解答；从此可见

他曾受了阿柏拉德的“这样与不这样”的影响；该著当时很流

行于波伦亚。教道集是用章节来分的ο 上篇－0一章，先总论法

律卜→至二O章），接论神职成员（二斗至一0一章）。中篇七

章论补赎，下篇五章论礼仪。中篇由章分为三六节，由节分题。

该书大概写于一一四0年 J 教道集虽不是→种正式文件，在教会

中所享的权威却是无边的。在正式典籍未厘订的时候，它是一本

教律大全。不容杳认的，这本法律著作，也是部有关伦理及教理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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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隆·班第涅利（ Roland Bandinelli ），教宗亚历山大三世

（一－~五九年至一一八一年），为着许多的理由，应当在此一提c

在升枢机前，他是波伦亚的神学教授。他写了两部有关当时宗教

历史的宝贵的著作。第一部是教道提纲，亦称 Stroma，成于一一

四八年光景，洛隆因此就被视为有名的作教道集者之」，他的文

笔是极清明的；可惜他只评述了中篇。第二部是格言录

(Sentences），它是晚近才发现的，它的神学历史价值是特殊的。

洛隆采用阿柏拉德的方法，并且字里行间，每可以看见阿柏拉德

对他的影响）他也采取了阿氏的带危险性的公式，后来就予以放

弃；他有时也毫不犹豫地指正阿氏错误。登宗座后，虽日理万

机，仍密切注意当代的文化潮流。一一七七年，他一面拒绝谴责

伦巴，一面指摘引起聚讼的各种错误；他制定的有关圣洗经式及

婚约的纪律，对于道理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可是他的此项活动，

只是他的后任，大教宗英诺森三世要展开的工作的前奏吧了。

Pierre Lombard. Les Sommiste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 sur P. Lombard) 

I 0 Editions: P. L. , 191-192. Edit, r层cente et critiqu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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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lue町e, Paris. 1881. N. EsPENBERGER, Die Philosophie des 

Petrus Lombard肘， Munster in W. , 1901. M. GRABMANN, Di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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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uvement theol. αu XII' s. , p. 126-169. TH. Hmz, Les 

Rap po附凹的 lα phil ,et lα Joi ,p. 42-48. -HuRTER,Nomenclator 

II, col.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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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学与大学

大学的建设，是十三世纪知识界的－件大事。十二世纪中曾

为了一个教授的权威，或一种科学的驰名，而吸引了－群青年于

一地一城的专门学校，不得不让位于 a个由多数不同的学校师生

组成的乐园（ Ur山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olarium ）。一二00年

光景，在巴黎组成了神学、哲学、法律、医学四科。十三世纪

初，斐理伯·奥古斯都（ Philippe-Auguste）颁谕予以承认；一二

二五年，教宗遣罗伯·古松（ Robert de Comi;;on ），代表向巴黎

大学致送立案文件（于是，以巴黎大学为典型而成立的大学，散

见于各地；可是不但不能驾而上之，而且连齐驱也谈不到。教宗

们非常关于这些文化中心，尤努力督促神学一科的发展c 为达到

这个目的，他们核准多明我会士及方济各会士进入大学；自一二

三0年始，他们研究的成绩，就斐然可观。

在中世纪，神学在巴黎大学里，常占着第 1巴椅子c 无疑

的，在某一观点F，艺术是更需要的，为着它们是为接近各科的

必要工具；而且它们的修业者，为数最多，活动最烈c 经过了一

世纪半的斗争，他们终于获得了白己的院长。这个组织上的改

变，并不改变艺术的性质；它们只是进入大学各科，尤其是神学

的门户。哲学虽是众艺术之冠，还是神学之后的姆女

( Philosophia ancilla thelolgt缸， theologia regina scientiarum) 0 实在，

运用哲学最频繁者是神学家；关于哲学的资料，大多包罗在神学

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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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学位与其余各科学的学位相同；可是不是没有特点的飞

业士学位（ Le Baccalat日创刊具有多级：圣经字面的诠释

( Baccalarius biblicus ），还是最低·级，这是一种准备；业士诵

读伦巴的格言录（ Baccalarius sententiarius ）。通过这个演习，业

士被称为正业士（ Baccalarius forn础时；再经过若「公开的辩

论，以及－个法定的考试后，大学教务长F以学士学位。 “从

此，他有权利Ill席前只以学习名义参加的公开演讲会。”至于教

授，纯是→种荣誉街头；教授们在道理的观点F，解释圣经叫

授课的方式，一为而读（ Lectio），一为辩论（ Disputatio ） σ 

关于格言录及圣经的大士林注疏，是在诵i卖方式下传来的。

这些著作的步骤是几乎→律的c 且看圣文都辣怎样解释了伦巳的

」章。他总在研究文字后，研究道理。在念完了一段文字后，他

－步步地予以分析；接着就是难题，以及难题的解决c 于是，开

始谈道理；它是分节进行的；每节收集→系列的应予解释的问

题，作者先为他的解答，指出适当的理由，然后举出反面的理

由，终于在结论里强调他个人的见解，同时驳斥反面的理论3 圣

多玛斯采取的比较紧缩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的。在念完F一段

篇幅之后，就把题目分作个个问题；每个问题再分为节，而使迫

理这样地集中一点。疑难的提出，附着疑难的说明；在作出，般

性的解答后，再针对i也 F以解答。节中的难题时又分成各种小问

题（ Qurestiunculre）；而在每节后予以解决J

辩论在神学界t，始于一二三0年， 二三四0年间。辩论分

两幕，第→i革是一个辩护者与一个或几个攻击者间的斗争；担任

辩护者不是那个结局战中（ La Soutenance fir叫e）的主角已在辩

论相吁紧张之后，老师跃上舞台，在第一幕中（ Pelster），或另

→天内（ Man巾nnet），有步骤地，重提各个问题，归纳一切见

解证理，简单地萨列难题与解答：举出辩护者有意留下不答的难

题，而予以－个权威的答案（ Determinatio) c 在答案前，他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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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面的术语： ( Respondeo dicendum）或另一类似的术语。这

是辩论的大概情形。辩论有两种典型：一为寻常的辩论

( Disputa tiones ordinari时，在这种辩论上，老师自动提出在课程

中遇到的难题，而予以解释；一为非常的辩论（ Di叩uta拍mes

generales) ，在该场合下，参加者向老师提出关于神学的难题，

以及别的任何问题（ De quolil刑）。非常的辩论会，每举行于复

活节及圣诞节前后，出席者除学生外，还有来自各地的客人。最

隆重的辩论会，为教授间的辩论（ Disputationes rnagistrales ），这

是不同学派矛盾学说间的惨烈斗争3 这种大会的记录

(Qt世stiones ou Repo归tiones ），是由一个教授的速记者写的。

中世纪神学文学这样染上了一个愈趋愈浓厚的士林色彩；到

了卡一世纪，它已到达了顶点。它的伟大的注疏都是那些教授的

精心杰作；它的层层的问题（ Qucestione叫，都是从辩论中产生

出来的＇＂ ＇‘提纲”也是他们教学的结晶：虽然也是“出轨”的：

“反外教人” ( La somrne contre les gen-tils）就是一个例子二此

外，还存在着不出于学府，而专门钻研一个神哲学问题的若干小

册子。我们还能力n _t各种演讲（ Sermons ou conferences ) ；圣文

都辣就纯在这个场合下，讨论了若干哲学问题。中世纪大半的神

学著作特点，虽未巨1它们的教学方法，它们的士林特性，却来自

哲学的研究。

二神学与哲学潮流

（甲）奥斯定派的哲学

神学思辩法在十二世纪中遭遇的障碍，十三世纪初，已全部

粉碎；这类的最能光荣教会的伟大著作，就产生在那个时代。圣

奥斯定自然是个权威的神学导师；在圣多玛斯以前的一切神学

家，为了都宗希坡内主教，被称为奥斯定派c 他们一致赞成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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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学说的特征神学；而且在他们的宗教观察E，程度不同地，可

能极实在地，都受了他的影响c 他们跟着奥斯定追求－个最清明

的，可是很复杂的对于天主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但使他们的神

学，具有一个又是理论的，又是实际的特征，并且作出了一个思

辩的与情爱的方法。跟着圣奥斯定，他们爱通过象征，去寻求天

主；并且拾级而u也趋向天主。他们的所以崇拜柏拉图以及他的

学说，也为了奥斯定的启发。奥斯定主义，所以被称为教会柏拉

图学说，就为了这个缘故。

奥斯定主义，在教义观点下，应当尤指他的打破纪录地伟大

的神学。无疑地，叮能谈赳奥斯定学说的哲学性，可是不应当予

以强调，一若希坡内主教尤是一个哲学家 不知他把哲学纯视作

，个伟大的基督思想的工具PE[ ；而且大大地还不应当把中世纪

奥斯定遥远的门生们的一切哲学学说，归之于圣师。在各种的影

响下，哲学在十二及十三世纪中，很错综地发展着。要把这堆乱

麻，整理出－个头绪来，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人

们定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而称之为奥斯定学说；那末，应当出以

许多明朗的保留的前提。

这个所称的巾世纪奥斯定哲学系统的模棱性，由于该世纪的

奥斯定报对于重要的哲学问题的极度矛后性。就以观念来源论，

他们问的矛盾，己是不可思议的：不差，他们都乞灵于神的一种

光照；可是，在这公式下，隐藏着许多不同的见解：生得主义

( Inn居is盯Je ），本体论主义（ Ontoloisme ），照明主义

( Illumin 

希坡内主教O 实在，其巾没有一个学说反映了奥斯定真正的思

想。如果奥斯定有个系统学说的话，应是直观主义（ Intuitio

nisme），或称带着神秘倾向的 A种观念直觉说（ Intuition des 

idess）。他认为只要能确定直觉的基本观念 (I出es prerr时res) , 

存在心灵内，那就不用它求了：他又认为这些观念无论在自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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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在超自然领域内，具有 A个带头的使命。

关于其余的问题，在一切奥斯定主义的名义下，来了一系列

的声明 ο 或说奥斯定派一律承认灵魂与灵司（ Facult臼）一体性

( Identite ）；可是圣微克，武的余格极明朗地予以区别；而最与奥

斯定接近的圣文都辣则含糊其辞。余格与文都辣都认为：存在着

两个不同的知性（ Deux Intellects），可是，这个学说，并不明明

地见于奥斯定著作中c 奥斯定标榜了“理性”（ Raisons s居IT

假说，可是后人的渲染，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奥斯定学说中的多

种形冈（ La pluralite des formes），肇源于犹太或阿刺伯哲学，正

如无形物质（ LP matie陀 spirituelle ），说倡于亚微色布隆

(Ave时ebrol）。亚里士多德的“行能说”（ La th岳or

de la puissance），至于在中世纪流于各地，十三世纪若干学者归

于奥斯定的物光一体（ Identification de 1 ' ctre et de la lum论re)

说，很可疑地是关于物理学的。

这一系列的例子，不谈其它，已足证明：在中世纪哲学毡围

内的奥斯定主义（ At喀gustin

个术i吾是近代的O 它的惟一的利益在能统指一切与新生的多玛斯

主义对立的学说；可是，假如把奥斯定学说限于神学，也可以避

免一切的网难。

中世纪奥斯定派神学家的新柏拉图主义是极复杂的。如果它

大部分地倡于奥斯定，它也受了别的，尤其是阿刺伯人的影响c

阿刺伯人的观察是精简的；可是对于新柏拉图派的学说如流出

说，（ Ema-natio时，如通过出神状态归入天主说等等，他们都予

容纳。其中许多的学说是清楚地反基督的，别的若干婉由地可与

信德符合。当阿刺伯文字进西方的时候，尤其是从十二世纪始，

神学通过这条途径，特因亚微瑟那的介绍，获得了新柏拉图主义

的新因素。可是，这个对于拉丁思想的影响，不足与于十三世

纪，阿刺伯人通过一大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输入欧洲而发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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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相比。

（乙）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阿拉伯人极崇拜亚里士多德，视以为典型哲学家。“他们采

取他的科学观念；事实观察价值，以及一系列的，士林派视作南

针的特种道理。可是不应该相信，阿刺伯哲学是逍遥主义的一种

翻版。不但阿刺伯人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残缺的；而且

他们每通过希腊的注疏家，予以解释；他们又因强解亚里士多德

不很清楚的篇幅，而歪曲他的道理；尤其是那些关于人的理智的

问题。他们还把新柏拉图主义的若于成分，如流出说，如出神

说，加进了他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胡甫语（ De Wulf) 。

他们的结果，是一种很特别的棍合说（ Un Sync的isme 

philosopl吨ue）。胡甫指出：“三三种道理”给了他们关于“实在”

(R岳el）的见解的 A种特’性：它们是关于星体的流出的，人的理

智的，以及物质的。流出说清楚地见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神学中，

它于无上之物与 J切理智（ Intelligences ）中，树立了一个联系。

这些理智外在地与天体相结合，而且成了它们由一地至另一地的

动力。人的理智是纯理智中最末的，和最下级的一个c 它是无人

格的（ Im personnel），脱离个人的，自成一类的；它是理智的最

后一级，它是月亮转动的大动力。物质是永远的。承认它是从最

高原因流出的人们，清楚地是泛神论者（ Pantheistes ），如亚微

色布隆。可是，其中最高明者坚持一个别于天主的永远的物质：

例如亚微瑟那，亚吠罗（ Avicen肘， Averroes ）。

自然，阿刺伯哲学，通过由希腊原本译出的文字，首先发展

于东方。时值八世纪末；巳格达的阿巴西特（ Abbassides de 

Bagdad）朝，大力予以支持。亚微瑟那是该运动的领袖。做他先

驱的，计有亚根代（ Al-Kind吾），他尤是个百科学者；亚法拉皮

(Al帽Farabi），他不但博学，而且具有种独特的思想；以及两个有

名的学社，一为分裂份子（ Motaz岳lites ），崇拜唯理神学；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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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弟兄”（ Fr仨res de la Puret的，这是一种因于巧人党，他们

是尤以他们五十」卷百科全书著名的。亚微瑟那的道理，见于都

为十八册的－种哲学提纲里（ Al-Schefa, La 伊岳rison）。据说，他

的著作有百种之多J 由天主流出了第一个理智，就是萨腾

( Saturne）的理智；由萨腾的理智，流出了朱匹特（ Jupiter）的理

智；最后流出的，是行动理智（ Intellect 句er川；它拨动我们的世

界及人类O 物质既然是永远的天主不是造物者’纯是形型

( Forrues）的颁赐者3 行动理智是个分出的形型；它光照个体理智

( lntelliJ!;en 

段：物质理智（ Intelligene mat包·idle) （纯属可能的），可能理智

( Intellect possible) c （已有基本真理－的理智），行动理智（ Intellect

en act肝） （已到接受其它知识阶段的｝理智），经验理智

(Int芒!le【善ta【丁

Saint) 0 它具有高超的直觉。轮到九世纪，在东方掀起了一种攻击

这些大胆思想的运动：回教神学家莫德伽孟（ Motecallemin）是该

运动的发起人；亚伽萨利（ Al-Gazali ），是其中负盛名的带头者。

这种哲学，在阿拉伯败落之余，重振旗鼓于两班牙c

在西方阿剌伯哲学界中‘亚吠罗是最著名的。他生于哥尔

度，（ Cordoue）是个医生，又是个饱学之士。他很崇拜亚里士多

德，他注解了亚氏的著作，并且参以个人的见解J 赞成直接流出

说的他，又相信物质是永远的；可是不视以为纯粹的虚元，而视

以为动力的归宿；那些动力，是由第一动力（ Le premier moteur) 

继续地予以展开的c 控制我们的星球的人类理智，是行星理智

( Intelligences planetairds）中最小的－个ο 它是一种非物质的，

永远的，脱离个体的，独」的形型。这个理智，又是活动的，又

是物质的，或可能的。整个的人类理智是非人格的，及客观的；

它照耀一切个体灵魂，它使人类不移地分原永远真理。那末．理

智与个体发生的关系，不出→种偶然的，依据各个体的情况而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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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结合。在这个道理里，不谈人的良知；个体的灵魂是能毁灭

的；可是人类在客观现理性的永远里，是不朽的。阿刺伯的思辨

力，在亚吠罗后，迅速地败落了下来。

在东方，如在西方，蒙受阿刺伯思想影响的犹太哲学，是与

它相近的。它的最著名的代表，在东方，有依撒格·以色列

(Isaac Israeli ）和萨狄亚（ Saadia）；在西班牙有亚微色布隆，以

及迈梦尼第（ Mai'mo川de）。亚微色布隆指出：物质及物形在同一

个体中的多数性，以及神实体的物质物形组织性。迈梦尼第是

“游移者的指南”（ Guide 世s indecis）的作者，这是部犹太士林

学提纲。他比上面所提的学者，更接近亚里士多德。他画过圣经

知识，不无唯理论地修改了逍遥主义τ 他的著作报受布罗温斯犹

太人，以及基督士林派的欢迎。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十三世纪初，所以能流行于拉丁西

方，大半仗着那些学者的介绍。他们的一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十二世纪末在托力多总主教鼓吹之下，都被教友学者译了出来。

可是，原来的逍遥主义已经改变了面口子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

文，每是不忠实的；有时竟附以崇拜新柏拉图主义注琉家的篇

幅叫纯粹的新柏拉罔派的著作，也被混了进去。再者，同时译出

的阿刺伯注解，在教会中引起了尖锐的批评U 卡二二世纪，受到阿

刺伯影响的干提萨昧（ Gundisalvi），在托力多组成 r一种染着极

浓厚的柏拉图色彩的教会亚里士多德学说u 这种学说，为着作者

也受了波伊斯及圣奥斯定的影响，不带任何→元论的气氛。可

是，实在存在的危险性，终于引起了」场斗争c

这场斗争发生于巴黎。一」二－－0年，一个教省会议召集于巴

黎，它在绝罚的处分下．厉禁公开地或私 F地教授亚里士多德的

自然哲学（ La philosopl时 naturelle) （物理及形而上学）亚吠罗

与亚微瑟那的亚里士多德的注疏，也在禁令之内。 －二二」五年，

一个新的赤裸裸的禁令，不但谴责了亚堕士多德的作品，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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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农的大卫（ David de Dinant）亚毛利的贝内斯（ Arnau旧ry de e 

Benεs）以及西班牙的摩里士（ l iauric 

从此可见，禁令的日的在制止信德的危机。为若不同的理由，教

宗们不要求各通牒的实践：一二二一年，额我略九世打开了一条

新路，有意澄清亚里士多德著作。他指定的委员会，未能结束整

个的工作，可是删改的原则，已经拟定ο 圣大阿尔伯（ Albert le 

Grand）在科学方面予以调整，圣多玛斯在哲学方面，权威地予

以修订。这个奇大的工作，在使逍遥主义符合着信德的场合下得

庆完成；可是，在开始E作前，先向当A面寻获亚里士多德希腊

原文， a面踢去阿刺伯注疏。

这些来自阿刺伯影响的危机，吁→二五五年光景，一种在亚

吠罗主义，输入巴黎，并且找到热烈的拥护者时，就彰明较著

了。一二七0年左右，它的领袖是西才的伯拉庞（ Siger de 

Brabant ）。他是列 H 的红衣司锋，艺术科的教授3 这个主义揭示

的是理智 A元论（ Monopsychisme ）：整个的人类只有 A个理智，

个人的灵魂纯是能灭亡的觉魂；惟有类的灵魂（ L ' ame racique ) 

是不朽的；它与各个人结合，纯是偶然的。这些大胆的、严重的

危害信德的、毁灭人格的、以及为泛神论开始的论调，遭到了公

教的博学之士，圣大阿尔伯及圣多玛斯的痛击；而且它们也受了

教会明朗的谴责3 第一件予以攘斥的公文，是一二七0年，卡二

月，十日，由巴黎主教，斯德望·邓比爱（ Etienne Tern-pier) 

发出的；他举出了亚吠罗的十二条异端。以后几年内，时有同样

的文件；一二七七年，三月七日的那个，是最有名的。在该文件

内，邓比爱不但驳斥了亚吠罗学说，又驳斥了别种邪说，共计丁，

一九款。这个操之过急的申斥包括一系列不同性的道理，其巾有

逍遥学说，又有圣多玛斯的学说。亚吠罗主义虽未能因此全部云

消雾散，却逐渐推动了它的卢势。它从没有组成一种真正独立的

异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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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其它谬说

十三世纪的神学家，为保护信德，还应当反抗别一系列的谬

说n →为泛神论（ Pantheisme），沙脱尔的门生中，不少陷入这

个歧途的人。都尔的伯尔纳多（ Bernard de Tours ），《宇宙》的

作者，先拥护f流出说，后相信了泛神论J 生于沙脱尔郊区的贝

内斯的亚毛利（ Amaury de Benes) ，巴黎辩证论及神学教授，标

榜了一种实体泛神论（ Pantheisme s山stantialiste）：天主在一切之

内，它是万物的形原则（ Le principe formal ）。这样的论调不但有

害于伦理，也有害于宗教；亚毛利派就是它们的宣传者。一二0

八年， →二~o年间出现了一本攻击它们的，不载作者姓名的小

册子；一工一五年，教宗厉禁教授亚毛利学说于巴黎。第农的大

卫的泛神论是至粗鲁的：他说天主就是第一物质（ La mati是re 

l•lferr 

一种极度违反基督教义的形而上的］走伦理的二元i仑（ I] ualisme

methaphy吕ique et moral) 0 为了它是一种反社会学说，受到了严厉

的制裁；一般的以及教会历史，都予以评述。特利腾第四次会议

（一二一五年）谴责了它的许多的错误。

我们还能举出中世纪若干神秘主义的错误方式，尤其是关于

泛神论的；可是，我们认为更好放在后面去谈。

三若干世俗神学家

奥汾涅的威廉（ Guillaume d ’ Auvergne ）是「王世纪初叶，

一致公认的最富代表性的修会以外的神学家。他以」一九0年左

右，生于奥理腊克（ Aurillac ）始教神学于巴黎，继于 e二三二八

年，升该城主教，在位二十余年。他的忙碌的牧职并不限止他完

成他任教授时开始的著作。他的神学著作是广大而出等的，几乎

可称为一种神学提纲。它包括三卡来册专论。其中多册被收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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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于一二二三年，一二四0年间，以 Magisterium divinale 为标

题，一种教会百科全书。韦尔耐（ Vernet）认为：这是士林学者

完成的」部最广博的文库。它谈天主， i炎宇宙（物质的与精神

的），谈灵魂，谈真宗教（ De fide et legibrn；）。谈圣事，谈论理

( Summa de virtutibus et moribus ） ο 其余二十来种的对象，尤为复

杂：他在神修辞学（ De Rhetorica <liYina ）里，及世界面口（ De

faciebus mundi）里，论了祈祷艺术（ Art de prier）。他的灵魂不

朽论（ De immo由litate animre ）几乎是尽以干第萨里努

( Gundissalinus）的著作为蓝本的飞

根据他援引的或不予申明地抄袭的作家的数字，威廉是个精

悍而宏博的学者3 他对于当代震荡教会的一切思想：亚里士多德

主义哪，柏拉图主义哪，阿刺伯哲学哪，都有深刻的认识。他尤

是一一个正统神学家（ Teeologien orthodoxe) ；为着他全心注意吁时

学说的实际潮流，清洁主义（ Catharis-mt> ），阿刺伯哲学的危险论

调，以及它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霸占，他 a律予以挝伐ο 他虽然崇

芹柏拉罔一般地崇拜亚里士多德，在不少的问题上，也予以驳斥斗

最后，他对于占星学，以及流行于当时许多迷信的战绩，也是不

容抹煞的丁

他的关于天主实有的证理，参山圣奥斯定，古士林派，以及

阿刺伯人的理论3 他由分承地存在的东西（ Ens per 

pertil丁ipationem）。结出本质地存在的东西（ Ens per essentiam) :, 

可是胡甫（ M. De Mulf）指出：这个结论不是通过因果律，而

是通过那两个观念的平行性作出的。他极以为：天玉是“物”

( Etre），“纯存在”（ Existence pure）。在这个观点下，他把天主

别于受适之物；因为受造之物的存在，是有限制的，别于本质

的。他又视天主为永远的真理，一切典型地存在天主；天主的光

维持着偶然存在的本质真理c

威廉的认识论极接近圣奥斯定的，而且还予以补足。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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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行动理智（ L ’ Ir配llect agent）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相信：理

智通过可以感觉的表现的机会，从自身汲取“识型” ( Forme 

intelligible ）。他排斥“脱离的理智” ( Intellect 始par岳）学说；

他又强调灵魂单纯性（ La Simplicite ），否认灵魂与灵司（ Lame

et ses facultes ）实在有别；可是并不因此有损于灵魂的活动。

他又强调圣奥斯定的“良心事实”（ Fait de conscience）的直接

的了然的价值（ La 兀＇aleur de 1 ’居vidence immediate) c 因为良心

直接感到灵魂的存在，以及它的因素性，它的神体性，它的单

纯性，它的分不开性。良｛，－还将发现 A系列的理性知识，基本

原则 ο 为了这些原则的价值，与偶然之物的存在元关，威廉就

结出：它们是通过伞种特殊的光照，由灵魂亘接发见于天

主的。

奥i分涅的威廉是个耐人寻味的学者。他的理智是强有力

的，他忠于传统的方法；可是也畅晓新学说，而且在他认为确

切可靠时，不怕予以采纳。威廉的罪说， ·般地说，是个严格

的精简说（ Electisme judicieux）：虽然他的若干见解已若明日

黄花。他的学说的坚深性，可以比诸圣多玛斯的强劲的综合 J

奥舍耳的威廉（ Guillaume d ’ Aux err叫比较要逊色－些；他

是波未教区总监（ Archidiacre ），巴黎的神学家；额我略九世于

→二三年，委以澄清亚里士多德著作之职，务使它们能有益于教

学，而无损于信德。他的伦巴格言录注正在，的确是一部黄金的神

学提纲（ Summa aurea）极流行于卡三世纪。根据他的治学方法

及倾向，他是属于奥斯定学派的：他的著作中援引最频繁的，不

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圣奥斯定c

其他同一倾向的神学家，以及神学提纲作家，这里，我们只

轻描淡写地予以一赘。

一、古松的罗伯（ Robert de Coun;on ）是英国人，巴黎教

授，一二一一年摧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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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尔内的西满（ Si日ion de Tournai ）是巴黎教授；根据

恪累孟（ Grabmann），他是倡导丛谈学者之一。

三、斯德望·兰顿（ Etit>nne Langton）是英国人，巴黎神学

教授，兼教务长，后升坎特布里总主教；他的遗著是多种的。

四、加l苦亚的的多禄（ Pierre de Capoue ），是巴黎教授，一

二 A九年始，任安提阿宗主教产

五、格累甫的斐理伯（ Philippe cle Grhe) , s 二」八年左

右．任巴黎大学教务长；他的神学提纲特殊地谈着天主的仁善

(La Bnnt手 rk Ditcu) 

六、罗伯·少本（ Re加＇rt Sorbo川称“热心博士”（ Doctor

devotns ），服务于圣路易教堂；他遗 F的著作， i十有圣经注解及

若干伦理神学书；他创立一个志在tJY:纳清寒神学生的公学．尤是

他所以名垂不朽的事业J

十气世纪教去们在教理上的伟大活动，这里，院子f简括地予

以」捏二在这强烈的思想潮流酝酿的时代，他们坚决的态度，崇

高的指导，发生F无边的影响J 他们不但攘斥异端，而且一面奖

励各大学中的神学研究 A面保护那些新兴的、热烈推进神学的

陪会．如多明会．如厅济各会．藉以发展真正的科学（ La vrai 

Scienc川、他们颁发的不11T 胜数的公函（ Lettres d手cretales ) , · 

部份是关于纲纪的；大部分是关于教理的，其中以钻研圣事的为

重雯｝中世纪最著名的教宗，英诺森三世的墨宝‘在任何现点

F，都是卓然不群的c 其中公函成份最多，但也有不少的教理论

文， （轻视世俗论，天主与罪人的对话，施舍论、）以及八十来

篇演讲二和娜留三世，公函以外二也遗下若干教理论文。可是‘

英i若霖、三！茸的侄儿，额我略九世的市动．尤为深入：他不但督导

宗座公函集的编辑，又积极地鼓励多明会及方济各会修士研究神

学；且在巴黎大学里，予以支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澄清工作啕

也是由他主功的飞 L:J1J教宗们的后任，为达到这同一的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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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别的不同的路线。一切十三世纪的教宗，都代表着宗座的

最高权威。在教宗逢尼非斯的那些公函里，这点被肯定得最为坚

决。他是这个伟大的中世纪的最后－位教宗；在后面应该再予

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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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神学家

乞丐修会的最初几个神学家

十三世纪乞丐修会的成立，无论在道德方面，在教理方面，

的确是件最重要的事情；教会最优秀的神学家，就产生在它们中

间。多明我会尤适于这种使命。它的会规就以读书为目的之一；

而且被视为一个广大的教育机构。每座会院是个学府，经常有个

知名的老师，教授会士及负笼的神职人员。每省的中心，设有一

个高等学院（ Studium Solemne ）；在大都市内，如巴黎， （一二

二九年）如牛津，如科伦，如曼皮列，如波伦亚（一二四八

年），设立了系于大学的总学院（ Studiu日l generale ）。在总修院

内，开始时只有手中学及圣经课。自由学术（ 1削 arts liberaux）是

不容修士问鼎的。于是，许多在进修会前没有念过哲学的会士，

觉得不容易在神学上进步。这个障碍慢慢儿获得了解除：头上修

士们只在例外研究哲学，不久例外就变为常例。十三世纪下半个

阶段始，在各行省中，设立了真正的自由学术学校c 孟陶内

( P. Mandonnet）指出：“多明我会士对于当代在世俗人巾占着

优势的哲学教育，负着使命”；他们供给了当代两个最优秀的哲

学家：圣大阿尔伯及圣多玛斯·阿奎那。他们于一二二九年，在

巴黎大学里获得一个讲座；两年以后，一二三－年，获得了另一

个讲座。他们这种打进大学的雄心，常受到罗马的支持。

在方济各会里，学术的发展，在开始时，遇到了更多的障

碍。首先会祖方济各不像予以赞成：无疑地，他总没有为科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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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科学，虽不欲它彪炳于自己的修会内。他虽不以科学为一种

恶，却认为是无用的，而且是危险的。可是，在圣人居世时， . 

面为着修会神奇的发展与求入会的神职人员的繁多，一面为着将

来的教宗，额我略九世，二与时的驻罗马教廷的嚣机冷（ Ht o叫lin

枢机的f佳动，会巾的教育也正式地组织了起来。对于这点，神职

人员们的见解，很快地就获得了一致；虽然还有不少的人在攻击

科学的滥捧，以及由科学产生的傲气。被攻击的方面则强调：

“求学是为训人必要的；不然，所讲的不要等于出诸异端人口的

么？多明我会士每以学识自夸，那末方济各会士，为表示不下于

多明我会士，也应当在学途上努力。最后 两个修会需要共同对

付庸愚的，不能演讲行祭的募化者。这些因素终于造出了 A个方

济各意想不到的博学修会（ Ordresavar川。圣文都辣就是产生于

反修会的一个大圣师c 方济各会的文化重振， 一为由帕雕亚的圣

安多尼指导的波伦亚，二为由始为世俗人，后于一二三0年左右

进方济各会的嘿尔兹·亚历山大掌教的巴黎；这就是使该会在巴

黎大学获得了一个神学讲座，兰为较晚的牛津。教宗们为使方济

各会士打入大学，｛象多明我会士→般地支持了他们。”

修会教授的打入大学，很快地引起了俗人教授的反对；这或

出于妒意，或出于保护组织的强立，以及他们认为已被蹂躏的整

个规则的实践。为更有效地予以捍卫起见，圣亚摩的威廉（ W.

Guillaume de Saint-Amour）蓄意取缔’乞丐修士，他认为这种生活

是违反伦理及宗教的：他的论近代危机（ Depericulis 

novissimorum temporum）的论文，于一二五六年，十月五日，受

了教宗亚历山大四世的谴责c 一二六八年，亚贝威勒的机刺德

（臼rard d ’ Abbeville）的反基督修成论的问世，又掀起一个新的

斗争。里修的尼阁老（ Nicolas de Lisieux）起而予以呼应；一二

七四年，里昂会议出而干涉，终于使乞丐修会获得胜利；实在在

修会中，也不少善辩之士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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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乞丐修会走着同一的路线， A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

圣奥斯定隐士 (I剧 Errr川es de Saint-Augustin）通过将来的总会

长，罗马的齐尔（ Gilles de Rome），而也获得教授权。在一切修

会里，神学讲座逐渐增加了起来3 即使最离群索居的西都会士，

也热衷于神学；这也可以视作当代强有力的文化运动的象征。

最初的几个多明我会神学家

（甲）奥斯定派

最初的几个多明我会神学家是属于广义的奥斯定派的；这里

只要简单地予以一叙就够了。

在巴黎大学有：

一、格里摩拿的罗兰（ Roland de Cr岳mone ），他是多明我会

中资格最老的一个老师，一二三0年始居于士鲁斯。

二、圣齐尔的若望，原籍英国，执教于巴黎；一二兰兰年，

迂土鲁斯； ’二三五年，转往牛津。

三、圣歇的余格， (Hughes de Saint-Cher) 」二三0年始，

久任教授于巴黎。当了几任省会长后，于一二四四年， t翠升枢

机。他在神学界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二五二年，圣多玛斯的被

派至巴黎，他也是一个动因。

四、塔冷太地的伯多禄（ Pierre de Tarentaise ），自→二工五

年始，迄一二七六年止，任教授于巴黎，继任省会长，一二七四

年，升里昂总主教，一二七六年当选教宗，取名英诺森五世c

在牛津大学计有：罗伯·培根（ Robert Bacon ），他进修会

时已是←A个教授；理在·菲沙克尔（ Richard Fishacre ），他是培

根的后任，基华皮的罗伯（ Robe时 de Kilwardby），他始继菲沙克

尔为神学教授（一二四八至 4二六一年），后任英国省会长（一

二六→至一三七二年），后攫坎特布里总主教（ －二七二至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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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一二七八年升枢机，遂赴罗马，次年逝世。孟陶内

( P. Mand onnet）标志：“他是该世纪内，多明我会中最有名的

奥斯定派学者，可能也是当代该派最有名的巨头。他的文学活

动，他的坚强的学理，都是超轶绝群的。他在修会中，以及在英

国教会中的崇高职位，都是成功的条件。”后来他尝坚决地反对

初生的多玛斯主义。圣大阿尔伯的态度，同他的比起来，是根本

不同的。

（乙）圣大阿尔伯（一二0六至一二八0年）

阿尔伯以一二O六年，诞生于苏亚白（ Souabe）一个贵族家

庭中。他肆业于帕雕亚；行年十六，因感于多明我会第二任总

长，萨克思的如耳但（ Jourdain de Saxe ）的演讲，与许多青年，

同进了多明我会c 结业后，他任教授于德国的各修院中。一二四

五年，他被选至巴黎，再求深造；三年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多明我会在圣雅各伯设有神学院一座，一二二九年始，加入巴黎

大学组织。阿尔伯就在该神学院任教授，他的成绩是有口皆碑

的。 A二四八年，多明我会建立了四个神学总学院。科伦就是其

中的 A个；阿尔伯被委予以组织指导〕在那儿，十二年间（ .~ 

二四八至－二六0年），勤苦钻研；不过一二五四年至一二五七

年，因任省会长，工作稍弛；一二五二年，科伦市府与主教发生

了严重的争执，阿尔｛自由为仲裁。一二五六年，他赴罗马，计划

对付巴黎俗人教授加于乞丐修会的攻击。他的所以驳斥亚吠罗派

的“理智统一性”（ De Unitate intellectus），是在当时写的；同时

他发见了亚里士多德的 A本新著作c 他于巴黎起编的广大的百科

全书，也于那时完成。一二五九年，他与圣多玛斯及塔冷太池的

伯多禄合作，拟定多明我会士的教育纲领。一二六0年，升拉的

斯本（ Ratisbonne）主教，越二年辞职，专志于他心爱的研究；

可是，他也接受并完成了在德国的若干使命。一二六八年，回到

科伦，重登讲坛。他参加的反对亚吠罗主义的斗争， －面使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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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卷问忆录（一二七0年）， A面使他再度巡礼于巴黎（…二

七七年）。他回来后，健康就开始逆转，终于一二八0年逝世飞

－－六二二年，被列入真福品。

大阿尔伯的著作，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予以

指出 它们可分为两类：关于俗学的为一类，关于神学的为另

」类3

关于俗学i十有：（一）论理学卜种．（二）自然科学二二节，

（三）形而上学十三卷．（四）伦理学十卷反政泊学八卷σ 此外

还有自然科学简编（！~agog刊，驳斥、臣吠罗说两种

关于神学（J~ if有：（一）占投（圣咏、耶肋米亚书、达尼尔

书、小先知书）及新经注正在（四福音、启示录）， （二）神学著

作（格言录注解、受造之物总论、神学提纲。）他的得尼亚掠帕

吉替卡著作注解是神学而不是神挝、学的c 这些著作以及他的演

讲，肯定i也是他写的；至于《服从天主论》 ( De Adha>-rende 

Deo），虽历久被视为他的手笔，不像是他的。

大阿尔伯的历史使命，重在科学、哲学、神学的现点下，予

以讨论二人的科学最能完善地反映他的影响的性质c 孟陶内

（比mdonnet）指出： “他的真正的光荣‘在能运用他的聪明精

神，把已经存在的人类的科学知识，简括地提供于巾世纪的知识

阶级；在能掀起一个新而有劲的文化运动‘而使中世纪最优秀的

知识份子肯定地崇拜亚里士多德”实在．他编辑的广大的百科

全书（ Encyclopedie Scientifiqu时，是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二无疑

地，他不f象j皮未的昧增爵（飞Tine

人的作品；遇到违反｛言德的东西，他就予以改正，而且还予以补

充；可是一般地说，他是忠于的亚里士多德的，他不但采用希腊

哲学士的一般科学分类（论理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算学、

形而上学 伦理学。），在阐述时，也亦步亦趋八一句话，他

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先予以融化，然后予以宣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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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功于逍遥哲学的传布。当时这个哲学，从教会方面，

引起了严重的抗议：它的自然主义（ Naturalisme）似与信德抵触

的。阿尔伯的功劳在能明了：这些难题不是索解无从的；亚里士

多德一如柏拉图，也能为基督服务ο 他在多方面，修改了亚里士

多德的学说；但未能彻底地予以厘订，而使它与信德相符。这个

事业的完成者，将是他的高足弟子圣多玛斯。可是他的先驱之

功，是不容抹煞的。阿尔伯是个宽大的精简者，他坚持着柏拉图

的导源于阿剌伯或其他民族的四行说（士、水、气、火）。十四

世纪的带奥立细阿斯神修说，还宗阿尔伯；十五世纪，在科伦成

立了一个以阿尔伯为名的大学；目的在对付当时→个邻近的标榜

多玛斯主义的公学〔失败的结果只证明了当时教学的衰落。

阿尔伯在神学上的影响，也是卓著的c 一般地说，他忠于传

统的奥斯定主义，可是，或替代地，或补充地，也采取了不少亚

里士多德的见解。为圣多玛斯的著作 通过他关于科学与信德的

关系的思想，也做了一个直接的准备。阿尔伯指出科学信德的分

野；不可能在同一的观点下，同时相信及了解同一的真理；科学

对信德负着准备及先驱的使命；理智彻底地元能证明奥迹。在这

些原则外，天神圣师也寻不出什么真正的新东西。可是，因得他

的确切的说明，阿尔伯的宗奥斯定的及实际的神学，在他天才弟

子的笔下，时变成亚堕士多德的，及思辨的神学。

三 最初的几个方济各会神学家

（甲）嘿尔蓝的亚历山大

嘿尔兹的亚历山大（ Alexandre de Hales）是方济各会修士开

始人大学研究神学的倡导者；他在修会中的声誉，不是平凡的。

关于他的生活及著作的典型研究，到现在还付缺如。他原籍英

国，求深造于巴黎；一二－0年光景，得学士学位，可能及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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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接着就在那里，一连多年任教授，尤其是神学教授。

一二三一年左右，才进方济各会。他是巴黎大学代表方济各会的

第一个讲师。在他的门生中计有洛瑟尔的若望（ Jean de la 

Rochelle）及圣文都辣（可能的）；他们将来都做了他的后任。

一二三五年左右，若望先以副教授名义，奔走左右，数年之后，

正式继任。亚历山大在修会中被视为推进修士教育派的巨头；死

于一二四五年。

亚历山大的已经证实的著作计有神学提纲以及方济各修规注

解各一部：他也应当写过圣经注疏；可是，都已遗失；现在所存

的都是民I疑的 3 人们又说他写了亚里士多德注正在，以及《两律

协调》（ Concordia utriusque juris）。至于《玛利亚大集》（ Mariale 

Magnum），《弥撒释义》 ( Expositio Missre ），以及《神学提纲》

第三篇中的《德行论》 (Summa de Virtutibus ）都不是他写的；

而德行论似是梅利顿的威廉（ Guillaume de Meli ton ）的著作；而

且后于圣文都辣，因为其中有抄袭圣师的地方。他也没有写什么

格言录注疏乞

亚历山大的四卷神学提纲，是部篇幅浩繁的著作；它的结构

元异于伦巴的格言录；卷一论天主，卷二论受造之物，卷主论基

督和德行，卷四论圣事和四末。卷四巾止于论告解圣事时c 一二

五六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命续完他的著作；梅利顿的威廉被

委担任这个工作土于是，掀起了一个批判问题：神学提纲中，什

么是亚历山大写的，什么是威廉或其他继续者写的？亚历山大自

己写的篇幅中，能没有冒充的成分么？“它不是亚历山大写的，

而是别人们写的。”这句培根的话．在什么程度下可能是真实

的？现在正在付印的亚历山大神学提纲的批判本，将来可能供给

我们一切所以解决这些难题的材料。可是，它的可靠的篇幅已允

许我们去批评作者的道理价值。

亚历山大的道理，在他的整个神学提纲批判本没有问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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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未能确切地予以以综合。根据现在所有的史料，我们觉

得：不容置啄的博士（ Le Docteur irr岳fragable ）最崇拜的老师，

是圣奥斯定，圣安瑟尔莫，以及圣微克，武的余格。他的照明说

( La doctrine de I ’ Illumination ）是属于奥斯定派的；可是，它与

圣文都辣及其弟子们的学说是相符的。根据他的心理层面，他是

方济各学派真正的鼻祖。他通过哲学及神学各个自有的对象，方

法，及确性，很好地仄别了神哲学c 可是，他多予以分划‘少予

以联系。亚历山大的观察没有放弃一切的实际性：善的现念贯彻

着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念也最能完善地综合他的整个的神学：

它在“善”的，不在“原因”的角度下观察天主3 可是人们通

过天主的成绩认识了他；天主真正存在的证理，还是因果的证

理，虽然我们的天主存在的认识是先天的c 通过这一切观点，以

及别的许多的同一倾向的观点，亚历山大可说是圣文都辣的

先驱。

（乙）其他方济各会的巴黎教授

除去在下章与予专述的圣文都躁外，计有：

一、济瑟尔的若望，他于一二气八年光景，第」个在亚历山

大后任教授；他的著作有罪过论、德行论、诫命论、｛言德道理

论，以及最重要的灵魂论2 若望虽是1亚历山大的门生，在关于神

体的质形组织上，与老师分道扬镰叫他极明朗地指出：受造之物

的本质与存在的以别是实在的u

二、若望．比伽（ John Pee、

最著名的亲j扭弟子勺他执教鞭后，或在巴黎，或在罗马，或在他

的祖国英吉利，是特别地以反多玛斯主义闻名的气一二七九年，

」二九二年间，他代基华皮（ Kilwardby ）为坎特伯雷总主教叫

他的神秘学者的倾向像督促他特意支持他认为己受到威胁的圣奥

斯定的权威，以及神学的传统性。他留下的著作，有问题式的，

有论文式的，有注疏式的；其中最近出版者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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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尔的威廉（ Guillaume de la Mare）也是英国人，也是

圣文都辣的弟子。他的写于一二七七年 （矗二八二年间的“纠

正多玛斯修士”（ Correctorium fratris Thomre）实在是方济各学派

以及大士林学派反多玛斯主义的τ

阿夸巴塔的玛窦（ Matthier de Aquasparta）又是→个圣文都

碌的门生，他先后任教授于巴黎，及波伦亚；一二八七年当选总

会长，终攫枢机，兼鲍尔托（ Porto ）主教c 他在许多著作的若

干章中也攻击多玛斯主义？

牛i幸的方济手千会学院（ Le Studiu 

f白大头（ R< ert Gr，、《JS怡f町tete ）组织的乙罗 ffl IC大学教务长，林肯

主教（」工二三五年始任），很多神哲学论文的作者。这个博学鸿

俯认为：数字：证理是典型的辩证步披 在他的高呼F，数学精神

不久就变为牛津教授的一种特殊的心神状态二这种心神状态，也

表现于修士身上。

牛津最著名的几个方济各会教授可推；

一、约克的多玛斯，他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论，的确是

」个系统化的形而上学的特殊尝试；当时圣多玛斯还作出了他的

形而上学系统c

二、华尔的威廉（ Guillaume de Ware），他好久错误地被认

为就是邓司各脱斯。他的关于格言录卷囚的问题，到现在未见

于lj印。

三、或称中村（ De Medianvilla ）的密德尔顿的理查

(Richard de Middletown）。他是圣文者15辣的门生，可是个性倔强

的他，采取若f多玛斯主义的措走。他在方济各会中的权威是很

大的；他在圣文都辣后，称雄于十三世纪末叶的讲坛上。后来邓

司各脱斯，不但补足了他们所缺的，并且代替f他们。

｛丙）下列的几个卓越的作家是不属于任何学涯的

一、都尔内的季培尔（ Guibert de Tournai）是个伦理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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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他蓄意引导人灵与天主最崇高地互相结合。胡甫指出：

“灵魂反求诸己，就找到天主，且在一粒永光下，看到它的一切

认识的基础。教育的终点在神秘地与天主相结。关于这点，作者

的见解无异于圣微克；武诸子的。”

二、奥利维（ Olivi, ou Pierre de Jean Olivi ）是以参加发展

方济各会教育运动著名的。他是个大胆独步的哲学家。胡甫说：

“奥利维崇拜圣奥斯定，在好几点上，与圣师分道扬镰；他不属

于奥斯定派。他不透露圣多玛斯的名字而予以攻击；他反对新柏

拉图主义的流出说；他虽推重嘿尔兹的亚历山大，以及圣文都

辣，尤是独特的。

三、真福雷门·吕利（ Raymond Lulle ）是哲学家，神学家，

中世纪最彪炳的多头作家。他攘斥亚吠罗主义，捍卫信德赤忱，

最应当受到批判学者的注意。我们不谈他的证理的机械组织，我

们只指出：一、他错误地强调信德为一切理智认识的必要条件；

二、过度夸张在信光照耀下的理智的能力；说它能先天地找出d

切自然与超自然的真理。对于其余的哲学问题，他重新标榜了士

林派的传统道理；可是它们 A团糟地出现于纯由他的幻想作出的

布局中。

四、罗才·培根（ Roger Bacon）尤爱研究哲学与自然科学；

虽然他在几乎一切的著作中．也谈神学c 他的第一本著作，“ -re

辑” (Opus m叮us ）以及他的最后4本著作， “神学撮要”，

(Co卧pendium Studii theologire）显然更以神学为对象。他最注意

于治学方法。他主张：一、圣经的引用应该更合理化（为此，

他窜改了圣经通俗本； Vulgate）；二、神学家应该大量地运用自

然科学；他指摘神学家，嘿尔兹·亚历山大，及大阿尔伯也不在

例外，对于自然科学都是门外汉。他表示当时的神学课程染着七

罪宗的毒素。他自以为他的使命，在予以救济；因而他或先在方

济各会中，或后在外界中，遇到什么障碍，就会大发雷霆。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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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的道理中，这里尤应当提出：一种真正的传统主义

( Traditionalisme ），与狭义的自然照明主义（ Illuminisme 

naturel）。他把人灵行动理智的任务，归于天主。这个伟大学者

过节的语言与思想，大大地妨害了他的权威。

! 五、罗格·马斯顿（ Roger Marston）在一种新术语下，也＼言

传 4种照明主义（ Illumin 

究不是圣文都辣和别的学者昕驳斥的．以及一二七七年，通过斯

德望·邓比爱（ Etienn芒 Tempier）而列入于二」九条谬说中的本

体论主义二

Les Premiers theologiens des 

Ordres Mendiant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 pour l ’ ensemble du 

chapitre) 

Doc,11s, Essai sur l ’。rgαnisαtiοn des etudes dαns l ’。rdre des 

Freres Precheurs, Paris, 1884, -H. D1cr,1r1 F ，。uellen zur 

Gelehrtengeschichte des Predigerordens im 13. u. 14 I . , clans 

Arch. fur Litt. u. Gesch. , II , 105 吨. P. M \Nlll"N川， Siger de 

Brabαnt, lntrod. , ch. II ; De l ’ incorporαtion des Dominicains darzs 

rαnc. Universite de Paris, clans Rev. thom. , 1896 ( t. IV) , p. 

133-170; Lα crise sealαire au debut du 咀＇ s. , et la 卢nd. de l'O. 

des Freres-Prec如urs, clans Re11. hist. eccl. , 1914 ( t. XV ) , p. 

34-49; Fr古res Precheurs ( Lα theol. dαns l ’。. des ) , dans Dir:t. 

theol. , col. 863-874. -R. M,,rnrn”喝，。uelques “ Premiers ” ma it res 

dominicains, dans Rev. scienc. phil. theol. 1920 ( t. IX ) , p. 

556-580. 

p. DF: M ,\RT!G~毡， La sealαMique et Les trad. franciscaines , Prr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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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Eu:-;r,E:usn: DE S.11NT帽BtAr, S. Fr，αni;ois et lα science , Paris , 

1895. H. FnDrn,Ceschichet …, Fribourg, 1904; trad. par Eusf:BE 口ERrn~

rn-Dt.ι ， Hi.1toire des etudes dαns l ’0 de S. Frα9oi.1, Paris, 1908, 

Enou1rnD ’ A1 F飞州， Fr古res Mineurs, clans Dict. theul. , col. 828-830 et 

862. E. Gn.＇川， La philosophie de S. Bonαventure, p. 46-69. 



第九章圣文部辣

生活

圣文者［I辣如圣多玛斯，也是神学界的巨星σ 当天神圣师为神

学打开新途径的时候句炽爱圣师正尤在努力系统化当代流行的，

所称的奥斯定派神学飞他的下作，是极有关系的3 他上而为嘿尔

兹的亚历山大的日任，下而为终于是定方济各会奥斯主主义的邓

司各脱斯的先驱c 圣文部辣的综合，实在是极忠于奥斯定精

神的c

文都辣的综合，是在保持这个精神的前提下计划的：为此他

的许多命题，哲学的也不在例外，倾向神秘；尤为此，他在神学

中．强调着善的观念二面对着他．圣多玛斯根据另A个新计划，

也在系统化传统神学。天神圣师强有力的综合，是客观地符合圣

奥斯定的神学的；而且为了他保存着奥斯定最开心的 A切命题，

也是忠于奥斯定的精神的；可是通过他的主知l方法（ M岳thode 

intt"llectualism时，以及亚里士多德学的运用，他是与多玛斯坚决

地背驰的。多玛斯的神学系统，为着它的明朗、联系、深刻、简

单、权威无比地，通行于圣教会内。为r它在一切的学院中公认

的权威性，在后面将完整地，草领地予以一叙。可是，不应该就

为此疏忽另一个很有用的系统、在予以介绍时．我们尤注意于它

的方法，虽然我们也标帜圣文都辣的为人，以及他的道理活动。

斐丹萨的若望（Jean de Fidanza) , l皮那文都辣（ Bonaventura) , 

以·二二一一年，诞生于微；武波（ Viterbe ）附近的 a个小城里τ

他年幼时患了一一场重病，后因圣方济各的转达，得霍然而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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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名字“鸿运”（ Bonaventura）是由此产生的；实在他的投

身方济各会，是与这个奇迹有关系的。虽有人说他是于一二三八

年进修会的；可是，一二四三年，更觉近情。他肆业巴黎时很可

能认识，甚至听过嘿尔兹·亚历山大的讲话。文都辣每称他

“我们的慈父老师。” ( Pater et Magister noster）一二四八年，文

都辣开始教授神学于巴黎， 」二五七年才离职：他 4面诠释圣

经，一面注解格言录。他的大半的神学著作，完成于该阶级内。

一二五三年左右，离科伦来到巴黎的圣多玛斯，当时正在圣雅各

伯学院内主讲伦巴的格言录。他俩一起捍卫修士们的教育权：为

了圣亚摩的威廉（ Gui-llaume de Saint Amour），有意剥削多明我

会（－二五二年），方济各会（一二五四年），以及其他乞丐修

会的大学教授权。为抵抗这个暴风雨，文都辣写了若干美丽的论
文，其中《基督的神贫论》（ De paupertate Christi ）一篇，最为

生色。修士的教育权问题，终于得到了光荣的胜利。一二五七

年，十月二十三日，多玛斯与文都辣，隆重地被任为巴黎大学

教授。

自一二五五年始，文都辣为了俗人教授的反对，未能在大学

中授课；及至被任为教授后，他就正式放弃讲座。一二五七年

间，行年芒六的他，当选方济各会总长。于是，重任压肩，再不

能钻研神学问题了，虽然例外不是没有的c 在这极度困难的时

代，他智慧地统治着他的修会。当时在会士中，发生了两种不同

的倾向： A派主张根据圣方济各原始的修规（ Regula prima）及

遗嘱，恢复会祖最初的典型生活；一派主张根据一二二三年经罗

马核准，会祖亲自接受的修规（ Regula bullata ），进行一切。圣

文都辣一开始，就坚持罗马核准的修规，而命令修士一体予以遵

守。为团结会士，及订正先前的圣祖传记起见，他另写了一本

《方济各会祖传》，共计十五章，又称“大传”（ Legenda major) ; 

字里行间，洋溢着祥和孝爱的气氛，确是本典型的圣人传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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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写r一本小传（ Legenda minor），这是所以补充大传的；内

中所叙的，是人们在圣祖死后，通过他的转达而获得的奇迹。大

传是于 A三五九年，文都辣游阿尔物内山（ Alverne ）回来后写

的；一二六三年召开的比萨总务会议，予以核准。圣文都辣主持

了不少的总务会议，而修会行政也就得到了决定性的组织。会议

席上，他热烈地发展圣母敬礼；他可能于一二六三年，建立了圣

母受孕瞻礼。教宗们都很信任他，频繁地要升他为主教，他始终

予以婉辞。他虽无暇参加教育工作，很关心文化运动。他也百般

努力为提高青年会士的教育水准。当时他才完成了若干小册子，

综合了他的深刻无边的思想。 A工七0年左右，掀起了多玛斯主

义纠纷；他虽不直接参加，却赞成方济各会士采取的立场。

一二七三年光景，因额我略十世的嘱托，他遣若干会士赴拜

占庭，与希腊拆教徒磋商一切。希腊拆教归向罗马协议， －二七

四年、在里，昂签字，可惜不久亦变了卦ο

圣文都辣也是个演讲家，当代第一流的演讲家ο 兰i他居巳黎

时，就在演讲圣道上努力。升会长后，他继续这个神圣任务。在

他的听众中，时可以找到极有声望的人：大学教授、枢机、君王

教宗都不缺。他留下了很多的演讲。格禄（ E. Clop ）标帜：“他

虽不是个群众的鼓动者，如帕雕亚的安多尼，以及若干方济各会

士，他的辞藻是强有力的。为此他的传记作者，法布里阿诺·方

济各说他讲话时，万籁俱寂c”他的演讲是充满道理的，可是层

层说来，又明白，又有条，又生动，又淋漓，使人易于了解。他

的演讲像是有定型的：引语（ Texte ），导言（ Exor<le ），一端或

多端的发挥（ Develo-pement ），例子（ Exemple ）及结论

(P邑roraison）。他也晓得迎合昕众的心理，不怕提出聚讼纷纭的

问题－一二七三年，他向大学生关于天创世（ Hexameron ）的演

讲，尤其是典型的。它们向我们报告了圣师最后的思想。这一系

列的演讲，他未能予以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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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兰年，额我略升他为枢机，兼亚尔巴诺主教；并且严

令予以接受，为了教宗要他代表出席里昂公会议。在这样的一个

意愿前，他只得俯首顺命；一工七四年五月他辞总长职，遇赴里。

昂，致力于公会议一切事务，尤努力于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合一

的问题。这个问题终于一二七四年，七月六日，获得了圆满解

决。八天以后，圣文都辣就告长逝。一四八二年，被列入圣品，

一五八七年，教宗西斯笃五世尊之为圣师。

二著作

圣文都辣的著作是浩繁的：其中半数是有关神学的，而且非

常重要；可是，其余i主疏，演讲，神修诸作，也是不应该忘

掉的。

（甲）注疏著作

在古经方面，他注解了甘ii道篇及智慧篇；在新经方面，他注

解了若望及路加福音。路加注疏的士林色彩最淡；因为作者的主

要目标，不在培植注正在人才，而在培植讲道人才。或错误地批评

他太着重字义；实在他强调的字义，是以字面为依据的，试一看

他自己指出的原则，就可以一目了然：“谁轻视圣经的字面，谁

总不能了解字义。”此外，七九篇关于若望福音的演讲，也可以

归纳在这栏里。

（乙）神学著作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气册狭义的士林神学作品，三册神秘色

彩较浓的作品。

一、《格言录》四卷注正在是圣师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以后

他写的都以此为不动之基c 他忠实地循老师指定的路线，一卷

卷地，一章章地走过去。在分析了一章之后，道理渐趋深入地

透露于一系列复分为问题（ Questions）的节（ Articles）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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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在那个就是解答的结论中，圣师游刃有余地，讨论那些最

深奥的形而上学及神学问题。文都辣的注疏是特别地深入的。

在伦巴格言录引起的无数的著作中，圣文都辣及圣多玛斯写的

两部，是最受人重视的ο 或以为圣文都辣时抄袭了他的前任，

嘿尔兹·亚历山大的著作。这是为了他的论德行的第三卷；这

卷几乎一字不易地见于亚历山大提纲中。应当晓得：这本是文

都辣的著作，而是由后人放入该提纲中的。或又以为论圣事的

卷四，写得最逊色；可能就是最先写的→卷：卷中，不但存在

着若干游移的道理，而且若干论调己根本陈腐了。这些缺点仍

无损于整个著作的伟大价值。

工、《短谈》（ Brev川oquium），是本简单的神学提纲，它是

前书的撮要。圣经学导言以外，该书先后讨论了：圣兰、创世、

罪恶、降孕、圣宠、圣事，及囚末。

兰、《一系列难题》 ( Questiones disp川at挺），久后才印出；

官关于圣师道理的几点’提供了宝贵的启豆J二： “基督知识论

问1毡七；“圣三奥足i仑．＼｜可题）＼. ；“福音｛彦义论”，问题四。

四、 －二 II；九年．圣师写在阿尔物内（ Alverne ）山间，以

引人瞻想为目的的《灵，止归向天主的途径》（ Itinerariur川是很

复杂的；可是，正为了这点，它是圣文都辣神学著作中，最著名

最深奥的一种。我们要予以了解，应当避免两个极端：这不是本

不带哲学观察的纯粹的神秘作品，也不是本不带神秘观察的纯粹

的哲学作品。根据作者的目标，以及整个著作的精神，它是浓厚

地神秘的；可是，文都辣在发挥他的思想时，运用了一大堆神哲

学观念。这些观念是他卡年教授的结晶，而终于做了这部著作的

骨干3 我们在后面应当予以分析c

五、《艺术纳入神学论》（ De reductione artium ad th回logiam) , 

是本小册，它指出了此世在荣光前照耀我人的六种光。这些光就

是：圣经之光，感觉之光，机械之光，主理哲学之光，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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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伦理哲学之光。作者通过这本书反映了他最关心的一点：

应该视天主为一切的中心；一切知识，应该归于天主；就是应该

在一切人的思想的成绩中，寻求天主的照耀之功。

六、《六天创世论》（ Collationes in Hexaemeron）发挥了七种

属于人的有级别的照耀；圣师们把它比诸梅瑟所谈的天数c 二三

讲展出最崇高的神学，教理及神秘真理。它们的听众本是大学员

生，为了他们应当武装起来，以反抗当时流行于巴黎教授中的种

种异端邪说。

（丙）演讲著作

文都辣的演讲著作是极广大的；这点．从卡拉基

( Quaracchi）的发行者，大量地予以付梓后，尤觉显著。这部著

作包括谈话，（ Collationes）以及真正的演讲。在上面我们已把七

九篇若望福音谈话，放在注正在作品中，二三篇六天创世谈话，放

在神学作品中。这里，还应当加上九篇圣神七恩，以及论天主十

诫的谈话。

真正的演讲，为数更大，可分五种，神学演讲五篇属于神学

作品；其余四种包括四七五篇演讲：有属（一）应时者

(Sermons de tempore ) （二）有属论圣贤者（ Sermones de 

Sanctis) , （三）有属谈童贞圣母者（ Sermones de B. M. Virgine) , 

（四）有属杂题者。（ Sermones de diversis）不少的演讲，纯是→

个纲要，频繁地是昕众速记，而未经作者审阅过的；那末，自然
其中不免有多数的缺点。可是，应时的五三篇主日演讲，是由文

都辣亲手写的；他们透露文都辣确是个伟大的演说家。他的宗教

演讲原则见于他的论演讲艺术小册中；可是，这本小册的历史性

不是没有问题的。

（丁）棉修小册

圣文都辣的神修小册与相传由他写而应予否认，或怀疑的比

较起来，为数很少。发行人坚持为圣师之作的十篇，一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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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简质实的；其巾有几页，确是超轶绝尘的。

（子）《爱火》 (I配endium amori；；），或称“灵心归向自己的

途径” ( ltinerarum mentis in Seipsum ），又称“三路论” (De 

triplici via ） ζ 它指出：灵魂怎样通过默想之路，祈祷之路，瞻想

之路，能得真正的智慧，以及凭爱与天主相结。这是本共为三章

的小册。作者不大发挥他的思想；他所用的字，每是多方面的；

一种微妙性实是令人摸不清的二

（丑）《自话录》（ Soliloqiuum ）及《生活之木》（ Lignum

vitce ）都是默想二自 i舌录用对话式作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一）

罪的后果，（二）世物的难久，（三）死I二，（四）四末的热心

推论。生活之木包含四个极短的关于救世主生活死亡的默想。

（寅）关于耶稣基督的计有：（一）论童年耶稣的五个瞻礼

（受孕、诞生、立名、三五来朝、献堂，）论中文都辣神妙地，

解释这些瞻礼的对象通过可觉的东西引人灵魂认识最崇高的超自

然真理； （二）玄义葡萄（ Vi tis mystica）论中，圣师把葡萄属

性，种植，果实拍在救世主身上。

（卵）其他的著作，或为简单的热心引，或为神修指导。

一，炽爱天神的六个翅膀，向长上们标帜他们应有的六种德行；

热烈的义德，对于旁人的爱德、忍耐、善表、节度，对于天主的

爱情。二，预备行祭叙述举行弥撒的方针。兰，吾主受难经课包

括圣咏及别的祷词。四，致修女论缮修，及灵魂管理，都是关于

内修生活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圣师的若干关于修道及方济各会的

著作。他的两本圣方济各传，论基督神贫，为穷人请命，是最

著名的。其余八种，或为特种修规，或为修规释义，或为修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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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理

（甲）圣师

教友的热忱常以圣文都辣及圣多玛斯的名字同举，这个联系

应该索解于他俩崇高的道理权威。在教父时代后产生的圣师中．

无疑地他们占著前茅。他俩都是典型的神学家。圣文都辣虽没有

写与圣多玛斯同型的神学集成，可是他如圣多玛斯，也注解了格

言录。这本巨著的深刻性，被推为这类著作的代表作，为了已定

的方法，圣文都谏虽只得株守樊笼；他的天才时有卓越的表现，

其中若干篇幅是缠绵悻恻的；圣方济各肖子的姿态，跃跃椿端。

炽爱圣师也是个神秘者。关于这点 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物

iiE ；这也就是他所以别于圣多玛斯的一点。多斯玛在他的道理说
明里，经常只以圣经，传统，理性为根据。相反地，圣文都辣以

圣奥斯定门生的姿态，每乞灵于圣神的崇高定光；他认为一个基

督徒的成全的生活，就以此为总机。不错，他的纯谈神修的著作

是稀少的；而且在这点上，｛也不足与圣伯尔纳多相比；为了圣伯

尔纳多的倾向，或于教导上，或于圣宠描写中，首先是实际的二

可是他像圣安瑟尔莫，像圣微克式诸子，可能比他们更强有力

地，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反映出一种热烈的神秘活动；他的道理

也充满着这种精神；他的特致性也就导源于此。

圣文部辣是个十A足的思想家，哲学家，在他研究信理的工作

中， a种思辨的大胆性，直等于他服从天主之言的坚决性，以及

他对于宠光的忠实性c 无疑地，他没有不顾神学地去研究纯属于

理智领域内种种问题，如宁宙，如物质，如灵魂，如知识与伦理

的最后基础。他都以·个真节学家的立场，根据它们本身的原

则，审慎地予以讨论。认识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这

个问题，至少为一个基督徒，是同理智与信德的关系问题，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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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与任何超自然的因素无关。圣多玛

斯为解决这个哲学问题，谨慎地区别了属于自然的理性，以及属

于圣宠的信德两个领域。圣文都辣认为：这个让步是危险的，他

原则地在可能观点下，承认这两个领域的民别；可是实际地予以

攘斥，指出这是违反天主纳人于超自然领域的意志的。

同j亥确切了解圣文都辣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人的

理智有四种不同的任务：一，它可能根据自然领域的原则，不援

用超自然领域的任何理由，只在寻求真理的前提下，解释孤立的

自然；二，它可能运用自然的理由解释自然；司是这些理由，或

显明地，或隐约地，常倾向一种较高的领域，尤其是灵魂与天主

的神秘结合；三，它可能通过权威的证理解释已经成立的信德

真理：四，它可能在神秘宠光照耀下，在默想、天主中，在视宇宙

为天主的功绩，引人归向天主的工具 F，予以高一级的见解。第

一种任务是纯哲学的；第二种是带神秘色彩的哲学的，第兰种是

狭义神学的，第四种是瞻想神学的，或神秘、哲学的。圣文都辣只

承认后面三种，却排斥第一种；这是他与圣多玛斯的争执点 L＇无

疑地，他不否认人有权利制造一种纯以理智为根据的科学，一种

纯人的，类于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哲学；可是他否认它的合法

性，尤其是与为→个基督徒。他还强调在这三种活动里，理智是极

自由的，尽能随意驰骤，不但在神学上，还在带着浓厚色彩的哲

学仁。

大家－致承认：圣文都辣是个神秘哲学家；可是有定型的神

秘哲学家。一个人很能是个哲学家，而不妨明朗地把狭义的神秘

因素放入他的哲学内；例如研究宇宙，不单凭理智提供的一切，

也凭由信德，尤由一个照耀在宠光下的光明信德得来的真理。这

样的施于启示真理，又施于宇宙，及受造之物的观察，为着它的

对象，也可以称为哲学，神秘哲学。可是，为了它照耀于信光

中，更好叫它为神学，实用神学；或为了它的目的，我们且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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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瞻想、神学。在文都辣著作中，不少的篇幅是属于这类的；他的

最著名的一本小册子，“灵魂归向天主的途径，”也就是这类的

作品。可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有别的成份：他确也是个哲

学家。

炽爱圣师根据他的哲学的趋向，也是个神秘者。他虽没有写

什么提纲，他留 F了」套组织严密．极有系统的哲学之道。可

是，圣文都辣的哲学组织，具有另一种用意c 圣多玛斯的哲学，

是自然哲学，纯主理的及自然的；相反地，圣文都辣的哲学趋向

一种高级认识；这个高级认识，不但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直接归

属的一种基础。为此，一切自然问题的解答，一如在后面我们要

说的，也受到了这个倾向的影响。正为了这个特殊的趋向，他的

道理该在哲学观点下，予以提出；可是它不失为一种带神秘趋向

的哲学c 这个特点，一方面，像是一种弱点，另 A方面在许多观

点下，却是一种力量c 带着这种特点的道理，极便于解释瞻想的

超奇圣宠，以及预备灵瑰予以接受。可是，不应该过度地予以强

调，甚至重视圣文都辣的哲学，是惟一可以为一个可靠的神秘生

活的、合理的、巩固的基础。一切依据一种确切的灵魂认识的哲

学，都可以足够地负起这个使命：圣多玛斯的哲学，关于这点，

提供了若干特殊的保障ο

根据上列几点，我们可以」望而知：谁是圣文都辣尤崇拜的

老师。在一篇著名的，“以基督众人的老师”（ Le Christ, maitre 

de tous ）为标题的演讲里，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

答案。他崇拜亚里士多德的学识，他解释自然之物的天才；他认

为在这点上，他是天字第 A号的智学家；可是他指摘亚里士多德

的视线常是向下的；因此犯了奇大的错误；他不识模型主义

( Exer叩laris-me），不识天主的上智，不识宇宙终穷。柏拉图也

是个智慧之士，他认识观念，高级的理由：可是，他与他的门生

们，为了没有真正的信德，也不能避免错误ο 真正的老师，基



第九章 圣文都辣 447 

督，在奥斯定’找到了一个最优秀的舌人（ Interpr e ) o 基督通

过圣神，给了他智慧之言，科学之言。圣文部辣谈道时，常面向

圣奥斯定，遇到‘切有关神学及内修的重要问题，他必就正于希

坡内主教c 为了他的领导，方济各会的神学家，都荣幸地自视为

圣奥斯定的门生）

炽爱圣师对于方济各的奥斯定主义，似没有正式地予以订

定，但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二奥斯定的精神，虽不是圣方济各会学

派的专利品，在若干观点F‘却到达了顶点｛至于圣文都辣的道

理组纠（ Co叩吨 ductrinal ）‘在但多点上，他简直抄了圣奥斯定

的；可是在许多点上，实驾而t：之。他尤在哲学上，解释并频繁

地补充了希坡内主教指出的深略的学说c 他有时太玄妙地作了若

干系统化的造类。他不稍犹豫地从他所攻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

中．采取了若干重要的成分；他也受了犹太及阿刺伯哲学的影

响；甚至得尼亚掠｜怕吉普卡也不在例外。最后，他又利用了两世

纪来公教思想家的成就。他的著作，他的漫长的努力的结品，是

个完整的，强有力的，以及极 A贯的综合。可是，我们不能肯

定：他的思想就是圣奥斯定的思想；它只是非洲圣师的一个美丽

的注解而已。人们可能找到其他同样合理的注解，但是不可能找

出一个同它一样美丽的注解c

( z, ）哲学
这里，我们只指出圣文都辣的几个最耀眼的措定c 它们是那

个异于圣多玛斯的，完整而纯一的系统的环节c 这两个平行的系

统．就是在互相遭遇时，为着出发点，一般灵感．以及倾向的不

同，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在这种哲学里，造物主的存在，被认

为必然的；这不是为了理智不能证明他的存在；而是为着这个真

理的、显然性，证明像是多余的；而且信德在自然真理的领域内，

也特殊地加强理智～

一、圣文都碟的哲学的重要措定是模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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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尔松（ Gilson）且指出：“模型论”，就是他的形而上学的

因素。就在这点上，圣文都辣已异于圣多玛斯；天神圣师在他的

形而上学里，虽也谈模型观念 (Id巨es exemplaires ）；但只在自然

归结的名义下。圣文都辣这样予以重视，可能也所以排斥亚里士

多德主义（ Aristot岳lisme）；但是尤为了他要通过节学，在可能范

围内，运用理智及信德的一－切工具，为宇宙作出一个，不是粗浅

的，而是彻底的解释。为此，他研究受造之物，不着重它们的本

身，而注意它们的原因，神的本质；尤注意于它们永远的模型，

神的观念。神的观念与神的本质，实在是没有分别的。神的本质

是一切的原因与模型；它在每一样东西上，烙着一种他的思想的

不容毁灭的印象。这些印象时而纯为一种影子，假如神的表现是

遥远模糊的；时而为一种痕迹，假如那个相似性是清晰的，虽还

是遥远的；时而为」种肖像，假如相似性是密切清晰的；例如人

的灵魂，天主不但是它的原因，也是它的行动的特殊对象。这些

万物与天主的相似性是它们普遍类比的基础；它们为我们在一定

的角度下代表天主，而且我们只在神的观念实现的观点下，可以

了解它们。

二、关于自然（ La Natu陀 en g岳neral）的一切问题，圣文都

辣也匠心独运地予以稽察c 这里，我们只指出其中最扼要的

三三个。

（－）他.＠.然强调从乌有中的造化，而造化应该是有始的。

在这点上，圣多玛斯也表示赞成；可是跟着亚里士多德，他认为

永远的造化是可能的。文部辣标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是矛

盾的。文都辣论“从乌有中”（ Ex Nihilo）时，极注意 Ex，并且

以为找到了先有（ Anteriorite）及后有（ Posteriorite）中关系的起

点。他又加上了五个证理。他特别强调：这个学说假定的“无

穷之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宇宙既是人创造的，应当就有无数

的人；不然，就应该承认那个荒谬的轮回说，或理智一统的道理



第九章 圣文都辣 449 

(Unite d’intellect）。从此可见，炽爱圣师早在一二七0年光景掀

起的大纠纷前，攻斥了亚吠罗学说。

（二）受造之物的组织，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区别了兰

种组织成分：质、形、联系（ La Ma-tii're, la forme, et leur 

conjonction ）、看来，联系的指出，纯为着他想在受造之物身上，

找到三位的象征。可是，在一切受造之物房上，“质与形”是不

同的实际． 1日“本质与存在”．·‘行动与本能”，也都是不同的

实际。这兰套观念，是彼此可以转换的己那末，天神也是由质形

组成的了：他们已不能称为“自仔形” ( Formes st山sistante吵

了。这里，质并不与夭神的纯神性对立的；质纯是变更性（ La

Mutabilite ）及被动性（ P出sih山te ）的原因； t:f.门在一切偶然存

在，而由行动与本能组成的东西身上，是分不开的c 质也是个体

性（ Individuation）的原因；这样，圣文都深避免了圣多玛斯在

肯在每个天神组成一类的极端措定ο

（主）圣文部谏所说的“形”，不是多玛斯派所说的“形” c

多玛斯；；r- 听说的”形”指 A种“原因＼它寸、但确；E地限市4 一A个

臼然物（＼＋主山F们．［百1旦 f台以」种丈！本的成全 文都辣所说的

“形

“多形说，＇ ( La plurnrite de,, formes ），尤其是那些发光休，在组织

Jf~ ( Forme constitutive ）以外专还有 A 个实体补 Ji;, ( Forme 

suhstantielle eomplementaire ），就是光士再者，能接受许多形的

质，不纯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受力 c 文都辣认为：如果不然，

第二原因应该具有一种真正的造化能力 τ 应该相信：在质中存在

着在垫眠状态中的 A系列“形”；而各种自然闪素予以发展。这

些种于发展（ Raisons seminales）就是“质、形”的联系。这也

是圣文都辣的哲学所以异于多玛斯派哲学的另一一点c

气、灵魂在‘种带神秘倾向的哲学里，应该占着一个重要的

位置；炽爱圣师满足了这个要求，并且对于灵魂表示了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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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

（一）人的灵魂在肉躯以外，本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它虽如

天神的实体，由质、形组成，并不失掉它的神体’性；而且这己足

使它个体化。可是它也能与一个有组织的肉躯结合；而它藉种子

发展（ Raisons seminales），就是这个整个实体的形。这些垫眠的

潜力，要求一种补充物，正如本已有形的肉躯的潜力，也要求进

一步的成就。

（二）圣文都原在灵魂上，辨别了若干能力。他论这些能力

与灵魂的本质（ Essence ）的关系时，采用了奥斯定在《圣三

论》（ De Trinitate ）中有关该问题的几页ι 希坡内主教特别想证

明灵魂是三位一体的天主的肖像；他的用心尤是神秘的，神学

的。奥斯定的忠实弟子，圣文都辣为排斥吁时流行的各种邪说，

在哲学范围内阐明了老师的道理。他既否认灵魂与灵魂的能力的

根本一体性；又再认它们是偶性（ Accidents），或是与本体分不

开的属性，又杏认多玛斯指出的它们间的严格的分野ο 文部辣以

为：它们在能力的观点下，别于灵魂；可是在它们的物体的积极

内容观点下，它们是相等的；不应该视它们为偶性，而应该视以

为一种实体。它们似是实体的直接后果（ Promotions immediates 

de la Substance）：为了→个没有记忆、认识、情爱的人灵，是不

可思议的。

（三）记忆，与其说它是种能力，不如说它是个行动c 人的

因素能力是理智及意志；它们都是属于灵魂的。在它们以外，文

都辣又指出两种下级能力，生长能力，及感觉能力。感觉能力的

行动，密切地与灵魂联系着；灵魂不停地针对着它们工作唔边为

予以指导，边为予以完成二再者，可以感觉的东两，是灵魂无形

的活动的必要条件。在一般的真理的角度下，可想的东西，是由

理智从可以感觉的东西中抽出的。理智用两个步骤为完成这个工

作：主动理智（ Intellect agent）并不单独地去从可以感觉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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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抽出可想的东西；它尤准备这个由主受理智（ Intell时t

possible）予以完成的抽象工作。主受理智虽能自力地趋向可想

的东西，却不能独力把蒙在鼓中的官抽出来。那末，主动及主受

理智，与其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能力，不如说它们是同一行为的

两面2

四、奥斯定忠实弟子圣文都辣，非常注意原则的组成（ La

formation des principes ）；因为原则是灵魂的光，并且具有使灵魂

变成天主的肖像（ Image de Dieu ）的特殊能力 L 圣师频繁地声

明：它们是天生的（ Innes ）；这个术语，不但在狭义的解释下

（许多学者坚持此点），在广义的解释 F，也是违反奥斯定学说

的主理的；为了天生的观念能摒绝天主对于智力在活动中的特殊

协助。圣文都辣只承认理智的天生性；原则是寻求来的。原则是

我们的理智最先组成的知识；当它与外界开始接触时，它就毫不

费力地，予以组成；以致我们认为它们在予以标帜的思想中，是

自然而然的之那末，原则是自然而然地组成的 4 它们与明显的真

理的关系是出于一种直觉的。这些真理高高地指导人的一切理性

行为．不但在EZ；丰豆豆理论范围内．也在伦理及实际范围内；而且

也不问可前的或是灵魂最高部分的向善的倾向．或是辨别善恶的

良知。这是理智开始工作时，直接取得的“自我认识” (La 

Connaissa肘e de 切i ）。它通过“自我认识，，，获得认识天主（ La 

Connaissan 

工具．就是那些光照它的原则，那些天主为光照它而在它展开的

原则二说到这旱，应当→谈奥斯定学说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那

个特种的光照（ lllumination Sp手ciale ）问题。

这个光照频繁地受人误解。圣文都辣早就攘斥那些本体论主

义的先驱ο 他们认为：人在世界上，不但在天主的本质中，认识

天主，还在天主认识一切ζ 圣师没有说：天主在人的认识过挥

中，原则的认识不在例外，执行主动理智的任务c 这点， →i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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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几段文字，就可以了解σ 他的道理可包括在“共睹” (La 

Contuitio川一个术语内。“共睹”是对于天主的一个间接认识；

天主的特殊合作，不但为这个认识奠基，并且保证我们对于那些

原则的认识的确切性；这个认识的必要性及不变性是真理的标帜

及条件。这个性质不可能来自对象皮我们；它们的足够的理由只

能归于天主的观念的→种对于我们的原始的观念的活动c 这个活

动既不是天主的 A个明显的启示，也不是我们的认识的单纯的创

造；而是一种行动及指导（ Motion et Direction ）。它以统驭与牵

动，切的永远理性为准则。这个活动向该是直接的；可是rt;并不

使我们面睹天主；我们只在天主的绩业，以及闷着天主的绩业看

见天主、J 这就是所称的“共睹”（ La Contuition) c 人们对于这个

玄妙的分析的精细，都表示惊奇，但不应该把这个又复杂又丰富

的道理玄妙的分析，与其余的观点隔离。

届然，奥斯定派的“特殊光照” ( llh iination Sp｛~c溢

可能归纳于这个“自然共睹” ( Contuition naturelle ）。在→个观

点下，奥斯定眼中的“光照”的也罔小于前面所说的：闪为他

的说明，并不包含这样多的缤密的哲学议论。可是．在另~ ~观点

下，它的范围却大于前面所说的；这个观点是与圣文都辣以及那

些在 f·兰世纪学派剧烈斗争中，（11言反对初生的多玛斯主义，保

卫丰rji修生活中心的学者的深刻的思想吻合的 他们强调那些基层

原则（ Premiers princ:ipe＂）的神的准确性（ Certitude divine) ..同

为在它们，通过它们，夭主自显f人〔原则的直觉暗暗地包罗着

对于天主的间接直觉。这个在觉就是一种自然共路；它是信德及

智慧的基础ο 这两种直觉产生另 A种超自然直觉。圣奥斯定所说

的“神光照”，（ Illumination divine）就指这－切η 无疑地，在他

眼里，世人真实和伟大的光照，是由信德及智慧来的；这是天主

在灵魂上的工作。为了“特殊光照” ( Illurr 

f旦｛吏网种直觉是可能的，而且遥远地予以准备，也得称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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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在它是天主上智的一种极特别的工作，即使这种工作不

i扫一般的自然合作。真理通过基层原则直觉，在心灵上自然的显

露，为 A般视这些原则为灵魂所以是天主的肖像，以及使灵魂通

过智慧，能接受超自然的肖像的人 已是一种“特殊光照”

( Illumination Sr由·iale ）。在这样的观察下的光照，应归于 A种神

学， A种神秘学（ Une Mys-tique）它在奥斯定派，尤其是在圣文

部辣的眼里，所以被看得这样重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丙）神学

我们在 J－.面阐述的节学确定 F圣文部辣的神学的特性产这

里，只要指出它的几个措定就够了。

4 、文部辣认为“天主存在”，是用不到狭义的证理的。实

在，在他标榜的升向天主的气路中，第一路不像是个证明，而是

个在接的感觉：我们对于智慧，幸福，和平的自然倾向，假定对

于大主的 4种认识r 这个认识，正如基层原则，是天生的

(inn仕）；它的原因是灵魂与天主深刻的肖似l 这个认识隐藏在

我们灵魂的最深奥和最高尚的倾向中。这些心理议论，很能采作

培二路的｜大｜果,fg点：可是圣文都辣尤乞灵于来 （－1 感觉的论据三这

些论据的选样是漫兀标准的，而且他也不像多玛斯 A般地予以外

类f 彻悟原则（ Prim叩e d’ordre intelligible）是首要的；因为在城

原则里，巳蕴藏着对于天主的认识。偶性的，不成全性的任务，

不在使人认识天主，而且揭露已经存在人心中的对于天主的认

识、第二路与第－路的联系，就在'2也强调对于天主的隐暗的认

识τ 第三路内‘我们通过天主的观念，升至天主；这是→个刑二f

天主的明旺的认识c 官虽基于隐暗的认识，可是在理智的研究，

信德的报道下，己大大地发展了。我们对于“完物” ( L'EtrP 

parfait ）的观念，出于驾驭理智生活的神打（ Forc·ps 

句If阳elles) ·~这个观念标榜着“完物”的存在，因为“存在”

是属于“完物”的问素的。圣安瑟尔莫iiE理的 A 切价值，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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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假定为根据。圣文都蝶的三路，逻辑地彼此相成，引人

一级级地，获得对于天主，一个愈趋明朗的观念。｛言德完成理智

论据的工作，就在予以巩固巾。信德加 t了新的真理：显然其中

最重要的，是在→体的天主中存在着三位c

二、圣三是奥迹中，对文都辣，最有吸引力的·个c 他在注

正在中，漫长地予以解释，并且不厌其详地说明： “生” (La 

generation），及“受生于天主者” (L’Engendre en Dieu ），能是什

么？在天主的“一种爱的发”（ Une Spiration d'amour），及所称的

“爱神”（ Le Spiritus Amoris）能是什么？“途径”（ L'Itineraire ）再

三讨论了这个奥迹。第三章内，圣文都辣把人的“三司”（ Trois 

facultes ）看作圣三的 A种肖像c 为补充这个见解，他又从另！J一

个领域内，举出了若干象征。可是，第四章是关于圣三道理最优

秀的一·章c 在该章中，炽爱圣师根据得尼亚掠帕吉替卡下面的一

句话：“自我发展是好的”（ Bonum est diffusivu日1 sui ）指出关于

圣兰奥迹的一个更崇高的见地。同该明了，圣文都辣并不想狭义

地证明这个启示真理，他一定晓得：一、奥迹是不可能狭义地证

明的；二、我们对于天主所有的认识纯是类比的。

三、关于圣子降孕的目的，圣文都辣与嘿尔兹的亚历山大，

及大阿尔伯，是分道扬攒的。圣文部辣指出：降孕的日的是内在

的，就是为了它本身的美善，与人类的堕落无涉。这个学说，整

个的方济各会学派，跟着邓司各脱，予以接受3 但是圣文都辣如

同圣多玛斯也承认：救世是基督降生的重要目的。圣方济各的肖

子，圣文都辣在他的著作中，尤在“性命之木” (Lignum vit剧

中，大大地有助于救世主苦难敬礼的发展台

四、文部辣对于玛利亚的敬礼是最甜蜜的。我们现在还能披

读他的二「七篇歌颂圣母的演讲。炽爱圣师极口称扬圣母的一切

特恩，尤其是她不染任何瑕点的特恩，以及诞生前受圣的特恩。

可是，他不相信圣母的始孕无站；因为他认为只有救世主不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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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指出的那条法律，“众人在亚当犯了罪”的束缚c 方济各会后

来予以更正，而使真理获得胜利；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光荣。

五、关于圣事的道理，见于他写于」二四八年左右的格言录

注解卷四中：无论在圣事的立定，告解的效力上，他的见解都不

是－ ~贯的。他应该在卷三中，确定他对于 a般圣事的效力的思

想、 υ 他指出：圣事不纯是圣宠的条件，而是真正的原肉；可是对

于这个原因的性质．他没有绝时肯定的论调：他似偏于J种伦理

性或准备性的原因。

六、基督在圣事中赐给我们的圣宠，就是圣神，标准之恩

这个圣宅同时也是一种受造的实际；它点缀灵魂，它来自圣神，

如光来自太阳「圣文都辣爱把天主化我们的圣宠比诸光；并且指

出圣宠所点缀的，不但是灵啤本体，它的二：司也包括在内 J 圣宠

是天主的一种形象；灵魂本性地是天主的肖像，它接受圣宠，在

能更崇高地，超自然地与天主相像，因而与天主结合U 圣宠的第

一个成绩，在义化我人．使天主顾而乐之J 宠爱所以每被称为

··古人中＊天主之宠”（ Gratia gratum faciens）就为了这个缘故

圣宠还在使世 t的人．至少恢复他们因原罪失去的“圆满的正

直”（ La rPL'liiudt＇阳rfaitP I 的一部分这可见于!l［）些一面在人身

上控制·切，一面使他有力地服从天主的－－ - ：：）］最高级的行为。 -

切机能（ Facultes）间的严密组织，将产生最完美的工作；它们

或是初级的，或是中级的，或是高级的二同样在超自然的知识界

中，也育信，了解信的，灼见了解的（ Credere, intelliger肝

cre<lita, Yidere intellecta ）的分别勺为成立这个在机能及行为间

的组织，圣宠或为职在正直之能（ V川us），或为职在鼓吹之恩

(Dons ），或为职在点缀之福（ BeatitudPs ）。

圣文都谏把神秘之宠（ Graces mystiques）系于恩，尤系于智

慧之恩、二神秘之宠的因素，为对于夭主的经验之认识

( Connaissar附 exp岳rimentale de Dieu ），或为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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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mplation）。关于这点，圣文都辣更再三予以描写：“智慧

之恩，使人根据永远的理由，认识超自然的真理；这里这些理由

的任务，尤在引人趋向兴会，尝到神乐。“途径”（ Itinerarium) 

最后→章，在赔想、最圆满的行为中，美丽地予以描写。它自然次

于“荣福的事见” ( La vision beatifique ）：天主的性体在此世是

不可能享见的。可是，这个认识，超过一切对于天主纯由人力得

来的认识，最高级的也不在例外。这个纯由人力得来的认识，或

是由吁以感觉的东问来的，或是由无形的灵魂来的，或是由超脱

的真苦的观念米的。在这个认识里，人的活动占着第干位。我们

不说：在瞻想巾，我们脱离那些基层观念，灵心之光，去认识天

主；我们只说：醋想中的认识，是与人的有意的活动无关的；可

是由于圣神的活动ο 圣神在停顿了人的活动以屑，不可思议地使

他超出本性，而与天主相接心这里，真正的亨、见还谈不到；所有

的是兴趣、经验、接触（ Gout, experimentation, Contact) 0 兀疑

地，认识也参与其间、智慧之行，开始时是生fl性的；可是，它的

终点，是情感、兴趣；而情感兴踵，就是时？想的因素 ο 圣文都辣

描写的!lf[f；白，纯是天！阔的，被动的（ Infuse et passive) c 圣师称

之为“超脱”（ Excessus）就是一种出神状态；可是他不以为非

常的〉他只描写了瞻恕的因素行为. nf能他所描写的，虽不是最

崇高的，却是最迷人的（ Al附orbante) l1J 是‘无疑的．圣文者［）

2束认为：智慧可能少超性地在灵魂上活动着，例如当圣人们没有

强烈的圣宠的时候，~＆：＂吁有德的灵魂，根据圣师的 VI／导，还在努

打趋向瞻想的时候？圣）（都辣认为：他们有贞作瞻恕的准备ι 一

句话，他的整个的冲修，以及整个的伦理、是以神秘为归宿的三

七、圣文都辣的伦理的自然支点，是灵魂对于善的先夭倾

向。这些｛顷向是神的观念（ Idees divines ）的反映，并且引导人

们趋赴目的。 4切伦德种l勾子此；演习能予以发展；可是它们纯

是自然的，而且在圣宠及神德没有予以融化前，常常是不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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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争取天福是元用的。神德的使命首在提高灵魂本来的地

位，以及恢复圣三在灵魂上的肖像，闲而使灵魂与天主互相结

合。在伦理方面，神德还有三种使命： J、扶助开展良好习惯，

二、提高已经存在的自然德性，兰、便利善功的实行。四个基层

伦德又称枢德；为了它们是其他德行的总关键。它们应该正直灵

魂；并且仗着神恩，引灵魂趋向圣善。为达到这个目标，计有三

个阶段。圣文都辣已把得尼的“炼路，明路，合路”的公式，

熟习地流行于西方；可是带着一种极深刻的神修意义。这个精神

的防升目标，在现世就是瞻想生活（ La vie contemplative) 0 这个

生活的重要成分，上边我们已经略予提及。在文都辣谆谆叮口宁

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方法中，我们尤应注意：自我牺牲，缮修德

行，敬爱基督，祈祷，读书。他标榜了 A种特致的方法演习：砂

升（ Elevations）。这是与圣奥斯定的精神很符合的3

这 A系列的“陪升”是以做克；武诸子的为蓝本的。圣文部

主束在“灵魂趋赴天主的途径中” (L’Itineraire de l'a日1e a Dieu), 

一一予以拮写 可是．他所指出的，与其说是典型，不如说是一

个有 ~＇（）刊出去气f:l.~村的：1戈rJ 这个研究其分气阶段；目的在使灵

魂的活动愈趋种比，而且时以使它更适于接受圣神的一一切超自然

动作。灵魂首先观察有形的实际，然后注意于它自己的精神及超

自然生活；最后确定那些给我们天主的重要的名称， “真，善”

的基层观念。这里，在一个高级神修方法中，作者为引导灵魂，

通过一种积极的瞻想，走近一种玄妙的天赋瞻想的门户，杂以若

干大胆的揣摩。这些揣摩透露：作者具有极生动的光明；它们是

“智慧”的反映；它们只在同一的精神下，可以受到了解；而且

它们尤其是为那些在神修土己极有成就的人们的。它们尽可以归

于 F面我们要予以讨论的 J种高级观察3

（丁）瞎想神学或神秘哲学

一、我们这个标题指那些不但倾向神秘，而且以神秘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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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可是，神秘圣宠的研究，不是纯理论的，而且是针对实

际的。这些见解，为那些熟悉超自然事理对于天主与他的美善

具有一个崇高的观念，以及能运用这个观念，在天主的神光中，

批判最复杂的一切的人，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些高贵的见解，是

若干奇妙综合的机会；而这些综合的性质是复杂的，内中包罗着

哲学及神学的成份。这些综合的联系工作大于它们的辨别工作；

它们的目标在把一切隶属于天主，而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号｜人

灵归向天主。在这里，圣文都辣的精神，暴露得最透彻；他的所

以异于圣多玛斯的面目，也表现得最明朗。灵魂趋向天主的途

径，虽是一本寥寥几章的作品，但是硝予分析，就可感到：它的

内容是丰富无边的，而且精细地托出了作者的天姿天才3

二、灵魂趋赴天主的途径的目的，依据作者在序言中所说

的，在指出若干足以寻｜灵魂升向天主的演习 c 这些演习时称防升

( Ascenssio时时，时称光照（ Illuminationum suspensiones ），时称

观察（ Sr附川ationes ） σ 在这些演习里，理智的地位是相当大的；

可是，文都辣要求读者不应该相信：只需要研究，不需要兴会；

只需要考虑．不需要热心：只需要寻求，不需要称奇；只需要深

刻的用心，不需要心乐；只需要伶俐，不需！宏孝爱；只需要学

识，不需要爱德；只需要理解，不需要谦逊；只需要努力，不需

要圣宠；只需要光明，不需要神的智慧c 六个陪升，可以两两地

分为三组：而以它们的起点，或为感觉的，或为心理的，或为形

而上学的，为分组的标准。

（子）感觉的陆升

一章 本章的第 a段旱，作者在指出了这些演习的伦理的及

超自然的条件后，又标志：五官向我们介绍的世界，为我们的灵

魂是一个称扬天主在其巾表现的能力，仁善，智慧的机会。这是

可以一望而知的；如果我们能细察受造之物的来源，目的，伟

大，数字，美丽，完整行动，秩序，我们更要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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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通过－→种可以感觉的影像，我们认识世界；这个认识

为我们不但是一个快乐，也是4个我们藉以发现“不变之律刊

( Lois inum Jles）的工具〉这个认识还应i亥提拔我们归向夭A主C

他生了“圣言”（ Image V erbe ），圣言与人性结合，引导我们趋

向圣父σ 他是夭主，我们惟一的欢乐；他是永远的真理二根据这

个真理，我们批判五官的行动，而以掌握真理。

（丑）心理的陪升

三章记忆，理智，意志，我们的灵魂的三司，各各不同

地．也向我们指出有关天主的东西、（一）记忆揭示他的永远性

及在鉴性（直接出于夭主的基层原则是记忆的第」对象） υ （二）

理智什么都不可能彻底了解，如果它首先不明了什么是“自有

之物”。

这个认识又要求 a，真，善（ Unum ，飞7 erum , Bonum ）的认

i只；而’，真，善彻底的认识『非有神助是不可能的乙意志的对

象是善；而I是如果灵魂对于圣善一点没有认识，它不可能达到他

的对象二少了至善的认识 意志也不能在责任上作考虑，也不能

正确地批判，也不能强有力地企善υ 这－切证明：灵魂是怎样接

近天主的，是怎样配与天主结合的。而且我们的三司是圣兰的象

tifc 作者在各类哲学中句还找到了别的不少的象征。

四章 灵魂在依靠基督的圣宠，变成了天主圆满的肖像后，

在本体内也得瞻仰天主J 基督运用美妙的神德‘正肃一切自然的

能力。伦理的正直（洁净，光照，完善）来自信望爱兰；忠；它

使灵魂在与天主密切的结合中，圆满地掌握真理飞在经过基督

（圣经启示的）整理的灵魂上， A切是和协的。 」个新明的灵魂

与天主的结合的描写，结束了这章。

（寅）形而上的陪升

五幸灵魂在“物的观念”（ La Notion d'etre ）中，瞻仰天

主。这里，我们己不谈象征神学，而论狭义神学。到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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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既不通过受适之物，又不通过天主的肖像，灵魂，但通过

“印在我们心灵上的光” (P芒r lumen qu《Jd 芒；；t signatum supra 

m 

mens n <>stra immediate ab ipsa 兀eritate formetur），这个印在我们身

上的光，尽可以称作永远的真理之光（ Lume 

这个光是 A样f茧该予以细察之物；而对于此物，应 i亥具有→个柑'] 

底的见角丰C 在这个光里．人们可以找到天主性体的一切属性，而

予以称扬。

六章最后，善的意义可以引人默想圣三。圣文都辣认为：

善的意义显然包括着物与真（ Etre et Arai ）的意义；它们逻辑地

先于善。他说至善就是： “那个不可能想出的什么更好的好”

( Bonum quo r巾il me Ii us cogitari nequit) 2 他又肯定：它只能是样

- [Ti}三的东问。善的本性在自我通流，而这个通流的化境，在使

它的性体，就是另一位的性体：实在由父生的子（第二位），及

由父发的圣神（第三位）的性体，是与父共有的。文都辣根据

上面的原则，结出了兰位的关系，研究了它们与耶稣基督人性的

关系。

第七章内，防升到了顶点：灵魂通过它由天主支持着的活

动，己获得了最高的阳识二灵魂可能获得属于另→领域的．正如

前面所说的高尚知识。这里，一切演习的任务，就任为这个知识

作准备二神秘在指导了观察以后，应当予以加冕c

三、基督在文都辣高远的思想巾，占着一个极重要的位置。

炽爱圣师虽没有接受邓斯各脱以后，方济各会一致标磅的圣子降

孕的首要目的的学说，他在他著作中对于基督的重视，实在是造

成这个学说的远因。他爱视基督为宇宙中心，圣言是神性生活的

中心。它在降生后成为世界的中心；天神世人群视以为领袖，历

史的轴心也就是他。他是中心，不但通过他本身的一切，甚至通

过他的十字架：因为由他射出的超自然光芒，是从加尔瓦略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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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十字架，照耀着下地的。他尤其是今切知慧，一切科学的源

泉：圣文都辣主要观念之一，就在这里；他的模型主义

( Exemplarisme）的花冠，也就在这里。

四、这个高于一般哲学的神秘哲学，这个从信德借到新观点

的哲学，使认识天主是什么，使在天主及启示之光下批判－切的

忠实的基督徒坚信不移c 这个哲学‘不但是圣文都辣的前提思

想，而且他在多数的小册内．予以标榜 他认为这是公教思想的

必然结果c 在智慧之光下咽他认为：神学通过立的对象，不但是

最高的科学．而且是人类思辞’惟一可能的指导。他又认为：一切

自然的使命，在实现人天的结合c 他的基于模型主义的 a系列的

类比，都是从此产生的。灵魂也是个世界，其中 a切，根据不同

的计划，组成统治阶级。圣文都辣不怕舌敝唇焦地指出其中的做

妙的关系 c ＝之部律（ La loi t叩artite ）使圣师丰富的心灵，作出

若干巧妙的分类c 这种哲学的危险性就是它的丰富性；可是这个

危险性，仗着自然及信德正确的指导，是可以避免的。为阻止两

个领域能发生的也乱，我们只要切记：这些高深的见解‘虽也是

」种哲学，却更是 A种实用神学；而这种实用神学，不但不排斥

自然的纯理智研究，而且相求地视以为前提，正在日圣经的象征注

疏，是以圣经的字面注疏为基础的c

在一切领域，一切阶级中，圣文都辣的思想是不容抵御地倾

向夭主，倾向瞻想，倾向出神状态的。相反地圣多玛斯虽也怀着

识烈的爱德，可是在他的研究中，只注意事物的本身，为了他相

信：认识真理的人，是会找到天主的n 这两种行径，实在并不互

相抵触；不过它们的反映，像是背驰的吧了c 圣文都辣太注意于

自己的观点，以至不能看出圣多玛斯观点的整个价值；且让他的

会士们歧视那个多明我会的大师；在巴黎，他甚被视反抗阵线的

领袖呢。但是，他的态度是缓和而审慎的；这使整个的传统，放

过他们的异见，而注意联系炽爱圣师与天神圣师的友谊，并且强



462 教父学大纲卷四

调他们的天才的共同性，以及他们在同一的智慧光照下寻求整个

真理的神圣心灵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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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丘， 2 vol. , Paris, 1853-1855. 一－BERTHAVMIER, fEuvres 

spirituelles de S. Bonαv. , 6 vol. , Paris, 1854-1855. 

2 ° Etudes : E tu des d’ensemble: E. SMEETS S. Bonαventure , clans 

Diet. theol. , col. 962-986. -G. P\rHo睛， S. Bonaventure ( coll. 

La Pensee chr. ) , Paris, 1913 ( Textes divers) . -PRosPER DE 

M也RTIGC\E, Lα scolastique et les trαditions franciscαin创：

S. Bonαventure, Paris, 1888. EvE110F:usn: DE SAINT - Bi:\T, Le 

Serα1phin de l'Ecole, Paris, 1900. Vies: r. DE CHERA"iUE, 

S. Bonαv. , Paris, 1899. -E. Cwr, S, Bonα队，（ Coll. Les 

Saints ) , Paris, 1922. -L. LnrnE'i>. Der hl. Bonav. Munich, 

1909; trad. ital. , 1921. Jcu:s o·Arn1, S. Bonαv. et les luttes 

doct. , de 1207 a 1277, Paris, 1923. -Philosophie; E. 

G，臼ON, Lα philosophie de S. Bonαventure, Paris, 1924 ( Etud. 

phil. m邑d. IV) , remplace la plupart des ecrits ant仕ieurs sur le 

meme sujet. -]. M. B，酬， L’exemplαrisme divin selon S. 

Bonαventure , Par叽 1929 ( Et. phil. med. , IX ) . Voir 

aussi ]. ]EILER, S. Bonαventurae principia de concursu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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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 , Quaracchi, 1897. 一TH. HE1rz. Essαi hist.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hil. et la Joi , p. 107 -115. -M. oE W i.:1s, 

Hist. ph. med. I, p. 345-358. Th居ologie et spiritualite: T. DER 

EG:->oN. Etude sur Lα Trinite, II , p. 435-568. -A. SroHR, Die 

Trinitαtslehre des hl. Bonαv. , Munster, 1923. 一－B.

RosENMOILER, Religiose Erkenntni.1 nach Bonav. , Mi.inster, 

1925. -E. LoNGI’R E:, La Theol. mystique de S. Bonaventure, 

dαns Arch.franc. hist. 1911 ( t. XIV ) , p. 36-108. -

A. SArnREAu, Lα 盯ie d’uniou δ Dieu; p. 187-199. -P. PornR川，

Lα spirituαlite chretienne, 1921 , II , p. 261-277. 



第十章圣多玛斯

查圣多玛斯的生活

使命幕前的圣多玛斯

依据第一个撰圣多玛斯传的作者，威廉·托高的考证

(Guillaume de Tocco），圣师死于一二七四年，二〈月七日；当时

他才过五十诞辰。那末，他应当生于→二二五年三之月七日前，或

为一二二五年初，戎为一二二四年末。他的家庭是意大利七或八

个大族之气他的父亲，兰德甫．阿奎那（ Lando 1扣 d’Aquin

公爵，是皇家的姻亲。他的母亲是罗伯．基斯卡（ Robert 

Guise丽ar二《

与他又坚强’又温和的个性，不是无关系的。他的童年的教育是

在隐院巾受的：行年五岁，他的父亲就把他送上卡栖诺山

( Mont Cassin），希望他将来做个院长c 多玛斯大概从」二二0

年，到‘二三之九年，生活在那边。很年轻的他，频繁地问他的老

师说：“天主是什么？”为着这 A个阶段的教育，他一生爱好教

仪，艺术，文学，行年十凹，即特烈二世 受教宗额我略九世绝

罚，隐院痛遭解散。多玛斯卸去修衣，遣返父家。旋奉命往那不

勒斯，受课于大学。就在那里，他开始与多明我会士接触；很崇

拜他们的目标，决意不顾家庭的一切障碍，投身该修会。

多玛斯的圣召果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一工四三年，十二月二

四日，父亲长逝；一二四四年，四月，被准穿会衣。总会长若

望·推托尼格（ Jean le Teutonique ）为避免多玛斯亲戚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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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携他到波伦亚去；然后再遣他至巴黎，该会高等教育的中

心。他的母亲，公爵夫人，虽很热心，深染命令主义，直追至罗

马，且藉累那尔（ Raynald）及兰德甫（ Landolfo）服务皇家军中

的，多玛斯的两个哥哥的子，在城的北边，拘捕了他。（→二四

四年五月）。押回阿奎那途中，一个清夜，他的贞德，受到了功

击：他用一根烧红的木炭，驱逐了那个吁怜的妓女：不久这个胜

利为他争得「上天特别的赏报c 贝典道（ Petitot ）指出：“这是

他历久反抗青春及清晨魔鬼的光荣结果。”后被幽于罗伽塞伽

( Roccasecca）邸舍中，他的生活虽不是一个真正的监狱生活，

但他绝对无法与多明我会士发生联系；而 A切催他返卡栖诺c 他

的姊妹及朋友们的劝导，也不能摇动他的决心；终于」二四五年

夏，他获得了自由。

A二四五年底，他已在巴黎受课于大阿尔伯门下。边为了他

的可敦，边为了他的勤学，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群称他为

“向西里的哑牛” ( Boeuf muet de Sieile) 0 这部分地由于他的躯

体的结构：“他是长的，胖的，褐色的。”大阿尔伯预料这个非

常的门生的价值．以及他的道理的“吼声”（ Mugissements ），就

于－~.问八年．子骂他至科伦；一二五0年始．叫他参加自己的著

作．编辑神名注正在－ 牛二三五 C三年．多玛斯领择品时，再度受到他

的遭蒙大难的家庭的诱惑飞当时排特烈二世命杀累那尔，毁邸

舍，一切黑暗无光。为了多玛斯的亲戚的请求，教宗先想叫他长

卡柄诺山，继拟升他为那不勒斯总主教。多玛斯坚决英雄地，一

概予以拒绝。天主为这个新神父，早已选定了－个崇高的使命；

而且当时他学业的光明前途，已广大地展开在他足前。

一工五二年，大阿尔伯遣他到巴黎，决把这个青年迅速地送

上讲坛。于是他的最丰富的科学及文学生活就开始了，先后共计

二二年。这个生活可分作芝个重要阶段：（ - -）一二五二年，至

一二二九年，在巴黎；（三） －二五九年，至一二六八年，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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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三）一二六九年，至一二七四年，在巴黎及那不勒斯。

二 教授巴黎（一二五二至一二五九年）

多玛斯来巴黎，以圣经学业士的资格，出任教授：他的一二

五二年，九月十四日，十月九日间的开学演讲，还存在着。不久

他就开始注解伦巴的格言录（ Livres des Sentences）。这部现在还

存在的大注疏开写于一二五六年：这也可视为他的一个尝试3 这

部著作透露：这个青年教授的非常的视察力及创造力。最令人惊

奇的，这些见解后来都没有什么重大的修改U 昕课的学生一致立

刻感到这个大胆地舍旧更新的新教授的能力 3 写他传记的作家，

为能引起读者深刻的印象，有意地在“新”字上用功夫。“在他

的课程上，他引进了‘新’节目； ‘新’式地更清晰地予以分

析；运用‘新’的理由来予以说明；务使听众听到他的‘新’

的措定，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不能怀疑：天主用‘新’光

照着他。他开始时的见解，就己这样正确，以至他以后不想教或

写别的‘新’的见解c”无疑地‘他的新方法，新节目，新措

定，新解释，是他一举成名的因素c 他不断地引用亚里士多德哲

学，而似忽视着柏拉图哲学。他的哲学与神学的分野是明朗的。

到那时，哲学直被视为神学的奴蝉，而不单是使女ο 他又通过－

种坦白的，可是有节的“主知”说，划清神学及神秘学的界限：

多玛斯主义的一切重要成分都己隐藏在内 c

这个少年多明我会教授，不久吸引了大学整个的优秀分子土

这个灿烂的成绩不但没有枚平，反而加重了巴黎大学修会教授及

非修会教授间的冲突。 ，二五二年二月，大学当局决取消多明我

会所有的两个讲坛中的一个。 二五兰年四月，非修会教授利用

一个罢工风潮的机会宣布：凡不肯宣誓忠于工会规则的人，不得

在大学内教授。乞丐会士（ Les mendiants）坚予拒绝，多明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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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受到了打击。英诺森四世昕了两方面的控诉，召四个非修会教

授赴罗马，圣亚摩的威廉（ Guillaume de Saint“Amour）也是其中

的一个c 他是波未的大司锋，极度仇视修会士。仗着他阴险的于

腕，他不但说服了教庭的重要份子，还使教宗于一二五四年五月

至十一月，采取了一系列有害于修会的措施。方济各会及多明我

会，尤为他攻击的目标；它们的特点整个地因以取消。乞丐修会

的前途，直直可虑。亚历山大四世当选后，认为非修会神职人员

对于修会神职人员的疑忌是过度的．就逐渐恢复会士们的特典，

并且予以增加 f 威嚷遭到失败．更加I切齿，随着发表了他的有名

的小册子： 《论近｛飞的危机；｝ ( De novis~im< 

periculi吕） 0 在该册子内，他诬蔑会士们为假先知；在假基督来近

的时候，他们的数字行将上增。小册子的诬蔑性虽是显然的，－

个坚决的辩白是不可少的。圣文都辣的《基督的神贫论》 ( Dt~ 

paupertate Christi ），提出了问题，驳斥威廉捏造的事实；他是方

济各会最著名和最有力的辩护人。举行于阿喃泥（ Anagr训的多

明我会总会议．特令阿尔伯及多玛斯唔该会的两个才子，出而抵

御狂ll词严多玛斯受命为受打击的修会生活，就是修会的基础

辩护ο

圣多玛斯奉总长命，几天之内，草就了强有力的针对威廉小

册的驳议。他的《反对天主敬礼的攻击者》（ Contra imp吨m川es

Dei cultum et religionem）论文，在多明我会干部会议中，经过朗

诵后，就被热烈地通过。贝典道（ Pet山t）指出：“多玛斯对于

诬蔑各点，胜利地一一予以批驳飞他有力地，合度地证明：劳力

的豁免及放弃．个人及集团的神贫，文学演讲喃传教工作，昕告

解，送殡葬，指导家庭，读书教授都是合法的。接受巴黎大学的

两个讲座，也没有什么不是之处。他的大部分的结论是由一个原

则出发的，这个原则是应受揣摩的，并且足以消散许多的成见：

一个修会的贵重，不在一如人们一般地相信的，首在修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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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捕赎的严肃，而在它的目标的贵重。”这一切关于修会生活

的辩护，很快地说服了教廷与教宗。于是．威廉受了亚历山大四

世的谴责，接着因王命只得悄悄地离开大学。

圣多玛斯胜利地从阿喃泥问到巴黎。 （一二五六年夏末)c

一二五六年初，他已获得学士学位；三四月间．他己写完了他为

获得神学博士（ Maitre en th臼logie ）学位的论文。他正式提出论

文的那天的开幕辞，最近才刊印问世；至于那篇论文，大概也还

保存着。圣多玛斯从一二五六起，到一二．五九止，以博士资格，

兼任教务长。为整理大学混乱的处境，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当时

神学院中公开的辩论，几乎已全部衰落c 多玛斯就一人负起责

任：创立了每星期四次公开辩论的制度，这就在每周内 I片据了四

个上午。他的《论真理问题》（ Qurestiones de V eritate）就是由三

学年中，二五三篇辩论组成的c 之后，圣多玛斯应当把公开辩

论，减为每半月一次；可是在当时，一面为迎合学生爱好这种演

习的心理，另 A面为更能战胜敌视会士的教授们，他增加了公开

辩论的数字。

“显然，圣多玛斯因为同一的理由，创立了不限范围的辩

论c”（ La dispute quodlibetique）这种辩论引起的兴趣，要十倍

地大于一般的；因为这种辩论的问题，是由听众随意指定的；而

且问题的界限简直是元限的。这种辩论方式，大概在多玛斯成博

士前，早已想到，而终得付诸实行3 不用说的，这种方式能掀起

的难题，是漫无限制的；冈为昕众能冷不防地提出各种关于哲学

的难题。这种“不限范围的辩论”尤能考验教授广博的知识，

尖锐的理智 J 圣多玛斯的这种辩论方式更足以遏制非会士教授反

对会士教授的再口。

可是这些辩论只代表圣多玛斯一小部分工作。从他为博士

后，圣经是他神学课程的基础。我们还可以披阅他当时，或由他

自己写的，或由昕众笔录的讲义勺他轮流地注疏了古经及新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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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三年里，先注解了《依撒意亚》先知书，后注解了《玛

窦福音》（玛窦福音注疏还存在）。当时他也写完了修会生活第

一编（一二五七年）。次年（一二五八年）他饲阿班牙及非洲｜英

雄宗徒，圣雷蒙·贝那福尔（ Saint Raymond de Pennafort ）的请，

开始写他的辩护名著： 《反外教徒提纲》 ( Somme eontreles 

Gentils ）；该著在~－－：.六一年光景，才得完成于意大利。

罗马教廷神学家

圣多玛斯在巴黎吁I三年教授后，极器重他的教宗亚历山大

四世．召！也（共职教延c 除掉两年（→二六五至→二六七年）执

教于罗马外，迄」二六八年秋，他常不离教宗左右：始为亚历山

大四世，一二五四年至一二六一年；继为乌尔朋四i丘， 4二六·

年至二三六四年；后为恪来孟四世，→二六四年至一二六八年：

而教廷的所在地，一二五九年至→二六一年，为呵哺泥

( Anagni), 一二六一年至伞之六五年，为奥做亚托（ Orvieto) • 

一二六七年至4二六八年，为傲，武波（ Viterbe ）.二多玛斯意大利

的逗留，为了两个理由，是极重要的： 气因为他经常与枢机及

教宗来往，他就变为教宗及教廷的重臣及神学家；三、由于1’也因

此有眼根据新的，更深切的，更巩同的基础．研究亚里士多德及

教父们的遗著。

吾未IE为了后面」个目标，亚历山大四世特召多玛斯来居罗

马 ο 额我略九世的垃儿，巾世纪教会高等学术倡导人，亚历山大

四ttJ: ，决完成他的重要计划之丁澄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额我

略早已f解：为阻止亚里士多德一类著作侵入知识界，尤其是大

学，决不是只凭“绝罚”同以做到的。他虽」面核准由松斯总

主教起草，（－二 ~o 年），由罗伯·占尔松（ Robert de 

Cour~·on）宗座代表批准的，在绝罚 F，严禁在巴黎注解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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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的哲学著作的通论， A面却委托巴黎大学组织一个三人委员

会审奇那些著作。这个委员会既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亚里士多德

的末经澄清的著作，通过阿刺伯语译本及注解，流行于世；而亚

吠罗（ Averroes）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注，更像雪上加霜。亚吠

罗学说及亚里士多德学说，似是二而 A的。大阿尔伯光荣地相

信：“亚里士多德哲学又能适合基督教义；为此，他尝在这点上

努力过c 可是，他只作了一般的准备，他伺亚历山大四世的要

求，于 A五五六年多明我会总会议时，写的反对亚吠罗论理智统

(De un山te intellectus contra Aver‘ 

时因亚里士多德著作正式被采入巴黎文1云系的课程标准更尖锐化

的危险（一二五五年，干二月十九日 L 那末，争二与采取步骤。

圣多玛斯被选继续及完成他的老师的工作。首该寻求亚里士

多德的原文c 梅培克的威廉（ Guillan-me de Moerbeke）是个多明

我会士；他精希腊语，一字不苟地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是

什么辞藻都没有。多玛斯根据这个译本予以审查：他予以修改

( C＇吕tait I'inteq时ter reverenter），务使删去一切有损于信德的成

分，而使它变成助人了解信德的工具c 他先审查亚里士多德的物

理学著作（ －二六六至－二三六七年），后为政治学及分析学

( Analytiqres) ，多玛斯就这样钻研了希腊哲学家的最重要的著

作古 二六九年啕他回到巴黎后，继续注解亚里士多德其他四本

著作；但未能会部予以审查τ 可是，人家尽能说，他的思想的肉

素，已被看清，认定，成全。

这些因环境及教会吁局的命令而做的研究，写的论文，是在

教授工作以外的。他的工作，在古经方面，在《雅歌》，《哀歌》

(Lame川ations) , 《耶肋米亚》书；在新经方面，有整个的保禄

宗徒书信3 我们还能找到他的许多以不同方式发表的讲义；在他

的《能力论》（ De potertia）及《恶论》（ De malo）里，也可以

找到当代粟讼的种种问题二圣多玛斯在受命为他的会省，！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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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Studium generale ）后，《格言录》；他的新讲义流

传于各地。可是，他终不满于伦巴格言录的组织；就中止工作，

收回已经抄录的讲义，而根据→个新计划，写一个道理新综合。

这就是他的不朽之作，神学集成；他开写于一二六七年光景。他

的权威巨著，一如伦巴的格言录，间是为学生课本的。他的生活

的最后六年（一二六七至一二七三年），在别的许多工作外，完

全用在这部著作上＝

四 巴黎及那不勒斯的教授生活

一二六八年卡一月，多玛斯忽受命赴巴黎；一二六九年一

月，他才报到3 由他倡导的思想潮流，当时在巴黎大学里，遭着

剧烈的攻击；看来非他亲自由马，胜利之旗是难于展开的。多玛

斯一面该与拒绝接受他的渣清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严格的亚吠罗

派周旋； 」面该抵抗多明我会内外的奥斯定派，尤其是方济各会

中及非修会神职界中的；他们捍卫着旧的方法，旧的道理；最

后，他为对付又告抬头的乞丐修会（ Ordres Mendia川自）的敌人，

先写了《神修生活成全论》（ De perfectione vit1e spiritualis ），接

着更坚决地写了《反对阻人们精修的毒素》 ( Contra pestiferam 

巾ctrinam retrahentium homi时吕 a religionis ingressu) －二七0年十

二月，亚吠罗主义的被谴责，打败了多玛斯大半的道敌。一二七

二年学年结局时，多玛斯奉新命往意大利；那年秋天，任教授于

那干J勒斯大学；这是为了当时决；宦胜手lj地改组｝亥大学安如的嘉禄

（仁h且

Ll:最日几年，是他智力的全盛阶段，天才的成熟阶段；他的

大半的光阴．时在神学集成的写作上。集成第一节，是于一二六

八年写完的； '4时他又会造往巴黎。整个的第二节及气。二三个问

题，都是在法国的首都写的。第二二节中的九0个问题，是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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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年，一二七三年间写的。他当时的别的重要著作，若与神学

集成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可是，我们不说它们是没有价值。无

疑地，巴黎大学的争论（ Cor巾。verses parisienne时，只使他写了

若干小册子：《反对亚吠罗源论理智统－》（ De unitate intellectus 

contra A verro"istas ）及《反对奥斯定派论世界的永届》（ De

reternitate mun-di contra murmurante＂）；可是同时他不但注解了亚

里士多德著作．又注解了圣经（《约伯书》，《圣咏》，《若望福

音》，《保禄书信》）；而且常参加I各种公开的辩论会；他的各种

问题录，都是良好的物证。可是，这个紧张的笔墨生涯，并不阻

挡他依照多明我会的传统．出而演讲圣道：现在在他初升司锋后

的演讲稿的旁边，还可以找到气一二七三年封斋节中啕 《论夭主

教》，《圣母经》，《信经》，《f诫的纲稿头可是，这些宝贵的

笔墨，未能提供一个关于他的辞令的准确的评价3

现代学者爱搜集多玛斯的物质及精神特征。他在讲道坛七的

姿态是伟大的。他的魁梧的个子，消除了他一切由于过胖而来的

缺点。他站得笔挺，稍带一些严肃气，他的额角是高而阔的；为

着他早几的秃顶，他的头颅尤觉硕大，在精神方面，多玛斯是神

学家，尤是一个神秘神修家。他不｛El.津津有昧地谈卡息亚那斯

( Cassien）的讲话，还予以实践。可是，他的神修并不出以非常

的肉体鞭打， 4如在近代的多明我会士身土还可找到的．他经常

乐于笃守已够严厉的会规，尤勤修真正的、简单的 rp庸的谦倍，

而不过火，不矫揉。这个谦德，为了多玛斯所字的盛名．是弥足

珍贵的c 他对于妇女是极冷藩的；他也避免晋见报贵的人物，他

只一度接受了圣路易王的邀请乙他晓得约束他的好奇心，他不忘

为他的职守而牺牲；为此，他益便于钻研．而与天主结合〉他所

以能毫无网难地出入于学业祈祷中，也为了这个缘故。他的祈祷

经常附着神秘的恩宠；即使非常的状态，出神啊，奇观啊，飞越

啊，也都不缺。在行圣祭时，他常呜口困地流着泪（ t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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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巾ndebatur la Crymis）。这一切圣宠每带着伟大的神光；当他

在钻研途上遇到困难时，他就专心祈祷。贝典道（ Petitot）直敢

说：“神学集成不但是他深思远想的结晶，也是他祈祷瞻想的后

果。”他的工作所以能使他凝神，以及感不到痛苦，似非索解于

超自然的恩宠不可勺

圣多玛斯的神学工作，突被一个猝死所打破，为了教宗额我

略十－世要求多玛斯出席里昂公会议（一二七四年），圣师就在

」月初，与雷纳（ Raynald）首途；行装里自然装着不少重要的

书稿，尤其是他的神学集成，以便继续工作。行路的困难使他感

到极度的疲劳；不久就酿成了－种重病。二月初，他下榻于福

隆·诺发（ Fossa - Nuova ），西都隐院中；一二七四年，三月七

日，就长逝在那儿， →三二三年，七月十八日，若望廿二世把他

列入圣品ο 一五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庇护五世封他为教会圣

师；良十二世以后，历代教宗一贯地宣布他为神哲学导师。

戒圣多玛斯的著作

哲学著作

圣多玛斯的一切神学著作，都是与哲学有联系的；为此他的

冲学著作常反映着圣师的哲学观点。可是，他的哲学观点尤表显

于他的哲学著作中：例如他的亚堕士多德注疏，以及其他为数不

多，而有关特种问题的作品。

（甲）亚里士多德注疏

它们是重要的，不但为了浩繁的篇幅，又为了注疏指出的特

性。多玛斯运用批判之笔，精简地注解了亚里士多德；这是与冗

长的通行体迥异的 3 吕克的托勒密（ Ptole时e de Lucques ），指

出：“这是用特殊的、新颖的方法写的。”为能使这部著作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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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结果，多玛斯当煞费苦心，寻求最忠实的译文；为此他要

求梅培克的威廉埋头于旧译本的审查，以及新译本的编辑r 威廉

佐多玛斯写注疏；而使他对于亚里士多德具有一个深刻的，远远

超过他的老师的认识。在许多问题上，他所以能为亚里士多德雪

冤，纯为了这个深切的了解。在注疏里 显然存在着一系列属于

圣师个人的见解。书册中的导言是他写的。

亚里士多德的一切著作，除掉若干本，至少部分地都是他的

注疏对象。

（子）《论理学》（ Logique ou Organon ）方面计有（一）诠

释（ De l'lnterpretatio 

analytiques) 0 至于范畴（ Cat居gories ），分析第一部（ Premiers

analyti-ques），总论（ Topiques ），以及驳义（ Refutations ），多玛

斯没有予以注释。

（丑）《物理学》（ Physique）八卷。

（寅）《自然科学》（ Sciences naturelles ）计有（一）《天及

宇宙论》（ De CIBlo et mundo）头上三卷。（二）《生育与毁灭》

(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二卷。 （兰） 《流星论》 (Des 

met居ores）头上二卷。其他著作，多玛斯不予批评。

（卵）心理学（ Psychologie ）方面计有（一） 《灵魂论》

(De Anima）三卷，（二） 《论感觉及感觉之物》 (De Sensu et 

Sensato) , （三）《记忆论》（ De Memoria），其余七小册不提。

（辰）形而上学（ M岳taphysique）头上十二卷。

（巳）实用哲学（ Philosophie pratique ）方面，计有（一）

《致后阁玛格论伦理》（ Ethique a Nico-maque）十卷。他没有谈
大伦理（ Les Grandes Morales）以及致欧代默论修身（ La morale 

a Eudeme ）。

（午）政治学（ Politique ）方面他注释了卷一，卷二，卷三

（一至六章）；最后几卷，以及诗与修辞学（ La Poetique e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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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que），未受注释。

圣多玛斯又注释了当时认为是亚里士多德著的《原因论》

. ( De causes) o 他指出该书是新柏拉固派的作品；他又注释了波

琪厄的《星周论》（ De hehdomadihus ）。

这些注疏是空前地深刻的O 多玛斯的修改，不但没有削弱

原著的价值，而且在纠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 (Le 

N aturalisme）的缺点后，更巩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Z ）哲学作品

多玛斯的八小册哲学作品，是他钻研的结晶；其中若干册是

由环境造成的。

（→）《自然原则论》（ De principiis naturre ）。

（二）《物及本质论》（ De ente et essentia ）。

（三）《反对亚吠罗派论理智的一统》（ De unitate intellectus 

contra A verroi"stas ）。

（囚）《反对奥斯定派论宇宙的永远》（ De aeternitate mundi 

t川ntra mummrante，＿）了

！卫 ：主天祥 eJ丰性 (D芒 Sub异tantiis separatis ou de N芒tur

Ar elor 

这是本很重要的著作ο

（六）《论因素的说合》（ De mixtione elementorum) 0 

（七）《论自然的暗行》（ De occultis operatio 由us naturre) 0 

（八＼＿）《论J心的跳动》（ De motu cordis ) 0 

a 

圣师在这些著作里所用的方法，是直陈的：它是明朗、准

确、深刻的。

格言录四卷注疏

格拉蒙（ M. Grahmann）指出：“这本著作，在现代如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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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极受重视及披读；手抄本的繁多，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念

过神学集成的人，去读这本多玛斯青年时代的伟大作品，不是无

益的c 多玛斯在格言录注疏中表示的若干观点，比在神学集成

中，说得更加明朗。我们念了注疏后，我们特殊地感到圣多玛斯

在写注疏后，至写集成时斗个阶段中在道学上所有的进步。”

在看来最后写的序言里，读者就感到这个伟大头脑怎样需要

综合c 为证明格言录所以分成四卷的合理化，以及特殊地归于圣

子的天主的智慧。这个智慧实在具有四种任务：（一）引人认识

天主，以及天主的三：位：“天主自己通过自己的智慧圆满地，彻

底地认识自己。为此，如果我们对他有什么认识，应该是从他来

的：因为→切不成全的东西导源于成全的东西c 这个表现是由圣

子来的。（二）产生受造之物，受适之物的产生，关于天主的智

慧，临时发生的受造之物，来自永远发生的三位。言生于天主，

而在于天主；受造之物造白天主，而在天主的本质之外。”他络

绎地论了一般的受造之物，天神，人类，圣宠及罪恶。（三）整

理他的事业c “靠什么创造，靠什么整理c 为此因智慧创造的 A

切，应由智慧予以整理Y 于是，他就谈了救赎，以及救赎的后

果圣宠。（四）美化他的事业，物的适合目标的美善的保存，有

类于天主的智慧，这也是归于圣子的；为引导我们进入永光的目

的地，他立定了圣事；仗着它们，我们的罪的创伤，就得解除。

那末，卷四的对象为二：就是圣事和复活的光荣c 圣师结说：

“那末电格言录的目的，从前面所说的4切里，就表匾于外。”

神学集成的分划，比起格言录来，无边地要深刻，明朗，准

确得多。这个进步，在道理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年轻教

授，虽是个热烈的维新者，在许多见解上，仍忠于传统的奥斯定

学说。他的变演着的思想，到他写神学集成时，才得到了他的定

型。因典道（ Petiot ）指出： “谁把他在他格言录注疏中提出的

关于圣事原因，类比电主动理智（ Intellect agent）的见解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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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犯了错误。可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不断予以修改，而

终于神学集成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见解。”首先我们应该注意：

在若干问题上，譬如在圣事原因上，所有的变化，有的关于道理

本身的，有的只关于角度的不同 3 在其他问题上，先后的见解是

根本矛盾的：譬如醉酒之罪。在若干问题上，他从不同的见解中

所选择的一个，更趋坚决，明白：基督物体的单一性，就是→个

例子。在格言录注正在中，圣多玛斯视这个单一性，为一种可能的

见解，而并不谴责其他两种；可是，在神学集成中，他简直申斥

其他两种为异端c 先前他犹豫地指出的道理，逐渐变成 A个定

论，例如永福的特征行为（ L'aete sp仕ifique de la beatitude ），逐

渐脱离了他在格言录注疏中，还予以保留的情爱因素，而成为纯

为理智的一种行为，就是一种知识。这些例子指出：为研究多玛

斯的思想，格言录注疏是怎样有用的。格言录注疏像根链条的第

一环节而神学集成（ Le Somme th吕 Ologique ）以及撮要（ Le

Compendium ）是最后两个环节。反对外教徒论（ La Somme 

('l>l巾a It> 、 gentils ）圣经问题及圣经著作，在不同的程度下，可以

代表中间环节

三反对外教徒论

这部伟大的辩护著作，虽不是狭义的神学作品，却不元理由

地被称为哲学集成（ Somme philosophique）。神学在其中所占的

位置，是相当大的；在那儿，圣多玛斯指出了哲学基础。他深入

地标白了自然与超自然，理智与信德间的协调性。反对外教徒论

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以及使人感到它的思想的结构的强烈

严密性，为着它的一切观念，一切证理，都导源于形而上学的重

要真理，原则，以及基本观念。它们始终指导着，支持着全书，

仿佛栋棵支持着大厦。



478 教父学大纲卷囚

这部著作的目的与方法，标志于卷一前九章内。作者想一步

一步地引没有信仰的人阪依基督教义c 可是，基督教义并不是直

接地向他指出的。作者首先冗长地提出人的理智本力能寻获的一

切真理，虽启示一面予以坚定．一面便利它们的认识。接着他指

出更崇高的真理（卷三末）：关于伦理的真理益直接易于领会；

至于狭义的奥迹真理，却列论于书尾。多玛斯谈自然真理时，乞

灵于真正的证理。对于其他真理，他只想、指出：它们并不是荒诞

的。一种证理的尝试，可能为教友们是有用的；但是为反对者是

危险的，为此他们会立刻发现它的脆弱性的。

四卷中的卷一，共计 ·O二二章，先论天主的存在 c~o至

一囚），他的无穷的美善（一五至四三），他的知识（四四至七

一），他的意志（七九至九六），后论他的生活及福祉（九卢七至

~o二）。卷二共计~o 」章，抒述天主的各种事业ζ 在指出了

研究方法后（一至五），作者谈天主的能力，他与受造之物的关

系，（六至一四），一般的造化（一五至＝：O ）。他强调：有始的

造化不是不可能的（三一至兰八），天主是万物有别的原因（三

九至四五），他冗长地讨论了精神本质（四六至五五），它们与

肉躯的结合（五六至七二），它们的知识（七三至七八），它们

的原始（七九至九0），孤立的物质（九一至一0一）。卷三共

i十一六三章；多玛斯指出天主是最后的目的c 在作了善恶的一般

定义后（一至二四），他表示：人的唯一的福祉在瞻仰天主（二

五至三七）；这个瞻仰只在后世光荣的享见生活中是可能的（主

八至六三）。天主通过上智掌管一切（六四至九七），与灵迹不

发生抵触（九八至一」0），他用他的法律，引有灵之物，趋向

目的（一一一至一四六）。圣多玛斯特别地谈了婚配及圣愿的神

律c 天主的圣宠助人达到目的（一四七至一六三）。卷四共为九

七章；它根据一种哲学及辩护学的方法，讨论真正的奥迹

(Myst占res cl时tiens）：如圣三（二至二六），如降孕（二七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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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圣事（五六至七八），在n永生（七九至九七）。

反对外教徒论在一切辩护著作中，是空前地最深刻，最有力

』甘一部。多玛斯为写这部书所用的艺术，可能是绝后的。

四 争执的问题与混杂问题

（甲）论真理

这部著作与神学集成不同．本没有什么系统可言：这是他留

居巴黎时．对于各种聚论问题所写的论文集：可是，为着深远的

见解，广大的发挥，时也为着热烈的辞藻，它们在圣师整个的著

作中的价值，是无比的。这里，不单与学生们，也与老师们讲

话。为了天神圣师不受什么课程的限制，振翼而飞，竟冲入了霄

汉。二九个问题，先分为节，每节冠以十至十五，二0，甚至二

五个难题。圣师的一般的解答．常先出以根据圣经教父们的

“到底不这样”（ Sed contra）。然后不厌其详地枚举理智的证理；

原则的突出是明朗坚决的；于是难题就得迎刃而解。

许多关于天主及人的问题，乘谈真理的机会，他也予以讨

论二前面二0个问题，直接予以钻研，后面九个问题针对有灵的

受造之物的伦行，而伦行就以真理为标准。

在总论了真理以后（问题一），多玛斯观察在天主方面的真

理（天主的知识，天主的观念，圣言，上智，预筒，生活之

书），在天神方面的真理，在人方面的真理。这里，多玛斯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好说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把教父们，尤其

是圣奥斯定的术语，纳入正轨c 于是圣师络绎地讨论了：理智，

教师，预言，飞越（ Ravissement ），信德，上级及下级理性

( Raison superieure et inferieure ），良心的忠告，良心。问题十八，

十九，二O论元祖的离肉身后的灵魂的，以及基督的灵魂的知

识。最后一段首先确定善的意义c “善尤其是在以目的姿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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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别物。”（ Primo et prin-cipaliter esse perfectivum alterius）善以物

为前提：而加以它与→种意志所追求的目的的关系；正如“真”

(le vrai ）是一种符合理性的东西（ In quantum conformatum est , 

vel confor-mabile intellectui），多玛斯接着讨论人的意志（问题二

二），天主的意志（问题二五）：之后，讨论人的自由意志（问

题二四），人的觉性（问题二五），灵魂的情感（问题二六）。这

是关于自然心理学的c 之后，讨论圣宠（问题二七）罪恶的义

化（问题二八）：这是关于超自然心理学的。最后，论基督的恩

宠，他把这些观念，拍在基督身上。

（乙）论天主的能力

这部著作包括论天主及圣三的十个问题。在指出了在天主身

上，什么是能，什么是全能后（问题一，）他又研究：他的生产

能（ Potentia generativa）是什么。他把生产比诸造化能（ Potertia 

crestiva）；无疑地它们是二而一的，如果在能的角度下予以观察

的话：它们是有别的，如果在行的角度下予以观察的话。造化行

为一如了解行为，是个本质的行为（ Un acte essentiel) ；生育行

为，是个观念的，相对的，或位的行为（ Un acte nationel, relatif 

ou personnel）多玛斯在后面四个问题里，讨论了造化（三至四）

万物的保存（五）灵迹（六）引起的争端。最后四个问题是关

于圣三的：天主的单纯性（七九天主方面的关系（八），三位

（九），位的由发（十）。

（丙）论恶

这部著作提供了有关伦理的基层问题的解答。十六个问题，

可以分为两组。前面七题的对象是狭义的罪，一般的罪， （一）

罪及罪的原因（二至三），原罪（四至五），小罪。 （七）第六

问题的一节专论自由意志。后面九个问题的对象是七罪宗：罪宗

总论（八），虚荣（九），嫉拓（十），懒惰（十一），忿怒（卡

二），惶吝、贪誓（十四），迷色（十五），魔鬼（十六）。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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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是整个著作一个出色的结论。

天神圣师跟着卡息亚丑I）斯及圣额我略，终于决定了七罪宗的

分类c

（丁）其他纷争的问题

除去圣言降孕结合论的→系列问题，写于圣师留居教庭的末

年外（…－二六八年秋），其余的都作于第二度教授巴黎的阶

段内。

（一）十一节“神体的受造之物论”，是所以应付一二六九

年六月大学公开辩论的c

（二）二十一节“灵魂论”是为一二六九，一二七O学年

写的。

（三）三十六节“德行论”是为→二七0年，一二七二年的

辩论会作的（德行总论，枢德论，爱德论，兄弟切磋论，望德

论）。

这些项目的选择，一面由于攻击亚吠罗派的需要，一面所以

对付古奥斯定派神学教授的攻击’C

其他气种关于圣经意义，劳力，及儿童进修会的问题，应该

放人混杂栏内。

（戊）混杂问题

圣多玛斯的现在还存在的十二个说杂问题，可以分为两组：

一至六，及第卡二个问题，是他第二度教授巴黎时（ －二六九，

一二七二年），非常辩论会的资料；七至十」’应当写于他第一

主教授巴黎的时候（一二五六至一二五九年）：为着一年两度的

奇i~会．一个举行于圣诞节前，一个举行于复活节前，它们应该

分别发表于三个学年内。第→组问题，第卡二个问题例外，无疑

地是由作者自己发表的士其余的问题，在圣师死后，发现于他的

稿件中，而由别人加进去的 这个稿件既来自意大利，人们很能

相信：这是他教授i亥邦时的讲义）这个问题，好久被视为圣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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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教廷时的作品。现在似己证明：它们远在圣师进教廷前；这点

在历史方面，倒增加「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最初认识的混杂问

题c 那末，亚贝威尔的机刺德的混杂问题，不能早于圣多玛斯

的，而只是他摹仿作品而已。那末，混杂问题（ Quo<llibet ）的

鼻祖，应推圣多玛斯。显然，不可能为这个集子，做个分析；即

使最简单的 A个，也无法作出。

五小册子与演讲

在圣多玛斯名下发表的小册子，是浩繁而漫无标准的d 况且

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腐!iii ～ A个重瓦别的工作，是极琅难的c 看来

最可靠的标准，当推为多玛斯列圣品案（一三一九年）而！二呈

教宗的著书目录。这大概是因 A二七四年，多明我会总会议的要

求，而由圣人的秘书，比派诺的雷那（ Raynald de Piperno ）编

的。这本书目录共计七0个号码，而只有前面二五个号码F记者

小册子己不久，出现了一本更完整的目录；它从后面的号码中，

又抽出了七个，而以附于前面的二五个号码中，于是小册子的数

字，就增至兰十－二。十四世纪时，其它的一系列目录相继问世，

可是其中存在若不少的伪书c 十六世纪的最初的几个发行人鱼目

混珠地， 才既予以收录。蒙陶那（ Mandonnet ）片J正式书目录名

义剔去了大半附人三十二小册的书藉3 之后，恪拉蒙主教（ Mgr

Grabmann）指出：在蒙陶那留下的十来本书藉巾，只有两本是

可靠的ο 可是，他收录 F其它的几本他认为有历史价值的书藉？

这里，我们把那些大家认为真货的小册子，依据它们的对

象，一－~卢列于后 ζ

（→）哲学小册子：除前面已经提及的八小册哲学作品，以

及“星周论”与“原因论”外，计还有 A、“政治制度论”（ De

regno ou De 陀giminP principum ），共t十四卷。它是于企二六五，



第十章 圣多玛斯 483 

→二六七年间，献给希伯尔王的（ au Roi de Chypre ）；二、“犹

太政治制度论” ( De regimine Judeorum），官是致布刺蓬候爵夫

人（ La Duchesse de Brabant) .关于若干经济反社会问题的答案。

（二）神学小册子，它们在不同的观点下都是重要的 J

( l ）波琪厄注疏“论圣三”（ In Boetium de Trinitate) c 

( 2 ）带奥立细阿斯注疏“论神名”（ In Dionysiu日1 de divinis 

nominihu叫 r,

( 3 ）论“信条与圣事，＇ ( De articulis fidei et sacramentis) 0 

(4 ）“信德理论”（ De ratiollibus fidei ）。

(5 ）“反希腊人的错误”（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 ）。

(6 ）“神学撮要”（ Compendium theologi出 de fide et Spe) c 它

是献给比派诺的雷那的。

（二）伦理与教律问题，这是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子）“谈

两个会议布告” ( Sur deux denetales ) , （丑） “论买卖” (De 

co叫1tione et V enditione) , （寅）“论占星家的判断与求祭”（ De 

.iurli 

\ R俨、jl• 】 11 、 i~ de a1iiculis XXXVI Responsis de artic、ulis VI ） ο 圣多玛

斯有二个上多明我会总长的答复：一、论塔冷歹士的伯多禄

( Pierre de Terentai甘）的学说．二、若干哲学问题漫谈（ Sur

diverse冉 questions philosophique~ ) .三、论赦罪主主（ Sur la forme de 

l'ahsolutilon ）补节（ Articuli itnum remossi ）是一封田信的片断（；

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三组中，在该组内，我们还可以找到 A封致卡

栖诺山（ Mont-Cassin ）院长，伯尔纳多的信。无疑的，这是圣

多玛斯最后的遗著（一二七四年一月二月问） 那封论读书的信

( Epist-ola de modo studendi ）大陆是真实的；它可以加入这个包

罗圣师一切通信的解答集中 3

（四）精修生活与宗教礼仪王篇为精修生活辩护，二为反对

天主教理的攻击者，二为神修生活成全论，兰为反对人们精修的



484 教父学大纲卷四

毒素。圣多玛斯的礼仪书计有呈教宗乌尔巴诺四世（ Urbain IV) 

所撰的圣体瞻礼日课，及各种经文。“我朝拜你”（ Adorn te , ou 

Oro te devote ）也是他写的。为了圣体瞻礼的建立，圣多玛斯在

教宗御前会议中，发表了一篇隆重的讲话：这是在第三三组中稀有

的讲话之一。

（五）演讲：圣多玛斯的演讲只见于他的演讲传述中，其间

不少已经刊印者；又见于他的演讲简稿巾；这些简稿己被收入小

册子栏；以及八三件不同的瞻礼演讲简稿。这些作品应当写于他

领受锋品后的前几年（一二五四至一二六四年） 0 我们还可以找

到一二七三年封斋节，他在那不勒斯的演讲简晴：他注释了

《十诫》，《天主经》，《圣母经》及《信经》二这些篇幅都不足使

我们对于圣师的辞令获得一个完整的观念二他是很感动群众的，

据说，一天他演讲耶稣苦难，演讲中，因听众的呜咽哭泣，被迫

停止了若干时间。最后应该指出：他的两篇学年开幕辞，一于一

二五二年，一于一二五六年。

其他小册子c 蒙陶那（ Mandonnet ）认为真实的一切j小册

子，我们都已枚举；其余的应一概予以放弃。可见格拉蒙

( Grabmann）相信可能从其中抽出了十几册来；它们都是哲学作

品；而且现在蒙陶那也承认其巾二册并不是腐鼎。

在那些一致认为应予放弃的小册子，若千本的篇幅是浩繁

的：计关于哲学的有“君王的教育”（ De 盯uditione prin 

“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全书” ( De totius logic~ Aristotelis Summa) 

关于神学的圣祭论（ De venerabili sacramt汀1to altaris ），圣｛本圣事

论（ De Sacram白山 Eucharisti侄儿基督人性论（ De humanitate 

Christi ），爱天主爱人论（ De Dilectione Dei et proxim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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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经著作

圣多玛斯的圣经著作是他一生的事业，与他教学的成绩。他

轮流地注解了《古经》与《新经》。他的注疏是由两种方式传下

的：一为他自己写的讲义（ Exposition ），一为由他口授而昕者速

记下来的（ Re-portion），关于→段或另→段圣经的讲义c 他的大

半的注疏作品．是通过第二个方式遗留下来的；其中尤以“四

福音”及··但禄书信；主三．．为著 叮见保禄的致罗马人书，以

及致恪忖；多人一书前六章不在例内二人们好久相信：他写了四福

音－－ i告一洁的；主疏：这是一个错误。“金链”（ Catena aurea ）不

是一种注蔚L，而是一种“随笔”（ Close）。换句话，就是关于福

音的随笔集。他只留 F了两篇关于（“玛窦”及“若望福音”）

的口授讲义。他不像尝在另一种方式下，解释了新经。在他留居

那不勒斯时，他尝有意再度注解圣保禄书信，可是不幸遁告长

逝。他的古经注疏不但较广，而且较多：《依撒；吉亚》，《雅歌》，

《哀歌》（ Lame时ations ），《耳目肋米亚》，《约伯》，《圣咏》句都是

他生花之笔的对象。

至于这些注疏著作的时代，应当根据他的教授生活阶段。

（→）巴黎（一二五六至一二五九年），《依撒意亚》笔写

讲义，圣玛窦口授讲义。

（二）意大利（一二五儿至－工六八年）， 《雅歌》， 《哀

歌》，《耶肋米亚，》口授讲义，圣保禄第一次口授讲义c

（三）巴黎（一二六九至→二七二年），《约伯》笔写讲义，

圣若望口授讲义。

（四）那不勒斯（一二七二至一二七三年）， 《圣咏》笔写

讲义，圣保禄第二次笔写讲义。

这些史料与著作的内容符合的，但是对于圣保禄的注疏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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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的；因为它所剩的只有一段文字，更好说，只有两段文字的

若干片!*Jr ：第一段是“致罗马人书”及“致格林多人” 」书一

至七章九节注疏；这是多玛斯教授那不勒斯时的笔写讲义；第二

段是“致格林多人二书”十一章注疏0 其他书信注疏都属圣师

第一次教授意大利时的口授讲义。这部分作品，都被保存着，且

以补充圣师的死斩断的工作，余己放弃。

这些注疏都是神学品作。元疑地，圣多玛斯首先强调寻求字

面意义的需要；在这点上，他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他的第

一个工作3 在字面意义解决之后，他根据传统，依仗理智，力谋

解答字面能引起的难题；而后以天主受造之物一般的观念为枢

纽，针对人的牛4活，指出真理的价值 3 他解释教父的能引起争端

的见解｜时，常为信德的利益着想一薛纳完（ P. Srna飞e ）指出：这

样的一个方法，最便于为神圣的篇幅，一面作出确切的字面意

义，一面提供根据历代伟大教父们宝贝的见解的注疏δ 只要人们

不过于琐屑地去剖析教父们的思想．这个思想定会披着原始启示

及神感（ R位居lationηt ins-piration）所披的美丽之袍，出现于世，

而且呵以纳入渊博的，有组织的神学之库。

圣多玛斯的道理用心，使他在字面意义以外，发掘别的潜藏

的，同为天主所瞩意的实际：古教是新敦的象征；基督的行为告

诉我们应该实践的」切；战争教会的生活象征胜利教会的4:1舌 J

为发掘隐藏在于 rmF的 i风喻，论理，类比三种意义（根据不同

的篇幅，或三种全备，或只有其：二，或只有其一。）圣多玛斯提

供了他的综合性的理智之光，以及当代的超越之知识。只要一谈

他的注正在，就可以感到，它的内容是丰富而辉煌夺目的。神修生

活既爱以启示作者的公式为滋养料，而于其中一面寻求传统的兴

趣c 一面吸取整个的神学琼浆，那么在这些多玛斯注正在作品中，

自会找到第一流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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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神学集成

一一般性

一般地说来，神学集成．最广大地，最明朗地说明了多玛斯

派的神学系统。可是．在作者的脑海中．这并不是个完整彻底的

说明，而只是一般旦桦神学的初阶 为此．多玛斯在序文里，把

研究神学者．一切缮恪德行者．甘为初学皮已有选i旨两级人士之

后‘紧接巾明：性的宗旨．尤在教育初攻神学者；他们好比小

孩．性能哺之U:fl. 不能应进以干眼《在这个教育日标以外，神

学集成还有→个所以别于以前种种神学作品的特征：在神学及伦

理学系统的及理智的标白中，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

是，教会的传统道理．不因此而在内容 i：稍受变化

当时圣多玛斯虽有意把经他澄清的亚里士多德节学，渗入神

学、可是，这并不是圣师写神学集成时的首要的目的；他首先注

意的，是在提供 A个明朗的、简单的、精确的神学课本。他喝力

避免以前各神学作品所犯的气种大错误：赘手茫，组织j昆乱，冗

长 为此，他放弃了枝节问题；即使他所讨论的．在每节中．他

也只出以不可少的证明。为避免重复，他在资料的支配上，费了

很多的工夫；而且最崇高的形而土学见解，巩固地联系了每 A部

分．以及它们的一切组织成分J 多玛斯的同等的分析及综合天

才．最精影地表现于他的神学集成中「

fr析法（ La M岳th(

神圣师出神人f七地予以运用’不但在思辨问题的领域中，还在观

察段实际t；舌领域中二蒙陶那（ P. !\1andonnet ）指出： “在独霸

着演绎法的思辞科学中．多玛斯游刃有余地指明、分析，作结；

可是他总不越出合理的界限，同时也能避免游移及钻牛角尖的弊

端产”在心理学tT面，！也稳妥地仔细地观察灵魂的一切生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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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三司，行为，理智及意志的动向，什么都不疏忽0 多玛斯具

有分析性的理智，尤胜利地表演于伦理学中。蒙陶那标志：“他

批判伦理的及社会的事实时，深深了解：他站在一个由合场合

上；在那儿，一般原则崇高地控制着一切，而且事实与经验都变

作具有深意的成份” c 依仗这类的天才，天神圣师能无比地，在

二部二节（ Secunda Secund配）里，讨论了德行。

在神学集成里，分析法虽占上风，这部著作仍被视为一个综

合；因为高级的形而上学精神不但控制着书的总结构，论类的安

排，难题的解答；而且在最复杂的对象中，维持着一个坚强的统

一性。多玛斯理智的综合性，可能不超出它的分析性；可是，为

了这是个难得的优点，它更使我们惊奇纳罕：圣师的一种非常的

直觉能力，以及第一流的组织天才，是由它来的土他几乎认识古

代及当时最优秀学者的一切遗产；可是，他不由此而头昏脑乱，

他却像毫不费力地，从此创出了一个个人的，独特的，具有传统

菁华的事业。他虽明朗地把神学别于哲学及神秘学，在这部著作

里，他却精简地一炉共冶了：神学，伦理神学、神修学，神秘神

修学，以及哲学。神学集成实在是个纲要理论的综合；它是为初

学者写的；它包罗着圣学的一切重要分类。

神学集成的结构是简单而伟大的。在一部神学集成里，天主

自然是一贯的对象；可是，作者在气个不同的角度下‘观察了

天主。

一、在“物”（ Etre）的角度下。“本书的首要目的，在使

人认识天主：一绝对的他，就是他的本身；二相对的他，就是身

为万物根源的他。”在这个角度下，圣多玛斯写了《天主论》

(De Deo）及《天主的事业论》（ De operibus Dei) = 

二、在“善”（ Bien）的角度下。天主是万物的最后日标，

尤其是有灵之物的目标。在这个角度下，圣多玛斯写了《论有

灵之物对于天主的动向》（ De motu rationalis creatur＆） σ 



第十章 圣多玛斯 489 

三、在“路”（ Voie）的角度下。天主是人趋向天主之路；

这里所说的人是堕落之人；他需要一个降生的天主，做他趋赴天

主的路。

二简单的分析

要为这样一部著作做个撮要，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兹为使我

们能略窥它的丰富的内容起见，且来根据作者的指导，做个分

析，应眩不无禅益么？这个工作．在那些不同的成份，已列眉似

地，或划入哲学，或划入神学，或划人伦理学，或划人神修学的

今日，是需要的。

如果应该把每段文字，放入它直接的代表→个单位篇幅中．

也应该把每个论文，每个问题，放在它们在神学集成中应有的位

t。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确切地指出作者的主要观念。在下面 A

篇里，我们将根据集成的次序，为每个论文，指出多玛斯神学的

重要的及特征的论题。

（甲）第一部（一一九个问题）

除去神学的总导言第一个问题，第一部关于天主的一般研

究。这不是一个天主的面面观，而只在天主是“物”，及物的根

掘的观点下，予以讨论。这样切定的一个对象，已是无边的，已

占了三篇大论文：《论天主一个》（ De Deo uno ），《论天主三位》

( De Deo trino ) 《论造化及掌治的天主》 ( De Deo crear配 et

Gu！肥mante ）。

－、《论天主一个》

这个论文包括长短极不齐的三端，首论天主的存在，次论天

主的本质，终论天主的行为。

（一）天玉的存在，运用包含三节的一个问题，巩固简洁地

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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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存在论，虽不指出天主是什么，却指出了什么不

是天主：因为在天主实体中，一、应该排斥一切的也合性，而指

出它是单纯的；这已可以使人窥见它的美善的一点；二、应该排

斥一切的限制，而指出它是无穷的：这就附带肯定它无所不在，

三、应该排斥一切的变动，而指出它是不变的，永远的；四、应

该排斥这种本质的一切增加多数性，而指出它是独」的单位。这

篇论文结出两个问题：人能认识天主，人能把不同的名称给于

天主。

（三）这里研究的天主行为：一为存在工作者内部的知识及

意志；一为工作者生产于外界的事业。一、论天主的知识及观念

时，他不但联系地谈 r真假，又谈了生活，因为→种认识行为就

是一种生活c 二、论天主意志时，他也谈了他的爱情，正义慈

悲。至于上智预筒，是兼属于理智及意志的c 三、天主的能力是

元上地活动的，并且无限的。这篇关于天主性体的论文，是以天

主的荣福为结束的。

二、《论天主三位》

圣多玛斯为这篇论文，先写了一段权威的，关于天主身上由

发与关系的序言，共分两端：清谈兰位，各种关系下的三位。

（子）清谈三位 多玛斯对于兰位，先做了一个共同的研

究， ＼他确定“位”在天主的意义，二、天主兰位的区别，

三、兼指单→及复数的公式的意义，四、区别位的特性的实际。

接着，他分别讨论了父、子、圣神。

（丑）三位的关系允许我们把它们或与天主的本质相比，于

是就起了术语应用问题；或与特性行为（生、发）相比。如果

三位互相比较，那末，一面应该承认，它们的平等及肖似；一面

应该肯定它们真正任务的存在。论文是在这个问题上结束的。

三、《论造化及掌治的天主》

圣多玛斯谈完了圣三，就钻研受造之物是怎样从天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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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推论了造化，不同的作业：受造之物的学治问题。

（于）造化首指万物的产生：神学指出它们的原因，产生的

方式，维持存在的原则。神学又寻求万物起初的区别，尤其是世

上善恶的原始。

（丑）天主不同的作业可分三类，纯精神的受造之物，或天

神，纯物质的受造之物，或世界的组织物，精神物质兼具的受造

之物，或人。

一、圣多玛斯先研究天神的实体、理智、意志，后讨论天神

的创造，超自然境界的防升，以及堕落c

二、物质世界是在六天的事业（ Hexaemeron ）中研究的0

多玛斯先总论造化，就是所称的“造化之业”（ Opus er创tionis) ; 

这是所以别于前三天的“分明之业”（ Opus distinctionis ），以及

后三天的“点缀之业” ( Opus ornatus ）的c 第七天的观察，六

天的一般评论，结束了这一段。

兰、圣多玛斯说：人所以能直接引起神学家的兴趣，纯为

了他的灵魂二圣师在论人受造前，先谈了人的性体。在这个问

题上，他络绎地谈了灵魂的无形本质，它的三司，尤其是它的

理智；它的欲望，尤其是它的意志，及自由。至于行为

( actes）及习性（ Hab山叶，只有理智及意志的行为及习性，

该引起神学家的注意；可是意志的行为及习性，多玛斯将另文

予以讨论；为此这里所谈的，只是理智的行为。元祖的受造，

圣师在若干不同的观点下，予以钻研：狭义的创造，与天主特

种的肖似，灵魂与肉身的自然及超自然境界，创造的地方，或

地堂。

（寅）天主对于世界的掌治．或直接予以指示，或运用受造

之物的活动。 」、天神的活动不但在天神间（这是天神的组

织），还及于魔鬼；人与顽物也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护守天神

及魔鬼的活动，尤应引起注意。二、顽物也有它们的活动，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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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此发生的。三、人对于其他受造之物的精神及肉躯，也能发

生影响。“天主应世世在一切之上受歌颂。亚孟！”第一部是在

这几句的声浪中结局的。

（乙）第二部（第一节一一四个问题，第二节一八九个问

题）

第二部的直接对象是人与天主的关系，可是，这里的人，不

被视为造物的产物，也不被视为永远模范的肖像，而被视为享有

自由，以及他的行为的主人翁。换句话，这里，天主被视为人的

最后目标，因为自由的受造之物的一切活动，应该归向天主。这

点，圣多玛斯在他简短的永福（ La b臼titude ）论文中，先予肯

定。它是整个第二部，或伦理学的导言c 多玛斯的伦理学，在问

题六开始时，就分作二般伦理学及特殊伦理学。第二部第→节所

论的，是一般伦理学，第二部第二节所论的是特殊伦理学。

第二部第一节（一一四个问题）

在关于永福或人的最后目标的一段导言之后，圣多玛斯开始

论人的行为：先论行为本身，继论行为的内在原因，后论行为的

外在原因。

一、行为 行为可分两种：狭义的人性行为（ Actes 

humains），欲望（ Passions），最后→种是人与一般动物共同的c

（子）人性行为首指意志的行为，虽然它们是不能与错综的

环境脱离的。在心理学方面，它们分为直发的（ Actes 乱icites) , 
及受命的（ Actes comma 

归向日的（善），或先向为达到目的的方法O 直向目的的意志行

为：一、纯愿欲（ Yelle），或因善而感动的意志行为；二、已获

得的苦的享受（ Frui），三、对于该善的倾向（ Intendere ）。趋向

为达到日的的方法的行为：（一）选择（ Election ），考虑自然是

它的前提。 （二）同意（ Consentement ) （三）实行

何时cution）。此外，意志还能引起别的司官的行为；它们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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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这些类别作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类别，就是善行与恶行

在伦理上的区别：这个伦理的研究，先一般地，继在内行方面．

又继在外行方面，终在后果方面。

（丑）欲望经过了一个总论之后，作者就分门别类地予以讨

论：贪欲（ Appetit concupiscible ）计有：爱与恨，追求与逃避

( Desir et a飞 ersio时，兴奋与忧伤；怒欲（生ppetit irascible ）计有：

希望与失望，怕惧与大胆．忿怒－

二、行为的内在原因. Et 为司官（ Facultes ），或为习性

( Habitu~ ）二这里只it:习性．为 J° 司官在第一部内，己予论及。

研究习性．元1见？主它们本身．或在它们所附属的司官中，后

在官们的原 1J斗中， （原始，进步，退步），后在它们的分类中。

善的习性，就是德行， （圣宠也在内），恶的习性就是毛病，这

个区别是此论的骨干c

（子）德行的研究尤觉深刻，为了这是特殊伦理学根据重要

的德行而建立的基础，多玛斯总论了德行以后．就把它们分为：

＼智德（ Vertus intellectuelles ）二、伦德（ V ertus morales) 1二

们总归为四枢德；兰、神德（飞lertus th臼logales) ＂接着在它们的

原因的观察下，他辨别了本德及超德（ V ertus naturelles et 

infuses）。最后作者观察它们的性质：中庸，联系．等级的高低．

时间的长短0

圣神的恩宠是本质地与德行有分别的习性；超德也不在例
外；它们是成全的行为，或称水福（ B创titude ），或成果

(Fruits）之原因。现在它俩都是神秘神学，及神修神学的研究对

象；圣多玛斯却把它们与德行拉拢，而且一并予以钻研。

（丑）毛病是罪恶，或罪行的习因。圣多玛斯在第一问题

内，就特别予以阐论。圣师先研究罪的本身，及罪的一般的原

因；继研究罪的内原因：昏愚，软弱，恶意，后研究罪的外原

因。它们一定不是天主，而是魔鬼及人：于是谈及由亚当传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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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而且那些罪，也尤其是罪宗，也可能是这些罪的原因。罪

的后果是灵魂的衰败，瑕站，刑罚。大罪的后果与小罪的后果，

是极不同的。

三、我们的善行的外在原则，是法律及圣宠：天主通过法律

教育我们；通过圣宠辅助我们，甚至我们最深切的活动，也不在

例外。

（子）多玛斯在一般的观点下，先研究法律的性质，种类，

效果；后分开研究各类法律：永律，自然律，人订律（ Loi

positive humaine），古神律（ Loi 仙

divine nouvelle ）。

（丑）多玛斯在神学集成中，简单地讨论圣宠：在证明了它

的必要性后，又阐明它的性质，种类。他标志，天主是圣宠惟一

的原因；它的效果，一使罪人义化，二使义人通过善行能在天主

前获得真正的功劳。

第二部第二节（一八九个问题）

除去最后十八个关于若干一定的地位外，第二部第二节大半

的问题，在论公共伦理的责任，它们是以神德及枢德为经的。圣

多玛斯逐渐钻研每个德行的性质（它的对象，它的行为，它的

座位），以及辅导它的圣神之恩，毁灭它的罪恶；最后，他也指

出与它有关系的诫命。可是，他最注意的，是德行的性质。为更

能确定枢德的性质，他为每个枢德，寻求它的组织成分（ Partes 

integrale时，它的对象种类（ Partes subjectivce ），它的附属德行

( Partes potentiales）。圣多玛斯通过这一切，在这个极端复杂的

伦理习性世界中，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统一性。实在这个统

一性，不过是一个点缀着爱德及智慧的灵魂上的实践统一性的反

映罢了。

一、神德（一至四六）

德行及罪恶的分类，是别饶兴趣的。下边，我们想简单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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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抒。

（子）信德是一种德行，理智通过它，坚决地相信一切由第

一真理启示我们的真理。明达和聪明系于信德：明达使人进一层

地了解那些真理，虽然这个了解不是彻底的。聪明使理智在超自

然真理之光下，思辨地批判受造之物。相反信德的罪恶有：不

忠，异端，背教，亵渎。相反明达的罪有：盲目，固执。

（丑）望德在等待享见天主的永福；这是天主自己所许的。

敬畏系于望德。敬畏使人通过一种不带俗人及奴仆之惧的子女之

情．用心避免拂逆天主c 毁灭望德的罪， 」为失望，一为妄望。

（寅）爱德是天主人间的一种友谊。圣多玛斯为确定这个 a

般的界词，一面从主观及客观下，钻研爱德，另一面寻求它的特

性行为，钟爱（ La dilection ）。钟爱不是一种纯好感（ Pure

I:>ien

有一个情爱的倾向 C

爱德的成果，有的是内在的：如安乐，和平，慈悲；有的是

外在的，如恩惠，哀矜，劝勉。

相反爱德的罪有：仇恨，懒惰 对于爱德所乐的神善的忧愁

( Tristitia de bono di vino de quo charitas gaudet ），嫉妒，不睦，争

论，分裂，战争，斗狠，煽惑，恶表。

上智是与爱德相对的；昏愚，超自然见解的低沉和抹煞

（自大），都是反对上智的。

二、枢德

（子）智德是惟一成全在判断实际问题中的理智的伦德。它

支配着考虑，判断，命令（ lmperium）。帅的朗才（ Sertillanges ) 

指出：圣多玛斯对于“命令”的观念是天才的。

智德的内在因素是记忆，理智，可教性，敏捷，演绎理性，

预见，先谋，警惕。

智德根据它的对象是王者的（ Rayale ），政治的，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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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的。与智德连系的有智谋（ Eub-ulia），确见（ Synesis ），现

别（ Gnome ）。

圣神通过超见引导理智作实际的判断。

反对上智的罪，有左倾的冒昧及疏忽，以及右倾的血肉的明

智，狡诈不安。

（丑）正义受了极度漫长的钻研，先在它的一般因素中：就

是权利，正义的对象（根据对象，正义分为·般正义，特殊正

义）；不义以及判断。特殊正义之研究，是冗长的；作者在结论

中，提出了关于孝爱（ Piete）之恩，以及关于正义的诫命。

圣多玛斯谈特殊正义时，指出了它的类别：赏罚正义

(Justice distributive），买卖正义（ Jus-tice commutative ）；紧接着

这两点，作者又论了赔偿。他又指出它的组织成分（ Parties

integrantes），以及它的附属德行（ Parties potentidles ou vertus 

annexes) 

圣师又细论了侵犯上列两种正义的行为：这个侵犯有对于别

人性命的，身体的，及时产的；这个侵犯有出于判断的，侮辱

的，阴谋诡计的。

在九个附属德行中，恭敬天主的德行，占着－个特别的位

置；圣多玛斯不厌其详地予以讨论c

爱天主的德行，也附属于正义．它是第一个伦德；它要求我

们应当向天主表示敬礼c 敬礼的行为共计十种，两种是内心的。

一、热忱（ La devotion ），它驱策意志敏捷地向天主致敬；

它是默想或瞻祷的后果，又是神乐的泉源。

工、祈祷，圣多玛斯分十七节予以研究；这是一篇坚实完整

的论文。

补赎（ La penitence ）本来应该也在这里予以讨论；可是，

圣多玛斯把它放在第三部中，与告解圣事同论。

其余恭敬天主的德行是外表的（ Le culte ext岳rieur）：就是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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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L'adoratio叫祭（ Le Sacri-fice ），献（ L'offrand叶，时鲜产品

( Les premice时，许愿（ Les voenx ），写誓（ Les Ser-ments ），发

咒（ L’adjuration），赞扬（ La louange) c 在第三部中要研究的圣

事，系于这三种德行J

b才、

其他针对别人．附属于正义的德行是很复杂的c

孝爱，这是对于父母及祖罔之爱的表现二

恭敬，这是对于长上的：尊重他们的身份，服从他们的

µµ飞＜ ,' 

知恩与报复（ La gratitude ct la vind川叶， i大l受自别人的

恩怨，而分别予以对付。

因真实禁止说谎，虚伪，夸张， VL讽u

五 和气遏制i臼媚及斗争c

六慷慨排斥惺吝与奢侈。

七 和缓（ L’Epiki肝）是法外公允的减赦、

幸爱是与正义符合的，为了通过孝爱，我们因圣神掖诱，视

天主为父亲．尊敬他，并且对他尽职。而且，孝爱督促我们一而

尊敬天主，一面尊敬一切属于天主的人俨

（寅）刚毅具有两种特行：稳步前进，不恐不惧，沉着履

l在．不骄不矜「

殉教是个英雄大力的行为。

相反刚毅的毛病是胆怯，冒昧，及过度大胆c

刚毅为了 A种特殊的对象无类别；可是附有问个关于前进的

德行，两个关于履险的德行：

大度（ La magnanimite）使人不骄，不贪，不夸，不狭

地趋向光荣的事业7

堂皇（ La magnificen 

前i：陋户

忍耐控制忧愁，使人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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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恒心使人抵卸或来自滋长的工作时间，或来自外界的

阻力。

相反刚毅的毛病，是柔弱及固执。

圣神通过刚毅把一个排斥一切怕惧的希望给予灵魂。

（卵）节制镇压偏情，以及求乐之心。反对这个德行的毛病

是冷酷放纵。

它的条件是廉耻及正直。它的目的在节食（ Abstinence ) , 

节饮（ Sobriete ），及控制淫乐（ Chaste剧。那么节制就分三种。

与节制有联系的德行计有：

正肃（ La conti 

良善（ La 「lemen℃叶，目的在压制忿怒c

_, 谦逊，目的在镇压骄傲c

四 专心，目的在克服好奇心c

五 端正规定肉身的姿势，以及在游戏中衣饰上的态度。端

正也指良苦，谦逊，专心；二德的一般情形ο

三、特殊的恩宠及地位

（子）特殊恩宠指~－－－切异于宠爱的，由天主元条件赐于人的

恩惠：如预言（ La propl由ie ），飞越（ Le Ravissement ），通晓万

｜斗方言（ Le don des la吨ues）娴于辞令（ Le don de parole ) .发

显灵迹（ Le don de miracles) c 

（丑）生活的两个阶级，一为瞻祷生活（ La vit-> 

contemplative) , A为积极生活（ La vie active) ＂这两个生活的分

别，虽也在不同的ι作 t，然尤在不同的用1C.• J-·. c 

（寅）生币的地位，叮在不同的观点下，予以区别；即使成

全者的地位（ L'Etat des parfaits），也有复杂的不同点二在这成全

的地位上，有主教（ Les 吕veques ），又有修士（ Les religieux ）、

这里．圣多玛斯给了我们→个精修生活的界词；他指出修士们的

义务与权利；精修生活祝祷的方式，以及入会的条件3 这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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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论，可以索解于他当时正急于对付那些于十三世纪攻击积极

修会（ Ordres actifs ）者的操心。第二部是在歌颂耶稣基督声中

完卷的：“他是在→切之上，永世应受赞美的。”

（丙）第三部（九0个问题）

第三部综论天主是我们的道路；基督通过降孕，以及降孕后

的一切，首先在自身上，后在他的恩惠中，后在我们由他指导而

要享受的永生荣福中标志：他是我们的道路二那末，这一部要讨

论的，一为基督句二为圣事．二为四末

一、基督（ 企至lifL问题）

基督研究共分两节，它们都是关于神学的： （一）降孕奥

迹，（工）基督的生活奥迹c

（子）基督的奥迹的前提问题，是降孕的适合性（ La

con 

这就是工至十五问题的对象；可是在前面五个问题内，圣多圣斯

也特别地钻研那个两性的结合本身：怎样第二位与人性结合，怎

样人性为天主所采取。受到这个特点的人性．应有什么特性。七

至十五个问题讨论它的美善：圣宠，知识能力，缺点。圣多玛

斯在确定了这个结合的性质之后，努力提供 A个关于该奥迹更深

刻的认识：他从已经树立的原则．抽出结论：或观察基督本身

（在他的物体及行为中），或观察他与圣父的关系（他的听命，

祈祷，择品，认识，预简G ）；或观察他与我们的关系（他同受

我们的钦崇，他的中保使命。） c 

（丑）基督的生活分为四个阶段： 4 、天主子诞生F世；这

里多玛斯谈了玛利亚，她的所受的特恩，他的童贞之孕，耳［5稣的

童年及洗礼c 二、耶稣生活：他的生16情形．他的受试探．他的

道理，他的灵迹。三、耶稣离出：：他受难，钉死，被葬，降灵薄

狱。四、耶稣的荣福生活：他的复活， 7＋天，坐圣父右，审判

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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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事（六0至九O问题）

这节论文虽没有定卷，却包罗着真正的宝贝。总论不但利用

了中世纪对于这个神学的贡献，而且予以确定。圣洗，坚振，圣

体的研究．是A完备的勺圣体的研究是奇特地深刻的，它口I视作天

神圣师的遗嘱；因为它是多玛斯生平最后的墨宝。告解本该在六

个观点F予以钻研，可是圣多玛斯只写了关于它的性质的四个问

题J 论告解！久i素的第九0个问题，只作了 A般的评论：这部神学

杰作是残缺的ζ

三神学集成的用度

i；面关于神学集成的分析指出：它是无边地丰富的c 它的理

论姿态，不应该使我们相信，它是不可能做课本的乞无疑的，它

的教学优点，为现在如为过去，在神学教育上，一贯地维J守着它

的拔萃的地位。它的实用性，也是无古无今地为人所公认的：不

{JH申修导师，从它吸取足以应付一切的一种稳茸的指南针，布道

者步着公教伟大的演讲家的后尘，也予以利用。神学集成的用度

还扩充到震荡现代的思想及生活问题上，尤其是在哲学观点下。

对F 牟切认识，伦理，社会，及政治问题，圣多玛斯的第二部第

兰节都能提供巩固的组织因素．为了它是公教伦理最深刻的科学

论据、可是，无论它在上列各观点 F所有的价值，它的目要用

度，还是神学的；它是高级思辨神学的标准课本。

为诠释这个课本，可采取两种方法：一为系统方法，一为历

史方法。根据系统方法，人家在各方面，寻求论文每段的意义，

傅伦得彻底了解包容在整个著作中的道理c 这个方法首先在分析

原文，不但依照丰田，还要参考古与整个著作的关系；节，间，

篇，部间的逻辑联系， h>I夜深刻在谈圣多玛斯神学集成者的脑海

rf 1 再者还应该根据 1& ·i)j~ 利（ Massouli岳）圣多玛斯是自己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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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公式＇ t巴集成的道理，与圣 1）币其他著作的道理，相提并论，

而同时注意他的进步的途径ο 关于这点，各著作问世的先后时

期，自然是不可疏忽的c 最后，我们应该披阅过去注解圣多玛斯

著作的伟大学者的著作；它们可以确定地指导我们了解字句的意

义，以及神学集成的精神。

历史方法以系统方法为前提，而且极有神益地予以补充。历

史方法虽旁及多玛斯道理的物体（ L毛tre de la doctrine thomist叶，

却尤钻研文字及观念的演成（ Le <levenir des textes et desid仕叶。

人们通过这个方法，评论多玛斯的著作，务使它们在与士林学的

生活的联系中．明朗地映照在中世纪基督的文化幕上。这个方法

把天神圣师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神学集成，同它们的源泉，模

型，先驱，互相比较；它又搜出它们与现代著作的联系；最后它

标帜：多玛斯对于他的直接的后一代的影响，由这个方法引起的

辛苦的研究，不但指出多玛斯在神学历史中，占着稀有的位置，

而且持续地照耀着黑暗与聚讼的论题ο

主亏着教学的目标．仗着多玛斯的神学集成．为那些多玛斯

子.~ ·f＇.玉兰川、三圣亏二二京之三比个雯比．巳J l实是有益的 这个

在下面多马斯j亘理元；旦．在 ii ； .~F予以 4提的 2 ff J 足以指出：

多玛斯的著作，在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前，圣奥斯定的也

不在例外二的确代表着进步。官们也明朗地指出：天神圣师怎样

异于其他的伟大圣师：例如神学界中的圣文部辣，邓司各德，苏

亚责士；以及冲修界中的圣女德肋J散，圣方济各撒肋爵。

肆多玛斯的远理综合

多玛斯学说

多玛斯学说指圣多玛斯的道理，与他的治学方法。多玛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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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尤该指他的神学c 无疑地，多玛斯是个天才哲学家；他通过哲

学，改进并充实了古代的神学；而且他在中世纪的一切学者中，

对于哲学相对的独立性，是最有贡献的一人。可是，多玛斯的

“神学人”胜过他的“哲学人”（ Le philosophe) 0 这不｛fl为了他

的神学著作的优美的质，广大的量，又为了他的精神更集巾在神

学上。实在，哲学属于神学，仿佛一个宝贵的下子。在多玛斯身

仁，思想者辅助着信仰者，可是，并不取而代之。多玛斯首先是

个神学家，神学家中之巳多玛斯学说首指 A种神学；可是，也

f旨一种哲学（ Thor山sme phi-losophy e ）；那个f嗲订亚里士多f惠著

作，无比地联系理性原则的人，不就是多玛斯吗。

（甲）多玛斯的哲学

在析学上句多玛斯不纯是个亚里士多德的抄袭者，也是个真

正的创造者三他组成了第－个伟大的足以综合基督教育的惟一的

科学系统J 他第一个坚决地宣布理性知识的独立c 以前，这种知

识，或事实地，或原则地，混合于神学观察中，尤其是关于原神

学，心理学，伦理学的c 为实践理论．他的哲学著作只乞灵于经

验与理智的权威，藉以树立捍卫科学的结论c 他清楚地作出了进

步的科学理论；他确定与分戈Jj r科学；他建立了每种科学的精

神；他把各种哲学科学的计划付诸实行：论理学啕形而上学，原

神学，天文学， →般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他的w:

要的哲学著作．就是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注疏 他的整个的神学

及圣经学著作．都染着浓厚的杆学色彩；字里行间．到处可以遇

到打j思想问题最丰富及最怕烂的公式 圣多玛斯在哲学上的努

力，解决了溶化亚里士多德节学的问题．而且为圣教会创造了 a

个坚强的基督哲学r

关于亚里士多德，圣多玛斯不但w该从他的著作中剔除旧乱

视线的阿束lj伯哲学，还需要在若 f观点 F，改正他原木的个别的

错误思想亡这些错误没有那个藏头｜崽面的自然主义的［）＼j ;'/H;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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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信德最痛恨的唯理论。以亚里士多德所攘斥的柏拉图思想为

依据的模型论（ L' exemplarisme ）可能像受了打击c 姚雷

( A. Chollet）指出：“柏拉图哲学虽包罗着若干与教理更为接近

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式是更高妙，而更符合教会的信仰

及推论方式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卓越性，根据士林学家的话，

或为了他具有一种极普遍的知识，或为了他的问题的阐论，是更

严格而更逻辑的；或为了他的依据经验的推ltt}f法，是更巩固

的；最后或为了在他的伦理学中，他向节学提供了美妙的进步工

具飞”圣多玛斯的宏J)j在能把这样的一个能力．为教会与信德服

务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经这个彻底了解他的精神，以及极度

予以尊重的权威学者的修改，可说已优于原来的：因此，后人甚

至称它为多玛斯哲学，这不是不兀理由的。

圣多玛斯胜过奥斯定派，清楚地区别了自然领域与圣宠领

域c 自然领域的对象，就是人运用本身的能力，可能认识的 4切

真理乞他通过本性的原则，解释一切，不乞灵于天主特别的辅

手 可是，他不谈世界的初步组织，不谈宁宙的－般管理，不谈

兀恨，A元的创造二他解释了整个哲学上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观念

的原始 I L'1 月’i)!:in「 de~ id吾es) c 为解释这点，他只运用了理性的

能力．不求Bl] f J~ 主将别的辅佐；换句话，他只求助于天主对于

－切自然活动经常的辅佐 亚L且士多德的哲学大大地便利了他的

这个L作：因为为搞这个艰难的丁作，他运用了前’人所茫然的，

他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倍的一系列原则。

他的详明的双重理性学说（ La th创rie du 巾uhl「 intf'llt~ct) , 

代替「奥斯定派极度复杂的“照明说”（ La theorie 且l1伊引tiniern1「

dt革 r’illurr

弟卒一真理自甘← A种印象c ＇’圣多f号斯通过这句话，有意指出：天主

是理智的创造者；而理智的观念，本质的卓绝的基础，是一切真

正知识的最后泉源，但不是直接的 l二l r1f是．这些（j 然的或坦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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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多玛斯虽也予以承认，并不把它们纳入他的认识论中，

一如奥斯定所做的，视以为一个本质因素c 它们在他的认识论

中，只被视为一个哲学的附属结论，或一个神学的补充因素。他

又不许中世纪最初几个思想家所发明的，以及加进一种奥斯定学

说（自然的或神学的）瑕瑜互见的哲学组织，侵入他的已经确

定的系统。比他的前辈们更积极的天神圣师让理智去解决一切关

于自然的问题。

为此，在多玛斯学说中，哲学是独立的；这就是说，哲学在

它自己的园地内，已够应付一切。到那个时候，人们每强调哲学

对于神学的姆女任务；实在写时人们研究哲学，尤为藉以拥护神

学；可是，这究竟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也写过若干属于纯理性

的问题的文章J 它们因亚里士多德及圣多玛斯的提倡，可以日趋

发展。可是，谁过度强调理性的独立性，谁就违反天神圣师的本

意，犯了错误。理性绝对不可能违反信德而不犯错误；因为真理

不可能违反真理；明智的理性，在它的观察中，应该常顾到由信

德启示的事理。进一步说，理智绝对不应当想摧毁信德，取而代

之。在我们这个世俗主义（ La!cisme）猖狂的世纪，人们可能视

多玛斯学说的成就，像卢」个趋向完全解放理智的阶段，甚或指出

理智是神学的嗣子（ La Ra削n est l'h仕iti仨re de la tl白山gie) c 可

是，这个公式不但不代表一种进步，而且是一个歧途；在那儿，

理智日益贫之，软弱，哀败c 这或为了它不见本身的界限，或为

了它忽视超越它的领域。这种骄横的狭窄，即不是圣多玛斯所愿

意的，也不是他所准备的。天神圣师虽承认理智相当大的独立

性，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却奇妙地运用了它。

（乙）多玛斯的神学

哲学不失为 A种智慧，如果它通过在它领域内最高的原因．

批判整个自然世界；这个智慧的顶点，见于形而上学，尤于原神

学中 c 应该晓得：原神学与狭义的神学是不同的，狭义的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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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虽就是原神学的对象，可是，它所以研究神的标准，却是

超自然的原则。神学也是一个智慧中最高的一个。

无疑的，神学’是个真正的科学；它虽也是实用的，却尤是思

主f¥的：为着它首要地研究天主，附属地研究人的行为ο 神学根据

他的对象，是普遍的c 可是它的第→对象是天主。在若干观点

下，它是最崇高的科学；它首先直接地以信德为依据；它的形对

象（ Objet formel ）是启示天主的权威；从它来的一种正确性

(C肝titude）自然超过一切人为的最高的正确性二再者，它所钻

研的实际，有属于思想领域的，有属于实用领域的工神学崇高的

地位，由于它的崇高的对象；它不单是→种科学，而且是→种智

慧；为着它根据最高的原则，研究最高的原因c

这里所说的智慧，不是七恩中的上智（土智通过一种倾向

批判天主的事理），而是智德（ La ver-tue de sagesse ）；它通过理

智的观察（ Per rationis inquisitione 

王直的判断O 无疑的，上智也有它的分子；可是．神学所以为启

二~；.芋．不是由它组成的O

二百庄神学中的任务，是很大的。无疑的， 」切原则，及启

示事理．不是由神学建主的；它只从上天接受了它们；而且我们

可能说：宫是天主的知识的一种印象c 可是，在这点上，随它如

何伟大，它并不这样超越理智，甚至使理智在这点上不可能工

作，或使它的工作是无用的。圣多玛斯给理智指出了三种任务：

一、它应该证明信德的前提，二、它应该运用有效的证据，证明

信德的适宜性，三、它应该解释反对者的难题： －面揭破他们的

错误或弱点，一面仍维持着奥迹的存在（为帮助它完成这三种任

务的东西，莫如启示事实的以及启示真理的系统的综合。那末，

神学组织就是理智所以了解信德的最理想的工具；或一如士林学

者所指出的‘神学组织是此世追求理解超自然真理的信德事业。

圣多玛斯的这个系统综合，是超轶绝群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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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家的最富思辨性的方法中，权威在理智之外，常占着

一个重要的位置。神学的性质把一种责任放在他肩膀上。圣多玛

斯很积极的理智予以接受；他的四分之三载着详细的文摘分析的

哲学著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L 他通过教父们的言论．注疏了

格言录；他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为1皮伊斯及得尼下了注解。在他

的神学集成及其他一切著作中，也到处可以找到蜂起的教父们的

引语。根据当时各学校风行的方法 阿柏拉德以来．那些引语，

时出以难题的方式．时出以解答难题的方式。圣多玛斯的知识是

丰富的；它的广大性及批判性．决不是当代学者能想到的。

他的理论观察加强权威的证据。最令人称奇的，是天神圣师

不断地引用的原则的简单性及崇高性。为此这部浩如烟海的神学

百科全书，神学集成的综合性是极显著的；而且该书坚强的－统

性也就在这里二他所讨论的每一点，始终出以分析法，而因以阻

止了提乱状态。人们又指出：圣多玛斯主宰地观察及分析了灵魂

整个的生活：良心，灵司，它们的内行，不问或是欲，或是情，

或是理智，豆克是意志 J 在他的伦理学及政治学中，人们也称扬他

的同样的步骤；可是这个胜利尤表现于他的思辨科学中；在那

儿，演绎法独步着。他特别为理智划出了－条鸿沟。他指出：为

证明信理的真正证理，是不可能的；奥迹的彻底了解也是不可能

的。奥斯定派虽也没有否认这些界限，可是他们没有说得像多玛

斯一样的清楚。他们的神秘主义使他们指出：发展的信德能给教

友崇高的理解。

圣多玛斯的方法不直接提出神秘之光（ Les lumiere~ 

mystiques）：这不是为了圣师不认识它们，或不予以重视3 他晓

得存在着→种理智的活动方式；它是系于瞻想方式的；在那边．

揣摩工作是根据神光（ Secu叫u日1 illminationes divinas ）进行盯；

在那边，理智在推论工作中，运用着神光c 如果可能有个与天主

合作的理性活动，那末，清楚地它应当是神学家的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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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光明，随它们怎样宝贝，太系于主观的条件：因为一般

地说，天主只在久经锻炼的灵魂上，通过他的恩宠，参加工作，

务使这些光明能以整体必要的组织成分的资格，纳入这个一般的

科学方法；为了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性质之斗’就在是客观的，

普遍的。因此，圣多玛斯轻谈地只乐于指出：神学，如布道，是

」个发韧于圆满的瞻想的事业；他虽不排斥神恩，尤以神学系于

超自然的智德c

一般地说，奥斯定派关于神恩及瞻想的论调．更加广阔。十

三世纪末叶，方济各会士及多明我会士之间争端．由圣文都辣自

己指出的彼此不同的趋向，也是不容忘掉的原因。那些简单的趋

向，不应当过于强调，它们都是合法的。多玛斯的方法，清楚地

是思辨的，主知的：它向教会供献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神学综合；

这样的 4个贡献奠定了它的价值c

二哲学原则

关于天主、灵魂、世界、伦理的一切自然真理，根据圣多玛

斯神学集成的方法．都系于集成中的同类问题寸l 这里，我们且只

a叙那哩被用来解释一切析学的，一如神学的．自然界的一如超

自然界的难题的形而上的大原则。它们像是多玛斯学说的精神，

使它坚强的一气呵成。圣多玛斯的思想，常常应该视他的一般

的．尤其是他的形而上学的综合而予以了解：因为这个综合是他

的 A切著作的核心。多玛斯的学说的价值能力，既本质地在于它

们强有力的一统性，不!tr_视以为折衷说一

（甲）认识论

圣多玛斯既放弃了中世纪初士林学者关于奥斯定的神的

“照明”（ Illumination divine）的哲学解释后，极度注意地作了」

个行将控制他的整个的哲学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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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认识的本对象是物（ L飞tre) ；认识及无形性

( Immaterialite）是相对的。具有理智的人灵，能与物接触；可

是，这有藉于它与肉身的结合；它凭物的可以感觉的现象，与物

接触。那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理智的完全当对的对象，该是

抽象的有形之物。

人的理智包括 A种努力，就是所称的主动理智（ Intellet 

Agent ），官从像司（ phantasme ）吸取彻悟之种（ Espece 

intelligible），而以准备认识；于是主受理智凭这个所受的彻悟之

种（ Espξce intelligible re<;:ue , ou species impressa），造成明朗的

彻悟之种（ Espece intelligible expresse, species expressa）；这己就

是认识行为。

理智能认识一切，可是认识的途径是不同的二抽象通性

(Universe! abstrait）是它的固有的第一对象；开始时，理智模糊

地与它接触；接着，通过自己的逐渐增强的活动，愈趋清晰c 至

于个性的具体的东西，它是五官的对象；理智只凭它的印在像司

上的肖像，予以认识c 人类似地（ Par analo-gie ）认识无形之物

(Les 在tres 叩irituels ）；灵魂对于自身，没有完全的直观认识

(L’Intuition par-faite）；它只在自己的行为中观察自身；毛’通过那

些行为，一级级渐趋明朗地认识它的行为，它的三司，它的本

质。纯神体的本性，只类似地受人认识；天主自然更不在例外。

理智的全称对象，虽是抽象的，却是实在的；换句话，理智

的全称对象所以是实在的，正为了它是抽象的；而且它的实在

性，与它的抽象性是成正比例的：因为理智通过它的考察，指出

对象的各种特性；这些特性是极重要的，为了它们给予全称 A个

固定的形式性。于是产生了有名的多玛斯的关于全称问题的答

案：全称本是理智的产物，可是它的实在的基础是外在的3

物的观念是真实的，为了物与物的观念是符合的：因而论理

真理的界词是：物与理智的符合（ Adaoquatio intellectus ad r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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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词，在判断 (Jugement）中显得尤为确切：因为理智通过

判断，不但了解而且肯定这个观念与物间的符合性。理智确定地

接受一种真理，不需要其它的理由，只需要基本原理的显明性c

那末，为解释理智自然的认识问题，用不到乞灵于天主的一

种特别干涉，只要乞灵于天主所以指挥一切受造之物为达到目的

的一般辅a导（ Co眈ours g居n岳r

‘‘神的照明，，（ L’Illurr

它还有存在的余地；为了造物在最高真理的立场上，还是→切由

他存在的东西的本质的最后基础及模型。再者，创造灵魂的天

主，不但赐以掌握真理的性能，还辅助它予以实行。无论如何，

这些不容犹豫的措定，无非是天主存在真理的附论；而且本质地

不过是天主存在证理的基础c 它们在多玛斯的脑海中所代表的，

是认识论的峰顶而不是它的支点。

( z. ）基本观念
物的现念．既是在理智所有的观念中最初J及最高的一个；它

代表彗丐甫仁学的顶点 τ 可是．物与它的超越特性

( T ran'-cPndt"ntalt"~ prnpriete" J ：一．真‘善. ( tnum. Yerum, 

Bonum ）是耸不开的 这些与物同样地普遍的现念，是直接地从

物的观念抽摘来的；而且应该也分承它的实体价值（ Valeur 

ontologique）。至于基本原理，就是那些直接透露物的单纯观念

的判断，如同 A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也都具有物的性质。

符合同→原则的一切，都是可以了解的；这句话的用意，是很清

楚的。与内在的合乎物物的充足理由原则，互相联系，而特关于

偶然存在之物的另两个外在原则：一为同果律（ Pri时ipe de 

causatit的， 为终极律（ Principe de finalite ）二

这些组成上列几个原理的基本观念，具有一个真正的实体价

值。首先，它们绝对不是幻想，它们存在理智内，可是，→如前

面已经说过的，它们来至外界。再者，它们也不纯是物质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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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它们冲破物质的现象，进而掌握物的本身。无疑地，我们

只得通过物的外表，与物接触。自然，物的外表是种偶性。物的

本身是感觉不到的；可是，它是可能了解的，并且是了解的泉

源。人通过理智打入这个现象界外的本体实际η 关于“物”所

说的 A切可以移用于其他附属的观念。戈旦古·拉郎才（ Garri

gou Lagrange ）宿出： “思然的， 一，真，善（ Unite, Verile, 

Bont叫，以属性的资格啕直接附属于物3 “·”是不容分剖之物

( Etre in di vis) c “真”是物与它所属的理智的符合；或是衡量理

智之物与理智的符合c “善”是堪企求之物（这些观念不标志可

以感觉的现象，却标志平中吏玄深的，本可以了解的东西；而且

它们一如物在它们正式听说明的 A切中句不包括任何物质C 它们

通j立 A种真正的抽象直觉（ In

解O 正如上面说过的，基本原则也归纳于物的了解；而且不过是

一个物的直接的应用．又属于同丰的本体领域。

基本观念不但具有本体价值．还具有超越价值（ Valeur 

transcendante）。换句话．它们还能反映出宇宙间一个超越之物的

存在c ’方面，这些现念指出绝对的成全，就是不杂任何缺点的

成全；另一方面，这些成全是类似的（ Analogiques) 0 换句话，

它们可能依照因素地不同的状态存在着；它们与那些自成－类，

而必要地单义的（ Univoques）成全，是有别的。种（ Le genre) 

指一样东西在它整个的族，以及族的每个肢体身上的同斗性：所

以肯定物和它的特性是种的超越成全，就是肯定它们也是类似的

( Analogues）；因而它们可能为」切物（天主也不在例外）所共

有的，可是不是A绝对 A致的，而是有等级的。那末，在绝对成全

的观点F，形而上的最高实际实在使我们认识关于天主的东西。

但是为着它们的类似性，它们不在积极的实际下，向我们说明大

主的成全；我们只瞥见它们的一个影像，一个纯比例类似性

( Simple analogie de proportionnalit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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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物的基本的分野

一、物的最普遍的分划，是行为与能力（ Acte et 

puissance）；它们是基本的内在闵素。这个分划是极严格的，以

致」切j：是戎不是纯行为或纯能力的东同，应该是由行为与能力凑

合的丁行为本身是－个成全；它的界限就在能力，或成全的增加

中；纯行为应该是单一的：殊多及界限必然地包括着能力及行为

的凑合。无穷及完善之物以外，其余的一切都具有能力及行为。

二、“本质”及“存在”的分野，在物中补足及确定行为与

能力的分野。“本质”是物之为物（ La q山ldite de l'Etre) ；“存

在”是物之所以实有，而且指定它最后的成全。本质是个成全，

是个行为；可是，把它与存在比较起来，它不过是能力；除非这

个“存在”，就是物的本质，正如在纯行为的必要之物内。必要

之物以外，其他的」切物，都是偶然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是本

质的c 显然，一切偶然物的抽象本质和具体的本质的区别，是实

在的σ 现在存在的物的本质与存在间的怪别，不但是虚构的

（这是谁都承认的）．而且是实在的： l均为本质的实在性不能与

使它实现的东西并为一谈士

三、实体与偶性（ La Substa肝e et le,; accidents ）的区别，是

物间根据范畴最高的分野。实体在理论领域内，组成一个种，最

高的一个种。实体具有理智能予接触：当第一个内司（ Le

premier des Sens internes）集合了各外官（ Sens externes）供给的

资料外，理智就掌握着实体。实体在这个理智前，不过是物的第

－个定型；它在物的观点下，是为使一→系列络绎而来，不相联系

的现象得到了解的必要条件。理智；昆陆地掌握着物，视以为一件

存在的东西f 这个理智认识的第一个对象，在理智发现了它的复

杂性及变化后，就准确地变成一而持久的主体（实体）。实体是

圆满的物；它是自立的，偶性（ ens entis ou accident）是藉它存

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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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的、个别的、不受属的（ Sui juris ）、具有理智的实体，

称“位” ( Personne），没有理智的称持续物（ Etre subsistant ）。

圣多玛斯对于这个物的最后的成全性，持续性（ Subsistence ) , 

没有予以专论。许多宗他的神学家指出持续性实在与本质有别；

而且多些少些，把它系于“存在”（ Existence ）。

圣多玛斯为着神学，尤在形而上学领域内，漫长地讨论了偶

性（ Accidents ）。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调，可以归为三端。

“首先，偶性是一个形态（ Forme ）或一种物体（ Entit岳

objective）；它是与实体有别的；且与实体打成实际的一片。这

个不容否认的分别，尤见于官司、习惯、行为中。二、偶性可能

通过灵迹而与实体分离；偶性所以能像实体一般地独立，纯为了

天主特种的支持；这是与它的相接原因无关的c 三、应该晓得：

偶性不是由造化之路来的，它是必然地由它依附的主体流出的；

它是这主体的一种属性。换句话，它出自主体的性能，或通过一

个受造的行为，出自主体自然的性能（ P山ssance naturelle ）；或

通过无穷者的行为，出自服从的性能（ Puissance ob创ientielle ）。

这些原理，在神学中的圣事论及圣宠论，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应用

实例。

四、质和形（ La matiere et la forme）的分野，及不到实体偶

性分野的更普遍；这个分野只见于有形可觉的东西上。有形之

物，一如一切偶然存在之物，是由能力及行为组成的。可是有形

之物的能力就是质，而它的行为就是形，物质之形。它们都是实

体因素，它们彼此应求。形是活动、精力、统一、以及一切成全

的原因。

这些成全是极相对的；这正由于与形本质地相结的质，是被

动性、惰’性、殊多性、分裂性的原因c 但是物质的实体，虽为组

合的，本身不能分为构成成分（ Parties integrantes）；这些成分来

自量（ La 。iantite）；它虽只是一个偶性，却为一切偶性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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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性，最重要的一个偶性；它通过灵迹能代替实体支持其他

」切偶性。量使成分一个在一个之外棋布着，而实体的延长性因

以产生。量还具有别的成绩：它又分划物质，因而它也被视为有

形实体个体性的（ Individuatio川原因。再者，它使 A个物体站

於一个地点，不可能越出地域的范围，同时间样地站于多数地

点c 相反地，一个灵迹可使两物彼此透彻（ Comp岳时tration ），虽

然这是违反自然律的（ Les lois physiq时s)c

实体形分为两种，一为物质的．→为神体的、物质的形是径

由自然的动间的工作而从物质能力（ La puissanc 

JI!.抽未的；相反i也，具有持续性（ Etre subsistant ）的灵魂，应该

由天主造的J 可是，在每」样物身仁，实体形只能有 A个；由肉

躯及灵魂组成的人也不能在例外门实体形以外的·切形，都为偶

性，也称属性（ Qualit岳）。这是 4个极？昆统的术语，它指实体范

伟I ( Or-dre enl阳tif) 内的·切形，及行为范同l 内的 A切形。行

为的第一个原因是实体形，可是偶性例也与它合作；它们借同实

体．通过实体，直接与效果接触、它们是实体的工具，行为是与

产生E的实体同型的（ Operari sequitur ess号）。行为的第一原因是

主体原因（ Pri1wipium quod) .它与性体原因（ Principium quo) , 

主体国问所用的「具的性体，是同类的《无论主体原因，无论性

体原因，它们都是本质的。行为的最近原因，或官或司，不过是

性体的属性c 至于人能产生的超（！然行为，至于那些超自然行为

相对的原网，物体的或行为的习性（ Habitus entitatifs ou 

op是ratifa），它们都得以人性中的－个从 JllY! 之能（ Pui旧町f

obedientielle）为依据；而神恩的性质（ Les caracteres du don 

divin）多少将与这个从JllY!之能，发生→个适应作用，而终于活

生生地共同产生超 fl 然行为 J 整个的圣宠生活，在这些原因里，

会找到一个坚强的理性基础产

在可以感觉之物的属性中．最重要的」个是运动（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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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r川。它给了圣多玛斯第 A个天主存在的证理的支点。狭

义的运动是物理的：这个运动可能是内在的（生活的），或质

的，或量的，或地方的。无论付么运动，都不能越出 fl面的一个

原则： “任何被动的东西，被动于另一样东西” ( Qu 

movetur ab alio m（附tur）飞这个原则还可以广义地引用于形而上

的运动，如实体的或｛同性的变动，如精神的式理智的变动J 实

在，这无非是同果律或充足理由律（ Les principes de cau salite ou 

de raison suffisante ）的一种应用；而这两个原则总归于物的普遍

观念。神学将大量地，并且特别兴高地引用这些形而上的理论。

一天主及圣三

（甲）天主，他的存在及性体

一、圣安瑟尔莫的先天证理（ Argumentation a priori ），圣；多
玛斯不予赞成υ 这个证理，前提地认为：天主存在是个明目的真

理；至少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且用不到乞灵于｛同性的实

际。相反的，天神圣师神学集成巾的第 E个措定是：天主存在论

题，本身地是明显的；－rir是它为我们不是明旧的气它 I可能后天性

( a posteriori ）通过各种成果，根据因果律，获得i1El:l月二这个证

明是形而上地，严格的，假如直接同果之间的关系是必去的户

圣多玛其fj指 IH f五条升 fhj 天主之路；就是五个肯定天主实有

的证理q 它们的怪别句尤在它们据以为支点的，具体的受适之物

的对象。（子）环绕我们四周的物的运动；这个运动叮能是狭义

的，可能是广义的，就足物的任何变化c (fl ）它们动因的段于

新物产生中的活动、（寅）官们的｜夫l素的偶然存在性户（卵）它

们的本质的反映于繁多种类中的相对缺陷性c （辰）宇宙的秩

序，个别的秩序．正如i A般的秩序；在最微小的物上的秩序，正

如在最巨大的物上的秩序J 这斗切要求－个存在的理H1 ‘京Hli: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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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因；再者. {t: －系列的原因中，人们不可能无穷地推测t

去。这两个本质原则，是他的11日堪的精神。结论是：为此存在着

第 1、原因，就是存在着天主已

这里，最山民注意的，就是那个起点的客观的及具体的特

性、1 无疑的，只有形而！一的原则，允许我们级级升向天主；看来

圣多玛斯特别有意为这个原则找出 A个外在的、易于明r的、巩

固的基础（在这点上．他是与爱强调心理实际（阳alites

psyl · hologig肘叫的奥斯定派分道扬愤的n 这·＇·所说的心理实际，

·面指心理事实， －面指客观证理的原则〉这是永远的真理的证

理工这个证理，圣多玛斯稍予变动地把它写入第四路中。他的与

主观理论联系较浅的夭主存在证理，是更朴素而j明朗的二可能

的，奥斯；主派更复杂的方法，在某」观点下，是更丰富的。

二、圣多玛斯关于天主形本质的（ Le constitutif fonnel ），论

词，在圣多问斯派巾，也聚 i公纷纷：或以为是持续的理解

( Intellf'ction suhsistant时，或以为是－自有性（ A始时）；可是，看

来持去之物（ Etrf' subsistant) ，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实在，天神

圣 I]市从··物.. · Eirf' l 巾．演给血天主其他一切的冒性 官们是

关于天主的性体‘ ！！U也内在的.：＆ 外庄的行为的

( f ）关于天主之“物．． ( E:trf' ）的属性．首先」般物的到

达标准点的属性：如单纯 (la 怡it

如完苦（ l」a Boni层 ou la perfection ）；次为排斥本质的．切界限的

j乙穷性（ L 吨 lnfinit手）；次为排斥」切地域界限的无量数性（ L ’

Im 

限的永远性（ L 啕 Et芒rnit居） G 最后’天主之物在我们自然的认识角

度 F，是无形的（ invisible ），不可捉摸的（ incompr岳hensible),

吁是类比地可以认识的。

关于天主行为的属性．要看行为或为纯内在的，或为外在之

物的原因而区别的r 理智主I ITir 的！再牲，为自主（ Sagesse ）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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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Providence）；意志方面的属性为爱（ Arnot时，以及仁慈与

公义（ Misericorde et Justice），两个大德。天主的外在事业的直

接原因，是他的造化与保存万物的全能（ La toute Puissance 

er臼tive et conservative）。天主与万物的合作，归于保存；这个合

作，为使万物能活动及达到目的，是绝对不可少的。天主的属性

也可分为积极的及消极的；可是这个区别及不到前面指出的l差别

的重要：为了这丰是出于次要的观点，二是对我们认识的状态而

言的c

我们通过受造之物，认识天主的种种美善；可是，对于这些

美善存在天主的状态，应该有个准确的见解ο 它们存在天主，不

纯为了他能予以产生（ Causaliter 句 virtw 配r），但也为了他形式

地（ F'ormaliter ）而且优越地（伽inenter）予以包罗着。换句话，

这些美善在天主身上的状谷，大大地超过它们在受造之物身上状

态3 这个状态，我们只能消极地及相对地（ Negative et relative) 

予以认识；这个状态允许它们不自毁灭地与天主性相等

(Identifier）二这个状态出于我们的轩识的类比性（ Le Caractere 

analog叩ie）；我们的知识虽不是单义的（ Univoqt时，却也不是

多义的（岳qui

它们f皮此的分别是名目的（飞「irtuelle盯lent) 0 换句话讲’它们的

分别虽由于理智的分析 可是这个分析的基础实在是客观的。这

个基础是双重的：（一）天主的无穷性，它能使存在受造之物身

仁的种种不同的美善合的j为－；（二）我们的理智的薄弱性；它

不可能了解天主的绝对的单纯性（ La Simplicit居 al削lue de Dieu）。

但是应该指出：这个名目的区别（ La distruction vir tuelle ），假使

是凭｛诸能（ Poten 

意志与意愿的区别，那末，在夭主是不可能存在的c

（丑）天主对于受造之物的行为，是多玛斯神学中最基本的

二点。天主的知识是普遍的；它的第」个对象是天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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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ssence divine）；天主的本质显明地包括他的一切属性，以

及圣三间的关系；至于可能存在的东西（ Science de Simple 

intelligence）以及过去、现在、将来实在存在的东西（ Science de 

Vision），也是天主的知识的对象。天主在自己性体内，换句话，

天主在叫它们存在的决定内，认识那些一天实在要存在的东西；

至于那些可能存在的东商，天主在他永远的决定内，也一并了解

无遗。如果天主对于这一切的阳识来自这一切，那末，天主的无

穷智慧咱就隶属于这一切．因而天主就有缺点了 应该明了：人

的自由意志．不为着天主的普遍的了解而受到损害；即使这个了

解基于 A种决定. i且没有问题．怀i为天主的意志，是本质地超越

的（ ［，－~pntiellement transcen-dante ）。它的效力，无论对它所掌握

的成苟，以及成绩存在的状态，是至高无上的：天主驱策一系列

相写的原因，或必然地，或偶然地予以产生c 天主的原因性及于

受造之物的一切行为：天主不单创造行为的器官，又予以保存，

又予以鼓动；而且夭主是器官活动的第 A个原因；他使每一样东

西照它的天性。产生它的一般的物性c 夭主的这个动作，在神学

集成里说得更加详细：多玛斯把原因分为究因（ Causalit岳

finale ），动因（ Causalit岳 efficiente ），形！刘（ Causalit岳 formelle)

三种二但是他的动作并不抹煞第二原因的动作；第二原肉是与第

一原因相扶而行的；而且整个成绩，同时在不同的角度F整个地

属于第一及第二原｜大i 〕

这些基本原则可以为解决其他与夭主的理智与意志相关的问

题的基础 3 天主上智，通过理智与意志的预简（ Pr后destination)

系于天主的上智及智慧。这个特种的上智是关于被迫者（ Les

elus）的；为他们天主预备了光荣，以及使他们所以达到光荣之

域的途径；可是，这无损于那些实际达不到目的的人。后代的神

学家在预简于光荣问题上，作了尖锐的争论。

这个美丽的多玛斯学说系统，尤在哲学观点！二，补足f奥斯



518 教父学大纲卷四

定的神学；而且那些说明．是与奥斯定的学说符合的。道理是以

最高原则为依据的； 」切尤以天主的性体咱不受属性，以及普遍

的行为为出发点。神学家在这里遇到I·个奥迹；可是不因此而

恐怖．他灼见人的理智的在弱，无能了解第－原因的行为的超越

性。作利挥学派（ L ’手cole 刚才inisle ）根据别的原则，获得了相

咪的结论：佯利挥学派的学说虽似解决了奥迹若1二的网难，仍未

能消散奥迹的重重云芽、

（乙）圣三

圣多玛斯通过若f问题．美丽地综合了占11~学卉们，尤其是

圣奥斯定关于圣三的观察Q f也跟希坡内主教强调：这个奥迹的挟

义t1F.理是不可能的士可是，因为他在阐明奥j盛时运用的严格的逻

辑，他胜过 f )" －筹 J 圣奥斯定通过 A系列，级级自t去的象

征，把灵啤陪升到 A个圆满的肖像。圣多玛斯只取→个肖像，就

是又能知．又能爱的灵魂的肖像；可是他从灵魄，沟他的证理，

抽取 f d切理性的因素（在该论第－个问题巾，他就予以指出三

他认为兰位的存在，己由圣经及传统T以肯定：他想根据灵魂与

天主，无穷完善的神体间的类比，为这个奥迹作出→种解释仨

天主三位的由来（ Pro('e:-;sion ）；不是亚略派推崇的因果关

系；也不是变态学说（ Modalisme ）指出的物的形状变化；三位

是精神的无形实际二第－种由来可称生育（ G臼1eration ）；正如理

智怀孕观念？第二种出来的途径是爱，它不能称生育；其他途径

是不可能存在的c 这些由来歪少标志相互的关系（ Relation,;) , 

而这』些关系是实在的（ Heelles ）。它们虽与本质兀异，却彼此有

另IJ 一在天主只有四种关系：父性（ Paternite ），子性（ Filiation) , 

父子共发性（ Spiration ），圣神爱发性（ Procession ） υ 

这一切是天主位问题的基础前提二；皮伊斯为“｛泣，．作出 f

下面的 A个界词：灵性个别的实体（ Ratio-nalis naturce irnli v讨ua

suhst川tia) 称价为 lhpost且听或 Subsistence句因为它是 A种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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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J 这个圆满的拙特性可能存在天主；天主既有多位，那末

位与“性体”不同之处．就不 Hl 相互的夭系。这个关系称

“位”，不正为 r关系（ E,;sc ad ），的j却为了这类丁关系的独特性（

为此天主“位”的界词如下：存在的关系（ Relatio ut suhsisten叫

或（ Distinctum relatione subsistens in essentia divina ）。

第三十九问题中“ ｛~［”的；主义展开了丰系列关于圣二乙：奥迹

的冲学砚察士夭神圣师尤指 Hl 了二三位所以E相 L＞＜别的 ］1；个特点

( cinq notion：－）：以反两个三位由来的行为（ actes notionel叫。多

Jib听过 3月 Hl ·r -: f主牛： {f (i~ 与专！刊 i’10 ：｛＇；同f\ ( :'-ium,; propr何「t

app1仆pri｛，..，），以反i~it:圣王的卡j\)fr 最后多玛埠j t；鼠了天主的一一

般使命（ Missio1比 divi1w，－），后述 f圣子皮.lo神在灵魂｝二的无形

的使命

四造化天神人类

（甲）受造之物的创造及管理

圣多玛斯在证明天主实有111指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ο 他在

钻研了夭主的性体（ nail阳气）以及内在的行为后（ Ad intra ），又

讨－论了他的外在的n为， rfrfn· 皮造化 j主个行为是禾主以外一切

存在的东 l坷的唯牛的必雯的解释J 这个行为不但解梓万物，还解

释万物的整个性体（ Totius esse ）；造化足从乌有巾产生东西兰这

里，既世有预先在在的物质，又不是夫主的实体的分出：造化在

受造之物方面看来，指“果”对于“因”的一种关系 J 这个造

化1程，是 r41 ~－：位完成的，就是由天主性完成的。：大主以外，谁

都不能边化：造化就是最普遍地产物，，这是：JC主的特能；它不口l

能授于受远之物，受适之物连造化的工 i主I ( cau廿 in,;trunwntale)

也不能担任弓根据圣经，造化是在时间内开始的；可是，我们的

理智不能证明它的必然性；为f在受店之物方i剖‘在禾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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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找不到证明的原则。

造物天主也是一切的模因（ cause exemplaire ）。物是天主之

物一种有限的分承（ Participation ），一切受造的美善单存在无穷

美善的原因巾；受造的美善可能性（ Possibles）也在例内，尤其

是天主的永远的思想的分承；而它们实现于天主智慧决定的时

间。为此，一切受造之物都像天主，而且具有圣三的若干痕迹叫

人特殊地是天主及圣三的肖像c 再者，造化只有）个目标，就是

天主。天主是样完善之物，他不能有什么新得，他只表现他的美

善。受造之物应该努力效法天主的慈善，一切的最后日标。

天主不但是造物主及模范， f也是管理世界的 t智，他管理零

物，如管理宇宙。他保存万物的物性（这也是他的独有之能）。

他直接在它们的活动巾鼓动它们，受造的理智及意志也不在例

外c 他在一切中做一切，不是单独地，但与第二原因共同地；他

在每一样物中，产生物性。圣多玛斯指出：这个天主的活动理性

地与原因地（ ratione et mu附）先于受造之物的活动；为此多玛

斯学派学者称它为事前活动（ Premotion ）。天主每利用受适之

物，做他管理世界的工具，他尤利用天神。这端以圣经为依据的

道理，是由得尼（ Denys l ’ Ar吕opagite）综合的，而多玛斯在这里

每 y.以引用。

（乙）天棉

多玛斯的天神论是关于该问题第 A个最伟大的综合。他的天

神圣师的荣衔是否由此而来的？肯定的，他的强有力的形而 t学

及心理学的天才，写意地发展于天神论巾 c 他彻底地，奇妙地，

创造了一个 t与圣经，下与传统符合的有系统的道理c 多玛斯虽

崇拜得尼天上圣统制的权威学说，尤采用了他的一般心理学；对

于天神的知识，不少渊博的见解。邓斯各德及0；亚费士，根据不

同的原则，各自创立了一个至今还能传流着的天神神学 这里．

我们姑且简单地→4又多玛斯天神论最引人注意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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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们是纯神体，可能是质形的说合物：为此各个的区别不

在质上，而在独有的种上。他们可能不圄于一地，假如什么有形

之物都不存在的话。即使他们固于一地的话，不像有形之物的罔

停于一点上（ Circonscriptive），而运用他们的能力在圈停于一点

的有形之物上（ Localisation definitive ）。他们的行动，就是他们

工作对象的变迁。

天神们具有理智及意志；这两个能力与他们的本质有别。天

神为认识自己，不需要什么媒介物（ Espece intelligible ）；他自然

地在自己性体中认识天主；他的性体是天主的肖像ο 他对于天主

的认识虽不是面对面的（ La vision immediate ），也不是由推想而

来的（ Sans discours）。他通过天赋之种（ Especes infuse时，本然

地认识别的东西，其他天神也不在例外。天赋之种的普遍性，是

随天神品级的高低或大或小的。这个直接的知识是极圆满的；可

是，可能发生的东西，心灵的秘密，圣宠的奥迹，都不在他的知

识范围之内。他的知识虽是圆满的，他的意志虽自然地倾向美

善，天神具有自由意志，而且可能犯错误。但是在坚定于善或恶

以后，他对于最后目标的态度是不可能转变的O

天神们是在一个康乐的环境中受造的；可是为景仰天主，他

们需要圣宠的辅导。无疑地，他们受造时，具有宠爱。他们的考

验是短促的；为着他们的本性为采取一个决定，只需要一刹那的

时间。他们的光荣，一如他们的圣宠，是与他们天然的美善成正

比的。基督是天神们的领袖；他的影响也及于他们．可是没有为

他们降生，为他们争取圣宠。

圣多玛斯在得尼后，分天神为儿品，并且指出，他们在一定

的程度下，参加天主统治宇宙的工作：第一级瞻仰天主，藉睹宇

宙秩序的最高理由；第二级通过一般原因，管理宇宙；第三级注

意天主的命令实行的节目。人类是天主上智特别照顾的对象；他

每利用天神来予以治理。护守天神是所以辅导人类抵抗魔鬼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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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各人有他自己的护守天神，终生受其阿护。

（丙）人

圣多玛斯纵谈了无形的受造之物以后，在六天创世论中，又

列论了有形的受造之物3 六天创世的最后一幕，是人的受造于他

具有灵魂肉身．他是 A切受造的综合σ 他虽皮不到最F级的神

体，却超出其他－切有形的东同．植动物的魂，本质地隶属于物

质；物质腐化之后，它也随着沧亡c 可是，人的能自主的灵魂，

是不死不灭的，它是人身的实体之形（ La forme substantielle) , 

它是独 A 的：它具有灵魂，生‘魂，与其他 f旺级形 0唁（

impa血ites）的能力 ζ 这是多玛斯哲学的」个基点：他在这点上

受了宗柏拉图的奥斯定派最猛男！｛的攻击，，圣多玛斯又空前I坚决地

J巴灵魂的各司（ Les facult臼）别于它的本质C 他依据它们直接发

生的行为予以区另u；他特别地讨i仑了理智及意志O

人的理智牟面是被动的（ Passi日，职在接受－切认识对象；

一面却是一种积极的能力（ lntellect agent) ，相反的，记忆不应

底与理智区别。同样，以智慧为标帜的高级理性（ La raison 

superieure ），与指导科学的F级理性（ La raison inferieure ）的分

别，只在职使的不同乙良知（ La Synd巨rese），只是高级理性的一

种自然习惯；它向我们指出伦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二它又称良心，

虽然它所揭示的．只是伦常原则的生活实际。这些国另｜！虽是清楚

的，圣多玛斯认为不需要予以添出 c 至于认识，在上面已经

说过。

意志本次于理智， A方面为了它的行动方式（它不但不控

制对象，反为对象所控制），另一方面，它是跟理智走的；“非

先认识不得希冀。”（ Nil volitum nisi prrecognitum）可是，在若干

角度下，意志高于理智：例如我们对于天主的爱情，强于我们对

于他的认识：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只能通过观念认识天主，相反

地，我们的超性化的意志能直接与天主接触。再者，意志还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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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灵司（ Facultes）牵动理智，促它 1：作二可是绝对地说，理

智的地位高于意志的地位。多玛斯的主知说（ Intellectualisme ）啕

更完善地暴露于自由行为论中（ Explication de l' aete libre) ，，这

种行为的原因，是自由意志：它不纯是 A种习惯，而是－个灵

司；选择时的意志，称自由意志 意志自然地被 a般的及抽象的

苦控制着；可是一切个别的，具体的．不与最后口标相结的善，

不能予以控制 τ 意志常能根据一个最后的实用判断（ La den时r

judger时nt pratique ）做它的选择E作 这个判断所以称最后的，

为［仨是选择前的最后 个步骤； I可是．这个判断是不呵能脱离

理智的烛照的c 自由虽正式地归于启；志，却种归于理智二

人的尊严尤来自本质地无形的灵魂；它只能产生于天主直接

造化的子下：口I是它不是从天主的实体中抽出的。他的肉躯，一

般地说．也优于其他动物，这正为了它是与灵魂及灵珑的行动密

切地配合的。人的尊严描述于圣经巾叙述人受选的」章内，说它

是天主的肖像c 这个天主的肖像只在在具有灵性的物巾。在天神

的天主肖像，优于在人的天主肖像；虽然在若f二次要的点I二．人

更反映了天主的美善：例如无所不在性，生育性。 j主个肖像尤其

足丰由知与爱（ I, ' intelligen 

上的义人身土是个不成全的实际：在天上的圣人身上是个i虽Jn芮的

实际ο 人的灵魂且是圣兰的肖 f象；这可见于通过思想（ Verbe ) 
的认识及爱的行为中ο 圣？．神学在这个象f1E里找到了 A个借自圣

奥其fr定的美丽的说日且 C 人的尊严尤为了他的超性的地位（ Etat 

surnaturel）。圣多玛斯在结论中，强调了人在坠落前的特思。特

恩的失拌（由于原罪），特恩的性质（根据复还于众人的），是

第二部研究的对象；而赔补是第三部的讨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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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玛斯的伦理

（甲）一般原则

圣多玛斯在神学集成第二部第一段里，纲领地，完善地揭示

了伦理的一般原则。换句话，他针对由天主所造的人，指出了人

所以向天主，他的最后目标的活动准则。他的议论的起点是：天

主是我们的幸福，或目标。天神圣师叫人回到自己的心灵里去找

寻这个日标；步骤是渐近的心理防升（ L ’ as-cension 

psychologiqu时，终止于律法（ La loi ）；它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

则。这是神学集成中组织最渊博，最缤密的一段c 如果为了其中

哲学的成份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而视以为自然伦理学．那末就

要错误了。

一、幸福的认识是确切的自我认识的结果。谁要做当对他聪

明自由性体的行为，换句话，谁要做人性的行为（ Actes 

humains），应该为－个目标而工作3 它是行为的标准；行为的所

以或是伦理的，或是人性的，也就为了这点c 在这个秩序内，如

在物的秩序内，可能存在着其他附属目标；可是，为使行为具有

优点，应该有一个最后的目标：它成全整个的人；社会个人的能

力都该以为归宿。

在这篇幸福论里，常宗圣奥斯定的多玛斯也指出：受造之苦

不可能予人幸福；因为意志的对象是一切善（ Le bien universe!) , 

一如理智的对像是」切真（ Le vrai universe！）；这种善只存在天

主。天主是我们的幸福，客观的终点。可是主观的幸福，本质地

是受造的：这是一个行动，它使人与无穷之善结合，而得成全。

这个行为势必是一个思辨理智所以掌握天主性体的行为c 由一个

理智行为本质地组成的幸福，兴奋以外，还包罗着别的内外的利

益；甚至社会的利益也不受抹煞。这个幸福的争得是等级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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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在此世是有缺陷的，在来生是圆满的。为享见天主的性

体，宠光是必要的工具。只有天主能以赐给我人，可是我人能用

善功来予以争取。人人在求一丰福，虽不是人人在求真正的幸

福。这是一切伦理的基础c 这个坦白的幸福乐观主义（ Ce franc 

optimisme eudomoni巾）出于圣奥斯屯的一个弟子．实在是极自

然的。

二、关于人性行为（ －~cte~ humains ），我们在后面尤将指出

多玛斯的直接冒于意志的行为（ Actes 岳licites de la volont岳）的深

安1J5tf1斤 伦理于中字家为强调整个的意志行为的发生，几乎全部予

以采纳 人们可能依据分析的严格的必要性，运用另一个异于神

学集成听阔的计划，把这个意志行为的成分，予以罗列c 这里，

我想若把夭神圣师的主知说（ Intellectualisme）予以指出，一定

是很合适的；因为多玛斯认为；每个意志行为前，存在－个理智

行为；这是所以为它作准备，使它是可能的σ

直接属于意志的行为有六种： 丁一般的愿意（ La volition 

simple），这是意志对于一切它认为善的东西的自然好感

( Complaisa时e instinctive) c 二、企图（ L ’ intention ）．它是跟在第

A个判断后产生的一种愿意，曰的在采取步骤‘追求一种善ο 三、

同意（ Consentem 

的具体的判断后，采取一个最适宜的手段。五、实践，就是在意

志的命令下，动员一切，把计划付诸实行。六、享受，这是达到

目的后的一种兴奋；它也属于意志。正如上边所说的，前两种行

为是关于善或目的的；中两种行为是关于于段的；后两种行为是

关于实行反结果的。除掉由意志亲自执行的行动外，还有别的官

司（ Facultes）因它的命令而执行的行动；这些行动，被称为受命

行为（ Actes imp岳阳L 它们可能是纯内在的，或纯外在的c

伦理是人性行为（ Actes humains）基层性质之~c 圣多玛斯

在本论文末钻研了它的性质与条件τ 天神圣师认为：行为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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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分类（ Specification morale essentielle）由于对象。目的以动

因（ Cause）的姿态，参加其间，环境又次地能予变更3 不善不

恶的行为（ Actes indifferents ）只能存在抽象领域中 3 实在，一

切具体的行为，如果在对象方面没有伦理的话，应该在主事者的

意向方面找出一个；只有有伦理的人能犯罪。这里圣多玛斯所说

的意向（ Intention）只指一种潜意向（ Intention virtuelle ）；而潜

意向以对于最后目的的未经撤回的愿意为前提。那末，一切伦理

行为，不但在人们前，也在天主前，或有功，或有过。义人的一

切行为，虽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只要不是坏的，都是超自然地有

功的；这是为了他的灵魂通过宠爱与天主的联系。

圣多玛斯谈了人性行为后，接着提出情欲（ Passions）；这些

行为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士它们是觉性的冲动（ \fouvements de 1' 

app巨tit Sensitif) ，它们的伦理性（ Moralit吕）由于理性的支配或主

使，本没有伦理性的情欲。可能影响故意的行为：对于恶的行

为，它们加重它恶的程度；对于善的行为，它们加重它善的程

度：因为伦理的成全性不但要求意志向善，还要求觉性向善。圣

多玛斯依照逍遥学派的方法把情欲系于嗜性（ Appetit 

concupiscible），如爱恨，好厌，乐苦；反怒’性（ Appetitirascible) 

如希望，失望，大胆，畏惠及忿恋。原则地说，以善为对象的第

一组情欲先于以难得的善为对象的第二组。可是，依据灵心生活

的实际从属性，乐与忧为最后；在这个秩序内，我们可以双双地

排列如下：一、爱与恨，二、好与厌，三、希望与失望，四、大

胆与恩惠，五、忿怒，六、乐与忧c 这最后两个情欲，同希望与

失望，在多玛斯眼里是极端重要的9 可是他对讨论每种情欲时，

尤着重爱，好，恩惠及忿怒。在若干观点下，它们是用受注

意的c

兰、行为是直接由灵可（ Fac川t臼）产生的。吁是内在的及

外在的种种原因（ Principes）也能参加行为产生工作。内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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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产生行为的经常原因，圣多玛斯称之为习性（ Habitus ）。这个

有时也指一种实在物（ Realit创的术语，在这里广义地标帜一种

工作（ Qualite operative) 0 它可以解释本德，超德，圣神的恩宠，

也可以解释引人犯罪的恶习。习性在伦理观下，可大别为善习性

（德行）及恶习性（毛病）两种乞

( ~f）圣多玛斯给德行作了后面－个界词：德行是心灵的一
种善习性，仗它人得度一个正经的生活，谁都不得予以滥用；它

是由天主在我们而不从我们作出的．最百一点特指天眠之德

（飞毛1111~ in-fU:'t'S) 天眠之德克远地列在多玛斯所拟的德行阶级

的前茅；可是它们并不直接代表他所指的各种德行～相反地，一

切德行包括在界词的第一点堕：一种好的行动习性，而且纯是善

的原因，谁都不得予以滥用；→切的恶，过正之举也不在例外，

都是违反它的，且与它风马牛不相及的c

依照灵司能掌握的对象，德行可分智德（ Intellectuelle ），伦

德（ MoralP ），神德（ Theologale）三种户思辨的智德与艺术明智

有别； 1羊’以寻获的真理成全理智（ Intelligence ）。理智了解基层

原则，知识（ Scipnce ）从而求出个别的结论．智慧（ Sagesse) 

网以驰向天主。明智又是智德，为着它是理智的美善；又是伦

德，为着它指导意志r、伦德在寻求美善中美化意志；古人把它分

为四枢德（ Quatre vertus c盯dinales ）。它们不但是好的人性行为

的一般条件，实在也是几种不同的，在各点上成全各灵司的习

性。智指导理智选择为善的步骤；义驱策意志给人以应得之物；

勇坚固怒性（ Appetit irascible ），节控制嗜性（ Ap-petit 

co配up即ible）。神德使人的理智意志与超自然目标句天主间有一

个相当的比例ο 灵魂通过神德．能相信（ Foi ），仰望

( Esperance) ，爱慕（ Charit吾）天主。

神德是本质地天赋的：枢德是可以努力争得的；枢德呼引一

种督促人向超自然目的的天赋习性。这个超自然的机构，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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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宠爱联系着。自然，圣神的恩宠，以及其他相关的恩宠，也不

在例外。

天赋之德的发展系于天主的一种活动；其他德行是由练习而

发展的；可是这些行为应该强于已经存在的习性。四枢德是紧密

地互相联结的；在发展途径中也是形影相随的。伦理生活的→切

行，在完整的（ Integrantes ），主观的（ Subjectives ），潜能的

( Potentielles）成分名义下，也与枢德相联。（注）（完整的成分虽与

德行的本质兀关，却是与它整密地相结的必要成分；譬如可教性对于智。

主观的成分是种类，譬如斋戒及淡泊对于节；潜能的成分是附属的德行，

譬如孝爱及真实对于义）在超自然观点下一切德行都与神德，尤

其是爱德联系着c 伦德及智德的行为，应该“允执厥中” (In 

medio stat virtus ）乙在神德中，是没有真正的过度可言的

（丑）在引人做好的善习性外，圣多玛斯又指出阻人向善的

恶习性：这就是所称的毛病；圣师乘机论了它们的后果，罪恶。

无疑地，罪恶的原因不止于此。天神圣师强调：一、昏愚

(L’ignorance）它不但引人犯罪，而且可能本身就是罪；昏愚也

能减轻甚至解除罪。二、偏情，它们间接影响灵魂，时而加重

罪，时而减轻罪。三、纯恶意（ Malice pur叫，它的严重性是不

可思议的。四、魔鬼，它通过对于灵司的诱惑，间接引人作恶。

天主绝对不是罪的原因；说天主使恶人目盲心硬，不应该在字面

的狭义下予以了解。可是，上列的四种原因实在是与罪的产生，

多少有关系的；而我们所称的罪宗（盹ches capitaux），尤其是制

造罪恶的因素。毛病又是习性，又是行为；而行为劣于习性。习

性是由行为产生的，是因行为发展的。骄傲贪心是罪恶之源；可

是还有别种，圣额我略指出了七个：虚荣（近骄傲）嫉妒，忿

怒，惶吝，忧愁，贪薯，迷色。这个分类虽不是完全的，圣多玛

斯竭力为它辩护，并且认为在这→系列罪宗中，找到了罪的重要

原因。圣师还在别的篇幅中，更仔细地予以钻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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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斯首先尤在罪的原因巾研究罪 后在罪的行为中研究

罪.，，他采用了圣奥斯定标志的罪的界词：“罪是违反永律的思言

行为”。他的罪的分类，是以罪的对象为根据的。

在同一的对象上，在严重性的观点下，两个罪行间的距离．

如疾病死亡间的距离，是极大的。死罪使人脱离最后目标

( Aversio ab ultimo fine ）；小罪是个捣乱，可是不是与天主脱离

( Deordi-natio citra aversionem a Deo) ＝死罪的后果，在本性方面，

是人格的坠落；在超性方面，是个瑕沾，或是－方面由于罪恶，

→方面由于贪图受造之物而产生的罪状；结果是宠爱的剥夺，以

反刑罚的承受。由于罪的相对的无限性， fflJ 罚的时间也是兀期

的。而且一切的罪的严重性不论大小，因着附属成分轻重的不

卒，也是不同的。

小罪与大罪的分别，一面是尚可补救的， 」面是无药医的ζ

小罪是种疾病，不是死亡；它不使人背弃或脱离天主；只使人迟

迟I也趋向天主；它冲淡灵魂的圣德之光，它无损于宠爱之光。但

是它能不知不觉地，由于自然的后果，引人陷于死罪。再者，小

罪一如大罪，在相吁的比列下，它的刑罚也是元期的。这些小罪

的性质是否足以具体地门别于→般的弱点（ Impt>d「etion) ？对于

这个问题，多玛斯派问还纷纷地聚讼着，指不出多玛斯真正的

见解。

原罪与下面将要讨论的本罪是不同类的c 这是人性的罪，它

如人性且与人性一起遗下去。它是一种恶习， 」个污点，原因地

关于意志的。原罪的性质在原始义德的扫地；这个义德在使意志

服从／、主。那末，原罪的因素就在这个秩序的破坏。可是，偏情

跟着这个因素同来。罪不在血肉中，不在官司中，而在灵魂的本

质中；官通过本质来蹂躏意志，以及其他灵司乞

四、在内在地参加行为产生的习性（德行或毛病）之外．

还有外在的，能影响灵司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的，魔鬼能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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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恶。天主尤能或以法律，或以圣宠，在人的灵魂上活动刀这里

不谈圣宠，只谈伦理的→种因素，法律r、法律是天主对人颁布的

A种命令c 圣多玛斯的一般法律定义如下：“为维持公益，由管

理社团者宣布的一种理性条例σ ( Qmedam rationis ordinatio ad 

bonum commune, et ab eo qui curam habet communitatis 

prom吐gata）。这种条例的约束，或出于命令，或出于大厉禁， EX

出于允许，或出于刑罚。法律的分类是复杂的。最高的法律， . 

切］法律的基础称‘永律’ ( La loi eternelle ）；它是一切行动标准

的夭主上智的理由” ( Ratio divime sapientia: secundum quod est 

directa omni um actuum et motionum ）。自然律（ La loi naturelle ) 

直接系于永律 “它是水律在有灵的的受适之物身｜：的分承”

( Participatio legis a~terme 川ionali !TPaturEF ）二“自然律是在我们的

天主之光的印象，灵性的果实川一切神人的积惯法－吉r；以自然

律为基础ο 古教及新教的积极神律，列于前茅；对于新教的神

律，多玛斯尤不厌其详地予以阐明乙接着他就谈圣宠；天主，灵

魂的外在原因，本届地别于灵魂的原｜材， j国过圣宠．活动在灵魂

七辅导它遵守法律，完成整个的义德。

(Z ）特殊伦理

圣多玛斯在序言里指出：二部：：节中所论的特殊伦理，是重

要的；为了行为变动的剧烈性‘ ·f技原则是不够f以 r;~J.付的二天

神圣师并不再认他兀长地诠释的一般原则的必要性及实用性．但

又强烈地肯定；为获得一个完整的伦理知识，原则的应用问题，

也是必须研究的c 可是他的方法是本质地道理的c 他虽也为若卜

个别的良心问题作解答，却尤注意地阐明每个对象，把它置于伞

个确实的境地中，使得在本性提超性之光交织的照耀下，露出真

面目来c 为此，他的德性的分类是非常重要的u 这」点，我们在

这里将f .提，至于节目，请看专论。

圣多玛斯在伦理领域巾 把无穷复杂的对象，自己置于二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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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枢德的周罔。这个分类，在科学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严肃的综

合：不同的形对象（ Objets formels）为行为啕以及产生行为的德

行，作出它们的伦理种类。若干对象的优越性允许其他」切自然

地系于它（门这样建立的分类是完备的，能避免重复之弊端ζ 无

疑地，这是一个只据对象的性质，不照灵魂争得好习性的次序而

建立的分类。可是德行的理论大有助于直接实用神修的发展；实

在，从圣多玛斯的著作中啕可以发现一个整个的神修神学。

他的综合不论怎样坚强．他的忏细的分析也是奇妙的乙这个

分析从人性巾掀起了－系列不同的德 Ii ：··有关于任何年龄的，

有关于两性的，有关于一切j条件的德行；有关于领袖及属干的，

有关于受傣的反君王的，有关于战士的反人民指导的，有关于富

翁的反穷人的，有关于学士的反愚夫的德行；有关于团体的，个

人的，我们各人的德行；他们配合我们的个性，使它中正地，协

和地，成全地，趋向最高H标c 例如伟大的灵魂的德行，一为毅

力（ Forl'e ），它使灵魂不怕危险，痛苦，死亡； －为慷慨，它使

此世的领袖人物合理地解决关于爵禄的问题；一为漂亮（ La

magnificence ），它是豪华的伴侣. 1羊’指导财物的用度；一为恒

·L＞.它使人遇到x~x住漫长的任务而不后退c 适于if如圣女小德肋

i~L所悦的弱小 r'i'.J ·－＇~ ~｝电（ Petitt' ，『 amP~ ）的德厅嘈 一为良善，丘可

以助人压制忿怒的肉情；一为叩小川Iode~tie .) , ·仨指挥－般的

生活活动；一为谦逊，它使人根据确切的自我认识，反对→切自

高自大的倾向。这些及其他－切，或民J爱及可亲的，或｛古大反号：

贵的，或个别及公共的德行，部依据」种艺术胞及科学地树立的

统制，通过完整的，主观的反潜能的兰种成分的厌别，系于高级

的德才－j c 从上面的这段神学集成简单的分析中，已 nJ 见它的丰

富性〔

特殊伦理的目的，在研究公共德行要求于众人的行为乙特殊

伦理，在研究若干环境巾的特殊责任时，是极度特殊的：圣多玛



532 教父学大纲卷四

斯是在这点上搁笔的。关于圣宠及神修，人们将指出最特色的因

素；假如我们对于多玛斯在灵魂归向天主，它的最后目标及原因

的活动上，要有一个正确的及完整的观念，那么对于那些因素，

我们应当有个清楚的认识。

六圣宠神学

（甲）圣宠的一般神学

圣多玛斯在神学集成一部一段结尾处 钻研了圣宠。通过圣

宠，天主以→个别于灵魂的外在原因（ Principe 凹的ieur ），帮助

它好好工作。这是伦理学内一般原则中由多玛斯指出的最后一

个。这里所说的圣宠，不但指宠饨，而且指一切圣宠产他所提出

的六个问题，简单深刻，确是符合他的天才的二这里，我们想」

面指出他的思想发展的途径，一面补上在前面的伦理综合中，我

们有意不提的若干点。

圣多玛斯一般地，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圣宠的必要性，尤其

是为坠落后的人类。自然的真理，果能只凭理智予以认识；可是

超自然的真理，是谈不到的户意志比理智更需要帮助，｛卑得 I句

善。无疑地，坠落的人果能做若干善事；不是为遵守一切战命，

尤其是爱人的诫命， J\V:t亥乞灵于超自然的圣宠｛人绝对不可能仗

一已之力，去争得永生；少了一种元代价的恩宠，人不但不能做

进永生之域的准备，而且也不能走出罪恶。未经宠爱医治的人，

又不能躲避一切罪过。至于善人，在宠爱以外，还须要特种宠

佑， f卑得克制重大的诱惑，以及避免诸罪。恒心己至死，又是一

个善人们应当恳求的特宠：为著它不是施于众人的。

圣宠的本质，就包括在它的名字中，随你怎样说，圣宠指存

在灵魂上的一个实际；圣宠或指一种友谊，或指由于友谊的一种

恩惠，或指由于恩惠的一种感激。圣多玛斯深刻地指出：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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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圣宠）与我们的爱是不同的；宫不是由外物激起的，而是

由天主发出的：他的友谊是个实际。圣宠正指天主在灵魂上的那

个活动；它有时是直接灵魂的本质的（宠爱）；有时是直接地为

扶助它工作的（宠佑）。这是圣宠的本质的区别；其他的区别，

行动圣宠（ La grace operante）及合作圣宠（ La grace cooperante) 

不在例外，都以此为根据。

宠佑在多玛斯眼里，本质地是灵司的一种无代价的感动，因

此，异于自然的合作（ Le con刊urs ），也异于苦习（ Le don 

habituel) c 它指导人认识，愿意，实践，为了实践无非是愿意的

后果，学者尤表明宠佑把真理提供于理智，把美善提供于意志，

行动圣宠在帮助灵魂作出在选择前的准备行为，而以决定它的选

择J 在这里，天主似单独地工作着，为「灵魂还没有举动。合作

圣宠在辅导已在选择的意志；这里，意志在夭主的感动中正行动

着；它至少通过内在的其他动作白动着；终于由宫发出外在的行

为。这是圣多玛斯指出的天主协助人的超自然行为的种种状态。

至于这个行为的性质，他用“感动”（ La motion）未予以说

明。关于“感动”的原则，圣多玛斯另有宏论。他清楚地指出

意志被动，或由于理智提供的对象（ Action objective, ad 

specificatio-nem），或由于内在的倾向（ Action subjective, a d 

exercitiu 

于意志的行动，是狭义的天主的感受（ Motion de Dieu ）；而且它

是一种动因（ Cause efficiente ）。后代的多玛斯学派进而称之为

“物理的前提感动”（ Pr垂motion physique）或“物理的前提确定”

(Pr岳出termination physique）。他们同时指出：这个圣宠的效力是

内在的（ Ab intrinseco sui ）；又根据天神圣师指出的原则，指出

了“有效圣宠” ( La grace efficace ）及“足够圣宠” (La grace 

suff、1sante）有名的区别c

宠爱不是一个本体（ Substance ），也不是一个“本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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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 substantielle ），而是」个“偶性形” ( Forme 

accidentelle) , d个由天主放在灵魂本质中的经常属性（ Qualit岳

permanen-te）；它使灵魂相像地分承天主性。那末，宠爱不是德

行，也不是爱德，却是一切天赋之德的基础；正如理智的自然之

光是属于它的植围内的一切所修之德的基础、“圣宠之光是天主

性的一种分承；可是它与由它而来，向它而去的天赋之德是有区

别的”。它是一种恩德，通过它，人性被提拔到一种与超性目标

相配的地位乙→如从本性发生司官行动的原因， A般地从圣

宠，在灵司中发生所以推动灵司做超自然行为的德行。为此．神

学家们说：宠爱仿佛是种天性（ Quasi-nature) c 宠爱的独一原因

是天主；从原因方面说．宠爱根据它发生的第一个效果，灵魂的

圣化，称“行动圣宠”（ Grace op吾ran-te) ；根据它使人的行动能

有超性的功劳，称“合作圣宠”（ Grace

宠爱的效果是多种自t。一、它；肖除罪过；只赦罪而不赋宠爱

的理i仑是不可思议的。宠爱与大罪是像重获不同器的。二、宠爱

使灵魂与天主缔结，且使已经天主化的受造之物变成天主的认子

( Fils adoptif) ，三、它使天主特殊地住在灵魂上（ Inhab阳tion ）。

换句话，天主本质地住在灵魂上。他不但是人性的，也是圣宠的

原因 c 天主是灵魂认识，爱慕．享受的对象。四、宠爱是功勋的

基础c

与宠爱相联的还有天赋习性（ Lt>s 1叶川us infos ）士它们正如

宠爱，也是超自然的属性（ Qua-lit的 surnaturelles ）。天主通过它

们，爽快地，甘怡地，督促人灵去追求永福。这些习性分两种：

一为天赋之德，一为圣神七恩。

天赋之德来自宠爱，它们的区别是因果的区别；天赋之德直

接加强灵司的超性E作能力，并以灵司为居处；正如修来之德

( Les Yertus acquises）加强灵可本性工作能力无异川修来之德使

人便于在本性领域内工作，天贼之德使人便于在超性领域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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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天赋之德，或称神德，共计信、望、爱三种。它们实在与宠

爱有别。至于伦理的天赋之德（ V ertus morales infuses ），至少有

四种，就是所称的智、勇、节、义四枢德。

圣多玛斯指出：圣神七恩是所以补足超自然机构的缺陷的；

是由于这个机构不像自然机构在本领域内是完全相称的。超自然

机构为追求那个最庄严的超自然原因，还需要」种平衡力；这个

平衡力，直接来自天主；可是天主为准备灵魂接受这个平衡力，

把这些高级的天赋习性，就是圣神的七恩，放在人的灵魂上。通

过七恩，灵魂就在天主的一个推动下，就是在圣神的不知不觉的

辅导 F工作着。天主的行动，比一般宠佑的行动更加深刻；可是

它如宠佑，通过聪明、超见、明达、上智，辅导理智；通过孝

爱、敬畏、刚毅、辅导意志。

圣神的动作只在使灵魂更成全地缮修各种德行。他的成全的

行为，依照不同的条件，时称“真福”（ Beatitudes ），时称“成

绩”（ Frnits ）。这点，在神秘神学中，应当另予钻研。假如七恩

的表演，在任何情形中可能实践的话，那末，在完人身上，在神

秘圣宠的辅导下，自然会更上轨道c

( z, ）神秘神学
一般地说，神秘圣宠是那些使灵魂与天义密切来往的神恩；

它们不但本质的提拔灵司灵行，进人超自然的境界；还赐给灵魂

对于天主与他的美善的一种经验认识；并且向它表示他神圣的意

志。这类的认识，如果是实在的话，只能是受来的：因为天主是

一样极无穷超越之物；可是，他能通过优秀的圣宠，向外启示他

的美善。圣神七恩的目标，还在使人经常的服从天主；侮能获得

他的光明和灵感。可是显然，天主可能IH 以其他非常的途径；我

们一读若干圣人的传记，就可以了解这点。

圣神的恩宠虽能使人在天主的感触下工作，并不都使人直接

与夭主来往；因为它们并不都以天主为对象。例如关于意志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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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敬畏的直接对象是罪恶，不是罪罚；孝爱的直接对象是儿女

对于父母的敬礼；刚毅的直接对象是恒心行善耐苦。在关于理智

的四恩、中，两种以加强实践理性为目的，它们的对象是受造之

物；超见在争取趋向天主的途径的确切的认识；聪明在准确的挝

判受造之物的价值；这是它与上智的不同点。只有上智及明达的

直接对象是天主。它们不但使人服从天主的指挥，还使人直接与

天主来往。在一种角度下，它们是典型的神秘之宠；只有他们能

为我们解释我们在圣人传记中所见的神秘之迹。其他恩宠，一如

德行，可能准备灵魂实行这些高级的恩宠；而且他们也得利用这

些高级恩宠的高贵之光；因为明达及上智昭示和体昧的永远的理

由，应该在实行中指挥一切；虽然这两样恩宠本是关于理论的。

明达1先炼心灵（ L'ceil interieur du coeur），使它此生在→定

的角度下，获晤天主（ In hac etiam vita, purgato oculo per don um 

intellectus , Deus quodam modo videri potest）。心的 A般洗炼，始

于附丽意志的德行与神恩；可是关于享见天主的部分，是由明达

予以完成的。它的工作可分两个步骤，一、它从理智巾，排斥对

于天主虚构的形像；二、预防陷于异端的错误。圆满的天主享

见，应当实现于后世，面对面地，直见天主性体的佳境中。但是

此世，我们也能不完全的瞥见天主；就是一方面在了解什么不是

天主；另一方面在了解他怎样超越我们所了解的－切。第一种享

见，是属于圆满神恩的（ Don commence）；第二种享见是属于初

级神恩的（ Don consmm的叫这个认识虽是相对的，并不因此而

不是“神的尖锐之见”（ Une vision aigue du divin) ；这个了解虽

不是彻底的，却深入信德对象的核心。明达洗炼、理智，使它摆脱

形像，日趋深刻地明暗启示真理。

明达使人明撩的事物，上智使人不循一般的认识途径而通过

一种内心的倾向，予以体昧、景仰、崇拜。这称倾向说明了天主

及启示真理间的一种共有的声气。圣多玛斯称这种共有的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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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aturalite）为“共感”（ compassion）；这是为了得尼的一句

话c Divian patiens 天神圣师用爱德来诠释共感：对于神事共有的

声气，由于使我们与天主相结的爱德，与天主结合，与天主为

一ο 为此上智产生爱德，属于爱德；可是．上智本质地是个理智

行为，判断；它是启示真理津津有味的认识。说爱德是上智的原

因，是指那个认识的特别方式，不是指那个认识的对象；对象是

由信德启示的，是理智阐明的 c 上智→如其他的神恩，次于神

德，尤次于爱德c 上智是一切神恩、之首，一面为了它的理性的特

质，另→面，为了在批判中，它与爱德密切的关系 ζ 而且它的实

际关系是超出寻常的；因为它的工作在依据永远的真理，直接规

定一切人性的行为（ Les actes humains ）。

瞻祷是土智最优秀的行为；明达既也参加，那末瞻祷也是明

达的行为。一如上智，它本质地属于理智（ Intellect）；它的行为

是单纯的（ Simplex intuitus veritatis ）；仿佛原则的灼见。可是这

个直见（ Intuition）一种非常的出神状态除外，不就是享见天主

的性体。这纯是形像以外的一称单纯的真正暗解；睹解是聪明本

岗位的任务。圣师在肯定了瞻祷的理二性特质后，乐于强调爱德在

其中的巨大使命c 圣多玛斯开始谈了爱德，结尾也谈了爱德。瞻

祷寻求的热忱与愉快，都是从爱德来的。这个愉快超越一切的欣

慰；可是它是精神的，它的本对象是甘馅的；“你们尝尝，你们

看看，主是怎样甘怡的！”（圣咏三三首）这个通过瞻祷天主可

爱的结合，是完人的特恩c 圣多玛斯又指出：完人尤应该通过爱

德欣赏天主（ Frui Deo ）。

瞻祷吁分为成全性极参差的三种；圣多玛斯比之于三种活

动；一完美的（圆的），二不完美的（直的），三混杂的（曲

的）。（一）最完美的一种就是狭意的瞻祷；它的特性，在上面

我们已经说过。（二）不完美的 4种，就是→般的默想；它准备

灵魂进入真正的瞻祷。圣微克式的理查所说的初级瞻祷与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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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且圣多玛斯所说的是由理查借来的。（三）氓杂的一种包

罗着前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方面可见理智怎样揣摩着，另一方

面，可见高度的神光的引用（ Illuminationibus divinis ratioci-nando 

utitur）。这是一种瞻祷默想，说它是默想，为了它与第二种相像

的因素；说它是瞻祷，为了它也具有与第一种相似的因素。

瞻祷是由神恩产生在人灵上的成全行为之一它是属于上级

的，为了它是爱德的一个优秀表演。一切通过爱德享见天主的成

全人士的伦理活动，都能化为这种表演；即使它本身是艰苦的，

也能具有一种愉快的精神。这些不同的行为，在其他的角度下看

来，虽是出于人的；在这一角度下看来，在成果（ Fruits ）的名

义下，却是出于神圣的。在这些成果中，若干个具有一种特别的

客观美善，它需要神恩进一步的干涉。圣多玛斯综合圣奥斯定的

见解，也把它们列于成果中。就是与七恩相对的七样真福

(B臼titudes）；贞洁对聪明，流泪对明达，神贫对敬畏，和平对

上智，慈悲对超见，良善对孝爱，嗜义对刚毅。在这些教友生活

直上竿头的工作中，本质的神秘神恩到达它们整们的发展境域。

非常的神恩，圣多玛斯也予以注意：一为预言（ La

prophetie），为着它与圣经的关系，圣多玛斯相当冗长地予以阐

论；二为飞越（ Ravissement），他尤论了圣保禄的飞越；三为圣

保禄所说的特恩（ Chari旧时自）。圣多玛斯早已把它们别类地与圣

宠分别；他尤钻研了言语、上智、聪明的特恩。这些特恩虽在宗

徒时代较多，到现在还没有灭迹。

七神修神学

一、神修神学属于伦理神学，目的在特别地研究拾级地修德

途径。爱德是教友的成全标准；其他的德行虽也是要紧的c 但元

关成全的本质；为了只有爱德以与天主结合为主。而且它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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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中最高尚及最有力的一个：谁少了爱德，谁就兀德可言；谁

具有爱德，谁就具有其他 A切德行。为此，把整个的伦理学，系

于爱德的逐步完成，是合理的。根据七德的对象分类，在理论及

科学上，都是便利的二可是，把」切的德行，直接系于爱德，在

实际上，尤其是便利的。这个系于爱德的重要性，不包括什么主

意说（ V olontarisme ），正为了此世我们对于天主的认识的缺陷

性，爱情强于知识：爱慕天主强于认识天主（ Melior est amor Dei 

quam cognitio ）士

圣多玛斯在爱信中．如在教友生活中．分了三级，他是以人

灵与天主的结合的进度为标准的二人的肉身的发育里程碑，是不

同的年龄；同样，爱德也有不同的等级，这些等级由于爱德的进

步加于人的不同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在躲避犯罪，拒绝相反爱德

的偏情的诱感；这是开始主德行道路者的责任；在他们身上，爱

德应该受营养维持；不然怕爱德会失掉。第二个责任是：人尤应

该日进于善；这是适合在德程上前进者的；他们尤当努力加增及

加强爱德。第三个责任是努力与天主结合，并予以欣赏：这是圣

贤们的特典；“他们愿意直趋前程．与基督结合’＼（斐理伯书、

查、二三）。

二、如果教友的责任，首在躲避罪过，他们首先努力攻击毛

病；因为只在根除毛病的条件下，教友才能不犯罪。圣多玛斯在

人的论文内，指出了它们中间密切的联系c 这里圣多玛斯所说

的，不是情感，而是毛病；为了假使情感中节，可以有助于修

德；如果它们出轨，足以使毛病滋长。毛病指一切恶的倾向。毛

病的种类是极复杂的。圣多玛斯针对德行，指出它的数字；他尤

注意罪宗（ Vices capi-taux）；它们是一切罪过的惊泉与支点c 在

罪宗中，天神圣师特别举出了骄傲、惺吝、迷色。

为毁灭坏习性，有志修德的教友，应该及其运用相对的好习

性，德行来予以排斥。伦德直接予以吱击，节制与刚毅最能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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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欲与怒欲。它们绥静足以危害神修生活的偏情；而且它们还巩

固灵魂，使它完成义德及爱德的任务：因为灵魂不但应当消极地

躲避在偏情煽动下的罪恶，还应当积极地缮修对于他人的德行。

同时，伦德通过神恩的帮助，澄洁心灵，解除偏情，准备它享见

天主。再者，实际指导教友生活的智德（ La Prudence ），应该基

于爱德，而心灵的纯洁是它的效果之一。圣多玛斯针对本性之

德，称伦德为“清除之德”（ Virtutes pt吨atori叫。这些圣人们所

修的德行，或于此世，或尤于天上，常次于它们的最高标准，天

主的美善。

伦德准备神德（ Ve由lS theeologales）的圆满发展；神德尤其

是教友之德。在另一角度F，伦德实践时，密切地属于神德。圣

多玛斯指出：天赋的好习性，陪着枢德；那些好习性仿佛是圣宠

及神德的延长。神德向教友提供不同的日的，以及超自然的毅

力。在具有神德的灵魏上，一面显露着它的密切的隶属性，一面

充满着天主的活动；因而结出圣宠，圣事，基督敬礼，以及一切

祈祷（恳求祈祷，赞美祈祷，以及发展至极顶的爱德的自然成

绩，瞻仰祈祷）的必要性。

三、圣多玛斯指出：成全生活的特性是结合的爱德（ La

charit吕 un

是爱德的成全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成全可分为大不同的三级：在

第一级里，灵魂仗着自己的能力，从有形之物，升到无形之物；

在第二级里，这个活动是在神光照耀之下进行的；在第三级壁，

神光停止灵魂的活动，使它一心注视天主。这是瞻祷生活的因

素。无疑地，伦德在准备的名义下，也是其中的成份。天主圣

神，在圣贤祈祷时，尤经常地予以指挥；为了完善地缮修之德辅

助灵魂实用与它们相对的神恩。

可是，这种对天于天主的活动吸受性，并不抹煞人的活动。

它只予以提高，时境上至杰出的行为，就是所称的“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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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刨itudes）。但是一切的德行，通过圣神的一种特别合作．可

能附有神乐。这些德行每称“圣神之果，． ( Les fruits Saint

Esprit) c 圣保禄指出了十二种圣神之果；它们概括德行及神恩。

这个数字可能或增加，或减少，甚至或减到三种：爱德，快乐，

及和平。这些圣神之果特别地反抗血肉的意愿。瞻祷生活最适合

的活动，就是布道及神学课程；可是，一切伦德的行为都能联系

上去，只要它们的目的，少在为自己创造事业，而多在预备灵魂

内在地享受已经掌握的天主。狭义的积极生活，就是那个不以瞻

祷为直接目的生活；度这个生活的人，或为了未到炉火纯青的化

境，或为了纷纭的俗务缠身。这种生活次于瞻祷生活，可是也能

为瞻祷生活的前导。

神修神学关于一切的教友，尤关于修士，因为他们的岗位工

作，在趋向成全的爱德。精修生活所以是个成全生活，就为了这

点。这个生活所用的方法，就是神贫、贞洁、听命三愿；它们完

全配合精修组织的三个目标。三愿都是爱德的演习，和平的原

则，一个纯洁的牺牲。它们反抗俗世的三欲二圣若望宗徒指出三

欲是俗世的特征。圣多玛斯认为修士可以瞻祷，也可以操作；他

又承认积极修会的合法性。也主张修士应该读书；他把布道及教

育的修会放在前列；他的理由是，为相称地完成他们的使命，他

们应该又瞻祷，又淑人。可是，瞻祷修会高于淑人修会：为了恨

人修会专务外事，而且它们的组织是在这点上着眼的。

八救世主与他的事业

（甲）降生

降生奥迹在教父时代，是个漫长的聚讼问题；教父们为攻斥

异端，尝深予以钻研c 但是应该指出：他们的观察，信理的成份

多，神学的成份少：他们多注意于捍卫信德，少注意于形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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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ο 拜占庭的雷温思（ Leonce de Byzancp）以及后代的神学

家，都没有作出一个真正的学说。教父们虽强调：耶稣基督的人

性，不能是不存在的（ Inexistante , ilv1nr6σTO'TO（） ；不等于说：

它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存在性存在的。 svmr6σTei.TO( o 的观念并不

妨害士林神学。士林神学研究了降孕的一切观点，可是尤注意于

两性的结合（ Union hypostatique) 0 基督神学的发展特别种因于

这个结合 to 这个问题，公教神学上，可分两点：一、神学家们

重提雷温思及达玛瑟纳（ Damascene）遗下的希腊神学，进一步

研究那个历久聚讼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人性不是一个位

( Une personne）；二、神学家们努力说明天主性人性密切的，本

质的结合的特征；于是，他们把教父们轻描谈写的问题．推上前

列。圣多玛斯特别确切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的两点已

一、两性结合的因素成分．这是第一点。十三世纪以来，它

像吞没了士林神学中整个的降生论；它也是神学进步的对象。关

于这个进步，圣多玛斯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道理根据两个形而

上学的基本原则：本质形的独一性（ L’unite de fmme 

substantielle) ，本质及存在的实在区别（ La distinc-tion r位lie de 

I' essence et de I' existence ）。

天神圣师的基督神学是 J种身灵混合物（ Le compos吾

humain），与天人？昆合物（ Le composεtl归ndrique ）的平行说

(Le parall岳lisrr

圣多玛斯表示：人只有一个本质形；相反地，奥斯定派认

为：人有多数的本质形。他们首先强调灵魂的动性（ Le caractere 

dynamique）；他们爱跟柏拉图派，看灵魂如肉身的动力

( Moteur）。可是他们过度放松了灵魂与肉身的联系；因为动力与

被动者间的结合是纯偶然的。多玛斯是个坚决的消遥学者，他特

别注意的，是“实在”观点（ Le point de vue or山logique ）。他视

灵魂为人生的生活的唯→原由（灵魂生魂觉魂的任务）：灵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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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物，以及一统的原由。为了这个原由，在具有形质的泪合物

上，只有一个整个的性体（ Nature），→个具体的和个别的本质

( Substance ）。

在一定的比例下，基督的人性神性的结合，虽似灵魂肉身的

结合；可是，为了基督的两个组织成分都是整个的性体，结合之

果，不可能是个新的性体；可是这个结合通过圣言本质的物之统

」（ Par l'unite de l’在tre substantiel），的确是实在的，本质的。灵

魂为人的肉身所做的一切．就是圣言之物（ L毛tre du V erbe ）为

基督人性所做的二切《圣言之物，与天主的绝对的性体之物的区

别，不过是理论的（ Virtuelle) 0 

圣言之物不单吸取人性，还予以维持。圣言之物所做的，就

是废人性之物，在未受天主之能贯彻前所做的。再者，这个独一

的位物（ Cet etre personnel unique ），能与其他的能力发生联系：

那末，圣多玛斯可以不自相矛盾地谈性体之物（ Parler aussi 

d＇εtre a propos de la nature）；这不是为了有许多的物，然为了同

A之物具有许多的作用。

这第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降生奥迹中那个形而上的大问

题：为什么整个的性体在基督没有位？ (Po盯quoi la nature 

com plεte n'at吃11!:' pas la personnalite clans le Christ？）。圣多玛斯道：

因为它没它自己的存在性，它存在别一个性体中，它通过一个性

体存在着。

抽象地说来，“位”（ La personnalit岳 ou subsistence）是那样

给予整个的本体．通过自身，并在自身，单独的存在的东西。它

是物的观点下的本体的最高优点；这里所说的本体，不指行为观

点下的性体（ nature) o 它的外在原则是自身的存在性，这个存

在性作出一种不相通性（ Incommunicabilit剖，而使一样整个的本

体，或以（ subsistence）的资格存在，或以（ personnalit岳）的资

格存在，如果它具有灵性的话。假使本质具有自己的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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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个“位”。如果它的存在是由别一个高级之物的存在代替

的，那末，这个本质虽是完整的，也不成为“位”，而淹没于那

个给它物与生命的位。基督的人性正是这样：它不是一个位，因

为它只仗降生圣言之物而存在。这个基督一位的解释，这个

“位”的（ Personalit的观念，是以受造之物的本质及存在的实

在区别为基础的。后代排斥这个学说的神学家，不可能跟多玛斯

明晾：“位”结合（ L’union hypostatique）简直是人性由天主的

存在而存在的（ Sup-pleance de l'existence humaine par l'existebce 

meme de Dieu ）。他们为解释这个结合，或如斯各德及梯法内

( Scot, Tiphaine）出以一种“加头”（ Une addition）或如苏亚费

士，出以 a种状态（ ιne mode) J 最后，应该指出：在圣多玛斯

及教父们的眼里．位结合（ Cnion selon l'hypostase ou la 

subsistence ) Subsistence 不指一种抽象状态（ Un芒 modalite

absracte）而指一种具体存在之物。 Subsistant 指在自身，通过自

身的存在；这指降生圣言独一的位物c

二、位结合（ L飞mion hypostatique）的种种特性，圣多玛斯

照常明朗地予以强调。一、这个结合是直接的：天神圣师否认有

些学者提出的关于人性神性间的一种媒介物， J种自然的本质的

联系；那末他自在也不会赞成邓斯各德及苏亚费士设想的一种状

态的。二、这个结合是最密切的：人神两性间有元穷的区别，可

是它在“位”上实现的结合的密切性在本体论的观点下，超过

本体偶性的结合，超过质形的结合，超过灵魂肉身的结合。

三、这个结合是整个地超自然的，可是在基督人性方面，却是自

然的，因为人性在受孕时就与圣言之位结合。这是认子派

( Adoptiens）所否认的。四、这个结合是个不可能涣散的一种结

合：“天主圣宠赐给我们的，天主不予撤回，如果我们不犯错

误。”圣多玛斯跟若望，达马萨内，反对许多教父的意见强调基

督的圣身，在与他的灵魂分开之后，三天之中，仍与第二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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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着。

( Z. ）救赎

圣多玛斯把降生归于救赎，这不但为了圣子降生所以救赎人

类；也为了如果人类不犯罪，圣子是不会降生的。自然，罪过不

是圣子降孕的原因，而纯是机会；而这也不是不合理的。基督保

持着→切的领袖地位：他是我们预简的原因，这个预简是以他的

预简为典范的；他是教会，人与天神的元首，超自然及自然世界

是属于他的。在多玛斯的道理中，降生的救世主是我们预简的模

因，动因，究因。

圣多玛斯又指出：为救赎人类，降生是相对地必要的；这不

是无条件的；而那个条件就是如果天主要求一种相当的损失赔偿

的话。这个道理不但假定：犯罪后的人类，生来软弱，不可能付

出这种代价（这是任何学派所承认的），而且任何受造之物不可

能因圣宠的提拔，而向天主作出一个相当的赔偿。关于这点，圣

多玛斯提出了若干理由：其中尤著的一个是那个侮辱的一种无穷

性；而善的无穷性进毁于罪：

救暗的道理．圣多玛斯没有予以系统化．一一如现在神学中自

成一卷的救赎论二理由是为了在他论基督时（ La personne du 

Christ），己承认他是救世主。在他论天主的理由的第一个问题

中，在他论基督为教会之首的问题里，尤在他论救世主的锋品，

中保， Ji顶命，祈祷，钦崇的篇幅内，就予以提起。圣多玛斯在第

工部中，以历史家，特别以神学家的立场，论基督的生活时，明

朗地阐明了救赎。他的救赎道理（ La doctrine sot位10logique ）尤

见于他论耶稣受难的文字中。

这端道理的纲要我们可以在圣师论基督苦难的效果的几个问

题中：“把基督的苦难与他的神性并论起来，可说是样‘功绩’

(M仕ite ），与他的肉躯并论起来，可说是种‘赔偿’

( Satisfaction）；在它救我们于刑罚的角度下看来，可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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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赎’；在它救我们于罪过的角度下看来，可说是一种祭献。”

基督献给天主的赔偿，不但是相当的，而且是绰乎有余的：因着

他的爱德，他的地位，他的伟大，他的痛苦，他献给天主的东西

的可爱性，强于罪过的可恶性。圣多玛斯虽指出救世主无边的痛

苦，尤着重这个祭献的伦理的性质：自由，孝爱，服从。他认为

赔偿的因素，首在苦难的性质巾，次在苦难中。基督从罪过及魔

鬼子中解放了我们（魔鬼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利可

言，只有一」种实际的能力。），他使我们与天主相合，且为我们

开天堂。他是独」的救主，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任何人的圣德

（玛利亚不在例外），是从他来的c

（丙）童贞玛利亚中保

圣多玛斯→如当代的大多数学者，为维持救赎的普遍性起

见，认为玛利亚也染有原罪。但是她的原罪，在她生产前，就在

受孕后，或在她的肉身与灵魂结合后，就蒙赦免。

圣多玛斯没有想到后代神学家标榜的一种“光明的救赎”

论调：天主不但可能除免玛利亚实际上（ De facto）能染的一个

污点，而且可能预防她不染在道义上应染的斗、污点。天神圣师

根据崇高的适宜性，表示他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始孕无3占以及

偏情（ Fornes peccati）沾除的事实被承认之后，也可以用以解释

下面的道理：“童贞圣母所得的圣化，不是一种澄清，而是原罪

的不染。这个信理起点确定之后，圣多玛斯在第一节中提出的证

理，应该保持着它们整个的价值。”薛那完语（ P. Syna→叫。论

偏情的第二二年节中的证理，可以看作圣母不染原罪的证据。

圣多玛斯的圣母学，在其他观点主是正确的3 他说玛利亚满

被圣宠，为了她比任何人更亲近基督，圣宠的泉源、（基督通过

他的神性是圣宠的原因；他的人性是圣宠的主具c ) ） 而且她的

天主之母的职位，也要求她满被圣宠G 在神修领域内，她是我们

的母亲，圣宠之母，基督救主的合作者，圣宠的分布者3 她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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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高原因的资格，把圣宠转赐于整个的人类。她是名符其实的圣宠

之中保。

（丁）圣事及圣教会

（少我们通过圣事获得救赎。圣多玛斯的圣事道理，确定

了中世纪关于圣事神学的系统J 圣多玛斯为下列几个问题，圣事

的效力性，质形的学说．圣事所以存在的理由，提出了若干富有

兴趣的精密的研究c

圣多玛斯认为：圣事尤其是标记，有效的标记：正如流行于

卡三世纪的一句恪言所昭示的： u圣事产生它们所表示的”

( efficiunt quocl figurant）。天神圣师也指出十二世纪以来习以拍于

新教上的一句话：由于工作本身（ Ex opere operato ）；这是针对

另一句习以拍于古教秘迹上的一句话： “由于工作者的工作J’

( Exopere operantis）他承认：圣事是一种真正的原因：自然不是

狭义的动因，而只是工具因。天神圣师通过这些清楚的声明，驳

斥了中世纪那些视圣事纯属机会的，以及否认圣事的原因性的学

说＝他开始时采取了准备原闲说（ La Theorie de la causalitt" 

iii 、positive ）：圣Jfj:通过它的丁具能力．产生一种受圣宠状态；至

于圣古是直接由天主来的 这个状态是由那个工具能力产生的；

圣多玛斯在河学集成中指出：圣宠是 fi！工具能力产－生的；那末，

圣宠是直接由圣事的能力产生的3 那末关于这点，圣多玛斯的思

想起了·个极大的变化。圣师有没有放弃准备原因说，采取了出

全原因说（ La causalite perfective) ？卡泽坦的答案虽是肯定自古

大半的多玛斯派学者认为，圣宠直接由圣事产出：正如圣事的f1

号一般无异c 十六世纪以来电多玛斯派为驳斥麦尔基奥·伽i若

(Mele hi (>r Cano）倡导的圣事伦理原因说（ Causal时 morale ），强

调r圣事行为的物理性质（ La caracte1e physiq时 de l'action des 

sac陀ments）。比所指的对象，更为新异，由于多玛斯虽没有谈物

理原因（ La causalite physiqu肘，却肯定它对于圣宠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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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阳

的任务O 可是，那些文字在神学家中，常引起争端。

质、形的学说（ La th巨orie de la mati色re et de la forme），倡于

奥舍耳的威廉（ Guillaume d' Auxerre) 0 圣多玛斯在神学集成中大

大地予以发挥。在第六十问题中，他把圣事的事物，言语，比诸

物体的质、形。他对于各件圣事，采取同一的典型术语。在他的

证明中他也引用物质宇宙说（ hylem-orphisme）；尤指出了形成全

质的使命。人们很快地把它引用于一切圣事土；可是，没有忘记

顾到各圣事的特性；而且他们的见解不是没有出人的。圣多玛斯

反对龙巳（ P. Lombard）强调赦罪是告解的因素（ Forme ），他视

罪人的表现，为质因素（ Matiere ），至于婚配，男女间的诺言，

既在形，又在质。原则的实施，为尊重传统的道理，是不无弹性

的；而且它的合法性，只表现于这些条件中c 在其他圣事物质宇

宙说的神学结论中，我们应该指出：祝祷式（ Formes 

deprecatives）被代以直陈式（ Formes indicatives），有时还加上别

的次要的礼仪。可是，这些新面目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不应该视

以为道理本质的改变。新面目尤指传统道理的，新的系统化。

圣多玛斯又根据自然的生活，解决圣事的道理，尤藉以说明

圣事所以只有七件的理由。人在自然生活内，在本身方面，及社

会方面需要上进。（子）在本身方面，人应该接纳性命，然后滋

长，维持；如果有了疾病，应受医治恢复；这些需要也存在超自

然生活巾；那末，教友一面应该有圣洗、坚振、圣体；另方面，

应该有告解及终f事。（丑）在社会关系上，人应该发展政权，传

宗接代；在宗教生活领域中，神品婚配是所以用付这两种类似的

需要的。关于每件圣事的要点，或通过一般的原则，或通过特殊

的原则，我们在前面己一一予以提过。

（二）教会在多玛斯的综合里，也占着一个位置。因为关于

教会的传统道理，没有受到攻击，神学家们，在十六世纪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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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地予以钻研。可是多玛斯的著作，也有论教会的文字。

三点是应该特别引人注意的。→、在降孕论中，天神圣师指

出基督是教会的头（ T在te de l’Egl也e)o 基督充满一切圣宠；正

为了这个缘故，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它包括一切具

有圣宠的人。二、在道理方面 他承认教会具有一个圆满的及不

能错误的权威；这个权威也及于道理的事实（ Faits 

dogmatique时，如圣人列品案。教皇具有全权；他为遏制异端，

也能颁布信条（ Les forrr世les du symbol叫 c 三、圣多玛斯对于教

会国家的关系看法问题．首先见于典型的灵魂肉身的譬喻中：形

权属于神权，一如肉身属于灵魂。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也异口同

声3 他认为教会能取消不忠的君王政权，并且予以绝罚。他又清

楚地强调：在这些特殊情形之外，教会因着它的崇高的目的，具

有较高的权威：君王们应该服从教宗，耳目稣基督的代表。

九永福

关于四末（ Les fins derm岳阳叫的道理，圣多玛斯按照他的

计划，虽只在神学集成结尾处予以展论，可是，在整个的前后篇

幅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若干关于四末的成分。这里，我们只举出

有关“永福”，或“永福”的因素行为（ L’acte essen 

cc：’nstitu川tif de la b居atitude ）的一点3 圣师关于这点的见解’是与

十三世纪流行的神学，分道扬镶的c 十三世纪流行的神学表示：

在荣福的享受上．理智及意志有几乎平分秋色之概；邓斯各德标

榜在“永福”中，意志的任务强于理智的任务。相反地，圣多

玛斯指出：永福虽不是独占地 却因素地在于理智的一个行为；

在集成头上， i仓享见天主（ La vision de Dieu ）时，圣多玛斯把

它说得很透彻；至于意志的行为，不过是自然的后果而已。可

是，天神圣师是先缓缓地经过许多发展，而到达此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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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阶段的经过情形，是很有趣的。

在起初的著作中，理智的行为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

“永福”的本质就在其内；意志的行为，是以必要的补充名义加

入的。反外教人（ Le contia gentes ）提供了我们，虽非绝对满意

的，却是更加确切的见解：永福的本质，虽也在意志行为中，却

更在理智行为中。圣多玛斯并非不晓得：本质是不可分的，可

是，他愿意维持两种行为平行的传统3 他晓得：这两个行为的重

要性是不等的：理智的行为是首要的（ Principal ），意志的行为

是辅佐的（ Concmitant) 。在一二六六年的一个公开辩论中．我

们可以找到与前面相似的观点。在神学集成中，他拆散了理智与

意志的行为。永福的本质不可能在意志行为中；永福的本质在理

智行为内。意志只有欣赏已获得的目的（ Consequitur conse

c山onern finis）；在圣多玛斯作于晚年的神学撮要（ Compendium 

theologice）中，他坚持着同一的见解，而且强调地把他尝予以放

弃的“了解”（ Comprehension）来取代享见（ Vision beaifique ）。

圣多玛斯是 t承教父们的神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我们在上

面为他作出的简捷的道理综合己足以表示出：他怎样在系统化古

人的道理时，予以更切实的分析3

他是一个重视传统的人物，他始终一贯地有意拥护“启示

道库”（ Le depot expressement rev由）以及它受自教父们．尤其

是圣奥斯定遗下的一系列的宏论二

他是→个革新的才子，他通过他改良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创

造了 A个元比地深刻的、光明的、有序的道理巨著。

他是一个公教思想的大师，他的特致性是不平凡的c 奥斯定

派多注意鼓起天主之爱，少注意用科学方法来分划启示真理；圣

多玛斯决心驱策神学家走入阐明圣道之路：他无条件地展认理J性

的权利；可是他也坚持使理性无条件地为信德服务。

圣多玛斯在这点上是极现代化的，正如圣奥斯定在其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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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是极合现代潮流的。他的真正的权威是神学教育；他是个

标准老师；教宗庇护十一」世称他为学问的指导；他是传统的最高

回声；几世纪来，这个博学的多明我会士，被称为学校的天使

(L’ange de l'Ecole) o 

Saint Thomas d’Aquin 

BIBLIOGR.\PHIE SPECL.\LE 

1 ' Editions 'l户、＜！：＇ LI 飞 r芒、 cumplete、：气 incit>nne,1: la plu~ l哈l←hre

parnu lt's anciennes est celle de saint Pie 飞， R忖nw, 1570; !es 

autres son! celles de Venise ( 1592 ) , d’ Anvers ( 1612), de 

Paris ( 1660 ) , de Rome-Pa山时（ 1666-1698) , de 飞renise, 

annotee per De Rubeis ( 1745 ) , B. Recentes: au XIX" 

siecle, toutes les 世uvres furent reeclitees a Panne ，芒n 25 vol. 

( 1852-1873) et a Paris (Vives) , en 34 vol. ( 1871-1880; 2e 

时.. 1889-1890) L毛dition critique nouvelle, entreprisP sur 

l’。rd时 de Leon XIII (ed. lenine) , remplacera toute吕 les autres 

quand elle sera comp！岳te: elle comprend d层ja 14 vol. ( 1882-

1926) : cummentair啊 d'Aris tote, t. 1-JII; Somme theolugique, 

t. N -XII ; S. contre les Gentils , t. X 皿－ X N. 一－La Somme 

theulogique a 层te l"objet d‘ innomhrnbles editions speclales: 

signalons 《； ell时 de Naples ( 1848 ) , Bologne ( 1853-61 ) , 

Parme ( 1852-57 ) , Turin ( 1885 ) , Rome ( 1886-87 ) , et 

surtout cit' Paris: .1841 -45 ( Migne) , 1856 , ( Boud) , 1864 

（飞1ives) , 1887-1889 ( Lethielleux) . Une nomelle est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clwz A. Blot. 

Trαductiom : les ceuvres suivantes ont et层 traduites en 

fran~＇.ais: la Chaine d’。1 (IL Castan, 1854 ; Pt>ronne, 1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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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mmentaire sur s. Paul ( tr. Bral层， 1869 ) ; opuscules 

(tr. V时rine , F oumet et Baudel , 1856 ) ; S. contre les Gentils 

( tr. Ecalle , 1854 ) , et sourtout la Somme theologique : 

tr. Drioux ( 1851-1863 et 1853), Lachal ( 1857-1869); une 

traduction nouvelle dominicaine ( Collection Revues des ]eunes) 

est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 Toumai, Descl位）．

2 ° Vies de S. Thomas. Les sources anciennes sont surtout les 3 

biographies de Guillaume de Tocco, de Bernard Gui ( Guidonis) 

et de Pierre Calo ( r吾吾dit. D. Pri.immer, 0. 丑 , Toulouse, 

1911). A TornoN, La vie de S. Th. d'A卒， αvec un expose de 

sα doctrine de ses ouvrαges,Paris,1737. J. DrnmT,S. Thomαs d

饵， Paris, 1874. -J. V. DE GRoor, Het leven v. d. h. Thom队

1882' traduit du neerl. par VANDE'I Pus et G1u口， 1909. -

Cu. JovAl , S. 刀wmas,d’'Aq. Patron des Ecoles cath. , Poi tiers, 1886. -

J. A. faDRES ' 1页。mas v. Aq. , Mayence, 1910. 

H. PEmor. S. Th. d'Aquin, vocation, ceuores, vie spirtuelle, Paris, 

1923. P. MANDONNET, Chronnlogie sommaire, dans Revue 

sc. phil. theol. , 1920, ( t. IX) p. 142-152; Dαte de nαissαnee 

de S. Ti丸， dans Re1!. thom. , 1914, p. 652-662; Thomαs 

d'Aq. novice Precheur, dans Revue thom, 1924-1925 ( 7 

articles) . 

3 ° Caractere general et methode. M. DE R@EIS 'De gestis et scriptis αc 

doctrina S. Thomα A. dissertinnes criticα et αpologeticα ， Venise , 1750 

(dans 时. leonine , I , p. LV-CCCXL VI, 1882) . - J. GARDAIR, La raison 

et la Joi d’αrpres S. Th. d'A. , Paris ( Ann. ph. chr. ) , 1896. 

A. Gumm,Lα cridibilite et l ’'Apologetique , Paris , 1908 ; Le donne 

re1;ele et lα theologie , Paris , 1910 ; Lα structure de l ’Clme et 

l坦克perience myst叼ue , Paris , 1927 ( les trois ouvrages fo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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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serie d毛tudes sur la “ M岳thode des sci巳nces theol. '’ d’a pres 

S. 四omas: cf. Preface du demier) . P. RoussnDT, L'intellectualisme 

de S. 刀7. , Paris, 1908. TH. HEJJ7, Essαi hi.1torique sur !es rapports 

entre la philos. et la Joi, Paris, 1909. - H. Drno吨， Essai en同时 sur

le realisme thomiste compare a l ’ideal is阳 Kantien , Lille , 1佣7.

M. GR\BMA啊， Th. van Aq. , Eine Ei明ihrung in seine Persδnlichkeit 

und Gedankenwelt, Munich, 1912 ( trad. fr. Vansteenherghe, Paris, 

”20) . TH. Pmr.'i, Initiation thomiste. Paris, 1921. -A. LEGENDRF, 

lntrod. a l'etude de lα som. th. de S. Th. d'Aq. , Paris, 1923. -

Sources ( peu 居tud岳es encore ) : J. Drn飞飞丁乱， S. Th. d'Aq. et le 

Pseudo-Denys, Paris, 1919. -A. GARDEIL- , clans Revue 此， 1903'

p. 197-215 ( Documentation de Th. ) . -G. BARDY, clans Revus 

sc. ph. theol. , 1923, p. 493-502 (So旧ces grecques de la I") . 

4 ° Exposes generaux de Ia doctrine •. lis se rattachent a la Somme 

th芒。logique. Les grands commentateurs seront 岳阳dies plus loin 

( V oir plus loin , Ir 丑， ch. 皿－N ) . Introductions a la Somme : 

1E州 DF:SA1Nr T110MAS, lsagoge ( tr. fr. , LA飞川o, Paris , 1928 , 

avec notes et appendice consacre a lauteur) . J. J. BERrHIER, 

L'etude de Somme th. de S. Thomα.1, Fribourg, 1893 (Paris, 

1905 ) ; T，αbulα ， synopticre, Fribourg, 1893 ( Paris, 

1903. M. GRABM川， Eirifilhrung in die S. theol. des hl. Th. v. ,4q. , 

Friboug-en缸， 1919 ( tr. fr. V ansteenherghe , Paris , 1925 ) . -

Les demiers principaux commentaires litteraux sont ceux de 

R BnrnART, 0. 丑， Summa S. 1页。mα ， 1」岳ge, 1746-1751 ( 19 

vol. ) et 1759 ( supplement, posthume, 20° vol. ) , et de 币1.

PEctEs, 0. P. , Commentαire j巾ru;litteral de lα S. th. de 

S. Thom. d ’'Aq. , Toulouse, 1907 一 1928, 18 volumes parus. Pius 

brefs et plus personnels aussi sont les commentaires de L. B1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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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J. , Rome, 1892 s吁， 12 vol. ( reeditions ) ; L. J ANSSENS, 

0. S. B. , Fribourg, 1899 sq. ( 11 vol. ) ; F. SsToLu, Rome, 

1884-1888 ( 5 vol. ) ; L. A. P AQCET ，。u岳bee, 1893-1903 (6 

vol. ) ; A. LEP1c1ER, Paris 1902 sq. ( 11 vol. ) Nombreux 

Pree is “ ad mentem S1 Thomre ” 

5 ° Philosophie. r』ianuels innombrables. Etudes plus g岳nerales: A. 

F且ιFS, Etudes philosophiques pour vulgαriser les theories d ’'Aris tote 

et de S. Thomas et leur accord αvec les sciences, Paris, 1885-1何7

( 9 vol. ) . -D. MERc1ER-D NYs, Cours de phiosophie, Louvain, 

1894 sq. ' 7 vol. (reed. ) -A. D. SEBTIUANC;Es' s. Thomas d砚，

Paris, 1910 ( 2 vol. ) . Introductions a la phil. thomiste: 

P. GENY, S. J. , Questions d'enseignement de la philosophie 

scolastiq时， Paris ' 1913. H. PETITCT ' Introduction a la 

philos. traditionnelle ou classiqi妃， Paris, 1914. E. G11.~o"', le, 

thomisme Introduction αu systeme de S. TI丸， Strasbourg, 1920 

( 2e 创. , Paris, 1923 ) . E. Huco"', us XXIV theses, 

thomistes , Paris, 1922 ( 2飞d. ) .一TH. p川囚， Aper9us de 

philosophie thomiste et de propedeutique, Paris, 1927. 一－E. DE 

Bm,Y1'<E, Lα philosphie de S. Th. , Paris, 1928. Nombreuses 

donn居es generales de philosophie , clans R. G 飞RRIGl兀－L\GR ＼＇＼ιE'

Dieu, son existence et sa nature. Paris, 1915 ( 4＂时， 1924) ; 

le, sens commun, Paris , 1909 ( 3 e 此， 1922 ) . -Petite 

syn these clans M. DE w CLF' Hist. de la phil. medievαle, 5飞d. ' 

II , p. 1-33. Voir aussi J. MARITAIN, Art et scolastiqz妃， Paris,

1920; etudes div. 

6° Apologetique. Outre l'ouv. cit岳 du P. GARDEIL, Credibilite et 

α:pologetiq肘， Paris, 1908, voir A. D. SERTILLANGE>, Lα source de 

la croyance en Dieu, Paris, 1906. -R. GARRIGou-LAcRA'llG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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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e supematurali, secundm 51 Thomα doctrinαm, Paris, 

1917. -J. V. DE GROOT, Summa apologetica de Ecclesiα cath. ad 

mentem St Thomre, Ratisbonne, 1890. 一－L. DE GRANDMAISON' 

S. J. , l'apologetique de S. 刀wmas. 1907 , dans la 

Nouv. Rev. theol. , et le Bull Litt. eccl. -P. BRocn，如nto Tomα 

y la sistemati::acion apο！ogetica. dans Ciencia Tomista, 1920 

(XXI) p. 5-14. 193-21 －＋. 二飞。ir aussi diYerses 手tudes sur la 

Somme contr「 1,,, ( •<"tltil ， .ι. Gs 飞；， • lfodernidat de fα Summa 

contra rzentiie<. 1 Ian运 C1encw Iυrn. , 1919, p. 196-209; 1920, 

I'· l.3耐－L Cf r1\1•, la Summa contra 命ntes y el Pugio 卢dei,

飞 Prf!ara . 1905. -Cf. F. PETRoNrns, In Summam catholire jidei 

C. G. S. Thomα elucidatio时， Naples, 188h ( 4 vol. in-fol. ) . -

Questions speciales : F. T ESSE"< W Es1rnsK1, Die Grundlαgen des 

Munderoegriffes nach Th. v. A年， Paderborn, 1899. A. VAN 

HovE , la doct. du mirαcle chez S. 矶， Paris, 1927. -R. G电RRIGOl·

LAGRANGE, La grace de la Joi et le miracle, dans Rev. tho瓜， 1918,

p.289-320; voir ibid., 1919, p.193 』213. P. Rol'SSELOT et 

J. HmBY· dans Rech. sc. relig. , 1910, 1913, 1918. 

7 ° Providence naturelle et surnaturelle: point auquel se 

rattachent les theses specifiques du thomisme, en tant qu'il se 

distingue du molinisme: voir les grands commentateurs de 

S. Thomas au XVI' siecle ( p. 737 ) . Leur interpretation, 

maintenue par A. MA何问LI日， 。丑， Divus Thomαs sui intcrpres , 

de divinα motione et liertαte creatα （ 2 vol. , Paris, 1092) , est 

longuement exposee par le P. DEL PRADO, 0. P. , De gratiα et 

libero αrbitrio 3 vol. , Fribourg, 1907. Les nombreux traites 

ecrits contre les dεfenseurs modernes du molinisme ( voir Molinα 

p. 758) contiennent a peu pres la m在me doctrine: R. BEACDO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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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P., De lα premotion physique de S. Th. ( R巨p. au P, 

Mazella), 1879. -A. M. DMMERMUTH, 0. P. , S. Th. et doctrina 

prαmotionis physicα （ r句. au P. Schneemann ) , Louvain , 

1886; D价nsio dootriuce S. Th. de prcemotione physicα （向. au 

P. Frins) ' Lou vain ' 1895. J. J. BrnrHIER' Le neo molinisme et 

le paleo-thomisme ，。 propos d'un livre du R. P. Fri肘， clans

Rev. thom. , 1893 (I), 3 articles. -Voir encore, ibid. , les 

岳tudes de H. GcnuRMI:>, 0. P. , S. Th. et le predeterminisme, 

1895-1896; A. VILLAR口，。丑， Lα providence, 1896-1897. 

H. GAYRAUD, 0. P. , Le thomisme et le molinisme, Paris, 1889 

et 1890 ( r句. au P. de Regnon ) ; Providence de libre αrbitre, 

Paris, 1892; S. Th. et le predeterminisme, Paris, 1895. -

R. GARRIGou-L~cRA:>CE, S. Thomαs et le neo-molinisme. ye 

appendice du livre sur Dieu, 4e ed. , Paris, 1923. 一－

Presentation att臼lU邑e du thomisme par H. GcrLLERMJN , 0 , P. , La 

Grace 叫ffisante , dans Rev. tho肌， 1901-1903 , 5 articles. -

Nouvelle conception du thomisme presentee par le 

card. Jos. PEccr, S. Tommaso circa I'ir庐山so djvino e la scienza 

mewαRome , 1885 ( critique par H. GunJl'RMIN, 0. P. , dans 

Ann. phi!. chr, 1886 ) . Ce neo-thomisme a 岳t岳 maintenu par 

Satolli , Paquet , L句icier ( cf. n。 4) .一－Certain molinisme 

moderne se presente, lui aussi, comme une interpretation large 

de S. Thomas. 

8 ° Questions diverses de theologie dogmatique. Sur la Trinit吕．

T n. DE REGNON· Etudes de theol. positive, t, IT ( 1892) , p. 133 嗣

232. 一－Sur les anges , A. VACANT, dans Diet. theol. , 1903 , 

col. 1228-1248. -Sur l'homme, J. B. KoRS, 0. 丑， La justice 

primitive et le peche originel d'apres S. T1儿， Kain,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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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 TERRIEN, S. J. , S. Th. Aq. doctrina sincera de unwne 

hypostαtica, Paris, 1894. 一A. V1LLARD' 0. 丑， L’incarnation

d’apres de Th d. ’A午， Paris, 1908. M. ScHWARM, 0. 丑， Le

Christ d’αpres S. T,丸， Paris, 1910.-S.SzABo, 0. 丑， De

scientiα beαtα Christi , clans Xenia than山tica , JI ( 1 924 ) , 

p. 349-491. -F. BROM"I凹， Die lehre vom sakramentalen chαrakter 

in de Scholαstik bis Th. r. Aq . . Paterbom, 1908. 一M. GRAP'.!ANN' 

Die Lehre des hf. Th. z· . . -\q. rnn der Kirche als 

Gottesuerk. Regensbourg, 1903. 一弘Ries. d" etudt>s sp仕iales

( vulgarisation ) : Hcco\, Le mystere de la Ste Trinite Paris, 

1912; Le mystere de l’'Incαrnαtion 丑， 1925 ( Y ) ; Le myst古re

de·lα Redemption ，丑， 1910; Lα Ste Euchαristie. 丑， 1917

( 2 e) ; Hors de l'Eglise point de salut, P. , 1907 ; La cαusαlite 

instrumentαle . ..，丑， 1907. -Expos但 oratoires ou affectifs du 

dogme : J. MoNSABRE , Exposition du dogme catholique , Paris , 

1869-1890. 一L BArL, Theologie q萨ctive selon S. 1页。mas en 

med itαtions, 1654 ( reed. Chevereau, 1854; nouv. ed. Bougal, 

1904札 12 voi. G. CoRTENSON, 0. P. ( t1664 ) , Theologia 

mentis et cordis, 1668. 

9 ° Questions de morale ( naturelle et sumaturelle) : grand expose : 

M. A. JAN\lER. 0. P. ' L’Exposition de la morale catholiqi妃， Paris,

1903-1924. A. D. SERTJLLA:\GES, 0. 丑， 1α philosophie morαle 

du S. Th. d’A午， Paris, 1916. -A. DE LA BARRE, S. J. , La 

morαle d'apr启s S. Th. et les theologiens scolα.1tiques , Paris , 

1911. -R. B川omN, Trαctatus de conscientiα ， Paris, 1911. 一

DoM. 0. LoπIN' Lρi. morαle naturelle et loi positive d'apres 

S. Th. d’A午， Louvain , 1920 ; Lα vertu de religion d’α：p. de 

Th. d'Aq. , Louvain, 1920; diverses autres etudes,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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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J. GARDAIR, Phil. de S. Th. :“ vertw morales 

naturelles , p，旷日， 1901. -A. GAY, L'honneur . sa place dαm la 

marαle, Fribourg, 1913. A. GARDEIL，始rie d毛tudes clans 

Rev. thom. , 1918-1919 ( 6 art,) . Voir les grands 

commentaires cites, et la traites th臼logiques mo<lernes bas臼 sur

S. Thomas, surtout A. TA:-<QUEREY, Synopsi.1 theol. mar. , Tournai, 

1904 ( reed. ) -D. PRt:MMER. -0. P. ' Manuαle theol. mar. , 

Fribourg. 1915. -Pour la philosophie morale. voir CARD z1cuARA, 

Summa philoe. ，皿， ］us nαturale. Rome 1876. 一L Lrnu, 

0. 丑， Philosophia mar，αlis et socialis , t. I. Ethicα 

generalis. Paris 1914. 一－H. D. Nom.E, lα conscience morale. Paris 

1923 ( 2p ed. ) . -GnsoN, S. 1元. d'Aquin. , Coll. Les moralistes 

chretiens, Paris, 1925. -Pour la doctrine sociale et politique, 

voir G. 01: P电scAL, Philosοiphie morαle et sociale , 2 vol. , Paris , 

1894-1896. -M. B. SrnwA1啊， 0. 丑， le({on de philosophie 

sociale , 2 vol. , Paris , 1911-1912. -S. DEPT.mci:, Le conjlit de 

la morale et de la sociologie, Iρuvain, 1911 (Paris, 1912) . 

v. cATHREIN, s. J. , nαs ]us gentium…beim hl. Th. v. Aq. , Fulda, 

1889. 一一Doctrine politique: H. A. MoNTAO:\E, dans Rev. thom. , 

1900-1902. -J. ZEim:EF:, L'idee de l'Etαt dαns 

S. Th. Paris. 1910. B. RoLA'rn-GossEU汗， La doct. pol. de S. Th. , 

Paris, 1928. 

10° Spiritualite ( ascetique et mystique ) . TH . DE VALIGORNER气，

Mysticα theologiα divi Thomα ， Barcelone , 1665 （创 J. Be出ier,

Turin, 2 vol. , 1911 ) . -A. MAssoi;m, Prat叼ue des vertus de 

S. Th. , Toulouse, 1678 ( r面d. Laurent, Paris, 1888 ) ; Tr，αite de 

lα veritαble orαison d'apres les principes de S. Th. ( ed, 

J. Rousset ) , Paris , 1则. -A M. MEYNARD' 0. 丑， Trαite, de la 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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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Petite Somme de theol. ascetique et mystique d’α：pres l毛sprit et 

les principes de S. Th. d'Aq. , Clermont, 1885 ( 2 vol. ) ; 

reed. G. Gerest, Paris, 1925. -R. GARRIOO\'-LA1;RANGf,, Perfection 

chretienne et contemplαtion, 2 vol. S. Maximin, 1923. 一D. JoR口，

La contemplation myst叫ue d'apres S. Th. d ’'Aq. , Lille. 1923. 

1 1 。 Sujets divers. -Autorit居世 S. Thomas : P. MAN口o~NET, Les titres 

doctor，αux de S. Th. clans Rev. thom. , 1909 , p. 604二La

canonisation de S. Th. d ＇，坪，巾ns ivfelanges th. . p. 1-48. -

J. J. BrnTHIER, 0. 卫， S. 1元. Doctοr comuni Ecclesiα （ testimonia 

Ecclesire) , Rome 1914. L L.1vAu口. s. Th. “伊ide des etudes ”, 
Paris, 1但5. -Etudes paiticulieres: P. MnDO川盯， Freres 

precheures , clans Diet. theol. , col. 872-886. -Melαnges 

thomistes. publi缸 par les Dominicains dP la prov. de Paris' a 
l'occasion du vr cent. de la canonisation de s.η10mas , Kain , 

1923.-Xenia thomistica, Rome, 1923-1925 ( meme 

occasion). -Sur la chronologie, voir les 岳tudes recentes si伊alees

plus loin, <lans les notes, de Mai1donnet, Synave, Pelster, 

Grabmann. -Revues diver写es consa crees a S. Thomas · Divus 

11wmas, F ribourg; Dirt 

Ma<lrid; R，矶j时 thomiste , Saint Maximin ;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eologiques, Kain; Vie spirituelle, Juvisy; 

Cαhiers thρmistes. Paris; etc. 



第十一章十三世纪多玛斯
学说前的神学家

多玛斯学说的敌视者

太新颖的圣多玛斯学说，即使在那些以本质地属于神学的几

点上，难免不遇予以攻击者。一二七0年，若干世俗的学者，设

法使教会当局正式把布达的薛泽（ Syger de Brobant）的道理，与

多玛斯的道理，一并予以绝罚。一二七七年，三月七日，他们竟

得达到目的：在被巴黎主教，斯德望·邓比爱（ Etienne

Tempier）攘斥的二九个命题中大半是属于亚吠罗派的，可是二

十来欺，出自多玛斯的哲学。一二七七年，三月八日，在牛津，

坎特伯雷总主教，基华毕（ R. Kilwarby）申斥了兰十来个命题，

其中若干个关于一段物体组织的多玛斯学说。基华毕尝不稍犹豫

地攘斥了他的一个同会士。他的后任（方济各会士），若望·拍

客（ Jean Peckam），认为对于多玛斯尽能出以同样的肃杀之

气。他像圣文都辣，属于奥斯定派的极右派；当他留居巴黎时，

早就与天神圣师发生冲突。一二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他重申

他的前任的谕令； A二八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又绝罚了多玛斯

的八个命题，并且指出单一的质形学说为异端。

这些公开的表示，纯是两个修会间神学斗争的一个阶段，方

济各会士当心地去念多玛斯著作O 一二七八年光景，玛尔的威廉

( Guillaume de la Mare）作了两个有名的改错目录：（后来多明我

会士称它们为歪曲目录（ Correctoriu日1 , que les domicoricains 

qualifieront de corruption）。在神学集成中，他指摘了聚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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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questions disputees ），以及微妙丛谈（ Quodlibetales ），在

“格言录”里卷一注解，他逐节予以批评（一一八节或一二三

节），有关于命题的，关于错误的，有欠正确的，危险的，过激

的i吾句。形一说（ L'L丁

多的问题，受了他无情的攻击；在拍客致林肯主教（ E，句ue de 

Lincoln）有名的书信中所提的各点，也是他驳斥的资料。威廉

的一击获得了→个大大的成绩3 一二八二年，在斯特拉斯堡召开

的方济各总会议（ Le Chapitre g岳时ral de l'Ordre ）指定：他的改

错目录，为蒙准阅读神学集成的学生们（ Notabiliter intelligentes) 

的必读物：反毒剂应该跟着毒剂，，这本著作引起了多明我会士强

硬的抗议；这本著作还不是方济各会士’惟一的武器；他们同时又

写了许多攻击形一说的论文；而且在神学院公开的辩论中，每择

其→点而予以批拈。斯特拉斯堡总会议的关系是极重要的：因为

通过这个会议方济各会决定它的道理趋向：它不但拒绝进入学多

玛斯开避的途径，而且直接反对他的方法，和他的哲学。十三世

纪来，最能代表方济各会神哲学的巨头，该推邓斯各德。后章我

们将另予钻研。

→三二子．年，多玛斯被列入圣品，遏制了反对他的道理的第

一次大攻击。斯德望·邓比爱的控诉，是一切攻击天神圣师的道

理的起点；一兰二四年，他的后任，斯德望·步兰（ Etienne de 

Bour-ret）予以撤销。可是方济各会仍保持着它的学说；对立的

多明我会开始时表示犹豫，终于决定了立场，并且争得了许多神

学家（修会士或俗人）的拥护。可是，在方济各会及多明我会

之外，站着自成一派的学者。

二 多明我会与多玛斯的道理

一、多明我会很快地表示拥护圣多玛斯的道理。无疑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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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师的维新，引起了许多老学究的诧异。他们的反应，虽都没

有基华毕在英国表现的激烈，可是，当年己八十的大阿尔伯来予

缓颊的时侯，无论在圣雅各｛白，在巴黎，他们的一种狭窄的气量

是很活跃的。多明我会 A系列的总会议，自 4二七八年起，都是

有利于多玛斯的：在密兰（－二七八年）人们反对基华毕以及

他的伦敦同志们的攻击；在巴黎（一之七九、一二八六年）人

们批评一切排斥圣多玛斯道理的学者，其中身为教授者，且以职

停相协；在萨拉古撒（→三O九年）人家强迫教授们接受多玛

斯的道理，于是，多玛斯的道理，就变为多明我会神学家的道

理；若干例外自然是免不掉的。

在这个愈趋愈明朗的潮流外 应该 A提圣多玛斯的拥护者的

工作。他们最著名的作品是攘斥玛尔的威廉的改错日录

( Correptorium）指正（ Correctoires）。这类著作到现在还存在着

四种重要的典型：其中最完整的当推“歪曲指正”（ Correctrium 

corruptorii Quare) , A二八二、 在二八六年间写于伦敦，作者大

概是理查·格拉威（ Richart Clawell ）多明我会士，神学博士，

若望·基陶、（ Jean Quidort）接着在巴黎写了另一种，可是没有

完卷。争执的问题，或是关于哲学的，或是关于神学的：在这些

问题中，有关于享见天主（ La vision beatifique) （这是直接的以

及本质的理智行为）神贫本质，以及基督和宗徒怎样具体地结

修神贫的命题。在这些辩护作品以外，还有若干专论；它们是针

对圣多玛斯的被攻击的某一或某一端道理的。齐尔兹·勒西内

( Gilles de Lessines）的“形一论”，是所以反对基华毕的。这篇

论文，在十三三世纪末，丰富的斗争文字中，占着一个最重要的位

置。此外还有为多玛斯的“直接享见天主论” ( De immediata 

visione Dei ），物与本质的区别论（ De differnetia esse et 

essenti配），“宇宙永远论”（ De 配ternitate mum 

论”，辩护的著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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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玛斯最初的门生中，除掉若望·基陶，及齐尔兹勒西

内，下面几个名字是应当予以一提的。

伯尔纳多·特来易（ Rernard de la Treille ），尼母人

( Nimes），巴黎圣雅各伯学院教授，尝深刻地钻研“本质与存在

的实际区别论”，以及“认识论”。他遗有若干哲学著作，及圣

经注解。

托勒密路格（ Ptolerr自由 Lucgues）是圣多玛斯教授于那不

勒斯时的弟子，为表示他崇拜老师的心理，他尝写了多玛斯著作

目录：又在他的圣教史（ Histoire ecclesiastique ）以及写于十四世

纪初的割记 (I且 Annales）里，抒述了圣师的若干生平事迹。他

的六天创世纪神哲学著作，是以多玛斯的道理为根据的；多玛斯

的“君王治权论”（ De regimine principum）是由他完成的。托勒

密多年供职亚威农教延，终于被撞为威尼思托拆罗主教。

余格·下龙（ Hugues de Billon）是奥斯底（ Ostie ）的主教，

死于一二九八年，写了若干为多玛斯学说辩护的著作；反多玛斯

学说的歪曲者，大概也出于他的手笔；未经刊印二

威廉奥仲（ Guillau附 de Hozun ）为都伯林（ Dublin ）总主

教，死于之二九七年；他的许多著作都在阐明纯粹的圣多玛斯学

说，都没有刊印。

二、在多明我会士中，有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人，被称为新柏

拉图派（ Neoplatonisant）。他们虽不仇视圣多玛斯，可是，尤在

哲学上，走着另一个途径。他们远宗大阿尔伯，他的著作是极广

大的；近宗威廉·麦培克（ Guillaume de Moerbek）。他可被视为

十三民纪新柏拉图主义的发起人ο 他精通希膳文化，熟悉东方问

题： 4二七八年，升哥林多总主教。他把许多的希腊著作，亚里

士多德的，以及其他作家的，介绍于西方。蒲罗克鲁（ Proclus) 

的神学初阶（ Elementatio th仰logica ），和其他兰种小册子，是由

他翻译出来的。他对于新柏拉图主义，有极大的好感，而且也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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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予以宣传。

十三世纪中，在威廉及阿尔伯后，崇拜新柏拉图主义者

计有：

斯特拉斯堡的余格·黎伯冷（ H吨ues Ripelin de Strasbourg) ; 

他的神学真理撮要（ Compen-dium theologia: veritatis ）是中世纪

J册最好的课本。

斯特拉斯堡的乌列克（ Uric de Strasbourg）遗 F了一部神哲

学巨著， 《善论》 ( Summa de bono）。它是以原因书 (I品er de 

causis），与其他一系列新柏拉罔派的作品为依据的。

夫赖堡的退里（ Thierry de Fribourg）生于一二五0年左右，

一二九七年光景，执教于巴黎；他的许多著作说明了他的特别的

关于科学、哲学、神秘学的见解。他的柏拉图主义是极露骨的；

他的神修论极接近厄克哈（ Ecka旧的。

在这些道理性与思辨性特厚的著作之外，在多玛斯时代的多

明会同学中；可以找到许多站于哲学派别之外的著作c

其中最著名的几本，是关于辩护学的；目的在攻击伽卅派

(Les Catl田es）华多亚派（ Les Vau-dois ），以及犹太人。雷门·

玛尔定（ Raymond Marti叫于一二七八年，写出“信德之剑”

( Pu-gio fidei ）后， A二五六年，一二五七年间，又写了一种教

理书（ Catechisme）；它很像圣多玛斯的布道小册。一二七七年，

另一个多明我会士，斐理伯大胆者（ Philippe le Hardi ）的神师，

写了“君王子册”（ Somme de Roi ）。这是一本民众化的作品。

圣雷门·贝那福（ Saint Raymond de Pennafort ）的“补赎

论”（ Serrr 

(Jean de Fribourg）一反当代作家爱写布道论（ La th的ie de la 

pr缸licatio叫以及搜集模范道理演讲的习尚，写了一本出类的

“精修者手册”（ Summa confessorum）。为了同样的目标，人们又

爱写圣人传记。雅各伯·华拉齐内（ Jacques de Voragin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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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传”（ Legfmda Sanctorum），是其中最著名的，它所得的成

绩是有口皆碑的；以至他的圣人传被称为黄金的圣人传。此外还

有关于教育的著作（儿童教育法写于一二六五年前）。“君王教

育论＼“治国论”，尤引起人们的注意c 圣多玛斯的确写了“治

罔论”（ De Regno）。至于“君王的教育论＼不是他写的，而是

他的一个同会士＇ ~.皮未的昧增爵（ Vincent de Beauvais ）著的。

波未又写了那部篇幅浩繁．又民众化，又足资观摩的百科全书，

大镜（ Grand Mimi飞句的ilum majus) c 该书完善的反映了中世

纪的面目，以及作者对于自然的知识，和他的神秘心理。

三其他十三世纪的神学家

一、多玛斯学说很快地输入多明我会，和其他修会中。十三

世纪时，熙笃会士（ Le Cistercien ），布洛里的罕柏特（ Humbert

de Brouilly）也予以标榜：他遗下了多种哲学丛著，与一本布道

论。波伦亚的机刺德（ Gerard de Bologne）以多玛斯的神学集成

为蓝本，又另写了一本（ Theologire Summa）。奥斯定会总长，部

耳日总主教，罗马的齐尔兹（ Gilles de Rome ），以及巴黎教授

（一二九三年）贝尼温陀（一兰O二年）总主教， 1敖i武波的雅各

伯都推许多玛斯的学说。齐尔兹尤以神学闻名于世丁

罗马的齐尔兹是奥斯定会隐士的（ Ermites de Saint Augustin) 

第→个教授c 青年进会后，行年二十一的他，就被遣赴巴黎；→

工六九年，一二七工年间，受课于圣多玛斯ο 离校后，他仍忠于

老师的学说， 牟二七七年，以业士资格反对斯德望·邓比爱提出

的命题c 结果，他只得悄然离开大学；而延至 4二八五年，才能

争得教授的荣衔二当时．他向斐理·大胆者（ Philippe le Hardi) 

的请，为他的儿子，将来的斐理伯四世美者（ Philippe IV le 

Bel），撰了有名的“君王职责论”（ De Reg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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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他指出君王在人的、家长的、国王的立场下的责任。当时他

在修会内，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二八七年，奥斯定会总会

议命令该会士采纳他的道理。一二九二年，升总长后，他努力发

展修会教育。他虽原籍意大利，一二九六年，他获得教宗和国王

的信任，被撞为部耳日总主教。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总主教区。

国王的宠幸未能阻止他在三卷“教权论” ( De ecclesiastica 

potestate）为教宗国的权利，仗义执言。显然，齐尔兹广大的笔

墨活动，不止，于t列两书。他还遗下不少的哲学（亚里士多德

著作注解；物与本质论，多形论，及神学的著作（圣经注疏，

伦巴格言录注解，聚讼的问题，丛谈，教义及伦理作品 c ）他在

主教立场上， －方面尝攻击斐理伯美者悟越的王权；另方面又攘

斥基陶（ Guido旧的圣体学说：他在维也纳公会议中，声色俱

厉地批评了邓拨利爱会士。一三一六年，十二月二二日，齐尔兹

死于亚昧农，教宗行宫。

齐尔兹学派（ Ecole 句idienne）的基本哲学，是纯宗多玛斯

的，可是带着－些犹豫的态度。这个所称的“最坚固的博士”

( Doctor fundatisseimus）会想调和他的老师圣多玛斯和他的会祖

圣奥斯定的道理。他认为为达到目的，需要改变－些圣多玛斯的

强有力的哲学综合；他终于不元疑惑地抽去了这座大厦的若干基

石ο 一二八五年，为获得博士学位，已改变了一二七七年他还坚

持关于→形论的观点；当时他正在反对邓拨利爱，为圣多玛斯辩

护c 之后，他又回到种子理智（ Raisons Seminales ），主动理智

(Intellect agent）及主受理智（ Intellect patient）的相等说。若干

神学命题，也标志了齐尔兹的独立性（ lndependance ）：灵魂所

以是天主的肖像，虽也为了它的本质，尤为了它的能力

( Facu 

题（ Per se nota）；科学切识’与智慧知识是有区别的等等…

这些见解不应该归于一种创造天才，而应该归于一种理智的弱



第十一章 十三世纪多玛斯学说前的神学家 567 

点。这个判断可能是严厉的。齐尔兹错误地、狭窄地窥测了两个

大圣师的协调。

二、在十三世纪末叶，修会以外的神学家中，我们也可以找

到坚决的多玛斯学派：如奥汾涅的伯多禄（ Pierre d' Auvergne) , 

功的亨利（ Henri de Gand ）封腾的高弗罗亚（ Godefroid de 

Fontaines）。伯多禄的遗著，只有关于哲学的；其余二人的著作，

也有关于神学而应予以一提的。

功的亨利始任（一二七六年）布鲁日教长（ Archidiacre de 

Bruges），后任（一二七九年）都尔内教长；一二七七年间开始

教授予巴黎，他在学界中所享的声誉，一贯地是盛大的；死于－

二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的十五册丛著（ Quodlibet时，以及

一部神学概论，尤轰动一时。可是，他的神学概论，他只写了它

的序言，与天主论。它的历史价值，由于他个人的强有力地捍护

的一系列的道理；可是，未能使它们压倒一切u 在士林哲学内，

他看中了若干关于形而上学及心理学的问题，并且反复予以钻

研。或称之为奥斯定派；实在他是一个折衷的逍遥学者

( Peripat邑ticien 岳clectique）。他摘取古士林学中，风行一时的一套

学’说c 然后·面予以一种特色 一面使它与自己的哲学配合。若

干多玛斯学说．直使他五体投地：例如“－形论”，虽然他没有

赞成它的全部；在攻击圣多玛斯的风潮中，他也不肯作坚决的批

评。多玛斯的永远造化的“不可能论”， “个体论”

(Individuation ），“ i昆合物的多种存在论” ( Existene凹 multiples

clans le” compose叫， “身形论” ( Fonne de co叩oreite) , “认识

论”，“主意说＼他都不予同意；而且他第」个标榜意志绝对优

于理智以及其他神司 c 这个最后的学说，邓斯各脱也予赞成。功

的亨理与圣多玛斯一般衡量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可是对于天主的

属性，他的见解是很特别的c 他跟着奥斯定派，极度重视“典

型说”（ Exemp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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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腾的高弗罗亚生于列日的封腾；始任列日红衣司锋，后于

一二八六年任巴黎教授c 他遗下的十四部丛著透露：他的心灵是

独特而坚强的。一如当代的一切神学家，他兼治神学、伦理学、

哲学、法学，他决然参加攘斥多玛斯学说的运动。胡南指出：在

教会立场上，他是多明我会士的劲敌；可是他盛称多玛斯是个伟

大的哲学士。高弗罗亚的多玛斯学说，是有色彩的；始发现于他

的一系列的不关组织的问题（ Questions non constitutionelles ）的

答案中，继表示于他攻击当代若干教授的态度中（罗马的齐尔

兹，微成波的雅各｛白，多玛斯萨吞，功的亨利），终暴露于他对

圣多玛斯新学说的警惕与怀疑。他为反对功的·亨利的主意说

( V olontarisme）过度强调主知说（ Intellectualisme ）。他的学说也

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而奥i分l~伯尔纳多的批评．尤为尖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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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与著作

方济各会将来的大师的生活，一如圣多玛斯的，应该整个地

消磨于教授中；他的生活比天神圣师的生活要短得多，如果他生

于一二七四年的话。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他的生活资料是极少的。

看来他生在属于苏格兰的邓（ Duns），青年的邓斯各德，就进了

方济各会；他读书于牛津。一个活泼透彻的理智，在这样的文化

城内，自然要受到剧烈的影响，而且势必引起相当的反应。他在

牛津准备系统化方济各会的神学：他一方面反对多玛斯的革新，

另方面引用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先教授于牛津，后讲学于巴

黎c 一二九三年．一二九六年间，他早已一度留学法京。一三0

二年再度报到后．不久就得博士学位；至－三O七年才离去。当

时，他公开拥护圣母无站始胎；相传在巴黎大学的→个辩论会上

( Actus Sorbonicus ），他驳斥了二00个反对的证理，而说服了巴

黎的一切博士。二三O七年奉命赴科伦教授；他的光荣的教授生

活。狭然于一兰O八年十一月八日，因死遭受打断。在若干地

方，他被敬如真福（ Bienhe 

邓斯各德的遗著，没有经过严格整理3 根据学者最近的批

判，他的著作的数字被削得很可怜。他的大半的纯哲学著作．已

划归于别的作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注解，形而上学注解，论理

学注解，灵魂论注解，也全部与他脱离关系。人们又强调：思辩

文范（ La grammaire speculative ），物的原则论（ De rerum 

principiis），定理（ Th居oremes ）形而上学结论（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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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ysiques），地位成全论（ De perfection Sta tu um），都不是他

写的。现在所剩的，计有他的形而上学问题（ Questions 

metaphysiques），第一原则论。（ De primo principio）这是邓斯各

德最先写的一本小册子。龙雷（ E. Longre）指出：它的结构是数

学式的（ D’une Architecture math natique），他表示的神情是玄妙

高超的。这本著作，是圣安瑟尔莫式的关于天主本体，以及他的

元穷美善的瞻祷与默想。邓斯各德的代表作，是他的伟大的伦巴

格言录注解。这部著作，由于成于牛津， “称牛津本” (Opus 

oxoniense）。之后，当他在巴黎任教授时，为前著做了一个撮要，

“称巴黎本”（ Opus pari-siense）。这两部著作，己足使邓斯各德

名留青史。此外，还应该指出他的巴黎议论（ Collationes pa

rienses）以及丛谈。（ Quodlibets）牛津本是邓斯各德最重要的著

作；它可视为他的学派的课本。这是一部伦巴格言录注解，次序

悉照格言录的；可是，他的注解是别出心裁的。这部注解的特点

之一，是频繁的哲学辩论（ Discussions philosopl叫ues ）。在这点

上，邓斯各德常随着他理智的斜坡泻F去，牛津大学的传统做过

来。在神学问题上，他过度联系地作出冗长的哲学钻研。其他学

者轻描淡写的地方，他故意装出徘徊不忍去的态度。他的方法是

有毛病的，它缺少一贯性。在注解中，邓期各德的另一个特点，

是他的极度露骨的批判性。他的环境催迫他望这个方向驰去（最

著名的学者，虽或已作古，或己走近墓穴；邓斯各德认为先应当

征询他们的见解，然后决定自己的论调。因此他讨论一个问题

时，必先罗列一系列学者的见解，然后予以批判。遇到他认为错

误的，或强词夺理的见解，他更不肯轻予放弃。可是他的批判，

不是为了乐于批判，然为了要组织一个新的他或己窥见的，或已

开始的系统。他的哲学也只以此为目标。

巴黎本（ R叩ortata parisiensia）是伦巴格言录的另一个注解；

大概是于一三o＿＝年开始写的。原本没有留下来。所存的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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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笔录（ Reportation），而且也未经邓斯各德审阅。至少卷一肯

定地未经审阅。卷三没有写完，他的弟子们，撮要地抄录了牛津

本，草草予以凑成。在巴黎本里，尤于卷一卷四中，可以找到牛

津本若干稍有出入的见解。巴黎本的方法，虽胜于牛津本，可是

方济各会的神学家更爱用牛津本。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出三个

理由：一、初版本数的不足，二、内容过于简略，三、修会上峰

的重视牛津本。近代学者也认为牛津本远胜巴黎本。

二神学家与哲学家

（甲）棉学家

邓斯各德是方济各会学派的典型老师。他的圆活的辞令，为

他争得了微妙大师（ Docteur Subtil）的徽号。为此由他门下培植

出来的神学家，能游刃有余地抵御来自多玛斯学派的攻击己人们

历久标志邓斯各德与圣多玛斯中间的矛盾士现代的方济各会学

派．都予以解释：一方面否认若干著作是他的手笔．若干可疑的

道理是他的见解；另方面指出啕 f也是圣文都辣的继承者，而并不

是一个新运动的倡导者，以及奥坎（ Occam）的先驱。关于后一

点，无论如何，应该承认，十三世纪方济各会道理运动，是与邓

斯各德的主义有联系的。无疑的，人们不会把炽爱圣师及微妙大

师混为一谈的：神秘的热情（ Elan mystique ），在圣文都辣身上，

是极蓬勃的；在邓斯各德身上，不是抛头露面的；为了他尤其是

个哲学家。可是人们可能说：“十三世纪方济各会神秘神学的发

展，在邓斯各德的笔下，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形而上的辩白。”这

点是应当了解的。

邓斯各德的理智，是个具有崇高的创造性的理智。元疑的，

面临他认为不健全的学说系统，在弃绝一个见解前，他该予以批

判；可是，他并不为了要建设而破坏；一看他采取的步骤，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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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洞若观火；他寻求的是建设。他以神学家的资格，不但乞灵

于圣经，还借助于教父。他的教父研究，与十三世纪的其他学

者，是同样丰富的。他频繁地引圣安瑟尔莫，圣若望达马萨内的

著作。他最崇拜的是权威绝伦的圣奥斯定；在他的伦巴格言录注

解中，一共引了一三00次；在他其它的著作，他也不忘予以引

用。遇到机会，他又批判方济各会先辈的著作。一般地说，他虽

通过由他创造的有昧的综合，予以补缀，却忠于他们。龙雷

(I川gre）指出：“他有他的一种系统，互相衔接的，强有力地搜

罗的解释，不过行文稍觉踌躇。若干伟大的观念，光照并支持他

的形而上学及神学的组织，予以肯定，使它们胜利，这是他的努

力，以及他的透彻的辩证法的日标。”

邓斯各德的学说系统的特性可见于他的工作观点中。龙雷

说：“邓斯各德怀着方济各会士传统的热忱，决意在爱的观点下

(Du point de vue de l'an 

伦理或神秘，只谈形而上的思辩，思辨的综合；而这个综合允许

人在爱的观点下强有力地组织一切方济各会的哲学，神学，神秘、

学的思想。实在爱在它的高峰上，指挥着邓斯各德的形而上的，

以及宗教的综合。爱在天主对外的一切途径上，占着重头。同样

爱他是万物归到第一原因的条件。这是邓斯各德设想的“爱环”

(Le Cyrcle d’amour）。圣多玛斯的综合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想客

观地推崇真理。人们能把天神圣师的“主知说”

( lntellectualisme），针对邓斯各德的“主意说” (Volar归risme ）。

我们应该确切明了这两个术语的意义。

“主意说”是邓斯各德重要命题中的一个。它是善第一，或

爱第」的特别的实际结果。主意说指意志高于理智，意志不属于

理智。这里所论的“高”，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圣多玛斯承

认：在此世实际伦理领域中，意志强于理智，爱慕天主强于认识

天主；可是他坚持：理智本胜于意志；这是邓斯各德所否认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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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玛斯表示：意志隶属于已经认识的对象，这个对象指天主，

最圆满的，吸引人的善c 邓斯各德予以排斥，虽不放弃下面的原

则；“不能要不先认识的东西”（ Nihil volitum nibi pnecognitu 

就是面临最圆？芮的善，意志仍保持着它的无可无不可性；意志的

决定的理由，是意志本身；它是它的行为的独一整个的缘由。这

个命题确是与邓斯各德的心理学相结的。邓斯各德对于灵司

( Facultes ），尤其对于意志承认的活动‘多于圣多玛斯所指出的。

它的影响1'l ！｝＿原神学与伦理学；它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可是

不应该夸张字面c 斯各德肯定理智的行为，不但是意志行为的一

个条件：理智行为对于意志，通过二种诱惑，像是一个究因

（℃at问 finale) 0 1日在后面我们要了解的，主意说与思辨，最

大瞻的思辩不在例外，是不抵触的。

邓斯各德的综合，正如圣多玛斯的综合，首先是个神学的综

合。关于这点，他的整个著作，是个证据。在他著作中广大的思

辩成份，来自他对于哲学的信任心，他坚持哲学能证明理智与信

德的和谐ο 看来，他有时否认神学的科学地位，尤其是在牛津本

序言中；可是，在那儿，他像纯有意指出：神学异于亚堕士多德

所称的一般科学；它是→种特别的科学ο 他视以为一种实用科

学，为了他研究的信理，在使人爱慕天主，爱慕应该受人爱慕的

天主3 他的道理的大体，并不因此而少坚强的系统化；因为他运

用的形而上的原则是他的综合的灵魂，而且使它异于圣多玛斯的

综合。

（乙）哲学原则

我们可以跟着胡甫（ M. de Wulf) 把邓斯各德的重要学说分

作囚端：一、形而 t的形式主义（ Le fonnalisme m居taphys叩1e) ; 

二、物的单义性（ L’Univocite de l'etre ），兰、直觉说（ L’lntu

itionisme ），四、主意说（ Le volontarisme ）。

形式主义（ Le formalisme）渗透着他整个的学说。它允许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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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个体本质的丰富，增加形而上的机构，且使物物打成一片，而

维持着个体主义（ L'lndividualis日l O 在一个个观点，它复杂了

实际，因为它保证了内物（ Entites intemes ）的一种独立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是多玛斯学说所否认的c 在另一个观点下，它精简了

实际；因为它根据一贯的原则，予以解释，在消除了本质与存在

( Esse时c et existence），灵魂与灵司间的实在区别后，只存在着

如于真善间，及天主的属性间的虚设区别。

物的单义性（ L’Univocit岳 de l'etre ）是邓斯各德学说的又

一个重要环节。这是组织以天主为首的实际之物的统制

(Hi吾τarchie du r创）的一个新方式c 通过这个指导整个形而上学

的理论，深奥的关系建立在实际之物各阶层中；理智与意志的相

当的对象（ Objet ad句uate）既得尽量扩展．我们的思想能上及

天主。单义性论是由邓斯各德倡导的；它是一个彻底地特别的思

想的结果。

心理直觉说（ L’Intuitionisme psychologique ），不是邓斯各德

发明的；他只予以推重，而以后，十四世纪的斯各德派，与奥坎

派都予以采用。在认识论方面．理智对于存在之物的→·种直觉

说，足以加强士林学的教条主义c 它解释理智与外物接触的方

式，是与多玛斯派的方式不同的。心理直觉说指出：邓斯各德很

信任理智。

主意说（ Le volontarisme ），是邓斯各德从功的亨利借来的；

主意说的重点在行为上。邓斯各德尽量发挥了灵魂的活动性，或

说他在士林学中，恢复了活动的观念。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在这

点上，他比任何人更予以强调c 他引证了前世纪若干伟大的奥斯

定派学者。这些申明，为了出于另一时期，与另一个环境，而且

包括着几等于宿命论的被动性，是极饶兴趣的。

这些大原则的应用是元穷的，它们似足以保证邓斯各德的特

别性。可是在他的学说的根本观念上，应该加上其他一系列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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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决定他的学派的道理的观点。

这些观点，几乎发现于哲学的各部门。在形而上学内，除掉

形式主义，以及物的单义性，人们应该指出：邓斯各德关于第」

物质（ La matiere premiere ），个体性（ L’Individuation ），位（ La

personnalit的，主动性（ Action）以及被动性（ Passion ）的观念。

在心理学内，除去直觉说及主意说，人们可见他放弃文都辣的照

明说（ Illumination），代以一个接近多玛斯学说的认识论邓斯各

德在三用的灵魂外，又提出了一个“肉身形” ( Forme de 

co叩or甜的？灵魂是不死的『可是人们找不出－个形而上的，有

决定性的证理。在伦理学内，邓斯各德虽不否认理智的成份，去jJ

通过他的主意说，在一切领域内，把最重要的任务归于意志；而

且这不纯是为了一个实际的观点，不只限于此生，而是属于原则

性的。

那末，邓斯各德的哲学的确带着二种不容否认的特性。元疑

地，他的哲学包含着十三世纪奥斯定派的思辩，而且通过若干新

理论，它还予以订定，并且驾而仁之。它利用的亚里士多德主

义，使它在学校内争得一种权威。可是，斯各德的亚里士多德主

义，因着这些用心，是很淡薄的；它没有它在圣多玛斯著作中的

严肃性。多玛斯的目标，是在根据实在及真实（ La reel et le 

vrai），创造一个一般性的哲学。倾向善的斯高脱的哲学，不因

此而少坚强的组织性；相反地，它证明斯各德可以当得起做一个

学派的领捕。他在方济各会内，在圣文都辣前，早已被视为学界

巨星。他的哲学是整个地联系于神学的；他的神学，不但为了它

的特别的综合，又尤为了关于若干重要道理的历史任务，是出类

拔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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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斯各德的神学

（甲）天主、原棉学及神学

一、天主的存在不是先天地强调的：邓斯各德虽否认圣安瑟

尔莫的证理，却予以渲染，而且加以修改．还指出它的若干价

值。他以实在为起点，根据因果律，证明天主的存在。但是他愿

意人们观察物的时候，少注意物的物理属性，多注意物的形而上

的原则，务使证理系于不变的，必要的资料（ Procedendo ex 

necessariis ）。因此，他的证理像是先天的（ A Priori ）；实在纯是

一个虚像。他不停地提出的证理原则之一，就是一系列无穷的原

因的矛盾性：偶然存在之物（ Le Contingent）是不能脱离必然存

在之物（ Le N ecessaire ）的。在这个基层证理之外，邓斯各德又

辅以两个属于不同领域的证理：一为究因（ La cause finale ）证

理， 」为优越（ Emi阳

他根据本质的领域（ Ex ordine essentiali ），结出了一个第一样必

然存在之物（ Pri-mitas necessaria）。即使在一系列偶然组成的原

因中，这也是必然的结论。

二、天主的性体的认识，有赖于肯定路，否定路，优越路。

最后－－路是以类比（ Analogie）为基础的。关于这点，邓斯各德

并没有与奥斯定分道扬嚷：他也拥护传统的类比主义，以及典型

主义。他的物的单义性说，与前两个主义不发生什么抵触：斯各

德派的不纯全的单义说，无非是积极观点下的一种类比说。同

时，邓斯各德强烈地指明了“无穷” ( Infini ）的意义c 龙雷

( Longr层）说：邓斯各德为无穷作出了一个明朗的，严格的定

义。这个定义是与希腊哲学中，把“无穷”说为“不确定”

(In出fini）的一堆浮泛之说，是大不相同的。邓斯各德的天主的

美善（ Divines perfections）论，是以这个定义为根据的。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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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善被他说得光辉灿烂，而且被区别为真正的形式（ Formalites 

verita-bles）。邓斯各德强调，那些形式元害于天主的单纯性（ La

simplicit岳） 0 这个新学说虽碰到反对，圣教会从没有攘斥过天主

的形式区别。

天主的形式地区别的属性，依据斯各德的神学，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包括一切排斥一切受造之物缺点的美善：这就是所称

的内在状态 (I肘 modes intrinseques）。斯各德指出了五种：单

纯，不变，永远．无形，不错误c 第二类是由在受造之物身上我

们所见的单纯美善（ Les perfect川

在天主是兀穷的ο 第一类美善尤被称为属性：这些属性完全归于

理智及意志。斯各德冗长地，一面根据信德， 」面根据理论，一

→予以研究。他尤承认人的理智能证明：天主的元穷，独一，他

的由理智及意志组成的生活，他的真理，他的正义，他的普遍的

上智，他的元穷的能力 r 但是他否认：哲学，至少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能通过严格的证理，证明天主能不借子于直接的原因，产

生一切可能的东西；或确切证明天主的无所不在性c

天主的生活本质地是理智及意志的活动O 可是，在天主，理

智与意志不是首要的，它俩都属于本体（ Essence ）；本体是我们

所以认识天主的基点c 从本体发出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了解

( Intellection），愿意（ volition）是跟在后面来的三为此我们不应

该说：邓斯各德所说的天主，本质地和首要地就是意志及自由 3

关于神的观念（ Les idees divi配时，在他原神学里，占着一个重

要的位置。它们不应该与天主的本质提为一谈；它们是不同的形
式；模范观念（ Les id岳e吕 exemplaires），是受造之物在天主理智

中的客观呈显3 可是，邓斯各德认为天主的意志有个特性，这个

特性，就是主意说（ Le volontarisme）的起源。意志说首先指示：

自由是天主的意志的本质；天主的意志的行为不是出于强迫的；

可是它的行为，为着它本身的美善，是不能不这样的。或说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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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德表示天主的愿意是没有标准的，横蛮的：这是一个错误。相

反地，他强调：在天主无理的措施是不可能的。或说：他注意

的，是种种事物的存在，不是它们的本质；他谈天主的意志的独

立性时，他与多玛斯派所说的没有差别，不过他的观点像更有力

罢了。

邓斯各德的预简道理，与圣多玛斯的非常接近；功劳的预

见与颁赐圣宠光荣于被预简者的决定是无关的。这个决定的惟

一目的，是天主的善意：它在天主的仁善中，找到它的足够

的，以及首要的理由 c 可是，谴责（ La r居probation ）要求罪恶

的预见：因为如果谴责不是一个正义的行为，它是不可思

议的。

三、邓斯各德的圣三神学‘具有若干不容疏忽的特点。

“言”的产生，不纯是天主所以认识他的本体的了解c 这个认识

虽也表示着“父性的关系”（ Connotat relationem patern由tis ），它

是属于一个特种的，逻辑地后于、形式地别于第 A个行为。他称

之为“措辞”（ Dictio) c 这个行为是由“丰富的记忆”（ Memoria 

fecunda）发生的；换句话，它是由掌握着它的本质的对象的理

智发生的。这个本质的对象就是父性关系的基础？至于圣神的发

出（ La procession du St. Esprit），邓斯各德说天主有两个爱的行

为。第一个爱的行为跟在天主对于自己，自己的属性，及其他人

物的认识之后。这个行为存在圣神发出，及圣言产生之前。圣言’

不是从这个爱的行为产生出来的，因为圣言产生之路，是性体之

路（ Via Natur时，不是意志之路。（ Via voluntatis）第二个爱的

行为称“发” ( Spiratio ）；这个圣神由发的行为是父子共有的c

发是意志的一种特别行为；它是自由的，这是本质的自由，为了

它是意志的本体；它也是必然的，因为它的对象，是父子不可能

不爱的无穷的本体c 邓斯各德的圣二神学，为了他的位的界词，

包含其他的特点。上面所说的“形式区别” ( La distinction 



第十二章 若望邓斯各德 579 

formelle ），也是因此产生的。

（乙）人神·玛利亚

一切上面所抒的原则，将在斯各德学说中最特别的几点里，

找到它们的应用。这几点也就是斯各德所以别于圣多玛斯及圣文

都辣的7 控制一切应用的原则．是天主无穷地合理的、崇高地有
序的意志c 为此，他是个无比的形而上学家。正因为他研究了这

个真理，换句话，正由于他认为：理性，秩序，智慧，是无穷的

意志的标准，他根据另一个异于圣文部辣的计划．重组了实际

(Le reel ），以及现在的秩序；他把阵孕放在天主」切对外方针的

面上。邓斯各德整个的综合‘阵孕，超自然秩序的提拔，启示，

造化，都紧于这个基层真理上。

圣言的降孕，根据邓斯各德的见解，不可能密切地关于原罪

的预见，以及救赎。如果可能的话，那末，基督的被选纯是机会

的了；这是邓斯各德所不能承认的；因为这个道理不能圆满地解

释一切有秩序的意愿的目标的首要性c 因为在天主，这个目标就

在通过爱而光荣天主的本体；又为了这个计划的实行中，降生圣

言的敬礼高于其他一切的钦崇ε 结论是：天主对外意愿中的第一

个对象，是基督的心；而且它的无穷之爱，在一切之上，是他被

选的第一个理由。可见邓斯各德没有直接想到下面一个问题：如

果人类不堕落的话，基督是否也会降生F来；可是这个问题，为

了自然的结果，他是不会想到的。斯各德的道理代表」种巨大的

理智的努力，为使人神根据他在宁宙中地位的秩序（ Ordre de 

dignit叫，站于他£ti得的位置；虽然为使地位的秩序符合概念的

秩序（ Ordre d'intention ），人们应该强调若干圣经的篇幅。这个

斯各德的见解是极虔诚的；可是我们不能肯定它的虔诚性胜过传

统道理的虔诚心。

位结合（ Union hypostatigue）的解释，为着斯各德特别的理

论，尤为着他对于位的观念（ La co时eption de la per;;onne ），也



580 教父学大纲卷四

是别开生面的。持续性（ La Subsistence ）在斯各德眼里，就是

整个的性体（ La Nature complete）；但是他标志：它不属于另一

个实体。邓斯各德无意解除人天的结合（ Le compos岳 th岳andrique

dans l'homme Dieu）；虽然我们根据他的学说，无论怎样予以诠

释，很难了解：怎样人性不但与神性并列，而且为圣言所收纳

(A吕sum岳e），以及怎样维持着本质的合－ ( L’Unit岳 substantielle ）。

再者，邓斯各德不但在基督区别了两个性体（ Deux natures ），还

区别了两个自我存在之物（ Deux 在tres existentiels），一个不受造

的存在，它是神性的特典；一个受造的存在，它是适合人性的。

为强调这个见解，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c 它们都以下边一个原

则为基础：本质与存在（ L'esse时e et 1’existence）间没有实在的

区别。

邓斯各德的救赎（ La Redemption ）道理，也是很特别的。

他跟着十三世纪的大师们，否认救赎的必要性。他认为天主能放

弃一切赔偿，即使他实行救赎计划的话。再者，即使天主要求一

种相对的损失赔偿，任何人能通过圣宠，为自己，以及崇高的圣

宠（ Summa gratia），为整个的人类，付出相当的代价；因为罪

恶不是元穷的。而且基督的功勋，也没有内在的无穷性；可是他

不否认基督的功勋具有一种外在的元穷价值。这就因为天主可能

接受这些功绩，不但视之为功绩，而且视以为具有一种无穷价值

的功绩。

玛利亚始孕无E占特恩的捍卫，是邓斯各德最大的一个光荣。

这端两教会隐约地，经过漫长世纪相信的道理，到了十二十三两

世纪，在拉丁教会中，遇到了一个黑暗和斗争的阶段。由于各种

不同的理由，尤为着怕有碍于救赎的普遍性，最伟大的圣师们对

于这个日趋发展的信仰，或表示犹豫，或表示反对。牛津的方济

各会士，华尔的威廉（ Guillaume de Ware），是这个信仰热烈的

拥护者。可是，邓斯各德最幸运地指出：玛利亚的不染原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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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损于基督的地位，而且予以提高；他同时解答了神学士们提

出的许多难题。他的批判的理智，这里大大地为真理服务。于

是，推重天主母的特恩的潮流，通过方济各会士的影响，迅速的

奔驰着，不但在一般的教友中，而且在神学界中c 一四三九年，

贝尔（ Bale ）公会议的声明，虽然缺少神学反法律的价值，不失

为方济各会土，尤其是邓斯各德的成就。它一方面封闭了尖锐斗

争的阶段，另方面开启了玛利亚胜利的序幕。

（丙）人类圣宠永福

这里，我们以人类为中心，在自然及超自然两领域中，综合

地提出邓斯各德的道理的若干特性c 主意说明朗地活跃着，不但

→如上面所说的在心理学内，还在一切人的伦理活动中。至于诫

命，斯各德认为它们是伦理活动的客观基础，也可能是真正辖免
的对象；可是我们不应该因此结出．在斯各德眼里，它们不是由

于自然律（ Droit naturel）的。勒巳歇兰（ Le Backelet ）指出：

自然法是伦理责任的第一个基础：天主的诫命，只来加强它的权

威乙伦理秩序（ Ordre moral）在天主方面不纯是无理性的。一般

地，在人方面，也是同样的；因为意志是个具有理性的欲司。邓

斯各德一如圣多玛斯解释了良心，良智（ La Synderese ）。他又谈

了理智的德行：正理（ Reeta ratio ），明智（ La prudence ）。这」

切并不阻止肯定意志的首席性。

斯各德在人身上伦理力的强调，不可视以为披雷杰主义，也

不可视以为半披雷杰主义，他的圣宠道理，就是一个证明。元疑

地，他没有权威地讨论宠佑的必要性ι 但是从他的著作里，人们

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确切的见解， 一方面因以认识他的思想；另方

面，藉以明朗化若干含糊的，而他的学敌所以攻他的辞句。邓斯

各德频繁地谈了宠爱。他认为：宠爱是由圣神产生的一种受造的

习性（ Habitus er居e ）。它是→种持久之恩，可是异于不受造之恩

( Don incree ）；它与爱德无异。邓斯各德圣宠论的特性就在这点



582 教父学大纲卷四

上。雷蒙（ Raymond）指出：“圣宠与爱德，在本质观点下．虽

实在是等的，形式地是相别的（ Formellement distincts) 0 灵魂虽

通过同司的习性，一面爱或能爱天主；一面受天主的收纳与爱

护。形式的理由（ La raison formell时，是各各不同的：这里是个

被动的处境，那里是个活动的原则。为着这个“等性”

( Identification），邓斯各德指出：圣宠的位置（ Le Si仨ge de la 

grace），不是灵魂的本质，而是一个灵司，就是意志。这个结

论，像由于圣宠、荣光、永福（ La grace, la glo肘， et la 

beatitude ）间密切的联系是必然的”。

超自然的机构，邓斯各德又予以精简。他否认天赋伦德

( V ertus morales infuses ）的存在；因为通过圣宠．拥有义、勇、

节德的意志，己足够地受到提拔，为发出这些德性超自然的行

为。他又否认在信、望、爱，三神德外，有什么彼此相别的坦白

然的习性。即使圣神的七恩，也与三神德元别。这个精简，出于

以繁化“形物”（ Les entites formelles）著名的他，实在是可以诧

异的。这个精简是与他强调爱或意志的任务的倾向符合的。无论

如何，我们不应该为了邓斯各德的神学的若干缺点，而说他的圣

宠论接近路德的神学c

圣宠是由圣事赋于我们的。关于这点，斯各德的道理，与圣

多玛斯的道理，没有多大区别代他与天神圣师不同之处，在原因

方面他排斥一切物理的工因（ Causalite instrurnentale physique) , 

或准备工因（ Dispositive）。有人批评他只承认－种机会因（ Une 

causal it匠。ccasionelle ），这是错误的。再者，伦因（ La causalit岳

morale）在现代学者看来，没有多大意义ο 雷蒙（ P. Ray盯l【

指出：斯各德伞视圣事为工因：它们伦理地（ Morale盯1ent ），非物

理地（ Physiquement），包藏着它们灌输于人灵上的效果；这就

是说，天主许举行圣事时，亲自参加工作c

斯各德表示n 告解圣事的本质，只在赦免（ Ab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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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痛悔，定改，告明，不过是三个条件。不差，为使判断是

可能的，或完全的，这三个条件是必要的；它们是告解的组织

成分。

有灵动物的永福，形式地说来，不在一个理智的行为中，而

在一个意志的行为中 σ 无疑地，理智与意志，在享见天主里，都

有一个积极的任务；它两都直接予以接触。可是，意志胜过理

智，那末．意志的行为超过理智的行为7

我们觉得邓珩各德始终忠于善与爱的思辫二这是方济各会

的忏色；他f可以在节字或形而上学中．展结十三世纪神秘学家

皮伦理学家。他的学派保持着他的事业＝雷蒙指出：“在我们

的教理的发展中，在神学综合的工作中 斯各德的学说获得的

宅字， f生不到多玛斯所得的。这是否说：邓斯各德的神学成

就，已蔼然无存？或是否指：邓斯各德标榜的一切教理，除去

玛利亚元E占始胎一点．在现代神学里，已无立足余地？这个论

调是不智不义的。良十三世及庇护十世，虽把圣多玛斯的学

说，捧上九天；应该承认啕我们教理的哲学思辨，还没有僵旗

息鼓；它在理智前还是一个问题，而邓斯各德反面的解答还不

是全无理由的 c ”

Jean Duns 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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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十四世纪的神学

一 士林学的衰落及奥坎主义

（甲）士林学的衰落

十四与卡五世纪是中世纪及现代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两个

世纪，可以看学者研究的对象，或系于中世纪，或系于现代。人

们也能视十四世纪为中世纪的没落阶段；而视十五世纪为复兴时

代的一环，以及宗教改革的先声二自然．十四世纪也是宗教改革

的预备；可是这个预备似是消极的，因为只见到一片破坏的景

象。无疑地， －切所以别于现代的原则，都已存在，至少都已胚

胎。在一切破坏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关于道理方面的。十

四世纪是个衰败的世纪。西方的大分裂，到了君士坦丁公会议

（一四一四至一四一八年）才有转机。为此我们认为中世纪的末

一个世纪， Jl\Zi亥以此为界限。

在十四世纪的特点中，人们可能提出若干有关政治社会的重

要现象：例如百年战争，以及战后，在一三八0年光景，蔓延于

欧洲的瘟疫。在另一个角度下，资产阶级的跳上政治舞台，是耐

人寻味的。可是，这些史料，与我们的题目的联系，是很浮泛

的。我们要提出的，是其他一系列的事情： ＼教会解体，这个

虽关法律，尤关伦理的联系，尝使西方的教徒彼此团结；而一种

代之而起的“国家主义”（ Nationalisme）把他们弄得四分五裂；

二、拔届的风尚：它笼罩着公教的欧洲，使广大人民走上削弱政

权及神权的途径；斐理伯美者（ Philippe le Bel）的法学家，是

最危险的宣传者；三、大学的林立，巴黎及牛津以外，布拉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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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于一三四八年，维也纳大学创于一三六五年，海德尔堡大学

创于一三一六年，科伦大学创于一三八七年，耳目尔福大学创于 4

三九二年，克拉科大学创于一三九七年；十五世纪中，大学的创

立甚至屈指难数。它们的影响使巴黎的学界皇座逊色，实在巴黎

大学的课程已趋向下坡。

忠、辨科学（ Les sciences speculatives）的衰败，是十四世纪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点：“哲学神学虽在大学中还教授着，可是

己看不到前世纪大思想家们灿烂的权威。一般地说来，太平凡

了。 J个新的哲学系统，绝对的名口论（ Le Nominali旧时 absolu

ou Terminisme）虽出现于当日才；可是它的新颖性，就是它的破坏

的狂热；为此它的倡导者，被称为‘丑恶的大反动者’ (Un 

grand et un funeste revolutionnaire ）。奥坎轻易抹煞了中世纪思辨

学所以为伟大和强劲的一切。他不但破坏了理智及信德的和谐

性，又宣传了理智的不可靠性，一种怀疑说J 元疑地，他太萦心

于实证科学” o (Les sciences positives ）乙当时它们发出了一个新

攻势；但是不应该忘掉，它们早是牛津大师们钟爱的对象。十四

世纪末，经济伦理问题，通过已经实现的社会变化，吸引着大学

诸子。教会内部的困难，尖锐地、痛心地向神学家，提出了教会

无上权能的性质，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问题ο 当时最知名的学者

所作的解答，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紊乱。这个紊乱，一方面由于对

于控制物质重要原则的疏忽；另方面，尤由于对于最初步的形而

上的真理的信任心的不可救药的缺少。可能也应该把这个理性的

退步，归于一种神修方式的发展。

( z. ）奥坎主义
威廉·奥坎（ Guillaume d’Ockam），或简称奥坎（ Occam),

是个英籍的方济各会士，生于 A兰00年前；自一三一三年始，

到一三一八年止，读书于牛津。继以业士（ Le Bachelier）资格，

任该大学教授；当时（一三二四年前），他写了格言录注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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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的学说，应该在这本著作，以及其他若干哲学著作，亚里

士多德论理学大全（ Summa totius logicre ）以及丛著卷六

( Quodlibet VII ）或神学著作（神学谈话百种 Centiloquium

theologicum）中去探求。在他前几年的教授生活中，他就发表了

若干大胆的，就被告于教宗的命题。一三二四年，他被传赴亚味

农（ Avignon），当讼案进行之际，他也留居该地，共计四年。他

本人虽未受绝罚，他的五→个命题，于一三二六年，遭受了批

评。一兰二八年，他赴巴威（ Baviere）；路易四世予以保护；并

且发出一系列激烈的宣言，反对教宗若望二二世。一三二八年，

就被绝罚的他，直到路易四世死后（一兰四七年），才想与教会

言和。可是历史家不能肯定，他的处分确被解除，他死于→兰四

九年左右。

在教会领域内，奥坎的活动虽是凶恶的，还及不到他的哲学

的活动更为凶恶。这种哲学不但对于古士林哲学，代表一个剧烈

的反动；对于神学的影响，他是极度恶劣的。奥坎以一个方济各

会士的身份，应该陶冶于邓斯各德的原则中；可是，他大部份在

予以放弃，而且把所留的几点，偏激地予以解释。看来，他的这

个学说，起源于那些英籍的，偏爱物理与数学的教授们的暗示。

实在，在他的学说中，具体（ Le concret），单元（ Le Singulier) , 

个体（ L’ lndividuel），占着→个最重要的成分；而这组成了一个

真正的革命。

奥坎的观念系统（ Le systeme id臼logique），被称为“名目论”

(Le Nominalisme）。看来更好称它为“奥坎主义” ( Occanisme) ; 

因为一方面，它既与卡一世纪名目论者（ V erbalistes ）的主义有

别；为他们，全称不过一句空话（ Flatus vocis ）罢了；另方面它

又别于现代的经验论派的学说；他们指出：全称不过是个感觉

( La sensation）。奥坎不否认：全称保持着它的整个观念价值；它

是一个标帜，一个纯理智的产物；它什么实际都没有。它是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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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对象；而这个认识是理智的，虚构的。只有个体是实在的，

而个体的认识，是由直觉（ Intuition）来的。没有什么主动理智叫

说，也没有什么知种（ Especes intellectuelles ）可说：所见的就是

由直觉而来的对象；观念是它的一个标帜。
形而上的本对象，全称，纯理智的产物‘既被排斥，它就像

被捕去了皇冠。再者，为了下列的原则，“没有必要，不该增加

物数”（ Non sunt multiplicanda, sine necessitate）它又趋精简了。

奥坎反对斯各德的”形式”论（ Les formatites ），放弃了古人承

认的太半的医别，其中有形式的，又有实在的「l 本体

( Substance）虽仍维持着，但已与偶性：或量，或质i昆而为一。

灵魂与灵司元别，本质等于存在。但是物质（ La matiere ）不与

物形（ La forme）相泪。他又标榜：若干东西，例如人，具有多

数的质形（ F ormes substantielles ）；肉身形（ Form芒 de corporeit层）

觉魂，及灵魂。

奥坎的论理学，点缀着形而上学的残骸。“在实在世界中申

明为幻想的东西．变作论理组织的资料c 奥坎强调了论理学的纯

形式方面，他称之为一群艺术中最得用的工具”乞

胡甫（ M. de Wulf) 指出：“理智的表演变为可敬的倡导者”

( V enerabilis Inspector）的弟子们比老师更热烈爱好的一种运动c

这些论理的演习都扑了一个空：奥坎否认理智有能力作出→系列

的证理：例如灵魂是神体的证理，以及天主存在的证理。

这个在认识问题上立场不稳的心理学，在有关于意志的问

题，一切都是肯定c 胡甫指出，“奥坎崇拜最完整的主意说（ Le

volontar 

行怎样受到目的（ Concepts sur la fin ），手段（ Moyens ），伦理

(La moralit岳）组织的影响？换句话，怎样受到由意志创造的一

种象征的玩意儿？意志具有一种绝对自我决定的权力

( Autodetermination）。决定脱离理性的目的，自然的行为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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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混为一谈。”意志就是灵魂的本质；那末，它的行为是常常

自由的；可是它只能通过启示认识善恶；因为善之为物，完全由

于天主的意志。

奥坎的部分不可知论，在神学里找到了一时的效力；它扩大

神学的范围，它把从理智剥削来的东西，归于神学。于是，灵魂

的神体性，不感性，天主的存在以及他的属性，只能因信德而可

以认识。可是，奥坎学说使由否定组成的信仰，变为不可能的：

因为到底，如果关系绝对不是实在的话，怎能解释圣三奥迹呢？

圣三间的持续关系，不就组成了三位么？如果位单是一种消极状

态（ Un mode 时－gatif) ，如果圣言的存在与本体不是实在的东西，

不控制救世主的人性．使它通过圣言的存在及持续（ Existence et 

subsistence）而存在持续．怎能避免聂斯多略单纯的两性论（ La

dualit岳 de deux natures）呢？而且如果偶性实无异于它的本质．

不可能与本质分离，我不说怎能解释，我但说怎能标志质变的奥

迹（ Le myst占re de la transubstantiation）呢？在这里，奥坎跟着邓

斯各德每乞灵于天主的绝对的能力；可是这个步骤终要使人感到

一种横蛮无理的，且与天主无穷的智慧仁善矛盾的印象。在神学

中，与天主的智慧仁善相称的理由的探求，不是更丰富的么？

由上列原则产生的影响，在各部神学里可以找到；甚至伦理

学也不在例外。本来无所谓善恶：善恶只凭天主的意志，而天主

事先可能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于是，一切伦理的基础，自然律

的规定，非先经信德指出它们已由天主积极地予以核准，没有什

么价值可说。况且天主意志的发展，削弱人的意志的使命。人的

行为，就是纯自然的，如果天主要的话，也能争得永福。无论如

何，我们仗着纯自然的行为，准备接受圣宠；那些行为可能不受

原罪的影响而是好的：因为原罪只损害了我们的下级能力；“我

们可能在亚当犯罪之后，没有圣宠的扶助，守好十诫，以及爱天

主在万有之上。无疑地，这自然绝对不是行为的形式问题，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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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行为的本质问题”。那末，奥坎的观点，就是半披雷杰主

义了。

这几点已足说明：奥坎主义对于信理，怎样代表一种破坏能

力。他又抹煞了几乎整个的形而上学，原神学，以及狭义的思辨

神学；而且他的论理学是偏激的，徒托空言的，明朗地倾向诡辩

主义的。古人高傲的批判，终于给予他的学说一种神气。

这种神气，与他的半披雷杰主义，发生了同样恶劣的影响。

他倡导了现代路线（ Via modernorum ou via moderna）；它是与古

代路线（ Via antiquorum ou via antiqua）对立的。

看到奥坎学说流行的速度，就可以明了它的影响的浩大。他

在大学内，尤在文学院内，迅速引起了一群热烈的崇拜者；他们

转以他的道理，他的精神，向外界宣传c 生于牛津的他，极快地

获得了压倒的，虽不是独占的势力。奥坎学说在巴黎，也是旗开

得胜；虽若干学院予以反抗。在高级的教育当局中，不少坚予以

拥护者。若望·巴立丹（ Jean Buridan），于一三二八年，一兰四

0年间，任巴黎大学校长；他竭力予以宣传c 另一个大学校长

( - .三六七至一三七一年），他的门生，英干的马柄利（ Marsile 

d'Inghem）接续前任的事业c 一三七四年，巴黎教授们的一篇宣

言表示拥护博学的名目论诸子（ Doctissimi viri nominales ）的现

代路线。伯多禄·爱伊（ Pierre d’Ailly）将来的喀姆布来总主教，

一三八0年为博士，一三八九年任教务长，也迷于奥坎的学说：

甚至若望·才尔松（ Jean Gerson）也受了它的影响。奥坎的学说

又传布于其他创立于十四世纪中的大学中，虽然在神学院内，也

可以昕到抗议的声浪。修会虽也多少受他影响，它们的抵抗力比

较还是最强的。一三二六年，奥坎的若干命题，受了教宗若望二

二世的驳斥。一三四六年，教宗格来孟四世，向巴黎神学界，揭

露奥坎派的奇怪的带诡辩彩形色的道理，且予以绝罚；可是这些

宪章所得的效果是部分的；神学在各学院中，继续遭受新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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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威克里夫（ Wiclef) 以及若望·胡司 (Jean Huss ）的异

端，不应该与奥坎的学说：昆为一谈；虽然他的异端传布，大大地

有赖于名目论的狂澜。奥坎大胆的反抗神权，为威克里夫启了袒

护君王反抗教皇的门户。威克里夫以朝廷神师，牛津神学教授的

资格，大胆狂妄地自以为教会一切的革新者。他主张教会隶属于

国家。他又认为：教会rt!_该是纯神的，不具圣统制的，几乎没有

圣事的；他还否认耶稣实在圣体圣事中。他宣传苦身，却攻击实

行苦身的修士们。他跟着布刺德卫丁（ Bradwardine ）否认自由

意志，陷入预定说（ P的lestinatianisme ） ο 他的谬说，一三八三

年受了英国主教团的攘斥；可是他不肯认错，继续宣传。它们侵

入了中欧；在那边，捷克人若望·胡司，布拉格大学教授兼校

长，大大地代为鼓吹。可是他的目的，一在反抗教宗．一在使波

希米亚的斯洛伐克省脱离日耳曼帝国的蹂躏。他被绝罚于君士坦

司（ Constance ）。

二神学院

（甲）方济各会士

方济各会内部的纷扰，并不阻挡它于十四世纪，尤于十四世

纪初，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活动c 该会的神学家，大都宗邓斯

各德，虽当时他还未正式被尊为该会的权威学者，而且他就已遇

到多方面的非难。方济各会士们的伦巴格言注疏家，都采用他标

榜的原则；可能他们在玄妙博士的玄妙外，还推波助澜地添出许

多物与方式（ Entites et Formalites) 0 奥坎主义像是所以攻击这个

偏激化的斯各德学说的。

黑洛内的方济各（ Frangois de Meyronnes）是十四世纪斯各

德学派（ Sententiaires scolistes）中最知名的一人。他被称为抽象

的尖锐老师；此外还有斯各德的得意门生，巴骚利的若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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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基拉的伯多禄；为了他的典型的斯各德学说撮要，被称为少斯

各德（ Scotellus) 0 许多斯各德的弟子的著作被视为老师的：例

如安多尼·安德肋（ A山）ine Andre ）的一本形而上学

( Metaphysica）。若干人决意反对奥坎的否认，捍卫斯各德学说

的纯i吉性：例如华尔德．步拉（ Walter Burleicl 

典爱（ Gauthi 

邓其fr各德并不整个地抹煞圣文都辣；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历山

大的．尤其是耶尔福的若望的著作，都足以证明这点。曼安列的

教授（ Lecteur a Montpellier），若望·枫丹（ Jean Fontaint') 写了

一卷基于圣文都辣见解的格言简录（ Compendium des 

Sentences) c 特来奇（ Tr句uier ）主教，若望·黎高（ Jean

Rigaud）写他神贫神学撮要时（ Compemliu日1 theologire pauperis) 

引用了另一本文部辣简谈（ Brevil【）quium）撮要。其他许多方济

各会神学家，也谈了神贫问题。其中持论比较最中庸者，先推得

尼·福来耶（ Denys Foullechat) ；可是，他的若干命题受了乌尔

朋五世（ Urbain V）的申斥：后经作者公开撤回c

这些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实在学派（ Tradition realiste ），都

起而抵御趋赴名目主义旋涡的潮流c →三八一年左右任巴黎教

授，一三八六年升主教，后在比萨公会议当选教宗（亚历山大

五世）的方济各会士，冈田的伯多禄（ Pierre de Condie ），代表

一种带些名目主义色彩的斯各德主义。

诞生于方济各会巾的奥坎主义，也在该会中找到了信徒，可

是为数不多。亚斯（ Aix）总主教，亚奎丹（ Aquitaine ）省会

长，神学教授，斯各德的巴黎门生，伯多禄．奥利屋（ Pierr 

Auriol），可说是奥坎的先驱。他的新概念主义（ Conceptualisme 

nouveau）是所以对多玛斯学说及斯各德学说的。奥坎巧妙地修

改了这个学说，就变成了奥坎学说。在奥坎的最初的门生中，应

该指出：亚当·胡德亨（ Adam W odehan）他是牛津的教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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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三二年始，他在那里注解伦巴的格言录。十四世纪末叶，勒林

克（ Brinkel）步着他的后尘。在英国境外的奥坎派的方济各会

士，计有列巴的若望（ Jean de Ripa）。他于一三五七年在巴黎，

宣传一种与弥尔古的若望（ Jean de Mirecourt ）的道理相近的

学说。

方济各会神学的一个光荣，在捍卫了玛利亚无咕始胎的特

恩，并且终于使它获得胜利。这个学说，于十四世纪，在方济各

会中，得到了 A致的赞成。十四世纪初叶，已有许多神学家忠于

圣文都辣的见解；追邓斯各德登高一呼，这端道理的发展，更→

日千里2 许多知名之士拥护这端道理：奥利屋先写了论无站童贞

女的始孕小册子，后又写了」本辩护小册子（ Repercussorium) ; 

梅陇的方济各，（ F rarn;ois de :\1盯ronnes）同时写了一卷“童贞玛

利亚受孕论”（τractatus de conceptione B. :\1. Y. ) c 通过这些大师

的影响，玛利亚元咕始胎的信仰，终于在修会中，建立了起来，

直迄十四世纪末不变。巴黎大学虽许人在关于这端道理的两个见

解中，自由选择其一，方济各会士始终是无咕始胎英雄的拥护

者c A三八七年左右， －个西班牙籍的方济各会士，在巴黎写了

一卷，为童贞圣玛利亚辩护的论文；这是所以驳斥多明我会士，

蒙松的若望（ Jean de Monzon）的过激的论文的3 他的十四个措

定受了大学严厉的批评；教宗格来孟七世虽不加叮否，多明我会

士在表示不再予教授后，才得进入大学。

( z, ）多明我会士
多明我会于十四世纪初（一三O主年）就视圣多玛斯的道

理为正宗；该会的一系列总会议频繁地不忘警告那些走人旁门的

会士。实在大多数的多明我会神学士，都顿依圣多玛斯的学说。

若干人起而为它辩护，为了当时还有予以攻击的学者；自然，一

三二年，维也纳公会议关于极受奥斯定派攘斥的本质形（ Forme 

substantielle）惟一的学说的批准，为它树立了一个有利的条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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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纠正错误作家的事业，捍卫圣多玛斯学说的学者中，

应该提出：一、约兹的多玛斯（ Thomas de Jorz ），他是牛津的教

授，省会长，枢机；他的著作有驳斥斯各德书（ Liber 

propugnato-rius contra Scotum ）；二、布勒通人，内代尔的赫伟

( Herv岳 de Nedellecou Noel），他于一三一八年．当选多明我会总

长；他写了一部伦巴格言录注疏；他又依照神学集成的秩序，发

表了“为圣多玛斯学说辩护” ( Defensa <loctrinre Thomre ）。后来

加浦雷奥卢斯（ Capr臼lus ）写的－本辩护，是以他的著作为蓝

本的。赫伟又批评了功的亨利，与圣蒲生的度龙（ Durand de St 

Pour\:ain）。这最后－人，尤受了奥里腊克的度龙（ Durand

d'Aurillac ou Durandel）尖锐的攻击。多明我会神学家在讲坛上

虽也注解伦巴的格言录；可是不忘引用圣多玛斯的著作；而且为

便于引用起见，卡四世纪初叶，人们冒着削弱圣多玛斯神学集成

的危险，写了各学种神学集成撮要c 若望·多米尼西（ Jean

Dominici）的一部，著于一兰二三年后。

散见于圣多玛斯著作中的学说比较录最早的几部，也问世于

十四世纪初。它们的目的， 」面为解释，一面为调和，散见于格

言录注疏，以及神学集成中似互相矛盾的论词。执笔最先的，要

算亚两国诺的本笃（ Benoit d'Assignano ），将未的高默（ Come ) 
主教；以及萨丰手的多玛斯（ Th 阳s de Sutton ）；他是十．四世纪‘

拥护多玛斯最力的一人O 最后，一一三五0年，一三六0年间，拉

格的赫伟（ Her-v吾 de la Queue ）为多玛斯的著作写了一个索引；

后世学者都用以写他们的圣多玛斯著作总索引（ L’Index 

general ）。

若干多明我会教授不忠于多玛斯学说。首i麦指出圣蒲生的

度龙，他先执教于巴黎，后在升主教前，“一三一七年任利穆

( Limoux）主教，一兰一八年任谱伊（ Puy）主教，一三二六年

任摩主教J’讲学于亚昧农教廷二他是个反实在论者，他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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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种（ L'espece intentionnelle），主动理智；他视全称纯为」种

意志产物。他的几度受到总会议批评的概念论

( Conceptualisme），仍教授于若干大学内而终于为奥坎辟了途

径。在那些多少迷于奥坎学说的多明我会士中，我们且指出：

气波华亚的亚尔蒙（ Armand de Beauvoir），他是神圣宫廷的

教投；二、英人罗伯·赫高（ Rebert Holcot) ，他是剑桥的教

授；他宣传预定论（ D岳terminism叶，可能比布刺德卫丁

( Bradwardine）还与早。可是这类的神学家，究竟为数极少；多

明我会的神哲学，始终奉圣多玛斯为圭泉二门

（丙）奥斯定会士

奥斯定会士不 ｛［］＿ 崇拜帚坡内主教，还步着罗马的齐尔兹

(Gilles de Rome ）的日尘．亦心地．虽非严恪i也忠于圣多玛斯的

学说。这个所称的爱齐第学校（ Ecole 句idienne ）尝于十四世纪

初，发出了→种光芒。它在保卫教会权益，及发展伦理与神修

t，产生了若「名著。看来第一本教会论，是一个奥斯定会士，

齐尔兹门生，可是先老师而死的，微 i武波的雅各伯写的

(Jacques de Viterbe) c 比较更有名的，是奥斯定·脱利翁夫

( Augustin Triomphe) 0 他于一三二0年，发表r他的献于教宗若

望二二世的“教权浅说”（ Summa 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 ）。他

原为意大利人，执教于巴黎；且尝跟圣多玛斯学。据说，一二七

四年，他被委出席里昂公会议，以代圣多玛斯的缺。他虽是君王

与教宗的顾问，还抽暇从事著作，他遗F了许多性质不同的论

文：灵魂认识论（ De cognitione animre ），被遣论（ Super missus 

est），天神来问论（ De salutatione angelica），五六教廷公函漫谈

(Novella de V et VI decretalibus) 0 在其他不少的著作中. f\\L l亥提

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伦巴格言录、新经注解，以及奥斯定

学说综合（ Milleloquium）。可是，他的晚年之作，“教权浅说

针伞对当时有关教会的一切问题’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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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奥斯定会士，弗利马利亚的亨利（ Henri de 

Frimaria），巴黎大学博士，在升任省会长前，执教于德国各都

市。由于他的热心，被称为“炽爱博士” ( Doctor seraphicus) , 

他留 F了若干谈道著作（格言录评语，拥护童贞玛利亚元站始

胎论），伦理著作四种本能论，论神与他们的区别，十诫论，吾

主苦难讲义），以及圣道演讲。他习说： “我在祈祷中与天主谈

话；可是在钻研中他与我谈话c”爱齐第学校十四世纪中叶最著

名的神学家， h>Z推亚尔萨斯人，斯特拉斯堡的多玛斯。一三四五

年当选总会长，在前他任该域的教授ζ

里米尼的额我略（ Gr居goire dP Rimini）是他的后任，在位不

久就告逝世。看来他在会中，尝引起－种道理分裂，为他偏袒奥

坎主义。当他于 A三二四年留学巴黎时，在观念学 (Id层ologie)

上，吸取了奥坎基层的原则。→三四八年，方济各会巴费亚总会

议，颁布禁授奥坎论理学，以及跟从他的学说的命令，是特别针

对他的。他是不会被选为总会长的，假使他不服从这个命令；而

且不然，教宗也不会称他“正统博士”（ Doctor Authenticus ）的。

人们又指出了若干同一倾向的奥斯定会士：奥做亚托的嚣俄

冷（ H吨。lin d’Orvieto）又称马拉勃兰加（ Malabranca ），一三六

八年升总会长；曾执教于巴黎： j皮伦亚大学课程标准是由他撰

的c 贝尔的若望 (Jean de Bale）是另一个巴黎大学博士，兼方

济各会总长；他的伦巴格言录注解，写于任教授前，至今还保存

着。一如嚣俄冷，他也坚决反对预定论（ Le d岳tennir山me) 0 奥

斯定会的教授们版依的多玛斯学说，是很浮泛的；为此他们不足

以抵御流行于巴黎的奥坎哲学狂澜；他们虽忠于奥斯定的学说，

也未能因此避免种种危机。

（丁）其他修会士

一、圣衣会士

十七世纪的圣衣会，虽跟着萨拉曼伽知名的神学家们，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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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纯粹的多玛斯学说，开始时的态度是相当犹豫的。胡甫

( M. de Wulf) 指出：折衷说（ Eclectisme）是当初那些教授推崇

的一个重要原则O A二九五年任巴黎教授的波伦亚的机刺德

( Gerard de Bologne），就是一个例子。一般地说，他虽忠于多玛

斯，在全称问题上，他却接近邓斯各德；可是他否认形式区别
( Distinction formelle）；否认在神体中有物质；正如他否认本质及

存在的区别（ La distinction de l' esse配e et de l'existence ）；或个性

由于物质说。

奇·德来（ Guy Terr居）也是一个折衷论者；圣多玛斯的列

入圣品，使他很兴奋。科伦的省会长， f音克的薛伯，以及巴黎的

教授，佩鲁兹的保禄也从此说c 或说若望·培根（ Jean Bacon ou 

Bacon tho叩），布刺德卫丁（ Brodwardine ）的朋友，属于亚吠罗

派；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他并不属于什么学派，他尤是奥利屋

( Auriol ）的学敌。他虽更接近圣多玛斯，并不偏于一个任何学

者ο 他的同姓人，方济各·培根（ FranQois Bacon），一三六0年

左右，注解格言录于巴黎，爱好名目论。他的一个同志，若望·

布拉马 (Jean Bramma时）对于名目论，更五体投地。

二、熙笃会士

熙笃会不像积极地参加十四世纪学派间的斗争ο 弥尔甫的若

望 (Jean de MirPcourt ）不足代表他的修会。它的真正发言人，

倒是在英国攻击威克里夫的两个学者：一为亚当（ Apam）他是

牛津罗亚里（ Royal-Lieu）的院长；他遗下的著作计有： “防起

异端论” ( De cavendo ab hreresi ）隐修会论（ De ordine 

monastico），理智与灵魂对话（ Dialogus rationis et animre ）；一为

亨利·克龙（ Henri Crump ）：士林学丛谈（ Determnationes 

Sc如lastic时，是他的手笔c 在下面一章里，我们可以晓得：熙

笃会，在中世纪的神修界里，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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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世俗人

在十四世纪几乎一切的大学里，正如上面所说的，都弥漫着

奥坎主义。俗人教授，更受了他的影响。其中最优秀的名震一时

的，如伯多禄·爱伊里（ Pierre d'Ailly）以及若望·才尔松，也

不在例外，他们的极复杂的，尤其关于当代学说斗争的著作，后

？当专予讨论。先于他们的若干俗人教授，更难于评价；他们的著

作，一时似成问题的，而且也有几经教会申斥的二

浦利的若望（ Jean de Pouilly ）是十四世纪，巴黎的一个教

授，极仇视乞丐修会士：为此若望二十二世，尝一度予以处分l

他虽不无折衷说色彰，在神哲学上，爱宗圣多玛斯；他也接受枫

丹的高罗亚（ Godefroid de Fontaines），及奥坎的指导。

尚腾的若望（ Jean de Jandum）是十四世纪法国亚吠罗主义

最有力的代表c 他是个文学兼神学大师 他以最反对基督的亚吠

罗主义， i主解亚里士多德。可是他并不放弃信德。他指出，信德

能宣布理智认为假的东西为真的，真的东西为假的。由于他与帕

雕亚的马尔西（ Marsile de Padoue ）发生冲突，于一兰二六年，

遍赴德国，乞助于巳戚的路易，并且为他服务乙路易予以非拉腊

( Ferrare）主教区，可是不久就长逝（一三二八年）〉

帕雕亚的马尔同，生于该城；一兰一六年，若望二二世升他

为红衣司锋；一三一工年，一三一三年间任巴黎大学院长。他是

尤以反对若望丁．二世以及他的裂教学说著名的。为了他的学说，

」三二七年，十月二三日，他与内腾的若望同被绝罚 ο 巴戚的路

易，升他为密兰总主教；可是为了路易应该离意大利，他未得上

任。他的著作，后面当予叙述。

奥德古的尼阁老（ Nicolas d’Autrecourt ）也是个巴黎教授；

他的若干哲学论调为信德是危险的ο 一兰四六年，格来孟六世，

提出了他的六一个命题，予以谴责。

在这些冒昧的学者旁边，虽不少立足正道的学者，但总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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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论色彩：巴黎大学教务长，巴里的多玛斯（ Thomas de 

Baily）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此外还有t面已经提及的多玛斯、

布拉德卫丁（ Thomas Bradwardine）；他是坎特伯雷的总主教，他

也相信预定论。

三教会神学

（甲）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一）中世纪末叶啕神学家们开始大谈教权与原始，性质范

围。当时兴起的种种特殊的网难，也是一个酿成这个风气的重要

因素c 首先大家注意于教会及国家的关系 c 到那时，关于这点虽

没有冗长的论文．却存在着一种原则’阵的传统道理二教宗及学者

频繁地予以引证；它已是一种公认的道理二首先人家清楚地承

认：神形两权的分别，圣尼阁老一世，跟着圣盎博罗削，圣奥斯

定，教宗机雷细阿斯，在九世纪，予以肯定，依据基督的意志，

在两个特种的领域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权能，而且各有它的特

点。以后的教宗们，虽坚持原论，可是尤从额我略七世始，强调

了另一个原则：形权属于神权，正如肉身属于灵魂。这个隶属

性，带着一种真正的权能：而剑是这个权能的象征；因此圣伯尔

纳多为教会标榜了有名的两剑公式：一为神剑．一为形剑。神剑

由它抽出，形剑是为它而且在它的指挥下抽出的 0 ？.皮尼法爵八世

( Boniface Vlll ）在他的一三O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的有名的

‘一个圣的”（ Unam Sanctam）通牒里，重提这个比较。他正式

地宣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教会传统道理。

根据这端道理的重要成分，它就等于现代神学所称的：教会

对于国家具有一个间接的权能。这是一种真正的权能，在使国家

服从。它是间接的：目的在保障伦理及宗教；教会的间接权能，

由于罪恶（ Ratione peccati ）。这个公式倡于英诺森四世；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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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肇自一二一六年左右的另一个教律作家。应该承认。这

个措定虽因素地早见于圣多玛斯著作中，流行于教会中的时期，

却是很晚的，实在，这个措定当时未能与其他次要的，偶然与它

？昆合的观念分i青；而这些次要的观念在一个时期内，部分地损害

了宫，至少在有识之士的眼里，使它发生了阴影。

波尼法爵八世的通牒，尤其是“→个圣的”，遇到了剧烈的

反对。人们可能设想：间接权能的学说，在附带的道理观察上，

具有偏激的地方乙人们可能有理地或错误地觉得内中隐藏着直接

权能的措定。这个措定志在为教权，削弱政权。显然这是错误

的。这个措定见于十四世纪许多保卫宗座的著作中，或竟上推额

我略七世，至少他的拥护者。这个偏激的态度，我们虽难信出诸

额我略和他的同志；反对派天赋王权至高的观点，是极激动的。

他们是那些十四世纪，在法国，在德国，或因斐理伯美者（一

二八五至一气一四年）的鼓吹，或因巴威路易（一三一四至一

三四七年）的推崇，而攻击教宗权法学家们的前驱。他们的攻

势，不但扰乱了i皮尼法爵八世及若望二二世领导的教会，而且很

久地遗毒于后世〔

（二）这些纷争产生的漫长的不景气，由于它们的道理特

性。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向君王们提供他们的学识的辅

佐。为发挥他们的原则，写了很多的著作。这里，我们且一叙其

中影响更深刻的几本。

在四本法国隐名作家写的关于这个纷争的书中，两本带着极

法厚的王权色彩：一、神职人员与骑士对话（ Le dialogue entre 

un clerc et un chevalier），一面攻击教会极权主义（ L'absolutism 

eccl居siastiqu时e），一面提倡国家极权主义。它们实在要求的，就

是要教会隶属于国家，务使国家能任意利用，监察，控制教会代

表的精神力量。它的最后目标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而国家得擅自

予以掌管。二、和平君王（ Rex pacificus ），运用大量的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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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一种系统化的公式，发挥同一的学说漫长的头（教会）

心（国家）的比较，首先像纯结出权的区别；可是仔细的观察

指出：作者倡导政权的优越性；而且他不忘拥用圣经予以证明。

其余两本的观点要缓和得多：一为两方问题（ Questio in 

utrarnque partern），它是一篇简括的神学论文，目的在指出：两

权来白天主；它们是本质地区别的，教权限于神务，可是，在若

干不同的名义下，占着一种优势，可是无损于国家的独立。一为

通牒“一个圣的”的注解；它的观点与前书无异。

这个教会与国家关系中庸论调最知名的代表，应推多明我会

士若望基陶（ Quidort）。重要著作，君王及教宗权论，是他的手

笔。他是一个道劲独立的神学家，他不属于什么派别；他的中庸

论调，一方面拒绝华都亚派（ Les 飞audois）教会绝对元权顾问政

权的见解，另方面也排斥直接权能的学说二他认为：教会可以合

法地拥有财产，可是，这出于君王的许可。两个集团是极有分别

的：不同的目标要求各自独立的行政机构与财产。为整个人类，

只有一个神权；普世的君玉是不能容忍的。两个集团应该在教会

精神的指导下，彼此合作。教会对于政治的指导，不应该与教会

对君王良心的指导，相提并论。在这一切的发挥中，国家主义

( La note nationaliste）的论调是相当尖锐的：若望基陶通过若干

不同的理论，加强这个观点。人们在他的议论中，可以找到伽利

安主义（ Gallicanisrne）的种子：有泰职位教宗的撤职，公会议

高于教宗等等。

在法国，若望·基陶表示的态度，是每与中世纪教会诗人丹

第，在他的“君权论”（ De Monarchia）里表示的见解，是相近

的。他运用士林学的一片严肃气，通过理智及圣经的证明，树立

帝国的独立性。他要这个帝国利用君主政治，统御整个的世界，

划一世界的行政，正如教会掌握着的统一。丹第虽高举帝国，毫

不犹豫地承认教会的神权崇高性：皇帝虽是独立的，却隶属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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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甚至及于他的行政使命。他设想的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无异

于基陶，以及其他法国学者所倡导的：“他们一致承认，一个国

家虽不隶属于教宗，却该受它崇高的指导。”丹第的帝国倾向，

正如基陶的国家主义（ Natio-nalisme）有损于他的作品。他们两

人由于未能在一种恬静的空气中，纯客观地表示他们的学说，都

不克使它获得胜利；这个学说所主张的，就是一种领导权，可是

它的诠释不是划一的二

丹第于十四世纪初．眼有节制地表示着帝国倾向，而当时若

干神学家恒、使皇帝绝对税离教会．而直属于天主；它为那些将来

提倡凯撒教皇主义（ Cesarpapisme）的法学家，以及若望二二世

时，为巳威路易奔走，想以教会隶属于国家的理论家，辟了一条

蹊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帕雕亚的马尔西。 ( Marsile de 

Padoue）他的重要著作，“和平保卫者”（ De ensor pacis）暴露

了在教会领域内，他是个强捍的革新者，反动者。但是他自认是

个忠于圣经及传统的公教徒，他这样表示了他的见解：人为达到

他的神形双重的目标，应有一个包含兰种成份一一一司锋，军队，

正义←←一的社团。它们组织国家：国家是由一个领袖和一种法

律统治的。天主创立的教会，只对于神事有法权；一切教友也予

以分享；神职阶级没有置产权；圣统制大半是由人为的。宗座的

神形诸权，都肇源于君士坦丁王的赠与。教会的中央机构属于公

会议，而公会议的组织员，有一般的教友，司锋及主教。这是他

的几个重要措定，或称之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个“地狱机器。”

( Machine infemale）他的大胆的为压倒宗座的观点，是空前的。

（三）对面站着的，是教宗权的捍卫者。他们决意维持神圣

的原则；因此，他们的观察是不屈不挠的。为着他们一面明了这

个超自然标准的美丽，一面有感于外患严重的压迫，他们的观点

更是强有力的。这个一面性的关怀，有时阻挡他们明朗地看清，

这些原则的实际范围如何。罗马的齐尔兹，在这点上，尤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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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李维爱（ J. Rivi祉e ）批评他说： “不应该忽视他谈道的心

理；当他论社会的‘神因素’ (La facteur divi叫时，他不注意

或似不注意‘人因素’卑下的偶然性。为此，他的思想虽是不

用犹豫的，他的议论是不完整的。作者是热烈的神秘神修家之

一；他们只从天主方面观察一切；然后运用整个的智力，去研究

他们由信德所得的见解。”但是不应该过甚其辞，因为这些议论

并不一贯地抹煞问题的另一面；学者可以在其他的著作墅，予以

研究；齐尔兹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在那些不属教科书的著作，

漏略之处，也是免不掉的。显然，在中世纪捍卫敦宗者根据宗教

的大原则，都有要求纯政治权利的倾向。整个的问题在了解，在

他们眼里，这些权利的性质究竟如何c 是再可以为了他们的议论

模糊，说他们是主张“直接治权说”的（ La th巨or du pou ir 

direct) 0 李维爱不稍犹豫地肯定：那些神学家’大半这样主张

着。他早已指出这个学说的种子，存在圣额我略七世以后的作家

笔下；可是系统化的，以及成熟的观点，只见于罗马的齐尔兹，

以及他的门弟子，微，武波的雅各伯的著作内 c

教权论（ De ecclesiastica potestate ）的问世，透露：罗马的

齐尔兹，不但不反对教宗的神形两权，一如历久人们所相信的，

而且热烈地予以拥护c 齐尔兹恬静地 可是不无辩论地证明：形

权属于神权；但是不把它们i昆为一谈。他承认：教会有置产权，

以及支配财产权。至于教会国家的关系，他以比诸第→原因与第

二原因间的关系：教宗是天主的总干事；他的寻常的行动是关于

神事的；但是例外地，毫不懵越地也及于形事。齐尔兹的著作透

出：他不是一个法学家、政治家，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家，神秘学

家。他把教宗的一切特点系于他与天主及基督的关系；他也指出

教宗是基督的代表。这个学说使人视部耳日总主教为第一个主张

教宗对于国家具有直接权的神学家。

齐尔兹的门生，做式波的雅各伯，先任贝尼温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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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邑vent）总主教，继任那不勒斯总主教c 他跟着他的老师，

为讨论同一的问题，写了“教会治权论” ( De regimine 

christiano）；这是论教会最古的牟本著作。一如他的老师，他也

避免争论，常站于道理的恬静的峰顶上。他的议论，虽也出以法

学家的，尤出以哲学家及神学家的姿态。李维爱认为：他所阐论

的，虽是与他老师同→的道理，可是谈得更约稳健。

约但 (Jourdain）指出：“他清楚地分别了自然及超自然两

种秩序；在超自然秩序里，他解析了宗座的神权；且以比于他的

形权；而终以两权比于基督的两权：齐尔兹的不够细腻的措定，

到了雅各伯手里已逐渐作出一种典型道理的姿态。后代的历史证

明：它的大半的成分历久不变。”但是我们应该指出：该书最后

的发行人不相信可能承认 A个这样严格的注解。

比两个奥斯定会总主教进会较早的→个同志，奥斯定·脱利

朗夫也用他的才学，为教宗案努力；他是以偏激的辩证论出人头

地的。许多写于一三O八年左右的小册子，己暴露他的偏撒的倾

向，虽然它们的道理性弱于实际性。这个同一的道理，将在一兰

；三0年发表的“教权概论” (Summa 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 

一一二个问题中，发展为真正的措定。这些问题可能是伺若望二

二世的请求而写的；无论如何，总是所以驳斥反对派的；作者能

循规蹈矩，终以一个元限的权能归于教宗： “教宗自己也不晓

得，他的大权能扩展到怎样的一个范围。”

参加这个神学争端的人，在奥斯定会士以外，尤其是从波尼

法爵以来，还有不少在这个问题上，持或赞成或反对见解的

学者。

格来蒙的亨利（ Henri de Cremone）是个罗马的教律学家；

他于一三O一年，在他升任勒佐（ Reggio）主教前，写“教宗权

论”（ De potentia papre) , A本小册子；书中他申斥阴险的基伯

冷派（ Perfides gibelin时，以及其他否认教宗无权干预世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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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学者（ Jurisdictionem in tempo-ribus per totum mundum ）。

法籍枢机，若望·勒蒲，于一三O三年，为“一个圣的”

的通牒，写了一个释义，标榜教宗权的至高无t性。

多明我会士，吕克的托勒密（ Ptolem岳e de Lucque叶，在他

“君王治权论”（ De regimine principum）里，尤在很像是他写的

“简单的决定” ( Determinatio compendiosa ）里，表示了同样的

道理丁

两班牙人，方济各会士．阿尔发勒士·贝拉育（ Alavalez 

Pelayo），是若望工二世时，亚昧农的一个有名的赦免留罪神职

人员；若望先撞他为亚该亚主教，后为葡萄牙薛尔物（ Silves) 

主教。他终于被人逐出葡国）他也挥着他的生花之笔，参加这个

争端c “论教会的不平之鸣”（ D芒 planctu ecclesi＆）是他的最著

名的一本。作者在书中，通过一种宗徒的自由，悲痛地叙述教会

神职人员，以及教友的可怜处境。他指出的药石是：扩大宗座的

权力与特点c 为加强他的措定，他乞助于前代的作家：他把雅各

伯的“基督治权论”（ De regimine christiano ），毫不犹豫地全部

予以录入c

这些作家的真正功绩在保卫宗座，不过分操心于同家的利

益；这个利益使皇家的，以及其他神学家的观察，陷于歧途。他

们保卫的案件，虽是神圣的，应该承认，其中许多人不能认清当

时的社会环境；于是，一种i昆乱的思想，操纵着他们的著作：教

会的封建法与公法成分，不但互相混杂，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说入

神学观察中。强调教会对于国家具有直接权能（ pouvoir direct) 

学说的偏激性是显然的；无论特利腾公会议，无论教宗＋三世，

在标榜教会优越性的公教见解中，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些作家

在这点上，不是教会传统正确的注解者：他们特别崇拜的圣奥斯

定，如果对他们关于他们所指出的原则应用，能发表意见的话．

不会一概予以赞成的c 这些过度抬举神权的辩护学家．没有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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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预料之多，如果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注意到他们的神秘用心

的话。这些用心不常常允许我们看他们的思辩理论，如同法律公

式一般；它们关于神形两种秩序，包含着一片混乱。

（乙）教会的行政申心

（→）教会行政巾心问题，虽于政教两极纷争之际，己或掀

起，然于卡四世纪末（ ~三七八至→四一七年），西方大分裂

时，尤为尖锐二这不是因为这端道理在之前没有认识，新经上早

有明确的记载c 传统声明：教会政体不是民主（ Democratie ) , 

不是贵族（ Aristocratie ），而是绝对的君主（ Mo-narchie 

absolue) 0 教宗，伯多禄的继任，是惟 A的元首，惟一的最高导

师。中世纪时，学者→致予以强调；在他们的言论中，不但没有

削弱，而且甚有加强教宗权的倾向。西方大分裂不但对于教宗的

形权的优越性，对于他的神权的优越性，也表示怀疑。君士坦士

公会议虽达到了它统一教会的目的，它的若干不幸的议案，始终

未经批准；例如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议案。后来的伽利安主义，历

久予以援引。

公会议高于教宗的学说（ L' origine des th岳ories conciliaires ) , 

并不倡于君士坦T公会议。大分裂开始时，各地可以听到拥护这

些学说的声浪。萨冷伯（ L. Salember）指出：“它们是由一批爱

标新的神学家，输入教会的； 卡四世纪末，它们受到拥护宣传，

甚至巴黎大学也是它们的活动地点。君士坦士公会议是由巴黎造

成的，至少是由它而为可能的。我们可以跟着萨冷伯指出：奥坎

( Oc-cam）是个‘大罪人’ ( Le grand coupable）。他虽没有为这

些学说作出第 A个公式，以及正式的表明，却大有助于它们的流

传。它们的表示是五花八门的。伯多禄·爱伊（ Pierre d’A.illy) 

与若望·才尔松（ Jean Jerson ），是十四世纪末，它们最有名的

拥护者。”

伯多禄·爱伊是索尔奇的名博士，巴黎大学的教务长；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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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上，他推重奥坎主义。一兰八0年始，他已是知名学者的

疑问传声筒。他以为教会的政体不是君主，而为贵族；公会议高

于教宗，能予以判断：如果他估恶不饶的话，也可予以撤职。教

皇不必是罗马主教。教宗不是不能错误的，只有整个的教会是不

能错误的；而且整个神职阶级的堕落是可能的。启示之库可能只

通过几个简单的灵魂，热忱的世俗人而得保存。这些观念都出于

将来的喀姆布来总主教；他是当代知名学者之一。他偏桓亚昧农

教宗；他玲珑持久地出而为教会的统一斡旋：一四0九年，出席

比萨公会议（一四一一年若望二二世升他为枢机）一四一四年，

出席君士坦士公会议，而且他是主席之一。他的“教会改革论”

( Super refonnatione Ecclesiae ）极受「六世纪抗议教徒的欢迎。

它写于君士坦士公会议前夕，包罗着很好的改革计划c 这可以证

明：他至死没有改变他的思想。

才尔松不但是伯多禄·爱伊的门生，而且于一三九五年，代

他升巴黎大学教务长，当时爱伊被罹为谱伊主教。他对于十五世

纪的教务，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学说虽与爱伊的如出一辙；可

是，他的民主倾向，更为露骨。他从十四世纪坏才子奥坎所受的

影响太深刻了。一般地说，他的实际行动，比他的学说，较为缓

和纯粹。才尔松表示：一种君主首席性是超自然地，以及直接地

由基督建立的；可是，它属于罗马教会，不属于罗马主教。罗马

主教对于众教友没有直接的治理权；他也绝对没有不能错误的特

点。教宗次于公会议，公会议可予以判断、谴责、撤换。而且在

公会议中，有投票权的，不单为主教，也为本堂司锋；就是一般

的信友，也得参加大会。萨朗伯指出：君士坦士公会议，标榜博

士高于主教；它跟着爱伊（ d’Ailly）为神学博士，以及教律与民

律博士，要求在会议中，关于信德事务正式的投票权。这都是一

种民主主义，以及多数主义的后果。才尔松是拟订君士坦士公会

议案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统一教会的热忱，是不容怀疑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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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热忱满罩着当代特殊环境的阴影。

才尔松的著作，范围很大。一般地说，他尤爱谈伦理神修的

实用问题。论教会改革的几册，最能反映他的处心积虑。他虽没

有写→部伦理大全，但随环境的要求，写了关于许多问题，或理

论的，或实用的册子。他特别关怀青年，他指导的大学生（他

痛斥玫瑰小说） ( Roman de la Rose）。以及小孩子（论引小孩到

基督身边去）。他的讲道著作，似过于深奥；而当时流行的都太

通俗了c 他的演讲有用法语写的．有用骄四辅六的拉丁语写的。

这里我们不谈他的圣经的注解及诗歌，只一叙他的神修作品；这

些作品可能是最优秀的遗产。

才尔松在他晚年所遇的困难中，空前地一心归向天主。他的

“神学慰乐论” ( De consolatione theologi圳是波伊斯（ Boece) 

的代表作，根据另一个计划的重写。它指出：真正慰乐在希望，

圣经，忍耐，神修研究中。君士坦士公会议闭幕后，一四一八

年，→囚一九年间，他写了他的“对话”；当时，他为逃避若望

无畏者（ Jean-sanspeur）的忿怒，往居于德国一个本笃会修院

中c 他尝因主使谴责了杀戮虐王的许可性，而引起了当时巴黎的

主人翁，蛮横公爵的仇恨。部高乐公爵（ Le due de Bourgogne ) 

死后，他迁返法国，可是未能直入巴黎；因为他还在部高乐人的

掌握中。他先到里昂；一四二九年死于该城。怀着善意的人们．

尤其是他教育的孩子们，都不胜哀悼。死前，他还写了两本为圣

女若翰纳（ Jeanne d'Arc ）辩护的著作。而且他己了解：他的教

会由合法的公会议予以治理的计划是不可能的。

（二）西方的大分裂本来不是→种对于宗座的反抗；教宗权

的成问题，是出于偶然的。关于这点，东方的分裂，更为严重，

为了它实在是对于教会元首的→个跋启。可是，跋届的倡导者，

伶俐地也引人注意其他各点：宗教仪式的不同，圣神由发道理的

维新。实在。拜占庭的作难分子（ Les contr-oversistes ），自塞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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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尔（ C岳阳laire）起，到一四五三年止，一贯喋喋地以上列的几

个问题为藉口。朱吉（ M. Jugie）表示：“在这个整个的阶段内．

罗马教宗的首席性，很少蒙受攻击，至少正面的攻击（ Ex

professo）。其中不少的学者，虽否认教宗的不能错误性，仍拥护

他的首席性。十三世纪以来，圣神的由发问题，虽是纷争的重要

对象，应该指出：反罗马宗座首席性的攻击，巳愈趋愈频繁．愈

剧烈。甚至若干论难学者不怕说：分裂的重要原因，是罗马教宗

们的骄傲。”

协和的尝试没有间断过，大概在二十次左右；其中两次得到

了些部分的效果，自然是暂时的；可是。传统道理得到了多两

次的声明。一二七四年．里昂的信倍；宵言．在结尾处．清楚地承

认了罗马的首席性二弥额尔八tι 占代语学家（ :\'I川wl VIII, 

Paleologu的，虽在东方与西方，遇到种种闲唯‘至死忠于统一的

约章，他死后，什么都随着涣散c 卡四世纪内．每次土耳其人威

齐君士坦丁堡，每次重新开始协议。在君士坦士也开过－次会

议。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会议终于达到了目的。多明我会伦巴

底省长，若望·苏古士（ Jean de Rog1附）．阐明教宗首席性的道

理说：教宗的实际神权，无害于主教，宗主教，以及皇帝η 统 A

宣言又一次肯定罗马主敦的普遍的首席性，，但是，这个和约，与

以前的一切和约间是应i亥夭折的c

教会的统斗，在任何世纪内，可以找到知名的保卫者：拜占

庭教会也不在例外。这里我们只指出其中尤著的气个c

若塑·威高斯（ Jean Veccos ），一二七五年， 」二八二年

间，任宗主教c 他本反对统 A，后看到东方攻击罗马的种种卑鄙

的手段，他就在宗主教任r，竭力鼓吹统~· c 被撤职后，在号］

困难中，至死坚持他的见解。他确是一牟个信德干城；通过他的著

作，尤其是他的神学作品，他努力消除他的同国人的成见他的

极受攻击的道理的影响．至终不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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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麦多流·息陶内斯（ DemNrius 仁ydones ）是君士坦丁堡，

若望·坎塔都济那（ Jean Contacu亿ine ）的秘书 他爱读圣多玛

斯的冲学集成；且同时在一个多明我会士的指导 F，藉以研究拉

丁语；他也浏览拉丁教父们的著作3 他很快地就明 r：拜 111 r主人

加于公教友的控诉是虚构的ο 他归正后，连用他的笔墨，积极宣

传公教的信？息。他受到攻击，他在许多的辩护著作巾，说明他的

态度－他的论1背着作．为数也不少 他尤用希腊语翻拉丁著作c

其中反奸、教人论及神学集成译本‘吏 Ji:著名的 C

柏舍i已温 (Be忖吨且r

一个隐士兼司锋’有名的冲学家兼演说家；始居i莫雷（ Mor仲），

后迂君士坦丁堡：得宠于若望七世，古代语学家；逐宰尼斯c

( Nice）；在佛罗伦萨折冲时获得正确的认识，就开始」心为公教

服务；同来后虽因此受到虐待，仍坚决不移c …四三儿年，逃难

到罗马；继攫抠机；他至死为教会统一奔走c 他的人格及学识，

使他声震→ tl1：；一四五五年，几乎当选教宗。他放弃了哲学，神

学，神修学的工作；专门研究教会统 A，教宗首席性的问题，为

和议铺平道路

这些人物的努力，为 f- ~＿Lj世纪反叫拉了教会的，许多暴民的

学者的行动所抵消。无疑的，在希腊教会中，也不少采取」种和

平步骤的有识之士；人们称之为亲拉丁派（ Latinisants）。他们的

手腕，一般地说，似过于情弱，未能遏制暴民者的行径？也未能

扫除笼罩东方的王：在二

La theologie au x1ve siecl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pour J'ensemble du chapitre ( voir 

en note pour chaque auteur) H. th K陀R. Nomenclαtor lit. , t. IL 

K. WrnNrn. Die Sclwlastik des iψαteren Mittelalters, Vienn日，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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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4 vol. -M. oE WULF, Hist. de la ph. med., II, p. 147-242; 

Hist. de la phil. en Belgique, Louvain, 1910, p. 126 sq. -FE凹， La

‘f aculte de th. de pα巾， t. III-PH. ToRETLLES, Le mouvement theologique 

en Fr. , Paris, s. d. , p. 35 sq. ( tr•爸s son 

Le Grαnd Schisme d，οccident, Paris, 5e 岳d. , 1921. J. Rrv1ERF, Le 

probleme de l'Eglise et de l'Etαtαu temps de Philψ>pe le B. , Paris, 

1926. -N. V. ALOIS Le Pape et le concile, 2 vol. , Paris, 1909. 

P. MAHIEV. Frαncois Suαrez. Sα philosophie , Paris, 1921 

(Introduction et p仙’sim) . 



第十四章 中世纪的神修学校

一神修学校概论

以紧张的道理运动著名的中世纪，如果在制造思想模型的神

学学校之旁，不→谈汇集内修生活潮流的神修学校，我们对于该

运动的观察是不圆满的。神修学在各代的道理历史中，常估着一

个重要的位置；而中世纪的神修学像尤风靡一时。神修学频繁地

与思、辨联系着。当神学方法，例如在圣多玛斯著作中，变成纯思

辨以后，它在道理的综合中，保持着它供人研究的重点性。我们

在上面已抒述了当代最著名的神修大师。那些我们所提的圣师，

除去圣伯尔纳多，首先都是神学家已这里，我们想把前几章中所

论的→切做个综合；希望这个鸟瞰，在点缀了一系列新观点以

后，更能标帜隐藏在基督神修中不同的倾向。所称的神修学校是

由那些不同的倾向造成的。

可是，一面不应该过度强调那些不同的倾向．一面却应该注

意一切公教神修学校的共同点（ Les points communs）。首先应当

指出对于教会神权的服从，藉以排斥那些中世纪多如过江之侧。

违反教会传统的神修派：如华派（ Pierre de 飞I aux ），亚摩手｜！派

( Amaurγde Bines），若亚教派（ Jo-achim de Flore），或称启示录

派（ Apocaly ptiques ），宗徒兄弟派（ Les Fr告＇I‘

disciples de Gerard Segarelli ），精神派（ Franciscains de partisants 

la stricte observance）反若望二二世派（ Les fratricelles ），盘便派

(Les b句uins），自由派（ Les beghards ) 0 “天主之友”（ Les amis 

de Dieu）不应该视为一丘之籍。中世纪公教神修的共同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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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神秘（ La mystique）。伪神修家的错误，不应该使我们轻忽

这个特性ο 予以放弃，就不但斩掉中世纪神修的头颅啕而主使它

f生许多方式下是可解的。修行在其中所有的使命，是关系基深

的。显然，在各衬i修学校内，基督之德，或伦德，或神德，由于

→切是竖间的，真正的神修基础，很受重视（不差，它们的缮修

方式，是极复杂的气神修学校的所以不同，也正由于此υnT是‘

它们的需要，它们真挚的探求，为众人仍是一条基层之律（ Une 

loi fondamentale) c 我们还能说：中世纪的神修，反映一种倾向

传教活动 c气叫vit~ a1附tolique）的特性；宫是内修生活的J：大C

元疑的，灭主之 r_ ( Opus Df'i ），集体的宗教仪式的举行，不变

地是修士们的主要任务；可是．新起的修会‘尤其是方济各会与

多明我会，通过它们的布道．以在第三等会，在整个的教会里，

掀起了一个浪潮二即使专务陪祷的修会，如熙笃会．在隐修生活

中，也参以救灵的1日心；虽然他们不能像伯尔纳多一般地向民众

布道。这种用心表现的方式是极复杂的，神学就是其中的 A个；

正如圣多玛斯说：神学出于饲满的瞻祷。

在→切公敦的瞻祷方式中，虽存在著这个基层的共同点，也

可以找到许多次要的，但是不容l琉忍的不同点）它们是我们所以

分清神修学校性质的标准。学校的组成，由于若干充满圣神的贤

者的倡导，以及他们的忠实门生继续的努力 ο 这些学校的种种特

点喃都根于它们神修的本质c 假如l众人的神修努力，是向陈祷生

活的，那末众人会同样地不在这神秘因素（ Element mystique) 

上刺刺不休的已＋四世纪的得尼学校的导师｛门，在这点 t超过了

其他的人们）并且在 A个特别名义 F，堪称为神秘学家τ 至于神

修，它提供了很多的成圣方法；许多是非本质的，至少在某一种

角度下。人家既不可能尽予采用，那末，依据各人的日标和个

性，加以选择，是合理而且明智的。 t述的纷歧‘大半是因此发

生的。它们的本色，通过它们不同的成绩，更暴露于外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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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绩每暗射出内修生活中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可说是

它们的泉源。

看来根据道理的思辨性或实用性，以分别不同的学校，是不

可能的， 句］真正的神修，通过它的对象，是关于教友生活的，

或成全生活的c 我们研究神修，或阐明它的必然地思辨的理论；

或探求它直接的实用O 在同一的学校里，我们可以找到属于 4类

或另一类的作品：圣多玛斯在他的神学集成工部二节里，突出了

神修的理论：圣味增爵·菲利！亘在他的··神修生活”（ De vita 

叩irituali）吧．却从冲修的立r:Hih而昔笔f 在圣文都辣写的思辩

的神修书中，不少彼此矛盾的、口［能．一个 fl委会，例如多明我

会，问着它的特种目标，产生尤属理论的书籍：相反，文丹萨会

士（ La congr岳阳tion de Windesheim, 1剧 cha1treux ）写的书，大

概是关于实用的二可是，为前者」如为后者．狭义的神修，同是

实用的，假如它是」种爱德的表屈；换句话‘ ff'Z ~口它真正是基督

的和公敦的。

二 复兴于十二世纪的古代学校

（甲）本笃的学校克昌尼

中世纪初，最能代表本笃神修标准的修院＇ i亥年推克吕尼。会

士温和地趋向且在祷，以及与天主最高的结合c 他所用的Jn去，包

容在本笃的修规内：在实用方面，他每少注意字面，多注意精

神。在这些方法巾，本笃瞻祷生活的特点： A为举行仪式，尤其

是赞美诗集团的咏唱c 这是修士的本位任务仁、工为潜修生活，有

时共同生活的人数是很大的；可是极清静的τ 二为有节制的以及

缓和的院内下作门因为神学的研究c 会规要求那些更易于劳心的

人少劳力。五为背身．可是t.l按健康及气候的条件，予以调剂二

六为点缀艺术的培植，这是所以发展敬礼噜且以提拔人灵归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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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

可敬伯多禄（ Pi阳re le venerable）是克吕尼最著名的一个院

长；他反对熙笃修士加于本篇精修生活标准的攻击。主张克苦精

修生活的圣伯尔纳多，自然也与他分道扬镇。

圣安瑟尔莫是中世纪本笃会的一个大圣师；他先任柏克

(Bee）院长，后升总主教；他自然也是本笃会的神修代表；可

是他的神修染着奥斯定会士的色彩，离微克；武派较近，离克吕尼

派较远。

兑次的鲁柏特（ Rupert de Deutz）原籍列日（ Liege），是秘

伦（ Cologne）旁边，兑次隐院的院长。他写了不少的古经及新

经注解。他极爱敬圣三；写了若干关于圣兰的著作；《圣三与它

的绩业论》四二卷，尤其是著名的士

圣女喜尔得加（ Sainte Hildegarde ）是离马因斯（ ,Wayence) 

不远的鲁柏斯堡（ Rupersberg）女修院长。她是一个著名的见神

者何时 voyante insigne），君王及主教们时来就正于她。她虽没

有什么教育可言，却遗下了若干巨著：《教理概论》（ Scivias) , 

《功劳生活书》 ( Liber vitae meritorum ) 《天主事迹书》 (Lib e r 

divinorum operurr 

教会没有正式地予以批准O 她的道理虽附带着若干古怪的见解，

一般地说，尚不脱公教传统的潮流。

卡斯式的若望（Jean de Castel）是十四世纪本笃会卡斯，武院

的一个修士。根据古代的于抄本，他可能是《与天主结合论》

( De adherendo Deo ）的作者；这本书历久被视为大阿尔伯的

笔墨。

（乙）熙笃学校

本笃修规字面的注释，使熙笃会烙着了另一种风格；这个风

格甚至也反映于神修中；这尤为了圣伯尔纳多强有力的人格，在

熙笃发生的影响。瞻祷以及与天主神秘的结合的倾向，是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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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所用的方法，比克吕尼所用的，更为严

格。宗教仪式是隐士最重要的任务；隐士通过它，不但用嘴唇赞

美天主，还用心灵升向天主。为便利这个精神陪升，最严肃的态

度，不但运用于歌诵中，还运用于教堂点缀中；为了怕觉性的欣

赏能阻止内心的活跃。相反，基督的人性，被视为引灵魂向天主

最稳当的捷径。这个道理虽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可是，在

伯尔纳多的嘴里说得像沸水上腾；它督促熙笃修士们爱敬吾主的

童年与苦难，以及至圣童贞玛利亚。修士默想耶稣的苦难，可以

维持精修生活的热忱；他们的公共生活是穷苦的，他们需要劳

力，而他们的食粮是粗劣而→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没有

A个又坚强，又温和的神修予以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

圣伯尔纳多是这种神修的第一个倡导者；他历世不衰的影

响，就在这点上3

圣退里的威廉（ Guillaume de Saint-Thienγ）是列日人，始为

本笃会士，继任圣退里院长；后至西尼为熙笃修士。他是圣伯尔

纳多的朋友；阿柏拉德的异端是由他向当局告发的。盛行一时的

《潜修生活论》（ Traite de la v仕”litaire ），是他著的。

传罗刺的真福若亚敬（ Le bienheureux Joachim de Flore ）也

是个熙笃修士。看来他是个真正的瞻祷者，轻弃红尘，专务神

修。人们视以为圣人。他如圣伯尔纳多，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死

后更甚；可惜这个影响是不幸的，因为他的讽喻和思辨是晦暗不

稳的；而且为了中世纪盲目的崇拜，它们更危险万分。

圣女大日多达（ Sainte Ge巾ude la Grande ）是邻近埃斯勒本

的赫丹（ Helfta）的熙笃会修女。她深受圣伯尔纳多的影响，尤

其是从她见基督显圣，决意精修的那天起。她在祈祷的大圣宠支

持下，成绩卓然地吸引了其他的妇女。她留下了两部极受欢迎

的，洋溢着神火的作品：一为演习（ Exercices ），共七卷；一为

启示（ Les r吕velations OU legatus divime pietatis），共五卷。启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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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是种述记，到处有灵魂的防升：圣女爱通过仪式，以及自然

的观察，响往天主。她对于基督的人性，具有一种炽烈的敬忱。

卡二世纪始，她已传扬圣心敬礼。她的神修是热忱而实用的。

瑞典的圣女布立齐德（ Sainte Brigitte ），出身王家；以慈母

身份寡居的她，一三六兰年，于阿尔法拉（ Alvastra ），根据熙笃

以及圣奥斯定的修规，创立了一个修女院。她呈请教宗们改革教

廷，归反罗马。她所受的默启，尤为著名：其中有关于基督苦难

的描写，以及圣母光荣的歌顷。这些著作受到教会特别的核准。

圣女布立齐德的神修无异于圣女 H 多达的。

（丙）圣微克式学校

圣微克；武学校于十二世纪，空前成全地复兴了奥斯定神修主

义：圣伯尔纳多尤其是个神修者与神秘神修者。微克；武诸子是哲

学及神学家；可是，他们把一切总归于神秘c 他们虽取材于圣奥

斯定的著作，也参以来自得尼亚掠帕吉替卡的新因素，而藉以加

强圣师的柏拉图主义。圣安瑟尔莫实在是他们的直接先驱。该学

校的最有声望的代表，就是在前边已经提过的余格及理查

(H吨时s et Richard ）。

i敖克政诸子根据他们的著作，是真正的神秘神修者。他们描

写的是天赋的最高的瞻祷；而且视之为他们工作的目标。为他们

如为一般的人，修途包括：德行的演习，精神的生活，世物的放

弃，圣奥斯定修规的实行，教仪经文的讽诵；因为这是那些修士

们本位任务之一。他们的神学思辨是以瞻祷为目标的。这种针对

祈祷的神学研究，自然会谈抽象的神修。实在，神学思辨一涉神

秘，抽象的色彩，就会削弱；于是它通过它的倾向，时也通过高

级的，天赋的，源于真正瞻祷的神光，一变而为瞻祷的思辨。

这个神秘倾向，引导微克成诸子创造一个高级默想方法。这

个高级默想也称瞻祷；圣文都辣，圣多玛斯纲领体都予采用。这

是圣奥斯定的已经系统化的阶级之路（ La voie de degres）：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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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完善地响往天主，始自他的事业：一、宇宙本体，二、宁宙

秩序；继自他的受造肖像：三、感觉的肖像，四、神体的肖像．

或灵魂；最后白他的性体：五、由信德认识的性体，六、他的三

位。这些认识，在微克式诸子看来，揣度的成分浅，直现的成分

浓。根据这个标帜，可见只有最后两级是狭义的瞻祷：它们需要

最高的圣宠的辅助；至于神灵的飞越，更少不得圣宠。可是前面

的六级与神灵飞越，不是没有联系的：同为受造之物的观察，能

玉成瞻祷0 这也是真正的神秘神修家，常常或在民众化的一种方

式下，或在i呆了主不同的」种博学方法下，在受造之物的观察中所

寻求的。这个直观祈祷，在它积极的方式F，尤其是为那些具有

活泼的信光的教友的。微克成诸子崇高的神秘操心，足以解释这

个瞻祷组织法c 近代的神修家，在系统化初学的以及在进步中的

灵魂的默想时，将补足他们的工作，虽不予替代。

三十三世纪初创的学校

（甲）方；齐备学校

在创立于十三世纪的修会内，方济各会先组织成了一个学

校，一开始．它倡导一种清楚地具有特殊因素的神修。它的瞻祷

倾向，如果不超出其他学校，肯定地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亚两

西的炽爱者，把自己洋溢着的神秘精神，灌输于他创主的修会

内；那个他频繁地标榜的神乐，也无非是这种精神的另－表现。

可是，它的真正的特殊的标志应该到它所以实现的标准的方法中

去寻求；这自然出于公教基层神修之外。这些方法共计四个：

＼根据圣经字面的绝对神贫；二、对于基督人性的热爱，尤着

重于基督的童年以及苦难；因为从这个人性里，比从任何受造之

物中，更透露出天主的仁善，以及他对于人类的爱情；三、爱自

然为天主的事业，以及他的美善的表现；四、典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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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l-arisme），以及升向天主：升向天主途径，是由圣奥斯

定倡导的，圣文都辣组织的，而→般地被方济各学校采用的。

亚西西的方济各是教会的一个神修大师；他的生活，和他创

立的修会，比他的若干著作，更能反映他的神修。

圣文都辣的被称为炽爱圣师（ Docteur 的aphique ），确是名

符其实的；他虽与圣方济各很不同．却充满着会祖的精神。他的

神学的爱情的，神秘的。他的神修以及与精修生活有关的作品，

突显出一种极高尚与实用的道理。

隐名作家的基督生活默想，通过活生生的圣难描写，大大地

有助于耶稣苦难，以及圣母痛苦的敬礼的发展，他应该是圣文都

辣的一个门生3 这本著作好久被视为圣文都辣的笔墨。

奥格斯堡的达昧（ David d'Augsbourg ）写了若干神修著作：

如修士的三阶段论（开始的，进步的，成全的）；七种精修步骤

论（ De septem processibus religiosi status ) （热忱，劳苦，安慰，

考验，药石，德行，明智）。

花利饶的福女安才勒（ La bienheureuse Angele de Foligno) 

的著名，由于她的一本自传，和神修论，或称神见与默启

(Visions et revelations）。她本是个贵族妇女，度着一个豪华的生

活。在她的丈夫，及一切儿女死后，她才看破红尘，抛弃一切，

以三等方济各会友的身分，苦修于花利饶。她记述了所受的一般

的或非常的神秘的恩宠。她的神见（ Visions ），尤其是关于理智

方面的；他强调天主的超越性（ La transcendance de Dieu）。与天

主的结合来自一种在鉴的特别感觉；这个结合又与谦卑及热情联

系着，可比天主与灵魂互相吻抱。安才勒极度写实地叙述了耶稣

的苦难；在她的思想中，常出没着天主的属性。

真福雷门·吕利（ Le Bx Raymond Lulle ）被称为“神光博

士”（ Doctor illuminatus）遗下了不少实贵的神修书：歌颂童贞玛

利亚书（ Liber de laudibus B. V. Mariae ），瞻祷书（ L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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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lationum）。爱者与被爱者论（ Liber de amico et amato) , 

包括全年的默想；可能也是她写的c

( z. ）多明我学校
多明我会一开始就清楚地想为救灵而求学。可是，这不庇该

有害于会祖瞻祷的目标，而且他自己是个真正的神修家，伟大的

瞻祷者3 他只晓得谈天主，或与天主谈话。会士苦修的规则，公

念日课的制度，都由于此二十四世纪的多明我会产生了－群伟大

的神秘神修者，其中多数的人居于德国 c 他们重要的引导者，该

推得尼亚掠帕吉替卡c 他在会中的影响是不平凡的。多明我会最

普通的神修特点：一、视学问为自我圣化以及救人灵魂的途径；

神学的研究应宗圣多玛利。二、奥斯定圣宠的道理，一方面，使

人服从天主的掖诱，另方面，促他缮修德行，而德行的修成由于

灵魂对于圣神的可教性。三、用教授神学，宣讲高深或浅显的道

理来进行救灵工作c

圣多明我是个精神运动的发起人；他只遗下了一部会典，它

是以泼雷蒙脱修士（ Premontres）的会典为蓝本的。

圣多玛斯对于多明我会的神修，起了最大的作用；虽然他的

道理著作尤其是理论而思辨的。

圣大阿尔伯（ Saint Albert le Grand）虽好久被视为《灵魂的

天堂》 ( Paradisus animre ）以及《与天主结合论》 (De 

adhaerendo Deo）的著作者，而终当归于另一个作家。他的其他

著作，也有多少谈神修的。

瑟纳的圣女加大利纳（ Sainte Catherine de Sienne）所以在教

会中，甚至在政治方面，具有→种极大的动力，纯为了根据她的

著作，尤其是她的“书信” ( Les lettres ）及“对话” (Le 

dialogue）她受了圣神的感动。她的著名于世，又因她的神师，

以及她的传记作者，加波的真福雷门（ Le Bx Raymond de 

Capoue）的宣传。她因圣宠的激动，童年时就发了贞洁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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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十六，进第三等多明我会；很快地爬上了内修生活的最高峰。

于是（一二七0年左右）她开始－种有关改进教会，圣化人灵

的神圣活动。她的整个的道理具有两个目标。在“对话”中，

永远之父与圣女谈话，答复她的祈祷，向她表示自己的意愿：一

面责斥罪恶，一面劝她修德，作最高的瞻祷。天主的以及自我认

识，是她整个议论的起点。她的议论虽不染任何教学色彩，她指

出了修成三阶段，而修成被视为第四阶段，在该阶段内，实现一

种与天主特别深刻持久的结合：于是通过圣宠神化后的灵魂，感

到天主的在鉴；但是仍未能享见他的性体。圣女的著作表明：那

些多明我会大师在她身上的影响，是怎样深刻的；可是她对多明

我会以及圣教会的影响，还要透彻呢。

圣味增爵·菲利厄是个著名的民众讲道者，他的谈道的能力

是非常的；他为修士们写的《神修生活论》（ De vita spirituali) , 

篇幅虽小，确是一册神修名著。

四 十四世纪的得尼学校

（甲）伟大的得尼学校

在十四世纪的德国与荷兰，人们可以找到一种神修；一望而

知的，它的得尼的影响，是特别深的；为此人们放弃了习用的德

国学校（ Ecole allemande）名称。这种神修开始发展于多明我会

中。该会的一部分哲学家，在圣多玛斯后，仍忠于新柏拉图主

义。十四世纪时，这个运动，在不同的人物的指导下，染上了一

种神秘色彩；可是，它几乎为厄哈克（ Eckart）不正确的语言所

弄坏。

一、厄哈克生于接近哥塔（ Gotha）的霍希冷（ Hochleim ）。

青年的他就进多明我会：在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共两

次任该校教授；又任萨克思（ Saxe）首任省会长。十四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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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用拉丁语写的哲学论文，以及他的教理演讲，在神修及神

秘神修界上，掀起了一个伟大的运动。他的著作只部分地保存

着，而且是残缺的；大半为演讲。由于他的大瞻的思想，一三二

六年，被控于科伦总主教；主教徒从他的拉I著作中，谴责了二

八个命题。他即向教皇上诉；不久就告长逝。一三二九年，若望

二二世，在批准总主教谴责中，申明十七个命题为异端，十一个

命题是可疑的。现代学者，旁引由征地，为厄克哈的正统性辩

护。无疑地，他的意向是很正直的；可是，他所用的公式时是两

可的；而且他指出的原则包含着泛神论的种苗。

厄哈克的道理，还没有彻底的认识。可是如果把他灵魂与天

主神秘的结合的观点，纯在自然的及哲学的角度下予以批评，他

显然是个泛神论者。厄哈克是个神秘学者，他的整个的哲学虽不

以神秘学为基础，却受了它的影响。这个道理组织是不健全的；

他的著作并不是钮钮入扣地士林的；而且其中也不无错误。被谴

责的命题果然是他的；可是那些命题因以被谴责的意义，尚有修

改的必要：例如人的化为天主，灵魂一部分的不受造性，善人与

天主独生子的同一性（ Identific 

倾向寂静主义（ Qt时ti吕me）：天主的光荣反映于罪恶中，如于善

功中；侮辱天主的人，通过他的罪，歌颂天主；真正的补赎在不

愿意没有犯罪；对于天堂及圣德应战无可无不可。

二、其他得尼派学者的神修，如德国的厄哈克门生的，如荷

兰的受他们影响的卢斯部雷（ Ruys-broek ）的，要明智健全得

多。它保持着原始的坚强性；虽有不少的人反对它，它从没有受

到教会的谴责。正如在中世纪的其他学校内，神秘的倾向是极活

跃的：陶雷（ Tauler）及苏素（ Suso）向信众宣讲最高的圣宠；

这不是没有困难的。至于为达到这个神秘结合的途径，在一般的

神修法外．他表明了：一、照钉死架上的基督的表样，内外地来

一个整个的自我弃绝；二、在认识方面，应用消极方法，否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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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物外的天主，存在着一切受造之物的缺点与优点；他的伟大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人在理智赤裸裸的状态中，最能好好地认识

天主；在这一团黑暗中；闪烁着超自然的天赋神光二从这些公式

里，我们可以略睹得尼的道理。这个道理还可见于他的《与天

主结合论》（ L℃n

灵魂复归于“一”（ L'Un) 0 这个“一”就是它的根原c 这个结

合完成在灵魂的本质中，不在理智意志中。这个结合是不用媒介

物的；灵魂与天主性，不与三位结合，虽然与三位的结合也跟着

实现于经圣宠变化的灵魂上。最高度的结合。所称的超觉性的结

合，是没有彼此的（ Sans difference) 0 这个公式，在上列神修家

们的思想里，并不包括人格性（ La personnalit刊的毁灭。

若望·陶雷、亚尔萨斯人，生及死于斯特拉斯堡c 行年十

八，进多明我会，是当代一个知名的布道者，同时也是个出等的

神师。他的道理见于他的、经另一枝笔综合过的演讲中，以及他

的神修规例（ Institutions ）中。

真福亨利苏索生于苏亚伯（ Souabe ），在一个时期内，任君

士坦士多明我会院长。他的对于天主智慧的敬礼是出名的；因此

他获得了不少出奇的神秘圣宠；那个敬礼是他的神修中心。他的

重要的著作计有： 《永远的智慧书》 ( Le livre de la sagesse 

岳ternell时，《真理书》（ Le livre de la verit吾L 这些著作在与他的

书信，以及他的由一个修女执笔的传记合并后，组成了“典型”

(L’Exem-plaire）。苏索的生活，是极度清苦的；他又受了艰巨的

考验，尤其是关于他的道理的正统性。

真福若望·卢斯部雷，生于布鲁塞尔近郊，先服务于圣女古

杜勒堂（ Ste Gudule ）；行年五十，隐居算宜丛林（ La fc>ret d e 

Soignes）的一个所称的华完（ Vauvert）卢舍O 这个卢舍后成为

圣奥斯定会修士（ Lεs cha 

于是他的神修的影响，更奔驰于外。他遗下的十来本著作，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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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着热忱，而且是很深刻的。作者因此获得了“奇人”的徽

号（ Admi ” rable ) c 其中最著的该推“永远婚娃的点缀”

( Omement des noces 巨temelles）；它先后描写了积极生活（ La vie 

active I ），内心生活（ Vie interie旧e II ），脱形的瞻祷生活（ La

vie contemplative superssentielle III ）。灵魂的幕屋（ Le 

Tabernacle）可分七事。神秘结合的解释，又可见于“永救之

镜”（ Miroit du salut 岳temel ），“爱天主者之王国”（ Le Royaume 

des amar山 de Dieu), “最高真理书” ( Le livre de la plus haute 

v层rite) 0 关于论趋往瞻祷的途径的作品，我们可以指出：七禁域

书（ Iivre des 7 cloture叶以及“十二德”（ Douze vertus ）。因诱

惑（ Quatre tentations）有劲地驳斥了“自由兄弟们”（ Freres des 

libre esprit）的泛神论。

（乙）中庸的得尼学校

得尼的影响还反映于十四世纪中叶， 一本最近出版的英语神

修著作内，《不认识的云》（ Le nuage de l'inconnaissance) 0 作者

的神秘主义比前列作家们的神秘主义，要中庸得多c 他的重要的

特点似比同 A学校的任何人，更强调着人与天主的合作问题；人

应该为天主的行动作准备，而努力与天主密切地结合。供名的作

者在得尼后，跟着圣奥斯定，圣微克政学校，圣伯尔纳多。他似

早于华德·喜顿（ Walter Hilton) 0 喜顿可能是他的门生；《成全

之阶》（ Scala petlectionis ）是他写的O 他是图伽顿（ Thugarten 

的奥斯定会士C 或说师主篇是他写的；这是很冒昧的。作者在十

四世纪末，很好地代表着英国的神修。

五 中世纪末的学校

十四世纪时，于同一的地方，在神秘色彩极浓的学校旁边，

可见本质地崇尚实际与情爱，而与前者回异的学校。在那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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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们并不轻视瞻祷，可是少用功于理论，多用功于实践；而

且它们的方法是最稳当的，和最实用的。那末它们的所以不同，

虽也在道理上，尤在方法上。这里、我们只要纲要地予以一提就

够了。

（甲）文丹萨学校

文丹萨学校（ Ecole de Windesheim）最出名的一点，在以师

主篇名著遗给了后世。 i亥校的创始者，是荷兰人巴黎文学博士，

机刺德·格洛特。他与佛罗伦·拉特文斯（ Florent Radewims ) 

合作，组织了→个修会，内有公共生活兄弟（ Freres de la vie 

commune）及精修的司锋（ Chanoines reguliers ）：文丹萨是修会

的中心。通过出等的书人，它培植了若干知名的神学作家。下面

一句话，是他们所以自我标榜的：他们为发展 4种爱情与实用的

热心，爱编者宝贵的神修录二

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为才拉·彼得斯（ Gerlac Peters) ; 

他的《自语录》（ Soliloque）与《师主篇》很相似；一为多默·

耿比斯（ Thomas a Kempis）；一囚一三年，或一四」四年，他于

文丹萨受锋品，任副院长。他遗下了很多的神修著作，他在该校

中占着作家的王座。玻拉（ Pour川）指出：“多默·耿比斯在他

的著作及演讲中；谈了隐修的生活与德行；谈了内修生活，以及

基督的生活和苦难，谈了童贞玛利亚，以及神秘结合二其中没有

什么学说可言c 道理的叙述，常常是平凡的，单调的；而且出以

教导及格言的公式。”

《师主篇》（ Imitation de Jesus-Christ）是本极激动的神修指

南。书名由于卷 A，并不完全符合其他三卷的内容。开始时，每

卷可能是独立的，现在已合而为一。卷三指出内修生活的峰顶；

卷一卷二载着所以引人达到这个峰顶的训话；有的是一般的

( Admonitio时s ad spir山alem vitam utiles ），有的是特别的，专为

内修生活的（ Admonitiones ad interna trahentes ）。卷四指出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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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圣的最标准方法。他的方法和道理完全与上述的关于文丹萨

的一切符合的。一切手抄本，最古的也不在例外（」四工一年

及一四二四年的），证明师主篇是多默·耿比斯的；这个见解愈

来愈普遍了，虽然若干学者还说它或是本笃会上若望。才尔生

(Jean Gersen）或是巴黎大学教务长才尔松（ Jean Jerson ）作的。

仅存的疑点，来自该书中存在着许多援引古代作家，尤其是圣伯

尔纳多的著作的篇幅τ

（乙）沙特勒学校

沙特勒修会（ Ordre des Cha巾eux）从十四世纪起，在两世

纪中，不但通过善行，还通过著作来教授神修c 它的神修的倾向

虽是神秘的，根据」个上及原始的传统，实际的，情爱的，神修

的成分更重，而圣伯尔纳多频繁地予以采用，也是个左证。会士

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一为卢道尔夫（ Ludolf) ，一为得尼

(Denys）。得尼虽属于十五世纪，可是他的思想不折不扣地属于

中世纪：玻拉指出得尼奇妙地结束了神修的与神秘的中世纪。他

引人人性地为中世纪的神修，作了个撮要：因为他是情溢于词的

(Un grand affectif) 工

卢道尔夫为萨克思人，又称沙特勒人（ Le Chartreux ），斯特

拉斯堡，沙特勒兹院长。他的《耶稣传》 ( Vie de Notre 

Seigneur），不但是本历史的，也是本神修的作品。内有他个人

的，或摘自教父的默想，目的在引读者爱慕耶稣。当反抗议教运

动要求采用另一种更严格方法的时候，这本书似逐渐遭到遗弃。

沙特勒会士得尼，是该校的一个重要作家；他不但是个崇高

的瞻祷者（为此被称为出神大师） ( Do-cteur extatique ），也是个

丰富的写作者：他是哲学家，神学家，注疏家（他也注解了得尼

亚掠帕吉替卡的著作，又写了若干真正的神秘著作：《光、源及命

种论》 ( De fonte lucis et semitis vitae ) , 《瞻祷论》 (De 

contemplatione ），《神的区别》（ De discretione spirituum ）。他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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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瞻祷归于智慧之恩；他已辨别了瞻祷的一种积极性。可

是，得尼大都分的著作是关于神修的；并且讨论了一般的圣化及

救灵方法：改过，祈祷，诱惑，快乐，内心的平安。作者志不在

标新立异，而在传述古圣贤训话，求有益于人O

（丙）才尔松的道理

才尔松不能算是一个学校的代表：他的神修著作虽饶有兴

趣，却缺少一种真正作家坚强的创造性。但是我们尽管可以说：

到那个时候为止，比任何人更能系统化传统神修。他对于当时多

如过江之蝉的伪神秘神修论者，特别提高警惕；这个警惕性：使

他过度严厉地批评了得尼学校大胆的。但尚无错误的道理。他的

分辨善恶神规则，是很准确的c 他的神修学因素，见于他的

《神秘神学》（ Theolo-gie m唱tique ）中二假如你要进一步地予以

了解，可读他的《神秘神学士林说明》 ( EcclaircissP-mt'nt 

scolastiq时 de la thεclogie mystique ），《瞻祷之山》（ La montagne 

de la contenplation），以及一系列的小册子。这里，我们只提纲

絮领地指出：其中更重要的，是有关理论及实在的几本。

瞻祷说（ La th芒。rie de la contemplation）以一种正确的心理

学为根据。灵魂通过或肉目（ L’Oeil du corps ），或智目（ L’Oeil

de la raison ），或神日（ L’Oeil spirituel ），以看。灵魂通过觉欲

仙’appetit sensitif) ，智欲（ L’appetit raisonable ），良知（ L‘appetit

superieur ou synderese ）以动。灵魂的行为，以此秩序而分析；

理智的行为思想，或默想，或瞻想；欲望的行为为冲动，或虔

诚，或爱情。神秘神学是知与爱（ Connaissance et amour）：因为

在成全的人身上，它们是相联的：瞻想不能脱离爱而存在。神秘

神学是对天主的一种经验认识；它是从灵魂与天主的结合来的。

这个对天主的经验认识超越一切言论，以及根据理性的思辨

神学。它是通过洗涤灵魂的伦德，光照灵魂的神德，点缀灵魂的

七恩（ Les vertm号 beatifiques）来的 ο 它不是专为神学家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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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比学者更易于获得；那些自命不凡者，是难于尝到瞻祷

之爱的c 这个爱情的属性在使灵魂忻乐于天主．与他结合，深深

地优游白得。

才尔松的实践神秘神修还要特殊；它指出神秘瞻祷的条件与

途径巳他称这些途径为技术（ In 

个高级神f嗲目录叫瞻祷实在不适于初学者，前进者，然适于成全

者（技术」）；而！且还听该顾及他的性情’（技术二），他的处境

（技术王），它特别是为那些应当趋向！占全的人的（技术四）。谁

要由去祷， i忙当 jl;j免复杂的事务‘至少种种乱心之举（技术五），

克制好奇心（技术六），缮修忍耐（技术七），监视情爱（技术

八七近甜备在注意地选持祈祷的H们可地方（技术九），在于食

息巾克己，越免过与不及（技术十·），在引导他的思想归于爱

（技术十－），最后在简化信德的观察．务便对于天主的现念是

极纯洁的（技术十二L 这个神秘神修自然以千中以一般德行为

基础的普通神修为前提。神秘神修是普通神修必要的补充。巴黎

大学教务l乏，不于自犹豫地且以提供于他的留俗的未婚的姊妹们3

在准备瞻诗方法巾，才尔松强调了默想，并且写了一本关于

默想的小册子。“神挝、默；但应该常以发展神爱及热忱为日标。它

所以异于一般的默想就在这点上： t:与现代且求且想的祷告是相

近的。才尔松并不指出什么默想规则：各人应该照自己的性情寻

Hi- －个途径来，且当就正于神师J 默想寻｜作］瞻祷默想是瞻祷的必

由之路；少了它，如无灵迹，人要瞻祷是不可能的 3

·般地说，才尔松的神修相与明朗地反映当代神修的中间性

质，它是过去的问声：作者尤采用了圣奥斯定，圣伯尔纳多，微

克；武诸子．圣多玛斯，圣文都辣，巴黎的威廉。他虽有遗弃得尼

亚掠帕吉替卡，对于当代得尼派的过激的言论，他始终提高警

惕ο 他尤大力攻击伪神秘神修者：他写了分辨善恶神的规则；它

们是圣依纳爵分辨规则的前导。他是个先躯，也为了他以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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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研究神秘神修学的用心。后代神师们的光芒，不应该予以

抹煞。

Ecoles de spiritualite au Moyen Ag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pour l'ensemble du chapitre. -P. PotRRH, la spiritualite 

chretienne II . Paris' 1921 ( Moyen Age ) . -A. s.\CDREAl ' La t•ie 

d'union (l Dieu d’α！pres les grands Mαitres de la spiritualite, Angers , 

1921. -F. v ER:\ET' la spirituαlite medievale, Paris, 1929. 



第二部 文艺复兴

第一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一人文主义

教父思想的系统化，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潮流内，始于

中世纪，继续至十六世纪。谁要不以不是教父的思想归于教父，

谁该在一定观点下注意这个思想潮流的新供献。那末，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有同样的重要性。

文艺复兴不仅是基督教会的复古·在它的1ri围内．连希腊罗

马的艺术，也有插足的余地。它多注意于美，少注意于真；多注

意于形式．少注意于实质3 为一个基督徒，这也绝对不是一个无

可无不可的问题二文艺复兴将改掉中世纪教育的一种过度的严肃

性。强调自然观察为一个艺术的泉源，这倒是 A种深刻的教会思

想。祁禄（ ]. Guiraud）指出：中世纪由于与物及人的自然性相

离，枯竭了艺术灵感的泉源；象征主义的槛用，终于使艺术产生

一个冷的，虚的，频繁地黑暗的风格。唯心论的滥用c 形式的轻

视，陷艺术于不可思议的及丑恶的境地。文艺复兴通过古代重新

寻获自然时，它并不必与教会的灵感发生矛盾J 远在庇护二世在

他的注疏（ Commentaires）中，夸耀阿尔班（ Albains）及阿弥亚

塔山风景之前，古经早已运用美丽的词潭，歌颂了自然界的美

妙。至于人性的美妙，教父们在心理的，形而上的，以及伦理的

问题中，也早己予以描写；而且描写的精细优雅，爱拉斯摩

( Eranne ），马基雅弗（ Machiavel ），以及基沙T ( Guich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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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艺复兴之笔，也无以过之。可是，基督教义要求人们承认自

然界的阶级制（ Hi巨rarchie ）。当巴斯喀（ Pascal）描写肉躯的伟

大，精神的伟大，以及爱德的无穷崇高的运动时，尝极雄辩地为

那个阶级制，下了 a个定义。

倡导文艺的人文主义（ L'humanisme），比 4切艺术，更与宗

教及伦理，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不可能把 A个动人的形式给予观

念，而同时不想法美化那些观念表示的哲学或伦理标准。古代文

学的倾向，太与基督的标准对立，以至不可能不发生冲突c 它通

过一种它自己所推崇的，很多文人所拥护的，无限制的乐观主

义，外教化（ Pagan ser ）人民的理－智；它的影口向甚至f圭入教宗们

的左右O 还是祁禄指出自甘：“：教会宣讲人的F芦落，他的不治的

本性软弱，以及一种神助的必要时，外敦的人文主义却高明本性

的善，进而神化 r人。当教会为人的生活，指出一个超自然的理

由及目标，把我们的使命终点放于天主时，外教的人文主义．却

把我们的生活标准，困在此世及人身上。”人们不只乐于原则的

说明，又从而寻出实用的途径。外教哲学家，把整个伦理归纳于

下面 A句格言中；“跟从本性罢！”（ Sequere naturam）文艺复兴

时，他们是极受重视的n 可是文人所称的本性（ La Nature ），不

常指普遍的良心律，也不常指个体的高尚本能；却每指一切的本

能，连最粗俗的也在内。无疑地，真正的博学之士，晓得怎样把

典型文学之爱，与最纯洁的基督精神联系起来。可是，这类的学

者，实在寥若晨星，尤在十五世纪末为甚。因为文艺复兴的性

质，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说它是本质地反基督的信德及伦理

的；可是，它引起的人性的企图，是横暴的，消极地会疏忽超自

然的实际。

在这个人性的抬举中，理智应该具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有些

学者自满自足的态度，是没有边际的；因为雄辩之术给了他们·

切的荣誉；而且若干批判的研究，允许他们（有时合理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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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若干至此一致被认为不容置啄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什么都得

予以判断， f言德的领域也不在例外。他们在这方面的大胆，由于

奥坎主义（ Ocean

新奇学说的流行’更觉严重O 在他们眼里， “理智应该控制一

切，理智什么都能，因而理智是没有禁地的。”启示（ Re

时latio川是个桓桔，是样怪物已于是，明枪暗箭，积极地开始

向基督教义放射过来。佩脱拉克（ Pe-trarque ）吁时就痛心于只

要公开承认信德电而明确地把它放在外教哲学之t，为获得一个

愚鲁之名 c 在文人中，或藐视基督教义，或不予提及。更大胆

者，甚至予以讥笑；并且认为在教义中所存在的，不过先天观

念；它们不可能引人进步，它们应受放弃。文人们一致嘲笑古士

林学；他们在摇荡一个方法的幌子下，打击它的基础，而且大力

地破坏整个的公教神学。他们同时也向修士们，尤其是那些乞丐

会士（ Frati）猛烈进攻：他们藐视修士们克苦的，权能的，道

理的标准＝这个唯理主义是与人文主义分不开的；许多人文主义

的巨头，还以身作则 c 可是唯理主义巳成为十五世纪潮流之一；

神职成员，尤其是教廷的秘书们，都染上了它的毒素。

哲学在这个混乱的观念阻酿中，没有什么大进步c 这些捷于

批判，巧于破坏逍遥学派哲学的雄辩学者，是无能创造的。胡甫

( M. de Wulf) 说：“他们的作品是引人笑的。他们的哲学的基层

观念，在把哲学变为辩证论（ La dialectique ），而把辩证论变为

修辞学（ La rhet01ique ）。他们提乱了科学和思想法（ La science 

des choses avec l'art de raisonner ），思想法和辞令法（ L’art de 

raisonner a刊d’art de bien discourir）。他们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

是昆体良（ Quintilian）及西塞罗；因为他们是最伟大的雄辩学

者飞可是，文艺复兴在哲学上的努力，不只于此；我们应该指

出因它产生的各种色影不同的思想结构。

自然的研究使若干人趋向→种真正的思辨自然主义（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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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me Speculatif) 。雷奥那尔·芬奇（ Leonard de Vinci ）是

个物理兼艺术家；他没有陷入错误的学说。可是，医生们，例如

巴拉塞尔士（ Paracelse）想建立他们的技术于一种持杂着神学的

哲学，以及占星学，德肋爵（ Telesius）发明了一个真正的基于

自然物理“力”的学说；在该学说内， “冷”与“热”代替了

亚里士多德的“形”，并且有助于物体组织的解释，矿物的产生

史，有生物的组成，甚至灵魂也在内；而它不过是一种精神；这

个精神虽与动物的精神同类，可是更精细，更奇妙。其他学者在

若干不同的观点 F，补充这个学说；若干人竟结出泛神论

( Pantheisme ）：如巴脱堕西（ Patrizzi ），如若望·伯吕诺

( Giordano Bruno ）。方济各·培根（ Fra肘。is Bacon）的自然主

义，最为粗劣；他是功利及元神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家3

柏拉图主义于文艺复兴时代，像又重振了旗鼓二当科斯喳

(Cosme）及老楞佐·麦第奇（ Laurent de Medicis）执政时，佛

罗伦萨，一跃而为柏拉图主义运动的中心。它的首要发起者，是

个拜占庭人，叫哲弥斯笃斯（ Gemistos ），又称苦来顿

(Pl层thon）。他也参加佛罗伦萨公会议的种种活动；而且终于使

麦第奇朝庭创立了柏拉图翰林院（ Academie Platonicienne ）。马

两勒·斐生（ Marsi-le Ficin）是该院著名的一个学者：他用拉了

语译了他最崇拜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柏拉图·柏罗提娜等L

他还写了若干很特别的论文，纲领地评述他们的学说。可是，他

的著作，为了缺少客观性，未能持久；而翰林院也只得与麦第奇

朝同归于尽。筒卡儿的唯心论，虽与文艺复兴的柏拉图主义，有

些相近的地方，但未能视之为柏拉图主义的庚绩。

亚里士多德派虽一致否认柏拉图的理智卓越论（ La

pr岳eminence intellectuelle），然对于他们老师的思想，难免所见相

异O 一．为帕雕亚的亚吠罗派；亚基理努斯（ Af. Achillin 

孚斯（ Aug. Niphus），徐马拉（ A Zimara）是该派的巨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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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伦亚的亚历山大派（ Alexandristes ）；该派的领袖蓬巳那齐

( Pomponazzi ）引用原藉亚弗罗第西亚斯，一个古代的罗马注疏

家亚历山大的权威，反抗亚吠罗的学说。胡甫说：“灵魂不朽的

问题，是他们间争论的中心3 亚吠罗派认为，不朽性是没有主位

的（ lmpersonelle ）；亚历山大派强调：整个的灵魂与肉躯同亡；

正如一般的物形随物的解体而消散。可是两派都否认上智及自由

( La providence et la libert吾）。两派中少数有意拥护教义的人，乞

灵于两种真理说（ La theorie des deux v岳rit臼）勺一五·兰年，拉

特朗第五次公会议指出两种真理说为异端；同时又谴责‘人的

理智说’ (La th居orie dt号l'intellectuel humain ）以及人灵死亡说

(La th吕orie de la mo时alit居 de l'ame In 

多明我会的教授们为多玛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辩护，终于获得

胜利ο

在新兴的哲学中，有神论（ Le d的sme）满贮着文艺复兴的

精神一这是一种澄清的自然宗教；它以精灵说（ Le 

Spirituali~me ）为基．且以一个光荣之圈．加于倾向舆论的人道

主义立卡五世纪初．苦来顿热，L、予以宣传，并且在柏拉图的著作

里，为它找出一本‘国音’ ( Ln em吨ile) 看来爱拉斯摩的思

想基层，就归于此τ 无疑地，他保持着信德，而且与教会维持着

关系；可是一切教条主义使他嫉首建额。他痛恨中世纪整个的神

学：人与物，精神与形式，方法与结论。他认为真正的神学是基

督的哲学（ La philosophie）；澄清后的基督的道理，就是柏拉图，

因塞罗，辛尼加的宗教”。他的伦理学包含着斯多噶主义的因

素；它没有任何反基督教的色彩；可是他的伦理的精神，人道的

成分重，超自然的成分轻：这是它的不可救药的弱点ο 这个弱

点，也就是其他著名文学家的弱点；例如刘希林（ Reuchlin) , 

以及后来的举斯特·力普斯（ Juste Lipse）。梅兰克吞的一种精

灵说，有类于路德的道理；可是在几点上，要缓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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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复杂性指出：为什么它的代表们，时为教会所赞

许，时为教会所申斥。许多主教，尤其是教宗，于卡五世纪，以

及十六世纪初，慷慨地予以保护：他们多着眼于人文主义好的一

面，少注意于外教精神潜入的危机。公教反抗这些弊端，在十五

世纪，还属零落的运动，到了十六世纪，一跃而为普遍的；且与

防御抗议教的运动并进乙抗议教的改革本也是反对人文主义的→

种方式，虽然若于人在烽火中，与对方缔结了不正常的协定。可

是这两种抵抗力，没有使哲学人文主义灭迹c 哲学人文主义存留

在两个所称的现代哲学大潮流中，一为由方济各·培根

( Francois Ba川n）代表的唯物论潮流，→为由勒西·笛卡儿代表

的精灵论潮流。笛卡儿的学说，虽包藏着若才二错误与缺点，在一

个许多学者耐不住更坚决的原则时，作出了相当的供｜献c

二抗议教的改革

把文艺复兴及抗议教的改革棍为→谈，自然是个重大的错

误。这两个运动在若「观点 F，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因素是水

火不相容的。宗教改革是→种反乐观主义的运动；而文艺复兴却

利用乐观主义，以滥捧自然以及人性的能力；同时它也攻击存在

教会内的若干实在的弊端。无疑地，宗教改革只倡导恢复古代的

教会，古经的风尚；并不标志恢复外教主义，以及典型文学。士

林文人，以及现代与中世纪教会的批判，抗议教大量予以引用，

可是他们的目标与前者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路德领导的改革，

不是人事的，而是宗教的；这个宗教改革自然也关于“自然”，

可是，目的在另一个更加成全的形式下，建树这个超自然的神的

组织，基督教会。他不以哲学士的身份，而以宗教改革者，先知

宗徒的身份；这是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

为此，路德的真正先驱，不是人文主义者（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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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lements n句atif：吕） 0 {CT是从中世纪末，高举超自然的一群，竟为

超自然而牺牲自然》奥坎把人的信德放在一个极崇高的位置上，

甚至强调：理智不但无能予以证明，而且也无能为~~建立自然的

基础υ 方济各会的老师一如中世纪许多的奥斯定派学者是个坚决

的“主意说”者：l 他大大地提高了意志的能力，甚至流为半柏

拉奇主义说c 可是，在这点上，他找到了不少牛津大学教授们的

责难：布刺德卫丁（ Th. Brodwardine ），威克里夫（ Wycleff），各

从自己的起点，走到了同一的极端：他们低估意志，甚至在神的

原因以及预简下，毁灭自由意志c 此外，无数的伪神修派，妄夸

个人的神修经验，抹煞教会的监护及训导。接踵而起的干切新学

派，在个别的灵感名义下，放弃教会，它的圣事，它的圣统制。

威克里夫以后，有若望·胡司。这种学说所以能流行于中欧，他

是一A个最得力的份子。在宗教的观点下，他是路德的直接先驱．

虽然他的影响与学说，在国家观点下，是与十六世纪路德代表的

日耳曼主义绝对相反的〔

路德在他改革运动巾，；在重圣奥斯定（这里，应该了解他的

奥斯定主义的性质、首先应当说明：他所指出的．绝对不是希坡

内主敦的伟大的弟子们经常阐明的本质问题：典型主义，天主的

真善，与神秘主义结合的伦理主义。他所论的，只限于圣宠，以

及关于圣宠的零碎孤独的问题。这个方法如果是客观的．不是绝

对不合法的。可是我们晓得，路德在他初年的神修生活，关于只

仗信德不需实行的义化学说组织中所走的途径，是整个地主观

的。为研究路德的学说，无疑地应该表明理智方面的原因：

一、灵肉矛盾的错误υ 这是由他误解保禄的著作来的；二、偏情

的罪恶性；这是依照一种他所夸大的奥斯定传统来的。一五~o

年，路德的罗马之游，在这点上，使他蒙受了一种极恶劣的影

响。可是．最影响他思想的，应该首推伦理的原因。他从罗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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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剧烈地攻击那些笃守会规，热心神修的会士；同时，也诽

谤他们所推崇的圣德所依的事功c 他对于神修生活，越来越疏忽、

了；而且在肉情的猖狂，以及他频繁的堕落中，他竟表示：肉情

是无法抵御的。一五一五年 他关于这点的学说已经完成。他虽

压不到不予反抗的境界；他的学说已暴露出一种怕惧与希：｝＜： ：他

怕从此不能F以抵抗；他帚抛弃→切，生活于提冷（ Th岳leme)

隐院内 U 他这个诱惑性太剧烈的希冀，早已部分地付诸实行c 这

个倾向势将益趋强大；不久，路德不顾他的锋品，与一个违犯圣

愿的修女同居。这个演变是与圣奥斯定的演变绝对相反的：奥斯

定始为肉欲的奴隶，后来通过坚决的斗争，得以自拔；于是他在

朽腐的肉身内，度一个天神的生活r 这个简单的比较己足使明眼

人批判这个奥斯定的假门生 以及宗教改革者的道理权威。他的

其他的学说更不能说是宗圣奥斯定的c

路得的神竿’中心，是通过信德的义化已“整个地被原罪败坏，

以及剥去自由意志的人，已fl 么善都不能做c 伦理的操行，比起

信i窜来，是不足轻重的；肉为信德是义化的惟一关键ρ 要为路得

的那个义化信德F个界词是极难的：因为路得自己关于这点的学

说．是矛盾百出的。的确，在他的学说哩，有教会传统的成份，

又有基督的训话：吁是．路得的信德尤其是‘一种对于天主的

坚决的信托，甚至如果我们奔走赴天主，他将为我们是慈善的，

在今世如在后世。那末义化信德也就是望德＼在这个所称的望

德里，包藏着最复杂的情绪c 信德又是畏惧。谦逊，置身夭主’怀

抱中的失望的·t~i依，充满罪恶的信心，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恶

的信心，通过这一切，我们谅解天主，而灭主也因此谅解我们；

我们歌顷他的真实，正义，慈善。这个信德这样就义化我们” c

这个信德应该结出救援的确定性；而且在人与圣宠合作的条件之

外，也结出对于个人被简的绝对信心。义化信德不是狭义的爱

德＇＂＇“只要你信．你能做你所要的一切！”（ Crois et fais ce qu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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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ux ! ）这句路德的格言，不hll亥与圣奥斯定的下面一句格言：

“只要你爱，你能做你所要的一切！” ( Aime et fais ce que tu 

veux ! ）混为一谈。实在路德也承认： “他的纯信德学说，不是

从奥斯定借来的；他又指出，奥斯定没有掌握一个关于义化确切

的界词、”

路德这个学说逐渐变为一个新的伪神秘神学（ Pseudo

mystique nouvelle ） η 信德与救援的确实性可能部分地基于自我暗

示（ Autosuggestion ）；可是，这还不能向信德与救援的确实性提

供一个相当的基础；路德又通过」种“个人的照明”

(Illumination) , t及天主L 他自以为因得天主的启示，寻获了圣

保禄关于义化信德一段文字实在的意义。这端道理。他视以为他

的通谕，他的福音（ Message et evangile) 0 不单如此，他的重要

的理吃都是这类启示的结果；他又叮嘱他的同志们援引天主的证

明。“这个神的证明，基督徒庆该在自身上，予以引起。他应该

努力予以产生，应该增加现在圣宠在他心灵t，将来他得救的确

定性J”为强调这个宗教的情绪，他根据古代的神邮神修家，尤

其是道吉（ Tauler），以及十四世纪的一本作品。这本作品，他

在－五一六年， ·五－八年间，尝用日耳曼神学（ Th臼logie

gerrnaniqt时，名目予以问世。他歪曲人们的见解，以加强自己

的见解；他故意疏忽神秘修家认为前提的神修学（ Ascetisme) , 

以便静待天主意志，而沉醉那些作家描写的超自然的宗教情绪

中。再者，路得的神秘神修，为了通过自由批判的理论（ La

th芒。rie de libre examen），举扬个人的见解，直线地一面烧起反抗

教会的烽火、一面引人陷入异端。当教会坚决地谴责他的大赦学

说时，他就走上了判逆之路。

为此，路德的异端是极整个的。他的重要的在教理上的错

误，大概如下：一、原罪彻底地败坏了人性，甚至使它什么善都

不能做，而且又剥削了它的自由意志。二、抹煞圣宠，代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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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0 元疑地，宠佑没有全部取消，因为路得每谈圣神在我们灵魂

上的一种持续的活动；可是它是天主直接的活动。“宠佑在受造

的方面，他似只怀着讨厌之忱去想过。这个受造的行动是种太人

性的，太冷落的东同；它消除与天主的直接接触〉”受造的宠

爱，自然更不能存在了。堕落的人不能内在地通过－种天赋的习

性（ Habitus infus）获得改善，使他在天主眼前是圣的；可是，

基督的功勋，假使他信的话，能配给于他；这个外在的圣宠足以

建立一个与天主直接的结合。三、那末，圣事已没有所以存在的

理由。一五二0年，路德宣讲反对弥撒的道理；在圣事礼仪中，

只保持着圣洗，告解，圣餐：而告解纯为罪过赦免的宜告O 这些

礼仪都被系于巳比伦幽狱（ La Capti飞

教会内。四、路得的个人主义（ L’Individualisme ），督促他拒绝

教会的神权，就是它的训导之权，而代以“内言” (Le Verbe 

int位ieur）以及圣经的私人注解；又使他放弃锋品，祭献，传统

的圣统制，尤其是宗座c 外表的教会（ Eglise ext仕ieure）是魔鬼

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内在的。通过一种逻辑的结果，以及物力

的要求，路德把教会隶属于君王，而君王因此就一跃而为绝对的

宗主教（ Patriache absolu）。这个奠定路德教的变演，完成于→

五二五年，一五三0年间。于是抗议教就正式地建立了起来。

抗议教的成就具有很多的原因 ο 教会的隶属于国家，以及政

权对于教会的庇荫，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应该特别指出：在它

内在的足以引起好感的原则中，计有一种迷人的宗教情感，以及

松弛情欲的伦理；此外，还有反对罗马教会内或真有或捏造的缺

点的法利塞人的作风。最后，也不应该忘掉，那些后继者的影

响：他们或修补了路德的事业，或撤除了他的矛盾。

梅兰克吞，斐理伯·士发次才，是刘希林（ Reuchlin）的娃

孙；一五一八年始，任教授于威丁堡。初教希腊语；一五一九年

就做了神学院成员。他深受路德的影响；他的人神学院，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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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援助的。一五二一年，他刊行了一册神学课本，立刻名噪一

时。他运用他的文学天才，为路德教服务。奥格斯堡宣言（ La

confession d’Augsbourg），是由他执笔的；后来的为奥格斯堡宣言

辩护．也是他作的。在他稀薄化（ Altenuagions ）的笔墨中，频

繁地暴露着他的狡猾。在很多的见解上，他与路德分道扬镇。他

认为：信德补理智的不足；在救灵工作上，人应当与天主合作，

人的自由意志仍存在着。他虽跟着路德反对公教会，他是温和浮

泛的；同而他比路德更为危险2

萨文黎（ Zwingle）于一五→八年始任沮利克本堂神父，一

五二二年，在路德后背判教会，并且使德意志族的瑞士，陷于异

端3 他的出发原则虽异于路德的。他的极端的结论，是与路德的

相符的υ 他一开始就求助于政府；这尤为了他宣传的基督教义，

是脆弱的，没有什么组织可言的c 人们说萨文黎是个热烈的文

人，酷爱新柏拉因主义，以及斯多噶主义。他的瑞士国家主义，

尤其是j~而易见的c

加尔文极其严格地系统化了路德遗下没有多大组织的原则。

他订出了建于被罪毁灭的自由废墟，以及一种绝对预定主义

( Le predestinatiosme）上的一种极不人道的基督教义。这个教义

去示天主为一个阴森森的暴君。他并不以教会隶属于国家；他创

立了一种严肃可恶的神政制度（ Theocratie ）；而且以暴力宣传他

的道理c 同时为辅佐布道工作起见，他写了《基督教义》

( Institution Chretienne) A书；而且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大学；

它将是加尔文教教务巾心。他特别利用当时视为圣经中天主之言

的全能权威；谁都没有在这点上，滥用先知的任务，以及滥解释

天主的思想与意志。他通过宗教的恐怖，发号施令着。苏格兰的

长老会，英国的清教徒，荷兰的加尔文教，法国的俞格诺派，都

是他的忠实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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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教真改革

远在路德及卡六世纪一班伪改革者以前，中世纪末造，教会

内已发生了改革问题。在时局纷乱的时候，教会各社会性的组

织，难免染上了若干污点；有德之士部想努力予以针治二可是，

他们的努力只取得了一个相对的成绩；人们每更注意于手'ft二抗议

教的先驱；以及若干以著作扬名于时的文人n

许多公教文人实在有意改革教会，其中不少且为此而主说

著书。

爱拉斯！袋，是其中最伟大的→个；他尤为f为攻击文艺复兴

外教的腐化，写了《基督军人子册》与《世界炯立》

( Enchiri<liun militis Christiani et De Contemptu mun<li) 0 在《基督

军人于册》巾，他教训教友通过祈恃的武器，圣经的知识，基

督的表率，攻打魔鬼，世俗，偏情。在《世界烟云》中，他歌

颂静默，以及整个的自我弃绝J 他的准备死亡的小册f，是同类

的〔爱拉斯摩在使教友免陷于凶恶时，又敦劝教友发展内修生

活；为达到这个日的，他提绝形式主义，然不阻人采用实际的神

修法。他尤劝人披阅圣经；他指出：为明了圣经的意义，应该遵

循教会的指导，以及圣神的光照：那么甸教友才获得天主的教育

(()so＆掀ro() c 再者，在他的伦理，内．人文主义绝对不失掉它

的权利。玻拉（ Pourrat）指出：“爱拉斯摩视圣人们的苦身的行

为是可取的；但是，它们与他的正直教友的标准是合不上的，因

为正直教友，无疑地，虽也克制偏情，祈祷．实行外表的神修，

可是，总不越出一个漂亮中道的界限。这不是当代圣人们，伟大

改革者的计划。艺术爱好者总不能变为真正的积极工作者。爱拉

斯摩与勒非甫耳（ Lefevre ），都没有可以制为真正改革者的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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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人文主义， ·面发展它反外教精神的运动，一面在极

复杂的方式F，扩大它改进风化的影响r 尼阁老. ［＇年士（ Nicolas

de Cuse）是卡五世纪，德同文艺复兴与倡导者之」；他于」四

｜冯八年， twi升枢丰几二他不但推重人文主义，又耽心于神秘神修；

在他的理论哩，他爱乞灵于新柏拉图主义； 1I~U他的同事，柏舍

~1'Li1且杠机．在罗马大为柏拉图宣传。尼阎老·库士的影响，流播

于意大利皮法兰西；他的学校性有什么前途i可言 J 法国文人，仍

塔韧的勒非甫耳. l 七爱J；；「斯摩更热心；可是，后者比前者更大大

地强训：在灵魂与夭主的直接来往巾，需要寻求教友生活的准

则 J 为 r他削弱教会圣统制，以及仨关于教理的训导使命，人们

很能怀疑他为路德教预备条件‘ riT是‘他尝予以指摘，正如－ JJ~ 

二：四年．他的弟子聂坡耳人若瑟·克利克道物（ Joseph 

Clichtov时在巴黎，以及－~Ti二．三年，啕教者，大法官多默漠

尔，在英同所做的c 教会的人文主义，在爱拉斯摩等倡导之－F,

「脆I也是与抗议教的人文主义，背道而驰的。

｜」六世纪末，这个运动愈趋愈旺；而且在若干作家的笔下，

表示了－种极露骨的热心姿态：布勒蒙（ M. Bremond）直称它为

热心的人文主义（ Human旧时出mt）二圣方济各、撒肋爵是当时

最和蔼，与最稳健的代表。他在教理方面，竭力避免人文主义的

一切毛病；他又矢口不谈过去中世纪的那些批汗．以及热心的外

表方式：为了它们视审查员（（：刊时urs ），元异于他们讽刺的牺

牲，热心的人文主义，首先被视为－寸、私人修德的学校；无疑

地、它也是 A种道理，一」种神学；叮是 a种情爱的道理与神学；

→切以实践为目的。它运用于内修生活的需要上；而且把基督人

文主义的原则及精神，提供于众人。这样的修行，在一定的角度

下，也是一种对于抗议敦的攻击。

伟大的公教真改革运动，尤依据教会的权威，以及脱朗德公

会议σ 这个公会议的历史，这里我们不予赘述：它的成绩是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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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教理方面，它非常确切地解释了抗议教徒或否认，或歪曲

的信理：它的关于信德泉源（四节）、原罪（五节）、义化（六

节）的宣言，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而经深刻研究的。六节的宣

言是本典型的神学著作。关于圣事（七，一三，一四，二丁

二三，二四节）圣人敬礼与大赦宣言，虽为量较小，然针对抗

议教，作出了一个有系统而完整的教义大全。以外，公会议通过

有关法纪的宣言，指出改革教会的途径。这个工作是艰难而孔亟

的。大半的一般性的宣言是关于真理的教育（五节），主教

（六、七，…三，一四，二一节的）及一般神职成员（二二节）

的职责的。许多在这里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在最后几节里（二

三，二四，二五），再度更深入地予以钻研；改良罗马教廷的提

议，也写于其中。若干特别的宣言，有关于一般信友的，有关于

婚配的，有关于精修生活的。这个著作，一般地说来，是无边

的；不顾政治以及其他性质的网难而予以完成的教宗们的功绩是

伟大的。十六世纪实行这个公会议案的最后几个教宗，是不应该

忘掉的；其中圣庇护五世，尤为卓著。庇护五世刊印了特利腾公

会议教理问答；它把传统神学公会议宣言，联系了起来，以备神

职人员的需要。

神学家们先预备公会议的工作，后努力使它产生一切效果。

卡六世纪在神学中，看到了→个神学的新气象c 士林学虽招白

眼，通过新方法，尤被研究；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耶稣会

士开辟了新途径，都趋之若莺。攻击抗议教的运动，使论难学者

注意于信德的积极基础（ Les bases positives ）；圣经与传统：于

是，神学出处（ Lieux th臼logiques ），及教会论寺，就成为重要

的论文；于是若干研究方法，例如考据神学方法，在后一世纪，

将有灿烂的发展台最后，伦理神学，提倡在勤领圣事的潮流巾，

进入空前准确与实际的境界。

卡六世纪，公教的神修获得了一个绝件的发展；在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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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议教伪神秘神修的运动，尤觉光芒万丈。当圣依纳爵高唱伪

改革者极其疏忽的神修时，典型的神修作家，使神秘神学到达峰

顶：圣女德肋撤，圣十字若望，圣方济各撒肋爵，在不同的观点

下，光照了这个神学的艰难复杂部分ο 他们这样排斥了那些已被

教会谴责的卤莽的神修家，例如西班牙的阿伦勃拉陶派。他们又

确定了古人们的道理：他们不但予以补充，而且为它们作出了系

统化的基础乙

La Renaissance et la Reform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 pour l'ensemble du 

chapitre) 

J. GcmAc日， L’Eglise et les origin何 de la Renαissance , Paris , 

1902.-A. B川n11 LIRT, L'Eglise cath. , la Renaissαnee, le 

Protestantisme, Paris, 1904. - J. J~NSSE>, Geschichte d. deutschen 

Volkes , 1879 sq. 岳<lit. franc;:. L’'Allemαgne et la R.'forme , 6 vol. , 

Paris, 1889-1902. H. DnTFLF:, Luther u. Luthertum, 1904-1909 

( trad. PwvrER, Paris, 4. vol. ) . H. Grus1R, Luther 3 飞rol. • 

Frihourg, 1911-1912. -L. Cmo-T1 川， Luther et le lutheranisme , 

Paris, 1908. Autres etudes diverses, et enfin art. R orr肘， clans

Diet. Apol. , col. 582-647. 一J. P 1<JL;1rn, Luther, dans Diet. theol. , 

col. 1146-1335. H. BRic\m"ln, Hist. litteraire du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rance depuis la fin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jusqu "d nos fours, Paris , 

1921 sq. ; oeuvre monumentale, parvenue a son 飞回旷 vol. , 1928; le 

!"'vol. ( L句Humanisme devo人 1921 ），的t une sorte d'lntroduction , 

tr归 suggestive. -Voir aussi M. DJ 吁 WULF, Hist. de la philosophie 

medievale, t. II , p. 243-295. 



第二章 十六世纪神学
的新气象

古代学校的神学家

这个发现于十六世纪的神学的新气象是公教复兴的」个无荣c

－般地说吗它Ji" 不寻二F 卡一］ 1；世纪； 卡五世纪虽作过几度抬扎，为

了吁代黑暗的势力句继续徘徊于 1问世纪已给开始的许多腐点rJt,,

( ffJ ) f契士大主义在各大芋’中重大的势 f]. Ii} 个最位著的书］；

帜户巴黎的艺术学院，是名目论运动的中，牛 τ 神学院子－四七四

年，从路易十－ t拉获得的－个谴责它的通令，于一四八－年，竟

被撤泊。卡Ji世纪末，名日论还在扩张着；它流行于两班牙的萨

拉曼加；而且奥坎讲座，就在斯各德皮圣多玛斯的旁边。

卡五世纪，奥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当推嘉f年额尔·｛卑尔

(Gabriel Biel ） ο 他是马因斯的副本赏，著名的布道者；后任杜平

根（ Tuhingue）大学教授，而j大学因而驰名于t町、他的最重雯的

著作，为四卷恪言录（ Collectoriu 

过度得多二他明智地躲避他们的错误：预定论（ D岳tenninisme)

怀疑i兑付CeJ加·isme ），泛神教（ Pantheisme) 他不但不攻击教

皇，而且予以捍卫。卢歇主教（ Mgr Ruch）指出：“假如名日论

可能是个公教学说，当由f卑尔予以变成的。”认识杜平根教授的

路德，可能借用他的许多观念 「六世纪．该校最知名的老师，

应推苏格兰人大若望（ Jean major ）。他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刺柏

雷（ Rabelais）视以为他最爱讥讽的士林学的代表。奥坎主义决

定地在人文主义及宗教改，p.的铁鞭-r. 倒了下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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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枢机尼阎老·库士的柏拉图主义，可以反对奥坎主

义。库士不但是个积极份子，也是一个学者及思想家J 这里，这

最后」点，尤使我们感到兴趣c

看到名目论派的过激，尼阎茬通过神挝、学，想－面拯救形而

上学， 」面组织一个新的足以协和信德与理智的综合。为此他选

用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而新柏拉罔主义所占的成分，最为浓

厚r 在他万物还归夭主．它们的原肉的一－般的理论中，他的认识

论是w该予以指出的c 他以为：真理不是凭理智的探索所能获得

的；叶是只有理悍的直觉能予以芋握；人在白认为愚鲁的条件

F，可以达到真知识 3 他的巨著，《明智的愚鲁论》（ Dtc la docte 

ignora时叫，就是为此写的乞这本荐作虽包藏着缺点与矛盾，不

管人们怎样说，不染泛神教及怀疑说什显然，这不但根据枢机的

思想．而且也根据著作的实情3 无论如何，他为挽救衰落的士林

学！而写的著作，是耐人、于l床的气立顶兆他个人思想的其他进展丁

尼阁茬·库士，及柏舍立温以外啕奥斯定会＋微式波的齐尔拉．

也视柏拉图为模也

从罗马的齐尔兹始． 变而为多玛斯派的奥斯定会士，也受

r名 [j i仓派的影响。他们崇拜圣奥斯边的心理，督促他们重提中

世纪来，神学家们似忽视的圣宠圣师的若干道理公式－他们比众

强调天主在人灵仁的沾动．而不提灵魂的T作工

这种倾向，在卡五世纪， 斗个著名神学家的作品里，已经可

以找到c 他叫法华劳尼（ Favaroni ），将来的奥斯定会总长C 他

的若十二道理方式虽接近路德所推崇的；内容究竟不是→样的J 路

德游罗马时，虽与总会长微矶波的齐尔兹，没有多大的联系，很

能在接受他的影响 2 一五O七年， 斗五－八年间，齐尔兹已暴露

他讨厌＼lf_里士多德士林哲学，以及他崇拜由马西尔·费辛

( Marsilf~ Ficin ）学得的柏拉图主义 3 奥斯定会的神学家们，虽谴

责路德过激的言论，仍维持着他们的倾向： ‘五二九年， A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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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间的奥斯定会总长塞立本陶（ Seripando），在特利腾公会议

中，在一个严格的公式下，发表了当时通行于奥斯定会内义化的

见解。他的观点，不问字面如何，根本地异于路德的，为了塞立

本陶始终坚持，人对于天主的责任，以及遵守伦理的义务。他的

论文虽染着可疑的色彩，总没有受到谴责。一五六一年摧升枢机

后，塞立本陶又被任为庇护四世的→个代表。

方济各会的知名大师，中世纪末以来，应推邓斯各德；可

是，圣文都辣从十六世纪始，尤为若干方济各会支派所称道。

邓斯各德的著作注正在，已漏面于十五世纪中叶；可是，到了

十六世纪，更多如过江之娜。注疏家中最著名的几个如下：

塔塔吉（ Tartaret），他是巴黎大学博士，他注解了斯各脱的

“丛著”（ Quodlibet），以及牛津本（ Oxonien时乞

李歇，（ Fr. Lychet）他是虔修派（ Obserrnnts）的总长，也

注解了牛津本。

坡尔的摩里士（ Mat盯ce du Po时，他先任牛津及帕雕亚教

授，后升爱尔兰主教；他评注了斯各德的哲学作品，和一般道

理。最忠于微妙大师者，一为院禁派（ Conven 

派（ Ob-servants) o 乞灵于斯各德的神学家，攫发难数。这个运

动，十七世纪时，在华定（ Wadding）在罗马创立了（·六二五

年）有名的圣以锡多学院后，益趋剧烈，而那个学院就变为斯

各德主义的坚强堡垒。

圣文都辣学说最热烈的宣传者，要称熙斯笃五世（ Sixte

Quint）；他在罗马创立了文都辣学院，并且竭力予以荫庇；次

年，封圣人为教会圣师。教宗特邀院禁派会士研究圣文都辣。可

是，在方济各会中，戴巾派（ Les Capucins）首先宣布炽爱圣师

为他们新兴学院的领袖。 “改革之初，他们严禁在会中创立学

院；教育是在私下进行的。特利腾公会议后，一五六二的总会议

下令各省，效法在多数省里已经成立的学院，组织机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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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急起刊印了炽爱圣师的格言录注解。一五九三年，加拉都

( Calatayud）人戴巾派会士，伯多禄·脱里高少（ Piene Trigoso) 

死于那不勒斯。当他作客耶稣会院时，会教圣多玛斯神学，及其

教育同会士时，他根据圣文都辣的格言录注解（ Insig肘 opus),

另写了一部神学提纲；可惜所存只有残余的一卷。方济各会士．

不论或为文都辣派，或为斯各德派，都反对抗议教徒，捍卫传统

信德，以论难著名。”

由于圣多玛斯在现代神学教学中重要的地位，以及十六世

纪．耶稣会士也称宗天神圣师创立的神学院，在下边几章里，应

该一提多明我会学校。在神学教学中最重要的 A点，就是圣多玛

斯的神学集成，在各神学院中，取代了伦巴的格言录。这个缓进

的变化，应该归功于多明我会士。十五世纪末，人们已标识了这

个变化；十六世纪中，已打入多明我会的」切学校，以及许多大

学内c 这个变化的后果，是神学集成注解的出现 J 在予以研究之

前，我们应该先指出在各公教中心内，由抗议教引起的若干最重

要的论难作品＝

二论难学者

抗议敦的改革运动，在大半的西欧地方，激起了一个剧烈的

反抗。俗人与修士都决心各循自己的途径，声讨那些革新份子。

因此论难的著作，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直接驳斥革新论文者．

有间接地或通过单纯的信德说明，或通过抗议教徒所再认的历史

的及传统的基础的详细研究，而予以批评者。在这里，要什么都

说，什么观点都提，十六世纪关于这些问题的什么作家都谈，那

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想举出各地最著名的几个神学家，而同时指

出他们所运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也想一谈考据神学（ La

th岳。logie positive），因为它，一如论难神学，也是一种思辩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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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而且是捍卫信德者的 4种得手武器。

（甲）在德国

目然，路德在德国首先遇到了对敌，正如他首先在那里找到

了他的拥护者c

气和何斯脱拉顿（ J. de Hoogstraeten）是多明我会士，原

藉不拉奔（ Brabant ），担任院长于科伦，教会检奄员

( Inquisiteur）于德同。他首先攻击路德的错误，并且写了不少坚

决深刻的论文来攻击他。早在刘希林案中（ Le prod~s de 

Reuchlin），他已表后了他的毅力。

二、若望·厄克（ Jean Eck）是音哥斯大得（ Ingostadt ）的

神学教授；一五－八年开始．他就用他的“尖方塔”

( Obelisques）批评路德有名的措定（ Les fameuses th归es ）之后，

在公开演讲，以及其他难数的著作巾，予以挝伐，他至死是德国

正道的铁壁。

兰、若望·阿内克 (Jean Dobneck）是法兰克福（ F rancfort ) 

圣玛利亚堂的神长，后ff:马内斯红衣司锋。他攻击梅兰克存于奥

格斯堡，驳斥了抗议教有名的宣言（ La famcuse ℃onfession pro

tcsta川e），而且至死不懈地写书攻击抗议敦的领袖们〔他虽是个

神学家，尤其是个演说家；厄克在论难土胜他→筹J

囚、若望·格洛伯（ Jean Gropper）是科伦敦区的总书记．

他对公教的改良运动，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在吃难中表现的精

神，是很得体的。 4五五五年，被摧为枢机，他坚予拒绝。

五、排特烈·斯塔斐虚司（ Fr层出ric Stophylus）生于奥斯那

布律克（ Osnabrock）。当他居留威丁堡的十年中，陷于路德异

端；一五五三年，脱离抗议教后，通过他的强有力的对于他有深

刻认识的异端的驳义，一跃而为教会中的一个权威者。他尝任音

古斯大得翰林院长（ Rectem de I'Acade-mie d'Ingolstadt ）。

六、达尼老·和栖鸟斯，波兰人．先后任高墨（ Cholm）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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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摩朗（ Ermland）主教，又任教宗驻i皮兰代表．以及战兰罗马

大使c 他是i皮兰与东普鲁士→个强有力的信德干城；他的司牧与

外交的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那是他得力的武器。

七、圣伯多碌·加尼自Jj ，在这与抗议教的斗争中完成的任

务，是极其灿烂的；闵此被称为近代德国的宗徒（ Apotr’e d e 

1’Allen 

削生于荷兰的尼芙根（ Nim岳que ），研究文学于a科伦；在那边也

读了哲学及神学；且于」五四六年晋登锋品r 他早于一五四三

年，进耶稣会；这是在真福勒非甫耳（ Bx Le Fevre）指导F，于

马因斯做了一个避静后决定的，他与别的耶稣会士留居科伦。他

升神父后，会陪奥格斯堡抠机JI兄鲁歇斯（ Trut:h剧时，出席特利

腾公会议；他的任务在外表上看来是极平凡的。他在罗马及西荫

里亚稍作徘徊后，于·五四九年，奉职依纳爵命，遥赴德国。他

在那边竟居了二十余年J 他首先E作于各大学巾，如音古斯得，

如维也纳。他是耶稣会德国省第一任省长；在他的指导r. 该省

获得了，在想不到的发展。他离职后， i苔居狄材、根（ Dillingen）公

学，？在j圣庇护五世的请求，从事反对马德堡教会百年史作家3 他

的晚年过于瑞士的夫里部耳，还创立f一个新公学，并且不断地

讲道写作。

这个生活的峰顶，自然要算他由主：大手Jj 回来，从一－五四九年

后过于德国的三十年。勒巴歇兰（ Le Bachelet）指出：在这个圆

满的年头中，加尼肖Jj轮流地，或竟同时地是青年的教育者，布道

者，传教者，他的修会的组织者及支持者，君王们的顾问及神
师，帝国会议中的公教英雄，教宗们的大使，宣传者σ 可是，在

这个极其复杂的生活中， A个不移的观念，是他的生活的灵魂与

统绪：为巩固忠于罗马各地的公教信仰，且为使这些地方变作防

御抗议敦侵入整个德国的垣墙，他针对伪革新，作出了」个真正

有益的宗教改革。为此抗议教徒以及公敦敦友每称加尼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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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一种“反改革”（ Con-tre-reforme ）。

圣加尼削的影响尤见于实用领域中：“他尤其是个典型的积

极份子”。他完成的→切任务，他建设的一切事业，都趋向一个

实用的目的：如在公教教友中，发展一个积极而英雄的信德，而

因以坚决地打击抗议教。他所创立的一切学校更是无比有效的武

器。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未得冲过这个雷池。

他的汗牛充栋的著作的目标，也是一贯的：就是在他重印古

代圣贤的著作时，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圣济利禄和圣大良的作品

时，他也志在一面通过不容否认的证理排斥异端，一面通过这些

伟大圣贤的芳表感动神职人员。他的马德堡教会百年史作家

( La refutation des ee山口·iateurs de Magde-bot吨）驳义，显然是有

用的，虽然他的长上们认为在第二册后，不该继续写下去；同而

遣圣人至瑞士，使他致力于一种更实际的传教工作啕以及足资宣

传的刊物c 实在在这个生活阶段内，圣人写了一大批神修于册

( Oprseules de piete）。他的方法．他的风韵，都是很特致的。可

是其中最能使圣加尼削名留青史，发生元边影响的一本，当推他

的《教理问答》 ( Les catechismes ）：共计兰本，始以拉丁语问

世，继以德国语刊印c 实在这三本是毛而一的；它们所包罗的，

是同一的教理，不过为了对象的不同，或简或繁，或深或浅．是

有差别的ο 《小型教理，问答》（ Minimus）是为儿童及没有教育者

的，它像是针对路德的小型教理问答的。《大型教理问答》（ La

Summa）是为大学生，以及高级学生的；它似与路德的大型教理

问题答针峰相对的。 《中型教理问答》 ( Catechismus parvus 

catholicorum）是为初级中学生，以及有同等程度者的。

作者一般的方法是值得予以一提的，勒巴歇兰指出：“他在

原则上避免一切直接的打击；因为他相信：公教道理的简单陈

述，比‘鸣鼓而攻之’的方式，能获得更多的成绩。在这本小

册子内最动人深思的，不但是它计划及抒述的明朗，道理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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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笔法的精简，圣经教父引语的兴趣；它的足与路德习惯的辛

辣态度，成为反比的一般的恬静氛围，也是不容疏忽的。”他的

著作的成绩是无边的，并且在德国为公教信德，引起了一个新气

象。圣加尼削的所以被列为教会圣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

日），尤为了他的教理问答。

（乙）德国以外

一、在英国最初的斗争是对路德的，接着也对英同抗议

教徒ζ

圣若望·斐雪’（ John Fisher）是罗彻斯特（ Rochester）的主

教；他先与亨利八世合作，写自攻击路德·之后，又驳斥其他的

革新者，亨利也不在例外。他被捕入狱；在升枢机后几天，被处

死刑。

圣多墨·漠尔是个知名的文人，爱拉斯摩的朋友；他的

“乌托邦”虽是过于大胆的，不失为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他也立

说攻击路德，以及其他的革新英人c 一五三九年，他被任为英王

大法官； A五三一二年辞职；他是斐雪死后几天被英王喝令斩

首的。

雪齐那·坡尔（ R句inald Pole ）出生英国贵族．后任枢机；

他在亨利八世及其他英王执政时，也菁书立说，目的尤在捍卫教

会的统－0

此外还有阿伦（ G. Allen ），他始为出名的杜亚公学（ Le

Coll~ge de Douai）院长，后升枢机；还有耶稣会士厄德蒙冈比

盎，他殉教于英国；还有斯退普尔吞（ Th. Stapleton ），他原藉英

国，鲁汶大学博士，杜亚公学教授。他们三人都遗有论难作品。

二、在荷兰，除掉反对路德捍卫自由意志的爱拉斯摩以外，

还有若干有名的为公教作辩护者。

阿尔贝·比奇（ Albert Pighi ）是鲁汶及科伦的博士；在他不

少的政治使命及著作中，他也攻击抗议教；而圣宠尤是他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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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他的关于原罪，义化，预简的学说，是有些特别的。

若瑟·克立克道佛（ Josse Clichtove ）生于聂坡耳，巴黎大

学博士，沙脱尔红衣司择。他是个笃信的文人，丰富的神学家，

一五二0年来不知倦怠的辩护学者c

拉托摩斯（ J. Latomus），是鲁汶大学院长；他对于抗议教的

态度是特别严肃的；他的→切著作，都是所以对付它的δ

林达努斯（ G. Lindanus ）是鲁尔蒙德及干（ Ruremonde et 

Gand）的主教。他在辩护中运用的知识及节度，可说是当世无

双的。

鲁亚·塔贝（ Ruard Tapper），鲁汶大学博士，特利腾公会

议神学家3 当留F了不少关于伪宗教改革的作目Io

三、法国最著名的论难学者．出现于十六世纪的后五卡

年中。

克罗德·厄斯本斯（ Claude d’Espence），巴黎大学博士兼院

长，法王的顾问，洛林的枢机；他仇视 A切过激，即使在论难

中，他也是极有节制的。

克罗德·圣德（ Claude de Sainctes ），巴黎大学博士，亚甫

勒（ Evreux）主教，遗下了若干驳斥加尔文学说的著作；他尤致

意于圣体圣事。

杜贝龙（ Du Perron）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论难学家二他出

生于一个加尔文教的家庭，而且他所受的教育，也是加尔文教

的0 年长始归正，当为外交及行政人员，萤声于时；后任亚甫勒

主教，松其fr总主教，终搭：枢机。他是个演说家，且精于教父学；

他与抗议教徒公开辩论的成绩，是辉煌而巨大的。一六00年，

他打败了“呼格兰人的教宗” (Le Pape des H吨时nots）杜泼来

西摩男（ Duplessy-Momay）。他又写了许多当时聚讼的教会及圣

体问题的论文。他的论文法，在援引圣经及教父们的原文；他是

博极群书的。正如鲍书爱所说的：“如果他是个天才，他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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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中等的；他没有标新什么。”

塞弗道（ N. Cieffeteau），多明我会士，圣雅各伯院长，多明

我会法国总监，麦次主教，马赛主教，是以他的关于圣体及教会

圣统制的论文著名的。

伯多禄·沙隆（ Pierre Charon）的三真理（ Trois V erit臼）一

书，卓越地证明了罗马教会至公的特点。

圣方济各撒肋爵也是个论难学者，后有专章予以评论。

四、西班牙虽与异端中心远隔，十六世纪内，也产生了足资

A述的论难学者。

亚礼琐．加剪f脱罗（ Alphonse de 巳astro）虔修派方济各会士

(Fran【~is【咀in de I’Obse1町

多驳斥抗议教徒的著作O

安德、肋·韦伽（ Andre de Vega ）是加斯脱罗的同会士，并

且以神学士的资格，出席特利腾公会议。为排斥加尔文的学说，

他深刻地钻研了义化的道理。

第埃哥·安德拉大（ Di吨。 de Andrada）是出席特利腾公会

议的葡国神学家；他也写了一本驳斥抗议教徒否认的各点。

其他西班牙捍卫公教信仰的神学家，豆戈为多明我会士，或为

耶稣会士，将在后章予以评述。

五、在意大利，卡六世纪最著名的论难学者，当首推圣师伯

辣弥诺枢机。由于他的神学著作范围特广，当在论耶稣会神学家

时＼ a并予以标帜。这里且一述巴洛尼阿斯反对抗议教徒的教会

历史作品一J
巴洛尼阿斯枢机，奥拉都会士（ Oratorien ），是圣斐理伯·

纳利（ Saint Philippe de Neri）的神子和继任人ο 他在他教会丛史

( Annales ecclesiastici）里，有意通过一种巩固的考据，驳斥马德

理教会百年史作家。他的著作由若干作家继续写下去；后来两个

方济各会士，安德助及方济各己齐兄弟，予以批评，并且为它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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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册纠正错误集。巴洛尼阿斯的工作，虽不无缺点，然为历史

学界，开辟了一个新途径c

由己洛尼阿斯倡导的历史神学，在下一世纪，通过耶稣会

士，佩道（ D. Peteau），奥拉都会士，多玛逊（ Thomassin）等的

改造，始到达它的峰顶。他们的考据神学（ La th岳ologie positive) 

是辩护真教学的→种，旦、辩神学的先驱。麦尔基奥·伽 i若

(Melchior Cano ）的“神学出处” ( Lieux theologiques ）开了道

路。但是，看来就能于「六世纪决意深入者，当推耶稣会士。圣

依纳爵予以督促；而且实在从那时起，他们的方法在更密切地把

多玛斯的士林成份，与教父们的考据成份，联系起来，务使两种

成分互相补充，不但为了辩护的需要，也为了原则的要求，而符

合于真正神学的意义，因为神学的基本对象是启示真理

(Principia revelata sibi a Deo）。这些积极方法的进展，在苏亚费

士的著作中，是很容易觉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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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多明我会神学家

文艺复兴多明我会的道理活动

多明我会在十五世纪只表现了→种微弱的道理活动已当时哲

学神学呈着一个衰败的气象气蒙道南（ Mandonnel ）指出多玛斯

学校以及多明我会，也未能不受当时历史环境的支配。他们出版

的神学作品，无论在量的方面，在质的方面，都趋向下坡c 可

是‘多明我会于十五世纪，还掌握着 4个重要的道理生机。若

望·加雷奥卢斯（ Jean Capreolus ），佛罗伦萨的圣安托奈那

（出int Antonin）以及托尔克马达的若望（ Jean de Torquemada) 

都是当时该修会的知名之士c

若望·加雷奥卢斯是亚维伦（ Aveyron ）的神学家。他尝一

度执教于巴黎，久居罗德斯（ Rodez ）修院中；而且长逝在那

里一他的都为四卷的驳义（ Defensiones）为他争得了多玛斯派的

巨头（ Prince庐山omistarum）。这部伦巴格言录注解，是圣多玛

斯道理深刻的阐发，以及所以驳斥十主世纪末以来攻击天神圣师

的诸学者的。

圣安托奈那是罗伦萨的多明我会士，兼i亥城总主教。他写了

不少的伦理作品，他的论灵魂、罪过、生活、地位、痛苦、德行

的四卷伦理神学大纲（ Summa theologica morah叶，为了作者实用

的目的，获得无边的成绩。

托尔克马达的若望是教宗宫廷主任，尤金四世（ Eug岳ne IV) 

与后任们的顾问．圣熙斯笃枢机。他的许多的著作证明他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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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权威的神学家。

i' ¥ 热罗尼莫·萨服那洛托遗下了若干小册子，与一本著名的吉

护作品：《十宇的胜利》（ Triurr 

｛彦了杰出的德行；假如他不是个倔强的“神光迷” ( Illumi时）

很能是个圣人。

蒙道南（ Mandonnet ）指出： “十五世纪末，多明我会士的

道理活动表现了一种新精神；到了十六世纪，它更光芒普照，历

二世纪不衰”。原因是多种的：修会与各大学发生了密切的联

系，圣多玛斯神学集成被采用为课本，人文主义的影响；这个影

响不但波及西班牙的复兴多玛斯派，也波及意大利的多明我会神

学家。卡泽坦（ Cajetan）在这运动里引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

的；可是他的人文主义色影是很稀薄的3 他的写作方法还是属于

中世纪的。无疑地，通过他的奇特性（ Originalit的．以及不羁性

( Independance personnelle）他是个过渡的神学家。可是他的方法

言语是近中世纪的；他的崇高性，他的超越新时代最有名的多玛

斯学者的崇高性，除去来自他的无比天才外，也正由于此；因而

在下边，我们应该先予一抒c

二 西班牙以外的多明我会神学家

（甲）卡泽坦

维奥的多默（ Thomas de Vio）生于加厄大（ Gaete ），他是

该城将来的主教；为此他也被称为卡泽坦（ Cajetanu时，而此名

就变了他知名之名。青年的他就进了多明我会，神哲学结业后，

奉命教授神学于帕雕亚。一四九三年始，他在那里注解格言录；

那年获得学士学位c 之后，他教形而上学。在」个公开的辩论会

中，他光荣地战胜了古怪文人弥兰多拉的毕克（ Pie de la 

Mirandole）。通过他的圣多玛斯的《物与本质论》注解，他尤攻



第三章 文艺复兴特利腾公会议前的多明我会神学家 659 

击了名学者特纶培塔在帕雕亚标榜的邓斯各德主义，以及流行于

帕雕亚大学内的亚吠罗主义。一四九七年，因密兰侯爵的赏识，

被召至巳费亚。 A五00年，罹为修会总务主任，逐移居罗马；

可仍继续教授；直至 4五O七年，他以总代理名义，统治会务时

才停止。一五O八年，当选总会长（ Maitre G岳时ral ）；而行年不

过四十。他执政十年，大大地推动了多明我会的教育。又以身作

则，修会行政以外，继续注解圣多玛斯神学集成；而该注解的几

乎全部，是在他总长任内写的。他捍卫宗座权利，反对→五一一

年，一五一二年间，由儒略三世的仇敌们主持的会议议案。一五

一七年，良十世握他为枢机，以宗座代表名义，遣他往德国。这

个始于一五一八年五月，止于 ~11一九年九月的外交使命，使他

遇到了路德（一五－八年，卡月）。宗座代表的温和态度，未能

使迷路的隐士憬然悔改。回到罗马后，被任加厄大主教，可是他

频繁地应该驻节罗马。亚得里安六世执政时，他再度受命出使中

欧。相反地，格来孟七世时，他的生活是很幽静的，他乃致力于

学，尤其是圣经学；一五三四年长逝。

卡泽坦的文化活动是极大的。可是，他的全集到现在还没有

出版。蒙道南指出：（一）哲学方面，共计十 4种，都是青年时

代的作品，而且尤其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圣多玛斯著作的注解υ

（二）神学方面，共计八二种，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圣多玛斯神

学集成注解。卡泽坦的注解，除掉若干被删除的篇幅，都被收入

→五七0年，圣庇护五世刊印的圣多玛斯神学集成注解。相反地

在良刊印的圣多玛斯的神学集成内，却全部予以采纳G （三）圣

经注疏学方面，他注解了大半古经中的历史书，不少的诗歌及先

知书；又注解了新经的四史，宗徒大事录，保碌书信。这是一部

浩如烟海的著作；作者的批评，是极锐利的。

卡泽坦最耐人寻味的→面，是他神学家及哲学家的身份。在

道理方面，两个特点可以总括他的性质ο 第 4个特点，他在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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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及多玛斯研究是极深刻的c 他少注意于形式，多著眼于观

念：他不但有方法地，而且明朗地表现观念；他的微妙性是稀有

的，后经与其Fr高派的论难，而尤形锐利2 他的见解是高远的，在

两难的问题中，他常保持着」个完整的静态；这实是他所以能看

到一个问题全面的关键。他极崇拜圣多玛斯，每服膺天神圣师的

见解，可是不是＝绝对的工卡泽坦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大胆；通

过这个大胆，他在任何他涉猎的科学内推崇－种新颖的，而使他

的同会士们，也予以批评的见解。

喀德冷（ Catharin）特别地指捕他的注疏，而两度促使巴黎

大学神学院予以谴责；可是喀德冷的理智不是稳健的士麦尔基

奥·伽诺（ Melechior Cano ）也责斥他标新立异（ a torrente 

doctorum sacrorum alienus ），要求他一面忠于原文‘一面毋违反

圣经及教会的道理ζ 可是，在这问题上，我们要问：伽i苦的见解

是否强于卡泽坦的r 卡泽坦的富于强性的大胆，在邓斯各德或奥

坎的影响F表明：理智没有信德的帮助，不可能证明灵魂的不朽

性（ L'Immortalite de 1’ame）以及天神们具有一个气体之身（ Un

co叩s aerien) 0 在神学内他也否认；成圣体经是一个耶稣实在在

面酒形像里的真正证据。关于圣洗，他指出：父母表显于外的信

德，吁以代替这件圣事。圣庇护五世在他一五七0年刊印的圣多

玛斯神学集成注解内所取消的，就是 t列的几端（可是，它们没

有重大地妨害卡泽坦在多玛斯学校巾的权威之良十三世刊印的多

玛斯神学集成，不但巩固了他的权威，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还

予以增加。

在卡泽坦宣传的大半道理中，应该指出他的“位”

( Personne ou subsitence ）的学说。他把“位”视作一种本质的

状态（ Mode substantiel ），与整个的本性（ Nature ）有别，而直

接预备本性接受“存在” ( Existerce ）这个所称的丐种（本质，
位，存在）实有学说（ Doctrine des trois r吕alit臼）极流行于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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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学派中。这个学说在圣三论中换了方向，而使作者肯定：在天

主有兰个相对的持续性（ Trois subsistences relatives ），还有－个

绝对的三位共有的持续性c ijj；亚齐士（ Suarez）采取了本质的状

态学说而予以扩大，藉以解除他的形而上学因抹煞本质及存在间

的一切区别而引起的困难。

(Z ）其他作家

＼非拉拉的阿尔物斯德肋（ Sylvestre de F errare ）是卡泽

坦后．复兴多玛斯派的一颗明星3 他好久执教于波伦亚；一五二

五年，当选多明我会总长；可是，次年．在巡阅途中，死于勒内

(Hennes）。他写了不少的节学论文， I可是，他的代表作，应推

他的反外教人集注解（ Conner aire de l且 Sonne C《mtr芒 les gen ti ls) ; 
不久群主IJl以为典‘型之作O

二、在这两个可能说圣多玛斯的注解者，卡泽坦及非拉拉旁

边，人家还得附上康拉德·科林（ Conrad l元。llin ）。他历久执教

于海得尔堡（ Heidelberg）及哥隆c 他于」五一一年，于！J印了→

部深奥玄妙的二部一节（ La prima 忧cond ）注解J 其他的著作都

没有印出。晚年的科林，热烈地参加反路德斗争，尤于叛教者结

婚时，以及他发表的他错误的婚姻学说时二

三三、雅物利（ Javelli ）的生活，几乎整个地过于波伦亚，或

为教授，或为教导员；当时通值卡泽坦以总长的资格，从事改良

多明我会教育的时候。他的趋向与卡泽坦的是相同的，可是后来

于一五三气年，看到！卡泽坦的大胆的圣经i主疏，转而予以攻击。

他的大半的著作是关于哲学的：他推崇一种正直的亚里士多德学

说，虽不是绝对的。他的广大的学识，在名教授，顽固的亚吠罗

派人，庞波那齐（ Pomponazi ）身上，发生了一个幸运的影响，

终于使庞氏接受了灵魂不减的道理。在神学方面，他的《天主

与圣王的属性论》（ De attributis Dei et <le Trinitate ）注解，逊于

他的《天主的预简与预罚论》 ( De Dei proedestination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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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probatione）注解。在后面 A本著作内，可以找到摩平lj那学说

( Molinisme）最纯净的面目。雅物利认为：这是反对路德预定说

( Predestianisme）最好的途径。多明我会士都不以为意，而若干

最严厉的多玛斯派学者，竟还鸣鼓而攻之。

四、盎博罗削·喀德冷（ Ambroise Catharin）是当代革新潮

流的重要代表c 这个人文主义掀起的潮流．侵入了十六世纪若干

神学家的脑海；圣宠及预简是当代最争执的一个问题？这个潮

流，蒙道南直称之为喀德冷主义（ Catharinisme) c 

郎赛吉道．鲍理典（ Lane

兰罔念完法学之后，一跃而为罗马教延律师c 在这光明前途之

前，他忽抛弃荣华，进多明我会精修，行年不过三十。为了他敬

爱圣盎博罗削及圣女加大利纳，就取名盎博罗削·喀德怜。这个

名字就是将来他所以著名的名字。他先以驳斥路德的著作：－五

二0年的驳义（ Apologia) , －五工－ －年的斗争辩白（ Exe时atio

disputationis），一五三工年的异端人的镜子（ Speculum 

h&reticorum ），震动－－－ R;f_, ，五三0年后啕他与卡泽坦问，发生

了争执。一五三四年，为能自由地予以攻击， i击赴巴黎；他先写

了一册“评注”（ Annotatio-ne的）．终使巴黎神学院谴责卡泽坦 c

他参加了其他的斗争，频繁地针对多明我会士的、保禄三世于一

五四六年c 简任他为主教；一一五五二年，他的旧时（ l生，儒略三

世罹他为总主教。他在特利腾公会议中的任务是相当积极的。教

会高级当局的庇护许他作出了若干大胆的学说，他死于一五五

＝二年C
他具有一个又丰富‘又不羁的理智 τ 他在许多的神学问题

上，写了不少的小册子，以及真正的论文，他表明的见解每是新

颖特致的，而且是很冒险的。他的最著名的道理如下：（一）人

可能不用特别的启示，认识神的，私的，非公教的信仰，假如有

宠爱的话。（二）原罪就是表面地加于亚当子孙身t的元祖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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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三）执行圣事者外表的意向足以有效地施行一件圣事。不

是多赘的，喀德冷反对多明我会传统的学说，捍卫圣母的始孕元

咕，以及邓斯各德强调的天主降生的动机。关于预简，他强调雅

物利的见解。他辨别了两种预简：一为绝对的，就是若干在任何

环境内天主要救得的人；一为相对的，就是其他能得救的人们；

可是他们的数字，不是由天主的意志决定的。这个道理是古怪

的，不逻辑的；可是以此可以灼见他的整个的个性。

三 西班牙藉多明我会士萨拉曼加的旧多玛

斯学社

「六世纪的多明我会士，在西班牙蒙受了人文主义的最大

的影响c 活动的中心是萨拉曼加；运动的主角是维多利亚

（飞1ictoria）。他在刷新神学的→腔热情下，付么都想予以调整，

连教理的本身也不在例外ο 十六世纪末，也是在萨拉曼加，巴内

士（ Bannez）起而予以拈伐。

方济各·维多利亚（ Frarn;ois de Victoria），是西’藉的多明我

会士，曾读书于巴黎大学； ＆丑二四年，在 a竞赛会中，他争得

了巴黎大学第一号神学讲席、j 他以圣多玛斯的神学集成为课本。

二十二年中，在这崇高的讲席上，他表现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影

响；整个的西班牙笼罩在他的光明Tc 他自己没有刊印什么著

作，他的十二篇神学讲义（ Relectiones theologicre ），于一五五七

年，才得问世。通过他的教学与方法，他创立了一个学社。他注

解圣多玛斯的方法，与他前注解伦己的方法无异；他避免逐句逐

句的解释，只找出问题的症结，扩大地予以阐明。维多利亚是个

忠实的多玛斯派，可是在不少的观点上 他不稍犹豫地与天神圣

师分道扬慎，例如在圣宠的增加，功劳的恢复，以及天主的合作

和人的自由问题 ι 无疑地，应该指出：这种折衷说来自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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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及他在巴黎时，从若干学者所受的影响。布鲁塞尔克罗伽

( P. Crocki.e此）；是其中最著名的。他本为名目论者，后版依了

多玛斯学说，行年三五，或四0，进了多明我会。

维多利亚是最知名的学生，以及他在萨拉曼加的继承者，二与

推麦尔基奥·伽诺（ Melchior Cano）。一五四六年始，到一五五

二年止，他高踞第一号神学讲席。一五二七年， －~ li三七年间，

他读书于萨拉曼伽维多利亚门下。伽诺与他的同会士，托利多总

主教喀朗萨（ Carranza）早已经有相当的关系c 伽诺在斐理伯朝

廷上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在驳斥亚萨勃拉陶斯（ Alu时）rados)

异端，以及一切神秘主义（ M1呐sti《、

个强盛的道理ii号 i}J 一斗时他写r一本神修书，行文虽美，内容是

冷的：书名《战胜自己》（ De la Yicto盯 SUI 协i-m在me ）或称《反

七罪宗斗争》。这是一个当时文人很熟悉的题材2 可是‘伽诺神

学及文学的天才，尤整个 I也暴露于他的神学出处（ Lieux 

the《山gi【ll削）中O 他有好好地写的决d心，也有好好地写的天才；

这点，他不但感到，也予以说巾。他对于古士林学者的方法，觉

得味如嚼蜡；而且认为他们的著作是不配用以驳斥抗议教徒的。

从这个对于那些缺点尖锐的感觉，产生了另写一本新书的计划 ο

通过这本作品，他要读神学者更深刻地钻研启示的基础乙可惜，

书未写竣， A五六0年，才过强壮之年的他，就洁然长逝τ － Ji

五三年，他尝被罹为加那列（ Canaries ）主教句他辞不就职。

神学出处在研究神学证理的渊源；实在是一部神学方法论c

伽诺极度精审地予以发掘及虹别。这部都为十一卷的著作，卷 a

是个简短的导言，卷二i仑圣经，卷三论传统，卷四论公教会，卷
五论公会议，卷六论罗马教会，卷七论教父，卷八论士林神学

家，卷九论理智，卷十论哲学家，卷十一论历史。显然，只有前

七个出处是真正的关于神学的；后面三个不过辅佐而已，它们也

与任何真正的科学有关。在前面七个中， rtr:i亥特别注意圣经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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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它们隐藏着其他五个，而其他五个只是解释吧了。作者在最

后三章里（可见为下册），有意讨论那些出处，在士林争辩中，

注解圣经中，以及反信德敌人论难中的用法。他在卷十二中只得

谈了第一点，它是关于思辨及实用科学的。士林神学家对于上列

的渊源，部应该这样予以观察口

伽i若通过神学出处，做了现代神学的第一先驱。无疑地，他

坚持着传统神学界同c 伽尔代易（ Gardeil）说：“他为神学所指

出的三种目标，是确切的符合士林神学，或思辨神学的： （子）

从信德原则中，抽出潜藏着的结论，（丑）在反对异端人的立场

上，拥护神学，（寅）把人造科学的财富渗入神学。最后，他天

然地要求理智与启示真理接触。在这一切上，他不失为圣多玛斯

的弟子。”实际t，他推崇的方法确是新的；它在寻求信德资料

上的重要性，是几乎压倒的。他在书末表明的例子中，这点是很

明显的。雅根（ M. Ja叫uin ）指出： “他的陈说表如下：难题，

各个命题通过相称的神学出处的证明，难题解答。这部著作的一

般面日，与圣多玛斯以及其他士林学者的著作的面目，是根本不

同的：在这里着重的是辨别，在那边注意的是知识。即以这点而

论，麦尔基奥·伽诺的工作己为现代神学，起了带头作用了。”

现代神学命题所以出以圣经，传统，理智三种证据，也以此为滥

锅。伽诺的倡导是美善且有益的；假如有什么弊端的话，他不是

A个绝对的负责者ο 伽诺虽刷新方法，并不有味乎新异的道理。

当多明我·索托于一五三四年进多明我会时，已是个知名的

神哲学教授c 他在特利腾公会议中，曾一鸣惊人3 他对喀德冷，

完成了保卫圣多玛斯“圣宠论”光荣的任务c 由于他的支持，

圣多玛斯不但未受谴责，论义化（ Justification ）的第六次重要宣

言，显然是以天神圣师的学说为根据的。索托明朗地攻击喀德冷

推崇的关于灵魂具有宠爱的确实性道理二一五五二年，由于伽诺

在公会议闭幕后攫升主教，索托代他负起萨拉曼伽神学讲座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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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至死才止（一五六0年）。他的权威通过他多种的著作，声

震遐j每（《本性与圣宠论》，共三卷；《罗马人书注解》，《批判》

( Disceptationes ），《四卷格言录注解》。） 0 多明我索托反斯各德，

奥坎，喀德冷的斗争是极坚决的，可是没有避免一种折衷说，在

重要问题上，也免不掉。他否认本质及存在的实际区别，而且表

示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在他献于特利腾公会议的本性

与圣宠论中，他坚持圣宠内在的有效性。为阐明这点，他少注意

于天主的辅佐的物理力，而多注意于一种伦理的以及客观的预

定力。

伯多禄·索托（ Pierre de Soto ou de Sotom勾or）于一五六0

年，在多明我。索托后，主讲神学于萨拉曼加：他似抱着萧规曹

随的态度；他致塔贝（ R. Tapper）的至今还存在的信可以证明

这点。他留下若干反对抗议教徒的驳义，他曾执教于狄林根，且

于马利王后当政时，曾作客英国。

巴尔多禄茂·麦第那（ Barthelemy de Medina）也是萨拉曼

伽的一个教授；一五七六年始，他占据着第一号神学讲席；他又

刊印了若干注疏作品。

据说，盖然论（ Le Probabilisme ）是由他发起的。实在在他

的一篇论文表，他这样说： “我认为，假如一个见解是盖然的

话，人们可予以采用，虽然相反的见解是更盖然的f 人们从盖

然寻出的结论，随着盖然不同的意义而异（或相对地可疑的，

或只在隅然的事件内是一定的。）推崇盖然论的学者，在伦理学
中表示：盖然的等于相对地可疑的；麦第那（ Medina）可能没

有承认他的观点，而多明我·索托拒绝予以接受。盖然论的反对

者认为：麦第那只承认盖然的第二个意义。他们又否认他是伦理

学家推崇的绝对盖然论的倡导者。



第四章 多玛斯派的圣宠神学家

一 巴内士与他的学社

十六世纪末的多明我会神学家，剧烈地反对脱离圣多玛斯学

说的倾向；在次要的问题上，他们也不肯放松υ 他们尤关心于圣

宠冲学因人文主义所受驳的侵袭；耶稣会士是这些侵袭的强有力

的主持者。那些多明我会士都是典型的圣宠神学家，而巴内士是

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一个。

多明我·巴内士于」五四六年，进了萨拉曼｛!JO多明我会；在

那里研究了三年神学c 之后，就执教于萨拉曼伽多明我会修院

( －五五」至一五六一年） , ill'.维拉大学（一五六一至一五六六

年），亚尔喀拉大学（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三年），法拉多利大学

（一五七三至一五七七年），高级神学师范学校兼教务长（一五

七七年） 0 i亥年他重回萨拉曼伽，始为大学第二号神学讲席教

授；→五八0年调任大学第一号神学讲座教授，一六O四年，长

逝该城。当这个青年教授留居亚维拉时，做了圣女德肋撒的神师

（一五六二至 A五六六年）。圣女极重视他的又坚决，又明白的

甘｜｜导；每一谈及，不觉眉飞色舞。圣女至死不辍地通信求教于

他，尤于遇到闲难时。

巴内士的著作计有：《神学集成注解》，及他生活最后几年

内写的与摩利那派辩难论文：《多明我会士的辩解（》 Apologia

Predicatorum），《上格来孟八世书》（ Libellus supplex ），《答论圣

宠效力五问题》 ( Responsio ad 5 questiones de efficacia gratire 

divinre ），《驳斥法拉多利耶稣会士书》（ Respuesta ）。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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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劳及爱德增长论》（ De merito et augmento caritatis ）。

通过他理智的优点：坚强的逻辑，透彻的形而上学；通过他

如火如荼的个性，极露骨的人格，以及不染妥协色彩的强调，他

是生来为多玛斯学说，作严格的注解的。这个学说，在特利腾公

会议以后，在多明我会内，更呈着 4种蓬勃的气象二这个运动，

一方面由于圣庇护五世宣布圣多玛斯为教会圣师（一五五七

年）；另方面激于人文主义神学家以及耶稣会士减弱多玛斯及奥

斯定圣宠道理的风云。他声明：他要跟随天神圣师在问题的枝节

中。他揭发了他的先辈们足以扼腕的让步；在这十六世纪的末

造，他一跃而为多玛斯学社的神圣发言人。他在圣宠问题上表示

的斗争精神，始终是极迫切的σ 从此多玛斯学社一般地惟他的马

首是瞻。

当摩利那学说发表后，或间关于这个学说的意见二尝→度攻

击蒙歹马育的普鲁登细阿（ Prudence de Montem句。r）的巳内士，

对葡萄牙的枢机检察使。 ( Cardinal inquisiteur de Portugal ）说，

它部分地是与」五八四年已经谴责的道理同的。可是大规模的圣

宠论斗争，却只始于一五九四年。斗时法拉多利的耶稣会士们，

在一个公开的神学研究会中（一五九四年，三月五日），表示拥

护摩利那。同年五月十七日，在同一的城里，多明我会士在一个

隆重的论文辩护会内，履及剑及地予以攻击z 检察使要求双方递

呈关于该问题的见解备忘录。不久 马德里宗座大使把案件移送

教宗法庭，并且命令暂时停止一切纷争。命令的实行，拖了一个

时期。终于一五九六年，案子获得了一个结果。这个问题不但震

荡了西班牙，还震荡了世界。赫尔根雷德（ H芒rgenrcether ）说：

“整个的世界不耐烦地等候着问题的解决”。宠佑会议（ La

congr何况ion de Auxiliis）到了一五九八年前才得开会；并且延至

一六O七年。巴内士直接加入作战。一五九四年，他与沮麦

(Zumel），另一个萨拉曼伽教授，被摩利那控诉于教会检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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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sition）通过上格来孟八世书，他复得教授他的圣宠论。耶

稣会士在几乎同样的条件下，也得教授他们的圣宠论。巳内士未

得目睹罗马辩论的结束，他死于一六O四年。他“生或在会内，

或在会外，努力于神学的推进c 他的姓名，因着若干的定论，与

」般的多玛斯学说，发生了强有力的联系。

在巴内士的门生中．尤应该提出在宠佑纷争中（ De

Auxiliis ）做他发言者的几个。

第亚哥·阿尔发勒士，久任教授；一五九六年代表多明我会

赴罗马攻击摩利那；他遗下了很多关于圣宠的论文。 ·六一六

年，被摧为特拉尼（ Trani）总主教。

多默勒摩斯（ Thomas de Len削），从一六O二年始．已是圣

宠会议，多明我会的重要代表，他是摩利那派的劲敌，边为了他

的外貌的漂亮，边为了他辩论的天才。会议闭幕后；他坚辞任主

教，隐居密 j旦发（ La Minerve ），写他有名的“圣宠武库”

( Panoplia gratire）飞这是－~－个苦学深思的结果，这是根据巴内士

及阿尔发勒士最后原则写成的一部圣宠神学大全。

这些原则在另一个稍有不同的意义下，被一部分多明我会神

学家运行着：他们的论调更接近圣奥斯定的伦理用心。可是，后

者与前者深刻地都是奥斯定派及多玛斯派；因为十六世纪的圣宠

纷争，都基于圣奥斯定以及圣多玛斯的思想。应该先明了这些道

理的因素成分，然后才能准确地了解：在那几点上，两方面的观

点是不同的。

二十六世纪纷争中的奥斯定主义与多玛斯主义

抗议教徒的错误唤起人们关于圣奥斯定圣宠及预简篇幅的注

意。信德捍卫者应该步步跟着它们，以解答他们的圣宠论能引起

的问题。信德捍卫者的用心是新的。他们作出的种种问题是圣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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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定没有正式解答的问题。这里所论的，尤其是士林学的问题

( Problemes Scolast叩1es ）；因为神学家们的系统虽不同，攻击新

兴异端的胸怀．是没有分别的；可是，错误的道理不因此而不是

纷争的原因或动机〉

两种异端违反着公教的奥斯定主义。 」为披雷杰主义 (I后

p~lagianis附，），圣奥斯定为予以痛击起见，指出了圣宠的必要性

(La necessit吾 de la gra四）；他强调的原罪道理．纯为了为确立这

个措定。一种缓和的披雷杰主义（半披雷杰主义），边否认超自

然的无代价性（ La gratuit手 du surnaturel ）；边放弃预简的道理。

于是圣奥斯定及他们生强有力地肯定了上列两点。 4为抗议教，

十六世纪的抗议教徒断章取义地根据圣奥斯定的著作否认自由意

志，并且在圣宠及简预的名义下．滥捧宿命论 （ Le fatalisme) c 

在披雷杰的自然主义．及抗议教徒的伪自然主义中．站着公教的

传统，圣奥斯定的权威注解。称肉于奥斯定的多玛斯主义，忠实

地代表着一部分在各学校内很流行的传统圣宠论。

由于抗议教徒掀起的纷争．十六世纪末，在公教内，发生了

两种新的道理潮流。两派的领袖们，都认为仍留在正统范围内。

重视圣奥斯定著作的字面，以及轻视字义的→派．起而反对

抗议教及多玛斯主义；这派不久就受了教会的谴责；巳亚主义

( Le balanisme）继续在－种更微妙的．可是同样危险的冉森主义

中保存着c 冉森主义终于也被毁灭。

若干神学家走了绝对反面的路线，为能更可靠地排斥抗议教

的错误．显而易见地削弱了圣奥斯定论圣宠的篇幅，可是没有陷

入披雷杰主义，以及半披雷杰主义。这就是所称的摩利那派。开

始时，他们被指为半披雷杰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诬蔑；罗马教

宗经过了漫长的争执，拒绝谴责他们的道理。西班牙的多玛斯派

对于这个新的圣宠论，颇感不快；因此剧烈地予以攻击；不怕运

用新的，特别坚强的公式，为打倒这个他们认为危险的，甚至错



第四章 多玛斯派的圣宠神学家 671 

误的道理。在十六世纪多玛斯主义受到的精密性（ Lesprecisions) 

中，巴内士的贡献是很重要的。谁想好好地予以了解，应该不忘

他们论难的动机。

奥斯定派关于圣宠的神学学社，为数很多，一切公教神学家

都自以为上宗圣奥斯定；摩利那派也以为在圣奥斯定著作中，寻

到了不少有利自由意志的文字；实在他们有理由予以援引。可

是，他们脱离了狭义的奥斯定派（ Augustiniens proprement dits) , 

削弱了奥斯定主义关于圣宠效力性最特色的言论。希坡内主教常

从天主方面观察这个效力性；而摩利那派却以系于人的同意行

为：无疑地，圣宠予以指导，予以陪伴；可是，通过他，同样的

圣宠停止为纯足够的，而变为有效的。圣宠的效力性，来自外面

(Abe）豆

致肯定：圣宠的效力性是内在的（ Ab intrinse<;o) o 换句话’由于

圣宠的本质。

这里，我们只指出三种奥斯定派。两派上宗圣多玛斯，十六

世纪末．大半的神学集成j主昕L家每重视一般的多玛斯主义 (I£ 

tho 

斯定主义（ Le congn山me augustin阳i)o 应该了解，这个主义是

与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奥斯定会神学家推崇的关于圣奥斯定若干

言论的注解不同的；奥斯定主义（ A吨ustinianisme）专指这最后

一派。

圣宠效力内在论，是一切奥斯定派所公认的。更一般的，所

以区别它们的」点，就是超自然的乐观（ Optin山me surnaturel ）。

关于人性的善，就是相对的善，它们不像其他的学派，不予蝶

喋。圣奥斯定为更能排斥厄克拉内的举良的自然主义，几度有意

的偏于对方；可是，始终对于天主的仁善，保持着一个不可动摇

的信心；且把一切自托于天主要赐给他的，为救他灵魂的许多强

有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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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宠的使命是普遍的，及于一切的。它开导和伴随着干

一切超自然工作的意志。圣宠为使人做超自然的工作，尽着三种

任务：（一）提拔灵司进入超自然的地位，并且助它产生行为；

（二）推动它实践；（三）排除阻挠这个行为的障碍3 一切学校

虽承认圣宠的三种任务，它们的解说却是不同的。圣宠还有另二

个任务；它不但注意一切善行的一般善性，还注意一切善行的特

有善性；多玛斯派不稍犹豫地直称它为预定（ Predetermination) , 

或预动（ Premoion ）。

奥斯定派也一致承认圣宠对于意志双重的行动；这自然是关

于意志所以受动的态度的c 首先应该指出一种客观行动，它是关

于善的提供的；而善的吸引力使意志决定予以争取c 次为一种主

观行动；这是一种直接产生在意志上，而改变它的内在倾向的行

动。或称它为物理的影响（ Influence physi-que ）：这是为了天主

的一种积极的德能，加于我们意志的活动上，而使它或向这边，

或向那边。

这两种影响不相排斥，而相辅佐c 可是，我们可以凭一个特

别的目标，强调这一个或那一个影响。圣奥斯定通过他爱用的愉

快（ Delectation ）特别阐明客观的影响。这个愉快虽由于对象，

然终止于包罗着主观动作（ La motion subjective ）的一种内在I吸

引。圣多玛斯采用更为形而上的言语，尤着重于动作（ La

motion），而引人注意圣宠的主1见影日向（ Motio ad ex芒re否I

是，他没有忘掉那个客观的影响（ Motio ad specificationem ）。他

的谈物理预功的弟子们，并不忠于他的言论。

奥斯定派也承认“足够圣宠”与“有效圣宠”的区别；而

且还予以强调，藉以更妥当地使人避免作出圣宠效力在外（ ab

extrinseco ），由于意志接受的结论。他们说“有效圣宠”包藏着

一种“足够圣宠”所缺少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意志接受的后

果；而是它接受的原因。这个有效圣宠的特别内在因素的意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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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不同地随奥斯定学派而异的。他们所以异

于摩利那派，正为了他们原则地承认这个因素的存在。其他的分

歧，由于它们对于附属问题所作的不同的解答，例如预简问题，

它是绝对不可能整个地与圣宠问题脱离的。

三不同的奥斯定学派

（甲）一般的奥斯定主义

一、向巴内士特别明确，以及由大多数多明我会神学家拥护

的多玛斯主义，首在研究有效圣宠，以及阐明它的行动的物理特

性。它为主张圣宠效力由于意志接受的摩利那主义，强调了两种

圣宠不同的本质。足够圣宠准备灵司，使它能行；一句话给它能

力。行为本身，及实践是由有效圣宠来的；它通过一种真正的物

理动力牵动意志，粉碎各种障碍。元疑地，这种主观影响，是不

应该与客现影响分离的；因为少了客观影响，什么实际的行为是

产生不出的工

这个物理影响，绝对不机械化意志，即使在把它固定于一种

善时，也不在例外；因为它提供的意愿（ La 飞Tolition ）不是一样

已经全部完成的东西，而是意志本身根据天性，应予产生的一个

行为。自由意志不受损害，因为天主的行动，在意志中，产生一

种有限的倾向时．绝对不强制意志产生这个意愿J 再者，不属于

夭主，不是自由的一个因素条件：“物的本质限于内在地予以组

织的…切，它们与外在的第一原因的关系，是不相干的。”天主

的干涉绝不改变自由行为与它的近原因，理智与意志的关系。摩

利那派所能说的关于意志与它的行为的关系，或在行为发生前，

或在行为发生时，或在行为发生后。我们同样予以肯定；我们只

否认一事：可能的或实在的接受，现在的或将来的接受，不属于

天主，第→动力（ Premier motet川，而只属于受造的意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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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们也同意的话，我们不能不

侮辱天主，不能混乱原因间的因素秩序。

有效圣宠以足够圣宠为前提，至少更美满地包括着 ~-!JJ能

力，而且远远地驾而上之。足够圣宠需要有效圣宠的补充乙足够

圣宠只给人“行能”（ Le pouvoir d’agir），它是因素地，本质地次

于有效圣宠；它们中间的距离，等于“能”与“行” (La 

puissance et acte ）间的距离。每次行为发生，愿意实现，有放圣

宠来补足足够圣宠。为足够圣宠下个界词，应该把它与有放圣宠

相对，以便发现它的因素性质；还应该注意．不要把丰般的足够

圣宠，混为纯足够圣宠（ La gra川 pt肝men I suffisante）。足够圣宠

与纯足够圣宠都不产生行为；假如纯足够圣宠达到它的第 A 目

的，就是在给予实际的“行动之能”（ La pui:-;sance r臼llP d畸agir) . 

它的外在目的要被排斥：｜大｜为为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有放圣

宠的辅佐；而有效圣宠的道路，是由它预备的、

二、我们越强调足够圣宠与有效圣宠间的民别，在严重地误

会多玛斯思想的危机下，我们越应该清楚地表明那些所以联系它

们的关系。这些关系与它们的界词无F，由于它们单是属性，有

关本质的属性。不应该视两种圣宠属于两种不同的，不相呼应的

领域。它们属天主t智同－的以及独一的计划；官们所向的目标

也是同→的．就在产生救援的自由行为。足够圣宠每在有玫圣宠

前；它的任务在督促能力作产生行为的准备，而行为的产生是由

有效圣宠主持的＇，＇有效圣宠在仁慈天主的计划中，是足够圣宠天

然的补充；假如受造之物不予罪恶地阻挠的话，它们常常是络绎

而来的。

足够圣宠的使命也是很重要的U 它把灵司提拔到超自然领

域，并且直接准备它们产生行为。它为有效圣宠做清道工作；它

似牵引着有效圣宠，因为根据天主的慈悲及明智制订的法律，

切力量应沿成全的路线发展，而天主也照万物的性向指导它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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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们直可以说：足够圣宠产生行为；无疑地，自然不是直接

地产生行为；但是间接地，就是通过有效圣宠予以产生：因为假

使在人方面没有阻碍，有效圣宠是如影随形地跟着足够圣宠。如

果思辩神学，为了侧重两种圣宠的区别，认为足够圣宠本质地不

产生行为的话，那末那些关心实际观点的伦理神学家，神｛彦家，

神秘家，尽可以推崇：足够圣宠本质地是有效圣宠的先驱，为它

铺平道路，并且足以引来有效圣宠，而以产生行为 3

三、那末．为什么有效圣宠不是常常给予的呢？这是由于意

志方面的障碍二祁尔孟指出：“在受到足够圣宠时，以及有效圣

右前，我们的意志，通过一种本性的活动，~~、追求一种不合理的

伪利；我们虽心绪不宁，觉得另 J种势力拖我们向对方走去；可

是我们迷于诱惑，而我们的理智终于决定抛弃神利，不顾责任，

选择尘世的利益。”这个向恶的心理，实在组成f有效圣宠的

障碍c

有效圣宠的重要障碍，根据多玛斯派学说，不是而简（ La

predestinatio叫么？不在天主不要把有效圣宠给予众人么？不、

不，在实践层序中（ Dans l'ordr芒 reel d"execution) ~·阿尔发勒士

说：天主从不拒绝以足够圣宠及有放圣宠给予任何人，除非受造

之物罪恶地放 F障碍 毫无疑惑，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天主

积极地决定不以有效圣宠给与众人？唯、唯，天主预知他要造的

人的堕落性，因此他决定在实际上，不引导众人得救；这只在天

主认识实在的罪过之前；更好说，这个决定是与罪过的认识无关

的。 (Ind吕pendamment de cette connaissance）受到有效圣宠，同

以得救的被预简者的数字是 4定的。假如天主实在有意拯救众人

的话，他也可能做到的J 圣奥斯定说：“那末，天主为什么不这

样做呢？因为他不要？为什么他不要？这是他的事。”这是真

的，可只在意想秩序中（ Dans l'ordre d'intention ），只在斗种纯消

极的意义下（ Dans un sens purement negatif) 0 无论如何，大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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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己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没有一个神学家，能予以解

释；若干学说似冲淡了它的严肃性；一般的多玛斯学说，怕削弱

天主的权利，也不予掩盖。

四、人们能否在圣人们的被动性内（ Dans la passivit居 qui

distingue les saints ) , 这个被动性不但不阻挠行为，而且予

以引起，予以完成。 如见多玛斯主义推崇的圣宠效力的内在

性的一个旁证？在行为内可以认识爱情；可是，最成全的行为，

不是那些最多自由意志活动的行为，而是那些在最深切的天主的

推动下完成的行为。当知惟天是赖的良心，给了灵魂多么大的胆

量呢？祁尔孟指出：当圣保禄说： “谁将把我与基督的爱脱离

呢？”时，显然，他对于自己的意志的依靠心，小于他对于有效

圣宠的依靠心二圣人，神挝、神修家，教友都也多少感到自身的软

弱，因此，他们不但求天主予以光照，予以指点，还为了特别顾

到自由意志的软弱，元常、偏私、怠情、会同教会，在宗教礼仪

中，恳求天主确切地指导他们的意愿。

总结起来，一切救灵的善行，同时整个地以天主为第一原

因，以人为第二原因；可是第二原因绝对地隶属于天主。这个隶

属是物理以及伦理限制的结果；在圣多玛斯的笔下，物理限制强

于伦理限制。在圣奥斯定的观点里，伦理限制强于物理限制。圣

奥斯定的观点，像是不同的多玛斯派所推崇的内在的合适主义c

（乙）奥斯定的合适主义

这个神学学说是浓厚地多玛斯的，因为它坚持圣师的关于圣

宠的中心观点：圣宠的效力是内在的。这个主义是由若干热忱的

多玛斯派学者，就在圣宠纷争时代组成的：它的第一个正式代

表，亚柏达的衰萨勒司（ Gonzalez de Albelda），认为它比巴内士

弟子们的学说，更符合古代神学家的思想；他称巳内士的弟子们

为多玛斯少壮派（ Juniores thomistoe ）。这端道理，比任何别的道

理，更符合天神圣师的言论及思想。它也极符合圣奥斯定所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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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宠怎样适合灵魂理论的原文：“天主这样唤他，并且晓得怎

样为他是合适的，务使他不要拒绝呼唤他者。”这里研究的有系

统的学说，显然不是由希坡内主教强调的，因为它是所以适应

近代的需要的，可是它与奥斯定的观点是符合的。

一、这个学说关于足够圣宠的见解，与前面一个学说的见解

是不同的；无疑地，这就是它的重要优点。祁尔孟说：“它不但

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个补充物（ Complement）；使它在纯能力方

面（ Dans l'ordre purement potentiel ），能与救灵的行为相配；又

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椎动，使意志因此走出能力的范围，走入行为

的范围，而积极地从事工作。”

它是一种真正的物理前动（ Pr岳motion physique ）；有了它，

灵司从天主方面已获得了一切所以成为做一切救灵工作的圆满的

积极原因。这个物理前动是实在足够的，假如它不是实际地现在

地有效的话．它是能力地有效的（飞ii巾elleme川）；而且如果通

过它内在的能力，救灵的善行不实现的话，纯为了意志的→种自

由的以反罪恶的障碍，阻挠了圣宠的实际活动c ”

二、在上述的圣宠的三种任务中，“足够圣宠在这里已完成

了两种；第三种任务是由由有放圣宠予以完成的：故意的阻力的

排斥。它争得这个结果， 1三仗着内在的能力，并不依仗另」个新

的真正的感动。”

圣宠效力性的解说，在这里应该是另一个新的。祁尔孟指

出：“根据一般的学说，这个效力性是一种特物（ Enti剧，就是

感动；它在一切环境内，是始终不变的；而且不会贻误地推动已

由足够圣宠预备好的灵司。”在这新的解说里．应该表明：这个

效力性，为一种相对的东西，为一种因障碍的性质及程度的不同

而变化的东西c 于是这个学说拥护者，把圣宠的效力性系于它与

意志的一种比例性，或一种适合性（ Congruentia, 

contemperies）。可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活动的，胜利的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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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能不会贻误地引起意志的同意（ Le consentement ）。那末，

它与苏亚费士所称的“适合的圣宠” (La g由，e congrue de 

Suarez），是根本不同的。苏亚责士指出：圣宠的效力性由于

“中知识”（ La S℃·ien 

适合主义（ L盯 C（》ngruis町r at ustinien ）是→种内在适合主义，因

此又与摩利那所推崇的，也是不同的ο 而且，这个适合的圣宠，

不但限定一般的善，又限制个别的善；因为个别的善只是，而且

只能是一个方法（ Un moyen）。方法在追求目的的行为所欲的；

追求目的的行为，是与方法的需要，成11比例的c

二、这个见解具有不少的便利。 A方面它指出，怎样 A切圣

宠是·种真正的感动；足够圣宠也不在例外二另方面，它比摩利

那主义更好地．更清楚地明确意志在反抗圣宠中的责任二祁尔孟

悦：“这并不像摩利那主义所说的，只在圣宠上，拒绝bll上一个

属于由它决定的－ ~个同意，而在反对由圣宠带来的同意c 这个反

抗是对于一种积极的力量的〉人阻止它夺关而出，达到它有意产

生的成绩c”再者，适合主义更能指出产生善行的一切因素的复

杂性。没有疑惑，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感动的需要，即使在个别的

善内，而且在 A切圣宠中也维持着；可是，这里关于圣宠对于各

灵魂个别的各种情形的适应性，以及对于伴随着它的胜利的愉

快，果然说了 J大套，可是关于这个感动的个性，说得还嫌太

略J 这月1的决定是在宫的本质的成绩内F以研究的；这个决寇在

趋向口的；趋向的途径是对于→善的积极之爱；在这个普里，意

志至少在希望中，寻获它的愉快。这个善的意愿隐隐地包括着种

种个别的，由它的影响而将采取的决定。

这个学说不是没有｜苟难的〈其中主要的一个是，看来对于有

效圣宠，它多少掩盖了天主的感动。一般地说，多玛斯派，边为

排斥摩利那主义，边为坚持圣多玛斯习用的形而仁的公式，不很

注意这个学说。司是．天神圣师并不茫然于在天主的感动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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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的活动的面目 r 他的论意志自我决定的文字，是特别耐人寻

味的。这个意志的自我决定，无损于圣宠，正如天主的决定，元

损于自由。适合主义的便利，正在说明强调感动者疏忽的一点。

而且．圣宠的必然有效性，在该学说内，稳当地基于立的内在力

的适宜’性；天主对于将来的自由行为（ Futurs libres ）的认识，

不基于“中知识”（ L ascience moyenn叶，而基于天主预定的决

议（ Les d仕rets pr创手terminants）：这个决议是积极的，如果所论

的为善；是容许的（ Pennissif) ，如果所论的为恶c

→ 4望而知，这个学说也是多玛斯的；官做度丰运地，在问题

的一点上，补足了－般的多玛斯主义：前者及后者的合现，足以

更完善地透露圣多玛斯和圣奥斯定的圆满性。圣奥斯定的观点，

似更接近适合主义；可是不应该把它与诺利斯及伯尔典（ Noris 

et Be由）的奥斯定主义（ A吨ustinianisme）混为一谈c

（丙）奥斯定主义

这个学说是于十七世纪，由诺利斯枢机（ Le Cardinal Noris) 

侣手的；之后，神学家老楞佐·伯尔典予以拥护c 他俩都是奥斯

定会士ο ？可时旦旦说他们宣传冉森主义（ Jan的1i划ie ），而以诉于

罗马；他们不但没有受到谴责，而且前者被格来孟十 t!tt瞿为枢

机，后者且从本笃十四1tt ，获得r核准他继续传授他的学说的，

签发于一七四三年，七月十二日的有名通谕c i俞中还指出：他

与多玛斯派反犀利刀｜：派具有同样的权利。他们的学说，虽然很像

冉森异端，究竟是不同的，因为它认真肯定意志的白白。再者，

它关于圣宠效力性的观点，在它标准的观点中，不少与适合主义

仿佛的；可是，奥斯定主义不就是适合主义。

诺利斯指出：圣宠通过愉快，与灵魂周旋己人在现阶段做样

事情，或由于－种恶的愉快（ Con-cupiscence），戎由于」种善的

愉快（ Charite）。善的愉快是一样足够的圣宠，假如它给人以胜

偏情的能力；是一样有效的圣宠，假如它实在，不必要地（ s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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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cessit叫，可是必然地（ infailliblement ）不容抵御地

( Irresistiblement）获得了胜利。那末，在这里，一种伦理决定

( D居tern

physique) ; I可且这个伦理决定，似消除了灵魂的一切自我决定：

因为灵魂常受控制于或善的，或恶的愉快c

自然，这个学说也有它的弱点。（→）天主既该明智地及伫

善地做事，圣宠与其他元祖父母的特恩，虽非正义地（ En

justice）然是合适地（ Ex decentia Creatoris）应得的。（二）堕落

的人不单失掉了特恩，又在本性里受了伤。（三）因此，一种不

仗物理感动（ Motion physique），而仗一种胜利的愉快，高于亚

当所需的愉快而得胜的圣宠，是绝对需要的乞（四）天主要众人

得救，可是他并不把实在足够的圣宠啕给于众人一 （五）最后，

这里的爱德的法律，比在其他神学学校内，更严肃．更普遍【

这个鸟瞰至少己审慎地把这个奥斯定学说的→种，别于其他

许多自以为远宗希坡内主教，以及他的中世纪最著名的弟子的

学说。



第五章十六世纪的耶稣
会神学家

耶稣会中的神学

创立于反击抗议教时代的耶稣会，认定教育，尤其是圣学教

育，是强有力的活动法宝之一；因此寓以布道宣教的精神，而这

个精神似是它的特性。这个争求灵魂直接利益的强烈用心，如果

不掖诱它开辟新途径，至少驱策它强调若干它独有的倾向，而因

以使它别于其他修会。伦理神学，在它的教授们的研究下，将发

展到→个空前的以及实用的阶段。另一方面，反抗议教斗争督促

耶肾、会士注意考据神学；而圣依纳爵自己也不忘以此嘱付他们。

这无害于耶稣会士应该宗圣多玛斯的思辨或士林神学。耶稣会祖

通过这个选择，要保障道理的稳健性及统一性。可是，这是一般

性的责任，而且是在后」条规则的前提下指出的：“应该在一切可

能范围内，跟从最牢靠的，最通行的道理。”（ Securiorem ac magis 

approbatam doctrina叫他要求的统一性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在可

能范围内（ Quantum fieri potest）。实在在神学 t，耶稣会中，掀起

了不同的潮流；阿夸微发一边为予以针治，一边为稳定道理的统

一性，于一五八二年，一五九八年间，盖订“教学法” (Ratio 

Studiorum）。这本教学法说明了圣依纳爵一般的指导。

为明了耶稣会对于多玛斯正式的态度，勒巴歇兰（ Le P. Le 

Bachelet）指出：阿夸微发任总长时，耶稣会面对着三种态度：

（子）若干神学家为树立严格的统一性起见，提出纯粹地接受圣

多玛斯的道理（ L'acceptation pure et simple de la doctrin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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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Thomas）；可是圣母始孕无咕等不在例内。（丑）若干人根

据圣依纳爵的话，结出注解神学集成的需要；但是，遇到→种坚

强的理由，以及知名学者的反对时，可随意予以放弃0 （寅）最

后，也有人主张采取一个中庸态度（ Une at-titude moyenne ）。他

们认为：圣多玛斯是个典型神学家，可是不因此而在他的著作

中，找不到一般地不受人赞成，以及不合于时代的道理；那末，

强迫我们的会士接受一切，是不合理的；而且多明我会士也没有

这种约束c 阿夸微发的教学法，对于圣多玛斯表示了一个极大的

崇拜，以及一个真实的，虽非绝对的信心。中庸态度终于得到了

胜利，可是仍限制神学家们任意地奔驰着。

这个态度允许耶稣会士在当时剧烈的宠佑纷争中，采取了一

个相当新颖的见解二他们忠于圣依纳爵的教训，努力说明在超自

然行为发生中，人的以及自由的任务c 于是，一系列的措定组成

了耶稣会的道体（ Le co叩s doctrinal ）。勒巳歇兰这样提纲地说：

“实在耶稣会神学家从前和现在还承认下列的几点：物理预定于

一的放弃；天主与绝对命令元关地认识可能实现的自由行为

( Actes de libres futuribles ）；中知识（ La science moyenne ）足以

解释：怎样天主赐给的圣宠能与形式地（ For-mellement）或实质

地（ Virtuellement）预定的自由行为的实现，具有一个不容错误

的客观联系J 但是在这几点上的一致性，并不妨害学说诠释的

不同性。

圣宠不过是神学中研究的 A个问题而已。哲学，钻研一切信

理的必要工具的影响，是更广大的，耶稣会士对于圣多玛斯所有

的态度，允许他们放弃圣师不少的见解：它们或是其他神学家，

如斯各德，奥坎等认为可疑的，或是与现代不适合的。于是在耶

稣会中产生了士林学的另一个特点，并且很普遍地流行着；而苏

亚费士（ Suarez）是它最典型的代表，虽然耶稣会从没有正式地

命令会士予以接受；不但如此，它对于任何神学家的学说，都没



第五章 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 683 

有这样的作风。即使在教宗们最近发出的指导后，耶稣会仍一般

地强调：更宽大地注解圣多玛斯道理。关于这点，最近的几位教

皇，也不表示反对。

二 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

（甲）一般神学

耳目稣会中最著名的神学家，当推苏亚费士；他组成了一般神

学系统；在许多观点下，它可与多玛斯主义及斯各德主义并驾齐

驱。在下一章内，我们将予以专论。这里，先应该一叙十六世纪

其他耶稣会神学家：其中三个，由于不同的理由，尤应予以

注意。

一、方济各·托雷（ Fra吨。is Tolet ），一五五二年，一五六

八年间，任罗马大学教授；一五九三年，摧升枢机；他实在有权

利被视为耶稣会士林神学的鼻祖3 他在耶稣会中的地位，无异于

i踵，历山大·赫雷斯（川exandre de Hales），或圣大阿尔伯，在他

们各个修会中的地位二他的著作为数不多，他的方法是优异的；

他把士林学的严肃性，与取自教父们的考据成份（ Element p osi 

tif) 打成一片。勒巴歇兰又指出；考据成份，尤其是教父考据成

份的重视，实在是耶稣会的一个特性；在最后狭义的士林神学家

笔下，也一道同风。……它的许多神学家所以被视为权威，虽也

为了他们深刻的辩证理学，尤为了他们的考据知识。

二、伯多碌·封舍卡（ Piene de Fonseca ），哥印伯拉

(Coin巾e）教授，是以他的许多的哲学著作，驰名于世的：他的

总观点，多接近斯各德，少接近圣多玛斯。耶稣会推崇的“中

知识”，是由他倡导的；虽然它是凭摩利那的宣传而展开的。

三、鲁意·摩利那（」五兰六至一六00年），生在魁因卡，

进耶稣会于亚尔喀拉， i卖哲学于哥印伯拉。之后，就在那里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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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教授。他的神学是先后于厄窝拉及哥印伯拉i卖的。不久结业，

就任神学教授；他在厄窝拉，一个新立的大学内，教了几乎二十

年；于是长土们始减轻他的负担，让他能获得相当的时间，从事

写作。→五九九年末，他被派赴马得里教授伦理神学；不久就长

逝在那里。他的著作计有《协调论》（ Concordia），圣多玛斯神学

集成第 A部注解，《正义与权利论》（ De justitia et ju陀）。可是他

特别地因以留名青史的著作，是他经兰卡春秋，才得告成的《协

调论》。整个的书名称：《自由意志与圣宠，天主预知、上智、预

简、预弃协调论》。这是由几篇关于神学集成第→部若干节的论文

组成的，计有天主是否认识可能存在而不实现的东西，天主的意

志是否常完成，上智论、预简论勺这部书问世于一五八八年，就

是巳内士发表他的神学集成第一部注解的那年（

四、发楞斯·额我略（ Gregoire de Valence ）原籍西班牙，

执教于狄林根（ Dilingen）及音哥斯得 (I吨。lstadt ）；克佑论纷

争时，他到罗马参加会议，辩护摩利那主义。一六。三年，积劳

成疾，哲人其萎。他的使命，后由亚路巴（ Arrubal ），后由巳斯

底达（ de la Bastida）继任。

五、嘉额尔·发斯克司，尝执教于亚尔喀拉，及罗马；他的

圣宠论是与摩利那的很接近的；他与苏亚费士的纠纷，也是有名

的。由于他们的见解有许多出入的地方，尝相持了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最后在耶稣会总长僵旗息鼓的命令下，他们的斗争才停

止。玛翼（ M. Mahieu ）指出：发斯克司虽是一个特殊的思想

家，并没有与苏亚贵士同等的明智。他与雷西邬斯在耶稣会中，

代表一种宽大的倾向。

六、富奥那尔·雷西邬斯是比利时籍的耶稣会士，苏亚费士

的罗马门生，鲁汶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初任教授，就开始攻击

巳游斯：（ Ba'ius）并且摘出了他的三十一个措定，使大学予以谴

责：这些措定后由西斯笃五世申明没有错误（ Sanae doctri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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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uli ）。在圣宠问题仁，雷西邬斯严格地版依摩利那主义c 一

六－0年，他在有效圣宠论（ De gratia efficaci）中，重提 A五八

六年，已经流行的反巴游斯标语： “在预见功劳后” (Post 

praevisa merita ）「l 他的关于有效圣宠性质的道理．颇受伯辣弥诺

及苏亚费士的攻击，因为他不把在第→行为（ In actu primo），就

是在意志接受前的行为中的有效圣宠，别于足够圣宠。一六一三

年，阿夸散发发出 A道命令，强调发生效力前的有效圣宠也相对

地强于足够圣宠产在这些微妙的问题以外，雷西邬斯又遗F了若

干极有价值，而使他成名的著作3 其巾最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天主

的属性的论文（ De perfectionibus moribusque divinis ）。雷西邬斯

始终不失为十七世纪卓越神学家之一。乌尔明八世（ Urbain

VIII），对他表示的崇拜，边为了他的学识，边也为了他崇高的

德行。

七、圣师罗培尔·伯辣弥诺．生于佛罗伦萨」个显贵的破落

户中；一五六0年进耶稣会，一五六兰年至一五六七年，任文学

教授；之后，先读哲学．后i卖神学于帕雕亚及鲁汶二一丘七0

年，在该城登神品店．就教授神学．演讲圣道。 」五七六年，罗

马大学（ College Romain ）添设论准学一科，目的在培植英德青

年，将来遍赴抗议教地方传教之用，而伯辣弥诺被任为讲师。他

的历时十二年（一五七六至－五八八年）的教学成绩，可见于

他的，反当代异端人为基督教义辩护中（ Disputatione d e 

con tr 

大神学家并论难学家’最重要作品之－，，其他著作，为数甚多．

在尤属辩护、注疏、传教、伦理学的。他始终著作不辍，在修会

中担任各种职务时这样，在一五九九年罹升枢机后也这样。他在

教廷上，格来孟八世以及保禄五世执政时，对于他的神学，坚决

有节的神火，以及圣德，发生了」种无边的影响。他死于一－六二

一年，距保禄五世的死，不过几个月。一九二毛年，庇护十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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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列入真福品，不久又把他转人圣品，并且封他为圣教圣师。

伯辣弥诺的重要的论难丛书，是由他的零碎的关于宗教难题

的论文编成的；共计一般性论难作品十五篇，都为四册；列论

着：二、信德准则，二、教会，兰、圣事，四、圣宠。第一册，

信德准则共计三篇：（子）书面或口头传F来的天主之言，（丑）

教会领袖基督，（寅）神权与形权领袖教宗。第二册，教会共计

四篇：（子）论公会议，或布散世界的教会；（丑）论教会的肢

体；论这个问题时，作者谈了治外法权（ Immunites ），圣愿、政

权；（寅）论炼狱；（卵）论天堂c 第三册，圣事共计五篇，先

总论圣事，后分论圣事，接着谈了大赦及如庇来翁大赦。第四

册，圣宠研究了元祖．圣宠的失落，圣宠的复得。圣师论这最后

→点时，也谈了自由、义化、善工艺

这部辩护著作，不但以广大的篇幅，而且以优美的方法著

名。该书是针对抗议教徒的，换句话，它的目的在武装将来反对

抗议教徒捍卫信德者之l 实在异端人对于基督，他的属性．他的中

保使命；或公教会，它的领袖、它的肢体、它的习惯、它的敬

礼、它的圣事、它的圣宠、义化、功劳、慈善事业的种种错误观

点，作者不忘 －一予以驳斥。这是一部大全之作c 再者，这个

综合是有计划地写成的。方法是简单的，可是，完全符合作者的

目标的。在每一个问题上，他先把异端人的错误．与公教神学家

的见解，作个比较；然后三言两语解释教会的道理，以及他赞成

的理由；接下去的，是紧缩的、坚强的、根据圣经、公会议或教

宗的通告，教父的观点，教会的习惯，神学家论的证理。思辨的

地位是次要的。人们每爱说：伯辣弥诺始终忠于他的原则：神

学，首先是神学，不是形而上学。每个问题是在疑难的缤密的答

案上结束的。

伯辣弥诺的几乎整个地包括在论难丛书中的神学，是本质地

考据的。为驳斥抗议教徒的错误，他尤乞灵于权威证理c 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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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方法，感不到多大兴趣，他不过随着机会，在加尔文派的嘲

笑前，偶予以捍卫而已。他虽有时也提出理智的证理；可是关于

形而上的领域的少，关于伦理领域的多。他最善于揭发抗议教的

原则的恶劣的后果3 不错，伯辣弥诺的神学缺少一种独特性；为

此用不到去指出它的纲领。可是，他的圣宠学说，当时在罗马酿

成鼎沸局面的圣宠学说，是应该予以一提的。

伯辣弥诺排斥巴内士的物理预定论（ La predetermination 

physique），也不赞成雷西邬斯等主张的整个的摩利那学说。他

认为：有效圣宠异于在接受前的第一行为中的足够圣宠；它所以

是有效的，为r它在预见的有利环境中是适合的。看来，伯辣弥

诺的圣宠i仑，就是适合主义；大家晓得，耶稣会总长阿夸微发命

令会士版依这个学说的通告中，存在着伯辣弥诺的影响。在预简

问题上，他也与摩利那不同道，他虽也努力证明：摩利那不在被

预简者方面，而在天主的纯洁的意志方面，寻求预简的原因。在

他眼里‘不但有效圣宠是适合的圣宠；可是天主选择宫，正因为

ξ是适合的．也正因为它要救援那个他给于圣宠的人；他的选择

的理由，是他要这个人胜利的意志 伯辣弥诺的适合主义，不应

该与奥斯定派的适合主义、混为－i炎〉

( z. ）实用伦理神学
耶稣会通过它的伟大的神学家们，托雷、发楞斯、发斯克

司，苏亚费士的一般的神学集成二部二节注解，可能尤通过实际

良心难题有组织的讨论，以及难题直解作品大量的出版，有效地

辅助了伦理神学的发展。耶稣会士的特点，不在发现了决疑学

( La casuistiqt时，而在更完善地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条

例，尤其是盖然论（ Le probabilisme）。当时最著名的耶稣会决疑

学者，当推托雷，若望·亚造（ Jean Azor ）、亨利克司（ H. 

Henriquez），尤其是山车斯（ Th. Sanchez) 0 山车斯是个出等的

伦理学家；他的浩如烟海的著作，这里那里，不无可以批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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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是，→般地说来，它不失为伦理科学的美丽之坊。这些权

威老师在耶稣会以内及以外，独树了一帜。若干后代的决疑学者

真正的失检，不应该归罪于决疑学，或盖然论。

盖然论允许在疑难中的良心，随意选用一个盖然的见解。在

形式上，它可能像是新的。应该晓得，圣奥斯定及圣多玛斯理论

地拥护下面的原则：“在疑难中，应该选择更稳健的。”（ In dub 

io tutior pars eligenda) 0 可是，他们的观点与现代学者的观点啕不

是一样的；为此，不能就强调，他们是反对盖然论者。盖然论的

原则，不管人们有理地或无理地说它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多明我

会士倡导的；十六世纪时，像就流行于耶稣会中；之后，虽经冉

森派在整个教会中的攻击，现在它普遍地教授于一切神学院中，

虽然它没有取代其他一切的公教学说尤其是同样的盖然论

( Equiprobabilisme）。它如盖然论，也可以说倡于圣亚尔方骚二

三摩利那主义

摩利那主义酋先是种关于天人合作的神学系统；因此．它也

影响到圣学其他的分支。这个主义的直接目的在攻击抗议教，它

在辩护学方面，提供了若干宝贵的便利；在实用训导方面．它也

足以使畏惠的多注意天主的公义，少关心他的伫善的灵魂，获得

安静。最后，它为富于积极性的神修（ Ascese ），也有极大的帮

助。可是，根据它的组织成分，它只谈了两点：一方面，天主的

知识，以及在先见功劳后的预简；另方面，圣宠的有效性归于意

志的接受；为此也称外在有效性。摩利那主义的所以异于奥斯定

派的学说，就种因于此。毫克疑惑，它的不少的拥护者，并不绝

对拒绝乞灵于圣奥斯定和圣多玛斯。摩利那自认：在问题最微妙

的几点上，与他们背道而驰。近代一个最爱推崇摩利那与天神圣

师相近的学者声明：他无意在圣多玛斯的著作中，找出摩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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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学系统；但强调摩利那的功勋在能具体表现浮沉于多玛斯传

统中的观念。

一、这个新学说的支点，是→种自由的概念c 自由的存在已

是个不容犹豫的事实；它绝对地排斥－－切影响；天主的影响也不

能确定地通过它的内力，强制意志追求这样东同，比另一样东

同二摩利那主义指出：自由的本质，正在受造的意志，虽必须追

求→般的善，在个别的善的选择仁，都能舍取由己 3 摩利那主义

本质地指出：在意志向我制定前，什么预定，是应予放弃的。圣

多玛斯所以从意志方面驱逐在兀灵之物身上，物理预定于一的篇

幅，扩展至」切的制定 而意志不口I能受天主这样的制定。这个

自由观念，原则地控制着神学系统的其余一切。这个系统的组

成，适所以使它边符合信理，边排斥误解自由的披雷杰及半披雷

杰异端的。这个神学组织，时关于天主的感动， H>t关于预简。

天主的感动可能或是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二（于）即使在

自然界中．也没有物理的预动 (I情－motion physique ）：天主的影

响是种合作（ Concours ）；它不关于行为之能（ La faculte opera

tivf'），而双管齐忖也关于行为本身。最后，天主绝对不是成绩

的整个原因；整个的原因整个地又是天主，又是人3 在这一切观

点上，摩利那故意走离了圣多玛斯。（丑）在超自然界中，天主

的影响，或圣宠，也不是加于灵司的→种超自然的感动，而是直

接给予生活行为（ Actes vitaux ）的一种帮助；尤其是关于理智

及意志在自由采取超自然步骤前的不经心的各种行动的。超自然

行为的可能性，也是与它有关的 c （寅）准备灵魂产生超自然行

为，以及助它产生的圣宠，是本质地同样而独 A的：开始时是足

够的；之后，通过意志的接受，而变为有效的二前导的

( I》venante），激起的（ Exe山nte ），行动的（ op手rant、）圣宠，

一变而为后来的（ Subseqt阳配），辅佐的（ Adjuvante ），合作的

( Cooperante）圣宠．虽在本质上，仍没有变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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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简至少通过天主的知识，也与人的意志发生联系。无疑

地，摩利那坚持整个预简的无代价性；叮是，他为在另一角度下

研究预简于光荣的道理，作出了一个新的工具。达类思

(D’Ales）指出：它的特性在把“中知识”（ La science moyenne ) 

引人传统观念组织c 他虽不像发斯克司，把被简者与被弃者的命

运，看得几乎如出一辙，他却强调理智的任务，而使苏亚黄土通

过明智的反感，边予以缓和，边强调意志，甚至使他在这微妙问

题上的学说，接近巴内士的。

二、摩利那主义的预简观点，是本质地主知的；它是基于

“中知识”的；它的价值应视它的基础的价值而予以批判。

中知识在摩利那眼里，介于天主所以认识他的能力所及的 A

切的自然知识，与天主的自由知识（ La 町ie时e libre ）之间 c 天

主通过自由行为使可能存在的，实在存在土自由知识就是随在自

由行为后的那个。这两种知识，是与多玛斯派所说的天主所以认

识、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纯智知识（ La science de simple inte lli 

gence），以及天主所以认识尝存在，会存在，将存在的东西的实

见知识（ Lasci凹ice de vision）相近的二中知识应该放在上列两种

知识中间，它的对象是一切可能存在而实不存在的东西（ Fut uri 

bles , ou futt川 conditionels ）。这些东西，在天主I：智的各种措施

中，先于他的一切意志的行为，它们比可能的东问更接近实际；

它们标帜着一种有条件的偶然的存在性3

这里，为便于明了“中知识”的实用性，应嵌一提“中知

识”的·般对象。实在，它们无非是天主意志根据他的上智的，

可能为人们作出的一切决定。因为一切可能的，纯理智零落地看

到的东西，能发生联系，而根据自由意志，或选此或择彼的条

件，组成无穷的可能的秩序。无穷聪明的天主，能看到 A切可能

的选择，能明朗地认识它们，而使每一个上智的秩序，变成整个

的一个，并且保持着它的意想秩序的个性。天主的意志，在



第五章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 的l

“中知识”的指导下，终于选择了一个秩序；这个秩序，通过一

个自由的决定，从意想领域，走进实际领域；实见知识是与这个

实践联系的。

这个对于可能存在而实不存在的东西的认识是很神秘的；人

们为解释这个认识，作了许多的尝试c 摩利那的见解，摩利那派

不同样地予以注解。若干人首先注意于“协调”（ De concordia ) 

rp提出“中知识”的基础，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彻底认识的

篇幅；而这个彻底的认识或是关意志的，或是能影响它的行为的

环境的 l二再者，天主通过这个认识，能确切认识他的将来的决

定c 若干人似更准确地以为：摩利那的“中知识

于白己本性的一种无穷的认识；而他的本性被视为－切的典型 7

这个认识就是被称为白由意志的彻底认识；它在天主也不是一种

被动的行为，然是一种积极的能力二通过它，天主认识可能的－

切，而以集中于上智不同的措施下。这个能力是一种造化的能

力：天主的理智通过它，内在地计划万千的思想世界。这些色彩

不同的见解. f巧未能解除

可能的东两的争口识的K 另rj上 若干哇利那派竟1二脆地承认他们兀

能予以解释r 还有→部分学者．看到那个摩利那推崇的“超彻

底性”（ La sur 

」才、解说； I可是．他们的一贯地坚持“中知识”的原则，是不

容否认的ο

兰、上列的理论的应用可见于预简及圣宠神学中 cc （子）在

天主选择的所以实现的计划中．被选者因自由地忠于圣宠，将获

得光荣；犯罪者因怕恶不饺，将受到处分。天主通过“中知

识”，认识他们；善人的被预筒，逻辑地在天主看到了他们的功

绩后，正如恶人的被处分，也逻辑地在天主看到了他们的罪恶

后予自由绝对没有遭受损害；毫无疑惑，在天主选择的 A个计划

下，各人的命运．在思想领域内啕也决定了下来；可是，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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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人自己去予以决定。 （丑）天主通过“中知识”也认

识，每一个计划需要的圣宠，可是，它们不是强制的，它们让意

志自我决定。圣宠的在某－个计划下，所以有效，是在由中知识

的意志的同意。在摩利那看来，自由的本质是在意志在天主外白

我决定。中知识看到这个纯思想的决定；这个决定将来在实际领

域内，就是在天主的感动下，还保持着同一的本质，意志自身的

利益。这个我们在上面纲领地指出的学说，不同该视为半披雷杰

主义。

四、摩利那学说经过长久的学者｜间的斗争，才得自由教授于

教会中。下面我们向该三言两语地予以 A抒σ 在十六世纪露面的

这个有关神学的学说，实在太新 f ：在若十二观点 F，它的大胆不

能不使代表奥斯定派反多玛斯派圣宠道理传统的神学家，不表示

诧异。其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巴内士；他不捎懈怠地在他的修会

内外，攻击这个新学说。 」五八九年，他就控诉摩利那，在他的

第二版著作中，进’步说明了他的见解c 在对于耶稣会士，好像

没有多大友谊的格来孟八世执政时，纷争益趋尖锐，始在法拉多

利。一五九三年，表演于→个多明我会士所作的一系列予以排斥

的演讲内，次年表演于或在耶稣会士间，或在多明我会士间的公

开的矛盾的论文辩护中。当一五九四年，罗马表示亲予处理时，

摩利那加于巴内士的攻击是徒然的乙相反地，一五九六年，巴内

士争得使罗马专门研究摩利那的著作。

所称的“宠佑之争”（ De auxilii时，一五九八年，开始于罗

马，且迄一六O七年。审查被控诉为异端道理的会议，从」五九

八年至一六O二年，是由枢机们主持的。一六O二年，教皇们亲

自出席指导，格来孟八世执政时，尤研究了摩利那的学说。 →般

地说，计有关于自由意志的本力，中知识，预简以及天主圣宠的

善用c 人们不停地把摩利那的道理，与圣奥斯定的道理相比c 教

宗视圣宠圣师的学说，为正统道理的试金石c 统而言之，会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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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意见，不利于“协调” ( De concordia）的作者。可是，格

来孟没有正式地予以谴责；这位教宗驾崩于一六O五年＇ i亥年末

尾，保禄王ii上，由于切愿解决问题，重新召集会议，并且核准审

街”物理制定”（ La pr岳《i已tern

端久经，哇利丑f)d匠工t击的道理：可是，本半审查员的意见，是有利

于多明我会的。在会议过了六个月后，教7-K －」 ffu命令停止会议，

一面要求参加会议的学者书面提出，意见．而且还声明：他将于相

当的时期，正式予以解决。摩利那的四二个被控诉的措定，禾受

撤销 σ ←一六O七年，八月二八日，圣奥斯定赔礼，保禄五世最后

4次咨询在场的枢机们；他们的地解是很纷歧的。于是教宗结论

说：两个学派既然在信理上没有异见，而只在解释t不同．无需

宗座即刻加以干涉民这样－个声明，就结束了那个有名的“宠

佑之iJ-" c 这也是在重要问题上，自由选择」个神学系统的胜

利。之后，教会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度，本笃十四世，于→七四八

年．七月十三日，又F令予以维持A

E然．这个解决是明智的丁天主全能及自由意志的协调，是

个 )c ；去彻悟的王）］： 为予以解释．这两个学说，各就各的观点，

说明了这个奥迹的一面．都不是元闸的二我们认为．在加尔文主

义前，自由的强调．是特别地合适的；而为那些怵于天主无限权

利的人，在这个学说里．能找到一个像比较和缓的思想，也是不

无小补的了漫长的争论足以证明，对于新学说的研究．是极严格

的。这个斗争还有其他的利益。耶稣会总长阿夸微发，虽为摩利

那辩护，并不强令耶稣会…体予以接受。他向耳IS稣会正式指出的

圣宠道理，是苏亚费士的比较更接近圣奥斯定学说的“适合论”

( Congruisme），圣伯辣弥诺的适合论与苏亚费士的适合论没有多

大区别。



694 教父学大纲卷四

Les theologiens jesuites du XVI e siecle 

Le molinism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H. Hrnrrn' Nomenclator, t. III. E. VA'ISTF:F:'iilfROHE ' 

molinisme, clans Diet. thcol. , col. 2094 “ 2187. x. LE BACHE LET' 

etc, ]<!suites, clans Diet. theol. , col. 1012-1108. 一Etudes sp三－

ciales sur ch叫ue auteur, voir en note. 一Les plus en vue parmi les 

r居cents defenseurs du molinisme: G. Sc11NEEMAN', S. J. , 
Controversiamm de divintE grαtitE liberique αrbitrii concordiα initiα et 

progressus, Fribourg en B. , 1881 T111l1 Rrc\o飞， Bαnez et 

Molina. Histoire, Doctrines. Critique metaph_)sique. Paris, 

1883. Bαnnesiani.1me et moli卜nisme. Paris, 1890. 一一生. rr Ai 日’

Predestionation Providence, dans Diet, Apo!. , col. 236 ” 256, 445-474 

( Examen de la predeterminαtion physique) ; Providence et libre 的时，

Paris, 1927, A忖ides divers clans Rech. de science relig. , 1917, p. 1-

35 , etc, Revuethom. , 1927, p. 231 sq. J. S11 FL口， S. J. Num S. 

Thomαs prredeterminαtionem physicαm docuerit , In叩ruck, 1920 

( Cf. Revue thom. , 1924-1928, not凹 di verses du 

P. Martin. 0. P. ) . Expos层 du molir山me par u口 thomiste:

GlHHRMT\, La grllce sufjisante, clans Rev. thom. , 1902, p. 60-76. 

Panni les theologiens contemporains qui admettent le molinisr肘， a des 

de gr臼 tr＇吕s divers d’ailleurs, citons Mazella, Franzelin, Pesch, 

Billot. 



第六章 方济各苏亚黄土

一 苏亚费士的生活及著作

苏亚黄士是耶稣会中最伟大的神学家，认识了他，像认识了

一切学派；或如鲍书爱所说的．认识了 4大半的现代学派。他的

几于整个的生活，是在教授中度过的，先后共四0年，而后二十

年，是在因他而声名远播的哥印｛白拉大学中渡过的。一五四八

年，他生于格林拿达； A五六四年进耶稣会，读书于萨拉曼｛11Do

他的哲学的老师是个耶稣会士，可是，他的神学，是在该城多明

我会神学院中i卖的 3 在他的学聘中，开始时，他曾经过了一个痛

苦的阶段；之后进步如飞＝ A五七－年，他毕业后，就受命往教

授哲学于基额维亚；一五七四年‘又任神学教授。计一五七四年

至－ 1i 八二午．他执教于法拉多利． A五八0年至」五八五年，

他执教于罗马大学；当时古西邬斯正在那里求学； 」五八五年至

~11：九三年，他执教于亚尔喀拉；一－ -IL 儿子：年至~Ji九七年，教

于萨拉曼加－…五)L六年，耶稣会上峰，？旬斐理伯二世的请求，

遣他重临哥印伯拉任教； A六一五年停止教授， A六一七年， j盎

然长逝 3

苏亚黄土留F的著作，汗牛充栋，在教会文化上，占着一个

极重要的位置c 它们都是关于神学的。它们是依照圣多玛斯的神

学集成（ La Somme th创logique de Saint Thomas）的题材而编辑

的，虽然它们的著作及刊印时期是不同的。这可以允许后人把师

生两个的著作彼此比较之后，就能晓得他钻研了几乎整个的神

学＝若F问题（真宗教伦、教会论、正义与权利论），虽兀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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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题，他也频繁地在其他的标题下，予以研究f 可惜，他没有

写一篇神学导说，也没有写神品论，婚配论，以及四末论。

苏亚贵士的圣子降生论，问世于一五儿0年；他的基督传出

版于一五九二年。阿夸散发为 J’希望耳I~稣会具有自己的圣多玛斯

著作注解，尝督促亚尔喀拉的教捏，集篇成卷；可是同时叮嘱他

要提高警惕，毋引起多明我会士的反对3 说也稀奇，他的闲难不

是从会外而是从会内来的。前l!Ji.尔喀拉教授发斯克司，尝于一·五

八五年，代替了 ;jj；亚费士因病离去的罗马大学教职， A五九一

年，又报到了亚尔喀拉；就开始尖锐地批评他的教材。为了和平

起见，苏亚费士于~Ji 九三年，造赴萨拉曼伽， －面教授神学，

→面从事著作 这两位神学家在不少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r 关

于天主的公义问题，一五凡九年．他们！可发生了公开的斗争二发

斯克司否认在天主存在着～，种对于受i主之物的挟义的公义 阿夸

微发应该劝导他们，以爱德为重3

他的圣事论（一五九九年），以及使他声誉远播的形而士的

辩论（一五九七） ( Disputationes methaphysicoe ），是在他执教萨

拉曼伽的阶段内出版的〔 d五九三、一五九四年间，剧烈的宠知

之争（ Controverses sur la grace ）起；那个时候，他还在萨拉曼

伽二显然，他站于耶稣会十7方面，可是对于多明我会士的态度是

非常审慎的二他在这个大斗争中的活动是间接的 一五九｝L年龟

为使摩利那与耶稣会避免像近在眼前的 A个教会谴责‘他刊印了

他的神学小册子（ Opuscules th创ogique叫 ο 他在小册子中努力捐

出：“中知识”，以及一种天主与圣宠的合作观念，不染什么披

雷杰主义色彩。当时他又发表的他的一种适合主义（ Systemt~ 

congruiste）。他保持着摩利那主义的重要成分；又加上了若干借

自巴内士的措定产这虽能缓和若干人的心灵，却更烧起了这个猛

烈的多明我会士的怒火σ 一六O四年，苏亚费士往游罗马之际，

通过他为巴斯提德神父（ de la Bastida）需要而写的若 f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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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杀青于一六五五年的《有效圣宠真谛》 ( De vera. intel 

ligentia auxilii efficacis），以及他与格来孟八世私人的谈话，更直

接地参加这个纷争。二六－0年句雷西邬斯出版了《有效圣宠

论》；它所论述的是纯粹的摩利那主义（ Le pur molinisme ）；可

是“协调” ( De concordia）中没有的“预见功劳后的预简”一

语，却见于该小册子内二苏亚费士及圣伯辣弥诺都予以攻击；一

六－三年，卡二月卡四日，阿夸微发下令耶稣会跟随苏亚责士的

学说。

当时，苏亚资士到处享着）个世兀其民的声誉。巴内士及发

斯克司死于」六O四年。苏亚责士前在萨拉曼伽所遇的同会士们

的攻击，几乎已一归而空 一六O 三年，圣礼部（ Le Saint 

Office ）谴责他的“远地告解有效论”（ La validite de la confession 

a distance）；该论见于他的告解论中。 －六O四年，作者亲向圣

礼部交涉，圣礼部仍不肯取消，这是极特别的一点。保禄五世为

了他的一篇保护宗座权利的论文（这些权利，在他厉禁论（ De

censuris ）中，他早已予以拥护），于一六O七年，十月二月．颁

发了→道褒奖他的纶音（ Un bref elogieux ），甚至称他为出类的

及热心的博士（ Doctor eximius ac pius ）仨他的伟大的作品．《天

主论》（一六O六年），《宗教论》 （一六O八至，六O九年） 0 

《法律论》，益使他身价十倍ζ 一六一三年，他向宗座大使的请，

写了有名的为信德辩护，论敦国的关系（ Defensio fidei sur les 

rapports de l'eglise et de l'Etat ），藉以驳斥英王詹姆士一世的见

解。可是苏亚责士推崇的《i未暴君合法论》，虽出以极审慎的笔

墨，使耶稣会在英国及法国遭到了不少的麻烦c 这些困难给他的

痛苦，洗涤了这个立志终身寻求及维护真理的勇敢的修士的灵

主二他寻求真理，不但通过理智，也通过灵心。教宗称他为热心

的博士（ Doctor puis），真是名符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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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费士的哲学和他的影响
马翼（ L. Mahieu）指出： “苏亚费士在公教思想界上的影

响，是深刻的。通过他严格及明朗的方法，通过他许多合乎中庸

之道的解答，我们也尽管可以说，通过他清楚及漂亮的语言，他

是耶稣会中首屈一指的博士。他自己的声名，与那个赫湛的，在

攻击异端斗争，以及在宣传与保护基督信仰运动中，有光荣表演

的耶稣会声名，同时增高着”。苏亚费士的著作，尤其是关于神

学的；可是，他的神学正因着他的哲学而别有风韵。他的路线介

于圣多玛斯以及斯各德与奥坎之间乙最后二人间，虽有许多予

盾，也有不少相同点；他们尤能，致地放弃圣多玛斯的权威。苏

亚费士利用了他们的批判ο 他审慎地，有力地，提出他们的ilE

理，而参以自己的观察，而终于组成了一个新的：衔接的学说系

统；谁若怀着好意去予以研究，谁就会感到它的－‘贯性及伟大

性。这个著作的强有力的特性，尤表现于苏亚费士在哲学上，与

圣多玛斯相反的地方。这里，我们予以提出，并不在压低哥印伯

拉博士的声价，而在强调他的坚决的人格。

4、苏亚费士哲学最特别的 4点，是马翼氏所称的，“变态

论”（ Le modalisme）状态观念不是由他创造的，而是他从卡泽

坦借来而经他修改过的。这个观念维持着他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的

统一性，这个形而上学是新的，异于圣多玛斯的。

“状态”本是用来维持万有的单一性的；这个单一性从苏亚

费士的区别定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区别（ La 

distinction）是可分性（ La 始parabilite）的同义语。分离是区别

的标帜；行（ Acte）能（ Puissance）的意义，为好幻想的理智，

既没有多大帮助，苏亚费士为他们把物理领域与形而上领域，混

而为一。可是，一个混合体的成份既被拆开，它们就彼此不相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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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而只相并立了。那末，单一性就由状态而复立；状态在万有

上虽不加以什么新物，它却是一切本质状态（ Mode substantiel) 

以及偶性状态（ Mode accidental）变化的直接原因；而本质是它

们的对象。在这些变化中，首先应该指出：一切泪合体的不同成

分间的联系。例如物形的联系，本质偶性的联系，灵魂肉身的联

系等等，都是一种状态的结果。苏亚费士过度地增加那些状态。

他跟着斯各德在多玛斯派标帜的实际的及理论的民别外，作出了

一种中间区别（ Disti配tion k配rmediaire）；它不是斯各德派的形

式区别（ Disti时tion formelle ），而是状态区别（ Disti配tion 

modale）。状态区别非它，就是那个存于一物以及它的存在方式

的区别。

二、除掉这个形而上的变态论，在苏亚费士的实体论

( Ontologie）中，也不少与圣多玛斯背道而驰的基本理论。（子）

由于不容易放上一个状态（ Un mode ），他直接地否认本质

( L'e附nee finie actu衍）及存在（ L’existence qui la pose dans 

l'xistence ）间接的实际的及状态的区别。那末，本质及存在的同

J性，已不是天主的基本属性；而天主逐因以与受造之物接近。

（丑）苏亚费士的类比观念伍’Analogie des concepts ）论，

又使天主接近受造之物。他一方面否认奥坎主张的“天主之有”

与“受造之物之有”观念间的单义性；另方面，他认为多玛斯

派的间接比例类比（ Analogie de proportionalit岳）是不够的；于是

他添出了直接比例类比（ Analogie de proportion）这个类比，他

称之为内在归属（ Analogie d’attribution intrins问ue ）。

（寅）多玛斯哲学行能说（ La doctrine de l'acte et de La 

puisance），也因苏亚费士对于能的另一种界词，而遭受变化。

他强调纯能不存在，为了能是不可能独立的。

（卵）他指出：第一物质（ Materia prima）包藏着一种推它

进入存在界的物行（ Acte entita-tif) ；这个物行允许天主在不受



700 教父学犬纲卷四

形式节制的条件下，使第 A物质存在。如果物质已具有一种近行

性（ Une certaine actualit叫， 一种物行（ Un certain aete ），那末，

形式的任务就要削弱了；那末，苏亚费士势必要承认形式的多种

性了。可是，他的拥护圣多玛斯的形式唯 A说，不过视以为 A种

盖然的道理是了。

三、苏亚费士的本质与偶性的定义，也是另有一个宫的。

（子）圣多玛斯不视偶性为物，而为物的物（ Ens entis ) ；相反

地.~；亚费士认为：偶性也是一种物，因为它与本质的类比，是

一种真正的直接比例类比，而不纯是 A种间接比例类比。再者，

本质增长着，而且在物 f本中句白有本质成分（ Par-tie~ 

essentielles ），以歧不 r'i “量” ( La quantit叫来的完整成分

(Parties integrantes) = 13[：末，量的任务是很平凡的了：使本质的

部份与它的部份配合，予以扩大，予以发展．便立们与官占着同

一的地位。看来，量已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人家己差不多不可

能证明它的实际存在。

（丑）从这些见解里，结出了·个关于圣体的特别观点．而

且苏亚费士的空间界词也是很古怪的：地方限定性（ La

locali阳tion ）不纯由于四周面积引起的一种外在的限制 υ 地方限

定性是寸、容纳者（ Le contenant ）加于被容纳者（ Le contenu ) 

的 A个积极的包围。它透彻本质本体c 量（ La quanti te ）有它整

个在整个，局部在局部的地方限定性（ Cir《；a《 JI

体有它整个兼在整个及局部的地方限定性（ Definitive ） η A物JL 
地性（ Multilocation），是可能的，整个在整个，局部在局部的地

方限定性，也不能予以阻碍；而这点圣多玛斯错误地认为是矛

盾的c

（寅）苏亚费士的关系（ La relation ）理论，也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理论使他声明：可能予盾律不适用于天主的各种奥迹c

苏亚费士在关系中，不但不把偶性的一般性（ Esse in ）别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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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特殊性（ Esse ad）；又不承认：如果前者依于本质，代表关

系的物质面的话，那末，后者应该单独地代表它的形式面；而形

式面；是一种切定关系的网素。苏亚责士指出关系的特殊性，就

是偶性的一般性；多玛斯派关系的特殊性，视以为一种极微的实

际的偶性。在苏亚费士眼里、关系的特殊性，或没有什么实际可

言，或具有一个了不得的实际；因为面对圣三奥迹的他，应该把

一个独特的优点，归于关系。

（卵）这里，我们想再指出→个关于 A般形而上学的措定；

这个措定可以应用圣王及降生神学上。这个措定，是苏亚费士尤

为了降生奥迹中的人格（ La subsistence ou la personnalit巨）问题

而作出的。苏亚费士认为：人格是一个本质的状态（ Mode

s山stantiel）；他不跟卡泽坦把它放于本质及存在之间（ Entre 

l' essence et 1’existence）；然把它加于业已存在的本质上c 因为他

始终认为本质及存在是二雨一的。可是，这个天外飞来的．附于

已经组成的本质物上的状态，随你怎样说，不纯是偶性而何？由

身灵组成的人的单一性．尤其是基督的单一性，势将受到严重的

威胁；苏亚责士层出不穷的状态实在无法予以解除。发斯克司为

着他的许多的状态，而予以嘲笑，不是毫无理由的。

在心理学上，苏亚费士及圣多玛斯间，还存在着若干予盾

点；它们虽尤是关于哲学的，然也足以反映苏亚费土思想、崇高的

特性；即使在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也不在例外。因此无怪现

代人们推崇的工四个多玛斯的措定，频繁地是与他的思想抵

触的。

自然神学及神学

苏亚责士通过他的影响，和他的广大的著作，无疑地是近代

的第一流神学家。他的活动及于各项神学：教理学，伦理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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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他的折衷说（ Ecletisme）是他成功的一个大秘诀；可是他

的成就尤当归于他的著作的非常的优点，以及时代的潮流。在这

个教会学者面对抗议教徒，埋头于阐明传统道理的世纪，：苏亚费

士的观点，伐他无边的学识，大有风行草惺之慨。在表明他个人

的见解前，他忠实地先叙述自古以来学者在神学上发表的学说。

或说昕了苏亚费士，等于听到了－切的学派，就为了他的广大的

学识，以及他深刻的批判，，这个丰富的学识，无碍于它们的深刻

性；他引用的哲学虽无纯粹的多玛斯主义有出入；可是哲学在他

灵巧的手里，始终是样！坚强的武器。他在不少的观点上，通过聪

明的提案．为神学的思辨，打开了新的途径飞他谨慎地效法圣多

玛斯，即使在他表示新见解时．也不在例外。苏亚费士说“在

自由的思想领域内，我努力效法圣师的表样与智慧．常宁愿、选择

更符合热心，理智，传统的见解，而放弃→句j予以违反者＼这

里，我们只乐于提出苏亚责士的尤能耸人听闻的几端道理：因为

一般地说来，他的神学是天神圣师的回声。

（甲）天主

＼存在。苏亚贵士没有保持多玛斯五路基层的一贯性。它

们叮以总括于 F面 J个原则巾：优者不可能出于劣者．或只有高

级足以解择低级c， 苏、臣费士把第四路（物的等级人全部予以放

弃，而攻击第一路；这路是通过行动而t达天主的：苏亚费士抹

煞了行动的」切形而t的意义。他的天主存在的证理，具有两个

阶段：（子）他首先通过功时的证理（多玛斯的第二路），证明

一样非受适之物的存在； （丑）接着他肯定非受适之物的独 A

性。他的iit理有两个：一为实验的，出于于宙的美丽及秩序；）

为形而上的； 1王实在是必然意义的分析。这个独一的非受造的东

西，就是天主。

二、属性σ 苏亚费士把天主的属性．分为三毛类。第一类可说

元异于天主的性体，而且是天主本质的组织成分c 第二类是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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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物的观察得来的；而得来的途径是否定法，及消除法。这类

的属性如：元量性，不变性，不可剖分性，不可捉摸性。第三类

是本为受造之物的积极优点，而以归于天主者c 它们在天主及受

造之物间，树立了斗种纯为类比的肖似性。我们已经指出：苏亚

费士通过他的受适之物的本质及存在同一的措定，以及造物及受

造问的内在归属比类的（ Analo~ie d’attribution intrins问ue ）措定，

显著地把天主接近受造之物c 相反地，他放松了自由受造之物的

行动与天主的关系；他所要求的，是天主的同时的一种协助

(Un concours simL 

。

、
、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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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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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 

三、圣三c 苏亚责士差不多像卡泽坦，承认天主具有一个绝

对的持续性（ Subsistence absolue ），就是性体的持续性；以及三

个相对的持续性（ Trois Subsistences relatives），就是位的持续性。

在天主，三位与本质的区别，是理论的：因为本质优越地包括着

位的美善，而位的美善是极特殊的：因为天主的位，不由于天主

的本质c

（乙）圣宠与圣事

·、圣宠二苏亚责士在神学中最大建树之A，是在摩利那学

说范围内，创出了一个新的，比摩利那的更缓和的圣宠论，就是

所称的适合主义士根据上面的几章，我们可以梗概地说：苏亚费

士认为，圣宠是外在J也有效的，边为了意志对于所受圣宠的同

意，边为了那个圣宠是适合的。这个适合性，少由于内在的一个

特点，或一种强度，而多由于与圣宠本质地无关的一般环境；而

圣宠与同意的必然联系，是天主经“中知识”而认识的。

二、苏亚责士的预简论（ La pr岳destination ）及预弃论（ La

reprobatio时，是与奥斯定派的道理相近的。他不承认它们在功

过预见之后。他如巴内士以为：顶简或预弃，都是天主意志的行

为，无关于将来的或有条件的行为的预见。为解释预弃，多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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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神学家在天主区别了一种双重的意志，一为前提的

( Antecedente），它是关于对象本身的，譬如一等人；一为后承

的（ Cons句1阳1时，它是对于他们，而同时附着允许许多人堕落

的理由。苏亚费士认为：预简是一种积极的与肯定的意志；至于

预弃，与其说它是积极的，不如说它是消极的。再者，巴内士指

出：天主在他的决议后，或给予，或拒绝给予人们的有效圣宠，

是物理地有决定性的。可是苏亚费士认为：它们的所以不能错误

地有效，纯为了它们对于意志的适合性。

兰、圣事ο （子）苏亚费士跟着多玛斯派也承认圣事具有一

种真正的物理的原因性；可是他的解说，是很特别的：工具在主

要的原因的影响下，推动从顺的积极之能（ La puissance 

obedientielle active ）二他承认一个自然的原 l:fs! ＇藉天主的协助，

能产生超自然的成绩：这个学说是前进而聪明的：它又助他解释

耶稣基督人性，以及地狱之火的影响c

（丑）他的关于圣体的理论，自然是基于他的量、有形物

质、以及地方的形而上的界词的；它也是特别的。他以为：基督

肉躯存在圣饼内的事实，本质地与这个肉躯的存在无关；且与它

自然地在于一地，也没有关系 r 这个存在 即使在基督降生前或

他的肉躯不在天 t时，也可能继续下去的。说这个存在是有地方

性的，就是说基督肉躯的存在，充满着圣饼的空间；但是它同时

是本质地超自然的；因为它把整个的有形的物质，不分彼此地放

在圣饼整个的空间中．以及它的每个部分内。这个存在的原因，

就是所称的“变质”（ Transsubstantiation) ；而基督的肉躯因以保

持于圣饼内；这个保持具有一个真正的“再生” (La 

rep rod时tion）的一切特性。最后，苏亚费士提出了一个新的关

于弥撒圣祭本质的解说。

（丙）基督与教会伦理与神修

－、基督与玛利亚。（子）圣子降孕的目标，一为世界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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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世界的救赎。可是，苏亚费士强调：即使元祖没有犯

罪，圣子也会降生的。那末，他的学说是实在与斯各德的学说相

同的。

（丑）位的结合（ L’Union hypostatique ）他是用他的持续学

说（ Sa th品。rie de subsi”tenee ）来予以解释的；他在本质及存在

上加出 F一种本质状态 （ Mode sustantiel) 0 这个学说果能说明基

督人性的完整性；可是，使基督两性的真正结合的解说，我不说

是不可能的．却是很｜科难的 L

（寅）圣多玛斯说基督具有主种知识：荣福的享见（ La

vision beatifique ），天神的天赋知识（ La science infuse 

ang岳liqu叶，人生求得的知识（实验的或理智的）苏亚费士指

出：这最后一种关于理智的知识，很早天主就贼于基督c 他像有

意稍稍压低这种知识c

（卵）欲调和基督的自由与死的命令，是极困难的。苏亚费

士不但跟着多玛斯派，百认再在着什么真正的命令，他也否认有

条件的. l'X:1部份的命令；甚至连单纯的意愿，他也不予承认，他

只承认关于救世主钉死十字架的问题．天主具有 A个绝对的意

志；可是，它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出于善意的c

（辰） ~1J:11E责士很幸运地在圣母兀J'(j始胎问题上，与多玛斯

派分道扬~l!\( j－六世纪时，这端道理日趋普遍，大半的修会予以

拥护，而且命瓦九气年‘它已变为耳［）稣会正式；单认M1 －端3 如圣

加~削，如圣f白：煤弥诺，苏亚责士远用他的神学权威句为宣传这

个热心的传统3

：教会产基督的日身（℃ontinuatrice du Ch1ist ），为完成r仨

的使命，拥有绝对的权利；可是，在这个抗议教猖獗的世纪，受

到了空前的政击ο 苏亚责士为保护这些被蹂躏的权利，尤其是教

会的治外法权．以及教会对于国家的间接权利，写F不少的论

文士他的巨著，“法律论”（ De legibus ）也是而且尤是－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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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它为作者争得了权威教律学家的声誉。

三、伦理与神修。苏亚费士实在是个伦理学家，他的理论是

多玛斯式的，不是决疑式的（ Casui-stique ）。“法律论”是关于

这类的重要作品；这是‘部多玛斯神学集成中十九个有关伦理问

题的广大注解。它的篇幅是浩繁的．它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宗

教论（ De religione ），在若干方面看来，是同等地重要的。它所

包括的：先为一卷一般的基督神修论，后为→卷驳斥诬蔑耶稣

会者。

苏亚费士在宗教论的一卷中，纲领地指出r基督神秘神修的

原则，尤其是A它的基层因素．瞻祷（ La contemplation ） ζ 他不忘

援引前人，尤其是做克式诸子，以及圣多玛斯 他以为附祷是灵

魂对于天主真理的一种凝神童，志的追求；而灵魂还怀着热爱，深

长地予以体味。它本是二个单纯的行为，虽然它可能以推论为前

提c 圣神的三恩、帮助灵魂予以产生：聪明钻研真理，明达与上智

予以体味（在天主，或受造之物）。简单地说：这个行为可以通

过爱情的活动而延长。而且这个活动 轮流地会产生：赞美、感

恩、惊奇、崇拜、热心、服从、愉快的情绪。这个积极的及圆满

的瞻祷，是合路的特征，是完人的特恩。它可能使人五官停止行

动，而进入出神状态3 这个道理在一阵非常迷人的新光下．透露

了这个热心神学家的灵魂。

Fran♀ois Suarez ( 154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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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神修

一复杂的潮流

文艺复兴的思想潮流啕是极度错综的，甚至神修也深深地受

到了影响 r 首先，许多的教友文人，有意在当代引起一种精神反

D\f. ；他们的著作．例如爱拉斯摩的，都是不容否认的铁证c 他们

推崇的理想，－一般地说，是相对地高植的；呵是，他们的或萌于

心灵中，豆X: r止于写作中的剧烈的世俗用，L、．阻止着超自然精神丰

盛的发展。真正的神秘神修（例外是有的）虽能是文人的事．

尤是伦理问题；即使有若干文人，高谈神秘神修， 」般地说，所

谈的是极简单的，而且每是理论的．而不是实践的r 圣方济各撒

肋爵能很好地‘把最纯粹的神秘学， Lj最细腻的人文主义，打成

少L 圣师的神修论，虽点缀着鲜艳的花，内容是极严肃的c 但

是，日内瓦主教是个例外τ

在这思想提j屯的世纪里，人文潮流的对面．我们可以找到」

系列非常丛胖的伪神也主义团体。路德教本身．在主；1工观点 f,

也不过是个虚伪的电异端的．反动的冲秘说：它在整个的德国．

产生了－fl＇（：‘的徒子乞即使在远离抗议教中心的西班牙，伪神秘主

义，在亚降勃拉陶斯派（ Alumbrados ou Illumine川的沾功 F,

也造成了·个真正的危机。十六世纪初j‘他们已在安达卢惺亚

( Andalousie ），地头露面 c 教会颁布：iffi令电予以谴责，也己一世

纪多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定型的道理组织〉可是他们一致相信：

存在着达到一个成全境界的可能性；在那个境界内，人巳不会犯

罪，或至少罪巳不复为罪；于是就产生了若F罪恶的结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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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教会的圣统制，圣像敬礼．并且高唱事业的无用性。他们的

寂静主义，是综中世纪伪神秘主义者的；且与抗议教有密切的关

系，而为它在半岛上，开辟道路。因此西班牙教会按察厅

(L’inq山sition），对于或近或远地关于神秘主义所持的态度，是

坚决严厉的J

反神秘主义运动，不单由教会按察厅予以领导，善意的神学

家，尤其是人文学者，也帮同予以展开。麦尔基奥·伽诺（ Mel

l'hior Cano）是当时人文学者中的－个巨头c 在这个暴厉的“照

明主义”（ Illuminisme）仇敌眼里．几乎随地是照明主义。因为

他的成见，他被称为：塞维尔总主教，斐尔农陶·发尔对斯

(Fem ando de Valdes ）大按察厅长的不祥护神（ Le mauvais 

g岳nie) 0 他竟控诉了他的同会士，后来的托利多的总主教，喀郎

萨（ Carranza）枢机，使他被弘｜禁了 A个长时期 J 路易·格林拿

达（ Louis de Grenade ），圣依纳爵·罗耀｝~.Z ＇ 及一般的耳15稣会

士，都被他视作蒙着照明主义的挠’云丁奥斯定会士，路易·雷

翁，坐了好几年监；其他的名作家也得眼见他们的作品，或被列

入禁书目录．或被放在嫌疑之列 J 这种不合理的作风，部分地足

以解释骂时伪神秘主义为害之烈飞

叮是，真能反对伪神也主义的道理运动句是由 t·六世纪伟大

的神修家领导的那个。他们的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终于完成了那

些严肃步骤只能准备的任务。圣依纳爵的神操，虽带着神秘神修

的倾向，却是基层地神修的；官应该被列于第－行。在神秘神修

方面．圣衣会的两个会祖，圣女德肋撒及十字若型的著作，补满

了它的不足？圣方济各撒肋爵，在 4种富于人文主义，热心人文

主义（ L’huma-nisme devot）的作品里，奇妙地综合神修及神挝、

神修两种潮流c 对于后列气个丰＊修家的道理，我们将特别予以介

绍。眼然，他们的道理，虽都有传统的渊源，无论在方法方面，

在思想方面．都是很油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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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神修学校

为说明十六世纪以新姿态、出现的神修论而不得不提古代的神

修学校，那是有欠公正的：因为这个复兴是脱胎于它们的c 大半

的古代修会，各有各的神修大师；他们代表的学校，在一定的科

度下，都有与文艺复兴精神相联的地方。在十六世经神修作家

中，不属于 J个修会的人很少c 在方济各撒肋爵以外，我们还可

以举出若望·亚维辣 (Jean <l'Avilla）。他是安达鲁西亚的宗徒，

一阜八九四年，教宗良十兰把他列入真福品户他与当代的圣贤，都

有来往，尤其是圣女德功撒，也受过他的鼓励。他精于圣学，并

且注解了第四四酋圣咏（ ~＼udi filia et 飞川e ）；这实在是本神修

作品。

J、本笃会士

加栖阿·提斯内洛斯（ Garcia de Cisneros）是蒙赛拉（ Mon

tserrat）院长；会利用神操（ Execices 叩irituels ），整顿修院。他

的神修生活演习（ E jercitatorio de la vida espiritual）组成了他的

系统的祈祷法，圣依纳爵尝予采用；那末，它的重要已可窥见。

该书共计四卷：前面兰卷包括着一系列以洗炼灵魂（卷一），光

照超自然实际（卷二），以及通过天主美善的观察，与他结合为

目的默想。卷四特别地讨论瞻想，以及成全之爱的阶级，每卷

为一星期之用；这点，在前面三卷内，尤为显著；作者每天指出

一个默想题目，而且也指出默想的态度，地点，时间，秩序ο 那

末，这是 A个真正的为期几主日的避静；它的目的应在烧起热

忱。为维持避静，提斯内洛斯指出：日课经应该更好地去讽诵；

他的时辰指南（ Directoire des het 

通过他的神操，蒙赛拉院长，是圣依纳爵前，提倡有步骤的默想

最著名的·人；耶稣会祖从他学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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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布腊（ Louis de Blois ）出身贵族，幼年入比利时，列

爱西（ Liessies）本笃会院精修；他也用祈祷的实践来复兴隐修

院。他留下了很多的神修小册；其中最著名的，一为《神修组

织》（ lns-titutio 叩ir山alis ），它 r1f视为一切小册的综合； 」为为

陶雷辩护（ Apologie de Tauler）：目的边在驳斥路德加于陶雷的

毁谤，边在纠正若望·厄克 (Jean Eck）轻易放弃陶富的错误。

三、多明我会

路易·格林拿达（ Louis de Grenade ）是卡六世纪，多明我

会巾，最重要的J个神修家；卡泽坦＇＝j f1m诺尤是神学家：他呢，

他倒酋先注意灵魂的利益。他的“祈祷与默想” ( Livre ( I e 

i’orais（》n 芒t 世 la meditatir 

i匾祈祷的实践；〉人l此，他指出了 A个H法，介绍 f 一系列的题

材。他不但引用了提斯内洛斯，大概也引用了圣依纳爵。日内瓦

主教也将视以为准则J 他的“罪人指南” (Gui出 de p仕heurs)

比他的“祈祷与默想”还要有名：它向」切信友指出攻击罪恶，

以及修德的目的与方法τ 路易·恪林拿达．通过他的著作，是当

代」个最著名的神学家；他很可能是个伟大的神秘神学家，假如

环境不阻止他深海地纵论这些神修大问题的话。

巴尔多禄茂·致命者（ Ba巾吾lemy ），是布刺加总主教，特

利腾公会议中的干个权威成员。他写的《神修生活纲要》

(Compendium vit& spiritualis）是本一般性的，然极丰富的作品。

神学家卡泽坦，伽诺，巴内士，在不同的角度F，研究神修

的道理；巳内士且将伊巳内士（ Iba，时z ）加柄阿·托利多

( Garcia de Toledo）指导并支持圣女德肋撤。

三、方济各会士c

方济各·奥苏纳（ Frarn,;ois de Ossuna）是方济各虔修会士

(Fr品re Mineur de l’。bserva时e），印度区总监。他尤以三卷神修津

梁（ Trois Abecedaires）而著名心卷三是最先问世（一五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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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本；这是一本关于神秘神修，面向大众的作品。作者怕引起

读者的误会，接着又刊印了论基督苦难敬礼的神修津梁卷三；以

及神修津梁卷四。可是卷三通过它的内容，它的良好的影响，始

终为气卷之冠。圣女德肋撒［7;＼它的影响，终于进入神修的堂奥。

圣伯多；悻·阿尔坎塔刺，是赤足方济各会（ Freres mineurs 

d岳chau”es ）的省长． A个重整修会省的倡导人。他的祈祷是极

精湛的；《祈祷与默恕》是他经验的结晶，与格林拿达的作品相

类；或说它是格林拿达著作的撮雯c 他是在一个危急之秋中的圣

女德肋撒的宝贵的支恃者；他鼓励圣女，指导她在复兴修会工作

中，注意←寸、更严格的神贫 十六世纪内，其他在神修上著书立

说的方济各会士，也不在少数 J

四、奥斯定会士

圣多默·微Jr＼）~甫（ Saint Thomas d芒飞illeneme ) .是瓦伦西

亚总主教二他怀着一院神火，整顿了他的教民。在他的一本道理

演讲集中，阐发了，种又崇高，又实用的神恪论u 因着这本著

作，以及他的慈善事业，被称为爱德的宗徒乙

路易·亩’翁（ Louis de L居on）是萨拉曼加的奥斯定会士， -

五八八年任修会总代理，后任卡斯提尔省长（ Pro叩1cial de Cast 

ille）。他在会中及整个的西班牙，虽在科学及文学的盛名；他是

西班牙最纯粹的作家之飞《基督之名》（ Les norn~ 巾 Chr川）足

他的一本代表作，写于教会按察厅监狱中。它J巴基督的名称，伟

大，任务，以及我们对于他的责任，说得淋漓尽致。他的辞藻又

透露了他播散于字里行间的热情ο

多默·耶稣葡萄牙人，神学家安德拉达（ Andrada ）的兄

弟，遗F了若F关于吾主耶稣苦难的默想：它们是在他被摩耳人

俘掘’的痛苦阶段中写成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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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学校神修依纳爵学校

新学校的努力对象，是一般的神修。可是圣衣会学校尤注重

神秘神修，而依纳爵学校志在刷新神修。这里我们想谈的，就是

这个运动，而首先应该一叙耶稣会会祖藉以展开他的道理影响于

社会各阶层的神操。

圣依纳爵·罗耀拉几乎没有写什么；他的不朽之作，神操

( Exercices spirituels），拟稿时，并不是一个什么预备刊印的文学

作品c 这是一一种神修日记：依纳爵逐日随心灵的感触，而择其尤

觉深刻者而摘录下来的。实在，依纳爵的神秘、经验，是他著作的

最清明的泉源之一。他回头后所受的神光，是这样地丰富的，甚

至使他后来敢强调说：即使圣经与我们神圣信仰的文献能失落的

话，关于救援的一切，备足于此。实在从其他泉源中他所汲的，

是很少的。可是，不应该予以抹煞。我们晓得，他的回头的动

机，是一五二一年，邦普罗那受伤，在罗耀拉养病阶段中，披i卖

的圣书。沙特勒修士，卢道孚（ Lu<lolphe le Chartreux ）的《耶

稣基督传》 ( Vie de Jesus Christ ），以及雅各伯·复拉齐南

(Jacques de Voragine）的《圣徒传》（ L句ende d。而e）是两本他

仅得诵阅的书。当他在巴塞罗纳，蒙赛拉本笃修院中避静时，他

认识了提斯内洛斯的神操。后来他自己写的神操， →系列默JJ;!、题

目的布置，主日阶段的分野，显然是受了前者的影响。可是，在

依纳爵神操里，在抄提斯内洛斯的地方，可说绝无仅有，但引

《师主篇》（ Imitation）的地方却很多c 依纳爵隐居芒莱士时，在

祈祷默想中，深深体昧那些书籍与神光启示他的→切新的真理。

他的杰作是天人合作的果实。

神操的因素成份，写于→五二 A年，一五二六年间。那么，

当依纳爵决意读拉丁，直至神学的时候，它在大体上，业已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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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读书期中，依纳爵叫他的萍水相逢的弟子，举行神操；而他

就在那些弟子中，选择了最初的几个耶稣会同志。这个修会的创

立，先以－五三四年致命山的私愿为准备，后于一五三七年正式

成立，一五四0年蒙教宗保禄三世批准为 A个限八十人的修会；

一五四四年，人数限制解除己当依纳爵建立耶稣会，以及派遣会

士遗赴天涯海角的时候，完成了神操的最后编辑手续，并且把它

译成卡斯提腊语，拉丁谓；叉子→五四八年，发行了公开的第二

版；除去神操正文，内中还包括着附录，其中很多后于一五四0

年的笔墨，例如教理 LE统准则；它们明确表示他对于司择们具有

‘种真正的权威c

神操是由四种不同的成份组织的：一为注释（ Annotations) , 

日的在便利授与受神操者；其他参入正文中的称加注（ Addi

tions）。三为默想题日，它们是神操的，止脏，共分四主日二在第

→主日内，依纳爵把人生的最后目的，提供于弟子面前二在指出

省察及默想规程后，叫他默想罪及地狱。第二主日使受神操者注

视救世主的生活：闹以主基督神国为前导。于是受神操者决意用全

副精神，奔赴基督的旗帜下事奉他。这个选择，是神操中最重要

的一项；它被置于第二主日的末尾，而以准备恒心。但心因第三

主日的基督苦难，及第四主日的光荣奥迹而趋竖决一第四主日的

目的，在爱的演习 ο 三：为基督生活，死亡．复活i击奥迹的补充默

想J f也指出它们的题目及分段；没有什么说明 J 四为若干类规

则：（－）分别善恶神的规则， 「瓦条是为第一主日的，八条是

为第二主日的 ） （二）哀矜规则七条，（三：）针泊疑心规则六条，

（四）教理正统规则十八条、

这是圣假纳爵遗给他的弟子们的简单而奇妙的救灵工具。他

们很幸运地，并且能非常随机应变地，予以应用c 可是为寻求圣

依纳爵的真正的思想，不是没有困难的，，格兰曼松神父（ P. de 

Gr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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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成绩，是复杂的”。谁想予以了解，谁该t察官的根源，下

别它的原始的整个的使命．以及后来的实际需要。

神操的最初目的，是显而易见的ο 格兰曼松说：“它首先针

对一个具体的，明确地指定的场合。它的目标在指导－个还能自

由决定他的生活前途，而且具有丰富的传教救灵优点的人ο 他能

切实地认识，慷慨地接受天主的招呼。这是圣依纳爵的假设；只

有这个观点能彻底地阐明它的计创，了解它的结悔，以及它所说

的一切，挂漏的」切。这个极简单的训ii诲，极严格的要求的混

合，于此也可见－旦L 决意｛故神操到底的人，不但对于神修是个

初学者，而且需要指导。这个伟大的心灵能接受最痛苦的牺牲，

能体味最崇高的福音。神操中最特别的，最迫切的一部分，一种

生活的选择，也只在这个观点下，才能豁然开朗。”一种生活的

选择是神操的核心。第一主日是一个准备，第三第四主日，是个

补充，目的在巩固专为选择的第二主日所得的成绩。问题的标

帜，通过基督神国的默想，一开始是极明朗的；它是在第十二

天，提出了选择规则后结束的c 在这两点中间．罗布着一系列的

默想，或在基督孩童的奥迹巾，指出传教生活的基本条件，或在

鼓励，调整（如果需要的话），驯服各种机能，使它们对于夭主

是可教的。 “当他增加旅客，大胆地，明智地升向天主的速度

时，他显然督促对方，升得愈高愈好，直至那个他所以选择宗徒

的峰顶” c 依纳爵也注意到可能的迷途η 他以军人的姿态，在两

旗默想中，要求献身救灵工作者，自列于“吾主基督，善人们

的最高统帅的旗下”。神操终时，被选者，在心灵内，行将灼见

天主予以招呼的旗帜。最后两主日的目的，在维持忠忱。选择工

作圆满地完成之后，其他的神操，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关系甚

深；它们的日标在通过苦难的奥迹，坚励被选者，在使他的圣召

浸浴于一种安和的、纯洁的、愉快的气氛中。最后在使他通过典

型的途径，进而与天主习惯地结合与交友。实在，心灵及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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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信仰，也不出于此。

这个对于依纳爵原始思想的准确评价，可能并且应该指导其

他关于神操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也是合法的。“譬如利用神操

为调整一种已经开始的生活。这虽超出神操的原始假设，并不达

反作者的本意。圣依纳爵为已无法改变地位的人们，指出了一个

简单的调整计划。再者，为」个已有定型地位的人，如果在举行

神操时发现了圣神召他在那个同－的地位上，转人一个新的生活

阶段的话，他也可能把神操的整个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

符合神操根本计划的应用ο

四百年来，无论在形式方面，在价值方面，神操或较近的，

或较远的应用，是元穷的 只有认识它们的人，能批判神操的实

际影响气格兰曼松指出： “掌握这个奇妙的神业主具的耶稣会

士，以及步他们的后尘者，在任何环境内．一致努力发展它整个

的效力 3 于是神操在质量上，受到了无数的修改；产生了一系列

络绎不绝的，以依纳爵神操为蓝本的避静与默想。”避静分公的

或私的，演讲的或指导的，禁闭的或通脚的，单人的或团体的，

可锋的或修女的，或世俗人的……教友的，或抗议教徒的，→

天的，或三天的，八天的长至三十天的，或三十多天的C 这些分

类早已存在；神操指I告（ L后 di啊t画

少数能1故完神操的优秀份子外，肯定地指出：各阶层也能多少丰

受这个宝贝。神操指南的这个声明，可视作耶稣会创立以来，关

于神操的经验之谈；其巾若干是属于会祖的。因此，神操的普遍

化，实与圣依纳爵的用意，不发生什么抵触。”晚近，教皇庇护

十一世，在他－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颁布的功教友避静的

“我们的见解”通牒中，通过他的崇高权威，→方面指出善行避

静的利益，另方面命令应该努力予以宣传。

神操关于圣宠的道理影响，在前面已经指出。圣依纳爵在嘱

他的弟子们强调宣讲圣道的自由时，像遥远地为摩利那的圣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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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了准备。通过这个明朗的人的自由论，在更有效地打击抗

议教的悲观主义的目标下，在不染什么人文主义色彩的场合l二，

他缓和地引导他的修会，趋向那个乐观主义；这是人文主义者面

对侈谈人性软弱的神学家们，所引以自豪的。显然，神操在神修

上的影响，是最深刻的J 它的道理是基本地修行的；它的方法的

准确性，无i仓在避静的形式I：。在五官二司的约束上，都是打破

记录的。它提出的原则允许圣依纳爵的神子们，籍以组成一种神

修神学；可是，不应i亥视神操为一本完整的神修手册；因为它并

不包罗着足以应付一切的详细的指导；关于这点，只要我们明了

r神操的首要目的，就不会思想模糊的c 同样的理由能说明：

为什么神操没有一种明显的，直接关于神秘道路，神秘圣宠的人

们管钥；虽然，在神操内，可以找到它们的清晰的痕迹。可是，

我们绝对不应该根据圣依纳爵的缄默强调：耶稣会会丰且视神挝、圣

宠在成全的，圆满的神修妙境以外。无论如何，他的著作对于神

秘圣宠，是个遥远的、牢靠的、以及必要的准备。

圣依纳爵的弟子们继续他的工作·而一般地偏于神修生活的

修行方面c 可是，其中也不少一开始就大谈神秘圣宠的。这里，

我们且举出卜六世纪中最著名的几个。

方济各玻尔日亚，一五六五年，当选耶稣会总会长；圣女德

肋撒说他是个伟大的瞻祷者ο 他的遗著，只有若干神修小册与日

记（ Diarium）。巴尔退则·阿尔发勒士的著作，更寥寥无几；他

登锋品后，次年奉命赴亚味辣；在那里，做了圣女德肋撒的神

师。不久，他自己进入瞻祷佳境；耶稣会总会长，麦尔居良

( Mercurian）尝为此予以谴责。他是在任托利多省长时逝世的。

路易·杜蓬（ Louis du pont）可说是个职业的神修导师；阿

尔发勒士的传是他写的；他的许多神修著作，有关于修行的，有

关于神秘的。

圣亚尔方骚．洛德里革斯（ Saint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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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年，进耶稣会为辅理修士，居玛约喀岛；他的瞻祷是高超

的：他遗下了二十二篇自我神修记，以及若干小册。

亚尔方骚·洛德里革斯，久任神学院导师；而且奉命保持神

操倡导的祈祷方法：《崇修引》（ Prati叮时 de perfection ）是他因

以成名的神修著作υ 该书流行甚广，驰名于世，虽杂着若干攻击

神秘祈祷的篇幅。它纯从实际方面，谈论圣德。

阿尔发勒士·巴士（ Alvarez Paz）留下了一部《神修大全》

( De vita spirituali 芒jusque Perfectione ）共计三册。它可与法人乔

田爱（ Le Gaudier）的三册神修生活论（ De pe出ctione vitce 叩i『

ritualis）相提并论σ

至于耶稣会士，伟大神学家，圣伯辣弥诺，苏亚费士，雷西

邬斯，圣加尼削的著作，在上面己子提及二

圣依纳爵的神修精神，还渗透于十六世纪，德亚定会士斯库

坡利（ Le tl归tin Scupoli ）所著的《演习神武》 (Com 

叩irituel ）中 O 第‘版问世于一五八九年’共计二四章；之后，

→版版地增加到七十章；这未免有害于著作的统→性。作者在指

出了神修生活的一般定义后．敦请有志神修者攻击罪恶。他倡导

的方法，一为自我轻视皮依靠天主；二为依纳爵式的三司五官的

有步骤的武装；三为祈祷：他指出的方法，都是极简单的。演习

神武虽及不到师主篇的深刻的热忱；可是流行极广，这是很应该

的。它历久是圣方济各撒肋爵最爱i卖的」本书 ο



第八章圣女德肋撒

生活与著作

（甲）圣女德肋撒自传

当反对抗议教徒，复兴基督神修的圣依纳爵死的时候，天主

暗暗地培植着圣女德肋撒，以复兴神秘神修。一五五六年，她在

成全的道路上猛进着。一五五五年，在她进修会后三十年一个特

别的圣宠，决定了她回头的前途。应该晓得，这里的“回头”，

不指从一个罪恶生活到一个教友生活的过程，也不指从一个冷淡

的生活到一个热心生活的过程；而指从一个热心修德的生活，跃

入一个成全生活的过程。换句话，这是由明路转入合路的一个过

程τ 一般地说．这个漫长而不易感觉的过程，为圣女德肋撒，是

一种非常强烈的圣宠的后果二这个圣宠的动机，是牛张耶稣苦难

像（ t青视斯人）的瞻仰，以及圣奥斯定忏悔录的阅读。从此，

她整个地属于天主：她不但从此永久地居于超自然的高峰 t，而

且鞠躬尽瘁地予以宣传。她将以身作则：十七年，通过竿头日上

的进步，她要获得她在“大厦” ( Le chateau ）中描写的神化的

结合。她在最后十年生活中表演的圣德，是最杰出的。她还督促

人们向这个结合猛进；她开始于一五六二年的整顿修会运动的目

的，无非在引导“特简之器”圆满地与天主结合3 她甚至劝化

了她的神师及昕神工神父们，也努力去追求这个结合。不少大德

之士，也向她学习：例如于一五六二年，支持她的多明我会神

父：伊巴捕斯（ Ibanez ），巴内士（ Bannez ）及加西阿。这几个

神父，边为了更能彻底地认识她，边为了更能自我教育，要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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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笔述。于是，她就无意地做了这个十字军大运动的作家。

她的第一册著作，是她的自传（ Vie ecrite par elle-meme) ; 

它本是写来为她的神师们关于内修的道路的。在她的著作内，她

不禁地把她所受的圣宠，与她所称的“大罪” ( Grands peches) 

两两相比；那些罪过是她当时在充满她的灵魂的神光中所烛见

的。写于 A五六一年，一五六二年间的她的自传，延至一五六五

年，时常受到修改；那年，圣女把它寄于圣若望·亚味辣，征求

他的意见。圣女似把她的祈持论，加入了自传（十一一至十二

年）；这是她的杰作中的宝石。这册共计四十章的自传，可分四

篇：（子）回头前的生活（→五一五至 a五五五年），（丑）祈

祷论（寅）一五五五年至~JI.六二年的生活，（的］）圣若瑟院的

创立（一五六二年），以及她最后的圣宠 τ

在第一J篇里（一至十章），她先叙述她热心的童年（ －－章）．

她青年时遇到的危机（二章），她的圣召（兰章），她的初头热

忱（四至六章）。关于她的家庭，她只指出了她的爸爸， llJ 车

斯·塞佩达（ Sa川1ez de C叩eda ），以及她的妈妈，傅阿特立

斯·阿玛大（ Beat盯 de Ahumada）的圣德；而没有提到他们显

贵的家世c 她承认念过若干有欠郑重的读物叫有过若干虽是正经

的，而自由色移较浓，且能引起虚荣心的社交。吁是，她声明没

有扭过大错误；她的神师们也说她没有违犯天主的诫命一五二，

五年，行年二十，她进了亚味拉圣子降孕圣衣院；次年，就发愿

成正式修女；可是，病痛就开始缠身，－－j主四年，或在院，或在

家，需要特种治疗。她之前几年的修道生活（四至五章），是特

别热心的。德肋撒专心祈祷，而且受到了寂静及结合的圣宠

( Les graces de pui层tude et d’u-r山n）。可是，她祈祷时常手执一

卷；由于她难于推论，以及运用像司，这个习惯维持至二十年

之久。

一五四0年光景，跟着她的健康的恢复，开始了 A个松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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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一五五五年才终止（七至八章）。她放弃了一年的祈畴，

浮沉于尘世的交游中；这种来往本不是恶的，为一个门户开放的

修院，是不在禁例的；可是带着危险性的寸于是，她犯了实际的

错误，而且，为着她拒绝圣宠延迟了她的光荣前途3 她将抱怨神

师们没有向她指出这个处境严重的危险性l飞无论如何‘不应该过

度强调她的冷说程度。她有过伟大的热心阶段．尤在整个的」年

内，由于她的德行，人们很器重她。圣女认为：他们对她的平价

太高To 斗时她不但自己祈祷，还劝人祈祷飞远在一五五五年前

的 g：干年中，她去过天仁的甘怡～我们！Ji: i麦说：大体上看来，她

的修道生活是圣的；可是．是」般的，平凡的．没有放弃对于受

远之物的 4切依恋c 相反地，回头之幕揭开后（ )L章），她竭力

j!ij免一切有意无意的错误。于是，受到了最高级的圣宠，尤其是

“天主在鉴”的路诗知识（卡章）；这是结合tt活特征之一。

写到此地，圣女忽作 f 一个插宅；她写「一篇祈祷论文

（卡 A至二二章），它可能是为她的神师们的 在论文中，作者

把灵魂比 A个花同．同丁为予以灌溉，或用两子从井中吊来的

;j( ；或用水车汲未的水，这是最标准的灌溉法 灵魂的灌慨，全

凭祈祷；而祈祷也分四种：一为推理的祈祷， 二为寂静的祈祷，

气为机能垫眠的祈祷，四为结合的祈祷。第一种是白动的，其余

气种是被动的，豆豆天赋的。第二第三的区别，只在程度强弱七

机能的垫眠，无非是较深的寂静。结合的祈祷己是一种出神的

祈祷。

圣女德功撒在回头后的祈祷，就是高级的 a种：圣女自传第

三篇，“I确切予以证明。在三三章里，她声明：寂静已成习惯，

结合是频繁的。这个结合，正如t面所说的，是基于天主在鉴

的。可是，没有多少时间，在这个常例结合生活上，渗入了许多

非常的恩宠：超自然的话（二五章） 吾主在理智方面的臣现

（二七章’），吾主在像司方面的显现（二八章） ο 她不但积极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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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又应该接受天主为洗涤她而加给她和各种经验。其中最难受

的，是她的神师们对她的所见的不了解。在她的神师中，最能支

持她的一个，是巳尔退则·亚勒发勒士c 他是耶稣会士，从一五

五八年，到 4五六四年，任圣女的听神工神父。他极能了解圣

女，可是为了他只有二五岁，没有多大的权威；而且当时他自苦

缺少→种内心激昂（ La dilatation int仕ieure ）。→五五七年．圣方

济各·玻尔日亚， A度安抚了圣女；一五六0年，圣伯多禄·亚

尔刚大拉，大大地帮助了她，镇静了她c 巳尔退则·亚勒发勒士

也受了他的抚辑、、

这个圣人在圣女德肋撒开始整顿修会的工作时，做了她有力

的指导这个工作的历史、见于圣女德肋撒自传第四篇（三工

至四0章） -li六0年左右．在悍远地狱（三工章）之日，在

想到了国受路德教毒素而；＞t:::亡的灵魂．就觉敦灵神大．蓬勃地燃

烧着 0 她为赔补吾主耶稣的损失，决意组织一团优秀的修女 于

是就想通过一种严格的规秤，→种绝对的神贫，一种更热烈的听

祷，把圣衣会整顿起来c 仗着圣伯多禄·亚尔刚大拉，以段写时

指导她的若干多明我会士『她于一五六二年，八月二卡四日，在

亚昧拉号创立了第一个赤足圣衣会院，命名圣若瑟J 她所受的特

别的超性恩宠帮助她在基督的爱情里日上罕头v 写时耶稣基督以

真理的泉源的姿态，显现于圣女；而且他在圣女的灵魂上．仿佛

- －面光辉的镜子 ο

（乙）其他著作

这些洋溢在她灵魂上的神光也许她帮助她的姊妹们趋赴成

全户一五六五年光景、她因巳内士神父的请求，写了《成全之

路》（ Le chemin de la perfection) 0 →五七0年，经过审定后，流

行于重整的圣衣院内，与其他地方c 该书共计四二章， －篇导言

以外（一至三章），还有（子） 」篇神修劝告；目的在劝人修为

祈祷必修的德行：超性的爱德（四至七章），放弃→切（八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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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荣誉也该放弃（十一至十五章）； （丑） －篇默想论（十

六至二五章），圣女在论中指出了默想的性质，以及进步的条

件；（寅）最后，被动祈祷论一小册；她在天主经注解中（二六

至四二章），指出她的见解。圣女在这里把祈祷分为收敛（二七

至二七章），寂静（三0至三 A章），结合（兰二至兰五章）三

种。她又指出妨害神修者的各种危机。通过它的细致的心理观

察，通过它的 4贯的实际性，它被列于 A切最得用的神修作品

巾；而且它也是美丽的作品之一。

圣女的内修生活‘不但根本不妨碍她的外面活动，反似予以

驱策和巩固c 一五六七年，她创主的十六个新会院就是物证。伟

大的改进教宗，圣庇护五世（一五六六至·五七二年），竭力鼓

励这类事业。四年之中（ .五六七至一五七一年），她在两个卡

斯提腊，建立了七庭圣衣会赤足修女院；一五六八年，她与十字

若望神父合作，在度味禄创立了第一个重整圣衣会男修院二一五

七一年至一五七四年，因长亚味辣降孕女院，她 A度f芋’ 11::活动；

可是，一五七四年．在复长圣若瑟院后，她义继续奔走。计从－·

五七四年至→五七六年，创辨了四个女修院，其巾一个，设在遥

远的安达卢穰亚的塞维尔 3 于是又被迫休止了四年（→五七六

至一五八0年） ζ 历史家准确地称这个阶段为“与修规较宽会士

之战”（ La guer时 des mitiges) o 一五七五年， 伞个举行于伯来桑

斯的圣衣会总委员会，鉴于重整会士的进展，收回任命，并且 A

面颁布足置新事业于死地的规例，一面广禁圣女德肋撒创设新会

院 3 教廷公使直视她为一个“可虑的浪迹女子”（ FFm1肘

in qui邑te et va伊bonde）圣卡宇若望在一个修院巾，还尝了六个月

的铁窗风味。皇上亲自代鸣不平；终于一五八0年，重整者与较

宽者分省，而圣女得到了最后胜利。

暴风雨过去之后‘圣女急起直追，在她两年的余生中，创立

了六个女修院。圣女在她的创立修院一书中．叙述了各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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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三年起， 」五八二年止）。可能在这本著作壁，运用她

的辞令艺术，引人入胜的观摩天才，和宗徒神火，作了无比地活

生生的自我描写。血就在这最后的和似最波动的两年里，德肋撒

写了她的名著《神修大厦》（ Le Chateau int仕ieur) c 这是圣女向

她的上峰和神师，格累细阿诺司锋的要求，而j于一五七七年．六

月二日开始写，以及同年卡一月二九日完成的c 在废书内．圣女

第二三度，权威地描写了祈祷的阶级；她以比诸一降大厦的七军；

而这座大厦就是天主住着的灵魂c 前面三主要是自动祈栋的不同阶

级；后面囚’卒，至今典型地被视为受动祈祷的四阶级叫第五阶

级，或称抖1化结合（ llnion transformante），还是破题儿第 4遭由

圣女根据她 A瓦七三年来最后和最高的经验而指出的〔

除掉上边已经提出的！可巨著，圣女还违约了我们其他作品，

而以F面四种为尤著

」、六六个报告‘它们又指出了她的心灵状态，又叙述了她

于一五六0年，一‘五八 4年关，所受的－切圣宠。它们都是第一

流的资料，可以补充她的自传。

画、呼吁戎祈祷．还有雅歌思想。

三、圣衣会修女典章和巡查修女院指南。它们也可视作一切

修女院记录 1

四、信件（三百余封）与诗歌（三六种｝

圣女德肋撒最后的儿年生活，她最高的晤士E、生活，与最积惯

的活动生活，空前地和稀有地打成了一片c “大厦”的伟大作

者，也是会院创立史与书札的著者。它们指出她是一个“完备

的女手”（ Femme accomplie ）：她的见解是确切的，她的，b灵是

细腻的，她的性格是坚决的，她的超性精神是稳当的。层见的考

验终于炼净了她。除去外来的由她的事业引起的种种痛苦，疲

劳，风波外，她还该受从修女们来的打击。一个院长，她的亲娃

女，在圣女死前几个星期竟从一个修院里，予以驱逐。她长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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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尔美斯的亚尔拜（ Albe de Torm臼），正当她从不耳各斯回归亚

味拉途中，时在二五八一年，十·月四日 c 她的真福品案始于一五

九一年；一·六二二年，在她死后四十年．被列入圣品。

二神修理论

（甲）概观圣女的神修

圣女的受白天主的使命，似在反抗西班牙··照明派”

( lllumin邑s ）和1日滥欧圳的抗议教徒的“假神秘说”（ Le I时u<los

mysti('isme）。应由历史家去负责证明她怎样完成了这个使命。为

完成这个使命，地尤指出了科1理论，它虽不出传统范围，它却

提供了极度灿烂的光明；闪而她被称为“祈持博士” (Lt> 

Doctt:ur d"oraison ） σ 我们想就这点指出它的因素思想。它的特性，

不在为了圣女不取之于她的各种读物 而在l＆之于个人的经验：

为此教会称她的神修理论为“上天的理论” ( Doc:tri时时leste) c 

亚味拉的圣女，土面在神修和神挝、神修领域内， F面在神修指导

和辩护真理领域内的影响，部该种因于此：她比谁都更能教训l!P-J

锋怎样去指导走在高超内修路上的灵魂。

（子）圣女最宝贵的贡献，是神秘祈祷（圣神的恩果）的分

类与描写＇~她的教育方法，少像是教师的，多像是耳提面命的母

亲的。她论祈祷圣宠时，常附以最实用的教训。她总不把祈祷圣

宠，与准备及随陪它们的灵魂的 a般状态分离。因而人们在圣女

德肋撒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二A个极坚决的，和整个地归向神秘祈

祷的神修理论；而且神秘祈祷是她神修理论最丰富的根底。她的

神修和神秘神修的精神是天主的爱。这个理论最好的综合，见于

她的《成全之路》中；可是在圣女的其他著作里，也存藏着最

宝贵的因素。

圣女的神修论极注重三个基本的德行：友爱，轻弃世有，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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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她在充满智慧和毅力的几章曼妙的篇幅里，要求于修女们

的，是一个圆满的神爱。她说： “你们i亥为壮士” ( Hommes 

forts），该避甜蜜的话。谁要被爱于受造之物，谁冒大大的危险。

只应该在受造之物身上爱由天主存放的持久之物c 这样的爱才是

神化的；它是天主的恩惠，而且要求→个上天的智慧治理我们的

友爱，正如它要求一个对于天主和尘世虚假的深刻认识。这个恩

惠是赐于少数人的。再者，圣女们通过绝对的神贫，彻底地轻弃

世有，轻弃家庭，克己苦身。她还要她们不顾肉身的需要，和关

于健康过度的忧虑飞她尤要求她们通过谦逊，虔行克苦。他认为

谦德成果之一，准确的判断，是为进圣衣院首要的条件。

可是，爱德尤其是亚昧辣圣女的神修精神；神修大厦中所叙

的，是神爱在灵魂上的神圣历史；假如人们不首先予以注意，他

们可能会什么都不懂的。这个爱产生在一个教友开始认识他的天

主儿女的超自然地位（第－室），而努力摆脱五官（第二室），

和通过一个上轨道的生活日进于德时（第三宰） c 觉性的安慰，

以及它遇到网难，开始时输流地坚励它，可是，在天主更直接在

凭神秘的初宠（第四室）与它接触时，这个爱始发展，扩大，

丰富。圣女指出：这些圣宠的特性正是在使灵魂尝到天主的甘怡

而自我发展（ Dilatasti cor meum）。灵魂该予以利用电而通过避

免一切故意的罪恶，和自我弃绝的坚决和有效的志向，巩固地把

它的意志，合于天主的意志c 一天它真地到了这点，并且能高高

地控制俗世，它进入一个新途径：它与天主结合，这个结合是那

个爱的成果，更好说是爱德的成果；它就是指出南室（ Demet es 

sup居1‘

真正的亲密O 圣女把它比诸灵魂与天主的相见。它通过熏炙爱的

神思、中，与在六室中洗炼爱的考验，日趋长大。这个亲密完成于

正式缔结的，而于七空中经封印的友爱中。在七室中，在整个的

自我忘却，和两心的结合中，相互的欣赏排斥豪华的场面，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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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于事业。只有不容解除的婚姻关系可以象征这个灵魂与天主的

精神结合。

成全阶级的道理是与通过祈祷的爱德进展的道理相联的；在

这里，人们很容易找到教会传统所指出的成全的三路，或三大阶

段c 指出这些联系是极重要的：德行是最高的神秘祈祷超自然价

值的最牢靠的批判。一二两室肯定地是与炼路相对的；以结合祈

祷为目的的最后三室，是与合路相对的；以进德为目的的三室，

是与明路相对的；为了它所有的神秘圣宠，随它们怎样宝贵，清

楚地是与结合祈祷有别的；因而元论它们超自然的效力怎样，它

们不会产生与这个天主意志坚强的结合；而这个结合是合路的特

征。但是它们已近合路的边缘；而我们尽可以说：它们的任务在

引灵魂进合路。

（丑）圣女德肋撒的神修用心重见于他的祈祷论中。不错，

神秘圣宠吸引着她，但不致使她疏忽她在许多著作中讨论的自动

祈祷（ Orairnn act川L 可是，她少想指出…个自动祈祷的方法，

多想强调一种精神．使人防御阻挠。一、她肯定默想的重要，但

不清晰地予以分类：只有天主能代表心灵工作；不愿努力是一种

骄傲c 二、没有」个默想的题材比得到吾主：他的生活，他的苦

难。耶稣基督把真热心给于那些或用种种行为与他晤谈，或在与

他附谈之后，晓得静默地站在他身边的人。三、高深的思想也是

有用的，尤为那些思想相当成熟的神学家c 天主的伟大与庄严将

提拔他们；可是他们边不该忘掉基督，边却该常常设法更好地认

识自己 c 四、一切观察的日的在自我认识，在摆脱五官，在通过

德行的演习， f吏灵魂与生活秩秩有序。

圣女对于默想的观念是极简单的（见成全之路二二到二六

章） c A切灵魂对天主的虔诚的活动，她都以默想称之（二二

章） 0 她频繁地也以强调口祷（二四章） ο 可是，她尤爱谈对于

吾主耶稣和他的奥迹的活动（二匹l至二六章） 0 她认为这是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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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收敛（ Recueillement actif) 最好的途径。她常把这种心灵收

敛叮嘱那些不能默祷的人（二六章）。默祷时也受到慰乐的酬

报；可是它也能受到干枯的考验。为此，圣女要求默祷者需备有

一种大勇 3

圣女德肋撒论己能与己该默祷的新进者时．谈了自动祈祷。

这不就等于说，瞻祷者已总不i亥行自动祈祷了 c 决不是如此，她

在关于自身的种种矛盾中，她明朗地肯定：他们也该演习倾向瞻

祷的，最能准备灵魂接受一种更高的，甚至纯夭赋的圣宠σ

这是她在论吾主耳r5稣人性时提出的道理；可是圣女 A般化地

也谈了回忆童贞圣母以及圣人们的主＇5行。 Mi.也以为，完人不能如

前一般的思索，但能观察由理智提供于记忆的真理；或甜徊于奥

迹而频繁地反映于思想中，尤当教会予以纪念日士 完善的灵魂－

见基督就觉神动。灵魂一想到耶稣，就感到那个蒙难者的伟大ζ

生活的痛苦是严烈的：“叮能适吁地予以任受 我们须要观需：

怎样耶稣基督，我们的模也，和宗徒圣人们任受了它们仁”心灵

的这种活动是一个必要的演习；它决不是被动祈祷的障碍；相反

地，它引人进入被动祈祷σ 圣女尤强调基督人性的观察；他以为

少了它，灵魂是走不出五室的c 可是，她认为如圣奥斯定在

《忏悔录》中所说的，通过受造之物以寻求天主，也是有益的，

关于这个积极的．尤其是以救主苦难为对象的演习，自言祷的灵魂

运用高级的神光c “于是，它更因满地了解这些奥迹J’为此，

前所得的圣宠仍保持着；它们足以便利理智的活动，引起意志的

毅力。当爱火在意志中还没有烧起，而灵魂不感到天主在鉴时，

瞻祷的成全性将在纯粹的天峨祈祷中，争得这个成绩c 灵魂通过

由瞻祷得来的对于天主的这个感觉而更完善：这尤实现于神化的

灵魂上。

（寅）这个完善人士的自动祈祷，在灵感和倾向方面是很神

秘的。这一」点渗透着圣女整个的神修；如予删去，它的著作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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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思议的‘三人们可能说，在圣女眼里，神秘圣宠是提供于众人

的；它们是神修的正常补充，为达到成全和圣德必要的因素。她

原则地予以肯定，虽也附以实行上的若干保留。

圣女德肋撒在她成全之路，论祈祷的前几章里，就再三指出

天主逝请一切灵魂一－除去可能的例外一一举行祈祷：甚至有时

卑鄙的（虽没有大罪）灵魂也蒙宠召。毫元疑问，瞻祷为救援

不是必要的；为基本成全也不是必要的。实在并不是」切灵魂都

受邀请；到天主前去的道路是繁多的（→七章） J 可是，任何圣

衣会修女，该予以准备，悉，心听独能以瞻祷赐人的天主吩咐

( －八章）。瞻祷是一种天水，它洗涤，它润泽，它解渴（一九

章），天主把它供献于众人： “主邀请众人”。圣女指出（二0

章），这与上面所说的“这是所以抚慰那些不能瞻祷的人的”。

没有抵触。

神修大厦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在第三室中，圣女谈俗世有德

的人士时声明： “什么也不能阻挠这些灵魂深入最后→室。实

在，假使它们愿意的话，主是不会予以拒绝的。”这里，圣女所

说的被邀领受高级神秘圣宠的人．即使在他们获得任何神秘圣宠

之前，不指修女而指俗世人士。在五主中，她首先表示：一切圣

衣会修女都被邀行祈祷和瞻祷。可是她承认：实在并不个个都备

有这些与上面研究过的结合恩宠（ La gr会cede l’union）同为超自

然的恩宠。存在着另一条路，它较为漫长，大大地较为艰难；通

过它，人们也能争得“结合”的因素．虽可官不停止工作。这

是不容犹豫的．不该使没有受到这类特宠的灵魂失望。显然，根

据她所用的字，以及前后文，圣女认为：这条最后的路是一个争

取结合的例外的方法。她为了－个实用的目标，指出了这个方

法：过是所以抚慰灵魂，鼓励弃绝世物，打起精神，抑制骄持

的。这里，她所谈的结合，纯为初步的，与最高的圣德相去还

远呢。



730 教父学大纲卷四

( z, ）圣女的神梯神修

一、圣女德肋撒通过她的神秘圣宠著作，在教会里，产生了

一个女子可能产生的一种无比的影响；而因以被列于最著名的神

修作家之林。她的大功在有方法地，几何完备的分析被动祈祷。

她的被动祈祷分类，已通行于神修界中。她绘声绘色地，一一予

以描写，务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圣十字若望尤注意于神化的结合

(L飞mion transformante），并且凭它为标准，以批判」切。这个方

法提供了他不少深刻及实用的见解；可是纯使他注意于下级被动

祈祷洗炼的任务。相反，圣女德助撒停顿在每一种祈祷上，直接

地，且像视以为目的地予以研究。她爱视察天主怎样逐渐地掌握

灵魂，而且一开始，就很别致地揭露天主的在鉴。

在圣女描写的一系列的祈祷中，应二与分别两组严它们都与天

主结合及合路，有密切的关系：虽高级的是狭义的结合祈祷

( Oraisons d’union）；其他确是结合祈祷直接的准备。

次于结合的低级祈祷是收敛（ Le recueillement ），寂静（ La

qui岳tude），机能的垫眠（ Le sommeil des puissances ）台圣女在自

传里，把寂静及机能的垫眠，视作被动祈祷的两个特殊阶级；对

于收敛，她一言不提。相反在《成全之路》里，她在结合前只

指出了收敛与寂静，而且明朗地予以分别。在《大厦》中，收

敛虽仍出席，但以系于寂静。为好好地认识圣母的思想，收敛，

寂静，机能的垫眠，看来应该一律予以维持；然同时应该视以为

一个同一祈祷的三个上下参差的阶段。

圣女指出的结合祈祷：根据《大厦》，也可以分三种：一般

的结合，剧烈的结合，神化的结合。可是，她有没一贯地维持着

这个分类。一般的结合与剧烈的结合，在自传及成全之路中，没

有多大的分别，圣女在《大厦》中还申明：关于这两室（ Les

deux demeures），第五第六两室的一切，是几乎相同的，可是，

在后面她把第六室靠近第七室，并且视它们是可以合并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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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和这些肯定，最好在把第六室的一系列过渡的，虽也是强烈

的圣宠，根据不同的观点，或系于第五室的特征境界；它们是此

室最后的以及最美国丽的点缀；或系于第七室的特征境界，它是由

那些圣宠直接准备起来的二神化的结合只描写于《大厦》中；

这个结合指出灵魂已达此世瞌自然生活的峰顶。

二、圣女德肋撒的祈祷道理的重要泉源是：《自传》，《成全

之路》，以及《神修大厦》二

圣女在她的著作里，联合了关于成全阶级的一切：一般的祈

祷，自动的祈祷，被动的祈祷。下列）表能帮助我们分别那些不

同的成分，而且在每点上可以找到平行的篇幅2 附于第八章结尾

的另→表，将给我们指出：圣女德肋撒与十字若望的神修的相合

的符节。这虽也关于祈祷，然更关于神修生活的高等阶段。

在下面我们要叙述的被动祈祷中，我们将跟着圣女强调它们

的结合任务．尤其是关于最高级的被动祈祷。可是，我们不应该

忘掉在这些叙述中，认识天主在爱慕天主旁边所占的重要位置。

她不梢犹豫地认为，走成全的爱天主的道路，就是走认识天主的

光明道路c 在结合以 F的祈祷中．只有意志被动着：无疑地圣女

圣女德肋撒神修表

路 自动听祷 被动祈祷

炼路 大厦一室及二室

自传 卢一一兰章

A！铺二一－＝1'.ift
| 大厦兰室（热情的默想）

明路 | 自传一四一一五章（寂静）

与七同→的篇幅 一八一一七 （垫眠）

B 全路二六章（自动的收敛）
全路二八一二九章（收敛）

三0一三一章（寂静）
大厦 四室（收敛及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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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 自动祈祷 被动祈祷

向传一八二一章（禾赋结合）

自传二二章 全路 气二章（同 u 
合路 Ai l大厦六室）（瞻祷） 大厦五室（ -- －般结合）

六室（剧烈结合）
才

B 大厦仁室（成全的睽祷） 大厦七室（神化结合）

德肋撒温柔的寂静一如圣十字若望枯稿的寂静是同样地有意义

的。为解释圣女的寂静，尤当乞灵子神秘的瞻祷。它是实际的，

隐约的。它在被动的结合里，是明、日的；一入五室，理智也被牵

动，而如见了天主。六室内的情景是相同的c 圣女指出：出神的

超自然实际证据之 a，是－种真理的表现；她把不同真理尖锐的

彻悟，列人最高神恩栏中。七室之内光明更透彻，更温柔：因

为灵魂自受到结合的初宠后，早已习于纯粹真理的彻悟。这一切

光明都系于爱德；可是别于爱德；以至一时失掉由爱火产生的天

主在鉴情绪的灵魂，对于奥迹仍保持着一个崇高而清洁的见解。

这个见解是所受的光明的成绩且能帮助它在新的夭赋圣宠中，

接受其他光明。在这些新的天赋圣宠中，理智与情感的两种成

分，一起存在着。圣女频繁地通过超自然寂静的白柔，特别地通

过结合的祈祷，尤注意于情感的成分。

（丙）为准备结合的神秘圣宠

一般地说，这些圣宠直接地，强有力地，只与意志发生关

系。寂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是，它经过天赋收敛的准备而

来的；它得以机能垫眠的高级形式出现。

A、在自动的收敛中，灵魂努力鼓动它的机能（五官．像

司，记忆，理智），接近·个神圣的对象；在被动的收敛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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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我深入，如羊群昕到牧童的口哨而归枝；如蜜蜂飞进蜂箱，

如乌龟或刺猜作自我收缩。天主并不要人停止一切灵魂活动，而

要它平静地，不加勉强地，不声不响地，从事于内心。这里，灵

魂已与超自然接触；这是寂静的开始c

二、寂静的象征，是一种带着甘馅的深远的和平；它通彻灵

魂，或意志，把灵魂放在 A个超自然的安息之所，因以振作神

力，发展爱情。灵魂在那里，可以尝到天主的甘怡。这个祈祷，

圣女所以又称它为甘怡之祷，是为了这个缘故。这里，意志像个

阶下之囚，其他司官时也参加这个盛典：时却予以扰乱，而受扰

最深的，每为像司。那末，灵魂的重要任务，不在多想，而在多

爱。不应该把寂静看作可觉的安慰。这些安慰的来源，是司官的

积极活动；它们常产生一」种物理的压迫；拥有这些安慰的灵魂，

像个水池，而水流是从遥远的河里来的c 相反地，在寂静巾，这

个水是同一种极度的和平，极度的安静，极度的甘怡，从我们心

底流出来的土

三、机能垫眠的描写，只见于圣女自传中；它位在寂静及

结合之friJ c 在若干页内．它被视为灵魂整个地与天主最＠＿明的

结合。无疑地，只有意志被束缚着而在一」种内心紧张的状态

下，沉沦于愉快，天主的欢乐，以及尘世虚假的感想中。可

是，理智与记忆，像司，部分地也参加着。它们和平地白处，

和平地干外间的工作；于是，它们轻易地把玛尔大与玛大肋纳

的工作联系起来。圣方济各撒肋爵看这个祈祷为寂静的一种

变态。

人们在圣女的著作里．可以找出不同的实用指南，她的巨大

经验的结果。一、这是→种很平凡的祈祷c 她说：“是的，许许

多多灵魂”，到达这个境界；可是，走出这个境界的人很少，理

由很少人能认识这个极大的圣宠，这个真爱的火星。二、寂静不

像五室及六室的结合圣宠，忽忽就过去的；它有时甚至维持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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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久。可是，人是无法予以强留的，正如人无法通过静坐而予

以产生：为争取它最好的方法，在自认不配得到这个特典，在不

作直接的追求；在镇静地修德行，尽责任。三、个性软弱多虑的

人们，易沉迷于来自寂静方面的温柔的感动，易人一种昏迷状

态，而他们应负这种不正常状态的责任；他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出

神状态，那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多睡多食，少刻苦，少祈瞻。如

果这还不够的话，他们应该努力专务行动的生活。四、为尝到天

上神昧人们的另一个危害，在自以为神力很强，对于犯罪的机

会，不够提高警惕：而实际七他们是很软弱的。

（丁）结合初宠

假如照圣女德肋撒的见解，人们没有神秘的结合圣宠，也能

凭个人的自弃与努力．与天主心心相印的话，肯定地，这条道路

是漫长的，而神秘圣宠会大大地予以缩短。实在，造物及受造间

的奇妙联系，是由神秘圣宠树立的。关于这点，圣人们遗给我们

的例子，是极典型的。这个以神化结合为终点的联系．是以一般

的结合圣宠为先驱的；圣女－ －般的结合，比诸一个会见；而把密

切的结合，比诸神的订婚（ Fiam;ailles 叩irituelles) o 

一、一般地结合圣宠，不像寂静，是很短促的。这里，不单

意志直接受束缚，理智动弹不得，它的行为陷入停滞状态士天主

夺去灵魂的聪明，以便更好地印t真正的智慧……于是，天主站

于灵魂深处；醒来的灵魂，不可能怀疑：它尝在天主，而天主尝

在它L 于是，它才明了：天主通过他的在鉴，能力，本体，在一

切物内二这里，没有什么形状可言，惟一的问题是关于天主的；

灵魂神秘地只见它将取以为净配是谁。这个它在刹那间所得的知

识，只藉司官之力；恐在千年间，它也不能予以争得。圣女在她

的自传里，更清楚地指出：灵魂在结合中。被照耀于纯真理的理

智下。表现于这个圆满瞻祷中的天主无穷的理智，足以说明我们

在上面指出的结合圣宠的若干特点c 其中那个确定性，圣女尤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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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结合标志之一。

这个真正的结合，又显于它在伦理界土产生的强有力的成绩

中：灵魂对于自己及世界的轻视更形完整；它乐于服从天主的圣

意；在结合中，灵魂死于世界，以活于天主；正如囚居茧壳的

蚕，志在振翼飞出。整个神化的灵魂，热烈地爱慕天主，并且愿

意为他受苦，肖似被钉的耶稣。另方面，它渴愿为天主争取灵

魂；尤在使它们进人一个祈祷的生活。从此以后，它能为人工

作，而无损于自己；只要它是忠实的，它受到光明，它也爱慕天

主；因为警惕及努力为它常常是需要的。

二、密切结合的圣宠行将发展一切成绩，尤其是与天主情爱

的结合；因为它所得的上天的光耀，虽驱策它爱那个这样垂青于

它的无比伟大者如朋友一般；为引导这个初生的友谊，达到密切

的峰顶，还须大大努力呢c 为使这个距离缩短，为使心心相印，

这类的圣宠应该在量的方面加多，在质的方面加强；而使灵魂感

到天主对它的一种极热烈的爱情c 天主虽已使这个灵魂，通过－

种被此的结合，与他打成一片，还不引为满意；他叉开始亲热地

待它（ A vec· familialit岳），它向澳露自己的秘密？他乐于向它指

出：它因奉献于自己而所得的」切；以及他还要赐给它的某样

恩、典ο

圣女把这些神恩系于第六室。她自己也是通过它们而与天主

密切结合的。这些神恩、可分四大种。圣女这次的描写，非常确

切，足以补充她自传中关于本问题所说的 A切。一、内在的求

爱，出自心灵深处的细腻微妙的推动：二、超自然的言语：它们

是亢上地有力的，它们与来自像司或魔鬼的言语，是根本不同

的。芒、出神状态，灵魂与天主进一步的结合，是从此来的；圣

女把它比诸神婚。它们寻常的方式是飞越（ Extas时，这是一种

骤然的，密切的，灵魂与天主的结合。在这飞越里，关于天主的

伟大的崇高真理，印在灵魂上c 心灵的飞腾（ Le vol de I' es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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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剧烈的出神状态；它在灵魂上更强有力地产生同样的效

果：对于天主的伟大的惊讶，谦逊，轻视世物，甘心受苦受死，

以及神乐。四、神见（ Visions ）有时陪着这些出神状态；它们

可能是单独地存在的；可能是理智的，或像司的。一五六0年光

景，圣女可觉地看见一个天神刺伤她的心。她通过理智的神见了

解：一切在天主，而天主就是真理。可是，或为理智的，或为像

司的神见中，吾主耶稣登场的次数最多。最重要的一样恩宠，是

耶稣因以在·个理智的神见中，标志他站于一个灵魂的旁边；这

个恩宠直至一·年之久。但是，最崇高的神见次于出神；出神无非

是密切结合的圣宠；表现于其中的一种的强度，是激烈的；而这

个激烈是种就会变为泡影的软弱 c 圣女不忘特别提出：在上列的

恩宠中，有许多是非常的；不在它们产生于灵魂上的神效中，我

们不该予以期望。

应该尊重地指出：圣女德肋撒在引导灵魂几乎造登圣德的

峰顶后，继续强调：灵魂依然并一贯地倚着吾主的人性。圣女

在她的自传及大厦里，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两章美丽的篇幅。

少了吾主耶稣，人们很难跃出一般结合的疆界：引人与天主深

切地结合的是他，瞻祷神光特别照出的是他。圣伯尔纳多所说

的神爱是这样产生的。可是圣女雅不欲任何灵魂，即使已到这

个妙境的灵魂也不在例外，从上天静待一切。她强调灵魂通过

种种或来自受造之物，或来自吾主耶稣的观察，努力升向

天主。

当天主降显于灵魂以及焚烧它的爱情时，予以洗涤，使它更

配接受自己的友爱。大大的考验每陪着上面指出的一切神光：天

主的伟大之见压倒它，粉碎它一切的尘世之情，并且不停地向它

指出将来应该接受的新牺牲。其他的痛苦来自外间：人们的批评

或褒奖，而后者甚于前者：疾病，内苦，神师的不了解，魔鬼的

打击。最后，圣女把享见天主的期望，遭受弃绝的考验比于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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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这些最后的心灵洗涤，是七室的准备，圣十字若望把它们描

写得最为深刻。

（戊）神化结合，天主成全的友谊

这 A切努力，这一切光明，这一切考验，终于引导灵魂到达

此世可能的最高结合3 一、天主在一个受造之物可能认识他的范

围内，向他作自我显现。这已不是如在五官内，天主性是神光的

直接对象；这里，天主圣三在一个真理的一种表演中，直接与灵

魂相通；灵魂清楚地看见他们居在心内，而且总不予离开。可

是，第二位与它缔结r一个特别的密约（为了他与我们特别的

联系），守护着它，而灵魂誓只寻求他的利益）这个结合是通过

一个极成全的瞻祷组成的。圣女指出：这个结合有时是在特别环

境中组成的，！而那些环境是多数的O 二、这个瞻礼，成这个圣三

或吾主耶稣的，不由五官及像司参加的理智神见，从此以后，组

成在灵魂深处三可是，人的司官并不槟绝于神运之外。在前边的

二系列结合中．它们的行动停滞着士这里，天主打落了灵眼

( LPs yeux de l'ame ）壳，使得它们通过 J条非常的道路，瞻视和

了解，它所得的恩宠的一部分ο

这个圣宠的无数成绩，是个简单能力的奇迹。和平愉快超过

从前所赐的→切，为了结合更圆满。灵魂，或“灵魂之精”，根

据人们能力批判的，已与天主合而为~~c；这个结合仿佛两枝放在

→块的蜜蜡，只放射出哺条光线，一个火焰c 这里，实现了保禄

的一句话：“与天主相结者，相与融为一神。”（致格林多人一书

四章一七节）。人的内心的行动神化了，并且具有一个大力。一

阵惘刑的光明，来自他的内心，光照他的三司；于是产生了 4种

力。它把活力给于一个新的生活；从此，白我忘掉，已人圆满境

界，它已不依恋什么；它往见天主的意愿．调剂于为天主受苦工

作的意愿中。再没有激烈的出神，可是只有」种不容抹煞的和平

安乐，即使它在痛苦及工作中，也发生变化。这是天主之吻的结



738 教父学大纲卷四

果的梗概。

圣女把这个结合的持久性，同夫妇的结合的持久性相比，这

是它的另一个特性。它是持久的，不但由于它产生的效果，也由

于产生的圣宠，这个崇高的瞻祷的持久性的意义是这样的：灵魂

只要停止工作，就得毫不费力地获得天主的伴侣。这个天主在鉴

的清晰程度，不是常常一样的：灵魂一加注意，天主的在鉴，就

同天主和在天主，一并表现。司官还能有时遭到扰乱；可是，灵

魂之神和天主一起，留在一个深远的和平中。

最后，这一切不亚于前面所提的一切。一个强有力的活动，

完成了天主的绩业ο 关于被动圣宠的篇幅，圣女是于烦重的工作

中写成的。被动圣宠的目的，不在使人体味天主的情谊‘而在加

强灵魂的力量。使它效法吾主耶稣吃苦，以及建立光荣耳目稣的事

业。“我再度表示，事业是天主在工作，天主之子在指导的不能

错误的标志。”与天主结合的灵魂“厉禁司官，及系于肉身的一

切伦懈。”“毫无疑惑，通过这个神圣的兀土结合，灵魂与强有

力的天主，己合而为一，并且分承他的能力。”灵魂的力量啕也

及于肉身。与天主结合的灵魂所享的自由，以及它由于与天主相

结而所得的毅力，允许它有一个罔满的活动。玛尔大，玛大肋纳

终于联合了起来，而和平地在基督的视线下，赶他们的工作ο 这

个天主的友谊，正如婚姻的友谊，是坚定的，丰富的c 圣女德肋

撒在这个圆满的结合里，不但不见灵魂毁灭于天空中；相反地，

她找到了她的奇大的，内外活动的，在天主，同天主，为天主的

原动力。

灵魂为达到这个佳境，应该不停地走向智慧；超自然的围满

之光，无非是纯真理的彻悟。这个彻悟，圣女在谈结合初宠时，

己予提及；可是，这个彻悟，到了这里，因圣神之功，变得更简

单，更强烈了；它已足以照跃信德，燃烧爱德，鼓舞成全的行

为。在这点上，亚味辣的贞女与希坡内的伟大圣师，已不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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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ο 他们的道路虽是不同的，他们同样地神秘的灵魂，引导他们

到达了同一的口岸。

Sainte Theres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I 0 Editions: La l 'e est de 1588, Salamanque （岳d. Louis de 

L岳。n). La clerniere (critique) par le P. Siverio de S" Teresa, 

οbr，αs S" T. , Burgos, 9 vol. , 1915-1927. -Trad. 

fravi;:. r岳centes: carmelites de paris ( Bruxelles ) , 6 vol. , 

Paris, fEuvres compl击的， 1907-1910 ( 时ition citee ici ) . 

let.tres trad. par Gregoire de S. Joseph, 3 vol. , 

1902. Dum在me, les fEuvres completes de S＇俨 Therese, traduction 

nouvelle. ( Coll. Lα Vie spirituelle )’ Tournai , 4 . vol. parus, 

1928 sq. 

2 ° Etudes: Histοire de S'' Thesese par une Carmelite de Caen 

(d’apres les Bollandistes) , 2 vol. , Paris, 1885. -H. Joi汇

Sainte Therese. ( Coll. Les Saints) , Paris, 1901. -L. BrnrnAN口，

S'e Therese , Paris , 1927. -R. H阳＞RI\凹， Y Therese ecriv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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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nRE\L, Lα vie d'union a Dieu, p. 258. 278 : les autres 

ouvr吨es de !'auteur cites p. 358 exposent la meme doctrine. -

P. Poum门， La spi1itualite chretienne, Ill. Paris. 1925, p. 187 唰

268. A. T叭叭EREY, Precis de theol. ascetique et mystique , 

Paris-Tournai. 1925, p. 888-927. -R. CARRIG吭，L1ιRANGF,,

Doctrine de S" Th. , Cαrαcteres essentiels des etαts mysti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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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s 盯r spirit. , oct. 1927 ( t. 7) , p, 114-139. Tout ce n° 

d’oct. de la Vie spir. est consacr吾 h s'e Th. et son ecole: Vie 

( Carmes de Lille) , p. 5-29; ascensions ( Petitot) , p. 30-73; 

oraisons communes ( C. A. ) , p. 74-113 ；居cole car盯l岳litain

(Car‘me吕 de Lille) , p. 140-165. -La litt的ture theresienne est 

immense; un vol. de bibliographie sp仕iale serait utile. Voir la 

bonne bibliog. de Hoomaert, op. cit. p. XIII-XIX. 



第九章圣十字若塑

生活与著作

一、圣十字若望的内生活，若脱离了他的外生活，是不可能

了解的c 他的外生活指出：他怎样密切地与圣女德肋撒的活动发

生关系。他从圣女所受的影响，比任何人更深刻。再者，他的外

生活足以阐明他的道理著作；而他的著作部分地是他个人的有系

统的经验之谈。他的四十九年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子）

在获得光明前的准备阶段：（丑）在获得光明后的出静中的精修

阶段；（寅）事业及著作的广扬阶段。

第 4个阶段是很生疏的2 他以一五四工二年，生于丰提盘罗斯

( Fontiberos）的一个破落户人家。青年的若望·约贝斯（ Jean de 

Yepes）尝先后学过织布，木匠，雕刻匠。之后．负笼麦地那的

一个耶稣会公学内（一五五六至一五六二年），在文范及文学

上，都有斐然的成绩；不久就在那里入圣衣会修道。初学既毕，

被派赴萨拉曼加大学研究神学c，一五六七年，晋登锋品 c，当年他

于麦地那尝得与圣女德肋撒一见：圣女且以整顿修会的计划相

伴。他就表示赞成；为了这是与他进－步精修的期望符合的。这

个期望迅速地付诸实行c

次年，青年司锋向圣德之路猛进，十年之内，达到了最高

峰。一五六八年，圣衣会总长批准在度昧罗（ Durvelo ）成立了

一」个重整圣衣会初学院；圣玛弟亚·若望神父借麦地那圣衣会院

长加入，改名圣十字若望3 他在这个以及其他继之而起的初学院

内，特别负责教育初学生；之后，在学校内培植圣衣会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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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个使命，在外表上是不足道的，实际上是极重要的。无疑

地，一五七二年，五月，由于圣女德肋撒的请求，受命任亚味辣

降孕圣衣院修女神师，迄→五七七年才离去。当时，因圣女的切

磋琢磨，他在内修上，作r长足的进步； -Ji七二年末，他已进

入神化结合的妙境。

在这隐居的阶段内，缓进派的斗争（ La guerre des mitiges) , 

震荡着西班牙的圣衣会，可是他不为所动， A五七七年，卡二月

三日至四日的夜里，由于缓进派长上的命令，他被押赴托利多，

并且被闭于监狱中，共计七阅月。他所受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

在与超自然的考验结合后，完成了他的灵魂洗炼工作，而引他进

入神化结合。他的充满天上神情的神由是当时写的；他的不少的’

著作，简直是他的雅歌注疏J

他出狱后，一个重整圣衣院成立后，他输流地任巳厄萨

( B&za）神学院长（一五七九至一五八一年），格林拿达修院院

长（一五八」至一五八五年），代理省长（→五八五至 A五八七

年）格林拿达修院长（一五八七至一五八八年）塞额维亚修院

院长（一五八八至4五九一年）。

他从没有担任过第 A流显职，这或为了他太绕心于内修，不

能集中精神管理事务，或为了由圣女德肋撒感化的，俗人所称的

俊杰，更适合于折冲。可是，一五八八年，圣衣会总会长，陶利

亚（ Doria）神父，要他为修会参议之一。一五九一年免去了他

的一切职务；因为这个予智自雄的长上，关于重整修会的见解，

是与发起人们的见解矛盾的。那年十二月十四日圣十字若望，以

一个失宠的普通修士的身份，死于乌盘达（ Ubeda），安达庐穰

亚修院中。他曾恳求基督使他“受苦及受人藐视”：基督答应了

他的祈祷。他的生活证明了他通过他的著作遗给我们的道理。

二、圣十字若望的著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流行于

圣衣会中，一六一八年出版后，它们通过十字若望的册封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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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六年），已被公认的道理权威，才发展到整个教会里。一

九二七年，教宗庇护十一世，隆重地宣布他为教会圣师。他的重

要著作计有： 《攀登加尔默罗山》 ( La montee du Carmel ）以及

《黑夜》（ La nuit obscure）。它们都是由八首诗组成的歌（ Pendant

une nuit obscure）的注疏。其他两种作品，写于一五八四年光景；

一为《爱的焰火》 ( Vive flamme d句amour），一为《神歌》 (Le 

cantiq时 spirituel）；前者注解由四首诗组成的歌，后者注解由四0

首诗组成的歌。这阅本著作，无论在题材上，在作风上，都与前

两本不同：不管作者的目的如何，后两本是前两本的补充作品。

《攀登加尔默罗山》的一般的对象，是灵魂的自动洗炼；虽

然其间不少的篇幅，也纵谈了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谈过的被动的

成分已

卷一论五官自动的黑夜（ La nuit obsct时 active des Sens ) , 

换句话，论觉性的灵魂的黑夜；在一般地论了黑夜（一至三章）

之后．作者冗长地指出克制偏情的重要；因为偏情是天主之神的

障研； （四至五章）而为灵魂产生许多的损害：疲劳（六章），

病苦｛七章），盲目（八章），淫乱（九章），冷谈（十章）。为

此，应该驱策灵魂从事克苦（十一至十二章）；于是圣师作出一

个美丽的神修计划（十三章）。十四十五两章是该书的结论。

卷工卷毛论精神自动的黑夜；换句话，论理性的灵魂的黑

夜。这里精神指理智．记忆及意志。每司的洗炼，是由信望爱三

德进行的。卷二论理智的洗炼凭信德，作者指出洗炼的目的及利

益（一至八章），尤指出： f言德虽是黑暗的，是惟一相配的直捷

的，与天主结合的途径（八章） 0 在实践方面，他提倡一个精简

的信德，就是一个摆脱一切由五官所得的知识的信德（九至十

一章）。他也把这些原则拍在推理默摆上；这种默想，若f灵魂

是应予放弃的（一二至－~章）。为引人与天主结合的成全信

德，应该督促灵魂不过度重视超自然界清晰的知识：如像感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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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四至二O章）纯神的了解（二一至三O章），理智的奇

见（二二章），启示（二三至二五章），内言（二七至二九章），

神感（三O章），记忆的洗炼凭望德（卷兰，一至→囚章）：它

的对象是超轶的；它要求微底放弃一切自然的（一至五章），或

超自然的（六至十二章），由于像司的了解；以及单调的神知识

（十毛章）：大法是在灵魂中，造成真空；灵魂应该通过→个恳

挚的爱情，归向夭主（卡四章）。爱德使意志与天主结合；可

是，首先它予以洗炼（卷＝，十五至四四章），为了这个神德的

本对象是至善的；我们只应该在它身上找寻快乐（卡六章），而

抛掉其他自然的反超自然的美善。每点的研究．可说尽了玄妙的

能事。他的文章是在阐述中猝然中断的丁为此人们每要问，下文

有没有写，或是否失掉了已

黑夜的二般对象是被动的洗炼；它们应与灵魂为与天主结合

的自动洗炼并进的 c、

五官的被动的黑夜，是卷→的标题。为证明它的必要性，圣

十字若望仔细地，透彻地分析了热心灵魂的缺点：一般地况，它

们是杂于崇高德行中的自然倾向（一章）如骄傲（自满自足，

爱人称赞。）， （二章）如惶吝（对于圣物）， （兰章）如迷色

（轨外的觉性动作）， （四章）如忿怒（枯燥巾的不忍之心），

（五章）如贪辛苦（求安慰，过度的修行）， （六章）如嫉妒（对

于有大德的人），（七章）如偷懒（在考验中）。天主为向人指出

频繁地不易见到的过失，而且为予以消除起见，派给了他超自然

的考验‘就是所称的五官的黑夜·这个黑夜的成绩是奇妙的

＜＋一至十四章） 0 

《爱的焰火》是四首已到神化结合的灵魂的抒情诗是漂亮

的，激昂的注疏。这本著作，与其说它是篇论文，不如说它是个

瞻祷；它的分析是不容易的。第一首表示迷爱天主的灵魂，被天

主之爱中伤至死的灵魂，怎样念念于永远的结合。第二首描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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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爱的后果；而以比诸烧红的铁，创伤，接触，握手。第三首指

出天主对于与他结合的灵魂，怎样缠绵悻恻。这本著作，虽不是

训导的，却为我们披露了已经神化的灵魂的处境。

《神歌》（ Le cantique spirituel）是篇对话诗，一部分写于被

押于托利多监狱时；它的灵感是极高远的。它同样地注解了囚。

首诗。他的注疏写于出狱后，停于→五八四年。它是向盘亚斯

(B吾as ）圣衣会女修院院长，耶稣的亚纳而写的；它的对象也是

神秘结合：始为神秘结合的先决条件，后为订神婚（ Fiarn;ailles 

spirituelles）；后者是结合的直接准备；最后论结合，或神婚。

二神秘道理

（甲）圣十字若望的观点

圣十宇若望是个伟大的神祀、圣师（ Docteu 

著作是为那些在德行土己有造就的人的 目的在指导他们善用天

主所以使f也们进入圣域堂奥的圣宠 2 他如圣女德肋撤，领这些站

于神秘之路起点的灵魂，逐渐攀登峰顶；可是，他的观点，与圣

女的观点，是不同的；为此，他的字汇与他的议论，与圣女的字

汇及议论．也是极不同的；甚至或说：他们间没有丝毫道理的联

系。可是他们的道理，是极融洽的；他们的著作是相得益彰的。

圣十字若望不像圣女德肋撒没有描写整个的斗系列的超自

然恩宠。他更注意于它们的因素和基层成分，以及瞻祷。他视瞻

祷为“一种对于天主的 A般的及爱情的注视，”或一种对于天主一

般的及爱情的认识。一方面，它虽光照及巩固信德，它是极简单

的；另一方面， E'虽频繁地引起枯燥，通过意志的毅力它是极兴

奋，极透彻的。这是圣十字若望的中心道理，其他→切无非是它

的或理论的或实际的有规则的发展或实践。在瞻祷的特征表明树

立之后，他才许人放弃推理的默想。为了他认为恩宠的基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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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祷知识，他才叫人放弃精神的观察，连来白天主的，也不在例

外。这个道理是他的一切著作的灵魂，尤其是《加尔默罗的防

登》，以及《黑夜》的灵魂；最后两册所谈的，是灵魂怎样通过洗

炼，而为因满的结合作准备。于是，他在消极的观点下，研究瞻

祷；即使他视以为灵魂的洗炼因素（始在觉性方面，后在理性方

面）；他也不否认它的积极使命，例如信德的照明及增强ο

上面所谈的瞻祷是天赋的（ Infuse ）：它是由天主圣神的→

种特别行为产生的；它是因素地神秘的，因而被动的。但是绝对

不应该由此强调：为神秘的灵魂，→切归于无为的被动。圣十字

若望把他的→套神修论，基于前列的原则ι 他的神修论包括自

动的洗炼：这个洗炼，灵魂应予以实践．而藉以准备来自天主的

被动的洗炼c 这里所说的神修不是外在的；它已超过在向罪恶

作战的，开始踏上修途者的内修c 这里所谈的，是高级的神修；

通过它，热心的灵魂准备接受至此还没有接受过的，更崇高的圣

宠。通过它，已照跃在瞻祷初光下的灵魂，能善用神宠，加工

洗炼，以争取更强烈的光明，而到达圆满的结合ο 在圣十字若望

神秘神修中．这个自动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应该切实

予以了解；如果认识不清的话，人们就会想它著作中指出的两种

相辅以行的成分，是合不t的。

谈自动瞻祷的学者，每乞灵于攀登加尔默罗山 c 不差，圣十

字若望在这本著作内．大谈一个人为接受圣宠，应该展开的活

动。篇幅的大半，是直接关于祈祷的；整个的卷二，尤以理智的

自动洗炼为题日。这个灵魂三司（理智，意志．记忆）的洗炼，

是由信望爱三德的演习而实现的。这里所说的活动，强于初学者

的活动；它包括的一系列行为，是很简的，例如对于天主或他的

美善的顾盼，努力从理智及记忆中排斥个别的观念，以及、澄清爱

情。这就是得尼·亚掠帕吉替卡的消极神学方法。

这个精简的活动，不是一种真正的推理默想：它已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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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由更简单的祈祷代替了。这个祈祷虽是自动的，密切地与天

赋瞻祷联系着。圣十字若望关于这点的观点是极清楚的：人们不

可能用这个信德精简的活动，代替默想；除非他们先受到了瞻祷

之光。这个直觉成份强，推理成份弱的信德的简单行为，在圣十

字若望眼里，假如不以真正的睽祷为前提，至少必以对于天主的

纯洁的以及一般的认识为前提；这个认识是一种因素，而且在瞻

祷圣宠消逝后，它至少部分地存在成绩内υ 再者，这个信德活动

无非是圣衣会伟大的神秘神修家指出的洗炼神修的－种方式。这

个神修方式不但倾向神秘神修，而且隶属于它吨以它为前提c

的确，在圣十字若望的神修里，用不到去区别两种平行之

路：一为神修， 一为神秘神修；它们各有各法，以趋向成全。圣

师的两部大作所说的自动与被动，不指两个不同的场合，而指独

一条圣德之路的两面，引导忠信的灵魂达到最高结合的两个有系

统的成分（这个神化结合，圣十字若望视以为成全的必然点；它

是合路的特j正 在明路上的灵魂受到极高的神秘圣宠，然次于神

化结合。在炼路上的灵魂，或徘徊于五官黑夜的考验中，或还没

有进入黑夜。

在修路的各阶级以外．可能有其他与神秘恩宠所以分赐于人

的方式相配的阶段，因为－－－方面圣宠在各灵魂上，并不遇到同样

需要予以克服的闲难，并不负有同样的洗炼任务；另一方面．各

人Jiiz该达到的结合科度，也不是一样的c 被动的考验的严肃性及

长短性，是与各人预见的以及要求的结合理度，成正比例的仨那

末，关于其他的准备圣宠啕自然也不言可喻了。在新的观点下，

我们可能增加分受神秘圣宠的各种方式：这里，我们只指出最重

要的两个；（子）温和的分受，它也是深刻的，频繁地是感觉不

到的。（丑）强大的分受，它给予灵魂的光明，是强列的，给予

灵魂的感动是深入的；有时甚至会影响肉躯。

圣十字若望的灵魂洗炼道理，频繁引他谈夜或黑夜。实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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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术语习指五官或精神的洗炼。可是它也有别的意义。首先

“夜”指→种欠缺（ Privation）：自然之夜为我们的眼睛，是一种

光的欠缺；神秘之夜为五官及精神，是一种它们的本对象的撤

消；撤消的目的是灵魂的洗炼；内司被撤除它的影像；精神止于

纯洁简单的信德。在这观点下，夜是黑的。在另一观点下，它是

光明的；因为这个洗炼准备它接受神光；正如神光不是我们的三

司直接所能看到的；三司留在黑暗中。再者，天主自己是超越

的，为被召接受最高结合的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这个结合本身

也是→种夜。可是，为了强烈的光照着心灵，人们可以把它比诸

震旦。因而，引人趋向结合之路，以及结合本身，在不同的观点

下，或称为黑暗的，或称为光明的。那末，我们己可知可怎样去

批判这个怪术语了 2 在作者的观点下，它包括着思想的矛盾c

（乙）道理的几个特点

圣十字若望的道理，是针对已有巩固的圣德，以及趋向成全

的灵魂的c 他的挂在嘴唇上的准备结合的洗炼观点，确是新颖

的。这里，我们应该一抒圣师关于结合本身的见解。

一、洗炼或黑夜可分两种： li.官的洗炼，与精神的洗炼；每

种或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必要的五官的黑夜首先洗炼灵魂的

觉性，或下分：它或由于内心的克制，是为自动的黑夜；或由于

若干超自然的．目的在消除灵魂觉兴奋及安慰的考验，是为被动

的黑夜。精神的黑夜，在洗炼灵魂的理性或上分；它是自动的；

如果它注重简化的神德的演习；尤其是信德的演习。这个演习是

与五官被动的黑夜密切地联系的。它是被动的，如果它广义地指

一切已有深造的瞻祷者的一般的洗炼性的考验；可是，在狭义的

观点下（这每是圣卡宇若望的观点），它是－种精神的，特别疼

痛的考验，它号｜领己有深造的瞻祷者进入神化结合。这个结合，

圣师视以为真正的合路。

五官的被动的黑夜，是→切神秘之路的门户：或称它为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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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寂静（ Quietude aride ）；它不但与圣女德肋撒描写的甘怡的寂

静（。而tude savouret时）平行着，而且还予以补充。圣师虽称

它为炼路，实介于一般的明路，以及圣十字若望所称的明路的

中间。

狭义的精神的被动的黑夜，相反地，见于它的后面，神化结

合的前面c

（子）五宫的洗炼首先实现；它通过的途径，首为－种神

修二一五官的被动的黑夜一一这是圣十字若望的神修法特征；次

为神秘圣宠ο

（…）他的关于要求这个五官的自动的黑夜的冗长篇幅，是很

漂亮的：可是论实践的文章更要清明呢、圣衣会圣师指出了两个

基层的教训：（子）在→切上，效法耶稣基督：“首先你们应该怀

有在一切上效法基督的意愿；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符合于他的生活；

应该默想他的生活啕悍得在一切环境内向他看齐。”（丑）克制对

进修的兴趣，予以反击：“任何你们能感到的兴趣，如果它不纯粹

地归于天主的光荣；为了爱慕耶稣的缘故，你们应该予以放弃，

予以克制。．，他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人获得迅速的进步”。为便

利实践起见，他又指出了四样应该特别注意的偏情：快乐，希望，

畏惧，痛苦。他又给了我们F，也几条严肃的规则：“你们不应该寻

求最容易的，而同寻求最艰难的；：不应该寻求最有昧的，而应该

寻求最乏味的；不成该寻求乐意的，而应该寻求拂意的”他也不

忘叮嘱我们攻击若望宗徒所说的二三种偏情1 在结论内，他纲领地

指出了他的神修法ο 他在十二句押韵的，特别著名的恪言望，指

出了攀登加尔默罗山峰顶，或以纯i占的信德到达神化结合的途径c

在那些格言内，一面为 A切，一面为乌有，彼此频繁地相映成趣7

」切就是天主；在圆满的结合中圆满地掌握着的天主；一切也指

在圆满结合中，作自我启示的基督。乌有是天主以外的一切，决

意与天主打成一片的灵魂，应该视以天然外的为乌有。“在这个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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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的境界，灵魂找到它的寂静与安乐。”

（二）这个寂静，即使是部分的，非经枯燥的，可是有效的

五官的被动的黑夜，是争取不到的。它的日的在从热忱的灵魂

上，剥削罪宗余下的、无心的、微妙的、还附在最神圣的工作上

的腐点。关于这个黑夜，圣师作了一个极深刻的分析。它尤表现

于精神的种种枯燥中（ Ariclites spirituelles) 0 它们剥夺觉性的安

慰，而且阻当灵魂继续作推理的默恕。这个黑夜具有三个特性

（子）不见自然的原因，而持久地存在着精神麻木性。（丑）在

习惯的天主记忆中，夹杂着 4种不安的情绪。（寅）在祈祷中推

理元能。那末，在这情形下的灵魂，像是分崩的。它 方面感到

一种剧烈的天主之爱几乎不间断地，控制着它，而且驱策心灵的

重要活动向天主；另→方面，这个爱满贮着不安的情绪，附带着

愿望重见天主在鉴的期望。这个愿望与天主结合习惯的需要，清

楚地区别出那个考验；它就是这里所说的→种麻木性

( Insensibilit的；而它的原因，可能是一种自然的精神病态，或是

罪恶的处分。

灵魂在这处境内，不但应该努力忍耐还应该安心服从天主

的圣意，甘心在祈祷中放弃推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以便通过

一种秘密的，真正的，虽不成全的瞻祷，更能接受来自圣宠的深

爱。圣十字若望这样解释了超自然的考验。至于考验的本身，以

及考验的利益，在上面，他已予以谈过了。

这个枯燥的寂静的果实，确是神妙的：它不但使灵魂认识以

及热爱天主，又使灵魂进一步地认识自己，在天主前更谨慎，更

轻世，更谦逊，更昕命。它医治精神的惶吝，以及其他的毛病，

又加强伦德的发展ο 一句话，它通过初步的洗炼，使灵魂得到平

安。由于这不过是个起点；非到灵魂的觉性整个地服从理性时，

和平还是残缺的；非到理性整个地澄清时，它不可能真正地控制

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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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精神洗炼应该跟在五官的洗炼后。前者如后者，是又

自动的，又被动的；可是被动的洗炼，至少在严格的方式下，必

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漫长的年月，才能实现c 走出第→次

考验的灵魂，怀着二个更扩大更愉快的心，在成全的路上前进

着。它频繁地安眠于温柔缠绵的瞻祷上；它的效果直影响到已经

炼净的五官。它也受到内在的考验，如黑暗，枯燥，痛苦。它们

是被动洗炼的开端，它们遥远地准备→个更圆满的结合。在这个

结合前，直接地存在着一个特别的考验，它就是进步终点的理想

的精神的被动洗炼。这个进步实在是成全的第一阶段，它附有若

干神秘恩宠；非常的，极崇高的，有时也不缺。圣师在加尔默罗

的攀登中，论灵魂应该展开的积极活动时，也劝人不予重视3

（→）圣十字若望把这个境界的特征活动，归于三兰超德，

信、望、爱的演习。圣师怀着引他的弟子直趋最高峰顶的雄心，

特别在洗炼角度下，观察三超德的演习；目的在使灵魂摆脱天主

以外的」tJJ. 而使官更配接受神化结合c 这个结合的前提，就是

灵魂与天主圆满的精神肖似性3 他的特别的日的说明：为什么他

不跟着圣女德肋撒强调基督人性在瞻祷中的任务。；圣师没有甚至

把圣女德肋撒视为二个最高结合的宝贵状态的种种神恩，当作神

化结合的障碍么？是的，其间没有什么矛盾口j说，因为各人的

目的及观点是不同的。圣十字若望对于终点的惟－用心，是他的

方法的最好说明。他认为神德是自动洗炼的方法，它们使灵魂与

天主结合。

这个洗炼的使命，在祈祷中，尤属于信德。它为受着朗照的

灵魂，可以有利地代替那些定像3 它们在相当的时期，果有益于

默想的；可是过了期，为灵魂都变成 J种障碍。我们可以在三个

特征里认识代替推理的神光：（子）对于推理祈祷的不可能性，

（丑）对于尚属镇静的像司，无意予以控制；（寅）和平地，寂

静地，安乐地，怀爱天主。这些迹象与在枯燥中的瞻祷的迹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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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可是没有提到枯燥本身：因为即使在这个考验过去之

后，默想的恢复，也不是必要的，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实现的话；

至少在灵魂已经巩固，已经争得能几乎圆满地瞻祷的习惯的时

候。当灵魂超自然地受光照时，一般的信德已足在祈祷中烧起爱

德之火。这个信德已能洗炼那个已不需要许多粗俗的媒介的理

智。理智也应该放弃个别的超自然的观念。

（二）这个灵魂的自动洗炼，即使附着上面所说的一般的被

动洗炼， A般地还不足使灵魂白我弃绝，和使它趋向最高的结

合。灵魂在被结合圣宠的神化前，该先受特别痛苦的考验。这个

考验美妙地称“灵魂的被动之夜”（ Nuit passive de l'esprit ）。圣

十字若望在圣女德肋撒后，漫长地予以描写）灵魂该解脱若干习

惯的（麻木唔分心，走意），和暂时的缺点（对于神思的过度依

恋），又该在一切行动中搏化。这还是 A种天赋瞻祷；可是比起

“初夜”（ La prem战re nuit）中的瞻祷来，要深刻得多；它将是灵

魂的洗炼原则。它光照灵魂，使它通过面对天主的压倒它的伟

大．明见自身上的一切弱点。意志频繁地也被剥去一切神味；而

在祈祷中，束缚着的司官，感到不活动的痛苦；可是，它们因此

自我神化，并且学习与1二天的活动合作。这个洗炼是与火中的木

头受烧前所受的洗炼相像的。灵魂之夜是个真正的炼狱；立通过

爱火，焚烧灵魂c 当天主通过超自然的接触，把他的智慧灌输于

灵魂的时候 3 爱的烦恼刺伤着理智和意志代这些烦恼和黑暗虽泛

滥着灵魂，忠信的灵魂仍保持着→个深刻的和平，和I A个为了是

更神化而更持久的“命台” ( Confom1ite ）。这一切内心的考验，

或这个瞻祷的起点，是秘密之梯；灵魂通过它，跃出自我‘为在

神化的结合中，整个地生活于天主。

二、神化结合，加尔默罗的攀登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篇

幅，可惜己遗失了。可是，通过卷二头上的篇幅，以及他的关于

精神的被动的黑夜的描写，我们还能部分地发掘圣十字若望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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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c 他不厌其详地谈了句］灵魂活动的神化：人的司官及行为，

越来越神化了。司官获得了一种奇妙的适合性，能毫不费力地认

识上界及下界的‘切；燃烧着爱火的意志．整个地神化了，且与

天主的意志合而为一。三个超德达到了它们的峰顶；它们已成

为灵魂中乐天主的惟一点缀，以及联系整个人性的惟一力量、当

爱到达第九级， J妾近第十级，荣光之爱时．是极热烈jfrJ纯洁的 J

这些面日的描写，在“爱的火锅”反“抖1歌”中，具有几乎

同斗的形式：这不是极可注意的么？神化结合可与圣宠，爱德，

德行，神恩的最熟阶段相比《由神化结合产生的··肖似天主”

(As,.irr川ation a Dieu ）以及“神化”（ Divini划ion）洋溢于灵魂的

本质及三 JiJ 中 r 灵魂的冲化及于它的行为 于是．灵魂在一切内

被动i:J£ftp c 理智，意志，记忆，以大主为它们的原动力；而灵

魂的兴奋就是天主的兴奋这哩不但有两个意志完全的符合：符

合已是…种意志的赠品，神化结合己是·种有效的赠F；它实现

于共吨讨于圣神．实在的、整个的服从中；七恩在持续的和平中，

→帆风Jlfijf地发展着（这个实在的赠予之妙i帘，在天主的智慧通于

1前烧着爱火的灵魂～这个这样超自然的，以及实际的关于神化结

合的观念，是伟大的圣衣会圣』jfl整个著作的精神，而这个精神也

同样地见于圣女德肋撒的著作中c

修路比较表

神化站台（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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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至方济各撒肋爵

一生活与著作

圣方济各撒肋爵是个伟大的圣师，在近代神修界中可以媲美

圣女德肋撒及圣十字若望已他与他们所宣讲的道理是相同的；可

是他的观点是另－种的，并且更接近我们；因而似更合乎人情；

也因而他的著作的用场．是出于寻常的ο 这个他的道理的特性，

‘面由于他个人的特性 今面由于他所受的环境教育乙

他是个十足的文人，生于萨甫瓦的A个贵族家庭内句行年十

四（→五八 A年），就往巴黎求学，共计七年（一五八－呈一五

八八年七他的教师们就是卡六世纪，倡导一个辉煌的教会文学

新潮的耶肾、会士O 他在文学以外，又研究哲学，希伯来语，希腊

语，圣经学及神学。不久，他转往帕雕亚，专攻法律，说起帕雕

亚，它是意大利文明之花，威尼旦、与佛罗伦萨文艺的结晶，洋溢

着佩脱拉克的风流余韵。从彼邦留学四年回来的他，不但是个法

学博士，而且他的谈吐， 今面带着法人的道劲明朗， →面带着意

人的细腻娇艳c 他的老师们的陶冶，在他身上发展－了→个直爽的

乐观，又使他对于人性的蕴藏，抱着一－片信任之心υ 他跟着耶稣

会士，更爱从人情方面观察预简及自由神秘的协调；尤其是于 4

五八六年光景．在遭受了失望诱惑打击之后，想到他可能被选为

永远彰显天主的正义时。他的好学并不阻止他在德程上猛进。 」

五九三年，他放弃了世俗的最光明的前途，献身于神职界。

他迅速地踏上神职阶级，至于可牧。他的初年的锋声（ --· 

五九三至→五九九年）。特别引人景仰。一五九四年，一五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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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他传播福音于沙布雷（ Chablais ），一五九七年，一五九

八年．该［；｛人民大量归正c 他在加尔文教徒巾的布道工具，为一

种或分发于昕众人民，或张贴于路边会场的论难传单。

圣人死后，人们搜集了其中的若干篇，藉以驳斥抗议教的错

误，以及证明公教会的真理。当时，他已开始写他的《捍卫圣

十字旗oZ ( D岳fense de l' estendaii de la Sainte Croix ) c，这是所以

攻击加尔文教的一种小册子；可是，到了一六00年，它才得问

世。那个时候，他已不负直接布道的任务；因为自一五九九年

始，他被任为日内瓦副主教。格来孟八世遇见了他，极口称颂他

的神学知识飞→六0工年．由于 A个特别的使命，他在巴黎徘徊

了八个月、在那里．他与宗教界的巨子交友。那年年底，他正式

升任主教二二卡年中 他始终是司牧司锋的模范：他是很良善

的，对于穷人是很慈爱的；在行政上，是谨慎坚决的 2

在司牧的活动方式中，他特别垂青于演讲，以及神修指导二

实在‘他的神陪指导是典型的♂他酷爱演讲圣道：｛也不但演讲于

安内西（ Ann矶、？）．还演讲于教K以外；尤其是他光荣表演的舞

台。当他－六O三年，与一·六OJL年，两度漫长地留居法京的时

候，他天天登台讲道。在他致部耳日总主教，论讲道的信中，他

指出r讲道的方法。教宗在他册封圣方济各撒肋爵为教会圣师的

通谕中，称他为“复兴神圣雄辩学的大师” ( Restaurateur et 

ma山t de l’手loque时e sa「ree ） ι 从他遗 F来的一部分演讲录中，

我们对于他的讲道活动，只能获得一个薄弱的观念。一般地说．

他的演讲有些拖泥带水；可是，极真心的，并洋溢着一种超自然

的风韵c 可是，他最好的光阴，却消磨于神工架内外的神修指导

中。白他升任主教后，他少关怀于异端人的归化运动，而整个地

注意于教友们的深刻的基督生活的培植。“在」切J之上，在→切

之中，｛也是灵魂的导师，神修的权威。”他的大部分的书信（还

存留着二千多封），是关于神修的各种指南。信中圣人运用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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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力，讨论各种问题；运用－个深刻的尊敬心，对待一切的

灵魂。他尤其教训I／他们可教地服从内在的老师，惟 A真正的指

导己他与圣妇若翰纳尚达的通信，是最足珍贵的。

他的神修指寻，最频繁地是对F世俗人的； 《熟心生活导

言》（ Introduction a la vie devote）是为他们写的；第→版问世于

·六O九年c 在导言巾，他向他的神女（ Philoth臼）指出 A种热

烈的天主之爱， f卑得谨慎地、频繁地、迅速地工作着（为争取过

个爱，应该通过炼路的演习，第－编的对象，洗炼灵魂。热心进

步的保障为明路的演习，他用四卷的篇幅予以钻研。第二编始论

默想。默：恒的方法包括一、准备（天主在鉴，呼吁，奥迹的叙

述），二、观察，三、发情、和定志，因、神花；继论神修演

习，终论圣事＂第干二编论修最紧要的德行的方针 τ 第四编叫人对

诱惑提高警惕。第五编论静默，或善志的定时重申二这本著作产

生过 A个辉煌的成绩，并且在教会历史上．掀起了一个专前的热

心潮流3 修道士、女从它所得的实益，不F于世俗人所得的c

像圣方济各撒肋爵这样的」个神修导师，不可能不谈神秘神

修生活。他的关于这种生活知识，可能始于升司牧的前几年，尤

其应归功于一六O二年他的巴黎的逗留 3 吁时，他与不少的热心

士、女来往：如i 阿力11 利太太（ Ma巾me Acarie ），如柏吕尔

( Berulle ）等ο 但是，他的关于这个天赋神学的实践知识、 M:i亥早

得多呢。《爱主准则》（ Le traite de l'mour de Dieu ）开写于一六。

七年，杀肯于－六，六年 J 这是一本典型作品；它暴露了作者在

长时期中获得的学识，经验，熟炼c 实在lfil. 他是最配接受天主

的感召的，因为他的灵魂是深刻地正直的，习于作［~我镇压的，

（演习神武就是他的手册）；还是镇静的，和平的，博爱的，坚强

的；而且他的心的诚朴是令人兴奋的。在这样的」个灵魂上，爱

德r,1z1亥迅速地增长着，而天主圣神应该控制着一切3 我们试一谈

他最初的几封神修指导信，以及他最后的几封，我们就觉得虽后



第十章 圣方济各撒肋爵 759 

者的进步是血明的，可是两者的方法是根本一致的。圣女德肋撒

的著作，最晚他应该于一六O五年可以念到；其中所论的，可能

为他是一种启示。可是，他不因此改变他的方法的因素，被圣宠

推赴贤关圣域的热忱的男爵夫人，圣妇尚达的表示，以及许多来

自第戎圣衣院（ Carmel de Dijon ）要求他急F精简的呼声．他像都

置若罔问。他虽也凭自己深刻的心理观念，特别根据一种极尖锐

的智慧，指导圣妇，允执厥巾地坚持着“基层山谷”（ Les basses 

rnll岳es ）句以及“康庄大道”（ Le grand chemin）；同时辅助她一阶

段又今阶段地，向上攀登，自我神化；而且他依照一种早经考虑

的方法，乐于与她再度上升：他的稳健的步子，笃定的态度，是

最有力的证明～ I可能他在不知不觉中，拾级而上；因为他是不很

爱自我自察的二圣方济撒肋爵对于安内四（ An-necy）以圣妇尚达

为领袖的往见会修女（ Lesvisitandines ）的指导，是 A致的。无疑

地，他的最著名的，以反使他的名满天下，~二且为他争得教会圣

师街头的著作，应推那部神不t神修巨制〈

《爱主准则／〉飞 L芒 traite de i" ar川ur de Dieu）是强有力地别致

I而且元边地丰富的飞书中关于道理的简述 是繁多的乙十二卷篇

幅巾， ，部分是理论，宫是 A种思辨导言（卷→至卷囚）；一部

分是实践，立酋先指出由祈祷产生的成全之爱（卷五至岳七）；

继讨论爱主的果实（岳八至卷九九以及特性（卷↑·至卷十一）；

在卡－二是个实用附录（作者在这本书里．升到了赔祷的最高峰：

可是，他对于神秘圣宠的看法，是与圣女 t·r-肋撤不同的；这是我

们日子注意的〈们j大的圣衣会修女，是个高深的神秘抖l修者；她

到处谈犬眠圣宠；最足以引起爱火的天主在灵魂土在鉴的显现，

最使她依依不舍＇·＇即使在她谈神修句谈（唐德，谈尽微职时，她的

训li6常含有一种有力的神秘声调c 相反地，圣Ji ？芹各撒肋爵，首

先是个伦理家；他如圣女德肋撒，也研究内修生活最高的境界；

叮是在熔化了圣女的道理以后，他在自己的观点下，予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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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使合于他的实用目的。→方面，她向往见会修女介绍神秘圣宠

的本质；连最高级的也不在例外，务使她们与天主特殊的结合不

受限制；而能槟绝对于非常修途的野心；另一方面．他教训她们

切实地利用圣宠，又向她们指出应有的态度，以及与天主圣神圆

满合作的内心的行动。该书的计划显明地指出了圣人在这点上深

长的用心。在第二部分里，他把圣女德肋撒的神秘神修，系于他

自己的， F以拥护的高级神修上。在这个这样微妙的问题上，圣

方济各撒肋爵若想予以改编，没有亲历其境，那是不可能的产l 圣

师有这种经验么？圣师能有这样的·个计划么？可是，他的个人

的经验在他的由圣妇尚达带头的爱德学院（ La vraie accadernie de 

la dilection ）巾，找到了 A个幸运的补充r

一六一0年，创立于安内凹的往见会，与爱主准则编辑的关

系是很大的。这个修会是圣师的最重要事业，它是圣人至死关怀

的对象。这个新修会，｜除掉圣奥斯定的修规外，还拥有·部包含

着神奇的智慧、缤密、甘怡的会典（ Constitutions ），一本习惯录

( Coutumier) , ~册神修捐导（ Directoire 叩irituel ），或称“在放

法鉴视着的吾主前完成一切” c 此外‘还有一册神修丛谈

( Entretiens 叩i-r阳el叶，共计演讲二－篇．都是由昕i井的修女们

记录下来的。这是本尚称完备的精修书，或称往见会修女的神修

实践。这些家训，虽不无缺点，却是撒肋爵的神修精义 它问世

于圣师突然逝世里昂后，时在」六二二年．十二月工二日气一六

六五年被列入圣品；一八七七－年，教皇庇护九世，予以教会圣师

荣衔。

神修道理

圣方济各撒肋爵是近代的一个神修大师。谁都及不到他，而

且无疑地，谁也没有与他同样的影响。他的活动超出实用界而跃



第十章 圣方济各撒肋爵 761 

人道理的理论界。他是教父们的声名卓著的继承者中一个成员，

他的英名是这个光荣的英名录的最后－个。

他也是一个深究教父学的学者，他连续地予以援引，他的著

作中满布着教父们的碎锦。他尤其崇拜神学之祖，圣奥斯定：圣

大额我略，教会雄辩学之王，圣金口若望，热罗尼莫坚决的观

点，与圣伯尔纳多温和的语气，他也予以歌颂。在论难学中，他

以圣西伯利央，矶滔良，特别以雷朗的昧增爵为模泣。他的治学

方法，离教父们较近，离士林学者较远。他在自己的道理，尤在

他的伦理研究中，暴露了一种热忱。他不以人灵度一个平凡的教

友生活为满足，他强调地推崇热心，以及竿头日上地爱慕天主。

热心爱天主代表成全的两个阶级，前者予以准备，后者予以

发扬。他妙趣横生地描写神修；他的温和生花的态度有时使人忘

掉：那些极缤密的原则支持着它。那些原则，应该先予一叙，然

后轮流地谈圣人的热心，神修、爱主，以及神秘神修。

（甲）撒肋爵的神修理论基础

圣方济各撒肋爵曾把他的 A般的神修理论原则，写入他的爱

主准则（ LP traite de l句amour de Dieu）：前四卷，以及余卷的若干

章，无疑地，为那些只修圣爱的人，可能随意予以放弃，但是如

果他们热忱地看圣爱的话，这些篇幅也是很有用的。不少人可能

由于在这里找不到关于上天之爱的一切，而表示拒绝。人们尤其

由于找不到作者自己计划的神修及神秘神修的，或自然的（哲

学的），或超自然的（神学的）辉煌的基本组织而惋惜。

圣方济各撒肋爵少以形而上学学者的姿态，多以心理学学

者的姿态，在人灵深处，寻求爱天主的自然基础。爱天主是卷一

的对象。圣师一凭他的知名的丰富，深刻的细致，根据一个艺术

的计划，不间断地谈了（子）爱的重要：假如意志是个驾驭灵

魂兰司的王后，她自己也受治于爱；（丑）爱的性质：爱以意志

与善之间的→种适宜性为前提；于是产生了一种对于善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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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终于使它与善互相结合；所以景仰是个因素成份；（寅）爱的

效果：由爱产生的结合，是精神的；爱的可觉性愈淡，结合的密

度愈浓；（卵）灵魂不同的成分：我们应该承认，在灵魂上，由

于不同的属性，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圣德7 我们尤应承认，灵司的

一种卓越性；它通过理智的一眼，意志的一念，接受天主的真理

与意志；（辰）友谊：这是一种相互的，表现于赠予中的好感。

单纯的友爱逊于选择的或钟情的友爱；这个友爱可能是简单的，

或出等的，或崇高的，或不可比拟的；这个友爱是天主的友爱，

或爱德；（巳）与天主的关系：在人和他的造物主之间，不但存

在着→种神奇的适宜性，而且人具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自然倾

向；这个倾向虽是不成全的；无疑地，却是极有用的c

在紧接着三卷内，圣师简明了神爱的神学二卷二论它的组

织，卷三论它的进步，卷四论它的毁灭。爱德的组织，可以一系

列的天主所以予以准备的行为，予以解释：先在天主（普遍的

上智，降生的决定，玛利亚的被选），次在我人，而以信德，望

德，补赎，以及对于基督爱情根据c 一幅美丽的爱德描写，结束

他的论文。下边一卷指出：在爱 I二的进步是可能的，而且是方便

容易的；在此下世，它虽是相对的，在天 L 将是圆满的；而这

个圆满性．也是视不同的灵魂而不同的c 卷四解释：怎样它因人

的罪过是可能失掉的。在这最值得人研究的几页里，我们尤将寻

求圣师对于圣宠及预简的思想c

为产生及发展真正的爱德，必须乞灵于圣宠c 圣师辉煌的乐

观，根据他常予援引的圣奥斯定的道理，一面基于二种无边的对

于天主的丰富的辅助上，一面基于天主的辅助强有力的行动上。

这个行动的有效，由于它的能力；这个行动的失效．由于我们的

错误。无疑地，圣宠是强有力的；可是它是缓和的，不是横蛮

的。“在我们的意志接受圣宠的掖诱时，它自由地予以接受，正

如在我们的意志拒绝圣宠的掖诱时，它也自由地予以拒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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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圣宠的接受，虽也属于我们的意志，尤属于圣宠；相反

地，对于圣宠的拒绝只由于人的意志。他的关于罪的道理也是同

样的：拒绝圣宠的责任，虽全部r.v_ 由人去负，｛且圣宠的有效性不

由于人的接受r 在这些灿烂的篇幅里，圣师向那些自命不凡的人

说：“假如圣宠没有用它的行动，边准备，边充满你的心的话，

你的心不但不能耍，而且不能干任何合作的行为。你若认为你给

了圣宠神圣的．有效的，活生生的动力，那末，你犯了亵读的

罪，＇， 你应该晓得：你的拒绝并不剥夺主宠的动力 J ”

关于预简的奥迹，圣人爱从人情方面予以解释。他虽不采用

在预见功绩之后（ Post pr肝阳 me-rita）的公式，但是他在一六一

八年，八月二六日，致雷西邬斯（ Lessius ）信中，却表示赞成。

对于这个问题，爱主准则的观点，是不很清楚的。最后论至恒心

( La perseverance finale ）时，他在自 F而上．及自 t而下的范围

内详细简述了天主仁智为救我们的一系列成绩二他的结论是：

u无挠地，天主只为那些他预见将属于自己的人准备天堂；可

是，属或不属于他，权操在我们工”他又绝对地要求人们避免关

于上智亭毒的一切好奇心；他认为为天主的意志，找不出一个比

天主的意志，更好的理由 σ 无疑地，这也是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

争端之 A：“我自然地痛恨一切在公教信友中产生不出好结果的

争端”。因而，当宠佑争端之际（ De auxiliis ），他 rflJ保禄五世建

议予以制止，并且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作喋声的寒蝉。最

后，圣方济各、撒肋爵在圣宠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折衷的贤明观

点：他的观点边根据他的久长的教父研究，边适合他的实用的

用心。

(Z ）他的热心及棉修

一、日内瓦主教灼见爱天主在教友生活中，具有一个非常的

使命；这不但关于内修的最后阶段，整个的中途也如此，最先的

起点也如此。这里，爱还是很不成全的，却是实在的：人心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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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具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可是，圣人为热心所培植的爱，是基

督的，超自然的，由于圣宠及信德的，热心为崇高爱德的一个阶

段；它不单使我们迅速地、积极地、勤i草地确守天主的诫命；又

督促我们赶紧地、热爱地尽量行善功；虽这些善功不在诫命之

例，而只属于劝导之例2 以锻炼爱德为目的的《爱主准则》，也

注意力日强与澄清爱德所以与天主结合的内修二《热心生活导言》

(I时rod时tion a la vie de-vote）的目的，在开始走神之道的灵魂上

引起神爱的各种活动。“热心一些不增加爱德之火，只发展爱火

之焰；这个火焰使爱德更迅速，积极，勤谨，边为遵守诫命，边

为实行上天的劝导” C

“把这个向善向德的精神，给于天主之爱，根据 A切神修家

的学说，实在是在德程上进展的灵魂的天职〔圣；厅济各、 J散肋爵

尤强调着这点。他认为：爱不但是个终点，也是个进步的方法；

为毁灭罪过，产生德行的一个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法。再者，他

把热心实践别于热心；他指出热心是热心实践的灵魂；这个区别

允许他把热心输入一般的教友中。可是，他不以热心纯为→种精

神，但坚持它首先是种精神c 他依照一切灵魂不同的需要，把它

与修德祈祷配合起来；他又承认：修德的途径，由于灵魂条件的

不同，是复杂的c

二、应该指出，热心引中，圣人极度注意于祈祷的方法 3 这

里．圣依纳爵的影响是显著的；可是，方济各撒肋爵不是人云亦

云之流，显然他有他的特色。在卷一里，他督促他的修女举行默

想，而以踏上炼路。在这炼路里，她该洗涤大罪，以及对于大罪

的依恋ο 十个以资模范的默想，引导她从创世到地堂；并且帮助

她通过－种选择定于热心生活。卷二一至九章的篇幅，补足了前

面的议论。

→般的方法，情感的色彩极浓；比起依纳爵的神操来，要少

严肃得多。可是，他的方法不因此而稍浮泛：一、准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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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天主在鉴，（丑）呼吁，（寅）题目的选择。二、关于理

智的第－ ~部指出：在针对题目，作种种现寨；那个题目，或是为

了－种需要由像司予以提供的；或是为了纯属一种真理，由理智

予以分析的。但是， A切观察的目的，在打动意志。三、默？也第

二部外，尤其是情感的；日的在使灵魂在 4个衷心的会谈中，与

天主结合；这个结合，边力115.虽爱情，边督促灵魂采取步骤J 四、

一切祈祷的结果，应该是→种行动；它是爱的必然的后果。采取

的步骤，周到地，直接地，为爱作准备；一切以花篮（ Lio

bouquet spirituel ）或善思为结束。它在 4天内，掀起爱情的波

浪，引起热烈的诵句υ 组成默想的种种成份，不是常常同样地必

要的？观察是为爱情的；如果默想‘开始，就感到爱情的勃发，

那末，应该放开警头伫圣师不要人们采取不准备默想的默想方

法，虽然它是可能稀有地成功的。

圣方济各撒肋爵，在若干条件F也赞成采取比较简单的默想

方式＝“为若干人．在若干环境内，他也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没

有方法；而且我们可以感到：他年龄愈大，他在这点上，愈表示

宽大简单）”

他尝叮嘱往见会修女．毋过度地拘泥于方法．滥钻牛角。他

把祈祷集中在吾主耳13稣身七，譬如或钻研他的一」个奥迹，这是第

－种祈祷方式；或纯通过隔音经及信德的奥迹，与耶稣谈话，这

是第二种祈祷方式。后者比前者更崇高，更美善。

在这个问题上，圣师指出r一种更简单的祈祷；这就是人们

习称的“简单地站于天主前”。

因为有些灵魂，不能集中精神在任何一个奥迹上： 一种温和

的简单性破引着它们．使它们极度安静地站于天主前，以至只知

它们在天主前，而天主是它们的一切。这种祈祷由于极纯洁的，

而相当神秘的信望爱兰德的活动。信德针对天主在鉴．望德使人

整个地把自己记付于天主，爱德是三德中最活跃的一个。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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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祈祷，带着极浓的神秘色彩，自然地引灵魂自托于圣神乞圣

方济各撒肋爵虽赞成这种祈祷，至少为那些在德程上，已有高度

造就的人，却不要人们自动采用其他更高超的祈祷方式，除非由

于天主特别的指导。

三三、往见会会丰且不像瞥见现代学者时指出的，在默想与大日

课经之间的冲突n 他教导他的弟子们祈祷，可是不要她们放弃修

道界传统的习惯，尤其是关于公唱大日课的问题。

大日课的咏唱，不但无害于瞻祷，而且是默想自然的补充：

它由于」种对天主表示隆重的礼拜，歌颂，以及呼吁的瞻祷倾

向。这个咏唱，只有实在深刻了解天主的伟大、美善、慈悲的灵

魂，能因以产生，切的果实c 那些灵魂，通过信望爱三德的一种

尚属完善的活动，与天主结合c 这些德行在灵魂上．树立对于天

主的思想及情绪的实际·致性。于是，祈祷以及日课经中，这样

纷纷的组织成分，也统一了起来仁在咏唱日课时，不应该找寻默

想的题材；｛ll应该找寻的，是能加强对于夭主的思想及情绪的方

法与机会；正如外界的－切，能使怀有信德及爱德的灵魂，想到

造物主c 日课的外状，也足以助人达到这个问一的目的；可是，

显然，他的因素，在与天主密切地结合。这个结合，为... －个灵魂

上具有上智反聪明的人，是特别容易而饲满的；因为它们边能补

充人对于文字了解的不足，边能助人予以了解士依据这个意义，

大日课是个真正的祈祷；在物质方面，它足11：单纯的；在精冲方

面，它是很有效的。它是瞻祷的 A个积极方式，凡为修士都成i亥

相吁地努力予以学习 J

圣方济各撒肋爵是个传统学者，他很注意圣事，尤其是圣体

与告解c 他rt!.该向当时恶劣的环境斗争。世俗的人文主义对于宗

教的神圣礼仪， F了不信任的批评c 抗议教徒通过他们大胆的否

认，雪上加霜，也危及天主教。公敦的奋斗尤其着眼于多办神工

多领圣体。耶稣会会土’是这个运动的带头宣传者。圣师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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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见解，比谁都更努力地掀起一个热心运动；可是，冉森主

义拖延它的胜利；而那个恶毒的主义，圣师也未能全部予以毁

灭。圣方济各、撒胁爵虽主张勤领圣体（每星期一次），可是，

他的若干关于实践的保留态度，在我们后人的眼里，是偏差的。

他虽督促他的弟子们勤领圣体，他很开心他们的灵魂的纯洁及热

忱，务｛吏圣事能产生确切的放力。他对告解圣事的观点，也是同

样的：这件圣事虽在赦免过去犯的罪，也嵌为将来的利益，用光

与力来，武装灵魂（那末，日内瓦主教所以也是个伟大的伦理学

家，于此可见一班。

撒肋爵的《神修论》，在教会里，流行了若干种神业，又称

《神业补充修养》：一、届句（ Oraison ja-culatoire ），这是一个灵

魂，日间在万F境遇中，尤其在自然界的美景，天主的肖像前，

注意向上主发出的连续、简单、衷心的呼吁。它延长真正的祈

祷；有时竟能取而代之：少了宫，祈祷生活是不会好的，积极生

活是会日趋下坡的τ 工、省察，圣人虽提出了省察，可是没有提

出」般人所说的详细节目（“在圣五伤方济各的自然自由，与圣

依纳爵的刻版纪律中．圣。rjj选择了」个中庸之道。他偏重情爱，

轻视检讨；他多注意将来，少关心过去。三、年静（ La retraite 

annuell叶，他不但要修女们去做，也要世俗人去做。他指出：他

们应该在几天中，自我收敛，检沓他们是否在爱天主的道路中，

而后作出改进的决定c 四、神修指导，圣人a开始就以叮嘱他的

修女（ Philothee) ，圣方济各·撒肋爵强调需要提防个人在思想

上的错误。他要神师把自己的动作隶属于天主动作的；把自己的

个性配合于受指导者的个性，而注意一种渐进的发展。神师的指

导应该是温和的，富弹性的，间接的，婉转的，而利用一切引导

对方爱天主；即使被指导者对于神师的一种爱情，也不在

例外。”

四、德行在圣方济各撒肋爵，这个典型伦理家的神修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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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c 这点己反映于他的神修方法中、他的乐观

使他主张：为攻击毛病，少出以直接的行动，而多出以间接的行

动，就是在发展相对的德行，以及对于天主的爱J 他通过这个途

径，使人爱牺牲．可是他没有摧残教会的刻苦精神；相反地，人

们曾说他是圣人中最刻苦的」个；这至少由于他通过爱德‘在自

我牺牲方面，争得了他人用苦工争得的一切（

在德行的实践上．他也晓得配合各人的特种处境：他揭示于

世俗人的典型，与他揭示于精修者的典型，是不同型的c 他不是

个片面的神修家；他教育整个的人ο 他既不疏忽点缀理智的知识

艺术，又不轻视灵心生活的感情二至于健康衣饰，他都也顾到c

在他教育的工作中，他尤其想培植出 A个基督徒来；他通过基督

的德行，栽培他的弟子的身心乞这个己暴露于热，L生活导言中的

用心，在他的谈话（ E川r叫iens ）中，几乎是独步的、他创立的

修会的特性，不是斋克，而是爱情，“沸腾的爱德，以及强有力

的深刻热心”。

这个爱情的温和的力量，应该引导修女去修本位的大

德，－一关于兰愿的德行－一直入它们的骨髓：心灵的一切牺

牲，肉躯的严格约束（这是洁德之花），放弃私人的判断。头 t

几篇谈话，一面奠定了这种精神的基础，一面结出了三个本质的

法律：牺牲、慷慨、心平。这个理想只能实现于最纯洁的爱

情中c

（丙）爱天主与撒肋爵的神秘神修

爱德从热心接受一种使灵魂踢跃地与健康地事奉天主的慷慨

之忱c 可是爱德的成全性，在于因以与天主直接结合的内行的纯

洁性及深刻性ο 崇高的恩宠将助它予以产生；它们就是所称的神

秘圣宠。圣方济各撒肋爵，在五、六、七，三卷，著作的中心

内，讨论了那些行为和这些圣宠；并且简述了他的神秘神学的精

神。可是接下去的四卷，不过是必要的补充成全之爱的果实



第十章 圣方济各撒肋爵 769 

（八至九卷）及属性（十至十一卷）而已。在这四卷里，圣师又

乘机指出了一种高级的，充满神秘的神修论。这个神修论的无比

的实用的重要性，是为众人的，尤其为那些被召该到达圣德峰顶

的灵魂的。

＼本质地组织友爱，以及使灵魂与天主结合的内行是卷五

研究的忻乐友谊。 （子）通过忻乐，灵魂一方面欣赏天主的美

善‘另一方面，沉醉于其中。这个休息不在不动，而在不需要动

中，因为人在夭主己找到了→一切。可是，已获得所求的灵魂，还

在找寻着；这不是为予以争取，而是为予以欣赏。（ ±L）友谊是

忻乐的后果；相反地，天主先对受造之物表示友谊，然后欣赏他

的成绩。忻乐尤在使对方满意获益；在赞美天主，以及使一切受

造之物予以赞美的需要，在向往上天的热烈之情。

这些忖为的演刁，是祈祷所以存在的重要理由。圣师所说的

祈祷，指默想及瞻持。默想无非是一个极受注意的，反复回想的

观念；目的在便意志产生神圣的爱情，采取坚决的步骤。瞻祷则

是寸、对于神事的缠绵的、简单的、捋久的注意c 这个高级的祈

祷方式与 J般默想不同之处，前者的任务在维持爱情，而后者的

任务在产生爱情二再者，瞻祷不在分析的，而在简单及一般的角

度i 观察它的对象c 最后，由于瞻祷是爱的果实，做起来，是

不费力的．而且是愉快的c 这里描写的瞻祷是个清晰的瞻祷；它

的对象．或纯是天主的－种美善，或是天主的许多美善，或是天

主的一样事业；它使灵魂不需要揣摩而会忻乐，会欣赏。实在，

圣师所论的．是一种单纯的可是积极而相当圆满的瞻祷。

三、神秘圣宠系于瞻祷的演习：在这个演习里，爱情到处显

著地站于前线c 这里，圣方济各撒肋爵跟着圣女德肋撒，可是，

他以一个具有不羁之才，以及自信很深的老师的姿态，毫无犹豫

地把一切归于他自己的观点。（子）结合前的祈祷，保存着圣女

指出的名字：（一）收敛是在同样的比喻下描写的，而且又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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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干极饶兴趣的比喻。 （二）寂静，或灵魂在爱人怀中的休

息；他冗长地予以钻研，且以比诸司官的垫眠（ L肝 sommeil des 

puissa配es）。（丑）结合祈祷．在圣方济各撒肋爵的笔下，不是

凭个别的名称，而是凭它们的特性，而予以区别的叫他把灵魂在

天主的奔流（ L'ecoule-ment de l'ame de Dieu ），归于结合的午斤．祷；

因为灵魂在结合祈祷

一种？夜质，在它所爱的天主内流着O 在同 A个的丰斤祷巾’正如

《雅歌》内所说的，“灵魂熔化于天主” J 欣赏的果实，爱悄还产

生其他的伟大成绩在灵魂内；它烧起最纯洁的感情，至于“爱

伤”（ la bl阶训red’amour）；这个创作1是由爱情要求的分离烧起的

意愿，以及天主的吸引力产生的 其中最纯 ；，1i 的‘种力式是

“国爱受伤的灵魂的爱的疲劳”

其他结合的，尤其是密切的结合成效．描写于在六巾了这

里，圣师有意不把接受最崇高的圣宠的灵魂的→种活动，与圣宠

分开。灵魂不应该单单倚靠天主，仿佛葡萄街着榆树， nT 是应该

运用整个的活力，倚靠天主，－－－ft日地钱草，紧靠着树、地钱草这

样地紧草着它们，甚至钻入树皮c 这种结合，尤完成于祈恃中；

而神秘的结合圣宠的崇高成效啕也发生于此。圣方济各指出了重

要的三种：出神（ Les extase仆，在天主的生活（ La \ie en 

Dieu），以及爱的死（ La mort d’a mot川 r

出神可分二种： ＼理智的出神，它是由神圣的惊奇而产宅

的；二、意志的出神，它是由对于天主的芙善，情爱的欣赏而产

生的，兰、行为的出神，这个最后的出神，是为指出前两种出神

价值，必要的以及最好的说明；可是，它不是狭义的出神一只有

前面两种，习称为“出神”，可是，应该提防幻想。作者自己在

予以描写后，指出了两个关于好的出神的说明 ζ，（子）它与理智

的关系．一贯地强于它与意志的关系，即使最光明的第－种也不

在例外：（丑）它是由善工陪着的．正如上面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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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的生活与爱的死，产生辉煌的以及不带特种困难的发

展。这些由神秘圣宠产生的成绩也是最高级的。圣师虽不谈神化

结合 (l几lnion transformante），无疑地指出了它不少的特性。其

他的特性，见于后列几卷巾，谈成全之爱的－－般果实的篇幅内三

兰、成全之爱，不论在祈祷内外，该表现于它在意志内的成

绩，以反它的特性。这旱，我们说果实，在们指天主之爱对于意

志峙久的效果～这些效果就是那此永久的倾向；它们足以保障这

个爱的超自然的价值《’仨们可能，并日己应该用情绪的姿态，表

现于祈祷中」们是，最后，它们J,'lj_该有事实的表演r

爱的重要果实有两种： ＼翁合天主圣；意．这i主肝乐与欣赏

之果：立有不!JJ也使人的意志做天主通过或时命，或劝导，或灵感

要它做的事情勺二、服从天主的圣意，这元非是人的意志与天主

的意志结合的 A种方式： l大！为它要求于人的，在 i「心接受痛若贫

乏 c 这个接受JN: j亥逾越忍、耐，而达到神圣的亢口l无不l1J性；而且

它也足于精神界这个兀门［元不可性是个真正的心灵之死；而且

由主P产生的，是一种整个的剥削

后列的属性可以归于天主之爱；可是官们民Ji甫的实现，只在

圆满的爱中：一、天主1苗族被爱在万有之七这是他命令我们

的ο 这个诫命的遵守，虽有不同的等级，最出色地表于救人灵魂

的工作中。二、爱天主的使命是普遍的 它成全并总结一切的德

行，直至最崇高的；它也赔偿罪的灾祸乞我们应该把修德及」切

行动，归于神圣之爱二爱包罗着圣神的恩宠．并且使畏惧变色；

它包括着圣冲的果实与真福；它驾驭着灵魂的 A切情感；它驱逐

忧愁。忧愁是儿乎常常无益的，而且不能为神爱服务寸圣方济

各·撒肋爵的关心，驱策他在他广大的论文上，力u进了若干为引

灵魂在神爱 t进展的实用的教训le 他指出目的方向，行为的奉

献；最后，他指出：“加尔瓦略山真正是爱的学校”。

圣方济各·撒肋爵以伦理学家的资格，引导他的门弟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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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于理智及意志高级生活的服从，平均发展一切司官ο 那个高

级的生活，整个地控制在明朗的、积极的、热烈的天主之爱下c

人文主义及神秘主义，在这个道理中结合着：可是，人文主义并

不直接地发展于兴盛的神秘主义中。人类的文化并不本能地引天

主之爱至于峰顶：相反地，人通过整个的死亡与剥削，达到足以

成全的最崇高之爱。不问表面上看来，存在着若干矛盾，神挝、主

义不但不毁灭人文主义的事业，而且予以补充，予以成全。

Saint Fran~ois de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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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通过问卷浩繁的篇幅，综合地介绍了教父，以及他们的

伟大的继承者 教父指古代的教会作家，尤指那些才德卓苦，在

教会思想界早．具有利i崇高权威者他们的伟大的继乐者指那

屿神学家或神修家；他们在中 llJ:纪，或在文艺复兴时代，另ljJfft

I副地， ifd是受 r'1 r＼代的传统直用电时以扫’＇f J百代 c 在他们 til j'rlJ' 

我们也尤注，在 F那些被教会册封为圣 1J1fi苦 -JQ们伴笔于圣方济各

撒肋爵身 J:, fliU＼＇.：荣地去占 ~（这个时代

欲在现代大师及古代尤其是前几世纪的大师的苦作！可．作 tH

·r直接的比较，为若悬殊的色影，儿乎是不可能的3 可是，这

里，！缸该避免两个极端勺前J'L:不 i亥强调差异，甚至自主 A种发展

就是卒种革命η 无疑地，存在革命运动，可是，很快地它们遭到

教会的斥责， rm止’们的历史就是异端的历史c 我们只谈那些不但

彷合，而且在若干点上能发扬教会传统思想的作品。第二个极端

是，正时为仁面的－点，人们趋向轻忽差异之途，甚至重要的差

异也不在例外；不知这些差异是－种合法的，必要的进展的自然

结果；在道理的观点F如此，在文学的观点F也是如此0 5日后面

－种毛病的人，只l@li'!J公共的几点，而疏忽作家i门，以及他们的

道理的… A切特性 3 关于现代的作家，以及近代的学派，也能发生

同样的弊端｛为避免这些弊端，一个相吁的努力 ι 一面维持着中

庸态度，－斗面提出各作家的道理特点。在教父，及巾世纪与近代

大师间，显然再在着 A种庚续性：这点，任何公教人士不予怀

疑，而且在这哩，连证明的尝试都不予考虑，而只在卷四的标题

巾，强调F A次 3 这个思著的肯定．看来不是无益的c 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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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妄在评论中，指出近代著作的特性。

这些新著作，一般地说，正如我们说过的，由于一种系统

化，异于老著作c 这个系统化，或由于它们的对象指定得更明

确，或为了它们所用的方法，是更忠辨的，更哲学的； .'-1足为了若

干才子的思想、造成了一个垂耍的集l:fl l＆：学派 c r~1世纪＆文艺复兴

时代，在神学及神修学方面，组成了在：十二学派，而j当时的公教思

想家，大半或属于此派，或属于彼派：逍遥学派外的学者， i羊－鲜

有的。这些学派的鼻祖，是当代公教忠恕遥远的倡导者，民J是，

他们的影响是相吁深刻的 另予研究，是很有益的气继承者只踏

着他们的步子走 rrrf己；频繁地只坚把他们系于他们所属的学派．

就 l可以认识他们的道理的因素

＼在丰1J1 宇：七，；r于在着三个军要的学派：王多抖声Jr学派，邓

且f· 各德·＇j勾辰， ;Jj；亚责士学派。它们的活动电十六世纪以来，不停

地前进着；而且每派）可以作出寸、权威大帅的光荣名单

( Lr 

十七肘t己’斯各德学派展开了－－ /1＇－辉 ＇k引的阶段：虔｛摩；I 匠

派’更能不染折衷主义｛立 i门的人员散址于各地，以及各中心大

学二捍具尤著名者言之，主ii方济各·和才（ Frarn,;ois H丛uzeur) , 

方济各·冯其向（ F、1、

(Br‘ ancati de Lam 

茂．针牛郎 ( Bar . Durand) 0 

耶稣会学者们的成绩是同样辉悍的，他们t宗苏亚责士，可

是没有奴隶性，有时不怕与他分道勘铺：如塔内（ A Tann肝），

主巴尔大（ M. 山 Ripalda），蒂芬（ CL Tiphaine ），卢｛在斯·蒙道

亚（ R川s cle Montoya ），卢各（ l吨。）、最后」人，不f口以神学，

又以伦理神学著名。至于古孟（ P. Laymand ），步盛巴

( H. Bu附nbaum ），爱斯高巳（ A. clP Escobar ），拉克罗亚

( Cl. lacroix ），都是伦理神学的权威ο 说他们为圣亚尔方骚



776 教父学大纲卷四

(Saint Alphor 

多玛斯学派一面拥有大名鼎鼎的若望．圣多默（ Jean d e 

Saint Thomas）’龚顿生（ V. Con-tensen），高内（ J. Gonet ），下吕
亚（ Ch. R. Billuart) , A面拥有萨拉曼加圣衣会的→系列神学家

( Salmar巾：enses ） ο 他们在五十年中，写成了有名的神学集

( Cursus thelogicus ）。

在这些学派以外，无疑地，前后几个世纪中，在修会以外，

在修会以内，也不少有价值的神学家；即使在上列的主修会巾，

也有彷佛自成 A派的神学家。可是，在各种不同的角度F，谁都

难免不受前列三个学派的影响c 其中一个，在十九世纪中，因良

卡三世的推许， 」跃1frf为其他学派之冠c 自圣多玛斯正式被推为

修院大学神学院的神哲学模范圣师后，教会虽不强迫地宁可是恳

切地要求神哲学界随从天神圣师的学说c 我们拥护教皇的号召，

在这部教父学大纲里，不惜用广大的篇幅，抒述圣多玛斯，神学

典型老师的生活，著作，道理。

圣奥斯定英名，不但在西方上中世纪后一切豆要的思想潮流

中，在最近的几世纪内，也每受人提及。可是断章取义之徒，冉

森派人，歪曲了他的见解。

巴亚主义（ Baianisme ）的后制，冉森主义－是种特别的异

端；’E虽不断地遭到去座的雷踵，始终愿意站足于公教会rt1τ 这

个思想在不少它的信徒身上，是很容易感觉到的；那些人现在已

经不存在。冉森主义的历史时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内，立

尤是关于圣宠及预简的一种神学；当时很激烈的斗争，是有关道

理的。一如当代的许多伟大的教友，一部分思想家，怀着一片重

整教会的热忱相信：参加这个大事业，可以在道理领域内，从倡

于圣奥斯定的教会习尚的神学措定中，恢复教会初叶的补赎习

尚。冉森的遗著《奥古斯典努斯》（ L'A吨ustinus）重提圣奥斯定

的措定；勤领圣体（ La 的quen-te communio川 A书，在一 A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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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笔下，托出了补赎习尚 c 控制着这个终于格来孟九世和约

( La paix de Clement IX ）的时代的大名，计有冉森（ Jansenius ) 

与亚尔褥（ Amauld) c 在第二阶段哩．冉森学派一变而为 4个政

治的，议会的，哲学宗教的反对党。它始于十七世纪最后几年，

时而暴厉咨雁，时而和平相处，远法国大革命止。在神学观点

下，只有第一阶段的冉森主义，是值得研究的c 大家晓得，它的

学说强调；人的腐化是极深刻的，原罪的毒素直入司官，甚至不

可能反抗圣宠。正如肉欲之乐，在不容抵抗的条件下，引人犯

罪；圣宠在必胜的一种愉快下，予以征服c 那末，它就否认自由

意志：或说它是 A种悲观主义，不是没有理由的力这个控诉，极

不公正地，为着抹煞了圣奥斯定重要的若干措定，竟加在圣师头

上3 那些措定莫定了一种真正的超自然的乐观主义，尤奠定了他

的充满智慧，又1三富．又兴奋的道理了

二、在神修方面，如在神学反伦理神学方面，存在着不少的

学派：着重某一面，或某一点教友的生活，可能产生某种分类的

相吁基础； 1E归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已表现于中世纪作家

身上r

文艺复兴时代的神修大师．无论在神业方法方面．在道理阐

述方面．作出了奇妙的精密的鉴别，而使这类的系统，益趋顺

境c 人们很可能有益地把最近的作家们，予以虹别，而以系于这

个或那个学派。站于这些名学派以外的人．为数极少ο 可是，不

应该过度强调这个分类性。一切作家，不管他们属那个学派，虽

各有各的特种的学说崇拜，并不百认其他学派的学说c 他们也一）

致承认我们所介绍的十六世纪的神修大师：圣依纳爵，圣女德肋

撤，圣十字若望，圣方济各撒肋爵，为典型的神修及神秘神修

导师。

无疑地，之后，又崛起了不少的圣贤，创立了新的神修单

位。一般地说，他们没有在一个新的角度下，重做那些典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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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看来他们尤注意于一个伟大的真理，而以奠定他们事业

的基础。

柏吕尔枢机（ Cardinal de B岳rulle ），因激于耶稣，降生圣子

的伟大的德性，尤注意于虔敬，而发扬了一种热烈的敬礼c 在神

学方面，由龚特冷（ Condren）步尔肯（ Bourgoing ），与多玛生

( Tho-massin）代表祈祷会派（ Ecole oratorienne ），保持着立的

思想。

圣书尔比斯派（ Ecole de Saint S川pice ）创于奥手lj 爱（ M. 

Olier）；予以继续者是特隆桑（ M Tronsen ）。 i亥派边推崇虔敬精

神，边揭示内心克制，藉以与他们念兹在蕴的基督的情绪，因满

地相结。

另一个柏吕尔的门生，圣厄德（ Saint Eu世叫‘在景仰基督

的内心圣德以外，又提倡耶稣及圣母圣心敬礼 这个敬礼．经圣

女玛利大，与真福高降i下神父的努力，在教友生活中，获得了 A

个灿烂的发展（圣十字保禄尤传扬了耳目稣苦难敬礼，而真面格利

尼翁·蒙福尔（ Bx G吨nion de Montfort ）尤宣传了童贞圣母

敬礼c

其他修会会祖，圣昧增爵. it!~禄（ Saint Vine 

若翰撒肋（ S. Jean Baptiste dP. la Salle h 圣亚尔方骚烈高利

( S. Alphonse de Liguori ）尤注意于实际的修养飞他们的灵感咱

是由上列的衬i修大师们米的 神修生活，在他们以后，继续发扬

着，可是仍在他们的神光烛照下。我们所研究的神修家，至圣方

济各撒肋爵为止；可是我们不以他们为终点，的1视他们为倡

导者。

他们的影响是无边的。圣女德刚J撒运用着超性的甘怡，热烈

的信心，描写了祈祷圣宠．并且竭力予以宣传，终于排斥了伪革

新者的见解，为神秘神修，争得了很多的人员。圣方济各·撒肋

爵明智的良善，终于使踌躇者采取步骤。可是，在这些门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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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了其他的影响，例如占代阿隆伯拉陶斯（ Alurr 

影响，转又陷入迷津，而或徘徊于异端的寂静主义中，或沉浮于

不可靠的半寂静主义中。

这些偏激的观点，只有增加神修界的疑虑：而且为了经过缤

密方法整理后的神修主义，似独能引人进入贤关圣城，那些观

点，尤被弃如糟糠2 渗入知识界的冉森主义， 牟方面对于心灵的

发展，没有多大补益，另 J方面，使冲突益趋恶化2 反对f牟利樨

( Molinos）以及分隆（白nelon ）半寂静主义的运动，说明了这

些斗争的尖说化ο 当时，又卷起 f一阵广大的反神秘神修的疑

云；君视以为根据它的对象，这种神修是越出常轨的c

二十世纪初，对于这哇狭窄的见解，开始了一种反抗运动c

人们逐渐认为：本质的神秘圣宠，是成全生活的必要补助。我们

也以为：这个见解更与教会传统符合，尤其是中世纪的，以及奥

斯定的传统。可是，为能正确地了解这个传统，应该一反 A般的

习惯．注意神挝、圣宠的x →耳点：在若干环境 F. 神秘圣宠nJ能

与 A种理智的安静的．以及有节的活动 同时存在着 r 圣女德肋

撒辉煌的描写．虽从十六世纪，边引起神学家及神修学家对于神

秘圣宠被动的一面. j扛享有－个无比的权威；可是，我们认为：

有益地，而jH必安地， .r.";j_ i麦 A提奥斯定派 .）j 惯倡导的祈祷智慧

（擅自然的也不在例外）的积极面 J 古代神修学家的学说， →面

绝对不会！大！近代神修学家的比较缤密的理论而被削弱，一面持续

地，可能fsJ接地带助解决新难题。不错，这个超「J然的兼积极的

智慧的措定，不是一寸、单纯的历史问题c 国立的光照而更受人了

解的神修事业，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而且他们的道理，足

以减轻由近代神修学者研究而发生的矛盾。圣奥斯定的道理，是

万世常新的二

三、可是，我们尤爱指出：圣奥斯定的道理的伟大，在这种

愈趋彪炳的生活的展绩性中。这个永远一贯的生活，表现于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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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状态内；它把教会前几世纪的作家，以及他们遥远的继承

者，在一个见解与情绪的高级集团里，打成一片c 芥菜子长成」

棵大树的故事，是永远不变的土如果，神学有进步的话，在经验

成份特富的神修神学里，怎能没有进步呢？可是．它的进步，也

应该是在同一的意义，和同一的思想下（ In eodem sensu , 

eademque sententia），完成的：因而我们向该在那些古代教父的

作品里，找出一系列统制这样→个发展的原则士

这个我们在这部教父学大纲中，明朗地指出的庚续性，在章

章的标题中显露着；而本书的特征之一，也就在这里。

可是，《教父学大纲》的精神，我们相信，尤在那些教会伟

大人物的道理表示中；而这个表示，可以视为他们生活和著作的

补充ι 教会的作品，比其他一切文学作品．更以丰富的道理，照

耀于ttt c 无疑地，式样是相同的，教会思想家用美丽的词藻著白

主说的伟大世纪，具有 4种特别色彩0 他们不应该使我们轻视其

他的作家．为了后者，在陪传启示宝贵的工作上，并不逊于前

者c 这里，技术本质地系于神圣的真理： 」个却以欲友资格谈写

的教会作家，首i亥注意真理。我们说真理，我们不但指狭义的教

理，也指启示真理的整体：我们的教友生活及神业，肇基于那曲

真理℃

我们反复钻研的神修道理，特别尤其许我们宣扬圣贤们关于

天主住在人灵上，以及赐以种种恩宠的奥迹的丰富的和渐进的经

验ν 这样，他们供给了我们关于宗教情感（ Le sentiment reli 

gieux）的准则c 现代学者对于宗教情感非常予以注意，不是没

有理由的c 这类的情感，不必必然是由天主而来的神秘c 因此必

须存在着可靠的标准．用以把宗教情感别于其他的东西。这些标

准是由那些教会认为权威者的大师提供的；而他们笔下的宗教情

感，是多方面的υ 应该→一予以认识，不然，要发生严重的后

果。本书在选择工作上，至少能助人一臂之力．且能纲领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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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道理。

我们的道理陈述，使我们面对许多的潮流，时也面对清楚地

白成一家的学派。我们无意把它们对主起来，但只想指出：它们

怎样各各在呵以自由批判的问题上，寻求真理C 实在这类的问题

为数不多；一般地说，这部公教思想家历史，是部真理的，真理

进步的，因难的胜利的历史〉这部历史，在某观点1 是整个地

神的c 吁二是在不少的观点 F，正如我们所说的，也是人的c 我们

把圣师们列于前茅，我们引读者注意额’t发出超自然之光的圣

贤：我们的｝甘心．只在忠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 在τ什二的过和

中，我们到处就正于在此世具有真理特恩的教会吗以及在此世管

掌道库的教皇3 这是我们百折不挠的意志：如果本书有一句越出

正轨的话．我们；无条件地予以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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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天主

一、天主的认识

（子）天主的观念： 1：册，七四（阿利典特）；上册，八九

（阿德那高）；上册，八四（圣儒斯定）；上册，九O （圣德奥斐

肋）。（丑）天主实有：上册，七四（阿利典特） ; t册，九二

（弥努基）：上册，四四一一四四之（圣奥斯定）。（寅）天主的

超然和认识：上册，八五（圣儒斯定）；上册，一二八（克来

孟） ; t.册，工八 0 、王二三（圣若望金口）；上册，一二六

（克来孟）土，册，气六一四三七（圣奥斯定）。 （卵）神学的综

合：下册，二二三、二二六一二二七（圣若望达马萨内） ; f 
册，工五八二五九（伊烈基那）；下册，二六九一二七0 ，二

七六一工一七八（圣安瑟尔莫）；下册 三0八（理查）；下册，

兰三一（威廉）；下册，一五一 一五二，三五五一兰五六，三

五九三四0 （圣文都辣）；下册，四 0 四一四 0 丘（圣多玛

斯）；下册，四五 A一四五二（邓斯各德）；下册，五五一（苏

亚费士)c

二、天主的属性

（子）天主 A个：上册，八九（阿德那高）；上册，九二

（弥努基）；上册， • 0 O （圣依肋纳）；上册，一六 0 （；武滔

良）；上册，一八三（拉当司）。（丑）天主的单纯性：上册，一

六六（；武滔良）；上册，四0八一四0九、四三六（圣奥斯定L

（寅）天主的美善：上册九八（圣依肋纳）；上册，四，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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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圣奥斯定）；下册，五九、六六（得尼）；下册，二二六

（圣若望达马萨内）。 （卵）真理与智慧： t册，四二三、四三

七、四四二（圣奥斯定）。（辰）天主不能受苦：上册，一八兰

（拉当司）；一t册， ~ )L一（圣额我略）。（巳）人的最后目标和

荣福： t册，三六一三六二（圣盎博罗削）；上册，四五五

（圣奥斯定） ζ （午）天主之名：下册，五九、六四（得尼）；下

册，二：七七（圣安瑟尔莫）；下册，主九九（亚历山大）；下册，

三五九三六0 （圣文，都辣）； F册，四OE一四0六（圣多玛

斯）；下册，四五二一四五主（邓斯各德）；下册，五三七（雷

西邬斯）；下册喃五五→（苏亚责士）。（未）典型主义：下册，

四00一四0九（圣多玛斯） ; f册，四五一一四五二（邓斯各

德）；下册，四四五（亨理）。

三、造化

（子）邪说驳义： J－.册，九八（圣依肋纳）；上册，一六

。（；武滔良）；上册．八四（圣情斯定）； j：册，一二八（克来

孟）； 七册， －囚兰（奥利振）；上册， －九二（圣梅托特）；上

册，四四三 四四四飞圣奥斯定）二（丑）选化通过圣言：上册

七二－七三（护教学者） ; .t册，八四－八五（圣儒斯定）；｝二

册， 」五二（圣希坡和l ；武L （寅）六天的工程：上册，一八四

（圣维克道冷）；上册，二八四（圣巴西略）；上册，二八九（圣

额我略）；上册，三五一（圣盎博罗削）；上册．四三一（圣奥

斯定）。（卵）造化的美善：上册，一八三（拉当司）；上册，四

一三、四二三（圣奥斯定L （辰）造化是天主的肖像：上册，

四三四、四二4六、四四0 、四四八（圣奥斯定LC 巳）诗歌题

材：上册，兰六八（圣碟冷）；下册，一三九（圣阿维）；下册，

一四三（德累昆爵）。（午）不同的综合：下册，一七四（圣以

锡多）；下册，三0三－三0四（圣余格）；下册，三四五、三

五二（圣文教辣）；下册，四0八（圣多玛斯）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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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造之物

（子）天神： t册，九八（圣依肋纳）；上册， 牟：2：‘五、一

四王（奥利振）；下册，六卢七、九八（得尼）；下册，－ ·－九

（马迈）；下册， 」七七（圣以锡多） ; f册，→六二（圣大额我

略）； f册，四0九（圣多玛斯）。（丑）护守天神：上册‘六一

六二（赫尔曼） ; f册，六七（得尼）；下册，一六工（圣大

额我略）；下册，二九－（圣伯尔纳多）；下册，四0九（圣多

玛斯）。（寅）人类：下册，四－0一囚一兰（圣多玛斯）。

五、上智

（子）不同的观点：土册句：1六（圣克来孟） ; J二册，七四

（阿利典特）；上册，九三（弥努基）；上册．四工三 四二囚，

四二六一囚二七（圣奥斯定）；上册一八气一一八四（拉当

司）；土册，三二二（圣若望金口）；上册，三七气（奥洛士）；

上册，工八九（圣额我略） ; T册，一0七（萨维央）；下册，

→五八（圣大额我略）。（丑）神学： F册，二二七（圣若望达

马达马萨内）；下册，囚0八一四0九（圣多玛斯） c 

六、预简

（子）教父们不同的见解：上册，三三0 （圣若望金口）；

上册，三九九（卡息亚那斯）；上册，四五一 四五三（圣奥

斯定） ; F册， -- －三（琉细杜斯）；下册，二五六（哥德

伽）；下册，一0七（首朗学校）；下册．一二三（圣普洛斯

拍）；下册，→二八（西得隐士）；下册，一三 O （圣孚盛

思）；下册，一三四（圣彻萨里）；下册．一六二（圣大额我

略）；下册， A七七（圣以锡多）。（丑）神学综合：下册，二

七七（圣若望达马萨内）；下册，二五六二五七（兴克马

等）；下册，四 0 六（圣多玛斯） ; f册，四五三（邓斯各

德）；下册，五一八（雅物和J) ；下册，五－九（喀德冷）；下

册，五二九（奥斯定主义）；下册，五兰六（摩利那）；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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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0一五四四（摩利那主义）。

乙三位

七、天主三位

（子）传统的基本道理： t：册， 7二五（信经）；上册，二二

（使徒教父）；上册，六一（赫尔曼） C) （丑）三位在灵魂上：下

册．二四（圣济利禄）。（寅）与三位结合：下册，五七八（圣

女德肋撒）卢

- j ’ 王三→k 、：±：日

（子）圣言是真天主子： k册，二二 二三，七二七气

（使徒教父）；上册，二七（信经）： 仁册，二六（克来孟丛

著）；上册，四五（圣依纳爵）；上册，七五（亚列顿）；上册，

七九、八六（圣儒斯定）；上册，－ 0 →（圣依肋纳）；上册，

一二八（克来孟）： 一三五、 A 四二（奥科振）。 (JU 圣言是

造物主： t册． ；二一二三（使徒教父）； 七册，八五（圣儒斯

定）；上册， －一七（亚历 I IJ大学者）；上册，一四三（奥利振）

t册， -_fl工（圣1号坡利i武）。（寅）圣言是照耀者：上册，七

三（护教学者）： ｜：册．八五（圣儒斯定）； J二册， 」 O一（圣

依肋纳） ε （卵）圣言不同的状态、：上册，七三（护教学者）；上

册，一五二（圣希坡和l式）上册， 」六九（诺华西央） c 

九、下属说

（子）圣言相对地属于父： t册，七三三（护教学者）；上册，

八11: （圣儒斯定） j t册，八九（阿德那高）；上册，一一七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上册． A四二（奥利振）：上册，－一六七

（，武滔良）；上册， →七 O （诺华两央）；上册，一八七（罗马圣

特尼）；上册，一九0 （卢西央）。（丑）圣言绝对地属于父：见

亚利略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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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间体

（子） OµoovσLO( j二册， 。 A 九（保禄沙漠萨得）；上册，

一四二（奥利振）；上册， A八七（得尼）；上册，二0四、二

一六一二」七、二二气（尼阿亚公会议）；上册，二O 卒一二。

二（亚历111大里~巨学派）；上册，二0三（安提阿学派）。（且）

ο＇µOlOVCTLO（：上册，二一四（巳西略） ; r册，二二一（安瑟

伯）；上册，二二七（李盘尔）；上册，；二气三（圣亚大纳自IJ);

上册，二Im六（圣喜辣利）；上册，工九三（卡帕多细亚教父）。

（寅） ovσ川和 U汀0σTασi(: r 册， τ二三八（圣亚大纳肖！J) ；上

册，二i七四（狄狄马）；上册，二九二（卡［的多细亚教父）；上

册，二七七一二七八（圣巴西略）二

一一、圣神

（子）祝圣者：上册， -0 二（圣{:t1)j力纳）；上册．二 Jui

（圣额我略）；上册， 。→（蒙汁学说）；上册，八六（圣儒斯

定） ; t二册， →四二（奥手rj振）；土册，一六－ （拭滔良）；上

册，一六九（诺华西央）。（丑）与父同体的圣神：上册，二芒

八一二三九（圣亚大纳削）；上册， 工四六一二四七（圣言，主~

利） ; t册，二七一（圣爱比法却l); t册，二七四（狄狄马）；

上册，三八－ （圣巳西略） ; t册，二八四（圣额我略）；上册，

二八八（圣额我国各）； i二册，王11：一七、三六四（圣盎博罗削）：

l二册，三八八（圣热罗尼莫）； 仁册，囚 O →（圣尼赛塔）。

（寅）发的状态： t册， 4四二（奥手！J振）； 「册，二气八（圣

亚大纳肖IJ) ；上册，二四六（圣喜了束利） ; 1-:JI斤，二九五（扣的

多细亚教父）； r册，气六四（圣盎博罗削）；土册， →／＼儿

( i若华两央）； t册， 二九五（圣爱比法纳）；上册，四四三（圣

奥斯定） ; F册，二0八（圣马克息马） ; f册，二三六（圣达

马萨内）； F册，二五四（及子问题） ; -r- 册， 二五四一－~五五

（福细阿斯学说） ; T册．二七」（圣安瑟尔克） ; -F册，三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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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玛斯）。（卵）圣神在灵魂土的活动：下册，四二三、四二

五（圣多玛斯） ; f册，五二.0 （多玛斯主义） ; r册，五九

。一五九一（圣十字若望）。

一二、圣三神学

（子）最初的尝试：上册，儿一（圣德奥斐肋）；上册，一

。一（圣依肋纳）；一i二册， 」六六 Ctt:i吕良）。 （丑）最初的圣

三论：上册，一三四、一主五（奥利振）； 仁册， 4六六（正滔

良）；上册，一六九（诺华西央）。（宵）古代道理综合：上册，

二八四 二八五（圣额我略）：上册，四二五四二六（圣奥斯

定）；士，册，三二七（圣若望金口） ; r: 册，一二七一品二八

（圣孚盛思）；下册司一四七（肢伊斯）； （卵）新的综合： F

册，一二七·、二七八（圣安瑟尔莫）；下册，气。八（理查）；

F册，三五六（圣文都辣）；下册，四 0七一凹 0八（圣多玛

斯）；下册，四五三（邓斯各德） ; r·册，五十七 瓦一八（卡

泽坦）： F册．瓦五~－ （苏亚责士）

丙基督

一三、基督

（子）人同：上册， A ：八（克＊孟） ; l：册，同四四（圣

奥斯定）。（丑） {11: t册， 丰。一（圣{:t｛肋纳）；上册，一六七

（过滔良）；上册， －~~O 一（亚历山大里亚学校）； 七册，二0二

（安提阿学校）；（寅）语言调度：上册，二二：（使徒教父）；上

册， 」 0 - （圣依｝的纳） ; 1－：.册，工气儿（圣亚大纳肖lj ）；上册，

二七」（圣爱比法纳）；上册， ：九五（卡lp~J多细亚教父） 0 

一四、基督的两性

（子）基督天主：上册，三七0 （普鲁登斯） ; f册，二五

六（依平lj本）。（丑）基督人：上册，二兰（使徒教父）；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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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圣依纳爵）；上册，二二八（正滔良） ; t册，一 0一

（圣依肋纳） ; s.册．二闪七（圣喜辣利）；上册， • －二八（克来

孟） j J-：.册，一四三（奥利振）；上册，芒。三一兰0四（；颇

利拿里）； F册，二八（提奥多里特）＝ （寅）圣冲祝圣基督人

性：下册，：~－.四（圣济利禄L

一五、两性的结合

（子）古代的道理： t册，四五（圣依纳爵）：上册， ·O 

. （圣依肋纳）； t册， －六六一－六七（，武滔良） ; t.册，兰

九四（卡息亚那斯）； t册，四四四（圣奥斯定）； 七册，三。

气一三0四（亚颇利拿唱）； i二册，兰‘. （德奥陶罗）。（丑）

基督神学术语： F册，七今八（希腊教父）；上册，二0二（亚

历山大理亚学校）；上册， 三O 兰（安提阿学校）： ｝丁册，三0

兰一三0四（亚颇利拿堕） σ （寅）信理：下册．三五一三二：六

（圣大良）；下册，二二三毛（圣济利禄）。 （寅）神学系统：下册，

五0 （吉温斯）；下册，六七（得尼）；下册，一四七（波伊

斯） ; f册，二二E一二二六（圣若望达马萨内） c （辰）多玛斯

主义综合： F册．网二五一四二八（圣多玛斯） 0 （巳）其他神

学结合：下册，气五六（圣文部辣）；下册，四五三一四五四

（邓斯各德）； F册，五五三（苏亚费士） c 

一六、救赎

（子）赔偿论： 七册，八六（圣儒斯定）；上册，→ O . 

（圣依肋纳）；上册，一二八（克来孟）；上册， 4四三一一四四

（奥利振）；仁册，二九五一二九六（圣额我略和圣巴西略）；上

册，二四七（圣喜辣利）；上册，三六四（圣盎博罗削） ; 1::册，

四四四（圣奥斯定）；下册，八八（圣大良）。 （丑）结合论：

上册，二三九（圣亚大纳削）；上册，工九五一二九六（圣额我

略）；仁册，二四七（圣喜辣手ij) ；下册，八七一八八（圣大

良） ο （寅）权利论：上朋， ~o一（圣依肋纳） ; t.册，一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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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振）；上册，二丸五一二九六（圣额我略）；上册，兰六四

（圣盎博罗削）；上册，四四四（圣奥斯定）；上册，二九六（圣

额我略）。（卵）权力滥用：下册，八八（圣大良）；下册，一七

七（圣以锡多） ; F册，二七八一二七九（圣安瑟尔莫） ; F册，

二八五（阿柏拉德）；下册，四二九（圣多玛斯L （辰）救赎

神学： F册，工七」二二七二（圣安瑟尔莫）； F册，二九八一

三九九（圣伯尔纳多）； F册，三五六（圣文都辣）；下册，四

五四（邓斯各德）。

一七、救赎的效果

（子）和好神化重生：上册， → O一（圣依肋纳）；上册，

－二八（克来孟）；上册，二三九（圣亚大纳削）； t册，二九

五二九六（卡帕多细亚教父） c （丑）效果的普遍性：上册，

一四兰－－－四四（奥利振）；上册，二九五（圣额我略）；上册，

四四四（圣奥斯定）。（寅）救赎的平衡；下册，四二九（圣多

玛斯）；下册，四五四（邓斯各德）。

一八、基督的名称与任务

（子）基督的名称：土册‘四0一（尼赛塔） ; F册，五五

三（路易良）。 （丑）基督在教友：上册；四六（圣依纳爵）；

上册，一三七（奥利振）；上册，三六兰（圣盎博罗削）。（寅）

基督揭示奥迹：上册，一0 . （圣依月fJ纳）；上册，一二兰（克

来孟）；上册， J三－ （奥利振）；上册，四二三一四二四（圣

奥斯定）。（卵）基督医生：上册．一二八（克来孟）；上册，；二．

六三（圣盎博罗肖IJ) ；上册，四四四（圣奥斯定）。 （辰）基督

神化者： t册， （圣依肋纳）；上册，二四 O （圣亚大纳削）。

（巳）基督纯洁的灵魂的浮配： t册， －四四（奥利振）；上册，

工七五（狄狄马）；上册，二}LO （圣额我略）；土册，三六二

（圣盎博罗削）。（午）基督是教会的净配：上册，二六」（圣厄

弗冷）；上册，四五七（圣奥斯定）。（未）基督是路： t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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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圣奥斯定）；下册，二－ 0 （圣马克息马）；下册，二九

九一三0 0 （圣伯尔纳多）；下册，四八五（方济各学校）；下

册，五七一（圣女德肋撒）。

一九、基督的知识

（子）基督的知识是神光之果：上册，四六（圣依纳爵）；

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上册，一二七（克来孟）；上册，

一三八（奥利振）；上册，二四O （圣亚大纳削）；上册，二七

五（狄狄马）；上册，四四九（圣奥斯定）。 （丑）基督的知识

与圣母玛利亚：上册，一兰七（奥利振） c （寅）基督的知识与

爱：下册，三00一三0一（圣伯尔纳多）；下册，三六→（圣

文都辣）；下册，五七九（圣女德肋撒）。

二0、玛利亚

（子）救世的合作者：上册，八六（圣儒斯定）；上册，一

0二（圣依肋纳）；上册，四四四（圣奥斯定）。 （丑）母性：

上册，八六（圣儒斯定）；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 ; l: 册，

一八八（边里阿）；上册，工七一（圣爱比法纳）；上册，四四

四（圣奥斯定）；下册，一七、一九（圣济利禄）。 （寅）卒世

童贞：上册，一六0 （；武滔良）；上册，二七一（圣爱比法纳）；

上册，三五六（圣盎博罗削）；上册，三八三（圣热罗尼莫）；

上册，八六（圣儒斯定）；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上册，

二六一（圣厄弗冷）；上册，三五六（圣盎博罗削）；下册， 一

七九（圣伊特丰斯）。（卵）圣德；上册，二六一（圣厄弗冷）；

上册，兰六三（圣盎博罗削）；上册，四四四（圣奥斯定）；上

册，三二八（圣若望金口）；下册，一三一（圣大良）；下册，

三七工（圣安瑟尔莫）；下册，二九九（圣伯尔纳多）；下册，

三三五七（圣文都辣）；下册，四二九（圣多玛斯）。 （辰）始孕

无咕：下册，七一（基利斯波）；下册，一九七（圣克里特）；

下册，三一兰（优卑亚的若望）；下册；二一六（圣才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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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二一七（圣塔莱士）；下册，二八六（阿柏拉德）；下册，

四五四一四五五（邓斯各德）。（巳）玛利亚的生死：上册，一

五四（伪经）；上册，二七一（圣爱比法纳）；下册，二一二

（摩潭斯德）；下册，二二四（圣达马萨内。）

二一、圣人们

（子）周年：上册，四九（圣玻利加伯）；上册，一九五

（致命实录）。 （丑）歌颂者；上册，二五九一二六0 （圣厄弗

冷）；上册，二八一（圣巴西略）；上册，二八五， （额我略）；

上册，二九0 （额我略）；上册，三二五（圣若望金口）；上册，

三五五（圣盎博罗削）；上册，四三二（圣奥斯定）。 （寅）圣

徒传：上册，四 0六（坡息提阿斯）；下册，二七（提奥多里

特）；下册，七五（济利禄）；下册，一四二（圣福条那）；下

册，一六一（圣大额我略）；下册，一九0 （摩斯卡斯）；下册，

二0五（圣索弗隆）；下册，二九四（圣伯尔纳多）。

二二、圣人敬礼

（子）古代传统：上册，三八兰一三八六（圣热罗尼莫）；

上册，二二二（安瑟伯）；上册，二六八、二七一（圣爱比法

纳）。（丑）敬礼意义和源始：下册，二一三、二一五（八世纪

的神学争执）；下册，二一五（尼西亚公会议）；下册，二五三

（与希腊人的争执）。

丁圣宠

二三、人类堕落

（子）原始状态：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上册，二六

二（圣厄弗冷）；上册，二九七一二九八（卡帕多细亚教父）；

上册，兰四四（玛尔谷）；上册，三六九（普鲁登斯）；上册，

四一六 四一七，四四五四四六（圣奥斯定）。（丑）堕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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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 ; _t册，二八九（圣额我略）。

（寅）偏情：上册，囚一六、四四五、四四八（圣奥斯定）；下

册，三0五（余格）；下册，二七一（圣安瑟尔莫）二

二四、宠爱

（子）罪的毁灭： I：册，四四六（圣奥斯定）。（丑）重生：

t册，一0二（圣依肋纳）；土册，四四六（圣奥斯定）。（寅）

灵魂的超性生活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上册，二四0 （圣

亚大纳削）；上册，二九九一三0 0 （卡帕多细亚教父）；上册，

三四四（玛尔谷）；上册，四四六（圣奥斯定）巳 （的］）天主在

灵魂上：上册，四六（圣依纳爵）；上册，二七五（狄狄马）；

上册，三六三（圣盎传罗削）。（辰）天主化：下册，二号：一二

四（圣济利禄）；上册，二→0－二一一（圣马克息马）； F册，

三五七（圣文都辣）；下册，四一八一四二0 （圣多玛斯）；下

册，四五五（邓斯各德）。

二五、宠佑

（子）必要：上册，→ O 二二（圣依肋纳）：上册，→兰八

（奥利振）；上册，一七二、一七九（圣西伯利央）；上册，二六

一（圣厄弗冷） ; t 册，二九八（圣额我略） ; t 册，兰三

0 （圣金口若望）；上册，气六三（圣盎博罗肖lj) ; t册，三八

四（圣热罗尼莫）：上册，三九七（卡息亚那斯）；上册、四」

六、四四八一四四九（圣奥斯定）；下册，一六二（圣大额我

略）；下册，二二八（圣若望达马萨内） ; -f册，二九兰、三九

六一二九七（圣伯尔纳多）。（丑）无代价性：上册，兰九八一

兰九九（卡息亚那斯）；下册，一0七－－ -0八（布鲁温斯派）；

t册，四四八一四四九（圣奥斯定）：下册，一一六 一一七

（奥斯定派神学校）；下册， －二囚一一二五（圣普洛斯拍）；下

册，二二九一一三0 （圣孚盛思）； f册，一三四一－－：＝.五（奥

伦治公会议）。（寅）宠佑的性质：上册，二九八（卡帕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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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上册．三三 O一兰三一（圣若望金口）；上册，四四

六一四四八（圣奥斯定） c （卵）神学综合： F册，四五五（邓

斯各德）；下册，四六二 四六三（奥坎）；下册，五一八一五

一九（喀德冷）；下册，五二三（巴内士）：下册，五三二一五

三三（奥斯定主义）；下册，五三八、五五二（耳目稣会学说）。

二六、圣神恩宠

（子）古代传统：上册，一0二（圣依肋纳）；上册，三九

七一二九八（卡息亚那斯）；上册，四四九（圣奥斯定）；下册，

J六四（圣大额我略）；下册，三0 四（余格） ; r册，三五七

（圣文都辣）。（ Ji）神学综合：下册，四二。一四二一（圣多玛

斯）；下册，三五六（圣文都辣）；下册，四五五一四五六（邓

斯各德）。

二七、高级圣宠

（子）完美的恩宠：上册， ~o二（圣依肋纳）；上册，三

九七 三九八（卡息亚那斯）；上册，四四九（圣奥斯定）；下

册，七二七三（提亚陶格） 0 （丑）圣宠的高等成绩：上册，

一二六（克来孟）：土册，兰四五（东方隐修者）；上册，三六

三（圣盎博罗削）；上册，三九七（卡息亚那斯）；上册，四四

九→四五0 （圣奥斯定）；下册，一九三（若望克利玛格）；下

册，二－0 （圣马克息马）。

二八、瞻祷

（子）界词：上册，一囚一一六（导言） c （丑）不同的见

解：下册，六三一六六（得尼）；下册，七二一七四（提亚陶

格）；下册，一六五一一六六（圣大额我略）；下册，兰0 4一

三0二（圣伯尔纳多） ; F册，三0七三0八（余格）；下册，

兰O九三－0 （查理）；下册，三五七一兰五八（圣文都辣）；

下册，五七一（圣女德肋撒）；下册，五八六（圣十字若望）；

下册，六0四（方济各撒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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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非常的圣宠

（子）神恩：上册，三。一三一（十二徒训话）；上册，二

五四（宗徒纪纲）；上册，四五0 （圣奥斯定）。 （丑）异宠：

下册，三－0 （理查）；下册，三五七一三五八（圣文都辣）；

F册，四二三（圣多玛斯）；下册，四八八（得尼学派）；下册，

五七七一五七八（圣女德肋撒）。

三0、神秘神学

（于）界词：下册，六三一六六（得尼）；下册，三0九一

三一一（理查）；下册，三四九三五一（圣文都辣）；下册，

四九二（才尔松）。（丑）神秘神修理论家：下册，三0六一三

一二（圣微克式学院）；下册，六二0 六二三（圣多玛斯）；

下册，三0 0 兰0二（圣伯尔纳多）；下册，五七五一五七九

（圣女德肋撒）；下册，五八二五九一（圣十字若望）；下册，

五九五一六0二（圣方济各撒肋爵）。

戊圣事

三一、圣事

（子）圣事辞源：上册，一六七（；武滔良）；上册，一七九

（圣西伯利央）；上册，四五九一四六0 （圣奥斯定）。（丑）古

代传统：上册，三五六（亚孚拉得）；上册，二六一（圣厄弗

冷）；上册，三三。一三三一（圣若望金口）；上册，三六四

（圣盎博罗削）；上册，三八三（圣热罗尼莫）；上册，四0五

（圣奥普塔）。（寅）中世纪：下册，三0三三0四（余格）；

下册，三一六（格言提纲）；下册，三一五（伦巴）；下册，三

三九（亚历山大）；下册，三五七（圣文都辣）；下册，三七四

（圣多玛斯）。（卵）多明我派综合：下册，四二九 四三0 （圣

多玛斯）。（辰）其他学说：下册，三五七（圣文都辣）；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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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六一四五七（邓斯各德）；下册，五五二（苏亚费士）；下

册，五一九（喀德冷）。

三二、圣洗

（子）教会传统：上册，三0、三二（十二徒训话）；上册，

四四（圣依纳爵）；上册，九一（赫尔曼）；上册，八六（圣｛雷

斯定）；上册，－0一（圣依肋纳）；上册，一二八（克来孟）；

上册，一四三一一四四（奥利振）；上册， 一六三（；武滔良）；

上册，一八七（圣特尼）；上册，二五一（圣济利禄）；上册，

二五七（亚孚拉得）；上册，二七六（圣巴西略）；上册，二九

O （圣额我略）；上册，三九八（卡帕多细亚教父）；上册，三

三0 三兰一（圣若望金口）；上册，四 0 五（圣奥普塔）。

（丑）异端人的圣洗：上册，一七五一一七六（圣西伯利央）；

上册，二六五（多那式谬说）；上册，一七七（圣以锡多）；上

册，四一四、四六0 （圣奥斯定）。

三三、圣振

（子）初领的圣事：见圣洗；（丑）古代传统：上册，一二

八（克来孟）；上册，一六七（，武滔良）；上册，一六九（华诺

西央）；上册，一七九（圣西伯利央）；上册，二五一（圣济利

禄）；上册，二五七（亚孚拉得）；上册，兰三一（圣金口若

望）；上册，四六一（圣奥斯定）；下册，六七（得尼）；下册，

二二八一二二九（圣若望达马萨内）。

三四、圣体

（子）古代传统：上册，三0、三二（十二徒训话）；上册，

四四、四六（圣依纳爵）；上册，八0、八六（圣儒斯定）；上

册，一0一（圣依纳爵）；上册，一0五（阿盘摸）；上册，一

0五（班多廉）；上册，一二八（克来孟）；土册，一四四（奥

利振）；上册，一六七（成滔良）；上册，一七九（圣西伯利

央）；上册，二五一（圣济利禄）；上册，二五七（亚孚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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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二九八二九九（卡帕多细亚教父）；上册，兰三一（圣

若望金口）；上册，三六四（圣盎博罗削）。（丑）圣体实在性：

上册，四六 0一四六一（圣奥斯定）；下册，二六 0一二六斗

（贝伦伽谬说）；下册，四兰0一四三一（圣多玛斯）；下册，五

五一（苏亚费士）。（寅）圣体与教友生活：下册，二五（圣济

利禄）；下册，四九一（耿比斯）；下册，六0三（圣方济各撒

肋爵）。

三五、告解

( :f）古代传统：上册，三0 、三二（十二徒训话）；上册，
三九（克来孟）；上册，五七一五九（赫尔曼）。（丑）兰世纪：

上册，一四四（奥利振）；上册，一五二一五三（圣希坡利

成）；上册，一六兰一」六四（成滔良）；上册， －七 0 （诺华

商央）；上册，一七四、一七九（圣西伯利央）；上册，一九

一一一九二（圣额我略）。（寅）四世纪：上册，三八一（圣巴

西略）：土册，二三二（圣若望金口）；上册，三五七、三六四

（圣盎博罗削）；上册，四0三（圣巴西央）；上册，四六→（圣

奥斯定）。（卵）五至八世纪：下册，八九一九0 （圣大良） j -f 
册，一六二一一六三（圣大额我略）；下册，六七（得尼）；下

册，一八五（论罪罚著作）；下册，一八八（圣若望四世）；下

册，四五六（邓斯各德）；下册，四五六（苏亚费士）。

三六、终傅

（子）古代证人：上册，二五三（塞拉比翁）；上册，二五

七（亚孚拉得）；七册，三四八（圣易诺增爵一世）。 （丑）终

傅与傅尸：下册‘六七一六八（得尼）；下册，兰0四（余格）。

三七、神品

（子）锋品概观：上册，三七（克来孟）；上册，一六七

（式滔良）；上册，二五七（亚孚拉得）；上册，三四八（圣易诺

增爵一世）；上册，四六0 （圣奥斯定）。（丑）教友的锋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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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一二七（克来孟）；上册，一六七（成滔良）。 （寅）祝圣

司锋：上册，一五一（圣希坡利；武）；上册，二五囚一二五五

（宗徒纪纲）；下册，九 0 （圣大良）；下册，六七（得尼）。

（寅）锋品的伟大：上册，三二0一三二一（圣若望金口）。

三八、婚配

（子）主教的核准：上册，四四（圣依纳爵）。 （丑）夫妇

矢忠：上册，六一（赫尔曼）；上册，一六三（在滔良）。（寅）

再婚：上册，九0 （阿德那高）；上册，二九九（圣巴西略）；

上册，三二二、三三二（圣若望金口）。（卵）离婚：上册，二

九九（圣巴西略）；上册，三三二（圣若望金口）；上册，四二

九（圣奥斯定 )c （辰）婚姻是合法的：上册，七 O （蒙丹谬

说）；主册，七一（节制说） ; 1:册， →二四（克来孟）；上册，

兰兰九（圣若望金口）；上册，兰五六（圣盎博罗削）；上册，

三八二、兰九二（圣热罗尼莫）；上册，四一八、四二九、四六

一（圣奥斯定L （巳）婚配的本质：下册，四三 O （圣多玛

斯L

巳教会

三九、一般的教会

（子）教会是基督的妙身：上册，四五八（圣奥斯定）；下

册，四三一（圣多玛斯）。（丑）教会是爱德：上册，四五（圣

依纳爵）。 （寅）基督在教会内：上册，四五一四六（圣依纳

爵）。（卵）圣神在教会内：上册，九九（圣依肋纳）。（辰）教

会是母亲：上册，一七七（圣西伯利央）。 （巳）生命的保障：

上册，三六0 （圣盎博罗削）。（午）教会的社会性：下册，二

二九（圣若望达马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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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教会统制

（子）真正的统制：上册，三一一兰二（十二徒训话）；上

册，兰八一兰九（圣克来孟）；上册，四三一四四（圣依纳爵）；

上册，六二（赫尔曼）；上册，一三八（奥利振）；上册，一六

八（式滔良）。（丑）兰级制：上册，三七一兰九（圣克来孟）；

上册，囚兰一四四（圣依纳爵）；上册，三九0一兰九一（圣热

罗尼莫）；上册，四0工（盎博罗西亚得）。（寅）统制的低级：

上册，一九四（宗徒训话）；下册，一六九（圣以锡多）。（卵）

圣化之职：下册，六0 （得尼）。

四一、教会分捏圣宠

（子）教会保管圣化的工具：上册，二三（使徒教父）；上

册，二六一（圣厄弗冷）。 （丑）教会管理圣事；上册，四四

（圣依纳爵）；上册，四0五（圣奥普塔）；上册，四一囚、四六

0 （圣奥斯定）。（寅）教会的赦罪权：上册，五六、五九（赫

尔曼）；上册，一七九（圣西伯利央）上册，兰六四（圣盎博罗

削）；上册，四六一（圣奥斯定）。

四二、教会至圣

（子）教会分配圣宠：见上。 （丑）教会保障伦理：上册，

三五八一三五九（圣盎博罗削）。 （寅）教会是个圣人的社会：

上册，五六（赫尔曼）；上册，二六五（多那；武主义）；上册，

四0四（圣奥普塔）；上册，四一四、四五九（圣奥斯定）。

四三、教会至公

上册，四四（圣依纳爵）；上册，一七七一一七八（圣西伯

利央）；上册，三三二一三三三（圣若望金口）；上册，四 0三

（圣巴西央）；上册，四0五（圣奥普塔）；上册，四一四（圣奥

斯定）。

四四、教会至一

（子）一般的至一：上册，四四（圣依纳爵）；上册，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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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丑）道理统一：上册，八六（圣儒斯定）；上册，

一0 0 （圣依肋纳）；上册，一五九（，武滔良）。 （寅）组织统

一：上册，一七七（圣西伯利央）；上册二九六二九七（卡帕

多细亚教父）；上册，三三二三三三（圣若望金口）；上册，

三六0 （圣盎博罗削）；上册，囚一四、四五八（圣奥斯定）；

下册，八四、八六（圣大良）；下册，二六0 （宗教的纠纷）。

四五、教会传自宗徒

（子）组织和道理由于宗徒：上册，九五（赫才西伯）；上

册，一0 0 （圣依肋纳）；上册，一五九（；武滔良）；上册，一

七四一一七五（圣西伯利央）。 （寅）基于伯多禄座位：上册，

二0五二0六（关于宗座道理的发展）。

四六、罗马教会

（子）基层证据：上册，兰九一四 0 （圣克来孟）；上册，

四四－四五（圣依纳爵）；上册，六二（赫尔曼）；上册，九五

（赫才西伯）；上册，－00 （圣依肋纳）；上册，－0四（圣维

克道）；上册，一 0 四（格林多得尼）；上册，一 0 四（阿盘

溪）：上册，一三一（奥利振）；上册，一五三（圣希坡利，武）；

上册，一七五（圣西伯利央）；上册，一八六一一八七（亚历山

大的得尼）；上册， 」九五（西方隐名著作）。 （丑）合理的进

步：上册，二0五（关于宗座道理的发展）；上册，一九八、二

0 0 、二0三（导言）。（寅）若干历史事实：上册，二0七一

二0八（导言）；上册，二三一（圣亚大纳削）；上册，二三一

（撒狄格会议）；上册，三一八、三三二三三三（圣若望金

口）；上册，三四八（圣易诺增爵一世）；下册，二九（提奥多

里特） ; F册，兰六（一性论）；下册，二三二、二三六（斯图

提）。（卵）责斥异端：上册，二九七（亚颇利拿里受处分）；上

册，三四八（奥利振受处分） ; l二册，二六七（披雷杰受处分）；

下册，一八（聂斯多略受处分）；下册，三五（一性论被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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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罗马教会威权的推崇：上册，二0七一二0八（关于宗座

的信理）；上册，二五七（亚孚拉得）；土册，兰七四（圣厄弗

冷）；上册，二七 0 （圣爱比法纳）；上册，二九六二九七

（卡帕多细亚教父）；上册，兰六0 （圣盎博罗削）；土册，三八

九（圣热罗尼莫）；上册，囚一七、四五八（圣奥斯定）；下册，

三五一三六，九O一九一（圣大良）；下册，九四（圣机雷细阿

斯）；下册，九五（薛玛克）；下册，九六（赫尔弥达），下册，

一0三（厄诺狄阿斯）；下册，一直八（圣大额我略）；下册，

二0七（圣马克息马）；下册，二三五（斯图提）。 （巳）教宗

的威权：上册，二0五（导言）；下册，九七一九八（赫尔弥

达）。

四七、教宗

（子）牧职：上册，三七一囚。（克来孟）；上册，九七、

~oo ＜圣依肋纳）； t册，一五兰（圣希坡利；武）；土册，二

三一（圣亚大纳削）； 七册，三四六（圣达马萨）；上册，三四

七（西列思）；土册，三四七一兰四八（圣易诺增爵）；下册，

八五一八七（圣大良）；下册，九四一九五（圣机雷细阿斯）；

下册，一五八一一五九（圣大额我略）。（丑）决定道理：上册，

一八六一一八七（圣特尼）；上册，四0兰（圣达马萨）；上册，

三四八（圣易诺增爵）；上册，兰四九（圣左息马斯）；下册，

一七 二0 （圣则肋斯定→世）；下册，三五一三七，八五一八

六（圣大良）。（寅）中世纪：下册，三三一一三二二（亚历山

大三世）；上册，三三二一兰三三（易诺增爵三世及十兰世纪教

皇）。

四八、教会与国家

（子）概观：上册， 4九八一一九九（导言）；上册，二三

三（圣亚大纳削）；上册，三七七二七八，二九六（圣巴西

略）；土册，三一六一兰一七（圣若望金口）；上册，三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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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三五八 三六0 （圣盎博罗削）；上册，四一囚一囚一

五，四五八一四五九（圣奥斯定） 0 （丑）国家该帮助教会：上

册，兰五九（圣盎博罗削）；上册，四五八一四五九（圣奥斯

定）。（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册，三五八（圣盎博罗削）；

上册，四五八一四五九（圣奥斯定）；下册，九三（圣机雷细阿

斯）；下册，二一三，五三一五四（查士丁尼一世）。（卵）中世

纪：下册，二六王一二六四（西尔物斯德肋）；下册，三0 五

（余格）；下册，四七0 四七→（十四世纪神学）。

庚四末

四九、世末

（子）世末巳近：上册，三一、三三三四（十二徒训

话）；上册，五七（赫尔曼）；上册，七0 （蒙丹）；上册，一六

七（式滔良）二 （丑）假基督：上册， 4四八（圣希坡利；武）；

上册，一八－ - （高摩第央）；上册， d 八三（拉当司）。

（寅）死者复活：上册，八0 （圣儒斯定） j J－.册，八九（阿德

那高）；上册，一五 0 （圣希坡利式）；上册， A六 0 （；武滔

良）。（ IJ[J ）审判：上册， －一二（伪启示录）；上册，一七六

（圣西伯利央）；上册，四六一（圣奥斯定）。

五0、天堂

教父们的见解： t册，四六 四七（圣依纳爵）；上册， . 

O三（圣依肋纳）；上册，三六五（圣盎博罗削）；上册，兰

00 （卡帕多细亚教父）；上册， 一一二（伪启示录）；上册，

一四三（奥利振）；上册．二六一（厄弗冷） ; _t：册，三七

。（普鲁登斯）；上册，四六二（圣奥斯定）；下册，四三」

四兰二（圣多玛斯）；下册，四五六（邓斯各德）； F册，四六

六（若望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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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地狱

（子）地狱是永远的：上册，一四三（奥利振）；上册，二

五七（亚孚拉得）；上册，二六一（厄弗冷）；上册，兰

00 （圣巴西略）；上册，三六五（圣盎博罗削）；上册，三七

七（鲁芬）；上册，三九→（圣热罗尼莫）；上册，四六一（圣

奥斯定）。 （丑）罪罚的减轻：上册，三0 0 （卡帕多细亚教

父）；上册，四六一（圣奥斯定）。（寅）地狱的描写：上册，一

一二（伪启示录）；上册，三七0 （普鲁登斯）。 （卵）未受洗

而死的婴孩：上册，四五一（圣奥斯定）；下册，一二五（圣普

洛斯拍）；下册，一三一（孚盛思）；下册，一六二（圣大额我

略）。

五二、炼狱

（子）为亡者祈祷：上册，－0五（班多廉）；上册，四六

二（圣奥斯定）。 （丑）炼狱实有：上册，一0一（若瑟梓人

传）；上册，一 0 三（圣依胁纳）；上册，兰六五（圣奥博罗

削）；上册，四六一（圣奥斯定）；下册，一七八（圣以锡多）。



上智编译馆出版物目录

编号 书名 作者 译者
开和 零售价 批定价

页数 （兀） 50 本以上

上智丛书班）］ 玫瑰经福音默想（己售完） 46／草色 2. 00 1.50 

上智矶书 3002 才生灵箴育（己售完） 32/55 2. 00 1.50 

上暂从书 J[)(J 98 静观祈祷（己在完） 鲍斯特 郑德i1' 32/59 3. 00 2. 50 

上智从书 3阅4 98 圣神在在（已售完） 齐罗格 32/74 3. 511 3. 00 

上自丛书削5 9g 今日司锋（已售完） 赵建敏 大 32/137 4 凶 3. 50 

上智丛书旺治 9g JC主经默想（己售完） 开罗格 32/184 4. 00 3. 50 
I一一一一一一

」智丛书配7 99 圣母经默想（已售完） 齐事格 飞1109 4. 00 3. 50 

i智丛 trn:i oo 是一一－印度德肋撒修女~言：t 赵建敏 32/63 3. 00 2. 50 

t曹丛书 009 00 和$.女小德＇~同行（己售完） luc-Marie 德乐沙 32/34 3. 00 2. 50 

上智川、书。10 削 圣教槌联（已售完） 郭光汾 32;41 3. 00 2. 50 

上智丛-j)Ol I 00 成圣之途一一梵二会议的生践 R. Kine剑 罔辉 16/60 5. 00 4 凶

上智丛书。12 00 自然科学与革昔宗教 l Pc.lbnghome 紫石 32/75 4 回 3. 50 

上智电子丛书 001 00 毛经与教会艺术欣赏 上智编译ll\
电脑多媒

25. 00 20. 回
体Jt盘

上智丛书。13 OJ h证导if 王和平 3ν68 3. 00 2. 50 

t雪少 FOi二。l 苦 2：寻在 赵汗青 32/170 5. 00 4. 00 

上干斗叭书。J'-l'l 主悻中·~古兰 二吉写i: 刘哲 32/134 6. 00 5. 00 

上智丛书。16 〔＇ l l 王 j 面音汗王军 lι ；f' 己喜完 j 刘哲 32/435 15. 00 13. 00 

上吾 υ、节日1; 01 王E教教理指南 \lfred ~le Bride 陈 l\;f, 32/200 8. 00 6. 00 
Tm'" Y"" 

」苦川、书川8 -01 人J:fiflLil远舰 赵景荣 32/78 3. 50 3. 00 

t智M书。19 02 公教真证 Rwhm-d Chil<0n 赵建敏 32/350 s. oo 1 6. c附

上智从书 020 12 科学及其局限性 Dd Rab;ch 竹建丽 32/175 4. 80 3.80 

上智丛书 021 但 宁宙与创造主 Da>id Fergus、 cm 刘光耀 32/18' 4. 80 J.8J 

上刊从书 022 02 圣体圣事 I L教师手册）（儿童子册） 彭育申
16/l峭 17. 00 14. 00 
16/116 （套） （套）

上怦从书 023 02 圣体圣事 Il （教师于册）（儿童手册）
彭育申 16/110 16. 00 13. 00 
高乐祈 16/105 （套） （垂）

上智从书。24 但 认识圣经（己赠送完） 赵汗青 32/50 免费

上智丛书 025 03 最心，j<在 Gon,alnBalado 杨捉i万 32/98 3. 00 2. 50 

ι智丛书。26 03 天主教简介（己售完） 1千 ./ii贤 32γ173 3. 50 3. 00 

ι智丛扫但7 OJ 科学与神学 J. Polkinghome 紫石 32/153 3. 50 3. 00 



续表

去l；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
’ 上霄矶书肌盯 I 时脖J. (C:i'f元 ι殿成 I 3川｜

智介人吕凹仍 | 圣t~主二J ｜上抨捐 L何 | 川），闯0 5 叫 4. oo 1 

t哥从冉ω 仍 | 新约的辛事 I J中＼lamn< 世K .·: ,, ." so I ι5川

I L阴阳［丁可 i John F. H叫ht I 且Ar:：；－~~丁 7
I 上智从书川剧 I 牛命之阳命 ｜灿R 帕 h哺｜吴牧→｜川s 111. oo I 9. 50 

」附刷书阴凶｜ 和！玛窦
I智丛书归006 古代教义神学 施安垂｜大 32. ·i 18. oo I 14. oo 

「智丛书 041 07 北京教哇哇！可史导 \\I 梅谦立 | | ι 19. 00 I 自附
1智丛 1)042 OJ 大E教是汉词典 h叫 115. oo I 14. 削

上料也扭 043 07 教义字大纲： t 、 F册） 甘兰 I x1-lit11 咄； 160. oo I 50. ll\J 

欢迎邮购或批发：

I. t智丛将邮购另付书款（零售价格）的 15传为邮资ζ 批发（ 50 本以上）免

邮资－

2. 上智电子丛书邮费均每盘另付邮资 5.00 元＇ 20 盘起批发（每每另付出E资 3 00 

元） ' 50 盘以上免邮资一

3 本馆诚招包销商，包销商将：享受更优惠价格c 有意者请与本馆联系。

汇款地址·上智编译馆，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41 号 邮编： 100031

联系电话．。10 - 66050826 

网页： www. shangzhi. org E mail : shangzhi@ shimgzlu. org 



上智丛书 043-07


	封面
	目录
	卷三 教义文学的末造
	导言
	第一部 四三〇年及五五三年间的教父文学
	第一节
	第一章 聂斯托略
	第二章 亚历山大里亚圣济利禄
	第三章 息尔提奥多里特
	第四章 叙利亚文学
	第五章 一性论
	第六章 反一性论者
	第七章 查士丁尼一世
	第八章 得尼亚掠帕古替
	第九章 第二流作家
	第十章 亚美尼亚古代文学

	第二节
	第十一章 圣大良
	第十二章 圣良的继任者
	第十三章 演说家
	第十四章 雷朗学校的神学家
	第十五章 奥斯定派神学家
	第十六章 亚尔兹圣彻萨里
	第十七章 公教诗人
	第十八章 波伊斯与卡息奥多刺


	第二部 五五三年八〇〇年间的教父文学
	第一章 圣大额我略
	第二章 西班牙作家
	第三章 高卢与大不列颠最后的几个作家
	第四章 教律家历史家及东方神修家
	第五章 诗歌作家
	第六章 论降孕的神学家
	第七章 最后的雄辩家及神学家
	第八章 圣若望达马萨内
	第九章 圣狄奥多斯图提


	卷四 教父们伟大的继承者
	导言
	第一部 中世纪
	第一章 士林学的远因
	第二章 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
	第三章 阿柏拉德
	第四章 圣伯尔纳多
	第五章圣微克忒学院
	第六章 伯多禄伦巴与提纲作家
	第七章 十三世纪初的神学
	第八章 乞丐修会的最初几个神学家
	第九章 圣文部辣
	第十章 圣多玛斯
	第十一章 十三世纪多玛斯学说前的神学家
	第十二章 若望邓斯各德
	第十三章 十四世纪的神学
	第十四章 中世纪的神修学校

	第二部 文艺复兴
	第一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二章 十六世纪神学的新气象
	第三章 文艺复兴特利腾公会议前的多明我会神学家
	第四章 多玛斯派的圣宠神学家
	第五章 十六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
	第六章 方济各苏亚贲士
	第七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神修
	第八章 圣女德肋撒
	第九章 圣十字若塑
	第十章 圣方济各撒肋爵


	总结
	教父学大纲信理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