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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可能只有一種唯真的宗教

一位二十四歲，住曼哈頓的女孩布萊兒（Blair）質問：「怎麼可能只有

一種真實的信仰？」她認為：「宣稱你的宗教比較優越，而且嘗試去要別人

歸正，是一種無理的自大。所有的宗教應該都是一樣好，也同樣可以滿足各

自跟隨者的需求才是。」

傑佛瑞（Geoff）跟著補充：「宗教的排他性（exclusivity）不僅狹

隘—更是危險的。」他住在紐約市，是一位二十出頭的英國人。「宗教已

經導致難以化解的爭執、分裂、與衝突，它可能是世界和平最大的敵人。如

果基督徒繼續堅持唯有他們才有『真理』—如果其他宗教也如是堅持—

世界和平將蕩然無存！1」

在近二十年居住於紐約的這段期間，我有無數機會去問人們：「你對於

基督信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這個信仰的信念與實踐之中，最困擾你的是什

麼？」這些年來，最常聽到的回答，可以用一個字來表達：「排他性」。

有一次，我受邀以基督教代表的身分到一所當地學院的專家座談會，同

台的有一位猶太教的拉比，與一位回教的伊瑪目（教長），台上的專家被要

求去討論不同宗教間的差異。當時對談的調性是禮貌、有智識而且彼此尊重

的；每位講員都主張在主要宗教間，存在明顯且無法調和的差異，其中一個

例子，就是耶穌這個人。我們都同意如下陳述：「如果基督徒對於耶穌是上

帝的主張是對的，那麼回教徒與猶太教徒在愛上帝的方法上，就大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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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回教徒與猶太教徒所持的『耶穌不是上帝，而只是一個老師或先知』

的觀點是對的，那基督徒愛上帝的方式，也會是大錯特錯的。」這爭論的底

線是—我們不可能在上帝的屬性這件事上，不同的宗教同樣都是對的。

當場有些同學對這種狀況感到難以接受。一位學生堅持真正重要的事，

是信上帝並且讓自己成為一位有愛心的人，若要堅持某一信仰比其他信仰更

正確，會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另一位學生也看著台上我們幾位宗教領

袖，表達出他的挫折：「如果宗教領袖繼續做這些排他性的宣告，我們永遠

不會有世界和平。」

很多人相信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宗教，特別是那些強調自己的信

仰具有獨一優越性的主要傳統宗教。說來你可能不信，雖然我是一個基督教

牧師，其實我同意上述觀點。宗教，一般來說，常常在人們心中創造出一

個「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譯註：使用連串的因果推論，卻誇大了每個環節的因果強

度，而得到不合理的結論）；每個宗教都告知其追隨者，唯有他們才有「真理」，

這自然讓追隨者感到自己比那些有著不同信仰的人，更為優越。同時，一個

宗教告訴它的追隨者，他們之所以被救贖並與神連結，是透過全心實踐這些

真理才能達到；這會驅動信徒與那些生活上不夠敬虔或純正的人分別開來；

但也因為如此，一個宗教群體很容易就會把其他宗教群體，加以刻板化或醜

化。一旦這樣的情況存在，就很容易向下沉淪到貶抑別人，甚至對他人極力

去壓迫、凌虐與暴力相對。

認知到宗教如何侵蝕世界和平後，我們應當做什麼呢？世界各地的民間

與文化領袖通常採取三種方法來應對宗教的分歧：有人要求全面禁制宗教，

或譴責宗教，或至少積極地去讓宗教變成個人化，是私領域的事情2。許多

人對這些方法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我不認為這些方法有效。真的，我恐

怕它們只會讓情況更形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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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制宗教

對付宗教分歧的一種方法是予以控制，甚至強力地禁止。在二十世紀曾

有幾個這方面巨大的力量：蘇聯、中國共產黨、赤柬，以及（一種不太一樣

的）納粹德國，這些政權都決心強力控制宗教行動，希望能藉此阻止宗教

分裂社會，甚至侵害到國家主權。然而，其結果非僅不是和平與和諧，反

而是更多的迫害。這種情況的悲劇性反諷，在牛津大學教授麥葛福（Alister 

McGrath）的無神論歷史一書中，曾被提出：

「二十世紀興起人類歷史上最巨大與可悲的矛盾之一是：本世紀最大

的不可容忍與暴力，是由那些相信宗教會引發不可容忍與暴力的人所造成

的。」3

與此類似的是，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人們普遍相信在人類更加

科技進步之後，宗教會逐步弱化並凋亡。這種觀點認為，宗教只在人類演化

過程中扮演某種角色，我們過去需要宗教去幫助人類，面對可怕而不可知的

世界；當人類科技逐漸高度發展後，我們就越來越能瞭解並控制自己的環

境，對宗教的需要就會減少，當時的人確是如此認為的4。

然而這種情形並未發生，上述這種「世俗化理論」，現在也普遍失勢5。

事實上，近年來所有的主流宗教，在信徒人數上都是成長的。基督教的成

長，特別在開發中國家，呈現爆發；如今，在奈及利亞的英國國教派信徒人

數比美國信徒的七倍還多；迦納的長老會信徒，比美國與蘇格蘭加在一起的

信徒還多；韓國基督徒佔人口的比例，一百年間由百分之一成長到百分之四

十；而專家相信同樣的狀況將會發生在中國；如果五十年後中國有五億基督

徒，這將會改變整個人類的歷史軌跡6。在多數的案例中，基督信仰並非如

社會學家所預測的，走向更世俗化、淡化版的信仰；相反的，它所呈現的是



The Reason For God 022 023

一種健全、超自然主義類型的信仰，相信神蹟、聖經權威，以及個人重生。

因為世上宗教信仰本身的活力，想要去壓抑甚至控制它們的努力，往往

讓信仰更加強壯。當中國共產黨在二戰後驅逐西方傳教士時，他們認為可以

滅絕中國境內的基督教信仰；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只是讓中國教會的領袖

們更加在地化，結果是讓教會更加強大。

宗教不只是幫助我們去適應環境的暫時工具，它是人類情境中永恆與核

心的一部分。對於世俗、無宗教信仰的人而言，這個事實是一種難吞的苦

藥，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屬於主流，而非極端分子，但健全的宗教，終究主

宰了世界，沒有理由顯示這狀況會改變。

2. 譴責宗教

宗教不會自然消失，也沒有政府的控制可以減少其力量。但是，是否可

以（透過教育與辯論）找到方法，對宣稱擁有「真理」的宗教、想要去改正

別人信仰的宗教，透過社會力量來削弱它們？難道我們不能敦促所有公民

（無論其信仰為何），承認並接受所有的宗教或信仰，都只是許多同等可

行、殊途同歸、引導人到神的途徑；任何信仰，也都只是世界上的一種生活

方式而已。

這種觀點創造了一個情境，認為持單一且排他性信仰的人，都是無見識

且可恥的，即便在個人的對話中也不被允許。這樣的觀點，被重複來重複去

地再三強調，終究似乎已成為一種普世接受的常識；背離這種常識的人，會

被貼上愚蠢或危險的標籤。與第一種策略（禁制宗教）不同，這種觀點對降

低宗教對立有點效果，但它也終究無法成功，因為在這個觀點的核心，存有

一種致命的不一致，甚至可以說是偽善，最後這將導致此種想法的崩解，以

下是幾個由這種觀點衍生出來的偽公理及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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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要宗教都同等有用，基本上它們教的是同樣的東西。」

這是一種常見的主張。有個記者最近寫道：任何認為「存在有比較不

好的宗教」的那種人，都應該被歸為右翼極端主義者7。但是，你真的認為

「大衛信徒教派」（Branch Davidians），或是用嬰孩來獻祭的宗教不比其

他宗教差嗎？大多數人應該都會承認，這些宗教比較差吧！

當認定所有宗教都一樣好時，人們心中想到的，可能是世界的主要宗

教，而非走偏鋒的小教派。這就是我在專家座談那晚，在面對那位學生時，

所遭遇的那種反對意見；他認為猶太教、回教、基督教、佛教與印度教之間

的教義差異，都是表面上的、微不足道的，因為他們所信的其實是同樣一個

神。但當我進一步問他那個神是誰時，他把這個神描述成一個宇宙間滿有愛

心的靈。這種立場的問題是：它本身也是不一致、難以自圓其說的。一方面

他堅持教義不重要，但在另一方面又假設教義上對神本質的不同信念，是主

要宗教爭執之所在。佛教徒完全不相信有人格化的神，猶太教、基督教與回

教相信有一個要人們為自己信仰與實踐行為負責任的上帝，這個上帝的本質

不只是愛而已。反諷的是，堅持教義不重要這樣的觀點，其實本身就是一種

教義；它對神有一種特別的看法，比起其他主要宗教，這種教義被奉為更優

越與更文明的信念；可是，支持這觀點的人，其實正在做他所禁止別人去做

的事。

「每一宗教都看到屬靈真理的一部分，但沒有一個宗教可以看見全

貌。」

有時主張這種觀點的人，會用「瞎子摸象」的故事來描述其主張：幾個

盲人走在路上，碰到一隻願意讓他們觸摸與感覺的大象。第一個盲人抓著大

象的鼻子說：「這個動物長長軟軟的像一條蛇」；「才不是！它又厚又圓像

一根樹幹。」摸到象腿的第二個盲人爭論道；第三個盲人，摸到大象身體時

說：「都不對，它是隻又大又平的動物。」故事中，每個盲人都能感觸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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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一部分，但沒有人能看到整隻象。相同地，有人認為世上所有的宗教，

都只感觸到屬靈真理的一部分，但沒人能窺其全貌，進而有資格可以主張，

唯有自己才擁有對真理的全面認識。

這樣的比喻，對於使用者而言有其反作用力。因為故事的敘述，來自某

個不瞎眼的人，唯有他看見整個經過，也才能講出這個故事；如果你不能看

見整隻大象，又怎能知道每個盲人都只「看見」大象的一部分？

宣告「真理比我們任何人所認知到的都偉大」，表面上是一種謙虛的抗

議；但如果只用這樣的宣告，就率爾反對其他人對真理認識的主張，事實

上，反而成為一種高傲無理的宣稱，因為認為自己的知識，比其他人的更高

更廣。我們必須問：「你憑藉的是什麼（絕對）優越的立場，可以讓你針砭

比較，那些不同信仰所做出、絕對性的主張？8」

你怎麼知道沒有信仰可以看到真理全貌？除非你自己對真理擁有更優

越、全面的知識—而這樣的全備知識，你卻又認為沒有一個信仰能夠擁

有。

「宗教信仰太受文化與歷史的制約，以致於不能被稱為真理。」

當我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到紐約時，常聽到反對基督教的聲浪，說

所有的宗教都一樣，都是真的；但現在我常聽到的卻是：所有的宗教都一

樣，都是假的。這樣的反對者說：「所有道德與屬靈的主張，都是我們特殊

時代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因此沒有人可以說自己知道真理，因為沒人可以

判定某一屬靈或道德的主張，比其他的更真實。」社會學家伯格（Peter L. 

Berger）說明了這種普遍被接受論點的問題。

在他《天使的謠言》（A Rumor of Angels）一書中，伯格回顧二十世

紀是如何發現所謂的「知識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也

就是人們相信每個人的行為，其實是受到所處身社會的制約。我們以為我們

的想法是自發性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們的想法受到我們最仰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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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的人影響；每個人所歸屬的社群會進一步強化某些理念的合理性，也

排斥貶抑某些理念。伯格留意到許多人從這樣的事實中得到結論：因為我們

都被捆鎖在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情境，所以不能判斷相互競爭信仰間的對錯。

但是，伯格繼續指出：絕對的相對主義（absolute relativism），只能

存在於相對主義者自己沒有走偏鋒、毫無偏見的狀況下9。如果你由社會制

約的觀點去推論所有的宗教，然後就說「沒有一種信仰，能被每個人都接受

為普遍真理」，這種說法—每個人都是社會制約下的產物—本身就是一

種自我矛盾的觀點，也不是真的。「相對理論本身就反對自己是絕對正確

的」伯格如是說，所以，我們不能一路到底的堅持相對主義a。是的，我們

的文化偏見，使得對不同信仰做客觀比較有其困難，信仰的社會制約性是一

種事實，但卻不能據以主張「所有的真理都是完全相對的」，這樣武斷的說

法，等於是用同樣的邏輯，來推翻自我主張。伯格結論：我們無法用「真理

是無法被發現」這種的陳腔濫調做藉口，來迴避對相互競爭的屬靈與宗教觀

點做評斷，我們應該還是要努力去問：「哪些對上帝、人類本質與屬靈真理

的宣告，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我們還是要對這些承載我們生命基礎的

重要問題，找出答案。」

哲學家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對伯格的論點有一套自己的說法。

人們對他說：「如果你生在摩洛哥，你就不會成為一個基督徒，反而會成為

回教徒。」他如此回答：

假設我承認，如果我出生於摩洛哥的回教父母，而非在密西根的基督

徒父母，我的信仰會變得很不一樣，但同樣的說法也可套用在多神論者身

上⋯⋯如果一個多神論者出身在摩洛哥，他也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多神論者。

難道我們可以因為如此，就同樣推論⋯⋯他的多神論信仰是經由一個不可靠

的信仰製造程序，所產生並傳授給他的嗎b？

普蘭丁格與伯格觀點一致。你不能說「只有我的觀點不是社會制約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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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他所有的宗教主張，都是歷史制約的結果。」如果你堅持，沒人能判

定哪個信仰是對的或錯的，那為何卻要我們相信，唯有你自己說的是對的？

現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在做某種真理宣告，要負責任地去評斷這些不同宣

告，確實不容易，但我們除了勉力為之外，別無選擇。

「堅持你的信仰是對的，並去領人歸向它，本身是一種無理的自大。」

知名的宗教學者希克（John Hick）曾寫道：當你發現世上有很多同樣

聰明與良善的人，與你有著不同的信仰；當你發現明明無法說服這些人，卻

還要持續嘗試去改變他們，或還是認為你自己的觀點，才是較優越的真理，

這就是一種自大c。

再一次，這樣的說法本身也存有內在的矛盾。世上多數人並不認同希克

那種「所有宗教都一樣好」的觀點，這其中也有許多像他一樣聰明與良善的

人，而且他們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堅稱「所有認為自己觀點比較

優越的宗教，都是一種自大與錯誤。」這樣的陳述，根據其希克本身的邏

輯，也同樣是一種自大與錯誤。

很多人認為，宣稱我們的信仰比其他的優越，是一種「自我族群中

心」，但會這樣認為的人，難道就不是自我族群中心？大多數非西方社會都

會同意「他們的文化與信仰最優越」這種宣告，但對這種宣告的不安因子，

卻深植在崇尚自我批判與個人主義的西方文明傳統中。用「自我族群中心」

來定罪他人的作法，其實是在說：「我們文化對其他文化的觀點，比你們的

優越。」此時，我們正在從事那些我們禁止別人去做的事d。歷史學家索摩

維爾（John Sommerville）指出：「一種宗教只能以另一種宗教為參照的基

礎，才能加以制斷。」同樣的，除非植基於某些道德標準的基礎，你無法去

評估另一種宗教；而這些你所依據的道德基礎，最後就構成了每個人的自我

宗教立場e。

至此可見，對一般宗教、特別是對基督教，那種排他性的排斥態度，顯



我為什麼相信？chapter 01

然本身就有其嚴重缺陷。懷疑論者相信，任何對於屬靈真理有最優越認識的

宣告，都不可能是真的。但這樣的反對意見，本身就是一種宗教信仰，它假

設：上帝是不可知的；上帝是慈愛但不是公義而烈怒的；上帝是一種非個人

化的力量，而非一位可以透過經文說話的個人；但上述這些觀點，卻都是無

法被證明的信仰假說。此外，這些觀點的擁護者，也相信在此事的看法上，

他們本身擁有更優越的觀點。他們相信，如果每個人都摒棄對上帝與信仰的

傳統觀點，進而採信他們觀點，這世界會變得更好。因此，他們的觀點，也

是一種對屬靈真理本質「排他性」的主張。如果所有排他性的主張都應被否

定，這個主張也一樣；如果持有這樣的觀點並不狹隘，那麼持守傳統宗教信

仰的觀點，也沒什麼根深柢固的狹隘。

芝加哥大學教授李拉（Mark Lil la）在與一位聰明又年輕的華頓商學

院學生對話時，很訝異的發現，這學生竟然要在葛理翰牧師的佈道會（Billy 

Graham crusade）中走向台前，把他生命的主權交給了基督。李拉對此寫

道：

我要在他即將踏出的那一步之前，丟出一些質疑，幫助他看到還有其他

的生命道路，還有其他方式可追尋知識、愛⋯⋯甚至自我轉化。我要說服

他，他的尊嚴是建立在對教義保持一個自由、懷疑的態度。我想要⋯⋯去拯

救他⋯⋯

懷疑，如同信心，並須經由學習才能得著，它是一種技能。懷疑主義詭

異的地方是：古往今來，它的追隨者通常都是一些改變了宗教信仰的人；在

解讀他們時，我常想問：「你為何在意這些？」他們的懷疑無法提供好的答

案；而我，也找不到答案f。

李拉這番智慧的自我認知，透露出他對基督教的懷疑是一種學習的、另

類的信仰。他相信人類個人的尊嚴是建立在對教義的懷疑上—這種觀點，

當然是一種信仰宣言。他承認，無可避免地，他也相信，如果接受他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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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類尊嚴的信念，而非相信葛理翰的那套，人們會更好。

主張一種信仰是對的，也並沒有比主張「對所有宗教，這種看法才是對

的」（也就是，所有信仰都一樣的主張），更為狹隘。站在對自我宗教的信

仰上，我們每個人都有排他性，只不過是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罷了。

3. 把信仰局限在私人領域

另一種對應宗教分歧的方法，是允許人們可以私下相信他們的信仰是真

理，可以私下傳揚他們的信仰，但所有宗教信仰，應該要被排除在公共領域

之外。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如羅爾斯（John Rawls）與奧迪（Robert Audi）

就認為，在公開的政治討論中，我們不能為某一道德立場辯護，除非這立場

有世俗的、非宗教的基礎。羅爾斯更以堅持他所謂「普世價值」的宗教觀

點，應被排除在公開場合而著名g；最近，許多科學家與哲學家紛紛簽署了

「護衛科學與現世主義宣言」，要求我們的政府領袖「不可允許立法或行

政執行，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h」簽署者包括辛格（Peter Singer）、威

爾遜（E.O. Wilson），與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等人。舉例而言，

哲學家羅狄（Richard Rorty）就曾堅持宗教信仰必須要當成絕對的私人事

務，絕對不可被帶進公共政策的討論中。凡是使用植基於任一宗教信仰的議

論，都會是一種「對話的終結因子」（conversation stopper），因為這讓

無宗教信仰者無法參與對話i。

對於那些抱怨這觀點歧視了信仰的人，羅狄與其支持者反駁，認為這種

政策只是務實罷了j。他們並非在意識型態上反對宗教本身，也不是企圖控

制宗教信仰，只是要信仰被約束在私領域就好。但在公領域，不斷為信仰爭

辯是製造分歧且浪費時間的；有宗教立場的主張，常被視為是宗派紛爭與富

爭議性的，而用屬世觀點推導出的道德立論，則被視為具普世性，並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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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適用的；於是，大凡公共曝光的東西都應該是現世性，而非宗教性

的。在去除那些神聖的啟示或告解的傳統後，我們可以一起致力於解決這個

時代更大的問題—比方說是愛滋病、貧窮、教育等等。我們應該把自己的

宗教觀點留給自己，在那些對多數人最有「效用」的政策上，團結一致。

話雖如此，耶魯大學的卡特（Stephen L. Carter）卻回應，當我們在進

行任何的道德推理時，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宗教觀點拋諸腦後。他說：

那些想讓宗教性對話從公共論壇消失的努力，不管是經過多麼周延的設

計，最終都等於在告訴那些有組織性的宗教，唯有他們（別人不在此限）在

進入公共對話之前，必須先放棄掉自己裡面最重要的那部分k。

為何卡特可以做出上述宣稱？讓我們由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開始：有人

說，宗教是一種對神相信的型態，但對佛教禪宗而言，並非如此，因為它根

本就不信奉任何的神；有人說宗教是對超自然的信仰，但這定義對印度教就

又不適用，因為它完全不相信在物質世界之外，還有超自然領域，所有的屬

靈真理都存在於實物界。那麼宗教到底是什麼呢？它是一套信念，這套信念

解釋生命是什麼？我們是誰？以及什麼是人類應該花時間去做、最重要的

事？舉例而言，有人認為物質世界就是這樣存在著，我們之所以如此，只是

偶然，當我們死亡時，不過就是腐朽了；所以，生命中重要的事，就是選擇

去做那些讓自己快樂的事，因此，別讓別人將他們的信仰加諸在你身上。請

注意，這種想法雖然不是一種「有組織性」的信仰，還是包含了一個主要論

點、一種對生命意義的表述，以及基於這種表述，對人們應「如何生活」所

做出的建議。

有些人將這件事稱為「世界觀」（worldview），也有些人稱之為「敘

述性的自我身分」（narrative identity）；無論如何，這是一套關於事物本

質的信仰假說、是一種隱涵性的宗教。廣義的說，我們對於世界與人性的信

念觀點，正也反映出每個人的生命；無論是有意識的作為或無意識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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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活在也活出某種敘述性的自我身分之中。那些說「你應該做這個」

或「你不該做那個」的人，在此，都透露出這種隱涵的道德與宗教立場。實

用主義者說，我們應該把自我深層的世界觀拋諸腦後，尋求那些「有用」的

共識—但我們對於何為「有用」的看法，也是決定於（套用貝瑞Wendell 

Berry的標題）我們所認定，別人要的是什麼。任何認為快樂生活「有用」

的印象，必然是受某種對人生目的之信仰制約而來的l。即便是最現實的實

用主義者，都會帶著經過他自己深信與解讀後，所產生的「人類之意義」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這種自我成見，來到討論桌前。

羅狄堅信使用宗教基礎信仰的議論是對話的終結因子。但所有我們對事

物最基本的認知，對於與我們看法不同的人，幾乎全都是無法證實的信念。

世俗的觀念，例如「自我實現」與「自主」等，都是無法證實的，也都如訴

諸聖經一般，同樣是「對話的終結因子」m。

對說者而言，似乎只是一般常識的陳述，往往在本質上卻具有深遠的宗

教意味。想像一下，打著「適者生存」之名，A小姐認為所有對窮人構建的

社會安全網應該被除去；對此，B小姐可能會回應：「窮人也有權利得到合

理的生活水準—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人類。」A小姐可以用許多現代生

物倫理學家的論點反駁，認為對於「人類」這個概念，其實是人為的、不能

被定義的；她可能會繼續補充說，不能把所有的存活生物都當成是目的而

非手段，總是有些必須死，好讓其他生命得以存活，這純粹就是大自然的

法則。如果B小姐用實用性的角度進行辯論，她可能說應該要去幫助窮人，

因為這樣能讓社會運作得更好；但A小姐也可用相近的實用性辯解，認為讓

一些窮人死亡，反而可以讓社會運作得更有效率。對話到此，B小姐可能會

開始生氣，帶著火氣堅持：讓窮人餓死就是不道德的；而A小姐也可回覆：

「誰說每個人的道德定義應該是一樣的？」最後，B小姐可能會高聲尖叫：

「我寧可不要活在你所描述的那種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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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針鋒相對中，B小姐想追隨羅爾斯，找到普世接受、「中立與

客觀」的論點，認為所有人都應被說服：我們不能讓窮人餓死。但因為並無

這種普世價值，所以她最終落敗。畢竟，B小姐肯定每個人作為一個人類的

公平與尊嚴，因為這才是真實且正確的公理，她把人類比岩石或樹木更有價

值，當成是自己的信仰宣言—雖然她不能科學性地去證明這樣的信仰。可

見，她公共政策的主張，終究還是植基在某種自我的宗教立場之上n。

這種現象，讓法律神學家裴瑞（Michael J. Perry）歸結出：無論在任

何事件上，任何想在「以宗教為基礎的道德論述」與「公共政治的現世論

述」兩者間建構一個嚴密藩籬的企圖，都是異想天開，因為兩者根本是糾結

在一起的o。羅狄與其他人認為宗教性的主張太富爭議性，但裴瑞在《宗教

信仰與自由民主，在神之下？》（Under God? Religious Faith and Liberal 

Democracy）一書中反駁，現世的道德立場不會比宗教的道德立場更少爭

議。我們幾乎可以強力主張，所有道德立場都至少是隱含的宗教性立場。諷

刺的是，堅持宗教推理必須要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這樣的觀點，本身就

是一種爭議性的「偏執派」觀點p。

當你來到公共論壇時，不可能把自己對最終價值的信仰拋諸腦後。讓我

們以有關婚姻與離婚的法律為例，請問：有可能雕琢出一套得以排除特定世

界觀，且讓人人都同意「可行」的法律嗎？我不相信可以。在此事上，你對

什麼是對的觀點，是基於你所認定的何為婚姻目的之價值觀；如果你認為婚

姻主要是為了養育孩子，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你就會在立法上讓離婚較為

困難；但如果你認為婚姻主要是為了結婚雙方成人的快樂與感情的滿足，你

就會讓離婚變得容易。前者是根據人類繁衍與福祉的觀點，認為家庭比個人

重要；這觀點常見於儒教、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道德傳統。而後者是一種比較

人性的個人主義觀點，根據的是啟蒙主義運動對於人本的信念。可見，你所

認為「有效」的離婚法律，端視你先前所認定，何為快樂與完全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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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到底為何q？沒有一個客觀、普遍接受的共識。雖然許多人繼續呼籲，

要由公共論壇中排除宗教觀點，還是有日漸增多的思想家，不論他們有宗教

背景或主張世俗價值，承認這樣的呼籲，本身也是一種宗教性的主張r。

基督教義可以拯救世界

我已經批駁了那些想要去改變世界宗教分立現況的主要努力，但是我高

度同情他們的目標；宗教，當然可能成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之一。在這

一章的開頭，我曾描述每個宗教，都傾向於在人心中創造出一個「滑坡謬

誤」，這種謬誤很容易把人帶向壓迫他人的境界。然而，在基督教義內—

我指的是健全、正統的基督教—有著豐富的能量，讓其跟隨者做世上的和

平使者。在基督教之內，有著驚人的力量可以解釋並去除人類心中的分歧傾

向。

基督教提供一個堅實基礎，去尊重有著不同信仰的他人。耶穌相信在其

文化制約下的非信徒會欣然承認基督徒的行為多半是「好的」（馬太福音：

5章16節；彼得前書：2章12節）；這是因為基督教的價值體系，與任何其

他宗教s所處身的特定文化t之間，存有著某些交集。這些交集為何存在？

因為基督徒認為所有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所造，都存有良善與智慧。因

此，在聖經教義中上帝的普世形象，讓基督徒期待非信徒可以比錯誤信仰所

造成的結果更好；聖經上對普世罪惡的教義也讓基督徒理解，即便在正統基

督教義的教訓下，信徒的實際行為也可能比期待的更壞。所以，信徒與非信

徒間，有充分空間進行相互尊重的合作。

基督教義不僅讓其成員相信，其他信仰者有可以拿得出來的良善與智

慧，這教義也讓基督徒接受，許多非信徒過著道德更高超的生活。在我們文

化中多數人相信，如果有一個上帝，我們可以與之建立關係，從而透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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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生活而去到天國，我們稱此為「道德增進」觀點。基督教的教導正好

相反，在基督徒的認知中，耶穌並沒告訴我們要如何生活才可得蒙拯救；相

反的，透過耶穌在世界的生與死，祂饒恕並拯救了我們。上帝的恩典並非臨

到那些道德表現更優越的人，而是臨到那些承認自己不好、認知自己需要一

個救主的那些人身上。

於是，基督徒接受非信徒比自己更富有、更聰明，甚至更良善。為何如

此？因為基督教信徒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表現、智慧或美德，才被上帝接

受；他們被接受，是因為基督在他們的行為上動工。多數關於生命的宗教與

哲學假設一個人的屬靈地位，端視你的宗教成就而定。自然地，這觀點會讓

信徒自以為比那些不相信也不像他們那樣去實行的人更優越。基督教福音，

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會有這種效果。

一般認為「基本教義主義」導致暴力；但正如我們所見，所有人都有一

些基要的、無法證實的真理認定，我們也相信這些認定是比較好的。於是，

實際的問題變成：「哪種基本教義可以帶領其信徒，對於與其不同的人，變

得最富愛心與願意接納？」哪一套無可避免的排他性信仰，能將我們帶領到

謙卑而愛好和平的行為？

歷史上的矛盾之一，是早期基督徒的信仰與行為，與當時他們處身文化

環境間的關係。

希臘羅馬世界的宗教觀點，是開放與表面上容忍的—每個人都可以有

自己的神。但它文化上的行為，卻是相當殘暴。經濟上，希臘羅馬時代是高

度層級性的，貧富之間有很大距離。相對而言，基督徒堅守一個上帝的信

念—受死的救主耶穌基督，但他們的生命與行為，卻明顯地歡迎那些文化

上被邊緣化的人們。早期基督徒聚會中混雜的不同人種與階級，在當時被周

遭視為醜聞。希臘羅馬世界輕視窮人，但基督徒卻慷慨地給出，不僅是對他

們內部的窮人，也對不同信仰的窮人。在當時廣義的社會中，女人地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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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受制於高比例的殺害女嬰、強迫婚姻、也沒有經濟平權；比起古時的階

級社會，基督教提供女性更大的安全與平等u。在公元一、二世紀中發生的

可怕城市瘟疫中，基督徒照料城市裡所有生病與垂死的人，甚至以他們自己

的生命為代價v。

為何這種排他性的信仰體系，竟會表現出對他人如此開放的行為？那是

因為基督徒在他們的信仰體系中，存有最強大的能量，可以去執行犧牲性的

服務與使人和睦的行為。在他們真理觀點的最核心，是一個為敵人而死、為

敵人的寬恕而禱告的耶穌。每思及此，就會激發出對非我族類者，完全不同

的對待方式，這也表示，不能用暴力與壓迫去對待他們的反對者。

當然，我們并不能輕易地跳過某些教會打著耶穌的旗號，行不義之事的

事實。但是，誰能否認基督徒最基本信仰的力量，可以作為在動盪世局中創

造和平的推力呢？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715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