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西方文化起源與發展



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思想與文化

歷史和文化是一道流，這道流發源於人的思
想，也根植於人的思想，支配著人的行為。

思想的結果，經由人的手指和口舌，在外在
的世界中表現出來。



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先存觀念

人對人生的基本看法，他的世界觀，和觀看
世界時取的思想路向，也就是人所認為存在
事物的真理。

結果，成為價值的根據，決定的根據。



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箴言二三：：：：77777777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人心裏怎樣思量人心裏怎樣思量人心裏怎樣思量人心裏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他為人就是怎樣他為人就是怎樣他為人就是怎樣。。。。



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人觀念的形成

（（（（一一一一））））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二二二二））））周圍環境周圍環境周圍環境周圍環境



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基本觀念的追溯

（（（（一一一一））））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 以理智解答人生基本問題以理智解答人生基本問題以理智解答人生基本問題以理智解答人生基本問題

（（（（二二二二））））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1)(1)(1)(1)物質宇宙構造物質宇宙構造物質宇宙構造物質宇宙構造

(2)(2)(2)(2)科技的實際應用科技的實際應用科技的實際應用科技的實際應用

科學發展方向決定科學家哲學的世界觀科學發展方向決定科學家哲學的世界觀科學發展方向決定科學家哲學的世界觀科學發展方向決定科學家哲學的世界觀

（（（（三三三三））））宗教觀宗教觀宗教觀宗教觀

– 決定個人生活的方向和社會前進的方向決定個人生活的方向和社會前進的方向決定個人生活的方向和社會前進的方向決定個人生活的方向和社會前進的方向



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希臘文化的薰陶

�近代西方的文化直接承襲羅馬文化得來的近代西方的文化直接承襲羅馬文化得來的近代西方的文化直接承襲羅馬文化得來的近代西方的文化直接承襲羅馬文化得來的

�羅馬思想文化大部份由希臘思想形成羅馬思想文化大部份由希臘思想形成羅馬思想文化大部份由希臘思想形成羅馬思想文化大部份由希臘思想形成

�希臘文化思想卻建立在三位哲人希臘文化思想卻建立在三位哲人希臘文化思想卻建立在三位哲人希臘文化思想卻建立在三位哲人，，，，他們共他們共他們共他們共
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學基礎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學基礎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學基礎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學基礎



哲學哲學哲學哲學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以理性及辨論尋找出真理及智識的真相以理性及辨論尋找出真理及智識的真相以理性及辨論尋找出真理及智識的真相以理性及辨論尋找出真理及智識的真相，，，，特特特特
別是因由別是因由別是因由別是因由、、、、事物的本質及管理事物存在的原事物的本質及管理事物存在的原事物的本質及管理事物存在的原事物的本質及管理事物存在的原
則則則則，，，，包括物質共相包括物質共相包括物質共相包括物質共相、、、、一切的現象及人類的行一切的現象及人類的行一切的現象及人類的行一切的現象及人類的行
為為為為，，，，從而總結成一種的信念及系統從而總結成一種的信念及系統從而總結成一種的信念及系統從而總結成一種的信念及系統，，，，應用在應用在應用在應用在
個人生活的守則個人生活的守則個人生活的守則個人生活的守則。。。。

牛津字典牛津字典牛津字典牛津字典



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聖經提到的普遍性啟示

神的事情神的事情神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原顯明在人心裏原顯明在人心裏原顯明在人心裏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地以來自從造天地以來自從造天地以來自從造天地以來、　、　、　、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可知的可知的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雖是眼不能見雖是眼不能見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但藉著所造之物但藉著所造之物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就可以曉得就可以曉得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叫人無可推諉叫人無可推諉叫人無可推諉。。。。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一一一一:19:19:19:19----20202020



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Socrates(470--------399 B.C.)399 B.C.)399 B.C.)399 B.C.)399 B.C.)399 B.C.)399 B.C.)399 B.C.)

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哲學方法 – 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

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之後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之後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之後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之後，，，，才算是才算是才算是才算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這也才是這也才是這也才是這也才是
最高的知識最高的知識最高的知識最高的知識。。。。

蘇格拉底認為靈魂不死蘇格拉底認為靈魂不死蘇格拉底認為靈魂不死蘇格拉底認為靈魂不死，，，，相信死相信死相信死相信死
後要去的地方一定比現世好後要去的地方一定比現世好後要去的地方一定比現世好後要去的地方一定比現世好，，，，而而而而
且應有正義的存在且應有正義的存在且應有正義的存在且應有正義的存在。。。。



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蘇格拉底的共相

共相共相共相共相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 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遇見的都遇見的都遇見的都遇見的都
是單獨的是單獨的是單獨的是單獨的、、、、個別的東西個別的東西個別的東西個別的東西，，，，但我們有一種能力但我們有一種能力但我們有一種能力但我們有一種能力，，，，
把這些類似的東西用一種名詞去概括它把這些類似的東西用一種名詞去概括它把這些類似的東西用一種名詞去概括它把這些類似的東西用一種名詞去概括它，，，，也也也也
就是抽出他們的共同概念就是抽出他們的共同概念就是抽出他們的共同概念就是抽出他們的共同概念。。。。有了這種的共相有了這種的共相有了這種的共相有了這種的共相
的概念後的概念後的概念後的概念後，，，，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以後再遇到類似的，，，，沒有見過的沒有見過的沒有見過的沒有見過的
事物事物事物事物，，，，我們也會用這種這種概念去概括他我們也會用這種這種概念去概括他我們也會用這種這種概念去概括他我們也會用這種這種概念去概括他 。。。。
蘇格拉底認為這種蘇格拉底認為這種蘇格拉底認為這種蘇格拉底認為這種「「「「共相共相共相共相」」」」的發現的發現的發現的發現，，，，是哲學是哲學是哲學是哲學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綜合工作中最基本的法綜合工作中最基本的法綜合工作中最基本的法綜合工作中最基本的法，，，，否則思想根否則思想根否則思想根否則思想根
本無法成立本無法成立本無法成立本無法成立。。。。



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倫理
他的倫理思想他的倫理思想他的倫理思想他的倫理思想，，，，主要是說到人在關心自己的主要是說到人在關心自己的主要是說到人在關心自己的主要是說到人在關心自己的
身體和財產之前身體和財產之前身體和財產之前身體和財產之前，，，，必須先關心自己的靈魂必須先關心自己的靈魂必須先關心自己的靈魂必須先關心自己的靈魂，，，，
使靈魂儘量變好使靈魂儘量變好使靈魂儘量變好使靈魂儘量變好，，，，以至於接近神以至於接近神以至於接近神以至於接近神。。。。

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 ，，，，政治的任務政治的任務政治的任務政治的任務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關心關心關心關心」」」」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使使使使
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

人們需要知道人們需要知道人們需要知道人們需要知道「「「「真正的善真正的善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善的知識善的知識善的知識善的知識」」」」
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
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就是將就是將就是將就是將
社會交在既無遠見社會交在既無遠見社會交在既無遠見社會交在既無遠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
上上上上 。。。。



德行德行德行德行德行德行德行德行

蘇格拉底強調德行的價值蘇格拉底強調德行的價值蘇格拉底強調德行的價值蘇格拉底強調德行的價值，，，，認為善才是人應認為善才是人應認為善才是人應認為善才是人應
追尋的目標追尋的目標追尋的目標追尋的目標，，，，因為它是人生的真理因為它是人生的真理因為它是人生的真理因為它是人生的真理。。。。蘇格拉蘇格拉蘇格拉蘇格拉
底認為智慧是必須從知識中直接獲取底認為智慧是必須從知識中直接獲取底認為智慧是必須從知識中直接獲取底認為智慧是必須從知識中直接獲取，，，，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知識是人類在生活中所集結而成的精華知識是人類在生活中所集結而成的精華知識是人類在生活中所集結而成的精華知識是人類在生活中所集結而成的精華。。。。他他他他
認為認為認為認為，，，，智慧可從知識中獲得智慧可從知識中獲得智慧可從知識中獲得智慧可從知識中獲得，，，，也可當做知識也可當做知識也可當做知識也可當做知識
傳授傳授傳授傳授。。。。但是德行是否可被當作知識傳授但是德行是否可被當作知識傳授但是德行是否可被當作知識傳授但是德行是否可被當作知識傳授，，，，卻卻卻卻
被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所質疑被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所質疑被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所質疑被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所質疑。。。。



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plato 427--------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

柏拉圖除了家庭的薰陶之外柏拉圖除了家庭的薰陶之外柏拉圖除了家庭的薰陶之外柏拉圖除了家庭的薰陶之外，，，，
給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正給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正給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正給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正
直善辯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直善辯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直善辯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直善辯的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Socrates)Socrates)Socrates)。。。。



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

柏拉圖是西洋哲學史上第一位發展系統理柏拉圖是西洋哲學史上第一位發展系統理柏拉圖是西洋哲學史上第一位發展系統理柏拉圖是西洋哲學史上第一位發展系統理
論的哲學家論的哲學家論的哲學家論的哲學家。。。。
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理想國》》》》中中中中，，，，他描繪了完美國家的組成他描繪了完美國家的組成他描繪了完美國家的組成他描繪了完美國家的組成。。。。在在在在
這個著作中他主張這個著作中他主張這個著作中他主張這個著作中他主張：「：「：「：「除非哲學家成了國王除非哲學家成了國王除非哲學家成了國王除非哲學家成了國王；；；；或是世界上或是世界上或是世界上或是世界上
的國王的國王的國王的國王、、、、王子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王子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王子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王子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將政治的偉大性將政治的偉大性將政治的偉大性將政治的偉大性
和智慧集於一身和智慧集於一身和智慧集於一身和智慧集於一身，，，，而那些較為平庸的而那些較為平庸的而那些較為平庸的而那些較為平庸的，，，，只追求兩者之一只追求兩者之一只追求兩者之一只追求兩者之一，，，，
不顧其他天性的領導者不顧其他天性的領導者不顧其他天性的領導者不顧其他天性的領導者，，，，都被迫退向一邊都被迫退向一邊都被迫退向一邊都被迫退向一邊；；；；否則城邦永遠否則城邦永遠否則城邦永遠否則城邦永遠
不能免於他們的邪惡事物不能免於他們的邪惡事物不能免於他們的邪惡事物不能免於他們的邪惡事物((((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我相信全人類都免我相信全人類都免我相信全人類都免我相信全人類都免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只有到這種時候只有到這種時候只有到這種時候只有到這種時候，，，，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才有活起來才有活起來才有活起來才有活起來，，，，得得得得
見天日的可能性見天日的可能性見天日的可能性見天日的可能性。」。」。」。」



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共相與殊相

觀念上和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觀念上和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觀念上和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觀念上和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稱為共相稱為共相稱為共相稱為共相。。。。與共相與共相與共相與共相
相對的就是殊相相對的就是殊相相對的就是殊相相對的就是殊相，，，，殊相是屬於感官上的殊相是屬於感官上的殊相是屬於感官上的殊相是屬於感官上的，，，，指一切感指一切感指一切感指一切感
官可觸摸到的事物官可觸摸到的事物官可觸摸到的事物官可觸摸到的事物。。。。主張共相先存於殊相的主張共相先存於殊相的主張共相先存於殊相的主張共相先存於殊相的，，，，稱為稱為稱為稱為
實名論實名論實名論實名論 ((((Realism)Realism)Realism)Realism)。。。。認為一切的名稱皆因有該名稱認為一切的名稱皆因有該名稱認為一切的名稱皆因有該名稱認為一切的名稱皆因有該名稱
的實體存在的實體存在的實體存在的實體存在，，，，源於柏拉圖的理型論源於柏拉圖的理型論源於柏拉圖的理型論源於柏拉圖的理型論((((Idealism)Idealism)Idealism)Idealism)。。。。主主主主
張殊相先存於共相的張殊相先存於共相的張殊相先存於共相的張殊相先存於共相的，，，，稱為唯名論稱為唯名論稱為唯名論稱為唯名論 ((((nominalism)nominalism)nominalism)nominalism)、、、、
則認為許多事物只是徒具名稱則認為許多事物只是徒具名稱則認為許多事物只是徒具名稱則認為許多事物只是徒具名稱，，，，並非真有實體存在並非真有實體存在並非真有實體存在並非真有實體存在，，，，
源於亞理士多德的知識論源於亞理士多德的知識論源於亞理士多德的知識論源於亞理士多德的知識論 。。。。



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柏拉圖的思想

指出如果沒有絕對指出如果沒有絕對指出如果沒有絕對指出如果沒有絕對(Absolute)(Absolute)(Absolute)(Absolute)，，，，殊相殊相殊相殊相((((即個即個即個即個
體體體體」」」」便沒有意義便沒有意義便沒有意義便沒有意義。。。。共相或絕對是殊相的依屬共相或絕對是殊相的依屬共相或絕對是殊相的依屬共相或絕對是殊相的依屬
，，，，共相賦予整體統一和意義共相賦予整體統一和意義共相賦予整體統一和意義共相賦予整體統一和意義。。。。

如果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如果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如果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如果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人便不能對一件人便不能對一件人便不能對一件人便不能對一件
事情的對或錯作最後的判斷事情的對或錯作最後的判斷事情的對或錯作最後的判斷事情的對或錯作最後的判斷。。。。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Aristotle 348348348348348348348348--------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347 B.C.)

他生當希臘思想創造時期的末他生當希臘思想創造時期的末他生當希臘思想創造時期的末他生當希臘思想創造時期的末
葉葉葉葉﹔﹔﹔﹔而他死之後一直過了兩千而他死之後一直過了兩千而他死之後一直過了兩千而他死之後一直過了兩千
年年年年﹐﹐﹐﹐世界才又產生出來任何可世界才又產生出來任何可世界才又產生出來任何可世界才又產生出來任何可
以認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敵的以認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敵的以認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敵的以認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敵的
哲學家哲學家哲學家哲學家。。。。直迄這個漫長時期直迄這個漫長時期直迄這個漫長時期直迄這個漫長時期
的末尾的末尾的末尾的末尾﹐﹐﹐﹐他的權威性差不多始他的權威性差不多始他的權威性差不多始他的權威性差不多始
終是和基督教教會的權威性一終是和基督教教會的權威性一終是和基督教教會的權威性一終是和基督教教會的權威性一
樣地不容置疑樣地不容置疑樣地不容置疑樣地不容置疑﹐﹐﹐﹐而且它在科而且它在科而且它在科而且它在科
學方面也正如在哲學方面一樣學方面也正如在哲學方面一樣學方面也正如在哲學方面一樣學方面也正如在哲學方面一樣﹐﹐﹐﹐
始終是對於進步的一個嚴重障始終是對於進步的一個嚴重障始終是對於進步的一個嚴重障始終是對於進步的一個嚴重障
礙礙礙礙。。。。



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共相

共相不是實體共相不是實體共相不是實體共相不是實體﹐﹐﹐﹐因為它不是因為它不是因為它不是因為它不是“這個這個這個這個”；；；；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
說說說說﹐﹐﹐﹐“任何一個共相的名詞要成為一個實體的名詞任何一個共相的名詞要成為一個實體的名詞任何一個共相的名詞要成為一個實體的名詞任何一個共相的名詞要成為一個實體的名詞﹐﹐﹐﹐
似乎似乎似乎似乎 都是件不可能的事都是件不可能的事都是件不可能的事都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每個事物的實每個事物的實每個事物的實每個事物的實

體都是它所特有的東西體都是它所特有的東西體都是它所特有的東西體都是它所特有的東西﹐﹐﹐﹐而並不屬於任何別而並不屬於任何別而並不屬於任何別而並不屬於任何別 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物物物物﹔﹔﹔﹔但是共相則是共同的但是共相則是共同的但是共相則是共同的但是共相則是共同的﹐﹐﹐﹐因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因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因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因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
種能屬於一個以上的事物的東西種能屬於一個以上的事物的東西種能屬於一個以上的事物的東西種能屬於一個以上的事物的東西”。。。。 就此而論就此而論就此而論就此而論﹐﹐﹐﹐這這這這

種說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種說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種說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種說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而只能存在於特而只能存在於特而只能存在於特而只能存在於特
殊的事物殊的事物殊的事物殊的事物。。。。



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亞里士多德的神觀

神是神是神是神是 純粹的思想純粹的思想純粹的思想純粹的思想﹔﹔﹔﹔因為思想是最好的東西因為思想是最好的東西因為思想是最好的東西因為思想是最好的東西。。。。 神並神並神並神並
不知道我們這個地上世界的存在不知道我們這個地上世界的存在不知道我們這個地上世界的存在不知道我們這個地上世界的存在。。。。儘管人必儘管人必儘管人必儘管人必 須愛須愛須愛須愛
神神神神﹐﹐﹐﹐但是神要愛人卻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要愛人卻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要愛人卻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要愛人卻是不可能的事。。。。一切生物都在一切生物都在一切生物都在一切生物都在
多少不同的程度上察覺到神多少不同的程度上察覺到神多少不同的程度上察覺到神多少不同的程度上察覺到神﹐﹐﹐﹐並且是被對神的敬愛並且是被對神的敬愛並且是被對神的敬愛並且是被對神的敬愛
所推動而行動著所推動而行動著所推動而行動著所推動而行動著 的的的的。。。。這樣這樣這樣這樣﹐﹐﹐﹐神就是一切活動的目神就是一切活動的目神就是一切活動的目神就是一切活動的目
的因的因的因的因。。。。惟有神才只包涵著形式而沒有質料惟有神才只包涵著形式而沒有質料惟有神才只包涵著形式而沒有質料惟有神才只包涵著形式而沒有質料。。。。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就在不斷地朝著更大程度的形式而演進就在不斷地朝著更大程度的形式而演進就在不斷地朝著更大程度的形式而演進就在不斷地朝著更大程度的形式而演進﹐﹐﹐﹐並且這樣並且這樣並且這樣並且這樣

就日愈變得更近似於神就日愈變得更近似於神就日愈變得更近似於神就日愈變得更近似於神。。。。



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觀

在他的在他的在他的在他的《《《《論靈魂論靈魂論靈魂論靈魂》》》》一書裏一書裏一書裏一書裏﹐﹐﹐﹐他把靈魂他把靈魂他把靈魂他把靈魂 看成看成看成看成
是與身體結合在一片的是與身體結合在一片的是與身體結合在一片的是與身體結合在一片的，，，，靈魂是身體的目的靈魂是身體的目的靈魂是身體的目的靈魂是身體的目的
因因因因 。。。。靈魂的其他一切部分都是不能單獨存靈魂的其他一切部分都是不能單獨存靈魂的其他一切部分都是不能單獨存靈魂的其他一切部分都是不能單獨存
在的在的在的在的 。。。。靈魂是推動身體並知覺可感覺的對靈魂是推動身體並知覺可感覺的對靈魂是推動身體並知覺可感覺的對靈魂是推動身體並知覺可感覺的對
象的東象的東象的東象的東 西西西西﹔﹔﹔﹔它以自我滋養它以自我滋養它以自我滋養它以自我滋養﹑﹑﹑﹑感覺感覺感覺感覺﹑﹑﹑﹑思維與思維與思維與思維與
動力為其特徵動力為其特徵動力為其特徵動力為其特徵﹔﹔﹔﹔但是心靈則具有更高的思維但是心靈則具有更高的思維但是心靈則具有更高的思維但是心靈則具有更高的思維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它與身體或感覺無關它與身體或感覺無關它與身體或感覺無關它與身體或感覺無關。。。。因此心靈就可因此心靈就可因此心靈就可因此心靈就可
以是不朽的以是不朽的以是不朽的以是不朽的。。。。



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結

我們看不出亞里士多德是相信柏拉圖以及後來基督我們看不出亞里士多德是相信柏拉圖以及後來基督我們看不出亞里士多德是相信柏拉圖以及後來基督我們看不出亞里士多德是相信柏拉圖以及後來基督
教所教導的那種意義上的個教所教導的那種意義上的個教所教導的那種意義上的個教所教導的那種意義上的個....人人人人....的靈魂不朽的的靈魂不朽的的靈魂不朽的的靈魂不朽的。。。。他他他他
只是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論只是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論只是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論只是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論﹐﹐﹐﹐他們便分他們便分他們便分他們便分 享著神聖的享著神聖的享著神聖的享著神聖的
東西東西東西東西﹐﹐﹐﹐而神聖的東西才是不朽的而神聖的東西才是不朽的而神聖的東西才是不朽的而神聖的東西才是不朽的。。。。人是可以增加自人是可以增加自人是可以增加自人是可以增加自
己天性中的神聖的成份的己天性中的神聖的成份的己天性中的神聖的成份的己天性中的神聖的成份的。。。。認為人應當是盡我們的認為人應當是盡我們的認為人應當是盡我們的認為人應當是盡我們的
力量使自己不朽力量使自己不朽力量使自己不朽力量使自己不朽﹐﹐﹐﹐盡最大的努力依照我盡最大的努力依照我盡最大的努力依照我盡最大的努力依照我 們生命中們生命中們生命中們生命中
最美好的東西而生活最美好的東西而生活最美好的東西而生活最美好的東西而生活﹔﹔﹔﹔因為即使它在數量上很小因為即使它在數量上很小因為即使它在數量上很小因為即使它在數量上很小﹐﹐﹐﹐
但是它在力量上和價值上卻但是它在力量上和價值上卻但是它在力量上和價值上卻但是它在力量上和價值上卻 遠遠超過了一切事物遠遠超過了一切事物遠遠超過了一切事物遠遠超過了一切事物 。。。。



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人文主義

建立於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殊相建立於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殊相建立於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殊相建立於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殊相，，，，在文藝復在文藝復在文藝復在文藝復
興時大大發揚興時大大發揚興時大大發揚興時大大發揚，，，，強調人的智慧強調人的智慧強調人的智慧強調人的智慧，，，，使哲學漸漸使哲學漸漸使哲學漸漸使哲學漸漸
與聖經的啟示分離與聖經的啟示分離與聖經的啟示分離與聖經的啟示分離，，，，愈來愈獨立自主愈來愈獨立自主愈來愈獨立自主愈來愈獨立自主，，，，人要人要人要人要
成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成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成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成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開闢了道路開闢了道路開闢了道路開闢了道路。。。。



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十七世紀))))))))

代表者為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代表者為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代表者為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代表者為法國哲學家伏爾泰(Francois Voltaire)(Francois Voltaire)(Francois Voltaire)(Francois Voltaire)

受英國不流血革命深深影響受英國不流血革命深深影響受英國不流血革命深深影響受英國不流血革命深深影響

建基於建基於建基於建基於人文主義的理念人文主義的理念人文主義的理念人文主義的理念

認為人和社會都可以臻於完美認為人和社會都可以臻於完美認為人和社會都可以臻於完美認為人和社會都可以臻於完美

最後革命失敗最後革命失敗最後革命失敗最後革命失敗，，，，帶來歷史上一次大屠殺和拿帶來歷史上一次大屠殺和拿帶來歷史上一次大屠殺和拿帶來歷史上一次大屠殺和拿
破崙獨裁的統治破崙獨裁的統治破崙獨裁的統治破崙獨裁的統治。。。。原因是沒有基督信仰為基原因是沒有基督信仰為基原因是沒有基督信仰為基原因是沒有基督信仰為基
礎礎礎礎

以後還有俄國革命以後還有俄國革命以後還有俄國革命以後還有俄國革命，，，，結果建立了一個專制的結果建立了一個專制的結果建立了一個專制的結果建立了一個專制的
政權政權政權政權



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哲學方向的轉變

四位代表者四位代表者四位代表者四位代表者::::盧梭盧梭盧梭盧梭,,,,康德康德康德康德,,,,黑格爾黑格爾黑格爾黑格爾,,,,祁克果祁克果祁克果祁克果

產生是人文主義的理想失敗產生是人文主義的理想失敗產生是人文主義的理想失敗產生是人文主義的理想失敗

當代神學家薛華博士有這樣的一個比喻當代神學家薛華博士有這樣的一個比喻當代神學家薛華博士有這樣的一個比喻當代神學家薛華博士有這樣的一個比喻，，，，說說說說
明哲學家思想發展過程明哲學家思想發展過程明哲學家思想發展過程明哲學家思想發展過程

OOOO和和和和XXXX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



RecapRecapRecapRecapRecapRecapRecapRecap

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人文主義中的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人文主義中的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人文主義中的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人文主義中的「「「「人人人人」，」，」，」，經經經經
過啟蒙運動而逐漸成熟過啟蒙運動而逐漸成熟過啟蒙運動而逐漸成熟過啟蒙運動而逐漸成熟，，，，人必須使自己獨立人必須使自己獨立人必須使自己獨立人必須使自己獨立
自主自主自主自主，，，，這種趨勢一直發展下去這種趨勢一直發展下去這種趨勢一直發展下去這種趨勢一直發展下去，，，，當來到我們當來到我們當來到我們當來到我們
的的的的「「「「現代的現代的現代的現代的」」」」現代科學時代現代科學時代現代科學時代現代科學時代，，，，人便被淹沒了人便被淹沒了人便被淹沒了人便被淹沒了
，，，，人是死的人人是死的人人是死的人人是死的人，，，，生命沒有目的生命沒有目的生命沒有目的生命沒有目的，，，，沒有意義沒有意義沒有意義沒有意義。。。。



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二十世紀))))))))

表表者為沙特表表者為沙特表表者為沙特表表者為沙特(1905(1905(1905(1905----1980)1980)1980)1980)

認為在理性範圍內認為在理性範圍內認為在理性範圍內認為在理性範圍內，，，，一切事物都是荒謬的一切事物都是荒謬的一切事物都是荒謬的一切事物都是荒謬的，，，，然而人然而人然而人然而人
還可以藉著意志支配的行動來還可以藉著意志支配的行動來還可以藉著意志支配的行動來還可以藉著意志支配的行動來「「「「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在這在這在這在這
個沒有目的的世界上個沒有目的的世界上個沒有目的的世界上個沒有目的的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應做旁觀者所有人都不應做旁觀者所有人都不應做旁觀者所有人都不應做旁觀者，，，，而而而而
應該做行動者應該做行動者應該做行動者應該做行動者。。。。

在這體系中在這體系中在這體系中在這體系中，，，，經驗是沒有理性成分的經驗是沒有理性成分的經驗是沒有理性成分的經驗是沒有理性成分的。。。。可以說是沒可以說是沒可以說是沒可以說是沒
有理性基礎的意義感有理性基礎的意義感有理性基礎的意義感有理性基礎的意義感。。。。

這是將各種東西放在這是將各種東西放在這是將各種東西放在這是將各種東西放在「「「「上層上層上層上層」」」」非理性範圍裏非理性範圍裏非理性範圍裏非理性範圍裏，，，，企圖企圖企圖企圖
為價值和意義找出一些令人樂觀之處為價值和意義找出一些令人樂觀之處為價值和意義找出一些令人樂觀之處為價值和意義找出一些令人樂觀之處。。。。



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希臘黃金時代希臘黃金時代希臘黃金時代希臘黃金時代 480480480480----350 BC350 BC350 BC350 BC

羅馬帝國秩序每況愈下羅馬帝國秩序每況愈下羅馬帝國秩序每況愈下羅馬帝國秩序每況愈下，，，，人民求助於獨裁統治人民求助於獨裁統治人民求助於獨裁統治人民求助於獨裁統治

480480480480----350 BC350 BC350 BC350 BC

耶穌基督降生耶穌基督降生耶穌基督降生耶穌基督降生 6 AD6 AD6 AD6 AD

基督教成為帝國宗教基督教成為帝國宗教基督教成為帝國宗教基督教成為帝國宗教 381 AD381 AD381 AD381 AD

教皇權力顛教皇權力顛教皇權力顛教皇權力顛時代時代時代時代 1100110011001100----1300 AD1300 AD1300 AD1300 AD

大學紛紛成立大學紛紛成立大學紛紛成立大學紛紛成立 1200 AD1200 AD1200 AD1200 AD

教皇烏耳班四世禁止大學講授亞理士多德學說教皇烏耳班四世禁止大學講授亞理士多德學說教皇烏耳班四世禁止大學講授亞理士多德學說教皇烏耳班四世禁止大學講授亞理士多德學說 1263 AD1263 AD1263 AD1263 AD

威克里夫英譯威克里夫英譯威克里夫英譯威克里夫英譯「「「「新約聖經新約聖經新約聖經新約聖經」」」」問世問世問世問世 1380 AD1380 AD1380 AD1380 AD

宗教改革高峰宗教改革高峰宗教改革高峰宗教改革高峰 1517151715171517----1536 AD1536 AD1536 AD1536 AD

英國的不流血革命英國的不流血革命英國的不流血革命英國的不流血革命 1688 AD1688 AD1688 AD1688 AD

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第二次法國大革命 1792 AD1792 AD1792 AD1792 AD



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西方文化發展一覽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文藝復興 14141414–16 16 16 16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 17171717–18 18 18 18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唯物主義 17171717–18 18 18 18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理性主義 19191919–20 20 20 20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存在主義 20 20 20 20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共產主義 20 20 20 20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維持四十年之久維持四十年之久維持四十年之久維持四十年之久))))

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 20 20 20 20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 20 20 20 20 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

崇尚科學與理性崇尚科學與理性崇尚科學與理性崇尚科學與理性，，，，因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因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因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因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
所未有的無神論運動所未有的無神論運動所未有的無神論運動所未有的無神論運動。。。。以牛頓力學為其宇宙以牛頓力學為其宇宙以牛頓力學為其宇宙以牛頓力學為其宇宙
觀的基礎觀的基礎觀的基礎觀的基礎，，，，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人類起源的假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人類起源的假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人類起源的假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人類起源的假
說說說說，，，，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人類心靈的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人類心靈的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人類心靈的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人類心靈的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並以人本為中心來認識世界並以人本為中心來認識世界並以人本為中心來認識世界並以人本為中心來認識世界。。。。人彷彿人彷彿人彷彿人彷彿
可以依靠與生俱來的理性可以依靠與生俱來的理性可以依靠與生俱來的理性可以依靠與生俱來的理性，，，，建築認識自身與建築認識自身與建築認識自身與建築認識自身與
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準則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準則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準則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準則。。。。



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
由於現代主義的瓦解由於現代主義的瓦解由於現代主義的瓦解由於現代主義的瓦解，，，，崛起於二十世紀末崛起於二十世紀末崛起於二十世紀末崛起於二十世紀末。。。。

無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包含各種各樣的包含各種各樣的包含各種各樣的包含各種各樣的

哲學思想哲學思想哲學思想哲學思想。。。。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1.1.1.1.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世界

2.2.2.2.認可真理的相對性認可真理的相對性認可真理的相對性認可真理的相對性

3.3.3.3.新上帝觀新上帝觀新上帝觀新上帝觀

4.4.4.4.高舉人文主義高舉人文主義高舉人文主義高舉人文主義，，，，人可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人可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人可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人可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

獲得能力去影響或改變週圍的環境獲得能力去影響或改變週圍的環境獲得能力去影響或改變週圍的環境獲得能力去影響或改變週圍的環境

5.5.5.5.包容性包容性包容性包容性



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唯一出路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
告祈求告祈求告祈求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滿心知滿心知滿心知
道道道道　　　　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凡事蒙他喜悅凡事蒙他喜悅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在一在一在一
切善事上結果子切善事上結果子切善事上結果子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漸漸的多知道漸漸的多知道漸漸的多知道　　　　神神神神。。。。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一一一一:9:9:9:9----10 10 10 10 



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ThereThereThereThereThereThere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re worth.re worth.re worth.re worth.re worth.re worth.re worth.



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Above All

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Crucified, laid behind a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all.all.all.all.all.all.all.



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惟有基督在萬有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