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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氣無神乎？
———龍華民摘譯與批判新儒學鬼神觀之考辯

祝海林

［提

要］

耶穌會士龍華民（ Niccolò Longobardo） 在 1623 年左右撰寫的一份報告中，用西方的二元

世界論來質疑新儒學鬼神的精神性。 在考察了中國的儒家經典，特別是新儒學的“ 理、氣、鬼神” 後，
他認為中國不存在獨立於物質的精神實體，“ 鬼神” 屬於物質範疇的“ 氣” ，因此認定中國的儒士是無
神論者。 對新儒學中鬼神的詮釋是他報告的核心內容，其引述多出自《 性理大全》 。 通過分析龍華
民報告與《 性理大全》 的相關內容，可以審視其對鬼神詮釋的合理性，並討論精神實體認知上的中西
差異。 其經院哲學視野下的批判衝擊到儒學宇宙本體論的理性根基，也折射出中西宇宙本體論闡
釋體系的根本差異。 這種差異的認知，有助於反思明清時期耶儒形而上層面的對話對跨文化哲學
的啟示。
［ 關鍵詞］

精神實體

［ 中圖分類號］

B975

龍華民

鬼神

理

氣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1 ⁃ 0080 ⁃ 08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碰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 Deus” （ 拉丁語“ 天主” ） 介紹給中國人。

天主教的“ Deus” 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是第一精神實體。 利瑪竇（ Matteo Ricci） 發現中國經典古籍
中有“ 天” 、“ 上帝” 、“ 主宰” 等具有表達理性神的詞語，這表明中國古人崇拜一個與“ Deus” 相似的

神，於是他採取迎儒策略，在中文著述中把“ Deus” 譯成上帝或天主。 然而，1610 年利瑪竇去世後，
其接任者龍華民開始對前任的做法提出質疑，由此在耶穌會士內部引發了關於譯名的激烈討論，
1623 年左右他撰寫了一份報告來為自己辯護。① 這份報告摘譯和批判了宋明理學中的宇宙本體論
思想，特別是否定了理學中的鬼神論，認為儒家沒有獨立於物質的精神實體存在，鬼神本質上是物
質實體，因此古今儒士都是無神論者。 他的這一觀點對清初的中西交往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這
份報告沒有公開，但半個世紀後，報告重新發現並在歐洲相繼翻譯成法、西、英語出版，引起了歐洲
學界對中國哲學的關注與討論，也影響了羅馬教會對中國禮儀之爭的最終裁決。 龍華民也因此被
學界扣上了引發“ 禮儀之爭第一人” ② 的帽子。 這份重要文獻近幾年開始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關注，
其背景、內容及歷史地位等也得以揭露。 根據潘鳳娟的文獻調查，③ 目前相關研究可歸納為三類：
文本來源的考據與翻譯、文獻在明末耶儒對話和禮儀之爭中的歷史意義、與利瑪竇或萊布尼茨對中

80

國哲學理解的對比。 其中潘鳳娟的論文對龍華民詮釋中國哲學的鬼神展開詳細的討論，④ 側重於
挖掘龍華民對中國古典文獻的詮釋在後來禮儀之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歷史意義。 筆者將在此基礎之
上，進一步探索龍華民的詮釋對中西形而上之差異的揭示和跨文化哲學交流的意義。 龍華民對新
儒學鬼神觀的詮釋以經院哲學宇宙論體系為根基，在這種體系下，精神是完全獨立於物質且更為高
貴的實體，中國哲學中從來沒有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劃分，因此，他對中國宇宙論核心概念“ 理、氣、
鬼神” 的批判，是西方經院哲學對儒學宇宙本體論的一次特別拷問，反映了中西對世界本體這一問
題的不同闡述體系。 他的質問有助於重新審視當時中國哲學的宇宙本體論體系的理性根基，同時
也可以深化中西哲學在形而上之差異的認知。 鑒於此，本文側重於龍華民詮釋所依據的文本《 性
理大全》 的對比考察，以揭示龍華民的批判在中西宇宙論思想比較上的價值。 另外，通過這種思想
比較的路徑，深入探尋明清時期耶儒在形而上層面對話的意義。

一、龍華民對鬼神觀的摘譯與詮釋
龍華民撰寫這份報告旨在證明中國人是無神論者。 主要從三方面展開：第一，儒學中的宇宙創
造論（ 先天學） 與萬物生化論（ 後天學） 表明宇宙萬物同出一本原，而萬物一體說與古希臘哲學家的
一元物質本原論相似，這表明中國人推崇世界一元物質論；第二，通過對鬼神論的考察，論證中國的
鬼神只是氣，是具有精神屬性的物質（ materia proxima） ；第三，通過考察鬼神的創造者和終極回歸
者“ 理” ，論證“ 理” 或“ 太極” 只是第一元初物（ materia prima） ，而非第一精神實體，因此，鬼神無法
從“ 理” 中獲得精神性。 既然沒有精神實體的存在，也就表明中國沒有西方神學意義的神存在。
（ 一） 世界一元物質論

龍華民報告第 5 至 6 章綜述性地譯介了《 性理大全》 卷十一邵雍的《 皇極經世書》 中先天學與
後天學的內容，即宇宙創造前後的描述。 根據先天學，太極以自身演化式的方式創造天、地、人、五
行等萬物，且所創造物終將消亡回歸於本原。 他認為中國的宇宙創造論表明萬物同出一個本原，而
且這種創造出於偶性，而非一種理性的必然。 第 7 章則引述了《 性理大全》 卷三十四中出現的“ 所
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 的說法。 然而龍華民並沒有從原文本語境中去理解儒學中的萬物一
體，相反，他重點在說明這種說法與古希臘自然哲學家的同一物質本原說相似，他甚至推斷中國三
教都認同的萬物一體說可能出自古波斯拜火教，⑤ 這實際上把中國思想貶低為原始的宗教思想，也
間接說明萬物一體說缺少理性根基。 龍華民脫離了原語文化語境，把萬物一體簡單地理解為萬物
是由同一基質構成，從而說明中國哲學是世界一元物質論。
（ 二） 鬼神的本質是氣

如果世界是一元物質的，那麼鬼神自然也是非精神的存在，因此，在第 11 和 12 章，龍華民主要
譯介了儒家經典中關於鬼神是氣的說法。 古今中國儒士都稱這種似乎是精神存在的東西為“ 氣” ，
他特別引述了孔子的例子，當孔子被弟子問到鬼神是什麼，他回答是“ 氣” 。⑥ 鬼神是氣的論述還多
次出現在對祭祀的描述，龍華民直接引述了卷二十八的多段內容，例如：“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作
用，而造化之蹟也。 易説：鬼神便是造化也。 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 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 曰：只氣便是神也。 （ 朱子） 鬼神若是無時。 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
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 諸侯祭境內名山大
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 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
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⑦ 這些段落中都把祭祀中的鬼神當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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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因此，龍華民得出一個非常直觀的結論，鬼神是氣，也正是基於此，他認為：“ 中國人似乎並
不懂得區分於物質的精神實體，如上帝、天使和理性靈魂；他們對於由一個全能的力量從無中創造
世界完全無知。 他們只知道一種普遍無窮的實體，從中產生‘ 太極’ 或‘ 元氣’ ，通過運動產生萬物。
這種實體可分為兩部分：有和無。 有是指有形實體，可感知。 無是指不是那麼物質化的實體，如氣，
不可感知，稱之為太無或太坤，是最純粹、最絕對、最簡單、最稀薄的存在物，正如我們所說的精神實
體。”然而龍華民並不認為氣是一種西方意義上的精神實體。 其主要原因在於：“ 它不能單獨存在，
而是存在於原始氣中；它具有所有物質特性和偶性，是萬物的存在與基質；中國人稱之為氣，即空氣
或氣狀性質，孔子也稱之為氣。” ⑧ 概而言之，龍華民對鬼神是氣的判斷，根本目是就是要否定鬼神
的精神實體性，至於這是否合理，下文將作進一步討論。
龍華民不僅從本體論上，也從考察鬼神的其他屬性方面來否定鬼神是精神實體。 他指出：不要
把中國的鬼神當成我們（ 西方） 所說的精神存在，因為首先他不能自存，只是在元氣中，決不可能與
氣分離。 第二，鬼神有生成與毀滅，也就是說不是永恆存在的。 所有精神存在，如鬼神、上帝等隨同
世界終結，回歸第一原則“ 理” ，無任何東西高於理。 第三，鬼神無生命、無智慧、無理性、無自由。⑨
這些特性顯然與西方意義的精神實體不相符，因此，他認定鬼神不是精神實體。
（ 三） “ 理” 非第一精神實體

鬼神是否有精神性，還取決於它的創造者“ 理” ，因此，龍華民在第 8、13、14 章詮釋了理學宇宙

論中的理或太極和氣。 世間萬物都由太極創造和演化而來，也就是元初之氣，太極自身也包含於宇
宙本原理中，理和次元質氣融為一體，始終不可分離。 理也流溢出五德即仁、義、禮、智、信和其它精
神物，同樣理和氣產生五行和其它有形事物。 故中國人的自然與道德來源於同一個理；理本身不創
造世界，而是以氣的形式生成萬物，氣才是其生成過程中的執行者和控制者，就像是理的工具和形
式；世界在有限之年會終結，宇宙要毀滅，一切將回歸於原初狀態，唯有純粹的理和氣存在，它將開
啟世界的下一輪創造。⑩ 在這樣一個宇宙論體系中，宇宙萬物都由太極創造，鬼神也一樣，且終究要
和宇宙一起毀滅，回到原初之“ 理” ，理是萬物本原，是比鬼神更高的永恆存在。 龍華民認為“ 理” 與
“ Deus” 並沒有可比性，因為理是一個無生命、無意志、無理性的愚鈍物，它無主動性，只能憑“ 氣” 而

動。 他推斷中國儒者創造了一種世俗向外的宗教，而不考慮內在超越性。 如果理或太極沒有神性，
那作為太極產物的天也沒有神性，作為上天運行德性的上帝也沒有，其它更低層次屬於山川等的鬼


神更沒有神性。

在基督神學中，上帝是最高一級的存在，其他萬物都由上帝創造，而儒學中“ 理” 才是最高的存
在，鬼神由理氣生成，是次一級的存在。 可是中國人偏偏祭拜的不是“ 理” 而是鬼神，而且這個“ 理”
是無智慧、無能力、靜態、無生命的東西。 這對龍華民來說感到不可理解，所以他以西方的“ Deus”
為參照否定了理的精神性，從而也否定了鬼神的精神性。 總之，龍華民的這些判斷正說明了其西方
神學視野的詮釋角度，暗含了與天主教中天主的特性的比較，更體現了經院哲學與儒學對神認知的
巨大差異。

二、《 性理大全》 的鬼神論對比分析
明朝胡廣彙編的《 性理大全》 收錄了宋代理學著作與理學家言論，是明末儒士瞭解宋明理學思
想的主要來源，也是當時在華耶穌會士瞭解理學的主要文本。 此書卷二十八論題為鬼神，龍華民報
告中第 11、12、15 章翻譯了其中部分內容，分五個主題討論：總論；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論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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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考神祗；論祭祀神祗；論生死。 從文本考證可見，龍華民並沒有全面翻譯和介紹理學的鬼神論思
想，而是特意摘譯能證明他觀點的內容。 現以《 性理大全》 卷二十八為主要依據，結合卷二十六理
氣來考察龍華民鬼神摘譯與批判的合理性。
（ 一） 對氣論鬼神的誤讀

關於鬼神本質的問題出現在總論中。 程子認為，“ 氣的聚散則是鬼神之情狀” ；藍田呂氏曰：

“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 ；朱子曰：“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


來者氣也” ；“ 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
可見理學家們都以氣論鬼神，這成為龍華民否定鬼神

精神實體性最重要的依據，因為他想當然地認為氣是一種物質實體，這顯然是一種誤讀。 “ 朱子

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從朱子對理與氣在宇宙創造中的分工

來看，氣為有形物提供了質料和動力，從這個意義而言，把氣當成物質實體似乎是正確的，但如果只
從本體論層面來看氣，則難以看清氣的全貌。 在生成論中，氣還有區分萬物的作用，“ 朱子曰：天地
初間，只是陰陽之氣。 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裡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


在中央。 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

朱子的話表明天地的高貴與低賤之別在於氣的清濁差異。 氣甚至可以決定人的智愚，程子曰：“ 氣


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
這裡說氣的清濁造成了人智力的差異，

如果只是以物質來定義氣，如何解釋物質的氣對人的智力差異的影響。 由此看來，理學家所說的氣
並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物質實體。 儒學從來沒有明確地把物質與精神完全劃分開來，也沒有把兩者
二元對立當成哲學問題來討論。 氣在新儒學中是一個意義豐富的概念，作為元初的“ 氣” 與“ 理” 共
同構成宇宙的創造者，當出現陰陽氣的動靜轉換後，則成了萬物的生成者，這種生成之氣的變化造
成了萬物的區分，這種區分包括了物質向精神的線性過渡，兩者並非絕然分離。 龍華民受到精神與
物質二元論的思維限制，把中國哲學的氣劃入物質實體，這有悖於儒學對世界本原構成的認知。
（ 二） 對鬼神精神屬性的忽視

此卷第二個論題主要是用陰陽氣來解釋人體中的魂魄以及人死後歸宿的問題。 這一部分是最
能體現鬼神的精神性一面的內容，甚至可以看到類似於西方所說的靈魂分類的解釋，可是龍華民對
此卻沒有譯介。 在把鬼神的本質定義為氣後，理學家們借助《 易經》 的陰陽說來進一步解釋在人身
上體現的鬼神魂魄的差異。 朱子曰：“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 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


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 
由於萬物都由氣的陰陽變化而生化，陰陽氣的作用使萬物本身

也存在陰陽之別，例如超越物有鬼與神之別，人身上有魂與魄之別。 朱子甚至認為人的知覺運動是
陽作用的結果，形體是陰作用的結果。 還有一位理學家對人體魂魄的解釋類似於西方的理性靈魂
和感覺靈魂，“ 勉哉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
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 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


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 。
這也就是

說，人的生命由兩部分維持：滋養軀體機能的“ 精” 和貫通體內動能的“ 氣” ，人的魂魄分別代表了
“ 精之神” 和“ 氣之神” ，魂負責“ 心之思慮” ，類似於理性靈魂，而魄則負責“ 耳目之視聽” ，類似於感
覺靈魂，而魂魄合起來則是包含“ 理” 的“ 陰陽之神” ，這裡所謂的“ 陰陽之神” 類似於西方所說的靈
魂，可是在理學體系中它的本質是“ 陰陽之氣” 。 如此看來，在人身上的氣具有精神屬性。 朱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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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魄的解釋也有類似的說法：“ 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


謂之魂魄” 。
這些內容同樣出現在龍華民報告中引用最多的《 性理大全》 卷二十八，他不太可能沒

有看到這些理學家對於魂魄的論述，然而在第 15 章談論生死魂魄中迴避了這些論述，反而不斷強
調魂魄是氣的本質，並且指出這種氣是物質實體。 由此可推，龍華民為了辯護的需要，有意突出鬼
神魂魄是氣的觀點，忽略能說明它們具有類似於靈魂屬性的內容。 遺憾的是，這種魂魄說本可以成
為在精神存在方面神學與儒學調和的重要內容。 利瑪竇在《 天主實義》 中就曾做出過這種嘗試。
“ 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 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為


可滅，而等之禽獸者” 。
利瑪竇部分肯定了中國的魂魄與西方靈魂的相通性，只是不認可其魂可滅

的說法，龍華民則完全排斥兩者的可比性。

對於人死後歸宿的問題，理學家們也同樣用陰陽之氣來解釋。 根據朱子的解釋，人死了意味著
氣脫離身體，魂氣上升融入天，形魄下降歸入地，人的生死就是氣的聚散，但是死後氣散時也有個遲
緩，在氣未散盡之前，子孫祭祀時，與祖先有“ 感通之理” ，感通之所以能發生就是因為子孫與祖先


一氣相通。
如此說來，理學的魂升天代表著個體的消亡，個體的魂氣融入天中整體的氣，最終與天

一起消亡，回歸為元初之氣，與理合一；西方的靈魂升天是指個體的靈魂升入天國，與天主同在，共
同享受永恆。 所以說西方的靈魂不朽其實指個體靈魂的不朽，而理學的魂滅也僅意味著個體的消
亡，但其實質是發生了轉化，最終以“ 元初之氣” 的形式回到了“ 理” ，從而獲得永恆，這就是理學中
萬物起源於理、回歸於理的意義所在。 中西在人死後之魂的歸宿上看似迥異，實際上是以不同方式
詮釋了精神存在的永恆。
（ 三） 對鬼神實踐意義的偏離

卷二十八第三個主題與第四個主題都是從祭祀方面分別解釋祖先之神與天地神，這才是理學
家們討論鬼神問題的實踐用意所在，然而，龍華民對此的理解嚴重偏離了理學家的本意。 朱子認
為，後人與祖先同屬一氣，可發生感應，所以祭祀才有意義。 “ 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


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 
如果祭祀不相關或不對應之

神，感通則不可能發生。 另外，祭祀要極為誠敬，這樣才能感格祖先之氣。 祖先的精神魂魄雖已消
散，但畢竟與子孫的精神魂魄同類相連，而且還有理在其中發揮作用。 “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
不得。 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


以感。” 
由此看來，鬼神並非物，而是精神之氣，祭祀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主要還是子孫與祖先在精

神之氣的感應上。 這種“ 同類感通” 的說法，意味著個體之魂或者以微弱之氣的形式存在，或者氣
可以重新聚集暫時回歸為個體之魂，因此，魂氣散盡並非是完全徹底的，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精神
存在的持續性。 如此看來，理學對魂的存在解釋與西方意义的靈魂不朽並非是完全的對立，可是龍
華民並沒有譯介這一部分的內容，反而重點介紹了接下來的第四個主題即論祭祀神只（ 按：只同
祗） 。 這一部分側重於以氣來解釋祭祀天神和地神的現象，內容遠不如前一論題豐富，但卻是龍華
民翻譯引述的重點。 在龍華民報告第 12 章的 14 處引述中，有 11 處涉及鬼神與氣的內容，3 處論
及鬼神與自然生化，另外在所有引述中，有 3 個後面加上了自己的評論，皆是強化鬼神是氣的觀點。
總之，從這些引述的內容來看，龍華民只想向他人暗示，根據理學家自己的觀點，鬼神的實質就是
氣，是一種自然現象，而非宗教超越物。 不可否認的是，朱子對鬼神的態度也比較微妙，一方面，他
試圖把鬼神看成自然現象的一種，是陰陽二氣運動的結果，以排除那些怪力亂神的傳說；另一方面，
在談到祭祀活動的鬼神時，他又不得不借助超自然的“ 感通” 來解釋，這又體現出宗教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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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這種模棱兩可的解釋，對他人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擾，龍華民僅看到和展示了朱子自然主義
的一面，但也偏離了鬼神在祭祀中的實踐意義。
卷二十八第五個主題論生死的內容較少，主要說明人之生死如自然變化般的常理。 龍華民報
告第 15 章論生死中引述了其中的一句，他的譯文可轉譯為：“ 天地氣相交人生時，普遍之性（ 理） 沒
有到來，天地氣分離人死時，普遍之性（ 理） 沒有離去：但是屬於天的至純之體返回天，屬於地的渾


濁之體返回地，因此也可以說這種普遍之性離開了。” 
《 性理大全》 的原文為：“ 合而生非來也，盡


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從原文的上下文來判斷，程子是在用理來解釋人的生死，理是永恆存在的，人的生與死只是一
種自然的交替，理不隨生死而來往，人死氣散意味著生命的終結。 龍華民引用此句也是為了說明理
學認為只有“ 理” 是永恆存在的，人的魂氣回歸天地之後就不復存在，因此中國人沒有靈魂不朽
之說。
以上對比分析表明，由於寫作目的驅使和神學視野的限制，龍華民並沒有全面系統的詮釋《 性
理大全》 鬼神論的內容，也沒有抓住理學鬼神論中與神學靈魂論中可能的相通之處，他的詮釋緊緊
圍繞“ 理” 沒有精神性和鬼神是“ 氣” 這兩個命題展開，運用了多種材料和方法反復證明自己的觀
點。 這種詮釋具有一定的主觀曲解和誤導，但這種他者視角也揭露出理氣論框架中鬼神論本身存
在的一些問題和宗教方面的張力，“ 鬼神觀恰恰與生死觀及其與人們的宗教信仰問題有關，是儒學


宗教性傳統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之一” 。
龍華民對鬼神論的關注，體現了一種宗教視野的詮釋，

我們既可以從中反思儒學宗教傳統發展的可能性，也可以探索基督神學與儒學的互通性。

三、神學與儒學對精神實體認知差異的思考
龍華民對理學鬼神觀的詮釋，暴露了西方神學與中國儒學對精神實體問題的認知差異，這種差
異產生的根源在於兩種完全異質的宇宙論詮釋體系，特別是對宇宙本原的詮釋。 鬼神產生於理，那
麼理是否是精神實體呢？ 從龍華民的視角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命題。 他的神學認知導致了他對
“ 理” 的定性與理學家們不一致。 他用“ Deus” 的標準來審視“ 理” ，“ Deus” 本體而言是最高精神實
體，宇宙生成論而言又是宇宙創造者，因此本體與生成同一。 龍華民否定” 理” 是超越性的本體，而
把它降格為第一物質，主要原因在於“ 理” 不是“ Deus” 一樣的第一精神實體。 然而根據沈清松的考


察，中國三教都倡導一個非實體的宇宙本原。
“ 理” 是非實體本原，自然就不存在精神還是物質的

劃分。 在新儒學中，世界的初始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 渾淪” 狀態，處於一切“ 有” 之前的“ 無” 。
“ 理氣” 合體才是宇宙的創造者，理氣論中的本原與創造者有一定的區別。 “ 在本原上朱熹講理在


氣先，但在構成上朱熹並不講理在氣先，而常常強調理氣無先後。” 
這也就是說，朱子對“ 理” 的解

釋中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宇宙本體而言，理是唯一的本體，但宇宙生成而言，則理氣共同創造萬
物。 “ 理” 本體論決定了儒學對精神存在問題的忽略，所以鬼神問題並不在儒學宇宙論討論的主體
範圍。 理學家把“ 理” 定義為一個靜態無理性的本原，那就需要解決宇宙動力的問題。 神學的宇宙


本體是一個全知、全能、至善、永恆的精神存在，
其創造世界的動力源於自身，可是“ 理” 自身沒有

動力，那這個一元的世界如何能運動變化呢？ 理學家們用陰陽對立說很好地解決了宇宙動力來源
的問題。 “ 理” 開始創造世界時，需要“ 氣” 相伴共存，“ 氣” 的陰陽動靜產生運動，陰陽對立是宇宙
運動的起因。 理學家觀察到“ 氣” 提供了宇宙生成的質料，如果把“ 氣” 當成世界本體的話，顯然就
容易陷入一元物質論，“ 理” 的本體設置則避免了這種困境。 “ 理” 為何在神學視角看來沒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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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神學對精神實體定義的獨特性。 神學中的“ 神” 是用知、能、善、時間性這樣
的詞來定義，而這些詞往往是用在對“ 人” 的定義上，因此神學中的人格化的“ 上帝” 為精神實體的
定義提供了標準。 也就是說，在神學家看來，精神實體是有理性、生命、力量的存在。 儒學中的
“ 理” 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本體，他是宇宙的最高形式與最終目的，“ 氣” 的加入為這個本體注入了創
造宇宙所需要的一切，“ 鬼神” 是“ 理氣” 創造的超越者，是僅次於“ 理氣” 的存在形式，但不是人格
化的精神存在。 因此，“ 理” 是否具有精神性和“ 鬼神” 是否是精神實體這類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已
做了預設，其實質就等同於問：“ 理” 是否是人格化的神？ “ 鬼神” 是否是人格化的精神實體？ 這種
跨越認知界限的提問本身，就已預示了答案。

龍華民終究未能跳脫自身視野去客觀地詮釋理學。 當時的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讀到龍華民報告
後卻認為，龍華民對中國哲學的批判是不理智的，中國哲學有符合理性的自然哲學觀，甚至認為


“ 理” 就是西方的至高神。
在與西方的神學相遇後，儒學中萬物本原“ 理” 自然會受到西方人格化

的“ 神” 的挑戰，這種挑戰有助於從另一種視角看到了新儒學宇宙本體論中的一些獨特之處。 龍華
民對“ 理” 的批判與萊布尼茨的認同表明，理學宇宙論有自然哲學傾向。 然而，這種自然哲學特質
與當時的中世紀神學並不相容。 理學家們對於鬼神這樣的精神存在的討論又讓理學具有一定的宗
教性特質，這事實上是理學與神學對話可能性的根基，這也表明儒家具有發展成為宗教信仰的可能
性。 龍華民對理學宇宙本體論的西方神學視角的詮釋雖然存在誤讀，但也讓我們更清晰的看懂理
學中“ 理” 、“ 氣” 、“ 鬼神” 的實質與特質，儒家的確不是一種西方意義的有神論宗教，但它與西方神
學並非完全不相容，鬼神魂魄雖然不是人格化的神，但他們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存在。

結

語

龍華民對宋明儒學中鬼神精神實體性的詮釋是對《 性理大全》 中鬼神論的誤讀，產生這種誤讀
的原因有二：其一，他對於精神實體獨立存在和人格化至高神的認知預設，這是西方經院哲學發展
的產物，而且也只有在與他者相遇時才會顯露出來；其二，龍華民對新儒學“ 理” 、“ 氣” 、“ 鬼神” 思
想的批判偏離了中國哲學體系中的語境，這些概念內涵豐富，對它們進行西方理性的精確界定自然
會造成原義的缺失或曲解。 然而，龍華民的批判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這種他者視角的詮釋為宋明
理學的宇宙本體論提供了新的命題，也為我們反思明清時期中西交往進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參照。
在神學宇宙論中，“ Deus” 是最為神聖、最為高貴的，同時也是絕對排他的。 龍華民的問題在於把
“Deus” 這些屬性映射到他對西方文化的神聖與高貴的意識，這種認知使他把中國哲學貶低為一元
物質論。 利瑪竇雖然也對“ Deus” 有著同樣的信仰，但他並沒有把這投射於對自身文化的認知，相
反，他勇於放棄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高貴性，轉而從中國古典文獻尋代一種文化共性，從而開啟了
中西交流史上的黃金時代。 他所代表的是一種對等主義的文化觀。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龍華民這
份報告是體現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最早文獻，數十年後，當歐洲神學家看到這份文獻時，引起了他
們的共鳴，從而改變了中西交往的進程。
由此可見，當跨文化哲學對話涉及到宇宙本體時，意味著進入文化最具特殊性的領域，對於這
種特殊性的態度決度了文化對話的結果。 龍華民所堅守的是一種不可複製的獨特性，這種態度使
跨文化對話無法實施；而利瑪竇所堅持的是在尋找普遍性之後，再去探討可交流的獨特性，這是跨
文化哲學對話唯一的現實可行路徑。 這對於當今的多元文化共處時代猶為重要，正如倡導跨文化
哲學策略的沈清松教授所言：“ 在全球化歷程中，不同的哲學與宗教傳統都須走出自身，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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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與之相逢與對話。 如此一來，應可在理想上達到相互豐富，要不然，也很有可能在對立與抗爭


中一再面對衝突。” 
明清時期的耶儒對話給了我們最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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