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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英)  

摘要

(中) 

拉內在其形上學人類學裡強調真正的宗教是能使整個人的存在與活的神

聯繫起來的樞紐，同時在這人神會通裡，一方面神能自我呈顯，並以人

所能接納的「言語」啟示於人；另一方面人自覺到自己先天便具有對神

之啟示的順從能力。拉內這種凸顯「具體存在的人與活的神之真實交

往」的特色，使他的宗教哲學有別於在他之前的思想家的觀點。因為在

他之前的思想家往往忽略了從人的角度來思考「人與神之間的真正的關

係」，他們對神不是作形上學的反思，形成了神只具空洞概念的義涵，

就是狹隘地只將神定位為心靈感受的對象。尤其是在同屬於主張「具有

創造與啟示義涵之神」的中世紀天主教神學裡，也是一直忽略了從人的



角度來思考神的啟示與人的認識之間的關係，所以拉內試圖對天主教神

學作一個人類學意義的轉向。 這種人類學意義的轉向就是一種對神學由

下而上的奠基，也就是「從人這一方面來考察，人憑藉著自己的本質結

構，為什麼對接受一種人自身所不可能達到知識是開放著的，亦即人得

認識與神的啟示之間的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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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人類學』的意義 (一)、藉著『宗教哲學和神學的關係問題』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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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瑪雷夏的『超驗多瑪斯主義』及對拉內之影響 1.瑪雷夏的『超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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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義涵 (一)、超驗方法之義涵 1.超驗還原與超驗演繹 2.超驗方法之

義涵 (二)、超驗方法之特色 參、拉內如何運用超驗方法 一、拉內如何

運用超驗方法之義涵 二、拉如何運用超驗方法之特色 本章結語 第三

章：拉內對神的定位 第一節：拉內如何論神的本質 壹、神是絕對擁有

存有竹存有者 一、多瑪斯之存有等級思想 二、神是絕對擁有手有的存

有者 (一)、拉內對多瑪斯存有等級理論之詮釋 (二)、擁有存有的類比性 

(三)、神是絕對擁月存有的存有者 貳、神是 『存有學差異』的完成者 



參、神是自由的未知者 一、存有的可問性 二、從存有的可問性論神是

自由的未知者 (一)、人在對存有的發問中呈顯其偶有性的本質 (二)、神

在對人之偶有性的界定中呈顯其自由的本質 (三)、神自由的位格允許其

在被認識時處於一種未知的狀態 1.神的位格特特 2.人之超驗認識對神之

位格開顯 第二節：拉內如何證明神的存在 壹、對神存在的存有學論證

及先天論證 一、神存在的存有學論證或純醉先天論證 二、拉內對存有

學論證或純醉先天論證的看法 貳、拉內對神存在的證明 一、人的超驗

經驗現象-『人的超性存在體』 (一)、超性存在體驗是人的義務與目的 

(二)、人的超性存的在體驗 1.恩寵的義涵 2.人藉著恩寵分享神的神性生

命 (1)、對神的啟示之傾聽 (2)、對神之奧秘的體驗 (三)、人的超驗經驗

現象-『人的超性存在體驗』 1.人的超驗經驗 (1)、超驗經驗是超感覺的 

(2)、超驗經驗是精神的自我意義 2.人的超性存在體驗是人的超經驗現象 

二、人超驗經之可能性條件-『人精神的超驗性』 (一)、人精神的超驗性 

1.人是在世精神 (1)、人是精神存有 (2)、人是世精神存有 (二)、『人精神

的超驗性』 (三)、『人精神的超驗性』就是人超驗經驗之可能性條件 

三、拉內對神存在之證明 (一)、藉著現象學詮釋學以展現顯題與非顯題

的辨證關係 (二)、超驗論證 1.藉著對非顯題經驗的現象描述之理解以顯

題化神的存在 (1)、對非顯題經驗的現象描述 (2)、藉著對非顯題經驗的

現象描述之理解以顯題化神的存在 2.藉著對知識形上學的顯題概念之反

省以開顯神存的非顯題義涵 (1)、對知識形上學的顯題概念之反省 (2)、

藉著對知識形上學的顯題概忽之反省以開顯題神存在的非顯題義涵 第三

節：拉內如何定位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壹、反省性論證的顯明義涵人精神

性的本質結構 一、反省性論證 (一)、多瑪斯知識形上學中之『抽象作

用』 1.主動理智是人認識個別物中之形式的先驗條件 2.在先掌握是主動

理智的先驗條件 3.在先掌握是人認知自在生的先驗條件 (二)、在認知判

斷中充分且自由展現自在性 二、反省性論證的顯明義涵-人精神性的本

質結構 (一)、人精神性的本質結構 1.人是具感性的有限精神存有 2.人是

具開放性的精神存有 3.人是具超驗性的精神存有 4.人是具歷史性的精神

存有 (二)、反省性論證的顯明義涵-人精神性的本質結構 貳、反省性論

證的隱含義涵-人是神啟示的對象 一、神向有限精神存有者啟示的前提 

(一)、神向有限精神存有者啟示的第一個前提 (二)、神向有限精神存有

者啟示的第二個前提 1.有限精神存有者心須具備開放性的本質 2.神是透

過言語自我傳達 二、人可以傾聽神啟示的先驗條件 (一)、從人的有限性

凸顯未完成的存有學差異之認識 (二)、人的感覺認識是超驗性的必要攸

件 (三)、人的接納認識是傾聽神啟示的先驗條件 三、人是神啟示的對象 

參、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一、受造物興造物主的關係 (一)、神是造物主 

(二)、人是受造物 (三)、人與神在愛中達到密切關係 二、有限精神存有

與無限精神存有的關係 (一)、神是無限精神存有 1.從形上學角度論神是

無限精神存有 2.從存有學角度論神是牛限精神存有 (二)、人是有限精神

存有 1.從形上學角度論人是有限精神存有 2.從存有學角度論人是有限精

神存有 (三)、有限存有人籍著超驗性不斷趨向無限存有 三、本性與恩寵

的關係 (一)、神的恩寵 (二)、人的本性 (三)、人的超性存在體驗是人的

本性與神的恩寵之橋樑 四、傾聽者與啟示者的關係 (一)、神是啟示者 

(二)、人是傾聽者 (三)、傾聽者與啟示者之間所凸顯的是人的歷史性 1.



神的啟示與歷史的關係 (1).神的自由行動具歷史性 (2).神的啟示在人的歷

史中出現 (3).神的啟示具歷史意義 2.人的傾聽與歷史的關係 (1).人的超驗

性與歷史性的關係 (2).人轉向歷史的精神本質 (3).人在歷史傾聽神的啟示 

3.人的傾聽與神的啟示之間所凸顯的是人的歷史性 本章結語 第四章：拉

內對神的定位是否可以解決今日宗教哲學的問題 第一節：為什麼拉內要

重新定位神 第二節：拉內對其他思想家對神之定位思想的批判 壹、對

天主教基礎神學的思想的批判 一、天主教基礎神學的思想 二、拉內對

天主教基礎神學思想的批判 貳、對理性主義及啟時期之自然神論思想的

批判 一、理性主義及啟時期之自然神論思想 二、拉內對珀性主義及啟

蒙時期之自然神論思想的批判 參、對新教宗教哲學的思想 一、新教宗

教學的思想 二、拉內對新宗教哲學思想的批判 肆、對實證主義 --信仰

主義之神學思想的批判 一、實證主義--信仰主義之神學思想 二、拉內對

實證主義--信仰主義之神學思想的批判 第三節：拉內對神的定位是否可

解決他所批判之思想家的問題 壹、就天主教基礎神學思想之問題而言 

一、就天主教基神學不能從人這方面來思考神的啟示與人的認識之間的

真正關係問題而言 二、就天主教基礎神學很少明白地論及人從本質上便

註定要進入歷史這個問題而言 貳、就理性主義及啟蒙時期的自神論思想

家之問題而言 一、就理性主義將神定位成空洞的思維概念之問題而言 

二、就啟蒙時期的自然神論認為神的啟示與恩寵是不可能之問題而言 

三、就理性主義及啟蒙時期的自然神論忽視人之歷史性問題而言 參、就

新教宗教哲學思想家之問題而言 一、就揭示神目我啟示的能力而言 

二、就好示人接受啟示所具有的開放性而言 肆、就實證主義-唯信主義

的思想家之問題而言 一、就實證主義-唯信主義的神學思想對神性的否

定而言 二、就實證主義-唯信主義的神學思想對人性的否定而言 本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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