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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普遍性的意識自希臘哲學已經提及，近幾十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發

展人類更實際敞開了全球性的視野，而基督宗教尋求普遍性的合一是始自

耶穌時代即已開始，現代時期教會在世界的多元經驗中意識到真理的追尋



與文化和意識型態對話之間的重要，1970 年代神學已普遍認知一種以總體

性與普同性為主之分析形式的限度，普遍性的探求不再能忽略世界經驗多

元化的事實。孔漢思（Hans Küng）對於世界普遍倫理的呼籲是在此思想

背景中發展，全球倫理（global ethic）的推動是其面對當今世界實況及其

神學任務追尋真理的一項具體行動。對於孔漢思而言真理的探尋是人類對

於生命整體經驗的真實回應是一種忠於人類最深基礎的態度

（truthfulness），此態度必須在與涵括終極現實、自然與人類之整體現實

建立信任（fundamental trust）的關係中呈現，而對真理的探問是需要跨越

科際的侷限為一種邁向整體的進路，他跨越神學、宗教、倫理、自然科

學、社會科學界限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對他而言這是趨近真理的途徑，

過程中都必須恆常的與終極現實相關，因此實際而言他的思想即使是後來

的全球倫理推動是一項逐漸擴張的神學詮解。 本論文一方面從其神學脈

絡呈現並探討與全球倫理相關的思想，一方面解說他全球倫理推動的具體

行動。孔漢思的神學以至全球倫理經歷幾個階段，從「成義論」、「天主

成為人」直到自下而上的基督論（做基督徒）以及面對當代人道主義思潮

的神學解說（天主存在嗎？），繼之是世界宗教最後至全球倫理議題，孔

漢思不以傳統方式論述神學，例如三位一體、本質等語彙，而從可感知的

經驗和隱蔽、超越性和歷史性、永恆和變動性、不信任和無條件的信任、

客觀的理性和理性的內在肯定來論說神學，並進入世界宗教領域且在政治

經濟中呈現宗教蹤跡，這並非來自天上的一種外在的救贖，而是內在於世

界當中，他逆轉了當今從無神的世界中探問神，而從此世界是被創造的觀

點來看存在於世界中宗教對未來和平的潛力，為他而言神學既是一種對信

仰核心基督的回歸也是回應時代的具體行動，而他所援引的典範理論

（paradigm）正最足以說明其逐漸擴張的神學思想，他將典範分為五個階

段來說明：常規典範、危機產生、典範動搖、典範轉移及典範轉移的結

果，此五個階段正是他在神學改革及與世界宗教對話並進入全球政治、經

濟領域的論述基礎，也正是其從神學邁向全球倫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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