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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第一章 解放神學的內涵 第一節 解放神學的思想內涵 第一節共分

為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是探討解放神學的內涵與目標，並對解放

神學歷史進行現象描述。解放神學之興起是以拉丁美洲的幾個國

家為基礎，這幾個國家在地緣上有關，同時文化、經濟與政治形

態上都有相關與相似之處；而作為天主教（羅馬公教）的解放神

學則與教廷與教會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進而談到「解放」

概念的意義與層面，即是關於政治與精神兩方面的解放。然後分

析幾位解放神學的基本思想之後，得到「解放神學」五個關鍵內

涵：包括「神與人」之間的關係、實踐優先於理論、透過哲學詮

釋學對社會與自我進行批判、教會角色「窮人教會」與社會批判

與靈修的一致性等。並列舉出四位解放神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古

鐵熱、雷奧納多‧波夫、席昆度與博尼諾四位。 而對於解放神學

家的基本認識到對基本前提的描述，則必須提及基督宗教思想的

核心：基督論、末世論（終末論）與上帝國（天主的國）的問

題。如此吾人就可對於解放神學的歷史、代表人物的基本觀點與

神學基本假設有所理解。並且為之後論述哲學詮釋學在解放神學

的運用建立基礎。 本節的第四部分則論及解放神學與意識型態的



關係，並談論它宗教真理與意識型態之間辯證關聯性問題。 第二

節 解放神學精神與馬克思觀點的差異 第二節則是討論解放神學與

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問題，解放神學興起之時正是馬克思主義席捲

歐洲之際，拉美地區的解放神學家先驅多是在這樣的歐洲氛圍中

受到啟蒙。另一方面，馬克思思想所描繪的共產世界（儘管後來

的歷史發展並未照祂的計畫前進）著實地感動著苦難世界的人

們，期待在社會政治革命成為一種運動，而本節所意圖探討的是

解放神學與共產主義的異與同、起點與目的、策略與手段的分

別。首先從關於「貧窮」的問題開始，在解放神學中，貧窮、受

壓迫與苦難者同是具有「優先」的位置，是神學上首先要援助與

解放的人，但首先回到社會層面而言，在經濟學中關於「貧窮」

的定義則是客觀地決定何者是解放神學所關懷的對象，而這個客

觀定義同時也是馬克思認定貧窮根源來自於剝削的主要根據。 馬

克思的資本階級剝奪無產階級的假設，使他認為唯一的解決之道

只有透過階級鬥爭時能得到解放；而相對而言，這個假設的前提

也使得馬克思認為宗教這種上層結構的飾物只能是為資本家服

務，用來麻醉貧苦人民的鴉片；但解放神學的立場則是根本地與

之相反，信仰的本質是實踐與解放，從耶穌基督的言行就已經清

楚地說明，貧窮的問題來自於人為制度的罪惡，貧窮的結果不是

上帝的考驗而是人對他者的傷害，所以解決之道不在以暴制暴、

以牙還牙；而在教育、意識覺醒以及行動抗爭。兩者在目標上雖

然都是「解放苦難」，但本質差別卻甚為巨大。 第三節 從解放神

學詮釋宗教公共性之爭議 在論述解放神學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的

差別之後，第三節所論述的關於解放神學在公共領域中的合法地

位。宗教在公共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其特殊背景與過程，其

中從宗教與政治、神聖化與世俗化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到其變化歷

程。首先談到公共領域作為宗教實踐場域的合法性問題，並談論

公共領域中宗教言說的有效性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成為了本節

的基礎，如果無法證明宗教必須以公共領域為論述場域，則宗教

對公共議題的論述都將成為被「懸置」的言論。 在此節中主要以

公共神學為參照對象，先論及公共神學的意義與目標，並且進行

解放神學與公共神學兩者之間類比關係與辯證關係的討論，解放

神學作為一種公共神學的形態，並非只將焦點鎖定在政治議題上

討論，雖然對於社會運動與各個層面的批判關懷，最終都要回到

政治上的改革，但解放神學卻不是直接走入政治風暴中，反之是

藉著不同對意識型態批判的角度，並主張不應將信仰與政治劃上

等號，採用基層團契的模式維持著本身的理想。 因此，解放神學

回到「對話」理解的立場，主張透過批判性對話造成的溝通與改

變，是以「解放」為核心的對話模式；同時也由此實踐行為帶來

真正的改變。 第二章 詮釋學方法與在解放神學的運用 第一節 詮

釋學方法 繼第一部份對解放神學進行描述之後，第二部分則是對

哲學詮釋學進行理解。本章首先從詮釋學與哲學詮釋學的定義開

始；「詮釋」是人類知識的具體活動，在生活中只要開始對外在

事物進行理解，就不免要進行詮釋，透過解釋讓自己能夠明白存

在事物的意義。特別是當人遇到神諭等難以理解的語言時，就更

需要詮釋的方法來使其明白，因此「詮釋學」就從對聖經的解讀

開始，進而將神的意思「轉譯」給人明白。但聖經解釋學只是詮

釋方法運用的一種，哲學的發展從古典知識論到中古世紀神哲學



關於信仰與理解的論述、現代理性經驗論的思辨、當代的現象

學、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不斷地蛻變，聖經解釋學也獲得充

足的養分，對內在意涵進行改造、批判與重新認識，並以「哲學

詮釋學」的面貌呈現出一種結合性的方法與策略，其中有兩大轉

向，必須一提：一是從「獨斷的客觀論」到「多元的主觀論」；

二是從「解釋的方法論」轉變成「解釋的存有論」的兩大轉向。

其中轉向的意涵正說明了從現代哲學到當代哲學之間對於關注問

題的轉換，其中又以兩個爭論為重，即關於「客觀實在性」與

「真理」的爭論，這個當代哲學仍舊在持續爭論的問題，仍然是

哲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儘管哲學詮釋學有其立場，但顯然

地這個問題並不容易有一定論。 哲學詮釋學方法對於解放神學而

言，是一種神學理解的策略，這個觀點吾人可以從解放神學家古

鐵熱對聖經《約伯記》中的解釋得到證明。宗教經典的特殊性不

只是因為在信仰意涵上，它是神所說的話，由人記錄下的文字，

還包含其作為時代問題的啟發，以及作為信仰者對眼前受難情境

的安慰與指引，因此宗教文本更不同於其他經典，在於其實踐的

力量直接指向從從文本到行動的意義。 談到解放神學與哲學詮釋

學之對應問題時，吾人提出下列三點作為對應的論點：一是對

「中心」概念的回應；二是關於詮釋的循環與對話的循環之間所

產生的理解深化與重複性問題；第三則是從「交往行動」概念論

述兩者之關連。 第二節 詮釋與批判 本文主張哲學詮釋學包含三種

詮釋意義：「批判詮釋學」、「實踐的意義原則」以及「以精神

分析為基礎的深層詮釋」三個意義。首先以「批判詮釋學」開

始，本文主要以哈伯馬斯的批判理論作為「批判詮釋」的基礎：

其中包括他對於人類興趣的第三分析，關於解放的興趣，這種解

放興趣是以具備實踐意向的解放為主；以及行動交往理論和方法

論上的無神論三個主要概念作為本文相關論述的討論範圍。 「批

判詮釋」對於解放神學的重要性在於解放神學對社會問題的批判

力度是強而有力，特別是對意識型態以及制度問題的敏感神經，

往往都會對這種壓迫制度產生極大的抵抗。這種抵抗主要出現在

對政治意識型態的批判與對權威的批判兩者。這種情況同樣地也

被馬克思所意識，但如之前已經澄清解放神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

的區別，因而從解放神學的觀點而言，儘管目標上具有一致性，

在兩者在策略與本質上乃有所不同，因而本文提出幾位解放神學

家是如何既利用馬克思的社會分析理論，又與之劃清界限。 第三

節 詮釋與實踐 解放神學強調「正確的實踐優先於正確的理論」，

因而認為「實踐」才是「做」神學的精神，但革命、階級鬥爭與

社會運動甚至連「哲學詮釋學」都強調「實踐」的重要性，這些

不同領域對於「實踐」的觀點會都一樣嗎？因此對「實踐」的意

涵進行澄清就成了論述的基礎。 「實踐」的狹義定義就是實行、

完成、動手開始，但這並不足以回答實踐為何成為原則的意義，

回到亞里斯多德對於「實踐智慧」的深入探討，吾人可以明白，

實踐是具備倫理意涵的行為與德行的合一，也是一種人生與處世

的智慧；實踐的完成必須透過「反思」來加以確定；因此實踐是

一種具體應用。透過對「實踐」的解釋，吾人可以在解放神學中

認出「實踐智慧」的存在；其具體表現在三個說明中：第一、

「宗教最好的表現方式是抵抗」，抵抗是實踐的具體行動，解放

神學的特質正在它所具備的「抵抗精神」，目的則在於第二的說



明，藉由宗教解放苦難的他者，苦難者要求上帝給於他們不再受

苦的可能，因此祈求「希望」，而在人所能達成的策略上是讓弱

小的群體有優先發聲的權利，此即為第三個說明。 本節所談到關

於解放神學「實踐」的另一個關聯性是與「新政治神學」之間的

關係問題。新政治神學劃分了過去政治與宗教的糾葛，旗幟鮮明

地主張新政治神學在於不在政治中的干涉，而是公共領域的批

判，同時這個批判直指「教會」本身，因而新政治神學的實踐原

則不在以宗教立場介入政治事務，而是尋找公共領域廣泛地眾人

事務的議題，並且表明其宗教立場；解放神學與之有同有異，同

者在於解放神學同樣不主張介入政治事務，但介入公共領域的策

略是信仰組織與教育的策略，而非批評攻訐。解放神學根源於貧

窮、受苦與不公義制度的第三世界，因而這些第三世界的神學往

往更為現實，要求具體解決問題；新政治神學則是出現在二戰之

後的德國，其背景脈絡仍屬於歐洲神學對社會與戰爭的反省，但

兩者卻都表明了當代神學的不同表現。 第四節 詮釋與精神分析 關

於哲學詮釋學的第三個詮釋意義是吾人稱之為「深層詮釋學」的

方法，這個方法是藉由心理學領域中關於「精神分析」理論假

設，將身處在不公義制度下受苦的人們「類比」某種心靈受到桎

梏的病患，透過精神官能症患者藉由精神分析語言呈現，將潛意

識中壓抑的情結逐漸意識化，而變成一個不再是無名的恐懼或者

無意識的行為，意識化的問題則可以透過某種協助，例如藝術昇

華、信仰團契與社群結合的運動方法得到療癒。而精神分析就其

本質而言就是「詮釋」，是精神分析師導引患者對自我處境與病

症的詮釋，其中包含了對病患的暗示、引導與意義生成。宗教對

於社會群眾也幾乎扮演一樣的角色，受苦群眾的呻吟與先知引導

促使群眾明白自己受苦的意義，詮釋希望的進程，讓希望與即將

實現的未來在當下結合。是以這是本文提出以精神分析作為深層

詮釋的基礎。 首先必須理解關於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基本假設，包

含意識結構：前意識、意識與潛意識；人格結構：本我、自我和

超我；以及治療過程的重要因素：移情與阻抗的條件。再者談到

以「深層詮釋」的方法之特色，包括精神分析與批判理論的結合

形式，以及對於社會制度造成的「系統扭曲的交往理論」結果。

透過這些概念的鋪陳，吾人方能進入「深層詮釋學在解放神學中

的運用」之課題。 這個課題實則涵蓋「內」與「外」兩個向度，

從「外」的向度而言，論及認識「他者」與對此觀點的延伸，從

自我眼中的他者反觀到自我的意識結構，以及對潛意識的「本

我」慾望進行理解、釋放、超越與克服。並產生能與苦難他者談

論上帝的實踐意義。從「內」而言，則是談論解放神學對「靈

修」意義的詮釋，其中包含兩個部分：孤獨與默觀的靈修和以解

放意向為目的之靈修實踐。 第三章 解放神學的回顧與展望 第一節 

解放神學的回顧 本文的第三部分包括回顧、對話與展望三個方

向。藉著哲學詮釋學在解放神學中運用的這個主旨，期望能夠闡

明解放神學可經由哲學詮釋學的方法來深化內涵並擴大其影層

面，而這個期望出現的原因是對於拉美地區窮苦民眾信仰的關

懷，進而詢問信仰究竟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意義？以及能夠在多

大的程度上幫助受難者，得到心靈與身體的解放？因而首先對解

放神學的歷史加以回顧，本節目的不在於介紹解放神學興起的背

景，而在於從「奧斯維辛之後」的神學與「死亡的角落中」神學



兩方面進行對其受影響與產生影響的原因進行討論。 第二是回顧

哲學詮釋學的樣貌，本文對於哲學詮釋學的使用是片面與具有選

擇性，故對於哲學詮釋學方法的「適應性」則應該再加以檢視。

這個檢視則從六個主題來加以探討：分別是(1)「中心」的概念與

爭議、 (2)界限經驗的反省、(3)「詮釋的循環」與宗教經典詮釋的

關係、(4)批判與詮釋、(5)反思與應用、(6)自我與他者的關係等論

點。透過這些論點重新再一次探討哲學詮釋學在解放神學中的運

用。 第二節 解放神學與宗教他者之對話 第二節則是關於「對話」

領域的探究；解放神學之興起有其特殊的背景，但其「解放精

神」卻是一普遍的情懷，所以當「解放精神」在不同文化背景中

興起時，就成為各種不同樣貌的神學，這還只是在基督宗教的氛

圍下所形成的宗教現象，當解放神學面對差異宗教與多元宗教存

在的事實時，它又會擦出何種火花，產生何種影響呢？因此與宗

教他者的相遇與從解放神學對宗教多元論的討論就成了必然要面

對的新課題。 「理解就是詮釋」是哲學詮釋學的基本概念之一，

而「詮釋」不是自言自語，而是「轉譯」成另一種可以理解的文

字、語言與符號。所以與「對話」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如果對話

不是為了理解，那對話只是主權宣示或者威脅而已。但「對話」

卻也不是附議，而是具有立場地傾聽、據理的批判和慈悲地接

受。因此解放神學所主張的對話原則有二：批判性的宗教對話和

詮釋性的宗教對話，透過這兩個原則，一種以解放精神的對話才

能展開。經由此兩原則的自我反省，則更充分明白基督宗教「先

知性」的特色；同樣地進行對話與詮釋時，我們應時時刻刻警惕

自己「詮釋本身就是一種冒險行為」的風險，這個風險卻是值得

追求真理者奮力一試的旅途。 第三節 解放神學在宗教全球化與本

地化中的展望 關於展望的部分，本節的構想事實上也是本文的核

心目標：從解放神學的角度看「全球化」現象的問題。「全球

化」現象透過經濟與政治的主張似乎成為一種資本主義式「同一

化」的現象，彷彿人類社群的價值觀、道德觀與希望都受到現代

主義的決定，而成為「同一模式」，這種將全球化視為災難的觀

點代表一種類型；樂觀看待「全球化」現象將成為烏托邦前奏曲

的立場，則代表另一種類型，但現象必須經過詮釋才能呈現意

義，因此本文主張應將「全球化」現象由哲學性思維面向來詮

釋，從經濟、政治到宗教層面來討論方能持平，並且對於宗教領

域中的全球化現象問題提出見解。 而關於解放神學對全球化現象

的觀點則從批判、實踐與詮釋立場認為「處境化」因素的重要

性，這也是解放神學之所以能影響非洲、亞洲和第三世界本土化

神學的重要因素。「處境化神學」的興起說明了本土化神學不必

然是侷限與封閉性質，同樣地也說明全球化現象下的神學也不可

能是移植、消滅和霸權的宗教侵略。「全球化」現象是存在的事

實，是隨著文明進步伴隨而來的現象，因此解放神學並不主張將

其思想「行銷」國際，反之是讓各地原生宗教在接觸其解放精神

後予以啟發。 本節的第三部分則以台灣本土神學之興起與解放神

學的關係進行分析。台灣本土神學的歷程與台灣歷史、政治與文

化息息相關，本文從台灣本土神學的歷史開始，逐步解析其思想

本質；進而證明本土神學事實上就是一種處境化神學，以基督新

教神學家宋泉盛為例，他所提出的第三眼神學是以亞洲文化心靈

之眼的角度，省思基督宗教解放與愛的道理，並且在政治上強調



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不可諱言地對於台灣民主社會的進程起了

相當大的提醒、反思與實踐的作用。 從信仰的立場而言，解放神

學在台灣未來的展望的重點在於對社會公平正義議題的關心、對

政治制度清廉與否的關注、對弱勢團體包括窮人與受難者的發

聲、對環境生態的保護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公共議題。只要苦難

存在，解放精神就與之相伴，這就是解放神學的價值所在。 

摘要(英)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paper is using the method of philosophical hermen

eutics on liberation theology. .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wo phenomena are d

escrib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

ncluding the ne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many words and thinking back it

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r deeper meaning. Around the core concept is the 

""liberation theology"" lay out the subjectivity of architecture, with the met

hods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which are discussed critically, practica

lity and deep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three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e and us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s a whole thesis the basic metho

d. In this research paper, Marx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to make a compa

rison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but actually also used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be understood.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y is incorporated here

in refers to one of the basic spirit of liberation theology. Psychoanalytic ter

min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vision on paper mill tremendous impa

ct, above all as a research paper ""liberation theology"" are using methods a

nd strategies. Liberation theology as the theology of speaking to God, the in

tention to make the convert to get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settled, the ligh

t of God's grace in salvation hoped the next, and make peace in this life to g

et liberation. This hope is the will of God as a gift, but when we are faced 

with many unjust social situations when I had to be made for this scenario u

nderstanding, judgment, response and practice, when this order in a lucid se

nse of grace under distinguish true meaning. Such knowledge and judgment 

required by virtue of their intellect and the will to make a choice, to comple

te practical action. Philosophy of rational thinking by looking for fairness a

nd justice, but also will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by faith and motivation. I thi

nk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resulting in conflicts often lie

s in the lack of wisdom,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forgiveness and toleranc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o the achievement

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make it richer c

onnotation, the ""liberation of the spirit""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pr

ogress on the ""suffering"" and ""man-made system of evil. Thinking Third 

World theology, modern theology and faith interpretation put forward the m

eaning of localization.  

論文目次  

參考文獻  

論文頁數  

附註  

全文點閱次數  

資料建置時間  

轉檔日期  

全文檔存取記錄  



異動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