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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天道观呈现一形而上动态原则,支配着万物与人类生活.这与西方教会传统从奥古斯丁以降,所预设柏拉图

式的静态永恒观念产生强烈对照,相信动态永恒观得以发展,跟道家对道所隐含的类主体思想有关.故若要再思永恒

观,将发现东方教会加帕多家教父神学,以位格主体相融互动为生命基础,提供了适切探讨框架.动态永恒讨论要求对

三一上帝作为位格主体相交之认定,其生命的纵向无限深度,保证着在互动的开放中不受偶存性问题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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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１〕

永恒是属于天上的事情,因为在人类的有限存在中似乎无法经验无限的实际.然而,在人类的有

限中仍然基于其超越的领悟能力,不断探讨不可知的事物,有着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气魄.在中国的

天道观中,尤其是于道家的论述里,为我们提供了从道的动态特质中看永恒的视角.从西方教会传

统,我们承受着奥古斯丁对于永恒的看法,透过古希腊柏拉图静态存有观的影响,永恒基本上被视为

静态的「永远都是现在」的观念.本文尝试寻问到底道家的动态永恒观提供了甚么洞见,又为何会有

动态观念发展的可能? 其中会否牵涉主体性的议题,因为在主体中已经预设了生命动态的实际? 我

们必须进而追问这样的洞见能否提示我们,让我们对西方教会传统的永恒观有再思的空间? 就是从

三位一体作为主体共融相交的事实,思考动态永恒的可能.对此题目的探讨,东方加帕多家教父们的

贡献功不可没.

二、动态深邃的天道

中国天道思想泛指一形而上的动态原则,支配着宇宙世界,从大自然至社会并个人道德生活.
«论语»首先把本来富有位格意义的意志「天」,与天所赋予之法则的「道」作为合并语词使用(公冶长

１２).虽然儒家重视道在人类伦理生活所发挥的指导与规范性意义,但道家的«老子»却将重点更多放

在探讨道本身的内容特质上,认为道是深邃而动态的,凭着人类有限智慧难以测透,然而却是支援着

各样生命的本源.故此,在讨论永恒的动态问题,我们将从道家的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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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者保留本文版权.２０１５年发表于台北第二届迦密山国际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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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限深度与动态恒常的道

«老子»卷首语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２〕把有关道的本质问题定调,否定在

人类的有限中,可以将永恒的道说清楚或定形.道本身并非真正虚无,乃因人类有限的认知中未能掌

握,所以「无」只是认知层次而言,而不是本体层次的无.反过来看,从人类有限的无知中可以推论,道
的本体却有无限深度,并且单纯虚宁如「一」(卅九章),就在其单纯的无限深度中隐含着丰满的内涵,
使之能于自然界里展现出无限的多样性,故此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虚
而作用无穷说明了内中的无限「潜量」等待发动,含有吸纳能耐的中和力量(参五十六章),隐藏内敛而

游刃有余.这中和的道「绵绵若存」(六章),是延绵不断的恒常一致,又是寂寥独立,周行不殆的(廿五

章),可以说是自有而永有,自有因为不必依靠别的事物作为存在的根据,于「恒常状态」中持定的永

有,确保了永恒的动态性,在生命作用与互动中直到永远.所谓「常」就是归回道的自然根本,所以说

「复命曰常」(十六章),因而人类无法言说的「常道」才是真道.

２．道之存在形态与生命动力

生命之道既不是静态的,以「有物混成」(廿五章)形容道的存在一方面承认其为真实,另方面又跟

一般存在物加以区分,「绵绵若存」的「若存」指道作为使生命发生的渊源,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未发」之
存在状态,在「无」所提供的空间中却让其蕴含的活力得以具体作用(十一章),在虚宁中发挥新生力

量,隐含了无限的生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一句暗示着无限丰满的形态,在«老子»廿一章

将道作为恍惚之物讲得更透彻:「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暗昧不明中才是隐藏着最为真实的「精」,虽然微不足道,但
却是等待发韧的生命根本元素.

恒常不断而含蓄待发是生命特质,道作为一切生命的根源难以说个清楚,而人却能体验大道流行

于天下结果的德,道与德关系密切(五十一章).从宇宙起源看,天地万物都是从道所生:「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生成是发用过程,道从隐藏的

潜在力量外显而成各从其类的万物.道的作用逻辑是阴阳的辨証,在动态中最终达至和谐.〔３〕

３．道之类主体涵义

为何«老子»能够自由讨论道的动态本质,而没有西方柏拉图式哲学对动态所可能引伸出来关于

偶存性威胁的疑虑? 相信这是跟讨论的前设有关,就是以「道」为非抽象观念对待,甚至隐含着一种

「类主体」的理解.「道」若是能够有意义自由运行,而不是盲动或者只是律动,都将会无法回避道之能

够「有效发挥」其意义的意志问题.当然,这里并非排除道也有所谓「道纪」的规律性内容(十四章),然
而,如果道不只于此,则必须面对更高的价值问题:如「无为」为何是最美善? 因为道的类主体涵义,使
道成了预设中的「实际」,其存在的稳定性问题便已经不容置疑,从这道的实际为基础,«老子»才有可

能探讨这实际的本性,而道那具有(类)主体性的无限深度、但又是含蓄待发的本性特质,便能以「动态

恒常」展现出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道家的道只不过是从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经过详细考察后所领悟的理,不必被赋

予主体意义.诚然,对于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的观察与领悟的归纳,在道家思想不难看见,但假若从

中国天道观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发现古人把本来有主体位格的至高天,从作为被敬拜的对象「往下」演

０６１

〔２〕

〔３〕

«老子»Laozi 引文及篇章采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jinzhujinyipingjie [Modernannotationand
translationofLaoziandreviewonit],修订十版(台北 Taibei:商务 Shangwu,１９８５).

上文节录拙着«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zhongguowenhuajing———Zhongguolishideshenxue
quanshi[CulturalStemofCentuyChina:AtheologicalhermeneuticsofCinesehistory](台北 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

２０１０),页１０７Ｇ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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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后来的形而上原则.似乎在«老子»中流行天下的大道,仍然保存着天做为「造生者」与「载行者」
的某些残留下来的主体涵义;〔４〕或者说,是把对于自然界的观察领悟再次投射到「道」作为背后隐含

的主体身上.

二、动态永恒的神学探讨

我们跟着要问的是:到底西方教会传统所认定的永恒观,是否又能从柏拉图的静态与动态的二元

对立框架释放出来,并以三位一体的位格主体互环内进的交融(perichoresis)实际中进行再思?

１．西方经典永恒观看时间

关于永恒的讨论,西方经典哲学也有过深入探究.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倾向看永恒是静态的,跟
动态的时间产生一定张力.柏拉图认定时间是永恒的影儿,承认时间动态的同时,又接受其可数点或

量度的规律性,规律既然反映着永恒不变本质,因此,柏拉图是把时间的根基定位在形而上的永恒.
亚里斯多德则以物理宇宙切入问题,认为时间是那「可量度之底蕴」,认定物理世界的任何运动(包括

静止状态)都不是时间本身,只是可以用来量度时间的指标,时间的真际却独立于物理运动,超越了物

理范畴,只可惜亚氏并未提出更深刻的论述.普罗提纳斯尝试以柏拉图所设立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

框架来解决亚里斯多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意时间不可能从物理世界找到终极定义,故仍回到非物理

的「灵魂」寻找其发生的根源.时间的动因就在于「永恒的精神」把不变的「原则理性」的内涵向着物理

世界发挥出来,在此过程中将逻辑纵向的高低层级秩序的议题转换为时间横向先后顺序的解释.所

以物理运动发生在时间内,但是时间却是灵魂的「生命」本身,通过理性的方式呈现于宇宙中.普氏所

指的「灵魂」涵盖极广,从最高的「永恒精神」,到促成宇宙运动的「宇宙之魂」,并所有人类灵魂都包括

在内;因此,人的灵魂也不在时间内,但却是判断身体物理性行动的基础.

奥古斯丁继续探讨普罗提纳斯已提出时间与灵魂的关系,但专注于人作为灵魂主体如何经验时

间.奥氏时间观超越前人之处是指出时间本体意义并非在于量度的时段,而是「现今一刻」,他把主体

对于时间的经历就以「现今一刻」为基准,界定过去的实际在于「记忆中的现今」,将来的实际在于「期
盼中的现今」,而现在的实际则是「直观中的现今」,而只有现今是专注于永恒的唯一门径.当然,奥古

斯丁预设了永恒的基础是永活的上帝,没有完全跟随普罗提纳斯「流出说」的路线,他非常在意区分创

造主与被造世界之本体性差异,因此也没有把人类灵魂和上帝的圣灵混为一谈.虽然他没有多谈时

间与物理世界的关联,但从其他着作可以肯定他对宇宙秩序的重视,最早的着作之一的«论秩序»便呈

现了普罗提纳斯以和谐为美的观念,以某种方式肯定了宇宙的理性秩序.〔５〕

２．动态永恒的可能发展逻辑

普罗提纳斯的时间论述中,对永恒有深刻讨论,一方面忠于柏拉图对永恒「不变」的要求,但同时

肯定永恒与灵魂「生命」的密切关联.不过要问的是所指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动态还是静态的?

１６１

〔４〕

〔５〕

参傅佩荣 FUPeirong,«傅珮荣解读老子»FUPeirongjieduaozi[FUPeirongsinterpretationofLaozi](台北 Taibei:立绪

文化 Lixuwenhua,２００３),页２０Ｇ２１;傅佩荣 FUPeirong,«儒道天论发微»Rudaotianlunfawei [AnexplainationofConfucianistand
DaoistunderstandingofHeavenlyDao],中国哲学丛刊 Zhongguozhexuecongkan９(台北 Taibei:学生书局 Xuesengshuju,１９８５),页

２７Ｇ２８.
上述讨论见拙着«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Shangdishengmingzhu:Xiangeizhongguodejiaohui

shenxue[TheLordofLifetheEternalLiving God:A EcclesiologicalTheologyforChina](台 北 Taibei:中 福 出 版 社 Zhongfu
chubanshe,２００４),２４１Ｇ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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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认为「安稳」(repose)是关键,「不必动」的安稳,〔６〕因但凡「活动」都会生变,与永恒的不变背道而

驰;然而,在不变的观念中又似乎认定生命丰满的统一,并在意追求进入狂喜的经历,认为这是得享永

恒福乐的途径.

追求「不变」是因假设了某种「单一状态的」最高完美,故此任何变动都将促使从最高完美中失落,
静止是唯一的选择.但这是一种抽象观念,在生命的实际中其实可以允许「多样状态的」最高完美,在
生命的统一中达成.前者关注那一个「状态」最完美,而当从该状态转离便同时失去完美;后者肯定的

是那一个「生命本身」最完美,虽经历不同状态而仍能「持定」其生命本质.换言之,当正视生命作为生

命时,生命的统一其实要求一种本质的「恒常性」(constancyascumＧstare),而并非抽象的不动性.这

样,我们可以一方面肯定本质不变,但却又有开放互动的可能,显出生命本质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

开放互动中相融合一的「和谐」.用哲学语言表达,生命主体的纵向「存有本质」的Being不变,而其横

向「关系成化」的Becoming可以开放互动.因此,普罗提纳斯对 Being的认定虽已有生命丰满的期

待,不过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柏拉图理形世界观念的「静(高等)与动(低等)」之二元对立框架,无法合理

展现生命的「统一动态」,而将生命归属为较低层次的事情.

这样,以 上 帝 生 命 主 体 为 基 础 来 给 予 永 恒 定 位,同 时 也 解 决 了 一 个 相 关 的 对 「偶 存 性」
(contingency)问题的疑虑:即上帝虽动,但并不能限制祂于偶存之中.因为上帝的永活生命保证了所

经历的所有(包括未来)的任何一刻都是实在的,祂生命的统一所赋予的内聚力保证着生命的必然

延绵持续.因此,那无限深度生命的上帝跟被造界有限的万物的偶存本质截然不同,上帝其恒常生命

的必然性不容置疑.

３．永恒无终始

虽然西方教会代表性人物奥古斯丁清楚区分了上帝与被造的宇宙,但是在论述上帝的永恒的问

题上却与普罗提纳斯的观点一致,认定永恒与时间是纵向的逻辑优先次序转化为横向的发展先后顺

序,静与动的张力显而易见,在«论真信仰»中他说:「在永恒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因为过去的已经

不再存在,将来的还没来到;然而永恒只是现今,没有不复存在的过去,也没有未有的将来.」〔７〕相比

之下,倒是东方的加帕多家教父中的拿先斯的贵格利更能把三位一体上帝的动态永恒说明,他在«演
讲集»里说:

上帝永远曾是,也永远是,和永远将是;或者说,上帝永远「是」.因为「曾是」和「将是」都是

我们的时间片段,是善变的,但祂是「永恒者」.这就是祂在山上向摩西所传达的,祂自己的名

字,因为在祂里面,祂是统合又包涵一切的,既没有过去的开始,也没有将来的结束.祂好比汪

洋,无边无际,超乎所有可以想像的时间与本质.〔８〕

奥古斯丁的重点表达了在永恒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现今为真实;拿先斯的贵格利则表示在人的

观念中的过去与未来是会改变的,而上帝作为永恒者不会改变,所以包括祂的「过去」与「未来」都与现

在一样是「是」的,这就是永恒的实际,贵格利所指的就是从上帝生命的统合性给予必要的稳定,保证

２６１

〔６〕

〔７〕

〔８〕

Plotinus,EnneadsII．ix．１,III．ii．１;分别见 Plotinus,TheSixEnneads,trans．Stephen MacKenna& B．S．Page(Chicago,

etc．:EncyclopaediaBritannica,１９５２),pp．６６,８３.

Augustine,Deverareligione４９,见 Augustine:EarlyWritings,ed．J．H．S．Burleigh(Philadelphia:Westminster,１９５３),p．２７５.

GregoryofNazianzen,Orationes３８．viii;４５．iii,见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oftheChristian
Church,２ndseries,eds．PhilipSchaff& HenryWace,vol．７,reprinted．(GrandRapids:Eerdmans,１９８３),pp．３４６,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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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祂之永恒的「恒常性」.他以汪洋的「没有边际」来比喻上帝,就是凸显了相对于时间而言,永恒

之恒常并非静态不动的「定点」,而是基于上帝本身的无限而超越.

若然可以假设奥古斯丁也愿意肯定生命是必然动态的话,那么他与拿先斯的贵格利之间就不是

对上帝在认知上的差异,而可能只是呈现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假设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在他谈论

三一上帝的本质为Essenita(不用具实体涵义的Substantia)时,很可能是认同了普罗提纳斯的看法把

本质等同于「生命」.〔９〕 如果推论正确,则表示奥氏在使用的静态语词中隐藏着动态涵义,只可惜缺

乏更合理的理论架构以阐明内容,仍摆脱不了柏拉图二元观的巨大影响.另外,奥古斯丁也许倾向从

「外指性」(externalreference)角度看上帝的永恒,旨在排除把上帝与被造界放在同等的本体层次,然
而并不会否定上帝对被造界的开放性;而贵格利则尝试以「内指性」(internalreference)观点看内在于

三一上帝的动态生命,此生命在启示与救赎上都向被造界开放.以两个不同视角看上帝的生命,奥古

斯丁是在「固定于现今」的框架看生命活动的发生;而贵格利却不受限于此固定框架,所以从宏观的整

体性而论,任何生命活动所发生之现今都有之前与之后的分别,但又都能确定为真.如果用拍摄赛

跑活动做一个比喻,前者像摄影镜头跟着赛跑员「同步移动」拍摄的结果,拍摄到的赛跑员没有移动,
但却在跑动;后者则像不移动的定点摄影镜头拍摄赛跑员的「活动全程」,看见他在不同时刻在赛跑径

上的不同位置.假若所专注的是该主体本身,那便是同样的真际,只是由不同观点看事情而已.

其实没有终始的超越不难理解,虽然中世纪阿奎拿曾表示「无限」不可能为真实,因为无论从实际

数点行动,或万物存在的目审视,一切真实事物都必然有限,不过问题是他采纳了亚里斯多德以「时
段」为时间本体的假设,无法恰当处理(无限短或零维度的)「时刻」议题.若从奥古斯丁以时刻为时间

之实际,则能利用康陀(GeorgCantor)发展的超限数学给予合理解释,基本上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时段

(比如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等)为真,就能合理接受永恒的没有开始与结束为可能,因为作为有边际

「连续体」(continuum)的时段和无边际「连续体」所代表的永恒「神性时序」(divinetemporality),两者

之无限的基数值皆为 (暂时接受康陀的CH 连续体假设).

４．永恒的纵深与超越

当然,这并不是说动态永恒就只是无边际的时间,没有开始和结束而已,永恒最终牵涉永恒者「生
命本质」的议题.上帝的生命有无尽的深度与超越,让永恒的丰满远超过被造界所经历的时间.拿先

斯的贵格利继续说:

当从开始与结束两个角度看「无限」时(因超越了这些界限就是「无限」),当理性探入在上

之深处,虽找不着立足点,但凭藉所仅能观看的来思想上帝,这「无限」又「无法接近」的,其名字

叫「非受生者」.又当探入在下之深处,并未来,祂的名字叫「不死者」和「不朽者」.当以总体作

结,祂的名字叫「永恒者」,因为「永恒」并非时间或时间的一部分,理由是无可量度的;然而,正

如对我们而言,时间可以用太阳的运动量度,永恒照样对应于永恒者,换言之,一种像时间的运

动和段落与其共存.〔１０〕

这里的无限不再单只是横向的没有终始,更有纵向的超越与深度.然而纵横两个向度彼此相关

３６１

〔９〕

〔１０〕

对比拙着«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shangdishengmingzhu [TheLordofLifetheEternalLivingGod],页 １２６与

Plotinus,EnneadsIII．vii．６;见Plotinus,TheSixEnneads,p．１２２.

GregoryofNazianzen,Orationes３８．viii;４５．iv,见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oftheChristian
Church,２ndseries,页３４７;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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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上帝永恒的「无始」指向祂就是「自有」的位格者,而「无终」则指向其永存永活的事实;这样上帝

的永恒跟被造界的时间便有了质差,因为在被造万物中既不可能自有,也不会自立而永存.深度与位

格者之「位格内涵」(hypostasis)有关,超越与其「位格延展」(ekstasis)相联.永活的上帝是「三位一

体」(或言「三位合一」)的上帝,本于圣父,及于圣子,彼此相交于圣灵之内的「位格生命共同体」,以圣

父为本源的位格主体,圣灵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内涵,而圣子则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延展,在生命相交融

中圣灵的无尽深度直接对应于圣父和圣子的无尽深度,永恒圣灵的无尽深度从其无尽的生命内涵得

以确立,横向无边际的永恒「神性时序」与纵向无尽深度的永恒生命内涵在圣灵里产生关联,位格者之

生命不断累积经历而形成其位格之内涵,永恒的圣灵从亘古以来促成的圣父与圣子在其内合一的生

命相交中,这称之为「互环内进」(perichoresis)的团契活动,就是引文所提那比喻为太阳量度时间之

「永恒运动」,此团契生命活动对应于永恒并与其共存.若以S０ 代表圣灵(HolySpirit)于当下的丰满

内涵,可以用「嵌套子集」的方式表达为:〔１１〕

S０ ＝S０ ∪ S－１ ∪ S－２ ∪ S－３ ∪  S－ω{ }{ }{ }{ }{ }

S０:圣灵现在的丰满内涵;
{S－ω}:圣灵在亘古的丰满内涵的「累积」;

－１,－２,－ω:指现在以前可被数点构成内涵累积的事件,ω为可数点的无限;

∪:融合

层层「嵌套」揭示了圣灵在促成圣父与圣子的相交中,不断经历生命相交带来的新事,成为其做为

位格者的个别历史的内容,此无尽深度的位格内涵反映着以圣父为存有基础的内在三一团契的稳固

与丰满;其深度的「无尽」({S－ω})对应着亘古的「永恒」,以至永恒在圣灵里得着确据,统合无边际的时

序与无穷的生命内涵.由于这是无尽的深度,所以没有任何新经历的累积足以改变既有的无限本质

(Being),这恒常稳固的本质也是其「超越之所在」,可以有不断更新的可能(Becoming);换言之,生命

常新的经历并不能威胁上帝神性本质,事实上,更新反而应该是生命活泼的必然表现.这样,在三位

合一的生命相交中,在圣灵里体现的深度与超越,同样体现于所本之圣父,并从父藉圣灵永恒生出的

圣子,而圣灵也因此通过圣子而落实圣父的生命,这便是「互环内进」.诚然,三一生命的不断更新活

动,也必成了一切活动的绝对参照.

图１　从圣灵看永恒的深度与超越

４６１

〔１１〕 见拙着«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roushenjiushuyuan:Xiaogeizhongguodejiaohuishenxue [The
SalvationSourceorIncarnation:AeccleciologicalTheologyforChina](台北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２００６),２００Ｇ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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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永恒之「现今」实义

奥古斯丁提出时间与永恒的连结点在于现今.到底什么是现今,尤其是永恒的「现今」? 从维度

的角度看,现今一刻是零维度的,以数学方式表达就是线上的「一点」.然而,这个没有维度的「一点」
却隐含着一切「新事件」含蓄待发的潜在可能(potentialities),也是「开向未来」的窗口.

在此,关键是事件之「发生」,到底所指为何? 是什么构成发生的实际? 从逻辑的角度看,有活动

就有事件的发生,但所发生的可不一定有意义,所以从价值的角度看,事件的发生对于不同的对象可

以产生不同意义与价值.如上所述,在永恒中的基础活动是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相交的团契,这既是

真的活动,所以就有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本体层次有了「现今」的实际,因为这生命的团契是不间断的,
所以永恒的现今也是「延绵不断」的,就是永恒现今的每一刻都(因上帝生命的统一内聚而保证了)不
断的紧接着另一刻而延绵,数学观念中的「连续」(continuity)在此成为实际.

然而,永恒不单只延绵不断,更有从三一生命相交所带来的深厚意义内容,那就是包涵真理与恩

典的彼此相爱,这排除了永恒变为机械性运动或偶然事件的不断发生(此两者反而是没有意志的物理

世界所见的特质),而是确定了永恒的位格性,有特定主体(圣父)与特定对象(圣子),从意志恒久抉择

中委身于对方,是有真理内容与恩典空间的怀抱,简称为「爱」.「爱」有目的,是建立生命的目的,而且

经历常新的意义,因为意志的投入并非机械性的,也不是偶然性的,乃是有真理价值方向委身的行动.
如此看来,永恒的现今从向度而言也并不是「中」性的,以致随时逆转而回到过去,永恒是「非对称」地
开向未来,这都是由于永恒的位格本质,若然三一上帝在永恒相交中以其累积经历的位格内涵为参

照,而其位格延展却按既定的真理价值目标投向落实爱的新可能,这便解释了永恒开向未来的非对称

原因,也将能解释时间基于永恒而来的非对称性(timeasymmetry).单从物理层次寻找时间的非对

称「根源」的尝试并无结论,物理学的传统看法是,物理学运用的数学公式并没有牵涉时间向度的差异

性;换言之,若真有时间倒流的世界,这些公式同样适用.〔１２〕 本人判断物理顶多只能「确认」时间非对

称的事实,从亚里斯多德时间观已有结论可知,物理并非终极,物理运动只能成为真实时间的指标,这
原则应同时适用于时间非对称的问题上.一直以来,物理的「非还原性程序」(irreversibleprocess),常
被认定为可用来定义时间的非对称性,然而二者并不等同,顶多只是一个对于非对称性事实的

指标.〔１３〕

「非对称」实在是位格性的,基于位格主体的生命是「活」的,所以不断面向新的开放而有「现今意

识」,又于开放中经历从开放而来的位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位际互动而有所积累,经历的积累成为「过
去意识」的参照(与位格内涵有关),生命的开放则是「未来意识」的实际(与位格延展有关).若以「集
合」的方式表达这样的位格意识的动态性,则:

Pn＋ε ＝Pn ∪ Pn－ε{ }

Pn:位格者于现今一刻(现今意识所在);
{Pn－ε}:位格者于现今之前,所有经历累积的总和(过去意识由此产生);

Pn＋ε:向现今往后开放的位格者(未来意识的实际);

５６１

〔１２〕

〔１３〕

RogerPenrose,TheEmperorsNew Mind:ConcerningComputers,Minds,andtheLawsofPhysics (London:Vintage,

１９９０),p．３９２.
讨论 见 PeterKroes,Time:ItsStructureand RoleinPhysicalTheories,Syntheselibrary１７９ (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Co．,１９８５),pp．１０３Ｇ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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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n:代表现今

±ε:表达跟现今只有无限小的差距,基本意义在乎呈现向度的实际.

或以图解表示:

图２　基于位格主体的永恒之非对称性

若要问永恒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永恒与上帝的生命共存(concomitant),从优先顺序看,不是永恒

允许了上帝永存永活;刚好相反,从永活上帝的生命散发出称之为永恒的「潜在架构」,在三一上帝的

内在相交中产生意义,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永恒同样在上帝创造的被造界中成为可以产生关联的

「基础架构环境」,这又必然涉及永恒与时间的关系,并在上帝的「永恒意识」中,如何成为一切活动得

以落实的「那能够提供可能性之基础」(foundationofpossibilities),又在人之意识中得以感应此基础

的真际.

６．永恒与时间的可能关联

永恒本身并无涉及物理空间,而时间则牵涉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如果宇宙时间有同步性,〔１４〕那

么在宇 宙 任 何 角 落 都 能 分 享 共 同 的 一 刻;换 言 之,宇 宙 时 间 与 空 间 成 为 (垂 直)「正 交 关 系」
(orthogonal),时间与空间清楚分割,并无相互纠缠.在此前提下,时间的同步必然预设了物理宇宙空

间的连通(connectivity),就是「发生」在一处的事件必然与别处的事件有产生实质意义的可能.起码

从量子物理的层次看,贝尔定理就是指向宇宙有这样的立时连通关系,连通应该是宇宙深层统一的现

象,暗示在物理世界背后的真际实属同一系统.从宇宙膨胀呈现的拓墣关系,也指向同样的情况,膨
胀并没有改变空间位置的纵向相互关系,只是拉开横向的彼此距离,这纵向的稳定关系就是一个空间

架构系统.这系统之能成为系统也预设了一定的理性秩序,故此数学可以用来分解物理现象,并且是

建构物理理论的精确工具,甚至能够依循物理的规律计算尚未来临如日蚀等之物理现象的发生.宇

宙时间的同步直指时间的「普及效应」,普及性乃是圣灵位格的「媒介」特质(mediumcharacter),贯通

一切得以在其中相容合连通;然而,时间也是规律性的可以精确量度,故必然有「理性规范」,而理性却

是称为「道」的圣子之独特位格内涵.上述特质的「类比对应」(analogicalcorrespondence)虽无法「证
明」什么,但显然不是一种比喻的论述而已,从宇宙真际层级关系(hierarchy)判断,却指向三一上帝的

「作为」与宇宙背后的理性秩序并活动环境的密切关联,得见上帝「托住万有」的印记(imprint);事实

上,若否认上帝的作为,宇宙的奇妙实在难以合理解释.

６６１

〔１４〕 宇宙同 步 性 的 讨 论 见 William LaneCraig,Timeandthe Metaphysicsof Relativity,PhilosophicalStudiesseries８４
(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２００１),pp．２１３Ｇ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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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一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

然而,时间也不光是物理的,也是人作为位格者的心灵经历,但与物理时间所呈现不太一样的经

历是,虽有先后顺序,在心灵经历中却难以精确量度所度过时光的长短,因为缺乏像计时器一样的参

照.不过这不是说心灵经历没有参照,乃是以上帝为终极参照,因此除了自我有时间意识,也能有位

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心灵互动,并最终能通过圣子打开的救赎管「道」,在圣灵的「媒介」环境里与永恒

的圣父相交(即投入三一互环内进的相交生命中);这就是人在时间之内经历永恒「现今」之实际的不

同层次.这样看来,上帝的永恒作为「基础架构环境」是通过「道体」(hypostaticLogos)的圣子,并在

「媒体」(hypostaticMedium)的圣灵之内,落实了一种以三一的内在生命活动为终极参照,跟宇宙万物

的运行和生命、并人类心灵活动的「对应关系」,在此被造界中所经历的对应便是「时间」;因此,永恒提

供给宇宙中一切活动的同步时间为终极参照之外,同时也透过圣灵让人在心灵世界内经历灵里的相

交,心灵世界的时间与物理世界的时间在同一永恒基础上一致,两者同步而关联;如此,在宇宙的拓墣

关系和心灵意向的内指性向度的一致中,时间于是扮演了连接的角色,表面互不往来的物质与属灵世

界其实只有「一纸之隔」.

如此看来,圣灵在基督之内的运动一方面是三一之内在相交,另方面也包括了对外承托宇宙的一切,
从最基层物理世界的量子活动,到动植物界的生命存留,乃至人类心灵之间的交流,都牵涉着不同层次的

承托性参与.东方教会所言上帝的「元生动能」(＇ενεργεια)应与圣灵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圣灵于被

造宇宙各层次的活动都留下了踪迹.在量子物理层次,圣灵的参与是「非生命形式的产出性维护」
(inanimateproductＧivesustenance),意谓位格主体的圣灵与其(成品性的)工作之间有所「分离」的关系,目
的是保存着基础物理界的普遍性(generality)与理想性(ideality)特质,以作为能提供建构更高层次生命体

所需之物质环境或载体的可用材料;于生物层次,圣灵则给予「生命形式的类比性支援」(animateanaＧ
logicalsupport),意指生物之生命反映着圣灵的生命特质(characteristicparallel),尤其是生命主体的统一

与自由,有统合的中心能回应外在的事情,所以动植物虽有各自生长的原则,却没有像物理层次那样的机

械性规范;就人类心灵层次,圣灵更能主动地促进「有意识的互 通 性 契 合」(consciouscommunal
fellowship),可以建立位格生命的关联(possibilityoflifecommunion).这些分属不同层次的实际都以时

间共同贯通,时间的实际也许就可理解为一种终极的动态参照,这参照乃是基于圣灵那不间断的行动而

有,时间的规律性则因圣灵活动是从圣道给予定形的规则化结果(regularityduetotheshapingofthe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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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也是圣道落实为那宇宙的「超理性基础」的基本方式.这样宇宙的时间与上帝的永恒便有了必然

的对应,时间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正如所对应着的永恒是真实的.

正如奥古斯丁所透视,现今一刻是透入永恒的窗户,突显的现今才是时间的真际,这与当代的「时态

性时间观」〔１５〕一致,而时间的非对称性则源于永恒之开向未来.人作为位格者跟万物有别,虽然同样

经历时间,但却是有意识地经历时间非对称的实际,在所意识当下的现今之同时,又能涵盖于其「位格

内涵」中所「回忆」的过去、并其「位格延展」中所「期盼」的未来之视域(horizon),因此所能经历之「突显

意识」并非偶然,都由于与永恒之对应而产生,首先是对应于现今一刻而构成当下「开放性的感应」
(sensibilitytoopenness),又在回忆与期盼的视域中显明了作为生命主体,其生命之开放同样朝向

未来.

三、结论

动态永恒思维的可能性看来是基于对生命主体的认定,不单是生命本质是动态的事实,更是从生

命得以发生的根据而言,则要求一纵向维度;故此,道家思想中也预设了作为万物生命本源的大道,必
定是深邃而无限的.纵向维度给予生命的稳定性,但同时允许横向的开放性可能,因着生命这统一的

内聚力,便不必惧怕偶存性的威胁.这些认知是动态永恒观得以建立的关键.相对于静态柏拉图式

理形世界的完美,生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互动互存.然而,在互动中只有爱的相融才是

最高层次的真实生命,就哲学思想而论,«老子»对于道的认知诚然是深刻而超越的,但是始终受限于

其自然观的预设,认定「道法自然」的自然的终极性(廿五章);故此,仍然留于对自然界考察的领悟,所
作出的理论归纳,未能进一步探究在自然背后大道之动态本质的最终根源问题.关于相交共融的生

命关联,这些内容实属三一神学讨论范围.

８６１

〔１５〕 「时态性时间观」(Tensedtheoryoftime)又称「AＧ序列」,认为现今一刻的突出经历正反映此乃时间之实在性所在,相对于「非时

态性时间观」(Tenselesstheoryoftime)或「BＧ序列」,后者以为时间只是一种先后的顺序关系,所谓突显的现今经历纯属意识作用,没有本

体性意义.两个论点皆由英国哲学家 McTaggart提出,见J．M．E．McTaggart,TheNatureofExistence,２vols．,ed．C．D．Board(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２７;reprint１９６８)．评论见李锦纶 LIJinlun,«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shngdishengmingzhu [TheLordof
LifetheEternalLivingGod],页２４８Ｇ２５１．本文的参考文献:李锦纶 LIJinlun２００４«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
Shangdishengmingzhu [TheEternallivingLordofLife]．台北 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ChineseGospelPress]．李锦纶 LI
Jinlun２００６:«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roushenjiushuyuan [IncarnationasthesourceofSalvation]．台北:中
福出版社．李锦纶 LIJinlun２０１０:«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zhongguowenhuajingTheCenturyChinasasthe
StemofCUlture[]．台北:中福出版社．陈鼓应 CHENGuying１９８５:«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jinzhujinyijipingjie[Thecontemporary
notesandintroductionofLaozi],修订十版．台北:商务．傅佩荣 FUPeirong１９８５«儒道天论发微»Rudaotianlunfawei[OntheHeavenof
ConfucianismandDaoism]．中国哲学丛刊．台北:学生书局．９．傅佩荣 FUPeirong２００３:«傅珮荣解读老子»FUPeirongjieduLaozi[Fu
PeirongsexplainationontheLaozi]．台北 Taibei:立绪文化 Lixuwenhua[LixuCulture]．Augustine１９５３:InAugustine:EarlyWritings．(J．
H．S．Burleigh,Ed．)Philadelphia:Westminster．Craig,WilliamLane２００１:TimeandtheMetaphysicsofRelativity．PhilosophicalStudiesseries
８４．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McTaggart,J．M．E．１９６８:TheNatureofExistence,２vols．(C．D．Board,Ed．)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Originallypublished１９２７)．Nazianzen,Gregoryof１９８３:In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
oftheChristianChurch,２ndseries．(PhilipSchaff& HenryWace,Eds．)vol．７．GrandRapids:Eerdmans．Penrose,Roger１９９０:TheEmperors
NewMind:ConcerningComputers,Minds,andtheLawsofPhysics．London:Vintage．Plotinus１９５２:TheSixEnneads．(StephenMacKenna&
B．S．Page,Trans．)Chicago,etc．:EncyclopaediaBritannica．Kroes,Peter１９８５:Time:ItsStructureandRoleinPhysicalTheories．Synthese
library１７９．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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