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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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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 啟蒙運動 (理性主義)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



 自由神學 新正統派



 改教運動 (客觀)               
 敬虔運動(主觀)                                                                            福音派


 保守神學
 基要派

 靈恩派



天主教天特會議  梵帝岡會議 靈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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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代主義: 
理性主義, 人本主義, 啟
蒙運動, 自由神學.十七,
十八世紀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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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神的啟示, 聖經出自人的宗教意識的進化, 不接受神績, 耶穌非神:

• (1) 自由神學 (LIBERAL THEOLOGY):  
•宗教進化論, 尋找歷史中的耶穌

• (2) 神體一位論 (UNITARIANISM): 
•只有一位神, 耶穌是好榜樣

• (3) 自然神論 (DEISM): 
•神創造天地後不再干涉世事, 不信神績

• (4) 現代主義 (MODERNISM, SCIENTISM): 理性在信心之上, 頭腦超越聖經, 不
能被科學證明的事物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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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ouard 
Manet,1863 
French (first 
modernist 
painter); 

Luncheon on 
the Grass
Accused of 
indecency of 
two fully-
dressed men 
appearing in 
the company of 
the naked 
female b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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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 (J.S.Bach, 1685-1750 )：以聖經
為基礎、自然與恩典的結合、規律而有意
義的世界, 相信聖經所啟示的造物主與救
贖主，因此他的世界是個有規律、有意義
的世界

•莫扎特 (W.A.Mozart, 1756 – 1791)：
試圖用道德及理性尋找造物者, 以自然神
論為思想主軸，主張世界大同，相信絕對
的道德價值, 取代聖經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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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現代主義: (MODERNISM)

•(1) 唯物論 (MATERIALISM)

•(2) 科學至高無上 (SCIENTISM)

•(3) 神不可知 (AGNOSTICISM)

•(4) 人體是一副複雜的機器 (MAN IS A COMPLEX 
MACHINE)

•(5) 人死如燈滅 (DEATH IS EXTINCTION)

•(6) 歷史沒有特別意義 (HISTORY IS MEANINGLESS)

•(7) 人類是萬事的標準 (MAN-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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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解構主義 :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 文本分析方
法

•將一個文本的解構閱讀與其傳統閱讀來相比較
的話，也會顯示出這當中的許多觀點是被壓抑
與忽視的。

•二元對立: 兩個對立的面向是流動與不可能完
全分離的，而非兩個嚴格劃分開來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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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Platt 
(Contemporary)

UK : Toilet 
Bowl: 
relativity 
is relative 
to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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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無絕對標準 (NO ABSOLUTES)

• (2) 注重感受 (FEELING ORIENTED)

• (3)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 (4) 容納異己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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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音派神學.對現代主義和後
現代主義的回應:

約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
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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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基督徒應如何
面對現代主義和後現
代主義的挑戰?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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