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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 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

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 立场, 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 道德性宗教 的主张, 但在对宗 教的性质 的解释上却
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 自道德的需要, 上帝 !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 公设 !; 黑格尔 则把宗教看
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 的 思 !, 其目标 是把握 真理, 上 帝 !即 是一种 真理。他 们的 宗教 哲学的 一个 共同缺
陷, 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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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特别
是基督教, 它是构成西方文化的源泉之一。不过

运动, 致力于对民智的启蒙。他还于 1784年写出
∀什么是启蒙 #的文章, 专门就启蒙的性质、必要

众所周知, 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 宗教在历史上曾

性、
重点与条件等问题, 以他特有的洞见能力作出

经成为激烈的思想批判的场所, 这一领域的思想

了精到的论述。在 康德看来, 启蒙就是 人类脱

交锋甚至涉及宗教的去留问题, 特别是在启蒙运
动中, 对宗教的激烈批判使这样的问题更加凸显

离自己所加之 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
。这
类 不成熟状态 !表现在: 依赖书本而不自己进行

出来。到底人类需要不需要宗教, 宗教对人类有

理解, 依赖牧师来决定自己的精神生活, 依赖医生

什么意义? 假如需要宗教, 应当是什么性质的宗

来决定自己的饮食。凡此种种, 总之是自己不去

教? 作为启蒙时期的重要思想家, 康德与黑格尔

思想, 不能思想。在他看来, 人类在宗教方面的现

也投身其中, 提出了基于理性主义立场 的思考。
他们有关宗教的性质、作用与地位等根本问题的

状, 尤其属于最不成熟、最为有害的一种状态, 因
此他批判的锋芒, 主要是对准宗教及其教会组织。

思考, 构成了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认定当时的时代乃是处于 启蒙的时代 !, 其根

一

[ 1 ] ( P 22)

据就是宗教这个领域已经对公众 开放了 !, 也就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既是出自启蒙运动的

是说, 教会施加在公众头上的妨碍他们摆脱不成
熟思想状态的 障碍也逐渐减少了 !。

思想背景, 因此要了解他们的宗教哲学, 有必要先

与我们的论题直接有关的是, 康德强调启蒙

了解一下他们对于启蒙的思想立场。

的重点 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 !

[ 1 ] ( P 29)

, 这是

康德对启蒙运动持有的是一种热情赞许的态

与整个启蒙运动的基调相一致的。在启蒙的哲学

度, 盛赞启蒙运动是 一件 大好事 !, 声称它必定
会把人类从其统治者的自私自利的扩张计划之

家、
尤其是在法国的思想家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对
现存宗教与教会的怀疑、批判乃至谴责。康德明

下拯救出来 !

确反对教会组织及其神职人员信守某种不变的教

[ 1 ] ( P 17)

。他本人也积极投身 于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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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并据此对人民进行监护、
乃至使这种监护永恒

存流传, 甚至对这些死文字的含义的正确理解都

化的权利。因为, 如果宗教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
没有人能够加以公开怀疑的统一体制, 那么, 可能

有偶然性的说法, 都不过是一些 瞎说 !。他反驳
道, 事实上信仰并不想把自己的确定性寄托在这

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就在于, 它会使人类整个时代

样一些历史见证和偶然条件上。信仰在自己的确

丧失任何进一步启蒙、
扩展认识、
清除错误并获得
改善与进步的可能性, 并由此累及后代, 对他们造

定性中, 乃是对它的绝对对象, 即上帝的一种纯真
自然的关系, 是有关上帝的一种纯粹的知识。

成伤害, 因此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甚至把

二

这种导致妨碍人类进步的做法视为违反人性的犯
罪行为, 因为进步乃是人性的一种天职。正因为
这样, 他 宣称人 类在宗 教方面 的不成 熟状 态是
一切之中最有害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 !

[ 1 ] ( P 30)

启蒙的宗教批判所产生的一个必须直面的问
题是, 既然宗教在历史上产生了这么一些阻碍社

。

会进步的影响, 那么是否人类社会还需要宗教, 需

黑格尔虽然比康德晚出, 但他所处的时代仍
属启蒙的时代。不过与康德等启蒙思想家不同,

要 上帝 !? 并且,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需要
什么样的宗教?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究竟应当用宗

黑格尔对启蒙的评价不但不高, 而且还有不少严

教还是它的某种替代物来对社会进行整合。歌德

厉的批评, 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他不但认为启

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

蒙的理智力量对于促进人的改善、教导人具有伟
大坚强的意志、达到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独立自

上最深刻的、
甚至是唯一的主题, 这一论断对于西
方世界来说可谓相当的准确。

主方面并不起多大的作用, 而且启蒙对现存宗教

康德所致力于 的, 是 建立一种 道德的宗 教。

信仰的批判本质上乃是一种错误的批判, 它对于

他曾经这样说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通 过作为

宗教所要服务的 根本目的, 即对道德的 推进上,
[ 2] ( P16)
却没有本领 给与人以道德 !
。因此, 黑格

纯粹实践理性的课题的最终目的的至善概念, 道
德法则导致宗教, 亦即导致一切职责乃上帝的命

尔对启蒙的宗教批评进行了反批判。

令 ∃∃的认识。!

黑格尔认为启蒙对信仰的批判所持的是一种
不公正的态度, 是虚构的乃至是加以诬蔑的东西。

系的认识, 康德对旧有的神学理论进行了批判, 包
括有名的 存在并非谓词 !的否 定上帝存在的证

这表现在:

明, 并提出了他的 理性神学 !的思想, 试图把宗

首先, 启蒙把信仰说成是一团迷信、
偏见和谬

[ 3] ( P141)

基于对道德与宗教这种关

教改造为理性的、
道德意义上的宗教。

误的大杂烩, 是一种不属于自我意识本身的异己
物, 是与它自己、
与理性和真理正相反对的东西。

在康德看来, 虽然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 道
德是自给自足的, 道德为了自身起见, 绝对不需

他甚至揶揄道, 启蒙在谈论信仰的本质时说, 信仰

要宗教 !

的绝对本质是什么一块石头, 一块木头, 虽有眼睛
但却看不见 东西。再不然 就以另外的什 么方式

极目的, 我们又必须设定 上 帝 !的概念, 以之作
为实践理性实现至善的条件保障。这就是为什么

说, 信仰把 [ 绝对 ] 本质拟人化了, 搞成对象性的

我们在宇宙论、
人类学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之后,

和可以表象的东西了。

又还需 要宗教, 还 需要 上帝 !这一 公设 !的缘

其次, 怀有信仰的个体所做出的舍弃自然享
乐, 放弃财产, 以求得解脱自然享乐的桎梏这种较

由。基于这种道德上的考虑, 康德的结论是: 道
[ 4] (第一版序言 P4 )
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

为高尚的意识与 行为, 都被启蒙认为是 愚蠢的。

[ 4] (第一版序言 P1 )

, 但为了实现 至善 !这一终

康德所意谓的这种道德宗教, 本质上是一种

黑格尔认为, 启蒙的这种识见真正说来乃是一种
欺骗, 因为它虽然表面上标榜并倡导一种内心的

理性的宗教, 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 这种道德的宗教所包含的法则是来自

超脱, 但实际上却不加以实行, 反倒把这种实行看

纯粹理性的。就此 他写道: 唯一真正的 宗教所

作是多余的、
愚蠢的, 甚至是不正当的。

包含的无非是一些实践的法则, 它们是由纯粹的

最后, 黑格尔认为启蒙所指责的宗教信仰的
确定性, 是建筑在一些个别的历史见证上的, 宗教

理性所启示的, 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说, 这
种道德的宗教所包含的道德法则, 并非像传统的

信仰的确定性还得依靠这些见证才得以偶然地保

宗教那样看作是天启的、或来自于某种历史上的

[ 4] ( P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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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而应当是来自纯粹理性的。不过, 虽然道德

理!

宗教属于伦理的范畴, 但它与道德仍然有区别, 这
一区别在于, 宗教 把我们的一切义务都 认作是

加以区别, 后者包含的是以世界最高存在者之存
在为前提的道德律。

上帝的诫命 !

[ 4] ( P158)

。这意味着, 宗教把道德感提

[ 6] ( P451)

。康德并把道德神学与 神学道德论 !

这里需 要说 明的 是, 虽然 在康 德那 里,

上

升到超越的层面, 把道德义务视为听从上帝诫命
的宗教信仰。

帝 !概念作为一 种主观上必要的假设, 主 要是出
于道德神学上的考虑, 不过康德有时也从宇宙世

其次, 就宗教表现为某种信仰而言, 道德宗教

界的秩序的整体性考虑的角度, 来设定上帝的存

的信仰是理性的, 而非 启示的 !。康德将基督教

在。这样的上帝概念作为人类本然的需要, 在康

的信仰区分为两种。一种是 纯粹的理性信仰 !,
它是主动的、
由每一个人所自由地接受的信仰, 其

德看来它必然产生于对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事物的
理性反思之中。康德同意莱布尼兹的看法, 认为

信仰的内容是由纯粹理性所启示的道德实践的法

一切个别事物在量上都是有区别的。当我们要去

则。这种纯粹理性的道德信仰也就是康德所要论
证建立的; 另一种是 启示的信仰 !, 它是被动的、

思考任何个体事物的完全规定性的条件时, 就不
可避免地导致一个 实在整体 !的概念, 并进而导

被指定、
被规定地接受的信仰。在康德看来, 由于

致一个 纯 粹理性的 理想 !, 即 某个 具有所 有实

现有的基督教学说是建立在 事迹 !之上, 而不是

在、
最高最完美 的存在 的理 念, 也 就是 上帝 !。

建立在单纯的理性概念之上的, 因此, 它已不再是
基督教宗教, 而是成了一个为教会提供基础的基

因此, 上帝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不过, 这样的
上帝 !只是 本体论 !意义上, 而不是 宇宙论 !

督教信仰。这样的宗教背离了理性的原则, 因此,

或 人类学 !意义上的。前者指 的是可以来自纯

需要加以批判与改造。

粹范畴的, 后者则是来自世界、尤其是我们的经验

康德的理想既是建立一种道德的宗教, 自然
需要对道德意义上的 上帝 !作出证明。在这方

特征。这样, 当我们说上帝是理性的、
道德的存在
时, 我们不过是在进行一种 类推 !, 即把上帝看

面, 他区分开 诸神 ( 神魔 ) !与 上帝 !概念的不

作是一个最完善的 类似物 !。

同, 指出 尽管恐惧最初能够产生出诸神 ( 神魔 )
来, 但理性借助于它的道德原则才第一次产生了

当然, 对于康德而 言, 上帝 !概念在 根本上
是道德意义上的, 是出自我们每个个体的道德实

上帝的概念 !

。这就是说, 康德把通常意义

践本身的需要。他认为, 我们对德性的追求总是

上的 诸神 !, 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将它们解释为

由一种道德不完善的状态、或者如同他在后期著

是人类畏惧自然力、
祈求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保护
这样一种心理的产物, 而把他 心目中的 道德神

作里提出的, 由 根本的 ( radical) 恶 !的状态 ( 一
种选择与道德法则相悖的东西的倾向 ) 开始。因

学 !意义上的 上帝 !, 解释为是根据道德原则的

此这一对道德完善的追求乃属于一个从不好到较

需要才设定的一种 公设 !或 理念 !。这与他在
知识形而上学的证明上否定上帝的本体论存在并

好的无限的过程。这就需要假定至上的上帝的存
在, 来使我们得以设想最终的道德目的, 并争取达

不矛盾。道德神学意义上的 上帝 !并非是一个

到这样的目的。虽然在康德哲学那里, 道德完全

现实的存在, 而只是人类理性出于道德的需要而

是一种道义论的东西, 是人出自道德责任的要求

加以 设 定 !的 一个 假定 !或 公设 !。康德 指
出, 这种意义上的上帝, 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是

而自律的产物, 但由于道德在见诸行为时毕竟要
产生一定的结果, 因此它也就必然与一定的目的

一个主观上必要的假设 !。因为我们的道德律乃

性相关联, 这一作为道德义务的结果的终极目的,

是以上帝这一最高存在者的存在为前提的。道德
既需要上帝, 甚至道德律需要以上帝为前提, 这样

乃是 至善 !。至善包 含两个要素, 一是德性, 一
是幸福。康德认为: 为了使这种至善可能, 我们

神学 !就是必要的了。因此, 康德所要进行的努

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
道德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

力, 是将传统的神学改造为一种 理性神学 !。他

存在者, 唯有这个存在者才能使至善的两种因素

心目中的这种神学是在道德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6] ( P 451 )
对一最高存在者之存在 !的 确信 !
, 并以

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与上帝的
意志相一致, 我们才能在德性与幸福之间取得和

这一最高存在 为一切道德的秩序及其完成之原

谐, 从而达到至善的目的。

[ 5] ( P303)

[ 3] (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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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德从理性的角度来论证宗教与信仰的本

范畴, 都是某种真理, 因此 信仰 !的性质也同样

质一样, 黑格尔也将宗教视为一种理性精神的产
物, 但不 同的是, 他并不把宗教 归属于伦理的范

成为 基于真 ( 真理 ) 的精神 !
, 也就是说,
信仰是对真理 的意识, 是对真理的把 握与认同。

畴, 而是把它纳入与哲学一样的 思 !的范畴, 并

对此, 黑格尔写道: 所谓信仰, 即是来自 真理的

且 神 !也不像康德那样作为某种 公设 !, 而是作
为一种 绝对真理 !。黑格尔认为, 宗教与哲学一

精神、来自圣灵之精神的观照, ∃∃因为信仰实质
上是对绝对真理的意识, 是对自在自为的上帝所

样, 同属于 绝对精 神 !这一人 类意识 的最 高层

是者之意识。!

面, 它们两者的目的都是要把握真理, 只不过它们

成只是基于 奇迹 !, 是借助于 奇迹 !来确证的,

把握真理的方式有所不同。宗教就其性质而言,
乃是一种 绝对的真知 !, 它借助于思想 而把握,

否则, 那样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初始的、
偶然的信
仰形态, 而并非是真正的信仰。黑格尔的这些论

并存在于思想之中。这意味着宗教乃是思想者对

述, 强调的是信仰的 此岸性 !, 而不是 彼岸性 !;

神 !的本质的把握, 因此, 上帝并非至高情感,
[ 7] ( P 49)
而是至高思想 !
。由于宗教也是一种思想,

也就是说, 信仰乃属人的纯粹意识, 是人对宗教与
神的本质与精神的认识, 对人与神的同一性的认

这就使它与哲学在性质上具有共同性, 它们两者

识。可见, 黑格尔试图使宗教信仰成为一种通过

的内容实质是一样的, 都属于某种 绝对理念 !。

认知与思考而得来的思想与精神, 这明显地体现

黑格尔甚至有这样的说法, 由于哲学本身事实上
就是精神, 就是宗教, 因此, 哲学跟宗教 是同一

出黑格尔试图使宗教智性化的理性主义色彩。

的!

[ 8] ( P18)

[ 7] ( P705)

[ 7] ( P 681 )

三

。

宗教与哲学意识这两种不同思想形态的结合

与此相关, 他反对将信仰说

宗教的作用在康德那里, 用他自己的概念来

点在于 真理 !。黑格尔认为, 只要宗教有一个信
仰、
一个教义、一个信条, 那么它便具有与哲学所

说是属于 范导 !性的, 即以某种目的 性来规范、
引导人们的宗教行为。具体说来, 就是以一种理

寻求的相同的东西, 即真理。宗教与哲学的共同

想的神学理论与教会模式, 来引导宗教信仰与教

性因此在于它们在内容上一样, 都以真理为对象,
而 神 !就是 绝对的真理 !。因此, 哲学既以认识

会朝向一个道德的目标迈进, 使宗教最终摆脱它
所有的 经验性的 根据 ! ( 历史上 流传下来 的信

真理为目的, 也就是以认识神为目的, 只不过它们

仰, 以及既有的教会的章程性法则等 ) , 而达到一

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宗教对真理的把握表现在

种建立在纯粹的道德信仰基础上的理性宗教。

预感、表象和祈祷这类感觉直观的方式里, 而不像
哲学那样以抽象的概念形式来把握。

按照康德的构想, 这种理性的道德宗教在世
间的体现, 是产生 一种遵循上帝的道德 立法的

黑格 尔还 认为, 宗 教的 根本标 志在 于它 的

伦理共同体 !

[ 4] ( P96)

, 它表现为 教会 !的形式。在

客观性环节 !。这里的 客观性 !意指一种 必然
性 !, 它在于 精神之力以与自我意识相对立的普

这方面, 康德提出了 可见的教会 !与 不可见的
教会 !两个概念, 它们的关系是, 不可见的教会乃

遍者的形态, 向个体, 向个别的经验的意识显示自

是一种理念, 它为可见的教会提供 原型 !。具体

身 !。这句话的意思是, 神 !乃是 普遍者 !、 普

说来, 不可见的教会 !指的是一种在上帝的道德

遍的精神 !, 它必然向个体显示 其自身, 此即 客
观 化 !, 它 是 宗 教 的 主 要 的、本 质 的 规

世界统治下的伦理共同体的 纯粹理念 !, 其理想
状态体现为一种公共的宗教信仰的伦理共同体,

定!

。黑格尔认为, 只有在这一客观化规定

在那里每一个 成员都直接 从 最高立 法者 ! ( 上

存在的情况下, 宗教才会产生, 才会有神。这意味
着宗教是以具有普遍品格的神与个别性的人的对

帝 ) 那里接受他的指令。可见的教会应当遵照这
种原型, 在人世间体现上帝之国。

立为前提, 它一方面通过神对人的启示, 另一方面

据此, 康德对真正的教会从量、质、关系与样

经过人对神的渴望、
追求与神的和谐, 实现对自身

式这四个范畴的角度提出了要求。一是必须具有

境界的升华, 最终达到神与人的同一。这表明在
黑格尔那里, 宗教的本质是神与人的结合。

普遍性。教会在偶然的意见上可以有分歧, 但在
本质的目的上, 却应当最终朝向一个没有教派分

由于黑格尔将宗教与神都解释为属于认知的

裂的、统一的教会。二是在性质上, 应消除愚蠢的

[ 7] (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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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与狂热的疯癫, 只服从纯粹的道德动机。三

一致的, 都把它看作是服务于道德的目的。他写

是无论教会的成员, 还是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都应
依据自由的原则而处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之中。四

道: 一切真正宗教 (基督教包括在内 ) 的目的和
[ 2] ( P171)
本质就是人的道德。!
在黑格尔看来, 宗教

是教会在存在样式上, 可变的只是它的管理的规

对于道德的促进是通过对人们的精神的影响来实

章, 而应保持不变的则是它那些基本的、
作为宪章
的道德原理。

现的, 包括向人们的情感、意志和心灵灌输力量、
注入热情, 强化人们的伦理动机, 给道德提供一种

在康德看来, 把人们结合在这么一种真正的

具有崇高感觉的振奋动因, 由此来达到道德的目

道德 - 宗教共同体的, 并不是它的仪式或信条, 而

的。黑格尔认为, 这也正是宗教所从出的根源, 它

是对于提升人类道德的共同热诚。他相信, 建立
在纯粹理性之上的这种道德宗教的信仰, 能够令

导源于人们的道德情感。
具体而言, 宗教要达到这一道德目的主要通

人信服地传达给每一个人, 因为它是普遍理性的

过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它的教义, 另一是通过其仪

信仰, 而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却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
它们仅仅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 从而缺乏真理

式。黑 格尔 认 为 宗教 包 含三 个 要 素: 概 念 ( 教
义 )、
主要风俗习惯和仪式。他的理性主 义哲学

的重要标志

要求教义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并且要能够

普遍性的要求, 因此, 它们的传播

受到时间与地域的限制, 无法产生普遍的影响。

把民众引向理性的宗教。在他早期的 ∀民众宗教

按照康德的设想, 建立 起理性的、道德 的宗
教, 形成宗教 - 伦理的共同体的结果是, 它会使人

与基督教 #中, 黑格尔把基督教的教义归 结为对
上帝的无 限向往的爱。同样出于理性主 义的立

产生对上帝的 真 侍奉 !。这 种对宗 教的 真侍

场, 黑格尔在肯定宗教仪式的必要性的同时, 主张

奉 !是与 伪侍奉 !相对的。康德提出这一区别是

宗教仪式应当是有其 精神 !实质的, 而不应当仅

基于他的 理性的 !信仰 ( 即主动的、由每一个人
所自由地接受的信仰, 其信仰的内容是由纯粹理

仅具有表面的形式, 因为空泛的仪式会影响人们
把握宗教的本质。

性所启示的道德实 践的法则 ) 与 启示的 !信仰

比起康德来, 黑格尔的宗教关怀具有更多的

( 它是被动的, 被指定、被规定地接受的信仰 ) 的
区分之上的。真侍奉乃是基于善的原则, 履行自

现实考虑。在他所论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上, 黑格尔认为, 宗教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基础, 它

己对自身和他人的义务, 执行上帝的诫命; 而 伪

们都是同一自由精神的体现, 因此, 二者可以是和

侍奉 !则是 想使启示信仰先行 于宗教的那种侍

谐的。宗教的自由精神体现在, 一方面它本身即

奉!
, 亦即被动地接受启示、而不是自觉主
动地建立纯粹理性的信仰, 不是把宗教作为道德

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知识, 是理性的思想物, 另一方
面则在于信仰者在对神的崇拜与和解中消除了神

法则来信奉。康德指出, 伪侍奉的集中表现是把

与人的分裂, 获得了自由。

为了教会的目的而规定的 章程性信仰 !当作是
神圣的规定、
是使上帝喜悦人的最高条件, 由此作

鉴于现实中存在的宗教与国家的对立, 如黑
格尔所指出的在天主教国家中那样, 宗教与国家

为侍奉上帝 的根本。康德 斥此为 一种 宗教 幻

由于两者的准则相分离, 即国家的最高伦理以主

想 !。伪侍奉的结果是使道德 秩序本末倒置, 为

体的自由为原则, 而宗教则要求人摒弃自己的意

有良知的人套上一副教会的规章性的诫命、
教规、
戒律的沉重枷锁。它导引人们从事忏悔、苦行、
朝

志与自由, 要求恭顺、服从, 这使得两者之间发生
严重的对立与冲突。黑格尔从理论上探讨了宗教

圣这类毫无用处、
却又耗费气力的行为, 以求得上

与国家之间应当具有的恰当关系。他认为, 如果

帝的拯救和 保佑之类的好 处。康德辛辣 地嘲讽
道: 这样的自虐越是无用, 越是不以人在道德上

一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 它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
定和论证的态度, 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反

的普遍改善为目的, 就越显得圣洁。!

过来, 国家也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 使其达到宗

[ 4] ( P172)

[ 4] ( P177)

虽然黑格尔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与康德有所

教的目的, 这对它来说乃是履行一种义务。并且,

不同, 也就是他着重于宗教的 思想 !与 真理 !的
性质, 而不像康德那样把宗教放置在伦理的领域,

由于宗教是在人的心灵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
因素, 因此国家更应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加入教

但在看待宗教的社会功能上, 黑格尔与康德却是

会。此外, 由于教会的内容既是与人的观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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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

因此, 国家对教会的存在与活动不能加 以干预。

的是信仰, 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超验的追求, 因此宗

这里, 虽然黑格尔提出国家不能干预教会, 但从他
对教会性质的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 他实际上是

教是无法以科学认识的那些标准与属性, 如 普
遍性 !、 客观性 !等来衡量与把握的。 神 !并非

给这种不干预设定了条件的, 即教会的活动应当

是什么 普遍者 !, 普遍的东西属于概念, 属于思

执守在内心生活的范围。因此, 黑格尔反对教会
将自己视为目的, 而把国家当作手段的主张, 并且

想; 而 神 !是精神性的东西, 是心灵信仰的对象。
精神永远属于个体所有。达到何种的精神境界,

反对教会关于在传教上是完全自由的、
国家应无

这只有个体的心灵才有感悟。没有私人的语言,

条件尊重传教的非分要求。他反驳说, 假如这样

但有私人的感悟。

的话, 那么科学也一样可以把自身当作目的, 而把
国家当作手段, 一样可以要求脱离国家而独立。

康德与黑格尔 都把宗教作为 道德教化 的工
具, 这种认识虽是表达了宗教的一种重要功能, 但
宗教作为一种习俗化的文化形态, 自有其区别于

四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相同之处, 在于

伦理等其他文化形态的内在本质, 这就是, 它的最
本真的意义, 在于它乃是精神的安身 立命之所。

它们都是理性主义的, 都怀着改造宗教, 使之成为

宗教作为一种对彼岸世界的神灵的信仰, 它为信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道德宗教 !的理想, 力图

者所提供的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与精神的慰藉, 是

使宗教成为促进道德教化的利器。不同的是, 在
对宗教性质 的界定 上, 康德 遵循 他的 自 然 !与

对理性层面的超越所进入的神性状态, 以使心灵
能够超脱世俗的羁绊, 达到一种心境平和的、
忘我

自由 !的划分 原则, 将 宗教归 入自由 的道 德领

的境界。宗教这一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

域, 使宗教附属于伦理的范畴, 而黑格尔则把宗教

而常在, 其魅力盖在于此。

与哲学都看作是思想物, 它们要把握的都是真理,
因而将宗教归属于思想的范畴, 甚至认为宗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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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识的范畴, 它要求可证实的东西, 而宗教需要
Sign ificance of Re ligion to H uman B eing
B riefly on the R elig ious Ph ilo sophy o f K an t and H eg el
Chen Jiam ing
( D ep ar tm ent of Philosop hy,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ina)
Abstrac t: The re lig ious idea o f K ant and H ege l o rig ina tes from the ideo log ical backg round o f the Enlightenm ent, though they
ho ld different a ttitudes towa rd the relig ious cr itic ism of the En lightenm ent. Based on the same standpo int o f rationalism, they both
advo ca te the identica l propos ition o f estab lishing the mo ra l relig ion, yet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over the interpre tation of the
nature o f re lig ion. K ant regards the relig ion as from the need of m orality, and the G od! is the
the upperm ost good; H eg el rega rds the re lig ion to be a k ind of pure

genera l hypo thesis! to rea lize

th inking! the sam e as philosophy, whose aim is to g rasp the

tru th, and God! is just one k ind o f it. T he comm on defect o f the ir re lig ious ph ilosophy is neg lecting the m ost essentia l sign ifi
cance o f re lig ion as the spir itua l settlement.
K eywords: K an t; H ege ;l the En lightenm en t; re lig ious ph ilosophy

[责任编辑

全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