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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報告  III

編輯部報告   

本期專題為「實存處境中的宗教向度」。西方啟蒙運動以降，人義

論逐漸取代神義論，宗教對世俗的影響漸趨式微。宗教原本浸透人類生

活的所有方面，而今卻萎縮為多數人日常活動的諸項目之一。

啟蒙運動的精神在於「除魅」，回歸人本精神，拒絕意識形態對人

性的污染，尤其拒絕宗教意識形態再對人類的自由指手劃腳。然而啟蒙

時代所興起的世俗人文主義運動，不啻世俗化的宗教精神展現；雖然人

文主義者不願意承認，其批判與反省卻有實實在在的宗教價值！觀諸宗

教發展的歷史，世俗與宗教一向就不是塹截二分；世俗運動與宗教互為

環節，彼此影響、吸納。宗教的精神有其辨証的特性，一方面宗教必須

依賴世俗文化的具體形式，另一方面，宗教卻不斷企求超越世俗文化範

疇所規定的可能性。遺憾的是，兩造一直以來相互批判影響、視域融合

的辨証關係演變迄今，已簡化為正統宗教與自由主義二者壁壘分明的對

峙。

當宗教與世俗決絕分裂，靈性和科學都自恃權威，人類失去了精神

的深層向度，人性變得破碎不全，生命的意義難以為繼。現代人對意識

形態神經質般的潔癖甚至讓我們不知如何再追問生命存在意義的深層問

題。從當代社會的一個矛盾現象可見現代人性的分裂之一斑：越來越多

人在私領域熱衷宗教事務，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方興未艾，

新興教派則如雨後春筍。樂觀的宗教人士稱之為「宗教復甦」（religious 

revival），以為人性終將趨向宗教之證明；然而他們未能看到現代人的生

存處境之矛盾：雖然許多人私下熱衷投入神祕事物，在公領域卻表現得

十分冷淡，甚至反對迷信。礙於公領域「理性」的強大力量，迫使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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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命存在意義的深層問題，只能被化約為功利實用主義的觀點，或甚

至根本鮮少為人公開談論。今天在歐洲，部分知識分子發現宗教傳統中

的智慧其實從未過時，仍能對治現代人的各種苦惱；他們希望重新揭露

早已為現代人遺忘的宗教傳統中，值得讓人以全部生命嚴肅對待的珍貴

價值。然則多數歐洲人一見宗教議題馬上退避三舍，他們遂不得不以詼

諧多智甚至略帶尖刻的自由／實用主義立場論述宗教，卻隱隱然造成輕

浮的效果；過分遷就公領域，其結果適足以與原本苦心孤詣要人認真對

待宗教的初衷相扞格。而在台灣，公私領域的內在分裂或許較西方更明

顯：我們的教育及公共領域約定俗成的氛圍是以西方理性主義為主，然

而我們日常生活的諸層面卻仍然是東方傳統式的；舉例來說，有學者發

現，台灣的算命人口不少，電視上亦有許多命理節目，但是很多熱衷算

命的人卻視宗教為迷信，亟欲和傳統宗教劃清界線。在宗教議題上，信

仰與世俗的分裂不只是歷史造成的結果，而早已內化為人性中難以和解

的矛盾。

意識形態理論在西方源遠流長，啟蒙主義嚮往未受任何意識形態污

染的「自然人」；而近代，意識形態理論發展的最大動機即解除意識的

遮蔽－除魅，以確立科學的觀念知識。可是直至近代，人類才算真

真切切感受到意識形態的存在。斯洛伐克精神分析學者紀傑克（Slavoj 

Žižek）以為，意識形態並非單純的「虛假意識」或非現實的幻覺再現，

它就是現實。若然，所有對抗意識形態的努力終屬徒勞，不論科學理性

批判宗教迷信，抑或宗教信仰批評科學霸權，都只是「能指」無止盡的

詮釋循環而已。科學在態度上不可能完全的超然，它亦只能在特定時代

與文化處境的生存經驗中，帶著特定的價值判斷發現自身。二十世紀

的人類思想經歷了一次典範轉移，開始從意識形態的爭論中直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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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本身。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提出人的意識有意向性

（intentionality），在能意識之心與所意識之物兩者間有不可分解的統一

性，若將世界區分為心／物、主／客兩個範疇則為錯誤的預設；現象學

家的任務即在於穿越科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或神學家所提供的心

理根源及因果解釋，直接描述人類最原始且先於理論（pre-theoretical）

的經驗，即先於科學理論解釋的人類存在的處境與行動。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更將現象學朝「此在」（Dasein）的詮釋方向加以發展並應

用。傳統宗教和科學實証主義皆存在著一種形而上的慾望，兩者建構的

真理只是在形式上滿足了邏輯的思考衝動和形式條件上的自我圓滿；在

思辨形上學之下，真理只是空洞的概念物，它不對人彰顯任何實存的意

義，更不可能有任何安身立命的價值或倫理意義。而宗教真正要探問的

真理，不應該是某一具有固定本質的靜態觀念物，而是能使「此在」

－存在於世的人－成為人的豐富開顯力；人所朝向的真理不是實

體，而是可能性，須待人在世界中的實存行動開顯出來。

傳統的宗教研究在存有論反思的檢視之下顯得捉襟見肘，以存有論

的觀點視之，過去的宗教研究只是將宗教定義為諸多概念物之中的一個

概念物，與人類當下遭遇的現實處境無涉，故在今日已無法回應存在的

現實問題，也無法回應科學理性主義的挑戰。而今，宗教研究的視域正

逐漸轉化，對東方宗教來說，宗教的存有論探討亦已經是一個不可迴避

的趨勢。佛教瑜伽士張澄基教授說，東方宗教的歷代諸賢，對於存有論

所涉及的倫理學與自由意志的問題幾乎毫無置喙，只是以常識的看法視

存有之自由與意志為一理所當然的自明事實，然而，時移世易，在價值

多元紛亂、整體意義破碎分裂的現代社會，這種理所當然的宣稱似已失

去回應當代世界的能力，有待後來者的重新再詮釋。宗教無分東方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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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有義務回應整體人類最切身的生存需求，並試著找出既適用於現代

精神，又可保留其獨特本質的發展方向；超越科學理性與宗教信仰之爭，

回歸最根本的存有論基礎，立足人類的現實處境，回應時代的危機並開顯

人文主義實踐中隱藏的超越性意涵。

本期專題收錄的兩篇論文都涉及人類實存處境的宗教向度。輔仁大學

進修部、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哲民講師的論文〈保羅‧田立克神學人

類學的存有論基礎、應用與評價〉論述基督新教著名神學家保羅‧田立克

的人學觀點與神學界的反饋。田立克因為宣教的挫折而使他在神學的反思

上轉向人學觀點，其人學觀點雖是無系統地散見在其文章各處，但他以具

體的靈之臨在的存有論人觀，已然建構了一套以人性中自然的宗教傾向為

本的神學人類學。然而，這種把神學人類學化的努力，卻遭受不少質疑與

批判；這些嚴正之詞，雖然凸顯了基督教啟示信仰的正統與獨特性，但卻

忽略了田立克從宣教神學轉向辯護神學的背景因素與實存困境。當我們了

解田立克的歷史背景後，便會發現這些批判往往過於苛責而略顯不公。作

為一位牧者，田立克試圖與那些能與教會堪稱相互匹敵的世俗對手，尋獲

一個能夠相互關連、對話的共同基礎，以合於時代的語言，而非重複聖經

章節與教義，來宣揚福音。這正是田立克神學人類學的努力與動機。而他

刻意選擇終極關懷的術語，以及強調聖靈臨在的動態教會觀，不僅為現代

世界中緊張的宗教與文化關係，提供了對話的平台與和平的契機，更是他

與正統主義者常造成宗教間緊張對立、唯我獨尊的最大不同。作者批評精

神分析以經濟學為基礎的人學，從而指出另一個向度：田立克闡明具體的

靈之臨在的存有論基礎，以此不僅提醒了深層心理學的內在矛盾，更讓現

代人承認理性的有限，與身、心、靈整合的需要。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謝健博士生的文章〈香港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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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自我認同之「變」與「恆」—以香港鴨脷洲海面傳道會信徒為

例〉則具體探討了香港漁民基督徒的生存處境。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接納

了大量移民，他們當中的部分人經歷了移民—漁民—漁民基督徒這樣的

外在身分變化。與此同時，這些漁民基督徒經歷了焦慮，反思，身分尋

覓，文化選擇和群體認同種種環節，最終從民間宗教信仰者這一自我認

同轉向了基督徒身分的自我認同中。「自我同一性」與「敘事自我的身

分建構」的議題正是當代哲學思潮中的顯學，因為經歷結構主義到後現

代思潮的批判，笛卡兒式的主體已然成為廢墟，而重新建構主體意義、

找回自我的價值就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任務。作者則將自我認同理論

實際用於詮釋香港漁民在生存處境中找尋自我認同的身分建構過程。本

文以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自我認同理論詮釋香港漁

民基督徒在自我認同構建中所體現出來的「變」與「恆」。在現代性背

景下，漂泊個體的自我認同受內在的反思所推動，處於變化的構建過程

中，但連續性的「本體安全」貫穿其中，這是自我認同在生命流落天涯

的無常變化中「不變」的部分。我們可在本文中看到宗教的需求與詮釋

總和切身的遭遇和情境處於辨証的關係。

本期專欄的兩篇文章是對上一期主題的迴響。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鄭

志明教授的論文〈佛教與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的神聖對話〉以佛教和基督

宗教的社會福利為例，探討宗教在入世的利他行動中是否逐漸失落了一

己的神聖本懷，認同世俗價值而模糊了宗教不共的出世面向。基督宗教

與佛教是台灣社會福利的重要推手，滿足民眾社會變遷的服務需求，其

貢獻是有目共睹，但是二者所面對的生存挑戰也是相當艱鉅，處在價值

迷亂的文化斷層地帶，在物質化與商業化的社會風氣導引下，各種救濟

的關懷活動，夾雜著失序的人性糾紛與社會亂象，惡化了神聖與世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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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調適的轉化能量，在現實的操作下經常帶有墮落的可能與瓦解的危機。

宗教的社會關懷有其正面的價值與意義，但是當宗教日益關心現世的生活

事務，也可能造成宗教的世俗化，而背離了其原有神聖的信仰內涵。這種

神聖與世俗衝突的文化現象，是宗教在積極推動社會關懷時，應進行自我

深度的反省以調節出精緻性的對應方法。宗教隨著社會世俗化的發展，或

許可以獲得不少宣教的便利與優勢，同時也面對著各種分化與挑戰，瓦解

或誤導了宗教的神聖性格。本文以基督宗教、佛教等作為對話的基點，探

討二者在現代化的文化情境下，共同面對現實環境世俗化的挑戰時，如何

回到其神聖的義理系統中，以適應時代的變遷進行價值的調適與方法的更

新。

宗教人向世界敞開、積極投入世法，在面對世俗化挑戰時，除了需要

清楚一己宗教整體的思想架構，深化自我內在的實證功夫也屬必要。各宗

教傳統都有自己獨特的修行法門傳承。佛教以為，整個佛教的完整發揚，

是建立在教法與證法的基礎上；基督宗教亦非常重視自我省察的功夫，神

操、宗教退省、避靜乃至念經默想，都是基督徒鍛鍊靈性的修持法門。本

刊在上一期收錄了一篇介紹南傳佛教馬哈希四念處禪法的論文，本期再介

紹西藏佛教的修行法門。一般觀念以為，西藏佛教重視密宗，有許多神祕

的儀軌和祕密傳承；其實，從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燈論》到噶舉派岡波

巴大師的《解脫莊嚴寶論》、格魯派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可

見，西藏佛教的修學次第非常嚴謹，對於基礎的禪觀修學亦非常重視。西

藏比丘奉行說一切有部的二百五十三戒，包括與戒有關的一切活動，從受

戒的時間、所持之戒到持戒所用的威儀；同時，也以世親所著《俱舍論》

中開示的禪定法，以及三十七道品修行。因此，西藏佛教的基礎修行，完

全與上座部的修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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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許明銀助理教授的文章〈西藏佛教的修行方

法〉指出，由於金剛乘的西藏佛教強調修行四成就，也就是四業（las 

bzhi）：息（zhi ba）、增（rgyas pa）、懷（dbang）、誅（drag po），

再加上相對應的儀軌（cho ga），複雜的宗教儀式（liturgy），其修行

法門琳瑯滿目，直叫人眼花撩亂，不知如何下手。所以修行次第與前行

的預備階段非常重要。西藏佛教由顯（小乘、大乘）入密，沒有顯教的

基礎很難了解密法；而密法還需要灌頂的入門儀式，方能如法修持。在

西藏佛教的修行道上，法的傳承、具德上師、聞思修證缺一不可。作者

介紹西藏佛教的修行背景，再介紹四個具體可行的修行法門，每個法門

都運用到止觀雙運，若能堅持以此修持，定能獲得成就。冀能藉此大略

的介紹，能使讀者對西藏佛教建立正確的認知，進而生起親自修習的興

趣。

最後是中國美術學院社會科學部哲學講師朱文信的書評〈哈達瑜

伽：肉身成聖的生命藝術──試評《哈達瑜伽之光》〉。在近古之前，

瑜伽（Yoga）在印度是以哲學思潮的姿態存在，甚至在偉大的瑜伽士鉢

顛闍梨（Pata`jali）首次將瑜伽思想系統化之後，瑜伽還成了印度的正統

六派哲學之一。印度歷史中，優秀的瑜伽高人輩出，而真正第一流的瑜

伽士，在古典時期的鉢顛闍梨之後，十九世紀末將瑜伽傳至歐美的維韋

卡南達尊者（Swami Vivekananda）之前，最實至名歸者無疑是紀元1500

年前後的一位神祕人物：斯瓦特瑪拉摩（Svatamarama）。斯瓦特瑪拉

摩在瑜伽史上的貢獻主要有三：一是哈達瑜伽的集大成者，他將瑜伽從

哲學玄思的層面擴展至身心靈全面整合的生命藝術，從而普惠世人；二

是澄清並強調身體在生命自由與解脫上的無比重要性，從而鋪就了一條

通往勝王瑜伽（Raja Yoga）之實實在在的道路；再次，正是因為他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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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深度探索，其所發現的肉身祕密與阿育吠陀一結合，也就為後世的

瑜伽治療學開創了新河，直至演化為今日家喻戶曉、風靡全球的瑜伽保

健式的練習。今日廣為我們所知的身體技術層面的瑜伽，除了後古典時

期的印度密教傳統與晚期佛教對於瑜伽實踐的深刻影響，也與斯瓦特瑪

拉摩的著作《哈達瑜伽之光》（Hatha Yoga Pradipika）有關。就瑜伽研

究而言，該書的地位直追《瑜伽經》、《薄伽梵歌》等瑜伽聖典。中文

舊譯本作「赫特瑜伽燈論」，新譯本《哈達瑜伽之光》甫於2012年一月

出版。朱文信老師以其深厚的學術涵養，為讀者導介該書。藉由這篇文

章，希望能讓讀者更理解瑜伽在印度思想史暨宗教史上的傳承與意義。

以人類的實存經驗出發，是宗教研究的必然趨勢，卻也是宗教的一

大挑戰。超然的形上真理已然不契機於當代，然而承認存有論方法的優

先性，以實存經驗分析宗教情感的做法，是否會架空了宗教的超越性或

神聖性，將宗教情感等同於人類其他情感活動？又人的實存經驗會否因

此無限擴大，取代過去宗教形上權威的絕對預設？宗教存在之不共的意

義為何？這些問題，仍有待宗教學研究者繼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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