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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報告  III

編輯部報告

在當代，宗教「圈內人」（insider）與「圈外人」（outsider）之間

似乎有著無法踰越的鴻溝。「圈內人」認為宗教經驗超越邏輯與歷史，

除非身在其中，才能親嚐法味；而「圈外人」則視信仰語言為宗教人士

的囈語，與世界的當下現實無涉。揆諸現實，「圈外人」的意識形態已

然是我們社會的主流「常識」，該「常識」甚至規定了宗教的自我認

識：當代宗教人士即便採取對立於世俗的姿態，其自我仍彷彿認同世俗

而成形，不斷在慾望著世俗他者的慾望，話語著世俗他者的話語。宗教

的自我主體已然異化為對鏡像（specular image）的認同。

當代意識形態的形成其來有自，前現代的文化原本表現為宗教與形

上學的渾全理體（substantive reason），18世紀時分裂為科學、道德與

藝術三個自主領域，復再分化與體制化，演變為現代種種知識分科（哈

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指出，當代的學科分類造成專業知識和生活世界

的疏離，整體的意義世界變得貧瘠單薄，遂引發現代性的危機）。宗教

讓出地盤，被劃為眾多學門中的一個，成為可被分析的對象。到了20世

紀，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啟發了結構主義，知識的

分科又受到挑戰。結構主義亟欲打破壁壘分明的學科分類，因為人為的

分科架構遮蔽了更深層的結構視野。結構主義的「結構還原論」企圖在

一切事物中發現制約這些事物的基本結構，逕取消了各個事物甚至主體

的獨立性；所有的事物（包含主體）都只是意義系統裡無法獨立自存的

元素（「去主體化」的方法論其實是18世紀以降的客觀主義更激烈的形

式）。宗教終於連最後的寸土都無法保留，其學科的獨立性被還原為結

構網絡中的符號；而「宗教經驗」也在主體的存有論地位受到質疑時一

併被懸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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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代或後現代的「去主體化」方法，未必不相應於宗教傳統中

的批判精神（「去主體化」方法背後的主體觀實際上暗合佛教「緣起性

空」的立場）。現代性的主體觀認為，主體的存在除了關涉客體，也關涉

其他主體，主體性（subjectivity）也就是互為脈絡性（intercontextuality）

和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雖然結構主義堅決反對探索根由(origin)

的現象學，反對理論上無所不知的觀察者、絕對化的哲學主體概念，但他

們的「結構還原論」與胡塞爾的「本質還原」形式上十分相似；結構主義

欲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制約這些事物的基本結構，與現象學欲在一切現象

中發現隱在的本質亦神似(胡塞爾的本質就是「本質關係」，是本質內諸

成分及諸本質之間的關係結構)。胡塞爾已經看到結構論者所拋出的諸議

題，但並不落入結構論那樣的極端。結構論者固然將主體意識表象的意義

溯源至整體結構的決定，但從認知的角度我們不得不承認，結構整體必須

關聯於時間性的意識才有意義，結構的同一性是在主體意識的構成與進行

中被意向與揭露的。換言之，「真理」是一項我們必須奮力去完成的「任

務」，而不是既定的事實。然而，主體自我就其無法超克而言，仍然是抽

象而空洞的，理解主體不只是一個靜態的內省或是反思所能達到的，而必

須轉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唯有不斷詮釋主體顯露在外的各種表象、記號、

痕跡乃至「文本」，才能趨近主體自身；換言之，主體哲學是一種動態的

存有學，因此也必然是一種敘事學。

「敘事學」（narratology）此一方法學門經過俄國形式主義、索緒爾

語言學、法國結構主義思潮至於呂格爾（Paul Ricoeur）集其大成。呂格

爾的敘事理論在西方後結構的主體廢墟上重新肯定主體自我的意義價值；

對呂格爾來說，結構主義溯源學只是抽象的環節，只有在主體敘事行動

中，才可以理解：故事之所以是故事，並不單由其形式決定，而是由敘事

形式與敘事詮釋語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決定；而此一複雜關係，與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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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行動相關。再者，主體的溯源學無法自足理解作為主體的自我，必

須藉由另一種目的論來加以平衡；主體的起源與目的有著詮釋上的互補

作用：若意識只是連結於對象物的顯現，則無所謂意義，唯有在精神的

目的中獲致其整體性，以目的論與溯源論為兩端，進行辯證，才能動態

的趨向未來，層層轉上；換言之，唯有不斷升進至更高環節並能回顧前

面環節之意義的精神才有自我意識，也才是有意義的意識。若以呂格爾

後期思想中的「敘事同一性」來說，「回憶」（溯源）的擴充需要一完

形的文本襯底才成為可能，質言之，自我一生的故事不只是羅列堆砌一

系列事件，而是經過情節的編織安排，變為一整體的形構；不是單純的

接續，而是有形夠的接續。呂格爾更進一步，從目的論推進到宗教的超

越領域裡（在《時間與敘事》提到敘事的情節編織讓時間再現，敘事宛

如現象學和宇宙論之間的橋樑），如此主體的意義才更為整全。

過去，對於宗教，我們似乎比較聚焦於神聖、超越的層面上，較忽

略進行閱讀交流行動的主體為何。而宗教敘事的主體閱讀過程既指向主

體的慾望與真實的建構，也承認有一種欲力不斷朝向無限他者。若然，

「宗教」一詞已超越宗教懷舊人士抱殘守缺、蒼白貧弱的所指，而成為

一種開放的敘事文本，朝向多元的詮釋可能敞開。本期主題《宗教敘

事》，收錄研究途徑各不相同的敘事論文，讀者當可在不同跨學科議題

的研究中領略敘事學為宗教研究帶來的現代性視域，開顯文本中生猛活

潑的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有別於過去那種割裂現象與本質、客體和主

體、「圈內」與「圈外」的僵化思維方式。

本期特稿，編輯部向讀者推薦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賴慧玲助理教

授的論文〈明傳奇「非典型宗教劇」之敘事模式及故事結局分析〉。作

者認為，明傳奇中各類宗教角色及神怪情節充斥，其濃厚的三教合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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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在「宗教文學」的研究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環。作者不以「追求

形上真實」的宗教劇為研究重點，而針對明傳奇中屬於「非典型的宗教

劇」，歸納其中各種角色與宗教有關之動作及情緒發展方向，以瞭解此類

傳奇中「內在宗教意識」之推展形式與規律。本論文參考俄國敘事學家普

洛普（V. Propp）歸納民間故事型態之理論，和格睿瑪（A. J. Greimas）在

《結構語義學》中所提出「角色模式」和「行動元」之觀念，以《六十種

曲》為核心，並擴及《全明傳奇》二百四十七本劇本，將明傳奇中之「非

典型宗教劇」分為「情愛風波型」、「家庭悲歡離合型」、「歷史、俠義

型」和「其它混合型」四種本事類別，歸納分析其中各式「宗教角色」和

「宗教性情節」，並分析其中的敘事模式和故事結局。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的目的並非解剖作品的形式或外表結構，而是找出

其內在結構，並探索這一結構所隱含的涵義；換言之，結構主義認為，文

藝作品是人的創造物，因此在文藝作品中就必然傾注了作者理性的能力，

該理性的能力不是表現在作品的具體內容和形式上，而是表現在作品的結

構中。這種結構襯托作品的具體內容和形式，使其按一定的格式組織在一

起，構成一部完整而有意義的作品。和結構相比，文藝的具體內容是次要

的，因為這些內容是瑣碎的經驗，服從於結構的安排。在本期特稿中，作

者大量爬疏文獻，歸納明傳奇劇本中「非典型的宗教劇」劇中人物之「宗

教行動元」，找出情節發展的幾種模式、規律，以及內在的可變因素與恆

定因素，此觀察結果，適足肯定戲曲除了「表層形式結構」以外，還隱含

一「內在意識結構」，此內在意識反映出明代中國人某種「集體文化心

理」，且特別是一種「宗教文化意識」；劇作家在設計故事情節時，無法

自外於此種集體文化意識，故相對程度地決定了明傳奇敘事結構推展之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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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釋道興助理教授的專題

論文〈天台宗當地化之探討──以呂格爾敘事哲學看智者大師《次第

禪門》融攝之妙〉則是結合哲學分析和敘事分析，使得哲學論述在智

者大師敘事語境中呈現具體的意義。作為讀者或詮釋者，我們面對的

只有遺留下來的文本而已，也只能重構（re f igure）文本所「形構」

（configure）的世界，而其所以能被形構，是因為現實世界中的行動本

身就像文本一樣具有可被解讀的結構。是故，本文不只是文獻和思想二

者的結合而已，而是援引當代法國哲學家呂格爾敘事哲學詮釋之論點，

探討天台智者大師的文本《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一書指陳之詮釋方

式。在智者大師的作品中，哲學之敘事、指涉與詮釋佔有不可撼動的份

量，然而卻鮮見以類似之角度反思的文章；智者大師所採取之敘事目

的，處處都突顯他對禪修的認識與介紹方式中融攝著大量的中國文化傳

統，智者大師可能以其獨特的詮釋建構中國佛教當地化的修行觀──智

者大師可能融攝了原始佛教的《清淨道論》等禪觀實修法本，並運用其

自身豐富的文化傳統與時間觀，重新形構其禪修藍圖，形塑出漢傳佛教

後來的形貌。作者藉呂格爾的敘事理論中之保持距離與融攝概念，思索

智者大師將原始佛教禪修文本當地化的可能，從智者大師敘事行動的融

攝之妙呈現印度佛教在中國當地化（localization）的轉化與會通樣貌，也

顯示出智者大師從文本到行動背後之用心。

兩篇專欄文章，首先是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蔡怡佳副教授的〈從盧雲

的《浪子歸家》談靈性生命的通過儀式〉。盧雲是當代著名靈修及牧靈

神學作家，從1966年起開始教學與寫作的生涯，陸續在美國聖母大學心

理學系與耶魯大學神學院任教。1981年至祕魯貧民窟與貧民共同生活，

與著名解放神學家Gustavo Gutierrez建立深厚的友誼。1982年底，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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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哈佛大學神學院邀請，講授基督教靈修神學，此時的著作大多是他對社

會公義與憐憫的反省與體會。1985年盧雲告別美國，在法國Trosly的方舟

團體（L'Arche Community，是一個以智障人士為中心所組成的團體，在

全世界超過九十處）生活，等候和尋求未來方向。盧雲最後接受了加拿

大多倫多方舟團體「黎明之家」（Daybreak）的邀請，擔任牧靈神父。此

後，方舟創辦人范尼雲（Jean Vanier）成為他的莫逆之交與生命導師。在

「黎明之家」的十一年，盧雲寫下許多與智障人士共同生活的靈修體驗。

1996年9月，盧雲因為心臟病發辭世，享年64歲。盧雲有許多作品已翻譯

成中文，在本地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中都有很大的迴響。本文作者以儀式研

究中重要的通過儀式理論為理論的參考架構，討論盧雲著作《浪子歸家》

的書寫，如何提供了一個關於靈性生命之通過儀式的理解：在《浪子歸

家》一書中，盧雲從浪子、長子與父親三個角色言說三段靈性的旅途；而

本文作者以通過儀式的分離─過渡－再整合的過程來分析盧雲的書寫。通

過儀式的過渡（中介）階段是轉化的關鍵時刻，原先在結構中的秩序或定

位被破壞，主體在這個過程經歷失去原先認同根據的混沌狀態，重新探索

新的認同的可能性。三則靈性旅途彷彿言說著同一個歸家的歷程：歸家意

味重返神之母腹，透過這個聯繫受召分享神之自由與慈悲。《浪子歸家》

的靈性歷程成為讀者的生命穿越此岸與彼岸的「中介」，讀者將此三則靈

性旅途「融攝」入自我的建構與解構中，使得行動的自我能與僵固的自我

符碼認同拉開距離，因而使在世存有的自我轉譯活動向深層轉化的可能性

開放。

另一篇專欄文章是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鄭印君助理教授的〈宗教與動畫

之互文敘事形塑──以宮崎駿動畫為例〉。當代的動畫相當多元繁雜，

其所形成的諸多文化現象與社會、經濟方面等影響也與日俱增（例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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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動漫展等），不可小覷。動畫經常援引宗教性主題來深化其本身所

欲展演的主題或世界觀，就某種層面來說，動畫的敘事可謂發揮著現代

性宗教功能。但是台灣目前在「宗教與動畫」的相關研究方面未有較為

清晰的論述進路與討論：一方面與學術界認為動畫、漫畫等為「小孩子

的讀物」、「御宅族」的讀物這樣的思想相關；另一方面，即便是討論

動畫與宗教的相關文章，常常很難跳脫宗教議題、宗教象徵的討論，較

為缺乏一種對於動畫中世界觀、宗教性主題的整體性進路。這其中除了

某種意識型態的認定問題外，其實也顯示了這種跨領域進路著實有某種

程度的難度。本文作者深耕動畫敘事研究多年，對傳統宗教再現於現代

諸多樣貌的文本有許多反省與思索。本文選定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動

畫敘事作品，探討宗教與動畫的互文敘事形塑。選擇宮崎駿，是因為其

動畫作品在海外獲獎無數，因而形成一股宮崎駿動畫研究風潮，帶動了

對其動畫意涵的分析與探討；其次，宮崎駿對於人文、環保、存在等主

題的深厚思考，以及他對日本傳統的注重，皆相當程度地結合、反映在

其動畫作品中。這不僅見諸於大多數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宗教議題，在觀

看者部分也能輕易地感受到其作品中的某種宗教性意涵。可以說，依據

宮崎駿的作品中所展演的主題、舞台背景和角色等觀之，其無疑地開展

著某種層次的宗教世界觀。甚至有研究者提出，宮崎駿的作品能讓觀看

者透過主角們的生活之道，真實感受到自身內在的「生命力」，已具有

某種世俗宗教的姿態，提供解放感或心理的療癒。本文除介紹日本宗教

與動畫研究現況之外，再透過分析宮崎駿動畫之「視覺敘事」（visual 

narrative）的展演及其宗教性意涵，探討當代動畫在其敘事形塑中與宗

教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嘗試描繪出一種可能的論述進

路，冀能為有興趣於該議題的研究者和讀者拋磚引玉，在未來開展出更

多流行文化與宗教研究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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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期收錄的兩篇研究論文亦可置於歷史與敘事的脈絡下閱讀。

第一篇研究論文是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蔡維民副教授的〈戰

後（1945-2011）淡水地區基督宗教團體變遷的軌跡〉。本論文的寫作緣

起，是淡水區公所委託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與淡江大學歷史

系共同研究《續修淡水鎮志》的計畫，真理大學宗教系負責其中〈宗教禮

俗志〉、〈教育志〉與〈社會志〉之撰寫。作者趁此機會連同系上學者，

將淡水地區之所有宗教團體進行一個普查，在更新資料的同時，也發覺到

許多有趣而具有研究價值的面向。以往單一地區的宗教研究很難成為一個

重要的議題；過去有一些學者曾寫過淡水基督教相關論文，但是大多集中

在「馬偕牧師」身上，對於「戰後淡水基督教」之描述幾乎是鳳毛麟角。

但是淡水的宗教發展具有地理與歷史的特殊地位，特別是對於台灣北部的

基督教發展有無可取代的歷史價值。戰後，淡水基督教主要是「長老教

會」與「天主教」兩個教派。2000年以降，因著「淡海新市鎮」的形成，

加上基督教都會區宣教活動的興起，淡水又快速增加許多教會。在淡水，

教會的設立與發展，往往和人口之增加及聚落分佈息息相關，在人口移入

較多的地區，教會數也會較多；而人口遽增的時期，教會設立的速度也會

較為密集。而新教會的經營與運作模式，也反映了所處社區的特質與需

求。本文就戰後至民國一百年（1945-2011）共五十五年間的淡水基督教

發展軌跡做一個梳理，主要的論述皆集中於淡水市鎮之開發對於基督教會

發展之影響，藉由史料之閱讀以及田野調查之成果，對於戰後淡水基督教

發展之輪廓進行一個初步的描繪，盼望能給予有意研究淡水宗教發展之同

好一些幫助。

第二篇研究論文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陳明麗博士生的

〈從使徒信心會理解美國五旬宗崇拜之源起及轉變〉。本文探討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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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初開始興盛的五旬節運動，該運動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深刻改變了整

個基督宗教的面貌：「五旬節教會」的崇拜在第二波的靈恩運動（或稱

神恩復興運動）中，為天主教以及東正教的一些教會所吸收，成為傳統

教會更新的一部分。然而，學界至今對此運動特殊崇拜方式的研究並不

足夠。作者選擇以美國洛杉磯的使徒信心會作為分析對象，因為使徒信

心會在整個運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認為是此運動的象徵性

開端。作者試圖通過復興時期（1906-1913年）以及復興之後（1913年之

後）兩個階段來解讀使徒信心會的崇拜，冀望通過對使徒信心會崇拜方

式的研究，能對五旬節運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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