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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在進入所謂的「論文」之前，先說一則故事：
西藏所有教派傳承的持有者蔣揚欽哲汪波（Jamyang Khyentse Wangpo，18201892）曾經交代兩位優秀的弟子到印度去尋找偉大的瑜伽士那洛巴。問題是：
那洛巴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圓寂了。其中一位弟子心裡頭犯嘀咕：「搞不懂是啥
意思？」並不打算照著上師的吩咐去做。另外一名弟子心想：「上師既然這麼
說，必定有他的道理，我一定要到印度去找那洛巴！」於是就開始收拾行李，
準備上路。西藏人在出遠門之前，通常會攜帶很多食物和家當。隔天早上，當
他用力舉起行李往背上放的時候，不小心跌倒了，一堆行李砸到他的頭上，眼
前突然一陣漆黑……。等他甦醒的時候，只見光芒四射，燦爛奪目，大成就者
那洛巴現身向他傳授教法。於是，他在邁向覺悟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至於
另外一位被時間觀念所迷惑的弟子，卻什麼也沒學到。
上來所引宗薩欽哲仁波切（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1961-）講述的故事 1，
在西藏佛教界流傳已久，而且還有很多類似的傳說，通常都是用來喻示金剛乘行者對
上師應該抱持全然的信心。不過，引用這段故事，並不是為了想要解釋某種帶有訓誨
意味的寓言，或是從修辭學的角度看待佛教史上數之不盡的各種傳聞軼事。真正值得
思考的問題，多半隱藏在吾人習以為常的價值判斷裡。
聽到這則故事，有人基於宗教上的理由而深信不疑。也有人秉持懷疑的態度：這
不過是一則寓言罷了？那洛巴的出現是熱切信仰所投射的心靈幻象吧？至於崇尚理性
、強調客觀、探索真相、講求證據的學者，可能會如此表述：這個故事只能視為某種
神話傳說；與歷史事實無關；純屬主觀之心理經驗；已超出常識範疇云云。問題是：
這些見解之所以會出現，恐怕不宜只從常識的角度來理解；或者反過來講，常識性的
見解可能掩蓋了更多的哲學前提，有待吾人詳覈深究。

1

這則故事曾經在〈時間是個大騙子〉這篇訪談紀錄中被提及，參見《時間是個大騙子：
噶舉人法集（二）》（臺北：寶鬘印經會，1994）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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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背景
何謂神話？何謂歷史？
何謂心理經驗？何謂客觀事實？
何謂無稽的想像？何謂理性的知識？
歐美地區的哲學、歷史學、心理學、人類學或社會科學著作，尚能以比較謹慎的
態度來面對此等攸關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與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議題。可是在華語地區，許多被
奉為圭臬的佛學著作，由於諸多文化因素的羈絆，似未能顯露出充分的方法論自覺，
因而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知識景觀：對於佛教文獻的解讀與詮釋，彷彿置身於高塔之中
，議論固然深奧，卻與廣大信徒心目中的佛教懸隔甚遠。古代的歷史傳記，以及豐富
的宗教經驗，在許多學術著作中被「理所當然」地剔除了；即或不然，也僅被視為如
同博物館中的文物一般；或是將佛教名相置入某種理論脈絡下，擷取與特定研究方法
相應的字眼或段落，俾便學術手工業之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很清楚知識份子與庶民的角色距離，以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
社會職能分工現象。然而，以理性主義、原典語言、歷史真相、客觀事實為前提開展
之學術探究，是近代才出現的；或者說，至少是到了近現代才獲致無遠弗屆的力量。
我們很少反省線性史觀、客觀地理、考古科學尚未誕生時，過去的學者或信徒是如何
理解佛教的？古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佛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甚至可以進一步去追問
：當「知識份子」這個概念尚未出現時，傳統佛教知識的創造、傳遞與流衍，是以何
種方式來進行？
自一九八○年代以降，「宗教研究」在台灣地區的發展看似朝氣蓬勃。在許多與
佛教研究有關的文獻裡，處處可見語言學、文獻學、美術考古學、歷史學、心理學、
哲學、社會學等學科典範的論述痕跡；卻少見從宗教學的立場來探究佛教的學術作品
。此外，還有從天體學、量子力學、腦神經生理學等不同角度來「印證」佛教思想之
卓越與偉大的論著，展現出研究的熱情與活力。許多人也為佛教能夠以如此「現代」
或「科學」的姿態融入學術社群而感到寬慰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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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我們對佛教知識性質的瞭解，可曾因此而更加深入？
回顧佛教出現於世間的根本理由，乃是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對於世間
萬象的解釋，以及無量遠離煩惱之方便，可謂曲盡善巧之能事。以此為背景，身為一
名佛學研究者，其實可以從無量法門（各種學科典範、進路與方法）契入，展現佛教
思想之多樣性，從而為現代人提供多元化的理解管道。
二十世紀中葉以還，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許多宗教家、獲得格西學位的堪布、累
積深厚修證經驗的瑜伽士等不同類型的人物，藉由與歐美學者的深入對話，參與科學
研究團隊的實驗等溝通渠道，已經在不同的學術領域裡開展出生命科學、精神瑜伽、
意識狀態、心靈結構、身體能場、臨終療護、普世倫理等方面的研究課題。此等探索
進路，不論成熟與否，亦不論是否帶有東方主義式的浪漫色彩，大抵皆能表現出貼近
佛教宗旨的意圖，並富有前瞻性。
而在日本方面，由西田幾多郎等人開啟的京都學派，是亞洲地區少數能夠將佛教
思想帶進世界哲學舞台的例子。該學派之研究進路是否允當，當然還有商榷餘地；所
謂的「世界哲學」，亦有可能只是迫於歐美知識霸權建構的幻象；但就開發佛教思想
資源以創造哲學課題之立場而言，成就是令人側目的。
返觀臺灣地區，特別在學院體制內，囿於殖民時期歐洲與日本開啟的學術視野，
以及標榜歷史主義、文獻主義、還原主義、科學主義的研究方式，導致在佛學領域裡
出現林鎮國所謂的「誤期的現代性」的弔詭現象。譬如梵、巴等佛典語言和歷史文獻
學之訓練，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逐漸成為台灣佛學研究機構的主流典範；如果對此
現象缺乏恰當的反省，很有可能形成方法學的誤置，使原本具有積極功能的歷史語言
文獻學研究隔絕於當前的具體文化脈絡。2
此外，尚有許多學術課題，諸如：宗教體驗的呈現與傳遞、佛教的真理觀、佛教
的歷史觀、佛教的工夫論等等，值得佛學研究者賦予更多的關注與瞭解，或在已有的
論述基礎上，拓展新的學術版圖。

2

參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台北：立緒
文化，1999）之中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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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述的問題脈絡為背景，本文旨在點出三項攸關佛教文本性質的方法論問題：
（一）從宗教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的立場來看，是否必須通過歷史考證或梵、巴
語的詞義溯源，方能對漢文佛典獲致「最正確」或「最恰當」之理解？
（二）如果某種研究進路之哲學預設恰與佛教之歷史觀（時空觀）相衝突，如何
避免讓此種研究進路成為研究對象本身的祭供？
（三）除了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研究進路外，是否可以
另闢蹊徑，以宗教經驗為核心，參考神話學的研究成果，運用文學的表達形式，呈現
新的探索進路？
為了回答第一項問題，吾人應當謹慎思考佛教對語言文字所抱持的態度，以及在
不同的文化脈絡裡，各種佛教徒或佛學研究者理解經典文本之方式。若要回答第二項
問題，則需正視佛教經典之性質與功用，嚴肅面對文本與方法之間的認識論斷裂現象
，揣摩何種研究進路方能勾勒經典之微言大義，或貼近文本之內蘊意涵，以避免產生
任意切割文獻材料或錯置論題之謬誤。倘欲處理第三項問題，勢必要重新檢視既有的
佛學研究成果，評估各種研究典範在知識累積或詮釋創意等方面的學術效益，斟酌各
種研究進路的優勢與盲點，進而以闡釋宗教經驗為正鵠，「涵泳」或「神入」經典之
意義世界。
當然，要充分回應這三項問題，絕非此篇短文所能承擔；即使初步地描繪其構思
亦不可能。因此，作為學術上的分鏡腳本（Story Board），本文將擬仿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在〈六十七個詞〉3 當中的表現形式，選擇幾個常見的學術用語，
採取印象批評的寫作策略，探測這些語詞在意義網絡上的廣度與深度。
這些詞彙並非佛教經典中的名相，甚至稱不上是學術用語；然而，由於運用極為
普遍，很有可能在無意識層次對研究者產生廣泛的影響。
除了本文列舉的術語之外，計畫中應當納入而未能及時處理的，遠多於以下所能
看到的，姑俟來日考之。4

3

該文的中譯版，收入《小說的藝術》（孟湄／譯，香港：牛津大學，1993）。

4

許多文獻尚在整理階段，除非必要，暫不繁引注釋，以避免影響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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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幾個常見學術用語的解讀
神話

在佛學領域裡，「神話」（myth）一詞還沒有發揮其應有之作用。
這裡指的，並不是將神話視為某種無稽想像以突顯佛教之理性特色的那種想法；
或是藉由神話與歷史的區分來證明佛教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那種企圖。恰恰相反，在
佛學論著中對「myth」一詞的詮釋，可能顯示出現代學者對佛教思想性格的理解，遠
比生活在古代佛教傳統裡的人還要來得狹隘許多。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認為：「關於 myth，並不存在所有學者及
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定義。」 5 這段話不止點出 myth 本身的神話性，同時也顯示出她
的秘思性格。在中文語彙裡，這兩種意義特徵正好成為她的譯詞「神話」與「秘思」
：前者見諸文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結構主義等領域的相關著作；後者始於
王秀谷對剔秘學派的介紹，著重於「奧秘的思維型態」的廣義用法。 6 另外一個漢語
譯詞「迷思」則帶有虛構、幼稚的色彩，可以視為理性主義或啟蒙意識下的產物。
雖然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的著作早已引進台灣，宗教學的版圖也
在持續擴大中，「myth」的用法在佛學領域裡仍是一團迷霧。究竟是我們對「神話」
的定義出現了問題？還是有其他的思想史因素妨礙著我們對「神話」的理解？
佛教經典裡本來就存在著大量與神話有關的素材，從聲聞乘、菩薩乘到金剛乘的
教法都有，而且遍及巴利、梵、漢、藏等不同語系的佛教經典。可是，許多學者為了
強調佛教是一種智性的宗教，刻意排除這些題材；或是將帶有神話性質的故事當成是
文學上的修辭手法；乃至於透過和某一時期印度文學與思想的比對，指出佛教經典中

5

Mircea Eliade, Myth and Realit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5.

6

參見王秀谷〈「歷史的耶穌」和「初傳的基督」（上）〉，《鐸聲》5，1967。楊素娥在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2001）的導讀中，對此有初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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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話與特定歷史文化的關連性。這些著重於「分別」、「區隔」和「關連」的佛學
論述，固然對形塑佛教思想的人間性格頗有助益，卻在無意中透露出學者們的期待：
（一）佛教是人本的宗教；（二）佛教是智性而不帶幻想的宗教。
佛教只是一種「人本」的宗教嗎？由於生態保護意識的崛起，以及對經典性質的
重新考察，這個偏見已經開始得到修正。不過，在學術領域裡，重視人間而忽略法界
的情形依然十分普遍。
其次，佛教只是一種「智性」的宗教嗎？宣稱與強調佛教思想的理智性格，似乎
很難解釋存在於不同佛教文化系統裡的信仰現象。譬如淨土宗、禪宗、密宗與經院之
外的佛教思想，恐怕不宜只用理智來概括。此外，無論是印度、西藏地區的班智達傳
記，或是漢地高僧大德的言行記錄，都毫無例外地指向一個明顯的事實：信仰與理智
的雙運、情感與邏輯的雙運、神聖與世俗的雙運、慈悲與智慧的雙運、輪迴與涅槃的
雙運，皆是修道者不可或缺的見地；更毋須說瑜伽士、瘋行者、禪師的修練傳統，早
已超越凡情常見，隨時可以透過各種「禁行」擊破一般人對世俗幻象的執著。
佛教經典中俯拾即是的神話故事，以及眾多傳記裡的秘思奇蹟，顯示作為人類共
同經驗的 myth，分享著類似的母題：顯聖（hierophany）。
顯聖經驗對宗教人（home religious）而言，並非單指對如來、菩薩、上帝或諸神
的信仰，而是意識到生命的起源、意義與力量等攸關存在價值的問題，因而與實在、
存有、真理等概念相聯繫。藉由對儀式、象徵與神話的思索，我們將進入書面文字所
指向的世界，而非只停留在文字本身。
以佛經中的常見的文殊、觀世音、金剛手等三位菩薩為例，除了考察這三位菩薩
在哪一個歷史階段進入到書面文獻裡（被編進大乘經典之中），或是研究雕像及壁畫
出現的最早年代，或是對應於特定地區的信仰現象；似乎可以進一步去詢問：文殊、
觀世音、金剛手等三位菩薩作為智慧、慈悲與事業的象徵，如何對應到生命的意義、
起源與力量等三個不同的價值面向？而且不應該忽略的是：由此種象徵意涵衍生出的
詮釋與想像，總是超越時空的。
同理可知，以這個角度來理解毗盧遮那、普賢、彌勒、虛空藏等佛菩薩在經典裡
所扮演的角色，《華嚴經》就不會只是一部用來闡釋義理思想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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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神話是不智的。然而，祛除神話的動機，很可能源自於另一則和「歷史」有
關的神話；這些歷史論述，多半誕生於高舉除魅（disenchantment）大旗的學術社群，
因而隱藏著更多思想上的陷阱。

歷史

何謂歷史？
據說在神話或傳說的時代結束之後，人類開始進入歷史的時代。不過，即使身處
歷史時代，我們依舊擁有各式各樣的歷史觀，以及無窮無盡的表達歷史的方式。然而
，當近代的「歷史學」誕生之後，「歷史」這個語詞的意義，弔詭地變成了近代史的
包袱。這個現象道出了歷史本身的歷史性：因為我們永遠活在歷史中，所以無法超越
歷史多說一句話。
然而，這樣的歷史信念，究竟誕生於何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嗎？
如一般人所知：現存的世界四大宗教裡 7，唯有佛陀及其聖弟子的遺骨，曾經被
挖掘出土，而且印度境內仍然有許多禁得起科學檢驗的文物遺跡，足以「證明」佛教
並非源自於無法證實的神話或傳說，也不是宗教狂熱者所創造的幻象。渡邊照宏曾經
舉過一個實例來說明此類見解在佛學領域裡所扮演的角色：
在佛教歷史研究方面獲得劃時代成果的，主要是從二十世紀的印度考古學研究
開始的，在此之前，十九世紀研究佛教的歐洲學者中，就有不少學者懷疑佛陀
的歷史實在性。……可是，否定佛陀的歷史實在性的推定，由於一個考古學上
的發現而完全予以推翻。那就是於一八九八年法國考古學家匹皮在佛陀的故鄉
（尼泊爾的加毘羅衛故地）附近發現了一個蠟石壺，在這個蠟石壺表面上有至
少可以追溯至紀元前三世紀的書體記載，證明它是收納佛陀遺骨的東西。8

7

通常指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當然也有其他不同的指稱方式，或是不同的
分類編派方式。

8

渡邊照宏《佛教》（陳世昌／譯，臺北：協志，1966）pp.8-9。

7

如果佛陀的「存在」尚須透過這種方式來證明，與之有關的僧團、經典、律儀及
聖地，有哪一個表象性的環節是不需要接受檢驗的呢？於是，類似的想法逐漸凝聚成
學界共識：有關佛教歷史的實證研究成果，可以作為還原佛教發展樣貌的重要依據，
甚至作為理解經典的基礎。
譬如：根據許多看似可靠的證據，《大乘起信論》不會是馬鳴菩薩所造的，因為
在馬鳴菩薩活躍的那個年代裡，尚未出現論書中所呈現的那種思想云云。不論「尚未
出現」是基於何種歷史假設而得到確認，《大乘起信論》的作（編／譯）者的身份，
顯然構成近代佛教思想史領域的一個難解的習題。9
又如：古正美針對古代中亞貴霜王朝政治傳統所進行的研究，引用了大量佛經、
漢地史傳文獻，以及中國雲岡、巴基斯坦達夏西拉與犍陀羅等地之美術考古資料，試
圖證明公元二至六世紀中亞、印度、東南亞地區的譯經、建塔、造寺、開鑿石窟等活
動，乃是受到貴霜王朝開創的佛教政治傳統之影響，從而改寫阿育王、迦膩色迦王的
在位年代，推翻了佛滅年代的數種舊說，並賦予「大乘」（Mahayana）一詞新的意涵
，以建構其看似足以解釋包括佛教第三次經典結集（the third Buddhist council）等重
要事件在內的宗教、政治與社會史圖像。此一鴻篇巨製，於亞洲古代佛教史領域當屬
匠心獨運之作。不過，仍有許多學者對其考證成果抱持著懷疑的態度。10
類似這樣的情形，其實並不罕見。以聞名於國際學界的吐蕃僧諍事件為例，緣起
於 1952 年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在其權威名著 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etisme entre les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la Chine an VⅢ

9

印順在《大乘起信論講記》的「懸論」中，對此問題有相當中肯的分析。

10

參見古正美《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台北：允晨，1993）。這部論著勘訂了
Hasan Dani、John M. Rosenfield、B. G. Gokhale、高田修、肥塚隆、宮本正尊、塚本善隆
、長廣敏雄、左藤智水等人的論點，並提出全新的解釋架構，而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
學者，對其論斷則多持保留態度。另見古正美〈定義大乘及研究佛性論上的一些反思〉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3，1998）。我們以為：即使這個詮釋架構能夠成立，也是建立
在許多歷史假設之上，這些歷史假設，很有可能因為對經典文獻或考古資料的不同解讀
方式而產生推理上的骨牌效應，致有論述架構癱塌之虞。

8

e siecle de l`eie chretienne 首度刊布敦煌寫本 P.4646《頓悟大乘正理決》的考訂成果，
證實八世紀末葉漢僧摩訶衍與印度隨瑜珈行自立量中觀派（Yogaacaara-SvaatantrikaMaadhyamika）論師蓮花戒（Kamalasila）之間的教義諍論事件。嗣後，義大利學者
G. Tucci、英國學者 D. S. Ruegg、日本學者上山大峻、御牧克己、芳村修基等人皆加
入了討論的行列。11 此間，特別是在有關漢僧摩訶衍究竟應該歸屬於哪一個禪宗派別
的問題上，柳田聖山、山口瑞鳳、長谷部好一、沖本克己、原田覺、饒宗頤、小畠宏
允等人皆抱持著不一樣的看法，形成撲朔迷離的論述景觀。
無論上述這些筆墨官司能否得到定讞，我們似乎應該去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這些著迷於還原或挖掘「歷史真相」的學術興趣，反映了什麼樣的治學心態？
呂格爾（Paul Ricoeur，1926~1984）曾經參考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觀點，生動地描繪出歷史學者的治學心態：

11

例如 Giuseppe Tuccim 於 The Debate of bSam yas according to Tibetan Sources（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2，Roma，1958）之中根據晚期藏文史料而反對「拉薩僧諍」的講法
，提出「桑耶僧諍」之說。在日本方面，上山大峻透過對敦煌漢文寫本 P.2287 與 S.2674
《大乘二十二問》（S.4297 與 S.2707 也有相關片段）的考察而主張辯論應該有兩次：第
一次摩訶衍獲勝，第二次蓮花戒獲勝（參見〈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學〉，載《東方學報》
第 35 卷，京都，1964）；嗣後 Paul Demieville 在〈敦煌學近作〉中認為所謂的吐蕃僧諍
只不過是延續了數年的筆墨官司（原載《法蘭西遠東學院通報》第 61 卷，1970。耿昇的
譯稿載《敦煌譯叢》第 1 期，蘭州：甘肅人民，1985）。未久，長谷部好一（1971）、
芳村修基（1974）、小畠宏允（1974-1976）、今枝由郎（1974-1975）、原田覺（1976）
、山口瑞鳳（1973-1978）、沖本克己（1975-1979）等人亦各自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導致
Paul Demieville 於〈從敦煌寫本看漢族佛教傳入吐蕃的歷史〉評述了此間日本學者的著作
（原載巴黎所出版的《敦煌學論文集》第一卷，1979；耿昇的翻譯稿載於《西洋漢學家
佛學論集》，收入藍吉富所編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台北：華宇，1984-1988）。晚
近的研究成果，可參看田中良昭等人所編《講座．敦煌 8：敦煌仏典と禅》（東京：大東
，1980）、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慧嚴〈中國禪宗在
西藏〉（《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黃敏浩、劉宇光〈桑耶論諍中的「大乘和
尚見」：「頓入」說的考察〉（《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6 期，2001）等相關資料。

9

雷蒙．阿隆點出三種不同的心態（intention）：法官的心態、科學家的心態，
以及哲學家的心態。此間與歷史學家的心態最為接近的，是法官，而非科學家
。……其次，或然論邏輯為人們的主動性與責任感留下了餘地（即使歷史學家
的倫理標準與法官不同，它的標準不是犯罪與否，而是結果如何）；就這樣，
歷史學家的心態可說是與哲學家無二無別。12
在此，我們看見的是「歷史」作為某種神話所帶來的力量，以及依附於此種神話
之「文獻考證」將經典解釋權獨攬在握所顯現的姿態。13
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曾經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十九世紀最嚴重的妄想（obsession），一如我們所知，乃是「歷史」：它透過
不同主題的發展、終止、危機與循環，以逝者的優勢威脅著整個世界。換言之
，十九世紀把本質神話的根源建立在熱力學第二原理上。14
歷史到底意味著什麼？在荷蘭文與法文之中，乃是以 geschiedenis 與 histoire 分別
代表「過去」和「對過去的研究」，而在德文之中，則是用 Geschichte 和 Historie 表
示「人們記憶中的歷史」與「使其可以作為智識操作對象之歷史」。這個情形，促使

12

參見 Paul Ricoeur The Contribution ofFrench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Ch.1
。另有中譯本《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王建華／譯，
香港：牛津大學，1993）可供參考。

13

關於此點，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學術界掀起實證主義風潮的蘭克史學
運動。余英時說：「以 Ranke 為代表的史學，是要追求歷史上客觀的事實。……即所謂
scientific history（科學的歷史）。……西方的考證學傳統，加上近代的科學思想，變成了
Ranke 的學派。這個學派，在西方有一個名稱，叫它『歷史主義』（Historicism）。……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剛好需要。第一，我們有乾嘉的底子，……第二，我們需要有客觀
的歷史，要避免歷史上的主觀因素。」（參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 1976，
pp.248-250）。故知，標榜實證精神的史學風潮正是佛學研究向「歷史考證」靠攏的主要
因素之一，至少它提供了環境面上的有利條件。

14

原文出自 M. Foucault 的演講稿 Des Espaces Autres（1967），刊於法國期刊 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e（1984）；英譯稿題為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刊於 Diaritics
16(1) spring, 1986。

10

我們思考：在神話、先例、傳記、史著等描述「過去」的知識類型中，史著的優位性
是由誰賦予的？
歷史考證作為一種研究手段，固然在佛學領域裡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可是很
少人願意承認：佛教經典所呈現的時空觀，基本上已經駁斥了歷史信念的有效性。甚
至從解脫論的意義上來說，狹隘的歷史信念正是我們無法從輪迴中解脫的重要原因及
證據。每思及此，不禁駭然。

文獻考證

文獻考證之所以有用，在歐洲主要源自於對歷史的著魔（obsession），在漢地則
與乾嘉學者的治經態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然而，無論在西方或東方，文獻考證的有
效性並非建立在方法本身的可靠性之上，而是隱藏於此種研究手段背後的文化共識，
以及促成這種心態萌芽的學術氛圍。
即使單就技術層面來看，文獻考證所面臨的困境也是昭然若揭的。
首先，教義從言說或思想轉換為文字時，必然會產生「言說者不在場」和「思維
及語言在認識論上的落差」等問題。這些問題，在文獻考證的層次上，永遠沒有辦法
解決。
其次，就形諸於文字的典籍而言，對文字的理解與詮釋，將使我們進入詮釋學的
範疇，而不是文獻學的範疇；即使在考證層次上，對文獻證據的解讀與判釋，畢竟還
是屬於詮釋學的領域。15

15

卓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認為：史料考證（Die Kritik）的工作不是尋求歷史真相
，因為所謂的歷史真相是一連串方向各異的意志行為（Willensakte），堅信史料而不願在
考證之外邁出另一步的想法，實際上是把「瞭解」的工作交給了我們的幻想去做。所以
卓伊森將建立歷史脈絡的工作視之為某種「解釋」，並將「解釋」進一步說明為詮釋學
方法下的「研究地瞭解」（forschendes Verstehen）的工作；他認為瞭解之為歷史知識的
條件，指的是思考主體（denkendes Ich）在剖析過去（Vergangenheit）的經驗時，把自己
牽連進去而造成的建設性力量。換言之，研究程序的開端不是歷史考證，而是設計一套

11

再者，從實證主義思想中的「約定論」（conventionalism）來看，要否證任何考
證研究中的假設，總是必須使用到至少預設了一個命題的檢驗工具，而這些命題恰好
與考證研究中或隱或顯的假設一樣被捲入否證的程序中。因為：假設本身也是由其他
假設去檢證的。16 這個情形等同宣告：事物之間的關係不是本然的，而是被建構出來
的；特別在歷史編纂學與後現代主義（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聯姻之後，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及其追隨者對歷史／文
學、事實／虛構等問題的探討，已經明顯地動搖了歷史文獻考證的哲學根基。17

歷史的問題。相關論點，參見《歷史知識的理論》（胡昌智／譯，台北：聯經，1986）
。另外，柯靈烏（R. G. Collingwood）也指出：「問題與證據在歷史學上是相互依存的。
只要能助你回答問題的，就是證據」（參見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pp.280-281）。對相關問題的批評，可參考余琛（Jorn Rusen）為卓伊森《歷史
知識的理論》所寫的引論，以及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中的相關
論述。
16

根據哥德不完備定律，如果某個系統是一致的，就必然存在這個形式系統中既無法證明
也無法否證的命題；亦即系統之特性不可能用系統本身的形式化方法來證明。此中可能
會發生無窮追溯的困難。西方哲學家在面對這類的問題時，通常會把問題丟給上帝；如
Aristotle 以為人類的理性有限，因此他把哲學轉成神學，這個情況，一直到 Kant、Hegel
等哲學家依舊沒有改變。關於約定論，可以參閱 L. Kolakowski, Positivist Philosophy, ch.6,
English trans. by Norbert Guterman, Harmondsworth: Pengin Books, 1972。

17

參見 Hayden White, Metab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8、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Keith Jenkins,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Rethinking history. with a new preface and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by Alun Munslow,
London: Routledge, 2003、Refiguring history: new thoughts on an old discipline. New York:

12

我們不一定要隨著後現代史學的腳步翩然起舞，卻必須對史實、記憶與敘事之間
的模稜關係秉持高度的自覺，以免被文獻考證的客觀假象所迷惑。
譬如：林鎮國藉由日本場所主義與批判主義的對立、中國本覺思想與性寂思想的
對諍等東亞地區發生過的佛學論辯，繞道北美佛學界對中觀、唯識學詮釋史與方法論
課題的考察，指出京都學派（以西谷啟治為主）與新儒家（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主）
在援引佛教思想資源來回應現代性議題的時候，如何在本體論和知識論孰為優先的哲
學問題上，分別與批判論者（以松本史朗等人為主）和支那內學院（以歐陽竟無、呂
澂為主）產生佛學義理詮釋上的衝突。18 此間，即使是一位佛教文獻學專家，亦很難
宣稱其考證研究只是純粹的知識探索而可以和自身的宗教觀點分離，遑論帶有獨特哲
學主張的思想家，經常採取相應於其哲學主張的詮釋策略，從佛教典籍中汲取所需的
思想資源來保障其論述的合法性。
再以支那內學院（以歐陽竟無、呂澂等人為代表）、武昌佛學院（以太虛大師、
印順法師等人為代表）與新儒家（以熊十力等人為代表）之間錯綜複雜的教義諍論為
例，表面上看來與古代印度一乘、五姓之別或漢地性、相兩宗對立等問題是一脈相承
的，在焦點意識（focal awareness）上是淵源於存有論／知識論、實體論／緣起論等
哲學立場的交鋒；但是就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而言，卻呈現為對「如何
為佛教開展出現代性」或「如何使佛學研究現代化」此類問題的不同主張之間的衝突

Routledge, 2003。其中 Hayden White 側重修辭類型、敘事類別、意識型態對歷史學家之影
響，Keith Jenkins 強調寫作模式、學科訓練、社群行規、出版機制對歷史知識生產過程之
操控。此外，可參考 M. Oakeshott, O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83、A. Callinicos,
Making History. New York: Cornell Nuiversity Press, 1988、Tony Bennett, Outside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0、Appleby, Joyce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1994、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7 等相關論著。
18

參閱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台北：立緒
文化，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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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方法論上呈現出文獻學與詮釋學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大乘起信論》的作／編
／譯者問題，遂在此一學術氛圍中被目為兵家必爭之地，每個人都試圖以文獻考證的
方式來解決此項爭議，彷彿「文獻考證」是唯一能夠展現學術公信力的研究手段；詎
料此一問題至今仍然懸而未決，依舊處在各說各話的狀態。19
誠如周志煌所言：如果把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的法義諍論安置在民初佛教改
革思想的氛圍中來考察，將會發現到「如來藏」與「唯識」兩種學說分別代表了武昌
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的領導者——太虛與歐陽竟無——在面對「什麼樣形式或內容的
佛教能適合於現代」此一基源問題的考量底下所動用的思想資源，並由此不同的立場
延伸出迥異的佛教改革進路：第一種立場是全盤否定以如來藏或本覺思想為主的中國
佛學而回歸到印度大乘唯識學的立場，以成就社會批判的哲學基礎（如歐陽竟無、呂
澂、王恩洋等人代表之立場）；第二種立場走綜兼融合的道路，試圖在漢傳佛教內部
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以擬構出佛教改革的指導方針（如太虛等人代表之立場）。20
至於獨樹一格的印順，既不同意太虛對如來藏學說的同情，也頗異於歐陽竟無獨
宗於護法一系的唯識學說，其根據歷史文獻考證的結果，抉擇以阿含為主的原始佛教
，配合其所同情的大乘初期之性空學作為推展人間佛教理念的依據，乃是因為在他的

19

這個情況導致有些人乾脆拋開文獻考證的問題，而直探其理趣。譬如杜保瑞〈《大乘起
信論》的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中說：「對於《起信論》一書之真偽問題，歷來學界討
論甚多，本文作者所採取的立場，是以《大乘起信論》發生在中國佛學史上真正起重要
理論創造作用的哲學著作，其於思想史上的真偽問題非關義理真相，其與唯識諸學系統
之同異之辨，並不影響其對中華大乘諸宗派之理論前導作用，哲學理論皆以其自身之創
造性而為真理表述之一一型態，其或有理論系統本身之內部義理一致性問題，其亦有理
論整體內涵所呈現之義理型態問題，作為有創造力的哲學體系，本就不在思想史的傳承
中必要與誰相同相異，思想史問題意識中之同異之辨有助於理解哲學理論的意義與傳承
關係，但卻與該理論之是否能為真理表述系統無關，也與該理論如何成立有何缺失應如
何補足等哲學觀念問題無關。本文以研究《起信論》理論意義為目標，暫不及其於中國
佛學史上的傳承考辨。」（參見 http://huafan.hfu.edu.tw/~lbc/BC/4TH/BC0427.HTM）

20

周志煌《唯識與如來藏》（台北：文津，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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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視野中，大乘佛教開展出來的虛妄唯識系與真常唯心系思想多少融攝了外道思想
，度眾方便已經變形為佛法的障礙，故而離佛教的真義／本義愈來愈遠。所以，印順
的判教思想可以視為特殊型態之「人間佛教」理念貫穿在可資運用的經典綴連起來的
現代佛教啟蒙史。21
所謂的「啟蒙」，依印順的佛教思想史論述看來，大抵包含兩項意涵：（一）在
宗教型態上，漢傳佛教亟需開展出現代性，為佛教的理性發展紮根；（二）在歐洲與
日本講求客觀實證主義之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必須為佛學研究打開一條生路，不僅要
釐清佛教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真相，尚須揭露漢地佛教在義理、事行等方面一味
講求「圓融」衍生之弊端。
在此，文獻考證成為展現宗教文化理念的工具，並讓歷史學家變成某種意義下的
哲學家。或問：為何歷史學家會變得和哲學家一樣？呂格爾的回答是：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談論「概念化」和「理性」，這是就歷史學家能夠描述思
想的重要特點而言。當歷史學家宣稱某種思想正在擴展、變形、競爭、趨於穩
定或導致行動，他就是在提出某些帶有普遍性的論斷；因為這些論斷可以不涉
及編年或事實陳述。……確實，歷史學每當要求發現一種能代表在社會內起作
用的歷史動力的實在，就滑回到了思想領域。相反地，歷史學如果束縛於駁斥
來自於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和文化學的種種模式，就背棄了行使「總體／
綜合化」的職能；而這種職能在於重新恢復哲學具有的宣佈意義的作用。22
換言之，歷史學者坐擁「文獻考證」的利器，看似與只會玄思冥想的哲學家有所
不同，卻沒有想到這些看似客觀的學術利器，最終還是服務於某種哲學目的。不過，
這正是「歷史學」在許多文化傳統裡扮演的角色；如同卡爾．巴柏（Karl R. Popper，
1902-1994）所說的：

21

朱文光《佛教歷史詮釋的現代蹤跡》，收入【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100 冊（高雄：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

22

同註 12，Ch.6。在這個章節中，Ricoeur 主要是在談論「歷史的理性」和「事件的命運」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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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因為對歷史有興趣，或因為想從歷史中學到一些有助於我們自己的問題
的東西，才研究歷史。……我們不必以為將自己的觀點有意的和批判性的應用
到問題上，會比另一類自稱不提供解釋的人所寫的歷史還要差——這類人天真
地相信自己沒有提供解釋，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客觀，使「過去實際所發生的事
情」如實地呈現出來。23
誠然，文獻考證只是多種理解與建構歷史的方式之一；而且沒有任何史學工作可
以避免解釋與假設；因為證據的建構已經隱含了對文獻資料的看法與解釋、包括鑑別
史料真假的辨偽考證在內，都可以看成是一套以理解與詮釋為核心的文化符號系統。
學者們是通過歷史考證來描繪思想發展的歷程？還是根據文獻記載的師資傳承系譜來
釐定思想發展的程序？亦或是先擬構出一套思想發展原則，然後再根據此一原則來檢
查師資傳承的系譜？這裡面所蘊含的問題，可謂千絲萬縷，引人深思。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現代學術的主流規範而言，佛學研究經常被要求用某種原典
文獻或歷史證據，才被認為是合法的，然而，對於以口傳教授（oral transmission）與
冥契主義（mysticism）為重要支柱的佛教修行傳統及其相關文獻而言，是否存在客觀
實證主義之外的研究典範，可以支持或建構佛學知識的正當性？對此，或許可以參考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看法：
精神科學的對象、人的道德和歷史的存在，正如在人的行為和活動中所表現的
，從根本上就是被共通感所規定的。換言之，基於共相（普遍性）的推論和根
據公理的證明，都不會是充分的，……認識歷史的方式，決不在於用「相信外
來的證據」去取代「自覺的推論」。24
譬如中國古代的禪宗公案顯示出禪師確實有能力勘驗弟子的悟境，而其他宗教界
亦普遍存在類似的情況。問題是：此種宗教體驗層次上的「勘驗」與歷史文獻學層次
的「考證」乃是分別隸屬於不同的知識論領域，而前者在目前的主流學術典範中顯然
尚乏立足的餘地。

23

參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莊文瑞 et al.／譯，台北：桂冠，1992）ch.25-2。

24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洪漢鼎／譯，台北：時報文化 1993）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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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應當謹記：文獻考證在近代所扮演的角色，一如在其思維結構中所呈現的，
乃是某種「歷史」和「寓言」在文化空間裡展開的時間爭奪戰，同時也是在世存有者
透過文化符碼對不可知的歷史起點（真理／真相）的遙遠呼喚。此一呼喚是否成功，
答案並不在文獻考證的範圍內，而是在於有多少人響應這種呼喚。

神聖

與時間概念相對立，「神聖」點出了宗教世界的非歷史性。
誠如伊利亞德所說：神聖時間在本質上是可逆轉的，每一種宗教節慶或儀式中的
時間，都是發生於「起初」（in the beginning）的那種帶有秘思性質的過去。從這個
觀點來看，時間永遠都不會「過去」（pass）。25 如果我們在閱讀佛教經典時不把這
個觀點牢記在心，將會很難理解「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這句話所代表的意涵；
同時也會對宗教儀式與文字義理之間的巨大鴻溝感到困惑。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代這樣，湧現
大量「剔除神聖」的人類。特別在工業文明發達之後，傳統神話的位置已經被新的神
話（如政治、媒體、網路等）所取代。在「神聖」與「世俗」的辯證歷程中，多數人
已傾向放棄個人的神聖性，或是逐漸喪失對社會文化的神聖性想像。
伊利亞德認為：
宗教人在世界上採取一種獨特的、典型的存在模式，而且，儘管有無數的「歷
史性的宗教形式」（historico-religious forms），這個典型的模式總是可以辨識
得出來。無論他所在之處的歷史脈絡如何，宗教人總是相信有一絕對的真實，
即：神聖者（the sacred），是超越世界，又在世界當中顯示自己，因而聖化了
世界，使世界成為真實的。宗教人更進一步相信，生命有一個神聖的起源，而
且人類得以實現他所有的潛能。……只有在西方的現代社會中，非宗教人才已
發展得如此徹底。現代的非宗教人採取一種新的存在情境；他認為只有他自己

25

參見《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臺北：桂冠，2001）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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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歷史的主體與代理人，他拒絕所有向超越者的訴求。換句話說，他認為人的
情境可被理解為各種不同的歷史情境，在人的情境之外，沒有其他人性的模式
。人塑造他自己，而且唯有按照他把自己與這世界「剔除神聖」之後，他才能
完全塑造出自己。26
這個傾向，看似印證了「末法時代」的共業想像，以及我執（深層個人主義）的
劇烈演化狀況，不僅與西方啟蒙運動牽連極深，而且在遺傳工程學突飛猛進的今天，
「上帝已死」的宣稱不再只是個哲學術語，基因科技對傳統倫理所形成的挑戰已經遠
超出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範圍，至於電腦網路的肇建與發達，更讓所謂的宗教人深刻地
感受到：虛擬網路世界猶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不過，伊利亞德也指出：
即使在這最「剔除神聖」的現代社會中，非宗教人處於破除迷信的淨化狀態中
，其實是一較為罕見的現象。大部分的非宗教人（irreligious）仍然具有宗教的
傾向……。自以為並宣稱自己是非宗教性的現代人，仍然保留豐富而加以偽裝
的各種秘思（神話）及退化了的儀式。27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坎伯對現代的都市神話的分析，而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也成為
新的神話指標；就好像佛教的如來藏（佛性）思想永遠不會褪色一般。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對廣大佛教徒及非佛教徒皆能產生吸引力的思想，固然有脫
離佛教「本義」之虞，卻也有可能點出真正的問題：如來藏思想在佛教義理系統裡所
扮演的角色，可能不宜和中觀、唯識兩系思想混為一談。至少此系思想在「現代」之
前所反映的，並非用來和外道思想作區隔，也不是作為宗義判定的對照組。事實可能
恰好相反，由於如來藏思想與宗教人的「起源」息息相關，因此更能夠從「顯聖」的
意義上豁顯出泯除宗教界線的思想特徵。換言之，一個人是否宣稱自己為佛教徒，或
是某部經典的思想能否契合於佛教本義，都不再具有關鍵性。重點在於：每個人都是
某種意義的佛教徒（一切眾生皆具佛性故）。

26

參見《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臺北：桂冠，2001）pp.241-242。.

27

參見《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臺北：桂冠，2001）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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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原典（Source Book）的字面意義是：原來（原初）的聖典。
佛教思想在流衍的過程中，必然會因為各種歷史文化因素而有所損益。面對各種
不同語文、版本的經典，以及不同學派的註解、闡釋，由於彼此說法的出入或矛盾，
回溯原典探求本義（原意）已經成為學術工作的通例。但是，原典和本義、原意之間
的關連性為何？
在佛學領域裡，「後典」（晚出的聖典或後人的詮釋）的價值總是不如「原典」
。據說原因是：就呈現聖典的原意或彰顯佛陀的本懷而言，原典所擁有的文獻價值是
後典永遠無法望其項背的；至少原典在時間上比後典更接近意義的本源（誕生地）。
於是乎我們看到一種和「時間」有關的倫理原則，深刻地影響文獻判讀方式。
一般講求輯佚校勘或尋求定本的文獻學考察，必然預設經典有其「原貌」可尋，
因為這些原貌在流傳的過程中有了「變形」與「扭曲」，所以學者們希望透過文獻考
證，掃除增飾的部份，或是輯補殘缺的部份，企圖藉由此一研究進路來還原或恢復原
典舊觀。問題是：此種研究進路不僅難以適用於聖經

28

，就連十三經或諸子之類的漢

文典籍，也沒有辦法被證明存在著所謂的作品原貌；因為多數現存先秦典籍是在漢代
之後透過典籍流傳史（如漢代的經籍校定活動以及接踵而至的目錄版本學）或學術流
別史（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或《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來
論定的（如果可以幸運地考出某一篇章的年代的話）。29 更何況現存的佛教經典，亦

28

參閱 Karen Armstrong, A History of God: The 4,000-Year Quest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4。尤其是「太初」、「一神」、「照射異邦人之光」、「三

位一體：基督宗教的神」各章的說明。
29

王汎森曾經指出：「從歐陽修到崔述的例子都使我們瞭解到：疑偽活動背後的精神是很
複雜的。……他們有時是以堅持當時的學術傳統作為掌握經典原旨的媒介，有時是以跨
越或打破當前的學術傳統去尋得聖人的『原旨』，……但是相同的情緒與意圖常常會造
成完全不同的結果」；以清季今文家「迴向原典」的返古考證活動為例，「劉逢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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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所謂的原貌」可說。不僅我們無法確定佛陀使用的語言為何，即使是公認時代
最早且最具權威性的巴利語經典，也是在佛陀圓寂後透過綿延數百年口耳相傳的方式
流傳下來，並且經過不同部派的整理與編輯。至於其他形諸不同文字的經典，其結集
或翻譯的歷史，也是綿延數百年，甚至長達數千年之久。試問：何時何地何人集結或
翻譯出來的經典，最接近佛語、聖典原貌或最能代表佛教的本義或原意？
西方的佛學研究，原與歐洲殖民冒險的歷史密不可分，當中產階級學者與傳教士
隨著殖民隊伍接觸到東方宗教時，恰可將十九世紀環繞《聖經》開展的歷史語言學與
比較文獻學方法應用於佛學研究，回歸梵語或巴利語之要求，恰與當時基督教解經學
回歸希臘文與拉丁文之呼籲不分軒輊。此種西方版的乾嘉之學，根基深厚，貢獻良多
，表現於佛學研究，自然形塑為回歸原典的研究進路，由歐洲擴散至日本，餘波盪漾
所及，台灣自一九八○年代以降之佛學研究，亦籠罩在此一學術氛圍中。是故，此一
學風之傳播程序，與西方科技與政經體制的散播路徑，可謂如出同轍。30
然而，對佛教或任何其他宗教傳統而言，無論是原典或後代衍生出的詮釋與翻譯
系統，都是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1889-1951）所說的互相重疊或交叉的家族相
似（family resemblance）關係，而非不斷地對抗「污染」以揭示聖域或回歸「純粹」
本義的一貫傳承關係。就如同西方基督神學研究者從事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等
聖經原典語之研究，並無法囊括所有的神學課題；反之，高瞻遠矚或深具啟發力量的
神學家並不見得需要與原典文獻語言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其所以能夠成為舉足輕重的
精神領袖，最重要的關鍵，乃是能夠對當下置身其中的社會做出深刻的洞察與反省，
一方面遠離「原教旨主義」所帶來的危機，一方面為生活在困境之中的人們提出倫理
實踐上的解決之道。31

源、龔自珍、廖平、康有為卻是以自己所理解的經典最初狀況與聖人本意來決定經書的
面貌。……廖平與康有為把打倒古文經作為復活孔子真正理想的手段，終至全盤勾消古
文經信史性，正是『強經典以就我』，以致喪失經典的歷史客觀性最佳的佐證」（《古
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1987，pp.74-109）。
30

參見林鎮國《辯證的行旅》（台北：立緒文化，2002）中的相關論述。

31

參閱劉宇光〈對古典語文獻學在當代華人佛學研究中的角色問題之省思〉（《正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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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純粹原意或本義的想像與著迷，似乎還存在著另一種與原典有關的神話；
亦即研究者似乎總在有意無意間排除漢文佛教經典作為「原典」的可能性。即使我們
都知道印順的學術成就主要來自於對漢文經典的層層剝釋，仍然無補於此種偏見。
試問：「以漢語為母語的佛學研究者，果真能毫不費力地讀懂漢文佛典？」此一
看似想當然爾之問題，恐怕並無令人感到可喜的答案。
萬金川說過：談到台灣專業的佛教研究圈子，近十數年以來在方法學上也歷經了
一場重大的變革，那就是由日本轉口進來的歷史文獻學的研究進路逐漸在這個領域裡
取得主導地位，而其間的研究者也一如當年的季羨林和周一良兩位前輩，幾乎個個都
埋首於梵、巴、藏等經典語文的研習，他們似乎都遺忘了佛典漢語其實也是一門極其
重要的經典語言。事實上，一九八○年以降的臺灣佛學研究圈子，似乎也和其它的人
文學術圈子一樣，浸潤在所謂『誤期的現代性』的氛圍之中，一批有志之士順勢號召
一批後起之秀投身於梵、巴、藏等經典語文的研習，因此要求在研究方法與論題上和
國際潮流並駕齊驅的呼聲，在這個不算大的學術圈子裡，可謂是高唱入雲而此起彼落
。但是，與此同步的一個現象卻令人十分憂心，那就是這一批新崛起的研究者之間，
絕少有人肯正面的把漢語——不論是古典漢語或是佛典漢語——也視同一種經典語文
而認真地加以研習。對於臺灣多數的佛教研究者來說，這類工作的價值，似乎在同行
之間並沒有被普遍而充分地意識到。換言之，研究者對於「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
向」所顯示出來的重大意義，缺乏應有的警覺，而這種警覺性的低落多少反映出臺灣
佛學研究者的貧弱體質，此一體質若不加以適度改善，或許在下一波以漢傳佛典文獻
為基軸的佛學研究浪潮裡，要不就是成為上焉者而忙於結網，要不就是成為下焉者而
徒然臨淵羨魚而已。32 萬金川的焦慮絕非杞人憂天。臺灣的佛學研究者若只是一味地
認取梵語、巴利語原典為佛教「真正」或「原本」意義的唯一來源，恐怕真的會坐失
把漢文佛典視為原典可能帶來的研究良機。

1997）pp.40-42。
32

參見萬金川〈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正
觀》19-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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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十九世紀以降，由於佛教典籍大量流入西方，歐美學者對佛教文本的理解，自然
會衍生許多詮釋上的問題。
以龍樹中觀學的研究為例，C. Huntington、A. P. Tuck、Richard P. Hayes、Thomas
E. Wood 等人曾經分別在其著作中將西方學者對中觀思想的詮釋區分為；（一）虛無
主義的詮釋、絕對主義的詮釋、語言分析的詮釋
學式的格義、後期維根斯坦式的格義

34

33

；（二）觀念論式的格義、分析哲

；（三）絕對主義、邏輯實證論、解構論

；（四）虛無主義立場的詮釋、非虛無主義立場的詮釋

36

35

等幾種不同類型的詮釋模

式。而台灣學術界於一九八○年代針對《中論》在論證方法上應該如何定位之問題所
引起的諍論，也是環繞著龍樹哲學思想而展開。37 無怪乎連語言文獻學專家 Tom J. F.

33

C. W. Huntington, The Emptiness of Emptines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Indian
Madhyami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34

Andrew P.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agarju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Richard P. Hayes, Nagarjuna’s appeal,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2, 1994, pp.299-378。

36

Thomas E. Wood, Nagarjuna Disputations: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n Indian
Looking-gla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37

參見楊惠南〈龍樹的《中論》用了辯證法嗎？〉（《台大哲學評論》第 5 期，1982）、
吳汝鈞〈從邏輯與辯證法看龍樹的論證〉（《鵝湖》，1983 年 12 月）、楊惠南〈「空」
中會有「不空」嗎？〉（《鵝湖》，1984 年 3 月）、〈「空」否定了什麼：以龍樹《迴
諍論》為主的一個研究〉（《台大哲學評論》第 8 期，1985）、馮耀明〈龍樹《中論》
的邏輯與辯證問題〉（《鵝湖學誌》創刊號，1988；收入《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
台北：允晨，1989）、楊惠南〈「四句」是釋迦的方便說〉（《鵝湖學誌》第 2 期，
1988）、陳榮灼〈龍樹的邏輯〉（《鵝湖學誌》第 3 期，1989）。對中觀思想有興趣者
，可參看鄭學禮〈中觀對哲學論題的處置〉（《東吳哲學傳習錄》復刊第 1 期，陳錦鴻
／譯，台北：東吳大學，1992）、〈中觀的基本思想〉（《東吳哲學學報》第 1 期，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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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emans 都認為：龍樹的思想確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因為我們幾乎可以在他身上找
到任何我們想要找到的東西。38
從這個例子看來，學者對龍樹思想的詮釋，可能只是反映出當時流行的西方哲學
思潮，或是藉此透露出各自的哲學立場與觀點而已。這個情況，和玉成康四郎、安藤
俊雄、印順、牟宗三、張瑞良、楊惠南、陳英善等人在詮釋中觀與天台哲學思想產生
的歧見是具有對照意義的。 39 因為這些論辯不僅充分顯示出解義（exegesis）面臨到
的困境，同時還帶出了格義（isogesis）的普遍性問題。
從知識人類學的觀點來講，詮釋衝突牽涉到人類認識外界事物的理解衝動與協調
認知不一致現象的努力。就人文領域而言，特別是關於宗教經典的詮釋，其衝突乃是
發生於注解（exegesis）的問題視野之中，當注解引發了詮釋上的爭議時，不外乎是
因為：所有閱讀文本的行為總是發生於某個特定的宗教、族群、意識型態或彼時流行
的觀念與想法等脈絡裡。事實上，沒有一種詮釋不是透過神話、寓言、類比、隱喻、
轉義等理解模式來表達的，在讀者意圖與文本意義相互銜接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著大
量可資運作的理解空間。所謂的「詮釋」，遂宿命地成為「完美理解的不可能性」與
「不完美說明的必然性」之間的徘徊游動，因而埋藏了無數的諍辯火種。

錦鴻／譯，台北：東吳大學，1996）、萬金川《中觀思想講錄》（嘉義：香光書鄉，
1998）等相關論著。
38

Tom J. F. Tillemans, Remarks on Philolog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pp.272-273。

39

參見安藤俊雄《天台性具思想論》（京都：法藏館，1973），印順《中觀今論》〈台北
：正聞，1971〉、《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1981），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台北：學生 1977），張瑞良〈天台智者大師的如來性惡之探究〉（《台大哲學評論》第
9 期，1986），尤惠貞《天台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台北：文津，1993），陳英善《天台
緣起中道實相論》（台北：東初，1995），許國華《天台圓教與佛性思想之研究》（政
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楊惠南〈從「法性即無明」到「性惡」〉（《佛
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1 期，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1996），陳英善〈評
『從「法性即無明」到「性惡」』〉（《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2 期，台北：台灣大學
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1997）與《天台性具思想》（台北：東大，1997）等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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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思考點出發，無論西方詮釋學歷經了多少次理論上的轉折與變化

40

，或是

佛教史上曾經出現過多少種的義理詮釋模式，眼下的問題似乎在於：如何為佛教經典
詮釋找到一個精準且具開放性的理解窗口，讓佛教文本詮釋一方面可以通達經典世界
向我們訴說的真理，另一方面又能契機地開展於現代社會中？
同樣是東亞的思想傳統，當代儒學研究者一方面必須為傳統儒學挺立道德與文化
價值的意義與作用進行辯護，另一方面又要為儒家思想足以開出民主、科學等現代價
值觀念提供哲學上的論證；就此類型的學術工程而言，佛教思想界是否曾經試圖透過
與西方宗教與哲學思潮的對話而開闢出新的言說空間？
於北美佛學圈，從後殖民研究的問題意識出發，思考歐美或日本學界對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炮製」，或動用佛教思想資源矯治後現代情境所呈現的精
神危機等課題，已逐漸受到重視。而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複雜辯證關係與現代／後
現代情境的相互涵化，亦使我們不得不正視族群意識、非書寫文獻之研究、語言之間
的不可共量性、性別論述、區域文化、階級對立、宗教對話等問題向佛教提出的挑戰
。事實上，這些問題已經在日本（如京都學派與西方哲學、神學詮釋學的對話，松本
史朗等人擬議的批判佛教路線等）與歐美地區（尤其是北美佛學界）引發高度關注，
並產生出為數可觀的作品。當我們看到京都學派與新儒家自覺無法訴諸傳統的論述方
式，而必須從西方視域回頭書寫自身的宗教與哲學立場時，假途歐美、日本或南亞的
哲學、宗教學、文化學、心理學之研究進路，以及策略性地援引、挪用或批判西方的
思想資源，似乎已經已成為發展佛學論述的新趨勢。

40

如一般人所知，歐陸的詮釋學（Hermeneutics）在浪漫時期是以作者心理意圖的重構作為
理解文本的判準，如史萊馬赫（Schleiermacher）的詮釋學。到了狄爾泰（W. Dilthey），
為了對抗實證主義哲學，詮釋學經歷了知識論轉向，著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對知識在
說明（explanation）與理解（understanding）上的差異。後來在海德格（M. Heidegger）的
論述中，詮釋學經歷了存有論轉向，因為他認為對文本的理解最終是指向對存有的理解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除了追隨海德格的思想，更進一步將語言變成詮釋學
的中心問題。其他如李克爾（Paul Ricoeur）、貝蒂（E. Betti）、阿培爾（Apel）、哈伯
馬斯（Habermas）等人，亦各自持有不同的詮釋學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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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趨勢與能否建構出具有在地特色之佛學研究並無衝突之處。關鍵是：能否於
建構佛學知識的同時，考量佛教論述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實踐潛力。一如西藏佛學之所
以能夠吸引歐美人士，恐怕並不是因為其理論體系的繁奧艱深，或只是源自於西方對
東方的浪漫想像；而是西藏佛教在哲學思維與倫理實踐兩方面，為西方人帶來不一樣
的問題視野，使其能夠返照自身的學術觀點與文化偏見，從而以更開放的心態來理解
與詮釋新的宗教或哲學概念，並以積極正向的態度來面對日漸惡化的生存環境。

判教

「判教」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名詞。如果想要為各種看似彼此矛盾的佛教思想
尋求合理之定位，總是少不了這道手續。
以漢地天台宗的五時判教為例，此一詮釋系統透過契機、契理等因素之考量，將
佛法融攝為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五個開演次第，其目的在於：追究
解脫教育的合法性問題，並採用義理上的辯證思考來展示解脫教育的可能範疇，藉此
豁顯出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的方法論意涵。從教義詮釋學的角度來說
，天台宗的判教論述可謂如實反映了大乘佛教所強調的「應病與藥」或「對機說法」
的精神與意旨。可是，此套詮釋架構卻因缺乏所謂的「歷史證據」而被不少現代學者
斥為無根之談。
我們應該進一步去思考的是：即使五時判教所呈現的歷史觀與佛教經典結集的歷
史事實不符，也很難說歐洲科學革命以後逐漸形成的歷史意識就具有較強的正當性。
41

因為：歷史的獨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毋寧是一種哲學推論，而非

社會實情。歷史事件賴以記載和得到解釋的，並非由於其客觀性，而是根據這些事件

41

關於直線與連續性的歷史意識方式，參見 Claude Le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關於建構「過去」的各種可能性，以及時間思考與身份認
同之間的關係，參見 John Davis〈歷史與歐洲以外的民族〉（《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
與歷史製作》，賈士蘅／譯，台北：麥田，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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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文化架構中具有的重要性。42 這個情形告訴我們：如果某個文化族群並不具有
近代歐洲知識階層的歷史探究傳統時，我們也應該對此一族群所擁有的歷史思考方式
表示起碼的尊重。
進一步言之，佛教文獻詮釋的客觀性與考證的超然性（critical distanciation）已經
在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與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語境中失去穩固的
根基，不僅就意義建構而言，邏輯與修辭往往是相互滲透的，而且改寫或轉譯等修辭
表現也會在意識型態的主導下遮掩邏輯上的合理性。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求透過文獻
回歸佛教本義或佛陀本懷的學者，即使可以憑藉考辨真諦或釐清思想史等學術理由而
振振有辭地批判漢地佛教思想與早期佛教思想的背離，甚至對波羅蜜乘、金剛乘教義
深感疑慮；可是當此種研究進路缺乏宗教倫理面向上的照應時，往往容易流於思想上
的獨斷主義，無法對佛教流佈於世界各地「應機」開展出的不同詮釋類型賦予「同情
之瞭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每套佛學論述的出現，都意味著希望更貼近佛教的本義，只是立場迥異的形上學
預設（如不同的宇宙論、本體論導出的世界觀與歷史觀）必然會在特定的思想史脈絡
衍生不同的論述型態。以天台宗的五時判教為例，早已在義解模式上開出「通五時」
與「別五時」等不同的詮釋模式，依照佛陀三身三輪不思議教化的觀點而言，或從方
法學上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來看，實證論意義下的歷史文獻學原則根本
派不上用場。此外，西藏佛教舊譯傳承的伏藏（terma）或天法（Namcho），也可以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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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除非我們相信成就者、瑜珈士或伏藏師的說辭，肯認密續及傳

參見 Marshall D.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Kirsten Hastrup, The reality of anthropology, Ethnos 52, pp.287-300, 1987。此間，對於抽象
、標準化與定量的時間觀如何出現於十九世紀並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慣例和瑣事當中，可
以參閱 Orvar Lofgren, The time makers, Culture Builder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Middle-Class Life, eds. J. Frykman and O. Lofgren,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3

在西藏寧瑪傳承（Nyingmapa）的修持傳統裡，有許多珍貴的教法，稱之為伏藏，乃是由
蓮華生大士（Padmasambhava）等人預先隱藏於岩穴洞窟、寺院聖地或修行人的心續，再
經後世有緣者取出。取出伏藏的修行人大多是經過授記的伏藏師（德童）。有些修行人

26

統歷史文書中的預言授記（prophetic guides）的可靠性，否則，類似西藏格魯派（Geluk-pa）開創者宗喀巴（Tsongkhapa）於禪定之中值遇文殊師利菩薩開示法義所涉及
的宗教經驗與證悟境界等問題，如何以客觀實證主義為標竿的歷史文獻學來處理？

學術

「學術」這個語詞在佛教界出現的頻率，近年有陡然上昇的趨勢。可是卻很少有
人去詢問：作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 44 ，佛學研究的專業化（professional）標準是
透過何種論述機制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地，此種追問已經觸及了對知識宰制現象的
理解，因而與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問題意識息息相關。45
吳汝鈞曾經舉過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台灣的印順法師對龍樹學本有相當通透的理解，且超過很多日本學者，但因不

在禪定或其他特殊狀況下也會得到諸佛菩薩或本尊面授教法或修持儀軌，譬如寧瑪白玉
傳承的「天法」。其實，許多宗教傳統都有類似的啟悟心靈經驗；譬如基督教的諾斯諦
教派或伊斯蘭教的蘇菲修行傳統，被記錄下來的話語，往往深蘊智慧。
44

關於學科之定義及其相關課題，參見 Shumway & Messer-Davidow, Disciplinarity: An
U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12:2, 1991 與 Messer-Davidow et al., Knowledge: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3。

45

知識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在於特定條件下對知識的理解和解釋，以及知識與社會結構之間
的關係。其研究主題包括任何觀念、信仰或嚴格學術意義下的知識；並由此延伸出不同
的學科分支；如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宗教社會學（sociology of religion）
、歷史社會學（sociology of history）等等。早期的知識社會學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地，
但部分論點受到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挑戰。曼海姆指出：不僅階級地位和經濟利
益可以制約知識的構成，各種各樣的群體成員資格和社會地位都可以起這種作用。關鍵
是現實（realistic）、意識形態（ideological）和烏托邦（utopian）三種知識之間的區別，
以及導出這些知識的社會條件；而且只有那些無定位、自由流動（free-floating）的知識
分子所生產的知識，才可能為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困局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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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文獻學，故不能建立客觀研究的學說，亦不為國外佛學界所認識。46
假設此言不誣，就可以理解存在於學術界的各種儀式與禁忌（如神話一般地）對
學者們產生的制約作用。
參照傅柯對知識權力結構的分析

47

，我們可以瞭解：現代學術的主要特徵即在於

學者專家慣用的表述模式與各種登載於專業期刊的文字，具有一定的區隔性，高聳入
雲的理解高牆可以說是學術「制度化」之後的必然結果，於佛學領域則可能具體表現
為此類情況：學者們在沙龍化的學院中發展日趨艱深的論述，甚至以同屬佛教史領域
的研究項目來說，面對南傳、印度或西藏佛教史的專題，不懂巴利語、梵語、藏語的
學者，可能就沒有置喙的餘地，遑論以原典文獻為核心的佛學研究。
語言學家瓊斯基（Noam Chomsky）曾經以自己的親身遭遇為例，說明學術專業
與資格憑證制度產生的詭異現象：
我研究過數學語言學，但沒有任何數學方面的學位文憑；對於這個科目，我靠
的是自修。但卻常應大學邀請，在講座或研討課程中教授數學語言學。沒有人
會問我是否有資格講這個題目。……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是關於社會議題，專
業資格的問題就經常被提起，而且通常夾帶著滿腔惡意。這些問題背後的預設

46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33。

47

作為人文學的後設批判與分析，傅柯對論述的外在、內在與應用控制過程有相當精彩的
描述。他指出知識構則（epistumu）影響著言說主體必須具備某些素質，具有某種身分，
能夠在對話和評論中使用某種形式的言說；此外，他還提出了「學科社群獨有的命題組
織方式」、「宗教思想裡的服從原則」、「教育制度在塑造意識形態中所起的作用」等
概念作為揭露知識與權力涵化成為共犯結構（force of relation）的證據。相關論證與解釋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es,
New York: Vintage, 1970, tr. by Alan Sheridan-Smith of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6，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 New York: Pantheon, 1972, tr. by Alan M. Sheridan-Smith of L’arch`eologie du
savior, Paris: Gallimard, 1969）與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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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我是沒有資格談這些問題的。……在數學、物理學等
領域，人們關心的是你說的內容，而不是你的資格證明。但若要談社會現實，
你卻必須要有合格的證照；特別是當你脫離了公認的思考架構時。
一般說來，某個學科領域的實質知識越豐富的話，對文憑的關心就越低，而對
內容的關心就越高。這樣的說法似乎是公平的。48。
姑且不論現今學術職場上關於數理科學的探討是否真的如瓊斯基所說的那樣具有
理想性，亦毋論人文社會領域的表現是否如此令人沮喪；當一九九六年震撼美國學壇
的「索卡事件」（Sokal’s Hoax）發生後

49

，已經充分暴露現代學院知識分子的尷尬

處境：一方面，對學位文憑與專業資格的評覈，已經在人類知識建構的表象程序上形
成嚴密的桎梏，就如同資本主義貫穿於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一般，極其僵化而難以在
自由思考的層次上有所逾越；另外一方面，各種學術上的專業分工，已經細膩到即使

48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conversations with Mitsou Ronat.
Translated by John Viertel. New York: Pantheon, 1979, pp.6-7。

49

關於此一帶有詼諧冒險色彩之學術詐騙案，參閱 Alan Sokal 本人發表於 Social Text（社會
文本）一九九六年五月科學戰爭專題（the science wars）的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逾越邊界：量子重力的轉型詮
釋學），於 Lingua Franca（弗蘭卡語）揭發惡作劇內幕的聲明：A Phys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以及隨之而來的包括科學界與科學研究兩大陣營持續不斷地論戰文
字。此一事件中屬於科學界陣營的兩本重量級著作已有中譯版問世，參見 Gross, P. R. &
Norman Levitt《高級迷信》（陳瑞麟、薛清江／譯，台北：新新聞，2001）與 Sokal, Alan
& J. Bricmont《知識的騙局》（蔡佩君／譯，台北：時報文化，2001）。交戰雙方的文獻
，刊載於專題網頁（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臺灣學界的正式評論，最
早見諸《當代》第 126 期「科學霸權：挑戰與反擊專輯」的三篇論文：林崇熙〈從革命
到被革命：科學家何以不願科學研究來研究科學〉、傅大為〈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
從 Science Studies 觀點看索可事件與科學戰爭〉、王秀雲〈從科學革命到科學戰爭〉。另
見李國偉〈都是索卡惹起的：科學與文化研究的一次交鋒〉（《一條劃不清的界線》，
台北：新新聞，1999），以及臺灣科技與社會虛擬社群（http://sts.nthu.edu.tw）中的討論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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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相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者，亦不保證彼此之間能夠瞭解各自從事的研究主題或常用
術語。50
以朝向解脫或覺悟為正鵠的佛教來講，毋論被看成是某種宗教傳統或文化傳統，
當其成為學術社群的研究對象時，例如作為一門被稱為「佛學研究」的學科或領域，
情況似乎也不樂觀。51 吳汝鈞就說：
要進行現代佛學研究，便顯得很不容易。最明顯的現象，是學者們的研究範圍
變得狹窄。搞印度佛學的，往往便只搞印度佛學；搞中國佛學的，往往便只搞
中國佛學。因為搞印度佛學的研究，需要梵文、巴利文和藏文；中國佛學的研
究 需 要 中 文 ， 有 時 也 需 要 日 文 。 像 法 比 系 的 浦 桑 （ Poussin ） 、 拉 莫 特 （
Lamotte），日本的宇井伯壽、山口益等，能兩面兼通，而又具有豐富的佛學
知識，是比較少的。即使只搞一面的佛學吧，學者也往往限於只對一兩個學派
或一兩個體系、一兩種思想的研究。例如，搞中觀的便只搞中觀，搞唯識的便
只搞唯識，搞如來藏的便只搞如來藏，東京大學的高崎直道，是一個很明顯的
例子。……有些學者是只研究一個小論題，或某一部文獻的，甚至是某一部文
獻其中的某一章的。九州大學的戶崎宏正便是半生只研究法稱（Dharmakirti）
的《量評釋》（Pramanavarttika）一書中的〈現量章〉的學者。……即使是這
樣只研究法稱的知識論吧，戶崎的成績也未見得特別出色。52
如果投注半生心血於某部經典的某個章節，而其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出色，那麼，
佛學研究的意義究竟為何，恐怕這位學者也很難說得出所以然吧！

50

對此類問題有興趣者，可參閱 Messer-Davidow, Ellen et al. Knowledge: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y（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3）與《學科．知
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1999）等文獻。

51

佛學領域中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參見 Cabezsn, Josu Ignacio,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 2,
1995 與 Eckel, Malcolm David, The Ghost at the Table: On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62: 4, 1994。

52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p.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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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還不止於此。根據吳汝鈞觀察，有份量的學術性刊物或學報；如歐洲出版的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和美國出版的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都是以「根據
原典研究」和「重視參考資料」為基準來審查論文。有一個曾經發生過但絕非少數的
情況是：北美地區某大學有一專攻梵文和印度學的宗教系碩士生，試圖藉 Candrakirti
（月稱）的 Prasannapada（中論釋）研究中觀思想，然而此項主題的相關資料有部份
是以日文和德文發表，由於該生不諳日文與德文，難以評估其研究是否在學術上有所
貢獻（contribution），遂使其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因此遭到系方否決。53 在北美地區，
如美國宗教學會（AAR）或亞洲學會（AAS）等機構，也各自有不同的方法論考量，
而升等、出版、終身職等體制上的規範因素，皆與意識型態和權力運作息息相關。54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李幼蒸認為：
所謂現代化，相當程度上即西方化之謂。……在社會人文領域中，被動模仿的
最明顯的缺點，在於處處都在低幾級的階梯上仿制成那種「準西方」的樣式。
那種以為按照西方程序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制度即可保證學術健康發展的看法是
最迷人眼目的。55
根據李幼蒸的講法，由於西方學者持的是一種透過專業制度所保證的操作性判準
（即如何運作人文話語的普通規範），因此，人文社會學術百年來已趨於高制度化、
職業化與競爭化——所有的利弊均源於此。利的方面，我們暫且擱下不談，其弊病在
於：人文研究的主要對象變成歷史積存之文本（text），以文本而不是以生活世界為
言說據以展開的中心，正是人文研究技術化的主要流弊。然而，由於此種運作模式為
「先進」的制度與法律所保障，所以人文學者極易成為文典網絡的囚徒，而非思想的
積極創生者；他們依附學術制度來進行文本編織的工作，並欣欣然以人類思想的承擔
者自任，似乎已經忘記軸心時代的孔子、孟子、釋迦牟尼、柏拉圖等古代哲人於顛沛

53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p.210-213。

54

參見 Cabezsn, Josu Ignacio,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 2, 1995。

55

李幼蒸〈學術制度化和思想〉（《哲學雜誌》第 14 期，1995）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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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厄之際不斷用心思索真理的態度。
眾所皆知：佛學課題之探討，於「前現代」的漢地、西藏與日本皆有歷史悠久的
詮釋傳統。如今在「現代化」的要求下，已經呈現出異邦學術典範獨佔的知識場景。
甚至有人認為：「以西方及日本的方法標準來說，中國的佛學研究還未開始，故亦無
成果可言。」56
至於漢地佛學研究何以衰微至此一蹶不振的地步，經常可以聽到的理由不外乎：
第一、缺乏現代學術觀念，不能理解客觀的學術研究的價值，也不能有效地運用方法
與資料來幫助理解佛教的義理；第二、缺乏佛教文獻學的知識，特別是不懂佛教原典
語文，即不能直接透過原典來把握佛教的義理。57
就前者而言，佛學研究的現代化乃是「在佛學研究中，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來整
理資料，以探尋佛法的正理。這科學的分析方法，具體地說，實是自來在日本與歐美
流行的文獻學的方法，這方法以語言學與目錄學為其支柱……。文獻學的思想背景，
是一種要求客觀的真知的科學精神。它的具體內容，是掌握有效的方法，去達致客觀
的真知」58；至於在原典語文方面，「要搞好佛學研究，依國際標準來說，要照顧九
種語文，包括原典的梵文、巴利文，翻譯的漢文、藏文，研究的英、日、德、法、俄
諸種語文。……學術研究的主旨，是要求取對所研究的主體的客觀真相。……若不能
訴諸原典，只靠翻譯，在學術問題的討論上，根本無爭議餘地」59；而且現代學術研
究的共同意向，在於儘量避免重複已有的論點，要能展現研究者的創意，必須對特定
主題表現新的理解，發前人所未發，才算是有學術價值。60

56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27。

57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616。

58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p.609-617。

59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p.209-210。其實嚴格講起來，九種語
文恐怕還是不夠，因為現存佛教寫本中的非巴利語系文還可以區分出標準梵文、犍陀羅
語驢脣體梵文和佛教梵文（Buddhist Sanskrit）等數種，而可以書寫巴利語的文字也有好
幾種。

60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96）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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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客觀的真知」如何可能，也不去計算「通曉九種語言」的要求衡諸當
世能有幾位學者可以達到合格之標準，即使學者們都齊備了這些行頭，是否表示足以
完成佛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責大任？所謂「掌握有效的方法」，如果是指通過運作效能
所獲得的正當性（Legitimation through Performativity），有沒有可能演變成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對目的理性（telos rationality）的宰制？
其次，如果要訴諸原典或客觀的科學分析方法才能夠把握到佛法正理，那麼世界
各地的佛學研究都要遲至二十世紀才算是有少許人稍微上了軌道（而且還不一定能把
握到真知或真相）；此一學術標準是否透露了某種與知識霸權有關的訊息？難道古代
印度那爛陀大學建立的學術傳統無法掌握佛法正理？
更重要的是：所謂「儘量避免重複已有的論點」如果不是出自於時代性的考量，
或是基於慈悲與智慧所展現的契機作為，很有可能與佛教摒除私見、消解我執的主張
相衝突；「研究者的創意」也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引導及強化我癡、我慢、我執、
我愛等習氣的誘因。
總之，佛學研究固然可以藉由控管機制（governmentality）而融入現代化的學術
體系，成為社會科層（bureaucracy）與軌調（regulate）的一部份，其研究成果也得以
在相關機制的運作下，得到看似客觀與合理之評覈。但是，佛教畢竟不只是一種哲學
，也可以被視之為宗教，更是一種生活。佛學研究者關心的，不應該只是客觀學術的
建立。研究佛陀本懷與其闡述之真諦，卻不能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慈悲與智慧的精神
，是否會造成學問與生命的脫節？由此觀之，傅偉勳以「生命的學問」支撐「學問的
生命」所展現的學術精神，是極富啟示作用的。61

61

傅偉勳認為「『生命的學問』是規導『學問的生命』發展方向的始點（本源），也是終
點（依歸），但決不能無謂干預能予促進『學問的生命』發展的純學理性探討或研究。
倒過來說，『學問的生命』雖然有其自由自在的發展，但決不可能只停留在『價值中立
性』狀態。 ……外表上，我一直以嚴肅的教授學者自居，但在內心深處卻以『生命的學
問』支撐自己『學問的生命』發展」（《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自序，台北：正中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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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

「佛學」這個語詞的意義，和「學佛」一樣曖昧難明。
如前所述，我們根據後殖民問題意識所指引的方向，將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課題安
置在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脈絡中來考察，隱約發現到客觀主義、還原主義、歷史主義、
文獻主義、科學主義在佛學知識岩層中留下的等風化遺跡。於茲，「學術」一詞作為
佛學闖入現代研究之境的通關護照，看似可以輕易擺脫宗教倫理與實踐工夫的層層檢
查，進而完成知識現代化的啟蒙大業，殊不知於科層化的學術場域中，卻有可能因為
失去辨識自我身份的指標而陷入自內殖民的困境。換言之，當研究者為了躋身正規學
術典範而做出種種努力的同時，就知識的存有論特徵而言，「佛學研究」似乎變得離
「佛學」或「佛教」越來越遠了。
佛使尊者（Buddhadasa Bhikkhu）云：
不必因為無法研遍佛教各宗派的教理而感到憂傷、沮喪或焦慮，別給自己找麻
煩。……如果想要像專家一樣研究大乘佛教，就得研習梵文，但你可能學了一
輩子仍然一無所知；或為了想好好地瞭解禪宗而去學中文，到頭來還是不懂什
麼是禪宗；若想瞭解西藏密教金剛乘，那就必須學藏文。只是學這些語言，就
要花上你將近一生的時間。……這些都只是外在表相，人們卻把它當成新發展
（new development）。如果要知道佛教的核心，只需要學習斷除執著，只要學
習這件事，你就會瞭解佛教的本質了。……我們實在無法從經典、技巧，或各
式各樣的教義中學到如何斷除執著，我們必須在執著本的身，也就是在囚牢或
苦之中學習，才能獲得真實的利益。62。
此處之所以汲引佛使尊者的論點，其用意在於：佛學研究應該肇端於某個看似單
純卻難以在文字工夫上尋獲解答的問題：當一個人的腦海中浮現出某種想法時，能否
覺察此種想法從何而來？或者，為什麼是這樣的一種想法，而不是其他？此類問題之
所以成為古往今來無數哲學家反覆辯論的知識論課題，正是因為人們無法保證自己對

62

參見《生命之囚》（香光書鄉編譯組／譯，嘉義：香光書鄉，1994）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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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的認識是正確無誤的。因此，我們隨時可以在文學、哲學、宗教學、神話學
、人類學、社會學，甚至是科學著作中，發現到大量的隱喻修辭（metaphor），用來
指涉某個真實、完善、純美的世界，以作為現實世界的參照（reference）。透過語言
文字捕捉真理的企圖，以及語言文字本身的豐富性和歧義性，充分表明人們對世界的
認識從來就不是穩固與可靠的。然而，很微妙地，人們的見地（drsti；viewpoint），
不僅決定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結構概念、感覺與行動的基本條件。
依照佛教對「見地」此一概念的分析，多數人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受到宗教、文
化、政治、法律、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從而以特定的模式來觀看與解釋自己所處的世
界，甚至不惜透過思想、語言和行為來粉飾或扭曲實際遭遇到的狀況，好讓外境順利
融入慣常的思維模式，藉以證明自我所持見地的正確性。舉例來說：人們經常在不假
思索的情況下，任由貪（raga）、瞋（pratigha）、無明（avidya）、慢（mana）、見
（drsti）、疑（vicikitsa）等根本煩惱相應現起，並以潛抑（repression）、隔離（
isolation）、轉移（displacement）、認同（identification）、補償（compensation）、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昇華（sublimation）等種種精緻的心理自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s）來強化自我執持的見地。這樣的描述適用於尚未或已經開始接觸佛學的
人，當然也適用於佛學研究者。而且毫不令人訝異地，自我（atman）恰是所有佛教
修行法門亟欲破除的迷障。
對自我所進行的後設分析，無論是以補特伽羅我執（dvi pudgalatmagraha）為核
心，或是以法我執（dvi dharmatmagraha）主軸，不僅位居佛學知識的核心，同時也適
用於本文亟欲探索但無法在此詳論之問題：如何開展出以生死流轉現象為軸心之佛學
研究？
感人的宗教經驗，通常湧現於披閱經典的法喜，而非咀嚼論文的煎熬過程。以此
而論，佛法、佛教、學佛或佛學，就不應只是佛學研究的「對象」而已，而是可以藉
由參與其中而得到滋潤的。如伽達默爾所說：
我們的各種形式的歷史流傳物儘管都成了探究的對象，但同時在它們中，真理
也得到了講述（in ihrer Wahrheit zum Sprechen kommt）。……這種對歷史流傳
物的經驗，不僅在歷史批判所確定的意義上是真實的或不真實的；而是它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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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間傳達給我們必須藉由參與其中才能夠獲得的真理。63。
進一步言之，當我們所讀的佛教文獻愈多，就愈可以確信：佛教經典指陳的意義
世界，並不存在唯有透過特定學術手段才能獲致的真理，而是盈溢著由五蘊交疊而成
的煩惱世界與五濁惡世，以及如何從中獲得解脫的教示。當然，更不存在對所有人皆
能普遍適用的述說或驗證真理的方式。以歷史觀念為例，我們恰是因為過份地熟悉或
習慣於輪迴的歷史，因而失去了從輪迴中解脫的機會。歷史的正確性非但不是吾人所
要追尋的目標，而且還須以不同的歷史思維方式來評破。所謂的客觀學術研究，應該
在此承認其限制，而且是比寬廣宗教文化意識還要來得更狹隘、僵化並帶有強烈壟斷
性格的限制。

四、落幕
這是一篇學術論文嗎？
假設學術研究本身肩負著某種追求真理的企圖，那麼，這篇札記離此目標尚遠。
眾所皆知：佛教從印度流衍至其他區域時，形成了各式各樣帶有特殊文化色彩的
宗派，以及部帙龐大的注疏文獻。面對如此駁雜的文化遺產，應該如何取捨用藏，不
僅是修行者關心的問題，也會對學術工作者帶來一定程度的困擾。吾人應該遵循何種
心態、典範、路徑或方法來取得相應之理解，而不會落入偏執激矯的煩惱漩渦中？
我們可以把佛學研究視為近代的產物，如同我們在前面曾經分析過的那樣：濫觴
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於硝煙瀰漫的殖民運動過程裡，拜理性主義、歷史主義、客觀主
義所賜，領受著與埃及學、漢學、敦煌學、西藏學、伊斯蘭學與東方學一般的命運。
或是把佛學研究視為對宗教文化或心靈傳統的親近與瞭解，並從中獲得真實的利益。
很明顯地，這不是歷史斷代上的切割，也不是方法學類型的歸納，而是一種知識態度
的區分。

63

參閱《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洪漢鼎／譯，台北：時報文化，199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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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說：
佛陀並沒有說他「發明」了這個真理，他只說他「發現」了這個真理：「我已
見到過去諸佛走過的真理之路。」……它所以是客觀的真實，並非因為它可以
被邏輯證明，而是因為很認真的以這種方式生活的人，都會發現它是有效的。
……一個宗教成功與否，往往是以其實際的功效而非哲學或歷史的證明為標準
。……事實上，歷史相對於詩歌和神話，是微不足道的﹔「其中，前者是描述
發生的事實，而後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歌比歷史更哲學、更深刻；
因為詩歌所敘述的是普遍真理，而歷史則是敘述特殊事件。」64
跟隨本文思路檢視眾多佛學著作中的常見術語，也曾產生如是之感受：為何許多
學術用語在協助吾人「解明」古人智慧結晶時，卻又好像同時「遮蔽」了宗教實踐的
動能。這些語詞（遠多於本文所列舉的少數例子）突顯的意義和無意中被排除的知識
之間，彷彿失去了應有的平衡。猶如我們拿到吟遊詩人的錄音作品，只進行聲波頻率
的解析，卻忘了欣賞曼妙的旋律，或聆聽深具啟發效果的弦外之音。
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觀看與解釋世界的方式，當時代改變時，此一認知模式就
會跟著改變。反過來說，當某種認知模式尚未轉變時，就意味著這個時代尚未結束。
有人以為：每個時代的人都只能看其所能看、說其所能說，而沒有辦法逾越個人所處
的時代多說一句話、多看一件事。這樣的想法，似乎道出了歷史本身的歷史性，以及
佛教所說的群體共業的驅迫性。然而，在此共業之外，尚有不同類型的共業與無量的
別業，展現於無邊的時空裡。
正因為層疊於每個人生命史之中的觀看／事物、聽聞／音說、表達／概念、接觸
／感受皆有所不同，我們才能在共業洪流之中發現別業的遐隙軌跡，並在覺悟者循循
善誘的引導下，覓得一絲亮光，憑藉無始劫來薰習已久的信、進、念、定、慧等善根
勢力，讓煩惱逐漸止息，並從輪迴中解脫。
所謂的佛學研究，或許可以在此覓得喘息的空間。不是嗎？

64

參閱 Karen Armstrong, A History of God: The 4,000-Year Quest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6, pp.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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