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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無色界的區別；《天說二》和《天說餘》論爭殺

生與輪迴的問題；《天說三》用儒家經典證明儒家

天說全備，不必天主教創立新說。[1]

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天主教對儒佛兩家均有

猛烈批判，相應地，「儒佛兩家對付天主教的方

法，則聯合起來和它對

抗。因此在釋家著作中，

也有不少為宋明理學辯護

者……可見這時天主教確

稱為儒佛兩家共同攻擊的

對象。」[2]祩宏的《天說》

內容簡要，所涉範圍以回

應天主教的質疑為主，第

一部分稱得上是某種意義

上的「判教」，即將天主教

判為不究竟之外道，彼之

天主只是欲界六天中第二

天之主，欲界之上尚有色

界、無色界。可見在祩宏

看來，天主教的根本處尚

不究竟，何況其教義主

張。

以雲棲祩宏和利瑪

竇為代表的早期佛教與

天主教的論爭，儘管充滿

了「自話」，即以各自之教

義為本而破斥他教，但也

不失為一種「對話」的形式。我們想要強調的是，

這種早期論爭所產生的影響，即在佛教如何看待

天主教的問題上一直影響到民國時期的印順。在

發問與真理
——印順早期信仰轉向中的內在文明對話

■ 孫建生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一、從雲棲祩宏到印順： 

作為前理解的「天佛論爭」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傳教至今已經超

過四百年，天主教與中國的儒家、佛道二教的論爭

幾乎從未停息。將早期耶

穌會士與漢傳佛教僧人之

間發生的「天佛論爭」納

入考察視野，一方面可以

釐清從祩宏到印順之間，

佛教對於天主教的觀念

變化的發展脈絡，這作為

一種「前理解」影響了印

順的信仰轉向；另一方面

從中可以發現宗教之間

對話的基本現象，並將其

原初地取出並考察。

《聖朝破邪集》是明

末一部彙集儒釋道三家

對於天主教回應的文獻，

其卷七的主要內容是佛

教界僧人對於天主教的

反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

雲棲祩宏《天說》、密雲

圓悟《辨天說》和費隱通

容《原道辟邪說》等。其

中以雲棲大師的《天說》

影響最大。《天說》分為四個部分：《天說一》辨說

天主教之天主是忉利天王，而大千世界有萬億天

王，天主並非至尊。天主教不明正理，也不知有色

摘 要：在印順早期信仰轉向中所體現出的內在
文明對話，既具詮釋學中的「理解」與「視域融

合」的問題，也包含有的真理與此在關係的宗教現

象。將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與佛教的「天佛論爭」收

入視野中，雲棲祩宏所代表的佛教與天主教的對

話，可以看作是一種「在先」之理解，從此顯示從

理解到視域融合的可能。進一步地，將對話、宗

教間對話各自的基本結構呈現出來，後者意味著

「自話」「失與」和「先說」。在印順的信仰轉向中，

從「自話」到「眼睛明亮」（眨眼之間Augenblick）
這樣的宗教現象，意味著作為展開著、揭示著的

此在，它始終在向「真理」的「發問」中。印順對於

宗教本質的理解，則是「意欲自己有所光明」的一

種發問。真理與發問「之間」，是此在能夠有所言

說的境域。

關鍵詞：文明對話；視域融合；前理解；詮釋；印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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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宗教觀》一文中，印順認為，「宗教的深淺

次第，是不容易說得大家同意的。現依據佛經—諸
天世界建立的層次來說明。……比多神教高一級

的，應該是一神教。這在三界中，自兜率天以上，一

直到初禪的大梵天。大梵天即世界的創造主。梵天

說，這世界，世界的一切，以及人類，都是從他而有

的。印度傳說的創造神，近於希伯來傳說中的耶和

華。……由此神格的特點，凡是一神教，都充滿了

唯我獨尊的排他性。」[3]從祩宏的判教「忉利天王」

到印順的判教「大梵天」，一方面顯示出了佛教僧

人對天主教教義思想的理解的不斷深入，另一方面

則顯示出對其理解依舊處於「定勢」之中。正如劉

成有教授認為的，「對基督教的這種理解是否正

確，不是我們關心的焦點。我們感興趣的是，正是

這種理解，直接導致了他的信仰轉向！」[4]儘管印

順的判教是其後期之作，也從某些方面反映了他

對於天主教的理解是一貫的。在其早年間學習了

解基督教思想，並最終改變了其信仰而到佛教中，

他自己是這樣說明「出入於天主教」的，「這是富

有社會性的宗教。從基督教中，我體會得敬虔而純

潔的信心，對於宗教的真正意義。有信有望有愛的

基督教，有著儒、道所不曾有的東西。我研讀《新

舊約》，閱覽《真光》、《靈光》、《基督徒》等雜

誌；我實行禱告，參加過奮興會，然而我終於不能

成一基督徒。外緣是：那時掀起反基督教運動，雖

無關於基督教教義自身，而基督教會憑藉國際背

景，不免有文化侵略的嫌疑。主因是，某種思想的

難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5]不以人類

的行為（內心與外行）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

為標準。」[6]可見，印順早期信仰轉向涉及現實關

懷和尋求真理兩個維度，前者使他不能接受當時

有文化侵略嫌疑的基督教整體，後者使他不能接

受其理論教義。而在兩年間的了解和體驗基督教

的過程中，他既肯定了其積極的方面，也因著自己

的「問之所問」即對「光明」的尋求而導致轉向。在

信仰轉向中展露出「前理解」和「效果歷史意識」

問題，這也將我們引向了現象學的「解釋學處

境」，即此在的理解上來。

所謂的解釋學處境就是此在之理解的三個結

構性要素，「前有、前見和前把握」。此在的理解具

有在前（v o r）的結構，即此在是在前的「已經
是」。需要注意的是，「理解」概念在海德格爾和

伽達默爾那裡，還意味著生命（Lebnis）本身。「在
理解按照不同的實踐的興趣或理論的興趣被區分

之前，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為理解就是

能存在（Seinkonnen）和『可能性』。」[7]在海德格

爾看來，理解意味著一種雙向運動，此在理解著存

在，在理解著存在的生存中此在實現著自身。倪梁

康指出了伽達默爾對海德格爾的「理解」的發揮，

「在解釋學循環中進行的『前理解』和『文本意

義』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效果意識』的意識中進

行的所有解釋的歷史束縛性或各種歷史『視域的

融合』的可能性。」 [8]這意味著具有在前結構的

「理解」是解釋能夠產生的基礎，即「理解」先於

解釋。換言之，理解是屬於效果歷史意識的。

回到「天佛論爭」及其影響上來看，無論是祩

宏或者印順，他們對天主教的理解都各自歸屬於

自身的「理解」，同樣地祩宏的主張構成了印順的

「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帶來了「視域融合」的

可能性，還為其信仰轉向中的「宗教間對話」奠定

了基礎。

二、「理解」與「視域融合」： 

內在文明對話的先行勾畫

根據理解此在解釋著自身的生存。正如我們

前面所提及的，「宗教間對話」奠基於「前理解」之

中。「天佛論爭」裡佛教和天主教各自的「解釋」和

主張都是以「對話」的形式展現的，這種「對話」

現象目前還尚未澄清。因此需要還原出「宗教間對

話」的基本結構以使其更原始的現象呈現出來。

宗教間對話是屬於「對話」的一種變式，倘若對話

的本質尚未釐清，對於宗教間對話的考察就不能

夠順利進行。對話建立在提問中，提問比對話更為

原始。我們能夠有所提問，正是因為我們對所問者

在前地具有某種理解。變式的現象源自於對話之

基本結構性要素，即「去遠、定向和話語」。至此，

我們才可以把宗教間對話的可能性現象的基礎提

供出來。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任何發問

都是一種尋求。「發問是在『其存在與如是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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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方面來認識存在者的尋求。……發問作為

『對……』的發問而具有問之所問（Gefragtes）。
發問不僅包含有問題之所問，而且也包含有被問及

的東西（Befragtes），此外，在問題之所問中還有
問之何所以問（Erfragtes），這是真正的意圖所在，
發問到了這裡達到了目標。」[9]實際上，海德格爾

在此處所給出發問（提問）的三個結構性要素，強

調的是提問是形式指示的結構，提問本身就是一

種存在關係，「就存在問題的形式結構而言，所問

的方向（das Gef rag tes）是存在，發問的目標是
（das Er fragtes）是存在之意義，而被問及（das 
Befragtes）的則是人。」[10]按照海德格爾，對存在

的追問實際上是要問存在的意義，而我們只能從

此在上獲得對存在的理解和對存在之意義的解

釋。此在是能對自身之存在有所提問的存在者，提

問所具有的關涉存在及其意義的結構之原始性就

在於此。伽達默爾也認識到了提問結構所具有的

原初性。他認為，「重構文本應是其回答的問題，

這一做法本身是在某種提問過程中進行的，通過

這種提問我們尋求對傳承物向我們提出的問題的

答案。一個被重構的問題決不能處於它原本的視

域中。……真正的理解活動在於：我們是這樣重新

獲得一個歷史過去的概念，以致它同時包括我們

自己的概念在內。……重構那些把文本的意義理

解為對其回答的問題實際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提

問。因為文本必須被理解為對某個真正提問的回

答。提問和理解之間所表現的密切關係給予詮釋

學經驗以其真正的度向。」[11]

「對於詮釋學經驗的思考使問題（Problem）
重新回到那些自身呈現的問題和從其動機中獲取

其意義的問題（Frage）。……我們所論爭的問和答
的辯證法使得理解關係表現為一種類似於某種談

話的相互關係……期待一個回答本身就已經預先

假定了，提問題的人從屬於傳統並接受傳統的呼

喚。這就是效果歷史意識的真理。我們把它的實

現方式描述為理解視域的交融，這就是在文本和

解釋者之間起中介作用的東西。下面討論的主導

思想是：在理解中所發生的視域交融乃是語言的

真正成就。」[12]

伽達默爾首先指出了理解與提問的親緣關

係，他明確了「問題（Frage）對於詮釋學現象的構
成性意義」，並且如同後期海德格爾思考「語言與

存在」的關係一樣，把處理語言與真理的關係作

為他詮釋學工作的目標。理解與提問的親緣關係

實際上就是伽達默爾所意指的「真理與方法」，在

真理與方法之間，是此在的效果歷史意識的視域

融合。同時，伽達默爾還提出了理解與談話（對

話）的某種相似結構，而這也是奠基於「提問」結

構的。提問所具有的開放與懸而未決，伽達默爾

認為「提問就是進行開放（ins Offene stellen）。被
問及的東西的開放性在於回答的不確定性（Nicht-
festgelegtsein）。被問及的東西必須是懸而未決
的，才能有一種確定的和決定性的答覆。以這種方

式顯露被提問的東西的問題性，構成了提問的意

義。」[13]對提問的回答之提問的意義的懸而未決，

即對所問及的東西始終保持尋求，在尋求中對話

得以可能。

調轉視線到印順信仰轉向時所呈現的內在對

話上來，印順對「意欲光明」的發問也是始終處於

一種「懸而未決」的開放中，換言之，他不確定的

種種尋求（如在儒家、道教、基督教）正是他對於

真理的理解。在《我之宗教觀》一書中，印順自述

於民國七年（1918年）開始了宗教追求，末了選擇
了佛教，民國十九年（1930年）於普陀山出家。儘
管是從少年時期開始的自行摸索，到其皈依佛教

也不過是個青年，但是這十餘年時間他先後遊歷

於道教、儒家、基督教和佛教之中，汲取各種思想

力量並加以領會。各種宗教思想都構成了他的理

解，作為理解著生存的此在，也必然對自身的存

在進行提問，他對各種宗教思想進行批判性的提

問，提問的核心就在於「如何在世界中存在」。在

印順看來，仙道的美夢不能對社會帶來積極的利

益，儒家的思想缺乏鼓舞的攝引力，基督教不以

人的行為為尺度而但以信不信我為標準，唯有佛

教最為究竟，「三世因果，最為入情入理。」對於如

何在世界中存在的追問，實際上在印順看來就是

重視自我解脫，更重視利益眾生，在於徹底的覺

悟。印順的提問就是對人如何生存的提問，其答

案正是追尋生存之意義。

在此意義上，對話就顯現為各種思想文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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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不同回答，不同的回答都構成了新的理解，

在理解的對話中視域已經融合，因為「提問題的人

從屬於傳統並接受傳統的呼喚」，即對存在的發

問只能通過此在來提出，而此在向來已經在自身

之前了，傳統和曾在呼喚著此在的到來並給出回

答。在內在文明對話中，與視域融合所相關的，是

佛教傳入中國過程中的「選擇性接受」。「儒家的

道德倫理，在經學中以仁、禮統一的架構以及忠、

孝一體的認知，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家國情懷的典

型表達。這為佛教菩薩精神的普及，培育了豐沃的

文化土壤。」[14]中國既有的思維模式與倫理價值，

作為「前理解」深刻地影響了佛教進入中國後的取

向，換言之，「選擇性接受」可以理解為某種意義

上的「視域融合」。儒家的「修齊治平」與佛教的

「菩薩精神」共同澆築了中國佛教的新視域與新

傳統。「視域融合」體現在印順信仰轉變上則在於

其後期所撰寫的評論天主教思想的文章中，接受

了祩宏以來的佛教傳統，並與自身的理解相交涉，

將其視域置身於歷史視域之中而展開自身。

三、「真理」與「此在」： 

信仰轉向的宗教現象

對話在原初性的「提問」基礎上才得以可能。

對內在文明對話的先行勾畫，還沒有完全把宗教

間對話完全澄清。我們還需要將對話的結構性要

素標示出來以通達到宗教間對話現象中去。進行

對話的對話者總已處於某種關聯（Verhaltungen）
之中。關聯意味著此在存在於世界之中的基本關

係結構的行為，總是先於意識而與其他存在者及

存在處於某種關聯中並持續發生關聯。[15]關聯在

是此在與真理的關聯。

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用話語

（Rede）來翻譯古希臘詞邏各斯（logos），是將話
語所具有的「使某物顯現」的含義公開出來，並將

話語作為此在在世存在的基本樣式與理解（Ver-
stehen）放到統一結構中。因此他說「話語同現身、
理解在生存論上同樣原始。」海德格爾對話語和

邏各斯的討論最終引向的是他想指明的真理（存

在的意義），即去蔽（alētheia）。大乘佛教的一個
核心概念「真如」（或實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也具有海德格爾式的現象學含義，真實如其自身

（而顯現），真如之具有諸多異名也提示我們其並

非定義式的概念，而應當看做指示性的。真如或真

理所能被觸及的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語言

或對話以否定性的形式（去蔽）來揭示真理。

伽達默爾沿著他的思路在處理理解與視域融

合的時候將「語言性」看作是詮釋學的主線問題。

對話是此在與共同在此的其他存在者的對話，因

此此在的對話具有空間性，即「去遠」和「定向。」

去遠意味著將某物帶上前來，而定向意味著此在

有所尋視有所前往，話語則意味著使某物顯現。三

者共同構成了此在的對話的基本結構，對話這樣

的結構中才得以發生。

作為對話的變式，宗教間對話還原自於宗教

各自之真理的傳統，傳統即已經在先之效果歷史。

利瑪竇《天主實義》中的「中士曰、西士曰」以及祩

宏的「略辯一二」、印順的「我之宗教觀」都是依於

各自傳統而對他者持有一種「觀看」和「言說」。宗

教間對話作為一種宗教現象必然關涉「研究上帝

或神聖的東西對於宗教生活的意義。」「宗教現象

是由兩個基本因素組成：個體的存在的人和神聖

性的東西。缺少了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宗教生活

就不成其為宗教生活，從而也就沒有宗教現象。」
[16]宗教間對話也是如此。宗教間對話所呈現作為

對話變式出的結構性要素區別於對話，是因為神

聖性與對話的交涉使對話之意義—對真理的理解
先於對話本身而存在，即對神聖性意義的理解和

解釋先於對話。因此這樣一種「宗教間對話」就意

味著如下三個結構性要素，「自話」、「失與」和

「先說」。區別於對話的結構性要素，對話與宗教

間對話的各自結構的中心位置不同，對話在於定

向而宗教間對話在於自話，二者都建立在「話

語」，即意義之中。

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說，「中士曰：吾國

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為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

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

父所生，則吾弟兄矣。」[17]祩宏在《天說》中聲稱，

「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一四天下

三十三天之主也。」[18]印順在《我之宗教觀》中說，

「我之宗教觀，是以佛教的見地來看宗教，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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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看宗教的深淺不同。」一種可能的情況

是，宗教間對話中，並沒有新的東西出現，因循著

既有的傳統淪落於其中，視而不見故從未將「真

理」帶上前來。對以上宗教間對話的基本現象進

行考察可以發現，其與對話的基本結構具有不同

的傾向，並呈現出「自話」、「失與」和「先說」三個

基本結構。「自話」是「去遠」的變式。去遠是指此

在在空間性上消除距離，使不再遙遠，在對話中則

意味著通過視域融合使對話者的傳統相互靠近。

自話同樣使作為曾在的此在相互靠近，但卻是以

否定性的方式靠近。在自話中，將他者納入自身，

安排成似曾相識的模樣。自話將對話者同「去遠」

一樣帶到面前，卻使之更為遙遠。「失與」是「定

向」的變式。定向在對話中意味著同處於歷史區域

之中，並有所尋視有所把握。失與則意味著對歷史

區域的未曾照亮或依舊黑暗，本在同一區域內的

共同此在，看似贏得了對話但卻失去了與談的對

話者，話語所承載的意義隨之失去了標的。自話者

是被問及者，失與是提問的方向，而「先說」是提

問之目標，即存在之意義或真理。「先說」是「話

語」的變式。顯然「先說」作為先行在前者，已經對

想要說的東西有所言說。作為先說的原始樣式，

話語本要使某物顯現出來，但是作為關涉意義或

作為前理解的先說，已經在先的遮蔽了對話中本

要顯現之物。「自話」「失與」和「先說」構成了宗

教間對話的結構性要素。宗教間對話作為變式與

對話同樣積極。

因此，一方面對話作為一種「內在」意味著覺

解，在此在的生存中對本己事實性生命的施行的

時刻「所是」；另一方面，在生命的「困苦和逼迫」

中，在終有一死的有限中，此在希望將自身道說清

楚。道出所朝向的正是對話之「間」。

對話之「間」所指的間隙使得對話成為可能。

「間隙」是尚未所是者，即真理發生之地。此之

「間」已如此之近，以至於其格外遙遠。因為總會

將如此之近的「真理」「遮蔽」，此之「間」是話語

之「無」，它不在別地，就在此在之中。倘若我們回

憶起在《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海德格爾對路

邊烤火的赫拉克利特故事的描述，我們就可以知

道，在此「間」真理發生，它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在

場。對話使真理保持開放，讓其始終處於懸而未

決。「爐邊取暖的赫拉克利特暖和著自己，又通過

語詞以另外一種方式暖和了陌生人。語詞開放了

自身，向陌生人發出邀請。於是，思維的第二個視

野是：它分布傳達，它旨在與他人分享語詞開放的

環境。」[19]

在宗教間對話所展現出的基本結構於是就意

味著，保持語詞的開放和傳達，並使他人溫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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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先說」結構中，語詞產生了某種封閉，另

一方面在原始的「話語」結構中，開放和溫暖得以

可能。對話引導著理解朝向自身，即朝向理解著的

此在（事實性生命）。因此，在印順的信仰轉變中，

對真理的發問，即意味著他對於生命自身何所向

的發問並有所尋求。在尋求中經由內在文明對話

而走向佛教。他認為，宗教的本質即人類的意欲，

「宗教是人類自己；是人在環境中表現著自己的意

欲。」人所意欲的是光明的自己，即作為澄明的實

存，由對話中的「開放與溫暖」而通達光明之路。

在印順看來，佛教就是要實現真正的超越與自由，

綻出此在的本真狀態。

此在在世界中對其存在而有所理解有所發

問，理解是朝向事實性生命本身。早年信仰轉向時

期的印順對自身可能性的追問，到人神間隔的基

督教世界尋求新的關係的建立，繼而又到佛教中

去重新建立自身與世界的關聯。所關聯者是生存

（Ek-sistenz）。因此印順說，「凡是高尚的宗教，無
不以自由、平等、福樂、慈悲等為理想，而要求實

現理想。要實現這些理想，有一根本而主要的，即

『生』的實現。生是生存，世間的一切希望都根源

於生存……道教說長生，耶教說永生，其他高尚宗

教，都一次永恆的生存為基本理想。」[20]對生存有

所關聯的理解，使印順獲得了他所說的堅強力量，

或者他多次提及的「眼睛明亮」。眼睛所觀看朝向

的，是「生的實現」的「如何」。印順解讀亞當夏娃

吃了伊甸園分別善惡果之後，「眼睛才明亮起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明亮起來之處，是黑暗

未隱退之處。有所尋視的理解已經不再是最原初

的理解，而是將世界與自身隔絕開的理解，在眼睛

明亮之有所朝向之際，話語閃爍的地方，生存的可

能性隱退了。印順對宗教本質即「人的意欲」的描

摹，指出了人在宗教中吐露了自己的黑暗也希望開

展光明，由此而來的宗教的基本理想中，佛教的

「無生」在他看來是「自求新生」。「無生」是此在之

「間」，在吐露黑暗與開展光明之間真理發生。在

印順看來，佛教有自利利他的人本主張以及進取

自覺的創造精神[21]，即是此在作為超越而生存。印

順所主張的人的可能性的真正實現—人本與創
造，是在理解與視域融合的內在文明對話中所呈

現出的，這集中體現在他的信仰轉向中。在其理解

與視域中，文明之諸樣態是所問及的方向，問及的

目標是生存的意義，即作為澄明之真理。在發問的

尋求中，內在文明對話在其信仰轉變中展開。

四、結語

從印順早期信仰轉向來看其中所體現出的內

在文明對話，需要從詮釋學中的「理解」與「視域

融合」的問題，也包含有的真理與此在關係的宗教

現象。在印順的信仰轉向中，他對儒家、道教、天

主教、佛教都有了解和學習，尤其是對於天主教，

他既承認其獨特的社會關懷，又指出其教義上所

不能被接受之處。換言之他並非是盲目的接受或

拒斥，而是在自己有所理解有所把握之後作出的

信仰抉擇。可以說，印順始終處在向「真理」的「發

問」中。因而，對於宗教本質的理解，他說是「意欲

自己有所光明」，這種「意欲」不是終結而是始終

未曾停止的發問。真理與發問「之間」，是文明對

話得以展開的境域。對話使真理保持開放，語詞則

讓身處其中者「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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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e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embodied in Yinshun’s early turn to faith is not only 
a hermeneutical issue of “understanding” and “fusion 
of horizons”, but also a religious phenomenon that en-
compa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dasein. 
The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Catholicism, as 
represented by YunQi ZhuHong, can be seen as a kind 
of “prior” understanding, which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moving from understanding to fusion of horizons. 
Further, the basic structure of dialogu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s presented, the latter implying “self-talk”, 
“disassociation”, and “pre-talk”. In Yinshun’s turn to-
ward faith, the religious phenomenon from “self-talk” 
to “bright eyes（the moment）” means that as an unfold-
ing and revealing present, it is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the “truth”. Yinshun’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is a kind of questioning that 
“desires its own light”. The “intermediate” of truth and 
questioning is the horizon in which dasein can speak.

Key Word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fusion of 
horizons, pre-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YinSh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