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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盧曼系統論中的科學理論
探討宗教學的觀察立場

根瑟．馬庫斯∗

《摘要》
本文藉用盧曼的系統理論來探討宗教學方法論中具爭議性的「研究立場」
問題。首先，扼要介紹盧曼科學觀的若干基本概念，其次，探討三個核心
主題：「圈內∕圈外」立場的問題、對研究對象「化約」的問題、以及研
究者個人的角色。依照盧曼的理論，宗教與科學是社會中兩種獨立運轉的
溝通系統，兩者都依據自身固有的條件建構其各自特有的世界觀。如此，
屬於科學系統的宗教學必然是從外部來觀察且「化約」宗教現象。結語指
出，盧曼的相關思想雖然合乎當前國際宗教學界所主張的「非宗教性宗教
研究」的潮流，但同時也把宗教學研究的成果徹底相對化。此外，與其他
新近研究途徑相比，盧曼的系統理論可兼顧研究對象與學科本身，對宗教
理論與宗教學理論發展頗富啟發性。
關鍵詞：宗教學、系統理論、觀察、化約、圈內∕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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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er Posi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uhmann’s
System Theory
Marcus Günzel∗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spects of the insider/outsider problem i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klas Luhmann’s system theory.
After introduc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Luhmann’s concept of science, the
paper deals with three topics: the insider/outsider question, the problem of
redu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scholar. According to Luhmann’s
theory, religion and Religious Studies must be understood as self-reproducing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which construct their own particular world views
according to divergent perspectives of observation. Consequently, any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evitably operates from an outsider position and
‘reduces’ its object of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its own cognitive capacities.
However, since this is valid for all social systems, the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relativized radically.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Luhmann’s
approach basically is in line with recent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in
Religious Studies,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approaches, his system theory

∗

Marcus Günzel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2

玄奘人文學報【第二期】

民國 93 年 2 月

頁 1-17

offers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both to deal with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o reflect on the discipline itself.

Key words: Religious Studies, System Theory, Observing, Reduction,
Insider/Out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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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年來，國際宗教學界對一般性的、普遍有效的宗教理論之興趣明顯增強。
1

在當前宗教學擁抱「多元方法主義」
（polymethodism）2 的情況下，對於新的、

源自其他學科途徑的探索，或許只不過意味著宗教學範圍的擴展，亦即在宗教學
既有的幾種並存的途徑之外添加了某些新的方法或理論而已。然而，就某些途徑
而言，因其所主張的科學理論立場及其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性，以致難以被編入宗
教學鬆散的架構裡。除了提供某種有關宗教學研究對象的新概念之外，這些途徑
或許也可以提供宗教研究者重新思考「宗教學」的機會，甚至可能促使一種嶄新
的宗教學構想的形成。德國社會學家盧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理論就是這
種既能探討研究對象又能夠反思學科本身的途徑。
盧曼的系統理論雖然以「社會」為主要對象，但是，對宗教學而言，他的理論並
非僅僅意味著「又一種」宗教社會學途徑，反而代表一種新的「典範」
。一方面，
盧曼所探討的問題範圍甚廣，他提出了系統理論、知識論、溝通理論、進化論、
社會理論等，而且，在社會理論方面還包括一套宗教理論，此宗教理論所牽涉的
層面也超乎一般社會學所關心的問題之範圍，甚至對神學等鄰近領域也具有啟發
性。3 另一方面，盧曼探討問題的方式與以往學術思想有所不同，尤其是他的「觀
察」（Beobachten）思想將可能影響宗教學的定位、與研究對象的關係、術語的
建構等。因此，假如以盧曼的系統理論來討論宗教學，就不能只把它視為是一種
宗教社會學途徑，更進而應系統性地探索其整個理論體系對宗教學的啟發性。筆
者認為，這種探索可以採取以下四種彼此關聯密切但在分析與實用上仍可分別進
行的途徑：
（一）從盧曼系統理論的角度來探討宗教學若干「根本」的問題（例
如：宗教概念）
；
（二）批判性地探討某種術語及其所指涉的事實，並比較該理論

1

例如參見 Jensen, Rothstein (Ed.) 2000; Braun, McCutcheon (Ed.) 2000; Wiebe 1999; Preus
1996。
2
此即 D. Wiebe 用來批評當前宗教學方法與理論缺陷的用詞，見 Wiebe 1999: 284。
3
參看 Welker 1983，Dallmann 199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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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如何處理、如何理解這個事實；
（三）以這個理論來分析某種具體的宗教史、
宗教民族學等資料；
（四）應用該理論來探討某種典型的宗教學研究主題（例如：
「死亡」
）。
本文嘗試這種系統性的探索，討論宗教學最根本的問題之一，即宗教學的觀
察角度。也就是說，本文所討論的並非針對研究對象，而是牽涉「宗教學」作為
一門學科的定位與自我認同。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較，宗教學與其研究對象
間的關係，特別是宗教研究者「理解」宗教現象「正確」的方式，顯得頗富爭議
性。例如，由 R. T. McCutcheon 所編的 The Insider/Outsider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New York 1999) 一書的出版顯示出：宗教學雖然已經歷了百餘
年的發展，但是，宗教研究者立場的問題仍然是當前宗教學方法論最基本的課題
之一。根據 McCutcheon，此爭議的核心問題即：人類行為與信仰的動機與意義
在何種程度上可以被一個本身或許沒有信仰（或不同信仰）且未必參與過相關活
動的研究者來掌握？4 當然，這個問題原則上不限於宗教研究，它也引發許多學
科的 方 法論 問題 。 這個 問題 經 常被 歸納 為 「圈 內∕ 圈 外」（insider/outsider,
emic/etic）兩種不同觀察立場及其相關的方法論。但是，在宗教學方面，此問題
較為複雜，因為，自初期宗教學起，許多學者強調宗教的不可化約性，這種頗具
影響力的學術傳統認為宗教構成一種獨立的領域或意義層次，因而，為了能夠正
確地理解宗教，學者應首先具備宗教經驗，或至少以「同理心」
（empathy）的態
度盡可能從宗教信仰者的立場來觀察宗教。與此相反，主張一種「世俗的」、經
驗科學的立場的學者則認為宗教並不需要被視為一種獨特的領域，而是可以藉以
一般的科學方法來加以研究。5

4

McCutcheon 1999: 2。
詳見 McCutcheon 的文集所提供豐富且具有代表性的資料。近年來所出版的基礎性論
著幾乎都直接或間接討論相關問題，例如註一所列的著作。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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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盧曼的理論未被應用在這個問題上。本文將不重新討論各種「古典」
的立場，反而直接從盧曼的科學觀之角度來加以探討。下文，首先扼要介紹盧
曼科學觀的若干基本概念，其次，筆者試圖針對三個核心問題討論盧曼的科學
觀對宗教學觀察立場的影響：
（一）就「圈內∕圈外」的問題而言，在研究宗教
現象的過程中，宗教學者能否當作「圈內的」觀察者？（二）可否避免研究對
象的「化約」？（三）研究者個人的角色如何？

貳、 盧曼科學理論的若干基本概念
盧曼的科學理論是他社會理論的一環。盧曼並不像傳統科學觀認為科學彷
彿從「世外的角度」來進行觀察，對他而言，科學都發生在現世的社會中，且
代表社會眾多不同觀察角度的一種，因而科學所提出的有關世界的描述也不可
能是唯一正確、普遍有效的描述。根據盧曼，今日科學的形成與近代社會的分
化過程有關，科學只不過是功能分化社會的各種功能次系統（例如：法律、經
濟、政治、宗教等）之一。因此，關於科學的理論，特別是知識論，也總是依
賴於社會分化過程的相關條件，盧曼因而認為一種合乎現代社會情況的知識論
與科學理論必須顧及並反省自己的前提。6
盧曼以其有關「觀察」
（Beobachten）的理論來處理此問題。這個理論涉及
心理系統（意識）與社會系統（溝通）
。盧曼選擇了一種極其抽象的、形式的觀
察概念：
「觀察」即一種「運作」
（Operation）
，此運作運用某種「區別」
（Differenz）
來 「 標 示 」（ Bezeichnen ） 某 事 ， 並 同 時 把 被 標 示 的 事 與 其 他 事 「 區 分 」
（Unterscheiden）開來。7 雖然，此概念頗抽象，但是，盧曼強調「觀察」是一
種實際的、經驗性的事實：由於觀察運作都運用某種區別，也就是說，觀察總
是要畫出某種邊界才能夠進行標示與區分，所以任何觀察運作本身也是可以被
其他觀察運作觀察到的，而且，由於觀察都發生在現實變動的世界中，所以任
6
7

Luhmann 1992: 7-10。
Luhmann 1992: 7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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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觀察運作都同時在改變它所觀察的世界，因而，不可能有一個可以被觀察而
本身卻不受觀察影響、恆定的世界，換言之，我們無法從外部來觀察世界，而
只能從世界內部，按照世界本身所提供的物理、有機、心理、社會等條件來進
行觀察。8
假如先後發生的個別觀察運作彼此銜接起來，亦即當某些觀察運作的結果
成為其他觀察運作的出發點，就可能形成一種遞迴性的運作網，進而產生系統
邊界，此邊界所形成的「系統∕環境」區別同時約束著該系統所能夠觀察的事，
也就是說，系統與環境的區別構成該系統所認識的世界。這種系統被盧曼稱為
「觀察者」（Beobachter）。9 盧曼認為此「觀察者」構成一種完全封閉的、「自
我再製的系統」
（autopoietisches System）
：它不斷以自己的元素來再製自己的元
素（即運作）
。系統自我再製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即：如何確保眾多個別運作能夠
順暢地彼此銜接？10
根據盧曼，觀察者都必須透過某種「媒介」
（Medium）來產生其區別的「形
式」（Form）。心理系統與社會系統進行觀察的一般媒介即「意義」（Sinn）。也
就是說，心理與社會都是「意義系統」（Sinnsysteme）。兩者的差異在於它們的
運作模式：心理系統以念頭產生念頭，而社會系統則以溝通產生溝通。因此，
對盧曼而言，
「社會」即是「溝通」
。溝通的觀察運作即「訊息」
（Information）、
「告知」
（Mitteilung）與「理解」
（Verstehen）三種選擇（區別）的綜合。11
盧曼以溝通與獨立運作系統的概念為探討科學的出發點。在這種前提下，
「知識」
、
「真理」以及「科學」不再能夠被歸屬於「人」或「意識」
，這一點與
重視個人（主體）的傳統科學觀差異頗大。雖然，盧曼也認為意識（即心理系
統）是溝通系統能夠形成並持續運作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意識與溝通之間並
非一種因果或層級的關係，而是所謂「結構連接」
（strukturelle Kopplung）的關
係，此結構連接關係是心理系統與溝通系統在意義媒介中共同演化的結果，導

8

Luhmann 1992: 75，82 ff.。
Luhmann 1992: 82。
10
Luhmann 1992: 28 ff.，詳見 Luhmann 1987: 60 ff.。
11
Luhmann 1987: 193 ff.，1992: 53 f.，1998: 44 ff., 195 f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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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兩者彼此互為必要環境。12 總之，就理解科學而言，必須把「知識」與「真
理」視為是屬於社會系統的層次，相關的基本運作就是溝通，因而應針對其在
溝通系統中所發揮的功能來加以探討，例如針對上述有關系統分化、自我再製
延續等問題。13
根據盧曼，所謂「知識」即某些可重複進行的、可重建的觀察運作，亦即
各種個別觀察運作的「凝固」（Kondensierung）
。14 「知識」因而是一種結構，
此結構有助於溝通系統自我再製的延續。15 在當下所進行的觀察運作中，知識
總是直接被運用，而不經過「檢驗」，假如系統要區分某種知識是否是「真實」
或「非真實」的，則須另一層次的觀察，亦即所謂「第二階觀察」
（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
，這種二階觀察分別第一階觀察者在進行觀察時所運用的區別
為何種區別。16 科學即屬於這種二階觀察的層次。盧曼認為，科學的溝通是藉
以「真實∕非真實」
（wahr/unwahr）這個「二元符碼」
（binärer Code）來觀察其
他溝通，並按照某些「規則」
（Programme）
，亦即科學的理論與方法，來決定所
觀察的溝通為真實或非真實的。17 就社會整體系統而言，這種科學的觀察所發
揮的功能即產生真實的新知識。18 然而，
「真實∕非真實」的符碼所涉及的「真
理」其實只不過是一種溝通媒介而已：在溝通過程中，這個媒介象徵著被運用
的知識是經過「檢驗的」
、
「真實的」
，因而較容易被接受、被當作接下來的溝通
的前提。19 科學系統的形成也就是這個媒介反覆被應用的結果。做為社會整體
系統的次系統，科學有助於社會系統複雜性的建構、自我再製的延續等，但是，
它的觀察並非比其他系統「真實」
，因為，根據盧曼的觀察理論，科學原則上與
所有其他意義系統一樣：它構成一種封閉的、自我再製的系統，因而，它有關

12

Luhmann 1998: 102 f.，詳見 Luhmann 1987: 第六章。
Luhmann 1992: 133。有關盧曼對傳統科學觀相關觀念的批判，見 1992: 147 ff.（知識）
與 1992: 209 ff.（真理）。
14
Luhmann 1992: 123。
15
Luhmann 1992: 134。
16
Luhmann 1992: 167。
17
Luhmann 1992: 172 ff.，194 ff.。
18
Luhmann 1992: 216。
19
Luhmann 1992: 167，173，17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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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觀察受束於這個系統藉以其獨特的符碼之運用所建構的自身複雜
性。在自己的運作中，科學溝通雖然總是堅持自己的觀察為「真實的」
、符合「實
在的」觀察，但是，這只不過反映此系統所運用的溝通媒介之特色。科學所產
生的知識並非代表或相應於「實在」或「世界」
，而始終是這個系統內部運作的
建構。20

參、 圈內或圈外？

這種科學理論對宗教學中所謂的「圈內∕圈外」問題有何啟發？例如，研
究者可否當作「圈內」的觀察者？就這個問題而言，應首先釐清「圈內∕圈外」
所涉及的系統層次。根據盧曼的理論，此問題原則上牽涉「溝通系統」而不涉
及「心理系統」
，因為，科學與宗教都是社會溝通系統，心理系統雖然與社會溝
通系統有結構連接的關係，但是，溝通無法直接觀察心理系統內部的觀察運作，
所有發生在內心的觀察運作都只能間接地、透過溝通的形式來分別。因此，宗
教研究的「圈內∕圈外」問題涉及溝通而非心理。這同時意味著，對宗教系統
自我描述的理解，並不依賴觀察者對某些人內心活動的了解，反而完全局限在
溝通系統的層次上。
其次，必須把系統「運作」的層次與系統「觀察」的層次區分清楚。因為，
意義系統的獨特運作方式雖然都是「觀察」，而任何觀察都是「運作」，但是，
盧曼強調，產生「系統∕環境」區別的基本運作層次與個別運作所使用的區別
層次仍須分開討論：
「運作」概念指涉某種系統的現實存在，亦即在現實世界中
所發生的自我再製過程，它是「實際的」
，而「觀察」則意指該系統運作中所運
用的區別，亦即這個系統所產生的世界觀，它是一種「建構」
。21
就系統基本運作而言，假如某個觀察者的個別溝通所使用的區別符合某種
系統所特有的符碼，亦即當此個別溝通能成為該系統自我再製的單元，這個觀

20
21

Luhmann 1992: 102。
Luhmann 1992: 7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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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才可稱為「圈內」的觀察者。否則，該系統不會把這些個別溝通辨別為屬
於自身的溝通，反而把它們歸屬於環境。由於觀察者無法同時以兩種不同的符
碼來引導自身的觀察運作，22 所以，就觀察宗教的情況而言，宗教系統「圈內」
的觀察者總是一個宗教性的觀察者。學術研究者則以科學系統的符碼為自己觀
察運作的基礎，因而不能同時當作宗教系統內部的觀察者。換言之，進行觀察
的系統與被觀察的系統總是完全分開的，它們獨立運轉。這意味著，就各種溝
通系統的基本運作而言，
「圈內」與「圈外」所指涉的問題並沒有意義。
不過，就觀察的層次，亦即系統所運用的區別（意義形式）而言，
「圈內∕
圈外」的區別確可以代表一種方法上的挑戰，即：在觀察宗教時，應如何觀察
才能夠不違背宗教系統固有的結構、不將一種外來的描述強加於宗教系統上？
若干古典宗教學途徑，尤其是那些聲稱已賦予宗教內部觀察角度優先地位的途
徑（例如 R. Otto、M. Eliade）
，曾經試圖界定宗教的「本質」來解答這個問題。
從盧曼的理論來看，這種問題提出法繼承了「舊」歐洲的本體論思維模式。盧
曼認為，由於這種途徑總是從外部來尋找宗教的本質，所以不同立場的觀察者
也將提出不同的答案，導致有關宗教本質觀念的多樣化，而盧曼則聲稱已把問
題的出發點轉移到宗教本身上，亦即從宗教溝通系統這個觀察者的角度來尋找
答案。23 因為，對盧曼而言，宗教屬於那些能夠標示出自身、能夠賦予自己某
種形式的事情，宗教就是界定自己並排除所有與自己不相容的事，換言之，它
是一種獨立運轉的系統，因此，我們不能從外部來界定宗教的「本質」
，而只能
從第二階觀察的層次，亦即透過對宗教自我觀察的觀察，來界定宗教。24 總之，
盧曼從外部觀察者的角度來觀察宗教系統的自我觀察，他所提出的問題即：宗
教性的溝通如何辨別宗教性的溝通？25

22

但同一事件（個別溝通）可同時由幾種不同的系統被觀察，此即構成所謂「多系統事
件」
（Mehrsystemereignisse）
，但在不同系統中此事件具有其各自不同的意義，見 Luhmann
1992: 32。
23
Luhmann 2000: 57。
24
Luhmann 2000: 15，309。
25
Luhmann 2000: 5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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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化約」的問題
根據上述，宗教學對宗教系統「正確」的理解方式應是：觀察者應注意宗
教溝通透過怎樣的區別來產生且再製「宗教∕環境」的區別，亦即宗教如何從
一般社會溝通中分化出來、如何識別自身的運作？當然，這種自我標示不會藉
以某種統一的語義形式（例如：
「宗教」一辭）來實現，反而在不同的社會與歷
史情境中產生了不同的語意形式。對盧曼而言，關鍵在於正確地掌握宗教區別
獨特的意義形式，他認為「內在性∕超越性」
（Immanenz/Transzendenz）此一區
別能夠較確實地掌握這個宗教意義形式的特徵。26 根據盧曼，假如外部觀察者
沒有掌握到相關符碼，就無法解釋該系統如何形成、如何將自己的運作過程結
構化、如何進行自我觀察等，簡言之，這個觀察者無法理解他所觀察的系統。27
顯然，盧曼雖然聲稱他以宗教的自我觀察為出發點，但這並不是說他已接
近所謂「圈內」的觀察角度，因為他有關宗教自我觀察的觀念與陳述並不符合
各種宗教的自我描述，反而是一種典型的「化約」
。盧曼本身指出他這方面的論
述當然都以他自己的系統理論之若干基本概念為先決條件。28 不過，從盧曼的
科學觀來看，任何宗教學術研究對於宗教的觀察都必然是一種化約。因為，根
據他的觀察理論，
「宗教學」只能夠在第二階觀察的層次上形成。在科學系統「真
理」的媒介中，宗教學藉以某些特殊的、專門標示與區分宗教溝通之區別來進
行其自我再製。宗教學溝通所運用的概念屬於科學系統，即使宗教學者使用某
些源自宗教溝通的用語時，也是如此，因為宗教學的觀察總是科學系統內部的
活動，它主要有助於科學系統複雜性的建構，它的功能在產生真實的新知識。29
因此，宗教學系統與宗教系統的觀察角度也總是不一致、不相稱的。
然而，在宗教學界，反對「化約論」途徑的學者常會擔心宗教性的觀察角

26
27
28
29

詳見 Luhmann 2000: 第二章。
Luhmann 1992: 195。
例如見 Luhmann 2000: 58，74。
比較 Luhmann 2000: 7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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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自我觀假如被忽略，就可能導致各種扭曲，而主張外部觀察的學者在解釋
宗教時則傾向於特別強調某些非宗教性因素的重要性，因而使得雙方立場似乎
無法協調起來。假如從盧曼科學觀的角度來看這個問題，它在某一方面可以論
證宗教研究對宗教現象「化約」的合理性，但在另一方面也指出這種觀察運作
的局限性。根據盧曼的理論，科學對於任何研究對象的描述總是一種不符合該
對象自我觀的化約：盧曼認為，科學系統在觀察某一種系統時，並不只是描繪
該系統如何理解自身及其環境，也不僅僅複製該系統的自我觀，反而藉以科學
的抽象概念來化約該系統及其環境所構成的複雜性，而且，由於科學觀察不須
符合被觀察系統的自我觀，也就是說，由於它不受束於該系統運作的內在限制，
所以，科學觀察所顯示出的複雜性高於被觀察的系統自己所能夠掌握的複雜
性，因而被觀察的系統顯得比它自己所認為的複雜，這或許將引起該系統的不
安、激怒、危機等，但是，如盧曼所指出，任何觀察原則上都可能在某些方面
勝過它所觀察的對象對其自身複雜性的理解。30
就宗教研究而言，
「明顯」
（manifest）與「潛在」
（latent）因素的區別即是
這種情形的例子。根據盧曼的理論，
「明顯」與「潛在」的區別源於學術研究者
的觀察角度：由於宗教學系統從外部、從第二階觀察的層次來觀察宗教，所以
可應用某些科學系統所特有的比較模式（尤其是「功能」），這種觀察可能顯示
出某些存在宗教內部或宗教與其他系統間的關係，而宗教系統本身則無法觀察
到這些關係，因為它們或許做為該系統觀察運作不可避免的「盲點」（例如：
「神」、「涅槃」等「偶然性程式」[Kontingenzformel]31），或構成該系統運作與
環境間（例如：經濟、法律等系統）的結構連接關係而因此無法同時被系統觀
察到。對盧曼而言，在系統運作方面，系統自己也可以觀察到的因素即是「明
顯」的，而系統本身無法掌握的因素則是「潛在」的，當第二階觀察者運用這
種區別來分析宗教系統時，例如有關「潛在功能」的探索，他雖然不顧被觀察
的系統的自我描述而確定某些該系統無法掌握的事實，但是，這並不是說宗教

30
31

Luhmann 1987: 88。
詳見 Luhmann 2000: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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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觀察享有某種特權或優勢，同時也不意味著宗教學在扭曲或藐視宗教，因
為，如盧曼所強調的，這種探索本身只不過是一種進行比較的觀察模式，它並
不能解釋這些事實為何是如此，而且，任何有關「功能」
（包括「明顯∕潛在」
功能）的區別總是某種觀察者的建構而已。32
科學系統當然可以在自己的觀察運作中標示並使用宗教的自我描述。33 不
過，宗教學所產生的有關宗教的知識雖然是「真實的」知識，但是，此真實性
是一種符合科學系統的真實性，因而不可能反應、甚至符合宗教系統的真理，
因為宗教的真理局限於宗教系統，它是該系統的導向區別。科學系統只能藉以
自己的區別來觀察在宗教系統中被溝通的宗教體驗與行動。因而，當「宗教真
理」、「宗教經驗」與「宗教行動」成為宗教學溝通的主題時，總是一種符合科
學系統複雜性、受束於科學系統區別能力的重建與化約。宗教學是否使用某些
起源於宗教系統的語義形式，甚至賦予某些宗教範疇特殊的地位，進而在自身
觀察運作中特別重視這些形式並修正原來的術語等，或者根本不採納、不注意
宗教系統的自我描述，端賴科學系統的「規則」，亦即學術研究的理論與方法，
而這些規則的演化又受多種複雜因素的影響。34

伍、 學者及其信仰的角色
對個別宗教學研究者的角色，盧曼的觀察理論將有何影響？此問題也牽涉
到宗教學者個人宗教信仰對宗教研究是否有正負面影響的問題。35
根據盧曼的理論，研究者「個人」即心理系統，而科學與宗教則都是溝通
系統。溝通與意識代表兩種不同的運作模式，因而構成實在中兩種不同的層次。

32

Luhmann 2000: 118f.，比較 1987: 88 f.。有關結構連接與運作封閉性及其所引起的約
束，見 Luhmann 1998: 92 ff.。
33
盧曼有關宗教系統自我描述相關問題的探討，見 Luhmann 2000: 第九章。
34
有關相關問題，見 Luhmann 1992: 401 ff.。
35
比較 Sharpe 1983: 第二章（Commitment and Understanding）
，Sharpe 的相關探討可補
充 McCutcheon 文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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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意味著，心理的運作無法被劃分為「宗教」或「科學」
。心理系統能夠處理
宗教性的或科學性的意義形式。但是，對宗教系統或科學系統而言，心理系統
的觀察必須被轉換成溝通才能與這些系統有關聯性。而且，這些被溝通的觀察
也只能依照相關系統固有的條件來處理，也就是說，它們是否是宗教性的或非
宗教性的、科學性的或非科學性的溝通，亦即它們被宗教或科學辨別為是屬於
自己系統運作的單元或者被歸因於環境其他系統，端賴這些溝通所使用的媒介
為何種媒介。此外，心理系統的運作比溝通系統的運作不一致，它變化不定、
跳躍式的運作可以先後處理彼此不相關、甚至互相矛盾的意義形式，它可能一
會兒想某種科學性的意義，一會兒又體驗宗教性的意義，但未必因此就陷入矛
盾或無法繼續運作的狀態，因為它所處理的區別之差異或變化並不影響心理系
統的自我再製本身。36 因此，宗教學觀察立場問題所牽涉的心理系統問題比溝
通系統問題還複雜。
對研究宗教現象的心理系統而言，有關「同理心」、「圈內觀察角度」等要
求在某種程度上是有意義的。雖然，就心理系統觀察其他心理系統（例如：宗
教信仰者）的基本條件來說，被觀察的心理系統永遠都是盧曼所謂的「黑盒子」
（black box），其內心歷程、動機、想像等無法真正被「看穿」，但是，假如研
究者的記憶包含宗教性的體驗與行動，他觀察宗教現象（包括信仰者）的相關
運作或許比沒有宗教性的記憶之研究者複雜，或至少運用某些獨特的區別來進
行觀察。但是，從盧曼的建構主義知識論之角度來看，這種觀察的結果未必比
其他觀察真實，同時也未必比其他觀察不真實，而只不過是某種系統的運作而
已。科學系統本身則無法運用這種「同理心」的觀察方式，因為，作為一種溝
通系統，科學不能容忍過多不一致的運作，否則它的自我再製將很難持續，因
而所有運作都以科學獨特的媒介與符碼為基礎。作為科學系統次系統的宗教學
的溝通也都必須在「真理」媒介中透過某些當下看似有道理的、已確立的區別
與科學系統的溝通運作銜接，才能持續宗教學系統的自我再製。個別心理系統
的觀察，例如某種「同理心」
、自認為特別理解宗教立場的觀察，是否能被宗教

36

有關心理系統，見 Luhman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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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統接受，也就是說，研究者所溝通的意義形式能否在科學系統運作中被「凝
固」（kondensieren）與「確認」（konfirmieren），37 主要依賴科學系統的演化過
程，而科學系統的演化則受多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某些把宗教內部的觀察
角度視為研究宗教主要標準的途徑，例如 R. Otto 神學性的、特別強調內心體驗
的宗教概念，曾經長期地影響歐美的宗教學，此情形與宗教學溝通在當時歐美
社會及科學系統中所面對的若干條件有關，在今日歐美宗教學界，這種途徑卻
已被「淘汰」
，顯然，這是宗教學系統演化的趨勢所致。因此，宗教學研究立場
的問題並無法由學者個人來決定，即使他認同並主張某種立場，宗教學系統「結
構發展的動向」
（structural drift）38 才將決定宗教系統的語義形式如何被處理。
研究者個人或許享有選擇的自由，但是，他的選擇是否在宗教學溝通系統中引
起共鳴，則有待考驗。

陸、 結語
根據本文對盧曼系統理論的理解，宗教學觀察立場的問題牽涉社會溝通系
統，因為科學與宗教都是溝通系統。心理系統的角色似乎是可以被忽略的。雖
然，在理論方面，這種處理方式可避免傳統宗教學因傾向心理學式或人類學式
宗教觀所面對的許多理論上的問題，但是，這種局限於溝通層次的理論是否能
解釋所有相關問題、是否符合實際的研究工作，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這個途徑把宗教與科學視為社會中兩種互異的觀察角度，兩者都依據自身
固有的條件而建構其各自特有的世界觀。如此，並無法賦予其中任何一種立場
以「優先地位」
。研究者假如以這種立場作為宗教學術研究的出發點，一方面能
夠且必須以完全「非宗教性」的觀察方式來研究宗教，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放棄
對科學真理絕對性、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因此，盧曼有關「化約」等問題的思

37
38

比較 Luhmann 1992: 108 ff.，311 f.。
有關此概念，見 Luhmann 1992: 279，針對科學所運用的概念的形成，見 1992: 383 ff.。
15

玄奘人文學報【第二期】

想雖然合乎當前國際宗教學界主張非宗教性宗教研究的潮流，但同時也把宗教
學研究的成果徹底相對化。
上文已指出歐美宗教學對一般宗教理論的興趣。這些理論涉及研究對象。
然而，一種合乎現代科學概況的研究途徑應兼顧研究對象與學科本身，也就是
說，宗教理論與宗教學理論必須同時發展，這一點在宗教學界相關討論中似乎
仍未受到重視。在思考社會理論的相關問題時，盧曼總是嚴謹地觀察、探索相
關的問題，進而發展其複雜且抽象的系統理論，如本文所顯示，這個理論對宗
教學而言頗具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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