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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庫薩的尼古拉 (Nicolaus Cusanus) 

一、海德格爾基於此在分析的宗教現象學嘗試

思所周知，海德格爾的思想道路與基督教信仰經驗密

不可分，對於自身的思想歷程他說過: r倘若沒有這一神

學的來源，我就絕不會踏上思想的道路。而來源 (Herkunft)

始將是將來 (Zukunft) J 0 1他的家鄉梅斯基爾希 (Mess他ch)

的天主教氛圍、家族傳統賦予他的青少年時代的宗教經驗、

在教義史和教會史方面所受的訓練成為他整個思想歷程的

淵竅，胡塞爾 (Edmund Husser1)也評價遍，海德格爾「的

確是以宗教為走向的人J 0 2 

在一九二0/二一年冬季學期他曾開過一門名為「宗

教現象學導論J (E凶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1 海德格爾著， æ番周興諱， <.在邁向語言的途中}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 ，頁 95 。

2 兢塞爾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致奧托 (Rudo!fαω) 的信，轉引自霍爾格﹒察博羅夫斯基

< r而來源則總是去向(未來)之源J 一一馬丁﹒海德格爾至 1919 年的思想之路的宗

教及神學取向> '載阿﹒登克爾、甘德等編，新希平等誨， (海德格爾與其思想的開端:

海德格爾年鑑第一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頁 l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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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在這個課上他通過此在 (Dasein) 分析、通過人的

具體歷史情境(Situation) 的分析來對原始基督教特別是保

羅書信進行闡釋，構想了一門「宗教現象學」。在此芳式

下，基於他早期提出的「形式指引 J (Pormale Anzeige) 

和「實際生活經驗J (Paktische Lebenserfahrung) 等構想，

海德格爾對宗教經驗的對象和領會方式進行了一種現象學

的拆解。他試圖通過詮釋學(Hermeneutik) 的方式去揭示

那種掩蔽著的「聖經典籍的話語與思辨神學之間的關

保 J '也就是「語吉與存在的關係 J 0 3這種詮釋學的現象

學的宗教闡釋方式在新教神學家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 那襄得到了繼續推進。

在海德格爾看來，信仰的經驗在使徒保羅那襄具有特別

的緊張情勢，並且與保羅的個體人生經歷、處境和宣道的行

動息息相關，這構成了理解保羅書信的起點。 4保羅不是耶

穌直接的門徒，在皈依之前還迫害過耶穌，後來又到外邦人

那襄傳教。所以他的「信J 並非來自現成的教義或者教誨，

而是只能源自他自身的實際生活經驗，他只能從實際生活情

境中去找到令他信服的福音。在《加拉太書》中，保羅相信，

信耶穌基督就超越了猶太律法: í人稱義，不是因為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J (加 2:16) 海德格爾認為，猶太律法

是依據現成者的理論態度，而對耶穌的信則是實際性的生活

經驗，這兩者作為不同的拯敦經驗呈現出一種對立，這種對

3 海德格爾說 「我是因為研究神學而熟悉『詮釋學』這個名稱的。當時，特別令我頭痛

的問題是聖經典籍的話語奧恩辨神學的息想之間的關係。不管怎麼說，那是同一種關

係 dlP語言與存在的關係，只不過當時它還是被掩蔽著的，對我來說是難以達到的，以

至於我徒勞無功地在許多曲曲折折的道路上尋找一條引線。 J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諱，

《在逼向語言的途中> '頁 95 0 )

4 r為分析書信特徵，人們必須將保羅的情勢 (Situation) 和書信中傅建 (Mitteilung) 的

緊迫動機的方式作為唯一的起點。宣教內容、其實事和概念特徵將從宣教

(Verlå旭digt且g) 這個基本現象得到分析。 J (M缸tin Heidegger, p，峙tomenologie d.自

religiösen Lebe肘， Gesamtausgabe 60 (扭曲kfurt am Main: Vitωrio Klosterma且血， 1995), P 
81 。此書以下簡稱“GA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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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非概念化的、絕對的，而是在生存經驗中暫時性的，但

唯有體驗到這種對立的現象學處境，整個「基督教意識的基

本姿態J 才能得到理解。 5海德格爾將這一點視為對宗教進

行現象學式闡釋的基本規定之一:

原始基督徒的宗教性就存在於原始基督徒的生活經驗

之中並且它就是這樣一種宗教性本身。 6

海德格爾發現在《帖撒羅尼伽前書》中，知道

(Wissen) 、曾在(Gewordensein) 等關鍵詞在文本中都曾

反覆出現，這種語吉彤態指引出保羅和帖撒羅尼伽人共同

所處身的信仰情勢關聯 (Situationszusammenhang) ，也就

是對實際生活經驗進行峰還勾連的表達(Artikulation)

海德格爾由此讀出了，原始基督教的宗教性和信仰經驗原

初地存在於實際生活經驗之中，在佈道 (Ver扭扭digung) 、

聆聽、書寫、吉說等具體實際經驗之中，這是圍鏡著此在

的宗教性實際生活經驗。此外，他對基督再臨的時問也作

了時機化的解讀，即基督的再臨不是物理時間，而是基於

個體實際生活經驗的時機化。對於宗教經驗中時間的這種

解讀，也是現象學闡釋的基本規定: I實際生命經驗是歷

史性的，基督教的宗教性如此活出時間性J '因此「基督徒

的經驗親歷(1ebet) 著時間本身J 0 7 

5 í加拉太書里，保羅正處在與猶太教徒和猶太人基督徒的門事之中。因此我們發現了宗

教門事和門事本身的現象學處境。我們必須在他作為師徒之實存 (Exist阻)的信仰激

情中的門事， &P r律法』和『信』之悶的門事來看待保羅。這個對立並非是最終確定的，
而是暫時性的。信和律法都是拯救途徑的特殊方式。目標在於『拯救j ，最後是『生命』。

基督徒意識的基本姿態將從這里，根據其內容、關聯和實行的意義而得到理解。 J (GA 

60, pp “-69 ) 
6 GA 60, P 80 。漢擇參考海德格爾著，歇東明諱， (宗教哲學的任務和對象) ，載《世

界哲學> 2015 年第 1 期，頁 58 。

7 GA 60, pp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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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解讀過程中，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了海德格爾整

條思想道路的一些現象學方法已經得到充分的體現。幾乎

與〈宗教現象學導論〉同時，海德格爾在《對亞里士多德

的現象學闡釋:}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嗯，

1921 )中明確提出了「實際生活經驗J 和「形式指引」這

樣的現象學構想，這些構想乃是解讀保羅書信的方法論基

礎。海德格爾的解釋沒有通過神學概念的分析，或者教會

史背景的陳述，而是對於原始基督教的生命經驗的體知。

他的解讀最終指出，保羅成為基督徒的轉變乃是通過一種

原初經驗 (Ursprüngliche Erfa趾ung) ，而不是通過客觀歷

史傳統。在此方式下，宗教沒有被作為一種客觀的研究範疇

被關注，不是一種學科化的宗教學，而是一種基於生存體驗

的現象學分析。這就是海德格爾的實際性詮釋學的維度。

有研究者指出，海德格爾對原始基督教的體驗決定了

《存在與時間:} (Sein und Zeit) 與保羅神學之間的那種「值

得思索的親緣性J ' í海德格爾的『畏Jl (Angst) 在一種

生存論意義上所具有的意思，在保羅那里則是在實際上

生存狀態上 存在狀態上，顯示於匿乏、痛苦、禍患、虐

待、危險、臨死、警醒、懲罰和囚禁中 J 0 í在我們的生

活中經受死亡J (林後 4:11) ，保羅碰到了人類此在的最

極端的可能性。 8在這里，海德格爾「對原始基督教的歷史

領悟的經驗毋寧說是一個唯一可能的立足點，由此出發，

傳統存在論的局限才可能在其對存在之意義的領悟中並且

也在這種局限的頑固性中顯突出來J ， 9此在分析的現象學

維度才得以彰顯。

8 參看萊曼著，張周輿譯， <基督教的歷史經驗與早期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問題) ，載劉小

楓編， <海德格爾與有限性思想、} (北京，華夏， 2007) ，頁 116 。

9 同上，頁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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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德格爾構想、「宗教現象學J 時，指向的是「此在

存在者層次上的及前存在論上的未被透視的情況」和「存

在論的任務J '他要通過此在分析揭示「存在論上最遠的

和不為人知的東西」、 「不斷被漏看的東西J '他引用奧

古斯丁「我自身成為我辛勤耕耘的田地」來說明他的此在

分析所關注的「我身內探索J 0 10要想洞穿這未被透視的東

西，我們藉以通達對象的只有處於情勢化周遭世界之中的

我自身的實際經驗， í投入J 到先於概念和理解的生活體

驗形態之中，在自身時機化的歷史情景中理解信仰經驗的

現象學。 11 í在其中保羅的自我世界(Selbstwelt) 與周遭

世界的mwelt) 和共同體的共同世界 (Mitwelt) 的直接生

命關聯可以得到理解。 J 12 

正是基於這樣的現象學方法，海德格爾才通過對保羅書

信的釋讀重新經歷(wiederholen) 了信仰的生命 (Leben) 。

對於此在實際生活經驗之奠基性地位和歷史性的關注，對自

身存在的探索，對「現成之物」的疏離，成為海德格爾理解

宗教經驗的關鍵。由此，對於存在的「正面的特徵描述J 才

成為可能，一門存在論的詮釋學才有可能。這一現象學的基

本思路相應地也在他的晚期思想中有充分的延續，比如在

《哲學論稿:>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 中

他曾指出，上帝無法通過個體的禮拜或群體所身處的教堂這

樣的現成之物被通達， í上帝唯一地只顯現於存有本身的離

10 參看海德格爾著，陳嘉映、主慶節譯， (存在與時間} (北京三聯書店， 2006) ，頁

51-52 。海德絡爾哥|奧吉斯丁的話出自《懺悔錄} ，卷十，第十六章。
11 這正是「形式指引」的哥|入，海德格爾這個概念有部分來自拉斯克 (Emial L甜k) 的影

響，拉斯克人的「投入j 的生活體驗形態(比如美學、倫理和宗教的體驗)先於一切

概念和理解，有其特定的形式、含義和價值。「非感覺的純閱顯J ' r相對於每一種認

知，生活是只朝向非邏輯者的直接投入。 J (Emil Last, Gesammelte Schri丹帥， Bd 2 (ed 

Eugen Herrigel; Tübingen: Siebeck, 1923), p 208 ) 

12 GA60,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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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深淵般的『空間』中 J 0 13 

在此意義上，神學所談論的內容和信仰經驗根底上不

能是概念化的， I神學只能在信仰本身中才具有它本身的

充分動機。... ...神學必然決不能從一個純粹合理性地被籌

劃出來的科學體系中推斷出來J '因為「信仰根本上是與

一種概念性解釋相背遁的 J 0 I一切神學的知識都建立在

信仰本身之上，都源出於信仰並且回歸於信仰中 J '而「信

仰乃是在由十字架上的受難者敢示出來的、亦即發生者的

歷史中以信仰方式領悟者的生存 (Existieren) J 0 14 

二、羅姆巴赫的哲學密釋學作為反詮釋學

在海德格爾之後，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將基於現象學方法的存在論詮釋學進一步提煉為人文科學

的方法論，在藝術經驗、文本語吉等領域論證了詮釋學的

普遍性及其存在論基礎，從而確立了一種「詮釋學的普遍

要求」。伽達默爾的詮釋學首要地強調解釋主體面對他者

的開放性( Offenheit ) ，從理解主體的「視域經驗 j

(Horizontale Erfahrung) 為基礎展開理解活動:從視域與

事實、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差異關保中產生出「意義關聯J

( Sinnzusammenhang) 和「意義理解」

與海德格爾相比，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更自覺地追求一

種「人文科學的方法J '而這種明確的自我定位卻將海德

格爾本意上的實際性的詮釋學狹窄化了。最為明顯的例子

13 r無論在『個人的」還是在『群體的~ r體驗』中，上帝都還不會顯現，相反地，上帝

唯一地只顯現於存有本身的離基深淵般的『空間』中。所有迄今為止的『禮拜』和『教

堂』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根本不可能成為對於上帝與人在存有之中心中的碰撞的根

本性準備。因為存有之真理本身必須首先得到建墓，而且為了這樣一項任務，一切創造

都必須取得另一開端。」參看海德格爾著，張周興諱， {:哲學論稱> (北京 商務印書

館， 2013) ，頁 442 。

14 參看海德格爾著， <現象學與神學> '載氏著，孫周興諱， {:路標> (北京 商務印書

館， 2009) ，頁 61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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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海德格爾的詮釋學與宗教現象學密不可分，但伽達默

爾在《真理與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 中討論「對

那些超越科學方法論控制領域的真理之經驗J 或者「那些

外於科學的經驗方式」時，基於其自身的知識趣味處理了

「哲學的經驗J 、「藝術的經驗」、「歷史本身的經驗」

等通過科學的方法無法驗證的經驗領域，卻唯獨將宗教這

種最古老、最普遍的真理經驗方式忽略了。的在方式上，伽

達默爾的選擇將實際性的詮釋學轉化為關注文本和文本關

聯的詮釋學，去處理「關於J (über) 某對象的文本或藝術

品，卻令文本和藝術品所出自的總體世界退居其吹，這是對

海德格爾的宗教現象學式的生存諭詮釋學內涵的貧瘖化。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德國現象學家羅姆巴赫 (Heinrich

Rombach) 的哲學密釋學 (Phi1osophische Hermetik) 的構

想，“將自身定位為一門「反詮釋學J '去扭轉伽達默爾詮

釋學的偏顱，就有其充分的理論必要性。延續了 Hermetik

/hermetisch 的傳統含義，羅姆巴赫如此描述他所設想的密

釋學:

當一個邊界完全不通透的時候，我們稱之為是密釋的。

在這個意義上意義世界一一一並且每個意義結構意味著一個

15 Heinrich Rombach, Der kommende Gott σ'reiburg: Ro血tbach， 1991), pp 袍-79

16 詮釋學 (Hermeneutik) 從詞源上可以回溯到古希臘的赫爾墨斯 (Hermes) 神，作為宙

斯的傳旨者和信使，他是傳令和告知之神、是書寫的發明者，他向人世傅建神的福音，

將神的指令轉化為人能夠理解的語言。在與埃及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希臘神赫爾墨斯和

埃及神托特(Theut) 的形象相融合，出現了偉大的撞車爾墨斯 (Herm目 Trismegis臨)神

的形象，他除了是書寫之神，還是魔法之神、煉金術之神和保密之神，他擅長騙術和蒙

蔽。因此在德文詞中有形容詞“herme位sch" ，意指嚴密的、密封的。密釋學是諾斯替

希臘思想、柏拉圖 畢達哥拉斯思想和神都主義一猶太教思想資源的融合。它是秘傅

的進入世界真正本質的導引和充滿神秘的力量，相信人的生死對應於世界質料的轉化，

通過認議世界的本質達到拯救人的靈魂和神秘的再生。作為神秘學說(Gehe副e出)

的密釋學是在西里爾 (Cyr世1)、德爾圖良 (Tertullian) 、奧古斯丁等人那里出現的。
十六世紀，密釋學這個詞在庫薩的尼古拉以及玫瑰十字運動的相關文獻中有出現。沿著

這個向度，羅姆巴揚在哲學上構想了密釋學，意在與詮釋學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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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和整體上的意義世界一一一是完全密封地相互隔絕，它

是如此密封，以至於這些隔絕的獨立存在還沒有一次能被經

驗為是具有相同意義的。 17

如果說詮釋學活動的起點在於對象或者文本的開放

性，那麼密釋學所關注的則是封閉的、隱藏的、先於「開

放性」和顯現的原初構成或本有。「聞放性」描述的是對

象面向著理解者的展開過程，對象始終「作為 J (als) 某

種樣態向理解者顯現，意義正是基於這個顯現過程才得以

構建;而密釋學強調的原初封閉性則是對先於顯現之獨立

性和客觀性的原初境界及其意蘊的維護。密釋學遵循發生

現象學的「縱向經驗J (Vertikale Erfahrung) ，關注世界

的原初生成，而非靜態現象學的視域與對象事實之間的區

分與結構關保。在原初發生的縱向維度上，密釋學所關注

的環節中，世界與事物、理解對象與理解者之間的差異和

分離尚未發生，事物不是沉默地被置於作為視域的世界之

中，也不是純粹被動地被解釋和擺置，而是每個事物在其

自身中都蘊含了一個唯一的、獨特的世界，一個包含著可

能性的根源構成，正如《華嚴經》所吉: I一花一世界，

一佛一如來J : 18世界並非作為一個普遍勻質的背景和視域
存在於事物的背後或者超然於個別事物，而是蘊含於具體

的世間萬物之中。這個封閉蘊含的源頭是一切顯現、詮釋

學理解和意義構建活動的前提，對於此源頭，只能密釋學

17 羅姆巴赫著，主俊擇， <:作為生活結構的世界:) (上海，上海書店， 2009) ，頁 35 。

秉承此含義，張祥龍先生在漢語中將“Hermetik" 翻譯為「密釋學J : I (對原初世界)
的『密釋~ ，既意昧著獨一、密封，絕對不可在任何意義上被對象化，因為『幾事不密

則害成~ (<:易 緊辭上》七章) ，但又不是封閉和絕緣，囡為它找不到現成界限來封

閉住自己。 J (張祥籠， <導言一> '載羅姆巴赫著，王俊譯， <:作為生活結構的世界:) , 

頁 2 0 ) 

18 羅姆巴赫本人也熟知《華嚴經》中的這個名句，在文章〈石頭的世界> (Welt des Steins) 

中他引用過這句話。參看羅姆巴赫著，王俊譯， <:作為生活結構的世界:) ，頁 280 。

274 



從海德格爾的宗教現象學到哲學密釋學

地觀規 (sehen/Schau) ，而不可能以對象化的姿態去理解

( verstehen) 或把握 (erfassen)

因此與限於主體視域經驗中對象顯現的現象學詮釋學

相反，密釋學在根源上是追求尚未視域化的、前顯現的整

全維度。從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到伽達默爾的視域理解，

詮釋學實踐都與人的中心位置和視域經驗密不可分，詮釋

學實踐是在視域經驗的界限內、基於主體並面向著對象實

施的。而密釋學觀視的則是蘊含在具體事物中的圓融無

礙、先於主客之分的本有境界，意昧著「進入這個意義世

界，參與它的意義流，街彿令自身在其中隨波逐流J 0 19因

此，詮釋學和密釋學之間的對立就是「理解視域」

( Verstehenshorizont) 與 I (原)世界生成J (Welt[en]aufgang) 

之間的對立20一一前者是主體理解的可操作的方法論，而後

者則是對當下共生境域的直觀式頓悟經驗;這兩者之間不

是一個程度上的差別，而是一個深刻的、根本的對立，這

是可思付性( Denkbarkeit ) 、可盲談性與不可思付性

(Undenkbarkeit) 、不可盲談性之間的對立。密釋學在最

大程度上保持了通往這種不可思付和不可吉談之境界的道

路， I以某種不可接近的方式J 接近那「不可接近者」

密釋的方式深刻地符合了人與世界的存在狀態，這是一種

前現象學的原事態( Sachverhalt) ，而非事態掩蓋下的本質

態 (Wesenverhalt) ;或者說，在最根源的本有層面，原初

事態與本質態是合一不分的。究其根本，理想的密釋學境

界應是「無盲的 J ( sprachlos ) 、超越語育的，所有文本

的闡釋和通過語育的敘說(包括闡釋密釋學的文本本身)

吵鬧上，頁鈞。

20 Georg Stenger, Philosophie der Interkulturalität (Freiburg & München: Karl-Alb缸，

2006), P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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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多餘的、與密釋學境界相矛盾的。 21

總的來看，密釋學指向事物所處世界和原初情境的整

體性把握、是先於規域和顯現的存在本身峰環勾連的原初

事態。在密釋學層坎上，包括主體和視域的一切構成環節

都被裹挾進本有之事態，就如晚年海德格爾所說的「語盲

盲說著 J (Die Sprache spricht) 。密釋學呵護者世界本身

的動力、尋找決定作者和讀者的思想和表達，而不是作者

或讀者所決定的思想和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密釋學

而盲，並沒有需要去理解的文本，而是只有無所不在、鮮

活的思想情境，這個情境是由文本和行為、人和作品、作

者和讀者共同構成的。在密釋學看來，沒有孤立的作品、

物或者人，也沒有作為主體的作者、藝術家和讀者，而是

只有共同處身於境域之中的、相互成就的構成物和構成

者，客體和主體都融入在本有整體之中，都是世界所屬物，

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當人們以詮釋學的方式消解了這種所

屬關係、將作品看作人的創作物時，雖不能說他們誤解了

作品，但是確實沒能領會到位於物之中的、同時又是物所

屬的密釋世界。因此，密釋學要關注的東西並不穩藏在孤

立的某個物或者某個人之中，而是在人和人、人和物、人

和世界之間綻開，羅姆巴赫稱之為共創性

(Konkreativität) 。從這個「共創的」事件才有人和物的

疏離、有主體和客體的區別，才有詮釋學的階段 詮釋

學理解正是基於這種疏離和區別才有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 3 密釋學的關注點和方式不僅區別於伽

達默爾的詮釋學，而且在根源處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詮釋

學也有所差異。海德格爾將「此在分析j 稱為「詮釋學J ' 

訂閱於這一點可參看 Rombach， Der 也ommende Gott, pp 134-136 。他對禪師趙州一個禪宗
公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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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其中人的此在是建立在「領會J 的基礎之上的一一「領

會J (/理解[verstehen ] )在海德格爾這里並不專指對文本

的理解，而是意昧著生存的預先之在 (ein Sich-vorweg-sein 

der Existenz) 。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詮釋學中，領會養的

此在是世界的中心。世界萬物總是圍繞著此在， I作為」

(als) 一個生存籌劃的意義顯現成現象:某物作為房子、

作為車、作為鍾子顯現出來。這是一種「詮釋學式的作為 J ' 
一切存在者都在世界這個因緣整體中通過領會和籌劃被詮

釋學化，就是說，被解釋為一種「作為 J '在這種解釋中

成為某種「上手之物 J (Zuhandenes) 。在海德格爾早期

的宗教現象學中，對於保羅書信的解釋也是基於保羅的生

存處境進行的解釋，信仰對於保羅乃是「作為J 個體的生

命經驗被接受。

羅姆巴赫批評了海德格爾這種基於此在中心論的詮釋

學構想。他指出，密釋學的關注點是無法以詮釋學方式接

近的，一切解釋性的因錶關聯或者呈現都無法令我們接近

源頭境域一一一我們無法以對象化理解的方式接近，恰是因

為我們就生活於境域之中。反過來說，越多解釋越多理解，

我們對身處其中的境域和世界所體知的就越少一一這個境

域是一個最終無法以語吉或者其他任何領會方式通達的具

體境象，是一個先於顯現的原初世界，是現象之源。海德

格爾的詮釋學傾向在於，他試圖通過「回溯 J (Rückschlag) , 

將世間萬物之可能性回溯到此在的存在理解和存在經驗這

個基點上，讓事物作為此在的現象顯現出來、在此在的視

域中顯現出來，但是在密釋學看來，在某個特定向度上對

世界眾多可能性的同一化回溯嘗試是無法成功的，這種嘗

試必然導致喪失原初世界。密釋學認、為，可能成功的道路

只能循著世間萬物共創性的線索推進，獲得一種對根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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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蘊含一切可能性的存在者整體的融貫體認。藝術家創

造了一件藝術品，當我們面對藝術品時，詮釋學的方式是

將藝術品的可理解性問溯到藝術家的存在經驗和創造境域

上來對藝術品進行領會，而密釋學的方式是將藝術家、藝

術晶和觀眾看作是在一個共同的境域中往前推進、互相激

發之物，在這個完整的境域中接近藝術品這個境象。所以

羅姆巴赫批評說，以「此在中心主義」為基礎的詮釋學實

際上最終背離了飽含可能性的源頭，消解了世間萬物關聯

中的共創性。在海德格爾那裹，現象學的此在分析本當是

一門密釋學，但是當世界的關聯被看作一種闡繞著人的意

蘊 (Bedeutsamkeit) 結構，則表明密釋學最終無可避免地

被引向了詮釋學。世界的因緣整體由於此在的籌劃事件和

理解主體的介入、詮釋學方式的確立而被撕裂開來、解釋

出來，密釋學經驗在這個過程中卻被錯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在到來的上帝:> (Der kommende 

Gott) 中，羅姆巴赫指出，密釋學與詮釋學的對立並不是簡

單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希臘理性主義的基礎是

“ratio" ，不是“causa" ，前者是無時間性的，後者是時間

中的因果性。無時間性的“ratio" 對於希臘科學來說是決定

性的。而詮釋學是基於以下的誤解之上，即將理性理解為按

照因果性去解釋世界的技巧 (Kunst) ，將概念和對象置入

一個線型的、單線的因果鏈條中去理解。這種誤解實際上將

理性簡單化，也將非理性主義簡單化為荒謬、夢境等狀況。

而密釋學則是以超時間的“ratio" 為根基，恰是根本形式上

的理性一一這種理性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因果理

性J '而是日常生活中出現的一切理性之根。 22在這個意義

上看，詮釋學源自密釋學，兩者並非平行對立的關僚。

22 Rombach, Der kammende Ga甜，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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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巴赫的密釋學思想與他另外兩個基本的哲學構想

密不可分:一為結構存在論( Sturkturontologie) ，即在存

在論層面，世界是以普遍的生命化的結構方式存在和呈

現;一為境象哲學 (Bildphilosophie) ，即生命經驗的根源

層故是具體的、整體的境象，而非語吉。他將自己的思想

稱為一門鮮活的「靈性神學J (Theologie des Geistes) 

在其中結構現象學、境象哲學和密釋學這三個分支顯現為

「神性的三一J :境象哲學處於聖父的位置，結構存在論

處於聖子的位置，密釋學處於聖靈的位置。羅姆巴赫指出，

對於「境象」的看先於對於現象的看， r現象」和「結構」

首先意昧著一種關聯關係的揭示、某物顯現，但是境象乃

是大全的境象，是先於一切關聯關係的整體境域。在境象

中，某物是以直接的方式整體顯現的，而在現象或者結構

中，整體是通過某個現象/結構與更多的現象/結構的關

聯關係以峰環勾連的方式被表達出來的。因此，在羅姆巴

赫思想的「三一」中，作為境象的「聖父/上帝J 則是一

種絕對的大全現前 (Allpräsenz) 、一種絕對的、根源的完

整性，作為結構的「聖子」基督以其在上帝之中的神性位

置勾連表達出聖父的整體境象。如果說結構是有生命的，

那麼每個生命都充溢著一種靈性(/精神[Geist]) , r靈

性」乃是作為結構和世界的本質規則出現的，這就是「密

釋學J 。以上帝的三一為喻的三個構想在羅姆巴赫那里所

其有的並非一種體系化的統一關係 (Einheit) ，而是呈現

出一種鮮活的「多樣性J (Einigkeit) 

三、信仰經驗:詮釋學還是密釋學?

讓我們回到對於宗教和信仰經驗的探討之上。海德格

爾指出， r宗教現象學」並非以哲學的形式化概念或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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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學的方法去把握歷史上各種類型的宗教史實和文本，

而是在一種產生於宗教生活具體情境的預先把握

(V orbegriff) 之引領下，去開顯基督徒實際生活經驗的宗

教性 (Religiosität) 及其時間性趨向，具體地說，就是用「形

式指引」的表達方式去揭示原始基督徒宜教活動的內容意

義、連結意義和實現意義。海德格爾認為，基於意識的規

範化而對宗教提問，即認為宗教是「超時間法則的一個個

案或範例 J '所能把握到的是 f那種具有意識品行的東西J ' 

但是這樣的提問「對它切己的對象茫然無察J '而宗教現

象學則要求以「現象學式的理解」面對宗教，即「去親驗

(erfahren) 原初的對靠本身J 0 23其原因在於，包括宗教

經驗在內的一切實際生活經驗都是一種具有無限可能的、

無差別特性的境遇和世界的自足性 (Selbstgenügsamkeit) , 

是處於原初的意蘊之中的一一如此表達的實際生活經驗，

非以羅姆巴赫設想的密釋學的方式不得接近。

海德格爾在〈宗教現象學導論〉中已有觸及密釋學的

意味: I現象學的理解是由考察者的實現所決定的 J '因

此， I雖然現象學理解的源頭根本不同，但是同其他科學

相比，它與客觀歷史的聯繫卻更為緊密。 J 24 I客觀歷史J

並不是迎接主體解釋活動介入的「有待理解的東西J '而

是「實際生活經驗J '一種親熟的預先把握，這是海德格

爾所吉的「基本現象J '他說: I首要的事情就是以客觀

歷史的、前現象學的方式來把現象情境規定為歷史性的處

境，當然這種規定是出自現象學的動機。 J 25這襄「客觀歷

史的、前現象學的方式j 就是密釋學的方式，海德格爾還

補充說在此方式下必須「排除觀察者的與私人生活經驗有

23 GA 60, pp 75-86 0 漠譯參考海德格爾著，歐東明譯， <宗教哲學的任務和對象> '頁 55-61 0 

24 向上，頁妙。

25 同上，頁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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闋的基本行為」以及認識論角度下的「同感」

因此海德格爾理解的「宗教現象學J '乃是關於信仰

經驗和宗教事件「如何J 的科學。 26 r宗教現象學」不是要

去把握或知道宗教是甚麼，而是投入信仰經驗本身，在信

仰這個歷史事件中接近上帝。按照基礎存在論的思路，海

德格爾如此規定信仰的本質: r信仰是人類此在的一種生

存方式，根據它自己的一一一本質上歸屬於這種生存方式

的一一見證，這種生存方式不是從此在中也不是由此在自

發地產生的，而是來自於在這生存芳式中且伴著這生存方

式而敢示出來的東西，即被信仰的東西。 J 27對「基督教的」

信仰來說，原初地敢示給信仰且僅敢示給信仰的，並且作

為敢示才使信仰產生的存在者，也就是「現成擺著的東西

(即實在} J '乃是基督性 (Christ1ichkeit) ，即「十字架

上的受難(Kreuzigung) 及其全部內涵」這一「歷史性事件」

(Geschehnis) 。泊在這個歷史性事件和信仰經驗中， r此

在成了奴僕，被帶到上帝面前，從而獲得了再生J 0 29因此

信仰意昧著參與分有「敢示J 的事件，人被置於上帝面前，

不是此在把握了甚麼，而是在參與這一歷史事件中的顯現。

敢示中的信仰是一種生存方式，在信仰面前人是奴

僕。為信仰所揭示的存在者並非僅僅是解釋的主體，而是

存在者之整體，這個事件整體就是「客觀歷史J '海德格

爾還稱之為「神學研遇見的實證性J 0 30儘管如此，由於海

26 r r現象學』這個詞原本就意昧著『一個方法的概念。它並不刻畫出哲學研究之對象的
實事性的時阻，而是刻畫出這種研究的『如何.1 oJ (M叫.n Heidegger, Grundpro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Gesa血tausgabe 58 (ed H -H Ga.nder; Fra.n岫rt am Main: Vi社orio

KIostennan且， 1992)， P 27 ) 
27 海德格爾著，張周輿諱， (現象學與神學) ，頁 59 。

28 向上。

29 同上，頁 60 。

30 r這一存在者為信仰昕揭示，而且信仰本身歸屬於這一以信仰1J式被揭示的存在者的這

一發生聯囊中。這一存在者之整體構成神學研遇見的實證性。 J (海德格冒著，臻周輿

課， (現象學與神學) ，頁 6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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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爾始終強調在存在事件中的此在中心論和現象學的詮

釋學，並且將之貫穿到對宗教的理解之中，因此約納斯

(Hans Jonas) 在這襄察覺到，儘管這樣一門作為詮釋學的

「宗教現象學」有能力揭示人類自身經驗的原動力，但仍

然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約納斯指出，聖經傳統注重的

是「對人的強調和對人的自我化 (Verselbstung) ，乃是那

種獨一無二的負擔的主要責任者，但也是西方式生存的尊

嚴的主要責任者J 0 31他強調，神學在這襄無可避免地「受

到理論討論的束縛，因而就受到客觀化的思與盲的約束j 。

由此約納斯指出，詮釋學就是從客觀化語吉導向非客觀化

的「去神話化 J (Entmythologisierung) 的過程， r 由那些

現象所要求的，即把神話的表達改譯為生存論概念J '就

是一種「回溯的改譯J (Rückübersetzung) , r這種改譯

應能把已發現的陳述帶回到更近乎實質 (Substanz) 的處

所，也即使之更接近它從中源出的那個實質，即人類生存

的原動力和自身經驗。 J r去神話化就意昧著重新贏獲這

種實質，把這種實質從那種最緊密、最百折不接、最疏遠

的客觀化形式中解放出來J 0 32約納斯在這里把海德格爾在

《存在與時間〉中進行的此在分析歸為這種去神話化。但

是他馬上又指出，這種改譯的方式，只適用於「人的自身

領悟J '也就是詮釋學式的， r生存論概念的管轄權的延

伸範圍... ...超越了人在上帝『面前J (coram Deo) 的自身

經驗，但並沒有超越那種在上帝之中或在上帝之外的存

在」。在約納斯看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現象學及其詮釋

學式的此在分析，只切中「服從法律的人J '而沒有切中

「蒙受恩惠的人J 0 r當神性之物本身依照信仰而進入內

31 約納斯著，孫周興諱， <海德格爾與神學> '裁劉小楓編， {:海德格爾與有限性思想:} , 

頁 75 。

但同上，頁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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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動力的敞開狀態中... ... ，這時候，現象學就停止發吉

了， ... ...在神性本身的神秘得到表達之處就更是如此。 J 33 

為甚麼在「神性本身的神秘得到表達之處J '詮釋學式

的現象學就要停止發吉?因為從指導行動、賦予生活意義的

功能論角度看，作為「內在原動力j 的信仰經驗儘管可以以

詮釋學的方式「作為J (als) 某種樣態顯現或得到揭示，但

根底上這種內在原動力的原初處境是不可顯現的，而是在本

然如此的源頭上將自身維護在融貫一體之中，這個源頭是不

可理解也無法完全表達的。信仰經驗這一「內在原動力」要

求推導出並指導應然(應該如何行動) ，但是當一個人將世

界的存在「作為」某種方式顯現時，其實已經偏離了信仰經

驗的源頭了，是缺乏指導應然的力量的。因為詮釋學的「作

為」意味巷，在最根源、處理解者默認那個自在世界(物自體)

的本然狀態不是這樣的， ["作為」只是基於理解者主體視角

的現象，對世界實然存在的形而上學或宗教描述指導應然的

力量由此被削弱。當康德設想「物自體」為信仰保留地盤時，

他的物自體是閃耀著神性光輝的，我們無法認識它，但我們

信仰它，這種信仰為實踐理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預設;

而經驗主義視角下去魅的客觀對象則非如此，客觀對象是可

以認識過達的，科學時代加強了這種對於本然世界的自然主

義理解，使得任何詮釋學式的「作為」理解都是附著於其上

的、帶有廣品式的相對主義色彩。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從實

然推出應然才成為問題，應然的影而上學信仰基礎和原動力

沒有了。因此從源頭上說，真正的信仰經驗是前詮釋學的，

是密釋學的。

在這個意義上看，信仰事件的存在者整體並非以人的

此在為中心，也不只是語吉可以達致的詮釋學目標，而是

33 向上，頁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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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象徵和敢示所呵護的原初境界: I終極的奧秘也許

在神話的象徵中比在思想的概念中更能得到保護。 J I保

持那種以某種方式對不可言說的東西 (d的 Unsagbare) 透

光的神話的明顯緊密性，比起保持概念的虛般的透明性要

更容易些。 J 34約納斯在這襄所指的比現象學更加原初和終

極的東西，就是密釋學試圖描述的境界，也就是海德格爾

在〈現象學與神學>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logie) 中

提到的「客觀歷史的、前現象學的方式 J '這是比現象學

的詮釋學要面對的對象更為原初的境界。

晚年海德格爾將「天地神人緣起生成的映像一遊戲」

(das erreigende Spiegel-SpieO 揮成一體的世界稱為四方域

(Geviert) ，接近於羅姆巴赫所構想的密釋學的境象。一

切存在物所處的境象整體都是密釋學的，它們以最質樸最

日常的境象方式展開自身。在「四方域」中，每一物都有

其密釋學的境象，都是存在者狀態上的四方域之罪集，所

以每一物都按存在的所有維度允諾出存在之結構的一種完

整敢示。 35在《哲學論稿》中，海德格爾對於「最後之神」

的論述也具有更多的密釋學的、而非詮釋學的色荒草:

這里所發生的絕不是一種救一贖 (Er-lösung) ，也即根

本上對人的戰勝 9 而倒是把更原始的本質(即此 在之建基)

投入到存有本身之中.對於那種通過上帝而歸屬於存有的狀

態的肯定，上帝對自身及其偉大性毫不寬恕的承認，即承認

需要存有。而

34 向上，頁 77 0

35 如奧特所言: I在海德格爾對物的解說中， ......肉身的世界在結構上向可能的超越者開

放句 。與作為人的對立面的『神性之物』的關聯歸屬於物本身的本質結構。」參看約

納斯著，孫周興譯， <海德格爾與神學) ，頁的-66 。

兆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譚， <:哲學論稿} ，頁 438-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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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晚年海德格爾看來，此在已被消融到人一神一

世界共創的存有之中，他已充分意識到宗教本源層坎上的

「密釋學」意味，只是沒有運用「密釋學j 這樣的術語。勿

在《哲學論稿》中他談到，信仰乃是「在最後之神之暗示

的閃現和遮蔽的時機之所中的基礎與離基深淵的內在豐富

性J '最後之神的不可量化，乃「是我們的歷史不可估量

的可能性的另一開端J 0 38詮釋學只存在於主客體疏離的、

可量化可把握的層面，而密釋學意昧著從這個層面往前回

溯所得的起源、處境。這種起源處境是一種極端的內在轉

向，是對自身內部的呵護，而不是顯現。它沒有固定的稱

謂和構成，尚未進入峰環勾連的表達和謀制，而是一種尚

未外顯的懸而未決 (Einhalten， epechein, Epoche) ，但是具

有最高的力量和可能性。這個狀態羅姆巴赫借用荷爾德林

(Friedrich Hölder1in) 的詩旬，稱之為「正在到來的上帝」

(der kommende Gott) ，她統管全域，是眾開端的開端，

是眾神之神，她的到來帶來萬物的到來。「最後之神的掠

過的偉大時機」指的就是「正在到來的上帝」

在這個意義上，宗教以及信仰經驗就無法對象化地、

以詮釋學的方式被思考，而是只能在過程中以密釋學的方

式被體驗、故享和讚美。宗教範疇內的神聖和幸福不是依

據某種學說去理解，而是在信仰事件之內的鮮活的宗教生

活體驗，是靈的到來過程 (Geist im Kommen) 。原初地看，

生活並非對象化的據有 (haben) ，而是到來 (kommen)

「到來」的過程是偉大生命和渺小生命的共同到來，在其

37 晚期海德格爾不再使用「詮釋學j 這個詞語，在一九五三年與日本學者手塚富雄的對話

中 z 他對日本客人明確說道: r您大約沒有注意到，我在後來的著作中不再用『詮釋學』

和『詮釋學的』這兩個詞語了。」參看海德格爾著，王軍周輿譯， 1:在通向語言的途中} , 

頁 97 0

38 海德格爾著，孫周輿譚， 1:哲學論稿} ，頁 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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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有幸福，幸福並非現成存在於人之中、世界之中或者

天堂中，而是在「共同到來」的過程中。同樣地. r神聖」

是不能設為目標、也不能被表像為某物或者作為某種樣態

顯現，對神聖的表像行為本身就是不神聖的。「神聖」就

是那個「到來」的過程本身，不是基於主體的意義建構，

而是其原初處境就包含了這一超越的意義。

密釋學是更深層吹的感官知覺，它並不是處於物之中

或者取決於物、或者處於物與物之間，而是貫通、滲透在

世界之中，以「一即一切J 的方式昭示著自身。人們無法

通過特定的物或者特徵來定義密釋學現象，它遵循一種獨

特的存在論，指向存在整體的「氣場J (Aura) 和生命境

域，這種存在論不僅不是服務於物之範疇或者概念的，而

且先於主客的疏離和現象式的顯現，先行於一切詮釋學行

為。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不可接近者」的宗教體驗和信

仰經驗在原初層面只能以密釋學的、不可接近的方式被接

近，而不是以詮釋學的方式被接近。

關鍵詞:宗教現象學詮釋學密釋學此在分析

信仰經驗

作者電郵地址 wang_ju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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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Qct 

Martin Heidegger interpreted the primitive Christi組i旬，

especially Pau1's 1etlers 仕rrough his Dase師-Ana1ysis and 

conceived a phenomen010gy of re1igion, in order to revea1 the 

religious be1iefs based on rea11ife-experiences. This method of 

phenomen010gica1 hermeneutics is further 仕ansformed 血 a

genera1 method010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by Hans-Georg 

Gadamer. On the contrary, Heinrich Rombach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hi10sophica1 Hermetic", which is in con仕ast to 

Hermeneutics based on the appe訂ance of phenomenon and the 

subjective Horizon and dense1y rooted in the non-horizonta1, 

pre-phenomena1 and primary tota1 dimension. Gadamer's 

hermeneutics and Heidegger's Dasein-ana1ysis have not ful1y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hermetic, and the 1ate thoughts of 

Heidegger are c10se to hermetic. Strict1y spea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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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experience of faith should be hermetical, rather than 

hermeneu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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