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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情利他

宗教與科學一種可能的對話

馮梓童車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眾教研究急博士候選人

在進行宗教與科學的對話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宗

教與科學的關保。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許多在公共領

域都頗有影響力的科學家比如愛因斯坦、道金斯(Richard

Daw區且s) 、古爾德 (S扭phen Go叫d) 、種金 (St句hen Hawking) 

和薩根 (Carl Sag祖)等，都基本是持有一種宗教與科學特

別是神學內在不相容的觀點，這種觀點和態度用巴伯 (Ian

B缸bour) 的話來說，就是將「街突J (conflict) 或者「獨

立J (旭d甸回dence) 看作是理解宗教與科學關係的正確方

式， 1比如同樣是在演化生物學領域，道金斯等人會認為宗

教與科學無論在方法還是事實上都有衝突，接受演化論就

必然意昧著神創論的覆誠，而另一些人比如吉爾德就認為

自然選擇並不是唯一的答案，宗教與科學是兩種不相重疊

的權威，這樣也就為宗教信仰的存在留有了餘地。但值得

注意的是，這些自然科學家本身在宗教或者神學領域都並

不被認為是專家或者權威，因此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在研究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問題時都依然有待商榷。事實上，如果

對於相關宗教傳統和教義有更為深入的考察就會發現，許

1. 1血 Barbour， Religion in QJ'I Age 01 Scj，聞自扭曲 Francis帥，由中前S血F，血ci臨0， 1990), 
vol. 1，也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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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都是與宗教研主張的一些基本信念

相一致的。換句話說，宗教與科學並不必然是衝突或互不

重壘，而也有可能是相容的，這種相容性的關係被巴伯定

義為「對話J (dia!ogue) 和「整合J (扭扭gration) , 2通

過對話而將宗教信念與科學理論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也正

是目前跨宗教和跨學科對話主要研究的方向。

→、社會生物學的利他理論

現代生物學的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進化論的核心

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物競天擇的前提又是由於資

源和空間的匿乏而導致的個體之間的競哥哥。「隨著比適宜

生存的數量更多的個體的產生，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對於

生存的競爭，無論是一個個體與同物種的另一個個體，或

者是與不同物種的個體，或者是與生命的身體條件。 J 3正

是由於生存競事才使得具有不同優勢或者劣勢特徵的個體

在自然選擇中被保存或者淘汰，而在被稱為「達爾文鬥犬」

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ey) 看來，這種競爭本身被

上升為某種本然的道德狀態， I從道德學家的角度來

看， ... 生命就是一種持續的自由的鬥箏，它超越了那種

有限的和暫時的家庭關係，霍布斯式 (Hobbesian) 的一切

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正是生存的常態。 J 4如果真實的情形正

如競爭論者既言，那麼那些利益他者甚至是以犧牲自己的

某些或全部利畫畫為條件的利他行為肯定是不會存在的，換

句話說，純粹的愛和利他都是不會存在的，正如施洛斯

Z 同土-

3 由arles Dar咽且， The Origin of.再間扭扭扭四個曲worth: P圓恩血， 1%筍'， p.490

4. Thomas H. H呵呵，“TheStn唱gle for Exir個間 A Programme", Nin甜甜 Century 23 (1888), 
帥。 163-165 0 轉引自Thomas J，可oord， De.fining ÚJve: A Phi帥。'ph間1， Sci，間昕已帥d
TheologiαùEngag凹，由t~由四dR時恤， MI:B:扭曲扭宙間， 2010)， p.l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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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y P. Schlo間)昕說﹒「如果生存鬥爭是自然選擇的

動力，而適者生存則是旅途的方向，那麼那些為了他者的

利益而犧牲掉自己生物學上優勢的有機體將會在這樣進化

的列車上被陽出局。 J ' 
值千早注意的是，生存競爭的前提總是發生在原子式的

個體之間，無論這些個體是杏屬於同一個物種或者族群，

但是在《物種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之後的另

一本著作〈人類的由來> (The D目cent ofMan) 中，達爾

文則注意到生物的社會屬性， I社會性本能是一個動物在

由它的同伴組成的社會中感到愉'恨，會對他們感到一定程

度的同情，並且會對他們表現出各種支持J ' 6 I所謂的道

德感在本源上就是從社會性中派生的 J 0 7換句話說，在社

會和群體生活中，某些幫助他者的利他本能會被培育和形

成，在這其中群落(∞血血unity) 撈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並不意昧著生存本身不再是一種競箏，只不過競

爭的單位從個體層面變成群落層面，那些在內部更具利他

特徵的群落會有更大的機會生存並且養育更多的後代。在

此基礎上，哲學家索伯 (Ellio仕 Sober) 和生物學家威爾森

(David Sloan Wilson) 共同提出了「群體選擇理論J (group

selection tbeory) ，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講，個體有時會對

群體內的成員產生利他行為，以使得這個群體作為一個整

體可以在依然是充滿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和興盛起來。但問

題在於，即使是群體選擇理論也並不支持普遍的或者說無

S. Jeffery P. S曲10..， 哩~A叫別岫。fAltruism:‘Lo喃自圓組咽'， Final Law'叩'， in Stephen 
G. l'OBt, Lyoo G. U_祠， Jom可 P. S曲岫8， & Will旭mB.H叫面前 (eds.1 A/oo曲m&

A/oo恤1icLo棺 80悶悶 Phi岫0'旬~ &Religi胡飢D個峙扭扭討回: Oxfmd Univ間ity p，祖先

20位'1p.214

6 且.arles Darwin, The Desc冊tofMan， and品~ectjOll ill R甜甜'11 to Sex, 1甲，吻tedin 研/son，

From so Simple a Bq向ning (Nl軒vYork:NOI曲風 2006)， p. 818 
7 同上，賈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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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利他主義，因為這個理論本身還包含兩個前提﹒其一，

「群體的適應性(亦即支持利他主羲者的力量)必須足夠

強大到可以戰勝群體中個體的適應性(亦即支持自私者的

力量) J 0 8其二， I群體選擇支持的是群體內的純潔和群

體間的骯髒J o.換句話說，群體外的利他行為依然無法待

到解釋和支持。事實上，黨伯和威爾森本人也認為， I群

體選擇確實提供了一種背景，在這個背景中對於群體自身成

員的幫助行為可以逐步形成。但是，同樣地在這個背景下，

傷害其他群體的成員也被認為是具有選擇性優勢的J 0 1。這

樣的話，利他行為不僅是被局限在有限的群體肉，而且還

意昧著要損害和犧牲其他群體的利益，因此，普遍的和無

限的利他行為根本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雖然達爾文提出了由於變異的積累而漸進的

進化理論，但是達爾文本人並不清楚這種變其本身是如何

發生，直至孟德爾 (G白gor Johann Mendel)確立了遺傳學

說，才讓人們認識到基因的作用。而從基因的視角去討論

利他行為甚至道德上的利他主義，莫過於道金斯昕提出的

「自私的基因」一說。在道金斯看來，無論自然選擇是在

個體還是群體之間發生， I選擇的基本單位，也就是利己

的單位，不是物種，不是族群，甚至嚴格來說也不是個體。

它是基因，是遺傳的單位。 J 11 I一個成功的基因的主要特

性就是無惰的自私。這種基因的自私常常會導致個體行為

的自私。但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存在特定的環境，使

得基因會通過在個體層面上培養某些有限的剩他來實現它

8. E血ott Sober & David 810血 W曲血• Unto 0的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01 
Unseifìsh Behavior (Ca血跡idge， MA: HaJvard UniVl:回ity pr回.1呻吟， p.6

9 同上，頁. • 

10. 同上-

11. Richard Dawki圈， TIre Selfish G血e (London: Grana血. 1978),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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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私的目標。 J 12道金斯的這種基本觀點具有兩層含義.

第一，就是將人和研有其他動物都看作是由基因組成的生

存的機器，而這種機器是被天然地設定為為了基因的自我

保存 ;13第二，普遍的甚至是自我犧牲的愛或者利他行為，

是不可能的，至少不具有進化論上的意義。 14當然，道金斯

在堅持這樣的主張時還在小JL'"翼翼地避免某種基因決定論

的傾向，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動

機方面來定義利他和利己， I利他的定義只典是否一個行

為的效果會降低或提升認定的利他主義者的生存前景以及

認定的受益者的生存前景有關 J 0 15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是

被看作由基因組成的生存機器，我們的所有行為都會被解

釋成是基因的自我保存和複製，但是這種保存和複製本身

只是作為行為的結果，而非基因本身或者由基因組成的有

機體的行為動機，而這也就意昧著，基因只是理解利他行

為的一種解釋性視角，但並非原因性甚至是行為的決定性

因素，基因本身沒有也不能構成行為的動機。因此， I基

因決定論」從解釋性上來說是成立的，但是從因果性上來

說卻是不成立的。但問題在於，如何解釋那些看上去對於

利他者的生存也沒有任何回報的道德上的利他行為?

對於這個問題，當道金斯還在訴諸文化的迷因之時，

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D. Alexander) 已經嘗試完全

從基因和生物學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釋人類的倫理與道德行

為， I倫理，道德，人類行為和人類心理，只有在當社會

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的集合時才會被理解。 J 16在

12 同上，頁 2'

13 同土，買 X'

14 同上，耳 2'

[5 同上，耳 4'

[6. 扭曲ardD. Al扭曲der， The Biology of Moral 再mt"闡明開York: Aldine 曲曲叮樹" 1987), 
p.3 

199 



馮梓瓊

亞歷山大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將利他者可能

獲得的利畫畫看作不一定是種直接的返楚，而且也可能是種

間接的互惠，包括聲譽等非物質性的利益。如果亞歷山大

只是以此來解釋所有利他行為，哪怕是一點微小的無差別

的利他行為都是建立在自利或者是聲譽的投資基礎上，從

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正確的，因為已經有現有的研究從科學

的角度及提供經驗上的證據說明，有時候回報是不可避免

的。 17但問題在於，亞歷山大又進一步將人類某些看上去純

粹的利他行為解釋成自欺，亦即我們只是使別人認為我們

具有利他的品格，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沒有意誠到我們仍然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在亞歷山大看來，這種自欺欺人

本身也是一種進化而生的機制，這種機制可以讓我們意識

到別人的欺騙，從而會淘汰掉那些在博穿過程中不遵循規

則的人，但同時也會讓我們儘量不要意識到自身的欺騙行

為，這也就是自欺的表現。 18換句話說，作為一種進化的優

勢，就是儘量對我們利己的本性變得無意識。 19但如果是這

樣的話，亞歷山大實際上是將利己變成了某種無意識的動

機而去說明一切看似沒有任何回報的純粹利他行為，自私

的基因不再是作為一種解釋性的而是作為原因性的理論或

者假設，但是正如奧德(Thomas Jay Oord) 旦時說，我們同

樣可以假設基因作為某種無意識的動機也支持無私的和自

我犧牲的愛，且所以，以基因的自私作為某種隱蔽的動機或

者原因也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叮星接見 S街脾個 G.P，個1， TheHìdl湯姆 G柚 ofHj呻ing: How the Power 01晶晶~g， Co:呵帥的，也
and Ho中e Can Get Ua 'I'hrough Hard 1ïmes (8血 Francisco: lossey.巫師.2011) ; S侮恤m

P個t & Jill Neimark. Jf喝y Good Things HI中戶"ω 曲。dP.由'ple (New Ymk: Broadway 
B由fks， 20盯) • 

18 刮目祖師" The Biology 01 MoraJ再也tem.r， p. 114 
19 同上，買 121

20. Oord， D吶1Ing 1.0明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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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物學的理論只能對生物學

上的利他行為做出後釋性解釋，從這樣的角度講，純粹的

基因利他 (g血etic altruism) 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但是，生

物學的解釋卻不能否定道德上的剩他行為( moral 

al個ism) ，因為當談到一個具體的行為時，就不僅是與行

為的效果有闕，而且還與行為的動機具有緊密聯黨。事實

上，雖然生物學的解釋總是宣稱典人類行為的心理和動機

無闕，但是這種解釋總是不可避兔地帶有利己動機的預

設，只不過這種動機往往被等同於某種基因層面本能的傾

向和趨勢。但問題在於，人類真的完全是由基因決定從而

只具有利己的動機嗎?

二、同情利他假設

事實上，雖然社會生物學基本上將利他行為解釋成基

因的利己，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對於利他行為或者親社會行

為的實證性研究，只不過這些研究過去主要集中在對這些

行為相關影響因黨的探望麓，只有到了巴特森 (c. Daniel 

Ba扭曲)的實驗才觸及到問題的核心，亦即這些行為的動

機是指向幫助者還是被幫助者的利益。根據巴特森的定

義， I利他」一詞是指「一種以增加他者自身福扯為最終

目的的動機狀態J '相反地， I利己 J (egoism) 就指「一

種以增加一個人自身福祉為最終目的的動機狀態J 0 21可以

看出，在1叫他和利己之間實際上存在很多共迪之處，它們
都是以目的為指向的動機，而這裹的目的也都不能是作為

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性手段，而是作為最終目的，同時這

個最終的目的也都是為了增加某人的福址。因此，牙利他與

利己的根本區別就在於究竟是以誰的福扯為最終目的。而

21. C.D血ielB曲曲.A甜甜1ft in Humans (New York: Oxford Univ間ity Pr回吭 2011)， P 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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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森所要研究的問題就在於，是否我們的幫助行為總是

並且唯一的是被對於我們自己利益的預期所驅動，無論這

種動機是多麼隱晦。誠如巴特森旦時言，大部分的西方哲學

家與d心理學家實際上都認為我們昕傲的每一件和j他的事情

最終都是指向利己的終極目的，而利他主義的支持者也並

不否認這種利己動機的存在，他們只是相信某些人在某些

情況下能夠以利益他人為最終目的。且

當然，在處理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解決一個心理

學上的快樂主義偉論。這個理論認為，即使一個人以增加

他者的福祉為動機是可能的，但是這個人也會因為動機的

滿足或者說目的的實現而獲得快樂，因此利他在邏輯上就

是不可能的。但這里的問題就在於快樂本身是作為結果還

是目的。如果快樂本身是作為結果，那磨這種快樂主義就

與以增加他者福扯為最終目的的利他主著是兼容的，因為

快樂本身在這種情書記下並不是作為最終目的。但如果快樂

本身就被認為是目的，那磨這時的快樂主義就與利他主義

是不兼容的，換句話說，此時的任何利他行為都將被視作

出於某種為了獲得快樂的利己的動機。但是，肯定這種較

強的快樂主義只能說明利他在邏輯上不存在，並不能說明

利他在事實上就不存在，而將獲得自身的快樂作為人類行

為的最終目的本身也只是一種獨斷，因此正如巴特森昕

言，我們可以接受較弱的快樂主羲，同時依然假定存在以

增進他者福扯為最終目的的動機，也就是利他的動機。自

根據巴特森的看法，研謂「利他的動機J ( altruistic 

motivation) 總是與「同情的關心 J (empa也ic conc回祖)有

闕，而昕謂「同情的關心」也就是由一個處於困境中的他

22. C. Da巫.IB抽血• TheAli個ism Quu由.n: Tm帽nJ a品cial PI砂!Chological~庸。由吋曲，

NJ: Law=曲 Er1baum扭曲曲棚， 1991)，即﹒ 1-2.

23. Ba包on， Altruism in Huma間，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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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察覺的福祖上而引起並與之保持一致的指向他者的情

感，出於這種情感，會產生一種通過使他者遠離困境從而

以增加他者的福祉為最終目的的動機狀態，這就是巴特森

所謂的「同情和j他假設J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可以看出，根據這種假設，對於一個處於困境的他者越具

有同情感，使他者遠離困境的動機也就越強烈。到而由這種

動機產生的行為，也就是真正的以利益他者為最終目的的

利他行為。當然，這種同情利他假設也並非是由巴特森首

次提出，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在其他許多思想家比如休讓

(David Hume) 、達爾文和麥獨孤 (Willia血 McDouga11)

那襄也有體現。事實上，巴特森本人也承認，他研謂的「同

情J (empa也y) 還可能具有其他的名字或者標簽，比如「慈

悲 J (compassion) 、「憐憫J (pity) 和「同感J (sympa也y)

等，所以，問題的關鍵並木在於使用怎樣的術語，而是在

於所有這些術語所意指的情感 (emotion) 是否都以他者為

指向 (other-oriented) 0 25而昕蘭以他者為指向，也就是完

全出於他者的經歷而產生的情感，必須與那些以自我為指

向 比如在看到他者的困境時對於自己並未陷入這種困

境而產生的安慰感一一區分開。

為了驗證這種同情利他假設，巴特森設計了一系列實

驗。其中一個實驗是讓一些大學生觀察一個叫做「伊建」

(Elaine) 的女生遭受間斷的電擊實驗。甜當然，伊建和電

擊實驗本身是虛構的，但是這個虛構的實驗卻被當作真實

的實驗而提前告知了觀察者，研以作為觀療者的學生相信

伊蓮在遭受電擊時表現出的痛苦是真實的，而他們的選擇

就是，會否替換伊蓮繼續做這個電擊實驗。在實驗開始之

到同上，頁扭

扭，同上，頁 12.

26 星接見B曲曲， Altr間m Q<四釘帥， pp.l由 12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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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巴特森又將這些參與的學生分成兩類，他編造了一份

關於伊蓮的個人價值觀和興趣愛好的問卷結果，使既有參

與者都有機會看到，並且讓參與者也回答了相同的問卷，

結果與伊進一致性高的被認為對於伊蓮具有「高同情感」

(high empa也y) ，一致性低的被認為具有「低同情感J (!ow 

empathy) 。同時，這些學生在面對伊蓮的電擊實驗時也被

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觀察者只需要看到伊連最初

所受的電擊，他們可以選擇替換或者離開，這種情況被認、

為是「容易逃避J (easyescape) ，第二種情況是觀察者需

要看到伊蓮完成整個系列的電擊，他們可以選擇中途替

換，或者只是繼續觀察下去，這種情況被認為是「不易逃

避J (di由cu!t escape) 。這樣一來，所有的參與者在巴特

森進行最後的統計時就被分為了四個組另1] :高同情感/容

易逃避、高同情感/木易逃避、低同情感/容易逃避、低

同情感/不易逃避，而這個實驗既要統計的就是在這四種

類別中分別有多少參與者會做出替換伊麓的利他行為。

正如上文所言，巴特森設計這一系列實驗的目的是要

檢驗一個人和j他的的行為，是否如盛行的利己主義的解釋

那樣，總是出自某種利己的動機，而不是檢驗是否存在利

他行為，因為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即使是由自利己的動

機也可以產生很多表面的利他行為，其中較為典型的一種

情況就是，當我們面對別人身處困境之中時，本身就會產

生某種失望、厭惡、焦慮等負面情緒，而為了滅輕甚或消

除自身的這種負面情緒，可能的方法就是逃避或者幫助他

者走出困境。但值耨注意的是，此時的幫助行為從動機上

講是以自我而不是他者為指向的，行為的最終目的是增加

自身的福祉，而增加他人的福祉在此時只是為了達到這個

最終目的的工具性手段。因此，這樣的行為根據巴特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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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只能被認為是利己的而不能算是利他的。從這樣的

角度來看，亦即如果我們幫助別人的行為總是出於利己的

動機，那麼在上述巴特森設計的實驗中，可以預測的結果

應該是，只有在高同情感/不易逃避的組別中會產生顯著

的替換伊麓的利他行為，而在其他的組別中，觀察者為了

滅輕自身在面對他者不幸時的痛苦，或者選擇逃避，或者

在無法逃避時才選擇替換伊蓮，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實驗結果有些出乎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在研有四

個組別中，並不是只有高同情感/不易逃避的組別產生了

顯著的利他行為，而是只有低同情感/容易逃避的組別沒

有產生顯著的利他行為。換句話說，在不易逃避的情況下，

無論是否具有高同情感，都產生了顯著的利他行為，當然，

這其中低同情感一組可能是出於減輕自身面對不幸時的痛

苦的利己的動機，但是在容易逃避的情況下，如果利他的

行為總是由於利己的動機，那麼在高同情感的組別中結果

應該也並不顯著。但事實是，雖然只有百分之十人的低同

情感的觀察者選擇了替換伊萊恩的利他行為，卻有高達百

分之九十一的高同情感的觀察者在容易逃避時也做出了利

他行為，這就從經驗證據上證明了巴特森關於同情會產生

真正的利他行為的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

雖然在這個實驗中，具有高同情感的觀察者都產生了

顯著的利他行為，但如果他們的利他行為並沒有使得到幫

助的人減輕痛苦，那麼他們還會是這麼傲，這就涉及從另

外某種利己的動機進行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又與社會生物

學中互惠和j他的理論有關。事實上，互惠利他理論很明顯

是不符合巴特森對於利他的定義，因為根據這種理論，利

他行為可能是出於對於某種外在獎賞的期許，比如良好的

名聲等，也可能是出於對於某種可能的懲罰的逃避，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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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行為會受到社會的讀賣等。無論是何種情說，利他

行為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自我的利益，而在社會心理學家

看來，這種利己也可能被內化為某種心理狀態或者動機。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利他行為在心理學上也可能是出於某

種尋求自我獎賞的動機，比如在這種行為中獲得的自我肯

定和自我滿足感，也可能是出於某種避免內心懲罰的動

機，比如由於沒有施行這個行為而產生的內疚感或者羞恥

感。但無論是哪一種動機，作為受益者的福祉都不是利他

行為者最終的目的，而同樣只是為了獲待自我滿足或者避

免自我愧疚的工具性手毀，因此由這種心理動機或者狀態

產生的利他行為就仍然是利己的而不能說是剩他的。那麼

這種理論是否就可以否定同情利他假設?

為了驗證這個理論，在另一項相關實驗中，巴特森告

訴那些具有低同情感的參與者，他們不會得到關於他們的

幫助是杏成功的反饋，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者就不太可能

再自廟幫助別人，由此可見，心理的自我獎勵確實是使人

能夠自顧幫助別人的動機因素之一。但是，在具有高同情

感的參與者中，即使他們不會得到反饋，仍然非常有可能

去自願幫助別人。這就說明同情感本身也可以作為充分的

動機使參與者做出利他的行為，而且在這樣的行為中，使

他者脫離困境才是最終目的，與幫助者自身是否獲得自我

滿足和自我肯定無關。這一點在另外一項試驗中同樣可以

得到證實，那就是具有高同情感的參與者即使無法為困境

中的人提供幫助，但是當他們看到人們得到幫助脫離困境

時仍然會感到快樂。這就說明他者的福扯對於高同情感的

參與者才是最終的目的，而自身的快樂和滿足只是一種伴

隨的無意的結果，這也就再次支持了同情是真正利他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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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27同樣地，具有低同情感的人如果有機會緩解自身的愧

疚感，那麼他們就不太可能會做出幫助行為，但是具有高

同情感的人即使有機會緩解自身的愧疚，仍然很有可能做

出幫助別人的利他行為。 28通過這些實驗就可以說明，由互

惠利他的肉化而形成的尋求自我獎賞或者避免自我懲罰的

利己的動機並不能否定同情利他動機的存在，同時由同情

產生的利他行為也是真正以他者的福扯為最終目的的利他

行為。

事實上，能夠最好說明理性人或者說自利人的理論模

型就是囚徒困境。眾所周知，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博非是

在重複的進行，那麼選擇合作無疑會比選擇欺騙獲得更好

的結果，但是如果博非只是單吹進行，那麼根據理性人或

者說自利人的假設，選擇欺騙無疑是對自己最有利的策

略。但是，在巴特森實際的囚徒困境實驗中，有接近一半

的參與者在單汰的囚徒困境中仍然選擇了合作，當然，這

種合作有可能是因為參與者某種內在的道德感，因此，當

參與者得知這種博非只是屬於某種商業交易時，隨著道德

感的下降，選擇合作的比例也會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此時一個博葬者對另一個博葬者產生了同情感，那麼

大部分的博弊者 (70%-80%) 仍然會選擇合作，無論這個

博非是否被當做一種商業交易。盟在另一項試驗中，參與者

甚至已經被提前告知他們的博非對象已經選擇了欺扇，那

麼在缺乏同情感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參與者 (95%) 也

選擇了欺騙，這也是符合理性人和同情利他理論的預期

的，但饒有意味的是，如果是在產生同情感的情況下，仍

27 同上，J[ 149-174 0 

28 同上，頁 128-148.

29. 巳 D血iel B臨祖& Tec旭 M位祖. ''Empathy.晶duced A1酋叫sm 姐 a Prisoner's D姐個ma"，

E~戶WJ Journal of Social PI句IChology 29 (1999), pp. 90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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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參與者會為了博葬對象的利益而選

擇合作! 30通過這些實驗也就再次說明，同情本身不僅是一

種完全以他者為指向的動機，同情感會產生完全以他者的

福祉為最終目的的利他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同情也是與

理性的自利一樣是存在於人的天性之中的，人天生就可能

具有一種同情利他的傾向，而且這種傾向也無損生物在自

然選擇中長期的進化優勢， I至於人類，生物學通過使我

們變成字面意義上的利他而實現它的目的 J 0 31換句話說，

同情利他從長遠來看也是會對生物體的生存進化產生有利

的結果，這就既不違反演化生物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的根本原則，也不能否認存在真正利他的動機和行為。

三、宗教中的同情感

通過巴特森對於利他行為的心理學研究可以看出，如

果不是從結果而是從動機或者心理入手來界定利他行為，

那麼真正的以增進他者的福祉為最終目的的剩他行為是存

在的，而且這種利他行為的基礎或者說動機是來自人天生

的一種對於處於困境之中的他者的同情感，正是這種同情

感的存在說明人即使是在天性上也不能說是完全自私的或

者說利己的，而是同樣具有利他的動機以及幫助和照顧別

人的自然傾向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巴特森的實驗肯定

同情利他在人性當中的真實存在，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在此

基礎上可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富有同情心的社會， I如

果人類真的具有利他的能力，那麼發展更具有關懷性的個

30. C.D阻ielB曲曲 &Nadia Ahm咽，可~athy-Induced A1truism 詛.'"扭曲缸"回1omma 1l

What if the Target of Empathy Has D晶c世1"， Europ甜..l<帥7Uzl 01品cial PI明如，logy 31 

(2001)，即 25剖

31. Michael R閣e， Taking Darwi1l 品，初usly: A Mωuralistic Approat.海 ω PhiJosop，峙(0xf0nI:

Blackw吼 1986)，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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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一個更富同情心的、人遁的社會的可能性也就產生

了。 J 32但是如何使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現實，應該正如波斯

特 (Stephen G. Post) 所育， I我們自然的幫助別人的傾向，

這個傾向在巴特森的模型中是本能的，可以通過文化的影

響而待到增強，這些影響包括堪稱模範的個體、理性和靈

性的作用等，就是為了使這種傾向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J 33 

巴特森的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或者說限制之一就是相對

忽視了這些文化因素在促進同情心的提升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和產生的作用，而為了達致新調「更高的層次J '亦

即一種對於全人類，包括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局外人甚至是

敵人，乃至所有生物的無限之愛的理想狀態，宗教的因素

和動機則是不應當被忽視的。

當然，在探索具體的「宗教動機J 之前，首先需要說

明的是，研謂「宗教」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難

以具有精確和確定定義的詞彙或者說概念，其中的原因之

一就在於其可能是指稱不同的宗教傳統，而所謂的不同也

就是指在這些具體的宗教傳統之間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不

可通約性。比如從基本上可以代表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佛教

與基督教而育，佛教本質上屬於一種無神論的宗教，在佛

教中沒有一個外在的絕對的超越者介入並且克服人性中的

惡，或者說提升和完善人性中的善，因此，在基督宗教和

相關傳統中，因著愛上帝而愛人如己的愛的誠命，類似的

教義和其背後的邏輯在佛教中是難以找到的。但是，宗教

教義或說信仰內容的不可通約，並不意昧著它們不能具有

相似的功能或者成為信仰者相似的行為動機。比如僅就本

文研究的利他主義而言，社會生物學的研究已經揭示了人

32. B抽血• A1truism Question, p. 4 
33. S旬ph祖 G. Post, Unlimited Love: Altruja，月'1， Compasaion, and 品""間， (Radn肘" PA: 

Temple恤 Foun血tion Pre間， 2003)，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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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天性存在某些對於純粹利他行為的限制性。而為了

突破這種生物學上利他的有限性，社會心理學的實驗已經

表明人性中也存在某種作為同情感的完全以他者為指向的

動機。從這一點上來講，基督教中上帝對人無條件的聖愛

和在此基礎上人對鄰舍的愛無疑與同情感具有相似的功能

性和動機性。而佛教中雖然沒有完全相同內容的教理和教

義，但是卻也強調一種對於無量眾生的無緣大慈和同體大

悲，這里的慈悲也就是與同情感發揮了相似的功能性和動

機性，正是從功能性的角度而言，佛教與基督教可以說都

提供了某種利他的宗教動機。事實上，不僅是佛教與基督

教，在《世界宗教中的利他主義} (Ali側目m 的 World

Religions) 一書中，宗教學家格林 (William Sco前Green)

就認為「所有的世界宗教都同意說，利他作為完全為了他

者的利益而不求回報的行動是屬於美德的。所有的世界宗

教都鼓勵犧牲個體自身的利益而為了他人 陌生人、局

外人。無論如何，每一種宗教傳統都包含利他在其中。 J 34 

儘管這里將自我犧牲作為利他的必要條件已經被普遍認為

過於嚴苛，但是各大宗教傳統都包含純粹利他的動機以及

具有相應功能性的概念也是一個普通被承認的事實，因

此，雖然「宗教」本身是一個難以明確界定的概念，但是

利他的宗教動機也因為各大宗教傳統都肯定和提倡的利他

性而是可以分別討論的。

基督教傳統中是否存在作為同情感的利他動機?雖然

從利他的功能性角度而言，在基督教傳統中更多討論的是

「愛」尤其是「聖愛J (agape) 的概念，但是在《聖經》

中，和「同情」相闋的概念也是存在的，比如巴特森在解

34. w:曲阻 Scott Green, "Intr咽血組血 AJ"血圓圓d也.s個dy ofRe1igioo"，且扭曲N間血"'&

Bruce D. ch盟.ton (e曲。)，別的申m jn World Relig如'" (w,,"",- D.C.: G=ge旬W咀

University pre間，油田)， 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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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情的定義時提到的也是在基督教倫理學中經常被討論

的好撒駕車j亞人的比喻，對這個比喻最清晰的描述應當屬

於《路加福音》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畫意，賣主你的上帝，又要

愛鄰告如同自已。 J ... ...那人要顯明自已有哩，就對耶解說，

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

哥去，落在強聾手中，他們剝去他的在棠，把他打個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車，看見他就

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科末人，Jj(到連地方。看見他，也

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擻瑪利亞人，行路車到那辜。

看見他就動了萬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街處，包車好了，

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車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

銀于車，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冊費用的，我回車

必邀你。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聾手中的鄰告呢。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i".' (路 10:27-37)

在這里，撒瑪利亞人看到落在強盜手中的人就「動了慈心」

(compassion) ，律法師在最後回答耶穌誰是鄰舍的問題時

也說「是憐憫 (mercy) 他的 J ' I慈心J 和「憐憫」都是

與巴特森新謂的「同情」相近的概念，那麼它們是否就符

合同情利他的條件?從經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撤瑪

利亞人面對的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被強盜打劫後落

難的人。這一點對於巴特森而言尤為重要，因為根據巴特

森對同情的定義，同情也可能是因為他者的好運而為他者

感到愉蝕，因此只有在他者是被認為處於困境中時，同情

才可能是產生利他行為的動機，封面對一個明顯是被強盜打

35. B臨咽• A1truism Ques甜甜'.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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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落難的人正好滿足了這一條件。其次，從幫助行為的

整個過程來看，撒瑪利亞人本來是處在一個「容易逃避」

的情形下，因為祭司和利未人都很輕易地從這個人身邊過

去了，但是撒瑪利亞人並沒有，這就意昧著他的動機不大

可能是出於緩解面對困境中的人時自己產生的負面情緒。

再者，考慮到撒瑪利亞人在猶太人當中的印象，他的幫助

行為也不太可能是為了避免由於見死不救而可能受到的社

會的譴責，而且在他將傷者託付於店主後就繼續他的行

程，可見他也並不在意傷者成功康復的反饋，因此這種行

為也不大可能是出於某種自我肯定和自我滿足的動機。最

為關鍵的是，在整個的幫助過程中，撒瑪利亞人也從未計

較過自己的付出，而且對於可能的付出也是「此處廚費用

的，我必還你J '言下之意就是店主作為他的代理人也無

需計較付出，可見整個行為都是以傷者的康復為目的。綜

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撒瑪利亞人對於落難之人的「慈心」

和「憐憫」正是巴特森所謂「同情的關心J '而撤瑪利亞

人的幫助行為也是典型的以增進他者的福扯為最終目的的

利他行為。作為最能體現基督教「愛的誠命」的倫理觀念

的比喻，可以說基督教倫理不僅存在而且是完全符合同情

利他的。

如果基督教倫理只是再次重申和肯定了巴特森的同情

利他假設，那麼在面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結論時，宗教在

利他的動機方面並不會有更多的作用，因為同情心並不是

只有有信仰的人才具有的。但顯然宗教的作用並不止於

此，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比喻本

身是為了說明基督教的「愛的誠命J '亦即「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畫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而這就意昧著同情利他本身在基督教倫理中不再僅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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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自然的反應，也不再只是屬於可行可木行的美德的範

疇，而是成為一種每一位耶穌的信徒都需要遵循的義務和

責任。這一點也可以從耶穌最後對律法師的要求看出來，

他說「你去照樣行吧J '這里就已經沒有任何律法師為自

己末去幫助困境中的人而找藉口的餘地。其次，如果「愛

鄰如己」已經成為一名基督徒應壺的責任和養務，那麼誰

才是自己的鄰舍?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稍微指出，在

耶穌的時代，撒瑪利亞人本身因為崇拜偶像等問題是不被

猶太人所接受的，對於這名路過的撒瑪利亞人而言，落難

的猶太人不僅是陌生人，甚至可以算是敵人。相反地，祭

司和猶太人作為神職人員和謹守雅威律法的文派，看上去

更應該救助自己落難的同胞。但是很顯然，在好撤瑪利亞

人的比喻中，只有撒瑪利亞人才可以算是落難的猶太人的

鄰舍，也只有撒瑪利亞人才算是遵守了耶穌「愛鄰如己」

的誠命，因此可以說，所謂的「愛鄰如己」至少在耶穌這

里應該是包括任何人，甚至是自己的敵人。綜上所述，以

好撒瑪利亞人為典型的基督教倫理至少已經在兩方面擴展

了社會心理學上的同情利他假設。第一，同情利他已經不

僅是一種心理上的動機狀態，而應當是莫基在同情心基礎

上的有意識的責任和義務;第二，同情利他的對象應當包

括陌生人甚至敵人在內的任何人，它在範圍上是無限的。

這樣一來，宗教的利他動機可以說對於心理學上的同情利

他就起到了深化和增強的作用。

如果說在基督教倫理中好撒瑪利亞人是耶穌「愛的誠

命」的具體體現，那麼在佛教中對於慈悲利他精神最完美

的體現應該就是佛祖釋迦摩尼本身了。之所以這麼諦，是

因為佛祖自始不忘眾生，佛祖的既有行為都是為了眾生利

益著想，而佛祖對於眾生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利他行為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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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釋迦摩尼在成佛之後向世人說法的過程，這個過程在

佛經中是這樣記載的.

青時世尊作是恩惟巴，默然而不說法。時梵天王於梵天

上，進知如東心中所愈巴，念 「世間大敗壞。如東.;-a 獲

此妙法，云何默然而住，-t世間不聞耶? J 爾時梵天如力士

屆申臂頃，從彼而未到如束前，頭面禮已在一面立，自世尊

吉 「唯厭如東說法，唯厭善逝說法。世間車生，存有垢薄

智聶聰明身度者，能識不善浩成就善法。 J 爾時世尊告梵天

王: r如是，如是!梵王，如汝所言，我向者在開靜處而生

此念官，我寺已獲此法，此法甚深難知難解。直寂休息微妙

最上，實聖所知非盟者所曹。單生異見異忍異欲異帝，依於

異見樂於攤窟。軍生以是樂於蝶窟故，於串壘起法甚深難解。

復有甚深難解處，識諸欲愛畫還盤，是處亦難見故。我+欲

說法，餘人不知，則於我唐聲疲苦耳。......是故梵天，我默

然而不說法。」爾時覺天，復自佛官: r世間大敗壞，.;-如

*獲此正法，云何默然不說，-t世間不開耶?唯厭世尊，時

演正浩，就布於世。世間亦有垢薄聰明原生暑皮者，能滅不

善法，成就善法。 J .....蘭時世草，受梵天勸請巴，即以儕

眼觀察世間單生﹒世間生世間長，有j>垢有多垢，利根鈍棍，

有身度有難度，畏後世罪 2 能滅不善法，成就善法。 ﹒爾

時世尊，即與梵天，而說此偈 「梵天我告汝，.;-閱甘露門。

諸聞者信壘，不轟燒故說。梵天微妙浩，牟尼新得法。」爾

時梵天，知世尊受勸椅巴，禮世尊足、右遺三區而去﹒即沒

不現。"

36. <四分律> '書三十二，單大正斬曹大藏祖刊行會霸， <大正新幢大藏艦> (東京大

藏出血緣式會社， 1988) ，第二十二冊，買 786下至頁 78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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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釋迦摩尼在成佛後這個初轉法輸的動機是否屬於同

情利他?我們可以繼續利用巴特森的理論來分析。首先，

釋迦摩尼剛開始之所以準備直接進入無餘涅槃，主要是考

慮到眾生貪毒瞋癡，而其自身覺悟到的緣起法又過於深奧

難解，因此久住世間實無益處。有趣的是，梵天勸請世尊

說法也是因為看到「世間大敗壞J '而世尊所覺悟到的這

種能使世人脫離痛苦的善法如果隨世尊一起入誠未免可

惜，因此才有勸請說法之舉。可以看到的是，無論是梵天

還是釋迦摩尼，說法和意欲拯救的對象都被視為處在痛苦

之中，而這也就符合了同情利他的第一個條件，亦即這種

同情並非是分享世人的快樂，而是首先在於解除世人的痛

苦。其次，佛祖在初轉法輪之時也是處在一個相當「容易

逃避」的情形之下，因為世尊自身已經悟道並且可以進入

無餘洹槃，研以他最終選擇為世人說法也肯定不是為了緩

解自身在面對世間痛苦時的負面情緒。再次，釋迦摩尼在

選擇出家修行時已經放棄了太子的地位，他不再對他的人

民以及世人負有任何應負的責任，更何況世人本身並不都

認為自身處於痛苦之中，因此佛祖初轉告告輸也不可能是為

了避免可能的社會譴責或者是自身的內疚感。另外，佛祖

以佛眼觀察世間眾生，看到的是具有不同根器資質的人，

而佛祖本身並沒有因為學佛之人的資質而有所取捨，而是

決定因材施教。換句話說，佛祖本身並不在意世人學習佛

法的反饋，否則對於資質愚鈍的人佛祖是不會有動力去宣

講佛法的，而這也就意昧著佛祖的說法也木是為了在別人

的肯定中變得自身的滿足和肯定。最後，佛祖在說法的過

程中也沒有考慮任何自己的利盞，事實上，當釋迦摩尼出

家修行之時，就已經放棄了完整的家庭、豐富的財產和尊

貴的皇室地位，因此可以說，釋迦摩尼自身的修行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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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種解脫痛苦的方法，而他將這種方法傳給世人也是

完全為了世人能夠解脫痛苦，除此以外佛祖本身並沒有任

何利己的目的。綜上所述，佛祖向世人說法的過程也是完

全出於對世人的所謂「同情的關心J '並且是以增進世人

的福祖上為最終目的，因此佛祖的這種慈悲本質上也可以說

是屬於同情利他的。有意思的是，佛的慈悲在佛教中也被

稱作「同體大悲J '這個詞可以說最貼切地表述了佛之慈

悲的本性。

「同體大悲」的問題在於看上去只有佛才具有，同情

利他似乎只是屬於佛的本性，而對於普遍的佛教徒而言，

首先應當追求的似乎是自我的解脫和成佛，如果真是如此

的話，那麼佛教實際上並不能提供任何利他的動機，因為

如果成佛才是利他的前提條件，那麼真正能夠成佛的人畢

竟是少數，甚至只是一種理想。但這里的問題可能在於，

佛本身作為慈悲的化身，如果拋去佛的神格化過程，那麼

佛E時代表和展現的恰恰是佛教慈悲的理念，而這種理念並

不是只有現實成佛才可以具有的。那磨這種理念的具體內

容又是甚麼呢?它又為甚麼符合同情利他的原理?根據巴

特森的觀點， I同情感的產生需要具備兩個充分必要條件﹒

(一)對於他者處於困境之中的知覺; (三)採用他者的

視角。 J 37對於第一個條件，我們知道，佛教的根本教義，

同時也是佛陀初轉法輪時對五比丘首先宣說的教義，就是

四聖諦，亦即菁、集、誠、道四種真理。這其中的苦諦說

明的就是苦的普遍存在這一基本事實，包括生、老、病、

死、愛別再臣、怨憎會、求不得和五蘊織盛等八大痛苦。當

然，在每個人具體的感受中，生活本身是有苦也有樂，但

是在佛教看來，快樂只是暫時性的和不斷變化的，用佛教

37. .見B祖祖&Mom血，唱-峙扭曲ced Altrui曲"， p.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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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術語來疇，快樂本身是屬於無常，而正是無常才是造成

痛苦的根源，因為我們總是希望在這些短暫而偶然的事物

中尋求某種常住和永恆的東西。因此對於佛教來講，苦本

身才是屬於生存論的，所謂世間有情悉皆是苦，而這也就

符合了產生同情感的第一個充分必要條件。對於第二個條

件，我們可以接著說，根畫畫佛教的基本教義，苦是由於對

無常中有常的執看，而無常又是因為萬事萬物緣起的本

質。所謂緣起，也就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事物的顯現

與存在都是因為各種條件的相互依存，昕謂「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J '但也正是因為緣起，所以當條件不存在時，

事物也就不再存在，所謂「此無故彼無，此被放彼誠」

因此事物總是不會脫離生住異誠、成住壤空這種空相。從

緣起法的角度來看， I我」本身也是屬於緣起， I我」是

由色、受、想、行、誠等五殖結合而成，但實際上並沒有

一個常往不變的「我」的本體，因此也可以說是「我空」

或者「無我」。值得注意的是，佛教這里的「我」並非僅

指與「他」相對的「我J ' I我空」不僅意昧著「自我空」

而且還表示「他我空 J ' I 自我」與「他者」都屬於空相，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所謂的「自我」與「他者」也不過是

由屬於識蘊的分別心而創造的概念，如果能夠照見諸法空

相的本質，那麼從勝義諦上來講就是無有自他分別，從世

俗諦上來講就是自他無分別，也就是既謂的自他不二。從

「自他不三」的角度來看， I採用他者的視角」就不僅是

可能的，而且是完全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綜合以上分

析可以說，佛教的基本教義和理念是完全符合和支持同情

感產生的兩個充分必要條件的，某種程度上來講，同情利

他本身就是佛教信仰的一個自然的結果。而且值得注意的

是，佛教慈悲的對象始終是有情眾生，因為從諸法空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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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來看，無論是親屬還是陌生人，對於自我而言都是無

分別的，他者的痛苦既是自己的痛苦，解除痛苦的利他行

為最終應當包括一切有惰，這也在範圖上擴展了同情利他

的對象。因此，佛教的慈悲觀對於深化和增強同情利他的

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絕給

利他主義是當代宗教比較研究和跨學科對話的一個新

興的熱點問題。在《世界宗教中的利他主義》一書中，由

於對於「利他主義」的定盞是「以他者的利益為最終目的

的有意的行為，並且這個行為至少具有對行動者沒有回報

或者使行動者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月而在對於具體的各大

世界宗教的考察中發現皇島乎每一個宗教傳統都主張對行善

者做出某種形式的回報，所以該書的結論就是「如果某種

行為獲得神聖的或者靈性上的回報的可能性使得這個行為

不能算作利他的，那麼很難說利他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對

於宗教的學術研究有用的和適切的範疇』。既然這樣，利

他看上去只是一個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範疇。 J 39但值得注

意的是，此書對於「利他主義」的定義本身部分是從行為

的效果方面考慮的，而從行為的效果方面而育，通過本文

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生物學的理論已經說明，所有的利

他行為本質上都是利己的，至少在基因層面是利己的。但

問題在於，恰恰因為這種利己只是一種客觀的效果，且即以

社會生物學實際上並不能否定可能存在純粹剩他的行為動

機或者目的，儘管這種效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證賞了

在人性中肯定具有利己的動機或者目的。而巴特森的社會

38. Green，"Intr吋四世間: Altruism and the StudyofRe1igion'九 p 刻且

39. William Scott Gre咽，可~pi1ogue." in N臥咽er& chi1恤(前1s.)， All飢耐"''''研orld Rel幫"珊，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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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實驗則證明，同情感正是這種可以產生純粹利他行

為的動機之一。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人性實際上並不完全

被利己的動機研控制，而是也具有純粹利他的動機，因為

同情感也是天生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的。如果是從行為的

動機方面去理解和定義利他主義，那麼利他主義實際上對

於宗教研究而盲完全是一個適切而有用的範疇，因為以基

督教和佛教為代表的世界宗教都是包含和肯定同情感的。

關鍵詢:社會生物學同情利他宗教與科學的對話

作者電郵地址:組198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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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也e p前spective of individual competition, group 

competition and selfish gene，也e explanations of altruis世c

beha討ors in modern biology cannot confmn the existence of 

pure 祖d unlimi扭地i altruistic behaviors. Sociobiologists 

unde扭曲nd e也ics， morality, and human ∞nduct on 由is

account, regarding 也.e moral altn且stic behaviors as individuals 

see區ng their own self-扭扭rests， al世lough the motives of 

see區ng self-interests should be unconscious. Howev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experim扭扭 rev，開1 that there 缸e also some 

altruistic 血otivations and one of th回n is 目npa由ic concern 

τ'he altn且stic behaviors produced by empathic ∞ncern 缸e

motivated wi曲曲e ultima阻 goal of inc血aSlng ano也叮

person's own welfare. The imperfection of psychological 

altruism 阻:periment is 也e dismissal of religious fact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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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truis世c behaviors. In fl部:t，也e empathic ∞ncem exists in 

most of the world 由ligions. F or example, both the parable of 

由e Good Sa血arita且 in C趾istianity and the first 扭曲，hing of 

Buddha in Buddhism express 也e empa也y a1truism. And the 

objects of religious a1truism are 祖yone 祖.d everyone, 

including s仕angers and enemies. At 也e s缸ne time, empa血y
a1truism is also a duty in Christianity or a natural outcome of 

Buddhist belief. F or 由is reason，也e religion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en∞urag旭g a1truistic behaviors. 

Keywords: Sociobiology; Empathy-a1tn且smHypo也esis;

Dialogl阻 between Sci回ce and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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