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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學者佛耶比較研究1

尚具潔

武漢大學索教學象博士候選人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研究必然從佛耶的相遇開始，而

唐代景教時期及元代也里可溫教時期的交涉情況，由於相

關材料的洹減致使無系統的相關著作，學界更多的只是根

據一些景教典籍研究佛教對景教的影響。 2明末清初時期佛

教與基督教的相遇，主要是兩教的一些爭辯和對抗。 3而近

代由於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街擊，激起了佛教復興運

動並與之開始進一步的交涉。兩教之間開放性與和平性的

對話有所增加，特別是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兩者更是從制

度、傳教經驗等外在性交流逐漸發展到內在教理、實踐等

學術層面的比較研究。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兩教的比較

研究主要是以宗教人士的規角因宣教而進行的對比，而「一

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內地的宗教組鐵忙於適應新的社會制

度，耶佛對話就幾乎完全停止。港台地區基督教和佛教都

各自發展，但隨著傳統宗教影響力的減弱，兩者對話並沒

有提到議事日程J 0 4然而，近年來，隨著佛教與基督教的

影響力逐漸提升，學術界從純粹學術棍角對兩教從不同層

1.基金專車本主軍教育部重大課題:!li:關項目(1刮目的4) 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專項實

金貴助專車(血14113010207) 實助﹒

2 壘貴E學自〈景教與儕敲開僚主胡探) ，載《世鼻宗教研究) 1四6 年第 1 期，頁回到﹒

且JX異， (耳常之道唐代基督教屋史典文獻研究) (台北橄欖， 2015) • 

3 星接甜甜甜薯，耿具禪， (中固與基督教) (上梅 上海吉繪出版社，油田)。

4 責保蠱， (大國學視野中的漢哲學肅對話神學) (北直民摸出版社， 2011) ，頁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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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進行深入比較探究的成果日益顯著。其中，大陸、香港

及台灣地區在研究的側重點上有研不同，比較的內容主要

涉及相遇歷史、對話理論、核心觀念等，涵蓋歷史、哲學、

生態、倫理等領域。

一、佛耶比較研究的整體成果

近年來漢語學界在佛耶比較及對話方面的成果日益顯

著。中國宗教學俯界分別在三00三、三00六、三00九

年召開了三次佛耶對話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些會議中，學者

們對佛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真同、相遇歷史、對話理論等13面

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分別出版了論文集《佛教與基督教對話〉

(2005) (涉及方法論上的反思、歷史個案研究和平行比

較)、《天國、淨土與人問:耶佛對話與社會關懷) (2008) 

(以天國和淨土為核心觀念的比較)及〈文明對話與佛耶相

遇} (2012) (側重佛耶相遇歷史及對話理論研究)。這些

成果為中國的佛耶比較研究開創了新的研究時代，加速了佛

耶比較研究的進程。另外，還有一些專門的耶佛比較研究著

作，例如徐強的《超驗神學與人間佛學的比較研究) (2010) , 

社小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2010) 等。但整體來

看，大陸學者對佛耶比較的關注度近些年才日益顯著，而已

有的成果主要側重哲學層面的研究。

香港則以道風山為主要的佛耶比較研究陣地，自傳教

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 便開始關注佛耶對話和比

較。近年來，香港學術界以大乘佛教為素材，通過與基督

教思想的比較反思討論相關神學問題的研究較為豐寓。賴

晶超和鄧紹光等人根據迦克頓信經 (Chalcedo到an Creed) 、

辦證神學傳統及量子力學等理論，探討佛耶互補之處及「大

乘神學」思想。主要成果有賴晶超的《大乘基督教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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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以及何建明、蘇遠泰等人撰寫的相關文章。而賴

品超還在佛耶對話歷史、個案研究等方面有豐富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體現在《佛耶對話: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

教的相遇} (2008) 一書中。收錄佛耶比較成果的刊物主

要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以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所刊物《景風》等。

台灣在佛耶比較與對話方面以其實踴集例多。何建明

《以當代台灣為例看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的對話》

(2004) 一書以台灣現代禪與中華信義神學院的對話實踐

為例，探討當代台灣的佛耶對話並深入觀照到近代中國的

佛耶對話; <:佛教與基督教信仰的交會> 5一書正是兩者對

話實踐的成果。而且以星雲法師、聖殿法師等主古代表的台

灣佛教界領袖，也多以活動實饋的方式積極開展與基督教

間的對話與合作。除此之外，在著作方面的比較多涉及信

仰層面的關照，主要有回毓英的《釋迦牟尼與耶基督》

(2000) 、鄭麗津的《基督徒 vs 佛教徒} (2000) ，也

有中立的比較，例如金秉珠的《街突與融合一一佛教與天

主教的中國當地語系化} (2001) 等。因此，從研究內容

和視角來看，台灣的佛耶比較研究主要側重實處對話案例

以及帶有信仰關照視角的比較研究。

二、佛耶比較研究的具體內容

漢語學術界對佛耶比較的研究內容主要有:相遇歷史

及個案研究，但主要集中於三十世紀上半葉太陸地區，很

少涉及一九五0年至今台灣和香港地區佛耶相遇問題;對

話理論及方法研究，主要在西方學者的對話理論基礎上論

述，雖然學者們在此領域也有新嘗試，但多缺乏系統性，

5 現代禪教研部誦， (輛載與基督教信仰的寶貴) (台北現代禪出脹祉，油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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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研究，主要從宗教比較學進路，對佛耶本體觀、

生命觀、解脫論、生存輸等進行異同性比較研究，而且在

宗教修行經驗層面的比較研究也有些許成果;生態倫理層

面研究，雖然此領域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甚至耶儒

對話也已經出現生態層面的轉向，但在佛耶對話中的研究

仍寥寥無幾，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從西方宗教學者的相闕，思

想切入，大乘神學研究，以大乘佛教為素材，通過與基督

教思想的比較反思討論相關神學問題，此領域的研究主要

是香港學術界近幾年的顯著成果。

1. 佛耶相遇壓史及個東研究

何建明教授將近代基督教來華後與佛教的相遇歷史劃

分為三個主要時期: I一是晚清時期，以外國來華傳教士為

主體;二是民國時期，以大陸和香港地區中國基督徒和佛教

徒為主體，也包括少數如艾香德來華傳教士;三是一九五0

年至今，以台灣和香港地區的中國基督徒和佛教徒為主體。J

6然而， I學術界關注較多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以大陸地區

為代表的基督教與佛教的相遇問題，很少涉及一九五0年至

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基督教與佛教的相遇問題J 0 7 

當前，英語界對佛耶相遇歷史及個案的研究主要關注

的是宗教領袖人物(如太虛) , 8往往忽視中國本土基督徒

對佛教的觀點，又或少有談到一些具體、但知名度較低的

教徒。漢語界近年來對佛耶相遇歷史和對話的研究彌補了

6 何直明，(lU當代台灣島倒看近代中國轉載與基督家盤的對話 現代禪與中華信羲神

學饒的對話胡揮> (香話中文大學畢基學臨宗誼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個4) ，頁 1 • 
7 同上，買 1 • 

8 壘 D四 A 閻健圓圓， "The Modern Buddhist Reform，耐 T也xu on 由血組血坤"， Buddhist 

Christian Studi閉口 (1993)，四位 l帥; Darui 1且g，“A且 h回甜甜h Dialogl且eb_晶E

The Chin甜.Bu祖h:ist Leader Ti組xu咀d Christi曲". Buddhist-Ch兩tian st叫jea 20 (2'似lOj ，

開 16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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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界的這些不足。賴晶超主編的《耶佛對話:近代中國

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一書，主要運用個案研究的方式，

詳細分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徒所從事的佛耶對話成

果，主要包括以佛釋耶的徐松石、佛化基督教的張純一和

在文學層面佛耶互融的許地山。另外，該書中由賴晶超與

何建明合著的〈佛教對基督宗教在華的本色化的激迫) 9 , 

從歷史角度回顧了近代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主治心、謝

扶雅、韋卓民、趙紫康等)在探索基督教中國本土化過程

中對佛教中國化歷史經驗的認識。而〈基督教對佛教與現

代中國相適應的意羲)10考察了晚清到四十年代佛教徒從基

督教中受到的影響，認為佛教通過倍鑑基督教的成功經驗

推動佛教改革振興運動，反映了中國佛教不斷適應時代的

驚人生命力。但是，此時期兩者之間的學習多是「外在」

的體制與傳道方法上，極少考慮到「內在」教理層面。另

外，賴晶超和主濤的〈科學時代的佛耶相遇對現代中國

佛教的個案研究) 11通過對王季同、釋太虛和章太炎的佛耶

及科學思想的個案研究，指出一些中國學者在佛教、科學

及基督教三元互動的對話芳面的思想。然而，這些研究探

討的時間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太陸的情況，尤其是

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佛耶相遇歷史中的相互影響及個

案研究，而且欠缺後績的跟進探討。當然，也有一些研究

涉及對當代宗教人士的個案研究。例如，杜小安在《基督

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中從宗教包容主養的視角簡單梳理

了星雲、淨空、李元松等的佛耶對話思想及相關著作。但

9 頡晶趨， {耶體對話近代中國蟬誼與基督宗教的相遇} (北京宗載文化出脹扯 '2田8) , 

耳 22-67 0

10 同上，頁 68-117 " 
11 王志成、胡晶超霸， {主明對詩輿轉耶相遇> (北京社會科學主顱出版社， 2012) 

頁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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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總體來看，學術界對他們在佛耶對話方面的思想關注相

對較少。

關於台灣佛耶相遇歷史，何建明以台灣現代禪與中華

信義神學院的對話為例，探討了當代台灣的佛耶對話。他

在論文中將近五十年台灣佛耶對話劃分為兩個階段: I一

是一九五0至一九七0年代，以釋星雲、釋聖嚴、釋印順

和吳恩薄、龔天民、社而未為代表... ...三是一九八0年代

至今，以釋星雲、釋聖嚴、釋證嚴和現代禪教圓的李元松，

中華信義神學院俞繼滅、鄭麗津、呂一中等為代表，這一

階設的特點是沒有激烈的論事，且呈現國際化和多元化趨

勢。 J 12當代台灣的現代禪與中華信義神學院從二000年

八月到二00三年元月共進行了五次面對面的宗教對談和

至少九次書面對談，對談的根本問題有「至高者是誰? J 

「因信稱義，所倍的是佛還是耶穌川等，對談使彼此加

深了對雙方教義以及超越盲詮層面的宗教體驗的理解。杜

小安認為這種從學理角度所作的假設而進行的開放性對談

「似乎有過於維護基督教而喪失本來佛教立場的嫌疑J 0 13 

然而，實際上這種不預設護教立場，從觀察者變為參與者

的深度對話方式在西方的佛耶對話理論中早有論述，美國

宗教學家科布 (John B. Cobb, Jr.) 所提出的「深度多元主

義」對話理論，強調的正是不預設前提的開放性對話以及

深度的實踐體驗。但是「這次現代禪與基督教的對話是感

悟式的、即興式的心靈交流，在理論的、系統的論述方面

還無暇顧及，在深度和廣度上還有待進一步展開J 0 14從總

體的對話趨勢來看，何建明考察近二十年的對談，認為明

顯表現為兩種傾向.一是對談的目的不是信仰的改變，而

﹒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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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溝通、增進理解(不僅僅是了解)和協助，共同為

人類文明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二是對談的目的是為了學

習和增進了解，以期重新思考信仰自身存在的問題。

縱觀佛對耶相遇歷史及個案的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

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大陸的宗教人士，後半葉主要集中在

台灣的宗教人士，對話也更多觸及教義及修行方式等深層

的資源。雖然學術界對這些時期具有影響的宗教領袖人物

的宗教思想已有許多研究，但在佛耶比較思想方面的討論

還非常欠缺，對於一些具有特點的一般宗教人士的佛耶思

想還有待進一步挖鍋。

2. 佛耶對話理論和方法研究

在佛耶對話理論上，學者們多是根據西方哲學家或神

學家的對話模式進行的探討，比如尼特 (Pa叫 K血悅。

潛尼卡(Raymond Pan趾ar) 、科布等。主志成〈宗教對話

理由、內容與方式> 15一文參照尼特的宗教對話理論，提出

以「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為宗教對話的可取態度。

楊慧林的〈佛教與基督教對話中的三個問題> 16則根據潘尼

卡的「宗教內對話」標準，反省佛耶對話的意涵、原則和

方法，指出超越文化自戀與偏執之必要，強調從宗教間對

話轉向宗教肉對話。賴晶超則認為漢語學界的佛耶對話「可

以考慮科布的超越官方的對話立場，配合以懷特海 (Al企ed

North whi個，head) 哲學為橋棟，以環保等社會政治問題作

為對話焦點。」叮當然，也有學者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拓展

出一些新的對話模式，王志成就曾提出「以成長為中心的

15 且書生、調晶超、王曉朝蝠， (.轉載與基督教對話) (北京中華書局 '2005) ，耳 3 祖國

16 同上，頁 17-30.

叮闡晶超. (從科布看耶蟬對背在漢語處境的前路) .韓陳l盧培騙， (.傳承真使命芷香

值博士逝世四十五周年記愈學肅文集) (香草書禮風山基督教叢林， 1998) ，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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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模式J '8及「以生命為中心的對話模式J ， '9這種模式

認為「各個宗教都強調生命的重要，並因此發展出各自對

生命圓滿的解決出路J .20而「佛教的禪定、基督教的靈修、

默觀都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內在圓滿」。且這種強調以

修行方式的互動來促進宗教間的對話雖然可以緩和教義上

的差異，但宗教經驗上的互動同樣存在不同，而且更需要

實踐上的長期磨合。不過早在一九七一耶穌會士喬史頓

(William Johnstonl 在其《基督禪:> (Christian Zen l 中就

提出以基督教信仰為根本學習禪宗中的修行方法，其並不

過多地強調佛教中的傳統教羲，而是「側重於無軌的冥想，

它不僅僅存在於佛教中，也存在於基督教之中J .22而且這

種模式在實踐中已有些許成果，只是佛教可否從基督教的

修行方式中獲得敢示更待進一步探討和實踐。

西方學者提出的一些對話模式往往是以基督教為視角

的探究進路，如此容易因基督教神學對佛教教義的附會而

遠離佛教的本義，況且這些模式本身也有一定的限制性。

因此，漢語學界的學者們跳出這些模式框架，從佛教經典、

西方哲學方法論等來嘗試尋找佛耶對話的途徑。王志成的

<<摩羅迦小經》與宗教對話) 23將佛經《摩羅迦小經》對

自身傳統問題的解決方式運用到佛耶對話的問題上，認為

佛陀對待佛教傳統內形而上學問題的差異理解採取的宗教

實用主義立場，對於處理佛耶對話同樣有重要意義。賴賢

宗結合京都學派的禪學與中國佛教的佛性論傳統，從「空」

的哲學立場出發，探討佛耶對話的新契機及對虛無主義

間，喜王志戚， (租平的圈里) (北京宗載文化， 2003) 0 

'9 王志成， (諭宗教對話的軸心式轉變) ，載《斬世紀宗教研究)20個年轉4期，買 2-19 圖

20 同上，頁祖國

21 同上，頁 17 • 

22. W:山iamJohns恤，由riatianZ回 ßn1祉jNl何York: For曲=0，世V官司且可即回s， 19間)， p.32

23 王志成﹒單晶超諷， (文明對話輿蟬耶相遇) ，頁 147-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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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ilism) 的克服。 24而且，他的〈基督教與佛教:漢語

基督神學和基督教之佛教的宗教對話之重省)25一文運用德

國哲學作為方法論建立佛耶比較的平台，從詮釋學

(henneneutics) 的角度建構佛教可能與基督教相比較的對

話點。他認為「本體論式的基督神學J 和「生存性的基督

論式的神學」是不矛盾的概念，並進而由本體詮釋學

(onto-herm扭曲也)的進路建構東方的道論與西方的基督

教神學的實質牲對話。以上這些新的嘗試，對佛耶對話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敢發意義。

3. 佛耶核心.念及修行經驗的比較

漢語學界針對佛教和基督教在主要觀念上的比較研究

成果較多，主要側重客觀中立的宗教比較學進路，包括本

體觀、生命觀、解脫論、生存論等核心觀念以及宗教思想

家之間的比較研究，這些研究有強調從相似性層面的比

較，也有突出相異之處的論述，但最終的旨趣多為尋找雙方

的相似性和互補性，並由此展開「和而不同」的比較與對話。

另外，在宗教修行經驗層面的比較研究也有些成果。

在本體觀上，基督教中的實在論 (realism) 與佛教中

的非實在論思想似乎有看巨大鴻溝，但學者們往往傾向從

本體論中尋找調和兩者街突的論證。何光潤< w實有是』

與『空無非』一一中國宗教哲學與基督教哲學相遁的一大

障礙〉一文從兩種哲學皆具有「實有是」與「空無非」兩

個方面的性質，且都強調前者重於後者的思想入手來溝通

兩個哲學的對立，並以此作為佛道哲學與基督教溝通的本

體論依據。麻天祥〈禪與基督教本體論的對話一道、育與

血。輯貴宗. (輛車生的空與基督1!t哲學) .輯吳盲生等緝. <佛教與基督教對詩).頁 35.65 • 
25 揖熙楠， <漢語神學輔音輯)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研， 2個0) ，頁 167-187.

320 



中圈當代學者佛耶比較研究

空、心> 26以禪宗的緣生「非本體的本體論」與基督教「上

帝創世的本體論」進行對比，認為禪宗的由緣生而性空與

基督教的上帝之道皆是超越有限對無限的追求，兩者在此

的異曲同工之處可以開敢從本體論對話的規角。

在終末論、解脫論等方面也有學者在佛耶相異的思想

之上尋求對話或解決問題的突破點。《天園、淨土典人間.

耶佛對話與社會關懷:> 27論文集則是以「天團和淨士」為核

心思想進行的比較，其中不乏從此進跨出哥哥的研究。學嵐

的〈苦與苦誠一一佛教和基督教的解讀〉從解脫的理論和

方怯上分析兩教苦難觀念產生的原因及消除苦難的立于法，

從而為兩敦的對話及參與人類苦難的解脫尋找一個共同的

基礎。王志成的〈佛教淨土、基督教天國與非實在論宗教

哲學〉通過考察兩教經典，認為兩個宗教中已經分別具有

非實在論的淨土觀和天圍觀，同時指出了非實在論的淨土

觀和天國觀對當今佛耶對話的積極意義。此外，此文集還

將基督教天國與佛教淨土的對話與當代社會聯黨起來研

究，從寺廟和教會制度、實踐論和終未論層面的研究。另

外，回童心〈從「人文主著耶穌信仰」視角所看到的佛教

「智悲邏輯斷環J 及解決方集 以佛教禪宗「十牛圖」

為例〉甜一文透過與基督教中耶穌信仰的比較來反思佛教智

悲斷環問題，認為對照耶穌的講論，傳統佛性定義的偏頗

之處在於強調了佛性的清淨之靜態屬性，而忽略了光明佛

性的外向發光之動態屬性。這種以基督教信仰為資源反思

和解決佛教問題的探討視角，對喚醒佛教更多的內在價值

有看積極意義，相對於通過比較佛教的教義來反思基督教

的研究來諦，漢語學界這個角度的研究還是較為匿乏的。

26 具書生等錯， (蟬教與基督教對話) ，頁 219 品o.

27 闡晶超‘學風露，(王國﹒禪土輿λ間耶體對詩典社會關幢) (北京中華書眉"個8) • 
28 王志成﹒單晶超諷， (文明對話輿蟬耶相遇) ，頁 293-3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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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和基督教思想家的比較上，陳曦的〈親鶯與路

德思想之比較研究 以「信心」為例〉妞，以及徐致的〈印

順與拉納的人本主義思想之比較) 30一文和專著《超驗神學

與人間佛學的比較研究) 31 ，都是從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處境

的宗教思想家的相似觀念出發，探究兩者不同中的相似之

處，並為進一步的佛耶比較和對話研究開敢新的切入點。

而且， I比較路德與親鷥對信心的觀念，這在國外學界雖

然已有不少研究，但在中國學界仍只是初步J ， 32而印順及

拉納(Karl R油ner) 的「和而不同J 的人本導向可為當代

的比較宗教學、比較文學和比較哲學研究提供有價值的主

題。以此來看，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佛耶思想家之間的

比較視角的研究都有著極大的探討空間。另外，從佛耶教

理與西方哲學家進行比較的研究也較為豐富，其中多為尋

求思想中的相似性以及問題的解決。賴晶超的〈從佛教反

思基督宗教上帝觀.取道保羅﹒蒂利希的「終極開切J ) 33 

採用蒂牙利希 (Paul Tillich) 對終極開切的概念，以顯示佛教

也有其終極關切，繼而反思基督教的上帝觀的意義。另外

還有胡偉希〈佛教、基督教與康得哲學 兼論從人類學

看宗教何以可能〉、主賜惠〈從形上學看世界的本然面目﹒

諭回立克與唯議宗本體論之相似性〉等。 34

同以上尋求相似性的進路不同，在佛耶其他核心觀念

的比較上，更有一些側重相異或「不可通約」層面的論述，

但是最終的旨趣多為尋找雙方的互補性，並由此展開「和

29 同上，頁 221-234 • 
30 串串嫂， (印順嘿拉甜的λ本主著J且想主比較) ，曹〈世捍宗教研究> 2007 年單 4 期，

頁 52_59 0

31 徐聾， (超驗神學與λ間體學的比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數研究中心 .2010) 0 

32 王志成、輯晶超緝， (文明對話與蟬耶相遇> ' r導言J '直 4'

33 聶晶超， (提蟬教巨且基督宗教上帝觀車道保羅蒂刺梧的「轄極開切J) ，載 f輔

仁宗教研究> 26 (20131 '頁 91-119 0

34 壘書生等鋪， (轉載興基督教對話> '頁盟3-265 、 266-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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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的比較與對話。在生命觀上，尤惠貞、翟本瑞通

過對比基督教上帝創世及佛教緣起思想昕展闊的不同的生

命觀，從而揭示了各自獨特的價值系統。文章認為「基督

教和佛教代表看不同的宗教典範，各自有自己的價值系

統，基本上不可共量(或不可通約) J .35但並木意味若不

可比較，只是「任何的比較，都是以某一套價值為準，進

行對另一套價值的比較，並不符合另一套價值的內在系

統。於是，典範的接受是屬於心理上的接受，不是理論性

的證明，基督教和佛教本於其基本價值系統，都能針對其

生命價值，提出合理具說服力的論述。然而，站在一套價

值豆豆統，不太可能如其所如地給予另一套價值系統客觀闡

述的機會」。站在上帝觀上，通過從「神」一詞的進路或上

帝輿佛的解釋上的差異來體現兩種宗教理論的不同特點，

例如姚衛群的〈佛教與基督教的神觀念比較戶及董群的〈上

帝與佛解釋之差異〉。站在生存論上，劉壯和謝文郁通過

「色空」和「恩典」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悟」與「信任」

兩個概念的比較，並認為兩者導致了不同的生存出發點。 39

在制度層面，李向平認為佛教和基督教在制度形態層面分

別呈現不同的特點，由此致使它們在發揮社會功能方面出

現相應的差異，但文章最後提倡以制度層面的建設促進佛

耶之間的比較和對話。 40

佛教與基督教在宗教經驗層面的比較研究在西芳學術

界已有一些成熟的成果， 41而且在實踐上互換修行場昕(天

35 尤E宜、唱本瑜， (基督聶教具λ間梯敬的現世間儂) ，載且盲生等繭， (梯教與基督

誼對話) ，頁 134 • 
36 同上，頁 135.

37 且書生專輯， (體教與基督教對話> '買 199-:血9 圖

38 同上，耳 210-218.

39 劉壯、謝主郁，<r色空1 和「且典仆，載 f基督教且祖評論> 8 (2008) ，頁 175-191 • 
40. 輯晶超‘學矗繭， (天園、淨土典λ間> '頁 342-370.

41 萬蘭漢(區"" Aelred 曲曲血)在一九六三年曹表了著作《禪的主主載>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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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與回本禪宗較多)來體驗對方的經驗也已有一定的

歷史。而漢語學術界在佛耶經驗互參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香

港的譚沛泉，他的〈禪宗的靜默與基督徒與神的經歷) 42從

修行進路、歷程以及境界等來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 (神

聖與平常:大德蘭與牧牛圖斯喻示的成熟靈性修為)43通過

研究基督教的神秘經驗者大德蘭 (St. Teresa of Avila) 及禪

宗所流傳的牧牛圖，指出基督教研說的神秘祈禱經驗之旅

跟禪宗大師們研教導的心性修為是有彼此共鳴互應之處

的，以此證明基督教與禪宗佛教在描繪一個靈性臻至成熟

的人方面有著共迪之處。

4. 生態、倫理領域的此較研究

生態倫理層面的研究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討論的熱

點，而且已有西方學者提出宗教對話應該以環保為前提及

基本關懷， 44生態問題應作為耶佛對話的焦點， 45更有宗教

領袖們為環境保護、倫理重建等重大問題而簽署倫理宣

言。46而漢語學術界的耶儒對話也已經出現了向生態層面的

轉向，但是在佛耶對話中的研究仍寥寥無幾，已有的研究

主要是從西方宗教學者的相關思想切入。

賴品超通過分析漢語學界中出現的基督教與儒家對話

的生態轉向，嘗試以此展望基督教與佛教對話的生態轉

CaJhou，ωm) .菁史頓 (William John由n) 搪一九七一年費衰〈基督禪) (Chriatian ze叫

以及幢幢出版的聶列曹行著作 a 還有拉薩胃 (H.M. En啞lÎya Las個Ue) 的〈基曹徒的禪

諷) (z血 medi.旭抽血for 叫抽血.) ，甘迺迪(RobertE. K血血dy) 的《蟬的精神，基

督的精神) (晶，每酬，由抽血11 Spirit) 等﹒

42 幫呻泉， (禪宗的靜默典基督桂與神的經歷) ，暫陳廣繪繭，(傳承真使命恥頁 131-146 0 

43 祖祖晶超‘學矗錯， <王國、禪土典人間) ，頁 293-316 • 
44 保揖且特薯，王志成等囂， <一個地單多種宗教事信仰對話與全暐責任) (北京

宗教文化， 2冊.3)

45 闡晶超， (從科布署耶梯對話在漢語盧揖的前路) ，頁 97-130.

46 世界各主要宗誼領袖聶暑對一九九三年九月在美圖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上黨暑《壘暐備

理曹世宜育} (Declaration Tow咽 aGlobalE曲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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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47他認為在漢語世界中已有儒耶對話的生態轉向下，耶

佛對話的生態轉向只是一個遲早的問題，只是會與儒耶對

話的生態轉向有看頗為不間的切入點，尤其不會如儒耶對

話那麼注重人性論的問題。另外，在已有的生態倫理層面

的研究中，劉清平通過對佛教與基督教的普世愛人觀念的

比較，從學術角度初步探討了造成這種宗教普愛與宗教仇

恨的傳論的原因，48認為佛教在人本主義慈悲觀與神本主義

信仰教養間的張力街突比基督教要弱化，而兩者之間的合

作將有助在普遍性人本主藝精神理念的基礎上，實現自身

具有個殊性特色的充分發展。張穎從現象學的祖角分析馬

里翁 (Je血.-Luc Marion) 對西方形而上學化的禮物與給予

之漲，呀，並認為其與佛教的「施與J 思想有相同之處。"這

篇文章從一個新視角在倫理層面溝通和比較了基督教的愛

與佛教的慈，這不僅對於兩者在倫理層面的對話開獻了新

視野，也促進對現代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價值觀的反

思，間時也表明了佛耶的優秀倫理資源具有豐富的可探討

的層故和空間，對當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5. 大乘神學研究

在香講學術界，近年來集中對大乘佛教思想與基督教

比較的成果較為豐富， 50主要以大乘佛教為素材，通過與基

督教思想的比較反思討論相關神學問題。其中的論文部分

47. .晶趣. <宗教對話的生11轉向:從儒耶對話到耶自郎對婦> . .實《新世紀宗教研究) 1994 

年第2期，頁 51-80 • 
48. 吳育生等繭. <佛教典著督教勤奮吉》﹒頁 348-363 • 

49. 主志成、賴晶超錯. (文明對面吾與佛耶相遇》﹒頁 235-250 • 

鉤， 主要成果有賴晶趣， <從大乘佛學看迦克圖重基督論〉、〈三三一論、基督論與草廣佛學〉、

〈葬身、撐住與拍來藏:一個基督甜甜式人類學鐸討〉﹒〈從量子物理著基督教與佛教互

論〉 ﹒置，館先， <從天台宗佛學看巴特的基督青島〉、〈大.科學的再恩一一以菩薩與基

督的悲心與智慧為焦11-> ..遮司長. (太乘神學的再息一一圓圓區鄧個光博士《從天台宗

份學看巴特的基督翰) }。賴晶趣 ， <大乘基督教神學一一漢語神學的思想貪圖l) (香

港:道風害祉，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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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賴晶超與鄧紹光教授展闋的一場有關大乘基督論的

辯論，內容主要涉及如何理解「大乘神學」、應選擇何種

佛教傳統作為對話資源等。「此一辯論，除了引發香港神

學院的蘇遠泰加入對大乘神學的討論外，更引起中國大陸

學界的關注。 J 51 

另外，賴晶超的專著《大乘基督教神學》則嘗試採取

比較神學的進路，並以大乘佛教的資源為素材，通過與基

督教的比較來討論和反思相闋的神學問題，包括聖經觀、

神學語言、基督論、三一論、人觀、拯教論及終未論等。

從內容上講， <:大乘基督教神學》主要是參照西方傳統神

學的課題，嘗試說明大乘佛學對於反思以至重構這些傳統

神學課題有何意義。逅相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基督教與中

國佛教之間的外相性交流(以相互學習對方的本色化經驗

或現代化手段為首要目的)而育， I在《大乘基督教神學》

一書中，賴晶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在兩大宗教間進行肉相

性對話的新動態J 0 52而且此書「能在不同的神學課題上，

較為詳盡地以比較神學的進路，建構融合大乘佛學的大乘

基督教神學，確是華人神學的一個里程碑」。自但是書中仍

有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內容，書中「並沒有統一的基督教理

念/原則/神學可以統合各章的內容。例如在第六章討論

罪觀和人性論時，就採用巴特 (KarlB甜h) 的觀點為藍本;

第七章議上帝國時，就以蒂利希為出發點。 J 54木過，作者

自己也提到此書採取的是一種試驗性多於系統性的比較神

學進路。而且，在大乘佛學內容的選取上， I此書雖名為

51.輯晶起， <大乘基督矗神學c) ，頁 8 • 
52 徐E童自〈非治新學輔以書比較評〈大乘基督數神學一一漢語科學的且想實驗)) ，輯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諭) 37 (2012) ，頁 33下338 ~ 

53 團串連章， (書評 f大乘基督教神學一一漢語神學的且想實驗)) ，載〈山道期刊) 28 

(2011) ，頁 2320

54 同上，頁 2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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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基督教神學:> '但作者明顯較為尊崇『中國』的大

乘佛學....一是否符合『大乘精神~ ，顯然成了作者『選取

與遺漏』的首要原則」。自

三、佛耶比較研究的特點及問題

縱觀中國當代學者在佛耶比較方面的具體研究內容，

大致呈現出以下特點和問題。

首先，大陸、香港及台灣地區呈現出不同的研究重點。

台灣學者在佛耶對話和比較方面有一定的理論創新(例如

賴實宗在佛耶對話方面的系列成果) ，但相比而言更加注

重佛耶對話的實際集例研究，香浴主要側重佛耶相遇歷

史、個案研究及教義互補性(特別是關於大乘神學的討論)

的比較研究，而大陸學者近年來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才有

昕顯著，也加速了中國佛耶比較研究的進程，而已有的研

究主要側重哲學層面(核心觀念等)的比較。

其次，在研究內容上由外相性向肉相性深化。相比三

十世紀上半葉佛耶之間的外相性(側重宣教歷史、外在制

度等)的比較和對話，近年來的研究往往以客觀中立的態

度對具體教理教義、修行經驗等不同方面進行異同性的比

較，例如《太乘基督教神學》就是以比較神學的進路向我

們展示了一個在兩大宗教間進行肉相性(側重內在教義等)

對話的新動態。但是相比這種以佛教反思基督教的問題性

研究而言，通過基督教來反思佛教問題視角的研究就較為

區乏，而這種探討視角對喚醒佛教更多內在價值有看積極

意義。另外，從實踐對話角度看，宗教團體之間的對話沒

有激烈的論爭，其目的往往是以增進理解來重新反思自己

的信仰，以增進協助來為人類文明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為

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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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如台灣現代禪與中華信義神學院的對話案例，只是

這種和平深入的開放性對話案例在內陸及香港地區並不多

見。而對於宗教而言，實踐對話與理論研究更是有看相輔

相成的緊密關係。

第三，在研究層次上缺乏系統性地深入研究，更缺乏

理論層面的建構。雖然漢語學界近年來在佛耶比較方面的

研究成果日益顯著，但往往還是以西方基督教視角下建構

的理論模式(特別是對話理論)為基礎，雖然學者們也有

一些新嘗試，比如王志成從佛教經典本身嘗試尋找佛耶對

話的途徑，賴賢宗從「空」的哲學立場出發探討佛耶對話

的新契機等，但這些研究往往缺乏豆豆統性探究。其他層面

的比較研究(例如宗教經驗、生態倫理等)僅僅是稍有涉

及，像以「大乘神學」為主題的互動性的深入探討就更微

乎其微了。而且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多為一些學術文章，

一些關於宗教比較的刊物涉及佛耶比較層面的也非常之

少，比如《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這樣看似專門性的比

較與對話集刊，其內容更多的也只是從儒釋道及基督教角

度分別論述，很少有交叉性的比較對話研究。如此缺乏系

統深入的研究現狀，在理論層面上也就准往難以有新建構。

第四，在研究範圖上涉獵的課題有待拓展，更有待實

現生態倫理轉向及實踐層面的建設。佛耶比較在研究的範

圍上雖然已經涉獵到許多領域，但仍有豐富的課題可以進

行研究，例如西方學者已有的豐富的研究:佛陀之愛與基

督之愛的比較、佛教與基督教隱喻的比較、《心經》智慧

與基督教智慧的比較、佛教的「偉大生活之源」與基督聖

靈觀念的比較、佛耶解構觀的比較等。，.另外，佛耶研究有

呵。此都卦可喜照壘育生， (壘球語讀中的蟬耶對話) ，會吳盲生等緝， <轉載與基督教對

話) ，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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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實現生態倫理轉向，同時以佛耶對話為契機，挖掘宗教

內在資源以促進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及和精社會等具體實

踐層面的建設，這無論對當今社會的現實狀況還是宗教比

較理論研究來講都有重要意義。

最後，在現當代語境中，就國際性的佛耶比較研究來

說，中國在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比較研究還非常貧乏，學

界對此的關注度有待提高。國際學術界在宗教比較與對話

領域已有廣泛而深刻的研究，在日本、歐洲和北美都有專

業的耶佛對話學會或組織。北美的佛耶研究學會自一九人

七年成立，其代表刊物《耶佛研究}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l 已出版二十多期，其中發表相關文章的學者多為

日本、歐美和南亞學界，中國學術界的文章則相對較少。

而相比 H本，雖然基督教與佛教早在唐朝便已經相遇，但

卻一直沒有深具影響力的學術機構或組織。日本在十九世

紀後半期就開始從街突轉向對話的局面，在三十世紀更是

在學術機構中深入展闕，最有影響的就是日本京都學派在

這方面的成就，比如鈴木大拙、久松真一、阿部正雄等都

是此領域的活躍者。然而，就從漢語學術界自身的研究領

域來講， I在漢語界，我們可以找到好些耶儒對話的例于，

而漢語界的耶佛對話，則似乎乏善可陳J 0 57因此，從這個

層面看，漢語學術界對佛耶比較的關注度還有待提高。

關鍵詢:當代學者佛耶比較研究現狀

作者電部地址 : sh個.gzhenjie430@163.com

57 闡晶起， (耶蟬對話> ' r導論J '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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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τbecomp缸ative studies of Buddhism and C趾istianity by 

Chinese cont曲中orary scholars 缸e increasingly signi宜cant

The researches in Hong Kong, n司presented by Tao Fong Sh血，

mainly pay a伽ntion 扭曲e history of 由ier encoun扭曲g 血d

the study on 也e doc倒nal compl自由ntarity. Taiw阻 schol缸S

pay more 甜ention to c甜e study. The Mainland schol缸扎

con出buted more in 間cent ye缸濁， mainly focus on the 

philosophical persepctive. Overall，也.e stu也，es are 血ore

in-depth, but still not systematic enough and in need of 

theoretical ∞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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