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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知识的认知态度并不一定非得是彼此对立的。这两种表达，在初步切近考察时我们就

能确认这一点，都是对人类精神态度的指定，人类总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将自己放置在对特定

事实、事件、现象等等的假设关联中（例如：我相信，今天在巴黎不会像在柏林这么热，我

知道，今天在巴黎没有柏林这么热）。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获取认知过程的一种

连续序列，在此过程中人们首先对某事实内容进行猜测（我相信有这样这样的事儿），然后

通过主体间被接受的行为方式进行检验，最后达到对存疑事实内容的确信（知道事情是这样

这样的）。信仰在这种视角下不是与知识对立，而更多地是构成了通往有保障认识之路上的

第一级台阶。1

对于信仰的认知态度，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该态度与被相信者的可能性有着内在关联。2 虽

然 Swinburne 也指出，不可能给出一种普遍的规则来说明，可能性达到那种程度， 主体S的

一种命题P就是可信的，因为这首先取决于个体的结构特征如他是偏于轻信还是一贯多疑，

也即取决于主体，也取决于该命题P是否存在其他可信的替代选项（最明确的就是非P）。

但是就趋势而言，人能如此出发来思考，即随着P的可能性的增长，P被S相信的可能性也

会随之增长。对于那些认为知识只能是对特定事实内容的极有可能性的信念状态的理解来说，

信仰和知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因此两种态度之间也不可能有质上的差别：只是P被

一个主体所知道，与P被一个主体所相信相比，P的内容符实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已。但是

对于P内容符实的全然确定性在哪种情况下都无法给出。但有一种对于知识的理解要与之区

分开来，这种理解认为知识是对确定性也即被保障状态的拥有，而不恰恰不是对可能性的拥

有。信仰的模式在这种观看方式下是对某物信以为真或者坚信不疑的非确定性方式，与知识

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信仰行为都被看作一种认知态度，它的目标最终是朝向知识的，仿佛是

在某种知识中找到了自己的实现和圆满。不论是赋予这一与信仰关联的知识以量上不同的地

位还是本质不同的地位，同样有效的是：知道有P，相对于单纯的“相信有P”而言，是坚

1 Siehe dazu J.-E. Pleines: Glauben oder Wissen. Analyse eines Dilemmas. Darmstadt 2008. – Bereits Nicolaus Cusanus hat in 
De docta ignorantia unter Berufung auf  eine lange Tradition den Ausgang allen Wissens im Glauben betont. Siehe De docta  
ignorantia/Die wissende Unwissenheit. Drittes Buch, „XI. Mysteria fidei (Die Geheimnisse des Glaubens)“. In: Nikolaus von Kues: 
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Schriften. Hrsg. u. eingef. v. Leo Gabriel. Wien 1989. Bd. 1, S. 492: „Fides igitur est in se complicans 
omne intelligibile. Intellectus autem est fidei explicatio. Dirigitur igitur intellectus per fidem, et fides per intellectum 
extenditur. Ubi igitur non est sana fides, nullus est verus intellectus.“

2 Vgl. dazu R. Swinburne: Faith and Reas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2005, insbesondere die ersten Kapitel „The Nature 
of  Belief“ und „Rationa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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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疑和信以为真的一种较高形式；它也是一切暂时性信仰所追求的目标。

对信仰和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认识论理解，与之相比，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则不一样，它们被理

解为以理性所确保的世界知识来取代从精神上认定的想象集合物的一种消解过程。黑格尔尝

试以绝对精神为媒介来将纯粹想象物按照宗教方式提升为哲学的自我意识，他的这一努力也

是源自这样的假设，即宗教上所确保者最后只是通往最高认识，也即哲学知识的一个台阶。

如此一种对信仰和知识关系的准目的论、等级划分的定义，固然有种种问题，但是始终是以

一个重要洞见为基础的，也即对这两种态度如果仅从两者确定的对立来把握，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洞悉两者相互之间复杂的、充满疑难的关联。在实际中这两种认知行为从来就不是

截然分开地出现的，这就已经清楚地展示出了如此一个显然状况，即所有可知者最终页必须

是被相信的，以便成为主体和主体间信念资源库中的组成部分。反之，所有被相信者在其内

容中必须是作为被相信者被获知的，因为不然的话根本就不会有特点内容被相信。

 在信仰和知识的这种无可反驳的、逻辑上的相互关联之外，还是仍然会出现这两个表达所

指称的态度之间的对立。用信仰所指称的，是在一个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信念库存里已经有

了牢固根基的假设联合体，其基本构造之一是，这些假设绝不能达到确定知识的地位。如果

给出理性的处理方式，让信仰内容可以通过该方式成为知识内容，那么信仰的独立性恰恰就

被摧毁了，信仰的基础恰恰在于，相信那些高于基本可知者领域之物。知识则认定了占有信

念的领域，这个领域与信仰的区别就是可以给定理性方式，以此来让主观假设达到主体间可

检验的信念。

然而，如果想通过将主观性指派给信仰的认知状态，将主体间性和客观性指派给知识的认知

状态来区分信仰和知识领域，这是会误入歧途的。如果信仰真的只是局限于主观意识的范围

里，如果仅仅在私人意见的意义上来阐释主观意识，那么最初作为“信仰共同体”也即社会

实体的宗教现象就让人无法理解了。信仰的主体间联合能力恰恰取自逐渐积累的信服力，在

信仰的彼此互知的信徒中被信仰唤醒的正是这种信服力。共享同一信仰的信徒至少对于这一

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反过来，具有革新力的“知识”最初也完全是产生并固着于某个单个

的主观意识中的，如果一个理论是如此新，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还没有体会到该理论在逻辑

上和经验上的可靠性的话。由于自己的知识而被孤立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坚定地相信

他所获得的认识，在该认识还无法在主体间得到实际认可时。可以看到：知识并不必然是一

种主体间的联结状态，它的出现也不完全与信仰的精神态度无关。如果观察到信仰的这一

面，那这就表明了，信仰缺少某种知识——不论是对被相信者还是对信仰同伴的知识——也

几乎不能存在。

但是如何可以确凿地说明，信仰曾经是知识的一种前阶段，后来却完全不再需要一种知识的

证明了呢？——信仰这一表面上显得悖论的性质，如果按照以下方式为知识和信仰关系的细

致理解引入其核心差别的话，就不那么奇怪了：一方面，“相信某事”是就某个事实内容表

达出的一种有理由的猜测，另一方面，“相信某人-物”并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更多地是对

某个特定任务，某个特定拯救手段，某个特定意识形态的包含感情的信任，一个主体可以将

自己的全部人格都牵系在这某人-物上。所以这里涉及的不是同一种信仰，一方面是可以通

过理性的行为方式被证实或者否定的信仰，另一方面是顽固反对这种理性化尝试而始终如一

的信仰。第一个，原则上可理性化的信仰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假定信仰（Putare），第二

个，不可以毫无保留地理想化的，可以称为“依托信仰”（Cred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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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和这两种刚刚做了区分的信仰之间的原则上共同之处在于，在三种情况下，按主观性和

主体间性来划分，都涉及信以为真的信念和智慧，它们各自占有一个彼此不同的认识论地

位，暗示出确证（也包括潜在的失望）的不同模式：

一．知识的信念要求尽可能地给出理性的、主体间可体会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被知道者

得到了传达，而且仍然可以被传达。知识（其形式就是S知道有P）的突出特点在S这边是

对所知道的事实内容的极高的信念程度；在P这边是极高程度的可能性和确定性。如果对所

知道者产生了怀疑，那么通过采用同一方法或者不同的新方法重新进行经验上的或者逻辑上

的检验，可证明先前所知道者是被误认为被知道者。它就会被其他知识或者暂时的非-知识

所取代。知识尽管在主观的坚信层面上具有确定性，却对以理性为原则的怀疑保持开放，由

此是可以被批判性地修正的。

二． 假定信仰的信念要求至少对于被推测者尽可能地给出主体间可体会的理由。这正表现

出知识的某种前阶段，开始“仅仅”被相信者可以被知识证实或者否定。假定信仰，S相信

有P，与知识相比，其突出处在主体这一边是对P的较低的信念程度，在客体P这边是较低

的可能性和确定性程度。怀疑似乎是假定信仰的背面。怀疑与客观部分即P的可能性与不可

能，与主观部分即S的轻信或多疑，处于一种无法精确计算，但具有决定性的关联中，怀疑

恰恰是S在假定信仰中要反对的。但是上述部分的一种轻微推移已经可以导致，对P的怀疑

重又占据上风了。S对于自己恰恰是不确定的，它知识相信，而恰恰由于这种涉及到P的摇

摆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确定性再现出了假定信仰所追求的目的 telos。

第三，依托信仰的信念，S相信某人-物，则与之相反，在所有条件下都会让有利于被相信

者的完全理性的理由生效，比如通过长期密集接触而完全笃信某个特定的人始终如一的完整

性。与假定信仰不同的是，这些理由并不会被引向知识，因为不存在有约束力的理性方式，

可以让被相信者得到客观计算。这样，依托信仰就包含了一个悖论：人们坚信某物的可靠

性，对于该物人们知道，它不是确定的，因为它如果是确定的，那就再没有必要相信它了。

与假定信仰不同，依托信仰，正如获取知识者，处于一种对P的牢固信念中；在这样的语境

下，众所周知，也会提到信仰确定感。在依托信仰状态下也始终会溜进来的怀疑，并不是要

替代被相信者，或者用知识来消解它，而是要达到与P的结合的松动或紧密，这又由 S个人

来决定。

以上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坚信和信以为真的区分有些地方与康德在《纯粹理性的典范》第三节，

标题为《论意见、知识与信仰》所提出的观点相吻合。康德在这一节中所做的对专有名词的

界限划分与这里建议的用语规范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并不是从范畴上将意见和信仰的认知态

度进行区分，而是以今天通行的用语为取向，它允许将两种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当做同义词。 

不论是意见还是信仰，康德都将它们理解为一种归于主观而在客观上不充分的信以为真，而

在我们所主张的专有名词中，它们都归于假定信仰这一个门类中。对于知识，我们则可以按

照康德的观点定义为既在主观上又在客观上充分的信以为真。

不过，康德在这一语境中，也即《纯粹理性批判》中放弃了引入一个独特的信以为真的阶

段，而这阶段就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依托信仰。但是康德在实际关联上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信

仰，或者是以命运随意而偶然的目的为方向，即实用信仰，或者是以道德的必要目的为方

向，即道德信仰。这两种实践的信仰类型又与一种教条式的信仰相区分，后者康德描述为实

践的信仰判断在理论上的对应物，例如对上帝存在的教条就属于这种教条式信仰，正如物理

神学派所证明的那样。因为康德将教条信仰描述为“对客观意图的收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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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主观意图的牢固性的表达”，教条信仰的性质就部分地与依托信仰的性质吻合；但是后

者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对被相信者的信以为真是在一种充满信任的联结中而不是在纯理论的

假设中完成的。由此，我们称之为依托信仰的也就更符合康德的道德信仰，道德信仰的信服

力源泉是以道德法则来决定其意志的伦理人格所怀有的有根据的希望。不过康德意义上的道

德信仰表现出的确定性和必要性在程度上远高于依托信仰可以达到的：如果对于后者来说，

信仰会给与那些人、物或者理念，主要受制于主体的决定，在最佳状态下这决定是有充分理

由的；而道德信仰及其理论上无关涉，但在实用关联上因而更具影响力的后果，则从道德法

则的事实中推导出了信仰上帝的必要性。

德里达在自己的论文《信仰和知识》中直接联系了康德关于反思性信仰的理念，这理念也是

从道德信仰所推导出来的，他尝试这样来揭示他在副标题中所写的在单纯理性的边界上的宗

教两大源泉。他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体验，这两种体验在其他的生活世界语境中也可能出

现，但是它们结合起来则是宗教特有的：一方面是信任的体验；是依托信仰，是目击证明和

忠诚，它绝不可能用理性的计算来证明；另一方面是救赎的、不受损害的、得到保障的、神

圣的体验。另外这两部分在历史上的诸宗教中都遭受着一种机械重复，这是来自于阐释学的

对宗教源初证明的不断回顾，来自于对新旧约的持续重读，以及对保持其纯洁性和无损性的

努力。如此来理解的宗教与哲学理性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正确地解释了德里

达，就当被理解为一种双重关联：

首先，宗教在现代，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与目的论-唯科学主义技术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联

盟；通过这种联盟，宗教得到了推广，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丧失自己源初的本真、神圣之物的

危险；其次，在诸宗教中发挥作用的信仰指向的是一种弥赛亚的最初承诺。如果没有这样的

承诺，就没有未来，而世俗理想也要期中获得滋养。

依托信仰也不仅仅是在宗教系统中，它也再现了德里达多次关注过的一个基本的困境体验，

我们与别人的关联——对过程中的信任和对他者提出的要求的回应的一种体验。如果没有这

种体验，不论是语言还是沉默，不论是个人化的伦理决断还是道德化的，还是法制上的、政

治上的决断都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依托信仰，尤其是对一个上帝及其历史性启示的信仰，并不是在所有世界宗教中

都发挥了一个超群的作用。在一神教-亚伯拉罕宗教中，我们遇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充满

信任的与上帝如耶稣、默罕默德、教会或者穆斯林的乌玛相连的依托信仰与一种涉及到上帝

或阿拉的存在、耶稣或默罕默德的历史性、圣经的真实性等的假定信仰之间复杂的混合关

系。

这两种信仰形式与理性知识层面之间的关系此外也证明了自己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中是超出一般的复杂，因为上帝——在吸收希腊的逻各斯-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既代表了

绝对理性，即最高形式的逻各斯，又体现出了超越所有理性，在逻各斯彼岸的层面。

那么在佛教这样的情况下，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佛教，至少在它最早的历史

铸型中，是反对诸神观念的，因而也放弃了追求依托信仰的要求。将在世俗语境中常见的关

于信仰与知识的区分转用到佛教上来，其困难在赋予佛教按照其自我理解应该包含之物的时

候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梵语的表达“佛法”既不是一再重读的运动，也不是对某种神圣力量

的虔诚回溯，而宗教 religio 的概念按照 Cicero 以及 Laktanz 最初表达的就是神圣力量。这一

佛法概念更接近于中世纪用以指称宗教整体的法 lex，因为佛法既涉及存在的法则，居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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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者质上，也指向佛的教义，该教义将这一法则把握为四真谛，展示了脱离众生苦海的

一条道路。因为佛法的终极目标是菩提，完全的敞明，在这个境界存在之欲念就如同熄灭了

的烛火一样被剔除，佛教的道路首先就是要走完通往菩提所必需的不同步骤：不可或缺的前

提首先是对众生之苦这一事实的认知洞见；然后是理解这种痛苦的根源。而这暗示出一种对

贯穿此在的基本元素的特定的本体论观念。第二步已经走向了伦理学，即认识到超越存在苦

痛的原则可能性；而紧随其后的规范性分析最终展示了，如何能超越痛苦，也即通过描

写“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命、正念、正定。

哲学反思，尤其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考，一种特定的伦理生活方式和对冥思的实践就在佛

教的道路上相互交织起来了：哲学的认知不再是自我目的，而是通向伦理化生活方式的前

提，正如伦理生活又是通向冥思正定的前提，冥思正定又是位于正道终点的澄明境界的前

提。我们在佛教这里也就遭遇了如此一种宗教，我们在一神教中所确定的那种假定信仰与依

托信仰的特有结合在这宗教中显然是不起作用的。对于众生之苦的体会不要求信仰，而是要

求洞见和认知。尤其是四真谛中的前两个（苦、集、灭、道）可以描述为一种知识的形式，

虽然按照历史证据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才得到的，但是，一旦得以表述，也就提出了如此要

求，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来证明式地重新体会它。以现代对知识的理解来

衡量，知识为了获得主体间有约束力的信念，要求有严格方法论的标准，而佛教对众生之苦

的洞见又无法被描述为“知识”。不如说，它可以刻画为以经验基础所支持的对存在的阐

释，它要求对自己有一些经验上的明证，而屏蔽了其他反对这种阐释的经验证据。如此来

看，佛教知识也证明了世俗之苦最终也是一种假设，即假定信仰，当人在存在意义上遭遇到

痛苦而寻求解脱时，佛教知识就总会在这时得到依托式的强化。如此可以有充分理由宣称，

在佛教中也要求有假定信仰和依托信仰，即使这些信仰没有指涉一个创世神。

如果我想步入佛教之路，我就必须不仅仅对理论假设信服，即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不稳定

的，稳定和实质的幻觉总是会带来新的痛苦。我还必须相信，因为我在相信之前是无法知道

的，将伦理生活方式按照佛教传统所推荐的那样那个内化于心，以及定期地冥思修行，我才

会一步步地从痛苦的缠绕中解脱出来。而恰恰是我在踏上佛教之路，或者基督之路或者其他

宗教之路，所投入的这种超前信任正彰显出了依托信仰。

这并不是说，在所有宗教中最终都可以确认出假定信仰、依托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同一种关系。

毋宁说，每一个宗教在内容上千差万别的面目也影响了其信徒的认知态度和情感态度。所以

一种宗教是要求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知识基础上要求高度的依托信仰，如伊斯兰教要求信徒臣

服于可汗经的专有启示之下，还是通过个人的识见和主观证实的体验来支撑它所要求的依托

式提前信任，如佛教，这会造成巨大的差别。关于世界整体的本体论预先假设，认识论与人

类学前提，伦理学规定，祭拜实践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劝导，这之间的关系在佛教中的形态

与一神教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差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在佛教中和在一神教中获得的地位：伊

斯兰教的其他部分认为哲学反思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启和律法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基督教则在

神学内部从智识上吸纳了希腊哲学，却没有让这种吸纳变成基督教生活方式的核心，生活方

式完全可以 以依托信仰和基督为模范的伦理取向为支撑。在佛教的许多宗派中，哲学却具

有训练精神的导入功能，这样伦理生活方式和冥思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心思集中的尺度上得

以实施。尽管佛教由此成为了最强地植入功能化了的哲学的世界宗教，它也同时为哲学指定

了一个在抵达圆寂时的较低功能。 与基督教追随亚里士多德推崇理论认知的学院派传统不

同，佛教中的认知和知识不是精神的最高一级台阶，而只是踏上成佛之路的前提之一，尽管

也是一个本质上的前提。在这条路的终点因而也不是信仰和知识按照“双重真理”方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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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妥协，而是让双方熄灭于一个达到澄明境界的意识的空寂中。

Source: http://philosophie-religion.de/pdf/jiading-xinyang-yituo-xinyang-yu-zhis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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