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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文學作品（特別是電影）探索「運動－宗教」相關議
題，或許更能直接獲得感動效果與心靈啟示，因此擇電影「烈
火戰車」
（Chariots of Fire）一片進行敘事分析，探討影片中兩
位英國年輕選手為參加西元 1924 年在巴黎舉行的第八屆奧運
會而刻苦訓練，雖都承受巨大的內外壓力，終究雙雙奪標，但
在劇中卻呈現出「神聖」
（天賜快腿就是為了要榮耀上帝）與「世
俗」
（力爭上游是受種族歧視激怒的拼鬥人生）等兩種不同的競
技運動觀，是以嘗試藉由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彼得．
貝格爾（Peter L. Berger）的社會學觀點，對蘇格蘭青年艾瑞克．
李鐸（Eric Liddell）與猶太裔青年哈洛德．亞伯拉罕（Harold
Abrahams）實施探索性的分析，因此先從古奧運概念異化的現
象分析帶入劇情討論，其次逐一個別觀察這兩位「文本」所呈
現的現象係屬聖化抑或俗化？最後再透過傳統民族神學觀「常
∫非常」
（
「俗∫聖」
）的儀式與節慶行為理論，探討宗教式的競
技運動修行觀，試圖「儀式化」運動技術動作，以詮釋宗教式
生命「重生」行為與超驗的運動「神聖人」概念，為運動者開
創一條未來超越運動本身及自我修行之道的可能。

關鍵詞：儀式、常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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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桂冠光環猶在足下，未曾離塵避俗隱世；
靈山道心外求無門，紅塵逍遙人間自在。
人類歷史最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莫過於居於一切上層建築頂端的宗
教，對上層各領域產生支配性的作用，因而各種意識型態與文化形式，幾無
倖免地被收納于宗教觀念體系中。 1奧林匹亞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會或奧
運、奧會）因祭祀神祉（奧林帕斯山眾神）而發展出來的活動，是古希臘各
種運動比賽的祭典活動之一。2既為祭典儀式，自然是一件非常莊嚴、神聖且
隆重的禮拜活動，是以人們藉此獲取神諭（啟示）和預言（警世）
，以得到所
祈求的祝福與避災，因此競技運動的活動形式向為古希臘人文化表現的重要
模式之一。
古代奧運歷經 293 屆，千餘年來該項活動舉辦最重要的支柱是敬天的態
3

度。 簡言之，即古希臘人對神祉（主要祭祀天神宙斯）的最高崇敬與禮拜。
4

古代希臘奧運的舉辦地點－奧林匹亞，係古希臘人的「神聖宇宙中心」 ；奧
運會的舉辦時間，乃古希臘人定期進入神聖中心的「生命週期性」活動5，因
所祭祀的主神為至上的天神（天王，天帝）宙斯，是以祭典活動的本質上係
屬奧林帕亞信仰者，以致這種大規模的人口聚集活動的深化程度，已普遍地
根深蒂固於民族的、汎希臘化的生活之中。
人類歷史不斷向前，
「神聖性」迄今是否仍存於競技者的心靈之中？勝者
的聖光是否猶存？在一切尊崇神諭指引的信仰觀下，原有用自身作為犧牲的
1
2

3
4

5

呂大吉，
《西方宗教學說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1-11。
祭祀神祉是一件非常隆重且莊嚴的儀式，人們藉此祈求平安和避災，並取得神諭及預
言，因此這神聖的日子形成人們共同的假日，但不同的神祉皆訂有特殊的節日與安排
豐富的慶祝節目，其中包括祭祀儀式、占星求卜、藝文比賽與各種表演活動等，而所
有參與朝拜者均莫不載歌載舞，但其中以運動競技最受眾人矚目，故又謂之「祭祀競
技」。不過在眾多的祭神節慶中，除奧林匹亞運動會外，尚有皮斯安運動會、伊斯米
安運動會和尼米安運動會等四個較具傳統性的祭祀運動會。
它正式的紀元，起於西元前 776 年，迄西元 394 年止，共計長達 1,170 年。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楊素娥譯）
（台北；桂冠，2001），86-92。
四年舉辦一次的運動會，成為古希臘一種標準的曆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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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禮，並以最優異的表現作為榮耀神祉的行為，是否尚存世間？在吾人迎接
2008 年北京奧運的前夕，是否能自我省察有無尚存一絲信徒般之虔誠心，一
如古希臘參與奧運祭典的全體民眾：
「以赤子之心及遵守嚴肅的競技規則；奉
行神諭並為榮耀神祉而努力。」然而哲學式的省思又往往太過沈重，倒不如
透過文學作品更能直接激盪心靈並得到啟示效果，因而採文學的內容與形式
的敘事分析，重現「烈火戰車」（Chariots of Fire）一片（圖 1-1），劇中人艾
瑞克．李鐸（Eric Liddell）與哈洛德．亞伯拉罕（Harold Abrahams）兩位的
運動生命所呈現出「神聖」與「世俗」的不同競技運動觀。

圖 1-1

片名畫面

資料來源：引自台灣 20 世紀福斯影業公司“Chariots of Fire” DVD 光碟
不過，世界上不同文明地區也都發展出各異其趣的運動文化，若「運動會」
要具有「普世性」
，則必須能提供一種真正跨文化的連結點，所以奧林匹克精
神（或理念）必須突破一向由西方文明的主導，並致力尋找出不同運動精神（或
理念）的比較點，瞭解其中的異同，調和東西文化不可避免的衝突，並追求發
掘運動的真正普世意識型態或價值的可能。因為「奧林匹克」一詞概念，無論
對古代之希臘或現代之歐美而言，其含意與指涉無不以「西方中心」
（西方主
義）為基礎，是以任何所謂奧林匹克主義，甚至普世的社會哲學的論調，都不
免為霸權文化的陰影所籠罩。6因而不妨從宗教的觀察著手，從「宗教性」切
6

此類比較研究並非本文的研究目的，僅藉此概念作為思考方向的大前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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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7，來探討一種理想的「人」概念－神聖的人（Sacred Man）
。8
因此，在架構安排上區分三大部分，首先從古奧運概念異化現象的分析
帶入劇情討論，但為突現競技運動的「宗教性」
（或「神聖性」）
，並為能針對
問題發掘結果，因此以艾瑞克為主要觀察對象，而摘述劇中與他有關的重要
對白（標楷體）
，僅依陳述之需要，按「話本」的形式修訂，以符合說書式文
體編輯，但內容形式仍以影片的中譯為準，不會影響任何熟悉此影片者；其
次藉由馬克斯．韋伯的論點觀察艾瑞克，而哈洛德則用彼得．貝格爾的觀點，
實施探索性的分析，分別觀察兩者所呈現究竟係屬聖化現象抑或俗化現象9；
最後則透過傳統民族神學觀「常∫非常」
（「俗∫聖」）的儀式與節慶行為理論，
探討宗教式的競技運動修行觀，試圖啟迪「運動技術」的儀式化行為與詮釋
「神聖人」的可能，以勾勒出撫慰現代社會運動者心靈的出路。

貳、神聖奧運
是的，我從太陽兩人高時出發，在神的幫助下，我獲得奧林匹亞長跑優
勝，我的教練鮑德流克賽奈斯先生就要持榮冠歸來，阿爾高斯偉大的神
殿，將再次用奧林匹亞勝利榮冠來裝飾。
阿該阿斯10
懷德海在《宗教的創生》一書中對「宗教」
（信仰）做了一個界定，他說：
「宗教是個人與他自己孤獨相處的東西。」11這或許是一種所謂內在生命的「自

7
8

9

10
11

所謂「宗教性」更具體的說，就是「神聖性」。
在近半年思索研究路徑與方法的醞釀期間，閱讀到 Vassil Girginov, Jim Parry《解讀奧
林匹亞運動會》
（許立宏等譯，台北：中華奧會，2004）第一章奧林匹克主義的理念
第二節中有關「運動的宗教性」
（9-10）與第三節中有關「哲學的人類學思考」
（13-16）
等討論時，想起石師明宗於《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
（台北：頂點
文化，2007）一書中所提及「宗教性」與「宗教」等議題（220-222，281-282），因
而促發此一概念。
研究內容雖涉及某些宗教信仰，但絕無意進行神學內容討論，而之所以對部分教義
提出簡要評述，乃基於宗教學上非有不可的討論。其次，雖援引社會學理論，且形
式上近似社會體制研究，但實質上倒不如說是哲學思考，更來得接近本研究旨趣。
徐元民，
《體育史》
（台北：品度，2005），108。
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
《宗教的創生（Religion in the making）
》
（蔡坤鴻譯）
（台北：桂冠，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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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作用。12弗雷澤則認為宗教是人對神「信仰」的理論與實踐，而儀式的目
的主要是為了取悅於神。13馬克斯．韋伯也謂「救贖」的本身即為「聖化」
（或
導致聖化，抑或聖化先決條件）
，此聖化的歷程可以是一種緩進的淨化過程－
一種再生過程－而此再（重）生的過程，即成為宗教概念上不可或缺的一種堅
定信念，但這必須是由個人所掌握，且在各自的生活態度中，加以確證的。14
古希臘的多神教信仰，乃是自發性信仰的原創宗教，這在初民社會所出
現的原始宗教中，所謂諸神的擬人性，其實是滿普遍的宗教現象。因此想探
討古希臘奧運會的宗教本質，必須從古希臘人的敬天態度探索著手。
一、話說奧運－從神聖（古代）到俗世（現代）賽會的異化

圖 2-1

以宙斯為首的奧林帕斯諸神

資料來源：引自漢宇國際文化；華遠路《奧運百科》
凡事最初的理念，既單純又樸實。15現代的奧林匹克運動會16，可謂當今

12
13

14

15

16

這種個人獨處時，深隱內心的覺知，意識到自己及祂者的存在。
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
《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上冊）
（The golden bough）》
（汪培基譯）
（台北：久大、桂冠，1991），77-78。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宗教社會學（Religionssoziologie）》（康樂等譯）（台
北：遠流，1993），197-199。
關於古希臘人要舉辦「奧運會」活動的起源，有許多的說法，並都充滿著神話性的傳
說，但最被人接受的；是伊利斯國王為了團結希臘，祈求城邦間之和平，乃遣矢志德
菲爾（Delphi）的阿波羅神殿請求神諭後，告知應赴奧林匹亞祭祀宙斯，以息其怒的
傳說，於是伊利斯國王乃與斯巴達等諸國國王協定休戰，並聯合舉辦祭祀與賽會（奧
運），是為奧運會之始。
為區隔古今，古希臘或泛希臘奧運以「古代」稱之，19 世紀以來奧運以「現代」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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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定期性綜合運動競賽，這項賽會緣起於古希臘奧林帕斯多
神信仰17，而定期舉辦的宗教活動中一種儀式性節目的「競技祭典」，這種原
以「敬天」為主的單純祭典活動，爾後逐漸擴大發展成為「英雄崇拜」和「競
技遊戲」等交融型態，自此奧會不再以發展競技運動為重心，同時更因注入
了其他各層面的文化元素，豐富了宗教祭祀的運動賽會，以致跳脫原本純宗
教色彩，終而形成一種豐富的、動態的生活文化模式。18
在「敬天的態度」、「英雄的崇拜」及「競技遊戲」所蘊含的奧林匹亞文
化元素，係建構在古希臘多神信仰傳統的基礎，是渠等日常世界裡的生活一
部份，是以所有的一切行為無不與眾神發生直、間接的密切關連性，因而這
三種古奧運賽會支柱的基本意象有一個共同的行為特徵，就是一切存在意識
均涉及神聖的（超自然、超驗的）世界與對象。換言之，崇天的外顯態度正
呈現出對神聖的禮拜行為，其次英雄崇拜的象徵意義指出尊崇神諭而透過身
體力與美的表現來榮耀著諸神，至於競技遊戲則更是彰顯著人以自身作為最
崇高的犧牲與向神的獻祭（聖化）過程。19
20

現代奧運創始人古柏坦爵士雖也曾提出過所謂的奧運精神 ，他的奧林匹
亞主義主在恢復騎士精神與提倡公平競爭這兩個功能性的文化概念，作為理
想的現代奧運詮釋，但似乎缺乏古奧運的本質觀，因而不但文化觀念混淆，
甚至產生概念的異化（疏離）現象。21
當然，人類的文明史隨著世俗化與社會化的演進，事實上已不再擁有古
17

18
19

20

21

古希臘人的宗教信仰可歸類為自然宗教，沒有固定的經典或教義，而是藉由神話與傳
說所凝聚而成的多神信仰，其特點在採用擬人性的方式，創造著名的神祉家族，以天
神宙斯為首的眾神，均各司其職，並群居於奧林帕斯山。
徐元民，
《體育史》
，109-130。
路易斯．杜浦瑞（Louis Dupre）
，
《人的宗教向度（The other dimension）》
（傅佩榮譯）
（台北：幼獅，1986），180-188。
古柏坦乃法國人，歷來對其之所以成立現代奧運的直接及間接研究者為數甚多，不過
基本上對其倡導奧運之舉的合理判斷有三：第一與普法戰爭之法國戰敗當不無關係，
欲以運動活動做為厚植法國人民精神與體能的體育訴求；其次依當時的歐洲社會文明
而言，必然抱持以歐洲為中心的自我優越感及帶有歧視的帝國主義與文化霸權思想等
傾向；再其次其身為貴族階級，自然強調貴族間的競技賽會活動的提倡，因而在相當
程度上自然而然反映出對中古騎士精神的緬懷，而產生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期許－新騎
士精神。
路易斯．杜浦瑞（Louis Dupre），《人的宗教向度（The other dimension）》
，4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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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無華的精神世界，反倒趨向人為花俏的物慾世界，這本是世界文化發展的
常模；原以達到身體解放來開啟探索內心深處的理想，結果演變成物化身體
的現象；原以追求極限挑戰的技巧、勇氣與意志來成就英雄的心靈遊戲，結
果演變成超越個人極度表現的錦標主義追求者；原以追求身心靈探索的終極
考驗，結果演變成國家（民族）主義戰場；原以追求榮耀諸神的神聖競技運
動，結果演變成贏得博弈獎賞的職（商）業化選手。但我們仍不禁要問，今
日奧運精神存在的本質及參賽者的運動意識與價值為何？
二、角色塑型
「烈火戰車」
（又譯火戰車）一片係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曾奪得西元 1981
年最佳影片、原著劇本等多項金像獎，旨在陳述 1924 年英國的菁英運動員在
第八屆奧運中無不使出渾身解數為國爭光，但唯有兩位金牌得主，卻僅僅都
是為了自身的榮譽與目的為出發點，或許他倆真的是上帝特別揀選和眷顧的
年輕人。
這個真實故事很具特殊性意義，兩名年輕、傑出的英國選手，一個是叫
哈洛德的猶太裔青年，為能在當時反猶情結的英國階級社會裡出人頭地而
賽，另一個蘇格蘭青年艾瑞克則是為了宗教上的理由而戰（二百公尺預賽原
訂在安息日舉行，但那一天是屬於上帝的，因而堅持拒賽，不過後來他在四
百公尺奪標），基本上他倆都是為了自己的信仰，而展現出過人的堅持和勇
氣，並依此邁向成功之路。
不過，編劇對他倆人在劇中角色所刻畫的「性格塑造」
，是呈現所有人類
文化模式中，最具代表經驗世界的「神聖」與「世俗」兩種存在性情境，但
兩者間卻更有著極其明顯的鴻溝，是以人基於「聖／俗」的兩極化現象，唯
藉重覆聖顯事件的「聖禮」
（聖事）形式，以見上帝不可見之恩寵，因而必須
透過一些特殊規定或遵行倫理上的行為禁忌，以與神聖共融交往，而謹守著
神諭戒律的艾瑞克，正是最佳的寫照，這一點從他與別人的對白中很明顯表
22

露。

「賽跑」之於艾瑞克如何與神聖共融？賽程為何是一種淨化、再生的聖

22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64-66。

92

競技運動現象的聖化與俗化：以電影「烈火戰車」為分析對象

化歷程？為何此過程成為艾瑞克的堅定信念？為能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摘錄
最能直接和凸顯艾瑞克的神聖競技運動觀或有關的重要劇情對白，作為討論
的具體指標。對白輯錄如下：
（一）【場景】禮拜結束步行離開教堂
（一）【情境】眾人漫步時因受突如其飛來的足球而一陣驚愕
旁白：「一名玩足球的小孩突然衝到身邊。」
……
艾瑞克：「喔！你知道今天禮拜幾嗎？」（艾瑞克質問小孩）
小孩：「知道，是禮拜天。」（小孩低頭難為情地回答）
艾瑞克（表情嚴肅地接著問）：「安息日可以玩足球嗎？」
小孩：「不可以。」（仍低著頭回答）
……
（二）【場景】與牧師及友人等三人於室內談話
牧師：「你有許多天賦，有神聖的義務去善用它。」
友人：
「牧師所言甚是……」
（友人接著牧師的話說）
「要堅強真誠的去
跑，終將因為你的成功而完成傳福音的使命。你知道今天禮拜
幾嗎？我們需要強壯的基督徒來喚起人們的注意……你有多
行，艾瑞克？桑帝估計月底之前他就會代表蘇格蘭了，而之後
更是不可限量。」
牧師：「你是指？」（牧師問道）
友人回答：「或許是奧林匹克……」
牧師（愉悅地說）
：
「艾瑞克，讚美上帝！」
（似有所領悟地對著艾瑞克
說）
「就好比削馬鈴薯……」
（牧師稍停頓接著說）
「削得好，也
別自滿，自滿是魔鬼的代名詞，奉上帝之名而跑，讓全世界為
之驚訝！」（牧師感嘆地說）
……
（三）【場景】與愛爾蘭賽後的雨中運動場佈道
艾瑞克：
「我要你們不只是觀賞，而是要參與其中，要我將信仰與賽跑
做比較是很困難的……」（艾瑞克稍停頓後接著說）
艾瑞克：
「那需要集中意志、精力與靈魂」（艾瑞克意指信仰與賽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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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
「當優勝者越過終點線時，你們欣喜若狂，特別是當你有
下注時……」（眾人發出會心的笑聲）
艾瑞克：
「但欣喜能維持多久呢？當你回家後也許發覺晚餐燒焦了，也
許你失業了，我們如何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去建立信仰呢？我
僅能指點各位一點方向，我沒有跑贏的秘方」
（艾瑞克以賽跑做
比喻）
「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而跑，那麼抵達終點的力量是
從何而來呢？是從內心發出來的……」
（艾瑞克對佈道做結論說
道）
「耶穌曾說：上帝的國度在你心中，如果你全心全力真誠地
去尋覓，你就能找得到我。如果你能奉獻自己給上帝的愛，那
才是一場真正的賽跑……」（艾瑞克結束演講步下講台）
……
（四）【場景】佈道結束後與珍妮等人收拾會場
珍妮（一邊收拾東西一邊埋怨地說）
：「訓練、訓練，一天到晚不停的
訓練，還記得我們的正事嗎？」（珍妮意指傳福音）
艾瑞克：「抱歉，珍妮我遲到了。」（艾瑞克帶著歉意回道）
珍妮：「無所謂，艾瑞克。」（珍妮頗不領情地說）
艾瑞克：「我已道過歉了。」（艾瑞克強辯地說）
珍妮：「對我嗎？你不僅只是對我無禮。」（珍妮以責問的口吻說）
艾瑞克：
「別瞎操心了，上帝不會因為錯過公車而受辱。」（艾瑞克試
圖緩頰）
珍妮：
「是的，艾瑞克，你是錯過班車，但為何會如此呢？你早已心不
在焉？只顧著賽跑，只關心金牌，滿腦子跑步一刻也無法靜止。」
（珍妮繼續責問的說）
艾瑞克：「珍妮別瞎操心了。」（艾瑞克仍企圖辯解）
珍妮：「我真的憂慮，害怕跑步會給你帶來負面的影響！」（珍妮感嘆
說著）
……
（五）【場景】與珍妮走出佈道會所漫步在山坡上
艾瑞克：
「愛丁堡真壯觀對嗎，珍妮？」（艾瑞克試圖打斷兩人間的沈
默，指著遠方的城鎮說，但珍妮未語，轉身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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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
「真捨不得離開這裡！」（艾瑞克語帶感嘆，珍妮似有所警覺
地停下腳步並轉身回過頭來注視著艾瑞克）
艾瑞克（一本正經不疾不徐的說）：「我已決定回英國了……」
艾瑞克：「教會已錄用了我。」（艾瑞克見機不可失的繼續說）
珍妮說（露出欣喜表情）
：
「喔！艾瑞克，我太高興了。」
（珍妮驚喜地
走向前去並親吻著艾瑞克的左臉頰，並高興的說道）
艾瑞克（艾瑞克也雙手輕握著珍妮的雙臂說）：「但是我一定要先完成
跑步的心願。」（珍妮低頭無語，艾瑞克又繼續說）
艾瑞克：
「珍妮，你一定要明白上帝依旨意創造了我，也是為了英國，
但是祂讓我有跑得飛快的能力，我在奔馳的時候可以感受祂的
喜悅，如果就此放棄，那就是對祂的輕視。」
（珍妮仍保持著靜
默，艾瑞克又接著說）
艾瑞克：
「妳說的不錯，那不是好玩」
（艾瑞克指賽跑這件事）
「勝利就
是榮耀祂。」
……
（六）【場景】與友人桑帝在甲板倚著船邊談話
艾瑞克：
「你何時知道預賽的事？」
（艾瑞克問道，意指在禮拜日舉行
的百公尺賽程）
桑帝：「你難道沒有看到報紙嗎？」
（桑帝反問，艾瑞克的神情有點錯
愕，桑帝接著說）
桑帝：
「禮拜日開式後，即是一百公尺的預賽，而準決賽與決賽就在幾
天之後。」（這時艾瑞克靜默無語，桑帝又問道）
桑帝：「這只是預賽罷了，有差別嗎？」
艾瑞克（心情沈重和複雜）
：
「有！」
（艾瑞克語重心長地緩緩地吐出一
字）
……
（七）
【場景】艾瑞克在甲板沈思之前與珍妮的對話後，進入勃肯海爵士的官
艙
（艾瑞克對著勃肯海說）
艾瑞克（態度堅定不疾不徐地表白）
：「我告訴我自己，如果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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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上帝而跑的，但現在我不得不放棄」
（艾瑞克指禮拜日的百
公尺預賽）
「因為必須如此，否則即是違背上帝！」
（艾瑞克意
指禮拜日是上帝特別聖化的安息日）
……
（八）【場景】與英王子等人會談
凱都根：
「林鐸，不得無禮。」（凱都根情緒激動的氣憤的直呼艾瑞克
的姓氏）
艾瑞克（艾瑞克毫不留情地直接反駁說）：「想影響他人的信仰，那才
是真正的無禮。」
勃肯海（這時勃肯海又出面圓滑地安撫地說）：「恰好相反，林鐸，我
們是向你的信仰向你的國家與英皇的忠誠求助。」
凱都根：
「對極了，在我們那個時代英皇擺第一，上帝擺第二。」
（凱
都根自以為是又大言不慚地繼續說道，而蘇德蘭也附和著說道）
蘇德蘭：
「是的，而且打勝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更證明了你的觀點。」
艾瑞克：
「上帝創造了國家，創造了英皇，以及所有律法，而律法規定
安息日是屬於上帝的，我打算服膺上帝的律法。」
（艾瑞克的態
度使全場陷入了沈默）
王子：「林鐸先生」（王子決定打破靜默的氣氛，但說話的表情卻顯得
頗為嚴肅）
「我與你一樣都源自同一民族，我們有相同的傳承，
相同的義務與忠誠，有時候我們必須犧牲小我，否則忠誠即失
去意義。」（王子表情顯得頗為嚴肅，接著說）
王子：「依我之見，現在就是該犧牲的時刻。」
艾瑞克（艾瑞克的態度非常無奈，神情也顯得非常疲憊）：「上帝明白
我愛我的祖國，但我卻無法做那樣的犧牲。」
（這時會場又陷入
了一陣沈默，而眾人似乎也正想利用這段寂靜時刻，調整自己
情緒和思考）
……
（九）【場景】禮拜日的佈道大會
（高高站在眾人前方講台上的艾瑞克，以堅定的語氣發表演講）
艾瑞克：
「今天的課題取自以賽亞書第四十章……在上帝之前國家是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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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是微不足道的……在祂的面前國家只是虛無飄渺
的……祂使國王們變得虛無，祂讓統治者相形見絀……難道你
們不明白嗎？難道你們沒通過永恆的上帝嗎？偉大的造物者是
無懈可擊的……祂賜予那些虛弱者力量……祂增強弱者的能
力……而那些等待上帝的人們將似老鷹般展翅向上飛翔，他們
將永不疲憊的奔跑，他們將強而有力的行走。」
……
（十）【場景】四百公尺決賽前，起跑線之賽前準備
美國選手傑克森舒茲將一張便條紙塞進艾瑞克手中，艾瑞克打開來看，
上面寫道：「聖經有言：祂賜我榮耀，而我也將榮耀祂！」
艾瑞克看完後抬頭望著傑克森，兩人彼此遙遙的相望，眼神凝視著對方
……
三、聖化意識
伊利亞德從普遍的宗教文化現象中，特別指出兩點來說明很重要的宗教
本質所在；一則係人（自我）與世界（宇宙、他者……）所形成的生命共同
體結構，是具備宗教感的必要「典範」
，一則凡能顯現出來而為我們所體驗的
「神聖」並非遠離於日常生活之外，反而是具體存（活）在我們日常生活周
遭的每個細節。他同時也認為「神聖」係經由「世俗」之物來顯現自身23，但
在顯現自己的同時，所藉由顯現之媒介－世俗之物，卻反而隱蔽了自身。換
言之，「聖與俗」的對立辯證關係與過程，是所有宗教經驗的共同特色。
這所謂顯聖之媒介，遍在日常生活世界裡，一旦歸屬「宗教的」範圍時，
即使在不同文化中所呈現出的宗教現象，其顯聖形式或象徵系統，在整體結
構上不外「時間」與「空間」的對應與互動的意義，而這正是一種無所不在
的「宗教感」－宗教經驗。因此「神聖／世俗」的對立關係，是一種辯證過
程，然而聖俗對立的辯證性具有兩層意義：一為顯聖之物可為世間任何的存
有者，二為當任何世間某個存有者成為顯現神聖特質之際，同時既參與周遭

23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2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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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之物於實體存在（實存世界）的秩序，又與渠等在神聖價值與秩序上切
割開來。簡言之，世間的任何具體事物，整體上無時無地均可轉化為「聖」。
宗教的異化現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宗教信仰態度的一部份，而
宗教意識整合了人的一切經驗，特別是一種從聖界隔離出來，因而我們可以
說透過它的辯證，否定了一切影響世俗消極經驗的存在，並從信仰的強化使
神聖的積極體驗，慰藉了心靈渴望遁入另一世界－信仰彼岸的企圖，甚至
「治癒」了個體的「孤獨」生命，以及重新整合與終極真實的「疏離」現象，
終而得到生命的「救贖」。24

參、艾瑞克的運動意識與價值分析
人在建造自己的世界過程中，同樣也完成了自己的存在，換句話說，人
不僅造就了世界，也造就了自己，更準確地說，人在世界中造就了自己。
彼得‧貝格爾25
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之前言即提出：26為什麼在
西方文明，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現那些（我們常自認的）具有
普遍的意義與有效性的發展方向之文化現象，這一系列事實之間的關連
究竟要歸結於何種環節呢？
他同時也指出「天職」一詞的基本概念27，實含有宗教信仰的意思－即「上
帝所安排的任務」－通常存在於基督宗教之新教國家的專屬語言中，非但其
他文明的語言沒有，甚至連天主教國家中也沒有表達這個概念的字彙28，因此
24

25

26

27
28

路易斯．杜浦瑞（Louis Dupre），《人的宗教向度（The other dimension）》
，407-414、
443-448。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高師寧譯）（台北；左岸文化，2001），1。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and 1）》
（于曉等譯）（上海；上海人民，1991），11。
天職一詞，英譯為「calling」。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89 學年度「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一）」課程讀本》周伯
戡〈韋伯的「天職」觀〉一文。（所引內容散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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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艾瑞克的觀察，不妨從他的天職觀討論切入，試圖理解他的運動態度與參
與競技的理由。
一、艾瑞克的天職觀

圖 3-1

四百公尺奪冠的艾瑞克

資料來源：引自漢宇國際文化；華遠路《奧運百科》
韋伯原創性的「天職」觀點出自《基督新教的倫理》一書，他認為有一
種「特殊的職業義務觀」最能表達出資本主義文化之社會倫理的特徵，甚至
在某個意義上，是這類文化的基礎。根據他的分析，這種宗教倫理的現象絕
非自然產生，它的出現和基督新教，特別是喀爾文派教義的宗教觀點，有著
內在關係（基督新教的倫理和資本主義的特殊職業義務觀）。
韋伯指出在觀察路德翻譯德文聖經的過程中，把天職的概念特別顯現出
來，並賦予全新的意義，因為在德語中「職業」（Beruf）一詞，本身即包含
宗教的含意－上帝所安排的任務，況且 “Beruf” 在聖經中亦具「蒙召」與「身
份」的雙重涵義，而路德刻意地將兩者涵義聯繫起來，詮釋為「上帝召喚某
個人從事世俗的工作，以獲取一種安定的職業，並堅守崗位才為上帝所喜」，
29

從此「俗世工作」即由否定轉變為肯定。

基督新教對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主張，即要求基督徒平日必須勤奮於世

29

顧忠華，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
（台北：台灣書店，1997），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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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工作，並希望藉由工作上的世俗性表現與成就，以作為領受上帝賜於人類
日常世界生活所需物質，呈現對神（上帝）的恩賜（典）一種回報的態度與
行為，因而形成新教信仰上的一種道德根源，由此可見艾瑞克的神聖運動觀，
其來有自。
二、屬於神的聖化日
基督宗教起源於古猶太教，因而初期二教分界並不明顯，是以初期的基
督徒仍然遵守著猶太教規，例如在飲食方面仍保存著潔淨與不潔淨的分別，
再者在禮拜方面，也依時進聖殿去祈禱，並尊奉著割損禮與安息日等戒律。30
根據基督宗教聖經舊約（中文譯本）對「安息日」由來的最先記載出自
於〈創世紀〉：
第七天，上帝完成了祂創造的工作就歇了工。祂賜福給第七天，聖化那
一天為特別的日子；因為祂在那一天完成了創造，歇工休息。
（創世紀 2：
2-3）31
其次在耶和華授予摩西十誡時，於第四戒即說道：
要謹守安息日為聖日。你有六天可以工作；第七日是分別歸我的安息日。
這一天，無論是你、你的兒女、奴隸、牲畜，或僑居的外族（邦）人，
都不可以工作。我－上主在六天裡創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出埃及
但在第七天休息。因此，我－上主賜福給安息日，訂為聖日。
記 20：8-11）
由此可知，奉行遵守著安息日誡命的基本目的，在於紀念上帝的創造和
第七天歇工的聖日，猶太教因而視為神聖的歡樂日子，並於猶太律法上規定
遵守安息日為其曆法中最首要的聖日，其重要在猶太律法嚴重規定：凡違反
安息日者，要以石頭擲死的懲罰；實可見該日的禁忌性。（民數記 15:32-36）
所以這一天是猶太教規定的休息日，直到今日以色列人仍在安息日－星期六

30

31

穆啟蒙（Joseph Motte, S. J.）
，
《天主教史卷一（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Ⅰ）
》
（陳百希、侯景文譯）（台北；光啟社，2007），14、30。
聯合聖經公會現代中文譯本《聖經》（香港；聖經公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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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神32，即使耶穌也遵守著上帝所定的安息日：進入會堂參加聚會、拜神、
傳道（馬可福音 1：21；路加福音 4：16-21）
。可見凡基督徒都必當遵守這耶
和華所定特別的日子。
既然安息日是誡命的聖日，可是對艾瑞克而言，奧運原本就是他想要榮
耀上帝的特別時刻，卻為何臨陣放棄比賽？這需從耶穌的救贖神學觀點來談
此問題，第一唯有真心忠信與虔誠堅信上帝的人，自然以享受神賜恩典的精
神來確實遵守著安息日，並得到神的祝福，如此一來也才能彰顯安息日真正
的意義所在。其次在記念神創造之功，知道世間一切都是上帝所造之餘，更
堅信人是上帝最珍貴的，也因而使自己的信念充滿更堅定的信心，但於此同
時更要知道把世上的一切榮耀歸給上帝，終而蒙獲得神的召喚，並從而獲得
33
救贖。 第三藉著在此日聚會、聽道、禱告，並靠神的能力，遠離世間一切罪

惡的誘惑，終能使人達到聖潔。
三、奉上帝之名而賽
“Calling”（天職）成為固定的宗教專有名詞係出現於新約中，意指一個
人受了上帝的啟示，並透過耶穌基督受到了上帝國度的救贖，而這一位受到
上帝召喚的人，內心充滿著聖靈，使他從此不斷地宣揚上帝的話語（傳福音）
。
在中文聖經中稱此為「蒙召」。
若就教義學的角度與立場而言，蒙召一詞之所以成為後來基督新教極具
關鍵性的宗教概念，在於它回答了新教教義最基本的問題：人既然承襲了亞
當所帶來的「原罪」
，使這個世界變成一個痛苦的、邪惡的領域，那麼人如何
能脫離這不潔的世界，而得到救贖呢？唯一的答案是「得到上帝的恩寵」
，然
而上帝的恩寵只能在「蒙召」中才能得到。
再從救贖的神學觀點來看，耶穌主張個人直接對上帝的忠信與虔誠，是
新教信仰所建立的基調，而非古猶太教傳統所堅持的律法，因為真誠相信上
帝的人自然會遵守上帝的律法。所以唯有「堅信」之道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寵，

32

33

神聖的安息日最初是從星期五的日落開始，到星期六晚上（日落）結束，因此事實上
是指「星期六」，而非現代西曆上所謂的「星期日」，因為星期日是一週的第一天，
星期六才是一週的最後一天。
從另一個角度看，若要想榮耀上帝，即必須先從遵守戒律做起，才可能蒙上帝聖靈恩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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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在於這種神人關係特色是不再需要透過「第三者」的基督新教思想
34

，這一點可從艾瑞克與珍妮的對話瞭解艾瑞克在自白中，已充分表明他之所

以從事賽跑這種世俗性的活動，是受到了上帝的恩賜與召喚，並非是為了名
和利而自甘墮落，同時希望藉由運動冠軍與奧運金牌的世俗性成就，作為回
報對上帝召喚（救贖）的一種自我獻祭行為。
因此，或許我們不能體會，但卻可以理解，為何艾瑞克在賽跑的過程中，
在衝過底線之際突然挺著胸膛，並將頭向上仰天，顯露出一種跑得難以言喻
的瀟灑神情，彷彿完全釋放、那樣忘我地張開雙臂迎向上帝的接引（蒙召與
救贖）。

35

肆、哈洛德的運動意識與價值分析
天職責任的觀念，只是過去信仰的魅影，飄盪在我們生活之中。
馬克斯．韋伯
彼得．貝格爾在《知識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一書：
……可以說，人自始至終處於「趕上自己」的過程中。正是在這個過程
中，人製造了一個世界自己。只有人在自己製造的這樣一種世界中，人
才能有自己的位置並實現他的生命。但是人在建造自己的世界之過程
中，同樣也「完成」了人自己的存在。換句話說，人不僅造就了世界，
也造就了自己。更準確些說，人在世界中造就了自己。
他同時也指出雖然每個人的認知上會有不同程度的差異，但都活在一個
對其為「真實」的世界中，並以其所知來瞭解該「現實世界」的種種「特質」。
而這「現實」的「內在性質」係日常生活裡以人們所詮釋的事實呈現其自身，
並且是生活其中的人在自我主觀上認為具有意義和一致性的世界。36但重要的
是他也認為一個人如何能在異邦崇拜原屬種族在傳統信仰的神：上帝耶和
34

35

36

猶太教的歷來傳統，係由先知、祭司，及至所謂「拉比」（解經的神職人員）作為神
人中介者，而耶穌所言最主要當針對拉比的神職人員而言。
艾瑞克雖顯現一種為上帝而跑、而賽的傲然神情，但在船上沉思時，卻也曾表現出猶
豫和掙扎的迷惘情境。
彼得．貝格爾、湯姆斯．樂格曼（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
《知識社會學－
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鄒理民譯）
（台北；巨流，199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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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一直是散居全世界的所有猶太教徒最至關緊要的問題，37因此對哈洛德的
觀察，可以從他的宿命觀切入討論，試圖探尋他的運動態度與參與競技的理
由。
一、哈洛德的宿命觀
電影中有一段場景是哈洛德與同學蒙特在大學內談話：
……
哈洛德（拿起相片指著）：「那是我父親，一名猶太裔的尉官，始終被視
為外來的人……就像德國香腸一樣……」
蒙特（不由自主地回答）
：
「就像猶太食物……」
（兩人先是一愣隨即相識
而笑）
哈洛德：
「我敬愛他，他熱愛這個國家……他深信可以把兒子塑造成，真
正的英國人……」
……

圖 4-1

衝過百公尺終點線的哈洛德

資料來源：引自漢宇國際文化；華遠路《奧運百科》
為何哈洛德父子急切地想要擠進並融入英國社會？貝格爾認為既然每個
宗教世界都建立在一個自身是人類活動產物看是有理性結構的基礎上，那麼
每一個宗教世界的實在性就都是固有地不穩定的。換言之，改變信仰亦即一
個人轉入了另一個世界，原則上總是可能的，因此生活在現代西方國家的「開

37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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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社會」中的猶太人，比起居住在傳統猶太教徒聚居的社會裡所受到社區環
境的限制的猶太人來說，從傳統猶太教轉向那個社會中，依附任何可依附的
任何一個世界（當然也包括基督宗教的世界）的可能性要來的大很多。38因為
對個人來說，生存於特定的宗教世界之內，就意味生存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之
39
中， 而存在該環境下必須有相當程度上與之共存的地方，否則必然與那個世

界產生分裂狀態的情況，如此一來即意味著日常生活秩序將發生混亂的威
脅。40
貝格爾同時也指出「社會」是人所創造的：每一個人的經歷都是社會歷
史中的一個插曲，而社會歷史不僅先於個人的經歷，且在個人經歷結束後仍
繼續下去，以致人與社會之間是透過一種辯證過程，來建構一個既屬於個體
生命之同時又屬於群體生命的文化世界，這個過程依序（如圖 4-2 所示）為
外在化、客觀化、內在化等三階段（或謂三步驟）。41所以人在其成長的過程
中，除自身的生理需要完成發展過程，尚有與外部的自然世界與人造世界等
環境相互適應的影響情況。
外在化
將自己的存在，
透過實體（肉體
與精神）活動去
注入這個世界。

客觀化
外在化過程中發
現不同的實體存
在（實在）
，而發
生主客對立。

建構日常世
界知識基礎

圖 4-2

內在化
建構互為主
觀常識世界

重新再次將客觀
世界轉變為主觀
世界。

社會化辯證過程圖

資料來源：自繪
因此，基本上任何英國人在其成長過程中，都須要藉由學習去完成自己
必要的社會化的適應期（外在化→客觀化→內在化歷程）
，或許對哈洛德（猶
38
39

40

41

信仰的改變，也包含著由傳統的羅馬公教（天主教）轉向於新教的各宗。
貝格爾此語主要針對歐美國家的文化模式與社會體制，係在基督宗教世界基礎上所建
構的西方文明而言。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60-61。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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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而言，可能是比較艱辛的考驗，但這也說明了他之所以如此精於自身
的生涯規劃42，以及他與女友西爾在晚餐（約會）對話中，為何有以下自白的
原因了：
生為猶太人是一種痛苦！一種無助與憤怒，讓人覺得羞辱……有時候我
告訴我自己，這都只是假象，但人們的眼光依舊言談間仍然流露輕視！
就算是握手，也能感覺到那無情的排斥……
哈洛德這種近似憤世嫉俗的人格特質，其實在一入校辦理住宿時即表露
無遺，而校方對他的評價，也是使用如傲慢、幾近好鬥、自我防衛、典型的
猶太人等形容語詞來描述。
二、俗世的神聖觀
哈洛德表面上是熱誠的、正義凜然地為著校譽（劍橋）——呈現族群認
同觀的錦標主義傾向，為著國家（英國）——呈現族群認同觀的國家（民族）
主義傾向，但想以賽跑（或其他方式）出人頭地其實是自我的意識顯露——
資本主義精神傾向，這一點從受邀校方晚餐的談話中，反駁質疑他聘請私人
教練的職業化非紳士行為及指責他一心追求個人光榮的態度，表露無遺。其
自白摘要如下：
……
哈洛德：「我是業餘選手。」（哈洛德急切地反駁）
……
哈洛德：
「我始終是劍橋的學生，」
（哈洛德繼續反駁）
「我始終是英國人，
我所追求的是為了家庭、我的大學和我的國家，我希望你能這樣認為。」
……
哈洛德：「不惜一切？不！我不會犯規。你情願我扮演著紳士而輸嗎？」
……
哈洛德（起身準備告辭）：「多謝你們招待我，其實……你們和我一樣渴
望著勝利，」（哈洛德滔滔不絕地展開雄辯）「但你們要的天賜的勝利，你們
42

哈洛德自行聘請教練訓練自己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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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跟預科學校無異，」
（哈洛德意指天真浪漫的自我意識，事實上是一套
不知民間疾苦的價值觀）
「你們只是欺騙自己，我相信追求完美，我會珍惜將
來。」（哈洛德轉身離去）
……
43
凱都根與艾瑞克的對話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先皇後神 ；在現代
西方歷史上，可以觀察到有些極其重要的演進過程——世俗化。簡言之，
「世
俗化」意指通過某種過程，使得西方社會和文化中的一部份，擺脫宗教制度
和宗教象徵的控制。44如果僅只是這樣，則把時間拉回歷史上的啟蒙運動及文
藝復興時期來討論就單純多了，或許最初的世俗化狀況正是如此，但在今日
的現代社會就很複雜了。
不過，貝格爾指出若談及西方現代史上的社會與制度時，世俗化過程係
指基督宗教（天主教）教會撤出過去所控制和影響的領域：一般它表現在教
會與國家的分離，或者對教會領地的剝奪，或者教育之擺脫教會權威，然而
世俗化並不僅僅如此，更是徹底和普遍的影響著所有的文化生活和整個觀念
化過程。
至於是什麼樣的文化過程和社會群體擔任著世俗化的運載工具呢？貝格
爾認為可從西方文明的圈外、圈內兩方面來看：前者顯然認為正在傳播世界
各地的整個西方文明，如帝國主義、現代民族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等都是西方
文化的表現形式；45後者若從一個憂心忡忡的鄉村教士來看，世俗化的「載體」
是現代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亦即資本主義與工業化運動所造成社會結構改
變，而產生的決定性結果。
凡事必有因，有果必有因。回到宗教的觀察，試問在基督宗教信仰的本
身，是否就含有世俗化的基因呢？這一點貝格爾是持肯定的態度，他說在現
代世界的建立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正是新教，而新教比之天主教已拋棄大量豐
富的宗教內容，被簡化的只剩下本質而已，僅有的通道維賴上帝的恩寵一途，
43

44

45

有一個點值得注意，艾瑞克是所謂的蘇格蘭人，因此在自我的不列顛族群認同方面，
基本上有其歷史情結的複雜背景，並非外人泛稱為英國人如此簡單而已。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127-128。
事實上正因資本主義的崛起，導致連帶包括國家主義、民（種）族主義等等，也都是
十九世紀末以來，現代化社會所逐漸形成的族群認同等種種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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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喀爾文宗尤其如此。因此新教基本上已令人類實體存在（實在）成為
徹底超驗的神性與徹底墮落的俗性的兩極化現象——絕地天通，並導致將原
有宗教中的神聖事物予以「極小化」——天空不再有天使；世界也祛除魔法，
所留下的僅只有經驗「實在」
（世界）——上帝死了，於是這個「世界」無論
在思想上和行動上，唯有轉而開始接受系統的、理性的滲透，而所涉及的即
是現代的科學與技術，至此新教反成了西方歷史上決定性的世俗化先鋒。就
宗教史的觀點而言，新教宗教改革的世俗化歷史過程可以下圖（圖 4-3）顯
示。

時間流動
古
代

世俗化

現
代

神聖化

圖 4-3

世俗化歷史示意圖

資料來源：自繪
此外，世俗化另有一個觀察點，即新教的核心特徵：不知覺地為世俗化
過程來服務，以建立教會為一個世俗化的社會形式。因此凱、艾二人表面上
看似針鋒相對，但背後顯示看似有理性結構的「舊教」
（天主教）世界，正潛
46

藏著裂解世界危機的這新教革命種子 ，以及宗教在種種特殊歷史情境中產生
的反作用力，造成「世界」的全面崩潰，並導致日常世界世俗事物神聖性的
「極大化」，貝格爾對此現象仿歷史的嘲弄口吻謂：「基督宗教，是它自己的
掘墓人。」
三、英雄的低吟
今日我們在社會化的成長過程中，自然要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影
響，如不想一眛地成為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機器複製品，則不免要追本
46

劇中如凱都根等人正是此類人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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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西方現代化文明的精神，然而在整體文化的「組合條件」中，除關注「物
質利益」之外，特別要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呈現出基督新教倫理的「宗教
理念」所產生文化引導的實質力量。換言之，我們不可避免地要如何去理解
和掌握日常生活世界裡，行動者（資本主義）所設定的行動意義（新教倫理）
。
我們或許從不同的地方來到同樣地方，但卻作類似的事，原因亦或許不
同，而內心裡也用不同的態度來面對人生。不過同樣在面臨世俗工作上與精
神上的危機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要求我們致力於探討工作內在中的原則以
克服危機，是否是終極真實提供的終極保證？西方文明中特殊性的理性化思
維是否能安頓和慰藉賽前的緊張與焦慮？事實上哈洛德在精神上仍不免存在
著危機感，百公尺決賽前，教練森為他進行按摩時陷入深度的沉思，他對著
好友不斷低訴著隱藏深處的某種情結，企圖抒發內心不安與焦慮：
哈洛德：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我們共乘一輛計程車，對嗎？你令我覺得
自己…… 沈重、苦澀，甚至是高人一等！那是我對自己的錯誤估
計……是你，奧比，是我的假想敵，你勇敢、體諒、仁慈，一個知
足的人，那使你的秘密，知足常樂，我 24 歲了，卻還不知道……我
一直在追求，卻不知道追求什麼，」
（哈洛德不願好友見到他情緒低
盪的表情，遂轉過頭去後繼續說）「奧比，我很害怕！…」（哈洛德
停頓了一陣，又繼續說）
「森和我，我們已盡了所有的力，一日復一
日，你曾笑我們無論何時都要練習，像瘋子一樣，為的是什麼
呢？…… 我曾在 200 公尺比賽中徹底失敗了，被畢鐸輕易地騙
過……一小時後，我又將要出賽，我會用十秒鐘時間看著跑道……
來合理化我的存在……我能嗎？」
（哈洛德顯露出並非具有十足信心
的表情）
「奧比，我雖已嘗過失敗的恐懼，但現在的我仍然害怕不可
能會贏……」
……
47
從哈洛德患得患失的情境——輸則世界崩潰；贏卻又顯惘然， 反觀我們
自己在現實社會的日常生活世界裡，不也是如此寫照？尤其是我們一直在追

47

如此寫照是直接由影片觀察「演員性格」的表現而言：哈洛德在比賽輸給艾瑞克時，
世界幾乎崩潰，然一旦贏得金牌後卻默默地離去，彷彿有些莫名的失落，而非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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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卻不知要追求什麼！而往往更充滿著莫名的恐懼與焦慮，卻又從不知要
到什麼時候？或用什麼方法？才能令內心獲得安頓和撫慰！

伍、結論
以平凡之心，落足於實實在在的大地。
在建造世界（實體存在）的過程中，人通過自己的活動特化他的傾向，
為自己提供實體存在的穩定性，而這個「世界」就是「文化」意識，它為人
的生活提供了生理上所欠缺的那種可靠的結構。48因此日常生活世界的知識基
礎，是主觀意義的客觀化，以及透過客觀化過程，從而建構互為主觀的常識
世界。49
基本上，英國不是正統的天主教（羅馬公教）國家，何況工業革命後更
隨著宗教改革運動50，整體社會隨著基督新教世界的版圖擴張而淪為其中，尤
其自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更日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是以早已自然而然成
為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無論是誰都無法逃離整體社會的世俗化歷
程要求，因此不禁要問，倘若艾瑞克不是錦標主義者，為何要視世俗的奪標
行為，是榮耀上帝的一種神聖價值？51其次若哈洛德既非純然的無神論者，更
非猶太教徒，則是否已隨英國社會整體環境，而傾向基督新教思想呢？

52

走筆至此，發現我們怎能武斷地說艾瑞克聖化俗世賽會呢？或者說哈洛
48

49

50

51

52

彼得．貝格爾（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11。
彼得．貝格爾、湯姆斯．樂格曼（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
《知識社會學－
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34。
「宗教改革」導火於西元 1517 年馬丁‧路德公然抨擊教皇利奧十世販售「贖罪卷」，
之後即掀起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因非研究範圍僅提出〝Protestantism〞
（中譯：
基督新教）一詞，作為本文相關論述之根據。
日常世界的事物與行為如果是俗世的，又怎能同時屬於神聖的？或許謂之「神聖的錦
標主義」？
在校長招待的晚餐上，待哈洛德滔滔雄辯離開後，他喻之：
「看賽米亞人，另一個神，
另一個顛峰。」意指他堅決信仰的人生觀，流露出完全不同於劍橋以往的意識型態與
價值判斷的現代資本主義專業精神、工作倫理與行為模式，而這些話語正是指涉新教
倫理如此要求信徒奉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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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思想是俗化的？或說他倆都聖化競技運動？抑或都俗化了競技運動？他
倆的行為是否真有本質上的不同？因此究竟是誰聖化或俗化競技運動等問
題，實在見仁見智，故筆者主張還是留給大家自行思考與判斷的空間，或各
自解讀或各取所需吧！綜上所言，僅扼要以下表（表 51）對兩者運動行為
的現象與本質提出初步分析。
表 5-1
項次
區分
對象
艾瑞克
哈洛德
附

記

競技運動意象比較表

1

2

3

4

5

6

7

8

本質
屬性

生命
觀點

人生
目標

參賽
態度

賽前
心理

運動
智能

訓練
特色

終極
意義

天賦

自然

知識

技術

聖中
熱愛
光榮
理智
平靜
寓俗
俗中
不滿
夢想
激情
焦慮
寓聖
項次 1 乃本質分析；2～8 則為現象分析。

榮耀
上帝
出人
頭地

資料來源：自繪
伏案行文已近尾聲，僅以三點作為本研究總結式的論述及未來持續發展
的研究方向（歡迎有志者一同加入），但須先說明一件事，即研究全程中筆
者意識到：個體生命必須不斷承受「社會化」的各種試煉；自我省思以覺知
心靈的終極向度；通過「重生」的儀式來獲得超驗的生命經驗。總結如下：
一、文明社會的特徵－現代資本主義文化形式53

圖 5-1：現代社會的象徵
資料來源：引自漢宇國際文化；華遠路《奧運百科》
53

奧林匹克標章基本上正代表著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社會中，具象的運動文化形式特徵或
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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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認為當新約教義一旦確立蒙召與堅信乃達到救贖的唯一途徑之同
時，也相信人與神（上帝）可以直接聯繫後，人如何能以實際的方式達到神
聖（獲得救贖）
，其中包括宗教儀式在內的日常生活行為規定或其他特定的生
活狀態等手段，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讓人感覺到自己已在一種神聖恩寵的狀
態之中。因此基督新教在這過程中必然發展出對俗世工作和生活的態度與判
準，是以 “Calling” 一詞對新教而言，當呈現出對人的「身份」有一特殊意
義與解釋：無論以什麼身份所從事的工作，必須以取悅上帝為目的，而不是
工作自身的價值。然而其結果卻演變成宗教的神聖價值主宰了世俗的生活與
工作，同時也導致人為了獲得神的恩寵，而必須要在行為上，刻意地顯示出
自己具有一種有別於他人的神聖身份，但這也正是救贖性宗教發展上必然要
充分掌握因世界的不完美，而帶給人類痛苦的事實，所予以一種合理且有效
的終極解釋的元素，方得以令人不但得以一面忍受世間的苦痛，一面在實踐
宗教性倫理規範的過程中，使其生命獲得終極意義。
韋伯也曾指出，從生命整體來看宗教時，基督新教的救贖性格，使其教
義在發展的終極慰藉過程中，在必須合理化運用世俗手段和獲得神聖恩寵之
間的結構（關係）的同時，更要處理俗世生活中各領域的自身價值的相關性。
當然所謂教義的解釋，是因神聖價值終不可避免地和所有生活領域的自身價
值必然發生衝突而發生的，尤其經濟、政治、思想等方面與宗教價值的衝突。
若以經濟而論，經濟生活主要起源於「人在市場上的利潤爭奪，而金錢
就成為計算利潤多寡的標準」
，所以原則上現代資本經濟的世界越順從金錢的
內在律則，則宗教倫理的兄弟姊妹愛的感覺越難進入，相對於新教的發展卻
越來越有系統化，自然更激化了它與生活各領域間的衝突和緊張關係也越劇
烈，但是新教教義在神議論係以神的喜愛為基礎上，一方面把宗教倫理的「應
是」巧妙地轉化為「即是」
，這使得行為的倫理基礎直接與神聖相連起來，並
因唯有透過耶穌基督的信仰而與上帝連結，而形成一個禁（制）欲主義式的
「反巫術型」救贖宗教的結果，另一方面對人類從事世俗工作在面臨工作上
與精神上的危機時，要求其致力於探討工作內在中的原則以克服危機，反而
促生一種專業精神的發展，導致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出現的結果，這也實賴喀
爾文的豫定論（預選說），產生始料所不及的結果。
因為在上帝的恩寵是救贖唯一途徑的先決條件下，喀爾文指出只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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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信仰」與「有效的蒙召」
，才能保證上帝恩寵的獲得，而人是否被上帝所
檢選的決定，得從外在行為的認可來判斷，是以唯有靠著所從事的工作上，
成功的行為表現來證明個人的信仰是有效的。至此這種信仰解釋立即產生了
革命性的影響：一旦以俗世工作的成功作為上帝選民的標準，人就應努力順
著他所從事工作的內在原則，以求成功。結果宗教的神聖價值和俗世工作的
價值從此彼此銜接而不再衝突或緊張，同時新教倫理更賦予俗世工作一個神
聖價值，即俗世工作的成功是一種榮耀上帝的行為，這正促發了現代資本主
義的專業精神文明的萌生。
喀爾文派教義用金錢來衡量工作表現是否成功：一個人若能從他所做的
工作中賺取更多的金錢就越能證明他事業成功，並也證明他是上帝的選民。
如此一來，人若確信自己是神的選民，則一旦有機會合法地賺取更多的財富，
當然必須越賺越多，這種藉由賦予經濟活動宗教神聖的意義，說明了在資本
主義社會裡「賺錢」成了人生的終極目的—賺錢是天職—這一合理化過程的
結果，自然演變成由經濟原則主宰了社會行為，而人亦必然藉由這套經濟行
為的神聖價值觀和心智狀態，促發人的經歷與思想均朝這方向奮鬥。
二、神聖金牌之後——自我修行之道的向度

圖 5-2

第八屆奧運會意象主題

資料來源：引自漢宇國際文化；華遠路《奧運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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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原始宗教創發於與天共享的基礎，造成初民社會一切尊崇神諭的
指引態度，透過身體為達到天人合一的媒介，而藉由優異的表現來榮耀著諸
神，並建立成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份。因此奧運的本質，係樸實無華的初
民社會以天啟神學為核心的啟示宗教信仰，為表露出敬天態度，從而創發出
祭典競技運動的行為本質。
實際上，奧運不僅是運動員的神聖獻祭，而奪標的運動（競技）表現更
是儀式行為的顛峰，然已淨化的我身和聖潔的我心，如何離執與放空，無我
地觀照大道，與離相的神明合而為一，以令生命圓滿？54若競技運動需要身、
心、靈「忘我」的全神投入賽場，正如艾瑞克向觀賽者分享他賽跑的力量泉
源，是從他的「內在」而來－看！天國就在你們裡面！只要立志（堅信）尋
求神的蒙召與救贖就能找到！這也是他奔跑人生的真正方式！但是當一切光
華都趨於平靜平淡平凡之後，試問未來的生活會處在何種情境之下？是否曾
沈思內在生命追求的終極真實與關懷？如何在日常世界建立自我探索旅程？
有無一種超越宗教（信仰）的心靈解脫之道？因此運動修行，無論對運動員
（選手）亦或運動本身而言，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若某種運動技藝是世俗與神聖的交會處，則以東方宗教而言，修行者講
求的是對自然的「覺知」
，因此當下立即「停止」理性的思考，而刻意反覆的
練習仿若行禮如儀的行為，是「等待」自心達到忘我情境和心機怯除的景象。
回到運動與宗教同質性的觀察，試問運動行為是否能予以宗教式的儀式化行
為？這個答案可以肯定的，因為印度瑜珈既是運動行為－技術動作，也是宗
教式修行的儀式行為－淨化自我－而傳統的太極拳不更是如此嗎？
奧運賽場之於競技運動選手，有如宗教徒朝聖的「聖殿」
，賽程活動之於
祭禮亦如「儀式」，而參賽選手自身亦有如拜神奉獻之「犧牲」，是以若能透
過宗教信仰式的神聖性再（重）生儀式，而能為運動者開創一條超越運動本
55

身及自我修行之道，以探討超驗的運動生活，實為當務之急。

奧根．赫立格爾在《射藝中的禪》書中，將弓道運動技術動作的儀式化，
所呈現出宗教式的完整儀式行為，描述的非常清楚：56
54
55
56

奧根‧赫立格爾，
《射藝中的禪》（顧法嚴譯）（台北：慧炬，1979），28、78、88。
石明宗，
《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219-223；261-265；279-282。
奧根．赫立格爾，
《射藝中的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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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者先跪在一旁開始入定，然後站起來，按照儀式步向靶子，深深地向
它作禮，像供奉祭品一樣地呈上弓箭，再搭箭、舉弓，將弓拉開，以極
其警醒的心靈，等候放箭時刻的來臨。像閃電一樣將箭射出，弓的彈力
也隨之消失後，射者仍保持放箭剎那所採的姿勢，直至緩慢的吐氣完畢，
才再吸入另一口氣。只有到此時，他才讓他的雙臂垂下，向靶子一鞠躬，
然後，如果他已無箭可射，才安靜地退向後方。
其他如柔道格式的「古之形」或空手道的「型」等等，從宗教式行為觀
之，所呈現的運動技術動作，都何嘗不是完整的儀式化行為？
當然這許多日本式運動技藝的基礎，都建築在大乘佛教哲學的禪宗思想
與禪定修行的層次（境界）上，這也是渠等為何賦予技藝「道」一字的基本
概念－臻入大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禪」的某些特質，可以是世間
日常世界非宗教的，甚至是超越宗教的，同時更是「真我」的意識覺醒－身、
心、靈清靜，以及虛靜的生命存在形式－止於至善。
事實上，東方宗教反璞歸真的運動修行基本目標，首在「以己為敵」
－戰勝自我（或降服己心）
；我與他人的競賽只是世俗的外顯形式，唯有挑
戰並戰勝自己才是探索內在生命的神聖修行。以自己對自己代替敵我之爭，
旨在離執、放空並達到心遍一切處，然這修（入）定的一切，無論何時何地
都需先從調氣、調身、調心著手做起，不過必須注意一點，運動技術動作行
為的儀式化過程－從入定到出定（心靜）；從開始到結局（體動），並非一種
概念化的程序或段落，而是「○」的圓滿意象。
三、儀式的終極意義－聖化與俗化的辯證關係
廟宇祭壇很早以前就已見於原始宗教中，馬林諾斯基認為「宗教」實際
上是在創造一套價值體系，並藉此可直接達到目標；從文化人類學來看，宗
教是一種信仰。一旦有信仰行為存在，自然就有各種包括祝禱、禮拜、祭獻
等祭儀行為的發生。在原始宗教裡初民為向神靈表達敬意的形式，逕自發展
出以牲畜等食物作為祭祀犧牲的儀式行為，其本意不外以為神靈必吸取或嗅
得食物的精華或香氣。然而隨文明演進，宗教高度發展進入另一種以人自己
的身體為獻禮的犧牲，作為神人間的中介形式，並同時直接成為承受神祉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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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神聖物。
因此，從宗教學觀察艾、哈兩人所參與的奧運行為模式與文化意涵，不
外「朝聖」與「犧牲」兩大主要宗教概念：
（一）朝聖：
奧運最初既為古希臘人對天神宙斯禮敬慶典中的一項活動，當然必須視
為整體儀式行為的一環，而參與宙斯神殿的慶典儀式者，自然也是帶著一種
虔誠之心前往朝拜，而這趟旅程不正是典型的「朝聖」行為嗎？57
（二）犧牲：
傳統上奧運競技比賽活動的最佳優勝者，必須要站在神殿之前，在神（宙
斯）的祝福下接受頒獎，這正是該項競技賽程的最高潮，而此種行為模式不
正是人類以自己的身體和最優異的行為表現作為獻禮的犧牲，一如以最好的
或神最喜愛的祭品，向神祉獻祭的儀式意義相同嗎？58
對於這種神人連結（天人合一，梵我合一）狀態，可分別從朝聖之旅看
出神聖時間的流動概念，以及從獻祭禮壇看出神聖空間的開展概念，但兩者
均有共同的特徵，即迎接生命重（再）生週期的過程，而呈現「由俗入聖」
基本模式。
不過，最重要的事，是下了獻禮台（領獎台）結束朝聖之旅後（由聖返
俗）
，回到人世間（日常生活世界）到底還有什麼呢？以及還要做什麼呢？特
別是對處在當今一個金錢的原則決定一切，但又毫無神明的社會體系中，除
尚能保持自己虔誠信仰的宗教信徒之外，這曾經指導過人類行為的神聖價
值，早已一去不復返，代之而起的是所謂實證主義與功利主義的現代文明社
會。但透過儀式，非常的生活將被喚醒，而常的生活也被昇華，59因此嘗試引

57

58

59

古奧運祭典儀式在宙斯神殿舉行，也是整個活動的開端，獻祭典禮由詩人及訓練有素
的合唱團，向宙斯及眾神獻唱和讚頌詩歌，所有朝聖者皆圍繞著祭壇手舞足蹈，其中
也包括參加競技運動的選手和裁判們也都藉此場合向神宣誓。
古奧會的各類競技運動比賽，基本上皆只取最後的優勝者，亦即第一名，凡優勝者都
會接受莊嚴隆重的頒獎儀式，而且集中在最後一天於神殿之前舉行，舉行頒獎儀式
時，優勝者係站立於青銅的三足台上，由大會代表向所有來自希臘各城邦的觀眾前宣
告，而此舉在傳統信仰上是被視為無上榮耀的行為表現，最後並以晚宴款待之。
涂爾幹（Durkheim, E.）
，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芮傳明、趙學元譯）（台北：桂冠，199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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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非常」的中國傳統的宇宙論模式60，扼要解說「俗∫聖」宗教節慶的
身體文化觀點。
常者，通常指涉常道、常理的一種日常生活的秩序感和內在結構，相對
於非常而言，即反面之意（秩序／反秩序、結構／反結構）
。從符號學的觀點，
依傳統道家（教）式的解釋，兩者間並非靜態的對立關係，而是一種動態的
太極式對應關係，彼此永原處於一種互襯互滲的遊、寖狀態，若轉移於俗與
聖的相對性解釋，亦復如此。基於此，在「俗∫聖」的本質上即可用以下兩
個圖充分解說非常性（神聖）的時間與空間概念。（見圖 5-3、5-4）
圖中援引「中介狀態」一詞係特納（Victor Turner）用語，原為法國人類
學家及民俗學家范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所提出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理論，特納認為所有儀式都需經過「脫離（separation）→過渡
61
（transition）→整合（incorporation）」的三階段模式， 旨在說明非常（聖）

與常（俗）的時空連接關係。62至於「☉符號」則象徵著「宇宙中心點」，乃
從獻祭的禮壇上開展神聖空間的宇宙中心點概念。
至於「遊」
、
「寖」的基本概念；前者係謂遊之於儀式：透過時間的流動，
藉通過神聖化過程使生命獲得再（重）生63，後者係指神與人彼此迎接：一旦
俗聖的通道連結，大小宇宙融成一體之際，人神關係一如相互滲透般，共同
完成救贖與被救贖的雙向工程。64總之整體而言，太極式「常∫非常」
（或「俗
∫聖」）的結構與遊、寖的道教神學觀點，迥然迴異於西方宗教學的論點。

60
61
62

63
64

“∫”符號，乃代表太極圖中，陰陽互滲的動態模式。
石明宗，
《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294。
伊利亞德「聖與俗」兩極性對立結構的基本主張並非本文的宗教觀念，而且其所謂的
辯證過程與我國固有道教的傳統神學觀也有所不同，之所以在此援引係強化「常」與
「非常」的基本概念與凸顯生命的聖化甚至內在化的歷程。
崇拜的慶典禮儀，旨在轉化生命。
「寖」的概念可以用墨汁注入清水時，發生彼此互滲的形式來比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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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聖）

遊

（俗）常

常（俗）

非常
（聖）
65

圖 5-3：非常性時間循環圖
資料來源：自繪

外壇

內壇

非常

（聖）

寖

（俗）常

圖 5-4

非常性空間概念圖66

資料來源：自繪
65

66

為期四年舉行一次的奧運競技活動，規定於賽前一個月（後來改為兩個月）起直至賽
程結束後所有選手平安返鄉為止，嚴禁交戰行為及死刑延後執行，並須共同維護朝聖
團、參賽者等人旅程安全等等之規範，凡違反者一如觸犯信仰禁忌必受懲戒，都說明
此期間的神聖性有如宗教齋期。
奧運競技原本為古希臘人「祭天」文化的一部份，因而宙斯神殿就是古希臘人神聖的
「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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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credness and Common Custom of Competition: Selecting the
Movie “Chariots of Fire”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Chen-Chi Hsi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Perhaps the penetration literary work (specially is movie) explores
(movement- religion) the subject to be able directly to obtain the move effect and
the mind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selects the movie (CHARIOTS OF FIRE)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in the discussion movie two English young athletes
participation in 1924 Paris held the eighth session of Olympic Games but
assiduously trained, although all withstood the huge inside and outside pressure,
eventually won the prize in pairs. In the movie presents (sacredness) (bestowing
scud for him is for glory God) and (common custom) (to strive for the best is
receiving fights life which racial discrimination enrages) and so on two kind of
different athletics movements view. Attempt by Max Weber and Peter L. Berger of
sociological viewpoint. Implements the exploration analysis regarding the youth.
Implements the exploration analysis regarding the youth. First leads the movie
discussion from the classical Olympic Games concept disassimilation
phenomenon analysis in addition one by one individually to observe the
phenomenon which two athletes presents (Eric Liddell and Harold Abrahams) is
sacredness or common custom. Finally penetrates traditional nationality theology
view (common and outstanding) (vulgar and saint) the ceremony and the festival
again the behavior theory, the discussion religion athletics movement leads a
pious life view, attempts to ritualized sportsmanship movement, and ultra
examines the movement sacred person concept by the annotation religion type life
rebirth behavior, will surmount movement itself for a movement foundation future
and possibility oneself leads a pious life the road.
Keywords: ceremony, common and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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