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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貝耶爾的《宗教與全球化》，是目前最具系統且全面性地以全球
化與宗教間的關係為探究主軸的宗教社會學著作。本論文在關注全球化
對當代宗教有何影響與挑戰這一課題下，將依序在第一、第二章介紹貝
耶爾在《宗教與全球化》這本書中所建構的理論及實例研究，而後於第
摘要
三章做一綜合評述與初步反省、應用。 在《宗教與全球化》一書中，彼
(中)
得．貝耶爾是以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學理論為基礎，並由此進一
步發揮到盧曼所不曾探討的領域與方向上。貝耶爾定義全球化為現代化
的延伸，即功能次系統的全球擴展。並視宗教是以「內在?超越」二極為
基礎的，具有將意義賦予給整個人類有意義溝通的根本不確定性及能提

供方法克服或管理這些不確定性及其結果的一種溝通類型。 在貝耶爾的
分析中，全球化帶給宗教最根本的嚴厲挑戰就是宗教喪失了原本在前現
代時所擁有的自我顯明正確性與公共影響力而被相對化、邊緣化；但貝
耶爾也指出全球化的社會結構也為宗教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當
代宗教在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相對化危機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回應方
式。一是以獨特傳統的復興及再強調在外者?在內者間的差異來面對相對
化，它屬於基要主義式的回應，貝耶爾稱其為「保守的選擇」；而另一
回應方向則是與全球視野共鳴，指引宗教傳統朝向全球並脫離過去所認
同的個別獨特文化之侷限，其把相對化視為正面的結果，並吸收著全球
文化的價值觀，貝耶爾稱其為「解放的選擇」。按貝耶爾所指，這兩種
回應方向都反映出全球化的社會結構與特徵，也都有其曖昧的問題存
在。 不過在對「當代重生的宗教公共影響之可能性」的關注下，貝耶爾
更精細地指出在功能分化居先的全球化社會中，不管是「保守的選擇」
或「解放的選擇」，當宗教運作純粹的「宗教功能」服務時，宗教將越
趨朝多樣化與私人化發展；惟有當宗教從事「宗教演示」服務時，才能
有重生的公共影響可能性。而最後，貝耶爾不只在理論層次上進一步推
論，也藉著當代實例的具體分析指出宗教能藉著動員處理剩餘問題的
「宗教—社會運動」，來使宗教在公眾事務上擁有重生的影響力，但其
也因受全球社會結構的調控而有其限度存在。 綜觀貝耶爾《宗教與全球
化》所建構的全球化理論及對當代宗教在全球社會中的不利處境與可能
重生的公共影響之分析，可以發現貝耶爾為全球化脈絡中，傳統、制度
性宗教的私人化以及各處蓬勃興起的宗教革新與復興運動等宗教現象，
提供了一個著重揭示潛藏結構的社會學解釋與分析。此外，本論文認為
事實上他也為「宗教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保留了一個積極的肯定。宗教
不會只是身陷被動、調適，時時為自身的存廢掛心的角色；宗教能積極
地為全球化提供一個凝聚、次序的視野，提供一個目標，宗教藉著「宗
教—社會運動」及各種服務的管道，能為全球社會提供必需的價值，調
控、型塑全球化的發展。 由此可見，對於關切宗教處境的宗教社會學研
究，貝耶爾的《宗教與全球化》提供了一條非常貼合時代脈動，及具結
構分析特色的社會學研究進路。至於對宗教界來說，貝耶爾的理論則或
可為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純粹宗教生活與社會參與揭露出一些值得注
意的面向與可供反省的根本材料，而本論文的最後一章也嘗試性地在貝
耶爾的理論基礎上初步從事此一反省與應用。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Peter Beyer’s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which is
the first clas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s well as to theoretical
sociology. Also it is perhaps the most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hitherto. In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Beyer
follows Niklas Luhmann in stressing communication and sets out to develop
摘要
aspects of Luhmann not followed up by Luhmann himself. He defines that
(英)
globalization is the extension of modernization, that is, the spread of functional
subsystems across the world. Besides, he defines religion as on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 type “based on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t polarity, which
functions to lend meaning to the root indeterminability of all meaningful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which offers ways of overcoming or at least managing this

indeterminabi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Beyer’s analysis, the relativ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are the serious challenges to relig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Nevertheless, these disadvantages of religion can also be
advantages──the globalization of society, while structually favouring
privatization in religion, also provides fertile ground for the renewed public
influence of religion. There are two possible responses for religion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zation. The first, which he calls the “conservative option”,
is the reassertion of tradition in spite of modernity. Such a fundamentalist response
approaches the glob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articular, subglobal
culture. In contrast to the conservative option, the other is the “liberal option”.
Such a response regards relativization as a positive result, and takes up the values
of an emerging global culture. Adherents of this position are ecumenical, tolerant,
and religiously pluralistic. Beyer recognizes each of these two paths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tendenc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has its attendant problems. However,
Beyer points out “regardless of which option is taken, public influence for
religion will be found in the direction of religious performance, while action
concentrating on religious func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domain of privatized,
highly pluralistic religiosity”. In other words, religion can exist and reproduce on
the basis of pure and sacred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religious function)──the
aspect of devotion and worship, the cure of souls, the search for salvation, yet by
this course, religious system become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and privatized.
Only the religious system is applied to provide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s of other
systems (religious performance), religion is obviously able to become public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society. Finally, not only Beyer shows religion can exert public
influence by mobilizing the religiously- based social movements focused on the
residual problems of globalizing system in theoretical thinking, but also concretely
provides contemporary empirical studies to contribute more complete presentation
to his theory. To sum up, through Beyer’s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we
realize clearly that the modern and global context carries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religion, but also new potential. Religion, given the uniqueness of its social reality,
will of necessity continue to both shape and be shaped by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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