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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的建構、小心的求證？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嘗試與挑戰 
 

王智弘* 

 
摘要 

 
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諮商心理學本土化一直是本刊所致力推動的學術發展方向，本期專刊

是由夏允中教授所規畫，以黃光國教授的〈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作為靶

子論文，並邀請葉啟政、林安梧、張蘭石、葉光輝、陳復等教授來提出打靶論文，再由

黃光國教授提出回應文，專刊主編夏允中教授亦撰寫專刊主編的話以總結此一專刊。所

以，此期學刊的份量頗重，可同時一覽各名家之言，以共同來深思社會科學本土化之議

題。探討如何從學術的自我殖民處境中覺醒，從西方科學哲學中借鏡，從文化傳統中批

判的繼承、創造的發展，以及從在地生活經驗中與現代社會科學接軌。這些都是東方社

會科學學者要嘗試的課題與要克服的挑戰。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核心工作－理論建構，

大膽以求突破是絕對必要的，惟大膽恐不足以成事，還要中西會通的功力深厚才行，而

要讓學術社群接受，小心求證也自不可免。對身處〈中西文明的夾縫〉（借用黃光國教授

語）中的台灣學者，要為生命的學問尋找出路，要為學問的生命迎接挑戰（借用傅偉勳

教授語）。社會科學本土化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是一條充滿挑戰但值得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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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諮商心理學本土化一直是本刊所致力推動的學術發展方向，本期

的專刊是由夏允中教授所規畫，邀請社會科學本土化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領袖者－黃

光國教授專寫專文，黃光國教授（2020a）特以〈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

針對胡適與殷海光的社會科學訓練背景與學術研究理念有很強烈的質疑，特別是對五四

運動以來所提倡的「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提出強烈的批判，更是對此等偏頗的學

術潮流所引發的學術自我殖民現象與學術倫理歪風，表達深惡痛絕。黃教授提倡要以西

方科學哲學的形構之理以發揚華人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存在之理，以推動社會科

學的本土化。 

    葉啟政教授（2020）認為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歷史悠久、嚴密細緻，華人

要推動本土社會科學除非完全予以揚棄而回歸本土原有知識經營模式，否則，只有認真

走入漫長的西方知識發展歷史，對主流知識體系進行詮釋性的全面檢視，從留白處找出

迴轉性的出口，與此相呼應的就是黃光國教授所主張以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

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進行反省與批判，本土社會科學才能有所突破與成果。 

    林安梧教授（2020）認為華人的學術社群因具有「外力性的主奴意識」而受歐美中

心主流意識形態所支配，而喪失了文化與學術的「生育力」與「創造力」，而淪為西方

社會科學的「收養者」甚至是「收屍者」，但強調社會科學本土化不能自外於華人文化

傳統而落於「土本化」，而是要整合華人文化傳統的「本」與在地生活經驗的「土」，華

人本土社會科學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與學術話語權。 

張蘭石教授（2020）認為社會科學本土化要建立新科學研究綱領，會面臨四面向考

驗（張蘭石，2019）：一、科學研究綱領「文化系統」之陳述，是否精確、完整而具公信

力？二、是否能經歷實證研究而持續發展並促成典範轉移？三、此等含攝文化理論是否

能藉由視域融合而融入外地文化人們的「生活世界」？四、是否能藉由「科學微世界」

的存有論外推，且透過「輔助假設」與「異例修正」以延續其優越性？ 

    葉光輝教授（2020）認為本土社會科學理論與研究要能整合與包容建構知識之三大

旨趣及研究典範（分析與預測、溝通與詮釋、批判與解放）的理論與研究（Harbermas, 

1971）。並要能採取隨社會文化脈絡改變演進而對應調整之「歷程與關係」思維取向

（Bedford & Yeh, 2020）。而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展望則有賴於「廣度」與「深度」

的推進，前者在讓更多的研究者樂意加入，後者在深化本土研究探究的層次。 

    陳復教授（2020）則從其研究王陽明「心學」的經驗，從早期思考如何將心體（自

性）轉化成學術領域可接受的語言，至後期則因黃光國教授之間的討論（或是辯論），而

開始探討由科學哲學的角度以解釋「自性」之議題。陳教授認為「自性」議題應該成為

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主軸研究命題，並以其專書《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

（2020）引發海內外學者的關注與討論為例，確認「自性」研究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黃光國教授（2020b）所撰寫的回應文上，除了說明每位評論人與社會科學本土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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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黃教授論學的因緣，並援引 Archer（1988, 1995）「分析二元論」（analytical dualism）

的觀點，說明其知識論策略，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為基礎，分析非西方的「文

化形態學」，再依照「覆蓋率模型」，從「文化衍生學」的角度，以探討特定時空的演變

現象，並據以設定研究假設，進行量化或者質化的實徵研究。也就是運用西方文明的理

論建構之知以探討華人文化的存在實踐之道。 

    專刊主編夏允中教授（2020）在專刊主編的話中，除了回應所有作者針對社會科學

本土化的重要論述之外，也敘述了其與黃光國教授論學的因緣，並以其從事社會科學本

土化的研究歷程說明，本土化研究從理論建構到應用研究的四部曲：1.以儒、釋、道文

化建構系列的形式性與普世性（universal）（硬核）理論；2.以自性神、天與鬼神與關係

論來建構系列的實質性（substantial）（硬核）理論；3.引領各種片面性與分析式的實徵研

究來支持理論；4.發展並擴展應用層面與出版相關書籍。 

    同時閱讀七位本土社會科學重要學者的不同論述與觀點，對讀者而言應該是非常新

鮮與豐富的經驗，從黃光國老師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觀點，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研

究者對西方科學哲學應有相應的了解（黃光國，2018；Hwang, 2019），而在建構本土化

理論的過程則會經歷：理念探索、理論建構與研究驗證的過程（王智弘，2014，2017；

黃光國，2009，2018；Hwang, 2012），其中對華人文化傳統的理解與詮釋也是不可忽視

的功課，透過對華人文化傳統「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傅偉勳，1986），以運用六

層辯證詮釋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王智弘，2020），以結合華人文化傳統、在

地生活經驗以及現代社會科學，方能進行「大膽的」本土化理論建構，以及後續「小心

的」實徵研究求證，要達到這種中西會通的功夫，會不會如張蘭石教授（2020）所說的

是「不可能的任務」？（p. 30）其中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解與批判，更是以「研究本土

化」為學術志業的學者「必要的先行『預備』功夫。」（葉啟政，2020，p. 22）可見，

社會科學本土化絕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而是一條充滿挑戰但值得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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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dly Construct and Carefully Verify?  
Attempts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special issue is planned by Professor Yung-Jong Shiah, and uses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as the 

target paper. Professors Chi-Jeng Yeh, An-Wu Lin, Nam-Sat Chang, Kuang-Hui Yeh and Fu 

Chen were also invited to submit their target papers, and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 

submitted his response article. The editor of the special issue, Professor Yung-Jong Shiah, also 

wrote a summary of the special issue. Therefor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his 

issue is quite considerable. They provide the ideas of noted experts for contemplat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exploring how to awaken from academic self-colonization, 

reflecting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ritiquing heritag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from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tegrating modern social sciences with local life experience. These 

topics await examination and are challenges to be overcome by Asian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The core task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bold breakthroughs; however, boldness is not enough for 

achieving success. We must acquire deep learning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areful verific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being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Taiwanese scholars who are in th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borrowed 

from the words of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 they must find a way out of the academic 

life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living life of academics (borrowed from the words of 

Professor Charles Wei-Hsun Fu).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t is a fully challenging task worth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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