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 
 

黃光國* 

 
摘要 

 
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臺大教授殷海光是學術界著名的「自由派」領袖，他在學

術上主張「邏輯實證論」，以之作為政治批判的武器。對學術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本文

以殷海光的生命故事作為切入點，收集許多實際案例，說明「實證主義」的「知識型」

不僅造成當前臺灣學術倫理的敗壞，而且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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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筆撰寫本文之前，我想先講一個小故事：2018 年，我跟「思源學會」研究團隊

到福建閩南師範大學訪問時，遇到黃泊凱博士。他 2012 年在臺灣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

學位後，在臺灣找不到教職，只好到閩師大應徵，任教於閩師大馬克思學院。大陸大學

裡的馬克思學院其實就是臺灣的「通識教育中心」，他寫了一本題為「文王卦、哲學與人

生」的書，請我替他寫序言。 

 

西方的「學術殖民地」 

  我讀過這本書之後，問他在大陸的工作情況。他告訴我：很不順。不管是升等、發

表論文、或是申請項目，都經常被「卡」。我告訴他：「依你這樣的研究方向，解開你當

前人生困境的上上之策，就是趕快寫英文論文，投稿到國外專業期刊發表！如果你只寫

中文論文，臺灣的學術界把你當『旁門左道』，大陸學學術界把你當『提倡迷信』，不要

說發表論文，連要找個容身之地都不容易！」 

今（2020）年八月，黃泊凱來找我。送了我一本我替他寫序言的書，題目是：《儒釋

道思想交會與文王卦之開展》。他說，他有一篇討論劉伯溫「黃金策」的英文論文，在一

個名為 Asian Philosophy 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之後，許多事情就變得順遂起來。他已

經升等成為副教授，他的書也已經出版了，所以特別來向我道謝，認為我是他生命中的

「貴人」！ 

我聽了以後，笑道：「這道理十分簡單，臺灣和大陸都是西方的學術殖民地，你寫這

樣的中文論文，想找到期刊發表，都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把它寫成英文，要在國外的

期刊找到適當的出路，反倒相對容易。而且一旦刊登出來，不管是臺灣或大陸的學術界，

都會把你當成『專家』」。 

這個故事所要闡明的是：對於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最為不利的因素，其實是華人

學術界普遍存在的「自我殖民」心態。這種心態的形成，由來已久。我最近出版了一系

列的三本書，旨在追溯這種心態的來龍去脈。第一本說明：這種心態是在《中西文明的

夾縫》中產生出來的。第二本《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內容不僅涉及臺灣，而且包含抗

戰時期的東北和汪精衛政權控制的「淪陷區」。 

 

形塑「自我殖民」心態 

在第三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第二部分「亢龍有悔」，追溯「五四意識形態」

的形塑，特別提到一個故事：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授是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正在日本訪問。本來只想順道

到中國遊覽幾個星期。到了北京，看到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感受到「新中國正在誕生」，

開始在哥倫比亞校友的安排下，四處演講。結果他在中國待了兩年多，公開演講 200 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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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杜威的「實用主義」淺顯易懂，他「做中學」的教育理論符合中國人的脾胃，

再加上年輕俊帥的胡適陪著他，充當翻譯，杜威變成了「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西

方學者」！胡適也跟著水漲船高，他學自杜威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成為「科學」

精神的「標準定義」，家喻戶曉，盡人皆知。 

在杜威前後訪華的著名哲學家是英國的羅素（Russell, 1872-1970），著有《中國問題》

一書。他在訪問俄國和日本之後，訪問中國。當時孫中山認為：「他是真正理解中國的

人」，可是，當時羅素本人正面臨思想轉型的困境，毛澤東認為：他「教育救國」的主張

「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在中國做了幾場演講，聽眾反應並不熱烈，也沒

有像杜威那樣，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這兩個故事的對比，說明胡適之所以能夠「少年得志，暴得大名」，其實是五四時期

的外在時勢，很容易形塑出「自我殖民」式的「拿來主義」。在民情普遍「亢奮」的情況

下，像羅素那樣的飽學深思之士，反倒不容於中國的知識界。時局的動亂造成了整個世

代學者的漂浮無根。 

 

壹、「自由主義」者的遭逢 

 

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的 1952 年 12 月 1 日，胡適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第

一講」，在「引言」中，他便很清楚地說道： 

  「方法是什麼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

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的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

現在我想起二三十年來……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

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

年來見之於文字，常常在嘴裡向青年朋友們說的。有的時候在我自己的班上，

我總希望我的學生能夠瞭解。……今天講治學方法引論，可以說就是要說明什

麼叫做假設：什麼叫做大膽的假設；怎麼樣證明或否證假設。」 

 

一、批判「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1957 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時候，殷海光正在臺大講授科學哲學。他以

〈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題，寫了一篇將近兩萬字的長文，刊登在 1958 年 8 月

18 日出版的《祖國週刊》上。他很尖銳地批評胡適的主張： 

  「假設和求證都不是常識中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事。現在，我們可以問：

假設是否需要『大膽』，求證是否需要『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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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分辨清楚：『大膽』和『小心』都是心理狀態方面的事。

心理狀態方面的事，與理論構造毫不相干。因此，『大膽』好，『小心』也好，

都插不進理論構造中去。在從事理論構造者底眼光中，他只查看一個假設是否

嵌得進一個理論架構中去。至於這個假設由之而出現的心理歷程究竟是大膽還

是小膽，在他看來是毫不值得注意的事。」 

  「從前面的陳示我們應能看出，我們要能提出一個合用的假設，不能全憑

直覺，全憑猜度，全憑想像，多少總得有些方法學的訓練才行。至少，如果其

他一切條件相等，有這類訓練的人所提假設合用之蓋然程度，高於未受這類訓

練的人所提出者。依此，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這類訓練而且對於那些與他所擬

提出的假設相干的知識又未具備，那麼他即令再『大膽』些，他也不見得『大

膽』得出一個合用的假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大膽』，其實就是狂妄！狂妄

者距離真理似乎更遠。」 

如眾所知，殷海光在臺大講的是「邏輯實證論」。邏輯實證論者將科學語言分為「綜

合命題」和「分析命題」兩大類。可以用實驗方法加以檢驗的假設，屬於「綜合命題」；

將「綜合命題」串連一起的「邏輯」，則是屬於「分析命題」。在「人性論」方面，邏輯

實證論者主張笛卡爾「主／客」二元論式的「獨我論」或「唯我論」，認為科學家必須摒

除個人的一切成見，以一種「價值中立」（value-neutral）或「去除價值」（value free）的

態度，從事科學研究。所以他會那樣的批評胡適。 

 

二、老狗學不會新把戲 

 

胡適對殷海光的批評不僅沒有回應，而且似乎完全不為所動。一年多之後的 1959 年

十一月 29 日，六十九歲的胡適應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及中華科學協進會的邀請，在

臺大法學院禮堂講「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他又說： 

  「這樣大的一個題目我從前講過好幾次，今天我本想換換方式和新的材料

來講，但是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語：『老狗教不出新把戲』。所以，我講來講去，

還是那一些老話。『科學精神』我拿『拿證據來』四個字來講，『科學方法』我

拿『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來講，一共拿十四個字來講『科學精神

與科學方法』。這十四個字我想了好久。」 

殷海光寫文章批判胡適的 1958 年，正是殷氏生命中「聲華鼎盛」的時期。胡適更是

位居要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怪異的是，身為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對

於這樣一位「學術文化名人」所提出的嚴肅批評，居然不理不睬，仍然到全國最高學府

說自己「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只會重覆講「那一些老話」！ 

對於將「科學方法」口號化或標語化一事而言，胡適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在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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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大力鼓吹之下，「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字訣」在華文世界裡可以說是

家喻戶曉。我之所以刻意在這裡提這則故事，主要想說明的是：對於像臺灣這種在世界

學術體系中處於邊陲地位的非西方國家而言，源自於西方的學術思想，並不是學者「反

思、批判、對話」的材料，而是他們「立德、立功、立言」的工具。只要抓緊自己學術

主張在其宗主國的「西方根源」，自然可以招來一夥聽眾。在這種情況下，非西方國家怎

麼可能形成自己的「知識型的主體」？ 

 

三、《邏輯》的舊抄 

 

  胡適用「置之不理」的態度對待殷海光對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麼樣的態度

對待學術同儕對他的質疑？在那個時代，站在學術立場批判殷氏主張的主要人物是胡秋

原（1910-2004）。 

胡氏曾經在《中華雜誌》上一連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殷海光的《邏輯新引》和《思

想和方法》。在〈評兩本錯亂欺人的書〉中，胡秋原（1965）針對《邏輯新引》一書的形

式、術語、內容，提出了五項二十一條質疑，指責：殷海光《邏輯新引》的內容，其實

是金岳霖《邏輯》一書的「舊抄」。金岳霖承認：「對於邏輯，我始終覺得我是一門外漢」，

「有時覺得根本不應該寫這樣一本書」，《邏輯》一書，「可說是金君的讀書筆記，並非一

種系統著作」。胡氏認為，金岳霖「可說是很誠實的」（頁 47）。相對之下，他嚴厲地批評

殷海光「亂抄」金氏著作，「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亂說」。他敢於

如此「大膽詐欺，無非欺中國非西方，無人有邏輯常識，也沒有人重視真誠」，「所以他

大可亂吹」。 

 

四、「學術詐欺」的勢力 

 

在該文文末，胡秋原作出的「結論」是： 

  「根據以上五項二十一條，我宣布『邏輯新引』一書乃世界上自有邏輯以

來所絕無僅有的錯亂妄誕之書，而此書作者是絕無學術的真誠，只是以邏輯之

名，借羅素人身崇拜，使用江湖手段，作最『假』最『錯』宣傳，大言欺世，

愚弄青年，企圖形成一個詐欺的勢力。」 

  「如有人不承認，我歡迎他們針對我提出的二十一條，作最不客氣而有力

的反駁，我也希望研究邏輯的朋友們作公平的判斷。」 

這是非常明確的挑戰。胡秋原提出的五項二十一條的質疑，都是針對「邏輯」而提

出的學術問題。依照西方學術社群的規範，殷海光應當針對胡氏的具體指控逐一作答。

然而，殷海光對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點名叫陣，又寫了一篇〈評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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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另一本更錯亂詐欺的書「思想與方法」〉，以及〈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並將這

三本篇文章集結成冊，題為《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胡秋原，1966）。 

在〈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中，胡秋原指出：邏輯實證論和語意學「只是三十

年代起來的一種運動，是一消逝中的現象」。它們「有一定的學問立場，即擁護科學，反

對玄學和宗教」。這「兩者是非政治的，並且是反對一切政治宣傳的」。「殷海光以邏輯實

證論語意學作政治宣傳，即用玄學作為代替中國歷史和傳統，中國民族和自由中國的代

名詞，而作政治攻擊。他表面上講科學、邏輯、實證論、語意學，實際上除了謾罵以外，

沒有一句話在學問上不是亂說亂扯的。」因此，胡秋原從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提的「五

項二十一條」中，以及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不下一二百事」中，「擇其最重要者」，

選出二十五項，要求殷海光對於他所指摘的各項，「應以是或否來作一答覆，而不容沈默」。

為什麼呢？ 

 

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胡秋原進一步引述殷海光自己的說法： 

「中國文……極語意含混之能事。……要不然，江湖上那能騙得到飯吃？」 

「在歐美的學術是哄不著人的，」 

「有人發現我們所講的不通，於是我們就從所用的名詞上找出路：歪曲原來所

取的意義。如果這種辦法係出諸有意，西方人叫做不夠 sincere，不真誠。這是

很嚴重的事。西方學人對於學術上的真誠性，非常重視的。」 

「一種感情……可以成為感情的氣旋。一切詐騙之徒常把自己造成這一氣旋底

東西……為了自己的利益和興趣……」 

「謊言有人信以為真。……教條有助於邪惡的統治。製造偶像崇拜成為可能。」 

「如果強不知以為知……那就構成知識界域的災害。」 

殷海光還引用過中學教科書上都有的話：「要有服從真理的精神……印度中古

學者……辯論失敗了，立刻歸依你作弟子，或者自殺以為報。」 

胡秋原說：我不要求殷海光做這兩件事情，我只要求殷海光答覆說，你對於科學、

邏輯、邏輯實證論、語意學，到底是「知」，還是「強不知以為知」？如說「知」，你要

答覆以上二十五項。如說「不知」，你寫的那些書怎麼辦？ 

 

六、對殷氏的「人身攻擊」 

 

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除了學術討論之外，胡秋原也不留情面地對殷海光作

「人身攻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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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我還要說到何以殷海光有他那一套『思想』和表演。首先，他的基

本教育根本沒有受好，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知，一切科學常識也沒有，英

文文法也沒有學好。在抗戰時期，進大學比較容易，師資也不是十分整齊。此

時他在金岳霖之下，接觸了邏輯。而金岳霖者，也原無什麼學問和思想而卻是

一個喜弄玄虛的人。自西南聯大時期，到大陸淪陷之前，他當然已聽了若干反

民族宣傳，也學到罵人的習慣，並看見棒子暴力之運用。到了臺灣以後，他原

來寫點黨八股，寫不下去了，又得到一點什麼啟示，再記起西南聯大時期的民

主口號，忽然成為大學教師。在學校中他發現 pq 之類很少人懂，又翻了一下

卡納普，便亂講邏輯實證論，沒有人批評他，反有人以為新奇，便索性裝起羅

素專家架子騙人，實際上他沒有看羅素的書，除了金岳霖的斷片拙劣的翻譯以

外。」 

  「別人愈不懂他說的什麼，他便愈成為專家，他便愈罵起人來，便開始有

了群眾，也便鼓勵他有意識的進行詐術了。繼而到美國數月，到了哈佛，又由

費正清那裡聽到什麼傳統、現代、衝擊、中國自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他便學

成歸國，又有人出錢印現代學術季刊。在不滿現實心理之增加以及費正清之類

人物感召之下，他的野心日大，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而進於大膽詐欺，

如上說的種種表演了。一言以蔽之，他自己之無知，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缺陷，

加上費正清之類的影響，便有了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頁 18） 

胡秋原十分明瞭：臺灣知識界有人替殷海光說話，是因為殷氏是當年知識界「自由

派」所推崇的「自由鬥士」、「民主導師」。他說： 

「然是否可以說，殷海光雖然對邏輯實證論無知，但因為他是反對現狀的，而

如果現狀卻是不滿人意的，則他縱然不知邏輯，曲解邏輯實證論和語意學，充

其量不過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也總不可厚非罷？」（頁 13） 

胡氏說：他曾經聽見這種論點，並且有人對他如此遊說。可是，他認為問題也就在

這個地方，他之所以費幾個月的氣力批評殷海光的「垃圾文章」，正是為了這一點。（頁

13） 

 

七、大學的使命 

 

胡氏認為：這問題可由兩方面說。就反現狀這一面而言，「反現狀之本身並非絕對的

神聖」，「在自由中國反現狀沒什麼了不得」。可是，從另一面來說，「學術詐欺的罪惡」

是絕對的。他說： 

  「一切詐欺不可以，學術詐欺罪不可以。學術詐欺不僅比無知更壞，而且

造成最大的敗德。我們須知現狀何以令人不滿。這無非由於『德之不修，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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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因而缺乏人才。救國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顧亭林在亡國之後主張『博學

於文，行已有恥』，這八字依然是立國救國之根本方針。而以學術詐欺來反現

狀，其結果只有比現狀更壞，因為這只有造成更無知更敗德的人。」（頁 14） 

「這不是小事。這比貪污、殺人還要嚴重。縱一切可敗，教育學術不可敗」。

在他看來，「一切可壞，青年不可壞。我們可誤，我們子弟不可誤。處處可詐，

學校教室不可詐。我所說的不是筆墨官司，而是事關民族永久的興亡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戰敗之後，拿破崙佔領柏林，德人

賠款割地，訂城下之盟。在國困民窮之時，大政治家和大學者洪保德認為復興

國家，首先要辦一好大學，乃決定創辦柏林大學。創辦之時，菲特烈威廉三世

宣布大學目的說：『國家在物質上損失了的，要在精神力量上補足起來。』」 

「洪保德宣布大學宗旨說：『大學是為純粹學問而設立的。』『教授不是為

了學生的，教授與學生都是為了學問的。』大學之使命，『不是傳授知識，是

要產生知識』。」 

「學問如何產出呢？弗蘭克福大學大禮堂壁上刻著下列銘文：『在國防戰

備上如鋼似鐵的民族，要以精神之宮殿來作育你們。你們是這宮殿之守護者，

當為德意志之名譽而善護之。在研究和學說上，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

正！』而這也是整個德國大學之傳統。」（頁 22） 

 

貳、知識的真誠 

 

  整體而言，胡氏對殷海光的批評雖然充滿情緒性，但並非無的放矢。 

胡秋原引述弗蘭克福大學禮堂上的銘文：「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正！」其實

也是先秦儒家最為重視的德行修養。《中庸》一書甚至視之為「天人相通」的唯一途徑：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不誠無物」、「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就這一點而言，

洪保德的觀點跟儒家幾乎是一致的。 

 

一、「好惡鮮明」的真誠 

 

殷海光其實並不是「不真誠」的人。韋政通（2011）在他所寫的〈我所知道的殷海

光先生〉一文中，指出： 

    「凡是和海光先生接觸的人，都知道他有鮮明的好惡，是即是，非即非，

極少模棱的態度。表現在他的人格上，就是一個『真』字。照我的了解，這個

真字，可以分幾方面來看：第一，是對人的真摯；第二，是對知識的真誠；第

三，對理想的堅貞不移。由於第一點，使許多有真性情真嚮往的青年，樂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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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近，這是他所以能接引青年感召青年最直接的一點本錢。由於第二點，才

使他感到『我以前所寫的都算不了什麼』，才使他『在真理的面前，像沙灘上玩

貝殼的小孩子，永遠是那麼新奇，不停止，不滿足自己』。徐高阮因為他把 Ego-

centric Predicament 譯成『自我中心的論斷』，而寫了幾萬字的批評，我去看他，

談起這件事，他拿出徐文，指著這個字：『徐高阮對這個字的批評是對的，錯了

我們就要承認』。」 

    「他這種對知識真誠的態度，使我十分感動。由於第三點，使他在五四以

後自由主義的陣營裡，使他在二十年來的台灣學術界，樹立了一個風範，這種

風範，將永遠使後世的青年聞之而興起。在學問方面，也許正如居浩然所說：

『無一傳世之作』；在人格風範方面，毫無疑問地，海光先生之名，必可垂諸久

遠。」 

既然如此，殷海光對胡秋原的具名批評為何麼不理不睬呢？在我看來，問題就出在

上述引文開頭所說的：「他有鮮明的好惡，是即是，非即非，極少模棱的態度」。韋政通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殷海光一直希望能改變現在的學風，他認為近幾十年來，學術界一

方面是考據，一方面是玄學，他對這兩條流都是極端的厭惡，並且主張我們應該對這條

流提出嚴格的批判。在以往，他和這兩條流裡的學人，都有過相當密切的關係，可是在

他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愈往後來，和他們之間的往返也就愈少了，於是他在學壇上獨樹

一幟。在臺大二十年，凡是受過他影響的青年，絕少再會回到這兩條流裡去。經驗、邏

輯、認知、解析，成為這批青年追求知識的指標。目前在臺灣把邏輯當作一門嚴格學科

在傳授的，有不少是海光先生的門生。他雖然沒有完全改變臺灣的學風但他的確培養了

一種新的學風。」 

 

二、「實證主義」的學風 

 

  韋政通認為：這是他困守在臺灣二十年，對中國學術界最有意義的一點貢獻。可是，

從發展本土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他所提倡的學風，對於學術界的影響，究竟是「貢獻」，

還是「障礙」，卻很有商榷的餘地。 

近年來，我一直從「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角度，在各大學講授科學哲學。我一直

強調：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經歷過「經驗主義」、「後實證主義」和「後現代哲學」三

個大階段。殷海光矢志不移提倡的「邏輯實證論」，其實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當

西方科學哲學的典範由「實證主義」移轉成為「後實證主義」之後，它們主張的「本體

論」、「知識論」、「方法論」都完全對反，兩種典範之間是彼此「不可通約的」。 

維也納學圈的召集人，後來成為邏輯實證論主要代言人的石里克（Schlick, 1882-1936）

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從此之後，這句話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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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奉為圭臬。有些人雖然知道；科學哲學的典範已經由「實證主義」

轉移成為「後實證主義」，但他們仍然堅持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是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很多人知道：後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波柏（Karl Popper, 1902-1944）提倡否證論，

但卻很少人知道：他的學生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為什麼批判波柏的主張

是「素樸否證論」（naïve falsificationism），因而主張「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更少人懂得「科學研究綱領」如何用在學術研究工作上。至於拉卡托斯之

後的發展，更是乏人深究。 

 

參、「內明」與「借光」 

 

  1991 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份子的

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

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

兩邊都靠不上岸。」 

 

一、「內明」文化中的學刊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1991）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知識

份子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如何被「邊緣化」，並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

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

『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

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

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了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了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

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近年來，我在講授「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課程時，開始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講述我所撰寫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思源版）》（黃光國，2018）。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二

十世紀，西方學術界對於「科學」的理解，經歷過三次重大的轉變，即「實證主義」、「後

實證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西方學術社群的「知識型」在做這種轉變時，通常都會

產生激烈而且持久的辯論。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雙方陣營都會吸引一批支持者，組織

專業學會，甚至出版期刊。所以我們所寫的論文，只要言之有物，符合學術規格，都不

難找到可以接受刊登的學術刊物。在我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之所以能在國外學術

期刊及專書中出版 120 篇以上的學術論文，其秘訣即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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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殖民」的情結 

 

華人學術社群的情況則不然。整體而言，從五四時期以來，華人學術社群一直把「德

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是兩尊至高無上的「洋菩薩」，以宗教般的虔誠予以膜拜，結果

整個社群耽迷在「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風氣裡而難以自拔。不論是臺灣，或是

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陸，都有許多留學生抱著「朝聖」的心態，到美國或歐洲國家去學習。

他們學成歸國之後，就像柏拉圖「洞穴寓言」中跑到「洞穴」外去「借光」，再回到洞穴

中那個人一樣，他把想在外面所看的一切，告訴洞穴內的人。然而，不論他如何努力，

他都沒有辦法把西方「啟蒙」的經過移植到「洞穴」內，而國內學術界又普遍相信「遠

來和尚會唸經」，把歐美當作是一切「知識」的來源，結果構成了一種「自我殖民」的情

結，成為非西方國家揮之不去的惡夢，也是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與發展的最大障礙。 

 

三、國學常識貧乏 

 

  我們可以用前述殷海光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自我殖民」的情結。殷海光沒有留過

洋，但是在「五四意識形態」的壟罩之下，他從不諱言：他對傳統文化中的「玄學」有

強烈的厭惡感。在他看來，新儒家是「不重視知識的，它們大都騰雲駕霧建立大體系」，

韋政通（2011）認為：這可能就是他不容易培養「一個接近傳統的心態的原因之一」（頁

291）。根據韋政通的觀察， 

「海光先生閱讀中國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國學常識也貧乏。在台灣的二十

年，幾乎全是讀英文書。他的書房兼會客室裡，有三架書，其中沒有一本中文

的。臥室裡另有兩架書，一架是英文的普及本，另一架上有些中文書籍，但多

屬時人的作品。這一事實，反映出中國文化在他腦海裡所佔的地位是多麼渺小。

在知識的世界裡，海光實在不大像是一個中國讀書人。」（頁 294） 

 

四、直追西方精神的「雙重邊緣人」 

 

  不懂中國文化，又要寫《中國文化的展望》，難怪胡秋原（1966）會引用孔子的話，

批評他：「強不知以為知」，希望他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智慧。韋政通接著

又說：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在寫給我的一封信裡說：『我在生活情調方面，尚不

脫東方人色彩，然在為學方面早已直追西方精神。』像他這樣一個直追西方精

神的學人，在一生中，除了短期的訪問過一次美國外，全部的時間卻一直生活

在中國的國土上，生活在他最討厭的考據與玄談的學風裡，這不幸的境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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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他學問造詣的一大限定。」 

  用余英時（1991）所提出的「洞穴」比喻來說，殷海光雖然沒有走出洞穴（留洋），

但他卻認為：自己已經走到了洞口，看到了洞外的「光」（直追西方精神），而努力地要

用他「借」到的「光」來對他的追隨者「啟蒙」。結果難免落入「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這是殷海光生命悲劇的根本來源。韋政通（2011）說：「他 1969 年六月在臺大醫院

病房裡見到殷海光時，他說：『我在香港的幾個學生，要印我的文集，可是我有甚麼呢？

我算甚麼呢！純理的工作一點沒有，在《自由中國》的文章，至少有三分之二不必寫的，

我感到很慚愧。』」（頁 306） 

  殷海光過世後，陳鼓應（2020）將他晚年的最後話語編成了一本《春蠶吐絲》。從這

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懊悔出自於他是一個真誠的「雙重邊緣人」。 

 

肆、「科學主義」的知識型 

 

  這是他個人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他固守臺大二十年，他的「真誠」在臺大「培養

了一個新的學風」，根據韋政通的觀察，凡是受過他影響的青年，絕少回到「考據」和「玄

學」的流裡，而是把「經驗、邏輯、認知、解析」當作「追求知識的指標」。用本文的說

法，這種「學風」就是一種「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知識型，其根源在於「雙重

邊緣化」所造成的「自我殖民」。 

 

一、「自我殖民」的知識型 

 

  更清楚地說，在這種學風影響之下的華人學術界，把西方當作一切知識的根源，學

者們讀書，好像是在複製「殷海光的書架」：書房兼會客室的書架「沒有中文的」；臥室

裡的書架，有的是「英文的普及本」，「有些中文書籍，但是屬於時人的作品」。研究生的

養成教育講究的是各種研究方法和技術的「方法論」，卻很少人會去思考有關「本體論」

和「知識論」方面的議題。研究生普遍相信，所謂「科學研究」，就是「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不論出國留學與否，它們都是秉持同樣的信念，完成學位論文。如果有機會擔任教

職，再用同樣方式，教授學生。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壟罩在學術界的「自我殖民」的知識

型，像鐵布衫、金鐘罩一樣，難以破解。 

  我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參與楊國樞教授所提倡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後不久，便察

覺到：這種「自我殖民」的知識型是本土學術難以發展的真正原因。1990 年代，心理學

本土化運動發生路線之爭，有人把問題歸結為「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對立，而開始提倡

「詮釋現象學」。從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來看，胡賽爾的現象學也是主張「極端的經驗主

義」，可以幫助心理學工作者了解他所研究的案主，但對理論建構的工作，卻沒有任何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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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心理學或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方面，仍然耽迷於「拿來主義」，無法擺脫「自我殖

民」的困境。 

 

二、「視域」的羈絆 

 

  楊國樞教授是位極富使命感的心理學者。他年輕的時候提倡「現代化」，1980 年代

以後，開始提倡「本土化」，他對學術的熱忱吸引了許多追隨者。然而，他卻深深受到殷

海光的影響，而篤信「邏輯實證論」。我在臺大讀研究所時，楊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

教授，學成歸國後開始從事有關「現代性」的研究。楊先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寫了

一篇〈從「現代性」到「本土化」：論「個人現代性」研究的方法論〉（黃光國，2002）。

後來又把這篇論文改寫成英文，投稿到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Hwang, 2003），

該刊主編要求他寫回應，楊先生在回應文中表示：這是他在研究所時代所受的方法訓練，

將來如果再作研究，他仍然會用同樣方法（Yang, 2003）。我看完後，不禁慨然而嘆：人

如何可能擺脫「視域」的羈絆？ 

  楊先生過世之後，Louise Sundararajan、葉光輝和我（2020）合編了一本紀念文集，

題為《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邀集了五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從

各種不同的角度，討論楊先生對心理學本土化的主張。我自己也寫了一篇〈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rof. K. S. Yang’s vision of global psychology and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 

（Hwang, 2020）。書中幾乎沒有人認為：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可能達成楊教授「全球

心理學」的理想。 

 

三、學術倫理的斲喪 

 

  更清楚地說，在非西方國家學者風起雲湧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呼聲中，美國心理學

者也已經承認：他們的研究絕大多數是以白人（white）、受高等教育的（educated）、工業

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民主化的（democratic）樣本作為對象，所建構出

來的「怪異心理學」（WEIRD psychology）。如果本土心理學者仍然堅持「實證主義」或

「科學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在理論建構的工作上下功夫，而致力於「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他便很難跳脫出這種知識型的窠臼，從「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僅無法促進知識的增長，而且很可能造成研究倫理的

斲喪。2020 年十月 7 日，臺大心理系邀請蔡孟利教授到系上演講。蔡教授在臺大獲得博

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學術專長為神經電生理，在擔任《科

學月刊》總編輯期間，正好臺大爆發論文造假醜聞，他接到許多消息，踢爆臺大生科院

多篇論文造假，他因此統籌、策畫《科月》，發表相關評論超過 50 篇，創下臺灣科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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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深入分析報導學術倫理的紀錄。事後，他更以學術造假為題材，出版《死了一個研究

生之後》等三本文學小說。 

 

四、論文掛名與學術腐化 

 

  他演講完畢之後，我對他鍥而不捨的精神表示敬意，然後問他：「看過《白色巨塔》

這本小說嗎？」他點頭稱是。這本書的作者是臺大醫生，內容也是用匿名方式，在敘說

臺大醫院中的不倫故事，結果是作者自己離開臺大醫院，根本不能改變醫院中的共犯結

構。 

  我問他：「有沒有注意到論文掛名的問題？」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因為論文掛名並不是造假，《科月》編委會討論後，決定暫

時不予討論。」 

  「論文掛名是臺灣學術界腐化的根源，造假是它所造成的後果，這種情形，在愈好

的大學，問題愈嚴重。為什麼呢？」 

  「我常常講，天底下最容易幹的工作，就是臺大教授，因為學生資質都很聰明。一

個人拿到學位後，不管用甚麼方法，只要能夠在臺大找到教職，就可以開始招來研究生，

要求他們在熱門期刊上找 hot issue，再用依樣畫葫蘆的方式，製造論文。人際關係愈好，

掛名論文出版愈多，愈有可能搶到行政職位，掌握更多的研究資源，再用大包轉小包的

方式，分給扈從自己的教授和研究生。研究生想要得到教授的青睞，當然必須想方設法，

製造 data，來滿足教授的要求。實驗做不出來，只好造假。臺大教授之所以會接二連三

的出事，甚至連院長、校長都捲入其中，道理即在於此。」 

 

五、真、假教授 

 

  「你說論文造假，其實教授也有真有假。一個真的教授一定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

他發表的論文再多，也是萬變不離其宗，想要解決他最關切的問題。相反的，如果一個

教授到處掛名，發表的論文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累積了許多資料，卻不知道他要說些

什麼，看完之後，只會叫人精神分裂。這難道不是假的教授嗎？」 

  正是因為華人學術界這種靠「掛名」而撐起的「假權威」非常多，學術界裡「拉幫

結派」，搞小圈圈的情況也十分普遍。不論是求職、升學、申請研究計畫、或是論文投稿，

都有「黨同伐異」的現象。許多「學閥」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都可能使用諸如「口

蜜腹劍」、「借刀殺人」的伎倆，予以阻撓。這是有心走本土化學術研究路線的人，很可

能遭遇到的經驗，大家心中必須要有準備。 

  有一位研究生在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唸了四年，論文尚未完成，就被「自我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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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學術風氣搞得心灰意冷，而自願退學，跑來當我的研究助理。我看他好學深思，

對中、西哲學都有濃厚的興趣，因此鼓勵他一面撰寫論文投稿，一面再報考臺大心理學

研究所博士班。兩、三年下來，他的論文出版成績不錯，申請入學的研究計畫也寫得有

板有眼，不料在入學口試時，有一位口試委員竟然說他的計畫寫得「太哲學、太宗教、

太抽象」，建議他去考「哲學研究所」！在二十分鐘的口試時間裡，扣除掉研究生報告的

五分鐘，這位委員一個人就占了十幾分鐘。結果當然不問可知。 

 

六、新科博士會唸經？ 

 

  那位研究生落榜之後，我向系上提出了一篇很長的抗議書，質疑這種論點背後的「實

證主義」心態，並且質疑：如果心理學研究所不准探討「哲學、宗教、跟抽象理念」，試

問要如何發展本土心理學？ 

  臺大心理學研究所長安排我跟那位口試委員協商之後，為了避免使那位教授太過難

堪，答應不公開發表那篇抗議文，但要求所方在開學後的第一週，安排我在系上做一場

公開演講，題為「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事後又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今年「楊國樞教授本土心理學研究獎」的申請案件送審之後，有一位管理委員會的

成員發了一封 email 給其他委員：我們系上有位剛拿到博士學位，從海外學成歸國的年

輕教授，他對本土心理學研究很有興趣。因此建議將所有申請案件送給他看一次，希望

能夠做出最「公正」的判斷。 

  我看到這項要求之後，立刻回了一個 email 給所有的評審委員：「我非常贊同這項建

議。但我們千萬不能預設：剛從國外拿到博士學位，對本土心理學有興趣，就一定能對

本土心理學研究做出『公正』裁判。希望委員會在把申請案件送給他評審之前，能請他

先來聽我講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對我的這個建議，那位管理委員沒有再作任何回應，

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伍、兩種「文化系統」的交會 

 

  我為什麼會如此強調「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重要性呢？在我看來，科學哲學是西

方文明的精華，它代表的是牟宗三所說的「形構之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

文化傳統，則代表東方文明的「存在之理」，所謂「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就是要用西

方的「形構之理」，說清楚東方的「存在之理」。我們要想參與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

動」，對於這兩大文化系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否則便很難畢竟其功。 

 

一、鮮明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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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論點。在臺灣推動「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過程

中，楊中芳教授是一位極為用心的學者。她有十分鮮明的問題意識，在她（2001）年出

版的兩本書《如何理解中國人》和《如何研究中國人》裡，詳細列舉了心理學本土化運

動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儘管她對這些問題並沒有提出答案，她對整理這些問題所下

工夫之深，在本土心理學研究陣營中，確實是鮮有人能出其右。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科學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有鮮明的問題意識，

而且有好的問題，一定可以找到答案。楊教授對本土化運動既然有如此鮮明的問題意識，

為什麼她提不出答案呢？ 

 

二、一個中庸，各自表述 

 

  楊教授本人對「中庸」議題極感興趣。在她的熱忱感召之下，臺灣和大陸都有人組

織研究團隊，從事「中庸」相關問題的實徵研究。這類實徵研究結果累積到相當數量之

後，《本土心理學研究》特別組織了一個專刊，請楊教授寫一篇回顧型的論文，由學刊邀

請幾位資深的本土心理學教授提出批判，再由楊教授統整回答。當時大家最常提到的問

題是：為什麼這麼多「實徵研究」對「中庸」的定義都不一樣？楊中芳（2010）的回應

是〈一個中庸，各自表述〉，他說：「再看到各位的評論之後，我深感中庸是個可口的大

餅，可以經由大家以各種方式來吃，啃著吃，撕碎了吃，還是打著滾兒吃，都可以吃得

津津有味。」（頁 164） 

  乍看之下，這個觀點似乎非常尊重「學術自主」或「學術自由」，可是從發展本土心

理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卻大有商榷的餘地。「批判實在論」的科學哲學，旨在整合自然科

學與社會科學，此一學派的健將 M. Archer（1995, 1996）主張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認為：從事文化分析的時候，必須嚴格區分「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和

「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social-cultural interaction）。前者是「由曾經存在之知識菁英

的全集所構成的」，它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後者則是後來的學

者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對「文化系統」的詮釋，它只能說是「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 

  從這個角度來看，楊教授所謂的「一個中庸，各自表述」，其實只是在探討「中庸」

的「文化衍生學」，所以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和楊教授合作，研究「中庸」多年的一

位教授，在一項研討會上，針對參與者對於相關議題的質疑，公開宣稱：「我從來不看《中

庸》！」研究中庸，而從來不看《中庸》，這怎麼可能掌握「中庸」的文化型態學呢？ 

  這跟殷海光「痛恨」傳統文化，而又要「批判」中國文化，又有甚麼兩樣呢？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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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發生至今，已經過了一百年。今年華人社會科學界要想走出「雙重邊緣化」

的困境，一定要對於源自西方的「形構之理」和源自中華文化傳統的「存在之理」有「相

應的理解」。這也是我們成立「思源學會」的宗旨。更重要的是：華人學術社群一定要培

養出「學術辯論」的風氣，尤其是在論文評審、論文口試、或人才甄選等工作上掌握權

力的人，一定要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真誠，耐心瞭解對方的論點，再下斷

言。如果「強不知以為知」，便很可能造成「權力的濫用」（power abuse），這是扼殺本土

學術發展的最大罪惡，凡我同道，須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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