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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本土化的「障」與「展」 

──拜讀黃光國教授大作的感想 

 

葉啟政* 

 

摘要 

 

  將十九世紀以來由歐美主流社會所主導的所謂「現代化」推及學術領域，無論就知

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國史與考古等等）

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來自歐美主流的「舶來品」，可以說是完全被西方

所征服。 

  但是，有鑑於任何知識，尤其有關人之社會與行為者，均是社會產物，受到特定的

文化－歷史質性所影響，有著一定的「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作為後盾。因此，對非

西方社會而言，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反省與批判的對象，乃學術研究需要本土化的關

鍵所在，也正是光國教授長期以來所致力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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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大些年來，光國教授不遺餘力地批判「實證主義」，對「行為與社會學科學術研

究的本土化」（以下簡稱「研究本土化」），不只大力推動，同時也嚴加反思批判，在華人

學圈裡，可以說是聞名遐邇，影響匪淺，後輩受益良多。 

 自從 1979 年在楊國樞、李亦園與文崇一三位前輩領導下展開「研究本土化」運動

以來，已經超過四十年了。以我個人的看法，整個「研究本土化」的進展，進行得並不

如預期的那麼順利，頓挫頗多，可以說是彳亍躓頓。推其原因，其中，有一個因素可謂

至為關鍵，若是無法有效地克服，「研究本土化」終究還是滯礙難行，難以看到明顯的具

體成果。這個至為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呢？底下，我表示一點個人的意見。 

 自從十九世紀西方科技「先進」國家挾持著優勢的「船堅炮利」軍事力量入侵亞非

地區之後，此一科技優勢的影響產生了擴散作用，逐步地觸及社會裡的各個層面（包含

政治、經濟、文化與思想等等），並且滲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裡，對整個社會產生

了幾近全面翻轉性的影響，最終帶來的是今天我們所看到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所謂全球

「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推及學術領域，無論就知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

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國史與考古等等）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

來自西方的「舶來品」，可以說是完全被西方所征服。 

 無論就存有論、認識論或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更別說三者事實上是相扣連著），（特

別是西方的）知識體制是一套嚴謹的系統，在理論架構、認知模式、概念蘊生、方法運

用等等上面，均承繼著具特定歷史－文化質性的典範，以綿密、細緻、且環環相扣的糾

結關係編織組成著。所以，意圖顛覆這樣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嚴謹知識體系，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工程，即使僅僅想做點些微部分的滲透，甚至都不是那麼容易。說來，這是為

什麼，即使已經經過了超過四十年的「研究本土化」努力，我們似乎還是在原地踏步，

依舊處於光國教授所批評的「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殖民」情結的「拿來主義」等等

現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是又缺乏自我反省與批判的機制時，我們的學術跟著西方的

主流學術典範亦步亦趨地走著，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就拿光國教授所提到之當年（1960

年代）殷海光教授在臺灣大學哲學系大力鼓吹「邏輯實證論」，並以之為「科學」的典範、

甚至視為是唯一的「正統」科學典範做為例子來說吧！當時，殷教授就不知道，其實，

與實證主義相抗衡的現象學，也已在美國的學院裡開始萌芽。譬如，當 1930 年代後期

一些「邏輯實證論」者移師芝加哥大學（如 Rudolf Carnap、Carl G. Hempel）時，也是來

自維也納的 Alfred Schutz（雖非直接師承 Edmund Husserl），業已在「新社會研究學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社會）現象學了，並且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顯然的，殷教授不知道有 Alfred Schutz 這號人物與所謂的現象學，所以是如此，乃

與當時臺灣學術界對整個西方之相關學術界的全貌認識不足有關，知道的經常只是片面

的，甚至是間接來自在美的留學生所提供的資訊（我一直懷疑殷先生許多有關「邏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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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論」與他所崇拜的海耶克的知識，可能是當時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林毓生先生所提供，因為他在課堂不時會提及林先生與

他的聯繫）。但是，這只是當時臺灣學術界所顯現的窘境而已。我個人認為，對西方主流

學術風潮缺乏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與習慣，才是更為重要的因素，而這與我們吸收西方知

識時的學習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在 1961 年進臺大哲學系就讀，立刻就修習殷先生教授的必修課「理則學」（即邏

輯學），有機會親炙殷先生的「邏輯實證論」教誨。當時，此論風靡台大，跟隨者不少，

如哲學系助教許登源、數學系助教洪成完與心理系助教楊國樞等人。有一大段時間，幾

乎每幾天的晚上在文學院裡就舉辦著有關的演講，殷先生一定到場。說來，我們這些學

生僅是跟前跟後的傻呼呼小蘿蔔頭而已。令我感到十分弔詭的是，當時，已著迷尼采思

想的陳鼓應（時任哲學系助教兼研究生）與心儀存在主義的牙醫系學生王尚義，竟然也

可以與他們「豁」在一起，蔚成潮流。在我的認知裡，就整個思想的流向而言，尼采和

存在主義，基本上與「邏輯實證論」是南轅北轍，甚至可以說是對沖著的。由此，可以

得知當時臺灣思想界對西方思想的理解程度與態度取向。只要是「新」的（即當時大家

都不知道的），就可以湊合在一起來鼓吹。 

 其實，1960 年代風靡一時的「邏輯實證論」潮只是表現「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

殖民」情結之「拿來主義」的一個例子，可以說是 1949 年後首次呈顯在臺灣學院裡的

案例。就 1949 年後之整個臺灣人文和社會學科界來說，與其將這個思潮看成是影響其

後「實證主義」一支獨秀的重要歷史因素，毋寧的，我倒認為，這是發揚美國之「經驗

實證主義」精神的一個開端而已；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殷先生主導的「邏輯實證論」風

潮，「經驗實證主義」遲早依舊會是主導臺灣之人文社會學科界的主流「意識型態」。理

由很簡單，因為我們的學者不是直接留學美國的，就是間接蒙受美國主流學風庇蔭著─

─美國的學術典範即是代表著整個世界的學術典範。基本上，他們完全漠視自十八世紀

末已逐漸塑型的德國學術界所展現「反啟蒙理性」的典範傳統，其中，批判實證主義科

學觀即是重要的一環。馬克思、尼采、詮釋學等等就是例子。 

 將實證主義的認知模式運用在有關行為與社會現象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是認知

的「自然科學模式化」；也就是說，以研究不具「反身能動性」之自然現象的方法與認識

模式來研究具「反身能動性」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如此一來，最大問題是產生了

Carrier 所詬病之「方法決定論」（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帶來的種種「誤認」。其

中，最嚴重的是忽略了行為與社會現象背後的「意義」（包含當事人的主觀與互為主觀意

義，尤其是歷史－文化意義）對整個研究的重要性。這樣的「科學」觀見諸於美國的心

理學，從 1913 年 John B. Watson 發表《從行為主義者看心理學》（俗稱《行為主義者宣

言》）以來，歷經諸如 Spence、Hull 與 Skinner 等等的加持，立基於「經驗實證主義」信

念所經營起來的認知模式和方法論成為整個心理學研究之不二典範。不只如此，此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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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也擴及社會學。譬如，Parsons 就視其 AGIL 結構－功能論為一種類似物理學之運動定

律一般的普遍理論，可以跨越時空範疇地運用於所有社會都一樣有效。Merton 更進一步

地提出「中距理論」（middle-range theory）來支援這樣之「自然科學模式化」的理論觀。

就在這樣的科學觀的支持下，為所謂的「經驗實證研究」奠定了以「經驗實證主義」信

念的正當性，而這已無涉研究是採取量化或質性的區分了。 

 我拉拉雜雜地寫了這些，其實只有一個用意，那就是：由於行為與社會研究是具經

驗實徵性的現象，基本上，我並不是完全反對運用實證主義庇蔭下的研究方法，但是，

因為研究的對象，特別是有關概念的闡述，涉及到研究對象所處之情境的歷史－文化意

義問題，所以，我們需要面對的，運用西方社會學家的說法，不是單純地「解釋」（explain）

現象，而是「詮釋」（interpret）現象。後者恰恰是依附在「自然科學模式化」之「經驗

實證主義」方法所忽視，甚至予以否定的。無怪乎，四十多年來的「研究本土化」多有

的只停留在套用實證方法，尤其是以具表象性的因果關係觀，探討一些我們社會裡有別

於西方世界的一些「傳統」概念，如孝道、緣份、中庸態度、人情、面子等等。這樣之

「形而下」的研究成果是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畢竟，因為諸如研究策略與方法、思維

與認知模式、乃至理論架構均無法「有意義」地擺脫西方的主流模式，以至我們依舊可

以看到「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殖民」情結的「拿來主義」的影子隱藏其中，以至無

法有更具關鍵性的突破。 

 面對著具有著歷史淵源流長、且體系嚴密而細緻的西方主流知識體系，除非完全予

以揚棄而改宗回歸本土原有的知識經營模式（不管是釋、儒、道或其他），否則，只有

認真地走入漫長的西方知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其主流知識體系進行具「詮釋」性的

「全面」檢視，從其「留白」部分中找出具「迴轉」性的另類出口，讓這分殊出口成為

「研究本土化」的必要認知基礎。光國教授回歸到「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

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來加以反省批判，無疑地是呼應著我這樣的主張。我個人

認為，對「研究本土化」作為一種學術志業來說，這是必要的先行「預備」功夫。譬如，

二十世紀前半葉興起於日本京都大學以西田幾多郎為首的京都學派，即透過（特別是）

龍樹的中觀，直搗西方哲學的要旨，從事著既具批判性又有在地性的思想體系建構。原

有相當大的潛力讓日本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發展出一套有別與西方知識體系的另類認

知模式，可惜，發展至今，依舊未見有任何明顯的成果，可見要顛覆既有的西方主流知

識體系是何其困難。 

 在人的社會裡，一旦慣性認知與行為模式形成以後，就會塑造出一套極具宰制力道

的權力體系，其結構理路所編織出來的網絡，總是既綿密又嚴謹地密佈著，網眼總是小

到令罩在其下的人們感到窒息，而且無奈。回顧這幾十年來臺灣的學術界，情形不就是

如此嗎？各個學門都有一些掌握著具決定性之生殺大權的「學霸」們，挾持著自以為是

的「正確」科學觀，決定著什麼是「正確／不正確」，因而，什麼是該獎賞和不該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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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這樣的學院權力結構下，勇於提出不同意見來加以批判的，不只是被漠視，甚者

加以抵制。因而，敢挺身而出來對抗主流學潮，是令人尊敬的，光國教授就是這樣的學

者，堅持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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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 on Professor Huang’s Reflections on Indigenization 
 

Chi-Jeng Yeh*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whenever the notion of modernization promoted by powerful Euro-

American societies was extended into academic domains, it has exerted overwhelmingly 

dominating influence on non-Western societies. Except for few areas such as the study of nativ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ve history or archeology, almost all the contents of academic 

knowledge systems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have, without any exception, been completely 

imported from Euro-American societies. Yet conventionally,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including sciences) are the product of society and shaped by specific cultural-historical 

qualities, and any kind of academic knowledge is built upon certain philosoph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Thus, any kind of knowledge represents an archetypic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can be traced and must be critically scrutinized. 

Undoubtedly, such a scrutiny is fundamental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at Professor Huang aspired to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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