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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學術綱領的挑戰與存有論模型的外推 
 

張蘭石* 

 

摘要 

 

複數形態（indigenous psychologies）這概念，蘊含盲點的兩極：主流心理學者認為本土

心理學只探究特定族群文化而不具普世性，卻不知其所謂普世性的主流心理學亦只是西

方本土心理學，而所謂跨文化研究常常是以西方文化中的維度來度量東方文化而建構瞎

子摸象般的東方論。在另一極，標舉本土文化心理的學者因為未呈現在深度文化心理機

制中的普世性，於是幾種文化便有幾種本土心理學。因此，黃光國響應 Shweder 主張的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據結構主義以探究文化心理機制，且依分析二元說來汲

引人文學方法以探究文化系統，提出了一個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綱領：以「多重哲學典範」

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他為此綱領完成的核心理論與範例，便是其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與儒家關係主義模型。本文分析其方法論策略，認為可行的步驟是：首先，本土心理學

者先須尋找到本土文化所揭示的人類共同心理機制，從而發展一個對深度文化具詮釋力

的普世性存有論模型，以資後續學者建立存有論承諾；接著，依據上述普世性存有論模

型來詮釋特定文化族群的經驗或文本，定義該文化中的關鍵術語，擴展出具文化特殊性

的存有論模型；最後，憑藉特殊性存有論模型，本土社科學者便能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如此，此科學研究綱領雖已確立，卻面對困境：首先須建立的普世性模型，其權威性、

可信度將備受質疑，尤其心理學家提出的文化心理機制理論必受人文學界難以聚焦的挑

戰；後繼的社科學者難能把握人文學方法，未達人文學專業要求，故所建構的含攝文化

的理論只能依據前行理論的權威性，無法直接與人文學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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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土心理學一詞，有單、複數二層意義。複數意義的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ies＂是基於特定族群文化系統而建構的獨特心理學範式，這複數概念包含了兩

極端：在一極端，主流心理學者認為本土心理學只是有別於普世性、單數的心理科學之

外的特定文化研究。然而，若依其定義，則所謂普世性、單數的主流科學本身亦只是西

方文化的本土心理學；其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只以西方文化系統中的維度來度量其他

文化，從而建構瞎子摸象般的東方論。在另一極端，本土學者堅持文化特殊性，未呈現

不同文化在機制、結構上的普世性，未在存有論上具備普世性，於是幾種文化族群便有

幾種本土心理學，無法真正理論化成為普世性學科。 

單數意義的本土心理學是什麼？除了指一個特定社群的特殊心理學，便是指一種普

世性本土化策略。西方主流心理學在亞洲國家的本土化，一開始僅是術語上、應用範圍

上的調整，而後才深入到認識論、存有論上思考整個理論體系能否對應本土生活世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考者之一是臺大心理系榮譽教授黃光國，他的研究成果不僅證明了

華人本土心理學有著別於「美國本土心理學」（亦即主流心理學）的另一番天地，更進一

步揭橥了本土心理學的普世性建構原理（以「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他新發表的〈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卻是檢討長久以來本土心理學在本

土學術環境中所遭遇的障礙，並提出了迂迴攻克（「從華盛頓回華人世界」，將本土學術

成果發表於西方從而影響本土）與正面迎戰（提倡「學術辯論」）兩種對策。第一種對策，

黃光國（2020）在該文中舉了黃泊凱博士的研究在兩岸無法發表卻在西方一流期刊成功

發表的例子；對於第二種對策，該文則記述了胡適、殷海光、胡秋原之間不成局的辯論，

檢討華人學界的拉門派、做好人、不辯論（黃光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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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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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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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應這「學術辯論」倡議，本文擬就存有論承諾（ontological commitment）（Quine, 

1948）的問題，針對黃光國領導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綱領，略述其所須面對的挑戰。 

 
貳、實證論科學研究典範的固步自封 

 

現代性（modernity）在唯物論潮流上成為科學理性的絕對性發展，成為對傳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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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體性反思的否定。現代科學使人們產生一種共識：理性帶來科學而取代宗教，世俗

化（secularization）是現代化的不可逆趨勢（the more modernity, the less religion）；因此，

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科學（甚至包含哲學）的準繩，凡不基於自然主義便是神學或

是 Ludwig Witgenstein 所批判的空洞玄談，所以學者為了標榜科學性就須迴避形上學與

直觀體悟。於是實證論成為主流科學典範，社會科的各學門都非常重視諸如問卷調查、

行為實驗與統計分析等制式的量化研究方式，不僅蘊含方法學認識論（methodological 

epistemology）的問題，更不曾如人文學、哲學領域般企圖把握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

（Archer, 1988）。SSCI 所收錄的期刊中，高影響因子的大都如此。即使不囿於量化研究

而在質性研究上採取現象學（phenomenology），也仍擱置超越性維度上對終極關懷與終

極實在的哲學探討，轉而研究各種表面現象，將傳統文化信念中的超越性維度重新定義

在人的維度（the human dimension）。 

目前，主流的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期刊，幾乎都局於作為西方主流的各種實證

論科學研究典範，侷限在具有實徵規律（empirical invariance）（Bhaskar, 1975）的瑣碎課

題而難以探討在現象背後的「機制」。所刊載的論文，往往套用主流典範研究法而對文化

心理機制有不當的化約，只是統計分析西方研究典範下的量表施測或行為實驗數據。但

是，針對有限個體所進行的實徵研究，只能表現出社會—文化互動（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卻不能全顯在現象背後作為影響機制的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故在方

法學上犯了社會學家 Margaret Archer（1988, 1995, 2000）所說的「向上概念熔接的謬誤

（fallacy of upwards conflation）」，難以預測本土的生活世界、難以探究本土文化內在結

構、難以銜接傳統文化、難以對接社會人心的核心關懷。 

在〈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中，黃光國指出（黃光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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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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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黃光國對臺灣的社會科學發展的批判，重點並非是研究人力、經費與發表不

夠多，而是深入到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知識型（episteme）」的層面，指出本土

學界隨順西方主流而止步於維也納學派為揚棄玄學而強調的實證論（即實證主義），從

而落於極端，固步自封，忽略了文化中深深影響著人心卻難以完全依賴實徵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的內在結構（underlying structure）。黃光國認為社會科學若沒有從

存有論、認識論層面徹底本土化，單單採取本土案例或對西方範式（例如其心理量表）

進行語言上的翻譯與實用上的增刪，無法真正本土化。 

為了跨出西方實證論研究典範與成果，學者們所進行的本土化也分為應用上的本土

化（語言翻譯，在實際應用上修改；被主流科學所承認，卻邊緣化）與徹底的本土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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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論、認識論層次本土化；往往不被主流學界接受）（關於本土化的廣狹二義，參見楊

中芳，2009），黃光國提出的本土化策略是後者（黃光國，2015）。 

 
參、對機制的無盡假設與探求 

 

黃光國指出「實證主義」的故步自封，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其所謂的

本土社會科學，「本土」指的應該是在歷史傳承中由社會集體形成的，前科學的（pre-

scientific）、既予的（pre-given）生活世界（life-world）（Groom & Fritz, 2012; Husserl, 1970）；

而「社會科學」則屬於「科學微世界（micro-world）」，是一種用來預測生活世界中的現

象的科學建構（Wallner & Jandl, 2006），人們因應各種的需要便建構了倫理、美學與宗

教等各種不同的微世界（Hwang, 2006）。因此，「本土社會科學」是指切實基於「生活世

界」而建構的微世界，而對「生活世界」的強調正是胡塞爾對西方實證論提出的針砭。 

何以邏輯實證論是固步自封的？原因是：為了擺脫西方傳統神學、玄學對科學論述

與研究法的混淆，邏輯實證論乃至後實證論都排斥形上學；然而，結構主義所說「結構」、

現象學探求的「本質」與各種實在論所指的「實在」都是形上的。 

本土社會科學若迷信實證研究法，堅持由實徵來形成理論，便是故步自封。例如楊

中芳針對中國人「中庸」思想的研究，採取「一個中庸，各自表述」的作法，著眼於被

研究個體的個人概念，流於 Archer 所說的「向上概念熔接的錯謬」。 

英國哲學家 Bhaskar（1975）區分了實在本身（the real）、事件真實（the actual）與

經驗事實（the empirical）這三層的存有論域，基於這樣的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而提出跨學科的科學實在論體系，以發生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s）作為科

研的目標，在社會科學上主張基於批判自然主義（critical naturalism）來建構關於現象背

後之發生機制的理論模型。Archer 提出的文化實在論，便基於上述 Bhaskar 的批判實在

論（critical realism）發展出文化的形態學與衍生學，探討文化系統與其內在結構（inner 

structure）。黃光國汲引了 Bhaskar 的實在論，主張科學研究須要對現象背後之發生機制

有所假設、有所檢討，以免無止盡地累積實徵研究數據卻猶如瞎子摸象般不著邊際。 

 
肆、研究主題擴及智慧傳統的新研究綱領 

 

在靶子論文中，這一段黃光國對楊國樞的記述，無疑是對本土心理學的發展最語重

心長的疑慮（黃光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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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後，不禁慨然而嘆：人如何可能擺脫『視

域』的羈絆？」 

因此，為了克服實證論研究的「視域」侷限，黃光國響應 Richard Shweder 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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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心智，多種心態」（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根據結構主義對族群心理的機

制結構的重視，且基於分析二元說（analytical dualism）而汲引人文學方法來探究文化

系統，這便為一個本土心理學科學研究綱領從存有論與認識論上確立了完備的方法論

策略：以「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Hwang, 2014）。 

「多重哲學典範」援引 Archer 的分析二元說，在社會科學的實徵研究法所探究的

「文化－社會互動」之外，強調了需援引人文學方法才能探究的「文化系統」。所以，社

科學者須兼採東、西文化的菁華：藉由西方之長──科學哲學，探入存有論、認識論層

面來洞悉人文社會科學各種舊典範的局限，定位、汲取各典範中的適用成分（理論、方

法與成果）；面向各種文化系統，尤其面向東方之長──心性體悟傳統，藉上述的存有

論、認識論而分析、建構出深入心性機制的更具普世性的存有論模型（ontological model）。

這便是一個本土心理學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Lakatos, 1968）

的確立。 

吾人只須保持實證論（尤其後實證論）的省思而不混淆科學於神學，卻不須故步自

封，應基於生活世界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Gadamer, 1997），而進行學科間

乃至文化傳統間的整合發展（即科學微世界之間的「存有論外推」，解釋於本文下節）。

首先（或許經由現象學先驗還原，或直觀體悟各文化世界觀與終極實在），須有建構於各

文化系統的形上記述之上的普世性存有論模型，此為人類心理機制的普世性理論模型；

接著，基於普世性模型，便能汲引人文學方法來分析特定文化而建構具文化特殊性的存

有論模型；最後，憑藉特殊性存有論模型，本土心理學者便能實現黃光國的認識論策略

而建構可以付諸實證研究的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黃光國為這策略完成的核心理論

與範例，便是自我曼陀羅模型與儒家關係主義五常模型（Hwang, 2006），而在此綱領中

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的典型例子，便是夏允中從無我理論（Shiah, 2016）開始的一系列

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然而，就如黃光國在這篇靶子論文所說（黃光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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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國的倡議，不但要求社科學者要具備科學哲學素養（但科學哲學課程目前卻幾

乎只在人文學院的哲學系開設），甚至要求社科學者能足夠認識所研究之文化中的人文

經典（尤其是心性修養實踐傳統）──除了熟悉社會科學方法還必須能操作人文學的經

典研究法，回溯古代文化菁英的視野以期掌握本土文化系統。這挑戰，在當前，似乎是

「不可能的任務」？ 

另一個關卡，是新研究綱領須先具足其理論硬核的公信力。 



31 
 

 
伍、從存有論模型解決不可共量性以兼採不同典範 

 

對於黃光國所倡議的「多重哲學典範」，現象學心理學家李維倫（2015）曾提出一

個最重要的質疑： 

「由於不同科學哲學典範有不同的本體論，即對實在的看法各個不同，因此研

究者很難在不同典範間遊走而不感到自相矛盾，所謂的彈性運用也就會常常使

得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出現在知識論上不相容的論述。」 

上文精確地指出了「拼裝典範」之弊。本文認為，在當代科學哲學思潮中新維也

納學派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以「外推」（strangification）作為科際整合

的知識論策略，便面對了這問題；而其中沈清松提出的「存有論外推（ontological 

strangification）」將 Fritz Wallner 的科際整合策略發展在文化格局的擴展上，正可解決

上述問題。 

當一個科學典範（或哲學、教義系統）微世界（micro-world）能「外推」到更多

不同的微世界，就能開拓其解釋力，就更具有普世性。當學者能從自身的存有論模型

外推，體會其他典範中的終極實在，便能建構共通的存有論模型，解決不同典範間孔

恩（T. S. Kuhn）所謂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從而切實發展宗教對話與

本土社會科學。 

 
陸、存有論模型的建構所不能迴避的公信力問題 

 

本文第四節所述「建構於各文化系統的形上記述之上的普世性存有論模型」，操作

上包含從文化特殊性到普世性，再從普世性到文化特殊性的詮釋學循環：先依據一個具

可信度的普世性存有論模型來分析各文化系統，建構出文化特殊性存有論模型，再依據

不同的特殊存有論模型來檢討原先依據的普世性模型；修正後的普世性模型，又可再用

來重新檢視各文化系統，如此循環進行詮釋。 

此處須補充解釋「存有論模型」這概念。為了討論各種宗教（尤其印度宗教）中對

真實實體（real entities）的觀點，印度哲學家 Bimal Matilal 使用西方哲學術語「存有論

（ontology）」來指陳各宗教中關於「有何存在」的理論（theory of “what there is”）（Matilal, 

1977, p. 92）。在尋找關於「有何存在」的共識時，人們已經在建構關於實體之間的關係

的模型；這些建構於哲學學門中的存有論模型，可以在各種學門中作為理論發展的框架。

一個較好的存有論模型，是可以支持各學門中更多理論的模型。在哲學領域（Willard van 

Quine, 1948）與資訊科學領域（Gruber, 1993），一個存有論模型是藉由其中各種範疇

（categories）、實體（entities or kinds of entity）、理念（ideas）與事件（events）之間的

關係與性質來定義它們。建構一個存有論模型的目的，包含整合、分享知識，支持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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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達成存有論承諾。當學者引用一個理論或模型的時候，已經承認了該理論模型所定

義的實體；在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時，存有論承諾意味著一致地使用由存有論模型所定

義的詞彙。 

黃光國用來作為其新的科學研究綱領的「關係主義的五常模式」、「自我的曼陀羅模

型」，便是其後許多本土社會科學學者在理論建構時的存有論模型，亦即新的科學研究

綱領的硬核（hard core）（Lakatos, 1968）。對於黃光國所提出的模型中的那些有明確科學

定義的形上學實體，其他學者顯然可以較容易地達到存有論承諾，從而基於此普世性理

論模型來發展文化特殊性理論模型，作為新的科學研究綱領的「輔助假設（auxiliary 

hypotheses）」（Lakatos, 1968）。例如論述「我」、「仁」、「義」與「至善」的學者可以明確

地採取與黃光國一致的術語定義；基於已有的理論定義，還能進一步以「存有論外推」

而將其他文化系統中的重要概念理論化，例如夏允中基於「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發展出

「無我」的心理學定義（Shiah, 2016）。 

相反的，若不依據此存有論模型，由於經典詮釋的歧義，一百個學者可能採取一百

種對「我」、「仁」、「義」與「至善」的定義。 

所以，對於本文質疑的「不可能的任務」，似乎只有一個迴避路徑：為了避免本土社

科學者對於人文經典的學養不足或公信力不足，社科學者對於關鍵性的文化概念（例如

前例中的「仁」、「義」與「至善」），可依據前行權威學者所建構出的普世性存有論模型，

以之分析特定文化系統而發展出特殊性存有論模型，再形成含攝文化的社科理論。前行

與後繼理論之間有存有論承諾，採取一致性術語定義而避免各自為政不成科學。 

在建構某種文化心理學之普世性存有論模型時，以及在擴充前者而發展特定文化的

特殊性存有論模型時，學者如何能做到對各文化系統之最核心、最高層面的存有（entities）

的先驗還原、本質直觀或洞悉領悟？先行者必然會面對一個質疑：你憑何提出這理論模

型？當對最核心、最高層面之存有的覺知已經在那些文化系統中被神聖化甚至特權化，

被認為是一種心靈至境，那麼一個學者（而非「教宗」、「主教」、「法王」、「上人」）的描

述可能難以被承認，難以被後繼學者承襲。諷刺的是：即使提出了萬有引力、相對論這

麼偉大的洞見，牛頓與愛因斯坦都沒被譏為神諭教主，這就是因為不涉及文化系統最核

心高層的神聖名詞，沒踩特權禁區；完成了儒家思想與禪宗自性思想之理論化的黃光國，

卻須承認其對儒家關係主義研究綱領的倡議，在本質上無異於宣教。 

 
柒、結語：新研究綱領所面對的挑戰 

 

黃光國響應 Richard Shweder 而主張，本土心理學的探究應該兼及普世性的人類心

理深層結構與文化特殊性的特定族群心理機制，這便須博引結構主義、詮釋學、批判理

論等人文社會科學典範，於是為一個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綱領確立了完備的方法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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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綱領既已出現，便有了大量有待建構的課題。在黃光國提出「儒

家關係主義」、「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後，點出的待建構空間，比已建構空間浩瀚得多。

黃光國及其後續學者要轉化傳統文化為「後現代智慧」（黃光國，2014），就須把研究策

略說明得更清楚、更實用，且以成果來回應「黃光國難題」（陳復，2016）。尤須說明四

個面向（張蘭石，2019）：一、「文化系統」的陳述，能否足夠精確、完整而具公信力？；

二、能否付諸實證研究而推進研究綱領的發展，促成典範轉移？；三、所提出的含攝文

化的理論能否讓其他文化的人們於生活世界藉由視域融合而體會到？；四、能否達到科

學微世界的存有論外推，且充分填補「輔助假設」以證明這研究綱領優於其他現有研究

綱領？如何藉由異例來客觀修正其理論保護帶，乃至檢討整個研究綱領？ 

第一面向攸關文化系統的傳承，只能在未來世代評斷；其他三個面向涉及了後實證

論、現象學、結構主義與建構實在論等科學哲學的課題，與其說是黃光國難題，不如說

是黃光國交給有志學人的課題。科學論證的微世界與心領神會的生活世界能否相印互明，

其實是古今哲人求解的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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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of Indigenizing Academic Programs and Extrapolating  

the Ontological Model 
 

Nam-Sat Chang* 

 
Abstract 

 
The plural form of the concept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entails the two extremes of a blind 
spot. At one extreme, mainstream psychologist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ndigenous psychology 
only explores the cultures of specific groups and hence does not bear universality. However, 
they are in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the presumably universal mainstream psychology is nothing 
but a Western form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that the so-calle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s 
often like the Chinese idiom of “blind men feeling an elephant, where orientalism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dimensions of Western cultures to measure Eastern cultures. At the other extreme, 
indigenous psychologists have developed multiple form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alongside 
different cultures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universality of deep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erefore, in response to Shweder’s proposition of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Kwang-Kuo 
Hwang's approach to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s based on structuralism. In addition, 
drawing on humanistic methods that are based on analytical dualism, Hwang examined cultural 
systems and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for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nstruct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with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he core 
theories and paradigms he constructed for the program entail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and 
the Confucian Relationalism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zed his methodology and strategies, and 
suggested the following feasible steps. First, indigenous psychologists should find the common 
huma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revealed by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further develop a 
universal ontological model that is interpretive of deep cultures to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ontological commitment by subsequent researchers. Next,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universal ontological model, indigenous psychologists can interpret the experience or texts of 
a specific cultural group, and define the key terminologies in that cultur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ontological model that is cultural specific. Last, on the basis of this extended model, 
indigenous social scientists may construct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Even so, despi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researchers will be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First, the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universal model that is established will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n particular,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orie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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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sychologists will certainly b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from the humanities community 
due to difficulties in reaching a consensus. In addition, failure to master or understand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may render succeeding social scientists falling short of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of humanitie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ed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can only rely 
on the authority of previous theoretical models rather than engage directly in dialogues with the 
humanitie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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