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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修昔底德陷阱」：關於學術殖民與本土化問題的一些反思 

──黃光國〈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讀後 

 
林安梧* 

 
摘要 

 
本文旨在針對黃光國教授〈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及其相關論題，展開反思。

對於學術殖民、文化的自我殖民提出批評，並探求如何才能真正的本土化。進一步，由

此本土化尋求邁向文明交談與對話之可能。首先，由黃光國式的戲謔、反諷下，反思學

術殖民的嚴重性，連帶表述臺灣文化的特性。進而指出這裡潛存著難以去除的「外力性

主奴意識」。接下去，檢視了「誰才是本土化的障礙」，並深入胡適之所謂「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在方法論上的嚴重問題，揭示科學哲學所提否證的重要性。最後指出在新

冠狀病毒肆虐之後的人類文明，必須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由對抗轉向交談，文明互鑒，

共生共長、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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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黃光國式的戲謔、反諷下的反思及臺灣文化的特性 

 

  黃光國教授 1最近寫了一篇〈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他深切地對所謂學術

的「自我殖民」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值得重視。這篇文章的主要立論方向，是朝向於學

術的本土化，以及主體性的建立。這大方向是我們大家所共認的，我想就他所提出的一

些點來進一步討論。首先，我以為黃光國在行文過程中，有些太過簡略，需要補充，需

要辨正，需要釐清。至於，他的大方向，我是肯定的，但我還是樂觀的，因為所謂的學

術本土化，是一直進行著的。可能他參與到的學術社群，是極端西化，甚至是毫無本土

的主體性的，所以他會有這麼嚴重的感慨。其實，總的來說，很重視學術本土的主體性

的學術社群也不小。 

  他這篇文章雖是論文，卻帶有隨筆趣味，格外親切，首先他從幫黃泊凱博士，撰寫

序言，並告知他要迂迴繞道，只要在國外期刊用英文發表了幾篇文章，也就可以證明自

己的學術能力了，也因為國際化了，也就有學問了。黃君果真這樣做，也就一帆風順了。

黃光國一方面對這事說的有點戲謔，他同時也說自己就這樣在國外期刊發了兩百多篇文

章，又同時幽了自己一默。當然，黃光國並沒有因此滿足於「被殖民」的喜悅，他反而

對於這種被殖民後的快感轉為一種深沉悲哀的反思。這是可貴的。但我以為這種反思，

在臺灣進行了至少四十年了，甚至一甲子六十年了。只是我們想要問的是，何以這樣的

學術殖民，更嚴重的是自我殖民，還是嚴重的不得了，這原因何在呢？這一方面，有意

識形態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緊挨著這意識形態而造就的體制、制度、結構性因素 2。正

因為這些因素，使得臺灣，乃至大陸以及全華人世界的學術殖民很是嚴重。 

  說真的，輓近這二十年，特別這十多年來，臺灣這學術殖民的嚴重性比大陸還嚴重

多多。大陸，主要因為人口數量大，而且隨著經濟發展，軍備武力強化，已逐漸成為大

國、強國，他已然進到世界史的核心地帶了。他勢必得找尋自己的主體性。大陸的教育

部、科技部等十三個部門在 2019 年，正式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 2.0，全面推

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如何之為「新」，內容當然不少，但說透

了，就是要找回自己的主體性。用很政治的語彙來說，就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就這幾個「新」（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最值得

注意的是「新文科」的建立 3。比較弔詭的是，我每次與朋友談起這些自信，很多學界

 
1 黃光國，臺灣大學心理系榮譽教授、國家講座教授，以下依一般學術習慣，直呼其名。其餘亦同。 
2 關於此，我曾在給陳復最近的新著《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寫的推薦序裡，對於這段知

識史、精神史，做了許多闡釋。請參見林安梧〈辨正與批判：本土社會科學自我批判的精神史意義〉，此

文刊於，2021 年，《鵝湖》，第四十六卷第八期，第 548 號，頁 58-64。 
3 關於此，據報上所載，中國大陸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

作會議在山東大學（威海）召開。會議研究了新時代中國高等文科教育創新發展舉措，發佈了《新文科建

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請參見北京《光明日報》對王學典的專訪〈從「分科治學」到

「科際整合」〉，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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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總是帶有冷嘲熱諷式的訕笑。臺灣學界、知識界對於所謂的主體性，只要是出自

中國大陸，就有許多人發噱，他們總以為那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極權組織怎麼會有主體性。

許多人誤以為主體性一定得建立在個體性上才可能。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姑且不論，大陸是不是還是那麼的集體主義式的極權，但他繼續改革開放這可是不

爭的事實。他強調要回到自家傳統來樹立主體性，這也是大勢所趨。更何況，經由新冠

狀病毒的肆虐，再加上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的粗暴執政，選舉敗戰之後

的種種亂象 4，作為上邦大國的美國已然光環不再！不過，從民國初年以來，外力型的

啟蒙者扮演著極為重要的戲分，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常態。不過，也不是果真大家都那

麼地沒有主體性，其實，追尋自己文化主體性，展開努力的學者也不少，只是常被輕忽

而已。因為在外力性的強控之下，這些追尋文化主體性的學者，早就被擠壓到邊緣，甚

至被輾壓在路上，成為碎片了 5。 

  不過，臺灣畢竟有著獨特的民間傳統，這起因於它早年遺民以及移民的傳統，在天

高皇帝遠的處境中，甚麼都是民間自己搞成的 6。臺灣早年的墾首，基本上是由墾民間

在自然狀態下產生的。再者，滿清在甲午戰後，乙未割臺，臺灣割讓給了日本，直到一

九四五年，才重回中華的懷抱。日本統治臺灣有五十一年之久，臺灣雖然如丘逢甲詩句

說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7，臺灣在政治上從一八九零年起，成為日本

的殖民地。儘管，「孤臣無力可回天」，丘逢甲、唐景崧的「臺灣民主國」撐不了多久，

失敗告終，他們只好西渡返回了大陸 8。不過，在地的臺灣人民，多數還是有著漢文化

正統的堅持。他們「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臺灣一直保留著漢文化的傳統。

臺灣的民間土壤，一直是有其自己的主體性的。這主體性是緊連著中國的，可不要忘了，

 
4 美國國會 7 日進行總統大選結果認證程序，但在 6 日示威的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一度佔領眾議院議

場。甚至，導致流血、死亡，這使得美國的民主蒙塵。 
5 其實，五四運動之後，南北學術各有差異，北方多為反傳統主義派所主導，南方的學衡派則較為中和，

繼承著張之洞以來「中體西用」的路子。後來，慢慢南北交流，有了些土洋結合的成果。如：馮友蘭的《貞

元六書》、熊十力《新唯識論》、金岳霖《原道》，都可以看到是有些成果的。只是後來，一九四九兩岸分

治以後，大陸陷入嚴重的意識型態鬥爭之中，文化大革命幾乎人而不人，既有的學術成果幾乎徹底被毀

損，一切得重來。港臺海外學人得以倖免，在花果飄零下，尋求靈根自植，此真乃邀天之幸也。八零年代，

大陸開始改革開放，華夏文明開始迎來新的生命機運，港臺的學術與文化起了相當的作用。 
6 就某個意義來說，東方受到漢文化傳統影響的政治社會共同體一直是「自然狀態」、「社會狀態」交結在

一起的。就是到了已經現代化的社會，他仍然如此。臺灣更是如此。關於自然狀態、社會狀態，我這裡採

取的是洛克的區分。請參見林安梧〈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的締造：對洛克政治哲學兩個基礎性問題之理

解與反思〉，收入林安梧《契約、自由與歷史性思維》第一章，頁 1-20，1996 年，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

司。 
7丘逢甲〈離臺詩六首之一〉：「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迴首河山意黯然」。

收在余美玲、施懿琳、吳東晟等編著，《臺灣漢詩三百首》下冊，頁 413，2019 年，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出版。 
8 「臺灣民主國」是 1895 年甲午戰敗，該年 4 月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與周邊島嶼割讓予日本；

臺灣住民強烈反對，臺灣巡撫唐景崧及劉永福等在該年 5 月 25 日宣布建國，歷時 150 天，終究敵不過日

本，而告失敗。臺灣民主國是臺灣住民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牽制日本統治而建立的，由年號定為「永清」便

可看出其本質上奉清朝為宗主，並闡明當獨立事成後（驅逐日本人）將回歸清朝統治。請參見網絡上資

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0%91%E4%B8%BB%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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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時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年號就叫「永清」。在心意上，與大清國的紐帶，是連在一

起的。記得老一輩的臺灣人，有幾位名字就叫永清，這名字他的確有著特殊的意義。 

  在臺灣，民間的華夏文明（大漢文明），力量很大。臺灣、中國大陸他是一個連續體，

儘管政權有別，但他本來就是一個整體。講的閩南話、客家話都是古漢語，古代漢文明

深蘊於其中。祭拜的神明，媽祖、關公、王爺、三太子、王母娘娘、玄天上帝、開漳聖

王，……全數來自中國大陸。道教、佛教，以及早就在臺灣生根的書院儒教傳統，也一

樣全數來自中國大陸。歌仔戲、布袋戲，後來再傳進來的京戲、崑曲、豫劇，當然也來

自大陸。說真的，臺灣民間的主體性，與中華主體性本來就是一體的，從無一日或減。

在現代化的過程裡，他正有創造力的，在彼此交談的狀況下，互動融通、轉化創造，而

有著非常亮麗的成績。從楊麗花、葉青，到唐美雲的歌仔戲，從黃海岱、黃俊雄、黃文

擇，幾代下來，虎尾黃家的布袋戲，可以結合著電子媒體，遠銷全世界。人間佛教，星

雲法師的佛光山、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聖嚴法師的法鼓山、惟覺法師的中台山、心

道法師的靈鳩山，還有從中國大陸傳入的一貫道，其組織深入民間，而且遠拓海外，這

都是臺灣中國所構成的不可分的連續體，他們都有著自己文化的主體性 9。 

  不要小看這些傳統，他們生於底層，他們卻是接地氣的。他們不限制於底層，他們

可是接地氣、通天道、入本心的。他們為臺灣承繼著大漢華夏文明與現代化過程，起著

良善的交談作用，並締造了臺灣的文化奇蹟。這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融通之後的偉

大成果。我的祖先來臺灣已經超過兩百五十年，我屬來臺的第八代，從漳州平和林家，

到臺中阿罩霧林家。我從小習慣於耕讀的傳統，對於民間文化可以說是一種無意識的基

因，早已深植。我深刻的體會到，臺灣正秉持著中華文明朝向世界的。從七零年代興起

的校園民歌、林懷民的雲門舞集，他們對於如何本土化是用心的，他們得力於台灣底層

文明、大漢民族的意識，看似沒有我前面所述的來得深厚，但無可懷疑的，他們的文化

集體意識的基因，與傳統的布袋戲、歌仔戲，還有宗教信仰、民俗傳統、書院教育卻是

連結在一起的。 

  正因為這些自小而有的記憶，文化心靈的積澱，我很年輕的時候，儘管我就讀的臺

灣大學哲學系是充滿著西化的氛圍的，臺灣大學是反傳統的大本營。但這往往反而強化

了我深切的，對中國文化傳統，起了一批判與反思，而起著另一獨特的自覺，我在八零

年代就充分的自覺到要做「哲學的自耕農」，不做哲學的買辦 10。當我愈益深入經典的

講習，我愈益發現中國古聖先哲的運思能力是極為深刻而獨特的；只是我們不是以話語

為中心的，而是以存在為本位的，我們是圖像式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 11。詩興的思考

 
9 以上所述，請參見林安梧〈台灣精神現象的一個哲學考察：九○年代台灣思想發展概況〉，文刊於 2000
年 9 月，鵝湖月刊 303 期，頁 37-46。 
10 這主張多次提及，請參見林安梧《教育哲學講論》〈序言：後新儒家哲學思維向度下的教育理論〉，頁

iii，2000 年，臺北：讀冊文化事業公司。 
11 關於這方面，可參看林安梧〈中國哲學研究的「話語」與「方法」：關於「經典詮釋」、「生活世界」及

「本體探源」的深層反思〉，收入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秘書處編《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學術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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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特點，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的文明發展。 

  我們的文明遲滯，不是我們文明的本質如此，而是滿清統治，先盛後衰所造成的。

之所以先盛後衰，和他整套不適洽的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曠觀中華文明，我常和很多

朋友說，截至目前為止，就文學理論來說，劉勰的《文心雕龍》還是首屈一指的。就哲

學論辯來說，一篇莊子《齊物論》，還是可以拔得頭籌的。要讀懂王船山哲學，難過要讀

懂黑格爾的哲學。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有許多人誤認為中國人是不會持論的，是不會思

考的，或者中國人的思考是不及於西方人的，我一直以為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在「主奴意

識」的格局下才會做這樣的思考。 

 

貳、關於外力性的主奴意識 

 

  早在三十年前，我寫過一篇長文叫《台灣中國──邁向世界史》12，中間有一段就

反思到學術的本土化的論題。我是這麼寫的，茲引證如下： 

「貳、洞察世界史的契機，摔脫雙重的主奴意識是台灣當前的首要課題。惟有克服了主

奴意識才可見其自身才得受記於上蒼（上帝）」13。甚麼是「雙重的主奴意識」﹖第一重

主奴意識是歐陸及美洲的世界史中心支配所成之意識形態。籠統的說是一「外力性的主

奴意識」，另外，第二重主奴意識則是長久以來中國獨統說的母體嚮往所成之意識形態．

籠統說是內力性的主奴意識。」14 

  黃光國所反思的，應該是我這裡所說的「外力性的主奴意識」，至於內力性的主奴意

識，則有所未及。關於「外力性的主奴意識」，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15： 

  「外力性的主奴意識長久以來使得臺灣（及中國大陸）的文化心靈意識結構產生一

個極為嚴重的後果．這個後果是伴隨著社會經濟風俗等一齊展開的。最為嚴重的是我們

只是做為一個接受體，我們是一個乞食者，我們竟喪失了創造力及生產力。」所謂「我

們祇是作為一個接受體，我們是一個乞食者，我們竟喪失了創造力及生產力」。這一方

面與臺灣的歷史情境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大家對此歷史情境的理解不夠，或者說大

家缺乏真正的歷史所致。「臺灣」長久以來，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身分，沒有自己認

同之主體，因為它起先是政治上的化外之地，島夷海寇居之，後是荷蘭的殖民地，而後

又作為明鄭所據之一隅，終為清之版圖，仍屬邊陲；又於甲午戰後，割讓日本，達五十

 
（第一輯），頁 7-19，2018 年，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2一九九零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台灣──邁向世界史〉為題，連續四期，發表在臺北：《鵝

湖》181-184 期。後來收入《台灣、中國：邁向世界史》，1991 年，臺北：唐山出版社。 
13 請參見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第四章，頁 67，1998 年，臺北：台灣學生書

局。這段言論，最早是在一九九零年寫成的〈台灣──邁向世界史〉發表的，後來，又衍伸成《台灣哲學

的貧困及其再生之可能：對於《台灣、中國：邁向世界史》論綱「貳、參」的再解釋，即此處所引用者。 
14 前揭書，頁 68。 
15 以下所述，由《台灣、中國：邁向世界史》，第一章，「貳、一一」到「貳、一六」，頁 8-14。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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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久；一九四五年至今則為國民政府所在。明顯的，長期以來的歷史經驗，使得它

淪落為「亞細亞的孤兒」。但奇詭的是，這個長久以來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作為「中

國文化的棄兒」的臺灣，竟必須擔負起中國文化的責任，亦必須擔負起世界史的責任。

這正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周」，其始祖「棄」之為棄兒，卻必須擔負起中國歷史之關鍵

性的起點之任務。不過，現前的臺灣仍處於一個接受體及乞食者的境域，這是任何有識

者所不願、所不忍的。這不願、不忍正是迴返主體性及同一性的動力。這樣的不願及不

忍剛好脗合了世界史新的契機，因而它有了新的可能。 

  更具體的說，由於我們喪失了真正思想或哲學的創造力及生產力，於是我們並未能

真正去操作所謂的概念．因為概念不只是個工具，它是一個由我們生命之反思而得的東

西，這個反思是用來說明自己身分的．正因如此，許多人以為概念只是工具，如此看法

顯然是將概念與我們的生命疏離了。一個與概念疏離的生命是不可能進到理念的階段．

它只能以一種極為粗淺而浮面的感性方式存活於乞食及接受，它不可能具有生產力及創

造力。只有理論而沒有生命之實感，正如同一棵無水可灌溉而枯死的樹苗。 

  這裡所強調的「概念不祇是個工具」，這樣的提法是值得注意的。概念不祇是個工

具，但概念卻有作為工具身分這個層次者。臺灣當前學界極大多數人將概念與生命疏離

開來，而將之視為工具，也因如此而引起另一個對立面──強調當該追求生命的直接感

通，而此勢必得拋棄概念之言說，而代之以日常之語言。事實上，「概念工具論」及「生

命直契說」是作為對立面的兩端這樣的一對「孿生兄弟」，都可見臺灣地區哲學、思想

或人文的貧困。 

  因為這種貧困狀況，使得那些作為「理念層次」的言說系統變得抽象而空洞，再加

上政治性的言說系統之宰制，使得理念層次的言說系統其抽象化、空洞化益形嚴重。概

念層次的言說系統原是作為日常生活之感取系統及理念層次的言說系統之中間的溝通

者及調適者，這層次一旦被工具化則使得理念層次的言說系統抽象化、空洞化，使得日

常生活之感取系統變得粗俗化、俚野化。此即所謂的「教條式的空洞理念」及「現實上

無明風動的感性」之一體兩面，同時具現。這種具現情形俯拾皆是，如廟會時，於神明

前大演脫衣舞，正是一斑。 

  沒有進到理念的境地，那種生命的現實仍然只是無明風動的感性．這時所謂的哲學

應是一種懷疑與虛無，臺灣的哲學界似乎能免於這種懷疑與虛無，但是因為他們被一種

學院的圍牆包裹著，學院的圍牆包裹著黨派的利益．在黨派的利益下大家啃噬著知識的

死屍，卻津津有味的宣稱著它的芳香，一個連芳香與死屍都能關連起來的哲學，那是比

懷疑及虛無還惡劣的哲學。因為懷疑及虛無雖無生產力卻有流產力，而這正是邁向重新

懷孕的可能。至於我現在所說的這種，那是胎死腹中，可憐！或者根本是不孕症．在外

力性的強暴摧殘之下，它變成不孕的婦人．竟然它宣稱懷孕是上帝對人的責罰。唯有不

孕才能不停的做愛。值得注意的是，一個被強暴多次的純潔少女是可能變成不自覺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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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的，這是一件極為悲哀的事情，思之慟心！ 

  這裡所說或嫌過激，但卻屬實情。事實上，臺灣當前的哲學研究，要不停留在「文

獻」的耙梳上，便是簡介，而且極大部分是趕西方的時髦，祇是作為整個世界體系的邊

陲之應聲蟲而已，甚至連應聲蟲的角色都扮演不起。大體說來，人文、思想、及哲學的

研究約有三個層次，一是「收屍者」，二是「收養者」，三是「生育者」。「收屍者」

是將之視為死的研究對象，加以整治、清洗、粉飾一番，而後置入一棺材之中，然後領

取收屍及整治的費用。「收養者」則比「收屍者」高明的多，他雖無懷孕、生產的可能，

但卻具有養育的能力，因而可以認養別人所生產的小孩。問題是收養的工作極為艱辛，

不易完成。無堅強之忍受能力，勢必棄養，由於棄養，徒增更多未成年的死屍。這即便

是所謂的「知識的嬰靈現象」16。再說之所以棄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是因為臺

灣的學界之中，有些人雖能免於「收屍者」而進於「收養者」，但他將其所收養的視之

為「小寵物」，過了一段時間小寵物便夭折了，這時祇好收養新的「小寵物」。在臺灣，

思想的生育者極少，縱或有之，亦被學術界視為異端。 

  在一個長久沒有人懷孕及生育的國度裡，一旦有人懷孕應是可喜可賀，但卻易遭來

白眼，甚至被視為怪物；因為思想之不孕一旦成為學院的共識，並經由此共識而建立起

一套宰制性的規範，任何有懷孕跡象皆可能被強迫作「思想墮胎」，於是在這樣的「人

工流產」下，製造了更多「早產的死屍」。事實上，思想的生育者、收養者、及收屍者

這三個階層都極為重要，但問題是所謂的「收屍者」要界定在於清理、釐清這個工作上，

而「收養者」要界定在於思想的傳宗接代上，至於「生育者」之界定在為了思想的返本

開新，勇猛突進上。在一個沒有生育者或生育者太少的思想國度裡，必然會產生主體性

及同一性危機的；而長期以來，習於收養者之角色，勢必喪失了「生育之能力」；長期

以來習於收屍者的工作，勢必誤以為死屍之芳香，而且誤以為死屍是活物 17。臺灣的思

想界之無懷孕及生產之可能乃肇因於外力性的強暴摧殘所致，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不

過歷史的契機似乎已將之帶到一新的轉捩點，祇望那轉捩點的到臨。 

  「方法上的懷疑」及「本體上的虛無」乃是揚棄既往以來「黨派利益」圍牆的強大

動力，它的根本動源則來自於少數的秀異分子及廣大的民間社會所支持的力量。這可能

是一漸進的思想體制內改革，是由「黨派利益」蛻落下來，而突顯一「黨派性」，由於

黨派性而有真實的鬥爭與辯證 18。儘管由此蛻落下來而突顯的黨派性仍祇是消極性的，

其展開的鬥爭與辯證否定性的居多，肯定性居少。但這種「否定性的辯證」卻足以激濁

揚清，而使得哲學的概念性反思活轉過來。19 
 

16 關於此，我後來又多所衍義與討論，請參見林安梧〈對於台灣當前幾個通識問題的哲學理解：「知識」

與「權力」：一個哲學治療學的觀點〉，1999 年，《通識教育季刊》，第六卷第二期，頁 5-6。 
17 請參見卜問天〈思想的蘆葦：知識、廢銅與死屍〉，1990 年，臺北：《鵝湖》，179 期，頁 57。 
18 請參見卜問天〈論「黨派性」及「黨派利益」之區分〉，1989 年，臺北：《鵝湖》，166 期，頁 52-53。 
19 相關的反思，大體在九零年代到世紀初，那也是臺灣知識界極為蓬勃，而且仍未陷入黨爭的年代。這

些文章多半收入林安梧《台灣文化治療：通識教育現象學引論》，1999 年 1 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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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本在上一波的有關外力性的主奴意識的反思裡，已經有了些調節。伴隨著兩

岸的解凍、解封，大陸在改革開放中，雖然有一九八九年的動盪，但畢竟挺過去了，鄧

小平兩次南巡講話，還是堅持著改革開放的路徑。臺灣幾乎成為大陸青壯學者們所衷心

嚮往追尋的「民國風」的理想版。臺灣也在「國家統一綱領」的指針下，穩步前行。一

九九二年，辜振甫、汪道涵的會談，形成了所謂「九二共識」，兩岸一時之間，好像有可

能逐漸接近，並共存共榮。樂觀者以為臺灣就是中國文明未來發展的燈塔，當時臺灣作

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步履，正也如火如荼熱烈的往前邁進著 20。 

  沒想到九零年代中葉，臺灣開始變了調，追求臺灣本土政權的國家主體性，被搬上

了歷史舞台。在臺灣戒嚴時期，台獨是叛國者，他不但不能做，也不能說，甚至是不能

想。到了九零年代中葉，他居然逐漸浮上檯面，先經由「獨台」的聲音，後來逐漸進到

歷史舞台的焦點之中。由於李登輝的操盤，臺灣原先的民主化運動（democratic movement）

一轉而為國族主義運動（nationalistic movement）。原先理智清明的啟蒙要求，被一群強

調要進到戰鬥位置的激進運動取代了。凡此種種又與本土國族運動結合在一起，於是狹

隘的本土情感被誇大成神聖不可分說的信仰。清明的理智啟蒙慢慢不見了，原先與清明

的理智啟蒙逐漸和合調節的中國文化基底，本來在學術上就很脆弱的，現在更被擠壓而

不見了。在被趨勢所作弄得擬似臺灣主體性之追求，越來越熱烈了，而原先看似有些解

開的，或者緩和的主奴意識又復原回去了，而且更變本加厲了。須得一提的是，這段精

神史的律動，他與政治社會的變遷，與學生運動也是緊密接合在一起的。這樣的精神現

象值得反思，但做這反思的卻不多，這才是嚴重的知識匱乏、文化精神貧弱的現象 21。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波主奴意識回復的嚴重化，由於伴隨著脫離中國的臺獨的國

族主義運動的願欲，弄亂了視點，搞錯了視域，也麻亂了心神。學界的反思，像黃光國

如此激烈而繼續抗爭者，已然屬於少數中的少數。臺灣地區的思想與學術，作為人文學

科的動能來講，逐漸趨於貧弱，這是很可惜的。 

 

參、誰才是本土化的障礙：胡適之、殷海光，還是？ 

 

  黃光國在文章一開頭的提要，這麼說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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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行。以及林安梧，《臺灣．解咒：克服「主奴意識」建立「公民社會」》，2004 年 1 月，臺北：黎明文化

事業公司印行。 
20 這方面相關的反思文章已經不少，最近我讀了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的《浮生後記：一而不統》，2004
年 3 月，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下卷】的「民主化與兩岸」對此討論甚多，也不勝唏噓。請參見該

書，頁 402-443。 
21 請參見林安梧〈台灣學運政治精神的現象學反思：從「1990 年的『野百合』」到「2014 年的『太陽花』」

作為反思的事例〉，2014 年 7 月，《海峽評論》，283 期，頁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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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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並不算錯，但並不準確，自由派的領袖，真正在臺灣盤據下來，而且有極大力量

的並不是殷海光。殷海光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為「臺大哲學系事件」被國民黨打壓，

才變成臺灣反對運動的代表人之一 22。真正作為自由派的領袖，蔣介石雖然不喜歡他們，

還得尊禮他們，他們盤據了臺灣最重要兩個學術的高地，一個是臺灣大學，一個是中央

研究院，胡適之、傅斯年才是真正的代表，殷海光不能算。再說，真正壞了臺灣學風的，

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思考，還是小的。真正大的，不是邏輯實證論，是胡適之的淺薄的

理智主義，以及半吊子的杜威主義。根據吳森教授的說法，胡適之只學了杜威的實用主

義（pragmatism）的 ABC，根本不能算是懂杜威的 23。 

  這就好像傅斯年所學的「蘭克史學」，並沒有充分的理解到蘭克歷史主義的真精神，

反而以為史料會自己說話，這是很有問題的 24。其實，胡適之、傅斯年等的方法論是十

分有問題的，他們兩人當然有著一定的學問，但他們自己所從事的其實與他們宣稱的方

法論是不相應的。也就是說，他其實已經超越了他的方法論的主張，而不是那麼的簡單

宣說其方法論就是穩當的。比如：傅斯年的《性命詁訓辨證》25是傅斯年相當有見地的

作品，他的方法論的無意識就絕不只是如他之作為歷史學家，留下的名言「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與「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名句。也就是說，傅斯年之作為一個

史學家，他展開起史學活動時，他是超過他的方法論省思的 26。 

  胡適之也是這樣。當然，同樣作為那個時代的重要文人，胡適之的影響大於傅斯年，

著作胡適之也更多。但可能胡適之不會認為自己能夠寫出像傅斯年《性命詁訓辨證》這

樣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方法論意識的深層省察的不足，又由於急的與意識形態

化的史學區隔，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的胡適之、傅斯年們（這一幫人），便誤認為有一

 
22臺大哲學系事件，1972 年 12 月到 1975 年 6 月之間，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內，以「反共」之名，對國立臺

灣大學哲學系內中國自由派學者進行整肅的一連串行動，有多位教師遭解聘，臺大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

一年。這個事件被認為是由中國國民黨特工系統發動，以壓制因保釣運動而起的學生運動風潮，警備總部

也曾介入此事。凡此，請參見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1979 年，臺北：花孩兒出版社。 
23 請參見吳森〈杜威哲學的重新認識〉，1977 年，《哲學與文化》，第四十三期。後來，該文收入吳森《比

較哲學論文集》，頁 91-114，1978 年，臺北：東大圖書。另外，吳森〈孔子與杜威〉、〈杜威思想與中國文

化〉，收入吳森《比較哲學與文化》（二），頁 64-111。 
24 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重

要奠基者之一，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他主張研究歷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研讀檔案資料之後，如實

地呈現歷史的原貌，他的這種史學主張，被稱作蘭克史學，對後來東西方史學都有重大的影響。 
25 傅斯年《性命詁訓辨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五；1940 年 4 月初版，1947 年再版，

1992 年 12 月景印二版。 
26 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末期，我在臺灣大學就曾經修習徐先堯教授的【德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記得當時

讀的就是邁乃克（F. Meinecke, 1862-1954）的《歷史主義的興起》，徐先堯可說是漢語世界最早的邁乃克

專家，也是蘭克史學的傳人。他在五零年代就寫了〈德國邁乃克教授的歷史學〉，《大陸雜誌》，第十五卷，

第九／十期（1957）。我當時，第一個體會就是，傅斯年它們真誤解了蘭克史學。嚴格的說，胡適之、傅

斯年他們的學問人品都聲聞過情。他們愛國的心是熾熱的，這不可懷疑，但胸襟、學問、見識，仍有可議。

比如，他們容不下錢賓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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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完全可以免於意識形態的方便法門，其實是沒有的，而宣稱這方法是很容易做到的。

這就好像要走出教條枷鎖的洛克（John Locke）一樣，主張素樸的經驗主義說著一切都

來自經驗，而忽略了這樣的主張，本身就是與其主張相違背的。再說，他們又不同於洛

克，洛克是哲學家，他們卻囿限於史料學派的限制。 

  但老實說來，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的史料式的史學，對於免除意識形態荼毒的學

問性態度，卻是值得重視的，這也使得臺灣的人文學問並沒有淪於意識形態鬥爭的犧牲

品，而逐漸走向了嚴格的科學研究之路。雖然，起先還是很不科學的，甚至是口號式的

科學主義，但總的來說，臺灣學術能有進境，他們這群人有功有過，不能一棍子打翻船，

說他們都是過錯，或者說他們一文不值，這都是不恰當的。我以為黃光國對於這一段臺

灣的知識史與精神史的省察，仍然有更進一步的空間。 

  至於說「殷海光他在學術上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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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影響不可謂不大，但我不認為它都是負面的，我認為在

臺灣的知識史、精神史的發展裡來說，正因為殷海光及其學生們的主張，在政治批判的

過程裡，雖然遭到國民黨的黨國威權極大的打擊，但卻也因此留下了典型與美名，也因

此對臺灣的知識界起了澄清宇內的勵志效果 27。至於，殷海光並不是哲學家，他也沒多

大壟罩力，他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至少，在勢頭上的對立，他是被國民黨打擊

而成就的「巨大」知識分子。他並沒有完整的方法論主張，他只是隨順著羅素（B. Russel）

及維特根斯坦（L. Wittegenstein）的邏輯實證論引燃的批評性精神，而啟動了他批判國

民黨黨國的偉大志業。不過，他的勢頭與胡適之、傅斯年不能比，但被打壓的卻比較厲

害。也因為被打壓的厲害，而成就了他的批評性精神指標。某個意義下，他的偉大是被

時代塑造成的，若論他的思想與學問，老實說，那個時代遠遠超過他的，那應該很多很

多。我願意說，那些人仍然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只是他們不是鋒頭的人物而已。一個時

代的知識、精神，學問、理想，仍然在潛移默運之中。換句話說，史料學派的大纛舉起

來了，並不是大家都這麼做，老實說不但他的弟子學生們不都是這樣，就連他自己也不

一定是這樣做。 

  「學術殖民」果真是有的，而且還蠻嚴重的，但有沒有到無可救藥，我看是還好！

這只是知識史、精神史的一個階段，臺灣總的來說，還是在可控範圍，而且不斷在辯證

中，在努力中。這並不是如黃光國講的那麼悲觀。其實，臺灣不管自由主義一派，還是

當代新儒家一派，都有著自己的調適。自由主義派的《思與言：人文社會科學雜誌》，當

代新儒家的《鵝湖學刊》，都有著相當的成績 28。老實說，往者已矣！他們問題並不大，

 
27 甚至，這影響到後來「澄社」的成立，它是臺灣自由主義學者論政社團，成立於 1989 年 4 月 17 日。

成立之初，希望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競爭的態勢間發出「第三種聲音」。 
28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創刊於一九六三年，《鵝湖》創刊於一九七五年，一個是自由派的刊

物，一個是保守主義的刊物，兩個剛好差一輪十二年。我曾經擔任過這兩個刊物的主編，兩派學者其實也

相當友好，並多有互動，這兩刊物可以算是臺灣奇蹟之一，它們見證著臺灣的人文與學術之發展。他們雖

然屬於不同的兩個陣營，但都意識到學術本土化的重要性，請參見林安梧〈論《思與言》和臺灣哲學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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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大的是，臺灣的學術與高校教育整個體質、制度、組織，在臺灣的歷史變遷過程裡，

由於政治的獨特轉向，而讓原先在可控，而且在往良性發展的過程中的力量減緩了，或

者回過頭來反噬了自己原先的可能生機。這不是哪幾個人的問題而已，他是整個知識史、

精神史的有趣問題。 

  黃光國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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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些話都得再恰當的確認一下，杜威在二十世紀的確影響中國

很大，但還不是最大，這是大家所心知肚明的，最大的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又胡適之雖

然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仍然只是心態的呼籲，他們都只是知識史、精神

史的驚濤巨浪中的波浪而已。這些波浪其實早已過去，真正的嚴重問題是很糾結的。 

  老實說，他們並沒那麼大的影響力。我認為黃光國太抬舉他們了。再者，關於羅素

的「中國問題」與其說是用來批評中國，毋寧說是在對於中國的溫情認識下，反照過來

批評當時的歐洲，特別是英國。因為羅素正是由於反對歐戰，而被英國大學解職，之後

才應梁啟超等人之邀，於一九二零年到二一年，來華訪問的。黃光國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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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判

斷是有爭議的。因為事實上，他在中國的十個月中，發表了六十三篇演講，對中國的影

響不可謂不大。黃光國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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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判斷我覺得並不全面。因為，截至目前為止，羅素對

中國以及華人的影響力一直是很巨大的 29。 

  關於本土化的障礙，我以為在方法論上的反思不深刻，墮入淺薄的理智主義，這當

然要負很大的責任。不過，國民黨的黨國威權教條化了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遠離臺灣原

先所具有的中華本土意識，甚至有意隔斷，這便造成了嚴重的本土化障礙。這樣的舉措，

就造成了許多強調本土的知識分子與大中華形成了嚴重的割裂。這割裂直到九零年代中

葉，臺灣國族主義浮上檯面，便使得據守臺灣的土，來做為本，我說這時候已經變成了

「土本」了 30。 

  胡適之、殷海光，他們對抗國民黨的黨國威權，瓦解了教條，這對於臺灣政治走向

民主化、在地化的政權是有貢獻的，而卻也因為這樣子，臺灣的文化也就趨向了「土本

化」。臺灣的外力性主奴意識，現在也就內化為一種獨特的孤兒我奮意識，但卻仍是虛困

的、貧乏的，仍在處在嚴重的國際殖民之中。又由於特別的歷史因素，及國際的戰略因

 
展〉（Reviewing the Role of “Thought and Wor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Taiwan），2013 年 12
月，《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1 卷 4 期，頁 117-157。 
29 請參見劉訓茜〈五四時期「新青年叢書」對羅素著作的譯介──以《哲學問題》與《到自由之路》為

例〉，2020 年 11 月，《哲學與文化》，47 卷 11 期，頁 161-174。 
30 關於此，我在〈關於台灣「孤兒意識」、「主奴意識」之克服的哲學反思〉一文裡，有較為詳細的論述，

該文收入姚榮松等編纂《台灣文化之進路文集》，頁 35-53，2019 年，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

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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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臺灣地區除了政治方面，就連文化與學術，也極力的向美國與日本傾斜，而且誤認

為這樣的傾斜就可以脫離所謂的「中國」，而脫離所謂的「中國」，就找到了學術的「本

土」了，這樣就可以免除所謂的被殖民了。其實，他們這樣的作為基本上是作為被壓制

的對立面的一端，他們仍然是被動的，他們仍然是沒有主體性的。他們仍然陷溺在嚴重

的學術的自我殖民之中，甚至我們可以說學術的自我殖民也因之而更為嚴重了 31。 

 

肆、方法論的問題：檢證與否證 

 

  談起胡適之，除了說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說他是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是

德先生、賽先生的熱衷者、引進者、推動者，而且終其一生都為此奮鬥 32。有關學問研

究，他最膾炙人口的方法論口號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其實，這口號他早在一

九一九年就提出了，直到一九五二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他還是這麼說的。一九五

七年殷海光曾經寫的長文來批評他。但胡適之似乎並沒有真正搭理這件事。就某一個意

義下，胡適之的口號是響亮的，但他在哲學方面，特別是哲學分析的素養上是遠遠不及

於殷海光的。 

  其實，胡適之這些方法論主要來自於他所信仰的杜威（John Deway）與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當然胡適之對於杜威與赫胥黎的理解也很片面，但這口號是

有意義的。他說「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

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

33。直到後來一九五零年胡適之還是這主張，一直到最後，他還是這樣堅持著。 

  儘管小他近二十歲的殷海光批評他，「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這類訓練（案：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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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以其一貫的優雅、淡然，他還自嘲是老狗出不了新把

戲。老實說，胡適之這一生雖然喊了許多方法學的新口號，但他基本上許多人生態度及

思維仍然是很儒家舊道德的。這是一種文化業力習氣下的舊道德，並不是真正能提到覺

性自由層次的反思的君子道德 34。想想他過世時，蔣介石的輓聯是這麼寫的，「新文化

 
31 舉例來說，最近臺灣地區努力的在尋求所謂的「臺灣哲學」，卻把中國哲學屏除在外，就連當代新儒家

在臺灣的成績也被他們忽視，他們寧可取的是受到美國與日本影響的哲學，認為這是臺灣哲學。這是極端

偏頗的地域主義，這種地域主義骨子裡是學術殖民主義的殘餘。當然，這伴隨著極為複雜的政治權力因

素，就好像香港人不認同中國，而願意認同英國，英國卻是殖民主。這裡有非常複雜的主奴意識須得分

理，但不容易分理清楚。 
32 關於此，請參看任育德〈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2013 年 6 月，《國史館館刊》，36 期，頁 1-49。 
33 請參見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作品集》，冊二，頁 17。又見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

態度》，《胡適作品集》，冊二，頁 105-106，1986 年，臺北：遠流出版社。 
34 關於此，請參見楊貞德：〈胡適科學方法觀論析〉，1994 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
期，頁 1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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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倒是有意思得很。 

  在黨國威權統治的年代，不管是胡適之的杜威實用主義，還是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

分析哲學，老實說，對臺灣所起的作用，在那個年代來說，並沒有不好。誠如殷海光的

學生，著名的思想史家林毓生所說，殷海光與自由主義者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批判

性的繼承與創造性的發展 35。再者，他們對黨國的威權體制起了相當的鬆解作用，原先

被黨國威權綁在一起的傳統文化也因此有了些許生機。再說，在這兩方的夾縫裡的當代

新儒家，他雖然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但基本上並不認同黨國威權，他們對於現代化的

渴求與自由派是一致的。 

  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又是與帶有威權性的國民黨一致的。這裡形成了一個

有趣的辯證，在歷史的推移中，臺灣的傳統與現代化，威權與解威權，就在辯證過程中，

臺灣的經濟奇蹟、臺灣的政治奇蹟、臺灣的文化奇蹟，就這樣一步步開展出來。只是，

當黨國威權瓦解，本來有可能邁向更良善的政治社會共同體的締造，卻因為上個世紀九

零年代中葉以後，在李登輝的主導下，臺灣整個走向了國族主義運動（nationalistic 

movement），臺獨正式登場了，而且喊得震天嘎響。這麼一來，原先的外力性的主奴意

識，在無見識者去中國化的大力推動下，又比以前更為嚴重了。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方法論的口號，雖然殷海光早已寫了兩萬多字的長

文來批評它，但胡適之還是堅持著。這方法論是有極大問題的。我年輕時在新竹清華大

學教授「哲學概論」一課，涉及與方法論問題的反思，就提到這方法的弊病。我講到我

小時候約莫六零年代（民國五十年代）初，臺灣鄉下還很少有收音機，記得當時家裡購

置了收音機，那是真空管的，那時還沒有電晶體的。這收音機被視之為神物；只有大人

才能開，小孩不能開。我當時初知世事，好奇得很，也不守規矩，大人不在時，偷著開

那收音機。我只記得電源開關，一打開電源開關，卻沒有聲音，我隨意的撥動了選擇頻

道的轉扭，扭著扭著，到了「5」與「6」之間，聲音響起。我大膽的假設著開收音機的

方法便是「啟動了電源轉扭，接著要啟動另一轉扭，指針轉到「5」與「6」之間，聲音

響起」，這就完成了整個啟動動作。由於我這「大膽的假設」，而且每次我都照此做去，

仔細「小心的求證」，屢試不爽，我就果真認定開收音機的方法就是如此。直到有一天，

我正偷偷去開收音機時，剛啟動了電源開關，聽到父親遠處的呼叫，十萬火急，我來不

及完成收音機的開機手續，也沒關掉它，我立馬前去，約莫一刻鐘回來，收音機正響著。

我愣在那裏，我不是還沒完成開機手續嗎？收音機怎會響呢？當時，也不明所以，只知

道自己錯了。後來，到了研究生階段讀到了邏輯實證論，又讀到了卡爾‧波柏爾（Sir 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的科學哲學，才恍然明白 36。 

 
35 簡明海〈林毓生「創造性轉化」對五四自由思想的批判與繼承〉，2011 年 3 月，《思與言：人文與社

會科學期刊》，49 卷 1 期，頁 199-247。 
36 這故事我在講學時，多處提起，直到我在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跟隨林正弘老師修習科學哲學時，才真

徹底覺悟的。我基本上是較為信守方法論上的約定論（methodological conventionalism），而不喜歡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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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大膽的假設」，如果你真是「小心的求證」，而且果真每一次都證成了，這並

沒有強化你原先的假設的正確度。就想我前面所述的那個親身經歷，我真的要是每次都

這樣的話，果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卻沒真正得到真理。胡適之這口號，本來用意是

好的，他是要破解國人原先不敢假設，只是守著教條的惡習。他要國人勇於假設勇於創

新，但他可能沒料到，這口號真只是口號，他經不起方法論的深層檢查的。其實，你的

假設要是經由許多的否證（證偽）（falsification），一直沒被否證，那這假設才算差強人

意的可以確立起來。波柏爾的用意在這裡。當然，方法論的意識是必要的，也因為方法

論意識的必要性，在西方的哲學理論裡便有著一步步的發展。有波柏爾，接著有拉卡托

斯（Imre Lakatos, 1922-1974），有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1994）種種。 

  理論是隨著世代在往前邁進的，沒有一個完美的理論可以取代一切，這是肯定的。

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便揭示了這個道理，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那總體的根源之道，是可以被表白的，而被表白的道，就不是恆常不變的道。這「名」

之作為一切言說話語的起點根源，是可以被表白出來的，但一旦被表白了就不是那恆常

的名。」37這段話說的正是任何話語表達的有限性，連帶地理論的有限性，這是不想而

知的。我想，我們因為兩千年帝制、父權，有一種墨守成規的習慣，因而減低了挑戰與

創造的動能。特別在一八四零年之後，中國陷入了嚴重的意義危機、存在迷失之中，救

亡與啟蒙，成為最重要的議題。在歷史的業力習氣的驅使之下，救亡變成尋求彌賽亞救

世主的行動，而啟蒙所引進的民主科學變成了彌賽亞救世主。 

  民主、科學本都是在歷程中逐漸長成的，但在前面所述的情境底下，包括殷海光、

胡適之，其他更廣大的人們更是如此，都誤以為要去找尋一亙古不變的好藥方，便可以

達到真正的啟蒙，便可以真正的救亡。這是沿著五四以來的老路。當然，臺灣不是只有

他們，臺灣還有國民黨的黨國威權主義，可以與之抗衡，還有夾在兩端，深知花果飄零

而需要零根自植的當代新儒家，一直潛移默運於其中，起著「中道」的力量 38。 

  黃光國引了許多胡秋原《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胡秋原，1966）來

批評殷海光，我以為除了殷海光的學問上當然有其可議之處，但最主要的是何以招來胡

秋原的嚴厲批評，甚至詆毀起人格，這裡牽涉到胡秋原基本上受的更為完整的中西文明

的薰陶，從歷史學、文化學而哲學，他更且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殷海光則對於中西文

明的總體理解，歷史文化的薰習遠不及於胡秋原，而且他的哲學主要是邏輯實證論，是

一號稱沒有顏色思想的哲學方法，這是與民族主義完全相悖的立場。正因如此，胡秋原

才會有那麼嚴厲不近人情的批判。因為，在立場上來說，自由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是

 
上的本質論（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請參見林安梧《契約、自由與歷史性思維》，第九章〈論歷史

主義與歷史定論主義：波柏爾《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的理解與反省〉，頁 167-182，1996 年 3 月，臺北：

幼獅文化事業。 
37 以上的翻譯，請參見林安梧《老子道德經新譯及心靈藥方》，第一章，頁 1-3，2020 年 3 月，臺北：萬

卷樓圖書公司。翻譯上，我這裡又做了些修飾。 
38 請參看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的哲學向度》，第一章，1998，臺北：台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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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能相容的 39。其實，邏輯實證論看似沒立場，沒顏色，其實他是扶強不扶弱的學

問，他是西方歐美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廿一世紀的現在看來，是清楚明白的。台灣

之所以受邏輯實證論意識形態長久影響，特別到了本土意識發展以來以後，為了脫離中

國文化，更是以此為本。當然，那出主入奴的態勢是不可免的。 

 

伍、新冠狀病毒之後的人類文明及其交談的必要 

 

  二零二零終於過去了，但新冠狀病毒疫情仍然嚴峻。不知怎地，過去這一年，果真

又是庚子年，居然來了新冠狀病毒，荼毒天下。誰都沒想到，這一荼毒，讓天地倒懸，

讓所謂「已開發」的先進國家，陷入嚴重的困境之中。其陷入情況的嚴重性，有過於「開

發中」、「未開發」國家者，多矣其甚也。標舉民主、伸張人權，愛好自由，一直是歐美

先進國家所標榜，而這一切則建立在法治之上的，這是為世所知的；但這回新冠狀病毒

肆虐，居然那麼多先進國家的公民似乎不守法治。就連戴個口罩，這麼簡單的事，他們

居然難以遵守。他們似乎只在乎自由與人權，令人看傻。事本有輕重緩急，物也有本末

先後，他們卻只顧著「個己的人權」，而忽略了「群體的安全」。他們認為萬事莫如自由

重要，在在體現了「不自由，毋寧死」，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似乎早已植入他們的神髓裡。 

  疫情嚴重直到生死之際，不得已才勉強戴起了口罩，接受了封區、封城，最後也封

了國。疫情終於稍稍緩了下來，但一緩了下來，卻又忍不住仍想伸張人權，自由地走動。

就此，想自由地來往，卻又陷入了再次的困阨之中。業力因果，循環不已，真是可怕。

對於東方文明來說，這些並不困難，如戴口罩，為了自身的安全，也為了大眾的安全，

這本來容易啊！又為了不使病毒擴散，暫時封區、封城，甚至封國，也是應該的，這道

理極為簡易明白。然而，對於歐美白人文明世界，好像難上加難。真讓人莫名所以。弔

詭的是，東方文明，特別是華夏文明，所屬區域，反而是較為安全的。就如病毒的起始

點中國武漢，居然也守住了。尤其臺灣在這次新冠狀病毒的防護處理上，更是難得，確

診者不多，相對來說，是最為安全的地區，為世界各國所稱許。我認為這除了政令的施

行，嚴格管控，綿綿密密，無所疏漏，與其之所以能如此，底層的文化心靈之積澱有密

切關係。 

  其實，華夏族群最為重視的是共同體，像我們所熟知的「天、地、親、君、師」，這

裡便含著四個共同體：「天地自然的共同體、血緣人倫的共同體、政治社會的共同體、文

化教養的共同體」。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心靈積澱，儘管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現代化的

價值觀，自由、民主、人權的聲浪可以說甚囂塵上，但理解的基底不同，視域不同，自

然而然地，我們所形成的教養也就不同。我們在集體無意識之中，是以「民本、人倫、

 
39 請參看陳瑞麟〈邏輯實證論在台灣：透過殷海光對思想與文化產生的影響〉，2011 年 3 月，《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81 期，頁 2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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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惟底依的。同樣是民主，我們可能更重視的是「民本」，同樣是自由，我們更重視

的是「自覺」。同樣是人權，我們更重視的是「人倫」。底依如此，值得重視。 

  換句話來說，我們往昔一直在追問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開出現代化？」，這

根本是錯問了問題。應該問的是「在學習現代化的過程，傳統文化會起如何的作用？」

以前許多反傳統主義者，或者後來的自由派學者嚴格區分「民本」與「民主」、「人倫」

與「人權」、「自覺」與「自由」，甚至誤認為兩者是相互排斥，而無法相容的。經由這次

新冠狀病毒的試煉，我們猛然發現，中國文化傳統所強調的「民本、人倫、自覺」當然

與「民主、人權、自由」是不同的，但他們並不是不相容的。相對來說，強調民本的民

主，比起沒強調民本的民主，會更好。強調人倫的人權，比起沒強調人倫的人權，會更

好，強調自覺的自由，比起沒強調自覺的自由，會更好。 

  進一步來說，「民本、人倫、自覺」這三個向度，民本所關聯的是「政治社會共同

體」，人倫關聯的是「血緣人倫的共同體」，自覺關聯的是「文化教養的共同體」。這三個

共同體都迴向於「天地自然的共同體」。再者，在我們的傳統裡強調的是「存在與價值的

和合性」為優先的原則，這是不同於古希臘之以「存在與思維的一致性」為優先的原則。

正因如此，我們強調的是「天人合德」，道德秩序就是自然次序。孟子講「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明道、陽明強調「一體之仁」，說

的都是這道理。這與西方社會契約論的傳統，是迥然不同的。這與康德所強調的「道德

自律」（moral autonomy）也是大大不同的。顯然地，經由康德學所詮釋的現代新儒學，

應該是一獨特的發展，他與中國文化傳統所強調的共同體概念，他與「存在與價值的和

合性」為優先的思考並不相同。 

  經由康德學來理解中國哲學，我想這是一個方式，但並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這個

方式代表的是西方近現代啟蒙的精神，由此而生起的一個方式。在現代化之後，這方式

早已必須面臨更大的挑戰。再說，我們不必一直陷溺在「逆格義」（反向格義）的路徑之

中，我們不是說不用康德的進路，又改用了黑格爾，或者馬克思，或者海德格爾的進路。

我們早該從這裡跨越出來，我們該回到我們的文化生命本身，依循著經典，展開更惟如

實的詮釋。將古典的語彙關聯著現代的生活語彙，有了新的交談，新的詮釋，並進一步

關聯著現代西方的學術語彙，進一步有了新的交談，而有了新的詮釋。 

  須知：我們華夏文明的獨特性是以「存在」為本位的，這不同於西方哲學主流，他

是以「話語」為中心的。我們強調的是「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強調存在大

於思考，思考大於認知，認知大於話語；這不同於西方哲學主流是「言以代知，知以代

思，思以代在」的傳統。我們強調的是天人、物我、人己，通而為一的傳統，這不同於

神人、物我、人己分而為二的傳統。我們是「存有的連續觀」的傳統，不同於西方主流

之為「存有的斷裂觀」的傳統。我們的宗教是一「覺性的宗教」，如儒道佛三教皆為如此；

這不同於西方文明一神論的傳統，他之為一「信靠的宗教」。他重視的是那超越的絕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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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給出的誡命律令，我們雖也有誡命律令，但我們更為強調的是道理。道理也者，存在

本源之理也，即此存在本源之理，便是價值本源之理也。 

  在新冠狀病毒的肆虐之下，我們發現到正視存在本源之理、正視價值本源之理，正

視「一體之仁」的哲學，正視「天地親君師」四個共同體，展開深層的詮釋與理解有其

必要性。當然，這完全須要配合現代的民主法治，以及現代科技才能有效性的展開。文

明與文明之間，哲學與哲學之際，需要面對的是差異、多元與包容。回到自身的存在底

依下，彼此尊重，互為主體的展開交談對話，存異求同。即如不同，還得求通，若其不

通，那且先存異吧！待其後來者！ 

 

陸、結語：克服「修昔底德陷阱」，邁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顯然地，「突圍」仍然在進行中，而且比較艱難的是，不只是理論漏洞、錯謬的問題，

他糾結著更為複雜的知識史、精神史的論題。特別因為臺灣的知識史、精神史是糾難理

的，他落在多重的主奴意識之中，彼此相互糾葛，極難處理。不過，回到生命主體、回

到社會場域、回到存在當下，這樣的呼聲是相同的。歸返到經典自身，面對真實的生命，

在生活世界中，好好展開理解與詮釋，是大家所共許的。視點是多元的、視域連帶著也

會是差異的；如何移動視點，相互為用，如何正視不同的視域，達到更寬廣的視域融合。

當然，西方的學術霸權仍然是存在的、學術殖民當然也存在，自我殖民的看待自己也存

在；但醒覺到這霸權、查察到這樣的殖民，一樣也相應伴隨存在著的。我想以後，不會

只滿足於「一個中庸，各自表述」的多元，而會想去追溯「中庸」一詞，有其思想的根

源，也有其意識形態的落實過程；「中庸」有其經典式的意義，也有其俗民生活上的意

義，他們彼此關係如何，這應該被重視到的。 

  上個世紀末，亨廷頓便提出了文明衝突的說法 40，但果真文明衝突？不！從強勢者

的觀點，發覺到他不再一直是強勢的時候，他會嚴重的感受到這叫衝突。其實，平情而

論，文明怎會衝突，衝突的是權力、利益，文明相遇、文明交談、文明對話，諸多文明

就在這過程中，彼此交融，讓視點變遷，讓視域擴大，融合了新的視域，有了新的視點，

文化的理解與詮釋會是多元的、豐富的。 

    顏崑陽，作為一位人文學者，也努力尋求突圍，他深沉地呼籲著：「我所抱持的同一

學術理念與論述目的是什麼？近二十幾年來身處「後五四時期」，我持續致力於現當代

中國人文學術的「解構」與「重構」工程，精銳的反思、批判「五四」時期所建構的「知

識型」，揭明其迷蔽，而提出除迷解蔽之方：從人文研究對象的本體論、知識本質論與方

 
40 請參看，亨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譯者：黃裕美），1997 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又關於此，請參看林安梧《儒

道佛三家思想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第十章〈迎接新文明軸心時代之來臨：從「文明的衝突」到「文

明的對話」〉，頁 322-359，2017 年 9 月，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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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的根基處，揭明「五四知識型」的偏誤而「解構」之，從而指認詮釋視域應該如何

轉向，並「重構」可資運用的「典範」（paradigm）。破而能立，才是完善的學術「改造」

工程。」41 

  王智弘、陳復、夏允中、黃光國、張蘭石等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發了一個〈華

人本土社會科學宣言〉，這樣呼籲著：「我們共同覺得：本土化的詮釋權，不應該持續被

政客把持與壟斷，使得其意義變得極其狹隘。『本土』的『本』是指文化傳統，『土』是

指在地生活，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應該整合這兩者，將外來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技術，經由

在地化的角度修正，使得其適用於人民日常生活，這是西學內植的本土化；更從中華文

化出發，經由與西學對話，架構與自身經驗相服膺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技術，這是中學外

拓的現代化。」42 

  「這些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將『古代典籍的話語』釋放出來，進到吾人的生活世界

之中，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話語』融洽周浹、渾而為一，並進一步對比於『西方學術話

語』，而試圖去鑄造自己的，具有文化性、歷史性，又能通於國際的『本土學術話語』。

我甚至比擬的說：文化上的『話語』如同經濟上的『貨幣』一樣，某一個貨幣區代表著

某一個經濟勢力的範圍，而貨幣的交換，則是經濟必有的活動。同樣地，某一個話語系

統代表著某一個文化區塊的勢力範圍，而話語的相遇與融合，則是文化上應有的對談，

並由此進一步的尋求其辯證發展。要是我們失去了貨幣區的主導權，只能聽命於主要貨

幣的握持者；若是一個國家連自己的貨幣都無法正常發行，那它就失去了做為一個國家

的可能。一樣的，失去了話語的主導權，只能聽命於發話者，若是連自己的話語都逐漸

銷損，甚至貧乏，那便有流落成文化次殖民地的可能，甚至亡國滅種」43。 

  當然，尋求文化主體性與話語權的取得是密切相關的，而話語權的取得與其族群的

經濟力、政治力、軍事力與文化力，又密切相關。當這世界以霸權邏輯在運作的過程裡，

原先的強權眼看著另一個力量正在興起，原先這強權勢難以接受，而極容易產生難以避

免的鬥爭，容易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二零一二年，格雷厄

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發表了一篇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他引用修昔底德《伯

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一段話，指出雅典的崛起引生斯巴達的恐懼，最終導致兩國爭霸的

戰爭。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中美

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該如何避免，這是人類文明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

44 

 
41 請參見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2020 年 4 月，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頁 33-34。 
42 請參見陳復《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頁 336，2020 年 12 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43 請參見林安梧《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序言：「話語」、「詮釋」、「道」──中國人文詮釋

學之建構〉，頁 17，2016 年 5 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44  這些論述，請參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譯者：包淳亮，2018 年 11 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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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地，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看起來是個必然趨向，但如何能免於文化霸

權、政治霸權、軍事霸權的統制，這已經是人類刻不容緩的議題。或者，我們應該由強

調普同化、一致化的全球化，轉向「在地全球化」（Logloblization）。在地全球化，強調

的是：如何去正視各個文明區域，讓其脈絡如實的長育出來。正如同東方的先哲老子所

說，世界這幾個超大的強權能「致虛極，守靜篤」，讓「萬物並作」，讓他們都能各復歸

其性命的本源 45。讓諸多文明能夠「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46。天下本

來就是「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的。我們應該在諸多本土化、在地化下，各成其具

有主體性的主體，彼此公平對待，交談辯證，達到一周浹交融的「主體際性」下的「主

體」以及「總體」。我以為這不能只是等待別人如何善意相待的問題，而是必須自覺奮

起，勠力行之。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自於「話語」的互動融通，而「話語」當然是最為基

本的「人權」，這樣的人權是天賦的，但「天賦」並不指的是「天生本來已然存在」，而

是說「天生本來當該具有」，它之能夠具體的實現出來，那是必須奮鬥爭取的，甚至是須

要實踐革命的」。 

  跨到二零二一年了，我們願意說，這是一個新的文明、哲學、宗教交談與對話的時

代，祈願新冠狀病毒逐漸褪去，讓我們用嶄新的心情，面對著春天的太陽、和風，進一

步的創造性轉化，讓我們克服「修昔底德陷阱」，邁向世界文明彼此的交談與互鑑，「大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47。 

 

參考文獻 

■古代典籍部分： 

〔魏〕王弼等（2016）。老子四種（老子王弼注、老子河上公注、馬王堆帛書老子、郭店

竹簡老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宋〕程頤（撰）、〔民國〕王孝魚（點校）（2011）。周易程氏傳。北京：中華書局。 

〔南宋〕朱熹（2016）。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其餘所涉，隨文注釋不另列出） 

 

■當代人著作部分： 

「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秘書處（主編）（2018）。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學術論文集

 
北：八旗文化出版社。 
45 語出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相關詮釋，請參看林安梧，前揭書《老子道德經新譯及心靈藥方》。 
46 語出《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47 語出《禮記》〈禮運〉「大同」篇。 



56 
 

（第一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卜問天（1989）。論「黨派性」及「黨派利益」之區分。鵝湖月刊，166，52-53。 

卜問天（1990）。思想的蘆葦：知識、廢銅與死屍。鵝湖月刊，179。 

包淳亮（譯）（2018）。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原作者：Graham Allison）。

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18） 

任育德（2013）。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國史館館刊，36，1-49。 

余美玲、施懿琳、吳東晟等（編著）（2019）。臺灣漢詩三百首。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吳森（1978）。比較哲學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 

吳森（1979）。比較哲學與文化（二）。臺北：東大圖書。 

沈君山（2004）。浮生後記：一而不統。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林安梧（1991）。台灣、中國：邁向世界史。臺北：唐山出版社。 

林安梧（1996）。契約、自由與歷史性思維。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林安梧（1998）。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林安梧（1999）。台灣文化治療：通識教育現象學引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林安梧（1999）。對於台灣當前幾個通識問題的哲學理解：「知識」與「權力」：一個哲學

治療學的觀點。通識教育季刊，6（2），85-107。 

林安梧（2000）。台灣精神現象的一個哲學考察：九○年代台灣思想發展概況。鵝湖月刊，

303，37-46。 

林安梧（2000）。教育哲學講論。臺北：讀冊文化事業公司。 

林安梧（2004）。臺灣．解咒：克服「主奴意識」建立「公民社會」。臺北：黎明文化事

業公司。 

林安梧（2013）。論《思與言》和臺灣哲學的發展。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1

（4），117-157。 

林安梧（2014）。台灣學運政治精神的現象學反思：從「1990 年的『野百合』」到「2014

年的『太陽花』」作為反思的事例。海峽評論，283，61-67。 

林安梧（2016）。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安梧（2017）。儒道佛三家思想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林安梧（2020）。老子道德經新譯及心靈藥方。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林安梧（2021）。辨正與批判：本土社會科學自我批判的精神史意義──陳復《轉道成

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代序。鵝湖月刊，548，58-64。 

姚榮松等（主編）（2019）。台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 

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社。 

徐先堯（1957）。德國邁乃克教授的歷史學。大陸雜誌，15（9/10）。 



57 
 

陳復（2020）。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公司。 

陳復、黃光國、林耀盛、張蘭石、夏允中、陳泰璿、張峻嘉（2019）。破解黃光國難題的

知識論策略。臺北：心理出版社。 

陳瑞麟（2011）。邏輯實證論在台灣：透過殷海光對思想與文化產生的影響。臺灣社會研

究季刊，81，281-319。 

傅斯年（1992）。性命詁訓辨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五景印二版）。

臺北：中央研究院。 

黃光國（2019）。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

境。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黃光國（2020）。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是唯一解方。臺北：

時報出版公司。 

黃裕美（譯）（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原作者：Samuel P. Huntington）。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原著出版年：1996） 

楊貞德（1994）。胡適科學方法觀論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129-154。 

趙天儀（編著）（1979）。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臺北：花孩兒出版社。 

劉訓茜（2020）。五四時期「新青年叢書」對羅素著作的譯介──以《哲學問題》與《到

自由之路》為例。哲學與文化，47（11），161-174。 

簡明海（2011）。林毓生「創造性轉化」對五四自由思想的批判與繼承。思與言：人文與

社會科學期刊，49（1），199-247。 

顏崑陽（2020）。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58 
 

 
 

 
Overcoming the Thucydides Trap: 

Reflecting on Academic Colonization and Academic Indigenization 
in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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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rethink the arguments of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and its relevant issues, critique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self-colonization, recommend methods for authentic 
indigeniza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dialogues on 
indigenization. This paper began with Hwang's banter and observ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s academic studies. It then reexamined the serious problems in academic 
indigenization and delinea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its related stubborn 
consciousness of mastery and slavery caused by external forc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question of “who is the hindrance to indigenization” and the serious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y with Hu Shih's idea of “hypothesize boldly, prove carefully”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falsification addressed by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st,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people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al background 
should overcome the Thucydides Trap through cultural dialogues in order to co-exist and co-
pro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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