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包容與整合：再談本土化研究的多重哲學典範 
 

葉光輝* 

 
摘要 

 

黃光國帶領一批支持者積極推廣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成立了「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創

立《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期刊》，廣納探索及傳播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之方向、理論及

應用等相關議題的學術論文，藉以提升本土化研究學術交流及水準。特針對華人社會科

學本土化未來的發展與展望，本文提出以下三項重要特徵作為同道學者在從事華人本土

研究上的參考及共勉：改良與創新、包容與整合的多重哲學典範、歷程思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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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教授（以下簡稱黃教授）追隨其先師楊國樞先生推動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

近五年更將理念擴及社會科學其他領域，自身帶領一批支持者積極推廣社會科學的本土

化，影響所及不僅成立了「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中文簡稱「思源學會」），訴求「推廣本土社會科學、期許世界各國學術研

究工作能基於自身文化脈絡來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並展開溝通與交流，發展全球本土社

會科學」；同時也效法華人心理學本土化社群發行自己的學術期刊，創立《中華本土社會

科學期刊》，廣納探索及傳播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之方向、理論及應用等相關議題

的學術論文，藉以提升本土化研究學術交流及水準。另外，思源學會也不定期在臺灣本

島北、中、南、東等地區大學舉辦社會科學本土化相關議題的學術工作坊，讓本土社會

科學於臺灣學術圈紮根及發展。 

對於黃教授帶領團隊倡議及提升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理念的努力與辛勤付出，

個人毋寧是由衷肯定與敬佩。而黃教授此篇「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靶子文章，

即是繼其系列專書與文章之理念再次呼籲與發聲。此文以胡適及殷海光等人的生命故事

作為切入點，旨在說明：雖然胡氏、殷氏所主張的「邏輯實證論」研究理念，對於當時

的學術思潮與發展帶來極大的正面影響，但當今社會科學主流思潮，早已從「實證主義」

的研究典範轉移到「多元化」的研究典範；因此，固守「實證主義」的知識生產型態，

不思調整改變，不僅會對當前臺灣學術倫理造成負面影響，也可能成為華人本土社會科

學發展與論文發表的最大障礙。對於該文的幾個訴求觀點，個人謹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供黃教授及讀者們參考。 

 

壹、 改良與創新才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展望的解方 

 

本文中提到一位任教於閩南師範大學的年輕教師，在大陸的工作情況一直很不順利。

不管是升等、發表論文或是申請研究經費項目，都經常被「卡」，因此黃教授告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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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如黃教授所預期，該年輕教師撰寫出英文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後，許多事情

就變得順遂起來，不僅順利升等為副教授，他新撰寫的中文新書也順利出版，因而特別

向黃教授道謝，認為黃教授是他生命中的「貴人」！個人不禁思索黃教授所提供的「解

方」，到底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未來展望的解方呢？還是它又是一項學術再度

自我殖民的偏方？這個例子似乎反映出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及其主體性確立，仍需

要借助「撰寫洋文章」或「挾洋以自重」才能獲得確認，這未免讓人覺得有些悲哀。個

人認同全球學術社群是個生命共同體，它的發展與精進是要靠全體成員相互交流、刺激，

或者相互辯論、相互理解來達成。因此，在廣義上，不論是個人或某一地區的學術社群，

若要不受其他（包括歐美）學者或地區學術社群的影響與干擾，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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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立本土學術主體性及其未來展望的合理期望應該是：如何不讓這些歐美思維觀點的

影響與干擾成為決定個人文章好壞的主要判準，更積極地則是能對歐美地區學者或學術

社群發展之理論觀點進行批判性反思，指出它們的缺點或不足之處，進而提出改良與創

新（葉光輝，2015），儘管這些反思與批判，最終仍需透過英文論文作為媒介與全球學者

達成交流，但真正的解方不該是以「撰寫英文論文」為優先，一篇能真正與全球學界交

流的英文論文，仍必須奠基於對既有理論或實徵研究發現的改良、翻轉與突破，才能獲

得認同與尊重。 

個人認為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其重要的努力方向仍會是楊

國樞（1982）在 30 多年前針對心理學本土化所提出的四個方向與層次中的兩項：（1）

改良舊的研究方法與設計新的研究方法；（2）修正舊的理論或創立新的理論。至於華人

學者們該如何改良舊研究方法及創立新理論觀點的具體作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

閱楊國樞撰寫的經典文章內容，它歷久彌新，讀者自會有更深層的體會與心得。 

 

貳、 包容與整合的多重哲學典範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展望的解方 

 

黃教授在本文章一如往常大力批判只進行「素樸實證主義」研究典範的弊病與障礙，

甚至舉了胡適的科學研究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歷史典故作為批判實例，期望

讓讀者認識它在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上可能造成的缺失。黃教授進一步認為殷海光先

生矢志倡導的「邏輯實證論」，其實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而當西方科學哲學研究

典範已由「實證主義」移轉到「後實證主義」，由於兩種研究典範所主張的「本體論」、

「知識論」、「方法論」都完全不同，二者彼此是「不可通約的」，因此，黃教授認為「邏

輯實證論」已是過時的知識典範，如果當前臺灣社會科學界還死守「邏輯實證論」的知

識論理念，這將是臺灣本土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對此看法，個人要提出些許不同

意見，並就教於黃教授。首先，個人同意「邏輯實證論」不應該是社會科學研究品質的

唯一判準，但「邏輯實證論」的知識論理念是否已經過時，個人則不敢完全認同。如果

「邏輯實證論」確實如黃教授所言已經過時，那麼根本無需黃教授嚴厲的批判與抨擊，

自然就會被臺灣學者們淘汰與放棄，毋需黃教授大費周章的呼籲及提醒。其次，個人在

多次評論黃教授靶子論文的文章中提到，由於不存在所謂完備的理論與知識（葉光輝，

2011，2021），所以固著專注於單一研究典範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知識都會是不完美或

不完備的；這對奠基於「邏輯實證論」研究典範的理論與知識適用，也對採用其他科學

研究典範衍生的理論與知識適用。因此，黃教授長久以來對社會科學界倡導採用「多重

哲學典範」為發展特色的研究法，自然有其貢獻與價值。然而個人主張的「多重哲學研

究典範」卻與黃教授主張的「多重哲學研究典範」有所不同。黃教授的主張旨在為其根

植於關係主義研究法所含攝的多種「實在論」意義的哲學典範提出整合性的解套，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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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對「實在論」與「實證論」兩種不同哲學典範對研究理論與知識的論戰，提供一相

互包容與真正整合的解方（對於黃教授之「多重哲學典範」觀點給予深度評論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參考陳復（2020）近期撰寫的《多元哲學典範：解決黃光國難題依據的實在

論》文章）。鑒於心理學自身的學科性質，原就既屬於自然科學、也同屬於社會科學及人

文科學，因此個人主張的「多重哲學研究典範」，旨在調和自然科學慣用實證論而社會與

人文科學慣用實在論研究典範的爭議。個人認為良好的、較完備的本土社會科學（或心

理學）理論與研究最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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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雖然社會及

人文科學論辯性文章偏好採用溝通詮釋、批判解放的研究典範作為文章訴求核心，但仍

然有不少社會科學或心理學者們偏好採取實證取向的理論與研究典範來建構及驗證其

理論知識；因此如何在本土社會理論建構與知識發展過程中，謀取能整合與包容三大研

究旨趣及典範（即屬於個人主張的「多重哲學研究典範」）的精華於其中，會是一個欲從

事本土社會科學研究之學者們審慎思考的重要議題。至於該如何整合乍看之下彼此無法

「通約的」研究典範於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上，個人嘗試提出以下主張觀點，謹供讀

者們參考及評論。 

任何科學知識與理論建構要達到成熟及廣被學術社群同道認可，其過程都會是一個

漸進發展的歷程。而這個漸進發展的歷程，它必須預設一些基本的溝通理解條件，否則

藉以討論知識並得以讓知識成立的規則無法建立，（本土）學術社群也不可能存在，科學

典範及其知識的創新也無法發生（葉光輝，2021）。因此，唯有同領域學者們透過相互的

溝通瞭解建立出彼此相互認可的溝通理解規則，才能在共識的基礎下建構彼此都可理解

及討論的理論與模型，學術社群的科學知識才得以被探究及開展。換言之，科學知識建

構的基本規則並無法單獨經由對經驗材料的分析來加以證明或否證，而是必須經由學術

社群成員彼此的溝通及理解才得以成立。因此，即便是採實徵經驗分析旨趣知識的建構

與發展也不能沒有溝通與詮釋的知識旨趣作為基底；同樣的，詮釋溝通旨趣知識的發展，

也不能僅停留在少數人之間的共識及默契，它仍需要透過實徵分析旨趣所建立的規律性

知識，才能推廣及拓展而成為較大學術社群共享的知識。由是，上述這兩種旨趣取向的

知識不僅彼此相輔相成，就任一學術社群知識整體的發展而言，兩者更是不能彼此分割。 

另外，再從知識整體發展的角度來說，若欠缺了批判解放研究典範之反思知識的挹

注，知識的創新也無從產生。所以任一（包括本土）學術社群自身完整的知識發展仍然

需要納進批判解放旨趣類相關知識的貢獻；因此，批判解放研究典範也是任何知識建構

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識來源（葉光輝，2021）。實際上，即便當學者們對既有科

學知識進行批判解放時，它們仍然需要較多經過實證經驗的材料作為批判解放的參照點，

而不會只是個人獨特的經驗材料作為根據，否則其批判觀點恐怕難以服人。只是批判解

放旨趣的相關知識並不是非要將既有的理論與實證經驗證據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能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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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經驗角度下對既有的實證經驗理論進行批判或給予新的詮釋（高承恕，1982），如

此，創新知識才有可能。此外，批判論點能否被同儕社群接受或成立，仍然需要以詮釋

溝通的途徑來說服同道才能達成。換言之，批判旨趣的科學知識最後能否被接納，它必

須同時兼顧及整合經驗分析旨趣及詮釋溝通旨趣的兩種知識過程才能夠被認可，三重研

究旨趣之知識缺一不可。因此，這就不難理解一個好的本土社會科學理論，它應該是能

夠同時整合經驗分析、詮釋溝通、批判反省這三種不同研究旨趣典範於一身的理論與研

究。 

 

參、 歷程思維取向才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展望的解方 

 

本土社會科學（或心理學）者是以建構能反映社會文化脈絡的知識體系或理論為志

業。由於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自我挑戰與精進歷程，進而彰顯出歷程思維取向在本土社

會科學研究上扮演關鍵角色。從較長的時間縱深來看，華人社會文化脈絡多少會隨時間

的推移漸進改變，而為了反映及契合環境脈絡的改變，既有的知識體系或理論觀點，也

都需要隨脈絡的改變而對應調整，形成一個自我精進、漸進演化的歷程。換言之，並無

亙古不變的絕對事實與真理，尤其在重視脈絡對事物及人心運作機制的影響效果前提下，

更是如此。所以，能夠隨著社會文化脈絡改變演進而對應調整的「歷程與關係」思維取

向才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未來展望的實在與本體（Bedford & Yeh, 2020）。也因此，華人

本土社會科學展望的挑戰會是來自於社會文化脈絡改變帶來的衝擊。然而可喜的是，有

些社會文化脈絡的改變是可預期的，因此可事先思索如何因應調整，譬如高齡化與少子

化人口結構的衝擊、AI 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衝擊等等都是可以想像的改變，應該可以超

前部署對此有所規劃與調整；但有些脈絡的改變卻不是事先能預期知曉的，一旦遭遇時

會讓人措手不及，甚至造成重大傷害，例如 COVID-19 疫情帶來的衝擊。至於華人本土

社會科學展望的契機也恰是來自於脈絡改變所帶來的機會。思考如何因應脈絡改變的衝

擊，有助於研究者反思或批判社會科學（或心理學）既有理論觀點或知識體系該如何調

整應變，進而轉化建構出符合本土社會之新脈絡需求的新理論觀點與知識體系。因此，

改變雖帶來挑戰，但也同時帶來契機。除此之外，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展望，更

需要思考如何在現有發展基礎上，繼續針對「廣度」與「深度」各自推進。所謂廣度的

推進：是指讓更多的研究者樂意加入本土化研究行列、更多的社會科學學門或議題都覺

得採用本土化的知識與理論架構是有用的。例如，吸引更多的初階研究者加入：培養這

些研究新手從事本土化研究的動機與知能，使其能有意願與興趣探究、挖掘更多本土化

議題，熟悉各種探討本土化議題的研究策略。至於對中階研究者來說：讓他們從已有能

力從事本土化研究到知道如何從事好的本土化研究。最後對於高階研究者而言：則讓他

們知道如何從事好的本土化研究到知道到如何建構或深化好的本土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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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深度的推進上：是讓對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探究的層次，可以從僅屬於

點、線層次（即對本土化基本觀念或概念的引介），進而漸次進展到面、系統層次（即對

於本土不同理論觀點或東西方哲學典範差異的探究）；例如像楊國樞先生（1982）對於如

何從事心理學本土化研究的四個方向與層次的文章，或是楊先生提醒進行本土化研究要

盡量做到「七不」與「十要」的呼籲與提醒（楊國樞，1993）等等，就是屬於點、線層

次的推介，對於初階入門者欲了解何謂本土化研究，可提供參考與指引。但對於中階研

究者而言，則可推進到向他們介紹量化、質化殊異的本土化研究方法、殊異的研究方法

論，或者培養與提升他們對於西方理論觀點的批判反思能力，這都會是有助於增進他們

研究實力的學習重點。最後對於高階研究者而言，則會是以如何建構具有系統性的本土

化理論、如何運用多重哲學典範建構系統性的理論知識為核心訴求。 

總體而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進路應該是一個關注社會脈絡變化，採歷程思維

取向漸進發展的過程。隨著社會脈絡變化，舊有的研究議題或理論觀點，都有被反思批

判的可能性，因而是提出新理論觀點的契機。接續步驟是要能展現其流暢及厚實的詮釋

與溝通技能作為說服手段，以引起同道社群對於新理論觀點的共鳴及認同。涉及研究議

題形成的社會、文化、歷史等脈絡因素，都將在這一詮釋與溝通階段中扮演關鍵角色，

也是用來作為說服本土學術社群認同新理論觀點的溝通素材。由以上說明可知，在建構

及發展本土理論的不同階段歷程中，須集不同哲學典範之大成。一個好的本土理論，自

然兼具上述三種研究旨趣典範：它要先能夠針對既有理論之缺失或不足處進行反省批判，

並提出補足其缺失的新理論觀點。這正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者（或心理學者）對西方持

偏頗文化意識型態之理論進行猛烈批判反思的原因所在，這也是本土社會科學（或心理

學）知識進步的重要原動力，以及評估所建構理論有無創新價值的核心所在（葉光輝，

2021）。但建構的新理論單有創新觀點仍不足夠，若其論述的主張、內容無法為同道社群

接納、認可，這樣的理論觀點雖新卻仍是孤立無用的知識。此外，評估本土社會科學理

論有無貢獻的重要判準，應以其對本土社會或學術社群的「實用性」為優先，而非聚焦

於該理論觀點「正確與否（這常是「邏輯實證論」偏好的知識論理念）」。因此，本土契

合性在研究中的展現方式，並不僅僅在於將文化差異操作為一個研究變項來加以驗證，

而是需要透過與研究對象或團體間在言語溝通及文字詮釋過程中的理解與默會來達成。

如同前文曾強調過的，好的本土心理學理論需要在言語與文字上展現流暢及厚實的詮釋

與溝通能力，以獲得目標對象（例如特定文化或領域的學術社群）的共鳴及理解，並經

由「給核心概念操作化」、「考驗概念操作化之信、效度」、「檢驗理論概念與其他證成概

念間之假設命題」等過程，來建立學術界對新理論觀點的認同或認可，至此好的本土理

論與研究才算有其根基。然而，各種理論假設得到實徵證據支持，並非是本土理論建構

與研究的終點，在歷程思維取向下，對於目前「共在」的好的（本土）理論提出新的批

判與反思，並再經此一良性新循環歷程，繼續深化既有的好理論或轉化出更完備的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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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才能讓知識的發展隨著脈絡的變化生生不息。因此，個人認為唯有從學術體制、學

術社群文化等面向，同時促進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或心理學）內部與對外的實質知識交

流，才會是其根本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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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 is leading his supporters to promote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They have already founded the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launched the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The goal of these efforts is to explore 

and promot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indigenize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creas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igenized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iming 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indigenize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recommended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s direction 

and encouragement for researchers in their indigenized Chinese studie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with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and process 

thinking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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