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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本土化學術該有的典範： 
我對黃光國教授〈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一文的回應 

 

陳 復* 

 

摘要 

 

黃光國教授撰寫〈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一文來當做靶子論文，其內容並

未實質討論到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情況與未來展望，而係大量列舉殷海光對胡適的批

評與胡秋原對殷海光的批評，指出這兩個事件的後兩人都不做任何回應的事實，來佐證

指出這些學人沒有「接受辯論來澄清問題」的學術風格；再者，黃光國教授討論其老師

楊國樞教授堅持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在理論建構層面的工作下工夫，無

法跳脫出該知識的窠臼，並提到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蔡孟利教授如何面對學術

造假的議題，出版《死了一個研究生之後》等三本文學小說；其三，他在開頭與文末藉

由指出兩位青年學者遇到的發表困境，藉此指出社會科學領域如何因「自我殖民」而對

這些人產生的擠壓。他唯一有談到本土化學術研究的具體內容，則是楊中芳教授有關「中

庸」這一議題的實徵研究，黃教授指出楊教授本人從來不看《中庸》，卻主張「一個中庸，

各自表述」，希望同道都能對這種「權力的濫用」（power abuse）引以為戒。除有關楊中

芳教授的討論外，筆者不能同意黃教授這些作法屬於「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

應該探討的內容，並指出他其實大可跟我們來談「西方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性

的理論，並從事實徵研究」獲致的相關成果，藉此來從中「證實」這樣的研究路線是否

已經被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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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將黃光國教授撰寫〈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

望〉一文當作靶子論文，並請我寫一篇回應文字。敝人雖然深感榮幸，但一直覺得很難

下筆，主因在於該文裡面談到各種往事，其文章結構較為散漫，比較不像是嚴謹的「學

術論文」，而更像是「文化評論」，當兩者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我們該如何界定何謂上

層的理論研究，何謂依據上層的理論研究展開下層的應用探討，尤其該應用探討已經流

於個人雜感的抒發？這實在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我個人首先想要回應的一點，就是當

我們想要開拓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個領域，就要帶著歷史的眼光，懷抱著「戒慎恐懼」

的心情來面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意即我們應該有個意識：「我們今天怎

麼評論他人，來年人家同樣會怎麼評論自己。」如果我們希望華人本土社會科學能獲得

順利發展，我們就要釐清何謂我們始終樂見的「本土化學術」，這裡面當然包括針對學術

論文撰寫體例的反思與維繫，我們應該展開認真的釐清，並以身作則，來堅持守護我們

樂見的學術典範。基於這個角度，敝人雖然很敬佩黃光國教授的人格風範，但反對他這

種有點像是散文的寫作型態，這並不是說這些討論不重要，但黃教授大量徵引當事人的

原文，卻反而會模糊掉其主旨，因為我們重點在發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我們從來都沒

有反對「理性思維」本身，理性思維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企圖將具體問題抽象化，變

成「針對觀點不針對個人」的抽象知識，這本是華人平素最欠缺的思維習慣。黃光國教

授文中談到大量包括對胡適（1891-1962）、殷海光（1919-1969）與韋政通（1927-2018）

的往事與回憶，這些經驗型內容的探索，固然可歸類成實證主義史學（history of positivism）

常用的研究方法，這同樣是敝人自青年時期就受過的「學術訓練」，但拿人家的話語當做

文本，摘錄其某篇文章的段落來批評其觀點（不論是古人或今人），固然有點「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意味，這點敝人當年念大學時期的老師李敖先生（1935-2018）已經

做出極其豐富的示範，我們曾經活過臺灣戒嚴時期的人，相信對李敖抗衡時局做出的歷

史貢獻應該都還記憶猶新，但對於黃光國教授這位倡導實在論（realism）的大師級學人

而言，由於其對人社學術會產生重大影響，這種雜感抒發的作法顯然會降低討論的質量，

這不是單純對《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將帶來如何影響的技術問題，其不僅沒有細緻談

到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更容易誤導不屬於華人本土社會科學脈絡的學

者，不知不覺將這種漫談的散文就當做我們主張的論文，更誤會臧否人物就是華人本土

社會科學的主軸作風，筆者作為參與架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開展過程中的同道，首先不

能不澄清這點。 

敝人不見得同意黃光國教授書寫的型態，但這不表示敝人就完全反對其書寫的內容。

從文中各細部內容而論，敝人的確不覺得當黃光國教授想討論華人學術普遍存在的「自

我殖民心態」，就需要談到黃泊凱博士的學術生涯發展如何因討論文王卦被當作迷信而

受阻（2020），卻反而因寫成英文發表到國際學術期刊就順利升等的事情；黃教授並提到

胡適因擔任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華演講的翻譯，從而聲望如何水漲船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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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但這並不是說他講的這兩段具體內容有誤，只是敝人常聽黃光國教授在各類演講

中說到這些事情，這固然可當作學術環境長期存在自我殖民心態的「佐證事蹟」，但黃泊

凱博士在學術領域的發展歷程，畢竟對於本人而言都是畢生難忘的記憶，是否合適公開

討論都容有再衡量的空間，黃光國教授不從學術角度討論自我殖民心態的背景成因與突

破辦法，難道他想要暗示我們：當我們企圖面對自我殖民心態做出突圍，最合適的辦法

還是要寫英文發表在國外期刊，或者申請經費擔任某位洋大師的翻譯人員，就能抬高自

己的「社會價值」？根據敝人對黃教授平日言行的觀察，其的確有可能會提出這種策略

性作法，但敝人覺得這根本不是攸關學術領域的「突圍」，而只是個人在學術環境中面對

生存與發展時的掙扎，容或不得不採取的手段。當然，作為數個世代學者的「漂浮無根」，

這些令人扼腕的例證著實是我們至今存在的學術現象，但問題的重點更需要擺在我們到

底應該如何「撥亂反正」呢？敝人想要從黃光國教授的字裡行間尋覓出可能的答案或對

策。他接著直接批評胡適畢生都在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一口號與標語，並提出

殷海光對於胡適這種粗糙觀點的批評，但胡適卻持續不理不睬；他（1965）再舉胡秋原

（1910-2004）曾在《中華雜誌》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殷海光講「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實屬「荒誕」，其人「絕無學術的真誠」，其著作如《邏輯新引》與《思想和

方法》只是拿邏輯的名義，藉由對羅素的人身崇拜來詐欺，由於他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

一無所知，不僅沒有科學常識，更沒有學好英文的文法，使得其聽見若干反民族宣傳，

學到罵人的習慣，翻一翻卡納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就亂講邏輯實證論，胡秋

原（1966）藉此指出學術詐欺不僅比無知更壞，而且造成最大的敗德。奇怪的現象莫過

於殷海光對於胡秋原的批評同樣不理不睬，吾師韋政通（2011）教授則特別在〈我所知

道的殷海光先生〉中指出由於殷海光希望改變現在著重考據與玄學的學風，他對此極端

厭惡，想要轉往邏輯層面來探討學術課題，這是其困守在臺灣二十年，對於中國學術界

最有意義的貢獻。但黃光國教授則指出：這到底是「貢獻」還是「障礙」很有商榷的餘

地，因為他想塑造出的「學風」就是種「雙重邊緣化」造成的「學術殖民」，意即無法理

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卻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國土上；從未到歐美卻畢生講授著歐美的科學主

義或實證主義，最後只是個雙重的邊緣人。 

後面，黃光國教授討論其老師楊國樞教授（1932-2018）如何面臨著心理學本土化運

動背後的困境，由於其堅持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在理論建構層面的工作

下工夫，而只是探討命題的實證或否證，無法跳脫出該知識的窠臼，從「自我殖民」的

困境中獲得出路；接著，他又提到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蔡孟利教授如何面對學

術造假的議題，並出版《死了一個研究生之後》等三本文學小說，裡面有兩人關於論文

掛名問題的冗長對白；最後，他再提到有位研究生在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念四年，

論文尚未完成，就被「自我殖民」的學術風氣搞得心灰意冷，先是自願退學來當其研究

助理，後來再報考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卻面臨口試委員的刁難，藉此指出當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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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探討哲學與宗教這些抽象理念，該如何發展本土心理學呢？且不說黃光國教授如果

有機會跟該名研究助理詳談其心路歷程，可能會聽見很不一樣的角度與說法，他隨著自

己的意識流談到這些個人經驗的往事，就要拼湊出臺灣這數十年來有關「本土化學術研

究的發表與展望」，這會讓有識者滋生「該作法實屬荒唐」的疑慮，因為其主要內容實在

與「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都沒有直接關係。即使敝人完全能認同黃教授講的

三段個別事件反映出的價值判斷，都無法掩飾其竟然不談「本土化學術研究」的各項實

質成果，如此把自己不談標題內容的情事給合理化（題文不符），又將如何解釋這些具體

事件的細節，到底如何能幫我們指向未來呢？文末，黃光國教授談到楊中芳教授有關「中

庸」這一議題的實徵研究（2010），提到其本人從來不看《中庸》，卻主張「一個中庸，

各自表述」，他不禁痛批這跟殷海光不讀且不解中國的文化，卻持續「痛恨」且「批判」

中國的文化，究竟有什麼兩樣？就敝人來看，這是這篇文章中唯一有談到本土化學術研

究的具體內容。黃光國教授希望同道都能對這種「權力的濫用（power abuse）」引以為

戒，誠然敝人同意這種「強不知以為知」的現象，的確如其所言是「扼殺本土學術發展

的最大罪惡」，但黃教授因為自身的學術聲望崇隆，獲得《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的邀請

來撰寫這篇靶子論文，難道真沒有同樣在不知不覺濫用權柄，醞釀世人對我們華人本土

社會科學的嚴重誤會嗎？敝人談這些問題，絕對沒有絲毫幸災樂禍的心情，反而極其沈

痛想指出這裡面的盲點，如果黃光國教授不能意識到這的確是個問題，沒有收攝住自己

不斷奔馳的意識流，他會不自覺毀掉我們經過數年辛苦經營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目前著實

得來不易的學術聲譽與學術成績，這正是我很難下筆書寫談真實感想的主因。 

最終，敝人想談什麼是本土化學術該有的典範？前面已經談過書寫型態，現在敝人

來談書寫內容。有關學術自我殖民的現象都不屬於「本土化學術該有的典範」，因此前面

黃光國教授講的惡質現象都不需要書寫，他作為深度參與臺灣心理學本土化的核心人物，

有關「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其實可告訴我們從西元 1980 年楊國樞教授開始

倡導並發展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其後續各種研究成果有著如何的優點與缺點，如何化

解實證論典範帶來的困境，將其轉型成實在論的典範，這點敝人建議各位讀者可參考黃

光國教授本人書寫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2004），文中他指

出：「在可預見的未來，本土心理學在臺灣的發展可能會兵分兩路：一條路線堅持以西方

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性的理論，並從事實徵研究。這樣的研究路線較容易為國

際學術社群所接受，其研究成果也比較容易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另一條路線則是以

素樸的實證主義或其他的素樸哲學觀作為基礎，在本土社會中從事心理學研究。這樣的

研究成果應當也可以在國内的出版市場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但是要想走人國際學術

學術社群，則可能遭遇到較大的障礙和困難。」既然如此，十六年已過去了，他如果不

想談「素樸的實證主義或其他的素樸哲學觀作為基礎，在本土社會中從事心理學研究」

獲致的相關成果，最起碼可跟我們來談「西方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性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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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事實徵研究」獲致的相關成果，藉此來「證實」這樣的研究路線是否已經被國際學

術社群所接受。據此，筆者的質疑與期待，只是希望「黃光國本人能回到黃光國本來的

作法」，而不要像現在這篇有如隨感雜記的文章。這條路線的研究，在後期敝人開始參與

期間，只是我本來做這些事情與黃光國教授沒有直接關係，後來卻產生「匯歸合流」的

效應。敝人參與科學哲學研究的過程有兩個元素：其一，我在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的過

程中，因為趙金祁教授（1930-2016）的關係，開始探索科學哲學的議題，除陸續出版《趙

金祁回憶錄》（2011）與《趙金祁科教文集》（全二冊，2011）外，並因趙教授的建議而

去訪談黃光國教授，從而開始我們兩人長期探討相關議題的歷程；其二，我二十三年來

講授心學，一直在思考如何將心體（自性）轉化成學術領域可接受的公共語言，後期則

因為與黃光國教授的討論，開始探討由科學哲學的角度來解釋自性議題。尤其是自性議

題應該成為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主軸命題，敝人這五年來陸續發表相關論文，後彙整出

版成專書《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2020），確實已經引發海內外學者的

關注與討論，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來的觀點，其實正就是「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

望」需要詳細討論的內容，容待敝人往後詳加書寫。此刻敝人在這裡的角色只是「打靶

子」而不是「當靶子」，受限於篇幅，就不在這篇文章中探討敝人對本土化學術研究有什

麼具體觀察，然而，黃光國教授係望重士林的大師級學人，敝人建議黃教授能更嚴謹面

對這個議題，當我們護持住這個學術工作紀律，我們就能讓更多學人尊重並願意討論我

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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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the Indigenous Academic Model Be:  
Response to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Fu Chen* 

 

Abstract 

 

First,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s article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is intended to be a target article. However, the content did not 

actually discuss the public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indigenou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ontrary, most of the content pertains to Yin Hai-Kuang’s critique of Hu Shi and Hu Ciou-

Yuan’s critique of Yin Hai-Kuang. Professor Hwang pointed out the fact that neither Yin nor 

Hu responded to the respective critiques to proof that these scholars lacked the academic 

approach of “accepting debates to clarify issues”. Second, Professor Hwang discussed the 

adherence to scientism and positivism instead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his teacher 

Professor Kuo-Shu Yang’s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reby rendering him unable to escape the set 

pattern of knowledge. He also mentioned how Professor Tsai Meng-li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Yilan University confronted the issue of academic fraud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is three literary novels, including “After the Death of a Graduate 

Student”. Third,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his article, Professor Hwang pointed out the 

publishing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wo young scholars to demonstrate how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self-colonization” has restricted these scholars. His only specific content on 

indigenous academic research was Professor Yang Chong-fang’s empirical study on moderation. 

Professor Hwang pointed out that Professor Yang herself has never rea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yet advocated “One Mean, Multiple Perspectives”. He hopes that all fellow practitioners 

can be wary of such “power abuse”. Except for the discussion on Professor Yang Chong-fang, 

the author cannot agree that Professor Hwang's actions are relevant to the content that should 

b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Meanwhile,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Professor Hwang could instead discuss 

relevant results obtained from research that are based on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0 2 0 ,  v o l .  1 1 ,  n o .  4 ,  p p .  6 7 - 7 3 
 

本  土  諮  商  心  理  學  學  刊 
2020 年，11 卷 4 期，67-73 頁 



73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so as to “prove” whether such a 

research path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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