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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愛論」或「見論」 

 

黃光國* 

 

摘要 

 

我的「靶子論文」〈本土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針對臺灣社會科學界盲目移植美國研

究典範，但彼此之間不作學術對話與論辯的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五位資深研究人員

各自從不同的立場，對作者的「靶子論文」作出評論。在本回應文中，作者分析每一位

評論人跟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淵源，說明自己堅持的知識論策略，是以科學哲學演化

系譜作為基礎，分析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形態學」；依照「覆蓋率模型」，從「文化衍生

學」的角度，導衍出假設，從事量化或者質化的實徵研究。作者之所以堅持這種「文化

系統」的研究取向，乃是肇因於中、西文明之間的根本差異：中國「儒、釋、道」三教

合一的文化傳統重視的是「實踐」，理論建構則是歐洲啟蒙運動之後，西方文明的產品。

處在中、西文明的夾縫中，中國知識分子除了瞭解兩種文明的優、缺點之外，更要「知

其雄，守其雌」，找到自己在這兩種文明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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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撰寫這篇回應文之前，我想先對《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能夠用許多心神，邀請

五位有志於推廣本土社會科學的同道，來對我的「靶子論文」進行「打靶」，表示誠摯的

謝意。我從 1980 年代之初，投入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在這段期

間，殫精竭慮，不斷思考如何克服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項難題，「逢山開路，過

水架橋」，到了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發，所有講學及社會活動頓告中止，於是拿定決

心，將歷年治學心得，撰寫成「中、西會通新四書」，其標題分別為： 

1.苦：《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 

2.集：《中西會通：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 

3.滅：《科學主義的陰魂》 

4.道：《儒佛會通：自性的心理分析》 

  光緒年間，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寫過一本名著《自西徂東》。內容分仁、

義、禮、智、信五集。通過中西方文明的對比，指出中國社會、道德、文化的現狀與西

方相比落後的地方，並提出改良方法。 

  我這四本書刻意以佛教「四聖諦」為名，旨在以「中西會通」回應花之安的《自西

徂東》，希望能以建構本土自主社會科學的方法，重振文化中國。 

  由於我的終極關懷牽涉極廣，在我追求這次目標的過程中，也跟來自不同背景的同

道結緣。因為每一位「道友」都各有自己的學術「視域」，在這篇回應文中，我將先敘說

我跟每一位同道的因緣，然後再對大家所提到的共同問題作整體性的回應。 

 

壹、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 

 

  葉啓政教授是我的學長，民國 53 年我進臺大心理系時，他是研究生。在推動社會

科學本土化的漫長道路上，他一直是我的「戰友」。1990 年代中期之後，心理學本土化

運動發生路線之爭，他發表的許多文章，對於我可謂啓迪良多。臺大博、碩士的養成教

育，始終缺乏科學哲學這一塊，心理學研究所亦不例外，啓政兄有關哲學社會科學的論

述，使我當年下定決心撰寫《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書名中的「理路」一

詞，也是借自他的社會行動「三重理路」之說。 

  在臺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上，啓政兄出版過一本重要的經典著作《傳統與現代

的鬥爭遊戲》（葉啓政，2001），認為清末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中主張「現代化」的

知識份子，是以其系統性的論述，帶動豐富的社會資源，在社會公共領域中，進行顛覆

傳統的「全面陣地戰」；有心捍衛文化傳統的人士則只能結合少數同志，在私領域的狹小

空間中，進行小規模的「游擊戰」。我最近在撰寫一篇論文〈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Initia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 Against WEIRD Psychology〉，刻意引用他的論點，說明

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化運動，就是要反其道而行，將捍衛文化傳統的「游擊戰」轉化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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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戰地陣」，來和西方理論進行對抗。 

  寫到這裡，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楊國樞教授。楊教授是我跟啓政兄兩人之間的「交集」。

我在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唸碩士的時候，楊教授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當時他最感興趣的

是有關「現代性」的研究，我的碩士論文也和這個主題有關。我於 1976 年自夏威夷大

學學成回國後，楊先生又和李亦園、文崇一等人開始推動「社會科學中國化」運動，後

來又因為政治風向轉變，而改稱「本土化」運動。或許是因為楊先生所重視的是「實徵

研究」罷？他似乎並沒有感到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我也沒聽過他談有關「傳統與

現代」的鬥爭問題。 

  1996 年，楊教授曾經邀我和啓政兄一起說明他將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當時他是

「澄社」社長，我和啓政兄則為社員。在此之前，楊教授曾經發表過一篇廣獲好評的文

章〈學者不可為政治人物打雜〉，我猜這是他當時之所以要跟我們說明：「中央研究院副

院長不算政治職位」的原因。我記得啓政兄聽後默然不語，我則引用龔自珍的詩句，在

《中時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但開風氣不為師〉，述說我對此事的看法，分兩

天刊登。當時我便對楊先生測量「現代性」的方法論公開提出質疑。楊國樞教授七秩華

誕時，我又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從「現代性」到「本土化」：論「個人現代性」研究

的方法論〉（黃光國，2002），收錄在葉教授主編（2002）的《從現代到本土》一書中。

後來將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投稿到《亞洲社會心理學期刊》（Hwang, 2003），該刊主編

還要求楊教授公開答覆（Yang, 2003）。最近撰寫的這篇〈對「怪異心理學」發動科學革

命的知識論策略〉（Hwang, 2021），可以說是二十幾年來我從各種不同角度探索這個問題

的總結。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受到啓政兄著作的啓迪，獲益良多，必須藉此申謝。 

 

貳、「新四書」與「張三點」 

 

  張蘭石教授大學及研究所時代，在臺大唸造船工程學，後來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唸宗

教學，現在則在福建閩南師範大學教科學哲學。這樣的背景視域跟我十分相像：我大學

及研究所時代唸的是心理學，但很早就對大乘佛教極感興趣，28 歲時出版的第一本書題

為《禪之分析》（黃光國，1973），主張以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

論，因此非常欣賞張教授發表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上的一篇論文〈四句的應用：心靈

現象之多面向研究法〉。對於他在這篇評論文〈本土化學術綱領的挑戰與存有論模型的

外推〉中所發表的論點，確有「深獲我心」之感。張教授說： 

就如黃光國在這篇靶子論文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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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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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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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黃光國難題」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所以陳復提出「黃光國難題」的說法，可

是，這樣的難題本質上並不是宗教形上學中的弔詭陳述（paradoxical statement），我相信：

只要對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有相應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就一定可以

破解這方面的難題。星雲法師說過一句名言：「有佛法就有辦法」，對於解決科學上的難

題而言，科學哲學就是「世間法」中的「正道」，我們也可以說：「有科學哲學就有辦法」。

所以「黃光國難題」的真正困難並不在此，而在於張教授所說的第二個「關卡」，也就是

「新研究綱領須先具足其理論硬核的公信力」。針對這一點，張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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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四大問題中，其實我只能解決第一個。目前我正集中全力，撰寫「中西會通新

四書」，就是想解決第一個問題。然而，即使這一套書已經出齊，有心人也仔細讀完這

「新四書」，是不是就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倒也未必盡然。 

 

二、兩種「戲論」 

 

  《瑜伽師地論》上說：「此中能引無義思惟分別所發語言，名為戲論。」《中論》卷

三〈觀法品〉分「戲論」為「愛論」與「見論」兩種。「愛論謂於一切法取著之心，見論

為於一切法作決定解。鈍根者起愛論，利根者起見論；在家者起愛論，出家者起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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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魔起愛論，外道起見論；凡夫起愛論，二乘起見論。」 

  對於佛法而言，所有「無義思惟分別所發語言」都是「戲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

以科學哲學為基礎，寫「中西會通新四書」，也是一種「戲論」；對於不想以本土社會科

學研究作為終身志業的人，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即使是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會因為自己

背景視域的不同，而把我說的這套「世間法」當作是「愛論」或「見論」，作出不同的評

價。陳復在提出「黃光國難題」一詞之初，許多同道便已經看出：所謂「黃光國難題」

其實是陳復自己的難題，其道理即在於此。 

  張教授在其評論文的結尾部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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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可以說是我們兩個人之間共同的肺腑之言。希望「思源學會」的同道們能夠

三復斯言！ 

 

參、「宏觀論述」與「微觀分析」 

 

  林安梧教授是我多年的老友，也是國內哲學界著名的才子。他寫的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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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平素的言談風格相似，旁

徵博引，見解宏濶，引人入勝，我也很欣賞他的論點。在這回應文中，我祇想指出兩點：

第一，是我們兩人立論基礎的不同；第二，是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 

 

一、兩位「大師」的遭逢 

 

  關於第一點，我的靶子論文題目是〈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其焦點可以分

「研究」和「發表」兩方面來說。在我看來，一個學者發表跟學術有關的文章，跟一個

武士提劍與人比武是一樣的。《中庸》第一章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指的

是雙方言談（交鋒）前的準備（磨鍊）工夫，「發而皆中節」，則是雙方「交鋒」後，能

不能讓對方心平氣和地「折服」。 

  對我而言，臺灣學術界最為糟糕的「自我殖民」現象，就是任何一個學者只要抱緊

外國某一學者、或某一學派的大腿，就可以狐假虎威，敲鑼打鼓，大肆張揚甚或望風點

火，製造聲勢，完全不理國內學術同儕對他的批評。結果變成林教授所謂的「收屍者」

或「收養者」，卻始終無法變成「生育者」。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在文章中比較杜威和

羅素兩人當年來華所造成的影響，僅只是考量他們如何影響五四意識形態的形成，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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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批評他們對中國哲學界的全面影響。 

  同樣的，殷海光的〈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發表於 1958 年 8 月 18 日出版的

《祖國週刊》，那時候，殷氏是臺大教授，胡適更是位居要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兩

人都是學術界名人，而且處於生命中「聲華鼎盛」的時期。胡秋原以三篇文章批評殷海

光的《邏輯新引》與《思想和方法》，發表於 1965 年的《中華雜誌》，殷海光不理不睬。

翌年，胡秋原將這三篇文章集結成冊，題為《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殷

海光仍然不作回應。當年十二月，胡秋原在臺灣大學經濟學會演講「何謂社會科學」，再

度批判殷海光，並將講稿分三期，刊登在《中華雜誌》之上，殷氏依舊不為所動。 

 

二、「視域」的轉變 

 

  從「思源學會」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立場來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要想在本土社

會界落地生根，甚至生長茁壯，華人學術社群一定要先培養出對話和論辯的風氣，華人

學者才有可能蛻變成為「生育者」，否則永遠會停留在「收養」或「收屍」的階段。我之

所以會在這篇「靶子論文」中提到這幾則故事，其道理即在於此。 

  這裡我還要指出的是：我是民國 53 年（1964）進入臺大的。當胡秋原連續發表文

章批判殷海光的時候，哲學系事件還沒發生，我僅只是個少不更事的大學生。當時，我

對身為「民主鬥士」的殷氏充滿崇敬之情，認為胡秋原是代表「保守勢力」的「打手」。

可是，等到我開始下定決心以推動本土社會科學作為終身志業，弄清楚科學哲學演化系

譜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我認為胡秋原當年

的論點是正確的，而殷氏一生的際遇卻是既可憐，又可悲。 

  我經常自忖：我對同一件事的觀點，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我非常了解：對於

佛法而言，所有的世間法都是「戲論」，都不是究竟之道。《瑜珈師地論》〈觀法品〉又將

「戲論」分別「愛論」和「見論」兩種，「愛論」謂「於一切法取著之心」；「見論」謂於

一切法作決定解。我入臺大之初，對於殷氏的崇拜，是一種「愛論」，這種「取著之心」，

是出於「凡夫」的「鈍根」；然而，當我以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作決定解」時，這雖然是

一種「見論」，但是「天魔起愛論，外道起見論」，就佛法而言，這仍然是一種「外道」。

這是為了推展本土社會科學，不得不走的一種「苦、集、滅、道」。它雖然是一種「世間

法」，但卻是我們想要以「中、西會通」的方式，發展本土社會科學的一種「正道」。「思

源學會」的同道既然有志於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便不能不對科學哲學演化系譜有相應的

理解。 

 

三、華人文化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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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授的評論文提到「新冠病毒之後的人類文明及其交談之必要」，對於這一點，我

也有話要說。我在撰寫這篇靶子論文以及撰寫「中西會通新四書」的時候，都刻意避免

觸及現實政治，這一點深受新法蘭克福學派大師哈柏瑪斯的影響。1961 年，哈柏瑪斯和

他的朋友合編出版了《大學生與政治》一書，因而捲入了學生運動。他跟當時學生運動

的「新左派」公開爭辯，並出版《抗議運動與高等院校改革》，既反對左派的行動主義，

也反對「右派」的保守主義，而成為學院式的理論批判派。 

  然而，我又十分了解：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動，又不可能避開現實政治的影響，

所以在撰寫「新四書」之前，我已經先出版《中西文明的夾縫》、《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以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希望以這三部曲譜寫一種史觀，讓同道們了解台灣的歷

史處境。在我看來，《潛龍與禿鷹》一書中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瘟疫」才是人類文明禍害

的總根源，也是歐美國家新冠疫情難以控制的主要原因。在我看來，川普總統任內撕掉

了美國所有的虛偽面具，拜登上台之後，以往美國獨霸世界的權力結構必會有所改變。

在這鉅變前夕，如何為華人文化爭取話語權，來跟其他文明對話，才是「思源學會」同

道的當務之急。 

 

肆、「文化系統」與「歷程思維」 

 

  順著這一條思路，我想對葉光輝教授的評論文〈包容與整合：再談本土化研究的多

重哲學典範〉，作出七點回應。1976 年我回國之初，曾經在臺大心理學研究所開了十年

「多項變數分析」的課，葉教授曾經是我指導過的碩士生。當時我以為用統計方法，可

以解決心理學研究所有的問題。到了 1990 年代初期，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生路線之爭，

我才發現：這是不可能之事，而開始研究科學哲學。當時葉教授的博士論文已經改由楊

國樞教授指導。我們三人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了葉教授討論相關問題的基本視域。葉

教授質疑的第一個問題是：發表英文論文，到底是本土研究的「解方」，還是可能加深

「自我殖民」的「偏方」？ 

 

一、「自我殖民」的「偏方」？ 

 

  葉教授或許還記得：西元 2000 年，我們開始執行教育部「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

求卓越計劃」，我擔任總計劃主持人，在所謂「尊重學術自由」的大帽子下，根本無法干

預每一子計畫的內容，只能訂定「自律規則」，要求每一子計畫四年內在國內、外期刊發

表兩篇論文。因為我堅信：好的本土化研究一定是世界性的，不能「關起門來做皇帝」。 

四年後，第一期卓越計畫執行完畢，移交回國科會接管時，23 個子計畫中，只有 8 個過

關，其他十幾個子計畫都給淘汰出局了。坦白說，這些過關的子計畫還有不少是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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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傭兵」助陣的，等到計畫執行完畢，就「船過水無痕」，「了無痕跡」了。 

  我必須承認：在當前臺灣學術社群的獎酬體制下，鼓勵發表英文論文，確實可能加

強葉教授所說的「自我殖民」現象。自從科技部和教育部以發表 SCI 和 SSCI 論文作為

評估教授的標準之後，臺灣學術界便盛行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互相掛名，坐地分贓等

等的怪現象，大家競相發表「輕、薄、短、小」的論文，累積實徵研究資料，卻不解決

重要的學術問題。 

  然而，我們要想在國際上爭取華人文化的話語權，如果不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

又如何可能做得到呢？ 

 

二、「文化系統」研究取向 

 

  談到這一點，不得不討論葉教授所提的另一個相關議題：我在執行「華人本土心理

學追求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殫精竭慮，思考如何用科學哲學解決心理學本土化所遭

遇到的各項難題。該計畫結束後，撰成一本《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

徵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後，該書之英文本改以《Found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之名出版（Hwang, 2012），與西方主流心理學「泛文化向度

研究取向」（pan-cultural dimensional approach）針鋒相對，開始提倡「文化系統」的研究

取向（cultural system approach）（Hwang, 2015）。主張「多元哲學典範」，用不同的科學

哲學，解決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的各項難題，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分析自身的

文化傳統。 

  在我看來，科學哲學旨在闡明源自西方文明的「形構之理」，「儒、釋、道」三教合

一的中華文明，則是源自東方的一種「存在之理」。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目標之一，就

是以西方的「形構之理」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藉以釐清東方文明中的「存

在之理」。 

 

三、「多重哲學典範」 

 

  在〈黃光國難題：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完成與開展〉一文中，陳復（2016）提出了

一張圖，說明「黃光國文化分析的知識論策略」，圖的中間，他寫的是「多重哲學典範」。

依我原意，這裡應當放置「結構主義」才對（見圖 1）。陳復為什麼會作出這種建議呢？ 

  1990 年代中期，我以哲學門外漢的背景，下定決心撰寫《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

國，2001），旨在解決心理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難題，而不是在介紹西方傳統中所謂的科

學哲學。這本書的內容跟西方科學哲學的「標準本」，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所謂的「多重哲學典範」包含：建構實在論、結構主義、和批判實在論，建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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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區分「科學微世界」和「生活世界」；心理學的「結構主義」討論「人」獲得「知識」

的途徑；批判實在論則在討論如何建構「含攝文化之理論」。所以分析文化的知識論策略

應當是以「人」或「結構主義」做為中心，而不可能是以「多重哲學典範」做為中心。

我的本意是：從事文化分析的知識工作時，必須運用各種不同典範，「恰如其分、恰如其

位」地解決各個不同性質的難題。陳復所謂的「黃光國難題」，其實是難在這裡。這正是

宋明理學家所說的：「理一不難，難在分殊矣！」 

 

四、包容性的「多元哲學典範」？ 

 

  葉教授所謂的「多元哲學典範」，並沒有這樣的意義。葉教授主張本土心理學研究要

有「包容」。他所謂的「多元哲學典範」，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自己的偏好，運用任何一

種哲學典範，進行研究。其實這也是臺灣社會科學界的現實。他認為楊國樞教授提倡的

「七不」與「十要」，可作為初階入門者的參考和指引。在我所知道的本土心理學陣營

裡，楊教授和葉教授確實是兩位最有包容力的人。他們兩位的這點特質是值得肯定的。 

  問題是：楊先生畢生提倡本土心理學的目標，是要建立「全球心理學」（global 

psychology）。他所主張的「七不」與「十要」根本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在我跟葉教授

合編的楊教授紀念文集中（Sundararajan, Hwang & Yeh, 2020），我特別寫了一篇很長的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rof. K. S. Yang’s vision of global and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

深入析論過他主張的方法和目標背道而馳所造成的難題，葉教授不妨再次細讀。 

 

五、「科學主義」的「厲鬼」 

 

  葉教授主張的「多元哲學典範」所強調的是「包容」。他雖然知道科學哲學的典範已

經由「實證主義」演化到「後實證主義」，而且這兩種典範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

法論」完全對反，但他並不認為「邏輯實證論」已經過時，因為如果「邏輯實證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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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葉教授說：臺灣學者們並沒有「淘汰與放棄」邏輯

實證論。其實，臺灣社會中根本沒有幾個人懂得什麼「邏輯實證論」，大家對於科學哲學

的基本態度是：「我不懂，還不是照做？」最近我針對《本土心理學研究》一位審查人所

寫一千五百字的審查意見，寫了一篇一萬七千字的〈破解「科學主義」的魔咒〉當做「靶

子論文」邀請各位審查委員打靶，旨在說明：臺灣學術界盛行的是「拼裝車式」的科學

哲學，這種「科學主義」一旦跟權力結合，就可能變成噬人的「厲鬼」，吞噬別人辛苦研

究的成果。葉教授有興趣的話，歡迎他一起參加打靶。 

  我一向認為：「研究」和「發表」是學術活動最重要的兩件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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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發表。學術研究猶如練武功，學術發表、與人論辯，猶如華山論劍，與人公開

比武，雙方交鋒，高下立見。在西方，重大的學術突破，都是長期辯論和對話的結果。

我在國際上推展本土心理學的過程中，曾經在國際期刊及專書上發表英文論文 120 篇以

上，並替著名國際期刊編過七個專刊，其著眼點即在於此。 

  我跟瑞典戈登堡大學教授Carl M. Allwood在英國《社會知識學》（Social Epistemology）

辯論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相關問題，雙方發表十幾篇論文，時間將近四年。我

據此寫成的一本小書《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向中央研

究院申請專書著作獎，遭到「打鎗」，卻不給任何理由；在此之前，我出版的一本專書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Hwang, 2012），向中央

研究院申請專書著作獎，也同樣遭到「打鎗」，同樣不給任何理由。 

  大家都知道：在臺灣學術界，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坐地分贓，其實都是司空見慣，

不足為奇。號稱學術最高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被少數學閥所把持，更是眾所週知之

事。我最難接受的是我在《破解「科學主義」的魔咒》一文中所批判的那篇審查意見。

試問，如果連楊國樞教授一手創辦的《本土心理學研究》都已經被科學主義的「厲鬼」

所盤踞，楊教授畢生關懷的本土心理學運動還可能有什麼前途？所以要請葉教授一起參

與「打靶」，判斷一下：這位審查人的立場究竟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科學主義」？ 

六、「批判」與「包容」 

 

  葉教授的評論文提到哈柏瑪斯的三種知識論與認知旨趣之說，作為本土心理學研究

必須「包容」的理論依據。這一點，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必須從哈柏瑪斯寫這本書的歷

史背景詳加析論。1961 年在圖賓根舉行的德國社會學大會上，波柏發表了一篇〈論社會

科學的邏輯〉，引發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實證主義派兩大陣營之間長達十年的論戰之後，

哈柏瑪斯才寫成了這本《知識與認知旨趣》（Habermas, 1971），旨在說明：自然科學遵循

的是「自然的因果」（causality of nature），社會科學遵循的是「命運的因果」（causality of 

fate），因為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跟自然物截然不同，所以需要經驗的、詮釋的和

批判的三種知識。 

  橘逾淮而為枳。這三種知識移植到臺灣，反倒成為「包容」的藉口，而不敢談「批

判」與「溝通」。舉例言之，臺灣的社會科學界一直盛行用 SEM 的統計模式分析資料。

我一再指出：SEM 模式是在分析「自然的因果」，並不適用社會科學界，但大家仍然不

為所動，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嘛！」 

  葉教授或許還記得，不久之前，我們兩人共同指導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用 SEM 模

式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我跟她說：這種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當用「正準相關分析」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她卻擔心：口試委員看不懂，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

等到她的論文口試高分通過之後，她再用「正準相關分析」重新整理資料，果然結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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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晰而且容易解釋。「大家都錯，所以就是對的」，我想請葉教授思考：我們該用什麼

樣的「批判」與「溝通」方法，才能改變臺灣學術界這種頑靈不冥的心態？ 

 

七、「文化系統」與「歷程思惟」 

 

  葉教授認為：「歷程思維取向才是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展望的解方」。這一點，跟我主

張的「文化系統」研究取向正好相反。從 Archer（1995, 1996）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al 

dualism）來看，所謂的「歷程思維」的研究取向，是在研究「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

「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則是要呈現出「文化型態學」（morphostasis）。她的分析二元論

堅持：「文化型態學」的研究應當先於「文化衍生學」。這道理其實也十分簡單：如果我

們對儒家的「文化型態」沒有全盤的理解，我們如何可能知道「它」在某一特定時空中

的「演變歷程」？多年來，本土心理學研究仍然停留在「資料累積」的層次，無法邁向

楊國樞教授理想中的「全球心理學」，其癥結即在於此！ 

 

伍、「愛論」或「見論」 

 

  在對四位「打靶人」的評論文作完回應之後，再來談陳復教授寫的〈什麼是本土化

學術應有的典範〉。在此之前，我想先說明陳教授在「思源學會」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一、「別子為宗」 

 

  在〈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一文中（黃光國，2019）中，我曾經指出，在中國歷史

上，傳承儒家有三種主要的進路，王陽明的道德進路、朱熹是「宇宙論進路」、以及我所

主張的「科學進路」。朱熹（1130-1200）是宋明時代儒學第二期發展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他編註的〈四書章句集註〉被元仁宗（1285-1300）指定為科舉考試的指定讀物，對中國

近代文化造成了重大的影響。然而，儒家本質上是講實踐的「進德之學」，牟宗三認為王

陽明的「道德進路」是傳承儒家的「正統」，朱熹的進路只能算是「別子為宗」。 

  牟宗三採取「中哲化西哲」的方式，希望藉康德哲學，來梳理儒家的道統，所以林

安梧（2011）認為：他的哲學進路也是儒家的「別子為宗」，我則是因為他的《現象與物

自身》（牟宗三，2020）對康德哲學作了系統性的扭曲，使新儒家的開展受到侷限，而撰

寫《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作為《中西會通新四書》的第一部。 

  我非常了解：儒家文化傳統最重的是聖賢所講的「點撥言語」或「指點語言」，我所

主張的「科學進路」，其實也是另一種的「別子為宗」。用佛法的概念來說，這也是一種

「戲論」，所以我特別注意《瑜伽師地論》〈觀法品〉對於「愛論」與「見論」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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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者起愛論，利根者起見論；在家者起愛論，出家者起見論；天魔起愛論，外道起

見論；凡夫起愛論，二乘起見論。」 

  《貞觀治要》（是否改為《舊唐書·魏徵傳》）上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

為鏡，可以知得失」。雖然知道：從東方文化傳統而言，我的著述只是一種「戲論」，我

仍然希望能夠聽到別人對它的批判，盡力改正缺失，使它能成為「於一切法作決定」的

「見論」；而不只是出自「於一切法取著之心」的「愛論」。 

 

二、《轉道成知》的廣告 

 

  令人遺憾的是：臺灣的學術社群大多囿於成見，溺於故習，大家喜歡拉幫結派，搞

小圈子，爭取利益，在研討會上，寧可互相恭維，講場面話，卻不願坦誠相見，批評別

人。因此，我特別鼓勵「思源學會」的同道，對我的研究成果提出批判，我一定有所回

應（陳復、黃光國，2019）。然而，對於陳教授所寫的這篇〈什麼是本土化學術該有的典

範〉，我完全不能同意。為什麼呢？ 

  其他打靶人都看的出來，我的這篇「靶子論文」是在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情下寫成的，

希望自己的切身體驗能夠幫助有志於本土研究的年輕學者知所進退。令人奇怪的是，陳

教授的回應文對這篇「靶子論文」的「內容」避免不談，反倒建議我另外寫一篇〈什麼

是本土化學術該有的典範〉！事實上，這類性質的中、英文論文我已經發表過好幾篇，

譬如陳教授評論中引到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便是其中之一。整

篇論文拜讀下來，感覺陳教授不像是在「打靶」，倒像是在為他的新書《轉道成知》作廣

告。 

  這本書是陳教授新近出版的一本論文集。我曾經替這本書寫過序言，在序言中，我

很坦誠地表示：對於陳復在本書中所說的許多論點，其實我是不同意的。比方說：像他

在繪製「黃光國文化分析的知識論策略」時，對我的「多重哲學典範」所作的詮釋，他

所繪製的「朝向至善的自性模型」，都明顯誤解了我的論點。 

 

三、「兩輪並轉，雙翼齊飛」 

 

  在〈儒家心理學：黃光國難題正面臨的迷陣與突破〉一文中，陳復提出了「黃光國

迷陣」的說法，並畫一張「互動實在論研究法示意圖」，試圖說明他的「心體論」對於「歷

史實在論」和「精神實在論」的觀點。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看，「歷

史的實在」應當分為「個人的歷史」和「種族的歷史」，分別儲存在「個人潛意識」和「集

體潛意識」之中。這是「性體論」的基本觀點，和陳復的「心體論」有很大的不同。 

  陳復是王陽明「心學」的忠實信徒，他又深受趙金祈「求如」之說的影響，陳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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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黃光國難題」，其實是他自己的難題；他所說的「黃光國迷陣」，其實也是他自己

的迷陣，然而，我能不能說「陳復的觀點錯誤」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前

文說過，儒家是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從宋明時期開始，新儒家就分為兩支：程朱

一系的「道問學」和陸王一系的「尊德性」。今天我們要想傳承儒家思想，就得「兩輪並

轉，雙翼齊飛」，既重視「知識」，又強調「實踐」，不能有所偏頗。 

  可是，陳教授這本新書的題目是《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這表示他

想從傳承儒家的「道德進路」改為「哲學進路」，或「科學進路」，這個問題就複雜得多。

「兩輪並轉，雙翼齊飛」一詞出自陳復的老師韋政通教授。韋教授是江蘇南通人。家道

殷實。高中畢業後因為不願意遵從父命經商，而離家逃至臺灣。當過一陣子的記者後，

嚴肅思考生命的意義，而決心投入新儒家牟宗三門下。後來又因為不滿牟老師干預他的

戀愛，而背離師門，參與「自由派」團體，而擔任過《中國論壇》召集人，我便是在那

個時代與他結識。 

  1990 年，李登輝任命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中國論壇》編委們決定發起「反軍人

干政運動」，跟《聯合報》立場不合，因而決定解散，另組「澄社」。後來歷史的發展說

明：張教授在這個關鍵時刻所作的抉擇是正確的。 

  澄社原先是以英國的「費邊社」作為學者客觀論政的楷模，立社的宗旨是「論政而

不參政」。「澄社」中兩位「憲法大師」，胡佛和李鴻禧，原先都主張中華民國的憲法應採

取「內閣制」，但澄社成立後不久，李鴻禧即改變立場，主張「總統制」，雙方僵持不下，

許多人因此隨胡佛教授退出。留下的成員再邀請新的年輕學者加入，他們不再堅持原先

「論政而不參政」的立場，澄社也迅速異化成為民進黨的「政務官養成班」。許多人在扁

政府時代，都應邀入閣當政務官，李鴻禧本人更成為陳水扁的「國師」，「澄社」也被人

譏諷為「濁社」。 

 

四、辭典理論 

 

  當時，韋教授感受到「自由派」學者浮談無根之病，他集中精力，以二十五年的時

間，撰成一部六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在這段期間，他又深深感受到中國哲學裡的核

心概念在不同脈絡下所呈現出的多義性，因此投入許多心血，撰成一部《中國哲學辭典》。

在中共改革開放後，大陸學術界求知若渴的時代，兩部書先後在大陸出版，後者更成為

有心治學的知識份子必不可缺的工具書。 

 我跟陳復談過許多次，韋教授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他編撰的這本《中國哲學辭

典》，讓知識份子在討論「中國思想史」的時候，能夠有所依據。同樣的，西方科學哲學

的傳統，對於詞語的使用，也有非常嚴謹的要求。後期孔恩（Kuhn, 1987）哲學所提出

的辭典（lexicon）理論指出：科學的辭典是由一套具有結構和內容的術語所組成，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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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可以運用辭典中的術語來對世界或自然界進行描述，而成為理論中的命題（Kuhn, 

1987）。理論和辭典是密不可分的，一個理論的微世界，必須用一部特定的辭典來加以理

解。不同的理論需要用不同的辭典才能加以理解，理論一旦改變，辭典也必定要隨之改

變。任何一部辭典都蘊涵有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科學社群的成員必須學會同一部「辭

典」，瞭解其中「術語」的意義，彼此之間才能充分交流；他們必須擁有同樣的世界觀，

才能思索同樣的科學問題，並且在同一科學社群中從事有關的研究工作。 

  「中西會通」是項十分艱苦的任務。我為了推展本土社會科學，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執行「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計畫」的十

年期間，殫精竭慮，撰成《儒家關係主義》一書（黃光國，2009），將它翻譯成英文後，

才能夠跟國際學者長期辯論相關議題。 

 

五、「天魔」與「外道」 

 

  陳教授的這本新書看起來是才氣縱橫，炮火猛烈，對我的著作提出了許多批評。我

在〈序言〉中指出了他的幾個明顯錯誤，他並沒有作出回應。更令人困惑的是：他經常

隨興所至，自創許多新概念，像「歷史實在論」、「精神實在論」等等，要想完全理解，

就得編一本新辭典。如果陳教授將自己定位為傳承儒家的「道德進路」，這倒是無妨，因

為孔子死後，儒分為八；王陽明身後，王門也分裂為八派，因為所謂「道德進路」，只要

有助於推展儒家的道德實踐，愛怎麼說，就可以怎麼說。 

  可是，現在陳教授既然有心要「轉道成知」，幫「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突圍」，表示他

想轉換跑道，從「道德進路」改為「哲學進路」，或「科學進路」。這時候，他就得記住

孔恩的辭典之說，和韋教授編《中國哲學辭典》的故事。因為學術討論是有非常嚴謹的

要求的。因此，我想藉這個機會，請陳教授把他「心體論」的主要論點寫成一篇「靶子

論文」，邀請各路英雄好漢一起前來「打靶」，大家一起判斷，陳教授的論點，到底是《瑜

珈師道論》中所說的「見論」？還是出自陳教授對於「心學」的「愛論」？「天魔起愛

論，外道起見論」，陳教授可得千萬當心：要淪為「天魔」十分容易，放言高論就是；要

用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外道」破解自己心中的難題，可是難上加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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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arget article entitled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Its Future” 

strongly criticizes the phenomena of blindly implementing US research paradigms without 

genuine academic dialogues and debates with others in the local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Taiwan. Five senior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comment on this target pape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erspectiv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d each commentator’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in Taiwan's social sciences. The author also explained how 

his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studying the cultural systems of non-Western societies is based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rphostasis of a cultural system allows us 

to study it’s morphogenetic propositions through either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using Hempel’s (1966) model of covering law. The rationale for formulating the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Hwang, 2015)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raxis while Western civilization strives for objective knowledge 

in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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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so that they may find their individual 

bearing in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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