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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畫作介紹： 

作者：蔡錫和 

素材：水彩 

尺寸：8開 

題目：心靈故鄉 

創作理念：藝術其實是治療人生無常的

美好良方，我在畫中呈現同中有異的視

覺變化效果，增添觀賞者的欣賞樂趣與

想像空間，也呈現寫意繪畫多元豐富的

面貌及新感受……，三根電線桿代表光

明、希望、溫暖，現在、過去、未來……

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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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的建構、小心的求證？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嘗試與挑戰 

 

王智弘* 

 

摘要 

 

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諮商心理學本土化一直是本刊所致力推動的學術發展方向，本期專刊

是由夏允中教授所規畫，以黃光國教授的〈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作為靶

子論文，並邀請葉啟政、林安梧、張蘭石、葉光輝、陳復等教授來提出打靶論文，再由

黃光國教授提出回應文，專刊主編夏允中教授亦撰寫專刊主編的話以總結此一專刊。所

以，此期學刊的份量頗重，可同時一覽各名家之言，以共同來深思社會科學本土化之議

題。探討如何從學術的自我殖民處境中覺醒，從西方科學哲學中借鏡，從文化傳統中批

判的繼承、創造的發展，以及從在地生活經驗中與現代社會科學接軌。這些都是東方社

會科學學者要嘗試的課題與要克服的挑戰。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核心工作－理論建構，

大膽以求突破是絕對必要的，惟大膽恐不足以成事，還要中西會通的功力深厚才行，而

要讓學術社群接受，小心求證也自不可免。對身處〈中西文明的夾縫〉（借用黃光國教授

語）中的台灣學者，要為生命的學問尋找出路，要為學問的生命迎接挑戰（借用傅偉勳

教授語）。社會科學本土化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是一條充滿挑戰但值得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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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諮商心理學本土化一直是本刊所致力推動的學術發展方向，本期

的專刊是由夏允中教授所規畫，邀請社會科學本土化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領袖者－黃

光國教授專寫專文，黃光國教授（2020a）特以〈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一文，

針對胡適與殷海光的社會科學訓練背景與學術研究理念有很強烈的質疑，特別是對五四

運動以來所提倡的「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提出強烈的批判，更是對此等偏頗的學

術潮流所引發的學術自我殖民現象與學術倫理歪風，表達深惡痛絕。黃教授提倡要以西

方科學哲學的形構之理以發揚華人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存在之理，以推動社會科

學的本土化。 

    葉啟政教授（2020）認為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歷史悠久、嚴密細緻，華人

要推動本土社會科學除非完全予以揚棄而回歸本土原有知識經營模式，否則，只有認真

走入漫長的西方知識發展歷史，對主流知識體系進行詮釋性的全面檢視，從留白處找出

迴轉性的出口，與此相呼應的就是黃光國教授所主張以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

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進行反省與批判，本土社會科學才能有所突破與成果。 

    林安梧教授（2020）認為華人的學術社群因具有「外力性的主奴意識」而受歐美中

心主流意識形態所支配，而喪失了文化與學術的「生育力」與「創造力」，而淪為西方

社會科學的「收養者」甚至是「收屍者」，但強調社會科學本土化不能自外於華人文化

傳統而落於「土本化」，而是要整合華人文化傳統的「本」與在地生活經驗的「土」，華

人本土社會科學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與學術話語權。 

張蘭石教授（2020）認為社會科學本土化要建立新科學研究綱領，會面臨四面向考

驗（張蘭石，2019）：一、科學研究綱領「文化系統」之陳述，是否精確、完整而具公信

力？二、是否能經歷實證研究而持續發展並促成典範轉移？三、此等含攝文化理論是否

能藉由視域融合而融入外地文化人們的「生活世界」？四、是否能藉由「科學微世界」

的存有論外推，且透過「輔助假設」與「異例修正」以延續其優越性？ 

    葉光輝教授（2020）認為本土社會科學理論與研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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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能採取隨社會文化脈絡改變演進而對應調整之「歷程與關係」思維取向

（Bedford & Yeh, 2020）。而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展望則有賴於「廣度」與「深度」

的推進，前者在讓更多的研究者樂意加入，後者在深化本土研究探究的層次。 

    陳復教授（2020）則從其研究王陽明「心學」的經驗，從早期思考如何將心體（自

性）轉化成學術領域可接受的語言，至後期則因黃光國教授之間的討論（或是辯論），而

開始探討由科學哲學的角度以解釋「自性」之議題。陳教授認為「自性」議題應該成為

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主軸研究命題，並以其專書《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

（2020）引發海內外學者的關注與討論為例，確認「自性」研究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黃光國教授（2020b）所撰寫的回應文上，除了說明每位評論人與社會科學本土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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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黃教授論學的因緣，並援引 Archer（1988, 1995）「分析二元論」（analytical dualism）

的觀點，說明其知識論策略，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為基礎，分析非西方的「文

化形態學」，再依照「覆蓋率模型」，從「文化衍生學」的角度，以探討特定時空的演變

現象，並據以設定研究假設，進行量化或者質化的實徵研究。也就是運用西方文明的理

論建構之知以探討華人文化的存在實踐之道。 

    專刊主編夏允中教授（2020）在專刊主編的話中，除了回應所有作者針對社會科學

本土化的重要論述之外，也敘述了其與黃光國教授論學的因緣，並以其從事社會科學本

土化的研究歷程說明，本土化研究從理論建構到應用研究的四部曲：1.以儒、釋、道文

化建構系列的形式性與普世性（universal）（硬核）理論；2.以自性神、天與鬼神與關係

論來建構系列的實質性（substantial）（硬核）理論；3.引領各種片面性與分析式的實徵研

究來支持理論；4.發展並擴展應用層面與出版相關書籍。 

    同時閱讀七位本土社會科學重要學者的不同論述與觀點，對讀者而言應該是非常新

鮮與豐富的經驗，從黃光國老師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觀點，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研

究者對西方科學哲學應有相應的了解（黃光國，2018；Hwang, 2019），而在建構本土化

理論的過程則會經歷：理念探索、理論建構與研究驗證的過程（王智弘，2014，2017；

黃光國，2009，2018；Hwang, 2012），其中對華人文化傳統的理解與詮釋也是不可忽視

的功課，透過對華人文化傳統「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傅偉勳，1986），以運用六

層辯證詮釋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王智弘，2020），以結合華人文化傳統、在

地生活經驗以及現代社會科學，方能進行「大膽的」本土化理論建構，以及後續「小心

的」實徵研究求證，要達到這種中西會通的功夫，會不會如張蘭石教授（2020）所說的

是「不可能的任務」？（p. 30）其中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解與批判，更是以「研究本土

化」為學術志業的學者「必要的先行『預備』功夫。」（葉啟政，2020，p. 22）可見，

社會科學本土化絕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而是一條充滿挑戰但值得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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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dly Construct and Carefully Verify?  

Attempts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special issue is planned by Professor Yung-Jong Shiah, and uses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as the 

target paper. Professors Chi-Jeng Yeh, An-Wu Lin, Nam-Sat Chang, Kuang-Hui Yeh and Fu 

Chen were also invited to submit their target papers, and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 

submitted his response article. The editor of the special issue, Professor Yung-Jong Shiah, also 

wrote a summary of the special issue. Therefor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his 

issue is quite considerable. They provide the ideas of noted experts for contemplat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exploring how to awaken from academic self-colonization, 

reflecting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ritiquing heritag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from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tegrating modern social sciences with local life experience. These 

topics await examination and are challenges to be overcome by Asian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The core task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bold breakthroughs; however, boldness is not enough for 

achieving success. We must acquire deep learning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areful verific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being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Taiwanese scholars who are in th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borrowed 

from the words of Professor Kwang-Kuo Hwang), they must find a way out of the academic 

life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living life of academics (borrowed from the words of 

Professor Charles Wei-Hsun Fu).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t is a fully challenging task worth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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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學術研究與發表的最大障礙： 

邏輯實證論的禍害與解決之道 

 

夏允中* 

 

摘要 

 

本期的黃光國（黃氏）靶子論文提出「邏輯實證論」不僅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

最大障礙，更是造成當前臺灣學術「自我殖民」情結與倫理的敗壞。接著五位學者繼續

闡述與批判，其中張蘭石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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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邏輯實證論」為主，來度量東方文化而建構瞎子

摸象般的東方論。葉啟政認為將十九世紀以來由歐美主流社會所主導的所謂「現代化」

推及學術領域，無論就知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

究、本國史與考古等等）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來自歐美主流的「舶來

品」，可以說是完全被西方所征服，完全被學術殖民。林安悟直指臺灣這學術殖民的嚴重

性比大陸還嚴重多，何以這樣嚴重的是自我殖民，經過了四十年的本土化運動還是嚴重

的不得了，原因還有意識形態所造就的體制、制度、結構性因素。他更語重心長地提出

這樣的結果會有流落成文化次殖民地的可能，甚至亡國滅種。黃氏在靶子論文中提出解

方，建議學者要採用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取向，來對臺灣原本就蘊藏豐富的中華文

化精華進行現代的客觀知識化。張蘭石進一步詳細說明這個取向的內容是以結構主義來

探究文化心理機制，且依分析二元說來探究文化系統，提出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綱領，也

就是以「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葉光輝提出此取向可改進的三點建

議：1.研究方法與理論改良以及創新；2.包容與具有整合多重哲學典範；以及，3.以「歷

程與關係」思維取向為實在與本體。陳復則認為應談「本土化學術研究」的各項實質成

果，藉由獲致的相關成果，來「證實」這樣的研究路線是否已經被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

最後黃光國以大方向的方式回應提出他之所以堅持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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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文明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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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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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文明中的定位，最後，更提出「文化系統」取向的成果不應只是限於黃氏一人，

後續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時，可以全盤考慮從理論建構到應用的四種研究內容。本期專

刊的一系列八篇文章，希望針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與發展，提出重要論辯與解

方，透過此等辯論以期本土化學術研究發展有更清楚的思考與路線。此外，本專刊亦提

供了發展自主社會科學的重要建議與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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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靶子論文專刊的一系列文章，是以黃光國（黃氏）靶子論文中提出的「邏輯

實證論」為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阻礙，更是臺灣學術「自我殖民」情結與倫理

敗壞的最大因素。並由五位學者繼續闡述與批判，針對本土化學術研究在發展與阻礙

的排除上，提出重要論辯與解方，以期給予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展與推進，有清楚、

明確的思考路線與方向。以下分為五個部分來介紹與評論本期的靶子與打靶論文。這

五個部分：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與後患、解方：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

究取向、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的內容、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

究取向的批評與建議，以及「文化系統」取向的成果只是黃氏一人？從理論建構到應

用四部曲。 

 

壹、 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與後患 

 

一、「邏輯實證論」造成當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的歷史脈絡 

 

    黃氏（黃光國，2020a）靶子論文提出「邏輯實證論」的研究取向不僅造成當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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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氏以文化系統的觀點先闡述華人學術界是西方的「學術殖民地」，我們需要認清

這個事實，並依照西方所制定的學術規則來從事研究與發表。這樣的結果之下，其中的

後患就是華人學術圈慢慢形塑「自我殖民」心態，傾向一味不加思索地引用西方社會科

學理論做為研究的基礎，從事學術代工的研究。還有就不了解西方科學的精華，也就是

科學哲學，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以為西方的科學哲學只有邏輯實證論。 

    尤其，其中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歷史脈絡影響，從五四運動發生至今百年來，華

人社會科學界處在嚴重的邊緣化困境。林安悟（2020）認為從民國以來，外力型的啟蒙

者一直有著極為重要的戲分，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常態。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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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2020a）

接著說明殷海光以邏輯實證論的角度，來批評胡適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

中邏輯實證論者主張笛卡爾「主／客」二元論式的「獨我論」或「唯我論」，認為科學家

必須摒除個人的一切成見，以一種「價值中立」或「去除價值」的態度，從事科學研究。

這個主張看起非常吸引人，也的確讓很多華人社會科學學者一頭栽入，並奉為神主牌，

以此標準來從事研究，造成「實證主義」的學風。 

    隨此風的漸長與壯大，也造成了目前的國內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所的養成教育講究的

是各種研究方法和技術的「方法論」，卻很少人會去思考有關「本體論」和「知識論」方

面的議題。這會使得研究生普遍相信，所謂「科學研究」就是邏輯實證論中的「命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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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或否證」。黃氏提到不論出國留學與否，它們都是秉持同樣的信念，完成學位論文。

如果有機會擔任教職，再用同樣的方式教授學生，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壟罩在學術界的「自

我殖民」的知識形態，像鐵布衫，金鐘罩一樣，難以破解。 

    另外葉啟政（2020）認為華人社會科學處於「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殖民」情結

的「拿來主義」等等現象，其原因是因為無論就存有論、認識論或方法論的角度來看，

西方的知識體制都是一套嚴謹的系統；換句話說，在理論架構、認知模式、概念蘊生、

方法運用等等上面，西方的知識體制均承繼著具特定歷史－文化質性的典範，以綿密、

細緻、且環環相扣的糾結關係編織組成著。所以，意圖顛覆這樣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嚴

謹知識體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即使僅僅想做點些微部分的滲透，甚至都不是那

麼容易。 

    林安悟（2020）認為除了「邏輯實證論」的研究取向造成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

礙之外，林安悟認為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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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加上外力性的主奴意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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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個後果是伴隨著社會經濟風俗等

一起展開的。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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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舉例臺灣當前的哲學研究，要不停留在「文獻」的耙梳

上，要不便是簡介，而且極大部分是趕西方的時髦，只是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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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不只出現在哲學研究，其他社會

科學學科，也都是如此。 

 

二、「邏輯實證論」所造成的後患：學術亂象到亡國滅種的可能 

 

    黃光國（2020a）認為「邏輯實證論」不僅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最大障礙，

更是造成當前臺灣學術「自我殖民」情結與倫理的敗壞。只為發表研究而做研究，造成

所發表的論文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看似累積了許多資料，實則卻不知道要解決什麼主

軸問題？也沒有個人研究的主體性。 

    接著三位學者繼續闡述此最大障礙所造成的後患。其中張蘭石（2020）提出主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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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邏輯實證論」為主，來度量東方文化而建構瞎子摸象般的東方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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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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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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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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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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以對接社會人心的核心關懷。 

    葉啟政（2020）認為在人的社會裡，一旦慣性認知與行為模式形成以後，就會塑造

出一套極具宰制力道的權力體系，其結構理路所編織出來的網絡，總是既綿密又嚴謹地

密佈著，令罩在其下的人們感到窒息，而且無奈。回顧這幾十年來臺灣學術界的情形不

就是如此嗎？各個學門都有一些掌握著具決定性的生殺大權的「學霸」們，挾持著自以

為是的「正確」科學觀，決定著什麼是「正確／不正確」，因而，什麼是該獎賞和不該獎

賞的。在這樣的學院權力結構下，勇於提出不同意見來加以批判的，不只是被漠視，甚

者加以抵制。他也指出將十九世紀以來由歐美主流社會所主導的所謂「現代化」，推及學

術領域，無論就知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

國史與考古等等）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來自歐美主流的「舶來品」，可

以說是完全被西方所征服，完全被學術殖民。 

    林安悟（2020）直指臺灣這學術殖民的嚴重性比大陸還嚴重得多。然而，何以這樣

嚴重的自我殖民，經過了四十年的本土化運動還是嚴重的不得了？追根究柢，仍是肇因

於在學術的自我殖民過程中，也致使話語主導權的喪失，變得只能聽命於發話者。當話

語主導權喪失、甚至連自身的話語都逐漸銷損、更甚至是陷於貧乏，那便有流落成文化

次殖民地的可能，嚴重者，更有導致亡國滅種的可能。 

 

貳、 解方：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 

 

一、 兩種「文化系統」的會通：兩源並用 

 

    黃氏以文化系統觀提出「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角度，長年在各大學講授科學哲學，

影響科學哲學的典範由「實證主義」轉移成為「後實證主義」，但他們仍然堅持社會科學

的研究，就是命題的「實證」或「否證」。 

    後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波柏（Karl Popper, 1902-1944）提倡否證論，但卻很少人知

道何以波柏的學生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批判其的主張是「素樸否證論」

（naïve falsificationism），繼而主張「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也

更少人懂得「科學研究綱領」如何用在學術研究工作上（黃光國，2020a）。 

    因此，黃光國（2020a）認為科學哲學是西方文明的精華根源，它代表的是牟宗三所

說的「形構之理」；與中華文化相應，在「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與根源

中，則代表我們文明的「存在之理」。而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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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源並用，就成為了科學進路的「文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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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研究取向，用來解決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障礙與後患。五四運動發生至今，已

經過了一百年。華人社會科學界若要想走出「雙重邊緣化」的困境，一定要對於源自西

方的「形構之理」和源自中華文化傳統的「存在之理」有「相應的理解」。 

基本上黃氏所提出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是要將華人文化傳統建構成西方學術標準

的客觀知識，用來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因此黃氏最關注的焦點是「中西會通」，他

認為其所建構的理論必須能夠說明中國和西方這兩個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例如，黃氏

提出形式性的自我曼陀羅模型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華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

的自我觀，分別是自性與自我，這是黃氏學術的第一大貢獻。其中自性的一詞是源自於

佛法，其定義來自漢傳佛教的第一部經典壇經，它記載了這一個故事：六祖禪宗惠能，

看出了五祖禪宗弘忍給他的暗示，半夜依約來到五祖禪宗的房間，五祖禪宗特別為他開

示《金剛經》，當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六祖禪宗完全與徹底的自性覺醒，並

說出以下五句話來說明什麼是自性：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六祖壇經．自序品） 

    黃氏的第二個學術重大貢獻，是引領後續的研究來探討儒釋道自我修養的歷程。例

如，我們的研究團隊（夏允中、張蘭石、張峻嘉、陳泰璿，2018）就探討後續三個重要

的主題：自性的有無？如何進行無自性修養？如何進行理論建構與臨床實用？這部分在

後面的文章會有簡要說明。 

 

二、還要考慮複雜的知識史、精神史與文化歷史 

 

    林安梧（2020）認為很顯然地，我們的社會科學的「突圍」處境仍然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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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史是糾結難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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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也是相應伴隨存在著的。 

    葉啟政（2020）提出有鑑於任何知識，尤其有關人之社會與行為者，均是社會產

物，受到特定的文化－歷史質性所影響，有著一定的「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作為

後盾。因此，對非西方社會而言，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反省與批判的對象，乃學術

研究需要本土化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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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的內容 

 

一、釐清「文化形態學」與「文化衍生學」的研究 

 

    Archer（1988, 1995）主張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認為：從事文化分析

的時候，必須嚴格區分「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和「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social-

cultural interaction）。黃光國（2020a）認為前者是「由曾經存在之知識菁英的全集所構成

的」，它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後者則是後來的學者在某些社

會條件下對「文化系統」的詮釋，它只能說是「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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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2020b）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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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邁向本土學術研究發起者楊國樞教授理想中的「全球心理學」，

其癥結即在於此！ 

    再者如果「一個研究主題，各自表述」，其實只是在探討「此研究主題」的「文化衍

生學」，所以會眾說紛紜，導致莫衷一是。這怎麼可能掌握「此一研究主題」的文化型態

學呢？所以張蘭石（2020）提出社科學者須兼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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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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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黃氏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Hwang, 2011）便

是普世性的存有論模型。 

    張蘭石（2020）分析黃氏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為響應 Shweder 等人（1998）

所主張的「一種心智、多種心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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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蘭石（2020）接著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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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同時面對以下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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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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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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分析黃氏提出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有兩個大步驟（Hwang, 2019a），第一步是

建構一個形式性（formal）與通用（universal）各個文化的自我理論。黃氏完成了此部分，

建構了曼陀羅自我模型（Hwang, 2011），我們接著做了三個實徵研究，來支持曼陀羅自

我模型與正向心理健康關係（Shiah & Hwang, 2019）。但由於曼陀羅自我模型只是某個

時間點，自我朝向自性覺醒 （夏允中、黃光國，2019） 的切片，因此黃氏接著完成立

體的自性的動力模型（Hwang, 2019b）。第二步是以形式性與通用各個文化的自我理論來

分析特定的文化，建構出屬於自己文化的自主社會科學理論，並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

這個知識論策略被認為是反實證主義與是批判實在理論取向的（Allwood, 2019; Hwang, 

2019a），此部分後續還會有詳細的交代。 

 

二、多重哲學典範 

 

  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包含了所謂的「多重哲學典範」（黃光國，2020b）：

建構實在論、結構主義和批判實在論。黃氏的「多重哲學典範」簡單的來說，包含建構

實在論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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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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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用原本臺灣的優勢：儒釋道文明保存最好的寶地 

 

    林安梧（2020）認為在臺灣，民間的中華文明力量很大，我們講的閩南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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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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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釋道文明

保存最好的寶地。臺灣正有創造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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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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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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這些

傳統，他們生於底層，卻不限於底層，而是實在地接地氣、通天道、入本心的。他們為

臺灣承繼著中華文明與現代化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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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偉大成果還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

現代化，也就是黃氏所呼籲的，用西方的「形構之理」，說清楚中華文化的「存在之理」。 

 

四、「文化系統」所建構形式理論與外堆 

 

    張蘭石（2020）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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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理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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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的陳述，能否足夠精確、完整而具公信力？能否付諸

實證研究而推進研究綱領的發展，促成典範轉移？所提出之含攝文化的理論，能否讓

其他文化的人們於生活世界中藉由視域融合而體會到？能否達到科學微世界的存有論

外推？ 

  張蘭石（2020）接著舉例黃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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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普世性理論，便是可以提供本土社會科學學者在建構後續

理論時的存有論模型。對於黃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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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論述「我」、「仁」、「義」與

「至善」的學者可以明確地採取與黃氏一致的術語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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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的批評與建議 

 

一、顛覆既有的西方主流知識體系是何其困難 

 

  葉啟政（2020）提到面對著具有歷史淵源流長、且體系嚴密而細緻的西方主流知識

體系，除非完全予以揚棄而改宗回歸本土原有的知識經營模式，否則，只有認真地走入

漫長的西方知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其主流知識體系進行具「詮釋」性的「全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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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從其「留白」部分中找出具「迴轉」性的另類出口，讓這份輸出口成為「研究本土

化」的必要認知基礎。其中，黃氏提出以「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體論、知識

論與方法論的角度來加以反省批判，無疑地是呼應著葉啟政的主張。葉啟政認為，對「研

究本土化」作為一種學術志業來說，必要的先行「預備」功夫是如黃氏提出以「西方科

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來加以反省批判。但二十世紀前

半葉興起於日本京都大學，以西田幾多郎為首的京都學派，即透過（特別是）龍樹的中

觀，直搗西方哲學的要旨，從事著既具批判性又有在地性的思想體系建構。原有相當大

的潛力讓日本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發展出一套有別與西方知識體系的另類認知模式，可

惜，發展至今，依舊未見有任何明顯的成果，可見要顛覆既有的西方主流知識體系是何

其困難。 

 

二、問對問題：中華文化會起如何的作用？兩個文明不同之處？ 

 

    林安梧（2020）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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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著舉例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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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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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大不同的。我們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是以「存在」為本位的，不同

於西方哲學主流的以「話語」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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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覺醒的宗教（自性教）」，

如儒道佛三教皆為如此；這不同於西方文明一神論的傳統，「信靠的宗教（他信教）」。信

靠的宗教重視的是那超越的絕對者所給出的誡命律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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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中西文明是很不相同，了解這樣不同，才能知道我們的文化會起如何的作

用，目的是邁向世界文明彼此的交談與互鑑，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三、改良與創新、包容與整合的多重哲學典範、歷程思維取向 

 

    葉光輝（2020）提出改良與創新、包容與整合的多重哲學典範、歷程思維取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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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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社會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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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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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否已經被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 

 

    陳復（2020）認為黃氏談「本土化學術研究」的各項實質成果，應藉由獲致的相關

成果，來「證實」這樣的研究路線是否已經被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尤其是可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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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與不支持。 

 

五、黃氏的回應 

  

  最後黃光國（2020b）的精采回應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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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讀者可以仔細閱讀此篇回應。 

 

伍、「文化系統」取向的成果只是黃氏一人？從理論建構到應用四部曲 

 

    根據 Research Gate 的統計，黃氏在國外書籍及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超過一百篇，他的

論文已被引用超過 6,000 次，平均一篇論文被國際學術社群引用 50 次以上。以上成果可

以說明黃氏的「文化系統」取向是可行的，但這可能會被批評，這只是黃氏的成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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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力呼籲的「文化系統」取向真的可被其他學者所用來突破被殖民與發展自主的社會

科學嗎？ 

    本人在 2008 年取得博士後，開始認真學習黃氏的「文化系統」取向，黃氏是本人

一個很好的模範與導師，本人觀摩黃氏怎麼做研究，並盡可能參與他的課與演講，本人

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也開設知識論與方法論，來講述這一套科學哲學。上過課程的同學

在了解科學哲學後，除了本人自己建構心理學的理論之外，也已經培養一些同學有能力

建構理論。這歷經十二年來的心得是：「文化系統」取向可以有以下四種涵蓋理論與應用

的一系列研究（夏允中，2020），本人稱之為「四部曲」。這是因為這是一首完整學術可

以有的曲目，建議學者在從事研究時可以涵蓋這四種研究：1.先建儒釋道系列理論：形

式性（universal）的（硬核）理論，以儒釋道思想做主體，並吸納西洋社會科學的菁華，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重塑華人的學術傳統，將具有「普遍性」的儒釋道文化遺產建

構成形式性的理論，適用全人類（普世性）的理論；2.可以自性神、天與鬼神與關係論

來建構實質性（substantial）的系列（硬核）理論；3.如此來引領各種片面性與分析式的

實徵研究來支持理論的論點；4.發展並擴展應用層面與出版相關書籍。這其中有三個困

難點要克服：第一是對西方科學哲學的了解；二是系統性的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三是

系統性的了解儒釋道的原貌與內容。還好這三個困難點目前都已經有相關齊全的發表了，

後續的人只要願意花時間學習，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一、自我的理論建構 

 

  黃氏提出來建構本土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文化系統」取向策略是可行與值得投入心

力與時間的。尤其黃氏提出曼陀羅自我模型與自性動力模型，將榮格提出的自我、自性

與集體潛意識（文化遺產或智慧）的相互影響做了形式理論說明，我們的文化遺產或智

慧會透過直接的學習或者隱含性學習傳遞給我們（Shiah, 2020; Shiah & Hwang, 2019）。

但黃氏曼陀羅自我模型與自性動力模型並沒有說明文化智慧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團隊接

著進行解決此問題，採用黃氏所提出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以形式性與通用各個文化

的曼陀羅自我模型理論來分析我們的儒釋道文化，建構出屬於自己文化的實質

（substantial）自我理論，並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 

    為了建構理論，我們團隊採用了黃氏的「文化系統」取向、Archer（1988, 1995）所

主張的「分析二元論」，從事佛法的文化分析：先以「文化系統」為主，而非以「社會－

文化的交互作用」為主；是以「文化形態學」，而非「文化衍生學」，用以解釋「社會－

文化的交互作用」。本人學習佛法的原典，以文化形態學視野，對佛法智慧進行系統性的

文化考古科學詮釋，如此可以避免方法學上「向上熔接的謬誤」（fallacy upwards conflation）

（Archer, 1988）。簡單的說，就是分析佛教的早期原典，因為後期的佛教經典基本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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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這些經典來衍生擴大或解釋，稱做文化衍生學。我們努力把佛法的輪廓稍微弄懂了，

就像宗喀巴大師迴向文：「初務廣大求多聞，中現經教皆教授，後盡日夜遍薰修。」，便

是指出首先要有全面的視野，需要廣博的多聽聞，再來要認知學習及教授，如此才能轉

化成社會科學理論，最後再來談應用。接著我們可以把佛法變成普世性的社會科學理論，

如此可以產生很多普世性的理論。這是因為佛法提供了一個可建構從天到地包含各種現

象的理論，可以說明一個平常人如何可以到理想的人境界，這樣的理論是庶民到聖人都

可以適用的。例如對於庶民的心理治療的目標就是可以減少症狀，離苦得樂。具體來說。

你如果不快樂，它可以讓你快樂，如果你已經很快樂了，你若再往聖人的路上修養，這

會讓你更快樂。 

    佛法的文化智慧分析部分，夏允中等人（2018）依據佛教原典而提出的〈佛家三層

次修養之自我曼陀羅模型〉，包含三個層次：下士或共下士道、中士或共中士道、上士

道，來說明佛家如何修養至無我、佛與菩薩的原貌。並根據上述的佛法原貌分析，本人

以西方學術界分析方式來建構，主要引用西方學術界的研究發現來描述，此為將佛法的

原貌進行現代化的轉換，建構成為心理學的無我理論（Nonself Theory）（Shiah, 2016），

因此無我理論的論述沒有引述佛經與解釋佛經，大部分是使用心理學的科學微世界的語

言，並注重在無我對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的貢獻，如此才能初步與西方學術界進行對話

與進行學術檢驗，並將佛法內涵轉換可被學術界接受的理論。 

儒家的文化智慧分析部分，夏允中、張峻嘉（2018）依據儒家經典而提出的〈儒家

三層次修養之自我曼陀羅模型〉，包含三個層次：庶民、士大夫、聖人，來說明儒家如何

修養至至聖的原貌。 

   道家的文化智慧分析部分，徐進、林俊德、張靈聰、夏允中（2018）依據《易經》而

提出的〈內在朝向式多層立體自我曼陀羅模型：天人合一理論〉，來說明道家如何修養至

天人合一的原貌。 

 

二、以曼陀羅自我模型為硬核來建構儒釋道智慧相關心理治療理論與正念理論部分 

 

    我們團隊採取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的硬核（hard core）概念

（Lakatos, 1968），以曼陀羅自我模型為硬核（核心）來建構一系列心理治療與修養理

論，包括儒家關係主義的和諧哀傷療癒理論（李秉倫、黃光國、夏允中，2015）、儒釋

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鍾文佳、郭怡芬、夏允中，2019）、修正正念觀點而

提出的含攝儒釋道的靜覺修養模式（林之丞、夏允中，2019）、佛法為主的自性覺醒心

理治療理論（夏允中，2020b）及儒家自性覺醒修養心理治療模式（夏允中，2020c）。 

 

三、相關文化智慧與心理健康的實徵研究或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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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文化智慧與心理健康的實徵研究或論點也非常需要實徵研究來支持，簡要闡

述如下： 

 

（一）提出兩個中介模式：儒釋道中修養心理接受（Juang et al., 2018）與儒釋道信仰的

產生生命意義的兩個中介模型（Shiah et al., 2015）。 

（二）發展四個相關量表與相關實徵研究共五篇（Shiah et al., 2016; Shiah et al., 2013; 

Shiah & Hwang, 2019; Shiah et al., 2010; Shiah et al., 2014），此一系列的研究為根據曼陀

羅自我理論（根據佛法所發展的自我理論）來發展的曼陀羅自我量表及相關文化宗教與

健康實徵研究。 

（三）佛法修養與心理健康的實徵研究：以實驗法（含生理測量）來支持佛法中靜坐與

正向情緒關係共三篇（Lee et al., 2014 ; Lee et al., 2017 ; Lee et al., 2015）。 

（四）相關儒釋道智慧論點與技術：儒釋道文化與修養諮商心理學理論（夏允中、黃光

國，2019；夏允中，2020a）、修養心理學（黃光國、夏允中、越建東，2016；Hwang, Shiah, 

& Yit, 2017）、靈性與生涯的本土化理論（夏允中、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2018）、

曼陀羅自我模型與良心理論（夏允中、黃光國，2014）及「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莊

慧琳、黃光國、夏允中，2014）、易經與動機式晤談法（陳偉任、夏允中、陳冠旭，2015）、

慈悲心與心理治療歷程（陳佳伶、劉家魁、夏允中，2020）、反求諸己與心理治療（陳靜

誼、張家群、夏允中，2019）、斷捨離與輔導實務（蕭彥岑、陳妙華、夏允中，2019）及

自我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運作（劉淑慧、夏允中、王智弘、孫頌賢，2019）。 

 

四、英文版專書  

 

    英文版的中華心理治療理論的基礎：朝向自性覺醒一書（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therapies: Towards Self-Enlightenment）（Shiah, 2021），已由全世界

最大出版社 Springer 於 2021 年出版發行。本書最主要說明使用曼陀羅自我模型

來所分析儒釋道智慧的四個理論，再以曼陀羅自我模型來說明心理治療的五個步

驟歷程，並說明心理治療的目標、評估造成煩惱的來源、心理治療技術、對治療

者的要求和心理治療師與個案的關係。書中也介紹其他 10 個中西的心理治療學

派，也採用了儒釋道智慧中自性覺醒概念，並說明如何可以互相應用。這也是呼

應黃氏 2012 年發表英文版的中華心理學的基礎：儒家社會關係（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Hwang, 2012），是發展自主的社

會科學的重要的一步。如此學者會更有研究主體性，並將華人的社會科學有系統

與西方學術界進行溝通與交流。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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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氏最後的回應文（黃光國，2020b）提出之所以堅持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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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刊的一系列文章，是希望針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

大障礙與發展的提出重要論辯與解方，這樣的辯論會讓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展有清楚的

思考與路線，本專刊提供了發展自主的社會科學的重要建議與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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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jor Obstacle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f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 Papers:  

The Problem of Logical Positivism and Its Solution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Kwang-Kuo Hwang’s target paper argued that logical positivism is not only the major obstacle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f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 papers. It is also the 

major cause of self-colonization in Taiwan's academics and the corruption of ethics in the 

current special issue. Five scholars commented and critiqued Hwang’s target paper. Nam-Sat 

Chang contended that mainstream psychology considers indigenized psychology as lacking in 

universality because it only targets specific cultures. However, the so-called universality in 

mainstream psychology is in fact merely indigenized Western psychology. Cross cultural 

studies often adopt the logical positivism of Western culture to interpret Oriental culture, and 

subsequently construct an oriental philosophy that is based on an incomplete perspective. Chi-

Jeng Yeh mentione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has imprinted and colonized 

its knowledge systems and contents to non-Western academic communitie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n-Wu Lin pointed out that even after 40 years of the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movement, academic colonialism in Taiwan remains much more severe than in China. One of 

major reasons for academic colonialism in Taiwan lies in the systems, organizations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re created by the ideology. As such, Lin is concerned that this would lead 

to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a sub-colonial culture and subjugation. Hwang offered a solution 

by suggesting that Taiwanese academics adopt the approach of a scientific cultural system that 

aims to transform the primary Chinese wisdom found in Taiwan into modern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Chang further explained that this approach uses structuralism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ultures, and uses a multi-philosophic paradigm to construct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Kuang-Hui Yeh provided three suggestions as direction and 

encouragement for researchers in their indigenized Chinese studie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clusive and integrative multi-philosophic paradigm, and a proces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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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Fu Chen believes that the various substantive outcomes of indigenized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whether Hwang’s approach can be "verified" through 

the accep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Last, in Hwang’s response paper, he 

stated that his insistence on using this approach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that it greatly emphasizes the practice of self-

cultivatio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West introduced rationality, which led to objective 

knowledge, including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and science theories. Chinese academics are 

caught in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wo cultures and find their orientation. The fiv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in the current special issue have long devoted themselves to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long with their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s. In conclusion, I propose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approach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Hwang. Based on this approach, the 

scope of later research can include four kinds of research paths, ranging from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Taken together, the eight papers have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debate and offered solutions to the major obstacl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f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 papers. They offer sophisticated thinking and avenues 

for later development in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suggestion for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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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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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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筆撰寫本文之前，我想先講一個小故事：2018 年，我跟「思源學會」研究團隊

到福建閩南師範大學訪問時，遇到黃泊凱博士。他 2012 年在臺灣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

學位後，在臺灣找不到教職，只好到閩師大應徵，任教於閩師大馬克思學院。大陸大學

裡的馬克思學院其實就是臺灣的「通識教育中心」，他寫了一本題為「文王卦、哲學與人

生」的書，請我替他寫序言。 

 

西方的「學術殖民地」 

  我讀過這本書之後，問他在大陸的工作情況。他告訴我：很不順。不管是升等、發

表論文、或是申請項目，都經常被「卡」。我告訴他：「依你這樣的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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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寫

中文論文，臺灣的學術界把你當『旁門左道』，大陸學學術界把你當『提倡迷信』，不要

說發表論文，連要找個容身之地都不容易！」 

今（2020）年八月，黃泊凱來找我。送了我一本我替他寫序言的書，題目是：《儒釋

道思想交會與文王卦之開展》。他說，他有一篇討論劉伯溫「黃金策」的英文論文，在一

個名為 Asian Philosophy 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之後，許多事情就變得順遂起來。他已

經升等成為副教授，他的書也已經出版了，所以特別來向我道謝，認為我是他生命中的

「貴人」！ 

我聽了以後，笑道：「這道理十分簡單，臺灣和大陸都是西方的學術殖民地，你寫這

樣的中文論文，想找到期刊發表，都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把它寫成英文，要在國外的

期刊找到適當的出路，反倒相對容易。而且一旦刊登出來，不管是臺灣或大陸的學術界，

都會把你當成『專家』」。 

這個故事所要闡明的是：對於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最為不利的因素，其實是華人

學術界普遍存在的「自我殖民」心態。這種心態的形成，由來已久。我最近出版了一系

列的三本書，旨在追溯這種心態的來龍去脈。第一本說明：這種心態是在《中西文明的

夾縫》中產生出來的。第二本《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內容不僅涉及臺灣，而且包含抗

戰時期的東北和汪精衛政權控制的「淪陷區」。 

 

形塑「自我殖民」心態 

在第三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第二部分「亢龍有悔」，追溯「五四意識形態」

的形塑，特別提到一個故事：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授是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正在日本訪問。本來只想順道

到中國遊覽幾個星期。到了北京，看到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感受到「新中國正在誕生」，

開始在哥倫比亞校友的安排下，四處演講。結果他在中國待了兩年多，公開演講 200 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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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杜威的「實用主義」淺顯易懂，他「做中學」的教育理論符合中國人的脾胃，

再加上年輕俊帥的胡適陪著他，充當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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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威前後訪華的著名哲學家是英國的羅素（Russell, 1872-1970），著有《中國問題》

一書。他在訪問俄國和日本之後，訪問中國。當時孫中山認為：「他是真正理解中國的

人」，可是，當時羅素本人正面臨思想轉型的困境，毛澤東認為：他「教育救國」的主張

「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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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故事的對比，說明胡適之所以能夠「少年得志，暴得大名」，其實是五四時期

的外在時勢，很容易形塑出「自我殖民」式的「拿來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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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的動亂造成了整個世

代學者的漂浮無根。 

 

壹、「自由主義」者的遭逢 

 

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的 1952 年 12 月 1 日，胡適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第

一講」，在「引言」中，他便很清楚地說道： 

  「方法是什麼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

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的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

現在我想起二三十年來……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

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

年來見之於文字，常常在嘴裡向青年朋友們說的。有的時候在我自己的班上，

我總希望我的學生能夠瞭解。……今天講治學方法引論，可以說就是要說明什

麼叫做假設：什麼叫做大膽的假設；怎麼樣證明或否證假設。」 

 

一、批判「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1957 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時候，殷海光正在臺大講授科學哲學。他以

〈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題，寫了一篇將近兩萬字的長文，刊登在 1958 年 8 月

18 日出版的《祖國週刊》上。他很尖銳地批評胡適的主張： 

  「假設和求證都不是常識中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事。現在，我們可以問：

假設是否需要『大膽』，求證是否需要『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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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分辨清楚：『大膽』和『小心』都是心理狀態方面的事。

心理狀態方面的事，與理論構造毫不相干。因此，『大膽』好，『小心』也好，

都插不進理論構造中去。在從事理論構造者底眼光中，他只查看一個假設是否

嵌得進一個理論架構中去。至於這個假設由之而出現的心理歷程究竟是大膽還

是小膽，在他看來是毫不值得注意的事。」 

  「從前面的陳示我們應能看出，我們要能提出一個合用的假設，不能全憑

直覺，全憑猜度，全憑想像，多少總得有些方法學的訓練才行。至少，如果其

他一切條件相等，有這類訓練的人所提假設合用之蓋然程度，高於未受這類訓

練的人所提出者。依此，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這類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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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眾所知，殷海光在臺大講的是「邏輯實證論」。邏輯實證論者將科學語言分為「綜

合命題」和「分析命題」兩大類。可以用實驗方法加以檢驗的假設，屬於「綜合命題」；

將「綜合命題」串連一起的「邏輯」，則是屬於「分析命題」。在「人性論」方面，邏輯

實證論者主張笛卡爾「主／客」二元論式的「獨我論」或「唯我論」，認為科學家必須摒

除個人的一切成見，以一種「價值中立」（value-neutral）或「去除價值」（value free）的

態度，從事科學研究。所以他會那樣的批評胡適。 

 

二、老狗學不會新把戲 

 

胡適對殷海光的批評不僅沒有回應，而且似乎完全不為所動。一年多之後的 1959 年

十一月 29 日，六十九歲的胡適應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及中華科學協進會的邀請，在

臺大法學院禮堂講「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他又說： 

  「這樣大的一個題目我從前講過好幾次，今天我本想換換方式和新的材料

來講，但是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語：『老狗教不出新把戲』。所以，我講來講去，

還是那一些老話。『科學精神』我拿『拿證據來』四個字來講，『科學方法』我

拿『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來講，一共拿十四個字來講『科學精神

與科學方法』。這十四個字我想了好久。」 

殷海光寫文章批判胡適的 1958 年，正是殷氏生命中「聲華鼎盛」的時期。胡適更是

位居要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怪異的是，身為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對

於這樣一位「學術文化名人」所提出的嚴肅批評，居然不理不睬，仍然到全國最高學府

說自己「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只會重覆講「那一些老話」！ 

對於將「科學方法」口號化或標語化一事而言，胡適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在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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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大力鼓吹之下，「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字訣」在華文世界裡可以說是

家喻戶曉。我之所以刻意在這裡提這則故事，主要想說明的是：對於像臺灣這種在世界

學術體系中處於邊陲地位的非西方國家而言，源自於西方的學術思想，並不是學者「反

思、批判、對話」的材料，而是他們「立德、立功、立言」的工具。只要抓緊自己學術

主張在其宗主國的「西方根源」，自然可以招來一夥聽眾。在這種情況下，非西方國家怎

麼可能形成自己的「知識型的主體」？ 

 

三、《邏輯》的舊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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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站在學術立場批判殷氏主張的主要人物是胡秋

原（1910-2004）。 

胡氏曾經在《中華雜誌》上一連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殷海光的《邏輯新引》和《思

想和方法》。在〈評兩本錯亂欺人的書〉中，胡秋原（1965）針對《邏輯新引》一書的形

式、術語、內容，提出了五項二十一條質疑，指責：殷海光《邏輯新引》的內容，其實

是金岳霖《邏輯》一書的「舊抄」。金岳霖承認：「對於邏輯，我始終覺得我是一門外漢」，

「有時覺得根本不應該寫這樣一本書」，《邏輯》一書，「可說是金君的讀書筆記，並非一

種系統著作」。胡氏認為，金岳霖「可說是很誠實的」（頁 47）。相對之下，他嚴厲地批評

殷海光「亂抄」金氏著作，「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亂說」。他敢於

如此「大膽詐欺，無非欺中國非西方，無人有邏輯常識，也沒有人重視真誠」，「所以他

大可亂吹」。 

 

四、「學術詐欺」的勢力 

 

在該文文末，胡秋原作出的「結論」是： 

  「根據以上五項二十一條，我宣布『邏輯新引』一書乃世界上自有邏輯以

來所絕無僅有的錯亂妄誕之書，而此書作者是絕無學術的真誠，只是以邏輯之

名，借羅素人身崇拜，使用江湖手段，作最『假』最『錯』宣傳，大言欺世，

愚弄青年，企圖形成一個詐欺的勢力。」 

  「如有人不承認，我歡迎他們針對我提出的二十一條，作最不客氣而有力

的反駁，我也希望研究邏輯的朋友們作公平的判斷。」 

這是非常明確的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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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胡秋原點名叫陣，又寫了一篇〈評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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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另一本更錯亂詐欺的書「思想與方法」〉，以及〈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並將這

三本篇文章集結成冊，題為《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胡秋原，1966）。 

在〈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中，胡秋原指出：邏輯實證論和語意學「只是三十

年代起來的一種運動，是一消逝中的現象」。它們「有一定的學問立場，即擁護科學，反

對玄學和宗教」。這「兩者是非政治的，並且是反對一切政治宣傳的」。「殷海光以邏輯實

證論語意學作政治宣傳，即用玄學作為代替中國歷史和傳統，中國民族和自由中國的代

名詞，而作政治攻擊。他表面上講科學、邏輯、實證論、語意學，實際上除了謾罵以外，

沒有一句話在學問上不是亂說亂扯的。」因此，胡秋原從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提的「五

項二十一條」中，以及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不下一二百事」中，「擇其最重要者」，

選出二十五項，要求殷海光對於他所指摘的各項，「應以是或否來作一答覆，而不容沈默」。

為什麼呢？ 

 

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胡秋原進一步引述殷海光自己的說法： 

「中國文……極語意含混之能事。……要不然，江湖上那能騙得到飯吃？」 

「在歐美的學術是哄不著人的，」 

「有人發現我們所講的不通，於是我們就從所用的名詞上找出路：歪曲原來所

取的意義。如果這種辦法係出諸有意，西方人叫做不夠 sincere，不真誠。這是

很嚴重的事。西方學人對於學術上的真誠性，非常重視的。」 

「一種感情……可以成為感情的氣旋。一切詐騙之徒常把自己造成這一氣旋底

東西……為了自己的利益和興趣……」 

「謊言有人信以為真。……教條有助於邪惡的統治。製造偶像崇拜成為可能。」 

「如果強不知以為知……那就構成知識界域的災害。」 

殷海光還引用過中學教科書上都有的話：「要有服從真理的精神……印度中古

學者……辯論失敗了，立刻歸依你作弟子，或者自殺以為報。」 

胡秋原說：我不要求殷海光做這兩件事情，我只要求殷海光答覆說，你對於科學、

邏輯、邏輯實證論、語意學，到底是「知」，還是「強不知以為知」？如說「知」，你要

答覆以上二十五項。如說「不知」，你寫的那些書怎麼辦？ 

 

六、對殷氏的「人身攻擊」 

 

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除了學術討論之外，胡秋原也不留情面地對殷海光作

「人身攻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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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我還要說到何以殷海光有他那一套『思想』和表演。首先，他的基

本教育根本沒有受好，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知，一切科學常識也沒有，英

文文法也沒有學好。在抗戰時期，進大學比較容易，師資也不是十分整齊。此

時他在金岳霖之下，接觸了邏輯。而金岳霖者，也原無什麼學問和思想而卻是

一個喜弄玄虛的人。自西南聯大時期，到大陸淪陷之前，他當然已聽了若干反

民族宣傳，也學到罵人的習慣，並看見棒子暴力之運用。到了臺灣以後，他原

來寫點黨八股，寫不下去了，又得到一點什麼啟示，再記起西南聯大時期的民

主口號，忽然成為大學教師。在學校中他發現 pq 之類很少人懂，又翻了一下

卡納普，便亂講邏輯實證論，沒有人批評他，反有人以為新奇，便索性裝起羅

素專家架子騙人，實際上他沒有看羅素的書，除了金岳霖的斷片拙劣的翻譯以

外。」 

  「別人愈不懂他說的什麼，他便愈成為專家，他便愈罵起人來，便開始有

了群眾，也便鼓勵他有意識的進行詐術了。繼而到美國數月，到了哈佛，又由

費正清那裡聽到什麼傳統、現代、衝擊、中國自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他便學

成歸國，又有人出錢印現代學術季刊。在不滿現實心理之增加以及費正清之類

人物感召之下，他的野心日大，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而進於大膽詐欺，

如上說的種種表演了。一言以蔽之，他自己之無知，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缺陷，

加上費正清之類的影響，便有了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頁 18） 

胡秋原十分明瞭：臺灣知識界有人替殷海光說話，是因為殷氏是當年知識界「自由

派」所推崇的「自由鬥士」、「民主導師」。他說： 

「然是否可以說，殷海光雖然對邏輯實證論無知，但因為他是反對現狀的，而

如果現狀卻是不滿人意的，則他縱然不知邏輯，曲解邏輯實證論和語意學，充

其量不過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也總不可厚非罷？」（頁 13） 

胡氏說：他曾經聽見這種論點，並且有人對他如此遊說。可是，他認為問題也就在

這個地方，他之所以費幾個月的氣力批評殷海光的「垃圾文章」，正是為了這一點。（頁

13） 

 

七、大學的使命 

 

胡氏認為：這問題可由兩方面說。就反現狀這一面而言，「反現狀之本身並非絕對的

神聖」，「在自由中國反現狀沒什麼了不得」。可是，從另一面來說，「學術詐欺的罪惡」

是絕對的。他說： 

  「一切詐欺不可以，學術詐欺罪不可以。學術詐欺不僅比無知更壞，而且

造成最大的敗德。我們須知現狀何以令人不滿。這無非由於『德之不修，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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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因而缺乏人才。救國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顧亭林在亡國之後主張『博學

於文，行已有恥』，這八字依然是立國救國之根本方針。而以學術詐欺來反現

狀，其結果只有比現狀更壞，因為這只有造成更無知更敗德的人。」（頁 14） 

「這不是小事。這比貪污、殺人還要嚴重。縱一切可敗，教育學術不可敗」。

在他看來，「一切可壞，青年不可壞。我們可誤，我們子弟不可誤。處處可詐，

學校教室不可詐。我所說的不是筆墨官司，而是事關民族永久的興亡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戰敗之後，拿破崙佔領柏林，德人

賠款割地，訂城下之盟。在國困民窮之時，大政治家和大學者洪保德認為復興

國家，首先要辦一好大學，乃決定創辦柏林大學。創辦之時，菲特烈威廉三世

宣布大學目的說：『國家在物質上損失了的，要在精神力量上補足起來。』」 

「洪保德宣布大學宗旨說：『大學是為純粹學問而設立的。』『教授不是為

了學生的，教授與學生都是為了學問的。』大學之使命，『不是傳授知識，是

要產生知識』。」 

「學問如何產出呢？弗蘭克福大學大禮堂壁上刻著下列銘文：『在國防戰

備上如鋼似鐵的民族，要以精神之宮殿來作育你們。你們是這宮殿之守護者，

當為德意志之名譽而善護之。在研究和學說上，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

正！』而這也是整個德國大學之傳統。」（頁 22） 

 

貳、知識的真誠 

 

  整體而言，胡氏對殷海光的批評雖然充滿情緒性，但並非無的放矢。 

胡秋原引述弗蘭克福大學禮堂上的銘文：「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正！」其實

也是先秦儒家最為重視的德行修養。《中庸》一書甚至視之為「天人相通」的唯一途徑：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不誠無物」、「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就這一點而言，

洪保德的觀點跟儒家幾乎是一致的。 

 

一、「好惡鮮明」的真誠 

 

殷海光其實並不是「不真誠」的人。韋政通（2011）在他所寫的〈我所知道的殷海

光先生〉一文中，指出： 

    「凡是和海光先生接觸的人，都知道他有鮮明的好惡，是即是，非即非，

極少模棱的態度。表現在他的人格上，就是一個『真』字。照我的了解，這個

真字，可以分幾方面來看：第一，是對人的真摯；第二，是對知識的真誠；第

三，對理想的堅貞不移。由於第一點，使許多有真性情真嚮往的青年，樂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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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近，這是他所以能接引青年感召青年最直接的一點本錢。由於第二點，才

使他感到『我以前所寫的都算不了什麼』，才使他『在真理的面前，像沙灘上玩

貝殼的小孩子，永遠是那麼新奇，不停止，不滿足自己』。徐高阮因為他把 Ego-

centric Predicament 譯成『自我中心的論斷』，而寫了幾萬字的批評，我去看他，

談起這件事，他拿出徐文，指著這個字：『徐高阮對這個字的批評是對的，錯了

我們就要承認』。」 

    「他這種對知識真誠的態度，使我十分感動。由於第三點，使他在五四以

後自由主義的陣營裡，使他在二十年來的台灣學術界，樹立了一個風範，這種

風範，將永遠使後世的青年聞之而興起。在學問方面，也許正如居浩然所說：

『無一傳世之作』；在人格風範方面，毫無疑問地，海光先生之名，必可垂諸久

遠。」 

既然如此，殷海光對胡秋原的具名批評為何麼不理不睬呢？在我看來，問題就出在

上述引文開頭所說的：「他有鮮明的好惡，是即是，非即非，極少模棱的態度」。韋政通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殷海光一直希望能改變現在的學風，他認為近幾十年來，學術界一

方面是考據，一方面是玄學，他對這兩條流都是極端的厭惡，並且主張我們應該對這條

流提出嚴格的批判。在以往，他和這兩條流裡的學人，都有過相當密切的關係，可是在

他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愈往後來，和他們之間的往返也就愈少了，於是他在學壇上獨樹

一幟。在臺大二十年，凡是受過他影響的青年，絕少再會回到這兩條流裡去。經驗、邏

輯、認知、解析，成為這批青年追求知識的指標。目前在臺灣把邏輯當作一門嚴格學科

在傳授的，有不少是海光先生的門生。他雖然沒有完全改變臺灣的學風但他的確培養了

一種新的學風。」 

 

二、「實證主義」的學風 

 

  韋政通認為：這是他困守在臺灣二十年，對中國學術界最有意義的一點貢獻。可是，

從發展本土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他所提倡的學風，對於學術界的影響，究竟是「貢獻」，

還是「障礙」，卻很有商榷的餘地。 

近年來，我一直從「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角度，在各大學講授科學哲學。我一直

強調：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經歷過「經驗主義」、「後實證主義」和「後現代哲學」三

個大階段。殷海光矢志不移提倡的「邏輯實證論」，其實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當

西方科學哲學的典範由「實證主義」移轉成為「後實證主義」之後，它們主張的「本體

論」、「知識論」、「方法論」都完全對反，兩種典範之間是彼此「不可通約的」。 

維也納學圈的召集人，後來成為邏輯實證論主要代言人的石里克（Schlick, 1882-1936）

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從此之後，這句話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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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奉為圭臬。有些人雖然知道；科學哲學的典範已經由「實證主義」

轉移成為「後實證主義」，但他們仍然堅持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是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很多人知道：後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波柏（Karl Popper, 1902-1944）提倡否證論，

但卻很少人知道：他的學生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為什麼批判波柏的主張

是「素樸否證論」（naïve falsificationism），因而主張「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更少人懂得「科學研究綱領」如何用在學術研究工作上。至於拉卡托斯之

後的發展，更是乏人深究。 

 

參、「內明」與「借光」 

 

  1991 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份子的

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

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

兩邊都靠不上岸。」 

 

一、「內明」文化中的學刊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1991）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知識

份子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如何被「邊緣化」，並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

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

『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

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

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了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了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

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近年來，我在講授「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課程時，開始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講述我所撰寫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思源版）》（黃光國，2018）。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二

十世紀，西方學術界對於「科學」的理解，經歷過三次重大的轉變，即「實證主義」、「後

實證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西方學術社群的「知識型」在做這種轉變時，通常都會

產生激烈而且持久的辯論。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雙方陣營都會吸引一批支持者，組織

專業學會，甚至出版期刊。所以我們所寫的論文，只要言之有物，符合學術規格，都不

難找到可以接受刊登的學術刊物。在我過去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之所以能在國外學術

期刊及專書中出版 120 篇以上的學術論文，其秘訣即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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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殖民」的情結 

 

華人學術社群的情況則不然。整體而言，從五四時期以來，華人學術社群一直把「德

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是兩尊至高無上的「洋菩薩」，以宗教般的虔誠予以膜拜，結果

整個社群耽迷在「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風氣裡而難以自拔。不論是臺灣，或是

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陸，都有許多留學生抱著「朝聖」的心態，到美國或歐洲國家去學習。

他們學成歸國之後，就像柏拉圖「洞穴寓言」中跑到「洞穴」外去「借光」，再回到洞穴

中那個人一樣，他把想在外面所看的一切，告訴洞穴內的人。然而，不論他如何努力，

他都沒有辦法把西方「啟蒙」的經過移植到「洞穴」內，而國內學術界又普遍相信「遠

來和尚會唸經」，把歐美當作是一切「知識」的來源，結果構成了一種「自我殖民」的情

結，成為非西方國家揮之不去的惡夢，也是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與發展的最大障礙。 

 

三、國學常識貧乏 

 

  我們可以用前述殷海光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自我殖民」的情結。殷海光沒有留過

洋，但是在「五四意識形態」的壟罩之下，他從不諱言：他對傳統文化中的「玄學」有

強烈的厭惡感。在他看來，新儒家是「不重視知識的，它們大都騰雲駕霧建立大體系」，

韋政通（2011）認為：這可能就是他不容易培養「一個接近傳統的心態的原因之一」（頁

291）。根據韋政通的觀察， 

「海光先生閱讀中國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國學常識也貧乏。在台灣的二十

年，幾乎全是讀英文書。他的書房兼會客室裡，有三架書，其中沒有一本中文

的。臥室裡另有兩架書，一架是英文的普及本，另一架上有些中文書籍，但多

屬時人的作品。這一事實，反映出中國文化在他腦海裡所佔的地位是多麼渺小。

在知識的世界裡，海光實在不大像是一個中國讀書人。」（頁 294） 

 

四、直追西方精神的「雙重邊緣人」 

 

  不懂中國文化，又要寫《中國文化的展望》，難怪胡秋原（1966）會引用孔子的話，

批評他：「強不知以為知」，希望他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智慧。韋政通接著

又說：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在寫給我的一封信裡說：『我在生活情調方面，尚不

脫東方人色彩，然在為學方面早已直追西方精神。』像他這樣一個直追西方精

神的學人，在一生中，除了短期的訪問過一次美國外，全部的時間卻一直生活

在中國的國土上，生活在他最討厭的考據與玄談的學風裡，這不幸的境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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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他學問造詣的一大限定。」 

  用余英時（1991）所提出的「洞穴」比喻來說，殷海光雖然沒有走出洞穴（留洋），

但他卻認為：自己已經走到了洞口，看到了洞外的「光」（直追西方精神），而努力地要

用他「借」到的「光」來對他的追隨者「啟蒙」。結果難免落入「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這是殷海光生命悲劇的根本來源。韋政通（2011）說：「他 1969 年六月在臺大醫院

病房裡見到殷海光時，他說：『我在香港的幾個學生，要印我的文集，可是我有甚麼呢？

我算甚麼呢！純理的工作一點沒有，在《自由中國》的文章，至少有三分之二不必寫的，

我感到很慚愧。』」（頁 306） 

  殷海光過世後，陳鼓應（2020）將他晚年的最後話語編成了一本《春蠶吐絲》。從這

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懊悔出自於他是一個真誠的「雙重邊緣人」。 

 

肆、「科學主義」的知識型 

 

  這是他個人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他固守臺大二十年，他的「真誠」在臺大「培養

了一個新的學風」，根據韋政通的觀察，凡是受過他影響的青年，絕少回到「考據」和「玄

學」的流裡，而是把「經驗、邏輯、認知、解析」當作「追求知識的指標」。用本文的說

法，這種「學風」就是一種「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知識型，其根源在於「雙重

邊緣化」所造成的「自我殖民」。 

 

一、「自我殖民」的知識型 

 

  更清楚地說，在這種學風影響之下的華人學術界，把西方當作一切知識的根源，學

者們讀書，好像是在複製「殷海光的書架」：書房兼會客室的書架「沒有中文的」；臥室

裡的書架，有的是「英文的普及本」，「有些中文書籍，但是屬於時人的作品」。研究生的

養成教育講究的是各種研究方法和技術的「方法論」，卻很少人會去思考有關「本體論」

和「知識論」方面的議題。研究生普遍相信，所謂「科學研究」，就是「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不論出國留學與否，它們都是秉持同樣的信念，完成學位論文。如果有機會擔任教

職，再用同樣方式，教授學生。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壟罩在學術界的「自我殖民」的知識

型，像鐵布衫、金鐘罩一樣，難以破解。 

  我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參與楊國樞教授所提倡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後不久，便察

覺到：這種「自我殖民」的知識型是本土學術難以發展的真正原因。1990 年代，心理學

本土化運動發生路線之爭，有人把問題歸結為「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對立，而開始提倡

「詮釋現象學」。從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來看，胡賽爾的現象學也是主張「極端的經驗主

義」，可以幫助心理學工作者了解他所研究的案主，但對理論建構的工作，卻沒有任何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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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心理學或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方面，仍然耽迷於「拿來主義」，無法擺脫「自我殖

民」的困境。 

 

二、「視域」的羈絆 

 

  楊國樞教授是位極富使命感的心理學者。他年輕的時候提倡「現代化」，1980 年代

以後，開始提倡「本土化」，他對學術的熱忱吸引了許多追隨者。然而，他卻深深受到殷

海光的影響，而篤信「邏輯實證論」。我在臺大讀研究所時，楊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

教授，學成歸國後開始從事有關「現代性」的研究。楊先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寫了

一篇〈從「現代性」到「本土化」：論「個人現代性」研究的方法論〉（黃光國，2002）。

後來又把這篇論文改寫成英文，投稿到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Hwang, 2003），

該刊主編要求他寫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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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3）。我看完後，不禁慨然而嘆：人

如何可能擺脫「視域」的羈絆？ 

  楊先生過世之後，Louise Sundararajan、葉光輝和我（2020）合編了一本紀念文集，

題為《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邀集了五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從

各種不同的角度，討論楊先生對心理學本土化的主張。我自己也寫了一篇〈Philoso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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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ang, 2020）。書中幾乎沒有人認為：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可能達成楊教授「全球

心理學」的理想。 

 

三、學術倫理的斲喪 

 

  更清楚地說，在非西方國家學者風起雲湧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呼聲中，美國心理學

者也已經承認：他們的研究絕大多數是以白人（white）、受高等教育的（educated）、工業

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民主化的（democratic）樣本作為對象，所建構出

來的「怪異心理學」（WEIRD psychology）。如果本土心理學者仍然堅持「實證主義」或

「科學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在理論建構的工作上下功夫，而致力於「命題的實證或否

證」，他便很難跳脫出這種知識型的窠臼，從「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不僅無法促進知識的增長，而且很可能造成研究倫理的

斲喪。2020 年十月 7 日，臺大心理系邀請蔡孟利教授到系上演講。蔡教授在臺大獲得博

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學術專長為神經電生理，在擔任《科

學月刊》總編輯期間，正好臺大爆發論文造假醜聞，他接到許多消息，踢爆臺大生科院

多篇論文造假，他因此統籌、策畫《科月》，發表相關評論超過 50 篇，創下臺灣科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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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深入分析報導學術倫理的紀錄。事後，他更以學術造假為題材，出版《死了一個研究

生之後》等三本文學小說。 

 

四、論文掛名與學術腐化 

 

  他演講完畢之後，我對他鍥而不捨的精神表示敬意，然後問他：「看過《白色巨塔》

這本小說嗎？」他點頭稱是。這本書的作者是臺大醫生，內容也是用匿名方式，在敘說

臺大醫院中的不倫故事，結果是作者自己離開臺大醫院，根本不能改變醫院中的共犯結

構。 

  我問他：「有沒有注意到論文掛名的問題？」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因為論文掛名並不是造假，《科月》編委會討論後，決定暫

時不予討論。」 

  「論文掛名是臺灣學術界腐化的根源，造假是它所造成的後果，這種情形，在愈好

的大學，問題愈嚴重。為什麼呢？」 

  「我常常講，天底下最容易幹的工作，就是臺大教授，因為學生資質都很聰明。一

個人拿到學位後，不管用甚麼方法，只要能夠在臺大找到教職，就可以開始招來研究生，

要求他們在熱門期刊上找 hot issue，再用依樣畫葫蘆的方式，製造論文。人際關係愈好，

掛名論文出版愈多，愈有可能搶到行政職位，掌握更多的研究資源，再用大包轉小包的

方式，分給扈從自己的教授和研究生。研究生想要得到教授的青睞，當然必須想方設法，

製造 data，來滿足教授的要求。實驗做不出來，只好造假。臺大教授之所以會接二連三

的出事，甚至連院長、校長都捲入其中，道理即在於此。」 

 

五、真、假教授 

 

  「你說論文造假，其實教授也有真有假。一個真的教授一定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

他發表的論文再多，也是萬變不離其宗，想要解決他最關切的問題。相反的，如果一個

教授到處掛名，發表的論文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累積了許多資料，卻不知道他要說些

什麼，看完之後，只會叫人精神分裂。這難道不是假的教授嗎？」 

  正是因為華人學術界這種靠「掛名」而撐起的「假權威」非常多，學術界裡「拉幫

結派」，搞小圈圈的情況也十分普遍。不論是求職、升學、申請研究計畫、或是論文投稿，

都有「黨同伐異」的現象。許多「學閥」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都可能使用諸如「口

蜜腹劍」、「借刀殺人」的伎倆，予以阻撓。這是有心走本土化學術研究路線的人，很可

能遭遇到的經驗，大家心中必須要有準備。 

  有一位研究生在臺大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唸了四年，論文尚未完成，就被「自我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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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學術風氣搞得心灰意冷，而自願退學，跑來當我的研究助理。我看他好學深思，

對中、西哲學都有濃厚的興趣，因此鼓勵他一面撰寫論文投稿，一面再報考臺大心理學

研究所博士班。兩、三年下來，他的論文出版成績不錯，申請入學的研究計畫也寫得有

板有眼，不料在入學口試時，有一位口試委員竟然說他的計畫寫得「太哲學、太宗教、

太抽象」，建議他去考「哲學研究所」！在二十分鐘的口試時間裡，扣除掉研究生報告的

五分鐘，這位委員一個人就占了十幾分鐘。結果當然不問可知。 

 

六、新科博士會唸經？ 

 

  那位研究生落榜之後，我向系上提出了一篇很長的抗議書，質疑這種論點背後的「實

證主義」心態，並且質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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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心理學研究所長安排我跟那位口試委員協商之後，為了避免使那位教授太過難

堪，答應不公開發表那篇抗議文，但要求所方在開學後的第一週，安排我在系上做一場

公開演講，題為「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事後又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今年「楊國樞教授本土心理學研究獎」的申請案件送審之後，有一位管理委員會的

成員發了一封 email 給其他委員：我們系上有位剛拿到博士學位，從海外學成歸國的年

輕教授，他對本土心理學研究很有興趣。因此建議將所有申請案件送給他看一次，希望

能夠做出最「公正」的判斷。 

  我看到這項要求之後，立刻回了一個 email 給所有的評審委員：「我非常贊同這項建

議。但我們千萬不能預設：剛從國外拿到博士學位，對本土心理學有興趣，就一定能對

本土心理學研究做出『公正』裁判。希望委員會在把申請案件送給他評審之前，能請他

先來聽我講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對我的這個建議，那位管理委員沒有再作任何回應，

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伍、兩種「文化系統」的交會 

 

  我為什麼會如此強調「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重要性呢？在我看來，科學哲學是西

方文明的精華，它代表的是牟宗三所說的「形構之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

文化傳統，則代表東方文明的「存在之理」，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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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鮮明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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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論點。在臺灣推動「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過程

中，楊中芳教授是一位極為用心的學者。她有十分鮮明的問題意識，在她（2001）年出

版的兩本書《如何理解中國人》和《如何研究中國人》裡，詳細列舉了心理學本土化運

動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儘管她對這些問題並沒有提出答案，她對整理這些問題所下

工夫之深，在本土心理學研究陣營中，確實是鮮有人能出其右。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科學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有鮮明的問題意識，

而且有好的問題，一定可以找到答案。楊教授對本土化運動既然有如此鮮明的問題意識，

為什麼她提不出答案呢？ 

 

二、一個中庸，各自表述 

 

  楊教授本人對「中庸」議題極感興趣。在她的熱忱感召之下，臺灣和大陸都有人組

織研究團隊，從事「中庸」相關問題的實徵研究。這類實徵研究結果累積到相當數量之

後，《本土心理學研究》特別組織了一個專刊，請楊教授寫一篇回顧型的論文，由學刊邀

請幾位資深的本土心理學教授提出批判，再由楊教授統整回答。當時大家最常提到的問

題是：為什麼這麼多「實徵研究」對「中庸」的定義都不一樣？楊中芳（2010）的回應

是〈一個中庸，各自表述〉，他說：「再看到各位的評論之後，我深感中庸是個可口的大

餅，可以經由大家以各種方式來吃，啃著吃，撕碎了吃，還是打著滾兒吃，都可以吃得

津津有味。」（頁 164） 

  乍看之下，這個觀點似乎非常尊重「學術自主」或「學術自由」，可是從發展本土心

理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卻大有商榷的餘地。「批判實在論」的科學哲學，旨在整合自然科

學與社會科學，此一學派的健將 M. Archer（1995, 1996）主張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認為：從事文化分析的時候，必須嚴格區分「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和

「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social-cultural interaction）。前者是「由曾經存在之知識菁英

的全集所構成的」，它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後者則是後來的學

者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對「文化系統」的詮釋，它只能說是「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 

  從這個角度來看，楊教授所謂的「一個中庸，各自表述」，其實只是在探討「中庸」

的「文化衍生學」，所以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和楊教授合作，研究「中庸」多年的一

位教授，在一項研討會上，針對參與者對於相關議題的質疑，公開宣稱：「我從來不看《中

庸》！」研究中庸，而從來不看《中庸》，這怎麼可能掌握「中庸」的文化型態學呢？ 

  這跟殷海光「痛恨」傳統文化，而又要「批判」中國文化，又有甚麼兩樣呢？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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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發生至今，已經過了一百年。今年華人社會科學界要想走出「雙重邊緣化」

的困境，一定要對於源自西方的「形構之理」和源自中華文化傳統的「存在之理」有「相

應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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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論文評審、論文口試、或人才甄選等工作上掌握權

力的人，一定要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真誠，耐心瞭解對方的論點，再下斷

言。如果「強不知以為知」，便很可能造成「權力的濫用」（power abuse），這是扼殺本土

學術發展的最大罪惡，凡我同道，須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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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本土化的「障」與「展」 

──拜讀黃光國教授大作的感想 

 

葉啟政* 

 

摘要 

 

  將十九世紀以來由歐美主流社會所主導的所謂「現代化」推及學術領域，無論就知

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國史與考古等等）

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來自歐美主流的「舶來品」，可以說是完全被西方

所征服。 

  但是，有鑑於任何知識，尤其有關人之社會與行為者，均是社會產物，受到特定的

文化－歷史質性所影響，有著一定的「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作為後盾。因此，對非

西方社會而言，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反省與批判的對象，乃學術研究需要本土化的關

鍵所在，也正是光國教授長期以來所致力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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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大些年來，光國教授不遺餘力地批判「實證主義」，對「行為與社會學科學術研

究的本土化」（以下簡稱「研究本土化」），不只大力推動，同時也嚴加反思批判，在華人

學圈裡，可以說是聞名遐邇，影響匪淺，後輩受益良多。 

 自從 1979 年在楊國樞、李亦園與文崇一三位前輩領導下展開「研究本土化」運動

以來，已經超過四十年了。以我個人的看法，整個「研究本土化」的進展，進行得並不

如預期的那麼順利，頓挫頗多，可以說是彳亍躓頓。推其原因，其中，有一個因素可謂

至為關鍵，若是無法有效地克服，「研究本土化」終究還是滯礙難行，難以看到明顯的具

體成果。這個至為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呢？底下，我表示一點個人的意見。 

 自從十九世紀西方科技「先進」國家挾持著優勢的「船堅炮利」軍事力量入侵亞非

地區之後，此一科技優勢的影響產生了擴散作用，逐步地觸及社會裡的各個層面（包含

政治、經濟、文化與思想等等），並且滲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裡，對整個社會產生

了幾近全面翻轉性的影響，最終帶來的是今天我們所看到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所謂全球

「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推及學術領域，無論就知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

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國史與考古等等）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

來自西方的「舶來品」，可以說是完全被西方所征服。 

 無論就存有論、認識論或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更別說三者事實上是相扣連著），（特

別是西方的）知識體制是一套嚴謹的系統，在理論架構、認知模式、概念蘊生、方法運

用等等上面，均承繼著具特定歷史－文化質性的典範，以綿密、細緻、且環環相扣的糾

結關係編織組成著。所以，意圖顛覆這樣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嚴謹知識體系，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工程，即使僅僅想做點些微部分的滲透，甚至都不是那麼容易。說來，這是為

什麼，即使已經經過了超過四十年的「研究本土化」努力，我們似乎還是在原地踏步，

依舊處於光國教授所批評的「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殖民」情結的「拿來主義」等等

現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是又缺乏自我反省與批判的機制時，我們的學術跟著西方的

主流學術典範亦步亦趨地走著，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就拿光國教授所提到之當年（1960

年代）殷海光教授在臺灣大學哲學系大力鼓吹「邏輯實證論」，並以之為「科學」的典範、

甚至視為是唯一的「正統」科學典範做為例子來說吧！當時，殷教授就不知道，其實，

與實證主義相抗衡的現象學，也已在美國的學院裡開始萌芽。譬如，當 1930 年代後期

一些「邏輯實證論」者移師芝加哥大學（如 Rudolf Carnap、Carl G. Hempel）時，也是來

自維也納的 Alfred Schutz（雖非直接師承 Edmund Husserl），業已在「新社會研究學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社會）現象學了，並且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顯然的，殷教授不知道有 Alfred Schutz 這號人物與所謂的現象學，所以是如此，乃

與當時臺灣學術界對整個西方之相關學術界的全貌認識不足有關，知道的經常只是片面

的，甚至是間接來自在美的留學生所提供的資訊（我一直懷疑殷先生許多有關「邏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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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論」與他所崇拜的海耶克的知識，可能是當時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林毓生先生所提供，因為他在課堂不時會提及林先生與

他的聯繫）。但是，這只是當時臺灣學術界所顯現的窘境而已。我個人認為，對西方主流

學術風潮缺乏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與習慣，才是更為重要的因素，而這與我們吸收西方知

識時的學習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在 1961 年進臺大哲學系就讀，立刻就修習殷先生教授的必修課「理則學」（即邏

輯學），有機會親炙殷先生的「邏輯實證論」教誨。當時，此論風靡台大，跟隨者不少，

如哲學系助教許登源、數學系助教洪成完與心理系助教楊國樞等人。有一大段時間，幾

乎每幾天的晚上在文學院裡就舉辦著有關的演講，殷先生一定到場。說來，我們這些學

生僅是跟前跟後的傻呼呼小蘿蔔頭而已。令我感到十分弔詭的是，當時，已著迷尼采思

想的陳鼓應（時任哲學系助教兼研究生）與心儀存在主義的牙醫系學生王尚義，竟然也

可以與他們「豁」在一起，蔚成潮流。在我的認知裡，就整個思想的流向而言，尼采和

存在主義，基本上與「邏輯實證論」是南轅北轍，甚至可以說是對沖著的。由此，可以

得知當時臺灣思想界對西方思想的理解程度與態度取向。只要是「新」的（即當時大家

都不知道的），就可以湊合在一起來鼓吹。 

 其實，1960 年代風靡一時的「邏輯實證論」潮只是表現「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

殖民」情結之「拿來主義」的一個例子，可以說是 1949 年後首次呈顯在臺灣學院裡的

案例。就 1949 年後之整個臺灣人文和社會學科界來說，與其將這個思潮看成是影響其

後「實證主義」一支獨秀的重要歷史因素，毋寧的，我倒認為，這是發揚美國之「經驗

實證主義」精神的一個開端而已；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殷先生主導的「邏輯實證論」風

潮，「經驗實證主義」遲早依舊會是主導臺灣之人文社會學科界的主流「意識型態」。理

由很簡單，因為我們的學者不是直接留學美國的，就是間接蒙受美國主流學風庇蔭著─

─美國的學術典範即是代表著整個世界的學術典範。基本上，他們完全漠視自十八世紀

末已逐漸塑型的德國學術界所展現「反啟蒙理性」的典範傳統，其中，批判實證主義科

學觀即是重要的一環。馬克思、尼采、詮釋學等等就是例子。 

 將實證主義的認知模式運用在有關行為與社會現象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是認知

的「自然科學模式化」；也就是說，以研究不具「反身能動性」之自然現象的方法與認識

模式來研究具「反身能動性」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如此一來，最大問題是產生了

Carrier 所詬病之「方法決定論」（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帶來的種種「誤認」。其

中，最嚴重的是忽略了行為與社會現象背後的「意義」（包含當事人的主觀與互為主觀意

義，尤其是歷史－文化意義）對整個研究的重要性。這樣的「科學」觀見諸於美國的心

理學，從 1913 年 John B. Watson 發表《從行為主義者看心理學》（俗稱《行為主義者宣

言》）以來，歷經諸如 Spence、Hull 與 Skinner 等等的加持，立基於「經驗實證主義」信

念所經營起來的認知模式和方法論成為整個心理學研究之不二典範。不只如此，此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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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也擴及社會學。譬如，Parsons 就視其 AGIL 結構－功能論為一種類似物理學之運動定

律一般的普遍理論，可以跨越時空範疇地運用於所有社會都一樣有效。Merton 更進一步

地提出「中距理論」（middle-range theory）來支援這樣之「自然科學模式化」的理論觀。

就在這樣的科學觀的支持下，為所謂的「經驗實證研究」奠定了以「經驗實證主義」信

念的正當性，而這已無涉研究是採取量化或質性的區分了。 

 我拉拉雜雜地寫了這些，其實只有一個用意，那就是：由於行為與社會研究是具經

驗實徵性的現象，基本上，我並不是完全反對運用實證主義庇蔭下的研究方法，但是，

因為研究的對象，特別是有關概念的闡述，涉及到研究對象所處之情境的歷史－文化意

義問題，所以，我們需要面對的，運用西方社會學家的說法，不是單純地「解釋」（explain）

現象，而是「詮釋」（interpret）現象。後者恰恰是依附在「自然科學模式化」之「經驗

實證主義」方法所忽視，甚至予以否定的。無怪乎，四十多年來的「研究本土化」多有

的只停留在套用實證方法，尤其是以具表象性的因果關係觀，探討一些我們社會裡有別

於西方世界的一些「傳統」概念，如孝道、緣份、中庸態度、人情、面子等等。這樣之

「形而下」的研究成果是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畢竟，因為諸如研究策略與方法、思維

與認知模式、乃至理論架構均無法「有意義」地擺脫西方的主流模式，以至我們依舊可

以看到「學術殖民地」與具「自我殖民」情結的「拿來主義」的影子隱藏其中，以至無

法有更具關鍵性的突破。 

 面對著具有著歷史淵源流長、且體系嚴密而細緻的西方主流知識體系，除非完全予

以揚棄而改宗回歸本土原有的知識經營模式（不管是釋、儒、道或其他），否則，只有

認真地走入漫長的西方知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其主流知識體系進行具「詮釋」性的

「全面」檢視，從其「留白」部分中找出具「迴轉」性的另類出口，讓這分殊出口成為

「研究本土化」的必要認知基礎。光國教授回歸到「西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從本

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來加以反省批判，無疑地是呼應著我這樣的主張。我個人

認為，對「研究本土化」作為一種學術志業來說，這是必要的先行「預備」功夫。譬如，

二十世紀前半葉興起於日本京都大學以西田幾多郎為首的京都學派，即透過（特別是）

龍樹的中觀，直搗西方哲學的要旨，從事著既具批判性又有在地性的思想體系建構。原

有相當大的潛力讓日本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發展出一套有別與西方知識體系的另類認

知模式，可惜，發展至今，依舊未見有任何明顯的成果，可見要顛覆既有的西方主流知

識體系是何其困難。 

 在人的社會裡，一旦慣性認知與行為模式形成以後，就會塑造出一套極具宰制力道

的權力體系，其結構理路所編織出來的網絡，總是既綿密又嚴謹地密佈著，網眼總是小

到令罩在其下的人們感到窒息，而且無奈。回顧這幾十年來臺灣的學術界，情形不就是

如此嗎？各個學門都有一些掌握著具決定性之生殺大權的「學霸」們，挾持著自以為是

的「正確」科學觀，決定著什麼是「正確／不正確」，因而，什麼是該獎賞和不該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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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這樣的學院權力結構下，勇於提出不同意見來加以批判的，不只是被漠視，甚者

加以抵制。因而，敢挺身而出來對抗主流學潮，是令人尊敬的，光國教授就是這樣的學

者，堅持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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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 on Professor Huang’s Reflections on Indigenization 

 

Chi-Jeng Yeh*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whenever the notion of modernization promoted by powerful Euro-

American societies was extended into academic domains, it has exerted overwhelmingly 

dominating influence on non-Western societies. Except for few areas such as the study of nativ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ve history or archeology, almost all the contents of academic 

knowledge systems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have, without any exception, been completely 

imported from Euro-American societies. Yet conventionally,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including sciences) are the product of society and shaped by specific cultural-historical 

qualities, and any kind of academic knowledge is built upon certain philosoph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Thus, any kind of knowledge represents an archetypic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can be traced and must be critically scrutinized. 

Undoubtedly, such a scrutiny is fundamental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at Professor Huang aspired to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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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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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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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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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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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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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興的思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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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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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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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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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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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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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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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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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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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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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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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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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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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四、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再送

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之審查委

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五、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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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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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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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六、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91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

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暨發行，採學

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

社會工作、精神醫學、精神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

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

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

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學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

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平臺，

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

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

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

化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國

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

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料，僅能於作者基本資料表中呈現） 

 

（一）作者資料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 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料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名

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提供學術

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料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寫其理

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料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者交

流，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適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 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閱本學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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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

本學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行，每行 35字，12級

字，段落距離 0列，1.5 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學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料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料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料庫中提供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料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學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編輯委

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件作者。凡經

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

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料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學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jicpheart@gmail.com，

註明「投稿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

（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

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彰化市進德路 1號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04）

7276542；電話：（04）723-2105 #2220, 2208；E-mail：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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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學刊以發表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神醫學、精神

護理、心理衛生、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

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稿

長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行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並以 Word 98以上版本

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

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

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型輸入為原則。左右邊界 3.17公分、上下邊界 2.54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一頁以 38行、一行 35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 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 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表 1.、

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格式製作，美觀清

晰為原則。 

3. 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料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以靠近

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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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列於頁

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 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式

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料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兩個字、英文須內縮 5個字

元。 

2.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考

「三、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規定體例

或本學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出版

時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符號，範例

如下： 

1. 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 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 三位以上作者 

（1）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文、李

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銘等，2007），

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 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 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

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

名、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例如
下： 

1. 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臺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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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pp. 317-321）。臺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

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臺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 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展

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華

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 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年 9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之治療

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年會暨第四屆統計方法

學學術研討會，臺北。 

郭麗安（2004年 9 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的反思

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臺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 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論

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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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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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作者基本資料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作者註（註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星號（＊）以為標示。

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

○○○○）、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

○○○教授指導下完成）、於研討會發表（如：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

本文之後、參考文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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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接

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

資訊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料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料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料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料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料庫業者，有償資料庫之權利金收入則

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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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Editor in Chief. 

▪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members from world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Editor Assista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viewer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 
v 
i 
e 
w 
e 
r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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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1,500 to 2,000 

characters）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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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 886-4-723-2105 Ext.2220 

Email: 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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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Chinese: 

English: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nglish: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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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Author’s signature: 

ID Number（or SSN）: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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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的建構、小心的求證？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嘗試與挑戰 

Boldly Construct and Carefully Verify? Attempts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本土化學術研究與發表的最大障礙：邏輯實證論的禍害與解決之道 

A Major Obstacle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f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 Papers: The 

Problem of Logical Positivism and Its Solution 

 

本土化學術的研究發表與展望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學術研究本土化的「障」與「展」──拜讀黃光國教授大作的感想 

A Brief Comment on Professor Huang’s Reflections on Indigenization 

 

本土化學術綱領的挑戰與存有論模型的外推 

The Challenges of Indigenizing Academic Programs and Extrapolating the Ontolog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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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coming the Thucydides Trap: Reflecting on Academic Colonization and Academic Indigenization 

in Kwang-Kuo Hwang’s “Indigenize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Prospects” 

 

包容與整合：再談本土化研究的多重哲學典範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Revisiting the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of Indigeniz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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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Revisiting the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of Indigeniz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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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夏允中 

Yung-Jong Shiah 

 

 

黃光國  

Kwang-Kuo Hwang 

 

葉啟政  

Chi-Jeng Yeh 

 

張蘭石  

Nam-Sat Chang   

 

林安梧  

An-Wu Lin 

 

 

 

葉光輝  

Kuang-Hui Yeh 

 

陳復 

Fu Chen 

 

黃光國 

Kwang-Kuo H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