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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與「文化取向」：兩種「儒家心理學」 

 

黃光國* 

 

摘要 

 

  James Liu（劉豁夫）是國際知名的心理學者，他的父親是屬於新儒家的著名哲學家

劉述先。James Liu 本人曾經擔任過「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目前是國際學術期刊《亞

洲社會心理學勘》的主編，及《政治心理學》的協同主編，他在這篇文章中針對如何撰

寫及發表期刊論文所提出的建議，都彌足珍貴，值得年輕學者參考。然而，他對於如何

研究「儒家心理學」所提出的「文化取向」，卻跟我一向主張的「文化系統」研究取向，

有本質上的差異。本文從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實在論」與

「實證論」的對比等不同視角，說明「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必須堅持「文化實在論」

的立場，採取「多元哲學典範」，才能瞭解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從以往

本土心理學的研究經驗來看，如果堅持實證主義的立場，採取「文化取向」的策略，雖

然可以快速出版論文，累積許多瑣碎而不具認知意義的實徵資料，但對於瞭解儒家文化

系統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如果研究者不瞭解「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一旦他擔任期

刊主編、論文或計畫審查人，更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妨害華人本土心理學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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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這篇「靶子論文」作出回應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對作者的認識。在我記憶所及， 

我對 James Liu 首次留下深刻的印象，是 1997 年暑假，我到日本京都參加「亞洲社會

心理學會」（AASP）年會的時候。 

 

壹、 AASP 的四人幫 

 

當時負責推動 AASP 會務的幕後人物，主要是韓國的 Uichol Kim、香港的 Leung 

Kwok（梁覺）、澳洲的 Kashima、和 James Liu 等四人。他們四個人都是心理學背景，均

為亞裔，都在西方國家成長及受教育，英語十分流暢，而且對於推動亞洲心理學負有強

烈的使命感，號稱 AASP 的「四人幫」（Gang of Four）。在他們的通力合作下，「亞洲社

會心理學會」辦得有聲有色，攀上了第一階段的高峯。 

James Liu 原名劉豁夫，父親是著名的哲學家劉述先（1934-2016）。在父親的薰陶之

下，James Liu 對於儒家文化傳統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然而，他壯年時期主要的研究方

向，卻是以歐洲的「社會表徵理論」（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和「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作為基礎，從事「國家認同」的實徵研究。在 2000-2008 年

「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計畫」執行期間，他和黃囇莉教授合作，聯名出版了許多篇

這方面的實徵研究。 

James Liu 在國際學術社群中十分活躍。他參加過許多國際學術期刊的編委會，目前

是《亞洲社會心理學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的主編，和《政治心理學》

（Political Psychology）的協同主編，經常在亞洲地區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開工作坊，教

導亞洲學生如何用英文寫論文，如何投稿國際學術期刊。 

這篇靶子論文的題目是〈一位編者對撰寫並出版文化取向心理學之期刊論文的忠

告〉。在這篇論文中，James Liu 先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然後用兩個比喻，教學生如何

寫期刊論文。「雞尾酒會」（cocktail party）的比喻強調：寫「摘要」就像盛裝參加雞尾酒

會，要讓編者能夠在一大堆論文中注意你；「三明治模型」（sandwich model）則是強調整

篇論文內容的結構必須均衡，讓人讀來像在嚼食可口的三明治。更重要的是：投稿時，

必須以自己的閱聽大眾為念，將論文投稿到最能夠接受自己論點的恰當期刊。 

 

貳、 實證主義的研究路線 

 

這些都可以說是 James Liu 親身經驗累積下來的心得，苦口婆心，金玉良言，大家

可以參考文章內容，我也不再贅述。這裡我要指出的是：這篇文章所談的是「文化取向

的心理學」（culture-oriented psychology），而不是我一向強調的「文化系統取徑」（cultural 

system approach）的心理學。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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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iu 的文章在介紹許多他所謂的「文化取向的心理學」實徵研究之後，其「結

論」部分提到：他正在為名為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的期刊編一個有關「儒

家心理學」（Confucian Psychology）的特刊（special issue）。其中有一篇實徵研究的調查

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青年人對儒家只有「瑣碎、遙遠、而且抽象的知識」。這

種現象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對於中國近代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經歷過五四時

期「全盤反傳統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之後，不要說年輕人不了解儒家，恐怕連大

多數的華人社會心理學家對儒家都是只有「瑣碎、遙遠、而且抽象的知識」。 

問題是：如果 James Liu 想要從事「儒家心理學」的研究，光憑這種「瑣碎、遙遠、

而且抽象的知識」夠嗎？難道不需要對儒家文化系統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嗎？James Liu 的

令尊劉述先教授皓首窮經、著作等身，難道不是想要對儒家文化系統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嗎？ 

James Liu 在編這個特刊的時候，曾經跟我有討論過相關問題。他很清楚地表明：他

主張的「文化取向的心理學」堅持「實證主義」的研究路線。我也很清楚地告訴他：從

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來看，「實證主義」的研究路線，對於儒家文化充其量只能累積「瑣

碎、遙遠、而且抽象的知識」。為什麼呢？ 

 

參、 批判實在論 

 

  我們可以從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來回答這個問題。巴斯卡（Roy Bhaskar, 1944-

2014）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英國人，原本修習經濟，在準備博士論文階段，發現西

方的經濟學理論並不足以解釋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深刻感受到：這根本不是經濟

學的問題，而是理論建構的哲學問題。因此改行攻讀哲學，並提出「批判實在論」的科

學哲學。 

  巴斯卡由經濟學轉向哲學的歷程，跟我從本土心理學轉向科學哲學的歷程十分相像，

他所發展出來的知識論對於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也特別具有啟發性，值得我們

在此詳加評介。 

  巴斯卡將其知識論稱為「先驗實在論」（transdental realism）（Bhaskar, 1975）。他之

所以明確標示「先驗」一詞的主要理由，在於此一學說的論證方式，乃是「先驗論證」。

所謂「先驗論證」，是「從一個已經發生的現象，推論到一個持久性的結構」，或是「從

實際上的某一個事物，推論到更根本的、更深處的、奠定該事物之可能的某一事物」。用

巴斯卡本人的話來說，所謂「先驗論證」乃是一種「追溯論證」（retroactive argument），

是「從某現象的描述、回溯到產生該現象之某事物（或某條件）的描述」（Bhaskar, 1975, 

pp.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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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科學哲學的演化 

 

  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中，巴斯卡曾經提出一張圖（見圖 1），說明科學發現的三步

驟（Bhaskar, 1975, pp.144-146）。古典經驗論的傳統（包含實證主義）僅止於第一步，新

康德學派的傳統看到第二步的必要，但它卻沒有像先驗實在論那樣，旗幟鮮明地說清楚

第三步所蘊涵的意義。 

 

圖 1  

科學發展的步驟 

 

 

 

 

 

 

 

 

 

 

 

 

 

資料來源：取自 Bhaskar（1975, p.174） 

 

從「批判實在論」的這三個步驟可以看出：科學哲學的發展曾經經歷過三次大的典

範轉移：「古典經驗論」（classical empiricism）以休謨（David Hume，1771 - 1776）作為

代表。這一派的思想家認為：知識的終極對象是原子事實（automatic facts），這些事實構

成我們觀察到的每一事件，它們的結合能夠窮盡我們認識自然所必要的客觀內容。「知

識」和「世界」兩者表面的許多點，有同構的對應關係（isomorphic correspondence）。 

由古典經驗論的背景分歧出的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者採取了「極端經驗論」

（radical empiricism）的立場，認為藉由感官經驗所獲得的事實（empirical facts），就是

唯一的「實在」（reality），科學家不必在「經驗現象」背後，追尋任何造成此一現象的原

因或理由。實證主義者的這種「本體論」立場，讓他們相信：科學方法「證實」過的知

識就是「真理」，因此他們在「方法論」上主張「實證論」，邏輯實證論者更旗幟鮮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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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Schlick, 1936）。 

 

一、先驗理念論 

 

和「實證主義」立場相反的，是康德提出的「先驗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及大多數「後實證主義」者所衍生出的各種不同版本。依照這一派的觀點，科學研究的

對象是實在的（real），其「本體」（noumenon）卻是「超越」（transcendent）而不可及的，

永遠不可為人所知。人類感關能知覺到的，僅是表徵「實在」的現象而已。由於實在的

「物自身」（thing-in-itself）永不可及，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目標，是要用他創造的想

像力（creative imagination），以「先驗的理念」（transcendental ideas）建構理論，描述自

然秩序或模型。這種目標是人為的建構，它們雖然可能獨立於特定的個人，但卻不能獨

立於人類的活動，所以必須經得起科學學術社群用各種不同的「實徵研究方法」（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來加以檢驗。 

正是因為：科學研究對象的本體（即「物自身」）是超越而永不可及的，科學家所建

構的理論僅是「接近真理」而已，不代表「真理」，它必須經得起科學社群的成員用各種

不同的方法來加以「否證」（Popper, 1963），因此它的方法論立場是「否證論」，而不是

「實證論」。 

 

二、「創生機制」 

 

第三種立場是「批判實在論」者所主張的「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

它的本體論雖然也採取「實在論」的立場，但它卻認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現

象」（經驗主義），也不是人類強加於現象之上的建構（理念論），而是持續存在並獨立運

作於我們的知識之外的實在結構（real structure）。科學活動的目標在於找出產生現象的

結構性「創生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這種知識是在科學活動中產生出來的。依

照這種觀點，科學既不是自然的一種「表象」（epiphenomenon），自然也不是人類製作出

來的產品。「知識」和「世界」兩者都是有結構、可分化、並且不斷在變異之中的；後者

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巴斯卡將科學的發展分為三步驟，其知識論分別為：「經典經驗論」（classical 

empericism）、先驗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和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

（見圖 1）。 

 

三、「實在論」與「實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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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最值得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先驗理念論」，或是巴

斯卡主張的「先驗實在論」，都是由康德的知識論衍生出來的。康德的知識論為「先驗理

念論」，方法論則為「經驗實在論」（emperical realism）。「批判實在論」的知識論是「先

驗實在論」（Bhaskar, 1975），其目的在找出現象背後的「創生性機制」，亦即人類學領域

中的「深層結構」。 

在圖 1 中，由「經典」知識型到「現代」知識型，是以一條由上而下的垂直線來連

結，它表示這兩種「知識型」之間蘊含了重要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兩者之

間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都是不可通約的（incommensurable）。由「現代」

知識型到「後現代」知識型，則是以一條橫向的箭頭來串聯，表示後者是由前者「衍生」

出來的，它們兩者之間的「本體論」都是「實在論」。 

 

四、「實在論」的知識工作 

 

李維倫（2017）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華人心理學本土化的主體策略〉，文中提出一張

圖，說明「實證論」（positivism）和「實在論」（realism）者知識工作的差異。我將之略

做修改後，列於圖 2。 

 

圖 2 

「實證論」和「實在論」的知識工作 

 

 

 

 

 

 

 

 

 

在圖 2，「實證論」者在「本體論」方面採取了「極端經驗論」的主張，他們認為：

感官所知覺到的「事實」（fact），就是唯一的「實在」（reality）；但是「實在論」者卻認

為：「人」所知覺到的「現象」（phenomena）只是其「本體」（nomenoun）的一種展現，

科學家必須努力探索：它「實在」的「本體」究竟是甚麼？ 

 

伍、 分析二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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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巴斯卡屬於同一學派的社會學家 M. Archer（1995）主張文化實在論（cultural 

realism），她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認為：必須將「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

和「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分開，先瞭解文化型態學

（morphostasis），再研究其它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所謂「文化取向的心理學」

只能停留在「文化衍生學」的層次，根本不可能瞭解儒家的「文化形態學」。要瞭解儒家

的文化形態，必須採取「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 

在《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一書中（黃光國，2018），我已經很清楚

地說明：如何以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為背景，採用「多重哲學典範」的知識論策略，建構

「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明儒家的文化系統。於此不再贅述。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採取

James Liu 堅持的「文化取向的心理學」研究，可能有什麼後果。 

Michael H. Bond 是因為研究「中國人心理學」而享譽國際心理學社群的第一位心理

學家。他在中文大學任教期間，便出版了《中國人的心理學》（Bond, 1986），其後又在

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他所編的《中國心理學大全》（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將「中國心理學」這個概念帶入了國際學術社群（Bond, 1986）。2010 年，

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津中國心理學大全》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這本

書包含四十一章，動員了數十名的中、外學者，涵蓋領域包羅萬象，幾乎把過去數十年

內有關內有關中國人所作的心理學研究都網羅在內。 

 

陸、 瑣碎、零散的研究發現 

 

  一位任教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華裔學者李教授深入回顧這本書之後（Lee, 2011），

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本書沒有清楚的結構，除非仔細閱讀整本書的目錄，否則讀者很難

看出這本書包含有那些內容，並辨認出針對某一特定議題的章節」（p. 271）。不僅如此，

「整本書大多缺少理論，這些以議題取向的章節，對於關於華人所作的經驗研究發現，

作了相當詳盡的回顧與報告，然而，只有極少數的幾章提出華人心理學的本土理論」，

「儘管他們公開宣稱要推動本土研究，他們的水準大都停留在支持／不支持西方的發現，

並且用諸如集體主義、權力差距之類的文化向度來解釋他們的發現」。尤有甚者，這本書

中所引的研究大多以「中國和西方」二元對立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研究發現，無法掌

握現實世界中更為精緻的複雜性（pp. 271-272）。 

李教授所說「華人心理學的本土理論」，其實就是我所建構的理論。「他們公開宣稱

要推動本土研究」，顯然就是楊國樞教授窮其一生之力，所推動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

至於「他們的水準大多停留在支持／不支持西方的發現，並且用諸如集體主義、權力差

距之類的文化向度來解釋他們的發現」，這可以說是「文化取向心理學」必然的後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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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研究取向只能「以實徵研究的發現來論證實徵研究的發現」，無法瞭解儒家的文化系

統，並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而難以自拔。 

 

柒、 一個中庸，各自表述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說明「文化取向心理學」的侷限。在台灣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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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a, 200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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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之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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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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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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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連結「祖先文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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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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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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Liu 想提倡「儒家心理學」，卻不願意下功夫去瞭解儒家的「文化系統」，寧可

採取「文化取向」，聽憑「大家以各種方式來吃，啃著吃，撕碎了它，還是打著滾著吃，

都可以吃得津津有味」。這跟楊中芳教授的團隊研究「中庸」，卻不懂《中庸》，又有什麼

兩樣呢？這樣做，當然可以跟「自己祖先（包括父親）的文化」產生連結，但 James Liu

真的以為這是最好的連結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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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mes Liu is a well-known psychologist in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community, and his 

father is a renowned philosopher of neo-Confucianism. He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hief-editor of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is the co-editor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this paper, his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 should be heeded by our young scholars. 

Nevertheless, his ‘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 for studying Confucian psychology differs in 

essence from the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that I advocate. Based on perspectives such as 

Bhasker’s (1976) Critical Realism, the evolutionary pedigree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ositivism and realism,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a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must adhere to cultural realism and adopt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an ‘inclusive cultural theory’.  

According to previous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indigenous psychology, if a psychologist 

insists on positivism and follows the ‘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 he may publish numerous 

journal articles and accumulate many fragmentary findings in his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do not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ystem. If a psychology 

researcher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s/he may misuse his/her power 

once in the position of a journal editor, project reviewer, or article reviewer. Eventually, s/he 

may hinder the progress of Confucian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at of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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