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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科「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 

 

葉啟政* 

 

摘要 

 

社會研究的「本土化」涉及的，不單單指向概念的本土化，即採取在本地蘊生的特殊概

念與現象（如緣份、孝道）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以本土傳統積累的感知模式作為分離點

來檢視西方主流論述背後的認識論與社會（心理）本體論預設，進而從中尋找建構整個

論述體系的「分離點」。所以，社會研究「本土化」的深層根源乃觸及哲學人類學的存

有預設的問題，簡言之，即是有關如何想像「人與社會」圖像的根本預設問題。基於西

方的論述架構乃是優勢的主導知識體系，也是我們長期學習、且被高度制約鑲嵌的認知

模式，因此，回到西方社會（心理）思想發展過程中檢視概念與論述內涵的文化─歷史

質性，可以說是「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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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九七九年間，楊國樞、李亦園和文崇一三位教授共同策劃，在台北南港的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了一個討論學術研究「本土化」（以下簡稱「本土化」）的會議，

可以說是開啟了台灣行為與社會學科界注意到「本土化」的第一聲響砲。屈指一算，延

續至今，已有了四十多個年頭了。在這麼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裡，我不敢說

對這個課題的探討本身與實際的研究成果是毫無建樹。但是依我個人的意見，整體的成

果並不如預期的理想，而且甚至似乎有著愈來愈式微的態勢，令人有著欲振乏力的感

覺。 

  情形所以會如此，毫無疑問的，來自西方優勢的學術典範氣勢洶湧澎湃，嶄新的理

論、研究方法、概念、問題意識等等層出不窮，以至使得學者們單單學習已經應接不暇，

更罔論靜下心來好好地思索、反省與批判，以另闢蹊徑。更何況，頗多的學者以追求來

自西方主流學術霸權的「新東西」當成「有學問」與「追求卓越」的象徵，倘若不能不

斷地吸收這些學術霸權發展出來的新「知識」，就表示自己是落伍、「趕不上時代」，甚

至是不負責任的。記得，當年，我還在台大任教時，有一年我到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擔任

客座教授，回台後，有一天遇到一個研究生，他劈頭就問我：「葉老師，這次帶了什麼

新東西回來」。我笑著回答說：「你怎麼不問我，我給了美國學生什麼新東西呢？」從這

個例子，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們學院裡所存在普遍「崇洋」心態，畢竟他們才是「中心」。 

  總之，由於種種的客觀因素，特別是來自學院與相關之官方掌權者「盲目」地崇洋，

總是以獲取西方學術界的認定，作為界定學者之學術產出是否符合「所謂」卓越的判準。

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一個學者的學術表現品質，經常是以是否刊登在名列諸如

SSCI 內之期刊的認證作為判準。於是，「有為者」莫不儘可能地投在 SSCI 內之期刊的

主流研究問題意識（包含議題、理論架構、概念的運用、方法的選擇等等）之所好來設

定自己的研究取向，為的是增加被刊登的機率。當然，更多的是以西方學術界時興的熱

門研究議題來設定自己的畢生研究志業，結果帶來的是與西方主流學術潮流產生了亦步

亦趨的現象。在此，我必須特別鄭重地聲明，我並不是持著「義和團」心態，不分皂白

地完全否定名列 SSCI 之期刊的價值，因而連帶地否定了有論文刊登於其上之學者的學

術品質。我所要表明、也是在意的，是一個學者為學的「態度」與「價值」取捨的趨向

問題。我知道，這樣的要求或許是陳義過高，忽略了對學者而言，他其實與一般人一樣，

在既有體制的規範和價值系統內，以最低標準來說，追求的是基本存活機會，而以較高

的期待來說，則是追求名、權與利上面的成就。對學者來講，就是名列院士、講座教授、

特聘教授等等。所以，順從著學術界既有之具特定意識型態的規範、價值、以及學術品

質的判定標準等等，原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之下，我們著實是難以要求所

有的學者們都具有著傳統對「知識分子」（或謂「讀書人」）所渴望看到的崇高學術情操，

更遑論有獨立的學養風格，甚至只是稍微用點心思以批判的反思態度來審視自己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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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術體制學習來的東西。  

 總結一句話來說，我想表達的是，面對著西方世界，我們這個社會長期以來是「缺

乏自信心」，也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卑感」。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從來就不懷疑來自西

方（特別美國）的知識體系原只不過是在特殊文化─歷史質性孕育下的社會產物，而卻

是經常將之當成至少是超越地域（若非時間的話）的「科學」真理。然而，事實上任何

的知識都建立在特殊的思維與認知模式上面，有著內在的「侷限性」，而這往往弔詭地

表現在其所呈顯之為眾人所接納的特性上面，如所謂的「科學理性」。因此我們始終是

有著理由細細地省思，不只是批判，更是值得另闢蹊徑的，「本土化」正是標示著「另

闢蹊徑」的一種思維與認知分離點。然而，當眾多的學者存有著上面所陳述類似的集體

心理狀態時，也就意味著是處於普遍缺乏「反思能力與意願」的客觀環境之中，以至整

個學術環境自然是不利於「本土化」的推動。說來這恰恰是我們今天的現實處境。 

 

貳、學術研究「本土化」可能面臨的基本困境──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 

 

 就「本土化」作為一種學術運動本身而言，上面順手拈來的一些例證，基本上涉及

的是所謂的外部影響因素。然而，針對著「本土化」的問題，更重要的關鍵應當是在於

知識體系之建構過程內涵的內造因素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底下關照的焦點。 

 回顧這四十多年來台灣行為和社會學科界投入「本土化」所展現的研究成果，絕大

部分是運用本土（特別是來自傳統一般人之日常生活世界裡頭的）既有的一些概念來從

事釐析與分辨，並進而建構具有「本土味」的論述模式、乃至（中程）理論。其中，最

常見的莫過於是諸如有關孝道、緣份、中庸情境、陽奉陰違的行為、乃至費孝通的「差

序格局」說，以及許悢光的「社會取向」論等等的論述，當然也包含在座黃光國教授之

有關「套關係」、人情與面子的研究。毫無疑問的，諸如此類體現在傳統華人社會裡的

行為或社會結構樣態具有著一定的「典型」性意義。就表象而言，相當程度的，這的確

與西方人所呈顯的「典型」行為和文化─社會結構樣態是有所差異，因而常常被視為是

區辨東西兩方之文化、社會與行為表徵的判準。 

 對這樣的「本土化」，尤其是將之當成韋伯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來看待，我

個人是百分之一百的支持。況且就經驗實徵的角度來說，這更可以說是重要的課題，是

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我們認定如此的研究取向即已涵蓋了「本土化」的整體範疇，

或至少碰觸到了建構「與本土契合」之論述的最核心部分，那麼我就有了不同的意見。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針對著擷取傳統華人社會所呈顯的諸種特殊行為與社會質性來作為

「本土化」的基本標竿，就現實的社會狀況來說，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在已邁入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至少已經過一百五十年以上了。在這樣

之社會各個面向基本上已經歷經過巨大的「質變」之後，傳統華人社會所呈顯的諸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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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行為與社會質性的典型樣態，到底還存在有多少的原汁原味？或者，換個角度來說，

以此傳統的行為與社會典型樣態來作為構作「理念型」的典範依據，到底還存有著多少

的現實意義？倘若還是有意義，那麼，意義在哪裡？也就是說，面對著來自西方現代的

優勢行為與社會結構模式在某個程度上已在「本土」社會裡生根滋長的現實情況下，我

們進行研究探討時，在研究態度與策略運用上，應該有那些面向是必須特別予以關照著。

針對這樣之情境從事「本土化」研究時應當採取怎樣的策略，余德慧、林耀盛與李維倫

三位教授所提出之透過「文化間際交互參引」的雙差異折射論，極有創意，相當值得借

鏡。 

 簡單地來說，以上的論述隱約地告訴著我們，在「傳統本土」與「現代外來」（特

指現代西方）二元對彰的歷史格局裡，研究的「本土化」所可能面對的問題將非單純地

只是在於如何選擇適當的「本土」概念與論述架構上面而已，而有著來自知識體系本身

內涵之更深層的根本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整個知識體制可以說是為西方主流學術典

範以幾近完全壟斷的方式而宰制著，特別是在認定具客觀中立之「科學」迷思（尤其是

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的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加持下，我們的思維與認知模式可以說是完全

被西方現代的所謂「科學理性」觀所征服。在這樣的歷史格局裡，自十九世紀以來，整

個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於是乎乃涉及到，居優勢之西方文化幾近全面壟斷下之文化解碼的

雙重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此時此地」之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出發，同時針

對著「傳統本土／現代外來」與「實際社會表徵／知識體系構造」的雙重交叉面向，對

既有的知識體系進行再詮釋與檢討。因此，它涉及的是整個知識體系的重建工程。 

 就此，讓我更進一步地予以闡述。我意圖說明的是：一方面，屬於「外來現代」之

居優勢的西方文化帶來的是「全球化」的效應。它不但滲透進入一般人們之日常生活的

各個面向，施及於知識體系，則是有關知識內容之正當性的確定問題。但是，另一方面，

在地的行為─文化─社會樣態展現的，則有一部分是來自「本土傳統」文化元素所遺留

的磁滯效應，特別具體地表現在一般市井小民之日常生活裡的思想、認知與感情的表達

模式，尤其是種種實際作為之中。基本上，這兩種成分（本土傳統／外來現代的）是以

「前意識」的狀態混雜在一起作用著，而且弔詭的是，它們卻可以說是同時既獲得又失

落。我的意思是說，因應著個人的認知能力、領悟力、社會背景、教育程度、行為當下

的情境等等條件的不同，本土傳統／外來現代這兩股力量對人們產生的作用，在認知接

受程度與行動實踐的效應上，都會有落差的。於是乎，我們經常只能採取「類別」範疇

的方式來理解與體認，如「守舊的」或「新潮的」等等。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就知識的經營而言，一旦我們往問題的深層來看，不管採取

怎樣的方式來加以審視，「本土化」勢必涉及到「本土傳統／外來現代」兩造內涵之思

維與認知模式的分殊差異的課題，而這包含著方法論、認識論，特別是涉及所謂「哲學

人類學存有預設」的（社會）存有論問題。或者，換個另外的角度來說，這涉及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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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以怎樣的方式來認知、構思、詮釋與呈現（社會）現象以成就整個知識體系的基

本架構，即：有關問題意識如何提呈的問題。簡單地說，到底西方學者是怎麼想問題的？

這即是我所說的「本土化」的前置性課題，基本上，是超乎單純之「本土」概念的適當

選擇和運用的問題。在此，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將方法論的問題擱置不論，單單就認識

論與存有論問題，特別是後者來略加申述。 

 

參、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 

 

 就採取「理念型」的方式來從事「本土化」之知識探索的立場而言，不管是針對「本

土傳統」或「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基本上，我們都是企圖以「歷史原型」（如儒家

的「孝道」或西方的「理性」）來輝照「本土化」是一種具典範性之（文化）體系的考

察，而非針對一般人們在日常生活世界裡的實際作為現狀。然而，儘管現實實際呈現的

和理想典範表彰的之間是有著落差，「理念型」所意圖剔透之具理想典範性的「歷史原

型」卻可以說是代表著外在社會表象背後的內在象徵「元神」，用來從事「本土化」研

究，確實扮演著類似 Lakatos 所說之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me）的角色，不管是針

對著「本土傳統」或「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而言，都具有著一定的啟發性意義。 

 在此，讓我以簡單的語言重述一下前面的論點，以作為階段性的總結，並幫助在座

諸位整理一下思緒。我要說的是：在西方現代「理性」文明挾持著優勢力道主導著「全

球化」的歷史格局裡，「本土化」之具深層意涵的前置性課題，乃首在於針對著外來之

西方知識體系的內造理路結構，包含存有論的基本預設、認知模式、與概念架構等等，

從事批判性的反思，並進而以此來彰顯「本土傳統」的思維與認知典範，對整體人類未

來的知識經營（乃至文明發展）所可能開顯的特殊意義。因此，「本土化」作為知識體

系的經營，它並非侷限地運用在有限的「在地」空間以奏收楊國樞教授所說的「本土契

合性」而已，而是邁向創造另一個具創新性的全球知識體系。這麼一來，「本土化」於

是乎乃是一種雙重的文化解讀過程。 

 以這樣的認知與期待作為前提，假若我們將「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看成是「域外」

（當然，也是具優勢主導性的）的東西的話，那麼，「本土傳統」的文化元素則是「域

內」的了。如此一來，從「域外」著手來尋找隱藏在「域內」背後的論述觀點作為奇特

分離點，以來探究當前主流文化─社會現狀背後可能隱藏的「症候」，乃可以產生具雙

重視界作用的「距離的感傷」，奏收 Gadamer 所說的視域融會（fusion of horizons）效果。

倘若借用 Althusser 在詮釋馬克思的理論時所說的，針對著資本主義體制來說，馬克思

的理論可以說是一種沉默的「症候閱讀」，將內涵在資本主義體制之結構理路中原先屬

於「看不到、且非核心」、乃至是完全「闕如」的「感傷」部份（如「剩餘價值」所內

涵的倫理與生命美學意義）挖掘出來，並讓它浮現以成就為「看得見、且是核心」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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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視「剩餘價值」為剝削無產階級的結構性根源），進而從事社會改造的工程。尤

有進之的，這樣的概念翻轉過程所呈顯的，更是一種創造「留白」、並加以細緻經營的

迴轉工夫，提供我們作為一個分離點，帶動同時兼具著全球與未來之「時空」意涵的文

化創造轉向。總而言之，將這些原則運用在對「本土傳統」或／與「外來現代」的文化

元素上面，構成為「本土化」的基本策略，也是指導方針。而這正是我所以堅定地認為，

針對著「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從事具反照解讀性的理解與詮釋，乃是「本土化」的前

置性課題的關鍵所在。 

 

肆、提示學術「本土化」之前置性課題的兩個實例 

 

 我知道上面所陳述的有嫌過於抽象，尤其因為勢必涉及到整個西方現代社會學科知

識的發展和其背後的文化─歷史背景，以至確實是不容易掌握我到底想表達些什麼的。

因此，最好的作法就是舉用實際的例子來加以闡明。在此，基於時間有限，我僅就認識

論與社會存有論預設兩個層面來略作描述，首先，就認識論的角度來做簡單的說明。

 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思想家基本上就採取了「實質論」的立場，譬如，愛奧尼

亞（Ionia）就認為，宇宙萬物有著永恆存在、且具「實質性」的共同原質物所組成。泰

勒斯（Thales）宣稱是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說是氣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則認為是火，言者莫衷一是，各有說法，直到了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他提出了帶

有抽象概念色彩的「原子說」論調，可以說做了一個具時代性意義的總結。柏拉圖（Plato）

更進一步地認定，雖然自然界中的種種有形的東西是流動不拘的，但是構成這些有形物

體的「形式」或「理念」卻是永恆不變。譬如，當我們說到「馬」時，我們並非指涉到

任何一匹特定的馬，而是任何一種的馬，即所有形構成為所謂「馬」具有的特徵。於是

乎，「馬」的涵義本身獨立於具體的單一匹馬（即「有形的」），乃超越空間和時間，是

永恆的，而任何單一匹特定、有形、存在於感官世界的馬，則是實際可察知、但卻是「流

動」的，會死亡，也會腐爛掉。柏拉圖如此以具概念性的「本質」（essence）來形構的

「理念論」，可以說是形塑了西方人的基本認知模式，而有了諸如至真、至善、至美的

境界說法。到了中古世紀基督教勢力興起後，柏拉圖此一「理念論」所反射出來的至真、

至善、至美境界為「上帝」的概念所取代，成為解說與認識世界（包含人本身）之至高

至上的絕對概念，而且被認定是「真實的」。到了十七世紀以後，這個長期來為基督宗

教所壟斷之以「上帝」概念作為真善美三位一體的絕對判準，逐漸為來自於諸如笛卡兒、

牛頓與萊布尼茲等人所形塑的「科學」觀（尤其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所取代。「科學」

於是乎取代了「上帝」的概念，作為表達柏拉圖之「理念主義」的繼承概念。它是現代

人心目中的「上帝」代言人，有著宣稱披露具普遍校準性之「真理」事實的絕對權威，

乃是無以倫比的，不可批駁，也不可否認。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權威體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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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渡給「學院」，從「教士」轉移到「學者（教授）」（尤其科學家）身上。於是，

它以另外的姿態一樣地實踐著柏拉圖的「理念主義」。 

 說到這兒，我必須聲明，我並沒有完全否定「科學」之價值的意思，而是「科學」

作為西方世界的特殊歷史產物，它具有著特定的文化─歷史質性（特別是表現在人文與

社會學科上面的），這值得我們認真地予以省思。當然，從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學者本

身早已不斷地有所反省與批判，如十七至十八世紀義大利的維科（Giambattista Vico）就

是一個例子，更不說當代的詮釋學或批判理論等等了。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樣直指西

方知識體系的基本認識論（或謂科學觀）是「本土化」不能不關照的基本面向，因為在

長期以來我們整個的知識經營一直為居優勢的西方知識體系所主導的情況下，這決定了

我們怎麼來思考、認識與詮釋我們的行為和社會現象，縱然使用了所謂「具本土性」的

概念。在此，讓我僅就認識論上的基本認知模式與社會存有論預設分別提出一個例子來

說明。但是它們在概念內涵卻是相通而關聯著。 

 首先，就認識論上的基本認知模式來說，自從十七世紀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的

說法作為基本命題而架出了「主客」雙元互斥對彰的認知模式以來，尤其在講求概念定

義明確而清晰的實證科學觀的支撐下，西方的知識經營乃建立在哲學家唐力權教授所稱

呼的「斷而再斷」的思維模式上面。讓我以強調量化的經驗實徵研究這樣一種甚富極端

性格的基本思維架構當例子來略加說明。這樣的研究策略，除了講究概念必須是定義明

確而清晰之外，尚要求概念必須轉換為可實際操作化的「變項」形式，最好是可以量化。

在此，我不去討論以強調可操作化的「變項」形式作為考察現象以及量化的操作所可能

具有的現實意涵，尤其可資批評的地方。我要提到的是，在從事這樣的經驗實徵研究過

程中，尚有的一個重要要求，即：就「變項」而言，其類型範疇必須是互斥且窮盡所有

的可能狀態。譬如，針對「教育程度」這個變項，當我們將之予以類型範疇化時，不能

使得某個人可以同時屬於兩個區類。這意思是說，我們只能以如底下的區類來從事分類：

未受任何教育的、受小學教育者、受國中教育者、受高中（職）教育者、受大學（與專

科）教育者、有碩士學位者、有博士學位或更高一層的資格者。基本上，依著這樣的分

類，所有的類別是互斥、不重疊的，而且總體合起來，窮盡了所有可能的情形。依照這

樣的法則，那麼同時考慮眾多的變項時，其情形就會有如樹木的分枝開岔一般地散了出

去。譬如，可以是女性、年齡在 20 至 40 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已婚、居住在大都會、

職業是小學教師等等，總加起來，就代表著某一個特殊個體人作為「社會人」所具有的

特殊屬性範疇。類似這樣的類型範疇化反映的即是典型的「斷而再斷」思維模式；也就

是說，類型的分派必須符合西方邏輯學的基本要求，即：「A 與非 A 是互斥，沒有交集

的，而且也只能有此二類，二者的合集，即為全部」。於是乎，「斷而再斷」思維模式講

究的，首在肯定柏拉圖之「理念主義」的基本主張，即：任何概念反映的是有著實質本

性的事與物，是恆定的。難怪使用英文來表達，「本性」乃與「自然」是同一個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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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隨即而來的是，我們需要根據這個本性來為事與物從事精確而清晰的定義。

無疑的，以這樣的方式來親近人的世界，其所彰顯的基本上是一種具排斥性的「非此即

彼」情況，不容有任何含混、曖昧、模稜兩可的情形發生的，否則就不合乎「邏輯」。  

 相對的，「斷而未斷」的思維模式是不一樣的。由於時間有限，我僅以孔子的代表

著作《論語》為例來說明。我們綜觀整本著作，不免可以發現，譬如，在論「孝道」時，

孔子從來就沒有像柏拉圖一樣強調具嚴格定義的概念，給予精確而清晰的定義，而總是

在不同場合、對不同的人，因應不同的需要，引舉不同具實作性的例子（或說法）來描

繪。倘若根據上述「斷而再斷」思維模式的理路來看，其中語義就可能有所矛盾、曖昧，

以至模稜兩可，既不精確也不明晰，難以具體捕捉著。但是換個角度來看，以這樣之「斷

而未斷」的方式來鋪陳概念，展顯的乃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之陰陽二象以「負陰抱

陽」的狀態相互涵攝並存一般，我們必須將兩個對彰的狀態同時加以考量，產生了《易

經》中所說之相剋並濟的搓揉摩盪功夫，才得以運用同理心、並以「體會」的方式來掌

握其意涵。因此，它所呈顯的典型情形毋寧地是，兩種被設定是對彰的狀態總是以對反、

但卻又相互涵攝的姿態不斷地進行著相互糾結衍生的永恆纏鬥，講究的是「尺寸的拿捏」。

譬如，當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是為孝」時，怎樣才稱呼得上是不遠遊，那就得

視整個實際可能面對的狀況來拿捏了，中間是存有著很大的彈性空間的。相對的，上述

之「斷而再斷」的思維模式，則是肯確著「非此即彼」之二元互斥對彰的殊死爭奪狀態，

追求的是具絕對征服性的完全取代。總之，面對著這樣之相當殊異的認知模式，在「本

土化」過程中，無論就理解或詮釋我們自身的行為與社會現象，特別是針對傳統概念的

使用與解析來說，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忽視這樣之認知差異所可能引發的意義與隱藏於其

中的問題。 

 其次，當我們將焦點移到社會存有論的預設層面來審視，我們也會發現有著同樣的

認知差異的現象存在著。就讓我援引十七世紀霍布斯（Hobbes）以降之自由主義社會思

想所展顯的文化特質作為例子來略加闡述。稟承著柏拉圖的「理念主義」所開顯之強調

具「本質」性的「實在」（意指真實地存在著）作為認識事物的基礎，霍布斯肯定著滿

足人們的本能性慾望，特別是所謂的「自我保全的本能」（instinct for self-preservation），

乃是政治「共福體」（the Commonwealth）（或以現代的說法，即「社會」）所以構作的

基本促動要素。這樣的主張可以說是為當時正興起的資產階級意圖獲取社會認同以及保

障其謀取「利益」具正當性的一種具「背書」性質的論述。在日益茁壯之資本主義體制

的加持下，這樣一種意圖以偷渡方式來捍衛資產階級的社會心理學論述開展出來的政治

（社會）理論，即是強調所謂「持具個人」（possessive individual）有著「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的自由主義。顯然的，這樣的主張不只是肯定著「實『在』（being）」，而是進而

強調著「實『有』（having）」，可以說是一種以具實質性之「有」（如擁有、持有、保有、

佔有、具有等等）作為標竿的世俗現世「實有觀」。即使針對著資本主義體制大加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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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馬克思，追根究柢地看，也只不過是在這樣的「實有」世界觀之下另起爐灶而已。無

疑的，在資本主義體制與科技發展意識的雙重加持下，這樣的「實有」世界觀連帶衍生

出來的，是今天許多社會所共同強調的一些「理念」，諸如積累、發展、成長、繁榮、

進步等等。我們從霍布斯之後的曼德維爾（Mandeville）、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與

洛克（Locke）等人的思想裡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基本上，上面所陳述的社會觀，並沒有絕對必然要涉及到整個論述的對錯或好壞的

問題。我之所以以最簡扼的方式來引述，只有一個用意，即：就近代西方社會思想的發

展脈絡來看，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構成為整個西方社會學科論

述的核心基軸。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後現代主義一併地拿來討論，但是基於時間的限制，

在此就姑且懸而不論。就體現在當前現實世界裡的實際狀況來說，毫無疑問的，順著這

三種主義來審視可以說是有著一定的歷史貼切度的。但是單就人類文明顯然已面臨了危

機（如環境污染與破壞、資源的濫用、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等）這樣的感受而言，我們不

免可以進一步地追問，上述的「實有」世界觀是否有著值得嚴厲予以檢討的必要。若有，

那麼在宇宙世界觀上，我們需要以怎樣的社會存有論預設來開展另類的理論論述，無疑

的是不能迴避的課題。對我來說，來自東方以「無」（或「虛」與「空」）開展出來的「緣

便」搓揉摩盪觀，應當是深具啟發性的。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以後的一段時

間，深受龍樹之中觀的影響，日本京都學派西田幾多郎所提出深具「本土化」風格的「絕

對無」說法，即可以說是東方學者開啟了另類思維模式的最好例子。遺憾的是，經過兩

三代後，此一學派即顯得欲振乏力，難以為繼。 

 今天，我就說到此，底下的，就讓各位來賓動動腦，繼續來填補充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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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ncepts,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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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e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behind 

the mainstream Western discourse. Therefore, the deep root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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