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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人文學專家著作研讀會」

英文中國哲學著作讀書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3/6 上午 9：00~13：0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李賢中

主題：

1. Epistem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General

characteristics
2. Specific featu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epistemology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林正弘、蕭宏恩、孫長祥、李賢中、黃筱慧、沈享民、邱建碩、郭朝

順、劉貴傑、楊秀宮、蔡政宏、黃偉雄、吳惠齡、鍾曉彤、周穎君、

陳明威、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2

主持人前言：

(一)介紹研讀著作作者，Jana Rosker（羅亞娜），她是斯洛維尼亞盧布拉納大學

（University in Ljubljana）亞非學系漢學教授，她的學術專長包括：漢學研

究、中國哲學認識論、以及跨文化研究方法論等方面。

(二) 說明整個計畫執行的時間與導讀成員，第一次研讀由計畫主持人，李賢中

教授導讀，下一次研讀會由蕭宏恩教授、黃信二教授導讀，時間為 2010/3/21

星期天上午 9-13 時

(三)介紹本次研讀內容，包含：

序文：知識論和它的殖民地─文化對認知的制約(Introduction: Epistemology and

its colonies─On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of cognition)
第一篇：中國哲學和中國認識論─揭發一種隱藏的關係(I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EPISTEMOLOGY─ UNCOVERING A HIDDEN
RELATIONSHIP)

第一單元 Epistem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General characteristics

第二單元 Specific featu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epistemology

第二單元第一節 Basic categories: From names (ming 名) and actualities (shi 實) to

knowledge (zhi 知) and action (xing 行)

第二單元第二節 Orthodox Confucianism and the early Moist School

第二單元第三節 Neglecting linguistic positivism: From Laozi to Mengzi

第二單元第四節 Analytical approaches: The Nomenalist and the Neo-Moist school

第二單元第五節 Zhuangzi’s egalitarian epistemology

簡言之，內容包括肯定語言作用的孔子、墨子，到相對主義的荀子，再到否定立

場的老子與孟子，再到四種分析進路，含追求理想語言的公孫龍、允許異名同謂

的後期墨家、論「指不至至不絕」的惠施、平等主義的莊子

(四)開放與會人員進行問題討論，包含著作內容的問題，與中英文翻譯等問題

導讀與問題討論：

序文：知識論和它的殖民地─文化對認知的制約

第一單元 Epistem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Gene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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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導讀：

1. 在方法上的提示：

羅亞娜教授的研究，是有自覺性的研究，而非任意以西方認識論，比附中國認識

論。羅亞娜教授注意到它們的差別，不是一味求同。

2. 中國傳統哲學並無所謂的「認識論」，但這並不表示傳統中國哲學家不考慮有

關知識理論的問題。如老、莊對「知」的態度與蘇格拉底相似。

3. 宮哲賓的觀點：歐洲傳統知識性的問題經由推理，基於科學的世界觀；傳統

中國對於知識的把握在更寬的意義上，產生於道德的脈絡中，奠基於整體世

界觀，其理論根植於實用主益與效益主義。

4. 廖小平《中國傳統哲學道德認識論的主體條件與運思方式》指出：相對於西

方，傳統中國的知識理論建立在「排除」活動的認知主體，中國認識論的主

體應具備靜心、虛心、無私、寡欲的特質。

5. 其認知的過程不是理性的，而是道德性，奠基於下列三個條件：（1）仁，認

知主體的靜心、虛心。（2）認知主體心靈的虛靜，無私、無欲，認知的目標

在於個體與社會的和諧、天人合一。（3）心靈的純然狀態，心如明鏡，不受

外在虛幻事物的影響。

6. 歐洲的認知思想有嚴格的主客之分。

7. 在中國知識常聯繫到具體的應用與實踐，天人合一，知行亦不可分。

8. 理解的動機與目的：在中國，「知」的中心在自我與世界的和諧；在西方，「知」

的中心在征服世界；在印度，「知」的中心在超越自我(overcoming the self)。

9. 中國的這種和諧並非各要素與宇宙社會整體是平等的，而是本質上的道通為

一。戰國時代各種文化、價值觀、語言混聚而成，有力量的君主期望統一。

10.對於「實在」的瞭解與傳達提供了社會互動的基礎，古典中國的認識論，緊

密地連接語言（名）與實在（實）的結構關係。

楊秀宮教授的提問：

“overcoming the self”的“overcoming”是否以「超脫」來說明，較為合適？「超越」

與「超脫」不同，「超越」是較積極的意思，中國「天人合一」也是積極的，是

入世的觀念，印度的「梵我合一」，並不是積極的，是否以「超脫」來說明，較

為合適？

邱建碩教授：

“overcoming”可以再作更深的討論。而「超越」也許是中性的用詞，是素樸的

概念。

楊秀宮教授：

這也許是素樸的字，但羅亞娜教授看中文，也許沒有深入其隱含的意思。字詞也

許可以有更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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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筱慧教授：

也許中西哲學史可以互通，字詞隱含的意思，可以用註釋作說明，不必因為哲學

的教學，而受限制。

李賢中教授：

而中國認知的「天人合一」，是否可與西方哲學互通？

黃筱慧教授的討論：

古希臘羅馬的認識論，仍探討宇宙根源，而需要了解，例如赫拉克利圖斯探討世

界的根源與變動，也探討人與之合一，而中國的天人合一，也許求更完美合一，

因此，中西的差別也許不大。

林正弘教授：

對於中西認識的不同，西方一開始，即看世界為客觀世界，問題在於，人的 mind

是否能掌握世界，此問題持續到現在。中國也許不執於此，不以為人的 mind 有

問題，要做的是去除私心，即可知道。而西方人懷疑人類的 sense、推理能力，

是否有可疑之處，而中國人則以為心寧靜後，即可了解，此也是道德所求，中國

人將知識德性、道德德性合在一起，也許涉及德性知識論的問題。

郭朝順教授：

回應梵我合一的問題。印度探討梵我合一，佛教後來更探討無我，這與中國的想

法不同。佛教認為人有虛妄，而呈現世界，此世界是假象，所以集中的重點在我，

談到「我執」，“overcoming”所談的重點在無我。中國人不同，中國仍承認客

觀世界。

孫長祥教授：

可以先了解到底什麼是認識論，再看羅亞娜教授問什麼問題。也許羅亞娜教授理

解的出發點，就是從主客二分開始。中國人探討天人合一，也許沒有超越與否的

問題，所以我並不贊成羅亞娜教授所說，有一種「認識論」。也許羅亞娜教授仍

是西方二元的思考，而問征服的問題，超越的問題，因此，可以先了解什麼是認

識論？又羅亞娜教授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又要談政治背景？

李賢中教授：

羅亞娜教授的確曾以西方理論，做參照系。例如她以平等主義說明莊子，又提到

實用主義、效益主義、相對主義等等。再者，既然使用語言，作區分就在所難免，

除非是用藝術做表達。要達到主客不分，語言工具恐怕難以突破。

孫長祥教授：

也許可以突破，因為中國本來就不是用西方的路線。而在西方早期，如亞里斯多

德，談藝術、art，也是指 skill，包括思想的 skill。

第二單元 Specific featu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epistemology

第二單元第一節 Basic categories: From names (ming名) and actualities (shi實)

to knowledge (zhi知) and action (xing行)

李賢中教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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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國時代，社會不穩定。個人的自覺是建立在對於世界整體的瞭解，那是天

人合一的結構。

2. 古典中國知識論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探究知覺與理解力，另一方面也探討解

釋與傳達。於此脈絡，「知」被當成對「道」結構原則之「識」。

3. 在整體世界觀的脈絡下，對實在的認知必然包含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

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知識與人們的活動和社會實踐也必然相關。

4. 墨家、名家有系統的陳述關於事物異同、或對象的堅白性質等認識論的問題。

知識的實用理論涉及語言和實在的關係，如易傳的：「言不盡意。」各有贊成

與反對的哲學家為其辯護，像魏晉的王弼（言不盡意）與歐陽建（言盡意論）。

5. 為何名實問題成為中國古代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知行關係往往在具體的事上

呈現，需要統一人們的行為習慣與表達方式，為關係結構建立規範、辨別是

非，使任何語言的表達能應用於符合實在的情況。語言的統一與其結構的標

準化，是認識理論所關心的問題。

楊秀宮教授的提問：

名實問題如何認定？名實是認識論的問題，知行是工夫論的問題，這種情形應該

如何看待？

李賢中教授：

由於對社會和諧的重視，為了這種實用的目的而有「知」，而其中「行」的問題，

又可能有語言規範的問題，此涉及「名」「實」的問題，例如〈墨經〉就提出「為

知」需要實行，例如要知道「兼愛」，就需要實行。

楊秀宮教授：

直到宋明，「知」的問題又分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其中王陽明在探討良知，

以良知與見聞不滯不離，並走向知行合一的討論。

在中國，穿插名實問題、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討論。

李賢中教授：

正好下一回的主題是宋明，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吳惠齡助理：

古典中國認識論，也許是指「知」的根源是什麼，如何表達，羅亞娜教授的問題

太寬泛了，她的視角是單一的，又不太聚焦，因為中國傳統有許多說法，也許道

家、墨家就有不同的說法。

李賢中教授的討論：

羅亞娜教授是漢學研究，也許漢學研究並不聚焦，但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觀點，例

如，老子與孟子可以放在同一立場，就是不同的觀點。

林正弘教授：

羅亞娜教授的著作又有矛盾，如第 5頁，羅亞娜教授說中國認識理論，是基於

“elimination” of an active subject of comprehension，是非理性，到第 9頁後，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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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識論，又不是這麼說。

李賢中教授：

羅亞娜教授也許有許多不同的論述角度，可以再向她確認。

第二單元第二節 Orthodox Confucianism and the early Moist School

李賢中教授的導讀：

1.周文疲蔽，孔子以周文應然之名以正當時實然之亂，墨家則以「實」為主。孔

子是以周文為優先，墨家則以「實」為優先。

2. 羅亞娜教授對墨子有關「認知」的理解：我們無法知道所知覺的事物是否同

於實在，我們也無法確定我們所表達的意義，是否相同於其所從出的同樣意味。

以下對墨子的理解有誤，翻譯不妥：

即〈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英譯成：

Things as they ar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se things and this transmission of this

comprehension are not necessary identical to one another. (Mozi 1982, Jing

xia , p.283)

羅亞娜教授將「物知所以然」理解成「物之本體」或「物之成為其自身的形上基

礎」問題，其實，墨子只是在說明「一事物發生的原因」如生病的原因為何？如

何知道？如何使人知道？三者的不同。

3. 對於傳統的（孔子）和效益觀點（墨家）的古代中國認識論，有兩種不同的

回應，其一是荀子的「同一論」。（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慎

率民而一焉。）

4. 荀子的理論建立在相對論的進路，因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

5.名有表達價值、有明貴賤、辨同異的作用。名的產生在於人有共同的感官作用。

6.相反於傳統，對荀子而言社會與社會關係更為重要，因此，「名」必須是提供

管理階層一種形式化的工具，恢復並維持他們的政治權力。貴賤明…事無困廢之

禍。（孔子時代的正名，其社會階級與關係是比較固定不變的。）

7.荀子的名學，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他雖然用的像傳統的論證，但他的論證是

建立在語言概念的嚴格體系要求上，遠遠超過孔子所支持的保守主義。

林正弘教授的提問：

荀子是語言的相對，但為什麼一下就跳到認識論的相對主義。

社會有不同約定，來表達事實，語言無法全然呈現事實，但如何說認識論的相對

主義？

李賢中教授：

能否說，表達不同，代表人的認知有所不同？

林正弘教授：

除非荀子有明確表示思考不同。

李賢中教授：

荀子本身也提過，人的感官認識的相同，荀子提到：「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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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林正弘教授：

這正是認識相對的問題。

楊秀宮老師：

也許荀子本身，也沒反省到語言的相對，與認識相對如何連接的問題？

孫長祥老師：

林正弘老師是正確的。荀子仍有提到名的不同種類，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名。而

從名實出發來反省認知，這兩者是不同的問題。

第二單元第三節 Neglecting linguistic positivism: From Laozi to Mengzi

李賢中教授導讀：

1.第二條進路：輕視墨、荀認知名學思想，否定語言的實證功能。以老子與儒家

的孟子為代表。

2.陳漢生（Hansen）：老子主張自然的行為乃由我們自然的構造產生，需要放棄

語言，像孟子他也接受自然的行動或行為來自天性，我們的行為必須由這些自然

的性情所引導。

3.根據老子，我們習慣區分實在類別的習俗乃是以「名」為先決條件，也就是受

語言概念的結構所制約。

4.老子視（學習道德的）知識，像一種社會的壓力，阻礙了我們自然的發展，使

我們遠離了原初宇宙之道，那「道」本身就是道德圓滿的。

5.在老子的觀點，每一語言概念是由時空所決定，因此僅能代表部分，對實在不

完全的表達。他看到全體的、動力的、和整體的結構，我們必須取消所有的積習，

包括語言本身。「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6.老子看到與理解歷程本質上的不同的一種「非語言的自省」。「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

7.Allinson：對孟子而言，人性自然向善，不需要從無知到啟發的狀態，如果一

個人接觸到他的真正本性，他將必然朝向善。

8.Hansen：孟子不曾提到孔子的正名，正確之道關連於我們的「心」。

吳惠齡助理：

羅亞娜教授解釋老子有問題。「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和語言問

題是否能作類比？且老子本身有對語言的討論，如「正言若反」，再者，老子本

身也不反對語言的使用。羅亞娜教授解釋老子是否恰當？

李賢中教授：

也許「仁義」也是一種表達方式，而老子有整體觀，從這個角度，也許不用語言，

而是藉由修養。

楊秀宮教授：

這可以說是遮撥的方式。

林正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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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認識論來說，他們以為 mind 本來就有功能，要作的是去除干擾，因為他

們認為內外是同構的。語言也許是作做，而不得反映真實。

而老子說的「虛靜」，不同於 Locke 說的白板，Locke 說的不是修養，這是中西

不同。有人說，中國此種認識路線不是好的路線，但不代表沒用。

而老子可能不是極端的立場，認為完全不用語言，或只用語言。

楊秀宮教授：

老子提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要通達「道」，不需要萬

物都學，而是以「遮撥」的方式通「道」。

林正弘教授：

老子以為不需要積極學習知識，也許老子不認為內外是同構的，而是不分。

楊秀宮教授：

如此以知識論來講「道」，是否是一種累贅。

李賢中教授：

用認識論的角度，是一種新觀點，所以仍有可取之處。

林正弘教授：

你絕對可從原典找到其他的段落。我們現在的討論，是以現有概念的格子，放入

討論對象，才會有影響。

李賢中教授：

那什麼方式才能認識這個世界？就如林正弘老師的討論，中國有探討語言、非語

言，或這兩者間的遮撥，那什麼方式才是認識這個世界？

林正弘教授：

若要從實用的觀點，科學來認識世界，就要用語言，若對形上的認識，恐怕又有

其他的方式。就邏輯實證論的立場，他們說這是無意義的。就墨家，要談日常知

識，可以用語言，但要認識「道」，則有困難。

第二單元第四節 Analytical approaches: The Nomenalist and the Neo-Moist school

李賢中教授導讀：

1.此分析的進路包括有：名家公孫龍、後期墨家、惠施、莊子，莊子總結了古代

知識理論的發展，而它的理論是一種懷疑的相對論。

2.Allison：從公孫龍的白馬論可以看出，經由高度抽象概念而發展出的系統思

維與分析。

3.公孫龍的論證建立在儒家（正名）的前提，語言的應用在於名實相符。如；「白

馬非馬」的論證。

而正名思想，由周云之所說，包括：哲學正名、邏輯正名、語言正名。哲學正名

表示「名」基於「實」，而「實」又包括概念的根據，墨家即表示實的優先。邏

輯正名，表示一名一實，是對在思想界中概念與其根據一一對應的要求，公孫龍

即是此種正名。語言正名，表示允許同名異謂，如荀子正名思想的「約定俗成」。

4.公孫龍相信語言不僅承載所有事物的本質，且語言的核心作用在於命名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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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假定支持他在〈名實論〉中的主要論證。「夫名，實謂也。」

5.語言在具體的情況下，每一個別事物只能有單一的意義，意義交疊（同名異謂）

只能存在於抽象的層次。如：「求馬，黃黑馬皆可致…」的論證。

6.他還強調立辭不得互相矛盾，或彼或此，不能兩可。這種排中律在日常生活語

言中是不適用的，因為會有「異名同謂」的情形，公孫龍嘗試排除「異名同謂」

的狀況，或至少降低到可管理、控制的狀態。

7.雖然後期墨家相反於公孫龍傾向去建構一種理想的語言，排中律也為後期墨家

所論及，他們認為語言學上不同語詞的意義重複（異名同謂），是人類語言的自

然特性，因此不需要排除它。

8.後期墨家反對否定語言作用的思想，如經說下有：「以言為盡誖，誖。」

後期墨家對於建立一種理想的語言，有關「名」的理論並不感興趣，而是聚焦於

語言的分析，名與實的關係上。

9.後期墨家對於「名」的「類」性質有所把握，並瞭解推理與「類」的大小有關。

如：「推類之難說在名之大小。」

10.名的形式無法包含複雜的存在整體，客觀的實在樣態自動地被語言的結構所

決定與限制，於是我們對於語言的建構與表達的應用，〈大取〉有云：「夫辭以故

生，以理長，以類行。」

11.惠施學富五車，其著作多已遺失，現在為人所知的僅是他在莊子〈天下〉篇

中的「歷物十事」。

12 惠施嘗試在整體的關連性脈絡中來處理同、異問題，透過他矛盾的敘述，展

示了語意範圍無法避免的一些限制。他想要推論時空的關係，在不同的脈絡中以

名來表達。

13.其中，對古典認識論語言分析最有意義的貢獻，是他有關同異問題的見解。「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英文翻譯大

同異成：大同「或」大異，此段英譯為 Great identities differ from small one; this is

called “minor identity or difference”. However, everything that exists is mutually

identical in at least one point, and is also mutually different in at least one point. This

is called “major identity or difference.”）惠施主張任何兩個事物，從某觀點看總有

不同之處，不論它們在其他觀點下多相同，（否則它們不能代表兩個分開的實體）

然而，即使是兩個事物看來是完全不同，同樣地至少在某一特性上會相同，因為

它們都是一整體結構中的一部份。（否則那將不可能去表達或甚至連在語言架構

中去思想它們，都是不可能的）

14.辯者第十一事的「指不至，至不絕」，顯示惠施相對主義對後期墨家實在論的

回應。惠施同異的範疇或對象的絕對關連性，是奠基在對實在概念定義的不可能

性上。

公孫龍是要建立理想的語言。而後期墨家，則是常識實在與效益主義的立場。惠

施則回應常識實在的立場。

這裡有意思的是，兩個事物看來是完全不同，同樣地至少在某一特性上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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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們都是一整體結構中的一部份。

黃筱慧教授：

提到去理解整體，以及人在整體中的渺小，表現中國人的宏觀，但危險之處在於

仍要用言說。

另外，台灣人適合作國際溝通。因為台灣的環境，可以讓台灣人都能理解中西哲

學，可以促使國際溝通，但不可跳躍太快，此需要溝通平台以及出版，思考未來

如何更趨一致。

楊秀宮教授：

這裡也可以更同情的理解羅亞娜教授。在古典中國，本不分本體與認識論，但放

下中國整體觀，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羅亞娜教授所說，仍有貢獻。

林正弘教授：

對於本書相關的問題、內容，可以請羅亞娜教授來說明。可以再申請一個專案，

請羅亞娜教授來說明。

楊秀宮：

羅亞娜教授提到，公孫龍的論證建立在儒家正名的前提，此說法從何而來？是否

與儒家政治上談正名有關？

李賢中教授：

此與儒家政治正名有關，《公孫龍子‧名實論》說：「古之明王。審其名實，甚其

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因此正名與政治有關。

孫長祥教授的討論：

公孫龍不常以政治來談，而近純知識的立場。「夫名，實謂也。」這裡也有不同

的斷句：「夫名，實謂也。」這裡也是從語言層面上談，而後談行動，公孫龍對

兩者有所區分，而名實問題，則是純語言的角度。

另外，寫作論文，最好是看過全部的文本再寫作，而非看一篇寫作一篇。

楊秀宮教授：

從荀子「辨三惑」，可知當時「名」已經扭曲，而需正名，也可看出公孫龍「白

馬非馬」論證，已進入另一種思維。這裡可以同情的了解羅亞娜教授，進入她的

脈絡，在處理她的內容。也許孔子當時影響很大，且到今日仍有影響力，所以可

理解公孫龍可能受孔子影響。

李賢中教授：

從《公孫龍子‧跡府篇》，公孫龍就提到孔子。公孫龍主張，孔子也承認「楚人

非人」，也能承認他的「白馬非馬」。

林正弘教授：

著作的第 19 頁，提到具體與抽象，為什麼具體情況僅能一字一意義？為什麼只

有抽象情況才有意義重疊的情況？她是怎麼區分的？

李賢中教授：

這也是個問題，也許是公孫龍所談的，「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但具體情況下，是否也有意義重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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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弘教授：

這種情況很多，不知道羅亞娜教授為什麼要如此強調？

第二單元第五節 Zhuangzi’s egalitarian epistemology

李賢中教授導讀：

1.「知」無限，「知」的真假亦無準，人被感官的識見所限制，人有成心而迷亂。

人的認知皆有所待。

2. 莊子指出個別不同的心靈如何連結於可理解的和諧一體：

3. 莊子平等主義的認識論，視每一種認知都是可能的，都具有價值；他並沒有

提供任何絕對的觀點來批駁或評價任何認知的方法。那是一種全體交互關係下，

懷疑的整體論，充滿著無窮的可能性。《莊子‧齊物論》說：「非彼無我，非我無

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

4. 莊子的認知思想相對於孟子的「心」、佛教的「佛性」，通過無限可能的幻想

的世界來排除專制獨裁的力量，為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們，提供一個可能平等開

放的社會。

吳惠齡助理的提問：

羅亞娜教授引用這些部份，就認為莊子是平等主義，這樣的憑據是否不足？

李賢中教授：

我們或許認為羅亞娜教授的作品論據不足，寫作的方式也與一般對哲學論著的要

求不同，她似乎已經有了一個理論架構，然後尋找適合的材料充填進去，但這本

書代表了歐洲漢學家對於中國哲學有關認知問題的理解，事實上要能形成某種理

解的架構也是不簡單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閱讀、詮釋、理解、構思、論述，

我們當然可以從各種角度，包括批判的角度來探討，這可幫助中西哲學的相互溝

通與瞭解，感謝大家今天熱烈的參與、討論，我們下一次讀書會的時間是 3月

21 日，星期天上午 9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