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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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5/1 下午 13：30~17：3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馬愷之、孫長祥

主題：

1. New methodologies and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ought

2. The progressivism of Confucian fundamentalism: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Learning (習齋) or the School of the Adherents of Han Dynasty (漢學派)

3. The pragmatism of recognition: Yan Yuan 顏元 (1635-1704) and Li Gong 李

塨(1659-1746)

4. The conception of reality through its illumination: Dai Zhen 戴震 (1724-1777)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馬愷之、孫長祥、黃筱慧、孫長祥、邱建碩、沈享民、黃偉雄、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導讀與問題討論：

馬愷之教授導讀：

一般的觀察與意見：

羅亞娜教授寫作的形式，有些模糊，甚至前後矛盾。羅氏對文本的解讀有時

似乎過於籠統，翻譯上似仍有瑕疵（比較可惜的是，她並未參考金安平《孟子字

義疏證》的英文譯本）。羅氏用英文來介紹這些哲學脈絡，這一點當然值得肯定，

只是令人遺憾的是，她並未充分參考西方關於明清哲學思想的研究著作。
1
她多

1 比如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Annping Chin, Tai
Chen on Menci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hilip J. Ivanhoe, 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0; Franklin Perkins, Leibniz and China: A Commerce of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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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引用已故德國漢學家鮑爾（Wolfgang Bauer）的詮釋（頁 96 下、105 中等），

常常轉述其判斷與評價，這並不符合學術標準，由其實鮑爾的書乃普及性的著

作，是一套入門式的哲學史。
2

另值得指出，羅氏似乎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學者的見解（特別是 Xia Zhentao?,

Jiang Weiqiao?），並未參考港臺學者的相關著作（譬如勞思光在其《中國哲學

史新編》第三冊下中關於戴震的闡述）。

此外，羅氏引用原文常常是透過二手資料，並非直接出自原典（比如 99 下、100

中、101 下、111 上等）。

第 13 單元 New methodologies and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ought(本單元

4.3 第二場報告)

羅亞娜主要只是在總結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見解，並未更深入地探討

其所勾勒的歷史圖景是否合乎歷史事實。

“Soon afterward, the the need for an organic worldview appeared again in
Europe, something which could be found precisely in Chinese Neo-Confucian

thinkers.“ (94)
從她兩次引文（94、95 頁）可知，羅氏在此主要依賴李約瑟的論述。

另外，關於萊布尼茲(Leibniz)與中國的關係，她寫：

“ Ultimately, this belief (i.e.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possessed

knowledge about calculatory methods for binary arithmetic) prompted him to

complete and develop his own system and to construct the first calculating machines.”
(94)

其實，這也是李約瑟的老論調，
3
但羅氏並未更深入探討此歷史假設的合理

性。

“His (i.e. Leibniz’s) philosophy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proto-philosophical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Book of Changes), as well as by

Neo-Confucian thought.”
“profoundly influenced”（受到…的深遠影響）這個形容詞恐怕不符合歷史事

實。Franklin Perkins 則寫：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等等。
2 Wolfgang Bauer (ed. by Hans van Ess),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München:
C.H.Beck, 2001 在此書中關於朱熹的篇幅：5 頁 267-272 關於明清哲學的篇幅：41 頁 273-314
3 “I propose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the view that Europe owes to Chinese organic naturalism, based
originally on a system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brought already to brilliant statement in the Taoist
philosophers of the – 3rd century, and systematized in the Neo-Confucian thinkers of the +12 th, a
deeply important stimulus, if it was not more, in a synthetic effort which began in the 17th century to
overcome the European antinomy between theological vitalism and mechanical materialism.”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Vol. II, pp. 49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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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 close study of Leibniz’s writings and sources shows that his philosophy had
matured long before he developed much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hought.“ Perkins

2004: 168-9 。

羅亞娜教授對萊布尼茲敘述是錯的，看來沒有參考目前的研究現況。

邱建碩教授提問：

羅亞娜教授引用既有的資料，Franklin Perkins 則還原歷史場域，從歷史上可以同

意 Franklin Perkins。但是漢學家從既有的理解與現在的理解，來呈現中國思想

時，這之中要如何取捨？

馬愷之教授：

當代如 Whitehead，提出變動的世界觀，一元的世界觀，不知道是否與萊布尼茲

有關，這種一元的世界觀，不知道是否與中國有關。

邱建碩教授：

馬老師說的模糊性與一致性，是否是判定的標準？或者只是一種方式？

馬愷之教授：

也許可以從概念的解析，與思想史這兩方面看。概念要說清楚，而歷史脈絡上的

交待，如果模糊，那應該是錯的。

邱建碩教授：

從學術的評價上，如果 Franklin Perkins 說對了，羅亞娜教授的研究是否沒有價

值呢？

李賢中教授：

對於研究的價值，也許可以從問題意識上看，從問題意識開始，再把概念納入，

而羅亞娜教授加入思想史，似乎與討論的知識論內容不搭配，從這點上看，這項

研究是不理想的。

但這項研究是否沒有價值？也不一定，因為羅亞娜教授用英文表述，她代表歐洲

某些漢學家對中國認識論的立場。

馬愷之教授：

但如果標準太寬，一般讀者會感到模糊，而不再讀中國哲學。所以應該可以講得

更清楚，更具體從文本出發，正確的翻譯與理解，而非泛泛的談，羅亞娜教授看

起來，太快接受一些大陸的框架，比較沒有作到對文本的理解。

邱建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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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亞娜教授開頭也提到，要好好回到文本。但能作到什麼程度？這不只是羅亞娜

教授的問題，而是我們都有的問題。

馬愷之教授：

羅亞娜過度依賴一、兩本書，主要是夏甄陶教授的書，而像余英時相關的書，或

其他英文著作都很少參考。

而我自己重視文本的理解，比較少重歷史脈絡，但這裡對文本的理解有問題，較

令人擔心。

對於文本，我認為翻譯是必要的，因為這涉及你的理解。

馬愷之教授導讀：

第 14 單元 The progressivism of Confucian fundamentalism: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Learning (習齋) or the School of the Adherents of Han Dynasty (漢學派) (本單元 4.3第

二場報告)

這裡使用 fundamentalism 不確定是否合適。

李賢中教授：

這裡應該是指，他們反對宋學，而要回到漢學，回到原本。

馬愷之教授導讀：

第 15 單元 The pragmatism of recognition: Yan Yuan 顏元 (1635-1704) and Li

Gong 李塨(1659-1746)

顏元與李塨：

作為「清代時期整個實用主義運動」的開創人物（98）。

其知識論脫離不了教育實踐。

顏元生平（98 中-99 中）

「理」，”principle”（頁 101 下）：此翻譯近幾年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而更精

確的翻譯似乎為"coherence"或"pattern"。4

第 16 單元 The conception of reality through its illumination: Dai Zhen 戴震

(1724-1777)

4 Brook Ziporyn, “Form, Principle, Pattern, or Coherence? Li 理 in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Compass 3/3 (2008): 4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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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亞娜教授提到戴震”born into an educated family“ (103): 戴震「自幼為賈販，轉

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章太炎之語，參姜廣輝，《走出理學》，瀋陽：遼寧

教育出版社，1997，頁 326）

“Dai came from a family of low status and modest means, his father having been a
cloth merchant with too few resources to provide Dai with a conventional education.”
(Justin Tiwald, “Dai Zhen on Human Nature and Moral Cultivation”, Dao-Companion

to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to appear in 2010).

戴震本身好學，但說他出生的家庭，提供他好的教育，不太對。

戴震對求知，欲望佔重要部份。

而羅亞娜教授 103 頁，將「血氣」翻譯成 human organ，看來有點模糊。而「心

知」翻譯成 reason，也有可疑之處。勞思光教授就以為，戴震的心知依賴血氣，

他應該是反對理性的。

李賢中教授：

“知”翻成“knowledge”，“knowledge”是指理解或認識結果的知識，但是欲

是內在動力，所以這裡的知，應該不是“knowledge”。

馬愷之教授：

知好像是求知現象，也不是經驗知識，像是內在的功能。血氣應該翻 blood qi。

這裡的「知」，應該不是有成果的知識。

沈享民教授：

這裡的「知」是否是 perception？

黃筱慧教授：

perception 可能比較接近。這裡的「知」，也許是一種自然之知。

馬愷之教授導讀：

關於「必然」與「同然」的論述，「可以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自然法則的理解

作比較」（頁 105 上）。Is this a reasonable claim?!

在 104 頁提到「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謂同然。」勞思光

教授就質疑，戴震是放棄客觀。

在 109 頁，又說戴震反對朱熹重視內在，反對主觀，重視客觀。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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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4 頁的引文看來有關聯。其中「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看來是肯定人

內在有情，第二段引文「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為理」，表示

肯定人有欲然後能實踐，實踐又符合某種規範性，才是理，下面又提到「凡一人

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謂同然。」勞教授以為放棄客觀，但戴震

講同然與不易之理，應該不是指個人的意見，也不只是所有人，而是「萬世」的

實踐。

馬愷之教授：

但第 105 頁，羅亞娜教授提到戴震以理在物上，是重視外在。

黃筱慧教授：

但「凡事為皆有欲」，欲不一定是實踐，而是天生在人的身體內。

馬愷之教授：

在 107 頁引用「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戴震似乎重視外在。

李賢中教授：

在 107 頁也引用「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恒與之相通」，也提到「外內相通」。

馬愷之教授：

在 112 頁，提到光照的問題，似乎是說明某種內在性，而不只是接受外在，戴震

是否有矛盾？

黃筱慧教授：

戴震也許不是矛盾，而是提兩個東西。

馬愷之教授：

像程朱理是有內在，透過學習來揭發這種內在，而戴震又反對道德知識是內在，

而重視外物與學習的過程。

李賢中教授：

在 107 頁 16.3 的部分，提到 The process of a clear division(分理)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otal structure(條理) of being can also be reflected in the human mind，若 the

total structure(條理)是天理，人則是分理，分理應能與這種條理相通。對外在的

聲色，是它們的條理，跟我們的條理一樣，能與天理相通。

黃筱慧教授：

如果相通，那為什麼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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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愷之教授導讀：

可以再看看「分理」、「條理」的問題。作者的翻譯不太一致，也有些奇怪。

「分理」（analysis, division, 106）與「條理」（synthesis, 106）兩個觀念：作者

並未說明兩種概念的具體內涵。這些翻譯有些奇怪，之前沒有看過。

107 頁「條理」又翻成 total structure。

Freeman/金安平將「條理」翻譯成“internal texture“/“order and arrangement“，
並且指出，「條理」乃是“used interchangeably in many contexts with li.“5

「分理」:“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 (Freeman/Chin, 1990: 69)
金安平把「分理」與「條理」看作同義。在《孟子字易疏證》：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

「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For Dai, the concept li, in the sense of principle, is only a tool for classifying

and ordering perceived phenomena.” (106)

義理：“natural laws“ (107 下)

將「理」翻譯成”principle”或“natural laws“是否對戴震的哲學造成誤解呢？

現在美國最近把「理」翻成“coherence”，是整體組織結構加起來，而“principle”

則是超越的、抽象的，但對戴震而言，「理」在物中，而非抽象的「理」。

沈享民教授：

戴震的「理」，用 coherence，也許較說得通。但朱熹的「理」確實非常實體化，

比較像是 principle，用 coherence 則有些奇怪。

馬愷之教授：

勞思光教授以為，戴震的「理」脫離不了「情」，「理」在人際之中，也有人以這

種「理」為 pattern，但這種用法較老。coherence 是最新的。

沈享民教授：

金安平把「分理」翻成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也不見得是恰當。

黃筱慧教授：

也許 pattern 較好，coherence 是一定有關，pattern 是獨立完成了，當你學習認知

5 Michael Freeman, Ann-ping Chin, Tai Chen on Mencius, Explorations in Words and Mean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Meng Tzu tzu-I shu-cheng with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90, p. 187,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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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 pattern，你也才認知到你的理不與大自然分開。有趣的是，是提到「情」

與「欲」，這要如何發動？是自然而然？

李賢中教授：

在 108 頁，他以消化作比喻，東西吃下自然消化，這看來是內在的。

馬愷之教授：

但這裡表示戴震接近經驗主義，道德知識是在外面，然後我們將它內化，強調知

識學習。戴震某方面講血氣心知，提到某種內在，又說到在物不在我，有強調外

在，後面有講人之精爽不求氣稟之外，好像又強調內在。

李賢中教授：

他講到精爽是擴充之謂聖人，達到認知很高的境界。前面他講愚人，剛開始是要

對外在學習，內在就有光亮，如果你達到聖人，心的光亮到某種程度，就有內在

的意味。

馬愷之教授導讀：

在 109 頁，羅亞娜教授的翻譯看來有錯。引文「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

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

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羅氏：「不可易理名」，

「易」恐為錯字 ）
6

羅氏的翻譯：

“In the past, people knew that they could not establish name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subjective opinions. Today, people are much more thoughtless with

respect to the use of certain words. They speak, for instance, about principles as

if they were concrete existing (physical) things, received from Nature and

accomodated in their minds. This is only their subjective opinion, and cannot be

regarded as any kind of comprehension. A similar standardization of subjective

opinions is not only absurd, but also permits people to declare something to be

true that, in fact, only serves their own interests.” (109-110)

Freeman/金安平的翻譯：

“People of former times realized that personal opinions could not be called
principle, but people today refer to principle lightly. Of those who maintain that

principle is a thing received from Heaven and endowed in the heart-and-mind,

there is no one who does not substitute personal opinion in place of it. Now, if a

person acts on the basis of his personal opinion, then he is wrong, but if he acts

after due consideration for the feelings of others, then he is right.” (ibid, p. 75)

6 參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理學叢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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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亞娜教授的翻譯“A similar standardization of subjective opinions is not only

absurd, but also permits people to declare something to be true that, in fact, only

serves their own interests.”看來與原文最後無關，是多餘的。而金安平的翻譯比

較正確，“if he acts after due consideration for the feelings of others, then he is

right.”代表「以情絜情」，即以自己情感猜測他人情感。

另外，值得注意，「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幾個字來自《朱子語類》，羅氏

並未說明此脈絡，容易造成誤解。原來的脈絡是代表程朱的士大夫說的，而非隨

便說的。

李賢中教授提問：

「使人自求其情則得」這句話，羅亞娜教授是將「情」理解成「名實」的「實」。

而「以情絜情」是感通的意思嗎？

馬愷之教授：

這裡是指「情」有普遍意涵，表示我以自己的同理心猜到別人的情感，代表的是

「恕」。理解成名實是錯的，在戴震原文指的是推己及人。

黃偉雄助理：

在戴震原文的脈絡裡，提到「情」、「好」、「惡」，整體的脈絡，應該是指「以情

絜情」。

馬愷之教授導讀：

在 110 頁的原文，「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

意見，非理也，非義也。」

羅氏的翻譯：

“That which manifests itself as truth and justice is that which is in common to all

viewpoints and which thus possesses universal validity. Principles that do not

arise from such pre-conditions of universal validity, and which are only a product

of the subjective opinions of certain people, cannot be regarded as truth, nor

justice.” (110)
Freeman/金安平的翻譯：

“Only what all heart-and-minds commonly agree upon can be called principle

and righteousness. It follows, then, that what is not a matter of common

agreement is a matter of individual opinion and is not principle and

righteousness.” (ibid, 72)
羅亞娜教授把「義」翻成“justice”，好像不太對。這裡是知識論問題，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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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justice”？而「理」前面翻成“principle”，為什麼現在又用“truth”？

戴震在這裡，是回應學生孟子「心」與「理」的問題，羅亞娜教授 110 頁的引文，

順序也正好顛倒，「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是同一段落的最後，「心之所

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

反而是在前面，這幾段表示戴震肯定客觀真理。“universal validity”也是過度詮

釋，不是戴震的脈絡。

在 112 頁下面引文，「其心之精爽，巨細不同，如光火之照物…」整句前面還有

一句「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羅亞娜教授沒翻出來，「精爽」不知道怎麼理

解，金安平翻譯成 perception。或者是否能用 acuteness？一種敏感性。

李賢中教授：

精代表事物最精華的成份，爽是作用的發揮。

黃偉雄助理：

原文有「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精爽」是人與

動物都有，因此 perception 是可用的。而人有擴而充之的心之神，而不同禽獸，

擴充極致就像光照。

黃筱慧教授：

perception 看起來是由外而內接收，而這裡好像是人本來就有。

黃偉雄助理：

戴震這裡所說的，孟子的心與曾子的心，並不一樣，孟子強調心的作用，曾子則

比較在本然部份。曾子好像是氣之相感通，孟子則更重人禽之辨。戴震說「古人

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為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他講心是血氣之

稟，與理對應，但又不接受超越的理。理要依於物，勞思光先生以為戴震接受

「情」，他對戴震把握較好。

馬愷之教授：

勞教授最後則認為，僅以情不足以建立普遍。

黃偉雄助理：

戴震的情是與心相關，比較不與物相關，好像與宋儒不分，只是宋儒講存天理去

人欲，戴震是對欲肯定，而轉向情。

馬愷之教授：

羅亞娜教授對心如光火照物這一段，並未發揮，而最後又以戴震是客觀唯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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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戴震把人放在歷史脈絡，讓我們把握歷史發展，好像是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我不了解戴震是否是如此。

李賢中教授：

這裡講到心，戴震的心的作用來源為何？是否與孟子一樣？

馬愷之教授：

孟子講心之官則思，羅亞娜教授如何解讀戴震？思考活動是否是「情」？還是超

越「情」的層次？

李賢中教授：

這裡涉及「心」和「情」、「情」和「欲」的關係。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研讀會時間，是 5 月 23 日星期天下午兩點到六點，由吳進安教授導讀鴉

片戰爭的部份。

再下一次是一個禮拜後，5 月 29 日是早上九點開始，由李賢中教授導讀胡適、

馮友蘭，楊秀宮教授導讀張岱年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