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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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5/23 下午 14：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吳進安

主題：

1. Toward modernity: From the Opium Wars (Yapian zhanzheng 鴉

片戰爭) to the end of monarchy (1840-1911)

2.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1912-1949) and the Second Republic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吳進安、蕭宏恩、黃偉雄、蘇芳瑩、陳明威、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主持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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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前五次的研讀會概況，並介紹導讀人吳進安教授。

說明讀書會的討論角度有：討論有關著作的取材、思考作者的學術背景，重要概

念的翻譯問題，以及作者用什麼方式理解等問題，當然也可以批判態度，指出其

在取材、理解、把握主題、及鋪陳上可商榷之處。

導讀與問題討論：

吳進安教授導讀：

羅亞娜教授著作這兩個單元，也多以思想史的方式進行，對知識論的架構較未呈

現出來。

第 17 單元 Toward modernity: From the Opium Wars (Yapian zhanzheng 鴉片

戰爭) to the end of monarchy (1840-1911)

─邁向現代性：從鴉片戰爭到專制政體的結束

本單元主要介紹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三位思想家。

兩次鴉片戰爭標記帝國的沒落，諸如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主權旁落和遭

到挑戰，古老的帝國之門被打開，由於中國工業不發達，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

內部又是積弱不振，內部的反對力量即是十九世紀後半葉出現的太平天國

（1851-1864） 的軍事行動。而戊戌變法則是廣為西方歷史界所認識的百日維新

（1898）。

太平天國的發起者洪秀全是客家人，主張天國是一種宗教性的烏托邦，其內

涵是主張男女平權，主張社會階級平等與民族的平等。(而曾國藩代表儒家傳統

復興，與太平天國的文化衝突，羅亞娜教授並未提及。)

至於戊戌變法更有較偉大的衝突，對後期中國思想界，三位思想家康有為、

梁啟超與譚嗣同，他們的影響及改變是重要的。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為了適應現

代性的氛圍。這兩個運動成功地改變滿清王朝，在那個時段專治政治已逐漸顯露

敗相，直至 1911 年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但中國所面臨的政治

與經濟危機卻也影響了中國的思想界。

依據西方的思潮和意識型態來說，西方的資本主義卻也影響中國，中國知識

份子發現他們陷入一個兩難困局，一方面，傳統哲學不能提供一條獨立富強的道

路，但又不能割斷與傳統的連繫，但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

又不得不向西方學習。

一種持續而又熱烈的討論，因此繼續發生在中國的知識份子間，如何將西方

思想中最好的作為專用之途，而避免失去中國傳統的本質與文化的同一性，面對

這種困境，許多學者如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送學子出國留學至歐洲與日本受

教育，並且視之為中西的橋梁，這批留洋的學生，變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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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的知識階層，他們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 20 世紀的前半。

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它的政治理論奠基於議會民主的意識型態，並且接受

西方的觀念，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國。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這個思潮的成長期。

同時期許多的知識份子關注的焦點在西方的自然科學、理性主義和機械主義中的

科技。這些觀念清楚地影響了知識論。也就是羅亞娜引述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

哲學揚棄了傳統哲學的知識觀念和認識方法，初步建立了以西方近代科學為基礎

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羅亞娜教授表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揚棄傳統，建立西方

近代科學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此說法看來有些武斷，較沒有進一步討論。)

17-1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Bairi weixin 百日維新): Kang youwei 康

有為 (1858-1927), Liang Qichao 梁啟超 (1873- 1929) and Tan Sitong 譚嗣

同(1865-1898) ─百日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與譚嗣同

他們三位來自傳統的儒學家庭與教育，尤其是受到儒家、新儒家與佛學的影

響；後來改學西學，在他們的作品中，皆有此印記。他們努力於中國傳統精神（心

靈）走向現代社會，並且創造一種綜合性的結果，在中西文化之間，並且為中國

思想的發展史導入一個主要議題，在中國知識論的建構上，為能掌握此時期中國

知識理論，我們需要檢測更為接近的一般政治理論和意識型態的，傳統思維的功

能已經受到歐洲思想的現代化系統的滲入，首先是康有為 1894 公車上書之例，

光緒帝為抵抗西方的外力，而有「師夷長技以制夷」。1898 年召喚康氏，並接受

他變法的主張、三人創建新政府。但功虧一簣，慈禧反對，而有六君子之被處死，

康梁逃往海外。慈禧掌權直到 1908，死亡為止。(其中「師夷長技以制夷」看來

是魏源的說法，羅亞娜教授以此為康有為的說法，不知道是否是羅亞娜教授對康

有為的認知。)

17-2 Political theories ─政治理論

這裡不太涉及知識論問題，而是綜合性概述。

康有為是為中國邁向進一步發展第一個 指出基本方向的哲學家(這裡不知

是否太抬舉康有為)；他對中國傳統的態度，可從他強力主張自家文化的重要性

上說明：

彼以孔教為可棄，豈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若孔教可以棄

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則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嗟乎中國人而有此

也，是何心哉？

甚至為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而專心致志於學習西方科學和發現方法的譚嗣

同仍然看到儒家的美德，尤其是仁（humanity）的一些關鍵性觀念，它也是新的

中國思想的基礎。其中在《仁學》，譚嗣同即說：「人為天地萬物之源」。康有為

將他的理念奠基在兩個儒家學派，今古文學派之爭的論辯，這種爭論可以回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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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到漢朝對於儒家經典的不同解讀，康氏相信古文是偽造的，他批判古文經，因

劉歆篡改許多經學，所以古文經學都非孔子原義。孔子是一個改革者的先驅和烏

托邦者，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一個基於仁的理想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的平等。

康氏認為他是儒家的真傳，他只是託古改治，而為偉大傳統的代言人，亦即是孔

子的化身。他在《大同書》給了一個烏托邦的願景以及社會主義者的社會觀。康

氏的願景激勵了百日維新，並且為清朝帶來現代化及復興的希望，而早在百日維

新的前 10 年康有為即想將他的復興計畫送給朝廷，但是並未成功，後來他返回

廣東，在那裡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學校，修飾和建構他教育學原理，主張實踐的學

習，這所學校當時稱之為「萬木草堂」，梁啟超、譚嗣同便是他的學生之一。他

也讚美西方國家的進步思想與政治文化，但康有為仍然很慎重地採用西方的觀

念。他的看法如下：「而於亞洲國乃欲妄師美人，不顛於葡萄小兒，飛船而紙裝

之，乃跨而墮死乎。」

他的目標乃是採用西方的技術（用，applicability），同時亦保存中國的本

質（體，essence），他說：「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

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體，皆不足於治天下。」康有為認為：自律和自然個

人權利根植於個人尊嚴，象徵著儒家的博愛（仁慈）和仁的美德亦有助於對於西

方思想的鏈結。

譚嗣同亦指出新社會權利的平等，應該奠基於儒家「仁」的觀念。所謂「平

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通則『任』矣。」「一」在本文中用的概念

是『the basic unit』本書中此觀念的用法是否正確，可否表達出譚嗣同「一」

的總體觀念？而康氏的烏托邦社會的理念亦是植基於諸如此類的觀念，近於社會

主義，甚至於共產主義者的特徵。這些烏托邦社會的特徵，即如康氏《大同書》

的論：

大同之世，無等級之分、無種族之別、無貴無賤、無爵位，無教主、人人

平等，天下平等。大同之世，家界消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小孩不是他們雙親的財產，誕生之後隨即受到照護之處，20 歲之前接受同

樣的教育，而他們也需工作，並會受到國家負責任地安排工作給他們。在 60 歲

時，人們會回到社會照護的系統內，由於小孩不再是父母的財產，父母也就有生

育小孩的動機。在康氏擘畫的理想社會中，金錢和私有財產幾乎是廢除的，犯罪

也就自動消失。只有怠惰和流產要接受處罰。

梁啟超則是百日維新運動的另一個健將，他是中國學術界第一位為民族主

義關聯性下定義的學者，凡舉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民主政體與個人自由和社會

自由等觀念皆有涉入，他在為上述的這些觀念下定義時；他給予一個肯定的觀

念，並研究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也為意識型態和社會衝突之意義和效能做了

細部的研究。他的新民說（new citizen）是他的理想，也以此建立現代民主政

治的秩序，新民的觀念可以有發展性的階段。首先是自律和個人的獨立，以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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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很重要的，由於專制有千年之久，傳統亦依附於君主專制，遂而不能用

民主進步的自由觀念，因此第一階段便是必須從柔順中獲得解放，甚至放棄奴隸

性的心理狀態(這裡應該是指，傳統依附專制，失去主體，西方以此為傳統的奴

性，肯定梁啟超指出先放棄奴性，才能進而學西方的自由。)。固此梁氏說：「若

有欲求真自由者，其必自除心中的奴隸始。」第二階段要人類的心智明白大我與

小我之分。大我是群體，小我是個體。同時鼓勵冒險精神。譚嗣同的理論則是抵

作焦點在本體論和知識論，他清楚地知道這些理論，僅是一種工具，他對人的認

識是採機械主義的觀點，關係到外在的世界，才有如下之言：「諸君當知此堂堂

七尺之軀，不是以為奴隸，作牛馬。」換言之，他認識這些機械主義觀點只是一

種預設，個人的解放和獲得人性的尊嚴才是重點。

羅亞娜教授以此三人，為社會主義的社會觀，不知道是否是如此？還是指此三人

受西方影響？

李賢中教授：

康有為的《大同書》，是為了要排除個人的自私而設計，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

小孩知母而不知父，小孩屬於國家，從小進蒙養院、及長讀書、工作，及老入老

人院，人的一生皆由國家負責照管，其主體即是國家，而不強調個人主義。此是

否是社會主義？我本身沒有研究，但這可能對後來的社會思想有所影響。

而這裡的 basic unite 是否是「一」？如果不是，該如何翻？

吳進安教授：

「一」是否對羅亞娜教授理解的譚嗣同而言，是最底層？如果是，「仁」看來不

是 basic unite。

李賢中教授：

譚嗣同應該是把「仁」當「乙太」，也與原始精神性的「仁」不太一樣。

而 17-1 講到「在中國知識論的建構上，為能掌握此時期中國知識理論，我們需

要檢測更為接近的一般政治理論」，似乎是講要瞭解知識論，要先知道政治思想，

但政治思想如何牽涉到知識論？看來後來沒有再談，如果沒有談，我們如何說明

其關聯？例如說，我們認識科學與政治，這兩者的認識對象不同，對科學的對象，

認識可以是以主客二分的方式，求其客觀；而文學、藝術則有時是以主客合一的

方式為其認知架構。

吳進安教授：

在此看來未說明此種關連。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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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在此是正面意義？還是指不可行的理念？還是肯定其現代化的意義？

吳進安教授：

這裡應該是正面意義。

蘇芳瑩同學：

烏托邦一詞，一般看來是不可及的。

吳進安教授：

烏托邦可有兩種意思，一種是 good place，一種是不能達到的。

蘇芳瑩同學：

有人說梁啟超是國家主義，因此毛澤東也推崇他。而羅亞娜教授卻沒有用西方對

梁啟超的研究，例如張灝。

關於「一」的問題，在此看來是在討論「平等」的脈絡，為什麼剛才會討論「仁」？

黃偉雄助理：

這裡的討論在「一」和「仁」是否有關。

而為什麼羅亞娜教授不引西方的研究，也許是因為她引大陸學者的作品，例如劉

文英等中國學者，而且接受他們的說法，所以這裡是否是他們的評價？

而這裡所討論的是認識論？還是政治思想？這裡的說法，也許是採取中國學者所

說。羅亞娜教授也許可以再思考，引用中國學者的材料是否可再更客觀。

吳進安教授：

作者應該是直接引用大陸學者所說，而且是認同，而未引用張灝。而是否達到討

論知識論的目的？這裡看來沒有，17-2 甚至與知識論無關，17-4 才有討論。

蕭宏恩教授：

此三人是否仍在「中體西用」的說法？

蘇芳瑩同學：

梁啟超有許多面向，先有革命思想，後又主張君主立憲。「中體西用」是以張之

洞為代表，甚至不主張給予民權。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主張「中體西用」。

蕭宏恩教授：

如果有「中體西用」，那中體的根據為何？其背後的根據為何？如「大同」是否

是根據〈大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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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進安教授：

此三人不是全盤西化，也不全是「中體西用」，梁啟超所說，應該近於實用，哪

種說法能合於目的則採用，梁啟超之體乃是多變，不易定位，並不像張之洞可定

為「中體西用」，魏源則為「師夷長技以制夷」。

李賢中教授：

體用的標準，也許人人都難以定位。此三人也都是再作詮釋，例如「仁」在譚嗣

同已不同於傳統，而是給予新的意義，為什麼會如此？因為一般人較熟悉這個傳

統，透過大家所熟悉的概念，而賦予新意義。他們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借

述來作」。

吳進安教授導讀：

17-3 Evolution and idea of progress ─進化和進程的觀念

這一節看起來是先前的小結。

經由翻譯西方的十九世紀末之書較為罕見，這三人可能受德國觀念論影

響，在他們的著作中大部分採俯視中國傳統思想，並且植根於古典中國的思想。

但進化與變革卻是他們思想的核心，如：「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

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

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所以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則

亡。」影響所及，包括政治的變革。變是自然之法，梁啟超認為：「凡在天地之

間者，莫不變。晝夜變成日，寒暑變而成歲，一日千變，而生成人。借日不變，

則天地人類，并時而息矣。」變不僅是一個循環，也是包含了進程中的每一要件。

此種進步和進化的理論亦表現在譚嗣同的本體論思想上，他不僅主張變而且亦主

張革新與再生。他稱他這種觀念是「日新」，亦即是每日的更新，亦見諸於宋儒

張載及後期王夫之的思想中。譚氏主張「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惟日新故也。」

梁啟超亦言：「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有「新民」之說。

此三人關注政治變革，問題是為什麼談變革，要提到張載、王夫之？這裡

好像想說卻未說，也許是指進化的觀點，是融合西方，又與中國有淵源。

李賢中教授：

張載提到「一物兩體」的變易，就如剛才的說法。

蕭宏恩教授：

這裡為什麼說達爾文的說法是進化？達爾文的說法應該是討論物種，為什麼與這

種變革有關？

吳進安教授：

羅亞娜教授也許是這麼理解達爾文的 evolution。但是康梁與德國觀念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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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康有為、達爾文與德國觀念論如何相關？

黃偉雄助理：

也許康、梁是通過日本來了解西方，而日本又是依據德國的背景了解西方。

吳進安教授：

用 evolution、用達爾文進化來解釋變革，不知道是否適合？又康梁的選擇，好

像是實用主義，只要能達到富強就引進，而沒有根深柢固討論是否適用，這種立

場是否是清末民初共同立場？

黃偉雄助理：

有一條線索，就是後面介紹的嚴復，他與康有為年齡相近，是同時代，這裡也許

與嚴復當時代帶進來的思想有關，但如何理解這些思想，也許是以《易經》，他

們也許不討論物種原始，而只想追求文明。

李賢中教授：

進化表示越來越好，但是《易經》的變化是否有一定目的和方向？如：「生生之

謂易。」

蕭宏恩教授：

其實 evolution 應該是演化，演化不一定是進化，如盲腸的演化是退步的，達爾

文的演化也沒有特定方向。

陳明威同學：

達爾文的演化，是隨環境演化，不一定是越來越好，越來越好的主張，是斯賓塞

的主張。

黃偉雄助理：

斯賓塞的主張，也是從達爾文的說法轉化而來。

吳進安教授：

羅亞娜教授用現代性，來理解這些思想家，但這裡看來是現實性，他們有他們的

目的導向，而採用某些工具，但羅亞娜教授並未說明現實性。

吳進安教授導讀：

17-4 Epistemology─認識論

譚嗣同是唯一實際發展這種內涵及知識論系統於他的哲學中，康、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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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關注聚焦於政治的理論，他認為這種是全面性的，從教育上全面地向社會主義

者傾斜，並且斷言這樣的教育對人民而言是正確的。而知識的變革對大眾而言是

肯定社會變遷基礎性工具。因此譚嗣同將知識的教育擴及到諸多層面，「所謂學

問者，政治、法律、農、礦、工、商、醫、兵、聲、光、化、電、圖、算皆是也。」

「變法之體，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效。」這也是梁啟超政治變法的首務。

(但在第 127 頁梁啟超的原文，應該是「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

學校」)

此於，羅亞娜提出問題：「什麼是這些教育及學問的探究基礎？」「為了教育

人群他所理解的知識是何種類型？」對於新儒家所關注的格物、心思、以及窮理

諸觀念，梁啟超又做了何種探究及解釋？

依羅亞娜在本書的見解，她認為梁氏在此處將主體與客體作一組織如同歌

唱贊美詩一樣，這種新的理解是奠基於主客合一的理解。主體的單一性不再視之

為先驗和必需，自我的觀念是主體的心靈，但在動態的進程中，它會有意識的接

受自我，同時認知到這個自我是無法解決與客體實在界的關連。自我是自由的、

有責任的個體，這種新的認知之標準是具有普遍性與必要性。自我的普遍性及必

要性即是梁氏所說的「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以公理為衡

而已。」梁氏的「自我」概念顯然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而開出中國新實在論，

這種主張是繫於「萬法唯心造」，境者為心所造，亦為心之作用；但同時梁氏亦

瞭解到有一外在世界的存在，它也是獨立於我人知覺作用之外。對於現代科學與

佛學二者，他認為二者並無矛盾，他主張宗教若是根於迷信，將導致為邪教則必

予反對。所以他說：「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東西。」

康梁二人都想為一個現代性的新社會作出新解，即是西方的現代化觀念與

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之復興二者是可以作為基礎的。而譚嗣同的本體論則是受西

方對主體定義之影響，而提出「以太」(yitai)，近於西方科學的觀念。他的主

張如下：

徧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

筦絡，而完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

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

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已，視敵如友。

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理立，眾生由

是出。

譚嗣同可稱之為一位相當早期的中西思想比較家。他認為在現象界、本體

界中，以太是至大亦是精微，可說到處都在，是無所不在的事物，是天下的根本，

一切的基本的東西，會有因時、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稱呼。這顯然是老子道家

「道」(dao)觀念的迴響，此以太包含物質與觀念。而以太就儒家而言即是「仁」。

他說：「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其意是指仁不僅是

倫理的，也是知識論的語詞，而決定其社會功能，而有「通」。

譚嗣同對以太的分析及論述是遍及實在界及現象界。其中最為特殊之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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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他是中國第一個近代思想家中接受西方觀念，認為心意識是從腦部而來，而

非從心(此概念廣泛地被傳統中國所接受)。這個看法是依據西方科學而言。因此

而有「以太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為腦。腦為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為無形質

之腦。」因此而有不同的功能及感覺，因此他稱腦是「電」。譚氏這種否定傳統

以「心」為中樞觀念之理論，代之「以太」(仁)，而仁在腦，腦為組織的中心，

腦為有形質之電的說法，因而被標籤為膚淺的理論家，並未經過深思熟慮。亦是

神秘主義。但羅亞娜認為若我們思考孔子的仁，並不難理解，仁的基礎語源學，

正表示是社會各類型間的互動、溝通的形式，人類存有中的循環。此種困難或許

與中國傳統的歷史的改變有關。在譚嗣同的哲學系統中，最後呈現的是意志的觀

念，他稱之為「心力」。「心力」所指的是「人之所賴以辦事者也」。

對於知與行的問題，譚嗣同認為：「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

行者體魄之事也。」譚嗣同在《仁學》一書裡，他大大地延伸了傳統知識論對於

事物的探究，和對於知識與行動二元要素的範疇。

17-4 討論知識論，找出主客的觀點，此三人符合知識論的形式，而討論主

體如何認識客體，有簡單的西方知識論雛形，但整體上形式性高於實質性。

李賢中教授：

梁啟超有主客合一的模式，所以應該不是否定主體。

蕭宏恩教授：

羅亞娜教授是否是強調主體？主體是否是將客體理解主體之內？這是否與德國

觀念論有關？還是偏心學派致良知的思想？

李賢中教授：

這裡的中文是「我理我窮」，是否是客體融入主體？這是否與宋明天人一體的主

體境界相關？

蘇芳瑩同學：

從學統上看，從儒家到新儒家，到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再到梁啟超，從學統來

看，這是否與陸王心學有關？

黃偉雄助理：

這裡應該是與戴震有關。

吳進安教授導讀：

17-5 The triumph of reason in knowledge and beauty: Yan Fu 嚴復 (1854-1912)

and Wang Guowei 王國維(1877-1927)─嚴復和王國維─理智與美感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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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是第一個留學英國的哲學家，他被廣為人知是來自於他在翻譯西學上

的貢獻。在英國經驗主義、西方的自然科學、邏輯、知識論和社會科學。他既熟

悉中國傳統學術，也通曉近代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及哲學。但嚴復所推介及

翻譯的西學較傾向於英國經驗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但他也常被感覺與敏銳所

著迷，在他介紹知識領域新的理論時，在中國傳統思想的框架中能被解讀與瞭解。

※但是梁啟超批評說：「晚清之新思想運動西洋留學生，殆未全體參與，運動之

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但嚴復所翻譯的西學著作對中

國當時的學術及政治是帶來影響力。但其翻譯所主張之「信、達、雅」自有不

同的評價。嚴復具有影響力是不容否認的。

王國維的哲學思想受到德國觀念論的影響；尤其是叔本華對他的影響尤

大。而王國維在美學方面的貢獻尤多。他唱和自康德、西勒、叔本華、尼采的思

想，以建立美學的理論，他將德國觀念論與中國傳統的藝術理論二者合一，提供

作為大膽地批評研究。他的批判哲學聚焦於美學的教育研究藝術、華麗的藝術本

質、天性等項目。

※王國維的著作中以《觀堂集林》最為有名，另有《人間詞話》氣韻神采極為豐

富。另依蔡元培在民國 12 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有介紹王氏之哲學，

引王氏在〈靜菴集〉說：「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民國前 11 年~10 年間)。

癸卯春，始讀汗德(當為康德)之純理批評，苦其全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

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

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叔本華之知識論，康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

※另據黎建球《中國百位哲學家》對於王國維哲學思想之介紹如下：

「王國維把康德的知識論當作形上學來看，叔本華更由此知識論來建立他一己的

形上學，並由此完成美學及倫理學。」

「至於叔本華哲學全體之特質，最重要者，出發點在直觀，而不在概念是也。」

早年王國維將美學理論的觀念論形上學與實證主義及經驗主義的對話作了區

分，此種進退維谷的困境最終導致他放棄哲學，而完全獻身於政治上的寫作。在

1927 年，在重建君主制失敗後，他躍入頤和園自殺。

由於奠基於德國觀念論的知識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敬重，王國維留給後人一個

確定的方法論以及在後期觀念的基礎知識。其中對於傳統中國哲學的「理」；「理

由」以及「理性」的觀念也作了研究與區分。他認為中國哲學「理」的觀念，在

剛開始萌芽之時，此觀念不過就是「物之可分析而有系統者；但是到了朱子就解

釋為『理即太極』之意，但就西洋哲學的觀點，此『理』不過就是『理由與理性』

而已。原因即在於理不能直觀而有種種謬誤。」

第 18 單元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1912-1949) and the Second Republic

(from 1949 to present)─第一共和(1912-1949)與第二共和(1949~)

1912 年清朝滅亡與民國的建立，此一時期的思想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轉向另一氛圍，壟罩在「全盤西化」與「復古主義」(強調中國本位文化)的二元



12

對立之中。

在政治面，政治的不穩定以及軍人的干政及為禍，加上一連串喪權辱國的

事件，導致 1919 年發生五四運動，此一運動對傳統文化而言是嚴厲的及決定性

的角色，影響層面擴及文化、政治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諸觀念。陳獨秀創辦的《新

青年》雜誌成為深具影響力亦是最重要的刊物，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它的主

張包括「打倒孔家店」、「個人的自由發展」、「兩性的平等及自由戀愛」、「消除經

濟及社會不平等的階級」，這些觀念及需求都是傳統中國文化中所沒有的，顯示

出一個基本的改變，使用白話文，拋棄文言文，白話文學運動變成了新的中國文

化，白話文成為新文學唯一使用的語言，在其內容及主體性皆與傳統文學有異。

但在五四運動肇端僅僅數年之後，五四運動即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衝突之

下消失殆盡，內部的政治情況趨於不安定。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與國共的內戰。

1949 年大陸即由毛澤東的共產黨統治，而國民黨也退居台灣。而中國大陸亦進

入馬克思主義；源於英美的大學教育系統亦隨之改變，一切皆依照毛澤東於 1942

年著名的延安講話，有關於文化和知識階層的政策(主張中國要過渡到馬克思主

義，並重視鬥爭)。追隨延續堅定的中央集權運動，並且直接反對傳統與現代，

這些運動包括 1956 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右運動和 1958 年的大躍進，以

及從 1966 至 1976 的文化大革命等。文化大革命所引發對知識份子的鬥爭，完全

徹底摧毀了教育結構，也清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使得知識分子遭到了無

以想像的迫害。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大混亂(渾沌)，在意識型態的抑制下知識分子

的著作亦不可能有所呈現。

文革十年浩劫之後，繼之而起的風潮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自鄧氏思想

之下而有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但在 1989 年 6 月 4日的天安門學生運動，這個

運動最後使得知識分子倒退回到虛無主義。近代中國思想的自由發展亦遭到阻擋

與封鎖達數年之久。

當代中國思想的復興最初的發展反射在竭力完成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綜

合西方理論與古代中國之思想，尤其是儒家傳統和一種新的、特殊的自由主義。

現代中國思想的發展，開始於十九世紀末浮現，但也中斷於 1930 年代，僅 4個

十年而已。今日的中國哲學在經過長睡之後慢慢的甦醒，我們需要考慮在時間與

空間之下的中國傳統，給予一種新的理解，或許類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黃金年

代，亦應予敬意，亦正準備面對迎接全球化年代的諸多挑戰。

羅亞娜教授指的「當代中國思想的復興」，不知道是指什麼？是指康梁？還

是五四運動？還是《新青年》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第 18 單元，羅亞娜教授似乎有美化的感覺，批判較少，但事實是否如其

所說？而第 142 頁，台灣在 1949 年的學術情形，講得較少。而當代中國思想的

復興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射？

黃偉雄助理：

這也許是大陸學者的看法，他們在當代哲學主要在馬克思主義。而從羅亞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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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節安排看來，她似乎有保留客觀性，在後面的章節也提到其他學者。

羅亞娜教授，也較未提到大陸專業馬克思學者，而比較像是哲學史的解讀。

李賢中教授：

羅亞娜教授的學習背景是在大陸，對台灣的瞭解較少。

至於中國認識論選材的定位，也很難區分，大多也是以哲學史的方式介紹，這也

反應了學術界的影響。而我們現在以西方的認識論架構來看，才會認為羅亞娜教

授的介紹不好。而今天受到西方的刺激，而有述而又作的現象，但是否接受這個

風潮？還是可以如日本學者，講自己的哲學，以自己的立場建立世界觀，我自己

本身也在做中國哲學方法論，尋找中國哲學的工具。我們需要團隊，如果只有自

己寫中國知識論，力有未逮。

黃偉雄助理：

可以由讀書會發展成研討會，另一種方式是整合計劃，定期討論，而成書的雛形，

這需要前制計劃書。

吳進安教授：

大陸那裡也有教研室，好像是任務編組。

黃偉雄助理：

他們的教育部召集一群教授，以學科作區分，如哲學學科，主要有馬克思主義、

中國哲學史、邏輯學、外國哲學，後面又有新的學科進來。其中教研室也有主任，

系有系主任。

李賢中教授：

在第 147 頁，提到嚴復講「心如白板」，而不是致良知，也許這五個人，從康有

為到嚴復、王國維，似乎可以找到一個概念，例如「良知」來描述，這種方法是

否較好？

吳進安教授：

這是一種比較有脈絡的作法，而羅亞娜教授則是介紹思想，而有割裂的現象，例

如第 17 單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介紹比較相近，但同一單元中的嚴復、

王國維，為什麼擺在同一單元？

而討論現代性，胡適、科玄論戰等都很重要，這裡為什麼不討論？羅亞娜教授在

這一單元選嚴復、王國維，她的標準何在？

李賢中教授：

在第 19 單元會討論胡適，但也沒有特別強調知識論，而後面的馮友蘭，也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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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他的新實在論。而本書的前面討論「知」「行」「名」「實」，看來有提出一個架

構，但後來的介紹，又不是隨著這個架構。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研讀會，由李賢中教授導讀第 19.1、19.2 單元，胡適、馮友蘭的部份，

第 19.3 單元張岱年的部份，原來由楊秀宮教授導讀，但楊秀宮教授受傷，所以

請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齊婉先教授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