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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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5/2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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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婉先

主題：

1. The main philosophical curr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s

2.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new pragmatism: Hu Shi 胡適

(1891-1962)

3. The “Communist” renewal of Confucianism: Feng Youlan 馮友蘭

(1895-1990)

4. The challeng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Zhang Dainian 張岱年

(1909-2004)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齊婉先、楊秀宮、邱建碩、黃偉雄、周穎君、陳明威、張佑

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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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張佑禎

導讀與問題討論：

李賢中教授導讀：

羅亞娜教授在這裡的思路，是先介紹二十世紀初背景，她把當時文化分為三期。

其中她討論如何了解西方，及如何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我又需自語言學入

手，因而將展現認識論的觀點。但羅亞娜教授在取材上，仍是以思想史的方式，

主要引用大陸學者的材料，例如後面談的牟宗三，她引牟宗三原文只有兩處，而

在 146 頁，又談全盤西化、復古、中間路線等主張，147 談中國哲學的兩個潮流，

也就是新實在論與實用主義，第二是用西方如德國觀念論對中國的重新詮釋。

單元 19 The main philosophical curr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s ─二十世紀主要的哲學思潮與它們的主要代表者

二十世紀初，古代的的中國受到西方經濟、軍事上的侵略，以及思想概念上的衝

擊，形成強烈的挑戰，使中國持續一段劇烈的社會變動。

對於外國理論的接受只是表象，傳統的中國，儒家仍是主流思想，有著絕大的影

響力。

P144.

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時期可約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活躍地現代化，大約從 1910 年持續到 1937 年，這是系統化時期，多方

面介紹西方的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於 1937 年佔領中國的滿州，此

代表著理論停滯期的開始，一直持續了四十多年，直到 1978 年。第三階段，中

國對外開放與內在自由主義化，同時發生。是對最有影響力的西方思潮的傳播和

批判性地評價。目前，在中國哲學是學術訓練，有三種不同的內容範圍：馬克斯

哲學、傳統古典的中國哲學、和介紹與研究西方哲學。

P145

從比較研究觀點，當代中國思想家面對西方的論述，他們有兩方面的工作，其一

是理解和解釋老舊的為新的，將傳統的解釋為現代的，而西方代表著新的和現代

的。其二去理解並以西方智慧來解釋中國的傳統，也以中國的智慧來理解與解釋

西方的傳統。（理解參照系的交互轉換）(我們常以熟悉的方式，來了解新的東西，

如傳統在私塾學習的人，會以理氣了解亞里斯多德，而今日哲學系學生受許多西

方訓練，而以此了解中國，也引起近代逆格義的討論。)

為了保持文化的認同，重新解釋、恢復覺察和反省傳統的價值以適應現代是非常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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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現代化社會發展脈絡下，分析性地再建構傳統概念。

2.這自我瞭解的過程只能基於交互的解釋哲學語辭、概念，那些屬於古代中國的

傳統被解釋於現代西方範例的脈絡，反之亦然。

3.建立一種基本上可通約的這種適用於雙方系統之後，雙方範例的全體綜合結

果，必須以理性與批判的語詞來評估。

(此即是慢慢建立評判標準，如 Chad Hansen 曾對中國的語言加以批評，而以西

方的邏輯、語言分析，討論中國有無真理，及物質名詞等問題。)

P.146

在任何情況下，細緻而深入的研究會聚焦在古典哲學之文本的語言學結構，語意

的和語形學的作用，那會透露重要的認識論觀點，顯示各學科間討論的價值。

全盤西化派拒絕所有傳統文化，他們認為解決中國的危機在於中國社會的全盤西

化；而復古派主張復古的現代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他們相信重建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儒家思想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精神基礎。然而許多學者們喜歡走中間的路

線，致力於綜合兩種傳統，根據他們掌握的西方哲學嘗試再解釋他們自己的傳統

思想，為統合西方思想系統納入傳統中國論述的架構之中。這期間接近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中國哲學可被區分為兩個主要的潮流：

P.147

1.對於自然科學、理性的潛力和進步的信心，就社會而言，呈現它自己廣泛的自

由意識型態，而哲學嘗試朝向新實在論與美國實用主義的論述。

2.第二股潮流經由借用或推衍出有影響力的西方系統，來復興傳統思想，特別是

儒家與新儒家，在此綜合的研究中，德國觀念論的精神特別重要，其中港台的學

者們是發展的主力。

1940-1970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哲學被視為一種工具，是為了支持毛澤東政

策的理論。

P148

進一步發展實踐的理論，一種有系統地陳述哲學的內容，開始於 1980 年代早期，

後毛時代的中國，持續了有二十年之久，有意嘗試中國化的辯證唯物論，就像努

力融合中國與西方的傳統思想。

楊秀宮教授：

在 146 頁講到「語形學」，是否是指語法？

李賢中教授：

這裡的原文是 morphological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齊婉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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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morphological 一般是指修辭學。

楊秀宮教授：

由這種脈絡進入中國認識論，是否是補足中國傳統，儒家以修身來談，而沒有進

入西方語言學的脈絡，這裡從語意學進入，彰顯認識論觀點，剛好是以往比較沒

談到。

李賢中教授：

傳統雖然有談到，但比較沒有系統化，荀子談到「正名」，後續如董仲舒《春秋

繁露》也談春秋正名[名物如其真]思想，但也只是片段，沒有現在的語言學系統。

而了解古代思想，要由文字，而語言從思想來，思想由認識而來，透過語言學可

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如何認識世界。

楊秀宮教授：

用這種方式，中國傳統實踐的方式，談道德，是否成其次。而道德的方式，如誠

正修齊治平，是否是知識論的方式？

李賢中教授：

現在確實大多在講理「論」，而沒有實踐，只是在分析，但精神流失了，因此不

只是要說清楚，也要實踐，而今日教育方式主要是考評，且一週老師學生見面時

間有限，在以前，老師是帶學生一起周遊列國，也許現在我們在教學上可作調整。

齊婉先教授：

對於工夫，也許是我們的母語，我們較有語感，但對西方，他們必須透過翻譯，

所以要透過語言學的工具，以免誤解，也許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他們的強

項在語言，可供參考，我們可以從旁批評，而不是跳下去一起作，畢竟這不是我

們的強項。

楊秀宮教授：

或許羅亞娜教授他們透過他們所擅長的，再進一步讀下去，可以開始重視工夫。

而我們在學習語意的部份時，如《墨辯》、荀子的〈正名〉，之前也是沒注意到它

們的重要性，後來才注意到，我們再進一步讀這些部份，才更完整的呈現。

李賢中教授導讀：

19.1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new pragmatism: Hu Shi 胡適

─新實用主義的啟蒙者：胡適 1891-1962

這裡羅亞娜教授的思路，是先講時代背景，再談實用主義影響到中國，再介紹胡

適生平、著作，再談他的自然主義人生觀，有十點，這裡只列出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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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戊戌變法以來，開始了學習「西學」的過程；由於這種向西方學習是出

於「救亡圖存」的壓力，故重視的是西方的使用科學技術，乃至政治、法律方面；

至於學術思想文化，也從使用的角度加以理解。一句話，向西方學習，是為了「取

法」西方，以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社會與現實問題……中國人學習西方哲學，最

早介紹過來的，是英國的經驗論哲學，然後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就說明了這

一點。”(這裡是引胡偉希的《知識、邏輯與價值─中國新實在論思潮的興起》。

講到引進西方，是因當時需要，他們希望能改善當時情況。)

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認為科學是西方文明中最使人信服與可接受的成就，相

對地，不接受傳統的倫理教條，正統的科學方法是萬能的工具，能應用於所有知

識的領域，包括歷史、社會學等等。

P149

要將所有的意識型態、教條與思想系統皆視為假設而非不可變得原則。任何改變

修正，不能來自權威而是經由嚴格論證的明確結論。對那些採取傳統價值和世界

觀者，當然完全不能接受這套看法，因而產生了怨恨與激辯，在 1920 年代初期

雙方的對立達到高峰。

“在 1923 年，爆發了一場「科玄論戰」。這場論戰持續時間之長，捲入其中的哲

學家之多，都是空前的……20 年代初的這場「科玄論戰」對後來的中國哲學發

展生了重大的影響，以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20 世紀中國哲學的格局與走向。”

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成功訪華之後，同一時期，大多數科學派知識份子變

得熱心支持現代的美國實用主義，從那之後，他們不再接受任何侷限在解釋、註

解實在的哲學。

實用主義的影響力，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國人早已熟悉實用

與理論的連結。在清代也已經發展出許多「實學」學派。認識論就在如此的進路

中，可以在現代中國認識理論的新實在論系統中發現他們清楚的表達。理論與實

踐的聯繫，在之後構成馬克斯主義的中心解釋模式中，已構成儒家認識論的核

心，其奠基於知識與行動的聯合上，最重要的提倡者有：胡適、丁文江、王星拱

和金岳霖等人，支持科學的進路使中國轉向現代化。

(胡適原名胡洪騂，四歲喪父，其母重視教育，後來胡適也受梁啟超思想影響，

之後考取賠款公費，也因「適者生存」而改名胡適。)

P151

“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胡適的不少文章，內容是提倡文學革命，建設新文化。

他於 1917 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文學革命的「宣言」，對於當時的新文化

運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17 年 7 月發表了「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

引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證。”(這裡即是指從具體問題出發，)

胡適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家，他提倡使用白話文，他自己也用白話文寫詩等

等。

P152

胡適也是第一個現代中國哲學史家，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仍然是一流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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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

“胡適在哲學史上的研究和探索方面，為後人提供許多可借鑒的方法，如他在中

國哲學史研究中是第一批嘗試用中西比較法並取得顯著成就的人，這對後來的學

者有一定的啟迪作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考察各位哲學家的思想時，比較注

意把握關鍵，而不是限於藤蘿枝蔓糾纏瑣細末節；另外，蔡元培先生在為《中國

哲學史大綱》作序時，談到的「平等的眼光」確實反映了本書的特點。”(這裡

是指儒家與先秦諸子平等，儒家不是最高的。)

P153

“一、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無窮廣大；

二、根據於地質學與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三、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

如此的，正用不著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胡適方法的和客觀系統化的中國思想史外，他也獻身於文學批評與禪學歷史的研

究；雖然他在中國思想的領域中，實質上並未創造什麼新的東西，但是他對於現

代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發展的影響非常深遠，是不能被忽略的。

在這裡，羅亞娜教授沒有明確提到認識論。

楊秀宮教授：

胡適重視科學，是否表示他重視認識論，表示他重視的是理性，而非宗教信仰。

李賢中教授：

他的知識論，也許和英國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歸納法有關，胡適的思想很廣。

齊婉先教授：

也許他在國外，對各領域有接觸。

李賢中教授：

胡適在國外曾修過漢學。而哲學要求普遍反省，也許要多所涉獵，才可能作到，

而今天重視分科，是否還能像胡適涉獵廣泛。

齊婉先教授：

今日台灣也重視分科專業，即使通識課程也不夠，有縱向的專門，但橫向廣度卻

沒有，也不能與現實接合。哲學如果要作全面反省，它的範疇也許要擴大。

李賢中教授：

在這學期這邊有開哲學實習課，試圖將古代智慧與現實結合。或者可鼓勵學生去

旁聽其他領域的課，或者鼓勵修輔系，但如此必修可能要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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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導讀：

19.2 The “Communist” renewal of Confucianism: Feng Youlan 馮友蘭

(1895-1990) 恢復儒學的共產主義者：馮友蘭 1895-1990

羅亞娜教授的思路在於，她先介紹馮友蘭的生平時代背景，以及二十世紀出的學

術環境，包括大陸與台灣環境的不同，並與胡適比較，再介紹對馮友蘭的評價，

如張君邁對他的批評，以及其他人的辯護，而馮友蘭的思想在新理學，包括「實

際」、「真際」等，「理」則是核心概念，又有「氣」、「道體」、「大全」等概念。

P.154

在二十世紀初恢復儒家思想成為一重要的哲學潮流，以整合西方思想（特別是新

實在論與實用主義）嘗試使傳統思想的本質的與形式的核心現代化。因為這些理

論家是對時代需要的回應。他們用兩種進路：1. 環繞在適合新儒家的可能條件

下，發展他們的系統，以使中國社會現代化。2.將這些系統奠基於他們的知識，

以及部分歐美最有影響力的的一些古代與現代的理論上。

古典儒家在中共統治初期被責難是代表壓抑和利用仇恨的意識型態，而恢復儒家

的精神，提出現代儒家基礎成為重要思潮的發展主要在台灣與香港的學者，再加

上馮友蘭，我們現在要來檢視他的工作。

馮友蘭是中國二十世紀公認知名的哲學權威，生於河南省，1915 年在北京大學

學習中國哲學，1919 年轉往美國，成為杜威的學生，於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

學位，雖然他與胡適有相同的導師，思想上他受到實用主義與新實在論的影響。

特別是在他早期的工作，馮友蘭的哲學與胡適有很大的不同，胡適追求自由、現

代發展的世界觀、嘗試西化、和透過正確的科學方法奠定中國分析系統。馮友蘭

的學問發展則朝向中國內在的原本價值，特別是新儒家思想的傳統。

P.155

馮友蘭 1925 年返回中國，至 1949 年之後，他擔任幾個重要的學術職務，包括北

京大學最高級的教授，其間他也不斷地作自我批判，否定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張

君邁則責備他的前後反覆、自我放棄。

P.156

德國研究馮友蘭的漢學家 Georg Moller 則站在同情的角度，設想馮友蘭當時的

處境，基於他的學術工作，應給予他應有的尊重。

對於馮友蘭努力保存古代國家的認同、特質，以及完成新的任務，各有肯定喝采、

也有否定責備者，他瞭解他們各自的理由，他還是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

馮友蘭在國內外的聲望，都與其兩冊的中國哲學史有關，首次問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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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4。相反於胡適的文本批判，他提供新儒家的傳統解釋方法，之後再以

馬克斯主義的概念與觀點修正，寫成中國哲學史新編，這當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觀點與概念，但在內容上並未加添任何新的東西。

P.157

馮友蘭並不只想成為一哲學史家，而是他想要成為帶著歷史覺識的哲學家。他的

主要哲學工作，「新理學」代表著一個精心的、現代化的新儒家思想，那曾是程

頤、程灝和朱熹發展的理學。

“本書名為新理學。何以名為新理學？……照我們的看法，宋明以後底道學，有

李學心學二派。我們現在所講之系統，大體上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

馮友蘭所處理的「理」源自中世紀能導正宇宙論與形上學間的混亂，雖然他很有

條理的應用新儒家的專門術語，但他在定義古典中國核心的語詞時，乃立基於邏

輯的、形上的存有本性的分析系統。因此他強調在三個存在層次上性質的不同，

在他的觀點是各層次全然不同的：第一層次是具體存在的事物，第二層次實在或

實際，第三層次，真或真際的向度，合而謂之理。

P158.

在他的觀點，哲學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理]：

“哲學只對於真際有所肯定，而不特別對於實際有所肯定。真際與實際不同，真

際是止凡可成為有者，亦可名為本然；實際是只有事實底存在者，亦可名為自

然。”

對於實際事物的探討屬於自然科學。

“凡哲學中之派別或部分對於實際有所肯定者，即近於科學。其對於實際所肯定

者愈多，即愈近於科學。科學與哲學之不同在此。所以我們說哲學與科學不同，

是種類底不同。”

根據馮友蘭每一個存在的事物，是由某一種的本體（substance）和某一種潛在

的氣所構成，就像「理」使這事物成其所是。「理」不僅使具體事物之呈現使之

可能，同時也提供我們理性地評估一事物的條件，也就是根據他們明確的「類」。

“一種，即一類物，有一種物之理。一種事有一種事之理，一種關係有一種關係

之理。”

因此，「理」不是事物而是潛存於事物，如同形上的設定，「理」超越實際的面向，

可稱為性或自然、本然（nature）。

P.159

“理，宋儒亦稱為天理。我們亦可稱理為天理。我們以上文說，天間本然自然二

義。理事本然而有，本來已有；故是本然；故可稱為天理。”

在馮友蘭哲學系統的中心，不僅是「理」概念，也包含著不可分的「氣」，他認

為每一事物由一或多之理與氣所構成。

“有理必有氣。我們借由這句話所要說底意思是，有實現底理，必有實現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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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氣不是具體的事物，而是一種客觀潛存的真確和實在的向度。

“我們不能說氣是甚麼……氣並不是甚麼。所以氣是無名，亦稱為無極。”

在第一種情況，氣是相對的，氣可指真實的質料，每一具體存在事物都是被組成

的。第二個觀點，氣是絕對的，氣指核心的能量、終極的根據或基本的潛能。

P.160

“只是一切事務所以能存在者，而其本身，則只是一可能底存在。因為它只是一

可能底存在，所以我們不能問：甚麼是它所以能存在者。這就是新理學所謂真元

之氣。氣曰真元，就是表示，此所謂氣，是就其絕對意義說。我們說氣，都是就

絕對底意義說。”

根據馮友蘭，他慣常運用新儒家的術語，全然或集體的理就是「太極」（ultimate

extreme）存在範圍內事物的所有變化，他稱為「道體」（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way）

“所以實際的存在就是無極實現太極的流行。總一切底流行謂之道體。道體就是

無極而太極的程序。”

“在心理學的形上學的系統中，有四個主要底觀念，就是理、氣、道體，及大全。”

所有這些概念都是抽象的，並不存在於具體的實在。

P.161

“理及氣是人對於事物作理智底分析，所得底觀念。道體及大全是人對於事物作

理智底總括，所得底觀念。”

理：principle (li)、氣：substantiality or vital energy(qi) 、道體：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Way、大全：the great perfection、太極：ultimate extreme 、無極：the extreme

absence

“有某種理可有某種事物之類。我們說它可有，因為它不必有。某理可以只有真

而無實。如其只有真而無實，則其可有之某種事物之類，只是可有底，而不是實

有底。”

感謝有這邏輯區分，這提供了我們對於所有「理」的評價的基礎，馮的系統基本

上不同於經驗的進路與事物經驗性質的科學評估。對「理」有適當的理解之後，

不僅在具體的事物可關連於實在，也能在邏輯存在的意義上，被形上地理解。因

此「理」能超越時空，是邏輯的，理解上的存在，而不必然關連於實際存在的向

度。

“所有之理之全體，我們亦可以之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極。所有眾理之全，

即是所有眾極之全，總括眾極，故曰太極。”

同時，「理」也是具體事物存在的形上先在條件。

P.163

馮友蘭相信他將新儒家「理」概念現代化，能達到決定或評價任何哲學系統的一

個新標準。

“若李學即是講我們所說之理之學，則理學可以說是最哲學底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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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以「理」為最高的本體地位，並且給予認知「理」同樣高的認識論價值，

因此他能被認為是一種哲學的實在論，對他來說，最哲學的哲學是被明確地建構

這些「理」的系統。

馮友蘭他要求一種更理性的形上學，是一種能超越科學的哲學，來回應西方的挑

戰，在科學主義發展中沒有卻步或信心危機。…但他也接受西方表達的體系：世

界透過現象向我們展現的只是真理的象徵。因為哲學的核心工作明確地在於發現

和解釋這真理，馮最主要的工作「新理學」是去建構使傳統中國哲學邁向專業化、

概念化架構的表現系統。

P.164

馮的哲學改革可從他批判新儒家的不完備可見相反於朱熹學派，「理」仍被定義

成內在的形上原理，而馮強調形上學要從具體（物理的）實在作嚴格的區分，因

為馮的「理」是邏輯的概念，他不能存在於具體事物的介面中。

順著馮友蘭對於形式的分析邏輯的注意力，哲學系統的方法論支點，從傳統的理

學建構一個重要而現代化的出發點。

P165

有關知識論，馮友蘭提供一些新見，因為知識和心靈代表其新形上學中重要的元

素，馮也結合一些新儒家知識論（格物、致知）的關鍵概念，進入他的系統；並

以傳統理學派的新實在論思想，重新解釋它們。

“就我們之知識言，我們之知形而上者，必始於知形而下者。我們的知識，始於

感覺。感覺之對象，事事物物，皆是形而下者。我們對於感覺之對象，事事物物

加以理智底分析，因而知形而上者。對於事物之分析，可以說是「格物」。因對

於事物之分析，而知形上，可以說是至知。”

1.形上之知始於形下。

2.知識始於感覺，感覺之對象乃形而下者。

3.透過理性的分析始知形而上者。

4.此分析即「格物」。

5.由格物以知形上，即致知。

所謂新[實在論]是指：

1. 每一特殊之物或事，皆有共相為其性質；此共相先於特殊的物或事而獨立暗

存，特殊事物不過是共相之複合而帶有時空中之位置者。

2. 僅共相不存在。共相雖是客觀的、獨立的，但它並不存在，而只是暗存。所

謂「暗存」及僅有可能性，沒有現實性，亦即只是一種可能的存在，並不是

一種現實的存在。

3. 共相非主觀性，共相雖不存在，但並不是純粹主觀的；殊相是不可能離開共

相而存在的。

4. 僅共相不足以構成存在的殊相之全體，共相與殊相都是真的，二者的區別僅

在於：殊相在時空中占一特殊的位置，共相則不在時空中占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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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實在論對共相的抽象是建立在邏輯分析的基礎上，他們先將一經驗事物分析為

許許多多的性質，再將一類事物的共同性質抽象出來作為此類事物的共相。新實

在論對共相的抽象是建立在邏輯分析的基礎上，他們先將一經驗事物分析為許許

多多的性質，再將一類事物的共同性質抽象出來作為此類事物的共相。用馮先生

的話說，在具體的事物之外還有一個「此事物之所以為此事物者」，及此類事物

之理。馮先生說，他的《新理學》是「舊瓶裝新酒」，此所謂舊瓶即中國傳統哲

學中所使用的概念（如：理、氣、道體、大全等）和討論的問題（如：理一分殊、

理氣關係、理器關係等），此所謂新酒及西方的新實在論。所謂的「理」及「共

相」；但馮先生的《新理學》也有與新實在論不同之處：

1. 不認為殊相是共相的複合，而認為殊相是對共相的依照或實現，《新理學》的

這一觀點更接近柏拉圖的理念說而不是新實在論。

2. 《新理學》之所以不同意複合論的觀點，由於它有一個新實在論所沒有的概

念－氣。馮先生說，理是自形上方面推論到底的結果，氣是自形下方面推論

到底的結果。氣又相當于亞理士多德的「質料因」，理相當於亞氏所謂「形式

因」。

（參見陳戰國著《馮友蘭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79-84。）

羅亞娜教授在認識論取材較少，因此我找宋志明、梅良勇著的《馮友蘭學術思想

評傳》第六章，講到馮友蘭談如何認識「理」，講到「了解」、「覺解」。這裡講到

人是認知主體，「理」所成的物為客體，是我們能直接認識，而本體界「真際」

是間接認識的客體。人透過實際為中介，與真際的理交互作用，而「理」的客觀

實在性與人是否認識無關，人則把無名之理轉化為名的認識世界。對理的認識，

包括 1.理之具體內容，這是透過認知理性，稱了解，2.理的總體直觀，這是透

過價值理性，稱覺解。

如果羅亞娜教授要修改此書，我建議她說明馮友蘭了解、覺解。

邱建碩教授：

羅亞娜教授講的認識論，應該是知識的轉化。她講馮友蘭談「理」，是作中西的

融會，偏向的是處理兩種知識系統，沒有提馮友蘭實際的知識論，她應該是呈現

知識系統的轉化。

楊秀宮教授：

羅亞娜教授未提覺解，也許是因為這不是知識論脈絡所要表達。如果覺解對應

的，是真際與大全，應該是形上學，而不是知識論所要表達的。也許羅亞娜教授

有她內在的取捨。

李賢中教授：

這種分類標準，在中國哲學並不容易，可以再思考，張岱年就有作分類。從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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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們就可以從取材、批判、語詞翻譯、思路等角度來看。如有些字翻成英文，

可能很清楚，但也可能失去原意。

邱建碩教授：

講到失去原意，其實我們也在賦予字的意義。像英文字本身就有它的背景，我們

我們選取一個英文字，它的意思還是要放在中國哲學來談，我們用久之後，提到

這個英文字，就大概知道在中國哲學是什麼意思，我們是以中國哲學來豐富英文

的意義，如果真的想找到英文字，能完全貼近中國哲學的意義，恐怕有困難。

齊婉先教授導讀：

第 19.3 單元 The challeng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Zhang Dainian 張岱年

(1909-2004)

在此主要選取段落重點作翻譯，而我本身是中文系的背景，這裡關於馬克思主義

的理論，還要再與大家討論。而羅亞娜教授在這裡介紹的脈落，感覺不太清楚。

這裡有兩小節，第一節先是介紹馬克思主義，第二節介紹張岱年。其中第一節好

像是背景介紹，但如果作為背景，這裡的脈絡不太清楚。而第二節才真正介紹張

岱年。

一、The troubled waters of sinificated Marxism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混亂狀態

1. 陳獨秀、李大釗、艾思起是新智識份子中從事關於馬克思思想的傳佈與普及

最具影響力的三位。其中，艾氏以「社會主義家哲學」聞名，而陳氏與李氏

則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創立。陳氏之成就在於在早期中國無政府主義狀態

中，將智識份子帶離。李氏則用力於建立道德與經濟相互依賴的革命理論而

奠定中國馬克思主義之倫理思考。

2. 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鋒之作品多在介紹理論架構並使之通俗化(popularizing，這

裡的脈絡接近大眾化，所以在此翻成通俗化)，同時提供辯證唯物論之社會與

歷史結構。在現代邏輯學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張申府(張岱年之兄)，他

曾翻譯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但他主要是因為企圖將儒學與羅素之哲

學、辨證唯物論相融合而著名。(這裡應該是對張岱年合併中國與辯證法做鋪

陳，也表示張申府影響張岱年，但張申府與張岱年的關係，後面才提到，也

許這裡可以加小註來說明。)

3. 將中國傳統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之思想架構合併而成完整體系之深入研究與理

論推敲，這種發展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後。馮友

蘭、馮契、張岱年、李澤厚等皆是值得關注之重要人物。

4. 主導(dominant)意識之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或稱毛氏主義理論，

其通俗化形式之建立主要在維持統治者實行寡頭政治之政治權力，並且將具

體政策之方向予以形式化(formulate，代表正式，代表官方，也就是說馬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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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有目的而產生的，而非偶然)。

這種通俗化形式之哲學，多以一切總括之口號表達，在既存權力結構與所統

治者間負責提供意識上之連結。此一方式正如同在傳統中國時期，儒家學說

具有正統地位之形式(這可以推到漢代)。此後，中國政府的主要官員，同時

也是將「正確的」詮釋之「馬克思主義的真相」予以形式化之「哲學領導家」。

(在臺灣亦出現相同情況，只是詮釋的是「現代儒家思想的真相」。)所謂「真

相」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取代了儒家思想之正統教義，而大部分政治領導者也

在哲學百科全書與現代思想史中留下不朽地位。自孫逸仙之「三民主義」，至

毛澤東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再至最近

江澤民之「三個代表」，皆是重要代表。

5. 上述代表理論不在本作品討論之中，原因有二：其一，理論創新之代表性不

足；其二，理論中多數內容是由「統治當局熱衷於思想主義宣傳者」所作。

如「毛澤東思想」即是一例，多年前現代漢學家之論證顯示其作品主要乃由

剽竊而成。Meissner 引證 Wittfoget 指出之事實，毛氏「辯證唯物論」作品

中約有百分之四十乃剽竊而來，至於其它百分之六十則幾乎完全未偏離蘇聯

模式。

6. 由馬克思主義至毛澤東思想之轉化：主要以中國傳統之慣性(inertial，是指不

活潑，指當時中國社會情況並不活潑)原理為基礎，而此傳統原理亦瀰漫於新

「社會主義者」社會之社會現實中。Hall 與 Ames 即指出漢代以來，統治國

家之意識型態為指定每個人在所處環境中之個別位置，國家即如家庭之理

解，組織架構之安排在運作上近於「禮儀議案」，而非權利議案，尊敬統治者

並視之猶如人民之「父母」，以及統治作為個人鍛鍊之必然道理。由於統治者

之個人品質懷有敬意，因此關於既有命令之政策說明的反對仍被視為是對統

治者個人之譴責。

7. 毛氏在修正馬克思思想上真正的改變僅是，對於他所強調之特定原理，在範

疇界定上甚至給予最大之概括性，以及毛氏有關長久革命之觀念。後者在毛

氏長期統治期間成為他運動群眾以鞏固權力之理想基礎，乃是生根於相互關

聯之辯證推論的經典觀念中。藉由辯證推論，綜合之發生並非在瞬間一躍中，

而是矛盾之兩極在經過一段持續交互作用之歷程後出現。前者則見於中國古

代傳統中，關於人性之特定理解，以及在理解上傾向於對人類之社會交際行

為之規章採以更具彈性之準則，此準則乃依各個情況之特殊性進行考量，(最

清楚的表達即是經典觀念中的禮)。依 Rošker 之見，這種因地制宜方式就是

精準地與西方社會建基於社會關係之規範與法律的條例有所區隔之關鍵。馬

克思強調階級根源身分之一致性，但毛氏強調因生活與思考方式之不同而產

生之差異性的重要，因此在特定「具體」個性之評量中必須加入差異性之作

用。

8. 郭沫若創出中國哲學史在時期上的一個新分類，此分類範疇之基礎，乃是簡

單應用馬克思主義之觀念架構，並且對許多哲學家給予嶄新之評價標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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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哲學家所作或激進派或保守派之評斷，大大影響在中國之哲學史研究的發

展形貌。郭氏對於中國社會與思想之靜態(static，可呼應前面的 inertial、不

活潑)本質之拒絕看法有助於歷史理解之發展，但當其說法強制地具有正統性

後，其觀點不僅扭曲而且緊縮哲學之研究。

9. 侯外廬晚期大部分作品亦在相似基礎上完成，但在分期上，較為複雜且在理

論上較具深度。而就內容言，亦有更好之區分方法，使其成為研究中國思想

最重要之現代史家之一。

從 30 年代起，他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在社會

史、思想史領域作了大量開闢性的研究工作。和他人合著的多卷本《中

國思想通史》，是迄今中國最詳備的一部思想史著作，在學術界影響很

大。

10.二十世紀後期，不少理論家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極大壓力下提出創新理論，理

論中結合馬克思、儒家、道家甚至佛家之思想路徑。他們在堅持馬克思理論

之視域中，嘗試重建中國哲學與方法論。成中英認為，因為這群人之嘗試與

自期(commitment，約定)，他們可能較 1940 年至 1990 年間其他眾多中國哲

學研究者更具文化意義上之代表性。

二、Zhang Dainian’s “creative synthesis” (綜合創新論)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s of thought ─ 張岱年「綜

合創新論」之分析哲學、辯證唯物論與中國古典思想之傳統

這裡羅亞娜教授好像抓到張岱年正、反、合中，合的部份，表示張岱年不是執於

一方。

1. 張岱年之重要性：張氏乃當代中國思想家最具影響力，晚近則因其使古典範

疇與傳統中國哲學概念重新復興，而在中國境外成為備受矚目之人物。張岱

年之貢獻：

到了張岱年，終於將這種對傳統哲學的繼承轉化為一種自覺的方法

論。……張岱年不僅更注意對中國傳統哲學特徵的整體把握，也更注

重繼承傳統的方法論原則……張岱年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就廣度

而言，……顯示他對傳統哲學繼承的「綜合性」。

2. 張岱年將其兄張申府結合分析的、馬克思的與中國古代之思想而開展出具有

創新發明之哲學更加發揚光大。張氏生於河北省獻區，早年因受其兄長影響

而開始研讀哲學，1933 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張氏早期之哲學論著頗受注

目，馮友蘭與金岳霖皆曾推薦他。他最早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哲學，1952 年

他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成為名譽教授，2004 年他過世。因為政治與歷史因

素，直至最後二十年他的觀點才略受關注。

3. 1996 年《張岱年全集》出版，重要作品包括《中國哲學大綱》、《中國古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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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念範疇要論》、《文化與哲學》、《求真集》及《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

4. 張岱年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間，積極參與全盤西化之激進擁護者與保守復古

派間之意識型態的爭論，但在過程中，他開始尋找能夠涵容兩方論述之最適

切面向的一條中間路線。對張氏而言，關於「綜合中國文化之創新理論」，真

正重要問題不在於該綜合些什麼，而是應如何綜合。(這裡是講方法論的問題)

5. 年輕時期之張岱年對於莫爾(Moore)與羅素之分析哲學特別有興趣，但逐漸

地他將精神轉移至探索如何可以將分析方法論併入中國古典哲學之重新建構

與詮釋中。對於此一方法進路進行系統化論述，遂成為他此後在知識追求上

之主要推動力量，《天人五論》即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6. 對張氏而言，自馬克思觀點出發，對中國哲學之方法進路進行探討，獲益極

大。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在檢是存在與思維間之關係甚有貢獻，而存在與思

維乃是不同民族之哲學中所共有之問題，即具有普遍性。

……但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思維與存在的問題。

7. 張氏在尋找可以將中國傳統之方法進路與西方進路綜合之文化研究中，

Bunnin 指出他特別留意幾組關係，即：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以及分析的

與辯證的推論。張氏之信念是：

將來的中國哲學，固然必是西洋哲學影響下的產物，而亦當是中國舊

哲學之ㄧ種產物。

……，我們所需要的新哲學，不只是從西洋的最新潮流發出的，更須

是從中國本來的傳統中生出。

8. 歐洲與印度哲學的特殊價值：兩種哲學之組成份子中有許多並不見於中國傳

統中。張氏認為古代希臘哲學，在概念、論證與系統上都有助於思想訓練之

進行。而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因此必須加以理解。張氏

之論點是：

……，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大都沒有形式上的系統，很多哲學觀點是用

「卮言」「雋語」表達出來的，其所包涵的深刻含義不易理解。受過西

方哲學的初步訓練，再來鑽研中國哲學著作，才能發現其中的精旨奧

義。

9. 張氏強調使用不相容方法，如嘗試通過西方概念與範疇對中國歷史進行探索

或予以評價，將會出現錯誤。因為「不同的民族的哲學理論，更是具有不同

的概念、範疇」。(這裡的概念、範疇是否是方法的核心？是否和知識論有關？)

10. 張氏認為中國哲學在本質上不同於歐洲或印度哲學，所以必須先對中國哲學

之基本特徵進行理解。因此，他嘗試發展一套在本質上能回應中國哲學之特

殊系統，通過對中國哲學之概念範疇與層次體系之研究，他終於近代中國第

一本系統論述中國哲學範疇之專著，《中國哲學大綱》。(這裡談到歐洲和印度

哲學，但之後羅亞娜教授並未引印度哲學，不知道為什麼。)

11. 概念與範疇之討論：張氏認為中國古代關於「名」之意義的理解有兩層，「一

指名詞，一指概念」。因為張氏視概念為稱述具體之物體或現象之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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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關於「名」之理解並無法作為依據以區分概念與範疇。對於範疇，

張氏舉韓愈〈原道〉中「虛位定名」之說以解釋。

「原道」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所謂虛位即是空格子，

可以添上不同的內容。儒家、道家、佛教都講道，而其所謂道，彼此

意義不同，所以稱為虛位。至於仁義，則有確定的內涵。……韓愈所

謂虛位，比較接近於近代所謂範疇。

(但是仁義在各家，應該也有不同內涵)

張氏亦自語源學上說明範疇二字源於《尚書‧洪範》與其意義，並論證範疇

之中文譯名的適切性。張氏並強調欲研究中國哲學史，則必須先理解中國哲

學之概念與範疇之本來意義，然後才能正確理解思想家之哲學學說。

12. 張氏觀點因受客觀環境影響出現唯心與唯物主義之對立鬥爭的討論，而且在

哲學家之評價上亦顯示出馬克思主義之階級實質的思考，如他對於李贄、王

夫之二人之評價即明顯展現唯物觀的價值體系。張氏對於唯物主義之肯定，

主要在於唯物世界觀本身上，而認為「唯物主義是引導哲學思想前進的主要

力量」。但後來在與 Edmund Ryden 談話中，張氏承認在政治態勢極為緊張情

況下，他被迫使用「馬克思特殊語詞」。(張岱年也同意譯者抽調一些特殊的

部份)

13. 張氏仍然強調傳統二元範疇之本與至，並以此作為將事物與觀念統一之辯證

基礎。儘管他仍將事物與觀念(或經濟基礎與理想之理論型態)視為階級架構

之一部分，但在此脈絡中，此二者之關係卻是兩相依賴與互補。張氏論辨傳

統中國哲學因奠基於補充原則，而成為一種辯證法之代表。他認為這種補充

結構是一種理想模型之型式，而有別於傳統歐洲結構。

中國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主要是對自然及人事的觀察。哲學家們肯

定事務有必然的規律，而不是像黑格爾那樣，認為這是理解觀念的必

然方式。我們有理由把以上所述的這些理論稱為中國哲學中的辯證

法……。

14. 作者認為張氏關於傳統之補充原理的界定，若自辯證之語源學上思考，是可

以承認的。假定哲學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可有不同結構之形式展現，則中國古

代理論中補充原理亦能被視為可以歸屬於辯證思想論述中。

15. 張氏在傳統中國思想中亦發現可與西方範疇相對應之觀念，即氣。他引證老

子、莊子與荀子哲學思想中之特殊詮釋證明其論點，然而張氏絕大多數之分

析並未考量引文在全文之上下文中的涵義。

……我們可以說，氣是中國哲學中的物質概念……中國古代哲學中所

謂氣是無生命無意識而為生命和意識的基礎的客觀實體。

作者認為張氏之研究適當地回應他在當時所處時代中必須完成之責任(這裡

應該是指加入辯證法)，如果他的願望是求生存，以及持續研究與發展。

16. 張岱年最顯著之貢獻：試圖綜合中國與西方之思想傳統，以及不同文化間之

方法論。作者認為張氏「綜合創新論」與先前大多數理論家不同，亦因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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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內容特殊而有別於當代理論家，但最特別的是在方法論上。

對張氏而言，不同文化的綜合，不僅是分離的、彼此相互無關聯的內容或方法之

聚集結合，而是可以在不同文化的論述中作為適當的工具以建構出文化的融合。

雖然張氏方法論之研究並未全然實現，但自其探討中可以感受到他對兩種文化傳

統之創新合併，而這正可以符合全球化需求，而且亦顯示出平等原則之基礎。張

氏之哲學學說展現出他對真理與道德之熱情，他將人類價值組合而成一廣大範圍

之才華，以及他對所處時代之需求與問題的連結。

黃偉雄助理：

這裡的 creative synthesis，應該用創新綜合論較好。而羅亞娜教授處理張岱年，

相對來說，有處理不好的地方，她沒有清楚區分張岱年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她也

並不了解張岱年的背景。如張岱年在二十七歲就寫出《中國哲學大綱》，且只比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晚兩年，也引起很大迴響。而羅亞娜教授好像以為，張

岱年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 1952 年，中共整合大學時，把非馬克思主義

哲學集中入北京大學，其中張岱年就被調到北京大學。要知道當時代的哲人，如

馮友蘭等人，在解放前後，有不同的工作，尤其後來主要是談馬克思主義，如何

與中國社會接軌。張岱年很認真將中國與馬克思作結合，這點羅亞娜教授講得沒

錯，但是寫《中國哲學大綱》的張岱年，是在解放之前，應該不是做這樣的工作。

所謂綜合論，是解放後的共識，但主要的代表人物，應該是馮契。講對中國與馬

克思做綜合，應該不是張岱年的重點。羅亞娜教授也沒有提到張岱年如何用範

疇，來談中國哲學，如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所作的運用，以及他對後來的影

響。

楊秀宮教授：

也許羅亞娜教授是讀張岱年的後學，以為他受馬克思辯證、唯物的影響，而與心

學和黑格爾對立，有人說張岱年是涵蓋古今中外的統一，也因此羅亞娜教授才說

是綜合論。另外 commitment，是否有約定俗成的意思？

齊婉先教授：

這可以再斟酌，在此應該不是指大家有約定，而是指當時那群人的心態，自己決

定發展一輩子的研究，所以才用「自期」。

楊秀宮教授：

另外 Xian district 應該是獻縣，大陸有這個地名。

這裡要再確定一下，「定名」是有內涵，而接近範疇的「虛位」，是形式，而有不

同的內涵？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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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張立文而言，範疇是大概念，例如孔子「仁」的概念與恭、寬、信、敏、惠等

概念有關，此大概念是在樞紐地位。

邱建碩教授：

羅亞娜教授這裡著重的，應該是中西方法論。如馮友蘭是舊瓶裝新酒，把西方的

架構和內容都帶入。而張岱年綜合的方法是來自中國本身，像西方講「概念」，

而他找中國的詞源，他用的是「範疇」，張岱年是有自覺的方法論，不同以往。

當然這種綜合的工作很困難，有許多問題，例如中國若沒有這些東西，而放入西

方的語詞，可能造成窄化。

李賢中教授：

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基本架構是西方的，而用不同的名稱，例如形上學

是稱為本根論、人生論就近於西方的倫理學、知識論則用致知論等，並把各個中

國哲學家納進來討論。他的創新是應該是在綜合，但這真的需要廣泛的知識，剛

才就討論到，現在如何培養此種廣泛知識的人。

邱建碩教授：

現在這種分科精細的時代，應該很難，如果想作大百科的工作，馬上被人質疑是

否有此能力。

李賢中教授：

這可以由年輕老師們日後從制度上提建議。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讀書會，是 6月 12 日星期六早上九點，討論的主題是 19.4 李澤厚與 19.5

牟宗三，李澤厚由輔仁大學尤煌傑教授導讀，牟宗三則由新竹教育大學劉貴傑教

授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