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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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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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弘

主題：

Zhang Dongsun’s 張東蓀 (1886-1973) plural epistemology (duoyuan renshilun

多元認識論)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林正弘、李賢中、黃偉雄、周穎君、蘇芳瑩、陳明威、張添桓、張佑

禎

記錄：張佑禎

導讀與問題討論：

林正弘教授導讀：

張東蓀有一本知識論專著，但是早年所作，羅亞娜引的不多，她主要的根據晚年

的著作。她又根據兩部關於張東蓀的著作，即張耀南寫的《張東蓀》，以及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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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an 用英文寫的〈張東蓀：多元知識論與中國哲學〉，在書上 333 頁列的書目

有提到這篇文章，張耀南也寫過張東蓀的知識論，在洪葉出版，但此著作已經絕

版。羅亞娜教授的引用，若是中文材料，就看中文材料，若是英文材料，就看英

文材料，不要看翻譯，因為翻譯有問題。

一、張東蓀知識論的特色

1. 以西方知識論的架構及概念為基礎，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識論體系。

2. 在適當的環節，加入中國哲學的相關概念及學說，有助於瞭解中國哲學中有

關知識的看法，但他自己的知識論基本上是西方式的。

3. 將知識論的議題延伸到文化及社會的層面，特別強調文化及語言對邏輯的影

響。

張東蓀的說法整體上全是西方知識論，他比金岳霖更洋化。

在西方傳統，沒有注意到知識受語言文化影響的層面，當代才講知識社會學，注

意到社會相對性，張東蓀則很早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層面。

二、張東蓀的形上學：泛架構主義

1. 否定在物的性質之外，尚有所謂「物實體」（substance）的存在。

2. 除了我們所能感覺到的物之性質之外，再沒有所謂「物的本相」或「內性」。

3. 但他並不否定外物的存在，他認為我們所感覺的外物之性質及其相互間的關

係，確實存在於我們的心之外。這些性質及關係是一種比較固定的架構。

4. 影響我們的感覺的外在原因是架構而非物之實體或其內性。

5. 架構可以用定律來表達，因此，他認為定律是真實的，而物的實體或內性則

否。他以原子理論和相對論為例，來闡明上述觀點，並引伸到禪宗的「空」

及道家的「無」。

6. 一切存在體可區分為無生命的物質、有生命的生物及有意識的心三類，各有

不同的架構或關係：

（i） 物：質量、速率、惰性(inertia，今天或說慣性)、密度等。(這裡主張

有移動卻沒有物之實體，張東蓀的說法不易理解)

（ii） 生：除了「物」所具有的架構或關係之外，尚有：組織、職司、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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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適應能力四項。

（iii） 心：除了「生」所具有的架構或關係之外，尚有「意識」

（consciousness），張東蓀稱之為「覺」。(例如，人是有意識、有生命

之物。)

羅亞娜在此先講張東蓀的形上學，再講張東蓀的知識論。羅亞娜的立場，是同意

Jiang Xinyan 對張東蓀的理解，以為張東蓀是以形上學為其知識論基礎。張耀南

對張東蓀的理解不同，以為張東蓀是以知識論為其形上學的基礎。我本身同意張

耀南的理解，羅亞娜則同意 Jiang Xinyan 的理解。

對外在世界 external world，人的 mind(human mind)如何知道？過去 John Locke

主張兩者皆是實在，稱為代表實在論 representative realism，Gorge Berkeley 則問

你如何斷定外在是實在的？這是沒有根據的，外在世界的解釋應該是 physical

object 等於 mind 的 collection of ideas (physical object = collection of ideas)。張東

蓀的想法特別，他不承認外在有物之實體，也不是我們的 mind，只是性質，一

般人的想法，是有外在才有性質，Berkeley 則以為性質在我們的 mind，張東蓀

說法則是 physical object = collection of quality， quality 並非物質實體，也不只是

mind，而是關係 relation。我們知覺到的是性質，而非實體。一般人以為有一樣

東西才有性質，但這只是我們的假設。

李賢中教授：

這是否是整體架構？或者有甲架構或乙架構？

林正弘教授：

不一定是整體架構。

李賢中教授：

張耀南似乎認為，張東蓀是否是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影響，認為沒有物自身。

林正弘教授：

康德說物自身不可知，但沒有說沒有，不可知就不必說了，因此，我這裡是依據

張耀南的立場，張東蓀的知識論是形上學的基礎，而不是 Jiang Xinyan 的說法。

張東蓀是要解決西方傳統知識論問題，也就是內心如何知道外在世界？他認為我

們最好不要承認外在世界有 material substance，否則我們的 mind 要如何知道，

就會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我不認為張東蓀解決問題。我們很難想像，沒有這個

人，卻有個性。羅亞娜也提到，張東蓀晚年沒有辦法著作，張東蓀好像受到很嚴

重迫害。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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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超越人原有認知架構，去看到其他的性質？

林正弘教授：

他提到人先驗架構，有空間、時間、主客三者，沒有 substance、causation 或者

我，此與 David Hume 相近，但他並未明說。

西方語言有一個架構 subject – predicate，此是思想架構，與外在世界架構不同，

張東蓀的思想，是去 subject – predicate 的 subject，只有 quality，他去掉 subject，

又去掉 material substance，但張東蓀只有一個構想，如此還不足以成哲學家。你

從構想作表述，會有麻煩，解決麻煩才能有價值，張東蓀只有一套想法。以

Berkeley 的說法為例，Berkeley 還不能解決穩定性的問題，例如你離開現場，沒

有知覺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消失，當你回來，這些東西仍在，所以 Berkeley

還沒解決穩定性的問題。張東蓀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實體，如何說明

穩定性？Berkeley抬出上帝。張東蓀和Berkeley都同意，人腦中沒能形成一個 idea

叫 material substance，你所想的都是性質。Berkeley 解釋我們為什麼有 idea，是

因為上帝，張東蓀則說明因為有外在的原因，此原因叫架構。外在世界的架構，

可以科學定律表達，所以提出原子論等等，德國一名物理學家，即說明我們從顯

微鏡看原子，也只是看到效應，我們看不到原子本身。又如從相對論，也可以不

承認有引力，移動也許只是空間關係，科學定律即說明其相互關係，不必假設真

的有一種引力。

李賢中教授：

我們只假設現象來解釋，解釋後又否定了有引力，這種認知差異要如何了解？

林正弘教授：

這是認為科學定律的模型不要當真，只要能成功解釋即可，這是科學實用觀、科

學工具主義，與科學實在論不同，張東蓀應該是科學工具主義，科學工具主義以

為假設不要當真，張東蓀甚至不作假設，所以也很難說是科學工具主義。

李賢中教授：

這好像涉及歸納法，先歸納出定律，被推翻後，再重新建立一個知識。

林正弘教授：

張東蓀主要不在這個問題，而是關心現象背後，是否有一實體，張東蓀認為可以

沒有，這是打破一般的常識，這有點像現象主義，指出只有架構在，張東蓀主要

是知識論的動機。

黃偉雄助理：

定律的真實，也許是邏輯上的真，如比照金岳霖，他講的是邏輯上的真，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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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物理世界，並不重要。

林正弘教授：

這應該不只是邏輯，而是外在世界真的有一個架構，是經驗上的。

黃偉雄助理：

這裡所指的邏輯，是說邏輯真也許是約定，傳統西方邏輯真是自然律來保證，由

邏輯反推至形上。張東蓀這裡的西方哲學背景，是否像羅素的想法，以為邏輯與

形上世界的真不一定同一？

林正弘教授：

這裡沒講這麼清楚，張東蓀這裡是的承認架構存在，定律看來好像是描述世界架

構。如果定律講實體那就不真，科學定律好像描述架構，就連牛頓定律，若只看

公式，說明力的作用，也看似架構。

李賢中教授：

這種思維，好像是只從科學定律看現象。

林正弘教授：

但是科學家並不主張沒有實體，性質是依附實體，張東蓀卻以為只有性質，並以

此牽涉道家的無，與佛教的空。

李賢中教授：

但道家的無，是宇宙根本，是實體，佛教的空則不是如此。

林正弘教授：

佛教禪宗所說的空，不知道是否是如此，但張東蓀是用西方的架構，禪宗與道家，

也許是可以用來插花，所以納入。

李賢中教授：

張東蓀也許受西方影響，又想要批判西方。

林正弘教授：

從 John Locke，到 Gorge Berkeley，再到張東蓀的說法，這個脈絡很清楚，張東

蓀比 Gorge Berkeley 少的，是上帝的說法，Berkeley 的形上學即建立在知識論上，

說明不要揣測實體。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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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張東蓀是以知識上可以知道的，才能接受。

林正弘教授：

他這樣的思考也行，但是需要再建構，要把物體的語言，轉成只講現象。張東蓀

也是提初步架構，這個架構也許不是不可作。如 Carnap 曾類似的工作，Berkeley

則講 mind、idea，Hume 則不同，他是極端經驗主義，說明我並未 perceive 一個

獨立存在的 mind，而只是一束 idea，並沒有 perceive 一個意識的主體。

林正弘教授導讀：

三、張東蓀的知識論

張東蓀的知識論主要是要回答西方傳統知識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如何正確認

識外在世界？換言之，外界的構造與內界的構造之間如何關聯？因此，他除了提

出形上學理論，說明外在的構造之外，還必須說明內界的構造。他認為內在構造

（亦即知識）含有四種元素，彼此之間不能化約，亦即互相獨立，不可歸併。故

稱之為「多元論」（pluralism）。現簡述四種元素如下。

1. 條理：(他講條理，這裡用的是 external order，這不知道是羅亞娜翻的，還是

Jiang Xinyan 翻的。)

條理一方面是外在構造，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我們所認知，故也屬於內在構造。它

包含原子性（atomic nature）、連續性及創變性。

Jiang Xinyan 對張東蓀有所批評，認為他未提出充足的理由來支持條理的客觀存

在。張東蓀對此亦有回應。（p.245）

2. 格式：

先天的內在構造，感相形成的先驗條件，包括時間、空間及主客（能知與所知）

三格式。

3. 設準：

後天的約定，包括靜態的範疇與動態的邏輯涵義（logical implication）兩類。邏

輯涵義乃是邏輯的基礎，而不是由邏輯導出的，它具有任意性和可取代性，它是

否適用乃取決於便利與否，而非依賴其有效性。

4. 概念：

概念是依據我們的經驗和習慣而形成的，它未必是外在世界的自然呈現；它是主

觀的，但卻非全然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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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作一些補充，John Locke 的“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以

及 Hume 作的“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都問觀念如何而來，觀念是認識外

在所用的觀念，如因果、時空、自我等，Hume 以為是習慣而產生，有人說康德

不滿意 David Hume 的說法，而提出先驗架構，如果我們沒有時間空間概念，去

知覺，還是沒有知識，康德沒說我們天生就知道時間觀念，而是指說你能夠學會

這些。

李賢中教授：

時間與空間是否是一個觀念？有人說它們不是兩個觀念。

林正弘教授：

它們是相連的，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李賢中教授：

所以一個或兩個觀念的標準，並不在相關連，而是在腦中可以做區分。

林正弘教授：

的確，你腦中可以設想，可以區分，表示抽象之中，形狀與顏色可以抽離。康德

說這些概念架構是自我能力，是主觀的，物自身則不必管它，張東蓀則非如此，

他認為架構是外在，討論外在架構與內在架構如何相合，這是一項挑戰，也是

Berkeley 對 Locke 的挑戰，張東蓀提出的是條理，此既是外在又是內在，但他的

條理我覺得講不清楚。

設準則是後來人造的，邏輯是人造的，格式是先天的，知識有此多種元素，因此

說知識多元論。

條理有原子性、連續性、創變性，這裡先說明原子性，此是說東西一直分一直分，

總有一單位，我們以這種方式認識世界，否則邏輯就沒有 individual sentence。

李賢中教授：

原子仍不是實體嗎？

林正弘教授：

原子是外在結構。

李賢中教授？

此是否與擴延性不同？

林正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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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擴延性不同，但這裡先天內在構造只提到三個，不知道為什麼不提擴延性。

關於連續性，有點像數學稠密性，我們說一段時間不段分割下去，但兩個不是隔

開的，並沒有所謂下一瞬間，下一瞬間只是我們的想像，但我們卻是用一點一點

的方式，去了解這個世界。Hume 提因果，也說從這到那，這中間不可能沒有影

響，一定有一個東西，Hume 講的是 contiguity，緊鄰性，對時間也是如此，例如

我們說三十年前，廣島被投一顆原子彈，三十年後這裡的人得到癌症的機率很

高，這中間一定是一秒也沒有間斷，只是被沒有看出來。

條理即是外在與內在的橋樑，外在有條理，我們內心也有條理，因為內外有這個

相似性，所以條理可以為橋樑，在此張東蓀與康德不同。

李賢中教授：

在 241 頁提到格式、條理是唯一，這裡的意義為何？

林正弘教授：

這是說世界就是如此，不可代換，例如人的 mind 天生即是如此，不可代換，格

式也是如此，這相對於邏輯，邏輯是有不同的。這是張耀南整理的區分，很多地

方不易理解。

林正弘教授導讀：

在 245 頁第二段，提到 Jiang Xinyan 對張東蓀的批評，在於張東蓀提出不完整的

基礎，張東蓀以為條理客觀存在，但張東蓀這麼說的基礎何在？我們如何知道這

種 order？我們的內心可以知道原子性、連續性，但如何知道外在也有？

張東蓀的回應在於，如果內心沒有，則不必假設，你內心如果有此等變動，才說

外在有此種變動，這是預設內外相依賴與互動，不是說原子性、連續性完全是外

在，而是連結內外。但我不認為張東蓀回答問題，張東蓀主張我的內心有 order，

而以為外在也有，以為內外都有 order，此種說法似乎與其基本立場衝突，張東

蓀也主張，你若不能知道外在，就不說它是存在的，此基本立場看似與前面的回

應衝突。另外，原子性、連續性、創變性，三者為什麼是最基本的橋樑？

至於何為先天？這是指你能知道時間先後的區別，這些是先天結構，舉例來說，

一盤果凍溶解後，上面產生凹痕，事後你看凹痕的結構，即可區別哪邊是先被溶

解，哪邊是後面溶解，你能知道先後區別，這些是先天結構，這使你能學習時間、

空間，以及主客的區別，此三者是先天的格式，為先天結構。你感相的形成，也

就是感覺到的 image，必須先有格式，才使你有知識。至於感相是否合於外在，

暫先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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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

《墨經》也有描述時間，久，時間是不能從感官去知道的。

林正弘教授：

你的五官看不到時間。只是這裡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格式只有這三個，例如，

material substance 為什麼不能是格式？再者，除了時間、空間感官感覺不到，因

果也是感官知覺不到，但這也是形成知識先要有的，為什麼不是格式？

黃偉雄助理：

這也許是受康德影響。

林正弘教授：

張東蓀也許不滿意康德，有些康德以為是先天的，張東蓀以為不是，最重要的，

是康德沒有提出條理，張東蓀要用此條理，來溝通內外。張東蓀仍討論獨立於感

官的世界，它成立的條件為何？張東蓀以為是架構，我如何知道這個世界？張東

蓀用的是條理，這是我所知道的西方所沒有講的。

李賢中教授：

為什麼西方沒有講？是否是他們覺得不能解決？

林正弘教授：

這是不可解決的。會提到橋樑，就表示有彼岸，但你又如何知道有彼岸？

林正弘教授導讀：

再說設準，他講設準有動態靜態，靜態這裡講得非常少，動態則是邏輯涵義關係，

例如關係的三個性質，第一是傳遞，如甲大於乙，乙大於丙，甲一定大於丙，此

為傳遞，第二是對稱，指一物跟另一物有關係，反過來也是如此就叫對稱，否則

是反對稱，如我愛你，你不一定愛我，此即反對稱，最後是反身，指一個東西跟

自己一定有的關係，如一條線一定跟自己等長。如果一個關係既是傳遞，且是自

反，必定蘊含反對稱。邏輯含動態與靜態，動態是指邏輯蘊含，我們是先知道蘊

含，再談邏輯，而不是由邏輯推出蘊含。邏輯規則是告訴你，把本來含有的東西

推出，邏輯也是可取代性，你也可能發明兩種邏輯系統，例如，我們學二值邏輯，

它作為邏輯的基礎很好，但它其實用途不多，我們在很多情況不知道真假值，所

以有人用三值邏輯，在數學的場合，我們可能會用二值邏輯，在不知道真假的情

況下，就可能用三值邏輯，像道德命題就沒有真假，又如在形上、道德的場合，

最好使用模態邏輯，它講可能，在數學的場合就不會使用模態邏輯，在道德場合，

會考慮可能世界，譬如我說如果在某種情況，我不會作那種事。因此，邏輯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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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不是先天的，是可取代的，每一套邏輯有其自主系統，是人造的設準。數

學也是人造的，例如，世界只有兩棵數，沒有「2」。

關於概念，自然環境使你形成某些概念，也不是任意，例如愛斯基摩人就有兩百

多種語言，來描述雪。又如魚的分類，說鯨魚不是魚，是依生物學家的分類方式。

張東蓀自己把因果、物質實體放入概念，而格式卻只有時間、空間、主客三種，

與康德不同，但張東蓀沒有解釋為什麼，也許給張東蓀時間，他會分的更細。

李賢中教授：

邏輯是先知道蘊含，再構造出來。邏輯有推論，通常我們在作推論，是說從已知

推未知，他的說法，好像與我們一般的說法不同。

林正弘教授：

我們先有含蘊規則，才能作推論，以此為例，P┤P Q，你已經知道，P 為真就

能有 P Q，才會推出 P┤P Q。象棋規則就不是蘊含，馬一定這樣走，車一定這

樣走，能夠玩下去即可，邏輯規則卻不是隨意規範。

李賢中教授：

那邏輯是客觀的嗎？還是如張東蓀所說，不同文化，有不同邏輯。

林正弘教授：

很難舉例說不同文化有不同邏輯，而是說不同場合，用不同邏輯。

李賢中教授：

不同場合有不同邏輯，不同的邏輯間，是否在更高層次，有一套邏輯能籠罩所有

邏輯？

林正弘教授：

沒有，必然有很多可能的意思，不同的意思有不同的模態邏輯，模態邏輯涉及不

同的可能世界，有不同的了解，這涉及形上學，所以我們就是以哪種形上學，來

看用哪種邏輯，而非以邏輯規定我們的思想，這只是幫助你釐清你的思想，例如

機率理論，並不是在萊布尼茲之後，才有 probability 的想法，只是萊布尼茲用他

的理論，幫助你釐清 probability 的想法，來指正你可能的錯誤。我們是在基本想

法中，訂出一套邏輯，在複雜的情況下，以此來幫助你了解想法衝突的部份。

林正弘教授導讀：

四、張東蓀論語言、邏輯與思想三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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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邏輯原本是用來調整語言，使其能勝任辯論的功能。(這句話不一定正確，有

時語言更能勝任辯論。) (以邏輯調整自然語言，例如我們說“A is better than

B.”，而說“Sandwich is better than nothing.”，表示有三明治比沒有東西好。又

可能說“Nothing is better than God.”，表示神最偉大，如此可能有人做推論

“Sandwich is better than nothing.”， “Nothing is better than God.”所以“Sandwich

is better than God.”，如此變成三明治比神好，但是日常語言中“nothing”不會

是名詞，而是存在量詞，邏輯就可幫助你釐清，不會把它當成名詞，但我覺

得要作調整的情形，英文比中文多。)

2. 然而，符號邏輯卻演變成為自足、自圓的一套規則或系統，因此，名理界乃

獨立於外界與內界，既非外在實況的複本，亦非意識結構的心理表徵。(這裡

大多講邏輯的自主性，與內外不相干，但邏輯是以自然語言為模本，邏輯並

非與外界不相干。)

3. 語言會受思想的影響，張東蓀以英文的“it”和“to be ”兩詞為例，說明中文無相

當的詞，乃是因為中西形上思想不同所致。(“to be”在英文可表示「是」或「存

在」，康德就曾問「存在」(exist)是否是性質，他以為不是性質，存在是指有一

事物，不能當作 predicate 表示。但此問題奇怪「存在是否是述詞？」，“exist”
本是動詞，動詞本是述詞，事實上他在是問存在是否是性質，在中文沒有這個

問題，中文「存在」並不是名詞，而是指在…(at)，或說「存」是 survive，或

說有、沒有，因此我們不會有「存在」是否為性質的問題。)

4. 沒有一套「唯一的邏輯」，中國可依據自己的思想或語言，發展出不同於西方

的邏輯。(有人說「墨辯」、「名學」不是邏輯，那也是以西方的觀點看邏輯，

才會有的說法。)

羅亞娜教授這裡有一些錯字，在 231 頁中間中文引文第三行，「上惑經驗是

的…」，應該是「上【或】經驗是的…」。

在 232 頁，第一段中文引文第二行「…感覺即不是外物的寫照…」，應該是「…

感覺【既】不是外物的寫照…」

在 233 頁最後，「須知之在物理學等於感覺論之在心理學。」張東蓀的原文應該

是「須知【原子理論】之在物理學等於感覺論之在心理學。」

在 238 頁最後一段引文，英文的倒數三行“Without recognition we could get a

glimpse of …”應該是“Without recognition we could【not】 get a glimpse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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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1 頁引文英文的第二行“In his treaty…”應該是“In his treatise…”

在 246 頁第一段引文中文第二行，「因為他和直觀上的格式(即空時主客)所以不

同。即在於…」應該是「因為他和直觀上的格式(即空時主客)所以不同【，】即

在於…」若不用逗點會很難讀。同頁最後一段引文中文第二行「為設有這種格式，

則…」應該是「為【沒】有這種格式，則…」

在 247頁，最後一段引文英文第二行“the first is space,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third

is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 ”應該是“the first is space, the second【is】time, and the

third is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因為前面 the first 用 is，後面 the third 也用 is，

因此文法上，中間不可省略 is。

在 251 頁，上面引文英文的第一行“I suppose that the reason postulates belong to…”
應該是“I suppose that the reason 【why】postulates belong to…”

主持人結尾：

非常感謝林老師的導讀，下一次研讀會的時間是 7/24 星期六早上 9：00~13：00，

由沈享民老師導讀金岳霖的部份，由郭朝順老師導讀馮契的部份，歡迎大家都能

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