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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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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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享民、郭朝順

主題：

1. Epistemolog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Dao and the truth: Jin

Yuelin 金岳霖 (1895-1984)

2. The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Marxism”: Feng Qi’s (馮契, 1915-1995)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沈享民、郭朝順、蕭宏恩、黃筱慧、陳振崑、黃偉雄、周穎

君、陳明威、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導讀與問題討論：

沈享民教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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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2 Epistemolog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Dao and the

truth: Jin Yuelin 1895-1984 [金岳霖：透過道與真之間關係折射的知識論]

金岳霖的語言離我們較遠，有很多是他自己想出來，我本人還不能完全理解。本

書看來主要談其存有學的部份。

金岳霖對中國哲學現代化也很重要，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當時他主要在

談政治學，後到倫敦大學，而對邏輯感興趣，當時羅素思想尤其出名，金岳霖有

受影響，也受 Hume 歸納法的影響，他也許是國內第一位，對歸納法較有正確理

解的人，當然，今天學界對歸納法又整理過好幾次了。

金岳霖本人《邏輯》、《論道》、《知識論》，是他回國後著力最多的三本書。

大陸學者胡軍有專門著作《金岳霖》。有關對當代前輩做較專門的研究，大陸學

者似乎作得較多。

在此我主要是將羅亞娜的英文翻成中文，如果要再深入討論金岳霖，有更好的專

書作參考，如胡軍作的《金岳霖》。

264 頁 22.1 生平與著作（略）

引胡軍 2002

休謨的歸納法問題一直是金岳霖一生的中心關懷，而在羅素的數學原理裡

頭金岳霖看到了「分析即哲學」的主張。在這樣的影響下，他放棄了早先

信守的新黑格爾主義。

作者（Jana Rošker）評論：

與羅素不同，金岳霖把分析視作方法，而不是哲學的本質；分析法表現了建構新

哲學系統的最有效工具。因此，金岳霖之能被當作羅素學派的信徒只在於方法學

方面，而不應該被看成分析哲學家。

(這樣的區分不知道是否適合？又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也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區

分，正如分析哲學也談詮釋的問題。)

雖然金岳霖視其形上學與存有論的研究為其哲學最重要的部分，當代學者也

把金岳霖當成現代中國最重要的邏輯學家與知識論學者。但從西方論述的觀點看

來，金岳霖的理論並非特別有原創性，他的一般哲學貢獻仍然切合於把西方思想

整合在傳統中國思想的架構中。

(金岳霖本人可能最看重知識論，今天大部份則討論金岳霖的形上學系統，討論

他所著的《論道》。)

265 頁 22.2道，能與式

「道」是金岳霖存有論的中心概念，他視之為所有實在界的不可表達的神髓與動

態變化的本質歷程(這是羅亞娜的話，而非金岳霖的說法)，蘊涵了萬有生滅存亡



3

的原理原則。雖然道以不可計數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在許許多多部分特性的獨

特組合中，道成為可感知的（tangible）。(道也許是可知的，只是你知道的可能

不是全部)金岳霖把這些特性區分成共相與殊相：

“一塊白玉、一批白馬與一堆白雪都是具體的事物。一塊白玉的白不同於

一匹白馬的白，也不同於一堆白雪的白，而且也不同於另一塊白玉的白。

這塊白玉所特有的白，就是這塊白玉的殊相。這塊白玉和另一塊白玉、一

匹白馬、一堆白雪所共同的白，就是這塊白玉的共相……共相是普遍的，

而且有普遍性和完美性。”

A piece of white jade, a white horse and a pile of white snow are concrete

things. The whiteness of white jade, however, differs from the whiteness of a

white horse or of a pile of white snow. Is also differs from the whiteness of

another piece of white jade. The whiteness, which is specific to a certain piece

of white jade, is a particular property of that specific piece. That which is

common to the whiteness of this, or some other piece of jade, to white horses

and piles of white snow, is a general property of this piece of white jade.

General properties are universal, typical and perfect. (Zhou Liquan, pp. 14-15)

(這裡假定各東西有一個白，又有一個共相白，但今天可能主張，這是概念，而

非共相存在，這與實在論問題相關，金岳霖應是受新實在論的影響，以為共相存

在，馮友蘭翻成潛存。)

金岳霖將殊相看作是共相的不同顯現，後者因此被前者所表達。然而，存有

者不只是共相與殊相的總和；存有者的具體化，也就是其現實存在，必然地被另

一根基性質所先在制約。此一性質，乃所有具體存在與存有者的特性，金岳霖稱

之為「能」。此不得不令人想起 Aristotle 的質料與新儒家的氣概念，也就是宋代

理學學派所設定者。 ibid., p. 15

( 能 不容易翻譯，它不是 Aristotle 所說的潛能，能不等於可能“possibility”，

金岳霖有另外的說法談可能，這裡能可用數學 x 代表。)

266 頁 金岳霖的「式」的觀念，同樣地被當成對應於亞里士多德式的「形式」

與朱熹的「理」概念。不過，金岳霖自己拒絕了這樣的看法：

“朱子底「理」與「氣」，我不敢說就是這裡的「式」與「能」，亞里斯多

德底「形」與「質」，我也不敢說是這裡「式」與「能」……若把「氣」

與「質」當作經驗中「東西」，……至少在我個人看來，經驗的「東西」

無所謂必然，而「理」與「形」很可能沒有這些「東西」。我這裡的「式」

與「能」，在我個人，的確是不能分離的，而他們之不能分離，在我看來，

的確是必然的。”

I dare not claim that Zhu Xi’s concepts of li and qi are equivalent to my

concepts of form and potential.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the Aristote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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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of form and substance. If we assume that Zhu Xi’s qi and Aristotle’s
substance represent empirical things, then in my opinion they are not

necessary; Zhu Xi’s li as well as Aristotelian form can certainly exist without

things. Moreover my concept of form and potential definitely cannot be

separated. In fact, their inseparability is a necessity. (Jin Yuelin 1995, p.164)

( 式 翻成 form，看似 Aristotle 的說法，但其實不同，Aristotle 的 form

是實現，金岳霖的「式」是可能性，這應該是和邏輯相關)

李賢中教授：

金岳霖的「式」好像是共相，我是這樣理解，這裡的可能性，是共相因認知而在

感官上有所呈現，這裡的可能性是否有人的參與性？

沈享民教授：

可能性的確是人可以掌握的。

李賢中教授：

他這邊的式與能和朱熹的理氣類比，是否可以作理氣關係這樣的設想？

沈享民教授：

剛開始好像是如此，但後來看下去，似乎不一定，可能要和邏輯類比，在知識論

上，他提出殊相共相。而式與能兩個用語，並不是經驗性的，例如 Aristotle 講

matter 即是形上的，此好像是沒有形式性的麵團。

陳振崑教授：

形式與質料應是階梯式的了解，例如麵團在此相對於麵包為質料，麵粉又是麵團

的質料，而原質是完全沒有形式，金岳霖也許與此相同。

沈享民教授：

很接近原初質料，但我們是用形式，回頭定義原質為何，原質也就是沒有形式，

但金岳霖一開始就出現「能」。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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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這裡看似反對經驗主義，如反對柏克萊存在即是被知覺，而想證明客觀實

在，知識就是與外在客觀實在的符合，好像宋明理學反對佛教的空的路數。

沈享民教授：

若從此問題，金岳霖恐怕還是沒有證明，他一開始就說有這樣的東西，沒有證明，

G. E. Moore 的說法，則是很有意思的證明，他從語言的使用來談。

郭朝順教授：

宋明否定佛教的空，但佛教的空，並非形上學的問題。除非是格義下講的空，若

以鳩摩羅什來說，空不是有無的問題，亦不是虛無，佛教的價值是解脫，他講價

值傾向的問題，我想這不是形上學問題，但也許中國佛教將佛學的意義轉成形上

學，才談妙有，十九、二十世紀間，也有學者也批評如來藏並非真正的佛教。佛

教的討論沒有唯一道路，可能有本體論與反本體論，龍樹即非本體論的詮釋，比

較接近佛教的想法。宋明反對的佛教，不知道是哪一部份，也許是隋唐有本體論

的佛教。「空」在佛教脈絡，如龍樹提中論的背景在於，部派佛教等就有實在論、

原子論等解釋，又有心物二元解釋，龍樹則攻擊不同的形而上系統，也不以為有

一絕對的無，佛教一開始也是反對絕對虛無。

沈享民教授：

所以他們是價值不同，而宋明以佛教主張無而作攻擊，而談實在，但可能也談得

不好。

沈享民教授導讀：

266 頁

概念，諸如：白、玉與馬，或白玉與白馬，屬於已經具體化或實現於存在真

實界的共相（universals），金岳霖還指出了存有的潛在形式的存在，還未實現在

具體時空中，例如超人、龍、共產社會。(潛在存在是某種存在，但問題是，我

們並不會說超人存在，若今日經驗主義依據奧堪剃刀，則可說你不必再替存在界

多加不可說明的東西，不如說不存在。)存有的這種形式，屬於可能性的領域，

代表一能夠包含、但並不是非得包含實現它們潛能不可的樣式（model）。每一共

相都包含諸可能性（possibilities），反之不然。對於可能（possibility）與能（potential）

之間的關係，金岳霖同樣設定：

“ 共相雖是可能，可能可不一定是共相。可能雖可以有能，而不必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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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universals are possibilities, not every possibility is also a universal.

Possibilities may, but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contain potential. (ibid., p.

160)

(可能也許是邏輯可能，共相應該是經驗上可能，但不一定非得實現給你

看到。但若是有純粹可能，與前述之「式」「能」不可分離的說法不同，

這裡意思不清楚。)

蕭宏恩教授：

在 265 頁，共相的英文，用 general，又用 universal，但這兩個字的意思好像不太

一樣，而殊相，以前好像是用 special，這裡不用 special，而用 particular 來談殊

相，是否有特別意義？

沈享民教授：

也許羅亞娜教授不是專門的哲學家，所以不用某些詞語，傳統上共相是用

universal，殊相用 particualr，而她不用 universal，用 general。至於 special、

particular，這裡還沒有例子區分。羅亞娜說的殊相，應該不是指個體 individual，

個體 individual 並不是性質，這裡是說白在那個東西的白，如白玉之白。

沈享民教授導讀：

所有現實可能與樣式的總和就是式。

“ 這析取排列起來的可能本身為一可能。這可能就是此處的「式」。”

Select structured possibilities are already a kind of possibility in themselves.

Such possibilities are (particular) concrete forms. (ibid., p. 161)

(這裡的「式 我把它理解成邏輯上的可能，是所有可能總和，即 A B

C )(金岳霖的析取應該是指選言 disjunctive。)

涵蓋所有可能與樣式的式，也涵蓋了包含在其可能與樣式（或一些）之內的

能。(「式」應該有如套子套住「能」，但「式」不能包含「能」，羅亞娜教授這

裡的包含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於是，

267 頁 無無能的式無無式的能。”

      There can be no form without a potential, and there can be no potential

without a form. (ibid., p. 163)

是以，能被實現在某一可能之內，此可能即被包含在相應的式中。具體地實

現在實在界的一切存有者生滅存亡的動態變化，表現在其普遍與特殊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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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共相與殊相）。所以，在可能性範圍（式所包括的這些可能）之內的能的

變動性實現，呈現了具體的發展歷程、每一具體事物的具體原則，以及一切現實

實在界的原初歷程與基本規律。這就是不可說的道，包含了式與能，兩者恆常地

同出於道，也同歸於道。(但是如何同出於道？又如何同歸於道？卻沒有說明。)

郭朝順教授：

這裡是否與太極有兩儀的語法有關？

沈享民教授：

可能不只如此，這可能是受懷德海影響，像他說的無極，像懷德海後效的上帝。

道則是最高的概念。

沈享民教授導讀：

267 頁

“道是「式」與「能」。僅「式」無以為道，僅「能」亦無以為道。這是

顯而易見的道理。同時我們要知道無無「能」的「式」，無無「式」的「能」……

「式」與「能」，雖可以分別的討論，卻不可分開地「是」道。道是二者

之合。”

Dao is “form” and “potential”. “Form” alone cannot be Dao, and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potential”. This is quite obvious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t the
same time, we know that there can be no “potential” without “form”, and vice
versa. Although we can discuss them separately, they cannot be Dao, as long

as they are separated. Dao is a synthesis of both. (ibid., p.175)

因為式涵蓋了所有的可能，式之外沒有能，能必然地連繫於可能。是故，式

是每一具體現實的共相與殊相特質的先決條件，也是每一存有者生滅存亡的原基

假定。就此意義而言。式代表能與可能之間，或不同的可能之間的連結。也因此

金岳霖將之視為必然性的規律或公設，他稱之為純理（pure principle）。純理被看

成定義每一具體現實物、以及所有現實實在界的規律。

除卻純理之外，一切存有者的生滅存亡的歷程也被各個規律所定義，此各個

規律被看成特定共相之間的關聯。

“「人都是有死的」這一條規律，就是人這一共相和有死這一共相之間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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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w (which says) that “all men are mortal” is the link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men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mortal. (Zhou Liquan, p.16)

268 不同共相之間的關聯是本然的（原基的或必然的）原則（固然的理）；其實

金岳霖將之化約成理。

不同共相之間的特定關聯也彼此關聯，此對於不同的可能也成立：不同可能

之間關聯也藉由 “over-links” 而彼此關聯。金岳霖也指出有所謂“over-links”的存

在，連結在各式各樣的共相與可能之間的關連。所有這些關聯以關聯之網的複雜

性安排起來，以決定存有。

現實存在的實在界由殊相的生滅來界定，形成一切存有永恆變動的一部分。

於是，由各共相間的關聯來定義的同一個實在界，表現了決定殊相生滅永恆變化

的動態歷程的原則。然而，具體殊相存亡的準確時刻不能完全界定或預見。金岳

霖稱殊相的生滅存亡為「勢」。

“ 共相的關聯為理，殊相的生滅為勢。”

      The links between universalities are principles, while the coming into being

      and passing away of particulars are tendencies. (Jin Yuelin 1995, p.135)

理是必然的，勢卻不能具體決定。金岳霖承認全體存有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 個體底變動，理有固然，勢無必至。”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of particular things, principles are necessary, while

      tendencies are not determined. (ibid., p. 318)

關於同一與差異，金岳霖也將共相與殊相的特質「移入」古代中國傳統的概

念範疇。

就本身而言，具體化在某一事物的共相是其性 nature ；就其它事物言之，

則為其體 essence 。就本身而言，某一事物的殊相是其情（sense）；而就其它

事物言之，則為其用。（周禮全，p. 318）

(這裡提到體用與性情，金岳霖講情，在此翻成 sense，不知道好不好？)

一事物的性與情因此被當成特質，代表其內在性質的部分；而其體與用乃相

對於其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來決定。性與體被看作是共相，而情與用是殊相（事物

的特殊特質）。實現在某一事物的殊相，在某一特定時空中，絕不可能完整表現

相對應共相。因此，情不能盡性，用不能得體。 ibid.

269 對金岳霖而言，具體現實的世界在時空上是沒有界限的。過去和未來兩者無

始無終，金岳霖用了古代中國的語詞「無極」來指謂過去的無限，也用了類似的

表式「太極」來指謂未來的無限。它們兩者的互動是永恆的變化，在一切具體現

實存有者的持續生滅之中顯示自身。無極乃原始混沌：

“ 無極為理未顯，勢之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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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xtreme emptiness (absence) principles did not function yet, and there

were no tendencies. (Jin Yuelin 1995, p. 316)

是以，無極是無，同時又是萬有或一切具體現實存有者的起源：

“ 無極為無，就其為無而言之，無極為混沌，萬物之所從生。”

  The extreme emptiness (wuji) is absence (wu); in this sense, it is also the

primordial chaos from which all beings arise. (ibid., p. 312)

因為共相是典型（亦即，代表一樣式本性）與完美的，在變化的具體實在界

之持續無限的歷程中，所有的殊相逐漸發展出邁向總體依歸於相應共相的勢。此

一想法也能透過古典中國的本體論的概念來表達：

“ 情求盡性，用求得體，而勢有所依歸。”

The senses tend to completely exhaust nature, while functions tend to

completely cover essence. Tendencies are adjustments to these trends. (ibid., p.

321)

就此言之，應該說金岳霖不可能完全避免在他那個時代盛行的存在規律的演

化觀，但是他仍打算以古代中國思想的概念與範疇來重塑此一觀點：

270 一切不合理和不完美的事物都要逐漸淘汰，而一切合理的和完美的事物

都要逐漸現實。這就是天演和道演。太極是現實世界發展的極至。太極，

則情盡性，用得體，而勢歸於理。太極至真、至善、至美。無極是道，太

極是道，無極而太極也是道。”

All the unsuitable (irrational, unreasonable) and incomplete things have

gradually been eliminated, while all the suitable (rational, reasonable) and

perfect things have gradually been realized. This is the functioning of Nature

and the Way(Dao). The utmost extreme (taiji) i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tualities. In it, nature is completely exhausted by the senses,

essence is completely covered by function and tendencies flow into principles.

The utmost extreme is the ultimat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he extreme

absence (wuji) is the Way (Dao). The utmost extreme (taiji)is also the Way

(Dao).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 is equally the Way (Dao). (ibid.,

pp.326-327)

22.3知識的理論

金岳霖強調他的知識理論只有根植於正確而有意識的官覺與理解方才有效，對此

他定義如下：

“正覺底定義：正覺的官能者在官能活動中正常地官能到外物或外物的一

部分即為正覺。”

The normal process of perceiving external reality or a part of it through the

senses of an observer can be called correct perception. (Jin Yuelin 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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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此處，正常這個概念並不代表一般範疇，而是一相對的判準，依特定處境而有：

“正常底定義：正常官能者底正常是對於官能個體而說的，不是對於類而

說的……把色盲的人安插在不色盲底範圍內，他們的確不正常，可是讓他

們自成一類，他們都屬於色盲類，而他們各自正常。正常不是對於個體而

說的。所謂正常就是具有類型。正常的官能者就是具有所屬類底類型的官

能者。”

The normality of the senses refers to individuals, not to the species…. If we

classify color-blind people with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who are not

color-blind, then color-blind people are not normal indeed… But if they form a
multitude of their own, they all belong to the species of color-blind people and

each of them is normal. Hence, normality doesn’t refer to individuals; the
so-called normality is a category of type. Therefore, normal senses are those

which possess characteristic qualities of a certain kind. (ibid., p. 128)

 (前面提到「正常官能者底正常是對於官能個體而說的，不是對於類而說

的」，後面又以正常官能者，是具有所屬類型的官能者，前後兩種說法不

同。)

271 頁 在這一認識的過程中，外在實在界透過許多意念與共相或殊相對認識主

體顯露自身。我們所官覺到的，金岳霖稱之為「所與」（“the give”），他視所與為

基本材料(sense-data)，而為任何知識類型的基礎（劉文英 2002 part 2, p. 886

“客觀的呈現就是所與……我們稱正覺底呈現為「所與」，以別於其他官

能活動底呈現。所與就是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所與有兩方面的位置，他

是內容，同時也是對象。就內容說，他是呈現；就對象說，他是具有對象

性的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內容和對象在正覺底所與上合一。”

The given is the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That 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normal perception-as distinguished from different sensory functions

or activities-we shall name “the given”. The given is therefore the external
reality or a part of it. The given occupies a dual position: firstly, it is a content,

and secondly a representation. Concerning the content, the given is a

represent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 it appears as object, it appears as

objective external reality or as a part of it. (Jin Yuelin 1996, p. 160)

 (sense-data 是否是外在世界的性質？金岳霖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外在事

物，但如此應該不必再假定中間的所與，或提出我看到的是 sense-data。)

黃筱慧教授：

這裡是否是說人的感覺不同，所以才說正常的官能，是他們所屬的那一類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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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常，也許是蓄意的，是歸納出來。

黃偉雄助理：

先前提到正常官能者，前面所提的正常，應該是對一般的個體上說，後面的正常，

應該是從類上說，金岳霖應該有所區分。

在 271 頁提到對象，這裡所指的對象，應該是所與，是 sense data，是知覺對象，

而不是外在事物之個體，以所與為知識的對象。

黃筱慧教授：

這裡也和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三層很像，除了我與外在對象，兩者接觸，第三件

東西出來，給出感覺與料。金岳霖吸收許多思想，包括 Aristotle、邏輯、新黑格

爾主義，又加入中國哲學的道。

沈享民教授：

現在哲學問題是，the given 是否是外在對象，還是人自己創造？

郭朝順教授：

馮契曾著《金岳霖先生在認識論上的貢獻》，提到對象獨立於人的意志，認知對

象是實在的，對象是存在的，我們能知的是所與。正覺是客觀認識，此是類官，

是相對於那一類人。金岳霖宣明他的知識論並不是唯心，亦不是唯物，馮契則以

他為唯物的基礎。有人說馮契的貢獻，在於突破金岳霖的基礎，進入到唯物辨證

的系統。

沈享民教授導讀：

271 頁

“客觀的呈現非常之重要，它是知識底對象底基本材料。”

The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it is the elementary

material of the object of comprehension. (ibid., p. 160)

在所與之內所顯示的特質就是就是客觀外物的特質，獨立於我們的官覺而存

在：

“外物……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各有其本身的同一性的。”

The external reality…… exists independently. Every external reality is a
whole entity, entire of itself. (ibid., p. 160)

外在世界，亦即透過其普遍與特殊特質而被我們所知覺者，金岳霖稱之為「官覺

外物 (perceptive reality) ibid.

藉由將所官覺對象的特殊特質抽象出來，認識主體就能針對表現在它們內的

普遍特質得出結論。依此一方式，認識主體形成思想或意念（images），是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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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遍的。認識主體所形成的意念能幫助此主體表達與摹狀所與。另一方面，意

念也能充作主體安排或分類所與的工具：

272 頁 我們看見一個事物並認識到這是一匹白馬，這就是應用這個意念去形

容或摹狀所看到的東西，這就是意念的摹狀性。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

應用白馬這個意念去接受或規範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把看到的東西安排或

規範在白馬這個意念中。這就是意念的規範性。”

When we see a certain thing and understand that is a white horse, we have

used the image of a white horse to describe or to copy the perceived thing.

Thus, images have ability to copy.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lso used the

image of a white horse to classify and arrange the perceived thing. Hence, we

have place the ability to arrange.(Zhou Liquan, p.18)

是故，摹狀性與規範性是每一個意念的必然特質。前者是先驗的，後者是經驗的。

兩者俱受想像能力的先在制約：

“抽象是得到意念底工具，抽象才有所謂規律與摹狀。”

Abstractions are tools for acquiring images; only by abstractions, does

arranging and copying become possible. (Jin Yuelin 1996, p.355)

規範是意念的合理範疇化，而所謂摹狀：

“……是把所與之所呈現，符號化地安排於意念圖案中，使此所呈現得以

保存或傳達。”

…a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given into imagistic
patterns, which enables us to preserve and transmit it. (ibid., p. 336)

透過意念的抽象，摹狀與規範所與的結果就是經驗；是以，經驗並不完全等同於

所與。然而，經驗起於所與，後者是經驗的重要部分。(摹狀羅亞娜教授翻成 copy，

但這裡摹狀應該是指確定描述詞，大陸現在還在用摹狀這個詞，此是羅素所討論

過的問題，即是概念規範性，這是西方知識論、語言哲學討論的問題。)

每一意念又與許多其它意念相連：不同意念之間的連結形成模糊不清的意念

圖案，且能夠包含在意念圖案之內不準確相合的單一意念。究極說來，意念圖案

甚至能包含邏輯矛盾的意念。在認識的過程期間，認識主體能夠藉由邏輯與經驗

之助，消除無法歸屬的意念，逐漸釐清與合理化意念圖案。

273 概念相類於意念，概念也彼此關聯，形成概念結構。然而，不同於意念圖案，

概念結構清楚且不受邏輯矛盾的牽累，還包含了屬於概念結構的意念（或概念）。

“意念與概念的分別：……我們雖曾說意念比較地模糊，概念比較地清

楚，然而我們也表示這分別很不堅決。我們也說意念是可以有矛盾的，概

念是沒有矛盾的。”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ages and concept: ……although we have mentioned
before that images were relatively blurred and concepts relatively clea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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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on is not an absolute one. We should also mention that images can

contain contradictions, while concepts cannot. (ibid., p. 341)

“概念本身就是無矛盾的意念。概念本身本來就是有結構的，不在結構中

的根本不是概念。”

Concepts are images without contradictions. They are structured in essence.

Those that exist without (or outside of) the structure, are not concepts. (ibid.)

概念是意念的理想設計，代表了目標，意念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指向此目標（周

禮全，P. 19

“概念底結構，是意念圖案底典型，它是歷程所要達的極限。這極限一旦

達到，意念圖案就成為概念結構。”

Firstly,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 serves imagistic patterns as an ideal design; it

represents the extreme pole, toward which their processing is directed. If an

imagistic pattern reaches this extreme pole, it become a conceptual structure

itself. (Jin Yuelin 1996, p. 251)

意思（meaning）是以意念為基礎而形成的，而陳述或命題以概念為基礎。就像

意念連結於意念圖案，意思之間的關聯也形成了語意圖案。命題也形成了約束的

結構。在認識的過程中，主體所使用的意思因此逐漸走向命題。語意圖案與命題

的約束結構一起形成了思想體系：

“我們這裡所談的結構是平鋪的，無所謂頭尾，無所謂邊際。它是任何系

統的根據而本身不是一系統。”

The structure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harmonious, boundless with no beginning

or end. It is the basis of any system, although it is not a system itself. (ibid., p.

352)

274 我們使用語詞來表達意念，以語句表達概念。認識主體，在所與的範圍內運

作意念與概念，能藉著應用語句獲致許多不同的命題。歸納法使得主體形構出一

般的經驗命題。如果這些命題為真，這就再現了共相之間的關聯，也表達了基本

原理，也就是客觀外物的規律。

歸納法是方法，從許多特稱命題引生出單一的通稱經驗命題，此一方法代表

了官覺所與與規範所與的根本而且有約束力的準則。因此，歸納法也是經驗形成

的基本原則。因為歸納法是經驗之可能的必要先決條件，所以是先驗原則。

依金岳霖，邏輯命題是個別可能之間的關聯。任何一種的殊相生滅存亡的一

切歷程，以及實在界所有的持續變動，皆依邏輯命題而發生。職是之故，邏輯命

題不僅是經驗之可能的必要先決條件，也表徵了任何既成可能性的必要先決條

件。根據金岳霖，邏輯命題永遠有效。只要一有某一可能，邏輯命題就為真，而

不管殊相生滅存亡的樣式，也不管實在界變動的方式。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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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是先天的命題。”

……logic judgments are nature or congenital. (ibid., p. 407)

此一本有或天生的原理總是先驗的。然而，金岳霖強調反之卻不然，因為不

是所有的先驗原理是本有的。因之，科學論文與人文論文都應以邏輯定律為基礎。

金岳霖論證某種認識主體的既有可能性形成了他們的特有世界。不過，他並

不相信個別（類型的）認識主體的特有世界是相連的。在另外，意念和概念是抽

象且普遍的，表達了個別共相的關聯。因此，意念和概念對於所有類別的認識主

體都是共同的。金岳霖在其道論所描述的自然世界，包括殊相生滅的一切過程，

以及共相之間一切關聯的那個世界，無論如何而終極地說，是一個共同於所有認

識主體的世界。這個自然世界是由個別類型的認識主體的特有世界與共同世界所

構成。

275 雖然我們不能直接官覺到世界的原始形象，金岳霖主張，我們仍然能夠藉由

運用抽象而普遍的意念、概念、意思與命題來認知。以這一個並不翻天覆地的主

張，金岳霖總結了他的知識論系統。

郭朝順教授導讀：

單元 23 The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Marxism”: Feng Qi’s (馮契, 1915-1995)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馮契之「從

知識向智慧的轉化 ]

在此我主要翻譯羅亞娜教授的重點，及提出一些問題。

馮契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與辯証唯物論而立論的中國當代哲學家與認識論學者。

其思想主要在討論知識（knowledge）與智慧(wisdom)之間的關係，他借用了「轉

識成智」之名以說其知識論體系。

23.1生平與著作

p.275 馮契生於浙江，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師承馮友蘭與金岳霖，特別受到金岳

霖的影響。

P.276 馮契企圖超過金岳霖立基於西方傳統知識理論旳方法上的限制，認為基於

傳統中國的論述，應該建立廣義認識論.

他相信認識論不應限於知識論也應包含智慧之探索的問題，而且在某個意義上，

考量一切古代及現代的主要哲學議題之基本進路。馮契認為西方形上學及古代中

國的基本進路，即是修身。

P.277 馮契自己設定的哲學任務即：根據實現唯物主義辯証法來闡明由無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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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證運動。

23.2廣義認識論的意義

p.279-280 馮契與二十世紀多數受到西方哲學的理論家一樣，從本體（noumenon）

與現象(phenomena)的區分出發。當新實在論者與實用論者多對前者採實證的探

索時，不可說性的擁護者（特別是早期當代儒家的代表者）多傾向由內省以究明

最高的真理。自然科學與人文學間在方法論上的矛盾心理所帶來的張力，導致兩

種分別的哲學活動。

p.280 馮契稱:

具體活動的相對世界（現象）﹣﹣名言之域（the sphere of expression）

絕對的世界（本體）﹣﹣超名言之域

廣義的認識論可以克服上述的二分，（其方法為從哲學史上的辯證運動來解決）

p.281 方旭東：馮契認識論的三部曲：

1.《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

2.《邏輯思惟的辯證法》

2.《人的自由與真善美》

馮契概括哲學史上的認識論問題有四：

1.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感性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2.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或：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知性

(knowing)(知性翻 knowing 不知是否恰當？)

3.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宇宙發展規則）？﹣﹣理

性(reason)

4.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倫理與價值論

(ethical and axiological question )—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得到依據，特別是中

國哲學。

在 282 頁，提到中國哲學的特色，包括倫理自覺、美學意境、道德等，方法是強

調歷史方法，這裡即是歷史辯證法，來解決各種矛盾。

p.283-284 從歷史辯證法中說明中國哲學的價值，並由此提出廣義認識論的成

立理由，因為「哲學史就是人類的認識史」。(表示因歷史的機緣，中國重視道德

發展，西方則重知識、邏輯，但此等應該不是對立，而是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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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外在世界的多重秩序與辯證邏輯的方法

這裡是講上述前三個問題。

p.284 馮契的基本前提：本體論只能立基於認識論﹣﹣與西方相反。一貫的本體

論立基於對外在世界（究竟而言，也包括對自我）的認識。(馮契帶入廣義知識

論，把中國哲學帶入，而講天道，不受限西方。)

P.285 天道 the way of nature 是其認識論的本體論的核心。(這一頁第二行羅

亞娜用 epistemological ontology，此用法有點奇怪，不知道是否是以認識論作為

預設。)

他區分：

天之天 Nature of Nature --自在之物 thing as such --尚未知，非不可知

—進入人之意識﹣﹣事實、可能

人之天(Nature of man) 為我之物 thing for us --人對天之天之已知者

﹣﹣進入人之意識﹣﹣價值

 (馮契依馬克思，提出自在之物和為我之物，這是否與馬克思相同？像黑格爾是

講 thing for itself，物對其自己，但馬克思自己是否是講 thing for us？)

沈享民教授：

黑格爾好像是提到 thing for itself 或 thing in itself。

郭朝順教授：

馮契寫的書中，有一段提到馬克思講精神處於自在有自發性，在自為則有自覺，

工人處於自在，而有自發鬥爭，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精神自覺，這裡自在與自為

是就主體來談，自在與為我是就對象來談，自在是康德用語，馬克思以為自在是

可認知的，由社會發展為我，馮契以為馬克思不承認康德不可知的物自身，自在

是可認知，轉為人類所知道，成為為我之物，而不只是對象，這是基於我的需求

來做為對象，但這是馮契的用詞，不知道是否是馬克思的用法？

黃筱慧教授：

也許羅亞娜教授只是想讓我們了解馮契，至於康德、馬克思、黑格爾原典如何說，

我們也許可以就我們的了解與她們對話。大陸學者或許常大膽吸收概念，再進行

轉換，從此意義下他們是比較自由的。

郭朝順教授：

這有一個問題在於，原來的概念使用，好像就沒有更詳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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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順教授導讀：

p.285

外在世界的絕對只能被理解為多重的實在。外在世界進入到人類意識的過程包含

兩個部分的變化：1.天之天化為現實與可能 fact and possibility 的實在﹣﹣天

道；2.所理解客體的創造價值(evaluation)﹣﹣人道，人類的人性同時表現其自

由，是在現實朝向價值的最後轉化後才能發展。

(以天道為核心，與金岳霖相近，再進入成為人所知，是事實成為我，此稱為價

值，前者與知識論相近，後者近於價值論，近入意識中。即面對事實，人基於自

己的需求，試圖發展價值論。)

P.286 由天之天向人之天的變化過程，馮契忠誠地繼承唯物論的傳統，以人的知

覺為傳遞客觀實在進入人類意識之合理且必然的過程。

根據人類知覺的機械論，由天之天之呈現於吾人為現實與可能之知覺歷程，說明

不同實在間具有不可數的多重變化。

p.287 再基於此，馮契將現實的結構次序為：

1.現實並行不悖原則，為歸納與演繹及形式邏輯的基礎﹣﹣西方之特長

2.現實矛盾發展原則：辯證邏輯的動態認知之基礎﹣﹣中國傳統哲學之特長

﹣﹣素樸辯證邏輯、素樸的辯證自然觀（氣一元論） p.288

p.289 「目的因」在化理想為現實的活動之中，貫徹於過程中（按：這是形上學），

從中創造了價值。自由的精神是體，價值的創造是用。（按：如何貫徹唯物論？）

(目的因另人想到 Aristotle 的說法，唯物要如何說明目的導向？是否物質有其特

定目的？這要如何論證？今天科學家應該不認為物質朝向一個目的，這裡恐怕有

問題。)

23.4自由人格的認識與修養

p.290-1 主體意識（the awareness of the subject）之意識(awareness)使我們整合知

識與經驗，它被能力與行動的整體所決定，這包括理性、情緒、直覺，此一思維

﹣感覺所決定的行動之哲學整體，馮契以之為人人性的基本樣貌﹣﹣這不同於理

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P.290-2 在通過事實之域後 ，基於認識主體的需求，自我試著在事實之域中，發

現各種可能性，於是自我便遭遇了可能之領域及彼之潛能的具現，也就是價值之

領域。於是人類認知開展了新的向度，即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實現。

P.290-3 賦予價值（Evaluation）是給予任一理解與任一存在自身以意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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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可避免地連結到人的社會化﹣﹣它不僅僅是一種教化的結果，同時也被理

解為人性的一種潛能。在價值階段，認知主體不再是孤立的個別主體而須成為一

個社會主體，被整合於社會互動中。

p.291-1 相較於社會的發展，主體有意識便成為「小我﹣﹣個別的 awareness」與

「大我﹣﹣社會的 awareness」的統一，於是便化為自由意識的階段；人類的意

識認知了主體與客體。自由意識的核心樣貌展現個人的自律與責任的一般理解，

它也表現出每個個人的基本自由。在認知之價值賦予過程中，這主體的認知不僅

改變了外在世界，同時也豐富了且淨化了心性。

291-2 人格的基本品性透過德性與自由而修養，自由的人格是每個人都可以達致

的。

(這裡的自由不知道是什麼自由？是否是美感自由？還是道德自律自由？還是社

會自由？唯物是否能導向自由與淨化？還是指導向社會制度？)

23.5認識的區別與新的智慧整體論

兩次質變性的飛躍：1.無知到知識；2.知識到智慧

自然／自在之物﹣﹣自然所與﹣﹣主體有意識﹣﹣認知事實（理性的直覺

intellectual intuition, 辯證的綜合 dialectical synthesis）﹣﹣事實化為為我之物﹣﹣

自由的德性（德性的自證 self-verification of  one’s virture）﹣﹣智慧

p.295-1 通過認識的辯證運動，本然世界(即天之天)被人的認識和智慧所照明。

物質世界自身在認識的工夫與本體中正確的開展。精神與自我本來不是本體，是

本體的作用，但工夫之所至即是本體（按：這段文意不明。本來不是本體，是本

體作用，在此又說工夫所至即是本體，這讓我困惑。是否是在儒學系統了解？）

295-2 德性之自證人類可以肯定其德性在其行為中的真誠不移，其總在言行的統

一之中被個體化。

295-3 馮契認為智慧是關於人生的真理性認識，因此他總是與人的自由發展有內

在的連繫，因而認識論總離不開對自由問題的探索。

(馮契想用馬克思連繫中西哲學，以為主體認識不離自由，引導我們展開認識，

但自由是發展到某階段，才追求自由，創造價值？還是一開始無知之時，即離不

開自由？)

黃筱慧教授：

這裡提到人類 awareness，若說每個東西有自己律則，人有其特別之處，不同於

物的性狀，物物是自然而然，例如樹葉的向陽性，人則會發展自由，在此應該不

是社會的角度，是從知識開始談。從自然到唯物辯證，在黑格爾，談辯證是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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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精神，馬克思則反對黑格爾，而回來談物，來說明每個物是辯證過程，但只

有人同時也知道自己的有限，如馬克思提到工人受壓迫，之後發展到爭取剩餘價

值，社會開始翻轉，成新的自由展現，也就是有限的知曉發展到自由，他們可自

由決定是否要抗爭。人應該是多了認識的部份。

沈享民教授：

剛才提到自由是哪一階段？是一開始即是自由？或說自由是指有知識的意思？

黃筱慧教授：

或許兩者都有。

郭朝順教授：

在 291 頁，談大我小我，所以自由也許不只是社會自由，也是個個小我有自由，

一開始個個小我有能力，主體有意識，有個種可能來創造價值，此是自由的德性，

這種自由應該是認知自由，在此德性也應該不是儒家的道德德性，而是自由。

李賢中教授：

這裡應該可從幾點來說明辯證，首先是肯定變化，第二是在變化中，有不同觀點

的觀察，例如說，自由的必然顯現，其中就有不同的內涵，第三是境界不同，例

如「工夫所至即是本體」，好像在智慧階段能變成為我之物，但問題在於，在變

動持續過程中，我們認識漸多，但我們可能都沒有達到認識，哲學家好像是在描

述其所見的現象，說明其中意義。

郭朝順教授：

這裡把目的放入唯物，是否恰當？

李賢中教授：

這裡目的的意思，也許是說，從前面變化到下一階段，我們意識到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如此而來。

郭朝順教授：

所以這是事後作解釋，但好像也沒有說明。說人類的歷史是無知到知識，這是好

像是在解釋歷史，比較像哲學史觀。

李賢中教授：

有一個現象，張東蓀、金岳霖、馮契等人的目的，應該都是在設法說明現象與本

體的合一，他們想解決現象與本體斷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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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筱慧教授：

從 289 頁來看，馮契的說法應該不是形上的角度，而是從實現的角度來談。

郭朝順教授：

289 頁目的因，翻 main goal 好像有問題。而目的因不從形上角度，從實現角度，

如何說明？

黃筱慧教授：

或許是說實現變化的方向，現象 A到現象 B。

郭朝順教授：

那如何說明創造價值與自由精神？

黃筱慧教授：

也許是從可能性，他的自由，也許不是一般的自由，而是本身有能力和可能性。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是最後一次讀書會，時間是 8/7 上午 9：00~13：00，由邱建碩老師和杜保

瑞老師導讀，內容包含夏甄陶、胡軍等部份，歡迎大家都能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