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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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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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碩、杜保瑞

主題：

1.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s a bridge to new ideologies: From He Lin 賀麟

(1902-1992) to Sun Yet-sen 孫逸仙 (1866-1925) and Mao Zedong 毛澤東

(1893-1976)
2. Searching for new pathways to the third millennium: Xia Zhentao 夏甄陶

(1934), Hu Jun 胡軍 (1951) and Zhang Yaonan 張耀南 (1963)

3. Contemporary Chinese Epistemology: Between old and new understandings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邱建碩、杜保瑞、蕭宏恩、吳進安、黃筱慧、黃偉雄、吳惠

齡、周穎君、張添桓、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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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開場：

這次讀書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讀書會，內容將涉及認知的主體與客體關係的問

題，以及相關的一些看法‧今天第一場，將由邱建碩教授導讀，第二場將由杜保

瑞教授導讀。

導讀與問題討論：

邱建碩教授導讀：

我本身對中國哲學的閱讀並不多，不敢確定這裡是否有準確的理解。

這裡提及傳統知識論與新知識論連接，提到賀麟、孫中山、毛澤東，孫中山年代

比賀麟早。賀麟連結到傳統知識論問題，而當時的意識型態是重視實踐，如毛澤

東連結到實踐。

第 25 單元，有朝向未來概念，這裡也提到夏甄陶、金岳霖、張東蓀、張耀南、

胡軍。其中金岳霖與胡軍也許主要不是知識論。夏甄陶對知識論有一些整理，但

以馬克斯主義為主導。而邁向未來，可能就是要排除舊有障礙，亦即極左思想干

擾傳統如張東蓀等人的研究成果。邁向新的時候，有所承繼，胡軍就繼承金岳霖

的成果。張東蓀則有完全不一樣的系統，張耀南則繼承張東蓀的研究，而且面對

跨文化不同哲學的問題。

單元 24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s a bridge to new ideologies: From He Lin 賀

麟 (1902-1992) to Sun Yet-sen 孫逸仙 (1866-1925) and Mao Zedong 毛澤東

(1893-1976) ─以傳統知識論為連結新意識型態的橋樑

頁２９７

１、知識論者努力忠於思想傳統什麼傳統？兩個面向：語言構成意識的本

質；語言對意識產生實踐的影響。例如，語言在現實中的規定功能對意識產生影

響。

李賢中教授：

這裡講「語言構成意識的本質；語言對意識產生實踐的影響。」英文說的是

“language had an essential influence on consciousness, ”語言產生影響，但是否構成

意識的本質？essential 這裡好像是說不可缺少。

邱建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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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裡不可或缺是有實質影響，所以用本質這個詞，但有本質的影響，不代表

全部都是。

黃筱慧教授：

也許這是指本性、實體的發展，才用這些詞。我們可以討論，認識論是否是由這

裡引發，再考慮從這裡的脈絡，能用哪個詞彙。

邱建碩教授導讀：

２、理論和社會實踐存在著實用的和互動的關係，對於這些關係的檢驗的必

要條件就是：對於這些方法和它們的理論方法的融通詮釋。

３、理論與實踐之間關係的本質是什麼（例如，知與行之間的關係），是傳

統中國知識論的一個中心問題。

說明：這裏用到的詞彙 theory and praxis 與 knowledge and action 似乎預示了

朝向了所謂的新意識型態。Knowledge and action 雖然也是西方詞彙，但卻只是

與傳統中國知識論的知與行概念的對應而已。

４、 這個問題也關係到大部分的實用導向的新儒學的理論家，賀麟就是其

中之一。他們強調著對知識的倫理評價的重要性。

５、即使賀麟的知識理論對於形成新的理解方法並沒有真正新的貢獻，但他

仍努力想重新回到傳統中國哲學爭論的面向，在二十世紀末，這些面向能夠在知

識論領域為明確地中國的理論的復興提供適當的元素。(這裡也許是指知行問

題。)

６、關於賀麟思想或評價的引文有兩段，這兩段皆與賀麟的《知行合一新論》

有關。第一段引文摘自張耀南的 2003 年的《知識論居先與本體論居先》，第二段

引文是胡軍的《中國現代哲學中的知識論研究》。

７、關於第一段引文中賀麟的話語，賀麟本人是如此說明的：「因為道德學

研究行為的準則，善的概念，若不研究與行為相關的知識，與善相關的真，當然

會陷於無本的獨斷。…因為反對道德判斷、道德命令和道德學上的武斷主義，所

以我們要提出知行問題。」從賀麟的說明，我們可以歸結出兩個意思：一是反對

武斷主義；二是避免道德學的武斷主義的實際做法是研究知行問題。若依羅亞那

文章的脈絡應是強調知行合一問題，而張耀南強調的卻是“不要陷於無本的獨

斷”。因此，我們對於羅亞那為何不直接從賀麟文章中引用這段文字就感到疑

惑。(羅亞娜這裡採用二手資料，但可能不完全了解，張耀南為什麼在此要說這

些話，而是用自己的理解來談。)(第 297 頁這裡講「不批評地研究實有問題」，

應該是「思有問題」)

頁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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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第二段引文是說明賀麟關於知行關係的立場，羅亞那引用胡軍的話語來

說明賀麟的立場，指出了知優先於行這一點。胡軍說：「賀麟的《知行合一新論》…

強調了知的重要作用，指出知是行的本質，知永遠決定行，知是行的目標。」但

這種主從的區別僅能是以邏輯上的知與行的本質定二者的主從。

９、賀麟關心的知行問題是否是羅亞那關心的知行問題 ？賀麟的“自然的

知合一說”：知是一切意識的活動，行是一切生理的活動。知行合一是知行同時

發動、是“知行平行”。他稱此為自然的知行合一說。他認為陽明的是直覺的知

行合一說，可建立在自然的知行合一說之上。(這不知道是否和孫中山知行問題

有關，孫中山講知難行易，也許和政治宣傳有關。張學智談論賀麟思想，難說是

知行合一論，也許知為主，更重要是自然知行合一說，此與 Spinoza 相似，但不

完全是承續 Spinoza，他談知行相分，但同時發動，如你行動，腦神經也動，腦

神經動屬知，但是一種隱行。如果你看到虎後再跑，此即先知後行，此即是顯行。)

１０、賀麟對知與行的現代化綜合，使得他的知識論復興的關鍵點代表了馬

克斯主義理論的中國化版本的基礎。他重申知行概念傳統不可分的整體主義觀

點，而這個觀點可以巧妙地對應社會主義將理論與實踐連結的理念。(這可能有

點難說，當時主要問題應該是知行問題，又賀麟隱然是知先於行，孫中山是行為

先。)

李賢中教授：

既然如 Spinoza 講知行平行，為什麼又說知先行後？

邱建碩教授：

這只能是邏輯上分先後，從自然上看都是一起的。

李賢中教授：

有一種區分心理的方式，即是反應式心理與分析式心理，反應式心理簡單地說，

你上次看到這個東西會害怕，這次看了類似的事物或情況也會有害怕的反應，這

是不經思考求生本能的反應，這裡就牽涉隱性、顯性的行為主導方式，是反應式

或其他心理主導，這裡所引發的問題是，如果哲學家們將認識論交由心理學來研

究認識過程等相關問題，取代傳統認識論，若是如此，在現代哲學對知行關係是

否還有發言餘地？

邱建碩教授：

賀麟談知行問題，就有等級的高低區分，如腦部細胞，有簡單的活動，但實際行

為就更為複雜，只是評價時，這種等級區分的標準為何？我們可以從這個標準著

手。事實上在賀麟的時代，也許研究較少，所以從思辨性方式討論，現在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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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如剛才提的反應、分析的心理區分方式。

黃筱慧教授：

剛才提到哲學能作什麼，是可討論的問題，這也許還可以再和羅亞娜教授對話，

如哲學系也有人在研究腦神經。而從文化哲學、詮釋學等，看到人的選擇是很奇

怪的，這也許就是他的生命經驗，也許這是哲學學科可作的。

邱建碩教授導讀：

１１、孫中山也強調知行的不可分性，但卻不同於賀麟，他強調知識首重在

應用。

頁２９９

１２、毛澤東論證，實踐不管在知識論或價值論都位於首要位置。

１３、不管是孫中山或毛澤東的社會理論，都同意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

不可分性與辯證關係，而在中國傳統的脈絡中，它們則被視為互補的矛盾。(知

行是否是矛盾？)

杜保瑞教授：

在中國哲學多講知行合一，或者先知後行。

吳惠齡同學：

這應該是從毛澤東思想的脈絡來看。

邱建碩教授導讀：

１４、雖然他們視社會實踐為傳達意義給理論推理的元素，正是這種重建的

知與行的綜合，形成了聯結古典中國傳統到西方現代的新平等主義和進步

(progressive) 觀念的橋樑。

１５、知行問題的重要性：羅亞那強調知行問題是中國知識論的重要問題，

但潛藏著知行問題是建立中西橋樑的重要性，胡軍就認為知行問題不僅具有橋樑

的重要性，它的角色還是基礎的，它是得中國現代化成為可能。

胡軍說：「知識理論體系的建構是中國哲學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面

向…知行問題應該成為形而上學、倫理學等的基礎。這樣的看法是對於中國傳統

哲學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變革。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特點恰恰就在於它從不

過問或從來就沒有關於知識論的問題。重視或不重視對於知識論的研究，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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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這裡應該是指中國現代化的匯通，知行是一個重

要的問題。)

李賢中教授：

中國哲學未來，「行」也許是重要問題。在本體問題上我想還是優先於知識論，

因為解決問題的層次必然高於產生問題的層次。知識求真，認識結果必須符合對

象，對象究竟為何？應該要先有本體論的說明，但談本體不能武斷，需要「行」，

要工夫，要實際去做，因此「行」應該有重要性。

邱建碩教授：

但本體問題如何確定？如何說是不獨斷或有本有據？

李賢中教授：

去提本體，就要用言語說，要說就涉及你如何知道本體，如就聖人來看，他們如

何知道本體，要看他們如何說，但他們如何說明，卻可能會隨時代演進，後人會

賦予更多的意義或修正，這也許會有相對性，但若成宗師或某種信仰，就在該學

派中成為絕對。

黃偉雄助理：

提知行問題，也許是因為羅亞娜教授受 20 世紀中國哲學家影響，如本書先論名

實，再論格物致知，這裡的分判，其實應該是引用當代學者，包括夏甄陶，只是

這作為中國哲學知識論是否恰當，則可再討論。

蕭宏恩教授：

剛才的第三點提理論和實踐，這好像對應知與行，也許這種說法不恰當，但從此

來說，自然科學就不知道如何去行。

而剛才提到哲學的作用為何，也許現在有一契機，例如醫學改革，就邀請人文學

者開會，醫師也許就是看理論與實踐，只是這種理論、實踐對應知與行，可能落

入他們的思考，若要談本體，也不知道如何說給他們聽。

至於知行合一，在王陽明晚年較少談，多言致良知，但其實是同一件事，就好像

蘇格拉底，也講知是促進美善的生活。

邱建碩教授：

良知良能是一個東西，賀麟對知行問題是三部曲，首先是兩者本來不分，第二是

要分析清楚，講為什麼兩者分為二，第三是如何復歸同一。

至於理論與實踐，羅亞娜似乎以為，社會加入即成理論實踐。這裡是知更是本，

雖然羅亞娜以為社會意識重要，但哲學主要工作不是在社會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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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恩教授：

或許羅亞娜在西方的科學架構，才講理論、實踐。

黃筱慧教授：

知識論應該仍有作用，但需要檢證，如古書不可檢證者也許要淘汰，而且知識論

對醫學應該也有用，醫師也會談敘事，或嘗試哲學方法。

邱建碩教授導讀：

單元 25 Searching for new pathways to the third millennium: Xia Zhentao 夏甄

陶(1934), Hu Jun 胡軍 (1951) and Zhang Yaonan 張耀南 (1963)─ 尋求邁向第

三個千禧年的新途徑：夏甄陶、胡軍、張耀南

１６、夏甄陶、胡軍和張耀南是當代的知識論學者，他們的知識理論連結了

傳統中國知識論方法與西方論述。

１７、夏甄陶著《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此書共兩冊，內容自春秋戰國時

期的認識論思想到近代孫中山的認識論思想。從孔子開始…越來越普遍地和自覺

地討論一般認識論問題。…諸如認識的來源、認識的可能性、主體的認識能力、

認識的途徑、認識的真理性標準和價值標準、名實關係、知行關係、能否和如何

獲得自由等問題，都成了哲學家們所關注和思考的共同問題，並且形成了各種不

同的認識論理論體系。

１８、夏甄陶：認識論並不是把認識當成一個孤立現象來加以研究。特別

是認識的發生…、認識的目的都同實踐密切相關，…因此，認識論必然要研究認

識與實踐即知和行的關係問題。（他並未將知行問題當成中國認識論的特殊問

題，而是所有認識論都應該處理的一般問題。）

１９、即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馬克思主義色彩，因此未把傳統中國的範疇前

提列入考慮…（例如，他談到陸九淵的“心”時，他說：「“心”被看作是無形

無體但“能攝制人”的神秘的純粹自我意識。不僅如此，陸九淵還進一步把

“心”從人身主體分割開來，異化出去，使之無限地擴展、膨脹，從人的屬性，

變成了獨立的無人身的純粹意識，變成了絕對的唯一的精神本體。…“心”是唯

一的、無所不包的絕對精神本體，是創造一切、支配一切的最高精神主宰，…」）

頁３００

２０、石峻以為此書是一部既有深刻理論意義又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著作，



8

其著作方法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並以中國哲學的認識論史為實

際。

２１、改革開放後養成的知識份子明確說出，國家意識形態帶來的嚴格限制

是當代中國認識論及它特有的方法基礎發展的巨大障礙。羅亞那引用胡軍在〈中

國現代哲學中的方法論意識〉一文中的結論：１）賀麟、馮友蘭和金岳霖等人已

建立一定的中國哲學方法論；２）中國哲學方法論在極左思想的干擾下無法建

立；３）具現代意義的哲學方法理論尚未建立。

２２、胡軍談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發展：

胡適：實用主義方法論

賀麟：直覺方法和辯證法相結合的方法論系統。

馮友蘭：正的方法（邏輯分析方法）和負的方法（神祕主義方法）

金岳霖：現代邏輯分析方法

２３、什麼是具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方法論？(我的問題在於，現代意義應

該不只是借用西方哲學，也許還有更多要求。)

頁３０１

２４、羅亞那以為胡軍的批判，或許可用在夏甄陶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

稿》，但夏甄陶近來的工作卻了超脫了這個干擾。因為他按照中國經典，提出理

解（認識）的首要對象並非某個實體（entity)，而是關係。在此觀點下，他對西

方哲學傳統以及這傳統對世界採以抽象建構的傾向，予以深刻的批判，並在此基

礎上提出他的認識論理論。他建議我們當從抽象王國真正走進現實世界。

２５、羅亞那引用的夏甄陶的〈當代哲學的主題：人與現實世界的關係〉

來說明夏甄陶對西方哲學傳統的觀察與批判，這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這個批

判與中國哲學的問題的相關性何在？羅亞那提到了夏甄陶在１９９３年的作品

〈關於認識的認識論研究〉以及夏甄陶在《哲學動態》中列出的兩項原則：

一、把認識置於人和世界總體性關係中進行研究

二、把認識當作一個關係系統進行研究

我們的問題是，這種關注著“關係”或“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的認識理論是否就

超出《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的認識理論呢？我們回到《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

的引言：「人類從一形成開始，就同外部現實現實世界發生實際的相互作用即實

踐的基礎上，發生了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關係。…經過認識論的反思性抽象，人們

總是略去那些必然會滲入認識活動中的非智力因素…而只注意主體同客體之間

的基本的觀念關係，只注意主體頭腦中擁有什麼什麼樣的客體的觀念映象；…」

而在〈關於認識的認識論〉中，他把認識當成是一種關係系統，但這是一種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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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關係系統呢？是人與外部世界的一種關係。所以我認為《中國認識論史稿》

和〈關於認識的認識論〉的認識論立場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兩部作品不知道不

同之處何在？是否是能從這兩者找到歷史轉折，或找出哪部作品是極左的？)

頁３０２

２６、胡軍專注於金岳霖思想的詮釋與發展，張耀南則專注於張東蓀的思想。

２７、胡軍以為知識論僅在西方有系統性的發展，中國思想家只發展了一些

相關概念，並且這些概念被認識的社會與倫理學面向所包圍。(指沒有純粹認識

論的發展。)羅亞那引了胡軍在〈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金岳霖的《知識論》〉一文

的片斷來說明胡軍的立場。

２８、胡軍認為西方哲學的“知識論轉向”可追溯自笛卡兒，但自覺地將知

識論當成是哲學的核心的第一個哲學家是康德。…《知識論》一書使金岳霖成為

中國知識論領域的開拓者，而不是中國哲學的認識論轉向的奠基者。理由是，金

岳霖未把知識論看作是哲學的核心。(金岳霖預設一本體論，知識論並非其核心，

張耀南則以張東蓀為知識論轉向的角色，以為不可知就不談論。)

２９、胡軍了解到對於一個理論的產生與發展，一般社會條件造成的影響。

他在２０００年的作品反應了社會條件對於當代中國知識論與知識論方法論的

重要影響，而他又視它們為任何有創造性的哲學工作的基礎。

３０、在胡軍眼中，金岳霖是第一位為這樣的系統方法提供基礎的哲學家，

也因此，他視金岳霖的工作為當代中國知識論的優先任務。羅亞那引胡軍在〈中

國現代哲學的知識論研究〉的結論來說明胡軍的觀點。

頁３０３

３１、張耀南也同意金岳霖在中國知識論發展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張東蓀的

理論更有價值，因為它代表了將現代邏輯和傳統中國的概念形式結合的嘗試。在

他眼中，對於這些特殊範式以及它們與當代知識論論述的整合的反省，提供一種

超越界限的可能性，這種界限是存在於不同的知識論傳統和它們特有的限制之

間。

３２、張耀南１９９６年的論文肯定了張東蓀的知識論工作與金岳霖的工作

有同樣的重要性，２００３年則進一步肯定張東蓀比起金岳霖的工作更有價值，

因為他的工作具有知識論轉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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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３０４

３３、張東蓀先生認為既然無法證成本體，那麼就“廢除”本體。因此建立

了一個不以本體論為前提的知識論。

３４、張東蓀基於中國傳統思想的某些觀點，建立了一個新的知識論。在這

個理論中，張東蓀發現了結構主義的種子，而結構主義在數十年後主導了之後的

西方學術論述。

頁３０５

３５、胡軍的知識論研究幾乎全在於介紹與詮釋金岳霖的思想，並嘗試將它

們與當代理論思潮互相整合。相較於胡軍，張耀南則傾向於建立自己的系統。這

基於一種知識論的義務化(deontologization 不知道這樣翻恰不恰當)說明，他尋求

打通笛卡兒式二元概念的界限，並因此打通不同哲學學科的界限。透過完成與應

用張東蓀的方法學，張耀南試著建立一種新的範式，這種範式要將現代邏輯方法

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特有的整體主義預設結合，也要能夠創造一個跨文化和跨學

科的理論空間，為當前的重要問題提供解決。(羅亞娜在此描述這兩個人，說明

當代知識論範式。)

李賢中教授：

這裡令人想到一個問題，什麼是更好更新的知識論。

黃偉雄助理：

這裡提到什麼是更好的知識論，提到胡軍與張耀南，胡軍研究金岳霖，張耀南研

究張東蓀，他們有這層師徒關係。但胡軍之後又寫一部《知識論》，看起來像教

科書，是以英美世界現在佔優勢的知識論，沒有照著金岳霖所講，這是否代表更

新更好的知識論？這是否暗示更新更好的知識論是被西方取代？但這個問題應

該是要問胡軍本人。

邱建碩教授：

現代許多學者希望與國際接觸，若如剛才所說，胡軍這部《知識論》應該是為用

作教科書，應該沒有與他的立場衝突，他的立場也許要看他的論文。只是羅亞娜

說的有點強，胡軍、張耀南真的是當代中國認識論兩個範式？

吳惠齡同學：

這裡為什麼特別挑選夏甄陶、胡軍、張耀南，這三人？就好像牟宗三、唐君毅，

不能說他們沒有知識論上的貢獻，為什麼要選此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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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邱老師提到，夏甄陶後面的作品優於前面，應該是說，有關大陸的作品，之

前出版一定要講馬克思，現在應該不一定要加上馬克思主義。

邱建碩教授：

夏甄陶的書應該寫了十幾年，似乎改革開放後，受到時代影響。我這裡是說，我

們要評價夏甄陶的書，這本書應該包含許多成份。

杜保瑞教授導讀：

單元 26 Contemporary Chinese epistemology: Between old and new

understandings

這一單元不容易理解，我就先將羅亞娜幾個段落作翻譯，這裡看來與邱建碩教授

報告的單元連貫，主要講大陸學者對中國知識論的討論，這裡主要是西方學者看

待中國哲學，如何超越西方。我也同意這裡所提到的金岳霖與張東蓀，是談知識

論，但他們是否是在中國幾千年的脈絡來談知識論？我在此將他們歸為西方知識

論的脈絡。關於中國哲學的特色，應該是在宗教的認識，對直覺的認識，中國哲

學充滿直覺的問題，如何將其合理化，而成菩薩、神仙等等，這應該就是中國新

知識論，但還沒被說出來，就方東美、牟宗三、熊十力等，他們所談的也是形上

學，而其中有知識論的立場，但其實是工夫論，主要不是關注對西方知識論的超

越，也不是我關心的，在中國兩千年過去，所建構的哲學系統，如一念三千等，

放在當代如何可能的脈絡。

305 1

傳統中國的知識論問題的理論，是一種特別的理論，它代表了那種既不是

logocentric 模式，也不是二元論模式，也不是那種把存有和理解的概念視為互不

相容的模式。跟中國知識論模型類似的西方理論，可以在尼采的 perspectivism of

knowledge 中發現，也可以在後分析哲學像 Hilary Putnam 的 internal realism, 以

及 Rorty 的新實用主義，和 Lenk 的 methodological or transcendental

interpretationism。 進而言之，傳統中國的知識論理論十分符合後期維根斯坦的

社會脈絡及 life forms 理論，就其所建制及在歷史中發展出的實用功能而言。

305 306 1

中國知識論的特殊面貌仍深植於傳統的脈絡中，它也同時定位了中國本體論的基

本特性。這項特殊性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在與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理論之比較中。

對亞氏而言，實在是由實體組成，它代表普遍共相，共相對無數的對象物都是一

樣的，後者是由特殊個別的屬性及性質所決定。在晚近的歐洲知識論發展中，例

如在英國經驗主義中，他們把作為心靈實體的形式（forms）視為直接符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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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對象物的觀念。這個對於實在的很傳統的印象，也就是以「本體、性質」及

「實體、屬性」的二元性分析觀點，仍對於最具有影響力的歐洲陣營中所討論的

理解、意義與真理等問題，有重大的決定性影響力。(這裡說明亞里斯多德影響

中國學者，當代另外有學者要超越西方，要超越亞里斯多德主客二分，張東蓀等

要超越這項背景。)

306 2

在中國知識論討論的脈絡中，抽象實體多數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建構物，它們要

在物質之外中見出。因此他們不必討論事物之稱名的問題，他們認為完全可以給

任何一個現象一個適當的名字而這個名字就是屬於這個特定的對象而不是屬於

概念的共相本身。這種抽象實體的語義學上的功能是很切近地關連到作為超越性

實有的本體論角色。這種抽象實體也同時要作為知識論的及認知活動中所討論的

基本要項。這種對於現實的理解及詮釋的模型，某種程度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

響，佛教另有一套特殊的對於意識與認知的理論。當然，即便吸收了印度思想的

某些部分，中國哲學本質上就是整體主義的，雖然在知識論討論中知識的問題持

續遊移在語言與實在的關係中打轉。(但我在此不太能感受到，有哪裡受到佛教

影響。)

26.1

Linking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306

對於理解活動的基本結構及本質的問題，仍然在中國哲學的知識問題中成為核心

問題之一。理解活動中的主體和對象的關係、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關係、實在論和

獨我論或唯名論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就中國哲學傳統而言，是反應在知識和行

動的關係中，而就近來的討論而言，則是追究到底是本體論優先還是知識論優先

的問題。就此問題言，當代中國哲學家採取了兩種立場：知識論優先或本體論優

先。（20 世紀中國哲學家，有知識論向度，如金岳霖、張東蓀即是知識論學者，

並接受西方的脈絡。但羅亞娜說的本體論優先知識論的中國學者，如牟宗三、馮

友蘭，其實是要說本體論問題，而不是從另一立場講知識論問題。）

307 1

當絕大多數中國哲學家包括熊十力、賀麟、金岳霖和馮友蘭等，遵循著將外在實

在性視為客觀的存在對象且能決定人類認識的本質及種類的假設立場時，（本體

論立場），張東蓀卻持另一種看法，（知識論優先立場）認為外在實在性不能脫離

人類的感官及理解能力，因此並不存在外在於人類的認識結構之外的實在存在

物。雖然他並沒有否認外在事物的結構能對我們的理解工具有影響，也拒絕採用

極端的獨我論立場，也就是那種主張實在性存在物只是心靈的產物的立場。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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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與實在物這兩層存有存在著結構性的條件及互補性的連結，對張而言，知識

論仍然比本體論對於實在存在物是一種更正確的進路，因為本體論進路還必須依

賴對存在事物的觀念建構。在知識論優位性中，張耀南（不是張東蓀）還看到了

一個重要的知識論問題之改變，這是跟最近的經驗科學和人類理解哲學的研究結

果有關係的。他認為，知識論優先的立場更相容於當代哲學的精神，代表了中國

哲學在知識論轉變上的重要貢獻的完成。

307 2

對張耀南而言，張東蓀對傳統中國哲學的知識論的一些要素安置了一套新的基礎

來重新理解，那是一種把西方的思想和方法論推出來的認識進路。張東蓀捨棄掉

本體論並回到中國傳統的否定實體存在的立場。他立足於知識論理論上而發展出

宇宙論、邏輯、倫理學及政治哲學，以此避免掉一些獨斷的主宰這些學科的做法。

因此讓中國思想的結構回返到過去那種更正確地對待實在的做法中。這個方法特

別重要，因為這些已經被忘記掉了的認識進路才是真正組成傳統經典講論中的本

質，並且還能夠提供超越西方哲學危機的推動功能，這個西方哲學危機是來自於

笛卡兒區分實體與現象的劃分所遭致的。從這個基礎出發，就一定可以解決中國

哲學理論在感官及德性之知關係間的矛盾問題以及西方哲學在事實存在和邏輯

真理之間關係的矛盾問題。

308 1

這個在實在和理解之間的互補關係，以及在所與物和認識力之間的互補關係，這

些長期出現在在知識論問題中的標準問題，迫使我們要面對一些新的問題，也就

是對傳統的語言結構和所隱含的價值系統。（中間一句不易理解）在這個觀點下，

對傳統中國和西方知識論理論思想的比較分析，除了那些文化比較的一般問題以

外，將可能成為一套有用的工具以解決關於人類理解本質以及對外在實在物的認

識之根本問題。

26.2

Syntheses of methods and disciplines

308

當代中國知識論，為求超越互不相容的二元模式，重點在於克服對於理解活動的

主、客概念區分，這是從歐洲傳統的柏拉圖思想中對知識與意見之分的一部份。

張耀南在他對知識解釋論的概念解釋中，他認為這個區分代表了一個觀念的建

構，且決定了傳統西方知識論的理論基礎。同時在很大一個程度上，需要為將西

方知識論的理論推向死亡而負責。他認為這兩種模式的區分並非是性質上的而是

程度上的。換言之，張耀南認為這些概念只是兩種不同的面向在解釋實在世界，

知識是對理世界的解釋而意見是對事世界的解釋。然而，將實在世界區分為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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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物質世界或是區分為本體與現象的兩個世界，這樣的做法已經造成了一個

完全只是人為的區分，而且這樣做並不能符合實在世界的實況。進而言之，知識

起於回憶，而意見來自於對實在世界的感覺，張耀南強調這兩件事只是代表了對

環境的理解與詮釋，而所謂的環境則是我們的感覺意識世界的一個必要的部分。

309 1

這個人為的本體與現象的區分，以及觀念與物質的區分，將關連到一系列更多的

區分與分裂。意見與知識，或說是主觀與客觀的理解，同時是被視為是不同的理

解方法的結果，所以對張耀南而言，他會合理地得出這樣的觀點，就是在理解的

程序中的理性的和直覺的方法的嚴格區分，也同樣地是抽象的以及不正確的。他

認為形上學的理論自身將足以為自己辯護以對抗來自於維也納學派的攻擊，以及

關連到這種區分的所有說法的攻擊，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真正穩固的能承

受攻擊的形上學。(主客不是本質上的區分，而是程度上，形上學與科學也是如

此。) (羅亞娜這裡有些跳躍，提出本體、現象的區分，又提理性、直覺的區分。)

2

大多數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論學者都是採取嚴格區分兩者的立場，其中分析學

派及馬克斯學派的學者推崇理性的方法，而當代新儒家熊牟等人則主張直覺的方

法。賀麟很注意理性與直覺兩種方法的傳統上之互補性的可能性問題。在哲學史

中，這兩種方法被視為是互不相容的。理性法是經驗的邏輯的分析的，而沈思的

直覺的理解方法則是先天的、包含一切的、整體的、直接的。賀麟認為這兩種概

念模式及方法之間彼此主要是互補性大於互斥性。對他來說直覺絕不對立於理

性，直覺是真正面對實在世界的一種嚴密且一致性的歷程。

3

理性和直覺的關係，也等於是理解外在世界的活動和自我反省的活動之間的關

係。它們之間是一種辯證式的關係，理性是直覺的互助者。賀麟認為理性和直覺

的辯證式關係是任何一種理解活動的根本的先在條件和必要組成。理性及直覺法

的交互運用是彼此互惠的，在一些認知及詮釋的特定程序中直覺優先於理性，而

在另一些情況中，直覺從屬於理性。

309 4 310 1

如果我們先以直覺法盯住整體，並且繼續進行著對它的最低限度的各個小部分來

研究，然後接著專注於以理性的分析法來研究這個整體，以便對它所隱含的各種

細節資訊提出一套解釋，那麼，我們便是在進行一種先直覺後理性的研究方法。

如果我們先探索及徹底分析各個部分，然後對一個特定事物再來集結足夠的細節

知識，之後才來運用直覺方法來檢視這些個別部分的整體，從而瞭解它們的內涵

的意義，那麼我們就是運用從屬於理性的直覺法。理性及直覺兩種方法都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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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有效的，它們並不是彼此排斥的。

310 2

大多數的中國哲學家都認同賀麟的做法是對的，並認為這是一套可以發展當代中

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之方法論的根本方法。張耀南指出，兩種方法不僅是不可分

割地彼此關連，並且是思維活動自身在做區分工作時所蘊含的方法。他認為，哲

學家在使用直覺方法時也同時使用了形式邏輯及二元區分法，另一些哲學家在使

用理性方法時也必須運用直覺方法，同時也是會用二元分析法。形式邏輯的分析

與推論、二元區分與直覺法這三種方法，是任何一種哲學活動中的必要組成部

分。唯一的差別只在個別哲學家的個人愛好上而已。(這裡提到張耀南講三種方

法，但不清楚，)

310 3

張耀南也批評賀麟沒辦法接受這個研究進路應有的三元結果，儘管賀麟已經有了

研究方法的辯證性互補功能之立場，賀麟卻還是用二元區分的方法。於是張耀南

指責賀麟並沒有提供能夠整合科學與形上學彼此界線的真正的整合性方法論。

310(4)

張東蓀在他的思想的結構系統架構中嘗試統一兩種方法，並且堅定地反對當代新

儒家的作法，後者是將直覺方法視為獲得內在知識的最客觀且神秘的方法。張東

蓀相信理性才是唯一可靠且明確的理解方法，因為理性提供的不僅是合邏輯一致

性的知識，而且是可以應用的知識。人們已無須在理性之外另求它法。理性的方

法並非僅是單面向的及無變化的，他不僅與形式結構協同運作，同時也輔以直覺

的洞見，其實就是和直覺方法彼此不可分割且互補共事的。於是張東蓀就以理性

中心的方法論觀點而克服了理性與直覺方法的二元分裂問題。

311(1)

張東蓀強調任何一套知識論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知識而不是理解的方法，後者只是

工具而已。而明顯的、感知到的知識叢可以被理性地了解到並定義它形成它及超

越轉換它，但同時在無意識的、不能定義的、無法表達的層次，知識然是由直覺

的方法在進行中。張東蓀認為，我們真正面對的不是理性也不是直覺而是知識的

本身。知識是理性的結果，但它在無意識的層面裡隱含了直覺的作用。直覺並不

神秘，它只是代表了哲學上的負式研究法，它幫我們剝去對於那些最終的最熟悉

的事務之知識的想像，而這個過程是完全沒有章法可查的。(張東蓀回到知識的

本身，知識又要透過認識方法，方法透過中間的結構，好像康德的範疇，在此不

知道他是形上學者？還是知識論者？他的知識論與形上意義好像難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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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張耀南認為張東蓀對當代中國哲學的貢獻有二，首先他剝除了當代新儒家對直覺

方法的神祕想像之優越性，其次他綜合了前述兩種理解的方法。

311(3)

理性和直覺是硬幣的兩面，然而對我們的生存而言理性方法卻是更重要的，因為

它提供了知識的感知、表述、傳達的具體可能性。在任何意義下去區別知識論方

法的理性與直覺兩者都是徒勞無謂的，甚至會產生不良後果的，因為此舉將使我

們背離真正的理解，這個觀點對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兩種命題都是真的。

311(4)

對分析與綜合命題之分而言，金岳霖在他的康德哲學論文中建立了一清楚且不可

分開的區分：一個命題是綜合的就不可能同時是必然的與先天的，反之亦然。

311(5)

如果我們說一個形而上的命題是普遍的，我們就不能同時又說他是分析的，若它

是分析的，它也不能又是綜合的。

311(6)~312(1)

對金岳霖知識論理論的根本架構而言，這個區分是極明顯地很重要的。不過，當

代新儒家的知識論立場卻是批評這類的區分的，因為倫理學和實用的社會應用知

識仍是他們理論建構的核心問題。馮友蘭在建立他的新形上學時，他也面臨了許

多關於分析綜合命題區分的困難。他一方面不能放棄形上學命題的普遍性，因為

他可以藉由普遍性而表達對所有的事物的觀點，但是在另方面，他卻也因此必須

面對維也納學派對綜合命題之批評意見的攻擊而做出回應。

312(2)

張東蓀認為每一個命題的純粹形式是不存在於真實世界的，張耀南指出，張東蓀

其實比美國學者 uine 早了兩年就提出了對於分析、綜合命題嚴格區分的批評意

見。他認為在真實的世界中並不可能存在有這種純粹的命題，就像數學上的圓及

空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世界一樣。這個立場隱含了我們不能詢問一個形上學命題是

分析的還是綜合的這種問題，最多我們只能問說一個形上學命題是在什麼程度上

的分析的還是綜合的的問題。形上學命題並不是純粹的，它同時具有經驗的及先

天的成分。

312(3)

張耀南嘗試解決由回答一個命題應是屬於何種命題的標準問題所帶來的矛盾困

境，並且宣稱所有的命題都是普遍的及綜合的。根據這個定義，所有的命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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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的，雖然它們並不包括任何蘊含的或對或錯的價值。它們所指涉的經驗都是

整體的，所以是不能被證實的。(這段不太能理解)

312(4)

捨棄了分析綜合命題之二分的同時，也蘊含了對後天經驗及先天知識之區分的結

果，以及形上學與科學的區分也不必要了。二十世紀後半頁的中國學者認為這個

區分的理由是因為形上學只討論經驗的形式性規則，而科學卻討論它的內涵。然

而，有一些晚近的中國知識論學者同時也拒絕這種區分背後的理由，並且也批評

由此一區分之後所引發的種種立論。這些學者認為，形上學及科學都是解釋經驗

的，並且，兩者都提出的是屬於形式意義的解釋。因此張東蓀就超越了這個科學

與形上學的界線，而馮友蘭則以為它們的區別是不可能消除的。對張東蓀而言，

科學與形上學唯一的不同在於，科學適用在關係的假設上，而形上學適用在存有

及存在的假設上。(馮友蘭在形上學、科學的區分上談形上學，新理學即是形上

學，不是科學，張耀南則認為不必分，因為形上學、科學皆是形式，都由 structure

認識。)

313 1

這種包含含一切的、特別是中國式的超越觀念二分式的傾向，最終也在啟發式教

學法中展現功用，尤其是用在創造理論的本質中。在知識論的新整體論的研究法

中，已經被張東蓀發現以及被張耀南進一步展現出來，就是關於「發現」與「發

明」的區分一樣都只是人為式的區分。兩位張氏的理論是基於對金岳霖的理論模

型的反對的意見，金岳霖認為理論只能被發現而不能被發明。(似乎表示金岳霖

是柏拉圖的回憶說。)張東蓀否認這個立場，張氏認為，發現與發明這兩種概念

或叫做方法的區分，並不是在性質上有什麼差別，張氏認為科學並不是對世界的

摹寫，而是對世界的解釋或詮釋。他認為科學理論是一種選擇的方法，科學挑選

出對象獨立的在自然實在世界的實在物，將其視為實在的事件，即便它們呈現出

的仍只是一種抽象的實在。(抽象的東西即是 structure，此非 substance，而像康

德的範疇)在以此種方式發現事件的同時，科學其實也創造了事物。所以，實在

事件的存在是與科學的結果同時存在的。雖然這樣的實在事件並沒有脫離自然，

但它們也不會是純粹自然的某一部份，對他而言，離開人類的感知和理解的純粹

形式性存有這種東西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畢竟張東蓀並不是那種認為只有意識才

是實在世界的真正的創造者的唯我論者，但是除了認為抽象實體不存在以外，張

還是認定有某種東西外在於人類的思想而存在的。這就是一種與一切相關又包含

一切的結構，它本質上既不是物質的也不是觀念的。事實上，這個關於思想的結

構代表了多角度的關係之具體化，張認為它們才是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理論所

展現的傳統內涵。(這裡不知道如何說是傳統的內涵。)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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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as the core of cognition

313 314 1

盛行在西方哲學世界所討論的博物學式的知識論議題之主體主要指的是外在的

世界，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是獨立於理解的主體的，而中國知識論則可以被稱為關

係的知識論，因為他們所討論的主體就是關係。這個觀點既適用於激烈的整體主

義者之知識論，因為他們否認實體的觀點；也適用於當代一些採取嚴格的主客理

解二分的知識論系統，例如蕭任濤。

314 2

在大多數的傳統的討論中，對於關係的討論是連結在理解活動的主客統一中。如

果我們關注的是代表理解的客體對象的關係時，我們則需強調這個客體對象並不

會就直接自動地成為理解的主體的對立面。「關係知識論」並不立足於對這些事

件做嚴格區分上，也不立足於我們一般習慣上對作為理解的主體之視為是外在的

還是內在的世界的觀點上。傳統中國的特定趨勢的一些哲學家所用的方法，在定

義理解的主客關係或是它們的交互關係的本質的方法，就絕不具有決定性了。去

判斷兩種上述的理解方法，或者要決定究竟是中間的還是組合的還是綜合的方法

才是有關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知識論討論的發展實況，這是很困難的事情。探究外

在世界以及內省的方法兩者是同等重要地作為瞭解關係的工具，因此過去所研究

的對對象做內在區分的工作就決不能反應其中的關係。因為，這些關係既不是持

續的亦不是不持續的。意思是說在討論關係時，作為甲與乙的關係也可以變成是

乙與丙的關係，這種分解的和立場的改變其實就是理解的本質。

314 3

作為一切的認識活動的基本的或說是核心目的或目標的關係，它會在存有的任何

層面的理解和轉換中展示它自己。關係的觀點在尋找特定的名相與實物的關係上

會滲透入古代中國的區分中。同樣重要的一個基本的知識論的優先定義是關於知

識與行動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這兩種議題都是關於人際關係的。在中國思想的

傳統中，這些關係通常被視為與與自然世界亦即是外在世界有關，而不只是必然

地被人類意志所決定而已。作為理解的核心的關係性觀點已經顯現在中國宇宙觀

中的特定結構中，這個結構是基於將人與自然視為整體的統一體中而看出的。(這

不知道是否是中國陰陽五行的觀念。) 對於在自然及社會的整體性及交互性代表

了中國知識論的特殊意見。這個觀點已表現在所有的古典理論中，它是基於根本

的傳統的知識論的名實範疇。關係也形成了傳統思想的基本假設，這個假設決定

了在知識與行動的核心知識論關係之本質。主要受到佛學影響的古代體用關係之

整體性思維進路，後來是被理解活動中的能所關係所取代。這種來自印度思想傳

統的範疇分析法，緊接著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幫助了中國哲學家對於西方基於

將本體與現象作區分的本體論觀點之知識論意見獲得更好的瞭解。(與體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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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靜、有無、一多等等，是否是張東蓀所說的關係，不必區分主客、實體現象、

直覺理性等？這裡僅以佛教的體用、緣起為例。)

315 2

已經在二十世紀上半頁的中國理論中企圖建立關於理解的主客合一的理論，在個

思路中，我們可以重新檢視譚嗣同的流行論，這是對外在和內在實在世界的交互

作用的先在規範，它是由人性所決定的，如同一些當代新儒家學者的知識論進路

一樣。古代的程顥已經說了，個人是不能和天合一的除非他是有德性的人。讓人

性展現為和道一致的和諧關係，這是社會倫理的最高原則。所以，對天和宇宙結

構的認識是以對人和社會結構的認識為條件的。(這裡可以理解，以人際的普遍

為自然原理，老子也同樣是如此，但這是中國傳統形上學命題，而非知識論模型。)

315 3

從內在的層次說來，譚嗣同的流行說，反應出了對於感覺器官、神經及大腦的心

理學上的關聯，它並且由價值進路的理性架構之功能所先在地決定著。同樣的流

行觀也可以在馮友蘭的當代新儒學之對認識的機械及價值統一觀中見到，這就是

所謂的入道。張東蓀明確地說存有和現實事物的關係並不是一個單面向的在表面

現象和實在物之間的連結，而是仍有某種在現象背後的關係，他看出這個關係是

一個不可或缺的流行，就像一棵樹木的樹根與樹枝。

315(4)~316(1)

甚至連馮契也看到感知和理解的程序作為一種交互關係的網路，它是關聯到事實

和可能性的可理解的結構性秩序。這個結構性秩序反映了在特定事件之內的交互

關聯及關係上，同時也反映在與其合作的原則上。

316 2

雖然當馬克斯主義傳統的知識論者如馮契者，已經開始對於理解的主客概念，採

取視其為辯證性的關係之立場，從而可以超越了傳統的知識論及本體論二分的界

線。但是，當代新儒家的知識理論之代表性學者們卻仍然忠於對理解活動的兩種

要素視之為有互補性的立場。他們都是採取重新製造這種互補性關係的做法，其

中熊十力的做法是以體用關係來作為方法論模型以恢復之，馮友蘭是發展一套內

在的形上學，牟宗三是發揮真正的客觀的主體性。(這樣理解當代新儒家可能不

太準確。)

316 3

就更晚近的理論努力而言，則是企圖整合傳統的進路與二十世紀的哲學新潮流，

將整個的程序立足於理解的主客交互作用中談，因此它們將不再是互不相容的絕

對事件，而是兩種互助合作的關係的交叉互補的兩端，以用來定義實在的多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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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

316 4

在這個觀點中，張東蓀的強調又值得再度提出來談一下了，這兩種角色的關係並

不是直接的，它們之間是一個複雜的關係，並沒有誰是有優先性的，而是由對存

有的精神性和物理性觀點的動態關係所產生的。在這個觀點下，所有的存在都是

一個永恆變化的一部份，它會在特定事物的結構性關聯和根本性本質的持續變更

中展示出自己。依張東蓀而言，他就是否認有實體和它的屬性的觀點，所有的這

些結構都是空無一物的，物質性存有的各面向觀點只是物理性的展現，絕不能等

同於物質性實體，最多只能視為是決定其存在的結構性關係以及物理性法則。外

在事物是不能由任何實體來決定，它的存在只能由結構性關係所代表的外在秩序

來呈現。

316 5 317 1

在以上的觀點中，我們的心靈只能辨識出這些改變的其中的一些面向，而這些也

只是指出在我們的感官及理解的層面而已，因為關於關係性的結構秩序它們通通

都是存在於宇宙中的。所以現象事實這個東西是沒有內在性質或本質的。他只能

通過形成相對固定的結構的種種關係來被認識。所有的外在結構在我們的心靈裡

展現它們自己，而我們的心靈則藉由形成思想和理解的結構性模式來重建它們。

無論如何張東蓀的理論並不是獨我論的，因為他並沒有主張外在事物是人類理解

的產物，他只不過是說外在事物的認識是伴隨著心靈的交互作用和合作關係中而

形成的，這些認識仍是會隨著外在事物的結構改變而受到影響一起改變的。如此

一來，外在世界和我們的感官的關係已經被整體的結構所決定，也被特定的原則

所建構。

317 2

在這套綜合性理論中，可以見到禪佛教知識論的強烈影響。前述的結構性功能一

方面類似於禪佛教的無所不包的緣起論，在佛教的緣起觀中宇宙代表了一個複雜

的叢結，虛幻的網絡合作著無可計數的互為因緣的關係，彼此之間以數不清的途

徑及層面既統合又分立著，這就是宇宙論意義的空性觀，並不是絕對無，而只是

虛幻，意味著主張任何無可改變的本質以及有整合性的自我充足的存有的匱乏。

317 3 318 1

既然關係性的連結都存在於宇宙中，我們的世界就只不過是一系列的虛幻的功能

性關係，雖然尚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換言之，我們這些有生命的存有者還沒有

被丟到這個世界作為另一個更高級的秩序的附產物，我們倒是比形成這個實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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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多樣性拼塊磁磚的關係網中被決定的一小塊片段還多一點點。相反地，我們

先天地具有可能性以及責任義務來共同創造及形成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通過我們

個別的精神作用，我們建築了一些橋樑，代表了人類心靈的普遍地及特殊地組成

部分的綜合體，這些橋樑把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天性及社會環境連接起來。間接地

由當代中國知識論學者所指出的，那個共創或共成的我們的世界的可能性的認

知，並不只是被這些關係本身所限制，同時也被作為認知基礎的意識接收所決定

的。我們所居止的關係網之久暫之別可被視為對我們的存在的嚴厲的價值挑戰。

它們的異質成分、多樣性、可靠性及可質疑性可以被理解為我們對這世界的改變

之核心因素，由此以涉入意義。

318 2

在同樣的理解的相對性中，由當代最新的中國知識論理論所提供給我們的，並且

最後還是離不開建立倫理學命題的立場的，是我們可以察覺到的改變這個世界的

勇氣，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新的有挑戰性的進路，也可以幫助我們面對由超越深植

於生來的架構中的差異。

第 26 單元相當複雜，主要思路是表現中西的特色。把很多沒看過的概念都放在

一起，很難弄清楚。胡軍也提過，了解當代中國哲學很難，必須要了解中西方幾

千年的哲學，又要了解 20 世紀中國哲學家談的西方哲學。

李賢中教授：

我有興趣的問題，是一開始提出中國知識論主要是天人合一、直覺，將這些合理

化如何可能？將直覺合理化，又是否是西方式的說法？直覺合理化的意義為何？

杜保瑞教授：

禪宗公案提及師父與弟子間的印證，我就是要建立一個系統說明印證，用清晰的

語言表達，在此就近似馮友蘭所主張，哲學要用清楚語言表達。但其中有負式方

法，馮友蘭這裡就沒有說清楚，因為他不了解工夫。我若用清楚的語言表達，來

說明神秘，此即正的方法表示。

李賢中教授：

公案所提的東西，將負式方法轉成正的方法，所以不代表西方的分析方法。

杜保瑞教授：

我要作的主要是清楚的說出來，也許會被認為是西方的方法。

李賢中教授：

在 311 頁，將“method of counter-investigation”翻成負式研究法，這裡是否是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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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

杜保瑞教授：

這裡她用到 peel away，我這裡是看她的脈絡，才這樣翻。

黃筱慧教授：

可以再討論直覺合理化的問題，直覺好像是靈光一閃，沒有媒介，但在中國哲學

所用的直覺，例如公案，好像是一種光照，是一種澄清。

杜保瑞教授：

這裡講直覺，我同意張東蓀的說法，本身是深刻的理性，像達摩祖師、神光，兩

人是有深處的溝通，他們的行動本身，如果語言足夠，就用正的方法來說，如果

不夠，則用負式方法，這表面上是直覺，但其實是理性，他們已經經過十幾年的

訓練。

黃筱慧教授：

所以這種一瞬間的直覺，其實是理性，應該是有媒介，而能被訓練。沒有媒介的

直覺，是笛卡兒的說法。東方的特色是有媒介，而在一剎那，可以看出他訓練的

很好。

杜保瑞教授：

這其實是高級人類活動，高級的理性，但外人看來是一瞬間。

邱建碩教授：

我對馮友蘭正的方法與負式研究法較有興趣，馮友蘭是講分析，是正的方法，提

出形上命題，他講真正形上學命題，是一片空靈，空靈是不可說，就是負式方法，

好像是境界，但他的形上系統看來是可以說清楚的，是透過分析完成形上命題。

杜保瑞教授：

將馮友蘭此處當成負的方法，只是這裡所說應該是工夫論，講不可知，都是說工

夫論。若以此來說明中國形上學，並不正確。從此角度來說，馮友蘭對中國文本

的解讀功力恐怕不足，但從西方脈絡來看，馮友蘭在西方哲學中提出新形上學，

這沒有經驗內涵，如「道」、「大全」等皆非經驗實有物，「氣」也是抽象概念，

說到抽象，就超越對過去維也納學派對不好形上學的批評，即是帶有經驗性的形

上學，馮友蘭講的形上學到無話可說，但他講的其實是工夫論。

邱建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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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學派所談的，是沒有經驗就沒有意義。馮友蘭講有意義不見得是經驗，好

像抵消此種有意義的說法。

杜保瑞教授：

馮友蘭講有意義是任何事物都有意義，這涉及抽象原理，符合最抽象原理，維也

納學派否定不能落實經驗的部份，但這並非新的形上學，馮友蘭要用程朱理學談

新的形上學，講有意義，不是經驗，像理、氣等等，是原理存在，是普遍的。但

你同不同意則要另外討論，而我們若要表態，得先看問什麼問題。

李賢中教授：

剛才提到發現、發明的問題，張東蓀主張都是發明，是人的建構，而非人去符合

一個客觀的道，你看中國古代聖人是發現還是發明？要如何看待這一點？

杜保瑞教授：

這裡可能是發現、發明概念問題，不同的發現有不同的型態，不同的發明也有不

同的型態。

就馮友蘭認為所有的形上學都是本然，但也有更好的形上學系統，像程朱系統就

能超越維也納學派，談一切都是發現，只是發現或發明還是要看他是問什麼問題。

吳惠齡同學：

馮友蘭這裡講形上學，而張東蓀講知識論，似乎也退回形上學，這樣看來似乎不

必再作區分。

杜保瑞教授：

區分仍有必要，必要在於中國文本要弄清楚他說什麼。像熊十力、牟宗三是講形

上學，牟宗三是講道德形上學，馮友蘭是接續分析與綜合之分來談新的形上學，

張東蓀則關注知識論問題，又擺脫不了形上學。需要準確知道，如牟宗三是形上

學，但若說他主張本體優先於知識，我個人不同意，因為他沒有談這個東西。

吳惠齡同學：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他們的 background，才能作討論。

杜保瑞教授：

我認為要了解他們的問題是第一要務，這點唐君毅作的較好，他的著作講的就是

那個哲學家的問題。牟宗三所談的哲學家，則多是談牟宗三自己的問題。我們想

一些哲學問題或哲學理論，比較容易，了解哲學家就要功夫，但很多情況是太快

進入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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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雄助理：

提到在這裡張東蓀不易理解的問題，這裡主要的架構，應該是知道對象，是預設

宇宙有一存在的東西，在此是形上學。如何了解知識論，主要是知道關係，是架

構形成的關係。對架構的區分，在 242 頁也有列舉條理、格式等等，是認識主體

的依據。條理也是具體的，也在宇宙存在。

杜保瑞教授：

所以他否定實體，又提出形上學。

黃偉雄助理：

但這裡的好處是無所謂分析、綜合命題。張耀南以為張東蓀很早否定這樣的區

分。這裡又牽涉 305~306 頁，以中國知識論與亞里斯多德不同，羅亞娜以為亞里

斯多德主要區分形式與質料，又以為中國像馮契，是在社會脈絡和生活形式，並

提出 Chad Hansen 來理解中國，以為中國習慣上有特殊的用法，這邊最後也提出

language, reality 來對應名實，這裡似乎暗示這不要從亞里斯多德來看，而是像後

期維根斯坦講語言實在，談語言超越指涉，及語言如何建構實在。羅亞娜似乎以

為中國認識論是以張東蓀和馮友蘭來說，又以為是超越西方知識論。

杜保瑞教授：

這是不同的知識論型態？或西方是否有主流知識論？這恐怕也很難說。

黃偉雄助理：

主流問題或許可以透過胡軍的教材。

主持人結尾：

感謝大家的參與，在大家共襄盛舉之下，讀書會進行相當順利，在這十二次讀書

會中，可以了解，羅亞娜教授著作的架構，例如名實、知行等等範疇，也能了解

幾位當代大陸學者的系統，如張東蓀、金岳霖、馮友蘭等等，也很感謝所有導讀

者提供他們的理解，以及指出自己與羅亞娜教授理解文本的差異，這一系列讀書

會是相當有收穫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最後關於剛才討論到的，哲學對於現

今社會所能做出的貢獻為何？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再持續討論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