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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術與人文學方法論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he Methodology ofHumanities 

黃人傑*

摘要

一般的學術分類，皆以科學作基礎，如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甚

或思維科學、人類科學等等不一而足;唯獨對藝術美學、道德、倫理學、宗動神學或

是歷史、文化等學科很少冠以「科學」者，後者常以「哲學」概括稱之;其間對「人

文」是否為科學或哲學?卻同時各有人文學(哲學)與人文科學二種稱呼並行。本

文折蔚為內人文即是科學、叉是哲學兩者兼顧並重的設法，故以「人文學術」通稱

之，非英文 Sciences 一詞所能涵蓋者。

在各種學術分類中，個人認為所有學術最根本的學術基礎即是「人文學研討 J ' 

本文旨在闡明人文學術重在人本、人類智慧的開發，以及追求真善美聖之人文精神

價值的保障，不僅要激發人類創造發明的潛能，更要實現人格尊嚴的維護，確保人

性、人倫、人道與人權四者相互支應的理想境界及其價值之實踐 o

當自然科學被誤用之時，可能帶來毀滅性的戰爭;而社會科學也不可能完全

解決人類的名利鬥爭。事實上一切的人類問題，財良本慚吉是人類心，[生問題，若要

以知識或智慧尋求籽困之道，非要在人文學術的領域一探究竟，實不為功。為了啟

開這一道思想門徑，順便帶入方法一途，本文僅是引論性質，盼能拋磚引玉，並藉

此文請先進們不吝指正。

關鍵詞:人文、人本、人文精神、人本主義、人性、人倫、人道、人權、知識方

法論、科學方法論、研究方法論、理論方法論

﹒黃人傑，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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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皆動了見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之研究與發展，特別是強調科技掛帥的現

代文明 o 由於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大都是依賴工業的發達與經濟的起飛，稍後才注

意到政冶的開放與維護民主憲政的重要性。但是早已培養世人偏重物質科學而輕忽

精神科學的偏見，還好當代社會科學的進步與發達，稍為彌補了此一重大缺陷。或

許有九納悶或情不自禁的要質疑，對於貧窮落後的國家，人民連最基本滿足溫飽的

生活猶有困難，那能奢談人文科學。事實上，人文科學(稱人文學術)的研究範圍

很廣，忽視其中最重要的人文智慧與人文精神，才會是造成貧窮落後的主因，這種

思想正是我們急於要究明的道理，即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先不論人文學術所研究的分類與對象，例如藝術、倫理、宗教、哲學與史地等

等的差別，人文學術最重要的精義的令把握創造與發明的人文智慧與人文精神。換

言之，人類創造與發明自然科學、應用科學(二者合稱作物質科學)以及社會科學

的智慧與能力，即是一種人文智慧與人文精神。廣義地說，舉凡人類其創造或發明

的能力，皆可說是一種人文智慧與人文精神所發揮的作為，既使在貧窮困頓的國家，

也可以用禮儀、文藝、宗教腐草德等人丈要項來安撫人心'規範出和諧、溫馨且互

助的社會。從正面上來說，創造科技、豐富人類物質生活內容，並提昇其品質與水

準'皆是人文智慧發明科學文化之貢獻。若從反面來說，濫用科技文明，讓少數的

野心家製造毀滅性的核武戰爭，因而對人類生存造成重大威脅時，也可以看出少數

人心性的邪惡，及其悸逆人文精神的惡果。

其實科學思想的本質與根源皆出於人文本位的立場，才可加以認知，創造與發

明，這種力量老是被剝削、誤解或扭曲;尤其是在專制獨裁的時代，被少數極端自

私的統治者所刻意加以打壓、愚弄和曲解，也就是不擇手段地侵害被統治者的人文

智慧與人文精神，造成千古以來人類共同面臨的浩劫。諸如:人性被摧殘、人倫被

踐踏、人道被自害、人權被掠奪等等悲慘遭遇，光憑自然科學的進步是無法帶給人

類的真正幸福，所以人類的人文智慧與精神，後來才又想出用政治、經濟、社會、

法律......等的社會科學來改造人類，重塑人類生活與生存的理想。遺憾的忌草種努

力確有其必要，但是若無人文學術加以奠基與維護，可能終有一天還是會落空的。

總之，人文學術與人文學方法的研究，主要是為彌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不

足之處，同時要告知世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皆是人文智慧與人文精神的一種表

現形式，在本質上是不能脫離人文學術的涵養與規範。若無此覺悟與認知，正是說

明缺之人文素養的瘋結所在，同時也指出如何發揮人文學術，以及將人文智慧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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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貫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和簡直戶服。另外本文也為從事知識整合

(科際整合)者，提供另一個思考的空間、方法或途徑，這是一個值得關儕口加強

研究的問題。

一、人文學的意義

(一)人文學的特質與內涵

何謂人文學?何謂人文學方法論?叉為何要分析人文學方法論中的辯證本質?

其目的與價值何在?首先說明人文學( humanities )的性質與重要性，指出人文學在

人類知識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和影響的功能。依據魏鋪先生對人類知識分成

四類的主張:

即以物理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物理芋陣( physical sciences ) ，以生物和生命現象為

研究對象的生物科學( biological sciences) ，以人和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和以人類的信仰、情蔥、道德、和美德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

( humanities sciences) 。在以上四類知識中，人文學通常都只當作一種學科 (field of 

studies) ，而不當作一種科學 (science) 。因為人文學科中的宗教、哲學、藝術、音

樂、戲劇、文學等學問都是包含很濃厚的主觀性 (subj∞tive) 的成份，著重於評價

性 (ev叫uative) 的敘述和特殊性的表現。這和物理、生物、 l!ZJ社會科學棄主觀追求

客觀知識的態度危絕然不同的，因此有人認為人文學不能當作一種科學。

在以上四大種人類知識中，各自叉包含了許多更精細的分科。這些分科，基本

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著重基本的理論性的;另一類是著重於實際的應用性的。

其區分情形可以用(表一)說明如下: (魏鋪， 1982 :“-68 ) 

表一:人類知識的分類(註1 ) 

品想 基本的(理論的) 實際的(應用的)

物理 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 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化學工程、電

科學 (數學) (註一)等 機工程、採礦、冶金、太空科學等

生物 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 農業、醫藥、公共衛生、護理、畜牧

註l ﹒數學與邏輯學是抽象的和形式的學問。它們實可獨自成為一門學科，成為人類知識中的第五大

類，可稱作「思維科學」。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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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解剖學、微生物學、遺傳學等 等

社會
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 法律、教育、企業管理、外交、公共

政治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統行政、大眾傳播、社會工作、精神治
科學

計學等 療等

人文學
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宗教、 新聞、建築、電影、戲劇、廣告設計、

倫理學等 演說、舞蹈等

在(表一)的各種知識中，要以物理科學的科學性最高;其次是生物科學;再

其次是社會科學;最後是人文學。雖然目前有少數人文學者也主張用客觀的，科學

的方法來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但基本上人文學是~í藍啊賈性( evaluative )的學問，

是不肯盟帝入科學的範疇的 o 在我國，社會科學常常與人文學混淆不分，因而產生種

種內涵曖昧的名詞，諸如「文科」、「文法科」、「法政」、「文史」等等。這些名詞，

各有其發生的背景，也各反映社會科學在發展至一定階段之性質，但其不能正確指

示現代社會科學性質則一。最近通用的「人文社會1斗學」一詞雖比以上列舉的各種

名詞意義較為明確，但是還是犯了把人文學也當成科學的毛病。為了這兩門主要的

人類知識內涵和性質得以澄清，則分別正名為「人文學」及「社會斗學」是有其必

要的。(魏鋪， 1982 :“-68 ) 

以目前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社會科學的性質與研究方法，已逐漸向生物科

學接近，而與人文學研品。廿世紀底以前，社會科學還是在哲學、倫理學、甚至神

學的籠罩之下。如今則許多社會科學中的學科與生物科學以及物理科學發生密切的

關係。以心理學而論，社會心理學屬於社會科學的範圍，動物心理學則實屬生物科

學的範圈。心理學中有關生理的部份，亦涉乎生物科學 o 以地理學為例，人文地理

是屬於社會科學的範間，而自然地理則與地質學有密切的關{系，應當算是自然科學。

此外人類學中的文化人類學固屬於社會科學，體質人類學則係生物科學[有時亦稱

(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 ]的範疇。在各項社會科學中，只有歷史學尚與人文學保

持極其密切的關係。儘管自十九f助[tJ來便有學者主張採用科學方法來重整、分析

和記載歷史事實 o 直至目前，中外還有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之使命是在忠實地記

錄和描敘單獨的和怖和甘( idiosyncratic )歷史事件。而非在許多歷史事實中求出任

何客觀的規律。有的歷史學家更認為歷史之使命芯草德性的，史家有藉著歷史而發

生鑒古知今的作用。從這兩個角度看來，則無疑地歷史學要算是人文學，或至少是

與後者有極密切關係的社會科學。(魏鋪， 1982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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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學的危機

蒲立拜(J.H.Plumb ' 1971 : 2) 曾謂: I 由於科學進步工業社會興起，加上兩次

大戰的遺害，使人文學者動搖了信心，懷疑自己的領導和指引能力了。人文學者對

他們的社會功能惑然不解，走向兩條自殺式的死路以為逃避。亦即他們或則盲從傳

統的看法，把以前的功能，當作是現在的功能;又以為只要抵擋得住改變，就萬事

大吉了 o 他們或則退隱到象牙塔裹，否認他們的科目有任何社會功能。由此觀之，

人文學科正徬徨在十字路口，其存在正面臨威脅。他們必須改變目前的形象，以適

應科學工藝社會的需求;否則就只能退到社會的微不足道的角落襄。這是人文學一

歷史、經典、英文、美術、神學和哲學一的危急存亡關頭。」

西方自十九世車由法來，也有一股思潮對科學理↑吋包持一種相當懷疑、批判的態

度。基本上，他們認為現代的科技與人文精神是對立的，科技的發展不但侵犯到人

類文化中的其他領域，尤其是精神的部份，更傷害到西方人芯丘代所堅持的個人自

主與尊嚴。科技雖然帶來了物質的高度文明，卻同時也造成了精神的空虛與失落。

現你斗技不但沒有能夠給人類社會帶來幸福，反而是僻見代人加諸更多的壓力，而

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戰爭卻給人類帶來空前的浩劫，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如果人類

的價值與意義就是人本身的話，科技對人類文明的意義是負面的，我們所贏得的只

是一個物化的世界，卻賠上了自己。(高承恕， 1989 : 106) 

人文學能否成為人文科學?或謂人文科學能否把自然科學的精密性當做理想，

沈清松先生( 1986 : 192-193 )認為自從彌爾(J.S.Mill)的「邏輯系統i System ofLogic ) 

之後人文科學亦以實際科學做為自己的科學性模範。自然科學完全從人的主體抽離

開來，只注重建立客觀的事實和法則。人文科學原先志在探索人的精神性和歷史性，

但今後既然以自然科學為模範'亦儘力維持價值中立態度，不再追問人的主體和文

化之合理性。當科學變成一種完全客觀的活動，無論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皆志在建

立一套客觀的事實體系一在今天來說，則是建立一套可用的資訊系統。一旦科學只

確認客觀事實，則人類的主體性究竟還能夠在其中找到意義嗎?若歷史所成立的只

是一推按律則而推積的事實，若歷史只是幻想的進步和苦澀的失望之無止的串連，

我們還能生活在這樣子的世界上嗎?

總|之，沈清松先生(1986 : 195) 認為科學的危機的錯決乏自覺，因而使科學對

於生活失去意義。自然科學之危機在去令未能自覺到其中所含的自然主義，實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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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充斥著某種先於科學活動的意識型態，亦未能意識到其所用以建構理論之數

學模式愈走向運作化與技術化之危機。人文科學的危機在抬不自覺地以自然科學為

模範，而不能進一步處理個人和團體的心靈處境。

(三)人文學的挑戰

自從在英語世界中，人們將 I humaniora J 的古老人丈觀念以 I humanities J 的

稱呼轉譯到他們自己的語言系絡中，並且用來表示這種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再是實在

界中的具體客觀世界，而是研究關於人自身的知新日/明創造的世界之知識。(註2)

這裡指出人文學所關心的研究對象與內涵，但是在急邊變遷的客觀世界中，我們更

需要對人文學的學術地位，價值與瑚巨有適切的了解，同時激發其人文精神與肩負

應有的時代使命與任務。

由於科學的每一門領域對個人的能力來說都是沒有邊際的，縱使對於天才也沒

有例外。有人或許對此感到遺憾，然而卻也改變不了事實，自然也於事無補。我們

倒不如承認這種發展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並/偏差種事實找出有用的結論。科學家

和科技專家已經得到的一項共同的結論認為:科際整合是必然的趨勢。像以往各行

其是的作風是行不通的，現代的科技發展如果要成功必須注重科際問複雜的協調程

序。在資訊還原科學的發展中可以預見另一項結論，即若電腦能夠儲存大量知識並

以程式來處理以便自動還原之應用，如此才能充份運用所收存之知識。這一門嶄新

的輔助性科學的發展仍未超過起步階段，目前可以說是一個資訊危機的時代，許多

重複的研究在所難免。

在這種自我推進的成長過程還包括了經濟、政治、藝術與文學，以及所有人文

科目的領域。結果不僅在現存的科學與科技，以及政治、經濟等相關方面有著極快

速的改變，就是志社會的公認觀念及倫理、審美的價值體系上也有了根本的改變。

鑒於過去的時代中改變的過干單重常都是非常緩慢的，任何人一生之中並不會遭遇到

太劇烈的變化，然而到了今天每一個人都必須為適應時代的變化而重新擬定方向。

在資訊與刺激氾濫的今天，個人要想根本上適應外在變化快速的環境變得愈來愈

難，他因此也經常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之中。

註2 .葛達姆著，江日新譯:哼侖人對哲學的自然傾向>，見孫志文主編，當代德國思潮譯叢; <人與哲

學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2 年，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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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知識無出古計的、愈來愈J快速的增加趨勢，個人在受到生產與行政纖最大

型企業所束縛的情況，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由因專才的要求而不斷受到限制的事實，

這些因素一次又一次地阻礙了我們主動、創發的精神。由於科技的發展與人口的爆

炸，要建立合理的社會規範變得愈來愈不可能。所有的意識型態，就是最現代的，

也都不再能適用了。如果人們對於各方面長足進步不能充份適應的話，那麼在技術

上、醫療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片面進步對人又有什麼用呢?如果從人們接受知識

的程度及他們的價值觀來看，不同民族之間，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團體之間，仍然

存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那麼這樣的進步又能代表什麼?如果從遠處著眼，進步

的結果導致了人口過份的膨脹、反淘汰、退化，或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枯竭、饑體與

戰爭，或造成更多人更大的不幸，如此進步究竟是好是壞呢?

從整體看，如果人們彼此之間缺少協調，各行其是，缺乏一種公認的社會行為

規範，那麼人類便可能趨於毀滅。事實上，由於毀滅世界的方法已由人所掌握，世

界的毀滅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很明顯目前再也不可能將各門知識納入一個綜合的整

體，也不可讓我們種種的社會行為符合有用的目的並使之適應過份急邊變化的世

界。世界變化的速率已經超過了人類「適應速率」的最大極限。這是整個問題的癥

結所在，人類在目前發展階段中，發現自己正陷於這種為難的情況中。(註3) 科學

既然發展到可能被人用來作為毀滅世界的工具，這已不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有能

力去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一門研究未來的學間，這一門學問根據推斷人類

社會在自然科學、應用科技、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發展趨勢所觀察到的事實，來作

一預診。如此可事先防範危險，並得以把握機會適時計劃，採取負責的行動，並與

合乎人性的價值體系以及行為原理相配合，這門學問即是人文學。

(四)人文學的使命

何秀煌先生認為 (1988 : 122-126) 二十世車回甘哲學給人群帶來的最大失望，就

是對於人類文明前途無力倡說，不能立言。哲學家築籬自限地將自己規範到斗固狹

窄的範圍(主要是知識與認知的領域)而對人類世界前過啞口無言，不敢草說。雖

然那些處於領導潮流，製造時勢的哲學家也許樹包著純正的自清門戶的胸懷，甚至

註齊門(K.arl-Erik Zimen 1912-) 黃蘆譯:(科學與人類文明) (Science and our Civilization) 原載
Universitas 14/111971 .見孫志文主編當代德國思潮譯叢(3)(人與科學〉台北，聯經出閥土. 1982 

年，第 146-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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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對於文化理想和價值問題全無關心，一味放任的人。可是風氣壇變，演成末

流之後，哲學家竟白絕於文化的大計，無志於價值的問題。演變至今，哲學家只能

在自己的品種之間宣說對話。他們的聲音不再是知識界和一般人的嚮導，更不足以

充當人類文明的拓展指標。

單單立志，思慮、文化價值問題，並不表示他們的言論思想就不落入陳腔，而帶有

「經，驗意含」或「認知意義 J' 足以引發文化建設的思索，帶動人性演化的努力，而

不只淪落謬誤，表現空談，成為另一番哲學分析的反面教材而已。女叫可為二十一世

紀著手開創一種能夠帶動社會，足以指出文化演進方向，倡議人性進化道路的人丈

哲學。在方法上和起點上。我們也不能固執獨斷。迷信獨一無二的絕對主義和一元

主義。今後的哲學在方法上和起點上必須容許多元主義。

當代在方法論上的多方探討和深入研究使我們比較清楚地察覺，一切的思辨和

證立都沒有一個絕對的起點，但卻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可能起點。我們必須懷有清楚

的目的自覺，才比較容易決定採取怎樣的思辨不日證立上的策略。可是目的的尋索不

但需要通過多元的競爭與對話，而且更需要參照對於可資選取的方法以及最易奏效

的方法之經驗考察 o 人類有沒有方法可以獲致對於文明進展方向和人f生進化道路的

目的除異趨同呢?多元的價值觀是否一定導致價值上的無政府主義，甚至無法化解

價值上的虛無主義或幻滅論調呢?何秀煌先生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他並指出二十一

世紀的哲學所必須lEijj見的一大課題就是人生情感的形式、樣態、造型與提升。人類

的文化理想必須依賴人文知識去獲致， {旦聞監護人類文明的決心，促進人性進步的

願望卻端賴感情使之繫之不墜，這需要更多的人文智慧與努力。(何秀煌 '1988:124)

從比較積極的方面看，要能合理化地將實然、應然與願望的全面探索平衡地放

置在哲學思辨的視野上，激盪出今後的文化力量，這不但需要更高超的人文見識層

次，而且更依賴別出心裁的人文設計以及匠心獨運的推斬呈序。哲學的研討在分門

別類的各自成長以及支離破碎的各自為政之後，現在又到了尋求統一集中和整合運

籌的時候。我們不僅要善用過去在知識論裹的成就，掌握系統構作和方法論上已有

的成果，更要融匯當今認知科學的發展結果。為了要改造人類的心靈，鑄造未來的

人性，我們不能以過往古代的人類心，性與情意做為出發點，而必須把握今日世界的

形勢，順應眼前社會的動力，因應、現代社會中的現代人的現代人文經驗。

在現在這個時代，以及可預見的未來世界裹，哲學的文化己好查，以及人性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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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演化，並沒有一個極為自然，可以順水推舟的動力。我們可以預見目前的物質

文明至上的勢力，現代的科技獨尊的趨向，以及今天的消費主義掛帥的風潮，依然

會!lIZ:立不移，甚至變本加厲。在這些動因勢力的雷厲風行之下，以往曾經有過的人

性改革與價值重建的辦法方案常常顯得有心無力，甚至格格不入 o 惟有動員當代與

未來的人類總體認知，選取成熟合理的方法原理和運作程序，加上配合巧妙運用得

當的應變策略和入手起點，似乎才足以重振人文哲學的雄風，領導文化價值的改造，

策劃人心人性的提升。

二、人文學的特質

(一)人丈的意義

中國最早的人文思想來自〈周易﹒貴卦象辭>:1賞，亨，柔來而文剛，故亨。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穎達疏: 1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

教而化成天下也。」據孔疏， <象傳》所說的「人文 J '指詩書禮樂，亦即《論語〉

裡所說的「文章」。李鼎I昨《周易集解》哥[ 1千寶 J : 1聖人之化，成乎文章。」即正

以「文章」解釋「人文」。

宋朝葉適〈進卷中庸>:1道原去←'而砌令兩。古之言道者必以兩:凡物之形、

陰陽、剛柔、逆順、向背、奇娟、離合、經緯、制岡，皆兩也。夫豈惟此，凡天下

之可言者，皆兩也，非一也。一物無不然，何況萬物?萬物皆然，而況其相禪之無

窮者乎，交錯紛耘，若見若間，是謂人丈。雖然，天下不知其為兩也久矣，而各執

其一以自遂;奇譎祕怪，賽陋而不弘者，皆生於兩之不明。是以勵令君者失其父之

所願'援乎上者非其下之所欲，乖造反逆，則芳草窮而人文亂也。 J (<水心別集﹒

卷七>)這一段文字說到兩次「人文J' 前一「人文J '是就陰陽、剛柔的交錯紛耘而

言，則「人文」實同於「天文J' 這是從宇宙論的觀點來說的。此說顯然是受了〈賈

卦><象辭》的影響。後一「人文J' 是就君父、上下而言，則「人文」同於「人倫J ' 

這是從倫理學的觀點來說的。

在〈國語﹒周語》下，有一段文字，雖然沒有提到「人文」這個概念，但卻是

發揮「人文」重要意涵的好文章，節錄如下: 1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

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

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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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 o 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

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 o J (韋政通， 1977 : 11-12) 

所謂「人文」就「人文化成」而言，就是要憑藉人自身的能力，所制作的一套

文化設計(主要包括禮、樂、 f飾。) ，以教化世人，使其能達文仰府要求的目標。這

個觀念，頗能傳達儒家所理想的文化的基林青神，和它的功能 o 唐代呂溫，有「人

文化成論」頗能闡發此一觀念的義蘊如下: r易曰， 11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dJ 0 能諷

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 o 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

六氣節宣，或陰闡陽開，或天經而士做己，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

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竄，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人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違汝

醋，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撰同歸，此

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 o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

此教化之文也 o 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

成之義，其在茲乎! J (<呂和叔文集})

此外， r人文化成」常被中國內視為人格、展開生制守至高無上目標，而與禽獸

之異「幾希」之處，最為突顯的即志草種人文化成的潛能。(葉啟政， 1991 : 1) <尚

書﹒堯典〉稱堯為「文J思安安J' <舜典>讚舜為「睿哲文明 J' 而<大禹誤>譽禹為「文

命敷于四海J' 都是最佳說明。唐君毅先生認為「人於其自己對自體與社會，所發生

之感應與行為，叉能再自覺的回顧反省，以自感而自應。此亦即人之心靈與精神，

對其自己之行為之表現。人由此而有其內在的心靈生活精神生活:亦由此而有各種

人文學術之創造 o J (唐君毅， 1975 : 197) 

所謂「人文J' 必須出於個人對於「自我」意識之掌握，發現「我」是一個主體、

一個核心、一個單位，可以作為一切價值開展的基礎。也就是從自我做為一個「人」、

一個價值主體開始，去善度人的生活，棄對蕃起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環境 o (傅佩榮，

1989 : 176) 

以上說明了「人文」的意義之後，進一步再闡明「人文思想」有何精義，為建

構「人文學」提供一些方法與思考的途徑。(註4)

註4. 按本文內容部份引自個人所撰博士論文《中國先秦人文理念體系之研究) .第 45-47 頁，第 52心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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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思想的精義

人文思想的精義有三: 1是人本思想、 2.是統整思想、 3.是人文精神思想，分別

說明如下: (黃人傑， 1996 : 52-69) 

1.人本思想:這是人文思想、最主要的特質。「人本」是一干盒式人為宇宙的主宰，

或以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先秦儒家思想，就代表人本思想的發展，這是儒家對中

國文化最重大的貢獻之一。中國人本思想孕育於周初，孔、孟是開拓者，到苟子，

有了相當成熟的發展。《苟子﹒儒效}:r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天論>篇: r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又說: r故錯人而

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形。」又說 :r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J <王制>篇: r故天地生君

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乙裙、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

不理。 J <禮運>篇: r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

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

《賈誼﹒治安策}:r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

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則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劉基(伯溫)

<天說下>. r或日，天災流行，陰陽夕相七，天以之警於人與?日，否。天以氣為質，

氣失其平則變。......曰然別人勝天與?日，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

地為三也。 J (<誠意伯文集卷四})羅欽順(整奄) <四續>: r 四道之升降，繫於人

不繫於天。 J (韋政通， 1977 : 14-15) 

「人文」一辭，就其最早的歷史涵意與精神而言，係指一種以人為中心，以人

自身為對象的科學理性主義。(宋國誠， 1990 : 244) 人在宇宙中是行動的主體，惟

人能控制環境，達成所追求的理想。動物只忌臨環境，人則有理性、有意志、有

目的。行動不只單純的適應環境，而是主動的控制，此乃人與動物之分界。(周德偉，

1971:32) 本質地說，人文思想有如下兩層意義:一、它是以「人」為首出的思想，

其內容必都是屬於人的，它是與「人」相始終的。換言之，它是人本的思想，有別

於神本與物本等思想。二、它是在為人類本身指出----fr茉應走的途徑。亦即在顯現一

「人類普遍的理想」以指導人類。(陳癸淼 '1986:142)

以寫《中國人之思維方法〉出名的日本學者中村元先生都認為「中國人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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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及推論時，常是以人的東西為主語去活動其思考作用的。......中國人對於許多

問題，是以人為中心的 o 在中國智識社會所發達的思維，一切都集中於和人的現實

生活有直接關係的實際問題。道德、政治、或處世之方，成功之法等，是為關心之

焦點 o 道家、即所謂老莊思想，是保身之道，成功之法，或為治民之術。居傳統思

想界之王座的儒家，不外是士大夫之身份倫理與統治之術 o 所謂法家思想，亦不過

是為教君主如何擴張權力，如何驅使統御其臣下及民眾的方法。 J (中元村， 1991 : 

105-106 )中國的學問大都是有關人的實踐之學，可以說明其「人本」的特質 o

思想也是人本的。廣義的知識，泛指人的一切思想成果，包括神話、宗教、歷

史、文化、意識型態、科學、哲學、藝術'乃至於普通常識等。研究思想一般有兩

種分析路向 o 第一種是內在分析，主要目標在理解、演繹、考證及衡量思想的內容 c

如果研究的範圍超出某一思想時，通常另指探尋此一思想之前身或未來發展而言。

至於另一種路向，則可稱為外在分析，焦點不是思想本身，而是產生思想的環境背

景，導致思想發展或萎縮的客觀因素，以及思想對環境其他方面的影響 o 另有以研

究思想形式指為思想方法或傳統形式邏輯的第三龍點。實際研究思想的人，往往

要互相兼顧，以內在分析為主的，間或涉及產生思想的背景;著重夕他分析的，也

常兼述思想的內容。

研究中國思想的人，著重訓話考證，較注重內在分析的應用，他們常認為思想

本身具備獨立的生命，其發展只要由內在的力量推動，余英時先生不太同意此種看

法，他曾說(余英時， 1977 : 124-125): I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西方研究( intel1ectual 

history 或 history of ideas) ，有很多種看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思想史

本身看做有生命的，有傳統的 o 這個生命，這個傳統的成長並不是完全仰賴於夕他

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行不通的 o 同樣的外在條件、同樣的政

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傳統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得到不同

的反應。所以外緣以外，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的理

路 (inner logic) ，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

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

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

不管思想的內在理路為何，拉卡托斯( I.Lakatos )認為一個思想體系的選擇，

可能受到多種影響，但一旦選擇之後，此思想體系便規限著自身日後的發展 o (Imre 

Lakatos' 1970: Vo1.VIII)雖然思、想是有內在理路的，他比等理路並非內在思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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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從事思想的人所賦予的。有如柏林 (Issac Berlin) 所言「思想不能孕育思想，

一如蝴蝶孕育蝴蝶那樣。 J (Robert Nisbet ' 1972 : 9) 思想是死的，只有活著的人

才能賦予它生命。因此，要了解思想的「生命J' 不能離開活著的人。人必4頁活著，

才能有所知覺。而在他知覺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環境包括社會現實的影

響。此種影響因地而異，與時俱變，可能也因人而別，但確是不得不以人為本。

思想不會無緣無故地憑空冒出，它必須有個存在基礎 (existentail basis) ，至於

那一個存在基礎對思想最有影響力，跳出存在與意識，唯心與唯物之爭的觀點，個

人比較贊同以提「問題」的人本立場，來引導或規範思想方向，並以思想存在之「辯

證」本質，以及依循「思想與存在一致性」原則，來建立思想方法與判斷的準則。

就像連格 (Sussane Langer) 所言「問題的提法，不單規限而且引導答案的答法一一

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 J (Sussane K. Langer ' 1980 : 3) 人文理念的特色，是由提

出問題而不是由所認定的答案所決定的。答案只是一推事實的認知，問題則提供一

個思想的架構，將事實的圖象顯示出來。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比尋找正確的答案，

更具有人文智慧的啟發作用與價值。

在提問題的人丈思考方面，中國早期哲人顯然異於西方哲人。如希臘早期哲人

泰利斯(Thales) 所提出的問題一一宇宙的一切是由什麼元素構成的?這問題，就

展開了日後西方思想發展的路向。它指向自然，而且是分析性的，焦點投在事物的

普遍性方面。這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哲人(特別是儒家)所提出的問題不僅不同，

簡直是天南地北。它指向社會，而且是綜合的，重點落在人事的具體方面。

古希臘思想發展到蘇格拉底，他所關注的題材由自然轉向人事;但是思考的方

式已被前人所限制。牟宗三先生認為: r他們(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

人)都以對待自然的方法對待人事，採取邏輯分析的態度，作純粹理智的思辯。把

美與善作為客觀的求真對象，實與真正的道德無關。 J (牟宗三， 1982 : 9) 雖然孔

子與蘇格拉底同樣關注人事，但是彼此所發展出來的學說，無論在性質和內容上都

有很大的不同，主要還是在人丈思想方法上的差異。

在共產國家，有人把西方哲學在歷史形態上歷經了第三次的演化，認為是對人

的價值和存在的哲學考察為主流，稱之為人學階段。人學或人本主義哲學，是當代

資產階級哲學的主流，他們不僅沒有實現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

博愛的理想，反而在其發展過程中為這些理想的真正實現設置了更多的障礙。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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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義就是對這些障礙的病態做出反抗。

這種反抗，表現為兩種典型的形式:一是對科技文明及其思維方式的後果進行批

判，以推崇個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這就是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當代諸種哲學人本

主義思潮;一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現況進行批判，以鼓吹文化和審美的解脆草路，

其典型代表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哲學人本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被某些

人認為是當代西方人本主義的兩大表現形式。它們對自然、社會、人及其思維的古

典哲學和馬克思義哲學辯証唯物主義，發起了全面攻擊，是當代最有影響的哲學思

潮。(李小兵， 1991: 23) 

L 、
(二)統整思想

人丈芋陣大師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回歸

到邏輯之中，探求人丈概念的邏輯性格、而主張: r物理性的、心理性的、乃至歷史

性的、它們三者其實都必然地是一些人文對象之概念 o 它們乃是構成人文對象之概

念的三個要素。…..物理性概念、歷史性概念、與心理性概念經常地參與了一人丈對

象之描述。然而，吾人於此一描述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並不在有這些概念的內容

自身，而郤在乎其綜合，藉著這一綜合，我們乃可以把這些概念於觀念層面總結起

來而構成一嶄新的整全體，也即是說，把它們統一為一獨特的整全體。 J (卡西勒，

1986 : 98-99) 主要是由於物理學之觀點、心理學之觀點和歷史的觀點都是必須的;

然而，它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觀點可以把吾人於人文科學中在努力尋求的那

一全相 (Tota1 i 1d) 掌握和顯示的 o

我們知道狄爾泰仰.Dil血句， 1833-1911)首先把人文科學(或稍青神科學)和自

然科學相對抗，這三種科學所研究的範圍不同，研究方法亦白不同 o 人文科學研究

對象是精神生活各個不同層面及其真體結晶;因此包括語言科學、藝術科學及宗教

科學。這些學科亦稱文化科學，人的精神創造能力已樹巴自然所開共的原料「加工」

製造;人的創造能力就是文化，造成文化產品。精神生活或文化創造，本質地以歷史

性方式展現自己。我們知道雖有共同人性，郤沒有兩個人彼此完全相同;而且由於

創造性的塑型能力及精神的自由，每個人能形成完全特殊的個性。由於這樣的個性

並非完全繫於因果關係，所以因果的解釋這裡不敷應用，而需要其他能配合的理解

( understanding)方法。(項退結， 1976 : 195-196 '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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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門獨特的人文科學都能創造出一套特定的形式概念和風格概念，並能使用

這些概念作系統性的全面觀察，和把這一科學所要處理的現象加以分類和區別。這

些形式概念既不是「法規性的J' 又不純然是「親歷性的J (idio-gr叩hisch) 。其之所

以不是「法規性的J' 這是因為它們並不剖令要樹立一些眾多特殊現象得以演釋地

導生的普遍法則。然而另一方面，它們亦不能被化約於歷史觀察的層面。

人文科學的形式概念與風格概念很明顯地異於物理學和歷史學的概念，也不能

被化約5付買值概念。因為風格概念與價值概念之間是存在著一基本的差別。風格概

念所要表現的，並非一「應然J' 而是一純粹的「實然」雖然這一種實然並不涉及自

然事物，而只涉及「形式」的存在。我們若要了解一門科學的邏輯結構，必先要弄

清楚，這門科學是如何I師那特殊的歸併於普遍之下。每一個概念就其邏輯功能而

言都是一「殊多中之統一t生 J '亦即都是特殊與普遍之間的關係。

形式的普遍性是人文科學所不能企及的。人文科學是無法否認其擬人主義

(anthropom。中hismus) 和人類本位主義(扭曲。pozen也smus) 色彩的。人文科學

有其獨特的認知理想，它所希望的乃是形式的整體，而人類的生命即是面這些形式

之中展開的，這些形式是無限地分殊，然而郤不因此而失去其統一的結構。

文化源源不絕地不斷造出嶄新的語言符號、藝i附守號和宗教符號。科學和哲學

乃必須把這些符號語言之各種成素分解出來，以便其自身成為可以被理解。科學和

哲學必須把那些透過綜合而造就出來的以分解的方法給以處理。此中乃存在著一無

休止的流動與回歸，正如康德所說一般，自然科學教導我們如何去拼湊現象，以便

把這些現象解讀為經驗;而人文科學則教導我們去詮釋符號，以使我們能夠把隱藏於

其中的內容揭示;即是說，把這些符號所由而出的生命，再度展現於我們面前 o (卡

西勒， 1986 : 100-137) 

人文的統整思想，不僅是從邏輯立場加以分析解說，都會有形式與內容兩種見

解，若以人類的精神活動來看歷史或文化，所有的非人文或反人丈知識，都可視作

一種人文的非人文，或是人文的反人丈知識，而被邏輯也統整到整全的人文思想之

中，何況形式與內容兩者關係，也可隨人文化t的克整起來，把握知識的統整性，這

不僅是一種人文思想，也是一種人丈力量，個人皆謂之人文的統整思想。

3 、人文精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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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想常表現於人文精神之中，因此人文精神亦可視為一種人文思想。所謂

人文精神可以說代表一種生活態度、一種人生觀、一種人格修養。試分五點說明

(郭為藩， 1988 : 4-8) 

(1)是人的自覺:人生不過是一連串抉擇的行動，進退取捨之間，可以表現出生

命的價值，一個人在平凡中可以表現不平凡的意義，而最重要的在個人的自覺，以

有意義的行動來肯定生命價值。

(2)是人的德d性:例如「內聖外王J '這種修己善群的德性是人格的基礎，亦人文

主義者所重視人格教育的內涵。

(3)是社會關懷:亦即懷抱一種時代使命感與生命的義務感，發揮「仁民愛物」、「民

胞物與」、「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情感和精神 o

(4)是文化素養:勿對物質生活的享受有過份的依賴，而汲汲營營終日，追逐功

名利祿，使生活境界提昇到一種較超逸的層次。

(5)是無我態度:亦即佛洛姆( erich Fromm )所謂的「享有的模式」或稱作「存

在模式J (being mode) ，具有道家所稱 :r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元德、

共享、奉獻的人生義務，對自然界有「天人合一」的胸襟。

人文主義者，欲以人文價值重整一切，肯定人性之價值，重視個人之潛能、獨

立、自由，共有七大信念: (1)對生活充滿希望， (2) 關懷自然， (3)對人產生信

心， (4) 人人平等 '(5) 人人相互幫助， (6) 重視朝勿之造化與發展， (7)注重經

驗是我們指導之原則。 (Morain ' Lloyd L. & Morain M訂y' 1959: 5-6) 

叉人本主義心理學協會提出四條基本原則: (1)集中注意體驗著的「個人J' 因

而在研究人時，把體驗作為主要目標。體，驗本身及其對個人的意義居於首位，而理

論解釋與外顯行為均在其次。 (2) 強調這樣一些人類獨有的特性，例如選擇性、創

造性、價值觀和自我實現。反對以機械論、還原的方法對待人的存在。(3)在選擇

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時，著重意義性，反對過份強調客觀性而犧牲意義。 (4) 最終

關心和提高人的價值與尊嚴。關心每一個人天賦潛能的發展。財亥1[，喝令使個人發

現他自己的存在，發現他與其他人以及社會團體的關係 o (夏洛特﹒希勒等， 1990 : 

1-10 ) 

沙弗(J.B. Shaffer' 1978 : 10-18) 對人本主義有五點看法: (1)人本主義是現

象學的或依據經驗的，其出發點是意識經驗; (2)它堅持人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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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人的有限存在，但堅持人保留著基本的自由和主動; (4) 它的傾向是反對還原

論的，不主張心理分析穿喉把意識經驗還原為基本驅力或防禦機制，也不像行為主

義那樣把意識看作是一種副現象 ;(5) 認為人性不可能完全限定，人格的發展是無

限的。(孫大川， 1990 : 2) 

humanism 通常可譯為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是對哲學理論做科學論

證﹒有別於 humanitarianism 中譯人道主義或博愛主義，打ñJj令慈善思想的道德說教。

一般人本L、理學者其所把握的人文精神是完全注重人的價值體系和論證'其重要思

想有以下十點: ( 1 )人的本性是好的，至少是中性的;惡是派生的，是人的基本需

要受挫引起的。 (2) 在生物進化的階梯上，人有高於一般動物的心理潛能，心理潛

能高於生理潛能。(3)人的需要有層次結構，動機也有高低的層次，高級動機的出

現有研計轍需要的滿足，並有更大的價值。 (4) 高級需要包括愛的需要或社會需

要，因此，人的自我滿足和利他主義是一致的。 (5) 創造潛能的發揮是人的最高需

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這一目標的實現稱為自我實現。 (6) 自我實現或創造

潛能的發揮本身就是獎賞和極度歡樂狀態。(7)健康人有自發追求潛能實現的內在

傾向，並有以此為依據的自我評價能力，這使人在困境面前能夠保持主動和自由。(8)

不論低級需要或高級需要或創造潛能都是人的機體構成的作用，有關令後天的學習

和培養，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9) 人的潛能和價值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是一種內因

與外因的關係'重要的是對自身潛能和價值的自知 0 (1 0) 人的潛能和社會價值並無

本質上的矛盾。(孫大川， 1990 : 4-5) 人的需要的等級越高，必然也越少自私、創

造潛能的發揮具有最高的社會價值。只有充分實現全部潛能或人性全部價值的人才

能成為自由的、健康的、無畏的人，才能志社會中充分發揮作用 o 理想社會的主要

職能在於促進人的潛能的發揮。

總之，以上論述大都是西方人文主義者的見解，他們強調人的潛能發展、不時皆、

自覺與創造力的開發，不僅對人文價值(真、善、美、自由、平等、博愛等)有評

價與鑑賞的能力，能明辨是非善惡，對良知的發現與覺醒，能夠有意識的掌握自己

的生活，有「目的感J '與「自我引導」的能力，培養出無私的胸懷、社會的關心、

生活的價值與生命的崇高意義 o 個人在文中將人文精神理念品妞帝為四類: (1)是人

性，包含人性自覺，開發潛能與創造力，區別善惡並追求自我實現。 (2) 是人倫，

包含肯定生命的價值，追求自我、社會與自然的和諧。(3)是人道，包含人格尊嚴

的提昇，培養博愛無私的胸襟及對人文的評賞能力。 (4) 是人權、發揮民主法治的

人文精神，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最高的人文價值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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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學術的要義

十九世串ê.tJ來，人文科學作為獨立的知i哉領域，與自然科學相對立。德國哲學

家首先提出人文學科的一般理論。狄爾泰稱此學科為人本科學

( Geisteswissenschaften ) ，而李凱爾特則把人文科學稱為文化科學

(KuItumissenschaften) 。李凱爾特認為它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主要是方法:自然科學是

「抽象的 J '目的是得到一般規律，人文研究是「具體的J '它關心個別和獨特的價

值觀。相反地狄爾泰則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區別其主題是:人文科學研究的

包含人的活動，這是與自然現象的根本區別;自然的實體可以從外部得到解釋，但

人類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己的文化、動機和選擇的產物，因此古董些方

面就要求一種完全不同的分析和解釋。

在二十世紀，關於人文科學有四種代衰性的觀點，把人文科學當作: (1)構成

適用於的可主題的某些一般性技藝和方法; (2) 運用並強調超乎其他瑚巨的某些語

言功能; (3)建立在一種特加甘精神官能基礎之上; (4) 建立宿直合於倒可人的普

遍經驗的基礎之上。顯然，這四種理論都可構成既區別於社會科學文區別於自然科

學的獨立的知識領域，但是有關人文科學的性質特徵、人文科學與其他各門科學的

關係'則存在很大分歧。

否定人文科學和科學之間存在根本區別的理論認為，不論研究任何主題，學者

們都要討論語言和文學、歷史和哲學。正因為這種多樣的適用性，可以說人文科學

是一般科學和技術。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區別在於其分析和解釋方向;科學從多樣性

和特殊性走向統一性、一致性、簡單，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科學則突出獨特性、意

外性、複雜性和創造性。

堅持人文科學與科學之間存在根本區別的理論認為，科學和人文科學可以互相

補充，因為它們在探究和解釋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區別，它們屬於不同的思維能

力，使用不同的概念，並用不同的語言形式進行表達。科學是理性的產物，使用事

實、規律、原因等概念，並通過客觀語言溝通信息;人文科學是想像的產物，使用

現象與實在、命運與自由意志等概念並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語言表達。所以彼此是

無法比較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二冊， 1987 : 401-402) 

通常，科學的分類總是居於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另一種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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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的限制。如果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劃分，也是居於上述理由，那麼，只表示

彼此屬於不同的理論科學，並不是兩者的知識(經驗基礎)有何不同。如果有人認

為人文科學也結構上不同於自然科學，可能是因傳統研究方法不同的影響，並非人

文科學不能成為經驗科學或是理論科學，這才是討論的關鍵。就某些觀點來看，人

類思想與知識是相同的，兩者都由經驗而來。所以，我們日常所謂的「科學思想」

就是指「經驗知識」而言。而且一切經驗的基礎，總是不離觀察的。對科學而言，

離觀察的基礎，就不成為科學 o 所以一切知識亦同樣不離經驗的。我們亦了解邏輯

與數學的知識，不扣了發於經驗，亦不藉觀察而來。但是，邏輯與數學的知識，雖不

居於經驗和事物，如果沒有經驗的檢證'則就不能證明它的假設和它的意義。

然而人文思想中的文學結構則為例外，它與自然科學完全屬不同系統。它可以

不考慮知識，也可以不考慮語言規則，任意而情感地陳述其假想，這與經驗科學

(empirical science) 必須排除人類的情緒，嚴格地受各種公式、規則的限制無一相

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我們祇能說兩者知識結勵台程度不同，不是不同

的經驗。一切不同的特定的知識，並不是由於人類經驗，而是研究題材的限制，這

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o

有人認為人文科學涉及的是人理的價值世界，自然科學所涉及的則是物理的自

然界;所以前者以人為研究對象，後者以物為研究對象 o 哲學家過去認為兩者既屬不

同的範疇，研究的範圍、性質亦不同，自不能混為一談。這種因題材與對象的不同，

所引起的差異是我們必須承認的。這種差異只能形成不同的理論科學，並不能表示

科學不能研究以人為對象的題材。亦不能由此推斷:科學不了解人性，並必然地危害

到人類本身。因為科學能否研究「人」的題材，是一個技術問題 o 就科學的結構來

說;由於科學本身不是一有機體，也不是一行為者，因此，並不產生利害關係。

有人認為科學家使用的工作程序一一方法、題材、經驗等，與歷史學家和文

學家運用文學寫作的技術以及經驗判斷一樣，都是屬於行為知識的工作。所以，從

人的觀點來看，科學亦是行為知識之一。與人文科學知識由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並

無分別，所以科學可以說亦屬人文學 o

我們知道，一切經驗科學的結構 (s加cture) ，在技術上，與人文科學的組織

( constitution) 比較、理論上確有不同。這是由於兩者的內涵 (intention) 與外延

(extention) ，性質猶如造船與建築的情形，以人的思維活動和追求的目標，那麼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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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兩者在同一基礎上。從下列概念的比較中，即可看出此一態度:

卜求真概念:科學所尋求的事實基礎，在觀念上就是求真 (true) ，這與人

文科學所求的目標一一真理(仙也) ，是相同的。即使如文學、如存在主義所說，在

企求追尋『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上，亦無不以此觀念或概念為基礎。

2. 價值概念:科學的求真，態度雖言「價值中立」不是居於價值觀點，但是

科學研究與活動的結果，常常是被人們認為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貢獻，無法離開價

值規範與批判。如果我們熟知的價值概念( conc叩t ofvalue) ，是指一項事中勿對人類

與社會的利與害的訶賈觀念，那麼，科學與人文所包含的價值意義，也是相同的。

因為我們知道:人文科學一一不論是文學、歷史、藝術或哲學，雖然由價值觀點出

發，但是，它的結構是否真有價值一一對人類社會有益無害，仍有待於社會的驗證。

不是人文學家自認是有價值的，認為他的思想就是價值的結構。這種情形，特別是

人文科學中的各種主張對社會的「傳遞作用 J '更需我們注意。

3 '倫理概念:在作為一組科學的活動中，思考或技術的研討'的確科學家在

理論上不注意倫理問題，而只志皇求事實的可能。但是，從事實的被發現到人類運

用科學的成就，亦常常考慮到倫理喝草德的問題。例如從 1808 年道爾頓(Dalton) 首

先提出有關原子的理論 (Atomic the。可 ofmatter )，到一九一一年的被證實和運用，

可能不包含倫理問題。然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原子能的應用，我們相信科

學家已考慮道德及價值問題，所以才有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建議。我們所知的道德或

倫理觀念，並不僅僅是一個形式的意念，而是有它的實際意義;亦就是對人類行為

產生的某些結果，被我們共同所認知的善、惡判斷。科學的活動之所以也是倫理的

或含有道德的意義，意含亦在此。

總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分界，不是知識或事實上的必需，而是我們受了

傳統分類觀念的影響，假定這兩個名詞，以為屬於兩種不同的知識領域，並可能屬

於人類不同的經驗範疇。實際上，不僅是哲學與歷史學追求事實的真理的性質，與

一般經驗科學相同，就如文學一一一部真實的小說，作者所需的經驗與科學家搜集

證據的態度亦相同。尤其當文學家描述人性的行為與職業形態時，必須具備的實際

經驗，才能達到文學上的寫實功能，才能使讀者體會出真實。所以，從某些意義上，

文學所表現的真一一不論是對人性或行為的描述，與科學家對物理、生化和心理的

敘述，也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認為文學的描述不居於經驗，我們就可發現文學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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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在人類生活中就不可能。

事實上，一個跨越兩種學科以上的問題，僅賴科學或哲學之一，都無法達到滿

意的解釋。經濟學家梅爾 (G. Myrdal) 曾說 í我們的傳車站巴知識分為各別的，

並有疆界的種種社會科學或學科，是與現實不相應的。因為具體的問題絕不是單純

是經濟學上的、社會學上的、心理學上的或政治學上的問題。所以僅以經濟的變數

從事一種理論，就邏輯而言，是既不現實亦不適切的。 J (沈國鈞， 1971 : 136) 

我們確知，人類在科學上就已有的成就，要來處理「人」的問題，會發生許多

困難。尤其有關人的意志、情感與行為選擇，至今仍難找出一個普遍定律來說明。

近代心理學雖然在這方面，極望建立若干假設，藉以能解說人的行為和心理，但是，

亦往也祇能說明個別的情況。所以，後來各種心理學派在個別問題上雖提出一些實

驗報告，對於人類心理的基本問題，仍流於空談。究其原因，就因為「物理學所研

究的宇宙是一靜態，為一封閉系統;心理學所研究的宇宙是一動態，為一開放系統。」

(沈國鈞， 1971 : 140) 由於人是屬於動態的，而其心理與意志叉是開放的，所以他

的變數愈大，人文科學具有這種特性。

科學因分類而造成知識上的缺點，是日益明顯。不僅對人類具體的問題感到解

決困難，且亦容易導致偏見。例如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和科學的唯物主義，它們對人

類行為過於單純的解釋，就是導因於分類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結果。他們總以為某些

定律可解說全部物理、生物的現象，那麼，一個心理學的定律，亦可解說人的全部

心理，而忽視了人是一個有智慧的動物。所以，現代科學的哲學家為彌補此種缺點，

希望藉科學的統一運動，將人類知識予以整合。

以上藉由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比較，以探討人文科學的特質。自然科學與人

文科學的衝突，是由於雙方對具體的問題，不能互相接受彼此的觀點，因此，忽視

了相關科學知識對問題處理的重要。所以對那些被認為非科學所能解決的人類本身

問題，堅持己見。對這種爭論，我們要尋求一致的方法，唯一的步驟，就是改善爭

論的態度。其次，是讓爭論者了解:任何3里論的假設，在知識上為一蓋然的意義:既

不是事實，亦非必然。數學家懷德海(N.Whitehead) 曾說: í科學既為平衡心意的工

具，不但對開勿理學或生物學的原理要充分了解，要懂得它的邏輯鸝侖，還要懂得

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定律。」所以，他認為: í我們需要有一種人的科學 (science of 

Man) ，來彌補實驗的自然科學。 J (沈國鈞， 1971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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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主張人文世界在層次上高於科學真理，他認為當我們之人生存在自

己，正存的令非科學的態度活動中時，科學的態度仍須退且勒令下一層次之地位。由

科學態度而來之科學真理，亦隨此態度而退E勒令下一層次之地位。人生存在可以超

乎科學態度科學真理之上的科學真理，而證明科學真理非至上的科學真理。然而判

斷科學真理非至上之判斷，屬於科學真理以上之一層次，則此判斷中所涵之真理，

如果要免於層次的混淆，不應亦以科學真理名之，而只能名為超科學真理的人生存

在之真理。而科學亦永只能是人文世界之一領域，無理由以高居其他人文領域之上。

我們固當講人文世界的科學，但不必講科學的人文主義。(唐君毅， 1975 :“-69) 

在科學研究中，我們要談真實的人性人格與價格理想之所在，只能在科學家

本人之其實存在上去找，而不能在科學家之科學知識科學語言中去找。由於科學本

身亦有歷史之演變，於是一切科學思想與其思想中所含之真理，亦必須隸屬於科學

家本人之其實存在，而後能說明科學歷史之何以亦會演變，與科學之何以得存在，

而為人文世界之一領域，並得在此人文世界之歷史中表現其價值。

至於人文學術與其他各種學術的關係，唐君毅先生認為正確的研究態度是，若

要保持各種學術的獨立性，則不能從任一學術之可涉及一切，可概括一切上去看，

而只有先從各種學術所依而生之不同態度不同觀點上，去看各種學術之分際。然後

再看，在某種態度與觀點之下，有無比較適合的對象，為其所研究與所最當涉及，

或次當涉及者。則所謂本對象之不同，以論各學術不同之說法，亦可包攝於我們之

此說下。然而我們卻不能直下即先硬性的將世界之事物，先劃分為許多互相排斥的

種類，而後指派之於分門別類之學術'謂某些事物，是某些學術之研究之專有物，

其他事物為其他學術之研究之專有物，有若世間之財產之分派於各私人，而不能相

犯然。我們當說，此中各種學術之分際，初只由人自身之看對象事物之觀點與態度

之不同而來。此中之分際，初只是此諸態度觀點間之原有其分際，而不必是因其所

涉及之對象事物，原可互不相涵攝，而先自有其截然的分際。必須如此，方能使各

種學術並行不悸，而保其獨立性(唐君毅， 1975 : 185) 個人認為就是最佳的人文學

術的研究態度，而為其特質之一。

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之不同，我們可說俯令人之看世界，主要有三

種態度或三種觀點。一為把軒勿作為離開或外剖令我之為人之主觀的行為與精神，

而自己存在者來看，由此而有自然科學。二為視我為人群中之一分子，而把我之主

觀精神與行為，客觀化為人群中之一分子的精神與行為，而看此人群中之各分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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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行為，如何互相關係影響，以結成此人群之社會，由此而有社會干二障。三為

把我之主觀精神與行為，以及其所對之自然社會之事物，皆攝入於空哦們之主體的

精神與心靈之「自覺的回顧反省，或自己對自己之反應，自己對自己之感通，自己

對自己之行為中 J (唐君毅， 1975 : 197) 去看，由此而有人文學術。

人文學術之所以為人文學術，其特質是原於人之主體的心靈或精神之能自覺的

回顧反省，並將其所對之自然社會之事物，皆攝入於此主體的心靈或精神之自覺的

回顧反省中。人於其自己對自體、社會與自然，所發生之感應與行為，又能再自覺

的回顧反省，以自感而自應、此亦即人之心靈與精神，對自己之行為之表現。人由

此而有其內在的心靈生活精神生活;亦由此而有各種人文學術之創造。在人文學術

中，人不復把自己只視為存的令自然之事物看，亦不只把自己視為社會之一份子看，

而是把自然與社會中之事物，與我對自然社會之感應所成之事物，皆視為我們之自

覺的心靈或精神之回顧反省之所對，而自感之，還自應之。這是人文學術最重要的

精神特質，為其他學術研究領域所缺乏者;換言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需要藉由人

文學術加以充實、調和與統整，針對此點亦指明人文學術的另一特質所在。

三、人文學方法論

(一)方法與方法論

何秀煌先生 (1988 : 52-57) 曾於「文化、哲學與方法」一書中指出:方法的認

識和把握增進人類從朝甘活動所帶來的成果，令人類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而且使

人更有系統的建立知識，累積經驗，將它們傳遞他人，或遺留後代，促進人類的文

明。另一方面，人類知識的長進和經驗的增廣，叉反過來扶植方法的增長、修正和

更趨成熟。兩者互相補益，相互成長。所以，方法之來歷與人類所注目的問題內容，

以及人類試圖解決問題的努力之間，真有密切的關連;雖然方法一經建立，並且逐

步成形穩定之後，往往有它們自己獨立的生命。這時方法本身也常常成為研究和討

論的目的和對象。這是我們談論方法首先應該具備的第一層認識:方法雖然具有某

種程度的穩定性，但它們卻是有演化的，有進步可言的。各種層次的方法都是如此。

在我們的人生活動宴，以及在人類的文化事業之中，並不是每刊固問題我們都

把握了解決的方法。有時我們不但還沒有發現解決的方法，而且如果我們堅持需要

合乎某一標準或者屬於某一類型才接受的話，我們也就不可能有解決的方法可尋。

(比如，如果我們堅持只能使用圓規和直尺的話，那麼對於任意角的三等分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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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不可能有解決的方法)。可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合乎某一標準的方法，

或者屬於某一類型才願意接受呢?我們對這種問題本身叉可以尋求和講究解決的方

法了。

可見方法這個概念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有沒有方法和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也要看我們在那一個「體系」襄談論問題，或者看我們怎樣構作問題，才能確

定 o 不但如此，當我們做出此等考慮的時候，我們已經提高了我們的問題的層次，

討論比較高層比較抽象的方法了 o 比起比較低層次的方法，這時我們所注目的已經

是(有關)方法的方法了。這是我們研究方法的時侯，首先要注意的第二層認識。

談起方法的方法，聽來好像不太自然 o 這是因為我們平時使用方法一詞之時，

沒有計較它的繁雜之故。事實上，在我們平時的用法裹，方面主個概念，上通「法」

則，下達「法」術'而不是自己孤立自存的 o 比如， r文、法」、「語、法」、「理法」等等，

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種方法。但是它們卻規範或指導著說話的方法，為文的方法，

論理的方法等等，它們是說話、為文、論理等所依傍的法則。說話之所以能達意，

為文之所以能傳思'論理之所以能貫通，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輕易連背這類法則之故。

它們是我們為了解決達意問題，為了解決傳思問題，為了解決貫通問題的高層方法。

所以方法正如我們開頭所說，是多種別的，是位居不同層次之上的。

方法是關聯到法則之上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尋求方法，目的和旨趣就在

於認識法則，解釋法則，陳示法則，組織法則，並且進m一步體現法則和運用法則。

我們所認識直到運用的法則是那些法則呢?它們包括人的法則和物的法則，包括人

類理性的法則和自然經驗的法則。這是講求方法所應注目的第三層認識。

方法的法則性是方法之為方法的必要11對牛 o 舉凡是方法的必須提出原理，指明

規律，點破要領，或者陳列範例;或者列舉製作規則、解答程序或完事步驟。盲目

而無規律的輕舉「亂」動，不是有方法的活動。

所以，一般我們所談論的方法涵蓋甚廣。有高層有低層的，有原理性有步驟性

的，有抽象i生有非抽象性的。把方法作為討論研究的對象，所成的學科稱為「方法

學」或「方法論」。

這裡所說的話侖研究，也有兩個不同的層次 o 有時某一專科領域的人，將他們

專業中常見價用的方法，做出有系統的存且織安排，加以討論，以方便應用 o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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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也常稱為方法學的討論(或方法論的討論)。此如， r史學方法」、「比較文學方

法」、「考據方法」或「人文方法」等，常常就思主種意義的方法學(方法論)。這時，

方法學的討辦?究可能完全集中在新斗領域的範圍之內，也可能兼而略為觸及較高

層次的原理原則，但對這些原理原則卻不加詳細考慮，也不加以反思檢討，因為那

不是這種方法學的重點所在。

另一種較高層次的方法學或方法論，指的是對於人類所使用的方法一所有的方

法一做出原理性和基礎性的探討和研究。這樣的研究並不專門著眼於某一知識領域

或那一個專業範圍。它主要是討論人類解決問題和建立理論所牽涉到的基本假定，

取捨安撕碎鑑標準:包括問題怎麼提出，問題所在的脈絡為何，問題表瑚甘形式

怎樣;所用的語言有何特質，使用的推論(邏輯)規律怎樣;怎樣算是解決了問題，

解決問題之後到底成就了什麼知識，增廣或加深了什麼經驗;我們怎樣安排人類經

驗，怎樣將知識加以系統化而成為理論;理論的構作要素如何，它的成立條件怎樣，

人類接受理論，修正理論，與排斥理論的理由根據安叫可，這些理由根據本身叉要如

何加以反省和批判......等等這聲原理性，基礎性，甚至可以說哲學性的問題。這種

意義的方法學(方法論)並不特別注目於某一分科或專業的範圍，因此可以說是一般

性的方法論，或普遍J性的方法論:叉因為它注重方法原理的哲學探討，因此我們也可

以稱之為「方法學(論)的哲學」或簡稱方法哲學。

雖然一般方法論一以別於前述的分科方法論(專科方法論)一並不專門考慮、某一

知識領域或專業範間的方法，但是完全抽離題材內容來討論方法是件比較困難的

事。不說別的，這時我們往往必須另外特別設計一套語言(或者一套部分語言) ，以

方便從事。為了避免過分抽象所引起的困難，研究方法論的人往往選擇人類知識領

域中，比較基本或比較具有廣合性的科目一--襄面充滿著問題情境和試圖解決問題的

方法考慮一-做為探索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們常常看到關心方法論的人在談論「科

學的方法」談論「數學的基礎J' 談論「邏輯的系統J' 談論「語言的哲學 J ...等等。

但是當他們這麼做的時侯，他們並不是在通常意義下研究科學，研究數學，研究邏

輯和研究語言等等，他們是拿這些題材範闡在陳示問題上，在解決問題上，在構做

理論上，在證立答案上所顯示的現象做為範例，研究其中所牽涉到的方法原理。如

果我們有必要加強這個層次的方法論與前述另一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區別，也可以

將此一層次的方法論稱為「方法原理學」或「方法原理論」而保留「方法學」或「方

法論」給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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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謂的「思想方法J' 照理應該是這種意義的方法原理論。它不是用來研究

我們平日動用思想時所使用的方法，而是用來置可論人類解決問題時......當然包括平

日為了解決問題所動用的思想活動所根據的方法原理。我們對於方法及方法論大約

可以建立一個比較更準確的初步理解。不過當我們談論方法和談論方法論的時候，

可以根據當時的目的和興趣，將所談論的方法(論)對象固定在我們所需要的層次之

上。但是我們都知道，較低層次的理論假定著較高層次的理論，方法論也是如此:

分科的方法論假定著一般方法論(方法論假定著方法原理論)。因此，即使我們只是

對自己的專科的方法論(此如人文學方法論)感到興趣而要加以特別研究時，也不要

忘記這類研究如何進行，如何直到賈，如何改弦更張，那卻建立在方法原理論之上。

反過來說，平時我們很少「為方法而方法J' 在分科方法論襄頭如此，在一般方法論

里頭亦很如此。即使在專門設想方法論原理之時，我們終究的目的也往往是為了照

應某些特定領域裹的方法問題。

由於方法是有進步有演化的，因此研究方法的方法論也在演化進步之中 o 在方

法論的演進過程里，方法論和方法原理論(分科方法論和一般方法論)之間常常互相

刺激，彼此受益。方法原理論並非完全獨斷地「指導」方法論之應用與改良;同樣

地，方法原理論也並非完全由全部的方法論襄「歸納」兩個層次的方法論在理論上

(理想上和邏輯上)理應其有密切的依傍和支撐關係，但是因為各自可以獨立發展，

結果不一定在所有情況下都得到良好的配合。比如，在某一分科方法論襄已被接受

的方法，不一定在一般方法論上得到良好的支持;相反地，在一般方法論稟確立的

原理原則，也不一定在任何分科方法論中得到準確的應用實例。這世界到處充滿著

參差不齊的動態發展，方法論的發拓情況也是如此。也幸好是這樣，有時當方法原

理論的發展走向片面獨斷之時，不一定因而窒息某些分科方法論的成長;同樣的，有

時分科方法論走入歧途，也不因而就扭歪方法原理論上的研究結論。由於可以個別

發展因此兩者有時關聯緊密，但有時卻關(系鬆強。不過，當兩者關係過鬆，變得幾

乎是不相干之時，關心方法學家叉會做出各種努力，將它們牽合在一起。這種參差

的發展關係和動態的演進歷程極為重要，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重視。這是我們談論方

法應該注意的第四層基本認識 o 這種發展關係和演進歷程......不是單元的發展，因

此不是單元的演進漂準一往往導致方法論上的多元性，甚至進一步培養方法論上的

多元主張(多元主義)。

(三)人文學方法論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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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方法論形式上指的是研究人文學方法的理論，不僅包含方法原理(一般

方法論) ，也包含方法應用論(分科方法論) ，在不同的研究對象，內容與性質上，

也可將人文學方法論分成知識方法論、科學方法論、研究方法論與理論方法論四類 o

研究人文學方法論的主要目的是在建構人文學的基本理論知識並用以解決人類可能

發生的各種問題 o 首先，我們知道人文學方法論可能在探討人類用來解決問題所使

用的方法原理的研究 o 此處指的「問題」完全沒有限制，包括各種類別各個層次的

問題;同樣的，這襄所說的方法也一概不加限制，涵蓋所有類別所有層面的方法。

比如，人文學方法論中所牽涉到的問題本身，也可以被囊括其中;人文學方法論的

開發所使用的方法本身，同樣也不是漏網之魚。這就是說，連人文學方法論本身，

也可以是自己討論的題材和對象，這正是人文哲學研究的特色。

何秀煌先生曾指出(1988 : 58-62) :當社會的價值判斷比較穩定，人的行為準

則比較不生動搖，當學術理論沒有激烈的翻新，知識比意識形態更支配著人類的信

念以加社會的建制的時候，也是我們的方法論(或是人文學方法論)比較沒有爭端

的時候。這時方法論裡的殊多繁雜的研究成果，往往停置在「理論上」純學理上的

範疇裡'備而不用，對較低層次的方法論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也沒有立刻激發實

用上的效應;因為在學術界和其他種種專業的範圍裡，已經有一些廣為大家所取用，

甚至普遍為人所接受的傳統習性的方法成規，方法範例或方法思想，在流行，在主

導，在發揮積極和顯性的作用。因此，人文學方法論的檢討研究也就顯得抽象，孤

立而不切實際 o 比如，直到本世紀中葉種種不是「標準」制式的邏輯系統的研究一

一諸如多值邏輯(尤其是三值邏輯)的研究，模態邏輯(比如規範邏輯)的研究，

乏晰邏輯(糢糊邏輯)的研究等等一一就常常在自己系統之內孤立為之，抽象地進

行，只是孤立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不同的時代裡，當知識內容發生急速或劇烈的變化，或者現成理論的地位發

生根本的動搖，或者價值標準混亂，意識形態風行 o 這時見解難趨一致，流說各自

盤據。人們在難以交流，不易溝通的情況下，漸漸發生方法應用上的懷疑和方法理

論上的自覺 o 於是方法論的探討，尤其是人文學方法論的研究，叉變得事態迫切，

叉跟其他學術和種種專業的關係變得相干密切起來。

由於人文學方法論並非在所有的時空環顧日研究範圍裹，全都扣住罩緊下層的

(分科)方法論，嚴密指導一切學科的研究活動和所有領域的解決問題之行為;因為

人文學方法論也接受較下層次的種種分科方法論獨立發展出來的成果之刺激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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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的方法經驗的影響;因為人文學方法論也有它獨立的理論研究正如下層的

分科方法論有其獨立的內部探討一樣;因為人文學方法論不但要思察種種其他領域

所使用的方法，研究那些探討此等方法的下層(分科)方法論，同時也要反省自己使

用的方法，檢討白白丹建立的理論;因為人文學方法論是方法及方法原理的哲學，

它是有創造性和有發展性的理論學科(有時包括系統構作) ;因為人文學方法論像其

他哲學領域一樣，不但具有描述的發展性，也有詮釋(解釋)的發展性，不僅具有

概念構作上的創造性，也有系統衍發上的創造性;因為人文學方法論隨著人類文化

景象的變遷(特別是學術研究的氣候改變)有時可能只局限在「邏輯J (廣義)和「思

想方法(論) J (狹義)的範聞，就足以完功成事，可是有時卻得遍伸到現存的形上

學，知識論和價值論的哲學研討，仍然不一定大奏奇功;因為人文學方法論有時只

是哲學研究的一個領域有時卻是整個哲學思索的全部!不但如此，也因為有時人文

學方法論假定著堅強不可動搖的人類理性，可是有時人文學方法論本身並不排斥人

類的理性，正像人類的方法原理，也不斷在創造和演化的過程之中，所以，如果我

們講究嚴密性準確性，很難不加條件限制不預做保留地一首岳重破什麼是人文學方法

論的根本性質和詳細內容:它到底探討那些問題而不觸及那些問題;它試圖獲致什

麼答案(或解決方式) ;它所提出的學說或理論到底是描述性、闡釋性、詮釋性、規

約性或創發性，或者種種不同性格的結合(這時它們的結合方式怎樣)等等。這類

問題比較容易得到時代性甚至地區性的「運作答案J'但是此種答案是否接觸事研本

質J'那就很難在絕對意義下設定一個準確的「判準」加以判斷，因為「運作(界說)J ﹒

「本質(界說)J 和「判準」這類的概念，正是方法論襄頭的概念，它們的準確內涵

及可用程度正有待訴諸人文學方法論上的原則來加以釐清、闡釋和解答。

當我們在此談人文學方法論的內容之時，必須懷有一種「方法(論上)的自

覺J' 我們只注意到局部的問題，很困難思考所有的問題﹒因此我們據之以提出的解

答，往往只是片面的解答(倘若我們察覺到其他我們原先未曾思考過的問題「存

在J '我們的答案可能不同或不盡相同) ;我們據之以建立的學說，往往只是部份的

學說;我們據之以構作的理論也因而往往只是局部的理論。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裹，自然科學的基本概念曾經產生劇烈的變動;數學的性質

曾經引起激辯，它的建構基礎一度發生動搖;邏輯的方法徹底翻新，它的系統內容

和結構條件似乎真相大白;哲學力圖掃除傳統困境，開闢嶄新局面，甚至另樹旗幟，

從頭懶旦;社會科學在方法上爭執不休，知識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分野難以確定;加

以科技進步神速，人類F用蔓致的技術成就日日翻新，世事變動急劇，權威分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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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標準動搖，各種傳統履見崩潰，社會建制(包括語言的使用規則、行為準則和人

際關係等等)變質紛亂，各種舊秩序容易打破，但是新規律卻難以補充建立起來。

古草樣千變瞬息的時代，人們(尤其在學術界里的人)在樂於見到自己所不讚擁的

建制被打破之後，卻苦於不女的叫可著手重新起建自己所讚擁的新建制 o 在努力的嚐

試與追尋中，逐漸對方法一包括破壞與建設的方法(事實上兩者是互通的)一產生一

種研究的興趣，對方法論產生一種反省與自覺。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方法論的

熱烈探究是建可以實料而絲毫不足驚異的事 o 可惜由於人文學方法論的特殊性質，

即有系統而又涵蓋廣大的專注並不多見。(以上析論大都引自何秀煌之意)

(三)人文學方法論的體系

參考社會學家陳秉章先生(1981 : 1-3) 對「社會學方法論」分類的解釋模式，

同樣地我們可以將「人文學方法論」作以下四種不同層次的分類:

(一)人文學的「知識方法論J .在此意義下，人文學方法論在於探討「如何才

可能?怎樣使可能?為什麼可能?獲得可靠的人文學知識」。這是一般所謂「知識人

文學」所探討的最主要課題 o 換言之，人文學之發生，以人文學的知識方法論為其

前提，沒有人文學的知識方法論，就沒有人文學的實証知識，當然就不可能產生人

文學。因此，人文學方法論可以說是建構人文學的基礎 o

哲學思考對實証知識的爭議，其性質是屬於「認知」的範疇，其內容的令追求

可靠的經驗知識或實証知識 o 人文學方法論的基本精神在重視知識獲得的「合理

性J' 因此，一切空洞的思想都祖屏棄之列。人文學側重情意活動的知識，可以歸諸

陰與陽、體與用、心與物、有與無、異與同、分與合、經驗與理性、實在與概念、

思想與存在等二者相互的辯証認知，這是知識方法論所要究明的問題。

(二)人文學的「科學方法論J' 人文學是否真有科學性而成為一種人文科學，

端視其方法論是否具有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在此意義下，人文學方法論乃是人文

學的科學方法論。換言之，唯有靠人文學方法論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才能夠把

人文學擠入「科學之林」。如此，人文學方法論即是建構人文學的必要1尉牛之一。它

最主要的研究課題，的令探討「如何、怎樣、為什麼才能夠使人文學獲得科學的日

識?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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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思考對研究對象與出發點的爭論，其性質是源於「對象選擇的問題，其

內容的令探求人丈事實或人丈現象的了解，以「客觀性」為其重要精神。人文學方

法論即要處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與情感的影響，同時要儘量拋棄其影響。在處理人

類的情意活動與價質判斷的認知過程中，仍需追求科學精神與態度。雖然人文學的

影響變項雜多，其間更缺之必然的因果關連，在研究方法上也不適合實驗室中的控

制操作。因此在人丈事實與現象間充滿了主體與客體、空間與時間，質與量，變與

常等二者相互間的辯証認知，這是科學方法論所要究明的問題。

(三)人文學的「研究方法論J' 人文學方法論的令探討下列的主題;人文學在

研究人丈現象時，應該適用何種有效研究技術?如何設立研究計劃?如何操作研究

計劃之進行?如何才能使觀察、分析與驗証達到最理想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換言

之，人文學研究方法論是建構人文學自主性與科學性的充分條件。

人文學研究方法本身的爭辯，其性質是源於一般意義的方法論，所注重的是如

何應用具體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技術'藉以達成有效的研究結果。其內容的令觀察，

分析與驗証人文活動的事實與現象。其實追求科學本身即是一種人文精神與活動之

一種表現，當「科學性」的基本精神窮盡之時，超科學性的人文精神並不悸逆科學，

因此在真與假、對與錯、理論與實踐等二者相互間的辯証認知、這是研究方法論所

要究明的問題。

(四)人文學的「理論方法論 J' 人文學方法論，依照前述三種層面所得到的實

証人丈知識，進而創造人文學的理論，以便解釋或說明被研究的人丈事實與現象。

在人文學界中，假如說理論方法論的最終目標大概一致的話、對於建立理論的出發

點、過程、範圍以及其主要內容，反而卻顯得特別紛歧。

人文學方法論的理論爭辯，其性質是源於「體系」的建立問題。換言之，如何

才能把具有客觀性、科學性與合理性的知識，變成具有相關性的邏輯組織，而以建

構人文學理論為其目的，追求「邏輯性」為其精神，任何不具有相關愷邏輯#且織的

形式理論，皆為理論方法論所質疑，其邏輯性非止於形式邏輯的規範，更是指出辯

-話邏輯的特長與優越處。因此在正與反，是與非、內與外、動與靜等二者相互間的

辯証認知，這是理論方法論所要究明的問題。(見附表二 人文學方法論體系表及其

辯證內涵)

四，結論

-30-



﹒三民主義學報第 21 期: 2000 年 9 月﹒

總之，研究人文學方法論的任務，首先是給年青的人文科學以形式的訓練，使

大家能把人文研究工作做得更好。每個學術領域的理知活動，皆有其自己的方法，

並用以發展他們有訓練的思想 o 人文學家常藉著深切研究古典的語言而獲致其形式

的訓練。在某方面而言，適合於自然科學的需要 o 反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其革新

創發的智慧與動力根源，或居直遇困境，挑戰與病癥時，其最後解決問題的最終憑

藉，可能都是人文學範間內所最關心或急待處理的焦點所在 o

其次是可能增進人文學家對付新來的或不熟的軒勿之能力。一個經過良好訓練

的方法論者，在完成正式教育若干年後，將能對付他所研究的那門學科裡的新發展

對於該門學科是否有何重要，他能夠把這些新的發展與過去的趨向或成果連繫起

來，並且能作「窮理」的選擇，吸收新知，使與他自己的思想融貫起來，而藉以增

進個人的自我教育，壹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知識水準與人文素養。

方法論可以有助於人文學進步的第三個方式，是它對於科際整合的貢獻 o 透過

方法論的解析，可以幫助我們克服不同學術之間的障礙。如果我們(珊研究站在特

殊程序背後的基本假設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展開的幅度甚廣，這一應用便可橫貫

傳統中所劃分的各科之間的界線 o 同樣的，詳細分析各學科藉以構成其問題的方法

一一即各學科建立用以解說其所研究的現象之模型一一也應有助於科際整合的工

作。

第四點是從以上三點推衍出來的。方法論對於有關人文知識的增長，能夠直接

有所貢獻，因為方法論提供我們以整合和編靠這些知識之組織原則。方法論的自我

批評，檢討與反省在人文學發展的緊要關頭能發生多大的作用，這是我們所關心的。

人文思想在經過長久的思考與體驗之後，所得到的知識才能有系統士的且織起來。人

文思想在採用方法論的解析和承認其重要性以前，在知識建構上，它已經有一段很

長的歷史了。

我們若想在人文學中運用方法論的解析功能的話，那也只能等待有關人的行為

之系統的研究，其歷史發展得較久才行。實際上，人文學所處的地位與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是截然不同的。雖然我們對於人事價酷刑乍的嚴格研究，可與對於自然與

社會現象之精確的研究相提並論的，也只是最近的事;不過關於人文知識是我們長

久以來一直在累積的經驗。關於人文知識的陳述，有許多是相互矛盾的，且不合因

果論証的，幾乎每一個人文學者都會須要擁護其中的一面而反對另一面，這種|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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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方法論的運用就顯得相常有必要 o

我們必須將它組成易於安排的形式。我們必須將人文常識的陳述交付經驗的檢

証。我們必須指出人文常識的陳述重加組織，以便能把這樣的陳述文作經驗的檢証。

我們必須指出各種人艾知識間的空隙，以便我們可將研究導致到有用的方向去。我

們誠然注重方法論的功用，可是這種態度不應導致我們過分高估方法論的功用，或

者低估具體的實質研究工作之重要。常言，凡有創造力的人則祇是談論研究，而真

正促進學科進步者是富於創造力的和從事實質研究的工作者。方法論對於所研究的

範圍內的題材的自覺，可使個別的有創造力的人獲得較佳的出發背景，一個澈底的

方法論的訓練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人文學方法論的研究與應用，更有益於增進人

類的福祉 o (註5)

人文學因未作心物二分，天人離析的本體假設，故方法之為方法是與心物、天

人、陰陽、理氣、心性、天道等形上學的範疇無法分開的。亦即是人文學的文法是

蘊含於這些形上學的範疇之中而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隨時可以突顯出方法論的

意義。人文學的假設方法即源於人文本體的辯証認知所產生的辯証法，成中英先生

認為(1991: 263-264)在任何一雙對偶性之範疇或觀念或命題均可循環相互為法，

因對偶性就是相互為用、相互為補，對立相成的。人文學辯証法即是一種對偶性的

認知方法，也是一種互為體用的認知方法。

人文方法之目的在認知最後和全體的真實，則相互為用，為補，對立相成的對

偶性範疇，也就可以看做一種認知的方法了。例如陰陽為對偶，則陰陽相互為方法，

知陰必要知陽，知陽也必須知陰。陰陽相反而相成，故陰為陽法，陽為陰法。相反

之物相引相成，故得為求得全體及對偶的認知和經驗的對象。體用此一對偶觀念也

是以相反相成的主體來了解，有體即有用，有用即有體，亦即用中有體，體中有用。

雖然一般以用為體之法之所在，但我們也可以從體中知用，以體為用之用。在此一

意義之下，體用也可以從具有相互為用、相互為體的方法性。主客關係也是如此，

兩者不必相互取代，但卻可以相互補充和依持，故可以說主為客法，客為主法如此

主客互補，自然造成主客一體的整體認知和體驗了。至於知行、天人等人文認知的

範疇也都具有相對的本體性，故人文方法(辯証法)與本體性相互合攝。

註5 .按本文大意參考陳少廷編，且對每先等譯(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九七一年，台北，雲天出版社，

第一八~二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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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學的整個體系中，每一個範疇都可以對偶化，故每一個範疇都有相應的

方法意識 O 人文方法意識在求得和諧與融合，故能用顯示不時皆與融合的理想範疇和

觀念來表達。此即謂任何(對偶)概念和範疇都可以看成了方法，雖然也可同時看

成本體。方法之成為方法，在其可以成為方法意識的對象，而方法意識則在成就完

整的理解的本體性。本體意識乃在認知本體的理解性，故具有顯示或指示本體的功

能，此即人文辯証本體與人文辯証方法二者關係之所在。

我們可以指出人文學的方法觀念在認知萬物萬事萬象時均息息關連、相互轉

化，其概念也可相互詮釋。在息皂、關連上言之，凡物均屬一體，故相互參與、相互

依持、因之任何主體的變化可以導至客體及本體的相應變化而形成一個相關相連系

統。相互轉化更可以自主客雙方產生相應的變化，以成就一種新的平衡與幸自皆，而

平衡與前已池就成為「真實認知」或體証真理的一個標準。此處所說的認知也不是

單純的理性分析和批判，它也兼合主體性的感應活動，包含直覺和實踐。至於萬物

萬事萬象概念的相互詮釋則為思想意義和語言的相互引發和啟示產生理解和認識，

這是心靈活動造成認知歷史真實和精神活動的方法途徑，其中{;標準也是干時皆圓融

及啟迪新境，導向人格的充實和人生的圓滿。

就人文辯証的立埸來看，認為本體可以融合主客，而成為主客溝通的「媒介」

了，此一「媒介」既是本體，又是方法，其為方法則無礙其為本體，正如其為本體

無礙於其為方法一樣，主體與客體、本體與方法之間有密切的連鎖關係'相互關連、

相互轉化，而其概念也可以相互詮釋。基於此一密切的連鎖關係，主客之間有架構，

方法和本體之間也可以有分別一一末完全概念化的內在經驗是為本體意識，超出經

驗的概念化則為方法意識。本體意識由主體內省，及客體反思而來，客體為經驗之

對象化，主體則為主客體對立經驗所引發，再導出此一經驗的反省。即使主體、客

體，方法都可以架構對立起來，但i比兩項對立均未絕對分離，故仍不發生需要獨立

的理性方法，以求認知本體的問題，亦即知識論的問題並末發生。認知也就成為一

種自然辯証的經驗，自我深化以求提升和完善的一種動態的心性辯証過程而非僅是

一個邏輯分析、語言分析和概念分析的知識過程，這是人文辯証法的道理所在。

我們必要把人文學方法論理論化，使之成為方法論的方法，但同時卻又不能使

之產生本體論的二元分割現象，因為二元1饒人文學的優點，為人類開拓了一個

重要的精神轉化和智慧開採的管道，故分析和提煉人文學方法論，以充實人文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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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使兩者不雜不離，異而不分，彰顯一個寬廣的理性觀念，一個廣博的思維

空間，是非常有價值的作為。它不但能帶動人文學思想淑世的活力，也提供了斗操

與學術及其方法論相互切挂、相互交通、相互作用的道路。

為要提升與充實人文學方法論的價值與功能，我們一定要做到四項要求:此即

(一)要求人文學方法論具有批判性。(二)要求人文學方法論具有創新性。(三)

要求人文學方法論具有圓融性 o (四)要求人文學方法論具有自主性。批判性的要求

是使人文學方法論能做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也使其具有批判自身與不同典範的能

力，並在批判中增強認知，體証真實和價值的能力 o

第二項能力則是的吉合實際宇宙和人生經驗，發展新的方法思想和新的方法模

型，為開創新宇宙哲學，新人生哲學和新價值哲學提出符合時代以及實際的人生經

驗的觀點 o 第三項能力自然在融合差異以展現一個周延、更完善的思想方法和思考

方向，尤其面對西方傳統，如何把西方人文學的精華與中國人文學的精華融合為一

體，創造一個人類未來的整體學術'更是我們的重大責任所在，也是時代迫切需要

之事。此一融合之發展其有高度方法論的意義，故必須先自各家批判和創新來逐步

完成。

最後一項要求是表明人文學方法論必須具有其特色和特性。努力發展此一特色

和特性，才能對一個多元的世界提出啟發性的貢獻 o 人類歷史文明及現實社會是時

空的連續體，因而是生息相關的，故開創人文學方法論，必須在批判、融合與創新

中完成，也同時基於人文學方法意識的內在精神和生命力來實現和表達，這即是人

文學方法論的自主性的要求人文精神所在。(註6)

表二:人文學方法論體系表及其辯證內涵

分類
(一) (二) (二) (四)

哲學方法論 知識方法論 研究方法論 理論方法論

思想與存在的認知 情意認知的對象
人文問題的研究

人文知識體系!
對象 方法、過程、工具、

以及形上問題 選擇問題 建構問題

與條件

註按本文大意參考成中英，一九九一年<中國哲學中的方法詮釋>一文，見〈哲學評論〉第十四

期，台灣大學哲學系主編，第二六三~二八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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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本體辯證 人文事實與人文 觀察、假設、 理論形式

認知辯證 現象的辯證 驗證、分析 人文學術的辯證

性質
對偶性與多兀性 客觀，性與合理，性 科學，[生與邏輯，性 統整，性與系統性

的辯證 的辯證 的辯證 的辯證

相關學 本體論 知識論 方法論 價值論

術範圍 形上哲學 語言哲學 分析哲學 科學哲學

後設方

人文學辯證法
法

存在與思想一致性理性與情意互動主觀與客觀交互性形式與內容依存

的辯證'體用、時的辯證，經驗理的辯證'肯定否性的辯證，形上|

辯證
空、質量、唯心唯性、變常、善惡、 定、正反、是非、 形下、理論實

物、現象本質、能好壞、美醜、公分析綜合、歸納演際、具體抽象、
內涵

知所知、本性屬私、群己、親疏、 釋、目的手段、異一般特殊、宏觀

性、動靜、分合、 得失、利弊、優 同、因果... 微觀、理想現

內外...... 劣...... 實、相對絕對.....

目標 建構人文學辯證的理論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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