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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今日所視為當然的古代觀和學術觀，是因為預設了「世

界觀」和與之相關的「歷史意識」才得以成立的。「世界觀」

不是一種自然的身心狀態，而是全靠人之一廂情願的激情所亟

成的言論產物。與之相關的「歷史意識」就是在這個假想的

「世界」中的運動變化意識，是隨著缺少自我修煉工夫的一

般人之即時感受而相應形成的。如果不以一般人的身心狀態

為準而且撤除「世界觀」，則古代將永遠不會成為過去之事，

而學術亦將不以一般人所公認的言論成果為準，而是以有得

於己為準。這在今日而言是一種新古代觀和新學術觀，但其

實是舊時的古代觀和學術觀。此種看法的關鍵在於一切以有

自我修煉工夫的高人為準。高人的風範永遠值得效法，無古

無今。高人的道術才是真正的學術典範，是「下凡的智慧」，

須要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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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葉啟政教授的老學生，算來已經斷斷續續受教門下

三十五年了。今日參加這個慶賀啟政師七十大壽的學術聚會，自

應拿出一些具有學術意味的研究成果來作為賀禮。雖然我的性格

和思想路數一向不同於啟政師—他是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

我則是個保守傾向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但是他素來鼓勵學生自

己創發一套具有本土意味的見解，以便讓像社會學這樣的外來學

術得以本土化，故此並不介意學生是甚麼主義或甚麼黨派的人，

因此，我就把我近幾年教學和閱讀思考的心得凝聚為本文的主題，

向啟政師和在座各位師友請益。我知道這樣的主題在師友圈子裡

是頗為突兀怪異的，即使是一向寬容我甚至「縱容」我的啟政師

也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這已經遠離他所主張的「外來學術

本土化」之宗旨乃至他近年來所發展的「修養社會學」（葉啟政 

2001；2008）了，可以說走到了反現代西學的復古方向去了。

一、「世界觀」之害

　　我想，不但在座各位師友一看到這個題目就會覺得不合理，

即連全臺灣再加上整個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會覺得這個題目不合

理—所謂「古代」，不就是在時間上老早已經過去了的、成為

陳迹的那一個時期嗎﹖怎麼能說「古代永不過去」呢﹖當然，在

時間上講，古代是永遠過去了，但是在生活意義和生活的實際技

藝上講，如果事實上我們現在不管有意或無意都還在過古代生活，

古代所講的道理依然可為生活準則，古代其實是永遠未曾過去的。

本文的題目便是此意。

　　一般受過現代教育的人都有一種歷史觀，以為今古不同，只

能古為今用，不能以古論今，以為今猶古也，今古不分。此種歷

史觀不只認為歷史即是可記聞的文物言行，而且認為古人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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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今人相同，所不同者只是那些文物言行而已。今日學術界之好

講「現代詮釋」者，理由概在此也。

　　此種歷史觀之所以似乎顯得無可爭議，除了因為現代發達

之體制性教育文化措施本來就會形塑人心和錮限人心以外，最

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措施裡所暗含的「世界觀」（worldview, 

Weltanschauung）作祟，讓人以為古代與現代之分是一種「歷

史變遷」（historical change）、一種生活方式的「典範變遷」

（paradigm change）。此種「變遷」的想法完全是一種置身事

外的、以言論或論辯活動作為思想交流平臺的抽象想法—憑空

設定的「古代」和「現代」兩者，是假想而有的「世界歷史」

（world history）或「人類歷史」（human history）的兩個部

分或兩個段落，兩者內容不同，互不歸屬。1所謂「世界觀」，就

是純粹以言論或論辯活動作為思考手段所建構出來的「全世界」

觀念，也就是我們平常在講話時所指的「全世界」。這個「全世

界」，是相對於我們那種因暫時疏離於實踐生活而有的「自我意

識」而言的。2打個比方來說，就好像我們手工製作了一個模型足

1　此處我們不關心所謂「歷史學家」費心仔細論證古代與現代並非兩個截然劃分的

時期之類的問題，因為此種努力本身仍然以「世界歷史」或「人類歷史」的想法作

為其思考平臺，基本想法沒變。

2　不管「世界觀」之出現是經由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所說的一

神教預選說的方式（無始以來上帝已經決定了誰是可得救的選民），或者經由笛卡

兒「我思故我在」的方式（不可懷疑我正在懷疑這件事），總之，「世界觀」是以

言論或「理論」的方式硬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硬拗出來的）虛構之物。連與之

相對的「我」或「自我意識」，也是這樣硬逼出來（或硬拗出來）的。詳細的哲學

考察或思想史考察先不說，光是用如下一個簡單的比喻即可說明：永遠身為水中之

魚的人又怎麼能夠直接跟別的魚說「水」是甚麼呢﹖「水」怎麼可能成為兩條魚之

間的討論主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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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一樣。我們規定了某些顏色的假人組成一支代表古人的球隊，

而別的顏色的假人又組成另一支代表我們今人的球隊，之後讓這

兩支假人球隊在模型足球場上比賽。這就是我們現在講「全世界」

以及發生在其中的「古代」和「現代」的實際方式。就是這樣，

我們才得以一方面旁觀者清地報導或操控「這個世界」，同時又

當局者迷地活在「這個世界」之中。對於心中具有「世界觀」的

現代知識分子或者現代都市人而言，「這個世界」比真實的世界

（古代世界或類似古代世界）更真確、更有力，前者為主，後者

為從。這個假造的「世界」可比甚麼都權威。我們現在好講的各

種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權」等等，都是

這個超級人造物裡所附帶製造出來的「類自然物」，號稱具有所

謂「普遍性」或「普同性」（universality）。更不要說「人類」

（humankind, human being）和「人性」（human nature）這

些觀念了。它們是從基督宗教「所有人皆為上帝之創造物」的一

神教教義轉變而來的、屬於自然法（natural law）的觀念。3自然

法設定宇宙中有不可改易的法則或者主張天賦人性、天賦人權，

這些全是一般人就其可見可說的能力之範圍內所能構想得出的完

美想法，而且通常是為一般人的世俗福利著想的想法，跟真正的

自然法則是兩回事。因為真正的自然是不能用人的話明指明說的，

亦即不能依恃在言論上的完美想法來框限的；通俗一點講，也就

是不能把話說滿說準的。因此可以說，自然法的「自然」，只是

假「自然」之名的「人造自然」，不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自

然」只有在「世界觀」出現之前才有，也就是古代或中古才有。

3　胡果‧格魯秀斯（Hugo Grotius）的自然法和國際公法的觀念雖然脫胎自卡爾

文派（Calvinism）的神學，然而其性質卻是與神學脫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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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那樣，活在「世界觀」中的人總是依自己的樣貌

和喜好將他者構想成自己的反面，虛設一個魔鬼來反證自己純潔。

「古代」與「現代」之別，其實全是自詡為現代人者所炮製出來

的言論把戲。實情不只並非如此，而且恐怕相反—是魔鬼自詡

為天使而反過來指斥原來的天使是魔鬼。

二、「歷史意識」的毛病

　　前面提過，「古代」與「現代」之分乃是有了「世界觀」之

後「世界歷史」或「人類歷史」的展現方式。在如此一種思考格

局之下，所謂「歷史變遷」只不過是一種「預先安排好了的、靜

態的運動變化」，是為了完成人所需要滿足的「論辯需求」（藉

著論辯之技術完美性而得到自我肯定的自傲心理）或「言論專業

化」（以製造出能自圓其說的完美論述作為從事言論活動的專業

評價標準）所開展出來的言論遊戲（我們今日常美稱之為「智識

活動」甚至「智識工作」4）。換句攝影行話來說，所謂「古代」

和「現代」都是「被定格了的動作」，是靜態化的，甚至是切割

好的狀態，不是活生生的真實情況。以此種「預先安排好的、靜

態的運動變化」想法來理解事物存在意義的方式，才是我們今日

學院中人所推崇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之

真相。

　　「歷史意識」一方面讓我們把所有事物（包括自己在內）都

看成是發生在某個時空之中而且受該時空裡的生存環境所制約的

存在物，亦即所有事物之存在皆有其特殊的時空條件，是有限而

4　intellectual activity or intellectu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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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意識到所有事物（包括我們自己）的

存在意義都是相對的，也就是必須看從甚麼觀點和立場出發而定。

因此，「歷史意識」讓我們活在一種「相對的絕對」的情境之中。

絕對的是：所有事物，就其本身之有限性和暫存性而言，都是絕

對的；而相對的是：所有事物的意義，就其必然從某種觀點或立

場出發而與其他事物相關聯而構成一整體而言，都是相對的。再

換個方式來講也一樣：相對性是絕對的，而絕對性是相對來講的。

舉個例子來說，每個民族的文化生活，就其當局者迷而言，就是

相對地絕對的。另外如天體物理學，就其作為基於我們都活在地

球表面上幾十年而已的這個特殊經驗而完形（gestalten）為一整

體的學問而言，也同樣是在相對而特殊的基礎上講絕對，而且以

此開展一種邁向普同性的知識。5

　　在這樣的「歷史意識」處理之下，所有事物（包括人在內）

都變成「歷史事物」— 一方面是受條件制約的有限之物，另一

方面又是憑著某個觀點而虛構出來的事物。前者否定了聖賢英雄

和大奸大惡的存在，也否定了仙術和命運的有效性，確認所有的

人事物都是受制約的平庸之物，其變化是有規則可循的；後者則

肯定了一般人那種隨遭遇而有所感受的心理狀態之正當性，因為

此種心理狀態正是所有思想文化物所賴以形成之觀點和立場的來

源。由「歷史事物」所組成的生活世界，是一個以曇花一現的心

情作為起點和終點的「虛構世界」，也是一個無真實根基的「虛

無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唯有不斷在互相排斥的立場之間

選邊站，接受「處處非家處處家」的荒謬考驗。所有興奮都是一

5　故此天體物理學也是一種歷史事物，是活在歷史中的人所創造出來的。依此道理

而言，統計學乃至邏輯學也是一種歷史事物，是活在歷史中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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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所有理由都是片面的，所有努力都是無結果的，所有的話

都是有漏洞的。為何一至於此呢﹖無他！以一般平庸之人為準的

所謂「理性」，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是激情的產物。本著「理性」

所想出來的事物，自然大有問題。只不過問題總是後來才發現到，

初時大家皆視「理性」為人類精神解放之標誌。

　　有了「歷史意識」以後，我們便自然會有「古今有隔而且古

不如今」的看法，因為「歷史意識」本身不只以一般人當下的遭

遇感受作為起點和終點，因而古時相對於現今來講顯得既陌生又

疏遠，而且又以能讓制約作用充分發揮的文物言行作為人類身心

狀態之表徵，因而古時相對於現今來講顯得既落後又幼稚。雖則

當今的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新史學似乎在教導我們

如何平情對待古代狀況，以避免一面倒地簡單認定古代生活都是

黑暗和不合理之知識毛病，但其實只是告訴我們，雖然看起來古

代生活之運作方式與現代截然不同，然而其運作方式及其道理其

實是與現代生活一脈相承的，其歷史事實性與制約性亦與現代生

活本無二致。因此，年鑑史學只是企圖加深我們對古代生活的認

識，一如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之企圖加深我們

對土著部落生活之認識一樣，基本上並沒有革除我們「以今貶古」

的傾向，一如文化人類學之並沒有革除我們輕視土著部落生活的

態度一樣。況且年鑑史學對古代生活的論述分析是針對現代生活

而發的，也就是以替現代生活追索其突變前之原貌為其宗旨的。

這個宗旨其實也跟文化人類學差不多。文化人類學在描述分析土

著部落的生活時也是針對研究者身上那種優勢族群文化而說的，

其宗旨同樣是把土著部落生活當作一種突變前之原型來討論。

這個問題，即使祭出現今當紅的翻譯理論或所謂「跨語際實踐」

（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論，也是於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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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人與非常人之別

　　說到底，「歷史意識」就是以一般人意識狀態為準的時空變

化意識，是因「常人主義」作祟所造成的意識效果。6「常人主義」

是現代生活（尤其是現代思想）最重要的特性之一。「現代」之

所以為「現代」，可以說主要是因為一切以常人為準。「常人」

當然意謂「平常人」，非「非常之人」，但也意謂「正常人」，

並非「異常之人」。典型的現代生活是都市生活。都市生活是一

種「明識化」7的生活，處處使用可計量的符號和手段，使人與物

通通變成像沙漠中的砂粒一樣，各個分離，各個獨立，清楚分明

地切割開來。因此，典型的「常人」就是「現代都市人」，就是

像砂粒一樣的人—性質單純，具有堅實的核心和整體性，方便

拆裝組合，亦方便動員和移徙。現代都市人的身心狀態很「意底

牢結化」（ideologized）和「暫真性」（contingent）8，心中充

滿各種人造理念（或理想化的觀念），而且在每次的行動中徵用

6　本文關於「歷史意識」以及「常人與非常人之別」的想法，主要啟發自李奧‧

史特勞斯（Leo Strauss）《自然正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書，

尤其是 chapters 1, 2, 4。關於此書之要義，又請參考拙著，〈以古貶今的政治社會

思想史—李奧‧史特勞斯《自然正義與歷史》評述〉一文。另外，皮埃爾‧阿

多（Pierre Hadot）的《古代哲學頌讚》（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Antique）一書

之見解亦與本文有相通之處，值得參考。

7　意即一看即明白其意義的做法，而且通常一字一義或一個符號對應一個應有的反

應。譬如每個國民都發一張號碼不同的身分證、設立意義明確的交通號誌、單行道、

凡事外顯化、單位化和計量化、以選票決定輸贏、凡事訂定目標及程序等等。

8　意即暫定為真或暫且當成是真的。它既非必然，又非不可能。譬如「人類」、「人

人平等」、「公平交易」、「國籍」、「貨幣」、「愛情」等想法都是暫且當成是

真的想法，因為終究言之不可能是真的，因為本質上是「有漏的」想法，永遠有例

外變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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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相關理念，幾乎沒有甚麼自制力或自我調節的能力，如同

人肉傀儡。為何會這樣呢﹖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小便被中央集權

的現代國家機器當作國民教育的對象，長期規訓為國家未來的主

人翁所致。國民教育基本上是一個製造國民的 program（程式或

編序式教學計劃）。其宗旨在於把學童訓練成一個適合於履行國

民義務的行為者。其所針對的困難是如何克服學童身上的自然傾

向，或者換句話說，如何以人為設計的思想言行方式去取代自然

的思想言行方式。其所採取的解決辦法是：一方面虛設一種稱為

「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的理念，讓學童轉變成純粹由一

己好惡所引導的行為個體；另一方面又虛設一種稱為「文化體系」

（cultural system）的理念，讓學童轉變為文化意義體系的學習

者和承攜者；最後以人為虛設的「自然狀態」配搭以同樣人為虛

設的「文化體系」，便可理所當然地使學童進入一種如白紙繪圖

或白布染色一樣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步步深入

理想國民的理念王國，成為「心中有神」或「神住心中」的人肉

傀儡。也即是說，現代都市中的「常人」從小就被所謂「社會化」

過程拘束壓抑，沒有機會把自己身上作為人的天賦傾向和能力發

揮出來，成為一個真正自然成長的人，與天地合其德，與萬物共

其化育，而只是被炮製成配合大規模國家權力機制運作的行為當

事人（agents）之一，如同砂粒一樣容易被動員和裝配拆散，亦

如同砂粒一樣承受各種任務的壓力，直至承受不了而核心粉碎為

止。9

9　所謂「壓力」（pressure），也是在現代都市人身上才有的，在傳統鄉下人身上

比較不會有。這全是事物「明識化」與否所導致的結果。「明識化」的做法是一切

事情皆「直線推論」，「明確究責」，一切「直成」；不「明識化」，則一切事情

皆「曲線推論」，「責任不明」，一切「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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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都市中的「常人」只相信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暫真」

知識，而且十分「意底牢結化」，對這些知識充滿激情。這些知

識可大分為兩種：一種是所謂「自然科學知識」，包括地球和天

體運行的知識、人體生理學的知識和數學、物理、化學等知識；

另一種是所謂「人文社會知識」，包括歷史、地理、民主、法治、

人權以及國際貨幣匯率和性騷擾防治等知識。這些都是所謂「客

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意即它們是在每個行為當事

人之外（意即「超越」於行為當事人），作為形式（form）樣態

的知識，猶如演員表演背後所根據的劇本一樣。不管作為演員的

「常人」決定如何表演，他的具體演出多有個人特色，總之，他

的表演不能違反劇本的基本框架和劇情路線的規定，否則他就是

失敗的演員。由於受制於「客觀知識」，現代都市「常人」遂以

參與「客觀知識」為務，並且有志者還以改善「客觀知識」為榮，

自詡為獻身於學術事業。

　　相反於「常人」之受制於「客觀知識」而又樂意獻身於「客

觀知識」，不與「常人」一般見識的「非常人」10則視一般所謂「知

識」為應付「常人」時所難免會使用的「方便知識」或「安全知

識」。11對「非常人」而言，世界上不可能有所謂「客觀知識」，

只能有「方便知識」或者基本上很有問題的「安全知識」。對他

們而言，知識基本上是隨著個人修為工夫之深淺高低而改變的。

10　本文所謂「非常人」雖然包括大奸大惡在內，但是由於一來大奸大惡與聖賢英

雄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並非一好一壞、一對一錯那麼簡單，二來不管是大奸大惡

還是聖賢英雄，與平庸之常人相比，畢竟作風不同，心術有異，故此本文主要還是

以比較正面的聖賢英雄作為「非常人」之代表。

11　此處所謂「方便」，是就「非常人」之視情況而將就著說話而說的，而「安全」

則是考慮到「常人」的需求而姑且將就之而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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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為工夫一但深了、高了，知識便以智慧的形態出現，無有定見，

無有定法，恢奇詭譎，正言若反，甚至拈花一笑，予欲無言。智

慧無法分享，全在自得。智慧也無法教導和傳授，全靠學者得機

緣而自悟。最重要的是：智慧非人人可得，只有根器聰慧者才有

資格成就，根器平庸者即使有殊勝外力扶助亦不容易成就。因為

根器平庸的「常人」十分倚賴外顯表徵如文物言行等作為表情達

意的管道，不知不覺整個人就執著於這些外顯的文物言行，私其

言而矜其文，浮沉其中而不能自拔。根器聰慧者則反之，不但自

己能若即若離地出入於文物言行等外顯表徵之間，不受拘束，而

且「見人說人話而見鬼說鬼話」，因應情勢所需而無入不當，永

遠為其可為，不會因過不了自己這一關而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四、古代永不過去

　　古代沒有「常人主義」作祟。在古代，不只「常人」是個大

貶辭，等於「小人」和「庸人」，而且「常人」沒有說話的資格，

其言論不值得記錄下來，而如果記錄下來，大概都是反面教材而

已。今人「常人主義」作祟，才會質疑古書所記者為何都是有頭

有臉的大人物之言行而沒有小老百姓的言行，甚至只有男人講女

人之事而沒有女人自己講女人之事，只有大人講小孩之事而沒有

小孩自己講小孩之事。12今人受「常人主義」蠱惑，才會誤以為

人就只有「常人」這一種，或者人應以「常人」為準，不以「非

常人」的聖賢英雄為準。以「常人」為準，才會認為古代歷史記

12　年鑑史學，尤其其中之心態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y），就常提到這現象。

當然，年鑑史學家不會像一般「以今論古」的人文社會研究者那樣抱怨這現象不公

平、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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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不真實，古代生活不正常、不合理。由於認為古代記載不真實，

加上認為「非常人」要不是記載誇大失實才有，不然根本就是「不

正常的人」，故此今人根本不相信真有「非常人」存在，更不要

說以「非常人」為準論事了。因此，古代歷史中那些關於「非常

人」言行的記載，對他們而言，不只沒有直接利用的價值，連鑑

古知今的間接利用價值也沒有。唯一有點價值的是讓他們的「世

界觀」得以補白，讓他們的「歷史意識」得以落實，還有，讓他

們知道自己是否值得驕傲之祖先的後代。古事遠矣！不經過「現

代詮釋」的加工再製，將古代材料連結到今人的生活需要或處事

方式，是無法為今人所用的，亦即對今人無甚意義。對今人無甚

意義，即是「古不如今」的另一項相關想法。

　　此種「古代與現代有隔而古不如今」的歷史觀，基本上建立

在兩個人性觀的預設上：其一是與「常人主義」互為表裡的「人

性先天普同」、「人人平等」的想法；其二是人與人之不同就如

同人與人之不平等一樣，是後天的、可記聞的文物言行所造成的。

古代人與現代人一樣是人，所差者只在古代人的文物言行比較不

合理和比較落後。如果以「非常人」為準，此種歷史觀是大有問

題的。

　　以「非常人」為準，不單古今人基本上不同，人與人本來就

大不相同。人與人之不同主要不在於那些可記聞的文物言行上，

而在於身心能耐上或者性命境界上。外顯近同的文物言行，並不

能表達內蘊互異的身心修為。同是一雙腳，耶穌能踏水而行，一

般人就不行。同是一個人，高僧大德都能預知自己的圓寂之期，

一般人就不能。庖丁解牛之遊刃有餘，以及太極拳高手之後發而

先至，一般人就做不到。難怪不只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多是「非常

人」之事，而且古人非常尊古崇古，認為只有古時的「非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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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學習。因為「非常人」才是真正的人，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

身心能耐，達致與天地合德的高深性命境界。他們才是有識之人

所應該企求達致的。至於他們所留下的文物言行，當然值得保留，

以便睹物思人，然而亦頂多是值得參究之「道迹」而已，不能作

為「道故」，嚴格依照字面上的意義遵從。太重視這些「道迹」，

尊之為「經典」或「聖典」，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這些「道迹」

便會轉變成僵化的「道故」，道即不成其為道而降格以「常人」

之要求為準矣。

五、下凡的智慧

　　以「非常人」為準，古代聖賢英雄所樹立的典範便永不過去，

永遠與我們有關，而且古代聖賢英雄那種與可記聞之文物言行若

即若離的妙道亦永為萬世學術典範，與我們今日的知識需求無所

疏隔。或許仍然有人疑問：古代所留存下來的文物記錄全都含藏

著聖賢高人的智慧嗎﹖水準都一般高嗎﹖還有，既然是高人的智

慧，不與一般人見識等同，試問又如何能成為一種現今眾人可努

力從事的新學術呢﹖具體做法究竟如何呢﹖

　　如果從「常人」的眼光來看，古代所留存下來的文物記錄當

然不全然是聖賢高人的智慧結晶，因為「常人」所見的是文物記

錄的「具體內容」，包括作者和編者是誰和所言內容為何，而不

是文物記錄的「實質意涵」，包括作者和編者為何要這樣編撰，

以及所言的寓意為何。注重前者，就表示我們不預期從古代文物

記錄中得到甚麼高級道理。或者換句話說，我們不相信古人會說

出甚麼比我們現代人所能想到的更好的道理來。我們壓根兒不打

算向古人學些甚麼，只打算知道他們說了些甚麼跟我們不同的話

和做了些甚麼跟我們不同的事，所以我們注重的是「甚麼」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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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但是注重「甚麼」就等於視之為「道故」，而注重「怎

樣」，反而是視之為「道迹」。而視之為「道迹」，才更能學到

高級的道理。因此，不管是古代文物記錄本身還是我們的研究活

動本身，都應該以「怎樣」為重—我們要有心向古代聖賢英雄

學習「怎樣」說話處事，而且用心研摩古代文物記錄中所間接顯

示的古代聖賢英雄「做法」究竟如何。如此則古人言行分寸之考

量（亦即其心術）即與我們相通而無隔矣！心術與文物言行之間

的關係是若即若離的。苟能著眼於心術，則古今文物言行之差異

即不成其為妨礙！

　　至於高人智慧如何能成為一種眾人可參與之學術事業的問

題，此事確實難有確實解決之法，只能盡力而為以樹立典範和風

評而已。想當年雅典的蘇格拉底之所以只與人口頭辯證而不從事

書面著述，就是考量到著述有僵化成俗人學術之虞。後來他的學

生柏拉圖寫《對話錄》，才把老師的言行記錄下來，把活生真確

地體會於心的「道理」轉化為可論證以求的「真理」。在《對話

錄》中，可以看出蘇格拉底或柏拉圖一直面對一個難題，就是如

何擺平屬於天上的智慧（絕對的善）與屬於人間的政治生活（難

以避免不使用某種程度的暴力和欺騙）之間緊張關係的問題，故

此他們的哲學基本上是一種具有某種妥協性的哲學，也就是「天

上智慧下凡來」。到了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主張「人是政治

的動物」，此種「下凡性」就愈加明顯。另一個例子是釋迦牟尼

佛在世時故意不用精緻的梵語來講道，也告誡弟子不要使用梵文

記下他的教導，以免他因應機緣所設立的方便教誨被當成僵死的

高級道理來倡導。然而僧團成立之後，事情就慢慢變質了。上座

弟子一個個本著自己的領悟去發展自己一套自圓其說的教法。此

種困境在耶穌那邊也差不多是這樣。在孔子身上，「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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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無言」之慨歎與「退而刪修詩書，作春秋」之不得已，其

處境之矛盾也十分類似。本文所謂「新學術觀」也者，只不過凸

顯其與現今所知學術典範之差異而已。現今學術典範不只以改善

「客觀知識」為旨趣，而且還以勞動成果作為評判標準。現今學

界所謂「學術論文」即是其典型代表。它必須是有主題的論述，

而且受同行公評。這就註定了它不可能成為「下凡的智慧篇章」，

因為它是從截斷智慧之流的關鍵性動作（世界觀之出現）出發的。

它代表的是徹頭徹尾的「常人學術」。因此，除非恢復古代的學

術典範，否則我們的學術便很可能永遠與智慧無關，純然只是「虛

無的文字遊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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