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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空間之存在，是希臘思想最初的發見，最主要發見之一。……

德謨克里拉斯雖以空間為非存在，但斷言這樣非存在是真的實在。柏

拉圖在「ティマイオス」中以空間概念為種用適當語言敘述的混合概

念。牛頓注意到抽象空間－真的數學底空間－不可與感覺底空間

相混同。他說：一般人想到空間，時間，運動時，這些概念必基于對

感覺對象有關係的原理。但若想發現科學底哲學底真理，不能不拋棄

這種原理。在哲學，不能不作感覺素材的抽象。此一牛頓底見解，為

一切感覺主義的障害。バークレ主張牛頓所說的「真的數學空間」，

實不過是想像底空間，人間精神之虛構。……我們不能不承認抽象底

空間，在任何物理之實在中，在任何心理之實在中，沒有任何對應物

及基礎。幾何學者之點和線，也不是物理底，也不是心理底，這不過

是抽象底關係之象徵。若我們承認這些關係有真理，則真理一辭之意

味，須要改變定義。因為在抽象底空間的場合，不是「物」的真理，

而是關乎命題及判斷的真理。（61-62 

在原始底生活及原始社會諸條件中，完全沒有抽象底空間觀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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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原始底空間，係行動的空間。而且行動乃集中于直接底實際底

必要及實際底關心。Heinz Werner 在其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p.167）中說：  

原始人在空間作技術底活動之範圍內（如測距離，駕船，投槍

等）……其構造與我們的空間構造無所異。然而原始人將空間作為表

象之題目，作為反省思考之題目時，便產生與一切知性化了的空間根

本不同的特殊底原始底觀念。原始人的空間觀念，……較之于抽象底

空間，遠為感情底，具體底觀念。……其性質不是像抽象空間之為客

觀底，可測底，而且是抽象底。表示有自己中心底或擬人底特性。是

相貌底，力動底，是基于具體底東西及實體底東西的。  

在 理 論 底 空 間 ， 我 們 的 直 接 感 覺 經 驗 的 具 體 差 異 ， 都 被 除 去

了。……諸感覺之性質是各種各樣的。……幾何學底空間，把這些都

抽象了，這裡只有同質底，普遍底空間。而且人能達到唯一的體系底

宇宙秩序之概念，唯有靠這種空間作媒介。這種秩序的觀念，宇宙之

統一與法則性之觀念，沒有「一樣底空間」的觀念，是斷然不能達

到。……原始種族，常有極銳敏底空間知覺。……他們行船的時候，

能極正確底適合于上下河川的灣曲情形。然而……若是請他們敘述河

流的一般情形而加以圖示，他們決不能夠。……這裡我們可以把握到

空間及空間底關係的具體底認知和抽象底認知的差異。土人完全能通

達河流。但通達河流之事，和我們抽象底，在理論底意味可稱為知識

的東西隔得很遠。通達的事，僅為表現于行動之意，而知識則為含表

象加以豫想的。「物」之表象，和單純操作「物」，是完全不同的行

為。……這是習慣底事實。……然而空間及空間關係之表象，則具有

超出這種以上的意味。為了表象某一事物，……不能不有「物」的一

般底概念；為了發出對于其他之物的關係，則不能不從其他的角度去

看 。 我 們 不 能 不 給 它 以 位 置 ， 而 其 位 置 不 能 不 決 定 于 一 般 體 系

（system）之中。（62-64）  

在人間文化歷史中，到達了宇宙之秩序的這一概念，首先出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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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倫的天文學中。在這裡，才發現超越人間具體實際之生活，而從

包 括 底 見 地 以 抱 擁 全 宇 宙 的 這 種 思 想 的 明 顯 證 據 。 … … Otto 

Neugebauer 著了古代數學史的很有興味的研究，他訂正了以前有關

此一問題的許多見解。據傳統的見解，在希臘以前，沒有科學底數學

的任何證據。巴比倫與埃及人，雖有很大的實際及技術的進步，但連

理論數學之最初進步也沒有發見。他批判底分析了一切可利用的資料

之後，得到不同的解釋。他明瞭了巴比倫天文學的進步，不是孤立的

現象，而是因為巴比倫人發現了象徵底代數學。這雖是很單純初步

的，但也含有新底，極豐富的概念。……他說：   

一切代數底操作與數學底操作，對于這些操作所適用的數量的雙

方，我們可以預想到會有某種固定的象徵……巴比侖人能夠利用使代

數發展的最重要底基礎－適當而且完全底象徵主義。  

數學思考之本身，不能產生問題之直接解決。在人類文明之黎明

期，數學底思考，還未出現真正論理底形式。是包圍于神話思考之家

園中。……巴比侖的天文學從全體說，還是宇宙神話的解釋。但那已

不侷限于具體底，肉體底，原始空間之狹窄領域之內。空間可以說是

從大地轉移到天空。然而，人類注目到天體現象之秩序時，也不能忘

記地上之要求與關心。人間先將眼睛對向天時，也並非僅為滿足知底

好奇心。人間真正求于天上者，是他自身之反映，是人間底宇宙的秩

序。人們感到自己的世界，是由無數底可見或不可見之絆被連結到宇

宙一般底秩序，所以不能用抽象底思辨及純粹科學那樣超然底精神去

研究。他們以此為世界之主及支配者，人類生活之主事者。為了組織

人間的政治底，社會底，及道德底生活，知道有把眼對向天之必要。

任何人底現象，想不到是可以在其自身弄明白的。－不能不在依存

關係中去說明，不能不使其關係到對應底天體現象中去加以說明。所

以最初天文學體系之空間，……不是從抽象底幾何學意味之點，線，

面所成的。這是由咒力，神及惡魔之力所完滿的。天文學最初而且是

最根本底目的之一，是為了想豫見這些力的危險，從這些力逃出來因



．東海中文學報． 

 ．222．

而洞察這些力的本性與活動。……我們科學底天文學之真正建設者門

普拉，也一生不能不與此問題相戰鬥。最後的進步，天文學遂代替了

占星術；幾何學底空間，代替了咒術底神話底空間。錯誤形態的象徵，

為近代科學的象徵開拓了道路。（66-68）  

近代哲學最初最困難底任務之一，在于了解此象徵主義的真正意

義與完全的意義。若是我們研究笛卡兒思想之發展，便可看出他並非

從「我思故我在」出發，而是從他的普遍學（mathesis universalis）

的概念和理想出發。他的此一思想，是以偉大地數學底發見－解析

幾何－為基礎。……一切我們空間及空間關係的認識，因其翻譯為

「數」的新地言語成為可能，及由此翻譯與變形，幾何學底思考的真

正論理底性格，更可用明瞭而且適切底方法，加以考察。（68）  

空間與時間概念之發展，不僅很酷似，而且有特異底差異。照康

德的說法，空間是我們「外底經驗」的形式，時間是「內底經驗」之

形式。……時間在最初也不是人間特有的形式，而是認為是有機生命

的一般條件。……這不是「物」，而是過程－是決不停止的事件的

連續底流。在此流中，任何物也不是以同一的形態來反復。赫拉克勒

吐斯「你不能兩度入河」的話，對任何生命說都適當。處理生物之生

命問題時，第一我們不能不從懷特海稱為「與以單純底位置」（simple 

location）的偏見脫離出來。生物決非止于單一的瞬間。其生命中時

間的三樣式－過去，現在，未來－是形成不能分解為個個要素的

全體。來布尼茨說「現在之担有過去，充實未來的。（69）  

十九世紀最優秀的生理學者之一人赫林格（Ewald Hering），支

持記憶為一切有機物之共同機能之說。這不僅是我們意識底生命的現

象，而係擴充到生物之全領域。Semon 繼承此說而更使之發展。他認

為接近科學心理學的唯一方法，只有靠「有機記憶的生物學」。……

我們即使承認上面兩氏之說，也不能說明人間世界記憶的作用與意

味。若是我們承認記憶是生物之一般機能，但這也不過是生物保存以

前經驗之痕跡，這些痕跡對于以後的反應與以決定的影響。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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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意味的記憶……僅以這些殘跡全體之合計，不能說明記憶的現

象。記憶含著再認與同一視之過程，即是含有極複雜底觀念底過程。

不僅是反覆著以前的印象，而是與以秩序，位置，具在時間之流中，

在不同之付與以關係點。這樣賦予的位置，不考慮到作為一般底圖式

－ 作 為 能 包 含 一 切 事 件 的 系 列 底 順 序 － 的 時 間 是 不 可 能

的……。（69-70 

Yerkes 在其最近之著書，認為有些動物是能回想過去之經驗而

行動。……但是人的回想，不能認為是單純底過去事件之復歸，或以

前印象的朦朧地影像或模寫。……我們實際是加以再集（re-collect），

加以組織綜合，並使其集合于思考之焦點。這樣種類的「想起」，才

是對記憶與人間以獨得之型，和其他動物有機生命的現象相區別。

（71）  

的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分明有許多不合于上述條件的回想或

記憶的形態。大部分的記憶，可以用感覺主義學派的「觀念連合」的

單純機構，加以說明。許多心理學者，認為調查人間的記憶，除了用

記憶若干意味之單語或音節，在某一時間經過之後，看其能反覆之能

力以外，沒有更好的方法。……柏格森對心理學貢獻之一，為對于這

種機械記憶學說，一切加以攻擊。柏格森在其「物質與記憶」一書中

謂記憶是很深刻而複雜的現象。含有「內面化」及強化的意味。這是

過去生活的一切要素之互相滲透。……（72） 

象徵底記憶，不是僅反覆過去的記憶，而是那一經驗再建的過

程。想像是真正回想的必要之素
。。。。。。。

。（72）  

較「過去」更為重要的是時間之第三次元「未來」之次元。……

意識向未來之關連，遠較向過去之關連能更快的把握。……我們較之

生活于回想，生活于現之經驗，實更多生活于對未來疑惑，恐懼的不

安與希望之中。……這是把一切其他生物所沒有的不安的因素導入于

人間生活之中。……（74）  

在某種意味說，此一傾向，……大部分的動物本能也不能作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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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這是向未來的衝動。……許多專門底觀察者，談到「高

等動物」的預見。……然而，人類未來的意識，……不僅是一種肖像

（image）而是成為「理想」。此一變遷之意義，在人間文化生活之

各側面都表現了出來。人在完全沒頭于實際活動時，此種差異不能觀

察出。……人間的計劃，是遠為意識底，注意深的。然而，這一切依

舊處于用心的領域，而不處于智慧的領域。「用心」（prudentia）一

詞，原語與「發見」（providentia）相關連。這是指預見未來之事件，

為未來先作一種準備的能力。然而，對於未來的理論底觀念－為一

切 人 間 高 級 文 化 活 動 之 前 提 條 件 的 觀 念－是 完 全 不 同 種 類 的 東

西。這超過了單純底期待而為人間生活之命令。而且這種命令，是遠

超過人間實際底必要－在最高之形，超過了經驗生活的限度。這是

人間象徵底未來……（偉大宗教家們）所說的未來，不是經驗的事實，

而是道德底宗教底使命。（75-76）  

第五章 事實與理想 

康德在其判斷力批判中，提出能否發見可以記述人間知性根本構

造的一般底基準，蓋能否將此構造從其他一切可能底認識樣式加以區

別。他深入分析之後，認為這樣底基準，應求之于人間認識的性質，

即是應求之于由悟性（概念底把握）在「物」的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

須要作明瞭地區別的這種性質。在一般存在系列中決定人之位置者是

人間底認識的這種性質
。。。。。。。

。「現實底」與「可能底」之間的差別
。。。。。。。。。。。。。。。。

在人間

以下之存在及人間以下之存在都看不到。人間以下的東西，僅生活于

感性知覺的世界，他們有對于現實的物理刺戟的感受性，而反應于這

些刺戟。然而他們完全不能形成「可能底
。。。

」觀念。神是 actus purus。

他所想的，一切是現實。神的知性，是 intellectus archetypus（原型

知性）或者是 intuitus originarius（根源直觀）。神由其思考的這一行

為之自身而創造事物，不能思考事物。可能性之問題，僅在人間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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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僅在人間的「派生底知性」（intellectus ectypus）才有。現實性

與可能性的差異，不是形而上學底而是認識論底。這不表示物的自身
。。

具有何等的性質
。。。。。。。

，僅適用于我們對于物的知識
。。。。。。。。。。。

。康德並非實證底或臆

斷底主張神的知性之存在。他僅僅是為了記述人間知性的性質與限界

而用這樣底神所有的「直觀底悟性」（不由概念之把握）的概念。人

間知性，是依存于兩個異質底要素的「論辯底悟性」（由論理底推理

之把握）。我們是沒有 image（肖像）即不能思考，沒有概念即不能

直觀。「無直觀的概念是空虛，無概念的直觀是盲目」。在可能性與

現實性的區別之根柢的，據康德說是在于認識的根本條件的這種二元

性。（79-80）  

人間的知性，康德認為是須要肖像（image）的知性，我們想說

是須要象徵的知性……象徵不是作為物理世界的一部分而有現實的

存在。它僅是有其意味。在原始底思考，分化存在與意味的兩個領域

極困難。……然而隨人間文化之進步，「物」與象徵的差異便明瞭了。

現實性與可能之區別也因之更為明瞭。（80） 

二者相互依存關係，可用間接底方法加以證明。在象徵底思考之

機能被損傷或不明確的這種特殊條件之下，現實性與可能性之差異也

不明瞭。在失語症的病患者中，在行動上和正常人並無很大的懸隔。

然而他們面對著須要更抽象底思考樣式的問題時，即是，他們較之現

實性而須要對單純底可能性不能不作思考時，他們立刻便遇著大地困

難。他們不能想「非現實底」東西，也不能說「非現實底」東西。因

半身不遂而右手麻痺的某失語症患者，他不能說「我能用右手寫」的

這句話。但他很容易說「我能用左手寫」的這句話。何以故，因為這

對于他是事實的敘述，而不是假說底或非現實底場合之敘述。Kurt 

Goldstein 說：  

這些例及類似此例的例子，患者完全不能夠處理僅為「可能底」

的狀況。……患者仍不是直接由外底刺戟所決定的動作，隨著有極大

底困難。……他們從一個題目意志底轉移為其他的題目，有很大底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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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目轉移的這一件事，預想到我們的心中，同時具有當時正

在反應的東西，和我們所要反應的東西。一個是在前景，一個是在背

景。然而在背景的東西
。。。。。

，作為對于未來之反應的可能底東西而存在
。。。。。。。。。。。。。。

，

是絕對底必要
。。。。。

。僅有在此種場合，才仍從一個東西向另一個東西的對

象之轉換。這樣的事，預見想能處理想像底，「可能底」，即具體狀

況中所沒有的東西的能力。……知性有障害的人，不能把握抽象底東

西，所以不能作這樣的事。失語症患者，不是他們直接的具體經驗之

一部，便一切不能模倣模擬……可以說，這是要求人有生活于兩個領

域之中的能力，即是發生現實的事物的具體底領域，和不是具體底而

僅是「可能底」領域這種兩個領域。……患者僅能生活行動于具體底

領域。（81-82）  

經驗主義者及實實證主義者，常常重複人間認識之最高任務，僅

在于表示事實。不基於事實之學說，恰如空中樓閣。然而，這不是真

的科學方法對于問題之解答。相反底，這是問題的自身。何以故？所

謂「科學底事實」者，是含有何種意味呢？這樣的事實，分明也不是

由某種偶然底觀察，也不是由單純感覺素材之單純底集積所與的。科

學底事實，常含著理論底，即象徵底要素。使科學史的全潮流發生變

化的許多－縱然不說是大部分－科學底事實，在能夠觀察的事實

以前，已經是假說底事實。加里略在建立其新地力學時，他不能不從

完全孤立而絕不受外力影響以活動的物體概念開始。這種物體，還沒

有被觀察過，也決不能觀察的。這不是現實底物體，而是可能底物

體。……然而不假借這種全非現實底概念，則加里略不能提偶倡關乎

運動的學說。……（82-83）  

為證明這一點，考察數學史恐怕是更好底方法。數學最根本概念

之一是「數」。自皮達哥拉斯時代以來，「數」是數學思考的中心題

目。對于「數」能看出包括底，完全底的說法，是此一領域的學徒最

大而且最必要的任務。然而，每向此方向前進，則數學者與哲學者面

對著同樣底困難。他們常感到有擴大此領域而導入「新底」數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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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底數，一切都是極逆說底性質。這樣的數出現時，數學者及論

理學者對之抱很大底疑慮。這些是被認為不條理底，不可能底。我們

可以在負數，無理數，及虛數的歷史中追尋其發展。「無理」一語，

正含有不能想，不能說的意味。負數是十六世紀在ミハエル・スティ

ーフェル的 Arithmetica integra 著出現的。－那裡稱為「架空之

數」。（numerificti）。在很長時間內，許多最大的數學者，以虛數

的觀念為不可解之神秘。關于這些「數」開始與以圓滿底說明，提倡

完璧之學說者，是ガウス。與這相同的疑慮與逡巡的態度在最初面對

非歐幾里幾何學之體系出現時，在幾何學的領域也可以看得出。在合

理主義一切偉大體系中，數學認為是人間理性的榮耀－是「明晰而

且判明」底觀念之領域－然而，此一名聲，實然帶有疑問。基本底

數學底概念，此至僅不明晰，不判明，並且充滿了不完全與曖昧。這

種曖昧的情形，在來了解數學不是「物」的學說而是象徵底的學說以

前，是不能除去的。（83-84）  

能研究象徵思考的一般機能的研究主題，不僅是數學。象徵思考

的真的性質及完全底活動，我們轉眼于倫理觀念及倫理理想之廣度的

更為明白。人之悟性（概念底把握）應區別物之現實性與可能性甚為

必要，而不能缺的這種康德的見解，不僅為理論理性的一般底特性，

也表現為實踐理性的真理。不僅以現實性為思想之基礎
。。。。。。。。。

，乃一切偉大
。。

倫理哲學者之特徵
。。。。。。。。

他們的觀念，若不是擴大現實世界的限界
。。。。。。。。。

，並進而

超越之則一生也不能前進
。。。。。。。。。。。

。人類道德的教師們，一面具有偉大底知底

及道德之力，用時更具有深底想像力
。。。。。

（84）  

柏拉圖及其後繼者們的著述，常常過于受了與現實世界無關的反

對。然而很大的倫理思想家，不怕這樣底反對。……康德在其「純粹

理性批判」中這樣的寫著：  

柏拉圖的共和國，認為是表現純粹空想底思考之完整的顯著之一

例。實其僅能存在于有閑思想家的頭腦之中。……但是，我們與其以

這為不能實行的事，因而覺其為可憐，或覺其極為有害，而視為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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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摒棄；無寧是追求此一思想，以我們自身的努力更使之明白，比

較更好。……何以故？因為最有害的事，最不適合于哲學者的事，是

庸俗人一樣，以所謂矛盾的經驗為根據。若是制度不是在適當時機的

粗雜底思考－這種粗雜底思考，因其僅為是從經驗所導出的理由而

使一切好底意圖落空－而是隨著觀念實現，則這種樣底矛盾的經驗

便完全不存在。  

照著柏拉圖「理想國」所形成的近代倫理學說及政治學說，都是

以同樣血統之思考所構想的。トマス・モーア寫「烏托邦」的時候，

也分明說這是任何時間之瞬間也不存在，任何空間之點也不存在。這

是「什麼地方也沒有」的。然而，這種「什麼地方也沒有」的想法，

是可以作為標撥（test），而在近代社會之發展中證明了他的力量。

倫理思想決不肯忍受取「所與」的東西的此一事實
。。。。。。。。。。。。。。。。。。。。

是說他本來的性質
。。。。。

與特徵來的倫理底世界
。。。。。。。。。。

決不是「所與」的東西而常常是「被作」的
。。。。。。。。。。。。。。。。

哥

德說「生于理想世界的事，恰像把不可能當作可能樣的處理。」……

盧騷在其最初底政治著作中，看來好像是站在確固底自然主義者的立

場一樣。自然人（ l'homme de nature）非代替契約底社會人不可。

（l'homme de l'homme）然而我們只要一追究盧騷此後的思想發展，

便可明確，這種「自然人」也和自然底概念相懸隔，而是象徵底概念。

盧騷自己結果也不能不承認此一事實。他在「對于人間不平等之起源

及基礎的議論」的序文中這樣的說：  

開始要分離事實。何以故？因為這些事實並不影響于問題。此時

我們所要作的研究，不應該為是歷史的事實；與其是揭示「物」的真

底起源無寧是為了明瞭其本性而不可不作為適當底，單純底假說，條

件底推論。－這與博物學者日常為了解釋世界之形成所用的體系是

同樣的。  

盧騷確信只有由這樣「假說底及條件底推理」才能真正了解人間

之本性。他所敘述的自然狀態，不是想作為過去的歷史底敘述。這是

為人類計劃新底未來而要使之實現的這種企圖的象徵底構成物。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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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歷史中，烏托邦常常完成了這種任務。……烏托邦的大使命，是

對抗于對事態見現狀的消極底默認
。。。。。

，而為了「可能的東西」
。。。。。。。

，造成餘
。。。

地
。

象徵底思考，才是克服人間的自然的慣性，與人間以新底能力
。。。。。

與人

間以不斷底再建人間宇宙的能力的東西
。。。。。。。。。。。。。。。

。（84-87）  

第二編 人與文化 

第六章 由人間文化的人間義。 

為了完成知道自己的宗教底義務，蘇格拉底接近到了個別底人。

柏拉圖認識了蘇格拉底的探求方法之界限。他斷言為了解決問題，須

要投影于更廣的方案。我們在個人經驗中所遭遇的現象，是極紛歧複

雜而矛盾的。人是不應該在個人生活之中去研究而應在政治底及社會

底生活之中去研究。據柏拉圖，人性好像是困難底原本一樣……在我

們個人經驗之中，這個原本，是用不能判讀那樣極微細的文字所寫

的。哲學最初的任務，不能不擴大這些文學。…人的性質，是在國家

性質之中，用大的文字書寫著。……（90）  

然而，政治底生活，不是人間共同生活唯一底形態。…國家不論

如何重要，但不是一切。……（言語，神話，宗教，藝術等）的各種

活動，雖然在歷史之中並非孤立，（尤其是密切連接于國家的發展）

但各有其目的與價值。 

近代哲學中……孔德的實證主義，可以看作是柏拉圖的人的理論

的近代型。當然，孔德決不是柏拉圖主義。然而他在人間認識的階層，

他使兩個新地科學，即是社會倫理學，社會力學，占最高的地位。孔

德從這種社會學底觀點攻擊當時的心理主義。他的哲學最高基點之

一，認為研究人間之方法，斷然是主觀底。但是，不能是個人底。因

為我們想知道的問題不是個人底意識，而是普通底主體。他確言若是

此一主體是以「人類」一詞加以指示，則人類不是由人間可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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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間是應由人類加以說明。問題不能不有更廣更健全底基礎。這種

基礎，我們可以在社會學底及歷史底思想之中看出來。孔德說「為知

道你自身，須知道歷史」。他認為今後的歷史心理學應補舊有形態的

個人心理學之缺或取而代之。……（91-92）  

孔德最初是作為科學者而出發。他所關心的，好像完全集中于數

學，物理學及化學等問題。人間知識的序列，是從天文學通過數學物

理學及化學以到生物學。此後，這一序列，發生了突然的逆轉，隨著

接近于人間世界，數學或自然科學之原理雖非無效，然已成為不十

分。社會現象，雖由物理現象相同的規則所支配，但不是僅由物理學，

化學及生物學所能記述。（92）  

然而，孔德的弟子及後繼者，不承認此一區別。他們的野心，想

在社會底世界文化底世界中樹立純粹自然科學底學說。為達到此一目

的，認為應破壞區別人間世界與動物世界的一切障壁。進化論分明抹

消了這些差異。十八世紀以前，認為人與其他動物的解剖學底構造之

間，有顯著之差異－在某一點，有判然的對立，依然是一般的通說。

（到十八世紀，此一差異，漸歸沒有了）于是不僅對于人底解剖學底

及生理學底構造，即對于精神底構造，也希望能證明共同質性。為此

目的對於過去思考方法之攻擊，不能不集中于一點；即是所謂人間的

知性，決非係獨立的能力，獨得的能力的這種事，成為應證明的核心。

テーヌ認為所謂「知底行動」，不是人性獨得的原理或特權。這是我

們在一切動物反應中所看出的同一之連合底機構及自動性的活働。僅

比動物為洗煉複雜。若是我們接受此一說明，則知性與本能之差異可

以無視。此不過是程度之差，不是質的差異。知性的自身是無用的言

語，成為科學上無意味的名詞  

建立這種學說的思想家們，關于其方法論底原理是很嚴格的。他

們不以我們日常經驗的語言談人性為滿足，他們要求絕對底科學底正

確的理想。然而若是我們把他們所得的實際成果和他們所標的理想的

標準相比較，不能不大為失望。「本能」是一種很漠然底話。它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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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種記述底價值
。。。。。。。。

但沒有任何說明底價值
。。。。。。。

把有機底
。。。

或人間現象的若
。。。。。。

干種類
。。。

還元為若干基本底本能
。。。。。

，並不能由此而確認出新底原因
。。。。。。。。

，僅能

導入新底
。。。。

名稱
。。

。僅能提出問題，不是解答問題。「本能」一詞，只是

以相同的東西說明相同的東西
。。。。。。。。。。。。

。而且許多的時候，對對不明瞭底東西

作更不明瞭的說明。現在許多生物學者及精神生物學者，使用本能一

詞，常加深底警戒。他們認為應回避或廢棄「本能這種易生謬誤的概

念及知性這種過于簡單的概念。ロバート・ヤーキス在其最近著書之

一，以「本能」及「知性」為落後的名詞，而斷言有修改其定義的必

要。然而，在人間學底哲學的分野，畢竟尚未達到修改定義之域。無

批判底使用「本能」一詞，ウィリアム‧ジェィムズ以此為心理學者

的虛偽的典型方法論底誤謬之例。杜威在其「人性與行為」中批評的

說： 

把生而即有的活動，僅限制為被區別的幾種的本能，是非科學

的。而且這種實際上的結果是有害的。直底分類這種事，是自然而有

益的。……但是，若以這種分類的目錄為表現諸物本性的固定的區別

集合，……則將立刻由自然所否認……忘記區別與分類之本來任務的

傾向，以此為事物之本身的傾向，在科學底專門化中，是普遍最容易

陷的迷想……此一態度，過去在物理科學中盛行，今日在構成人性之

理論時成為支離的。把人解消為基本本能－附與以番號，而且能各

別的完全記述樣的－的一定之集合。理論家們意見唯一不同之點而

其為主要之點，在于這些數目與順序。其數目為一個，則是自己愛；

兩個，則為利己心與利他心；三個，則是貪欲，恐怖與名譽心。對於

這，今日採取更經驗底態度的學者，將其數增加為五十，六十。然而，

實際，這僅是各個不同刺戟條件的特殊反應所具有的機會之數。並且

我們的目錄，僅係適應某種目的所作的分類。（95-96）  

（上述這些方法之外，尚有）我的「象徵形式的哲學」。……成

為此一哲學出發點之前提，若是關于人間本性或本質的某種定義，則

此定義是機能底東西，而不是實體底東西。我們不能由構成人間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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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底本質的內在原理對人間下定；也不能由經驗底觀察所能確認的

先天底能力或本能下定義。人間顯著底特性，人間獨得的性質，不是

人間形而上學底或自然底性質，而是人間的「事務」（工作之意）。

決定「人類」的範圍者實為這種事務，人間活動的組織。言語，神話

宗教藝術科學歷史，是構成此一範圍；……這些決不是孤立底任意底

創作，是由共同之絆所結合的。然這不是像經院哲學所記述的實體底

結合，而是機能底結合。……（96-97）  

……若是藝術底敘述沒有幾個基本底範疇，便不能將不同時期的

藝術或各個不同的藝術家的藝術與以特徵。…哲學不僅以分析人間文

化的個個形式為滿足，而須探求包含一切形式的普遍底綜合底見解。

然而……人間經驗中，構成文化世界的各種活動，並不是調和存在

的。相反的，我們可以看出其種種衝突之力的永續底鬥爭。……（98） 

然 而 此 時 我 們 不 可 不 把 內 容 底 觀 點 與 形 式 底 觀 點 作 判 然 底 區

別。無疑底，文化是沿著不同之線追究不同的目的作各種不同的活

動。若是我們僅以考察各種活動的結果為滿足，則把這些東西歸結到

一個共通的題目便不可能。然而哲學底綜合，有不同的意味。這不是

效果的統一
。。。。。

而是求行為的統一
。。。。。

。不是生成物的統一
。。。。。。

而是求創造過程的
。。。。。

統一
。。

若是「人性」一語，尚有什麼意義，則種種形式之間，雖存有許

多差異與對立，但都含有向共同目的活動之意味。結局，可以看出顯

著底特性，即是普遍底性格；一切東西不能不合致調和于其中。……

若是沒有這樣的綜合，則哲學連出發點也沒有東西。……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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