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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比較哲學家之中，陳榮灼博士的思想廣博而深
刻，富創見，著述面既廣大又精深，是比較哲學方面的健將，
他在比較哲學方面，主要研究領域在中國哲學(懦、釋、道三

家)與當代歐陸現象學、詮釋學、鑄證邏輯以及後結構主義的

比較研究。換言之，他是以胡塞爾現象學，海德格的存有思
想，黑格爾的思辨邏輯、德希達、符號學以及褔柯的檔力哲學
來重建中國哲學的。他對中國哲學的重建基本上是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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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曲目
-心
I時間

際佛學研究年刊》'創刊號，一九九一

、〈王獨與郭象玄學思想之異同〉《東海學報》一一一三
卷，一九九二。

、〈唯識學與現象學之「自我問題」〉《銬湖學誌》第
十五期，一九九五。

中期是以西方語學哲學，詮釋學與符號學來重建中國的語

言哲學或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現代意義的時期。

、〈作為類比推理的「墨辯」〉楊儒賓，黃俊傑編《中

此時期有三篇:
6

國古代思維方式探討》'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

思維方式探討》，台北

正中書局，一九九六。

、〈公孫龍與演繹思維〉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

「在經由海德格對西方傳統形上學以及羅遨對本質主義及表象

7

六八。

早期是以三「 H 」|||海德格的早期「基本存有論」與晚

商瑪拉雅基金會，二

、〈王粥解釋學思想之特質〉《中國經典詮釋傳統
(三) 文學與道家》，台北
OO 二。

此時期有三篇

(兮，
ggnozgEE

探討「非本質主義」

己的中國哲學之可能性時期。

(ZgdZEEZB) ，「去超超越化」

近期是以晚期海德格、黑格爾倫理學以及「後結構主義」

8

.•

對中國哲學的重建或比較哲學方面的貢獻可分成三時期

主義的批判的洗禮之後，中國哲學運剩下什麼?」的問題。他

。

..

期「存有思想」、胡塞爾的「超越現象學」與黑格爾「恩辨邏

雙葉書廊，一九八六。
0

簡別佛教「同一性」哲學諸型態〉《國

..

..

海德格與中國哲
F已
EO
、《且也已叩開個白U宮
【M早O已OMSS(

輯」' 來 重 建 或 解 釋 中 國 哲 學 時 期 。
1

學)》，台北

、〈論唯識學與華嚴宗之「本性」||對《般若與佛

..

性》之兩點反思〉《銬湖學誌》第四期，一九九
、〈即之分析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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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接近胡塞爾的意識有我論的主張。

中期陳榮灼則較關心有那些中國哲學可以在面對當代西方

。

這也就是說，他是透過對傳統的「名實之爭」和「言

語 言 哲學，詮釋學與符號學的衝激之後，其思想仍然可以蛇立
不搖者

意之辨」進行新的詮釋。易言之，他認為墨子的類比邏輯，公

。

此也是中期(作為類

孫龍名家約雄辯術以及王粥的「記號學的解釋學」都有其在代

一席之地

) 等 三 第所要探討的課題。換言之，墨子

語言哲學或符號學上的意義或
比推理的「墨辯」

「墨辯」、公孫龍「名學」以及王粥的「言意之辨」皆有其現

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中國哲學呢?這也就是說，此問題就是:我

的辯證邏輯，胡塞爾超越現象學與海德格存有思考並駕齊驅並
學」

羅遨對本質主義、表象主義的社判之洗禮，必須採取「後形上

近期陳榮灼認為為了回應海德格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以及

OO

O

9、〈道家之「自然」與海德格之「開『志一E
個F」
M〉 《清華
學報》卷三四，二 OO 四。

台灣大學出版社，二

「唯氣論」新詮〉楊儒賓，祝平次編《儒

閱、〈朱陸匯通之新途〉《台灣哲學研究》第四期，二
。 四。
口、〈 ZEm
h
力m

。

家氣論與工夫論》，台北
五

二、主要哲學創見

們如何透過「他山之石」||德國唯心論，胡塞爾超越現象學

gangagEZH) 、「非本質主義」

代語言行動理論與後皮耳士的符號學上的意義。

與海德格的「此有」詮釋學可以「攻自己的玉」||可以幫助

路，來重建中國哲學的政治哲學與自然哲學。此「去超越主義

早期陳榮灼在尋找是否可以與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

我們了解中國哲學中天台宗與華嚴宗義理的不同，真諦唯識古

化」的政治哲學之進路表現為兩種具體思路或詮釋策略

個思路或詮釋策略是藉由黑格爾以倫理哲學來批判康德的道德

第一

(DOE閻的進
OO
ES-己
-M
明

(22.gg
辜百 g-) 的「去超越主義化」(包冊，

學與玄獎唯識令學的不同以及王粥與郭象思想的不同呢?更進

早期海德格「此有詮釋學」與晚期海德格的「存有思

想」的不同對我們理解中國哲學各思想系統間的細微差別有何

是以後結構主義福柯(特別是德勒茲所解釋的褔柯)的權力哲

主義來看「朱陸之語」的現代意義;第

一步談

種幫助呢?其現代意涵為何呢?還有佛教同一性哲學諸種理

學來重新解釋王船山的「氣」的哲學。前者證明朱子「理」的

二個思路或詮釋策略則

論，亦即諸種「即」的解釋又如何理解呢?此即早期五篇論文

倫理學具有後主體主義的意義

後者則表明王船山的「氣論」

所要回答的問題。此中若以早期海德格「此有」的「基本存有
或g
「m
超超
論」來說的話，此「尋本」(個D
『EEgmgRnz
)的

不是一種「唯物論」或「本質主義」立場。

另外 一條重建中團哲學中「去超越主義化」及「非本質主

義」的「自然哲學」之進路，則是透過道家之「自然」與海德

「非本質主義」的「自然而然」概念

。

須「尋本」，即「追求根據」的「順其自然」的道家哲學或

另外晚期的「存有」思想則只適合解釋道家的「天道」觀或郭
真諦的唯識古學不是真心派的思想，而是比
一系的唯識令學則

陳榮灼先生對比較哲學的貢獻

較接近沙特的意識無我論的主張;至於玄哭

而言，他則指出

裕之「悍，已宮前」的比較研究來達成的。此中嘗試建立一種不

(EDmn
兮g
旦旦)可以作懦、釋、道三家的「共法」

.•

象的「無本」、「離據」的哲學。至於就現象學來解釋唯識學

徑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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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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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灼第一本比較哲學書，於一九八六年出版，題為

《海德格與中團哲學》(因包含 mmggag-5個開早已OmO『
B)
此書是陳榮灼於比較哲學方面頗具份量，系統性與貢獻的書。

在此書中他企圖採現象學進路來重建中國哲學的現代意義|-
(EE 己的「基本存有論」

。回)與晚期海德格的「存有思想」

他嘗試以早期海德格的「此有」
25 岳 SBEgs(mEagEE)來重建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的「道德形上

.•

耳三口明)，天台宗的「無執存有論」以及道

gog

屬於「現有層次」

(SEES-)而是屬於「存有論層次」

(ODH個
O戶0
-〈
m個】)
口
阻

本書的第一輩探討海德格現象學的特色以及在怎樣的意滴

而海德格的現象學則

一般現象學與特殊現象學||

下是現象學家，它也比較了胡塞爾現象學與海德格現象學的不
同。陳榮灼區分了兩種現象的學

他認為胡塞爾超越現象學是特殊現象學

(1) 描述性

是一般現象學。此一般現象學有幾個特色

(2 兮目的自 nyg

(3) 「存有作為現象」(的皂白喜可 EEogg)

它是「詮釋學的現象學」

(22.BEES-5)
。另外，陳榮灼也指
出海德格現象學的一個重要特色

(4) 「反化約論」

豈頁)、

(包白白宣言)、(2) 「回歸事物本身」

.•

.•

」問題||陳榮灼指出海德

一者是關於人作為此有的個體化問

因而他的重點放在第一義的個體性||

人固定存有的守牧者、聆聽者，似乎存有比人大;但是他還是認

此有的自律問題上如何回應。在晚期海德格思想中，固然會說

則。又在本文第三章中，陳榮灼探討晚期海德格在面對存有的

此有的存有結構上，以此間者作為此有之具體義的個體化原

義的個體性原則具體落實至焦慮、邁向死亡、良心和抉擇這些

海德格是以時間作為此有之個體化原則，同時，他並將此形式

義對海氏是不可能的

題;另一者則關於物作為工具物的個體化問題。陳氏指出第二

格的個體性理論有二義

書的第二章探討海德格的「個體性

域」的向度，使得現象學可兔於落入觀念論的形上學。再者本

「先行之理解」。另外如海德格以非主體主義語言論述「境

的存在結構(性徵)。還有陳榮灼指出此「描述」總已涉及

體，而總已固定「在世存有」了，而「理解」總是「此有」構造

的形上學的陷阱。對海氏而言，「此有」從不是無世界的生

(ZEBEts-ZODog『
g)
o，
z此
m或可兔於落入柏拉圖以來

..

學」( 白 白 色
家的「自然哲學」與「藝術哲學」。他認為以海德格解釋中國
哲學比較牟宗三先生以康德解釋中國哲學而言，除了前者是以
「存有/理解」解釋中國哲學的「天道/良知」、「道/玄
(1)後者的「物自體」與「智的

智」、「法性/般若」外，後者則以「物自身/智的直覺」不
同外，兩者亦有三點不同﹒

直覺」之間是一種直接同一性的關係;前者的「存有」與「理
(2)後者為了具備智的直

前者以「存有的理解」則預設人的有限

解」則是一種詮釋學循環的關係

覺，人 必 須 是 無 限 者

性 ;(3) 以康德解釋中國哲學將不能兔於海德格對西方傳統

形上學的批判。此書亦可說他對「中國哲學在經由海德格對超
第一部分「是以海德格解釋海德格」

越主體性與西方形上學的批判的洗禮後還剩下什麼?」問題的
回應。 此 書 分 成 二 部 分

「固定以海德格解釋或重建中國哲學」的部分，它藉由

個體性問題，論詩的本性等)，它為第二部分建立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

海德格的存有思想，釐淆了儒家道德形上學，道家的基本哲學
概念，天台宗的三念三千」的「性具」思想等哲學，並不是

..

.•

..
.•

.•

的部分，它澄清在海德格哲學中一些主要課題(現象學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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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澄清在新道家中爭論的性質

;(3) 界定

入真理之中。按著在第四章中，陳榮灼探討海德格登術理論，

的兩個特色:第一個特色是指出「道」是「無」，它不是存在

道家思想的區位和性質。就

意義的釐清

亦即對詩的本質進行新的探討。此文探討了語言的本質以及詩

物，而是屬於存有論的層次;第二個特色是指出「道」是所有

E 相隸屬的關係||人間應存有的呼喚，因而進

何以是原初語言的原因。他也顯示作為原初語言與日常語言及

事物的根源。另外道家的「生」非無中生有的「創生」，而是

為人與存有的

形上學語言的不同處。也就是說，詩是一種展示，開顯的力

讓其所是的過程。而且彼「自然」不是一個現有的自然概念，

(1)點而言，陳榮灼指出「道」

量，它讓事物恰到好處的呈現。

而是「沒有任何外在的人為造作的自己生」。陳榮灼也指出道

家的「道」、「生」與「自然」概念恰好相當於海德格的「邏

又此書中作為比較哲學的第一輩至第五章，則是探討儒家
道德形上學與海德格基本存有論的同異處與關連性的釐淆||

各斯」

首先雙方都主張人類存有者比起其它存有者享有優勢地

榮灼在此中也指出儒家道德形上學與海德格基本存有的相似

步探討海德格基本存有論與儒家道德形上學合作的可能性。陳

(DEn)
方向;按著他積極證明儒家的存有論性質;他也進一

陷阱。郭象也強化並提高「白化」、「自然」在道家思想中的

直要到裴領與郭象才被打破，從而避免落入把「無」絕對化的

有的根據之傾向，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此崇無的思想一

。至於就
EEmEm)

ogz) 與「自然」

陳榮灼先消極地澄清儒家道德上學的特質不是「現有的」

處

地位，又陳氏也指出道家的思考是一種非計算性的詩意思考，

宋明理學的「第三系」||胡五峰的「以心著性」思想(不同

出海氏的基本存有論對儒家道德形上學具有補充的功能。而且

有論的層次;海氏則將道德意識視為現有的現象。陳榮灼也指

在於兩者對於道德性的評價不同

的對比，以釐清牟宗三先生所謂「天台宗是一個無執存有論」

的相似性。本文是透過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與傳統形上學

德格的「基本存有論」與天台宗的「無執存有論」思想結構上

批判。又本文第七章〈海德格與天台宗〉中，陳榮灼指出海

此篇顯示道家的非形上學性格，它是可兔於海德格對形上學的

(2)而言，陳氏指出王粥有將無視成萬

位;其次兩者都肯定人類存有者作為存有展示的場所;再者雙

它認為人的最可貴本質在於人能夠恰當回應道的提憫之思考。

(Fomom
)造化」(可
、「

方都將存有或道視成一個存有論運動。至於兩者的主要不同則

於陸王一系的主觀唯心論)反而與海德格的「此有」的分析相

的意涵並進一步證成之。本文是集中兩個主題焦點

德格所了解的存有論運動;另一方面也包含儒家所強調的宇宙

論的實存的存有倫理。他也指出理想的存有，一方面包括了海

進行存有論重建的本質特色。首先陳榮灼是透過海德格「基本

立一切法」來證成以海德格「此有」詮釋學的架構來對天台宗

「在世存有」與三念三千」、

儒家是將道德心視成一個存

接近||雙方都是肯定人的有限性的一種非主體主義、非觀念

論創新。再者本書第六章(朝向一個道家哲學的重建)乃是對

存有論」與胡塞爾超驗現象學的「世界」觀的不同來對比出天

胡塞爾的「世界」是「對象的綜體」義，它是屬於被建構

台宗的「性其說」與華嚴宗的「性起說」的「世界」觀的不

(2) 「離據」與「從無往本

道家哲學自「弱義的重建」||「重新活化一個理論的原始意
|「一個理論的有效性重建」之嘗

同

..

|

(1)對於道家中關鍵詞的根源
陳榮灼先生對比較哲學的貢獻

..

義」到「強義的重建」

試。此章的詮釋課題有三點
曹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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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間)。至於依海德格的看

第八章中，陳榮灼嘗試在道家哲學架構內來顯示有意義地重建

「自然」、「創生過程」與海德格義的「自化」、「詩意」之

傳統藝術哲學的主要傾向為何?並且進一步指出在道家義的

法，人作為「此有」

間的家族相似性。本文也顯示了中國藝術哲學與海德格自己的

之意;而且恰如海德格之「世界」並非一「對象的綜體」而為

千」。其實天台宗所謂「三千世間」不外是現象學的「世界」

藝術的本質是自然的藝術。此文顯示了中國藝術哲學在「後形

義」(自 EEZZ

的佈局，亦即空間側面。他也指出:在面對反「美學的主體主

或胡塞爾都肯定不蓓在世界中的超越我或一與世間相隔相斷的

上回義文對真諦的研究以及作者自己對黑格爾的理解，重新反

||對《般若與佛性》之兩點反思〉一文。此文順著日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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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之層次;而作為絕對主體、能建構的「超越我」則不落入世界
中，因而是「無世界的」(還
已)，此世界是「能建構層次」'這也就是說
-g
古巴品 -z-HEm己

觀念的確有一些基本親和性。此如魏晉美學的「師法自然」與

，在本質上是一「在世存有」
(UggD)

世界是屬於「超越我」而為其本質結構。換言之，此「世界」

師法不是拷

亞里斯多德所說「藝術是自然的模仿」有些相似

貝、抄龔，而是一種學習，或者一種以自然為老師。易言之所

一」是中國意境畫的最高要求，若依陳榮灼之見，此「詩」乃

模仿的不是自然產物，而是自然的「生化過程」。「詩畫合

在天台宗的「性具三千世界」的思想中:天台宗肯定眾生無論

「此有」底可能性之匯集。因而天台宗之「三千世界」是指

上學」哲學中可能的意義。

誓旦 ES) 上，中國與海德格藝術哲學皆稱

「心」之活動可能樣式，若以主體作為出發點，則此三千世界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因而華嚴宗之「緣理斷九」與胡塞爾之

省《佛性與般若》中對「唯識宗」與「華嚴宗」方面的研究|

一九九 0 年，陳榮灼發表〈論唯識宗與華嚴宗之「本性」

「超越我」的「無世界性」說法相類似。又陳氏也指出「在世

|他提出兩點觀點:第一點是指出真諦唯識學忠實地解釋非妄

不外是四眾六凡之活動空間而已。至於作為對比對象的華嚴宗

存有」的「在」不是空間關係，而是屬於人的存在結構的

心派的無著與世親之立場，還有真諦也不是真心派的如來藏思

相融通」是非存有論的，此與《大乘起信論》的「色心不上」

「描述」。也因此「唯識古學」所主張的「智如不二」或「性

想，它也比較偏重於通過「三性三無性」來對一切法做根源的

「在」||此在天台宗就是「佛身之存在」本具「三千世界」
的可能世界。另外，陳榮灼也指出華嚴宗的「性起」思想是
一切法以「無本」為「本」，不

種「尋本」、追求「根據」的思想;至於天台宗的「性真」思
想則是 一 種 「 無 本 」 思 想 | |

一即一切」的「即」是

或「性相融通」在本質上是「存有論」立場有所不同。第二點

，

必再追求「根據」。另外此文也顯示晚期海德格所說的「離

一

是他提出「超越的分解」或可用於《起信論》的三心開
原因是後者的三切即
。

據」(〉?咱ZE)思想與天台宗的「從無往本立一切法」思想

能適用

門」之系統，但對華嚴宗的「法界緣起」的「性起」系統則不
最後本
。

有相近之處。兩者都不追求根據，不尋本，而說事物如其所
如。此文顯示海德格與天台宗的思想性格高度親和性

二

繪畫則集中在道

集中於彰顯自然的造化過程，亦即時間側面

ZEDE)同樣的思路歷程也出現

..

在迷在悟都本異三千世界，所謂「念具三千」、「智具三

事物能夠出現的背景(境域，

「自由空間」，它不但是人之可能底界限，同時也是一種使得

具有存有論意味，它被視為包含「意義網」與「牽涉網」的

一

••

但是海德格則

認為「存有」是建立在「同一位」上，而此「同一性」就是

黑格爾的「同一性」概念是建立在「存有」上

有「辯證的綜合」的性格，它強調「對立雙方透過相互過轉或

「對立統一」性格，還有法藏所提「相入」與「相即」概念具
相互過渡，把自己跟對立統一起來」之義諦。這也就是說，

與黑格爾「同一性」哲學的思想不悶，來凸顯天台宗與華嚴宗

「自然」，就是「離據」的「無本」。陳榮灼在此是以海德格
的「即」義理性格上的不同。

一九九二年，陳榮灼發表了〈王粥與郭象玄學思想之異

同〉一文。在此文中，他指出道家之當代意義有二面:第一面

「同一位」哲學諸型態)一文。此文中，他指出佛教重要三派

思想」相似的哲學||此文是處理第二面的「內聖之學」的問

調的思想;第二面是道家的「內聖之學」是與海德格之「存有

是道家的「外王之學」本質上是一套與「後現代政治哲學」同

的「即」之概念恰好與西方三種「同一位」概念之哲學相接

有者」的「根據」'並有將「存有」與「無」視為同一的傾

題。依陳榮灼的看法||早期海德格仍有將「存有」視為「存
此相當於

異，視之為同一性的內在結構，以異體(對立)為相入是「內

「背面翻轉」的「即」，它是將矛盾對立收到同一，不離差

本」、「從無生有」。至於晚期海德格的「存有」思考與郭象

||「追求事物的最後根磁」之想法，並且主張「以無為

在性」有其相似之處。換言之，兩者皆有「尋本」的思考模式

向;此與王粥「責無說」的「以無為來」和肯定「無」的「先

在於整體」的思想，「同體」(統一)為「相即」是「統一性

的「自生說」都有「非目的論」與「非基礎主義」的思想性

晚期海德格拋棄「尋本」的思想，轉向「無

本」的立場與郭象的思想性格有本質相似性

格。他也指出

的「真心」為依;此相當於黑格爾所說的「具體同一性」||

不再以存有為「本」(根據);另一方面郭象則批判王粥「尋

本」、「無故」的態度來面對萬物，我們才能達致「自由」或

與晚期海德格強調「沒有為什麼」異曲同工。另外兩者都強調

「即」在思想結構上類似於海德格義的「自道式同一思想」

「逍遙」，而萬物可「各任其性」

「具」，就是一種三念心具三千法」或「二當體，無非法

(窗S
口EES-H
玄其 3個)，或可說是一種「模擬兩可的同一性」

棄「尋求」的形上學語言，來證成郭象的「無故自有」思想優

o

總之，作者從晚期海氏放

它)
一方面承認「存有」與「存有者」
(B
可EHE--ιgHF，q

陳榮灼先生對比較哲學的貢獻

於王那「以無為本」的思想。

「無本」與「無故」均為「自然」之真諦;只有做到以「無

.•

智」的「即」，亦是「以無住本立一切法」的「即」，此種

一方面晚期海氏

「關於差異與同一的同一性」或「辯證的同一性」。第三種是

本」思想而應超越充足理由律，因而郭象所提的「無故」思想

三即一切，一切即一」，亦有「相互過渡」之義，以唯清淨

整體」的思想，亦即此法界緣起被視為「同體緣起」，主張

黑格爾所說的「抽象同一性」。第二種是華嚴派的「即」乃是

即從分析的立場用「不二」說「不異」'排斥差異

近:第一種龍樹中觀派的「即」是「二物相合」之「即」，亦

一九九一年，陳榮灼發表(「即」之分析||簡別佛教

A口」。

立場，也就是黑格爾義的「思辨性絕對觀念論」或「辯證的綜

於華嚴宗的「性起系統」||而後者正是「具體同一位哲學」

「超越的分解」只能適用於康德式的「超越觀念論」，而不過

.•

天台宗的「即」則是「當體全是」的「即」，它以「即」為

..

之間的「差異」，但也承認兩者的「互具」關係。又他也指出
曹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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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系「識流」底「自身建構」的可能基礎||依窺基看法，

意」。另一方面，陳氏也指出窺基一系則企圖說明「阿陀那

便定性為染河的，因而真諦將「阿陀那識」等同於「染污

隨煩惱的出現，因此作為此「我」的始作備者的「阿陀那識」

那識」所錯誤建橋出來的產品，由於此「我」之建構伴隨四種

程||依真諦，「自我」並非識的「固有結構」，而是「阿陀

他指出真諦一系主要藉「阿陀那識」來描述「自我」之建構過

諦一系的「唯識古學」的自我觀在義理上的分別。在此文中，

我」)的不同，來解釋玄笑一系的「唯識今學」的自我觀與真

定「超越自我」)與沙特的「意識無我論」(否定「超越自

題」〉一文。在此文陳榮灼是以胡塞爾的「意識有我論」(肯

關係不同。換言之，「墨辯」的「類」(比喻)是來自論辯中

那因明的「例證」乃是「個別」(喻)與「普遍」(喻體)之

起作用，此「例證」則是「個別」與「個別」之關係，此與陳

他也進一步指出「墨辯」的「類」(比喻)是以「例證身分」

則是「論辯之法則」'「類」則是「論證所涉及的相似性」。

「墨辯」「類比邏輯」的「故」等於「論辯的目的」、「理」

gH) 。他也指出
-兮
B苟且已
的相似性本身是「依賴目標的」(間。但

是一具有這個用性格」的概念，使「墨辯」推理成為「有效」

(可
3個旦旦己色彩。這也是說，「墨辯」中推理之「有效性」

論「為自推理」或「為他推理」都帶有強烈的「語用的」

一關於類比推理形式的邏輯理論。陳榮灼

論」。換言之，本文旨在透過「墨辯」進行重建的方式開展出

「名」一定

要反映事物的「本質」，其對手是以苟子為代表的所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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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乃「識體」之本質特徽，而只有基於「阿陀那」之

的言效力(苟且 SECSR 『)。易言之，此說服力是由論點間所

獻。其「類比過輯」旨在建立一個「類比推理形式上的理

「執持」功能，「識體」的「連續性」才有可能。換言之，依

涉及的相似性存在而產生的效應。他是籍奧斯汀的語言哲學來

一九九五年，陳榮灼發表了〈唯識宗與現象學之「自我問

窺基看法，阿陀那識的本質功能在於「執持諸法種子」、「執

解釋「墨辯」類比邏輯的現代意義。

也指出「墨辯」中無

受色根依處」和「執持結生相續」，由於這些功能皆正面，所

為公孫龍是中國第一個意識到「演繹思維模式」的重要性的思

其次，一九九六年的〈公孫龍與演繹邏輯〉中，陳榮灼認

位」中，「新說」認為要捨阿賴那識而保留「阿陀那識」

想家。他認為把公孫龍視成實在論的解釋之看法，並不太恰

以「新說」認為「阿陀那識」理應清淨。也因此在「阿羅漢

「舊說」則認為要捨「阿陀那識」而保留阿賴耶識。作者同意

孫龍基本上是一位多元論者，是一位徹底的極端的個體主義

當;毋寧說應該把公孫龍視為一位唯名論者。陳榮灼也指出公
。

後者的看法。此文透過現象學方法使得「新說」與「舊說」的
「自我」觀的不同更加清楚

立在一種多元論的存有論立場上。||他的哲學對手是主張

者。換言之，公孫龍之所以重視「離」的「分析」立場就是建

釋學來重建中國的語言哲學或古代思維方式，此年有兩篇文

「萬物齊同」的莊子齊物論 立場。另外他在

一九九六年始，陳榮灼開始以西方語言哲學、符號學及詮

章。首先，第一篇是〈作為類比推理的「墨辯」〉，陳榮灼指

是採「本質主義」，認為「正名」之標準是在於

「正名」思想方面

出墨辯作為古典三大邏輯(亞里斯多德的演繹邏輯、陳那「因
明」的佛教邏輯以及墨辯的類比邏輯)之一，有其哲學上的貢

•.

辯論方式，就其本性而言，毋寧接近亞里斯多德的「雄辯術」

名」的「約定主義」立場。總之，陳榮灼指出《公孫龍子》的

「存有底意義」之計劃之不可行

溯'發現了由於對道家的接觸使海德格覺得以超越進格來解答

家之「當代相干性」之道路。首先，陳榮灼透過思想史的追

(5 自己來看「存有」而改以「如何」

(Z2) 看「存

特質，此類似老子所說「為道日損」之思想、亦即在自損，中

E已
開吾|||自身消失、自易隱退或「自虛」的
開?何一個口一的
包含

何」來接近它。叉開召開口品是一個「存有」之「運動」，而且
時間和「存有」皆在叩空間口一個中成為其自己。又海氏思想中，

有」。換言之，我們不能間早已宮前是什麼，而只能以「如

麼」

門;再加上莊子的「道不可知」之思想更使得海氏超出以「什

。亦 即《老子》的「知其白、

||其辯論目的是駁倒對方，使得對方信服地接受自己所提出

守其黑」思想便成了海氏克服其早年超越哲學進路之不二法

「遍輯分

的論題 ( 如 「 白 馬 非 馬 」 等 )
二 OO 二年，陳榮灼發表〈王粥解釋學思想之特質〉一

一、反對 「文獻學」的進路; 二、反對

文。在此文中，陳榮灼先提出王粥有關《老子》的解釋學立場
有兩個特色

(2) 言不能盡意。易言

:(1) 作為用於「有形物」的

「道」固定不可名狀的

析」的徑路。至於王粥反對這些傳統的解釋《老子》有兩個理
由 :(1)

之，王粥認為語言有兩個限制
;(2) 作為「稱」也不能完全表達道

EREm

口m
一個」一語，可
已開明開m
『F

間不會喪失自己，反而保存其自己所得。亦即讓萬物各
開aaE適其性。這也就說海德格的

譯成王粥之「順其自然」或郭象之「直各任其白為」。另外他

也指出海德格也於道的「歸根復命，返璞歸真」看到克服科技

與道家之「自然」的本質

點」，且藉黑格爾對「道德之觀點」的批判來突顯「心學」的

朱子與陸象山之實踐哲學。他認為朱子立場屬於「倫理之觀

中，陳榮灼嘗試透過黑格爾之「以倫理揚棄道德」一論來匯通

二OO 四年，陳榮灼發表「朱陸匯通之新途」一文。本文

的現代意義。

榮灼是以晚期海德格的哥已明白白概念來重建道家「自然」哲學

此也顯示出道家與海德格「自然」思想的當代相干性。此文陳

根」'這也就是說現代人必須「讓開一步」才有接救的可能。

姆的語言哲學表現為:其「名」是類似於皮耳士義之「圖像」
(5已頁)的功

時代遺忘存有之危機的可能，亦即克服科技時危機在於「歸

試要譚成晚期海德格之「耳

陳榮灼先生對比較哲學的貢獻

君毅和牟宗三關於「朱陸異同」之論爭。他也指出朱子的「道

已開口一個」證山山「自然」的立場，提供義理上的安立。其次，局
他限性，進而論證結合朱陸之必須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消彌唐

思想如何對海德格作出重大影響。同時也對晚期海氏之「開?

關連!|}其中透過海德格思想中的「轉向」的追溯'找出道家

-2個EE

「自然」與海德格之「即自由一個旦旦一文〉。在此文中，陳榮灼嘗

EZSEES-5)進路重建中國哲學。其第一篇是〈道家之

二 OO 四年，陳榮們進入近期以「去超越哲學化」(包呵，

能，因此，我們可以將王鶴的解釋稱為「記號學的解釋學」。

其「言」所起之作用雷同於皮耳士義的「指號」

(一noE)
，其「稱」則近乎皮耳士義的「符號」(也 BZ}) ，而

海德格則認為象形文字即已蘊藏著無窮的意義。練氏也指出王

在王獨眼中，「象」與「言」無法窮盡地表達「意義」;但是

的本質。陳榮灼也指出王粥與海德格對象形文字的評價不同

「名」 不 能 指 謂 「 道 」

.•

想藉海德格對道家思想的「解釋學的應用」來勾劃一條重建道
曹志成

25

..

..

以褔柯的後結構主義作為「力的關係」的「檔力」概念來解釋

義的檔力哲學或政治哲學

他在前者中先以批判性檢視牟宗三
。

和唐君毅關於張載和王船山的「元氣論」之解釋;其次再透過

陳榮們指出牟宗

。

三 主要是

橫渠和船山的「元氣論」來與萊布尼茲「自然哲學」之比較以
提出 一個對「唯氣論」的嶄新解釋

以「超越的分析」之進路解釋之，其橫渠之形象完全屬康德

式，儘管他強調船山具「綜合的心量」;另外庸君毅能從偏重

「絕對精神」的「唯心論」觀點出發，雖然他能揭露出張載與

懷德海之間的相似之處，但其論整個「氣之哲學」卻充滿黑絡

爾之色彩。又前者較無法見出橫業與船山所言之「氣」的形而

上性格;而後者則只能以「精神」看「氣」，未能從「自然哲

「非本質主義」的自然哲學與包含「權力的微觀物理學分析」
的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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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的目標便是要探討不同事物之「所以然之故」和「所當

其為橫渠與船山義之「氣」以及萊布尼茲之「力」於社會層者

t 也如黑格爾《法哲學原理》所說:「這一點構成
此

所表現的「應用」或「派生力」，以期能重建儒家的後結繕主

然之則」。||而朱子此種對道德行為的「客觀性」之關切，
十分相應於黑格爾義之「倫理的觀點」。此如黑格爾所指出

在「倫理的觀點」中，個人作為「理性的存在」必須「認識」

換言之，對朱子而言，

。

和「遁守」普遍的「理」。亦即強調道德行為之「客觀標準」
乃係「倫理的觀點」的本質特色之一
只有通過「格物窮理」我們才能建立「客觀的倫理秩序」。而

|

掌握不同事物的「所當然」和「所以然」是邁向此目標的必要

條件。
了倫理的東西的合理性。」進一步說:「道德的觀點」只觸及
「純粹的義務」，亦即在此「善作為普遍物是抽象的」，為了
能具體實現，「善還必須得特殊化的規定」，此「特殊化的規
定」如何得呢?陳氏指出對朱子而言，只有透過「格物窮理」

又陳榮灼一面指出船山與張載
。

張載於「空間」之層面上能從「多」之角度以

學」角度來論「氣」之本質
「氣」論之別

船山則於「時間」之層面上能從「流行」的觀點來

百
一 「性」

。

總之在本文中練榮灼透過張載與
。

船山的「氣」概念跟萊布尼茲的「自然哲學」與後結構主義

「陽」均亦屬「形而上」的

始力是形而上的」一樣，同樣船山之「氣」無論為「陰」為

以「氣」或「力」都是宇宙生化之本體，正如萊布尼茲之「原

「自然哲學」可與萊布尼茲的「力」的概念相提並論，兩者都

另 一方面則指出橫渠與船山的「非實體化轉向」的

說「氣」

..

我們才能建立「特殊的義務」。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黑格爾同
樣指出了從「道德」到「倫理」轉移的必要。陳榮灼也指出:
從朱子的「倫理觀點」出發，也會為「當代新儒家」找出一條
更能與「現代化」結合的落實途徑，此也與黑格爾所謂包含
「市民社會」和「近代國家」兩環節的「現代性」之「倫理的
向度」相輝映。另外他也指出:象山和康德之「道德的觀點」
只能照顧到「可能的道德經驗」而非「現實的道德經驗」。而

從「道德的觀點」到「倫理的觀點」的過渡乃從一探究「可能

.•

「權力」哲學之比較、對話以重建中國的「非實體主義」

*RH0961

條件」之進路過渡到「落實條件」之進路||此已由黑格爾對
。

一方面以萊布尼茲「自然哲學」與

康德道 德 哲 學 之 批 判 所 顯 示 其 合 理 性
二OO 四年底，陳榮灼

「力」的概念來跟張誠和王船山的「元氣論」作比較，對話以
重建中國哲學「氣」概念的「形而上」性格;另一方面也企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