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學思考
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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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方法論自然是對於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進行闡述。第一件工

作首先就是要區別什麼是哲學的探討以及什麼不是哲學的探討。這一

章第  1 節會對於這問題做一些簡短的說明。哲學探討的方法當然是

合乎理性的思考方法，也就是進行論證構作（又稱為論辯或者辯證式

的推想）。「論證構作」是有特定用意的，或者試圖辯護自己的主

張，或者藉以批駁別人的主張。然而，什麼是「合乎理性的思考」？

「論證構作」的用意是什麼？這一章第 2 節會回答第一個問題，第 3 

節則會解說論證構作的三種用意。

哲學方法論送印20150703.indd   1 2015/7/3   上午 09:05:30



�

▎

003�

▎

003� 第１章　哲學思考

　

第 1  節　什麼是哲學

「什麼是哲學？」這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本書主旨是哲學研

究方法論，如果讀者希望對於這個問題有詳盡的了解，只能請讀者自行

閱讀哲學導論方面的書籍1。對於「什麼是哲學？」這個問題，本書簡單

說：哲學是一種用合乎理性的方式來思考人與世界的種種根本議題的學問。

這裡我們立即面臨兩個問題：第一，什麼議題是「根本」的？是哲學

家在研究的？第二，什麼思考方式是「合乎理性的」？讓我們先從第一個

問題開始。

什麼議題是「根本」的呢？舉例來說，哲學家想理解：這個世界具備

什麼樣的因果結構？哲學家想知道：是否每件現象的發生都是因果上被決

定的？或者有一些現象是純粹機率的？有些哲學家主張這些機率現象是存

有論上不可化約的。所謂「存有論的化約」就是「等同」的意思。例如，

經由科學研究，水被化約到（等同於）具有  H2O 這種分子結構的事物。

又例如，按照某些哲學家的想法，我們日常使用的「機率」概念並不是在

描述這個世界，而只是反映了人類無知的程度而已。換句話說，對於任何

一種現象，一旦我們窮盡了所有的相關變數，我們就不必再使用「機率」

概念來描述這現象。所以，所謂的「機率現象」只是假象罷了！然而，按

照某些反對者的立場，我們日常使用的「機率」概念乃是試圖在真實描述

這個世界的。那麼，是否真的有不可化約的機率現象呢？這個問題不是科

學研究能夠回答的。科學家使用「機率」概念來描述、解釋這個世界的現

1　請參考彭孟堯（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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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時，既沒有因而主張這個世界存在有純粹的機率現象，也沒有反對這一

主張。

又例如，有沒有一些知識是先驗的？有些哲學家給了肯定的答覆。

「我知道任何人的舅舅都是男的」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同樣地，有些哲學

家抱持反對的立場，主張人類的所有知識都是後驗的，亦即經驗的（強調

「所有」）。這一群哲學家自然得對於所謂「先驗知識」的例子重新說明

才行。然而，「我知道任何人的舅舅都是男的」如何可能是經驗知識呢？

不論是否要承認先驗知識，這個問題當然也不是任何科學研究能夠回答

的。事實上，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先驗知識的哲學家都同意：科學知識是

經驗的。

║補　充╠����������������������������

所謂的「經驗知識」，意思是說，這知識的成立必定（直接或間

接）涉及人類感官知覺的運作。例如我知道手上這支麥克風是黑色

的。這知識的成立必定涉及我的視覺系統的運作。然而，「我知道舅

舅是男的」，這知識不是經驗的，我無需觀察任何具有舅舅身分的人

也能知道舅舅是男的。所以這件知識是先驗的。

����������������������������������

這些問題之所以是「根本」的，不僅是由於這些問題不屬於科學以及

其它學術探討的範圍，而且更是由於科學及種種學術研究對於這些問題都

做了某些預設，是不再加以探討的。然而，對於這些不再加以探討的預

設，哲學家偏偏想知道：有什麼好理由讓我們接受這些預設嗎？

讓我們改從各個哲學研究的領域來思考「什麼是哲學」這個問題。依

據本書的觀察，哲學的探討不是形上學的，就是知識論的。其它哲學領域

的探討，像是科學哲學、心與認知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價值哲

學……等，只是針對某些特定現象來進行形上學或者知識論的探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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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謂一套說法（或理論）是哲學的，意思是說，這說法（或理論）

或者是形上學的討論，或者是知識論的討論。如果一套說法既不是形上學

的討論、也不是知識論的討論，這套說法絕對不是哲學的。

形上學探究的問題包括：「有什麼？」、「是什麼？」、以及「如何

運作？」這三大問題。表面來看，科學研究也在探討這三個問題，但畢竟

哲學探究與科學探究有根本的差異。簡單說，科學探究的結果是局部的，

哲學探究的結果則具有普遍性。物理學的研究成果不適用於生物領域，生

物學的研究結果不適用於天文領域。但是哲學的研究結果則普遍適用於任

何存在的事物。舉例來說，很多哲學家接受萊布尼茲等同律。如果接受這

定律，則這定律適用的對象既包括物理化學的事物，也包括動物和植物；

事實上這定律將會適用於所有一切事物，天文學的、生物學的、地質學

的……，全部都適用。又例如，哲學裡的唯名論否認「性質」的真實性，

因此不論是物理學的事物、天文學的事物、生物學的事物……，都不會具

有性質。這套唯名論的哲學學說是不是恰當的，只有經過哲學的探討才有

可能決定，科學研究是做不到的。

甚至就連不存在的事物也可作為哲學探討的對象。科學家當然會試圖

定義一個生物何時是「活的」、何時是「死的」，但哲學家詢問的不是這

問題。哲學家想要知道如何理解「存在」？有名的帕曼尼迪斯悖論提問了

這個問題：在我們承認孫悟空不存在時，我們必須得先承認有孫悟空這個

東西，否則我們如何去說「那個東西」不存在呢？可是既然孫悟空不存

在，我們要如何承認有孫悟空這個東西呢？這似乎是矛盾的。改從語言的

角度來說，「孫悟空不存在」明顯是正確為真的主張，可是我們似乎得先

承認這個語句的主詞「孫悟空」談論到了某個東西才行。然而，既然那個

東西不存在，這個語詞怎麼可能談論到「那個東西」呢？「那個東西」是

什麼呢？這個問題顯然也不是科學研究能夠回答的—即使語言學的研

究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更是形上學和語意

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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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論的探討方面，主要有三大面向：知識、證立2、以及知性理

性。就「知識」這面向來說，哲學探討的是：「知識」的構成要件有哪

些？如何區別知識與信念？真信念要獲得什麼樣的證立才能到達知識的

程度？我們有可能獲得知識嗎？知識的來源（管道）有哪些？所謂「證

立」，簡單說，就是對於某個論點提供好理由的意思―雖然這說法對

於證立外在論是不公平的。「證立」將會是本書最關鍵的概念。

知識論並不特別去處理物理知識、化學知識、天文學知識、醫學知

識、或者歷史知識。知識論討論的議題更具有普遍性：這些領域的知識之

所以是知識必須符合哪些要件呢？當然，歷史知識需要不太一樣的處理，

因為歷史知識涉及到了過去。我們是如何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的？自然科

學的知識也需要特別的處理，因為科學定律是具有必然性的，我們是如何

獲知這些必然性的？

另外，所有這些知識領域就是前面所說的「經驗知識」。至於數學知

識，一般認為屬於先驗知識的一種。數學知識同樣也需要特別的處理，畢

竟數學談論的內容，例如自然數、集合、函數等，如果是真實存在的，都

不是我們可以使用感官知覺到的，也不可能使用儀器來偵測到的。

知識論還探討關於「知性理性」的議題：人類獲得信念的方式如何才

算是理性的？「知性理性」有別於踐行理性，後者涉及人的決策與行動，

前者只純粹涉及「真理」及「知識」。這些議題當然不是科學能夠處理的。

以上的簡述用意在於突顯哲學議題的特徵，以便我們進一步想一想：

哲學研究方法為什麼是不同於其它學術領域的研究法。關於哲學探討的種

種議題，本書就不再繼續解說，請讀者自行參考相關哲學領域的著作。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合乎理性」的哲學思考方式。

2 「 justification」這概念很難有精準的翻譯，它的原始意義是較弱的「有理由支持」或
者較強的「給理由來支持」。隨著當代知識論的蓬勃發展，這概念涉及內在論與外在論

之爭，以及初階信念與後設信念的識知地位的問題，本書譯為「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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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合乎理性的哲學思考

本書要解說的主題是哲學研究的方法。不可否認的，有些哲學家會以

對話的方式、說故事的方式、散文的方式、乃至於小說的方式，來傳達其

哲學想法。這些都是很好的呈現個人哲學立場的方式。不過，本書僅從學

術研究的角度來考慮，不探討以這些方式呈現的哲學作品。更清楚來說，

對話、故事、散文、小說都不是哲學研究，都缺乏嚴謹的論證與思辨的過

程，因而都不列入考慮。

哲學研究是以合乎理性的方式來進行的。我們立即面臨的問題自然

是：什麼樣的哲學思考方式才是合乎理性的？哲學研究方法論的出現就在

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初步這樣回答：提出好理由來辯護某項主張或

者某個立場，就是所謂「合乎理性」的思考方式。簡單說：以理服人！那

麼：如何在理性上說服他人呢？這就涉及到所謂的「論證構作」（又稱為

「論辯」或者「辯證式的推想」）了。不論是要贊成某個主張，還是要反

對某個立場，哲學家都會試圖提出好理由來辯護自己的觀點。「理由」構

成了「論證構作」（或者「論辯」或者「辯證式的推想」）的前提。本書

第二章和第三章會對於「論證構作」進行比較詳盡的解說3。

這裡有兩個面向：

㈠ 哲學研究方法論必須具體提出合乎理性的哲學思考方式，而且這些哲

學思考方式是能夠讓研究者對於所探討的哲學議題獲得具體研究成果

的。

3　讀者也可參考彭孟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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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哲學研究方法論對於為什麼這些方式之所以是合理的必須提出恰當的

解釋。就這點來說，哲學研究方法論探討的問題包括：

⑴ 什麼樣的理由才是「好」的理由？

⑵ 理由是如何支持或者建立哲學論點的？亦即，什麼樣的辯護方式才

是「好」的方式？

關於第二個面向已經是哲學思考的議題。在這個面向裡提出的這兩個問題

都是很難回答的，需要專書探討，本書在解說哲學思考方法的過程中，會

嘗試做一些交代。不過，至少顯而易見的，對於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會影響

到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因為如果給出理由的方式不好，即使所提出的

說法本身很好，也無法讓人信服。

本書的重點在於第一個面向：有哪些合乎理性的哲學思考方式，讓研

究者可以做出很好的哲學研究呢？本書後面幾章都會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

些解說。至於第二個面向提問的第二個問題，亦即：「什麼樣的哲學辯護

是好的？」本書初步指出：一個好的哲學辯護至少要滿足下列四個條件：

⒈ 一個好的哲學辯護至少必須沒有違背邏輯或者機率學的定律。

違反邏輯定律、因而產生邏輯謬誤的辯護都是理性上不應該接受的。

同樣地，違背機率學定律的思考也是理性上無法接受的。

不過，提醒讀者一點：符合邏輯或者機率學的思考未必就是理性上應

該接受的。這不難懂。舉例來說，在初階邏輯裡，從任何前提  p 都可以

有效推論出 p。又例如，在初階邏輯裡，任何邏輯真的命題都可以從任何

前提推論出來。所以從「孔明是男的」，可以有效推論出任何數學真理和

邏輯真理。然而，儘管這些推論符合初階邏輯的說法，理性上我們看不出

有什麼好理由接受這些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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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一個好的哲學辯護不應該違反我們已知的科學定律和理論。
這並不是在主張我們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定律都是正確的。而是說：我

們做的是哲學研究，不是科學研究，沒有資格否定現有的科學理論或定

律。我們現有的科學理論或許仍然犯了一些錯誤，但這應該由相關領域的

科學家來判定，哲學家是無從過問的。（有些哲學研究會引領科學的變革

與發展，但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⒊ 一個好的哲學辯護應該盡量避免挑戰日常直覺。
這倒不是說日常直覺都是對的，而是說：如果研究者的哲學立場違背

了日常的直覺，則研究者應該提出很好的理由來說服他人。為什麼某個日

常直覺是應該要反對的，總得要提出一些好理由吧！如果僅僅只是挑戰日

常直覺而已，對於發掘真象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⒋ 一個好的哲學辯護應該能夠在理性上說服他人，也就是能夠提出好
理由讓人理性上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張。

哲學家不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顧好的反對理由；哲學家也

不會訴諸讀者的情感或偏好來博取支持。好的哲學辯護會用道理來讓別人

接受他的立場。

從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哲學不是僅僅做純粹論辯或者論證構作而

已，哲學還是一門思辨的學問。各種科學的研究總必須要對其研究對象進

行各種觀察與實驗，哲學卻不是這樣做研究的。在哲學研究中，一方面論

證構作是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思辨活動是更為關鍵的。哲學思辨的使用

使得哲學研究有異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乃至於歷史研

究。所謂「思辨」，簡單說，就是提出一套設想，藉以發展對於某個哲學

議題的看法。這設想或許讓一般人覺得很荒謬，甚至違背了我們所知的科

學定律，但是這設想卻幫助哲學家思考一些很根本的議題。舉例來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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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笛卡爾曾經設想的一個可能性：我們一直在做夢當中，既然夢境不是

真實的，我們並沒有關於外在世界的任何知識。那麼，這設想是可接受的

嗎？有些懷疑論的哲學家提出論證指出：由於我們找不到任何原則或方法

來排除這個設想，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知識。不論贊成還是反對，哲學家藉

由思辨的方法來思考哲學問題，這與科學研究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對於

「思辨」為什麼是哲學思考很關鍵的活動，本書第三章解說「概念可能

性」時，會有具體的交代。

請不要將所謂的「哲學思辨」當作玄思冥想。哲學研究絕對不是在

「玄思冥想」。在哲學家眼中，「玄思冥想」既反科學，更反理性。好幾

年前的某日，在國內某城市觀看太陽時，太陽周邊出現了七彩光暈，某個

宗教立刻大力宣揚那是「法輪」的顯現。如果你懂科學，你就知道那只是

一種大自然出現的光學現象而已。陽光透過雲霧中水滴的影響，產生繞

射，而後形成彩虹光環的現象，實在無需穿鑿附會！又例如好多年前，新

聞報導登出一張圖片：某個人打坐後漂浮在半空中。然而，有沒有想過，

這是違背物理學定律的！如果這種現象是真實的，全世界的物理系都得

關門了、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都得解聘了！其它還有很多例子，就不多提。

「玄思冥想」既反科學，也反哲學，理由很簡單：它是反理性的！

本書這裡做一些澄清。首先，在用詞方面，本書區別「反理性」與

「非理性」。這兩個語詞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中通常是不區分的。不過，為

了討論的嚴謹，本書不得不做此區分。在本書，「非理性」一詞是用來形

容與理性無關的事情。例如晚上下班回家打開電視看看新聞，例如早餐吃

了一個鮪魚飯糰，這些大概都與理性的運作沒有什麼關聯。「反理性」

（或者「不理性」）的意思明白是指違背理性的想法或作法。例如，明明

知道超速是違背交通規則的，卻還是開車超速；又例如明明有一堆證據是

支持某主張的，卻還是在沒有其它理由的情形下反對該主張。這些都是反

理性的。

其次，很多人誤以為理性與情感是對立的、理性是「冷冰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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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情的。這是很大的誤解。⑴雖然哲學界對於「理性」有很多的討論和

爭議，但是從來不曾有哲學家主張理性是「冷冰冰」的、不近人情的。⑵

就「知性理性」來說，一個人理性上應該相信什麼事情、不應該相信什麼

事情，確實是不應該受到個人情感、情緒的左右。⑶孔子說：「不以言舉

人」，但他更說：「不以人廢言」。用比較淺顯的方式擴充他說的話，從

理性的角度來看，一個人的言論是否恰當與這個人的身分、地位、情緒、

喜好一點關係也沒有。⑷就「踐行理性」來說，對於什麼樣的行為或作法

才是理性的，有些學者主張，我們必須將行為者的動機、情緒、喜好等一

併考量進去。照這套思路，理性當然更不會是與情感相對立的。

一般人會覺得「理性」是冷冰冰的，是由於有些時候理性的決定會引

起一些情緒和情感上的不安。例如，某法官明知某罪犯情有可憫，卻還是

將他判了很重的刑；又例如，理性上張三的主張是對的，但這樣一來，王

五的面子會掛不住，甚至會讓兩人的友誼破裂。這造成了當事人的不安與

掙扎。如何決斷呢？如何行動呢？這確實是難題，因為儘管自己依理而

行，對方未必能夠體諒。這需要決策理論做更多的研究，不是本書的主旨

能夠說明的。本書這裡僅建議讀者想想：如果人不能依理而行，不僅遲早

會造成社會秩序的崩潰，更會進一步造成人際關係的瓦解，因為人際之間

的信任都消失了。在這種情形下，人還剩下什麼？

另一方面，就學理來說，其實與理性對立的，不是情感，而是盲從、

獨斷、威權、或暴力強迫。所謂「盲從」是指在沒有理由作為依據之下就

輕信某些主張。所謂「獨斷」是指即使面臨合理的質疑，仍然堅持自己的

主張，甚至不顧既有的強力證據、也不在乎進行理性的說服。至於以威權

或暴力的方式來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很明顯是不理性的，就不多說了。

另外補充說明一點：「理由」與「原因」是不同的。「理由」是具有

命題內容的事物，「理由」可以進入論證之中作為前提，用以支持結論，

「理由」是出現在腦海中的想法，「理由」或者為真或者為假，「理由」

或者恰當或者不恰當。「原因」是發生在某時空區段的現象或事件，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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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被觀察到的，例如那個人摔了一跤（原因）導致頭破血流（結果）。

當然，在有些情形裡，「原因」是不可觀察的，例如輻射處理不當，因而

污染了水源。「原因」不是具有命題內容的事物，因此也不是可以進入論

證中的事物，「原因」沒有真假值，也沒有恰當或者不恰當，「原因」只

有「已發生」或者「未發生」。當然，對於「原因」的想法，是可以成為

理由的，並作為推論的前提。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混淆「原因」以及「對

於原因的想法」。

一個好的科學辯護，必須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1.必須沒有違背邏輯或者機率學的定律。

2.不應該違反我們已知的科學定律和理論。

3.應該盡量避免挑戰日常直覺。

4.能夠在理性上（提出好理由）說服他人。

T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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