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的科學思想與會通觀
韓 成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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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嚴復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他
曾提出重視科學、發展科學的思想，同時，他對科學與哲學的關係有著獨特的見
解。他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西方，但同時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有一定的了解。
嚴復認爲面對民族存亡之危機，人的自覺是最重要的，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
些觀念始終困擾著人們的整個思想和意識，如果不改變這種觀念，就不能營救中華
民族和國家的未來。所以他首先要把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從傳統形而上學與玄學的束
縛中盡快解放出來，並且運用科學方法和經驗知識，一方面進行中國傳統思想近代
化，另一方面服膺於社會現實的要求。
嚴復向傳統“天道”觀念進行新的解釋。他通過傳統天道觀念的重釋，建造以西
方科學爲基礎的本體論思想，而且以理性原則會通科學和其它領域之知識。他的“天”
是“自然而然”的天，但他所謂“自然而然”的含義是模糊的、多重的。所以他設定兩種
天道、人道關係。他一方面根據“天演之道”，主張“任天爲治”，這樣天道和人道是貫
通的。但另一方面，他主張“以人持天”，這樣，天道和人道是對立的。任天爲治，是要
肯定進化法則的普遍性，以此提醒中國人直視民族危機；而以人持天則要強調人治
之功，是要肯定人類道德的重要性，以此給中國以救亡和民族復興的希望。
嚴復是最早將科學作爲一種價值體系來接受的中國人。他翻譯赫胥黎《天演
論》和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從內容上爲科學主義的産生奠定了重要基礎。嚴復展
示了自己整個思想的一個中心宗旨，即以理性原則會通科學和其它領域之知識，亦
即將“思議”與“不可思議”會通爲一。他的思想雖然包含著經驗主義的不可知論的傾
向，但他在晚清對中國科學主義産生的推動力則是不容忽視的，而且還久遠地發生
著影響。
關鍵詞：天道觀，科學主義，形而上學，本體論，天演論，不可思議，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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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嚴復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之
一。他曾提出重視科學、發展科學的思想，同時，他對科學與哲學的關係有
著獨特的見解。
他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西方，他的突出功績是從事西學的翻譯和中西
學術的比較工作。19世紀90年代中，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一批文章，力
陳中西學術之迥異。他說：中學“厭制藝則治故詞，惡試律例爲古今體；鄙
摺卷者，則急碑版篆隸之遊；薄講章者，則標漢學考據之赤幟。於是此追
秦漢，彼尚八家，……諸如此倫，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
用’”、“學者學所以修已治人之方，以佐國家化民成俗而已。於是侈陳禮
樂，廣說性理……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無實’｡”1 而西學格致則恰恰相
反：“西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爲
不易。……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後有以
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實之途｡”2 他在這一段論述中扼要地揭示了幾千年中
國文化之無用與無實，而他對西學格致精義的揭示和贊述，又反映出嚴復
對其所代表的科學實證精神的深刻認識。嚴復敏銳地看到了西學格致所代
表的西方科學文化的內在實質。因此，他決心以西方科學方法與精神改革
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與人們的思維方式。
嚴復認爲面對民族存亡之危機，人的自覺是最重要的，但中國傳統思
想中的一些觀念始終困擾著人們的整個思想和意識，如果不改變這種觀
念，就不能營救中華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因此嚴復與康有爲一樣，首先向傳
統“天道”觀念進行新的解釋。
本文探討嚴復對傳統天道觀念的改造過程，嘗試解釋他如何建造以西方
科學爲基礎的本體論思想，如何以理性原則會通科學和其它領域之知識。

二、傳統天道觀念的重釋
傳統儒家認爲“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下萬物莫逃於天之下，人與
萬物都要受到天的規定，由此儒家建立了一個關於世界本原和倫理原則的
基本理論，即天道觀。儒家天道觀是以“天”爲根據、以陰陽五行爲理論框

1
2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4。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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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倫理綱常爲根本原則對自然與社會進行解釋和規定的一種學說。儒
家天道觀有重名教輕自然的特點，表現出了一種道德中心主義的傾向。人
們格物是爲了致知，即知天理。知天理後才能正心誠意，完善道德。只有完
善道德才能合乎天意，達到自然和社會的和諧。自然和社會不和諧的主要
原因是天災和人禍，儒家天道觀認爲道德的缺失和倫常的混亂是兩者發生
的根源。
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幾千年以來根深蒂固地
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這一觀念認爲，陰陽五行的運行規律及其所體現的
天意不變，道便永遠不會改變。現實政治的敗壞並非道的敗壞，不過是意味
著政治家的失道而已。這裏所謂“天”、“道”都包含著“形而上學”的意味。
嚴復首先嚴格分開“天”與“道”，對其涵義下了明確的規定。他認爲，
“開國世殊，質文遞變，天演之事，進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變者｡”3 所
謂“不變者”，就是“道”。但是不變之道的內容，不只是“君仁臣忠，父慈子
孝，兄友弟敬，夫義婦貞”等“綱紀”，而嚴復把“道”的範圍稍微擴大一些。他
對此具體說明：
天變地變，所不變者，獨道而已。雖然，道固有其不變者，又非俗儒
之所謂道也。請言不變之道：有實而無夫處者宇，有長而無本剽者
宙；三角所區，必齊兩矩；五點布位，定一割錐，此自無始來不變者
也。兩間內質，無有成虧；六合中力，不經增減，此自造物來不變者
也。……能自存者資長養於外物，能遺種者必愛護其所生。必爲我自
由，而後有以厚生進化；必兼愛克己，而後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
物生人來不變者也。此所以爲不變之道也。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禮之
爲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號爲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
地維者，皆譬諸夏葛冬裘，因時爲制，目爲不變，去道遠矣！第變者
甚漸極微，固習拘虛，末由得覺，遂忘其變，信爲恆然；更不能與時
推移，進而彌上；甚且生今反古，則古昔而稱先王，有若古之治斷非
4
後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實也。

他明確指出他所謂之“不變之道”，“非俗儒之所謂道”，而包括宇宙間
平衡的物理力量、幾何公理、進化法則等在內的公理性的東西。傳統思想中
所謂的有關“君臣”、“刑禮”、“政俗”、“文教”等，對他看來“去道遠矣”。
但如果說“道”是不變的話，現實生活的變革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因
此，他進而主張，“天下有萬世不變之道，而無百年不變之法｡”5 “法”沒有一
時不變的，但“法”不是隨時變，而是隨著“天”的變化而變。那麼，“天”是什
麼呢？他指出，天即是“自然之機，必至之勢”，而“順天者存，逆天者亡｡”6
他在《群學肄言》案語中，將“天”字，分析爲三個不同的形態：“中國所謂天
3
4
5
6

嚴復，《讀經當積極提倡》，《嚴復集》第二冊，頁332。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50-51。
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第一冊，頁63。
嚴復，《〈原富〉按語·八十》，《嚴復集》第四冊，頁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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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乃名學所謂歧義之名，最病思理，而起爭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
言之蒼昊，至於無所爲作而有因果之形氣，雖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適偶，西
文各有異字，而中國常語，皆謂之天｡”又說：“他(郭侍郎-引者)所謂‘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的‘天’字是‘無所爲作而有因果之形氣，雖有因果而不可得
言之適偶’的第三義。‘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
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中的‘天’的意思。‘天演’的‘天’字也是這個
意思｡”7
嚴復強調這種“天”的不斷運行、不可逆轉之性，而且將宇宙發展的規
律命名爲“運會”。他以“運會”來描述世變之急迫性，同時根據“運會”說補充
傳統中國的聖人觀。他寫道：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
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
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
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
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
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
8
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

即聖人不是無所不爲的人，聖人也是運會中的一物。他主要先知運會
的取向而輔助天的運行，以便使天下太平無事。這種觀點在《天演論》自序
中更加發揮，嚴復對“運會”和“天”進行物質性的解釋。他認爲宇宙之中，無
論自然現象、社會現象，都是物質演變的自然結果。“大宇之內，質力相推，
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他用《易經》中的觀點來解釋說：“凡力皆乾
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
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
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9 嚴復用西方天文學知識和公理論來重新規
定中國傳統的“天”與“道”的觀念，這與康有爲思想的出發點相差不遠。
從此出發，嚴復重新解釋傳統天人關係，提出“人定勝天”的觀點，強調
人的主觀能動性。他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天人觀的差異是“中國委天數，西
人恃人力｡”10 他認爲，中西天人觀的原意本來是一致的，即明善復初或修
身事帝。但中國傾向於天災人事各不相涉之事理，西人則以安生利用爲處
理天人關係之極則。嚴復說：“夫中國以學爲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爲修身
事帝，意本同也。惟西人謂修身事帝，必將安生利用爲基，故凡遇中土旱乾
水溢，饑餓流亡，在吾人以爲天災流行，何關人事，而自彼而論，則事事皆

嚴復，《〈群學肄言〉按語·一》，《嚴復集》第四冊，頁921。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頁1。
9 嚴復，《天演論·自序》，《嚴復集》第五冊，頁1320。
10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頁3。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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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謀之不臧，甚且謂吾罪當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
謂大哀也哉！”11 他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出“以法勝天”、“人定勝天”的觀
點，積極主張以“恃人力”爲基礎進行中國傳統社會的改革。
嚴復一方面推崇西學的有用性，但另一方面提出“修古而更新”，批評
“中學必廢”的主張。嚴復認爲，國粹與西學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西學不
興，其(國粹)爲存也隱；西學大興，其爲存也章。蓋中學之真之發現，與西
學之新之輸入，有比例爲消長者焉｡”12 根據這一想法，嚴復批判而改造傳
統中西觀念中的“中體西用”、“西學中源”等觀點。中國近代思想史脈絡中，
“中體西用”思想除了作爲引進西用的理論外，也是防護加強中體的利器。
“中體西用”論者都強調中體的不變性，至於在用的層面則可接受西方文
化。當然這是意味著引進西方文化止於用的層面，而非在體的層面全面接
受西方文化。對於這種典型的“中體西用”理論，嚴復並不同意。他認爲中西
學的差異，就“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而且“一體”有“一用”，
“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至於“中體西用”
論就好比“以牛爲體，以馬爲用”，“合之則兩亡”。
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裏引用江蘇無錫一位舉人裘可桴的
話，對傳統體用觀進行辯駁。他說：
善夫金匱裘可桴孝廉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
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
爲用者也。中西學之爲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
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
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爲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
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13

他認爲任何事物，都各自有“體”有“用”，不可分離，也不可強合。接
著，他以“西政”與“西藝”的關係來說明體用關係：
其曰政本而藝末也，愈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
乎？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通理公例，經緯萬端，而西政
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國之政，尚未能悉准科
學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
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通理公例違行故耳。是故以科
學爲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並出於
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爲本末也。且西藝又何可來乎？無
論天文地質之奧殫，略舉偏端，則醫藥通乎治功，農礦所以相養，下
洎舟車兵冶，一一皆富強之實資，邇者中國亦嘗儀襲而取之矣，而其
所以無效者，正坐爲之政者，於其藝學一無所通，不通而欲執其本，
此國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14
11
12
13
14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9。
嚴復，《〈英文漢詁〉卮言》，《嚴復集》第一冊，頁156。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三冊，頁558-559。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三冊，頁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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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的這種觀點，就傳統的“體用”觀念來說，的確有道理。因爲他的
“以牛爲體，以馬爲用”的說法包含著“文化有機體論”的色彩，如果從“文化
有機體論”的觀點來考察“中體西用”論，則“中體西用”論確實不可能存在。
因爲一旦將文化視爲一個有機體，只要在用的範疇上接受西學，則中體也
必然發生改變，不可能有體不變而用可變的狀況存在。傳統“中體西用”的
意味，不是在強調西方的科學勝於中國的科學，而是在強調中國的道德比
西方的科學有價值。而當西學被尋求作爲“用”時，並不能如“中體西用”理論
原來所要求的去輔助中學，反而會驅逐中學。他以爲：中學被視爲體，乃
是因爲它本身具有功用，當西學愈被接受爲生活與力量的實用工具時，儒
學亦愈將喪失其作爲“體”的地位。
接著，嚴復批評“西學中源”說，認爲這是與事實不符合的虛構的想
法。因此他明確指出，西學所說的“理”，“雖中國所舊有，而其學則中國所本
無｡”“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爲當務之急明矣｡”15 中國所謂“學”，
“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遘也｡”16 那麼，成爲真正的“學”，該
具備什麼條件呢？他對於“西學”與“學”的性質有一段精彩的說明：
夫西學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爲人事，則無論智愚之民，其日
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觀俯察，亦皆宜略見端倪。第不知即
物窮理，則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極，則知矣而不得其通。語
焉不詳，擇焉不精，散見錯出，皆非成體之學而已矣。今夫學之爲
言，探賾索隱，合異離同，道通爲一之事也。是故西人舉一端而號之
曰“學”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層累枝葉，確乎可證，渙
然大同，無一語遊移；無一事違反；藏之於心則成理，施之於事則
17
爲術；首尾賅備，因應厘然，夫而後得謂之爲“學”。

從“西學”的標準衡量“中學”的話，“中學”不能稱爲“學”，而“吾所有
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歷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

三、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嚴復通過中西文化的研究比較，抓住了中西學術文化的差異。他認
爲，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國若要擺脫面
臨的危機，先查好西方精神的根本命脈所在，然後汲取有用的因素。他說：

15
16
17

嚴復，《與梁啓超書·二》，《嚴復集》第一冊，頁518。
嚴復，《〈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嚴復集》第二冊，頁237。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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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
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
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
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
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
異耳。18

這裏所謂“真”正是公正的科學之“真”。嚴復認爲，“黜僞而崇真”、“屈
私以爲公”的學術精神，在一個社會裏，學術與文化之通與不通的關鍵性觀
念。但這種精神在社會上的暢通，除了其社會風氣之自由或不自由之外,19
更重要的是科學精神在社會上的合理運用。有人主張，中國人把其智力主
要集中於“虛”方面的研究上，而西方人把其聰明主要運用在“實”方面的研
究上，這就是中西學術文化不同的最關鍵的一點。但對於這種說法，嚴復堅
決反對。他說：
或曰：中國之智慮運於虛，西洋之聰明寄於實，此其說不然。自不佞
觀之，中國虛矣，彼西洋尤虛；西洋實矣，而中國尤實，異者不在虛
實之間也。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
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
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
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
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讀書得智，是
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民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此西
洋教民要術也。而回觀中國則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窮理釋格物致
20
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言之，風斯在下矣。

嚴復特別強調“物理”與“達用”的重要性，以及教學上“自得”與“善疑”、
“窮理”與“觀察”的重要功用。依此看，嚴復對西方近代學術的命脈，以及中
國傳統文化的要害把握得極爲明確。因此他頗爲肯定以“黜僞而崇真”爲“命
脈”的西方“格致之學”在社會文化的發展和改革途徑中具有的優先性。嚴復
在不少地方強調格致之學的優先地位，指出：“格致之學不先，偏僻之情未
去，束教拘虛，生心害政，固無往而不誤人家國者也｡” 21 西方格致之學，
“非迂塗也，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
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 22 格致之學的這種優先性，不僅僅從“器”的層次
上說的，格致之學已經提升爲“道”的層次，能決定社會的安危和改革的方
向。這表明“科學”之範圍已經由自然科學擴展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但總體
上來說，嚴復的思想中自然科學仍然具有更爲本源的意義。
18
19

20
21
22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頁2。
嚴復從中國與西方“自由”觀念的差異說明中西學術、文化、風氣之不同。嚴復，《論世變之
亟》，《嚴復集》第一冊，頁3。
嚴復，《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一冊，頁29。
嚴復，《原強》，《嚴復集》第一冊，頁6。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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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嚴復來說，格致之學的優先性，主要通過內含於其中的方法論原則
而得到體現。可以說，在同時代的人物當中，嚴復最先系統地闡明了科學方
法論，最早接觸到西方科學的本質。從而使近代中國思想界對科學技術的
認識，不再僅僅與堅船利炮和洋務實業等“器物”相聯繫，而且開始涉及到
人們以何種方式來把握必然之理與因果關係。這種科學方法論融進近代中
國人的思想中，促進了中國思想的理性化進程。嚴復分析近代科學昌盛、近
代西方社會富強的根源時，特別推崇培根方法論的意義。他指出：“二百年
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爲稱首。學問之
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23 培根曾撰《新工具》，
書中他對思辨的、獨斷的思維方式進行激烈批評。他批評傳統思辨的、獨斷
的思維方式時立論的根據是經驗論方法。培根所倡導的經驗論方法，在嚴
復看來，就是近代格致之學的根基。
嚴復將培根視爲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奠基者，但從近代科學方法的演變
看，有值得注意之點。伽利略在培根以前已對近代科學的方法作了較爲系
統的論述，而這種論述又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爲對伽利略自己及其同時代人
科學研究過程的總結和概括，他對實驗、演繹系統、以及理想化方法的重
視，已涉及了近代科學方法本質的方面。相形之下，培根則首先是一位哲學
家，他對科學方法的闡釋，往往以其經驗論爲出發點，其方法論主要表現爲
一種哲學的概括。在近代科學史上，對科學研究方法産生更直接制約作用
的，是伽利略。相對於伽利略對科學家共同體的切實影響，培根的工作更多
地表現爲哲學的啓蒙。以此爲背景考察嚴復對培根作用的評價，顯然頗有
意味。當嚴復將培根視爲近代科學昌明的源頭時，他所涉及和關注的，與其
說是科學發展的內在之緣，不如說是科學的社會啓蒙意義。
嚴復認爲，擺脫當今中國面臨的總體危機，而進入到富強的道路，首
先要把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從傳統形而上學與玄學的束縛中盡快解放出來。
並且運用科學方法和經驗知識，一方面進行中國傳統思想近代化，另一方
面服膺於社會現實的要求。他頗爲重視經驗知識在中國社會發展與改革進
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積極肯定經驗知識的正確性及其有效性，爲科學
方法的提倡和確立奠定了前提。嚴復反對不顧事實，單憑虛設進行議論的
學風，認爲光靠主觀臆想産生不了近代科學，“牽涉傅會，強物性之自然，
以就吾心之臆造，此所以爲言理之大蔀，而吾國數千年格物窮理之學，所以
無可言也｡”24 不對事實考察、檢驗和證實，將於事無補。因此，嚴復對傳統
主觀主義的認識論進行經驗論的批判，實際上對於所謂的“古文詞”、“古今
體”、“碑版篆隸”、“漢學考據”等“無用”之學的抨擊。他認爲中國傳統學術在
科舉取士制度的限制內一直堅持尊孔讀經，重視倫理道德和性理的研究，
23
24

嚴復，《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一冊，頁29。
嚴復，《孫譯〈化學導源〉序》，《嚴復集》第二冊，頁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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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適合於中國“救弱救貧”的目標。所謂的修身養性、空談性理“以佐國家
化民成俗”之說實際上是“無實”的學說。25 他接著說：
在學術上，中國人“師心自用”的習慣，幾千年來已經成爲輕視“印
證”、排斥“考證”的一種“心習”，這所謂“中國人士，經三千年之文
教，其心習之成至多，習矣而未嘗一考其理之誠妄｡”26

因此，嚴復提出改變傳統“心習”，培養“尚實心習”的主張。
自不佞言，氣質困難變也，亦變其心習而已。欲變吾人心習，則一事
最宜勤治：物理科學是已。……一切物理科學，使教之學之得其術，
則人人尚實心習成矣。烏呼？使神州黃人而但尚實，則其種之榮華，
其國之盛大，雖聚五洲之壓力以沮吾之進步，亦不能矣。……惟此一
學，可轉變吾人之心習，而挽救吾數千年學界之流弊者，非妄語矣。
夫物理科學，其於開瀹心靈，有陶煉特別心能之功既如此，而於增廣
知識，其關於衛生保種，大進實業又如彼。27

嚴復頗爲重視“心習”對社會環境、學術風土的負面影響。他在介紹科
學的基本精神和本質的同時，強調科學具有改變這種“心習”的能力。上面
所指的“物理科學”包括數學、邏輯、物理、化學、動植、天文、地質、生理、
心理等學科。在這裏面，既有抽象科學，又有具體科學；既有自然科學，又
有社會科學。它們都注重事實，並把觀察、實驗、比較等列爲主要方法。嚴
復看來“物理科學”，“不獨於吾國爲變化士民心習所不可無，抑且爲富強本
計所必需”。28 他認爲，“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
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
拘攣，而其干圖新也審，則真中國之幸福矣！” 29 嚴復希望通過西方近代科
學方法的嚴格訓練，中國人能夠漸漸培養起“崇真”、“尚實”的科學精神，
“得其增益智慧、變化心習之大果”,30 則中國就大有希望。由尚虛走向尚實
的這種心習的改變，與民族的發展、國家的強盛聯繫在一起，作爲救亡圖強
的思想觀念層面的前提，獲得了超越實證研究的普遍意義。
嚴復對科學精神的如上推崇，如果不與近代的科學方法聯繫在一起，
他所期待的學術上、社會上的改革，很可能無可指望了。因此，他從傳統格
致思想的改造開始確立近代意義的方法論。衆所周知，在中國傳統“格物致
知”論中，“物”的範圍，即“格”的對象，主要指的是讀書、考據等聖人之言行
之範圍內的東西。“蓋吾國所謂學，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
25
26
27
28
29
30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3-44。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三三》，《嚴復集》第四冊，頁1050。
嚴復，《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爲當務之急》，《嚴復集》第二冊，頁282，284。
嚴復，《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爲當務之急》，《嚴復集》第二冊，頁283。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三冊，頁565。
嚴復，《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爲當務之急》，《嚴復集》第二冊，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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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遘
也｡”31 嚴復認爲，在西方也存在過把書本和聖人之言作爲獲取知識的傾
向，但近代思想家很快發現這種知識的局限性，因此號召人們從書本走向
自然，讀無字之書。嚴復同意這些看法，因此他引用培根和赫胥黎的話批評
中國以書本爲知識對象的傳統求知方法：
吾人爲學窮理，志求登峰造極，第一要知讀無字之書。倍根言：“凡
其事其物爲兩間之所有者，其理即爲學者之所宜窮。所以無大小，無
貴賤，無穢淨，知窮其理，皆資妙道｡”此佛所謂牆壁瓦礫，皆說無上
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冊記載
中求者，爲讀第二手書矣｡”讀第二手書者，不獨因人作計，終當後
人；且人心見解不同，常常有誤，而我信之，從而誤矣，此格物家所
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爲古人所蒙，經顛倒拂亂而後
悟者，不知凡幾。32

這裏很明確，以書本爲知識來源的做法，不僅不能獲得可靠有用的知
識，而且由於書本主觀性太強，可能容易導致謬誤。接著，嚴復解釋“學於
自然”的意思：
善爲學者……學於言詞文字，以收前人之所已得者矣，乃學於自
然。自然何？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於向者言
詞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群相爲生養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
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
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覺，必證
33
諸物之見象，而後得其符。

“學”或“知識”的目的，就在於把握“自然公例”上面。嚴復以爲，“夫科
學者，舉凡宇宙之所有，與人心之所得思，莫不標之以爲學｡”34；“凡學必
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數往知來者，乃稱科學｡”35；“科學所明者公例，公例
必無時而不誠｡”36 這三句話，充分表明科學與公例之關係以及科學研究的
新對象。
“公例”(或“公理”)，具有普遍性，只要不是臆造的，則依據它判斷事
物，應該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對“公例”的追求，是人類在學術文化發展的
道路上進行的最高任務。如果人欲有所知，必有賴於“公例”的確立，否則
“不知會通、心無公例”,37 人的存在與禽獸沒有差別。那麼，如何得出“公
31
32
33
34
35
36
37

嚴復，《〈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嚴復集》第二冊，頁237。
嚴復，《西學門徑功用》，《嚴復集》第一冊，頁93。
嚴復，《〈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嚴復集》第一冊，頁238。
嚴復，《〈普通百科新大詞典〉序》，《嚴復集》第二冊，頁277。
嚴復，《〈群學肄言〉譯餘贅語》，《嚴復集》第一冊，頁125。
嚴復，《譯斯氏〈計學〉例言》，《嚴復集》第一冊，頁100。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四》，《嚴復集》第四冊，頁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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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確立“公例”呢？這不能單憑一時的感悟便能做到，必須運用“內籀之
術”，因爲“公例無往不由內籀”,38 惟有運用“內籀”才有可能求得“公例”。科
學直接“以物觀物”，任何“公例”的確立，都産生於“觀物”之後。而哲學則難
免“以我觀物”，所謂“以我觀物”，是指在“觀物”之前，“先大心先擴目”，也
就是說預先確立一個視角，以之作爲觀察分析事物的方法論原則。就求事
物之“故”(所以然)而論，“科哲諸學皆事此者”,39 哲學不同於科學，不在於
哲學不求事物之“故”，而在於哲學所求的物之“故”，較之科學所求的物之
“故”，層次更高更抽象。因爲科學所確立的“公例”，只是對一類事物之所以
然的概括，而“哲學謂之提挈歸公之物德”,40 它所確立的“理”，是對各類事
物的本質的會通，揭示了事物所以存在的普遍根據。
原書：“何謂自然公例？曰自然公例者，最易最簡之法門，得此而宇
宙萬化相隨發現者也。或爲之稍變其詞曰：自然公例非他，乃極少
數之公論，得此而一切世界之常然，皆可執外籀而推知之”。
復按：此段所指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謂道，儒先所謂理，《易》之太
極，釋子所謂不二法門；必居於最易最簡之數，乃足當之。後段所
41
言，即《老子》爲道日損，《大易》稱易知簡能，道通爲一者也。

“內籀之術”，簡單來講，也就是確立“公例”的方法，“內籀者，觀化察
變，見其會通，是爲公例者也｡”42 “公例”的確立，按照嚴復的解釋，以類別
事物開始，而以會通事物結束，表現爲由分析到歸納的過程。他說：
始於能析，能析則知其分，知其分則全無所類者，曲有所類。此猶化
學之分物質而列之原行也，曲而得類，而後有以行其會通，或取大同
43
而遺其小異，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

嚴復特別重視“實測”(觀察)與“內籀”(歸納)方法的互相結合。所謂實
測內籀，也就是在即物實測(觀察與實驗)的基礎上，通過內籀(歸納)概括
出一般的公例(科學定律及一般原理)，最後又將公例放到實驗過程中加以
驗證，使之成爲定理。這表明一切科學的認識都必須經歷由具體到一般的
歸納過程，一切公例(公理)都必須以經驗的觀察、實驗和印證爲基礎。嚴復
還指出，實測內籀法既可用於自然科學研究，也可用於社會科學研究，如他
在《政治講義》中論述了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學，抽取所謂的“政治之公例”
和“國家之真理”。他指出：“吾將取古今歷史所有之邦國，爲之類別而區

38
39
40
41
42
43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四》，《嚴復集》第四冊，頁1045。
嚴復，《〈老子〉評語·十四章》，《嚴復集》第四冊，頁1081。
嚴復，《〈老子〉評語·十章》，《嚴復集》第四冊，頁1079。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三十六》，《嚴復集》第四冊，頁1051。
嚴復，《譯斯氏〈計學〉例言》，《嚴復集》第一冊，頁98。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五》，《嚴復集》第四冊，頁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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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吾將察其政府之機關，而各著其功用；吾將觀其演進之階級，而考其
治亂盛衰之所由；最後，吾乃觀其會通，而籀爲政治之公例。諸公視此，吾
黨豈有絲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國家之真理可以見｡”44
嚴復頗爲重視在確立“公例”過程中歸納方法之有效性和優先性，但這
不意味著排斥或貶低演譯方法(外籀)之作用。“外籀”一方面是仿照“公例”
判斷(類別)事物的方法，更主要的是依據公理推論未知的方法。嚴復以爲
歸納方法和演繹方法都是認識事物過程中的重要思維方法，“及觀西人名
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
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
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塗術也｡”45 因此內籀、
外籀之術“相爲表裏，絕非二途｡”46 這充分說明嚴復不但不贊成絕對地割裂
歸納、演繹方法，而且主張將兩種方法並用。但是，由於堅持自己的經驗論
立場，他更看重歸納方法的作用。這與嚴復留學英國而崇尚培根、穆勒的歸
納方法，以及其科學理念中批判中國傳統學術的“黜僞”內容不無關係。
當嚴復反觀中國傳統思維方法時，認爲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存在很大的
缺陷，特別不滿當時尚有重大影響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主觀臆測的弊
端。中國哲學方法的短處，亦不在於不重視演繹，或演繹法不得當，而在於
其推論“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說，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有理”，然“立根於臆
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此吾國“舊學之所以多無補｡”47 他說：
舊學之所以多無補者，其外籀非不爲也，爲之又未嘗不如法也，第其
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說，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訓而嚴
之，初何嘗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誠妄乎？此學術之所以多
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
48
測之所會通故也。

嚴復批評中國舊學中存在著“心成之說”和“立根於臆造”的弊病，一再
強調演繹推理所依據的前提、公例必須先通過實測會通(概括)而成，所
以，他不贊同純粹的演繹方法。在《名學淺說》中，嚴復再次說到：“吾國向
來爲學，偏於外籀，而內籀能事極微，……故曰：生今爲學，內籀之術，乃
更重也｡”49
嚴復還極力強調科學的實驗方法，認爲實驗是科學發展的基礎，是“印
證”科學認識的標準。他在分析古代和近代科學認識成效之所以不同時，指
44
45
46
47
48
49

嚴復，《政治講義》，《嚴復集》第五冊，頁1248。
嚴復，《〈天演論〉按語》，《嚴復集》第五冊，頁1319-1320。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三十四》，《嚴復集》第四冊，頁1050。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七》，《嚴復集》第四冊，頁1047。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七》，《嚴復集》第四冊，頁1047。
耶方斯，〈論內籀術〉，《名學淺說》，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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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實驗印證的重要性。他說：“古人所標之例，所以見破後人者，正坐闕
於印證之故。而三百年來科學公例，所由在在見極不可復搖者，非必理想之
過古與人也，亦嚴於印證之故也｡”50 這裏，他十分強調科學之所以成其爲
科學，就在於它得到了實驗事實的印證。而且認爲只有通過反復多次的“試
驗”“印證”，才可能得到正確的科學認識。他說：“試驗愈固，理愈堅確｡”51
不僅如此，在嚴復看來，實驗事實還是保證歸納法和演繹法得以正確運用
的根本條件，從而也是拓展認識領域及獲取對自然的新知識的根本保證。
嚴復對中國學術的貢獻極大，他以爲中國貧弱的原因，乃是由於科學
不發達，因此嚴復乃注重科學方法和科學的訓練。嚴復是第一位自覺地介
紹英國經驗論方法者。他說：“有用之效，微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
致。不本格致，將所無往而不虛荒｡”52 所謂格致，並非程朱之格物致知，而
是作爲科學方法的格致之意。依嚴復說，這則又特指培根所發展出來的經
驗論和歸納法。二法相配合，則：“西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
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53 他要求不要迷信前人的定論，
不要靠主觀臆想虛造，以科學態度研究社會歷史，研究自然科學。嚴復介紹
經驗主義和科學方法，重視實驗與公理，排斥良知和成見。這種學問態度是
從他對西學至爲深刻的感受中得來的。這與其他維新派人物相比，顯然是
頗爲難得的全面和深刻的科學認識。並且他從方法與理論的層次上研究科
學，表明他已經完全擺脫了洋務時期的器物科學觀。

四、 本體論與“會通爲一”
嚴復是在近代中國系統輸入西方科學思想與社會學說的第一人，從十
九世紀末戊戌變法時起到二十世紀初，對西方科學思想傳入中國起過關鍵
的作用，影響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進程。他對科學方法的推崇一直
延續到晚年，這在關注“不可知”的問題與宗教的理解上也表現出來。
嚴復認爲“氣”作爲“物”之本原，但這一事實只解決了“物”之本質是什
麼這一問題，並未解決“氣”自身的本質是什麼？他首先把事物內在結構規
定爲“質”與“力”的對立統一之後，對於“力質本體”的特徵有所描述：
世界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長
存，故稱自在。此在西文謂之Persistence，或曰Eternit y，或曰
54
Conservation，力質本體，恒住真因，乃有此德。
50
51
52
53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二十七》，《嚴復集》第四冊，頁1047。
嚴復，《西學門徑功用》，《嚴復集》第一冊，頁94。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3。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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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描述，只能看作他對於宇宙終極本體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理
論把握，而不應視爲他對於宇宙終極本體是否存在的說明。實際上，對於宇
宙終極本體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嚴復從未作過明確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他只是一再強調：“大抵宇宙究竟，與其元始，同於不可思議｡”則對“萬物本
體”這個問題，人們不必再追問下去，因爲“不可思議云者，謂不可名理論證
也”,55 它不可能通過名理形式追究清楚。爲什麼？他論證道：宇宙究極本
體既然意味著“無對待”，那麼從認識的作用只能發現“對待之理”、56 認識的
有效性只能“盡於對待之域”來講，理性認識“於無對待不可思議耳｡”57 “形
氣之物，無非對待。非對待，則不可思議｡”58
就本體論的意義而言，對待之物主要與經驗界相聯繫，而無對者則是
一種超驗的對象，這樣，對待與無對的分界，便表現爲經驗界與超驗界的對
峙：經驗界是可知的(可以思議的)領域，超驗界則超出了人的認識能力(不
可思議)。不過，與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形而上學命題無意義，因而主張拒斥
形而上學不同，嚴復以爲，超經驗的無對之域雖然不可思議，但並非沒有意
義。他將本體論上的不可知論作爲普遍的方法論來強調，認爲它也是處理
一切幽冥難明之事，必須堅持運用的基本原則：“人生閱歷，實有許多不可
純以科學通者，更不取將幽冥之端，一概抹殺。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
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無證據。故哲學大師，如赫胥黎、斯賓塞諸公，
皆於此事謂之Unknowable，而自稱爲Agnostic。蓋人生智識，至此而窮，不得
不置其事於不論不議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59 這一態度嚴復在解釋
對赫胥黎和斯賓塞的觀點時更爲明確。他雖然同意赫胥黎、斯賓塞對不可
知的定義，但在其重要性和方法論的意義上，不同於兩人。赫胥黎創造“不
可知論”(Agnosticism)一詞，用於指稱那些鄙棄傳統的基督教有神論但同時
又宣稱不相信無神論，即超越有神論和無神論，將諸如有無上帝之類的問
題置於不論不議之列。60 斯賓塞在某種程度上說與赫胥黎一樣，也是一位不
可知論者。但與赫胥黎不同，他肯定世上一切複雜、異種、有組織的事物皆
來自“不可知”，“不可知”是科學與宗教之源泉。但對不可知的終極實在，人
類沒有能力進行推理或說明。因此，斯賓塞就果斷地把注意力轉到“可知”
的王國了。然而，對嚴復來說，斯賓塞的“不可知”則是釋迦牟尼的涅槃、吠
檀多不二論的婆羅門、甚或程朱理學的“理”(“總天地萬物之理”)，這些都是

54
55
56
57
58
59
60

嚴復，《譯〈群己權界論〉自序》，《嚴復集》第一冊，頁133。
嚴復，《天演論·論一·能實》，《嚴復集》第五冊，頁1360。
嚴復說過“論理者，以對待而後形者也｡” 嚴復，《〈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嚴復集》第二
冊，頁238。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嚴復集》第四冊，頁1036。
嚴復，《〈老子〉評語·二章》，《嚴復集》第四冊，頁1076。
嚴復，《與諸兒書·三》，《嚴復集》第三冊，頁825。
馮友蘭，《從赫胥黎到嚴復》，《三松堂全集》第十二卷，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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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同樣性質的。嚴復說：“世人不知，以謂佛道若究竟滅絕空無，則亦
有無足慕。而智者則知，由無常以入長存，由煩惱而歸極樂｡”61 嚴復認爲
“不可思議”的觀念會産生終極安逸與安慰的心情。嚴復樂觀地認爲“思議”
與“不可思議”之間的衝突是可以解決的。他相信針對科學與宗教，人們不
必“總著一邊”，而可以做出“平衡判斷”。
嚴復是用“不可思議”來表徵不可知的。在嚴復在《天演論·佛法》案語
中，對“不可思議”解釋說：
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
則真佛書所謂“不可思議”。……佛所稱涅槃，即其不可思議之一。他
如理學中不可思議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萬物本
體是已。至於物理之不可思議，則如宇如宙。……他如萬物質點、動
靜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訖之倫，雖在聖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實
不可思議者……。涅槃可指之義如此。第其所以稱“不可思議”者，非
必謂其理之幽渺難知也。其不可思議，即在寂不真寂，滅不真滅二
語。世界何物，乃爲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謂
死，此非天下之違反，而至難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議”也。此不徒
佛道爲然，理見極時，莫不如是。蓋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條，水之分
派，求解則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衆異爲一同，更進則此所
謂同，又成爲異，而與他異通於大同。當其可通，皆爲可解。如是漸
進，至於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立無對，既無不冒，自無與通。無
62
與通則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

嚴復所了解的“不可思議”即“不可解”，這好像與哲學中作爲形而上學對
象的觀念或問題頗爲相近。嚴復在評點《老子》的時候也是用“不可思議”來形
容“道”的存在。63 嚴復認爲，人們在“不可思議”中爲人生的痛苦尋找安慰，盡
管外在世界在進化，“不可知”仍然是人類生老病死等種種憂患中，心靈上的
唯一寄托。這一觀點，與嚴復對待宗教與神秘主義的態度，基本上一致的。
他對“神秘主義”的觀點不是盲目性的、迷信性的，而是根據科學立場的。
1918年3月，嚴復讀完《靈學叢志》中的一些部分之後寫給侯毅的信中指出：
每有極異之事，庸愚人轉目爲固然，口耳相傳，亦不問證據之充分與
否，此最誤事。故治靈學，必與經過科學教育，於此等事極不輕信者
爲之，乃有進步。復生平未聞一鬼、未遇一狐，不但按神志怪，一以
謬悠視之。即有先輩所談，亦反復於心，以爲難信。於《叢志》鬼神諸
64
論，什九能爲駁議，惟於事實，則瞠視舉舌，不能復置喙耳。

這說明他仍然重視證據、講究客觀對象和事實的。拿不出證據就不
信；有證據，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則主張繼續探討研究，而不能視爲當
61
62
63
64

嚴復，《天演論·論十·佛法》，《嚴復集》第五冊，頁1380。
嚴復，《天演論·論十·佛法》，《嚴復集》第五冊，頁1380-1381。
嚴復，《〈老子〉評語·一章》，《嚴復集》第四冊，頁1075。
嚴復，《與侯毅書·二》，《嚴復集》第三冊，頁72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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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們探討、研究對象時，必須遵循科學原理，以科學方法求之。從此看
到，嚴復的觀點與科學不矛盾，相反，正說明嚴復對鬼神志怪之類，即通常
所說的“迷信”持反對態度，而對於當時西方流行的“靈學”，則持極爲謹慎的
態度，希望通過“科學”的方法，由受過“科學教育”的人來加以研究。
嚴復曾有信給《靈學叢志》主辦人之一俞復，在討論同樣的問題時說：
神秘一事，是自有人類未行解決問題。往者宗教興盛，常俗視聽，以
爲固然。然而誕妄迷信，亦與俱深，惑世誣民，遂爲詬病。三百年科
學肇開，事嚴佐證；又知主觀多妄，耳目難憑；由是歷史所傳都歸
神話。則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誣也。然而世間之大，現象之多，實有
發生非科學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撊然遂指爲虛？此數
十年來神秘所以漸成專科。而研討之人，皆於科哲至深。觀察精密之
士，大抵以三條發問：一、大力常住，則一切動法，力爲之先；今則
見動不知力主。二、光浪發生，恆由化合；今則神光煥發，不識由
來。三、聲浪由於震顫；今則但有聲浪，而不知顫者爲何。凡此皆以
問諸科學者也。其他則事見於遠，同時可知；變起後來，預言先決，
以問哲學心理之家。年來著作孔多，而明白解決，尚所未見。65

這裏借用的科學理論雖然是膚淺的，但嚴復處理“神秘”問題的態度是
極爲科學的。早期的嚴復是篤守理性之分際的，於六合之外，主張存而不
論。他以爲：“問上帝有無，實問宇宙第一原因。……雖不設，可也”。又謂
天地元始、造化主宰、萬物本體、佛說涅槃等等，均不可思議，“雖在聖智，
皆不能言｡”66 嚴復在一些地方的論述中似乎不再是不可知論，積極地主張
“此事研究，爲人人所贊成”。但事實上其基本態度並沒有改變。他仍然相信
理性與科學具有其限度，不能以其不合乎科學公例，即遽指其爲虛妄。反
之，也不能在尚未證明其爲實事或尚不能解說其理由之前，即貿然迷信
之。科學與理性之功，一在摧破此等迷信，一則在以更嚴密的方法、更理性
的態度，探問其奧秘。嚴復在晚年談到有關科學、迷信等問題時，既強調科
學“摧陷廓清”的功績，也強調人類在很多方面都還存在著未知的領域，對
於這些未知的領域，不能自命爲“科學”而輕率斥人爲“迷信”，而應進行客觀
的研究、平衡的判斷，慎重地對待這一方面的問題。
這種想法很可能與他的學問宗旨有密切關係。嚴復雖然反對憑空推
理，重視經驗主義立場，但他並不拒絕宋明理學“會通爲一”的想法。他用
“道通爲一”的概念來表達經驗知識的“名言之域”可以與超越經驗的“超名言
之域”會通爲一，而其關係有如枝與幹、流與源。他指出：
窮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會通之詞，無專指者。惟其所會通愈廣，則
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條尋枝，循枝赴幹，彙歸萬派，萃於一
67
源；至於一源，大道乃見。道通爲一，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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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與俞復書》，《嚴復集》第三冊，頁725。
嚴復，《天演論·論十·佛法》，《嚴復集》第五冊，頁1381。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嚴復集》第四冊，頁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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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窮理之事，必道通爲一，而後有以包括群言。故雖枝葉扶疏，派
68
流糾繚，而循條討本，則未有不歸於一極者。

嚴復的“會通爲一”的想法直接影響到他對學術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的把
握。嚴復在《讀經當積極提倡》一文中，對科學亦有積極評價：“今日科學，
自是以誠成物之事，吾國欲求進步，固屬不可拋荒”,69 科學是中國進步所不
可缺少的。然而，這種“學”，“發端於不可知可知之分”,70 昨日之“迷信”成爲
今天之“科學”，而今天之“科學”，在明日很可能變爲“迷信”。不可知的領域隨
著科學的進步而縮小，科學的地盤隨著不可知領域的揭密而擴大。嚴復說：
蓋社會之有宗教，即緣世間有物，必非智慮所得通，故夫天演日進無
疆，生人智慮所通，其範圍誠以日廣，即以日廣之故，而悟所不可知
者之彌多，是以西哲嘗云：“宗教起點，即在科學盡處｡”而斯賓塞爾
亦云：“宗教主體在知識範圍之外｡”此孔門性與天道所以不可得聞，
而子入太廟之所以每事問，而世間一切宗教，無分垢淨，其權威皆從
信起，不由知入；設從知入，即無宗教。然則所謂“可使由，而不可使
知”，民之於宗教也又如此。71

又說：
宗教、學術二者必相衝突。雖然，學術日隆，所必日消者特迷信耳，
而真宗教則儼然不動。然宗教必與人道相終始者也。蓋學術任何進
步，而世間必有不可知者存。不可知長存，則宗教終不廢。學術之所
以窮，即宗教之所由起，宗教可以日玄而無由廢。72

這樣一來，嚴復展示了自己整個思想的一個中心宗旨，即以理性原則
會通科學和其它領域之知識，亦即將“思議”與“不可思議”整合爲一。然而他
的不可知論觀點以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爲基礎的，因此他對經驗的合理性和
可能性沒有妥當的解決之前，這種觀點有可能隨時受到其他理論的攻擊。
嚴復是最早將科學作爲一種價值體系來接受的中國人。他經過中西學
對比，認爲西學“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從而美
國學者郭穎頤在《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一文中，肯定爲正是嚴復
“奠定了新時代思想家們把現代科學作爲一種價值體系而接受的基礎”。嚴
復的思想雖然包含著不可知論的傾向，但他在晚清對中國科學主義産生的
推動力則是不容忽視的，而且還久遠地發生著影響。他翻譯赫胥黎《天演論》
和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從內容上爲科學主義的産生奠定了重要基礎。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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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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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原富〉按語·四十二》，《嚴復集》第五冊，頁875。
嚴復，《讀經當積極提倡》，《嚴復集》第二冊，頁331。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十二》，《嚴復集》第五冊，頁1036。
嚴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義》，《嚴復集》第二冊，頁327-328。
嚴復，《天演進化論》，《嚴復集》第二冊，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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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嚴復認爲面對民族存亡之危機，人的自覺是最重要的，但中國傳統思
想中的一些觀念始終困擾著人們的整個思想和意識，如果不改變這種觀
念，就不能營救中華民族和國家的未來。所以他首先要把中國的思想與文
化從傳統形而上學與玄學的束縛中盡快解放出來，並且運用科學方法和經
驗知識，一方面進行中國傳統思想近代化，另一方面服膺於社會現實的要
求。他頗爲重視經驗知識在中國社會發展與改革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因
此，他積極肯定經驗知識的正確性及其有效性，爲科學方法的提倡和確立
奠定了前提。
從這一立場出發，嚴復首先向傳統“天道”觀念進行新的解釋。他通過
傳統天道觀念的重釋，建造以西方科學爲基礎的本體論思想，而且以理性
原則會通科學和其它領域之知識。
嚴復的“天”是“自然而然”的天，但他所謂“自然而然”的含義是模糊
的、多重的。所以他設定兩種天道、人道關係。首先，他根據“天演之道”，
主張“任天爲治”，這樣天道和人道是貫通的。但另一方面，他主張“以人持
天”，這樣，天道和人道是對立的。任天爲治，是要肯定進化法則的普遍
性，以此提醒中國人直面看清民族危機；而以人持天則要強調人治之功，
是要肯定人類道德的重要性，以此給中國以救亡和民族復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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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Fu’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HAN Sung Gu

Abstract
Yan Fu is a famous enlightenment thinker of modern China. Being ahead of his time,
Yan studied Western science to find the truth. He emphasized science and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a unique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is thought came mainly from the
West, but he also possess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s.
In the crisi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ation, Yan Fu emphasized the
self-consciousness. However,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 held that if
these ideas are not change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bleak.
Therefore, he suggested that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hould be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He also urged t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modernize their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respond to social demands by using scientific method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Yan Fu is the first Chinese to accept science as a value system. He translated
Thomas Henry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Tianyan lun 天演論) and promoted
the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shehui jinhua lun 社會進化論). Through this work,
he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sm.” He promoted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pursued compatibility of the “comprehensible” (siyi 思議) and the
“incomprehensible” (buke siyi 不可思議). Although his thought contained an element of agnosticism (bukezhi lun 不可知論), h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birth of Chinese Scient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cientism, ontology, evolution and ethics, incomprehensible, metaphysics,
mutual understa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