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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性宇宙」與「價值性宇

宙」

成中英從本體的實質與意義的界定與詮釋開

始，闡發了生命的本質統攝了理性和意志的要素，

復由此衍生了知識與價值的活動。成中英從對生

命整體性的肯定和認識中提出自己對哲學的基本

觀點：「哲學應該是自生命的肯定，產生生命的價

值與知識，再進而對知識的反省來探討價值，從價

值的反省來尋繹知識，並從兩者交互的反省中來

彼此充實與重建。借此產生一套價值哲學與知識

哲學，以及衍生的文化哲學與人生哲學，才能提供

人類以生命的智慧」。[1]這裏，他將哲學界定為對

生命的肯定，而整體性的生命包涵了兩個層面，即

作為理性的「知」的知識層面和作為意志的「志」

的價值層面。哲學的活動就是介於知識與價值之

間雙向的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既導向價值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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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中英從生命整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復由此衍生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理論思

考。他據此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關係的探討。他認為科學建基於理性精神，它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

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以及中立性和工具性的特徵。而價值則是以人的主觀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自我決定的

特徵。成氏強調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具有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作用和關係。他最終又肯定價值本體對知識領

域的統攝性和優位性，由此區分真理的層次，將科學的知識置於價值的統攝之下。這實際上是在價值本體的

統攝性原理下，實現全體知識領域的整合。可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

將科學、人文與宗教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世界文化體系。其科學哲學的理論思考，為解決當代世界文化中突出

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以及學科之間的張力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源於本體理性的統一性的理論架構和形上學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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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人文、宗教的矛盾、衝突是現當代文化

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成中英從其哲學的生命本體

蘊涵理性與意志，復由此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要

素，進而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的關係的思

考與探討。他從知識與價值相涵互生的整體架構

出發，力圖疏理並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

係。他首先分析科學的特質和範圍，認為科學建基

於客觀性的理性精神，而價值真理則表現為道德

價值、形而上價值（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是

由人的主觀性的意志活動與體驗所決定的。他進

而區分真理的層次，即邏輯與數學的直觀真理，科

學的事實真理，道德真理和形而上的宗教真理。他

一面肯定各層次的真理既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

與相互依持的關係，一面又強調科學真理對於價

值真理的工具性和依附性，就是要在價值本體的

引導下，整合並重建涵括真善美的全部真理的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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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也導向知識開拓價值的互為基礎的相反相

成的雙向運動。[2]在這一生命整體性的本體思考

構架內，理性與意志，乃至作為其發用的知識與價

值，乃是密切關聯的方面和「背向同體」的統一

體，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本體的整體性，體現了相

反而相成的根本特徵。成中英關於哲學乃是生命

整體性的理解和認識，以及他關於整體性的生命

本體涵攝了理性和意志的層面的理論，可以歸結

為一種生命本體論。

成中英從生命存在整體性的本體論觀點出

發，認為構成生命整體的諸要素之間乃具有內在

的、實質的整體和諧與辨證統一的關係。理性與意

志作為生命存在之一體二元，它們構成了一個具有

內在相關性的、和諧統一的整體。成中英強調理性

在生命存在統一體中的地位，他把理性與意志都

提升到本體的層面來界定和體認。作為生命存在

整體性的理性，或者是知識與價值相統一的理性，

成中英也稱之為「本體理性」，也就是他所言的整

體性的生命理性。在成氏生命存在的本體哲學架

構中，理性與意志是生命本體涵攝的兩個層面。理

性以知識為目標，因而產生一個科學的知識建構。

意志以行為目標，導致實踐的理想和價值追求。[3]

他從本體詮釋學對本體的闡釋中，闡發了生命的

本體涵攝了理性與意志，復由此產生了知識與價

值的活動。從一個整體性的觀點來看，知識理性和

價值理性作為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又統攝於統一

的本體理性的架構，構成了本體理性之一體二元。

知識與價值在本體層面的統一，還意味著這一原

理對二者在現實層面的矛盾、衝突發揮引導、規範

的作用。這說明，知識與價值的統一是一個不斷發

展的動態平衡和過程。

成中英由其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兩大層

面之一體二元的界定與論詮，復展開對知識與價

值辯證統一關係的探討與辨析。他由生命存在的

內在結構的考察，深入到人類文化活動中知識與

價值的地位與關係問題。在他看來，知識與價值乃

是人類所有文化中普遍的要素。價值指涉道（本

體）的高明面，知識指涉道（本體）的中庸面。知識

理性和價值理性又可以在更深廣的層面得以整合

為整體理性。因為知識化的根源在於理性，而價值

化的根源在於意志，兩者在生命存在的根源性意

義上又具有內在的整體性和辯證的統一性。因此，

「知識對價值的重要性正如價值對知識的重要

性，乃兩相依持，不分軒輊」。[4]因為價值與知識乃

相互需要，相互依持的關係，一方面知識需要通過

價值來引導與軌範；另一方面價值也需要通過知

識來把握和實現。他主張，用價值來規範知識與

用知識來建立價值是一個雙向並行的過程，而不

能偏執一端。既不能將一切生命活動與意志活動

劃歸知識，而忽略價值問題的重要性，如西方哲

學；也不能欠缺對知識作廣大精微的探索，使價值

的樹立缺失知識的基礎，如中國傳統哲學。必須從

生命整體性結構的理解中，洞識知識與價值為一

體二面的互基性的辯證關係，實現知識與價值的

有機統一與結合。既要在客觀性的基礎上建立知

識，又要在主體體驗的基礎上印證價值，同時設法

實現兩方面的融合。也就是基於知識來凝聚價值，

在客觀性上建立價值；基於價值來探求知識，在主

體性的要求上建立知識。此即成氏所謂的「合內外

之道」。 [5]也就是說，必須既從知識的層面來瞭

解、批評和建立價值，用知識來開拓價值；又從價

值的層面來瞭解、批評和建立知識，用價值來開拓

知識，實現知識與價值的雙向並建，進而在本體的

根源性意義上充實和拓展哲學發展的基礎和空

間。[6]

二、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

觀點，力圖疏理科學的知識活動與人文的價值活

動的關係。他認為科學的知識與人文的價值是相

互依持、相互影響的辯證統一的關係。成中英首先

分析了科學真理的特質與範圍。他指出，科學研究

的出發點並非實用性，而是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

困惑，由此展開對自然法則的客觀的探討。在西方

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哲學家對科學方法的認識與

自覺密切關聯。笛卡爾的分析方法學為近代自然

科學奠定了理性的模型，培根則提供了科學的經

驗基礎。這兩方面規定了科學知識的形式與內容，

因此也規定了科學真理的性質。再者，科學知識與

真理還須接受方法上的規定。基於以上分析，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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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乃具有客觀性、可修正性、中立性及工具性等

特質。科學的客觀性的假設是科學觀測和理論思

考的前提。科學不討論主觀性和不受法則與定律

解釋及限制的經驗。科學的可修正性是指，由於經

驗的不可限止及不可窮盡，其理論系統與假設也

是需要不斷修正。也就是說，所有科學的理論都

是假設性的，暫時的，相對的真理。科學真理的可

修正性表明科學知識本質的不完全性，亦即科學

知識在本質上不可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統一

說明所有人類經驗。科學真理的中立性，是指科學

真理對事實的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科學活動只

認識客觀的事實，而不作價值的判斷。科學真理恪

守客觀的中立而不意會主觀的評價。最後，科學的

中立性又假設了科學真理可以作為達到一個既定

目的的工具與方法，此即科學的工具性。[7]

在成氏看來，價值真理乃是由人的主觀性決

定的，基於人的意志的活動和體驗，表現為道德

價值、形上（或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價值真

理不受自然科學法則與定律的限制與解釋。他指

出，價值真理與科學真理是截然不同的。科學是

假設的，客觀性的，本身不決定目的，同時必須依

持一個系統存在。而價值真理則是非客觀性的，非

假設的，自我決定的，同時也不依持一個系統而存

在。由此而論，科學的真理並非價值。其為價值必

現經過一番新的手續，即決定為目的與主觀性的

存在，此為知識的價值化。其結果也不能代表全部

的真理或全部的價值，且不能取消其他的價值真

理。價值真理是基於個人的絕對性，自主性及全

體性的認識。個人通過自己肯定價值為普遍與必

然，是價值最深刻的意義。這種自我肯定的能力、

活動及結果就是價值，也就是善，是不可最後解說

的。歸約言之，價值存在與體驗的最後依據是自我

肯定與規範。價值的來源及其標準乃是人的自由

與自由創造能力，表現了全體性的人的自由與創

造。[8]

成中英由此進一步探討和論析了真理的層次

問題。他強調這種層次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即存在

上的先後，或邏輯上的先後，而不是實際認知上的

先後。第一層次是邏輯與數學的真理，它依靠直覺

或結構的形式而存在。第二層次是科學的事實真

理，它借助邏輯與數學在理論與資料上求得精密

化與完善化。反之，邏輯與數學的抽象真理也借助

科學的事實真理得到具體的模型表現。第三層次

是道德的真理，它可以借助科學真理來實現自己，

但不可依賴科學真理來決定與規範其存在。道德

價值的目的性是由人的主觀性直接決定的。但道

德價值的實現則依靠科學真理的工具性。第四層

次是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此為全體實在的真理，

它的存在與實現必須透過前三層的形式：結構真

理、事實經驗真理和行為目的真理而獲得。至於審

美的真理，可以說是相應地隸屬於上述四個層次，

可以是形式結構的美，經驗事實的美，人的生命與

行動的美，以及全體性的神聖價值的美。就其滲

透並涵括其他諸層次的真理而言，可以說是最原

始的真理。[9]

由上可見，成氏真理層次的劃分，具有兩套

標準。這就是基於客觀性的知識標準和基於主觀

性的價值標準。就客觀性的知識標準來說，處於

基層的真理客觀性較大。相反，處於高層的真理客

觀性相對較小。而就主觀性的價值標準來說，處於

上層的真理可以涵攝下層的真理，其真理值也較

大。處於最高層的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因其涵攝

了所有下層真理，稱為完全真理。這種真理標準和

層次的劃分，也意味著人類真理可以從兩個方向

同時整合的可能性。此即以科學為標準對人類所

有的經驗整合，包括對主觀性的經驗予以客觀化

的掌握，此為價值的知識化。以價值為標準對人類

所有經驗的整合，包括對客觀性的知識予以價值

化的轉化和定位，此為知識的價值化。而成氏所強

調的是，必須將這兩方面的標準結合起來，才能

把握人類生命經驗的全體，實現人類文化新的整

合和統合。[10]但是，成氏為了追求一個人類文化全

體知識領域的統一性，乃訴諸價值本體對知識領

域的統攝性作用。雖然他認為價值對知識不具有

實際認知上的優先性，但他仍然肯定其在形而上

的存在或邏輯上優先性。其實就是通過肯定價值

對知識的統攝、涵攝的作用，發揮價值本體的統

一性原理，從而將它們統合和納入一個整體性的

知識系統。因此，這可謂是一種價值優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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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善美的融合、整合

科學與人文、宗教在現代文化中的衝突，啟發

了成氏對科學與價值問題的深度思考。其基本思

路是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理論架構出發，重

新思考和構建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係，進而

實現人類文化的整合與創新。[11]成中英力圖對近

代科學的發展造成對人文、宗教的衝突與挑戰作

出檢討與反思，並在新的理論基礎上予以整合。他

指出，科學的進步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輝煌成

就。然而不幸的是，科學走上了科學萬能主義和科

學霸權主義。科學本來作為人類思想的工具，卻被

物化為人類生活的主導力量，乃至取消了人的整體

真實性，導致精神與價值的危機。[12]他確認，科學

帶給人文主義雙重的疑懼在於科學要求絕對的客

觀性，將主觀性人的存在也要化作客觀性的以自

然科學方法可以把握和解釋的資料。這樣，以主觀

性為依據的人文現象也就被取消和摧毀了。成氏

稱之為科學對人文主義的「侵略性」。另外，科學

的應用也產生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和生態環境等一

系列嚴重危機和問題。二十世紀西方出現了科學與

價值的尖銳衝突，這表現在科學與人文主義的衝

突，以及科學與傳統宗教的衝突。五四以後在中國

爆發的科玄論戰，可以反映在中國科學與人文主

義的衝突是激烈的。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

對科學、人文與宗教進行適當的定位與整合，進而

將現代文化諸領域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整體性體

系。他認為，科學是以理性的客觀性原則，以追求

科學知識和科學真理為目標。科學只是對事實的

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13]人文現象是以人的主觀

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價值決定的內涵和意志自

由的實質。因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顯著的

分野。[14]作為主體性的人的存在的人文現象，不可

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完全把握。必須要瞭解，科

學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但

對人的發展則有其工具性。[15]在現代世界，人文主

義與科學的衝突日趨明顯，就是因為科學真理的

有限性與工具性被誤解誤用，導致將科學方法無

限制地被運用於人文現象，以至於科學萬能的迷

信和科學霸權主義思想蔓延所致。在成氏看來，科

學真理與價值真理既是相互獨立、彼此相待的領

域，又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依持的關係。因此，既

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將所有人文的活動視作知識化

的現象，將社會人文的現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

法則來歸約和整合；也不能用價值的領域來主導

一切，歸於科學精神的匱乏和科學知識與方法的

闕如。在人類文化諸領域中，科學以理性之知運作

知識而致用於人生，宗教則以信仰之志而致用。反

觀作為人文科學中樞的哲學，兼有科學和宗教的

考慮，在理想意義上是宗教與科學互通互顯又平

衡相成的媒介。[16]總之，科學、人文與宗教，各自獨

立，屬於不同的文化領域，它們之間又相互影響，

彼此依持。其基本的思考是在於知識與價值辯證

統一的理解實現的有機結合。知識與價值是一種

互基性的雙向並建的關係，應瞭解兩者一體二面

的辯證統一性，使知識與價值相互結合，相互促進

和發展，而不可執於一偏，陷入科學的獨斷或價值

的獨斷。[17]以此作為其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

創新人類文化的理論基礎。

成氏進一步分析了知識與價值不僅相互對

待，而且相互關聯乃至相互轉化的特徵。他不同意

一般人將真善美看作不相干的觀念，指出真可謂

知識上的善，善可謂道德價值的真，而美則可為知

覺與表像上的善與真。當然，真與善也可以視為知

性與行為上的美。也就是說，真善美三者可以貫

穿、聯結起來。[18]成中英著重論證科學真理與價

值的關聯。在他看來，科學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

為科學包含或代表了某種真理，而人類也具有將

科學真理轉化為價值或轉化為善的能力與意志。

他認為，科學不僅代表客觀事實的知識成果，也是

一種心靈活動。因此，科學有被決定為內在價值的

可能。但科學真理不是全體價值，也不能取代其他

價值。價值與善乃是基於人的內在的、感性的、主

觀性的存在。善的意志乃由自我決定，超出科學真

理的限制與解釋，完全獨立於科學以及所有外物。

但是，價值的實現卻必須借助知識理性的工具，而

它本身不能實現自己。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不同，

它不規定人的意志的目的與方向。科學真理要轉

化為善的價值，必須肯定善的目的，認識人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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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由創造。也就是，必須既要展開科學理論和

科學應用的研究，又要提倡對科學理論與科學應

用的哲學批評。總之，必須以科學的客觀知識扶持

價值，也要以人文的、宗教的價值來引導科學知識

的發展；既要發展科學真理來實現和充實價值，又

要提倡價值與科學的雙向的批評與進步，實現二

者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人類生命的整

體性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知識與價值綜合之新的

文化體系。

四、成氏科學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成中英在現代文化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激

烈衝突的時代背景下，從人類文化整體和哲學本

體論的層面對知識與價值問題的理論思考，具有

深刻的普遍性和前瞻性意義。成氏有關科學哲學

的理論思考有幾個要點值得關注。首先，成氏對

知識與價值及其關係問題的思考，是以「知識性

宇宙」與「價值性宇宙」的劃分為基礎和前提的。

應該說，成氏「兩個宇宙」的劃分理論，實際上主

要是以西方近代文化為背景的。成氏力圖總結和

吸收西方近代以來有關的哲學理論，主要是休謨

的「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劃分以及康得的

「現象界」與「本體界」的理論，進而在中國哲學

價值本體的理論架構下將二者統合為一體，從而

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再者，成中英從

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進而衍生出知

識與價值的一體二面的互基性與統一性的理論架

構。他將科學的知識化宇宙建基於理性，人文、宗

教的價值化宇宙建基於意志，二者具有各自獨立

的領域與範圍。顯然，他的這一理論劃分借鑒和

汲取了西方近代哲學的一些理論。但是，他強調

二者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

關係，力圖從知識與價值的動態平衡和雙向並建

中，重新整合與重建二者的關係。即既要以知識

發展來扶持、擴充價值，又要以價值來引導、促進

知識，在二者的雙向批評和互基並建中實現二者

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知識與價值高度

綜合的新的理論基點上實現人類文化的整體重建

和整合。最後，成氏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解答，回

歸到中國哲學的本位立場。也就是在知識與價值

之間，他更突出價值本體的優位性，而將知識作為

實現價值的工具和基礎，從而在價值本體的統攝

下完成了對知識領域乃至整體性的文化領域的整

合。成氏將科學的、理性的知識化建構，作為人類

思想和價值的工具與手段，具有依附或從屬於價

值全體的屬性，並以此來涵蓋、統合人類文化的全

體領域。這種觀點說到底是中國傳統的德性文化

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創新和發揮。

成氏關於科學哲學的思考，其理論的意義由

此也凸顯出來。首先，成氏的知識與價值理論直接

針對現代科學發展與人文、宗教的尖銳衝突。他

肯定科學的知識領域與人文、宗教的價值領域，

都有各自獨立的領地和範圍，不可逾越界線。因

此，人文現象不可能由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完全

掌握和處理。同時，他又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互

基性將二者看作相互依持和相互影響的關係，知

識與價值基於相互的需要而有機地結合為一體。

這種觀點對於現代文化中突出的科學理性與人文

精神乃至傳統宗教之間的衝突，顯然有其緩解和

調和的作用，也不失為一種根植於悠久傳統的智

慧和理論在現代的發揮。顯見，成氏科學哲學的

理論建構對於疏理和解答當代突出的科學與人文

的衝突，提供了一個源於中國哲學智慧的睿識洞

見和解決方案。同時，成氏針對當代學科之間既

相互獨立和不斷分化，又相互融攝和交叉互滲的

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力圖在理論上予以回應和

總結。可以說，成氏的理論為當代學科的進一步整

合與發展，提出了一個基於本體理性的整體性理

論架構和形上學基礎。再者，成氏以此還力圖對

當前世界文化失序、失範的危機予以回應，對世界

文化的整體重建提供座標，指示方向。其基本的

問題與致思路徑被歸結為在知識性宇宙中安頓價

值，如西方哲學；和在價值性宇宙安排知識，如中

國哲學。這種富於本體認知精神的宏觀思考，顯示

出對中西哲學具有極為深刻的洞察力和對世界哲

學發展方向的總體的把握能力以及高瞻遠矚的卓

見。尤其是成氏將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引入中

國哲學重建的突出地位，顯然極大地豐富和擴充

了中國哲學重建的內涵。就其理論所透顯的思想

模式來說，成氏將知識與價值置於雙向並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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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架構來思考，極大地突破了傳統哲學慣常的價

值中心論主要是道德中心論的狹隘視野，從而在

整體上將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提升到一個全新的

理論水準和思想境界。

總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

相涵互生的理論架構，並力圖以此重新疏理和整

合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關係，進而重建新的統

一性的世界文化體系。成氏基於本體認知精神以

尋求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機體統一的理論建

構，為當代科學與人文、宗教的和諧發展，奠定形

上學的根基和理論基礎，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

代條件下的創新發展，拓展了至為寬廣的思想路

徑和空間。其理論意義和價值極待當代學術界的

重視和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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