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兩岸軍事互信建構之文化途徑分析
溫特認為：不瞭解國際體系層次的文化內容，無論是政治家還是現實主義學
者都無法解釋現代國家和國家體系的行為。例如：什麼是「國家」
，
「主權」意味
著什麼，「國際法」提出什麼要求，「國際規範」是什麼，「均勢」怎樣運作，怎
樣從事「外交」，什麼構成「戰爭」，「最後通牒」是什麼等等，這些確是國際體
系層次文化內容大量增加的表現。1而且，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宗師漢
斯摩根索(Hans J. Morgenthau,)認為：
「政治現實主義相信政治現象和一般社會現
象一樣，是受制於客觀的定律，這些定律是根源於人性。要改良社會，首須瞭解
社會所賴以生活的規律。這些定律的運作，不受我們個人好惡的影響，因之人們
若向這些定律挑戰，其結果只有面臨失敗的危險。」而且，他也認為：「國民性
格有“文化模式＂的觀念存在，以致於每一個國家根本的知識和道德上的特色，
其實表現於該國家所有階層的思想和行動，正是這些特色使每一國家具有清楚及
易於認識的標誌。」2
而且，有決策制定理論學派鼻祖之稱的史奈德(Richard Snyder)在 50 年代中
期提出其理論，以反駁當時盛行的以權力與國家利益來分析外交政策行為的現實
主義學派(real politik)。他認為：
「決策是人所制定的，因此，人類的決策制定才
是足以解釋外交政策行為的主要因素。而決策者的觀感則是影響一國外交政策行
為的重要變數之一。」3上述二者都表達出文化與國民性格，國民性格對決策起
的關鍵作用。由於，信心建立措施是緣自於西方的概念，理論上也是西方文化的
產物。因此，該措施中有關「互信」的核心問題，對於講究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
而言，決策模式大體上不會逾越法律的規範。相對於文化係出同源的兩岸而言，
自古以來發展成崇尚人治的政治體制和服從權威的國民性格，致民主法治素養較
西方的標準為低，故互信建構的複雜性無法以西方的邏輯觀點理解其內涵。4尤
其是，歷經五千年孕育而成的華人文化，是兩岸人民思想觀念及行為模式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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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換言之，不循文化研究途徑有可能面臨失敗的危險。因為，畢竟真正使人們
結合在一起的是他們的文化，也就是他們所共有的觀念和準繩。5

第一節

兩岸軍事互信建構之文化因素

溫特認為，幾乎沒有國際關係學者會否認現代國家對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有
很多共同信念，如誰是國際政治的行為體，它們的利益是什麼，什麼行為是理性
行為等等。即使最強硬的現實主義者也不會否認這些事實。換言之，幾乎沒有人
否認現代國際體系結構包含了許多文化成分。這樣的文化深深嵌入政治家和學者
理解當今國際政治實質的方式之中，使之可能以目前的形態存在。這就意味著國
際關係學不盡可以從政治經濟學家那裡得益，也可從人類學家研究中得益。6而
且，建構主義非常強調共有觀念，亦即共有知識，以及在基礎上建構起來的集體
認同在建立、維護和變革世界秩序中的作用。所謂共有觀念或共有知識，也可以
稱之為文化，文化是指個體之間共有的相互關聯的觀念和知識，既包括信念
(belief)，也包括意願(desire)。建構主義者相信，觀念和話語，亦即我們思考和談
論世界的方式，很大程度上決定實踐。7
壹、文化的定義
由此我們不難明白，實踐並非單一獨立狀態，而是我們稱為「體系」的連串
簇中發生，而所謂的體系主要有三種，即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s)、人格體系
(personalities)與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s) 。然而，文化體系具有四項特質：第
一、文化體系並不是由交互行為或單一行動者所構成的；它是由價值觀(values)、
常規(norms)及象徵符號(symbols)。這些價值觀、常規、象徵符號會左右行動者
採取的行動，亦限制了各個行動者之間相互往來的行為模式。第二、人格或社會
體系是屬於經驗體系(empirical system)，文化體系因為是由前述兩種體系的組成
成分中抽離出來而形成，故較不具經驗性的特質。這些不同的成分或者單獨以實
體的象徵(physical symbols)狀態存在，或者從一個實際的行動體系傳遞至另一行
動體系。第三、零散的成分無法在文化體系中構成具有制約性的常規模式。這就
表示系統性的文化必須達到某個程度的一致性及持續性，才得以在經驗行動體系
中展現。第四、文化體系即是一種文化模式，此模式中的不同成分相互連結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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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價值觀、信仰和表達性的象徵系統。8
什麼是文化？它有什麼作用？文化沒有形狀，無法描述；沒有範圍，難以界
定。文化就像空氣，我們天天都生活其中，片刻也離不開它，但當我們試圖伸出
手去把握它時，卻又發現它無處不在、無時不在、惟獨不在我們手裡。9事實上，
從中西方相關文獻的分析，對於文化的詮釋大致相同。美國《韋氏字典》的解釋
區分為二：一，文化(culture)為發展心智與道德的教化。二，文化是人類知識、
信仰、行為的綜合累積定型，關鍵在於能否為他人學習及傳承後代。而且，文化
亦為某民族、宗教或社團在習俗、信仰、社會型式、器物利用等方面的特色。10
Larry Samovar & Richard Porter 在《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書中為文化
下了個定義稱作「我們無形的老師」(Culture is our invisible teacher)，堪稱絕妙的
形容。11中華書局《辭海》的解釋有二：一、文治教化也；二，人類社會由野蠻
而至文明，其努力所得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的如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
律、風俗、習慣等之綜合體，謂之文化。12已故國學大師梁潄溟(1893-1988)認為：
「文化的定義，狹義如文字、文學、思想、學術、教育；廣義的為吾人生活所依
靠之一切，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神以及政治、經濟等。」13Benedict(1887-)
認為：「文化就像個人一樣，是一套大體一貫的思想及行為模式。每一個文化裡
都會產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類型社會所沒有的。在這些需求的推導
和支配下，各個民族逐漸形成經驗的統合；需要的迫切性愈大，則相關的行為愈
能達到相合一致的情況。只要一個文化具有高度的統合性，即使是原本極不調合
的行為，經過文化不可思議的融合轉變後，也會成為滿足需要的策略。因此，我
們不能將文化模式的統合傾向視作枝微末節而忽略之。」14同理，兩岸有相似的
文化模式，縱然目前處於政治無法調合的狀態下，但只要雙方都認為建立軍事互
信有其迫切性的需要，藉由文化整合運用政軍分離的模式處理之可能性也就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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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貳、華人文化的特質
每一種文化都具有主觀與客觀的兩種面相：一個是「絕對文化」
，一個是「相
對文化」。客觀言之，所有的文化都是相對的，不但其演進的過程可以曾經彼此
影響，其價值觀念也可以比較中而見高下。但主觀而言，所有文化則是絕對的。
因為，在長久的演化中，每一個自成體系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結構與作用，幾乎
難以與不同體系的文化做個別性的比較，也因此每一種文化都先天地具有一種強
制性、侵略性和排他性。15換言之，各民族自成一格的文化體系，都有其不同的
特質，而且這種特質從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中可容易顯現出來。余英時就說：他數
十年來研究中國歷史，多循著兩個主要的思考方向：一，除了必須用中國自己的
術語理解中國文化外，還要透過諸如西方等不同文化的比較角度，才不致侷限狹
隘。二，在研究中國學術、社會及文化史時，經常注意一個歷史階段如何從變局
中過渡到另一個階段。16換言之，以文化途徑為取向的研究，倘若直接套用西方
理論用以檢視與兩岸軍事互信機制建構的議題，難免會發生因中西文化差異而無
法全然解釋之困境。例如：以西方的科學主流來講，那是為知識而知識的，不是
為人生而知識的，更不是採取功利的態度和觀點。像胡適所言，在天空上發現一
個恆星，和找到一個中國古字的涵義，其意義和科學精神上的實踐是一樣的。這
是西方求知識、求智的精神：為真理而真理。不管真理有什麼效用，只是把事情
搞清楚，個人就能獲得一種自由解放。「因真理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觀念，也是
希臘人的觀念。但中國人學西方文化，甚至為科學主義所俘虜，可是卻沒有受這
個「為知識而知識、因真理而自由」精神的影響，這個精神反而丟掉了，甚至變
得極端的功利主義。17
為什麼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反而變得極端的功利主義。因為，華人文化與注
重客體性及以「知識」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剛好相反，我們可說華人文化特別注重
「主體性」(Subjectivity)與「內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並且以儒釋道三家思
想為主流，其中又以儒家思想為主流中的主流。「主體性」的意思就是政治的成
功，取決於聖王對外界人、事、天三方面關係的合理與調合。18「內在道德性」
的理想旨在於調適個人使之成為懷德的君子，而不是注重專門才能的培養。且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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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某種專門的技藝而缺乏道德修養者，不是君子。19上述特性不僅是儒家思想的
核心價值，同時也是華人社會建構的法則。由華人社會的結構中存有很多以下的
概念可以證實，例如：天與人、情與理、道與法、孝與忠、家與國、私與公、內
聖與外王、親親與尊尊、世襲與納賢、等級與平等、君主與百姓、個人與社會等
都沒有形成對立關係，反而是一種對應概念，且概念本身或對應概念之間包含和
推延的可能性。20這種具體和抽象，微觀與宏觀，含義的包容性等特徵，反映出
儒家在社會建構方法論上的一大特點，意即概念間具有非對立關係，以及人事和
社會現象間具有可推延性。因此，在德國的社會學家 Weber(1864-1920)看來，正
因為儒家缺乏「緊張對立」的關係，使儒家無法擺脫傳統和習俗的內在力量作為
影響行為和精神的支點，以致於無法對其本性、政治權威、社會傳統和習慣勢力
加以制約和抗衡的內在原因。21由於缺乏制約、抗衡的內在因素，凡事只知以古
人為准，知因襲而少創造，從而產生與西方有別的社會型態及國民性格。
參、華人文化與國民性格
歷史在主體與客體的矛盾中進行和展開，並通過主體的活動來完成。因而，
社會客體的結構和特點，都會給主體打上深深的、不可磨滅的印記，並通過文化
的積累和沈澱，變成一種社會遺傳性，世代延續相傳。這就是學者們所研究的國
民性格或民族性格。這種國民性格，反過來又會對主體改造客體的能動性活動，
予以巨大的影響。22 尤其是，華人的國民及民族性格與建構認同有著密切的關
係，因為西方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律。而中國社會卻是以道德代宗教，
以禮俗代法律。意即是說，在文化比較上，西方走宗教法律之路，中國走道德禮
俗之路。宗教自來集團形成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定，即是法律。所以
宗教與法律是相聯的。道德之異乎宗教者，在其以自覺自律為本，而非秉受宗教
戒律於神。禮俗之異乎法律者，亦在其慢慢由社會自然演成，而非強加制定於國
家。其間精神正是一貫的。中國古人之迥出尋常者，即在其有見於人心之清明正
直，而信賴人自己。所謂一貫精神非他，即是依靠自己的力量，而不像西方人要
依靠法律的力量。23此點，可從中國的傳統社會情理是合一的來證明，因為在倫
理為本的中國思想中，它又同時是天理、公理、事理、法理。在泛倫理化的中國
傳統社會，不可能有獨立於倫理之外的其它理。中國古代的法律就是倫理法律，
法律依附於倫理。中國人做事必須先做人，因此，事理也依附於倫理。在傳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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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將不同的理分開，與將理與情分離開來一樣，是既無必要，也不可能的。
換言之，中國人合乎人情就合乎倫理，合乎倫理就自然合乎事理與法理。從結構
與功能的角度來看，情理合一既有結構上的基礎，又具備功能上的有效性。24這
種由情理不以法理發展出的國民性格，自然與西方人思想觀念有別，更有其獨立
研究的價值。而且，綜觀古今中外對於華人文化感興趣研究者，從有關於華人文
化的核心論述中整理，不難發現其中「共相」義理頗多，也有助於進一步瞭解並
掌握華人性格。
例如：Weber(1864-1920)根據來華傳教士的記載的大量資料，探討中國人的
基本性格。他認為：勤勉，堅忍不拔，耐受力極強，固守傳統而麻木不仁，恪守
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謹小慎微而缺乏同情心，缺少獨立自主統一人格，墨守成
規等為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他非常精闢地的分析並指出這種基本性格，是維護大
一統皇權專制和農業宗法社會的儒家文化的產物。25其次，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
領袖人物梁啟超在其《新民說》中對中國正統思想就提出以下的強烈批判：「缺
乏國家思想、缺乏公德、道德的不可變性、缺乏權利思想、缺乏自由思想、缺乏
自治思想、缺乏冒險進取的精神。」26在毛澤東統治下不改批判本色的梁漱溟在
其《中國文化要義》書中列舉出中國人的十大特徵如：
「自私自利、勤儉、愛面
子、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舊、馬虎、堅忍及殘忍、韌性及彈性、圓熟老道等。」
尤其「圓熟老道」更總括了中國民族品性之特徵，其涵義有：悠然不慌不忙，穩
健、老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理、不偏不欹、不露圭角而具有最大之
適應性與潛力。27國學大師錢穆(1895-1990)也認為：「中國歷代政治制度存有中
央集權、皇權獨大的傾向，及學而優則士造成政治臃腫的毛病，以及講究繁文縟
節與人治、無治法的重重束縛，導致政治發展沒有起色等現象。」28幽默大師林
語堂(1895-1976)在其《中國人》書中提出「陽性的三位一體：官、紳、富」及「陰
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概念，可說是對華人社會行為準確的概括及一體的
關係。陽性的三位 一體：官、紳、富，意即官僚、仕伸、富豪是在一起共事的。
陰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也就是統治著中國的三位女神，它們名字叫做面
子、命運及恩惠。因為，華人的理想社會一直是「寡政權、省刑罰」的，對法律
及機械化的社會抱持懷疑的態度。如遇興訟之事，本能反映先找熟識的長官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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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泗清，<中國真的對人不對事嗎？>，摘自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台北：桂冠
圖書， 1997 年 6 月），頁 349。
沈大德、吳廷嘉，前揭書，頁 213。
韋政通，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台北：水牛出版，民國 75 年 10 月），頁 224-232。
梁潄溟，中國文化要義（台北：里仁書局，民國 71 年 9 月），頁 23-24。
錢 穆，中國歷代政治得失（台北：東大圖書，民國 66 年 6 月）
，頁 201-205。

恩典。由於華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夠
大，事情往往也會成功。29其他，如牟宗三(1909-1995)在《中國文化的省察》書
中提到：「中國這個社會勢利得很，一有勢利，就瞎恭維、逢迎，拍馬屁。」以
及，張君勱(1887-1968)在《中西印哲學文集》書中談到國民心理蔽塞之處如：
「自
傲自大、自縛自畫、咬文嚼字、祟權尚術、喜談人事、注重實用、寫意隨便。」
此外，西方人羅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於 1920 年在北大講學時對華人的
觀察舉出以下缺點：「貪婪、賄賂和某種無情。」30根據上述各家之言，綜整出
華人具有下列「講究人情、愛好面子、注重關係、重視權威、個人主義、漠視法
律、因循守舊、輕忽時間、缺乏誠信」等與「互信」有關的文化邏輯性格，亦可
稱之為華人特有之思考模式。

第二節

兩岸共通之文化特性

尼采曾說：
「成為你自己！當前的你，不論是思想或是欲望，都不是真正的
你。」換言之，人所說的話經常是別人的話，甚至有的人還不知不覺成為文化模
式下的思想奴隸。31因為，思維方式是某一文化類型諸特徵的集中體現，同時又
對這個文化類型的其他側面發生強有力的制約作用和廣泛影響。作為「倫理型」
的華人文化，其思維方式則趨於尋求對立面的統一，長於綜合而短於分析。這又
與自古以來「大一統」的格局有關，也與政治系統和思維系統的高度同一有關。
所謂「內聖外王」係集政權、文權、神權的一體化，促成人們形成一體化觀念。
尤其，漢語更是華人思維特徵的反映，漢語裡「概念」往往是多義的、非確定的。
例如：天、道、理、氣等範疇，都存有極端歧異的解說，而沒有確定的定義。外
加，習慣於設象喻理、知所當然不知其所以然、講究道統和師法傳承、重頓悟輕
實證等思維傾向，藴育成華人素樸的整體觀念，注重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32因
此，發展成的邏輯思考有別於亞里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的「形式邏輯
學」(Formal logic)，沒有所謂同一律(the law of identity)、矛盾律(the law of
contradiction)、排中律(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的規則，以及概念(Concept)、
29
30

31

32

林語堂，中國人（香港：三聯書店，2002 年 2 月）
，頁 178-188。
上述梁啟超部分請參閱沈大德、吳廷嘉合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探析（台北：南天書局，
民國 87 年 1 月）
，頁 217。牟宗三部分見牟著，中國文化的省察（台北：聯經出版，民國
85 年 9 月 8 刷），頁 39。張君勱部分見張著，中西印哲學文集（台北：學生書局，民國
70 年 6 月）
，頁 369。羅素部分見艾倫．伍德，林衡哲譯，羅素傳（台北：志文出版社，
民國 63 年 4 月），頁 146。
尼采，蔡英文譯，尼采論叔本華（台北：龍田出版，民國 68 年），頁 20。轉引自楊士毅，
邏輯與人生─語言與謬誤（台北：書林出版，1987 年 4 月），頁 56。
馮天瑜、周積明，中華文化的奧秘（新竹：理藝出版，民國 81 年 9 月），頁 79-89。

命題(Proposition)、推論(Inference)的嚴格規範。英哲懷海德(A.N. Whitehead,
1861-1947)說的對：
「沒有邏輯，就沒有科學。」33這也就是為什麼許多研究中國
科學史的西方人，對於中國科學在 17、18 世紀以後的科學停滯的現象特別感興
趣。34即使，中共業已成功完成「神州六號」的載人太空實驗，及中華民國半導
體科技產業發展出的雄厚潛力，但並不能就此證明華人的邏輯世界已掙脫文化的
桎梏，有能力步上自主創新的坦途。
壹、華人性格與互信的關聯
這種傳統文化形成的素樸的整體觀念，注重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發展出上
段列舉之「講究人情、愛好面子、注重關係、重視權威、個人主義、漠視法律、
因循守舊、輕忽時間、缺乏誠信」等主要特徵。理論上，這就是華人生活世界的
邏輯觀及思維理則。從其內涵的剖析，更易於理解兩岸決策者與人民間之思想觀
念及行為模式。換言之，上述特徵有可能是建立「互信」的通路，但也有可能是
溝通障礙之所在。
一、講究人情
「人情」是華人社會為人處事的重要法則，它有三種不同的涵義：
（一）指
個人遭遇到各種不同生活情境時，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禮記所謂：
「何謂人情？
喜、怒、哀、懼、愛、惡、欲七者，非學而能。」（二）是指人與人進行社會交
易時，可以用來餽贈對方的一種資源(resource)。喜事送禮、急難救濟為「做人情」
。
對方接受謂之「欠人情」
。
（三）是指社會中人與人應該如何相處的社會規範。總
而言之，「做人情」的主要動機之一，是他對別人回報的預期。換言之，施者能
夠放心的期待，受者欠下人情，施者如果要求幫忙，受者必然難以拒絕。基於此
種回報的預期，資源支配者才願意對別人「做人情」。35而且，華人所謂的「人
情」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倫理，它不僅不是個體的私人情感，也有可能與私人情
感存在很大的衝突，成為制約個人行為的一種社會力量。生活在中國社會中的
人，至今還會強烈的感受外在的「人情壓力」
，還會被人情無情地扭曲、壓抑自
己真實情感。換言之，在情理合一的華人社會中，人與事是密不可分的，對人也
就基本上涵蓋了對事。36
33

小室直樹，李毓昭譯，給討厭數學的人（台北：晨星出版，2003 年 12 月）
，頁 67。

34

Thomas S, Kuhn，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台北：遠流
出版民國 83 年 7 月)，頁 32。

35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力遊戲」，中國人的權力遊戲（台北：巨流圖書公司，
民國 78 年 7 月），頁 19-24。
彭泗清，<中國真的對人不對事嗎？>，摘自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台北：桂冠
圖書， 1997 年 6 月），頁 348-352。

36

二、愛好面子
「面子」代表在華人社會中廣受重視的一種聲譽，這是在人生歷程中步步高
昇，藉由成功和誇耀而獲致名聲，也是藉著個人努力或刻意經營而累積起來的聲
譽。例如：體面、顧面子、面子上不好看、爭面子、給面子、留面子、要面子、
沒有面子、看我面子、借某人面子、面子事情等象徵性的意義。另一個是「臉」
的概念，它代表社會對於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則個人便很難繼
續在社群中正常運作。「臉」不但是維護道德標準社會約束力，也是內化自我約
制的力量。例如：丟臉、給某某人丟臉、不要臉、沒有臉、臉皮厚薄等。37華人
社會中常言「打腫臉充胖子」及「死要面子活受罪」足證面子的重要。由於，華
人觀念中對於「面子」問題特別敏感，也增強了這種對於可靠性重視的趨向，因
為一個人顏面上的光彩可以增加別人對他的信賴；反之，一個在群眾面前丟臉的
人，是會導致他人對他的排斥，這是華人一種特別而且敏感的感覺，事實上在如
此人格化社會體系下成長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38
三、注重關係
華人社會將人際關係常用「緣」的概念來解釋。「緣」原義是「衣邊」故有
邊緣之義，意即兩物分界處，同時也是兩物相連處。兩物如相緣，也就有「關係」
。
係與緣意謂細絲。所以，如果兩人關係極深謂之「千絲萬縷」。兩人表面關係終
斷而情感猶存謂之「藕斷絲連」
。因人際關係名之謂「緣」
，故建立新的人際關係
謂之「結緣」
。彼此偶遇視為「機緣」
。若無「機緣」可運用「鑽營」達成「串聯」
目的。攀上關係只是雙方建立混合性關係的初步，進一步用拜訪、送禮、宴客等
方式強化關係。受惠者欠對方的人情，便有回報義務。39因此，華人世界普遍認
為「發展、培植、擴大」關係是一種社會投資的重要形式。同時，華人的人際關
係或社會關係，依其親疏程度可分成三大類，即家人關係、熟人關係、生人關係。
這三類關係類型也會決定兩造之間的對待方式與反應類型。在家人關係中，彼此
要講責任，不期望回報。在熟人關係中，要互相講人情，自然期望獲得對等回報。
生人關係中，則以當時實際利害情形考量。由於這三類關係，家人關係所受的待
遇最好，熟人關係次之，生人更次之，華人乃以認關係、拉關係、套關係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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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縉，「中國人的面子觀」，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權力遊戲（台北：巨流圖書公司，民
國 78 年 7 月）
，頁 57-83。
彭邁克，難以捉摸的中國人─中國人心理剖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年）
，頁 190。
易中天，閒話中國人（台北：雙月書屋，2002 年），頁 154。及黃光國，
「人情與面子：中
國人的權力遊戲」
，中國人的權力遊戲（台北：巨流圖書公司，民國 78 年 7 月）
，頁 32-33。

以獲得較佳的對待。40
四、重視權威
華人社會結構係以家庭為發展的重心，家庭中又以父子軸關係為重心，以致
權威性格至為明顯，並且擴及到其他人際關係上。權威的擴展到僵化程度，將導
致權威人格的出現，對社會發展有不利的影響。根據社會科學家之研究，權威人
格具有以下六個特徵：（一）容易接受權威，信仰權威。如某人是權威，他的話
就是對的，需無可懷疑的接受。
（二）重視權勢：一個人如沒有權威地位，不論
見解何等精闢，亦得不到重視。
（三）因循舊習，隨波逐流。
（四）不允許對傳統
習俗的批評，拒絕創新。（五）相信命運，不願意靠自已努力來改變事實。（六）
對事物抱刻板印象，判斷黑白分明、好壞不假思索立刻判明等。41此外，由於華
人文化表現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注疏體，古代注疏家有所謂「疏不犯注」之說。疏
不犯注，是因為注依據的是傳，傳依據是經，經是常道，是絕對不可轉移的權威，
對它，你就只有信不可疑。經傳注疏無異是大權威與小權威的累積。在大小權威
的面前，愈能默守成規的人愈符合要求。42
五、個人主義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個人主義所組成的民族，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而不關心社
會，而這種家庭意識不過是較大範圍的自私自利。因為，家庭制度是社會的根基，
故由此產生的「家庭制度」及「鄉村制度」之特點，可以用來解釋社會中所有的
問題。諸如面子、人情、特權、感恩、謙恭、官吏腐敗、公共機構、學校、行會、
慈善事業、好客、正義等社會現象與行為，甚至整個國家機構，事實上都源於家
庭和鄉村制度，及借用這些制度的要旨及其外部結構，而且在這些制度中發現了
可以用來解釋上述特點的啟發性理由。這一切，都是從家庭制度中發出的家庭觀
念，再從家庭觀念中生發出一定的社會行為規範。43復因，「時勢造英雄」是華
人喜好的諺語，這是一種待英雄出現的論調。這種期待英雄的心理，同時也是對
個人能力的信仰。華人在惡劣自然裡以及嚴酷的政治體制下，長期被迫過著艱苦
的生活，早就覺悟到殘酷的現實解脫出來，最後能依賴的只有自己。也由於對政
治的不信任，使華人無法感受到團結的魅力。相對地，便把對個人能力的信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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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耀嘉、楊國樞，「角色規範的認知結構」，摘自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台北：
桂冠圖書， 1997 年 6 月）
，頁 286。
李亦園，文化與修養（台北：幼獅文化事業，民國 85 年 3 月），頁 84。
韋政通，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台北：水牛出版社，民國 75 年 10 月），頁 270。
林語堂，中國人（香港：三聯書店，2002 年 2 月）
，頁 159-162。

利益置於優先的地位。44
六、漠視法治
華人社會普遍循情、理、法的邏輯處事，與西方人應付眾人，處理百事只須
訂出法律，不論尊卑貴賤一視同仁，大不相同。大體上，西方社會比較講究依法
行事，因此公務往來強調依法治事，注重效率及秩序。相對的，華人法治觀念較
淡，導因於「家庭」為社會結構的重心，故一家之中，老少、尊卑、男女、壯弱
同室，凡隱微曲折彼此瞭然指掌。再者，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所以凡事求
其細膩體貼，營造圓滿祥和的氛圍，且生活順暢。換言之，上述關係無法用法治
來規範，同時也不是法所能治的。45而且，在講人情、愛面子，重權威及人際關
係的社會文化裡，公務往來實難盡捨人情而專用法治，故有礙法治的落實。而且，
也由於華人文化建構的社會組織是從倫理情誼出發，人情為重，財物斯輕；同時，
倫理因情而有義。換言之，華人的法律一切基於義務觀念而立，不基於權利觀念；
再加上舊日中國政治構造，比國君為大宗子，稱地方官為父母，視一國如一大家
庭，所以說「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而為政則在乎如
保赤子。因而在中國，就沒有公法私法的分別，刑法民法亦不分了。46此點深深
影響到現今華人社會的法治觀念。
七、因循守舊
華人比任何其他民族更確信過去的時代才是黃金時代。而且認為，就美德與
正義言，現在不如過去；就違背良心而言，過去不如現在。人們相信，古代一切
最美好的東西都保留在經典作品中，當前只是繼承而已。古代經典鑄造了中華民
族，也造就了國家政體，無論政體之體質如何，至少符合文化的需要。尤其對華
人來說，侵犯風俗習慣就是侵犯最神聖的領域，因為它是華人共有的本性。但是，
華人樂意為之獻身的信仰，卻是一種他們所不瞭解，而且並不用以規範自己的生
活信仰。47由於，社會的構造是文化的骨幹；骨幹不變動，其他附屬於骨幹者因
亦無多大出入。即在此二千年因襲局面下，華人守舊習慣遂以養成。再則為古人
智慧太高（理性早啟）
，文化上多所成就（文化早熟）
，以致一切今人所有，無非
古人之道，一切後人所作，不外前人之餘。後人愈鑽研愈感覺古人偉大精深，怪
不得華人好古薄今、因襲苟安、安土重遷、一動不如一靜及缺乏冒險進取的精神。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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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一男，歐陽文譯，中國人與日本人（台北：新潮社，1999 年 4 月），頁 203-204。
梁潄溟，中國文化要義（台北：里仁書局，民國 71 年 9 月），頁 65-66
梁潄溟，前揭書，頁 65-84。
亞瑟．亨．史密斯著，中國人的性格（香港：三聯書店，2000 年 5 月），頁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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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凡事古人說、老師說、長官說，少有個人想法可知。
八、輕忽時間
差不多、不一定，馬馬虎虎等話語，不僅是華人的口頭禪，而且也是不講究

精確的最佳寫照。例如：日常生活中，華人所說的「日出」和「日落」就其用來
指稱太陽所處的緯度與經度言，還算精確，但「半夜」與「中午」一樣，並沒有
具體的時間所指。古時夜裡以「更」來劃分，同樣模糊不清。此外，任何雙重標
準，對西方人來說都是令人煩惱的，但對華人而言，兩種貨幣單位、兩種重量單
位、兩種度量單位是極其自然平常之事。49目前，台灣傳統市場的賣買，有的用
「台斤」秤，有的用「公斤」秤不一而足，但對正常交易並不會發生困難。其他，
如開會遲到、喜宴拖延及科學發展遲緩，都是漠視時間的結果。而且，從中國科
學的發展歷程更可以華人不講求精確的特性。因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到魏晉南北
朝時代，由橫的來看，有劉徽及祖充之的數學，有葛洪、陶弘景的煉丹學，賈思
勰的《齊民要術》農書，水道地理的《水經注》；宋元時期，還有製作水鐘的蘇
綽，及科學家沈括。由於，到了明清兩代極端的專制，尤其是清初壓迫精神及知
識活動是無所不用其極的；再加上，中國用數學講究實用，並不討論公式，只介
紹計算法之背口訣及珠算，由於方便的口訣易使人們產生依賴心理，終於，高度
發達的數學傳統中斷，大多數人不再懂算術。50而且，長久以來以農立國的保守、
朕即天下的威權型態，導致不重思辨的「套套邏輯」大行其道，使得我們思想僵
化保守，同時也缺乏想像創造事物的能力。
九、性好猜疑
古云；為牆九仞，不見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換言之，華人性喜築牆，築牆
似乎也表示人與人間無法彼此信任的原因。由於，無法互信必導致相互猜疑，以
致胸襟狹隘，例舉華人社會成語、俗話為證，例如：窩裡鬥、東方式嫉妒、文人
相輕、門戶之見、兄弟鬩牆、同室操戈，以及金要足赤，人要完人；木秀於林，
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之類的警語。51尤其，華人在言語交流中注重關係情感，
也意味著人們迴避對抗性的、爭論性的談話。而且，在華人文化中，真理不是來
自相對意見的衝突，因為相對意見多反而是危險的。52小室直樹研究指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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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潄溟，中國文化要義（台北：里仁書局，民國 71 年 9 月），頁 325-326。
亞瑟．亨．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香港：三聯書店，2000 年 5 月），頁 26-31。
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台北：聯經出版，民國 77 年 5 月）
，頁 109-113。
沈大德、吳廷嘉，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探析（台北：南天書局，1998 年 1 月），頁 230。
彭邁克，難以捉摸的中國人─中國人心理剖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年）
，頁 63。

極為重視爭論、討論及遊說，所發展出的爭論技術不像希臘亞氏邏輯學一般，而
是透過揣摩、臆測，以鞏固情誼的邏輯。依照古代中國的邏輯，一個命題是否成
立（是真是假），不僅是由說者和聽者之間的情誼來決定，而且也要看說者能否
看穿聽者的心。而形式邏輯學的精髓，當決定一個命題是否成立，全然與上述毫
無關係。而且，中國邏輯大師韓非子也說過，邏輯的極至就是看出對方（君主、
掌權者）心理想什麼？並且以對方容易接受的方式表達出來，因此根本不能堵死
對方，讓對方下不了台。也因為，春秋戰國時代辯論家論旨之恢宏、細膩，令人
讚嘆不已，致使太史公作《史記》時才會有許多篇幅描述之。所以，中式邏輯較
不講究話裡面涵喻的道理，在客觀上是否正確。這就是中國邏輯學沒有昇華為形
式邏輯學，而導致中國數學無法重整的原因。53基於此，揣摩心意及猜測對象關
係的想法就是華人邏輯的精華所在。
十、缺乏誠信
根據彭邁克的研究認為：「華人迴避不熟悉的人，但對家庭和老朋友則感情
豐富，關懷備至。換言之，華人對他們的核心圈子（家人）要對熟人信任的多。
因為，一個人的核心圈子為他提供關懷和保護，以便他可以少花精力在各處建立
『安全網』
。」此外，亞瑟．史密斯認為：
「信英語一般譯為 sincerity；在漢字中，
它是會意字，由『人』和『言』兩部份組成，其意義也是這兩部份字面所表達的。
『五常』中，它位列最後。許多瞭解華人的人認為，『信』在天朝上邦，事實上
可能是最罕見的美德。而且，華人行為大多是「講面子」刻意做出來的，此種禮
貌是口頭應承而實際不作，因為華人把不信任別人視為很正常的事。54例如：
《文
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的作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發
現：在中國，建立信任和承諾要靠人際關係，而不是合約或法律，以及其他有關
的法律文件。西方商人認為，在印度作生意要比在中國容易的多，因為在中國，
對一項合約的尊重端視相關各造的私交而定。55換言之，中西方人因文化差異可
能對於「互信」的見解南轅北轍，並且也深深影響他的效度。
貳、台灣文化不同於華人文化
當然，也有人不同意台灣文化與台灣意識等同於華人文化與華人意識，尤其
近年來台灣本土意識日趨濃烈，去中國化的聲浪日益高漲，但文化究竟能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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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室直樹，李毓昭譯，給討厭數學的人（台北：晨星出版，2003 年 12 月）
，頁 56-67&102-103.
同上註，頁 42-43。及亞瑟．亨．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香港：三聯書店，2000 年 5 月），
頁，頁 180-193。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北：聯經出版，1997 年 9 月)，頁 228。

效切割，在分析論述華人文化共通特性前應予以處理，方不致淪為主觀偏見。雖
然，國際情勢限制了台灣在政治上宣佈獨立，但內部仍存有各種不同的主張，尤
其是在文化的議題上積極與大陸切割，例如：一、主張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國
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二、主張台灣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陸文化。認
為大陸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較不會變動的，海洋文化是冒險的、模仿的，比
較求新求變的，兩者顯然不同。三、認為中國文化是落後的，必須加以淘汰或徹
底拋棄。民進黨的文化政策白皮書是如此標明的。56
由於，文化體系的分析是行動理論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系統化的價值標準
和各類文化模式因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而進入社會體系，而經由內化融入人
格體系；這些價值觀念都會影響行動者對目標、手段及表達方式的界定與態度。
換言之，文化是由一套標準所構成，每個行動個體的價值傾向就代表了他信守的
一套價值標準。57而且，這一套標準（意即規範符號體系）包括三個部分，一是
包含一套解決認知問題的準則；第二則是包含處理情緒、感受等問題的準則；另
外則是一套「道德」標準，這套標準用以整合整個體系中的各個小部分，使得體
系中的不同準則得以統合為一整體。58尤其，華人文化歷經五千年的焠煉發展而
成，業已深植屬於華人地域內共同之價值信念及行為準則。如前中共主席毛澤東
發動「十年文革」所謂破四舊、立四新，打倒孔家店，試問對於大文化是否有所
撼動？其他，如日本統治台灣五十年，香港、澳門分別由英國、葡萄牙殖民統治
百年之久，試問華人食、衣、住、行、娛樂，以及相關民情風俗、傳統習慣、思
想觀念和行為模式如何？事實上，沒有因為上述的因素而導致傳統文化的變革，
或因革命而打破並被取代傳統文化的底蘊。
1987 年 11 月 2 日，在人道精神的考量下，政府宣佈開放國人前往中國大陸
探親、奔喪，隔絕近四十年的台海兩岸大門終於開啟。過去十一年來兩岸的交流，
特別是文化層面，學術、教育、 藝文、體育、宗教、傳播等都已有相當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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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台獨史觀、解構台獨教育」及陳孔立，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中華
文化與兩岸關係論文集，海峽兩岸關係研究中心,2001 年 9 月，北京。引自劉文斌，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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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從整體而言，文化交流由於本身的敏感性與爭議性較低，因此在錯綜複雜
的兩岸關係中扮演著「潤滑劑」的功能，提供了一種可以暫時迴避兩岸主權爭議，
卻又可以讓兩岸進行正常交流互動的機制。此外，文化交流也帶給了兩岸人民一
種「期待」
，希望經由它的「擴散效果」
（spill-over effect）與「連鎖效果」（linkage
effect）
，能夠增進兩岸了解，消除誤會，建立情誼，最終有助於兩岸關係的和平
穩定發展。文化交流也是兩岸人民在分離四十年之後，一個重新相互認識、相互
學習過程的開始，了解彼此的價值觀、生活方式、意識形態，提供兩岸接觸對話
的機會。而且，兩岸的文化互動也提供了兩岸人民在心理上開始建構一種民族主
義的「社群意識」，尋求彼此的認同與好感的建立，並為日後兩岸的經濟、政治
的可能整合奠下基礎。雖然，台灣與大陸同屬一個文化的大傳統，但彼此間仍然
存有許多差異。換言之，
「同根」並不等同於「同質」
，但在差異中也仍然有共同
點。59所以，欲從文化建構兩岸軍事互信，解決互信問題，先找出差異方為尋求
整合的良方。質言之，兩岸文化差異可從以下三個面向分析。
一、區域性的差異
台灣自從歷代的早期移民，尤其四百年前大規模移民來台，帶來中華文化的
大傳統和民間各種信仰，其後經由開拓經營的歷程，以及移民社會的固有特質，
保有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背叛傳統文化，逐漸在台灣地區形成區域性的特色。直
到民國 38 年國民政府遷台，又強化了中華文化大傳統。但是由於兩岸的政治隔
離，以及現代化步調的加深，傳統文化逐漸轉為空洞，而草根性的社會力量逐步
興起。從不同的年代，順應不同的環境，出自不同的動機，在台灣造成「空間上
的移民」。大陸方面的空間上雖仍佔有大傳統的空間母體的優勢，而台灣則由於
兩岸隔絕、互動不易，因而形成區域上的差異。60
二、現代化的差異
傳統中華文化是在農業社會的基底上產生的，換言之，是在前現代脈絡中形
成的。直到現在，大部分大陸地區也仍然停留在前現代的階段，而目前正逐步由
前現代邁向現代化；相反的，台灣大部分地區皆已深受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洗禮，
可以稱之為鄉村或農業社會地區非常少，甚至由於國際互動密切，資訊化的發
展，也逐漸開始遭受後現代潮流的衝擊。就此看來，大陸地區正在由前現代走向
現代，而台灣則已逐漸從現代走向後現代，因而不只發生「空間上的移民」，也
發生了「時間上的移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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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台北：五南，2002 年 11 月），頁 39-40。
同上註，頁 41。
同上註，頁 41-42。

三、政經框架的差異
基本上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可謂台灣經驗的兩大支柱，台灣地區的文化發
展，很自然地也受到民主和自由開放的風氣影響。但是，在大陸方面距自由和民
主的政經體系尚遠，而其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多少也帶有社會心
理穩定機制的色彩。可見兩岸的文化發展也受到不同政經框架的影響。62
因此，也由於區域的差異、現代化的差異、政經的差異問題，導致兩岸間產
生「認同」的差異。事實上，台灣確有部分文化不同傳統的華人文化，如台灣施
行民主政治，中國大陸仍以共產主義做為治國理念，以致兩岸人民在以下四方面
存有極大的差異，包括有：意識型態、政治立場、行政措施（如往來雙方限制太
多、手續繁雜），以及各種糾紛處理的問題（如智慧財產權的侵權行為、交流物
契約屢行）等。63 而且，中共在意識型態掛帥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將文化視為一
種精神文明的建設，與對民眾合乎社會主義要求的道德意識的培養，並以之為社
會控制與穩定的機制之一。換言之，文化基本上是由黨所控制的國家機器，進行
由上而下的指導控制。64相對的，不像台灣社會多元民主，並且充滿著熱情與活
力，以及人們較不受意識型態的挾持。
但是，探究台灣文化的基底，台灣跟閩南一樣，都是從農業展開的社會文化
型態，倫理思想上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深遠，至於宗教信仰方面，台灣也以儒釋道
三教合一為大宗，與中國大陸有相當程度的類似，更不用說語言、文字、價值觀
了。簡單來說，把中國文化當成台灣文化的源流之一，就像美國麥當勞文化之於
台灣文化、日本拉麵文化之於台灣文化、韓國泡菜文化之於台灣文化一樣，中國
文化只是眾源流中對台灣影響比較大的一個面向。65而且，從經驗上比較華人價
值觀，中國大陸人和台灣人在「講究人情、愛好面子、注重關係、重視權威、個
人主義、漠視法律、因循守舊、輕忽時間、缺乏誠信」等主要特徵有何差異。在
台灣政治體制、人們日常的生活中，不是處處充斥著人情袍袱，給不給面子，情
意的深淺，以及說一套、做一套的處事哲學。因此，欲將台灣文化與華人文化徹
底的切割實質上是無法達成的。

第三節

文化與互信的關係

要使兩岸的關係穩定發展，甚至建立軍事互信，以致了解和信任是最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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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頁 42。
邵宗海，兩岸關係（台北：五南，2006 年 4 月），頁 502。
邵宗海，前揭書，頁 501。
胡忠信，新台灣文化（台北：我識出版，2005 年 11 月），頁 78。

的，可惜目前兩岸的互信基礎十分脆弱，大部分原因在兩岸長期以來的政治走向
不同，社會的發展也各異其趣，臺灣為生存與尊嚴的緣故，自不能接受中共的擺
布，而中共認為臺灣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尋求與大陸分離，所以對臺灣處處打壓，
兩岸在政治上形成的對立遠比共識要多，讓兩岸民間累積了好幾年的交流成果，
往往可能因一兩件看起來並不重要的問題而消溶瓦解。66尤其，中共方面認為目
前的台灣政府不承認「九二共識」中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用漸進式的
「文化台獨」來製造國家認同、文化認同的危機。67相對的，台灣方面覺得中共
充滿著霸權心態，處處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導致兩岸政府間互相不給面
子、不談人情，所以根本不可能發展良好的關係奠定談判的基礎。
壹、天下一統的觀念影響
除了人情、面子與關係等不良因素導致互信不足外，不容諱言，傳統中國「天
下大一統」的法統概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歷史規律，卻是三千年來早已根
深砥固的意識型態。即使華夏民族處於春秋戰國，五胡亂華的分裂分治時期，這
種「天下大一統」的政治思維，還是經常引發歷代統治集團分合爭議的對立衝突，
這種反覆出現的「殺戮、革命、鬥爭、奪權」已形成具中國特色的歷史循環。68
因為，華人社會結構係以家庭為發展的重心，家庭中又以父子軸關係為重心，以
致權威性格至為明顯，並且擴及到其他人際關係上。究其 ，華人社會是典型的
父系(patrilineal)、隨父居(patrilocal)與父權(patriarchal)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最
基本的社群是一般所謂父系家族(patrilineal family)。換言之，人與人的關係全依
照家族或氏族的結構而定。橫向可外擴至家族、宗族、氏族，愈遠愈薄，外人除
非有別的關係連繫，否則毫不相干。縱向之人際關係是直線相連的，其間尊卑關
係自上而下的，在上者對在下者有絕對支配的權力，在下者對在上者則應尊敬服
從，這種關係有時擴展到其他尊卑關係上。也因此，建構出一套行為規範和價值
系統，這一套行為規範和價值標準即成為華人做人處事的典範。69所以，中共目
前以天朝自居，將台灣貶為地方政府，這種由上而下「天下一統」的皇權觀念，
徒令台灣政府與人民的反感，復因中共體制仍屬一黨專政型態，決策難以捉摸，
以致雙方「互信」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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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交流及其問題。資料來源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880910/880910_2.htm
汪道涵在「兩岸對話與談判是和平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談話中指出：只要台灣當局領導人
尊重歷史、有改善兩岸關係的真誠意願，在“九二共識＂的既有基礎上重開談判，不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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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義，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量（台北：天下文化，2005 年 1 月）
，頁 298。
李亦園，文化與行為（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1 年 10 月），頁 84-85。

貳、華人思維的特質
而且，就內在思想構造言，誠如林語堂所說：
「對西方人而言，一個觀點只
要邏輯上講通了，往往就能認可。對華人來講，一個觀點在邏輯上正確還遠遠不
夠，它必須合乎人情。實際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邏輯更重要。因為，
一種理論會太符合邏輯以至於完全缺乏庸俗之見。華人會盡一切辦法來反對符合
道理的事情。這種情理精神及對庸見的崇拜，與華人的生活理想有很大的關係，
結果形成了中庸之道。」70而且，中村元在《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的書中也提
及：「中國人解釋事情的方式不是以理論上的反省為基礎，其確切目的是掌握對
方的心理狀態，力圖說服對方同意自己的觀點。而且，中國人本身很少用無限誇
大來表述抽象的普遍事物。既然大多數中國人沒有沈迷於抽象的思維和無視普遍
性，那麼他們並不試圖用邏輯的精確來表達思想內容，而滿足於僅僅給讀者一些
推測的印象。換言之，中國的好辯者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雄辯，而無需顧及邏
輯或規則與真偽善惡有關的某些倫理準則。華人的詭辯時時有這樣一種思想導
引，即便佔據官學的儒家哲學也有這類詭辯的傾向。」71所以，前新加坡總理李
光耀有一段精采的描述：「我們都是華人，經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我們有某些
共同的特性，對那些和他們身體特徵類似的人，他們自然有種移情作用，如果又
在共同的文化和語言基礎上，更會加強這種親密感。這有助於增進彼此的交流和
信任，而這也是所有工商業關係的基礎。」事實上，在 80 年代末和 90 年代，海
外華人可以「向一個多疑的世界證明，透過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所建立的關係，可
以彌補缺乏法治和法規不夠透明的缺陷。」72由此可知，兩岸有共同的語言及大
文化做基礎，現階段各項交流活動能超越政治進行順暢，一方面得利於語言和文
化，相對的也因為語言和文化導致彼此「互信」不足，尤其雙方領導人在語言上
交鋒、互不相讓，也影響互信的建立。
參、詭譎的中式邏輯
由於，此種融合人情、面子、權威、詭辯文化而發展成以「人際關係」為核
心的關係網絡，其邏輯自然與西方亞里斯多德的「形式邏輯學」大不相同。因為，
希臘時代的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是邏輯的鼻祖，在他著名的「工
具書」(Organum)裡他提出了定言三段論，即是演譯論證的開端。亞氏邏輯的對
和錯是不能同時存在的（矛盾律），而對和錯以外的第三者（中間）也是不可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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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語堂，中國人（香港：三聯書店，2002 年 2 月）
，頁 85。
中村元．林太／馬小鶴譯，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台北：淑馨出版社，1990 年 6 月），頁
191-192。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北：聯經出版，1997 年 9 月)，頁 228-229。

存在的（排中律）
。因此，對就是對（同一律）
。這就是形式邏輯學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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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日人小室直樹在《給討厭數學的人》書中指出：「華人極為重視爭論、

討論及遊說，因而發展出的爭論技術不像希臘亞氏邏輯學一般，而是透過「揣
摩」、「臆測」，「以鞏固情誼的邏輯」。並且，自古以來中式邏輯對於一個命題是
否成立（是真是假）
，除由說者和聽者之間的情誼來決定外，而且還要看說者能
否看穿聽者的心。但形式邏輯學之規範則不然。」74再者，古代邏輯大師韓非子
(280-233 B.C)曾經說過：
「邏輯的極至就是看出對方（君主、掌權者）心理想什
麼，同時以對方容易接受的方式表達出來，且不能堵死對方，讓對方下不了台。
春秋戰國時代辯論家論旨之恢宏、細膩，令人讚嘆不已，因此太史公作《史記》
時才會有許多篇幅描述之。」75當時，師承鬼谷的「縱橫家」張儀、蘇秦二人倡
議之「合緃連橫」論說，正是運用「揣摩心意，鞏固情誼、建立良好關係」之華
人邏輯，將人情、面子、權威、詭辯等權謀發揮到極至最後榮膺宰相大位的典範，
時至今日兩岸社會相關例證仍俯拾皆是。換言之，華人間「互信」建構的關鍵問
題隱含其中。
尤其，建構主義者認為：文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因為，建構主義的結
構是觀念的分配，是一種文化，文化有著自我實現、自我加強的性質，一旦一種
文化形成，這種文化中的個體就會被這種文化所建構，文化的話語中的內容和意
義就會不斷通過行為體的實踐活動得以加強。76換言之，兩岸有共同的文化和語
言，相對的也就是有「共有知識」，目前彼此即是藉由共有知識展開交流，在整
個兩岸結構關係裡，除美國和其他因素外，實際上兩岸互信僅係政府間意識型態
對抗的部分，民間透過各項交流的實踐活動，反而有所加強的作用。但是，文化
對於互信有加強的作用，反之，亦有利於敵對的一方採取適當反制策略，而不利
於彼此互信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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