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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學術充斥著陰陽、災異、感應、讖緯等神祕思想，如此的學術走
向。對政治、社會、民生產生極大的拘束，整個社會風氣也隨著流向奢
靡浮華。東漢哲學家王充，實事疾妄，力挽狂瀾，窮畢生之力，著書論
衡，想要除重新導正虛妄之風。本論文之研究，旨在瞭解王充批判方法
摘要
運用的實況，以現代方法論的研究成果，解析王充批判虛妄說的事例，
(中)
以事歸理，如實的呈現王充的思維規律。 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
敘述研究緣起，題目的解析及歷來相關論題的研究成果；第二章旨在闡
明王充引用事實批判虛妄說的方法。研究中發現，王充是以較精準的方
法所獲得的事實或較客觀的資料，如引用原論、權威說法，科學研究成

果，歷史知識等來駁論以想像、附會、不正確的觀察、後起的著作為論
據的虛說。如果說第二章是假求於外的批判，那麼第三章就是詮訂於內
的論證。除了類比推理外，王充對於推論的律則，少有相關的論述；然
就王充批判的事例發現，王充的論述吻合現代邏輯思維中的歸納法、定
言三段論、假言推理、兩難推理、類比推理。第四章旨在論述王充如何
從邏輯推論、事實及語言等不同的角度，剖析虛妄說的謬誤。凡難以歸
入前四章的批判方法，於第五章補充論述，本章在運用上涉入較多的想
像、偏見、誤導等非理性的思維；然從心理的層面、認知的角度、實踐
的結果、比較分析或考慮時代的因素來剖判虛妄，是王充在運用上比較
可取的。第六章結論，綜述前說，評斷王充批判虛妄說在方法運用上的
得與失，做為人們在批判方法運用上的參考與鑑借。
摘要
(英)
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 第
二節 批判與方法 一、批判的意義與目的 二、方法、方法學與方法運用
第三節王充的生平著述與批判性格的形成 一、王充的生平概述 (一)、家
世；(二)、求學；(三)、任官；(四)、待人；(五)、老年生活；(六)、著述
二、形成一個批判思想家的溯源 第四節 王充批判的對象 一、文獻既載
的失實 二、聖賢崇拜的虛妄 三、災異與感應 四、風俗迷信 (一)、社會
風氣；(二)、迷信禁忌；(三)、神仙思想 五、天文知識 第五節 歷來相關
論題研究成果 第二章 引用事實核驗的批判方法 第一節 以觀察訪問的事
實核驗 一、自然觀察法 二、人為觀察法（實驗法） 三、訪問 第二節 以
文獻資料批判 第三節 從環境中考察事實 一、氣候環境 二、地形環境
三、生態環境 四、文化制度 第四節 以人、物能力的限制批判 一、人的
力氣 二、人的精神持續力 三、人的行動力 四、人的辨識能力 五、物力
第五節 以無事實根據批判 一、相關的文獻無記錄 二、從未有過的經驗
三、以同時代的聖人沒說 四、實際無法證實 (一)、實際無法觀察；
論文 (二)、無法證驗的獨證 第六節 以自然科學與歷史知識證驗 一、自然科
目次 學 (一)、天文科學；(二)、地球科學；(三)、農業科技 二、歷史事實 第
七節 核驗數據以明虛說 第八節 結 語 第三章 藉著推論論證 第一節 歸納
法 第二節 定言三段論式 第三節 假言推理 一、否定後件式 二、否定前
件式(無效論式) 三、肯定後件式(無效式) 四、純假言推理的連鎖式 第四
節 兩難推理 一、簡單建設式 二、複合論式 (一)、建設式；(二)、破壞式
第五節 類比推理 一、性質的類比 二、形式的類比 （一）、因果關係；
（二）、比例關係 三、差級類比 (一)、高級證低級；(二)、低級證高級
第六節 結 語 第四章以剖析謬誤駁斥虛妄說 第一節 不一致的謬誤 一、
言行相違 二、言（行）與法（術）相違 三、二家相違，并而是之 四、
不得兩全，則必一非 五、說法矛盾 六、標準不一 第二節 因果關係的誤
認 第三節 壓抑證據的謬誤 第四節 觀察的謬誤 第五節 欠缺均衡的謬誤
第六節 書籍崇拜的謬誤 第七節 語言的謬誤 一、簡約造成的謬誤 二、歧
義的謬誤 三、扭曲語意的謬誤 四、名實的謬誤 (一)、無其實的空名；
(二)、取名不取實；(三)、名實不相應；(四)、名過其實 第八節 結語 第
五章 其它批判方法 第一節 歷史想像法 第二節 因時制宜與比較法 一、

因時制宜法 二、比較法 第三節 從動機上著眼的批判 第四節 從實踐與推
論的結果論證 第五節 以揭露神秘的認知法論證 第六節 詭偽的批判法 第
七節 以自然主義的世界觀批判 第八節 結語 第六章 結 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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