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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閱讀孫志文的兩篇文章〈歐洲的語言學學派〉和〈理性思維對現代人的

影響〉，讓筆者獲益匪淺。約二千五百年前，唯理思維崛起，在古希臘

締造了文明的黃金時代，人類終於找到了理性的語言和科學以取代巫術

和神話。 在希臘文邏各斯(logos)至少是雙義詞，同時表示語言和邏輯。

從理性思維的立場出發，人類逐漸成就了現代文明的豐功偉業。在現今

的世界，跨國、跨文化的活動愈來愈活耀，社會展現了新的生命力，也

因此牽動了語言溝通的新需求。顯而易見地，人類言談的方式似乎愈來

愈多元，語用的範圍更加廣闊，語言結構上的變動和語用上的多元化都

可預期會加速出現。面對這樣的新局面，有必要重新檢討現今的語言學



架構，在理性思維下受到排擠的一些議題，本文把這些議題用一個新創

的概念─「非唯理思維的語言關注」(Non-Rationalistic Linguistic Concerns)

來涵蓋。諸如在社會民間仍然流行的宗教咒語、巫術語言、符號儀式等

等，都應該納入廣義的語言學研究範圍。  

摘要

(英) 

I benefited much from reading two articles of Arnold Sprenger, that is, 

“European Schools of Lingu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Rational Thinking 

upon Modern Man”. About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a special 

version of rational thinking sprang up in ancient Greece. This was named Golden 

Era of Great Civilization. Man has finally surpassed sorcery and mythical 

thinking. Precisely since this time point man has completed a successful invention 

of language and modern science. In Greek, logos counts as a word ride in 

meaning, denoting primary speech and logic. With help of rational thinking ma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up to our modern civilization. Nowaday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ctive. 

Our society has shown its new force of life. This and other advancements aroused 

a new orientation in human communication. It is apparent that human discourse is 

becoming multi-dimensional, and its pragmatic scope has hugely widened. 

Changes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pragmatics are expected to 

speed up. In order to face the time trend we have to re-examine the frame work of 

modern linguistics which stands for a special mentality, that is, the mentality 

which excluded Non-Rationalistic Linguistic Concern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lso take religious language, like that of incantation, witchcraft (magic), and 

religious ceremony, etc. into our professional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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