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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immemorial tim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re the two basic forms of human grasping the
objectiv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also offered specific times and history background for
us in terms of theo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has turned human
life upside down. Science has been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human existence which cannot lack.
However, along with the science highly developed nowadays, the philosophy research has also
been booming.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debating in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by dialectically analyzing them, which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orrectly tre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real spirit belonging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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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自古以来把握客观世界的两种基本的形式，同时也在理论上为人类提供了特定的时
代和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知识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换。科学已经成为人类
生存不可缺乏的要素。而在这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哲学的研究却异军突起。因此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
系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哲学和科学的辨证分析，阐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这对于正确看待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真正的精神归属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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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尼采曾经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研究前提和根本的价值基础，然而在科技迅猛发达的现代，科技知识已
经成为社会乃至学术界的主流，关于哲学的思考似乎更多地是来自于科学甚至是辅助科学，那么哲学是
否具有独立性，它与科学究竟是何关系呢？本文旨在分析哲学与科学关系与特点。

2. 科学与哲学的定义
谈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首先就必须搞清楚科学与哲学各自的定义。科学是知识或世界观，是关于经
验的积累和总结，且来自一事一物的万殊的知识，它具有一定的有限性，是有限地普遍性不是绝对普遍
的。说科学具有有限性，是因为科学是对客观具体的一事一物经验的抽取和概括，是有限的，所以从科
学中不可能抽取出一个普遍的必然的绝对的知识，它永远还是具体的，有限的，具有的是此一时代的普
遍性，就如同世界观只能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具有非常具体的该时代特征和局限，它体现的普遍性
也只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性，随时代而变化，不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
在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哲学单词的含义是爱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因此哲学是形而上学，
是智慧而非科学知识，哲学也是关于智慧的学问而非仅在知识上用功。智慧是能够思考的东西，用它去
建构属于每个人的世界，它自己会去寻找和发现具体的知识，这便是哲学的功用，而知识是那些被思考
和发现的东西，是宣布一个关于这个时机的结论性的东西，只是结果，并非智慧。

3.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科学与哲学二者的具体关系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解释，在此仅举几例代表。第种方法是科学与哲学对
应在中国佛家用语可以换种称呼，称为后得智与根本智。所谓后德智就是“辨物析理的知识，乃根本智
而起者”[1]。具体的经验化的，相对而在的知识都是后德智。与后德智不同的根本智是绝对的起点，属
于本体界，是超越时间的一切存在的依据和本体，是能思本身，是那个能够思考的东西。二者的关系为
后德智是根本智的表现形式，它属于现象界，是根本智滑落到现象界的表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正是如
此。哲学是科学的根本，是根本智，而科学是哲学在具体知识上的演化和表现，是后德智。哲学究求的
根本就在于这个能够思考的根本智。第二种方法可以引用中国哲学中的“一”与“多”的关系来解释哲
学与科学的关系。万法归“一”，“一”即万化的根源。后德智起于根本智，归于根本智。王阳明曰：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可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2]。哲学的研究就在于求万
化根源“一”，而科学则是“多”的意义，是“一”的延伸。而这个“万化根源”的求得，是不可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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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研究“多”的事物的那种主客观二分的分析推理的方式来通达的，不可以单以通过后德智的逐渐的
积累的方式去达到。如果将哲学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出一套科学式的理论系统的话，缺乏了哲学本体论
上的依据，那就不是真正的哲学了，便成了科学的附庸和附属品，完全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科学究求
的根本却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去达到，科学必然将世界以个体的物的方式去看待，这是科学成立的基础，
然后对个体的物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结论，没有个体何来科学知识，这些个体的事物便是“枝枝叶叶”
了。第三种方法二者的关系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也可求得很多证明。康德早已说过，用自然科学的方
法不能通达形而上学；又如柏格森开创·的生命哲学，视宇宙为一生机体的绵延和创化的过程，并非完
全不对，但这理论中还仍然包含着具体的“枝枝叶叶”一事一物的内容，即保留着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本
能，这就不够究竟，不具有完全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还是落于具体和现象了。居友尼采的思想也是类似。

4. 哲学与科学的求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前面已经分析过，即需要通过主客二分的对立的观点看待万殊的事物，通过具体事
物经验的逐渐积累总结提炼的方式去建立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形而上的哲学
的求得却并非如此。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其实哲学于万事万物的知识中
反身求得即可。这就要求我们个体去体证它，去探究本体和根源。所谓天下殊途而同归。前面提到过的
现象界讲求万事万物都是异样的，而本体界却是讲求万事万物乃是殊途而同归的。这样说似乎不够清晰，
那么举例来分析。俗话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便是这个道理。想要尝尽弱水三千，并不需常规地
口口皆饮，因为纵使弱水三千，反向来想它们的本体其实一样，本质相同只是表象不同，因此只需取一
瓢即可知道这根源何在。盖又如“一口喝尽西江水”，什么时候可以从一口中尝到西江水的味道，就可
达到根源了，同一而万事毕。道理就在万法本身，在万事万物之中，不需外求。
说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问，哲学，万化根源“一”与根本智，本体与形上，究竟是什么，答案很
简单，就是本体，不可再说。我们的本体与宇宙本体本来无二，当反身寻求自身的本体时，宇宙本体就
像一瓢水与三千弱水一样是相同的，需要自己去感知得到，不是通过科学的分析推理就可以得到的。因
为一旦通过科学的方法分析归纳推理就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然而哲学的本体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的。
因为言辞表物，语言是用来表物的，物是对象化的存在，是经验的东西，因而言辞不能够通达那个非经
验的绝对的哲学本体。此外语言的成立，需要有对象和主体的分别才能够呈现，主客体不区分是无法表
达的。而哲学所反对的正是科学知识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方式，割裂了本体的内在统一性和普遍性，就不
再是哲学而是科学了。所以寻求哲学本体时不可以使用语言分析推理，需要自己去感知，一说就落第二
意，一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完整的本体哲学了。

5. 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根本在于哲学是体证得来的，是关于世界本源的本体的学说，是具
有根本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科学是关于一事一物的经验总结的知识。哲学的探究需要智慧和感受而科
学却需要分析概括推理的思维能力。哲学是世界的根本，是人类根本的精神家园，统摄于一切科学知识
之上，科学知识皆从本体哲学衍生出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服务人类。二者关系的处理关系到整个人类
生存发展的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挣扎，分析清晰二者的关系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本文所讲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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