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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文學誌》緣起 

 

《現代人文學誌》是從「現代人文文庫」中精選一些論文，以不定期形式印

刷出版的刊物。 

 

「現代人文文庫」由香港人文學會主理，於 2014 年 2 月建立。本文庫以推

廣文化論述及促進學術研究為己任，收錄哲學、文學、歷史、時事政治、文化

論述等學術論文及文章。本文庫旨在溝通學術與社會大眾，宣揚人文關懷，為

中西文化學術承傳而努力。本文庫接受外來投稿，所有來稿，俱在本會網頁「現

代人文文庫」一頁刊登，並本文庫臉書專頁附摘要及作連結，方便作者與讀者

即時直接交流，網址如下： 

 

� http://www.hkshp.org/modernhumanities.html（人文網頁現代人文文庫頁） 

� http://www.facebook.com/modernhumanities（現代人文文庫臉書專頁） 

另外，本文庫所刊載的學術論文，同時會以《現代人文學誌》名義不定期以

印刷本刊出，並收錄於本會網頁「現代人文學誌」一頁，網址如下： 

� http://www.hkshp.org/mhjournal.html（現代人文學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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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 方世豪 

編輯委員 ： 余國斌、岑朗天、李小杰、李耀強、韋漢傑、梁錦堂、郭其才 

陳成斌、葉達良、趙善軒、劉志輝、劉桂標、潘敬泰、潘樹仁 
 

稿約稿約稿約稿約    

 

1. 本文庫以弘揚中西人文精神及相關論述為宗旨，專門收錄哲學、文學、歷史、

時事政治及文化論述等著作。 

2. 歡迎來稿；無論是學術論文，或一般論述文章，都無任歡迎。 

3. 本文庫編輯、撰稿等均屬義務性質，故來稿不設稿酬。 

4. 學術論文一般以五千字起，討論專業學術問題； 

5. 其他文章一般不超過五千字，但題材與內容適合者可酌情刊登，惟行文宜通

俗、淺白； 

6. 其他文章體材包括專欄、書評、文化學術資料整理和介紹等； 

7. 學術論文採用匿名評審制度，其他文章須通過編輯委員會審閱始能刊出； 

8. 本文庫有刪改來稿權； 

9. 除酌情轉載文章外，凡來稿的版權歸本文庫所有，可在其他媒體刊出，若作

者需要以其他方式自行出版，請先知會本文庫編輯； 

10. 來稿請電郵本會戶口：hkshp@facebook.com 或 hkshp.hk@gmail.com 
 

稿件規格稿件規格稿件規格稿件規格    

 

i. 文稿請存成一般文書檔案（*.txt 或*.doc）。 

ii. 所有文章註釋須完整、規範；建議標點符號方面，引號用「」，引號中的引

號用『』，書名用《》，篇章名用〈〉，注釋請用尾註方式及以阿拉伯數字

（1,2,3……）編號。 

iii. 文稿應有部分： 

iv. 所有稿件──論述題目、作者姓名（可用筆名）、作者地區標識（只適用於

中國、台灣及海外稿件）、摘要、通訊地址及電話。 

v. 學術論文──除上述各項外，請附真實姓名、學銜或職銜；並附摘要及關鍵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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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崩樂壞之際緬懷碩儒大哲唐君毅先生 

口述口述口述口述：：：：劉雨濤劉雨濤劉雨濤劉雨濤（（（（唐君毅先生大陸時期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僅存的學生之一唐君毅先生大陸時期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僅存的學生之一唐君毅先生大陸時期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僅存的學生之一唐君毅先生大陸時期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僅存的學生之一））））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劉紹坤劉紹坤劉紹坤劉紹坤（（（（四川廣漢中學退休教師四川廣漢中學退休教師四川廣漢中學退休教師四川廣漢中學退休教師、、、、民間自修儒學者民間自修儒學者民間自修儒學者民間自修儒學者））））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是劉雨濤先生於 2009 年 3 月為懷念恩師唐君毅先生的口述講詞，通過所知的關於

唐先生的事情，說出唐先生博大深邃圓融透辟的學問和他睿智仁厚的人格。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唐君毅 新儒家 文化意識 人格 

 

前言 

   本人有感於對霍韜晦反佔中反自由特

別是反民主謬論的義憤，堅挺劉桂標先生批

判 駁 斥 霍 韜 晦 的 文 章

（http://www.hkshp.org/modernhumanities/20141

0/2014-10-08lau_kwai_piu.htm ），特發表一篇

紀念唐君毅先生的文章。今年也是唐君毅先

生誕辰 105 周年，我以此文來紀念和緬懷這

位傑出的新儒學大師！ 

  本文是家父劉雨濤（2012 年去世，時 89

歲）於 2009 年 3 月為懷念恩師唐君毅先生的

口述講詞，當年正是唐君毅先生（1909—1978）

誕辰 100 周年之際，香港中文大學為此舉辦

唐君毅先生誕辰 10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及

唐君毅銅像揭幕儀式的盛舉。唐君毅先生是

「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牟宗三先生語），

他終生抱持宋代大儒張橫渠「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之宏願！家父是唐君毅先生大陸時期在國立

中央大學任教時僅存的學生之一（家父在中

大曾秉承教益的著名教授還有牟宗三、方東

美、陳康等諸先生），父親在中央大學期間唐

先生曾經對其學業及學術研究寄予厚望，民

國 35 年家父畢業之後經唐君毅先生極力推

薦留中央大學任教，後因種種原因而未果。

民國 36 年（1947）家父回四川後被他的另一

位恩師蒙文通先生聘為四川成都尊經國學專

科學校教授，很不幸家父在 1957 年被中國大

陸當局的「陽謀」構陷而打成右派，從此銷

聲匿跡大陸教育界達 22 年之久！ 

   以下是家父口述原文： 

   今年，是唐君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

我就談點我的感想： 

   

一一一一、、、、我先講講唐先生博大深邃圓融透辟的學我先講講唐先生博大深邃圓融透辟的學我先講講唐先生博大深邃圓融透辟的學我先講講唐先生博大深邃圓融透辟的學

問和他睿智仁厚的人格問和他睿智仁厚的人格問和他睿智仁厚的人格問和他睿智仁厚的人格。。。。    

  唐先生的學問，唐先生是海外現代新儒

家。 

  海外現代新儒家是儒家的第三個階段。

先秦儒家又名原始儒家；新儒家是宋明時候

的歷史產物，當時叫新儒家，是對佛教、道

教或者叫對佛家和道家思想既進行交流、又

進行批判繼而進行吸收的大融匯、大整合；

海外現代新儒家是處在當今世界的大調和、

大交流、大變化的形勢之中返本開新又發展

又超越而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海外現代新儒

家要走出他們的新路子。海外現代新儒家以

唐君毅先生為傑出代表。 

 

  唐先生的著作，他在民國時代寫的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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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過，主要的是：《道德自我之建立》、《人

生之體驗》和《愛情之福音》等等。他到香

港去了之後，他寫的著作我沒有機會看到，

一方面資料不好找，一方面是沒有了時間，

（1957 年我被打成右派份子並強迫勞動改

造。）所以我對唐先生的了解和認識還只是

停留在民國時代階段。我的看法唐先生學問

可謂是：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他是個博學睿智的碩儒，

更是個具有大宗教家悲天憫人般情懷的哲人，

在很多問題上他用了很深的思考和研究，從

而去探討這個問題的經過和脈絡，從我閱讀

唐先生的著作中我感覺得到他深邃睿智的哲

思。當然，他的著作是不是永恆的真理，絕

對真理呢？還要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作出決

斷，這裏我們就不討論了。 

  

二二二二、、、、唐先唐先唐先唐先生的人品很好生的人品很好生的人品很好生的人品很好，，，，有幾件事情可以看有幾件事情可以看有幾件事情可以看有幾件事情可以看

出的他偉大人格出的他偉大人格出的他偉大人格出的他偉大人格。。。。    

  （一）由於師母謝方回女士的原因而沒

有生育，曾經有人建議唐先生娶小，唐先生

堅決不幹。一個著名的教授、儒家學者還要

娶小這不是與軍閥、官僚同流合汙了嗎？所

以他堅決不幹。他現在的女公子唐安仁是他

妹妹的女兒過繼給他的。所以，唐先生在對

待兩性問題和夫妻家庭關係方面是很嚴肅很

嚴格是很值得人稱道的。 

   

（二）在中央大學唐先生對學生很關懷，

我知道有些老師要整學生，具體名字我就不

提了。但唐先生從不整學生，而且對學生有

很大的幫助。有哪些幫助呢？對我來說，唐

先生的每一堂課我是親自聽了的，他教我們

二年級的中國哲學史，我在中央大學四年，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朱子心性論研究》，（此

文用文言寫成凡二萬四千言）是請他指導的。

請他指導的時候他給我介紹讀了許多關於朱

熹的著作，比如《朱子文集》、《朱子語類》、

《四書集註》、《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

等等，使我受益匪淺。經過他的精心指導，

從此我就對朱熹的著作有了完整的輪廓的了

解，所以我這篇畢業論文唐先生就很高興，

我把論文交給唐先生時，他只是說：很好！

很好！這兩句話。但是他另外又寫了個條子：

給予八十分，準予畢業。八十分是甲等分數，

我的論文是唐先生指導的，他過去指導的論

文很多，我知道他指導的論文一般七十五分

就最高了，我這個論文是特高是甲等分數，

這說明他很是看重我。但是我現在 87 歲了，

回想起來很慚愧！唐先生對我寄予了很高的

希望，他認為我大學畢業就可以教大學，他

就曾經當面對我說：你畢業就可以教大學。

很慚愧我大學畢業後只在成都蒙文通先生

（四川大學教授、國學大師，四川著名經學

家廖季平先生的高足,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四川尊經國學專科學校任教（時任該院教授），

很慚愧！ 

   

（三）還有就是唐先生對我生活上的關

懷。我們當時那一屆是 35級，31 年度入學，

35 年度畢業，就是 1947 年的暑天畢業。我們

那一屆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有公費，這就是 100

個學生中有40個人享受到國家給的伙食費，

這全部由戰區和淪陷區同學享受，這也是合

情合理的，我們四川同學是沒有意見的。中

央大學有個同學叫陳宏萬，廣東人。他參加

學生運動，學生運動是好事情，但是，國民

黨的黨團力量竟給中央大學訓導處施加壓力，

說陳宏萬參加學生運動，宣傳共產黨提出的

馬列主義邪說謬論等等就把陳宏萬開除出了

中央大學。陳宏萬有公費，陳離開學校後我

就給唐先生講，二年級時唐先生教我們的中

國哲學史又是系主任，我說我沒有公費，我

家庭是個小地主，家裏要供養我讀書要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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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精力，戰時重慶的生活比成都高得多，

所以就更困難。現在陳宏萬走了陳有公費，

請唐先生考慮一下是不是由我來替補陳宏萬

的公費缺額以減輕我讀書的壓力，他當時就

說：好、好、好。他就寫個條子「我系學生

陳宏萬因故離校所餘公費缺額由我系學生劉

雨濤替補」。系主任當時權力較大，總務處只

有照辦。所以我從二年級下期直到畢業我就

享受了兩年多的公費。總之、這些事使我永

遠銘記和緬懷君毅先生的恩德！  

 

三三三三、、、、唐先生尊敬長者信守師道唐先生尊敬長者信守師道唐先生尊敬長者信守師道唐先生尊敬長者信守師道，，，，深思好學和深思好學和深思好學和深思好學和

教書育人教書育人教書育人教書育人：：：：    

（一）唐先生曾有個老師叫湯用彤，他

是唐先生中央大學時代的老師，湯先生寫過

一本書叫《魏晉南北朝中國佛教史》。當時唐

先生也有一部書為《道德自我之建立》，這兩

部書國民政府教育部都很看重，就把湯用彤

先生這部書評成二等獎，把唐先生的《道德

自我之建立》評為一等獎。唐先生就給教育

部負責評審學術的人士講，說湯用彤先生（當

時是北京大學教授）是我中央大學讀書時的

老師只能把湯先生的書評成一等獎，我為二

等獎我才同意領獎，由此可見唐先生是多麼

敬重老師信守師道。 

   

（二）四川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和彭雲

生先生（四川大學教授）曾是唐先生在成都

讀中學時期的國學老師，此後唐先生如有機

會回四川成都，他一定要去拜會蒙文通和彭

雲生兩位先生，他都是以晚輩和學生的身份

恭執弟子之禮而向他們問安請教，他從不會

因為已有名氣就凌駕於老師之上，他絕沒有

這種想法。還有，唐先生在臺灣，香港講學

很多人請他吃飯，請他坐上位，像曾琦、李

璜這些老先生與他父親同一輩的人也在坐，

主持人看唐先生的名氣而請他坐上位，唐先

生就謙虛說：李先生、曾先生是我的前輩是

同我父親一輩的人，該請他們坐上位，我應

該坐下位，他自己這樣尊敬前輩尊敬長者，

不以此為榮的風範是值得後人學習。 

   

（三）唐先生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精通中

文、古文書和古典書，還精通英文。他中央

大學畢業後回成都在成都教中學。在四川省

立成都中學教高中。他主講莊子《天下篇》。

《天下篇》就談先秦學說，唐先生剛從學校

畢業講先秦學說就非常內行沒有問題，四川

大學有個教授曾是省成中第四班的學生叫伍

仕謙（已故），他就是唐先生教過的學生，這

是伍仕謙告訴我的。唐先生教書很投入，全

神貫注，越講越有精神，講完三節課聲音基

本上就嘶啞了，過幾天又再講課。唐先生一

周只講六個學時的課，三點鐘的中國哲學史，

三點鐘的哲學概論。 

  

四四四四、、、、新儒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的忠告和民國教新儒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的忠告和民國教新儒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的忠告和民國教新儒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的忠告和民國教

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書稿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書稿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書稿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書稿。。。。    

  大約在 1955 年或 1956 年期間，香港有

好事的統戰人士曾給唐君毅先生建議，請他

從香港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如參觀訪問的

結果，對大陸上的政策措施等等很滿意呢就

歡迎他來大陸定居，這可是件很大的事情，

唐先生就寫信給他在蘇州的妹妹唐至中先生

（時任蘇州中學教師），要她去上海會見新儒

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也曾在中央

大學教過唐先生，唐先生、牟宗三先生他們

曾經給熊先生拜門，研究儒學。唐至中稱呼

熊先生為熊老伯，因為唐至中的父親唐迪風

先生與熊十力先生都是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

竟無大師的弟子，所以她稱他熊老伯。她說：

「熊老伯，香港有人建議哥哥來大陸參觀訪

問，如果滿意呢就在大陸上定居，就在大陸

上工作，這件事我們拿不定（主意），特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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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下熊老伯。」熊十力先生把中指頭卷起

朝唐至中的額頭敲了幾下連說了幾聲：「糊塗、

糊塗、糊塗！」說了幾句就不說了。唐至中

知道熊先生反對，就給唐先生回信說熊老伯

不同意你回大陸來。唐先生因此就沒有回大

陸。不回來了好啊，唐先生的學問是講唯心

主義跟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不一樣……。如果

他真回來了他恐怕絕對逃不過五七年「反右

派」和文革這些大劫難的！ 

 

  另外，國民政府的陳立夫先生在抗戰期

間做了七、八年的教育部長，他提倡《唯生

論》，當時有唯心論、唯物論，陳立夫先生提

出《唯生論》，外面社會上傳說《唯生論》這

本書是唐君毅先生代陳立夫撰寫的，我就曾

經問過唐先生，唐先生說：「不是，這部書是

陳立夫寫的，只是這部書他曾給我看過我幫

他潤色過，字眼兒換個好聽點的，不通順的

改成通順點而已。」 

 

  我這輩子可說是「學業有成，坎坷半生」。

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執政後，特別是 1957 年春、

夏之交，我被當局打成「右派份子」，被強制

勞動改造了 22 年之久，在大陸上我就只是在

中學和中等師範當文史教師，改革開放後寫

過兩本書：一本《山海經與三星堆文化研究》，

一本《劉雨濤文存》。我很慚愧僅此而已！距

離唐先生對我的要求和期望還差得很遠，所

以唐先生去了香港之後我不敢給他寫信，不

敢給他聯繫，我要聯繫我就要說我的情況，

唐先生對我的厚望原來很高，結果我沒名沒

利又沒有大的功業，我不敢寫信給唐先生，

直到唐先生去世後我才給唐師母聯繫寫信，

我自己很慚愧，不敢把我的情況如實的告訴

唐先生，怕唐先生傷心，怕唐先生失望，這

是我真實的思想、真實的感情！ 

 

  下面我吟一首岳飛《滿江紅》詞，以表

達我對恩師唐君毅先生的深切懷念！ 

 

  怒髮沖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

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

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

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註釋 本文在整理成文時，為了敘述方便，在順序上有所調整，本文字稿括號中文字均為整理者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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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天樞以爭剝復 ─ 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余健文余健文余健文余健文（（（（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天安門民主大學學術委員及教員天安門民主大學學術委員及教員天安門民主大學學術委員及教員天安門民主大學學術委員及教員））））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由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所撰「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

文，多年來被廣泛徵引，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

思；故其涵蓋面極廣，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

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

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新儒家 中國文化 民主 科學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

唐君毅先生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

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一九

五八年。其緣起見原編者按語中。多年來，

此文被廣泛徵引，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

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

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

故其涵蓋面極廣：由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

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

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

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

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

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

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今

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

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

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

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出高遠廣大的理

想。 

 

  明末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一直處於一

種萎縮的狀態中，清末西方文化挾其物質文

明之強勢入侵，使此本來已現衰頹之象的文

化，全面解體。生於斯世，有良知的知識人

多能注意中國文化的問題，有「要改造中國

的現實，必須從文化入手」之共同認識。但

建設更新文化之途則人見人殊。有人主張以

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為本、有人提倡全盤西化，

然而，數十年來，中國的政局混亂，戰禍不

斷，知識人只能用心於現實的政治中，或在

社會文化的表層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變，

一直未能從根本上作深徹的省察。文化的建

設只是斷斷續續，在紛爭中遲緩不進。四九

年大陸變色，從此十億炎黃子孫生活在專制

高壓的統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

地萬馬齊喑，學術文化被拴於馬列毛之下，

全歸於虛無。 

 

  大陸之淪於共黨，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

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災難，五十年代一

群流亡港台的學人，遭遇此空前之大變局。

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下，撫

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對中國及其

文化之淪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們並沒有悲

觀的情緒、更不輕言放棄，他們認為「真正

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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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以產生一超越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

與裡面，來路與去路。」於是他們發大悲願，

以重建中華文化、建設民主共和為終身之志。

其心境與志業只有明末顧、黃、王等大儒可

比。今日的知識份子要真切認識了解此一心

願，已復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在大陸只能講

馬列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仍是胡適西化自

由主義派的天下。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則

以教會為主導，中國文化更備受輕邈。在此

艱難孤獨的環境中，這群懷抱共同志向的學

者在海外獨樹一幟，以中華文化之傳承為使

命，學術界稱他們為「當代新儒家」。「新儒

家」之所以為新，並非只是時間上的新，而

是在於他們能相應時代的課題，對儒家文化

作一深徹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有更高更深的

發展，令中華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到充份

的表現。「新儒家」學者們首先直下「肯定承

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懇求研究

中國文化者以此為心。他們指出「任何文化，

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

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當是原

來理想所具備的有正面價值的方面。」故他

們用心於正面的發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與

其正面的價值，以釐清五四以來一般人對中

國文化的誤解，企圖扭轉人們由誤解而生的

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與厭惡之情。 

 

  「新儒家」學者們肯定中國文化，但他

們決非「國粹主義」者，以為東方文化必優

於西方，以為西方之文明，中國亦「古已有

之」。反之，他們從不諱言中國文化從宋明以

來只偏重於道德心性，以至於發展至近代弊

端盡顯。在他們早期論著中，很多是批判中

國文化之不足處的。如牟宗三先生「認識心

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知性主體之

不立，「政道與治道」則批評傳統儒家只有直

線之思維，未能曲折的由內聖開外王，至使

中國傳統政治有治道而無政道等。對於西方

文化之優點，他們多採取欣賞與肯定的態度，

更進而將西方現代文明之本源，與中國文化

一一相對照，由之而凸顯出中西文化之相異

處。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國文化精神為「綜

和盡理」與「綜和盡氣」，而獨缺西方之「分

解盡理」之精神，表現於歷史政治上，則中

國是「理性的運用表現」，而西方是「理性的

架構表現」。然而，「人間需要通過一些架構

而實現價值。」故中國文化之建設必有取法

於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實之，而後方能見其

充實之美。 

 

  讀過「新儒家」宣言或對「新儒家」學

者們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們非一般人誤

解的無條件擁護傳統，而排拒西方文化者，

他們反對的是「五四」以來一種激進的事事

求新，盲目反中國文化的風潮。如唐君毅先

生言，「我們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進步，

而以保守與進步為相對相反之名，進步為美

名，保守為惡名……由此認識之膚淺與差誤，

再以變異即進步，遂非至傾水棄兒，偏於共

產黨之以進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於中

風狂走而不止。」他們是從歷史中以同情了

解之心情，見中國文化之不足處，乃在於只

重道德主體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獨立發

展，故中華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實踐其理想與

表現多元的價值。他們從中國文化內在之要

求出發，接受吸收西方之長，以改造更新中

國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將民主人權與科學理

性等普世之價值，吸納於中國文化之根本處，

擴大貞定吾民族未來之理想，重建中華民族

生命之常道。 

 



現代人文學誌 

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 

    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 頁 10     

  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

文化的種種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態度作合

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卻是本著一種情緒的

反應，全面反對中國文化，將中國文化等同

於「吸鴉片、纏小足」、一無是處，覺得西方

文化處處優於中國，鼓吹「打倒孔家店」，以

為中國人應絕棄自己所有而全盤西化，美其

名曰「破舊立新」。然而他們見到的只是今日

西方科技文明與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絕少能

用心於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歷史傳統。

他們這種推倒一切的激進情緒，推至其邏輯

的結論，必然是一種物量化的純否定，此即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終反而間接的幫助了

中共專制政權的建立。多年的高壓專制，使

此等自由主義者有所省悟。本於知識人之良

知，他們對專制政權作出強力的批判，並反

思其根源與本質。但他們的這種「反思」，往

往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對中共的批判，最

後又歸結到「中國文化之專制傳統」上。不

過他們口稱的「專制傳統」其實並非源自中

國文化，而是他們自己對文化的無知，以至

將馬列主義之專制本質誤作中國文化之正宗，

於是其所謂之反省批判又回到八十年前「五

四」時代的原點，說是「重新啟蒙」，其實是

在一個圓圈中循還往返，對文化則一無建

樹。 

 

  相反，「新儒家」學者們面對自己文化之

不足處，採取的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他們以

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

部要求，藉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開

出中西文化會通之正道。這才是一種對自己

的歷史文化真誠負責的態度。就一事一物或

針對某一種現象作些言辭激烈的批評，又或

以犬儒的機智，賣弄小聰明作巧言的譏諷，

人人可以為之，卻於事無補。要能就文化現

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進而能

夠有所建立，則非至仁大義者，不能為也。「新

儒家」學者們雖未能完成此偉業（文化之建

設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們的確

為後來者開創了一條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

仁者悲憫之情懷，積極闡揚儒家傳統的人文

精神，喚起人們的文化意識，道德理性。著

述以外，他更與錢穆等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

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在大陸一片摧毀中國文

化之嘶殺聲中，於海外艱苦的環境下傳承並

發展了中國文化之正宗，為中華文化保留一

點血脈，此可謂「盛德大業」也。牟宗三先

生表現的是一個大智者的氣質，他在哲學上

成果豐碩。他首先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以誠

意正心的內聖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國平天下之

外王大業，認為以內聖之學為本以開出現代

文明──民主政治與科學理性──必須以

「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樹

立知性主體而後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

王」三書正是本著其歷史悲情，重建中國文

化的道統，並由此開出中國文化之政統與學

統。他更以哲學家的識見，重新將魏晉至宋

明之中國哲學作詳盡的疏理，正本清源，中

國文化之統緒，得以大明於世。最終他以儒

家心性之學為本，會通西方康德以來理性主

義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學」哲學

體系，以「智的直覺」達至福德一致的「圓

善」之境。如果說唐、牟的學術以哲學思考

與建構為主，徐復觀先生的學術方向則重於

中國思想史的考證論述，對中國思想史作現

代的疏釋。他更以其特殊的實際政治與軍旅

生活經驗，以雄健的文風，通過大量的時政

雜文，發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貞定了民主

自由的意識。他發表於報章雜誌的雜文達七

百篇，對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臺的社會與文

化界影響極深。 

 

  很多人一直以來有一種印象，以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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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就是「新權威主義者」，是反西方、反

自由人權的「保守主義者」。中國文化與「新

儒家」之所以給人此等負面形象，一方面是

由於現代的知識人毫無價值意識，以功利之

心看文化，以為文化只是現實政治的工具，

他們「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

在的自然物」，「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

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

對於自己的傳統，他們沒有基本的同情與敬

意，故亦不能有真實的理解。另一方面則不

能不歸罪於中共「文化黨官」在介紹「新儒

家」時蓄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陸出

版的「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文化意識宇

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

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年）收錄此文時，對

「敏感」字句任意刪節達十處之多，其中第

十節「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竟全

節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說明的刪節在

引介新儒家的書本上，屢見不鮮。 

 

  今日中國大陸上馬列主義之幽靈仍在徘

徊，但其思想之囚籠已慢慢開始解體，重讀

「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由此

我們重新認識「新儒家」的志業與理想，正

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國文化為主體，通

過中西文化傳統的批判比較來吸收西方文化

之優良處，並在現實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權之

普世價值，以期中華民族更能客觀化其精神

生命。「握天樞以爭剝復」，中華民族與其文

化剝之將盡而至於一陽來復之機，正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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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阮籍「齊物」思想－從《達莊論》看 

    韓曉華韓曉華韓曉華韓曉華（（（（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候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候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候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候選人））））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阮籍在《達莊論》以「萬物一體」為基礎，用「萬物皆為氣之散聚」和「概念的相對性」論

證「齊生死」和「齊是非」。阮籍的「齊物」思想並不限個人的形上思考，還涉及個體間的生

命價值（即「齊生死」），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批判（即「齊是非」中的認識論、名分論和論辯

問題），讓「齊物」有應用層面的意涵。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阮籍，達莊論，齊物，齊生死，齊是非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阮籍的阮籍的阮籍的阮籍的《《《《達莊論達莊論達莊論達莊論》》》》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人，

其父阮瑀（165-212）為「建安七子」之一，

阮籍則為「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流傳後世

的作品包括：較重文學抒懷性質的有《詠懷

詩》、《東平賦》等，特重哲學思辯性質的有

《達莊論》、《大人先生傳》和《樂論》等。《晉

書．阮籍傳》說：「籍容貌?傑，志氣宏放，

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

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

歸。博覽群書，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

彈琴。」似乎阮籍的行徑就正是一個怪裡怪

氣的、文才兼備的藝術家。由於他的「尤好

老莊」，終於寫成了他暢達莊義之論著：《達

莊論》、《大人先生傳》，這兩部是在魏晉時期

首先詮釋莊學的獨特著作。王曉毅先生曾言：

「流傳至今的第一篇解釋《莊子》理論主旨

的文章，是阮籍的《達莊論》。」（註一）然

而，現代學者對於阮籍《達莊論》的評價卻

並不一致。牟宗三先生認為阮籍的《達莊論》

是「談理粗疏，措辭亦不精煉」（註二）；高

晨陽先生則認為：「在玄學思想發展史上，如

果說何晏，特別是王弼在易、老方面開創新

的學術風氣，那麼，阮籍在倡導和推動莊學

方面則有著獨特的貢獻，並由此形成易、老、

莊三玄鼎立的學術格局。」（註三）那麼，究

竟我們應該從甚麼的角度來論述阮籍的《達

莊論》呢？本文認為阮籍在《達莊論》對莊

學的理解主要以「齊物」義來詮釋「逍遙」

義，而他的「齊物」義則從其「自然」觀來

建立「萬物一體」並論證出「齊生死」和「齊

是非」。本文的寫作目的是從文本分析來論述

《達莊論》的「齊物」思想之意涵（註四）。 

 

  《達莊論》（註五）是透過「先生」和「縉

紳好事之徒」的對話來展示阮籍的莊學觀念。

高晨陽先生指出：「《達莊論》與《大人先生

傳》即是阮籍的新的理想和追求在理論上的

升華與結晶。二論都以個體的精神境界問題

為中心內容，但其側重面又有所不同。前者

主要著眼於精神境界的世界觀依據與達到這

種精神境界的方法，借用莊子的說法，它的

理論宗旨在『齊物』。後者著眼於精神境界自

身的特質問題，也借用莊子的原話，它的理

論宗旨在『逍遙』。」（註六）江建俊先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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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阮籍以莊子之述『齊物』、敘『無為』，

目的乃在『逍遙於一世』，故在破除偏見、安

排現實之物得理順、調暢悅豫上有所成就。」

（註七）簡言之，現代學者中多以《達莊論》

的「達」乃「闡發」的意思，所闡發的正是

莊子學中的「齊物」思想，而《達莊論》的

「齊物」思想大致包括兩部分：一，「齊物」

的理論基礎—「自然」義（「萬物一體」義）；

二，「齊物」義的論調—「齊生死」義、「齊

是非」義。下文即依此兩部分而討論。 

 

二二二二、、、、阮籍阮籍阮籍阮籍「「「「齊物齊物齊物齊物」」」」思想的理論基礎思想的理論基礎思想的理論基礎思想的理論基礎：「：「：「：「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義義義義（「（「（「（「萬物一體萬物一體萬物一體萬物一體」」」」義義義義））））    

 

  《達莊論》的開首是「縉紳好事之徒」

提出了他的世界觀，並以此對莊學提出疑問，

其說： 

 

  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

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

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

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註八），以萬類

為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也？

（《達莊論》） 

 

  「縉紳好事之徒」質疑莊子的學說有問

題。其論點有二：一，天與地是有法則常理，

正如貴生利貞，而聖人依此而制禮法名教；

二，吉凶、死生、是非皆依此而有定常，逐

得以天下安定。這正是「縉紳好事之徒」的

世界觀，並這種想法是貼近於儒家禮法的制

定理由，在樣的世界觀之下，「縉紳好事之徒」

對莊學便有三點質疑：一，怎可能「齊禍福

而一死生」？二，怎麼「以天地為一物」呢？

三，為何「以萬物為一指」呢？在這幾點質

疑之下，「先生」便展開了莊學需要通「達」

之義的回應，即阮籍詮釋下的莊學「齊物」

義，此所謂「齊物」乃「以天地為一物」為

基礎，再引伸言「齊禍福而一死生」和「以

萬物為一指」。阮籍在《達莊論》中對於「縉

紳好事之徒」的「 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說

法的反駁乃有一形而上的根據，即「自然」，

而從其「自然」義來看「天地」或「萬物」

亦僅為一物，故「以天地為一物」是成立的。 

 

  「先生」從天地的生成根據（形而上的

根據）反駁「縉紳好事之徒」的「「 天道貴

生，地道貴貞」說法，其言：「天地生於自然，

萬物生於天地。」（《達莊論》）所謂「天地生

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顯然表明「萬物」

最終本源於（即「生於」）「自然」。不過，這

裡有兩組問題：一，「生於」是甚麼意思呢？

「生於」是指宇宙論式的生成起源嗎？「生

於」是指形而上的根據、理由嗎？二，「自然」

究竟是指甚麼意思呢？「自然」是「自然而

然」嗎？「自然」是自然規律嗎？在《達莊

論》的下一句則分別對「自然」和「天地」

有所論析，其言：「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

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達莊論》）「自

然者無外」是甚麼意思呢？「天地者有內」

又甚麼意思呢？這可以從兩個步驟來分析：

一，先從「有內」和「無外」對舉而說，戴

璉璋先生指出：「所謂『自然者無外』，並非

說自然是一個至大的集合體，天地萬物全都

包括在其中。假如是這個意思，那麼自然也

就有內了，作者用『天地者有內』與『自然

者無外』對比又有甚麼意義呢？『無外』與

『有內』對比，『有內』者是空間上的概念，

『無外』者就不是空間上的概念。因此『自

然者無外』真正意思應當是說：自然為萬物

的體性，沒有一物可以外於自然而存在。換

言之，物要成為一物，都必須具備自然而然

的體性，沒有例外。」（註九）即是說，「自

然者無外」乃是相對於「天地者有內」，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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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為空間上的概念而反證「無外」為非空

間概念的形而上根據，即「體性」。二，從「自

然」、「天地」和「萬物」三者的關係來說，「天

地」的形上根據為「自然」，而「萬物」也在

「天地」之內，故此，「自然」也即是「萬物」

的形而上根據（即「體性」）。換言之， 「自

然者無外」和「天地者有內」兩句實是表達

了「自然」乃「萬物」的形而上根據之關係。 

 

  上述分析我們只能知道：「自然」乃「萬

物」的形而上根據之關係。我們依然要追問：

在《達莊論》，究竟甚麼是「自然」呢？阮籍

的「自然」大致從「整體性」和「律則性」

兩方面說。首先，阮籍的「自然」從整體性

的觀念來看個體差異，並以其差異的互相配

合而言「自然一體」、「萬物一體」。其言：「當

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

乎？......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

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

盛衰，變化而不傷。......故曰，自其亦者視之，

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

也。」（《達莊論》）阮籍依「自然」為「天地」、

「萬物」的「體性」，逐發出「誰謂異乎」及

「誰謂殊乎」等「齊物」思考的說法，更有

「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

萬物經其常。」和「自其亦者視之，則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

之言論，阮籍在《達莊論》中提出「自然一

體」和「萬物一體」的想法。 

 

  其次，從阮籍提出的例子中，我們大致

可以推想其「自然」的意思為「自然規律」

或「自然而然」。其說：「月東出，日西入。

隨以相從，解而後合。昇為之陽，降謂之陰。

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

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

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

迴謂之淵。」所謂「月東出，日西入」、「昇

為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

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等即自然規律的

現象，而「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則是「自

然而然」的規則。戴璉璋先生指出：「阮氏在

受到老莊思想影響之後，他的自然觀基上仍

取自然而然的意思。不過，這時阮氏只認定

自然是萬物的體性，除了自然，對於萬物的

體性不再作任何內容的規定。」（註十）黃偉

倫先生也說：「此中（按：即『天地生於自然』）

的『自然』其意指的乃是就是天地所體現的

和諧規律而言，而天地存在的狀態就在這『自

然』之中，是以這和諧規律的表現，並且這

『和諧規律』是一個形式性意義的描述，其

承載的內容性意義即為『自然而然，自己如

此』。」（註十一）依此而說，阮籍的「自然」

概念之基本意思還應該是「自然律則」。 

 

  簡言之，阮籍在這裏提出三個重要論點：

一，「自然」乃作為「天地」、「萬物」的形而

上根據—「體性」；二，從「體性」這點來看，

萬物運作雖各異，卻是「自然而然」地運作

而並沒有個別的不同；三，以萬物個個自然

而然，彼此相關，從而成為一體，即「萬物

一體」，也即是阮籍《達莊論》的「齊物」思

想。 

 

三三三三、、、、阮籍阮籍阮籍阮籍「「「「齊物齊物齊物齊物」」」」思想的論調思想的論調思想的論調思想的論調：「：「：「：「齊生死齊生死齊生死齊生死」」」」義義義義、、、、

「「「「齊是非齊是非齊是非齊是非」」」」義義義義    

 

  「先生」除了從「萬物一體」來反駁「縉

紳好事之徒」的問題外，也從「齊禍福而一

死生」（即「齊生死」）和「萬類為一指」（即

「齊是非」）兩方面反駁「縉紳好事之徒」認

為莊學乃「失真」的問題，而這兩方面的中

心論旨實正是「齊物」的論調。高晨陽先生

指出：「其中，『萬物一體』是阮籍的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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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齊禍福』與『一死生』所要『齊』的

是對象世界的某一個具體方面，而『萬物一

體』所要『齊』的是以『天地』、『萬類』為

內容的對象世界的總體，因此，後者不僅在

邏輯上而且在內容上可以說都包括了其他兩

方面。」（註十三）阮籍在《達莊論》中實是

以「萬物一體」（或「自然一體」）的「自然」

觀念為「齊物」的理論基礎，並引伸論述「齊

生死」與「齊是非」。 

 

  阮籍「齊生死」的論證方式主要從「萬

物皆為氣之散聚」和「概念的相對性」兩方

面論說。 

 

  從「萬物皆為氣之散聚」而論。《達莊論》

說：「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

陽之精氣也。」《達莊論》所「齊」的生死主

要是對「萬物」言，而「人」乃同為「萬物」

之一物，「人」只是體現「自然」的具體形態，

此所謂「體自然之形」也。「人」的本性就是

陰陽積氣，五行的和合，此之謂「性者，五

行之正性也」；而人的感受情意之變化皆只是

靈魂的變動之作用，此之謂「情者，遊魂之

變欲也」；至於人的精神更是由天地造化所稟

賦的，此之謂「神也，天地之所以馭者也」。

在《達莊論》中，「人」的生命實際上是與天

地萬物同體的。高晨陽先生說：「人實質上與

天地萬物是合為一體的。顯然，這是阮籍用

元氣觀念解釋人的來源及其特性。他大概是

說明，人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其生命是有

限的。人有生必有死，生非死，死非生，生

死是有分別的。但從人的生命本源看，生不

過是元氣之聚，死不過是元氣之散，他的形

體雖然有聚散的變化，但元氣自身是無變化

的，由此而言，也可以說人的生命是無所謂

生死之別的。」（註十二）即是說，「萬物」

的生死之別實際上僅是元氣的聚散過程，從

元氣的角度看生死並沒有分別。 

 

  從「概念的相對性」而論。《達莊論》：「以

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

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

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

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

一條也。」除了從元氣聚散的觀點論證「齊

生死」外，阮籍也用相對主義的方法去論證，

所謂「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

則物無不夭」，即是以「生」的角度來看則「萬

物」皆「壽」；從「死」的角度看「萬物」皆

「夭」，同樣地，所謂「自小視之，則萬物莫

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也是以「小」

的角度看「萬物」也不小；從「大」的角度

看「萬物」也不大。故此，阮籍從「萬物皆

為氣之散聚」和「概念的相對性」兩方面言

「以死生為一貫」，即「齊生死」。 

 

  阮籍對於「齊是非」的想法主要從「整

體與部分的關係」而論。《達莊論》言：「以

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

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

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

也。」「是、非」僅是相對於不同的角度而說。

所謂「別而言之」即個別來看，「鬚眉」固然

是有不同的名稱，但是，從所謂「合而說之」

即整體來看，則可以同言「體毛」而已。而

儒家的「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實也只是

安置各個社會層級的「理分」，從莊周的窮究

人生本源之說，實在只是片面之理。劉原池

先生依此說：「阮籍《達莊論》之主要思想旨

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其真正的理論目的是

在於『齊一是非』。」（註十三）故此，從更

高的層面來看，持「是、非」實只是各執一

詞，而未見本源的行為，至於「道」的本源

是甚麼呢？阮籍言：「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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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

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善惡莫之分，

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

所謂「至道之極」實即乃「自然而然」的「順

之者生」。而對於「齊是非」的不察覺，便會

出現由片面的認識所致的許多爭執和辯論，

阮籍又說：「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

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士，嚐相與瞋目張膽，分別

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

常。」（《達莊論》）這裡可印證出阮籍的「齊

是非」乃是對先秦以至魏晉的各種爭論的否

定。 

 

  簡言之，阮籍在《達莊論》以「萬物一

體」為基礎，用「萬物皆為氣之散聚」和「概

念的相對性」論證「齊生死」和「齊是非」。

阮籍的「齊物」思想並不限個人的形上思考，

還涉及個體間的生命價值（即「齊生死」），

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批判（即「齊是非」中的

認識論、名分論和論辯問題），讓「齊物」有

應用層面的意涵。 

 

四四四四、、、、總結總結總結總結：：：：從從從從「「「「齊物齊物齊物齊物」」」」到到到到「「「「逍遙逍遙逍遙逍遙」」」」    

 

  最後，我們要問：阮籍的「齊物」思想

既有形上思考意涵，也有應用意涵。那麼，

為什麼阮籍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本文認為阮

籍論述「齊物」思想之主要目的是為了達致

「逍遙」。阮籍在《達莊論》的末段言：「夫

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

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即

是說，「至人」的「逍遙」境界實即是從「齊

物」的「齊生死」和「萬物一體」而達致。

黃偉倫先生曾說：「阮籍是以『自然』為作道

概念內容性義理的形上學基調，並準此基調

來對名教社會的種種增飾妄為、矯情巧智提

出批判，最後再透過『工夫』的修養與『境

界』的達致來消解一切僵化的設制，並借由

致人逍遙的形象以展現其對體性之本真的復

歸。」（註十四）正好窺見阮籍的「齊物」義

實是為其「逍遙」義所鋪路。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註一： 王曉毅著〈阮籍《達莊論》與漢魏之際莊學〉，載於《史學月刊》，2004 年第 2 期，頁 24。  註二： 牟宗三著《才性與玄理》（台北：學生書局，1989 年）頁 302。  註三： 高晨陽著《阮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30。  註四： 阮籍《達莊論》的「齊物」研究，理應還有：1，比較《莊子》、《達莊論》的「齊物」義；2，阮籍的莊學詮釋方向及其影響。本文暫擬只論述阮籍在《達莊論》文本中展現的「齊物」思想，其餘則於他文處理。  註五： 本文所據《達莊論》之版本有二：  1，阮籍著，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2，阮籍著，郭光校注《阮籍集校注》河南：中洲古籍出版社，1987。  註六： 同註三，頁 140。  註七： 江建俊著〈阮籍「達莊」、郭象「隱莊」、王坦之「廢莊」在魏晉莊學發展中的意義〉，載於《六朝學刊》第二期（2006 年 6 月），頁 136。  註八： 「以天地為一物」一句，在陳伯君校注本為「以天地為一地」，郭光校本 則作「以天地為一物」。若僅從義理來看，「以天地為一地」乃據「齊物」的「齊」而說，將「天地」平齊看為「一地」；「以天地為一物」則以「齊 物」兼「齊」與「物」義，將「天地」平齊看為「一地」之餘，還與「萬物」平齊而看。本文依此取郭光校本的「以天地為一物」為準。  註九： 戴璉璋著《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 年 3 月），頁 89。  註十： 同上註，頁 91。  註十一： 黃偉倫著〈工夫、境界與自然之道－阮籍〈達莊論〉的理論思維〉，頁 60。  註十二： 同註三，頁 147。  註十三： 劉原池著〈阮籍〈達莊論〉中的莊學思想〉，頁 385。  註十四： 同註十一，頁 72。 
 

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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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早於約 2009 年已完成，那時對於魏

晉時期的「莊學」傳承有一種好奇，即從阮

籍的「達莊」（〈達莊論〉），至郭象的「隱莊」

（《莊子注》），再轉而王坦之的「廢莊」（〈廢

莊論〉），何以在魏晉時期的「莊學」會由盛

至隱更進而作廢呢？究竟這是「莊學」的應

用問題，還是「莊學」的詮釋問題呢？本文

即以此問題意識作為引導，先對阮籍作最初

一步的義理探討，後再作進深的各項目之研

究。然而，後來本人的學術研究興趣轉而至

明代的「陽明後學」之研究，而暫時未能對

此題材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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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德到海德格爾之追尋形而上學 

董鵬董鵬董鵬董鵬((((卡萊卡萊卡萊卡萊[[[[梅州梅州梅州梅州]]]]橡膠製品有限公司計劃部戰略研究員橡膠製品有限公司計劃部戰略研究員橡膠製品有限公司計劃部戰略研究員橡膠製品有限公司計劃部戰略研究員))))    

陳明梁陳明梁陳明梁陳明梁    ((((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博士後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博士後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博士後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博士後))))    

  

摘要：海德格爾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闡釋為形而上學的一次奠基活動，由此將康德為

形而上學奠定的基礎歸結為先驗想像力。但是，康德由先驗想像力到統覺的退縮和未能闡明

認識有限性的存在論後果，顯示了此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爾從此在的生存論建

構出發，實現了形而上學奠基的置換——基礎存在論。基礎存在論為形而上學奠基的關鍵在

於具體澄清作為時間性的操心。海德格爾通過源初時間性建構起操心之結構的整體性，從而

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學的奠基。海德格爾所奠基的這一形而上學扭轉了傳統形而上學的致思取

向，將哲學的使命規定為對人的「實際生命」的關涉。 

關鍵詞：純粹理性批判；基礎存在論；時間性；形而上學 

  

Abstract: heidegger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firm foundation for a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which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for metaphysics Kant to a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However, 

Kant's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to apperception of withdrawal and failed to clarify understanding of 

the ontological consequences finiteness, shows the weak of this foundation.Thus, heidegger in the 

survival of theory construction, realize the displacement - based ontology of foundation for 

metaphysics.The key to a firm foundation for metaphysics based ontology is specific to clarify as 

timeliness of worry.Heidegger's early through source timeliness of construct worry about the integrity of 

the structure and thus completed this in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ysics.Heidegger had turned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metaphysics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orientation to the mission of philosophy 

rules to relate to the person's "real life". 

Key word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Based on ontology;Timeliness;Metaphysics 

  

如何看待康德哲學，尤其是康德的《純

粹理性批判》？這成為當代歐陸哲學爭論的

一個焦點性問題。傳統的新康德主義傾向於

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看作是一種「數

學—自然科學的知識理論」，從而進一步把康

德哲學的「哥白尼式轉向」視為一場認識論

的革命；然而，海德格爾從其存在論的視域，

以「基礎存在論」的解讀對抗新康德主義者

所作的認識論闡釋。海德格爾式的康德解釋

引發了一場持久性的哲學論爭。奧德布雷希

茨、卡西爾等人針對海德格爾的康德解釋提

出了各種批評。卡西爾甚至還這樣評論道：

「海德格爾在這裏已不再作為一個注釋家在

說話，而是作為一個篡奪者。他仿佛是在運

用武力入侵康德的思想體系，以便使之屈服，

使之服務於他自己的問題。」[1] 海德格爾的

康德解釋被扣上了一頂所謂的「闡釋的強暴

性」的帽子。在這場激烈的思想交鋒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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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爾堅持「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闡

釋成形而上學的一次奠基活動」[2]。根據海

德格爾的論證，這項任務恰恰是由康德的意

思而提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純粹理

性批判》所蘊藏的真實任務的一次闡明。 

 

其實，從康德《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

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這一書名中，我

們就可以看出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目的

就是為未來的科學的形而上學進行奠基。正

如《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述，康德寫

作此書的時候，形而上學正在走向衰退，「今

天，時代的時髦風氣導致她明顯地遭到完全

的鄙視」[3]。因此，康德批判形而上學，目

的不在於嘲笑，而是為了重建。那麼，現在

我們要做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工作便是：康

德通過「純粹理性批判」如何奠基了形而上

學？海德格爾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批判康德的

形而上學奠基？「海德格爾如何從康德本身

的思想推導出另一個天地來？」[4] 通過海德

格爾對康德形而上學奠基的批判，探討形而

上學的當代形態與未來走向，這才是研究海

德格爾對康德「暴力性闡釋」的主旨所在。 

  

一一一一、、、、海德格爾奠基形而上學的立場海德格爾奠基形而上學的立場海德格爾奠基形而上學的立場海德格爾奠基形而上學的立場    

 

海德格爾對康德的所謂「粗暴性」闡釋

植根於其哲學立場。「存在」問題是海德格爾

運思之路的核心問題。海德格爾指出：「存在

是哲學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題。這不是我們的

杜撰，這一主題設置活躍在古代哲學的起始

階段，並且在黑格爾邏輯學中達到了最輝煌

的結果。現在我們只是主張，存在才是哲學

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題。用否定的方式說：哲

學不是關於存在者的科學，而是關於存在的

科學或者（正如希臘語所表述的）存在論。」

[5] 可見，海德格爾明確主張存在是哲學真正

的和惟一的主題，並且作出了進一步的詳細

規定：哲學不是關於存在者的科學，而是關

於存在的科學或者存在論。因此，從海德格

爾的觀點看來，存在——乃是兩千多年的西

方哲學始終不變的主題。但是，從柏拉圖一

直延續到黑格爾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就其實

質而言不是關於「存在」的研究，而是關於

「存在者」的科學。「從哲學開端以來，並且

憑藉於這一開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顯

示為根據……作為根據，存在把存在者帶入

其當下在場。」[6] 傳統形而上學之所以是「存

在者的科學」，就是因為它是對存在者之為存

在的根據的探討，從而將存在實體化為「存

在者」了。正是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指出

存在問題被傳統形而上學遮蔽了，並且宣稱

要解除存在問題的「千年之蔽」。海德格爾「存

在的遺忘」並不是說傳統形而上學遺忘了存

在問題，而是意味著傳統形而上學沒能尋找

到解決存在問題的正確路徑。在形而上學的

這種際遇之下，海德格爾必須要拯救它，而

這項工作的展開始於為「形而上學奠基」。 

 

何謂「奠基」？「奠基」原本是胡塞爾

現象學的一個概念。在《邏輯研究》中，胡

塞爾對奠基作了一個形式上的定義：「如果一

個α本身本質規律性地只能在一個與μ相

聯結的廣泛統一之中存在，那麼我們就要說：

『一個α本身需要由一個μ來奠基』，或者

也可以說，『一個α本身需要由一個μ來補

充』。」[7] 「奠基」或「奠基關係」的概念

在胡塞爾的意識分析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現象學的意向分析的諸多結果最終都可回歸

為在意向體驗的「奠基關係」方面所獲得的

本質認識。就此而言，奠基意味著，被奠基

的構成物如果不回溯到奠基性的構成物上就

無法自身被給予。「每一個內容與每一個內容

都通過奠基而相互聯繫，無論這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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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間接的聯繫。」[8] 這就是胡塞爾所謂的

「奠基統一」。借此，他「闡明認識和認識對

象之本質」， 其目的是把哲學建成嚴格的科

學，為形而上學奠定一個明證性的根基。 

 

但是，海德格爾的「奠基」根本不同於

胡塞爾的「奠基」思路。胡塞爾仍然囿於傳

統主體性哲學的認識論問題，而海德格爾的

哲學則是存在論的，奠基於對生命本身的闡

釋和領會。海德格爾指出：「形而上學雖然不

是什麼現成的就在那裏的建築物，但卻作為

『自然天性』實際存在在所有的人那裏。因

此，形而上學之奠基或許就可以叫作：為這

一自然的形而上學置入一個基礎，或者更確

切地說，用一個新的基礎替換掉那舊有

的……形而上學奠基，卻絕不是對某個體系

及其內層的空洞建造，而是對形而上學之內

在可能性所進行的建築術意義上的劃界與標

明，這也就是說，去具體地規定形而上學的

本質。但是，所有的本質規定性卻只有在首

先對本質根據進行發掘中才可以達到。」[9] 

在這裏，海德格爾的奠基具有雙重含義：奠

基不僅為形而上學提供新的基礎，而且這個

新基礎將決定形而上學本身的重建。海德格

爾所尋找的這個基礎是以往一切形而上學賴

以立身而又不能達到的那個基礎，並且，通

過此一奠基能夠揚棄和清除傳統哲學的存在

之被遺忘狀態。由此可見，海德格爾力圖從

更為本原的視野出發來為形而上學的大廈尋

找一個堅實的地基。這一地基不僅是對形而

上學的奠基，並且規定了形而上學的重建形

態。 

 

因此，「奠基」的問題，實際上關涉到對

形而上學本身理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奠基

就會有什麼樣的形而上學，有什麼樣的形而

上學就會需要什麼樣的奠基。在《康德書》

中，海德格爾詳細地剖析了傳統的「形而上

學」概念。作為形而上學的第一哲學既是「存

在物本身的知識」，又是存在物的最高級的類

域的知識，存在物的整體從這一最高類域來

得到規定。因此，「形而上學乃是對存在物本

身和存在物整體的根本性知識」[10]。海德格

爾將這一概念稱之為「形而上學的學院概念」，

並認為主要有兩個動因決定形而上學學院概

念的形成。第一個原因涉及到形而上學的內

容劃分。這源於基督教的世界觀念。在基督

教的世界觀念中，上帝作為造物主處於最高

的位置，一切非神的存在物都是被造物：宇

宙萬物，而在被造物中，人又擁有卓絕的地

位。如此，存在物整體就可以劃分為上帝、

自然和人，相應的研究領域也就被劃分為：

神學、宇宙學和心理學，這些領域就組成了

特殊形而上學；與特殊形而上學相區別，一

般形而上學（存在論）就以「一般」存在物

作為對象。另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其認知方式

和方法。形而上學將普遍的存在物與最高的

存在物視為其對象，形而上學就成為具有最

高榮耀的科學，成為了「科學中的女王」。因

此之故，形而上學的知識方式也就必須是最

嚴格的，必須具有絕對的約束力。「數學的」

知識正好契合了形而上學的這一知識理想。

數學知識，因為其獨立於偶然的經驗，乃是

最高意義上的、理性和先天的知識，這就是

說，它是純粹理性知識。關於一般存在物的

知識（一般形而上學）和追求存在物的諸主

要領域的知識（特殊形而上學）就這樣成了

「出自純粹理性的科學」。海德格爾認為，「康

德堅守這一形而上學的意圖，進而還在特殊

的形而上學中把這一意圖強化，康德將之稱

為『本真的形而上學』、『終極目的的形而上

學』」。 

 

正是在為形而上學「奠基」的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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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爾遇到了康德。海德格爾發現：在形而

上學的歷史中，康德對「先天綜合判斷何以

可能」的發問，第一次使存在論從根本上成

了疑難。「康德將存在論的可能性之疑難歸結

為這樣的問題：『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

對這一提問方式的闡釋力求說明，為形而上

學的奠基是作為對純粹理性的批判來進行

的。」正是由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傳統

形而上學的奠基工作才得以開端。這也就是

康德哲學尤其是《純粹理性批判》所具有的

重要的哲學史意義。 

  

二二二二、、、、先驗想像力與康德的形而上學奠基先驗想像力與康德的形而上學奠基先驗想像力與康德的形而上學奠基先驗想像力與康德的形而上學奠基    

 

正是基於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是形

而上學奠基而非單純認識論的理解，海德格

爾指出，當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人

的認識能力進行討論時，這並不是其目的本

身。毋寧說，康德是要從對人類認識能力的

有限性思考中獲得對人的生存本質的洞察。

「我們對於康德的真正理解只能從按其本質

就是形而上學的東西開始，即從關於存在的

理論或存在論開始。」因此，康德所揭示的

人的認識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

集中體現。 

 

在康德看來，「形而上學即使不是現實地

作為科學，但卻是現實地作為自然傾向而存

在。因為人類理性並非單純由博學的虛榮心

所推動，而是由自己的需要所驅動而不停頓

地前進到這樣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是通過

理性的經驗運用、也不是通過由此借來的原

則所能回答的，因此在一切人類中，只要他

們的理性擴展到了思辨的地步，則任何時代

都現實地存在過、並還將永遠存在某種形而

上學」。形而上學作為自然傾向是理性之自然

傾向。當康德如此界定形而上學的時候，就

決定了康德對形而上學的奠基只能是在理性

領域的認識論奠基。「形而上學至少就其目的

而言是由純粹先天綜合命題所構成的。」針

對懷疑論的挑戰，康德要為理性的合法性地

位進行辯護，即對象以我們的認知為准。這

樣哲學意義上的知識問題不再是認識符合對

象，而是對象符合認識，以保證知識的可靠

性和必然性，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面對獨斷論，他提出必須要限制理性的僭越，

為理性劃界，即人的認識只能達到現象界，

而永遠不可能達到物自體，這就是康德式的

「不可知論」。「『理性』要走出『獨斷』的陰

影，而又要保持自己的『權力』」，這就是康

德在哲學中要做的主要工作——「純粹理性

批判」。「純粹理性批判」構成了康德的形而

上學奠基路徑。 

 

海德格爾指出，在康德那裏知識一般首

先是直觀，「一種知識不論以何種方式和通過

什麼手段與對象發生關係，它藉以和對象發

生直接關係、並且一切思維作為手段以之為

目的的，還是直觀」。康德站在批判的知識論

的立場指出，上帝、神作為原始的存在者，

其直觀屬創造性的直觀或者理智直觀，即他

在直觀中不受制於任何思想而能直接創造出

他的對象，此種神秘的認識方式對於作為存

在者的人來說是不能想像的。因為人的直觀

按其本性來說只能是接受性的，這種直觀不

能創造它的對象，只能接受向它顯示的對象，

屬派生性的直觀。這種直觀「不是本源的，

就是說，不是這樣一種本身就使直觀的客體

之存有被給予出來的直觀方式，而是一種依

賴於客體的存有、因而只有通過主體的表像

能力為客體所刺激才有可能的直觀方式」。人

類的全部認識始於直觀，有限的直觀給定了

我們認識的視界，這首先表明了人類認識的

有限性本質。海德格爾指出，康德從一開始



現代人文學誌 

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一五年三月 

    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 頁 22     

就是強調知識的有限性，即知識只有在有限

的意義上才是可能的。 

 

從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出發，康德承認知

識始於經驗，先於經驗我們沒有知識。但是，

源於經驗、始於直觀的知識又如何獲得普遍

必然性呢？按照海德格爾所理解的，康德的

論證思路是這樣的：有限知識的發源地就確

定於「心靈的兩個基源」—— 人類自身先驗

所具有的感性和知性，通過前者對象被給予，

通過後者對象被思維，除此之外，別無其它。

源頭的這種雙重性，又如何聯結起來使知識

成為可能的？「提供時空觀念的感性形式」

和「提供判斷形式的知性範疇」並不是「單

純的比肩並列」，相反，只有在這種由其結構

所規定的兩者合一即「綜合」中，某種有限

的知識才會達到其本質性的存在。這一「綜

合」必發自某種「共同之根」。海德格爾根據

《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得出結論說，這一

「共同之根」乃是先驗的想像力。在這個層

面上，海德格爾借康德之口賦予先驗想像力

以結構性和實質性的本原地位：「一般綜合只

不過是想像力的結果，即靈魂的一種盲目的、

儘管是不可缺少的機能的結果，沒有它，我

們就絕對不會有什麼知識，但我們很少哪怕

有一次意識到它。」正是立足於此，康德通

過先天綜合判斷使知識獲得了嚴格的普遍性

和必然性。 

 

對此，海德格爾說道：「在我看來，重要的地

方在於指出，在此作為科學理論而被提出的

東西對康德來說並不重要。康德並不想給出

任何自然科學的理論，而是要指出形而上學

的疑難索問，更確切地說是存在論的疑難索

問。將《純粹理性批判》中這一具有積極性

的主要部分的核心內容，以正面的方式植入

到存在論之中。」在海德格爾看來，康德通

過哲學史上的這一「哥白尼革命」探求的正

是存在論的根源問題。因為康德的「哥白尼

革命」正蘊含著這樣的思想：在知識中已包

含有對存在者之存在的先行領會。這種先行

領會即是理性對自然的「預先擬訂的計劃」，

它在先地決定了存在者的存在。康德認為，

「理性只會看出它自己根據自己的策劃所產

生的東西，它必須帶著自己按照不變的法則

進行判斷的原理走在前面，強迫自然回答它

的問題，卻決不只是仿佛讓自然用襻帶牽引

而行」；「理性必須一手執著自己的原則，另

一手執著它按照這些原則設想出來的試驗，

而走向自然」。對存在的先行領會在康德的意

義上，就是理性對自然「預先擬定的計劃」，

就是康德「哥白尼革命」的主體性原則。正

是對存在的先行領會即存在論的知識，使得

關於存在者的知識得以可能。「形而上學的奠

基在整體上就叫存在論的內在可能性的開顯。

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轉向』的標題下

總被誤解的東西的真實意義，而它之所以是

真正的，因為它是形而上學的。」 因此海德

格爾說，《純粹理性批判》一開始就不僅僅是

知識論的而是存在論的。 

 

在康德的形而上學奠基中，先驗的客觀

的知識從根源上講就是由「先驗的想像力」

這種唯一的根本能力保證的。「康德的形而上

學奠基追問的是存在論知識的本質統一之內

在可能性的基礎問題。康德奠基的基礎就是

超越論的想像力。超越論的想像力，完全不

同於作為開端的心靈的兩個基源（感性和知

性），它作為居間能力脫穎而出。」 在第一

批判中，想像力是一種盲目的遵循規則的綜

合，在認識理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先驗想

像力要解決的問題是直觀和概念的結合問題，

這個問題既是說明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

關鍵，也是服務於證明先天知識的先驗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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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驗想像力是直觀和概念的「共同之根」。

因此，它在康德進行形而上學奠基的過程中

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而海德格爾認為，先驗

的想像力這種可能性正是得益於源初的時間。

「那源初起統合作用的東西，那似乎僅僅是

中介性的超越論想像力的居間能力，無非就

是源生性的時間。惟有借助於這種在時間中

的扎根，超越想像力之一般才能夠成為超越

之根柢。」 因此，源初性的時間使得先驗想

像力成為可能。 

 

先驗想像力與時間的關係或者說「時間」

概念是海德格爾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進

行解讀的關鍵所在。也正是以源初的時間性

為依據，海德格爾深刻地區分了康德的「自

我」與笛卡爾的「我思」。「然而，在康德那

裏，時間的這種必然的核心功能最先總是僅

僅作為一切表像的普遍形式來表現宣示和介

紹的。但關鍵的地方仍然在於，這是在什麼

樣的關聯情景下發生的？」康德僅僅把「時

間」看作是感性直觀的形式，意即海德格爾

所指出的「表像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此，海

德格爾找到了其存在論研究的切入點。海德

格爾對康德哲學的存在論闡釋，既非卡西爾

所說的是「粗暴的」侵占和「篡改」，也非單

單為了爭得康德研究的學術榮譽。海德格爾

明確表示，他是要從康德文本已說的東西中

揭示出康德本人想說而尚未說出的東西。 

  

三三三三、、、、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奠基與形而上學的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奠基與形而上學的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奠基與形而上學的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奠基與形而上學的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海德格爾指出，康德的先驗想像力作為

根本能力是通過所謂的「圖型化」過程實現

的。「圖型」是概念與直觀的結合，是使經驗

知識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橋梁。而概念與

直觀的綜合正是在時間性中進行的。「只有當

時間狀態成問題之處已經確定了的時候，才

能成功地引進光綫來照亮圖型說的晦暗之

處。」 海德格爾所關注的，正是時間在「先

驗的想像力」的活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先

驗的想像力通過其綜合功能，構造了現在、

過去和未來三個維度，也即創造了時間。先

驗的想像力作為自我的中心，使自我獲得了

統一性。海德格爾將康德的自我與時間性聯

結在一起，對柏拉圖式的、笛卡爾式的主體

主義哲學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海德格爾指責

笛卡爾的「我思」只是一個先行的設置，而

實際上「只有規定了我在的存在，才能夠把

捉我思的存在方式」。相對於笛卡爾封閉的

「我思」概念而言，康德的「自我」是具有

進步意義的。因為當康德把時間作為「自我」

的基本結構時，他至少意識到了時間問題的

重要性。就此，海德格爾高度評價了康德，「曾

經向時間性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人與唯

一一人，或者說，曾經讓自己被現象本身所

迫而走到這條道路上的第一人與唯一一人，

是康德」。 

 

但是，康德不僅沒有進一步探索先驗想

像力所植根的源初時間性，反而將先驗想像

力退回到了統覺。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

版中，康德認為，先驗想像力比「統覺」更

本原、也更在先，是人的本質的更充分的表

達。但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

中將先驗想像力已取得的獨立和突出的地位

取消了，並使之作為低一級的能力隸屬於「統

覺」。原因可能在於康德所確立的先驗想像力

的中心地位，違背了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哲

學強調主體性認知能力的強大傳統，面對傳

統主體哲學的這一威脅，他不得不選擇「退

縮」；另外，康德在其以後的思想中並沒有深

究人的認識有限性的存在論後果。人的認識

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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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限性的最內在本質的強調凸顯出來，

這乃是形而上學奠基活動的要求」。因此，海

德格爾斷言，康德為形而上學所確立的根基

並不牢靠。沿著存在論形而上學的理路，海

德格爾進一步追究了作為有限性的人是如何

在一個源初的時間性中揭示出存在的意義的。

由此，海德格爾開始了其形而上學的構建，

而康德所找到的奠基起點被海德格爾置換為

「基礎存在論」。 

 

基礎存在論之所以基礎，是因為存在不

僅與此在相關聯，而且把時間作為了言說存

在的境域。「基礎存在論建構的優越之處就在

於：這一建構活動應當要將掌握著所有此在

的最熟悉的東西的內在可能性開放出來，儘

管這一最熟悉的東西還是無規定性的，甚至

是太過自明的。」 海德格爾又將這一建構活

動理解為「此在的出擊（Angriff）」，實際上

指的就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謂

的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在海德格爾看來，

「操心」是人的存在樣態，但是「將操心作

為此在超越論的基本法相凸顯出來，這僅僅

是基礎存在論的第一階段」，「生存論分析具

有決定性意義的下一步驟，就是具體澄清作

為時間性的操心」。 

 

因此，海德格爾在談到《存在與時間》

的意圖及目標時寫道，「具體而微地把『存在』

問題梳理清楚，這就是本書的意圖。其初步

目標則是對時間進行闡釋，表明任何一種存

在之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時間」

構成了海德格爾追問「存在」問題的視域。

同時海德格爾認為作為此在存在方式的「操

心的結構的源始統一在於時間性」。這就決定

了海德格爾的此在生存論分析工作是從實際

被拋的生存本身的「具體性」出發，以便把

時間性作為使生存成為可能的源始的東西揭

示出來。海德格爾是從生存本身的「具體出

發」，去建立起時間與存在的關係的。一旦「時

間」與此在之「生存」聯繫起來，時間就變

成了「時間性」。 

 

海德格爾從時間性去理解存在，這使得

他避免了流俗的時間理解。「此在由之出發的

視野就是時間。我們必須把時間擺明為對存

在的一切領會及解釋的視野。必須這樣本然

地領會時間。為了擺明這一層，我們須得源

源始始地解說時間性之為領會著存在的此在

的存在，並從這一時間性出發解說時間之為

存在之領會的視野。」 所以，與其說是時間

構成了海德格爾解說存在的視野，不如說是

從時間性出發解說時間之為存在之領會的視

野。海德格爾指出，「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

在著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而統一起來的現象

稱作時間性。只有當此在被規定為時間性，

它才為它本身使先行決心的已經標明的本真

的能整體存在成為可能。時間性綻露為本真

的操心的意義」。「時間性」是「曾在」、「將

來」和「當前化」三者的統一。但是把「時

間性」這一語詞用作術語時，海德格爾要求

首先必須遠離一切從流俗的時間概念裏涌上

前來的「將來」、「過去」和「當前」的含義。

也必須遠離「主觀的」和「客觀的」或「內

在的」和「超越的」「時間」概念。為此，海

德格爾區分了「本真的時間性」和「非本真

的時間性」。「將來」、「過去」和「當前」這

些概念首先是從非本真的時間領會中生出的。

所以，必須把時間放在此在的展開狀態中來

理解。因為，這個展開過程是圍繞著這樣的

一個基軸進行的，即把本真的存在與非本真

的存在分離開，把源始的時間與流俗的時間

分離開。 

 

海德格爾認為，「對於流俗的時間領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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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時間就顯現為一系列始終『現成在手的』、

一面逝去一面來臨的現在。時間被領會為前

後相續，被領會為現在之『流』，或『時間長

河』」。流俗解釋把時間規定為一種不可逆轉

的前後相續，把時間當作一種無終的、逝去

者的、不可逆轉的現在序列。這種流俗的時

間描述源自沉淪著的此在的時間性。與此相

應，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把對源

始而本真時間性的分析概括為下面幾個命題：

「時間源始地作為時間性的到時存在；作為

這種到時，時間使操心的結構之建制成為可

能。時間性在本質上是綻出的。時間性源始

地從將來到時。源始的時間是有終的。」 這

一段話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源始時間性的特徵。

需要注意的是，這幾個命題之間並不是並列

的關係，而是層層遞進的關係，並且是針對

著流俗的時間概念提出來的。所以，海德格

爾認為：「探索工作反倒必須先熟悉源始的時

間性現象，以便從這一現象出發燭照流俗時

間領會的源流的必然性和方式，以及它占有

統治地位的根據。」 在本真的時間性的燭照

下，非本真的、流俗的時間概念會更加清楚

地向我們顯現出來，反之亦然。 

 

此在源始的存在論上的生存論結構的根

據乃是時間性。時間使操心的結構之建構成

為可能。正是這種「時間性使生存論建構、

實際性與沉淪能夠統一，並以這種源始的方

式組建操心之結構的整體性」。到時的「時間

性」在建構「操心之整體結構」的同時，也

顯示出自己的「綻出」特性。海德格爾指出，

「將來、曾在與當前顯示出『向自身』、『回

到』、『讓照面』的現象性質。『向…』『到…』

『寓於…』等現象幹乾脆脆地把時間性公開

為綻出。時間性是源始的、自在自為的『出

離自身』本身。因而我們把上面描述的將來、

曾在、當前等現象稱作時間性的綻出。時間

性並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後才從自身中走出

來；而是：時間性的本質即是在諸種綻出的

統一中到時」。「到時」是在綻出的統一中到

時。「時間性在每一種綻出樣式中都整體地到

時，即：生存、實際性與沉淪的結構整體的

整體性，也就是說，操心之結構的統一，奠

基於時間性當下完整到時的綻出統一性。」 

時間性的綻出統一性，亦即在將來、曾在狀

態與當前這諸種樣式中「出離自己」的統一

性。至此，海德格爾通過源初時間性建構起

操心之結構的整體性，從而完成了此在形而

上學的奠基。 

 

海德格爾對康德哲學的詮釋是兩個哲學

家之間的一場意味深長的「思想的對話」，是

其奠基形而上學途中的一個準備性的闡明。

海德格爾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工作予

以了這樣的評價：「至於康德自己是否達到了

對這一問題的完全澄清，只是一個次要的問

題。說康德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必要性並首

先將它提了出來，就已經足夠了。」 康德《純

粹理性批判》的意義在於第一次意識到了形

而上學的可能性問題，亦即形而上學的奠基

問題，並將這一問題歸結為「先天綜合判斷

何以可能」的問題。這就意味著康德形而上

學是一種更加嚴格的科學的形而上學，是一

種知識論形態的形而上學。但這種形而上學

依然行進在笛卡爾所開闢的形而上學的「我

思」之路上。因此，海德格爾認為，「康德耽

擱了一件本質性的大事：耽擱了此在的存在

論」。相對於康德，海德格爾要構建的則是真

正的生存論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當海德格爾

宣稱「唯當此在在，才有存在」 的時候，就

已經充分顯示了他形而上學的理論本性。「形

而上學決不僅僅是人所『創造』的體系和學

說，毋寧說，存在之領悟、領悟之籌劃和被

拋在此在本身中發生。『形而上學』就是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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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進入存在物之際所發生的基本事件，而這

一突破與人這樣的東西的實際生存同時發

生。」 因此，海德格爾主張：「其它一切存

在論所源出的基礎存在論必須在對此在的生

存論分析中來尋找。」 這就是海德格爾的形

而上學奠基，也就是海德格爾所奠基的形而

上學。從海德格爾所奠基的形而上學中，我

們可以看出：「哲學問題關涉實際生命的存

在」，「哲學問題關涉那種在當下被稱呼存在

和被解釋存在之方式中的實際生命的存在」。

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哲學只不過是對實

際生命的明確解釋而已」。 

  

 

注釋 [1] 卡西爾：《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評海德格爾對康德的解釋》，《世界哲學》2007 年第 3 期。 [2] 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導言，王慶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4、5、9、263、8、186、187、227、223、229、8、

232 頁。 [3]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6、14、25、49、70、13 頁。 [4] 葉秀山：《海德格爾如何推進康德之哲學》，《中國社會科學》1999 年第 3 期。 [5] 海德格爾：《現象學之基本問題》，丁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１２—１３頁。 [6] 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 1999 年版，第 68—69 頁。 [7] 胡塞爾：《邏輯研究》第 2卷第一部分，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2、317—318 頁。 [8] 施太格繆勒：《當代哲學主流》，王炳文、燕宏遠、張金盲等譯，商務印書館 2000 年版，第 210 頁。 [9] 葉秀山：《西方哲學史》（學術版）第 1卷，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頁。 [10]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熊偉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0 年版，第27、54、27、1、373、21、372、476、377、347、374、374—375、398、28、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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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牟宗三先生的觀點判辨劉宗周的「意體」 

    陳敏華陳敏華陳敏華陳敏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提要 

劉宗周是晚明最後一位理學繼承者，這個定位來自他既肯認王陽明的「求本心於良知」，同時

又能了解良知教的「相融相即」，這一點對確定良知教呈一顯教的規模有?積極的意義。他據

《大學》釐清陽明所規定的「致知格物」與「心意知物」諸義，並簡別「四有句」，這是一種

學風上的扭轉，但不是逆向的，而是開展的。以上種種討論，宗周是以嚴分「意」與「念」

為大原則。在這原則下，宗周為「意體」之超越性提供證明，並確立「意體」之客觀實在性，

最後且證成「意」是創造道德世界的能力，是吾人內在本具者，因此，他能開出有別前儒的

誠意教。有明一代，未有儒者對「意體」作如此深刻之探究，此為宗周一大貢獻，本文即據

牟宗三先生的觀點，以三個論題，層層推進，剖析宗周的「意體」，藉此明其實義。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牟宗三先生曾以「開端別起、歸顯於密」

八字評劉宗周誠意之學，曰： 

  

所謂開端別起者，將外擴的致良知教中

「良知之用」收攝於內斂的誠意教中之

「淵然貞定」之「意」也。如是，一、

不得不嚴分意念，不可以生滅有對之念

為意；二、由意彰著心之所知為心，而

特重主宰性。[1] 

  

「良知之用」為陽明學精粹，牟先生認

為：「…良知是通透於天心仁體之全蘊的『既

虛亦實』之本質，而其首先呈現於人之心目

中者，則為其虛德，即所謂『虛靈明覺』者

是…然人之踐此則甚難」[2]，故此宗周以「意

體」的「淵然貞定」開出一既內在的、又是

先天的工夫?誠意教，可算更端別起，大異前

儒。 

  

本文會就以下三個論題開展，包括： 

  

一、為宗周的「意體」之超越性提供證明，

分「嚴分意與念」及「意為心之所存」

兩節論述； 

二、是「意體」之客觀實在性的確立，由意

彰著心，突出「意」的主宰義具客觀實

在性； 

三、最後證成「意」是創造道德世界的能力，

此部分是從牟先生之「意知體物不遺」

看宗周的「天地萬物一體」所突顯的道

德創造力，證成此道德創造力乃吾人內

在本具者。 

  

    透過以上三個論題之辨析，宗周的「意

體」的實義將可一一確立。 

   

二二二二、「、「、「、「意體意體意體意體」」」」之超越性之超越性之超越性之超越性    

  

1. 嚴分「意」與「念」 

  

宗周嚴分意與念，是宋 明儒所罕見的，

以下有一段提綱語，見於〈學言〉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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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

非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

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

兩在而異情。以念為意，何啻千里？」[3] 

  

首先，牟先生於對「意之好惡」及「念

之好惡」有兩段詳細的案語曰： 

  

案「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好善即見惡

惡，惡惡即見好善，故互見也，雖有好

惡兩用而實為一機。「念之好惡兩在而異

情」，念有生滅，有住著，住著於其好之

所好即在於其所好處，住著於其惡之所

惡即在於其所惡處，故兩在也；其好之

所好不必善，其惡之所惡亦不必惡，然

而所好所惡內容總不同，故異情也。 「異

情」即異其實（內容）也。[4] 

  

「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好善即惡惡，

反之亦然，故互見，雖有好惡，而實為

一機，此顯意為超越層。「念之好惡兩在

而異情」，有善有惡為兩在，兩在即異情，

此顯念為感性層。[5] 

  

以上案語標示，第一：「好善」即見「惡

惡」，「惡惡」即見「好善」，顯示「好」與「惡」

雖是兩種用向，但同屬「意」之機能，內容

一致，故言「一機而互見」。至於「念」則有

生、滅、住、著等不同的情態，有內容上的

差異，其好惡與善惡並不是絕對地配稱，所

以說「兩在」，即各自有其域地，因此牟先生

斷其為「異其實」是如理的；第二：「意」與

「念」均有好惡之用，但「意」與「念」有

本質上的不同，「好善」「惡惡」顯「意」為

一種機能，因其關涉善惡之判別[好惡]，故

是「道德的」，同時，不受「生、滅、住、著」

等在經驗界中呈現的情態影響其好惡之用，

它自是「好善」「惡惡」，所以是有「超越性」

的，「念」則在感性層，受經驗事物影響。 

  

牟先生亦以是否「絕對善」來判分「意

之好惡」及「念之好惡」，云： 

  

此「兩在而異情」之好惡之念，亦可有

善的，然而不必其善，因逐物而起故，

即善，亦是相對而限定之善。因此，此

好惡之念乃善惡混雜，經驗的、偶然的、

生滅起伏的。其普遍底子乃是逐物而起，

兩在而異情。故為善惡雜。意之好惡，

其普遍底子乃是絕對的自肯，一機而互

見，故為絕對善。[6] 

  

「意」作為吾人的一種內在機能，對道

德的判定若是一絕對的自肯[即自我立法自

我遵守]，成就一絕對善者，則「意」的種種

內容自有其絕對普遍必然性，這種「貞定」

對自律道德的證成有?極其莊嚴的意義。 

  

吾人既有「意」此道德機能，為何仍不

免有「念起念滅」？宗周作了一些說明： 

  

今心為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

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為

厥心病。[7]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欲動情熾而念結焉。感有去來，

念有起滅，起滅相尋，復自起滅。人心

出入存亡之機，實係於此。甚矣！念之

為心祟也，如苗有秀。[8] 

  

宗周視「念」為心之餘氣，因其動而遠

乎天，這裏的天應作「天理」解，意即因念

動而不循天理行事，成了「心病」。吾人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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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於物而欲動情熾，使念更集結，變為「心

祟」。牟先生對「餘氣」之詮釋如下： 

  

餘氣者，心氣之動被物所牽引，遺出而

洩漏，遂凝結於感覺之情，而不返者也。

遺出而不返，遂為心之餘氣矣。……心

氣之動，若不經過內聖之踐履工夫以貞

定之，使之恆如其性，而一味順其經驗

的自然之動用而流行，則其動也，即不

能將其內蘊全幅保聚於其自身而恆如其

性，而圓整其自己，使之無欠無餘。[9] 

  

理清「念」的本質後，宗周規定「意」

隸屬超越層這一點便毋用置疑，因為若我們

視宗周的誠意之學是一種內聖之踐履工夫，

則擺脫經驗成素、不被「物」所牽引而流蕩，

以「意」的恆如其性為踐德的先驗原則是必

須的，嚴分「意」與「念」正是立穩此根基

的首務。 

  

    宗周以上的立場，在〈陽明傳信錄三〉

的案語中表現得更形清晰，云： 

  

一切好歹念都著不得，可知凡有念皆不

是道。[10] 

  

「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實，用為善去惡

工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

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工夫，

一世合不上本體了，正所謂南轅而北轍

也。[11] 

  

上兩節引文之「著」應作「?」解，有「執」

之意。「凡有念皆不是道」，「纔著念便非本體」，

宗周正正以儒家的恆常：天理、天道為踐履

的標的，在念上用為善去惡工夫，因易陷經

驗界的巢囿，所以日久心體不一定自明，要

合上本體[即心體]，就要保住「意」的超越

性，一切好歹念都?不得。 

 

2. 「意」為心之所存 

  

由好善惡惡之肯認，宗周再提：「意者心

之所存，非所發也」這一個新觀點，以突顯

意體之為超越者是必須的。在〈答史子復〉

一書中，他有以下肯斷語： 

  

意為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為

獨不然？第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

有所發，如意為心之所發，則孰為心之

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

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而惡乎可？總

之，存發只是一幾，故可以所存該所發，

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

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公案，未可

便以朱、程之言為定本也。陽明先生曰

「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

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

善惡屬意，則好之惡之者誰乎？如云心

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

旨相戾。今據本文，果好惡是意，則意

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12] 

  

這一段論說，可分為兩個結語去理解： 

  

第一個結語：存發只是一幾 

  

宗周假定「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

所發」，若意為心所發，則心存些甚?？如心

是存者，意是發者，則心與意便互相抵觸，

除了因「存」「發」的分際不同，而且因所發

必關涉經驗層，如此意體之超越義不能確立，

「意」不能與「心」連著說，於宗周來說這

是不容許的。故此宗周總結存發只是一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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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發」不存在時間上的先後，是「一幾」

的不同面相而已，不然《大學》「誠正」一關

不能通過（案：指「誠意」與「正心」兩種

工夫會割裂開）。 

  

以上「存發只是一幾」義，另見於〈答

董生心意十問〉的解說中，云： 

  

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 

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

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

宰，嘗嘗存，亦嘗嘗發。[13] 

  

以上云「人心之體，存發一機」，因「心」

中自有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了又發，

而又不定在存或發。看以上「心無存發，意

無存發」兩句，此心中主宰乃是超越層的

「意」。 

  

  

第二個結語：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 

  

宗周謂「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是據〈誠

意章〉本文而來，此處可溯源《大學》：「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

意章〉）。我們若以「善」「惡」屬於意，那由

甚?來好之、惡之？如果是由「心」來好之、

惡之，則與陽明所倡「無善無惡心之體」（陽

明「四有句」中首句）的宗旨相違背。故此

宗周以好之、惡之屬於「意」來解釋文本，

進一步肯定「意」是一存者，是一能發出「好

之」及「惡之」的不同徼向者。宗周亦根據

「意」這個特點，來指示出陽明的「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中的「意」不是一個真正的道

德實體，因為據陽明的說法，「意之動」的本

身成了有善、有惡者，如此則「意」亦成了

一有善、有惡者，宗周認為陽明所謂的「意」

應是有經驗義的「念」。 

  

概括〈答史子復〉一文，「人心之體」在

作用層上說，是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否則

「所發」無從產生。但在實存的層面上，不

論「意」是否由「心」所發，「心」總是有所

「存」。至於「心」與「意」不能是對偶之物，

其實是宗周視「意」有超越義，才有此立論。 

  

根據以上的立論，宗周曾批評朱子，云：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

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

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

善而無惡也，惡得以所發言乎？如意為

心之所發，將孰為所存乎？如心為所存，

意為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

本之旨乎？[14] 

  

宗周借《大學?誠意》之意來批評朱子規

定「意」是心之所發的不恰當。宗周的理據

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見此「心之存

主」是一於善而不二於惡，即全幅內容是善

而無惡，否則不能作出好惡的道德判斷，反

過來假設，「心的存主」的內容若有善有惡，

則絕無道德義，不能作道德判斷了，所以宗

周指出以所發（即有善有惡）來說明「意」，

一則使「意」落於經驗義，同時亦使「心」

喪失道德義。至於宗周反對「所發先於所存」，

以其違反了《大學》的本旨，但宗周視何者

為其本旨，這需另文進一步探討。 

  

其次，《大學?誠意》中「自欺」之意，

宗周於〈大學古記〉有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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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云者，自欺本心之知也。本心之知，

善必知好，惡必知惡，若不能好惡，即

屬自欺。此正是知不致處。毋自欺，則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斯誠矣。故

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而其功歸于

慎獨。獨者，藏身之地，物之本也，於

此慎之，則物格而知至矣。[15] 

  

以上「毋自欺」的意思，是不自欺本心

之知。此處宗周明確規定「知」是本心之知，

是善必知好，惡必知惡，這裏的「必知」是

肯定語，涵此價值判斷：「必知好及惡」有其

必然性，而必知好及惡的「本心」，亦必是一

道德實體，否則上述的價值判斷不能作成。

宗周進一步再指出「不自欺」者，則「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則意誠。這點十分重要，

因為「意」亦因此有了道德義，可稱為「意

體」。 

  

就以上諸義，宗周再舉例如下： 

  

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

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

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為意，則

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

其止至善之極則乎？[16] 

  

「心無善惡，信乎？」 

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

為善也。」 

「意有善惡，信乎？」 

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為良矣，乃所以

為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意之罪也。吾

自知之，吾自蔽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17] 

  

宗周視「意」有不同於陽明等大儒處，

他的重點是以好善惡惡為「意」的內涵，因

此，「意」作為道德判斷能力的先驗原則，其

「自身必為善」[意之有善而無惡]是分析地

真，因此，誠意是至善之極則，即踐德的終

極標準亦是自明的。 

  

宗周再採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

子‧告子上》）證成「性善」的論說形式，回

應「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的提問。牟先生

在《圓善論》一書中，對「乃若其情」此論

題有以下的案語： 

  

案此段話是孟子確認性善之正說。此一

正說是先就人之為人之實情，也可以說，

就一切理性存有之為理性存有之實情，

而言其「可以為善」，意即實有其足可為

善之能力（良能之才）以為善……[18] 

  

宗周之「意」與孟子之「情」（實情）義

同，套用牟先生的案語，可表述「乃若其意」

及「乃若其知」等回應如下：就一切理性存

有之為理性存有之實意[意體]、實知[良知]，

實有其足可為善之能力以為善，若夫為不善，

是不能知止而已。這一種論說方式，顯示宗

周深得儒學宗旨。 

  

至於宗周註云：「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

其知，而其功歸于慎獨」，是想據此言「意體」

亦通於「獨體」，肯定「獨體」之好惡即「好

惡之兩意一機」，曰：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

惡也。原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

欺」，謙曰「自謙」。既自好自惡，則好

在善，即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即好在

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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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

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

在彼，心體仍是一箇。一者，誠也。意

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

以誠之者一之也。[19] 

  

「獨體」的本質在自好自惡，這一個觀

點相當重要，它有一自定法則及自我遵守之

意，是一自律道德的規模，故宗周加上「體」

字，突出其為道德實體，是相當合理的使用。

至於「好惡雖兩意而一機」一語，是剔除好

善與惡惡的對偶性，上文曾論及二者不是異

質的兩個機括，而是「好在善，即惡在不善」，

反之亦然，故是一機，這是避免了「意」「念」

混雜的困難，宗周並藉此言「心體」、「意體」

均是一，這個「一」是真實無妄的，故以「誠」

表之。宗周曾云：「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

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

意」（〈學言中〉），是以「獨知」為「致其知」

中的「知」，亦是「意體」通於「獨體」的另

一明證。 

  

「意為心之所存」還有另一「幾微」義，

牟先生評「意」為一「淵然貞定」者即本此

而來，引宗周之言如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

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為好樂，

惡而流為忿懥，又再流而為親愛之辟，

為賤惡之辟，又再流而為民好之辟，民

惡之辟，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為不誠

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

之辨彰彰矣，而世儒反以意為粗根，以

心為妙體，何耶？[20]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誠意、慎獨

之功，故「意體」其用未彰時即「微」，但意

能誠後，「微」即著，故宗周感慨世人對「好

惡」誤解，演變為民好、民惡之辟，徹底減

煞了「好善惡惡」的道德義，宗周更認為《大

學‧正心》章正顯「心正」也是「誠意」之

功，故反斥「以意為粗根」者為不諦。上文

亦有以「微體」一詞與「意根」相通的意思，

宗周於另處又言： 

  

好惡從主意而決，故就心宗指點；喜怒

從氣機而流，故就性宗指點。畢竟有好

惡而後有喜怒，不無標本之辨，故喜怒

有情可狀，而好惡托體最微。[21] 

  

「好惡從主意而決」中的「主意」即「意

體」，好惡借托於「意體」，由此而極言「微」，

其義與上一則引文同。至於「心宗」與「性

宗」之別，是從好惡及喜怒所從者而分出。

重點在「標本」之辨，是宗周想突出「意體」

乃最微者。「淵然」就是譬此「微」如海般深

邃。 

  

至於「幾」，同於「兩意一機」中之「機」

者，是機括的意思，宗周多次贊同以「微之

微」言《大學》之誠意，就是以「意」為實

體，並配《易》以定義「幾」，云： 

  

其四曰：《大學》八條目，向來於誠意一

關都看錯了。今來教曰：「學至誠意，微

之微矣。」卓哉見也。意有好惡而無善

惡，然好惡只是一機。《易》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也，故莫粗於

心，莫微於意。[22]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作，所謂「善，

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

謂知幾，知幾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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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

禍福言也。[23] 

  

宗周以「吉之先見」而言好惡只是一機，

而「意」因此無善惡，是「動之微」者，君

子知幾並知所止，即「止于至善」也，在此

是特重「先知」而不是禍福吉凶。 至於心粗，

應指心有餘氣時之「心」而已，是用來映襯

「意」為微之微。 

  

其實，宗周以他理解的《大學》為審察

標準，指出「意」作為一道德實體的根源是

落在「心」上。收於《蕺山學案‧語錄》其

中一節，即展示了上述意義，同時，亦有「意」

微（心最初之機）的意思，云： 

  

《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

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

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故意

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

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

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

意之所起也。[24] 

  

宗周認為《大學》所言之忿懥、恐懼、

好樂、憂患是「心之體」，此種理解可與孟子

論四端之心（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的

方式相同，即以「惻隱」之具體行為顯人有

惻隱之心，心是一道德實體，而非視「惻隱

之行為」是一道德實體。宗周亦非視忿懥、

恐懼、好樂、憂患為道德實體，四者原是「心」

在經驗層發用時所顯者（案：宗周之言「即

四者之所自來」，應是此意，而非「心」生出

此四者，否則「心」不能是道德實體），而對

此四者有好惡之「意」，是心最初之機，「心」

淵然有定向，由發用以見體，肯定了「意體」

義，所以宗周的結論是：「意」蘊於「心」，

非心之所發，此處與「意是心之所存，非所

發」義同。 

 

「意」既要起用，其最初之機亦只能是

「知善知惡」之「知」，因不「知」如何可定

好惡？但這裏的「知」決不是認知義上的知

道或不知道，否則會隨經驗中千差萬別的事

宜牽動，「知」既「知善知惡」，其有道德意

義不容否定。至於「意」不可欺，因「意」

非由外界之物事操控。同理，非「意」生起

「知」，能知善惡是由「知」本身彰顯「意」

之作用，故此，「知」亦是「自知」，不用他

證。由此推證，此藏於意之知即「意」自身

之「明覺」，亦可名為「意知」。 

  

  

三、「意體」之客觀實在性 

  

宗周頗多話語講解「心」與「意」所透

顯出來的主宰性，譬如： 

  

心之主宰曰意，故意為心本，不是以意

生心。故曰「本」。猶身裡言心，心為身

本也。鄧定宇曰：「心是天，意是帝。」

[25] 

  

天穆然無為，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

粹以精，盡在帝中見；心渾然無體，而

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贊化育，

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

所謂心者。[26] 

  

以上兩段，是宗周配合《易》來言「主

宰」義：「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

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

帝，而分之為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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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即主宰即流行也」[27]，「意為心本」

是宗周的宗旨，他取「天」「帝」作喻，即主

宰即流行，是想突出「心體」之參天地贊化

育乃「意」之功。 

  

宗周在〈答董生心意十問〉的解說中又

云： 

  

問：「心有無意時否？」 

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

只是徑寸虛體耳。著箇意字，方見下了

定盤鍼，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鍼與盤子，

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

精神，仍只是一箇心，本非滯於有也，

安得而云無？ [28] 

  

以上是董生的第三問，問「心」有沒有

缺乏「意」的時候？宗周明示所謂「意」是

「心之所以為心」的根據。單說「心」時，

心只是一個虛體[案此處之「虛體」並非指「心」

無實體義，而是「心」此時彷似在一虛空的

狀態，待「意」來充實之]，有了「意」，便

是有了精神，如定盤鍼指出子午線一樣， 但

心仍是那一個，如未下鍼前那一個盤子，故

「心」不滯說定有或定無「意」。 簡言之：

心有「意」時，像定盤鍼指出方向；心無「意」

時，盤子仍在那裏，只是沒有指示方向。在

這裏，我們會審視第二種情況，即心會有「無

意」之時，此狀態並非不關涉道德範疇時才

出現，恰切而言，是「意」未作用而矣，而

不是無「意」的存在。我們既已視「心」為

一道德心，則「意」是心之所存，遇事必應，

故有好惡之表現，即牟先生所謂「淵然貞定」。

而董生此問，乃將心與意分拆為兩個獨立體

來看，以「心」為主；宗周之答，則顯「意」

之功，故言宗周之學乃誠意之學。其次，作

為定盤鍼，即有指導性，亦有主宰義在其中。 

  

董生的最後一問，同樣有上述的意旨，

曰： 

   

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

用事？」 

此箇機緣，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盤鍼

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鍼子只

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並

將盤子打碎，鍼子拋棄。所以平日用無

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

至矣乎！ 

此箇主宰，要它有，又要它無。惟聖人

為能有，亦惟聖人為能無。有而無，無

而有，其為天下至妙至妙者乎！[29] 

  

宗周深諳聖人「從心不踰」（《論語?為政》）

之境，即隨其心而安行但不超越法度[此處可

參考朱熹《四書集註》之注解]，所以在回答

董生此問，此時屬「心」還是「意」在用事，

他明指這是「意中真消息」，所謂「真消息」，

即是實義，「意」既是恆指向南的定盤鍼，對

盤子[即對虛體的「心」]而言，它是一主宰。

不過，聖人踐德無局限相，「所以平日用無意

工夫，方是至誠如神」，最後，盤子與鍼子乃

是一而二、二而一者。 

  

宗周藉以明志的四句，當中首兩句：「有

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30]，

正好再用來配合說明「心」與「意」的用，

牟先生對此有極精闢的分析： 

  

劉蕺山不先抽離地設一「無善無惡」之

「心之體」，直就具體的眼前呈現的動用

之心而言心，此不是超越分解地說，而

是現象學地、描述地說。故直云「有善

有惡者心之動」：心之關涉於經驗而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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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念必隨經驗而歧出而分化，故有善惡

之「兩在」。……但是，心不能只是現象

學地順經驗一面去看。它還有超越的一

面。這超越的一面也可以現象學地而且

體性學地給指點出來，反顯出來。這便

是「好善惡惡意之靜」一句之所示。此

好善惡惡之「善」不是經驗層上的「念」，

它是超越的、先天的、道德判斷所自出

的絕對自肯、純一無二的自肯、恆自淵

然貞定的自肯，所以它是絕對地「善的

意」，絕對地「善的自肯」。順這自肯而

直接推出的或最原始的道德態度或道德

決斷便就是這「好善惡惡」所表示

的。……它雖不是經驗層上的「念」，但

它卻也是現象學地呈現的，它不是一個

抽象，也不是一個設定。它是一個具體

的絕對真實。這就是可以現象學地而且

是體性學地給指點出來或反顯出來的心

之「超越的」一面。惟因有此一面，人

心始有主宰可言。[31] 

  

宗周肯定意蘊於心，心有實體義，但亦

會起用，故牟先生的分別說是必需的，「心有

實體義」是超越分解地說的「心」，「動用之

心」是現象學地、描述地說的「心」。因發心

動念關涉經驗，而心之動之善惡兩在不能離

念，故念亦為善惡兩在。但超越地說的「心」，

也可由現象學地而且體性學地表示之，所謂

體性學，即能體現吾人之道德性之學問，而

這套學問亦可在經驗界以現象方式呈現出來

者，即有客觀的實在性，儒家之學問即是此

種異質綜和的模式。宗周深得儒學精粹，並

舉「心」的兩層意思，由好善惡惡的「意」

來反顯彰著「心」的超越層。綜括好善惡惡

的「意」是有一絕對的自肯（此自肯由「毋

自欺」、「自慊」而來），故為絕對地善。在這

處，我們可以清楚地察照出宗周開端別起的

新觀點：「以意為首出，由意彰著心」的道德

價值究竟落在何處。 

  

以上的分析，得出「意體」作為一種吾

人內在本具的道德機能，不純停在道德理念

與原則之先驗層中，它是能在經驗界以現象

方式呈現出來者，即這一種道德機能是實踐

上「能用」的，使「意體」有一種客觀的實

在性，放之四海皆準，在儒學的推展中，宗

周這方面的貢獻彌足珍貴。 

   

四、「意」是創造道德世界的能力 

  

「意」作為一道德實體，它的理念與原

則早在超越層面確立，而在經驗界中，「意」 

亦同具客觀實在性，這一點，是前儒所未觸

及的，宗周更把「意」推前一步，點示出「意」

有創造道德世界的能力。 

  

在上節所引的《蕺山學案．語錄》中，

續有一段云： 

  

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

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即是知，

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

層，真是山窮水盡學問。[32] 

  

順以上語錄之意，「知」即「良知」，何

以滲有「物」在內？在「體物不遺之物」與

「物即是知」兩句中，宗周所指之「物」，意

思是否一致？首先，「體物不遺之物」一句，

首個「物」字，應指因吾人本「誠」而被賦

予了價值義的一切「物」，為何宗周將此「物」

作如是觀？其用意於「體物不遺」之「不遺」

一詞可見，而且應與程明道言「體物而不可

遺」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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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

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亦不已」，純則無間斷。[33] 

  

以誠敬的工夫，不間斷地達致體物而不

遺，應是宗周誠意說的濫觴，因為「不誠無

物」一語，肯定了此一道德踐履背後的超越

根據?心體的作用，在宗周而言，即「獨體」、

「意體」的彰著。至於「體物不遺之物」最

末一「物」字，非指經驗層的任何事物，而

是「知」中最初之機，是「獨體」，也是「意

體」，故吾人可喚此「物」為「意知」，「意知」

即是能誠、能體物不遺的保證。 

  

牟先生對整段語錄，曾有總結云： 

  

意知體物不遺，則所體而不遺之物即天

下、國家、身心三物也。意知即于物，

物亦即于意知。即于意知即即于「至善」，

即于「止」。 

故物止于知（意），非知之所照也。「物

即是知」，此「即是」由即于止、即于至

善而定。一層切一層即向裡收攝也。知

吾知，則知習于獨，此以獨說知，故「知」

即獨體，體物而不可遺者。[34] 

  

牟先生分析「所體而不遺之物」的「物」

乃天下、國家、身心等，「意知」（可分言「意」

與「知」，因知本身彰顯了意的作用）既然體

物不遺，則與「物」通，並止于止、止于至

善。由於「物」被收攝入意知內，故另一方

面亦可以「知」或「獨」表述「物」的超越

義。 

  

其次，我們再借宗周錄於〈學言〉的兩

段話了解「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的含義： 

  

身者，天下國家之統體，而心又其體也。

意則心之所以為心也，知則意之所以為

意也，物則知之所以為知也，體而體者

也。物無體，又即天下國身心意知以為

體，是之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35] 

  

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

知無體，以物為體。物無用，以知為用；

知無用，以意為用；意無用，以心為用。

此之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36] 

  

依「物則知之所以為知也，體而體者也。」

與「知無體，以物為體。」 兩句，即明：

「物」是「知之所以為知」；加上：「物

無用，以知為用」，明「物」、「知」乃體

用一源，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

的說法是合理的。在「物即是知」的角

度而言，此「物」亦有超越義，因「知」

如前述與「意」是一合相，「意」是一實

體，則「物」順此理路，可確解為不屬

於經驗層的任何一事或一物，而是一超

越義上的「物」[37]。 

  

宗周在《大學古記約義》中，亦有相類

意思的篇幅： 

  

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

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

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

物於物，為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

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

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

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之

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

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

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起方圓，良知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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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

物。 」……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粗

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即心即物，非心非物，

此謂一以貫之。[38] 

  

以上引文可分三個觀點來說明： 

  

首先是宗周確定天地萬物可以分、合來

看，即是各一物或一物（即無物），而吾心不

受物的拘限，但借物而顯。其次，致吾心之

聰明即致良知，也離不開物。最後是即心即

物，非限於「只是心」或「只是物」。 這與

程明道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觀點一致。 

  

至於「物無體，又即天下國身心意知以

為體」，說明了宗周貫通物、知、意、心四者

為一，在主、客觀面，在經驗及超越層，綜

述出一個道德形上學的規模，至於獨之知，

即致知之知，即本源即末流也，是故得「體

用一源，顯微無閒」，此為比前賢說得更到底

的定論。 

  

在《大學雜言》的序文中，宗周云： 

  

諸生講《大學》。一夕，偶思而得之，因

謂諸生曰﹕《大學》一篇是人道全譜。

試思吾輩坐下只此一身，漸推開去，得

家、國、天下，漸約入來，得心、意、

知。然此知是懸空起照，必寄之於物，

纔言物，而身與家、國、天下一齊都到

面前，更無欠剩。[39] 

  

宗周的「推開去」及「約入來」，是孟子

的盡心工夫，是明道的體物不遺，此為儒學

一貫的義理關節所在。故宗周的「四句」以

「有善無惡是物則」作結，「物則」即是「天

理」，是意知獨體所具並能呈現的體物不遺的

天理，亦為有善無惡者，故一無欠剩。 

  

  

五、結語 

  

上文曾引宗周重「意」，以「意根」名之，

此義亦見於另處，如：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

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

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

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

方為真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

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後

意誠也。意誠則正心以上一以貫之矣。今必

謂知止一節是一項工夫，致知又是一項工夫，

則聖學斷如是之支離，而古人之教，亦何

至架屋疊床如是乎？[40] 

  

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

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致

知可言。[41] 

  

宗周明言《大學》之教在「知本」，這個

「本」由八條目層層探索，停在「意」處，

成為「根源」，名其為「意根」，這肯定了他

以「意體」為首出；又因其為「至善之所止」，

這個「意根」即有道德義。因此，宗周順理

再釐定「格物致知」義，致知之「知」應是

「知止之知」，將「知」的認知義剝落，而「物」

則是有「本末」者，不再限指「物」為經驗

界的事物。如此，宗周遂下結論：格致與誠

意通而為一，離卻意根無真功夫可言，可見

「意根」一詞，寓意深遠，就如植物深藏之

盤根，為一整株植物立足之根基，「意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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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踐德之依據。他更肯定聖學絕不支離破碎，

「知止」與「致知」無分別，只要於意誠後，

則正心等諸關節即能貫通（意誠則正心以上

一以貫之），這一點顯示宗周重建的誠意學，

為道德實踐工夫確定了一個發展的方向。 

  

因為宗周對《大學》的理解有進於前儒，

因此他的「致知」較之陽明的「致良知」，藉

「工夫結在主意中」的立場，便多了一重預

防之效，如牟先生所言：「預防者，即在將平

散之虛用收攝於『淵然貞定』之實體。此不

是任何外在的工夫與矜持所能防止者。…此

即是歸顯於密，誠意之學之所由立」[42]。當

然，作為踐德的終極標的，「致知」與「致良

知」無異義，均一併為儒學的圓滿發展而奮

鬥。 

 

註釋 [1]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劉蕺山誠意之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7 月初版），頁 297。 [2]  同上註。 [3]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語類十四‧學言中〉（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485。 [4]  牟示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8 月初版），頁 511。 [5]  同上註，頁 453。 [6] 同註 1，貢 308。 [7]  同註 3，頁 491。 [8]  同註 3，頁 492。 [9]  同註 1，頁 309。 [10]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四）》，〈陽明傳信錄三‧黃以方記〉（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104。 [11]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四）》，〈陽明傳信錄三‧王畿記〉（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頁 107-108。   [12]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三上）》，〈文編七‧書（論學）‧答史子復〉（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446。 [13]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語類十一‧問答‧答董生心意十問〉（臺北：中研院

文哲所，1996 年），頁 398。 [14]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語類十二‧學言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459。 [15]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一）》，〈大學古記‧第三章〉（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737。 [16]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語類十四‧學言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522。 [17] 同上註，頁 523。 [18] 牟示三：《圓善論》（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頁 22。 [19] 同註 16，頁 522-523。 [20] 同註 16，頁 528。 [21] 同註 5，頁 540。 [22]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三上）》，〈文編七‧書（論學）‧答葉潤山民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387。 [23] 同註 16，頁 526。 [24] 楊家洛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歷代學案第一期書（四）》，〈明儒學案‧蕺山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4 年 2 月四版），頁 677-678。 [25] 同註 16，頁 528。 [26] 同註 16，頁 523。 [27] 同註 16，頁 522。 [28]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語類十一‧問答‧答董生心意十問〉（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397。 [29] 同上註，頁 400。 [30] 同註 14。 [31] 同註 1，頁 298-300。 [32] 同註 24。 [33]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明道先生語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 月第一版），頁 165。 [34]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蕺山全書選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年 4 月初版），頁 54-55。 [35] 同註 14，頁 457。 [36] 同註 16，頁 531。 [37] 牟宗三先生曾就宗周「知止」之知與「知藏於意」之知的使用提出批評，言其混雜，使「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一語出現問題，內容詳見牟示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8 月初版），頁 473-484，因篇幅關係，本文暫不處理此批評。 [38]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一）》，〈大學古記約義‧格致〉（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頁 759-760。 [39]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一）》，〈大學雜言〉（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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