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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去兩短、合兩長」與理一分殊新釋 

 

第一節 「去兩短、合兩長」和道德與知識之辯證 

關係 
        
 

在第五章討論到，牟宗三先生指出朱子的道問學因心與理二，因順取的途

徑，故偏離儒家本義，遂而導致兩個缺失：一則不能挺立起真正的超越的道德主

體，成為他律道德。二則在格物致知中所拖帶的知識，非道德實踐之本質，只具

有補充助緣的作用。因為就實踐的動力——道德情感而言，經驗知識明顯地無法

提供此動力，理由在於二者是異質之物，經驗知識真正的角色在助成道德行為之

實現，如陽明所說意在於事親，則去求親之溫清定省、奉養節目之知。若把重點

放在行為實踐上，經驗知識正是良知之助緣，牟先生對朱子的批評實正確無誤。

劉述先先生也同意，在內聖之學的間架中，朱子的確走入了岔路，因為要建立德

性的自覺，就必須訴諸逆覺體證的工夫。而且朱子與象山既然都以孟子學為正

宗，其中直接相關者乃是道德實踐，道問學作為外在知解、文字理會之明理工夫，

與道德踐屢並無本質的相干性。不過劉先生也強調，若跳脫立本心以建立道德意

識的框架，從廣義的道德實踐立場來看的話，基於良知與見聞的辯證關係，以及

朱子對有限性（氣稟之雜）的警醒，朱子格致工夫自有其不可磨滅的貢獻。於是

劉先生雖然與牟先生同樣主張朱子格致工夫可融攝於陽明良知教中，但異於牟先

生集中在立本心之角度，強調朱子道問學必須為象山尊德性之助緣1，劉先生則

從廣義道德實踐之立場，力陳朱陸之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 
以上討論提醒我們，對朱子的評判，是否只能從經驗知識與行為實踐的角度

切入而立論？還是也可以從道德的其他側面，如倫理知識與道德判斷加以檢視？

如果從這樣一個問題切入，對朱子的評價是否有所不同？就行為實踐而言，經驗

知識的作用無疑是工具性的，不過考慮到道德判斷的話，情況則有所不同。當我

們說「判斷或決定者不是知識」時，這不構成問題。原因在於：那判斷者不是知

識、而是一種應然的判斷意識，所以良知才能給予經驗知識以適當的定位。就經

驗知識作為良知之助緣，以及良知可給予經驗知識適當定位而言，劉先生所謂良

知與見聞的辯證關係，應屬一種「主從的辯證關係」，兩者雖不可分離，但在角

色定位上，仍是道德意識為主、經驗知識為從。 
但問題如果換成「知識是否為判斷或決定者之可能條件」的話，在我們面臨

道德兩難或道德爭議等權衡性判斷之際，由於涉及單一主體甚至眾多主體之反省

                                                 
1 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臺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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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我們也受到一種由倫理知識構成的「道德性前結構」之指引，這之中道德

理論、社會倫理規範及國家的法律等早就交融在這做判斷的應然意識中，只要一

從事權衡判斷，就必落入此前結構中，因此我們必須給上述問題一個肯定的答

案。倫理知識與判斷的應然意識於是形成一種「對列的辯證關係」。朱子有見於

倫理知識在道德判斷之本質地位，才能指出只做立本心工夫會在面對道德難題時

無所適從，而堅持以其格致工夫作補充，力倡二者之「去兩短、合兩長」。就權

衡性判斷與倫理知識之「對列的辯證關係」來看，此方向無疑是必要的，因為即

使是陽明也對此意識不夠。所以這種「去兩短、合兩長」不但可以應用於朱陸，

還適用於包括陽明在內的整個逆覺體證工夫型態。 
    在指出「去兩短、合兩長」之必要性後，筆者以為，還是可以採用「理一分

殊」的架構，作為融通二者之理論橋樑。首先，在道德實踐上，陸王心學作為康

德意義上的自律倫理學，確為朱子的他律型態所不及。2是以本心即理之前提與

「逆覺體證」工夫不可棄；可是若要顧及道德判斷，就須同時並重朱子專注於理

論研究及帶有原則意識的格致工夫，而非僅視為助緣。在「理一分殊」新釋中，

劉先生主張「逆覺體證」所呈現之良知及其落實於行為，皆是已侷限在某特定時

空之「分殊」，而非超越之「理一」，恰為一適當的融通管道。準此，則陸王與朱

子所從事的都是在分殊層面的工夫，可同時肯定而無高低主從之別，差異只在前

者長於道德實踐，後者有得於道德判斷。 
 
 
 

第二節  道德判斷與知識 

 

一.兩種知識與兩種道德判斷 

 
 
為探討知識與道德判斷的關係，首先必須對「知識」一詞有所簡別。通常所

謂「知識」，多半指經驗或科學知識，然而，還有一種倫理知識（ethical 
knowledge），亦即對各種道德理論、原則，社會之倫理規範，乃至自己與他人之

前倫理經驗的知識。這種知識往往在討論中被忽略，卻與道德判斷息息相關，分

別檢視這兩種知識在道德領域之作用，才可對道德判斷與知識之關連有一較完整

                                                 
2 有關朱子如何算是他律型態及康德自律倫理學之確義，除了牟宗三先生的相關論述外，亦可參

閱李明輝先生所著：《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或拙著：〈再論朱

子歸入自律倫理學的可能性〉，《鵝湖》，第 305 期（2000 年 11 月），頁 54—64。筆者於該文

中亦指出朱子雖不是康德意義下的自律倫理學，卻可歸入謝勒所謂「人格的自律」型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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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 
另外，我們也可依照道德活動的情況以區分兩種判斷類型。在行為者面對道

德情境之際會相應以一種應然意識，此應然意識具有進行判斷與提供行為動機兩

種活動。行為動機與道德實踐有關，是一種道德情感的作用，是將道德判斷落實

於行為的驅動力。應然意識在進行判斷之際則有兩種情況，若是進行判斷與提供

行為動機兩種活動同時產生，則純是道德情感之反應與作用，具有當下性與直接

性，我們可稱之為直感性判斷；如果道德情感的反應受到概念與思考之介入，而

無法當下自我確認且同時提供行為動機，則就是一種權衡性判斷。以下試分別說

明這兩種判斷。 
1.直感性判斷。行為者在做道德判斷時，若不經任何思考，全是道德情感直

接的感應，而有從事道德行為之內在驅使力，這就是一種直感性判斷。見到有人

溺水而起的惻隱之心正是最好的例子。此道德感乃應然意識中判斷意識與行為動

機兩要素同時俱顯，也就是陽明所謂知善知惡同時好善惡惡的良知之呈現。直感

性道德判斷是一種直接的判斷，是對當前遭遇的具體情況之直接反應，而非一種

與行為者目的、慾望、渴望有關的活動。當我們看見有人溺水隨即跳水援救之際，

既不會考慮慾望、目的之滿足與否，也不會有時間反省這是否對自己有利，只感

到一種內在的推動力驅使我們去做。又如看到有人流血倒在路邊，我們對那人的

身分沒有任何了解，但心中頓時感到不忍，感到有援助之必要，這些正是直感性

道德判斷的例子。如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不助人則顯得沒有同情心，而怕惹人

非議，這種考量其實並非道德判斷本身、而是對道德判斷及其後果的省察與思

索。直感性道德判斷是不涉及這種考量與反省之直接道德情感表現。由「直接的

感應」一語，才稱這種判斷為「直感性判斷」。在這種判斷中，道德情感之反應

未受到任何妨礙，也無任何概念與思慮之介入，而能同時提供一種行為的驅使

力。這是一種道德情感的發生與動用。 
2.權衡性判斷。不過很多時候，作為判斷意識的道德情感會受到概念與思慮

之介入而受到阻礙、陷入矛盾，就無法同時提供予以行為的動機。就個別行為者

而言，此矛盾表現為在自己之中不同義務或價值取向之牴觸，又必須擇一而行、

不能兼顧。忠孝難兩全的道德兩難正屬之；這種矛盾亦可能是不同行為者對同一

件事的判斷意識之分歧，形成一種道德爭議，如同性戀、安樂死的爭論。以上兩

種矛盾形成一種應然意識反思、權衡乃至掙扎的過程，在這過程中，行為者必須

對道德情感的反應進行概念上的認知、反省與思考，這就具有理性思考的參與而

不純是道德情感的作用。判斷意識必須做個別行為者之自我調停，或不同行為者

之互相整合，無法與道德情感的實踐動機直接貫通（因已有思慮營為之介入）而

即決即行，這就是「權衡性判斷」。權衡性判斷之完成往往有賴某種「依據」，直

感性判斷則為應然意識感而遂通的呈顯，道德主體無須再憑藉任何裁決之依據；

但在權衡性判斷中，判斷意識必須基於某種根據在正反兩方（或多方）中尋求協

調或取捨之道。以下將會看到，倫理知識正如影隨形地提供了這種「依據」。由

此看來，權衡性判斷是對情感之認知與反省所致，而非情感之發生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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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驗知識與道德判斷 

 

（一）經驗知識在判斷「後」的輔助功能 

 
在第五章曾經指出，就經驗知識而言，它可以在道德判斷「後」幫助道德行

為之實現。牟先生指出每一道德行為都是本心良知與經驗知識合作所成就者。前

者決定行為方向，所以是行為之形式因；後者決定行為內容，則是行為之材質因。

例如在本心下「孝」之判斷「後」，為了在行為上貫徹此「孝」的指示，就必須

探求相關知識。知識因此是「孝」心實現之助緣。勞思光先生也提到，就道德行

為能否順成之「完成義」而言，因經驗知識提供道德行為之內容，所以是道德實

踐上不可或缺之輔助。鑑於經驗或科學知識在判斷後的作用前文已有處理，且情

況較易理解，所以不在此處多做討論。 
 
 

（二）經驗知識在判斷「前」的外在決定 

 
在知識與道德判斷的關係上，有一種常見的說法是：正由於吾人認識到這些

事實，才會判斷某些行為是該做的。例如我知道父母養我、育我之事實，才判斷

應該孝順父母。除了要面對摩爾（G. E. Moore）「待決問題論證」（the open-question 
argument）之詰難外，筆者認為，這種說法也忽略了一個關鍵，就是在從對此情

境之認知到作出相應行動的過程之中，必經過一種應然意識之媒介，在我知道父

母養我、育我時，會產生一種感動，正是這份感動使我認為應該孝順，並決意從

事孝行，這份感動亦即應然意識，兼具道德實踐之動機與相應某境遇作道德判斷

之雙重角色。所以真正作判斷的，是此應然意識、而非任何經驗知識或事實。事

實知識在此只是輔助性質，提供遭際對象或事態之訊息，供道德判斷之用。可說

是判斷「前」之參考功能，亦即知識對我們判斷某事物之道德定位的諮詢功能。

由於這對應然意識之判斷無主導作用，所決定的是判斷對象，而非道德判斷力本

身，所以稱為判斷「前」的外在決定。 
在外在決定關係中，經驗知識的取得除了作為我們的參考資訊，以利做判斷

之外，這些訊息的改變亦會導致我們對某事物道德判斷之改變。例如我們對近親

通婚態度之轉變。由於醫學上發現近親通婚在遺傳上之惡果，這項做法於是為法

律與社會所不容。要注意的是，在這種關係中，經驗知識並未進入道德判斷力內

在結構中，只是由於知識提供我們所要判斷的對象之不同性質，使這對象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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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有了改變。在近親通婚之例中，並非經驗知識改變了我們的道德判斷力，

而是這種知識指出了我們之前所未考慮的因素，乃至其所涉及的道德問題，這些

問題牽涉到某些道德原則或義務，使應然意識重新衡量此事之道德定位，進而裁

定為不可行。可見經驗知識真正改變的還是道德判斷之對象，並非道德判斷力本

身，所以是一種外在的決定。亦即：道德判斷的改變，是由於判斷對象或質料之

改變，而非判斷力本身內在因素之影響，這仍然是一種判斷「前」的參考或諮詢

功能。而且這種功能因為提供給我們當前情境與判斷對象之資訊，遂而與直感性

判斷和權衡性判斷都有關，亦即，凡是道德判斷皆需要經驗知識的參考功能之助。 
 
 

三.倫理知識與道德判斷：判斷「中」的內在決定 

 
 
若要探討知識是否會對道德判斷產生主導作用，則須針對道德判斷「中」知

識之角色做分析。如果在做道德判斷「中」，知識主要在應然意識本身的內在結

構中起作用，而非有關判斷對象的任何知識或資訊之改變，這就是一種內在決定

關係。這種關係並非發生在所有道德判斷中，需要進一步說明。 
如果對一事件或情況之道德判斷涉及到認知與思考活動，並要依據某種道德

原則或規範在具體情況下做出正當行為，就不可避免地牽涉到思考、語言與概念

的運作。由於語言與概念的形成、學習與運作都是一種人文活動在時間中的過

程，必然要與他者打交道，成為人與人、人與物乃至人與整個文化傳統之互動過

程，這就形成一種詮釋學意義下的理解、詮釋與應用的過程。因而當我們在作這

些概念思考之際，事實上已受到一種前判斷（prejudgment）或前理解

（pre-understanding）的影響，於是我們可以合理地推斷，在作權衡性道德判斷

之際，一種由倫理知識組成的前判斷亦不自覺地影響著我們，成為一切權衡性判

斷的出發點，我們可以稱之為「道德性前判斷」或「道德性前結構」。為了方便

說明，我們不妨參考一下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對概念與前判斷或前理

解之間關係的論點。 
就高達美來看，前理解或前判斷形成了歷史存有從事理解活動之視域，這是

理解之可能性條件。前判斷的存在可以從詮釋學經驗之語言性與概念性來看。因

為他強調「詮釋中使用的語言與概念被認定屬於理解的內在結構」3。前判斷與

前理解之無所不在，首先肇因於人的語言性，以致「所有的思維和認識正由於我

們對世界的語言詮釋而帶有先入之見」。4語言和思維的一致性正因「一切理解都

                                                 
3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by Joel Weinsheimer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 306. 

4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and (ed.)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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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概念性」。理解總是不斷地繼續概念的構成。詮釋正在於：讓自己的前概念

發生作用，從而使文本的意義真正傳達給我們。「詮釋者已不自覺地把自己和自

己的概念都帶入了詮釋之中」。所以高達美才說「詮釋學經驗本身之實現正是一

種概念上的詮釋」5。這些說明正點出了理解、前理解與概念三者不可分割的關

係。這樣我們也才能了解，為何高達美在道德判斷上特別強調亞里斯多德所謂實

踐智（phronesis）的重要性。因為實踐智正是一種前判斷，成為我們在作道德判

斷時的指引。就高達美而言，道德判斷是一種將普遍者應用於特殊者的理解、詮

釋與應用的活動過程，他認同亞里斯多德實踐哲學之進路，主張通過教育和訓練

在人身上造就一種德性，並且通過正當行為證明自己具有德性。是以在道德事務

上，他強調順應社會常規之優先性，就道德判斷而言，我們的判斷往往受教育和

習慣之指引，高達美因而有道德知識應當指導行動的論斷，對實踐智化身而成的

前判斷可以左右人的道德判斷深信不疑。6而實踐智則是由社群之道德教育所灌

輸的社會常規、習俗傳統與道德原則，以及吾人以往的道德經驗等所組成，換言

之，前述之倫理知識正是實踐智或道德性前判斷的內容。 
高達美並未直接提出「道德性前判斷」的說法。筆者提及他對理解與前判斷，

道德判斷與實踐智的說法，用意在於幫助我們說明一種「道德性前判斷」或「道

德性前結構」之作用與特性。凡是涉及概念運作的思考或認知之理解活動，包括

道德判斷，都必有一前理解或前判斷作為其視域或可能條件。權衡性道德判斷既

然是對情感的認知與反省，就不可避免地涉及語言與概念運作，這無非表示，它

也必受到一種倫理知識組成的道德性前判斷之影響。在作權衡性判斷之際，這種

道德性前判斷不但左右著我們的選擇，甚至是我們得以作判斷的可能條件。與直

感性道德判斷中道德情感的直接顯用不同，權衡性判斷是對道德情感的反應進行

概念上的認知、反省與思考，已有理性思考的參與，不再只是道德情感的作用。

不論是發生於個人的道德兩難或不同人的道德爭議，都屬於應然意識陷入停滯或

矛盾的情況，為走出此困境，意識必須返回自身做省察性活動，先前的道德情感

反應，於是成為新的自我省察活動的對象。在道德兩難中，個人意識要經由反省

與思考做出取決、擇一而行；在不同人的道德判斷出現分歧之際，為尋求共識，

更必須考察自己與他人道德意識之細節與特性，作為堅持己見或接受他人判斷之

根據。既然有省察性活動與不同意識活動間的關係，可見權衡性道德判斷正是一

種基於對情感的認知與反省而做的判斷，這當中語言與概念之運作相當明顯。也

就是說，前判斷在道德領域真正起作用的是在權衡性判斷上，因此在權衡性判斷

                                                 
5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p. 398-404. 
6  Ibid., pp. 312-320. 我們必須注意倫理知識與高達美所謂道德知識二者之差異。道德知識就是

一種理解與詮釋的應用過程。在道德知識中，知識與經驗二者無法區分，因為道德知識本身就是

經驗的基本形式。更詳細地說，道德知識同時具有三個特性；1.作為實踐智，2.指涉道德判斷能

力，3.是一種經由道德教育塑造而成之德性，從事正當行為的傾向。道德知識或實踐智的形成，

正是透過道德教育灌輸我們倫理知識，並經由道德情境中具體應用這些倫理知識，使得倫理知識

又不斷擴充與深化之辯證關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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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倫理知識對道德判斷具有內在決定關係，成為道德判斷力內在結構之要素。 
就高達美而言，「品味（taste）是做道德決定或判斷不可或缺之要素，［……］

因此道德判斷是一種不可論證的機智行為，可以抓住正確的東西，並以理性辦不

到的方式，對普遍者和康德所謂道德法則之應用給予規範」7。這可以給我們的

另一個啟發是：道德性前結構之內在決定關係還包括一種道德判斷的循環。道德

判斷不只是把某種普遍東西應用於個別具體情況之中，也是可以同時規定、補充

和修正普遍準則的獨特情況。這就提醒我們，若將視域融合應用在倫理學，可知

每一次的道德判斷，不論是直感或權衡性的，都將作為道德經驗，沉澱在道德性

前判斷中，成為其中一部分，一起作為下一次判斷的條件，使這前判斷之內容不

斷發展、深化，形成一種類似詮釋學循環的道德判斷循環。而且既然無法避免此

循環，反倒可藉其作用，不斷汰濾道德性前結構中不合理或錯誤的成分，藉視域

融合導出較合理、較具包容性，而符合大多數人道德意識之前結構，形成不斷進

步的良性循環。這種自我認識與調適正是倫理學理論原則日益改良、深化的基

礎，應用在實際生活中，也能令我們的道德判斷更成熟、完善。職是之故，道德

經驗與倫理知識即為道德經驗良性循環之動力。  

以上分析正可幫助我們找到真正能影響道德傾向之知識類型。對堅持道德與

知識之嚴格分際，而主張知識不能對應然意識有左右能力者而言，「對一事物的

道德判斷」與「道德判斷能力本身」之分，清楚地揭示了經驗知識與道德判斷只

有一種外在關係，改變的是對某事、或某判斷對象之認知與態度，判斷能力本身

並無更動。因此他們可據以斷定一切知識對道德事務只有輔助之工具性。然而我

們也要意識到：與權衡性判斷構成內在關連的道德性前結構既然由倫理知識形

成，那麼我們就不能只專注於經驗知識之輔助性，倫理知識在權衡性道德判斷中

其實具有主導者之地位，注重倫理知識之吸收與應用乃至道德教育之重要性，是

倫理學方法論不可或缺的要素。 
 
 
 

第三節  由道德判斷與知識之關係論「逆覺體證」 
 
 
經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從道德判斷「前」、「後」、「中」三個層面，表述經

驗與倫理兩種知識的作用。 
1.道德判斷「前」。經驗知識可提供有關判斷對象的資訊，使其呈現出某種

意義，供應然意識的判斷活動做裁決。這之中，經驗知識也具有引發對某事物道

德判斷改變之「外在決定」功能。資訊之不同引發某物對我們的意義之變化，應

然意識對相同事物於是有了不同評價，但這改變的是對判斷對象之認知與態度，

                                                 
7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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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判斷力本身。 
2.道德判斷「後」。即在道德實踐的「完成義」上之輔助角色。經驗知識可

幫助道德意識實現於道德行為中。 
3.道德判斷「中」。倫理知識對道德判斷力具有主導作用。倫理知識直接形

成權衡性判斷之前結構，作為其行使判斷之先決條件，這是倫理知識與道德判斷

之內在決定關係。 
由此可知，在道德判斷「前」或「後」，經驗知識皆具有提供資訊與內容的

作用，因此對判斷具有輔助之角色，而且這對直感性與權衡性兩種道德判斷皆成

立。但在道德判斷「中」，倫理知識構成的道德性前判斷，雖然不在直感性判斷

中起作用，卻是權衡性判斷之可能條件，在此就具有主導地位。 
就道德判斷而言，牟先生主要關注的是在直感性判斷。因為他在解釋陽明所

謂“意之所在或所用為物＂時強調： 
 
道德生活中的意念很少純然地指向一個外物的。它是因著涉及外物而想到吾人可

作或應作什麼事。這是對物所起的一種反應態度，或如何處之之態度，但不是認

知的反應態度、亦不是認知地處之之態度。此後者是指向於“物＂本身的。此大

體是朱子所謂“格物＂。指向於物本身而認知地處理之，即是朱子所謂“即物而

窮其理＂。［……］。但是陽明所說的物是吾人意念之內容，不是指向於物本身而

窮其理，乃是反重在吾人之行事，因著涉及物而引起的吾人之行為方面的態度，

因此，它是事，不是物，若說物，它就是行為物。8

 
此段引文說明，道德意念對物的反應是牟先生的關注所在。但說到道德生活中的

意念，是因著涉及外物而想到吾人可作或應作什麼事。其中「想」字涉及了思考，

但陽明之良知既然是作為智的直覺之知體明覺，自然是無思無為之感而遂通的直

感性判斷，不可能指涉對情感之認知與反省的權衡性判斷，所以牟先生才說，「這

是對物所起的一種反應態度，或如何處之之態度，但不是認知的反應態度、亦不

是認知地處之之態度」。第五章討論道德實踐與知識之關係時，提到牟先生指出

經驗知識作為事物律，乃道德行為之材質因，是作為形式因的本心在下道德判斷

「後」，將此判斷之要求落實於行為的輔助者。此處之「想」，應是指涉經驗知識

作為事物律以及道德行為之材質因而言。在牟先生的討論中，道德生活中的意念

對物所起的一種反應態度，於是偏向直感性判斷；對其如何處之，則是以事物律

或經驗知識，將直感性判斷落實於行為之過程。 
不過經驗知識除了是落實道德行為之材質因以外，在道德判斷「前」，也有

提供判斷對象資訊之外在決定作用，牟先生並未直接提及經驗知識此一功能。但

此外在決定作用既然也是輔助角色，就不會與牟先生將知識定位在成德之助緣的

評價牴觸。而且在牟先生其他說法中，也可以找出與此相容的敘述： 
 

                                                 
8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台北：學生書局，2004 年），頁 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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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陽明，「事親」為一物，實即一行為。在此「行為物」中，必有「親」一個物

為其中之一員。「事親」這個行為物，必帶著「親」這個知識物。既帶著這個物，

則對於這個物自必有一個了當才行。是以在致良知而成就「事親」這件「行為物」

中，必有一套致良知而成就「知親」這件事為其一副套。「知親」這件事就是一

種「知識的行為」。「知親」中的親是這個知識中的對象。9

 
依牟先生的詮釋，「事親」此行為物，必帶著「親」這個知識物，因此也必要成

就「知親」這件事。在此「知親」是要「實實了解『親』這個知識物」10。「知

親」在此雖然偏重在講如何事親，亦即判斷後的落實行為功能。但就「親」作為

知識物而言，「知親」也可以是在道德判斷「前」，可提供有關判斷對象資訊的經

驗知識，所以說「對於這個物自必有一個了當才行」。由此「知親」的必要性，

除了交代經驗知識在道德判斷「後」的工具作用之外，也可涵蓋經驗知識在判斷

「前」的外在決定功能。如此一來，陽明「良知不由見聞而有，而見聞莫非良知

之用」這句話，就要從經驗知識在道德判斷「前」的參考功能，以及判斷「後」

的工具作用，這雙重面向來詮釋。牟先生的貢獻就可以作如是觀：他清楚地界定

了經驗知識在道德實踐過程中所具有的輔助地位，不論是作為道德判斷「前」的

外在決定作用，或是道德判斷「後」作為材質因的行為指引。也正因只專注於經

驗知識在道德判斷「前」「後」的輔助功能，遂而認為所有知識在整個道德領域

都只有助緣角色，忽略了倫理知識在權衡性判斷「中」的本質地位，這就要針對

權衡性判斷，做進一步的解釋。 
    權衡判斷依其涉及的主體又可分為兩種。如果是單一主體之權量精審，這是

一種道德兩難；而通常稱為道德爭議的，則為眾多主體間的分歧差異。以下分別

從這兩方面做探討。 
 
 

一.從道德兩難來看「逆覺體證」 

 
 

道德兩難的定義是：「所有且唯獨只有那些情況，其中一行為者同時間有兩

個選擇，兩者個別來說皆應採納，要兩全其美卻又力有未逮。」11英國倫理學家

黑爾（R.M. Hare）稱這些情況為「道德衝突」（moral conflicts），並提出一簡單

明瞭的說明：「我應該做A，並且我應該做B，而我卻不能同時做二者」12。細分

之下，道德兩難又有「弱意義」與「強意義」兩種。在「弱意義」的道德兩難中

                                                 
9 《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252。 
10 同上，頁 253。 
11 Walter Sinnot – Armstrong: Moral Dilemma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1988), p. 5. 
12 R.M. Hare: Moral Thinking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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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兩義務之衝突，但可輕易地分出其高下與急迫性。例如動手術與否正是「弱

意義」的「道德兩難」，在這之中，不傷害身體與恢復健康兩價值有所牴觸，選

擇其中一方必會違背另一方，但因價值輕重易於判斷、比較，所以是弱意義的道

德兩難。就儒學的討論而言，孟子所舉之「嫂溺」、「不告而娶」等例，正是「弱

意義」的「道德兩難」。《孟子》〈離婁上〉有云： 
 
淳于髡曰：「男女授受不親，禮與？」 
孟子曰：「禮也。」 
曰：「嫂溺，則援之以手乎？」曰：「嫂溺不援，是豺狼也。男女授受不親，禮也；

嫂溺援之以手者，權也。」 
 
在這個例子中，「男女授受不親」與「嫂溺援之以手」形成一種責任間的衝突，

這就是一種「道德兩難」。此外孟子還在〈萬章上〉提出他對另一個道德兩難——

舜不告而娶——的看法：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不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不得娶。男女居室，人之大倫也。如告，則廢

人之大倫，以懟父母；是以不告也。」 
 
至於「強意義」的「道德兩難」則是指兩義務難以決定其高下及迫切性的情

況。適合此定義的例子如：一臺車駕駛，在行駛時突然發現煞車失靈。此時在軌

道前頭有五人，如果他不及時將車駛入支軌，則會撞死這五人；可是此時支軌上

又有一人渾然不覺地工作，此舉又可能殺死支軌上這人，在時間緊迫無法通知軌

道上眾人，而且又別無它法的情況下，如何抉擇成了一件難事。13

    在「逆覺體證」的工夫型態中，陽明算是對道德兩難著墨最多者。顧東橋對

道德兩難問題的看法是：世事之複雜與瞬息萬變，造成許多判斷上的困難。像舜

之不告而娶、武王之不喪而興師，都涉及不同準則的衝突，必在平時學習「節目

時變之詳，毫釐千里之謬」，才能以為「制事之本」而「臨事無失」。陽明回答他

說： 
 
夫舜之不告而娶，豈舜之前已有不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諸

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諸其心一念之良知，權輕重之宜，不得已而為此耶？武

之不葬而興師，豈武之前，巳有不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

之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諸其心一念之良知，權輕重之宜，不得已而為此耶？

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不告而娶與不葬而興師，

乃不孝不忠之大者。而後之人不務致其良知以精察義理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

                                                 
13 Gilbert Harman: The Nature of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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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懸空討論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臨事之無失，其亦遠矣。14

 
陽明認為面對道德衝突自然須要知識，但仍是要先致良知，以良知發動識心對具

體情況做了解，再予以評估，就能為我們指引一方向。舜與武在作「不告而娶」、

「不喪而興師」等決定時，並沒有相同情境的任何範例知識可供參考，若說這些

知識是判斷之依據，那他們如何抉擇？重點唯在平時立得良知，遇事再「精察義

理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了解情況後，以良知「權輕重之宜」，發現「無後」與

「不告而娶」，「救民」與「不喪而興師」雖不相容，卻較重要而迫切，遂選擇後

者。陽明的立場是：世事複雜多變，每一境況各各不同，所以「節目時變之詳，

毫釐千里之謬」是認識不完的。先立本心以為定盤針，一切知識就能為我們所用；

如同有了規矩尺度，我們就能決定一切的方圓長短。所以說「良知之於節目時變，

猶規矩尺度之於方圓長短也」15。我們對情境所須要的知識是無窮無盡的，就如

同方圓長短的數量是無法計算的，但重點是在應事接物之際，由良知決定事物之

當為與否，遇有所當為之事，才會有下一步的行動。是以唯有先立本心，以之為

指南，遇事再吸收相關知識，自能作成適當判斷。若要以討論「變常之事」而為

「制事之本」，則是本末倒置。黃慧英女士對儒家倫理學曾有如下觀察： 

 
儒家認為道德原則乃由無私的仁心所創發，任何既定的道德規範，只處於第二序

的地位。《孟子》中：“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離婁下》）便充分彰明此

意，［……］至於“嫂溺＂以及“舜不告而娶＂等都是他用以申明“道德規範並

不具備絕對性＂的事例。所以，對於儒家，道德規範只當得到道德心證立的情況

下，具備一般的有效性，遇到特殊的處境，便需道德心針對該處境制訂善惡。事

實上，道德規範的價值及有效性，正由道德心所賦予。16

 
黃女士認為，就儒家而言，「道德規範的價值及有效性，正由道德心所賦予」。如

果不考慮朱子的系統，而以此概括孟子到陸王一系之理論特性的話，即甚為恰

當。從上述陽明的說法，可知其主要論點在突顯良知才是善惡好壞之最後裁決

者，而非任何道德原則或知識。「良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度之於方圓長短」，

代表良知乃價值之源，價值判斷的基準。一切訊息在此只能作為判斷「前」的參

考，是實然；真正作道德判斷的是良知，是應然的道德意識。是以工夫首要在平

時致良知，而非不斷吸收道德範例等知識。牟先生因此詮釋良知為「一個天心之

靈明，故它自能知是知非知善知惡，對於何者應當何者不應當作一先天的應當之

決定，而作為吾身動作之主宰」17。知識自是重要，但在道德判斷上，必為良知

之輔助者。牟先生以下這段話清楚地表達了此意： 
                                                 
14 陳榮捷編：《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臺北：學生書局，1998 年），卷中，頁 182。 
15 同上。 
16 黃慧英：《儒家倫理：體與用》（上海：三聯書店，2005 年），頁 241。 
17 《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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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酬酢感應中之辨別當然常有亦必有知識夾雜參與于其內。然指導吾人行為之

「當然之理」，其最後之源必在良知天理之心，而不在知識。因為知識是實然，

而成知識之「認知心」亦了別「實然」，而不能決定當然也。18

 

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道德判斷與經驗知識的外在決定關係上，陽明的說法就很適

當。但道德兩難既然是權衡性判斷，由倫理知識構成的道德性前判斷就具有一種

內在決定關係。依陽明的方式去做，處理「弱意義」的「道德兩難」尚可，一旦

面對「強意義」者恐出現問題。在基本方向上，陽明的看法接近境遇倫理學

（situational ethics）只提出一形式原則（如上帝之愛），再視所處情境決定具體

義務的思路。其優點是靈活、不死板僵化以致對道德情境之殊異反應遲鈍。劉述

先先生即明白指出，儒家倫理是一種境遇倫理，而每一個個案都需要智慧去判

斷，戰戰兢兢，如臨深淵，如履薄冰，並沒有保證永遠在正確的一方，故儒家由

孔子以來即強調「觀過知仁」、「過則勿憚改」。19

但我們仍須指出此理路的不足之處。因為這忽略了道德兩難既是權衡性判

斷，則必受由倫理知識構成的道德前判斷之左右，若平時不重累積倫理知識，研

究道德原理，會導致遇事之際缺乏可用之應急原則，在一些緊急狀況顯得捉襟見

肘。尤其在「強意義」的道德兩難中，最好有應急的反應原則，才有利我們在突

發狀況做出較適當的決定，不會措手不及。就上述臺車的強意義兩難例子而言，

有學者提出一種「雙重效果原則」（the principle of “Double Effect＂），嚴分「行

為之目的」（不論是目的本身或達到目的之手段）與「行為之預期後果或副作用」，

認為一行為之「目的」在傷害，要比意料中之「後果」或「副作用」會引起傷害

嚴重得多。所以此原則會贊成臺車駕駛駛入支軌。因駛入支軌之目的在救主軌五

人，殺死支軌一人不是目的，而是副作用。假如支軌那人及時發現而跳開，不但

不會妨礙救主軌五人之目的，反而兩全其美、皆大歡喜。20

質言之，每一道德境況自不會完全相同，但往往還是能在部分情況中發現類

似特徵，適用類似的解決方式。黑爾（R.M.Hare）就指出，境遇倫理學與某些極

端存在主義者之錯誤，正在忽略一些簡單應急原則之作用。那就是： 
  
在我們自己身上建立一個相對地簡單的反應模式（這模式若找得到言詞表達的

話，可以稱作相對地簡單的規約性原則），使我們準備好可以面對新的、但在重

要特徵上類似於以往曾遇過的突發事件。21

 
                                                 
18 《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260。 
19 劉述先：〈作為世界哲學的儒學：對於波士頓儒家的回應〉，《現代新儒學之省察論集》（臺

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年），頁 36。 
20 Harman: The Nature of Morality, p. 58. 
21 Hare: Moral Thinking,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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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確不能以倫理知識或一般行為規則窮盡一切道德情境，以為只要訴諸這些

原則之應用即可高枕無憂，每一個具體情境皆有其獨特性與歷史性，道德判斷必

須能答覆當時的情況要求，將道德原則應用於面對的情境都是一種創造性、而非

重複性的活動。然而要是我們一定得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面對每一新處境，不

但事實上不可能，即使可能，也必常陷入手足無措之窘境。就「強意義」之道德

兩難而論，若沒有建立一種以義務優先性原則為基礎的簡單應變模式，而如境遇

倫理學那樣，在難題發生時再當下作瞭解與判斷，恐難解諸燃眉之急，而在實踐

上產生緩不濟急之隱憂。 
我們與黑爾立場一致的是：雖然對於道德判斷來說，要做出正確的道德決

定，經驗從不可能已經充分，卻不代表一切經驗在道德判斷中並不重要。正因所

需的知識與經驗永無止境，我們才更需要不斷借助道德經驗與社群規範之幫助。

換言之，黑爾要給境遇倫理學的忠告是：形式原則還須實質原則之充實才可成

事。權衡性道德判斷本身必包含某種經驗，要把以前的道德經驗與經由教育與反

省所獲得的行為標準應用於當前遭遇的情境中。在作這種判斷之際，行為者往往

要訴諸本身關於善或正當的觀念。而這些觀念之來源，除了個人之內省與良知之

外，也會在家庭、學校或社群中被教導、灌輸，從某種倫理與政治的脈絡中獲得，

並形成一種不斷增長的道德經驗。從這角度思考，黑爾注重規約性原則以建立道

德判斷應變模式，就是一合理的論點。 
無可避免地，權衡性判斷會不自主地受到前結構乃至先入之見的左右，只不

過這是一種道德性的前理解或前判斷，有助處理強意義道德兩難之應變模式，正

是這種前理解。在權衡性道德判斷中，吾人以前的道德行為經驗、社會倫理規範、

國家的法律以及一些倫理學理論或原則，往往如影隨形地起作用，此時雖然不是

這些道德經驗或倫理學知識在為我們作判斷（因為從任何知識皆無法推出道德原

則），但判斷所以可能卻全仗這道德性的前判斷，受這前結構之引導。它不是充

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在強調道德判斷的靈活性與原則規範的不斷改進之餘，

我們也不應該忘了道德教育、社會常規與倫理學說等所形成的道德性前結構，是

我們得以做權衡性判斷之可能條件與依據。陽明僅將重點放在逆覺的工夫上，對

於道德兩難的處理就會遭遇困難，反而不如朱子在這方面達到的成就，這點在後

面將有所交代。 

 
 

二.從道德爭議來看「逆覺體證」 

 
 

相較於道德兩難，道德爭議（又稱為道德分歧。墮胎、安樂死、同性戀等備

受爭論的社會議題正屬之）是一更複雜的問題。因為它關係到不僅是一個而是眾

多主體的層面，涉及不同的道德判斷前結構之歧異與矛盾，因此所需之倫理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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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知識也更繁瑣。畢切普（Tom Beauchamp）曾將那些已成功化簡並部分解決道

德爭議的方式整理如下： 

 

1. 許多道德分歧來自相關於道德爭論的各種科學知識或實際經驗的不同認

知。獲得這些關鍵性知識則至少可以部分地解決道德爭論。 

2. 爭論可以通過使雙方對所使用語言在概念和定義中達到一致而解決。在某

些情況下，規定一個定義或清楚解釋所用術語的意義，充分證明有助於解

決爭端。後設倫理學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發揮，可惜卻多用在證成而非解決

分歧上。 

3. 爭論雙方若能在一普遍的道德原則架構上取得共識，將可促成道德問題的

解決。畢切普提到，美國一個專門研究倫理課題的國家委員會已應用此方

式於特殊問題的討論中。他們評定「尊重人」、「行善」和「正義」為三基

本道德原則，從當代哲學倫理學之角度詳細地加以分析，應用於委員會面

臨的道德難題。該機構評定的記錄證明：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極有利於道

德爭論問題的解決，並且在許多方面達成一致。 

4. 例證與反例證之運用有助於道德爭端之解決。這正是法庭中適法性推理辯

論模式之翻版。一方律師詳細列舉事實的證據論證自己的主張，另一方律

師提出許多反例駁斥其論點，這種辯論提供一個在適當觀點中看待與衡量

對立理由的模式。 

5. 指出一方論證之不當、或其意料之外的後果是哲學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

一。指出論證的不一致，結論不是提出者準備捍衛的或事先預期的情況，

那麼對方不是須改變其論證，就是要承認本身論點站不住腳，有助分歧之

消彌。這種方式通常會與以上舉出的四項方式搭配使用。22 

 

    從這五點來看，消除道德爭議的手段正可憑藉兩種知識之應用：以經驗知識

影響判斷對象的外在決定，還有以倫理知識作為道德判斷可能條件的內在決定。

就前者而言，在畢切普條列的五種方式中，除了 3 以外，其它四項實際上都是涉

及事實認知上的差異，而不是在義務上的衝突或基本道德原則之分歧。故皆直接

仰賴知識或經驗的幫助，知識越豐富就越能在這四種方式的運用上得心應手。這

種解決道德分歧的方式是透過改變分歧中某一方或第三者對判斷對象之認知，進

而使其改變道德判斷而達成。這正是前述經驗知識對道德判斷之外在決定關係。

之所以為外在關係，乃基於這是對某事物道德判斷之變化，是與如何才合乎道德

有關，而非指道德判斷傾向本身之內在變化。在這種關係中，應然意識並未受任

何知識之左右與影響，只是由於經驗知識提供我們對同一件事的不同內容，使道

德判斷的質料改變，才促成對此事的判斷改變。由於要考慮的因素增加了，是以

真正改變的是判斷對象，而非作為判斷動力的應然意識，故仍為外在的關係。嚴

                                                 
22 T. L. Beauchamp: Philosophic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pp.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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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來說，在此處經驗知識仍只是工具性作用，以補充需要判斷的因素。真正做判

斷的應然意識之道德傾向未受影響。 

至於真正有關道德爭議或分歧的是第 3 項──建立一種對各不同道德義務

優先性加以排序之共同道德原則框架。這種以倫理知識影響判斷的方式正是一種

道德判斷與知識之內在決定關係。首先，如果道德分歧原因不在於認知而在道德

傾向，則這種衝突來自權衡性道德判斷所秉持之「理據」，這「理據」正來自倫

理知識組成的前判斷，也正因不同前判斷提出不同理由之影響，才會有眾多道德

判斷之分歧與對立。畢切普主張從倫理知識著手以化除道德爭議，要對原則或義

務確立一共同架構，以助定奪。這種架構之建立代表著道德性前判斷之改變。由

倫理知識形成的道德性前結構，常會不知不覺地形成道德傾向而融入應然意識

中，遂而導致應然意識本身的判斷活動之內在變化，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之形

成，正是將各個道德性前判斷，由對立平行轉為先後差序關係，於是預設一種道

德性前結構之交融與協調之過程。如此一來，前述道德判斷的視域融合，正可以

說明這種共同道德框架之基礎。這種道德的視域融合要求一種開放性與創造性，

因此道德性前判斷構成的視域雖是一切權衡性判斷之基礎，卻不能盲目堅持自己

的視域，而要對他者的見解保持開放的態度，有時我們甚至要反對自己的前判

斷，積極從事一種開放的互為主體間對話的視域融合，這才是共同道德框架得以

建構之可能性條件。 

以此對照「逆覺體證」工夫型態下的儒者，我們不得不承認，他們對解決道

德爭議之系統討論實有所虛歉。這印證了一種觀點：得之於道德實踐，失之於道

德判斷。本心性體之肯定乃針對為己成德之學而設，就個人之道德實踐而言，理

論之全盡與實效無庸置疑。證諸現實，許多儒者表現出之氣節、風骨與道德修養

就是最佳說明。但落在群體社會上看，對許多道德爭議與分歧卻難有良策，無法

兼容個別差異於一爐，才會在政治和公眾倫理上遲遲未有突破。這一點可以舉孔

子與宰我對三年之喪的爭議23為例來說明。 
我們可以從兩個層面分析這個爭議。首先，可從孔子與宰我各自的論證內容

切入，如學者一般所依據的義務論與目的論或效益主義之對立24。孔子訴諸「於

女安乎」的道德自省觀點代表義務論；宰我主張一年之喪，以從事其它有益之事，

避免禮壞樂崩、諸事荒廢，所以「食夫稻、衣夫錦」而能安，則表現出一種目的

論之走向。由於義務論乃儒學之特色，因此孔子對宰我為不仁的評價也蔚為主流

意見。但筆者願意指出，義務論與目的論各有專擅之處，兩者之爭至今也尚無孰

                                                 
23 參《論語》，〈陽貨篇〉。 
24 如李明輝先生在解釋儒家的義利之辨時，就提到孔子的說法是一種「道德主體主義」，蘊含

了義務論，宰我則為目的論的觀點。參李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台北：台灣大學出

版社，2005），頁 232－233。李瑞全先生也指出宰我用來反對三年之喪的論點依據的是社會功

效，反映了功利主義（效益主義另一種中文譯名）。孔子訴諸的是對父母之死的心的感受，禮制

的根源出自人心的自我要求，是一種義務論的型態。參李瑞全：《儒家生命倫理學》（臺北：鵝

湖出版社，1999 年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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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孰劣之學界定論，因此是一種道德爭議。而且，若宰我真是持目的論立場而不

認同三年之喪，亦實非無據，至少他點出其中可能會有帕菲特（Derek Parfit）所

謂的「群己兩難」（Each-We Dilemmas）25問題，提醒大家守三年之喪與在這期

間為社會做有益之事兩者間會有衝突。更何況，他也不見得就認為社會功效優於

表現孝心，而主張一種目的論。這從他認為還是要有一年之喪可得而知。在論語

中對宰我的諸多記載，顯示出此人確有其他缺點，也因此使我們對他已有先入為

主的成見（這不就是一種前判斷），若但就反對三年之喪而就事論事，以「不仁」

一語稱之對他確有不公。 
另外，若不討論宰我的論據，純粹就三年之喪制度來看，是否持反對意見就

是違反義務論也大有問題。若以表現孝心作為符合義務的特性或形式原則而言，

平心而論，守三年之喪只是表現孝心方式之一、而非唯一，若從這一點來看，宰

我對一年之喪之所以感到心安，就並非難以理解。就筆者個人而言，若我完全不

服喪，而發願以赴偏遠貧窮地區做醫療、教育服務或以捐助慈善事業、鼓勵學術

研究的方式來紀念父母，也自覺比服三年之喪來得有意義。仁心之表現不可拘於

一時、一地之慣例而定，有人服三年之喪才心安、也有人認為做其它善行才是真

正孝心之表現，只要不是出於人欲之私或怠惰之心，都是可接受的，也都符合義

務論之精神。 
以上說明在在指出，支持三年之喪與否乃是一種道德爭議。若某人必以三年

之喪為仁，則是基於其本身之道德前結構而來的判斷，別人同樣也會受自己的前

結構之引導，作出不同的判斷。是以在面對道德爭議時，重在意識到前結構對自

己的影響，積極與他人溝通、討論，以求超越人我雙方的殊別性，使不同前結構

下的不同道德視域作交融，進入一種更高的普遍性之中，找出一可行之共同道德

原則以解決爭議，才不致僵持不下，或讓他人背負不必要的道德包袱。一個理想

的共同道德原則框架，正是基於倫理知識形成的道德前結構，以及開放的討論與

道德視域之交融，在將私利、個人立場或偏見之干擾減至最低的情況下，才可望

達成。 

孔子與宰我的分歧，若是針對是否要堅持三年之喪，則形成一種道德爭議；

若為有關「是否心安」之判斷，揆諸宰我「心安」之自白，除非有證據斷定其言

不由衷，又難以說其錯在何處。從孔子「仁為禮之依據」的觀點來看，實非會拘

執於某個習俗慣例者，因此爭執的焦點應該不在對三年之喪的堅持。恐怕在於宰

我平時表現不佳，致使孔子並不相信其乃真的心安，於是才以「不仁」責之。這

                                                 
25帕菲特認為義務論有面臨「群己兩難」之可能，因為完成自己的責任與幫助他人完成更多的責

任之間可能會有衝突。例如每個人若是都只關心自己小孩的福祉，將導致所有小孩的福祉受損，

因為小孩將只能接受到自己父母、而非任何其他父母的照顧與關心；但若大家都分心多照顧別人

的小孩，自己小孩的權益又會馬上受影響。結果不是自己小孩的權益受影響，就是所有小孩的福

祉受損。因此是一種實踐上的兩難。參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5-98. 以宰我的論據來看，無非主張守三年之喪與在這期間為社會做

有益之事兩者間會有衝突，也是一種「群己兩難」的提出。 

 152



場爭辯，若能從道德爭議的角度予以分析，應不致使宰我背上如此沉重的道德罪

名。 

 

 
 

第四節  由道德判斷與知識之關係論「格致工夫」 

 

 

    目前已就道德兩難與道德爭議兩種權衡性判斷，分析「逆覺體證」的工夫型

態，可以看出就道德判斷而言，正如李明輝先生所說：「本心所固有的道德法則

所決定者是一事之當為不當為。」26但由於未充分意識到倫理知識與道德性前結

構、前判斷之作用，遂無法妥善處理兩義務或當為之事砥觸時如何取決的問題。

朱子倡言的格物致知，曾被陽明批評為「務外遺內，博而寡要」27，筆者以為，

此評若用於道德實踐，確屬公允；但若從朱子對道德兩難之相關論述來看，就不

太適當。事實上，朱子對倫理知識之重視，恰可補陽明之不足。他的格致工夫雖

於道德實踐嫌迂迴，對權衡性判斷卻有優於「逆覺體證」之洞見，才能看出只作

尊德性工夫會在應變上出問題，預見陽明後學會走向的錯誤。朱子說： 

 
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若是少間事勢之來，當應也只得

應。若只是自了，便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不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說道不

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便只成杜撰，便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理處。

若應變不合義理，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都是錯了。28

 
朱子認為節目時節複雜而多變，因此須在平時多作道問學的博學審問工夫，建立

一種簡單的反應模式，才能應變得當。若只從事尊德性之自了工夫，恐怕臨事容

易倉皇走作，不是牽強去應，就是誤認人欲作天理。這種見解與黑爾對境遇倫理

學的批評實有異曲同工之妙。格物致知中的道德內省工夫，要從社會的道德規範

箴言進行反省與體會，藉由內省作為道德上的工夫與教育。朱子說： 

 
人之為學也是難。若不從文字上作工夫，又茫然不知下手處；若是字字而求、句

句而論，而不於身心上著切體認，則又無所益。且如說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

門許多弟子，聖人竟不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

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若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

說非禮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省察何者為禮、何者為非禮？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

                                                 
26 李明輝：《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頁 99。 
27 《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卷中，頁 172。 
28 《語類》，卷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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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若每日如此讀書，庶幾看得道理自我心而得不為徒言也。29

 

在這段話中，朱子要人不只是向外求取知識，也必須反求諸己地作反省工夫。而

內省的對象正是倫理知識。朱子對倫理知識的說明，在探討傳統的權變問題方面

特別豐富，因此對道德兩難問題自成一套理論。在《語類》卷三十七之〈可與共

學章〉，朱子延續孟子討論了嫂溺、舜不告而娶、武不喪而興師等道德兩難，並

總稱之為「權」，以別於作為常行道理之「經」。 

 
經是可常之理，權是礙著經行不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卻是常理，如舜不告而

娶，［……］然以孟子觀之，卻也是常理，只是不可常用。如人人不告而娶，大

倫都亂了。30

 
朱子認為只有在面臨道德兩難、而非私心自用之際，才能講「權」。他強調「權」

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見道理之精密透徹成熟者不足以語權也」31，「須是聖

人方可與權」32。這也可說是朱子對用「權」之條件限制。可知由見「經」之常

行道理到不得已而用「權」的工夫過程，正是朱子解決道德兩難之途徑。 
首先，朱子以明瞭「經」或「道理」為「權」之先決條件，才會說「非見道

理之精密透徹純熟者不足以語權也」。至於怎樣方算見理精密透徹純熟呢？答案

是「此心虛明純一」33時。朱子論「經」或「道理」兼及道德意識及道德規範兩

者。「虛明純一」指的正是脫然貫通的道德意識狀態；至於道德規範則為道德意

識之具體化、條文化，以利遵循、傳播與教育。這些規範是由「經」到「權」之

必要中介。因其上承道德意識，是人們對生活中常見之道德情境與決斷之整理、

反省，下立權變之基礎，人們在面對道德兩難之際，必先以這些規範為大綱維，

再做適當之權衡。所以朱子亦特別用心於這些道德規範之研究與建立，此工夫即

是體「常」。他曾將「經」「權」與「常」「變」對舉而指出：「經者，道之常也；

權者，道之變也。」34而朱子認為重要的是體「常」，到時自能權變，朱子說： 
 

今且當理會常，未要理會變。常底許多道理，未能理會得盡，如何便要理會變？

聖賢說話，許多道理平鋪在那裡。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不

是硬捉定一物，便要討常，便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行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

                                                 
29 《語類》，卷 34。 
30 《語類》，卷 37。 
31 《語類》，卷 37。 
32 《語類》，卷 37。 
33 「欲其權量精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量精審。伊川嘗云：敬以直內

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禮以行之」（《語類》，卷 37） 
34 《語類》，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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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亂得失之跡，這道理方見得周遍。35

 
要理會「常」，就是要通透聖賢話語中之道理，所謂「講於聖賢親切之訓以開明

之」36。可以說，「常」亦即經書中聖賢體會之人生道理，所提出之道德原則義

理。研究這些原則規範，有助於人應事接物。所以朱子說：「學者若得胸中義理

明，從此去量度事物，自然泛應曲當」37。至於首要探索之經典，正是四書。38

    須特別注意的是，朱子認為不但要理會四書義理之「常」，也強調讀史以考

治亂存亡之蹟，兼備經書義理與史傳事例之研究工作，兩者不可偏廢。39。故朱

子云：「至於道理之大原，固要理會。纖悉委曲處，也要理會。制度文為處，也

要理會。古今治亂處，也要理會。」40而讀經史之次序，是先經後史。他說： 

 
讀書既多，義理已融會，胸中尺度一一已分明，而不看史書，考治亂，理會典章

制度，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不決以溉田。若是讀書未多，義理未有融會處，而

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凅也，可立而待也。41

 
朱子要人先求經中之義理，了解認識前人之道德理論及施政理念，作為參考借

鏡。只是若光知義理，而不知如何將義理應用在具體事例中，也只流於傳注而故

步自封，不能成道德應變之實事。但只讀史而不先體會義理，也會失去方向，凡

事只以功利為考量。故曰「學經者多流於傳注，學史者多流為功利」42。所以朱

子主張經史雙管齊下，本經中之義理，評判史事之是非，知史事之是與不是。這

是一種既探討道德原則，又藉實例以應用原則，達到融會貫通之法。前者是理論

研究，後者則是個人道德心得之應用。由這些敘述來看，朱子對倫理知識的培養

工夫之重視可見一斑。 
總括以上說明，可以將朱子建立道德判斷模式之步驟總括為三： 

 
一. 培養道德意識以致此心「虛明純一」，亦即脫然貫通之意識狀態。 
二. 道德原則與典章制度之研讀（融會義理、「理會典章制度」）。 
三. 應用個人所得於史事得失之評判（「觀古今治亂興亡得失之跡」）。 
                                                 
35《語類》，卷 117。 
36 《文集》卷 47，答呂子約書。 
37 《語類》，卷 13。 
38「必先讀《論》、《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讀史以考治亂存亡之蹟，讀

諸子百家以見其駁雜之病。」（《語類》，卷 11） 
39 「更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作工夫。即精粗表裡，融會貫通，而無一理之不

盡矣」（《語類》，卷 9） 
40 《語類》，卷 121。 
41 《語類》，卷 11。 
42 《語類》，卷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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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前的分析來看，要具備良好的權衡性道德判斷能力之關鍵為：倫理知識

的不斷累積、思考與反省，包括面對道德兩難之應變原則的思考與擬訂，以及消

弭道德爭議所需的共同道德框架。朱子對倫理知識無疑投注了許多心力，當然，

朱子只是提出了方向與步驟，並無條文化、系統化的理論建構，也未如畢切普能

整理出解決道德爭議的五種方式，不過他仍正確地指出逆覺的立本心工夫不足之

處，同時也可以為陽明提供可貴的補充。此外，朱子對道德理論規範等相關知識

之重視，有助於道德性前結構之良性循環。而且先讀經以體會義理之常，再讀史

以評判治亂存亡之蹟的方式，既要確立基本道德原則，又藉史實範例應用原則於

其得失是非之判斷，有利於建立一基本的道德兩難應變模式。朱子這種注重現有

道德原則與實例之研讀、應用與道德教育的態度，對於建立一命題化的、穩定的、

便於傳播或教導的處理道德兩難之理論而言，實為必要條件。之前討論到，與道

德判斷構成內在關連的道德性前結構既然由倫理知識形成，那麼我們就不能只專

注於經驗知識之輔助性，倫理知識在道德判斷中實具有主導者之地位，注重倫理

知識之吸收與應用乃至道德教育之重要性，是倫理學方法論不可或缺的要素。朱

子對儒家倫理學的貢獻，正由他對倫理知識與道德教育之重視得以彰顯。     
    職是之故，學者在評估朱子工夫論之際，須兼及行為實踐與道德判斷兩方

面。由於朱子要藉倫理知識的探求建立道德意識，故在行為實踐上有虛歉，也無

以成就系統的經驗知識；然而，這種偏向在道德判斷上卻造就了兩項貢獻：一是

幫助儒學找出本身問題所在。他對只做尊德性工夫在應變方面的流弊，與後於其

幾世紀的黑爾所見略同，令人不得不佩服其先見之明。二則其格物窮理的研究原

則與重視範例之意識，既有利於建立一種應變模式，彌補「逆覺體證」在道德兩

難的弱點；也能呼應西方倫理學著重條文規則、理論研究之傳統，充當兩者對話

交流以及在更高層面做出綜合之著力點。 
 
 
 

第五節  「去兩短、合兩長」與理一分殊 

 

一. 「主從的辯證關係」與「對列的辯證關係」 

 
 
劉先生對朱子的肯定，理由之一在於良知與聞見之知的高度辯證關係。在這

種辯證關係中，良知可以給予經驗知識適當的定位，經驗知識則可以配合或完成

良知之要求。經驗知識在此雖不可或缺，這仍屬於相互合作而非相互影響，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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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不能改變道德意識、只能幫助良知實現自身之要求，為良知所用。基於道德

意識對經驗知識的指導與定位作用，兩者還是有主從之分，道德意識為主、經驗

知識為從。所以這是一種「主從的辯證關係」，把朱子工夫定位在助緣實順理成

章，劉先生會以陽明學為架構調和朱陸之爭也就理所當然。本章也已就牟先生對

陽明的詮釋，指出其中包括對經驗知識在道德判斷「前」的參考功能，以及判斷

「後」的工具作用兩種說明，牟先生雖未提出良知與見聞之辯證關係，也同樣是

以陽明良知教說明見聞在成德之輔助地位，就這一點而言，劉先生與牟先生立場

一致。唐君毅先生卻有不同意見，而指出朱子之教可補陽明之不足，他說： 
 
陽明喜言良知之無不知，此乃將良知流行之全程一滾說。實則良知之流行，亦自

有節奏與段落。在每一段落上，皆有所不知，人亦可知其有所不知。而朱子則正

是就人知其所不知處，教人以格物窮理。只須人真能知其有所不知，則見得朱子

之教，自有其確乎其不可拔處，而非陽明之致良知之教所能廢者也。43

 
唐先生認為陽明「良知無不知」的說法，忽略了在道德實踐上人有不知之處的情

況，而朱子格物窮理，正是要知這些不知之處，故可補陽明之不足。然陽明所謂

「良知無不知」之意，只是「聖人無所不知，只是知箇天理」，所以他才說「不

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便知得，便做得來也。」是則陽明也肯定人有所

不知之處，只是在道德實踐上，還是要先立本心良知，再應其要求去求知，故曰

「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44前已述及，就道德實踐而言，必先立道德意

識，知識只是落實此道德意識於行為之輔助。則朱子格物致知，就其格存在之理

言，是岔路；就其格形構之理而言，只能定位為助緣，凡此皆為良知教所涵攝，

所以牟先生與劉先生雖然對朱子凸出有限性評價不一，卻有志一同地以陽明學融

攝朱子之道問學。是則唐先生要證明朱子學非陽明所能廢，不能只訴諸朱子注重

知其所未知之處，還須指出朱子道德與知識相互為用的走向，有一可供發揮之領

域，而此為陽明所不及或未處理者。筆者以為，這只能從倫理知識作為本質的權

衡性判斷層面上立論。 
如前述，倫理知識在權衡性道德判斷「中」乃作為其可能性條件與視域，因

為倫理知識形成的道德性前結構，實如影隨形地影響著我們的權衡性判斷。在

此，倫理知識已不再是判斷意識之輔助者，而是其主導者，具有指引的作用。因

此平時注重道德理論之研究與應用，並進行與他人的道德視域之融合，將有助於

對道德兩難與道德爭議等權衡性判斷之適切。這一點甚至陽明也意識不夠，才會

堅持只要在平時立得良知，遇事再精察義理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而以良知「權

輕重之宜」則可。是以就倫理知識來看，道德與知識還存在一種「對列的辯證關

係」。在道德實踐中，基於道德意識對經驗知識的指導與定位作用，兩者雖相互

合作，還是要以道德意識為主、經驗知識為從。但就道德判斷來看。在判斷「前」

                                                 
4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學生書局，1986 年），頁 343。 
44 《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卷下，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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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驗知識為助緣；在判斷「中」，倫理知識是權衡性判斷的可能性條件，

此處不是判斷者並非知識的問題，而是只要作權衡性判斷、就必受倫理知識形成

的道德性前結構之引導。既然倫理知識已不再是輔助者，而是指引者，就不再是

助緣，與實踐意識或道德感同為道德工夫之本質。而朱子的工夫正是注重倫理知

識之探究，而在道德判斷上對陸王有所增益。 
 
 

二.理一分殊的共同架構 

 
 
既然「逆覺體證」長於道德實踐，朱子又有得於道德判斷、並可作為中西倫

理學融通的橋樑，那麼朱子「去兩短、合兩長」的提議，就是我們必須正視並實

行的。筆者認為，凡欲從事道德哲學的理論思索及實行者，無不或隱或顯地預設

「去兩短、合兩長」之前提。劉述先先生曾指出一吊詭，就當代新儒家而論，即

使其中不乏對朱子有微詞者，治學方式卻全都由所謂「尊德行」轉為「道問學」，

劉先生說： 
     
新儒家是把自己的生命貫注在學問之中，而成就了所謂“生命的學問＂。而這實

際上更接近朱子的道路，不必為象山所贊許。45

 
劉先生在此提到，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雖較重象山的「尊德性」工夫，卻不

可免地以從事朱子「道問學」為主。我們還可以李瑞全先生近年為融通中西倫理

學，所提出的「儒家生命倫理學」為例證。李先生視儒家與康德義務論和功利主

義為鼎足而三的主要道德理論體系，各體系本身又由最高原則、中層原則、與低

層的行為規則三種原則組成。在儒學，第一層原則就是仁，第二層原則可包括自

律、不傷害、仁愛和公義四原則，以及儒家獨有的參贊天道原則和經權原則等，

最低一層則不一而足，可涵蓋日常生活中許多道德規範。而儒家的道德判斷結構

是「以經權原則貫穿道德原則、道德規則，輔之以道德人格與德行修養，提供我

們一個較全面的道德指引的結構」46。培養道德人格與德行修養的方法莫過於立

本心之「逆覺體證」；不過說到道德原則與規則的研究，卻須朱子「融會義理」

的態度，這豈不就是「去兩短、合兩長」之應用？可見即使是當代新儒家及其後

繼者，只要從事倫理學的研究探討，「去兩短、合兩長」已成必經之路。 
職是之故，本文接下來要嘗試的工作，是指出如何「去兩短、合兩長」。基

本上，牟宗三先生雖以「逆覺體證」為儒家正宗，卻並未將朱子工夫論排除在外，

                                                 
45劉述先：〈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River Edge, N.J.：

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年），頁 39。 
46 李瑞全：《儒家生命倫理學》（臺北：鵝湖出版社，1999 年），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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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堅持逆覺體證相較於道問學之理論優位，而將程（伊川）朱工夫論視為助

缘罷了。所以目前的重點在於：如何建立一個共同的架構使二者處於平等地位，

而不使朱子屈居為助緣？筆者以為，若將劉述先先生提出的「理一分殊」方法架

構予以應用，適可承擔此重任。 
「理一分殊」新釋對「去兩短、合兩長」的幫助是：它為兩者提供一並行不

悖的架構。既然將坎限的範圍擴及道德實踐上，則個人由本心呈現到體現於行為

之道德實踐過程亦屬於「分殊」，而不再是「理一」。就同為分殊來看，其定位與

本來就在經驗層面作工夫的朱子並無二致。不會再有一為「理一」，一為「分殊」

的對立。一切方法都可通於理一，但因「通」的型態不同故定位也各異。立本心

是「逆」或「返」於理一之「通」，重點在契接、體悟理一；經驗知識與倫理知

識是「順」或「發」自理一之「通」，重點在承繼或順應理一之動用，以面對現

實生活中各種情境之道德判斷。既然都是「通」於而非「同」於理一，就不必強

分高下，二者之差異於是不在何者為支離、歧出，而在各自功能、角色之不同。

這也符合劉先生對理一分殊的的改造，劉先生曾說過以下這段話： 
 

當代新儒家了解儒學的根本精神在於肯定每一個人生命的生生的人心，強調隨感

隨應，與時推移，怎麼會產生拘束的作用呢？王船山就曾說過不以理限事。近來

我重新解釋和改造宋儒理一分殊的觀念，斷定理一是超越的規约原則，分殊的具

體表現包括孔孟在內則必須受到特定的時空條件的限制而不能隨意加以普遍

化。故我們必須以現代批評傳統，才可以避免傳統僵固所造成的禍害。但反過來，

我們是否必定要倡導相對主義，才能有新型文化的創造呢？恰正相反，由現代到

後現代，根本的問題是價值完全失去定準，試問否定生生，違背仁心，新型文化

創造究竟要往哪一個方向走呢？現代文明有許多創獲，但也在許多方面造成嚴重

破壞乃至非人性化的效果。故必須以傳統批評現代，才能喚醒大家，不要讓人類

文明的發展走上毀滅的道路。47

 
劉先生這段話主要是在回應儒家學說會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批評。以儒學的根本精

神為與時推移的生生之仁心，所以我們不只是要以現代批評傳統，也必須以傳統

批評現代相對主義的弊病。其中與現在討論的課題直接相關者，就是生生的精神

應用在理一分殊上，即使孔孟的成就也只是有時空限制的分殊，不能隨意加以普

遍化。這就是為什麼劉先生表示「孔孟、程朱、陸王、唐（君毅）牟（宗三）都

是『分殊』，都有其限定性。沒有人可以給予『理一』以完美的表達」48。與前

面有關三年之喪的道德爭議之分析相對照，就更容易了解這個道理。聖之時者的

成就也屬於分殊，亦為「通」於而非「同」於理一，同樣要保留修正、調整的空

間。陸王與朱子，也不再有一為「理一」，一為「分殊」的對立。於是「逆覺體

                                                 
47〈有關儒家思想的諍議〉，《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162。 
48 劉述先：〈全球意識覺醒下儒家哲學的典範重構與詮釋〉，《鵝湖》，第 385 期（2007 年 7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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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勝在道德實踐與人格之培養，於此可以取代朱子格物窮理的工夫；可是為求

道德判斷前結構之良性循環，我們必須同時肯定朱子注重倫理知識累積與建立道

德兩難應變模式的用心，而且還要從事道德兩難應變原則與共同道德原則框架的

制定，以接續朱子未竟之業。筆者認為，要促成道德判斷能力的全面發展，有賴

四種應用知識之方式。我們可稱之為四種“how＂： 
 

1.道德實踐上的“how＂。此時知識的作用有二：一是唐君毅先生所謂的德性之

知或良知，直接通過知識之知而表現之情形。49亦即牟宗三先生所謂本心從對

「知親」之認識而敷施發用下「事親」之指令的情況。二是在道德判斷完成後，

又可提供如何落實道德判斷、實行道德行為者。亦即從「孝親」過渡到「知親

之溫清定省」的知識。 

2.道德推斷上的“how＂。亦即前述構成良好道德判斷前結構所需之倫理知識。 

3.道德理論上的“how＂。這是將我們的道德判斷以命題或語句表達成公式者，

因此涉及邏輯知識。進一步來說，我們對原則之檢驗、修正與理論化、系統化

也是這種知識的應用。 

4.道德溝通上的“how＂。 畢切普歸納的解決道德爭議五方式中，除第 3 項要列

入道德理論上的“how＂之外，其它四項皆可劃入此範疇。 

 
除第 1 種應用方式之外，儒學於其它不是未意識及、就是鮮少應用，尤其 3、4
兩種即使朱子也未提及。當然，我們不能說儒學對道德原則或理論毫無建樹，所

謂「禮」在中國傳統社會就具有倫理規範之作用，但這畢竟與系統性的倫理學理

論建構不同。質言之，「禮」之主要意含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規範，或應對進

退之禮儀，典禮之儀式程序，是李瑞全先生所謂低層的行為規則，並未達到哲學

反思之徹底性與嚴格性，於是應用在道德爭議上其弊立見。蓋爭議中為證明本身

立場之正確，必須提出令人接受的論據，只訴諸休養或人生閱歷之高低（當然有

時爭議的確與此有關，但兩見識與德性相當者對同一件事之分歧仍是常見的），

不但不足以壓服對方，更有錯將「分殊」視為「理一」之虞。是故加強這方面的

應用乃當務之急。還要附加說明的是，這四種知識的應用並非總是單一的、反而

常常互相伴隨。如此分辨是為概念上的釐清，非謂實踐上可以各自孤立。 
 
 
 

第六節  結語 
 
 

對逆覺體證與朱子工夫論的反省交織成本章之核心。在此研究過程中，可以

                                                 
4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學生書局，1986 年），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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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與道德相關的知識有兩種：經驗或科學知識與倫理知識。這兩種知識與道德

領域的相互關係也各異。在道德實踐中，經驗知識雖然在「完成義」上有實現良

知要求之作用，從而不可或缺，但基於道德意識對經驗知識的指導與定位作用，

兩者雖相互合作，還是要以道德意識為主、經驗知識為從。道德判斷的情況則比

較複雜。在判斷「前」「後」，經驗知識為助緣；在判斷「中」，倫理知識是權

衡性判斷的可能性條件，此處不是判斷者並非知識的問題，而是只要作判斷、就

必受倫理知識形成的道德性前結構之引導。我們可以如此作比喻：在跑的不是輪

子、而是車子，可是沒有輪子，車子也不能跑。如果把權衡性道德判斷想成車子，

倫理知識正是它可以跑的輪子。倫理知識之關鍵性既顯，結論自然是：在道德領

域，「逆覺體證」及倫理知識研討與理論建立同為無分主從之本質工夫。 
    若以上論斷成立，就可藉以指出朱子工夫型態之確切貢獻。在道德與知識的

相互關係中，逆覺體證得之於道德實踐方面，朱子卻在道德判斷上有較全面的認

知（雖然其方法與理論仍不完備），因此朱子「去兩短、合兩長」的建議必須予

以正視。雖然劉先生提到的是經驗知識與道德實踐之「主從的辯證關係」，並未

涉及倫理知識與權衡判斷的「對列的辯證關係」，「去兩短、合兩長」的共同架

構，還是可訴諸「理一分殊新釋」。如此一來，格致工夫與逆覺體證之並重，可

以視為理一分殊方法之延伸應用。 
    最後要交代的是，本文的論證工作，也意在建請學者注意現代新儒學於倫理

學方法論可能遺漏的一個環節。之前提到李瑞全先生的「儒家生命倫理學」乃朱

子「去兩短、合兩長」之路數，因為其方法是儒學立本心搭配西方倫理學理論研

究與原則擬訂之進路，而且李先生認為一個全面的道德判斷指引結構，是要以經

權原則貫穿道德原則、道德規則，然後輔之以道德人格與德行修養。「輔之以」

三字明顯指出就道德判斷而言，是以道德理論與原則之探究為主，德行修養為

輔，甚至倒轉了牟先生對縱貫與横攝兩系統之主從地位的看法。我們於是可以順

理成章地認為：倫理知識至少必須抬高至與「逆覺體證」同為本質的地位。另外，

黃慧英女士認為儒家可以吸納黑爾的現代效益主義，成為體現儒家精神的道德推

理規則，黃女士指出： 
 
儒家確立了人的道德根源，本心發用自定律則，便自然合義理，人所需的道德訓

練只是向內反省，體證本心，擴充四端，求放心而加以存養罷了，不一定要接受

現代效益主義的一套道德推理方式；但是，現實上，我們既不都是堯舜（堯舜性

之），甚至可能連時刻提撕警醒的湯武也不是（湯武反之），那麼，去認取一套

體現儒家的道德推理規則，俾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所做的道德判斷，更能若合符

節，大抵對於我們的道德培養，是有幫助的。我的想法是，現代效益主義或可充

此任務。認取現代效益主義，作為指導行為的原則，並不可將之視為他律的道德

原則，因為認取該原則本身，以及該原則所要求的程序，都可看成是本心發用所

要求於道體主體的。50

                                                 
50 黃慧英：《後設倫理學之基本問題》（台北：東大，1994 年），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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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女士也注意到只做本心的體證工夫，而無一套道德原則與推理程序可能會有的

流弊，而主張認取現代效益主義，作為指導行為的原則。 
質言之，新儒家是否必須採行現代效益主義自然有商榷餘地，即使要採行，

在理論基礎上亦需要預做分疏。因為照陸王心學的精神來說，重點唯在先立本

心，西方式的道問學工夫雖然不被排除，如牟先生所斷定應為次要之助緣則無

疑，而且與道德有關的皆歸為經驗知識，這種經驗認知活動又是在本心呈現後應

其要求而坎陷才進行，如此一來，倫理知識就成為在經驗知識與立本心二者中遺

漏的環節，這些中層或低層的原則之擬定與排列，在逆覺體證的儒者如陽明看來

是枝節末葉者，本心無須這些原則而自能斷制。在這種態度下，一種探討道德判

斷結構的哲學體系能否出現不無疑問。正如黃女士所說，既以見體為先，就不一

定會接受現代效益主義的道德推理方式。有鑑於此，本文希望從道德與知識的相

互關係力陳朱子「去兩短、合兩長」進路之必要性，並應用劉先生理一分殊的方

法架構申論其可能性，希望能為「儒家生命倫理學」以及其他從事中西倫理學融

通的工作增加一些論證內容，強化這些做法在儒學架構下之合理性，避免外界可

能的比附西方倫理學而非「儒家」式倫理學的聯想。筆者也相信，在更多學者投

入這種方法論證立工作之後，現代新儒學與西方倫理學之比較與融通將益趨順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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