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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內聖與外王之兩行 

 

第一節  引言：內聖與外王關係之定位 
 
 
無論在新儒家內部或外部，有關「內聖外王」之爭論一直未曾止息。筆者以

為，若能先行對其從事明確的概念界定，無疑可省去許多無謂的糾纏與爭端。以

牟宗三與劉述先對內聖外王的概念定義為例，內聖之學對牟先生而言乃逆覺的良

知之教，外王則是民主與科學此新外王；劉先生所指的內聖是以仁心與生生精神

為終極託付，外王雖主要指涉政治領域，也可延伸至基於仁心與生生之前提，從

事商業、學術、藝術等活動之廣義的道德實踐。兩位雖皆主張由內聖開外王，但

我們也可由此發現，內聖與外王兩概念可以衍生出諸多詮釋，對兩者關係界定之

差異，也往往會由這些不同的詮釋導致。為了概念使用上的統一，我們不妨以內

聖指涉道德領域，外王專表政治領域，內聖與外王的討論，就成為鎖定道德與政

治兩者相互關係之研究。從這個概念界定出發，以第五章的討論為基礎，傳統所

謂內聖開外王就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解釋： 
首先，內聖外王就某種意義而言，是指政治制度來自人之仁心，不忍人之心

為不忍人之政的先決條件。這種道德意識作為政治典章制度所從出之基礎的說

法，實含有合理性。西方當代政治哲學家那格爾（Thomas Nagel）也持類似意見，

他指出，政治上的正當性建立在一個倫理條件之上，就是能兼顧公正與合理的偏

私，而沒有人可以合理地提出異議。1在此可以說道德為政治之基礎。其次，道

德意識驅使我們將國家社會視為個人自我生命之延長與終極實現，政治成就即修

己之最高表現，這種視社群為自我生命延伸與擴大的態度，可在保障個人自主與

尊嚴的同時，並免於西方政治哲學中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之流弊，顯示出

理論上的優點。最後，在傳統帝王政治格局中，聖君賢相就成為內聖外王架構中

理想政治運作模式，許多學者對內聖開外王最詬病的無疑是這一點。這種以治人

重於治法的思路，不重制度導致缺乏客觀法律體系，既造成禮教吃人，亦不能妥

善處理權利問題，對照於今日的民主政治實漏洞百出。在這個角度下，內聖外王

之說飽受批評也就不足為奇。 
不過若換個角度思考，我們可以問：道德層面是否無條件地對政治層面具有

優位？政治步入正軌的社會，難道不可提供成員在其中不斷提昇道德修養之條

件，而思考由外王開內聖之可能嗎？對於現代民主政治中不求作聖賢工夫的一般

人而言，一種良好制度所形成的潛移默化力量，反倒是養成基本道德修養的最佳

進路。當代新儒家既然以民主政治取代傳統聖君賢相之架構，似乎也應該正視此

                                                 
1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2. 

 163



理論問題。筆者以為，美國政治哲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的相關論述可以提

供吾人參考。他注意到人因具有正義感，才會接受正義二原則，從而合理意識相

對於政治原則具有優先性；卻同時認為，政治制度的安排不但造就了良序社會（a 
well－ordered society），在這社會中，經過道德發展的三階段過程，人的價值觀

與正義感也趨於一致，亦即這政治制度良好的社會，同時順成了其中成員道德修

養的高度發展。如此一來，政治成就又成為道德修養之根本，可見在其觀點中，

道德與政治乃雙向之互動關係。 
筆者並不認為我們對羅爾斯的理論需照單全收，只想指出他的說法可以作為

一種觸媒，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儒家對道德與政治關係之定位，必須從內聖開外王

的單向推擴，進一步到內聖與外王的雙向互動的迴環關係。而這又必須將內聖體

證由理一轉向分殊層次，才能與外王的政治領域形成一種兩行之理，因此仍需借

助理一分殊新釋以竟其功。 
 
 
 

第二節  內聖開外王的三種解釋 
 
 
引言中指出，若在討論中將概念明確界定，以內聖表述道德領域，外王比之

於政治領域，或許會有利於我們對內聖與外王之關係作更清楚的分析，減少不必

要的爭議與誤解。事實上，牟先生就曾經如此界定內聖與外王。他曾指出，宋明

儒在宏揚內聖之學方面有功，衡之「內聖外王之道」之全體則有所不足。其標準

正在於以「內聖」專指道德實踐的聖賢工夫，「外王」表述儒家的政治思想。牟

先生說： 
 
「內聖」者，內而在於個人自己，則自覺地作聖賢工夫（作道德實踐）以發展完

成其德行人格之謂也。「內聖外王」一語雖出于莊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

心願實最為恰當。「外王」者，外而達于天下，則行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言

非霸道。此一面足見儒家之政治思想。2

 
基於概念用法統一的理由，本章在論述脈絡中也將承襲牟先生此用法，以「內聖」

指涉道德領域；「外王」專表政治領域，內聖外王的討論，就成為對道德與政治

兩者相互關係之研究。然而在此基本方向上，仍然蘊含了可更細緻劃分的理論主

張，必須予以分別處理。依據以上概念界定，以第五章的內容為素材，「內聖外

王」理論至少又可提鍊出以下三種解釋： 
 

                                                 
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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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意識或稟賦為政治制度之基礎。一切政治制度和社會建制、法律規

範，乃是由人內在的道德感之驅使而產生，仁心是制度與法律之可能條件。孔子

強調「人而不仁，如禮何；人而不仁，如樂何」3正點出這個關鍵。一切禮制，

須以人心之仁為基礎。故又曰「君子義以為質，禮以行之」4，這告訴我們禮儀

制度是行義的表現。孟子接著主張「仁義禮智根於心」5，順著心之本性，才能

有客觀化的禮制產生。於是又說「先王有不忍人之心，斯有不忍人之政矣。以不

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6「不忍人之心」作為「不

忍人之政」的先決條件，就是承認在道德意識的驅使下，才會擬定好的制度與原

則，作為政治運作管理眾人之事的指導方針。牟先生以理性之「運用表現」與「內

容表現」轉出「架構表現」與「外延表現」的曲通說，亦是這種理路之延伸。 
 

二.道德修養必得印證在「成己成物」的行為表現、尤其是政治成就上。孔

子所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7正是典型表述。這種理路認為：真正

的道德實踐要從修身出發，但不能只侷限在個人修養，必擴充至他人他物、亦即

安人、安百姓上。所以孔子說「夫仁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8，由

己立、己達進而要求立人、達人，這種「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最明顯的表

現就是在政治上，才會說修己以安百姓。順是，政治上的效驗就成儒者道德實踐

不可或缺的一環，治人乃修己之具體落實，而非各不相干。牟先生以肯定人民為

「存在的生命個體」，作為儒者在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上所立的最高準則，即為

這種思路之發展。勞思光先生以「化成世界」9一語表示這種態度、頗中肯綮。

儒家把修己與治人當作一體的兩面，正如徐復觀先生所言：「儒家治人必本之於

修己，而修己亦必歸結於治人。內聖與外王，是一事的表裡。所以儒家思想，從

某一角度看，主要是倫理思想；而從另一角度看，則亦是政治思想。倫理與政治

不分，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色」10。李明輝先生亦曾強調「儒家思想底實踐性格並

不以個人道德為限，也要通向政治及社會的領域。［……］在『內聖』與『外王』

之間，『內聖』必為『外王』之基礎，『外王』則為『內聖』之延伸。故儒家底實

踐以道德實踐為本，由此再延伸到社會與政治中的實踐」11。在此可以說內聖為

外王之基礎。 
 

三.期許執政者成為聖君賢相。這種道德在政治上的效驗，強調的是一種德

                                                 
3 論語，八佾篇 
4 論語，衛靈公篇。 
5 孟子，盡心上。 
6 孟子，公孫丑上。 
7 論語，憲問篇。 
8 論語，雍也篇。 
9 勞思光：《中國哲學史（一）》（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頁 278。 
10 徐復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收入氏著：《學術與政治之間》（台北：學生，1980
年），頁 48。 
11 李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4 年），〈導論〉，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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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求執政者自修其德，才能風行草偃，令人民見賢思齊，因此有別於現代民

主政治訴諸於良好制度與法律之法治。孔子要由「民免而無恥」的「政」與「刑」，

進步至「有恥且格」之「德」與「禮」的境界，正反映出此種態度。既然德治不

把重心放在良好的法律制度上，而是期望在位者自修其德，成為人民的表率，一

起在現實人生中建立一道德國度、大同世界，聖君賢相自然成為人格典範。孔子

「為政以德，譬如北辰，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2的說法，正希望在上位者以身

教實行一種劉述先先生所謂「吸引的政治」13。這種德治的最高理想是「恭己正

南面」的「無為而治」14，要求執政者不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身上，此為德

治之消極面；就其積極面而言，則表現在孟子對「仁政」的論述中。仁政的實踐

原則，誠如曾春海先生所言，先要能養，再求能教。就前者而言，「要以滿足現

實生活的基本條件為基礎」，所以孟子強調「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民

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樂歲終身飽，凶年免於死」。但這只是仁政之必要條件，

非充分條件，蓋「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又須能教，藉道德

理想的追求，來提昇人之所以為人的存有價值。15若以柏林（Isaiah Berlin）所謂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兩概念而言16，孟子先能養然後能教之見解，是要

先確立人民有不受外在限制、得遂己欲的消極自由，再引導人民追求積極的內在

道德良心之自由。 
 

劃分出此三種詮釋的重要性在於：這有助於釐清內聖開外王相關的一些理論

問題，不致為了其中某個面向，而全盤否定或肯定此說。我們可以藉由余英時先

生對內聖開外王的討論為例，說明這三項區分的功能。 

余先生在《現代儒學論》一書中，認為一般解釋由內聖直接開出外王的必然

性，其實並不正確。余先生贊同陳確的看法，陳確認為「古之人慎修其身也，非

有所為而為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

必矣。」也就是說，古人以修身為目的，並不強調內聖與外王有必然關聯。余先

生進一步指出，孔子說「德之不修，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善不能改，是吾

憂也。」正是視修身為目的，而非實現外王的手段。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說法，雖與〈大學〉的修、齊、治、平相似，但並不蘊

涵〈大學〉原文中內聖必然推出外王的一番意思。尤有甚者，晚清譚嗣同質疑齊

家何以能推至治國，指出這種說法是封建宗法背景下的產物。因為在宗法制度

下，國等於是一家氏族之擴大，自秦漢以來，封建制度崩潰，則有家齊而國不治，

或家不齊而國治的情形出現。顧頡剛指出〈大學〉中的齊家並非一般人民之家，

而是魯之三家、齊之高、國之家，即一國中之貴族，具有左右國之政治力量者。

                                                 
12 論語，為政篇。 
13 劉述先：〈論儒家「內聖外王」的理想〉，《理想與現實的糾結》（台北：學生，1993 年），頁

144。 
14 論語，衛靈公篇。 
15 曾春海：《儒家哲學論集》（台北：文津，1989 年），頁 64－65。 
16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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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這些在在說明了內聖與外王二者可以各自獨立。 
若依以上對內聖外王的三種解釋，我們完全可以同意余先生內聖與外王可以

區分開來的看法。內聖外王說要突顯的是道德相對於政治領域可以有的奠基性，

但這不妨礙我們承認齊家與治國的直接聯繫具有其時代限制，內聖與外王同時可

以各成一種獨立領域，具有本身的特性，並非一味堅持外王即是內聖的直接延

伸。我們更可以站在余先生這一邊，肯定「德之不修，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

不善不能改，是吾憂也」這段話，是孔子強調修身為目的，而非實現外王的手段。

因為這與上述內聖外王的第一、二兩種解釋完全一致，第一種解釋說道德意識或

稟賦為政治制度之基礎。一切政治制度和社會建制、法律規範，是以人內在的道

德感為基礎。第二種解釋告訴我們真正的道德修養，表現在政治成就上，也是要

以修身為核心，認為修身雖為首出，但為使人免於變成自了漢，故成己成物才是

修身的最高表現。 
另外，我們也可看出，新儒家與余先生對聖君賢相的嚮往持相同的否定態

度。余先生基於其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明代中葉以後儒家的基礎動向是

下行而非上行，是面對社會而非面對朝廷。余先生指出： 
 
以前儒者把希望寄託在上面的“聖君賢相＂，現在則轉而注重下面的普通百姓怎

樣能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聖成賢。［……］他們已逐漸了解：普通百姓都能為自

己的利益作最大的努力，這遠比等待“聖君＂從上而下的施德為可靠。所以顧炎

武說“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不如其

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這句話說得十分透闢。“三代以上＂正是儒家所

謂聖君堯、舜的時代，堯、舜為百姓之心尚且不如百姓自為，則後代的帝王便更

不必說了。明清儒家日常人生化發展至此事實上已打破了“內聖外王＂的古老神

話。18

 

依余先生的解釋，可看出他是以聖君賢相理想的失去作為內聖外王說破滅的例

證。也就是說，他反對的是上述內聖外王的第三種解釋，認為事實上明清儒家已

不再抱持這種聖君賢相的理想，轉而將希望寄託在老百姓自我的進德修業、自我

照顧上。我們可以承認，聖君賢相格局的確有其限制而不合時宜，但這只是內聖

開外王三種解釋其中的一個側面，並不能代表全部的重點。在第四章也指出，牟

宗三與徐復觀等當代新儒家亦提出要放棄聖君賢相格局，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

可見現代新儒學在這一點與余先生意見一致。經由以上澄清，或許能減少余先生

與當代新儒家的一些分歧，發掘雙方更多的共識。 

 
 
 
                                                 
17 余英時：〈儒學思想與日常人生〉，《現代儒學論》（River Edge, N. J.: 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1996 年）頁 176－177。 
18 〈儒學思想與日常人生〉，同上書，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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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理論探索之反思 

 
 

依上述，牟宗三與劉述先兩位先生，主要仍是以內聖為本而開出外王為前

提，再提出曲通與廣義道德實踐的新銓，以對儒學中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做出理論

說明。不過也有學者認為，這種只講由內聖開外王的進路仍有值得商榷之處，而

嘗試從其他方向立論的可能性。以下將分別以林安梧先生「由外王開內聖」、余

英時先生「迴轉」到「內聖外王連續體」兩例，評估其可行性。 
 
 

一.林安梧論「由外王開內聖」 

 
 
林安梧先生曾提出「社會公義」重於「心性修養」的理論，以取代傳統內聖

開外王的進路。他指出要解決道的錯置（君道侵襲父道與聖道）問題，必須由「人

格性的道德連結」，構造新的「人際性互動軸」，以開啟一新「契約性的社會連結」，

方式是將傳統由「血緣性的自然連結」所形成的「血緣性縱貫軸」之上下的、隸

屬的、縱貫的關係，轉為「人際性互動軸」的對列的、平舖的關係。在此關係中，

經由主體的對象化活動，注重每一存在的限定，即此限定而有新的連結體、新的

社群之建立，此即所謂的「公共空間」。要修正傳統儒學以「心性修養」代替「社

會實踐」所造成之謬誤，就須在這公共空間的公民社會裡特別注重「公義」。19

    順是，林先生強調「社會公義」概念並作進一步的解釋。所謂「社會」指經

由「公民」以「契約」而締結成的總體。故又稱為「公民社會」或「契約社會」。

「公義」指的是依其「普遍意志」為基礎而建立之行為規準背後之形式性原則。
20此即其所謂「外在的結構的對比辯證關連」，這是將傳統儒家的連續體、變為斷

裂體： 

 

所謂的斷裂指的是從「血緣性的自然總體」中脫落出來，成為一散開而燭立的個

人，這些散開而獨立的個人再通過一客觀的中介凝合為一，此客觀之中介即所謂

的「法」或「契約」。當然此「法」或「契約」與「人格性的道德總體」有密切

的關連性，此時之「人格性的道德總體」即依循於此契約之法的中介而凝合以成

的社會去展開其整體性的凝合之任務。如此一來，人格性的道德總體才不會為血

緣性的自然總體所侷限，而得超越出來成為一社會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19 林安梧：《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北：學生，2003 年），頁 150－154。 
20 同上，頁 22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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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盧梭（J. J. Rousseau）於《社會契約論》中所述者。21

 
可見林先生所謂「社會契約」或「普遍意志」，皆脫胎自盧梭《社會契約論》。而

且他認為社會契約是經由言說的「公共論域」而產生，這樣所成的倫理是一「交

談的倫理」，而不同於儒家原本的「交融的倫理」或異化後產生的「慎獨的倫理」

或「順服的倫理」。22若把「心性修養」與「社會公義」對舉的說，前者指向內

聖，而後者指向外王，則不再是內聖成為外王的先決條件，外王反而是內聖之所

以可能的先決條件。23

林先生用意雖善，其由外王開內聖之說似有進一步申述之必要。揆諸其意，

所謂由外王開內聖應是指「社會公義」作為「心性修養」之前提，不過在論證過

程中，林先生只指出何謂「社會公義」，以及其應作為「心性修養」之基礎，而

未解釋「社會公義」如何能作為「心性修養」之基礎，亦即「心性修養」如何在

「社會公義」的條件下順成之說明，從而產生論證上之跳躍。 

尤有甚者，林先生既然指出要解決「道的錯置」問題之關鍵在儒家「人格性

的道德連結」上，要藉此連結從上下隸屬的「血緣性縱貫軸」，進入對列平舖的

「人際性互動軸」之中，才能建立一新的「契約性的社會連結」、「委託性的政治

連結」，這種基於道德意識之要求而建立社會建制、法律與制度的論點正基於內

聖外王的第一種解釋。且其以「人格性的道德連結」為動力，開出「我與您」及

「我與它」的對列格局之「人際性互動軸」，亦處處可見牟先生由理性之上下隸

屬的運用表現，曲通為對列平舖的架構表現理論的影子。是以林先生雖倡言由外

王開內聖，事實上卻預設了由內聖開外王之說。這種傾向還可證諸其主張由「孝

悌傳統」轉至「忠信傳統」之說24。林先生雖指出這實隱含一「社會正義論」，

但忠信為一種社會性的道德，而非社會性的法律、制度，因此認同、實行與否並

無強制性，最後仍只能訴諸個人內在的道德修養、道德意識。若社會公義屬於政

治範疇，忠信無疑仍是道德層面之事，仍是以道德為優位，實難以視為由外王開

內聖之範疇。  

此外，「社會公義」概念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如其所言，其中所謂「社會」

與「公義」兩語皆依據盧梭《社會契約論》中之概念。質言之，此預設一無政府

前的自然狀態之傳統社會契約觀點，由於理論問題甚大而飽受批評，在當代政治

哲學中早已被修正或是置之不用。因為儘管不同哲學家對自然狀態的定義各異，

都要面臨這樣一種批評：若這種自然狀態與社會契約是就事實狀況而言，則歷史

上從未有相關證據可資證實，因此難以成立，而盧梭正被歸為現實協定之範疇。

美國當代政治哲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就是基於傳統社會契約論點之不足，

提出一種在「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遮蔽下，假設性的「原初位置」

                                                 
21《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頁 75。 
22 同上，頁 235－236。 
23 林安梧：〈後新儒學的新思考：從外王到內聖－以「社會公義」論為核心的儒學可能〉，《鵝湖》

第 350 期（2004 年 8 月），頁 24。 
24 林安梧：〈儒學革命：一種可能的方向〉，《鵝湖》，第 309 期（2001 年 3 月），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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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sition）取而代之，以證成其正義二原則（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關於「原初位置」後文將作討論，因而在此不予贅論。 
至於「普遍意志」涉及更嚴重的理論後果。何信全先生指出，盧梭的普遍意

志「具有主客觀兩種身份：就主觀而言，可以說即是道德理性，此為以後康德所

發揮者；然而就客觀而言，它卻成為團體之意志，而為國家社會具有強制性之法

律規範所從出」25，其結果是，「以追求自由的實現始，以服從國家的法律終」26。

何先生指出： 
 

就盧梭的觀點，普遍意志乃是全體（視其為有機體而言）之良善意志，而個體一

則為全體不可分割之一部分，一則其道德理性亦正與普遍意志彼此呼應。蓋就個

人而言，「道德自由（moral liberty）使人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因為只是循情

慾衝動是奴隸，而服從我們自己所定之法則對我們而言是自由。」在此一理論脈

絡之下，盧梭才會導出這樣的結論：「任何拒絕服從普遍意志之人，將由全體強

使其服從，此乃意味他將被強使而成為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拉斐

爾（D.D.Raphael）認為「盧梭在《社約論》中一開始響亮地表示『人生而自由，

卻處處在鎖鏈之中』，然而結尾時，卻試圖勸服大家為真正的自由，鎖鏈、法律

的限制以及組織的社會都是必要的。」誠非無根據之言。27

 
正因盧梭的普遍意志具有主客觀雙重身份，於是才有個人「將被強使而成為自由」

之說，導致以追求自由的實現始，以服從國家的法律終。順著盧梭「普遍意志」

說繼續發展，就會成為講求整體利益優先於個人利益，以及服從集體與國家之集

體主義（collectivism），這正是把散開而獨立的個人重新禁錮在集體中，要人民

捨消極自由而就積極自由，明顯與林先生想從「宰制性的政治連結」壓迫下解脫

之原意背道而馳。 

由以上幾點分析，可以看出林先生想由「社會公義」培養「心性修養」的外

王開內聖之嘗試，有其理論困難存在，於是我們必須將焦點轉移到其他的理論嘗

試上。 
 

 

二.余英時論「迴轉」到「內聖外王連續體」 
 

 

近年來值得注意的一種理論詮釋，是余英時先生提出的內聖外王連續體之

說。余先生有兩個基本論點：「一、儒家的『內聖外王』為一不可分的連續體，

歸宿於秩序重建。二、所謂『秩序重建』並不專指政治秩序（「治道」）；人一生

                                                 
25 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台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6 年），

頁 180 
26 同上，頁 182 
27 同上，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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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便置身於重重秩序之中，因此秩序重建可以從最近的『家』開始。」28余先

生討論了《論語》幾段文字證明他的判斷。首先是〈憲問〉篇中孔子回答子路「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那段話。余先生指出：修己以敬雖是

內聖工夫，但還要能「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可知「『內聖』的修養

主要是為了造就富於精神資源的『君子』，使他們可以安頓好人群的生活，直到

天下所有的『百姓』都能分享這樣的安頓為止。」29由此可見，余先生在此發揮

的是內聖開外王的第二種解釋，至於他所謂「內聖外王」為一連續體而歸宿於秩

序重建的意思是： 
 
「內聖外王」是一連續不斷的活動歷程，最後將導致合理的人間秩序的實現。用

原始儒家的話表達之，即通過「內聖外王」而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我所謂「歸宿於秩序重建」大致相當於孔子「天下有道，丘不與易」的意思。［……］

我始終認定儒家的最大關懷是人間秩序的整體，也就是「天下有道」。為了建立

這一合理的整體秩序，儒家自始便把這一重任寄託在「士」這一特殊群體的身上，

此之謂「士志於道」。然則「士」又何所憑藉而能承擔這一重任呢？這便是他們

所受到的一套特殊的精神訓練，古代稱之為「修己」或「修身」。30

 
余先生指出，為了建立合理的人間秩序，儒家自始便把這一重任寄託在「士」這

一特殊群體的身上，而「士」所以能承擔這一重任，正由於「修己」或「修身」

的內聖工夫，是以「內聖外王」才成為一連續不斷的活動歷程。余先生以為，這

還可以從〈雍也〉篇提到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來看： 
 
從個人的層面說，「內聖」的修養確是對於每一個「士」或「君子」的基本要求，

［……］內聖雖必須從個人修養開始，並且也為個人提供了一個「安身立命」的

精神領域，但卻不能即此而止，在個人層面上獲得完成。這是因為儒家的內聖基

本上是一個公共性或群體性的觀念，必須從「小我」一步步推廣，最後及於「大

我」的全體。［……］這一由己及人直至「博施濟眾」的過程，也就是「外王化」

的過程；「外王化」則不能不有一定的秩序架構與之配合，否則「內聖」的功效

無從發揮，孔子論「仁」與「禮」的關係即足為最具體的說明。［……］孔子心

目中的「內聖外王」大致即是「仁」與「禮」。31

 
余先生特別注意到儒家的內聖基本上是一個公共性或群體性的觀念，必須從「小

我」步步推廣，最後及於「大我」的全體。這一由己及人直至「博施濟眾」的過

程，亦即「外王化」的過程，「外王化」又必須有一定的秩序架構與之配合，否

則「內聖」的功效就無從發揮，所以「內聖外王」基本上即是「仁」與「禮」之

                                                 
28 余英時：《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台北：允晨，2004 年），頁 400。 
29 同上，頁 396。 
30 同上，頁 395。 
31 同上，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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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即是內聖外王連續體之意。余先生還提到程頤「君子有道，貴乎有成，

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這段話，認為程頤所發揮的即是孔子「修

己以安人」及「博施濟眾」兩個意義。「未及乎物，猶無有也」八個字更證實了

儒家內聖的群體取向與公共取向。余先生總結說：「通過內聖外王以重建秩序，

是孔子最先為儒家創立的整體規劃。宋代儒學的復興基本上便是這一古典規劃的

復活。」32從這種種論點來看，余先生在此集中討論的，事實上不出上述內聖開

外王第二種解釋之範圍。 
不過余先生此說一出，旋即引起顯著的迴響與爭議。其中關鍵即是圍繞著他

所提出的「迴轉」說法之爭論。針對認為他主張「迴轉」是要從內聖迴轉到外王

的誤解，余先生特別澄清，迴轉是要從內聖迴轉到內聖外王的整體，不是完全撇

開內聖，只重外王。他論「內聖外王連續體」不可分，是著眼於理學作為一整體

和理學家作為一士大夫集體這個層次上。至於理學家作為個別的人，則有傾向於

內聖的，也有傾向於外王的。但由於理學家作為儒者必須在理論上同時肯定內聖

與外王兩大價值，不可能捨去其中任何一個，所以作為一個「理想型」看待，個

別的理學家必須同時兼具內聖之學與外王之學，而以重建秩序（此即外王的實現）

為最後的歸宿。理學的整體結構即與此相應。33

要注意的是，余英時先生一再強調，他對內聖外王連續體的看法是對宋代理

學家政治思想與文化的歷史事實論斷，並非他自己對儒家學說理想歸結的見解。

在討論儒家價值的現代意義時，余先生說：「我早已放棄了『內聖外王』的架構。

我認為儒學在私領域中仍然可以發揮直接的效用，這是《大學》所謂『修身、齊

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則屬於公領域，已非儒家所能獨擅，其影響祇能是

間接的。」34所以儒學作為一個有現代生命的精神傳統，確是以個人的修養為其

核心所在。所以他「關於『內聖外王』的論斷徹頭徹尾是歷史的，與個人的信仰

完全無關」35。可見就作為個別的人而言，我們甚至可以說余先生應該是傾向內

聖者。 
但爭議中最難解的關鍵，正在於「外王」與「秩序重建」二者的關係上。如

果外王與秩序重建二者等同，則我們不得不承認余先生既然以秩序重建為內聖外

王連續體之歸宿，他主張的「迴轉」就正是要從內聖迴轉到外王，迴轉到內聖外

王的整體只是換句話說的同義反覆；若是秩序重建與外王內涵不同，那從內聖迴

轉到內聖外王的整體，不是完全撇開內聖而只重外王的說法就可以成立。麻煩的

是，這兩種解釋都可以在余先生的說明中找到根據。首先，余先生指出，「秩序

重建」絕不可與「外王」劃上等號，「秩序重建」明明包括了「外王」於其內。

秩序重建是內聖外王的統一實現。所以他特別用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來界定「合理的人間秩序的重建」。36人一生下來便置身於一層層一圈圈的秩序

                                                 
32 《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頁 401。 
33 同上，頁 348－349。 
34 同上，頁 390。 
35 同上，頁 393。 
36 同上，頁 39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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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每一個秩序都可以是重建的對象。而「秩序重建」是從社會的最基本單位—

－家—－算起的。「新民」才是外王的領域，亦即專指政治秩序。37但有時余先

生又說「秩序重建」相當於「外王的實現」38，「外王」並不專指全面更新治道

而言，如熙寧變法之類。「內聖」的「外王化」可以在大大小小任何生活圈子中

展開，「內聖」隨時隨地都必須「外王化」以發揮秩序重建的實效。39這又讓人

有外王與秩序重建等同的聯想。 
另一個問題則與內聖外王主從關係有關。若說在理學家的構想中，內聖外王

「自始即是一不可分的整體，而且『內聖』領域的開拓正是為了保證『外王』的

實現」40，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此以國家社會為自我生命之延長與終極實現的理

路，也正是內聖開外王第二種解釋之重點。但說內聖外王為不可分的連續體，可

以表明兩者不可截然二分的關係，卻不礙仍有主從地位之分。余先生起初表現出

無可分主從的態度。他首先指出，「『內聖外王』既為一不可分的連續體，則孰主

孰從便不大好說。我最初的理解，大致以『內聖』之於『外王』，相當於朱熹所

論『知行相須』的關係［……］。『知行』也是一連續體，未可作主從論」41。 
依筆者之見，此中關鍵在於秩序重建到底是內聖之學的內在要求，抑或是外

在目的？余先生似乎認為是外在目的。因為依內聖外王為不可分的整體，而以秩

序重建為歸宿的論點，應該秩序重建才是主，內聖或外王皆為從，後兩者皆為秩

序重建之手段。余先生就說：宋代理學雖以內聖之學顯其特色，仍然以重建一個

合理的人間秩序為其最主要的目的。內聖之學無論多重要，都不可能是理學的終

點；它與外王之學緊緊地連在一起，為建立合理的人間秩序而服務，而且也只有

在秩序中才能真正完成自己。42但在一些地方，余先生又不自覺地以內聖為外王

或秩序重建之根本。余先生即表明，理學家之所以異於宋初以來的傳統儒家，便

在於他們特別強調：非先在內聖方面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就，外王是不可能實現

的。建立秩序的唯一憑藉，根據理學家的共同信仰，便是他們所發展出來的一套

內聖之學。43這不啻已承認內聖作為外王的先決條件。前面提到「士」之所以能

承擔秩序重建之重任，正以「修己」或「修身」為憑藉。而且宋儒認為外王的努

力之無效（如熙寧變法），追究到最後，還是由於內聖的基礎不夠堅固。44可見

就這些說法而言，內聖好像又是外王或秩序重建的基礎，後兩者變成內聖實現與

效驗之內在要求。所以余先生才會承認內聖在秩序重建的整體規劃中佔據樞紐位

置，而認同劉述先先生以內聖為主的說法。余先生表示： 
 
照我現在的理解，「內聖」與「外王」的關係既可以看作是「知行相須」，也可認

                                                 
37《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頁 350。 
38 同上，頁 350。 
39 同上，頁 405－406。 
40 同上，頁 8。 
41 同上，頁 394。 
42 同上，頁 348－352。 
43 同上，頁 348－351。 
44 同上，頁 402。 

 173



為是「體用一源」，這和述先兄所說的「主從」還是相去不遠。但是「秩序重建」

才是儒學整體規劃的歸宿處，我的見解仍未變。45

 
在此余先生指出，他對內聖外王之主從的看法與劉述先先生相去不遠，同意兩者

間的體用關係，好像已承認內聖應為「主」的地位，但余先生始終未明言，而且

仍堅持秩序重建才是儒學整體規劃之歸宿，因此秩序重建到底是「內聖之學的內

在要求，抑或是外在目的？」這問題還是沒有解答，筆者目前也難以斷定余先生

真正認同的答案為何。所以「迴轉」到「內聖外王連續體」一說應該還有後續發

展，其理論內容與效應亦有待日後之觀察。 
 
 
 

第四節 「公私領域基本道德素養如何可能」與「良  

序社會」 
 

 

在第五章中，討論到劉述先先生所謂新儒學處理教化與限權上所面對的兩

難，起因在於傳統德化政府的理想，與現代西方式民主政府之功能並不相容。因

為新儒家鼓吹聖賢工夫，並把這種教化的責任置諸於政府，但民主政治強調的是

人民之基本道德素養，民主政府若要充當教化的力量，就有可能干預人民的生

活，甚至侵害到人權。筆者以為，此新儒學處理教化與限權上的兩難，是我們必

須嘗試解決的。因為這牽涉到如何在現代民主社會架構下，將儒家調和個人與社

群之睿識，透過非政府直接介入之教化方式，成為人民的基本道德素養。就內聖

開外王的第二種解釋而言，其中己立立人，修己安人、安百姓所要求的是一種高

度的道德修養。不但要建立起「公」「私」領域的緊密聯繫，甚至將「公」領域

視為「私」領域的延伸與完成。此思路之勝場乃在可調和個人與社群之疏離與緊

張關係，至於其主要訴諸對象又為國君或士君子，並且係屬成聖成賢之工夫修

養，才會與聖君賢相的政治理想串聯起來而為德治的主要內容。只是物換星移，

如今當代新儒家已主張要採取民主政體，在現代民主體制下，重視的是個人權利

之保障，以及人民與政府之分工合作。要如何將此種修養與無意於聖賢之道的一

般民眾之信念結合起來，就成為不得不處理之棘手問題。 

筆者以為，我們可以從兩個方面來思考。第一，我們可以應用第三章所提到

的儒家日用常行化取向，將個人與群體、社會乃至國家共存共榮的觀念，透過簡

單化的轉換方式灌輸給一般民眾，與其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操守結合，而非作

為高道德標準的聖賢工夫，如己立立人，修己安人、安百姓所要求者。在內容上，

要強調的是「公」「私」領域的協調作為基本要求，例如不能以私害公，各行各

                                                 
45《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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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謹守分際以「各為其私而全其公」，鼓勵並保障民眾積極參與公共事務等。至

於將「公」領域視為「私」領域的延伸與完成的更高要求，仍然是值得追求的境

界，可予以鼓勵但不能要求。這樣做應該更容易落實一些。 

第二，「公」「私」領域協調的基本道德素養，誠然有助於個人與社群關係之

和諧，但如何擁有這種基本道德修養，似乎還需要一種理論上的分疏，此即「公

私領域之基本道德素養如何可能」問題。對於不具專業學者、宗教界或衛道人士

身分的一般大眾而言，道德之根源與政治制度之道德基礎等問題既非其所關心，

亦非其能有所自覺之問題，所以「公」「私」領域協調的基本道德素養之建立，

要靠後天之灌輸與培養，不能只以先知先覺啟發後知後覺。筆者以為，若要解決

新儒學處理教化與限權上的兩難，同時保留「公」「私」領域協調的基本道德素

養，在民主政治只能要求基本道德素養的條件下，似乎可以訴諸設計出優良的政

治制度以幫助人民潛移默化。在這方面，美國政治哲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

的「良序社會」（a well—ordered society）理論，值得我們參考。 
在解釋「良序社會」之前，必須先提及「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因

為在羅爾斯的正義論中，兩者具有一種相互對照的關係。基於傳統社會契約論預

設的自然狀態，因缺乏歷史現實證據而飽受抨擊，羅爾斯以「原初位置」取而代

之。在此位置中由於「無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的遮蔽，成為一種完全隱

藏個人經驗屬性的狀況。其情形是： 

 

沒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處境、階級地位或社會階層，也不知道在自然稟賦、能力、

智力、體力等等的分配運氣，甚至不知道他們的價值觀及特殊的心理傾向。正義

原則是在「無知之幕」遮蔽下被選擇。如此安排在於確保正義原則的選擇中，沒

有人會因為自然機運或社會狀況的偶然性而獲益或受害。46  

 

無知之幕是一種對個人經驗屬性完全無知的狀態。其用意在於排除各種自然或社

會條件對選擇正義原則之干擾，避免任何人出於私心作取決，確保協議之公平

性。不過，在這狀態下做抉擇的人們仍是一種「道德人」（moral persons），是「具

有自身目標的理性存有，並且設定其具有正義感」47。前一項特性意指「道德人」

具有理性地尋求目標實現的價值觀，所以會追求各種社會及自然的基本善48，因

為這些基本善皆有助於其實現理性的人生計畫；而在正義感（a sense of justice）

之驅使下，才會「採納在原初位置選擇的任何原則（在此亦即指正義原則）並依

以行之」49。其次，羅爾斯「原初位置」中的「道德人」之設計，除了要求公平

的出發點之外，也欲避免哲學上的「強預設」，所以「道德人」運用的理性，不

是康德義的實踐理性，而是「互不關心的理性」（mutually disinterested rationality）

                                                 
46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2. 
47 Ibid., p. 12. 
48 Ibid., p. 62.所謂社會的基本善包括權利與自由、權力與機會以及收入與財富；自然的基本善則

有健康與精力、才智與想像力。 
49 Ibid.,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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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這種理性屬於一種工具理性之應用，各人只求儘量實現自己的目標，而未考

量他人。但由於對本身在現實世界之處境毫無頭緒，就會以「小中取大原則」

（maximin rule）51做取決，而在此原則指導下，正義二原則就成為「原初位置」

的「道德人」之選擇。 

質言之，羅爾斯以互不關心之理性證成正義二原則，是就柏林所謂消極自由

而立論。意即以人民對如何滿足本身各種需求的切身利益出發，藉工具理性證成

正義原則作為政治基本原理之合理性。可見照顧人的實際需求與基本善應為政治

原理可行性之判準，這是直接就政治領域本身特性而論；就正義感而言，它是接

受正義原則之資具，可以說，正義原則之具有規範性、束縛性，正繫於此正義感，

在此羅爾斯顯然認為道德能力為政治原理得以運作的條件之一，是以道德相對於

政治有一種奠基性。 

羅爾斯從原初位置的道德人之選擇，推導出正義二原則之後，又接著說明在

這種根據正義原則行事的社會中，人的道德如何發展的情況。這樣的社會，羅爾

斯稱之為「良序社會」（a well—ordered society）。此社會被設計為一個「促進其成

員的善且為一個公共正義觀有效規約的社會」。在這社會裡每個人都接受並知道

其它人亦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也知道基本社會制度滿足了這些原則，是以其成

員皆具備依正義原則行事的強烈慾望。52在這種落實了正義原則的社會中，成員

歷經服從父母命令的權威道德，到遵守群體之規範與標準的團體道德，慢慢地發

展至具備成熟的道德感，為了法則自身而遵守法則的原則道德階段。這三個階段

的基本特性分別是：在權威道德中，道德理想以及意圖與動機的相關性並未被理

解，真正的罪惡感也不存在，是以其內容由父母的一套訓示所組成；到了團體道

德階段，道德感與友誼及特殊個人或團體之信任有關，道德行為大多建立在想獲

得團體認同的基礎上，只有發展至原則道德，道德感才不僅與他人或團體之福

祉、認同有關，而且獨立於這些經驗偶然性之上，達到為原則而遵守原則之境界。

可以說，這最後階段包含了前兩階段，並以一些普遍原則將所有附屬的理想組織

為一融貫系統。53

在原則道德階段，可以說，運用並依據正義原則行動已成為良序社會成員的

價值觀之一。羅爾斯表示，良序社會中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以兩項能

力為特徵： 

 

一個是擁有價值觀，另一個是具備正義感。當這兩項能力實現之際，第一項能力

展現在理性的人生計畫上；依據某些正當原則（certain principles of right）

行事之規約性慾望則為第二項能力之體現。於是道德人是一個主體，此主體有其

選擇之目的，對某些條件亦有基本的偏好，這些條件能使他形構一種生活模式，

                                                 
50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 144. 
51 Ibid., pp. 152–153.簡言之，此原則意指：我們要設想在最壞的情況中獲取最大利益（亦即俗語

「不幸中之大幸」）的方式作選擇。 
52 Ibid., pp. 453－454. 
53 Ibid., pp .46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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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情況允許時，能充分表達其作為自由平等之理性存有的本質。至此人格的

統一性就表現在其計畫之融貫中，建立在遵循一種高階慾望（higher order 

desire）之上，在與其正當感或正義感，乃至理性選擇之原則一致的方式中表露

無疑。54

 

從這段說明來看，若將道德人在原初狀態與良序社會中的特性作一比較，可知原

初狀態的道德人單單使用工具理性以行事，但在良序社會中，由於正義感漸漸發

展成熟，正義感成為理性存有的目的之一，正義感與價值觀趨於一致，作為公平

的正義與計算理性選擇下的善遂匯合為一。是以相對於原初狀態追求社會及自然

的基本善，羅爾斯強調對良序社會之道徳人而言：「最重要的基本善則是『自尊』。

此『自尊』之意涵有二：其一是本身之價值觀與人生計畫乃值得完成的；其二為

對完成本身目的之能力具有信心。」55此追求自尊、自我實現的良序社會，於是

也成為一種合乎自律原理的社會。何信全先生對此指出：「在良序社會中，則於

平等與自由之外，強調人是道德的（moral）。聯繫兩者之間，乃是在合乎正義原

則的社會制度中個人道德心理的發展過程。」56可以說，羅爾斯在此強調的是政

治生活的良好安排亦有助於道德素質的提昇，因為在制度完善的社會中，個人即

使出於自利而行事，在良好分配正義原則指導下，卻可各爲其私而全其公，且隨

著知識、經驗之增長，正義感亦日益發展成熟，因此道德修養是政治生活的結論

與理想境界，政治制度相對於道德修養反而更為基本。 

這種實然與應然，善與對的合轍，正是在良好政治理念與制度的安排下，使

原初狀態出於自利的道德人，提昇至以正義原則為價值觀的真正道德主體。這種

將道德由外在規範與理想內化為個人行事理念的過程，不是一種內在心性修養日

趨堅定，且推己及人的工夫論，而是由社會制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根植於成員

心中的教化論。這正是一種「良序社會」如何能作為「心性修養」之基礎的論證。

就羅爾斯來說，要實現由外王開內聖，「交談倫理」乃至「交融倫理」當然不可

或缺，然而不能僅止於此，更需要正義原則以為良好的制度與法律之基礎；這種

社會亦非純粹的公民社會，而是一種個人價值觀與正義感匯合之良序社會；這個

社會維持之根據，更不可能是導致只能服從國家法律而枉顧個人自由之結論的普

遍意志，而是人經由道德發展三階段之後，所產生的對正義原則之尊敬與所追求

的最高基本善－－自尊。  

筆者在此之所以提及羅爾斯的相關論述，並非認為新儒學必須對此照單全

收。而是想要藉其論點指出，在何種意義之下，外王也可以開出內聖，做為處理

教化與限權上的兩難以及「公私領域基本道德素養如何可能」問題之參考，以幫

助我們探討在現代民主政治社會中，儒家調和個人與社群的理念，如何能在一般

大眾的思想中生根，而非只限於精英階層或聖賢所自覺或能達到的成就。職是之

故，筆者在此討論的不是解答，而是指出訴諸良好制度的潛移默化，可以作為尋

找答案的有益思考方向。 
進一步來看，羅爾斯與牟先生二者間實擁有一些共識。蓋原初位置中的道德

                                                 
54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 561. 
55 Ibid., p. 440. 
56 何信全：〈儒學與自由主義人觀的對比：以孟子與羅爾斯為例〉，《台灣哲學研究》，第 2 期（1999
年 3 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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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有道德之名，其具有的理性乃互不關心之理性，此理性是一種中性之工具理

性，以滿足個人之基本需求、追求原初善為內容，此正是就消極自由而立論，視

其為政治原理之出發點。在政治運作上，實可作為政策之優先考量。從中性之工

具理性斟酌政治原則之可行性，實較實踐理性來的順適妥貼。原因之一在避免了

強預設，不致引發人性善惡之爭論；其二亦傳達政治領域重民之欲的立場，與孟

子先養民再教民的理想不謀而合。這與牟先生要區隔修己與治人，強調政治領域

首重養民與人民的幸福一致。 
但就正義原則的論證而言，除了正義感，羅爾斯也提出互不關心理性來證成

就出了問題。因為一則決定目標的不是工具理性、而是價值理性；二則從工具理

性證成的不見得必為正義原則，亦可能是效益主義原則乃至社會主義式平均分配

原則。故此工具理性固可避免強預設之弊，但只宜作為政策努力之方向而非論證

之基礎。在這方面，這種論述就不如內聖外王第一種解釋直接就道德意識作為政

治制度之基礎來得順適。 

在羅爾斯的理論架構中，內聖與外王二者形成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而非單

向推擴的模式。思及正義感作為道德人接受及遵循正義原則之憑藉，這是以道德

作為政治之基礎；就政治制度對道德養成之引導力而言，道德修養就成為良序社

會中政治生活的結論與理想境界。內聖外王調和「公」「私」領域的理想，在現

代民主社會中要能落實，就不能再堅持一種以國君和士君子為對象的聖賢工夫，

而是「公」「私」領域緊密聯繫的基本道德信念。羅爾斯的道德教化理論貼近日

常生活，且由制度取代工夫修養，證諸「氣強理弱」之現實狀況，在道德行為發

展上會更有效率與確定性，值得我們參考。如果說儒家對道德作為政治之前提具

有比羅爾斯更深刻之領悟的話，羅爾斯將道德與政治定位在雙向的互相影響關

係，無疑提供了較儒學更寬廣之視域。 

 
 
 

第五節  內聖與外王之兩行 
 
 

傳統儒家內聖開外王之理論特點是：由個人良知自證自明之修養工夫，使個

人之內在性與殊別性，提昇至超越性及普遍性，去應對生活中週遭的事事物物，

由此易簡工夫順成「單一主體境域」至「眾多主體並立境域」之過渡。我們可以

藉由內聖開外王的三種解釋來看這種理論成就。 
首先，內聖外王的第一種解釋強調道德意識為政治制度與原則之基礎，筆者

認為，此可提供「良好政治制度之建構何以可能」問題之解答，這種理論取向在

牟宗三先生理性運用表現曲通為架構表現的開出說之深化下，更可與民主政治之

理論基礎相容，成為儒學開出民主政治之後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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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內聖外王第二種解釋，基於「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精神，主張外王

成就乃內聖工夫效驗不可或缺之一環。此「己立立人，己達達人」的化成志業，

亦即牟先生所謂肯定人民為「存在的生命個體」，視社群為個人生命之延伸與完

滿，可免於原子式個人主義之流弊；配合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前提，力保個人之尊

嚴與平等，亦不致使個體淹沒於社群之中而不顯，可調和個人與社群之間的緊張

關係。就此而言，道德修養對政治生活亦具有奠基性。 
最後，就內聖外王的第三種解釋而言，孔子「恭己正南面」的「無為而治」

與孟子主張的「先養民，再教民」的仁政，作為儒家的德治理想，卻在歷史現實

中無法落實，在君主制度中走向內在自由消融外在自由之扭曲，也因不重視政治

制度與法律，以致有二重主體性之矛盾以及無法妥善處理權利事務之內在理論問

題。雖然只訴諸道德修養的治人要求，或僅注重客觀建制的政治效果，陳義都不

若孟子治人與治法須兼備的兩行之道來得高，只是在未達此道德與政治皆高度發

展而交融之理想境界前，道德最好只針對修己，政治要步入正軌還是要寄望法制

而非聖君賢相。基於此認識，牟先生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以一套民主政治原理與

應用此原理形成之制度、法律代替聖君賢相理想。再進一步確立：消極自由為政

治領域之事，道德領域則在追求積極自由，二者界域不可混漫。  
經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傳統儒家一直到現代新儒學皆把重心放在內聖開外王

之工夫，未及注意外王開內聖之可能與必要。為矯正此弊，余英時先生提出迴轉

到「內聖外王連續體」而歸於秩序重建的方向，林安梧先生近來也不再談內聖外

王「兩端而一致」57之主張，只專講由外王開內聖。這些嘗試雖然或是失敗，或

是尚待發展，至少也形成一種呼聲，提醒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在何種意義下外王

可以開出內聖？於是在對內聖外王第二種解釋的省思中，我們發現這種在個人與

社群間求取平衡的思路，若要在政教分離的現代民主政體中實現，必須重新詮釋

為公民的基本道德信念，不再是成聖成賢的理想道德境界。至於「公私領域基本

道德素養如何可能」問題，訴諸一套良好政治制度之潛移默化，不失為可行的思

考方向。羅爾斯論良序社會之道德發展三階段說，指出政治制度可為道德基礎的

面向，這種制度之潛移默化理論，實可供我們參考。如此一來，我們不但應該強

調在什麼意義下必須談內聖開外王，因而堅持這種立場；也必須再跨出一步，吸

納外王可以開內聖的見解，使內聖外王二者成為雙向的互動，而非單向的擴充，

指陳出一兼容並包的兩行之道。 
                                                 
57林先生對內聖外王關係之論述。有一番微妙之轉折。首先主張的是「不只是從內聖開外王，其

實也應當由外王到內聖」之「兩端而一致」的思考。參林安梧：〈儒學革命：一種可能的方向〉，

《鵝湖》，第 309 期（2001 年 3 月），頁 19－20。接著在《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

一書中又否定內聖開外王，而指出「兩者並非如昔所以為的『內聖』而『外王』，並且『內聖』

是基礎，而且是外王成立的先決條件」。一直到最近正式講由外王開內聖，而提出「兩者並非如

昔所以為的『內聖』而『外王』，相反地，『外王』反而是『內聖』之所以可能的先決條件」。參

林安梧：〈後新儒學的新思考：從外王到內聖－以「社會公義」論為核心的儒學可能〉，《鵝湖》，

第 350 期（2004 年 8 月），頁 16－25。事實上，內聖外王兩端而一致之主張符合本文之結論，不

過林先生對此只提到內聖必須經由外王的發展，而得到安頓，而外王學必得因內聖學的安頓才能

獲致一個恰當的方向。對兩者如何互相開出並未做進一步說明與論證。（〈儒學革命：一種可能的

方向〉，頁 19。）不意林先生後來並未繼續發展與深化此論述，反而轉到僅由外王開內聖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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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依牟先生的立場來看，內聖之逆覺工夫是要體證生生不已的天道，進入

一種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內在的的境界，以此為基礎，則不論是直通以修己安人、

或曲通以開民主與科學，就有了堅實的基礎。而且這種以逆覺的方式體證之境

界，正屬於「理一」的領域，是唯一可以見體的方式。政治雖屬修身必要之延伸，

但由於是經驗的「分殊」層次，必以道德修養的「理一」層面為依據也就無庸置

疑。只是如此一來，就是偏重於工夫論而不能充分顧慮到哲學層面的方法論。因

為這樣儒學就難以對等地看待政治制度可以促成道德修養之洞見，從而於道德與

政治二者關係之定位，在理論上有所缺憾。經由討論，內聖與外王互濟互動的方

向既然可以幫助現代儒學處理所面對的問題，就有必要在儒家的理論架構下補充

這一點。劉述先先生雖然尚未處理這個問題，他提出的「理一分殊新釋」與「兩

行之理」，仍有助於完成此任務。 

就走向日用常行化的儒家而言，外王可以由政治延伸至廣義的道德實踐，涵

蓋逆覺之行為實踐此狹義的道德實踐，以及政治、商業、學術、藝術等活動。因

為劉先生主張，本心良知坎陷的範圍，也須延伸至道德領域乃至一切文化創造。

以傳統角度來看，本心之呈現與其被落實於行為皆屬「理一」之範圍，「分殊」

則是經驗事相之領域，劉先生則將「分殊」的範圍擴大，把個人的道德實踐行為

也納入其中，而且「有限雖通於無限，但並不等同於無限」。如此一來，凡文化

創造與道德實踐都是有限的，雖通於理一但不可等同於理一，與政治領域的事業

或成就同屬有限的分殊，內聖所體證的是作為終極託付之理一，外王所表現的亦

為理一在不同領域之展開，二者同歸而殊途。內聖外王就可由本末關係進展至兩

行關係。劉先生提到，中國文化最深刻處在於：無論儒、釋、道都體現了一種「兩

行」的道理。依照傳統的解釋，是非為兩行，能夠超越兩行，就能夠與道合而為

一。但接受了這樣的解釋，就明顯地偏向「理一」那一邊，而忽視了「分殊」。

所以劉先生給予一種新的解釋，「理一」與「分殊」才是兩行，兼顧到兩行，這

才合乎道的流行的妙諦。 

由此看來，「兩行」之理也具有兩種層次，一是同屬分殊的是非兩相對層次

的兩行之理，另一個是一元與多元、理想與實際、超越與內在、絕對與相對的「理

一」與「分殊」並重之兩行。我們既然體認到內聖外王存在雙向互動的事實，筆

者以為可以將這兩種「兩行」之理應用於內聖外王理論架構中，內聖工夫與外王

事業為同屬分殊的兩相對層次的兩行之理，而內聖及外王作為分殊，又與生生之

天道的理一形成兩行關係。突破傳統內聖為理一，外王為分殊之限制，內聖與外

王雙向互動的兩行之路才能暢通。 

如此一來，我們可以總結道德與政治關係之定位如下：若把內聖屬於道德領

域，外王歸諸政治領域，二者應是雙向互動之關係，而非單向推擴之模式。就道

德實踐的開出而論，一則政治制度之產生與被接受實基於道德意識之驅使；二則

道德修養可擴及家國天下，視社群為個人不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二種由內聖開外

王之模式證明道德對政治具有理論上之優先性；就良好政治制度可在道德上形成

一種潛移默化之教化力量，使成員之道德修養漸漸發展成熟而論，是由外王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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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這種政治制度的開出反而成為道德提昇之基礎。於是我們可以說，當代儒學

對道德與政治關係之正確表述，應是內聖與外王互濟互動的「兩行」之理，而非

內聖開外王或外王開內聖的單向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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