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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現代新儒學之哲學取向： 

調和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第三種進路 
 
 
 

第一節  逆覺體證到理一分殊之回顧 
 
 
本論文寫作之出發點，乃基於對儒學在現代社會角色定位與未來走向之反

思。正如勞思光先生所說，「就本質歷程言，儒學為重德哲學，其方向為人文化

成，其造境則直歸道德主體之全幅展露」1。但儒學在現代社會之處境，與傳統

社會相較，卻有余英時先生所謂托之空言超過見之行事之傾向。在儒學逐漸建立

作為學術理論的地位之際，也與現代人思想、生活漸行漸遠，這種與傳統儒學化

成理想有落差的情況，對在現代仍認同儒學或以儒家自許者，就是一個不得不面

對的真實問題。 
筆者以為，我們可以從逆覺體證到理一分殊新釋的發展，以尋求因應之道。

此現代新儒學之內部理論發展，內容是走向日用常行化與廣義道德實踐之建立，

可以使儒學重新走入一般人的生活中，並使學術研究取得在儒學架構下的正當性

與必要性。而且針對某些理論上的批評，也可以更有力地回應。理一分殊作為方

法架構，亦具有應用在種種不同觀點的普遍意義。 
首先，第一章討論到，劉先生認為一切文化創造活動都屬分殊，只能「通於」、

而不能「同於」理一。於是他將良知坎陷的範圍也擴大至逆覺體證的行為實踐領

域。包括道德行為在內的一切人類活動，都已是理一在某個時空中之具體落實，

具有侷限而不再等同於無限，但雖不可等同於無限，既然是理一之分殊，就又通

於無限，可在當下獲取普遍永恆的意義。第二章提到，一切方法都可通於理一，

但因「通」的型態不同，故定位也各異。逆覺體證是「逆」或「返」於理一之「通」，

重點在契接、體悟理一；科學等經驗知識是「順」或「發」自理一之「通」，重

點在承繼或順應理一之動用，成就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創造。既然都是「通」於而

非「同」於理一，就不必強分高下而可同時並重。以這些討論為基礎，在第三章

才能嘗試指出，作為成德之學的儒家，其道德實踐的概念內涵可予以鬆開，不僅

限於由逆覺所體證到的，由道德意識之落實於行為此狹義的道德實踐，而可涵蓋

一切正面價值創造活動，成為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 
進一步來看，這種現代型態下的道德實踐，是以仁心與生生之精神為終極託

付的人生態度（此兩者於是可以視為儒學之本質），凡是認同惻隱之心，感通無

                                                 
1勞思光：《中國哲學史》（一）（台北：三民，1984 年），頁 161。 

 182



隔地對待人、事、物之態度，而能不斷從事正面的價值創造與提昇之工作者，就

是現代服膺儒學者，至於從事儒家思想研究工作而又同時具有以上生活態度的現

代新儒家，則在現代服膺儒學者的身分之外，並充當新儒學學者的身分。可以說，

儒家的理想仍然嚮往與追求聖賢境界，卻不再是堪稱為儒者的唯一條件，具有基

本道德操守而同時以仁心與生生為終極託付者，不論是學者、藝術家、科學家等

任何職業與身分，都是現代意義下的儒者。此一方向之確立，儒家就可以重新回

到一般人的日用常行中，成為立身處世之重心與寄託，保持住積極入世的特性。

這是使逆覺體證由聖賢工夫走向日用常行化的轉向。 
走向日用常行化的儒學，最重要的內涵即為廣義的道德實踐。第四章的內

容，就是以牟先生由內聖曲通以開出新外王的說法作為參考系，討論劉先生如何

將廣義的道德實踐應用於內聖外王的詮釋中。就牟先生而言，內聖是逆覺體證的

工夫，民主與科學就構成新外王的內涵；但劉先生基於廣義道德實踐的立場，其

內聖是指以仁心與生生精神為終極託付，外王雖主要指涉政治領域，亦可延伸至

以仁心與生生為前提，從事商業、學術、藝術等活動之廣義的道德實踐。這種廣

義道德實踐的另一個理論效應，筆者則在第五章予以處理，其重點是指出，在牟

先生從立本心的孟子學出發，論證朱子格致工夫為逆覺體證的助緣之外，還能跨

越關注於建立道德意識與道德行為之落實的狹義道德實踐之界限，基於良知與見

聞的辯證關係，以及朱子對人之有限性的警覺，將朱子與象山的先後天修養工夫

同時並重，而統合於陽明的良知教之下。 

當然，廣義的道德實踐在儒家架構下之合理性，就是以生生之仁為出發點，

因此仁之內涵為何？又怎麼能加以證立？就是我們在第六章的焦點。有關普遍人

性之內涵，經由牟先生與康德、謝勒之對比，可以知道是一種心性情合一之普遍

道德主體。對這個道德主體之印證，牟先生以一種由本心自定自發律則而具現於

行為之動態過程，亦即「實踐上的印證」，說明了道德意識之具體化問題。不過

對於道德意識普遍性之證成的落實問題卻未做解釋。在此劉先生參與全球倫理運

動所實行的「共識上的印證」方式，以存異求同的理一分殊架構，與世界各大宗

教文化進行一種平等的對話，從中所得到的極小式之底限共識，亦即人道與金

律，至少表明孔子所謂「己所不欲，勿施於人」乃是共通於各大傳統之精神，可

作為說明落實問題之一種可能途徑。 
在導論中提到，逆覺體證本質上是一種從工夫論導出哲學理論之系統。工夫

論導引人從內在性的經驗領域，透過下學的途徑，以上達至超越的天人合一境

界。因此蘊含豐富之指引效力。且不僅於此，在這種實作工夫的歷程中，對道德

領域的一些理論問題也有深入之體會，從而亦能提供一些具有解釋效力之睿識。

牟先生寶貴的貢獻之一就是：對儒學在這些方面的相關論述，予以概念上的通盤

解析。可以說，儒學在牟先生之後，才在指引效力之外逐漸展現出解釋效力，成

為一種可以在學術上掌握與論析的理論系統。 
一個學術走向的確立是複雜而艱鉅的工作。牟先生作為首先嘗試從理論上說

明儒學之指引與解釋效力的開拓者，已經替後繼學者留下豐富的理論資產。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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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身為開拓者，這個由工夫論導出哲學理論的工作還是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可

以在理論性與解釋效力上再做突破，理一分殊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此。若從理論內

容與方法架構兩個層面來看理一分殊，走向日用常行與廣義的道德實踐的確在解

釋效力上有所進展，而這牽涉到的是理論內容；若把理一分殊作為方法架構來

看，亦可以應用在劉先生討論範圍以外的議題，展現出一種方法上的普遍意義。

筆者即嘗試在第七、八兩章，從事此理一分殊作為方法論的延伸應用工作。 
首先，在理一分殊的方法架構下，劉先生基於良知與見聞之「主從的辯證關

係」與對有限性之警覺這兩點，而主張朱陸之先後天工夫須予以並重，而統合於

陽明良知學中。換個角度看，基於權衡性判斷與倫理知識之「對列的辯證關係」，

就知識與道德的關係而言，朱子格致工夫亦有優於陽明學說之處，未必可以爲良

知教或逆覺體證所融攝，而須正視逆覺體證（包含良知教）與朱子工夫論「去兩

短、合兩長」之重要性。所以就知識與道德的關係而言，不只象山，包括陽明也

與朱子是分殊中的兩行，陽明長於道德實踐，朱子有得於道德判斷，兩者可同時

肯定而無高低主從之分。由此可見，劉先生雖未涉及此「對列的辯證關係」，理

一分殊之方法架構仍可應用於此「去兩短、合兩長」中。 

其次，就內聖與外王的關係來看，在第五章中指出，雖然牟、劉二位先生對

內聖與外王之概念詮釋不盡相同，卻都同意內聖為外王之本的原則。第八章則是

延續第五章的討論，首先指出，若將內聖界定為道德領域，外王為政治領域，基

於政治制度之產生實基於道德意識之驅使，以及成己成物之高道德修養可擴及家

國天下，視社群為個人生命之延伸與完滿，這兩點證明道德對政治具有實踐上之

先在性，此為內聖開外王；不過新儒家既然已主張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中的個人

不但不從事聖賢工夫，就連政府也不負起教化之責任，那麼就不可能再要求成己

成物之高道德，而是「公」「私」領域之協調的基本道德素養。至於這「公私領

域基本道德素養如何可能」問題，我們可以參考羅爾斯的良序社會理論，他以良

好制度之潛移默化功能，形成一種道德教化力量，使成員之道德修養漸漸發展成

熟，但這是一種由外王開內聖的思路，政治制度的開出反而成為道德提昇之基

礎，於是需要理一分殊的「兩行」之理，再度應用於內聖與外王，由於二者皆為

理一之分殊，內聖與外王就呈現出互濟互動的「兩行」關係，而非內聖外王或外

王內聖的單向推擴。我們可以再度看到，就政治制度的開出如何成為道德提昇之

基礎而言，儘管這並非劉先生討論的範圍，理一分殊依然是可以應用其中的方法。 
 
 
 

第二節  有限性與無限性之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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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有限性與無限性之體認：牟宗三到劉述先之發展 

 
 
依上述，若從特定理論主張中抽離，而將理一分殊純粹作為方法，亦有其普

遍意義存在，而可應用於不同的哲學觀點上。換個角度看，這種方法亦可在以有

限性或無限性為立論基礎的兩種進路之外，作為追求兼顧二者的第三種進路。 
質言之，理一分殊新釋之所以能作為逆覺體證之補充，正是基於其在有限與

無限、經驗與先驗、歷史性與超越性之哲學光譜上，從逆覺體證之凸出無限性與

超越性，逐漸走向在兩端間覓取平衡所致。牟宗三與劉述先二位最關鍵的差異在

於：對「內在」與「超越」、「理一」與「分殊」之內容意義是否可以相同的立場。

牟先生肯定人既可「通於」、亦可「同於」天道或理一；劉先生則認定有限之人

只可「通於」、而不能「同於」無限之理一。兩位都注意到，人同時存在有限性

與無限性雙重面向，而且對這兩個面向都必須有所察覺。就有限性而言，他們兩

位皆體認到人對氣命實無能為力，其加諸於吾人之限制乃每個人不得不面對的命

運。但雙方對無限性的看法則有所差異。牟先生特別強調藉由道德實踐，可以不

斷突破有限性，以體現出無限性，所以還是主張聖賢工夫；劉先生則認為我們可

以追求無限性，以無限性為寄託，但絕不能在現實層面達到無限性，聖賢工夫令

人嚮往，但不可以是要求，可以落實的乃是基本道德修養。其他不同皆由此關鍵

處衍生。 
由此可見，劉先生所謂理一分殊，是要調和有限性與無限性，以尋求兩者之

間適當定位之方法架構。此方法架構，不僅是現代新儒學的重要發展，就哲學理

論而言，亦有另一層重要意涵。因為西方哲學發展至今，也是在這個問題上陷入

僵局。由於對人之有限性與無限性看法不同，導致哲學家或從歷史性、或從普遍

性作為立論基礎之差異，遂而衍生兩種對立的哲學型態。在此問題上若能有所突

破，自然具有哲學上的重大意義。 
 
 

二.歷史性與普遍性之緊張關係 

 
 
如果我們參考當代西方哲學與康德立論基礎之差異，對此中曲折就更為清

楚。康德哲學在倫理學上強調的普遍性，是一種意志之自我立法，實踐理性自定

自發的普遍道德原則，這種普遍化不是透過語言的交談對話中達成的相互一致性

（mutual agreement），而是經由對主觀的決意原則一格準（maxim）之檢證而來，

待格準通過可普遍化性之驗證而無矛盾或砥觸發生時，即承認其為一普遍的道德

原則。所以說這是一種先驗奠基式的倫理學，由自我意識，主體性出發，通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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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程序之核對，則承認其為一普遍的先驗主體。康德倫理學主張的是自律

（autonomy）概念，自律之核心精神乃是普遍而超越的善良意志或實踐理性之自

定自發律則。社會常規自然重要，但若只是因其為社會常規而接受，即為假言令

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而非定言令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仍然不是真正

的道德原則。道德判斷必須依據可普遍化的格準，亞里斯多德意義下的實踐智慧

（phronesis）只是輔助，幫助實踐理性完成其道德行為，道德教育作為範例式學

習方式，可供參考，但不能為最後決斷之依據，否則仍只是他律（heteronomy）。 

但當代西方哲學卻揚棄了普遍的先驗主體概念，而以人事實上作為經驗的、

歷史的存有為立論基礎。以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為例，他從人作為有

限的歷史存有之前提出發，認為詮釋學追求普遍性的方式，是一種人類社會的實

踐活動，要形成一個「交談對話的共同體」。這也是一個經驗、生活與語言的共

同體，其中的語言性，不只是文本的語言性，更是人類行為與創制的基本存在方

向。也就是說，這種以語言為媒介的理解、詮釋與應用三位一體之實踐過程，是

要避免一種自認為最終的或絕對的立場，以適度的自謙態度，投入語言媒介的持

續交談對話過程中。這個「交談對話的共同體」是一個在語言中共同生活著，經

驗著的共同體，眾多歷史存有基於其有限性、歷史性，經由傳統積澱下來的共同

感而形成一整體，亞里斯多德所謂「道德一政治合一的世界」（Moral-political 
world）。就高達美的想法，道德規則主要來自習俗或社會規範，政治生活中形成

的「社會常規」（ethos）正是倫理學的基礎。道德判斷是實際道德存有者（moral 
being）基於其價值洞見而做的決定。但這決定是出於德性與實踐智慧（phronesis）

之影響，這兩者都必須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在不斷行為實踐中，吸取經驗通曉

個別事物才有的成果，這就可以形成一種依德性而行的氣質。 
依上述，高達美認為人是有限的歷史存有，處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中的有

限經驗主體，而非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超越普遍道德主體，其用意正在

避免超越的理想如何落實之問題。但他雖能免於落實問題之糾纏，仍難逃相對主

義鬼魅之如影隨形。以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為例，他對高達美批評的焦

點是：當他純粹從歷史性、有限性的傳統尋覓普遍與進步的標準之際，由於缺乏

超越、先驗的理想對比於現實之差距與張力，在同屬有限的分殊中難有定準，因

而容易導致相對主義。質言之，高達美在實踐的應用中，將出現一種視域融合，

具有對現有理論成果更深入了解與澄清的作用。不過單就意識型態的揭露而言，

這種擴充與具體化的過程不保證進步的可能，可以只是量的突破而非質的提升，

即使加上時間距離的汰濾作用，提供的充其量只是前進的或然性、不是必然性，

無法確切提供道德上改革與進步之動力。 
翁客（Gerogia Warnke）亦呼應哈伯瑪斯的看法而指出，高達美認為傳統的

自我理解中就具有反省的力量，理解不僅揭顯出個人或社會表達出來的立場，更

能夠處理這些立場所隱含的預設。這是將前理解或前判斷（prejudice）與意識型

態二者混淆在一起。即使詮釋學式的理解可以照察各種立場與聲稱背後的預設，

卻還是與社會本身明白的或隱含的自我理解須臾不離，還是困在前判斷之中，意

 186



識型態不是未被澄清的前見，而是現實社會以系統性的掩蓋方式，對其認同的理

想與價值之侵害。基於前判斷本身可能就包含意識型態，要對意識型態做適當批

判，必須有一超越於前判斷的詮釋學說明，哈柏瑪斯所謂的「參照系統」（reference 
system）。2可見在純粹有限性與歷史性的經驗境域中，正由於前判斷與前理解之

無所不在，想汰濾出一種具普效性的客觀標準是緣木求魚。 
但高達美對哈伯瑪斯也有所回應。他認為儘管哈伯瑪斯想憑藉一種普遍客觀

的判準，對傳統採取一種反省或批判的距離，但其實這種標準仍舊籠罩在傳統的

影響之下，依然是傳統的歷史進程的一部分。高達美強調，我們對傳統的批判之

實際情況是：「並非整個傳統被批判，而是由傳統所中介的或此或彼之成素被批

判。」3張鼎國先生對此的詮釋是：「傳統本身，或說整個傳統，則非常肯定地是

無法被整個置諸批判之下加以審視的。因為即使批判的活動自身，也只是在傳承

過程中期望左右傳統繼續方向的力量之一，它可以糾正、修改傳統中的若干特定

積習，卻無法跳出全幅傳統之外，另建和整個傳統對抗的批判立足點。」4質言

之，就高達美而言，基於人的歷史性，傳統的影響實無所不在，即使是批判活動

也不例外。 
有關這點，翁客曾為哈伯瑪斯辯護而指出：身處於歷史情境中的事實，並不

代表人就不能提出普遍性的聲稱。哈柏瑪斯承認我們的知識有其歷史條件及帶有

前理解的事實，卻認為理性與共識的觀念反應的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某一個世界

觀可以代表此發展過程中較高的階段，具有比其它世界觀更高的認知適當性，歷

史性與前見並不意味著知識的正當性範圍必然受限。5

筆者以為，針對翁客的說法，高達美仍可以反問：所謂較高的階段，更高的

認知適當性，究竟從何認定？與他所謂藉由視域融合在時間距離中的汰濾過程又

有何不同？高達美基於對人的歷史性、有限性的了解，體認到實效歷史與傳統的

力量無所不在，哈伯瑪斯既然仍是要從經驗的、歷史的主體出發，在缺乏超越的

差距與張力之下，是無法保證其普效性的。即使是理想的溝通情境與合理的程序

下之共識，也難以從其影響中脫身。因為此處所謂「理想性」乃是就「程序之合

理性」，並非「道德的普遍性」而言，程序上的合理並不蘊涵結論之有效。因此

這種程序所得到的共識不一定是道德上具普效性之共識，基於溝通與協商之語言

性，其結果仍然可能是，一種已摻雜意識型態在內的前結構引導而得之成見。浩

爾（Alan How）曾指出： 
 

就哈伯瑪斯對高達美第一個批判而言，要理解何謂意識形態，就有必要建立一個

理論，而此理論是以語言傳統作為其起點，卻又必須置身於此語言傳統之外。高

                                                 
2 Gerogia Warnke: Gadamer: Hermeneutics, Tradition and Rea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p. 
113-116. 
3 “A Letter by Professor Hans-Georg Gadamer”, in: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 263. 
4 張鼎國：〈文化傳承與社會批判：回顧Apel, Habermas, Gadamer, Ricoeur間的詮釋學論爭〉，《國

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5 期（1999 年 1 月），頁 69。 
5 Warnke: Gadamer: Hermeneutics, Tradition and Reason, pp. 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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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美否定此可能性是正確的做法。進一步來說，既然捨語言之外無其他阿基米德

點（Archimedean point），認為人可以具有對社會的客觀理論，從中可以直接辨

別已證立與未證立之主張，也是一種在道德事務上令人存疑的幻覺。事實上，欲

辨別這兩者總已經預設了對什麼因素為攸關之理解。這不是理論，而是我們理解

中的前結構，亦即：總是提供我們對較好或較壞、對或錯、較有或較無證據的概

念之前判斷。6

 
浩爾看出哈伯瑪斯是以語言性作為社會分析之基礎，卻又要求在此同時超脫於語

言的影響之外，已經陷入跋前躓後的矛盾。其所謂理論，也不可免於理解中的前

結構之左右，清楚地點出哈伯瑪斯理論中必須面對的難題。關於要由歷史性、語

言性的主體建立普遍客觀標準之困境的問題，李明輝先生亦做過相關探討，他採

納德國學者威爾默（Albrecht Wellmer）之意見，認為哈伯瑪斯的普遍化原理混

淆了道德原則與民主的正當性原則，結果是既不能作為道德原則，亦不能作為正

當性原則，而無法兼顧理想性和具體性。李先生的論點是： 
 

在規範底證立問題上，這種真理觀在於以共識形成或協商程序底合理性來界定規

範底真實性。但問題是：一切道德規範均表示一種「應當」、一種理想性，這種

理想性與現實之間永遠有距離，永遠有「如何落實」的問題，故絕不能化約為程

序底合理性。無論是哈伯瑪斯底「理想的言說情境」，還是阿培爾底「理想的溝

通社群」，其理想性均是就程序底合理性而說，决不等於道德意義的理想性。嚴

格而論，哈伯瑪斯底「普遍化原理」只能作為一項民主的正當性原則，而無法作

為一項道德原則，以取代康德底「定言令式」。當哈伯瑪斯將其「普遍化原理」

當作一項道德原則時，這項原則本身就有「如何落實」的應用問題；但是當他將

這項原則當作一項民主的正當性原則時，他便喪失了道德規範所涵的理想性格。

因此，筆者才說：哈伯瑪斯在理想性方面和具體性方面兩頭落空。
7

 
就以上討論來看，哈伯瑪斯認為高達美從純粹有限性與歷史性的傳統中無法導出

具普效性的客觀標準，必須肯定普遍性、理想性基礎之存在，才可藉以作為客觀

標準，實一針見血。從以上分析也可發現，類似康德的先驗概念雖然有「如何落

實」之問題，卻可對相對主義產生免疫力。因此哈伯瑪斯雖從有限的歷史存有之

語言交往活動出發，仍肯定一種理想溝通情境下的普遍共識，其目的正是要走出

第三條路，兼顧理想性與具體性，這些都是難得的睿識。但正因為合理程序中的

溝通對話，與高達美同樣是從有限的、經驗的領域著手，一方面凡是語言性、概

念性的活動皆難免於前結構之左右，另一方面基於程序之正當性無法保證結論之

有效性，未必能導出具普效性的共識，所以才會未竟其功。 

                                                 
6 Alan How: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Brookfield, 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219. 
7 李明輝：〈當前儒家之實踐問題〉，《儒學與現代意識》（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頁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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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限性與無限性平衡之道：理一分殊的方法 

 

一.歷史性與普遍性之調和 
 

 

承續上一節的分析，可知哈伯瑪斯要發展歷史性與普遍性並重的第三種進

路，兼顧理想性與具體性，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問題出在他達到此目標之方法

有誤。那麼我們接下來的工作就是：嘗試探討有無其他的第三種進路，而能免於

哈伯瑪斯的方式所遭遇之困難？ 

首先要指出，哈伯瑪斯主張透過溝通對話的方式建立共識並沒有錯，事實

上，對話之必要性是他與高達美之間存在的共識。詮釋學與意識形態批判之間的

對抗，可以藉由一種相輔相成的態度居中協調。張鼎國先生即指出，哈伯瑪斯與

高達美雙方都會同意的是： 
 
理性（Vernunft）與批判（Kritik）兩者間的不可分離。理性固然從傳統中出發，

也靠著傳統所提供的豐富資源來思考再思考，卻要藉由不斷進行著批判與反思去

保持向前的動力，並造就創新與改革的可能性與可行性。爭論的發生很快都會變

成歷史的遺跡，或許只有對話的進行才能在互相聽取與融會理中實現未來的希望
8
。 

 
張先生這段話在說明，對話原則可以作為雙方同意的出發點。以先前的討論為依

據，可以指出，僅注目於從傳統中出發，藉著傳統提供的資源來思考的理性，批

判與反思的動力將過於薄弱，因為從有限性、歷史性中無法建立客觀標準，須以

超越普遍者為基礎，才能真正造就創新與改革的可能性與可行性。至於普遍理想

之落實，自然是以平等、無干擾狀況下之對話中獲致的共識才最能表現出來，而

且這種對話之普遍基礎必須具有實質內容，方可從對話中導出有效之實質共識。

只訴諸一種民主的正當程序以充當理想性的要求，還是有陷入前判斷中意識形態

之危險。 

質言之，對想要兼顧理想性與具體性、歷史性與普遍性的第三種進路而言，

溝通對話是必要的，問題在於溝通對話之基礎為何？從以上討論看來，這無法只

訴諸「理想的溝通情境」，也不能是純粹置身於傳統中的視域融合，要調和有限

                                                 
8〈文化傳承與社會批判：回顧Apel, Habermas, Gadamer, Ricoeur間的詮釋學論爭〉，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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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限之間的緊張關係，使理想性能落實為具體性，其方向最好是：從普遍的理

想性出發，不斷進行對等而無干擾之溝通對話，並以其中達成的共識作為此理想

性之落實。而且這普遍性、理想性之基礎不能徒具形式或只是一種程序，必須有

其實質內容。這就可以回到儒家理想「如何落實」問題之討論。 

 
 

二.追求理想性與具體性之平衡：理一分殊的特性 

 
 
在當代新儒家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了調和歷史性與普遍性之第三種進路的

呼聲。而且這種調和，是要以具實質內容的普遍基礎，藉由對話原則之補充，以

順成其具體化的落實工作。在第六章中，曾提及李明輝先生所討論的「如何落實」

問題。李先生指出儒家和康德一樣，肯定道德價值之理想性，由於這種理想性與

現實之間永遠存在落差，因而在儒家與牟先生的理論中永遠存在此「如何落實」

的問題，至於李先生為儒家克服落實問題設想的解決之道是：在理想主義底基礎

上吸納對話原則。對「如何落實」的應用問題，儒家因應之道是必須保持對生活

世界的開放性，不斷向各門學術開放，與其進行對話。李先生指出： 
 

儒家在今天這種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必須自覺地放下過去那種「作之君，作之師」

以及「一事不知，儒者之恥」的身段，使其理想向各門學術開放，與之進行對話。

在另一方面，社會大眾以及學術界亦須體認到：在這個時代裡，任何個人或團體

都無法包辦一切真理，因此儒家理想之實踐不獨是儒者底責任；這樣才可避免對

儒家的過分苛求。
9

 
李先生在此呼籲儒者必須放棄傳統以來承繼道統與學統的獨尊心態，使其理想向

各門學術開放，與之進行對話。儒學「需要自我充實，並且與其他學術合作；但

儒家也毋須因此放棄其原有的實踐觀和理想主義」10。而李先生所謂儒家理想主

義的實踐觀，是指「儒家肯定道德主體在其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自由中

已具有充分的實在性，而這種自由是其他一切人文活動之基礎」11。儒家傳統之

所以有別於其他傳統之本質在於：「它將一切文化活動視為人類精神生命之表

現，而以道德價值為其他一切價值之共同根源或基礎」12。可見李先生認為普遍

理想之實質內容正是道德主體與道德價值。李先生秉持牟宗三先生良知坎陷之開

出說，認為要兼顧理想性與具體性，仍必須貫徹以成德主體為基礎的實踐觀，一

切文化活動可以由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道德主體開出，而此道德主體或

                                                 
9 〈當前儒家之實踐問題〉，《儒學與現代意識》，頁 38。 
10 同上，頁 39。 
11 同上，頁 32。 
12 《儒學與現代意識》，〈序言〉，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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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之落實，則是透過與不同學門間的對話，透過這種交流與合作，使這道德主

體之理想具體化於現實生活中。 

依上述，李先生設想的兼顧理想性與具體性之第三種進路，是以道德主體與

道德價值作為普遍理想之實質內容，在與各門學術進行對話與學術合作中自我充

實，以將此理想落實於現實中。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以道德主體為首出的理想

主義，在吸納對話原則上可能會出現困難。因為真正理想的對話是建立在對等之

基礎上，但道德主體既然被定位為其他一切人文活動之基礎，一切價值之共同根

源，儒家又以體現道德主體之逆覺體證見長，在理論定位上已經高出其他學術取

向一截，所以其他學術只能是坎陷或開出而為助緣。這點在牟先生對朱子的定位

以及內聖曲通為外王的表述中就已明白看出。若是承認道德主體在理想性之優

位，誠如第二章所提到的，就道德主體之落實而言，由於道德行為與原則等道德

實踐問題正屬人能弘道之範疇，就會有狹義道德領域等同於本體界的廣義道德領

域，而位居其它一切領域之上的理論後果，從而貶低或壓縮知識、藝術等領域的

地位與發展空間。牟先生才不得不在真美善合一說中，仍堅持只有道德心之實踐

才能達至非分別的合一之化境，能臻此即真即善即美之合一之境者仍在善方面之

道德的心。儒家與其他學門之對等性既已不再，彼此間是否能進行真正有意義、

有共識的對話就並不樂觀。也正因為儒學將這種根源或基礎地位歸諸於己，才產

生其他學門或一般大眾對儒家的過分苛求。既然儒者自視如此之任重而道遠，旁

人自然以放大鏡檢視，在溝通對話上也會受到阻力，這種「對等性之欠缺」將導

致對話之困難，連帶使得超越理想之落實有胎死腹中之虞。 
事實上，要建立客觀有效之判準，維繫一個獨特而超越的理想性、普遍性基

礎乃理所當然，只是不一定要將其歸之於道德主體，也可以訴諸於超越一切人文

活動與文化創造形式之創造性根源。若是如此，理一分殊架構正可充當此任。獨

特而超越的理想性、普遍性基礎正是「理一」，一切文化創造活動之主體皆為「理

一」具體化於人身上之「分殊」，經由平等對話而在各層面獲取之共識，正是「理

一」落實於人生之展現。因為必須是對話原則下之共識，故與現實仍可保持一種

張力，不能一概而論，而可保住其批判性與創造性；這些落實於「分殊」層面之

共識，因為通於理一而具有普遍性之基礎，可宣稱其有效性，不致陷入相對主義

之窠臼中。 
所以在第六章，筆者以劉先生參與全球倫理所採取的「共識上的印證」，作

為牟先生回應「道德意識之普遍性」的落實問題之補充。經由全球倫理運動之平

等對話，發現在每一個宗教傳統的分殊中都可以找到對普遍人性的不同表達，亦

即「己所不欲，勿施於人」或是「己之所欲，施之於人」。所謂「金律」絶不只

是基督教獨有的信條，孔子、伊斯蘭教、耆那教、佛教及印度教經典之中也有類

似的表達。這正是理一分殊的表現。每一個傳統有不同的表述，所強調的方面也

有所不同，但並不使其變成一個沒有意義的普遍道德原理。它指點了一個確定的

方向，雖然不能給予我們完全的指引，卻可以促成一種精神的感通，凝聚某種共

識。就分殊而言，任何對於道德原則的成文表達已經屬於分殊的領域，不能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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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時空以及文化傳統的限制，而不可加以絕對化。但共同價值的追求又必須

透過這些分殊的文化傳統，是由每一個傳統通過自動自發、自我批判然後才體現

的共識與感通。是以我們雖植根於本身傳統之中，卻指向超越的「理一」。 
就理一分殊的架構來看，高達美重視的是在「分殊」層面立論，投入於傳統

中所得到的生命之擴大，可以使人在其歷史性與有限性之外找到穩固的依據；但

由於傳統也是作為歷史存有者之人文創造活動，遂而難免意識形態產生的可能

性，所以哈柏瑪斯期待一種通於「理一」的理性展現，認為人雖有限，但仍有批

判反省之能力，可以在當下具有普遍的意義。但如上述，除了語言溝通不可免於

前結構之左右外，哈柏瑪斯也只為理一給予形式的說明，劉先生則認為這仍有不

足，因為「理性不能只是論議所預設的形式原則而已，它必有一些實質內容」13。

是以這種互為主體的共識之有效性，其依據不能在未受扭曲或限制的交談情境中

程序上的合理性，而必須是具有實質內容之「理一」，才能藉由存異求同之對話

得到具體有效之共識。 
    若以普遍有效作為理想性之定義，理一分殊架構無疑具備這種理想性。而且

涉及兩種普遍性：超越時空的普遍性與特定時空的普遍性。首先，以具有超越時

空的普遍性的「理一」作為終極託付與創造性之根源，一切「分殊」雖通於「理

一」，但不能等同於「理一」。此處所謂「通於」，是指在存有論上心性天不即是

一，人的道德實踐與文化創造雖可體現天道，卻只是不充分地體現，頂多只具備

特定時空下的普遍性，是以必須對不斷的檢證與批判開放，保留將來調整與更改

之可能性。不可視為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若是如此，則是錯把「分殊」當作

「理一」。至於「分殊」在此特定時空下的普遍性，則要經過對話，以存異求同

之態度成為極小式共識，如全球倫理運動所達成的各種會通，如此予以具體化，

才能免於現實中無對應物之落實問題的糾纏。這是理一分殊作為方法架構，調和

有限與無限、具體與普遍、內在與超越之要點。  
 
 
 

第四節  「理一分殊」再探 
 
 

對於理一分殊新釋，可以提出一個問題：道德主體與其他主體活動同樣作為

「分殊」，其優位就不再，是否會使儒家喪失其作為成德之教的特色呢？如第三

章中所提到，理一分殊主張的是以仁心與生生精神為本質的道德實踐，這是一種

廣義的道德實踐，有別於狹義的道德意識之實踐。由道德主體出發的正屬於這種

狹義的道德意識之實踐。理一分殊雖有別於此狹義的道德實踐，卻涵蓋其在內，

                                                 
13 劉述先：〈「理一分殊」的現代解釋〉，《理想與現實的糾結》（台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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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成德之教仍然是其重心，只不過成德的範圍已經擴大為一切創造與提升正面

價值之文化活動。如此一則可使儒學在現代重新走入一般人之日用常行，二則也

為當代新儒家之偏重於學術，取得在儒學架構下之合理性。經由前面的分析，亦

發現這樣才能與其他學門站在真正對等的地位上，以順成對話原則，解決理想性

之落實問題。所以這種成德之教突出的是生生之天道，而非道德意識，是一種內

涵更豐富，更可在理想性之架構下包容多元的行為實踐之教，不會使儒家重德之

本質失落。牟先生楬櫫的逆覺體證自須保留，因為真正能建立道德意識的還是立

本心之逆覺工夫。在狹義的道德實踐領域，必以具有特定時空下的普遍性之良知

或本心為基礎，才不致淪入道德上的相對主義。是則逆覺有其獨特性而不可替

代，但不因此有優位。因為通道德與存在而一之的是天道或理一，並非逆覺時所

體證之分殊的道德意識。欲體證「理一」、返於「理一」必藉逆覺，其他方式基

於是順成或承繼「理一」之動用以成創造之實事，無法取代逆覺此特有能力。但

逆覺並不因此在價值上高於主體其他創造活動，其他人文活動與道德意識之實踐

須兩全，才能成儒學生生的廣義道德實踐之美。 
進一步來看，理一分殊架構之應用不但不會喪失成德的特色，更可開拓與西

方倫理學進一步對話之論域。舉例來說：人不等同於天道，將道德主體定位在分

殊，只具有特定時空下的普遍性，可以避免涉入形上學相關的爭議。本心仁體在

人處顯現之形上意義，在於其通於理一或天道，以道德行為與價值創造呼應天道

生生之德。卻不具有與天道相同的創生萬物或實現物自身之神用。如此一來，就

與科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在有關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和道

德規範根源（source of normativity）等問題上有互通有無之空間。 
李瑞全先生曾介紹科斯嘉討論道德規範根源的觀點，提議以她為橋樑，貫通

儒家與康德的理論，以解答規範根源的問題。科斯嘉列出三個證成道德規範的適

當性之條件：即，是第一人身的（first personal）、是自我透明的（transparency）、

和關乎我對自己的認同的（identity）。李瑞全先生認為「這三個條件顯然不是完

全沒有預設的條件，但似可接受為合理的條件」。而且從這三個條件出發，可以

發現孟子與牟宗三都提供了證成道德規範根源的理論。李先生指出，牟先生的倫

理學「是一內在論，兼具價值根源與道德實踐動力之內在論，超乎康德與休姆（李

先生譯為休謨）所相對的理性與感性動力之區隔的型態。此為牟先生之道德規範

根源所進於傳統儒家和西方倫理學論述之處」14。李先生強調牟先生可消融感性

論與理性論之對立的看法，適與第六章就牟先生主張心性情合一之主體，可兼融

康德實踐理性與謝勒先天情感二者之長的判斷，在方向上不謀而合。李瑞全先生

指出，科斯嘉將道德價值根源的關鍵定在人類所具有的反省天性（reflective 
nature），或具有反省的意識（reflective consciousness），即理性的自律表現，但

其不足在於： 
 

                                                 
14李瑞全：〈當代新儒學道德規範根源之建立：從孔孟到牟宗三〉，《鵝湖》，第 379 期（2007 年 1
月），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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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點明是道德本心的作用，而孟子和牟先生更進一步點出這一反省乃是實踐理

性的一種自覺，實即良知明覺的一種本質的表現，［……］牟先生更明確地建立

知體明覺為開道德界與存在界之根源，是道德法則之來源，他即對我們的行為有

所命令，並非無可無不可的形式而已。我們可以進一步藉由反省的意識貫通儒家

與康德的理論，以解答規範根源的問題。15  

 
基於這種體認，李瑞全先生認為以科斯嘉為橋樑，貫通儒家與康德的理論，可以

幫助吾人在解答規範根源問題作出貢獻。的確為儒學與西方倫理學指出未來的一

個新對話論域。在這之前，我們還必須為此早作準備，就良知明覺之形上學定位

予以調整，才能使這過程順暢。眾所皆知，科斯嘉乃以道德行為者（moral agent）

概念詮釋康德哲學而聞名，甚至以此為論據反駁化約論者（reductionist）不存在

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觀點。科斯嘉發揮康德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對

人之雙重解析的觀點，指出要從理論與實踐兩種立場來看人。從理論面來看，行

為只是經驗，注重的是對人的自然面之解釋與預測；就實踐面而言，行為必須有

行為者，著重點在人的行為能力與選擇，同一性正是人作為行為者的行為能力與

選擇自由。16科斯嘉與牟先生都發揮了康德對人的雙重角色或面向的睿識，而非

只以經驗層面的單向度來看人。牟先生多所著墨的是自由與自然、內在與超越之

分，科斯嘉注意的是理論與實踐兩種立場；牟先生大力闡發康德的自律倫理學，

科斯嘉則在行為者概念上用心，避免涉入形上學之爭議。 

職是之故，牟先生雖然與科斯嘉論述焦點不盡相同，但對人作為道德行為者

這一點具有共識。如果我們為自律主體之知體明覺保留其與形上的理一之聯繫，

但不使其與理一等同而具有形上之角色與功化，就可以將焦點集中在「人作為道

德行為者」這一點，與柯斯嘉站在同一陣線，不僅可嘗試解答道德根源問題，並

能在心靈哲學如自我同一性問題等作出貢獻。因為儒學入世的化成精神，就預設

一個主動實現理想的行為能力或行為者。而且這種主動面、實踐面可表現在人欲

與天理間作存在決斷當中。我們可以不涉及形上學的「理一」層面，鎖定在劉述

先先生所謂道德實踐的「分殊」上，大力發揮牟先生對道德行為者的豐富說明與

闡釋，在道德實踐面上證成自我之同一性，成為科斯嘉的盟友。導論中提到，勞

思光先生強調中國傳統哲學最有價值的一部份，即是對自我或心靈的主宰性及超

越性之覺悟，若將這一方面的成績稍加清理，必可成為未來世界哲學中的重要部

份。所以勞先生建議：「在『指引效力』觀念下，發展一心靈哲學－－包括道德

哲學及文化哲學，使中國傳統的心性論轉為現代化的型態。」17以上探討當可證

明勞先生此見解之適切。當然，其中尚有許多理論建構工作有待進行，不是三言

兩語即可道盡，筆者用意只在指出其可能性而已。 

而且理一分殊應用於傳統的態度，也可參與高達美和哈伯瑪斯之對話。高達

                                                 
15 同上，頁 29。 
16 Christine Korsgaard: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7-378. 
17 勞思光：《虛境與希望》（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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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詮釋學對傳統與權威抱持著尊敬與珍惜之情，認為這是讓我們恣意揮灑、取之

不竭的資源；哈柏瑪斯則對傳統中意識形態之宰制保持戒心，認為高達美的思想

具有一種危險性，可能把對傳統的理解等同於對傳統的同意。哈伯瑪斯提到： 
 

我們藉由無辜受害者遺留下來的經驗教訓而生存下去，對此保持敏感可以產生與

傳統的一種反省的距離（a reflective distance from our tradition），我們

對形成自己身分之傳統深具愛恨交加之情，於此我們具有一種敏感度。然而，我

們的身分並不只是預先被給予的，同時也是我們自己的計畫所致。我們無法揀選

自身所處的傳統，卻可以意識到，如何承繼傳統則取決於吾人。就這一點而言，

高達美的思想過於保守。這是因為每個傳統的繼續都是選擇性的，正是這種選擇

性在今日必須經過批判的過濾，一種出於自我意識對歷史之取用，或是－－如果

你願意如此說－－透過一種對罪惡之自覺。18

 
就哈柏瑪斯而言，雖然傳統對形塑我們的身分與認同不可或缺，但對傳統採取反

省的距離也屬必要。傳統的每一個繼續都是選擇性的，而且正因為這種選擇性，

傳統在今天就必須通過批判的過濾。但就高達美的立場，誠如上一節所談到，他

承認傳統中有些因素是必須被揚棄的，但這只是傳統中某個面向出了問題，不代

表整個傳統都是要被譴責的對象。而且我們是否能置身於整個傳統之外對其作批

判也令人存疑。 
從以上討論來看，高達美與哈柏瑪斯應該都會同意，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對其

保持不斷反省的主張。是以平情的態度應是，傳統也有其積極角色，而在人類不

斷進步的過程中，提供我們所需的動力。當然，傳統無法排除繼續受到批判，所

以批判的工作必須持續。但正因傳統禁得起批判，才會延續下去。劉述先先生也

持類似的立場，對傳統帶有一種雙重評價，而主張「傳統的資源與負擔一根而發，

必須做出必要的簡擇」
19
。揆諸高達美之意，就連批判本身，也須吸取傳統的養

分才得以產生。今人往往喜歡從現代的角度批評傳統，卻從沒想到若無傳統之成

就，也就難以達到目前的發展，更何況傳統並非都是僵化、保守的代表，以古鑑

今有時可以幫助我們發現自身的缺點、並思索解決之道。劉先生指出： 
 

我們無需苛責傳統，以時不同也。我們所需要的乃是不受傳統的羈絆，而開創出

新境界。我們又必須在同時體認到，正是建築在傳統的基石上，我們才能夠超越

傳統，而這正是人類文化創造的奧秘，因為世間只有人是有「傳統」的生物：既

有由傳統繼承來的資源，也有由傳統遺留下來的負擔。在這裹我們所需要的是，

有智慧作出正確的決定與選擇。20

                                                 
18 Jürgen Habermas: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Habermas (New York: Verso, 1992), p. 24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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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 劉述先：〈當代新儒家思想批評的回顧與檢討〉《，大陸與海外：傳統的反省與轉化》（臺北：

允晨，1989 年），頁 254。 

 195



 
劉先生認為，我們既有由傳統繼承來的資源，也有由傳統遺留下來的負擔。傳統

的遺產因為受到特定的時空條件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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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代文明固然有許多創獲，卻

也在許多方面造成嚴重破壞乃至非人性化的效果，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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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相信從高達美及哈柏瑪

斯的論爭中，可以看出這些觀點之合理性。 
最後，筆者打算再討論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亦即「理一實質內容之說明」，

以作結束。 
劉先生肯定理一必有實質內容，根據我們在導論中的探討，其內涵首先是由

康德到卡西勒這一條線索所理解的一種規約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是非言

意境的領域，道體不是可以用任何語言加以表達的，點到即可，只有默而識之，

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之中發生作用」22。而其規約性在於作為我們嚮往與終極託付

的目標。可見理一之實質內容並非任何概念內容，那麼這種內容之實義為何？劉

先生認為理一正是生生之仁或良知，田立克（Paul Tillich）所謂「理智的深層」，

至於其他進一步的意義，還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探索。那麼可以確定的是，理一

之內容是屬「道可道，非常道」之層次，不具概念內容，而這實質內容為何，除

了作為我們終極寄託的對象，具功能統一性之規約原則之外，就是生生之仁或陽

明所謂良知。道德意識、價值規範（仁義）、經驗知識乃至一切文化活動都是它

發用的不同層面。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道德意識內容感應其動用，但這仍只是理一

之分殊，而非理一本身。 
就儒學的脈絡而言，生生之仁的確既可以視作創造性自體，也具有本心或良

知之意涵。然而就孟子陸王一系心學立場來看，本心或良知本身與其發用實不可

分，尤其在知是知非的道德事務上更是如此，所以才肯定良知是一種呈現。牟先

生所謂逆覺時體證的心性情合一之主體，具有智的直覺之良知明覺，即為道德主

體之自知自覺，是同於理一之一而二、二而一者，於是沒有這個問題。但就理一

分殊新釋來看，若以本心或良知界定理一，本心或良知之發用就屬於分殊，分殊

雖通於理一但不可同於理一，兩者就必須有所區隔。如此一來，理一分殊與本心

良知兩種思路如何協調，就是一個必須說明的問題。筆者以為，我們可以藉由區

分兩種分殊，嘗試協調理一分殊與良知作為呈現的不同理路。總括來說，分殊可

分為以下兩種： 
 
（1）無特定時空普遍性的分殊。又可細分為兩種： 

一.出於個人偏好的選擇。如職業、嗜好、娛樂、衣著等。 
二.被視為惡或反價值的事物。 

                                                 
21 〈有關儒家思想的諍議〉，《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16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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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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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特定時空普遍性的分殊。亦可分為兩種： 
一.通過互為主體之共識的普遍化程序之檢證，如道德準則或全球倫理的底

限共識。即通過共識上的印證者。 
二.道德行為能力的分殊。如惻隱之心。 
 
若欲以本心良知作為理一的說明，良知與其發用乃理一與分殊之關係，良知

是呈現，但已呈現，就是良知之分殊，而非良知本身。亦即，人於逆覺之際顯現

之道德意識，已是分殊，而非良知自身之充分體現；但又通於良知自身，仍可體

現良知，儘管是不充分的體現。職是之故，在人處顯發的良知，雖非良知自體，

無超越時空之普遍性，卻是一種道德行為能力的分殊，而具有特定時空之普遍

性，不致只為純粹歷史的、有限的存有，可以保持相對於經驗界（在此指「無特

定時空普遍性的分殊」）之超越性與張力。就落實問題而言，也不是所有的分殊

都具有特定時空之普遍性，而是在對等而不受干擾的對話與溝通中達成的共識，

才符合條件。 
另一種方法是，只以規約原則與創造性自體來解釋與界定理一，在理論建構

上則可避免這些糾結。劉先生最近在討論牟先生以創造性的實體詮釋道體、天道

與乾道之際，曾以「創造性自己」為「理一」，具體的文化的創造為「分殊」，並

指出「牟先生講『坎陷』只限於直貫的『道德倫理』轉化成為橫列的『民主政治』

一項，卻未能充分把『理一分殊』所蘊涵的睿識展示出來，有必要進一步加以拓

展，才可以把『創造性自己』與具體的『文化創造』有機地連貫起來」23。也就

是說，劉先生認同牟先生以「創造性自己」說明天道的方式，只是覺得坎陷之曲

通不能限於民主與科學的新外王，而須以第六章提及的廣義道德實踐的外王解釋

分殊，使分殊擴及於所有的文化創造形式。至於劉先生對作為「創造性自己」之

「理一」的最新解釋，仍是強調其不可以任何語言概念表達的特殊性。回到卡西

勒所強調的「功能的統一性」（functional unity）概念，劉先生說： 
 

我近來越清楚地體認到，「理一」是非言意境的領域，道體不是可以用任何語言

加以表達的，點到即可，只有默而識之，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之中發生作用。在現

實世界中，我們是文化的載體，「理一」只能理解為由康德到卡西勒這一條線索

所理解的「規約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它不是系統內的「構成原則」

（constitutive principle），故不是知識的內容，不能加以證明，卻是我們在

追求任何知識時不得不當作「基設」（postulate）的原則。24

 
可以說，劉先生還是強調，「理一」只可說明，但無法以固定的概念定義。但既

然「理一」可以表現在不同的文化創造形式中，全球倫理又是各大宗教傳統歸結

底限共識、尋求感通之對話活動，或許以「創造性自己」定義「理一」，藉由全

                                                 
23 〈全球意識覺醒下儒家哲學的典範重構與詮釋〉，頁 22。 
24 同上，頁 23。 

 197



球倫理對話不斷尋求極小式的共識，會是能夠不斷發掘理一實質內容的一個可能

進路。 
有鑑於劉先生的思想尚在發展之中，我們可以期待他對「理一」之實質內容

做出更為詳盡的系統性說明。從以上分析也可看出，當代歐陸思想與現代新儒學

若能加強合作，在調和有限性與無限性的努力上或許能有進一步的突破，這也可

以作為吾人未來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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