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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儒學本質之界定： 

「聖賢工夫」到「基本操守」 
 
 

時值今日，現代新儒學已成為華人文化圈一大顯學，其影響力與日俱增。在

此同時，也有學者發出警訊，指出新儒學的發展與傳統儒學已呈現出相當的差異

性，甚至有偏離傳統儒學本質之虞。這種根據以往儒家立場對新儒學提出的質

疑，建立在儒學作為成德之學，力求個人道德修養有所成就的特點上。但當代新

儒家所體現的，無疑是作為現代學術界意義下之學者的一面，傳統的道德實踐工

夫雖仍受大力提倡，卻並未在這些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之言行中充分體現。現代新

儒學這種「知」與「行」的分離，使得道德修養不再成為堪當儒者之名的條件。

如果這樣，現代新儒學就只成為一種學術，而非傳統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由於

這是基於儒學內部立場對現代新儒學提出的警訊，實有積極反省探討之必要。就

前面兩章的討論來看，從逆覺體證到理一分殊新釋之發展，其核心正是道德實踐

可定位在同於或通於理一之差異，若貫徹通於理一之詮釋，上下與天地同流之聖

人境界，雖因其道德上超凡之成就而值得尊敬與嚮往，仍與在道德上具有基本操

守之專業人員乃至學者都屬於分殊，各有其特長與貢獻，而可以分別在儒學架構

下給予適當之定位。這樣看來，儒學成德之教由「聖賢工夫」到「基本操守」以

走向日用常行化的走向，正是回應「知」「行」分離問題之良策。 
 
 
 

第一節  儒學本質與新儒學之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 
 
 

鄭家棟先生對現代新儒學提出了一個問題，亦即如何調和儒家思想中普遍性

與特殊性兩者之關係。在討論中，他將儒家思想的獨特精神界定為“即哲學即宗

教＂、“即道德即宗教＂，因此在他的定義中，宗教性就成為儒家之本質，對儒

家道統的繼承就包括思想與實踐中宗教性之開展。但鄭先生指出，牟宗三先生以

道德的形上學表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表明他所關注的重心是哲學而非宗教，而宗

教性既然是儒學本質，牟先生的理論於是有所缺憾，原因在於： 
 
強化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內涵至少要包括以下兩個方面的努力：一是凸顯儒家的天

命、天道作為宗教性的超越性存有的意義；二是強化儒家思想作為一種修身之學

的工夫論意義。前者關涉到宗教信仰，後者則關涉到宗教實踐。牟先生的理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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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兩個方面均有欠缺：就宗教實在而言，他歸宗於宋明儒家也就必然淡化了先

秦儒家之天命、天道觀念的宗教性內涵；從工夫實踐方面講，他似乎又不及宋明

儒講的虔誠而落實。牟先生的理論特徵在於系統和思辨性，而這些正是構成哲學

而非宗教的因素。1

 
從某種意義上說，牟先生對儒學之闡發的確是重在哲學理論的建構，因為牟先生

一生所致力的正是為儒家思想進行哲學上的分析、釐清與論證。在導論中也提

到，牟先生的重大貢獻，正是從傳統儒學工夫論的指引效力中，整理、分析出具

有解釋效力的部分，使儒學可以呈現出一種理論系統。但牟先生既然認為儒學乃

即道德即宗教，而為一「道德的宗教」，也不會忽略儒家思想中存在的宗教性，

只不過他認為這種既超越又內在的關係還是要從儒學作為「內聖之學」、「成德之

教」的特色切入才有實義。牟先生說： 
 

此「內聖之學」，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標是聖、是仁者、是大人，

而其真實意義則在于個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無限而圓滿之意義。此則即道德即

宗教，而為人類建立一「道德的宗教」也。此則既與佛家之以捨離為中心的滅度

宗教不同，亦與基督教之以神為中心的救贖宗教不同。在儒家，道德不是停在有

限的範圍內，不是如西方者然以道德與宗教為對立之兩階段。道德即通無限。道

德行為有限，而道德行為所依據之實體以成其為道德行為者則無限。人而隨時隨

處體現此實體以成其道德行為之「純亦不已」，則其個人生命雖有限，其道德行

為亦有限，然而有限即無限，此即其宗教境界。體現實體以成德（所謂盡心或盡

性），此成德之過程是無窮無盡的。要說不圓滿，永遠不圓滿，無人敢以聖自居。

然而要說圓滿，則當體即圓滿，聖亦隨時可至。要說解脫，此即是解脫；要說得

救，此即是得救。要說信仰，此即是信仰，亦是內信內仰，而非外信外仰以假祈

禱以賴救恩者也。聖不聖且無所謂，要者是在自覺地作道德實踐，本其本心性體

以徹底清澈其生命。此將是一無窮無盡之工作。一切道德宗教性之奧義盡在其

中，一切關於內聖之學之義理盡由此展開。2

 
這段話可謂是牟先生探討道德與宗教關係論點之精要，鄭先生在討論中卻並未引

用或說明。在這段話中，牟先生明白指出，由於道德實踐所依據之實體，亦即天

道為無限，因此有限的道德行為即為無限而達其宗教境界。道德的形上學作為以

道德為進路，目標在形上實體的工夫，又怎會不能凸顯儒家的天命、天道作為宗

教性的超越性存有的意義呢？ 
此外，牟先生繼承宋明儒者是實，但說歸宗於宋明儒會淡化先秦儒家之天

命、天道卻令人費解。孔、孟思想中具有宗教性的超越意涵自不待言。但孔子之

罕言性與天道，以致其弟子發出不可得而聞之論，才會有一些學者誤以為孔子是

                                                 
1 鄭家棟：《當代新儒學論衡》（台北：桂冠，1995 年），頁 223。 
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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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頭的人文主義者，而宋明儒正是就性與天道等概念有積極發揮者。以一般對宋

明儒之了解，其結合論、孟、易、庸，以天道性命相貫通為其主要論點之一，正

是對先秦儒家天命、天道思想做了創造性的繼承與詮釋。勞思光先生在其《中國

哲學史》大著中，甚至以天道觀表述濂溪、橫渠思想之特色，朱子更因將天理或

太極抬高至本心之上，使理在存有論上成為純超越的存有而備受陸王之反對。由

此看來，說宋明儒淡化先秦儒家之天命、天道根據何在？鄭先生似應先進行系統

而詳細的論證，才能作翻案文章，據此以批評牟先生才能成立。至於鄭先生的第

二項質疑重點在於牟先生並非直接用心於傳統的聖賢工夫，而是以學者的身分闡

揚儒學，所以與其說牟先生是儒者，不如說「是一位哲學家」3。這牽涉到更複

雜的問題，將在後面再作交代。 
鄭先生並從宗教性超越於歷史時空的普遍意義出發，認為傳統儒家與新儒家

所共同關注的，無非以下兩個問題： 
 

一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此為安身立命即宗教性層面的問題；二是中國人之所

以為中國人的問題，此為歷史層面的文化傳承問題。用傳統語言表述，前者是“人

禽之辨＂，後者是“華夷之辨＂。可以說，當代新儒家所關注的仍然是上述兩個

層面的問題，而新儒家不僅區別於科學主義和實證論者，且不同於西方現代某些

人文主義派別的重要之點，即在於他們是把個人的安身立命問題與“家國天下＂

意識和接續“斯文＂、承擔“道統＂的文化使命感聯繫在一起，這本身即鮮明地

體現了與傳統儒家之間的繼承關係。4

 
由這段說明來看，鄭先生所謂如何調和儒家思想的普遍性與特殊性兩者關係問

題，即指對儒者而言，人之所以為人的宗教問題，以及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

文化傳承問題乃統一而不分者，但兩者中間卻又存在一種緊張關係，就本來意義

而言，新儒家應當不但在現實的文化選擇上，而且在人生的究極意義和終極關懷

上皆歸趨於儒家。但以儒家思想作為現實的文化選擇就必須要強調其關聯於歷史

傳統的獨特價值，因此要承擔儒家的道統；而以儒家內聖成德之教作為自己的安

身立命之地則要彰顯其超越於歷史時空的普遍意義，是以如何處理這種普遍與特

殊的矛盾，就成為新儒家不能迴避的問題。5

鄭先生的論點牽涉到許多概念，其中許多分際必須予以釐清。首先，人之所

以為人的人禽之辨問題，的確是儒者關懷重點，卻不能與宗教問題等同。眾所皆

知，自孟子以作為道德意識的本心良知標示人之所以異於禽獸的幾希之處，歷代

儒者莫不共守之。依盡心知性知天之說，此本心良知自是通於天道而無隔，從而

具有超越的宗教性。但宗教與宗教性兩概念自是不可等同。我們可以說儒者安身

立命之處的天道、本心具有超越性、宗教性，卻不能說儒者的安身立命問題就是

                                                 
3 《當代新儒學論衡》，頁 195。。 
4 同上，頁 219。 
5 同上，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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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問題。依牟先生的詮釋，宋明儒所講的「性理之學」亦可直曰「心性之學」，

亦曰「內聖之學」、「成德之教」、「道德的形上學」。此學確為亦道德亦宗教，即

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6不過一個思想理論具有宗教性，這可以只

是其中一個面向而無法窮盡其全貌，更不代表其安身立命的實踐問題就是一種宗

教問題。事實上，儒家的工夫論具有「既超越又內在」的特質，其中「內在」層

面的工夫就不是一種宗教問題，而是道德實踐問題。從前述牟先生的說明來看，

成德或所謂道德實踐更適合被稱為儒學本質，李明輝先生就是發揮牟先生在這方

面的思路而明確指出： 
 
儒家思想底基本精神或本質何在？依筆者之見，儒家傳統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傳統

者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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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李先生認為儒家之本質正是道德價值，而以道德價值為基礎，開展出其他層面的

人文活動。是以在重要性上，對儒家而言，道德性還在宗教性之上。這也能夠解

釋牟先生何以會藉由良知的坎陷概念說明儒學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如此看來，

逕以宗教性作為儒學之本質，難免有過分簡單化之嫌。 
其次，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傳承問題與承擔儒家的道統也不能完全

等同。近百餘年來，中國在西方思想與科技成就的進逼下節節敗退，作為中國文

化主流的儒家思想就成為攻擊的眾矢之的。五四以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亦甚囂

塵上，新儒家抱著存亡繼絕的志向，既努力保存與闡發儒學中既有的睿識，也思

以改造其中不合理、不合時宜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來說，他們的確是把個人的

安身立命問題與“家國天下＂意識和接續“斯文＂、承擔“道統＂的文化使命感

聯繫在一起。但新儒學面對的既然是當今主流的西方文化，要突顯的就不能只是

儒學作為中國文化主流的適切性，而是與全人類有關的共同問題上的成就。保留

與發揚儒家的思想精華，承繼儒者的道統，是在一個普遍的意義下看待傳統儒

學，亦即儒學對解決全人類（這當然包括全體中國人）所面對的問題可以有的貢

獻，而非無條件保留傳統儒學之思想與制度架構的特殊性問題。李明輝先生即強

調，不能簡單地將當代新儒家的道統論視為傳統儒家（尤其是宋儒）的道統論之

翻版，熊十力一系的當代新儒家以整個民族之常道為道統，儘管他們不否認少數

聖賢特別能自覺地彰顯道統，但仍不將道統專屬於少數聖賢，也不重視道統譜系

之安排。李先生指出： 

 

牟先生係就一個民族在其歷史中透過其獨特的觀念型態所表現的「意義」來說「道

統」。此「意義」本身固然有普遍性，但其表現方式則是特殊的。故牟先生說：「孔

                                                 
6 《心體與性體（一）》，頁 4－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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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頁（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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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講『仁』當然不只對中國人講，仁道是最普遍的。然表現仁道而為孔子的『仁

教』則有其文化生命上的特殊性。」簡言之，道統即是在特殊性中表現普遍性的

歷程。8

 

李先生指出牟先生係就一個民族在其歷史中透過其獨特的觀念型態所表現的「意

義」來說「道統」。這個「意義」本身具有普遍性，但其表現方式因為是透過儒

學講出，因而是特殊的。李先生於是說：「傳統儒家底道統論偏重於『道』之普

遍性，當代新儒家底道統論則兼顧其普遍性與特殊性。由於兼顧到『道』之特殊

性，當代新儒家甚至承認不同的民族各有其統，不必強求其同。」9筆者以為，

非獨儒學，任何一種具有理論價值的思想系統情況莫不如此。我們不會說亞里斯

多德的哲學系統因為具有獨特的歷史情境與理論型態，就認定其中不包含普遍性

的理論觀點或價值。普遍的意義與特殊的表現型態兩者間未必存在矛盾，反而是

人作為時空中有限的存有者必定面對的情境。可見道統在現代新儒學已不是專屬

儒家的思想與典章制度，而是一種整個歷史文化之精神方向所展現出的意義與特

質，從而與傳統宋明儒學之道統論有所不同。 

就新儒學而言，儒學的本質既然並非一成不變地就是傳統儒學留下來的一

切，而可延伸到整個文化大傳統之普遍意義，甚至還能針對其中相對於全人類具

有重要性的萬古長新的部分，將其範圍更鬆開。劉述先先生強調傳統的資源與負

擔乃一根而發，必須作出必要的簡擇，反對一味強調傳統好處而照單全收的態

度。並將道統解釋成一種精神方向與使命感。在第二章中提到，劉先生認為承繼

道統變成知識份子對儒家一些普遍理想如發明本（道）心，修德講學，教化百姓，

宏揚斯學等的自覺擔負。因此這是一種「道之重新把握」10，如狄百瑞翻譯道統

用英文“the repossession of the way＂所表達的意思。如此看來，道統若指涉知識

份子對文化理想與黎民百姓福祉之關注，則與西方社會對知識份子之期待並無二

致，範圍早已超過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傳承問題，而不再只是一特殊性

問題。可見新儒學所要維護的雖是儒學此特殊傳統，但其支持儒學的論據與所針

對的問題都是對人類具有普遍重要性者。 

事實上，鄭先生也注意到新儒學「更傾向於從一個普遍性的層面肯認儒家思

想的意義，即強調儒家思想作為身心性命之學對於人類具有普遍而恆久的價值」
11。但因為誤解新儒學對傳統與道統的態度，才會認為信仰儒教在某種意義上說

就一定要成為一個中國人。質言之，新儒家即使是以接續“斯文＂、承擔“道統＂

的文化使命感講儒學，但由於這是立足於儒學相對於全人類的普遍意義上立論，

因此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並不會發生，而且新儒學若越能在普遍的層面上被證

成，其作為一家之言的特殊性就越能被保障與肯定。 

                                                 
8 〈當代新儒家的道統論〉，《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頁 165。 
9  同上，頁 17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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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1 《當代新儒學論衡》，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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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與其說新儒家注意的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傳承問題，

不如說是更致力於儒學之所以為儒學，因而對全人類可以有的貢獻問題。而且在

新儒學的理論開展中，宗教性自然是天道之超越性之所涵，而為儒學要素之一，

卻不能僅以此表現儒學之本質。若能明確掌握新儒家此思想走向，則鄭先生設想

的諸多矛盾將不復存在。 
 
 
 

第二節 「知」與「行」分離問題 
 
 

傳統儒學作為成德之學，追求自我德行之修養與完滿，以期達到上通生生之

天道的聖人境界，在這過程中，又不只是獨善其身，以個人之成就與境界為已足，

更要兼善天下，在實踐過程中推己及人，以成己成物，「老吾老以及人之老，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這忠恕之道的道德實踐向來就是儒學之本質，歷來儒者

皆奉行不疑。但儒學發展到了當代新儒家，情況的確發生了改變。當代新儒家的

身分是學術界中的學者，學院中的教授，修齊治平的工作已不是他們的主要焦

點，其成就更遠不能與傳統的儒者相提並論。提倡儒學者本身卻未在成德事業上

取得成就，使得當代新儒家是否堪當儒者之名啟人疑竇。就算這些新儒家學者在

學術上取得相當的成就，到底也不符合儒者的條件。鄭家棟先生正對此提出質

疑，他認為牟宗三先生等人在哲學上的成就越高，就越近於現代意義上的專業哲

學家，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儒者。而寄身於現代學院的儒學研究，也註定要使儒學

偏離其作為“為己之學＂的本質規定，而被作為某種知識（歷史的或哲學的）加

以研究和傳授。鄭先生指出： 
 
當代新儒學後來的發展中，理論的鋪陳、系統的展開和學理的圓融似乎越來越成

為關注的重心所在，道德實踐、良知呈現、道德意識能否通上去等等，在很大程

度上都已成為學理之事，而非真正的實踐之事、生命之事。儘管新儒家極力要使

自己與某些學院派哲學劃清界限，但此界限越來越多地是表現在學理上，而非個

人的生命型態上。儒學之作為身心性命之學的真正危機，不是來自所遭遇到的外

在攻擊，而正是來自“知＂與“行＂的內在分離。知識化的儒學所關注的是本體

而非工夫，是系統的整全而非實踐的篤實，“工夫＂反成為了可有可無的東西。

知識化將使儒學偏離其作為聖學的整體精神，也將使之偏離“即哲學即宗教＂的

立場。12

 
鄭先生指出對知識化的儒學而言，工夫成為了可有可無的東西，並不符合實情。

                                                 
12 〈沒有聖賢的時代－代序論〉，《當代新儒學論衡》，頁 5－7。 

 65



新儒家本身是否在道德實踐上有所成就，是一個問題；但他們對實踐工夫肯定或

重視與否，又是另外一個問題，不能混為一談。僅就對實踐工夫是否重視而言，

以牟宗三先生為例，他對工夫自然相當重視，才會極力主張逆覺體證的工夫型

態，甚至認為康德由於不夠正視道德實踐的工夫，以致達不到孟子「理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體悟，而誤解人如何能有興趣於道德法則，是一不可解

明的問題。可見道德實踐工夫在牟先生理論中的重要性。 
但我們也不得不承認，就另一個問題，亦即新儒家本身是否在道德實踐上有

所成就來看，鄭先生的確指出了一個存在於新儒家的嚴肅課題。當代新儒家乃至

後起研究儒學者，幾乎很難說曾在道德領域上取得任何重大成就，而儒學不再作

為“為己之學＂，而被當作某種知識加以研究和傳授之現象亦越來越明顯。余英

時先生對此也有過警告，他指出儒家的現狀就像是“游魂＂13，因為儒家已失去

傳統與政治運作、日用常行結合而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地位，而一方面越來越成

為知識份子的一種論說（discourse），另一方面，其價值也和現代的人倫日用越

來越疏遠。余先生對儒家處境的判斷或許過於悲觀，但一種僅作為學術論說的儒

學是否合乎儒學本來面目，也的確茲事體大。是以余先生也表現出與鄭家棟相同

的憂慮： 
 
傳統儒學的特色在於它全面安排人間秩序，因此只有通過制度化才能落實。沒有

社會實踐的儒學似乎是難以想像的。即使在道德領域內，儒學的真正試金石也只

能是在實踐中所造成的人格，即古人所說的“氣象＂或“風範＂。如果儒學僅僅

發展出一套嶄新而有說服力的道德推理，足以與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學抗衡，然

而這套推理並不能造就一個活生生的人格典範，那麼這套東西究竟還算不算儒學

恐怕總不能說不是一個問題。14

 
除了與鄭家棟同樣認為新儒家學者未在成德上實下工夫、取得成就，而只從事學

術研究乃偏離儒家本質之外，余先生更進一步從儒家與一般人民生活的關聯切

入，指出儒家的價值必在“人倫日用＂中實現，而不能僅止於成為一套學院式的

道德學說或宗教哲學，因為在傳統社會，「從個人道德、家族倫理、人際關係到

國家的典章制度以及國際間的交往，都在不同的程度上受到儒家原則的支配」
15。當代新儒家若要延續這種寶貴的成就，在儒學已無法如以前般普遍建制化的

情況下，似乎是一大難題。所以余先生提出了以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現代儒學是否將改變其傳統的“踐履＂性格而止於一種論說呢？

還是繼續以往的傳統，在“人倫日用＂方面發揮規範的作用呢？如屬前者，則儒

學便是以“游魂＂為其現代的命運；如屬後者，則怎樣在儒家價值和現代社會結

                                                 
13 余英時：《現代儒學論》（River Edge, N.J.：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年），〈序〉，頁Ⅵ。 
14 〈現代儒學的困境〉，《現代儒學論》，頁 163。 
15 〈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現代儒學論》，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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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間重新建立制度性的聯繫，將是一個不易解決的難題。儒家並不是有組織的

宗教，也沒有專職的傳教人員；而在現代社會中，從家庭到學校，儒家教育都沒

有寄身之處。一部分知識分子關於現代儒學的“論說＂，即使十分精微高妙，又

怎樣能夠傳佈到一般人的身上呢？八十年代新加坡“儒家倫理計畫＂的失敗便

是一個前車之鑒。16

 
由此可見，余英時與鄭家棟兩位先生都對當代新儒家有一共同的疑慮：這種逐漸

學術化的儒學事實上已不能體現儒家本質。一方面當代新儒家已成為現代意義下

的學者，不再作聖賢工夫；另一方面則是余英時先生擔心的，儒學已從人們日常

生活中的行為準則、禮儀習俗中淡出，逐漸只成為知識份子的論說，一種專業知

識，儒家的處境果真如此嗎？ 
 
 
 

第三節  儒家不同面向之分析 
 
 
依鄭家棟與余英時兩位先生對儒學現狀的分析來看，新儒學的走向無疑令人

擔心。我們不得不承認，他們兩位的確指出了一些值得深思的事實與問題，接下

來的重點則是：這些事實與問題的嚴重性程度到底如何？儒學不復昔日的風光與

影響已是人盡皆知，但我們又可以隱約感覺到，它還是以某種程度左右或影響著

我們。勞思光先生就指出，儒學作為「傳統文化雖然已經失去正面引導生活的力

量，但其影響並未完全消滅，仍然隱存在社會心態的底層」17。我們又該如何解

釋這個現象？ 
劉述先先生常常提及儒家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現象，要對儒家進行有意義的討

論，就必須在概念上有所分殊，因此他對儒家提出了一種三分法： 
（1）精神的儒家（spiritual Confucianism），這是指孔孟、程朱、陸王的大

傳統，也正是當代新儒家通過創造性的闡揚與改造力求復興的大傳統。 
（2）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 Confucianism），這是指由漢代董仲舒、班固

以來發展成為朝廷意理的傳統，以綱常為主，但也雜入了道家、法家，以及陰陽

家的因素。 
（3）民間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這是在草根層面依然發生作用的

信仰與習慣，重視家庭、教育的價值，維持勤勞、節儉的生活方式，雜以道教、

佛教的影響，乃至鬼神的迷信。18

                                                 
16 《現代儒學論》，〈序〉，頁Ⅵ。 
17 勞思光：《虛境與希望－論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148。 
18 劉述先：〈儒學的理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省〉，《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

闡釋論集》（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年），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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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先生從這三個面向出發，藉以分析儒家在今日對日本與台灣、香港、新加

坡、韓國等亞洲四小龍的影響，他的結論是：制度化的儒家已經死亡，但政治化

儒家的威權體制雖一度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經過轉型之後，卻在東亞的

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民間的儒家尤其是東亞發展經濟的基礎，但這些傳

統的習慣與信仰因為受到現代化的影響，也有流失的危機。精神的儒家不再扮演

國家意理的角色，強調精神境界的提升與社會批判的功能，有往學術轉型的方

向，當代新儒家即是如此。19

依劉先生的說法，他與鄭家棟、余英時二先生的共識在於當代新儒家確實走

向學術化、學院化的道路。但分析許多學者對儒家思想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發揮

的作用之研究結果後，劉先生認為，儒家對一般民眾的日用常行仍然具有影響，

儘管這影響正在消退中。李明輝先生也舉中共在文革期間發起的「批孔揚秦」運

動、以及八十年代以後在中國大陸知識界普遍流行的反傳統思潮為例，指出儒學

與中國現實社會並未失去連繫。李先生還以外國學者康恩（Herman Kahn）與柏

格（Peter L. Berger）的判斷為佐證，指出他們兩位都肯定儒家思想對東亞經濟

奇蹟具有正面的助力。20可見儒家的影響雖然大幅減退，卻並未從中國人的日常

生活中完全消失，甚至還對東亞各國經濟的發展起了一定的作用。 
再將焦點轉到當代新儒家的學術化。事實上，從某個角度來看，儒學的學術

化未必無可取之處。當許多對傳統儒學持批判態度者，抨擊儒學是傳統封建極權

與僵化禮教的護衛者之際，新儒家的回應是，這些流弊產生並非儒家思想落實的

結果，反倒是因為儒家之理想受到扭曲所致。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儒家必定要與

政治結合而形影不離，否則必難以竟其功。只不過利之所至、蔽亦隨之，這種連

體嬰關係，導致儒家於政治與社會制度層面之弊病往往也要概括承受，難辭其

咎。當儒學由這種與政治牽扯不清的關係中退出，逐漸成為西方學院意義下的學

術流派之際，反而比較能保住其超脫於現實的理想精神，體現針砭時政的知識份

子良知。劉述先先生針對余英時先生所提的“游魂＂困境，提到「脫離了與現實

政權的關連，當代新儒家可以發揚過去所未充分發展出來的批判精神，也未始沒

有其好處」21。他以熊十力、牟宗三兩位為例，強調「當代新儒家最突出的是一

種知識份子的『批判』的精神」22。李明輝先生也持相同的態度，他指出： 
 

即使我們承認「制度化儒學」已不復存在，而儒學在今天已成了「游魂」，這或

許不完全是壞事。因為只要儒學在本質上代表人類底常道與理想，能繼續對時代

與現實社會保持批判的功能，這又何嘗不是一個轉機，使儒學可在自我澄清與自

                                                 
19 〈儒學的理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省〉，《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論

集》，頁 140－145。 
20《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導論〉，頁 3－6。 
21 劉述先：〈論當代新儒家之轉型與展望〉，《現代新儒學之省察論集》（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４年），頁１５。 
22 〈儒學的理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省〉，同上書，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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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化之後重新開展？23

 
從以上分析可知：儒學在現代社會中的確已不再扮演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角

色，但仍具一定的影響力。民間的儒家與轉型後政治化儒家對東亞現代化與經濟

成就皆有所貢獻，精神的儒家也由成聖成賢逐漸蛻變為專業學者，在衛護與闡揚

文化傳統上成效斐然，如今也正與西方哲學積極對話、增進相互的了解與合作，

並對時政發揮了一些批判與建言的精神。 
但要未雨綢繆的是，許多傳統的習慣與信仰，因為受到現代大眾文化的影

響，正面臨流失的危機。若對此視若無睹，而完全聽任儒家思想從對人們日常生

活的影響退出，只成為學術討論的話題，代價也似乎過大。唯今之計最好是既能

作為立身處世之道，又可形成一股清流的學術力量。如此一來，新儒家亟待克服

的問題就可歸為兩個，一是與傳統成德之學精神的背離問題。在當代新儒家將重

心由修齊治平轉向成一家之言後，儒學的內涵已在改變中。新儒家除了在成為專

業的學者與回歸以往傳統的踐履性格兩個選項之外，有沒有更好的第三條路？若

有，又該從何著手？二是儒家思想如何持續在一般人的日用常行中發揮作用？是

該重新尋求成為政治或法律制度的組成部分？還是止於作為人們立身處世的一

種信念或寄託？這些就是我們接下來要處理的問題。 
 
 
 

第四節  道德實踐大門之敞開：理想境界到基本操守 
 
 

如果儒學要往偏離道德實踐的方向發展，劉述先先生則期期以為不可。他指

出：「傳統儒學從來不是空談理論，如果完全缺少踐履的層面，自根本脫離了儒

學的本旨，淪為觀念遊戲，這樣的東西是沒有多大意義的。」24事實上，我們可

以首先把踐履問題鎖定在一般人的日用常行中，將道德實踐從聖人的高標準先轉

向個人的道德基本操守，聖人型態是理想境界，姑且不論當代新儒家，就算是傳

統儒者，真正能達到的也寥寥可數，如何確定臻此境界也是困難重重，是否動心

起念一切如理，有時也只能在個人「無聲無臭獨知時」捫心自問，他人難以評斷。

將道德實踐的標準定在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不但容易施行，也能避免禮教吃人

之流弊。這樣不但可以走出居於純理論研究與傳統聖賢要求中間的第三條路，更

有希望在現代人的立身處世中發生作用。 
    這樣的思路前賢已盛言之。余英時先生雖然寧可以「失之於過高」25的方式，

                                                 
23《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導論〉，頁 21。 
24 〈儒學與未來世界〉，《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262。 
25 〈現代儒學的困境〉，《現代儒學論》，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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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出現代儒學的困境，其目的仍是要激起大家的思考以脫出此困境。而他也為

儒家走出“游魂＂的困境提出建議，而指出「儒家的現代出路在於日常人生化，

唯有如此才可以避開建制而重新發生精神價值方面的影響力」26。而這樣的日常

人生化是從明清以來的儒家就已開始的走向。明清儒家不再把“道＂的實現完全

寄託在建制上面，對於皇帝以致朝廷的作用也不像宋儒那樣重視，「以前儒者把

希望寄托在上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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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如果把修身、齊家劃歸私領域，治國、平天下劃歸公

領域，則日常人生化的現代儒家只能直接在私領域中求其實現，在修身、齊家的

層次上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對於治國、平天下的公領域則無法直接插手，只能以

背景文化的地位投射間接的影響力。余先生的看法是： 
 
如果繼續運用〈大學〉的語言，我們可以順理成章地把“修身、齊家＂劃歸私領

域，把“治國、平天下＂劃歸公領域。這兩個領域之間雖存在著千絲萬縷的交涉，

然而同時也存在著一道明確的界綫。公領域不再是私領域的直接延伸，不過兩個

領域還是亙有影響的。日常人生化的現代儒家衹能直接在私領域中求其實現，它

和公領域之間則是隔一層的關係。這大致類似西方現代政教分離的情況。換句話

說，儒家在修身、齊家的層次上仍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但相對於治國、平天

下而言，儒家衹能以“背景文化＂的地位投射間接的影響力。我們如此劃分公私

二領域并非完全效法西方，而是進一步發展明清以來儒家日常人生化的大潮流。
28

 
余先生認為，基於儒家乃為己之學，是以修身又比齊家更為根本。他更將道德實

踐的標準從成聖成賢鬆開，只要求道德上一定程度的修養。而這種在私領域中的

成就仍有助於公領域秩序的建立和運作。因為包括民主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

離不開一個領導階層，而人民必然也會要求這些領導階層具備一定程度的道德修

養。余先生指出： 
 
“徒法不足以自行＂終究是經得起歷史考驗的原則。制度離不開人的運作，越是

高度發展的制度便越需要高品質的人去執行，美國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

（Irving Babbitt）在《民主與領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的名著

中特別以孔子與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并舉，使東方與西方的人文精神互相

補充。他的主要論點便在於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領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

（man of Character）。孔子主張以身作則（exemplification），其結果是塑造

出公正的人（just man）而不僅僅是抽象的公正原則（Justice in the abstract），

在白璧德看來，這才是民主社會的唯一保障。這豈不是“徒法不足以自行＂的現

                                                 
26 〈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現代儒學論》，頁 173。 
27 同上，頁 175。 
28 同上，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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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翻版嗎？29

 
“徒法不足以自行＂強調的是“人的品格＂，一定程度的道德修養於是成為民主

社會的唯一保障。這種走向一般民眾的日用常行化與一定程度的道德修養，正是

余先生指出儒學能走出困境的重點。姚才剛先生亦呼應余先生的看法，認為「今

日的儒學不必（也不可能）再全面安排人生秩序，但如何重建“日用常行＂的儒

學，應是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30。而且姚才剛還指出，劉述先先生主

要發揮的是儒家思想理想性的層面，對這問題並未照顧到，姚先生說： 
 
劉述先主要還是發揮了儒家思想理想性的層面。這確實有助於重建民族智慧、維

繫數千年文化慧命於不墬，同時有助克服現代人所面臨的“精神的迷失＂及“生

命的惶惑＂，在目前世俗化的今天重新喚起人們對神聖、崇高的嚮往，提醒人們

要正確抉擇自己的終極關懷和精神寄託，以免陷溺于金錢、名利之中而不能自

拔。但是過分看重超越的精神理念，以至於把形上學的一套架構越說越高，越說

越玄，也不可謂之無弊。［……］余（英時）先生認為，現代儒學將重點放在宗

教與哲學方面，這一路數的現代儒學的重建工作，如果獲得具體的成就，其價值

是不容置疑的。但儒學的價值不能僅僅停留于成為一套學院式的道德學說或宗教

哲學，否則其影響力就只能局限於學術思想及少數儒學團體，而無法波及於社

會。現代儒學的出路恰恰在“日用常行＂的領域。31

 
姚才剛認為，劉先生主要還是發揮了儒家思想理想性的層面，卻過分看重超越的

精神理念，以至於把形上學的一套架構越說越高，越說越玄，也不可謂之無弊，

未能體會現代儒學的出路恰恰在“日用常行＂的領域。事實上，姚才剛對劉先生

有所誤解。因為劉先生正是主張儒學要走進日常生活，是以他才針對新儒家理論

做了調整，將道德實踐標準從理想境界調整到基本操守，致力於新儒學走向日用

常行化的發展。 
劉先生對新儒家的學者與余英時先生有類似的定位。他認為生活在現代要的

是「全民共有的低限度的道德，不能再順著傳統那樣講希賢希聖，培養專業的道

德家，否則效果會適得其反」32。以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為例，他們雖然多以

學術研究和教育為專職，而與其他學者一樣有同樣的行規，要接受例行的評估與

考核。但他們仍與一般學者有所不同，劉先生指出： 
 
他們不只在專業範圍內有超特的成就，同時他們對社會有很深的關懷，在文化價

                                                 
29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現代儒學論》，頁 42

－43。 
30 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劉述先新儒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年），

頁 296。 
31 同上，頁 295。 
32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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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上有一定的擔負，對時代問題本著知識份子的良知與勇氣發言，在道德操守上

表現出凜凜的風骨，那麼這些人就不只是專業學者而已！他們還是有別於一般學

者的知識份子，成為中國大傳統在現代延續下去的象徵。這些人不一定作傳統的

修身工夫，也沒資格作聖賢，但他們的確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學問之中，乃使得他

們脫穎而出，散發一般學者所沒有的影響力。33

 
在此劉先生主要提出了兩個論點。其一是把日常人生化的基本道德要求。從一般

民眾擴及到儒家學者，治儒學者不必再像傳統那樣擔負沉重的道德包袱。其二，

有些當代新儒家雖未至聖賢境界，卻也是以生命體現出學問，表現出高於一般人

的道德風範，這又使他們區隔於一般的專業學者。不啻表示新儒學也是要走出介

於純理論研究與傳統聖賢要求之間的第三條路。 
 
 
 

第五節  儒學本質與理一分殊新釋 
 
 

那麼我們該如何走出這第三條路呢？當務之急是要從儒家的本質著手，給予

一種清楚的界定。因為儒家之所以為儒家而非道家或佛家，必有其區隔於其他思

想與學術派別的特性，新儒學要走出第三條路，仍必須與此儒家內在特性一致，

否則就算理論再巧妙高深，仍難逃是否堪當儒學此名之譏。為了解決這個問題，

劉述先先生將儒家的本質界定為以下兩點：一.孔孟的仁心。二.宋儒發揮的生生

不已的精神。34以下分別對這兩個概念予以說明。 
 
 

一.孔孟的仁心 

 
 
「仁」此概念一向是儒家思想之核心，歷代儒者莫不遵守並闡發之。不但當

代新儒家如熊十力、牟宗三、徐復觀、唐君毅等人特別標舉孔、孟、明道等先儒

對仁的論點，後繼者除了劉述先先生外，李明輝先生也特別強調「儒學底本質應

當定在『仁』字所涵攝的精神價值上，這種精神價值獨立於特定的制度，而有其

超越性」35。仁作為全德，乃一切道德判斷與實踐之基礎，其內涵豐富而多面。

                                                 
33 同上，頁 40。 
34 〈儒學與未來世界〉，《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234。 
35 《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導論〉，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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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作為仁的表現，要求人盡己與推己及人，孔子「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此語甚至在全球倫理運動中屢被提及，成為共通於世界各大宗教傳統核心價值的

經典表述之一。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亦為仁的表達之一，這是一種對萬物的不安不

忍之情，是一種超越個體自我限制而關懷他人他物的高貴情操。明道進而指出「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人之仁心與天地萬物感通而無

隔之義更顯，甚至更有以天地為一身，天地萬物為四肢百體而愛之的胸襟。而新

儒家則特別強調仁與天的關係。 
牟先生認為孔子「踐仁知天」，以仁作為人之所以能契接「天」之主觀根據。

因仁心之感通沒有界限，此即函其向絕對普遍性趨之申展，而且因踐仁知天，仁

與天必有其「內容的意義」之相同處，才可知之、默識之、契接之，故人與天終

可合而為一。孟子則從道德的本心著手，攝仁于心、攝存有於活動，因此言「盡

心知性知天」。36這些都是將仁心與天之超越性、無限性銜接起來。劉先生有別

於牟先生之處在於：他仍強調人只能通於、而不能同於天地之仁。所以他指出「理

一」作為終極關懷、終極託付的對象，必須是一絕對無限的超越者。而仁作為既

超越又內在的道，自然是終極託付的對象，「在這一意義之下，有限乃通於無限，

雖然並非等同於無限」37，但我的小小的創造正是天地之化的具體呈現。依劉先

生之意，理一是無限者、是創生萬物的天道，自然可以成為人們終極託付的對象，

而其內容的意義正是仁。仁表現於道德實踐的意涵不外乎忠恕之道、惻隱之心、

人我間之感同身受等，其實這些都早已內化為日用常行中基本的道德規範，若以

簡單的口語表達，不外乎不自私、替他人著想、站在別人的角度體諒他人、同理

心等。因此仁心作為終極託付，無非就是把基本道德操守作為立身處世之準則，

合乎象山所謂的易簡之道。 
 
 

二.宋儒發揮的生生不已的精神 

 
 

在第一章討論勞思光先生提出的「生」與「生之破壞」的天道背反問題，以

及由此延伸的「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時，我們指出這皆來自對「生」字詮釋

的落差。以生生為內容之天道，是以不斷創生實現來定義，而無不斷維持、不可

斷滅之意。楊祖漢先生強調易傳所謂「生生」，應是合「生」與「生之破壞」，或

合「生」與「死」，「聚」與「散」，才可見所謂生生不已。他並從德行實踐所體

證之道德創造出發，認為「生生之德」須扣緊道德心性自發而無條件的活動，即

仁心之無限感通來了解。 
劉述先先生對生生不已的詮釋，則強調天道在人此萬物之靈處的落實。有限

                                                 
36 《心體與性體（一）》，頁 21－26。 
37 劉述先：〈兩行之理與安身立命〉，《理想與現實的糾結》（台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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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承繼無限的天道，以天為楷模，不斷就其稟賦而發揮人的創造性。聖人就是

能把作為生道的天道之創造性，在他的生命之中充分發揮出來的人，所以可以作

為眾人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劉先生認為這種創造力或潛能並非只侷限在道德

行為中，而是一種涵蓋人生各個價值層面的創造。劉先生說： 
 

由現代新儒家的觀點來看，理一而分殊，超越的生生的精神當然不必具現為現代

社會的拼搏精神，但也不必排斥它在現代尋求新的具體的表現的方式。於是有人

可以由學術來表現自己的生命，有人可以由文學藝術來表現自己的生命力，當然

也可以有人由企業來表現自己的生命力。但我們應該了解到，這些仍然都只是生

生的精神的有局限性的表現。一方面我們由分殊的角度肯定這些成就，當下即

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像宋儒那樣體悟到，由超越的角度看，堯舜事業也不過如

一點浮雲過太空。這才是兩行之理的體現。38

 
為了使學術研究及成就與儒家的道德實踐建立關聯，劉先生強調，理一而分殊，

超越的生生的精神要在現代尋求有別於傳統的、新的具體的表現。根據理一分殊

的架構，生生之天道不一定只限於道德行為處之顯發，也可以表現在學術、文化

藝術、甚至是企業精神上。如此一來，當代新儒家就算不以聖賢工夫見長，也仍

是順乎生生之天道而行事，由於仍是在生生之架構下戮力行之，要說道德實踐，

這也是一種道德實踐，不過是一種立足於從理一之「廣義的道德領域」，而分殊

的各存在層面之實踐，它當然涵蓋著眼於是非對錯的道德價值，以及人的道德實

踐之「狹義的道德領域」之實踐，但又不限於此「狹義的道德實踐」，而是各種

價值百花齊放的道德實踐，可稱之為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這種廣義的道德

實踐，既不違儒家之本旨，也能合乎現代多元分工的精神。所以劉先生說： 
 

生生之仁是超越特定時空，歷萬古而常新的普遍性原則，即所謂「理一」；有限

的個體所實現的則是「分殊」，受到自己的材質，時空條件的拘限。這樣我一方

面要衝破自己材質的拘限以接通無限，另一方面又要把創造性實現在自己有限的

生命之內而具現一個特定的價值。這一價值不必一定是狹義的道德，也可以是科

學、藝術、經濟、技術，乃至百工之事。39

 
要特別強調的是，這不表示現代新儒學要放棄以道德為核心關懷的立場。因為既

然以仁心為終極託付，為人處世必以忠恕之道德原則為首。在上一章討論道德實

踐的定位時，曾指出既然一切文化創造型態都已是分殊，道德實踐之逆覺就無方

法上的優先性，而是具有能見體或接觸終極實在的獨特性。一切方法都可通於理

一，但因「通」的型態不同故定位也各異。道德實踐是「逆」或「返」於理一之

「通」，重點在契接、體悟理一，道德實踐之長處是在能透過逆覺而見體或接觸

                                                 
38 〈論儒家理想與中國現實的互動關係〉，頁 125－126。 
39 〈方東美哲學與當代新儒家思想互動可能性之探究〉，頁 249。 

 74



終極實在。其他如科學、商業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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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不必在真善美三種價值

創造上強分高下，也無須堅持道德價值為其他一切價值之共同根源或基礎，而可

賦予這三種價值創造以對等的地位。在現代，儒學作為成德之教對道德的堅持是

「以生生之仁心」為終極寄託，而非人格神或其他宗教對象。但同時肯定各文化

傳統與價值創造之對等地位，因為彼此皆是通於理一之分殊，可以從不斷地交

流、對話中尋求感通。 

既然生生是人之創造性的不斷發揮，其重點就不只是價值之實現，更包括價

值的提升，遂而必須對各方面的現有成就進行不斷的檢視與改進，而不能把現實

的東西等同於理想而令其絕對化。從這點來看，從前儒者把三綱五常那一套視為

顛撲不破，妨礙了價值的提升，反倒違反了生生的原則。鄭家棟指出在歷史上儒

家曾出現“屈天以從人＂之蔽，問題就出在「把現實存在混同於超越理想本身，

從而使對現實社會人生的評判失去了超越的尺度和依據。例如：把現實的倫常法

規等同於超越的、永恆的道德之善，就會出現戴震所批判的“以理殺人＂的情

﹝形﹞」40。這種情況就是錯把分殊當成理一，以劉先生的話來說，這就是把有

限的分殊無限上綱，劉先生指出： 
 
理在不同的時代要有不同的表徵，而過去人卻往往有一種傾向把一個時代的表徵

當作超越的道理本身，漢代所謂三綱五常正是一個典型的例證。超越的理一要具

體落實，就必成為有限的分殊，而把有限的分殊無限上綱就會產生僵固的效果。

《論語》中孔子講禮，明明是合乎人情的自然流露，到了後世，徒具形式，失去

精神，甚至墮落成為了違反人性的吃人禮教，這是何等的諷刺！41

 

可見生生的創造，強調價值的不斷實現與提升，努力的過程實無窮無盡，不容停

滯在某一歷史階段而聽其僵化，每個時代都必須不斷實行價值創造，但這既然是

有限的分殊，也必須具有開放的心胸隨時接受提升與改進的可能。 
 
 
 

第六節  儒學日用常行化下的踐履 
 
 

如果接受劉先生的論點，將儒學的本質定位在孔孟的仁心與生生的精神，我

們就可以為儒學在現代日用常行化的踐履作進一步的詮釋。儒學的踐屢之基本原

則有二： 

                                                 
40 《當代新儒學論衡》，頁 216。 
41 〈兩行之理與安身立命〉，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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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仁心為人生終極託付。終極託付不能建立在有限的事物上，我們可

以委諸超越的全知全能全善之上帝，也可以直接訴諸超越而又內在於己的仁心，

必須完全開放給各人之選擇。只不過就一個在現代仍歸宗於儒學者，則自然以此

仁心為終極寄託。但仁心之體證就在每個人內在的道德意識與對他人他物的同情

心與同理心上，並無被任何人事物壟斷的可能。這種仁心正如孟子所言，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仁心因為可擴及到所有人與物上，所以並無封限，才可以通於無

限的存有根源，因此依循仁心的指示立身處世就取得一種無限的意義。那麼我們

就不一定要把人生的意義寄託在宗教上，更不必把自己的重心完全放在有限而又

不可捉摸的現實事物上，如愛情、婚姻、金錢、權位或某個權威等。因為這些事

物正是得之有命、變動不已的有限物。但仁心的寄託雖通於無限，卻不可視為等

同於無限，因為這是無限者在有限者身上的體現，是已侷限在某時空範圍內之分

殊，因此只是「當下通於無限」，仍必須保持不斷創造與提升的可能與嘗試，這

就可以接到生生之精神那一面講。 
 
（二）生生的精神之廣義的道德實踐。生生之道落在人身上乃是價值的不斷

實現、創造與提升之過程。一個服膺儒家思想者要體現的就是這種生生的精神。

這意味著我們除了不斷追求自我實現之外，對現有人類（包括自己）的成就也要

採取開放的態度，不斷接受外在檢驗與進行自我反省。生活中時時保持這種開放

與不斷發揮創造力的態度，更可以幫助我們在現代生活中站在更合時宜的位置。 
將生生的廣義道德實踐之內涵，界定為一種價值的不斷創造、實現與提升之

過程，是以一種現代人常用之語言來表達。其中價值可以是真、善、美中任何一

種領域的價值，舉凡科學、藝術、體育、音樂、文學、政治、商業等各種活動都

可以是實現與創造的對象。基於現代社會競爭與變動之劇烈、不斷求新求進已是

個人須有之體認，秉持生生精神之儒者無疑可以符合此要求而站穩腳跟。42

                                                 
42美國趨勢分析家佛羅里達（Richard Florida）曾在其《創意階級之興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提出，現代與未來社會的主流是“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他對創意階級的

解釋為： 

 

創意階級之核心包括科學、工程、建築、設計、教育、藝術、音樂與娛樂等各領域的人，他們在

經濟上的功能是要創造新想法、新科技或新創意內容。在此核心之周圍，創意階級還包括商業、

金融、法律、健康醫療以及其他相關領域的創意專業人士（Creative Professionals）。這些人

要解決複雜的問題，而這需要獨立的判斷力，必須受過高等教育或有個人長處。此外，所有創意

階級成員，不論是藝術家、工程師、音樂家、電腦科學家、作家或企業家，都有共同的創意特質，

即注重創意、個體性、差異性與其價值。對創意階級來說，創意的每一面向和表現形式，舉凡科

技、文化或經濟，都是相互連結而不可分割的。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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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認識，現代儒者的要務之一，即為致力於以創造性思考持續透過新概

念與做法從事價值創造，而儒者不只可以在道德或學術領域取得成就，如傳統儒

者與當代新儒家之所為，甚至也可以應用其學識己立立人，在形塑社會價值觀與

創造新商業趨勢中發揮主導力。劉先生就提到： 

 

現代工商業的成就是要加以肯定的。只要不傷天害理，以欺騙下流的手段致富，

孔子就說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第七）只有當不以其

道得之的情況，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而正德利用厚生，以正當的方法增加生產，

蓄積財富，又在同時熱心公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絲毫並不違背儒家

的宗旨。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正好像一個基督徒可以去選擇做任何行業，一個以

儒家的仁心與生生的精神為終極關懷的人也可以依自己性之所近選擇去做科學

家、政治家或企業家。理一而分殊，這是儒家理想與精神的擴大，絕對不可以抱

殘守缺，固守壁壘，以致造成精神上的萎縮，恰恰違背生生的宗旨。現代新儒家

努力尋求給予儒家的信息嶄新的解釋，一方面要大膽地創新，另一方面卻又有所

傳承，對於時潮並不盲目接受，而在同時有所批判，有所選擇，才能真正找到自

己要走的道路。43

 
劉先生以為，以理一分殊的精神從事廣義的道德實踐，個人可以選擇做科學家、

政治家或企業家，這並不違背儒家的宗旨，因此財富之追求若在正德利用厚生的

原則下亦可加以肯定。筆者以為，由此出發，儒家的人生哲學與工夫論，甚至可

比照宋儒之書院教育，思考一種新的民間講學型態，一方面使儒學在學院之外開

啟一條新民間教化之路，亦能在具有穩定經濟收入的基礎上不為五斗米折腰。才

能實現儒者的下列理念：不只是了解自己，更要超越自己；不只是面對現實，更

要實現理想。
44

 
（三）現代新儒學的道德實踐。總結以上論述，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劃分與

現代新儒學相關的兩個實踐層次問題。分別是： 
 
1.作為立身處世之道的現代新儒學。依上述，現代新儒學要極力發揮的儒學

                                                                                                                                            
創意階級重創意、個體性、差異性與其價值的特性與生生之精神並不牴觸，而人類之進步來自其

正面而源源不斷的創造力正是生生之精神所倡導者，因此日用常行化的現代儒者不但會認同創意

階級的概念，也可以體現出創意階級的特質。若佛羅里達的分析正確，不論是否冠上創意階級之

名，日用常行化的現代儒者，將是適合生活在現代與未來的人類，成為社會之中堅。 
43 〈論儒家理想與中國現實的互動關係〉，頁 127。 
44 舉例來說，儒學可以應用於現代企業的在職訓練與壓力管理上。現代人忙於工作之外，為了

在職場保有一席之地，還必須不斷進修學習，提昇競爭力；就連閒暇時想好好放鬆、娛樂一下，

又常常為如何規劃休閒活動而絞盡腦汁。日用常行化的儒家可以從事為現代人提供進修與休閒

活動的規劃工作，例如藉由量身訂做之方式，精心規劃企業、家庭與個人之學習課程及休閒活

動。基於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慧識，設計各項課程與活動，為現代人在紓壓與提升精神境

界上提供指引，透過教學相長，不斷激發彼此之間新的概念、想法而將其落實於現實生活中。

這也是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成德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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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乃仁心與生生不已的創造精神。凡是能以仁心為終極關懷，具有人道關懷與

對他人他物的同理心，而能體現生生的創造精神者，即算是服膺儒學思想者。這

種意義下的儒者我們可稱之為「現代儒學服膺者」。現代儒學服膺者的道德實踐

除了這兩要件外，就是要遵守國家的法律與社會道德規範，當然，根據生生的原

則，這些法律與社會道德規範既然已是分殊，就不再是顛撲不破的準則，我們對

這些法律與社會道德規範還是可以予以質疑與檢視，保留修訂、增減的空間，但

仍要適度的尊重與遵守，也就是說，道德實踐將鎖定在職業倫理與國家的法律、

社會的倫理規範上，而成為基本的道德操守要求。 
 
2.作為哲學學派的現代新儒學。如果將焦點集中在對傳統儒學作哲學思考與

研究、闡發的工作，則是哲學意義下的現代儒者，我們可稱之為「現代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與徐復觀等人乃至其後接續他們工作的學者正是這

種意義下的儒者。他們的中心工作是在理論上重建、闡揚與發展傳統儒學，乃至

其他中國哲學流派的理論，使儒學能在世界哲學擁有一席之地。純就作為學者而

言，他們的道德實踐要求即是遵守學者的行規與職業道德，符合一般人對學者之

期許。當然他們也具備現代儒學服膺者以仁心為終極關懷、體現生生的創造精神

之特性，聖賢的理想仍是「雖不能至，心嚮往之」而不必放棄，若能出現體現傳

統儒學要求之聖賢自是令人慶幸的事，但已不再是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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