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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論題成立之緣起及其目的 
 

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歷史的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1949）1一書中，將人類歷史的發展劃分為四個時期：「史

前」、「古代文明」、「軸心期」與「科技時代」。其中「軸心時代」（或「樞軸

時代」，Axial  Period），是以「公元前五百年為中心──從公元前八百年至

公元前二百年」內的一段時期，對中國歷史來說，相當於西周宣王十八年至

劉邦稱帝（202 B.C.）的前二年。他認為這一時期是個「精神化」的時代，在

「中國」有孔子、老子等「諸子百家」的哲學流派出現；在「印度」出現了

《奧義書》（Upanishads，古印度《吠陀經》最後一部份）和佛陀，探究了所

有哲學的可能性；在「西方」，從伊朗的瑣羅亞斯德（Zarathustra，古波斯祆

教創始人）、巴基斯坦的以賽亞（Isaiah）等先知，到希臘柏拉圖等賢哲的出

現。這三個地區的「人類全都開始意識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度」。
2人們無法理解這一「哲學突破」如何形成，3不過由於他們同時探尋著「根本

性」的問題，使得他們雖是自身獨立的發展，實際上卻是同他人聯繫了起來，

史華茲（Ben 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即說：「他們通過反思的、批判

                                                 
1 （德）雅斯培著，魏楚雄、俞新天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年）。

以下雅斯培關於「軸心期」的相關論述，詳見第一章「軸心期」。 
2 同上，頁 8。 
3 「哲學突破」是（美）社會學家派深思（T.Parsons）對「軸心期」的觀察，詳見派深思著、

章英華譯：《社會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1977）（臺北：遠流圖書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1991 年），第四章「歷史帝國」。另關於「軸心期」形成的問題，雅斯培的討論

見上書，頁 21~27。亦可參考許倬雲先生的進一步探討，見氏著：〈論雅斯培樞軸時代的

背景〉，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頁

12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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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甚至可以稱為『超越的』（transcendental）途徑，把他們本身及其所處

的文明聯繫了起來。」4如果這一「聯繫」是被「後人」所「發掘」的歷史意

義，則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軸心時代中各個文明的創造性思維已在「全

球化」（Globalization）的視野下，漸熔於一爐。正如同雅斯培所說：「直至今

日，人類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切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

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5 

我們若將視野回到「中國」這區塊上，作為「四大聖哲」之一的「孔子」

及其「儒學文化」，由中國向周邊地域透過「水波汶式」層層開展，6使得「孔

子」這一課題，不單是僅作為「地方學」的魯國文化的代表，亦不僅是肩具

中國文化最經典性的人物，而應被視為「全球公共財」來處理。此文並非處

理儒學如何傳播運作的問題，7乃意在說明不論是在「東亞儒學」的框架，抑

或「全球視野」的脈絡，在世界文明應當被推進的共識下，作為「活水源頭」

的孔子及其儒學，8都是具有不斷被探討的價值。 

然而在某一意義底下，列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的主

張確實是有一定的意義，9這或許動搖了儒家（孔子）「價值」的確立。當然

                                                 
4 見（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劉東校：《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 
5 雅斯培：《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頁 14。 
6 「水波汶式」一詞及觀念引自黃俊傑先生：〈「東亞儒學」如何可能？〉一文，頁 4（案此

文乃參加「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習營－東亞研究的新視野」所得之參考資料，2004

年 5 月 1~2 日）。在詮釋「儒學」作為世界哲學的一份子之前，此文所探討的觀念是我們

必備的「東亞意識」，其核心概念在於「東亞儒學」並不是針對「西方文化中心論」

（ethnocentrism）的「反射的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lism），而是自成一格、自成

體系的「儒學共同體」。 
7 關於儒學傳播的問題，大致可分為「東亞」與「海外」兩個視野來談。「東亞」部分，近年

由黃俊傑先生所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卓越計畫（臺灣大學東亞文明

中心，2002 年成立），其研究方向以東亞為視野，以「儒學」及「教育」為主要課題，其

研究成果有相當多與「東亞儒學」及其傳播等相關討論，可做為參考。至於「海外」部分，

可參張立文、李甦平主編：《中外儒學比較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姜林祥

編：《儒學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山東：齊魯書社，2004 年）等。 
8 懷海德曾說，西方哲學的發展史皆是柏拉圖哲學的註腳。相同地，孔子學說的位階相當於

柏拉圖在西方哲學史上的意義。 
9 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Confucian Chian and its Modern 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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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說明的是，這一價值不必然為「現代化」的課題擔起責任，但更為

積極地想法是：如果我們不願放棄且堅信儒學能為現代性開出新契機，10則我

們必須更為深刻地思考這一「價值」的哲學意涵。石元康在處理「為什麼實

現現代性這個目標對我們是這樣的艱難」的問題時，他認為必須從三方面著

手：11 

首先，我們要去探究構成現代世界的現代性究竟有些什麼內容及特

質？其次，我們需要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做一個智性的探究，對它的內

容及特質做詳盡的分疏。⋯⋯但是，僅是這兩方面工作仍是不夠。為

了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我們還要對兩個相當異質甚至是不可共約的

文化在碰面時會出現些什麼問題做一哲學的反思。 

石元康對解決「現代性」的問題上著重在兩個異質文化上的「哲學反思」。對

此，一個明顯步驟上的優先性是，在對異質文化（西方）反省之前，我們必

須先確立自身文化的反省，亦即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開擘者，在很長的一段

時間內，並未得到一個充分而清晰地「哲學反思」。何謂「哲學的反思」？我

引俞吾金的一段話來說明：12 

                                                                                                                                       
1968」以「博物館」的比喻，說明儒家在近代社會的沒落。他說「現在，孔子對傳統主義

者已不再起刺激作用，因為傳統的東西已被粉碎，孔子只屬於歷史。但是，博物館不是『歷

史的垃圾箱』，珍藏孔子的博物館有可能儲存著某種價值與啟示。然而，博物館的珍藏品不

是被製成木乃伊。陳放在博物館中的孔子仍然沒有發言權。……對許多革命者來說，孔子

在今天仍然是智慧的象徵，而且越是年長的革命者，越會更多地肯定孔子所具的聰明和智

慧。但孔子也只是屬於周朝人物而已。」見氏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

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42~343。對近代儒學發展的沒落，唐

君毅先生亦有「花果飄零」之慨。見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75 年），頁 1~64。而余英時先生有「游魂」之說。見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

收入氏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頁 53~58。

應當說明的是，以上三位的立論都是以「近現代」為時間點，若以「當代」來說，儒學在

「大陸」與「海外」皆有長足的發展。 
10 此一新契機，如牟宗三先生所倡的「三統說」（學統、道統與正統），或是杜維明先生針對

近年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勃興，所提出的「第三期儒家說」等。  
11 見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序〉，頁 1。 
12 見俞吾金：〈「主體間性」：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收入氏著：《從康德到馬克斯》（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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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哲學研究既有「建設」的含意在內，也有「清理」的含意

在內。事實上，後一個含意更為重要。因為我們的思維之路已經為許

多無意義的概念、陳述和觀念所遮蔽。不去掉這些遮蔽，真理之光就

無法透顯出來。 

俞氏對哲學研究的主張顯然認為「清理」有時比「建設」的工作更為重要，

若無清理的工作，真理必然被許多概念、陳述等所掩蔽。職是之故，以下就

兩點來說明「孔子」這一價值得以建立的前理解。 

 

一、問題意識的形成──「一個相同脈絡下的詮釋」 

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在中國這個區塊上，不論是就「注疏傳統」或者是「義

理傳統」，抑或「漢學」和「宋學」的性格下，「孔子」始終是雙方陣營所推

崇者，這也就是說，「孔子」不論身處在中國學術的哪一個脈絡，他始終是一

個「至聖先師」的形象（此並非否認各脈絡對孔子思想上的詮釋差異）。這一

形象的確立、擴張與演化，所帶來是並不是「真理之光」，而是一連串「無意

義的概念、陳述和觀念」。顧立雅（H. G. Creel，1905~1994）即說：「孔子學

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闡釋，逐漸發生了深刻的變化，直到他自己恐怕都無

法辨認。」13很明顯的事實是，我們每一代人所賦予孔子身上的光環，並沒有

真正增加孔子做為一個「人」的清晰度與確立他「求道」的積極精神，取而

代之的是替他戴上各種的「面具」，而這眾多的面具都指向同一個脈絡─「神

聖化」。然而或有人質疑，孔子為後代乃至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神聖化」下的

形象或「指標性」人物，此不啻為一個相當完美的「正面教材」，何樂而不為

呢？然而個人認為這一形象對孔子本身來說，所帶來的弊端卻是遠大於表象

上的「教化」作用，其原因在於： 

首先，賦予孔子這一「聖人」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種「累積性地貼標籤」

的作法，這等於是說我們可以不經任何的觀察、檢驗及事實的依據，只「援

引前例」就判準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價值。這一作法的缺點顯然在於以古人意

見為意見。而在「詮釋」的危險上，是陷入一種「絕對主義」的觀點中，亦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80。 

13 見（美）顧立雅著、高專誠譯，《孔子與中國之道》（河南：大象出版社，2000 年），頁 4。

此書將在下文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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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孔子有關的思想、精神、作為等等，都被化約成為一個「神聖」不可侵

犯的觀點，由此歷代思想家在詮釋孔子時都不免犯上「削足適履」的毛病。

其次，「神聖化」的孔子形象是被形塑成一個「刻板的印象」。這一根本原因

乃在於孔子本身被視為一個「終極目的」的展現，而非追求終極目的的「過

程」。前者強調孔子作為一個「神聖化」的表現，後者雖不否認前者的論述，

但它更強調為何有這種表現，追求的過程是什麼以及後續的發展等問題。簡

言之，這是個「表象」與「內在」的問題，若我們僅滿足於表象的「稱述」，

則孔子的面貌對於後人來說僅是更換不同的「光環」，故總的來說仍是刻板的

印象。相對地，我們若能深刻地向孔子的「內在」發問，我們或許無法一時

得到滿意的解答，但在這一發問的過程中，起碼能得到一個與我們對話及其

「活化」的孔子。針對上述情形，林啟屏師對此有深刻地見解：14 

例如將孔子崇隆為「素王」，或是認為「天不生仲尼，萬古恆長夜」等

等，均是將一個活生生的思想家「神化」的最佳代表。⋯⋯然而，由

之而來的問題卻是將一個動態、活潑的「人」，框限在後人因信仰而模

鑄出來的神聖基石上，使之成為一個扁平化的「聖人」，進而在解釋孔

子的思想內涵時，過份強調了孔子的「一貫性」，忽略了其歷時發展過

程中的思想特質。這毋寧是學者在研究孔子思想時的一個常見的預設。 

所謂「扁平化的聖人」，就是「將孔子一生的可能經歷視為是個『衍生性』的

角色，也就是說孔子的生命歷程與他的學說間的關係可以被鬆脫。如此一來，

孔子乃被突顯為一個『早熟』思想家的樣態」，15不論是「扁平化的聖人」或

「早熟的思想家」，用孔子的話來說，都是被理解為「生而知之」而非「學而

知之」的身份認定，這不僅是鬆脫它的生命歷程與學說的關係，更抽離了孔

子思想必然架接在生命的必然論證，這顯然是不符合孔子的自我認同。 

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的是，孔子何以被形塑為這一樣態。對此略舉

兩位學者的看法。首先是顧頡剛在〈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一文中，16

所提出的問題意識即在於「孔子何以成為聖人？」顧氏論述的主要意義在於

春秋戰國戰爭頻盈，人民苦於天下無道，便希望推舉一個「有知有才」德行

                                                 
14 見氏著：〈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該文發表於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三屆先

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百家爭鳴－世變中的諸子學術》，2003 年 12 月 6~7 日，頁 43。 
15 同前，頁 43~44。 
16 見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二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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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備之人來救濟天下，很顯然地，在這種期望下孔子是很符合他們的要求，

但也在這種對「聖人」的期望下，賦予了孔子成為聖人的兩項特質：「前知」

（未卜先知）和「博物」（無所不知）。在這兩個基礎下，「春秋時的孔子是君

子，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了聖人。」

作為一個「歷史家」，顧氏的說法很顯然從歷史的脈絡和發生學的立場來立

論。繼之，我舉林啟屏師的說法：17 

對於生活於漢字文化圈的人們而言，「孔子」思想所代表的典範是不受

時空限制，而具有高度普遍性的一種人文價值。並且源自於對此種普

遍性價值的尊榮，是涵有某些宗教性格的特色，於是人們對於此一思

想的提出者─孔子，也就同樣產生了「普遍性」的想像，此即將孔子

視為一不世出的大聖人。 

相較於顧氏的說法，林師從「內在理路」點出孔子思想中所蘊含的「宗教性

格」，這一宗教性格所帶出的「終極關懷」，就質性來說，是不異於世人對耶

穌或佛陀等宗教在心理層面上的「普遍性」想像與期盼。職是之故，如果耶

穌是瑪麗亞「不孕而生」，而佛陀乃從摩耶夫人「右脇」降生，不染污穢，則

孔子為「黑帝之子」亦不足為奇。 

然而我們若要突破孔子「神化」的樣態，除了必須先有以上的前理解外，

我們能真正突破的「施力點」是什麼？我認為「孔子弟子」是個很好的切入

點。如果我們依然從「一個相同脈絡下的詮釋」思考，則孔子的「真面目」

顯然只能從「孔子弟子」的身上找到。這個論題的優先性在於孔子及其弟子

們是個不可脫離的有機組合，主要原因在於造就孔子的面貌除了孔子自我的

取向外，他的弟子一生與他相隨與共，所以一個簡單的推論是：孔子在教育

弟子時，弟子們也同時反映出孔子的各個面貌。這也就是說，孔子一生的經

歷及其思想表現是與弟子們無法脫離，他們構成了可以相互論證的主體，就

如同柏拉圖《對話錄》中的蘇格拉底及其他人的辯論，成為兩種哲學或兩種

人格的對比（此只是說明一種概念，而不是實指孔子及其弟子是這種關係）。

因此，藉助於孔子弟子，我們將更能呈顯出孔子在生命歷程及其思想上的脈

動與演變，也就避免了一個「神化」下刻板的孔子面貌。以上是個人對自身

論題得以形成及價值的一些說明。 

 
                                                 
17 見氏著：〈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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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概念的建立──圍繞一個「團體」概念的相關探討 

一個明顯的困難是，即使上述我們已「清理」了某些觀念、陳述，重點

仍在於我們「如何呈現」，亦即「清理」並不等同於「建設」，在釐清觀念的

同時，我們必須建構出我們的想法，否則都是「空中樓閣」罷了。關於如何

將「孔子」呈現出來，前人已做過相當多的嘗試與成果，此將在下節「前輩

學人研究成果的探討」加以介紹，在此僅是試圖建立本論題的一個核心概念：

「學術團體」及其「分化」，以下略作說明。 

當子路向孔子報告長沮、桀溺的遁世主張時，孔子很失望地道：「鳥獸不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不與易也。」（《論語‧微

子》）孔子在這裡雖是強調自身的「救世」主張，但我們的重點是放在孔子說

此話時，顯然是贊同「人」應作為「社會性」的身份，而不僅是「自然性」（原

始人）的存在。就社會的組成來說，我們幾乎很難作為一個「自由人」，這話

的意思不是指人本身不具有「理性自由」的身份，而是說一個人無法真正用

「個人身份」立基於社會或國家的網絡之中。事實是我們的身份常常是被各

種「團體」所說明。例如一位從事律師行業的人，他可能是某「律師公會」

的一份子；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他又有可能是隸屬某「教會」的會員；或者

他熱愛登山，則他又是某「登山協會」的一員；或是某「政黨」的黨員等等。

這便是說，我們的身份常被各種「團體」制約式的說明，在還沒有更好的辦

法之前（我們顯然無法回復「自然人」的狀態），一方面我們必須認同「團體」

因個別力量的集合，能為我們爭取更好的權利；另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個

人的「聲音」可能被團體的主張所淹沒，甚至迫害。18因此，個體若必然想具

有「社會性」的身份，他是無法完全避免「個人－團體」的「雙重單一性」

                                                 
18 事實上，這兩方面的優缺點，正是政治上「社會契約論」與「多元主義國家論」上的差異。

「社會契約論」以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為代表，他認為一個人

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透過「社會契約」的模式，每個人民成為統治者，而反對在「人

民」與「國家」間建立一套「代議士」的制度，這是認為「國家」與「人民」應是「直接」

的關係，故是強調「個人」的優先性。「多元主義國家論」（「團體國家論」）則以為社會是

由各個「團體」所組成，即使是「國家」也是團體的一種，所謂公共政策乃至個人利益，

都是各種競爭團體在不斷紛爭中所達到的平衡，所以社會的價值是要透過「團體」來表達，

此是強調「團體」的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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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身份認同。19 

若我們將這觀點置於「學術」的框架下，「團體」的說明性依舊仍有其效

力，亦即在「樹狀圖」的分類模式下，某位從事「社會學」的專家，他本身

即使不隸屬於任何一個「門派」當中，但在學術圈中，他被歸為「人文科學

的團體」；在社會網絡中，他則被歸為「學術團體」。當然這一「團體」的說

明性是極其概括的，這也就是說，我們在「團體」的提示下，頂多能說明「性

質」，而無法指出他的「實際狀況」。然而「性質」和「屬性」的說明，就能

替我們釐清許多的問題，如相較於「科學社群」與「人文社群」的差異，它

們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操作模式、成果展現乃至於抽象上的邏輯概

念、主體思維等等，必定存在著不可量化上的「質」的差異。這「質」的差

異即使在「人文社群」下的數個社群（如中文、歷史、外文等）仍可被抽繹

出來。20 

對此，我們將眼光拉回到孔子及其弟子身上。我們發現「儒家者流」21作

為中國首批「學術團體」的出現，不論在「發生學」的意義上（如「士」階

                                                 
19 《詩經‧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使今日自身認為不

隸屬於任何團體，但在團體國家論的眼中，「國家」即是團體的一種，因此，在世界上沒有

任何土地不是隸屬於某個國家的前提下，人人必定是某個國家的國民，亦即「團體」的身

份。 
20 這種說法主要在說明各學科的「可辨異性」，而非認為各學科的研究取向應是涇渭分明。

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即鄙棄現代學院式的區分格局，他們所涉獵的領域極

廣，含括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文學、美學，連晚近的「科學

哲學」、「語言哲學」等皆有涉入，他們自認自身的學說既非哲學、更不是政治學、社會學，

便自稱為「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詳見黃瑞琪：〈法蘭克福學派之批判理論簡述〉，

收入黃氏編著《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0 年增訂版），頁 63~80。

此派學者雖作如是觀，但以我們來說，此一學派的最明顯性質即在於「批判理論」，這即是

它與其他學術團體的差異。 
21 此一名稱源自《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諸子略」小序云：「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

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

華書局，1997 年 6 月，標點本），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 1728。在此我們可以注意「於

道為最高」一語，事實上《漢志》是刪節劉歆《七略》而來，劉歆將「儒家」列於「諸子

略」之首，又言「於道為最高」，可見漢初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獨舉道家（黃老道

家）的立場，至遲在西漢末年劉歆之時，已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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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產生）或中國政治操作的內涵等，都極具不可逆轉的影響性（當然這是

就民國建立以前的歷史來說）。關於這些問題，將留待第二章「一個學術社群

的形成與發展」來處理。這裡所要點出的是，若我們以「團體」的概念來處

理「孔子」這一價值，我們將發現許多迥然不同的樣態。首先，孔子是被作

為一個「整體」而非架空的「個體」來看待。我們之前在說明研究孔子不能

分割「孔子弟子」時已點明這一概念。也就是說孔子的生命歷程或學說的形

成，都不能離開這個「儒學團體」來理解，如果忽視了這一環節，我們易於

將孔子思想落入「想當然爾」或主觀的臆測中，因為從現存的《論語》資料

來看，不論是孔子的政治行為或教育意義，都是涵蓋在「儒學」這個團體之

下所進行的，我們幾乎很難看到孔子「獨自一人」去從事什麼事情（這並是

說孔子的主體性淹沒在儒學這一團體當中，尤其他是身具主導團體的身份）。

因此，在研究的合法性上，孔子並不能被作為一個抽離的實體來理解，他必

須放在「文本」（團體）的脈絡下才能逼近真相。 

第二，如果孔子及其弟子作為一個「團體」的概念得以確定，那我們就

可以進一步地發問，為什麼這個團體異於其它團體？這裡是要指出一個重要

的核心問題，「儒學團體」的內涵是什麼？如前所述，它存在著不可量化上的

「質」及可辨異性的特徵是什麼？否則它不必然是個「儒學團體」，而是僅能

作為一個「教育團體」或「政治團體」等。由此，我們可以衍伸出的問題是，

它的內在要素是什麼，如它是如何形成、具體的運作、形塑的團體性格等等，

這也是在「團體」的核心概念才能建立起的架構。關於這一點，孔恩（Thomas 

S. Kuhn，1922~1996）給我們的啟發無疑是巨大的。在此僅點出孔恩對「不

可共量」（incommensurable）的一些看法。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

認為「科學革命」主要涉及三個概念：「常態科學」、「危機」與「典範的轉移」。

簡言之，就是說過去某一科學社群成員所公認的研究基礎─「常態科學」（舊

典範），對「異常現象」（危機）無法解釋時，另一個或幾個人便建立起更有

詮釋效力的新理論（新典範），其中，「舊典範全部或部分被一個與舊典範完

全不能並立的嶄新典範所取代」22，這就是孔恩所謂的「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亦即「科學革命」的過程。在這裡我們並不細究「典範轉移」的種種

問題，而是將眼光專注在「科學社群」上，孔恩認為一個科學社群形成的最

                                                 
22 見（美）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維、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第

九章 科學革命的本質及其必要性〉，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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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徵是，研究者經由相同的模式、共有的典範習得這門科學的基礎，並能

信守相同的研究規則、標準及產生明顯的共識。但在「新典範」形成後，除

非他們每一人都放棄了「舊典範」的信仰，否則便會產生了兩個「科學社群」。

這兩個科學社群因為是立基於兩套完全不同的理論、操作、應用、範例等模

式，因此，兩個科學社群（或典範）的關係是「不可共量」的，孔恩說：23 

實際上各學派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方法的這個或那個失敗──它們

都是“科學的” ──而在於各學派觀察世界與從事科學活動的方式

「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 

孔恩的這個觀念，無疑是對「團體」的形成與團體間的「辨異性」提供很大

的觀察方式，這也就是說，「儒學團體」的形成，它的信仰、理論、操作模式

等，都具有與其他學術社群「不可共量」的核心要素，使之與其他團體區別

開來（如墨家），就這點來說，也是在「團體」的視野下才能帶給我們啟發。 

最後一點也是由「團體」所帶來的觀念，那就是「分化」的概念。「分化」

與「革命」是看來類似卻不相同的概念。關鍵在於前者並不捨棄舊的信仰，

而是在解釋舊信仰產生歧見而分裂；後者則是直接捨棄舊理論而建立新的學

說體系。事實上，孔恩也有提出類似的看法：24 

他們（指科學家）可以同意典範是那一個，但不一定對完整地詮釋這

個典範，或使這個典範合理化的方式有相同的看法，甚或根本對這一

類問題不感興趣。⋯⋯的確，有一個典範存在，並不意味著就會有一

套規則存在。 

如果我們不要太執意或硬套孔恩的說法，儒學史上所謂「漢學」與「宋學」

的辯爭，就好像是「同意典範是那一個（孔子），但不一定對完整地詮釋這個

典範」有相同地看法，使得兩者之間沒有共同地「一套規則存在」。對此，林

啟屏師在釐清「清儒」與「宋明儒」在「爭正統」的過程中，雙方所呈現出

的「聖人圖像」與詮釋活動，亦呈現出類似「典範－分化」的模式，林師說：
25 

                                                 
23 同上，頁 46。 
24 同上，頁 92。 
25 見林啟屏：〈「正統」與「異端」－以清初的經典認同為例〉，收入氏著：《儒家思想中的具

體性思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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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相信有一「客觀不變」的「聖人之道」（真理）存在，這不僅是

清儒與宋明儒都有的「基本信念」（Basic Belief）。事實上，漢注唐

疏的經師們，對於他們在注經過程中的詮釋活動，同樣也都抱持一個

「客觀不變」的「聖人之道」，以為其詮釋活動的準則，⋯⋯但在實際

的詮釋活動中，其實都已經添加了許多「個人」的「傳記情境」與「生

活世界」互融的「自我理解」，於是與「經典文本」「聖人之道」乃形

成一道連續關係或融貫關係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事實上，歷代儒者對聖人圖像（典範）的「普遍化」與「絕對化」抱持著一

致的認同，26但他們在詮釋上顯然存在著極大的「歧見」，歧見的產生必然造

成「分化」的結果，27然而這種現象，並不是在後代儒者身上才產生，在孔子

弟子的身上我們便可找到蛛絲馬跡。在此僅是說明，我們若沒有先預設一個

「團體」的核心概念，則在缺乏「鳥瞰」的視野下，「分化」的問題將難以得

到適當的爬疏。以上僅就一個「團體」的觀念建立此論文的「核心概念」，試

圖說明圍繞此概念的相關問題，提供一些「前理解」以利論文的「合法性」

研究。 

 

 

第二節 前輩學人研究成果探討 
 

即使我們承認「科學史」的發展進展是孔恩所說的「革命的結構」，亦即

兩個「典範」是「不可共量」，則「新典範」是無需立基於「舊典範」的基礎

上。然而，在「人文領域」下，尤其是在中國傳統學術當中，孔恩的意見明

顯地難以成立，這也就是說不論在「材料上」或「方法上」，人文學科的演進

在很大一部份必須藉助前人研究成果上的啟發，所謂「啟發」，當然有其「正

                                                 
26 這並不說歷代儒者所理解的「聖人圖像」是一模一樣，明顯地差別是，清儒著重儒學的「實

踐性格」及「經世致用」之道；宋儒則是偏向「內聖之學」的德行事業。詳細論述可參前

註書中的第二章及第三章。 
27 事實上，這種「歧見」的產生與分化的結果，對儒學不必然是個不好的現象，在某一意義

底下，此一現象也反映出孔子追求「真理」的態度及儒學「生生不息」的延續原因，此將

留待第四章再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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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與「負面」的意義，但不論為何，這就意味著我們有時必須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文化與文明才得以繼續的前進，學術上的發展更常是如此。 

然而當我們在回顧某一人物、主題、範疇、思想等研究成果時，一個最

為簡易的劃分或觀感即是：正反雙方的意見為何？這也就是說一個被研究的

「對象」，本身所散發出的訊息，在「詮釋者」的解讀上必然會出現以下三種

態度：肯定、否定與介於兩者之間。一個簡單的操作是，或許我們能在「三

者」的交叉論證下，取得我們心目中的「真相」。然而如果我們用這種模式去

理解研究「孔子」的成果，我們會發現很難再「接下去」說些什麼。很大一

個原因在於很少人會否定「孔子」（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經典性」代表。

職是之故，在上述「一個相同脈絡下的詮釋」的視野下，大家幾乎都站在「肯

定」的一方，更重要的是，反方意見卻是不構成「價值」學說來看待。28我們

顯然不能站在反方「非理性」的思維立場，但我們想要以「交叉論證」的框

架將不能適用在「孔子」的身上。 

不過，這並不妨礙我們對歷史上「偉人」的肯定態度，重點在於我們是

用何種「方法」或「觀點」來闡述這一「肯定態度」。如果我將焦點鎖定在現

當代對「孔子」的研究著作中，我們會發現對孔子的「肯定態度」是呈現「多

元化」的發展，不過基於個人的有限學識，此處實無法對這一「多元化」成

果作地毯式的介紹與分析
29，而是就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或「觀點」提出些

許意見。然而，對個人來說的另一項困難是，如果我要找到某一研究成果是

符合上述「問題意識」中，欲以「孔子弟子」切入當作研究孔子的「施力點」，

則將是極其困難，通常的處理模式不外乎是單單研究「孔子」，或單單研究「孔

子弟子」，頂多是在研究孔子時，稍微提到「孔子弟子」。限於個人學識，至

今無法找到一本關於將上述這兩個軸線（「孔子」與「孔子弟子」）作「有機

融合」的研究，所以在下述討論的範圍中，將就這兩方面的著作分別討論。 

 

 

                                                 
28 此指如 1919 年「五四運動」中，在「打倒孔家店」旗幟下的批評孔子的言論。或如「批

林批孔」時期下的意見等。 
29 此類書籍可參考：張岱年主編：《孔子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年）。湯一

介、張耀南、方銘主編：《中國儒學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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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孔子的研究討論 

關於對「孔子」研究的討論，我先交代呈現前輩學人研究成果的方式，

我用三個詞概括：「歷史家」、「思想家」與「哲學家」。顯而易見的是，這種

「貼標籤」的作法又將流為「刻板印象」，不過我論述的重點在於說明某位研

究者的基本立場，事實上，一位研究者不可能單純的堅守某一色彩（如果他

是位出色的研究者），在某一程度上，他必定與其他領域相互重疊，以求最好

的研究效果。以下簡略的說明。 

（一）「歷史家」的研究成果 

這裡我要探討是「歷史家」下的兩種類型的著作：一是「傳記型」的著

作；一是「考據型」的著作。這兩種類型都是中國傳統史學擅長表現的形式，

前者源自於中國「紀傳體」的傳統；後者是「乾嘉考據學」的延續。「傳記型」

的著作我以錢穆的《孔子傳》30與李長之的《孔子的故事》31為例。此二書之

所以歸為「傳記型」的著作，乃是依據此二書的體裁皆是「編年體」，依年繫

事地說明孔子的一生。雖然都同為「傳記」形式，但兩者所呈現的孔子面貌

卻有很大的差異，關鍵在於撰寫者的「操作模式」。李氏的作法是試圖要將時

空回復到二千五百年前，他說「我們講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

孔子在當時是怎樣生活著，以及當時人（各式各樣的人）是怎樣看待孔子的」，
32李氏的作法達到多少我們暫且不論，明顯地是他將「孔子」這一課題「活潑

化」了，也就是說，在某一程度上，他避免了將孔子「僵硬化」，也拉近了我

們對「春秋時期」的距離。然而李氏在詮釋孔子思想上，似乎有時很難把握

其精髓，尤其是對儒家「內在超越」的性格無法理解，如將「五十知天命」

說成「命是一種迷信說法，孔子到無可奈何的時候，就常提起命」。
33這顯然

是相當誤解的說法。至於錢氏的作品，它的一大長處在於「考據」，事實上，

對於孔子一生行歷最早及最完整的描述是司馬遷筆下的〈孔子世家〉，然而對

                                                 
30 錢穆：《孔子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年）。 
31 李長之：《孔子的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此書實際寫於 1956 年，見作者

〈後記〉。事實上，此書若歸為「文學家」的著作將更為適合，因為它更注重文字的通暢優

美（包括詩歌的白話翻譯）、情節的安排及人物的性格表徵等，類似作品如楊佐仁、宋均平：

《孔子傳》（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32 李長之：《孔子的故事》，頁 131。 
33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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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於《論語》或《左傳》等記載，《史記》的記載有其錯誤，所以錢氏的「考

證」工作當然有其重要性。然而錢氏在處理孔子思想時免不了落入「微言大

義」的模式，也就是說孔子不僅是個「早熟」人物，孔子一生的言行似乎都

被解釋為一個原因─「成聖」。這種「歷史目的論」的作法顯然是有其危險性。

綜觀二書，並沒有真正深刻地挖掘出孔子及其時代的意義，也就是說在「時

代如何去推進孔子」與「孔子如何去推動自身」的面向上，常是流於「表象

因素」而非「內在理路」的說明。 

至於「考據型」的著作，當推錢穆的《先秦諸子繫年》34，此書最大的貢

獻在於兩點：一是在「考證」方面，是清代以來對先秦諸子考證的集大成之

作；第二是就「學術史」的角度，此書破除了《漢書‧藝文志》對先秦諸子

「九流十家」的門戶之見。所以此書我雖列為「歷史家」的著作，實際上的

意義是遠大於此。首先，我們先說明此書「問題意識」的形成，錢氏認為前

人在考論諸子年世，犯了以下三種毛病：35 

第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治墨者不能通於孟，治孟者不能通於荀。

自為起迄，差若可據，比而觀之，乖戾自見」。 

第二、「詳其著顯，略其晦沉」，「故於孔孟荀則考論不厭其密，於其他諸子則

推求每嫌其疏。不悟疏者不實，則實者皆虛」。 

第三、「依據史籍，不加細勘」，「前人為諸子論年，每多依據《史記‧六國表》，

而即以諸子年世事實繫之。⋯⋯然《史記》實多錯誤，未可盡據」。 

簡單地說，錢氏認為前人治先秦諸子者，犯了「個別性」（不以「學派」

為考察）、「偏差性」（只著重「儒家」一派）和「驗證性」（只依《史記》年

表繫事，作者主要依《竹書紀年》一書辯駁《史記》的謬誤）。事實上，以上

三點是環環相扣的問題，關鍵在於若沒有一個「整體」的視野，「個體」易流

                                                 
34 此書版本眾多，本文所據版本為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外一種）》（河北：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 年）。又「考據型」的相關著作有，駱承烈主編：《孔子祖籍考》（河南：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7 年）。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山東：齊魯書社，2004 年）等。後一

本書可以說是「書目提要」型的著作，分「經」、「史」、「子」、「集」和「叢」五部，凡五

十七類，乃是全面性針對歷代曲阜人士文獻著錄的考證最新著作，對我們瞭解儒家文獻的

著錄、淵源、流變、版本、辨偽等很有幫助。 
35 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3~4。為便於說明，以下引文乃是「剪裁」的引用，非照原

文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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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架空式的想像當中，而「個體」若沒有掌握好「時間點」的正確性，「整體」

樣態的理解也將被「歷史記載」所蒙蔽。因此，此書可以說在「學術史」、「思

想史」及「考證」上，突破歷來的相關研究。對此，書中的內容乃針對以上

問題而發：第一部份「考辨」四卷，含「孔子生年考」以下一百六十三篇專

論，主要是考論諸子生平行歷之相關問題。第二部分「通表」四篇，與「考

辨」四卷的時間相應，主要作用在於「依表繫事」，分先秦學術為四期：「淵

源期」（說明孔子一生及其弟子事業之一部分）、「醞釀期」（說明墨子一生及

其弟子，又孔子弟子晚出一輩）、「漫爛壯盛期」（列述商鞅、申不害，下及惠

施、莊周、孟軻、宋鈃、許行、陳仲等）及「結束期」（表列自荀卿、公孫龍、

鄒衍，下及呂不韋、韓非、李斯）。36第三部分為「附表」三張：「列國世次年

數異同表」、「戰國初中晚三期列國國勢盛衰轉移表」及「諸子生卒年世先後

一覽表」。 

列出此書的內容，其用意在於說明任何人翻閱此書皆可體會作者「用力

之勤」，類如清朝學者窮其一生只為校勘、校讎幾本書，這對現代人來說是沒

有人願意作的工作，職是之故，此書將是我們論述孔子及其弟子的最厚實的

材料，當然，近世由於出土文獻的相繼問世，我們對於先秦學術的概觀已有

長足的進展，這是我們要補足錢氏著作的地方。
37 

                                                 
36 以上錢氏所分先秦學術四期及其代表人物，蓋節錄錢氏一書所列，可自行詳參其內容（見

書頁 545、555、569、582）。惟當中獨缺「老子」一人，錢氏認為戰國所言老子者凡三人：

老萊子（《論語》中之荷篠丈人）、太史儋（周烈王時人）及詹何（楚人，與莊子略同時），

而《史記》不辨，乃混此三人合為一傳。又錢氏主張《老子》一書當在莊子之後，成書於

戰國時期。詳細意見請參《先秦諸子繫年》，卷一「四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卷二「七二  老子雜辨」，頁 34~39、234~260。或參氏著：《莊老通辨》（臺北：東大圖書

公司，1991 年），卷上〈中國古代傳說中之博大真人老聃〉、〈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

察〉、〈在論老子成書年代〉及〈三論老子成書年代〉四篇，頁 11~112。 
37 「出土文獻」的研究近年似乎成為顯學，從「馬王堆」到「上博簡」，新的先秦資料與研

究成果不斷的出現，我們不僅對許多典籍有了改觀（如《老子》、《周易》、《列子》、《文子》、

《孔子家語》等），乃至「重寫先秦學術史」的呼聲不斷的出現。在此不細論這些問題，只

提出廖名春的一個觀念作為大家參考，廖先生曾於 2003 年 10 月 29 日假本系發表〈試論

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內容與思想〉一文，席間，他認為當今許多出土文獻的研究都是（足

球上）「越位」的工作，這個意思就是說「地基」的工作可能還未完成，就有人在蓋「高樓」

了。我們不一定要以廖先生的意見為意見，不過他的話卻是很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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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何謂「思想」及「思想家」？它與「哲學」或「哲學家」有區別，這問

題的爭議恐怕比釐清「孔子」本身還要複雜，不過我的著眼點乃在於中國近

代慣有的研究方式，簡單的說可分為三點來談38：第一是以某一對象的「核心

主張」來做論述的主旨，如孟子的「性善論」、董仲舒的「天人感應說」、郭

象的「獨化自性說」、戴震的「血氣心知說」等。第二是以中國傳統學術中所

本具的某些「基礎概念」來切入各個學說體系，其意義在於一方面衡量這些

概念在各個學說的定位與價值；另一方面用以觀察這些概念的演變發展情

形。這方面的工作如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叢書39、張立文主編的《中國哲

學範疇精粹叢書》40、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41等皆是。第三是受

西方哲學的影響，將西方固有的「哲學主題」置於中國學術的脈絡當中，發

掘被研究者在這些哲學主題的可能意涵，這些哲學主題如「形上學」（「本體

論」、「宇宙論」）、「知識論」、「倫理學」、「心理學」、「社會與政治哲學」、「藝

術哲學」、「宗教哲學」等。 

如果我們用上述這三個研究方式來看「孔子」的研究，前輩學人已有相

當多的嘗試與努力。除了第二類的綜論型研究外，第一與第三類的研究並不

是可以截然二分，這並不說孔子沒有「核心主張」（如「仁」、「正名」等），

而是說孔子作為一個「原創型」人物，他在思想上的多面向開創意義有時較

諸單舉「核心主張」更有意義。若我們統觀這兩類的研究，一般可分為「單

篇」和「著作」兩種形式的表現，單篇如：「孔子的仁學思想」、「孔子的中庸

思想」、「孔子的忠恕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的倫理思想」、「孔子

                                                 
38 以下三點的分法，參較杜保瑞：《論王船山易學與氣學並重的形上學進路》，第一章第一節

「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研究進路之方法論檢討」（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5 月），頁 7~17。 
39 《中國哲學原論》收入《唐君毅全集》中，分為「導論篇」（卷 12）、「原性篇」（卷 13）、

「原道篇」（卷 14~16）及「原教篇」（卷 17），皆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1991 年。 
40 《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分為「道」（1989 年）、「氣」（1990 年）、「理」（1991 年）、「性」

（1996 年）、「心」、「天」、「變」等書，皆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或臺北七略出

版社出版。 
41 此書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69 年。「心性論」似乎為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宗，類似著作

又如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蒙培元：《中國心性

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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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思想」、「孔子的藝術思想」等等，種類實在太多，故僅列此數種。至

於著作形式，若不意外的話，通常是將上述的某些「單篇」合為一本著作，

再冠以「孔子學說」研究等書名，如陳大齊《孔子學說》42、韋政通《孔子》
43、匡亞明《孔子評傳》44等等。關於以上所舉的研究成果，我們並不細就內

容來加以論說，而是以概括的方法意識來說明。事實上，這些前輩學人的研

究成果，可以說是總結中國傳統學術的最後「殿軍」者，這意義在於兩方面：

一是繼承「學案式」的結構表現；二是如實地「排列」出被研究者本具的思

想內涵。在於前者，它必須先介紹研究對象的「生平遊歷」、繼之說明研究對

象的數個「思想面向」、最後可能說明它的「影響流傳」等等。至於後者，就

如同上述所說的單篇形式，研究者很「如實」地介紹被研究者的言行當中所

表現出的思想內涵。針對這兩點，我們並不否認它研究的「合法性」及切合

「文本」（研究對象）的「真實性」。不過我們或許可以很容易的發現，「排列

的有效性」在此造成我們最大的爭議。在於前者（「學案式」研究），「生平遊

歷」、「思想面向」與「影響流傳」看似是無連結的三個「獨立個體」（我這樣

說的意思並不是說每一個研究者都是這樣處理，只是說明此類研究的某些概

況），於是，一個「主體」就有可能被切割為三個互無關係的「部分」所理解。

在於後者（「排列」的呈現），我們舉韋政通先生《孔子》一書為例，此書最

大優點在於作者已經脫離了「一個相同脈絡下的詮釋」，強調研究不能作「架

空式」與「斷頭式」的學問，若不先瞭解背景，我們難以清楚被研究者的思

想由來及其為何如此演變。45然而我們若看此書後半部五至九章所呈現的內

容：五「孔子的性格」、六「孔學的基本觀念」、七「孔子論修身」、八「孔子

論人」、九「孔子論教育」，或進一步的細看一節中的內容，如第八章第四節：

                                                 
42 陳大齊：《孔子學說》（臺北：正中書局，1964 年），臺初版。 
43 韋政通：《孔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44 匡亞明：《孔子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45 作者認為「如對孔子以前的傳統，以及孔子的時代與環境，沒有一些認識，未必真能瞭解

它的意義。」見韋政通：《孔子》，頁 60。又作者在第四章「孔子與魯國」的引言當中即說

明探討魯國「人文環境」的重要性：一是魯文化的特色，一是魯國的政情。「探討前者，是

要瞭解孔子這種人格類型的形成與陶養的文化氛圍；探討後者，……使我們體認他前大半

生的存在處境，以及思想與人生實踐的密切關係。」（同前，頁 85。）作者認為若沒有這

些「背景」的瞭解，孔子的面貌不免又要成為「在古文家來，孔子是一位整理古史的史學

家；在今文家又變成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家。在理學家的心目中，又不免把孔子宗教化。」

（同前，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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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人格－君子」，列舉了「君子的理想」、「君子的修養」、「君子的才能」、

「君子的言與行」、「君子之處事」及「君子之為人」等六點。在此我們不難

看出，不論是各章的排比，甚或一節之內的排比，都不能說是「有機的排列」。

類似的作法我們在「最後的儒家」46─「梁漱溟」身上也可以看到，他在《梁

漱溟先生講孔孟》47一書中，雖然宣稱前儒（主要指理學家）研究孔子的缺失

是：48 

不在功夫上去驗證，事實上去說話，只從符號上去講求，終無頭緒。

最要緊的方法，是要把符號用事實去驗證出來。除此以外，都不成功。

換言之，即是要實地去作這種生活，方可以講這個東西。要把他當作

思想或哲學客觀的研究，完全不能講。 

梁氏的看法我們可以不論，但他顯然是從東方特有的「生命學問」去論述孔

子，也就是認為從「實踐」的角度才有辦法真正掌握孔子的真面目。然而他

的作法是歸納出「十四種態度」來呈現孔子：（一）仁，（二）樂，（三）納言

敏行，（四）看自己，（五）看當下，（六）反宗教，（七）毋意必固我，（八）

非功利，（九）非刑罰，（十）禮樂，（十一）孝弟，（十二）不遷怒、不貳過，

（十三）天命。此種歸類的方法我們不能說不好，不過這種排列組合並不容

易拼湊出一個活生生的孔子，或許僅能描繪出坐在孔廟中的孔子。很顯然的

事實是，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機械的排列」很難突顯研究對象的「核心概念」，

相對地，也就落入一個「扁平化」的形象當中。 

不過以上僅是我們對「思想家」研究所做的籠統概括而不甚公平的說明，

事實上，在眾多的材料與細部的觀點上，本文必須大量藉助這些研究成果與

看法，這些討論將在正文中說明。 

 

 

                                                 
46 此稱號源於（美）艾愷（Alitto，G.S.）的著作：《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

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王宗

昱、冀建中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47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講孔孟》（河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此書書名梁氏自

署為「孔家思想史」，是梁氏早年的講學記錄，由其學生李淵庭及其妻閻秉華整理，並改此

書名，詳細情形見書末「《孔家思想史》整理後記」。 
48 同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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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學家」的研究成果 

如同我在「思想家」開頭所說的，我並不打算說明「哲學家」與「思想

家」有何差異，49我的著眼點在於區分上述「中國傳統」之外的一些「新視野」

下的作法，這並不是否定「東方作法」的成果與價值，只是為了討論上的便

利而作此劃分。以下我將討論英美學界對「孔子」研究的三本著作及林啟屏

師的一篇專論。 

西方世界對「孔子」（儒家）或中國文化瞭解的肇端，應始於十七、八世

紀的耶穌會傳教士，當然在經過一、兩百年的瞭解過程中，起碼在今日學術

界中，持西方的「文明中心論」與「普世價值」的立場減少很多，這也就是

說在「多元價值」的視野下，「東方文明」並不是作為突顯「西方價值體系」

的「參照點」，而是「東方文明」能作為「西方價值環節」的「助益者」。這

一轉變，除了「技術問題」外（如翻譯的普遍、資訊的交流、交通的便利等），

很大一部份原因在於西方能漸漸擺脫「自我本位」及真正思考東西方文化上

的差異，繼而能擺脫「自我本位」的立場，於是東西方就能避免「衝擊─回

應」的思考模式，其結果才有可能進一步的交流以及互益。這一基本「預設」，

正是以下三位作者的一貫立場，以下稍作說明。 

第一位是顧立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的《孔子與中國之道》50

                                                 
49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黃氏編譯：《史學方法論

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 年），頁 151~201。此文最主要在討論歐美學界思想史

方法論的兩大陣營：以羅孚若（Arthur O. Lovejoy）所倡導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

研究與以布林頓（Crane Brinton）為代表的「思想史」（Intellectural History）研究。此文

強調思想研究若著重「單位觀念」或「環境」等一方，皆有其利弊得失，這對於我們在研

究「思想」的方法論上，有很大的啟發。黃氏對於「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區分在於「哲

學史所研究之對象為某一哲學傳統之持續與變遷，其分析之重點尤在於某一哲學體系內在

之邏輯關係。而思想史所研究之對象則為思想經驗之持續與變遷，其重點尤在於透過通史

以把握此思想變遷之歷史意義。」（見頁 152）黃氏所界定的概念相當清晰且其意義一般為

大家所認同，然鑑於此處「哲學家」研究成果實已超越黃氏的區分，故今不以此作意義上

的區分。 
50 就目前所及，個人得知此書的中文翻譯著作有二：高專誠譯：《孔子與中國之道》（河南：

大象出版社，2000 年）。及 Greel 的學生－王正義（王西艾）譯：《孔子與中國之道》（臺

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王譯篇幅較高譯少了相當多，不過王譯有許

倬雲及錢存訓序，對瞭解 Greel 的生平和學術成就有很大的幫助，然本文所討論的版本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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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1949），此書分為三大部分：「背景」、「孔子」

與「儒學」。我們可以發現顧氏的前理解是相當周密的，在前三章的「背景」

說明部分，首章他先說明「傳統說法與實情」，重點在釐清後儒的攪擾；第二

章「研究孔子的依據」，說明材料文獻的問題；第三章是「孔子時代的中國」，

重點在說明孔子所承繼的歷史與當時的時代氛圍。在「背景」釐清的前提下，

顧氏如何呈現出一個「真實的孔子」呢？他的作法類似「思想家」但又有一

個「統一」的視野，即從孔子的各個「身份」切入來呈現出孔子的主體性。

顧氏在第二部分「孔子」中，共羅列七章來呈現孔子：「生平紀事」、「人」、「弟

子們」、「教師」、「學者」、「哲學家」、「改革者」。我們可以發現顧氏先將孔子

的總體經歷先交代一遍，在立基於孔子是個「人」的前提下，說明這個「人」

所具備的各種身份。他這種作法的優點在於具有「辨識性」，這也就是說當我

們用上述梁漱溟先生認為孔子的「十四種態度」來說明一個人時，別人以為

我們是在講孫中山而不是孔子，因為歷史上的「偉人」總是大部分符合梁氏

所言的條件。但更重要的是身份的具體內容，因為我們一般人常會被眾多的

「抽象性」語言或概念所誤導，而不就事實的內容來判準。這些語言的運用

常常讓我們不依靠理性事實而是感情衝動來行事。同樣地，顧氏使用「教師」、

「學者」、「哲學家」、「改革者」這四種抽象語言來呈現孔子依舊可能會誤導

讀者，這時顧氏的作法就是將「思想家」的資料最為背景，作很充分地有機

組合，說明孔子如何當「教師」，他的教書方式如何，效果如何等。說明孔子

身為一個「學者」的身份，可能作了哪些工作及其意義。而他作為一個「哲

學家」，他有那些主張並如何透過這些主張去幫助人民。最後是他的主張使他

成為一個「改革者」，並闡述他的政治原理。顧氏作法的另一個特色是他不完

全滿足於中國的材料，在必要之時，他引用西方的歷史與哲學來佐證他的觀

點，例如講到孔子的「恕」，就說到康德的「無上命令」；講到「聖君賢相」

就連結到柏拉圖的「統治者應該是哲學家」等等。這種東西對話的優點，我

認為起碼有兩點：第一是它具有強烈的「驗證性」，因為當只有一方在說話時，

我們很難判斷真相到底為何；第二是這也容易說服他人自身的優缺點。例如

顧氏在說明孔子的政治主張時，他認為其學說優點是相當接近當今的民主精

神（主要是培養有賢有才的官僚系統、以人民幸福為導向及相信人人在本質

及權利上的平等主張），可稱為「民主主義的先驅者」；缺點則在於「管理機

制」上，「有才之人無法被任用」及「民眾無法真正影響政府」。顧氏認為這

                                                                                                                                       
是依據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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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孔子無法像古希臘有「選舉制」可以選擇，當時的中國不可能有人想

得出這辦法，故孔子只好就改造體制內部來著手。如此分析驗證，是較可以

說服他人的。總之，在顧氏的眼中，孔子是「革命者」、「現代民主主義的奠

基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顧氏的研究成果雖有些「樂觀」，不

過此書成於 1949 年，相較於同時期的著作，我們仍是要稱讚它的獨特眼光。 

第二本著作是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1921~）的《孔子：

即凡而聖》51（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1972）一書。此書是英美學

界研究孔子的經典性代表作，作者是分析哲學家，故在書中的許多問題分析

都是從「語言分析」的角度切入，因此在個人的閱讀觀感中，此書首先讓人

想到「語言」的問題。眾所周知，文化傳播的首要課題就是「語言」，語言的

阻隔所牽涉到最深層的問題就是人的「主體性」，這就是說「語言」的表達與

「儀式」的活動，正象徵人是「存在」的命題。前者（語言）透過對過去、

現在及未來的表達，說明「人」的存在；後者（儀式）透過將人從「凡俗」

變為「神聖」，又將「神聖」帶入「凡俗」的過程，呈現出「人」的主體。之

所以點出此點，正是說明此書作者對孔子思想進路的探討及其問題，以下即

從「語言」及「儀式」兩點切入，作一簡要說明。首先就「語言」來說，作

者並不懂中文，所以他必須透過各種《論語》譯本以對孔子哲學進行分析52，

這是首要的語言障礙。與語言有關的是「翻譯」的問題，作者是相當有自覺

意識來看此點，他認為在早期孔子思想的翻譯者當中，「有博學的天主教學者

和神父，以及虔誠的新教傳教士，⋯⋯無論如何，當初，西方人是以其本能

的或直覺的方式來解讀《論語》的，而且還不自覺地受到了用基督教術語、

用歐洲思想的術語來思維的束縛。」53在更晚近的翻譯中，前述的翻譯色彩被

歐洲思想，強調「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觀點所取代，作者認為這種

翻譯是一種「觀察人類的方式」而非「孔子的方式」。在疏清西人翻譯者的問

題後，作者認為解決問題途徑必須「向原典設問」，所謂「設問」，作者定位

在「用自己的話語來揭示或闡明他（孔子）的思想」，亦即作者不僅要撥清西

                                                 
51 （美）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著，彭國翔、張華譯：《孔子：即凡而聖》，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 
52 作者說明他所參考的翻譯本有：詹姆士‧理雅格《中國經典叢書‧論語》、阿瑟‧韋利《孔子

的論語》、H.G.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與《用歸納法研究中國文獻（Ⅱ）》、丹尼爾‧萊斯

列《孔子》及茂樹貝冢《孔子》等。見上書頁 80。 
53 同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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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前人的翻譯色彩，也要「竭力避免引入詮釋性的材料，我們知道，這些材

料是後世中國的注釋或評論。」在此我們很清楚知道作者意欲擺脫「古今、

中外」所賦予孔子身上的各種「意識型態」。然而我們要問的是：作者又如何

擺脫自身的意識型態呢？作者認為唯一的途徑就是「要親自進行獨立的文本

分析，直到我相信它和原著的哲學觀點相契合為止」。這也就是說作者試圖透

過客觀的哲學角度，審視那些他大量依賴的翻譯二手材料與評論，以符合孔

子的哲學。我們在這裡可以隱約的發現，作者對於處理東西文化差異的立場

是強調「同一性」，這也就是說，作者預設「人」存在所遭遇的問題是無所差

別，所以他認為時空或古今相異，對他來說並不構成問題。但緊隨在後的問

題是，作者所操作的這個「哲學角度」是否符合孔子，這似乎又重回作者「意

識型態」的「主體性」問題。 

再來就「儀式」這點來說，作者提供我們一個研究孔子哲學的思考進路。

此即作者試圖說明人透過「禮儀」的過程，來理解與說明達到「仁」的可能

性。因為他認為「原生態」（raw）的人，必須要透過社會規範（禮），才能轉

化成為人所特有的美德或德行的存在，作者在這裡所認為的「禮」，他認為是

「美觀而有效的禮儀要求行為者個體的『臨在』與所學禮儀技巧的融合無間。」
54如果套用孔子的話，作者不僅強調「禮之本」，也相當重視「禮之文」，他深

信透過禮儀行為的實踐，禮儀的神聖性便落實在個體的言語、行為及態度上，

更進一步地，人群透過禮儀使整個社會脈絡更加完善。所以，作者認為達到

「仁」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禮儀」，依作者的話就是「一條沒有十字路口的

大道」，所謂「沒有十字路口」，作者認為孔子所提供的「仁」，是沒有選擇商

量的空間，「要麼堅定不移，盡力行道；要麼過於軟弱無力行道，不入歧途，

徬徨不定，尋求虛名浮利和個人舒適的海市蜃樓。」55因此，我們在這裡所看

到的「仁」，常常是變為「二選題」，「要」與「不要」的哲學問題，這裡所呈

現的嚴重問題是「仁」的「超越層面」消失了，這也是本書哲學詮釋的最大

缺失，因為作者一直就禮的「具體性」和「外在性」規範來論「仁」，認為孔

子的「仁」是沒有心理因素的成分在內，就是「在掌握『禮』所要求的行為

技能後就能獲得『仁』」。56我們在此只看到孔子「外在性」與人際關係中各種

                                                 
54 同上，頁 8。關於「臨在」一詞的意義，可見馬賽爾（Gabriel Marcel，1889~1973）的

說法。詳參陸達誠：《馬賽爾》（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 
55 同上，頁 21。 

56 同上，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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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如忠、孝、信、誠、義等）的注重，「超越性」的儒學性格丟失了。儘

管此書有許多個人以為不盡人意之處，但總體來說，它仍是對孔子的哲學有

相當的把握，對閱讀者來說，也是一種嶄新的體驗。 

第三本著作是（美）郝大維（David L. Hall）、安樂哲（Roger T. Ames）

合著的《孔子哲學思維》（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57相較於前二

本著作，此書的作法較類似於「思想家」的作法，亦即他重視「觀念」的研

究而較少提及「環境」對思想的影響。這從此書抽立四個面向來作分析即可

窺知：第二章「人格論之比較」、第三章「社會政治觀之比較」、第四章「天

道觀之比較」及第五章「概念論之比較」。不過，我們在此發現以上的章名皆

有「比較」二字，則我們要發問三個問題：第一、孔子與什麼比較？第二、

比較的方法為何？最後，比較的基礎是什麼？以下即針對這三個問題作一說

明。 

首先，兩位作者在此書所要建立的就是一個「比較哲學」的方法。不過

作者認為，在比較之前，必須先擺脫西方「自我文化中心論」（ethnocentrism）

的立場。這個立場我們在「哲學家」的前言就已提及，不過作者進一步說到，

對「自我文化中心論」所衍生出的「普遍主義觀」和「霸權心態」的揚棄，

對「搖搖欲墜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共同批判，代表了西方思想界的一場

真正的革命。」58在這裡我們若撇開「全球化」的問題不談，至少在思想界中，

西方與非西方的平等的位階平臺已逐漸形成。在這一立場下，作者認為「比

較哲學」是要「試圖在一個明顯的歷史參照框架中，在中西兩個文化間穿梭

比較。」59其目的不僅在探究中國（孔子）哲學的價值，還要成為豐富和改造

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源。話雖如此，在「比較」之前我們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

「語言文字」的不同，也就是上述的「翻譯問題」，不過作者的看法略有不同，

他們認為翻譯所牽涉的層面並不只是單純的「語言轉換」，作者即指出「對於

任何西方人文學者，如果他們試圖使用『翻譯過來的』中國材料，無論是文

本的還是觀念的，則最大的障礙不是譯文的句法結構，而是那些賦予他意義

的特殊詞彙。」60這一特殊詞彙我們以東方的「天」和西方的「Heaven」，所

                                                 
57 中譯本為蔣弋為、李志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 
58 見上書〈序〉，頁 3。 
59 同上，頁 4。 
60 同上，頁 6。此一說法等於點出芬格萊特藉由分析翻譯文本，以得出孔子哲學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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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兩套「預存觀念」（presuppositions）的對比即可知。這一問題使「翻譯

語言貧困化」，其結果是被翻譯者（如《論語》）已不具有自身傳統的文化意

義，作者認為，在這個意義下，這些（典籍）便不值得研究也不具有哲學意

義了。我之所以提出作者這一看法，將與下文的討論有關。 

第二是比較的方法為何？作者在「緒論」的第一節：「比較哲學的方法」

提出四點（應先說明的是，以下除「問題法」外，其餘三種名稱皆是個人歸

納立定的）：第一種是「同異法」，這是在假定差異不可改變的前提下，指出

每種文化背景的最大特點為何；或者假定一個包括所有思想家在內的「解釋

共同體」（hesmeneutical community）。作者認為這一作法的缺點在於使人們去

注意「同」的一面而不是「異」的一面，而陷入跨文化的極端。第二種是「範

疇法」，此種方法在上述「思想家」的第三類已提及，就是在跨文化的比較下

用「相對中性的範疇」來加以評價，作者認為此類「元哲學」的研究只不過

是康德《純粹理性批判》一書中未竟的工作，也就是提供了一個純粹理性的

歷史，當中可供選擇的「理論圖式」成為思想確立的框架。第三種是本書應

用的方法─「問題法」，這一問題法是接續上述作者的研究意識，他說「我們

努力從西方文化的背景中找到一些特殊的問題，然後用孔子的思想作為一種

工具，精確地闡明這些問題的關鍵所在，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61很顯

然的目的是，作者藉由探討孔子哲學的價值，作為解決中西哲學與文化的「中

介」。62第四種是「預設法」，作者的立意在於過去西方對於中國的研究，不論

是立足於西方傳統，或是用西方哲學範疇來論述中國的傳統，最大的缺點都

在於無法找到支配中國傳統的「預設」，這一「預設」即是哲學討論的基礎，

也就是說沒有清楚而明確的預設，交流都將成為曲解。 

最後是說明比較的「基礎」為何。這也就是前述第四點的「預設」，作者

在「緒論」的第二節：「用比較方法研究孔子的幾個預設」，提出了研究孔子

思想應先具備的三個觀念：一、「內在論的宇宙」；二、「概念的兩極性」；三、

                                                 
61 同上，頁 3。 
62 事實上，作者是以三本書來完成中西思想比較的工作：第一部即出版於 1987 年的此書。

第二部《期望中國：中西文化敘述思微》（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1995）。第三部《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

（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 ，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出版於 1995 年。此書亦有翻譯本，見施忠連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由此看來，不論是作中西文化或哲學的比較，「孔子」是首要不可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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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解釋問題的背景」。63事實上，這三個觀念是藉由以下三組「東西方

哲學傳統」的對比，突顯出孔子思想的特色：一、「內在性」（immanence）與

「超越性」（transcendence）；二、「兩極性」（polarity）與「二元性」（duality）；

三、「傳統性」（traditional）與「歷史性」（historical）。這三組觀念，「前者」

皆用以代表孔子思想的間架，「後者」是代表西方哲學的傳統，而以第一組為

核心觀念。很顯然地，此處無法在此有限的篇幅論述這三組涵義豐富且具爭

議性的課題，對此，李明輝師已提出兩篇非常嚴密的專論64，李師兩篇文章的

重點皆是在反駁此書作者認為中國傳統（孔子）沒有「超越性」的概念，在

此已不容我贅述這個問題。然而關於孔子有無「超越性」，我在下文論述林啟

屏師的文章中將再提及，在此我必須先提出兩個質疑：第一，假若孔子思想

中無「超越性」，則「儒學」何以又被稱為「儒教」，或者說他如何成為雅斯

培底下的「軸心期」人物。第二是承續上述的「翻譯問題」，作者雖已客觀的

意識到中西哲學是各自有一套「預存觀念」，然而他們卻用西方「外在而超越」

的框架來詮釋中國「內在而超越」的理路，以此證明中國沒有「超越性」的

思想。當然我們可以認同中國沒有西方嚴格意義下的「超越義」65，不過這並

等於說中國沒有屬於自己的超越性思想或概念等，如果作者不認同此點，則

他們不就又自陷於自我揚棄的西方「自我文化中心論」嗎？若是如此，則雙

                                                 
63 事實上，這三組觀念在以下三篇文章已經提出：見兩人合撰的〈殊途同歸－詮釋孔子思想

的三項基本預設假定〉，刊於《大陸雜誌》第 68 卷第 5 期，1984 年 5 月。及〈孔子思想

中「義」概念涵義的再檢討〉，刊於《史學評論》第 8 期，1984 年 7 月。另一篇是安樂哲

所著的〈孔子思想中宗教關的特色－天人合一〉，刊於《鵝湖月刊》第 108 期，1984 年 5

月。 
64 第一篇是〈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收入氏著：《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年）。事實上此文即是針對《孔子哲學思微》一書而發

的。兩位作者的回應見《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第九章，頁 232~235。李師對此再發表

第二篇文章：〈再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超越性」問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

漢學會議」，2000 年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65 兩位作者所界定的西方嚴格意義下的「超越義」是：「在原則 A 和原則 B 的關係中，如果

A 在某種意義上決定 B 而 B 不決定 A，那麼，原則 A 就是超越的。就是說，如果不訴諸于

A，B 的意義和重要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釋，而反過來，情況就非如此，那麼，A

就超越 B。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原則的支配意義要求設定以上嚴格意義上的超越。」見郝

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思維》，頁 5。簡單的說，假如 A 是「超越者」，B 是「被超越者」，

則 B 是被 A 所決定、所分析、所解釋者，而且由 B 不能反推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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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話將是沒有太大的進展。 

最後是對林啟屏師的〈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一文，略作述說。

此文「問題意識」的形成，我在上述引文中略有提及，此不再做詳細論述。

我將焦點集中在討論「心理史學」（生命史）這點上。「心理史學」這門新

學科，在西方的發展不過是近半世紀以來的事情，它所研究的對象可區分為

三種：「個人傳記」、「家庭史」及「團體史」。「個人傳記」與佛洛伊德

的心理學發展極有關係，著重「生命週期」的研究模式，其核心概念在於各

個生命週期的「危機」上。「家庭史」亦與佛洛伊德有關，但它更偏重社會

學的問題，如「家庭的大小、親屬關係的結構、家庭的流動力、歷史人口學」

等，這也就是說，「家庭史學」的研究必須仰賴「社會史家建立起某些非心

理的社會事實（nonpsychological  fact）」方可進行。至於「團體史」的研究，

則是由維根斯坦（Weinstein）與布拉特（Platt）所建立的觀念，它強調「社

會心理」的因素（指時代的趨向），可以在生命週期的任何時刻影響個人與

集體的心理，而不僅止於「認同危機」時期，繼而否認「個人」或「家庭」

的心理經驗成為社會事件的心理歷史，不過晚近團體史的研究有結合上述二

者的基本認識。66應當說的是，不論「心理史學」偏重哪一種方式的研究，它

對「人物」或「團體」作為歷史解釋的「因果關係」，卻成為當今最為重視

的方法之一。對於研究個人而言，這個意義在於我們如何理解「歷史上的巨

人」的產生及「巨人」又如何影響時代。這一「因果鎖鍊」絕非「時勢造英

雄」的機械式想像所能解決。 

「心理史學」研究最早的經典性著作是愛力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的《青年路德》（Young Man Luther，1958）一書。67簡

                                                 
66 上述引文與關於「心理史學」的發展，詳參馬茲利希著、康綠島譯：〈對目前心理史學發

展的回顧〉，收入康樂、黃進興主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 年）

頁 237~258。 
67 （美）愛力克森著，康綠島譯：《青年路德》（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愛力克森生於德國，1933 年移居美國，曾任教於哈佛大學，他的另一本心理史學代

表作是：《甘地的真理》（Gandhi’s  Truth，1969）。《青年路德》一書相較於一般的「傳

記式」著作，顯得不容易理解，這牽涉到作者運用「心理學」的分析方式及此書的論述背

景（基督教傳統與歐洲中世紀的政經情況）等。這對於一個非西方傳統且不諳心理學的我

來說，對該書的理解必定會有許多錯誤之處，然提出此書僅是作為介紹林師一文的引子，

在此先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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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地說，「心理史學」首先將一個人的一生視為動態、發展的過程，所以他

的生命必定有幾個「週期」所組成。第二是成就某人的最特殊性格、思想、

功業等，一定有「某一週期」是為最關鍵的時期（如愛力克森描寫馬丁路德

是從「青年時期」的「認同危機」著眼；描寫甘地則從「中年時期」的「創

造力危機」著眼）。第三是某一時期之所以成為關鍵時期，必定有「關鍵事

件」的產生。第四，這一「關鍵事件」所產生的（心理）意義，對日後某人

的發展有著「不可變異」和「不可逆轉」的決定性影響。不過我們必須非常

注意一點，就是「心理史學」並非「化約論」的作法，亦即不是將某人的發

展完全歸咎於「心理」的問題，事實上，他亦注重「環境」對人影響的面向，

以《青年路德》一書來說，有相當大的篇幅描述分析中古世紀的城邦背景，

尤其是敘述文義復興萌芽初期的工業資本發展、人們的行為模式轉變（階級

變動）與當時普遍心理思想上的觀點等，當然作者都是扣準路德的經歷來述

說的。 

以上是對「心理史學」的簡略說明，其用意在於沒有這些「前理解」，我

們是無法掌握林師一文的論述脈絡。此文主要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就政

治實踐上，將孔子一生分作三個時期（青年、中壯年及老年）來處理。第二

部分就思想上，分為「前期孔子」與「後期孔子」來處理。我們先就第一部

份說明，作者在此處理的手法相當清楚，就是將孔子一生的焦點與軸線交代

出來，亦即孔子一生的三個關鍵時刻所發生的「關鍵事件」，都指向了孔子一

生在政治實踐上「正名」思想的主張，而這一主張意涵著他對「周文」的「認

同感」上。綜觀作者分孔子一生為三期的貢獻在於：第一是作者在「動力因」

上的解釋。我們知道，如果我們要完全依照愛力克森的作法來解釋「孔子」，

至目前為止幾乎是不可能，原因在於我們幾乎沒有孔子的「心理史料」（如日

記、通信與回憶錄等），在這一先天的限制下，作者必須在隱晦不明的「史書」

（《左傳》）與絕少情境說明的「言行錄」（《論語》），勾勒出一個有起伏動態

的生命史週期，更重要的是作者必須解釋孔子「為何」會如此，也就是說除

了「孔子是聖人」的古今相同脈絡下的解釋外，作者必須交代孔子的時空背

景、遭遇的事件、心理的焦慮掙扎和思想的焦點所在等，雖然作者所提的解

釋並非作為「唯一答案」來理解，但這一脈絡的建立實已突顯出相當大的意

義。第二是作者點出孔子一生堅守「正名」主張下的「新人文價值」。簡單的

說，孔子的「正名」主張不單是政治層面的核心價值，它更突顯出在這一「秩

序世界」下，安頓個人「道德主體」的普遍性價值，亦即在孔子的信念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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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體系」不當被作為「斷裂性」來理解，即使是「政治主張」，也必然指

向「道德主體」的終極關懷上，作者認為這與「周文」所強調的封建宗法的

精神已然有別，故稱之為「新人文價值」。 

第二部分作者以孔子「五十知天命」為分界點，說明「前期孔子」與「後

期孔子」在「思想上」的轉變。作者認為「前期孔子」不論是在政治實踐層

面，還是與前期弟子的對答中，都顯示出孔子「仁義禮」一貫的思想內涵已

臻純熟的狀態。然這一內在「道德主體性」的確立，並不表示孔子對「理想」

與「現實」產生斷裂時，心中無任何的焦慮與不安。套用愛力克森的話，這

一焦慮與不安，成為了孔子心中蠢蠢欲動的「定時炸彈」，在孔子「中壯年」

之後的一連串挫折，便成為他思想轉變的引爆點。不過孔子並沒有選擇「改

革」的道路，他轉向思考「限制性」的命題（「命」），也就是從「內在性」的

道德意識中，朝向「超越性」的角度邁進。於是在「後期孔子」的思想表現

上，孔子一方面體認到客觀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則朝向超越性的「天」的思

考，而這就是孔子所謂「天人合一」的一貫之道。 

 

二、有關孔子弟子的研究討論 

相較於「孔子」的研究成果，有關「孔子弟子」的討論就缺乏「多樣化」

的表現，很明顯的原因在於「史料不足徵」也。這也就是說，孔子弟子的相

關而可靠的資料絕大部分是要依賴《論語》（另一較可靠的資料是《史記‧仲

尼弟子列傳》，不過它的敘述依然簡略），然而依據《論語》來作孔門弟子的

研究有兩個先天上的缺陷：第一，眾所周知，就形式來講，《論語》是一部「語

錄體」的書；就性質來說，它是「義理」（「思想論說」）著作而非「史書」。

基於這兩個基礎因素，不論是任何人出現在《論語》當中，他的「生平事蹟」

即是一大問題，至於「思想性格」、「人生志業」、「影響發展」等等，我們至

多基於「幾個字」（此一般為孔子對弟子的評論，如「參也愚」等）再加上少

許的「對話」，來揣測出這個人的種種。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這種作法的「危

險性」，嚴格來說，如果我們套用佛家所謂的「當下」意義，《論語》中的每

條「語錄」都應被如此理解才對，亦即《論語》中的紀錄幾乎都是缺少「情

境說明」，我們不知道為何某人（或數個人）講此話或做某事的「前因後果」，

很簡單的一個推論是：「他」所說與所做並不是他平日的表現，或是別人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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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見」等。68基於此，《論語》的某一條資料只能作為「當下」的解讀，

並不能作過多的聯結與猜測。當然，這樣說只是作為一種「主觀上」的提防

心態，如果確實如此操作，我們將很難得到什麼成果。然而更重要的是《論

語》的第二個先天性缺陷：孔子弟子的「主體性」失落。依照一般的說法，《論

語》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纂而成，它的目的顯然是記錄「老師」而非

「學生」，這種「目的」一般會帶來兩種「偏失」：就「老師」來說，如前述

「一個相同脈絡下的詮釋」，「老師」形象易流為一面倒的評價；對「學生」

而言，他是相較於「老師主體」下的「從屬地位」。職是，如果我們要真正瞭

解「孔門弟子」，非要有一「翻轉」的動作不可。這一「翻轉」動作有兩個意

義：一是恢復其「主體」地位，將他們視為有機組合的「學術團體」，而非「支

配」、「服從」、「聽教」等意義下的師生關係；二是將「孔子弟子」與「孔子」

看作「互為主體性」，這也就是說，我們固然可以從「老師」這方面來評論「學

生」，相對地，我們也可以從「學生」這方面來觀察「老師」。如果這一研究

意識能夠成立的話，孔門師生的樣貌將有所不同。 

此之所以要提出上述的問題，與以下要論述的著作有關，如果我們以上

述的「研究意識」來觀察以下有關「孔子弟子」的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實

際操作將是困難重重。應先說明的是，限於個人學識，目前為止只尋獲四本

專就「孔子弟子」的研究著作，大致可歸為兩類來說明，以下簡論之。 

第一類著作我將介紹三本書：蔡仁厚《孔門弟子志行考述》69、李啟謙

《孔門弟子研究》70及袁金書《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71。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行考述》一書，可說是民國以來首先對孔門弟子作

                                                 
68 此處只是籠統地說明我們對《論語》記錄的可靠性，並不牽涉到「版本」、「校讎」等問題。

即使是如此，我們對孔門弟子的「形象」很大一部份受限於孔子「因材施教」和《論語》

編纂的問題。相關討論將在下文述說。 
69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二版），初版為 1969 年。 
70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收入《孔子文化大全》（山東：齊魯書社，1988 年）。案此書

不易見到，僅在傅斯年圖書館尋獲。 
71 袁金書：《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應當附加說明的是另有

三本著作研究孔子弟子：一是黃俊郎師：《子游學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68 年 5 月）。二是黃紹祖：《顏子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2 年）臺修一版。

三是臨沂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平邑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共同主編：《宗聖曾子》（山

東：齊魯書社，2000 年）。此三者因為都是對孔子弟子的「個人」研究，故不列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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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專著，故應有其篳路藍縷之功。首先是對「材料」的收集分類。此書

共有二十八節，除最末二節是「孔門弟子名表」與「孔門師弟年表」外，前

二十六節共述《論語》中，顏淵以下的三十位弟子，這對於我們認識分散於

《論語》各處的弟子資料，顯然有很大的便利性。第二是作者能提綱挈領的

說明各弟子的志向或性格，這在他所立的章節即可看出，如「復聖顏子」、「宗

聖曾子」、「忠信勇決的子路」、「賢達敏辯的子貢」、「請學稼圃的樊遲」等。

第三是文字通曉流暢，某一程度表達出弟子們的「活潑」樣貌，這可以說是

作者對「資料」融貫嫻熟的表現與古文「轉譯」的運用成功。 

其次是李啟謙的《孔門弟子研究》一書。相對於上一部著作，此書規模

可以說是「擴大」來寫，我們見它的內容即知。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份

「重要弟子研究」，共列顏淵至巫馬施等二十九名弟子。第二部分「其他弟子

介紹」，共列顏幸至左丘明等六十八名弟子。第三部分為「弟子表解」，包含

「弟子國別表」、「弟子年齡比較表」、「弟子仕宦表」、「弟子及其弟子歷代受

封和配享從祀表」等。在論說此書之前，我們再看第三本書的內容。 

第三是袁金書的《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一書。此書分為兩編：第一

編是「孔子事蹟考詮」，第二編是「孔子弟子事蹟考詮」。我們的重點在於

第二編，作者共列顏回至曾皙等二十四名弟子，每位弟子一章。每節章目如

「賢哉顏回」、「外交長才的子貢」、「勇武剛強的子路」、「大孝的曾子」、

「請學稼圃的樊須」（我們可發現與蔡著的類似性）等。 

針對上述的內容敘述，並非在作「序錄」的工作，之所以不厭其繁的列

出各書的內容章目，重點在於說明我們或許可以用兩個字來概括這類的研究

成果─「辭書」。這並不是有輕視的意味，事實上，哲學家並不比思想家更能

接近真相，對於孔子弟子的資料收集、分類、連貫等確實是首要研究工作。

不過，如果我們仍舊依循這種方法研究孔子弟子，則只是將資料重新「排列

組合」一次，其效果我們已在上述的「思想家」說明了。尤其是書中的研究

面向不會超出以下五點：1、「家世履歷」；2、「生卒年」；3、「性格」；4、「思

想特點」；5、「後世評價或影響」。應當說的是，如果我們研究的對象是某一

「傳主」，則上述五點似乎已經足夠了。然而，讓我們回到「起點」來思考，

這三本書不論是「書名」還是「研究意識」中，本已將「孔門弟子」視為一

個「單位」、「組織」、「團體」等等，否則他們是不會意識到要寫此類著作。

這也就是說，「孔門弟子」在三位作者中，並不是被視為數十個獨立互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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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子」所組成。然而上述的作法卻是以各個「獨立個體」來呈現，而每

個「個體」又用上述已經形構好的五點（或五點以下）來「框限」他們。此

一作法不正是編寫「字典」或「辭典」前，先擬好「條目」與「寫作凡例」，

再據以撰寫內容。當然，這一說法是帶有偏見的意味，不過我們將在下面所

介紹的書中，得到新的啟發。 

第二類著作我將介紹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一書。72此書可說是首

部有系統地對「孔子弟子」作研究，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孔子與孔

子弟子」，主要是針對孔子「教育」與「政治遭遇」作發揮；第二部分「孔子

弟子」，主要依據《韓非子》「儒分為八」73的說法，針對孔子各派弟子的成員、

性格、思想淵源、與孔子的互動及對後世的影響貢獻等多方面論述；第三部

分「結束語：孔子弟子綜述」，對孔子弟子分化的情況作一收攝，並進一步探

討分別孔子弟子派別的更多嘗試性的作法。以下針對個人閱讀時的幾個關鍵

性說法作一討論。 

首先針對此書「問題意識」作討論。作者認為「孔子弟子」這一課題早

被歷來所忽略，忽略的原因很多，最主要在於一方面我們對「先秦儒家」的

認識僅侷限於「孔、孟、荀」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是我們接受了「道統說」，

亦即認為儒學是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的「單線傳承」的說法。

不論何者，作者認為這都忽略了某種「聯繫的中介」，這一「中介」即是「孔

子弟子」。這也就是說，不瞭解孔子弟子，我們就無法瞭解孔子儒學傳至孟荀

儒學的發展情形以及為何如此發展的原因，繼而會影響我們對整個儒家學說

發展的瞭解。作者此論雖有其合理性，但卻有「顯題化」的傾向，例如他認

為宋明理學的產生，是直接導因於「思孟學派」被人重視的緣故。但我們要

                                                 
72 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3 《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

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

之儒。」作者第二部分依據此說分為九章：第一章、「以顏回為首的德行之儒」，第二章、「孔

門中杰出的政事弟子」，第三章、「子思的思想及其歷史地位考」，第四章、「曾參的思想貢

獻及其影響」（此指「樂正氏之儒」一系），第五章、「與所謂『孟氏之儒』有關的弟子」，

第六章、「與所謂『孫氏之儒』有關的弟子」，第七章、「子張與宰予的激進思想」，第八章、

「『漆雕氏之儒』考」，第九章、「『仲良氏之儒』考」。兩相比較，作者較《韓非子》多出以

「子貢、子路、冉求」為代表的「政事弟子」，不過作者言此系多熱中於政治事業，對「學」

亦無所承，故此系並無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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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是，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漢唐距孟子年代更接近，卻沒有發生「理學」？

職是之故，我認為「孔子弟子」應被作為「一個環節」所理解，亦即抽掉這

個「環節」對整個儒學脈絡固然有所缺失，但並不能完全撼動我們對「漢學」、

「宋學」乃至清儒發展的「整體合理性」。 

其次是對孔子弟子「分化」的研究，這可說是此書突破前人研究的最大

貢獻。我們知道對於孔子弟子「分化」現象的描述，最具代表性的是《韓非‧

顯學篇》與《荀子‧非十二子篇》的說法。不過他們至多是點出此一現象，

並沒有說明「為何分化」、「分化內容」與「分化後的影響」等問題。因此，

作者的工作基本可說是填補這些缺憾。作者的操作是先把握各個弟子的特

色，再將某些「同質性」的弟子歸為「儒分為八」的某一派，此一作法的益

處在於弟子們並不是被「獨立個體」來理解，而是立基於「網絡」的平臺上，

強調相互作用的「因果關聯」，作者即說：74 

從思想發展的實際來看，儘管每位弟子各有特色，但這並非意味著只

有對每人做單獨的、獨立的討論才能展現其原貌；相反，因為每位弟

子的思想形成都不是獨立思考而應是在有弟子間的必要的撞擊之因素

的參與下才最終實現，所以，分門別類地加以討論，在與他們的先師

及各自的弟子的聯繫中加以討論，才更能顯示各位弟子的活的思想，

揭示出他們的有發生、發展的行進過程的思想全景。 

作者的這一研究意識與實際操作，我們可以說是已將孔子弟子的研究帶入另

一里程碑。但另方面，此書對「孔子」或儒學學說的詮釋，卻常有「負面」

的解釋，這是本文所不取的，後文將會再提及。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進路的說明 
 

在對前輩學人研究成果略述介紹後，此部分主要在說明兩點：一、本文

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二、本文「進路」與「範圍」的說明。在於前者，所

思考的角度在於「方法」本身，我們是否有另一種說法來界定所謂的「研究

                                                 
74 見氏著：《孔子‧孔子弟子》，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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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於後者，略述本文章節的思路形成與交代研究範圍。以下略作說明。 

 

一、「新觀點」下的研究意識 

我們在上述前輩學人研究的探討中，對「孔子」這一課題起碼有三個面

向的瞭解，當中也包含了好幾種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以為將上述的研究方

法加以拼湊或重新排列組合，就能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這似乎是異想天開

的想像，事實上，前述學人的著作皆是一生功力之所在，我們很難在短時間

之內就融通各家「家法」於一爐，建立起自身的「家法」75，相反地，如果為

了急功近利在短時間拼湊，本文的「主體性」亦將喪失。然而即使作為一本

極不成熟的「碩士論文」，其作用除了推進自我的研究能力與學識外，也要負

責任的作出一些自以為「新成果」的東西。在此要求下，「新研究」總是跳脫

不開王國維所提的論點。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首先提出「二重證據法」，

他說：76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資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

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

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使

得為之。 

王國維所說的「二重證據法」，其一重證據是「紙上之資料」，另一重證據是

「地下之新材料」。在此並不是要討論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意涵，重點在

於王國維在此話當中已提出「新研究」必備的兩個關鍵點：一是「新材料」（「地

下之新材料」）；二是「新方法」（「二重證據法」本身即是）。「新材料」是可

遇不可求的問題；「新方法」能否提出，就如同朱子言「格物致知」之義，「莫

不因其已知之理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力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

                                                 
75 應當說的是，「孔子」這一課題也不是哪一種「家法」可以研究完成的，這個意思並不是

否認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說「孔子」本身就不認為自身是個「終極命題」，他認為自己是

「求道者」而非「已得道者」，因此「終極判準」在孔子身上是無法找到的。第二，我們在

探討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即可意識到學術是不斷推進的過程，顧立雅即說：「本書（指《孔

子與中國之道》）所做的這種探究當然不是尋找真實孔子的首次嘗試，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見英文版自序，頁 1。）由此可見，「文本」的優先性應在各種「方法」之前被理解。 
76 見氏著：《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年），〈古史新

證〉，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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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大學章句》補格物傳）。由此可見，要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都不是一件

簡單的事，不過我們可由此衍生出一個想法：「新觀念」。所謂「新觀念」，亦

即我們對舊有的事物有了新的理解角度，在這個意義下，「舊材料」也可以是

「新材料」（當然不是指「出土的新材料」），「舊方法」也可以轉變為「新的

操作模式」。如果這個論點可以成立，則在個人還未有足夠能力提出「新方法」

或遇見「新材料」之前，「新觀念」似乎是我們最可行的方式之一。 

事實上，上述這個觀念本身即是研究孔子的內部命題，如同我在前面的

許多地方提到，本文擬從一個「學術團體」的視野來籠罩整個研究架構，其

中一個主要關鍵又是要從「孔子弟子」來看「孔子」。然而「孔門弟子」又怎

樣去看孔子的呢？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說孔門弟子是用「新的角度」、「新

的觀念」來理解孔子。這個意思是說，如果孔子弟子不是用這種方式，而完

全依照老師的教誨，則「儒分為八」的分化情景不可能產生，史華茲在說明

孔子及其弟子的關係時即說：77 

他們（孔子弟子）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孔子投射出的通見而被吸引

到孔子周圍的，並且毫無疑問，大多數人希望吸收這一通見。然而，

每一位門徒又不可避免地從他自己的特殊視角去看（通見的）整體。

這些視角通常採取了僵硬而誇張的形式，特別當他們最終在再傳門徒

中又以極其複雜的方式與既得利益關聯起來之後更是如此。通見因而

轉變為一種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還繼續

保持著他作為一個完整通見的地位，並且召喚著每一種創新的闡釋性

的努力。 

史華茲的觀察可說相當的諦當，他主要在描述兩種圖像：「整體圖像」與「分

化圖像」。前者就是代表弟子心目中的「聖人圖像」；後者說明弟子用「新觀

念」（特殊視角、問題意識）來詮釋「通見」的現象。也就是說孔子弟子的分

化是各個「主體」在詮釋「整體」的必然表現。由此，我們運用一個「新觀

念」來說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避免了套用拼湊前人研究方法的缺失，

另方面也切合研究對象的內部問題，這似乎是一種平實而可靠的作法。 

 

 

                                                 
77 見本杰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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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進路與範圍的說明 

此處所要交代的乃是針對本文的章節進路與研究範圍作一說明，以下乃

依各章節作一統整與分類的論述，並不提出新的問題或想法。不過在論述當

中，仍會對各章節所研究的範圍和焦點略加論述，使本文焦點可以更加清晰。 

首先應先交代此文的架構問題，本文所思考的兩個軸線分別為：「孔子」

與「孔子弟子」。依據「如何從孔子弟子『翻轉』到孔子的形象及其思想轉變」

的問題意識下，我必須要面對的兩個問題是：第一，「孔子弟子」的相關問題，

如孔門如何形成、孔門的特色、弟子的性格與思想等等；第二、「孔子」本身

的問題，我著重在一位指導者（仲裁者）與這個團體的關係及其相互影響等

層面上。針對這兩點，我認為一個可行的研究途徑是先說明「整體」，再說明

「兩個軸線」的關係。也就是說先將整個孔子及其弟子視為一個「整體」（「團

體」）來論述，再來細分整體下所必然產生的分歧及其意義。而這隱藏在背後

的問題意識就是第三個軸線：「儒學史的發展」問題，也可以說透過上述的論

證，我們或許可以發掘後世儒學為何是如此的發展樣態、性格及演變等，亦

即此問題是將「孔子」置於整個「儒學史」來思考的一個策略。 

其次，我必須釐清（或界定）本文的焦點，事實上本文在上述各節中已

陸續點出這些問題，不過為清眉目，我必須在這作一收攝的動作。應當說明

的是，上述的「架構問題」旨在說明思考論文的進路，並非將本文焦點分為

三：「孔子」、「孔子弟子」及「儒學史發展」。很清楚的是，本論題的焦點一

直扣準在「求道者」，也就是「孔子」的身上，乃試圖展現孔子是個動態的「求

道」的生命過程，而非描述「得道」的圓滿形象；另方面，「求道者」也可以

是指稱「孔子弟子」向孔子求道的過程，不過本文所著眼的乃是將「孔子弟

子」當作研究孔子的「切入點」，也就是如題目的副標所示，是以「孔子弟子」

為研究孔子的「起點」，而非專門研究「孔子弟子」，或以其為研究的主體。

至於「後世儒學史發展」的問題，也是以孔子思想轉變作為思考前提，舉其

後代儒學發展（宋明儒與清儒）的重要面向和學術性格，以此反過來說明此

一「求道者」對後代儒學演變的重大影響和啟發。故此文並不專論「孔子弟

子」，更不是著眼於儒學在中國的整個歷史發展，很明顯地，這也不是本文所

能負荷的，在此先作一說明，以下就各章節略述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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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一章「緒論」外，第二章「一個學術社群的形成與發展」，主要在說

明儒學團體它獨具的性格和核心概念，這裡所說的「儒學團體」，不是指整個

歷史上的「儒生團體」，而是專指「孔子及其弟子」，既不牽涉「再傳弟子」，

也不論述「孟荀」問題。若進一步細分，此章可就三點來說明：第一節「儒

學團體的形成」，此主要在交代「背景」的問題，論述儒學何以形成、為何形

成及孔子收徒的經過。第二節是「儒學團體的開展」，這是承續上一點來說，

在一個團體形成之後，我們接下來應看它的「具體內容」為何，這裡主要是

論述孔子的教育內容、措施，及「致仕」的教育目標等。第三節是「儒學團

體的終極性格」，這是此章的論述重點，主要在分析這一儒學團體的不可切割

的終極性格，簡單的說，我認為即是「行道」的終極關懷。這一「終極關懷」

的展現：一是直接從事於政治；二是藉由「教育」的途徑讓這一關懷與理想

傳承下去。前者我們可以突出孔子的「正名」主張，這是在屬於外在的「政

治面」的表現；後者則說明孔子對「仁」的意見，這是屬於內在的「心性面」

的表現。事實上，這正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兩個面向，不過這兩者並不是呈

「斷裂」的存在，如果準確的說，後者（「心性面」） 是更為重要，這個意思

乃在於儒家的「價值體系」是滲透各個面向，只不過在「政治面」上表現的

更為清楚。 

在說明完「整體」的圖像後，緊接著就要論述上述說的「兩個軸線」的

關係，也就是第三章「從『整體』到『主體』─真理的追尋」。所謂「整體」，

就是代表孔子及其思想所呈現的「通見」視野；所謂「主體」，我用以說明各

弟子對詮釋「通見」的「主體性」，也就是上述孔門弟子的「問題意識」和「新

的觀念、角度」。
78具體的操作，我分作以下四點：第一節「孔門分化的肇端」，

這主要在說明分化的「動力因」，也就是說孔子卒後弟子為何會分裂，這當然

有其主客觀的因素，此不作詳論。緊接著是它分化的結果，這是第二節「孔

門分化的當代詮釋與反省」及第三節「『先進』與『後進』－孔門弟子面貌的

呈現」所要討論的內容。之所以要分兩節來論述，前者乃是著眼於近代學人

                                                 
78 事實上，此一概念受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的啟發，此書譯者（程鋼）在〈譯

後記〉說明史氏使用「vision」（通見）及「problematique」（問題意識）二詞時說：「（前

者）描述了這一幅動態均衡的觀念圖像：它既包括了已經明說的、又包括尚未明說的內容。

它既包含了從某個角度看問題同時又提示從其他角度看問題的視野。……（後者）主要是

用來描述一個學派內部面臨著劇烈的矛盾衝突、不斷產生內部分化過程的學術圖像。」見

本杰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頁 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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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孔門「分化」的視角不盡相同，故有其討論的必要，亦是作為後者在論述

孔門弟子「方法上」尋求其「合法性」的依據。在此，本文乃根據錢穆先生

的作法，分弟子樣貌為「先進與後進」，再加以《論語》本具的「四科」標準，

來對弟子作一論述。此部分主要在說明孔門弟子的兩種樣態：「先進弟子」的

面貌總體來說是偏向「用義」，這一「用義」包含兩個面向：一是在德行上不

斷實踐的弟子，如顏回、閔子等；二是在政事不斷實踐的弟子，如冉求、子

路等。「後進弟子」的面貌則是專注於「學義」，致力於「禮樂」（教育）而忽

略於「事功」，這顯然與孔子晚年從「政治」轉向「教育」的偏向極有關係。

在論述完前二點之後，我們就要進行「翻轉」的工作，也就是第四節：「 弟

子下的『孔子面貌』─必然性限制與突破」，此乃是藉由上述 「先進」與「後

進」的論說成果，說明孔子從「必然性限制」的面向轉為晚年的「突破與超

越」的面向。也就是說一位「聖者」的生命，在對「自然底因果性」無計可

施的情況下，必然逼出「自由的因果性」－「超越」的面向。而這正可以突

顯出孔子追尋真理的態度及精神。 

如果問題就此打住，我們似乎還意猶未盡，這個意思如同「古埃及」、「兩

河流域」的文明沒有繼續流傳一般，若我們沒有再進一步說明，先秦的「儒

學團體」只是被視為「諸子百家」之一，它並不構成中國文化的「獨特因」

與「主幹文化」（當然陳鼓應老師會認為「道家」才是「主幹文化」）。所以接

下來要敘述第三個軸線：「儒學史發展」的問題，也就是第四章「漢宋之爭下

的兩種儒學圖像」。應當說明的是，本文並無雄才大略的理想與能力，要將「儒

學史」的問題全部收攝、一一分期論述，重點在以第三章所呈現的孔子面貌

為基準，說明後代儒學繼續「分化」的意義。一個大致輪廓是，儒學在往後

的歷史發展，可由「孔子的前期與後期思想」及「先進與後進弟子面貌」中

見其端倪。亦即我認為，「清儒」是接近孔子「前期」及「先進弟子」的表現；

「宋明儒」則是展現孔子「後期」及「後進弟子」的面貌，這是大致的區分。

這當中又可分作以下三點說明：第一節「『天人一貫』的思想世界」，此先對

「宋明儒」的思想作一梗概介紹，我們可以發現，宋明儒對「道德性命」儘

管各有不同意見，但他們總體來說都是著眼於「形上世界」的建構，將人底

「內在德行」遙契到超越面向底「天」，形構一「天人一貫」的思想進路，這

是本節論述的目的。其次是第二節「『內在一元』的思想世界」，緊接著，我

們舉「清儒」為例，我們可以發現，宋明理學發展至末端，滋衍出王門後學

的弊病，此一弊端即是對「形上世界」過度的空描，故從晚明諸人開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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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羅欽順、王廷相或東林士子等，便著力於拉落形上世界的工作，殆至清

儒本身更極力偏重「通經致用」、「具體實踐」的要求，故所呈現的思想世界

便是直接將「形上」割裂以置入「形下」，所構成的「內在一元」的世界觀。

這是第二節所要論述的重點。最後是第三節「拉扯與回歸－一貫的大道」，事

實上，正如前所述，上述二者並不是我們關注所在，關鍵仍在於孔子本身，

亦即我們從後世儒學的發展中（以「宋明儒」與「清儒」為代表），若「回歸」

到孔子一生來說，究竟突顯出什麼特點及其意義。我們可以發覺，後世儒者

在推崇孔子這一「聖人圖像」是無所疑義的，但他們所詮釋出的「儒學圖像」

卻各不相同，如此便造成對此一「圖像」的「拉扯」力量，但我們仔細觀察，

拉扯的雙方其實都可以在孔子身上找到「適當」的解釋依據，如此，儒學發

展史的「拉扯張力」便不是誰是「正統」、誰是「異端」的問題，而是構成儒

學能生生不絕、流傳演化的積極動力；但另方面，我們發現此一動力的根源

即本具於孔子本身，亦即孔子在追求「真理」的大道上，本已立下此一「合

理性」的張力存在，此處無法深論，待後文申述之。 

最後是第五章「結論」部分，在於此處，本作一收攝動作即可，然由於

上述論題牽涉到近年學界對「儒學本質」的爭議，限於篇幅，僅能在此作一

簡單的論述。最後則思欲對本文的傳主：「至聖先師－孔子」與當今社會的環

境，發表一些個人的陋見。 

 

以上是先對「研究進路」所作的簡略概述，具體情況及內部問題，殆至

各章再詳細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