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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浮是“当代新儒家”也是“当代儒家”。若随顺

“当代新儒家”一词的习惯用法，那么马浮当然是当代

新儒家的第一代。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在五四以后

逐渐出现。当时，一切事物都逐渐脱离传统，朝西方倾

斜、转变。在这种情势、氛围下，还能自觉地抉择儒家，

并在理论上、实践上有所建树，那就可以算是当代新儒

家了。马浮早年学过英、日、德文，也曾游学美、日，去

过英国、德国，还能直接研读、翻译西方论著；因此他的

儒家立场是经过比较、对话与深思之后的结果，并非一

厢情愿与抱残守缺。表面上他的行文、用语比较传统，

但他的观点、学说都是对当代现实问题以及西方文化

的回应，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重复，这是具体分析、检

视他的学说内容之后便可发现的。

若换个角度，检讨“当代新儒家”一词的涵义，那

么，马浮以及其它“当代新儒家”其实都只需称作“当代

儒家”。“当代新儒家”一词随顺“宋明新儒家”一词而

来，本来就是“尊孟抑荀”价值观下的产物。依照这价

值观，先秦儒家是儒学的第一期；宋明新儒家上接孔

孟，是第二期；当代新儒家上接宋明，是第三期；由于在

这之外都是长期的迷失、黯淡，因此就只有宋明、当代

有资格称作“新儒家”了。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并非普

遍成立。若改从“孟荀并重”的价值观来看，则历史上

各代儒家就都各有其创新，就都是“新儒家”，因此就不

必一一称“新”了。此外，与时俱进、随时革新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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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基本精神。只从后面这一点来看，特别标出“新

儒家”的名号也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由于每个时代都各有其“当代”，因此就连

“当代儒家”也只是个暂时的称号。我相信，只要再经

过几个世代，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人们自然会改用另一

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名号来称呼今天的“当代新儒家”和

“当代儒家”。

“当代儒家”应有三系。对马浮哲学定位的争议，

主要是就程朱、陆王两系来讨论。但当代儒家其实不

应该只是这两系，讨论马浮哲学的定位，我们应该以更

完整的分系作参照。

语义上，既然是一“代”儒家，就应该包括那一“代”

儒家的各个路数在内。以先秦儒家来说，它包括孔、

孟、荀三个基本典范，其中孔子比较是均衡、综合的型

态，孟子、荀子则偏内偏外各有所重。一般都依照孟、

荀自己的话语，认定孟、荀一个属性善论，一个属性恶

论。但孟、荀二人关于人性的概念并不相同，所以这样

的对比并不恰当。若改用相同的、普遍的人性概念，并

就他们整个“人观”来重新概括，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强

性善论”跟“弱性善论”的不同。

孔、孟、荀这三个基本的儒学典范，在宋、明、清时

期表现为朱子、王阳明、戴震三人的思想。朱子是综

合、均衡的型态，王阳明是孟学，而戴震则是荀学。其

中戴震的情况比较曲折，他在尊孟抑荀的氛围下，在诠

释孟学的意图中不自觉地建构了一个“孟皮荀骨”的

“新荀学”。

当代儒家当然也应该包括上述三系。粗略地看，马

浮（1885-1967）、钱穆（1895-1990）、余英时（1930-）、成中英

（1935-）等人是孔学—朱学一系；梁漱溟（1893-1988）、熊

十 力（1885-1968）、张 君 劢（1887-1969）、唐 君 毅

（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刘述先（1934-）、杜维明

（1940-）等人是孟学—阳明学一系；胡适（1891-1962）、张

岱年（1909-2004）、李泽厚（1930-）等人则是荀学—戴震学

一系。跟前面戴震一样，第三系的情况也比较曲折。由

于仍然处在尊孟抑荀的氛围里，张岱年、李泽厚更处在

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情势下，因此胡、张、李三人的荀学（甚

至儒学）立场都没有明显表露出来。

当代儒家的第三系虽然尚未明朗展开，却是真正

具有“中国文化脉络下的现代性”的一系。不过，前两

系在表彰价值、揭示方向、激励心志上反而起了关键的

作用。不妨说，前两系特别强调先天神圣、圆满具足、

纯粹至善的价值实体，具有较强的宗教情怀，在意义上

相当于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基督新教。

马浮是新朱子学。就我目前所见，关于马浮哲学

的定位，依照论述发表的先后来排列，大致有以下几

类：

（一）1945 年，贺麟认为马浮“其格物穷理，解释经

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袪习复性，则

接近陆王之守约” 。1963 年，徐复观也说马浮“宏博

似朱子；而朱子用心危若，马先生则意境圆融。至其学

问归宿，则近阳明而不近朱子。”他们的意思都是，马

浮哲学形式面是程朱，实质面以及基本上则是陆王。

这个意见影响颇大。如 1984 年，我认为马浮“调和程

朱、陆王，而以陆王为归宿” ；1994 年，杨儒宾认为马

浮的六艺论“事实上是心学的一种变形⋯⋯在实质内

容上，与它最接近的则是王阳明的经学理论”，而马浮

思想“当归宗于陆王，而不是结穴于程朱。” 1995 年，

滕复主张马浮“一方面包容和调和程朱与陆王，另一方

面又在思想实质上倾向于陆王。”；而 2006年，姚袆更

是直接用“心学”来标示马浮哲学。 此外，2006 年，王

党辉虽然主张马浮的哲学是心学与理学的融合；但他

的意思却是，马浮哲学中理学的部份“皆是以心学为前

提和内核”，马浮“以心学为本体论，在此基础上展开理

学为形上学，这就把二者统合在一个体系内了”；因此

严格地说他应该还是贺麟、徐复观这一类。

（二）1963 年，戴君仁认为马浮“守程朱居敬穷理

之教，涵养之粹，读书之博，并世未见其比”，并推崇他

是“现代之朱子”。1985 年，林安梧认为马浮哲学“乃

是程朱学调适而上遂的发展，通过马氏学来看朱子学，

将可使朱子学有一较圆满的系统”。戴说是马浮弟子

的亲身感受；林说则是对贺麟、徐复观观点的一个重要

的扭转。此外，1991 年，宋志明认为马浮“应当属于‘新

程朱’型的‘新儒家’学者”；2006 年，邓新文也主张马

浮应该归于程朱理学一路。

（三）1992 年，陈来认为，马浮的理气论“主要承继

了程朱学派的理气观和华严宗体用论的理论思维”，但

他的心物论“则承继了陆象山、王阳明唯心论和包括禅

宗在内的整个佛教的‘唯心’传统⋯⋯可以看作是中国

传统哲学唯‘心’论的一个综合”。 2006 年，刘袆讨论

马浮的功夫论，认为马氏的“主敬涵养”继承程朱一路，

但“穷理致知”却是对程明道、胡五峰、陆王等人重察识

思想的吸收；而整体地看则重心偏程朱一边，重涵养甚

于重察识。 这两个观点都认为马浮哲学既有程朱的

部份，又有陆王的部份（虽然整体上不无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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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4年，滕复改变原先“倾向陆王”的判断（见

第一类），主张马浮“在朱、陆的分歧上并无偏向，而是

提出了调停之说，认为程、朱、陆、王各自的思想，在本

质上是没有不同的。”这是主张调和或调停程朱、陆王

的一类。

上述四类中，第一、三、四类定位的出现，恐怕都因

着陆王学派对朱子理学的误解而来。陆王学派一向不

满意朱子理学，对朱子理学的诠释也往往失真。所谓

“析心与理为二”、“心、性、情三分”的论断其实都不是

朱子理学的原貌。以这样的朱子学为参照，当然就会

得出第一、三、四类的结果。事实上，朱子论学一向多

头并进、来回对比，因此若干环节难免显得支离琐碎，

但若去除陆王学派的成见，并整体地、综合地看，便能

发现他的终于会归为一，便能同意他本来就有自己浑

然融贯的思维，并非必然地需要阳明学来作根本的弥

补。

我在 1984 年对马浮哲学的定位便是受到徐复观

的意见，以及牟宗三朱子诠释的影响。但在那之后，或

许就由于马浮哲学的潜在作用，我逐渐挣脱牟宗三那

种陆王本位的朱子诠释，形成了自己对朱子学的新理

解。这个过程多少印证了林安梧的观点（见前），也使

我对马浮哲学的定位从第一类转向第二类。不过，林

安梧认为马浮哲学“乃是程朱学调适而上遂的发展”，

我则认为马浮对朱子哲学做了恰当的、相应的诠释，然

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林安梧所谓“调适上遂”的说法

难免让人误以为程朱理学有根本的缺失，必须由马浮

来“调适上遂”；但我认为朱子哲学本身已经是个成熟

的典范，只是表达上不够明朗、一致而已。

底下，我便以我所理解的朱子学为参照来讨论马

浮的哲学，来揭示马浮“新朱子学”的哲学典范。

一、理气论：从“纯乎理∕气在理中”到“理

行乎气中”

相较于朱子的强调理、气“不杂不离”，马浮进一步

强调理、气的“不杂故非一”与“不异故非二”。（1:342）

如果说，“不杂不离”难免有理、气二分的嫌疑；那么

“不杂不异、非一非二”多少消除了这样的疑虑。马浮

真正的意思是，“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就其流

行之用而言谓之气，就其所以流行之体而言谓之理”。

（1：39）也就是说，理是气里面作为“体”作为“发动者”

的那个东西，而气的流行则是理的发用的结果（严格地

说，则是“理”本体的流行发用带出气的变化，详见下

文）。

澄清、化解朱子理学中理、气二分的嫌疑，这应该

是为了响应、澄清明代心学家以及明清气本论者的质

疑。但马浮并没有成为一个心学家或气本论者。所

以，虽然跟气本论者黄宗羲、顾炎武一样，马浮也曾说

了句“盈天地间皆气也”；但他并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另

外又说个“盈天地间皆心也”；他也没有像明代的气本

论者罗钦顺那样，主张“理为气之理”；重要的是，他下

一句便接着说“气之所以流行而不息者则理也。”（1：

336）也就是说，在大力强调理、气的“不异”与“非二”的

同时，马浮仍然坚持了朱子学中“理”作为“体”的基本

观点。从这点来说，马浮哲学仍然是“理学”，也仍然可

以说成“理本论”。

底下再从三个方面，具体讨论马浮理气观的面貌

和特色。

其一，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朱子一方面说“此本

无先后之可言”，一方面却又说“自形而上下言，岂得无

先后”，又说“有是理后生是气”。这就彷佛还是存在着

一个最最起始的“只有理，没有气”的阶段，以及“理先

气后”的事实。马浮则注意到《乾凿度》中关于宇宙最

起始的阶段说的是“太易者，未见气也”。他据此解释

说，在最起始的“太易”阶段，其实已经有气的存在，只

是未见罢了。他认为，这时“理气未分，纯乎理”而“冲

漠无朕”，可说成“气在理中”。（1：38、40）依照这个解

释，整个世界一开始就是个有理也有气的状况，只不过

此时的理寂然不动，气也在理的主宰下显得寂然一片

而无形可见。就这样，马浮的解释避开了“理生气”和

“理先气后”的困扰，而仍然保留了“理”作为主宰的角

色。

其二，是关于“理”的活动性的问题。这问题表现

在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

阴”一句的理解上。明代曹端虽然指出，朱子语录中

“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理之乘

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

等话语，意味着“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容

易让人误解；但他也同时指出，朱子另外在《太极图说

解》里的解释“极明备”，不致造成这样的误解。 合并

起来看，曹端比较是为朱子做了澄清。在这问题上，马

浮的态度跟曹端一样，他引述了上述曹端的一大段话，

同时自己也说：“朱注：‘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所乘’

二字微有未安，若改为‘阖辟之机’似较妥。”（1：716）原

本朱注用“所乘之机”，“乘”字相对强化了理自己不能

活动的意味；马浮改作“阖辟之机”，则避开了这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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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显然，他在这里是对朱子注语做正面的修订、澄

清，而不是否定。此外，在《太极图说赘言》中，他也说：

“理本是寂然的，及动而后始见气”（1：38-39）也就是说，

依他心目中的朱子学，以及依他自己的观点，“理”都是

“活”的也就是能“活动”的而不是“死”的。当然，这里

“理”的活动性跟“气”的活动性分属不同层次，不能混

为一谈。

其三，是理带着气活动起来之后理、气的相对关

系。马浮说：“气见而理即行乎其中。”（1：38）又说：“理

行乎气中而用始形。气不可言用，凡言用者皆理也。”

（1：413）又说：“变化以气言，流行则以理言。”（1：343）

又说：“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

（1：40）。这也就是说，流行的是理而不是气；气只能说

变化，而气的变化，其实就是理的发用、流行所带出来

的。因此，所谓理的发用，正是在气当中对气发用，是

对气的种种活动、变化的主宰、支持、规约与限定。所

以马浮又说：“此理不堕声色，不落数量，然是实有，不

是虚无⋯⋯鸢飞鱼跃，莫非此理之流行，真是活泼泼

地”（1：40）。而在他来说，《易传》的“天地设位，而易行

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马浮自注：立字即是位

字，古文位只作立）乎其中矣”，其实说的恰恰就是“理

行乎其中”、“理位乎其中”（1：39）。

总之，“理本是寂然的，及动而后始见气”，“气未见

时纯是理，气见而理即行乎其中”（1：39），“太极未形以

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

然，可说理在气中”，这几句话大致表达了马浮对朱子

理气观的创造性的诠释以及创造性的重建。相对来

看，牟宗三认定朱子的理只是静态的“存在之理”，只是

静态地“使然者然”的实现之理，也就是“只存有而不活

动”，不具创生义；这却是对朱子学的扭曲、变形。很

难想像朱子这样的大儒处在儒家大传统底下，穷一生

之力，集宋学之大成，却建构出这样一种没创生义、没

活动性的天理观。

二、心性论：“心统性情”与“一心开二门”

马浮说：“太极以象一心，八卦以象万物。心外无

物，故曰‘阴阳，一太极也’”（1：427）又说：“邵子曰：‘心

为太极’，此语最谛。”（1：429）又说：“一切道术皆统摄

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

也。”（1：20）单凭这些话，很容易让人认定是心学。但

重要的是，马浮这些话中所谓“心”的内涵跟心学家的

“心”并不一样，因此不能根据这些话将他看作心学家。

马浮对“心”的看法，可以用张载“心统性情”一语

来代表。他说：“阳明‘心即理’说得太快，末流之弊便

至误认人欲为天理。心统性、情，合理、气，言‘具理’则

可，言‘即理’则不可。”（1：591）又说：“心统性情，即该

理、气。理行乎气中，性行乎情中。但气有差忒，则理

有时而不行；情有流失，则性隐而不现耳。故言‘心即

理’则情字没安放处。”（1：672）可以看出，在马浮心目

中，人情、人欲（属气的活动）容易有差忒、流失而遮蔽、

阻断或假冒了天理，因此不能骤然地说“心性是一”和

“心即理”。也就是说，他并不像心学家那样，乐观看待

理对气的通透性。事实上程朱、陆王之间关键的、核心

的差异恰恰就在于“理对气的通透力的强、弱”这一点

上，而不在于牟宗三所称的“理”的活动性的有无。

朱子也常说“心统性情”，但朱子的相关论述很容

易被误解为心、性、情三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朱子

说心，除了指那兼包性（体）情（用）的心外，又常常随顺

一般习惯，单单用在“情∕用”的一面，实质上跟情重

迭，却又不作分辨，于是就彷佛在性、情之外又有个心

了。马浮则避开这个表达上的毛病，他说（1：572）：

性即心之体，情乃心之用。离体无用，故离性无

情。情之有不善者，乃是用上差忒也。若用处不差，当

体是性，何处更觅一性？凡言说、思辨皆用也，若无心，

安有是？若无差忒，安用学？

“凡言说、思辨皆用也”，这就将言说、思辨，一般常

常关联着“心”来讲的，都放进“情∕用”的范围里，也就

是将“情∕用”的概念明白地做广义的界定。如此一

来，“心”基本上只指那整体的心；而分开来看时便只是

性和情两层而已。性属理，是体；情属气，是用。必须

注意的是，马浮说过，“变化以气言，流行则以理言”、

“气不可言用，凡言用者皆理也”（见前引），因此所谓

“情乃心之用”严格地说应该是：情是在心当中，关联着

“性∕理∕体”之发用的部份；而所谓用则是就“性∕

理∕体”来说的用，并非气自己的用；正是在“性∕理∕

体”的主宰、发用下，人心中气的层面才有了如此这般

的种种变化、表现叫做情。不妨说，由于“性∕理∕体”

的主宰、发用就表现在属气的情的活动上，所以情的种

种变化、表现便也可以宽松地径说成用了。

马浮又借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来譬

喻、说明“心统性情”，他说：“整体地说是一心，分开来

说则有二门；性相当于心真如门，情相当于心生灭门。”

（1：560、571）依《大乘起信论》，“心真如”是“一法界大

总相法门体”，是心之本性，不生不灭；“心生灭”则依着

前者（心真如）而来，是不生不灭与生灭的和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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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浮这样的比拟，恰恰呼应、符合了他“合说则为一心，

分说则性是体情是用”的理路。重要的是，第一点，在

他来说，《起信论》心生灭门中有“觉”与“不觉”二义，

“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觉相当于“性其情”，不觉相

当于“情其性”。这就再度彰显了“心统性情”中“情”采

取的是广义的用法，包括心的一切活动，并非单指情

感、情意等意思。第二点，生灭门依真如而有，是不生

不灭与生灭的和合，这就彰明了性、情并非截然二分，

而性随时在情之内或隐或显地主宰着，也就是“离体无

用，故离性无情⋯⋯若用上不差，当体即是性”（见前

引）。第三点，曾有弟子王紫东提问道：“习固可以心

言，但非谓心之本体然耳⋯⋯心、习混融为一，则性、情

在内明矣！”马浮回答说：“习是生灭门事，如何谓统性

情邪？”（1：618）这就间接透露了他所谓“心统性情”的

“统”指的主要是统合、统括义，而不是动作义，不是指

心以第三者的角色来统领、统御性与情。

马浮“心统性情∕一心开二门”的具体内涵，说明

了他所谓“心”并非心学家直接以“本心”为心而“心性

是一”的用法。在他来说，最终极最根本的还是作为本

体的“性”与“性德”；这就如同他一方面主张“理气同时

而具，本无先后”而一方面又强调“气之所以流行而不

息者则理也”一样，两者的理路是一致的。所以他虽然

说过“太极以象一心⋯⋯心外无物”、“邵子曰：‘心为太

极’，此语最谛。”（皆见前引）但当涉及到更根本的一层

时他便又说：“邵子以心为太极，朱子以太极便是性，动

静阴阳是心。心以何为体？心以性为体。此理唯周子

说得最明。”（1：714）又说：“心以象太极，当其寂然，唯

是一理，无象可得。动而后分阴阳⋯⋯而理即行乎其

中⋯”（1：432）同样的，他虽然说过“是心能出一切法，

是心遍摄一切法，是心即是一切法”，但他随即又接着

说：“说性命之理乃是显此心之本体，说三才之道乃是

显此心之大用。”（1：488）应该说，马浮所谓“心外无

物”、“是心能出一切法，是心遍摄一切法，是心即是一

切法”，是就整体的心并且侧重其中“情”的一面来说

的；这跟《起信论》宣称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皆各总摄

一切法”，然后又就心生灭门的“觉”、“不觉”二种义强

调其“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的理路是相似的（马浮甚

至采撷、参用了这里的语句）；因此不能单就这个地方

论断他是心学的立场。跟上述相似，马浮虽然说过“一

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

之全体大用也。”但他毕竟又从究极的层面说道：“六艺

之教不是圣人安排出来，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又说

“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

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1：18）

不妨说，说“一心”是合并体用两端来说的，“性”与

“性德”才是就更根本的“心体”、“心之体”来说的。马

浮说：“心体云者，即性也。体若可离，则性成断灭，一

切圣凡、迷悟、染净诸法及情世间、器世间俱无所依。”

（1：562）他的心性论中最根本的范畴应该是“性德”，其

理论地位相当于阳明学的“良知”。从这里也可以确

定，马浮的哲学是朱子理学一路，而不是阳明心学一

路。

三、修养工夫论：先涵养后察识，思学并进，

性修不二

马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一文中指出，书院订定学

规的用意就在“示学者立心之本、用力之要。言下便可

持循，终身以为轨范⋯⋯乃所以弼成其德⋯⋯将令身

心调熟，性德自昭，更无走作”，据此他为复性书院订定

的学规四项便是他修养工夫论的纲领。

（一）主敬为涵养之要：

马浮认为，人心虚明不昧之本体容易受气禀拘迫

而萎缩褊小，受物欲遮蔽而无法觉知、照物，必须主敬

持敬，收摄身心，充养本原，才能回复原有的含容深广

与虚明照澈，也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致思穷理（亦即察

识、体认）。（1：108-110）应该说，跟朱子一样，马浮不

轻忽气禀对“性∕理”的遮蔽捆绑，不高估理对气的通

透力，不认为“先立乎其大者”可以一念之间达到，所以

才会极力强调“先涵养后察识”。他在《宜山会语》九篇

中，有关主敬涵养的就有《说忠信笃敬》、《居敬与知

言》、《涵养致知与止观》三篇。他甚至说：“学者用力处

只在涵养，涵养熟自能悟，悟后仍要涵养，故彻头彻尾

只是一个涵养，而察识自在其中。”（1：610）又说：“尊德

性而道问学，必先以涵养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

敬，别无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可

以说，马浮这样地看重主敬涵养，绝不是对朱子学的局

部收摄，更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跟他的程朱理学立场

有必然的理论关联的。

（二）穷理为致知之要：

这项相当于“格物致知”。马浮认为，“格物”一词，

容易让人误以为物在外，理也在外。对他来说，“理”无

乎不在，不分内外，当然也不在事、物之外；而心之体即

是性即是理，于是心具理，于是心、性、事、物都因理而

彼此相通，而理、事、物也都不在心外；于是“格物致知”

就可以说成“穷理致知”，意思不变，却能免于上述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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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马浮又认为，所谓“穷理致知”的意思就是：究极此

理、竭尽心知。同样的，由于理在事在物也在心，因此

并非先究极此理，然后竭尽心知；而是理穷得一分，知

便致得一分，一当究极此理，便已竭尽心知。（1：

110-113）从上述脉络来看，他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者，

即此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也。”（1：111）就仍然是以

“理”为本为基的立场，不能理解为陆王学的观点。

关于穷理工夫的具体进行，马浮特别强调一点：

“穷理工夫入手处，只能依他古来已证之人所说，一一

反之自心，子细体究，随事察识。”（1：112）这点显然跟

陆王学直接就自心体证的观点不同，而仍然必须从朱

子学来理解。前面说过，相对于阳明学，朱子学强调气

的障蔽，或者说理对气的“弱通透力”。若进一步引申，

我们也可以说，虽然心具理，而理能活动，但理不会直

接地、主动地在人的意识、认知中清晰呈现；也就是说，

理不会凭空地自己取得语言的形式进入意识中。就因

为这样，朱子才要贴着具体的事物，就着理对事物作用

的形迹来体认理的本身，同时取得理在意识中呈现的

语言形式。同样的，马浮所以要强调“依古人所说，反

之自心，仔细体究察识”，也是这样的理路。

马浮又说：“穷理之方，自是要用思惟。”他主张要

在思惟中才能有真切的体认与察识，才能穷理致知。

（1：114-115）事实上他在别处也曾说：“学问之道，以致

思为最要。”（1：62）又说：“无思无为是果位上事，好学

致思是因地上事⋯⋯未到颜子地位，不致思岂能有

得？”（1：69-70）又说：“义理本人心所同具⋯⋯体究如

何下手？先要入思惟⋯⋯所以引入思惟，则赖名言。”

（1：37）因此这并非孤立的话语，而是他明确的、重要的

主张，并且这恰恰又是关联着上述“依古人所说，反之

自心，仔细体究察识”的进路所必然导出的一点。重要

的是，马浮说过：“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之言是直指

⋯⋯单提直指，不由思学（原注：虑即是思），不善会者

便执性废修。”（1：41）可见他的“要用思惟”是有针对性

的，是对反于孟子─陆王一系的凸显“不学、不虑”所提

出的。

（三）博文为立事之要：

对于“文”与“事”，马浮有个基本的、一般的界定：

“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从一身推之家国天下皆事

也。”不能忽略的是，他同时也进一步做了个价值义的

界定：“《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今补之曰：

‘文之施于用者谓之事’”。正是基于这两重界定，他才

会将“博文为立事之要”又說成“通经为致用之要”（1：

115）也就是说，马浮所谓“博文立事”并非一般地、宽泛

地说，而是有其特定内涵的，它强调的是研读经书，学

习“道”的种种具体表现，藉以致用、行事。此外，马浮

又说，“博文属知，立事属能”（1：119），所以博文立事也

可以看作对知、能的锻炼、扩充。

朱子的工夫论以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

知”一语为主轴，完整地说则是“涵养→察识→再涵

养”，若借着《大学》八条目来说则是“敬（相当于涵

养）→格致（相当于察识）→诚正修齐治平（相当于再涵

养）”。对比之下，马浮的“博文立事”显然是一个特别

的补充。他说：“已明心外无事、离体无用，更须因事显

理、摄用归体，故继穷理致知而言博文立事也。穷理主

于思之意多，博文主于学之意多。《论语》曰：‘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此见思学并进⋯⋯”（1：

116）大约穷理致知是在事、物的参照与提示中思虑、体

认天理，重在对天理的整体的、质的认取；博文立事则

是学习“道”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范例，以便作为实际应

事、行事的依据，重在成熟范例的一一认识。这一项的

补充，从陆王学来看并不是很有必要，因为只要直接在

事上磨练，当良知由粗转精时就能应事无碍了。不妨

说，“博文立事”的提出，再度说明了马浮是“性即理”一

路，而非“心即理”一路。

但“博文”、“通经”都只是基本地说，到底怎样才能

更好地、系统地认识“道”的各种表现呢？就在这里，马

浮特别标举、表彰了六艺之文、六艺之道。他说：“六艺

之道何物而可遗？何事而不摄乎？”，又说：“明乎六艺

之文者，斯可以应天下之事矣。”（1：117、116）他的意思

是，想要藉由博文来立事，最好的学习材料就是六艺之

文、六艺之道；这就关联到他有名的“六艺统摄中西一

切学术”的主张了。马浮的六艺论，常有人认为迂阔、

不切实际。持平地说，他的六艺论意味着一个重要的

基本信念：六艺之道是普世的、至善至美的价值体系，

我们可以根据它，开放地统摄、吸收、消化、取舍、开展

中西一切学术。如果允许灵活地运用和修正，那么这

样的信念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这一项是儒家的传统老观念，也是程朱、陆王两路

都会同意的一个环节。不过，在晚明王学末流空谈心

性，而清初黄、顾、王等人作了重要的反思和救治之后，

这点在功夫论上就有了新的重要性和新的发挥空间。

马浮说：“有性德，有修德。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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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显。故因修显性，即是笃行为进德之要。全性起

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

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又说：

“须明性修不二，不是性德之外别有修德；修德须进，性

德亦有进。性德本无亏欠，何以须进？当知天地之道

只是至诚无息，不息即进也。”（1：121、122）一方面，我

们可以从这些引文中看到黄宗羲“盈天地皆心也，变化

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等

话语的影子；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马浮借用佛教

“性德”、“修德”的概念将黄宗羲原本就着“心体”来说

的心学论述转变成他自己就着“性体”来说的理学论

述。

以上四项中，关联着第一、二项，马浮强调“先涵养

后察识”；关联着第二、三项，马浮强调“思、学并进”；关

联着前面三项与最后一项，马浮强调“性、修不二”；这

几点都再度说明了马浮是朱子学而不是阳明学的立

场。

结 语

马浮的哲学论述极其广大平和，其创造性的融合

和创造性的发展都隐藏于娓娓道来、浑然而宁静的言

辞中，不经过具体的、细密的分析比对，就不容易发现。

本文上面的讨论，从理气论、心性论、修养工夫论三个

层面说明了他的确是朱子学一路创造性的发展，并且

具有“后宋明”的视野和“融摄西学”的用心。因此，持

平地说，他的哲学并不是没有创意、没有新意，更不是

传统旧学的随意拼凑与简单重复，过去对他的一些负

面的批评只不过是一时的误解与误读罢了。

由于客观情势的偏倚与主观心理的倾向，前此的

当代（新）儒家一直以孟学─陆王一系为主流。因此多

年来，台湾的当代儒家学者们总是认为马浮的哲学不

重要，称马浮的著作为“不急之书”。但随着客观情势

的推移以及主观心理需求的转变，当代（新）儒家中，那

综合、均衡型态的孔学—朱学一路，以及最具有“中国

文化脉络下的现代性”的荀学—戴震学一路都有可能

进一步推进、发展；到时候，作为孔学—朱学一路先驱

的马浮哲学，就一定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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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浮常藉佛学来说明儒学，有学者说这是“以佛

证儒”，这似乎不妥，因为“证”字下得太重了。虽然马浮

的确在早年（1918）说过：“摭彼教之卮言，证儒家之孤义”

（2：505），但后来他已经改变说法，例如：“间有取于二氏

之说，假彼明此，为求其易喻。”（1：422），又如：“法喻难

齐⋯⋯此亦假彼明此不得已之言。”（1：437），又如：“彼

教经论浩博⋯⋯特欲借彼明此”（1：83）据此则似乎可以

称作“以佛喻儒”、“借佛喻儒”或“借佛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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