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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聖外王新詮： 

「曲通」到「廣義的道德實踐」 

 

第一節  內聖外王的概念詮釋 
 
 
道德與政治之相互關係為何？亞里斯多德對這問題的解答是：政治是倫理生

活的延長。無獨有偶，儒家內聖外王的理論取向也呼應這種說法。此語雖始於《莊

子．天下篇》而非儒者自創，卻一語道破儒學對道德與政治關係的定位。要之，

儒家界定道德成就與原理為政治事務之基礎，殆無疑義。這種視政治生活為道德

生活之延長的觀點，在《大學》之三綱領，八條目中表述地最為系統而清楚，由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內聖功夫，達致治國平天下之外王事業，正是

一由本而末，貫徹始終的理論。1就這些面向而言，道德相對於政治有一種奠基

性。時值今日，儒學內部有關內聖外王問題之討論不僅早已汗牛充棟，更呈現出

紛紜錯雜的觀點。毫無疑問，內聖而外王乃儒家處理道德與政治關係的基本原

則，但隨歷史之發展、人事之日趨複雜，乃至西方政治制度與哲學之傳入，這些

傳統思想與當今世界現實局勢如何接軌，就成為一大課題。於是當代新儒家即在

傳統思想的基礎上，對這些論點相應於時勢者，或予以突顯，或作現代的重新詮

釋。本章正是要以牟宗三與劉述先兩位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為焦點，討論他們對

內聖外王的新銓與差異。 

牟先生對內聖外王的創造性詮釋在於：內聖工夫必須經過曲通，一種道德心

的坎陷，以理性之「運用表現」與「內容表現」轉出「架構表現」與「外延表現」，

才能成就民主與科學之外王事業。劉先生基本上將內聖外王視為道德與政治間關

係之探討，但從他的說法中，也可將內聖外王進一步詮釋為：基於理一分殊之精

神，而投入廣義的道德實踐之過程。首先，若把外王視為民主政治此新外王，基

於在同一理念下分工合作之必要，就必須亦視道德心為分殊，使各種專長與技藝

處於一個對等而開放之結構下。其次，也可以將外王的內涵擴大，成為基於仁心

與生生之精神，而從事的各種分殊的文化創造活動，這不但包括道德修養，也涵

蓋了經濟、商業乃至藝術各層面。這兩種情況皆指向廣義的道德實踐。兩相對照，

可知牟先生所指的內聖之學乃逆覺的良知之教，外王則為民主與科學此新外王；

內聖對劉先生而言，則為以仁心與生生精神為終極託付，外王則是在合乎仁心與

                                                 
1 余英時先生曾於〈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一文中提到「齊家」乃「內聖」與「外王」之間的一

種過渡，今從之。詳細內容可參閱氏著：《現代儒學論》（River Edge, N.J.：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

司，1996 年），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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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前提下，從政治而延伸至商業、學術、藝術等活動之廣義的道德實踐。由

此可見，從牟先生與劉先生不同的理論走向出發，對內聖與外王兩概念就產生了

不同的詮釋。但他們兩位雖然在概念詮釋上有差異，卻又具有一種共識，亦即：

都同意內聖為本而開出外王的原則。以下即進一步討論他們兩位的理論。 

 

 

 

第二節  「內聖外王」與牟宗三的開出說 

 

一.「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曲通說之提出 

 
 
孟子曾指出「先王有不忍人之心，斯有不忍人之政」，可見儒家內聖外王之

道，特別強調道德意識或道德稟賦乃政治制度之基礎。禮樂仁政皆根於仁心，所

要回答的是「良好政治制度如何可能」問題。就此問題而言，傳統儒家一直到當

代新儒家的進路一向是以道德意識作為其可能性依據。這種思想傾向之特性與優

點，若藉由參考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類似的思路，則更形顯著。那格爾（Thomas 
Nagel）認為討論政治理論時，必須兼顧個人（personal）與非個人（impersonal）
兩種立場。非個人立場產生強有力的對普遍公正與平等的要求，而個人立場只顧

個人的動機與需求，形成追求以及實現非個人立場的障礙，合理的政治安排必須

調和個人與非個人這兩種立場。那格爾指出：「政治問題解決之道雖必訴諸政治

手段，其理論本質上卻是道德的。政治制度之正當性建立在一個倫理條件之上，

就是能兼顧公正與合理的偏私，而沒有人可以合理地提出異議」2。他並補充說：

「個人之間利益的衝突，要以倫理地而非政治議價地方式解決，正來自非個人、

亦即公正立場的要求」3。一些明顯表現在政治生活上的實踐問題有其理論與道

德上之根源。「道德信念是政治選擇之驅動力，道德意見缺乏共識到達嚴重程度

的話，會比純粹的利益牴觸引起更多的不和」4。他強調道德直覺的重要性在於：

即使我們不知道何者為是，這種直覺仍可告訴我們何者為非。那格爾並說出下列

這段發人深省的話： 
 
（道德）直覺的確可能會被習俗、自我利益或對理論的堅持所敗壞，卻並不需要

如此，而一個人的直覺往往提供給他證據，證明他個人的道德理論有所缺失，或

是他從小到大視為自然不過的社會安排實際上並不公正。道德直覺對政治理論之

                                                 
2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2. 
3 Ibid., p. 47. 
4 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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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乃其理論形成之必要來源。它可以在不必指出如何修正錯誤的情況下，告訴

我們哪裡出了問題。對甚至是現有最理想版本的政治舉措，它也可以提出合理的

回應。5

 
道德直覺對社會制度具有檢視的作用，道德意識對政治制度與安排的不滿，正是

政治理論不斷前進的動力，此無疑已點出道德意識實為政治舉措之先決條件，而

與儒家禮樂仁政皆根於仁心的說法不謀而合。不過類似解釋只概略說明了道德意

識相對於政治制度的主導地位，對照於民主政治已為普世價值之今日，若要說明

儒家之仁如何與當代政治思想接軌，順成其為民主政治制度奠基之妥適性，卻需

要進一步地理論舖述，這正是牟宗三先生所致力者。 

牟先生注意到，中國之所以未開出民主政治，其理由有二，就現實歷史而言，

階級對立是西方民主政治產生之重要因素，在中國則無此種對立；就思想之因素

來看，民主政治的本質條件是個性的自覺，此在西方，表現為一種「分解的盡理

之精神」；相較之下，中國文化表現的是「綜合的盡理精神」，這正是民主政治未

在中國出現之主因。6牟先生又以「理性之運用表現」說明綜合的盡理精神；「理

性之架構表現」說明分解的盡理精神。在政治上，凡理性之運用表現，重點在免

去對立，成為聖君賢相對人民的一種上下隸屬的關係；但分解的盡理精神或理性

之架構表現卻「由一種對待關係而成一對列之局」，藉此對列之局： 
 
將政權由寄託在具體的個人上轉而為寄託在抽象的制度上。這一步構造的底子是

靠著人民有其政治上獨立的個性，而此獨立的個性之出現是靠著人民有其政治上

的自覺，自覺其為一政治的存在。如此人民對於皇帝成一有獨立個性之對立體即

敵體。只有在此敵體關係上才能把政權從個人身上脫下來，使之寄託在抽象的制

度上，而為大家所總持地共有之。人民一有其政治上的獨立個性，則對待關係與

對立之局成。此即政道之所由來。政道出現，則民主政體出現。政道是民主政體

之所以出現之本質的關鍵。7  
 

揆諸牟先生之意，要開出民主政治，必須將理性由上下隸屬關係的運用表現，轉

為對列平舖的架構表現，每個個人之主體性才能建立，制度與民主政治才會出

現。而在指出要開出民主制度，須由理性的運用表現轉為架構表現後，牟先生繼

而解釋這如何可能。他指出，就傳統聖君賢相之內聖外王理論而言，是由內聖直

通外王，外王只成了內聖之作用；但若外王指的是民主政治此新外王，有鑑於其

為對列而非隸屬格局，運用表現而非架構表現，就只能曲通而非直通。此曲通乃

理性自身之辯證發展，由順其本性之道德理性與運用表現轉為逆其本性之觀解理

性與架構表現，最後在此「客觀的實現」中消融此表面之矛盾而進入二者之統合。

                                                 
5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p. 7. 本論文此後所載之英語引文，若未特別標明譯者，皆

係筆者自譯。 
6 牟宗三：《歷史哲學》（台北：學生，1984 年），頁 181－183。 
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北：學生，1996 年），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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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亦即他在《現象與物自身》一書中揭示的「良知坎陷」概念。民主政治之開

出，必由良知天理所決定，故良知必須要求自己成為了別之認知心或識心。同時

因識心乃與物為二者，故為無對之良知的「坎陷」。「坎陷者下落而陷於執也」9。

良知是知無知相、意無意相、物無物相而不拘執於任何相。但一停住則顯停滯相，

故成為執。據是，良知若要成就民主政治，則「坎陷」乃不可免者。 

針對此良知坎陷的開出說，有一種批評是：牟先生此方法無經驗證據支持，

是以理論的次序代替發生的次序。這種說法指出：證諸中外歷史上民主政治發展

之實況，從未發現牟先生這種良知坎陷而開出之例，使這種理論顯得無中生有。

例如林安梧先生即表示中國進入民主政治是一種「學習之次序」，既非「發生之

次序」，也非「理論之次序」，而牟先生卻混同了「理論之次序」與「發生之次序」。

林先生說： 
 

大致說來，牟先生並未清澈的指出「發生之次序」並不同於「理論之次序」，但

他卻也隱約的透露了此中的不同。只是牟先生以哲學家的姿態，太強調理性本身

作用的展開罷了。就「民主」、「科學」，乃至其他人類之活動而論之，其於歷史

之發生而言，原先由無而有，如此創造之發生，此為一；再者，既已有之，再以

學習而體現之，此為二；又者，省察此如何可能，此為三。一是「發生的次序」，

二是「學習的次序」，三是「理論之次序」，三者不可混淆為一也。華人社會之走

向現代化，施行民主，開啟科學，此是一「學習之次序」，非原先「發生之次序」，

亦不是以「理論之次序」所能做成的。當代中國學者論及於此，多未能分別清楚，

殊可歎也。牟先生亦因時代的限制，於此並未清楚分別。10

 

林先生在這段話中表示牟先生只是隱約的、而非清澈的指出「發生之次序」並不

同於「理論之次序」，卻未明白指出牟先生之所以隱約而不清澈之處何在，容易

造成理解上的困難。撇開此點不談，可以確定的是，他主張華人社會採納民主與

科學乃是「學習之次序」，牟先生則不但沒提及此點，更未清楚分別「理論之次

序」與「發生之次序」。但筆者以為，牟先生的確未特別提及「學習之次序」，原

因在於，只要對中國近代史略有了解者對此皆知之甚詳，無須在哲學著作中詳加

討論。而且，前已述及，牟先生提到中國之所以未開出民主政治的理由，就現實

歷史而言，階級對立是民主政治之要件；就思想之因素來看，民主政治的本質條

件是個性的自覺，但在中國此兩者卻都缺乏。所以他對民主政治在歷史發生學上

的討論不是沒有留意，而是刻意不在這個角度上來講開出說，他要處理的是「儒

學開出民主科學的可能性」之哲學問題，以證明儒學並不與民主科學衝突而可以

相容；是要由「政治制度如何可能」問題更進一步，嘗試解決在儒學架構下，「民

主政治如何可能」的問題，並非「實際上儒學已開出或如何開出民主科學」的歷

                                                 
8 《政道與治道》，頁 55－57。 
9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臺北：學生書局，1976 年），頁 123。 
10 林安梧：《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北：學生，2003 年），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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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問題，因此上述指責實難以成立。11

 

 

二.在個體與社群間力求平衡 

 

 

對內聖外王另外有一種解釋，認為道德實踐要從修身出發，但不能只侷限在

個人修養，必擴充至他人他物，所謂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上。孔子所謂「夫仁者，

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12正是典型代表。這種思路，在挺立個人價值與

自由之外，又視社群為個人本性之體現與延伸，在方向上可調和個體與社群之間

的對立，突顯道德修養與信念可交融個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作為政治社群最佳之

凝聚力，就此可以說優先於任何政治舉措。西方自由主義是由個人立場出發肯定

個體價值與權利，強調個人之對等與不可侵犯，偏於從對立與自我保護角度做思

考；儒家思想一樣肯定個體，但這種肯定是由具有權力的君王或道德修養作為表

率的君子這兩種角度出發，肯定人民作為個體的價值與權利，著重推己及人與成

己成物，較傾向包容與休戚相關的思維。事實上，包容與休戚相關的肯定可以涵

蓋從對立與保護方式來肯定個體的方式，又可免於只求自保與自私之蔽。牟宗三

以肯定人民為「存在的生命個體」，作為儒者在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上所立的最

高準則，正表現出這種思路。牟先生強調： 

 

「存在的生命個體」是首出的觀念，是直下須肯定的觀念，［……］，這是儒者在

政治思想，政治實踐上所立的一個最高的律則。而這個律則是直就人民為一存在

的生命個體而注意其具體的生活，價值，與幸福，而被體認出的。不是通過西方

所首先表現的政治意義的自由、平等、人權、權利諸形式概念而立的。此種尊生

命，重個體，是理性之內容的表現，而通過政治意義的自由，平等，人權，權利

諸形式而來的尊生命，重個體，是理性之外延的表現。［……］在「理性之內容

的表現」之路數中尊生命，重個體，那些外延表現中的形式概念可以一起含藏於

所尊之「存在的生命個體」中而不自覺地或無容疑地被肯定。13

 

牟先生認為西方通過政治意義的自由，平等，人權，權利諸形式而來的尊生命，

重個體是理性的外延表現。儒者則直就人民「存在的生命個體」而注意其具體的

生活、價值與幸福，此種尊生命，重個體是理性之內容表現。在理性之內容表現

中雖不能直接開出民主，但從其尊生命、重個體的態度出發，那些外延表現中的

形式概念可以一起含藏於所尊之「存在的生命個體」中而不自覺地或無容疑地被

                                                 
11 此問題的相關論述，可參考李明輝先生為牟先生開出說所做的釐清，相關文章皆收入李明輝：

《儒學與現代意識》。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12 論語，雍也篇。 
13 《政道與治道》，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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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而且不但肯定人民作為個體之價值與權利，還要幫助人民實現其個別價

值，滿足其需求。亦即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惡惡之」，也就是中庸「以

人治人」的表現14。牟先生說： 

 

主觀敞開，服從客觀，則客觀方面即全散開而落在「存在的生命個體」之「各適

其性，各遂其生」之「各正性命」上。無騷擾，無矯揉，無懸隔，無設計，個體

落實地還其為個體，此為儒者「理性之內容的表現」之德治之極致。此種全幅讓

開散開的德治亦可以說是內容表現上如實如理的個體主義之極致。（個體主義是

重個體，不是唯是個體。）15

 

依牟先生之意，由理性之內容表現所肯定的「個體主義」，是一種基於道德修養

而來的待人處事之道，不但要維護個人自己的權利，更力求保障與實現他人的價

值與自由，不會只是一種唯是個體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西方政治

哲學的討論中，這種基於自由主義立場的「個人主義基設」（individualistic 

assumption）飽受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s）之抨擊。沈岱爾（Michael Sandel）

即謂羅爾斯（John Rawls）的道德人（moral person）概念，以先驗的觀點定位自

我，使自我從文化、社群等經驗脈絡中抽離，成為一種各自獨立而互不關心之個

人主義。16這種孤立自足的個人，也會形成一種忽視社群價值之弊病。而基於羅

爾斯把自然資產（natural assets）及其運用之所得皆視為集體擁有者，實又預設了

某種共同之擁有主體，亦即社群的存在。17沈岱爾強調，即使羅爾斯承認，只要

不違反先於目的之個別主體前提，這種自我對所有考量與價值觀的態度是開放

的，因此社群價值就像任何人們可能追求的價值一樣，會在正義原則所規制的社

會中存在乃至繁榮滋長。不過基於自我先於其目的之前提，在羅爾斯理論中個人

的價值取向與目的總是其自我的屬性而非構成要素，因此「社群感也只是良序社

會之屬性而絕非必備要素」18。 

沈岱爾認為羅爾斯理論中隱約設定了社群之大我，對個人權益及特性之討論

不可能離社群而進行，可謂一針見血。然而他斷定人的身份是由慾望、目的以至

歷史社會文化脈絡所塑造而成，則推論太過。就有學者反對這種「構成式的社群

                                                 
14 《政道與治道》，頁 120。 
15 同上，頁 117－123。 
16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9—65. 沈岱爾認為，這種個體主義產生了兩個問題，首先，羅爾斯為了避免自我成為「完

全情境化主體」（a radically situated subject），卻落入了一種「完全空洞化主體」（a radically 

disembodied self）16之極端。這種自我可以說不需要正義原則。因為既從各種經驗屬性抽離，一則

由缺乏這些屬性導致的先驗主體同一化，引發締約者其實是眾多的同一人之荒謬結果，協議顯

得多此一舉。（Ibid., pp. 128－129.）其次，原初位置中的道德人過度形式化與抽象化，從而無法

解釋選擇動機之必要性，更無須計較現實生活中各種社會與自然基本善之獲得與分配問題，難

以說明先驗自我與經驗目的及欲求之銜接問題。（Ibid., pp. 27－28.） 
17 Ibid., p. 80. 
18 Ibid.,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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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the 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community）19，認為自我並非全然被動地由目的、

動機構成，因而與社群的關係不只是自我理解，也包括選擇與判斷。我們的確發

現自己身處於種種關係之中，卻並非照單全收，從而會對其進行判斷與質疑。20因

此自我至多也只是部分地由他的背景以及其目標或目的所構成，從而可相當程度

地參與其身份之決定過程。21

如何評斷羅爾斯與社群主義者對自我觀的歧異並非本文重點22，但檢視這場

論爭，則提醒我們必須具備一種統合觀點：社群不只是反映人彼此間關係的外在

組合，個人之權益與自我必須在社群中才得以完全實現；個人也不致被社群的一

切內容所滲透而淹沒其中，仍可對其保有相當的自主性與選擇能力。而這正是內

聖外王說之勝場所在。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中國傳統在理論方向上不趨極端，

企圖兼顧群體與個體，而獲致一種平衡」23。就道德實踐而言，儒家自是從個人

出發，且「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平等主義，亦與羅爾斯的自由主義傳統奉為

圭臬之康德目的王國概念合轍，此點學者已論之甚詳；但由理性之內容表現所肯

定的個體主義，卻不至於產生原子式的個人或忽略社群價值之侷限。理由在於儒

家式自我之實現是一種道德實踐的差序格局，要由日用而不知之百姓以成聖成賢

必要由己立己達走向立人達人，指向自我與他人、群體之交融和諧中。牟先生以

肯定人民為「存在的生命個體」，作為儒者在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上所立的最高

準則，進而提出的個體主義，主張道德修養必落實在兼善天下的行為表現與政治

成就上，就是成己必伴隨成物之注重社群的明證。李明輝先生也注意到，就儒家

傳統強調個人與社會間的聯繫性而言，儒家與社群主義有不謀而合之處。李先生

指出： 

 

如果我們將儒學置於西方當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脈絡中來為它定位，我

們會發現：傳統儒學在倫理學的基礎與自我觀方面與自由主義有可以接榫之處，

而在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及對傳統的態度方面又與社群主義同調。自由主義著重個

人對社會及歷史的超越性，社群主義則強調自我之形成必須內在於社會與歷史的

脈絡；雙方似乎都將「超越」與「內在」對立起來。儒家「內在超越」的思想特

色為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論提出了一個可能的化解之道：或許雙方的爭執是

一種可以化解的「背反」（antinomy）而非無法調停的「矛盾」（contradiction）。
24

                                                 
19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Limits of Justice, p. 150.  
20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6. 
21 Chandran Kukathas/ Philip Pettit: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08. 
22 事實上，沈岱爾對羅爾斯的批評未必都站得住腳。除了上述構成式社群觀的爭議外，針對原

初位置的個人缺乏選擇動機之詰難，羅爾斯可以回答說：原初位置中道德人並非毫無屬性，因其

具有中性而互不關心之工具理性以及追求基本善之價值觀，不至毫無動機導致不知做何選擇。但

為免離題，此處只能略而不談。  
23〈群己之間〉，《現代儒學論》，頁 169。 
24 李明輝：〈儒學、義務論與社群主義〉，《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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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先生在此藉由儒家「內在超越」的思想特色，強調可以在堅持超越於與內在於

社會及歷史脈絡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兩者間作調解。對此，也有學者持相同意

見，何信全先生即表示，透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論爭，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發

掘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他指出： 

  

儒家建立在個人人格平等，以及自我之道德實踐基礎上的個人主義，個人之自我

實現乃是通向他人與群體，亦即在與他人及群體互動交融的過程中，達成自我的

實現。就此而論，儒家的人觀與自由主義一樣挺立個人，然而個人卻不是如同社

群主義者所批評的孤島般的存在，而是在與他人互動交融的社群場域之中，致力

於實踐之事。儒家重實踐，而實踐之宗旨當然是孔子的「仁」。徐復觀在詮釋孔

子的仁時指出，仁是一個人自覺地精神狀態。它包括兩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自

己人格的建立及知識的追求，發出無限地要求。另一方面，是對他人毫無條件地

感到有應盡的無限地責任。…即是要求成己而同時即是成物的精神狀態。」徐復

觀此一詮釋，可以說把儒家踐仁既成己又成物之內涵，和盤托出，深符孔子「仁

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論語‧雍也》﹞的論旨。孔子此一論旨，

實際上是把仁的實踐，推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進路，確立了往

後兩千多年儒者不只獨善其身，還要兼善天下之經世性格。這種由個人通向群體

的實踐精神，以現代的術語來說，乃是充分展現公民德行的實踐與公共精神。要

之，二十世紀末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論爭，提供了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初重新檢

視儒家政治哲學傳統的絕佳機會。透過此一論爭的問題脈絡，我們在對儒學的重

估中，發現儒學在度過淡泊的二十世紀之後，顯然仍有其鮮活的生命力，並且孕

育與當代精神相通而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25

 

揆諸何先生之意，經由對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論爭的考察，儒學這種個人與社群

可互通而交融的思想，如果經由進一步的理論建構與系統化，乃是可與當代精神

相通且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由此可見牟先生的開出說，以肯定人民為「存在的

生命個體」所提出的個體主義，就理論上的解釋效力而言有其優點所在。 

 

 

三.道德與政治之分際 

 

 

就傳統內聖外王的詮釋而言，都是先預設一套道德工夫論，以此自修其德，

再由個人推擴至群體國家，如此一則可安民、立人達人；二則作為模範而風行草

偃，引導他人起而效尤。這種要求落在政治人物上，則形成聖君賢相之理想。就

                                                                                                                                            
中心，2005 年），頁 235－237。 
25何信全：〈儒家政治哲學的前景：從當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論爭脈絡的考察〉，收入黃俊傑主  
 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一)》（台北：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 2002 年），   
頁 2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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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而言，亦即要執政者行一種德治，其消極面是一種無為而治；積極面則是先

養民再教民之順序。可是歷史現實往往與理想目標背道而馳，正如林安梧所言，

中國後來是往「宰制性的政治連結」透過「血緣性的自然連結」而利用「人格性

的道德連結」為工具的異化方向走，導致君道侵襲父道與聖道之「道的錯置」問

題。26國君反而要求人民以道德修養為先，養民則是為後，甚至置諸腦後。 
    平心而論，此「道的錯置」問題是儒家思想在落實過程中與現實因素相激盪

所產生的歪曲，而非其內在理論問題。林先生也承認儒家在理論層次上強調「人

格性的道德連結」優先於「血緣性的自然連結」，只不過在發生學的層次上，前

者不離於後者。27且「血緣性的自然連結」與「人格性的道德連結」之結合，是

想經由一種推擴的工夫達於四海天下，這原與「宰制性的政治連結」對反。28是

以此問題根本上是劉述先先生所謂「政治化的儒家所造成的折曲」29，是儒家理

想落實在現實政治上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反省此現象之際，不禁令人思考，這種弊病之主因正由於把道德領域中對德

性之強調移植到政治領域中，因此對治之法正是直就人民「存在的生命個體」而

注意其具體的生活、價值與幸福，以此為政治領域首要課題。既然這問題是一種

扭曲而非儒家內在理論問題，只要能重新返回孔孟之德治思想，並進一步釐清道

德與政治二者之分際，自能迎刃而解。牟宗三正採取這種理論方向。孟子先養民

後教民的主張，是站在統治者行德治的立場上說，因此焦點在政治領域。牟先生

則進一步嚴分道德與政治兩領域，以養民為治人之政治領域原則；教民為修己之

道德領域原則。他亦指出王道不能只是德，必函重視人民的幸福。牟先生說： 
 
從王道方面講，正德必函厚生。正因為德是指道德的真實心，仁義心言，故一夫

不獲其所，不遂其生，便不是仁義心所能忍。從個人道德實踐的立場上說，律己

要嚴；從政治王道的立場上說，對人要寬，要恕。正德求諸己，利用厚生求諸人，

而亦必教之以德性的覺醒。30

                                                 
26林先生認為中國政治社會共同體基本上是由三種連結所構成：「宰制性的政治連結」，其中最高

階位的精神象徵為「君」；「血緣性的自然連結」，其最高階位的倫理象徵為「父」；「人格性的道

德連結」，其最高階位的文化象徵為「聖」。秦漢帝制之後，在「宰制性的政治連結」的管控下，

使「血緣性的自然連結」成為其工具，由於「人格性的道德連結」又是依附在「血緣性的自然連

結」上，因此形成一以「君」為核心，侵襲了「父」與「聖」，而使「父道」與「聖道」皆不能

獨立之「道的錯置」問題。「君」成了「聖君」，又成了「君父」，「君」成了中國民族心靈的金字

塔頂尖，是一切匯歸之所，是一切創造的源頭，是一切價值的根源，及一切判斷的最後依準。關

此詳情可參閱氏著：《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北：學生，2003 年），頁 123－

128。 
27同上，頁 58。 
28同上，頁 129。 
29 劉述先：〈有關儒家的理想與實踐的一些反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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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41。 
30 《政道與治道》，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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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說，道德須分辨個人自己實踐上的道德與政治教化上的道

德，其內容與差異在於： 
一、個人自己實踐上的道德：此是一無限的前程，深度與廣度俱無止境，而

且其實踐過程上的內在律則亦曲折多端，難歸一律。皆由自己存在的主觀方面以

無限的精誠甚深的悲願以赴之。要以成聖為宗極，而成聖即是一無限之過程。此

全為內在的。 
二、政治教化上的道德，與一般社會教化上的道德：此只是維持一般的人道

生活上的規律。則須嚴守「先富後教」之原則，在政治措施上，就個體而順成，

生存第一。「教」只是教以起碼普遍的人道。此只是維持一般的人道生活上的規

律。此只能對之作外在的維持，既不能內在地深求，亦不能精微地苛求。31

可見就牟先生而論，要擺脫異化困境，重點在指出儒家實有區分修己與治人

的理論向度，指出前者屬道德領域，要注重的是實踐工夫；後者屬政治領域，最

優先的是人民的生存與權利。徐復觀先生也呼應牟先生的講法，認為孔孟與先秦

儒家在修己與治人兩方面所提的標準完全不同，修己方面總是要將自然生命不斷

向德性上提，絕不在自然生命上安頓人生價值；談到治人，則首先是安設在人民

的自然生命要求上。若以修己的標準治人，會演變成思想殺人之悲劇；相反地，

若以治人的標準律己，則將誤解儒家修己以立人極的道德工夫。32儒家若要突破

傳統內聖外王理論之瓶頸，誠如何信全先生所言，必須要：「通過此一由道德（修

己）與政治（治人）之分際的體認，開展出一條銜聯二者的理論通路。就此二者

的銜聯而言，吾人以為應先確立的是外在的消極自由，蓋有了政治社會的外在自

由之後，才能物各付物，就個體而順成去實現內在自由，從而促致人生自由之全

幅實現。」33可以說，當代新儒家的共識是：嚴守道德與政治，修己與治人兩者

間應有的分際，才能恢復傳統儒家德治的積極面，亦可避免「道的錯置」問題重

演。 

 
 

四.人治與法治問題 

     
 
    但聖君賢相理想還有一個內在理論問題，同樣屬於混漫道德與政治界域之流

弊，亦即治人先於治法的傾向。已有學者指出，這種聖君賢相的政治格局，正是

中國遲遲未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一。張灝先生從其「幽暗意識」說出發，提

                                                 
31 《政道與治道》，頁 126－127。 
32 徐復觀〈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收入氏著：《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台北：學生，1988 年），頁 203－205。 
33 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台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6 年），

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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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儒家人可體現至善的「樂觀人性論」，造成聖王與德治的思想，把政治權利交

給已經體現至善的聖賢手中，讓德性與智慧來指導和駕馭政治權利，即為中國傳

統之所以開不出民主憲政的一部分癥結。34何信全先生也指出：「儒家對政治生活

中的人性，則抱持樂觀態度。此種樂觀態度，表現在由性善論導出德治。德治一

方面相信一般人民可以『導之以德』，猶如『草上之風必偃』；另一方面亦相信政

治人物會『為政以德』、『子帥以正』。在這種對政治生活中天理必勝人欲底樂觀

預期之下，使得法治觀念毫無落腳之處。」35可見聖君賢相格局應被民主政治取

代已成學者多數意見，對這一點，牟宗三先生亦無異議。 

依上述，既然牟宗三與徐復觀都主張要嚴分修己與治人，我們可以承認新儒

家已能區隔道德與政治兩種層面；他們兩位遂而都有應以民主政治取代傳統聖君

賢相格局的體認。以牟先生為例，他解釋傳統聖君賢相架構形成的原因，是因為

政權之取得由打天下而來且成為世襲，儒者又未提出使政權為公有的辦法，也沒

想出客觀有效的法律軌道使政權與治權分離，因此： 

 

皇帝在權與位上乃一超越無限體，完全不能依一客觀有效之法律軌道以客觀化與

理性化者。在無政道以客觀化皇帝之情形下，儒者惟思自治道方面拿「德性」以

客觀化之。但是此種客觀化是道德型態，不是政治法律的型態。儒者自覺地根據

儒家的德化首先要德化皇帝與宰相。皇帝在權與位上是超越無限體，儒者即順其

為無限體而由德性以純化之，以實之。由德性以純化而實之，這在古人便說是「法

天」。而法天的結果，則是物物各得其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皇帝如

此，方是盡君道。此為聖君，而相則為賢相。聖、賢是德性上的名詞，不是權位

上的物質力量。36

 

但這種約束只是道德上的約束。要人君忘掉自己現實上的無限權位，而進至

法天以達到道德上的無限。這種缺乏客觀有效的法律制度的約束人君方式，正是

造成中國君主專制延續不斷之主因。牟先生進而指出中國以前只有治權的民主，

而無政權的民主。但這種以「聖君賢相」的出現為前提之治權的自由是不可靠的。

唯有推行民主政治，建立政權的民主，才能真正保證治權的民主。民主政治的另

一個優點是，它可作為新外王的「形式條件」，傳統所謂事功更要在此形式條件

的保障下才能充分實現，在民主政治下才有事功。37

當然，說儒家不重視法治並不公平，徐復觀先生就提醒我們，孟子「徒善不

足以為政，徒法不足以自行」一語就指出了治人與治法不可偏廢之理。若將法解

釋為政治上所應共同遵守的若干客觀性的原則，及由此等原則而形成之為制度，

見之於設施，則孟子乃至整個儒家實具治法思想，儒家在政治上所說的禮都是法

                                                 
34 張灝：《幽暗意識與民主傳統》（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89 年），頁 28－29。 
35《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頁 145－146。 
36 《政道與治道》，新版序，頁 30。 
37 同上，頁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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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38不過徐先生也承認這只是具備法治之基本精神，傳統所謂「禮」與「法」

仍與現今之制度及憲法不同。39牟先生也強調傳統所謂法只是「維持五倫之工具，

賞罰之媒介，其本身無獨立之意義」40。質言之，「禮」之主要意含是日常生活的

基本道德規範或應對進退之禮儀，典禮之儀式程序；就「法」而言，中國傳統之

法，是各朝依其統治實際需要所定，是行政機關之內規或命令。美國法律學者昂

格爾（R.M.Unger）即把中國傳統之禮與法歸入其所謂「官僚法」範疇中，以與

現代嚴格的法律秩序或制度區隔。41質言之，筆者以為傳統之禮法與現代所謂法

制有以下不同： 

 

（1） 非代表民意之立法機關所定，民意基礎低或是全無。 

（2） 無憲法、法律、命令之分。所有規定之效力依主張者之官位高低而定，

不具穩定性。 

（3） 法條之修改純由執政者之自由心證，無公開、民主、客觀、公正之程

序。 

（4） 一改朝換代，法律則大幅修改，缺乏一致性。 

（5） 法之地位仍在執政者之下。 

（6） 無依法獨立審判之機關。刑部、衙門等並非獨立之司法機關，執事者

並非民選、也非法律之專業人才。 

 

平心而論，傳統儒家以正人心為重亦有其獨到之處。李明輝先生指出，以性

善說為基礎的民主理論可以針砭過分相信民主機制的制度論者。他以英國學者沃

爾海穆（Richard Wollheim）的說法為例，後者認為民主制度有一種「預計到的危

險」，可能來自為了施行它而設計的機制或社會中其他因素之影響，因此無法自

我保證。李先生亦強調「傳統儒家並非不重視制度，但亦不相信制度是萬能的。

［……］對於制度本身的弱點保持警覺，或許才是民主制度之最佳保障」
42
。 

事實上，對民主制度所應警覺者，在於要意識到法律制度是人所制定、由人

來推行，若人無心遵守，則違法亂紀乃至玩法自利的現象將層出不窮。余英時先

生在討論儒家未來展望的時候，提到修身可以在日用常行中發揮為己之學的正面

功能，成為社會上領導階層的修身論而在公領域中有其貢獻。他強調：「“徒法

不足以自行＂終究是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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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可見孟子「徒善不足以為政，徒

                                                 
38 徐復觀：〈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論集》（台

北：學生，1993 年），頁 138－140。 
39  同上，頁 136－138。 
40 《政道與治道》，頁 49。 
41 【美】R.M.昂格爾著，吳玉章 周漢華譯：《現代社會中的法律》（南京：譯林出版社，2001
年），頁 82－104。 
42 李明輝：〈性善說與民主政治〉，《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年），頁 69。 
43〈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現代儒學論》，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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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不足以自行」的建議還是具有其現代意義的。 

但不可諱言的是，缺乏法律制度產生的流弊更為嚴重。人重於法就會使律令

之尊嚴不顯、穩定性不夠而缺乏客觀獨立之裁決標準，如此一則會產生徐復觀先

生所謂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現象，亦即政治的理念，民才是主體；而政治的現

實，則君又是主體。44二則應驗勞思光先生所謂忽略眾多主體並立境域本身之特

性，結果在主體交互關係中之一切問題，均不能如分解決。45禮與法因為僵化或

被私心自用，不是造成禮教吃人，就是在面對複雜事態之際，顯得緩不濟急或無

法調解利益與思想觀念上之衝突，也就是說對各自權利問題難以妥善處理。孟子

治人與治法並重，是道德修養與政治制度皆已成熟並相互交融之最高境界，但在

達到此理想前，道德只能用在修己上，政治則必須制度，是以徐先生才指出要解

除中國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必訴諸於制度。46對照聖君賢相體制企求徒以

道德上的要求收到政治制度的效果，牟宗三與徐復觀主張以民主政治取代人治，

實已一針見血地道出癥結所在。 

 
 
 

第三節  理一而分殊：廣義道德實踐之外王 

 
 
依傳統內聖外王的詮釋以及牟先生的理論建構來看，本質上皆是以內聖為基

礎的思路，而且牟先生認為，除了聖君賢相格局已過時，而須以民主政治代替之

外，也都表現出一些有價值的睿識，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於是成為傳統儒者乃至當代新儒家所共許的基本原則。劉述先先生也

指出，若就道德與政治之關係來看內聖外王，情形應當是：「內聖為本，本立而

道生，就內聖與外王的關係來看，必定是內聖為主，外王為從。凡儒者莫不有推

明治道的嚮往，並作出這方面的努力，但不因此可以倒轉過來說外王為本。」47所

以劉先生也贊同牟先生放棄聖君賢相間架，改採民主政治的做法，以及嚴分政治

與道德二者分際的判斷。劉先生提到： 

 

中國的傳統政治理念是「仁政」。當經驗顯示，事實上難得有聖君賢相的時候，

就不能不幡然改圖，接受西方民主的制度，建立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

府。誠然民主並不一定能產生最好的效果，但集思廣益，避免把權力集中在一家

一姓之手，的確是我們所知制度裡面可能產生最少惡果的一種方式。民選出來的

                                                 
44 徐復觀：〈中國的治道〉，《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北：學生，1988 年），頁 224。 
45 勞思光：《文化哲學論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25－137。 
46〈中國的治道〉，同上書，頁 247。 
47 劉述先：〈論迴環的必要與重要性〉，《論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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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袖不是哲王，也不是聖賢，只是有能力處理眾人之事的政治領袖。這樣，政治

不再是倫理的延長，他本身是一個獨立自主的範圍，有它自己的遊戲規則。但它

也不是完全和倫理道德切斷關係，因為我們仍然必須選出有最低限度道德操守的

政治領袖，而我們投票給他，主要是看他的政府是否真正能夠照顧到大多數人民

的利益，為人民服務。48

 

劉先生認為，當經驗顯示事實上難得有聖君賢相的時候，就不能不幡然改圖，接

受西方民主的制度。也強調道德與政治雖然不是可以完全切斷關係，仍有各自的

分際而不可相互干擾。這些都是他與牟先生的共識。所以牟先生以曲通方式開出

民主政治的思路，也是劉先生討論儒家內聖外王理想時所經常提到的，例如劉先

生曾說： 

 

如果我們把「外王」當作政治之事，那麼照現代人的看法，政治自有其規律，不

可與倫理道德的問題混為一談。［……］由這樣的角度來看，現代的發展的確突

破了傳統儒家思想的窠臼，此處必須與時推移，萬不可以抱殘守缺。借牟宗三先

生的說法，傳統中國文化生命偏於理性之「運用表現」與「內容表現」，而要轉

出政道，開濟事功，成立科學知識，則必須轉出理性之「架構表現」與「外延表

現」。49

 

在此劉先生對牟先生以理性之「運用表現」與「內容表現」轉出「架構表現」與

「外延表現」的做法，表現出認同的態度，也認為這就是中庸所謂「致曲」觀念

之拓展50。而且劉先生多次重申，中國傳統只有「民本」思想，而這與現代西方

的民主制度，事實上頗有出入，而且他也懷疑，如果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自己

能否產生出民主的觀念，劉先生強調： 

 

孔孟所相信的是君主制度，所謂聖君賢相，這是「民本」的思想，並不是現代西

方式的「民主」的思想。我們不能因為〈禮運大同〉篇中有所謂的「選賢與能」

的說法就說中國古代有民主選舉的思想，這是不相干的附會，因為原典的意思只

是賢明的統治者選拔賢能來為人民服務，依然是民本的思想。我十分懷疑，如果

不是受到西方的衝擊，中國自己能不能夠產生民主的思想。黃梨洲的〈原君〉雖

然深刻地揭發了私天下的思想的弊病，卻仍然回到三代之治的嚮往，並沒有轉出

西方式民主的思想來。51

 

從劉先生的論點來看，可以得知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特性是「民本」，這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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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49 〈論儒家「內聖外王」的理想〉，同上書，頁 154。 
50  同上，頁 155。 
51 〈由權威到威權〉，同上書，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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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民主政治的確仍有相當落差，由此也可看出牟先生要以曲通的方式開出民

主政治的合理性與必要性。因為若不在理論根據上予以疏通，建立儒家思想與民

主政治在邏輯上可以相容的基礎，就儒學立場來談民主政治將會陷入理論上無法

自圓其說的窘境，這應該是劉先生與牟先生站在同一立場的原因。所以劉先生曾

為開出說提出解釋： 

 

牟先生的開出說是受到佛家“一心開二門＂的啟發而發展出來的說法。如以生生

的仁心為本，理應開出科學與民主。這樣的說法並不意涵，傳統中國文化不受到

西方的衝擊便自己可以開出西方式的民主與科學，也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方案來

促成這樣的轉變，牟先生的用心只是要指出，肯定我們傳統文化的本根，不只不

必排斥西方的科學（架構式的思想）與民主（客觀化的制度），而且要積極吸納

這樣的東西。坎陷說也只是用另一種方式來說明同樣的道理。如以生生的仁心為

本，則必須取道德心坎陷的方式，以曲通的方式發展出民主的制度與科學的知識

的成就。52

 

依劉先生之意，牟先生提出開出說與坎陷說之用意，皆在經由曲通之概念，說明

儒家思想是與西方民主及科學相容的，肯定我們傳統文化不只不必排斥西方的科

學（架構式的思想）與民主（客觀化的制度），而且可以積極吸納這些成就。但

是劉先生雖同意這樣的思路，在他自己的理論表述上，卻沒有採取這樣的方式。

劉先生對此的解釋是，他擔心這樣的說法會引起他人的誤解，而虛耗時間與精力

在解釋上。因為由效果的角度著眼，這些說法「引起太多不必要的誤解，不值得

花那麼多的時間與精力來應付一些無謂的繚繞與糾纏。開出說容易令人聯想到傳

統中國文化如何由自身本有的資源產生科學與民主的虛假論旨」53。而且民主政

治的內容必須包含許多制度與組織，這樣龐大的機制要能順利運作，就需要不同

領域的人才之通力合作，劉先生提到： 

 

當前新儒家所亟需要的是在與傳統的典章制度以及渣滓解紐之後，參照西方的經

驗、配合自己的國情，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體制，與其核心的仁

（人）道創造的思想相配合，而這有賴於有政治、經濟、社會專長的學者的接力

來完成這重要的任務。現代的問題太複雜了，不是一個人的力量可以擔負得了

的，黑格爾一個人編篡百科全書的時代已經過去了。今日要講系統哲學，是要首

先建立起一個開放的架構，吸引一批在基本精神上有所契合的學者，分頭努力，

開發出新的領域，抵拒住黑暗的時潮，以期望一個豐收的未來。54

 

如果儒家在今日要實行民主政治，必須借助一些具有政治、經濟、社會專長的學

                                                 
52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52－53。 
53 同上，頁 53。 
54 劉述先：〈關於「儒家與政治學」的討論〉，《大陸與海外：傳統的反省與轉化》（臺北：允晨，

1989 年），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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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共同合作，牟先生以理性之「運用表現」與「內容表現」轉出「架構表現」

與「外延表現」的曲通方式，已經為這樣的可能性提供理論基礎。但這些學者除

了在基本精神上必須有所契合之外，更需要一個開放而對等的架構，才能真正互

相合作與學習，若承認其中某種專長之優位，那麼對等地位之欠缺又將導致虛耗

精力在地位與價值高低之論辯上，使得各種機制互相牽制而非合作了。從這一點

來理解，我們就可以知道，劉先生認為取道德心坎陷的說法會引起誤解，其原因

正在於，「認識心為道德心的坎陷又容易引起在實際的層面上把道德當作第一

義、知識當作第二義的聯想」55。所以劉先生認為在曲通的構想中，不宜再提坎

陷的字眼，若一定要用坎陷，則必須「把坎陷擴大成為一個普遍的概念，也應用

到道德的領域」56。 

由此可見，劉先生認為曲通要以廣義的道德實踐之概念充實之。原因在於新

儒學處理教化與限權上所面對的兩難。劉述先先生曾指出，新儒家對在儒學架構

下採用民主政治可能遇到的一個難題意識不夠，此即，傳統德化政府的理想與現

代西方式民主政府功能不相容的問題。劉先生提到： 

 

新儒家已清楚地了解到限權觀念的重要，而主張採用民主的政治制度。然而新儒

家在同時強調教化的重要性，於是不免陷入到一種兩難的情況之內。如果政府是

一個有為的政府，那就不免要干預到人民的生活，甚至有可能侵害到人權！如果

政府什麼都不做的話，那就沒有可能發揮到教化的作用。新儒家有時似乎把文化

發展的主導力量以及教化的責任完全放在政府身上，而這是現代的民主政府擔負

不了的責任。新儒家在這方面的反省似乎不夠透徹，傳統德化政府的理想與現代

西方式的民主政府的功能似乎是不相容的，兩方面很難牽合在一起。57

 

劉先生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出發點是政教分離，「政治制度採取民主的方

式，而公民自己負責道德與文化方面的修養」
58
。但新儒家似乎還是把文化發展

的主導力量以及教化的責任完全放在政府身上，這卻是現代的民主政府擔負不了

的責任，因為民主政府若要充當教化的力量，就有可能干預人民的生活，甚至侵

害到人權。所以在牟先生仍極力表述聖賢理想之際，劉先生鼓吹的是走向日用常

行化的基本道德修養。其中關鍵在於：傳統德化政府的理想與現代西方式民主政

府之功能並不相容。 

質言之，劉先生認為傳統儒家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亦即「過分強調道德倫

理的單向發展，以致壓抑了其他方向發展的可能性」59。可以說，牟先生對內聖

外王的創造性詮釋在於：內聖工夫必須經過曲通，一種道德心的坎陷，才能成就

                                                 
55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53。 
56 同上，頁 5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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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58 〈由權威到威權〉，頁 138。 
59 〈論儒家「內聖外王」的理想〉，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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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科學之外王事業；劉先生與其不同之處則在：將內聖外王擴大為由理一而

分殊的廣義道德實踐過程，首先，若把外王視為民主政治此新外王，基於在同一

理念下分工合作之必要，就必須亦視道德心為分殊，使各種專長與技藝處於一個

對等而開放之結構下。其次，我們也可以將外王的內涵由政治予以延伸，成為基

於仁心與生生之精神而從事的各種分殊的文化創造活動，這不但包括道德修養，

也涵蓋了經濟、商業乃至藝術各層面。這兩種思路無疑都指向廣義的道德實踐。

劉先生提到，孔子就是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之實行者，因為孔子說過：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還不至於收縮到一種偏枯的境

地。但中國的儒家傳統確有過分偏重道德之嫌。事實上道德的完人只是一種可能

發展的方向而已！我們對於有高度道德修養的道德人、宗教人有著最高的崇敬，

但卻不必勉強人人走上同一樣的途徑，我們也需要成就科學家、藝術家、乃至企

業家的型態。故此我們對於道德只能有一種低限度的要求：人人都得有某一種的

道德操守；但卻不能有一種高限度的要求：人人都要成聖成賢，或者成仙成佛。

過高的理想無法實現反而造成偽善的反效果；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反激，現代人反

對不近情理的僵固的傳統，卻不了解，追溯回傳統的源頭應該是一顆新鮮活潑的

仁心，現代人卻連這也一併否認了，豈非因噎廢食，造成了極不良的後果。60

 

比照第三章中的討論，可知劉先生在此談的正是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概念。各行

各業的人在認同仁心與生生的前提下，從事各種價值創造活動，雖不必追求成聖

成賢，卻仍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從廣義的道德實踐出發，劉先生特別討論中庸所

謂「至誠」與「致曲」兩個概念，認為傳統內聖外王將誠的形著專指狹義的道德

實踐，範圍過於狹隘。他特別指出： 

 

傳統內聖外王理想的表達太過直截，結果淪為烏托邦的夢想，不切實際。第一序

「至誠」的理想既難以實現，故此在傳統的再解釋上，我們不妨退一步，注重第

二序的「致曲」觀念的拓展，才可以接上現代化的潮流。文化的多樣性的表現，

必須通過曲折的方式始能得到充量的發展。「和而不同」，乃是文化哲學的最高理

念。而文化之間的會通在其「真實無妄」，依然是「誠的表現」，這是文化發展的

道德基礎。誠的形著，不只是表現在狹義的倫理道德之上，也表現在科學技術、

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之間，各有其自身的規律，不可以勉強加以比同。理想的境

界是像華嚴的帝光珠網，各逞異彩，互相輝映，交參自在，無障無礙。61

 

依上述，劉先生以「至誠」與「致曲」詮釋由內聖到外王的表現過程。他強調誠

的形著不只是表現在狹義的倫理道德之上，也表現在科學技術、政治經濟、文學

藝術等領域。劉先生對廣義的道德實踐之說明，從他對內聖外王的詮釋可以明確

                                                 
60 〈論儒家「內聖外王」的理想〉，《理想與現實的糾結》，頁 153。 
61 同上，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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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此外王既指涉民主政治，也是各種文化創造形式。事實上，這種廣義的

道德實踐也有助於調和朱子與象山之間的歧異，這就牽涉到下一章的內容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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