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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尊德性」到「先後天工夫並重」： 
以格致工夫為例 

         
 
第一節  牟宗三對朱子的定位 
 
 

牟宗三先生對儒學的闡述，無疑是以某些基本設定為背景。其心理合一、價值

與評價主體合一的思路基本上是以孟子所開，陸王繼之的心學一系為主軸，擴而充

之，這即是所謂的「縱貫系統」1。除此之外，牟先生還指出有一橫攝系統，則由伊

川、朱子所代表。前者是宋明儒之大宗，亦合先秦儒家之古義；後者是旁枝，乃另

開一傳統者。牟先生認為橫攝系統在「體」（即天理自體、理體、道體）上理解有

誤，故於工夫上也有偏差。就體而言，由於其認為心與理二，心只是後天的、實然

的經驗之心，理才是超越的存有。故在工夫上，只能涵養一實然的「敬心」；而「致

知」也只是通過格物去知那作為本體論的存有的超越之理，並不是一般的經驗知識。

牟先生指出： 
     
自此而言，照顧到實然的心氣，則其所成者是主智主義之以知定行，是海德格所謂

「本質倫理」，是康德所謂「他律道德」，此則對儒家之本義言根本為歧出、為轉

向，此處不能說有補充與助緣之作用。但因其在把握超越之理之過程中須通過「格

物」之方式，在格物方式下，人可拖帶出一些博學多聞的經驗性的知識，此則于道

德實踐有補充助緣之作用。但此非伊川朱子之主要目的，但亦未能十分簡別得開，

常混在一起說，是即所謂「道問學」之意也。2

 
牟先生此結論，是經過將朱子與孟子及北宋四大家：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對照

下所得。而牟先生比較的主要參考點為： 
 
（一）對於孟子心、性、情、才之理解。 

                              
1 牟先生將宋明理學分為三系。依序為：五峰、蕺山系（此系乃承濂溪、橫渠、明道而開出者），

象山、陽明系，以及伊川、朱子系。並將前兩系判為縱貫系統，伊川、朱子系則為橫攝系統。詳情

請參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 年），綜論第一章第四節：宋明儒

之分系。 
2 同上，頁 50。 

 98



（二）對于孟子盡心知性之理解。 
（三）對于中庸中和之理解。 
（四）對于濂溪誠體、神體與太極之理解。 
（五）對于橫渠離明得施不得施之理解，以及對于大心篇之理解。 
（六）對于明道「其體則謂之易，其用則謂之神」之理解，以及其對于其言仁之理

解。 
 
對於以上六點，牟先生認為朱子之理解皆不相應，而其關鍵即是：「對于形而上的

真體只理解為『存有』（Being, ontological being）而不活動者（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 但在先秦舊義以及濂溪、橫渠、明道之所體悟者，此形

而上的實體（散開說，天命不已之體、易體、中體、太極、太虛、誠體、神體、心

體、性體、仁體）乃是『即存有即活動』者。（在朱子，誠體、神體、心體則不能

言）。此是差別之所由成，亦是系統之所以分。」3

    依上述，牟先生對他的兩系統之分作了簡單的提要。他指出： 
 
依「只存有而不活動」說，則伊川朱子之系統為：主觀地說，是靜涵靜攝系統，客

觀地說，是本體論的存有之系統，簡言之，為橫攝系統。依「即存有即活動」說，

則先秦舊義以及宋、明儒之大宗皆是本體宇宙論的實體之道德地創生的直貫之系

統，簡言之，為縱貫系統。系統既異，含于其中之工夫入路亦異。橫攝系統為順取

之路，縱貫系統為逆覺之路。4

     
    從以上說明來看，牟先生認為朱子的道問學是「以知定行」的「本質倫理」，

康德所謂的「他律道德」。因此對儒家之本義言根本為歧出、為轉向，此處不能說

有補充與助緣之作用。但因朱子在把握超越之理的過程中須通過格物之方式，在這

種方式下人可拖帶出一些博學多聞的經驗性知識，這對於道德實踐則有補充助緣之

作用。牟先生立論的要點是：朱子的系統因心與理二，因順取的途徑，故偏離儒家

本義。由此導致兩個偏差：一則不能挺立起真正的超越的道德主體，成為他律道德。

二則在格物致知中所拖帶的知識，非道德實踐之本質，只具有補充助緣的作用。 
 
 
 
 

                              
3 《心體與性體（一）》，頁 58。 
4 同上，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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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道德實踐與知識 
 
 
一.論道德實踐與知識之關係 
 
 

以上對牟先生評論朱子的敘述，其實可以藉由「道德實踐與知識的關係」予以

串聯。因為牟先生認為朱子的順取之路可以成立的是知識，而知識在道德實踐中，

既對人們從事道德行為與否難以發生主導作用，又不能挺立起超越的道德本心，才

會將朱子工夫論定位在助緣的角色。是以首先我們就要從道德實踐與知識的關係切

入討論。 
要分析道德實踐與知識的關係，就必須回到吾人身處道德情境的實際狀況。人

在面對道德情境之際所顯示之應然的判斷意識，要落實於行為中必須經由道德情

感，一種不同於認知、反省及概念分析的感性作用，以提供動力。休姆（David Hume）

早已指出知識或理性只能是情感之奴隸，在道德行為中之真正動力乃是一種道德

感。康德也強調道德感是道德行為之動機，誘發道德行為的根據。5現象學倫理學的

代表人物謝勒（Max Scheler）更直接點明道德感之普遍性與成現於行為之動力性，

並對此作了系統性的闡述。經由比較哲學的研究，可以發現他的論點甚至與孟子乃

至牟宗三先生有許多不謀而合之處。6雖然以上這些哲學家對道德感的見解不一，但

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情感狀態，無任何概念運作，也不能是觀念之連結，與知識根

本是兩種東西。任何知識的積累或歸納既不能使之增減，也無以令其改變。於是可

以說，知識對一行為之實踐與否根本無主導力。 
可是知識也並非與道德實踐全無干涉。就經驗知識而言，它可以在道德判斷「後」

幫助道德行為之實現。這就是陽明所說：「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量父母

的寒，便自要求個溫的道理；夏時自然思量父母的熱，便自要求個清的道理。」7經

驗知識是道德意識（思孝親）表現於道德行為（思量父母的寒熱）的輔助者（溫清

的道理）。牟先生對此有清楚的了解，他曾指出： 

                              
5 主張道德感作為道德行為之動力，康德與儒家所見略同（雖然同中仍有異），關此李明輝先生有

詳細而深入之論述。參李明輝：《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 
6 謝勒與孟子在道德情感上都主張其超越普遍性，這點李明輝先生已做了詳細的探討，參見其：《四

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北：台大出版中心，2005 年）。至於謝勒與牟宗

三兩者道德情感觀點之比較研究，則在第六章會做相關探討，  
7 陳榮捷編：《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臺北：學生書局，1998 年），卷上，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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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良知中，此「致」字不單表示吾人作此行為之修養工夫之一套，（就此套言，

一切工夫皆集中於致），且亦表示須有知識之一套以補充之。此知識之一套，非良

知天理所可給，須知之於外物而待學。因此，每一行為實是知識宇宙與行為宇宙兩

者之融一。（此亦是知行合一原則之一例）。良知天理決定行為之當作，致良知則

是由意志律而實現此行為。然在「致」字上，亦復當有知識所知之事物律以實現此

行為。吾人可曰：意志律是此行為之形式因，事物律則其是材質因。依是，就在「致」

字上，吾人不單有天理之貫徹以正當此行為，且即於此而透露出一「物理」以實現

此行為。8

 
牟先生的觀點是：每一道德行為都是本心良知與經驗知識合作所成就者。前者決定

行為方向，所以是行為之形式因；後者決定行為內容，則是行為之材質因。例如在

本心下「孝」之判斷「後」，為了在行為上貫徹此「孝」的指示，就必須探求相關

知識。所以須有知識之一套以補充之。知識因此是「孝」心實現之助緣。這與勞思

光先生以「完成義」解釋道德與知識的關係若合符節。勞先生認為： 
 
一道德行為即一如理之行為。就「根源義」講，無論作此行為之人具有之知識是否

正確，此行為之道德性視其意志狀態而定；換言之即「發心動念」處之公私決定其

道德性。但就此行為能否如理完成講，因離開知識則行為即無內容，知識愈缺乏，

行為之完成亦愈不可能。故在「完成義」下，知識亦提供道德行為之內容。9

 
所謂「根源義」是就行為是否合乎道德而言，在此知識不能有任何決定力；但就道

德行為能否順成之「完成義」而言，因知識提供道德行為之內容，可見知識是道德

實踐上不可或缺之輔助。 
整體而言，在道德實踐領域，道德意識與經驗知識的確呈現出相互合作的情形。

道德意識可指引經驗知識之應用，經驗知識在「完成義」上有實現良知要求之作用，

從而不可或缺。雖缺一不可，但這是相互合作而非相互影響，因為知識不能改變道

德意識、只能幫助良知實現自身之要求，為良知所用。就道德實踐而言，基於道德

意識對經驗知識的指導與定位作用，兩者還是有主從之分，道德意識為主、經驗知

識為從。 
 

 

                              
8 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臺北：學生書局，1979 年）。頁 250–251 
9 勞思光：《哲學問題源流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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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道德實踐論朱子格物致知 
 
 
由以上論述可知，若朱子果真想要以認知的方式建立道德感或道德意識，的確

會不如逆覺的方式來得順適，而且這過程中所拖帶的知識，就道德實踐而言也只能

作為輔助的角色，那麼牟先生對朱子助緣的定位就言之成理。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將

焦點轉到朱子的工夫論上。 
事實上，朱子對他自己在道德實踐工夫上有所虛歉已有自覺，他曾指出： 

 
大抵子思以來，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兩事為用力之要。今子靜所說專是尊

德性事，而熹平日所論，卻是道問學上多了。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

理全不仔細，又別說一種杜撰遮蓋，不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理上不敢亂說，卻

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不得力。今當反身用力，去短集長，庶幾不墮一邊耳。10

 
朱子在此自承於義理上的道問學工夫雖有所得，尊德性工夫卻多不得力，相對於象

山顯得有所不足，而主張在兩者間去短集長。但象山卻拒絕這種「去兩短、合兩長」

的態度，堅持兩者工夫仍有主從之別。他的理由是： 
 

朱元晦欲去兩短、合兩長，然吾以為不可。既不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11

 
象山的立場是，就成德工夫而言，若未先立本心，建立堅強的道德意識，就算有再

多、再豐富的義理涵養，也是在外面繞圈子的支離之路。才會指出「既不知尊德性，

焉有所謂道問學」。既然兩邊相持不下，我們不妨直接檢視朱子自己的理論，作為

判斷的依據。 
    在朱子學說的表述上，其工夫論重點在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理想為達到所

謂脫然或豁然「貫通」的境界可說是學界共識。於是我們可先檢別出其格物致知說

的三個層面。探究事物的性質是經驗認知的外求模式，這是格物致知的第一層面；

對社會的道德規範箴言進行反省與體會，就是要藉由內省獲得道德上的見識，此為

第二層面的工夫。朱子認為這兩層面的工夫必須兼備，他指出：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若理會得透徹，後面便容易，故程子此處說得節

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若不同，其實一也。見人之敏者太去理會外事，則

                              
10 文集，卷 54。 
11 象山全集，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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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理會，曰「若不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理，則吾恐其如大

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若是人專只去裡面理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切

於身，然一草一木亦有理」。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理會底，但須是六、七分

去裡面理會，三、四分去外面理會方可。12

 
這段話透露出朱子兩個論點，第一是他認為外求與內省須並重，第二是兩者雖要兼

顧，但內省之比重佔了六七分，還是多於外求的三四分，顯然更為重要。朱子指出

格物致知應是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雙管齊下的方式，不可拘執一邊。當然，這兩層

面活動雖皆不可或缺，卻也都只是準備工夫而尚未完備。前者容易走向形上學與科

學的方向，追求道德見識則傾向於成為處世智慧或倫理學說。這些「學」或智慧自

然重要且必要，卻仍不可謂為已足。作為一代大儒，他還是繼承儒家成德之教的精

神，要由內省與外求之「學」的第一與第二層面，再提昇至第三個層面－－知行合

一之道德實踐層次。朱子追求貫通的目的，最主要不是在知識或道德見識的獲得，

而是要在不斷求知及內省的過程中，磨鍊心的功能，使心能作最大的發揮，這就是

回歸使心不受人欲的影響，而能知理順理的知至、物格、明德之本然狀態。朱子說： 
 
致知，不是知那人不知底道理，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利兩件，昨日雖看義當為，

然而卻又說未做也無害；見得利不可做，卻又說做也無害；這便是物未格，知未至。

今日見得義當為，決為之；利不可做，決定是不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便是物

格，便是知得至了。13

 
至於物格、知至正是朱子用來描述貫通的話，朱子云：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理也。蓋人心之靈，莫不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不有理；惟於理有未窮，故其知有不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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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裡精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矣。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也。14

 
所謂貫通，是眾物之表裡精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的境界，也是心超

昇至一理平鋪，無情意、無計度的心靈狀態，亦即充滿道德行為意識之知行合一的

                              
12 語類，卷 18。 
13 語類，卷 15。 
14 大學章句，格物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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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之第三層面。可見朱子優先處理的還是儒家傳統的成德之學，亦即道德實踐問

題。如此看來，貫通應是一種異質的跳躍，此異質是相對於前兩層外求與內省工夫

所獲得之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而言。這差異主要可分三點論之。 
    首先是形上形下之異。貫通所格之理是存在之所以然的太極，這是形而上之理；

至於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的對象，相對來說自然是形而下之理。 
其次是概念內容有無之異。形上之理既然是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的淨潔空

闊的世界，「脫然貫通」的「知至」境界自然亦為無思慮、無內容曲折的意識狀態。

相較之下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多少帶有思慮及概念內涵。 
    最後是具實踐性與否之異。貫通是知行合一、具有堅定道德修養之精神境界。

隨時保有成就道德行為之行動力。以此來看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前者不能引發道

德行為已甚顯，道德見識固有助於道德修養或人格之養成，卻不與其等同，這種意

義上的知善知惡，無法直接導出好善惡惡之行為。15

    貫通既然與認知和道德見識有形上形下、概念內容與實踐性三項差異，而且這

些差異皆指向質而非量之不同，那麼這種異質的跳躍又如何可能呢？朱子看起來只

預設了有此異質之跳躍，而未思及其可能性問題。德性之知是要建立道德意識與修

養，朱子外求與內省並重的工夫入路獲得的是與其異質之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劉

述先先生曾指出，要達到異質跳躍所需的工夫為一種逆覺，「朱子預設此逆覺，卻

終不能正視此一逆覺，是其不足處」16。質言之，貫通之所以可能就必須預設一種

與理為一之道德意識，在心與理一的條件下貫通才有必然性，劉先生強調「朱子已

先預設了象山所說的本心」17道理在此。若不一則成偶然之湊泊，成不成功就難以

操之在己，才會令朱子感覺如此艱苦，少有活潑潑地愉悅。如此一來，貫通如何可

能始終是朱子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是以牟先生指出朱子不能挺立起真正的超越的

道德主體有其理據。 
至於外求與內省並重所獲得的經驗知識與道德見識，如前所述，就道德實踐而

言，的確只有輔助地位。這麼一來，牟先生依儒家內聖之學，從道德實踐的角度判

定朱子格致工夫為助緣，是站得住腳的評斷。  
 
 
 

第三節  劉述先對朱子的評價 

                              
15 此處有關貫通與內省和外求兩種工夫之異質性的論述，係依據筆者另一篇探討朱子脫然貫通的論

文。參張子立：〈釋朱子脫然貫通說〉，《東吳哲學學報》，第 12 期（2005 年 8 月），頁 99－125。 
16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北：學生書局，1995 年），頁 531。 
17 同上，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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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道問學的批評：內聖成德之學的觀點 
 
 

如前所論，牟宗三先生強調成德的本質工夫為逆覺體證，而判定朱子的道問學

為助緣。就建立道德意識的狹義道德實踐而言，確是如此。在這方面，劉先生與牟

先生立場是一致的，劉先生指出： 
 
朱子走順取的途徑，假定人自幼及長，有良好的德俗的訓練，久而久之，就終必能

建立德性的自覺，這是一種過分單純的想法。事實上要建立這樣的自覺，必須經歷

一逆覺體證，澈底由聞見之知、經驗對象知識的模式翻出來，作一異質的跳躍，始

有所得，否則若只是依樣畫葫蘆，所立只不過是一套習熟足以自安的他律道德而已！
18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發現劉先生接受了牟先生對朱子順取與他律道德的定位，也認

為要建立德性的自覺，就必須訴諸逆覺體證的工夫。進一步來看，既然朱子與象山

都以孟子學為正宗，則與孟子學直接相關者乃是道德實踐。道問學作為外在知解、

文字理會之明理工夫，與道德踐履並無本質的相干者。牟先生正是據此指出，「如

道問學是直接與道德踐履相關之道問學，如象山所意謂者，則不知尊德性，自無此

種道問學」19。就這一點而言，劉述先先生也完全認同象山與牟先生的判斷。劉先

生對此的看法是： 
 

表面上看來，朱子的態度比較平衡，象山卻咄咄逼人，不留任何餘地。然而從義理

上看，象山緊緊追隨孟子先立其大之義，反對在外部盤旋，朱子也不能不承認陸學

在日用工夫上有其過人之處，而自己則往往不免支離之病。由內聖之學的規模看，

兩方面的確不能齊頭並列，而必須建立主從關係。象山也不是真的要人完全不讀書，

所謂六經皆我註腳的含意是，六經畢竟只是外在的跡，真正的基礎仍在每個人內在

的千古不磨心上。由這一線索追溯下去，既以孟學為判準，則我不能不同意牟宗三

先生以朱子為「別子為宗」的見解，同時也不能不反對朱子之批評陸子為禪。那是

沒有充分根據的聯想。20

                              
18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526－527。 
19 《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94。 
20 劉述先：〈有關理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理想與現實的糾結》（臺北：學生書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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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先生認為就內聖之學的標準來看，朱陸二者的確必須有主從之別，因此牟先生以

朱子「別子為宗」的見解不無道理。劉先生依據本質程序與教育程序之分野，指出

「由本質程序的觀點看，真正要自覺作道德修養工夫，當然首先要立本心。如果問

題在教人作自覺的道德修養工夫，那麼作小學的灑掃應對進退的涵養工夫，讀書，

致知窮理至多不過是助緣而已，不足以立本心」21。 
要注意的是，劉先生雖然認為就內聖成德之學來看，朱子格致工夫為助緣，也

力求平衡，從其他的觀點肯定其長處，所以他說：「我認為朱熹的首要關懷是內聖

之學，是宋明理學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但既以孟學為判準，那就不能不支持牟先生

以朱子為『別子為宗』的論斷。不過朱子對現實人性的駁雜是有深刻的理解，幾乎

可以預見王學末流的弊害。」22由此可見，在劉先生的理路中，除了成德的觀點之

外，也同時存在廣義的道德實踐之構想，接下來要討論的就是他從這個角度對朱子

格致工夫的肯定。 
 
 
二.對道問學的肯定：廣義道德實踐的觀點 
 
 

質言之，劉先生並不完全同意象山的進路，因為象山雖在本質程序上了解正確，

但在教育程序上卻不一定正確。劉先生指出： 
 

但肯定象山為正統，並不意謂他的思想是不可以批評的。他在本質程序上了解正確，

並不表示他在教育程序上也一定了解正確。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方是正

理。但象山卻完全排斥後天工夫，未免把問題看得太易。［……］同時象山把知行

結合得太緊，乃少曲通之效，以致門庭狹窄，開拓不出去。陸學之不能與朱學競爭，

其來有自，絕不是完全偶然的結果。到了明代，王學之興足可以與朱學抗衡，而王

學末流之病乃恰與陸學末流如出一轍，由此不能不佩服朱子眼光之銳利。
23

 
劉先生在此指出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正是從廣義的道德實踐出發，所以

才為朱子道問學提出辯護。因為象山的工夫雖長於道德意識之建立，但其工夫論也

                                                                                        
年），頁 256。 

21 〈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論或二元論？〉，同上書，頁 280。 
22 〈有關理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同上書，頁 262。 
23  同上，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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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問題存在，不能排除朱子格致工夫，因為道問學的後天工夫自有其價值所在，

而須與象山之先天工夫並重。劉先生提出的理由在於：良知與見聞其實存在著一種

辯證關係，而且朱子對氣稟之雜保持戒心，也可對治一些儒者對人性過度樂觀的弊

病。 
 
 
（一）良知與見聞的辯證關係 

 
 

牟先生認為朱子格致工夫因心與理二的順取傾向，偏離了儒家本義。首先就成

德而言，不能挺立起真正的超越的道德主體，成為他律道德。其次在格物致知中所

拖帶的知識，非道德實踐之本質，只具有補充助緣的作用，劉先生對此並無異議。

他在談到朱子對象山不夠重視事理的批評時指出： 
 
其實陸王一系是直接由孟子的大體小體之辨自然發展出來的思路，不必有朱子所批

評的毛病。陽明就有極明白的分殊，聖人所把握的只是天理（仁心之生生不已），

豈能夠無所不知，無所不能（要打仗豈能夠不行軍佈陣），而良知不滯於見聞，卻

也不離於見聞。事實上沒有人要你去截斷見聞，只是必須要有大小本末之別罷了。

此則朱子也不能違背者。而良知之發用必藉見聞，但二者的層次則不容許錯亂。事

實上正是在這個最緊要的關頭上朱子卻缺少了分疏，此其病也。窮理究竟窮的是什

麼理？若窮的是天理，則在求放心之外不能再另外說窮理，（朱子晚年之說非也），

若窮的是事理、物理，則不必與求放心（立大本）有任何直接的關連，蓋天理雖不

外事理、物理，卻與之分屬兩個不同的層次，不可混在一起說。24

 
依上述，劉先生指出朱子對天理與物理、事理兩方面缺乏必要的分疏。因為若窮的

是天理，則在求放心之外不能再另外說窮理，若窮的是事理、物理，則不必與求放

心（立大本）有任何直接的關連，因為天理雖不外事理、物理，卻與之分屬兩個不

同的層次，不可混在一起說。這與牟先生所謂順取不能挺立起真正的超越的道德主

體意同。但劉先生既然指出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對朱子的道問學必然在

其他方面有所肯定。這就是劉先生提到陽明的原因。陽明認為良知不滯於見聞，卻

也不離於見聞。成德不是要截斷見聞，只是必須要有大小本末之別罷了。而良知之

發用必藉見聞，但二者的層次則不容許錯亂。所以在個人修身成德上，朱子格致工

夫的確是助緣；但依據廣義的道德實踐來看，尊德性與道問學存在一種微妙的互動

                              
24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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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以必須對先後天修養工夫同加重視，而可一起涵攝於陽明之良知教中。 
職是之故，劉先生藉由聞見之知與德性之知之間的辯證關係說明朱子的貢獻。

而重新詮釋陽明「良知不由見聞而有，而見聞莫非良知之用，故良知不滯於見聞，

而亦不離於見聞」這段話。他認為： 
 
陽明已體證到，良知要具體實現，就離不開聞見之知。德性之知，也即良知，所要

體現的乃是大人與生俱來的生生之德，這確不假外求，屬於宋儒所謂「理一」的層

次。然而除了這一個層次之外，還必得有真正具體落實內在化的「分殊」的層次。

［……］朱子一生之所以能夠成其大，正因他把大部分精力放在分殊的探究上，不

意反而在理一處卻不免虛歉，這是十分可憾的。陽明在校正了朱學的缺失之後，在

原則上仍非不可以吸納朱學的精粹。由此可見聞見之知與德性之知之間有一高度的

辯證性的關係：良知要真正具體落實外在化，顯發其作用，就不能離開見聞。25

 
在此，劉先生以陽明學為例，指出聞見之知與德性之知之間有一高度辯證性的關係。

這種辯證關係的內容是：經驗知識幾乎都有潛在的道德意涵，道德意識對經驗知識

於是具有定位之作用。但是良知要真正具體落實外在化，顯發其良能，又不能離開

見聞，所以經驗知識對道德意識落實於行為亦有襄助之作用，兩者因此形成一種相

互合作關係。劉先生指出： 
 

［……］我們不能通過建立經驗知識的方式來建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則，而在另一

方面，卻又要清楚地體認到，沒有經驗知識是沒有潛在的道德意涵的。舉例說，造

原子彈或試管嬰兒的技術是科學的事，但實際應用這樣的技術就會產生十分嚴重的

道德後果。也就是說，良知能否發生作用，就要看它是否能通過批判性的檢驗，適

當地定位這樣的經驗知識，而不能只說，知識是另一層面之事，與道德應然的層面

沒有關係。再舉一個例說，沒有科學能夠證明人必須維持身心的健康，因為幫助吾

人維持身心健康的科學已預設了這樣的前提，它只能是出於良知或實踐理性的要

求。但這樣的要求的具體實現卻不能不依靠當前的科學知識，［……］，由此可見，

普遍性的規约原則與具體性的科學知識二者缺一不可，它們同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

體現價值的兩個重要的環節，不可加以偏廢，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密而複雜的辯

證關係。
26

 

                              
25 〈有關理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頁 258－259。 
26 劉述先：〈儒學與未來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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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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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知與見聞的辯證關係在於：維持身心健康的科學之產生，已預設了良知或實踐理

性之要求，但這種要求要落實，就不得不倚賴當前的科學知識。良知可以給予經驗

知識適當的定位，因為沒有經驗知識不具有潛在的道德意涵，但良知或道德意識之

要求欲實現，又非得經驗知識之助不可，所以普遍性的規约原則與具體性的科學知

識二者缺一不可，同是體現價值的兩個重要環節。 
依上述，可知就孟子成德之教而言，劉先生同意牟先生朱子乃別子為宗以及其

工夫屬成德之教助緣的看法。但就廣義的道德實踐而言，卻要「深入了解良知與聞

見之間的高度辯證關係，那就可以掌握儒家傳統的睿識」27。劉先生指出象山之學

潛藏有余英時先生所謂“反智論＂的危險，因為： 
 

他（象山）說我雖不識一個字，也可堂堂正正做一個人，這就道德人格而言是一點

不錯的。然而這卻可以助長一種傾向，就是對於知識方面的不夠重視；到晚明乃有

“現成良知＂的說法，馴至滿街皆聖人，其害不可勝數。由現在的觀點看，通過知

識固然不能建立道德良知，但道德的具體實踐卻不能不依靠知識。我們可以擁有全

世界最好的善意，要是缺乏知識的話，仍可以好心做壤事，同樣可以造成巨大的禍

害。［……］陽明的見解就要複雜精微得多。他說:“良知不由見聞而有，而見聞莫

非良知之用，故良知不滯於見聞，而亦不離於見閒. “ （《傳習錄》中，答歐陽崇

一）這樣的看法就深刻全面得多。儘管陽明本人仍偏在德性一邊，通過創造的解釋，

卻可以建立德性與見闢之間的高度辯證關係。28

 
由此看來，象山確實「不明白德行、見聞之間的辯證關係」29，所以劉先生才強調

朱陸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牟先生卻並未提到這點。但就以陽明之良知教

融攝朱陸而言，由於牟先生已意識到，經驗知識是道德意識（思孝親）表現於道德

行為（思量父母的寒熱）的輔助者（溫清的道理），指出每一道德行為都是本心良

知與經驗知識合作所成就者。前者決定行為方向，所以是行為之形式因；後者決定

行為內容，則是行為之材質因。這就與劉先生認為良知可以給予經驗知識適當的定

位，而良知或道德意識之要求欲實現，又必須經驗知識之助的看法類似，可見他們

兩位對象山雖評價不同（牟先生對象山之肯定多於劉先生），然而對陽明的看法是

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劉先生也認同朱子對現實人性的駁雜之深刻理解，所以朱子才能

有預見王學末流弊害的先見之明，這就與牟先生有更明顯的差異。所以接著我們就

                              
27 〈有關理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頁 262。 
28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30－31。 
29 同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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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討這個議題。 
 

 
（二）對有限性之警醒 

 
 
事實上，廣義的道德實踐講通於理一，是要在超越與內在之間取得一平衡。從

儒家的立場來看，兩者關係應該是一種內在超越的型態。道器不離不即，理之流行

即在氣上顯，人經過逆覺的道德實踐即可到達天人合一之境。但就外在超越的型態

來看，天與人乃截然二分，上帝是純粹的超越，人是純粹的內在，兩者永遠存在著

不可逾越的鴻溝。而依劉述先先生的看法，外在超越型態的困難在於其必須面對的

一種兩難，若要維持住純粹的超越性，就不能與人和世界發生聯繫；但若要被人所

認知，又難以保持其純粹的超越性。劉先生指出，「因為上帝要與人以及世界發生

關聯，就不能不進入內在的領域而受到這方面條件的局限。既然上帝要給與人類指

引往往要通過啟示，而被挑選來傳達上帝信息的先知是內在於此世的人，他們也必

須用人的語言才能傳達超越的信息，那就不可能保持真正純粹的超越性了」30。但

他強調純粹的超越雖是一種偏向，卻可以提醒我們不可使天的超越性喪失。劉先生

指出： 
 

儒家也可以在天人合一的強調之外，多講一些天人的差距。天的生生的精神固然內

在於個體的生命之中，但人畢竟不即是天。有限可以通於無限，並不意味著有限可

以等同於無限。儒家的思想既需講差等，所謂「理一而分殊」，就不能只強調理一，

也要重視分殊。由理一可以講天人之不二，由分殊卻要謂天人之不一。在理一的層

面，乃可以講：「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空」。

這可以引發人對精神理想境界的嚮往。但在分殊的層面，卻只可以講：「士希賢，

賢希聖，聖希天」，即到了聖人的境界也還要講「畏天」，而不能把一切的差別相

加以泯除。
31

 

劉先生在此強調儒家也可以在天人合一的強調之外，多講一些天人的差距。因為天

人合一是講有限可以通於無限，並不意味著有限可以等同於無限。由理一可以講天

                              
30 劉述先：〈論宗教的超越與內在〉，《劉述先自選集》（山東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年），

頁 403。 
31 劉述先：〈當代新儒家可以向基督教學些什麼？〉，《大陸與海外：傳統的反省與轉化》（臺北：

允晨，1989 年），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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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不二，由分殊卻要謂天人之不一，否則就會有意想不到的負面效果。劉先生指

出，「天通過人來表現固然是不錯的，但往往造成一種結果，即人之無窮擴大，到

了一種情況，根本就見不到天，而導致天（上帝）之引退」32。在上一段的討論中，

劉先生在「聖人所把握的只是天理」這句話後面，特別補充天理是仁心之生生不已，

已經表現出他是以其對儒家仁心與生生的本質界定，來談聞見之知與德性之知的辯

證關係。因此生生的廣義道德實踐架構是劉先生提出此辯證關係的出發點。而在廣

義道德實踐中，人的一切文化創造活動，包含逆覺之道德實踐皆是通於而非同於理

一之分殊的表現，所以人對於其作為有限的存有者也必須要有所體認，關於這點，

朱子確有很深的體會。劉先生提到：「朱子於現實氣稟之雜，人欲之私，則確有體

驗，不可輕棄加以抹殺」33。整個儒家過分強調人性的光明面，也不能說沒有缺失。

所以劉先生有下面這段話： 
 

其實整個儒家是過分強調人性的光明面，故也不能謂之無蔽。相形之下，基督教對

現實人性之陰暗面實有更深刻的體驗。故田立克以此世之內充滿了含混曖昧

（Ambiguities），只有在絕對超越的上帝那裡才有完全的清明。這樣的思想雖不免

仍有偏於他世之嫌，但决不會像傳統儒家那樣把綱常的內容也當作絕對，由現代的

觀點看來，顯不能謂之無病。於此，我們只有改造傳統儒家義理的規模才行，理一

而分殊，真正超越絕對處只在理一，分殊處乃有侷限性，不可以絕對化。朱子的理

氣二元放在形上學的本質層面看是一個錯誤，但由實體而轉為功能，移在踐履論上

講，卻表現了很深的睿識。34

 
劉先生指出，朱子的理氣二元放在形上學的本質層面看是一個錯誤，其理顯而易見。

因為如此將導致析心與理為二，使超越與內在截然二分，分殊之創造活動不但不同

於理一，就是通於理一也不可得。與基督教同樣有偏於他世之流弊。但真正超越絕

對處只在理一，分殊處乃有侷限性，不可以絕對化，所以人不能同於理一，朱子格

致工夫若移在踐履論上講，的確表現了很深的睿識。劉先生於是說：「我們即使肯

認人人內在本具的良知為道德之源，具體道德的實踐仍然不能輕忽漸修的功夫。陽

明對這一個問題的處理就比象山要好得多。」35由此可見，劉先生依據其廣義的道

德實踐構想，注意到朱子格致工夫照察了人在踐履上的有限性，可補儒家過分強調

人性光明面的缺失，於是主張先後天修養工夫必須同加重視，而在陽明學中予以統

                              
32 〈當代新儒家可以向基督教學些什麼？〉，《大陸與海外：傳統的反省與轉化》，頁 263。 
33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532。 
34 同上。 
35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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