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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普遍人性析論： 

「實踐上的印證」到「共識上的印證」 

 

第一節：「仁」之為普遍人性   
 
 

就儒家哲學而言，仁作為普遍人性乃基本共識。牟宗三先生認為孔子之仁即

孟子所謂本心，表彰的正是作為人之能自覺地作道德實踐之「道德的性能」（moral 
ability）或「道德的自發自律性 」（moral spontaneity）1。劉述先先生在主張儒

學走入日用常行，建立廣義道德實踐的構想中，也是以仁此普遍人性作為儒學之

本質規定。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說明這種普遍人性呢？康德（Immanuel Kant）

認為是實踐理性。如此一來，道德情感與實踐理性將二分，兩者之必然連結難以

保證。謝勒（Max Scheler）則強調價值領域中的普遍人性是先天的價值感，價

值感可以察知外在於它的客觀而獨立自存之價值領域，至於何以要從事實現較高

價值的道德行為，就不是容易解釋的問題。牟先生「逆覺體證」的工夫論，將普

遍人性定義為心性情合一之道德主體，這種對普遍人性內容之說明，可以避免康

德與謝勒要面對的問題。他並採用「實踐上的印證」方式，要藉由具體道德行為

之可觀察性，證成人性中道德能力之客觀性。 

至於相對主義者一向訴諸的價值判斷的不一致與多元化傾向，以此證明人性

中缺乏可溝通的普遍性之論點，則可援引劉述先先生「共識上的印證」進路予以

回應。劉先生在參與全球倫理（global ethic）運動的過程中，體認到可以透過

「存異求同」的態度，經由理一分殊而非經驗歸納的方式，進行不同文化與宗教

間平等而誠懇的交流對話，就可尋求彼此在精神上的感通，建立一些寬鬆的共

識，普遍人性的內涵才得以表現出來，這事實上正是一種學術對話之廣義的道德

實踐之應用，而且廣義道德實踐楬櫫的生生之仁心的實質內容，亦可以從這方向

來探索。儒家與牟先生理論中必須面對的道德主體之落實問題，也可以藉由「共

識上的印證」之補充，予以有力地回應。如此一來，我們就可以憑藉「實踐上的

印證」與「共識上的印證」之理論架構，以肯認普遍人性。但須同時體認到這是

一種「通於」而非「同於」理一的體證，儒家與各宗教文化都是在分殊層面的努

力，不能由其中任何一方定於一尊，各文化才能在全球倫理運動上作為對等而積

極的參與者，尋求不同宗教與文化間的交流與共識。 
 
 

                                                 
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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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普遍人性之界定：以康德與謝勒為例 

 

一.康德（Immanuel Kant）論實踐理性 

 

 

康德對人心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問題給出了肯定答案。在其感性與理性二分的

主體架構下，作為自由意志的實踐理性是獨立於感覺世界的決定性原因。而且每

個理性存有者意志的觀念是普遍的立法意志，這表示意志也具有普遍性，若以此

具有獨立性與普遍性的意志為道德價值之根源，則其提供之價值原理也必兼具此

兩特性，所以康德說： 

 

作為理性存有者，因而也是隸屬智思界的存有者，除了在自由概念下，人類不能

再以任何其他方式思考他自身的意志因果性。因為自由是獨立於感性世界的決定

性原因（理性必須總是如此自我認定）者。自由概念與自律概念必不可分，自律

概念又與道德的普遍律則如影隨形，道德的普遍律則乃所有理性存有者行為之依

據，就如自然法則是所有表象的根據一般。2

 

    要注意的是，我們不能把康德視為價值主觀論者。因為後者是以人的慾望、

偏好、興趣等心理事實來定義價值。康德卻已看出這些主觀因素的相對性而排除

於價值標準之外。他說： 

 

從人性的特定自然構造、從某種情感和癖好，不僅如此，如果可能甚至從專屬於

人類理性的任何特定傾向中推出，而並不必然適用於每個理性存有者的意志，這

確實可以提供給我們格準，但不能提供規範；只能提供主觀行為原則，根據主觀

原則我們可以有行動的癖好和傾向；但不能提供客觀原則，我們應該根據客觀原

則之引導而行動，儘管我們的全部癖好、愛好和自然性情都與它牴觸。3

     

由於人的情感和癖好只能提供個別的、主觀的價值，故康德才以普遍的自由意志

作為價值之保證，既要顧及主體的評價面向，又提供普遍而穩定的價值標準。科

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強調對康德而言，人的理性選擇能力（rational 

choice）具有「賦予價值之地位」（value-conferring status）4。實踐理性作

                                                 
2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7. 
3 Ibid.,, pp. 34-35. 
4 Christine Korsgaard: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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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採納某個目的之理由的充分性的檢測標準，追求的是無條件的善。隨意的價值

認定不會出現，因為價值之成立必須具備充分理由。善良意志乃價值來源。科斯

嘉強調，在兩個情形之下某事物具有客觀價值：「一是作為無條件的善；二是作

為有條件的善，並且其之所以為善的條件被滿足時」5。符合無條件的善之要求

者唯有善良意志，善良意志作為理性選擇能力遍在於理性存有者。經由實踐理性

選擇之目的，則為有條件的善。理性主體成為其對象價值之來源。這種價值賦予，

並非意指主體是目的，其對象為手段。而是說一事物實現其價值或成為目的，必

須透過具普遍性的理性主體活動。所以科斯嘉認為，理性主體的活動或經驗是「為

事物之價值（善性）提供種種理由者」6。可見實踐理性的善良意志乃作為理性

地證成行為的客觀性基礎。 

對康德而言，超越主體不僅具有價值之選擇與賦予能力，更有助於價值在行

動中落實。因為價值既然是實踐理性所自定自發，那麼意志要實現價值也就出於

自願，而非外力之介入。所以對康德而言，純粹理性自身就具有實踐能力，行動

對自由意志而言，不但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必然的。這正是其自律倫理學的精

神。7但康德強調，欲望或情感活動雖可充當行為之驅使力，但真正能給予道德

的行為動機者，須是一種敬重實踐理性法則的道德情感。在康德學思歷程中，曾

一度將道德情感視為道德的判斷原則之一，而與理性共同作為道德之基礎。但在

其後期思想中，情感逐漸在道德領域中成為理性的輔助者。8一切情感皆只是感

性的經驗之情。所以有關道德的情感，都只是道德法則施加於感性的結果。就其

產生不快而言，是消極情感；就其引發對法則的敬重而言，是積極情感。而兩者

實是一體的兩面，一起作為康德義的道德情感。所以康德說： 
 
道德法則加諸在情感上的消極影響，其結果（不快）屬于感性之列。在這一點上，

它與其它東西施加於情感上的效用一樣，而且這個結果與一般的情感沒有什麼區

別。不過，這種受偏好癖惡影響的理性存有者之情感，作為受道德法則意識影響

的結果而言，它勢必同一個超感性的原因（即作為最高立法者的純粹理性主體）

有關聯，我們可稱之為羞恥心（理性的自我貶抑）；但就它涉及到這種羞恥心的

積極根源（即法則）來說，它的出現又是一種對法則的敬重。僅管事實上並不存

在關于這條法則的感情，但是，在理性運用其判斷力的過程中，法則克服了各種

困難險阻——從這個意義上看，一種障礙被清除了，這等於說，對原因性概念的

積極幫助是值得敬重的。因此，我們同樣可以把這種情感稱之為敬重道德法則的

一種情感。而且，基于以上兩個理由，它也可以被稱作道德感。9

                                                                                                                                            
1996), p. 122. 
5 Ibid., p.258. 
6 Ibid., p.267. 
7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p. 47-51. 
8 關於道德情感在康德前後期思想中的定位，李明輝先生曾有專文介紹。可參閱氏著：《四端與

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第一章〈康德的「道德情感」理論與席勒對康德倫理學

的批判〉。 
9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 by T. .K. Abbott (Amherst, N.Y.: Prome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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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義理間架下，道德情感可算是道德行為的動機。但這說法只能適用於道

德感的積極面，而與其消極面無關。因為，就康德而言，道德的真正基礎落在實

踐理性上，唯獨它才能決定一件行為的道德與否。道德情感作為動機，是意志的

法則施加於感性之上，令其遵循而發諸行為之主觀根據，它不是價值賦予之來

源，只是依法則而行之動機。這動機並非作為消極感情的羞恥心（不快），因羞

恥心不能認識純粹實踐理性自身，只能感受到其抵抗感性動機的力量；敬重感才

能直接認識道德法則的力量，克制人的感性癖好，成為自願遵從法則的自覺意

識，充當主觀的行動原理或動機。所以康德說： 
 
我們應當把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感，視為一種法則施加到感情上的積極而間接的影

響。它藉由貶抑自我尊崇削弱傾向之影響，故也應當被當作主觀的行動的原理，

亦即，把它視為人們遵從法則的一個動機，以及一種服從法則的生活所遵從之準

則原理。10

 
如此一來，在康德倫理學中，敬重感作為對道德律之意識是我們接觸實踐理性之

管道，順是也成為道德行為的動機，因此才是真正的道德情感。儘管如此，對康

德來說，任何情感，不論是感官感覺或是積極與消極的道德情感，都限制在生理

或心理感覺範圍之內，又由於感性皆屬不具普遍性的經驗領域，是以無法作為道

德的真正根據，這種根據只能在實踐理性中找到。康德的道德理論優點在於，告

訴我們人心其實具有一致性，亦即可以自我立法的實踐理性或善良意志。行為動

機也並非狹隘地只有欲望，作為行為動機的道德感還是存在的。但是，康德將理

性與情感二分，也產生了一個問題：就康德而言，道德法則由實踐理性提供，行

為動機則由實踐理性引導對其敬重的道德感形成，但感性是否會對實踐理性敬重

而付諸行動，卻沒有一定的保證，而且行為之產生力量又出於感性而非理性，行

為之引導者（理性）與落實者（感性）二分，兩者的連結就無必然性，而在道德

實踐的解釋上有所缺憾。 
 
 

二.謝勒（Max Scheler）的先天價值感理論 

 
 
就西方倫理學的傳統來看，道德探討的重心幾乎都擺在理性上，主體的直覺

面與情感面始終難以突顯，似乎只有經過理性分析思考後的道德判斷才能令人安

心。正是這種將感性層面一律視為殊別經驗性因而不可作為道德基礎的見解，引

                                                                                                                                            
Books, 1996), pp. 95-96. 
10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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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謝勒之反對。謝勒指出康德的問題正在於，否認情感在道德層面有任何決定性

的角色，只成為道德法則運作於感性層面的主觀效果。康德對感性層面的了解是

快樂主義式的（hedonistic），感覺都只追求快樂或慾望的滿足，而欲望與欲望對

象間的關係總是偶然的、經驗的、後天的，自然不能作為無條件的真正道德之基

礎。由此可見，即使是人的價值感及其對應之價值，在康德眼中都是欲望滿足之

對象，建立於其上的倫理學於是都屬於一種快樂主義（hedonism）。就謝勒而言，

這觀點有一個錯誤的預設：除了理性，道德經驗中並無其他具有普遍次序之原

理。但謝勒提出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情感才是人性中普遍的根據，謝勒如此描

述價值感： 

 

有一種經驗，其對象是理性完全無法企及的。理性無視於這些對象，就好像耳朵

和聽覺無視於顏色一樣。這是一種引導我們進入真正的客觀對象及其永恆秩序－

－亦即價值及其等級次序－－的經驗，此經驗包含的序列與律則就如同邏輯與數

學之序列與律則般精確自明。也就是說，在價值與價值態度之間有一種明確的關

聯與對照，偏好等行為建立在它們之上，道德決定及其法則的真正根據亦以它們

為基礎而具有可能性與必然性。11

 

謝勒的態度是：人的情感面有其並非來自理性和意志之行為合法性，其先天內容

只能透過倫理學、而非邏輯來展現，情感的價值察知乃通往價值領域（當然也包

括道德價值）的唯一通路。12如此一來，普遍人性與道德基礎反而來自情感而非

理性了。 
至於情感之所以堪當道德基礎之關鍵，在於其亦具先天普遍的內容。事實

上，精神的情感狀態（感受、偏好、愛、恨….等）具有獨立於思考能力之先天

（a priori）內容，所以他反對傳統把人的情感一律歸入感覺層面的做法，如此一

來情感就完全受限於物理－心理機制，忽略情感之先天普遍性。謝勒指出： 

 

精神性的情感要素，像是感受、偏好、愛、恨、和意願，也擁有一個不是從思想

那裡借來的，在倫理學獨立於邏輯時必須顯示出來的原初先天內涵。巴斯可

（Blaise Pascal）說得好，存在著一個先驗的心的秩序（ordre du coeur）或

心的邏輯（logique du coeur）。13

 

    謝勒對情感先天性的強調，是要突顯康德將感性一律視為生理及心理感覺之

狹隘性。在感官感覺之外，還有對價值之察知、偏好與愛恨等情感活動，這些活

動皆反映了心之先驗秩序或邏輯。由以上分析可知，謝勒與康德對情感的看法有

                                                 
11 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trans. by Manfred S.Frings / 
Roger L. Funk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55. 
12 Manfred S. Frings: Max Scheler: A Concise Introduction into the World of a Great Thinker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1. 
13 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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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基本分歧：1.感性層面除了心理與生理感覺之外，還有獨立於此的與價值相

關之情感。2.這些與價值相關之情感可察知價值，並有其先天普遍的等級次序。 
就謝勒而言，先天的價值感可以察知價值標準，同時也能成為道德行為之動

力。眾所皆知，謝勒乃是應用胡爾塞現象學方法於倫理學、社會學、人類學等學

科領域的天才。他認為構成哲學這種特殊認識方式的前提條件是一種道德立場，

其任務和目的就是要克服一切把目光緊盯在此在身上的實踐態度。順是，謝勒提

出異於胡塞爾的還原方式，別出心裁地以人實際與世界的互動，活生生的價值感

受與取捨作為直觀利器，他說： 

 

價值是在與世界（無論是心理、物理或是其它世界）的感受著的、活的交往中，

在偏好與拒斥中，在愛與恨本身中，即在那些意向活動和行為的進行線索中閃現

出來。14

 

這種先天情感活動具有內容，它不是純思想形式，而是人應事接物時價值意識、

道德情感之直接湧動。但並非所有情感活動都是先天的，必須是一種有超出自身

之外的相關物的意向性情感才屬之，此相關物即客觀獨立之價值。15而且謝勒認

為道德價值要具體落實在行為中，所以才說「善與體現善的行為是一體兩面

（located on the back of this act）」16。在謝勒的理論中，誠如弗林斯（Manfred S. 
Frings）所說：「道德價值是要藉由道德行為實現四種實質價值，例如道德行為即

是偏好生命力價值甚於感官價值、或是偏好精神價值甚於生命力價值之行為。道

德上的善惡正出現在實現較高（此即善）或較低（此即惡）價值的行為中」17。

可見謝勒對現象學還原的解釋為一種情慾及衝動的觀念化或非現實化。他將胡塞

爾對主體以外的客體世界存在之不表態、不關心，亦即對其分立獨存性之中止判

斷，從知性上的態度翻轉為道德實踐的生活態度，不關心的焦點更明確地集中在

人的情欲干擾上，而非外在事物之存在與否。道德行為存在於實現較高的精神與

神聖價值中，是以若情慾干擾到更高價值的實現，就成為在現象學還原中要排除

的對象。哲學認識的本質即建立在對受肉體及感官知覺支配的本能衝動之自我控

制，和通過自我控制所能實現的對象化。18可見還原在謝勒代表一種非肉體化、

對七情六慾之超脫，謝勒注意到有關道德層面的情感直觀不但是一道德意向，也

指向此意向之實現於行為中。 
不過謝勒雖然對康德的道德感概念作了修正，他的理論仍存在行為標準與行

為動機之一致性無法保證的問題。因為價值作為對應於先天價值感而客觀、獨

立、有其自身的高低等級次序的具有內容之對象，顯示他主張一種「價值客觀論」

                                                 
14 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p. 68. 
15 Ibid.,, pp. 105–110. 
16 Ibid.,, pp. 25—27. 
17 Frings: Max Scheler, p.89. 
18 〈論哲學的本質與哲學認識的道德條件〉，引自謝勒（Max Scheler）著，劉小楓編：《舍勒選

集》（上海：三聯書店，1999 年版），頁 239。 

 118



19。於是價值與價值感共同作為道德依據，而能證成道德判斷，作為偏好的感知

活動則提供了行為動力。先天普遍的情感活動不能單獨提供行為標準，兩者作用

之一致與否還是不能保證。因為不能解釋：為何要依據偏好而進行還原的道德行

為？謝勒的獨到之處在於，看出情感除了充當行為動機外，更有普遍先天的價值

感與價值偏好面向，從而也能提供價值標準。但是價值外在於道德主體，不是道

德主體之自我要求，為何要實現較高價值就成為一待決問題。這也正是康德所謂

他律倫理學。 

 
 
 

第三節  「實踐上的印證」：牟宗三對普遍人性之肯定 

 
 
歷經康德與謝勒的理論巡禮，可見要保證行為標準與行為動機之一致性，最

好是將這兩個角色都劃歸道德主體之內，成為道德主體之自我要求。就康德而

言，規範之基礎為實踐理性，行為動力則由實踐理性施加影響於道德情感而提

供。但由於理性只是道德行為之指引者，真正能使道德原則落實於行為的卻是情

感，而情感又被排除於道德主體之外，這意味著行為動力有一半被排除在道德主

體之外，於是情感是否會對法則感到敬重就失去必然性。 
至於謝勒，他反對康德等西方哲學家普遍將情感只侷限於經驗層面的看法，

力排眾議地主張情感也有先天普遍的面向。對謝勒而言，行為動力固然是由偏好

更高階層價值的先天情感所提供，價值標準也是因為價值感對客觀價值之感知而

具備。但因作為規範標準之客觀價值外在於道德主體，雖然與康德行為動力超出

道德主體能力範圍之問題不同，基於價值標準之實現不是道德主體之自我要求，

兩者配合的一致性也沒能得到保證。有鑑於康德的道德主體要補上的是一種與法

則必然對應的先天普遍道德感，謝勒則是要使價值感由感知價值進而上升至自定

自發價值、亦即科斯嘉所謂的「賦予價值之地位」，可見實踐理性與先天道德感

最好都成為道德主體的組成內容。就其提供普遍法則而言，是作為實踐理性的立

法者；當其對外在情境有所感應而發為道德行動時，是做價值還原活動的先天情

感，但本質上兩者同屬道德主體且是一而二、二而一者。既然皆為道德主體的不

同面向，兩者之一致也為道德主體之自我要求，而牟宗三先生提供的道德主體架

構正屬這種情感與理性合一的模式。 

牟先生強調儒學注重道德實踐，把道德意識落實在行為中，這即與康德自律

系統所強調的「意志之因果性」類似，又與謝勒主張先天的價值感，而情感直觀

不但是一道德意向，也指向此意向之實現於行為中有志一同。由此可見道德主體

                                                 
19 Risieri Frondizi: What Is Value？: An Introduction to Axiology (La Salle, Ill.: The Open Court, 1971), 
chap.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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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普遍性不是一種靜態的性質，而是一個動態的發生過程。當內在的道德法則經

由道德情感之驅使而實現為行動之際，普遍人性得以展現，其客觀性也可藉由觀

察得到證明。於是我們可以藉由與康德、謝勒之對比，指出其理論在說明普遍人

性上的貢獻。 
 
 

一.牟宗三論康德之自律 

 
 
就「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而言，康德是從「自由意志」講道德價值，中

國傳統則喜歡從「性體」講，先驗的普遍的道德法則是性體之所展現。牟先生指

出「心之自律（Autonomy of mind），康德所謂『意志的自律』（Autonomy of will），

即是此種『性』」20。此「性」自是指「本然之性」或「義理之性」，而非「氣質

之性」或「生之謂性」的經驗之性。儒家肯定人之主體有超越與普遍的面向，故

人之所以為人之本質，亦即人之性，可與天道天命通而一之，具有相同之內容。

「性」體不但是人之所以存在的超越根據，人之存在性，也是道德實踐所以可能

的超越根據，人之內在道德性。必須注意的是，此「性」不可等同於亞里斯多德

之「本質」概念。「本質」在各物種中各各不同，「性」則為萬物（不只是人）所

以存在的共同根據。就存有論而言，「性」即天道，故是普遍的同一；就道德實

踐、亦即以道德行為表現出此性來說，由於人之道德發展高於其它物類，僅人得

具此「性」。人禽之辨正在此處顯，故牟先生說： 
     
客觀地，本體宇宙論地自天命實體而言，萬物皆以此為體，即潛能地或圓頓地皆

以此為性。然自自覺地作道德實踐言，則只有人能以此為性，宋明儒即由此言人

物之別。21

 
由此看來，「性」也是人之能自覺地作道德實踐之「道德的性能」（moral ability）
或「道德的自發自律性 」（moral spontaneity）22。而這「性」也是孟子所謂的本

心。此超越的「本心」正是人能體現「性」之根據。由心之湧動、悅理義而發為

道德行為，最是順適而直接，可以說，「性」與「本心」正是一而二、二而一者。 
一言以蔽之，牟先生是從作為道德意識的本心良知與性體之一而二、二而一

來說明價值之主體相關性與客觀性，由「去異求同」的方式突顯共同人性、亦即

性體之普遍性。性體作為道德主體，作用同於康德哲學中的自由意志或實踐理

性。但是，牟先生雖然認同康德堅持普遍道德理性之存在的看法，卻認為情感也

                                                 
2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40－41。 
21 《心體與性體（一）》，頁 40。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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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道德主體中佔有一席之地而有先天普遍的面向。康德把私人幸福原則與道

德情感俱視為經驗原則，一方面是因為它有待於外，一方面亦因為它根據純主觀

的人性之特殊構造，導致在程度上自然有無限地差別變化，對於善惡不能提供統

一的標準。如果道德感真是這種建立於實然層面的特殊人性構造，自然不能作為

道德的基礎，康德的理論也就不算有錯。不過情感並非只有實然的經驗之情，作

為道德行為動力的道德感恰為一種超越而普遍的情感表現，牟先生說： 
 
道德感、道德情感可以上下其講。下講，則落於實然層面，自不能由之建立道德

法則，但亦可以上提而至超越的層面，使之成為道德法則、道德理性之表現上最

為本質的一環。然則在什麼關節上，它始可以提至超越的層面，而為最本質的一

環呢？依正宗儒家說，即在做實踐的功夫以體現性體這關節上。依康德的詞語

說，即在做實踐的功夫以體現、表現道德法則、無上命令這關節上。23

 
依上述，我們可以說在儒學有超越與經驗兩層情感之分，道德價值主要是在超越

而普遍之情感湧動中呈現。牟先生認為，康德之所以未見及此，是因為他以概念

分解的方式對道德性質作形上解析，而非直接從道德實踐中表現道德法則、無上

命令的角度看道德。才會覺得「人何以能感興趣於道德法則」此問題不能被解明。

然而這問題並非不能解明，答案正在孟子「禮義之悅我心，由芻豢之悅我口」24這

句話。「人何以能感興趣於道德法則」此問題的意義猶如「禮義何以能悅我心」。

道德法則決定意志，這決定是從理上說的客觀的決定；依康德，興趣（道德感）

是理性由之以成為實踐者，這是主觀的決定。兩者之各行其是才導致「人何以能

感興趣於道德法則」此問題懸而未決。不但如此，正如李明輝先生所說，康德的

實踐理性是法則的制定者，卻不具執行道德法則的力量，這力量落在道德情感（亦

即道德動機）上。則意志只能自我立法，卻不能自我實踐，則道德主體流於虛歉

無力，難以玉成其自律觀念。25若接受上述說法，道德主體既然可以出於愉悅而

從事道德行為，這「悅」正表示道德意志與情感合而為一，使主體不但是道德法

則之制定者，亦有執行法則的能力，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正表示一種

制定與實行法則合一的思路。 
從這種上提的悅理義之心的道德情感出發，牟先生已由康德心性是一的思路

推進至心性情是一，共同人性正是在超越而普遍之道德情感落實於行為中證實。

因為此時道德主體之動用已具體化而成為可觀察之真實事件。所以牟先生說： 

 

法則決定意志，這決定是從「理」上說的客觀的決定，這只是當然，不必能使之

成為呈現的實然。要成為呈現的實然，必須注意心－－道德興趣、道德情感。心

（興趣、情感）是主觀性原則，實現原則；法則是客觀性原則，自性原則。關於

                                                 
23《心體與性體（一）》，頁 126。 
24 同上，頁 149。 
25 李明輝：《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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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觀性原則（實現原則，即真實化、具體化底原則），康德並未能正視而使之

挺立起，到黑格爾才予以正視而使之挺立起。（因黑格爾正重視實現故）。康德只

著力於客觀性原則之分解地建立，未進到重視實現問題，［……］所以視「道德

法則何以能悅我心」為不可理解也。26

 

意志要成為呈現的實然，必須注意作為實現原則的心或道德情感，因為情感正是

將意志落實於行為之動力，仁心良知之客觀性，就是在超越而普遍之道德情感發

之於行為處證實。我們可以稱牟先生的說法為一種「實踐上的印證」。 

在「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中，牟先生仍然延續這種說法。他認為：「康

德把道德感看成是形而下的，感性的，純主觀的，不能為道德之基礎，這就是把

心之明覺義與活動義完全從意志上脫落下來，而意志亦只成一個乾枯的抽象的理

性體，而不知意志活動就是本心仁體之明覺活動，道德感（道德之情）就是這本

心仁體之具體表現。」27道德情感不只是一種被動的感受，更是一種主動的道德

的覺情，即心即理即法則之「實體性的覺情」28。在這種思想脈絡中，價值是一

種創造行為、而非認知行為，這不是否定經驗認知的重要性，而是要區隔存有論

原理與知識論原理，讓道德實踐與認知活動各司其職，儒學作為成德之學精髓在

此。 
所以在「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中，牟先生指出一般感官經驗所認知者乃

是現象，具有認知意義而無存有論意義，真正的存有論事實應為一種承道德意識

之體而起用的道德行為，這種價值意義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實事、事物。因此才說

無限智心是使「一切存在為真實的存在，為有價值的存在之奧體－－存有論的原

理」29。牟先生認為，當陽明說「意之所在為物」，此時物乃行為物，亦即事，也

就是道德行為。「吾人所直接而本質地關心的事乃是它的道德上的對或不對，以

及如何使之而為對，如若不對，又如何能轉化之而使之為對，這樣，乃直接由認

知意義的格物回轉到行為底實踐上」30。這也就是牟先生以道德實踐觀點詮釋康

德智的直覺之創造性之原因。他認為這種創造性正是本心仁體之創造性。落在人

之主體說，只限定在知行合一上。此即陽明所謂「知之真切篤實處即是行，行之

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性體不容已地發布命令，亦不容已地見諸行事，牟先生認

為，康德主體中之雜多即為自我活動所給予正是此意，雜多即德行。就「此直覺

自身就能給出它的對象之存在」一語來看，德行即句中所謂對象，如陽明之以行

為（如事親等）為物。這是本心仁體所要實現之目標（對象object），亦即良知所

要正之、成之、而實現之者。可見在「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中，道德情感所

促成的道德實踐不但是價值成現之根據，更是康德所謂物之在其自己之創生原則

或實現原則。 

                                                 
26 《心體與性體（一）》，頁 164。 
27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年），頁 194。 
28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臺北，學生，1990 年），頁 69－70。 
29 牟宗三：《圓善論》（臺北：學生書局，1996 年），頁 309。 
30 《現象與物自身》，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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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牟宗三與謝勒之比較 

 
 

牟先生從道德的形上學出發之立場，與以現象學直觀看待價值的謝勒在方法

入路上自然不同，但在對情感的先天性與普遍性之掌握上實殊途同歸，都是堅持

道德感自成一普遍傾向，是價值察知的先天能力。進一步來看，這種共識更表現

在道德感作為實踐動力的觀念上。依儒家，並非所有的情感都是先天、超越的情

感，而是人在道德意識顯發時（如四端之心）所產生的驅使人去做道德行為之情

感才屬之。其他的七情六慾乃至個人好惡，都只是經驗的情感。要見道，正是要

防止這些經驗情感之干擾。 

牟先生認為儒學是強調知行合一的，不但要建立人的道德意識，更要使人在

行為中落實此道德意識。此即孔子所指點的「仁」之精隨所在。仁心是要「愛人」，

這種「愛」無所不在地滲透於人之一舉一動、一言一行中，而為一整全之德行。

到了孟子，則更明確而系統地將「仁」之各面向指點為惻隱、羞惡、辭讓、是非

的四端之情以及悅理義之心。此即必然、普遍的道德感，亦即就主觀面來看的法

則（理），是法則或理的自覺與呈現。而法則（理），亦正是從客觀面來看的心或

情。明道「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兩語對「仁」亦有畫

龍點睛之效。這種「同體」、「一體」之感乃是一精神境界，是對他人能有感同身

受的關注之情，對內在的道德意識不麻痺。所謂「醫書言手足痿痺為不仁，此言

最善名狀」。此悲憫之懷、不安不忍之感自身，即是「仁」的顯現。著重在此悲

憫、此不安之自身，而非所悲憫、所不安之對象，即在「仁」之感通無隔中，己

與人、物才有真實的意義與存在，達到物我為一的狀態。牟先生又稱為「本體論

的覺情」（Ontological feeling）或「仁心覺情」。31而與一般感性的生理或心理情

感區隔開來。 
如此看來，牟先生與謝勒一樣，都認為先天情感可以同時是行動與規範之根

據。二者對道德感見解的有志一同，應該來自雙方的一個共同出發點：從實際參

與行動中才能獲得最真實的對生命與世界之體認與掌握。正由於注重實際道德行

為的體驗，才會異口同聲地主張道德感有其先天軌轍，既不會被私心與成見所矇

蔽，也不致因文化與種族之差異而混亂。 

不過二者也存在差異。就謝勒而言，他畢竟是以現象學方法處理倫理學問題

的哲學家，而現象學是一種純粹的、確切無疑之理想知識的建構嘗試，基本關懷

是知識論問題，它要求「回到事物自身」、「無預設性」的一種還原活動，謝勒繼

承此一走向，重點仍在把握事物之本質，對象之根據與存在性等存有論議題並非

其核心焦點，至少不是直接要解釋的問題。牟先生接續孟子陸王一系的心學思

                                                 
3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臺北：正中書局，1969 年），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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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道德行為的創造性解釋康德智的直覺，念茲在茲的正為存有論問題。所以

謝勒的實質倫理學走向一種「情感的、先驗的客觀論」32，價值與價值感或道德

感的同一問題，亦即價值是否為價值感所自定自發就不顯得那麼重要。價值感雖

具普遍先天性，卻非主客合一，情感與價值合一者。價值與價值感各為一獨存分

立的領域，兩者之關係為對應，而非同一；價值作為本質，是在情感活動中被給

予，被感知，而非自覺自知。 

但依牟先生之道德的形上學，儒學的道德感是心與理一，主與客一，是本心

仁體之自知自證者，可說價值與情感在此中同一而無隔。所以就道德律則而言，

牟先生認為是在道德主體之內，謝勒則堅持在道德主體之外。依此立場來看，筆

者以為謝勒這種價值客觀論反而與主張心理為二，心是具理而非即是理的朱子論

點類似。33基於以上理由又形成謝勒與牟先生第二點差異。主客合一的道德主體

之特性在於：其道德感乃是道德實踐的先天根據，不但是道德法則的執行者，更

是制定者。也就是說，正是康德自律倫理學中可自定自發律則之實踐理性。由於

謝勒與朱子同樣主張客觀的價值論，遂而主張的是「道德洞見的自律」（the 

autonomy of moral insight），同為道德價值之察知者（儘管兩者察知價值的方式不

同）而非立法者，發展成以知定行的“對善的意願之自律＂（the autonomy of a 

person’s willing the evidentially good），兩者合而為一種謝勒所謂“人格的自律＂

（the ethical autonomy of the person），而非康德意義下的自律倫理學。34就自定自

發律則之自律倫理學而言，牟先生又與康德接近而異於謝勒。 
 
 

三.「實踐上的印證」及其評估 

 
 
姑且不論存有論層面的相關問題，就道德人類學而言，牟宗三力主心性情合

一的普遍道德主體，在這個主體架構下，道德律則（理、性）與行為動力（情）

都是由道德主體所發出，既然都由道德主體所發出，行為標準與行為動機之一致

性就能得到保證。經由牟先生的析論，儒家對仁作為普遍人性之界定，就是一種

                                                 
32 Frings: Max Scheler, p.89. 
33 舉例來說，正如謝勒嚴分價值與值料，朱子也在價值根源（理）與體現價值者（氣）之間作

了區隔，而且，正如謝勒賦予價值先天的地位，朱子也視理為形而上者，所謂「理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此外，謝勒認為價值雖不同於值

料，但必藉值料才有現實的存在，也與朱子理氣二元不離不雜之觀點類似。可見謝勒與朱子同屬

價值客觀論者。對照之下，牟先生認為儒家自孟子乃至宋明諸大儒卻多主張心理為一、價值與價

值感為一。有關謝勒與牟宗三兩者道德情感觀點之比較研究，進一步討論請參見張子立：〈道德

感之普遍性與動力性－謝勒與牟宗三的共識〉，《鵝湖》，第 379 期（2007 年 1 月），頁 51—62。 
34 參拙著：〈再論朱子歸入自律倫理學的可能性〉，《鵝湖》，第 305 期（2000 年 11 月），頁 54—64。

在此文中，筆者指出朱子雖不是康德意義下的自律倫理學，卻可歸入謝勒所謂「人格的自律」型

態中，可與此處所說參看。另外，有關他律型態及康德自律倫理學之確義，除了牟宗三先生的相

關論述外，亦可參閱李明輝：《儒家與康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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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情合一之主體。此外，牟先生以本心良知與性體說明人性之普遍性，道德主

體之普遍性不是一種靜態的性質，而是一個動態的發生過程。既然普遍人性之表

現是一種動態過程，就牽涉到道德主體之應用或所謂實踐歷程，這之中理想的普

遍主體與實際情況的差異之落實問題，是牟先生必須設法解決的。筆者以為，就

牟先生的理論來看，與其相關的落實問題包含兩個面向：分別是道德意識之具體

化與道德意識普遍性之證成兩種落實問題。 
就道德意識之具體化的落實問題而言，牟先生「實踐上的印證」進路可謂已

做出說明。當內在的道德法則經由道德情感之驅使而實現為行動之際，普遍人性

得以展現，其客觀性也可藉由觀察得到證明。普遍道德主體的道德理想或價值意

識，可經由行動而落實在現實生活中，此超越主體之「實踐上的印證」，對於人

性的普遍性之說明，已達到「理論上的融貫」。在第五章討論道德實踐與知識之

關係時，指出牟先生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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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有知識所知之事物律以實現此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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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牟先生之以經驗知識為助緣，

正是要解決此落實問題。以逆覺方式體證那心同理同之良知明覺，這提供給我們

行為方向或行為之形式因；順此良知明覺應物處世，須要藉助經驗知識，提供行

為內容或行為之材質因，才能做出合乎良知明覺要求的行為。由此人能弘道的進

路，使良知之發用成為可觀察的事件，普遍人性也就成為可觀察之事實。這是牟

先生對道德意識之具體化的落實問題提出之解釋。 
不過談到「道德意識之普遍性」的落實問題，「實踐上的印證」則尚未予以

證成。我們永遠可以問：實際生活層面如何找到對應於普遍道德價值之事例？李

明輝先生曾以「實踐底意義能否在超越歷史情境及社會條件的主體中充分顯現」

為判準，區分黑格爾與康德的兩種「實踐」概念基本型態。黑格爾的實踐概念欲

在人的歷史性中尋求實踐底基礎，其問題在於如何保證價值規範（尤其是道德規

範）底普遍效力，而避開相對主義底陷阱。而儒家乃至牟先生的實踐概念與康德

實屬同一類型，肯定一種超越的實踐主體為基礎。李先生指出： 
 
依筆者之見，無論是先秦儒學（荀子除外）、宋明儒學，還是當代新儒學，均建

立在康德式的「實踐」概念之上。依這種「實踐」概念，儒家肯定道德主體在其

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自由中已具有充分的實在性，而這種自由是其他一

切人文活動之基礎。［……］這種自由顯然可獨立於歷史與社會底脈絡而成其為

「實踐」。儒家之所以肯定這種自由，係為了藉道德主體底超越性保住道德法則

底普遍性與絕對性，以避免道德的相對主義。35

 
李先生認為，儒家的主流，從先秦儒學（荀子除外）、宋明儒學一直到當代新儒

                                                 
35 李明輝：〈當前儒家之實踐問題〉，《儒學與現代意識》（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頁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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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均屬於康德式的「實踐」概念系統。依這種「實踐」概念，儒家肯定道德主

體在其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自由中已具有充分的實在性，這種自由又可

作為其他一切人文活動之基礎。這種系統之優點在於：可以藉道德主體底超越性

保住道德法則底普遍性與絕對性，以避免道德的相對主義。不過其必須面對的質

疑是：如何能在現實層面，證實這種獨立於歷史情境與社會條件的超越普遍道德

主體之存在？其實際展現究在何處？李先生就是意識到此問題而指出：「儒家和

康德一樣，肯定道德價值底理想性，由於這種理想性與現實之間永遠有距離，故

永遠會受到『能不能落實』的質疑，亦永遠有『如何落實』的問題。」36因而在

儒家與牟先生的理論中，所謂「如何落實」問題事實上就是「道德意識之普遍性

或超越性」如何證成、如何顯化之問題。 
依上述，牟先生主張一種兼具實踐理性與先天道德感活動的普遍道德主體，

其立論可以達到「理論上的融貫」，亦即在理論上可以邏輯連貫地自圓其說，具

有解釋的效用。只是就任何普遍性主張之證成而言，除了「理論上的融貫」，還

需要「現實上的印證」以解決落實問題。因為對價值客觀性最常見的反駁，就是

價值觀與倫理規範之相對性與多元性，這也使得倫理學上的相對主義歷久不衰。

若要證成人心的一致性，就必須指出實際上有一些價值上的共識，否則即使在理

論上說的通，對照現實生活中種種意見的對立與歧異，仍會使普遍主體與觀點一

致的說法成為概念遊戲而不切實際。針對此問題，李先生設想的解決之道為： 
 

﹝……﹞在理想主義底基礎上吸納對話原則。在筆者看來，這是當前儒學在面對

迫切的實踐問題時應當採行的進路。但是儒家在今天這種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必須

自覺地放下過去那種「作之君，作之師」以及「一事不知，儒者之恥」的身段，

使其理想向各門學術開放，與之進行對話。37

 
李先生指出對「如何落實」的應用問題，儒家因應之道是必須保持對生活世界的

開放性，不斷向各門學術開放，與其進行對話。如此一來，「道德意識之普遍性」

的落實問題，解決之道必須訴諸對話原則。這無非提醒我們對普遍人性之肯認，

除了「超越主體式」的印證之外，還需要進一步加上對話中「互為主體式」的印

證方式。這是一種「存異求同的共識」之印證方式，而非只是個人親身體驗的「實

踐上的印證」。要在這方面予以突破，廣泛的對話溝通是不二法門，這種對話更

應跨出學術之外，延伸至跨文化與跨宗教的層面進行，才能真正體現普遍性。劉

述先先生積極參與全球倫理運動，以及理一分殊新釋對尋求共識所做的新解，恰

巧是在這方面的努力。 
 
 
 

                                                 
36 〈當前儒家之實踐問題〉，《儒學與現代意識》，頁 36。 
37 同上，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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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共識上的印證」：理一分殊新釋與全球倫理 

 

一.全球倫理（global ethic）與共同人性  

 
 
質言之，對道德主體普遍性的肯定之現實上的印證，必須涵蓋兩個層面。除

了從自我意識出發，經由思想上可普遍化程序的推導方式加以證立的「超越主體

式」（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進路之外，還要能夠前進到一種尋求共識的「互

為主體式」（inter-subjective）進路。這也是為何阿培爾（Karl-Otto Apel）與哈柏瑪

斯（Jürgen Habermas）仍認為康德的超越主體還只是獨白（monologue），要經由

理想溝通情境下的交往對話，形成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認為這才

能建立一種真正具普效性的共識，作為倫理學之基礎。當然，儒家不一定要依照

他們兩人的理路建構理論，筆者用意只在指出，互為主體的對話進路有助於現實

上的印證。 

如此一來，近年來一些宗教家、哲學家乃至聯合國所推動參與之「全球倫理」

（global ethic）或「普世倫理」（the Universal Ethics,也譯為「普遍倫理」、「世界倫

理」等）運動，其目的在透過不同文化與宗教傳統之平等對話，尋求彼此間可以

有的共識，取向正與互為主體的對話進路不謀而合。孔漢思（Hans Küng）起草

的〈世界倫理宣言〉，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會得到多個宗教團體與領袖的支持與

簽署，正接近於一種理想溝通對話情境下的共識。這份宣言指出在每一個宗教傳

統都可以找到對共同人性的不同表達，為康德、謝勒與儒家肯定普遍人性提供了

一些奧援。當然，這種共識之建立仍處於萌芽階段，離系統化、精密化的程度尚

遠，但這樣呈現之「共識上的印證」，已使人心沒有一致性的論點遭到有力的反

駁，而在這種各方處於平等地位進行對話以凝聚共識的過程中，對共同人性之發

掘也將日益深化。一九九七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甚至成立「普世倫

理計劃」（Universal Ethics Project），於同年三月在巴黎舉行第一次會議，商討起

草「世界倫理宣言」的可能性。雖然截至目前仍未達成共識而通過此宣言，但也

表現出全球各地對此問題的重要性已有體認。 
對這運動，儒學界也予以積極回應，最顯著的例子就是劉述先先生亦躬逢其

盛，參與在巴黎的會議，直接表達對此問題的關心。經由劉先生的介紹，可知透

過這項全球性的運動，對普遍人性的肯定已在現實生活層面逐漸被印證。孔漢思

曾建議每一個傳統都先由深切的自我批評開始，找尋精神資源，以通向其他傳

統。結果他發現共通於各傳統的並非上帝的概念，而是humanum（拉丁語：人道、

人性）。孔漢思於是再接再厲地起草〈世界倫理宣言〉，以「人必須以人道對人」

與「金律」作為基本原則，並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會得到多個宗教團體與領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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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簽署。38於是我們正可就此宣言中這兩基本原則為例，論述劉先生基於理

一分殊之儒學立場所做的回應與會通。 

    首先要談到的是「人道」這一基本原理。劉先生認為由儒家觀點很容易對之

做出積極的回應，因為孔子所謂「仁」的英譯 humanity 涵義正與其若合符節。孔

漢思本人就提到： 

 

走的最遠的是儒家代表，他能從儒家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的傳統出發，突出強調：

「尋求普世宗教的標準對於儒家傳統來說毫不成問題。『仁』，從來就是儒家最關

心的事。」39

 

「仁」意味著普遍的人性與人道，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傳統不主張以人道互

待，孔漢思與史威德勒（Leonard Swidler）各自起草的《世界倫理宣言》與「非

洲統一組織」通過的「非洲人權與民族權利憲章」，亦均以「共同人性」為基礎，

平等、正義、自由與博愛或團結一致之原則構成人權之基礎。40劉先生舉兩位德

國學者為例，說明外國學者肯定儒學與西方人權概念之相通處。保羅（Gregor Paul）

撰文論「世界倫理與中國資源」，反對文化相對主義，認為中國哲學的睿識與西

方的人權概念並無矛盾衝突。中國哲學一樣追求合理的因素，肯定人的尊嚴，為

人權的建構可以提供許多資源。卜松年（Karl-Heinz Pohl）在「中西方價值：有

關普遍倫理的跨文化的反省」一文中，承認中西方文明同樣面對許多問題，大家

都得努力站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開創，以面對新的挑戰。中西方都有深厚的人文

傳統，尼古拉斯．庫薩力主「多樣統一」，宋明儒學提倡「理一分殊」都是一種

柔性的（soft）普世主義，有價值的資源。41

就「金律」而言，宣言指出在每一個宗教傳統都可以找到同一個原理的不同

表達，亦即「己所不欲，勿施於人」，或者以較積極的方式來表達：「己之所欲，

施之於人」。所謂「金律」絶不只是基督教獨有的信條，不但孔子如此宣稱，伊

斯蘭教、耆那教、佛教及印度教經典之中也有類似的表達。而且由這個原理又可

引申出支配我們行為的具體標準，通貫古今我們可以找到四條寬廣的指令： 
（1） 對於非暴力的文化與尊敬生命的承諾； 
（2） 對於團結的文化與公正經濟秩序的承諾； 
（3） 對於寬容的文化與真實的生活的承諾； 
（4） 對於平等權利文化與男女之間的夥伴關係的承諾。 

 
至於宣言對這四條指令的閳釋為： 
 

                                                 
38 劉述先：〈「理一分殊」的規約原則與道德倫理重建之方向〉，《全球倫理與宗教對話》（台北：

立緒，2001 年），頁 212。 
39 〈世界倫理與文化差異〉，同上書，頁 21。 
40 〈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倫理與宗教對話－以亞伯拉罕信仰為重點〉，同上書，頁 122。 
41 〈世界倫理建構的探索〉，同上書，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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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不可殺戮！或者以積極方式來表達：對生命要尊敬！ 
（2） 你不可偷盜！或者以積極方式來表達：誠實而公平地交易！ 
（3） 你不可說謊！或者以積極方式來表達：要做真實的言行！ 
（4） 你不可淫亂！或者以積極方式來表達：要互相尊敬和愛！42 

 
劉先生指出，這四條指令明顯是「十誡中的倫理四誡－－不殺、不盜、不淫、不

妄－－的現代表達。但在精神上，它們是與佛教的五戒－－殺、盜、淫、妄、酒，

儒家的五常－－仁、義、禮、智、信－－相通的。由當代新儒學的觀點看，這正

是理一分殊的表現。」43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不只是普遍之人心人性受到

肯定，各文化傳統對一些基本行為規範亦具有基本共識，廣義道德實踐所依據的

仁心之內涵，亦可從中發掘與印證。劉先生於是發表了下面這段話： 
 

要知道文化是一個不斷在變化之中的東西。過去不能會通的在未來未必不可以會

通。而在世界各文化傳統之中，我們不只找到巨大的差異性，同時也找到巨大的

相似性。各自由草根出發，卻可以找到會通的空間。故此晚近流行的多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雖然在肯定不同文化的貢獻與生存權上有積極正面的作

用，但在另一方面過分誇大文化間的差異卻不免引起多元主義的隱憂，而為識者

所慮。後現代主義者對啟蒙理性的霸權有所批評也不為無理，但這是對於更「合

理的」（reasonable）之要求，而不是委棄給非理性的宰制。由這個角度看，哈

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講「溝通理性」還只是把重點放在「程序理性」上

是不足夠的，我們必須在「實質理性」上有某種共識才行，儘管它只具備有卡西

勒所說的功能統一性。〈宣言〉毫無保留地回歸理性的規約原則，這是對後現代

主義的回應，也正合乎我近年來努力的方向。44

 
劉先生在這段話中提到，在世界各文化傳統之中，我們不只找到巨大的差異性，

同時也找到巨大的相似性。各自由草根出發，則可以找到會通的空間。所以他認

為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會有引起多元主義及委棄給非理性的宰制之隱

憂。因此他希望不只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強調的程序理性上，也可

以在「實質理性」上達成某種共識。而這又以立足在地，放眼世界的會通態度為

主要條件，其立論基礎正在理一分殊的架構上。 

 
 

二.理一分殊的方法論與存異求同下之底限共識 

 

                                                 
42 〈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倫理〉，頁 65－66。 
43 〈「理一分殊」的規約原則與道德倫理重建之方向〉，頁 213。 
44 〈世界倫理與文化差異〉，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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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拉．波克（Sissela Bok）曾在其《共同價值》一書中討論共同人性。她

以極小主義的進路（a minimalist approach），蒐集人類學與跨文化研究的種種豐

富資料，指出有些基本價值對人類集體生存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跨越社會與其

他界限而被承認。波克指出這種基本價值有三類： 
 
1.某種關於彼此扶持、忠誠與互利互惠（reciprocity）的積極責任。像黃金律

（the golden rules）正是一例。她指出，黃金律的積極表述為「己之所欲，

施之於人」，消極表述為「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2.約束有害行為的消極責任。例如對暴力、欺騙與背叛的限制。 
3.在牴觸上述積極或消極責任時，所必要的基本公平與程序正義。例如法庭

上不得做偽證。 
 
西西拉．波克強調我們應該以極小主義的觀點看待這些基本價值。這表示肯定這

些價值背後的根據或理由不一定要一致，也非絕對不允許例外，例如對說謊或暴

力雖有限制，但並非嚴格禁止，雖然具備遍及於各個社會與傳統的一種共有性，

也承認有非道德主義者（amoralist）的存在。45  

另一方面，她指出以往主張普遍價值者，幾乎都是將本身的價值觀視為普遍

有效，可以被所有人採納，而忽略了其他文化、宗教與價值體系同等的真理要求，

才導致共同價值與多元性產生牴觸。西西拉．波克特別注意到這一點，而強調共

同價值必須與多元性、多樣性一起肯定而並行不悖。所以極小主義的進路要從兩

個形式前提出發才能作為倫理學之基礎：一.某些道德價值為所有人類共同持

守。二.某些道德價值已在所有人類社會中運作。46共同價值提供的是一種底限共

識（baseline consensus）、一個共同語言，讓我們藉以進行對話，從中可能達成協

議同時保留差異，並且作為批判不當做法的共同標準。因此這種存異同時求同的

態度，並不提倡制式的同一（sameness）或齊一（uniformity），而是在不違背上

述極小主義的價值之前提下，容許個人或團體追求各種不同的目標。「文化多元

性也許就像生物多元性一樣，對人類生存繁榮至關重要，不論異質性多高，都必

須敞開心胸並相互學習」47。 
當然，極小主義倫理學提供的只是一個起點與追求共同目標的基本程序，但

人不會沒有基本立場，一種從特定文化、傳統、宗教或形上學體系導出的極大主

義的（maximalist）觀點還是必要的，因此西西拉．波克認為在道德領域，極大

與極小兩種觀點必須並存，她指出： 
 
在有關道德議題的討論中，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的觀點豐富了彼此的內涵，提供

可相互挑戰與補強的進路。極小主義進路追求的是共同立場，某個底限共識

                                                 
45 Sissela Bok: Common Values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p. 1-19. 
46 Ibid., pp. 78-79. 
47 Ibid., p. 23. 

 130



（baseline consensus），藉以進行、促進討論；而極大主義進路則是從宣告一個更

完整的立場出發，這是個常常被視為是正確的、不論是否被普遍分享之理想中的

立場。這兩個進路對價值相關討論最有貢獻的情況是：彼此雖有不同，本身卻都

有所不足而兩者皆屬必要。48

 
可見西西拉．波克也發覺，只有極小主義倫理學對於人類生活仍嫌不足，因為它

無法建立一個社會法規制度的基本架構。一種內容更明確、要求更徹底遵守的極

大主義倫理學也是道德領域的基本要素。她特別說明「極小主義觀點之作用，在

於為性質各異的極大主義觀點提供根據，並為討論與評估不同極大主義觀點引發

的更複雜問題提供共同語言」49。所以極大與極小兩種觀點須並存，只不過必須

明確釐清以避免混淆。她以剛才提到的宣言中通貫古今的四條指令為例，強調這

四條指令將極大與極小主義的原則不加區隔地混淆在一起。例如第一條指令不只

是提到對暴力的限制，也要求非暴力以及對所有生命，包括動植物的尊敬。這就

不是許多非宗教的世俗傳統會完全同意的。50職是之故，如果在這四條指令當中

區分極大與極小兩者，並給予適當的說明，以極小主義的共識作為討論修訂極大

主義倫理學的出發點，也就合乎西西拉．波克極大與極小兩種觀點必須並存而互

補的觀點。 
波克的觀點有許多與劉述先先生一致。首先，劉先生也並非完全同意宣言的

內容，亦指出在拿波里開會時，就有人提出不同的意見。文件中充斥許多康德式

的術語，未必可以讓專技哲學家接受。有些條文太過高調而不易做到，譬如第七

條可以改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內在本具的價值，我們應盡力來保護它」會比

原來的「必須無條件地加以保護」來得切合實際。51但他仍肯定這種尋求共識的

努力，而以儒家立場積極回應，想找出彼此極小式之共同點。 
質言之，劉先生與西西拉．波克所提出的極小主義進路之共識在於：首要之

務是以存異求同的態度，找到一種共同語言或底限共識作為討論對話的基礎，不

過這只是一種理性的規约原則，卡西勒所說的功能統一性。因此必須同時保留差

異，而非堅持從某個文化、傳統或價值觀的極大主義倫理學出發，證明其為廣被

接受的真理。而這種底限共識不能只是哈柏瑪斯所講的「程序理性」，而是一種

「實質理性」的共識。至於極大與極小兩種觀點必須並存，也與立足在地，放眼

世界的會通態度不謀而合。所以劉先生提出，在建構一個「極小式的」華文世界

倫理宣言之外，仍然要努力去建構一套「極大式的」儒家倫理。52

此外，波克一針見血地指出，以往主張普遍價值者，幾乎都是將本身的價值

觀視為普遍有效，可以被所有人採納，而忽略了其他文化、宗教與價值體系同等

的真理要求，才導致共同價值與多元性產生牴觸，也與劉先生莫逆於心。因為劉

                                                 
48 Bok: Common Values, p. 21. 
49 Ibid., p. 52. 
50 Ibid., p. 33. 
51 〈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倫理與宗教對話－以東方智慧傳統為重點〉，頁 170－171。 
52 〈世界倫理與文化差異〉，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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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亦強調，我們不能逕行以儒家之仁，作為經驗歸納後所有宗教與文化之具體

共識。孔子的仁、孟子的義、荀子的禮、大易的生生、宋明儒的理，都證明我們

在道德倫理傳統上的豐富資源不下於其它文化，但如果一定要在全球倫理運動爭

主導權，就不免造成分崩離析，達不到同心協力、和衷共濟的效果。「文化的差

異是不可以抹煞的。我們不可以把自己的標準強加之於別人身上」53。全球倫理

既然要在平等的立場上，廣邀所有文化與宗教共同實際參與對話，就態度上，採

取的就不是去異求同、而是存異求同的方式。所謂最低限度的共識並不是指將各

種不同的主張取同略異，找到共同的公分母，因為「如果我們把世間各家各派的

倫理學試圖取同略異，只怕找到彼此之間的矛盾衝突要比共同點還更多些」54。

劉先生指出： 
 
就以金律為例，我們是可以通過歸納，說世界各不同傳統都有類似孔子所謂「己

所不欲，勿施於人」或「己立立人，己達達人」的表達。然而細按下去，細節內

容並不一樣，充其量只有維根斯坦（L.Wittgenstein）所謂「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的特性。無法像經驗科學原理那樣，建立具有真正普遍性的通則。

人文科學所具備的普遍性，﹝……﹞，正可以用「理一分殊」的方式來理解。所

謂「理一」是肯定有一通貫的道理，但其表現卻可以千變萬化而顯現殊異性。55

 

依上述，理一分殊要追求的是持各種不同立場的人在精神上的感通，並不需要意

見與題材上的歸一，這是一種極小式的世界倫理。所以劉先生說：「我們要的是

卡西勒所謂的『功能的統一性』（functional unity），而不是『實質統一性』

（substantial unity）。」56跨越文化與傳統間之對話，要追求的正是這種「功能的

統一性」，而不能強求意見定於一尊的「實質統一性」。理一分殊中的「理一」指

的正是此「功能的統一性」。它「只是一種『規約原理』（regulative principle）、

而非『構成原理』（constitutional principle）」，不能夠透過歸納來證明，但卻是指

導我們去尋求自然中的齊一的一個基本原則。有了這樣的原則作指引，那麼即使

我們在事實上有許多分殊，也會盡量去尋求會通之道」57。換言之，儒家之仁是

通於理一或共同人性之表述，卻並非唯一或最好的表述。所以世界各大傳統均指

向理一，而現實的表現不能不分殊，是以沒有一個傳統，包括儒家在內，可以獨

占超越的理一。 
    由此我們也可看出，劉先生與波克還是存有差異，其關鍵在於：劉先生認為

建立極小主義的方式不能是西西拉．波克採取的經驗歸納方式，而是儒學的理一

分殊進路。因為可以保留差異同時尋求共識的基礎是宋儒的理一分殊概念。他認

為極大和極小的說法還是容易引起誤解，西西拉．波克找出共同價值的方式是一

                                                 
53 〈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倫理〉，頁 79。 
54 〈世界倫理與文化差異〉，頁 20。 
55 〈「理一分殊」的規約原則與道德倫理重建之方向〉，《全球倫理與宗教對話》，頁 214。 
56 〈世界倫理與文化差異〉，頁 20。 
57 同上，頁 22。 

 132



種歸納法。但歸納法用於人文科學卻不具自然科學的普遍性，遂而「並不能充分

證立任何道德的律則，只是顯示出，文化、習俗並非如想像的那樣可以隨意取捨，

而展現出一些有相當普遍性的模式，不容我們加以忽視而已」58。 
就劉先生而言，極小式的進路應該訴諸「理一分殊」的方法論。理一是個通

貫的道理，屬於超越的層次，但其表現可以千變萬化而顯現殊異性。同一個月亮

投影在不同地方的水中多采多姿，但不妨礙我們體認到，畢竟只有同一個月亮。

劉先生指出：「以金律為例，每一個傳統有不同的表述，所強調的方面也有所不

同，但並不使得它變成一個沒有意義的普遍道德原理。它指點了一個確定的方

向，雖然不能給予我們完全的指引，卻可以促成一種精神的感通，凝聚某種共識。」
59就分殊而言，任何對於道德原則的成文表達已經屬於分殊的領域，不能不受到

特定時空以及文化傳統的限制，而不可加以絕對化。但共同價值的追求又必須透

過這些分殊的文化傳統，「是由每一個傳統通過自動自發、自我批判然後才體現

的會通。故此，我們雖植根在自己的傳統之中，卻指向超越的『理一』」60。而

這種先從分殊層面做自我批判的工作，再追求共通的理一層次之共識，亦即學術

對話上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之應用，也是西西拉．波克訴諸歸納方法所未照顧到

的。 
劉先生從理一分殊的方法論出發，認為「現實上的印證」應該採取的是互為

主體式的「共識上的印證」，如此一來，共同人性除了可以藉由牟先生「實踐上

的印證」達成理論上的融貫之外，更可透過劉先生「共識上的印證」作為其普遍

性的內涵，並成為可觀察的事件。這種「實踐上的印證」搭配「共識上的印證」

方式，就成為新儒家肯認普遍人性之理論架構，作為廣義的道德實踐根據之仁

心，其內涵也可以從中不斷發掘。 
 
 
 

第五節  結語：「實踐上的印證」與「共識上的印證」  
 

 

西方後設倫理學（meta-ethics）有所謂自然主義（naturalism）與情感主

義（emotivism）之對立。兩者皆同意主體乃價值之依據，但對價值是否為事實

則態度不同，自然主義肯定而情感主義否定價值為事實。情感主義認為主體之偏

好、慾求千差萬別、莫衷一是，不具備經驗性質之可觀察性與準確性，因而將價

值排除於事實領域之外，成為主觀情感、態度之表達。事實上，在情感主義看似

有力的論據中，其實已預設人心沒有一致性之前提，人沒有普遍認同的價值標

                                                 
58 〈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倫理〉，頁 76。 
59 同上，頁 77。 
60 同上，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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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但如果有一種普遍的能力，不會隨經驗之流變動，獨立於情感、慾望的左右

而能提供欲望指引，則價值判斷固然是情感、態度的表達，而異於感官感覺的報

告，卻仍然可以解釋觀察，爭執之焦點亦不復在。舉例來說，如果人人反對無端

殺生，則依情感主義而言，從事此行為就是錯的。以摩爾（G. E. Moore）之「待

決問題論證」（the open-question argument）質問：無端殺生是惡的嗎？答案非但

是肯定的，如此問甚至還是多餘的。因為兩者之關係已是同義反覆，只是在詞語

明確性上有所不同罷了。哈曼（Gilbert Harman）曾經表示： 
     
情感主義本身不見得是虛無主義（nihilism）的表述。如果你推斷在人性中有足

夠的一致性，則對道德事實的假定可與情感主義相容。情感主義者甚至也可以是

倫理學自然主義者。舉例來說，如果一個情感主義者相信，道德上的贊成或反對

是從我們對他人感到的同情之心推衍而來，那麼他對道德上的錯誤就可能採取一

種自然主義的定義──X的錯誤與其引起人類痛苦的程度相應。既然這樣的一位

情感主義者將認為，基於普遍的同情心，某事物就其引起人類痛苦的範圍內是否

為錯誤，不能是一待決問題，則待決問題論證對此定義無法構成障礙。61

 
誠如哈曼所指出，若人心具有一致性，情感態度之表達就不是隨意、偶然的，而

是普遍人性之展露，價值就成為可以經驗觀察證實的共識。應然同時是實然，有

助打通事實價值之間的藩籬。康德與謝勒就是肯定人性中有普遍性與一致性的面

向，可以作為道德行為與道德規範之根據。康德認為是實踐理性，謝勒則主張應

為先天情感之感知活動。但他們兩位都無法保證行為標準與行為動機之一致性。

解決之道則是，將情感與理性都納入普遍的道德主體之內，成為其中不同的作

用，情感提供行為動力，實踐理性給我們的是道德法則，但兩者都是道德主體的

不同面向，兩者之一致也為道德主體之自我要求。牟先生將心性情三個面向統合

在道德主體中，發揮的就是這種思路。而且這種道德主體之普遍性就表現在將道

德意識落實於道德行為之動態過程，這種「實踐上的印證」已達到理論上的融貫。 

不過超越的道德主體必須面對道德意識之具體化與道德意識普遍性之證成

兩種落實問題。「實踐上的印證」已針對道德意識具體化之落實問題給予說明，

道德意識普遍性之證成的落實問題，就需要劉述先先生存異求同之「共識上的印

證」補充之。相對主義以道德規範之相對性與多元性否定普遍人性，我們的回答

是：這是因為他們看待價值的方式錯誤。對普遍人性之體認必須是一個動態的對

話溝通過程，普遍人性自然不會表現在個別主體的慾望，或某地區、國家或文化

固定的條文或規範中，而是一種交談中的底限共識或共同語言，西西拉．波克所

謂的極小主義的基本價值。至少我們看到全球倫理運動這種追求基本共識的方

式，而且已經具有初步成果，可見只要我們從這種對話溝通的共識著手，欲印證

作為廣義道德實踐基礎的普遍人性，就露出曙光。 

                                                 
61 Gilbert Harman: The Nature of Morality：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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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倫理運動印證了普遍人性可以是互為主體之共識的普遍性。不過此一致

性乃是與變易性具有辨證關係的一致性，是一種變中之常、常中之變，存異求同

的一致性。必須由牟先生以儒家立場提出的性體或良知明覺概念經歷一番轉折。     
首先，就儒學內部而言，在傳統規範於現實層面上已不具效力的現代，我們

不得不質疑仁或共同人性之真正內涵是否只能有傳統之表述。正如劉先生所言：

「任何對於道德原則的成文表達已經屬於『分殊』的領域，不能不受到特定時空

以及文化傳統的限制，而不可加以絕對化。」62我們不可能把孔孟在兩千年前定

下的律則照搬，作為去異求同下的共識，自視可以解決今日的問題。理一分殊所

楬櫫的要旨是：我們不能只以儒家之仁規定普遍人性，仁的闡釋已為普遍人性之

分殊表現，通於理一而非同於理一。所以劉先生認為必須將牟先生所謂「坎陷」，

「當作文化創造的普遍形式，［……］，而西方在理想上也可認為中國文化未能澈

法源底，［……］，祈克果（S.Kierkegaard）就說，人的意識發展是由審美的階段

（感性），到道德的階段（德性），最後才到宗教的階段（神性）。那麼康德與中

國傳統至多只到第二階段，而到最後，人必須做Either/Or的存在抉擇」63。中西

文化都已是坎陷之後的展現，這就是中西文化平等互待的基礎，各有所長，各有

所短，儘可交流互濟。如此一來，就不必只以中國哲學為見道，有利於不同精神

傳統之交流對話，這也是一種文化交流對話的廣義道德實踐之體現。 
若謂牟先生從事的乃超越主體式的逆覺體證，互為主體式的理一分殊進路則

為劉先生之特徵。牟先生點出普遍人性之內涵必須是心性情合一之道德主體，並

需要「實踐上的印證」，而牟先生立論是從儒家脈絡下的共同人性出發。劉先生

則輔之以「共識上的印證」，把焦點放在共通於世界各大傳統之共同人性，這樣

才有與其他宗教文化傳統對話以形成共識之可能，並由全球倫理之跨文化對話不

斷發掘其內涵。由金律而來的那些寬鬆的指令與共識正是在這種極小式的存異求

同中獲得，而普遍的底限共識也於是得到體現，成為印證普遍人性的一個可能進

路。 

                                                 
62 〈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倫理〉，頁 78。 
63 劉述先：〈全球意識覺醒下儒家哲學的典範重構與詮釋〉，《鵝湖》，第 385 期（2007 年 8 月），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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