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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德的形上學」到「理一分殊新釋」： 

 

第一節  牟宗三論「道德的形上學」   
  
 

就現代西方哲學而言，哲學內部各種學問的分野乃涇渭分明，形上學、倫理

學、知識論各有其界域，不可相互混淆。但牟宗三先生從儒家內聖之學出發，卻

有將形上學與其他學門通而一之的傾向。因為德性之知作為智的直覺，乃通道德

界與存在界而一之的體證，或說是由道德意識與行為實踐通往存在自體的工夫。

在儒學中，形上學與道德哲學是分不開的，反之亦然。甚至可以說兩者根本是一

而二，二而一，牟先生指出： 
 
近人習於西方概念式的局限之思考，必謂道德自道德，宇宙自宇宙，心即理只限

於道德之應然，不涉及存在域，此種局限非儒教之本質。心外有物，物交代給何

處？古人無道德界，存在界，本體論（存有論），宇宙論等名言，然而豈不可相

應孔孟之教之本質而有以疏通之，而立一儒教式的（亦即中國式的）道德界，存

在界，本體論，宇宙論通而為一之圓教乎？此則繫於「心即理」之絕對普遍性之

洞悟，何必依西方式的概念之局限單把此「心即理」局限於道德而不准涉及存在

乎？1

 
由此看來，牟先生認為在討論中國哲學之特性時，要超脫西方概念式思考，以一

種辯證性的理解來掌握。他根據孟子陸王一系「心即理」之睿識，而把道德界與

存在界貫通起來，故又稱儒家成德之教為一「道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

本心性體是絕對的普遍者，不但是吾人道德實踐之本體，且亦是宇宙生化之本

體，一切存在之本體。道德的形上學乃涉及一切存在而為言，故應含有一些「本

體論的陳述」與「宇宙論的陳述」，或綜曰「本體宇宙論的陳述」（Onto-cosmological 

statements）2。牟先生因此特別提出「道德的形上學」與「道德底形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之區分，指出康德所講的正是一種「道德底形上學」。他對

兩者的說明是： 

 

「道德底形上學」與「道德的形上學」這兩個名稱是不同的。﹝……﹞前者是關

於「道德」的一種形上學的研究，以形上地討論道德本身之基本原理為主，其所

研究的題材是道德，而不是「形上學」本身，形上學是借用。後者則是以形上學

                                                 
1 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臺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20。 
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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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為主，（包含本體論與宇宙論），而從「道德的進路」入，以由「道德性當身」

所見的本源（心性）滲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進至形上學了，但卻是

由「道德的進路」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學」。﹝……﹞。3

 

可見「道德的形上學」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分，重點在於前者乃以道德為進路，

目的在通往形上學實體的理論；後者則是對道德的形上解析，在找出道德的先驗

形式與原理。由此看來，可從兩個層面來說明道德的形上學。 
一是道德界。道德實踐重點在孟子所謂「本心」之呈現，「本心」之「官」

的自覺（思）。這是一種心性情合一的道德主體。此普遍必然的道德意識自定自

發先驗的道德法則，同時又是道德情感的湧動，這種道德意識或情感乃是吾人道

德行為的動力與根據。不但是行為的意向，更指向行為的實踐。 
二是存在界。中庸將孟子的「本心」視為天道之「誠」之「明」，也就是把

道德本源擴充為存在的本源，道德根據的自覺推展為存在根據的自覺。也就是以

道德來印證存在、通向存在。在德性之知中，人不但實現了道德行為，也實現了

萬物之生化。中庸「誠則形著明動變化」的說法正是最佳說明。 
 
 
 

第二節 「道德的形上學」相關問題析論 

 

一.勞思光對「道德形上學」之批評 

 
 

勞思光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指出：「宋儒欲託於『存有理論』

（Ontological Theory）或『形上學理論』（Metaphysical Theory）以建立一『道德

形上學』之系統，則必須面對不可克服之困難。」4他雖未直接批評牟先生，但

反對道德形上學的立場是很明確的。事實上，勞先生與牟先生對陸王心學之評價

類似，都認為其代表宋明儒學之最高成就，所以勞先生將宋明儒的理論發展視為

一系，基本方向為歸向孔孟之心性論，其發展分為三階段5： 
1. 天道觀，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中心觀念為「天」，理論型態為混合形上

學與宇宙論。 
2. 本性觀或本性論，代表人物為二程與朱子。以「性」或「理」為主要觀念，

                                                 
3 《心體與性體（一）》，頁 139－140。  
4 勞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台北：三民，1993 年），頁 89。 
5 同上，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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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洗宇宙論成分而保留形上學成分。朱子則為天道觀與本性論之綜合型態，

但仍劃歸第二階段。 
3. 心性論，代表人物為陸象山、王陽明。以「心」或「知」為主要觀念，所肯

定者乃最高之「主體性」，為心性論之理論型態。 
 

勞先生認為，就理論效力而言，心性論本主體性談價值問題，是最成熟的型

態。與牟先生不同的是，勞先生不認同濂溪、橫渠、明道等天道觀與本性觀的理

路，因為他們皆不就主體觀念、而就存有觀念建立對世界的肯定，即對「價值」

做一「存有論意義之解釋」（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6。但這種兼具價值意義

與存有論意義的天道或天理，卻產生了兩個理論困難。 
 

1.決定論問題。兼具價值與存有論意義的天道或天理所產生的第一個問題即

是落入了決定論。勞思光先生指出： 
 
當存有原則與價值原則合一時，是否即認定一切所謂「好」或「善」終將自己實

現？倘是如此，則一切自覺努力是否亦皆已被此原則決定而不能不符合此原則？

抑或是自覺努力可能符合亦可能不符合此原則？如不能不符合此原則，則一切努

力是否皆屬已被決定者？如可能不符合，則此原則是否仍可說是決定一切存有？

凡此種種問題，皆指向一根本問題，此即：當吾人說一同時有價值意義及存有意

義之原則（即如「天道」）時，此原則本身之存有地位為何？7

 
揆諸勞先生這段話，其重點應是：就天道觀而言，世界既已被看成本來符合最高

之「理」者，則一切「違理」之可能，人之所以違反「理」的錯誤，即不能不推

到第二序之某種因素，亦即人欲上，因此有「天理」與「人欲」之對立。但這種

說法「實是預認人之意識或自覺活動在『世界』之外，與其所立之『天道決定萬

有』」之觀念有內在衝突」8。但若因此而轉向本性論，還是不能解決問題。本性

論把「『理』作為實有而肯定時，並不同時肯定當前之世界已受『理』之決定。

在此理論中，一切價值問題均化為一『理』之『實現』問題；而此『實現』並不

假定為『已有』，而只作為『應有』」9。就本性論而言，「理」在「氣」中實現，

即為價值實現之歷程。萬有之違理處皆可以從「氣」解釋。但勞先生認為這樣就

無法解釋「理」之實現於「氣」中的動力何在。因為此動力不能來自氣，若說來

自氣，不啻又將「此實現視為『已完成者』，即與天道觀無別」10。若以人之自

覺活動或意志方向，亦即天理人欲之分，也無法提供理未實現之未定項，因為就

                                                 
6 《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53。 
7 同上，頁 69。 
8 同上，頁 82。 
9 同上，頁 84。 
10 同上，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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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實有義」之「理」與「氣」而言，此兩種「實有」皆無「主體性」11，因

之亦無法說有自主性，因此欲解決此困難，必須在「理」、「氣」兩觀念外，另設

定一能決定「理之實現」的力量，這就需要心性論所認定的「最高自由」或「究

竟意義之主宰性」的「最高主體」12。 
 
2.背反問題。就天道觀而言，勞先生認為此種理論型態以易傳「天地之大德

曰生」為內容，此不斷創生、生生不息的原理，既是存在原理，也為價值原理。

這是專指以「萬有實際上皆已受「理」之決定的存有論立場」13。據此以肯定世

界時，必須以世界實際上循此生生之理運行為論據，同時此處又是一價值肯定，

即以世界本身為實現此價值之歷程，故又必須將此運行方向定為一最高價值標

準。且此價值標準又必須與道德實踐直通，成為道德生活及判斷之基礎。但勞先

生認為就此三層看，皆有明確之困難14： 
首先，實際生活中「生」與「生之破壞」常相依而立。某一存有之「生」，

常同時依另一存有之「生」之「破壞」為條件。譬如，人即動物皆須得食而生，

而所食者主要仍為有生之物；則食者得生時，即以被食者之生被破壞為條件；如

此則會有「生」與「生之破壞」並立的「背反問題」。 
其次，就立價值標準而言，世界之「生」或「生生不息」被視為一有價值意

義之方向，但由上述背反問題，可推出如此之價值標準下，每一「善」皆與「惡」

不離。 
最後，就道德實踐言，若由一含「背反」之價值標準以建立道德生活之基礎，

善惡將全成為相對性概念。例如，殺魚以養人，倘視為「善行」，則此「善」即

只在全「人」之「生」一意義上成立，亦即僅有相對性之安立。對「魚」而言，

乃其「生」之破壞，成一「惡」矣。 
由此背反問題，在本性論上也形成了「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15。因為有

生之物，雖本性各自不同；但既是有生之物，則「全生」必不能不為其「理」或

「性」所要求。但恃肉而生者如虎，若欲全其生，則必食他獸。而此被食之獸如

羊，則即在虎能全其生時，自己必不能全其生。如果照伊川之解釋，以人有「公

心」或「仁心」而能推己及物，虎則不能推來回應，困難還是存在，因為： 
 

﹝……﹞虎如有此「推」之能力，又應如何？是否即不食肉而自殺？虎如自殺，

是否是「循理」？是「實現其本性」？此則顯有困難；蓋虎食羊，則羊不能全其

生；虎不食羊（及其他有生之物），則虎即不能全其生。此處之難局，乃由虎之

「本性」如何實現而來；非可用「自覺」與「不自覺」一對觀念解釋也。16

                                                 
11 同上，頁 86。 
12 同上，頁 87。 
13 《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84。 
14 同上，頁 54－55。 
15 同上，頁 57。 
16 同上，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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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若食羊，則有害羊本性之實現；虎若是能推而不食羊，則不啻自殺行為，也是

有害於其自身本性之舉。因此一物本性之實現，必伴隨另一物本性之被破壞，基

於此「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勞先生認為，「生」與「生之破壞」並立的「背

反問題」還是沒獲得解決。 
 
 

二.回應與釐清 

 
 

1.決定論問題。針對決定論問題，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在牟先生的詮釋中，

天道並非被認定為已實際決定萬物一切活動者，並非所有的活動都算合乎天道。

依牟先生對道德形上學與逆覺體證的說明，作為道德意識之良知本心在顯露之

際，人能依以行之，才算是合乎天道的活動，並非將一切實然活動皆視為天道之

展現。於是我們可以了解到，本心仁體與天道是相通的，天道既超越於經驗事物

又內在於人的道德意識中，表現出既內在又超越，而非外在而超越的特性。內在

而超越，符合天道就是一種合乎本性之自我實現；外在而超越，天道對於人就呈

現一種無自由選擇的在先決定，而為決定論。楊祖漢先生曾發揮這一點以回應勞

先生之批評，楊先生指出： 
 
如果天道是「超越而外在」的，便一定會招致勞先生所說的兩難之困境，即若有

天道，人生便為天道決定而不得不然，無自覺努力可說，而人亦不會違道；若人

可以違背此道，則可證並無天道之存在。但道德形上學並不是「從上說下來」的

獨斷的形上學，而是由自覺的踐德以證天道，進而認為本心善性即是天道，天道

「超越而內在」。若天道是超越而內在者，則人的道德本心呈現而自覺發憤時，

即是天道之呈現。本心之活動，即是天道之存有。既然本心之自覺發憤，即是天

道之存有，則天道之存在，並不影響本心之自由自覺。17

 
在本心呈現時，天道的存在才得到證實，本心正是天道經由我的道德意識而呈

現。由於本心即天道，天道並不是以一外在的，在時間上是先定的存有而對我作

決定。本心呈現，自由自發而作決定，這是「性分所定」，這一意義的決定論，

並不危害到人的自由自覺。18楊先生說： 
 

從踐仁義之活動中，見到人的心性是絕對自發的，而在此絕對之自發活動中，卻

                                                 
17 楊祖漢：〈關於道德形上學的若干問題〉，《當代儒學思辨錄》（台北，鵝湖出版社，1998 年），

頁 131－132。 
18 同上，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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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天道的創造，生生不已。故此道德之活動，既是自由自決的，亦是天之所

命的，此中，自由與決定，超越與內在，是通而為一的。19

 
「性分所定」正是一種自我的充分實現，仍是主體的自由發揮與創造，與勞先生

批評的決定論之差異顯而易見，是以「天理」與「人欲」之對立亦可成立，只要

我們明白天理決定的是道德創造，而非一切實然活動，「人欲」與它的二元對立

就一直有存在的可能。 
其次，勞先生認為本性論也存在無法解釋「理」實現於「氣」中的動力來源

問題。因為此動力不能來自氣，若說來自氣，就等同說理已實現在氣中，與天道

觀天道已實際決定萬物之說無異。然則，動力來源可以取「本有」義或是「現實」

義，若取現實義，的確會有等同於天道已實際決定萬有的問題；若取本有義，氣

作為動力來源就可以視為潛能，可實現而尚未實現，要經由自覺的道德努力以求

合乎理，就不致有實現義隱含的困難。再來，勞先生認為「形上實有義」之「理」

與「氣」皆無主體性，因之亦無法說有自主性，所以不能作為實現理的動力來源。

但這種說法卻非被普遍認同之定論。以朱子為例，其「心統性情」之說，以「心

者氣之清爽」20的動力前提，指出人脫然貫通而復其明德的成立條件。氣之清爽

的心，其功能正在依理行事而發為情上。所謂： 
 
蓋主宰運用底便是心，性便是會恁地做底理。性則一定在這裡，到主宰運用卻在

心。情只是幾箇路子，隨這路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21

 
心是實際在活動、在行為者。而其活動、行為之根據為理、為性，情在此是行為

之動機。由動機而到落實至行為皆屬心之範疇，所以說「情」是「幾箇路子」，「心」

是「隨這路子恁底做去」。在此，已有一心性情三分的架構出現，「心統性情」是

說在心與性的關係上。心是可知理、順理者；就心與情來講，心是情呈現產生的

條件，情是心順理而動的發用，就情而言，心真正發揮了其主宰之意。所以「心

者性情之主」之意為：心統攝性情。心可領悟性理並依性理而發為情，在其情用

中表現出性理。故朱子有云： 
 
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不分別也。22

性只是理，情是流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理而行此情也。23

 
可見「氣」層面的存有並非必無主體性，朱子將心只定位在經驗層固然有其問題

                                                 
19 同上，頁 132。 
20 語纇，卷 5。 
21 同上。 
22 同上。 
23 文集卷 55，答潘謙之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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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但氣必無主體性的說法至少已由他的理論得到否證。 
 
2.背反問題。就背反問題而言，勞先生將易傳「天地之大德曰生」解釋為不

斷創生與維持生命之意，所以「生」與「生之破壞」之事實與必然性，就成為反

駁生生之說最有力的證明，由此以見等同存有與價值原則說法的缺陷。但問題

是，此對「生」字的解釋未必得當，也不見得符合易傳原意。因為易傳講生生是

在表述天道之特性，而天道是超越的、而非經驗的層次，所以在經驗層面的事實

描述並不能涉及超越的天道。牟宗三先生在解釋「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

不貳，則其生物不測」這段話時，強調「生」者妙運，妙應之義。又說「生者實

現義，『使然者然』義，故天道、仁體、乃至虛體、神體皆實現原理也，皆使存

在者得以有存在之理也。生者引發義，滋生義。因天道之誠、仁體之潤、虛體之

清通、神體之妙應而滋生引發之也」25。可見牟先生就是要指出「生」字乃是指

涉作為存在與實現之理的天道，並非表述經驗界的事實情況。 
此外，以生生為內容之天道，既然是以不斷創生實現來定義，就無不斷維持、

不可毀滅之意，若是如此，事實上已違背經驗觀察，成為要求個體生命之恆存性

的主張，勞先生所謂「生」與「生之破壞」以及「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才會

如影隨形。生生之天道著重的應為萬物生命之不斷呈現與提升，朝多元化與價值

善性改進的方向發展，而非追求個體生命之永恆存在，如此則多樣性與創造性容

易僵化，對生命整體發展而言未必有利。生命之更迭遞嬗乃自然規律，「生」與

「生之破壞」的背反亦在生命不斷繼起與推陳出新中化解，而無真正的矛盾存在。 
楊祖漢先生也對勞先生的背反問題作了兩點回應。第一，他從日新又新的道

德實踐角度來詮釋「天地之大德曰生」與「生生之謂易」等語，指出這些語句既

可以就存在界萬物之生化現象上說，也可以德行實踐所體證的道德之創造為根

據，就道德實踐來看，楊先生強調： 
 
「生生之德」是須扣緊道德心性之自發而無條件的活動，及仁心之無限感通來了

解的。德行生命之精誠奮發，時時振拔而不昏昧，即是生生。由在我的德性生命

之振拔，人便可體會天道之神用，及其生化之妙，「窮神知化」必以踐德為根據，

即必先反求諸己以顯發自己的真生命，洞開價值之源，然後才會見到天地洋溢著

生生之德，而不能光只是以自然界為對象來觀察推測。26

 

                                                 
24朱子氣之清爽的經驗心，與道德踐履之本心有形上形下、概念內容與實踐性三項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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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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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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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朱子格物致知工夫三個層面的分

析以及其於實踐上可能有的問題，在第五章將予以討論。亦可參閱張子立：〈釋朱子脫然貫通說〉，

《東吳哲學學報》，第 12 期（2005 年 8 月），頁 99—125。 
25《心體與性體（一）》，頁 460－461。 
26 〈關於道德形上學的若干問題〉，《當代儒學思辨錄》，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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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楊先生的詮釋，「生生」就成為「一息尚存，永矢弗諼」之不間斷的道德實踐

過程，德行生命之精誠奮發，時時振拔而不昏昧，即是生生。這與自然生命的維

持、延續是不同層面的問題。 

其次，楊先生認為易傳所謂「生生」，應是包含「生」與「生之破壞」來說

的。也就是說，「生生」應該是合「生」與「死」，「聚」與「散」，生生不已「並

不是執著於生，只以這一面為存有原則」27。楊先生說： 
 
「生生」是「生而又生」，而不止於一生。故易傳所謂的「生生之德」，是超越層

的生，此「生」是敞開而讓萬物成就其自己，而不偏愛於任何一個個體物。此生

是合「生死聚散」而言的，並不是與死為對立的生，若能如此了解，則應不會產

如勞先生上述般的疑問了。28  
 
合「生」與「生之破壞」，「生」與「死」，「聚」與「散」才是「生生」之確義。

這正合乎牟先生以不斷創生實現定義生生之天道的理路。如此一來，「生生」就

成為易之元亨利貞的整個過程。經由以上析論，可見勞思光先生提出的「生」與

「生之破壞」的天道背反問題，以及其延伸出的「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皆

來自對「生」字詮釋的落差，若能釐清此中問題，將不致構成道德的形上學之理

論困難。 
 
 
 

第三節  道德的形上學兩種理論走向： 

「本體宇宙論的創生」與「實現物自身的創生」 
 
 

在上一節討論中指出，勞思光先生所謂「生」與「生之破壞」的背反問題以

及「本性實現中之衝突問題」，皆來自對「生」或「生生」概念之誤解，依牟先

生之意，以生生為內容之天道必須以「不斷創生實現」來定義，而非不斷維持、

不可滅亡之意。接下來要探討的是：在牟先生對道德的形上學之論述中，其實可

以發現對這「不斷創生實現」的兩種詮釋理路，二者未必可以相互涵蓋，都可以

自成一種說法。牟先生曾在《圓善論》中解釋天道之創生時提到： 
 

我們可以籠綜天地萬物而肯定一超越的實體（上帝或天道）以創造之或創生之，

這乃完全由人之道德的心靈，人之道德的創造性之真性，而決定成的。此即是說：

                                                 
27 〈關於道德形上學的若干問題〉，頁 135。 
28 同上，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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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所以有如此之意義，即創生萬物之意義，完全由吾人之道德的創造性之真性

而證實。外乎此，我們絕不能有別法以證實其為有如此之意義者。是以盡吾人之

心即知吾人之性，盡心知性即知天之所以為天。29

 
這段話是牟先生在解釋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盡」與「知」為印證義時所說。就

這段話來看，通存在與道德而一之的道德的形上學，是要藉由逆覺之體證，而對

天地萬物進行一種價值上的解釋。在牟先生看來，天道創生萬物，是「對于天地

萬物所作的道德理性上的價值的解釋」，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此中天之創生

萬物之創造性完全由心之道德的創造性來證實。儘管天是一超越的實體，但「天

所以為天之具體而真實的意義完全由心之道德的創造性而見也」30。細究之，在

牟先生的討論中，這種「對于天地萬物所作的道德理性上的價值的解釋」，一種

可能是以心之道德的創造性「證實」天之創生萬物之創造性，或是更進一步，以

心之道德的創造性「決定」天之創生萬物之創造性，如是即導出兩種創生的理論

型態。 
這種詮釋上的雙重性源於創造原則既具天道也有良知明覺之雙重身份，由於

著重點之不同，可以有創造究竟是實現物自身之價值的創造、現象只有認知意義

而無存有論意義；還是由天道作存有論意義的現象之創造兩種走向。 
首先，依據牟先生在《心體與性體》一系列書中對道德的形上學之說明，本

心性體同時是道德實踐之本體、宇宙生化之本體，一切存在之本體。此作為創生

實體、「於穆不已」的實體之乾道，「自身無所謂『變化』，『變化』者是帶著氣化

以行，故假氣化以顯耳，變化之實在氣，不在此實體自身也」31。在此說明中，

存有論（天道、乾道）與宇宙論（氣化）兩個面向皆得到強調，氣化流行雖不等

於天道，卻是天道的表現，天道作為即存有即活動之本體宇宙論的實體，是氣化

流行之根據。氣化流行之現象界在存有論上仍是真實意義的存在。 
牟先生又指出，天道亦即「性體」，是人道德實踐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據，同

時即通「於穆不已」之實體而為一，由之以開道德行為之純亦不已，以洞澈宇宙

生化之不息。性體無外，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故成

德之極必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以聖者仁心無外之「天地氣象」以證實之。

此中「性體」一觀念居關鍵之地位，最為特出。32在這個階段，是以「性體」觀

念為主，因為牟先生強調性體才是能起宇宙生化與道德創造之「創造實體」33，

本心是人在道德實踐中對此性體之自覺。並無以本心仁體之創造性為實現對象之

物自身的含意，而且心與性的關係是主觀與客觀、「對其自己」與「在其自己」

對言，而無「智的直覺」一語出現。牟先生說： 

                                                 
29 牟宗三：《圓善論》（台北：學生書局，1996 年），頁 133。 
30 同上，頁 134。 
31 《心體與性體（一）》，頁 33。  
32 同上，頁 34－37。 
33 同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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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言之曰性，主觀地言之曰心。自「在其自己」而言，曰性；自其通過「對

其自己」之自覺而有真實而具體的彰顯呈現而言則曰心。心而性，則堯舜性之也。

性而心，則湯武反之也。心性為一而不二。 

客觀地自「於穆不已」之天命實體言性，其「心」義首先是形而上的，自誠體、

神體、寂感真幾而表示。若更為形式地言之，此「心」義即為「活動」義（activity），

是「動而無動」之動。此實體、性體、本是「即活動即存有」者，故能妙運萬物

而起宇宙生化與道德創造之大用。34

 
心性為一而不二，是指心正是性對本身之自覺，或心是性之活動來說的，性體作

為起宇宙生化與道德創造之「創造實體」，創造且引發了宇宙之氣化流行，現象

界於是取得在存有論上存在的意義。所以牟先生強調「心性是一之宇宙論的模型

以性為主，道德實踐之證實而貞定此模型，則須以心為主」35。在宇宙論的模型

上須以性為主導概念，而性作為客觀性原則可建立天地萬物之自性，可見創生天

地萬物之實義落在性，而非心。道德實踐在證實與貞定宇宙論的模型，就是說心

之特性在於從道德實踐中形著性之創造，成為性或天道之具體化。心之實在創生

道德行為，而非天地萬物，這種道德的創造可呼應或契合於性或天道之創造，成

為其創生的一種範例，故是證實與貞定性。所以牟先生在解釋張載「氣聚，則離

明得施而有形」以及「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理之察，非離不相覩也」兩

句時，才宣示這些皆是「本體、宇宙論的」陳述，非認識論的陳述36。我們可以

稱以上思路為「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 
但在《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及《現象與物自身》二書中，現象界的存在意

義則逐漸有了更動。以《現象與物自身》為例，牟先生以「知體明覺」為儒家存

有論的代表，而以陽明「意之所在為物」與「明覺之感應」兩句話解釋智的直覺

之創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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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說「明覺之感應」為物時，則是事物双彰，行為物（如事親）與存在物

（如親）俱是在其自己者。就明覺之感應而言，牟先生指出：「就事言，良知明

覺是吾實踐德行之道德的根據；就物言，良知明覺是天地萬物之存有論的根據。

故主觀地說，是由仁心之感通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客觀地說，則此一體之仁

心頓時即是天地萬物之生化之理。」37這也是中庸合內外之道中成己成物的性之

德。成己乃事；成物就物言，成己是道德實踐，成物是自我實踐之功化，此功化

含有一道德的形上學，無執的存有論。所以牟先生說：「就成己言，它是道德創

造的原理，引生德行之純亦不已；就成物言，它是宇宙生化之原理，亦即道德形

上學中的存有論的原理。」38其中所謂成物之成乃實現義，所成之事是在其自己

                                                 
34 同上，頁 40－42。 
35 同上，頁 532。 
36 《心體與性體（一）》，頁 468－469。 
37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台北：學生書局，2004 年），頁 442－443。 
38 同上，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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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是實事，亦是德行；所成之物是在其自己之物，其自身即是目的。 
依牟先生這種詮釋，儒家之體用已類似於上帝與物自身之關係。因為就知體

明覺之感應無外而言，其所感應的物，與由此應物而引來的事（德行），俱是用，

而物與事俱是在其自己者。所以物與事之「用」，牟先生說「並不是現象，而是

“在其自己＂之如相。因此，此所謂體用倒有點類康德所說的上帝與物自身之關

係（上帝只創造物自身，不創造現象）。只是知體明覺之為體與上帝不同而已」39。 
若細究牟先生之用字遣詞，在《心體與性體》中，「性體」概念為核心；《智

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一書中，「性體」與「本心仁體」常並舉；到了《現象與物

自身》問世的階段，可發覺牟先生已不是以性體概念為首出，才會在主客觀面皆

主要以良知明覺或仁心作解釋。心已不再只是藉道德實踐來證實或貞定性或天

道，其智的直覺即可實現物自身之創生作用，統道德與存在而一之。而且談現象

只能有認知意義的現象，不能有存有論意義之現象。牟先生特別指出：「平常依

存有論的方式說本體現象，或依中國傳統說體用時亦把用視為現象，那是不檢之

辭，忘記了“認知度向＂之插入。現象（依康德此詞之嚴格的意義）只在“認知

度向＂之介入上而起，即只對認知主體而起。」40可見由知體明覺為體所起之用

並非現象，而是非現象之實事、實理、實物。亦即康德所謂物自身。由於知體明

覺之為萬物存有論的根據是就其實現天地萬物之物自身而言，經驗事物已成為認

識論意義的現象。這是一種「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天道成為「此直覺自身

就能給出它的對象之存在」之智的直覺，不再是《心體與性體》中本體宇宙論之

原理，宇宙論之原理並非物自身之實現原理，而是萬物生長、運動、變化之所以

然之理，於是道德的形上學之兩種走向也就形成。 
這種差異也可從牟先生對陽明學說的理論評價上看出。在《心體與性體》中，

牟先生視明道為圓教之模型，在主客觀兩面皆飽滿而無遺者。牟先生說： 
 
明道直從「於穆不已」、「純亦不已」言道體、性體、誠體、敬體。首挺立仁體之

無外，首言「只心便是天，盡之便知性，知性便知天，當下便認取，更不可外求」，

而成其「一本」之義。是則道體、性體、誠體、敬體、神體、仁體、乃至心體、

一切皆一。故真相應先秦儒家之呼應而直下通而為一者是明道。明道是此「通而

一之」之造型者，故明道之「一本」義乃是圓教之模型。41

 

在這段說明中，可以見到牟先生對明道推崇備至。牟先生視儒家為圓教，明道之

學說是此圓教之模型，評價之高可見一斑。原因在於明道對客觀的天道與主觀的

本心皆很重視，不但體證到可識仁之本心，更強調中庸與易傳盛言的客觀而超越

之「天」，因為即使連孔孟也重視此客觀而超越地言之之「天」。牟先生指出，如

果成德之教中必函有一「道德的形上學」，此「天」字之尊嚴是不應減殺或抹去

                                                 
39 同上，頁 445。 
40 《現象與物自身》，頁 128。 
41 《心體與性體（一）》，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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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陽明正是因為不夠正視此客觀超越之「天」而有所虛歉，才會有「虛玄而蕩」

或「情識而肆」之王學流弊，劉蕺山即于此著眼而「歸顯於密」也。此為內聖之

學自救之所應有者。42因此牟先生對陽明的評價不如明道，他說： 
 

象山與陽明既只是一心之朗現，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潤，故對於客觀地自『於

穆不已』之體言道體性體者無甚興趣，對於自客觀面根據『於穆不已』之體而有

本體宇宙論的展示者尤無多大興趣。此方面之功力學力皆差。雖其一心之遍潤，

充其極，已申展至此境，此亦是一圓滿，但卻是純從主觀面申展之圓滿，客觀面

究不甚能挺立，不免使人有虛歉之感。自此而言，似不如明道主客觀面皆飽滿之

「一本」義所顯之圓教模型為更為圓滿而無憾。蓋孔子與孟子皆總有一客觀而超

越地言之之天也。此「天」字如不能被擯除，而又不能被吸納進來，即不能算有

真實的飽滿與圓滿。43

 

從以上這段話來看，明道的確在陽明之上，甚至在明道的一本論中，「象山陽明

之一心遍潤，一心申展，始真有客觀的落實處，而客觀地挺立矣」44。但在牟先

生提出智的直覺之創生性後，這些說法皆已少提或根本不提，牟先生於《現象與

物自身》中還指出，此書開始由道德的進路展露本體，本即是依陽明而言。言及

儒家的無執的存有論，則當集中於陽明所言之“知體明覺＂而言之。45可見此時

牟先生是以陽明良知之教為核心。牟先生接著強調： 
 
直接由道德意識所呈露的道德實體有種種名。依孔子所言的仁，可曰仁體。依孟

子所言的心，可曰心體。而此本心即性，因而亦可曰性體。依中庸所言的誠，可

曰誠體。依其與客觀方面言的天道合一而為一形而上的實體而言，亦可曰道體，

神體，寂感真幾，於穆不已之體。依陽明，則曰知體明覺。依劉蕺山，則曰獨體，

涉指心體（意體）與性體兩者而言者。雖有種種名，而今特願就陽明所言之知體

明覺而言之，何以故？因良知特顯內在的決斷故，與具體的道德生活能密切地相

連接故。46

 
牟先生在這一段整理儒家講道德意識所呈露的道德實體之說明中，並未提及明

道。而且認為陽明所說的知體明覺，最能突顯內在的道德決斷而與具體道德生活

密切相關，是以堪為代表。牟先生甚至還指出，陸王一系由本心即性即理這一心

體之道德意義與絕對意義，即可使道德界與存在界一時同彰，不須有主客觀兩面

的迴環。牟先生說： 
 

                                                 
42 同上，頁 48。 
43 同上，頁 47－48。 
44 《心體與性體（一）》，頁 48。 
45 《現象與物自身》，頁 435。 
46 同上，頁 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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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即是一自由無限心，它既是主觀的，亦是客觀的，復是絕對的。主觀的，自

其知是知非言；客觀的，自其為理言；絕對的，自其“體物而不可移＂，因而為

之體言。由其主觀性與客觀性開道德界，由其絕對性開存在界。既有其絕對性，

則絕對地客觀地自道體說性體亦無過，蓋此即已預設本心之絕對性而與本心為一

也。然既是絕對地客觀地由道體說性體，其所預設者不顯，故如此所說之性體與

道體初只是有形式的意義，此只能大之、尊之、奧之、密之，而不能知其具體而

真實的意義究如何。此所以橫渠，五峰，蕺山，必言以心成性或著性，而仍歸於

論孟也，亦即是將其所預設者再回頭以彰顯之也，故道體，性體，心體，並不對

立也。惟先說道體性體者，是重在先說存在界，而道體性體非空懸者，故須有一

步迴環，由心體之道德意義與絕對意義（存有論的意義）以著成之也。陸王一系

由本心即性即理這一心體之道德意義與絕對意義兩界一時同彰，故無須這一步迴

環也。47

 
在這段引文中，牟先生以本心為自由無限心之絕對者，理或性體道體只是其中客

觀面，於是為首要的不再是性體、而是本心；陽明也不再因為不夠正視客觀超越

之「天」而有所虛歉，因為本心即性即理這一心體之道德意義與絕對意義即可使

兩界一時同彰，陽明學說被引用與進一步詮釋的份量也日益吃重。更可看出在牟

先生提出智的直覺之創生性後，他對「道德的形上學」之理論建構，有「本體宇

宙論的創生」型態與「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兩種不同的走向。 
 
 
 

第四節  「理一分殊新釋」：「同於」到「通於」無限 

 

一.道德的形上學之特性：「通於」並「同於」無限 

 
 
在牟先生的理論中，人與作為終極實在的無限者同時具有兩種關係：「同於

無限」與「通於無限」。就「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而言，這點可以由他對孟

子「盡心知性知天」與「存心養性事天」二語的解釋看出。牟先生指出「盡心知

性知天」相當於乾文言之「先天而天弗違」，在此唯是一實體之澈底朗現，故心

性天是一；而「存心養性事天」相當於乾文言之「後天而奉天時」，在此天須帶

著氣化說，而吾人之心性與天不即是一。由此氣化對人之限制而產生「命」，故

有「立命」的態度，而藉道德實踐「修身以俟之」。當然，當道德修養到極至，

                                                 
47 同上，〈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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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無不如理之際，就能一體而化，則天之氣化即是吾人之氣化，或說是吾之性

體純亦不已之所顯，則先後天之異亦融而為一矣。這可以從牟先生以下這段話得

到印證： 
  
「盡心知性知天」是自體上言。在此，心性天是一。「存心養性事天」是自人為

一現實存在言，天亦是帶著氣化說。在此，心性因現實存在之拘限與氣化之廣大，

而與天不即是一。自「一體而化」言，則此分別即泯。從體上說是一，帶著用說

亦是一也。「立命」則是就現實存在與氣化之相順相違言，此不是說心性與天的

事，而是說帶著氣化的天與吾人之現實存在間之相順相違的事。至「一體而化」

之境，則一切皆如如之當然，亦無所謂「命」也。48

 
我們可以分三方面解析牟先生此處說法： 
1..就存有論而言，講的是本體，亦即「盡心知性知天」一語。吾人之心性與

實體義的天，以理言的天「內容的意義」相同，「此所謂『內容的意義』相同實

即同一創生實體也」49。故心性天是一，人在「體」上「同於無限」。 
2..就理想境界言。講的是「一體而化」之聖人境界，由人從心所欲而不踰矩，

體現出純亦不以之德行，進入「同於」無限之「上下與天地同流」之境界。 
3.就帶著氣化的天而言，即「存心養性事天」一語。此時心性天不即是一，

從人道德修養的歷程來看，自人為現實存在言，「則不能不有一步謙退，因此顯

出一層退處之『事天』義」50。此帶著氣化的天與吾人現實存在之相順相違，亦

形成吾人「命」的限制，而須「夭壽不貳，修身以俟之」的「立命」態度。凡此

皆在強調現實存在的有限性。 
質言之，就牟先生而言，所謂「同於無限」，是指就存有論而言，人與以理

言的天「內容的意義」相同，同為創生實體，心性天自「體」上言是一。落在人

的道德實踐上講，「同於無限」則為能充分體現天道之狀態，使得一體而化之聖

人境界也是體用上皆同於無限。就普遍性而言，即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性。 
有關「通於無限」之意，牟先生不就存有論，而僅從道德實踐或人之命限上

發揮。這可以從第 3 點強調的有限性之不可免來看。不論是道德實踐之歷程或現

實生活中之際遇，吾人都必須面對與突破一些限制，使人雖能體現天道，卻總是

一種在有限性中的體現，所以說「命限則只可轉化其意義而不能消除之。命限通

于一切聖人，即于佛亦適用」51。換言之，人之能體現天道，充其量只是不充分

的體現，天道雖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人之體現至多只有特定時空下的普遍

性，亦即某個時段或地域之有效性。 
就以上 3 點對「人雖有限而可無限」的說明，可知在「本體宇宙論的創生」

型態中，人不但可以通於、更能同於無限或天。 

                                                 
48 《心體與性體》（一），頁 27－29。 
49 《心體與性體》（一），頁 27。 
50 同上，頁 28。 
51 《圓善論》，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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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談到「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除了一樣主張人與作為終極實在的無

限者並存「同於」與「通於」兩種關係之外，在存有論上，基於人有智的直覺之

前提，吾人之心性與實體義的天，以理言的天非僅「內容的意義」相同，即使在

「作用的意義」上亦同。「內容的意義」相同，代表人之性體雖同於天道，但人

實際創造的乃道德行為，此中「內容的意義」亦即感通無隔之仁心，之所以相同

是由於人能推己及人，正可呼應天道之誠，道德行為自然是天道之展現與落實，

但這只是天道的一個面向，尚未涵蓋宇宙之生化。但若人擁有智的直覺，此直覺

即可實現物自身，這種事物雙彰的成己成物，就不只表現在道德實踐上，亦具存

有論之功化，人與天道不但在內容上，就連在作用上也與天道為同一了，此即「作

用的意義」上相同之意。牟先生在解釋張載「心知廓之」一語為一種智的直覺之

際，就表現出這種「作用的意義」相同之思路。他指出客觀說的天道生德之創生

之不禦，其究竟落實處即在主觀說的心知之誠明之創生之不禦，智的直覺與天道

生德創生之不禦為同一而其自身即是一不禦的創造。故「“心知廓之＂不只是印

證（形著）太虛神體創生之不禦，而且其本身即與之為同一而亦為一創生不禦之

實體，落實說，實只是一本也」52。可以說，由於「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主

張人在「內容的意義」與「作用的意義」上皆與天同，人在「體」上「同於無限」

的特性於是更為明顯。 

 

 

二.理一分殊新釋之特性：「通於」無限 
 

 

有別於此，對劉述先先生而言，人雖有限而可無限的意思應是：「有限雖通

於無限，但並不等同於無限」，若把有限的人（分殊）當作無限的天（理一）便

會造成偶像崇拜（idolatry）的惡果。53可見劉先生在牟先生人可同於、亦可通於

無限的思路中，只取通於無限這一部分。就算是聖人如堯舜的價值創造，亦如一

點浮雲過太空，也是通於無限之有限的分殊。就這點來看，劉先生認為基督教的

思想家強調上帝（天）與世間（人）的差距，實有其真知卓見。就對有限性的警

覺上，這是基督教可以給予新儒家的忠告。他指出： 

 

終極關懷的確立並不保證我們一定會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有限被無限地膨脹就會

產生魔性化（demonization）的結果。這樣的體驗包含了深刻的洞識，新儒家雖

拒絕把天當作「絕對的他在」，但天人差距的睿識卻可以通過與基督教思想的交

流與對比而被喚醒。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清楚地顯示，儒家的體驗，

                                                 
52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頁 188。 
53 劉述先：〈論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理想與現實的糾結》（臺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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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面對生命的陰暗面，不一定對於人生採取一種單純的樂觀的看法。54

 

筆者以為，其實牟先生在談到「以氣言」之命時，也表達了與劉先生類似的

重視有限性之意。牟先生指出，「在天」不必一定偏於理說，亦可偏於氣說，偏

於氣說的命： 
 
此亦是天理中事，天命中事，天道中事，亦得簡言之曰天。此是天理、天命、天

道之偏于氣化說，但亦為其神理所貫，全氣是神，全神是氣。既全神是氣，則無

限量之無窮複雜之氣固亦天理、天命、天道中事。就此說天理、天命、天道即是

偏于氣說的天理、天命、天道，而此即對於吾個體生命有一種超越的限定，而吾

個體生命對此超越限定言，即有一種遭遇上之距離與參差，因而有所乘之勢與所

遇之機之不同，而此即形成吾之個體生命之命運與命遇，此即是以氣言之「氣

命」。55

 
牟先生認為，若從以氣言的命來看，就對人之個體生命形成一種超越的限定，這

種「氣命」即形成人的命運與命遇。牟先生指出，這種氣命的意義是：「對吾人

所成之超越的限定始有一種莊嚴的嚴肅意義，所以才值得敬畏，而每一個體生命

之遭遇乎此總不免有無限的慨歎，雖聖人臨終亦不免嘆口氣（羅近溪語），因而

『知命』、『知天命』才成為人生中一大關節。」56是故牟先生並非不知人的有限

性，所以他才在「同於」理一之外，還有因氣命的限制，而保有「通於」理一的

兩種說法。只不過對他而言，在無體、無理、無力的時代，更須突顯的是人可超

越現實生命的理想性與無限的承擔。劉先生所作的工作，無非是把牟先生講氣命

限制的這一面加以強調，重新正視這種有限性的課題。所以針對論者所謂牟先生

「超越理想無法具體落實」之批評，劉先生的回應是： 
 

（牟先生）針對一個無理、無體、無力的時代，他乃一反時代低沉的空氣，專一

偏重在正面立論，闡揚超越的立境。在現實的層面，他既已指出傳統的不足，並

指點了「曲通」的方向，便已盡到了他的責任。我們要接棒往前走，就不能不在

反身的方向之外，同時重視具體落實的方向，而在理論上有進一步的拓展。牟先

生所闡明的是超越的義理，這是「顯」的一面，但超越的理想要落實，就不能不

受到折曲，所以我們不能不重視「隱」的一面。必由這一方向有所開拓才能與現

代西方接頭的打開一個新的局面。57

 
劉先生指出，基於當時的時代氛圍，牟先生不得不特別標舉「顯」的無限的理趣

與境界，以對治無體、無理、無力的弊病，但在這種貢獻的同時也有其限制，亦

                                                 
54 〈論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理想與現實的糾結》，頁 99－100。 
55 《心體與性體》（一），頁 525。 
56 同上，頁 525－526。 
57 〈論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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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隱」的有限性現實一面強調有所不足，所以劉先生的重點就是再重新把握

這隱的、有限性的一面。所以才不取牟先生「同於」理一的思路，而發揮其「通

於」理一的睿識。劉先生舉孔子的說法為例，他說： 
 
現實與理想之間的差距是不可以取消的。一方面孔子固然說：「我欲仁，斯仁至

矣」，這表示仁不是空言，而是實踐，另一面孔子卻說：「若聖與仁，則予豈敢」，

這表示他離開聖與仁的理想境界還有很大一段距離，學者需要善會其意，不可給

與錯誤的詮釋。至於人在客觀世界的成就，那更是另一回事，孔子終其身只能是

「學不厭、教不倦」，「知其不可而為」，人只能在不完成中完成自己。天與人是

貫通的，也是有差距的，這是儒家思想一體的兩面。58

 
依上述，就道德實踐而言，劉先生認為天與人、現實與理想之間的差距是不可以

取消的，即使連孔子也自承離開聖與仁的理想境界還有很大一段距離。人只能在

不完成中完成自己。天與人是貫通的，也是有差距的，這是儒家思想一體的兩面。

這就明確表現出人只能「通於」、不能「同於」理一的論旨。 
再進一步分析，就「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來看，其關鍵在於人有可以實

現物自身之智的直覺。揆諸牟先生對智的直覺之說明，可以提出批評說，這根本

不合乎康德哲學的原意。劉先生也認為不須把儒家對道的體悟與康德所謂智的直

覺連在一起說。牟先生肯定人有智的直覺，據儒家立場認為康德是走向儒家的預

備階段，但由緊守康德典範者來看，這種說法卻是一種逾越。劉先生指出： 
 
康德說只有上帝有智的直覺，原因是只有在上帝，語言、思想、真實三者才合而

為一。故上帝說光，世界就有了光。但人智卻必始於感性的直觀（sensible 

intuition ），感官必先受動接受感覺印象，認識心才有用武之地。在《實踐理

性批判》之中，康德認為道德行為要有意義，必以意志自由為基設，人在此乃得

以跨越現象通往本體（noumenon）。但人無論如何也不可能有智的直覺。59

 
劉先生指出，康德認為在上帝處語言、思想、真實三者合而為一，因此才有智的

直覺；人智必始於感性直觀，就算實踐理性可通往本體，但人無論如何也不能有

智的直覺則無疑。由基督教的觀點看，講有限而通於無限，其實是一種僭越。上

帝與世間具有一道鴻溝，人才會謙卑。在這種終極關懷或預設的層面，個人可以

作其存在的抉擇，難以有定準。牟先生的說法「其實並不能夠超出康德《純理批

判》所謂『先驗的辯證學』（transcendental dialectics）所揭示的難局」60。 
    由此可見，劉先生認為牟先生不必將逆覺時對天道之體證視為康德所謂智的

直覺，而且由劉先生人可「通於」，但不能「同於」無限的講法，可以得知劉先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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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65。 
59 〈論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頁 90－91。 
60 同上，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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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儘管認同牟先生逆覺體證的工夫論，卻不必因此認定人就有智的直覺，劉先生

又說： 
 
牟先生說中土三教都肯定有智的直覺，其實是說人對於道有直接的體悟，並未遵

守康德用這一詞的原意。考其實際牟先生是繼承熊先生的睿識，以良知為“呈現 

＂，不能僅是馮友蘭所說的“假定＂。我也接受這樣的睿識，只不過認定康德是

一不同的思路，不必連在一起談。61

 
劉先生同意人對於道有直接的體悟，這就是逆覺時良知之呈現，並以此為理由指

出不必將其與康德智的直覺連在一起說。事實上就是否定了人有實現物自身之智

的直覺，因此「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中，人與無限「作用的意義」相同之論

點實與理一分殊新釋不符。 
   那麼「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又如何呢？逆覺體證與良知作為真實的呈現，

在《心體與性體》一系列書中是重要的概念，那麼理一分殊新釋或許可與「本體

宇宙論的創生」型態一致。要確定是否如此，筆者以為可以從人在「體」上是否

「同於無限」這一點來分析。劉先生曾指出一般在解釋中庸、孟子與陽明學說時，

「過分著重講天人的感通，而不明白在中國傳統之中天人也有差距」62，所以他

在解釋天道之生生時，除了指出天道是一生道之外，也說明了人道如何以天道為

楷模。生生的道理在「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中是以人道證實天道，道德的創

造可呼應或契合於性或天道之創造，成為其創生的一種範例，故是證實與貞定

性。但劉先生以天道為楷模，重點則在人以生生之天道為終極託付，不斷發揮自

己的稟賦之創造性。劉先生說： 
 
《易經》講生生，多這一個生字，就把整個死局點活了。單說一個生字，當自然

的生命力減退，到了終點就只剩下死亡。但生生的託付卻能使我們在逆境之中還

可以發揮出創造力，而自然生命的終結也不表示創造過程的終結，因為我的生命

本就是天地之化的一部分。《易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我發揮出天命於我的性分內的生命力，那也就沒有遺憾了。這就是宋

儒張載〈西銘〉所謂的「存吾順事，歿吾寧也」。生死對我來說不再成為掛慮的

根源。63

  
生生之天道可以作為我們的寄託，成為吾人不斷發揮生命力與創造力的根據，個

人之生死亦成為天地之化的一部分而無須掛懷。生生落實在人道上，就成為不斷

發揮創造力的過程。這強調的不是人與天同之無限的意義，而是人道雖通於天

道，但無法即等同於天道，是故要以天道為終極託付的對象，「有限之通於無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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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62〈兩行之理與安身立命〉，《理想與現實的糾結》，頁 228。  
63 同上，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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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以滑轉成為了取消有限無限之間的差距」64。所以就存有論而言，人在「體」

上是不能「同於無限」的，因此理一分殊新釋也與「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有

所區隔。 
總結上述，若將劉先生理一分殊新釋的構想加以應用，對牟先生「人雖有限

而可無限」的說明可以做出以下調整： 
1. 就人道德修養的歷程而言。講的是現實存在的有限性，即「存心養性事

天」一語。此時心性天不即是一，天亦是帶著氣化的天，因此要效法坤道，所謂

「聞道尊孟軻，為學法荀卿」。65而且人受到「命」的限制，須要有「夭壽不貳，

修身以俟之」的立命態度。 
2.就理想境界言。講的是「一體而化」之聖人境界，此時人雖從心所欲而不

踰矩，體現出純亦不已之德行，但仍非「同於」無限，而是一種常人雖不能至，

心嚮往之的「通於無限」境界。 
3.就存有論而言。講的是本體。吾人之心性與實體義的天，以理言的天在「內

容的意義」與「作用的意義」上皆相通，道德實踐上的創造也可以呼應天道之創

生。但實踐已是在分殊層面之事，因此在「體」上仍只能「通於」而非「同於」

無限。 
    統觀牟宗三與劉述先二位先生的思想型態，可以藉「超越」與「內在」兩觀

念之關係為主軸來定位。他們兩位其實都有從「超越」到「內在」的下行以及從

「內在」到「超越」的上行兩種論述方向。牟先生藉「一心開二門」的無執的存

有論，由良知坎陷成就識心之執而開出民主與科學之執的存有論，是從「超越」

到「內在」的下行路線，這亦即牟先生所說的「從上面說下來」66，至於逆覺體

證的工夫論正是一種從「內在」到「超越」的上行之道，肯定在人生命之中具有

與超越的天道接續相通之處，人的道德創造、道德實踐之性體或本心良知乃與天

道同一。如此也可說是「從下面說上來」。故而在既「超越」又「內在」的表述

中，「內在」與「超越」是可以同一起來的。 
劉述先先生則以「理一分殊」的原則貫穿「超越」與「內在」二者。若以「理

一」比之於「超越」，「分殊」比之於「內在」，「理一」之具體化為「分殊」是從

「超越」到「內在」的下行路線；在各個分殊層面中仍肯定「理一」之作為一種

超越的規约原則，以之為立身處世的終極關懷或託付，多元中的一元，現實中應

堅持的理想，亦保有從「內在」到「超越」的上行之道，「從上面說下來」與「從

下面說上來」就不可偏廢，構成一種劉先生所強調的「迴環」67關係。由此看來，

劉先生對牟先生的學說雖有補充與調整之處，但他們二位都主張「從上面說下來」

與「從下面說上來」的兩行之道實無庸置疑。因此鄭家棟先生認為牟宗三先生只

                                                 
64 同上，頁 229。 
65〈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54。 
66《現象與物自身》，〈序〉，頁 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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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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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從上面說下來」68的面向，似不無值得商榷之處。 
質言之，牟、劉二先生最核心的不同之處正在一個關鍵：對「內在」與「超

越」、「理一」與「分殊」之內容意義是否相同的態度。牟先生肯定在存有論之體

上，心性天是一；人在道德踐履上可以充分體現性體或天道。不過劉先生只取牟

先生通於無限之理路，就道德實踐而言，僅能不充分的體現天道。而且牟先生在

講「通於無限」之際，並未涉及存有論。劉先生還將「通於」的範圍擴及存有論

上，認定人雖為天地之化的一部分，天人在存有論上仍須有差距而不能等同。所

以只可「通於」、而不能「同於」無限之理一。才會造成劉先生將良知坎陷的範

圍也擴大到道德實踐的領域。包括道德實踐在內的一切人類活動，都已是理一在

某個時空中之具體落實，具有侷限而不再等同於無限，但雖不可等同於無限，既

然是理一之分殊，就又通於無限，可在當下獲取普遍永恆的意義，具有特定時空

下的普遍性。可見劉先生堅持人的有限性與無限性必須有一種辯證的協調，二者

之間的其他差異都是從這一點延伸出來，才會對道德實踐之定位有所調整，並往

儒學之日用常行化逐步邁進。 

                                                 
68 鄭家棟：《當代新儒學論衡》（台北：桂冠，1995 年），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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