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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德實踐之定位：「理一」到「分殊」 

 

第一節 「良知的傲慢」問題 

 

一.余英時論「良知的傲慢」 

 
 
余英時先生曾著長文〈錢穆與新儒家〉，申論錢穆先生與新儒家之異，不同

意把錢先生列入新儒家陣營中。余先生此文乃針對新儒家整體而發，論點主要涉

及熊十力、唐君毅、牟宗三等三位代表人物，由於是整體性的論斷，其中有些地

方混淆了三人的不同說法，例如將「良知的坎陷」誤指為唐君毅先生的說法，而

認為是從黑格爾的哲學中變化出來1。但就論述內容而言，主要對象應為牟宗三

先生的學說。為集中焦點，本文在此只探討有關牟先生理論的部分，亦即「良知

的傲慢」之質疑。 
余先生首先追溯「良知的傲慢」形成之歷史因素。他認為在新儒家的心理結

構中之所以有一種「良知的傲慢」，是對西方科學或實證主義之「知性的傲慢」

之回應。所謂「知性的傲慢」意涵為： 
 

西方現代有一種知性的傲慢是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而出現的。科學的巨大成就誘

發了一種意識形態－－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根據這種意識形態，科學是理

性的最高結晶，而科學方法則是尋求科學真理的唯一途徑。因此自然科學（如物

理學、生物學）成為知識的絕對標準，因為它所獲得的真理是最精確、最具客觀

性的。社會科學雖然也是實證主義思潮下的產物，但其“科學性＂已遠不足與自

然科學相比，至於人文學科－－哲學、神學、史學、文學批評之類－－則更低一

等了。在實證主義者的眼中，不但自然科學是理性的最高典範，而且自然科學家

也體現了人類的最高道德－－如無私地追求真理、訴諸理性的說服力、誠實、公

正等等。自然科學家是天地第一等人，因為他們具有最高的“認知的身分＂

（cognitive status）。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由於在知識上達不到同樣高度的

“科學性＂，他們在真理的王國中便只能算是第二等以至第三等的公民了。2

 

                                                 
1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儒學論》（River Edge, N.J.：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年），

頁 146。 
2 同上，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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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不論這種過度膨脹自然科學之角色與地位所衍生的問題3，余先生對西方自

然科學引發之科學主義給予「知性的傲慢」之稱呼，可見他對這種獨尊自然科學

的態度不以為然。但在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前後，這種態度也隨著科學主義一

齊傳到中國，「從此中國知識界也大體接受了“科學至上＂、“科學家是第一等

人＂的價值判斷。中國的人文學者為了爭取“認知的身分＂也不得不借科學以自

重。［……］傳統儒學的地位已被科學所取代，道德意義上的聖人也讓位於知識

意義上的科學家了」4。余先生認為，新儒家「良知的傲慢」正是受西方科學「知

性的傲慢」之刺激而產生的反應。而對科學進行了反模仿，余先生指出： 
 
儒家的“良知的傲慢＂是受現代“知性的傲慢＂的刺激而產生的反應。我們只要

稍一比較兩者的思想結構，便不難看出新儒家其實是科學主義的反模仿。科學主

義者講“真理＂ ，新儒家反之以“道體＂; 科學主義者講“客觀性＂，新儒家

反之以“主體性＂; 科學主義者講“事實＂，新儒家反之以“價值＂; 科學主義

者講“理性＂，新儒家反之以“良知＂或“道德理性＂ (“moral reason＂)；

科學主義者講“科學方法＂，新儒家反之以“證悟＂或“成德工夫＂; 科學主義

者以“認知身分＂決定各種學術專業的高下，新儒家反之以“道德身分＂; 科學

主義者講“科學理性＂體現德性，新儒家反之以“知識為良知之發用＂，

［……］，新儒家為了對抗科學主義，在有意無意之間走上了反模仿的途徑。但

反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種，其結果是發展了一套與科學主義貌異情同的意識形態一

一道德主義。科學主義者以獨占“真理＂自負而有“知性的傲慢＂，道德主義者

則以獨得“道體＂自負而有“良知的傲慢＂。5

 
余先生指出，科學主義講真理、客觀性、事實、理性、科學方法、認知身分、科

學理性體現德性等概念；新儒家則以道體、主體性、價值、良知或道德理性、體

證或成德工夫、道德身分、知識為良知之發用等說法予以反制。結果發展出一套

與科學主義貌異情同的意識形態－－道德主義。科學主義者以獨占真理自負而有

知性的傲慢，道德主義者則以獨得道體自負而有良知的傲慢。但余先生認為，良

知的傲慢由於視其它領域為低一層次，證悟又不是人人所能有，是以其嚴重程度

還在知性的傲慢之上，所企圖建立的是涵蓋一切文化活動的至高無上的「教」，

而不是知識性的「學」。余先生指出： 

                                                 
3這種知性的傲慢的確是現代西方學術界一個嚴重的問題，德國詮釋學家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正據此而重新發揮亞里斯多德之「實踐哲學」傳統，以「實踐智」（phronesis）對照

於「純粹科學」（episteme）與「應用科學」（techne），重申哲學詮釋學與自然科學雖然在考量角

度與程序上有所不同，卻都必須置於批判理性的標準之下，就是思以實踐哲學對治科學主義之

流弊。凡此可參見Gadamer, H. G.: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by Joe Weinsheim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儒學論》，頁 155。 
5 同上，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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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主義者雖然給予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以較低的認知的身分，但畢竟承認社會

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同在一個知識世界之內，而所謂科學方法則是人人都能掌握

的。所以自然、社會、人文三大類學術只是在科學性的程度上有高下之別而已。

道德主義者則不然，他們高居本體界，視整個知識領域為低一層次的活動。他們

只要肯自我坎陷，知識之事固隨時可以優為之。但知識領域中人若欲取得道德的

身分，上窺本體，則其事難如上青天，因為證悟、良知呈現並不是人人所能有的

經驗。此所以良知的傲慢更遠在知性的傲慢之上。6

 

可見余英時先生認為新儒家對西方科學主義之反應過了頭，良知的傲慢程度還超

過知性的傲慢，因為新儒家認為，他們只要肯自我坎陷，知識之事固隨時可以優

為之。但知識領域中人若欲取得道德的身分，上窺本體，則其事難如上青天，因

為證悟、良知呈現並不是人人所能有的經驗。這簡直形成一種精英主義（elitism）
7，問題更形嚴重。 

 
 

二.兩個面向的反思 

 

（一）有關精英主義之質疑。 

 
首先，余先生認為就新儒家而言，要窺知作為本體的良知難如登天，與牟先

生之意並不符合。良知本心作為「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的道德意識，正因人人

皆有，孟子才據此而言「人皆可以為堯舜」。良知內在於每個人的生命中，人人

可以體察得到，陸象山才會說這是「易簡之道」。因此這並不是只有少數精英專

擅的特權，更不是只傳給少數人的道統，如余先生批評的所謂精英主義，反而是

一種不必傳而人皆有之的平等主義。陸象山對其兄梭山「古聖相傳只此心」的說

法微有未安，牟先生曾詮釋其原因為： 
 

明道告神宗曰：「先聖後聖，若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

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異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

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見宋元學案，明道學案上）。明道所言亦正是孟子之

學。言傳心，實只是方便言之。心焉可傳？實只是自己本心之呈現。「己之心無

異聖人之心」，此亦即象山所謂「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理同也。

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理同也。東南西北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6 〈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儒學論》，頁 156。 
7 同上，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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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理同也」。不但聖人此心同，此理同，人人皆有之，即人人皆同也。此是人之

所以為人之超越的本心。象山直下指出此心乃人人俱有之永恆而普遍，超越而一

同之本心，不必言傳也。故以為其兄之「古聖相傳只此心」之句為「微有未安」

也。8

 

牟先生在此之意，明是指本心人人具足而不須傳，要體證此本心，只要任何人在

道德情境中反求諸己即可。真正有差別的，應該是在體證此心後，將它落實在行

為中的道德實踐境界，有些人因被人欲所困，即使此本心呈現，仍然不依以行之，

於是走入下達之路。劉述先先生也指出，新儒家強調的道統不是如禪宗般單傳的

道統。任何人只要把握本心，修德講學而能為民請命，就算是承繼了道統。劉先

生說： 

 

由古代聖王轉移到孔孟程朱，重心已由君道轉移到師道。如果能夠發明本（道）

心，修德講學，教化百姓，宏揚斯學，那就道統有繼，否則隨時可以斷裂、失墜。

這裡所強調的是知識份子自覺的擔負。［……］以儒家理想為終極關懷的仕人的

責任是為民請命，這樣的精英與大眾的利益是不相違的，凸出精英也未必一定要

貶低民眾。《易傳》所謂“仁者見之謂之仁，智者見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不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說得最有意趣。道是同一個道，不是可以與老百姓的生活切

斷關係的，但它在老百姓的層面乃在潛隱的狀態，只有仁智的君子才能將之顯

發，而這卻是稀有的成就。9

 

由此看來，道統是人人可以掌握的，差別只在於是否能將其落實在行為中。君子

與日用而不知的老百姓之差別在此。君子是真能將道統由坐而言，落實為起而行

者。將宋明儒之論道統視為精英主義、神秘主義，似乎缺乏相應的理解。而且余

先生也曾指出： 

 

依照新儒家之說，良知則是人人所同具的，良知的坎陷也是每一個人所必有的。

所不同者，只有極少數的人才能常駐於良知呈現的境界，絕大多數的芸芸眾生則

無此經驗。聖凡兩途即由此而判，關鍵繫於體證之有無。10

 

余先生說「依照新儒家之說，良知則是人人所同具的」，是正確的評斷，此與牟

先生所謂「此心乃人人俱有之永恆而普遍，超越而一同之本心」，意思並無二致。

余先生也強調，聖凡之區分即在於「只有極少數的人才能常駐於良知呈現的境

界，絕大多數的芸芸眾生則無此經驗」，可見余先生也了解到，就新儒家以及牟

先生而言，君子小人之分，關鍵即在能否常駐於良知呈現的境界，而非體證之有

                                                 
8 《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85－86。 
9 劉述先：〈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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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3。 
10 〈錢穆與新儒家〉，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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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但這些話又明顯與余先生在討論新儒家良知的傲慢時，所謂「證悟、良知呈

現並不是人人所能有的經驗」之判斷，前後有所牴觸。由此來看，余先生可能一

時未察，而他以精英主義批評新儒家也應屬誤解。 

 

 

（二）工夫論與存有論之分疏 

 

余先生認為新儒家作為道德主義者，高居本體界而視整個知識領域為低一層

次的活動，將體證或成德工夫置於科學理性之上，於是表現出一種良知的傲慢。

由此看來，余先生的質疑同時涉及「工夫論」與「存有論」二者。就工夫論而言

余先生反對牟先生把本心良知之逆覺體證定位在科學方法之上，使得知識只成為

良知之坎陷；就存有論而言，他認為牟先生將道德領域抬高於知識領域之上，所

以是一種傲慢。以下將分別從這兩個面向進行討論。 
 
 

1.工夫論問題 
 
若就工夫論來看，牟先生的確主張逆覺體證的道德工夫是唯一能見體的方

式。「道德的形上學」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分，即顯示牟先生以道德實踐為最

圓滿的工夫入路。因為他指出「道德的形上學」不同於「道德底形上學」，「道德

底形上學」是對道德的形上學解析，在討論道德的普遍先驗基本原理，所研究題

材是道德而不是形上學本身；「道德的形上學」則是以形上學本身為主，是由道

德的進路通往形上學，以由「道德性當身」所見的本源（心性）滲透至宇宙之本

源。11

平心而論，牟先生此說並非無據。除了承接儒者己立立人之仁心的傳統之

外，這種方法也呼應康德以實踐理性開本體界之思路。姑且不論是否只有道德工

夫可以見體，但標舉出一種區隔於科學的方法探索終極實在，在哲學上卻是常見

的做法，也是許多西方哲學家一向致力的目標。科學或經驗方法自然有其勝場與

成就所在，不容我們昧於現實地貶低，但在這種方法不能接觸到根本性的終極實

在之體認下，就哲學立場找出一種更適切的對應之道，乃理所當然。這是不同的

學門方法各有其定位的問題，而非某一方法論優於其他方法論的傲慢心態問題。

西方自康德指出理論理性探討終極實在無可避免的背反之後，哲學走向正是如

此，此可證諸現代西方哲學中現象學與詮釋學之發展。這兩門學科都是建立在對

科學方法的批判與反思上，而另覓它途。以詮釋學為例，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融合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之理論成

果，而主張一種實踐哲學式的詮釋學。對海德格而言，理解作為自我籌劃，是此

                                                 
1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正中書局，1968 年），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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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happening）之基本方式，這不只是一種認識的方式，更是此有的基本

存在規定。可見海德格早已指出理解超越於認識論的存有論面向，這種此有存在

之基本樣式，是在活生生的歷史實存中顯現出生命的內容，行為實踐將開顯出歷

史存有之豐富內涵。而亞里斯多德實踐哲學之主題乃是實踐（praxis），實踐哲學

中的實踐不該被狹義地解釋為科學理論之實際應用，實踐當然包括理論應用，其

意涵卻寬廣許多，與理解同樣不再只是主體的一種活動，而是作為此有的基本生

存方式，具有存有論上的優位，可謂是人們「生命的形式」（form of life）。詮釋

學作為實踐哲學是「要將科學所知與貢獻帶入相互一致性（mutual agreement）
的脈絡中，這種一致性將我們與傳統連結起來」12。這需要的正是哲學詮釋學強

調的自我理解，以及詮釋學經驗中一種理解之共有性（communality）之形成。

所以實踐與理解活動作為此有的基本生存方式，具有存有論上的奠基性，是比科

學經驗更基本的存在活動。因為這也是把理解與實踐定位在較科學方法更基礎性

的地位，若以余先生的標準視之，恐怕我們也要以「實踐哲學的傲慢」看待了。

僅就這點來看，若承認良知可以證悟本體，那它就是一種最基本的存有活動，雖

然與高達美所說的理解與實踐之特性與內涵皆異，但其作為存在之基本樣式的地

位則一，處理的是同一層次的問題。若科學理性不能見體而良知能，後者作為奠

基性的工夫而有別於科學理性，殆無疑義。 
依上述，如果我們接受科學方法不能、而良知明覺能接觸終極實在的話，則

以道德意識作為體證天道的適當途徑，應不致有良知的傲慢之弊。良知之能見體

也並非是要與科學爭地位的反彈心態，而是要突顯儒家「既超越又內在」的思想

特性。李明輝先生曾指出，新儒家之所以提出這種「內在超越性」概念的原因，

一則是要澄清黑格爾式的誤解，認為中國文化欠缺一種超越的精神；二則牽涉到

「儒家思想是否是一種宗教？」這個一再引起爭論的問題。儒家「天人合一」底

思想，依李先生之意，「天之超越性只能透過人之道德主體性來理解，人之道德

主體亦因而取得超越意義」13，這是就人能體現天道而言。李先生藉由康德自由

是道德法則底存在根據，道德法則是自由底認知根據的分判，就內在與超越於存

在次序與認知次序上的不同關係界定儒家的內在超越性。「從存在次序上說，儒

家底『天』或『道』先於『人』，而為其所本；但在認知次序上，『天』或『道』

底義蘊卻需透過人才能彰顯，這是『人能弘道』一語之涵義。」14李先生嘗試透

過存在次序以明天道之超越性，認知次序以說天道透過道德意識彰顯之內在性，

如此可將良知不同於科學經驗方法的特性予以突顯，說明逆覺體證的致良知工夫

並非作為道德主義之意識形態。 
 
 

                                                 
12Hans-Georg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Trans. by Frederic G.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1), p. 136-137. 
13李明輝：〈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1994 年），頁 146。 
14 同上，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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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有論問題 
 
接下來要釐清的是存有論方面的問題。筆者以為，我們應特別留意牟先生對

「道德」一詞之特殊界定。就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學之主張，「道德」一詞自然同

時涉及「存有論」與「工夫論」兩種面向。所以在說明人類作為有限存有如何能

有智的直覺之理由時，牟先生即以「道德」作為肯定人有智的直覺之理論關節，

而指出： 
 

現在先說在什麼關節上，理論上必肯定這種（智的）直覺。答曰：這關節是道德。

講道德，何以必須講本心，性體，仁體，而主觀講的本心，性體，仁體何以又必

須與客觀講的道體，性體相合一而為一同一的絕對而無限的實體？欲答此問題，

須先知何謂道德。道德即依無條件的定然命令而行之謂。發此無條件的定然命令

者，康德名曰自由意志，即自發自律的意志，而在中國的儒者則名曰本心，仁體，

或良知，而此即吾人之性體，即發此無條件的定然命令的本心，仁體，或良知即

吾人之性，如此說性，是康德乃至整個西方哲學中所沒有的。性是道德行為底超

越根據，而其本身又是絕對而無限地普遍的，因此它不是個類名，所以名曰性體

－－性即是體。性體既是絕對而無限地普遍的，所以它雖特顯於人類，而卻不為

人類所限，不只限於人類而為一類概念，他雖特顯於成吾人之道德行為，而卻不

為道德界所限，只限於道德界而無涉于存在界。它是涵蓋乾坤，為一切存在之源

的。不但是吾人之道德行為由它而來，即一草一木，一切存在，亦皆繫屬于它而

為它所統攝，因而有其存在。15

 
由這段說明來看，牟先生所謂「道德」是指依無條件的定然命令而行的道德過程。

而能發此無條件的定然命令的正是吾人之本心，仁體，性體或良知。性體又涵蓋

道德界與存在界而為道德行為與一切存在之源。牟先生所謂「道德」就同時指涉

道德界與存在界二者，「道德」與人的道德行為之道德界，乃至是非對錯的道德

價值之領域於是不能等同，而是指涉終極實在的本體界。就存有論而言，若承認

終極實在之存在，則經驗界其它領域相對於此實在而言，定位在第二義之層面實

屬自然。就新儒學而言，高於知識領域的是本體界，並非道德領域，因為道德領

域與知識領域同屬經驗界，相對於本體界的終極性都是低一層次的衍生領域，都

是終極實在於時空中所呈現的限定相，此在牟先生的說法即為本心之坎陷。牟先

生曾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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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年），頁 190－191。 
16 《現象與物自身》，頁 12。 

 50



 
牟先生明言本心事實上是自由無限心，其作為絕對者開存在界，道德界只是其中

主客觀性的面向，不能等同於本體界。這個說法還可以從牟先生對真美善之分別

說與合一說得到佐證。所謂分別說是指真（科學知識）、美（自然之美與藝術之

美）、善（道德）各為一獨立的領域，皆由人的特殊能力所凸現，陸象山所謂「平

地起土堆」。相對於智的直覺所顯之「平地」，真善美三者皆為有限制的「土堆」。

牟先生強調： 
 

分別說的真指科學知識說，分別說的善指道德說，分別說的美指自然之美與藝術

之美說。三者皆有其獨立性，自成一領域。此三者皆由人的特殊能力所凸現。陸

象山云：“平地起土堆＂。吾人可說真美善三者皆是經由人的特殊能力於平地上

所起的土堆：真是由人的感性，知性，以及知解的理性所起的“現象界之知識＂

之土堆；善是由人的純粹意志所起的依定然命令而行的“道德行為＂之土堆；美

則是由人的妙慧之靜觀直感所起的無利害關心，以不依靠於任何概念的“對於氣

化光彩與美術作品之品鑒＂之土堆。17

 
依牟先生之意，分別說的真美善既然皆為由人的特殊能力所凸現之土堆，自然不

能等同於合一說的即真即美即善的平地之境界。自由無限心即是此平地，人的道

德行為只是道德界或道德領域之土堆，二者間須有一分殊。所以他才接著表示，

分別說的真只通至現象，未能通至物如；分別說的善只在精進中，未至全體放下

之境，常與其他如真與美相頂撞，未臻通化無礙之境；分別說的美住於妙慧靜觀

之閑適，若一住住到底，而無提得起者以警之，則會頹墮而至於放縱恣肆。18可

見相對於終極實在的天道，知識、道德乃至美感藝術領域都是有限而尚為不足，

因此就存有論而言，牟先生的說法並沒有抬高道德領域壓抑知識領域之傾向，如

余先生良知的傲慢所言。 
    總括以上討論，可以發現就存有論而言，牟先生對「道德」一詞有兩種用法。

一種是同時作為道德界與存在界之原理，所謂絕對者的「道德」，這是合一說的

即真即美即善的平地之境界，所謂自由無限心，指涉的是終極實在或本體界的實

體，我們可稱之為「廣義的道德領域」。至於人的道德行為、道德實踐所指涉的

道德界或道德領域，以及所謂分別說的善，則是一種「狹義的道德領域」，只屬

於道德範圍，而不涉及存在界之基礎問題。所以就「廣義的」與「狹義的」道德

之分來看，牟先生並無良知的傲慢問題，只要我們明白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學，所

謂的道德是指「廣義的道德領域」即可。   
不過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處理，就牟先生而言，所謂道德的形上學，是由道德

通往本體之即工夫即本體之進路，人從事道德實踐於是可以達到無限者的境界。

如此一來，我們就必須進一步將人從事道德實踐的層次定位清楚。因為道德作為

                                                 
17牟宗三：《康德：判斷力之批判》（上）（台北：學生書局，2000 年），〈商榷〉，頁 78。 
18 同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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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者因而與人的道德界或道德領域在存有論上具有差異，是避免使道德領域獨

大或壓縮知識領域地位的關鍵。那麼人的道德實踐，究竟該定位在「廣義的道德

領域」或是「狹義的道德領域」，就是一個迫切的問題。因為只要人的道德實踐

屬於絕對者的道德層次，那麼道德界與道德如何區隔就顯得困難重重，我們在存

有論上的區分也就不攻自破。 
 
 
 

第二節  牟宗三對道德實踐之定位 

 

 

在第一章中提到，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學之理論架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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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德修養中現實的限

制而言。是「通於」無限的情況。但就存有論來看，由於吾人之心性與實體義的

天，以理言的天「內容的意義」乃至「作用的意義」相同，同為創生實體。故心

性天是一，人在「體」上「同於」無限。因此聖人之「一體而化」的境界也是「同

於」理一的層次。 
就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而言，基於人在「作用的意義」上「同於無限」之

前提，肯定人有智的直覺而在「創生」作用上亦同於天道。因為創生的實義落在

智的直覺上，本心仁體不但可成就道德行為，亦遍潤一切存在而為其體。兼具道

德實踐與存有論的功化；前者是它的道德創造，引生道德行為之“純亦不已＂；

後者是它的生物不測，引發宇宙之秩序。就成己言，是道德創造的原理；就成物

言，是宇宙生化之原理，亦即道德形上學中的存有論的原理。成物之成乃實現義，

所成之事是在其自己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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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此一來，「用」將只限制在道德領域，因為此由良知明覺之

感應而有的成己成物之特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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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如此，良知明覺亦如此。蓋

良知之真誠惻怛即此真誠惻怛之仁心也。19

 
依上述，承良知明覺之體所起之用皆是由人的道德情感所凸現。不是道德行為之

實踐，就是仁心中物自身的實現；真正重要的主體活動不是道德意識，就是物自

身的面相－－主體感應到的感通無隔，萬物與我們自身的一種一體狀態。而感性

與知性所呈現的經驗世界，乃識心之執之所對，只有認識論的意義，而無存有論

                                                 
19 《現象與物自身》，頁 4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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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真正具存有論意義的就是自由無限心與其實現創生的物自身，這種價值

的創造使得「體」（良知明覺，本心）與「用」（物自身）皆成人的道德實踐之事，

於是道德界與存在界成為同一事物之不同表述，兩者實為一而二、二而一者。如

此一來，道德實踐不僅在工夫論上具有優先性，更在存有論上同時跨足本體與經

驗兩領域，既屬於作為「理一」的「道德」，也在「分殊」的人之道德界或道德

領域中（因為是由人的道德情感所驅動）。是以就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而言，

透過這種同於無限的「即工夫即本體，即本體即工夫」詮釋，道德實踐雖屬人的

道德行為之「狹義的道德領域」，同時也跨足「廣義的道德領域」範疇，才會高

於經驗界其它領域而不得為坎陷。 
正因如此，牟先生在閳釋兩層存有論時，就無執的存有論立場，將無限心與

物自身之體用說為經用；而將知性、想像、感性等識心之執列入執的存有論，這

只是「權用，是有而能無，無而能有」20，在價值上即為第二序。知識、藝術、

科學、經濟等其它領域被貶低或邊緣化也就不足為奇，人的道德實踐同時在存有

論與工夫論上具有優先性。如此一來，適與自由無限心作為絕對者開存在界，「狹

義的道德領域」只是其中主客觀性的面向，不能等同於本體界的說法有所牴觸。 
相對於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固然主張天道作為萬物的

實現與存在之理，由於不涉及實現對象之物自身的說法，並未表明人即直接參與

天道之創生。人直接創造的是道德行為，亦即德行，因而只有道德意義的功化，

無存有意義的創生物自身。所以心作為主觀的形著與具體化原則，是以道德實踐

印證或貞定性或天道，可呼應天道之創生作用，所以建立天地萬物之自性之宇宙

論的模型應以性為主。可見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雖在「體」上「同於無限」，

在「作用的意義」上並未同於無限、而是通於無限，以不忍人之心印證天地生生

之心。即使在「上下與天地同流」之聖人境界，雖是同於無限，人能直接插手的

仍是在道德領域的實踐，存在界則交給帶著氣化的天。就道德實踐而言，實現物

自身的創生型態是在存有論與工夫論上皆同於無限，本體宇宙論的創生型態只在

存有論上同於無限，工夫論上可以是通於無限。但問題在於：就道德實踐而言，

只要人在體上同於理一或無限，由於道德界正是人的道德行為與原則等道德實踐

問題所處之範疇，就會有「狹義的道德領域」等同於本體界而高於其它一切領域

之理論後果，從而貶低或壓縮知識、藝術等其他領域的價值定位與發展空間。 

以上討論也可以說明，為何牟先生會在真美善合一說之中，仍然肯定只有道

德心之實踐才能達至非分別的合一之化境，而能臻此即真即善即美之合一之境

者，「仍在善方面之道德的心，即實踐理性之心。此即表示道德實踐的心仍是主

導者，是建體立極之綱維者。因為道德實踐的心是生命之奮鬥之原則，主觀地說

是“精進不已＂（純亦不已）之原則，客觀而絕對地說是“於穆不已＂之原則，

因此其極境必是“提得起放得下＂者」21。牟先生認為釋道兩家「最高之理境亦

                                                 
20 《現象與物自身》，〈序〉頁 15。 
21 《康德：判斷力之批判》（上），〈商榷〉，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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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此無違」22，然而他又強調：「釋道兩家不自道德心立教，雖其實踐必函此

境，然而終不若儒聖之“以道德心之純亦不已導致此境＂之為專當也。蓋人之生

命之振拔挺立其原初之根源惟在道德心之有“應當＂之提得起也。此一“提得

起＂之“應當＂亦合乎康德“以實踐理性居優位＂之主張。」23而牟先生指出，

達此化境之道德實踐必須通過三關。一是克己復禮關、二是崇高偉大關，第三為

無相關。此即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的化境。在此無相關，雖是道德實踐

之善，也同時至於即美即真之境。因為： 
 

到此無相關時，人便顯得輕鬆自在，一輕鬆自在一切皆輕鬆自在。此即“聖心＂

即含有妙慧心，函有無相之原則，故聖人必曰“游於藝＂。在“游於藝＂中即含

有妙慧別才之自由翱翔與無向中之直感排蕩，而一是皆歸於實理之平平，而實理

亦無相，此即“灑脫之美＂之境也。故聖心之無相即是美，此即“即善即美＂也。 
聖心之無相不但無此善相，道德相，即連“現象之定相＂，即“現象存在＂之真

相，亦無掉。蓋現象之存在由於對人之感性而現，而為人之知性所決定。但聖心

無相是知體明覺之神感神應，此神是“圓而神＂之神，已超化了人之感觸的直覺

與辯解的知性。因此，在此神感神應中，物是無物之物（王龍溪云：無物之物其

用神）。無物之物是無“物＂相之物，既無“物＂相，自亦無“對象＂相。無物

相，亦無對象相，即是物之如相，此即康德所謂“物之在其自己＂也。故聖心無

相中之物是“物之在其自己＂（物如）之物之存在，而非現象之物之存在，此即

是“真＂之意義也。故聖心無相是“即善即美＂，同時亦是“即善即真＂，因而

亦即是“即真即美即善＂也。24

 
道德實踐到了無相關，人顯得輕鬆自在，一輕鬆自在一切皆輕鬆自在。此中含有

無相之原則的灑脫之美，故即善即美。聖心無相是知體明覺之神感神應，物是無

物之物，無物相之物，既無物相，自亦無對象相，即是物之如相，康德所謂“物

之在其自己＂，因而亦是即真即善。由此可知，就牟先生而言，只有在道德實踐

之化境中，獨立意義的真、善、美相才皆能被化掉，達到一即真即美即善之境。

不過如此一來，在人類各種領域中就具有不對等的差序關係，道德實踐確實就處

於非坎限的獨大地位，而知識與藝術等亦淪為坎陷之價值上次要領域，所以說，

就道德實踐同於理一而言，以良知的傲慢稱之或許過於嚴苛，但也不得不承認，

這的確會有過度抬高「狹義的道德領域」，使其等同於「廣義的道德領域」之流

弊。 
 

 

 

                                                 
22 同上，頁 80。 
23 同上，頁 83。 
24 《康德：判斷力之批判》（上），〈商榷〉，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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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理一」到「分殊」：道德實踐之重新定

位 

 
 
依上述，實現物自身的創生型態由於在存有論與工夫論上皆同於無限，本體

宇宙論的創生型態雖只在存有論上、在體上同於無限，但兩者的結果都是：導致

狹義的道德領域等同於廣義的道德領域，人的道德實踐在價值定位上高於其它一

切人文活動的理論後果。若在分別說的一面肯定真美善三者皆為有限，但在合一

說之境，又肯定道德心因體上同於無限（建體立極之綱維者，於穆不已之原則）

而具有存有論上的優位，在理論的融貫上會產生不必要的困擾。因為既然真美善

都是有限的領域，為何道德又獨獨得以達到合一之化境呢？牟先生肯定儒釋道三

家皆有智的直覺，佛教與道家實踐的最高理境亦通此化境，雖不如從道德意識切

入之專當，但仍可達至此化境。因此牟先生亦以莊子所謂「天地之美，神明之容」

表述此最高境界25。若說原因在於「大而化之之為聖」的化境中，不但含有灑脫

之美，又因呈現的是物之在其自己之如相，就無對象義，因此即真即善，才得以

脫穎而出，則釋與道既然都肯定有智的直覺，則與儒家處理的同樣都是終極實在

層面的問題，他們也就都能以美或真為最高境界，藉以統攝另外兩者。 
舉道家為例，其進路可歸之於藝術之美的一面。徐復觀先生曾指出：「老莊

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係由此

一思想系統所導出。」26勞思光先生也提到：「道家的情意我，顯一觀賞之自由，

游心利害成敗以外，乃獨能成就藝術。」27牟先生也肯定道家之創生性類乎康德

所謂反身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審美判斷就是一種反身判斷，故「道家之

主體可以開藝術性關鍵即在此」28。若比照牟先生的解釋模式，在這種藝術式智

的直覺之下，也可以融善與真於其中。首先，牟先生指出，在道家「徇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的心齋坐忘之「自知」中，可化除知性「能所對待中之追逐，以及

使用概念之模式」29。由此看來，在這種物自身的呈現中可以說即美即真；而且

牟先生雖強調道家心齋之道心「由遮撥道德之德目而顯（如絕仁棄義，大道廢有

仁義），一往視道德為外在物，並未意識到如何內在化之以開悟道德可能之超越

根據（本心仁體）」30，但從「大道廢有仁義」一語來看，道家認為其自然無為

的境界才是真正的仁義，自然也可以說這是即美即善。如此來看，是否能就善可

以統攝美與真，而做為其存有論與工夫論優位之理據，就不是個容易解答的問題

                                                 
25 《康德：判斷力之批判》（上），〈商榷〉，頁 86－89。 
26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臺北：學生書局，1998 年），頁 47。 
27 勞思光：《中國哲學史》（一）（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頁 287。 
28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頁 209。 
29 同上，頁 207。 
30 同上，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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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如果以人的道德實踐可同於無限，會造成狹義道德領域等同廣義道德領域而

獨大，而且在承認道家亦有智的直覺之前提下，我們又無堅強論據否定這種藝術

進路可以涵蓋真與善，那麼我們的選擇最好是：同時肯定或是同時否定三者為「同

於」無限。筆者以為，後一種選擇在理論上會較為穩健。也就是說，可以貫徹分

別說而承認真美善皆為有限，雖有限，但皆可「通於」非分別說的無限之天道，

只是特性與定位不同罷了。 
劉述先先生就是採取這種進路。他也曾為牟先生對「道德」一詞的用法作了

澄清，提醒我們道德的形上學中，「“道德＂一詞不可作狹義的人的道德解，否

則便有擬人論之嫌，其涵義實是生生不已的天道為存在與價值之源」31。從劉先

生的說法來看，牟先生所指的「道德」，是超越經驗層面人間道德領域之上，屬

陽明所謂「無善無惡心之體」的層次，亦即上述「廣義的道德領域」。但是劉先

生與牟先生不同之處在於：天與人之間只有相通的關係，而無同一之關係，於是

坎陷也必須應用至道德實踐上。劉先生指出： 
 

事實上任何創造都牽涉到坎陷或客觀化的過程，故我提議把坎陷擴大成為一個普

遍的概念，也應用到道德的領域。牟先生近期演講謂道德的實踐要靠坤道，基本

上證實了他的看法與我的看法的符合。如果生生的天道為本，以“道德＂的狀詞

形容天道，當然可以說以道德為本，但人們很容易誤解這樣的道德為狹義的人間

的道德，這樣就不免有擬人論之嫌。由中國的觀點看，天道創生萬類，人為萬物

之靈，人心通於天心，生生之仁、惻隱之情的推擴不能有封限，故有限而通於無

限，人即使可以說稟賦有“無限心＂，仍然是有限的存在。不加限制地說人是無

限的存在，誤解天人合一之合為等同於無限，便是一種蕩越。32

 
在這段引文中，劉先生指出任何創造都牽涉到坎陷或客觀化的過程，但牟先生說

認識心為本心良知之坎陷，的確容易令人產生把人間道德當做第一義，知識當做

第二義的聯想。所以劉先生提議把坎陷擴大應用到人道德實踐的領域。人為萬物

之靈，人心通於天心，故有限而通於無限。但人即使可以說稟賦有“無限心＂，

仍然是有限的存在。若因此而說人是無限的存在而等同於無限，便是一種蕩越。

因此劉先生補充說，我們不能「只側重無限的體現遂忘記講天人之不一，不一不

二，這才是真正稱理的了解。一方面聖人之心豈有異于天地生物之心，故不二；

但另一方面，『天地鼓萬物而不與聖人同憂』，故又不一。忘記講這一面，則很容

易把道理講得太高，沒有照顧到具體現實人生的限制」33。 
在上面引文中，劉先生並特別補充，牟先生晚年講坤道，也印證了他的說法。

牟先生在《四因說演講錄》一書中強調了作為保聚與終成原則的坤元，認為在現

                                                 
31 〈儒學與未來世界〉，《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258。 
32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同上書，頁 53－54。 
33 劉述先：〈牟宗三先生論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中西哲學論文集》（台北：學生書局，1987
年），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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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人生中須乾坤並建，當然乾元很重要，但坤元更重要，因此要「尊乾而法坤」。

牟先生說： 
 
［……］道德實踐就是法坤。人需要道德實踐，你這個生命就有坤元。我們人的

生命有創造性，也有實踐性，上帝只有創造性，上帝不需要實踐。實踐就是通過

修養工夫把道德體現出來，儒家講實踐都在坤元裡。所以我說「聞道尊孟軻，為

學法荀卿」。孟子跟荀子就是一個是乾元，一個是坤元。你要聞道，就要尊孟軻，

孟軻代表乾元，但為學的時候，要法荀子，荀子代表坤元。34

 
在這段話中，牟先生強調只要從事道德實踐，就是講坤元。坤元強調的就是「人

是有限的存在」35，僅就這個說法來看，道德實踐又不能直接同於理一了。故欲

聞道雖推尊孟子，為學時則要效法荀子，荀子代表的就是坤元。劉先生對此的詮

釋是： 
 
凡具體落實的創造必具有限性，也不可能不呈現分殊性，故孔孟、程朱、陸王，

各有各的型態，論學不必盡合，所爭既在學術，也沒什麼諱莫如深見不得光的東

西。然分殊並不能害理一，所有儒者莫不接受親親，仁民，愛物的原則，只各人

的解釋不同罷了！我一向欣賞莊子〈德充符〉中歸之於孔子（仲尼）的兩句話：

「自其異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36

 

劉先生的意思是：凡是道德實踐與創造都已是坎陷，都是理一之有限的分殊，是

以不但在道德實踐上通於無限，連存有論上都只能是通於而非同於無限。在此劉

先生已把存有論上心性天是一轉換為「理一分殊」關係，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討

論他所提出的「理一分殊」新釋。 

在導論中已述及，在牟先生來看，本心之呈現與其被落實於行為皆屬「理一」

之範圍，劉先生則將「分殊」的範圍擴大，把個人的道德實踐行為也納入其中，

故「有限雖通於無限，但並不等同於無限」。於是任何價值的具體實現，也只是

仁心在某個時空限定下之具體化，此固然是合乎天道之表現，但絕不再是與天同

一。因為天道是無限的，生生不已的，但具體落實到人，人的創造是有限的，受

外在條件制約，既然人之表現都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是個人當下之良知呈現，也

不足以為真正的「理一」。而且「理一」與「分殊」兩者還構成一種辯證關係。

因為「理一」（仁、本心、良知）一定要在有限之「分殊」（個人的行為實踐）才

能具體實現而非憑空之抽象，但一在「分殊」中表現，就不再是無限之「理一」，

天道要表現其創造力量，就必須具現在特殊材質內而有它的局限性。未來的創造

自必須超越這樣的局限性，但當下的創造性卻必須通過當下的時空條件來表現。

                                                 
34 牟宗三：《四因說演講錄》（台北：鵝湖出版社，1997 年），頁 41。 
35 同上，頁 41。 
36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當代中國哲學論（問題篇）》，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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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有限（內在）與無限（超越）有著一種互相對立而又統一的辯證關係。此

即劉先生對莊子《齊物論》「兩行」之論所做之創造性詮釋。莊子所謂「兩行」

乃是非二相對層次之事，而與道為一之境界就是要超越此是非相對二相。劉先生

則將與道等同之「理一」和經驗相對之「分殊」視為「兩行」，不是只體證了「理

一」就是見道，必須兼顧「理一」與「分殊」才真是體現「兩行」之理。 
事實上，這種辯證關係，牟先生在討論無限與有限之「必然的詭譎」時也有

類似說法： 
 

蓋成教的聖者之生命同時亦是一現實的生命，因此，他不能說盡一切話，他必定

在一定型態下表現道，而同時眾生亦機宜不一，有適於此而悟，有適於彼而悟，

亦必在一定型態下醒悟也。是以凡教皆有限定相，亦皆是一途之通路。人總是通

過一通路而彰顯那無限者。無限者通過一通路，通過一現實生命（一個體生命），

而被彰顯，同時即被限定。這是一必然的詭譎。37

 

在此可以清楚看出，牟先生也承認凡教皆有限定相，即使是彰顯了無限者之聖

者，也是一現實的被限定的生命。人總是通過某種通路彰顯無限者，一旦如此，

無限在被彰顯的同時也被限定。他也指出，逆覺體證作為本心仁體之明覺活動之

自知自證，而「本心仁體在當機作純天理地呈現（如見孺子入井等），此機亦是

一限制，如是，其隨時在躍動在呈現總是在曲囿中呈現」38。本心仁體之明覺活

動雖無限，但總必須在曲囿之機中呈現，更可見牟先生並存「同於」與「通於」

理一之兩種主張，才會注意到這種辯證關係，劉先生將焦點鎖定在「通於」理一，

則是將牟先生提到有限性的說法，作進一步統整與發揮。 

若將劉先生的理一分殊新釋加以落實，以貫徹牟先生的分別說的話，我們就

可以承認真美善皆為有限，雖有限，但皆可通於非分別而合一說的無限之天道，

不同領域只是特性與定位不同。人在存有論與道德實踐上都只是通於無限，由逆

覺從事道德實踐而至聖人境界，的確是通於無限的最理想途徑，但由於仍是在分

殊層面作工夫，「通於」而非「同於」理一，因此與其它領域如知識同屬有限之

分殊，彼此存有地位同等，不至壓縮其它領域使其邊緣化。 
進一步來看，既然都只是分殊，似無必要再堅持道德實踐之逆覺在方法上的

優先性（supremacy），而只需說其能見體或接觸終極實在的適當性（adequacy）。

一切方法都可通於理一，但因「通」的型態不同，故定位也各異。道德實踐是「逆」

或「返」於理一之「通」，重點在契接、體悟理一；科學與經驗知識等「真」的

領域是「順」或「發」自理一之「通」，重點在承繼或順應理一之動用，成就現

實生活中的各種創造。既然都是「通」於而非「同」於理一，就不必在真美善三

種價值之間強分高下，而可同時肯定與重視這三者，也可完全避免因道德實踐通

於理一，使牟先生「廣義的」與「狹義的」道德領域之分不顯，而有陷入抬高人

                                                 
37 《現象與物自身》，頁 454。 
38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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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實踐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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