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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一體觀」與現代化的發展 

林啟屏 

政大中文系 

一、前言 

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儒家思想殆為其中最大的主脈，雖

然其間猶有不同的學派觀點，也曾起著形塑傳統的作用，但是儒

家的學說依然在歷經各種學說的挑戰，或政治勢力的扭曲之下，

對精英階層或庶民階層都可以起著決定性的影響。由此，我們甚

至可以進一步地指出這個事實，中國文化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取

向，正是由儒家思想所構成。1 

不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西遭遇，儒家思想卻

面臨著最為嚴酷的考驗，隨著西方列強以著駭人的軍事力量的展

示，中國的天朝尊嚴，早已蕩然無存。於是在一片救亡圖存的呼

聲中，被視為是立國精神的儒家思想，自是在檢討之列。自此之

後，儒家的學說逐漸失去影響力，尤其是在當代急切救國的中國

知識份子眼中，儒學所代表著正是落伍、過去；而西學所象徵的

則是進步的、光明的未來，其間雖仍有些許讀書人，大聲疾呼傳

統的重要，但拋開儒學舊傳統，迎接西學新現代的心態，才是時

                                                
1 一個民族通常在歷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對於外部客觀世界與內在價值

世界的諸種信念，並依照這些信念判斷行為的意義與價值，我們認為這些即

是此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精神取向。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所扮演的角色，

正是在經歷時間的積澱後，主導了此一區域的精神取向，其涵蓋層面自精英

分子以至於庶民階層，無不依循儒家思想的內涵判定行動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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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主流。綜觀這樣的歷史發展，我們實可說儒學在近代中國的

命運，是代表著當代中國人在意義與價值的基本取向上，完全地

否定了自己傳統的作用，其結果無非是造成了中國「意義危機」

時代的來臨。2 

然而，儒學是否真的只是適合在農業社會結構的環境裡，才

能起著思想的作用？又或者西方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完

全可以由自身的文化傳統裡，克服工業社會結構所可能產生的時

代新問題？我想上述的質疑，以今日的眼光來看，恐怕是有待商

榷的。不過，即使上述的質疑未必可以成立，但這是否即意味著

儒學在現代化發展的工業社會裡，也能有所作用？我想這是一個

值得深思的問題，而本文的撰寫也就是希望釐清這個問題。因

此，本文首先將就現代化發展所產生的問題作一梳理分析，其次

再指出儒學思想的「一體觀」所提供的思考方向，對現代化的發

展，究竟可以有什麼借鑑作用？進一步釐清儒學思想在現代化的

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現代化發展及其問題 

                                                
2 陳弱水先生曾很深刻地指出：「就中國近代史的全面觀點來看，儒家的近代

命運影響及的不僅僅是儒家的式微，並且深深關涉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

危機。由於義理傳統的近代命運，加深（如果不是造成）了近代中國的思想

危機和精神危機。這兩項危機，綜而言之，就是〝（喪失）意義的危機〞。所

謂〝意義的危機〞，是指人們對人生、宇宙的基本意義之看法與信仰—即宇宙

觀與人生觀—受到衝擊而引起的種種危機。在〝意義的危機〞反映下的近代

中國心靈，是道德價值的混亂、人生存在問題的惶恐和終極信念的失落。一

言以蔽之：近代中國失去了意義，失去了基本價值取向。」請見：陳弱水：〈儒

家的近代命運〉，收入：羅義俊編：《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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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有關「現代」（modern）、「現代化」（modernization）、

「現代性」（modernity）的討論，在今日的學界裡，是充斥許多不

同且令人眼花潦亂的觀點。3因此，要概約一個眾人皆可同意的定

義，恐怕並不是一件容易的工作。而且這些具有高度爭議性內涵

的詞彙，相互間又有著錯綜的關聯，我們試圖釐清的結果，可能

在未解決問題前，又將衍生出更多的爭議焦點。所以本文並不打

算在這樣篇幅的文章中，思考並處理這個複雜的問題，我所要指

出的是，即使學者對於這些詞彙間的關係，有著不同的主張與論

                                                
3 多數的學者觸及「現代」、「現代化」或「現代性」的論述時，不可避免地必

須涉及斷代的問題，其中「古典」、「現代」、「後現代」的區分成為研究此一

論題的複雜時間性問題。另外，又由於「現代化」的發展與西方社會近代發

展密不可分，於是從「歐洲中心主義」到「全球化」的複雜空間性問題，乃

成為此論題的另一個糾結處。因此，從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的「理性化」與「現代化」的討論，到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高度

現代性」（high modernity）或「基進現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

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認為「現代性」已偏離啟蒙時代的規劃，成為

一個「未完成的計畫」（An unfinished project）；或是李維（M.J.Levy）將

「現代性」對全球的影響稱為「普遍性的社會溶解劑」（universal social 

solvent）。以上所述，也僅僅是這些不同看法的一小部分而已。請參：Wolfgang 

Schluchter 原著，顧忠華譯：《理性化與官僚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臺

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Anthony Giddens，The Condequens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Maurizio Passerin Dentreves 

＆  Seyia Benhabid eds ，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6.；M.J.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黃瑞祺：《現代與後現代》（臺北：巨流圖書公司，2000）。金耀基：〈現代化

與世界問題〉，收入：氏著：《中國現代化與知識分子》（臺北：時報文化公司，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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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間的差異也可能大於相同。4但是他們對於「現代化」的過

程與歐陸「理性主義」（rationalism）之間的關聯，卻都有一致的

共識。從這樣的共識取徑，我們將可以發現自十七世紀的「古典」

與「現代」之論爭後，「理性化」（rationalization） 

 

恐怕是可以視為「現代化」的重要特徵。5而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關

注的正是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

特徵──「理性化」，更是挾著「工業革命」所帶來的物質文明

之昌盛，而主導了其後的西方歷史發展。 

這個發展相當地重要，本來「理性化」並不必然只著眼於某

一定型化的方向，但是隨著科學的長足進步，人類以著前所未有

的樂觀心態，視自然界的奧秘終將為人所解開，以及進一步地掌

握。於是配合著強調人本位的啟蒙運動的積極精神與工業革命後

重視量化的工具理性，6「現代化」所表現出的明顯性格，便是將

                                                
4 如同前註所指出的複雜的時空因素，使得學者的討論共識不易建立。舉例而

言，對於「現代化」的評價，從肯定到否定，學者的看法就相當分歧。 
5 相對於「古典社會」在「宗教生活」中所表現出的「神聖性」，「現代社會」

與其最大的區別，便是建立在「解除魔咒」的「理性化」世界圖像。這種「理

性化」的發展，在精神領域上，批判了宗教神聖性的不可違逆；在物質文明

上，則對於「工業革命」的出現，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從精神生活

與物質文明生活兩方面來說，「理性化」的確可以被視為是「現代化」的重要

特徵。 
6 基本上，「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並不是一種單一的哲學改造運

動，其涉及的層面至廣，包括宗教、歷史、哲學、藝術、科學，無不曾在此

一運動的籠罩下，有了新風貌的出現。因此，要對此一多樣化的時代心靈改

造運動，下一個定義，並不是件容易的事。不過，如果我們將視角置於十八

世紀的知識背景中，將可以發現從航海、宇宙等的新發現開始，人們積極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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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存在界」劃分為可以被量化的「客觀世界」，一切「意

義」的判準，乃以可否納入計量的檢証體系之中，為基本的標準。

在這樣的「理性世界」之中，不要說「宗教」被視為必須「除魅」

（disenchantment）的對象、「形上學」被歸入囈語之流，即使連

「倫理」的生活，恐怕都可能會在過份的強調「形式合理性」的

操控之中，遭到瓦解。7「理性化」的過份片面強調，已造成了「目

                                                                                                             
觀的進取精神，除了表現在新事物的發現外，也漸漸滲入「宗教」領域的詮

釋工作，甚至在西蒙（Pierre Simon）對聖經經文的重新解釋中，「天啟」作

為上帝的真實言語的權威性，逐漸受到鬆動。乃至於到了哲學的領域，打破

舊型態的哲學知識（形上學體系），推翻「體系之精神」（spirit of systems）

的作為，都表現出新的「戡天役物」的新精神，突顯出了「人」的優先性地

位。請參：漢普森（Norman Hampson）原著，李豐斌譯：《啟蒙運動》（臺北：

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導論──十八世紀的知識背景〉，頁 1-28。卡西

勒（Ernst Cassirer）原著，李日章譯：《啟蒙運動的哲學》（臺北：聯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9），〈前言〉，頁 3。此外，Wolfgang Schluchter 對於事事

強調量化的現代發展，也有相當深刻的分析。其言：「相對於二元論的、神中

心主義的『世界』，一個解除了魔咒的『世界』乃是一個事理化了的『世界』，

其各部分秩序的運作有著相對的自主性，並且依據著『自己的』法則。這種

新的情況使得人類在他與世界關係上對『可預測性』的需求達到了歷史上空

前未有的滿足程度。我們可以說，這種可預測性植基於可計算性，亦即人們

確信原則上可以『預計』到現世秩序裡的種種規則。」請參：沃夫崗（Wolfgang 

Schluchter）：《理性化與官僚化》，頁 37-38。 
7 基本上，孔德（Comte）認為近代歐洲的發展將循「宗教──形上學──科

學」的軌跡，不過，現實的歷史發展並未如孔德的預言，反而在片面強調形

式合理性的情況下，傷害了原本的倫理生活，表現在「科層化」的建制上，

而科層化所強調的統治特徵即是基於「形式合理化」的「純形式的法律規範

或程序」，於是由「某些特定價值衍生出來的法律或倫理原則」將不再是措意

之所在。請參：李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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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理性」與「價值合理性」的衝突、「形式合理性」與「實質

合理性」的對立。8這實是韋伯（Max Weber）在研究現代化過程

中的最大憂慮。誠如史馬特（Barry Smart）在論及「現代性及其

後果的問題」時，所指出的：9 

 

自從十八世紀以來，就出現了一個有名的假定：日益增進

的理性有益於秩序與控制的促進，具有助於提昇社會理解

的層次、道德進步、正義與人類的幸福程  度。追求秩序

、提高可計算性，製造與頌揚「新」的事物以及保持對「

進步」的信心，這些都被認為是現代性的樞紐特質。然而

，現代性接下來在二十世紀，已經逐漸變成批判反省的焦

點。原先被假定為現代性發展必然結果的許多利益與承諾

，現在已經成了可疑的事情。現代性實現的可能性（若非

其可欲性），在對於進步說的信心消失殆盡以後，也變成

了質疑和批判的對象了。 

 

從史馬特的評論看來，其實是相當令人意外的。原來對於「理

性化」或「現代化」所抱持的樂觀心態，在經過歷史時間的考驗

之後，不止沒有完全解決過去人類文明所發生的問題，甚至是製

造了更多的問題，我想這遠超乎人們原先的預期。但是對於「現

代化」的批評也不能失之於氾濫，我們除了指出人們對於「進步」

的期望落差之事實，也應該針對其間的「問題性」再加釐清，以

                                                                                                             
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19。 
8 同上註。 
9 史馬特（Barry Smart）原著，李衣雲／林文凱／郭玉群合譯：《後現代性》

（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97），〈現代理性與後現代想像〉，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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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產生對治的焦點。因此，以下本文將就「人與自然的關係」、

「倫理生活的轉變」兩面向，說明「現代化」發展所帶來的時代

新課題。 

首先，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古典社會」對於「神

聖」的追求與堅持，在「現代化」角度的檢視下，是相當愚昧而

可笑的原始心態。因為人們將自己的理性置放於不受理性檢証的

被崇拜物之前，便是最大的荒謬，如同羅馬「萬神殿」的構築，

雖欲以「圓形」的拱頂建築表現人的偉大力量，「人」的至極表

現本應是對「人」的最大讚美，但其結果卻是對「神」的最高禮

讚。10種種古典社會的發展，在委屈自己「理性」情況下，被視

為是束縛於「魔咒」下的時代。相對於「古典社會」對於「神聖」

的追求，「現代化」社會則標誌著「解除魔咒」的「理性化」世

界。不過，問題就出在人們樂觀地相信「理性化」所帶來的美好

世界，不需要「神聖」的宗教信仰作為背後支撐的依據，11人們

                                                
10 建於西元 118-125 年的羅馬萬神殿（pantheon）是目前羅馬建築中，相當

令人驚異的成果之一。其圓頂的設計中，留有一圓形天窗，可供日光射入室

內。這隻「圓窗眼」（oculus）離地有 143 英呎。此一高度正好是與室內圓周

直徑相同，亦即是圓頂高度與圓股直徑的尺寸相同，因此非常平衡。置於其

內所供奉的神，雖以 pan 為名，有「所有的神」之意思，但較正確地說是專

為行星系裡的七個神而設，所以室內有七個壁龕。相關討論，請參：H. W. 

Janson 著，曾堉／王寶連譯：《西洋藝術史》（臺北：幼獅文化公司，1980），

〈一、古代藝術〉，頁 153-154。Ratrick Nuttgens 著，張百年／顧孟潮合譯：

《建築的故事──世界建築發展史》（臺北：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

104。 
11 一個很有趣的歷史發展，當「科學」的發展日益昌明，則原本解釋「世界」

（包括事實與意義）的工作，乃逐漸由「宗教」的手中轉到「科學」上。而

且，相當有意思的是，「科學」在取代「宗教」成為新的「魔咒」之後，其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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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地以為只要依著「理性」而行，人即是世界的主宰。殊不知

此種對「神聖性」近乎嘲弄揶揄的主張，背後卻是伴隨著科技主

義橫行的自大心態，「理性」不過是其自大心態的外在包裝。 

於是，在毀棄人們對於「神聖性」追求的渴望之後，人們自

作主宰，表現得最為極致的便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受到破

壞。本來，當人們對於「神聖性」的事物仍然保持著一定的敬意

的時代，人們通常會在「宗教信仰」的形式下，與「自然」保持

著「和諧」的關係。可是，一旦人們視自己有如「神」一般的地

位時，人與自然的關係，馬上由「和諧」的「平行關係」，立刻

轉變為「衝突」的「對立關係」，甚至是上下的「支配關係」。此

時，「自然」不再具有「奧秘」，人們自大的心態相信透過人類「理

性」的長度拓展有多長，則「自然」的「奧秘」便將隨其長度之

拓展而一日接一日地減少，終究有一日人們將完全勘破「自然」

的神秘性質，並進而使之成為造福人類的工具。 

然而，透過現代化發展的歷史來觀察，我們卻可得到不同的

答案。例如在「人定勝天」的意志下，科技力量的進步未必受到

合乎「理性」的運用，反而是在「工具理性」的心態下，人們利

用科技力量在對大自然進行運用的過程中，卻造成了對大自然最

無情的破壞。從世界各地層出不窮的污染事件，我們對於如此「理

性」的作為，恐怕將難以認同。尤其是其中所暴露出的一種強調

片面價值的方式，更令人感到憂心。例如在這些污染事件的背

後，我們可以發現污染的製造者並非沒有「理性」的思考，他們

通常「知道」，也「瞭解」污染對於環境破壞的嚴重性，但在其

                                                                                                             
演的功能，幾乎可以全面涵蓋宗教原有的功能。雖然，仍有人對於「宗教」

採取信仰的態度，但這些人所遭遇到「現代人」的嘲諷與責難，一如「古典

社會」中，「異教徒」相互攻詰的對待方式，沒有絲毫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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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利潤的「目的」（包括增加收入以養活員工的崇高目的）下，

其以鄰人為壑的作法似乎是合乎其「理性」的盤算，並且在科技

力量的助長之下，污染製造者也似乎更能「合理地」對大自然進

行合乎科學判斷的掠奪。12於是「現代化」的發展，像是僅提供

了人們對大自然具有合法的任意使用權，而不必理會所帶來的破

壞，或是可以運用科學知識以進行合理的規避行為。 

其實，檢討這樣的問題，正是我在前文所指出的「目的合理

性」與「價值合理性」衝突的顯例。本來科技的力量乃是價值中

立的事物，其間不須涉及價值好壞的判準，尤其科技發展只須在

「手段」與「目的」之間作合理的評估即可，所以其著眼乃在於

如何透過「手段」以達成「目的」，13而不在於思考「目的」本身

的「價值合理性」。但是過度強調「目的合理性」的結果，卻可

能違背原來科技發展是要創造最高幸福的目的。晚近環境倫理學

的研究，便意識到現代化的發展強化了「人類中心論」的觀點，
14以致所有的存在物被工具化，這種發展恐將導向破壞自然而不

                                                
12 舉例來說，世界各國的「核能政策」均號稱由學者專家進行最嚴格的科學

鑑定後，方才定案。從其選擇何種硬體設施到軟體程式，從地區擇定到核廢

料的處理，世界各國的政府無不宣稱是在合乎科學的判斷下，安全絕對毫無

問題。可是人類不僅在科學技術上，尚無法對於核能所可能造成污染與破壞，

加以控制，事實上，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特定團體的利益，反而常常是其

中的重點。因此，許多不同類型的污染製造者，其關心的焦點是利益，「科學」

只是其逐行意欲的外衣而已，所傷害的卻是被「科學」催眠的人與無辜的大

自然。 
13 同註 7。 
14 基本上，「人類中心論」可分為兩三層涵義來說：一、就認識論（事實描述）

的意義而言：人類在思考環境倫理時，是根據自己的思考角度出發，而非也

無法從動物之立場發言。二、就生物學的意義而言：人是生物，人必須維護



 10

利人的局面。因為「人類中心論」認為只有「人」才具有內在的

價值，「自然」所突顯出的價值，只是人類情感的投射而已，因

此「自然」也只具有工具價值而已。所以當人們面對「自然」的

時候，思考如何利用最大工具價值的手段，一再地翻新與精進，

便是充分表現科技主義的理性層面。至於「目的」本身的「價值

性」問題，卻常常因其不易劃入「量化」式的理性檢証標準中，

而不為人所措意。於是人們一方面在「工具價值」的導向思考中

破壞了自然的永續生存，使得人類反而嚐到自然反撲的惡果；另

一方面則在過份強調「目的合理性」的取向上，使得「目的」的

「價值」選擇，淪為相對性的價值抉擇，並形成了「價值衝突」

的矛盾而不可解消。15 

由此觀之，「人」與「自然」的關係被化約到僅存「征服」、

「支配」與「利用」的「工具價值」而已，過去所重視的「和諧

共存」的共同體式思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連串的「破壞」與

                                                                                                             
人的生存與發展，且囿于生物邏輯的限制，人必以人為中心。三、就價值意

義而言：其中又可分為三：1.道德只規範人與人的關係,而人的利益則是道德

原則的唯一相關因素；2.人是唯一的道德代理人（moral agent），也是唯一

的道德顧客（moral patient），只有人才有資格獲得道德關懷；3.人是唯一

具有內在價值的存有物，其他存有物都只有工具價值；大自然的價值只是人

們情感投射的產物而已。詳細說法，請參見：楊通進：〈整合與超越：走向非

人類中心主義的環境倫理學〉，收入：徐嵩齡編：《環境倫理學進展：評論與

闡釋》（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18。 
15這種價值衝突的事例，在實際的生活上，屢見不鮮。譬如「美濃水庫」與「三

峽大壩」的興建與否，涉及到環境保護、歷史文物、聚落生活等相當複雜的

價值性問題，並不是只停留在如何在如何興建的科學技術而已，而且當上述

的這些價值因「目的」的選擇，產生了衝突時，我們應當如何解決，在在都

不是將之「相對化」之後，便能克服所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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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值得重視的是由於「現代化」所突出的科技至上心態，

不只「自然」被視為被「我」所用的「工具」，甚至由此而導出

的「自大」心態，使得人們面對「價值」的選擇上，常因本位主

義的思考導向，產生種種「價值衝突」的困境。事實上，假如我

們更進一步地分析，我們會發現這些「現代化」所帶來的困境與

問題，其實應該是種因於——對「神聖性」追求的喪失。由於人

們依恃著「啟蒙」以來的「人本位」心態，與「工業革命」以來

的物質文明、計量理性之昂揚，對於構成「古典社會」的重要支

柱──「宗教信仰的神聖性」，總認為是非理性的行為，應該去

除。然而對於「神聖性」的追求與堅持，並非僅僅只是原始人無

知的表現，其背後尚有著對於「超越性」、「普遍性」的祈嚮，如

果剝除人們對於「超越性」與「普遍性」的追求及其可能代表的

意義，16則對於因缺乏「普遍性」價值追求的動力，而產生「相

對化」的價值主張，就不會僅是紙上言論，而為經驗之事實。以

此衡諸今日現代化的發展，上述的問題已經一一應驗了。 

其次，若從「倫理生活」的角度來思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現代化」發展所帶來的人與人之間的「疏離」（Alienation）感

受，幾成現代生活的主調。而且不只是人與人之間的疏離，更且

是人與自我的疏離，以致每個人似乎是退縮至原子般自我的狀態

                                                
16 就「超越性」與「普遍性」而言，是「人」難以在經驗上經驗的對象。但

是，人並不甘於被隔離在此一時空中，於是在「宗教的信仰」裡，人們由「聖

界」與「凡界」的二分，以及在消融相對世界的肯認上，保留了「聖界」的

真實性，進而為人間開闢了另一個心嚮往之的世界。雖然，充滿原始信仰的

宗教經驗，未必要大張旗鼓地宣揚，但是此種源自「人」類內心深處的創造

渴求，亦應值得珍視。相關討論，請參：杜普瑞（Louis Dupre）原著，傅佩

榮譯：《人的宗教向度》（臺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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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而這樣的發展，與強調「客觀理性」的近代西方哲學有極

密切的關係。 

我們知道現代化的發展所突出的重要特徵，既然是以科技的

發展為主軸，則根源於科技發展的背後理念，也應該是構成「現

代化」的重要核心。而綜觀西方哲學的轉變，我們可以注意到支

撐十九世紀以來科技主義橫行的主要哲學理念，便是以突出「理

性」為標誌，這自然與「理性論」（rationalism）的思維傾向密不

可分。而「理性論」本身重客觀性，強調排除個人主觀性的作法，

勢必會影響到了整個現代化的發展。誠如 Frederick Copleston 所指

出的：17 

 

明顯地，理性論哲學家是受了數學推理底模式之影 響，

這是說，數學提供一種明白性、確實性和有次序的演繹模

式。個人的因素，主觀的成分如感情被清除了，而一個命

題（這些命題已被肯定為真）之組合體已建立起來。若應

用一種類比於數學的方法，哲學不就可以獲得一種相類的

客觀性和確定性嗎？正確方法之使用能使形上學的哲學

甚至倫理學成為一種真正的科學，而不是文字爭論、模糊

概念、錯誤推理及互不相容的結論之所在。 

 

 

事實上，「理性論」希望達到確實性和明白性的作法，表現

得最為明顯的哲學家可以笛卡兒（Decartes）為代表。笛卡兒相當

膾炙人口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雖然是想通過懷疑方法的驗證

                                                
17 Frederick Copleston 原著，鄺錦倫、陳明福譯：《西洋哲學史‧第四卷》

（臺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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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證明「主體」的真實存在，但由於他採取的方法是以「客觀

的」、「抽象的」精神為主導，將「主體」與「世界」及「自己的

身體」都相互隔離起來。18此時的「主體」雖被證實成立，但也

在抽象化的過程中，淪為一個「空白的」或「抽象的」主體。此

時「主體」並沒有內容，只是一個概念符號而已。而且當「主體」

的真實，是在隔離中証立，則「主體」亦會再失去能所對應情形，

變成是一種獨在、獨我的超驗我。19笛卡兒的作法看似証立了「主

體」的真實性，但卻將「主體」所可能涉及的諸多面向，化約成

「客觀知識」的認知活動。如此一來，不免將觸及「具體」或「整

全」的「主體」活動，如倫理生活，美學感受，宗教經驗等，相

對地忽略。於是人反而被孤立成如萊布尼茲所說的「單子」

（monads）一般。20 

                                                
18 關於笛卡兒的懷疑方法論証，馬賽爾（Gabriel Marcel）有深刻的體會，

在《是與有》中，他就說：「現代哲學思想從一開始就相信能用方法懷疑來取

代驚訝，把前者看成一切推理的絕對出發點。然而這個現象已經明顯地指出

基本的形上關係已在此時期被破壞掉了。懷疑，說真的，只能是哲學思考的

『第二步驟』（a second a priori），如果我能如此說。這是一種反應的現象，

是一種反跳（recoil）。只當我們的內在生命受到一種習慣性的對存有抱不信

任的態度影響而產生分裂情形時，才會有上述現象。」這種的分裂現象，乃

將「主體」在隔離過程中「客體化」，其結果反而使「主體」淪為「客體」。

請見 Gabriel Marcel 原著，陸達誠譯：《是與有》（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93），頁 214。 
19 請見：陸達誠，《馬賽爾》（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 102。 
20 萊布尼茲認為物體之可被觀察，以其是感覺的對象，所以物體是可分的，

或聚或複合，構成了複合的實體。而有複合實體亦必有單純實體，萊布尼茲

稱之為「單子」（monads）。單子是構成一切經驗事物的基礎。請參：Frederick 

Copleston：《西洋哲學史‧第四卷》，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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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兒的想法相當程度地影響了日後西方哲學的轉變，不管

是支持「理性論」者，或是強調英國「經驗論」（empircism）者，

對於排除主觀，迎向客觀的基本調子，並無太大的分別。而這樣

的思考傾向，結合了「工業革命」以來的泛科學主義化，「人」

乃逐漸遠離「人」本身的「整全」與「具體」性質，成為在實驗

室下，可被分解、拆離的客觀對象，甚至「人」都可以變成一連

串的「數字」來加以分析與計量。當代著名的哲學家耶斯培（Karl‧

Jaspers）相當憂慮如此的時代精神處境，他認為如此重視「分化」

的時代精神，不可能從教育中促使兒童接觸到「整體的本質」

（substance of the whole），教育所提供的只是技能的訓練與實用知

識的取得。21杭之針對這種憂慮，進一步地指出盛行「分化主義」

（ruductionism）的知識體系，不可能造成「統整知識」的學習條

件，其結果便是不再造就「完整的人」。22因是以往，倫理生活的

穩定，將只是古老式的牧歌傳唱，不必頌揚，亦無須緬懷。而「去

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過程，更是大大降低了倫理生活的

可能性。23這實是現代化發展在今日所出現的一個重大的時代危

機。 

綜觀上述的兩個問題面向，我們可以歸結出「斷裂」、「分

離」、「衝突」、「對立」等特徵，橫亙在「人與自然」、「人與人」

                                                
21 請參：雅斯培（Karl Jaspers）原著，黃藿譯：《當代的精神處境》（臺北：

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89-97。 
22 請見：杭之：〈通識教育的一些問題──記「大學通識教育研討會」〉，收入：

《大學通識教育研討會論文集》（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1987），頁

237。 
23 史馬特在研究韋伯與現代性的相關議題上，就曾指出「去人性化」的結果，

將使倫理生活受到破壞。所以他說：「現代社會愈理性，要過一種事事遵循倫

理的生活就愈不可能」，其說法相當中肯。史馬特：《後現代性》，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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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並且成為今日世界許多動亂的根源。當然，我們也並非天

真地（naïve）以為針對「現代性」的侷限所做的反省，便可合法

地宣稱「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時代的來臨，或以為我們已

經可以「超越現代性」，並進而勾畫出一個新的時代生活方式。

我們只想從相應於「現代化」社會的對照而有了「古典社會」的

世界圖像中，找尋「古典」與「現代」可能的連續性關係，並期

待「古典」社會中的某些「原始」智慧，可以提供一個照鑑的引

導作用，而非誇誇然地以為恢復完全地古典質素，才是未來走向

的唯一方案。至於某些針對「現代性」的反動，如宗教運動中，

為了重新恢復對「神聖」的崇敬，進而採取完全地回歸基本教義

派的作法，則非本文的立場，底下試引儒家學說的思想以為攻錯

的取向，亦當放在這個脈絡中來加以思考。 

三、儒家思想中的「一體觀」 

基本上，儒家思想側重於「人生實踐」的傾向是相當的明顯，

所以許多的立論大抵不脫倫理生活的教誨與言說，但是儒家思想

所牽涉的層面，亦非僅僅限於「俗世」的生活而已，儒家學說對

於「超越面向」的關注，常常是隱涵於討論倫理生活的字裡行間。

也就是說，儒家將其對於「超越面向」的祈嚮，寄寓於「俗世生

活」的論述之中，進而使得「俗世」的生活亦分享了「神聖」的

性質，此時「世俗即神聖」、「神聖即世俗」。《孟子‧盡心》云：
24 

 

盡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夭壽不貳，修身以俟之，所以立命也。 

                                                
24 焦循：《孟子正義》（臺北：文津出版社，1988），頁 87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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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話中，孟子很清楚地表明強調「超越性」的「天」，

不需從外求之，如果我們能從內在的「心性」功夫做起，再透過

孟子所謂「擴充」的實踐，25則俗世生活中的「人」終究要與「神

聖的」、「超越的」──「天」，取得聯繫，甚至融合成為不可分

的「一體」。其實孟子在本段文字所觸及的問題，並非將焦點完

全著落在「一體觀」的討論上，毋寧說這是基於中國古來的「天

人」問題意識傳統而立說。誠如論者所指出的，表現在「天人」

關係背後的中國思維特徵，是一種「聯繫性的思維方式」，26因此

「人」與「天」不是一種「斷裂」兩端的關係模式，而應是一種

有機整體的關係。順著這個線索，我在另篇文章中以「融貫性」

（coherence）的思維方式，來表現這個「整體觀」的關係是兩向

                                                
25 在孟子的想法中，「擴充」的過程是實踐功夫，非常重要的一環。不管是指

「心──身」、「內──外」、「人──天」的任一個層次，「擴充」是極為重要

的。 
26 關於這個連續性的文明特徵，國內外學者均有深入的討論。包括李約瑟

（Joseph Needham）的「聯繫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或是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的「聯繫性的人為宇宙論」（Correlative 

anthropocosmology），均觸及此一「天人」問題的思考。另外張光直先生更

是從人類學的角度出發，認為這是中國文明型態中的最重要特色—連續性的

文明型態。請參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 

P.279.Benjamin I.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Mas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350.，張光直：〈連

續與破裂：一個文明起源新說的草稿〉，收入：《九州學刊》第一卷第一期，

1986 年秋季，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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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旋的可逆模式，而非線性活動的推導關係。27如果將此觀念代

換以古典的用語，此即「天人合一」、「天人不二」、「天地萬物一

體」的「一體化」思想。 

事實上，古代「天人合一」的想法，並非是儒家的專賣品，
28但由於儒家思想的「一體觀」，不是一種形式主義式底論述策

略，他們是在「人」與「天」的聯繫之中，彰顯出「價值」的「超

越性」與「普遍性」，且進一步地「化成世界」，因此，「價值」

不致淪為「空頭」的概念名詞，而是具有「人性」的真實感。此

外，這個難以徵知的「超越性」本體，亦當由於「人」的主體的

徵實，而在俗世的具體經驗中被證驗，人天不斷，天人合一。所

以透過儒家「一體觀」的分疏，更能掌握古代思想家在古老的文

明傳統中，既繼承而又有開創的人文活動。 

其實，儒家這種強調化成世界的「一體觀」，從先秦到宋明

以來，或隱或顯，不過，這基本調子並無鉅大的改變。我們試觀

從孟子主張「盡心知性知天」的過程中，其導出「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樂莫大焉」29的想法，應是再自然不過了。其後

                                                
27 我在博士論文中曾提出「應然演繹」（obligative Deduction）與「融貫性」

（coherence）等兩個原則來判斷儒家思維中的這種「聯繫性思維」的特色。

請參：拙作：《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與國家》（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

文所博士論文，1995），尤其是其中第四章第三節〈擴充理論的提出及問題〉，

頁 151-157。 
28 張亨師曾將「天人合一」分為（A）天──自然與人的關係；（B）天──帝

神與人的關係；（C）天──道與人的關係。這三種關係的思考，在古代中國

的思想家中各有不同的偏重點。請參：張亨師：〈「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

轉化〉，收入：沈清松編：《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點》（臺北：桂冠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1983）。 
29 焦循：《孟子正義》，頁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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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庸》也清楚地將「天地萬物一體」的觀點繼承，其言：30 

 

為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參矣。 

 

被視為是繼承孟子學說的《中庸》，會在「天、人、物」之

間的論述上，與孟子同調，本非奇怪之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過去孟子論述「天、人、物」時，雖仍可從理論上導出其間「不

二」、「合一」的關係，但孟子在論述時，仍然是將「天與人」「人

與物」作分別的說明。可是到了《中庸》階段，卻能清楚地將「天、

人、物」聯繫在一起來加以討論，可見強調其「一體化」的問題

意識，已經逐漸顯題化了。而到了宋明儒者的手上，這個問題的

深度與廣度，更是到達相當高的程度。以下試引張載〈西銘〉及

王陽明〈大學問〉的兩段文字為例，剖析其間所涉的問題及其可

能彰顯的意義內涵。 

張載在〈西銘〉中，對於「一體觀」有相當精采的揭示，其

言：31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塞，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則說：32 

                                                
30 宋天正註譯：《中庸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2），頁 47。 
31 張載：《張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78），〈乾稱篇第十七〉，頁 62。 
32 王陽明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福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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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為一家，中國

猶一人焉。若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若是，其與天

地萬物而為一也。豈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不然，彼

顧自小之耳。是故見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

，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類者也，見鳥獸之

哀鳴觳觫，而必有不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

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見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見瓦

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為一體也

，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 

 

當然，討論到「一體觀」的儒者甚多，並非只有張、王二人

而已，但由於日後宋儒對於「一體觀」的討論與張橫渠有極密切

的關係，而陽明又在此問題上接著明道之說，33突顯了「仁」與

「一體」的聯繫。因此，本文僅取二氏之說為主，其他各家說法，

當在文中隨文間引。基本上，張、王二氏的說法，涉及了相當複

雜的意涵，為了釐清眉目，以下的討論乃就「內在超越的和諧」

與「自我認同的實踐」來加以分析。 

首先，就「內在超越的和諧」而言，我們可以發現儒家這種

強調「整體」的「一體觀」思想，背後所反映的世界圖象，便是

建立在「和諧」的基礎上。我們試觀〈西銘〉所揭示的世界觀，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968。 
33 明道曾撰〈識仁篇〉論述了「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說，可由「仁」體的

體會出發，其說對陽明而言，應有啟發之功，詳細說明，請見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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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同樣處在經驗界的「人」與「物」，均以「天地」為父母，

於是「人」與「物」當如同手足同胞一般。雖然這種擬血緣的論

述方式，誠如學者所云，是強調了「同為一體」的關係，34但如

果不能從根源上或超越的面向加以肯定其「一體」的關係，則「同

為一體」的說法，不免會有落入形式主義的意願問題。其實，張

橫渠在〈西銘〉中雖點出「天、人、物」一體的宏大格局，不過，

支持這個格局的重要依據，我們卻可在其論述宇宙本質的〈太和〉

篇中，窺知端倪，他說：35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沈，升降、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

縕，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來也幾微其易，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易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 乎！散殊而可

象為氣，清通而不可象為神。不如野  馬、絪縕、不足謂

之太和。 

 

這段話實指出了其〈西銘〉中「一體觀」思想的重要根據，

因為在橫渠的觀點下，此一宇宙不管其運轉之中有多少的相對

性，如浮沈、升降、動靜、屈伸等，其最後的狀態無非是在交融

的過程中，產生了「和諧」。36而有了「和諧」，也才有生生不息

                                                
34 林月惠先生在〈一本與一體：儒家一體觀的意涵及其現代意義〉一文中，

指出〈西銘〉之說乃強調「同為一體」的面向。雖然從邏輯上來看，「同一本

體」可蘊涵「同為一體」的觀念，但重點應是著眼於「同為一體」。林月惠文，

收入：《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週年紀念論文集》（臺

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頁 547。 
35 張載：《張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78），〈太和篇〉，頁 7。  
36 成中英曾對「和諧」與「衝突」作了一個詳細的說明，他說：「任何兩個可

區分，但仍然有伴存（co-existing）或繼存（succeeding）關係的力量、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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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有了生生不息的世界，化成世界的理想，也才有可能實

現。是故，當橫渠以乾健坤順的「宇宙」，視為是「人與物」的

父母時，「太和」的基本預設也必須滲入其「一體觀」的思維方

式中。 

橫渠強調宇宙存有間的「和諧」自有其個人的體會與主張，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卻是此種視「和諧」為最後狀態的思考模式，

並不是一個可以隔離開來單獨討論的對象。「和諧」必須置於「內

在超越」的儒學傳統中來加以檢視，其真正的意蘊，才能顯露出

來。牟宗三先生說：37 

 

                                                                                                             
程或抽象思考對象（entities），如果它們各自的耐力、具體性、能產力及價

值（strength，actuallity，Productiveness，Value）有賴於對方的支助，

則我們可以說這二者形成了一個和諧的整體（Harmonious whole），或一種有

機的統一（organic unity）。相反地，兩個可區分別的力量、過程或抽象思

考對象之間缺乏和諧，乃至相互抵觸傷害，甚至摧毀對方的狀態，便是『衝

突』」。請參：成中英：〈邁向和諧化辯証觀的建立〉，收入：氏著：《知識與價

值──和諧、真理與正義之探索》（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7。 
3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4），頁 26。事實上，

有關儒家思想「內在超越性」的討論議題，在近年來的學界裡並不陌生。從

當代新儒家提出後，繼承者眾，批評者亦不少。其中較值得注意的論點，殆

以郝大維（David Hall）與安樂哲（Roger T. Ames）二位的說法，相當具有

挑戰性。而國內學者則以李明輝先生的一系列文章之回應，值得參考。另外，

劉述先先生有〈論宗教的超越與內在〉一文，相當清晰地說明了「內在超越

性」的意涵。請參：劉述先：〈論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氏著：《儒家思

想意涵之現代闡釋論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頁

157-177。有關這些論點的整理分析與評論，請參：李明輝：〈再論儒家思想

中的「內在超越性」問題〉，該文發表於 2000 年 7 月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

國際漢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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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灌注于人身之  時，

又內在于人而為人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  （Immanent

）。 因此，我們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說天道一方面是

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時可謂

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

。 

 

牟先生的說法相當深刻地表達傳統儒學的「內在」與「超越」

兩面向的連續性，38其中「內在」的面向表現為「道德」生活，「超

越」則顯現為「宗教」信仰的活動，因此，「道德」與「宗教」

不可視為孤立的兩種領域。換句話說，因為「道德」與「宗教」

的可能相涉，會使俗世的人間生活充滿「神聖感」的浸潤，進而

對於天地萬物的存在，產生一種休戚與共的共感生活；而「神聖」

的「超越」層面，也因俗世的真實體驗加入，使得原本看似空洞

的領域，透出一種生機盎然的趣味。如此相滲相入，融合無間，

天生人成，自然是最後的「和諧」狀態。能如此，則人生的順逆

之境不亦自然，死生之事當無掛礙於心，所以橫渠在論述了由孝

以逐步拓展窮神知化的「一體化」功夫後，便明言：「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女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

寧也」。39這實在是已經體會到「人」與「天」的和諧關係，因此，

死生不必怨天，順逆非關尤人，「天地萬物」與「我」實為一體。 

                                                
38 杜維明先生對於這種連續性則稱之為「存有的連續性」。請參：杜維明：〈存

有的連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收入：氏著：《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

自我認同》（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33-50。 
39 張載：《張載集》，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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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更可進一步地推知，將「和諧」建立在「內在超越」

的架構型態中，是至為緊要的事。因為從超越的角度而言，「和

諧」涉及到了對於萬物的終極承諾（ultimate commitment）。超越

者保證了所有存有物的真實存在，包括其中所有的自然時間之歷

程，而且最終要指向「成己成物」的境界。《中庸．第二十五章》：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此境界在成就自己的同時，沒有忽略物的完成，實已

表現出無上的「神聖性」。任何缺乏了這樣基本架構的「和諧」，

都會在「相對化」的流轉中，成為一種虛無式的主張與口號。因

為我們都可能在求得某一層次的「和諧」中，破壞了原有的「和

諧」；或是因為妥協而破壞了另一個相對的「和諧」。我們只有在

「超越」的「絕對」「普遍」中，求得最終極的「和諧」境界。

另外，從「內在」的角度而言，「普遍」不會只是一種形式的空

頭概念，透過「人性」內在的真實具體性，「成己成物」的終極

責任，不致淪為話頭。更重要的是，肯定了人對物的責任，並非

是以「人」為中心，而是以「物我合一」為起點，勾畫出一個「順

天理地」的和諧之境。下文論及「自我認同的實踐」時，將針對

此點作更深入的分析。 

其次，就「自我認同的實踐」而言，儒家所展露的「仁民愛

物」之精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克制今日因強調「人類中心論」

所引發的諸多問題。本來，就生物學與認知的立場上來看，以「人

類」生存為首出目標的中心論者，以及在認知事物的程序上立足

於人的角度，都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誠如前文所述的，在價值

的層次裡，當我把其他存有物視為「外」於我的存在時，以「分

化」為基調的思考方式，將在「工具價值」觀點的推波助瀾下，

由「去物性」導致「去人性」的結果，如此的「疏離」當破壞了

「人與人」、「人與物」甚至是「人與天」的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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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自我認同」則在「一體觀」的思想下，正視了天地

萬物的內在價值，所以在民胞物與的「同體」中，「我」與「物」

並非「異類」而為「一體」。前引陽明的〈大學問〉，便由人而鳥

獸、草木、瓦石，層層逼進，終至論及天地萬物同一。事實上，

陽明的說法中，雖然明白地揭示「人」在身份的認同上，不能自

別於「物」，但人在實際的生活上，卻很難擺脫「人類中心論」

的基本立場。即使在理智上，清楚理解應該正視「物」與「我」

之間，可以「推導」出「同類」的關係，可是在「情感上」如何

強化「一體」的認同，則是儒家學說必須克服的難題。 

基於這個實際上的難題，我們可從明道的「識仁」索解起，

明道經由「仁」的道德情感之發動，明白地論述此種具有普遍性

意義的道德情感，才是「一體觀」的真實基礎。其云：「學者須

先識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禮智信皆仁也。識得此理，以誠

敬存之而已。不須防檢，不須窮索。」40明道此說雖仍不免由「人

我」出發，看似仍陷入「人類中心論」的立場，但是這是在認知

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限制。因為，我們無法在認知的程序上，

宣稱有一種「物」的認知立場可以經由「人」來代替宣達。反而，

值得注意的是，明道從「仁」的道德情感之真實，驗明了「人」

的真實主體，再擴大此種道德情感乃一切存在的真實性基礎，他

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

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

而人特自小之何耶？」41於是作為主體真實性的依據──「仁」，

同時也是其他存有物的真實性依據，此時「主體」與「客體」不

                                                
40 程顥、程頤：《二程集》（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河南程氏遺

書〉，卷 2上，頁 16-17。 
41 同前註，頁 120。 



 25

再二分，「倫理」與「存有」亦泯其分野。因此，在理論上迴避

了「人類中心論」對於「物」的「認同」困擾。所以「仁」乃成

為「一體」的論述起點，任何區別萬物己我的行為，都將被視之

為「不仁」。「不仁」不止物我二分，甚至連「己我」都在區分的

過程中，疏離了自我，變成了另外的客體。明道舉醫書為例的說

法，最能明此道理。其言：42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不仁，此言最善名狀。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不至？若不有諸己，

自不與己相干。如手足不仁，氣已不貫，皆不屬己。 

 

陽明在明道的論述基礎上，更進一步地點出「物我一體」的

想法，絕非形式主義式地空頭概念，「仁」也不應當被視為概念

遊戲的裝飾品。因此，陽明乃就道德主體發動其情感的惻怛處，

具體地驗証了「仁」的活動義，誠如杜維明所指出的，陽明在〈大

學問〉的說法，乃是一種對於道德情感的普遍訴求，其發抒雖有

生物學的根基，但不應僅歸諸遺傳之決定。43而是在「仁」的具

體感通之中，顯真立教。是以當孺子入井、鳥獸哀鳴、草木摧折、

瓦石毀壞時，「仁心」乃自然發動，其間不容毫髮，更惶論在意

                                                
42 同前註，頁 15。 
43 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頁 28。其實，儒家在論

証此一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道德情感」，雖然不得不從「孝」此類看似有生物

血緣性的關係著眼，但儒家從來就不認為只論「血緣」上的親疏就可以盡了

「仁」的最終極責任。我們反而應該由此推出、擴充出去。而且，正是此種

切近的感悟，使得普遍性不會只淪為一種抽象的概念遊戲，而是在具體中體

現那最終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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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區別「同類」、「異類」。 

事實上，陽明的說法除了可由道德情感的普遍性意義証明

「天地萬物一體」的主張外，其中更有一種積極性的預設，值得

我們仔細思考，此即──「成己成物」的要求。我們知道世界上

許多動亂災難的根源，常常與「認同」有著密切的關係，大到國

家間的戰爭、民族間的衝突，小到個人與個人的對立，無不與身

份的認同，習習相關。甚至，即使在身份的認同上已經沒有爭議

時，也不必然意謂著相互提攜或相互完成。可是，在陽明的論述

中，不僅「人」的沒有完成是我們的責任，連「物」的沒有完成，

我們也應當分攤責任。這種強調「成己成物」的崇高理想，當然

並非始自陽明，從孟子在敘述「萬物皆備於我」，《中庸》在論「盡

物之性」的時刻，便已隱涵此一具有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

思考傾向了。《中庸．第三十三章》就曾引《詩》來說明一個君

子仁人必須完成此一具有終極關懷的永恆承諾，其言：「《詩》曰：

『不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

『予懷明德，不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詩》

曰：『德輶如毛』，毛猶有倫；『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因此，

就這樣的理想而言，我們實可以說儒學在身份的自我認同中，不

僅突破「人類中心論」的狹隘觀點，更在積極進取的意義上，由

「物我同一」轉進到「成己成物」，這不可不謂為儒學的極精彩

之處。 

綜觀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強調「連續」、「和諧」的傾

向，是構成傳統儒學的基本特徵，並且以此結合「俗世」與「神

聖」的相即關係，甚至深化了「內在」與「超越」的「一致性」，

這樣的人類文明智慧，不應只限於特定時空，才有意義；而應在

異時、異代、異地均能起著相當的作用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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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古與今的對話 

如前所述，現代化的發展所造成的種種巨大的破壞性作用，

令今日的人們必須承受嚴重的傷害，但現代化的發展亦非一無是

處，其可觀可取的地方也早已被人們所運用，是以說明現代化的

問題，剖判舊傳統的智慧；論述西學的可能危機，分析東方文明

的精彩內涵，並非是主張一種簡單的取代關係。毋寧是在古與

今，東方與西方的智慧靈光間，找尋一個可能對話的語境，並希

望能因此而提供一個參照的途徑，解決今日人們所遭遇的困境。 

當然，這種古今中外的對話語境，不僅不是一種簡單的取代

關係，如復古主義一般；更重要的是其中乃有一定的積極性因素

在內，因為在「宗教」色彩所勾動的「古代世界」，容或在「神

聖性」與「超越性」的祈嚮中，代表了人的謙卑自牧，但儒學卻

是在保有此種「神聖性」與「超越性」的敬意裡，突顯出一種健

康的「人文主義」之關懷。此種關懷不是迷信式的原始信仰之表

現，而是一種活潑潑的「人性」、「天地之性」的自然演出，其指

引的方向，值得我們深加省思。 

首先，從「人與自然」關係的變化而言，人們過度強調「工

具價值」所造成的破壞，不僅危及自然界的物種，甚而是危害了

人類自身。追本溯源，可知是在科技發展中片面強調「目的合理

性」所造成的自大心態所導致，於是在「衝突」、「征服」、「支配」

的三部曲下，建立了以「人類為中心」的主張，「自然」被竭澤

而漁式地利用，其結果將是帶來一連串的災難。這樣現代化發展

的困境，如果從儒家思想中的「一體觀」來加以對照，我們可以

注意到重視「物我一體」的思想，是以「和諧」為基調所構築而

成的人類文明。其間強調「人天」、「人我」、「人物」的連續性關

係，在打破主客二分的僵化架構上，可以起著相當的作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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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成物」所表現出的崇高神聖感，以及謙退自持的心態中，

視萬物如己的平等觀，應可化解視己如神的自大狂妄，避免「人

類中心論」的可能危害，提供現代文明一條新的生機路線。 

其次，從「倫理生活」的轉變來說，現代「分化主義」所帶

來的「抽象化」危機，導致人倫之間的關係架空；重視「形式合

理性」的結果，以為「倫理生活」也可被量化為穩定秩序的控制

手段。這種現代化的危機，若推至極端，將會在「去人性化」的

過程中，「異化」了人本身的尊嚴。甚至導致一個機械式的社會

圖像出現，這將會是人類歷史上的另一大災難。而從儒家思想的

「一體觀」中，我們卻可提供一套新的源頭活水。儒家「一體觀」

的重要精神在於「愛人如己」「成己成物」的終極關懷上，這種

最至極的「承諾」(commitment)不是從形式上加以 肯定，而是從

人的具體道德情感的普遍性意義著眼，所以不是一種架空的形式

理論。而且由於強調活潑潑的生命力的感染，因此對於「人性」

的真實性，有著深刻的肯定，於是「人倫」之際便不是冷冰冰的

形式關係，「人性」是「人倫」的基礎。推而至極，如此的人性

將在「倫理生活」的實踐中，起著相互完成的作用，成己意謂著

成人，成人意謂成物，物我合一，成己即成物，其間不再有絲毫

的分別，這即是儒家透過自我認同的實踐後，所完成的理想境界。 

總而言之，我們提出儒學傳統的慧見，以濟現代化的可能困

境，並不是義和團式的民族復興運動，毋寧是站在東方西方「一

體化」的思想中，相濡以沫，如果我們貿然地採取彼是我非或我

是彼非的堅決立場，豈不逃得了「買辦」心態又墮入於「義和團」

的幽靈中嗎？更何況在「一體觀」的想法裡，連「物」、「我」都

能從「一體」出發，而求得和諧的出路，東西方的對話又何能自

外於這樣的思考呢？如果有，也許明道斥為「不仁」的責難，不

亦恰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