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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朱建民

2007/11/28於正修科技大學

人是什麼？巴斯卡的回答

What is man in nature? 
A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finite, 
an 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othing, 
a mean 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hing. 

人獨特之處

一個人成為什麼樣的人，有一部分取決於他如
何看待自己

（物和動物無此可能）

人類成為什麼樣的人類，也有相當部分取決於
人類如何看待自己

一個文化成為什麼樣的文化，也有相當部分取
決於這個文化如何看待自己

西方的傳統觀點西方的傳統觀點

東方的傳統觀點東方的傳統觀點

哲學家的觀點哲學家的觀點

科學家的觀點科學家的觀點

人如何看待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如何看待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

［西方的傳統觀點］
基督教思想影響下的西方文化
《舊約創世記》
「上帝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
樣式造人，使他們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切昆
蟲。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
的形像造男造女。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
們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理這地，也
要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行動
的活物。」

站在上帝身旁的人類

舊約創世紀中的創造說和伊甸園中的

人類祖先（亞當和夏娃）

失樂園＆復樂園

地球中心說（宇宙的中心）

人為萬物之靈（人是上帝的肖像）

人與萬物有本質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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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起點的爭議

西元八世紀學者依希伯來編年推算，

自上帝創造亞當至耶穌誕生

歷時3952年

意即，宇宙開天闢地至今未滿6000年

西方思想史人類地位的三度墜落

第一次

哥白尼(1473-1543)的太陽中心說

羅馬教會接受希臘天文學家托勒密(Ptolemy, 
100-168)的地球中心說

哥白尼《天體運行論》雖於1530年即完成，但
一直拖到臨終才敢發表。

羅馬教庭的異端裁判所在1616年將哥白尼的著
作列為禁書，並將他的天文學說判為異端邪
說。

1632年伽利略發表《論兩大世界系統》，比較
托勒密和哥白尼的理論。他以為自己小心翼翼
的客觀陳述不致觸犯異端裁判所的禁令，但
是，他對哥白尼的同情還是太明顯了。異端裁
判所查禁此書，並召他前往羅馬受審。1633
年，被威脅將施以酷刑，伽利略不得已跪下雙
膝宣稱放棄哥白尼的理論，且承諾日後不再宣
揚之。在最後的九年餘生中，他被軟禁家中，
但容許他出版其他的科學著作。

第二次的衝擊

達爾文(1809-1882)的演化論

傳統皆採取「固定物種觀」，例如，依基督教
的創世說，物種可謂一成永成

「變動物種觀」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

十九世紀前半葉，科學家逐漸將發現到的各種
化石拼湊出生物的演化史，亦即，最早的原始
魚類，經爬蟲類，再到哺乳類

「有目的性」的變動物種觀

十八世紀出現的「變動物種觀」肯定物種之演
化乃是朝理想目標不斷前進。依此觀點，可謂
人類是生物演化最完美的境地

十八世紀西方的科學和工業都突飛猛進，伴隨
著啟蒙運動，出現一種全面的、直線的「進步
觀」

自然史，人類社會歷史，人性和道德都在不斷
進步和趨於完美

「無目的性」的變動物種觀

達爾文《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1859) 
達爾文的貢獻在於以天擇（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淘汰）這種主要的機制來解釋演化現象，
因此有人把這本書簡稱為《天擇論》

依此理論，演化並不等同於進步，演化沒有既
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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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沒有既定目標

達爾文理論中並未預設任何趨勢迫使物種朝某
一方向演化，尤其是並沒有一種動力驅策物種
沿著某種既定的複雜層系演化，也沒有所謂所
有物種都必須攀升的演化之階。由於演化僅受
到周圍環境對族群的需求所支配，因此基本上
是一種開放歷程，並不預設單一目標

人類不是演化的巔峰

現存物種只是倖存者(survivor)

在不同的環境中，白色的兔子和黑色的兔子各
有生存優勢

人類與其他動物的異同

人與黑猩猩的基因雷同度

大於

黑猩猩與猴子的基因雷同度

人不再站在上帝旁邊

第三次的衝擊

弗洛伊德(1856-1939)的潛意識說

意識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傳統中國的觀點

易經是先秦儒家和道家共同經典

易有三義：變易，不易，易簡

不易之理：天道循環，物極必反

自然之理亦為人事之理

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

老子：上善若水，不為天下先

易經的創生觀

易經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
物，德合無疆。 」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利
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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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獨特之處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皆稟天性而生

人稟賦特優，氣清能覺；物稟氣昏濁

覺即感通，與自己感通，與他者感通

程明道以不麻木說仁

三才：天地人，人居天地之間

參贊天地之化育（不僅是覺解而已）

人的天職

《中庸》

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張載《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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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董仲舒

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
所以上類天也。人之形體，化天數而成；人之
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行，化天理而義；
人之好惡，化天之暖清；人之喜怒，化天之寒
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怒哀樂
之答，春秋冬夏之類也。

董仲舒天人相應說

天以終歲之數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六十六，
副日數也；大節十二分，副月數也；內有五
臟，副五行數也；外有四肢，副四時數也。

中西哲學家論人獨特之處

人的本質

人的定義

人之所以為人

人之異於禽獸者

亞里斯多德

人是理性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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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觀點：四端之心

所以謂人皆 有不忍人之心者，今人乍見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惡其聲而然也

無惻隱之心，羞惡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

文化的方向

對於人的本質之不同定義

文化發展方向的不同

西方以理性主導的文化

中國以德性（成德之教）為主導的文化

人類的本質與個人的本質

人類本質使人類得以與萬物區分開來

個人的本質使你我他得以區分開來

什麼東西使得這個人成為這個人

個人的本質是什麼

上錯天堂投錯胎(Heaven Can Wait)

1978華倫比提(Warren Beatty)

現代人類需要重新自我定位

宇宙存在一百五十億年，地球存在四十六億
年，人類存在十萬年，文明於一萬年前開始發
展，輪子於四千年前發明出來。

如果把地球史壓縮成一年長度的影片，一秒代
表一百四十六年，則生命於三月以後才出現，
多細胞生物到十一月才出現，恐龍十二月十三
日出現（廿六日消失），哺乳動物十二月十五
日出現，人類於最後十一分鐘出現，文明在最
後一分鐘出現。

現代人類需要重新自我定位

藉助現代科學知識來形構我們的世界觀

當代物理學的宇宙論

奇異點，大霹靂(the Big Bang)

消散論，潰縮論，守衡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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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事實，不一樣的體認

微塵中的微塵

剎那中的剎那

偶然中的偶然

一樣的事實，不一樣的體認

難得中的難得

稀罕中的稀罕

必然中的必然

人類學習珍惜環境

難得適合生物出現的地球始於45億年前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再造一個生物圈

美國亞歷桑那州的B2C = 第二生物圈

Biosphere 2 Center

英國的伊甸計畫

日本的迷你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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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現代科學知識來形構我們的人
性觀

人類是在地球上演化出來的生物。

生物的個體由生到死是自然的過程。

生物的物種不能適應環境改變即會滅絕。

人類最具適應和改造環境的能力，但仍然不能
完全脫離環境的依賴。

人是演化下的產物

人與地球重力的調和

人的視力與聽力

人記得一些，不時又忘掉一些

人的思想三律：

（不可）矛盾律，同一律，排中律

因果的固定思維

起點與終點的固定思維

人性的多重面相

性善說

性惡說

善惡混

人性固定說

人性可變說

如何看待人性

三言，明馮夢龍，警世通言(卷二莊子休鼓盆
成大道)，喻世明言，醒世恆言

制度的設計與人性的維護

沒有秩序的旅遊團

有秩序的捷運站

我們知道人性脆弱，故而更要維護人性

君子成人之美，勿成人之惡

由無到有的世界＆由無到有的自我

宇宙由奇異點爆發

地球由太陽拋出

有機物由無機物演生

生物由無生物演生

人類由生物世界演化

文化由空白到多姿多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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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一切皆為創造

這世界原本沒有文化，沒有科學，沒有哲學，
沒有種種發明和制度

這世界原本沒有音樂（音樂世界）

這世界原本沒有文學（文學世界）

這世界原本沒有宗教（宗教世界）

運用人的獨特之處讓人更幸福

仁心之發用－－普世價值

個人不只考慮個人自己：

社會倫理的基礎

人類不只考慮人類自己：

環境倫理的基礎

智（理性）

人自知自己是生物而生命不是永恆

故而珍惜當下

人自知所愛亦是生物而未能長聚

故而珍重當下

自覺的承擔

曾子曰：士不可不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己任，不亦重乎，死而後已，不亦遠乎。

孔子曰：不憤不啟，不悱不發。

孟子曰：從其小體為小人，從其大體為大人。

為何要承擔

底線倫理學與理想倫理學

Bottom-line & Ideal

偉大的人格和思想之所以偉大，即在於他們不
是平面地多，而是立體地高；他們在層次上超
出平凡。

理想是對自己的要求

寬以待人，嚴以律己

底線的要求與理想的期盼

至少不為世界添亂

珍惜此生唯一的機會

從平面的世界走進有高度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