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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性之學

五十多年前，哲學家徐復觀曾說：「儒家思想，為中國思想之主流。但

五四運動以來，時賢動輒斥之為專制政治的維護與擁戴者」（徐復觀，

1993，第 7頁）。若說：當今臺灣仍有不算少數的人對儒家思想存在著負向

的感受！這會是言過其實嗎？在我自己人生當中有一半以上時間是排斥儒家

的，從國小的「孝親尊師」、國中的「四維八德」，到高中的「文化基本教

材」，一路上都覺得窒息、厭煩；到了大學，更確定這些東西是「統治者的

工具」、「戒嚴」的思想教育。或許打從心裡抗拒，所以也從沒有費心理

解，更常在生活中以其為揶揄的對象。到了研究所，更一路向西地學習進步

性的專業知識。後來投入於助人與教學工作時，有很長的時間認為「傳統文

化」即是對個體發展的壓迫性結構，而「儒家」則是「傳統」的象徵圖騰，

也就經常以其為批判的目標。我發現走在「排儒」的路上，自己其實並不孤

單，周遭的玩伴、同學、工作夥伴們其實都是如此（或許是表面上）。直到

近十年以來，我若在公開場合（如教學、學術研討、專業討論，甚至同儕閒

談）表示儒家思想對助人工作的價值時，反而覺得自己是孤獨的。

我不認為過去自己的「排儒」是錯誤的心態，更瞭解當前許多的助人工

作者將「儒家」視為「封建文化」的壓迫性結構是有道理的。然而，當我們

願意更深入的重新理解「儒家思想」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脈絡，用「長大」的

眼光重新理解我們年少時的學習，即有機會從傳統文化中找到新的價值。換

句話說，我們需要「重塑」儒家思想對華人生活的意義。畢竟「排」與「納」

皆是在不同階段時所發展的生存狀態；因為「排」之後才提醒我們要有「納」

的必要，因為「納」之後才會衍生出「排」的需求。當今的西方知識已成為

現代文明中的主流思想，英美文化已成為全球化下的主流意識，我們對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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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修身與齊家：以儒家心學為助人知識的家族治療

思想該「排」或該「納」？由於「助人專業」與人倫情感、生命內涵息息相

關，也應有所省思與作為。

在臺灣，心理學與社會科學自 1980年代起已致力於將傳統中國哲思與文

化納入研究，試圖與西方知識對話、接軌，甚至重構。其中，「本土心理

學」應是當今最具代表性的學術運動。當然在此之前，在華人學術界中，牟

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以及方東美、勞思光、李澤厚等思想家，已任重道

遠地維繫著儒學之星火於西風之中，等待著大放光明的時刻。或許，「助人

專業」──作為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的應用性知識，可是插枝接壤深根於本土

的示範良地，因為它有更多的機緣可接觸、可親近於常民的日用生活中，而

成為以生活現象為本的知識。據我所知（恕所知有限），如此的想法前有余

英時、杜維明等先進提示，而林安梧（1996）則從其哲學家之要素，以唐君

毅之論述精要，創造性地詮釋出以儒學做為意義治療的現代人療癒之道。而

在「本土心理學研究」，致力於建構現代知識體系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渠道橋

樑之心理學家中，余德慧（2001）曾提出以「心學」作為「中國的本我心理

學」，而肯定了儒學的存養與鍛鍊等超越性價值，可供本土心理學的接枝與

開展。黃光國（1998，2013）則以社會科學的知識論做為反思與批判殖民式

學術生產的立論依據，而進一步深耕本土心理學的認識基礎，他也視儒家思

想為「後現代智慧」，並以其為含攝文化的「倫理療癒」（黃光國，

2014）。另外，鑽研於心理諮商哲思的翁開誠（2004），亦從人本心理治療

學家羅吉斯（C. Rogers）的學術生涯發展之掙扎與超越中，發覺了明代心學

大儒王陽明的知行之道對心理諮商理論的 示，爾後更參考李澤厚的論述，

詮釋「情本體」的仁學精要，以做為諮商助人的根本大法（翁開誠，

2014）。以上舉例性的提起這些先進前輩，主要目的是想說明：從排斥儒家

傳統轉而重新認識儒學，我才發現了這原本不知道的路上，其實早已開了不

少花，也結出了些果。隨著前人指點，蜿蜒而上，這一路的風光很美也很實

在，絕非只是玄思妙想而已。



第一節 「仁」的人性結構

超過三百多年前，在儒家思想的歷史進程中，起碼可被分為三期來看

待：先秦孔孟之學、漢儒、宋明及其後的新儒家（馮友蘭，1993）。不同時

期的儒者皆處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以及經濟發展條件，而面對著不同的問

題，思索著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在「民散久矣」（《論語‧子張》）的春秋

時代，孔子身為沒落貴族的後裔，以「尚古」為志，主張「恢復周禮」，以

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定。當時他不只反對掌權者聚財求富，更強調君主應以德

性取代刑罰來對待黎民。然而，「這些都反映了被財富打敗，處於沒落命運

的氏族貴族的特徵」（李澤厚，1996，第 10頁），孔子還是難以挽回宗法體

制的衰敗，歷史終究走入地域國族的興起。流亡異鄉、四處碰壁的他，在艱

苦的行腳中實踐「仁學」，創建了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儒」本來是

在貴族中熟悉古籍經典的學者，隨著封建體制的解體，這群「知識分子」逐

漸散落在庶民生活中成為「遊士」，各憑本事謀求生路前途，有的為人講

經，有的在婚喪慶典中執禮，當然也有人成為統治階層的謀士或家臣。但孔

子並非一般的「儒」，他是一位「教育家」（馮友蘭，1993），教導儒者們

不只是要謀取個人的出路，更應謀求天下人的生路；不只是為個人的生命意

義而努力，更應為天下人的生活尊嚴而努力。他曾告訴學生們自己的志願是：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也曾說出理想

的儒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孔子的思想與言行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散落的「遊士」們有了共同努力的核心價值，於是儒者成為了「儒家」。

「孔子仁學本產生在早期奴隸制崩潰、氏族統治體系徹底瓦解

時期，它無疑帶著那個時代的（氏族貴族）深重烙印。然而，意識

形態和思想傳統從來不是消極的力量。它一經製造或形成，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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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修身與齊家：以儒家心學為助人知識的家族治療

相對獨立的性格，成為巨大的傳統力量。自原始巫史文化（禮儀）

崩毀之後，孔子是提出這種新的模式的第一人。……它終於成為漢

民族的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原型現象，構成了一種民族性的文化

心理結構。」（李澤厚，1996，第 28～29頁）

依據李澤厚（1996）的歷史辯證觀，面對時代的變遷，孔子踩在保守主

義的立場，而力圖恢復封建時代的秩序 「禮」，但卻又批判性的以

「仁」作為反壓迫、反剝削，強調人性尊嚴的進步性價值體系。在「禮」與

「仁」的矛盾辯證中所奠定的思想基礎，儒家能成為漢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

除了機緣條件的偶然性與歷史條件的必然性之外，「仁學」思想也是重要的

關鍵。依據李澤厚的分析，「仁」的思想並非是固定的概念與操作原則，而

是有機性的整體結構：

「『仁』字在《論語》中出現百次以上，其涵義寬泛而多變，

每次講解並不完全一致。這不僅使兩千年來從無達詁，也使後人見

仁見智，提供了各種不同解說的可能。……看來，要在這百次講

『仁』中，確定那次為最根本或最準確，以此來推論其他，很難作

到；在方法上也未必妥當。因為部分甚至部分之合併不能等於整

體，有機體一經構成，便獲得自己的特性和生命。孔子的仁學思想

似乎恰恰有這樣一種整體模式。」（李澤厚，1996，第 12頁）

所謂「有機體」，即是向外開放、向內調節，既可穩定又能改變的結構

性組織，換句話說，「仁學」是活的思想！用李澤厚的說法是：

「它由四個方面或因素組成，諸因素相互依存、滲透或制約；

從而具有自我調節、相互轉換和相對穩定的適應功能。正因如此，

它就經常能夠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來的侵犯、干擾，而長期自我保



持、延續下來，構成一個頗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結構。在

塑造漢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跡。」（李澤厚，1996，第 12頁）

上述所言組成「仁」結構的四個方面或因素，可進一步分析為：

1.血緣基礎：孔子以「仁」釋「禮」，源自巫史傳統的「禮」則是維持

氏族社會穩定的力量，而氏族出自血緣基礎。孔子「尚古」以周氏為

宗，並說：「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以血緣關

係延伸為政治哲學；而「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則

將「仁」的價值從人性基礎連結至血緣情感。

2.心理原則：孔子將「禮」從外在規範的尺度，回返至內在的本質意

義。「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他質疑若沒有自發

性的人倫情感與理性價值，也就失去了「禮」的內涵價值。於是生活

的常規要求轉而成為心理的自覺能力，從他律性的制約提升為自發性

的道德。

3.人道主義：孔子致力於恢復舊時代的價值，從此方面而言，當然是保

守主義者。但是，他是以過去的理想典範作為批判當代時政的依據基

礎，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孔子也是一位「改革者」（李弘祺譯，

1983）。他所主張的「仁」，是建立在人倫情感與理性價值的心理原

則上，並且鼓勵從氏族體制中之狹隘的禮法規範與血緣關係，向外擴

散至更大的族群與社會生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

‧盡心》）的說法，即是源自孔子從血緣之親擴展至廣博之愛的人道

主義。這對於春秋之末暴斂征伐的政治經濟氛圍，無疑是一種思想性

的對抗與變革。

4.個體人格：人道主義是「仁」向外實踐於社會關係中，而向內「反求

諸己」，即是完善人格的成全。「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憲問》），儒門的「為己之學」在孔子時期即已確定，且

以「君子」之稱看待志於鍛鍊成為仁者之士。「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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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從「仁」而論

的完善人格，並非完美的個性，或是完備的德性覺醒能力，而是對自

己生命意義的覺醒與反思（盡己），以及在人倫關係中的感知與同理

（及人），並以「善」為終極性的關懷（至善）。孔子把「知」的高

度，從見聞之知，提升至德性之知；把「學」的向度，從「因他而

學」回轉為「因己而學」。因為是「為己」而非「為人」，所以可以

「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也就是不算計後果利益，

而只重視實踐內在人性中的「仁」之意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

泰伯》）。

上述「仁學」的四個因素，按李澤厚的說法：

「四因素機械之和不等於『仁』的有機整體。這個整體具有由

四因素相互作用而產生、反過來支配它們的共同特性。這特性是一

種我稱之為『實踐理論』或『實用理性』的傾向或態度，它構成儒

學甚至中國整個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的民族特徵。」（李澤厚，

1996，第 26頁）

我們有必要區分李澤厚所言的「實踐理性」與美國杜威哲學的「實用主

義」（pragmatism）之不同，否則很容易將儒家思想導入經驗性及工具性的

層面。杜威（J. Dewey）曾提出「真理即是有用的東西」之命題，而認為能

在經驗中有實際效用的知識即接近了真理。而「實踐理性」所強調的並非「效

用」而是「踐行」，所依循的目的並非見聞的真理，而是德性的價值。雖然

與「實用主義」同樣的不在理論上爭辯抽象之形上問題，而重視現實生活處

理日用的課題，但儒家思想更在意於實踐中體認「道之所從」，而非「用之

果效」，換句話說，它是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李澤厚的解釋是：



「所謂實踐（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種理性精神或理性態

度，與當時無神論、懷疑論思想興起相一致。孔子對『禮』作出

『仁』的解釋，在基本上傾向符合了這一思潮。不是用某種神秘的

狂熱而是用冷靜的、現實的、合理的態度來解說和對待事物和傳

統；不是禁欲或縱欲式地扼殺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來引

導、滿足、節制情欲；不是對人對己的虛無主義或利己主義，而是

在人道和人格追求中取得某種均衡。對待傳統的宗教鬼神也如此，

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從非理性的權威，卻仍然可以

拯救世界（人道主義）和自我完成（個體人格和使命感）；不厭棄

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以德報怨』，一切都放在實用的理性天平

上加以衡量和處理。」（李澤厚，1996，第 26頁）

承上所言，儒家思想的「實踐理性」是依於心理原則（自覺性的道德情

感），歸於理想價值（人道主義、個體人格），考於日用生活（禮法規

範），行於現實世界中的利害與人欲，在理性的實踐中體認到諸多矛盾裡的

均衡感。李澤厚（2002）以恰如其分之「度」表示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實踐性

美感，孔子本人的一生在遭遇與作為之間也表現出這樣的美感。這位儒門的

創始者終身無緣見到王者以德治天下的仁政，但是「仁學」的思想卻留給中

國文化深層意識結構的遺產。依據馮友蘭對孔子的學術性論斷：

「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

化。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又創立了一個有力的傳

統，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又

面臨巨大而嚴重的經濟、社會變化。」（馮友蘭，1993，第 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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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邅變中的道統

我們可以確切的認為，透過「以述為作」的學術工夫，孔子所創立的儒

家思想是由世世代代諸多儒門弟子所傳遞。在每個世代中具有影響力的儒者，

也都是在面對其當時所處的大環境之「重大變化」，而提出既傳統又新潮的

創見，儒家思想才能歷久彌堅的紮根於文化的深層中。源自於唐代韓愈的「道

統」之說雖有其狹隘與不周之處，但是大抵指出儒門的傳遞路徑有其系譜性，

而孟子即成為後世儒門所共認的道統傳人之一。相對於強調社會控制的現實

派之荀子，孟子代表了儒家理想主義的延續與發揚（馮友蘭，1993）。傳說

他直接授業於子思（孔子之孫），並曾為當時的學術中心 「稷下」之

士。戰國七雄之一齊國網羅天下賢才，在其首都附近稷門之處成立了一流的

學術機構，並厚待這些學者，而孟子也是其中之一。然而，這位來自鄒國的

理想實踐家並不安於被養於此，也展開了周遊列國之舉，四處遊說君王行德

政，實現「以仁治國」的理想。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比春秋時期更為險惡，

天下紛爭不斷、戰亂頻繁，孟子以其道德勇氣「說大人，則藐之」（《孟子

‧盡心》），像是雄辯家般試圖影響以己利出發的君王們，能為天下之大利

著想。然而，他的激進性行動卻依然無法阻擋現實社會的變遷，在歷史的進

程中，孟子所大力倡導的恢復井田制，以仁義得民心的人道主張，似乎只是

「尚古情懷」的迴光返照，而沒有具體的變革成果（李澤厚，1996）。

但是，孟子發揚孔子的仁學而建立其「性善論」，認為每個人的人性皆

有善性的潛能，若充分發揮善性則足以成聖。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公孫丑》），又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

人性的善性可由「四端」體現：「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

四體也」（《孟子‧公孫丑》），而物性的人必須通過「四端」的發展，才

能成為人性的人。物性的人與其它物種之獸並無區分，皆受限於自然條件，



而人性的人才是真正成為「人」的意義與價值。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去」與「存」皆指

的是善性潛能之體現，也就是「四端」。立志成為「君子」的人，會珍惜「四

端」的體現，時時刻刻保存與養育這善性之體，使其逐漸擴充：「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

孟子的「存善」思想也可以說是道德自覺的活動，並且將道德之善提升

為人性本體的高度，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人性潛能充分達到自我實現的狀

態，這種狀態才是孟子認為的「人」。「存善」的活動實踐於生活中，尤其

是在苦難的日子裡，這就是「養氣」的工夫。愈是遇到不順遂，愈是激發人

性潛能的時機，君子也愈有機會以實踐的精神體現「四端」之心，於是逐漸

凝聚意志與感性的力量 「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無是，餒也」（《孟子‧公孫丑》），這就是他著名的「養氣」工夫論，而

「氣」不只是在人性層面發生，更是存在於天地宇宙之間，於是人性的顯善

即是天德的開顯，人與天即為一體之善。「本善—四端—存善—養氣」從人

性潛能、人倫關係、生活實踐到修養工夫，孟子上承孔子的仁學，而發展出

更完備的仁心與天性相通的理論架構，為後世儒門的心性之學鋪了路。

戰國紛亂之後的中國開始進入了帝國式的大一統時代，以法家統治天下

的秦朝很快的垮臺而被漢朝取代。經過短時期以黃老治術修養生息之後，新

的帝國又開始了思想統一的政治工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以儒家作

為官學，六經成為意識型態的標竿，孔子的地位從此被提升到高處而神格化。

當儒家思想被用作國家的控制工具時，其內部也發生學派（今文學派與古文

學派）的鬥爭，這些內外的因素，反而在高舉儒門義理的同時，逐漸失去了

孔孟思想的某些內涵。牟宗三曾對漢儒做了簡短的評論：「兩漢雖推尊儒

聖，然因為忙於傳經，並未真能瞭解孔孟立教之真精神、真型態以及其真實

的內容」（牟宗三，2003，第 19頁）。此後，歷經魏晉南北朝與隋唐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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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時代，面對佛老思想的興起，儒學皆是處於衰弱狀態，雖有韓愈大聲疾

呼「文以載道」，也是孤掌難鳴、不成氣候。但延續六百多年的沒落，給了

宋明時期「新儒家」登場的時機，延續了儒門「道統」，終於發揚了孔孟的

心性之學。

第三節 儒學的復古與更新

起於宋代至明朝的「新儒家」，象徵著儒學思想的改革與復興。據西方

學者狄百瑞（W. T. de Bary）的看法（李弘祺譯，1983），肇因之一乃是與政

治革新的運動息息相關，北宋王安石的變法雖帶來技術官僚的鬥爭（黨

爭），卻也使儒門內部產生「道統」的爭議。其中有一派認為，「道統」不

該回頭按照陳舊而走，「因為他們都認為『道』並非僵死於過去，反而對人

類新的境界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李弘祺譯，1983）。這些儒者努力將傳

統做更多創造性的詮釋，漢代之後如槁木般的學術思想，終於逐漸產生了再

生的契機。按牟宗三（2003）的觀點，「新儒家」係承舊（孔孟）而新（心

性），也就是確定了「內聖之教」的理論系統與實踐方法。所謂「內聖之

教」是對應於「外王之道」，孔子以奠定典章制度的周公為其精神楷模，

「外王之道」之意即是聖人之德外延於政治社會於天下人，此即為君子的生

命價值所在。而「內聖之教」即是以孟子所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孟

子‧告子》）的信念，認為「聖人」是可以透過修己而達到的生命境界。「新

儒家」重拾「內聖」，主要也是因應漢代之儒雖有對制度的貢獻，卻疏於回

應生命終極性境界的問題，而逐漸失去了人心。佛老思想的興起，正顯示出

人性有安身立命的需求，簡言之，就是生命對我的意義何在？在漢儒三綱倫

理式的教條中難以得到超越性的解答，於是「內聖」的追求與實踐即成為宋

儒面對佛老超越之道的思想意識。老莊以「無」為道，佛以「空」為道，宋

儒則以天地之間不息的生命與實踐為道，透過「內聖」修養之完備，即可參

贊此「化育」之道。簡言之，佛老以了脫生命現象為終極性的超越，而「新



儒家」則是以對生命的重視與實踐作為道德性的超越，此道德性的超越即是

人的終極性意義與價值。「新儒家」對「道」的形上詮釋是源自於《易

經》，誠如狄百瑞的評解：

「《易經》的〈繫辭傳〉特別強調『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

與創造性。對道學早期的大師程頤而言，這個觀念正好與佛教之以

變為無常、以道為了脫生死輪迴的看法構成對比。《易經》書中所

呈現的儒家形上學對於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看法，認為道永遠可以

為人類所理解，也永遠能適應一般人的需要。因此，在程頤的新古

典主義思想中，再現與再生乃成為重要價值。真理可以直接從經典

中找到，而且當下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再生之上。」（引自李弘祺

譯，1983，第 2～3頁）

宋儒不只從《易傳》中建立儒門的形上學知識系統，亦從其他經典中尋

找更新與創造的靈感。有名的例子之一即是《大學》首章之句中的「親民」

一辭，程頤即將「親」作「新」解，而強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尚書》）的創生義理。《大學》與《中庸》這兩篇取自《禮記》中的論

述也被宋儒所獨厚，並與《論語》、《孟子》並列成為儒門的「四書」與

「五經」齊名之重要經典。宋儒以《易經》作為形上知識所建構之「天」、

「道」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道德經》）之回歸依循，也不是佛家涅盤修練的境界階層，

「新儒家」則是以《中庸》作為重要的補充材料。《中庸》首句：「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把天命、人性與求道三者之間的關係

化約為一整體：人性之善與天命相通，開顯人性之善即是「道」，此「道」

既為人道也是天道，而實踐此道的過程就是「內聖之學」（或許可以說成是

人性觀與生命價值的立場）。

由於「新儒家」的「為己之學」皆從「性理」言之，所以又被後世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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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學」。所謂「性理」即性命天道之理，按牟宗三的解說，兩漢時期雖

然「獨尊儒術」，但囿限於俗世中事理與情理面之工具性價值，儒學中超凡

入聖的生命價值之奧義終究難以彰顯，直到宋儒才又延續了從性（本質）論

理（存有）的哲思：

「『性命天道』向來為儒家思想的中心問題，把這問題的意義

確定，把儒學超越的奧義大大地昭彰，就是宋明儒大談『性理』的

功績。因此，儘管他們未能把全部儒學彰著得好，但他們的『性理

之學』在弘揚儒教上，卻占著極高的地置。」（牟宗三，2003，第

15頁）

發揮儒門內聖之學的「新儒家」，又可分為程朱的理學派及陸王的心學

派兩宗。以程頤與朱熹為代表的「理學」，主導了宋明兩代的思想。北宋時

期的陸九淵不滿於程朱理學的「支離破碎」而有失聖學精義，乃進一步提出

「心即理」的「易簡工夫論」，成為程朱之外的「心學」，直到明代大儒王

陽明才將心學發揚光大。理學與心學之分主要在於理在「外」（客觀規律的

存有）或在「內」（主體意識的存在）。大儒朱熹認為，內聖工夫是透過窮

究事理（格物），而達到體悟真理的「致知」境界，再從「致知」之境覺悟

己身的存在意義（修身）與實踐人倫的價值（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此

嚴謹的次第工夫，其實是將「理」置於外在的現象世界內，鼓勵人去追尋存

於己外的「道」。然而，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從心學的立場而言，「求其放心」即是將忙於追求外

在現象的心回返於內求己心，因為理不在外界現象而在己心。

雖然理學與心學兩者對於「理」有不同的見地並互有批判，但是它們仍

然被後世共稱為「宋明理學」，概係出於這些「新儒家」努力將倫理道德提

升至宇宙本體論的高度。依據李澤厚的說法是：



「如果從宋明理學的發展行程和整體結構來看，無論是『格物

致知』或『知行合一』的認識論，無論是『無極』、『太極』、

『理』、『氣』等宇宙觀世界觀，實際上都只是服務於建立這個倫

理主體（ethical subjectivity），並把它提到『與天地參』的超道德

（trans-moral）的本體地位。」（李澤厚，1996，第 233頁）

而如前所述，宋明之際諸士努力於建構儒家思想的形上學基礎，主要是

針對漢代之後興起佛老之學的向外反動到對內反思之發展歷程：

「自南朝到韓愈，儒學反佛多從社會效用、現實利害立論，進

行外在批判，真能入室操戈，吸收改造釋道哲理，進行內在批判

的，則要等到宋明理學了。宋明理學的這種吸收、改造和批判主要

表現在：它以釋道的宇宙論、認識論的理論成果為領域和材料，再

建孔孟傳統。」（李澤厚，1996，第 234頁）

換言之，無論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其以「道德主體」所建構的宇宙本

體論，皆有受到佛家與老莊思想的影響。佛以「涅盤」為修行彼岸，道以「自

然」為人生境界，儒家則將「德性」視為生命的終極性價值。

被朱熹尊為理學之首發的北宋周敦頤，以儒家思想中的「誠」做為人倫

生活與自然宇宙之間的接通，將倫理的範疇提升至本體論的層次，開啟了「道

德的形上學」。其後，邵雍提出「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

（《皇極經世‧觀物》）的認識論命題，而認為萬事萬物皆有其「理」，並

與人的「心性」相連感通。承接周與邵的開端，張載被認為是「宋明理學」

的奠基者，其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西銘》），即成為儒學天人合一的價值哲學。宋明理學的「天人

合一」與漢儒的「天人感應」有極大的區別，後者是視人心有感應天體運動

的能力，而前者才是繼孟子之後的「心性之學」。宋儒認為，「人心」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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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道，下繼人倫的道德性主體，可以「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

（《中庸》）的價值性存有 「德性」。張載並將德性的實踐視為知識的

終極性意義，相對於「見聞之知」，「德性之知」才是「為己之學」的核心

追求。爾後，程顥與程頤兄弟確定了以「德性」為治學之本的路線；長兄程

顥強調以本心去領會德性，而程頤卻要求通過對事物之「理」的認識而逐漸

去體悟「德」，顯然大程（顥）是以內省為本，小程（頤）則是外修為要，

其後將「理學」發揚光大的朱熹即是依循小程的路線。治學嚴謹的朱熹，透

過其學術聲望與勤奮的注述工夫，逐漸成為宋明理學的主流，直到王陽明才

又重新開啟了「心學」新契機，帶來儒學的突破性變革。王陽明之後，其門

生繼續從事傳道的工作，並且更特意的在販夫走卒、鄉野庶民中講解「人皆

可以為堯舜」的儒學要諦，致力於良知自覺的草根性組織工作，以「覺民行

道」取代過去儒士「得君行道」的意識，而逐漸形成「風行天下」的社會運

動（余英時，2010a）。其中，以泰州學派的王艮（1483-1541）、王畿

（1498-1583），以及李贄（1527-1602）為代表性人物，更為激進的強調個

人之主體性自覺而突破了儒家諸多禮教意識，而被現代學者視為「左派心學」

（嵇文甫，1990）。

明末的政局混亂、清初的異族統治，導致儒家考據學的興起與心學的沒

落。再經過三、四百年之後，西學東來，清末的中體西用、民初的全盤西化，

皆是試圖振興國力的思想改造工程，而儒家思想也在此期間成為祭品，被視

為阻礙中國人進步的源頭（蔣夢麟，1994）。1930年代著名的「科學與玄學

之論戰」是當時儒門學者（張君勱等人）的最後一役，當代中國終難阻擋「西

潮」的湧入。在「五四運動」中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旗幟下，青

年知識分子為中國的文明做了重大的選擇，立即坦開心胸擁抱進步的西方知

識，準備走入「新世代」，而孔孟等聖人成為禮教吃人的象徵，儒家思想則

被定位為封建迂腐的「傳統文化」。但是，部分深受儒家薰陶且與時俱進的

學者（如王國維、梁啟超等人）則持「中西二學，衰則俱衰」的先見，在「全

盤西化」的時代氣氛中展開「整理國故」的學術運動，努力將儒家思想與西



方哲學接上軌（余英時，2010a）。

國共內戰後，「新中國」以政治革命成功者的姿態展現於世，並且確定

了「世界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余英時，

2010a，第 61頁）。直至 1980年代，約三十年的期間，儒家與其他非馬列主

義的學術思想皆在大陸消失。但是由國民黨執政下的臺灣卻也在此時積極推

動「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在政治權力的推動下，形成從上而下的威權式思

想教育模式，一面反噬了儒家思想的自覺性內涵，另一面卻也撐出一張保護

傘，讓一流的文史哲學者在全面西化的知識土壤中，繼續致力於「國故學」

的整理與創新：

「與大陸對照之下，臺灣在 1949年以前和中國人文研究主流是

隔絕的，但此年以後，不但全面承擔了這一主流，而且推陳出新，

無論在『整理國故』或吸收西方文、史、哲與社會科學方面，都超

過了 1949年以前大陸的成績。」（余英時，2010a，第 73頁）

1980年代時期，大陸在改革開放的政治運動下，出現了對固有儒家思想

的討論熱潮，一直到本世紀初，「中國元素」已然升溫成為全球性的熱潮。

在面對這股熱潮中，歷史思想家余英時認為：

「臺灣則恰恰從 1949年起接上了人文研究的傳統，一直延續和

發展到今天，其根基是相當鞏固的。……所以臺灣人文研究的優勢

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不用說，我們也期待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

今後能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余英時，2010a，第 76頁）

余英時言下所謂的人文研究傳統，概指上世紀初面對西潮時，知識分子

們對於「中西二學，盛則俱盛」的努力，延續性的促進中西二學的對話與相

容。這傳統力量的代表之一即是以「當代新儒家」著稱的學術圈。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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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君毅起草，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等人聯署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

世界人士宣言」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的重要宣言式文獻，其中以「新儒家」

的心性之學做為與西方思潮對話的重要依據。「當代新儒家」之起源可從熊

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等人論起，而以兩岸對峙時期的牟宗三、唐

君毅、方東美、徐復觀等為代表，延續到 1980年代之後的余英時、杜維明、

成中英等為後繼。他們共同的特質即是對於中西方哲理的會通，以及對於心

性義理的重視。

第四節 「心」的革命

如前所述，儒門的心性之學從孔孟發端後，由宋明理學承接延續而發熱

發光，期間所發生「理學」與「心學」之間的分歧，也代表了儒家思想的「典

範轉移」。這轉移是從本體論的立場改變而生，「性即理」（程朱）與「心

即理」（陸王）各對「理」有不同的論斷。這本體也可以說是心性之體，所

謂「心性」若用人性與天性的本質來解釋則較為淺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據門人說孔子本身很少談到人性的

本質 1，但是後世的孟子則依據「仁」發展出「四端」的人性觀。到了宋明理

學時期，又將「仁」擴充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人性能與天地

相應、萬物相通皆因為「道」。從「四端」之人性觀發展至天地萬物之道，

係源於孟子對心性的詮釋。孟子言下的「心性」是超越物種與人類範疇的視

野，而認為人的心性是無限潛能的「存有」：「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宋明理學才進一步的將這樣的「存

有」理論化、論述化與具體化。對於面對佛老思想衝擊的儒家學者，必須要

將孟子所言「盡心、知性、知天」的道理搞清楚，才能提出更完備的思想系

1 若以夫子曾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而論，此「性」概指「物性」（也

就是自然習性）。



統。何以開顯人性善端（心性）即能參天地、化萬物（道）？其間必有其

理，所以才提出對心性之「理」的豐富內涵。

在《易傳》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繫辭傳〉）

的這句哲思，被程朱學派演繹，而認為凡存於世的萬事萬物，一定有某種成

因或材質（氣）而構成某種原理（理），這種「有此物必有此理」的想法，

類似於西哲亞里斯多德的觀念（馮友蘭，1993）。朱熹的說法是：「形而上

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朱子語類》），

「理」是形而上的「道」，而萬物的存在狀態是形而下的「器」；「器」是

具體的樣貌，「道」則是抽象的原理與定律。而人也與萬物一樣存於世，所

以也必是「理」，於是程朱對於人性觀即提出「性即理也」的論斷。然而，

人與事物必有不同，朱熹的學生問老師：「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

情者，亦有理否」（《朱子語類》），朱熹的回答是：「固是有理。如舟只

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朱子語類》）。所以按照程朱學派，萬

事萬物不是皆有情、皆有心，但是卻皆有理。事事物物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性，

這就是「理」。「理」就是存在的事物之終極道理，而創生萬事萬物的宇宙，

其存在亦有最終極之理，此理就是「太極」。朱熹的說法是：「事事物物皆

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

類》），萬事萬物各有其終極之理，宇宙本體也有其理被稱之為「太極」，

萬千諸多之理與太極又有何關聯？朱子以月亮只有一個，卻映於不同的江湖

為喻：「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

也」（《朱子語類》），這即是宋明理學中「理一而分殊」的重要概念。

在天人之際間，朱熹將「理」置於外在現象世界的諸事諸物之中，必須

透過「窮究其理」的工夫，才能悟道，才能「萬物皆備於我」，才能「與天

地參」，而這樣的治學過程也是「內聖外王」的成德之道。「新儒家」以

《禮記》中的《大學》為「入德之門」，而特重從「格物」到「平天下」的

八個條目，並引為治學工夫，循序漸進、由小而大、由內而外、由聖成王，

以建構成完整的知識系統。其中，「格物」與「致知」是重要關鍵階段。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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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將「格物」之「格」作「窮究」解，「物」即是事事物物，而「知」的對

象則是事物之「理」，「致知」就是達到了知「理」。於是將「格物」與

「致知」合在一起解，就是在事事物物上窮究，才能達到真知其理的狀態。

朱熹的說法是：「《大學》所以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以懸空

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朱

子語類》），換言之，我們必須透過外在具體事物的認識與理解，才能體悟

形而上的「理」，知道愈多的「理」，也就愈有條件弄清楚我們作為人的

「性」。朱熹說：「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朱子語

類》），於是清楚了心性之理（致知）後，才能確定自身意念之誠，意誠了

就該把心放正，這樣才能進入修身、齊家的工夫，並進一步發展治國、平天

下的能力。

從朱熹所解的入德之次第工夫，可以看出他所建構的「理」世界所表現

的道德本體論之特性，藉李澤厚的分析是：「萬事萬物之所以然（「必

然」）當即人們所必需（「應然」）崇奉、遵循、服從的規律、法則、秩序，

即『天理』是也」（李澤厚，1996，第 245頁）。換言之，萬物之理、人心

之性，皆於「道」中。按其理本於性而為就是行正道，於是成為君子的內聖

之路即是依從於此至高之道。朱熹的「理」構成了一龐大的理性道德架構，

李澤厚（1996）認為朱熹的「理世界」主導了整個宋明理學的二元對立──

「窮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凸顯了道德理性的主宰性，而壓縮了人的感性

欲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後世對宋明儒者的印象。源於感性經驗

的欲求，在日用倫常中時時發生、處處存在，朱熹的「理世界」強調了為人

的道德義務，卻犧牲了人欲的感性存在。但是，感性存在也是孔孟論「仁」

的重要依據。「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仁」即是感

性的存有，並被宋儒視為天理所在；而「欲」雖也是感性存有，卻被宋儒認

定為該去之物。在感性存有的經驗中，「天理」與「人欲」又該如何分辨

呢？所以連朱熹也承認：「天理人欲，幾微之間」（《朱子語類》），並且

認為二者並非截然對立與表象：「雖是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朱子語



類》）。也因為「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朱子語類》），所以為學的

次第工夫，對程朱學派而言即更加審慎，並且循序而進的為學之路必定漫長。

然而，處於封建社會的階級時代中，儒門出身的政治官僚，未必審慎敬業的

按部就班追求內聖，他們似乎極容易以維持穩定秩序的抽象制度與文化規範

作為「天理」，而形成「禮教吃人」的壓迫性意識型態。

程朱學派的困境，我們可以透過其對「人心」的觀點而窺出端倪。被視

為儒門心法的《中庸》中有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感性的存有在未發的狀態，朱熹認為此未發之心即是「道心」，

而已發的感性經驗則是人心。於是心可分為未發的道心及已發的人心，這似

乎正合於古籍經典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

書》）的心法。對程朱而言，道心是抽象之理，人心則是具體之物。理必透

過物而展現其義，物必達理而開顯其道。仁義是道心，惻隱是非則是人心；

道心是透過人心而發，若發而中節，則是道心與人心之和。於是理性世界必

透過感性經驗才能發顯，感性經驗不能偏離理性世界，否則即有過度橫流的

危險。然而，「心」被理學家們區分為二之後，又說道心不離人心，又以道

心管制人心，「心」的二元且雙重化，更強化了理學體系的內部矛盾。

從強調「道」與「器」的二元、「物」與「理」的區分、「理一而分

殊」的概念、八條目的次第工夫、天理與人欲的對立，到道心與人心的二重

化，即可知道為何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評其思想：「失之支離瑣碎」。朱

熹繼承程頤（小程）的學說而發揚光大，陸九淵的思想卻與程顥（大程）相

近。程顥不談「道」（形上）與「器」（形下）之分，卻給「道」一個最簡

單的「理」──「生」。他說：「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道者，即是善也」

（李澤厚，1996，第 254頁），他也不認為「理」、「性」、「氣」、「太

極」等嚴密的概念區分有其必要，而直接強調「孔顏樂處」這種純真自然的

感性境界。程顥不以「人欲」為「物」而去之，相反的認為即便聖人亦有欲

望情感，但是聖人與庶人之別在於「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定性書》），這種「廓然大公」之情與欲，才是君子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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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樣的，陸九淵也反對二元化的區分，而認為陰陽相合即是道，所

以「天理」與「人欲」、「道心」與「人心」之區分皆是從支離處求道。於

是，他直接提出「心外無理」的斷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

充塞宇宙，無非此理」（李澤厚，1996，第 255頁），於是「心即理」的本

體立場，被陸九淵確認後，感性的存有在新儒家中得到發展的契機，但也是

等了三百多年後才因王陽明而光大，成為新儒家的另類派別 心學。

王陽明透過其為學過程中的多舛，終於在險惡的困境中「悟道」。年少

曾放蕩不羈，青年時期因熱衷於程朱之學，「格」了七天竹子這個「物」，

結果大病一場。此後遊學佛老，想要找到生命的終極性價值，卻依舊茫然。

壯年時期，出仕為官不久即得罪劉謹而招罪，庭杖後被貶於貴州龍場。在中

國西南瘴癘山區，水土不服，文化不利，環境險惡，前途渺茫，生死一瞬之

境，驚恐憂鬱的王陽明再三問自己：「聖人處此，更有何道？」然後，正當

萬念俱灰時，突然半夜驚醒，悟出了：「聖人之道，吾心足已」（朱志方

譯，2013）。按其自述此關鍵性的高峰經驗：

「……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

覺未化，……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鍾彩

鈞，1993，第 23頁）

有這次深刻的人性經驗，王陽明更篤定了「心即理」的主張，他說：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傳習錄》）。我們可以

從以下這段他回答當時學者（顧東橋）的質疑中，體會其所謂的「心即理」

為何：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親之理；

無孝親之心，即無孝親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無忠



君之心，即無忠君之理矣。理豈外乎於吾心耶。」（《傳習錄》）

悟道之後的王陽明即認真傳述講學，但當時的學者多以「理學」為宗，

對別樹一格的「心學」有頗多疑問，王陽明不厭其煩的一一答覆，這些史料

也成為其學術思想的重要依據。在回答顧東橋關於「心即理」的疑問中，王

陽明提出了與程朱很不一樣的觀點。若按朱熹的看法是先有孝之理才有孝之

心，先要窮究孝之理，才能斷言是否有孝之心。朱熹的「理世界」即是照映

百川的月亮，而王陽明的「心世界」才是照亮宇宙之理的發光體。

相對於理學家以「窮究其理」來解釋「格物」與「致知」的義理，王陽

明將「格」以「正」解，而更創造性地以「良知」作為儒門「德性之知」的

依歸。「致」的意思，按蔡仁厚所言：「陽明所謂『致』，直接地是『向前

推致』之意，等於孟子所說的『擴充』」（蔡仁厚，2007，第 24頁）。在困

境中他悟出「吾心足已」的道理，這個「心」即是「仁心」。處於憂患的君

子，無論孤絕之境或險惡之地，依然能存養著人性中最善的潛能

「仁」，並在生活中努力地實踐這樣的理想價值，而不為世俗名教，只為天

地立心，這也就是人性的「良知」。「良知」之「知」並非見聞之知、玄理

之知，而是自覺於己身的生命意義與價值；「良知」之「良」並非決定於外

在的社會標準，而是歸依於內在的「善性」，也就是孟子所言的「四端」。

「格物」與「致知」的義理，王陽明以一體兩面的辯證方式解釋為：在事事

物物上致力於依著良知而作正，在致力於事事物物作正的同時，又不斷地覺

察內在的良知。不只是「格物」、「致知」，包括了「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條目，王陽明反對自程朱百

年以來「次第工夫」的傳統觀念，而以一體多面的辯證法賦予儒家「入德之

門」的新生命。從「格物」到「平天下」是八個面向，從不同的路徑通往

「道」的本體，不管從哪個面向皆與其他的面向相對應。翁開誠老師在講解

時，曾舉一枝有八面的鉛筆為例，以圖像化的方式強調「心學」不以次第性

的工夫，而是從各個層面修習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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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將「致知」解為「致良知」，其所本乃孟子所言：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

承續孟子的心性觀點，「良知」是不慮而知，「良能」是不學而能。換

言之，良知本來即是人的天性，而不是援外之理所建構而成。為學之道即是

「擴充」（致）這本有俱足的性，擴充的工夫就是在「事上磨」，也就是

「格物」。朱熹的「格物」是指世上萬事萬物的現象，也就是客觀存在之物，

而王陽明的「格物」特指倫常生活中的人際之事，也就是倫理價值之判斷。

他說：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

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

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

心外之物。」（《傳習錄》）

「意之所在便是物」，外在的事物是與內在的心意相連，因此意若不

誠，物必不格！因此，「誠意」是面對外在事物時，反求諸己的重要態度，

而反求諸己又必在人倫日用中，所以王陽明特別強調「事上磨」的必要，他

說：「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傳習

錄》）。如同「致知」、「誠意」與「格物」亦是相互辯證而非次第之分，

王陽明的說法是：

「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

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傳習錄》）



但「誠意」的工夫仍須返回「良知」處，「良知」如同鏡子，照了鏡子

才能覺知於自己是否意誠。王陽明對「誠意」的工夫有如下的說法：

「……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

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

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

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

（《傳習錄》）

是人欲？還是天理？只有良知不被遮蔽時才能自覺，於是誠意的工夫必

回落於致良知上。

從王陽明對《大學》入德工夫的創造性詮釋而論，即可明白「知」與

「行」也並非兩件事，而是合一的整體。若「格物」是行，「致知」是知，

「格物」與「致知」即是辯證性的結合為一體，而「誠意」與「正心」也必

落在「知」與「行」之處而辯證性的結合在一起。按吳震對此的解說：

「由於意為心之發，故正心就須落在意上才可著力，此即是

『誠意』；然而意非一般意義上的知覺意識，必有『知』為其主，

故誠意又須落在致知上；然而致知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必落在

『實事上格』；而所謂『實事』，實即『意之所在物』，故『誠意

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吳震，2011，第 87～88頁）

據此，「心之正」亦與「物之格」相繫，於是再回饋至本體──即是

「良知」的心體。誠如王陽明所言：

「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才可著力

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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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

心良知處。」（《傳習錄》）

如上所言，「致良知」是王陽明本於孟子之學的創見，「良知」即是

「四端之心」。孟子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

四端非由外鑠，而已存於我心。所以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據此，「為己之學」並非窮究外在現象

世界之「理」，而是反求諸己於「心」。而此「人皆有之」的「心」，孟子

也以「良能」與「良知」解釋：「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從孟子的先性良知出發，王陽明認

為：「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

故致知必在於格物」（《傳習錄》），自在俱足於內的良知之心，其開顯、擴

充必落於「事上磨」，而非懸空的在封閉中瞑思默想，或是在經典文獻的學術

象牙塔中推理討論。換言之，「事上磨」就是倫理生活的具體行動與實踐。

除了在「事上磨」的生活實踐，王陽明亦將「致知」的工夫落於「誠

意」，「誠意」即是回歸內在世界的反思與省察。他說：

「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

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

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

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傳習錄》）



所以，如果沒有以「誠意」反思內省於內在的世界，縱使良知已有好惡

之辨，但還是很容易欺騙自我而蒙蔽良心。然而，若能以「誠」相待自己的

心思意念，則可化為「格物」的生活實踐之動能：

「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

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

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

得以極其至矣。」（《傳習錄》）

王陽明反對以宋儒「窮物格理」為宗的內聖次第工夫論，而將孟子的心

性之學，承陸九淵的「心外無理」之說，以循環式的有機性辯證觀，將儒門

入德的工夫條目詮釋出新的生命契機。為了說服當時以「程朱」為主流的明

儒們，王陽明反覆的說明給其弟子門人與問道之士，其「心學」與「理學」

的異同：

「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

後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

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

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物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

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傳習錄》）

換言之，王陽明認為以工夫次序而分只是以「條理言之」，但在人倫實

踐中，內聖的條目各個有其精微義理並且彼此相連成為一體，此體即是「心

體」。其學生錢德洪依老師所傳所悟之道，歸納為「四句教」，此可說明

「其體為一」而格致誠正的相互依歸：「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從這四句箴言，

我們可以確認「心學」對於人性的立場是以「心」為本體，此「心」是寂靜

第一章 心性之學 025



026 修身與齊家：以儒家心學為助人知識的家族治療

不變的潛能主體。而「心」的發動在於「意」有所動，而意動反饋至「良知」

即有善惡之辨，而為善去惡的生活行動則是具體的「內聖」實踐之路。

總體而論，儒家的心性之學即是「反求諸己」的從內聖而外王之自我修

養工夫，用現代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從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的相處之道、自

我成長，以及確定自己生涯方向與生命意義。從儒門而言，這「自我」不是

「私我」，也不是「物我」，而是「天命之我」，也就是人性中善的潛能之

充分發揮的「我」。成為這樣子的「我」即是「君子之道」，也是立志為

「君子」的終身修行，也就是將人性潛能充分發揮的生涯路。這條路從孔子

的「為仁由己」開始，孟子的「求其放心」為續的內聖之學，到了漢代之後

而逐漸凋零。在政治紛亂、佛老盛行的年代中，宋代儒門又賦予了心性之學

新氣象。他們從經典中創造性的詮釋出「內聖之道」更為完善的知識系統，

其中最重要的經典除了《論語》及《孟子》之外，亦從《易傳》中建構出心

性之學的形上基礎，以及從《禮記》中的《中庸》及《大學》裡發展出了工

夫方法學，而被後世稱為「新儒家」。「新儒家」既是更新也是傳承，傳承

了孔孟，又融入了佛老而發展成為「宋明理學」。當時朱熹以縝嚴的思維與

治學的嚴謹而成為儒家道學的「集大成者」，但卻種下了瑣碎支離的學風，

導致後世的因襲墨守及八股流弊的為學之風。直至明代中葉，王陽明才繼起

陸九淵的心學思想，開啟了儒門的內部革新運動，打破套格形式化的知識系

統，而注入自由化與個性化的解放思想。程朱與陸王共譜了「宋明理學」的

「內聖」知識體系，從形上學到方法學，從知識探究到生活實踐，從外在現

象到內在潛能的生命哲學。如此的生命哲學，如何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豐富

的心靈內涵、重拾生命意義、確定生涯價值的作用？心性之學如何充實助人

工作的知識？內聖之道如何深化自我探索與成長的境界？「新儒家」思想如

何能吸納心理諮商治療所關切的「心理困擾」，而更新再造成為現代人「治

癒心靈」的良方？這些即是本書急欲探討與摸索的心性議題。

近十多年來，臺灣本土化心理學運動對於儒家思想與現代心理學知識的

接軌，已有相當重要的見解。黃光國（2014）從科學哲學的知識，分析出儒



家所言的「盡己之道」，可做為含攝華人文化的療癒理論：

「為了要建立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我刻意以『批判實在論』

（Critical Realism）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Bhaskar, 1975），先建構

有關於『自我』及『關係』的普世理論；然後以之作為參考架構，

根據『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Archer, 1995），

將先秦儒家思想視為一種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分析其內在

結構，建立『含攝文化理論』（culture inclusive-theories），以說明

儒家的文化型態學（morphostasis）。再以之作為基礎，檢視儒家思

想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以及東亞不同地區的文化衍生學（morpho-

genesis）。以這樣的理論作為基礎……提出了儒家倫理療癒的理

論。」（黃光國，2014，第 38頁）

在黃光國建構本土心理療癒的理論發展之前，余德慧亦曾將陸王的「心

學」作為中國的「本我心理學」，而與西方的「自我心理學」相較，並認為

以「心學」所強調的倫理性及超越性，實可「接枝」於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余

德慧，2001）。他的說法為：

「當然，我們會懷疑，傳統心學對現代本土心理學到底有何啟

發？我們認為，傳統心學既貧乏又豐滿，貧乏之處在於把本我拘禁

於一個自我的天地，與社會的關聯相當不足，而豐盈之處又在於它

積極開發人心，是個人難以規避的『安身立命』，一種終極的價

值。將心學放在現代處境來看，並不是一個孤單的例子。……在美

國，六十年代的發展心理學者，如Lawrence Kohlberg、Erik Erikson

也都以個體未來發展的憧憬為標的。以 Erikson 為例，……講的是

愛、希望、才質、目的、關懷，直到九十年代他才轉變為強調精神

與靈魂的後現代宗教反思。」（余德慧，2001，第 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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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慧（2001）進一步主張，心學對於本土心理學的貢獻是需要透過重

新的詮釋與接枝，「並不是接下心學的要旨發揮，而是站在現代已有的知

識，對著傳統心學有個歷史距離的詮釋，……」（第 273頁），才能在中西

二學中，「不卑不亢」地進行「異文融接」知識再建構的工夫。

余德慧認為，在儒家傳統思想中，特別是「心學」更合於與心理學接壤

甚至補充，主要是它已從形上的論理說道中脫穎而實踐於日用生活中，尤其

是明末時局的變遷，有機會生根於常民的世道人心。相應於現代西方心理學，

余德慧以「本我心理學」之稱指涉「心學」中「心」的重要意涵，其所謂的

「本我」，並非佛洛伊德（S. Freud）的「id」，而較接近於「人本心理學」

的「self」，也有「超個人心理學」中的靈性意涵。簡言之，「本我」可謂

「本真的我」，也就是人性的良知靈明，並且是充塞於天地宇宙的本體。他

的說法是：

「自我與本我的區別，在心理學文獻裡相當混亂，但在中國心

學卻非常清楚，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心學幾乎不把自我當作重點，而將

全部的精力放在本我上：心體，心即理；良知，良能，天理幾乎可以

說是『存有』本身，所以心學的最高境界不是自我實現，而是『至

樂』：將個體從有限的生存中解放到無限（馮友蘭，1992，第 566

頁）。『至樂』的典型就是『顏回樂處』，裡面沒有社會成就，也沒

有潛能開發，而是生命境界。」（余德慧，2001，第 284頁）

對於「自覺於本真的我」此一命題之治療性意義，我們可進一步參考由

林安梧所闡釋的唐君毅觀點，其將「治療」視為「內力的併發與昇進」（相

對於「外力的介入與操控」），並以「體驗式的詮釋」來說明自覺的治療內

涵。林安梧的說法為：

「……『體驗式的詮釋』是以人的『主體』為核心的，而且肯



定這主體是通於道體，所謂『體驗』乃是『透過生活體驗感知所及

而迴返於生命之自身』這樣的活動──及『驗之於體』。當其迴返

於生命之自身，即使得其所涉及之生活感知體驗，各有所安，各復

其位──即所謂『以體驗之』。……正因為唐氏真實的體驗到此紛

紜攘攘的世界之上，尚有一純淨無染的理法世界，此理法世界實是

此紛紜攘攘世界之所憑與判準。……他以為不論此理法世界或俗情

世間都是人心之流注周浹一體而不可分的。不過人心或者順其習氣

而成一俗情世間，或者一念自覺而顯理法世界罷了。」（林安梧，

1996，第 120頁）

所謂「順其習氣」之語，或許可以理解為順著自己的性子、脾氣、個

性、習慣過日子，這也是日常生活中經常的反應性（或反射性）行為，我們

皆如是；而當我們覺知：除了習性，還有一個「心靈主體」才是生命的依歸

與判準。關於「自覺」，林安梧的闡釋是：

「唐氏於其著作中一再提及『自覺』的重要。惟其自覺才能超

拔乎流俗，喚醒真實的生命，建立真正的自信。他認為這是一種

『復歸於己』，同時又是『超昇一步』的工夫。依他看來，復歸於

己的『己』即是『本心』、『道體』，它不是這現象俗情習氣而

已，它是一超越的真心。由這真心所發才可能有一真實的人文世

界，當然真心同時便在這人文世界陶養而成。」（林安梧，1996，

第 121～122頁）

林安梧言下之「體驗式的詮釋」，在乎的是「復歸於己」與「超昇一

步」的工夫，而「己即是本心，也是道心」，這也就是「心即理」的立場。

用余德慧（2001）之語即是：「以盡心盡性為基礎，發展出至今不絕的本我

心理論述」（第 271頁）。而翁開誠對「心即理」的探討則尋著李澤厚「文

第一章 心性之學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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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結構觀點的軌跡，此觀點的特色在於馬克斯思想與儒家之間的相

互補充與批判，企圖開出「人類視角，中國眼光」的儒家新格局（翁開誠，

2014）。從李澤厚對《中庸》所詮釋出的「度」之本體哲思，翁開誠領會出

「道在日用倫常之情中」的義理，以做為「輔仁心理學」的諮商助人之道。

他的說法是：

「這『情』有雙重的意思，是情感，也是情況或情境。『度情

之謂道』，直接的說，就是人（個人或一群人）面對所處的情境有

其主觀的情感心理，在這之間，若能持續以行動追尋著『度』，直

接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在情感與情況之間，在主觀的目的性與客觀

的規律性之間，實踐、開創出了自由而有意義的形式，也就是『美』

的時候，這就掌握到『道』了。」（翁開誠，2014，第 107頁）

綜上所述，致力於以科學哲學奠基於本土心理學的黃光國（2014），將

「倫理關係」視為儒家式療癒的認識論；傳承於當代新儒家思想的林安梧

（1996），以「體驗式的詮釋」闡釋了「復己」與「超昇」之人性內在超

越。余德慧與翁開誠二位，則不約而同地提出「情為心體」之主張；前者以

良知靈明心體的慈悲深情闡釋了「本我心理學」（余德慧，2001），後者則

更加強調了「率性之情」與「情中之美」的「輔仁心理學」，以「度」的概

念含攝了生命之美的體悟（以美啟真，以美顯善），而提升了諮商助人的美

感意識（翁開誠，2011，2014）。在儒家思想療癒人心的這條古道上，已存

著先進們持續踐行所播下的智慧，而成為沿途的座標，啟迪式的指引後學者

隨道而上。儒家式的家族治療或許是古道中的一條幽徑，值得我們在羊腸蜿

蜒、柳暗花明之處探尋，如何能從家庭倫理中自覺於人性之超越，從人間事

中召喚慈情本體，並從情中體美，在美中感知天命之真與人性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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