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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上）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生活世界是一個交往互動的世

界，而非個人心靈所獨有。本文以孔子的仁為
中心，討論了仁與信以及與馬丁路德思想的關
係。孔子的仁，是一種人與他者關係的境界，
仁的具體行為與體驗，是對他人的感受有所感
通。由於仁、心、性、天在本體上其實渾然一
體，故人與人、人與天地是可互相感通的。儒家
孔孟所論的仁，其基本思想理則，是人面對一
個敗壞而失去價值的世界，人須重新尋索作為
人所依循的價值基礎。重建溝通，是儒家感通
儒家孔孟所論的仁，其基本思想理則，是人面對一個敗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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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價值的世界，人須重新尋索作為人所依循的價值基礎。重建溝

通，是儒家感通哲學在後現代可作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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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在後現代可作所貢獻。
關鍵詞：孔子，孟子，馬丁路德，仁，信。

人與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
中國哲學始於生活世界的反省。最早
的哲學反省典籍為《易經》，而《易經》的
卦辭，描述一般的生活，如入林、涉川、出
征、婚媾、田獵、見大人等，所展現的是一
個「生話世界」，人在生活中有不同的決定
與行動。《易經》的文本對這「生活世界」
中每一行動，描述其變化中的吉與兇，並
嘗試建立一些理解吉兇的法則，使人作出
正確決策，以趨吉避兇。趨吉避兇是價值
的決定，易學是一種以生活及價值為本的
反省。
德國哲學大師胡塞爾(E d m u n d
H u s s e r l)去世時，他寫下一些手稿，被
後 人出版，為其最後名著《歐 洲科 學的
危機及超越的現象學》（T h e C r i s i 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特別提出「生活世界」
（Lebenswelt）一概念，作為一切思想活動
及科學的基礎。
在維也納講座（Vienna Lecture）中，
他提出希臘哲學在轉向理論化之前的態
度，思想是更基本和原始的，那是人生存
在歷史性，包括其群體生活形式及歷史發
展之階段，亦即是人的生活，胡塞爾名之
為「自然的原初態度」（natural primordial
a t t it u d e）。這是本質的和根源的人生態
度。胡氏定義說：「人顯明地時常生活，活
著為了生養的理由，活在社群、家庭、部
族、民族之中，此中複雜的不同程度均可
分化不同的社會群體」[1]。胡氏在《危機》
一書，將這先於理論的原初態度，稱為「生
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一個交往互動的世界，
而非個人心靈所獨有，故胡氏說：「在我
們對世界的察視（world-perceiving）是一
連 續 流化 的事實，我們 不是 孤 離 的，卻
在其內不斷與其他人類接觸。雖然各有
不同見地、表達、和諧經驗，也會將確定
的看法化解為可能性或懷疑、問題與幻
象。但在 大 家都彼 此 互相一起 生活，大
家都要分擔部分他人生活。故一般來說，
世界 不為 孤 離的人而 存 在，卻為了人的
共同體（c o m mu n it y）而存在。這由於人
直截了當地見到的，就是一個共同體化
（communalized）的事實」[2]。
在生活世界並沒有理論上的主體與
客體區分，那只是生活中的眾事件，及人可

五經的世界，是生活世界所揭示的

在其中的抉擇和行動，是不必要證明其存

事實，就是一個「人與他者共在的世界」，

在的，均本已在那裏，只須加以描述。

此中的「他者」，包括人與自然，及其 在

生活是作「主─客」區分的理論思考

歷史時空中的進展，在這「共存」的世界

所以可能的本體論基礎。而生活所展現的

中，要使個人與他者調配恰當，是基本的

世界，是我與他者共在的，彼此互動，彼此

關注，由此可以引伸的哲學反省，核心關

相關，而又有「性情際關係」的世界。此中

注在人與他者「之間」的處境，而不是個

的「人與人關係」，是先於「主─客」區分

人或個別存在事物是甚麼。其探索的重

的。

點不是西方所講的「存在」(b ei n g)或「實
其實中國哲學遠在胡塞爾提「生活世

界」之前，已在古代經典展示對生活世界

體」(substance)，卻是人與他者的「關係」
(relationship)。

的描述與反省。易經描述對生活行住坐臥

也正因如此，從「關係」建立的思維，

的價值抉擇，詩經描述人在生活中的藝術

其基源問題，就是如何建立人與他者之間

情志抒發，尚書和春秋描述歷史時空中領

的恰當調配，其理想狀態，就是五經及孔

導人的言行及對事件的評價，三禮描述古

孟思想所提的一個理念：「和」。

代禮樂體制的精神和理想。五經並無建立
一抽象理論框架，將一切生活材料放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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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生活世界中展現的各種事件，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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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調配。

生活所展現的世界，是我與他者共在的，彼此互動，彼此相
關，而又有「性情際關係」的世界。此中的「人與人關係」，是先
於「主 ─
客」區分的。

作的抉擇，這生活世界是已經「給與」的

和諧的理念與實踐

架構和原則中來解釋，卻是對人具體生活

「和」用今日的語辭描述，就是「和

所涉及的各處境加以處理。其思想範疇包

諧」，這是「人與他者共在」思維模式所自

括行動的價值抉擇，情志的抒發，歷史時

然引伸出的理念。和諧是宇宙的狀態，在

空的瞭解與評價，及理想體制的建立。

易傳說是「保合太和」，「和諧」也是政治
上的理想狀態，在尚書說是「協和萬邦」，

件，通過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化的掌

「和諧」是人與人相處的理想狀態，即禮

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態，使

樂帶來的和，《論語》說：「禮之用，和為

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可以有最適

貴」，禮記樂記說：「樂以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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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核心關注，是 生活世界中具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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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理念，重點是以「生活世界」

認為的全球格局，各不同邦國與氏族在周

為關注核心，由之展現「人與他者共在」

天子之下各自存在，常會互相爭奪資源，

的生活結構，強調人與他者間的「性情際」

形成亂局。周公管治天下，一面是分封建

（i nt er-p ersona l）關係。此中的個人實體

國，同時又要把各國統合起來，使一與多

觀並不彰顯，人被視為在關係中，與他者有

之間，有一共同的調配方式，建立各國共

「性情際」的共在。這是和諧哲學思想之

性的特質。周公的構想，是建立「文化共同

本。

體」，他「製禮作樂」，以禮樂精神來達至
然而如何能將和諧作為一個哲學理

一共同文化，用文化統一天下。

念建立起來呢？這須從始點上追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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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意識是在困苦及無道德的世界中，堅持道德的奮鬥，這是一
種對自己人格的尊敬，因而發現禮的精神，就是對自己的尊敬，而後
可尊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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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如何可能？」

禮是一種互相尊敬的藝術性行為，樂
是一種培養性情的音樂藝術文化，使禮之

和諧之所以可能，有兩基本條件，一

分別性，因藝術性達至共同，以至多元中

是「其他存在者」（other beings），及存在

有一體之和諧，故云：「禮之用，和為貴」

者間有「關係」（relationship）。這是和諧

[3]

理論所以可能的兩個範疇。

核心價值。

，「樂以道和」 [4]，和諧成為中國文化的

從邏輯上說，若和諧定義為人與其他

但到了春秋時代，各國互相侵略兼

存在間的理想關係，單獨一個人是不能講

並，不再遵守周公建立的禮樂文化秩序，

和諧的。和諧的必須條件，是有其他人或

禮崩樂壞，維繫民族統一的文化秩序崩

事物之存在。不但如此，若果其他存在者

潰，孔子的基源問題是如何重建普遍價值

之間，或其和個人間沒有「關係」，也不可

呢？價值立根在何處呢？

能有和諧，故此「存在者間的關係」，是和

孔子甚愛周的禮樂文化，說：

諧所以可能的條件。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周公！[5]

從本體論上說，其他存在者顯為「萬

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6]。

人萬物」，都是「具體」地存在，每一他者

孔子一生奔波，原欲追求回復周的禮

都是個體，都是存在者，都是各自有其獨
立性地存在，並且彼此有關係，如此才構

樂文化秩序，他的理想是安百姓：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

成生活世界，在「他者共在」的關係世界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

中，和諧才可能發生。

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中國在周代統一天下，為了建立各族
和諧，周公「製禮作樂」用文化統一天下，
建立一種互相尊敬的藝術性行為，及音樂

堯舜其猶病諸！」[7]

憂患意識

創造的藝術文化，使禮之分別性，因藝術

孔子周游列國，但理想沒有實現。徐

性達至共同，以至多元中有一體之和諧，

復觀教授在《中國人性論史》中指出，這形

故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樂以

成一種憂患意識，成為儒學的根源 [8]。易

道和」(《禮記．樂記》)，周朝用這和諧價值

傳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傳統認為

建立一種文化秩序，以文化精神來統一天

作易者是周文王，這位古聖人作易時，是

下，和諧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面對一個充滿患難而令人擔憂的年代，而

孔子與仁理念的建立
孔子哲學源於一個基源問題，就是和
諧文化的崩潰。
周代統一天下，所謂「天下」，是當時

對時代有憂患之心。孔子曰：「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9]。
「德」和「學」的概念，在《論語》有
時是指政治和文化的事情，德方面如「為

為成人矣』」。
樂」 ，「成」字當作動辭用，故「成人」應

云：「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這裏的

是指「成為一個人」，「成就一個人」之意，

「徒義」是指「主忠信」及「崇德」，而此中

用當代哲學用語，是指humanization，即一

的德是指德行，均為一種修養工夫。孔子

個人實現其為人的本性，「使自己成為一

擔憂的是那時代的人變得無德、無學、無

個像樣的人」之意。

義。

由上分析，可見子路的問題，是一關
鍵問題，「人如何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像

中，堅持道德的奮鬥，這是一種對自己人

樣的人呢」？孔子初步舉出一些名人的修

格的尊敬，因而發現禮的精神，就是對自

養、與知、不欲、勇、藝等，是從一般的才

己的尊敬，而後可尊敬他人。

藝、德行及禮樂的文化質素去論成人。但

孔子從憂 患 意 識 發 現了「敬」的精

後面他再進一步，從人深度思想和道德抉

神，禮樂作為文化，不只是外在的禮儀與

擇上論成人，指出如今人不必從這些外在

鐘鼓，其核心的精神，在通過禮樂文化，人

的才德或文化表現去看，卻是須「見利思

能尊敬他人與自己，禮樂的價值，就是尊

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是

敬，尊敬使人成為有崇高品質的人，這人

從人內心性質的實現去看如何做一像樣的

的品質，就稱為仁。

人。

故禮樂的基礎在仁，云：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13]

在生活世界中，一個像樣的人，不能
是單獨存在的，卻是在「他者共在」的關係
中，鄭玄解中庸的仁字為「相人偶」，即人

。
禮云、禮云，玉帛雲乎哉！樂云、樂云，鐘
[14]

與人間的關係，這是仁的另一意義，在這
意義下，仁是對他人的良好關係。

鼓云乎哉！

禮樂作為一種文化秩序，核心在人對

陳來教授提出「仁學本體論」，比其

他人與自己的尊敬，這尊敬是人的一種較

他當代儒者更能見到仁的「與他者共在

崇高的素質，稱為「仁」。

性」，他從孟子講孺子將入井的例子，說：

他由此提出「仁」的理念，原意就是

「他人對自我的顯現不是外在的事件，而

指像樣的人。孔子評管仲，首先說：「人也」

是揭示了自我的本質，自我存在的另一特

[15]

，其後又云：「如其仁」 。可見「人」與

性，就是與他者為一體，這就是仁，……人

「仁」是相通的理念。而雍也篇提過「井有

與他者的共在是人的本質，我與他者的關

仁焉」。這是指井裏有人，可見論語時代有

係是共在的關係，不僅共在，而且一體相

時仁與人通用。此外，孟子和中庸亦云：

通，通為一體的仁愛」[18]。

「仁者，人也」，可見仁與人通用。

仁的體驗在感通

[16]

但仁與人有何分別呢？大概是「人」指
一般的人，「仁」卻指人的一種持殊較崇高
的品質，「仁人」是指一「像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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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意識是在困苦及無道德的世界

仁不是一種禮儀或教條，卻是具體的不安體驗，當仁心在內發

[12]

揮作用時，人就會對不當的行為或思想感到不安，而要求自己達至

指一種對自己要求的修養工夫，如顏淵篇

此中所謂「成人」，孔子曾說：「成於
[17]

善的要求。

至於「義」的概念，所謂聞義不能徙，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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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德」[10]，學方面如「子張學幹祿」[11]。

仁的具體體驗是什麼呢？唐君毅老師
指出這是一種「感通」。他指出孔子曾言：
「吾道一以貫之」。貫字指通，「下學而上

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達」的達字也是指通，唐君毅認為孔子的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感通有三方面：「對人之自己之內在的感

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通，對他人之感通，對天命鬼神之感通之

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三方面。皆以通情成感，以感應成通」[19]。

９５

《論語》憲問篇云：「子路問成人。子

文化中國

牟宗三亦說：「仁以感通為性，以潤物為
[20]

行善的基本要求。孟子之理想：「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

務」 。
從感通瞭解仁，即可明白孔子的仁，

者」[27]。其基源問題是：如何為仁義立根，

是一種人與他者關係的境界。宰我問三年

以破相對主義。核心就是建立仁的理念於

之 喪 太 久，孔子 問：「於汝 安 乎？」曰：

普遍人性之上，使善有普遍的基礎與標

「安」。孔子說：「汝安則為之」。而後說：

準，而非各有各的看法。

[21]

孟子以仁發端於一種普遍共通的體

條，卻是具體的不安體驗，當仁心在內發

驗，即對他人苦難的不忍：「人皆有不忍人

揮作用時，人就會對不當的行為或思想感

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到不安，而要求自己達至善的要求。

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 於孺子之父母

此外，仁的具體行為與體驗，是對他

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人的感受有所感通，仲弓問仁。子曰：「出

而言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28]。

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22]。又云：

這是從心靈中呈現惻隱的現象分析，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人見孺子將入於井，一種災難將要發生在

[23]

。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這都

幼弱稚子身上，用存而不論的方法，終止

是先去感通他人感受，建立人與人的和諧

從利益作的外在解釋，如「內交於孺子之

關係，而表達出「仁」。

父母」，進而凸顯仁心之純粹自動流現，而

[24]

感通也有一種最當下真實的，就是人

確立其為人類的普遍本性。

的親情關係，故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
禮樂之所以可能，在人不是獨存，而是存在於和他人共同生活

的世界。他者共在的世界是生活中所呈現的，是人生本來的結構。

９６

在這世界中，人與人、人與萬物，是彼此相關的。在關係中的價

值，就是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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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之不仁也」 。仁不是一種禮儀或教

[25]

孟子確定這純粹善的呈現，是普遍的

本歟」 。而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內在善

人性，與外緣處境無關，是人內在本是有

意的感通，故孔子自我反省和回復他者合

的，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理關係定義仁，「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

也，我因有之也，弗思耳矣」[29]。這是人異

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於禽獸的普遍人性。這「仁心」，為人天生

由己，而由人乎哉？」[26]

的良知，也是一種人與人感通的經驗。

仁作為人以感通為本的品質，依之而

孟子進而作出以下義理上概念區分：

可統一各種德，包括恭、寬、信、敏、惠（陽

一是人與禽獸的區分：「人之所以異

貨），剛、毅、木、納近仁（子路）及勇等。
隨著對人價值的重視，孔子思想對君
子與小人概念作了區分。這是從人格來區

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0]。
區分了人與禽獸，乃可有普遍道德法則去
批判無道德的人為禽獸。

分人，原本君子是一社會階層，指貴族及

二是大體小體的區分：「耳目之官，不

其所應代表的文化與人格，小人是指無教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養的平民。孔子卻超越社會地位，從人的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品格與道德來界定其為君子或小人，這區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分可以對人不道德的行為加以批判。

奪也，此為大人而巳矣」[31]。區分了大體與

孟子建立善的普遍基礎

小體，乃可推動人的心靈反思價值，高於
物質感性之感覺快樂。

孔子提出人的崇高素質，以立下善的

三是義與利的區分：孟子對梁惠王

標準，對他人有感通與尊敬的是仁。但到

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面臨戰國的亂局，霸術興盛，相對主

[32]

義流行，不相信人類有普遍的價值，不遵

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兩者不

。孟子又論到生死與正義之間的抉擇

3)因他人所 苦難而 不忍，有惻隱 之

於利。

心；
4)追求正義之心；

[34]

5)考慮他人的感受，而「己所不欲，勿

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35]

施於人」；
6)自己建立好，也幫助他人建立好，

。區分心、性、天，乃可將人的心性立根

於天，亦即把人性確立為宇宙本體的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孟仁的哲學之後現代重構

7)愛人；
8)克制自己，以回復人與人合乎禮的
行為；

重建 溝通，是 儒家感通哲學在後現
代可作所貢獻。儒家孔孟所論的仁，其基

9)使偉人管仲活出人應有的品格，故
孔子稱他為「人也」，又說「如其仁」。

本思想理則，是人面對一個敗壞而失去

孔子稱這心靈品質為「仁」，孟子有時

價值的世界，人須重新尋索作為人所依循

稱為「良知」。仁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然的流

的價值基礎。孔孟的思維，從生活世界開

現，這是心靈中一種自發呈現的現象，是

始，在實踐上發現宇宙人 生有兩重真實

人體驗的共同事實，儒家認為這是人的共

(reality)：

同本性，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這成為

一人是活在「他者共在」的世界，禮樂

人道德的基礎。

之所以可能，在人不是獨存，而是存在於

孟子提出這是人的心性，與天是同一

和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他者共在的世界

的，存養心性就是事奉上天，說：「盡心知

是生活中所呈現的，是人生本來的結構。

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 [38]。中庸又說：

在這世界中，人與人、人與萬物，是彼此相

「天命之謂性」 [39]。這心性 是 上天 所賦

關的。在關係中的價值，就是和諧。

與，古經書用「天」與「上帝」是相同的，在

而仁這理念，就是指人與人相敬相親

哲學上「天」是指宇宙本體。故儒家思想

的精神，這是和諧的基礎。《說文解字‧人

終極上以仁是人的心性，而心性與天是同

部》說：「仁，親也，從人二」。段玉裁的解

一本體，故天人是合一的，人性的仁愛善

釋是：「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

良是宇宙的本體。

二」。這一解釋說明「仁」是人與人之間的

這一切對仁與心性天的思想，是一種

關係。鄭玄在《中庸》中的「仁者人也」一

人與人，人與天地感通哲學，牟宗三說：

句之下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仁……，其感通也無窮盡，其潤物也無止

[36]

人意相存問之言」 。鄭玄指出，仁的特

境。故仁者之心體物而無所遺，即與天地

性 就 是人與人間，大 家可「以 人 意相 存

萬物為一體也。……天道之實由性見，性

問」。「問」字可指互相問候，意謂人在情

之實由仁與心見。故仁、心、性、天其實一

意中互相問候，這是指人與人彼此尊敬問

也」 [40]。由於仁、心、性、天在本體上其實

安，仁就是這禮的精神[37]，是指人與人的

渾然一體，則人與人、人與天地是可互相感

親愛與尊敬。

通的。

沒有人的心靈，他者世界就不會被覺知。
孔子發覺，這人的心靈有一種品質，包括：
1)對親人有孝悌之心；

[1]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t r a n s . D a v i d C a r r

９７

二人有心靈去觀察、瞭解、感受他者。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上）

理，而有永恆真理的意義。

仁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然的流現，這是心靈中一種自發呈現的現

四是心、性、天的區分：「盡其心者，

哲學論壇

利，乃可主張較高人格的追求，表明義高

象，是人體驗的共同事實，儒家認為這是人的共同本性，是人類共

2)因不守三年之喪而不安；
同的普世價值。這成為人道德的基礎。

可得兼，則捨生取義也」 [33]。區分了義與

心性是上天所賦與，古經書用「天」與「上帝」是相同的，在

哲學上「天」是指宇宙本體。故儒家思想終極上以仁是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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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性與天是同一本體，故天人是合一的，人性的仁愛善良是宇宙

的本體。

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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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benevolence and
belief of Confucius
Dr. Thomas Leung In-Sing (Chief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Abstract: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a
world that has reciprocity, and this is not
limited to being within an individual soul.
This essay uses the benevolence spoken
by Confucius as its heart, and dicusses
t he r el a t io n sh ip b e t we e n C o n f u c i a n
benevolence and belief as espoused by
Martin Luther’s thought. The benevolence
spoken by Confuciu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people and is a specific set
of actions that can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that is to feel what others are feeling.
Benevolence, heart, personality and heaven
are seamless and show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humans and also humans
and heaven can be mut ually accessed
and felt. The core issue of Conf ucian
benevolence as espous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is how people should face
a broken and fallen world that had lost
its values, and that people should search
again for a reliable source of values.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mutual feelings
and re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oday’s postmodern world.
Key words: Conf ucius, Mencius,
Martin Luther, Benevolence, Beli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