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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迫人面對命運共同體

□：成中英老師，和你在病疫期間對話，我們

討論一下疫症後的中國文化、及未來世界大變局裡

的中國文化前途等等，人類經過病疫已快兩年了，

病毒帶來全球的震盪，這個震盪把人類驚醒了，19
世紀至今，西方列強的勢力擴張向全球，控制世界

文明的方向，摧毀各大文明傳統，迫走向西式現代

命運共同體與本體詮釋學(上)

■ 成中英

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方的一種認識。全球化是一種自我實現，來幫助他

人實現，來實現人類共同本體的一個過程。

兩位學者通過對話彼此啟發，在以下問題上

達成共識。中國文化有一個天地人的三位一體，天

地人不離不雜，彼此相交，彼此開放的，是生生不

已的；中國的還有靈魂體、精氣神、理氣心的三位

一體，不僅修煉，而且還有涵養。談到中國當前的

制度和政治哲學，他們均認為中國目前的制度嘗試

是有《易經》精神的，它也吸收了某種社會主義，用

的很好。從象山到朱子，再到陽明，到劉蕺山，到王

船山，到孫中山，到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樣一

貫而下的精神都可以用本體詮釋、本體實踐來表

達。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走的就是本體詮釋論

路線，所以能夠發揮改革創造作用。

關鍵詞：本體詮釋學；天地人；精氣神；靈魂體；理

氣心；三位一體

摘  要：全球範圍內的疫情把人從自我中心的後現

代思想中驚醒過來，使我們認識到人類命運是共

同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很好的一個理念。

本體詮釋學認為，人類存在一個共同的本體，雖然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詮釋世界的方

法，但是本體詮釋學認為，你與我所詮釋的是一

個共同本體，這個共同本體放在不同的處境裡面就

會有不同的對世界的詮釋。通過本體詮釋學來作多

元的詮釋，回歸到一個共同的本體，在這個共同的

本體裡面我們又有各自的多元詮釋，彼此並不對立

的，而是通過對話可以會通。這成為命運共同體哲

學的根據。成中英同意梁燕城從本體詮釋學的角度

理解命運共同體，並且說中國哲學一開始就講天下

一家，從來都是在講自我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天下，

講天下就必須講天的本體，天地的本體。本體詮釋

學認為，這個內在的本體本身就具有一種詮釋精

神。詮釋是一種開放的、理解的，也要求去認識對

化、工業化、民主化及資本主義化，將人類埋葬在

一種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個人權利凌駕普

遍價值的社會模式之中，到20世紀末，後現代的資
本主義形成一種文化，特性是只重個人自由，忽視

人類整體利益的關懷，形成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

義，最簡單就是西方很多人以人權拒絕種疫苗及

戴口罩，不肯對整體利益負責。其價值觀就是原始

欲望的滿足，社會倫理上流行性放縱，吸大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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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破壞正常家庭價值。後一代的人越來越是這

樣，每個人的知識和思想都局限在手機這小盒子

的資訊裡。人類整體文化都陷溺在個人的自私和

愚昧中，如孟子所言，人「不思而蔽於物」，失去對

宇宙人生大體的認識，人性共同的仁愛美善和本

體的價值都梏亡了。

經過病疫，突然之間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都

碰到一個大難題，那就是人類的科技是有限的，西

方主流的政治制度是沒辦法很好處理病疫的，除

了中國這種制度，其他的一般都是手忙腳亂，特別

是美國、歐洲等等，以為是自己最先進的國家，現

在全都變得無能無力，而且做的最壞。

從自我中心的後現代迷執中醒覺

在這個震動裡面，人就須反省，應從自我中心

的後現代迷執中醒覺過來，若陷溺於半世紀以來

西方文化所定之自我本位文化的標準，及強國優

先的規則，面對病疫就全盤失敗。疫症迫人面對人

類整體的共同價值，人人的生命都有尊嚴，不是強

國才有尊嚴，人類是有命運共同性的。中國文化自

古認定天、地、人整體彼此相關互動，萬物也是命

運共同體，任何將每一人或物孤立化的觀點，都是

陷溺於小體的愚昧思想。

中國在早些時期提出命運共同體，西方根本

不理，因看不起中國，也怕中國的價值觀勝過他

們，引起第三世界弱國的追隨。但是現在全人類面

對疫症，迫人類思考命運共同體的問題，我們要共

同面對人類未知的危難，包括：病疫不斷變種傳播

的問題、環境破壞及地球變暖的問題、強國強權霸

凌全球弱國、第三世界貧困人口的防疫與教育問

題等等，都是全球要共同去面對的。西方自我中心

主義及強國霸權文化對人類命運完全無能為力。

命運共同體與「本體詮釋學」

但命運共同體不能只是一個口號，必須構作

一個理論基礎，我就想到「本體詮釋學」，實際上

本體詮釋學，基於中國易學、儒學、道家哲學等為

基礎，也吸收西方當代的哲學，在面對未來的人類

前途，本體詮釋學提出一個人類多元文化和思想

的共同本體，命運共同體就是基於這個本體。

人類不同的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國家都有不

同的詮釋世界的方法。我們發現當前人類的爭論，

是在詮釋上，大家都認為自己詮釋才對，其他的詮

釋不對。但是本體詮釋學就是說你的詮釋跟我的

詮釋基本上有一個共同本體，就是宇宙和人性，有

一個共同本體，而這個共同本體放在不同的處境

裡面就會有不同的對世界的詮釋。而在他詮釋的

過程裡面，如果經過不同文明文化的對話，會帶來

一種啟發，我們發現雖然個別的人看法不一樣，價

值觀也不一樣，我們對很多事情的解釋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同是人類，面對同一個宇宙、同一個人

性、同一個本體。

相即相入與各正性命

所以通過本體詮釋學而來的多元詮釋，還是

回歸到一個共同的本體，而這個共同的本體中我

們又各自有多元詮釋，但是彼此不是對立的，不是

說我是對的，你是錯的，而是說我們各自的詮釋是

通過對話可以「相即相入」，這是華嚴宗的說法，

「相即相入」指我跟你相遇，交往中我通過同情

理解，進入你的生命裡面，你也進到我裡面。這也

是《易經》的「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易學認為各

種事件共同存在，存在於一個感通和諧的大宇宙

人生系統，天、地、人大系統互相感通，所有事物

各按其本性安立，而有終極的和諧。各自不同的一

切能「各正性命」，不是敵對，不是我比你高，而是

人共同面對宇宙大自然帶來的問題、人與人衝突

的問題、經濟對立競爭問題、政治不同體制對立

問題、軍事上霸權國欺凌他國問題等。只有通過命

運共同體推動互相的對話，才可達至彼此諒解、互

利與和平，這須用本體詮釋學作為一個基本的理

念，我覺得應該可以提出來成為命運共同體哲學

的根據，這個也是以中國哲學來的一種根據。

中國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本

體詮釋學作為一個後後現代哲學，當未來人類面

對衝突危機的時候，學習一種共同本體之下彼此

的尊敬、彼此的欣賞，並且敬畏人性的美善，敬畏

宇宙的太和，克服人的罪惡性及分別心，以本體共

同性來面對人類未來。我是從本體詮釋學的反省

提出這樣的想法。成老師，你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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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豐富含義

■：你講的非常好。而且這可能就是當前這個時

代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要更深入的

去思考，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你以本體詮釋學為

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本體與方法基礎，是非常正確的。

但是為什麼早期沒有發現，這是一個過程的問題。人

們必須深思所謂人類生命共同體的起點，是人類共用

的本體，而此一本體也可以化為多元的詮釋，最後從

詮釋中逐漸匯通，為一個自覺的理想目標。這就是人

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我也用了人類生命共同體這個

字眼，因為人們的命運是以人的生命的發展作為基礎

的。

近三年來，從2018到2020，中國人都在積極的找
尋一條人類應該走的路線，跳出局部中西方或中美方

文化衝突的格局。從根源上思考人類的前途，包括人

的安全、人的發展，也就是人的存在和文明的未來，

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極為重要。人類命

運包括人的存在、生命、以及存在的價值、生命的實

現以及人類文明的融合發展，來保證人類在宇宙中的

地位，以及能夠持續發展的潛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思考，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越深思越能感覺到這個

提法的深層宏大意義，可以說令人震驚。

中西文化的差別的確是西方走向一條資本主義

發展的路徑，而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早期到中期，可

說已成為西方國家發展的目標。在20世紀之前涉及的
問題不提（仍然要提一下鴉片戰爭，英國資本主義對

中華國家的侵略），20世紀初兩場大戰顯然都與現代
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莫大關係。在現代資本主義背後的

追求自由的精神，固然是人類的一個重要價值。但這

一追求，用擴大資本主義的方式，只能產生壓制其他

族群或文化以滿足戰勝者的物質欲望，其實對西方的

發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由於物質欲望可以無限滿

足，西方人為了尋求更大的滿足，他的欲望也就無限

度了。這就是問題之所在。資本主義是實現少數人自

由的工具，卻是摧毀更多數人的生存權利，成為奴役

他一文化或他一民族的手段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

國，經過歷史的演變，最後踉踉蹌蹌的走入現代。但

已經是在英國的貿易之上的壓力下，感到十分窘迫。

但這需要一個復原的過程。事實上，從鴉片戰爭到二

次大戰結束，中華民族幾乎沒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

會，而是在重重屈辱中掙扎奮鬥，尋求一線生機。更

要指出的是，中國人的歷史的光榮的，有一個光榮的

文化傳統，在各方面對人類做出了重大的文化貢獻，

也造就了歷史上崇高的地位。但在現代西方人的侵蝕

壓迫之中，卻感到難以喘息。中國的世界地位無論從

人口國土人民的成就和價值的理想，都應該有一個光

榮的世界地位，是文明的人類應該十分尊重的。但中

華民族在近代，反而受到西方的壓迫，可說是位不配

德。而在西方，我們看到的是德不配位，以侵略和霸

凌的行為，以權代德，使世界成為一個權力鬥爭的競

賽場，甚至於戰場。這與早期野蠻人的處境又有何等

差異。你提到西方的現代國家是後現代資本主義推

動者，但我認為此一後現代資本主義除了過分濫用

自由之外，就是防止中國的興起。資本主義在此一關

頭，成為更重視防範以求永續，當然也並不完全放棄

不斷擴充的意念。這個以防範作為基調，以強化其已

有的權力地位，可說是明顯的表露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上台之後的發展。這個發展事實上顯示中國的現代化

已進入到一個獨立自主，富強立國的階段，逐漸走出

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被動狀態。對於西方來說，這是一

個警訊。他們認為這挑戰了西方的既得利益，因此開

始了新的一輪對中國的打擊。

中國只求恢復自己的文化地位

令人值得反思的是，西方人不能捨身處境理解

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現代振興並不是走一個西方人的

霸權主義，而是走一條王道之路。從現實說，中國的

振興代表經濟與國力的加強，更有防衛自己的能力，

這並不是要侵犯西方，而是要從一個平等的立場，來

與西方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以避免人類的戰爭，

並追求人類的長期和平。這個理想也許他們並不理

解，也許我們說的還不夠清楚。但中國人的表達仍然

是很明顯的，中國只要求平等，只要求在天空之下，在

海洋之上有一個適合人類文化品質的地位。也許中國

必須分別理想和現實，無疑中國人的世界理想是與既

成的國際權力政治格局有杆隔不入的地方，但人們可

以逐漸溝通，達到共識。中國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個

開放的胸襟，在有限的共同經驗的基礎上，擴大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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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來消除文化的偏見和價值的成見。這是完全

符合本體詮釋學追求文化意義與視野的融合。其實

戰後的德國就已經有這樣一種觀點，體現在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學詮釋學中。而我則從
一個人類本體，也就是一個統一客觀與相互主觀的

立場，來加深並堅定此一文化融合的理想。在本體詮

釋學中，我們強調一個深度的人類生命存在本體觀，

並強調無限的開放和無限的對話交流，排除偏見，排

除私心，排除既得利益之外任何覬覦之心。這就是

我理解的中國人的願望。總言之，中國人的心態是一

種追求平等的心態，而不是追求自由。事實上是要在

平等的基礎上追求共同的自由，而不是強調片面的自

由，不顧及因為你的自由而影響到他人的自由。很不

幸的是，由於西方人的霸權主義到了一定程度，就非

常注意別人對他的既得霸權有所威脅，因此採取一個

排斥他人發展的機會。同時也加強把自己的價值觀用

在他人身上，故意顯示一種認知的差異。從本體詮釋

學來說，既然是人，人可以從他人的經驗裡學習，認

識真理。不應該有這樣一種認知的差異，如果這不是

偏見，就是愚蠢。中國人的復興並沒有西方那種宰制

或霸權天下的意欲，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就是

在唐朝，也只是安居長安，萬國來朝，也就是一種文

化的善意和尊敬。而總的來說，中國從來沒有利用其

成功的地位，來侵略他國或防範他國。

不能接受人的平等

我必須說後現代的西方社會往往產生一個潛

在的偏見，認為中國近代是一個受人宰制的國家，因

此習慣的認為中國不能夠翻身。所以中國一旦崛起之

後，西方不能接受中國的現狀，不能平等待遇。我認為

這是現代西方人的後現代主義，只追求自由，而無視

於對他人的平等精神。雖然西方人對他自己國家的

存在強調平等的重要，而西方的革命歷史也在追求平

等。但一旦面對世界他國，卻只重自己的自由，而不能

發展為一個推己及人的平等觀。這可以說是它的歷

史文化中的一個盲點，可能從羅馬的世界中心主義與

原始猶太教的上帝中心主義發展而來。西方人這種沒

有平等觀，只有自由觀的文化傾向，是後期資本主義

的一個重要特點。有錢的資本家享受更大的自由，往

往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實現。所以他們可能認為要自

由，就不需要平等。當然這不是明說，是一種行為的表

現，這是很不幸的。而且具有地域主義的特點，在國

內平等，在國際上就不平等。如果不能以平等待人，人

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因為不平等必然帶來矛盾，

形成不安，使世界走向混亂和戰爭。這將是人類的不

幸，因此本體詮釋學所強調的本體，就是一個平等自

由的本體。在本體中人人平等，人與萬物也平等。彼

此保持已有的敬重，而不由於自由而妄懷侵犯他人自

由的不平等態度。這等於是排斥人類融合的願望，也

排斥一個人類可以和平相處的世界。

我尤其不瞭解的是，當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中國人要
求西方人付出一定的代價來佔有中國的市場，讓他們

賺很多錢。中國人要求他們把應該有的技術轉移給中

國，這個不是偷竊，但是偏偏西方的政治人物，像特

朗普這樣的人就說你是偷竊美國的技術。這可以說是

用詞不當。什麼是偷呢？難道偷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

嗎？雙方都能夠彼此互惠，是誰偷取誰呢？西方政客

們往往用文字先發制人，用文字來威脅對方或霸凌對

方。在很多方面，西方人所做的不好的事，也都有先例

可循。中國人固然從西方學到很壞的一面，但從中國

文化的傳統來看，中國人站在文化傳統的價值觀上，

無論是易學或道學或儒學或中國佛學，基本上都是重

視平等，甚至於比重視自由更多。同時也很講究用詞

的恰當性，不是濫用名詞，也不誇大其詞，泛泛其詞，

更不會發為詖辭之邪說。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平等，因此傾向於

社會主義的發展，以社會的利益超越個人的利益，同

時也以社會的平等保障個人的自由。但西方人走向

一種重視自由的資本主義心態。這兩者顯然是有矛盾

的，你要自由卻不承認別人的自由，這就是不平等。你

要消除平等來得到自由，這是沾他人的便宜。中國人

說我們平等，我們共同自由，這是合理的，這是公平

的，是合乎正義的。這也反映在西方對民主的探討，

不從實際的平等自由來考慮，而是確定一個抽象的脫

離平等的自由，來談自由精神，也就很難達到真正的

民主。這個問題是應該在政治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進

行深刻的探討。在中國哲學中，從《尚書》到黃宗羲的

《民夷待訪錄》，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重視人民平等

的精神。而道家如易經與莊子則特別提出萬物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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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照。你說的易經中「各正性命」的就是這種萬物平

等的表露。只有萬物平等，各正性命，才能做到保合

太和的境界，這也就是本體詮釋學的回歸本體的含

義，自然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歸趨了。

西方的自我本體及中國的天地本體

《易經》哲學是一個開放的哲學，因為萬物皆從

太極發生，均為天地之一員，各有其性，各有其位，而

且經過彼此平等交換互動，產生一個開放的合理秩

序，共同享有。周代文明的禮樂文化制度也就在易經

這種開放平等下形成，最後也啟示了孔子，提出「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的仁愛哲學。易經中提出宇宙的形成

是乾道的自強不息，而非壓制他人。相反的，坤道則

是厚德載物，不但不壓制他人，而且資助他人。乾坤

這兩種精神，就是自由與平等最美好的結合體，也是

理解生命存在的基本原則。西方沒有發展易學，而是

以神學與宗教作為其文化的起點，西方的神學在西方

說的軸心時代，顯示的就是文化傳統各自為政，並不

強調彼此溝通的問題。但一旦強勢的羅馬文化發展，

歷史就走向以利征服天下的格局。雖然經過1648年的
Westphalia會議，取得以權利平衡代替戰爭的和約主
張。但最後仍然為十八世紀現代化的歐洲資本主義打

破，又回到羅馬時代的強權主義和三十年戰爭的征服

主義。從這個歷史看，西方人開始也並非不能有一個

共有本體的認識，但是這個認識並不突出，不像中國

提出天下一家的想法深入人心，為人民普遍的心願。

這是不幸的，但該會議建立了主權的概念，以國家的

主權不容侵犯。這個主體性的認識，由於沒有本體性

的客觀的理解保護，到今天西方以主權發展超級主

權的概念，來干涉其他的主權，不以其他的主權為平

等，這仍然是只有自由性沒有平等性的惰性的現象。

我認為，西方人仍然有可以接受文化教育的潛能，只

是他自身的偏見使他的潛能埋沒於內，因此無法從主

權認識到主權的平等性與相互依持性，這也是很不

幸的事。現代美國作為超級主權也就是霸權，強調單

邊主義，不能從多元的傳統與主權，來實現彼此的溝

通，建立主權之間的共同本體性，缺少整體觀，對世

界的發展也就沒有一個清晰的理想，而只是一些偏頗

的烏托邦的想像。不管是用科技手段統治宇宙，或是

用軍事力量征服地球。

中國從易學時代開始就是以天下為一家，因為中

國的先賢們觀天察地，以天地為人類存在的依託。天

地生長萬物，包含萬物，顯示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

生生不已精神。這就是中國立國的基本精神。總是從

個人說到國家，從國家說到天下。強調每一個個體都

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世界的整體帶來共同的生

命活力。講天下就必須講天的本體，天地的本體，天

地人合一的本體。這是一種宇宙的本體，也是人類根

本存在的本體。人能夠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是

從天地萬物一體的體驗中感受到的精神。在這個天

地人的本體之中，萬物是平等的，都有享受和發展生

命的權力。人與人之間更是平等的，都能各自發展，

也可以依持群體以求發展，而不是用群體來壓制個體

或侵佔另一群體，這是人類文明的原理，也是人類存

在的生命規律。今年剛好是張載的一千年誕辰，天下

人都是兄弟，天地自然就是人的父母，彼此都是內在

的相連。因此不但應該彼此尊重，更要彼此愛護。以

有餘來補不足，而非壓制不足，來豐富有餘。西方改革

宗教中的上帝，也許也能夠認識到此一平等仁愛的精

神。至少西方宗教的改革，也必須走一個既平等又仁

愛的開放的厚德之路，拒絕為強權或霸權的力量背

書。

尊重自然，尊重人性，尊重本體

我說的這個平等當然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物質

上的平等，一個是精神上的平等。彼此尊重，彼此關

心，這是精神上的平等。物質上的平等就是互通有

無，共用科技，作為發展人類福利的工具。這一方面

我覺得在西方過去的歷史哲學，以及神學中都沒有

特別強調，而在當代的美國卻出現了亨廷頓（Samuel 
Hunt ing ton 1927-2008）提出文明衝突的理論。首
先認為美國是具有普遍性的民主精神，此點與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52-）所說的民主是歷史的終
結意見一致。但卻突出美國的民主成就，最後以為美

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獨特發展，與世界其他價值傳統

不相一致。不管亨廷頓的想法如何，很明顯的是他把

美國看成是一個獨特的民族，一個偉大的國家。至於

其他國家是否有美國這樣偉大或獨特，就似乎不必考

慮了。這個態度也可能影響了後來的特朗普總統，但

這一個態度卻是有問題的態度。因為一方面美國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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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其歷史還相當短暫，是否終極的偉大尚未可

知。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尤其中國都有其不同的歷史

傳統，也有其自身文明的偉大之處與獨特之處。因此

必須要以平等的精神，同等的尊重其他民族傳統的價

值觀點與文化傳統。只有在平等相互溝通的過程中，

實現更好的融合與人類的潛在群體感與統合感，並

以天地為一體，作為人類為一體的基礎。美國人用自

己的偉大與再偉大作為興奮劑，但興奮劑並不能代

替實際的生態。實際的生態必須與天下萬物平等溝

通，才能持續的維持下去，因此我感受到美國與中國

的氣候合作，應該更深層的思考氣候合作所包含的整

體人類生態含義，並以它作為政治經濟與文化價值互

通共用與共同奮鬥的基礎，而不是把它孤立在一個氣

候的圈子之中。事實上，這個圈子也無法孤立起來，正

像後來發生的疫情一樣，必然是全面性的彌漫到每一

個群體之中。既不能隔離，也不能消除。而必須共同

協助，共同激勵，來形成解決問題的力量，因此促進

人類互相團結關愛的狀態，而非相反。

就像你剛才說的，人類有一個共同的本體，只有

共同的本體，也就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但是不經過一

個發展的過程，這個目標的意義甚至形成也都可能有

問題。當然有了本體的精神，如果我們堅持，也就必

然走上一條共同發展的道路。這是中國易學發展到儒

學與道學到理學到心學到佛學到西方哲學的一個創

造精神。在這個發展當中，我們要尊重自然，尊重人

性，尊重本體，因為本體裡面包含了自然和人性的融

合，也包含了一種平等溝通的力量。只是我們能否自

覺能否積極的發展而已，因此我們的意志必須關注在

這個發展上面。如果只是為了當前的利益和既得的利

益，來衡量對方，來擴大自己，也就走上歷史的歧途，

對人的文明的發展沒有一種責任感，當然這是由於缺

少深思，偏執在利益的注意上面，把人類意志的力量

浪費在自毀與毀他的行動中。

我自己從一開始學習哲學就有一個願心，在人的

生存思考中，解除私心，追求人類共同的理想。從這

個角度，我發現中國的哲學家比西方的哲學家更多一

種世界情懷，也許這就是由於我接觸到的是易學這

個傳統。從易學時代開始，中國人建立了易經的宇宙

觀，再從易傳中發展成生命觀與德性觀，經過歷史的

傳承，都能維持對易學的認識，而且更逐漸加深，表

現為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程度的關切。無論是宋代的理

學家或明代的心學家，以及近代的中國志士仁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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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基於宇宙天地認識的生命的創造力。但在西方

由於超越的宗教，哲學家們往往只在抽象的思維中發

揮才情，對於現實的自然與人生，並沒有一種實踐的

關懷，不能跟現實的世界融在一塊。當然我這只是一

種泛論，並非一個實際統計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國歷史哲學曾經受到重視，但很快就失去了重心

而很少提及。反而是歐洲的哲學家或歷史學家更具有

歷史的觀賞能力與歷史的實際較多溝通。美國人不重

視於己無關的歷史，或者可說根本不重視人類的歷

史。要建立一個宇宙的本體哲學，可能需要一個重大

的啟蒙。如何深入歷史及其變化的哲學，這在中國哲

學來說，不但過去已有基礎，對於未來也應該是中國

哲學發展與啟蒙西方的一個必然方向。本體詮釋學的

作用也就在於此一西方的再啟蒙與世界的再認識。

柏拉圖與《易傳》

總的來說，我覺得2019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
嶺，2019年我剛好從重慶講學回來，在重慶西南大學
做了一個演講，談的就是柏拉圖跟《易傳》差異的地

方，中國是要把超越的存在把它內在化，內在化於人

之心靈之中，再把內在的價值提升與推廣，成為世界

共用的思考資源。這一內在化的過程，是把自然和人

性更自覺地拉近。這就是對宇宙新的認識，也就是對

人的生命新的認識。這就是我說的本體的精神。因為

本體的目標就在於融合主體與客體，把宇宙和人性在

其原點的一致上推廣成為經驗的一致。這一個認識

可以說是後後現代的認識，是從後現代主義的泥淖中

走出來，走向一個更為現代化，但又更為內在本體化

的胸襟與境界。這也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本體詮釋，

這個內在的本體自身就是一種詮釋力量。詮釋是一種

開放的理解，是與宇宙生命的實際認識作為基礎的，

而不是一種對自然的撇開和消除。這是一個包含的整

體活動的現象詮釋學，而不是一個刮除的只求淨化

的現象學方法。在此一詮釋的要求下，我們能夠理解

對方，我們能夠讓對方理解我們自己。而且我們能夠

建立一個互通的管道，形成一個彼此共用的空間與時

間。我所強調的本體詮釋學自然和胡塞爾的刮除主

義與海德格爾的超越主義不一樣，更不同於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的他者主義。因為
他們都沒有中國哲學強調的本體概念對存在與生命

的根本性，沒有中國的那種開放的認識。當然他們也

反映了他們的文化背景，而必須經過一段的磨練，才

能和中國哲學接引起來。

我說的本體詮釋學，是認定外在世界是可以瞭

解的，人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人的心靈活動也可

以透過經驗與觀察以及文化背景來進行理解。因為

我們本來就是一體的部分，怎麼能夠不相互有理解的

可能呢？我們不能自己因為自己的心理缺陷或文化的

偏見，把自我關閉在一個自我狹隘的空間裡，形成一

種畏懼或一種不明的焦慮。只有經過深刻的沉思與廣

泛的觀察，在自我努力的基礎下，建立心靈的開放性。

來理解他人的經驗，讓他人理解你的經驗。如此我

們才能面對過去，也能面對未來。因為過去和未來，

都是經驗，一個是過去的經驗，一個是未來的經驗，

都可以從人的本體進行理解和溝通。在長期的過程

中，逐漸除掉偏差，形成一個坦蕩蕩的理解空間與理

解力量。因此也就能更好的為人類的整體做出理想

的投射與構思。這是《易傳》精神，是周敦頤和張載

的哲學精神，也包含朱熹和王陽明在內的宇宙本體哲

學的精神，是一種全球人類內在的本體性。

全球化是實現人類共同本體

全球化是一種自我潛力實現，也實現他者潛力，

形成人類生命共同體的一個過程。你說的共同本體這

個概念我非常贊成，事實上本體就具有共同性，來自

於人的根源性與宇宙的發展性。中國文化發源甚早，

是這個本體共同性的一個初步展開。其共同性隱藏

在其特殊的發展之中。其他文化傳統也具有中國文

化傳統的內在共同性，但卻表現為特殊的形體。中國

文化的特殊性在包容與融合，其體現的哲學思想就

是易經哲學的太極多元與尚書的協和萬邦。因此是最

早的人類共同本體性的自覺。其次，中國文化的開放

性視萬物為一體，有共同的生命本體，因之具有平等

精神。上面已提到莊子寫齊物論，從道的觀點，以萬

物為道的一個顯露方式。萬物各正性命，而又保合太

和，都具有多元實現生命的本質。這種生命的平等精

神發展為社會的平等追求，在儒學就是仁愛與均衡

的基本要求。從社會平等到天下大同，就是把平等精

神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共同基本價值，也就是人類

共同本體的根本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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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還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先瞭解中國哲學

的想法，從整體一體主義走向多元發展主義，而又實

現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平等對話與相互補充，社會與

社會的平等交流與互惠，並相互學習，避免認知誤解

或陷入矛盾。這就不能不強調每一個個體以及每一個

社會體，應該多做深思反省的工夫。目前很多社會的

媒體唯恐天下不亂，毫無文化傳統的共同意識，也無

促進人類互通的理想，因此很需要一個新的溝通意

識的啟蒙以及相互認知的經驗基礎。這種溝通尤其

在今天中西交往與對峙的情況中更為需要。在宗教這

一方面，哲學與神學層次的相互溝通，顯然是極為重

要的。因為這兩個層次的溝通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實

際的。

西方流行的基督教來到中國，往往造成一種盲

從的現象。我記得有幾次和基督教宗教人士對話，感

受到的是一種說教，而非溝通。我想要把思想理念的

交流與信仰實踐的要求分開，方能發揮理論影響實

際，實際補充理論的效果。西方基督教導向西方的神

學，神學是對宗教信仰終極存在的思考與認證，可以

放在哲學討論與研究的範圍之中。因此，就神學的對

話來建立宗教的溝通，是一個重要的方式。基督教的

發展，往往是基督教神學的革新，以神學的革新產生

宗教實踐的更新，這見證於馬丁路德與近代改革神學

家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的神學
反思中。布爾特曼能夠接受海德格爾的生命體驗，尋

求真實的生命的信仰，可以看到神學的突破僵化形式

與獨斷的生命旅行的活動，更能切合人內在的生命需

要。中國哲學在易學、儒學與道學方面，充滿了深刻的

對生命的反思與體驗。既對海德格爾是一個啟發，也

能夠成為西方宗教神學的一個更新發展的介體與創

造泉源。

中國宇宙論具有神學的精神

我一直強調中國哲學的本體宇宙論具有一種內

在神學的精神。但在這裡我說的神學，應該有另外一

種含義，不是西方所謂的超越存在的物件，而更是一

種主體內在性的自我超越，也就是人的生命在宇宙的

變化過程中具有超越現實困境，提升自我意志與精

神的創造力量。中國人所說的這個神字，並非一個名

詞，而更是一個形容詞，是形容陰陽不測的變化性以

及玄而又玄的道體性。不把所謂神建築在精與氣的

互動之中，因此產生了精氣神這樣一個認識。精是本

源，氣是活動，神是活力。易經繫辭說「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因此所謂神就是在精

氣的變化與創造的過程中，涉及過去為鬼，涉及未來

為神。當然，中國哲學另有天的認識，但所謂天的實體

性，也必須從太極之發生乾坤兩氣來理解。這種理解

是人的心理內在的超越，也可以說是人的內在經驗，

而不是不涉及經驗的外在超越存在。因此，中國所謂

神學，事實上不一定等於傳統西方所說的神學。中國

的神學經過說明，可以作為西方神學的一種革新的力

量，正如布爾特曼所採行者。中國的神學在這個意義

上，事實上就是本體詮釋學所說的本體學或本體論，

是從創造性的根源發展為宇宙與人的個體與整體，

再提升為一種生命推動與創新的力量，結合變化與不

變，形成一個動態的簡易概念系統，不流於西方中世

紀神學的繁瑣框架。如此理解，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

並非沒有宗教精神，只是這個宗教的含義是與中國的

神學本體學作為基礎的，而不必必須等同於西方外在

化的神學。從本體詮釋學的觀點，此一內在化的神學

也許更能達到轉化社會，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

想目標。同時也不具備西方宗教具有的排他性與對人

類世俗生命的揚棄。其目的在淨化世俗生命，在轉化

一己為多元，形成終極的融合與提升。此一看法，當

然對人類走向共同本體以及生命共同體的未來，具有

重大的含義，重點在人們是否能夠面對變化的世界，

認識變化的深層含義。如此認識，人的信仰與實踐也

就自然水到渠成。所以我說，知易行易，而非知難行

易，也非知易行難。總言之，以本體詮釋學作為核心的

中國宇宙本體論，形成了一個中國化的神學體系。不但

對中國哲學的發展有深刻的意義，對西方神學的發展

也有深刻的意義。西方文化走到今天，把自由絕對化，

把平等邊緣化，把神學超越化，只會增加人對現實的

負擔，而不能獲得一種解放。因為它不再是人類生命

的內核，而是生命以外的不知名的盲力。我認為這是

一種西方神學的危機，或說宗教的危機。其為危機的

影響將不亞於氣候危機與經濟社會危機，或甚而過

之。因為人們如果不能面對生命的真實，體驗生命的

真實，把信仰和真實的生命結合在一起，就是徒有上

帝的信仰，也不能真正解決生命面臨的苦難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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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對中華神學有如何看法，但從你對本體詮

釋學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基礎的認識來說，

我相信你的看法也不會離開我說的中國神學的意見

太遠。

美國精神形成反智

□：我發現當代西方哲學好像到現在我們都

看不到有什麼人物出來，比如說德里達（Jacques 
D e r r id a）講解構思想以後，還有李歐塔（Je a n -
François Lyotard）講了後現代主義，伽達默爾講哲
學詮釋學，這一代人，之後就沒什麼大師了，好像

沒有什麼新的哲學觀點出來。因為西方好像在全

球化過程當中進到一種唯利是圖的文明，它的自

由主義變成一種否定普遍人性、拒絕共同價值的

自由主義，原則上什麼都可以。西方當前價值觀已

不重視家庭親情，個人權利凌駕家庭倫理關係，過

分的自由主義，變成性放縱，否定性別區分，形成

對家庭的破壞。

傳統美國精神的問題在哪裡？傳統美國建國

精神，是原本來自歐洲清教徒精神，重刻苦奮鬥、

節儉清廉、關愛貧苦，這是西方基督教精神文化，

塑造了美國經濟倫理，但如今已被貪婪逐利的自

由主義所摧毀。此外，美國立國精神也重視民主自

由，自認為是山巔之城，全世界應該跟隨的。不過

19世紀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
實際考察美國後，寫《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對於美式民主下可能出現「多數暴
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提出了警告，美國人
強調透過勤勞工作來累積財富，但不重視知識精

英，彌漫平凡庸俗的風氣。這種特質會形成反智主

義，如當代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ichard Hofestadter
所主張，美國政治和商業掌權者都是反智的，即民

粹主義很易煽動多數人而控制權力，這會形成「多

數暴力」。

美式民主不符合西方近代的互不干

預精神

美式民主自由是不符合西方近代發展的基

本精神，西方近代發展到30年戰爭以後，1648年
就產生了歷史性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各邦國打來打去都不能征服對方，整個歐
洲破壞了30多年，一點都沒有成就，神聖羅馬帝國
鎮壓宗教改革各邦，兩邊都沒有打贏，最後大家同

意立一個和約學習並存，所謂Peace of Westphalia
是一個精神，就是被此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以後

你不要管我的體制，我也不管你的體制，我不要你

跟我一樣，你也不要我跟你一樣，這就帶來和平共

存。

西方文化經過30年戰爭，覺醒到和平互重的
重要，亦從西方精神文化吸取了希臘的理性和基

督教的慈愛，已經開始成熟了，學會了從理性去管

控分歧，以慈愛來接納各自的不同，由此建立多元

雙贏的國際秩序。但是後來破壞這精神的是二百

多年後的拿破崙，拿被崙想重新建立大帝國，要用

軍事把整個歐洲統一，因此引起一場大戰亂。大亂

之後，奧地利就主動推動各國開維也納會議。維

也納會議也是比較重要的，精神上是你不管我，

我不管你，我可以幫助你，你可以幫助我，我國家

有內亂，你派兵過來幫幫忙，你的國家有內亂，我

派兵來幫幫忙。奧地利建立了維也納會議的制度，

各國合作並存，隱定了歐洲。直到德國興起，又失

去這個平衡，所以引起第一次大戰，然後第二次大

戰，之後美國就出來成為霸主，進入冷戰時代。

美國稱霸以來，對外國缺乏威斯特伐利亞和

維也納會議互相尊重的精神，卻以簡單二分法，自

稱是民主人權體制，代表公義，視非西方體制的國

家民族為邪惡。美國立國的時候，美國之國父傑

弗遜就說過：「我們是全人類的代表。」美國的理

想是希望全世界跟隨他們這個自稱最好的制度。

但是傑弗遜也講了另外一段話，他認為印第安人

沒有辦法明白美國的價值，他們野蠻的，要麼把他

們趕跑，要麼把他們全殺掉。他是第一個總統違

背民主、自由、人權的原則，不能平等對原住民。第

二，美國也不能平等對黑人，南北戰爭所謂黑人解

放，只是去除奴隸的身份，但實際上沒有真的解

放，因解放的時候政府沒有提供他們土地、資源、

金錢及教育，他們只能自生自滅，變成了是美國最

貧困的階層。

美國到現在還是隱藏少數族裔的血淚史，差

不多2000多萬印第安人給消滅了，有些可能染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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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天花病死，也有很多被屠殺了，至於黑人壓

迫到現在，還是被主流白人歧視，因為他們沒有辦

法站起來，沒有資源給他們站起來，只有讀了大學

才有些機會。

美國基層人士失去希望

在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懸殊下，在美國社會

底層的人基本上都沒有希望，不但黑人這樣，很多

白人也同樣沒有希望。主因在美國推動全球化以

後，美國利用其他較為落後的國家提供廉價勞工，

所以他們把工廠實業和種種工業都遷到外國去了，

很多產業放到中國。企業因此賺更多錢，因為利用

剝削外國廉價工人替他們工作，成本遠為便宜。

美跨國企業調走資金以後，本地的白人也找

不到工作。這是美國自己造成的，可以說美國立國

的清教徒精神已蕩然無存了。清教徒精神是幫助

貧困者、誠實待人、不可以貪婪等等。但現在美國

變成非常貪婪的全球化掠奪的新帝國主義，以經

濟資本操縱代替土地控制，變成吃人不吐骨的大

企業控制全球。這些美國的經濟勢力，使美國的資

源分配只有1%的人拿到了美國豐厚的資源，99%
的人就沒分得到。

我最近看了美國很有名的金像獎電影《小

丑》。它講的是蝙蝠俠那個壞蛋小丑怎麼形成的，

這個電影的內容非常深刻，那個小丑原本是個在

社會中沒有希望的白人，背景貧困、教育不多、才

華不被欣賞，街上常被人嘲笑，他只能靠扮小丑來

生活下去，他的出生也充滿悲劇。他媽媽給一個

市長所姦淫而生了他這個孩子，事後置之不理。當

他發現的時候很憤怒，他去找那個市長，市長不承

認。慢慢地他的憤恨變成暴力，把很多嘲笑他的

人殺掉，就成一個很醜惡的人，然後整個社會大暴

動、大動亂，他最後去把市長殺掉了，而市長的兒

子後來長大成為蝙蝠俠。

包曼(Zygmunt Bauman)提出液態現代
性

這個電影很震憾，但人看了也很不安，美國

社會深層次的問題都暴露出來，資本主義已經發

展到窮人無尊嚴的地步。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大

師包曼提出「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
詞，認為如今世界發展出的後期現代性，是使人

感到高度不穩定、矛盾和猶豫不決的，他說這是

「現代性的混亂化延續」(chaotic continuation of 
modernity)，社會高度碎片化，像水流回轉，失去
固定性，人在其中像流浪者，不斷改變工作、家人、

居所、價值觀，人生沒有安定的獻身，隨著自己的

選擇改變，流轉不定。

針對西方社會的問題，包曼又寫《廢棄社會》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一書，
指出西方社會在二十世紀後期，所謂X世代的青年
人，罹患抑鬱症的人增加一倍，很多青年一代人被

排除於教育和財富的增長之外。他說：「現在的市

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削來增

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

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業生所

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1]他認為這年代竟要

勸年青人不要期望太高，不要把工作作為人生企

劃序幕，這些X世代年青人似被拋棄。

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消失

由於現代後期的社會體制，非常複雜和巨大，

爬上成為菁英要付很大代價，散漫的個人，要各自

冒風險，很多人想逃避艱苦奮鬥，選擇放棄，成為

廢棄的人，日本政論家橘玲探討當代先進社會這

種處境，使社會產生下級國民，奮鬥為菁英的則是

上級國民。[2]橘玲指出：「反身性現代社會的另一

特徵，就『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消失。」[3]本

來西方發展現代化，發展出現代文明，在西方是一

宏大敘事，西方人以此為榮，也認為自己文明遠優

越於全球各文化體系。但自從社會發展向現代化

後期，同時文化走向後現代主義，以自我人權凌駕

於所有價值，一切仁愛美善及全體互助精神被邊

緣化，社會失去核心價值觀，成為自我中心為本的

文明。

中國現代化、社會主義及中國文化

如果回頭看中國，中國改革開放時，即開始了

一個大敘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主要

吸納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引進外資，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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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中國生產力，但同時要求社會主義，去消滅剝

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政府

對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有周詳而謹慎的計劃和

部署，而不走西方放任的自由主義之路，之後重建

中國文化，以包容性建造新時代中國的精神。胡鞍

綱論中國走的道路，是三個因素的結合，即現代

化、社會主義及中國文化的三位一體結構[4]，這使

中國總體方向既包容西方，又不被西方所限，同時

融合社會主義體制及中國文化的性質，建立了中國

從改革到新時代的大敘事，避免了西方後現代的

危機。

幸好中國已經興起和富強，保護了它文化的

重建，而不陷入西方失去文化敘事的危機。中國文

化是一個整體宇宙人生的思想，易學基本上是以

天地人為三位一體，以天、道或太極為一個本體，

然後分天地人三才，這是我們整體的一個框架。

進到人裡面就是道教的精氣神，或者儒家講的心

性天等等。這整體相關互動的宇宙人生觀，不會落

入後現代的個人中心主義。

三位一體不離不雜，又相攝相入

如果跟西方神學交融的話，實際上天地人跟

西方三位一體，有一個很好的啟發，天地人是不離

不雜，同時又相攝相入。由此可詮釋西方三位一體

一直很難解釋，上帝是一個，也同時又以三個性情

和人相交，我把person翻譯成性情，是一個本體，
但是有三個性情。這三性情的獨立性、一體性如何

講清楚？我從中國哲學就找到這樣一個靈感。三

位一體在一體是不離不雜，又相攝相入，指我在你

裡面，你在我裡面，但又各有特性，既是永遠不分

開，同時又不混在一起。依基督教說三性情彼此相

愛，以愛來建立三一圓融，我在你裡面，你在我裡

面，在同一個上帝本體當中。

在哲學上三一結合實際上是很大的智慧，只

有一會很容易變成一種獨裁形態的思維，故同時

一體中有三，那就是一體多元的形態。所以三位一

體提出來還是非常有哲學的味道。在羅馬第二世

紀，那時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提出來，就是針
對新柏拉圖主義的一元性哲學，把它打開一體多

元的可能性，宇宙真理的本體是一，同時是三個性

情。這三個性情使多元的詮釋的可能性。依這種思

路，西方神學的三位一體，跟中國的天地人易經思

維可以結合，產生一種新的神哲學，我稱之為「中

華神學」。

精、氣、神與靈、魂、體

另外我也從道教仙學的人觀，提出精、氣、神

的神學，精大概是講物質的身體精微的部分，氣

就代表人的精神力量。神者，靈也。所以我也講到

人為萬物之靈，這個靈又可以比較在西方所說的

上帝創造人，「上帝的靈」(Ruach Elohim)吹生氣
(neshamah)給人，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人的「生
氣」原文是neshamah，指具有上帝賦與的靈性，
「有靈的活人」的靈字原文是nephesh，與氣字和
風字是同一字，即有氣息的存在，也是指人一般

心靈中的思想、意志、直覺和感受，可稱之為「心

魂」。「活」原文是hayyāh，指有生命、活著，是生
物所共有的，可稱為人的體魄。總結是人的靈魂整

體包括靈性、心魂跟體魄的部分，如果以西方神

學，特別其靈修學，常講到靈魂體，倪柝聲是很偉

大的中國靈修學大師，他就提出靈魂體分開之理

論，認為人須把靈性深度培養，成為屬靈人，就能

夠把魂和體發揮得最好，那麼人就可以跟上帝常

有溝通了。

但是倪柝聲有一個問題，他把靈魂體完全分

開，不能視為整體，在《聖經》中是沒有這樣區分

的，卻是人在一體中的靈魂體。我們若以靈魂體

配合精氣神研究，神跟靈，就是人的靈性，或者神

靈，也可以說靈神性。氣就是人的魂，精就是魄，

靈魂，魂魄，這是跟身體相關的部分。而且所有的

中醫都是跟這些有關，而且養生之道全都跟身體

相關，以身體回到它的神，從精到氣，到神，練神

入虛，這時候就回到道了。這樣也成為一個修煉過

程，變成身體好的一個基礎，變成一個強身的基

礎。反正基督教這方面沒有說，基督教的靈修是

有的，但是它很少把靈修看成是一個養生之道。所

以這個可能是玄學。

因為西方醫療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理解《黃帝

內經》那種養生思維，反而都是用理性的方法來對

付人的病，它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對養，對全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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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這方面是比較弱的。全養身體還有全養你的靈

性、你的天理，這個中國有。養或者說修養，好像

在西方英文nur ture，沒有用在人身體跟靈魂的修
養方面，他的靈修是沒有養的意思。這些在中文哲

學才會發揮。

重玄學與上帝的奧秘

另外中國道家講到玄之又玄，所謂「重玄」，

這個就闡釋宇宙真理最後的奧秘性，就留下一個

空間，人接受上帝不等於你知道一切的真理。上帝

還有不可知性在這裡。這裡我們想到在西方神學

裡面，是馬丁路德跟加爾文的不同在這裡，馬丁路

德永遠認為有個不可知性在上帝那裡。上帝有它

的奧秘性。但是加爾文認為從《聖經》我們就掌握

了上帝的真理，然後就把真理變成一個上帝定了一

大套理性的系統，人只要跟著行即可。可惜加爾文

主義對美國影響很大，加爾文主義本來就比較容

易變成獨斷思維，雖然美國法津界定個人的自由，

民主制度原是要尊重不同的人和思想自由，但是

這種思維和文化，就易產生獨尊性及代表真理的

心態，這使美國將其民主自由變成獨尊而排他的

自以為是真理。

新教神學的根源，路德主義跟加爾文主義

是比較大的系統，路德主義在美國沒有發展成主

流，美國較強的教會，神學上較多傾向加爾文神學

及思路接近的巴特(Karl Barth)新正統主義。當然
美國還有天主教的系統，到拉納（Karl Rahner），
他是上世紀領頭的天主教神學家，他就提出t h e 
known unknown，就是可知的不可知，人知道有上
帝，或者通過啟示而知道有上帝，但是上帝還不是

永遠你可以掌握的，它還是the known unknown，
你知道衪，但是你不能完全知道祂。

上帝不可能全都知道，不要以為拿著幾段的

經文就可以把上帝的真理講完。所以要維持一個

對真理的開放性。剛才你講到中國的神學，從中國

哲學有一種哲學意味，從張載，從易經，到朱熹、王

陽明，他們的系統說起來最後還是本體詮釋學。

這是一個開放性的本體學。

方東美、牟宗三與唐君毅哲學

我從你那裡得到啟發，是你通過伽德默的哲

學詮釋學，轉化到中國的本體詮釋學，這是開出中

國哲學的新方向。過去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都

很偉大，方東美把希臘精神跟中國精神結合，而且

打開一個華嚴宗跟易經，還有書經那種的廣大和

諧的系統，成為一宇宙和諧系統。牟宗三是從中國

哲學，提出人是有限而可無限的設定，把康德的哲

學轉為中國思想，康德認為人認知有時空限制，而

不能直接知「物自身」，牟宗三用中國哲學來解答

康德的問題，人可發無限心而見宇宙真相，他可以

說是把中國哲學跟現代哲學最高峰的康德結合起

來。至於唐君毅，他是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來發

展出一種人生的現象學，建立以道德自我為本的

人生哲學，然後他提出一個大系統，就是生命存在

與心靈九重境界，來包容他那個年代的整個中西

哲學，換成不同的境界，最後也把基督教、佛教和

儒家看為是最高的境界。他是一個比較開放性的

系統，他跟方先生是開放性的系統。而牟宗三先生

是自成一套的封閉系統。

後現代虛無主義放棄人性價值

然後這種開放性的系統，怎麼面對後現代文

化呢？首先中國哲學須回應現象學，還回應海德

格爾的哲學，然後在他們之後產生的後現代文化

和解構思想的衝擊。後現代文化是一種虛無主義

和相對主義，把人類的價值衝擊得七零八落，現在

美國已失去立國時的倫理價值，變成個人自我幹

什麼都可以，只要不違法，什麼不道德的事都可以

幹，撒謊、欺詐、淫亂、出賣、作假見証、迫害少數

民族、合法地掠奪等等。孩子從少沒有道德對人格

的栽培，在人權名義下，人可以毫無規範。一群人

在民粹號召下，就可拿著槍到華盛頓國會暴亂，這

就很危險了。一旦有爭論議題，就產生街頭暴動和

搶掠，一亂這些事情就出來了。當今美國已失去道

德的教化，因為他們把道德去掉了，把它相對化了，

變成後現代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即是原則上人

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社會倫理。

這自由是可以自己選擇男女性別，隨便性放

縱，多人雜交、人獸交、吸大麻海洛英，什麼都變

得可以。在歐洲和美國已放棄了人的規範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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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視人只是一種無任何美善本性的高功能禽

獸。美國立國本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這是唯

一的精神文化，至今也被邊緣化了，美國的政治社

會，只是一種庸俗的平面人文化，已將其基督教的

慈愛寬恕精神邊緣化，它已失去一種文化或者精

神價值把人統一起來。

特朗普常說他要保護基督教的精神，但是他

個人一點基督教精神都沒有，真正仁愛、寬恕、寬

容、對人尊重，這些全都沒有，變成一種暴力性的

自我中心、自大、任性的表現。這個實際上是非常

扭曲的示範，也代表美國現在，道德虧損敗壞的一

種情況，如果道德敗壞了，你怎麼強調都沒有辦法

解決，就好像羅馬帝國後期一樣，走向衰毀。

虛靜、性空與無條件的愛破虛無主

義

這裡我也想到，中國哲學如果面對虛無主義，

我們可以講道家的無為與虛靜，佛家講性空。實

際上講虛、講空都可以有價值的。道家通過虛靜可

以有智慧看透宇宙的變化，看透宇宙的規律，佛教

的性空也可以顯明自性清淨心，顯出慈悲，悲智雙

修。所以虛或者空可以產生智慧和慈悲，智慧看

透宇宙的真相，慈悲是對眾生的關懷。所以中國文

化這方面，面對虛無主義我們還是有話說的，這是

人類文明的一種精神。

面對不同文明的並存，基督教有一個關鍵精

神，就是無條件的愛。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人類

犧牲，受那麼多痛苦，仍寬恕所有的人，就是你怎

麼壞我還是愛你、寬恕你，你害死我，我還是接納

你，這才是基督的精神。如果有這種精神，就能夠

寬容不同的人、國家和民族曾有的過錯，而使人類

能和平並存，及鼓勵人的改過自身。西方列強的後

現代虛無主義今剛相反，只因其他民族有不同文

明和體制正在崛起，就要判之為邪惡，目的為了遏

制不同者競爭，而與之對立，我覺得這種心理十分

自私和可怕。明明中國也不是什麼妖魔，你們就把

它說成妖魔一樣，以前它做的不足的地方就不斷

的誇大，而且造假的消息，根本沒有的事情也當成

是真。

現在霸權勢力講的謊言很多，謊言講的多

了，很多人就信以為真的。所以政客、傳媒、互聯

網都可以睜著眼睛有系統地講謊話，可以說完全

沒有道德精神。美國眾議院的主席佩洛西(Nancy 
Pelosi)，看到香港暴動，說是美麗風景線，她說是
人民爭取民主。香港那時候暴力對社會破壞得很

嚴重，連商場、商店、地鐵站都被破壞了，還在馬

路上堵路、丟汽油彈、又用火燒一個不同意見的老

人家，此外用石頭丟死一個在旁邊只是在觀看的

老人家。這樣的事情你還說美麗風景線？你還有

良知嗎？睜眼睛講假話，你說這是為了民主而奮

鬥嗎？如果真正講民主，起碼要尊重他人的不同意

見，珍惜他人生命。民主、人權是用和平去爭取的，

靠暴力打壓他人是完全違背民主。稍後美國的特

朗普支持者用暴力打入國會，是同樣的美麗風景

線嗎？結果稱他們為暴徒，馬上開鎗鎮壓，打死一

位入侵國會者。香港出現暴動，美國說為了民主，

是為了民主。一旦美國自身出現暴動，即時暴力鎮

壓，而且連傳媒都控制了，最後前總統講話都被封

了。

回到一個宇宙人性的共同本體

觀西方民主政治世界的欺詐和虛偽，有太多

非理性和違背良知的事情，主因在西方移向自我

中心主義，變成虛無主義，放棄了西方精神價值，

放棄了宇宙與人性的本體真理觀。要解決其對人

類文明的危害，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宇宙人性的

共同本體。本體詮釋學以本體是詮釋的本體，人通

過共同本體的詮釋性，來提出對世界的不同詮釋，

其他人也提出對世界的詮釋，各種不同的詮釋都

是來自共同人性的詮釋性，故先要尊重他人不同

的詮釋，然後和平地共同存在。人須理解他人的想

法。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種自我反省，反省內在

的心性、美善是必須要肯定人類的共同精神價值，

才能找到我們共同存在而彼此激勵創新的可能

性，否則就是你死我亡，那這個世界就變得非常可

怕了。起碼制度上又回到西方30年戰爭以後威斯
特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那種會議，不要
再干預他人的文化和制度，每個國家、每個民族、

每個文化、每個文明都應該有它自己發展自己的

權利，而後互相幫助，大家是命運共同體。宇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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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真理須大家共同去追求，而不是否定他人的

追求，這些就是本體詮釋學可能帶來的人類共同

的價值，就是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可能性。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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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C u l t u r e a n d O n t o l o g i c a l 
Hermeneutics in the Fast Changing World

Cheng Chung-y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Hawaii)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r Leung believes that this global 

epidemic has jolted people from their self-centered 
postmodern thinking, making us more mindful of 
mankind’s common destiny. “A Human Community 
w ith A Sha red Fut u re” i s a n excel lent v i s ion .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views all men sharing a 
common ontology despit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preting the world differently. 
Ontological her meneut ics deems it as common 
ontology in what you and I interpret, even as the world 
remains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ithin this common ontology. Employing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to mak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that 
accrue to one common ontology, we find in our ow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though not intr insically 
antithetical, they are communicating through dialogue. 
Here the basic philosophy for shar ing communal 
destiny is substantiated. Prof Cheng agrees with Dr 

Leung’s understanding of shared communal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ways proclaimed the 
whole world as one global family. Whenever the talk 
concerns ourselves, consideration for the world is there; 
whenever the talk concerns the world, it refers back to 
the noumenon of heaven, and the noumenon of heaven-
and-earth.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n interpretive spirit intrinsic to ontology itself. 
Hermeneutics is openness and understanding, requiring 
the knowing of the other par ty.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self-actualization, helping others to actualize, 
and actualizing the common ontology of mankind. 

Through dialogue, the two scholars inspired 
each other and reached consens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Chinese culture has a trinity of heaven-earth-
man, a trio immutable and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intertwined yet open to each other and to f lourish 
ceaselessly. China possesses other trinities, like the 
trios of spirit-soul-body; of essence-energy(qi)-spirit; 
and of reason(li)-emotion(qi)-volition(xin), involving 
practices for self-cult ivation and self-nur tur ing. 
Regarding current Chinese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is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Yijing (Book 
of Changes), while assimilating certain socialism, they 
work out well. Permeating through Lu Xiangshan to 
ZhuXi, to Wang Yangming, to Liu Zongzhou, to Wang 
Chuanshan, to Sun Yat-sen, to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Xi Jinping, this spirit is expressible by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ntological practice. 
Marx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llows this line 
of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ffectuating reform and 
creativity splendidly.

Key Word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heaven-
earth-man, essence-qi-spirit, spirit-soul-body, reason-
emotion-intention, Tri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