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二
一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九
期
）

文
化
中
國

２４

過在陽明學中增添知識理性的方式來確立物理世

界，建立現代政治制度。

一、第一代第一群新儒家的陽明學

研究

第一代第一群新儒家群體主要以梁漱溟、熊

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為

代表，他們自二十世紀20
年代左右開始活躍於學術

領域。他們對於陽明學的

研究，開啟了現代新儒家

陽明學研究的一代風氣。

（一）直覺訓仁：梁漱

溟陽明學研究

梁漱溟的哲學思想，

主要受到柏格森與陽明後

學中泰州學派的影響。柏

格森的生命哲學認為，生

命是永無休止之「綿延」，

是唯一的實在。「綿延」

是自由的創造，創造精神

和生命形式，而「綿延」

的停滯或削弱則成就物

質。「綿延」不能靠理性認

知，只能靠直覺把握。理

性是用符號概念去人為

地把握物件世界，已經離

開了生命本源，而直覺是對生命的直接體悟。柏格

森的直覺主義哲學與梁漱溟所推崇的泰州學派有

相通之處。泰州學派的王艮尤其注重不慮而知，不

學而能的天然自有之理。梁漱溟借用了柏格森哲

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
■ 朱光磊

蘇州大學哲學系

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大趨勢即是陸王心學的

復興，而承擔這一復興的學者群體被稱為現代新

儒家。劉述先提出了現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說，認

為第一代第一群為：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

君勱；第二群為：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

二代第三群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

第四群為：余英時、劉述

先、成中英、杜維明。此四

群新儒家，從二十世紀20
年代到80年代，每二十年
為一波，總共四波。由於

第四群新儒家大部分尚且

存世，故本文所涉及的現

代新儒家即以前三群為

限。

現代新儒家的陽明

學研究，是在西學東漸背

景下發生和持續的。他們

的陽明學研究不僅僅是

使用現代哲學術語重新

解說陽明學的義理，更是

從陽明學中尋找到了中國

哲學走向現代的理論可行

性，故希望借助陽明學的

闡釋來解決新的時代問

題。統觀現代新儒家群體

的陽明學研究，主要呈現

出三條路徑。一是以外釋中，即以佛學、西方哲學

等外來哲學系統解讀陽明學；一是會通朱、王，即

化解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的對立，通過重新詮釋

其差異處來化解兩者的矛盾；一是面向現代，即通

摘 要：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具有三條路
徑。其一，以西釋中。這條路徑極大凸顯了陽明學

中的形上意涵，並希望這種形上學的論說方式可

以進入世界的哲學話語體系，以及這種論說方式

所彰顯的東方價值具有超越西方形上學的地位。

其二，會通朱王。這條路徑重新對朱子學、陽明

學的差異進行新的解釋，從而在一個更高的理論

平台上化解了宋明儒學內部的差異，達成儒學內

部的圓滿融合。其三，面向現代。這條路徑在陽

明學本有的道德涵養之中，增加新的思辨理性和

物理知識，從而將物理世界收納進來，為現代性

的開展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這些哲學體系的構

建、哲學史敘述範式的轉變，以及哲學現代新開

展的努力，可以視為儒家知識分子在西學東漸背

景下所交出的理想答卷。

關鍵詞：現代新儒學；陽明學；以西釋中；會通朱

王；面向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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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高舉直覺的大旗，認為王艮講的良知良能，就

是直覺。而這個直覺，就是仁。

梁漱溟以知覺與非直覺來分判天理人欲，認

為天理是自然流行日用不知的法則，是完全聽憑

直覺的，而人欲則是人為的一切打量、計較、安

排。欲念多動一分，直覺就多鈍一分；欲念亂動的

時候，直覺就鈍到了極點。因此，我們要保證直覺

的自然而行，就要做到無欲，順其自然，放棄人為

的操作計量。

對於直覺的境界，梁漱溟吸收了王陽明、王艮

「樂是心之本體」的說法，強調生機的活潑、暢

達，並認為這種活潑、暢達，是生命本體自得的

樂，絕對的樂。而達到這種境界的仁者，「雖有事

亦行所無事，都是所謂隨遇而應，過而不留，安和

自在，泰然無事。」[1]無論外境順暢抑或困厄，都不

能干擾到仁者內心之樂。

梁漱溟認為王陽明講的知行合一，並非僅

僅是針對先知後行補偏救弊的權說，而是講的是

知行之本然。在梁漱溟看來，王陽明所謂的知，是

「總要發生行為的主觀上有情味的知」，而不是

與行為無關的客觀物理知識的知。王陽明所謂的

行，是「念念相續的一念上所有的情意」。知即在

行上，行即在知上，知行都在一念上。這樣一來，知

行合一不是分開的知與行的相合，而是知行本來

合一。

（二）開出量智：熊十力的陽明學研究

熊十力是現代新儒家群體中極為重要的人

物，他不但以《新唯識論》為代表開創了「體用不

二」、「翕辟成變」的哲學體系，而且還培養了牟宗

三、唐君毅、徐復觀等傑出弟子，在現代新儒家群

體中開創出港台新儒學這一學脈。

熊十力對王陽明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但對於

陽明後學則持批評態度，認為陽明後學「淪空滯

寂，隳廢大用」。而對於陽明後學的這種流弊，陽

明其實也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王陽明之學說，重

在人生修養，但輕視了物理世界。故而熊十力對於

王陽明哲學，做出了進一步的創新與發展。這一番

工夫，充分體現在他對王陽明四句教的解讀上。

熊十力解讀「無善無惡心之體」，認為心體是

絕對的本源，具有的「虛寂」、「清淨」的一面。就

這一面而言，心體能出生萬善（或發現萬善），而

又不留萬善之跡。人們通常所謂的善，是後起的善

惡相對的善。如果將心體稱為善，很容易將之誤解

善惡相對之善。熊十力還指出，心體還有「剛健」、

「日新」的一面，這正是儒佛之區別處。熊十力又

認為，宇宙本體具有「翕辟成變」的作用，發生在

宇宙萬物上。所謂「翕」，就是一種展開、創新的勢

用，所謂「辟」，就是一種攝聚、成形的勢用。兩種

勢用，相續不斷，生生不息，持續生成又不斷革新

整個宇宙。而人的本心，就是來自於此宇宙本體的

勢用，故只要反觀自己，就能認識到宇宙本體。

熊十力解讀「有善有惡意之動」，認為善意與

惡意具有不同的來源。意直接發端於心體，則為善

意；意發端於心體時，即有私欲俱起。一旦沉湎於

私欲，則為惡意。那麼私欲又是怎麼生起的呢？

「私欲者，吾人有生以來，役於形，而成乎習，其類

萬端，盤結深固，恒與意相緣附以行者也。」[2]私欲

本身沒有實體，需要依附於本心之發動，但在發動

的同時，不斷受到認識器官，認識物件，認識功能

等有形物之限制與影響，慢慢成就習心。在習心的

牽引下，就有惡意之產生。

熊十力解讀「知善知惡是良知」，認為良知是

心的自體或自性，具有心之為心的本質屬性，具有

「至善至惡」、「好善惡惡」、「為善去惡」之能力。

而良知之知最為根本的關鍵在於良知體悟自身，

體悟體用不二的大化流行。

熊十力解讀「為善去惡是格物」，認為王陽明

的格物將「格」訓為「正」，將「物」解為「意之所

在」，於是格物就轉成誠意。這樣一來，格物就變

成去除私欲。熊十力認為王陽明的解讀，注重了道

德實踐，但卻忽視了知識，故而導致陽明後學生出

玄虛的弊端。熊十力主張將朱子的格物納入陽明

學中，訓「格」為「量也，度也」，這樣既有道德實

踐的性智，又有物理知識的量智，從而為保住物理

世界、發展科學技術給出了哲學形上學的方案。

（三）朱王是同：馬一浮的陽明學研究

馬一浮的儒學思想具有融合的特質，他以儒

家六藝之學融合一切學術。在此學術宗旨下，馬一

浮認為朱子、陽明皆為明心見性的一代大師，他們

的區別僅僅是隨機攝化的不同，並沒有本質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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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馬一浮建立了心體與性體合一的哲學體系，

並以此來融合朱子學與陽明學。在心性論上，馬一

浮批評陽明講「心即理」講得太易，導致陽明後學

誤認氣心、欲望為理。馬一浮的心性論只在心之本

體上承認心與性理的相通，故其讚賞朱子「性即

理」之說，認為心之體即性即理，心之用即情即

氣。在由性理貞定的心體的前提下，馬一浮也可以

說「心外無物，事外無理，事雖萬殊，不離一心。」
[3]在上述心性理解下，馬一浮以此模式貫通儒佛，

在他看來，《起信論》中「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

一非異」的阿賴耶識，張載的「心統性情」，《通

書》的「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者可

以會通。其實，《起信論》的阿賴耶識，是真常心的

系統，不生不滅的真如理體具有覺性，如此的覺性

即能關照生滅之法而顯其空性。將此真常心系的

心性理論貫徹到儒家學說上，那麼「心統性情」則

可以解為：心中的性體時刻具有覺性，由心的抉擇

故能讓性體去貞定住情感之發動，從而使情感發

而皆中節。同理，「無極之真」解為性體，「二五之

精」解為陰陽和五行的精華。性體之理與二五之

氣，凝結而成心靈。此「無極之真」的性體就是心

靈的本體。馬一浮用了《起信論》、張載、周敦頤的

語句，但解讀之義理卻有陽明學的影響。由於張

載的「心統性情」成為朱子學的核心，故馬一浮對

於張載「心統性情」的王學式解讀也就是對於朱子

心性學的王學式解讀。馬一浮的心性論，較之王陽

明則將心性的貫通收到體上說，顯得更緊；較之朱

子則打通了性心的理氣分隔，顯得一貫。

在格物說上，馬一浮也套用了朱子的語句，但

其解讀則又有鮮明的王學特徵。馬一浮認為朱子

釋「格物」，就是窮至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

極吾心之知。知，就是知理，而知具於心，而理不

在心外。馬一浮所謂的心，既具有理，又具有認知

功能，而此心的認知，主要在於求取性理。在這層

意義上，馬一浮的格物與王陽明的格物已經沒有

太大差別了。同時，馬一浮又吸收了《易經》的思

想，對王學之心物論做出了一定的發展。馬一浮認

為：「言『有』者，謂法爾如然，非是執有。言『生』

者，謂依性起相，非是沈空。從緣顯現故謂生，乃

不生而生，遍諸法界為體故謂有，乃不有而有」[4]

「法爾如然」確立了物顯現背後的性體的客觀基

礎。萬法的存在，並非妄識而顯，而是有心中之性

體的本體基礎，再由心之發動而生成的。這樣，萬

法的存在就有本體論上的客觀性，可以杜絕陽明

後學玄虛遺物之流弊。

在工夫論上，馬一浮力倡篤行，他認為：「知

是本於理性所現起之觀照，自覺自證境界，亦名為

見地。能是隨其才質發見於事為之著者，屬行履邊

事，亦名為行」[5]知是理覺於事，行是氣發於事。

而理覺必然體現於氣發，氣發則以理覺為主宰。

如此，馬一浮之篤行又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相

合。

（四）建立事業：張君勱的陽明學研究

張君勱一生遊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既有學

術的理性又有政治的抱負，故其對於陽明學的思

考，更多地關注在陽明學在近代政治轉型中的作

用。對照中國儒學，張君勱考察了日本儒學，他認

為日本的儒學有五大優點：其一，具有相容並包的

特徵；其二，日本王學對於「知行合一」、「即知即

行」尤為看重；其三，日本人具有濃厚的忠君愛國

的觀念；其四，日本以自主的殺身成仁成為積極的

死諫；其五，日本的政黨學說之爭，不會動武以至

於動搖國本。張君勱借用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的

話來分別中日陽明學的不同，認為陽明學有事業

的陽明學和枯禪的陽明學，事業的陽明學可以興

國，枯禪的陽明學可以亡國。日本的陽明學屬於事

業的陽明學，其學說尤其注重忠孝，不講無善無

惡，而且不喜歡玄談空想，更不會摻雜太多的禪

宗思想。而中國的陽明學屬於枯禪的陽明學，故張

君勱認為中國陽明學既要學習日本陽明學的「事

業」特徵，又要從禪宗思想中解脫出來，建構新的

陽明學理論。

張君勱認為陽明學有兩個來源：一是孟子，

一是禪宗。因此，陽明學中既有孟子的成分，又有

禪宗的成分。張君勱認為要建設事業的陽明學，

就需要將陽明學中內含的禪宗成分進行改造，保

留禪宗「訴諸本心」、「冥想靜坐」的部分，而拋棄

「有無雙遣」、「無善無惡」等部分。經過改造後的

陽明學，既要保留深厚的理論思考，又要能夠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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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事業，建立一套現代的學術話語，完成自身

的現代轉換。

綜合第一代第一群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

來看，梁漱溟以柏格森直覺主義來解讀陽明學，熊

十力借用印度唯識學的術語來解讀陽明學，張君

勱以日本陽明學來對照中國陽明學，這都是以外

釋中的詮釋方法。馬一浮的儒學體系建構，則是開

啟了現代新儒家會通朱、王的先聲。熊十力要在心

中開出量智的努力，則是現代新儒家在心性學中發

展知識、重視物理的肇始。

二、第一代第二群新儒家的陽明學

研究

第一代第二群新儒家群體主要以馮友蘭、賀

麟、錢穆、方東美為代表，他們自二十世紀40年代
左右開始活躍於學術領域。他們對於陽明學的研

究，基本上繼承了第一代第一群的研究方向，並又

深化了對於朱子學、陽明學的理解。

（一）客觀唯心：馮友蘭的陽明學研究

馮友蘭作為現代新儒家，其思想具有前後期

的變化。早期的思想將西方新實在論與中國程朱

理學進行融合而建立新理學體系，其代表性著作

為《貞元六書》。後期的思想則是晚年自覺吸收馬

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中哲史研究，其代表性著作為

《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的王陽明研究，主要

體現在哲學思想史上的源流梳理，以及在馬克思

主義哲學史框架下的理論定位。

在哲學史研究上，馮友蘭認為以前統稱二程

思想不夠精細，其實程顥與程頤的思想具有較大

的差異，程顥的思想開出心學一脈，程頤的思想開

出理學一脈。而在心學一脈的思想系統中，陸象山

著重說明了人人都具有良知，陽明則在此基礎上

則著重論述了致良知。陸象山談知，但談行不夠，

而陽明特別注重行，而言知行合一。馮友蘭認為

《大學問》是王陽明的代表作，並對《大學問》做

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大學問》既繼承了周敦頤、

程頤、陸九淵的思想路線，又將《大學》的綱目進

行重新安排和融合，具有更為嚴謹的邏輯性和形

上特性。而在晚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馮友

蘭更是對《大學問》進行了新的定位。在常規的馬

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定位中，王陽明的思想一般被

認為是主觀唯心主義。而馮友蘭則挑戰了這種看

法，他認為《大學問》闡明了天地萬物與人為一體

的思想，天地萬物的世界是公共的。公共性就是客

觀的，而非主觀的。因此，《大學問》的思想並非主

觀唯心主義，而是客觀唯心主義。由此進一步審視

王陽明的思想，則王陽明的思想也是客觀唯心主

義的，只是具有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和色彩而已。

（二）知行新說：賀麟的陽明學研究

賀麟的唯心論體系，結合了德國古典哲學與

中國陸王心學，是在陸王心學的框架中塞進了康

德、黑格爾的理性精神。賀麟指出王陽明的知行觀

僅僅局限在德行和涵養心性方面，而知行觀的新

發展，需要將學習科學知識和發展科學技術的實

踐融攝到知行範疇之中。因此，賀麟唯心論中所論

之心，就包含了極強的黑格爾哲學的色彩。賀麟認

為，心可以分為心理意義上的心和邏輯意義上的

心。而賀麟所重視的，正是邏輯意義上的心。「邏

輯意義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經驗的精神原則，但為

經驗知識以及評價之主體。此心乃經驗的統攝者，

行為的主宰者，知識的組織者，價值的評判者。自

然與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義，條理，及價

值皆出於此心即理之心。」[6]在此意義上，賀麟之

唯心論也可以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可以說

「離心而無物」。但此心又比純粹的陸王之心增加

了邏輯理性的意涵，而其對於世界的開顯似乎也

更多地來自於理性對經驗世界的規範與判定。

在知行關係上，賀麟吸收王陽明的「知行並

進」論，建立了知行平行論。賀麟認為，就一串的

意識活動而言，可謂知；就一串的生理活動而言，

可謂行。然而，意識(知)活動的歷程和身體活動
(行)的歷程是同時並進，次序相同；知行不能相互
影響和彼此決定或互為因果；知行各有分界，不能

互相解釋，各自自成系統，不能把對方的含義包含

於自身之內。因此，知行合一即是知行並進、知行

平行。但是知行的平行並不代表知行各行其是，

賀麟吸收王陽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的觀點，認為邏輯之心與世界萬物之關係就是主

從關係或體用關係。這落實在知行關係上，就是知

為主，行為從。而且這個知行，也從原來的道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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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與道德實踐進一步擴充為科學知識的掌握與科

學知識在生產實踐中的運用。當賀麟把科學知識

和技術融入知行合一的命題中時，那麼對於社會

整體的知識與實踐就無法由一人來承擔，於是賀

麟提出「社會的知行合一」，即每個人都做好知或

行、以及某一部分知、某一部分行的分工，部分合

一為整體，就是社會的知行合一。在這樣的思想指

導下，賀麟希望儒家思想發展，為人人所共具。士

農工商各階層都有儒者氣象，一方面由其專業技

能從事工作而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等等，另一方

面又具有道德修養而為儒士、為儒農、為儒工、為

儒商。賀麟希望道德精神並不限於知識分子，而

是體現在從事於各行各業的人中。

（三）崇朱黜王：錢穆的陽明學研究

錢穆對於王陽明的評價具有前後期的轉變。

在其思想早期，錢穆閱讀《傳習錄》、《近思錄》、

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宋明儒學的著

作，偏嗜陽明。錢穆認為，明道、象山之學偏於內，

其流弊是涵養持守而無進學，不免於空疏；伊川、

朱子學偏於外，其流弊是記誦博覽而無湊泊，不免

於支離。唯獨陽明學，拈出「感應」一詞，使內心與

外物同時分明起來，如同百川之赴海，心物兼賅，

體用一源。此外，錢穆還認為，陽明的「知行合

一」，就是對北宋以來「敬」字的繼承；陽明的「致

良知」，就是對北宋以來「義」字的繼承。但北宋

以來，「敬義夾持」，分作兩截，而在陽明的理論

中，「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實為一事，故敬、義

也就渾化為一。面對他人對於陽明四句教「無善

無惡心之體」的攻擊，錢穆認為：「後人對陽明

《四句教》引起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四句教》的

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當改為『至善無惡心之

體』才對。其實這種改法也是多餘的。因『無善無

惡』就是『至善』的意思。比方說：人的眼睛沒有任

何遮蔽的時候，就是他能看到東西極清明的時

候，因此人之心體在『無善無惡習』的時候，也就

是他能識別『至善』的時候」[7]

然而，錢穆在1944年病中通讀《朱子語類》之
後，則逐漸對朱子學的體認不斷加深，而對於陽明

學的評價則由高明轉為空疏。錢穆認為《孟子》中

的良知良能與《大學》中的致知，並非同義。《大

學》是荀子學的系統。陽明的良知來自於孟子，用

此良知來解讀《大學》的致知屬於範疇之誤用。由

此，錢穆也開始批判四句教的「無善無惡心之

體」，認為心既然是無善無惡，《大學》何來講正

心？繼而認為，陽明的四句教用來解讀《大學》中

的「正心、誠意、良知、格物」皆不相合。在後期評

價中，錢穆認為陽明學只能適用於人生方面，不能

擴展到宇宙方面。他說：「陽明良知學，最先立腳

在人生實踐上，很近象山。後來要邁進宇宙論範

圍，也就窒礙叢生了。」[8]

綜觀錢穆對於陽明學前後期的評價，其不變

的評價標準似乎是一種心物兼備的整體觀，前期

之所以盛讚陽明，則在於錢穆認為陽明學符合了

這個標準，而後期之所以責難陽明學，亦在於錢穆

認為陽明學不能符合這個標準。其問題之關鍵，在

於心之感應明覺之物，是否包含現實客觀世界之

物，而錢穆由於受到朱子學的影響，似乎對此持否

定的答案。

（四）渾然一體：方東美的陽明學研究

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具有機體主義的特徵，

即「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從心之靈明發竅處感應，

而一視同仁。」[9]這樣的機體主義特徵，也同樣適

用於陽明學。方東美認為，陽明學是對象山學的超

越。象山學承認理普遍存在於天地之間，又存在於

人心之中，仍沒有徹底地心理合一，故方東美稱之

為「超越理想性原理」。而陽明學則已徹底地心理

合一，方東美稱之為「內在理想性原理」。陽明學的

「內在理想性原理」比象山學的「超越理想性原

理」更符合機體主義的特徵。在方東美看來，陽明

學「心物合一」的觀點摒棄了心、物二元論的對立，

「致知合一」的觀點又是價值的一貫，故陽明學將

人性與宇宙融合在一個整體的系統之中。

在良知的理解上，方東美總結了良知對於事

物的兩大要旨。其一，人心存乎天理，專一守己，故

能不役於物；其二，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

而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也未嘗離事物。前一要旨

講心不役於物，後一要旨講心不離於物。而對於

良知本身「無善無惡」的理解上，方東美給出了三

種理解途徑。其一，「無善無惡」者，指價值中立，

將一切存在均價值漂白；其二，指絕對至善超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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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正負相對價值(如以「善、惡」名之者）之限制；其
三，指心體本身光明瑩潔、純淨無染，不執著於外

界善惡觀念，視為悉由外界種種環境影響所構成

者。方東美繼而認為，第一種解讀不符合陽明哲學

本身。第二、三種解讀則為陽明哲學所包含。方東

美認為，第二種解讀表明陽明受到道家影響。《老

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俗的善惡是對立兩分存在

的。而真正的大道，就是要超越世俗善惡對立兩

分的狀態。陽明的良知就具有這種超越性，故而言

「無善無惡」。第三種解讀表明陽明受到禪宗的影

響。禪宗講「不思善、不思惡時認識本來面目」，陽

明的良知心體就是這一光明瑩潔、純淨無染，不執

著於外界善惡觀念的道德主體。雖然二、三兩種解

讀吸收道家、佛教的義理也為陽明學本身所包含，

但這都是就著陽明心學與佛老相通之共法處而

言，而在根本主旨上，良知本體的道德動力仍舊具

有鮮明的儒家立場。

綜合第一代第二群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

來看，馮友蘭以哲學史家的身份闡發了陽明學的

精義，而方東美的「內在理想性原理」也大大豐富

了陽明學的內涵。這些研究，都可以說比傳統的陽

明學研究更富有哲學意味。方東美的機體主義詮

釋視角，賀麟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融入，也可以視為

以外釋中的繼續。錢穆後期對於王學的批評，可以

視為融合朱、王思潮的反向運動。賀麟對於知行關

係的新解，也可以看作是陽明學面向現代的嘗試。

三、第二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

第二代新儒家群體主要以唐君毅、牟宗三、徐

復觀為代表，他們都是熊十力的弟子，自二十世紀

60年代左右開始活躍於學術領域。由於他們都是
由大陸輾轉去了港台，多有傳統文化花果飄零之

歎，故他們的傳統研究，具有自覺的「靈根再植」

的使命感。他們的陽明學研究繼承了前面兩代人

的命題，並在哲學的深度和廣度上獲得了新的成

就。

（一）朱陸通郵：唐君毅的陽明學研究

唐君毅評價陽明為「朱陸之通郵」。此「通

郵」之義，從朱子一面說，陽明之學說所欲解決的

問題正是承朱子而來，並且陽明處理此類問題之

法乃是將朱子分解之法轉為綜合之法以解決之；

從象山一面說，陽明之學說根本主旨如「心即理」

義暗合於象山之學。故在唐君毅看來，傳統程朱、

陸王之派別劃分並非無異議，陽明學更多來自於

朱子學，而非象山學。

唐君毅曾比較朱子、象山、陽明三人學說之

同異，並給出以下五點結論。其一，從知行關係上

看，朱子、象山皆知行為二，而陽明主張知行合

一；其二，從工夫次第上看，象山「先立乎其大」為

第一義工夫，而朱子之格物致知與陽明之致良知

於事事物物，均屬象山之第二義工夫；其三，從天

理人欲上看，象山倡天理而不對言人欲，朱子、陽

明則皆重天理人欲之辨；其四，從佛、道觀上看，

朱子以理之實虛分別儒學與佛老；象山以公私義

利分別儒學與佛老，而陽明則以廳堂三間之喻納

佛老於儒門。其五，從推尊孔門弟子上看，象山推

尊仲弓，朱子推尊顏子之克己復禮，陽明推尊顏子

之真見。就以上五點而論，陽明未必同於象山而異

於朱子，更可以說，三人各有異同。

就陽明學本身而言，唐君毅認為陽明學之本

體，基本上繼承發展了朱子學，而陽明學之工夫，

則既融攝了象山與朱子的兩種工夫形態，又有對

朱子學的發展。從本體上看，唐君毅對於朱子學

理解不同於一般心學家的觀點。唐君毅認為，朱

子詮釋《大學》，將格物致知與誠意分為知與行兩

個階段。在格物致知的知的階段，朱子之心本身具

有性理之發動，這一點與陸王並無差異。但是，心

中所具之性理之發動由於形氣之桎梏而不能完

全，這時候需要格物致知，人之心知之向於外之物

理，以拉出其心之性理之事。唐君毅言：「即物窮

理之事，如以粗俗之言喻之，實似人之心知之向於

外之物理，以拉出其心之性理之事，如船上之一卷

之繩索，將一頭拴在岸上，則船移，而繩皆自出。」
[10]就事一面而言為實然之理，就心一面而言為應

然之理。在誠意的行的階段，作為心之所發的意

需要順著應然之理去發動實踐。應然之理本身即

給予了誠意的動力。在朱子系統中，應然之理之知

與應然之理之行，是分為兩個階段。而陽明將此兩

個階段融為一個整體，故格物、致知、誠意即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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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知行合一。真正知其理必然行，真正行其

理必然知。實則陽明這樣的融合，就是將朱子之心

具理轉為心即理而來。依照朱子，此說可以分為三

步，其一，性理自動顯現於氣心；其二，氣心所顯

之純粹道德意識就其觀照之事物給出一應然之

理；其三，心切實地去實行此應然之理。但依照陽

明，則將此三步全部收為「致良知」中，可謂由分

解說轉為綜合說。從工夫上看，朱子詮釋《中

庸》，針對已發、未發兩種心靈狀態提出兩種工夫

路徑。未發時，需要做存養居敬工夫，已發時，需

要做省察克治工夫。而陽明將兩類工夫合而為一，

用戒慎恐懼之工夫，貫通了已發未發。此外，唐君

毅認為陽明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的工夫，又是對象

山與朱子工夫的綜合。象山之工夫形態是「依正以

成正」，由發明本心而當下成就真理。朱子之工夫

形態是「反反以顯正」，通過對於識心負面因素的

去除來顯出真理。唐君毅認為陽明之好善惡惡，

為善去惡之工夫，就好善為善言，則為象山工夫形

態之吸收，就惡惡、去惡言，則為朱子工夫形態之

吸收。

（二）良知坎陷：牟宗三的陽明學研究

牟宗三繼承了熊十力的思考，從陽明學中轉

出一套知識系統。而這套兼具道德與知識的體系，

也成就了其自身的道德形上學。

牟宗三認為傳統的心學理論僅僅在道德意願

上貫徹了本體與行動的一貫，但缺乏對於物的知

識系統的理解，故而難以真正達成道德事件的圓

滿實現。由此，牟宗三提出了格物副套，在行為宇

宙中嵌入知識宇宙，建立知識理性的重要地位，並

將之統攝於道德理性的系統中，建立了良知坎陷

說。良知坎陷說是心學系統自身義理的邏輯開展，

是對格物說的發展與完善。

牟宗三解讀陽明學中對於物的實現的理解，

認為良知天理既是本體論，又是價值論。物在良知

天理的觀照下而貞定其價值性的存有。牟宗三認

為：「人與天地萬物為同體，而且人與天地萬物俱

在此靈明同體之涵蓋中。此是一個本體論的涵蓋

原則。此由感應之幾而建立一個客觀的本體論原

則。由此本體論的涵蓋原則復函一天地萬物之存

在原則：此即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必須在

此靈明中而始然也。即必在此靈明之貫徹中而始

得其呈現也。此存在原則亦名『實現原則』。此存

在原則歸於感應上複成功一『認識原則』。」[11]實

現原則是存有論的，而認識原則是價值論的，物

由於良知天理而成為道德價值的存有物。在牟宗

三看來，道德價值的存有物就是物之自身，是物最

為本然的狀態。

物的實現固然需要本體的確立，不然就沒有

根本，變成漂浮不定的零碎片段。然而，物的圓滿

實現在本體的貞定基礎上還需要知性所成就的物

理。比如說，道德主體在實踐過程中良知判斷需要

用桌子來成就課堂教學工作；然而現在沒有桌子以

及無法購買桌子，於是就需要自己造桌子。製作桌

子就需要研究桌子的材質結構等物理問題。在這

些專業知識的幫助下，吾人才能製作好桌子，並使

用桌子來為課堂教學服務。因為，就課堂教學這一

事件的物而言，我要興辦教育的道德實踐的願望

固然可以在明覺感應中貞定此事件的本體，但如

果光光只有道德願望，而沒有製作桌子的專業知

識，那麼興辦教育的實踐仍舊缺乏真正的圓滿，無

法徹底的實現。故而，從實現原則上說，圓滿的實

現必然包含著知性所成就的物理的輔助。牟宗三

從陽明心學的性理學中逼顯出物理學，性理學之

圓成必然包含物理學，故物理學必然是物之實現

原則所應當開出的一條道路。由此，牟宗三提出行

為宇宙與知識宇宙的兩分。行為宇宙是道德性的，

知識宇宙是思辨性的。良知的圓滿實現，既需要行

為宇宙，也需要知識宇宙。如果說行為宇宙是格物

的主套，那麼知識宇宙就是格物的副套。在格物

副套中，物不是行為物，而是獨立的、客觀的存在

物；物不是與意的有知相一貫的那個實相，也不是

與意的無知相牽絆的那個妄相，而是無所謂知與

不知（知是指良知）的中性的範疇規範；物不是直

接與道德本體一體貫徹的實體，而是與道德本體

無直接關聯的輔助物。如果我們在主套中可以看

到良知天理、誠意、格物一貫的理路進展，那麼在

副套中就無法看到這樣的模式。

在原本的意物關係中，攝物歸意，意物一體，

故並無主客對待之相。即使在意之所發未秉持心

體方向時，良知仍能夠逆覺其自身，而此逆覺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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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的對待。然而在格物副套的意物關係上，意物

關係就由原來的主客無待變成了主客相待。意自

身分裂為能知性認知的主體，而剩下的所靜觀認

識物的意則轉為客體。在這樣認知下，物就成了客

觀的、獨立存在的物，與人的主觀意識無關的物。

基於這樣的認識，認知主體可以獲得關於物理的

相關知識與規律。從格物副套而言，對於具體事物

的知識，以及架空具體事物而成就抽象的知識論，

都是此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此結果與良知沒有

直接的關聯，並不具有價值意味，既不能說善的，

也不能說惡的。但這種結果，可以進一步輔助道德

實踐的完成，促成物的完滿實現。

格物主套的行為宇宙與格物副套的知識宇宙

具有完全不同的格局，但又不能承認兩套宇宙各

自成立。（如果承認各自成立，就成為二元論，於是

儒家的道德形上學的一元論的本體地位就會動

搖。）因此，牟宗三必須將知識宇宙的副套納入到

行為宇宙的主套中去。牟宗三認為，開顯知識宇宙

的了別心與開顯行為宇宙的天心，原來就是一心。

但這兩種狀態卻都為一心是何以可能的呢？並且

如何進行主次排序呢？牟宗三認為，「每一致良知

行為自身有一雙重性：一是天心天理所決定斷制之

行為系統，一是天心自己決定坎陷其自己所轉化之

了別心所成之知識系統。此兩者在每一致良知之

行為中是凝一的。」[12]由此可見，主套的天心為核

心基調，此天心開顯行為宇宙；而天心自我坎陷而

成就副套的了別心，此了別心開顯知識宇宙。故雖

然統於一心，仍舊具有主次關係。這一說法即是牟

宗三孤明先發的「良知坎陷」說。此說在陽明學的

心性系統中創造性地添加了知識理性的形上依

據，借用康德哲學構建兩層存有論，並以黑格爾絕

對精神辨證開顯的模式，為中國傳統哲學開出架

構理性的科學與民主奠定了本體論基礎。

（三）事上用功：徐復觀的陽明學研究

徐復觀雖然為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但

是他並不贊同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那樣，借助西

方哲學系統建構中國哲學。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文

化與西方文化，在發軔之初，其動機已不相同。由

於中西文化走的是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故用西

方哲學比附中國哲學，不僅不能發現中國哲學的

精髓，反而會加深對中國哲學的誤解。在王陽明思

想的解讀上，徐復觀明確表示反對方東美以「機體

主義」解讀陽明心學，他說：「把王學完全觀念化

了，完全脫離了事上用功的切義，而只勾畫出一幅

渀渀蕩蕩的虛境。所以凡屬方東美這一類型的哲

學家。都不能把握到儒家的命脈。」[13]徐復觀認為

方東美的解讀，抽離了「事上用功」的實踐，僅僅用

「機體主義」的套子將陽明心學解讀成一套玄學

思辨的系統。徐復觀給王陽明冠以「政治家」的稱

號，並非在於王陽明個人的卓越事功，而是要挖掘

出「事」在心學系統中的核心地位，揭示出陽明學

「事上用功」的旨向。這種「事上用功」的旨向，使

心學擔負著修齊治平的政治重任。

秉承上述切於實用的主旨，徐復觀對於陽明

學的「教法三變」作出了新的解讀。錢德洪曾將王

陽明教法劃分為三個階段，一為知行合一，一為靜

坐，一為致良知。徐復觀認為，靜坐教法時間太

短，只有七月，而且靜坐僅為一種方法上的嘗試，

無關教學的內容，故靜坐作為一個獨立階段的教

法並不能成立。而關於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的相互

關係，徐復觀認為：「所要求的知行合一，即是『致

良知』。『致』是把良知實現於事物之上，故『致』

即是『行』。而致良知之致，乃良知自身的要求，所

以致與良知實為一體。其真實內容，即是知行合

一。」[14]這樣一來，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別無二致。

徐復觀認為，之所以有知行合一、致良知兩種不同

的闡釋方式，是因為王陽明在講「知行合一」、「知

行本體」時，雖然在體驗上已觸到根源之地，但觀

念上還未完全透徹。等到王陽明體悟到「致良知」

時，才把「知行合一」的本體通透出來。所以，兩者

的差異，只是表述的不同，而不能劃歸為兩個不同

的獨立教法。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

知」，王陽明的教法都是主張良知的發動要投身於

事事物物中，「修己之仁」必須通過事上磨煉才能

獲得真正的證成。這樣一來，良知就對人的政治活

動具有積極的作用，而陽明心學也必然是一種能

夠指導現實政治實踐的政治哲學。

綜合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來看，

牟宗三借用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創造了良知坎

陷，是對於以外釋中的繼承。唐君毅朱陸通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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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則是會通朱、王的集大成者。牟宗三架構理性

的確立，以及徐復觀以政治哲學解讀陽明學，都是

將陽明學推向現代，希望陽明學可以容納民主科

學的現代文化。

四、結論

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可以說是近代中

國接受西學的歷史進程的哲學反映。他們以西釋

中，極大凸顯了陽明學中的形上意涵，並希望這

種形上學的論說方式可以進入世界的哲學話語體

系，以及這種論說方式所彰顯的東方價值具有超

越西方形上學的地位。他們通過建構整全的哲學

體系，重新對朱子學、陽明學的差異進行新的解

釋，從而在一個更高的理論平台上化解了宋明儒

學內部的差異，達成儒學內部的圓滿融合。他們在

陽明學本有的道德涵養之中，增加新的思辨理性

和物理知識，從而將物理世界收納進來，為現代性

的開展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這些哲學體系的構

建、哲學史敘述範式的轉變，以及哲學現代新開展

的努力，代表著近代中國時代精神的變遷。而現代

新儒家的陽明學創新性詮釋，就是在這一時代精

神變遷下所交出的理想答卷。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先秦諸子

社會治理的思想體系與理論判釋」（18CZX041）階段
性成果，蘇州大學江南文化研究專項「唐文治會通理

學心學的文化貢獻研究」（21J NWH026）階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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