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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被許多當代學者解讀為側重為己之

學、強調人的主體性。其實，孔子對古與今、為己與為人並無明顯的褒貶之意；

是荀子將之解讀為君子與小人之學，褒貶之說始乎此。本文從後現代對主體性的

批評談起，重新審視儒家主體性的相關問題。其實，在學以成人的過程中，來自

多元他者的貢獻甚多，無論是自我生命來源、語言的學習以及人的欲望總是指向

他人、他物。其次，在成德過程中，我們本性中的良好能力，只有在和諧的人際

關係中才能卓越化。而且，儒家的核心德行如「仁」，是個人與多元他者的內在感

通；「恕」則是利他的擴充，更顯示在成德之中為己之學和為人之學相依相輔。最

後，在本體層面，人按其仁、恕之性就會朝向自我與群體的公共善（common good） 

去發展，這是倫理道德的本體論基礎。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更無偏頗地解讀孔子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關係，並論證儒家的互為主體性。

關鍵詞：為己之學　為人之學　互為主體性　自我　多元他者

一　引言

孔子在《論語．憲問》中的一句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1，被

許多當代學者，尤其是新儒家學者（例如牟宗三）解讀為側重為己之學、重視人

的道德主體性，並且因此將「仁」解讀為主體的自覺，並以自覺優先於他人2。

這一解讀傳統隨後被杜維明、劉述先等人所繼承，都強調儒學是一為己之

學。杜維明乾脆就認為：「孔子本人認為，真正的學是『為己之學』，而不是

『為人之學』。」3而劉述先甚至把兼顧格物與修己的朱子之學，也解讀為為己

之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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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在我看來，主張將孔子的話解讀為偏重為己之學，而輕貶為人之學，其

重點在於突出儒家強調人的主體性。就主觀方面來說，這一點在國人面對 

西方現代性5的挑戰中，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換言之，這樣子的詮釋 

是面對西方近（現）代哲學強調的主體性而做的調整。不過，就客觀而言，在

《論語．憲問》的文本當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一單獨語句，

並無其他文本脈絡明顯偏重「為己」或「為人」之意。如果真的要偏重為己而輕

為人，會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否孔子有褒古而貶今之意？第二，孔子是否

有將為己與君子連結、為人與小人連結之意，一如後來荀子所為？這兩點，

從後現代的視角來重新予以審視，十分必要：一方面有必要還原孔子原文中

所含的圓熟而均衡的智慧；另一方面亦可顯示儒學與時俱進的精神。

二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

對於第一個問題，在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單獨的文本

中，對古與今、為己與為人並無明顯的褒貶之意。可以想見，一位心胸開闊

的真儒如孔子者，會強調古與今、自我與他者之間，有着創造性的聯繫。尤

其針對古、今兩個時間階段，在孔子的用法裏面，雖然可以表示由較低程度

的善朝向更高的善發展，或由較劣朝向較佳趨勢發展，但並未用以表明二元

對立的褒貶之意，例如以下文本：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

憲問》）

在這段話中，孔子先列出成人的理想典範「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然後比之於今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雖屬不同程度的成就，但已屬不易、仍可再精進的人品。

大體說來，孔子用古、今二詞以表現三種比較：其一是表示朝向更善發

展的較低程度或最低要求的說法；其二是無任何高低的比較；其三是用於顯

示當前風氣的劣勢之意。若然如此，孔子重視的是下學而上達，主張由較低

程度的善（今）向着更高程度的善（古）去學習的努力。但這種以今為低、以古

為高的說法，也沒有表現在為己、為人的相關文本中。

再檢查第二個問題：將為己之學與君子關聯，而將為人之學與小人相

關，又是否得當？就歷史上言，褒貶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將之與君子小人

之分連結起來，因而成為人格的褒貶之詞，可以溯至《荀子．勸學》，其中有

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

以為禽犢。」6荀子此解影響後世對於孔子這段話語的詮釋甚深，譬如二程子

說：「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7，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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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為己與為人之學放在內外、本末的脈絡中，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

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8

可見，從荀子到二程子，的確有一褒貶並區辨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君子與

小人、內與外、本與末、古與今的詮釋傳統。

然而，回過頭來看，孔子的看法並非如此，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是基於他 

們的道德理解而言的。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這是在道德人格層面所做的區分，是小人抑或君子，關乎其喻於義抑或喻於

利，而無關乎其學之為己或為人。

在孔子之後，孟子將義利之辨擴充至政治領域。孟子在政治上區別君子

與小人，問題不在兩者的二元對立，而在於到底是尋求己利抑或尋求公共

善，更是無關乎其學為己或為人，一如下面這段話所示：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

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

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這段話強調：王、士大夫、庶人等各層級，不能只問如何利己，以致上下交

徵利；其中隱含着必須至少對共同善予以考量，若能進之以仁義，則「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在此，義利之辨是放在政治領域，主

旨在於批判尋求己利（利），主張公共善（義）。可見，君子與小人之辨與義利

之辨，無關乎為己之學或為人之學。

三　主體、他者與多元他者

公平地說，牟宗三等人的主體主義式的詮釋——認為學習過程應優先集

中注意力於自我修身，而非為討好他人——優點在於強調人的主體性，並在

面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中，更新或優化中國哲學。歐洲近（現）代哲學的特點

之一便是強調主體性，如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所說：「我思，故我在。」對

主體的強調，在爾後的哲學家皆然，無論其為理性主義者、經驗主義者或德

國觀念論者。歐洲現代性所假定的主體哲學，可以綜攝為：一種主張人的主

體性，無論其經驗或先驗的結構與動力，是人的思維、道德、權利與價值創

造力的行動主體的哲學立場。

然而，自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後現代文化運動中，主體性的哲學遭到

嚴厲的質疑、批評與否定，無論是結構主義所言「作者（主體）死了」9，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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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主體性是意識形態」bk，皆同此意。在主體性

的廢墟之下，進行着的是從自我往他者的轉移。

在我看來，後現代所侈言的「他者」，仍然假設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二元

對立。為此，我主張用另一語詞「多元他者」替代之，因為若想到人是出生、 

成長在多元他者之中，並且對多元他者負有責任，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要健康

多了。後現代思想家如拉岡（Jacques Lacan）、雷味納斯（Emmanuel Lévinas）、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人，實際上完成了從主體

向他者的轉移，即使他們彼此的看法仍有些微差異，但「他者」仍然是一哲學

的抽象物。在生活中的每一時刻中，我們從未真實面對純粹抽象的他者，我

們都是誕生在具體的多元他者之中並且在其中成長（下詳）。別忘了，儒家所

言的「五倫」、道家所言的「萬物」、佛家所言的「眾生」，率皆隱含「多元他者」

之意。更何況，實際言之，心中常存念着多元他者的存在以及我們與他們的

關係，人們會活得比較和諧。

話雖如此，「主體性」仍是歐洲近代哲學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如果我們要

維護人的人權與尊嚴，也不能忽視之。在今天來說，我們必須將之放在具體的

存有論當中，把主體性設想成關係性的，而且感應着多元他者。當我們將關係

性與感應性納入對自我的考慮之時，就須改弦更張，從自我作為純粹與絕對的

主體性，轉移向「形成中的自我」（self-in-the making）的方向發展。意思是說，

自我仍在形成的過程當中，當我們有創造性的道德行動、藝術創作或為大眾立

功之時，才會形成自我，且一旦形成了自我，又立刻邁向新的形成過程。

在如此觀點下，當然也仍有某種主體性，然而是形成中的主體，且富於

關係性和感應性。事實上，中國哲學正是如此看待自我。例如，孟子所言「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的道德經驗，是在自我必須不斷進行

外推的多元他者之間，來進行反身而誠的。就藝術創作經驗而言，一如在山

水畫中，畫山水以顯道，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透過畫家的慧眼，於山水畫

中體現道理。因此之故，無論在道德經驗或藝術經驗中，都仍有某種主體性

存在，其意為形成中的自我，然與多元他者相關且回應多元他者，甚至回應

終極真實，也就是天或道體。

可見，歐洲近（現）代的主體性，與儒家表現在道德上和藝術創作上富於

關係性和感應性的主體性，仍有很大差異。首先，儒家的主體性是在與多元

他者相關並回應多元他者之時，才能在倫理道德行動或藝術創作行動中達

致；而且，儒家的主體性是道德的與藝術的，通過完成道德與藝術主體性，

人可以達致終極真實，或至少能指涉終極真實。

這點不同於歐洲主體性，後者僅集中於智識的主體，終究達不到終極真

實。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的主體性bl呈現在理智的層次，當人構成經

驗知識，達到現象界之時是有效的，然而無效於本體界。此外，康德肯定自

由意志、靈魂不朽與上帝作為道德行動的三項設準。這三者雖屬本體，但此

處的「本體」僅為一消極概念，人永遠無法以知識的方式認識它們，卻仍須以

之為道德行動的設準，這是因為道德行動之本性使然（譬如說，道德行動是出

於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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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國哲學裏，人有意識地在道德行動中指向終極真實，深知自己 

所作所為與終極者相關，像牟宗三所說人有智的直覺，甚至有自由無限心bm。 

但這的確是太強烈的說法，因為人雖有局部的理智直觀（牟宗三稱為「智的直

覺」），終究無法窮盡道體，一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終極真實總有隱微難明、隱藏未顯之處。此外，我和牟宗三先生就此問

題的看法還有一點差異：對我而言，人是在與多元他者相關並回應多元他者

的過程中達到了自己的自我，此僅為「形成中的自我」；更重要的是，人自幼

在其自我的構成中，便有着多元他者的貢獻。

面對後現代對於歐洲近（現）代哲學思想所強調的主體性的挑戰，是否說

有一種「互為主體性」的想法就足夠？答案是：不夠。因為互為主體性只是主

體性概念的延伸和擴充：我是主體，而我也承認你是一主體，這仍然是隸屬

於歐洲現代性的精神。在歐洲近代哲學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早已提

出「互認」（Anerkennung）的概念。然而，這一概念仍然忽略除了你、我以外，

還有別人或多元他者，各有其語言，各有其獨特的面容與人格。為此，單是

從主體性向互為主體性移動是不夠的。正是由於這個理由，後現代思想家才

提議從自我移往他者，而我更提議從他者移往多元他者。

論者將儒家的為己之學，參照歐洲近（現）代的主體性（如康德的主體性）

來予以解讀，即使兩者差異甚大，終究還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勞。但從哲 

學上來說，這並不是最佳的解讀，也不是從儒家觀點看自我與多元他者關 

係的平衡觀點。如果從哲學上來看主體性的構成，我們必須說，從一開始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人就接受了來自多元他者的貢獻。生命便是其中最重 

要者，人的生命來自父母，父母是人的原初重要他者，而生命便是其贈予的

禮物。

其次，人的生命史上各種最重要的東西，無一不是來自他人。譬如說，

語言對於我們用以構成一有意義的世界十分重要，其中包含「自我」這一語

詞，都是來自多元他者和文化傳統。當我們還在幼兒階段，父母和其他重要

他者十分慷慨地、極有耐心地同我們說話，藉此我們開始學習一種語言。為

此我們可以說，語言也是多元他者餽贈的禮物。

此外，如果追溯我們對於意義的欲望，則遠比語言還要原初，是來自身

體內渴望尋求意義的欲望。欲望指向他人、他物，早在我們形成更成熟的心

靈形式之前便已躍躍欲試。作為心靈形式之一的欲望，雖然必須提升到更高

的心靈形式，如認知的、道德的、藝術的、甚至宗教的，然欲望終不可否

定。由此可見，從人的最基礎存在形式起，便接受來自多元他者的貢獻，誠

如生命、語言和欲望所印證的。

基本上，我同意法國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œur）在《自我宛如他者》（Soi-

même comme un autre）一書中指出的，有三層的他者性構成了自我：第一，從

我們體驗的身體開始，他者便有貢獻於自我的形成，在我們的知覺、情感與

運動中，皆會感受到他者的蹤迹。我們的身體在其知覺、情感與運動中，經

常都一直在與其他人、其他事物相關相繫；第二，他者亦有貢獻於自我生命

故事的形成。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史中，總有他者介入我們的故事，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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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形成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所謂的「個人生命的整體相關性」；第三，在倫

理層面，我們總有意向和行動要與他者、為他者，「在一個正義的制度中，度

一個良善的生活」bn。簡言之，在我而言，一個合乎倫理的生活總是與多元他

者共度的共同善的生活；若沒有顧及到多元他者，生活根本就毫無倫理價值

可言。只有當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把多元他者納入考量，並且顧念彼此的共同

善之時，才有倫理的向度可言。

四　學而成人：從身體及其欲望開始

正如當代大儒方東美之言，「儒家是時間人」（the Confucian is a Time-man）bo； 

又如孟子本於《易經》的精神，稱讚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這不只表示人須按時而行，而且表示必須留意一個人在時間歷程中的改變與

發展，而這要從其生命的開端開始。正如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論語．陽貨》），這句話可以說是對於幼子之依賴父母及其他重要他者

的照顧和愛護的最佳描述。

且讓我從人成為人的最基礎層級，也就是我們的身體在時間中的成長過

程開始談起。從現象學來說，我們似乎必須區分體驗的身體和機體的身體。

然而，兩者其實是有別而相關，以致我們不能在存在的意義上徹底分離二者。 

對於一個人而言，身心的關係是在時間中經年累月而陶成的，我們絕對不能

忽視此一歷程。以下將分幾個階段來討論人之成為人的心理學過程。

首先，一個新生嬰兒尚未有其機體身體的統一性，也因此不可能有任何

主體性的經驗。在最初六個月到十八個月，其機體身體才開始有某種統一的

感覺，以至於有某種「我」的感覺，例如我是反映在媽媽眼中的我，是媽媽或

養育者所愛的；以及反映在複製影像中的我，把年紀與己相若的小孩視為 

複製影像，就如同在鏡中所見。由於這個原因，拉岡將此一階段稱為「鏡子 

時期」bp。

從三歲到六歲，進入了發展心理學家艾利克森（Erik H. Erikson）所謂的「介

入時期」，幼童帶着好奇心主動學習並介入其小環境bq。他會對於身邊的人，

包括父母和兄姊與其他重要他者，發展出信任和情感的能量。其後，到了 

十幾歲的少年，會發展出自我認同，尋找親密的新穎的關係，想望在團體中

定位自己的角色，有時甚至非常積極進取、具有攻擊性。這是人們開始尋求

更大自律性的時候，具有較強烈的主體性意味br。直到成熟，人們才有較為

平衡的主體與人際關係，自我與多元他者的相互關係，能夠在社會關係中形

成自我，並以自己獨特的人格貢獻於社會。

上述是一段非常簡潔的心理學報告，說明了心理學層面人形成主體性的

發展歷程。然而，這種心理學陳述需要更堅實的哲學基礎。讓我如此說明：

我認為人類心靈是從身體興起，而身體原初就有一動力走出自己、走向自己

與多元他者的善。誠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的確，我

們的能欲的啟動，是邁向自己與多元他者的善。這並不限於所謂「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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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是所謂「壞蛋」（例如強盜），所要的仍是為自己或為自己的小孩的善，即

使這在後來被一惡的行動或對象所詮釋——例如強取別人財物以增加自己 

財物——為此被視為惡的。

從身心關係的統一性來說，《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必須這樣理解：在顯發為喜怒哀樂之前，

心的原初狀態，也就是心在其先驗核心，稱之為「中」，然其在經驗層面，由

欲望特殊對象引動了心理反應，於是有了喜怒哀樂，這些情緒需要用禮來協

調，使之成「和」的狀態。通常只有聖人可以達致「中和」狀態。然而對於一般

人類來說，「中」與「和」不能只限於聖人，也有必要適用於一般人，而且不只

用於成人，且要及於小孩，因為他們皆是人也。

如果將「中」放回平常性，也就是「庸」的情境中，我們就必須考量經驗與

先驗的關係。自我的先驗層面，亦即「中」，是可顯現的，而其成為已顯現的

過程是不可窮盡的；且無「中」不顯，否則在經驗的層面為何要有「發而皆中

節」，因而有所謂的「和」？也因此，一定沒有預設任何純粹靜態而不開顯的

「中」，或者說這「中」不可得。我要說，在此，「中」一定是動態的，而且不可

以被已顯現所窮盡。一位真儒者一定會體驗到這先驗自我在時間中是動態

的、創造的，指向多元他者並且回應多元他者。

我們不可以將欲望從心的功能中區分開來，或者將它們放在靈欲二元對

立的情境，或者將欲望視為僅指人心的較低層次的部分；相反，我們必須將

欲望視為心的構成與功能的本有成份。事實上，推動一切人心行動並進而追

求至善的動力，是來自我們的能欲。如果我們將聖人與街上任何人、成人與

小孩，也就是說無論任何年紀的任何人都納入考量，我們可以將這「中」或先

驗自我廣義地詮釋為起自原初慷慨，指向他人、他物的「能欲」，以及欲求自

我和他人、他物之善的「可欲」。這「能欲」究竟從何而來？可以說，應是來自

人與人、與他物、與天的動態關係網絡，或說是天賜的。至於「可欲」，則是

來自人的意志的原初所向。人的「能欲」或能欲的先驗動力，不斷走出自我並

指向任何「可欲」之善，且可以演進為更高的層次，例如心、神等，但仍保留

其能量的基本樣態。

我願意指出，「能欲」被「可欲」所吸引，將其視為最先的出口而後顯現自

己，然後「可欲」將可以具體化成為一特定對象，並與所欲望的對象轉成「所欲」 

的欲望，我們仍可以區分可欲之善與所欲的對象，即使在實際的欲望行動中

兩者常被混淆為一。其實，在欲望中所意向的一直都是可欲之善，然後，那

被知覺為所欲的對象常是吾人欲望的某特定對象。就《中庸》來說，所欲之欲

必須透過禮、修身、節制之德的協調而達到「和」的地步。

若從今日角度來看，「能欲」是人邁向意義的內在動力，也就是一種內在

能量邁向多元他者，包含他人、他物與抽象的想法（如生命的理想等），以尋

求意義。「能欲」要經由「可欲」之善來表達，而後經由具體的「所欲」對象，無

論是人、物或抽象的理想來加以具體詮釋。比較起來，說有一純粹靜態不開

顯的「中」的預設，是非常有問題的。這或許可以設想為一個純粹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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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的、靜態的形上狀態，但這樣一個狀態事實上被孔子所否定甚至解構，因為

在《中庸》第一部分最後，孔子嘆曰：「中庸不可能也！」

孔子這一否定語句曾為後世學者帶來不少困惑，事實上它說的是，那能

讓「天地位」、「萬物育」的宇宙論之「中」，若無聖人與天地合德的密契經驗，

是不可能達到的。對於一般人而言，的確存在着從心理學的「中」往宇宙論的

「中」的一種跳躍。然而，除非有一密契經驗，穿透心理學的「中」到達宇宙論

的「中」，因此達致形而上的終極真實，否則不可能克服這麼一大跳躍。這就

是為甚麼從《中庸》第一部分結尾以下，文本的論述就轉往「誠」、「明」，因為

誠、明是人人可接近，人人可達致的。

郭店楚簡〈五行〉中，「仁」字寫成「 」，表面上看來，似為強調身心為仁。

但我們無需像杜維明等學者那樣，認為這是為己之學必須放在優先地位的文

本證據。因為在其他文本中仍以二人為仁，換言之，二人的內在聯繫是為

仁。從「身心為仁」到「二人為仁」，其間應該有一種創造性的聯繫，譬如說，

人應先有某種身心統一，才會感受並回應多元他者。我的意思是說，即使

「仁」字是由「 」構成，這仍然不是將為己之學放在優先地位的文本證據。何

況，在身心與多元他者之間有某種對比張力的聯繫性。也就是說：當身心適

當協調而彼此呼應時，人才有自覺以及回應多元他者的能力，而多元他者同

時包含了其他人與其他事物。

在此，我們可發展出一個比較平衡的身體、心靈和欲望的觀念。我將心

的原本動能簡稱「本心」，若僅就其指向而言，就是「能欲之欲」，是最基本的

人心形式，包含一切人格、一切年齡層的一般人。能欲之欲與「可欲之欲」，

雖相關而有別，可欲之欲指向善的方向，誠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謂善」，我

將其稱為「初心」。然而，能欲之欲的本心與可欲之欲的初心，皆必須具體化

接受特定對象的詮釋。凡有具體對象的欲望，我稱之為「所欲之欲」，由之而

產生喜怒哀樂等等。

由於能欲之欲經常有能量去超越自我封限，即使是無意識地去邁向別

人、別物；而可欲之欲則經常指向某物或某人之善，因此兩者都是不自私

的，無論其為原初形式或者朝向善的初始運動。只有當在努力獲取所欲求對

象之時，尤其在享受擁有對象之時，此時在所欲的形式下的主體性會轉回自

我，也因此成為自私的。簡言之，心的第一剎那（本心），也就是能欲之欲，

以及其最初向善之初動（初心），也就是可欲之欲，都是不自私的；只有當欲

望固定在某對象或對象群之時，也就是所欲之欲時，才會開始轉成自私的。

由此可見，能欲之欲轉成可欲之欲，然後具體化在對象上並藉此詮釋了欲

望為所欲。人的本心或能欲之欲朝向他人或他物之善而動，而且在朝向善的意

向的運動中，在心中自覺到此，並因此而知道自己能夠為善。就在這一點上，

我們才可能同意康德所謂「唯為有善意可以稱為是善的」bs。然而，一個表面

上看來在己的純粹的善意，其實也是由於與多元他者的善相關，而且因為我們

意願此善，才自覺到自己有善意。可以說，一個人的本心或能欲之欲，一方面

被相關的多元他者的善所吸引，此一相關性顯示本心的原初慷慨、利他與愛；

另一方面，也是被追求自我的善所推動，指向自我實現、自由與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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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一個人的自我恆常是在形成中的自我。即使在想像中的自律

或自我實現過程當中的自我，仍是恆常與其他存在者聯繫着的，無論其為人

性的或不屬人性的，一個人總是在種種關係中，仍不失其自由與自律；而人

即使在尋求自由、自律的過程中，仍然是隸屬於與其他人與物共同隸屬的存

在領域。總之，人雖在自由中，但仍與他人、他物相關；然人雖與他人、他

物相關相繫，但總仍有其自由。

五　學習成德：能力卓越與關係和諧

儒家認為人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建立德行。《左傳》記載叔孫豹言：「大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

二十四年》）可見，立德立於「三不朽」之首。在先秦時代，哲儒像孔子、孟子、 

荀子等人的德行觀是具積極意義的，包含兩方面：其一，人本有能力的卓越

化，如智仁勇「三達德」；其二，關係的和諧化，如忠孝信義。可見，他們的

德行觀是創造性的，因為他們認為德行是正面而積極的，而且能不斷改善本

身能力，使之卓越化，並且與多元他者的關係和諧化，以至止於至善。

然而，宋明的哲學家像二程子、朱熹等人，將人性區分為天命之性與氣

質之性，且對他們來說，德行就在於克制氣質之性，如肉欲之類；而要提升

天命之性，正如朱熹所言「存天理，滅人欲」bt。其實，儒家的德行觀亦包含

這兩面：一方面強調智仁勇「三達德」；另一方面也要強調「克己復禮」（《論語． 

顏淵》）。換言之，對於正面價值和關係，必須盡量予以培養，而對於負面的

欲望則須予以克制。以下，我只集中談論孔子創造性的德行觀。

「仁」是人與人、與自然、與天之間的內在感通，也意味着存有論上的內

在相關性，支持着所有社會關係與倫理關係，也因此是人對於多元他者的回

應性。我想，由於人有一內在動力促使其慷慨走出自我，走向多元他者而 

不失去其自我，也因此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

述而》）

何謂「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與愛是分離

不開的。仁的根本在於每當人見到他人、他物，都會有所感受相通。仁一定

要出自真誠，因為只有真誠才有感動。仁以真誠作為最重要的判準，所以孔

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一個在外表上裝樣子奉承，用

美言討好別人的人，是很少有感受、有感動的，因為一點都不真誠。但是，

「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因為剛毅木訥反而顯示人內心的真誠，

所以接近仁。「仁」的根本意思，就是真誠出自內心的感通與感動。孔子曰：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由此可見，仁不但有真誠的感通，進而仁者愛人，而且還能

立人、達人。

孔子面對春秋末年禮壞樂崩的時代，舊秩序在解構而新秩序尚未興起，

主張恢復周禮，並賦予它生命力。就哲學上來講，就是從人的內在本性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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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禮一個先驗的基礎；認為唯有如此，整個社會秩序才有了落實的基點。否則， 

社會秩序基礎空洞化，最後還是強者得勢，那時候強者的意志就是正義。所

以，一定要有一個出自人內心的真正基礎來給社會秩序奠基，而此一基礎的

建立要在回歸到人內心的真誠感受，人見到人、見到物所有的一種真誠的感

通（仁）；從仁的感通產生一種對他人、他物的尊重與分寸（義）；再從義進而

產生出秩序與美感（禮）。如此，由仁生義，由義生禮，這是孔子倫理思想用

以奠立整個社會秩序的主要精神所在。

反過來說，上述歷程的回溯則是攝禮歸義，攝義歸仁，把行為與制度的

禮，統攝到義；把義統攝到仁。如果沒有內在的尊重與分寸，不可能有外在

的秩序與美感；如果沒有內心的真誠牽繫與感通，也不可能有尊重與分寸。

如果說由仁生義，由義生禮，是一個開顯與發展的歷程；則攝禮歸義，攝義

歸仁，便是一個溯源與奠基的歷程。孔子的倫理實踐，就是這兩個歷程時時

刻刻交互辯證前進，以至展開個人成德與社會和諧的過程。

六　仁恕並舉：由感通到外推

孔子所說的「仁」，既是指人與人、與物、與天的內在關係與感通，也是

由於仁，人可以接受並回應多元他者，而後透過「恕」，可以推仁，擴充至更

大的存在範圍，超過自身，邁向多元他者，例如家庭、社群、國家，甚至天

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全球化。仁就是這內在關係與感通，恕就是這

層層推廣、不斷感通、推己及人的動力與過程。仁與恕構成的這一動態關

係，不能說是以實體的方式存在，但也不能說是不存在、僅是空無。它總是

在，總是臨現，總是在動態的發展中，不只在存有的層面，而且在倫理的層

面，不斷地開展。

且讓我集中在恕道或恕的美德上來考慮。在我看來，能夠走出自我封閉、 

慷慨對待多元他者，在任何社會都是重要的，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社會。這

一道德行動是最自然而然、也是最自覺地實現我們原初能欲或本心的道德 

要求。在儒家而言，「恕」就是這樣一個核心的德行，我認為最好將之理解 

並詮釋為「外推」，其意是恕者善推、推己及人，或孟子所言，「善推其所為」 

（《孟子．梁惠王上》）。

在《論語》裏面，孔子關於恕的言論不多，然皆十分重要，孔子甚至認

為，恕可以一生奉行：「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衞靈公》）在此，「恕」是從消極

的金律上來考量的，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未告訴你要做甚麼，而

只告訴你不要做甚麼，是以稱為消極。然同樣的消極金律，亦為孔子在回答

仲弓有關仁的問題時所重複（《論語．顏淵》）。從此一重複以及孔子對「仁」與

「恕」有同樣定義這一事實來說，我們可以看出仁與恕有十分接近的關係，因

此儒家學說可謂仁恕並舉。另一方面，「仁」有一積極定義，可稱為積極金

律。如前所述，當孔子回答子貢有關仁的問題時，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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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儒家消極或積極的金律，都是建立在自我與他者的相互性關係

上，也就是現象學所謂的「互為主體性」上。透過恕，人可推一己之存在於愈

來愈大的圈子，恕可以說是這樣一個由自我推及多元他者的過程，換言之，

從自己到家庭、從家庭到社區、從社區到國家，從國家到天下，正是所謂推

己及人的過程。儒家的生命，便是一個立基於修身而不斷擴充，並且在擴充

過程中不斷完善一己的生命。即使在道德完善的過程中，修身已經包含着如

何對待他人、他物；更何況在倫理生活或政治實現上，「外推」或「恕」常是核

心內容。誠如孟子所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儒家，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通常是透過積極或消極的金

律來解決，而兩種金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相互性的基礎上的。可以說，在儒

家的世界裏，人的行為通常接受禮的規約，也因此，即使是由恕所推動的邁

向多元他者的行動，以及其中隱含着的原初慷慨，也都需要接受禮或相互性

原則的約束，換言之，接受互為主體的相互約束。

在《大學》裏面，相互性原則成為社會政治哲學的指導原則，稱為「絜矩之

道」。文本中首先有一段積極的絜矩之道，隨之有一段消極的絜矩之道，置於

由治國往平天下發展的論述中。

其積極的文本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禮記．大

學》）這一積極的絜矩之道，要點在於強調以仁政治國：老老、長長、恤孤，

等等。若是在上者以仁愛和尊重來治理國民，則老百姓將回報之以興孝、興

弟、不倍等等和諧風俗。

隨後的一段消極的絜矩之道，之所以稱為消極，因其所說皆是不要這樣

做、不要那樣做：「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文本很清楚地顯示，相互性原

則從一邊擴充到另外一邊，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從前到後，又從後到

前；從右到左，又從左到右，於是形成一個立體的相互關係網。不過，總 

是從消極而論，也就是只說不該做甚麼，而沒說該做甚麼。而且，在此一 

立體的相互關係網當中，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水平關係上，也就是從前到後，

又從後到前；從右到左，又從左到右，稍微勝過上與下的關係。無論如何，

擴充的相互性在此從治國到平天下的最大人際關係過程中，扮演着主要的 

角色。

然而別忘了，相互性或互為主體的基本動力，是來自仁、恕的原初慷慨。 

我們可以想見，如果某甲和某乙要建立相互性，必須先要有一人（如某甲）慷

慨走出自己，走向作為他者的某乙，才能進而形成某甲和某乙的相互性。可

見，仁、恕的原初慷慨在邏輯上和存有論上先於相互性，並且可以成就相互

性。若忘了對於他者的原初慷慨，相互性有可能僵化，甚至變成宰制。在歷

史上，由於儒家逐漸失去了原初慷慨，因而使儒家從《中庸》「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的平等、開放、進展式的相互性，轉變成「妻以夫為綱，子以父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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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臣以君為綱」的層級性、宰制性的相互性，因而漸失儒家的創新精神。換言

之，仁與恕的超越性失落了，無以滋潤、提振相互性，因此使其變成封閉式

的相互性；而相互性若失其原初慷慨，則逐漸無力維持，甚至墮落矣。

七　結語

最後，我們終須在本體層面來看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關係。孔子主

張，「仁」是人與他人的內在聯繫與感通，可以透過「恕」，層層外推，由己

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甚至也隱含了人與萬物、人與天之間的內

在關聯與感通。也因此，他鼓勵學生讀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

陽貨》）；而且他知天命、禱於天、因來自於天的使命感而有存在上的勇氣。

不過，人一方面是與他人、他物內在相關聯，但同時又是有某種自主性的，

所以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然此一自

主性仍然假定了本體上人與人、與物、與天的內在關聯與感通。就其關聯而

論，宋儒周敦頤、張載等人更將人與萬物的關聯性論題予以明說、擴充、發

揮至於天地萬物，因此張載《西銘》有「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

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ck的洞見與胸懷。

儒家雖肯定萬物各自為個體，但內在仍彼此息息相關，必須將人性理解

為是由人的關聯性和自主性所構成、所推動的整體。我想，如此便避免了其

他哲學觀的片面性，如偏向強調人的自主、自律面的哲學家，像笛卡爾的「我

思，故我在」；康德「第一批判」的「先驗統覺」說cl，與「第二批判」把靈魂自

由當成人道德行動的設準之一；或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等

等，皆僅從人的自律性來看待人性。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大哲懷德海（Alfred 

N. Whitehead）從整體宇宙觀點，強調普遍相關性cm；而明代大儒王陽明提倡

「一體之仁」cn，則是立基於人的道德經驗，體會到整體存在是一活潑潑相關

的總體。總之，人所追求的自由是有關聯的自由；而人的關係則是有自由的

關係。人的自我，則是一「形成中的自我」。

概括而言，我們之所以能學以成人，是伴隨着多元他者對於自我的貢

獻，無論是在生命的獲取、語言的學習以及欲望總是指向他人、他物的事實

上皆然。在學習成為有德行的人的過程中，人只有在和諧的關係中，才能夠

達致能力的卓越化；而且在每個人皆能卓越化的環境下，才有真正的關係和

諧化。作為核心之德的「仁」，是個人與多元他者之間有自覺的內在聯繫；同

屬核心德行的「恕」，則是利他的擴充，恕者善推，更清楚顯示在成德之中為

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密切關係。在本體的層次上，人在存在上便是與他人、

他物、與天，內在地息息相關，明證之一便是人的能欲都是指向他人、他

物，追求自己與多元他者的可欲之善。這是道德與倫理生活的本體論基礎。

這些觀念為我們提供了對自我與多元他者關係更為平衡的看法，也提供了對

於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較無偏頗的詮釋：為己之學必隱含着為人之學，而為

人之學也必隱含着為己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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