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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國歷史科知識增益 

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重辦課程） 

(CDI020050886) 
 

第四講：從文化保守主義到當代新儒家（2006/7/14） 

講者：鄭宗義 
 

1. 釋義：文化保守主義 (cultural conservatism) 

1.1 文化保守主義、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 
1.2 保守 ＝ 固執、封閉與反進步？ 
1.3 文化保守主義之涵義： 

a. 區別於政治保守主義（如 Edmund Burke，1729-1797）1 
b. 區別於文化自衛心理 2 

 理性上知道傳統文化無效 vs 情感上依戀傳統文化 
 心理解釋的還原主義與化約主義之毛病 
 符合歷史事實？文化保守主義者皆尋求理智與情感的一時並了 

c. 凸顯於文化激進主義 (cultural radicalism)，並不相信傳統文化完全不能

適應現代變局 
d. 對「傳統」(tradition) 的反省： 

 傳統作為人的視域（horizon）的意義：人沒有可能完全割捨其文化

傳統 
 傳統的傳承與轉化 3 
 不合時宜？不合時 ＝ 不合宜？ 
 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批判 / 易言之，文化保守主義同時也是一種對

如何富強、現代化的思考與探索 4 
 傳統資源的再發掘：批判的繼承？創造性的詮釋？返本開新？ 

e. 倘從五四以降反傳統所造成的思想危機看，文化保守主義者亦是努力通

過重釋傳統以求安身立命 

                                                 
1 參看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 參看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3 vols. 中譯本鄭大

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3 參看 Edward Shils, Tradition. 中譯本有傅鏗、呂樂譯：《論傳統》。 
4 參看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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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文化保守主義：指謂當代中國一群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傳統持一自覺反

省、擇善而固執之的態度，並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以關聯於時代及自身，

一方面回應時代的問題，一方面安頓自家生命。總之，文化保守主義具

有下列三個謀求統一的面向： 
 理性的：重釋傳統的合理性以回應時代 / 一種嘗試結合傳統思想

資源的現代化思考 
 情感的：理性的探索傳統來安頓對民族文化的感情 
 存在的：理性的探索傳統來安頓存在生命的感觸與困惑 

 

2. 從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文化保守主義 

2.1 西方列強的入侵與民族主義之發軔 
2.2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三個方面及其在清季學會中的反映：5 

a. 族群的（ethnic）民族主義 / 強學會等 
b. 文化的（cultural）民族主義 / 聖學會、國學保存會等 
c. 政治的（political）民族主義 / 主權（sovereignty）觀念、公法學會、路

權挽救會等 
按：a 與 b 是古義，如《春秋》夷夏之辨、「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但 c 是近

代變局下發展出的新義 
2.3 以上三面之發展： 

a. 族群的民族主義：改良派「大民族主義」vs 革命派「小民族主義」6 
b. 文化的民族主義：助長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但同時亦使文化保守主義備

受誤解 
c. 政治的民族主義：民族建國、公民民族主義 
按：隨着列強的侵凌，中國的積弱，a 與 b 越加發展並演為情感性的，而 c

則常被遺忘 / 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也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情况 
2.4 當代的情況： 

a. 族群的與文化的兩面均受到質疑 
b. 其他族群的獨立訴求：民族自決 vs 民族分裂 
c. 情感性的通俗的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作為一把双刃劍 
d. 政治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出路？ 

 

3. 文化保守主義產生的背景 

3.1 文化交流對話中的迎拒現象 
 文化心理的調整 

                                                 
5 參看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收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6 參看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收氏著：《張灝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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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葉以降的「託古改制」、「老子化胡說」、「西學源出中國說」、「運會

說」7 
3.2 文化的民族主義 
3.3 二○年代西方文明沒落論的刺激 

 對五四以降反傳統思潮之批判 
 對傳統文化的肯定與再認識 
 對現代性理解的困撓？ 

3.4 反傳統造成的思想危機（意義危機），張灝的分析：8 
 道德迷失 (value disorientation) / 社會規範、價值規範 
 存在迷失 (existential disorientation) / 人生觀 
 形上迷失 (metaphysical disorientation) / 世界觀 
 文化傳統的認同與個人的安身立命 

 

4. 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 

階段 特色 
階段一： 
孫家鼐、張之洞的「中體

西用」9 

 借用「體用」觀念來應付西方文化的挑戰 
 在守住政治化的綱常倫理下對西方技藝的吸

收，如《勸學篇．明綱第三》云：「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

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

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知夫妻之

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理論上的批評，如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

書〉中云：「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

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

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 
 實際上發生的作用 

階段二： 
康有為的「孔教運動」 vs 
章太炎的「國粹運動」10 

 從文化內容中各取所需 
 「精華 vs 糟粕」的思考方式 / 精華的尋求與

轉化 
 康有為的「孔教運動」： 

a. 今文經（公羊學） 

                                                 
7 參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中有關文字。 
8 Chang Hao,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9 參看王爾敏：〈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收氏著：《晚

清政治思想史論》。 
10 參看王汛森：《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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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羊學講微言大義：例如何休的「三世說」

（據亂——昇平——太平） 
c. 神化孔子：孔子為萬世制法；預示了君主立

憲 
d. 以孔教來抗衡西方的基督教 

 章太炎的「國粹運動」：  
a. 古文經（考證學） 

b. 以孔子為史家，並批判儒學與帝制之關係 
c. 章太炎倡唯識與莊學 

 具反傳統的吊詭性格 
階段三： 
1921 年《學衡》與 30 年

代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

宣言」（十教授宣言） 

 《學衡》的文化保守主義： 
a. 1921《學衡》出版（吳宓、梅光迪、柳詒徵

等） 

b. 梅光迪在哈佛師事白德（Irving Babbit，
1865-1933），白氏提倡新人文主義 

c. 倡明國粹融化新知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十教授宣言）： 

a. 30 年代武育幹、章益、何炳松、王新命、

陳高傭、孫寒冰、陶希聖、與薩孟武、樊仲

雲、黃文山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十

教授宣言） 

b. 文化本位的強調 
 借用西方思潮來論證傳統文化的價值 
 仍未有深入探討中西文化如何融合？簡單的拼

湊方式？ 
 文化本位的論證有說服力嗎？ 

階段四： 

「當代新儒家」 
 建構精緻的文化哲學來論證傳統文化仍有價值

及能調適現代性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唐君毅《中國文

化的精神價值》、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等 
 文化精神的體用論：「文化精神 vs 文化現象」

的思考方式；文化價值核心（core-value）的現

代轉化 
 避免了精華、糟粕論本身的反傳統吊詭 
 強調中國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積極回

應、參與，而非消極的接受與吸收 
 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與貢獻 

MH.4_Ju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