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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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講：火浴中的鳳凰：《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2006/7/19） 

講者：鄭宗義 
 

1. 「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釋義 

1.1 1958 年元月，在《民主評論》、《再生》兩雜誌上，唐君毅、牟宗三、徐復

觀、張君勱四位先生聯署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當代新儒家」因

此得名 1  
1.11「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一詞的由來：2 

 馮友蘭在其英文博士論文中最先使用，指謂宋明理學。但後來著

《中國哲學史》即棄用 
 馮學生 Derk Bodde 譯其師《中國哲學史》，將「道學」譯作

Neo-Confucianism 
 西方廣為流傳 

1.12 如是，當代以繼承儒學傳統自居者，乃可稱為「當代新儒家」 
1.2 牟宗三曾倡儒學三期說，後由杜維明廣為宣揚 3 

 依一哲學判準（以傳統的話說即道統）以判定儒學之為儒學的核心乃在

其心性之學或曰天道性命之學。如是，能繼承及發揚此核心者始得名為

儒學 
 儒學發展分為三期：  

a. 先秦儒家（孔、孟、中庸、易傳） 
b. 宋明儒家（周、張、二程、朱、陸、王等） 
c. 當代新儒家 

1.3 由是，逐漸形成了下列三代的譜系： 
 第一代：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 

                                                 
1 這篇宣言後收入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冊的附錄部分；另收唐君毅：《從花果飄零

到靈根自植》。 
2 參看 Shu-hsien Liu,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3 參看杜維明：《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另《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問難與

討論》；另《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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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第三代：蔡仁厚、杜維明、劉述先 

 但這一譜系仍有模糊處： 
a. 排斥了不少在當代仍維護儒學的人物如馮友蘭、賀麟等 
b. 錢穆是否新儒家便引起爭議：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4 vs 劉述先

〈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5 
1.4 1986 年中國大陸國家教委七五規劃，確定「現代新儒學思潮」為國家重點

研究項目之一，為期十年。經過廣泛討論，先後確定了一個十五人名單：梁

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馬一浮、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唐君毅、

牟宗三、徐復觀、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 
1.5 據 1.4，劉述先乃提出廣義與狹義的區分：6 

 狹義：即上述 1.3 的三代人物，正名為「港台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家」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廣義：包括狹義，指當代肯定並提倡儒學復興者，正名為「現代新儒學」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此中含一「三代四群」的架構：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 
第一代第二群：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 

 

2. 當代新儒家產生的哲學思想史背景 

2.1 長距程的歷史因素：可追溯至文化保守主義發展的脈絡 
2.2 受西方哲學思想的刺激與啟發，特別是與德國哲學傳統的對話攻錯 

 王國維譯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與尼采  (F. W. 
Nietzche，1844-1900) 

 張君勱引介柏格森 (H. L. Bergson，1859-1941) 
 張頤介紹黑格爾 (G. W. F. Hegel，1770-1831) 
 鄭昕譯康德 (I. Kant，1724-1804) 

2.3 反科學主義：強調心性之學是科學以外的慧悟層面（a plain of insight） 
2.4 反英美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 7 
2.5 反馬列主義的物化人性論 8 
2.6 通過中西文化的對話，從中國文化的精神處尋求吸納西方的民主、自由與科

學，但非被動而是積極地主動參與，提出貢獻 
                                                 
4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麟》。 
5 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 
6 參看劉述先：《新儒學的開展》；另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7 參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另何信全：〈當代新儒家對自由主義的回應〉，

《當代》，第 137 期，1999 年 1 月。 
8 參看牟宗三同前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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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代新儒家的發展 

階段 特色 
第一階段： 

港台植根 
 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中國哲學思想的重建重釋 9 
 文化哲學的創建 10 
 辦雜誌：前期的《民主評論》，後來的《鵝湖》 
 辦書院講學：1949 年的「亞洲文商夜校」、1950 年的

「新亞書院」（桂林街時期、農圃道時期、中文大學時

期）、1976 年的「新亞研究所」11、台灣東海大學 
第二階段： 

1986 年以降當代

新 儒 家 的 重 回 故

土 12 
 

 經杜維明的推廣，北美有所謂的「波士頓儒家」；參看

Robert C. Neville, Boston Confucianism（2000） 
 1986 年 11 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

在北京召開，會中通過「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

列為「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 
 其後工作展開，共網羅了十六個單位的四十七位學者

參加。初步決定以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

賀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方東美十位

為重點研究對象，後來又陸續加入馬一浮、劉述先、

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五位 
 出版《現代新儒家學案》及吸引一批的博士論文研究

 重回故土的背景： 
a. 中共意識型態的放鬆 

b. 1983 年以來傳統文化的再評估 
c. 亞洲四小龍與儒家文化的討論 

 研究之動機： 
a. 學術的理由 

b. 實用的目的──擊破以新儒家來對抗和取代馬克

思主義的企圖，研究新儒家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的密切關係 
c. 現實對重建價值觀念的訴求 

第三階段： 
1995 年以降的發

展 

 台灣：「後牟宗三時代」的提出 
 香港：重回花果飄零的局面？ 
 大陸：從現實的機遇到發展的契機 / 死亡之吻的警告

                                                 
9 參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數卷；另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

等；另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兩漢思想史》等。 
10 參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另唐君毅：《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文化

意識與道德理性》、《中華人文與當代世界》等。 
11 參看錢穆：《新亞遺鐸》。 
12 參看李明輝：〈中國大陸有關當代新儒家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收氏著：《當代儒學之

自我轉化》附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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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是一把雙刃劍 
 
 

4. 個案研究一：梁漱溟 (1893-1988) 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13 

4.1 生平介紹 
階段 生活 
第一階段  
(1893-1917)： 

 父親梁濟的開明教育 
 1912 年的精神困擾及兩度自殺：人生問題的思考 
 學佛的治療與隱居避世 
 《究元決疑論》的撰寫，提出意義生活的兩條路：（a）

絕對的禁欲主義；（b）入世的改造與拯救 
 1916 年的走出孤獨，任剛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張耀

普的私人秘書 
 1917 年去北大任教印度哲學 

第二階段  
(1917-1927)： 

 理論造始：1921 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梁

亦因此聲名大盛 
 對國家民族前進的思考：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 
 1924-25 年間受王鴻一的邀請到山東改革菏澤省立第

六中學，後又構思建立曲阜大學 
 1927 年的「突然覺悟」——開啟往後的鄉村建設運

動 
第三階段  
(1928-1949)： 

 一方面從事學術活動，一方面深深捲入當其時複雜

的政治活動 
 辦學、鄉村建設（廣東、河南、山東）與參加民盟 
 對鄉村建設的理論闡釋： 

a. 1930-32 年先後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

覺悟〉、〈我們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歐洲近

代民主政治的路〉、〈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

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 
b. 鄉建理論：（1）肯定中國作為農業國家之特性；

（2）士與農民；（3） 鄉約——鄉村自治 
 文化理論的進一步演繹：《中國文化要義》 

第四階段  
(1949-1988)： 

 建國後，當政協委會，文革時代受批判 
 80 年代重登講壇，宣講中國文化，出版兩部重要著

作：《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 
 

                                                 
13 參看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另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另王宗昱：《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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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梁漱溟的文化哲學 14 
著作 思想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1921） 
 以意欲（will）為一切文化發展背後的動力和基

礎 
 意欲三向與中西印文化的區分： 

a. 意欲向前要求——西方文化 / 成就科學 
b. 意欲自為調和——中國文化 / 成就道德 
c. 意欲反身向後要求——印度文化 / 成就宗教

 意欲三向與人生三種問題：人對物、人對人、人

對自己 
 文化的三大類型同時即是人類文化演進的三個

階段 
 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早熟論及其近現代苦難

的根源 
 思想的假定：從物質到精神的發展 
 總結中國文化的出路： 

a. 排斥印度文化； 
b. 全盤接受西方文化而根本改造； 
c. 批判地拿出中國文化 

《 中 國 文 化 要 義 》

（1949） 
 「理性」（中國文化）與「理智」（西方文化）的

反省 
 理性是生命的本身，它是體；理智是維持生命的

工具，它是用 
 人類發展由衝動而理智而理性，也就是由「有對」

以邁向「無對」、「和諧」 
 理性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目標也是中國文化之體 
 在這種重理性之體下，二千多年來中國人養成的

文化特性： 
a. 倫理本位 
b. 缺乏階級 
c. 天下型國家 
d. 缺乏團體生活 
e. 以道德代宗教 

《人心與人生》 
（1984） 

 心與身的關係及文化三態說 
 人生的三種問題：（1）人對物的問題，這是西洋

文化關心所在；（2）人對人的問題，這是儒家文

                                                 
14 參看梁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

收《梁漱溟全集》。另扼要的分析討論可參看 Guy S. Alitto 前揭書；王宗昱前揭書；鄭家楝：

《現代新儒學概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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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關心所在；（3）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這是佛

教文化關心所在 
 相應三種問題，心與身之關係表現為：（1）心為

身用【西方】；（2）身為心用【中國】；（3）心靈

獨立自主【印度】 
 仍肯定從前人類文化演進的三階段論；理性的高

度表現將是無對的出世間法，梁猜測它「將大行

其道於共產主義社會末期」 
 儒耶？佛耶？ 

《 東 方 學 術 概 觀 》

（1986） 
 總結東方學術的特色： 

a. 心力向內而不向外 
b. 學有志願真切，有不容已 
c. 為學重在親證離言 

 

5. 個案研究二：熊十力（1885-1968）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15 

5.1 生平簡介 
 參加辛亥革命 
 其父篤好程朱理學 
 1920 年問學於歐陽竟無（支那內學院） 
 著《新唯識論》，歸宗大易 
 受蔡元培之邀，任教北京大學，啟發學生唐君毅、牟宗三等 16 
 1950 年應中共之邀，重任北大哲學系教授，歷任中共第二、三、四屆

政協委員；1954 年退休到上海定居；文革時受批判病卒 
 關於熊氏人格的爭論 17 

5.2 熊十力的文化哲學：由探究真實的存在入手 18 
5.21《體用論》：「早年曾趨向佛法一路，直從大乘有宗唯識入手。未幾捨有

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取以觀空之學為歸宿，後乃

返求諸己，忽悟於《大易》。」 
5.22 重建中國文化之本體論： 

a. 本體論 → 學術思潮 → 社會變革 

b. 重建中國文化的「體」以為了解西方的「體」的真實途徑 

c. 批判其時知識分子的大危機正在於他們甘願自動放棄深思的權利

而曲求存地去適應外來的壓力，沒有勇氣對當下的存在的內在問題

                                                 
15 參看郭齊勇：《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另蔡仁厚：《熊十力先生學行年表》。 
16 參看牟宗三：〈我與熊十力先生〉，收《生命的奮進》。 
17 參看翟志成：《長存天壤論孤心》。 
18 參看熊氏《新唯識論》、《體用論》、《乾坤衍》、《明心篇》等。另鄭家楝前揭書；郭齊勇前揭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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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深切的全面的反省 

d. 「余之學宗主《易經》，以體用不二為宗。就用上言，心動以開物，

此乾坤大義也，與佛氏唯識之論，根本無相近處。」其體用不二說

亦為宋明理學中陸王一系思想之發揮 

e. 體用不二：體——仁體、生生天道、宇宙本源；用——翕闢成變、

依翕故假說物行；依闢故假說心行 

f. 性智與量智 

g. 人生意義的追問與宇宙本源的探索：中國文化的普遍意義 

 

 

                                  

6. 個案研究三：《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剖析 

6.1 中國文化詮釋方法的檢討與重建 
 批判三種流行的詮釋方法： 

a. 傳教士 
b. 漢學家 
c. 近代史研究者 

 提出恰當的詮釋方法為： 
a. 肯定中國文化為一活的生命存在（生病 vs 痊癒） 
b. 了解者必須具備同情與敬意 19 
c. 中國文化是一客觀的精神生命，其核心在中國思想與哲學（根幹與

枝葉的譬喻） 
6.2 心性之學（儒學）的肯定 20 

                                                 
19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導言〉。 

翕 
物 

大易生生

本體

闢 
心 

成變 
用 

量智 
知識 

性智 
人生 

實證相應 
反求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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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謂儒家思想只重倫理而輕宗教，其實不然 
 宗教概念的反省：對超越（the Transcendent）的嚮往 
 儒學有對超越的嚮往，只是未有表達成一形式的宗教 
 倫理行為 → 人心依據 → 通達於天的宗教感情 
 從「下學而上達」到「天命之謂性」 

 

 
6.3 對民主與科學的吸收：「開出說」21 

 反對使用加添法 
 民主與科學乃中國文化依其自身要求所應當要求者（理當開出）22 
 中國文化的精神要求「天下為公」、「利用厚生」；但過去的君主政治、

實用技術未足以成就之 
 肯定科學之能充分成就「利用厚生」；民主之能充分成就「天下為公」 
 道德主體（中國文化的精神）之自我坎陷而成認識主體、政治主體 / 王

陽明研究、Hegel、《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易》「坎」卦 
 道德、科學與民主乃對列（co-ordinate）而非從屬（sub-ordinate）的關

                                                                                                                                            
20 參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 
21 參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 
22 參看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心    性 

天人合一

天道 Creativity 
in itself  仁  

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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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現代化的多元格局 
 道德的理想主義：但多元格局形成後，整個格局仍應不忘其背後之道德

理想之精神；亦唯得此道德理想之提攜，科學始不致泛濫為科學主義，

民主始不致陷落為個人主義的浪蕩無歸 
6.4 對開出說的省察 

 非謂西方民主科學的產生皆為道德主體自我坎陷的結果 
 未能清楚分辨「創生」與「模倣」之差別？ 23 / 學習民主科學後的價

值調整 
 坎陷說只欲證明中國重道德主體之文化心靈絕不會反對排斥科學與民

主，反之理當要求二者 
 中國文化從根本上吸收民主與科學而非機械式拼凑 
 道德、科學、民主乃對列關係，成就一現代化的多元社會 
 多元與統一：道德的理想主義（非泛道德主義）/ 據此可批判現代個人

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及科學價值一元論的科學主義 
 亟成中西文化真正的交流與對話 

 

7. 總結：當代新儒家的前景 24 

7.1 靈根自植，返本開新 
7.2 與現代世界的對話 
7.3 絕對主義 vs 多元主義 
 
 

MH.5_July 

 
 

                                                 
23 參看勞思光：《中國文化路向間題的新檢討》。 
24 參看劉述先：《新儒學的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