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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人文學專家著作研讀會」

英文中國哲學著作讀書會第八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6/12 上午 9：00~13：0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尤煌傑、劉貴傑

主題：

1. Post-Marxist aesthetics: Li Zehou 李澤厚(1930- )

2. Modern Confucianism (Xinruxue 新儒學) in Taiwan: Mou Zongsan 牟宗三

(1909-1995)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尤煌傑、劉貴傑、孫長祥、黃偉雄、周穎君、陳明威、張佑

禎

記錄：張佑禎

主持人開場：

介紹本次討論的主題，與導讀教授，並略述之前研讀會概況。

本次討論的第一個主題，是李澤厚美學的部份。導讀第一個主題的是輔仁大學哲

學系的尤煌傑教授，美學也是尤煌傑教授的專長領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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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討論的角度包括，羅亞娜教授著作的取材，主要是大陸學者，羅亞娜教授的

著作討論中國認識論，但寫作取材的方式還是不能脫離思想史的方式。羅亞娜教

授的作品，也反應歐洲漢學界某些學者對中國哲學的了解方式。

導讀與問題討論：

尤煌傑教授導讀：

單元 19.4 Post-Marxist aesthetics: Li Zehou 李澤厚(1930- )

P.185

他的學說的中心是「主體性」概念，他指出這不是知識論上的主觀性而是做為構

成一個獨立實體的主動主體，他是理想之實現的潛在傾聽者。他把歷史當成在美

學領域裡達成理想目標的歷程。而他認為美學是自然和自由的結合。

1980 年代，他提出一個新的哲學人學理論（主體性理論或實踐理論）兩者游移

於兩極之間：

1. 人類不同於動物，因為他能塑造環境朝設定的目標。為他而言，主體性是真

實的，如果人類可以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它的命運。

2. 人類控制自然，主要取決於任何所處社會中的技術與社會組織的水平。他把

中國普遍訴諸毛澤東意志主義的想法歸因於人類意志的變形力量，無需科學

與技術的協助。

P. 186

李澤厚的總體哲學是建立在所謂人類學本體論的概念之上。這是個後馬克思主義

方法論工具，用來取代並提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然而李澤厚接受並擁護馬克思

唯物論。他強調「自然的人化」的理想，把它理解為人類通過原初行動改造自然

使成為人性整體的一部分。

自然的人化：

1. 外在自然的人化，創造物質文明。

2. 內在自然的人化，創造精神文明。

P. 187

在他的概念中，他的主體性概念是最首要的。根據李澤厚的說法，知識的心靈結

構，意義(sense and meaning)是與主體的人性慾望緊密相關，藉以理解真理，以

及渴望善性和愛美。所有這些元素形構一個獨特的，有生產力的機械論。這個機

械論向物質文明開放並且相連結。在這個機械論裡，主體性已經被結合成一個整

體，它包容且超越任何社會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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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行為作為自然的人化的一種驅動力，包含兩種固有的本體結構：

1. 工具本體，由生物與技術的自然構成。

2. 心理本體，在文化中被決定。

然而主體性概念作為一個客觀人性存在實體的意義而言，不被單獨地限制在個體

（包含他和所處的環境建立互動關係的能力）的層次。和這個定義平行，李澤厚

又區分出兩種不同的主體性：

1. 涉及個體的人格同一性。

2. 涉及整體的人性。

P.188

李澤厚認為馬克思注重社會性，而後馬克思注意主體性的個別條件型態。

他利用馬克思作為起點重新檢驗康德所發起的問題，然後處理從這些思考中所產

生尚未解決的問題。

李澤厚也嘗試把這個結構引入傳統中國人性論之中。他看出來，主體性和理性，

自然和文化具有統一性，就如同主體性的工具本體和心理本體具有統一性一般。

這個統一性不是把這些元素機械地相加就可達成，而是要通過自然的人化的動態

歷程，以及人性主體和自然客體的互動關係來達成。在這個歷程中，感性和自然

被理性和社會因素所轉化。這個轉化的本質顯示它自身是在美感之中。也就是說

李澤厚把美學理解為不僅是人文哲學的最高形式，而且也是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

義理解歷史的潛在工具。為他而言，美在哲學術語中基本上涉及人類主體性的問

題。以科學術語而言，它可以化約到文化─心理學結構的問題。因此，美的主觀

向度的探究，可以提供歷史唯物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自然本身並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會化的結果，也就是人的本質對象

化的結果。自然的社會性是自然美的根源。

P.189

對他而言，美感作為轉變的自然的人化的本質，是審美意識的實現的最終極階

段。因為美感不同於審美態度、注意、經驗，也不同於審美能力、知覺、情感。

有關美感的問題本質上是認識論問題。

美學科學的哲學基本問題是認識論問題。美感是這一問題的中心環節。

李澤厚反對把美視為一個獨立的性質，先天的內在於我們知覺的對象裡。同理，

美感不能當成一個我們意識裡的獨立元素而存在，而是單獨由感性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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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是感性的，如同超感性的自然。它統一邏輯與直覺之間的矛盾，以及有用與

無用之間的矛盾。這個統一的特殊元素以某種形式自動地表現它們自己。然而，

美感也超越這些具體形式的特殊限定，因為它代表社會理性的積澱，內在於人類

感性。

這個「積澱」是所謂「積澱說」的中心觀念，李澤厚用此說來說明他的美感心理

結構的構成。李澤厚看出積澱當作社會理性化的累積，因為它代表社會理性的積

澱，內在於人類感性，外在世界的知覺的主要形式

P.190

三層積澱

1. 原始積澱：作為藝術積澱的基礎。

2. 藝術積澱：使形式的創作成為可能。藝術積澱的飽和導向生活積澱。

3. 生活積澱：藝術創作的基礎。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主張中國傳統美學從未形塑一個獨立的學術理論，在大

多數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學說裡隨處可見。如同大多數主要論述，美學論文也是建

基於理性主義，排除任何宗教的或神秘的觀念。李澤厚同時在儒道兩家中看出這

種理性主義。從他的觀點來看，雖然儒道對立，但仍然是互補的哲學流派。儒道

互補的角色是貫穿全體中國美學思想的重要線索。中國哲學，包含美學，已經被

日常生活（人際關係與政治概念）中的實踐理性所引導，而不是被任何抽象的和

深奧的理性主義理論所引導。

道家和莊子提出了「人的自然化」的命題，它與「禮樂」傳統和儒門仁學強調的

「自然的人化」恰好即對立，又補充。

P.191

在檢驗當代的對立原則之先，我們需要先對李澤厚對「人的自然化」的解說，它

相應於「自然的人化」。這個解說是基於古典中國天人合一的概念。根據李澤厚

不止表達自然和個別人性意識的統一，但主要涉及自然和整體人類社群的物質現

實性（包含生產關係）的統一。

儒道天人合一的兩極形式：

儒家：自然的人化，強調人文社會的道德價值。

道家：人的自然化，強調個人自由的密切價值。

儒家講「天人合一」常常是用自然來比擬人事，遷就人事，服從人事；莊子的「天

人合一」，則是要求徹底捨棄人事與自然合一。儒家從人際關係中來確定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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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莊子則從擺脫人際關係中來尋求個體的價值。

p.192

如果說，儒家……注重在人化內在的自然，使自然性的生理欲求、感

官需要取得社會性的培育和性能，從而它所達到的審美狀態和審美成

果經常是悅耳悅目，悅心悅意，大體限定或牽制在人際關係和道德領

域中，那麼……道家特徵卻恰恰在於超越這一點。

莊子這裡強調的是完全泯滅物、我、主、客，從而他已不只是同構問

題，（在這裡主客體相吻合對應），而是「物化」問題（在這裡主客體

已不可分）……它即非心理因果，又非邏輯認識，也非宗教經驗，只

能屬於審美領域。

古典中國美學的特殊性明顯變成「天人合一」的概念。它同時包含「自然的人化」

和「人的自然化」

古典中國美學的特性很明顯地變成在於「天人合一」的概念。這個概念同時涵蘊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根據李澤厚，這兩種對立的統一可以提供一

個方法學的基礎，以便於進一步發展美之詮釋理論，以及為建立全球美學而努力。

P.193

關於現代中國哲學思辨的核心問題，也就是面對西洋思想的態度，李澤厚倒轉「中

體西用」的口號，變成「西體中用」。

我用的「體」一詞與別人不同，它首先指的是社會本體……我曾經強調

社會存在是社會本體，把「體」說成是社會存在，這就主要不是意識形

態……所謂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們屬於「體」的範疇。

「體」概念在原始體用論支持者的想法是傾向「傳統之體」，因此被李澤厚以馬

克思主義術語當成社會的物質基礎。李澤厚解釋他所了解的西體主要是現代化，

它不能被等同於西化，既使現代化無可厚非是開始於西方。

然而「用」概念是被理解成理想的上層結構的意思，對李澤厚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因為它界定在一個社會中的個體的具體環境。為了解說這個概念，他把傳統的體

用這兩個語詞代換成「硬體」和「軟體」。

P.194

關鍵在「用」，如何中國能真正比較順利地健康地進入現代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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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以西方現成的模式作為模仿、追求、「轉化」的對象。可以根

據中國自己的歷史情況和現實情況創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模態來……

但強調「創造」新形式，而不是「轉化」到西方的既定形式這一基本

思路。當然，「創造」比「轉化」會需要更多的嘗試錯誤，需要更多的

修補改正，但我以為，付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因為它實在能夠尋找

一些最適合中國情況的模態和形式。

討論問題

1. 根據馬克思主義而建立的「物質」與「精神」二元矛盾對立的理論，是否適

合於詮釋中國傳統哲學思想？

2. 「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固然明顯地對比出基本差異，但是儒道二

家的基本精神是否可以由這兩種描述而得到切合其本質的理解？

3. 「美學科學的哲學基本問題」是否就是「認識論問題」？「美感」是否適合

於作為兩者的「中心環節」？「美感」與「知覺」有否分別？「美感經驗」

與「認識活動」的目標是否相同？

4. 把「美感心理結構」用「社會理性化的累積」來說明是否恰當？「三層積澱」

是否有充分的理論根據？

這裡談到美感是認識論的中心，對西方古典來說，如對康德來說，也許是如此，

表示從感性出發，知道這件事物存在，但是，美感卻不是這種認識，而是指被事

物所吸引。

這裡談積澱，是發生學的說法，這也許是建基於馬克思主義，累積物質文明的想

法。回到中國美學，主要談的是儒道，在荀子，自然不足取，要理性與化性起偽，

在道家是人的自然化，要回到自然，是解放，但人的自然化是簡化的描述。

而中西美學不同，傳統西方，定義什麼是美，藝術則是模仿，藝術的位置並不高，

例如黑格爾的精神辯證，是從藝術到宗教，再到哲學，美的超越沒有特別被強調，

當代海德格才說存有被遮蔽，談揭蔽，藝術也是揭露真理，西方當代才有密切的

美學本體論。中國傳統不只藝術當技術而已，例如中國文人、書法依莊子講的大

通、通天下一氣，把氣貫穿於作品，講力透紙背，這裡從天人合一的角度，有提

出中國美學的特色。

這裡講體用，可能是談中國近代的中體西用、救亡圖存的文化思想，但與美學應

該沒有密切關係。

李澤厚也對康德，有他自己的研究，但羅亞娜教授以中國知識論為主軸，這裡卻

沒提到，另人感到意外，反而是以美學與感性的環節來談，可能不太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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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長祥教授提問：

這裡如何翻譯審美？如果是 aesthetics，我們把 aesthetics 翻譯成美學，並不恰當，

aesthetics 與感性有關，Baumgarten 談 aesthetics 是與感性有關，所以可以是認識

論問題。感性的功用上，與藝術哲學有關，但 art 是有分別的，剛才用 art 來談

中國「技進乎道」的「技」，是 fine art，這是超乎技術，將它精緻化，技術在古

希臘，也不是了不起的東西，只是在模仿，沒有地位。

他們也會跳出來，而不只是 technique，不是純粹技術，有個人的主動性。後來

希臘時期的藝術其實被破壞了，破壞的是宗教。後來根據經驗主義所講，談視覺

的角度；後來是審美經驗，談感性，康德講的，也是美的知識問題。我們其實也

不必跟著西方藝術，他們自己也不重視。

尤煌傑教授：

古人的山川的繪畫，是要親臨現場，如果是依樣畫葫蘆，缺乏生命力。

孫長祥教授：

講到模仿，如古希臘柏拉圖講的，是虛幻，所以只是偉大的工匠，而不是偉大的

藝術家。如果不超越這種技術，不能是藝術。

尤煌傑教授：

所以有人談詩的生命力。

孫長祥教授：

有許多人註解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但沒有講出自己的東西。

如有人認為最高的藝術是黑白畫，是中國的書法，但只是模擬，發展不出自己的

美學。

李賢中教授：

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這裡所謂之自然與自由的結合，是什麼意思？第二，

是提到機械論，主體在這裡的機械論如何與自由一致？第三，這裡提到道家是人

的自然化，表示人有非自然的部份，李澤厚如何去了解？

尤煌傑教授：

人本來是自然的，但被社會化，使本性扭曲，所以道家要精神的解放。儒家追求

周禮，道家則以為是束縛人性，但這不一定表示沒有儒家就沒有道家，道家面對

的是周禮的系統，是從發生的根源與社會脈絡來說。

而這裡的主體，是形上實體性的主體，而不是知識論上的主觀性，這裡自由應該

為辯證歷程的自由，物質與精神結合，但不確定是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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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

物質如何與精神結合？

尤煌傑教授：

這裡也許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有關。

黃偉雄助理：

這也許和康德第三批判有關。在李澤厚他理解的康德哲學與自由的概念，是否有

一種衝突性，還是有不能完整理解的部份？

孫長祥教授：

這裡的主體，是否是 subjectivity？

尤煌傑教授：

這裡用 subjectenity，但字典上查不到。

孫長祥教授：

這裡主體不是 subjectivity，又如尤老師所說，主體不是知識論主體，這裡的自由

應該也不是 freedom，是 liberty，應該是公民觀點下的 liberty，自由涉及公民概

念的 liberty。

李賢中教授：

在 187 頁所講的工具本體和心理本體，它們的關係為何？

尤煌傑教授：

這裡是要解釋前面主體性，工具本體是生物、物質的角度，心理也是從物質結構

發展下而來，這裡不脫離從心、物的角度理解，但是這種二元對立以解釋中國發

展，會有扭曲，即使古希臘，也是物質精神不分，但大陸常以唯物的角度看待古

希臘，也難以理解其中的精細區分。

李賢中教授：

若不以某種特定角度觀察，宜以何種參照系詮釋較好？

尤煌傑教授：

最好由傳統以經解經的方式，用他們的自己術語來理解。中國哲學與美學，也是

合在一起談，例如可從道論與氣論作探討，從此脈絡，再從具體項目來談。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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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否能進行分科？

尤煌傑教授：

可以分科，就像今天分中國哲學，以往其實沒有，今天仍討論中國哲學。同理，

中國的美學，也可討論關於鑑賞、審美等問題，可以配上傳統本體論，不像西方

可切割清楚。

李賢中教授：

這裡的「美感」到底為何？如果不是審美態度，是什麼？是否是認識過程？

尤煌傑教授：

這本著作不夠讓我們作判斷，但這裡講的美感不是認識論，而是美學獨特之處，

有學者認為它雖然來自感性，但有其獨特之處。這裡講審美態度，是來自一位美

國學者，說明這種態度是排斥其他利益。如你看一件事，看它是什麼，而有一個

概念，此是認識論，而你純粹被它吸引，而不是求其它利益，此是進入審美態度。

這裡講美感不同審美態度，是什麼意思？這裡不清楚。美感確實不同於一般注意

經驗，如你品味，也許你經驗過，但是美在哪你不知道，有經驗過不表示有美感

經驗，美感經驗有一種限定性。

李賢中教授：

美感經驗是一種超越嗎？

尤煌傑教授：

不一定，有的以為是超越，有的以為是迷網。也有人認為是與道、氣融合，而有

自由和愉悅，是一種超越。也有的說美感是快感，這裡就沒有超越，要看在那種

理論上講。

黃偉雄助理：

羅亞娜教授理解李澤厚，美是與知覺的對象有關，也許與美感認識有關？

尤煌傑教授：

但這樣美學是否過於籠統？

黃偉雄助理：

這裡用到羅亞娜教授談的美學，是用 Baumgarten 談的 aesthetics，是否是講感性

認識？

尤煌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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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也有這個想法，但現代可能有誤解的情況，不能因為感性，就以美學與知

識論有真正的連結，因為兩者的目的不同，知識論會問什麼是真理？如何形成真

理的概念？觀念如何來？而美學會問如何用審美來了解本體，可能與形上學有

關，從感性上也許和知識論有關，但最終會分開，知識論最後會走向真理，美感

是趣味判斷，是主觀判斷，在康德，美感就不同認識真理。

孫長祥教授：

在 189 頁，講到「審美意識」是 aesthetics awareness、 「知覺」翻成 intuition，

這和一般理解不太一樣，滿奇怪的。Intuition 我們會講直覺。在康德，知覺也發

展得較晚，他主要是講「統覺」，是 apperception，談意識的統一，和 perception

不一樣。

尤煌傑教授：

如果是 loose 的用法，所以把 awareness、consciousness 互用。

孫長祥教授：

但照她後面的說法，應要有所區分。

黃偉雄助理：

這是否是李澤厚本身使用中文的問題？李澤厚可能去理解西方，用他理解的中文

表達，羅亞娜教授看到李澤厚的中文，就自然用她西方的思想和英文去表達。

孫長祥教授：

這裡可能受朱光潛影響，受新黑格爾主義影響，而有這種觀點，談當下把握，而

講直覺，但這是大問題。像牟宗三講智的直覺，也是可討論的。

尤煌傑教授：

還有一點，李澤厚談到道家是「人的自然化」，道家的「自然」，不能用西方的

nature，西方的 nature 是物質上，但道家的自然，是人自然而然。

孫長祥教授：

另外在西方，從神學的脈絡，自然是神創造自然，而道家則是自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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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貴傑教授導讀：

單元 19.5 Modern Confucianism (Xinruxue 新儒學) in Taiwan: Mou Zongsan

牟宗三 (1909-1995) ─新儒學在臺灣：牟宗三(1909-1995)

p.195 劉貴傑教授譯文

兩千年以來，儒家思想曾經代表過國家的核心思想與傳統中國社會意識形態

的基礎，到了十九世紀，人們逐漸發現至少就固有傳統形式而言，儒家思想無法

再提供一個現代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理想基礎。

二十世紀初，五四運動是對儒家思想批判的最好例證，此一運動兼具抵抗日

本及西方帝國主義的色彩與內在改造的作用；目的在掃除傳統國家教條僵化及其

有害的影響。然而，在此期間也播下了新儒家思想的種子，肇始了復興及現代化

基本傳統思想的企圖。

現代新儒家思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出現的文化現象，在中國現代思想史

上佔有重要位置，至今在海外華人世界以及港台地區仍有很大之影響。〔宋志明，

＜現代新儒學研究述要＞，《Zhexue dongtai》，2（1991），p.10〕

儒家思想體系再創新的初步成果在香港及 1949 年後中華民國撤退之處----

臺灣萌生。雖然香港及臺灣的中國哲學家們，很少處理馬克思主義漢化及其相關

議題，但是他們比大陸的同僚更早被迫面對現代化及資本主義的問題。因此，我

們所論及的是十九世紀初期連續發展的潮流，而此潮流僅受到二次大戰及中國內

戰所干擾。

中華民國撤退到臺灣的最初十年，大多數理論家都致力於當時盛行的專制意

識形態及體制，有系統陳述其根植於哲學性的批評。多虧二種支持力量，一為來

自香港半殖民形式的西方勢力；另一方面則來自臺灣一股被視為（尤其是美國人）

有別於共產主義的民主選擇。這二個地區開始經歷了一段始於 1950 年代爆炸性

的西化過程。這一快速融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同時伴隨著以階級制度及服

從權威為基礎的傳統儒家倫理，此一情勢，早在日本已被証明其與早期資本主義

的需求及常有的一些無可容忍的社會條件是可以併存的。

p.196

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 1980 年代，儒家思想一直被視為一種替代封

建制度的意識型態，而生活在當時臺灣及香港社會的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反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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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日益高漲的西化勢力，並著手找出儒家思想的主要架構以作為發展的另一選

擇。

新儒家的研究主要基於一種見解，那就是儒家思想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發

展完全混合在一起。很多支持者也都相信這種對社會、政治及道德思想賦予新面

貌的中國傳統制度，可以作為一個提供現代生活倫理意涵的基礎，及對資本主義

競爭與求利所產生疏離感的負面影響的精神慰藉。〔王中江，〈現代新儒學的視域

限制〉，收錄於《鄭州學刊》5﹙1981﹚，頁 63。成中英，《儒學》，頁 171。〕他

們復興及重建傳統儒家思想的努力，可被視為一種企圖去阻遏這最具影響力的觀

念趨勢及保存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同時也對中西文化哲學性和理論性對話的進展

做出貢獻。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這些哲學家們大都專注在那些西方思想體系所提出的存

有論問題，他們深信有關宇宙最終實體、存有本質以及「絕對」(the Absolute) 決

定生命的意義，對於建立一個能與現有社會條件共存，且能保存整體文化及個人

身份的新價值體系是至為重要的。西方現代化以及現代人唯有真正清楚地理解宇

宙實體才能找到精神家園的信念，因而他們找出以本體論做為能對所面臨的問題

提供清楚答案的哲學訓練。所以，找出正確的方向及通往現代文化的清晰路標是

重要的任務，同時它也能夠提供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基本準則。

p.197

缺少了此一方向架構，社會將會陷入廣泛的精神抑鬱，而個人行為也只能依

循機械式的法律規範。在這種情況下，為找出現代化過程的精神指導方針而做出

對西方思想的理解必將流於片斷、不連貫及膚淺，它非但無法豐富中國人的精神

世界，且會加速精神上的混亂與疏離。

聚焦於存有論的問題可被視為傳統中國哲學對現代化的一種特殊反應。依據

新儒家的說法，傳統儒家把天（Heaven）或天（Nature）視為最終的本體，它是

一種形上的基本實體，而且極為抽象；它能創造改變每種存在的事物。新儒家的

天是內在的，認為人性基本上取決於儒家的性本善。然而，在對傳統體系的解釋

時，新儒家則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們的論述曾談到人性可以變為一種潛質，它不

僅能形成精神與道德的本身，同時也能超越個人經驗及生理上的特性，藉由人性

的行為準則，人可以感受到天人合一及領悟自身的存在價值。(羅亞娜教授這裡

未註明原始文獻，不知道是否是她自己的想法。)

如前所述，新儒家把現代化主要視為一種世界的理性化。其論述對重建傳統

主義的路標有很清晰的描述。新儒家被視為發源於 1958 年 1 月的一篇由港臺哲

學家所共同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篇宣言包括了西方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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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反共產主義頌詞及斷言愛國主義及保存傳統的重要性。其中所訂定的新儒家

思想目標及內容代表了這股潮流的基本宣言。此一宣言的主要簽署者為：張君勵

(1887-1969)、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徐復觀（1903-1982）。

至今，他們仍被廣泛地認為是新儒學的創始者。新儒學被認為是一種體系，它能

夠對傳統中國哲學提供一個具有深度且有較完整視界的西方哲學基礎（尤其是柏

拉圖、康德及黑格爾思想），而此體系對傳統中國哲學能提出更有系統的重新解

釋。〔Bunnin,Nicholas.與成中英共同主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導論〉部分，

（Oxford:Blackwell Publishres Ltd.,2002），p.11〕

p.198

本節我們將簡單介紹牟宗三的理論系統。他是二十世紀後半頁最著名的臺灣

哲學家，普遍被認為是新思潮的精神之父及主要代表人物。他是近代最為人知的

復興中華思想（特別是儒家）首倡者之一；牟氏出生於山東省，在北大求學，他

是新儒學奠基者---熊十力的三個最有天分的學生之一〔Tang Refeng,〈牟宗三論

智的直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27。〕熊十力的理論與學說將在下一

節檢視。

牟在學術上享有最高水平的成就。他對中國及西方哲學都有廣泛且深入的瞭

解。他淵博的學識提供給他一個能夠比較中國和西方哲學的獨特優勢。他的新儒

學思想不僅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中國哲學思想體系，同時也對西方哲學做出重要的

評估。﹙同上，頁 327-328。﹚

熊十力另外兩個最有天份的學生唐君毅及徐復觀同被視為新儒家當代思潮

的創立者。(而在台灣的思潮，方東美也不可忽視。)

牟在學生時代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名為《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

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一研究代表試圖從西方範疇前提和概念的觀點來分析六

朝（225-589）時期的傳統中國思想。由於更加專注於傳統中國哲學的結果，牟

宗三後來改變了研究的方法。在比較成熟的著作中，他設法從傳統的中國方法論

著手研究，這一部分收錄在他的《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

 1949 年中共年建國後，熊十力決定留在北京，而他的三個學生則逃往香港

和或臺灣，在那裡受到流亡國民黨政府的庇護。牟在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主要

係針對邏輯及知識理論並且發表了《邏輯典範》及《認識心的批判》二項研究成

果。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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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著作中，可以清楚地察覺到他受到懷德海及維根斯坦哲學的衝擊，雖

然影響牟學術發展最大的西方哲學家是康德，儘管他對康德欣賞有加，但牟還是

經由批判康德學派的主張，來發展出自己的思想。他的道德形上學有別於康德派

的自我，而專注在以道德為主體的人類，並投入具有適於理智直覺之創世胸懷的

無限心智。〔Bunnin,Nicholas.與成中英共同主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導論〉

部分，（Oxford:Blackwell Publishres Ltd.,2002），p.13〕

1950 年代，他更加專注於傳統中國哲學，不僅研究儒家思想，同時也研究

道家及佛教哲學，特別關注他們認識論的方法。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授課直至 1970

年代中期的這段時間，苦心研究傳統中國哲學思想，《心體與性體》、《才性與玄

理》、《佛性與般若》三書是他在此期間重要的著作。他最重要的認識論研究在

1970 年代中期發表，其中，他根據對中國方法論傳統的了解，來檢視人類認知

潛能的品質與功能。《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及《圓善論》則是在十年後出版；

其中有總結他的道德形上學，也有他自己哲學體系的基本架構。1970 年代末期，

在《現象與物自身》一書中，他重新詮釋並修正了康德的哲學。

從 1974 年退休到二十一年後辭世，牟宗三一直是一位非常積極的哲學家、

著作等身的作家、研究者及教學者。

60 歲以後……..是牟宗三智慧圓融集大成階段。這一時期，他尤其關注中

西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與康德哲學的融匯，從而在對康德哲學的消化吸收中，

重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哲學。〔王岳川，〈牟宗三的生命與學術之思〉，載於《中

華文化論壇》3 (1996)，頁 57。〕(牟宗三他也講一句話：「唯有透過康德哲學，

才能了解中國哲學。」這可以再討論。)

p.200

當今，牟宗三仍被中外學者高度肯定為新儒學的創始者及代表之一，同時也

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哲學家之一。

在知識及學術的發展過程中，牟越發專注在古老的中國傳統。基於對西方論

述的熟練運用及對康德哲學不同文化的瞭解，他對道家、儒家及佛教哲學的中心

思想，做出重新詮釋並加以更新。他認為佛教哲學為思想歷史上有極致成就之

一。他視佛學為一種「非常深奧且複雜的」教義 (羅亞娜教授在這裡也未註原文

出處。) 。他認為佛教哲學最能發人深思，且展現了理性的最新形勢並涵蓋了大

多數的層面。(若是如此，是否可說，唯透過佛學才能了解中國哲學。)

牟相信道家也是古代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思潮，雖然他主要視其為有助於

對佛教哲學更加瞭解的橋樑 (這裡所說的道家，不知道是先秦道家，還是魏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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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果是魏晉道家了解佛學，此說法可以同意)。然而，在傳統中國思想中，

他更偏好儒家特別是宋、元兩個朝代的新儒家思想(這裡新儒家好像是宋、元儒，

但標題又好像包括當代新儒家)。在這三種主要的義理中，牟把儒家思想視為中

國哲學的主流，因為它源於中國，且根本上關注道德意識。〔Tang Refeng,〈牟

宗三論智的直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0。〕

縱觀牟宗三的所有著作，每每呈現出對倫理問題的強調——這是新儒家思想

的典型。然而牟指出道德哲學並非古代中國思想唯一的優先。就他而言，中國古

典的所有三個中心哲學論述是屬於縱向系統(Mon Zongsam 2003d , Vol. 29,

P.103)(但聯經出版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9 冊第 103 頁，卻沒有這句話，這

句話不知道是否是筆誤), 且各別用自己的方式來論述形而上學。這裏他同時也視

儒家思想是對建構相關及特定的中國思想作出最大貢獻的學派。他明確地拒絕所

謂儒家思想僅關注「道德」而無視於「存有」這種說法。牟認為儒家思想的道德

隱含道德的形而上學，也就是說形而上學乃根基於道德。〔Tang Refeng,〈牟宗三

論智的直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0-331。〕

與把儒家思想看作是獨裁主義的目前觀點不同，牟令人信服地辨解，他認為

在儒家哲學裏道德自主性是不須要懷疑的。就此而言，康德的觀點是不恰當的，

因為他受限於其基督徒的背景，把自由僅視為一個實際理由的假定。

p.201

其他二個假定是靈魂的不朽與上帝的存在。因此他頂多只能建立一個道德律

的形上學或道德神學，但絕不是道德形上學。牟覺得在這方面中國傳統要比康德

更進一步。〔劉述先，〈牟宗三〉，收錄於《中國哲學百科全書》，

﹙N.Y.:Routledge,2003﹚，p.484〕

在牟看來，儒家對存有的理解主要是從「天」的概念而來。

通過哪個觀念可以透射到存在呢？就是「天」這個概念。〔牟宗三，《中國哲

學十九講》，頁 75〕

牟認為儒家世界觀的特質是聚焦在積極的人類生活，以及從主題概念出發的

事實。毫無疑問的，他強調儒家對生命的怪力亂神說持百般否定的積極態度，這

也說明了為何所有儒家形上學都被灌輸道德問題。在他的論述中，倫理學及倫理

的含意優於嚴密機械式架構的符號世界。找出可能的方法對存有賦與倫理的意

義，這在西方哲學大都被視為是宗教研究的領域，但對儒家思想理性形上學卻是

一直存在的問題(這裡提到牟宗三是這樣說，但羅亞娜教授都沒有引證成的資

料，無從查證，感覺很難理解)。從西方的觀點來看，這多少移動了哲學倫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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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倫理之間的界線，這條界線在儒家及新儒家對主觀性及社會性的論述已有特

別的敘說，同時也在牟宗三哲學反映過：

對許多西方哲學家而言，牟氏的體系看似一種宗教信仰而非哲學……雖然牟

特別否認他是神學家，但他對儒家思想的宗教層面是自知的，而且對他們的信受

有所辨解。無論如何，牟相信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哲學義理是合適的。 〔Tang

Refeng,〈牟宗三論智的直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40。〕

同樣基於主體性的儒家思想的第二特質也是非常緊密與道德及倫理連接在

一起：

儒家主要的就是主體，客體是通過主體而收攝進來的，主體透射到客體而且

攝客歸主。所以儒家即使是講形而上學，它也是基於道德。〔牟宗三，《中國哲學

十九講》，頁 79〕

p.202

因此儒家仁德也屬於主體性的範圍：

儒家經典中代表全體的觀念比如孔子講仁，仁就是代表主體……仁也是心

﹙同上﹚

這並不論及常識性所謂主體的主體性，但就社會存有意義而言，卻關涉到他

的客觀主體性的概念。（同上）因此他認為這種客觀的主體性即是傳統「仁」這

一概念，牟用「真實的主體性」來表示它。（同上，頁 80）

這個真實的主體性不是平常我們說的主觀的主體，這是客觀的主體，人人都

是如此，聖人也和我一樣。﹙同上﹚

在有關道家哲學的研究中，牟認為對「無」的概念重新定義尤其重要，因為

中西雙方皆把它與西方所謂「空」及「不存在」這種概念來相提並論。(這應該

不是正確的)

無沒有存有論的意味(但這在魏晉新道家未必是如此)，但當「無」之智慧徹

底發展出來時，也可以涵有一個存有論，那就不是西方為標準的存有論，而是屬

於實踐的，叫實踐的存有論。﹙同上，頁 93﹚

根據牟的觀點，「空」(nothingness)(佛家不會用這種英文字)並非一種存有的

概念，而是一種實踐的概念。牟認為讓諸事經由一種「放空並無牽掛」(emptiness

and with no attachment)的心理狀態順其自然的發展是一種大智慧。因此道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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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空」的實踐概念。(這要請問羅亞娜教授，為什麼要把魏晉新道家說成

「空」的概念？他們根本是不同的系統。)

就這種意義而言，道家思想具有一種「實踐存有學」或「實踐形上學」的意

涵〔Tang Refeng,〈牟宗三論智的直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1。〕。

同理，道家「有」的概念絕無法等同「存有」或「存在」，因為它表徵了一種「心

裏定位」。

「存有」不是把一些東西放進空無一物的「空」裡，它是精神狀態的指導。

我們可從「空」及「存有」來瞭解「道」。〔Tang Refeng,〈牟宗三論智的直覺〉，

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1。〕(這是否正確？有待商榷。下面談牟宗三的

佛學研究，也有待商榷。)

在他的佛學研究中，牟主要專注在「空心」的概念。它是一個先驗智心的認

識概念，也是一個沒有自己、情感及意念的超絕精神結構。牟發現與之相應的概

念在道家為「道心」(the way of mind)，在佛教為「本心」(original mind)。對他

而言，這三種概念是「無限智心」 (infinite mind )不同的型式或不同的名稱而已。

雖然這個純潔的、原始的、無限的智心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屬性，但他相信：很

不幸地，人們大都很難保有它。能夠成功做到的就是聖人或佛陀。達到此境界是

非常令人渴求的。因智者不僅擁有精神上的恩典及益處，例如：智慧，歡愉，心

裏上(身體上也常如此)的刀槍不入(不能傷害)，或對痛苦不敏感，也具備一個完

美而且不會錯的認知本能，這就是所謂心理上的直接認知，或所謂智的直覺，它

不僅能理解表象，同時也能察知事物的本質。因此，智的直覺不但是一種方法可

以了解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的定位，而且也是一種能創造二者的極好品質。所

以，根據牟，中國哲學的精髓是在它的形上學裡。這個形上學視人類為一道德主

體，能包容創造這世界的理智直覺。〔Tang Refeng,〈牟宗三論智的直覺〉，收錄

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2。〕(這裡都用 Tang Refeng 的著作，不知道牟宗三

是否真的這麼說，此又是用英文所寫，但到現在，都未用牟宗三自己所作的《智

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上述提到的問題，不僅對認識論非常重要，就方法論的意義而言也是這樣：

重建中國哲學的努力始終關涉著哲學方法論的探討。牟宗三的智的直覺理論

無疑是這種努力的自覺表現。〔貢華南，〈智的直覺何以可能?〉，收錄於《學海》，

2﹙2002﹚，頁 42〕

p.204

就像大部份其他在臺灣和香港的哲學家一樣，牟宗三也嘗試藉用西方範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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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方法論，找出作為復興傳統中國理論的架構。有鑒於此，他採用康德的理論

方法，這個方法較任何其他歐洲的論述，在文化上更接近他自己的傳統。牟視康

德哲學是唯一能與中國哲學進行對話的哲學。〔Tang Refeng,〈牟宗三論智的直

覺〉，收錄於《當代中國哲學》，頁 332。〕

雖然牟同意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把世界區分成表象與實質，但關

於人類感知潛能他和德國哲學家持有不同的意見。康德主張人僅能理解表象，因

為太受到限制的辨識力也只能對事物如此理解; 這與物質是相同的，人僅能經過

純粹理性才能理解，這一條件只有上帝能夠圓具。

基於道德是人最基本的品質這一假定，牟接受康德無上命令的概念，但以無

限智心這範疇替換了康德做為行為規則基礎的自由意志範疇。對牟而言，作為無

上命令來源的自由意志必然是因而不是果。它能限制其他的原則，卻不會受制於

它們。﹙同上，頁 333﹚

在中國哲學的論述中，經常可以看到「無限智心」有多不同的名稱，根據牟，

「無限智心」是道德行為的非凡基礎，它本身具有絕對的、無限的普遍性。因此，

人作為道德人，就康德學說而言，意謂他們無法發出無限制的命令，及以無上命

令作為道德基礎是不可能的。﹙同上﹚

牟更進一步假定人類無限智心具有非凡的特質，或沿用較基本的術語，鑑於

同時存在兩個不同的、無限的、絕對的物質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的無限智心必

須等同天心。康德把藉由純粹理性的直觀去了解事物的能力歸屬於上帝，屬於非

凡心智，人的理解力則是受到限制且僅能認知表象。牟把這種一般人的理解稱之

為感觸直覺。

p.205

然而，不同於康德，牟主張在非凡心智與人的心智之間並無界線。他認為人

的心智也必須包含智的理解潛能或智的直覺的潛能

牟宗三認為，人作為理性存在者不僅具有智的直覺，而且形上問題就是以智

的直覺為基礎而建立的；否定智的直覺，不但全部中國哲學不可能，即康德本人

所講的全部道德哲學亦全成空話。〔貢華南，〈智的直覺何以可能?〉，收錄於《學

海》，2﹙2002﹚，頁 42〕

雖然智的直覺不是一種感官知覺，但也不只是一種認知理解。因而，智的直

覺不是一種推論，無法建立在概念上。它不僅有知覺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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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直覺自身就能把他的對象給我們，直覺活動自身就能實現存在，直覺之

即實現之，此是智的直覺之創造性。﹙同上﹚

智的直覺和理性理解(rational comprehension)儘管有相似處，但不能完全等

同。直接知覺的形式和推理的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在多方面都不相同，和

康德的實踐理性概念也不相同。雖然牟的智(mentality)是道德理性，但是和康德

道德理性的原則不同，後者純由形式來決定。康德認為這種形式原則是道德主體

的驅力與責任。這個原則証明了它是一個與自我不同的外力，但卻有道德壓力的

作用。根據牟的理論，壓力愈大，那麼產生道德行為的可能性就愈低。(這種說

法，不清楚是出自牟宗三哪本著作。)

牟宗三對康德的批評恰恰是圍繞著自律道德而展開的。他認為自律道德現實

基礎與現實動力是主體內在質料因素如愛好、興趣、情感等。

p.206

這些質料因素可以將超越的形式法則「應該作」內在化，從而與主體的具體存在

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使道德法則充實起來，也消除了它與主體對立的性質，異己

的力量成為「自己的」內在需要。﹙同上，頁 44﹚

牟也用道德和價值觀念體系來解釋智的直覺的存在。在這方面，他延用康德

的假設，認為表象世界可以經由直接的感官知覺(sensory perception)或直觀

(intuition)而顯現；雖然活生生的具體現狀(concrete actuality)的世界能夠透過我們

的知性和理性來管控。但是被牟視為與存有實體等同，以及代表知識基礎、理性

和表象世界的價值世界卻無法透過感官知覺顯現出來。因為具體現狀沒有價值就

不存在，而沒有知識、理性，人就不能生活及行動，我們必需要有方法去辨識價

值本質和實體自身：

這個問題，在牟宗三看來，是以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式理路所無法解決的。因

為，他的出發點已經決定了問題的答案，即他從純粹知識論的立場出發，並以此

為標準來看待價值問題，結果價值問題弄成了無意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

必須從「道德進路」出發，承認智的直覺的存在以把握價值存在。﹙同上﹚

p.207

牟在《圓善論》一書的觀點也與康德的道德哲學相背離(這裡未舉出是哪一

段文字)。康德認為快樂和圓善的本質是不可能存在於有缺陷的具體世界，而僅

存在於上帝的完美世界裏。就此而言，牟強調哲學實用主義的價值及貢獻，它影

響了中國傳統尤以孔子思想為甚(這裡不知道如何作牽連)。這種思想聚焦在人的

現狀(human actualities)的具體世界，當下不用逃避到另一個超自然的世界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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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國哲學家同樣不能解決康德的圓善(summum bonum)問題，但牟點出了因西

方哲學尤其是康德所造成問題的歧異之處：

中國人認為在真實生活中除非特別好運，幸福和好事很少連在一起。他們不

看來世，不管這一世如何，也不管世間多麼不完美，但仍能找到這一世的成就…

結果，我們會發現成就在非成就中；此刻圓善被領悟了；而且也不需要去找尋另

一世界的天國。〔劉述先，〈牟宗三〉，收錄於《中國哲學百科全書》，

﹙N.Y.:Routledge,2003﹚，p.485〕(此說應該是指儒家，也不確定是否是如此。)

評論家指責牟的學說太過強調古代中國思想及哲學的道德觀：

「智的直覺」並沒有成為中國哲學的基石。中國哲學中確實有一個重視直覺

的傳統，‥‥‥然而這些直覺既有宗教型（禪宗），又有知識型（朱熹），如何能

以道德直覺概括它們呢？〔貢華南，〈智的直覺何以可能?〉，收錄於《學海》，2

﹙2002﹚，頁 46〕(這裡不理解為什麼以禪宗為宗教性，禪宗並不是宗教性。)

「智的直覺」的類似概念也合理地和必然地被連接到推理。依照這個批判的

假設，「智的直覺」概念的存在必需被定義為人認知結構的一部分。

牟宗三將智的直覺與一切思的活動都對立起來，最終只能走向神祕主義。以

此作為中國哲學的基石無疑是其主觀的臆斷。﹙同上﹚

p.208

牟嘗試運用西方思想的基本認識論範疇，透過智的直覺的概念，去解決哲學

上認識實體的問題。無疑的，這是古代中國哲學的傳統概念。牟宗三的哲學可以

被定義為試圖去綜合西方(特別是康德)和傳統的中國思想。然而，在中國思想史

中，智的直覺 (雖有不同的名稱)的概念成為傳統的一部分，它必須能表明對實

體的全然理解的觀點。就此而言，把任何事物分為表象和實體二個部分，都被視

為是人為的，因為這二個部分同樣都受到直接的認知。因此，儘管牟具有獨創性，

然而他的哲學卻可以被定義為不同文化間的混合，無法協調地在一種傳統文化中

發展。雖然有這種局限，但是牟宗三仍被西方漢學家和當代中國學者視為最具影

響力的現代中國思想家之一。

牟宗三被認為是當代新儒學第二代最富創造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牟

經常被拿來和康德比較：有人說儘管西方哲學研究者必須努力以超越康德，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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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能達到他的水準；同樣的，對牟而言，中國哲學研究者也不可能超越他。

〔劉述先，〈牟宗三〉，收錄於《中國哲學百科全書》，﹙N.Y.:Routledge,2003﹚，

p.480-481〕(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如此。)

劉貴傑教授導讀(這裡引用牟宗三著的《中國哲學十九講》、《智得直覺與中國哲

學》，也許可以說明羅亞娜教授不完備的地方)

牟先生就中國哲學來抉發其所蘊涵的智的直覺之意義，以及證成這種直覺

的可能，並且順著康德哲學的理路以開出「道德的形上學」，試圖完成康德所嚮

往而未能充分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牟先生認為如果不承認人類有這個智的直

覺，那麼不但整個中國哲學為不可能，而且康德所說的道德哲學也全成空話。但

是，根據西方哲學的傳統，人是有限的而不能是無限的，人與上帝之間睽隔不通，

康德把智的直覺歸之於上帝。就此而言，人不可能有智的直覺。所以，智的直覺

必須依據中國哲學的傳統來建立。

牟先生依順中國哲學傳統的智慧，先由人的道德意識，顯露「自由無限心」，

由此宣說「智的直覺」。自由無限心其實就是道德的實體，由此開出「道德界」。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裏，智的直覺已被充分彰顯出來。就儒家來說，智的直覺的根

據恰好就是道德。道德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實呈現。道德實踐依於無條

件的定然命令而行，發布這個命令的正是儒家所說的本心、仁體或良知，也就是

吾人之性。它是道德行為的根據，它本身就是絕對而無限的性體。不但我們的道

德行為由它而來，而且一草一木，也被它所統攝，因它而存在。總之，性體、本

心是無限的、絕對的、普遍的、唯一的本體。智的直覺就是這一本體的自誠啟明，

自照照他的活動。也就是說道德本心既無限且絕對，由之而發的直覺必然是智的

直覺。當本心仁體挺立而彰顯時，智的直覺才有可能。

道家所隱藏的智的直覺並不能從道德實踐來辨說，而是隨順「由有至無」的

理路來辨說。道家直接從有為之域、相對之域跳脫出來，回歸於「道」，而為道

的目的是在證成自知自明以求灑脫自適。《老子》曾說：「絕仁棄義」、「絕學無憂」；

就道家而言，智的直覺是在泯除外求，無欲無為的情況下，才透顯出來的。郭象

《莊》注所謂「滅於冥寂」，就是「無」或「道」呈現，它是一種絕對之境或自

然之域。《莊子》所謂「心齋」、「坐忘」都在說明同樣的道理。但是，道家的智

的直覺側重在虛寂方面說，不像儒家由正面凸現本心仁體的創生性。它所開出的

是藝術的觀照鏡界，而不是道德的實踐境界。牟先生認為「無知而無不知」，乃

是道家所成就的智的直覺的型態。(從這裡，牟宗三應該是用僧肇的〈般若無知

論〉，以佛學來看道家)

佛家主張佛心無外即是無限，因此必然涵有一智的直覺在內，這個智的直覺

乃寄託在般若智中。觀空而不起執著便是般若智，般若智和虛妄識不同。虛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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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執取境相的，它是經驗之知，有所知亦有所不知。般若智無所執取，捨離能所、

主客的二元對立。在般若智的觀照下，不見有生相，也不見有滅相，乃至不見有

常、斷、一、異、來、去等相(這裡是用龍樹的八不中道)。一切事物都是由各種

條件聚合而成，本身並沒有永恆不變的自在實性，稱為「緣起性空」，它們只是

由緣而生的假名、幻象而已。這是一種滅度的智的直覺，而不是藝術性的智的直

覺。牟先生還認為天台宗「從無住本為立一切法」，這才是真正的圓教，只有達

到真正的圓教，智的直覺才能充分朗現出來。此外，牟先生又論及華嚴宗真常心

系統中智的直覺之全體大用。(詳見《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一書，頁 216-345)

李賢中教授：

我們可以兩方面討論，第一，羅亞娜教授對牟宗三的取材是否正確？第二，可以

從牟宗三思想本身提到儒、釋、道「智的直覺」等內容，作哲學上的反省或批判。

孫長祥教授：

牟宗三講「圓善」，在討論德福一致。關於「智的直覺」，則會受宗教的批判，因

為他講的不正確，他談認識論的心，用佛學的說法，是生命的相，並沒有這麼偉

大，對道家的講法也不正確。這裡問題很大，我們必須要再作討論，而討論要根

據作者寫的著作。關於《中國哲學的特質》，也是演講稿，並非嚴格的學術論文。

應該不是他代表性著作。另外，西方在康德之後，也有很多思想家批判康德。說

康德之後沒有思想家，這必須要小心。又剛剛提到羅亞娜教授區分實體與表象，

不知道英文為何，如果是 appearance，康德用的也不是 appearance，而是

phenomena，是認知所建構的現象，若用 appearance 與康德的說法不相稱。

李賢中教授：

我們要從哪個角度反省？

孫長祥教授：

哲學研究應該學習批判精神，也需要發問。

尤煌傑教授：

「超越、內在」也是可討論的問題。

孫長祥教授：

如果把《詩經》：「對月在天，當下即是」講成超越內在，並不正確，這不是既超

越又內在，而是對著上面的天，只有我自己知道。既超越又內在，是將自身講成

神，如此就走向西方神學。

黃偉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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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195 頁，《Zhexue dongtai》是《哲學動態》。譯文 200 頁，「實際理由」應該

是「實踐理性」。譯文 207 頁，第一行康德認為快樂和圓善的本質，「快樂」應該

是幸福。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讀書會的時間是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由杜保瑞教授導讀熊十力的部份，

歡迎各位都能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