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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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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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

主題：

New approaches in modern Chinese epistemology: Xiong Shili (1885- 1968) and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xingzhi 性智) and quantitative (liangzhi 量智)

understanding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杜保瑞、蕭宏恩、陳振崑、邱建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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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請杜保瑞教授導讀熊十力的部分，關於討論的角度，包括羅亞娜教授用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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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語詞是否恰當，以及她所掌握的熊十力是否準確，從這兩方面作討論或批判，

也可以從羅亞娜教授掌握的熊十力，所提出的觀點，如熊十力哲學形上的問題作

思考。

導讀與問題討論：

杜保瑞教授導讀：

我這裡要討論的問題，是熊十力哲學本身，以及知識論基本問題在中國哲學的意

義，至於羅亞娜教授對中國哲學的英文表達準不準確，以及羅亞娜教授掌握的熊

十力是否準確，在此著力不多。但有一件事，傳統中國哲學在明代以前的英文，

的確有爭議，但當代中國哲學家，如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等，他們觀念的英

文表達，應該沒有不準確的問題。當代中國哲學家，包括熊十力的語言和問題意

識，是透過西方哲學問題再來談中國哲學，所以這些術語的轉換，對西方學者是

清楚的，我不認為他們討論當代中國哲學家，有理解的問題，我也不認為羅亞娜

教授的討論，對熊十力有誤解。我主要討論就在熊十力本身。

要說一件有趣的事，之前我博士論文所寫的王船山，他在晚年有一著作，是唯識

學的解釋，但是以儒家來作解釋，以阿賴耶識有清淨義，把佛教唯識學傾向儒家

意義轉化，肯定現象的真實意義，而非染污意義。王船山也參加反清復明。又超

越陸九淵、王陽明、朱熹，創造龐大的儒學體系。

熊十力也參加武昌起義。之後學佛，他起家是唯識學，熊十力也到北大講佛學，

又慢慢轉化，在《新唯識論》，即用佛教名相，卻不是講佛教義理。問題是，若

講本體現象，不講宇宙論，如佛教的輪迴生命觀，單就本體現象來思考，佛教則

以本體為空現象為虛幻，儒家關注現實真實意義，以現象實在，儒佛就是兩套對

立的形上學系統，熊十力就質疑輪迴生命觀，以為輪迴觀虛假，用空宗破有宗，

破輪迴觀，朝向空宗接近，再連接儒家形上學，熊十力讀過王船山，以易學建構

形上學。我相信輪迴，這裡差不多是要說，王船山死後，反清復明不成，三百年

後參加武昌起義成功。熊十力開始是作唯識學，再轉入儒家，以易學建立形上學，

比王船山多的，是熊十力多了跟西方哲學的討論。

邱建碩教授：

對於空宗破有宗，要如何理解？

杜保瑞教授：

唯識學對現象作分析，以為現象是虛幻，現象是苦，要求解脫，唯識學的發展，

是看因緣，其次是看結構，現象是眼耳鼻舌身等感官活動，最終以阿賴耶識為染

污的起點，問題是成佛如何可能？佛教說阿摩羅識，有清淨義。熊十力對於如何

由空破有，在於現象來來去去，是性空，不要執著，在工夫上是指不生心，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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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面對現象，對於功德、輪迴也不要執著，但這是心態問題，不是現象問題，熊

十力則以空宗破唯識宗，以空宗是一切法不執著，問唯識宗為什麼要執著阿賴耶

識，成立輪迴生命觀，其實根本沒有這種輪迴生命觀，他再帶進儒家，以為現象

是有而不是空，現象是有意義，來批評佛家。

李賢中教授：

你好像相信輪迴，相信王船山的精神表現在熊十力，那輪迴是否有目的性？

杜保瑞教授：

這也是目的，也可以是習性跟缺點。

李賢中教授：

這樣輪迴是否是有意義？

杜保瑞教授：

恐怕不行，有些儒者會否定輪迴，儒家就不需說輪迴有意義。站在佛教知識世界

觀立場，輪迴有意義。我的立場是接受佛教，是從哲學家的哲學命題理解，看他

們在什麼問題意識，會講這些話。就像我不說王陽明講錯，而是講王陽明就要像

王陽明。

李賢中教授：

又如何說明解脫的意義？佛教解脫的境界是什麼？

杜保瑞教授：

從原始佛教，是成阿羅漢，解脫此痛苦的生命，苦來自欲望，因而苦行，苦行使

你戒除欲，得不到苦，就沒有苦。阿羅漢好似神仙，逍遙而沒有人間痛苦。到大

乘，不忍心眾生受苦，所以和他們一起經歷墮落，不斷幫助他們解脫，在此就是

不斷提生，是菩薩是不斷提升，你若要有所提升，就要經歷，你要救渡，從菩薩

到佛，鳩摩羅什的立場是到十地菩薩，即忘掉你在救渡眾生，如此就是成佛。另

一個意義是與世界在一起，自我仍有，只是無我執，無我並不與輪迴觀衝突，此

時是無習性之我，而非無存在之我，但熊十力以無我、輪迴相衝突，以空取消輪

迴，又不以現象為空，用儒家的現象來談。熊十力將中國哲學本體論、宇宙論、

人生論串在一起，形成整體，主張體用為一，取代佛教、西方的體用為二元分立

割裂，他以為不能獨立談形上學，此就是體用一元過度發揮。

李賢中教授：

上次研讀會討論到，羅亞娜教授引用許多二手材料，討論對象的原文引用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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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教授：

多年來認識論的問題有所爭議，所以肯定要引二手材料。認識論、中國認識論，

很少人敢去定義，我作定義，也是在解釋中國哲學。關鍵問題是什麼是知識論，

我所說的中國知識論問題，問知識活動的確定性如何檢證？如佛教解脫的知識，

其確定性如何檢證。有一點較接近，即是工夫論，說明如何操作可以入涅槃，工

夫是由實踐實證，西方則是由認知能力理論反思，看普遍原理哪些是獨斷，結果

認為普遍原理是獨斷，所以不談普遍原理，也不說形上學命題，可討論的只有數

學、邏輯。中國哲學以為菩薩存在，透過工夫證實形上，工夫是依據普遍原理推

出來，工夫是由形上學推出，形上學與工夫一致，如牟宗三以工夫來證成天，此

是陸王之學，以朱熹是分析方式，沒有證成，造成割裂，熊十力同於陸王，有心

學有實踐，體用不分，工夫論與普遍原理混在一起。

我認為重要的知識論問題，是中國哲學的解釋架構，第二是普遍原理及實踐活動

的證實，但羅亞娜教授沒有提到這些問題，而是從形上問題涉及知識活動的部份

來談，我以為這其實是形上學。

杜保瑞教授導讀：

New approaches in modern Chinese epistemology: Xiong Shili (1885- 1968) and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xingzhi 性智) and quantitative (liangzhi 量智)

understanding─當代中國知識論的新進路：熊十力與性智和量智的綜合

熊十力投入武昌起義，也接觸王船山哲學，熊十力有意由儒家建立民族自救，要

以此否定佛教，但佛教仍不會倒，因為儒釋道三家見解不同，也不必互相否定，

舉例來說，球類運動不可以球類運動的規則，否定田徑運動的規則，熊十力關心

現實世界，但執著於現實，否定佛教。

熊十力在二十世紀開端的反儒學的潮流中屬於另一個更小眾的反反儒學陣營，他

是當代新儒家的創立者，也是第一個用傳統儒家的觀念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中

國哲學家。他建立現代哲學的傳統是從對本體論、倫理學和知識論的反省中做出

來的。

20.1：（熊十力）自我教育的原動力------從佛教到當代新儒家。

熊十力出生在湖北省一個鄉下窮教師的家庭中，自幼就需協助家庭生計，尤其是

當他才十歲的年紀父親就過世了。他因此從未受過正式的教育。但十幾歲的時

候，就認同革命思想，並投身推翻皇朝建立民國的運動中。1920年起，他在南

京學習佛學，兩年後就成為北大的佛學講師。在這期間他反而能夠更深入地接觸

儒學特別是宋明新儒學，結果對他造成巨大的影響。很快地，他就不再教佛學了，

雖然其實他後來的哲學創作，尤其是本體論和知識論的理論，仍然大半地都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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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學尤其是禪學的影響。他脫離佛教的舉動太過明顯，尤其是還寫了一部《新

唯識論》的巨著，在 1932年時，這件事造成了學術界的大風暴。雖然有人認為

這是一套可以讓傳統和當代思想相結合的重要且可靠的新哲學之起源，不過絕大

多數的佛教學者都猛烈地攻擊他說他是位叛教者(但叛教出自佛教學者不恰當，

佛教不應有教派，他們是最不執著的，甚至可以燒佛，應該不至於有叛教問題)。

新唯識論本來是用文言文寫的，1944年他自己又出了白話版。接著又出版《體

用論》一書，書中他為自己的哲學系統提出了本體論的預設。另外一些重要的當

代新儒學的觀念也出現在《原儒》和《明心篇》的書中。雖然他的最主要目的是

為儒學建立新的理論傳統，但也對佛教哲學做出了貢獻。他對傳統佛學的百科全

書式的研究著作《佛家名相通釋》，也是他在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最後，他的

所有作品在死後得以《熊十力論著集》被出版。

熊十力的新儒學其實是為了面對當代西方科技與思想的時代課題之挑戰回應，他

很清楚這個任務的意義，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好好學外語，因此只能依賴當時僅有

的一些不太可靠的西洋哲學之翻譯作品。

他相信未來的哲學必定是立基在中國與印度和歐洲思想傳統的總匯中。他的工作

就是要去尋求在儒家理想傳統中最具有永恆性要素，不僅要讓中國找到面對時代

危機的出路，也要能對世界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效的及有價值的貢獻。所

以，他就採用了一些佛教的觀點和犀利的易學知識所共同組成的理論以提供儒學

更堅固的形上學基礎和動態的特色，要不然過去儒學只被當作不過是倫理思想而

已。

熊十力在中共建國後仍在北大教書，一直到退休。（雖然承認馬列思想但沒有改

變自己的哲學。）退休後他搬到上海繼續研究及寫作，共產黨的獨裁政治並沒有

打亂他平靜的生活，沒有強迫他要自我批判或要求改寫他之前的書，甚至還可以

領到政府的出版補助津貼。只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他還是遭受了身體

上的折磨，看到儒學的災難，他在憤怒與絕望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熊十力的知識論中佛教的色彩最重，而且主要是禪學對理解方法的詮釋術語，不

過，他從沒想要系統性地介紹他的知識論想法，好在在他的本體論思想中知識論

的東西也不少，所以可以在其中幫他整理出來。(熊十力其實要寫一本書《量論》，

但沒有寫，但可能也沒辦法寫，因為熊十力把知識論和許多問題混淆，在當時龐

大西方的系統下，他腦中所想都是形上學，並未真正反省知識論，熊十力腦中是

儒佛之辨問題，以為體用不分，牟宗三也是如此，以實踐證普遍，並以為中國形

上學優於西方形上學，表示有工夫與實踐。我認為要先對中國哲學反省，反省中

國哲學系統化結構，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反省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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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體用之綜合

棄佛向儒之後，熊十力創造了一套基於傳統整體主義世界觀的宇宙論系統。他主

要所使用的範疇模式是傳統的互補性辯證法(的確是互補，但不知道是否為辯

證)，這是在所有儒學中通用的這表示熊十力不再使用佛教嚴格的法性與法相之

二分法，他知道這是普遍在中西所有哲學系統中的模式。如西哲裏的實體與現象

之分，在柏拉圖哲學裏尤其明顯。它同樣表現在語言學裏的主賓關係；心理學的

靈魂與肉體、理性與感性；知識論裏的意見與知識、感覺與理性分析；形上學裏

的整體與不完整、永恆與暫時、真與假；即便在中國哲學裡，宋明儒學跳出傳統

的整體論立場也在談理氣二分之說。熊十力用了「體用」一對範疇來說傳統中國

的絕對實在與變動現象，後者與前者有極端對立的立場。熊十力就以易經思想為

基礎討論了體用關係中的互補性原理。

熊十力的整體主義哲學比起程頤朱熹的二元分立思想要來得可靠與合邏輯地多

了。程朱之學不管兩極概念本身的不可分割性和互相依賴性所建立起的嚴格的理

氣二分說其實是很類似西方二元論的型態的。(二元分析，不一定割裂，但是分

析現象，不是沒處理主體實踐，熊十力則是把形上觀與工夫混在一起，主張體用

不分。王陽明就認為朱熹多言及「理」，而未有實踐，但朱熹其實是在分析現象。

熊十力與王陽明相同，認為價值才可實踐，說明理在心內，體用一體，是終極本

體，現象是家國天下，而主張體用不分。)

在我們的感覺以及語言中，體用一對似乎是不同的實體，他卻主張它們只是像硬

幣的兩面而已。體是不能在經驗中被感知為任一具體物質實在的，而後者又只能

在用中被感知而已。體，是所有變換轉化作用時的原因及理由，用則屬於具體現

實層面。體是潛藏隱微的，用是展現明顯的，體是單一的整體，用是多元的分層

的。這些差異只能在描述的層次上表述，基本上來說，體用並非具有不同本質的

兩種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兩種展現屬性，兩者同組成為一個實在體。

體只有一個，但它卻顯現在萬物中，當它展現的時候，我們在多元的樣態中感受

到它，這就是中國哲學所講的用，用是體的多樣狀態，萬物即是展現根本實體的

諸種樣態，但不能反過來說根本實體只是萬物的集合體，根本實體是一，展現為

多元樣態之用，因此它必然需要被分化，當我們以部分來說它時，我們其實只在

在說它的用而已。

熊十力用海水比喻體用關係，海是體浪是用。

熊十力反對佛教的主張，佛教認為現象世界是虛幻的錯誤，人若要與法性合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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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棄絕永世的執著，而熊則認為體與用都是實在的。正是佛教這種從具體存在

界中抽離，且否認生命的多元義涵，導致了熊十力拒絕再接受佛教思想的。藉由

重新定義及整體綜合傳統整體主義的本體論模型，熊十力也重新定位了新儒家實

用主義的理論義涵而更看重儒家對具體社會現實生活的責任心。他對佛教宇宙論

的否定，也明顯地表達在他對存有論問題的動靜義涵之理解上。佛教把法性當作

永恆不動的實在，而一切動態的變化就不過就是法相世界的虛無縹緲的幻影了。

熊十力認為，存在事物的變換並不只是法相的功能層面而已，而是對所有的事物

都有一個同時顯示其本質實體的意義在。這又是易經思想對他的另一個影響。體

不是物質性的，物質是屬於用的屬性，在變易中永不止息，並且體用一齊作用，

且是在一閤一闢的動態歷程中。這些動能作為用的展現使萬物出現及消滅。熊十

力同時代關心中國哲學和西方思想的人們常常想將他的理論和某些西方哲學作

比較。熊十力的變易轉換論常被視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及懷德海的歷程哲學極

類似。由於他是不讀西文原典的，所以很難確定到底他受了多少西哲的影響。他

自己說他不確定他的東西跟懷德海的東西有多像，但是從別人的作品中所瞭解的

部分，他倒是同意他根柏格森有一些相似性，只是還是懷疑這恐怕也是表面上的

相似而已。

熊十力相信他的當代儒學本體論和西方思想的根本不同會是出現在西方對客觀

實在以及他自己對本體實體的理解上面，客觀實在對西方人而言意味著通過理性

建構的外在實體，而本體實體對熊十力而言並不只是外在事物存在的基本原因，

而是同時是事物的存在本質，因為他同時可以被視為是任何存在事物的個體精

神。

熊十力以這種方式揭示一些基本範式，將新儒家的本體論和原始儒家的兩極互補

的思想連接起來。如此，作為本質的體，和分殊多元之氣的用，共構成一依賴互

存的整體。當然那個不可表述的體，仍然具有較為根源與優位於它的物質化功能

形式的。

陳振崑教授：

熊十力提出心物合一，是否是和馬克思主義妥協？在此多言及體用，較少言及心

物與心物合一，是否是和馬克思主義妥協？

杜保瑞教授：

熊十力與王陽明相同，以道心、天心相同，以為世界根源與人心溝通。若從王陽

明來看，實體是價值實體，王陽明的思路即是心物合一，此是工夫與形上混在一

起，王陽明忽略客觀形上，因為他不感興趣，熊十力的人心即天道，也是心物合

一，但不知是否與馬克思主義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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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

關於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問題，告子是客觀分析而說義外，孟子是價值實踐，談仁

內，墨家則說明主觀客觀兩面皆有，由此看來，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是否先釐

清原典作者的角度，看他們是在哪個角度論述？

杜保瑞教授：

墨家確實言及認識活動，以為仁、義都有內外，告子是價值原理本身的問題，孟

子則是工夫論問題，以為仁義內在於心，需要去作。

李賢中教授：

雖然有各自的角度，但在他們的角度是否成立，可再討論。他所說是否成立，相

對於其思維情境，而熊十力的體用為一，要了解他，應該是還原他是相對於什麼，

如合一的角度應該是工夫論，二元分析的角度應該是表達上，中國哲學知識論的

討論，應該要作思維情境釐清，以及看是以什麼角度、參照系為何。再者，西方

多半是論證，體證則是中國哲學之重要內涵，是可開展的。另一方面我們受西方

哲學影響，我們的參照系即是論證，只有論證才是知識論，但體證這種型態的知

識要如何在哲學問題中討論？

杜保瑞教授：

中國哲學的特色其實是體證，它在形上學過度使用，以為中國哲學是實踐的，優

於西方形上學，但知識論的意義並未開發，體證才是證成論證為真的基礎，西方

以為命題要有經驗，體證也是經驗，但是神秘經驗，要檢證，則更是挑戰。

李賢中教授：

體證是要證明普遍，但往往是相對某些人、事、心境、情境的普遍，也就是所謂

的相對普遍或範圍內的普遍，然而論述者或聽者卻常以為那是絕對的普遍。

杜保瑞教授：

由於他們是理想，投入熱情，可能以自己為絕對。儒釋道的知識論問題，確實是

相對系統，是不同的世界觀，儒家即從現象上，去批評佛家與道家自私，其實這

些批評並不對應，而熊十力否定佛教輪迴世界觀，沒有接受他們的世界觀，佛教

也沒什麼回應的。

蕭宏恩教授：

體證經驗說過度使用，可能不那麼恰當，也許各家不能相批判，但並非不相干。

杜保瑞教授：

這裡提到過度，是說活動有目的，目的有其內涵，有的是求客觀分析，問題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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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實踐的系統，批評客觀分析的系統。有的以為實踐優於客觀分析，以為客觀分

析是支離的，背離孔孟，勞思光就言及實踐，否定形上學，牟宗三則將實踐塞入

形上學，以為陸王是工夫，周敦頤張載是圓教，以程朱學形上是支離，沒有講實

踐，但這樣就亂了，亂了程朱的貢獻，程朱有他們的樣子，他們的工夫一樣講得

漂亮，都有自己的系統，其實詮釋準確即可。

陳振崑教授：

杜老師說到由體證而有他們的形上學，但是他們也有思辨，建立他們的形上學。

杜保瑞教授：

他們是用思辨作出那種實踐形上學，但是工夫論。牟宗三就言及程朱講氣之精

爽，要如何超越？如何到完美？但是程朱有工夫論，也建立形上學，說明如何成

聖，沒有必要因為中國有實踐，就是優於西方，或以批評程朱打擊西方。

陳振崑教授：

勞先生、牟先生都重視實踐，但有不同的效果，勞先生是批判形上學，牟先生是

講道德形上學，他們都受康德影響，勞先生主要在第一批判，牟先生主要在第二

批判。他們是否都因強調實踐，氾濫至形上學？

杜保瑞教授：

勞思光是運用康德，做忠實的哲學工作，用康德的典範處理中國哲學，勞思光沒

有氾濫到形上學，牟宗三則要超越康德，要超越西方。

邱建碩教授：

處理中國哲學，形上、工夫是可以區分的，以勞思光為例，即是好的典型。也有

些人放在一起，也許是有他的目的，也許不是混淆。

杜保瑞教授：

各個哲學有其哲學系統，但各哲學有其真相，我作的經典詮釋，是看其他學者哲

學史的理解是否有誤。以董仲舒為例，他曾提到「仁」外「義」內，表示義是小

愛，你作的即算，但君主之仁，是看天下百姓是否太平，因此「仁」的標準在天

下，董仲舒是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又王陽明批評朱熹，是因為實踐，但朱熹氣之

精爽，是講形上學，但心統性情，成聖則是以天地之性為本體，不會有工夫實踐

的問題。因為基本問題而有他們的討論，我作的即是中國哲學史研究，還原其本

身問題，說清處他的問題，從知識論上講，這可能是相對意義真理。熊十力即以

儒家為本位，以此立場否定佛教。如果將工夫塞入形上，而以為優於西方，此心

態可能使陳述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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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教授導讀：

20.3 習心本心與量智性智

(習心近於氣質之性，本心近於天地之性，我認為這應該是形上學問題。性智是

對價值意識思辯，量智是對客觀分析。)

熊十力的知識理論來自於儒家傳統的知識論，因此跟倫理學密切相關。其中有兩

個命題密切相關，即是天人為一，及天地之心即是人類本心，根本實在之體遍在

一切萬物之中，人心是人類本心的展現，於是他認為人類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並

非分開的兩件事。

既然熊十力認定存有的本質就是人心，因此認識本質之體就等於是去瞭解人類自

己的生命精神，並且在這個理解的過程中人類不僅修養了人格更提升了美德。

熊十力對體用關係的本體論立場也反映在他的心論中，主張人類有兩種心意識，

其一為宇宙之本質亦即人之本心；其二為本體之功能亦即人之習心。習心是虛妄

的，一如實體所對之現象般。由於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的表象能力受限於個人的認

識能力，總是把習心當作真實，當作與所感知的具體事物之真實一般。

本心是根源於本性，而習心則是通過認識、意欲及情緒而取得。本心蘊含意義且

直接關連到整體存有的實況；習心則不僅預設意識是與外在世界分離，並且還負

擔了自我中心的偏見及錯誤的慾望。當習心作為讓人類生存在具體現象世界的工

具之時，本心卻讓人類得以認識存在的本質，並且讓人類的生存有了意義。在所

有的儒家思想中，人類有別於動物之處在於人類的生命是有意義的這點是分外重

要的。讓人類經驗到與存在的本質一體的探究方法是存在於人類的自我內在之反

省中。因為他是把人心和根本實在視為不分的一體的。根本實在通過人心的反省

而獲得。這是熊十力所認為的儒家教義。

不只體用一對及本心習心一對，熊十力在他的知識理論中也提出了關於認知活動

的一對概念，一是性智，包含了本質和本心的知識學分析功能；其二為量智，它

與習心的作用一樣，郭建寧及張文儒兩位當代熊十力專家認為他的量智是可以等

同於科學方法的。在他的知識論理論中討論了儒家和現代科學的關係，他把量智

當作科學理解，而性智則是屬於哲學和形上學的範疇。

量智是屬於分解的邏輯，它是理性的且與經驗有關。性智則是直覺的內在程序，

使自我與本心結合且要直探實在及成為其一部份。

量智是我們用來探究具體世界及界定日常生活的適當及有效的工具。但是我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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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道它的限制，不要把它拿來作為理解本體論及形上學的認知工具，否則會誤

導體用關係，把體視為一個認知的外在對象。熊十力於是和馮友蘭一樣便區分了

科學和形上學的特質。熊十力認為形上學的思考較之量智的活動是更具優位性

的。熊十力這種對科學活動的限制性定位，就類似於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科

學的限定及海德格對科技知識的限定。

熊十力的知識論在一個根本的地方是與康德不同的，那個絕對實在體對熊十力而

言是可以被認知到的。那個終極真理並不是可以被放在人類的在意識之外的一個

東西，熊十力的本體論的根本功能是對透過對自我的理解而展開來的，根本實體

是隱藏在我們每個人之內，而非懸置在某個外在事物的表面上。真理不是某個獨

立的外在對象，等著被我們的理性的認知技能去展露它，倒是通過反己體認而來

的，當我們專入於自己的內在時，存在的本質就會同時顯現出來。

內省法就是本心透過內在自覺亦即是性智作用的經驗，他的量智（我覺得是不是

搞錯了應該是性智）非常受到佛家的禪定法及王守仁的致良知法的影響，有別的

是，本心的展現絕非一次到位，而更是在持續的歷程中之轉化。

因為轉化是受到指導管理的，人心包含了意志的部分，意志又是自我的基礎，因

此通過人格修養而精緻化自我意志，便是獲致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討論到理解

的方法時，熊十力也關心到表達的問題，他提出了佛教的遮詮及表詮的一對觀念。

表詮是積極地敘述對象的性質且立即地展示出來，遮詮則是以否定的方式說什麼

性質或功能並不存在於所述的對象中。

遮詮較常用在大乘佛教的學派中，它有助於導正被表詮誤導的認識結果，因為表

詮總以對象的外在特質來運作認識活動。表詮還是有用的，但它只適於針對部分

真理作部分認識，因此人們可以用它來探問事物的外在實況。物自身的本質是不

能被表達的，且語言是言不盡意的，因此真正的真理只能透過遮詮來理解。

(老子講吾不知其名，用否定的方法描述道，此不是表詮，但佛教真理並非遮詮，

而是表詮，佛教的價值即是空與不二，是正面價值，佛教有遮詮，但般若是正面，

佛教真理即是空。)

邱建碩教授：

空本身是沒有特性限定，本身應該沒有遮詮表詮的問題。

陳振崑教授：

關於八不，是表達空，但表達方式，這應該是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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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教授：

能接受，但佛教的真理即空，已經表述，本身就已經說了。若因為你說了不對，

這時才用遮詮。

杜保瑞教授導讀：

20.4科學與直觀

不同於當時一些仍然支持儒家的傳統保守知識份子的典型，熊十力從未拒絕科學

知識。相反地，他認為科學對人性的推展及繁榮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工具及資糧，

他對個人人格修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來創造條件，因此也就對整個社會的和諧有

正面積極的貢獻。當然進步與繁榮忌諱產生良好的人格修養但也會製造自私及物

欲，所以熊十力主張要以倫理責任來小心運用這個強而有力的工具，另一個要注

意的問題是，科學作為探究實在的工具，它的知識論進路是有著片面化及支離化

的缺點的。科學方法只能交給習心使用並且只是屬於量智，如果我們要用科學的

研究來探求實在的整體的話，那麼其結果就只會把我們的本心搞分散了，也會因

此失去了原本對生命意義的倫理方向。就是說過渡使用科學的結果會使我們迷失

人格修養及提升美德的人生路向，從而走入生命本能及慾望的十字路口中。因為

科學自身並不能解決生命意義的問題因此必須使其臣服於哲學活動中。因此說熊

十力對科學究竟是支持還是拒絕則視要視情況而定的。科學仍是一套有效的理解

工具，但它是跟哲學完全不同的論述，相較於倫理學及形上學而言，它仍是一門

合法的學科。當然，科學的這種片面分散的瑣碎本質，並不就必然會造成使用科

學的人喪失生命的倫理價值及其意義，也就是說，就科學在物質慾望的研究進路

上的優勢地位而言，它倒也不必然就會導致精神貧乏。

熊十力還強調，科學論述並非只有分析法，而是還有綜合法，甚至直覺也是科學

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只要避免掉科學的負面影響，它還是對形上學有幫助的，所

以科學及哲學仍是有互補性關係的。

不過，熊十力還是對科學的功能有所限制，而且這些限制是不可逾越的，科學與

哲學雖有互補性，但哲學還是遠遠重要於科學。

所有熊十力在談的兩極一對的哲學觀念中都有一個先在的指導原理，那就是體用

這一個關係原理。於是有本心主導習心，有性智主導量智，有哲學主導科學。所

以熊十力反對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社群中的科學至上的觀點，在胡適和馮友蘭的新

實用主義思潮中，他們嘗試建立一套科學方法論及系統分類學以應用於中國哲學

的討論中，這類理論工作的結果，就是要取代先前的哲學神秘論，而建立一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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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邏輯一致性的以及能驗證性的形式性架構，去把基於內在形上學原理而有

的古典中國哲學思想包括進來。這批新派知識份子的企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符合

科學精神的當代邏輯方法論哲學。他們認定要以科學的知識論為進路，以取代直

觀的、內省的、以及自我意識之內在觀點的經驗，熊十力當然反對這種立場，主

要是他認為哲學和科學在本質及方法上是不一樣的，科學對實在採取形式的及機

械的進路，而哲學的重要性在於它扮演了提供一切研究活動一套基本的倫理判

準。對熊十力而言，一套完全形式性的科學知識論，是無法對社會實在提出據以

判斷和評價的標準的。

20.5 返回倫理學和知識論的對談中：內聖外王

熊十力的知識論起源於他需要去創造和重建儒家倫理的本體論和形上學的基

礎。他的系統是要建立一套架構以便讓傳統中國哲學的理解活動之模式獲得理論

的證明，從而藉由人格的自我反省之修養工夫建立良好的人性美德。這一套成德

之學將是中國邁向二十世紀跨越一切政治危機的關鍵鑰匙。

基於他這一套體用合一的理論關懷，他建立了一個立足於傳統儒家君子典範的倫

理系統，說明了內聖外王之道。內聖指得是人們的精神判準，外王指得是人們的

社會及政治活動。內聖外王是古代儒家政治哲學中的道德指導原則，熊十力還以

此一原則批評宋明儒學家過於注重內聖卻忽略外王。

為彌補這個缺失，熊十力繼續發揮他的整體主義的本體論，建立內聖外王不二

說，以便為當代新儒家建立一套新的倫理系統。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恢復傳統儒

家的烏托邦社會裡想，並予以一個現代的面貌，他擬定的藍圖就是獨立自由平等

富強民主的大同社會。

熊十力除了通過整合當代自然科學和知識論理論到傳統思想中以建立倫理學進

路的知識論從而將儒學現代化之外，他其實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當代儒學的形上學

倫理學及知識論基礎。

他對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貢獻可以在一個更為寬廣及普遍的意義上來定位，他在

他的時代是一位十分合格的知識份子，不僅沒有投身十分保守的國粹主義中，他

也反對後來十分佔優勢的反傳統潮流之破除迷信運動，即便共黨執政之後，他還

是繼續保持他的立場，這在他那個時代是完全不被接受的。熊十力一直是一位真

正的儒家學者，即便在全國都不看重儒學的時候，他真的可以被稱為傳統意義的

聖者了。對他來說儒學不是可以從中獲得個人利益的東西而只是一種內心堅信的

信念，簡言之，熊十力是一位儒者的內聖人物，他是很少數的不把自己限制在只

在表面上重新創作儒家思想的理想原則的學者，他要以他自己的人生來實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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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熊十力的個人道德是建立在一位儒者的倫理信念中，那是一位既有溫和穩健

又有精緻靈巧的思想家，又同時是一位堅定的有決心的反抗世俗潮流的人物。

(熊十力以為儒家優於形上學，實踐優於形上學，羅亞娜教授以熊十力保有儒者

氣息，即是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但在理論上，今日在 20 世紀對中國哲學反省，

是要更本真，作本身的描述，至於中國有無哲學，在台灣已不是問題，此問題牟

宗三、勞思光、方東美等已經作過，中國哲學已經成熟，未來是問如何使哲學更

好，我作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即以哲學理論，從哲學基本問題出發，如墨家的認

識論問題，董仲舒的君王歷史評價問題，不是從概念出發，而是回到哲學家背後

的哲學基本問題。除了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四大問題外，認識問題

仍然存在，方立天就討論佛教哲學的認識論，但是工夫論，認識論是未來要作的

工作。)

李賢中教授：

我們上一講談牟宗三，這一講談熊十力，但羅亞娜教授沒特別說明熊十力和牟宗

三的關係，他們的關連為何？

杜保瑞教授：

牟宗三有些詞彙不是用熊十力的詞彙，但思路相同，都批判程朱與二元，以為只

有道德才能證形上，如此才為圓滿。熊十力是用易學語言，建立此種形上學，是

有工夫論的普遍原理，建立形上學，牟宗三運用此思路，以中國哲學為實踐，而

優於西方哲學。方東美也認為，華嚴宗解決西方主客對立、心物問題，此也是工

夫論與形上學混在一起。熊十力也是此作法，牟宗三也以此表現道德形上學，以

為優於西方的就在實踐。

李賢中教授：

中西哲學都討論實踐，它們又有什麼不同？

杜保瑞教授：

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理型論、四因說，與他們的實踐，不能直接推論出來，基

督教的實踐則可以，中國孔孟程朱也可以，只是程朱還有概念分析。柏拉圖、亞

里斯多德的實踐，不知道是否來自其形上學，基督教、佛教、道家、儒家實踐，

都與形上學相連。

主持人結尾：

非常謝謝杜保瑞教授，下一次讀書會是在 7/10 星期六早上 9：00~13：00，主題

是第 21 單元張東蓀的部份，邀請林正弘老師導讀，林正弘老師和羅亞娜教授，

都對張東蓀有相當的研究，下一次的讀書會想必精彩可期，歡迎大家都能出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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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讀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