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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論文整理分析了「港台新儒家」作為外來詞彙，於 1980 年代進入中國大

陸學界后，大陸學者對其進行「現代新儒家」再詮釋并加以研究的過程。借用徐

復觀整體論的宏觀研究視角以及傅柯的系譜學的微觀研究方法，筆者發現，此過

程伴隨著大陸學者與港台新儒家之間、大陸不同學派學者之間話語權的爭奪；在

八十年代新啟蒙運動（文化熱）、九十年代「保守」成為主潮的時代變奏中，「現

代新儒家」並非僅僅為研究對象，而且為中國大陸學者提供了知識和研究方法，

架設起了中國大陸學者與海外學界交流的橋樑，同時深刻參與到了八九十年代轉

型中國的思想論爭中，是促成中國大陸重新分化的思想界的重要原因。 

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的「現代新儒家」研究，與八九十年代從「啟蒙與救亡」

向「激進與保守」過渡及至「反思現代性」的現代思想史解釋模式密切相關，不

同解釋模式下中國近代史上的兩大命題：「傳統」與「革命」被不斷詮釋，「現代

新儒家」在不同時期主導模式下也被一再詮釋。 

徐復觀從一開始以「美學家」身份進入中國大陸思想界，作為對儒家政治思

想有深刻闡發的新儒家，在九十年代中後期，其政治哲學對儒家與自由主義者因

應現實政治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建構，有重大研究意義。 

伴隨著中國國力的崛起，建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成為當代中國知識分子

的共同時代任務，也正是在此思想意識上接續起了「現代新儒家」的道統意識。 

在 21 世紀能否建立起可慾的中華現代文明與儒家能否重新回歸其歷史地位

是同一問題的兩個面向，既需要中外儒家學者在「理」的層面做出疏通，亦需要

在「勢」的層面形成共識。 

關鍵詞：現代新儒家  徐復觀  政治儒學  中華文化主體性  反思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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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 borrowed phrase, New Confucian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was 

introduced to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980s, rephrased as Modern New 

Confucians and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By borrowing the macro-studying 

perspective from Xu Fuguan’s wholism theory and using the micro-studying method 

of genealogy from Michel Foucaul, I notice that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and 

studying the borrowed phrase was accompanied by competition for discourse power 

among different factions of mainland scholars, and between them and those new 

Confucians based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uring the switch from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ulture Fever) of 1980s to Conservatism tide of 1990s, 

Modern New Confucians was not just a subject for studying, but also provided certain 

methodology and knowledge resource for scholars of Mainland China, created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these scholars and those abroad, as well as deeply 

involved in debat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on China’s transition, and became a 

vital catalyst which had differentiated intellectual mind of Mainland China. 

The researches on Modern New Confucian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ree explanatory modes of modern history of thoughts in China, which 

eventually evolved from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to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then finally to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as two indispensable 

themes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were incessantly explained under different 

explanatory modes and Modern New Confucians was also illustrated from certain 

perspective of the leading mode at the time. 

Xu Fuguan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mainland literati as an esthetician. But as a 

new Confucian who had expound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Xu 

Fuguan’s efforts in formulating Confucian as well as liberalist’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orresponding to the realpolitik are worth researching. 

 As the power of China rises profoundly, constructing the essenti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ly becomes a concerted mission among China’s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which could also be seen as an ideological continuation of the Confu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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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doxy of Modern New Confucians.  

In the 21st century, whether we can build desirabl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hether Confucianism can regain its historical status are two facets of the same 

coin. They need the efforts of Confucian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in mediating 

Li(principle) as well as reaching consensus in Shi(propensity of things). 

 

Keywords: Modern New Confucians, Xu Fuguan, political Confucianism, 

essenti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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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何以是中國大陸 

作為一名陸生，我是帶著這樣一個問題開始本論文的研究的：中國（大陸）

怎麼了？中國未來將往何處去？這樣宏大主題的憂慮，來源於當前中國大陸出現

的種種問題：對自由的限制、憲政與民主的不可期待、社會階層逐漸地兩極化和

固化以及層出不窮的社會問題。 

社會、政治層面的憂慮，緣何尋求文化知識層面的求解？這也許與林毓生所

說「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1 的思路有關。對於個人而言，「學而不思則罔，

思而不學則殆」2是更淺近的動機。跨海來台求學前，我是一名都市報的記者，

主要負責中國新聞的採訪與編輯，每日目睹中國社會種種之怪現狀，對以上種種

問題，產生了極深的憂慮。中國往何處去，直接影響到，作為青年的我該往何處

去，意圖貢獻一己之力讓這個社會更美好的我，該如何在變幻的世局中定位？因

思之深，而學卻淺，一腔熱血只能淪為空想，讀書以解惑，我決定繼續深造；選

擇來到台灣，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想經歷華人社會的民主經驗——中國大陸能否效

仿台灣的民主轉型，建立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體，雖然這個中國特色我並

不清楚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或者是傳統儒家的。 

                                                              
1 Yu-sheng Lin，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中譯本， 林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識的危機——五

四時期激烈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年）。 

2 《論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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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因為對中國政治前途的關切，我選擇了「政治與經濟組」作為我的專

業方向。然碩一上學期在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管理學等多門課程的學

習中，西方的社會科學理論、實證研究方法，確實讓許多問題的求解變得更有說

服力，但思想層面的疑問卻難以獲得新的解答。直到在其中一堂課上，我接觸到

了「亞洲價值」3理論，發現在 1980 年代中期，這個理論，從新加坡開始席捲了

整個亞洲，成為一種思潮。儒家思想並非如韋伯所言是現代化的阻礙而可能成為

一種助力，創造出一種有別于西方的東亞工業文明，「文化特殊主義」、「文化相

對論」成為有別于西方普遍性現代文明另一種可能性。經濟層面如此，政治層面，

民主體制上是否也存在著這種可能性？所以當年我以<「亞洲價值論」是否已經

過時——兼論中國儒家式民主是否可能>為題提交了學期報告。 

（二）何以是八九十年代 

如今看來這個報告時相當膚淺甚至談不上學術性的，但開啟了我思考中國式

民主之路的學術思考。正是在查閱資料的過程中，筆者才發現今日之我與八九十

年代（在本文中出現時均特指中國大陸 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中國知識分子都

在思考同一個問題：中國的儒家傳統能否成為現代中國開創民主體制的資源。 

                                                              
3  1994 年《外交》季刊的 3 月號，刊登了一篇新加坡總理李光耀與該刊主編紮卡利亞（Fareed Zakaria）的

對話錄《文化即命運》，文中道出了李光耀「亞洲價值」的核心，李認為，亞洲四小龍亮眼的經濟成就並不

僅僅是世界銀行報告所指出的，當地政府採取了諸如鼓勵儲蓄、投資、控制通膨、重視教育等措施，更應

該歸因於這幾個國家（地區）內涵的「儒家價值」。 

新加坡對亞洲價值的闡述，總結為以下五個原則：一、社會、國家比個人更重要；二、國之本在家；

三、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四、和諧比衝突更能維持社會秩序。五、宗教與宗教之間不僅應和平共處，

而且應互補。用新加坡總理李光耀的最概括的話來說，就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 

有關「亞洲價值」的論爭可參考 So Young Kim：Do Asian Values Exist? Empirical Test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0(2010)；Yi-Huah Jiang：Asian Values and 

Communitarian Democracy ，The PROSEA-ANU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llberating the Asian Values 

Debates: National Values, Chinese Values and Muslim Values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Decem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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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前人早已在這條路上前仆後繼，而筆者既因為才疏學淺，又因成長於

市場化社會和消費文化流行的 21 世紀4，對於 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前人的思

想與理想，可以說相當陌生。雖然僅僅過去一二十年，八九十年代知識分子們的

問題意識、深層憂慮，對今日之我而言，卻那麼遙遠。 

「如果說 80 年代已經成為一種青春想象的話，那麼，90 年代如今卻成爲了

某種難以言說的禁忌。」5 

八九十年代的知識分子面對改革開放后再一次地向西方學習的境況，是怎樣

思考「中國怎麼了」「中國往何處去」這樣的時代問題的，也許是一個比現在的

我憑空去思考「中國怎麼了」「中國往何處去」，更值得研究的問題。 

（三）何以是「現代新儒家研究」 

知來路方能知去路。帶著這樣的思考，我開始閱讀有關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

的書籍，非常巧合的是在潘朝陽教授開授的《中國思想專題研究》這一課程中，

接觸到了徐復觀等當代新儒家思想。他們在時代巨變中，以傳統儒學溝通民主、

自由、人權等現代價值，與八九十年代的知識分子，擁有同樣幽深的時代關切，

只是他們以學之精、思之深，為後人打通了一條新路。 

同時筆者發現，八十年代的中國知識分子正是在「亞洲價值」說、「儒家資

本主義」6思潮開始流行的背景下，開始思索改革開放以來他們所信仰的西方式

                                                              
4 許紀霖將 2000 年以來中國社會稱為「後啟蒙時代」，將 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分別稱為「啓蒙時代」和

「啓蒙後時代」。見許紀霖、陳宜中、王超華：<崛起中國的十字路口：許紀霖先生訪談錄>，《思想》第 16

期（臺北：聯經出版公司編輯部，2010 年），又見中評網，2011 年 4 月 18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cath.asp?id=27480，2013 年 5 月 15 日下載。 

5 許紀霖、羅崗等著：<後記>，《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

吉林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年） 

6  儒家資本主義學說是解釋戰后東亞經濟興起的理論之一。其引述韋伯理論，認為儒家傳統倫理促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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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道路之外，是否還有東方式進而中國式的現代化道路之可能。而現代新儒

家在當時正是以「儒家資本主義」的思想來源之面目被輸入，「港台新儒家」與

「儒家資本主義」在進入中國大陸學界是，某種程度被視為思想與主張的同構關

係。 

「港台新儒家」或者「當代新儒家」對八九十年代的中國知識分子而言，僅

僅是提供了另一種現代化形式的可能性嗎？還是如後來「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

中所標榜的，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原則，對其進行科學研究。對照物/對象物7的研

究策略，是否能涵蓋當代新儒家（或以大陸學界通稱的現代新儒家）對八九十年

代大陸思想界的全部意義？ 

我決定以「現代新儒家研究」作為回溯整個八九十年代思想界動態的線索，

以達成以下三個研究目的： 

第一，檢視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知識分子是如何回答他們的時代之問——

「中國怎麼了」、「中國往何處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是如何處理他們的前

人「當代新儒家」同樣的時代關切的。這對於今日之我，回答我的時代關切具有

重大的歷史意義和啟示作用。 

第二，就學術而言，觀察現代新儒家思想在不同政治背景、時空背景下，如

何被再詮釋。換言之，「現代新儒家」如何在研究中被重構，這其中，思想與歷

史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第三，本文的研究亦有利於更新台灣學界對於大陸學界現代新儒家研究（尤
                                                                                                                                                                                   
發展，成就了日本、四小龍等「東亞奇跡」。這一學說曾經與「亞洲價值」論、「東方式經營」、「儒商」等

論調聲息共同，相互援引，流行一時，并引起激烈爭論。有關「儒家資本主義」學說所引起的爭論，可參

考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有關儒家與資本主

義是如何以同構的關係進入中國大陸的，本論文將在第三章第二節之「『現代新儒家』與『儒家資本主義』

的同構」這一小節中詳述。 

7  對照物指作為現代化道路的另一種可能模式，對象物指被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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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徐復觀研究）之認識。作為穿梭兩岸的陸生，樂於為兩岸交流貢獻一己之力。 

選擇徐先生作為個案研究，是出於筆者的個人興趣，某種程度也體現了我的

對於現實政治的焦慮與迷惑。 

因為徐復觀先生是現代新儒家（第二代）中，與現實政治、現實社會牽扯最

深的一位，也是「將儒家民主政治的理論與實踐的可能性，解說得最為清楚的一

位。」[8]。其思想著作本身就顯示出了思想與歷史的雙重維度，有助於筆者，以

徐復觀之方法展開本論題。 

在本文中，將出現一些專有名詞，此處做出意涵之釐清。 

「新儒家」：新儒家是指有別于先秦時期儒家的一種概稱，在不同時期會有

不同的意涵，具體可參考本論文第三章第一節之「1955 年以來『新儒家』內涵

嬗變」小節。另一個相關名詞為「新儒學」其指涉範圍也非常廣泛，一般指有別

于先秦儒學其他時期儒學，有時候特指近現代中國儒家的儒學研究成果。 

「港台新儒家」：在本文中，港台新儒家指 1950 年代以後港台地區的儒者，

在特定情境下特指牟宗三、唐君毅、徐復觀三位當代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為港台及海外儒學研究者或儒家對中國近現代

以來的儒者之稱謂，有時候特指港台新儒家，又可上溯至梁漱溟、熊十力，下追

杜維明及鵝湖派等。但當代新儒家並不包含中國大陸學界所界定的馮友蘭等人。 

「現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家是「當代新儒家」進入中國大陸學界后，被再

詮釋而形成的一個新名詞。本文的第三章第一節「從港台學者到『新儒家』」小

節以及第三章第二節的「『現代新儒家』作為研究對象」，對這一再詮釋過程作出

了具體研究。本文將根據具體研究情景，靈活運用港台新儒家、當代新儒家及現

                                                              
8 黃俊傑：<「儒家民主政治」如何可能？——從當代新儒家出發思考>，《開放時代》第 9 期（廣州：廣州

市社會科學院，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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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儒家這三個概念。 

「大陸新儒家」：大陸新儒家是指港台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家進入中國大陸

后，印發的大陸學界學者的反應。在本論文第三章第三節之「『大陸新儒家』與

『道統』問題」小節中，分梳了筆者所認為的『大陸新儒家』三種不同面向：港

台新儒家的大陸追隨者（以羅義俊為代表）、堅持政治儒學反對心性儒學的大陸

新儒家（以蔣慶為代表）、大陸新儒學研究者。 

二、研究方法 

（一）徐復觀「整體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黃俊傑教授是較早對徐先生思想史研究方法做出研究的學者，早在 1995 年

武漢大學和東海大學合辦的「徐復觀思想和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上，黃

俊傑老師便針對徐復觀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了「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一說。黃認為「脈絡化」是徐復觀詮釋古典儒學的方法之基本特徵，即「思想史

上的觀念或字義，必須放在歷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中才能把握，而不能將字義或觀

念從思想家的思想系統或時代的思想氛圍中抽離出來，單獨加以統計分析，還原

其本義。」9 

黃俊傑教授進一步將徐復觀的儒學詮釋定義為「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10。

認為其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典詮釋傳統。他總結了徐先生這種詮釋傳統的三

大特徵：（1）其發生學基礎並不是本體論或知識論，而是政治經濟學活政治社會

                                                              
9 黃俊傑：<思想史家徐復觀：思想史方法論極其實踐>，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其思想》（台北：

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5。 

10 黃俊傑：<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徐復觀與儒家思想的互為創造性>，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

其思想》（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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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為它的研究方法不是抽象的概念史方法，而是從社會政治史與思想史的交

叉點傷切入的思想史方法；（2）它本質上不是存有（或不僅是存有），而是活動，

它不能只停留在本體界中，它強烈的要求落實在現象界，以貫通知識活動與實踐

活動，并將兩者融合為一體。（3）其內在動力會使得詮釋者與他所詮釋的經典之

間建立強烈的互為創造性的關係。11  

陳昭瑛教授最早提出徐復觀治學中體現的整體論傾向，她認為「整體與部分

間的互動，成為復觀先生掌握古代各門學問的方法論原則。他常常通過古代政經

結構去文藝與思想，或通過文藝與思想去看政經結構。他也常常提到他的方法是

比較的觀點，也是發展的觀點。所謂比較的觀點即是結構的整體性。」12 

黃俊傑教授基於此，進一步總結出徐復觀以「社會政治史論思想」的治學方

法，非常適合筆者以梳理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知識分子治學理路為線索，旁涉八

九十年代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巨變，以了解其時代關切。 

黃教授認為以「思想體系與時代現實共同構成『結構的整體』」只是徐先生

方法論「結構的整體論」中一個面向，另一面向為「思想體系的『部分』與『整

體』共同構成『結構的整體』」13。黃先生認為後一種「結構的整體論」，不僅在

表述思想概念的古籍的句、章之間，構成一種永無終止的意義循環系統，也「使

得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一種對話的、互滲的，乃至互為主體性的關係」

14 。 這個面向對筆者的啟發更大，有助於理解八九十年代知識分子與其「對象

                                                              
11 黃俊傑：<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徐復觀與儒家思想的互為創造性>，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

其思想》（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22-223。 

12  陳昭瑛：<一個時代的開端>，收入《徐復觀文存》（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 6 月版）。 

13 黃俊傑：<思想史家徐復觀：思想史方法論極其實踐>，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其思想》（台

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6。 

14 黃俊傑：<思想史家徐復觀：思想史方法論極其實踐>，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其思想》（台

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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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現代新儒家之間的關係。 

因而在本論文中，徐復觀「整體論」的研究方法，將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需注重思想觀念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注重八九十年代知識分

子與其研究對象「現代新儒家」之間的關係。 

（二）「系譜學」研究方法 

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另有一種研究方法開啟了筆者的研究思路。即在人文科

學界尚屬於新方法的系譜學（genealogy）研究方法，這也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一。 

「系譜學」一詞，最早受到關注，始於 1975 年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

年－1984 年）發表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法語：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一書，書中用系譜學的方法分析了權力問題。系譜學以研

究檔案（file）和論述（discourse）為主，有別於其早期使用的考古學（archeology）。

因早逝，傅柯本人並沒有對「系譜學」學說作出整合。其後的學者一般都認為，

系譜學「突破」了傳統的哲學觀念，例如在本體論上，歷史取代人被置於主體位

置，15將「權力」作為主要研究目標。 

對系譜學「研究方法面向」的研究，邵軒磊以圖表的方式列出了自 1991 年

至 2006 年出現的中外學界有關系譜學研究文章，在權力研究、史觀、主體性研

究、對起源看法及話語分析等不同要素上，不同研究者立場「呈現不一致的狀況」

16。通過重新梳理系譜學的系譜，根據傅柯原著中所歸納的操作方法，邵軒磊提

出了將系譜學從一種世界觀——研究重點以「現象」和「出現」，取代「本質」

                                                              
15 劉永謀、夏學傑：〈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南寧：廣西民族大學，

2006），頁 84。  

16 邵軒磊：〈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政治科學論叢》第 34 期（台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2007）。本

文中有關系譜學起源、對系譜學之先行研究及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如何開展等，大部份參考了此篇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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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起源」，對傳統「歷史研究方法」的連續性價值觀提出挑戰，具體化為研究

方法的三種路徑：（1）研究瑣碎的細節；（2）論述17成為研究中心；（3）以解構

為結果。 

劉永謀、夏學傑在《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18一文中，以傅柯早期的知識考

古學（archeology）作為對照，強調譜系學19的創新之處在於提出了起源分析和

微觀權力分析的新方法，雖兩者都堅持反主體的認識論立場，但譜系學將研究從

純粹話語領域引向非話語實踐領域。20 

有關起源的分析方法，「不試圖在歷史起源出重建連續性」，「而是堅持在散

落處發現偶然、錯誤和偏差」21。最重要的是起源分析包含了力量分析，「文本

闡釋也有暴力介入，有支配力的詮釋才能廢除舊規則。」22這對於研究現代新儒

學研究在中國大陸學界，由「絕學」而成為「顯學」，以及這其中大陸學界對現

代新儒家的解釋權爭奪（相對於港臺、海外新儒家學者）、馬列「綜合創新派」

對儒學思想的「思想鬥爭」認識，都是有益的分析方法。 

 

誠然，這兩種方法有自身的矛盾之處，無法全盤照搬，因而我將根據具體研

                                                              
17 參考傅柯的「知識考古學」對論述的描述：用來陳述不指涉源頭、意義或主題的觀念的「稀有性原則」

與「論述是藉由保存在技術、實踐和社會關係網的檔案」累積性原則。轉引自邵軒磊：〈作為研究方法的系

譜學〉，《政治科學論叢》第 34 期（台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2007），頁 14。本段論述參考均參考自邵軒

磊此篇文章。 

18 劉永謀、夏學傑：〈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南寧：廣西民族大學，

2006），頁 84。 

19 翻譯不同，英文同為 genealogy，以下從原文用「譜系學」，即為「系譜學」。 

20 劉永謀、夏學傑：〈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南寧：廣西民族大學，

2006），頁 82。 

21 劉永謀、夏學傑：〈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南寧：廣西民族大學，

2006），頁 82。 

22 劉永謀、夏學傑：〈譜系學的方法論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南寧：廣西民族大學，

2006），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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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情景，權宜使用徐復觀整體論的研究方法和系譜學的研究方法。宏觀上，筆者

將以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社會政治歷史的變化作為背景，注重不同時期研究氛圍

的變化。微觀上，注重研究者本身與其現實處境以及研究對象的關係。  

具體操作上，一方面，筆者將從以「觀念」作為考察重點，注重新觀念的出

現，既有觀念在不同時代背景、研究氣候下的內涵變化；另一方面，將引入「微

觀權力」研究方法，把「觀念」放在八九十年代的思想論爭中來研究，既理解大

陸知識分子與其研究對象「港台新儒家」之間「對話的、互滲的，乃至互為主體

性的關係」23，也可深入分析大陸知識分子之間對話語權、乃至現代性路線的競

爭。 

這樣將徐復觀整體論研究方法和系譜學研究方法兩相結合，不僅直接處理了

八九十年代思想論爭，以及在論爭中，產生的新觀念、新的內涵變化、新的理論

派別，甚至新的歷史解釋框架，進而，新的未來道路設想。 

另一方面，八九十年代的社會政治歷史始終作為背景作為牽引，雖然歷史被

不斷解釋，但發生的歷史事實無法更改，有助於對八九十年代隔膜的筆者以歷史

之同情來處理本論題。 

這種將思想觀念與歷史事實既聯繫又區別的做法，有利於反思「觀念」本身

的流變性、可塑性，也有助於反思不同時期具有支配力的「思想史解釋框架」。

不同的思想史解釋框架下，知識分子對「中國怎麼了」「中國往何處去」的回答，

並不相同，但足以啟發筆者在這研究中，追尋自己對這時代關切的答案。 

 

                                                              
23 黃俊傑：<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徐復觀與儒家思想的互為創造性>，氏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復觀及

其思想》（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年 11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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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文獻回顧 

 目前尚沒有對中國大陸學界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做出專門介紹或研究的專

書，但是從 1997 年開始，針對大陸學界的儒學研究（包括現代新儒學研究），開

始出現「一批綜述性論著」24，可視為本論題之先行研究。 

（一）方克立 

1990 年發表於《哲學研究》上的《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5一文，

以訪談錄方式，記錄了方克立就現代新儒學研究在那三四年間發展歷程的一些基

本看法。可視為目前最早的有關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評述性文章。方克立認為，現

代新儒學研究，在大陸沉寂三十多年後，於八十年代（1980 年代）中期重新引

起注意，是由於在當時的文化討論中，出現了一派主張「復興儒學」的觀點，代

表人物主要是港臺和海外的新儒家，其中又以杜維明影響最大。26方克立本人在

1986 年國家教委的一次文科科研諮詢會上，發言「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學的研

究」。而激進反傳統的代表包遵信和當代新儒家劉述先，也都於同時期提出這種

要求。方克立認為，基於不同的學術立場，三者提出此要求都是因為現代新儒學

研究在現代思想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及中國現代化道路選擇上迫切的現實意義。27

在此認知上，方克立對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思想文化派別與反馬克思主義作出厘

清，以達成話語轉換。 

                                                              
24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25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哲學研究》第 3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90），

後收錄于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本文分析藍本為後者。 

26 同上，頁 574。 

27 同上，頁 575。 



  

12 
 

「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被列為國家社科基金重點課題後，於 1987

年開始工作，從無到有，從最基礎的資料收集做起，開始了基本的評論工作，如

1989 年《現代新儒學研究論集》第一輯的出版。 

1976 年開始，美國的傅樂詩、張灝（華裔）、艾愷等人開啟了海外研究現代

新儒家的進程。方克立認為這與新儒家利用國際交流著書立說、宣傳講學的實際

影響分不開。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較之晚了十年，卻引起港臺及海外學界的重

大關注，海外新儒家對中國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熱」懷有「一則以喜，一則

以憂」的態度，喜之於大陸終於正視現代新儒家的存在及影響，憂之於大陸研究

將取得新儒家的解釋權。28 

方克立認為，作為研究者，他們與作為研究對象的「現代新儒家」之間，最

根本的思想分歧是在中國現代化道路選擇上的分歧，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道路與「儒家資本主義」的道路之別。就理論而言，無法認同新儒家的文化

保守主義立場（未超出「中體西用」範疇），唯心主義哲學立場（儒學成為超越

形上實體，泛道德主義的唯心史觀），對「五四」精神的否定和對馬列主義和社

會主義的攻擊（階級對立）。29同時，現代新儒家亦有值得肯定、借鑒、吸收的

地方：強調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和自身發展的連續性，對中國哲學的特質與現代意

義之研究，融合中西、探索西方哲學中國化等方面。 

方克立試圖在對新儒家的研究中，重新確立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派

與保守主義「儒學復興」派、自由主義「全盤西化」派在 1980 年代三足鼎立的

地位，認為這三派之間的對立與統一，並沒有超出「五四」時期業已形成的思想

                                                              
28 同上，頁 579。 

29 同上，頁 5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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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30 

對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後期規劃，他提出研究要繼續深入，致力於在與現代新

儒家有理論分歧的問題上，寫出一些有理論深度、有較強說服力的文章來；亦不

能脫離現實思想鬥爭的實際，要意識到「儒學復興」論和「儒家資本主義」背後

的立場預設，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這兩者作出理論的反擊。 

1991 年春天和 12 月，方克立再次就現代新儒學研究議題，接受了南開大學

《研究生論壇》31和《天津日報》32的採訪，更新了一些資訊與看法，這些變化

比較全面地展示在 1997 年發表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十年回顧》33一文中。 

方克立先總結了「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 1990 年-1996 年這期間的

研究進展，並借他人之「客觀、平實、公正、全面」評價，自我確證。方克立認

為這種從宏觀到微觀，從專人到專題，幾乎涉獵現代新儒學所有領域的研究，在

海內外都是罕見的。現代新儒學在大陸從「絕學」變為被現代各學科學人普遍認

知，另一方面也激發了港臺現代新儒學研究的活力。34 

方克立再次重申以馬克思主義立場、觀點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要採

取一分為二的分析評價，強調了研究對象與信仰對象的差別，也確證新儒學之「顯

學」只是知識意義上的學說，而不是生命形態意義的學說。 

值得注意的是，方克立對課題組成員在研究中表現出對現代新儒家「同情地

瞭解有餘而批判地超越不足」的批評。他點名批評了上海社科院羅義俊，認為他

                                                              
30 同上，頁 585。 

31 汪先全、崔海教：〈現代新儒學研究與文化討論〉，原載《研究生論壇》1991 春季號（天津：南開大學），

後收錄于方克立前引書。 

32 王偉華：〈批判繼承 綜合創新〉，原載於《天津日報》1991 年 12 月 5 日，後收錄于方克立前引書。 

33 邵漢明：〈現代新儒學研究十年回顧〉，原載於《社會科學戰線》第 2 期（長春：吉林省社會科學院，1997），

訪談於 1996 年 12 月。收錄于方克立前引書。 

34 同上，頁 60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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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批評『大陸馬列派』」，服膺港台新儒家；另一些年輕學者馬克思主義理論

功底不深，或採取淡化意識形態的「高姿態」，實則在理論上對新儒家的分析研

究甚至沒有超越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批評。35 

此外方克立對「大陸新儒家」的興起作出介紹與評價，認為其似乎是對牟宗

三先生儒學「返鄉復位」夢之圓夢，但認為此夢不應當以「歷史倒退」的方法來

圓，而是必須對它作出創造性的轉換。方氏懷疑「吸收包含了馬克思主義的大陸

新儒學」會有多麼光明的前景，也認為港臺新儒學，如牟宗三「良知的自我坎陷」

理論難以解決現實問題，主張包含著儒學精華的馬克思主義。36 

在新儒家研究的深化上，方克立認為應從儒學思想史角度對現代新儒學的發

展及其與傳統儒學的關係作出準確定位，其次要從現代思想史角度，對三大派的

差異、對立及聯結關係進行研究，就此，他贊成「互動」說。 

（二）鄭家棟 

方克立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鄭家棟，在 1996 年發表<

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歷史、境遇、成果、問題>37一文，并

將其中「九十年代儒學研究與發展中的幾個問題」部分，發表於 1997 年 6 月的

新加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同年 8 月北京「東亞儒學暨思想文化」

國際交流會議以及 1998 年哈佛燕京「九十年代中國哲學」研討會等場合。 

因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的現代新儒學研究，所以文獻回顧僅將

引述<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歷史、境遇、成果、問題>一文

                                                              
35 同上，頁 615-617。 

36 同上，頁 618。 

37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歷史、境遇、成果、問題>，氏著《斷裂的傳統》，（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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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八九十年代大陸儒學發展部分。 

鄭家棟認為 1970 年代末國門漸開后，大陸與港台和海外的學術交流才開始，

例如 1981 年杭州宋明理學討論會中，就有來自美國的陳榮捷教授、狄百瑞

（William·Theodore·De·Barry）教授，加拿大的秦家懿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的劉

述先教授等出席，1982 年在夏威夷舉辦的朱熹學術會議上亦有馮友蘭、任繼愈

等大陸學者參加，但一直到 1980 年代上半期，其實港台、海外學界的中國哲學

研究（特別是儒學研究）基本上還沒有真正進入到大陸學者的視野，雖然可看到

零星介紹，「但還談不上真正意義上的引入和成為某種資源」。38 

1980 年代的下半年大陸興起的文化熱，對儒學的研究和發展產生了直接的影

響，鄭家棟認為這種影響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傳統文化再次成為社會思

潮的聚光點，不同思想觀點在對傳統文化的認識和評價中折射出來，凸顯了傳統

與現實的聯繫以及傳統的重要性；第二，在數十年的對傳統的批判中，僅僅專家

學者倡導對傳統的再認識是不夠的，需要更廣大社會層面的參與，提出改變「反

傳統」觀念的問題；第三，文化討論使得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範疇居於涵蓋一切的

突出地位，階級劃分、「唯心唯物」已經不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認識和發掘民

族歷史文化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價值；第四，在文化熱中，中國哲學尤其是儒

學領域與海外的溝通才剛剛開始，杜維明、余英時等海外學者開始活躍於中國學

界，并受到大陸學者尤其是青年學人的關注。「正是在文化討論中，當代新儒學

在港、臺和海外的發展引起人們的注意，并最終導致了所謂『新儒學研究熱』的

興起。」39 

進入到 1990 年代，大陸儒學可謂「空前繁榮」不只有量的擴張，更重要，

                                                              
38 同上，頁 307。 

39 同上，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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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的儒學研究開始脫離以往的意識形態鬥爭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意義，開

始顯示出相對獨立的學術和文化意義。40。這一時期，主流意識形態開始改變反

孔批儒的立場，對儒學發展產生了有利條件。僅 1990 年代上半期，就出版了儒

學研究方面著作近 300 種，學術論文更是多到不可勝數，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學、

宋明儒學和現代新儒學三個時期，相較於 1949 年以後一直佔有突出地位的明清

儒學及近代儒學則相對冷落，鄭家棟認為這與整個社會思潮開始發生由政治進而

思想然後學術的轉變有關。41從個案研究來看，現代大儒梁漱溟、熊十力和馮友

蘭的論著僅次於孔子、朱熹、王陽明等古代大儒。 

現代新儒學研究自 1980 年代末興起，大盛於 1990 年代初期。在不到十年的

時間里，出版了 20 多本專著和多種新儒學論著、輯要、選集及文集。鄭家棟認

為這項研究的影響已經超出了其本身研究領域，不僅縫補了自 1950 年代后中斷

的融匯中西，以謀求如家思想之現代轉化之歷史，也引進了一套話語系統和詮釋

模式，使得改革開放后的儒學能夠較快的打破隔膜，快速加入國際學術發展之中

並與海外學者展開交流與對話。42 

從哲學創造來看，鄭家棟認為，1990 年代中國哲學的繁榮，很大程度是「史」

的繁榮，而非真正意義上「哲學」的繁榮，因為 1990 年代的大陸中國哲學還只

是處於「述」的階段，還談不上多元創造。在儒學與現代化、儒學與後現代以及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儒道之爭、儒學與宗教等，都成為此時期有關儒學研究的重

要討論主題。這些不同主題的研究，對本文第三章有較大的啟發，具體的借鑒與

闡述將在第三章中詳述。 

                                                              
40 同上，頁 309。 

41 同上，頁 310。 

42 同上，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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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棟與其他先行研究者的區別在於他作為哲學研究者，既展現出歷史的眼

光，將八九十年代的現代新儒學研究納入到自 1950 年代以來的儒學發展脈絡中

審視，亦以中國哲學的創造、儒學的再生作為其核心問題意識，將「現代新儒學」

放入到未來考量。他展現出的睿知識，給予了筆者多重啟發，既是作為先行研究

的知識上的採用，也提出了儒學在未來如何作為宗教、重建儒學與當代世界的聯

繫等重要的問題。 

（三）郭齊勇、李維武 

2000 年，同為「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成員的郭齊勇，發表《近五年

來中國大陸儒學研究的現狀與發展》43一文，具體描述了 1993 年-1997 年間，中

國大陸儒學研究狀況，其中第三部份專門論述了現代新儒學研究。此文作出部份

修改後，同年以《中國大陸地區近五年來（1993-1997）的儒學研究》為名，收

錄於劉述先主編的《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陸與台灣篇》44。郭齊勇先整

理了這五年間重新出版之新儒家著作和「從宏觀、整體上研究現、當代新儒學的

著作」，並分人物介紹了這一時期的新儒家研究著作。他重點介紹了第一代熊十

力和第二代牟宗三的研究狀況，而徐復觀研究作為現代新儒家研究中的一員，被

淹沒其中。李維武主編的《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是這一時期徐復觀研究的重要成

果。在 「後『現代新儒家』時代」的評介上，郭齊勇認為第三代新儒家已經不

再泥執「道統」意識，而有了更寬廣、更開放的文化視域。當前大陸學界「不必

急於談論『超越牟宗三』或『後新儒家』問題」，因為「對於當代新儒家還有一

                                                              
43 郭齊勇：〈近五年來中國大陸儒學研究的現狀與發展〉，《原道》第六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年）。 

44 劉述先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陸與台灣篇》（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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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理解和消化的過程」。45最後他也略微提到新儒學研究者之間也存在矛盾與衝

突，如方克立對羅義俊、蔣慶過度認同新儒家的批評。 

郭齊勇重點評介了中山大學副教授肖濱46（）《儒學與兩種自由概念》47一文，

後者以英國思想家柏林（I.Berlin）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進一步深化

徐復觀的觀點：儒學上的「修己」與「治人」應當分開。48郭齊勇認為不應當照

搬柏林關於消極與積極自由的定義，因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核心是個人本

位，而修己治人與內聖外王的核心是群體本位。另外郭氏還評介了中山大學另一

位副教授任劍濤，以徐復觀為例提出的「儒家自由主義」概念。49郭氏對這一時

期儒學史的研究做出反思，認為要進一步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進一步體認儒家

思想人物的真實存在處境和理想訴求，避免隔膜、武斷，避免將儒學史當做哲學

史來研究。 

有關這一時期儒學研究的特點，郭齊勇的同事、徐復觀研究的重要研究者之

一——李維武作出了總結。50他認為 1980 年代以後儒學在大陸的崛起，只能稱

之為一種「文化現象」，而非「思潮」。原因在於儒學崛起呈現出三種不同走向，

一為老一輩新儒家（如馮友蘭）的重新活躍，二為新一代新儒家（如蔣慶）的初

步崛起，三為對儒家思想資源的現代整合。在第三個走向上，李維武認為大陸學

                                                              
45 郭齊勇：〈近五年來中國大陸儒學研究的現狀與發展〉，《原道》第六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96。 

46  台灣應作蕭濱，但因考慮到大陸肖、蕭兩姓已區分，以下行文中採用大陸通行之「肖濱」。 

47 肖濱：〈儒學與兩種自由概念〉，《社會科學》第 3 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7 年）。 

48 徐復觀，〈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台中：中央書局，1957

年）。 

49 任劍濤：〈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較〉，

《原道》第 4 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年）。 

50 李維武：〈中國大陸儒學的走向、限制與出路〉，收入劉述先主編 《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陸與台

灣篇》（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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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更多的學者不是採取「儒者」態度，而是「研究者」態度，將儒學作為思想

資源，溝通、補充、融合現代西方價值，以解決現代人的現代性難題。所採用的

整合方式有四，去糟取精、抽象繼承、擇取常道、批判超越。51但也造成了以下

四種限制：形上建構的不足，與現實政治糾結（政治哲學、與馬列思想結合），

因經濟層面的崛起「儒學中心主義」心態造成新型「中西體用之爭」困擾、未能

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52 

2001 年初，黑龍江大學主辦的《求是學刊》以「世紀之交的哲學自我批判」

為題，組織了十場「20 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重大問題檢討」，53其中第七場主題

為「新儒學研究」54，邀請了郭齊勇、鄭家棟、顏炳罡、李翔海等幾位新儒學研

究學者對中國大陸當前的新儒學研究和發展進行反思。55其中，郭齊勇的《近 20

年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反思》56全面地回顧了當代新儒學研究在大陸學術界的興

起、發展，具體列出了學界的當代新儒學研究，在問題意識向度上的活化，並對

當代新儒學研究提出了新時代的前瞻。 

郭齊勇認為，中國大陸學術界對現當代新儒學的研究，是隨改革開放而開始

的，海外華裔學者及港臺學者與大陸學界的交流，契合了內地學者對「文化大革

命」及「五四」以來至文革期間對傳統文化的傷害之反思，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
                                                              
51 同上， 頁 161-174。 

52 同上，頁 174-188。 

53 後由《求是學刊》主編丁立群編輯成書，丁立群編：《世紀之交的哲學自我批判：20 世紀末中國哲學研

究重大問題檢討》（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2 年）。 

54 該期編者按認為，「世紀之交的中國人文精神正在經歷著衝突和裂變」，其中現代新儒學是 90 年代初迅

速興起的特別引入注目的文化思潮。《求是學刊》總第 28 卷第 2 期（哈爾濱：黑龍江大學，2001 年 3 月）。 

55 同期參與探討的論文還有：鄭家棟《「魂不附體」與當代儒學的定位》、顏炳罡《泛化與界域-論當代新儒

家的定性與定位》、李翔海《新儒學與現代性》、姚才剛《臺灣當代新儒學研究概述》、王國有《新儒學作為

文化哲學的限度 》。 

56 郭齊勇：<近 20 年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反思>，《求是學刊》總第 28 卷第 2 期（哈爾濱：黑龍江大學，2001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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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57 

郭認為，1983 年《熊十力論著集》的出版可以作為當代新儒學研究的起點，

1984 年成立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文化書院」開授傳統文化及中外文化比較等

講習班，開風氣之先，成為大陸學者從事新儒學研究的先導與鋪墊。之後方克立

等 20 多位「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成員的編輯著作、專著、論文大量出

版，成為這時期當代新儒學研究的主體，1988 年以後，兩岸三地的學者開始共

同舉辦當代新儒學研究方面的研討會，互動頻繁。58在國外的眾多儒學或中國哲

學研究會議上，均設有當代新儒家的專場，當代新儒家研究成為「顯學」，並形

成了一批專門的學者。59 

這一時期大陸學術界對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及任務的研究，提出了許多有關文

化、思想、學術方面的問題，形成了適應新時代的問題意識。例如跳出了傳統文

化與現代化二元對峙的模式，提出了現代性中的傳統、現代性的多元傾向及從民

族資源中開發自身的現代性問題；提倡不同文明間的對話，以及「文化中國」概

念，以儒家資源參與全球倫理、環境倫理、生命倫理的建構；重視儒家與現代民

主、自由主義的關係；再論儒家的宗教性與超越性。60 

由此，郭齊勇提出他對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前瞻，認為在不同時期針對中外不

同思想文化問題，其研究論域也在不斷改變，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因「工

具理性」過度膨脹而造成的現代人之危機。新儒家的研究有益於大陸思想界的健

                                                              
57 同上。 

58 如 1995 年 8 月在湖北武漢由武漢大學與臺灣東海大學合辦的「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

會」。 

59 如陳來、鄭家棟、宋志明、胡偉希、黃克劍、羅義俊、景海鋒、李維武、顏炳罡、蔣國保、李翔海、鄭

大華等。相關著作可參見附錄中筆者整理的徐復觀研究現狀。 

60 郭齊勇：<近 20 年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反思>，《求是學刊》總第 28 卷第 2 期（哈爾濱：黑龍江大學，2001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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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發展與世界各思潮之溝通對話。 

2002 年，郭齊勇整理前述他所作兩篇文章，彙整成一篇《近 20 年中國大陸

學人有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發表于《人文論叢》2001 年卷。61文章末尾，

他一方面表彰近 20 年來大陸學界對當代新儒家研究在資料整理和義理闡釋方面

取得了長足進步，也指出了許多學界亟待改正的毛病，如更細緻的全集、年譜、

日記、書紮等尚未編纂出來，而研究者不肯去查原著原文，而倚靠各類選集本甚

至抄襲等行為。 

（四）胡治洪 

郭齊勇的弟子胡治洪在其後接過了大陸學界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研究「接力

棒」，而前者隨後投入了範圍更廣的中國哲學研究領域。胡治洪近年來發表了許

多有關儒學研究的述評文章，如《近年來儒家倫理論戰述要》62、《近年來儒家

倫理論戰述評——腐敗之源還是德性之端》63，有關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述評文章

是其研究重點之一，如《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64、

《近兩年來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65、《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四個階段、五種取

向》66、《近三十年中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67。因後三篇文章

                                                              
61 郭齊勇：〈近 20 年中國大陸學人有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人文論叢》2001 年卷（武漢：武漢大學

出版社，2002 年）。 

62 署名禹工，〈近年來儒家倫理論戰述要〉，《中華讀書報》（北京：光明日報報業集團），2005 年 3 月 23 日。 

63 胡治洪：〈近年來儒家倫理論戰述評——腐敗之源還是德性之端〉，《文史哲》第 6 期（濟南：山東大學，

2005 年）。 

64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65 胡治洪：〈近兩年來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社會科學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7 年 5 月 17

日。 

66 胡治洪：〈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四個階段、五種取向〉，《光明日報》2010 年 8 月 16 日，《新華文摘》2010

年第 22 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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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搜尋仍未能找到全本，筆者以《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

展望》一文，作為其當代新儒家研究的樣本。 

在這篇文章中，胡治洪最大的創新是提出了中國大陸學界在現代新儒家研究

上不同研究時段的劃分、以及各時期研究議程的變化和研究氣候的變遷。 

他以 1987 年-1996 年，作為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第一階段，起止點分別爲 1987

年 9 月，「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安徽宣州召開的第一次學術討論暨工

作協調會和 1996 年方克立發表《評大陸新儒家推出的兩本書——〈理性與生命〉

[1]、[2]》一文。此一時期的研究，主要以總體研究和總論性論集及專著的形式

出版，在個體研究上也都有所創獲。 

這一階段發表的徐復觀研究論文主要論述了徐氏的思想史觀、文化哲學及其

對於儒家精神的闡揚乃至道家思想研究。68 

這一時期的研究氣候，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社會存在決

定社會意識的歷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以及辯證法精神」批判性地研究當代新儒

家。69 

1997 年-2004 年為胡治洪定義的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第二階段，以基於馬克思

立場批評現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及「儒學復興論」的論著發表為起點，以

2004 年「文化保守主義年」為止點。這一時期研究的特點是出現了一批綜述性

論著，如前述郭齊勇著作，在總體及個案研究方面，較前一階段不僅論著數量大

                                                                                                                                                                                   
67 胡治洪：〈近三十年中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近三十年來中國哲學的發展：回顧與展

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武漢大學，2010 年）。 

68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229-241。 

69 而不是全面的認同港臺新儒家，這體現在方克立對羅義俊「公開批評『大陸馬列派」、「無條件地認同港

臺新儒家」的批評上。方克立：〈評大陸新儒家推出的兩本書——〈理性與生命〉[1]、[2]〉，《晉陽學刊》

第 3 期（太原：山西省社會科學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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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加，而且內容都有深化或開拓。還有一些儒學研究者基於對儒家精神的深切

體認和現實感知，提出了一些具有創發性的論說。如蔣慶的「政治儒學」說。70 

這一時期，徐復觀研究亦屬熱點之一。有關論著探討了徐氏的文化哲學、政

治哲學、中國史學精神論、中國道德精神論、中國藝術精神論、知識份子論、現

代性反思、國際政治觀，評價了徐氏作為 20 世紀中國知識份子的學思成就。 

這一時期的研究氣候為以尊孔崇儒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社會思潮的形

成，體現在政府主持祭孔大典、文化精英公開提倡保存及發展傳統文化乃至民間

的「讀經運動波瀾」等各方面。71 

2005 年至論文發表的 2006 年，被視為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第三階段，這一時

期的現代新儒家研究開始對現代新儒家的思想運動、詮釋路徑等做稍遠距離的觀

察，有關新儒家與其他現代價值如自然科學的關係也進一步拓展。來自歐美、兩

岸三地、東亞儒學圈的儒者，彙聚一堂，共同探討不同時段的儒學及不同命題的

儒學，及中西方哲學的匯通、現代性問題等。72 此外「大陸新儒家」也正式作

為「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被確證。73 

這一時期徐復觀的學術特點及其民主政治與儒學傳統的「雙重主體性」思想

是徐復觀研究的新動向。此一階段的研究氣候為更為強勁的文化保守主義勢頭，

社會反響也更趨強烈。 

胡治洪認為經過近 20 年的發展，現代新儒家研究若試圖通過新資料的開發

來進行外延式的發展，可能性已不大，但是對思想資料基於當下境遇作出新的角

                                                              
70 同上，頁 241-253。 

71 同上，頁 253。 

72 2005 年 9 月在武漢大學舉行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 

73 同上，頁 253-259。 



  

24 
 

度之解讀，還大有可為。可從哲學體系、新儒家的學術成就系統性研究及針對「西

化派」進一步闡發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觀、民主觀、科學觀，以及與台港、海外在

此議題上的重新互認等方面入手。74 

在徐復觀研究上，胡治洪指出對徐復觀的民主政治思想之專門論述尚還欠

缺。 

（五）郭曉東 

鑒於方克立、鄭家棟、郭齊勇、胡治洪在學術脈絡上的傳承關係，郭曉東的

《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75一文，可以從更全知的

角度，為大陸學界現代新儒學研究作出另一注解。 

郭曉東觀察了中國思想格局另兩大思潮——馬克思主義、西方自由主義，對

儒家思想的批判。他認為 80 年代後的儒學文化研究，雖然對「文革」時期極端

的反孔反儒態度有所糾正，但「無論在政治上還是思想上對儒學還是抱有相當強

的戒心」，以馬克思主義的立場、觀點和方法來研究儒學的學者，基本上還是對

儒學「持批判態度」。如他指出，方克立始終將儒學視作「封建意識形態的性質

與地位」。「繼其精華而棄其糟粕」，是大陸學者的主流。76 

「從 20 世紀 80 年代末開始，自由主義漸漸在中國大陸成為熱門話題。」郭

曉東認為，較之港臺自由主義，中國大陸的自由主義者或認同自由主義理念的學

者，對儒家思想的批判，更為激烈，「其基本思路仍然是把中國現代化道路的不

暢歸咎於儒家思想的阻礙。」如 1980 年代中晚期的批儒浪潮（《河殤》紀錄片

                                                              
74 同上，頁 259265。 

75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錄于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

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76 本段引文來自香港中文大學梁元生教授，梁元生：《儒學文化與當代中國》，載「儒學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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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最大例證）。另外一種時興說法，批評儒學傳統混淆了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從而將政治「泛道德化」，造成「公共權力運作的監督制約機制」被忽視。 

郭曉東指出，在 20 世紀的最後二十年，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基於兩派的

各自轉化，開始漸漸合流，也成為這期間思想的主流。一方面，從儒學的「同情

性研究」、「傳承性研究」的學者，乃至一些「大陸新儒家」對自由主義的擁抱

與歡迎，並從學理上作出疏通，如鄧小軍的《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

77，另在有關「民本」與民主及儒家思想與人權關係上，展現了這種合流。另一

方面，自由主義者越來越認為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推展，不能完全忽視儒家思

想，總體趨勢上「致力於建立一種儒家式的自由主義」。如杜鋼建的「新仁學」

與儒家「憲政主義」、劉軍寧的「儒教自由主義」等。 

20 世紀 80 年代，隨著英美思想界社群主義思潮的出現，儒家思想為社群主

義者提供了超越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選擇，而這種討論很快引起了漢語學術界的

回應與共鳴。李明輝、何信全兩位台灣學者對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折衷

態度，超越海峽，成為兩岸學術學界主流，但也有大陸學者對儒家文化的社群主

義特徵持一種比較消極的態度，如胡偉希、韋森。78 

值得注意的是，郭曉東對「大陸新儒家」的重新定位。方克立確認了蔣慶等

人是「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而郭曉東將蔣慶的「政治儒學」說、

康曉光的「現代仁政」說，理解為試圖從儒家本位出發，從根本上拒斥民主、自

由等現代性價值。郭曉東認為，無論是現代新儒家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

                                                              
77 鄧小軍：《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年）。 

78 有關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合流、對話部分，見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

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錄于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

版社，2006 年），頁 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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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現代性敘事」的思想氛圍下，其理論背後都預設了一種線性的歷史進化

論。而蔣慶與康曉光對現代性的拒斥，在此種意義上就凸顯出了他們的意義所

在，也值得被重視。79 

四、徐復觀思想研究及研究著作、論文列表 

海內外針對徐復觀思想研究的專書、博士論文、期刊論文、研討會論文等，

不僅卷帙浩繁，而且對徐復觀思想多有深化、開拓乃至超越，如黃俊傑《東亞儒

家視域中的徐復觀及其思想》80、肖濱《傳統中國與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

究》81、耿波《徐復觀心性與藝術思想研究》82、高焜源《徐復觀思想研究——

一個台灣戰後思想史的考察》83等。 

有關徐復觀參與的 20 世紀的重要論爭之一——現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之

爭，從徐復觀進入到研究者視野便一直是熱門研究主題，並且從各個角度取得了

豐碩的研究成果。如李明輝《徐復觀與殷海光》84、鄭慧娟《傳統的斷裂與延續——

以徐復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論辯為例》85、翁志宗《自由主義者與當

代新儒學政治論述之比較——以殷海光、張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復觀的論

述為核心》86、謝曉東《現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

                                                              
79 同上，頁 118-125。 

80 黃俊傑：《東亞儒家視域中的徐復觀及其思想》（臺北：台大出版中心，2009 年）。 

81 肖濱：《傳統中國與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年）。 

82 耿波：《徐復觀心性與藝術思想研究》（北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年）。 

83 高焜源：《徐復觀思想研究——一個台灣戰後思想史的考察》（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論文，民

國 97 年）。 

84 李明輝：〈徐復觀與殷海光〉，《徐復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東海大學，1992 年）。 

85 鄭慧娟：《傳統的斷裂與延續——以徐復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論辯為例》（國立台灣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0 年）。 

86 翁志宗：《自由主義者與當代新儒學政治論述之比較——以殷海光、張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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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87，蘇瑞鏘《〈民主評論〉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

化初探：以徐復觀和殷海光為中心》88等。 

 

中國大陸學界，多把開展徐復觀研究的起始點定為盧善慶的《中國古代文化

中藝術精神的探源溯流——讀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文。（發表於 1987 年

由復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第四輯）89。同一年，《中國藝術精神》

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簡體字本，是徐復觀著作首次在大陸出版。90 

1980 年代的中國大陸，剛剛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一場思想解放運動，

剛剛將思想界從傳統社會主義教條中解放出來。91 1980 年代中期開始的新啓蒙

運動，將訴求轉移到「文化的現代化」上，92一股「文化熱」、「美學熱」開始興

起。新啓蒙運動被認為「在任何層面似乎都在模仿七十年前的那場『五四』新文

化運動」93，「『重新估定一切價值』，成為運動中各種思潮和流派的共同趨向」94

如同五四運動一樣，新一代啓蒙知識分子的「態度同一性」，還表現在「對西方

現代化終極目標理想化的渴望」95上，一方面「西方思想以『現代』的名義，被

                                                                                                                                                                                   
的論述為核心》（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博士論文，民國 90 年）。 

87 謝曉東：《現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北京：東方出版社，2008 年）。 

88 蘇瑞鏘：〈《民主評論》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復觀和殷海光為中心〉

《思與言》第 49 卷第 1 期（臺灣：思與言雜誌社，2011 年 3 月），頁 7-44。 

89 參見耿波：《徐復觀心性與藝術思想研究》（北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6-7；劉桂榮：《徐

復觀美學思想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2007 年），頁 270。 

90 參見耿波：《徐復觀心性與藝術思想研究》（北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6。 

91 許紀霖 〈總論〉，收入許紀霖、羅崗等著：《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

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年），頁 4。 

92 轉引自許紀霖：同上，頁 6 

93 同上，頁 8。 

94 同上。 

9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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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做一個有機的整體接受下來」96，另一方面對反傳統的思潮也開始普遍流行起

來，如 1988 年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河殤》紀錄片和 1986 年前後出現的激進反傳

統的劉曉波97，都成為聲勢浩大的文化現象。同時期，「文化保守主義」的溫和

主張，在「中國文化書院」派及海外華人學者的倡導下，有所發聲，雖「當時和

者蓋寡……卻在歷史中沉澱下來，成為 90 年代學術史研究和『國學熱』的原初

生長點」。98 

 徐復觀便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被中國大陸學界介紹、接受，並開始成為

研究對象。 

 1986 年 11 月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現代新儒家

思潮研究」被列為國家社科基金重點課題，「正式拉開了中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

究工作的帷幕」99，在這次會議上，徐復觀被比較一致地推選為現代新儒家的代

表人物（與熊十力等九位並列）100。率先發出「要重視對新儒家的研究」倡議的

時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方克立及時任（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李錦全，擔

任課題組負責人。這個課題在 1992 年又被續列為國家社科基金「八五」規劃重

點課題，從而保證了 1987 年-1996 年這十年間，制度性地研究徐復觀思想。1995

年 8 月，武漢大學和東海大學聯合在武漢大學舉辦「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

術研討會」，海內外 50 多位學者出席。 

                                                              
96 同上，頁 9。 

97「不打破傳統，不像五四時期那樣徹底否定傳統的古典文化，不擺脫理性化教條化的束縛，便擺脫不了

危機。」引自維基百科「劉曉波」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6%99%93%E6%B3%A2，

2013 年 6 月 5 日下載。 

98 許紀霖 〈總論〉，收入許紀霖、羅崗等著：《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

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年），頁 11。 

99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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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紀，徐復觀思想引起了更大規模的關注和更深入的研究。更多徐復觀原

著在中國大陸的出版，如華東師範大學從 2002-2004 年，重新整理和編撰徐復觀

著作，以「精神」系列命名這五本叢書。2002 年，李維武編的《徐復觀文集》

五卷本也正式面世，加上上海書店、上海三聯書店出版的徐復觀著作，及 2003

年 12 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徐復觀與 20 世紀

儒學發展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可說徐復觀研究成為此間現代新儒學個案研究

的熱點之一101。 

 進入到 2005 年，針對徐復觀思想的專項研究論著集中出現，如 2006 年，上

海三聯出版的蔣連華著作《學術與政治——徐復觀思想研究》，2007 年先後由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了耿波著作《徐復觀心性與藝術思想研

究》和劉桂榮著作《徐復觀美學思想研究》，深入研究徐復觀學術特點及其民主

政治與儒學傳統的「雙重主體性」思想成為這一時期徐復觀研究的新面向。而從

學術界將「大陸新儒家」納入到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範疇到杜維明、龐樸等學者高

舉「文化保守主義」大旗，乃至民間自發的儒學活動等，都「在一定程度上反映

了儒家傳統在當代中國社會心理中的深厚底蘊以及理性自覺。」102 

 在附錄中，我分四個表格分別整理了八九十年代至 21 世紀頭幾年，中國大

陸學者對徐復觀思想研究的成果。表 1 為「對徐復觀原著進行分類整理或重新編

撰之專書」列表， 表 2「為從宏觀、整體上研究徐復觀之專書」列表，表 3 為

「對徐復觀的思想進行專題研究之專書」列表，表 4 為「徐復觀研究代表論文」

列表。 

                                                              
101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250。 

102 同上，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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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將分五章對「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的現代新儒家研究——以徐復觀為

例」作出專題研究。第一章緒論將介紹本論文的緣起及研究方法，目前中國大陸

學界已有的對現代新儒家研究及徐復觀研究之文獻回顧；第二章中，將重點介紹

在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佔據過主導型的三種現代史解釋方式，以及影響三種解釋

方式變遷的主要思想論爭。梳理八九十年代重要思想論爭，研究不同現代史解釋

方式下對中國近現代史上傳統與革命兩大主題的評價，直接關切到，如何評價新

儒家；另一方面，也有助於筆者和讀者在動態的脈絡中，把握中國轉型的軌跡，

這是理解「中國怎麼了」和回答「中國往何處去」的重要思想前提。  

第三章是本論文最主要的論述章節「『現代新儒家』在中國大陸的八九十年

代」，將檢視『現代新儒家』何時開始出現，其內涵是隨著大陸學界的思想論爭、

時代氛圍之改變而發生變化。『現代新儒家』不僅僅是研究對象，也深刻地影響

了中國大陸思想界。這樣的研究架構，一方面更細微地觀察了不同時期、不同思

想史解釋模式下，對『現代新儒家』的評價、詮釋策略的不同，也更微觀的發現

了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間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關係。換言之，『現代新儒家』

的研究本身正是把握中國轉型軌跡的那條動態線索。 

第四章「『徐復觀』在中國大陸的八九十年代」之研究原理同第三章，其視

角相對於『現代新儒家』更為細緻。筆者研究中發現到了徐復觀作為“學術與政

治之間”的思想家，展現出了對未來中國往何處去的意義空間，這也是在 21 世紀

繼續研究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家的重要原因。因而第五章的結論部分，不僅僅是對

前面四章的簡單總結，而是在「中國往何處去」和「何為中國」的問題意識上，

試圖把握 21 世紀剛剛過去的十年發展脈絡，以及其在未來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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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五章的研究設計，始終圍繞著「中國怎麼了」和「中國往何處去」兩大

設問，試圖做出解答，這是筆者開展此研究的最初動機，也是「讀書以解惑」的

最直接呈現。 



 

 



 

 

第二章 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思想論爭與現代史解釋

方式 

因為與熊十力的師承關系，徐復觀被自然地納入到現代新儒家的行列，１也

因為現代新儒家在思想史中「文化保守主義」的取向，而成為一名文化保守主義

者。由於與自由主義者殷海光的論戰，他又在自由主義的光譜中佔有一席之地。 

今日，我們能夠熟稔地運用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概念來界定一位思想

人物的坐標，源於中國學界長期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分模式，

來描述中國近代社會思潮演變及發展。 

高瑞泉在其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中，認為近代中國各種思潮互相矛

盾、互相對立、互相激蕩，由此形成了文化上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

三足鼎立之局。２俞祖華和趙慧峰在其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通覽》一

書中，亦將「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起被並稱為近代三大思潮、三大

思想文化流派。」３ 

但「『激進』與『保守』是一對後設概念，系站在今人的立場上觀察和反省

歷史的一種範式。」４ 最早將這一三分模式引入觀察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是余英

時。1988 年，他在香港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講演，提到「『激

進與保守』就是英文所謂的 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在美國，『激進與保

                                                              
１ 晚近余英時對徐復觀的現代新儒家定位提出異議，認為其思想進路屬於歷史學而非新儒學，當屬於歷史

學家。但兩岸學界，仍採用其新儒家定位，具體見本論文第三章。中國大陸學界，還將自命歷史學進路的

余英時及其師錢穆也納入到了廣義的新儒家的行列中。 

２ 高瑞泉：<導論>，《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11。 

３ 俞祖華、趙慧峰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思潮研究通覽》（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頁 267。 

４ 何卓恩：<「常」「變」之爭和「主義」之辨下的保守與激進——「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

分法商榷>，《學術月刊》4 月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界聯合會，2011），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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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本來是相對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的 system，所以如果要講美國保守主義跟

激 進 主 義 ， 我 們 一 定 不 要 忘 記 它 中 間 是 一 個 liberal 。 這 樣 ，

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 便成為一個鼎的三足」。余英時以「激進」和「保守」

的分析工具，來把握近代思想史的基本傾向，結果引發了自姜義華開始「激進與

保守」之爭，引起了中國大陸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討論。 

「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三分架構，在上世紀 80 年代「革命

話語」向 90 年代「保守話語」的演進中５，取代原有的「進步（革命）/落後（反

動）」模式，成為 90 年代以來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常用架構。 

第一節  「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三分架構 

一、八十年代以來的激進與保守之爭 

「激進與保守」論爭，始於上世紀 80 年代末，至今仍沒有定論。有關中國

近現代的社會思潮主潮是激進主義、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有多達十種觀點。

６ 何者居於主流地位，關涉到誰該為 20 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挫敗負責，這也存在

五種截然不同的觀點。７ 而這每一種觀點背後，對 20 世紀中國革命的評價、對

「五四」激進反傳統的評價，都有巨大分歧。 

克羅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年）說，一切歷史都是當代史。８這場

                                                              
５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

界重大論爭研究》（以下簡稱《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43。 

６ 詳見何愛國：<「激進」，還是「保守」？——對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主潮論爭的回顧與反思>，中國儒學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044，2013 年 11 月 14 日下載。 

７ 同上。 

８ B．克罗齐：<一切历史都是当代史>，田時鋼譯，《世界哲學》第 2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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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爭，關係到過去的歷史如何書寫，當下的歷史如何看待。 

（一）1990 年代初的激進與保守之爭 

1986 年底，海外學者林毓生的《中國意識的危機：五四時期激烈的反傳統主

義》在大陸翻譯出版，1988 年新出了增訂本。林認為 20 世紀激進反傳統主義是

中國思想史上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在激進反傳統

傾向上一脈相承。同年 9 月，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了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

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余英時認為在近代中國，因為政治現實太混亂，得不

到大家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激進主義，只有變的程度不同。大多數知識

份子在價值上選擇了往而不返的「激進」取向。９ 從「五四」、「文革」再到 80

年代「文化熱」，「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最後一定要激化

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結果。」１０ 但在激烈反傳統思想居

於潮流中心的 80 年代，林毓生的思想招致了大陸知識份子的激烈批評，余英時

的演講亦知者寥寥。 

 1989 年 6 月 4 日的天安門事件，讓新啓蒙運動戛然而止。知識分子開始反

思運動失敗的原因和自身的命運。在新一輪的「重估五四」熱潮中，余英時和林

毓生的聲音被重新發現。1992 年，姜義華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第 10 期發

表了題為《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文， 提出了與余英時完全相反

的判斷，他從現代化的角度認為，20 世紀以來，中國現代化的力量始終弱小，

                                                              
９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年版），页 200。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

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年版）等。 

１０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年版），

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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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傳統的力量包圍，佔據中國思想史主導地位的，恰恰是「保守主義」。「文革」

並非激進主義的最高峰，而是封建專制政治遺毒的氾濫。１１  

余英時在同期雜誌上，撰文《再論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

華先生》回應，由此拉開了「激進」與「保守」論爭的序幕。中國思想界的主要

學者都捲入到這場曠日持久的論爭中。 

王元化、李澤厚、陳來、陳平原、蕭功秦等，都在不同程度上支持了林、餘

的「激進主義主流說」。「激進主義被視為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政治革命和文化革

命的主要特徵……『反思激進主義』成為 1990 年代前期部份知識份子的最為重

要的、決定性的論題。」１２  

正如之後余英時再次撰文回應中所點出的，他與姜義華的主要分歧為雙方的

論述方位以及對激進和保守兩個概念界定的不同。「余英時是在思想層面進行討

論，而姜義華主要集中在現實社會和政治事件層面展開論辯，由此導致『激進』

與『保守』概念運用上的截然相反。」１３ 

許紀霖在討論中提出要嚴格區分文化和政治上的激進與保守。文化層面相對

於中國文化傳統而言，主張全盤推倒的是為激進，主張在本土文化框架中作文化

詮釋的是為保守。政治層面則相對於現實社會政治秩序而言，主張根本解決的是

為激進，主張「在現存系統作基數調整和修補的是為保守」１４。 

                                                              
１１ 姜義華：<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紀》4 月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 年）。

轉引自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49。 

１２ 汪暉：<「新自由主義」的歷史根源及其批判——再論中國大陸的思想狀況及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42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30、31。 

１３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49。 

１４ 許紀霖：<激進與保守的迷惑>，《二十一世纪》6 月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 年）。轉引自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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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於保守與激進概念的含混性，許紀霖主張用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 年）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和加緊社會工程來取代，他認為激進

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相互對立的表像背後，都帶有烏托邦社會工程的強烈表徵，

在 20 世紀中國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都太強大了，「相形之下，以漸進社會工程為

特徵的中國自由主義又實在太微弱了。」１５ 汪榮祖也持相同觀點，在姜義華和

余英時的論斷之上，他認為強大的社會保守勢力似乎很有效的牽制（不止制衡）

了激進的思想趨向，而使得遭受挫折的激進思想愈趨於激進。１６而後一種觀點與

王元化頗為相似。王元化認為百餘年來不斷更迭的改革運動，很容易使人認為每

次改革失敗的原因，都在於不夠徹底，而普遍形成一種越徹底越好的急躁心理。

１７ 

 

（二）保守內涵的變化與自由主義的出現 

宋宏在分析這一時期的「激進與保守」之爭時，鮮明地指出，經過論辯，「保

守」一詞的所指已經發生了變化。在為保守主義辯護的一方中，基於「保守」內

涵的理解，出現了兩種類型的「保守主義」。１８一種是以劉軍寧為代表的自由主

義的保守主義，另一種為以李澤厚、蕭功秦為代表的善治主義的保守主義。劉軍

                                                                                                                                                                                   
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50。 

１５ 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姜義華主編：《知識份子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長春：時

代文藝出版社，2002 年）。 

１６ 汪榮祖：<激進與保守的贅言>，《二十一世紀》6 月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 年）。 

１７ 王元化、傅傑：<關於近年的反思問答>，《文藝理論研究》第 1 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95

年）。 

１８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52、60。 



  

38 
 

寧指出「保守主義的實質是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結合。」基於此

定義，他區分了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 年）式的自由保守主義和邁斯

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 年)式的威權保守主義。李和蕭的市場經濟加威

權政治主張，在此被歸為後者。許紀霖前述中提到的以漸進社會工程為特徵的中

國自由主義，實則更接近柏克式的自由主義。１９ 

而在批判保守主義的一方，如姜義華的所指中，保守主義仍然還是各種歷史

現實政治秩序中阻礙改革的威權主義。 

正是這種內涵上的曖昧性，「使自由主義得以在 90 年代後期浮出水面，成為

廣泛談論的公共話語。」２０ 

自由主義早在 19 世紀末便被引進中國，學界普遍認為嚴復是引進自由主義

思想的始祖，２１後由「五四」時期的胡適繼承發展。２２ 1949 年兩岸分治以後，

師從哈耶克的殷海光在海峽對岸的臺灣擎起了自由主義第三代的大旗。２３而在中

                                                              
１９ 同上，頁 50。 

２０ 同上，頁 61。 

２１ 嚴復將密爾的《論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論》，重視「個人自由」、提倡思想自由，不僅介紹和引進了

西方近代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理論，而且綜合各派理論綜合中國近代社會歷史條件進行再創造。此後的自

由主義思想家，雖然也直接從西方引進各種自由主義思想理論，但無一能繞過嚴復的思想。胡偉希將其稱

之為中國自有主義之父。轉引自胡偉希：<中國自由主義之父—嚴復>，《甘肅社會科學》第 2 期（蘭州：甘

肅省社會科學院，1994 年）。值得一提的是，蕭功秦從嚴復對盧梭式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出發，亦認為嚴

復是中國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見蕭功秦：<當代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二十一世紀》4 月號（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1997 年）。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進入中國語境時的曖昧性。 

２２ 胡適師從新自由主義者杜威，相較於嚴復以群體意識折衷個體本位並倚重國群自由的解讀，胡適大力宣

揚「為我主義」、「健全的個人主義」，更強調個性解放、人格獨立，因此更忠實、更接近於西方原版個體本

位的自由主義。嚴復和胡適都主張漸進改革，被視為漸進的自由主義。在經濟自由主義上，嚴復所認同並

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放任思想，而胡適所贊同與推崇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傾向。轉述

自趙慧峰、俞祖華：<從嚴復到胡適：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承與調適>，《文史哲》第 6 期（濟南：山東大

學，2010 年）。 

２３ 將嚴復、胡適、殷海光視為自由主義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的說法，來自趙慧峰、俞祖華：

<從嚴復到胡適：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承與調適>，《文史哲》第 6 期（濟南：山東大學，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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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陸，共產黨政權執政的最初 30 年中，自由主義受到嚴厲壓制。 

1980 年代後期開始，哈耶克（臺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 年）、波普爾等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相繼在大陸翻譯出版，英美

自由主義學說逐漸引起重視。２４  

1994 年顧准遺著《顧准文集》在中國大陸印行，隨後在大陸思想界興起了一

股「顧准熱」。顧准「從起源和後果兩個方面對革命的『終極目的』進行了深入

思考，集中批判了作為『終極目的論』知識論基礎的黑格爾式的唯理主義，並深

刻的揭示了其與極權主義的內在聯繫，最終告別了終極目的，走向徹底的經驗主

義。」２５顧准的思想，啓發和影響了 90 年代大陸公共思想界對激進主義的哲學

反思，「顧准的再發現，接續了斷裂近半個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形成了

當代自由主義復興的新浪潮。」２６ 

自由主義的復興（或稱為再出場）成為 1990 年代最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

隨之而來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爭，將思考的規模、主題引向了更深遠的層

次。 

持「激進」、「保守」、「自由」立場的三方，在如何評價中國近現代革命、「五

四」運動等重大歷史判斷上的分歧，筆者將在下一節作出分析。 

然而，無論結果如何，爭議何許，「激進」、「保守」、「自由」這三種借西方

思想資源，解決中國現代社會文化「現代性轉型」問題的思想選擇，成為近代中

國多元思想和主義「大爆炸」中，最重要的三大思想流派。２７ 這已成為思想界

                                                              
２４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65。 

２５ 同上。 

２６ 同上，頁 195。 

２７ 蕭功秦：<百年變革中的三種思想選擇>，《思潮研究百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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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識，「激進」、「保守」、「自由」三分的解釋架構也展現出了其在八九十年代

中國大陸思想界的支配性。 

 

二、三分架構下的中國近現代史 

何謂激進？何謂保守？何愛國認為，兩者概念界定不清晰，學界對於激進主

義和保守主義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位坐標。２８鄭大華、賈小葉在縱觀 90 年代以

來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激進與保守主義研究發現，學術界對激進主義的內涵，似乎

是不言自明的：「『激進主義』即是激烈的反傳統文化，或是在一種焦慮、急躁心

態支配下的激進改革和暴力革命。」２９在討論尤其是批判激進主義中，很少解釋

其含義。 

對於保守主義，學者們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是見仁見智，只是都不再如 80

年代以前的中國，將保守視為落後、反動的貶義詞，「而是努力對其作出一種更

中性、更符合曆史實際的解讀」。３０ 

從以上定義可以看出，激進主義在兩個方向上被反思或批評：激進的反傳統

文化與激進改革/暴力革命。而「保守」則借助這種對激進的反思或批評，成功

地在 90 年代取得了自身的正當性。 

何謂自由？這一自五四運動以來似乎就帶有不言自明意味的價值，在 1990

年代後期的中國大陸，至少出現了三種不同的自由主義：以弗裡德曼新古典自由

                                                                                                                                                                                   
第 1 版），頁 38。 

２８ 何愛國：<「激進」，還是「保守」？—對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主潮論爭的回顧與反思>，中國儒學網，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044，11 月 14 日下載。 

２９ 鄭大華、賈小葉：<20 世紀 90 年代以來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第 4 期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 289。 

３０ 同上，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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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經濟理論、制度經濟學為理論淵源的發展主義；以哈耶克新古典自由主義為

理論圭臬，奉行在法治框架內建立自由市場和憲政民主制度的哈耶克式的自由主

義；以羅爾斯、哈貝馬斯和吉登斯等歐美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為思

想來源，兼顧自由和公正的左翼自由主義。３１從這三種自由主義的不同的理論來

源便可知無法用同一個「自由」概念包囊所有。 

（一）如何評價中國近現代革命 

漢娜·阿倫特（臺譯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1906-1975 年）說，「迄今為

止，戰爭與革命決定了二十世紀的面貌。」３２西方的堅船利炮將古老中國拉入到

「救亡圖存」的危機中。為解決危機，革命超越改良、維新等手段，成為了「拯

救眾生乃至通向人間天堂的至善手段和不二法門。」３３ 

自辛亥革命以後，革命話語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事無巨細均要

納入『革命』之範圍。」３４「革命因此籠罩了一層神聖的光環，擁有了無可置疑

的權威。」３５ 

共產黨取得中國大陸政權後，發明和利用了一整套「階級」、「封建」、「愛國」、

「革命」的名詞，以社會學式巨型理論的「革命史敘事」論證新取得的政權之合

                                                              
３１ 整理自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37-40。 

３２ 阿倫特：《論革命》序言第 1 頁（南京：譯林出版社，2007 年版，陳周旺譯）。轉引自王先明：<社會—

文化視野下的辛亥革命與「革命話語」>，《社會科學》第 2 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1 年）。 

３３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52。 

３４ 王先明：<從風潮到傳統：辛亥革命與「革命話語」的時代性轉折>，《學術研究第 7 期》（廣州： 廣東

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2011 年），頁 17。 

３５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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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３６ 

在 1980 年代以前的中國大陸，革命的即是進步的，保守的即是反動的、落

後的，反之亦然。在革命史觀下，近代以來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國共內戰擁

有了與抗日戰爭一樣「反帝反封建」的正當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革命」所帶來的負面後果引起了人們的懷疑。但

1980 年代仍然是激進話語主導的時代，反而「通過將『文革』逐出革命神譜的

方式，進一步捍衛了革命的純潔性。」３７  

80 年代對「革命/改良」模式的探討，仍是以革命為主體，將改良視為另一

場革命，從而對阻礙改革的各種專制主義、威權主義均被視為保守。 

90 年代開啟的市場化改革，知識分子開始注意到法治和秩序的重要性。李澤

厚在 1992 年首先提出「告別革命」一說，引起廣泛關注。他在美國丹佛發表的

演講中，提出「要改良不要革命」。1994 年和 1995 年，他與王德勝、劉再復的

對話錄中，再次談到了對革命及政治激進主義的評價。他從批判辛亥革命入手，

對近代以來的一切革命都加以否定。認為對 20 世紀革命主宰一切的方式，給中

國帶來了很深的災難；引辛亥革命為例，說明當時的清政府原可通過立憲派的主

張，走上和平改良的立憲之路；他認為譚嗣同近代激進主義的源頭，負面影響極

大，不僅影響了維新派和革命派，採用激進的暴力革命，並且影響至今。３８ 

蕭功秦通過分析維新派激進的文化心態和激進的變革方式，「認為戊戌變法

                                                              
３６ 觀點參見楊念群：<中國歷史學如何回應社會思潮（1978-2008）>，《思潮研究百年反思》（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9 年 10 月第 1 版），頁 244、245。 

３７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52。 

３８ 李澤厚、王德勝：<關於文化現狀、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第 5-6 期（北京：東方雜誌社，1994 年）；

李澤厚、劉再復：《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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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失敗在很大程度上與變法者所作出的激進主義政治選擇的失誤有關。」３９ 

馬勇也認為維新派變法方案國語激進，是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以往革命史觀中，「革命」是褒義，而改良是貶義。李澤厚認為，現在應該

把這個標準顛倒過來：「『革命』在中國並不一定是好事情，應該『告別革命』。」

４０ 

對近現代革命的批評，讓「革命」的權威性受到嚴峻挑戰，也激起了學界對

這一批判激進主義思潮的異議。 

姜義華不認同李澤厚對革命的籠統告別，認為應當區分革命的「名與實」，

要告別的是有名無實的假革命，而非視現代化而核心內容的全面變革。改良和革

命都有發生的必然性，非人為可決定。二者各自都有其作用，重要的不是談論何

者更好，而是應該避免這種革命與改良之爭。４１他認為不應當對歷史事件作簡單

化的理解，力戒以假設代替真實的歷史。４２ 

陳小雅和龔書鐸、吳效馬，從歷史分析角度，反駁了李澤厚所認為的激進主

義應當爲辛亥革命失敗負責的結論。陳小雅認為，辛亥革命參加者甚多，發動和

發展過程均不受革命黨人控制，結果也出乎其預料。清政府的政策失誤是革命爆

發的第一責任人，而革命者的失誤在於制度建設上「交了白卷」。４３龔書鐸、吳

效馬認為，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腐朽無能抵禦外國侵略和領導國內變革的結果。４４ 

                                                              
３９ 蕭功秦：<戊戌變法的反響——兼論早起政治激進主義的文化根源>，《戰略與管理》第 4 期（北京：中

國戰略與管理研究會，1995 年）。 

４０ 李澤厚、王德勝：<關於文化現狀、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第 5-6 期（北京：東方雜誌社，1994 年）。 

４１ 姜義華：<20 世紀中國革命的事與理>，收入姜義華：《理性缺位的啓蒙》（上海：三聯書店，2000 年）。 

４２ 姜義華、陳炎：<激進與保守：一場尚未完結的對話>，收入姜義華編：《知識份子立場——激進與保守

之間的動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 

４３ 陳小雅：<誰改為辛亥革命負責>，收入姜義華主編：《知識份子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 

４４ 龔書鐸、吳效馬：<革命是褒詞還是貶詞？——從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談起>，《求是》第 6 期（北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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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錦全亦認為革命的選擇不是人民願不願意的問題，對革命歷史作用要具體

問題具體分析，隨便將「革命」從褒義倒過來變成貶義，不是嚴肅的治學態度。

４５ 

何家棟以《「革命」辨正》一文，通過為革命重新正名的方式，從價值層面

捍衛了革命的權力。認為未來的中國革命必須以普通人的人權標準取代實用主義

的敵我標準。４６ 

從 1980 年代、1990 年代的時代話語，由「革命」轉向「保守」來看，姜義

華、何家棟對「革命」的釋義，並藉此對「改革」進行合法性論證的方式，延續

的仍是 80 年代「革命/改良」即是「進步/落後」的二元對立思路。也正是在雙方

對「革命」理解不同的意義上，「保守」意涵發生了變化，使得「激進/保守」模

式成為新的中國現代史解釋框架。 

（二）如何看待「五四」的激進反傳統 

「激進」與「保守」之爭，最早源於海外學者余英時與林毓生對五四運動的

重估。五四運動作為在文化層面現代化的標誌性事件，一承洋務運動、辛亥革命

在器物、制度層面制度化餘波，並且是在反思二者失敗的基礎上，發起的一場思

想運動。在革命作為支配性話語的 20 世紀，五四運動被視為「現代中國的思想

革命」。４７ 

                                                                                                                                                                                   
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96 年） 

４５ 李錦全：<中國近代史幾個問題評價的再評價>，《哲學研究》第 10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

所，1995 年） 

４６ 何家棟：<「革命」辨正——兼析李澤厚「告別革命論」>，收入李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路》（廣州：

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 年）。 

４７ 「五四運動本質上是一場廣義的思想革命，這不但因為它是由知識份子所領導的運動，更因為當時運動

的領導者一般都懷有這樣的信念：在無知和社會政治改革之先，必須有一場思想意識和制度的改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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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代，剛從文革中走出來的知識份子，再次擎起了「五四」啓蒙大旗，

「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化的靈魂再次高揚，劉曉波、河殤派代表了當時激進反

傳統的進步一方。80 年代的「革命/改良」模式討論，在文化上，同樣將保守與

落伍、反動劃上了等號。 

一如林毓生《中國意識的危機》中所言，中國人有「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

的思維模式，在 1990 年代反思近現代革命中的政治激進主義的風氣中，文化激

進主義被認為是政治層面激進主義氾濫的思想源頭。「五四」激進反傳統成為批

判激進主義浪潮中的另一焦點。 

繼林毓生、余英時之後４８，1993 年，陳來在中國大陸本土知識份子中，第一

次將「五四」、「文革」及 1980 年代的「文化熱」視為在激進反傳統傾向上，一

脈相承的三大運動。他認為「五四」徹底反傳統的激進主義中，所隱含的根本觀

念，如強烈的政治指向、功利主義，以科學民主排斥其他文化價值的信念，幾乎

成為 20 世紀知識份子完全認同的普遍信念，給 20 世紀中國文化帶來了巨大災

難。４９  

王元化、李輝認為，「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或思維方式」，「五四」與「文革」「是

可以比較的，甚至有相同之處的。」５０ 

不少文學界學者從文學角度對「五四」的激進反傳統作出批判。陶東風認為

受文化激進主義的影響「文化經典及其所代表的傳統都被加以否定。在這一點

                                                                                                                                                                                   

子平在《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譯者後記中這樣寫道。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

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年版，周子平譯），頁 522。 

４８ 林、余觀點前文已表，不再贅述。 

４９ 陳來：<二十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東方》創刊號（北京：東方雜誌社，1993 年）。 

５０ 王元化、李輝：<對於「五四」再認識答客問>，收入姜義華主編：《知識份子的立場——激進與保守之

間的動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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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魯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具有典型意義。」５１ 鄭敏從反思白話文運動出發，

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進一步將其與「文革」

類比，認為在思維方式上，「二者都是將傳統與革新看成二元對抗的矛盾，因此

只有打倒傳統才能革新。」５２ 

王樹人發表在大陸新儒學刊物《原道》第 1 輯上的觀點，或可代表此時期保

守陣營對五四激進反傳統的普遍心態。「『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廢除漢

字』等口號所代表的的思潮，正是使中國現代與傳統文化斷裂達七八十年之久的

始作俑者。」５３ 

對「五四」激進反傳統的全盤否定，也引起了學界的異議。沈風、志忠和嚴

家炎反對將「文革」和「五四」相提並論。沈、志否定「文革」與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一脈相承，反而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倒行逆施和全面反動」。５４嚴家

炎也認為文革恰恰是「五四」所反對的封建專制、愚昧迷信在新的歷史條件下的

惡性發作。５５ 從其行文中，亦可發現他們與姜義華、何家棟一樣，在維護「五

四」激進反傳統上延續了 80 年代的思路。 

袁偉時認為批判「五四」激進反傳統的言論與歷史事實不符，他區分了政治

激進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認為不能將現代化的挫敗歸咎於文化激進主義，政治

激進主義的氾濫和近現代史上的種種災難，不能侷限於思想文化領域而應從制度

                                                              
５１ 陶東風：<文化經典在百年中國的命運>，《文藝理論研究》第 3 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95

年） 

５２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文學評論》第 3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1993 年）。 

５３ 王樹人：<文化危機、融合與重建>，《原道》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年版），頁 105。 

５４ 沈風、志忠，<跨世紀之交：文學的困惑與選擇>，收入姜義華主編：《知識分子的立場——激進與保守

之間的動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頁 219。 

５５ 嚴家炎：<五四·文革·傳統文化>，收入姜義華主編：《知識分子的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長

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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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著手。５６ 此一觀點，或可與許紀霖的觀點對照來看。 

 

（三）自由主義在激進與保守間的擺盪 

宋宏以墨子刻的轉化和調適思想，分別指認批判激進主義者和為激進主義辯

護的一方兩派背後預設的知識論的不同，分別為經驗主義的思想傳統和唯理主義

的思想傳統。５７而這兩派對於改革途徑和策略的不同看法（漸進改革還是暴力革

命），也被歸結為英國式自由主義和法國式民主主義的重大差別。５８  

從李澤厚、蕭功秦對法國式民主主義的反思，再至朱學勤《道德理想國的覆

滅》，承續顧准的問題意識，對盧梭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進行批判，再

至王元化對盧梭「公益說」的思考，可以看出，這幾位中國大陸重要知識份子，

均是站在調適傳統上對轉化傳統的批判，他們以反思法國民主主義為基礎，批評

其激進主義，在個人選擇上傾向於英美式的自由主義。 

根據「激進/保守」在當時的二元對立，及自由主義者與新保守主義者在追溯

其源頭時，均將嚴復視為其在近代中國的「源頭」。５９自由主義與保守的天然親

緣性由此表明。 

但並不能認為自由主義在所有面向上都與保守主義一致。被視為自由主義代

表人物的朱學勤，很不認同余英時將 1949 年-1976 年間中國大陸的社會變遷歸咎

於「五四」發端的激進思潮。他認為余過分強調了思想意識在政治變遷中的責任，

                                                              
５６ 袁偉時：<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收入姜義華主編：《知識分子的立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

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 

５７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63。 

５８ 同上，頁 66。 

５９ 參見本章節註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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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低估了非觀念、非思潮、非文化的力量，從而喪失了思想史解釋的有效性。

「一打陳獨秀抵不過一個張學良」，他以此為「五四」激進反傳統辯護。６０ 在另

一面向上，他還對 90 年代整體的保守主義思想氛圍提出批評，認為大陸知識份

子在對「五四」和 80 年代新啓蒙運動的反思中，失去了對現實的批判鋒芒。６１ 

袁偉時、何家棟也是中國大陸學界的著名自由主義知識份子，前述已經表明

了他們為激進主義辯護的立場。 

宋宏在分析李慎之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時認為，他們將現代化視作強勢

目的論導向下的歷史進程，相信有歷史發展的客觀規律，而將自由主義設定為新

的終極目的和終極價值，毋庸反思。６２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強調自發自生的演化秩

序，無預定目標，以及作為政治哲學時的弱勢目的論，互相齟齬。同時，他借用

張灝對轉型時代激進知識份子的單向直線發展史觀和歷史理想主義心態的分

析，認為李慎之對自由主義的理解與他早年所服膺的革命烏托邦理念更加一致。

６３ 

因而，不能簡單的將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二元對立，自由主義在對待革命和

五四激進反傳統上，始終存在著激進與保守間的擺盪。 

同時，也不能簡單地將自由主義視為激進與保守的中間派。從 90 年代后期

出現的三種不同自由主義６４就說明「自由」本身存在極大可解釋空間。即便是作

                                                              
６０ 朱學勤：<五四思潮與 80 年代、90 年代——對一種反省的反省>，《朱學勤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9 年版）。 

６１ 王曉明、朱學勤、高瑞泉：<被遮蔽與被阻隔的——從第二種「反省」談起>，《書齋裡的革命》（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 年版）。 

６２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70。 

６３ 同上，頁 69、70。 

６４ 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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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主義」對立面出現的新左派，其本身也並非是反自由，他們批評的是「表

面平等的『消極自由』只是少數權貴能夠享受的『自由』」６５，希望落實的是「能

夠保障一般平民廣泛參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６６，他們要求通過國家強有

力的干預，保證廣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權和福利權，真正落實自由和民主的基

本條件。「新左派」對自身主流派別的確認其實是所謂「自由左派」。６７ 

從「保守自由主義」６８到「自由左派」、左翼自由主義，很難用光譜化的「激

進-自由-保守」來作切割性的界定。 

在 1990 年代的中國民間思想界，「自由主義成為一種獲得廣泛支持的世俗意

識形態」６９，保守主義成為主潮，而在終極價值層面，「革命」或者說「激進」

始終保有一種道德理想主義的召喚。 

誠如許紀霖所言，在 90 年代的思想分歧背後，可以找到共同的啓蒙家族徽

記。啓蒙時代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各種美好的價值都被作為前提接受下來，

只是在遇到複雜的改革處境時，不同的啓蒙知識分子選擇了自己所理解的最優先

的改革原則。90 年代是一個啓蒙后時代（late），而非后啓蒙（post）時代。７０  

 

三、「現代化敘事」對「革命史敘事」的取代 

「激進與保守」之爭后形成「激進-自由-保守」框架，從學理上確認了一個

                                                              
６５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39。 

６６ 同上。 

６７ 有關新左派主要觀點與內部區別，參見甘陽：<中國「自由左派」的由來>，香港《明報》2000 年 10 月

號。又見「愛思想」網站，2007 年 1 月 8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47.html。 

６８ 陶東風：<保守自由主義：中國文化建構的第三種選擇>，《開放時代》第 5 期（廣州：廣州市社會科學

院，1997 年）。 

６９ 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35。 

７０ 同上，頁 16、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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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而分化的中國思想界，與「文化大革命」時期萬馬齊喑的中國思想界形成了

一鮮明的對比。可以說，正是論爭本身，將中國思想界從「革命史」單一敘事的

框架中解放出來。 

但這種解放並非始自 1990 年代初的這場「激進與保守」之爭，事實上「激

進與保守」論爭不過是全面反思八十年代啓蒙思想的開端，而八十年代中期開始

的新啓蒙運動，正是衝破「革命史敘事」，重建后文革時代思想史敘事的先鋒。 

 

（一）「激進-保守」架構對「啓蒙-救亡」架構的取代 

始於 1984 年的新啓蒙運動之名為「新啓蒙」，在於「改革開放」后，重新「睜

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從毛澤東時代關於中/西的地緣政治關係敘述一下掉入西

方中心/中國邊陲的想像中。這種遽變，與清末民初時期，啓蒙知識分子所面臨

的中西景象何其相似。 

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開始幻滅，「『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文明體如何在『現

代化』的世界文明發展潮流中自我定位，如何重獲自我意識，成為一個迫切的思

想問題。」７１ 與此同時，過往被視為真理的「世界歷史普遍規律」的馬克思主

義五段論被認為不過是一家之言，乘勢而熱的「文明形態史觀」跳出世界歷史普

遍規律，將「中國」視作一種特殊形態的文明。「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中西文

化比較」的命題再次被拋出，這個自「五四」以後逐漸被唯物史觀所取代的「思

想中心問題」（或曰文明模式論，新啓蒙運動故也被稱為「文化熱」），又一次擺

在人們面前，因為唯物史觀下「社會經濟結構徹底革命是『中國問題』的根本解

                                                              
７１ 劉黎：《論八、九十年代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三種解釋模式》(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9 年)，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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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７２之真理，已經被「改革開放」所瓦解。中國知識分子再次面對「五四」時

期同樣的「意義危機」、「精神危機」，試圖在「中西古今文化之辯」中，找到新

的文化價值體系和社會意識結構。 

正如「文化熱」中影響極大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叢書主編甘陽，在 1989

年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化意識》的<編者前言>中所說的：「在舊的價值信念、舊

的理想追求已被證明是虛幻的以後，還要不要、能不能建立起新的、真正的價值

信念和理想追求……對這一問題的思索，無疑將是一條漫長的、極其艱難的道

路」，甘陽將之稱為「根本性的大問題」。７３ 

李澤厚的「救亡-啓蒙」論為重新理解并反思中國現代歷史提出了一個新的整

體性問題意識與框架。 

他首先將五四運動一分為二：新文化運動與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一次區分

出「啓蒙」與「救亡」兩大中國現代史的主旋律，稱之為「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

奏」７４。1916 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提出「最後覺悟之覺悟」，反對傳統，

呼喊啓蒙。然其所宣揚的「自由、平等、獨立」直說，並不止是為爭取個人的「天

賦權利」，仍然指向國家、社會的改造與進步，又不自覺地碰上了中國傳統文化

之中集體主義的意識與無意識。７５ 

他認為五四運動最開始是「啓蒙」與「救亡」攜手而行，個性解放和社會理

想是當下青年的兩大要求，而在十月革命后，馬克思列寧主義取代無政府主義成

為青年們新的信仰，「馬克思列寧主義有一套切實已見成效（十月革命）的具體

                                                              
７２ 同上。 

７３ 甘陽：<編者前言>，《當代中國文化意識》(香港：三聯書店，1989 年版）。 

７４ 李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版），頁 7。本

文最早刊登於《走向未來》1986 年創刊號。 

７５ 同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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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方案和革命策略，符合當時青年的現實要求和中國實用理性的無意識心理系

統」。７６ 馬克思列寧主義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理論的強調和實行，以及隨

著而來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長期的革命鬥爭，把其他一切擠在次要和從

屬地位，救亡再次壓倒啓蒙。李澤厚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老問題，從戊戌變

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如此。時代危亡之際，不會宣傳自由民主啓蒙思想，不會鼓勵

提倡個人自由人格尊嚴，只會突出一切服從反帝的革命鬥爭需要。７７ 

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以男女平等思想，掃蕩舊社會的觀念，但當時「以社會

發展史的必然規律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的世界觀和行為規約來取代傳統的

舊意識形態時，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卻又改頭換面地悄悄地開始深入」７８35 

他認為，共產黨的勝利「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巨大勝利，從五十年代後期

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來越假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來大反資本主義，宣稱「個

人主義乃萬惡之源」，終於把中國意識推到封建傳統全面復活的絕境。７９  

李澤厚認為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洗禮，舊的習慣和思想觀念仍頑固存在，

滲透到人們意識和無意識的底層深處。因而在社會主義民主提上迫切日程的建設

時代，不僅要研究與西方工業化資本主義時代相適應的近代自由、獨立、人權民

主等思想，而且要消化吸收西方現代的這些東西，改造改造學校教育、社會觀念

和民俗風尚，以改造民族文化深層心理結構。只有這樣才能走上他所謂「西體中

用」即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路。８０ 

李澤厚這種將「文革」悲劇根源於中國現代史上「反封建」的不徹底，并上

                                                              
７６ 同上，頁 31。 

７７ 同上，頁 33。 

７８ 同上，頁 35。 

７９ 同上，頁 37。 

８０ 同上，也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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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救亡」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說法，影響了一個時代的

歷史解讀。８１從而也將「啓蒙」這個「五四」未盡的歷史任務推到了 1980 年代

的中國人面前，八十年代因之被稱為「啓蒙主義時代」。８２ 

李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論」很快被廣大知識分子接受，成為八十年代中國

知識份子理解歷史與現實的重要理論話語。８３「啓蒙」與「救亡」之對立隱含了

「現代」與「傳統」之對立，將二十世紀 50 年代至 50 年代的歷史視為「封建」

或前現代，而剔除出「現代」之外，文革后的「新時期」則被理解為對五四的迴

歸和啓蒙的復活。「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立，成為「新時期」歷史學、文

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各種知識得以建立的基本前提，知識份子也在這其中重新

界定了自己作為啓蒙者的「現代」身份。８４ 

 

 1989 年天安門事件后，中國思想界打破沉默的「激進與保守」之爭，最終

以「文化保守主義和保守性自由主義對『五四』的反省、批評乃至批判獲得了廣

泛的影響……保守性思潮表面上大獲全勝……激進反傳統的命題被顛覆了。」８５ 

「激進與保守」之爭，以再次對『五四』進行重估反省了 1980 年代的新啓

蒙運動，反映出的是對現代化模式的不同選擇，即不是以激烈革命的形式接受西

方資本主義民主（李澤厚之所謂『西體中用』），而是以保守、接續傳統的方式走

向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 

                                                              
８１ 轉引自劉黎：《論八、九十年代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三種解釋模式》(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9

年)，頁 8。 

８２ 同上，頁 9。 

８３ 同上。 

８４ 同上。 

８５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 年），頁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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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化敘事下「三分架構」的歷史動力說 

所謂三分架構並非從「激進-保守-自由」開始，新啓蒙運動后，面對興起的

西化派及現代新儒家思想的輸入，方克立對不同知識派別基於「古今中西問題」

的不同態度不同答案，對時下中國大陸思想界作出了「自由主義『全盤西化』派、

保守主義『儒學復興』派和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派」８６ 的劃分，他認為這

種三分局面并「沒有超出『五四』時期業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 70 年來的文化

論爭在新的歷史條件下的積蓄和延伸。」８７他的這個說法得到與他持不同立場的

羅義俊的認同，具體分析見本論文第三章第二節「『現代新儒家』與大陸思想界

的分化」。 

1984 年由大陸赴美，1985 年開始研究中國當代思想流向的美國哈佛大學研

究員林同奇，在分析自 1978 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 25 年來的思想論域之演

變中，亦採用了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轉化、中國傳統哲學的重新闡釋、西方思想的

空前熱衷與引進這個三角架構進行分析。８８派別內容的劃分也與方克立一致。 

可以說，三角架構在採用現代化敘事的八九十年代中國大陸思想界，具有較

強的解釋力。 

蕭功秦８９站在世紀末回首過去百年變革，再次以「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

主義」三分架構對中國近現代歷史作出解釋，認為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左翼

                                                              
８６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立教授>，收入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585。 

８７ 同上。 

８８  林同奇：<中國大陸 25 年來思想論域之演變>，高瑞泉主編：《思潮研究百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年 10 月第 1 版） 
８９ 八十年代新權威主義的南派代表人物，也是九十年代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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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是因應 20 世紀中國的歷史困境而產生，或者說被選擇出的。９０ 

他作為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將在 90 年代保守氛圍下已經頗具貶義的「激進

主義」一詞，轉換為「左翼平等主義」的操作，不失為一個相對客觀的轉換。 

蕭認為西方自由主義只是為中國知識份子批判專制集權政治提供了立足

點，有別於西方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並非「社會內部市民階級經濟上發展

與個人權利意識覺醒的產物」，而是「對傳統專制權威以集體與天下的名義對個

人的壓抑所產生的反向運動」。且因為沒有中產階級背景的先天不足，中國式的

自由主義顯得無根，只有在遭受專制壓迫的知識份子中較有影響力。 

新保守主義式因應現代化的斷裂所帶來的失範、脫序與整合危機而產生的。

傳統文化中既有的權威秩序，可以借為杠杆或支點，重新整合政治與文化秩序，

漸進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蕭功秦特別強調，新保守主義的基本價值仍是「走

向世界化與現代化」，而不是與現代化的對立，以此區分於傳統的原教旨式的保

守主義。他將新保守主義的內部分為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開明專制主義或曰

新權威主義。新儒家即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 

左翼平等主義思潮，相較於西方是對資本主義惡性膨脹的反向運動，在未曾

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的近代中國，卻因為舊秩序的瓦解、軍閥混戰，而出

現失範性的兩級分化，「心懷平等主義的價值強烈訴求的中國人，在起源於西方

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中找到了契合點。」蕭進一步將這種平等訴求與 20 世紀

20 年代出現的民族主義結合，認為蘇俄式的左翼平等主義被視為一種可以「超

越經濟條件限制的良好的、放之四海皆可行的制度結構」，在民族主義的樂觀想

像中，左翼平等主義的「超階段論」與「窮過渡論」膨脹發酵，導致了大躍進、

                                                              
９０ 蕭功秦：<百年變革中的三種思想選擇>，高瑞泉主編：《思潮研究百年反思》，頁 39。以下有關蕭文引

述均來自此文，頁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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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列激進運動。 

爲什麽這三種思潮會在近百年中不斷出現並相互衝突？皆因為前述的政治

社會困境，在不同時空環境中不斷上演，因而這三種思潮也都有了各自歷史合理

性。然而，亦因為其自身理論的缺陷與社會實踐中的畸變，導致這三種思潮在不

同的時空環境成為主流後，遭受另外兩種思潮的角力與批判，但同時這三種思潮

也在新時代因之保存了生命力與思想活力。 

 

綜上，雖然三分的具體內容始終在被不斷詮釋，然而將中國大陸思想流派三

分的架構卻在 1980 年代及 1990 年代這二十年的學術研究中，沉澱下來，成為變

動中的不變。一直到後現代的出現，挑戰了這種解釋模式的有效性。 

第二節  「反思現代性」的現代思想史解釋模式 

中國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海外及港臺學界一直是存疑的。自

1989 年天安門鉅變后，那種以全盤西化為目標的「泛自由主義」９１，顯然已經

被打落。但以自由秩序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自由精神作為其基本哲學的自由

主義，在 1992 年中國重啟市場化轉軌和蘇聯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后，重新湧動，

并以顧准的「再發現」，接續自嚴復、胡適以來斷裂了半個多世紀的自由主義傳

統，自由主義再度風行於中國大陸。 

然前述亦提到多種自由主義在九十年代以來中國大陸思想界同時存在，這不

僅來自其理論源頭的分差——當代西方自由主義中哈耶克新古典自由主義（亦稱

新自由主義）與羅爾斯正義論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的右翼與左翼的分差——也與新

                                                              
９１ 此概念轉引自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

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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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在中國大陸語境下的價值失守緊密相關。 

1989 年后流行於中國大陸經濟學界的「新自由主義」（即前述來源於哈耶克

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學派）在天安門劇變后採取的曖昧策略——「以市場代替

憲政，以自由否定民主，以消極自由反對積極自由……中國的經濟學自由主義對

腐敗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失語，成為刺激反自由主義的左翼批判思潮崛起的思想誘

因。」９２ 

1992 年開始的市場化過程，改變了 1980 年代社會財富從國家向社會擴散、

農村等弱勢和邊緣群體普遍受益的過程，財富與資源迅速向個人積聚。根據世界

銀行報告，中國 1980 年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數為 0.28，,1995 年為

0.38，2000 年則升至 0.458，中國的貧富懸殊已經超過東亞其他國家及前蘇聯東

歐國家，而且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變化得如此急劇。９３  

「不患寡而患不均，不患貧而患不安。」９４體制轉軌過程中產生的不安定感，

更為嚴重的是改革中伴生的「通過權力瓜分國有財產，通過壟斷市場與資源獲取

高額利潤，并形成了特殊的利益群體」９５，被稱為「中國式的『原始積累』」９６。

貧富兩極化、腐敗和官商勾結，「1980 年代中國的啓蒙思想所期許的『好社會』

不僅沒有伴隨經濟市場化而到來，市場社會本身呈現了新的、在某種意義上說是

更加難以克服的矛盾。」９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的「自由」「平等」「公

                                                              
９２ 同上，頁 196。 

９３ 孫立平：《轉型與斷裂——改革義理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年版），頁

271-272。 

９４ 《論語·季氏》第十六篇 

９５ 何清漣：<當代中國的原始資本積累>，《二十一世紀》第 4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6 年）。 

９６ 同上。 

９７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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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問題，顯然已經難再用左/右、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改革/保守等自八十年代

以來佔據支配地位的思想模式，作出解釋和診斷。 

一、九十年代末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 

「從 20 世紀 80 年代到 90 年代中期形成的思想格局——激進主義、保守主

義、自由主義的三足鼎立，（到 1999 年）已經演變為二元對壘，對陣的一方是在

做派上顯得十足的道義凜然的新左派，另一方，則是依據時代要求與學理回應而

呢喃言語的自由主義。」９８  

顯然，這場世紀末的大論爭，不能簡單地以「從三分結構到二元對壘」來表

述，重要的是隱藏其後的「二分」何以代替「三分」。更准確的說法是，「自由主

義與新左派」之爭，如何以「反思現代性」的方式，用「現代性敘事」取代「現

代化敘事」。 

（一）社會診斷與反抗對象的差異 

高力克在分析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時，認為其分為兩個階段：一是 1990

年代前期以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為中心，圍繞海外學者崔之元、甘陽等批判

中國自由主義保守傾向，質疑中國市場化改革路線，而主張非西方現代化道路等

一系列文章的論爭；二是 1990 年代後期以來，以海南《天涯》雜誌為中心，主

要圍繞汪暉反思現代性問題、批評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意識形態和新啓蒙主義的困

境，闡揚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等一系列文章的論爭。 

然學界一般都聚焦于後一時期的論爭，將之視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要論

                                                              
９８ 任劍濤：<解讀新左派>，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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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期。本文也以 1997 年汪暉在海南《天涯》雜誌第 5 期上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

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９９一文，作為此論爭的起點。 

這次，汪暉並沒有以重估「五四」作為開頭，而是直接從 1989 年以後的中

國當代政治經濟入手，直接切入他對中國社會的診斷。他認為 1989 年標誌著曾

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壘的兩個世界，變成了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

國社會當下的經濟、政治、文化甚至政府行為，都深刻地受制於資本和市場的活

動。１００ 

對當下中國社會性質的診斷不同，造成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批判對象的

不同。 

自由主義認為「中國並沒有進入後現代也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階段，更沒

有捲入全球化。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不是外來的資本主義和跨國公司而是內在的

陳舊體制與意識形態」，１０１所以他們從西方自由主義出發，不斷批判極「左」意

識形態和權力結構，敦促推進中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基於對中國「市

場社會」的把握，以及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生產

關係１０２的歷史現實下，汪暉批判「新啓蒙主義」無法從對國家專制的批判中轉

向資本市場形成過程中國家—社會複雜關係的分析，對內無法把握到國家行為的

變化；對外亦無法理解到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從

                                                              
９９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第 5 期（海口：海南省作家協會，1997 年）。

亦於 2000 年 3 月以同名發表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上。本文分析藍本為後者。此文最早刊載於

1994 年韓國知識界重要刊物《創作與批評》（總 86 期）。1997 年以後，美國的《社會文本》（Social Text ）

第 55 期刊出了該文的英文本，日本《世界》雜誌刊出了該文日文本。 

１００ 同上，頁 1。 

１０１ 朱學勤：<「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版），頁 262。 

１０２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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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喪失了診斷和判斷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一部份的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能

力」。１０３ 

事實上，汪暉認為，作為現代化的意識形態的「新啓蒙主義」與作為現代化

的意識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的價值目標和歷史理解方式：對進步的信念，

對現代化的承諾，民族主義的歷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遠景等等。１０４改

革開放后興起的新啓蒙運動有與社會主義改革存在目標的部份一致性，１０５ 在緊

接著發表的<「新自由主義」的歷史根源及其批判——再論當代中國大陸的思想

狀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汪暉通過分析一九八九年學運前後社會歷史條件的

內在變化，直指新自由主義與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之間事實上的牢固聯繫，認為

「新自由主義依靠國家的和超國家的政策力量和經濟力量、依靠以形式主義的經

濟學為中心的理論話語建立自己的話語霸權」１０６。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取代馬

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滲透在國家政策、知識分子的思想實踐和媒體的價值取向之

中」１０７的「中國當代最有影響力的現代化的意識形態」１０８ 

汪暉對轉型中國市場社會的診斷及其「中國大陸『新自由主義』霸權地位是

在國家通過經濟改革克服自身合法性危機過程中形成的」之結論，使得其將「社

會不公」的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在迴應汪暉等新左派的批評時的表現顯得相當被動，徐友漁、任劍

                                                              
１０３ 同上，頁 26-27。 

１０４ 同上，頁 18。 

１０５ 同上，頁 11。 

１０６ 汪暉：<「新自由主義」的歷史根源及其批判——再論當代中國大陸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42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3。 

１０７ 同上。 

１０８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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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許紀霖等眾多持自由主義立場的知識份子，認為汪暉等「新左派」將西方左

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毫無保留的移植，造成對當下中國國情的「誤判」——將中

國社會現狀簡單的化約為西方資本主義１０９。然而從理論角度而言，自由派至今

也沒有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問題的說法。１１０因此，不能以如此簡

單的結論抹殺汪暉等新左派的努力。 

也正是面對新左派的抨擊，「新自由主義」１１１才分離出「左翼自由主義」１１２，

以及介於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之間、堅守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共同底線的

秦暉這一獨立派別。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中，汪暉等新左派「反思現代性」

的意識，「從不同的現代性選擇角度比較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與中國社會主義現

代性成為一種相當流行的視角。」１１３ 

（二）反思現代性 

汪暉是 1990 年代第一個對現代性問題進行批判性反思的知識分子。１１４在其

                                                              
１０９ 劉擎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冷戰概念，以經濟因素來把握社會全貌會遮蓋掉公共空間、政治話語等

獨立維度的方面。而且「資本主義體系」三百年來處於不斷變化之中，以「資本主義模式」來命名中國當

下陷入的全球化體系，很可能遮蓋了資本主義變遷的歷史性和複雜性。許紀霖、劉擎、羅崗、薛毅：<尋求

第三條道路>，《上海文學》第 3 期（上海：上海市作家協會，1999 年）。 

１１０ 許紀霖、陳宜中、王超華：<崛起中國的十字路口：許紀霖先生訪談錄>，《思想》第 16 期（臺北：聯

經出版公司編輯部，2010 年），又見中評網，2011 年 4 月 18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cath.asp?id=27480，2013 年 5 月 15 日下載。 

１１１ 汪暉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也即是許紀霖劃分以弗裡德曼新古典自由主義為來源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通稱發展主義）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的統稱。 

１１２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4。其思想來

源及道路選擇見註釋 31。 

１１３ 韓毓海：<活力與困境>，《文藝爭鳴》第 6 期（長春：吉林省文學藝術界聯合會，1995 年）。 

１１４ 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

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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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動天下的《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及現代性問題》一文中，他通過對現代性問題

的討論，質疑了中國現代化的價值目標以及包括新啓蒙主義在內的當代各種現代

化意識形態，最後得出這樣一個結論：「傳統形式的社會主義無法解決現代性的

內在危機，作為現代化的意識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和『新啟蒙主義』也幾乎無力對

當代世界的發展作出恰當解釋和回應。」１１５ 「自上古世紀以來在中國思想界普

遍流行的現代化的目的論世界觀正在受到挑戰，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習慣的那

些思想前提。１１６ 他批評中國啓蒙主義者把「現代化」和「現代性」混為一談，

他們「不是把現代性看做一個包含內在衝突的結構來加以反省，而是把現代性當

做一個整體目標加以肯定，捍衛這個時代最有霸權的意識形態。」１１７因而不能

理解現代性本身的內在緊張，一味擁抱喪失了起碼的反省能力。 

正是對現代性內在的張力和矛盾的理解，汪暉將之界定為一悖論性的概念，

由此挖掘并分析了「三種作為現代化的意識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一種為「批判

現代性的現代性方案」——馬克思主義，其現代化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１１８。 

第二種為中國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現代化方案——「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

代性」。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同樣相信歷史的不可逆轉的進步，并力圖用革命的或

「大躍進」的方式促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因而其本身是一種現代化

的意識形態；但另一方面，他需要通過將社會組織到國家目標中，使落後的中國

                                                              
１１５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41。 

１１６ 同上，頁 43。 

１１７ 汪暉：<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第 1 期（海口：海南省作家協會，1999 年）。 

１１８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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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凝聚成一個統一的力量來完成民族主義的任務，基於自孫中山以來民主革命

的意識形態繼承和民族主義的立場，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又是對歐美資本主義現

代化的批判。１１９ 

汪暉認為這種「反現代性的現代化理論」不止是毛澤東思想的特徵，也是晚

清以降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反現代』取向不僅導因於人們所說的傳統因素，

更重要的是，帝國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危機的歷史展現，構成了中國尋

求現代性的歷史語境。」１２０ 自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和中國各種社會主義者，

都在不得不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種種弊

端，「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了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１２１ 

然而自改革開放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已經「不再具備反現代傾向」因

為它放棄僅僅是毛的理想主義的現代化方式，繼承的則是現代化的目標本身，也

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第三種現代化意識形態是中共黨內以人道主義改造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

義」，其對毛的社會主義特別是專制主義當做傳統的和封建主義的歷史遺存來批

判，但並沒有引向對現代性問題的反思。汪暉對中國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這種隱

喻式的方式以及另一種人道主義和異化概念的普遍主義的雙向解釋模式進行分

析，發現其「對社會主義歷史實踐的批判是對歐洲現代性的價值觀的充分肯定」

１２２，在市場社會及其規則成為主導形態的當下中國，這種馬克思主義已經衰亡。 

 

                                                              
１１９ 本段轉述自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現狀及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

社會研究雜誌社，2000 年），頁 9-10。 

１２０ 同上，頁 10。 

１２１ 同上。 

１２２ 同上，頁 15，見汪文註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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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這「三種作為現代化的意識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而來的就是 1980 年代

的啓蒙主義，有關汪暉對新啓蒙主義的批判，在上節已經詳述。對啓蒙主義分化

后產生的「儒教資本主義」、「鄉鎮企業的現代化論」、堅持啓蒙主義姿態而認為

「人文精神失落」的人文學者、「後現代主義者」等等各種試圖作為現代化意識

形態的學派作出分析和批判，認為他們對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的迴應是極為無

力的。 

二、「現代性敘事」取代「現代化敘事」 

（一）反思革命 

汪暉對現代性問題的討論和對新啓蒙主義的反思，引導他進一步發問：「有

沒有偏離資本主義的歷史形式而產生的現代社會或者對現代化具有反思意義的

現代過程」１２３。這一發問為探索中國非西方發展的路徑提供了歷史可能性。汪

暉認為全球化時代大部份的國家都已經沒有了其他選擇的可能性，而中國因其巨

大的體量和複雜的內在困境，無法簡單通過抄襲別人的方式來解決自身社會的問

題。而這個困境自身提供了這種可能性：即從中國社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出發，

展開一些想像這個世界和我們自身的方式。 

往何處去往往意味著對「我們從哪裡來」的回答。要探討自己的道路，就必

須估價我們據以出發的社會傳統：包括古代傳統、近代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

和改革傳統。「不但要問傳統當中哪些因素導致了悲劇性的後果，而且更要問究

竟是什麽力量使得中國社會仍然包含了如此的活力。」１２４ 

                                                              
１２３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現狀及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頁 6。 

１２４ 汪暉：<歷史可能性：想像與實踐>，《書城》第 6 期（上海：三聯書店，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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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對舊式社會主義進行了改革但並沒有徹底否定掉近代革命傳統

的唯一大陸，爲了探索未來的路，不應該掩蓋、掩飾和迴避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

主義實踐中的悲劇。而目前所有有關革命悲劇的解釋不是官方的就是右翼的，中

國批判的知識分子尚未能比較全面和深刻地總結中國革命的悲劇。他認為全面否

定革命傳統的過程中，許多知識份子走到了重新肯定殖民主義和肯定當代轉變中

社會政治不公的地步，而喪失了想像未來的能力，導致社會的右翼化。「反思現

代性同時也是對革命過程的反思，亦即對中國現代歷史資源的再整理，從而將歷

史的可能性從現代化敘事之中解放出來。」１２５  

汪暉對新啓蒙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自然引來了自由主義學者的反擊，從

高力克的總結來看，徐友漁、汪丁丁等人都提出了不少有力見解。１２６臺灣的錢

永祥、趙剛兩位學者亦參與了此一論爭。錢永祥肯定汪暉關於當代中國各類思想

主流均陷於現代化思想架構的看法之深厚的思想史意義，是一個關乎當代中國人

自我意識和自我定位的具有重大前瞻意義的議題。然他亦發現了汪暉和他所批判

的對象一樣，都擁有將社會現代性等同於現代性的「共識」。他從文化現代性對

社會現代性的抗拒上，認為自由主義承擔著批判現代性的潛能。亦以普遍主義與

特殊主義的框架來具體分析了汪暉對中國非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現代性論述。１２７

趙剛則從批判社會理論的建構和創新過程中的規範性定向模糊的問題，對汪暉提

出了批判。１２８ 

                                                              
１２５ 同上。 

１２６ 見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

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237-241。 

１２７ 錢永祥：<現代性業已耗盡了批判意義嗎？——汪暉論現代性讀後有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灣：臺灣社會研究出版社，2000 年），頁 75-90。 

１２８ 趙剛：<如今，批判還有可能嗎？——與汪暉商榷一個批判的現代主義計畫及其問題>，《臺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 37 期（臺灣：臺灣社會研究出版社，2000 年），頁 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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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汪暉的論述受到怎樣的反擊，「反思現代性」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下來，

以往將現代性作為整體目標接受下來的思維模式已不復見。 

（二）思索民主 

正是基於「反思現代性」的立場，汪暉等新左派無法接受自由主義對中國往

何處去的未來設計——憲政民主，而提出一條新的全面民主路線。 

自由主義者基於調適傳統對轉化傳統提出批評，認為直接民主不適用現代國

家，法國雅各賓專政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歷史悲劇即是明證。在「告別革命」

前提下，他們選擇「比較穩妥的代議制憲政民主」，「是在近現代條件下人們能夠

找到的『最不壞』的民主形式」。１２９ 

汪暉則強調「文化民主」與「經濟民主」、「政治民主」的相關性。他指出在

市場條件下，對文化資本的和媒體的控制，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文化傾向和主流意

識形態取向，而經濟和市場從來不是脫離國家的領域，文化生產就是整個社會再

生產的一部份。基於前述對 1990 年代中國市場社會性質的確認，他認為「在中

國獨特的市場形式中，不存在脫離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問題，也不存

在脫離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經濟問題。」他得出一個最為基本的結論，「即爭

取經濟民主、爭取政治民主和爭取文化民主事實上只能是同一場鬥爭。」１３０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各方對於民主多有抒發，１３１政治民主的爭論焦點體現在

                                                              
１２９ 朱學勤：<1998 年：自由主義的言說>，《南方週末》1998 年 12 月 25 日；《中國圖書商報——書評版》

1999 年 1 月 5 日。 

１３０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0 年）。 

１３１ 參見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

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21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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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與憲政民主上。劉軍寧認為直接民主所要的是「不受制約、無限擴張的

權力」，中國「文化大革命」等雖不屬於直接民主但無疑是追求直接民主的產物。

因而直接民主成本高、風險高，「無程序、一刀切、不自由、生暴政；直接民主

還是假民主」。而憲政民主是一種間接民主，目的是保障公民權利，限制權力和

監督制度使得間接民主獲得了防範力和制約力。 

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民主觀」比較的討論非常之多，１３２其中許紀霖認

為兩派差別體現在以現代自由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民主觀和以古代自由為核心的

共和主義民主觀；１３３高力克對這場論爭作出分析后，認為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民

主」之爭表現在共和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民主之間的衝突。新左

派追求的是以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共和主義的參與式民主和完全的「全面民主」

為目標，而自由主義則以憲政民主為訴求。他認為這是理想主義民主觀和經驗主

義民主觀之間的衝突，是「實然」與「應然」的內在緊張。１３４ 

高力克認為兩者的討論不在同一層次，新左派關注的是民主的好壞問題（何

種民主更完美），而自由派關注的而是民主的有無問題（如何由民主替代專制），

他認為全面民主與憲政民主猶如「大廈」與「基石」的關係，憲政雖不是民主的

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從汪暉對政治自由是民主基礎的強調，以及沒有憲法

保障的公共空間、沒有對於言論自由和公共討論的追求和奮鬥，也就沒有批判思

想和民主的可能性等言論１３５來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並沒有他們所認為的

                                                              
１３２ 同上，頁 223-227。 

１３３ 許紀霖：<兩種自由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爭的反思>，羅崗編：《思想文選 2004》（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版）。 

１３４ 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

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224。 

１３５ 汪暉：<「新自由主義」的歷史根源及其批判——再論當代中國大陸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愛思

想網站，2011 年 6 月 5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58-6.html，2014 年 5 月 20 日下載。另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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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那麼大。民主價值、憲法原則正是他們享有共同的前提。 

從許紀霖立基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而鑑取的哈貝馬斯「商議民

主」，汪暉綜合社會主義、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資源，融社會運動、公民

參與、公共空間和言論自由、政治自由於一爐，以及秦暉融合自由主義與社會民

主主義，主張「更多自由放任，更多社會福利」的中國式「第三條道路」，１３６都

體現了不同派別知識份子的對未來中國民主之路的開放設計。 

 

錢永祥曾不乏洞見地指出，90 年代大陸思想界的激烈論爭所導致的精神狀

態，根本上乃是脫離原來「中國革命史論述」大框架的過程和結果……問題的癥

結在於「他們在試圖逃離革命史論述的同時，卻找不到某種具有同樣宏觀視野和

力道的替代論述。」１３７李澤厚和蕭功秦都曾試圖對中國近現代歷史進行重述，

但前者零碎而粗略，後者大體侷限在清末民初，脈絡化與完整性均甚欠缺，其論

點在論爭中即遭種種質疑。這自然會影響到這些論者對中國現狀的分析和對未來

的展望。１３８ 

汪暉的這套「反思現代性」論述，正展現了中國知識分子再次挑戰替代「革

命史論述」的雄心，而且可以說汪暉的挑戰是成功的，他在 2004 年出版的《現

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正是明證。「它是至今為止對美國中國研究界的最為

全面的批評性反思。相比於這一著作的規模和視野，美國中國研究界至今已有的

反思性著作都要相形見絀，無論是在早年現代主義的範式受到革命範式挑戰的時

                                                                                                                                                                                   
段并未出現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 期上（註釋 106），有可能是後來以簡體發表時增加。 

１３６ 轉引自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

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231。 

１３７ 錢永祥：<歧路不必是窮途>，王超華主編：《歧路中國》（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04 年版）。 

１３８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2007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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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還是之後社會史研究興起的時代，還是更之後文化和語言學轉向的時代。」

１３９其書出版引起了中、美、日、歐同行的爭論，汪暉在該著 2008 年再版時所做

的「重印本前言」中對此作出回應，「其實質上直指了如何『重新認識中國』的

當下理論前沿的關鍵問題，同時也暗指了如何『重新定義中國』的問題。」１４０ 

有學者認為這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對象』對往日慣有的『以世界

為方法，以中國為對象』的強力反撥」，高度評價汪暉以思想範式轉換為考量，

力圖「重構『亞洲想像的譜系』，以期在全新的『時勢』之下作出某種可預期的

『社會動員』，以對抗由美國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１４１ 

從反思到取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挑戰已然開始，從「反思現代性」到在

「多種現代性論述」下重構「中國現代性」，既需要「理」的建構也需要「勢」

的配合。 

 

從「革命史敘事」、「現代化敘事」、「現代性敘事」的不同現代史解釋架構的

更替中，可以看出歷史本身並非一成不變，不同的解釋框架下對同一事物的評價

可能截然相反。研究生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意識到不同解釋框架的

局限，并反思、檢視在這些框架下那些習以為常的概念，以及這些概念在不同解

釋框架下的不同意涵。作為以整體論和系譜學方法為指導的研究論文，更為重要

的是理解歷史事實對不同解釋架構更替的作用，以及此過程中研究對象與研究者

之間，不同研究者之間的權力關係。

                                                              
１３９ 黃宗智：<探尋中國的現代：評汪暉《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共識網，2010 年 1 月 20 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00120402.html，2014 年 5 月 24 日下載。 

１４０ 吳勵生：<汪暉現代性思想追問（上）——傳統秩序原理的批判性解讀與新亞洲主義想像批判>，愛思

想網站，2011 年 4 月 7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830.html，2014 年 5 月 25 日下載。 

１４１ 同上。 



 

 



 

 

第三章 「現代新儒家」在中國大陸的八九十年代 

第一節 「現代新儒家」在大陸的出場 

回顧中國大陸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多將研究的起點置於 1986 年 11 月召

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在此會議上，「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

被列為國家社科基金重點課題。 

然一種社會思潮能進入到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視野，需要具備怎樣的「資質」

及社會條件呢？ 

「現代新儒家」是怎樣進入大陸研究場域的，是比「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如

何展開，更前一步需要回答的問題。 

一、從港臺學者到「新儒家」 

（一）1955 年以來「新儒家」內涵嬗變 

根據新儒家研究者、現上海社會科學院終身研究員羅義俊的回憶，1978 年唐

君毅先生逝世後，港臺兩地發表近百篇論文，形成一種「悼唐」現象，更有學者

呼籲「該是表彰『新儒家』的時候了。」１ 隨著 1978 年改革開放，『新儒家』之

名及其著作，包括悼唐實錄《唐君毅先生紀念集》在發散到異邦的同時也發散入

重啟國門的中國大陸，「內地因此而始漸有新儒學研究這件事」２。羅表示個人雖

                                                              
１ 林鎮國：<寂寞的新儒家>，《鵝湖月刊》第 34 期（台北：鵝湖月刊社，1979 年），收入《唐君毅先生紀

念集》（台北：學生書局，1979 年）。 

２ 羅義俊：<近十餘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理性與生命（1）——當代新儒學文萃》（上海：

上海書店，1993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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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讀錢穆先生的書而知唐、牟、徐三位先生，但「受此紀念冊之感染實深」。３

但這本 1979 年出版的紀念集，究竟對當時的中國大陸學界有多大影響呢？ 

檢索中國大陸最大的學術論文庫「中國知網」，有關唐君毅的期刊論文在 1986

年 3 月才出現，４ 這個結果符合筆者對於「新儒家」此一詞彙的分析。「新儒家」

或「當代新儒家」是一個從海外傳入大陸的「新詞彙」。 

「中國知網」中，以「新儒家」為主題的論文，最早出現於 1955 年，50 年

代以後，在 1977 年、1981 年分別有一項檢索結果，1983 年有 3 篇論文與新儒家

有關。 

但此「新儒家」，相當於今日兩岸學界對唐、牟、徐等三位當代（或稱港臺）

新儒家的概念嗎？ 

1955 年《文史哲》上刊登的<論西漢新儒家的產生>５一文，其「新儒家」是

指漢武帝時期「儒家」力量的興起，相對文景二帝時「黃老」道家的統治地位而

言。 

1977 年《遼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刊登的<談有關韓愈的幾個問

題——揭穿所謂「儒法鬥爭」中的一個騙局>中，是替被四人幫批判的韓愈「伸

冤」，證明其並不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而是漢代以來的新儒家，而且並不

反對改革。」６ 

1981 年，美國佛羅里達州大西洋大學教授竇宗儀在《哲學譯叢》發表<馬克

                                                              
３ 同上。 

４ 黃克劍：<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十字架前——讀唐君毅《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讀書》第

4 期（北京：三聯書店，1986 年）。 

５ 楊向奎：<論西漢新儒家的產生>，《文史哲》第 9 期（濟南：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1955 年）。 

６ 陳光崇：<談有關韓愈的幾個問題——揭穿所謂「儒法鬥爭」中的一個騙局>，《遼寧大學學報》第 6 期（沈

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77 年），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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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和儒家論人性及其實踐>（王宏維譯）一文，文中直接出現有「新儒家朱

熹」一詞，所述的新儒家，指的是自我省修、自我剋制的宋儒們。７ 

1983 年，馮友蘭的論文<宋明道學通論>和張岱年的<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特

點>，均以「宋明道學」或「宋明理學」，指稱「新儒家」。 

進入到 1986 年 10 月，包遵信一篇<儒家思想和現代化——新儒家商兌>，才

正式將對話的對象，對準了唐、牟、徐三位港台新儒家，及年輕一代的新儒家學

者們。這一年發表的 6 篇有關新儒家的論文，除海外的陳榮捷教授一文，８其餘

所指均為「當代新儒家」。 

羅義俊在其 1989 年出版的《評新儒家》牟言中，便開宗明義指出了「宋明

新儒家」與「當代新儒家」的區別，前者被西方學者稱為「Neo-Confucian 」，

屬於中國儒學史的第二階段或稱為第二期儒學，後者被西方學者「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屬於第三階段儒學或第三期儒學。 

由此觀，「新儒家」這一詞彙，從 1950 年代到 1980 年代的三四十年間，內

涵發生了深刻的變化。 

1950 年代、1970 年代末，中國大陸的「新儒家」指的是漢代董仲舒等儒家，

基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其新在於代表了新興的地主階級利益或符合了當時

中央專制的需要。進入 1980 年代以後，中西重新溝通，此時所指的「新儒家」

是西方學者對宋明理學家們的稱呼，其新在於對先秦（上古）儒學的發展。1986

年以後，則指的是會通中西，致力於儒學現代化的「當代新儒家」，特指在港臺

及海外的新儒家。 

                                                              
７ 竇宗儀、王宏維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論人性及其實踐》，《哲學譯叢》第 2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1981）。 
８ 陳榮捷：<新儒家研究的時代趨勢>，《福建論壇》第 1 期（福州：福建省社會科學院，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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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宋明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家」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從「宋明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家」的內涵嬗變是如

何發生的。 

1978 年 8 月 12 日，龐樸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孔子思想再評價>，屬於

打破禁忌和教條的開篇之作，契合了當時從全權體制下開始鬆動的時代背景，當

時最令人矚目的「真理標準問題大討論」，亦是屬於挑戰禁忌與教條的理論界思

潮異動。此一時期儒學研究議題主要集中在孔子的身份、階級及思想的再評價。

如李澤厚的《孔子再評價》（1980 年）及山東大學歷史系編輯的《孔子及孔子思

想再評價》，頗能反應過渡時期的不同觀點。９ 

1980 年代伊始，對宋明理學的研究亦開始起步。此時國門漸開，大陸與港臺、

海外的學術交流開始，不僅有海外學者出席大陸學術會議，亦有大陸學者出席海

外儒學會議。如 1981 年在杭州舉行的宋明理學討論會，與會的不僅有老一輩的

馮友蘭、張岱年、任繼愈、馮契，美國的陳榮捷、狄百瑞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

劉述先教授亦出席。1982 年，馮友蘭、任繼愈等參加了夏威夷及國際朱熹學術

會議。 

這也可以說明前述從唯物史觀下的漢代「新儒家」進入西方意義上「宋明新

儒家」何以發生在 1981 年之後。 

伴隨著當時的科學方法論的興起，1983 年，張岱年在第三次孔子討論會上宣

佈「尊孔」與「反孔」的時代已經過去，「現時應對孔子思想用馬列主義的科學

方法加以研究。」１０ 

                                                              
９ 轉引自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5。 

１０ 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收入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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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時期理論界的討論重點是「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異化問題」。此時的

儒學討論，雖仍受限於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但已經表現出對「唯心派」宋明

理學的肯認。「宋明理學既有較多的唯心主義和封建糟粕，又在『理論思維』方

面達到了較高水準。」１１是當時較為通行的評價。 

根據梁元生的分析，直到 1980 年代中期以後，「大陸學者的討論才轉到儒學

的現代化、儒學與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這些論題上來，而這是港臺學者尤其是（港

臺）『新儒家』一派學者所涉及與研究的題目，也是海外學者共同的關心。」１２而

此時也是海內外學者與大陸學界展開實質交流溝通的時期，「正是在文化討論

中，當代新儒學在港、臺和海外的發展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並最終導致了所謂

『新儒學研究熱』的興起。」１３ 

需要注意的是這其中「港臺學者」與「港臺新儒家」二詞的概念及範圍之分。 

早在 1978 年 9 月，杜維明就曾第一次回大陸，他在北京遇到了余英時。他

們倆後來都被「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列入到 1992 年後對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的

研究中。但在當時，他們只是眾多對剛開放的中國大陸感興趣的海外學者之一。

１４ 

筆者在蒐集中國大陸對徐復觀著作進行分類整理或重新編輯出版的書籍時

                                                                                                                                                                                   
（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05。 

１１ 轉引自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6。此句出自 1981 年 10 月在杭州召開的全國宋明理學討論會論文集《論

宋明理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年 10 月）「編者前言」。 
１２ 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臺

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09。 

１３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7-308。 

１４ 洪鵠、朱江燕：<對話杜維明：儒學是面對問題時的選擇>，《南都週刊》2010 年 08 月 27 日，htt

頁://news.sina.com/c/sd/2010-08-27/175520989970_2.shtml，2014 年 2 月 23 日下載。 



  

76 
 

發現，一直到 1988、1989 年，唐君毅、徐復觀、杜維明、余英時等在當時都被

統稱為「港臺及海外學者」１５而不是後來的現代新儒家第二代及第三代。這說明

瞭，「現代新儒家」及其代際劃分，在中國大陸也是一個「後設」研究。 

最早從事現代新儒家研究羅義俊的說法，可作為佐證。「『當代新儒家』或『新

儒家』這個詞，傳入內地，是最近幾年的事。這之前，內地的學術界，從表現出

來的看，即使對梁漱溟、張君勱、熊十力等先生，也沒有形成『新儒家』學派的

認識。」１６ 

那麼，徐復觀等被港臺學界所公認的「當代新儒家」，什麽時候開始以「現

代新儒家」的面目被發現，直至被作為研究對象呢？換言之，「現代新儒家」是

何時以何種面目在中國大陸出場的。 

1986 年 3 月 27 日，方克立在國家教委召開的「七五」科研規劃諮詢會上，

作《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講話，提到了「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等當代新

儒家的理念，提到「近年來一些海外華裔學者先後應邀回國講學，也有人大力宣

傳這種新儒學的主張」，及「曾經是現代新儒家的先驅者的幾位長期生活在國內

的老先生」，開始重登講壇，宣傳當年鼓吹過的「中國精神文明優越論」。他們的

這種影響力，不僅使得「天人合一」、「道德理性」、「儒家人文主義」等「過去我

們很少講」的概念紛紛出現在報刊和學術著作中，甚至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和時

尚觀念。可以說，新儒家的思想、理念從社會層面到思想層面都產生了廣泛影響。

１７ 

                                                              
１５ 見姜義華等主編：《港臺及海外學者論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年）；劉志琴主編：《文

化危機與展望——臺港學者論中國文化》（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89 年）。 

１６ 羅義俊：<後記>，《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629。 

１７ 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版），頁 1-2，原載《天津社會科學》第 5 期（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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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回顧 1980 年代中期的歷史，就會明白，方克立所指的海外華裔學者應

當是杜維明、劉述先等人，而國內的老先生、曾經的「現代新儒家」則是指梁漱

溟先生和馮友蘭先生。 

一個矛盾之處是，梁、馮兩位老先生都是在 70 年代末期便開始重新活躍，

如前所述，在馮老先生的概念中，新儒家並不是指方克立意義上的海外新儒家。

所以他們被打上「現代新儒家」的標籤，並非自證，也再次印證了羅義俊的說法，

「現代新儒家」學派是個「外來詞」而後經過大陸學界的自我「消化」。 

杜維明於 1980 年到北京師範大學進修、講學長達 9 個月。香港中文大學的

劉述先教授，早在 1981 年便曾到杭州參加過中國哲學史學會和浙江省社會科學

研究所主辦的「宋明理學討論會」。誠如鄭家棟所言，真正的學術瞭解不是幾次

學術會議就能實現的。他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編輯的《中國哲學年鑑》1984

年號中的《臺灣、香港學術界宋明理學研究簡介》欄目中，所引述的資料基本都

不是出自港臺地區研究宋明理學的主要成果。１８也就是說，直到 1984 年，大陸

學界與臺港學界都存在著相當的隔膜，港臺、海外的儒學研究，都還沒能進入到

大陸學者的視野。 

1984 年之前的「冷」和 1986 年以後的「熱」，足以說明，轉折點發生在 1985

年。 

（三）「現代新儒家」的出場 

方克立在其 1990 年編撰的《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中說：「五年前，『現代

新儒學』或『現代新儒家』對於人們來說還是完全陌生的名詞。在今天，它們不

                                                              
１８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6-307。 



  

78 
 

僅已經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我們的報刊上、書冊中，而且迅速地發展成為中國現代

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新領域、新熱點。」１９ 

在談到新儒家時，方克立、包遵信、梁元生、劉述先等大陸及海外學者都一

致提到了海外學者杜維明在大陸的宣講推動。 

1985 年春，哈佛大學中國歷史及哲學教授杜維明以富布萊特訪問學者身份，

到北京大學訪學半年，在北大哲學系開設了一門「儒家哲學」的課程。杜維明說，

當時北大希望他講一下海外研究中國的情況，他說不講這個，要講就講「儒家哲

學」。「他們很驚訝地問我：儒家還有哲學嗎？」２０ 

在此半年間，他到中國大陸南北十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訪學、講學。同時，

成為 1985 年成立的中華文化書院「中國文化講習班」的兼任講師，他們的思想

「通過發售錄音、錄音帶影響全國」。２１ 

1985 年 6 月，杜維明作為唯一的海外學者參加了中華孔子研究所在北京舉辦

的第五次孔子討論會。是年 7 月，《北京晚報》記者薛湧，在《讀書》雜誌上發

表了一篇專訪杜維明的文章《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杜維明在這篇文章中發表

了「新儒家」的一些基本觀點，提出了「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等問題，「在大陸

知識界引起了頗大的反響。」２２後來這篇訪談被當時影響力極大的學術文摘期刊

《新華文摘》轉載。這被認為是「新儒家」「登陸」大陸的開始。２３  

                                                              
１９ 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輯要》<總序>（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 年），頁 1。 

２０ 洪鵠、朱江燕：<對話杜維明：儒學是面對問題時的選擇>，《南都週刊》2010 年 08 月 27 日，

http://news.sina.com/c/sd/2010-08-27/175520989970_2.shtml，2014 年 2 月 23 日下載。 

２１ 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陸八十年代文化爭論》（國立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74。 

２２ 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臺

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09。 

２３ 轉引自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

篇》（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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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這篇文章，並沒有出現「新儒家」或「現代新儒家」等專有名詞，只是

在訪談中，具體提到了徐復觀的「憂患意識」觀念以及「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問

題，主張跳脫五四以來對傳統文化「簡單二分」的理解模式。 

1985 年 5 月出版的《探索》雜誌（《浙江社會科學》曾用名，1985 年創刊）

第 2 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正在形成的中國文化研究熱》２４中，也具體闡述了杜

維明有關儒家第三期發展的主張，與薛文並無太大出入。文中提到，1985 年 3

月中國文化書院籌委會和九洲知識資訊開發中心，在北京舉辦「中國文化講習班」

特邀梁漱溟、杜維明、陳鼓應等國內外著名學者授課指導。可以想見，在當時對

中國文化研究漸熱的氛圍下，２５杜維明的「儒家的第三期發展」等「新儒家」思

想應當是在「中國文化講習班」上講授。 

宋志明聲稱他「大概是（大陸）學術界第一個使用『現代新儒家』這種提法

的人。」２６ 理由是 1979 年其在吉林大學哲學系攻讀中國哲學史專業碩士學位

時，選擇的碩士論文題目是《新理學簡論》，評述馮友蘭的現代新儒學思想，「當

時就形成了『現代新儒家』的初步概念。」２７1983 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讀哲

學博士時，博士論文題目為《現代新儒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年出

版）。誠如他自己所言，「論述範圍僅限於梁漱溟、熊十力、馮友蘭、賀麟等幾位

大賢，沒有論及港臺新儒家。因為在 20 世紀 80 年代初，我無法讀到港臺新儒家

                                                              
２４ 肖錢：<正在形成的中國文化研究熱>，《探索》第 2 期（杭州：浙江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1985 年），

頁 59-60。 

２５「國內舉辦了各種中國文化討論會，出版了專門刊物和一批論著，不少高等院校設了中國文化史課程，

北京、上海、武漢等地正組織力量編寫大型中國文化叢書。」引自肖錢：<正在形成的中國文化研究熱>，《探

索》第 2 期（杭州：浙江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1985 年），頁 59。 

２６ 宋志明為湯忠鋼《德性與政治︰牟宗三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所作的<序>（北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

年 3 月）。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116433，2014 年 4 月 14 日下載。 

２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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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只好付之闕如。」２８ 

所以他所謂第一次使用的「現代新儒家」概念，應當跟 1985 年後藉由杜維

明、劉述先等海外學者引述進來的「港臺新儒家」意義上的「當代新儒家」有相

當大的差距。方克立在 1986 年的講話中特別提到「現代新儒家」倡導的儒學復

興運動，影響力已超過港臺，發展成為「帶有一定國際性的學術思潮」。２９  

不過，宋志明提供的另一事例，「1985 年我參加中國哲學史學會在廣州召開

的年會，在發言中第一次使用了「現代新儒家」的提法。港臺學者有「當代新儒

家」的提法，我所說的「現代新儒家」，比他們所說「當代新儒家」範圍更寬一

些，是指自五四以來中國三大哲學思潮之一。記得當時學術界對於「『現代新儒

家』的提法是否合適還存在著爭議。有的學者表示不能接受，覺得『現代新儒家』

含有貶義。經過一番討論，大家達成了共識。」進一步說明了 1985 年以後，「當

代新儒家」的稱呼和討論開始以學派面目從海外、港臺，出現在大陸學界。 

以「新儒學」和「新儒家」作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進行全文搜尋，1985

年的所有論文所指新儒家均非港臺新儒家意義上的「當代新儒家」，反而是宋明

理學家或秦漢儒學家居多。進入 1986 年，有關「新儒家」的研究論文在指涉上

出現三種「新儒家」並存的狀況，而「現代新儒家」一詞開始出現，用於區別前

述兩種「新儒家」。 

從此角度看，在 1985 年杜維明引介徐復觀等「當代新儒家」思想後，在海

內外學術交流日漸同步的情況下，並沒有形成立即的學術反應。但從方克立、宋

志明的文章分析，「當代新儒家」應當成為了當時學問圈內部的新熱點，並開始

                                                              
２８ 同上。 

２９ 方克立：<要重視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

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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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當時急切渴望新知識的大陸知識界之關注。 

最早對新儒家作出迴應的當屬八十年代極富影響力的「思想領袖」李澤厚。

1986 年 1 月 28 日，李澤厚在《文匯報》發表《關於儒家與「現代新儒家」》，他

沒有正面闡述或反對新儒家的觀點，只以自己對儒家思想的看法與「新儒家」不

同之處，列出五點迴應，並強調自己所著《中國古代思想史論》的精神與所謂「新

儒家」不是同道。３０ 

這應當是杜維明及他所宣介的牟宗三、徐復觀第一次正式被中國大陸學者視

為「新儒家」一派而未以「港臺學者」或「海外學者」稱之。 

1986 年 3 月，包遵信發表「新儒家商兌」文章，方克立在中國國家教委召開

的「七五」科研規劃諮詢會上發言，《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並於同年 5

月刊載於《天津社會科學》。包與方在此處所指稱的現代新儒家，應該都是指「當

代新儒家」。 

「現代新儒家」由此固化為一個新名詞、新概念，並進一步作為新的思想熱

點，引發學界廣泛而成規模的研究。「向來淡薄的儒門，竟因二三子的乘勢推動

而未然形成國際性思潮，並且湧現出一大批闡論新儒學的學術專著和飽學之士。」

３１ 

二、「現代新儒家」與「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提出 

可是憑藉杜維明一人之力，就改變了儒學在中國大陸自 1949 年以後的被批

判被批鬥的境遇嗎？郭齊勇認為，「海外華裔學者及港臺學者與大陸學界的交

流，契合了內地學者對『文化大革命』及『五四』以來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傳統

                                                              
３０ 李澤厚：<關於儒家與「現代新儒家」>，《走我自己的路》（北京：三聯書店，1986 年 12 月），頁 223。 

３１ 吳光：<序言>，《當代新儒學探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1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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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傷害之反思，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換言之，「儒學復興」或

「現代新儒家」是伴隨著「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重新出現而出現的。如何作出

上述推論，需要重新審視 1970 年代末及 1980 年代上半期。 

（一）「人」的出現 

1977 年底到 1978 年，伴隨鄧小平恢復原職並向華國鋒正式奪回中共主導權

的過程，在官方的《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上，兩次提出了有關真理標準問

題的討論，「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成爲了思想領域的突破口。這個討論

風潮，僅停留在理論界和新聞界。但這也意味著文革時期社會主義全權體制的鬆

動，一場自馬克思主義內部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接過了「真理標準討論」

的接力棒，以唯物論的科學主義反抗毛時代政治/道德立場優先性。世俗化的馬

克思主義者採取了經濟改革為主導的改革策略，「生產力是衡量社會進步的唯一

標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力」成為新的口號， 

1980 年代初期，有關馬克思主義異化、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討論，在思

想解放運動趨於保守的時候，接過了「解放」的旗幟。「自一九八零年年初開始，

短短兩年內，全國近三百種社會科學期刊和報紙上，前後發表五百餘篇文章。」

３２ 1983 年 3 月，在馬克思逝世一百週年的大會上，由王元化起草、以周揚名義

發表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理論問題的探討》報告，後發表於官方的《人民

日報》，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異化的討論達到了最高潮。 

「人」開始從集體、國家等概念中脫離出來，成為獨立的概念。「對人進行

的獨立審視，把人作為思考中心和創作中心，呼喚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並重新

                                                              
３２ 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陸八十年代文化爭論》（國立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中華民國

八十四年六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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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其中的美學價值，成為八十年代作家和藝術家的追求。」３３  

隨著「人」的出現，急切需要「一套關於人的新的知識」。「新啓蒙運動」便

是在這樣的內在需求下出現的。 

1984 年，「走向未來叢書」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成立和新一代青

年學者開始成為《讀書》雜誌的主流作者，1985 年，北京一批學員知識份子成

立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走向未來》叢書「攜帶者七十年代末官方所張揚的『科學』餘威」，３４通

過編譯形式，面向大學生，介紹當代西方社會科學方法、理論及思潮，對當時的

青年學者和大學生影響甚巨。 

第二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成員，主要是由中國社科院、北

京大學的青年知識分子構成。他們強調人文主義、專業精神和學術獨立與非政治

化，藉助北京、上海三聯書店獨立經營的機會，翻譯出版了一批二十世紀西方人

文學界經典著作。被視為「後文革時代以來包括西方文化研究在內的學術思潮的

第一次轉向，也就是從科學主義向人文主義轉向。」３５ 

李陀對新啓蒙運動中出現的一大批翻譯潮，有一段精彩分析，本文想在此引

用介紹： 

「由於『新啓蒙』的確不是一個統一整體，構成相當多樣，很難一概而

論，但是我覺得其中最激進、最核心的東西，是它想憑藉『援西入中』，也

就是憑藉從『西方』『拿過來』的『西學』話語來重新解釋人，開闢一個新

                                                              
３３ 同上，頁 89。 

３４ 同上，頁 172。 

３５ 陳來：<文化與社會：改革開放以來大陸學界對西方文化的研究>（臺北：《兩岸文化思想與社會發展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1994 年 5 月）。轉引自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陸八十年代文化爭論》（國立臺灣大

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中華民國八十四年六月），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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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說人的語言空間，建立一套關於人的新的知識——這不僅要用一種新的

語言來排斥、替代『階級』鬥爭的論說，更重要的，還要通過建立一套關於

人的新的知識來佔有對人，對人和社會、歷史關係的解釋權。」３６ 

（二）重新回到「中心-邊緣」世界圖景 

李陀和賀桂梅等人都提到了這其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新啓蒙運動時期，翻

譯的著作不是同時代西方在社會科學、人文主義等方面的最新著作，「他們向西

方『竊火』的手，不約而同都伸向經典理論，哲學是康德、尼采、海德格爾，美

學是克羅齊，社會學是韋伯，心理學是佛洛伊德和榮格……等等」３７ 

通過這些「有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經典文本」３８，知識份子們構想

的「世界」圖像，卻是「歌德的『世界文學』和馬克思的『世界市場』」。賀桂梅

說，事實上，「80 年代顛倒了毛澤東時代的「世界文學」圖景，亦即由『第三世

界』的批判的歷史圖景，轉向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圖景。」３９這種「世

界」想像，完全改寫了毛澤東時代關於中/西間的地緣政治關係的敘述，而將中

國/西方確認為邊緣/中心、落後/進步的關係。 

然而，新的世界主義圖像，也促成了一種「民族主義」的文化表述。1985

年開始，在文學界出現了一種強力的尋根熱。「對『民族自我』的發現，恰恰是

通過『西方異己』的目光而『看到』的。」４０ 在回看自身、尋根的過程中，「否

                                                              
３６ 李陀、査建英：<關於 80 年代的訪談>，程光煒主編《重返八十年代》（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9

年 9 月），頁 89-90。 

３７ 同上，頁 90-91。 

３８ 賀桂梅：<後/冷戰情境中的現代主義文化政治>，程光煒主編《重返八十年代》（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9 年 9 月），頁 121。 

３９ 同上。 

４０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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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五四』運動、否定魯迅，詆譭『五四』運動造成了『文化斷層』的觀點，也

大行其道。」４１可以說，儒家從文化的延續性上得以被重視，但這種重視是基於

再一次的中西方問題的比較中出現的。歷史以驚人的相似再次重演。重新開放的

中國，再次面向世界、面向西方的時候，中國與西方文化問題，再次被「空間時

間化」４２而轉換為傳統與現代的問題。 

章益國認為主流的馬克思主義歷史觀「把包括西方和中國在內的人類歷史視

為一個整體」，４３整個社會的歷史存在會沿著同一個方向階段性地演進，且不可

逆轉。這種歷史觀形塑了當時學者們文化「歷時性」理論。李澤厚、甘陽、包遵

信等代表當時社會不同取向的知識分子，在評論和反駁新儒家時，所採用的理論

根據都是這種「歷時性」的文化觀。 

例如，李澤厚在其 1987 年出版的代表作《中國現代思想史論》中，專撰一

文《略論現代新儒家》，對熊十力、梁漱溟、馮友蘭、牟宗三的批評就建立在其

「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文化階段劃分之上。４４ 當時的青年學者甘陽在立論

時亦區分了「前現代化、現代化、後現代化」的文化系統（或形態），並認為「前

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化」是不同質的範疇，彼此會有矛盾與衝突。４５ 

而代表西化派的《走向未來》叢書主編包遵信，在對駁「新儒家」的第一篇

                                                              
４１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研究

論集（一）》附錄（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3。 

４２ 章益國認為這種「空間時間化」的理論傾向在近代以來的中國思想界屢見不鮮。梁啓超嘗試用新舊之分

取代中西對立，瞿秋白、馮友蘭等都有類似表述。然空間對立與時間對立是有差別的，空間的「東 V.S 西」

包含的是空間上的對等，而時間的「古 V.S 今」卻是一條單行道，在進化觀下，代表的是一種級差。參見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 2003 級博士論文），頁 109-110。 

４３ 同上，頁 109-110。 

４４ 李澤厚：<略論現代新儒家>，《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265-310。 

４５ 甘陽：<八十年代中國文化討論五題>，《哲學研究》第 5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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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開篇便指出牟宗三的「常道」說只是新儒家的「一廂情願」４６，他所謂的反

傳統並非單純貶抑傳統文化，而是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是結構系統、價值系

統格格不入甚至完全對立的，儒家思想無論作為學說還是傳統文化主題，沒有必

要、也沒有可能現代化。４７包氏在一篇訪談文章中將這種歷時性史觀，詮釋的更

為明顯：「歷史上並無現代化這個概念。那時候主張現代化和反現代化，爭論的

就是要不要『西化』。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實際反映社會發展的不同階段，

因而產生激烈的衝突。」４８  

西方中心/中國落後的世界圖景，再次將中國置於落後的自我想象中，現代化

目標的接受，使得中國知識分子普遍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位置思索中國，因循進

步主義的邏輯，落後中國終將被現代中國替代。因此，儒學與現代化「衝突論」

成為八十年代「文化熱」中主軸，自「五四」時期以來「反傳統」的傳統再次得

以延續。 

（三）研究傳統文化課題的提出 

然而，研究傳統文化的課題，已經經由「衝突論」而提出。 

正如章益國所言，「思想史很多情況下是個蹺蹺板，對立的觀點因為同時存

在同一個問題領域下，往往呈現此消彼長的更替歷程。」自 1981 年以後便多次

與中國大陸進行學術交流的杜維明，也說雖然他的文章在當時（1984 年以前）

                                                              
４６ 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現代化——新儒家商兌>，《北京社會科學》第 3 期（北京：北京市社會科學院，

1986 年），頁 86。 

４７ 同上，頁 86-95。 

４８ 馬曉麟、房方：<未完的「涅槃」——《走向未來》叢書主編包遵信談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山花》第

12 期（貴陽：貴州省文聯，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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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引起什麽反響，卻與大陸同仁達成了「共商舊學」的任務。４９1984 年，

中國文化書院由文革後最早提出孔子再評價的龐樸等人創立，杜維明也成為書院

兼任講師，1985 年開始向大陸學界輸送徐復觀等現代新儒家的學術觀點及「儒

家的第三期發展」等主張。 

正是在重新反思傳統與現代的關繫上，代表馬克思主義「創新派」的方克立、

「西化派」的包遵信和後來被視為新儒家第三代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劉述先，從

不同的學術立場，「都強調了開展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的重要性和迫切的現實意

義」。５０「現代新儒家」由此正式進入中國大陸學界視域，並開始成為一派顯學。 

被視為「新儒家」「登陸」開始的文章《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1985 年 6

月發表於《讀書》雜誌，此時包遵信為《讀書》的副主編，同時擔任《走向未來》

叢書主編。後者在當時紅極一時，是最有影響力的三大民間出版機構，標的即是

介紹西方新思想新觀念，並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所以「新儒家」甫一登陸，便受

到了包遵信的猛烈反擊，於 1986 年連發兩篇駁斥文章，５１與「新儒家商兌」。其

主要觀點已在前文闡述，不再贅復。包文儘管「以全否定取向評儒，但對新儒學

的研究卻反而起了刺激作用」。５２從另一方面，包文可說是中國大陸學界最早闡

述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文章之一。 

方克立於 1986 年 3 月 27 日在中國國家教委召開的「七五」科研規劃諮詢會

                                                              
４９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陸講學、答疑和討論》，「自序」，（北京：三聯書店，2013

年 6 月），頁 2。 

５０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立教授>，收入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版），頁 575。 

５１ 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現代化——新儒家商兌>，《北京社會科學》第 3 期（北京：北京市社會科學院，

1986 年）；<儒家的現代化和新儒家的理論困境——新儒家商兌之二>，《學術界》第 1 期（合肥：安徽省社

會科學界聯合會，1986 年）。 

５２ 羅義俊：<再版後記>，《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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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表這樣的言說：「中國正處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又一個關鍵時期，現代新

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我們的注意。」５３從歷史上說，「它是中國人對於中

西文化衝突的一種很重要的迴應方式，即代表了在這個衝突中力圖保持中國傳統

文化的本體或主導地位，並以此基礎來會通西學、折衷中西的一種努力。」５４「他

們宣傳的新儒學觀點，我們雖不讚成，但作為學術問題是可以探討和爭論」。５５ 

方克立謂幾乎同時作為「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傳人的香港中文大學劉述先教

授，也發表了有關新儒家的文章——《當代新儒家探索》。此文 1985 年發表於美

國《知識份子》雜誌秋季號，同年 10 月發表於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傳習錄》

第 5 期。 

在這篇文章中，劉述先提到對「當代新儒家」到底包括哪些人，（學界）並

沒有統一的見解。５６而他自己是在宋明理學、清代儒學延及當代的脈絡下去看待

「當代新儒家」。可見當時對「當代新儒家」對「宋明理學」是否相區別或超越，

並不是一個明確的問題。而他個人從哲學的終極關懷角度，選取了熊十力、方東

美、唐君毅和牟宗三四位代表「當代新儒家」，並對他們的思想作出闡述與批評

性的反省。 

如果說杜維明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一文中並沒有直接提出「當代新儒

家」一詞，那麼 1985 年大陸與海外大規模的交流啟動之後，「當代新儒家」這個

名詞，正是隨著劉述先等海外及港臺學者，對牟宗三、熊十力、唐君毅、徐復觀

                                                              
５３ 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收入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 

５４ 同上，頁 5。 

５５ 同上，頁 12。 

５６ 劉述先：<當代新儒家的探索>，氏著《文化與哲學的探索》（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 年 7 月），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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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和歷史地位評價判準進入到大陸學界。 

1982 年臺灣《中國論壇》雜誌社舉辦的「當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座談會

訊息，在 1986 年後出現在李澤厚、方克立等談論「當代新儒家」或「現代新儒

家」的文章與訪談中。足見從「港臺學者」到「現代新儒家」是一個從自我視野

向港台、海外視野過渡的過程。當然，港台、海外視野的在地化會是「現代新儒

家」研究啟動後一個重要任務，這一點將在第二節中指出。 

需要進一步注意的是，「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等名詞並非是作為單純的

概念個體而被接納，深藏在概念背後，是當時中國大陸學界對新的理論和方法論

的極度需求。北京大學教授戴錦華說，「80 年代，整個中國知識界都在尋找新的

理論和學術話語，希望從舊的準社會學式的思想方法和話語結構中突圍出去。」

５７鄭家棟在評價 1984 年以前的儒學研究文章時認為，大陸學界對孔子的再評價

仍然糾纏於階級屬性，「一種認為唯心主義、另一種認為唯物主義，現在又有一

種新的觀點認為既唯心又唯物。……如果缺少新的指點（方法），人們究竟能走

多遠。」５８ 

當代新儒家的思想不僅提供另一種「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答案，在方法論

上也給當時的中國大陸學者打開了一扇門。此部份內容將在第三節詳述。新儒學

從媒體走向大學課堂，可以說明這種知識需求的熱切。1987 年開始，天津南開

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上海復旦大學、長春吉林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等校都先後為本科生（大學部學生）和研究生開設有關新儒學的講座和課程。５９ 

 
                                                              
５７ 戴錦華：《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錄》（北京：知識出版社，1998 年），頁 4。 

５８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5。 

５９ 羅義俊：<再版後記>，《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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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時代情境 

老的問題，新的答案，或許是「現代新儒家」進入中國大陸的必要鋪設，但

新的時代背景，新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卻讓八十年代中期的知識分子有了更複

雜的心態。 

（一）國內社會政治幾近失控 

從社會政治的層面，1985 年還發生了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次學生運動，「當

人們咒駡著洋奴、咒駡著貪官、咒駡著混亂、咒駡著腐敗，學生的理想性格對此

更是難耐。」６０ 

自 1983 年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６１使得經濟改革開放出現短暫剎車現象，

在改革派努力下，經濟政策進一步調整。1984 年，城市改革開始由點到面的推

進，經濟特區加強建設，將經濟改革帶入了另一個高潮，但到了 1984 年底，「趨

於嚴重的外匯流失，『官員』下海，運用手段巧取豪奪，到了八五年春，整個社

會已經達到失控的邊緣。」６２ 

而在另一方面，再次睜眼看世界的國人，從「趕英超美」的社會主義美夢中

驚醒，連戰敗的日本早已成為經濟強國，東亞四小龍（韓國、新加坡、香港、臺

灣）的經濟起飛，「反襯對蘇聯的經濟建設模式及農業集體化的失望」。張立文甚

至把「東亞奇蹟」的啟示列為 1984 年以後大陸文化熱的原因之一。工業東亞提
                                                              
６０ 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陸八十年代文化爭論》（國立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中華民國

84 年 6 月），頁 205-206。 

６１ 由鄧小平在 1983 年 10 月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點出，一反對資本主義劣質文化影響下的淫書、淫畫、錄

像帶等；另一類是理論、文藝領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產品商業化的傾向，周揚是此次清汙的重點對

象。來自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陸八十年代文化爭論》（國立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中

華民國 84 年 6 月），頁 190。 

６２ 同上，頁 206。 



 

91 
 

供了另一種「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結合方式。 

現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者之一李宗桂對 1987 年的宣州會議記錄中，也寫到

這種改革深化過程中的磨難。開放過程中西方思潮湧入帶來的種種混亂，引發了

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命運及其和現代化關係的思索和探討。「在這股思潮中，

現代新儒學思潮也散播到了大陸。思想史界、哲學史界以致歷史學界，都有對傳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評價越來越高的趨向。」６３ 

（二）東亞奇跡與「儒家資本主義」 

1960 年代開始臺灣、香港、新加坡及韓國在經濟上取得了巨大成功，並在七

八十年代達到頂峰，被稱為「東亞奇蹟」，引起了全世界的矚目與興趣。 

1984 年 10 月，杜維明在臺灣《天下》雜誌發表文章《工業東亞與儒家精神》、

《杜維明談﹕工業東亞的發展模式﹐新加坡如何推展儒家運動﹐現代知識分子的

角色》兩篇文章。這兩篇文章直接來源於杜維明於當年出版的新書《今日的儒家

倫理：新加坡的挑戰》，全書以英文寫成，由新加坡教學發展總署出版。６４ 

這本書與新加坡的官方緊密相連。1982 年新加坡教育部宣佈把「儒家倫理」

科目，作為中學三四年紀學生道德教育的選修課程，與《聖經》知識、佛教研究、

伊斯蘭教知識、印度教研究、錫克教研究和世界宗教研究等六個科目並列。６５因

為此前對儒家倫理並不熟悉，為確保「按正確途徑教授該一課程」６６，新加坡從

                                                              
６３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研究

論集（一）》附錄（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3。 

６４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 2003 級博士論文），頁 19。 

６５ 王孟林：<序>，收入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倫理與企業精神》（北京：三聯書店，2013），頁

1-2。 

６６ 同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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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來杜維明、余英時等八位海外儒家學者，為該課程擬定觀念性綱領。八位學者

參觀訪問後各自提交報告，其中數杜維明對新的儒家教學方案最為熱心。６７ 

而後，杜維明將在新加坡的演講、會談、討論記錄整理成一本書，即為《新

加坡的挑戰》６８，由新加坡教學發展總署總監王孟林撰寫序言。杜維明在該書中

提出，在儒家傳統影響下，東亞的經營氣質與資本形成的模式各有特點，日本和

東亞四小龍發展出了特殊類型的資本主義。６９ 這種東方式的資本主義是有別于

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主宰世界、市場結構、競爭、放任主義和對於知識的一種

浮士德式的探索」７０的資本主義精神的。 

他將東亞資本主義發展中表現出來的義務感、自我約束、修身、注重信用與

政府的領導及重視教育和禮儀等企業倫理和工作倫理，與西方資本主義精神加以

比較。他認為在西方個人被認為是孤立的個體，個人權利個人表現想要實現需要

努力競爭，而在東方，個人或曰自我是各種關係的中心，力圖通過人類相互交往

和相互關係，最大限度發揮周邊價值而實現個人尊嚴。個人與社群不是建立在利

益和競爭之上，而是信任之上。他將這種有別于資本主義精神的關切稱為儒家倫

理。７１ 

但他同時強調，這兩種區分是因討論而對立，在東亞企業中，他們實際上常

常結合在一起，產生了單一方式不可能有的效果。７２此後，他多次發表有關儒家

                                                              
６７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 2003 級博士論文），頁 19。 

６８ 英文版《今日的儒家倫理：新加坡的挑戰》於 1989 年經北京三聯書店，出版中文本，書名改為《新加

坡的挑戰：新儒家倫理與企業精神》，本論文採用藍本為 2013 年 8 月重印本。 

６９ 杜維明：<儒家倫理與東亞企業精神>，收入氏著《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倫理與企業精神》（北京：三

聯書店，2013），頁 112、117-121。. 

７０  同上，頁 111。 

７１ 同上，頁 119-121。 

７２ 同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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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與經濟倫理、現代化的不同類型及多元現代性不同層面的著述，７３對「東亞

工業文明」、「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作出了理論性的開拓。 

1984 年 12 月在上海舉行的首次「東西方文化比較研討會」上，包遵信等人

在會上提出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十大衝突論。而到了 1985 年 3 月，杜維

明在京參加「中國文化講習班」授課，會上他有關「工業東亞」的理論得到了明

顯關注。「以日本為首的東西地區的經濟起飛，使國外學者逐漸放棄了工業文明

單一模式論，他們認為迄今為止的工業文明有三種模式，即西歐、東歐和東亞。」

７４ 

三種工業文明背後各文化是不同的：西歐是基督教文化和近代笛卡爾、培根

的思維方式；東歐是各民族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而東亞是中國文化和儒

家的思維方法。７５東亞工業文明的具體內容引起了中國大陸學界的廣泛關注，而

杜維明的「儒家的第三期發展」學說及當代新儒家正是在這個維度上受到重視。 

（三）具有競爭力的現代化道路 

與內憂外患的「五四」時期相比，1978 年的改革開放不是由外力強行打開國

門，而是一種從內向外的「走出」。重新回到「邊陲」的中國，看到眼前的世界

圖景所生出的是失望，而非絕望。 

因而，「現代新儒家」出場的時空背景，並不完全類似「五四」時期知識分

                                                              
７３ 如《二十一世紀工商企業的責任》﹐載殷允芃編《太平洋世紀的主人》﹐天下叢書 1985 年版；《工業東亞﹕

文化的角色》（英文）﹐載《美國人文､社會與科學院院訊》1985 年 4 月號；主編《三重和絃﹕儒家倫理､

工業東亞及韋伯》（英文）﹐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 1991 年版；主編《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日本和「四

小龍」的道德教育與經濟文化》（英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 1996 年版等。 

７４ 肖錢：<正在形成的中國文化研究熱>，《探索》第 2 期（杭州：浙江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1985 年），

頁 59-60。 

７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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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呈現出的全面反傳統的「態度的同一性」，反而挾帶者具有競爭力的「現實

依據」，成為一時之選。 

「在今天中國更緊迫地面臨著實現現代化的歷史任務，古今、中西文化的矛

盾衝突問題依然存在，而且更加直接、尖銳。中國是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路呢，

還是應該走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路，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東方式工

業文明』或『儒家資本主義的』道路。」７６方克立在 1986 年的憂慮，印證了「現

代新儒家」思想對當時大陸思想界的衝擊力。 

 

要之，「現代新儒家」於 1980 年代中期在大陸的出場，既是在社會主義中國

尋求改革開放中必然引進的現代資源，也是傳統中國再一次尋求現代化過程中對

「中與西」、「傳統與現代」問題再次求索時具有競爭力的答案，同時也是世界格

局由兩極化向多極化發展過程中，東方文化對既有西方文化霸權挑戰中的產物。 

 

第二節 「現代新儒家」作為研究對象 

 

從前一章節的分析中可得出，「現代新儒家」在大陸的出場並非是單純的一

個新名詞的創造，一種新時尚的流行，從「當代新儒家」進入大陸學界視域就伴

隨著「權力」的競爭，既是理論的競爭、話語權的競爭也是現代化路線之爭。 

在本章節，筆者將繼續用系譜學的「權力」分析方法，研究「現代新儒家」

出現後，作為研究對象與大陸研究者之間，所展現出的張力。 

                                                              
７６ 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年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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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新儒家」作為研究對象 

（一）從「當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家」 

從「當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家」的轉換是值得研究的。 

1978 年唐君毅在港過世，不僅引發了各方學者對唐個人學問、事業和道德人

格的評價，「也廣泛的論及到當代新儒家的時代擔當和歷史地位等問題」。７７1982

年，臺灣《中國論壇》雜誌社舉辦「當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座談會，韋政通、

余英時、劉述先、林毓生、張灝、金耀基等著名學者站在現代化的立場上，對當

代新儒家作了廣泛的探討，提到的「當代新儒家」有熊十力、梁漱溟、張君勱、

唐君毅、徐復觀、牟宗三和錢穆，「討論開頭提出『當代新儒家』的定義和標準

問題，但並未展開，更沒獲結論。」７８ 

1987 年，李澤厚在其《略論現代新儒家》一文中，首先提出對上述幾位新儒

家範圍的異議，「大概因為政治原因，其中沒有現代新儒家的重鎮馮友蘭」７９，

並將「當代新儒家」的提法轉換爲了「現代新儒家」。 

方克立在 1987 年 12 月 28 日的中國現代哲學史首屆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首

次公開闡釋了「現代新儒家」與「當代新儒家」的差別。「『當代』一般是指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以後。海外稱『當代新儒家』，雖然也提到梁漱溟、熊十

力等前期代表人物，但主要是突出（19）50 年代以後港臺新儒家的地位。」８０ 

                                                              
７７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立教授>，收入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版），頁 579。 

７８ 李澤厚：<略論現代新儒家>，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265。 

７９ 同上。 

８０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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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 1987 年 9 月「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宣州會議」的討論，

將「現代新儒家思潮」的起點定為 1920 年代初，「它是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

激進反傳統的一種保守的迴應，也代表了中國傳統哲學適應現代、走向世界的一

種努力。」８１而這個時間界限與通常所說的從「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思想史是

一致的，「所以叫『現代新儒家』可能比稱『當代新儒家』更確當一些。」８２ 

臺灣學者對大陸學者的這種轉化，認為是別有居心，認為「現代新儒家」取

代「當代新儒家」是爲了顯示「儒學在當代已死」。８３ 

事實上，李澤厚在 1987 年的文章中就提到「現代新儒家還難得算是過去的

歷史，它近在眼前，」８４方克立 1986 年首次發言表示《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

研究》，「它（現代新儒家）從（20 世紀）20 年代產生以來，至今已有 60 多年的

歷史，預計到本世紀末以至下個世紀，還會有一定的影響。」８５ 

將「當代新儒家」的名稱轉換為「現代新儒家」，從一開始伴隨著大陸與港

臺學者彼此充滿意識形態的誤認。 

（二）誰是「現代新儒家」 

從「現代新儒家」學派成為研究對象的一開始，在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新儒

家特徵甚至新儒家起始年代等概念性的界定，大陸學者之間、大陸學者與海外學

                                                              
８１ 同上。 

８２ 同上。 

８３ 李宗桂：<當代新儒家點評——當代新儒學發展的若干難題>，一文開頭曾提到港臺學界對大陸學界的

以「現代新儒家」轉化「當代新儒家」是別有居心，《文史哲》第 2 期（濟南：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

2003 年）。 

８４ 李澤厚：<略論現代新儒家>，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267。 

８５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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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便存在「話語權」的爭奪。正如劉述先所說，1985 年前後的當下，學界

對於「當代新儒家」到底包括哪些人並沒有統一意見。他自己從哲學的終極關懷

上選取了梁漱溟、熊十力、牟宗三和唐君毅四人作為代表；1982 年的臺北「當

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將熊十力、梁漱溟、張君勱、唐君毅、徐復觀、牟宗三

和錢穆視為代表。 

而李澤厚選取了「真正具有代表性並恰好構成相連接的層面或階段」８６的熊

十力、梁漱溟、馮友蘭、牟宗三四人。「錢穆、徐復觀基本上是歷史學家。張君

勱、唐君毅雖屬哲學家，但他們的思想及體系相對來說龐雜無章，創穫不多。」

８７方克立認為現代新儒家自 1920 年代產生以來，隨社會變遷有不同發展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以前是它的前期發展階段，主要代表人物有梁漱溟、張君

勱、馮友蘭、賀麟、熊十力等人。」８８而同樣主張馬列主義「綜合創新派」的張

岱年認為將梁漱溟、熊十力、馮友蘭、賀麟歸為現代新儒家是「不妥當」的。８９  

臺海兩岸對「當代新儒家」或「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選擇上，存在一個

態度上的差別。港臺學界對「當代新儒家」總體採取的是肯定的態度，而大陸學

界則是持保留態度。正如前文中宋志明所言，「現代新儒家」的提法在當時是存

在爭議且偏於貶義的。 

墨子刻說，「80 年代，像李澤厚等知識份子，除了對熊十力表示了某種程度

的敬意之外，都輕視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９０方克立在 1987 年的一篇文

                                                              
８６ 李澤厚：<略論現代新儒家>，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267。 

８７ 同上，頁 265。 

８８ 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年版），頁 6。 

８９ 張岱年：<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理論月刊》第 1 期（武漢：湖北省社會科學聯合會，1987 年）。 

９０ 墨子刻：<道統：中國與世界：牟宗三、鄭家棟與尋求批判意識的歷程>，以附錄形式收入鄭家棟：《斷

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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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曾提到：前輩學者對唐、牟不以為意，認為他們解放前只是二三流學者，學

術地位比留在大陸的一些成就卓然、思維進步的學者低得多，存在海外學界的過

分抬高。９１ 李澤厚、張岱年等人在「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選擇上，正體現

了他們的這種保留態度，一方面並不認同幾位港臺新儒家所代表的「現代新儒家」

學派，另一方面抗拒將熊十力等人劃入到「現代新儒家」。 

最終在 1987 年開始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經過討論，意見由差

異９２趨於一致，「認為梁漱溟、張君勱、熊十力、馮友蘭、賀麟、錢穆、方東美、

唐君毅、牟宗三、徐復觀等十人是現代新儒家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這十人

也正是該課題組「七五」計劃研究對象。後來又陸續增加了馬一浮、劉述先、余

英時和杜維明等四位。 

（三）權力與選擇：何種概念的「現代新儒家」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梁元生認為大陸學界的這種「雙線」處理——即源於五四

時期的梁、熊為第一代，而後各分兩支，在大陸繼承和發展的有馮、賀，在港臺

繼承和發展的則有錢、唐、牟、徐、方——「減弱了港、臺『新儒家』的正統性

與權威性，也把大陸上的『新儒家』研究給予『合法性』的解釋。」９３ 

馮友蘭是否可以被列為「現代新儒家」是大陸與港臺、海外在新儒家定位上，

                                                              
９１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現代新儒學研究論集（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9 年 4 月），頁 12。此文在收入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時，刪除了此觀點。 

９２ 課題組內部對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不同意見，可參考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

州會議的爭鳴>，《現代新儒家研究論集（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5。後有羅義

俊在《評新儒家》一書中，否認了馮友蘭、賀麟的新儒家地位，另因余英時反對將其師錢穆作為新儒家的

代表人物等原因，錢穆的「新儒家」地位也一直存在爭議。 

９３ 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收入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

（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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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最大的問題。劉述先曾「平心論馮友蘭」，認為海外談新儒家的視野與大陸

完全不同，「目的並不是要去追尋一個時期的歷史陳跡，而是要去把握一個現在

還有活力的思想潮流。」９４ 其立論依據正是從馮友蘭後期轉向馬克思主義這一

事實。 

而鄭家棟認為，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並非是爲了追尋歷史遺蹟，同樣

有強烈的現實感。這是大陸和港臺、海外學界對「新儒家」概念出現了不同的認

識：「港臺和海外學者所言的『新儒家』，主要是著眼於一種精神方向，而大陸學

者更傾向於把它把握為一個前後相繼的學術流派。」９５ 

1987 年在「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宣州會議」上，鄭家棟曾以馮友

蘭不講心性儒學，認為其不當歸入「現代新儒家」。但在 1990 年的《現代新儒家

概論》一書中，他很快修正了自己的看法，原因不僅在於當時學界已經相當寬泛

的使用「新儒家」一詞，「凡是一般歸趨於儒家的道德理想和價值信念者，都可

以被稱為或自詡為『新儒家』」９６，另一方面，他也在深入的學術研究中，發現

了馮友蘭在將儒學邏輯化、忽視心性儒學的背後，所深藏的為「聖學」而哲學的

主觀願望及承繼傳統的文化理想和使命。「對馮友蘭哲學下一個相反的判斷，說

它與儒學無緣同樣不是一件容易的事。」９７ 

而對於「現代新儒學」概念的寬泛使用，而在某種程度上成為「儒學現代化

運動」的代名詞，也證明了 1987 年以後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乃是八

                                                              
９４ 劉述先：<平心論馮友蘭>，《當代》第三十五期（台北，1989 年 3 月）。轉引自鄭家棟：《當代新儒學論

衡》（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5 年 12 月），頁 261. 

９５ 鄭家棟：<大陸近年來的新儒學研究與我的一點認識>，收入氏著《當代新儒學論衡》（台北：桂冠圖書

公司，1995 年 12 月），頁 261。 

９６ 同上，頁 263。 

９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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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代中期紅極一時的文化討論以另一種方式的延續和推展」９８。 

八十年代中期的文化熱承擔的是「思想解放」的啓蒙使命，「其意義不在於

建設，而在於衝破教條和禁區」。９９在反傳統已經成為某種意識形態的穩定的組

成部份後，很難期望只是通過純粹的學術探索而使之改變，需要「更廣大的社會

層面積極參與和各種傳媒推波助瀾的大轟大炸的形式提出問題。」１００ 

 

二、文化論爭的資源還是參與者？ 

在回答了「現代新儒家」是什麽，誰是「現代新儒家」等問題後，對於馬列

主義思想者而言，緊接著需要回答的就是站在什麽立場看待和研究「現代新儒

家」，這是一個比「現代新儒家」的學派特徵、具體思想需要提前一步回答的問

題。 

李澤厚和方克立都是站在歷史的角度，承認現代新儒家的「創造性」是其值

得研究的原因。這種「創造性」體現在，除了馬克思主義外，現代新儒家「更好

的解決了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問題」１０１，而這是中國當代的西化派和頑固守舊派

都沒能解決的。一體兩面的另一個優點是在對待傳統問題上，維護儒家傳統，反

對全盤西化，體現了傳承性的特色。１０２ 

雖然是站在歷史的角度，但馬列主義的研究者們非常清楚地意識到現代新儒

                                                              
９８ 同上，頁 257。 

９９ 鄭家棟：<當代儒學的境遇與問題>，原載《21 世紀中國大預測》（北京：改革出版社，1996 年版），收

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附錄，頁 631。 

１００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7。 

１０１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5。 

１０２ 李澤厚：<略論現代新儒家>，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論》（北京：東方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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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並不能算是「完全過去了的歷史，它還活著，還在發展」１０３，所以「現代新

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一開始就意識到了這一課題「有著學術史研究和現實思

想鬥爭兩個方面的重要意義」。１０４ 

因為在 1980 年代「文化熱」、新啓蒙思想運動中提出此研究課題，必然與當

時討論的中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１０５的問題是緊密相連的，

因而，此「思想鬥爭」不是對「現代新儒家」作靜態的分析和批評，而同時是當

時文化大討論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是直接參與到文化討論中的。在文化

論爭環境下，大陸研究者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呈現出一邊定義一邊批判的現

象，但特殊的大變革的時代情境賦予了這個課題更複雜的面向。 

（一）從反馬克思主義到非馬克思主義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將「現代新儒家」從過往「反馬克思主義」

的標籤下釋放出來。雖然他們認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歷史唯物主義的態

度，對現代新儒家進行科學研究。 

李錦全在「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的「宣州會議」上提出現代新儒家

直接的現實目的是「使中國文化因應現代社會的建設，並從現代社會的成功之

處，反證傳統文化的價值和作用。」１０６從現代化的角度，李應當是認為現代新

儒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並不存在對抗性的齟齬。因此反對把現代新儒家簡單地

                                                              
１０３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7。 

１０４ 方克立：<自序>，《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版），頁 2。 

１０５ 同上，頁 4。 

１０６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現代新儒家研究論集（一）》（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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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或思想學術流派，建議用「非馬克思主義加以概括」。

１０７ 

方克立很快採用了「反馬克思主義」到「非馬克思主義」的態度轉換。不過

他不只是站在現實目的的層面，而且是從明確現代新儒家的資產階級哲學的階級

屬性這一哲學史層面來展開的。１０８ 

宋志明最早在「宣州會議」上指出現代新儒家的地主資產階級屬性，雖然遭

到了同時與會的李維武、羅義俊的反對，他們站在新儒家由「內聖」開出「新外

王」的立場，反對這種「封建」的「定位」。１０９方克立在接受了這一階級屬性的

劃分的同時，也改變了「地主資產階級哲學」的「腐朽、沒落、反動」面目，從

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和傳統思維的現代轉換兩個角度，肯定了「現代新儒家」的哲

學貢獻。１１０不過他也再次通過一些新儒家學者對「儒家資本主義」的鼓吹，確

認了「現代新儒家」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 

現代新儒家的出場，解構了 1980 年代中期前仍佔據意識形態地位的「馬克

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二分結構，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話語結構似乎再

次被確認，但「資產階級」本身的意義卻發生了變化，資產階級不再等於封建、

反動、反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具有民族主義和現代的特色。 

                                                              
１０７ 同上。 

１０８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7。 

１０９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現代新儒家研究論集（一）》（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8。 

１１０ 方克立：<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7 年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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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新儒家」與「儒家資本主義」的同構 

前文在研究「現代新儒家」在中國大陸的出場時曾提到，現代新儒家是在「東

亞工業文明」、「儒家資本主義」學說流行的現象下受到注視與重視。從前文可以

看出方克立、李錦全等人都是站在現代也即現代化的角度，對「現代新儒家」作

出肯定評價。 

在 1990 年代與方克立等人分道揚鑣，宣佈服膺「新儒家」的羅義俊，在 1989

年的文章中，也藉助「亞洲工業倫理區」、「第三種經濟發展模型」的提法，肯定

新儒家的可以「開出現代化」的功能。１１１ 

而與之相對的是，杜維明對儒家思想與東亞工業文明之因果關係的審慎考

慮。「單一的因果關係不是理解儒家倫理和東亞企業精神相關關係的唯一方法。

恰恰相反，這會引起誤解。我不想引起人們的誤解，認為我主張儒家倫理和經濟

成功之間有某種狹隘的特定的因果關係。事實上，我的主張恰恰相反。」１１２他

認為不能把新加坡的成功「看成是儒家倫理的成果而排除其他的因素」，「我們不

能把這樣一種簡單化的因果關係作為唯一的解釋，這是因為，因果關係，作為一

種解釋性的模式，其作用是有限的。」１１３ 他認為目前有關儒家工業倫理的探討

仍處於初級階段，他「極希望見到對於這個課題的紮紮實實的實驗性的研究。」

１１４ 

但杜維明這種學術上的審慎態度並沒有被重視，反而被認為是鼓吹「儒家資

本主義」的新儒家代表。在方克立等馬列主義研究者眼中，「現代新儒家」藉由

                                                              
１１１ 羅義俊：<當代新儒家的歷程和地位問題>，《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22。 

１１２ 杜維明：<儒家倫理與東亞企業精神>，收入氏著《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倫理與企業精神》（北京：三

聯書店，2013），頁 123-124。 

１１３ 同上，頁 126。 

１１４ 同上，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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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而與「儒家資本主義」成功畫上了等號。 

大陸學者與杜維明之間的這種誤差，與 1980 年代中國大陸與海外文化界的

學術落差有相當大的關係。 

「儒家資本主義」學說的提出與馬克斯·韋伯《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的

問題意識緊密相關。１１５ 1980 年代，西學浪潮再度席捲中國大陸，形成了薩特、

羅素、海德格爾熱，韋伯也是其中之一。隨著當時極富影響力的「走向未來叢書」

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先後推出《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的兩個譯本，

１１６「一時間，學術界幾乎人必稱韋伯。」１１７ 

根據章益國的分析，1980 年代後期的「韋伯熱」與 1990 年代後期的「韋伯

熱」相比，前者近乎於「追捧與崇拜」，而後者則是「祛魅」後「較本色的學理

研究」。１１８ 1980 年代的韋伯是作為一個「宗教觀念決定論者」或「文化決定論」

被引入的，這與長期以來被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論」看似是對立的，

「迎合了『文化熱』所渴望的解放感」１１９。在今日看來，這不過是一個「一體

兩面」的問題，而在當時仍延續文革時代「是/否」決然二分的思維模式下，韋

伯被固化為文化決定論者。 

同時期被引入的「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也淪入同種思維模式中。「儒家資

本主義」作為韋伯「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對立面出現，實則也被誤讀為

「文化決定論」，即「儒家促進/阻礙資本主義」。 

                                                              
１１５「儒家資本主義」學說的提出本身就存在對韋伯思想的誤讀，具體分析見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

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 

１１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年版、三聯書店 1987 年版。 

１１７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頁 121。 

１１８ 同上。 

１１９ 劉東：<韋伯與儒家>，《理智與心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年），頁 163。轉引自章益國：《論

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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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維明作為長期在海外執教的學者，其對於韋伯的理解更接近於其本身。

他指出韋伯所認為的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並不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

係，只是一種「選擇的親和性」，「即某一種現象與另一種現象同時出現，彼此之

間有互動的關係。」１２０ 正是基於對韋伯的這種理解，杜維明不同意將儒家倫理

與東亞經濟的發展視為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 

由上述分析，1980 年代後期的杜維明遇到的是與其學術層次有較大落差的

「論敵」或曰「研究者」，然則他們彼此在文化心理上的認同或許才是杜被誤讀

的主要原因。例如章益國曾將同樣闡述過「儒家資本主義」學說的金耀基與杜維

明作一比較，前者的主張可站在「多元現代性」的學術關懷下理解，而杜維明的

背景色則是「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及「文明對話」說。 

對「儒家資本主義」學說的受容，杜維明是站在新儒家的角度，儒學的發展

才是目的。而對於方克立等大陸研究者，現代化是他們接受「儒家資本主義」的

內在邏輯。此「接受」一詞，不代表肯定或否定的態度，而是他們簡單的將「儒

家資本主義」理解為「儒家促進資本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進行臧否。 

（三）「現代新儒家」與大陸思想界的分化 

從上述分析，在開放中出場的「現代新儒家」，在與大陸研究者的互動中，

不僅自身不斷在誤讀中被定義，相對應地，也改變了當下的大陸學界研究氣候。 

一種需要被重視的改變，是「現代新儒家」藉由傳統議題的提出，對當時表

現出「態度同一性」的大陸思想界起到了分化作用。可以說，「態度的同一性」

從建立開始就在動態互動中出現了分化。 

                                                              
１２０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北京：三聯書店，1997 年），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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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曾經用「態度的同一性」理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許紀霖借用汪暉的

這個分析，對 1980 年代新啓蒙運動（或稱文化熱、文化討論）作出了「重新估

定一切價值」的「態度的同一性」的判斷，而這種價值的重新評判是爲了替「現

代化方案的重新設計提供文化上的合理性。」１２１ 這種「態度的同一性」還體現

在對西方現代化終極目標理想化的渴望上，亦即以一種歷史目的論的方式，對現

代化前景作出普世性的承諾。１２２ 

鄭家棟發現，1980 年中期「文化熱」，使得傳統文化再次成為聚焦點，「不同

思想派別的觀點都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認識和評價折射出來的」。１２３ 方克立從

當時現代新儒家研究中出發，基於「古今中西問題」的不同態度不同答案，作出

了「自由主義『全盤西化』派、保守主義『儒學復興』派和馬克思主義『綜合創

新』派」１２４是 1980 年代文化討論中三個最主要思想派別的認知，他認為這三者

之間是對立鬥爭和統一的關係，而這並「沒有超出『五四』時期業已形成的思想

格局，是 70 年來的文化論爭在新的歷史條件下的積蓄和延伸。」１２５ 

羅義俊對自 1980 年代以來的新儒學研究的多元觀點，「略其小異、取其大

同」，展開分析，發現「鼎足而分的當代新儒學研究的三大派系，竟然就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以來，鼎足而分的三大學術文化派別與思潮的重現。」１２６ 他和方克

                                                              
１２１ 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8。 

１２２ 同上，頁 8-9。 

１２３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年 4 月），頁 307。 

１２４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立教授>，收入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585。 

１２５ 同上。 

１２６ 羅義俊：<近十餘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收入羅義俊編《理性與生命（1）——當代新

儒學文萃》（上海：上海書店，1993 年），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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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一樣，認為 80 年代後期形成的三派分立是五四時期三大派別與思潮的延續，

並認為更確切來說，這是文脈未斷的三大派別在當代新儒學研究領域中的表現。 

對 1980 年代與 1920 年代的思想界三大派別，是否存在絕對的延續，並不想

下一個絕然的論斷，「重新出現」一詞更接近我的表達。筆者認同的是羅義俊的

這種互動說，即「傳統」命題的再現和「現代新儒家」的出場，與文革後統一的

思想界的分化，有著緊密的聯繫。這種分化在反全權體制上「態度的同一性」，

還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唯物歷史觀的思想宰製上，都有所體現。 

 

汪暉在 1990 年代後期的一篇極富爭議的文章中，曾經對以啓蒙為旗幟、反

抗全權體制的啓蒙陣營的分化有過這樣的分析： 

 

「1980 年代中國的啓蒙知識份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現代化道路，而其

預設就是建立在抽象的個人或主體性概念和普遍主義的立場之上的。只是在

啓蒙主義發生分化的過程中，對這種普遍主義的質疑才成為可能。其最初的

表徵是相對主義的文化理念的出現。」１２７ 

 

汪暉的這段話包含著兩個層次的理解，一，啓蒙主義陣營本身的分化，是西

方普遍主義被質疑的先決條件；二，「相對主義的文化理念」的出現，是啓蒙主

義陣營發生分化的最初表徵。 

而根據他在這篇文章的後文，其「相對主義的文化理念」徑指的是「儒家資

本主義學說」。只是他將啓蒙主義知識份子對「儒家資本主義」的青睞，後推至

                                                              
１２７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台北：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社，2000 年 3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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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1990 年代初期。據此，可以說，「儒家資本主義」學說的接受，與啓蒙主義陣

營的分化有直接的因果聯繫，雖然他的表述並不是如此清晰。 

他的這個結論，用在「保守」話語已經發生轉變後 1990 年代或許是合適的，

但對於 1980 年代中後期，儒家資本主義或新儒家學說，與思想界三大派別的重

新出現之間的關係，我傾向於用杜維明的理解，將之視為一種「韋伯意義上」的

互動關係，即某一種現象與另一種現象同時出現，彼此之間有互動的關係」。 

 

在許紀霖看來，在 1980 年代中後期出現的文化的新啓蒙運動本身，相較於

國際意識形態和專業學科而言，造就了一個民間化和公共化的思想界。這個「相

對具有獨立品格的公共思想界，儘管至今沒有獲得建制的保障，但作為新啓蒙運

動的直接產物，卻在十多年的風風雨雨中歷經起伏，頑強地生存下來，並且有了

可觀的發展。僅憑這一點，新啓蒙運動就足以載入史冊了。」 

許紀霖的這個觀察無疑是犀利的，無論「現代新儒家」等外來概念與新啓蒙

運動之間是怎樣的關係，三派分立的重新出現，建構起了一個 1950 年代以後被

消滅的公共思想界，這也是這場文化大討論最有意義的產物。在公共思想界重新

出現的脈絡上，1980 年代與 1920 年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是具有延續

性的。 

三、現代新儒家與文化保守主義 

順著羅義俊分析再往下，即可直接切入到本章節的討論重點，現代新儒家與

文化保守主義的關係。羅義俊發現，五四時期的三大派系藉由當代新儒家研究而

重新出現在大陸思想界，或者藉助許紀霖的說法，這本身構成了一個公共思想

界。思想的自由論爭，正兒八經的研究取代了「反對」、「打倒」的輕薄口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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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鼓躁的激進反傳統的「河殤」派被洗汰殆盡。「隨著存在情境的變化，新文化

運動時期的激進派餘脈已不再能佔領學術市場而成為社會輿論導向中心。甚至，

曾持激進態度的也漸有表現上的轉變，態度歸趨於緩和。」１２８ 

章益國亦認為，進入 1990 年代後，啓蒙主義陣營的分化，導致了對西方普

世性的質疑，使得「傳統」作為一種特殊價值得以重新受到珍視。１２９  

從這個角度或可說，「現代新儒家」在大陸的出場，藉由傳統議題本身的力

量，開啟了中國大陸由「激進」向「保守」話語的過渡。自辛亥革命以來，盤踞

了整個 20 世紀的革命的激進話語，在下一個世紀開場前，走下了神壇。 

（一）從「保守反動」到「文化保守主義」 

「五四」運動以來，儒家作為阻礙現代化的代表被打上了「保守」的標籤，

1950 年代以來的中國大陸對儒家的評價愈低，封建、保守、腐朽、反動，是此

時期「儒家」的同義詞。在這種「革命/保守」、「進步/反動」二分框架下，「文化

大革命」時期的「批林批孔」，將對儒家負面評價，推向了極致。 

雖然自 1984 年中國文化書院成立以來，隨著研究傳統文化課題的提出，對

孔子、儒家和傳統文化評價有越來越高的趨向。１３０ 但「保守」的標籤並沒有被

取消掉。1986 年，較早對現代新儒家思想作出迴應的包遵信，在文章中雖然沒

有直接使用「保守」一詞，但多處以「守成」、「封閉」表達了相同的意思，並因

此認為儒家不適應現代，也沒有必要現代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總是逆向的精

                                                              
１２８ 劉東：<韋伯與儒家>，《理智與心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年），頁 9。轉引自章益國：《論

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 

１２９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頁 115。 

１３０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研

究論集（一）》附錄（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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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力量」。１３１方克立在 1986 年的《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中，首次

提出了現代新儒家與「頑固的保守主義相比，它又並不絕對排拒西學。」在這個

意義上，嚴格的「現代新儒家」的「保守」面目開始出現鬆動。 

「文化保守主義」１３２一詞的傳入，為「現代新儒家」保留了「保守」但脫

離「反動」、「腐朽」的烙印，提供了可能性。 

景海峰是最早將現代新儒家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大陸研究者。1987 年，

他在《當代儒學思潮簡論》一文中，借用史華慈（B.Schwartz）的「文化的保守

主義」概念，「來說明二、三十年代那種立足傳統文化、融會古今、以適應時代

要求的意願」。他進一步對這個概念作出「中國化」的解釋： 

這種「文化的保守主義」從根本上來說並不是墨守現行社會政治現狀的

「社會政治的保守主義」。在政治立場上，它可以採取很激烈的態度和方式，

但對待文化傳統又是那樣的謹小慎微，生怕丟掉了什麽。前如作為革命家的

章太炎和作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就能表現出這種深刻的矛盾與和諧的統

一。當代儒家早期代表人物都有強烈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在政治上他們反

對封建專制制度，反對法西斯獨裁，嚮往民主生活，甚至同情和支持激進的

社會革命，絕無封建遺老氣味。１３３ 

 

                                                              
１３１ 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現代化——新儒家商兌>，《北京社會科學》第 3 期（北京：北京市社會科學院，

1986 年），頁 86。「守成」出現在頁 87，「封閉」出現在頁 95。 

１３２ 有關中國大陸思想界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起始時間、內涵與特徵及類型劃分的不同討論，參見張世

保：<因勢而已 異彩紛呈——近 20 年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研究述評>，高瑞全主編：《思潮研究百年反思》（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頁 147-170；鄭大華、賈小葉：<20 世紀 90 年代以來中國近代史上的激

進與保守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第 4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年）。 

１３３ 景海峰：<當代儒學思潮簡論>，《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 期（深圳：深圳大學，1987

年），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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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義」與「社會政治保守」主義的區分，但並不代表「保守」在

此時就脫離了貶義。景海峰對熊十力的評價是：「文化心態異常保守和落伍，缺

乏時代感，絲毫沒有近代化民主意識的光照。」１３４認為當代新儒家對傳統文化

的「謹守先業、恭敬虔誠」，「其固執的態度和封建守舊的國粹派相比，了無差別」。

１３５可以說，「文化保守主義」的評價，只是把新儒家從全面保守、反動的總體評

價中解放了出來。換句話說，「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的區分，只

是再次固化了「保守」與「逆現代化」、「封建落伍」之間的聯繫。「保守」仍然

是一個貶義詞。 

同年 9 月，「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安徽宣州舉行了第一次的學術

討論會，會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現代新儒家思想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徵。」１３６

從李宗桂的記錄來看，政治、文化的雙重保守，仍然是當時這群「現代新儒家」

研究者的普遍意識，景海峰的「文化保守主義」定義並不主流。 

文化上「中體西用」的態度和繼承儒家「道統」，對「五四」的批評，完全

否定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成為其「文化保守」的確證。而「在對待中國共產

黨領導的人民革命以及新中國建設的問題上，表現了不好的政治傾向。」毋庸置

疑是「政治保守」，而「他們這種保守傾向是一貫而又明確的。」１３７ 

直到 1989 年 5 月，方克立在全國高校紀念「五四」七十週年「中國新文化

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學術討論會上，借用了景海峰的「文化保守主義」概念和分

析，並進一步分殊了現代新儒家與國民黨右派哲學，「不同意把現代新儒家看作

                                                              
１３４ 同上，頁 63。 

１３５ 同上。 

１３６ 李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來和宣州會議的爭鳴>，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研

究論集（一）》附錄（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7。 

１３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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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中國現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力量」１３８，可以說是正面反對包遵信對現代新

儒家的評價。 

方克立肯定了現代新儒家的「現代性格」，「為傳統的創造性轉化，連接傳統

和現代作出了一定貢獻」，對其「偏於保守」的文化立場並無過多筆墨，儘管也

提到「它顯然不能代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健全的正確的方向」。１３９ 

（二）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現代新儒家」 

1990 年 4 月出版的鄭家棟著作《現代新儒學概論》是「大陸解放以來第一步

系統研究海內外新儒家思想的論著」１４０。在這本書中，鄭家棟進一步闡釋了作

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現代新儒家。他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概念正確地指

出了現代新儒家的保守主義的性質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改變了過往近代思想

史、哲學史研究中嚴重弊病：「文化政治混為一談，把文化立場等同於政治態度，

並以此來判定思想家和哲學家的進步與反動。」１４１ 

正是在這個概念下，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者試圖把儒家價值內涵

與寄望的社會和政治內涵區分開來的努力。「其用意在於說明儒家學說中包含著

不為特定的歷史時期和社會政治形態所限定的普遍主義和恒常價值。」 

鄭家棟說他贊同用「文化保守主義」概念界定新儒家，但這種保守是一種經

                                                              
１３８ 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67-68。 

１３９ 此段引用同上，頁 90。 

１４０ 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封底內容簡介（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 

１４１ 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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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反省的自我意識，而不是歷史和習俗的盲目因循。１４２至少在三個層次上，他

釐清了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現代新儒家的思想內涵。 

第一，對應於宣州會議對現代新儒家「中體西用」、「繼承道統」的保守批評，

鄭家棟對「中體西用」分三個層次進行觀察，正面迴應了簡單化的「中體西用」

保守的批評。分別爲張之洞為代表的社會政治層次的中體西用論，以梁漱溟為代

表的文化層次的中體西用論和以牟宗三等港臺新儒家為代表的哲學層次的中體

西用論。 

他特別指出，現代新儒家並不主張體用割裂，事實上他們是體用一元、體用

不二者，主張整體的文化觀。他們所要強調的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必須要

建構起一種主體意識，有了這種主體意識，才能以中國文化為主導來統攝、吸收、

改造消化西方文化，而不是將中國文化之體與西方文化之用簡單嫁接。他們所指

的西方文化亦包括西方文化之體，如民主、科學。他們的這種強調中西文化融合

而非對立，由強調文化的民族性而推往文化的世界性的努力，其實很難用「中體

西用」來涵蓋，所代表的趨勢與其說是保守的，毋寧是開放的。１４３ 

第二，相對於 1987 年景海峰對現代新儒家維護傳統文化是文化心態的保守

和落伍，與封建守舊的國粹派了無差別的評論，鄭家棟區分了現代新儒家與國粹

派及另一「文化保守主義」爭議對象康有為的區別。雖然現代新儒家與國粹派（如

章太炎）都主張將文化倫理問題獨立於社會政治秩序之外來討論。他們的這種二

分並不止是與封建帝制的區分，同時也認為不應當為淺近的政治現實服務。他們

之間在思想、學術甚至形式上都有著顯著差別。國粹派的思想源流是古文經學，

                                                              
１４２ 同上，頁 20。 

１４３ 此一層次分析來自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頁 17-22。 



  

114 
 

而新儒家是沿著近代今文經學對孔子的改造發展而來；新儒家自覺地歸於儒家而

國粹派更重視非儒學派的研究，事實上成為「五四」反孔運動的某種動源。而從

外在形式上，早期國粹派是以文言文作為表達方式，而新儒家對外在形式並不在

乎。 

鄭氏認為現代新儒家與國粹派這兩個派別最本質的差異在於，國粹派多是民

族主義者而現代新儒家注重強調的是儒家學說對人類文化發展的普遍意義和價

值。 

這一點雖然與康有為類似，但康有為對西學的理解是停留在政治倫理層次

上，並沒有對西方哲學、文化作出自覺地認識和檢討。這是他反對將康有為列入

現代新儒家的最重要理由，「康氏是一位政治領袖而不是一位哲學家，他的哲學

和文化理論完全服從於變法維新的需要」１４４。在儒家與宗教的探討上，康氏重

外在形式而新儒家重視的是儒家的宗教功能。１４５ 

第三，相較於將全盤西化論者與現代新儒家的對立，他從「保守主義」最初

的概念出發，認為用「保守主義」來界定新儒家主要是相對於西化論者而言。根

據史華慈（Bejamin I. Schwartz）對「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者大

致同時出現的事實分析，「恰足以說明他們在許多共同觀念的同一架構裏運作。」

他提出在中國「五四」時期出現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是否也存在這

些共同觀念，需要重視。並通過對梁漱溟、賀麟、牟宗三等人的分析認為，他們

其實和五四時期的反傳統主義者一樣，共用一種思維路徑，即「借思想文化以解

決問題」１４６。只是他們並不是著重國人思想意識的「完全重建」而是寄望於自

                                                              
１４４ 同上，頁 25。 

１４５ 同上，頁 23-25。 

１４６ 林毓生：「前言」，《中國意識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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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化的調整和對外來文化的適應。１４７ 

鄭家棟的這些觀點節錄成《儒家思想的現代走向及其命運》收入 1991 年出

版的《現代新儒學研究論集（二）》。可以說是「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乃

至大陸學術界對「現代新儒家」思想研究又往前推了一步。 

1980 年代末期開始，出現了不少從「文化保守主義」研究現代新儒家，乃至

康有為、章太炎的文章。其中不少發表於天安門事變之前，在 1990 年開始出現

了更多這樣的思考文章。１４８「文化保守主義」開始形成自身的學術話語權。 

當進入到 1993 年，黃克劍在其著作《寂寞中的複興——論當代新儒家》１４９

中，已經不再滿足於用文化傳統主義者這個似乎帶有特殊性的詞匯評價當代新儒

家。他以馬克思、馬爾庫塞，接引尼采、基爾凱郭爾，強調 19 世紀中葉以來一

直潛在著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義，在反對科學一層論和泛邏輯主義的維度上，肯

定當代新儒家的人文反省。 

可以說，進入 90 年代以後，現代新儒家無需再藉助特殊的「文化層面」的

保守主義以脫離保守的負面意義，其「文化」、「人文」的特徵，本身開始構築其

正當性。而從 1990 年到 1993 年之間的這種大跨越，與第二章所談到的 1992 年

以後，「保守」涵義的轉變及「保守」一詞由貶入褒的「話語轉換」是密切契合

的。 

                                                              
１４７ 此一層次分析來自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頁 3-8。 

１４８ 如鄭大華：<梁漱溟與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求索》第 4 期（長沙：湖南省社會科學院，1989

年）；鄭大華：<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論析>，《天津社會科學》第 6 期（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

1989 年）；郭齊勇：<試論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學習與探索》第 1 期（哈爾濱：黑龍江省社會科學院，1990

年）；歐陽哲生：<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述評>，《求索》第 1 期（長沙：湖南省社會科學院，1990 年）；

陳少明：《文化保守主義的宣言——評現代新儒家的一個思想綱領》，《廣東社會科學》第 2 期（廣州：廣東

省社會科學院，1990 年）。 

１４９ 黃克劍、周勤：<導論>，《寂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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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現代新儒家」只是這場「激進與保守」之爭的

得利者，還是其本身就是論爭中的重要參與者，無論作為資源還是立場。 

（三）現代新儒家與中國大陸八九十年代「保守話語」的轉換 

1995 年 2 月，方克立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了 1990 年代「第二次文化

熱」即通常所說的「國學熱」中的「話語轉換」。他引用 1994 年李澤厚與王德勝

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的一次對話，「90 年代以來，中國知識份子努力在尋求一

種新的文化策略，就是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採取文化上的保守

主義話語。」１５０ 

同年，李澤厚與劉再復的談話錄《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在香港

出版，「告別革命」說成為一時學界爭議熱點。 

有關 1992 年開始的「激進」與「保守」之爭，第二章已經詳盡介紹。其中

特別提到保守內涵在這場論戰中發生了變化，由原來被視為現代化障礙的落後面

目，開始出現柏克式的自由保守主義和邁斯特式的威權保守主義，分別以劉軍寧

和蕭功秦、李澤厚作為代表。 

保守主義在這場論戰中開始取代激進，成為 1990 年代以後中國大陸的主導

話語。李澤厚和朱學勤都提到了 1989 年天安門事件對這種轉向的作用，但顯然

二者的觀點和態度都不盡一樣。 

李澤厚在反思 80 年代時將之推到了整個中國近代史，認為自辛亥革命以後

到文化大革命，都是政治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革命並不定是好事情」１５１。他

                                                              
１５０ 李澤厚、王德勝：<關於文化現狀、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雜誌第 5、6 期（北京：中國東方文化

研究會，1994 年）。 

１５１ 同上，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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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80 年代末鉅變是一個很好的反思對象，「是改變話語的時候了」。１５２ 

而朱學勤認為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 1990 年代的興起是由「外來的強力」所

造成的，其意所指顯然是「天安門事件」。「目前在大陸學界流行的保守主義思潮，

與其說是學術思潮，不如說是一種在外力作用下的生存技巧，未必具有柏克、托

克維爾那樣真實的學理基礎與社會根據。從某種意義上說，與其說它是一種思

潮，不如說它是一種特定環境下的消極情緒，一種失敗主義心態。」１５３ 

根據前文的分析，「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早在 1986 年進入中國大陸學界，

1987 年後「文化保守主義」概念的輸入，只是為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提供了一種

方便，進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研究開始獲得注目，這些學術動態均發生在

1989 年天安門事件之前。 

李明輝的觀察富有洞見，「『儒學熱』在八十年代醞釀了一段時間，並非進入

九十年代突然冒出來，天安門事件至多只能說是一種助緣，而非其主因。否則，

我們便很難解釋左派理論家對它的不安。」１５４ 

事實上，左派理論家方克立明顯地表達過對這種轉向背後隱藏的「意識形態

的企圖」的不安。他藉助勞思光先生的分析，認為八十年代的反傳統熱潮似乎是

「藉由反儒學思潮喚起反傳統意識，進而改變中共統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１５５ 

                                                              
１５２ 同上，頁 515。 

１５３ 朱學勤：<對一種反省的反省——九十年代學界時風之我見>，《中國研究月刊》第一卷第 6 期（東京：

日本中國研究所，1997 年 9 月），頁 8。轉引自李明輝：<解讀當前中國大陸的「儒學熱」>，李明輝主編：

《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96-97。 

１５４ 李明輝：<解讀當前中國大陸的「儒學熱」>，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臺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97。 

１５５ 勞思光：<試論當代反儒學思潮——理據與功能的雙重檢討>（新加坡「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研討

會論文，1988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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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發起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是站在「反傳統」思

潮的對立面出現的。雖然「現代新儒家」對五四運動多有攻擊，認為「破壞多、

建設少」，但在傳統與現代的延續性上無疑是抗衡「反傳統」的重要力量，因而

方克立積極助推現代新儒家的「現代」品格，借重新定義「儒家」，重新定義「傳

統與現代」的關係，反擊這種全盤西化論。當然他也非常注意藉由「儒家資本主

義」出現的另一種現代化路線，對馬克思主義正統地位的威脅。 

有意思的是，當「激進」與「保守」之爭從「重估五四」進入到「告別革命」

的階段，「現代新儒家」開始吸引了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服膺，如羅義俊、郭

齊勇等兩位「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成員，都曾被方克立點名批評。1992

年，楊子彬教授在四川德陽召開的「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申

明公開服膺現代新儒學，被方克立認為是「公開揭舉『大陸新儒學』」１５６的第一

人。另有不少青年學者也宣佈服膺「大陸新儒家」。 

1993 年，王元化發表《關於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論戰》一文，宣示了一種

有別於既往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烈反傳統的新啟蒙方式的出現。杜亞泉等人主張

溫和漸進改革、調和中西方文明，「既接受現代性，又保存中國文化傳統精粹」

１５７。王元化也因此被認為「轉向」了，「由一個激烈的啟蒙者變成保守主義者」。

１５８ 

1994 年，以「文化保守主義」為宗旨的《原道》輯刊第一輯上，發表了<李

澤厚答問>一文，李表示願意被稱為「新儒家」，雖然不是「現在港臺那種新儒家」

                                                              
１５６ 方克立：<要注意研究 90 年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523。 

１５７ 賀莉丹：<反思者王元化>，《新民週刊》2008 年 12 月 24 日， 

htt 頁://news.sina.com.cn/c/2008-12-24/105816911306.shtml，2014 年 4 月 19 日下載。 

１５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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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其本意至少是文化保守主義意義上的「新儒家」。這與 1986 年他發表於《文

匯報》上公開表明自己與「新儒家」並非同道的態度，可說發生了 180 度的大轉

變。 

李澤厚、王元化這兩位在八十年代知識界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思想領

袖」、新啓蒙運動的旗幟型人物的思維轉向，使得「反思『激進』的保守主義思

潮取得壓倒性的優勢」１６０。 

在李澤厚發起的「告別革命」爭議中，藉助對政治激進主義的反思，曾被「革

命」話語下被否定的「洋務運動」等開始受到重視，「中體西用」等保守主義學

說也開始獲得重視。在之後的知識界大論爭中，「告別革命」已經成為知識分子

的認知前提，１６１「保守」完成轉向，「保守主義」成為 1990 年代的主潮。１６２ 

 

從前述分析可看到，1980 年代馬克思主義者為反「全盤西化」而研究「現代

新儒家」，在 1990 年代初期「重估五四」的過程中，「現代新儒家」作為「反傳

統」的對立面冠以「文化保守主義」評價，以及在「告別革命」的轉向中，由「文

化保守主義」躍升「新保守主義」１６３，「現代新儒家」作為工具、作為價值，自

始至終在場，無法單一而論其是被利用的學術資源還是贏得服膺的新的立場。 

                                                              
１５９ 陳明、李澤厚：<李澤厚答問>，《原道》第一輯（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年），頁 386。 

１６０ 劉黎：《論八、九十年代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三種解釋模式》（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9

年），頁 18。 

１６１ 戴錦華在考證隨後的 1993-1995 年「人文精神」論爭中，認為「衝突的雙方事實上都深刻分享著許多

重要且基本的前提：對昔日社會體制的拒絕，『告別革命』的共識及其對『進步』、『發展』的歷史圖景的認

同。」戴錦華：《隱形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年版），頁 64。 

１６２ 劉黎：《論八、九十年代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三種解釋模式》（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9

年）。 

１６３ 「新保守主義」一般而言不只是文化層面的保守，亦包括政治層面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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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代新儒家」在分化的九十年代 

從孔子的再評價，到對傳統的重視，乃至「現代新儒家」的出場以及課題組

研究，1980 年代出現了一股「儒學熱」。但這種「熱」需要在八十年代「文化熱」

的脈絡裏去看待，「西化派、啓蒙派是主流……在左翼保守派還未完全失勢而西

化派力量正在勃興之際，『儒學熱』是一部份知識份子的關注點而已。」１６４ 

如許紀霖所言，「這些溫和的保守主義聲音卻在歷史中沉澱下來，成為 90 年

代學術史研究和『國學熱』的原初成長點」。1990 年代中期以前，文化保守主義

開始成為討論顯學並實現了時代話語的轉換。 

一、「國學熱」下的現代新儒家 

（一）「國學熱」：官方助推與時代氛圍變遷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梁元生教授的研究，九十年代的「國學熱」確實肇始於八

十年代的「儒學熱」。自 1978 年開始至 1984 年，在山東共召開四次孔子討論會，

分別舉辦於 1978 年、1980 年、1983 年和 1984 年。1985 年，第五次孔子研討會

首次在北京舉行，舉辦方是新成立的中華孔子研究所，和「曲阜的中國孔子基金

會分庭抗禮」１６５，這次會議首次有外國學者即杜維明參與。 

1986 年，「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作為國家社科基金重點課題展開，此後的

現代新儒家研究便以國家課題組為主體而穩步開展起來。「七五」計劃和「八五」

計劃十年的官方背景，保證了「現代新儒家」研究的不中絕，也取得了豐碩的成

                                                              
１６４ 梁元生：<前途未卜的鳳凰：「新儒學」與當代中國>，李明輝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論篇》

（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年 11 月），頁 108。 

１６５ 同上，頁 105。 



 

121 
 

果。十年中，課題組骨幹成員 20 多人「出版個人專著 10 多本，發表文章 300

餘篇，約占這個時期大陸新儒學研究論文總數之一半。」 １６６ 

1987 年的第六次孔子討論會「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贏得國際矚目，由中國

孔子基金會和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聯合主辦，除了中國大陸的數百位學者，新

加坡的是多位代表，還有來自歐美日韓澳的十多位學者。中國大陸副總理及孔子

基金會會長穀牧、新加坡副總理及東亞哲學研究所董事長吳慶瑞等在會議上致

詞。 

1989 年 10 月，「六四」事件的四個月後，在國際社會的制裁中，北京和曲阜

舉辦三個大型學術會議，紀念孔子誕辰 2540 週年。其中「孔子誕辰 2540 週年紀

念與國際儒學學術會議」由中國孔子基金會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合

辦，於北京、曲阜同時舉行，探討「孔子、儒家的歷史地位覈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二十五個國家的 320 多個學者參與了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江澤民接見了部份與會代表，並講話。「標誌著在經歷了數十年的批林批孔、

反傳統之後，中共最高層開始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轉變立場。」１６７雖然這種立

場的轉變與抗拒當時西方「和平演變」的壓力極其相關。 

驟然出現的歷史鉅變，讓學術界出現了短暫的冷卻。可以用朱學勤所謂的「生

存技巧」１６８來理解，也可以從許紀霖「知識分子的反思」來思考。許紀霖認為

當下的知識份子「首先需要反思是繼續推進 80 年代的新啓蒙運動，還是需要反

                                                              
１６６ 邵漢明，〈現代新儒學研究十年回顧——方克立先生訪談錄〉，《社會科學戰線》第 2 期（長春：吉林省

社會科學院，1997 年），頁 128-134。 

１６７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309。 

１６８ 朱學勤：<對一種反省的反省——九十年代學界時風之我見>，《中國研究月刊》第一卷第 6 期（東京：

日本中國研究所，1997 年 9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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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重新建立自己的知識基礎。」１６９因而在 1990-1992 年出現了一場「學術規

範討論」。 

1992 年以後，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各種學術活動

開始復甦，「中國思想界進入了第二階段」。 

這一年姜義華隔著 4 年的時空距離，迴應 1988 年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所

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演講；這一年春，李澤厚在美國丹佛發

表演講，主張「要改革不要革命」；１７０這一年，中華孔子學會和四川省孔子研究

會等單位共同主辦「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上「儒學與

現代化協調論已成為壓倒一切的聲音」１７１，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楊子彬教授

宣佈服膺現代新儒學，成為中國大陸公開擎舉「大陸新儒家」的第一人。這一年

初，「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續列為國家社科基金「八五」規劃重點課題。 

這一系列的學術活動，說明八十年代「態度的統一性」啓蒙陣營出現了分化，

這種分化不僅是學術取向的、價值認同的也是利益的分化。 

誠如許紀霖的分析，八十年代的啓蒙陣營內部雖有爭論，但常常是觀念和理

解上的分歧，更多的是一致性： 

「作為啓蒙者面對傳統的集權體制，他們的利益無論是社會利益還是經

濟利益都是一致的；雖然各自的價值觀念和意識形態偏好有差別，但他們的

知識結構又是相當同構的，對西方知識和中國文化傳統都只是一種混沌的、

整體主義的瞭解；最重要的是 80 年代的啓蒙者對現代化目標的詮釋和追求

                                                              
１６９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2。 

１７０ 宋宏：<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論爭>，許紀霖、羅崗等著《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

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52。 

１７１ 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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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高度一致的，即那個整體意義上的西方所代表的、以民主政治、市場經

濟和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普世化的現代化。然而，到 90 年代，中國思想

界所發生的分歧，就不是簡單的觀念的分歧了，而是更深刻的利益的分化、

知識結構的斷裂和現代性目標訴求的不同。」１７２ 

 

如果說八十年代整個社會的核心分歧是要不要改革、改革是姓「社」還是姓

「資」，進入九十年代的核心分歧則是「如何改革，往什麽方向改革」。１７３九十

年代初期知識界有關「激進」與「保守」/「改革」與「革命」的討論，反應的

正是現代化改革手段的分歧。 

需要注意的是，「國學熱」籠罩下的「現代新儒家」在 1990 年代新面目的出

現。不僅僅前一章節所述的，順承 1980 年代而來的「文化保守主義」的立場被

研究、被認可，更重要的是其他面目的出現，比如作為世俗社會下「神聖性」問

題的資源及「文化民族主義」張揚的後盾。 

（二）「人文精神」與「泛道德主義」的時代變奏 

1993 年，「國學熱」一詞經由媒體而進入學術界。當年 8 月 16 日，《人民日

報》以《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為題，整版報導北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

學研究》第一卷編輯出版的消息及北大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現狀與成果。

當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報導了這篇文章，引起了北大的積極反應。 

頗值得玩味的是《人民日報》配註編者按：「在社會上商品經濟大潮的拍擊

                                                              
１７２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4-15。 

１７３ 同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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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中，北京大學一批學者在孜孜不倦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即『國學』。他們認

為研究國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

性工作。北大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北大好傳統，使國學研究進入了一

個新階段，開闢了不少新的研究領域。國學的再一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

一個標誌，並呼喚著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１７４ 

「國學」在此時是作為「商品經濟」的對立面出現。2 天後的《人民日報》

再次在頭版的今日談欄目發表署名文章《久違了，「國學」》，讚揚北大開展國學

研究的見地和氣魄，提倡「板凳要坐十年冷」的學術精神。 

1993 年，由黃克劍等編纂的《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在

其編輯旨趣中也充分褒揚了傳統儒學「導人超拔於肉體慾望的牽累而趨於精神境

界的高尚」１７５的「德」的正面價值。對當下市場經濟中，對「人生幸福」的取

向偏執，而導致的「人生神聖感的失落」，寄望於新儒家來救治。在《當代新儒

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中，對徐復觀「心的文化」、「人性論」尤為肯契。 

1994 年，陳克艱主編的《理性與生命（2）》出版，相較於 1993 年初羅義俊

主編第一期對當代新儒家研究回顧及門戶問題的反思，這本書的代序更強烈地表

達了對工具理性的支配力量的反思。「現代人的孤獨、憂鬱、內心衝突乃至神經

症一切種種精神危機，非但不可能在政經制度內獲得解決，而且其病根就在於政

經制度對生活世界的硬性干預。政治囊括天下固然恐怖，經濟包舉宇內同樣可

怕。」１７６「『專家沒有靈魂，縱慾者沒有心肝……』，物質氾濫因而理性汩沒，……

                                                              
１７４ 《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人民日報》，1993 年 8 月 16 日。轉引自陳來：<「國學熱」與傳統文化

研究的問題>，《孔子研究》第 2 期（濟南：中國孔子基金會，1995 年），頁 4。 

１７５ 黃克劍、林少敏編：<編纂旨趣>，《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北京：群言出版社，1993 年），

頁 2。 

１７６ 陳克艱，<理性與生命（代序）>，《理性與生命（2）——當代新儒學文萃》（上海：上海書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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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物質上養尊處優，精神上心理上或許還不如原始人健康呢。」１７７正是在

這一反思向度上，他極為肯定牟宗三等當代新儒家對儒學內在超越、宗教性及生

命哲學的理性思考。 

而這與 1993 年發端於文學界的「人文精神」討論，同時發生，表現出了同

樣的人文追求。 

發生在 1993-1995 年間的「人文精神」論爭，可謂 1990 年代前期知識界規模

最大的一次討論。1993 年，上海的一些文學家批評當前商品化浪潮下文學創作

中出現的「媚俗」與「自娛」，１７８「公眾文學素養普遍下降，標誌著整整幾代人

精神素質的持續惡化。文學的危機實際上暴露了當代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危機。」

１７９此對話發表後引發強烈反響，《讀書》編輯部在 1994 年第 3-7 期連續安排五

組對話，「將『人文精神』討論擴展到『文史哲』整個人文學科」。１８０ 

汪暉把這些將「現實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歸結為抽象的『人

文精神的失落』」１８１的知識分子視為承續 1980 年代新啓蒙思想的基本預設的「堅

持啓蒙主義姿態」１８２的人文學者。認為他們沒有深入分析 1980 年代以來的社會

變遷，而是「重新回到向西方和中國的古典哲學尋找終極關懷和倫理規範，最終

                                                                                                                                                                                   
年），頁 4。 

１７７ 同上，頁 7。 

１７８ 語出<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對話中張宏的發言，《上海文學》第 6 期（上海：上海

市作家協會，1993 年）。 

１７９ 語出王曉明，出處同上。 

１８０ 鄭國慶：<知識份子的認同與分化——關於「人文精神」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

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74。有關「人文精

神」論爭的具體過程和分析可參考此文。 

１８１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台北：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社，2000 年 3 月），頁 26。 

１８２ 同上，頁 26。 



  

126 
 

把問題落實於安身立命為目的的個人的道德實踐。」１８３在已經變化的歷史語境

中，「啓蒙主義似乎只是一種神聖的道德姿態（而它曾經是以反道德為特徵

的）……」１８４ 

汪暉的觀察無疑是犀利的，1980 年代新啓蒙運動中的知識分子都曾經從泛道

德主義的角度批判過現代新儒家。 

西化派的包遵信曾經借批評牟宗三「良知的自我坎陷」說法，否定新儒家在

生命更高層次價值取向上，道德主體對認識主體施行「道德上的指導」的意義。

「儒家傳統本來就把道德放在一切問題之上，人的一切活動都要以道德上的價值

取向為依歸。」１８５ 

自許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派」的方克立也曾批評過「現代新儒家把樹立人

的道德主體放在第一位，然後由此轉出知性主體、政治主體、審美主體……，把

人的一切活動的價值取向倫理化。」１８６認為這是一種缺乏「現代化」精神的落

後的思想學說，若現代新儒家不能克服「泛道德主義」的傾向，其作用和影響會

受到極大限制。１８７ 

曾深刻參與到 1980 年代中後期文化討論中的傅偉勳，在當時被稱為「現代

新儒家」第三代的他，也曾批評牟宗三「『自我坎陷』說的形成，還是當代新儒

家爲了應付尊重『知識探求』獨立自主性的西方科學與哲學的挑戰，而被迫謀求

儒家思想的自我轉折與充實的思維結果……仍突破不了泛道德主義的知識論框

                                                              
１８３ 同上，頁 26-27。 

１８４ 同上，頁 26-27。 

１８５ 包遵信：<儒家的現代化和新儒家的理論困境——新儒家商兌之二>，《學術界》第 1 期（合肥：安徽省

社會科學界聯合會，1986 年），頁 19。 

１８６ 方克立：<略論現代新儒家的得失>，《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

頁 52-53。 

１８７ 同上，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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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而創造地發展呵護新時代需求的儒家知識論來。」１８８ 

有意思的是，發展至 1997 年，大陸的自由主義者再次執起「泛道德主義」

的大棒揮向現代新儒家，只是此時不再專注於道德主體的優位性，而是批評儒學

傳統混淆了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從而將政治「泛道德化」，「忽視了公共權力運作

的監督制約機制」。１８９這種說法在 1990 年代末 21 世紀初頗為流行。 

（三）政府支持下的「儒學熱」與儒門「淡薄」 

儒學的人文精神，為商品化浪潮中的文化失範提供一種答案，啓蒙知識份子

可以利用，論爭雙方都在互相抗拒１９０的官方也在使用。 

所不同的在於「人文精神」論爭是一場「知識份子的自救行為」，其背景是

市場化過程中知識份子不斷被邊緣化的現實境況。而 1994 年前後被官方肯定並

宣揚儒學傳統、現代新儒家研究，更近似於一種宣傳策略。 

1993 年，「國學熱」在北大悄然興起後，季羨林倡議設立國學研究院，北大

再次策劃一系列《國學研究叢刊》專題著作；北大學生會發起組織「國學月」活

動，請來季羨林、張岱年等登臺作學術報告、討論會、展覽會等，許多媒體前來

採訪，如當時大熱的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焦點時刻」以《國學熱的啟示》為

題播出，引起廣泛關注。趁熱打鐵，1993 年底，北大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１８８ 傅偉勛：<儒家思想的時代課題及其解決線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86 年版），頁 32。.轉引自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頁 33。 

１８９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98。 

１９０ 戴錦華分析「人文精神」論爭「雙方的理論或多或少或公開或隱晦地涉及自身相對於體制（或曰「官

方」）的定位，並均以某種反體制的邊緣的自許來證明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義性；所不同的是他們對於何為今

日之官方、體制、主流的指認。」在這場論爭中各自將對方指為官方、體制的同調。戴錦華：《隱形書寫》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年版），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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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與中央電視臺簽約，合作製作 150 集《中國傳統文化系列講座》。 

而根據陳來 1995 年的分析，實際上 1993 年下半年以來，在北大乃至北京以

外並未出現一個大規模的「國學熱」，「媒體頻繁使用『熱』的說法，更多的是一

種傳播的表述而已」１９１。從宣傳意義上看，「1993 年下半年對「國學熱」的宣

傳，是以市場經濟非理性的活躍和商業化衝擊下的文化失範為背景產生出來的一

種加強輿論導向的文化行為」。１９２ 

1994 年，北大國學熱得到了時任國務院副總理李嵐清的肯定，他說「弘揚中

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急迫任務」，「拍攝傳統文化的

電視片集，編寫傳統美德的書籍，都很有現實意義，有助於幫助下一代樹立正確

的人生觀。」１９３ 

1994 年 10 月 5 日，國際儒學聯合會在北京人民大會堂成立，時任全國政協

主席李瑞環、國務院副總理李嵐清和中國孔子基金會名譽會長穀牧出席會議並講

話，會上選舉產生第一屆理事會，推舉穀牧為會長，新加坡內閣資政李光耀為名

譽理事長，韓國崔根德為理事長。同時「孔子誕辰 2545 年紀念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在北京召開，來自全世界二十多個國家的 300 多個代表與會。會議收錄了

120 多篇論文，從多層次多角度探討儒學在現代化建設中已發揮的積極作用及其

在 21 世紀的重大意義。李嵐清和穀牧的現場講話都高度評價了儒學重視教育、

重視道德修養對現代時社會的積極作用，並提出了儒學普及的任務。穀牧宣佈，

教育部正在編定並陸續出版《中國傳統道德》叢書，此後大陸還陸續出版了一系

                                                              
１９１ 陳來：<「國學熱」與傳統文化研究的問題>，《孔子研究》第 2 期（濟南：中國孔子基金會，1995 年），

頁 5。 

１９２ 同上。 

１９３ 轉引自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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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的儒家經典和其他國學名著的現代漢語譯本，對普及儒學起了重要作用。可以

說，國學熱已經從前面的理論探討轉向到尋求儒學現代價值的運用途徑，也納入

到了政府的實際操作層面。１９４ 

中國政府對儒學的這種扶持與 1982 年後的新加坡政府是非常相似的。當時，

新加坡爲了「克服現代化與西化帶來的道德危機」，「匡救現代都市社會重功利、

重個人利益、過度強調工具性理性主義的弊病」１９５，發動「文化再生運動」並

將「儒家倫理」列入中學課程，進一步推廣為社會運動。 

而這種策略性的文化宣導，也正可以解釋儒學作為「國學」忽然擁有了「正

統」地位的轉變。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國學」被肯定為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的基礎。而在 1986 年，方克立批評梁漱溟、馮友蘭在晚年重登講壇，

宣揚傳統文化，「甚至主張把宋明理學當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來源」

１９６，不到十年時間，中國大陸官方對儒學的態度，發生了巨大變化，可謂諷刺

又可理解。 

此一階段的現代新儒學研究以「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為主題在穩步推進

中，也出現了因認同新儒家而被迫退出課題組的羅義俊等獨立編撰的《理性與生

命——當代新儒學文萃》兩冊，另有福建社會科學院的黃克劍等人另行編撰《當

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共八本，並於 1993 年和 1995 年分別出版《寂寞中的復興——

論當代新儒家》及《掙扎中的儒學：論海峽彼岸的新儒學思想》兩本著作。 

                                                              
１９４ 此段事實引述自章益國：《論儒家資本主義學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2003 年），頁

113-114。 

１９５ 郭振羽：<新加坡推廣儒家倫理話的社會背景和條件>，臺灣《當代》第 25 期，1988 年 5 月。轉引自

方克立：《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87。 

１９６ 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年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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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熱」中現代新儒家研究不可謂不熱，但正如前述分析，這種儒學討論

與研究的熱，對同時代的非儒家知識份子和官方政府而言，都更多的是一種策略

性的使用。所以羅義俊清醒地意識到「對新儒家研究的『顯』、討論的『顯』只

是一個與改變儒門淡薄關係不大的現象，並非是作為當下社會生命與個體生命的

指導原則的顯……估計近期不會有根本性轉變。」１９７ 

二、 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新儒家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相伴而生，在「人文精神」論爭中，作為高揚「人文精神」

對立面的後現代主義，也從另外一個角度擁抱了「現代新儒家」思想，這種擁抱

幾乎是相繼發生的。 

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文學、思想界的出現，幾乎是與現代主義同時的。自 1980

年就經由董鼎山通過外國文學研究著作介紹進中國。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詹明信於

1985 年在北京大學開設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理論」系列演講，後由唐小兵翻

譯結集出版。在此後十多年中，詹明信對後現代理論的介紹和批判對中國學界產

生了「籠罩而決定性」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真正作為一種言說開始在當代中國的文學、電影、美學等領域傳

播開來，是在 1980 年代末期和 1990 年代初期。從最初尋找中國 80 年代後期風

行的先鋒文學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轉入到 1993 後之後「新寫實」文學、

以「痞子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崛起，先鋒小說走向沉寂。後現代主義在擁

抱大眾文化的立場上，被認為放棄了啓蒙主義精英批判意識與責任，而將「整個

                                                              
１９７ 羅義俊：<近十餘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羅義俊編《理性與生命（1）——當代新儒學

文萃》（上海：上海書店，1993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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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界帶入了媚俗的自殺道路」。１９８正是在這一向度上，「人文精神」啓蒙精英

與後現代主義者，貌似擁有激烈的衝突。 

繼「後現代」理論之後而起的「後殖民」理論，藉由 1990 年代薩義德《東

方主義》（Orientalism）譯本出版及海外學者的傳播，「後學理論」（包含後現代、

後殖民理論）開始言說走向論爭。在反思「西方中心主義」同時，形成了「建設

具有中國民族（本土）特色文化，形成『後殖民時代』『中國版』批評理論的重

任」。１９９以解構性作為主要特點的「後現代」思潮，在進入中國後，卻呼喚出了

一種「中國中心主義」的宏大敘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張頤武等人於 1994 年提

出的「中華性」２００建構，而其認為建設中華性主體的中華圈的形成，其可能性

來自於新儒家的道德倫理。２０１ 

雖然這種以解構為言說的建構，被知識界戲謔為「喜劇化」２０２。也因為其

自身的這種矛盾性，使得「後學」言說無法在大陸思想界內部展開深刻的思想討

論，其論爭的戰場僅限於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 

在將解決問題的答案投向「新儒家」上，後學主義者們與人文精神學者們，

具有某種一致性，甚至，這種選擇與當時官方推動的「國學熱」也極為相似。這

種答案的一致性，某種程度上意味著「問題意識」的一致性，或者時代情境的一

致。 

                                                              
１９８ 張頤武：<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二十一世紀》總第 38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

年 12 月）。 

１９９ 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

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98。 

２００ 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識型的探尋>，《文藝爭鳴》第 2 期（長

春：吉林省文學藝術界聯合會，1994 年）。 

２０１ 轉引自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

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98。 

２０２ 汪暉：《死火重溫》（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年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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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 1990 年代末期知識界對「後現代主義」的分析，發現其內部擁

有極強「異質性」２０３，並不能用以「否定性」思潮為其蓋棺定論，同樣，此一

時期，「人文精神」啓蒙精英、現代新儒家及後現代主義者，並不能在簡單的對

抗/合流的框架下被解釋。 

（一）反思「現代主義之後」的一致性 

季廣茂為理解西方人對後現代主義「南轅北轍」的解釋，區分了構詞法角度

上的後現代之主義（postmodern-ism）和現代主義之後（post-modernism）。２０４ 認

為從前者角度理解後現代主義的時代性，從後者角度理解其與現代主義的關係。 

筆者藉此分殊理解此一時期海內外在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新儒家關係關聯度

上的矛盾現象。 

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1945 年——）顯然是站在「現代主義

之後」的角度，認為「新儒家」可以對治「現代社會之病」。在確認西方社會因

極端個人主義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觀使得內部出現危機的前提下，他認為儒家思想

的人文主義價值「對於人類應付後現代社會的挑戰，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價值和

現實意義。」２０５具體指以修身理論應對物慾橫流的社會，以仁學思想應對衝突

不斷戰爭此起彼伏的世界，以「天人合一」思想應對環境危機和生態失衡。 

他的這種觀點被陳來、郭齊勇等現代新儒家研究者所認同。反思工具理性的

過度擴張所必然招致的「價值的非理性」即價值理性的全面失落，郭齊勇認為「_

                                                              
２０３ 季廣茂：<從輝煌到沒落——後現代主義的中國命運>，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1998 年），頁 72。 

２０４ 同上，頁 71。 

２０５ 卜松山：<儒家傳統的歷史命運和後現代意義>，《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第 5 期（北京：國務院古籍整理

出版規劃小組，1994 年），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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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特別是它的形上本體論及生死觀……可以擴闊我們的精神空間，避免價值的

單元化和片面化，避免現代化所預設的價值片面誇大……儒家的精神對 21 世紀

社會和人生負面的治療和拯救，尤其是對人性和人心的安立，肯定會起著愈來愈

大的作用。」２０６ 從卜松山和郭齊勇的論述中，我們不難發現他們與啓蒙立場「人

文精神」論者共同的人文取向。 

陳來的視角略有差異，他認為儒家並不像宗教必然與現代化形成衝突，這種

「世俗中求神聖、注重與世界適應的、重視道德與文化的體系」可能在「同化現

代化」的過程中，「與市場的工具理性形成比較合理的緊張」。２０７ 

衣俊卿雖然認為「現代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可能延緩中國現代化進

程，甚至可能因之造成現代精神的消解而在「前工業社會」原地踏步。２０８但他

的這種批判立場，從反面再次確證了「現代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相似性：

與線性現代化的衝突，進而推演出了反思現代性這個共同點。 

由此來看，90 年代初期消費主義興起帶來的社會、文化震盪乃至失範，引起

了知識界對 80 年代線性的現代化發展觀的反思。「現代新儒家」倫理思想被同時

用來對治人的「信仰危機」與市場社會的流弊，儒家在身心安頓與社會秩序上所

能起到的穩定作用再度被彰顯。 

因為目光都聚焦於「現代化」或「現代性」，後現代主義者、啓蒙主義「人

文精神論者」及現代新儒家（研究者）本身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強烈的衝突，

事實上面對同樣的時代情境和同樣的問題「該怎麼解釋和應對當下的社會鉅變與

                                                              
２０６ 郭齊勇：<儒家的生死關懷與及其當代意義>，《社會科學戰線》第 4 期（長春：吉林省社會科學院，1995

年）。 

２０７ 陳來：<世俗儒家倫理與後發現代化>，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 22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1994 年 4 月號），頁 20。 

２０８ 衣俊卿：<評現代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思潮>，《教學與研究》第 2 期刊（北京：中國人民大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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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嘯而來的消費主義」，他們選擇的答案都近乎一致。 

（二）以「後現代之主義（postmodern-ism）」反思「現代」新儒家 

另一種「後現代之主義（postmodern-ism）」概念，是從後現代與現代性的內

在脈絡來反思，站在這個角度可能得出現代新儒家與後現代不相容的結論。 

張世英較早發現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之間共同具有普遍性和整體

性，無論是中國哲學「存在論」意義上的「道」、「天理」，抑或西方哲學認識論

意義上，主體對客體認識所達到的「真理」，從後現代主義理論來看，都是用普

遍性壓制個性、差異性的「壓迫哲學」、「主人話語」。２０９ 而從認識論角度，一

元論的「天人合一」在近代才走向主客二分的「現代化」之路，主客不分及主體

性原則的缺乏正是中國社會無法開出科學與民主的弊端來源。在此層面上，他反

對將「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對立起來，單一從後現代或現代性的角度作出

抉擇。總體而言，他看到了後現代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中「人與自然」交融的相

似面，但有一個前提的不同是中國傳統哲學缺乏一語言的轉向，在肯定這種相似

性上，他更注重後現代主義所批判和拋棄的「主客二分」和主體性的現代傳統。 

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華裔學者梁燕城站在後現代主義角度，對中國儒

家哲學的分析和批判更加精准。他認為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所創立的道德的形上

學，在文化上強調的是「人文主義」，這是五六十年代的新儒家努力將中國哲學

放入啓蒙運動「理性」架構的結果，但這種努力顯然是屬於「現代」的，是需要

被德裏達等後現代主義者所解構的。「現代」的新儒學在後現代的時代已經不適

切，也無法與之對話。另外，牟宗三精心架構的圓教系統也因為其封閉已經不適

                                                              
２０９ 張世英：<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後現代主義哲學>，《社會科學戰線》第 2 期（長春：吉林省社會科學院，

1994 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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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現代的開放而被批判。因此，他建議發展「後新儒學」，為新儒學自身計，

要建立起自身的「語言性」和應對現實社會政治演變的實踐方案。在他看來，新

儒學只有在起點上摧毀主客二分的假設，不止在終點上講智的直覺和超越主客的

境界，而是由宇宙或天道的全體角度講人的定位，才可不再落入以人為中心的唯

心論困局，也才可打破「啓蒙時代的人文主義和主體哲學框框」２１０。在梁看來，

牟宗三等新儒家建立起來的新儒學系統，全部都面臨解構，甚至全盤瓦解的命運。 

爲了迴應後現代的挑戰與需要，他根據西方後現代主義者提出的「並行不悖」

學，重新發掘了朱熹的「持敬」理論以「感通宇宙」和唐君毅的「多元感通」本

體論及詮釋學轉向，認為其可以帶領中國人走脫虛無主義的黑洞，而其所選擇的

路與歐洲詮釋學思潮所走的「建立共識」之路不同，是中國式的。２１１他肯定新

儒家第三代的成中英從哲學詮釋學角度重整中國哲學的努力，「『本體——詮釋學

的整體』……使人的理解不再陷入『主——客』對立的架構中，卻是不斷開放和

探索的過程。」２１２ 

同樣是從後現代理論入手，分析其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係，國立中央大學哲

學研究所李瑞全教授，則是從後現代理論內部的矛盾性與衝突性出發，根據哈帕

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定義，分梳認識工具性、道德實踐理性和美感實踐理

性，採建築學批評家贊史克斯（Charles Jencks）的「雙碼論」（double-coding 

theory），不是簡單的用後現代/現代的對立來彼此取代，而是「結合不同的意義

與觀點」，「顯示一多元的取向」，「此種雙碼也不是任意的兩種符碼的結合，而是

                                                              
２１０ 梁燕城：<西方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社會科學戰線》第 2 期（長春：吉林省社會科學院，1994

年），頁 88。 

２１１ 同上，頁 89。 

２１２ 同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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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代的符碼為其中一個主要而不可取代的元素」２１３，由此，後現代社會不再

是以工具理性為唯一標準的社會，「看似不相容的元素有一種結合，通過一種美

的欣趣或樂的和諧的心態，不作價值的評判而並存之。」２１４但這種結合無法對

「個體性與主體性」的矛盾做內部消融，所以當代新儒學的道德實踐理性的價值

便凸顯了。一切價值之源的儒家道德實踐理性，可以消除、糾正「壓抑個體乃至

傷天害理的反理性行為」，另一層面，儒家的普遍價值是通過個體來創造和體現

的，「在一德行中，個體性與主體性實質上是同時呈現的，這即是所謂的具體的

普遍：普遍價值在具體的行為中實現出來。」２１５ 

在對後現代社會的估量上，「鵝湖」成員李瑞全的態度無疑是肯定儒家的：「依

當代新儒家的觀點來說，後現代化是落實以道德實踐理性為主導的理性化的過

程。在外王方面，它所指向的是一個倫理的多元的公民社會。而在知識方面則是

科學與各門學科並建，各分屬於理性之不同面相，而不必牽就而強制於認工具理

性的權威之下。理性是一切行為的一個符碼，而同時可以容受另一符碼的共存而

並行不悖，以體現一多元而又和而不同的世界，以使個體得以盡其性分之長。」

２１６ 

幾乎同時，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者鄭家棟也分梳了中國傳統哲學與後現代

主義，不過他的態度不同於梁氏之依據後現代主義理論否認新儒學在後現代社會

的適切性，而是從中國傳統哲學的特殊性角度，肯定其實踐性，「在中國哲學家

看來，實踐高於知識，為人重於為學，生活的世界、行為的世界、心靈的境界高

                                                              
２１３ 李瑞全：<當代新儒學與後現代主義>，劉述先編：《當代儒學論集：傳統與創新》（臺北：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 年）。 

２１４ 同上。 

２１５ 同上。 

２１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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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語言的世界。」２１７雖不諱言後現代的解構理論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衝擊及對人

性之有限與虛無層面的啓發，但他認為這並不意味著摒棄理性而是需要轉化和改

造之，使其更開放、更有彈性，而另一重意義上，「中國哲學的中道智慧和理性

的理想主義精神，不僅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而且必將對未來人來文化的發展

產生積極的影響。」２１８由此觀之，他亦是寄希望中國哲學的實踐理性、中道智

慧能帶領包括西方在內的人類社會「走出虛無主義的幽谷」。不過正如他 2001

年將此文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時所寫的序言，1990 年代是他個人理想主

義高揚的時期，「如果今天（2001 年）寫作……我想可能會有很大的不同。」２１９ 

可以說這四位學者，正好體現了海內外在「後現代之主義」與「現代新儒家」

面向上的四種不同態度，西化派學者站在後現代角度對新儒學的否認與轉向性地

建構；大陸學者接受西方「後現代主義」理論並沒有一味否認現代性，而是對此

持保留態度，且再次以「現代主義之後」的脈絡糾偏後現代的「虛無主義」；而

臺灣的「鵝湖系」新儒家，對後現代的理論接受度更高因而也更瞭解其內在矛盾，

在多元論下，以中國哲學的特殊方式消融「個體與主題」的矛盾，是「後現代社

會」的「對治」之路。 

（三）以解構之名建構 

就他們提出的答案而言，本身並沒有多大的衝突。但若與前述「現代主義之

後」概念意義上的學者來對照，顯然完全站在後現代理論角度的西化派學者與之

有較大的矛盾，而肯認「現代性」和反對後現代「虛無主義」的大陸學者態度與

                                                              
２１７ 鄭家棟：<走出虛無主義的幽谷——中國傳統哲學與後現代主義>，《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北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1995 年），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536。 

２１８ 同上，頁 537。 

２１９ 鄭家棟：<自序>，《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7。 



  

138 
 

他們則是相似的，甚至啓蒙立場的「人文精神」論者也與之是同道。可以說，支

持現代性（包括反思現代性）還是（以後現代）否認現代性，才是造成這兩種「後

現代之主義」（postmodern-ism）和「現代主義之後」（post-modernism）理解差別

的本源所在。 

站在建立「中國哲學主體性」的民族主義立場，無論是站在「現代性」還是

「後現代性」角度，「糾偏派」們都存在邏輯的一致，而與西化派又存在著合理

的緊張關係。此所謂「合理」是因為即便被筆者視為「後現代主義西化派學者」，

梁燕城關注的重點仍然是中國哲學的，在關注的視角上，毋寧說，他們都是「民

族」的。 

從這一分析來看「現代/後現代」，不過是過往「傳統/現代」思維模式的延續，

「中國哲學/後現代哲學」的相關與相斥，也正是在這兩種模式轉換過程中，出

現的意涵更複雜的命題。 

但這並不能為這場「人文精神」、「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哲學（包含現代新儒

家）大論爭下一定論。在筆者看來，這場帶有明顯的「話語轉換」、「思維模式轉

換」意味的論爭，與其說是解構的，不如說是結構的。 

1、「保守」取得自身正當性 

從時間來看，這場論爭發生在 1993-1995 年，延續了 1992 年以來「激進/保

守」論爭，配合發生的 1993 年杜亞泉的再發現和 1994 年「告別革命」論取得的

共識。而從空間性來看，後現代主義理論內部的異質性，已經無法用「文化激進

主義」、「文化保守主義」來簡單劃分。 季廣茂批評後現代主義給了五四啓蒙運

動以來的文化激進主義嶄新的話題、範疇和語言形式，進一步顛覆極權，張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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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追求自由。２２０他的這種批評會忽視啓蒙立場「人文精神」論者與後現代主

義者之間的矛盾，如果以「文化激進主義」簡單而論，他們之間是同道而非論爭

的對象。 

他的這種政治指涉的「陰謀論」與 1994 年-1995 年間，馬克思主義者對「國

學熱」提出的批評，極其相似。「時下知識界對傳統文化的關注，有複雜的動機

和背景，不可一概而論。……不排除有人以「國學」這一可疑的概念，來達到並

處社會主義新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外的目的。」２２１  

雖然季廣茂也從西方話語主導下，對西方的激烈反抗同時必然招致對東方自

我的重構，認為所謂「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都「只是在借一套激

進的西方話語在進行絕望的文化祈禱」。２２２但從「告別革命」的共識形成過程中，

對「政治激進主義」的告別卻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趙毅衡發現的，「以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為主的西方

晚近文化研究潮流，一直被其反對者指責為『太激進』而從未被指為太『保守』」。

２２３這說明了「保守」此時已經確立了自己的正統地位，成爲了一個褒義詞。 

讓趙毅衡驚訝的是，「近年（指 1993、1994 年）在中國知識界出現的新保守

主義潮流，卻常常引用這些理論作依據，或作佐證」。２２４從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

新儒家的結合，到新保守主義與後現代結合，也從另一個角度說明，在保守話語

                                                              
２２０ 季廣茂：<從輝煌到沒落——後現代主義的中國命運>，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1998 年），頁 73。 

２２１ 羅卜：<國粹·復古·文化——評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傾向>，《哲學研究》第 6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院哲學研究所，1994 年），頁 36。 

２２２ 季廣茂：<從輝煌到沒落——後現代主義的中國命運>，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1998 年），頁 75。. 

２２３ 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 27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

究所，1995 年 2 月號）。 

２２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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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過程中，現代新儒家與後現代主義本身並不存在絕對的對立。所以此一時

期，現代新儒家從被「人文精神」論者的理想高懸，走向後現代主義者對世俗文

化的認同，本身也不存在絕對的對立，無非是視角與立場的差別。 

後現代、後殖民話語對中國社會與學界的衝擊，與其說是「激進」的，不如

說是「激進/保守」的架構已經不足以解釋當下中國的危機，「後學」理論者們用

一套新的具有解釋力的話語，「試圖尋找冷戰結束『歷史』終結以後的世界格局

下的中國現代化或某種形式的另類可能」２２５。因此也就出現了另一種「思維模

式」的轉換。 

 

2、反思現代性的同時形成新的問題意識 

後現代、後殖民主義在中國大陸並非憑空突起，正是在 1980 年代「全盤西

化」派在 1989 年天安門鉅變中遭受打壓，而資本主義也在 1992 年的大發展中造

成大混亂，展現其本身的弊端。「後現代」的出現可說滿足了人們對當時混亂社

會現象的「解釋性渴求」。 

季廣茂批評「後現代話語」只能描述現象而不能解釋成因，是一種「不稱職」

２２６的意識形態，但筆者認為重要的恰恰是其多重混亂中表現出的「試圖成為一

套取代主流意識形態」的意識形態意圖，這正說明了新的時代情境和新的問題的

提出。 

舊有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失去了作為「普遍有效的價值系統」的意識形態地

位，而看似包羅萬象的「後現代主義」正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將被失控的經

                                                              
２２５ 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

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04。 

２２６ 季廣茂：<從輝煌到沒落——後現代主義的中國命運>，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1998 年），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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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增長帶來的消極因素毀於一旦」２２７的危機情境中被引進，以肯定市場社會和

世俗文化的姿態，試圖成為新的具有解釋力和安頓作用的意識形態。 

某種程度上來說，此時的國學熱或曰中國哲學（包含「現代新儒學」）不也

表現出了這種成為新的「意識形態」的企圖。啓蒙知識分子對新儒家「道德理想

主義」的借用，後現代主義對新儒家「反-泛功利主義」和「新儒家倫理哲學」

的借用，官方為克服文革後「信仰危機」，抵制「全盤西化」思想，反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而肯定國學，建立「新權威」。

雖然卜松山認為大陸官方的這種思路與十九世紀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

維模式幾乎一致，只不過現在是「西學」（馬克思主義）為體，「中學」（儒學）

為用，但新情境下，「體」、「用」的概念或許已經改變，不再是單純的「本」、「末」

區分。２２８ 

「國學熱」的表像，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崛起，這都說明了儒家道德穩定社會

的功能被肯定，其價值亦備受肯認。 

後現代主義因其「內在困境」而沒有成功成為新的意識形態，但其對知識份

子精英立場和道德理想主義的背離，本身也證明了「1980 年代知識份子所熟悉

的理想道德批判話語系統對新的社會文化現象解釋失效」。２２９ 而其以解構性西

方後現代理論試圖建構東方主體性的內在困境，本身昭示著一個巨大的時代問

題：這個問題「大大的超出了『西方理論』是否適合中國語境的老問題，更不是

要不要反西方的問題，它真正的挑戰是：中國學人在當今劇烈變動中的全球化格

                                                              
２２７ 卜松山：<儒家傳統的歷史命運和後現代意義>，《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第 5 期（北京：國務院古籍整理

出版規劃小組，1994 年），頁 87。 

２２８ 同上，頁 85。 

２２９ 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

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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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裏，應承擔何種角色？在跨語言、跨文化的學術和學科史研究中，中國學人能

做出怎樣的獨特貢獻？」２３０ 而其前設的想像「不是中國現代史中『西方宰製』

和『後殖民』，而是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文化想像的巨大引力場中的位置。」２３１ 

換言之，在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過程中，藉由全

球化，西方社會由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過渡的時代困境也同步傳入到中國，因

而出現了所謂「前現代、現代、後現代」文明共時態存在的現象。1990 年代竟

如 1980 年代和五四時期一樣，再一次出現張灝所謂「意義與秩序」的危機。中

國知識分子、中國文化，在新的「世界版圖」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應付

這危機，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無論是後現代主義還是剛開始表現出「現代新儒學」性格的中國哲學，試圖

成為「新的意識形態」的挑戰都失敗了，但這並不意味著他們自身價值的失效，

相反，「在現代型過程中那些內在的結構性問題在中國社會更加現實和嚴酷的展

開以後，『後現代』理論的反抗性、它在理論上所要求的對後現代社會保持一種

緊張的對話關係，就變得特別珍貴和迫切起來。」 

同理，鄭家棟、卜松山、郭齊勇、李瑞全等人對儒家道德理性、中道智慧和

「天人合一」思想對後現代社會流弊的「糾偏」和哲學層面「走出虛無主義」、「消

融個體與主題的對立」期待，都變得更現實。從另一角度，後現代性更深刻的展

開，也對奠基於啓蒙時代的「現代新儒家」提出了切實地「創造性轉化」的要求，

                                                              
２３０ 劉禾：《理論與歷史、東方與西方》，《讀書》第 8 期（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6 年）。轉

引自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

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06-107。 

２３１ 劉康：<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不同選擇>，《二十一世紀》總第 37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1996 年 10 月）。轉引自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

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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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梁燕城的思考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新儒學與西方後現代主義一起，代表了面對一個相對主義盛行的時代在處

理宗教、哲學與科學之整體關系的基本取向上所可能有的兩種相反的基本選擇，

因而也就以特定的方式關涉到了人類的未來。」２３２李翔海於 1997 年-2004 年對

現代新儒學與後現代主義作出比較研究後，得出的結論至少證明了，後現代主義

理論和「現代」新儒學所面臨的時代情境、時代問題都是一致的，至於他們的選

擇是否「相反」，正如前述，端看其視角是「現代性」還是「後現代」，在前一種

視角上，他們的選擇無疑也是具有「反思現代性」、以儒家思想糾偏「現代病」

的一致性。 

三、現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 

承接上一小節的觀察，如果說 1980 年代，對當時現代性尚未展開的中國大

陸來說，林毓生等自由主義者對現代新儒家的提出「創造性轉化」，還只是一個

口號的話，進入到「後學」論爭過後的 1990 年代後期，這已經成爲了一個切實

的任務，「箭在弦上不得不發」。在此之後，「現代新儒家」轉向「現代新儒學」

成為倫理、環境、美學等各個層面的精神資源。 

同時，與進一步的專業化相對應出現的「跨學科」、「跨文化」情境下，「現

代新儒學」如何轉化成一個更開放、更具實踐指導性的主體性精神系統，亦是一

個亟待完成的任務。 

從這個脈絡來思考，中國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者和「大陸新儒家」的

                                                              
２３２ 《從現代新儒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比較看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勢》，「全國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官網，2011

年 5 月 1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06/219508/219511/14639918.html，2014 年 4 月 24 日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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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識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與 1950 年代的「港臺新儒家」乃至 1920

年代的「現代新儒家」是一脈相承的。 

（一）從「現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學」 

1920 年代、1950 年代的新儒家，面臨著將傳統儒學「現代化」的任務。第

一代新儒家面臨的既是總體層面「文明優劣」的比較，亦有現代化的「專業化」

特徵呈現之後，哲學、史學等各層面的挑戰，因而梁漱溟、熊十力、馮友蘭等人

的選擇即是文明層面的亦是學科層面的。 

1950 年代的現代新儒家所面臨的是激烈反傳統過後「花果飄零」現實處境，

他們要迴應的是國民黨爲什麽痛失大陸這樣的現實問題，選擇的迴應面卻是「爲

什麽是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西化』思想」取代儒學成為新的「精神信仰」，他們

得出的答案是：儒學不夠現代。所謂現代（西化）不止有科學、民主的要求，亦

有基督教（宗教層面）的要求，還有哲學層面上本體論、認識論的要求，史學層

面「實證」的要求。可以說，新儒學第二代面對的問題更加細緻，也提出了更高

的專業要求。鄭家棟認為，牟宗三等港臺新儒家「雖然時時以弘揚道統為首出，

而他們所真正成就者，實在於學統方面」。２３３這實在也是由統一性的「傳統」邁

向專業化的「現代」的內在困境。  

1980 年代留學海外的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們，面對的已經不再是一個統一的西

方，所面臨的時代任務也不再是「現代化」，而是在反思「現代性」日漸明顯，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猛烈批判下，如何讓具有「現代性」的新儒家更加開放，

擁有與其他「軸心文明」對話的地位。作為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的杜維明，

                                                              
２３３ 鄭家棟：<當代儒學發展中的「道」與「學」>，《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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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年代大力提倡「儒學第三期發展」說，不過他所提倡的「當是指稱一廣

泛的文化運動或努力方向，其與熊牟的超越心性論系統已相去甚遠。」２３４這種

轉向正是爲了應對後現代對作為「人文主義」普遍性「新儒家」的解構。 

也正如梁燕城所要求的，新儒家第三代的任務是從判教走向開放，杜維明「所

關注的重點不在於某種體系的建構，而在於儒學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對於現代人的

生活、社會之可能發生的影響……杜先生思想的開放性則更是與熊、牟一系苛刻

的判教格格不入。」２３５這也說明了，當代新儒學的發展正在經歷著由「新儒家」

向「新儒學」的演變，「『家』的統一性，正讓位於『學』的多元性」。２３６ 

而正是在這一由統一的「家」向多元的「學」的過渡中，中國大陸的「現代

新儒家」研究接續起了「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問題意識與時代任務。 

雖說 1986 年開始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是抱著「學術思想史研

究和現實思想鬥爭」的雙重目的，開啟中國大陸的「現代新儒家」研究的。既強

調研究的科學性，也強調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立場、觀點和方法」作出分析和

研究。如果說這種文化與政治不分的派系批判在方克立等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身

上，還有比較深的印記的話，他的弟子輩如鄭家棟、郭齊勇、陳來等人的已經能

站在更持中的立場來研究現代新儒家。墨子刻認為鄭家棟、郭齊勇等教授開拓了

一種對新儒學的嶄新看法，「一方面充分肯定和欣賞新儒家的學問，而避免港臺、

海外的派系衝突；另一方面則很靜心地思考新儒家的得失。」２３７ 

鄭家棟認為梁、熊、馮、牟的矛盾性，表現出了轉型時代由書院進入學院，

                                                              
２３４ 同上，頁 131。 

２３５ 同上。 

２３６ 同上，頁 129。 

２３７ 墨子刻：<道統：中國與世界：牟宗三、鄭家棟與尋求批判意識的歷程>，以附錄形式收入鄭家棟：《斷

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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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傳統儒者到大學教授、專業哲學家的轉型。在此意義上，他認為 1995 年牟宗

三去世之後的「後牟宗三時期」可謂是「沒有聖賢的時代」，而「新一代儒者也

自覺的不再以傳統聖賢相期許」。 

（二）大陸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的繼承與發展 

拋卻「道」的期許，單從「學」的角度，鄭家棟等人的問題意識與杜維明等

人其實是一致的。 

此處筆者想簡單的介紹鄭家棟等人問題意識怎樣地受到海外新儒家研究者

（不只是被通認為的杜維明等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影響的。鄭家棟在 1990 年《現

代新儒家概論》中的思維理路受 1978 年出版的張灝《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

危機》影響極深。事實上，可說鄭氏的「現代新儒家」研究一開始就受到張灝的

啓發。例如他在 1987 年宣州會議上，力陳現代新儒家是作為哲學層面的「實證

主義」的對立面出現哲學思潮的這一觀點，就出自張灝。仔細比對張文與《現代

新儒家概論》全書上篇，會發現鄭氏在分析新儒家與國粹派的異同時，著重強調

前者追求普遍意義而後者民族主義論述，以及在評價新儒家與康有為異同時，認

為前者重宗教信念而後者重宗教形式等觀點，都來自張灝，其在文中多次採用張

灝獨創的「精神迷失」、「意義危機」「倫理精神象徵」等名詞，來解釋新儒家的

思想。通過他的不斷闡發，這種看法也被與他同輩的「現代新儒家」大陸研究者

所接受。 

最為重要的是他和景海峰等人都通過張灝、杜維明等人覺知到海外漢學界對

中國儒學的判準，如列文森的中國儒學「博物館」化，史華慈的「文化保守主義」

概念。而這些背後所蘊含的是一個框架性的理解，即鄭家棟等人通過張灝、杜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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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直接與海外漢學界對上話，而沒有經過漫長的自說自話與彼此誤讀。另外他們

也與海外中國學者本身開始對話，余英時對文化都有「普遍與特殊」兩類的判準，

林毓生對「五四」激烈反傳統一代「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分析，可說

影響了 80 年代成長起來的一代知識分子。 

鄭家棟認為現代新儒學研究在大陸的興盛開展，引進了一套「話語系統和詮

釋模式」，不僅僅在打破教條上具有重大作用，「而且使得開放后重新嘗試走向世

界的大陸儒學，能夠比較快地打破隔膜和找到感覺，加入到國際學壇的發展之中

并與海外學者展開交流和對話。」２３８ 

港臺及海外學者不止是橋樑，也起到了規制作用。余英時、杜維明等人對新

時代中西文化的定位，幾乎可說對大陸學者作出了思維的「議程設置」，杜維明

針對西方由「宗教」到「宗教性」的發展中，重新定義儒家的「人文主義」、「宗

教性」問題，在 1990 年代中期，仍然是鄭家棟等人討論的話題。２３９此外東亞工

業文明、儒家的第三期發展等杜維明「首發」問題，都被鄭家棟等人接續過來，

在這些思考背後暗含的「韋伯命題」、「後現代」由判教走向對話的呼籲，以及「儒

家在未來的挑戰不是來自於自由派等外來挑戰，而是來自於其自身與生活越來越

遠」的判準與憂慮，與杜維明、成中英等人何其相似。 

若以列文森的「語言」、「詞彙」的劃分來分析海外學者對大陸學者的規制作

用，則不僅是理論、詞彙的使用，前者也改變了後者的「語言」——其背後的問

題意識一脈相承。鄭家棟對大陸的「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肯定，首先就是意義上

                                                              
２３８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年 4 月），頁 311。 

２３９ 不過此時鄭家棟的視角在於中國大陸長期以來對儒家宗教性的否定，以及儒家宗教性話題中所暗含的

「非宗教」命題及儒家「宗教性」在未來的發展困境等。見氏著《斷裂中的傳統》第五章<宗教性與當代儒

學的發展向度>。 



  

148 
 

的，「不只是縫補了一段斷裂的歷史，使得 1950 年代后中斷的融匯中西、謀求儒

學思想之現代轉化的歷史線索能接續下來」。２４０ 

而就像蔡仁厚所憂慮的大陸將取得新儒家的解釋權，確實，「現代新儒家」

的大陸研究者不但從新儒家的理路去理解新儒家，更試圖去超越他們。如墨子刻

的評價：鄭家棟不但「超過李澤厚在《批判哲學的批判》中關於當代哲學的瞭解，

也比新儒家更有能力把匯通中西哲學的挑戰分析清楚。」２４１鄭家棟表現出來的

企圖，是對港臺新儒家提出的普遍性問題在新時代的更深層探討。 

進入 1990 年代後期，他們不僅用「現代新儒家」的思想去與大陸的自由主

義、馬克思主義對話，產生了某種意義上「儒家與自由主義的合流」及所謂「馬

克思主義」對「儒學復興」論的批評。相較於前一階段主要停留在「照著講」，

這一時期明顯的特徵是「接著講」。接著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思維理路和第三代

的問題意識，大陸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的淵源傳承、文化觀、倫理觀、宗教

性、美學、詩學、經子學、方法論、社會政治理論、對全球化的反思等等，都有

進一步的發掘和闡釋。２４２ 

這正符合鄭家棟對儒家的現代形式的判準：從精神世界到精神資源的轉變

２４３。這種轉變可以說正是「儒家」「創造性轉化」的具體表現。儘管方克立和李

維武都曾經說過，儒家已經無法再像過去，成為統一的意義世界，而只能是多元

世界的一種資源。然則從「新儒家」向「新儒學」的邁進，並不一定是「背離」，

                                                              
２４０ 鄭家棟：<近五十年來大陸儒學的發展及其現狀>，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年 4 月），頁 311。 

２４１ 墨子刻：<道統：中國與世界：牟宗三、鄭家棟與尋求批判意識的歷程>，以附錄形式收入鄭家棟：《斷

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580。 

２４２ 具體論述見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

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243-244。 

２４３ 鄭家棟：《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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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某種「創造性」地「歧出」。鄭家棟說「新儒學」的意義不在於因循而在

於創造，牟先生指責朱子為「歧出」，而他認為任何發展創造都必然表現為一定

程度的「歧出」。當代新儒學應當「引進新的思想資源，並在此基礎上對當代的

歷史情境作出某種儒家式的、創造性的迴應。只有『儒家式的』與『創造性的』

結合，才是新儒學的實質所在。（宋志明） 

鄭家棟對儒學表現出的這種信心以及他在牟宗三逝世之後發出的「天不生仲

尼，萬古長如夜」的悲歎，２４４即便不能證明他的內心亦是「儒者」的，至少說

明了所謂「新儒學」研究者與「新儒家」之間的距離，至少沒有我們想的那麼遠。

事實上，早在 1990 年代中期，郭齊勇就因過度認同港臺新儒家而被方克立點名

批評。 

（三）「大陸新儒家」及「道統」問題 

在「道」與「學」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繼續來談談「大陸新儒家」與「現代

新儒家」的關係。 

 

1、「大陸新儒家」不同面向 

1989 年天安門鉅變後，蔣慶在當年 8 月、9 月的臺灣《鵝湖》月刊連載了其

萬字長文《中國大陸復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臨的問題》，他認為當前中國大

陸最嚴重的問題不是民主政治與經濟問題，而是因為民族文化精神徹底喪失而顯

得尤為重要的「儒學復興」問題。他由當前中國大陸的「信仰危機」及港臺與海

外學者的「中國文化反哺」，論爭「儒學復興」的可能性。並分別從中國大陸當

                                                              
２４４ 鄭家棟：<沒有聖賢的時代——代序論>，《當代新儒家論衡》（臺北：桂冠圖書公司，1995 年 12 月），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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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存在的虛無主義、道德淪喪等六個方面問題，認為「儒學復興」能夠對治。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直白地提到要以儒學取代馬列主義在大陸的「國教」

地位，恢復其歷史上的「正統」地位。而這一點也被方克立視為其意圖以「復興

儒學」鼓吹「儒家資本主義」道路，是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挑戰。２４５ 但方

克立也提到，蔣慶的文章，實際問世的三年多裏都沒有大陸學者與之正面討論、

交鋒。直到 1992 年李宗桂在氏著《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才對其有所辯駁。 

辯駁的時機或許是與「大陸新儒家」一詞的出現有關。前述提到 1992 年四

川德陽「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楊子彬教授首次「公開揭舉『大

陸新儒學』」。漸有其他青年學者宣佈服膺現代新儒家。 

1993、1994 年，羅義俊、陳克艱主編《理性與生命——當代新儒家文萃》一

二兩輯出版，引來方克立對這位曾經同在「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同僚的

批評。方克立認為此兩書的出版是「大陸新儒家」這幾年做的最切實工作，「說

明了港臺新儒學已真正『進軍大陸』……一定程度實現了它「反哺大陸」的目的。」 

從羅義俊撰寫《近十餘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一文中，可以

明顯看到其對方克立等本著「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研究「現代新儒家」的不

滿，並認為儒家是一生命的學問，反對這種「對象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亦對

牟宗三先生推崇備至，乃至方克立從此文被刪去的細節２４６指認羅義俊早在 1991

年底拜會牟宗三時，即已拜入牟門，成為牟先生的入室弟子。又因為其主編此書

時，將牟宗三的反共言論直接呈現，方克立認為《理性與生命》實際是一本「佈

                                                              
２４５ 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立教授>，《哲學研究》第 3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院哲學研究所，1990 年）。 

２４６ 羅義俊：<近十餘年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一文曾於 1994 年刊於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的

《儒學與當今世界》一書中。在收入《理性與生命（1）》時曾略作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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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書而不是提供學術研究資料」。２４７ 

從羅義俊這一脈來說，大陸新儒家是港臺新儒家的追隨者。鄭家棟認為這一

派的成就仍停留在對「對象性研究」的指責上，對港臺新儒家留下的「十字撐開」

問題，２４８沒有發展。換句話說，牟宗三先生提出了自己一套有關生命的學問，

而其大陸的新儒家卻還沒有繼續往前延展，開出自己的一套「生命的學問」。 

另一派自許為「大陸新儒家」的是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一派。他們自

認的學派脈絡始於 1989 年蔣慶在《鵝湖》雜誌發表的萬字長文，認為其為中國

大陸「復興儒學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綱領」。２４９而後 1994 年陳明創辦《原道》雜

誌，高舉「文化保守主義」大旗，強調文化建設的本土根源、歷史傳統以及現實

條件。2004 年，蔣慶在王陽明悟道的貴州龍場舉行「龍場會講」邀請了陳明、

盛洪、康曉光等「文化保守主義」人士，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研討儒

學（或儒教）在當代復興的現實性及具體方案等問題。雖然他們的具體主張不一，

具體觀點也有分歧，但他們致力於儒學的當代復興是一致的，因而被自認或視為

「當代大陸新儒家」。 

他們的主張和觀點是明顯異於牟宗三等港臺新儒家的，也異於杜維明等現代

新儒家第三代。 

蔣慶批評港臺新儒家將儒學歸為心性之學，而沒有從變革政權和政治的角度

入手，缺乏政治抱負和政治藍圖。由此他主張重建儒教，將中國建成政教合一的

                                                              
２４７ 方克立：<評大陸新儒家推出的兩本書——《理性與生命》［1］［2］>，《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403。 

２４８ 鄭家棟：<大陸新儒學研究的最新動向及其意涵>，《當代新儒學論衡》（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5 年

12 月），頁 280。 

２４９ 劉彬：<「當代大陸新儒家」思想簡析>，《學燈》第 3 期（北京：北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國學網，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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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國家。此外，他批評港臺新儒家對儒學的改造，「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

離儒家宗旨」２５０。他認為「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與特質……

這些價值與儒家價值存在某種層面與程度的衝突，如儒家強調個人對家國天下的

道德責任而不怎麼強調個人自由……」２５１ 他的因應主張是建立具有中國文化特

色的禮法制度，即他所謂「新外王」意義上的「王道政治」，以此取代民主政治。

２５２ 與蔣慶較強的理論色彩相比，康曉光更多關注儒學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

「用」，提出「現代仁政」說，認為「經過損益的儒家學說——現代仁政理論——

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權威主義政府的合法性理論。」２５３ 蔣慶的政治儒學自然會受

到其所反對的「心性儒學」一派大陸新儒家的反擊２５４，如前所述也多次被方克

立等馬克思主義者批判。郭曉東站在「現代性敘事」下「民主」、「自由」價值的

籠罩性，認為蔣慶的「復古更化」說，「顯示出了非凡的理論勇氣」，「我們可以

認為，其建立特色的禮法制度的政治訴求為當前處於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開出了

一條新路」。２５５他認為，站在「拒斥現代性」的角度，蔣慶和康曉光的儒家政治

哲學，值得被重視。 

                                                              
２５０ 馬立誠：<大陸新儒家的政治訴求——新儒家思潮>，《文史月刊》第 1 期（太原：山西省政協文史資料

委員會，2013 年），頁 70。 

２５１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北京：三聯書店，2003 年）。轉引自馬立誠：<

大陸新儒家的政治訴求——新儒家思潮>，《文史月刊》第 1 期（太原：山西省政協文史資料委員會，2013

年）。 

２５２ 轉引自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之迷思：近年來的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

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20。 

２５３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理論>，《戰略與管理》第 2 期（北京：中國戰略與管理研究會，

2004 年）。 

２５４ 如尊奉牟宗三先生的揚州學者李明就曾批判蔣慶沒有讀懂甚至沒有通讀牟先生的主要著作就妄下批

判。見李明：<評蔣慶《復興儒學的兩大傳統——「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的重建》>，2008 年 10 月

30 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786，2014 年 4 月 25 日下載。 
２５５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之迷思：近年來的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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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慶等人是否真的是無畏的「拒斥現代性」，筆者認為值得商榷。與其說他

們是拒斥現代性，不如說是在反思現代性日益深入的氛圍下，作出的因應「後現

代」的策略。此「後現代」與「現代」並非是對立的取代關係，本質上後現代仍

處在現代之中。 

誠如鄭家棟所言，「在現代社會……儒學的真正危機不是來自其所遭遇的外

在攻擊，而正是來自此種知與行之間的內在分離。」２５６「走出牟宗三的當代儒

學……面對的中心課題則在於如何重建儒家與實際的、多元化的、活生生的生活

世界的關係。」２５７ 蔣慶和康曉光等人將儒學從「心性儒學」的形上層面拉到政

治哲學、政治制度層面，確立國教、發動讀經運動，實則正是寄望於在「知行分

離」，傳統儒學離生活越來越遠的時代，重建儒學與生活的聯繫。與其說他們反

抗「心性儒學」的港臺新儒家，不如說他們反抗的是由「家」到「學」的傾向，

實則進一步繼承了杜維明「文化運動」層面的儒家實踐品格。２５８ 

在重建儒學與現實的聯繫上，蔣慶、鄭家棟、杜維明的問題意識是一致的，

只是作出的選擇不一，蔣慶等人致力的是儒學與普羅大眾的形下層面和政治制

度、政治哲學的現實努力；鄭家棟等「現代新儒家」大陸研究者致力的在於由「新

儒家」向「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當代儒學必須真正面對已經大大改變的

歷史社會環境，面對當下生活中的諸種矛盾和問題……尋求切入實際生活的現實

途徑……（儒學研究）應當從『主義』轉向『問題』，具體地探討儒學諸方面的

                                                              
２５６ 鄭家棟：《哲學傳統與現代生活》，《哲學動態》第 6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96），

收入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4 月），頁 624。 

２５７ 鄭家棟：<牟宗三思想的意義與當代儒學的轉型>，《鵝湖月刊》10 月號（台北：鵝湖月刊社，1995），

《哲學研究》第 11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95）。 

２５８ 方克立認為大陸新儒家重視雜誌、報刊、學術論壇及讀經運動等不能量化的東西，是認同杜維明「一

定要儲備社會資本」的觀點并為之努力的表現。見方克立：<關於當前大陸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學術探

索》第 2 期（昆明：雲南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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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資源及其在現代社會中可能發揮的作用。」２５９ 杜維明站在全球化的角度選

擇了倡導不同「軸心文明對話」及「廣泛的文化運動」意義上的「儒家的第三期

發展」。 

事實上，筆者認為，這種由「務虛」向「務實」的轉向是總體的、時代的，

被視為新左派代表的汪暉亦提到反思現代性的今天，應該超越早已習慣的中國/

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分法，「更多地關注現代社會實踐中的那些制度創新的因

素，關注民間社會的再生能力」。２６０ 可以說，整個八九十年代知識分子面臨的

都是反思「現代性」這個時代命題。 

 

2、「道統」與「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一脈相承 

趙吉惠認為在後現代「多元化」的時代，「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和臺灣鵝湖

系都「明顯地表現出放棄『儒家主流說』的立場而趨於多元化的走向」２６１，卸

下「道統」的負擔，轉而到「學統的開拓和政統的關係」２６２，而這種「減負」，

是通過「批評的反省所做出的自覺的抉擇」。 

而鄭家棟認為在康有為、梁啓超維新變法后，現實的歷史就已經不再是儒家

的歷史，儒家「道統」的維繫與弘揚，不能不依託學統的闡發。「客觀化的學統

乃是主觀體驗的前提，也是儒學在現時代得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２６３趙吉惠

                                                              
２５９ 同上，頁 625-626。 

２６０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台北：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社，2000 年 3 月），頁 43。 

２６１ 趙吉惠：<現代新儒學理論的自我消解>，國際儒學網，2012 年 3 月 25 日，

http://www.ica.org.cn/yanjiu.php?ac=view&id=7502，2014 年 4 月 25 日下載。 

２６２ 同上。 

２６３ 鄭家棟：<當代儒學發展中的「道」與「學」>，氏著《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年 4 月），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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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儒家「自覺的選擇」，不過是現實的無奈而已。 

又，鄭家棟曾經分析「道統」觀念在「五四」時期的轉變，在「五四」以前，

儒家的「道統」是與「正統」觀念相聯繫的，但是在「五四」時期，「反傳統實

為反『正統』，亦即反孔子、反理學。與此相關聯，『正統』觀念乃為世人所唾棄。

此所以即便言『道統』者，也要著力摒棄其中所包含的『正統』之義，而傾向於

將『道統』詮釋為廣義的文化傳統或文化精神。」２６４黃俊傑老師也認為在 20

世紀儒家學者那裡，「『中國文化的特質是什麼』與『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兩個

問題在他們心目中是密不可分的。」２６５  

若從「中國文化」的角度來理解「五四」以後的「道統」觀，那麼與其說「現

代新儒家」的大陸追隨者、大陸研究者們，放棄了對「道統」的承繼，不如說他

們以「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方式，承繼了這種「道統意識」。 

「大陸新儒家」陳明批判 1996 年以後興起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太過強調

文化決定論，而忽略了其中物質文化、制度文化、精神文化與人的連結，其認為

最重要的是建立人的主體性和民族的主體性，「當代中國文化的危機根本上講就

是，在儒家文化於近代式微以後，我們不僅沒有一個能夠承擔這一「表達/塑造」

功能的話語系統，同時也沒有意識到它的建立首先需要挺立起我們自己的主體

性。」２６６1990 年代中期，文化民族主義論的旗手盛洪和康曉光，在 21 世紀開

始自稱為「大陸新儒家」亦是其中之理。 

實際上，這種「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意識，不止存在於所謂大陸新儒家，在

                                                              
２６４ 同上，頁 143。 

２６５ 黃俊傑：《儒學與現代臺灣》（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 7 月第 1 版），頁 62-63。 

２６６ 轉引自心竹：<儒家傳統中的啟蒙精神在當代——《原道》與九十年代以來的儒學>，htt

頁://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rjctzdqmjszddydy90ndyldrx.htm，2014 年 4 月 25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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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儒家」的大陸研究者身上也有類似的憂慮，如鄭家棟所言「中國哲學是

否有價值並不在於它能否成為某種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助教，如果那樣

的話中國哲學就會成為某種無根的、沒有自身內在規定性的東西，結果只能是唯

西方之馬首是瞻。」２６７ 

2011 年，中國人民大學宋志明教授完成了國家社會科學基金項目《現代新儒

學的走向》，並以同名專著的出版結題。在結題報告中，他分梳了「狹義新儒家、

廣義新儒家、儒家解釋學三種現代新儒學的表現形態，他認為，「現代新儒學思

潮雖然是現代新儒家提出的一個話題，但到 20 世紀末，已經不再局限在現代新

儒家的範圍內，已經變成全中華民族的思想動向，變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

一項重要內容。未來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將在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交匯中，將

與世界上其他文化形態的對話中，得到長足的發展。」２６８ 

從這段話，不僅可以看到杜維明的「文明對話」說，亦與「大陸新儒家」建

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目標並無二致，甚至回頭來看，與張頤武等後現代主義

者從「現代性」走向「中華性」建構的努力方向也是一致的。 

再次引用劉禾、劉康的觀點與前述黃俊傑的觀點作為對照，審視「反思現代

性」時代與「現代性啓蒙時代」知識份子在問題意識上的脈絡性。啓蒙時代的現

代新儒家的知識份子『道統』意識下「中國哲學的本質是什麽，中國文化往何處

去」的追問，與「反思現代性」的後學論者及「現代新儒學」研究者「中國學人

在當今劇烈變動中的全球化格局裏，應承擔何種角色？在跨語言、跨文化的學術

                                                              
２６７ 方克立：<關於當前大陸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學術探索》第 2 期（昆明：雲南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

2006 年），頁 621。 

２６８ 《從現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學研究》，2011 年 05 月 15 日，「全國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官網，

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506/219508/219511/14639901.html ，2013 年 6 月 1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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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科史研究中，中國學人能做出怎樣的獨特貢獻？」２６９ 及思索「當代中國在

全球化文化想像的巨大引力場中的位置。」２７０ 一脈相承的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

義意識。 

汪暉曾說，「只要民族國家體系沒有徹底瓦解，民族主義作為民族國家同一

性的基礎就不會消失。更重要的是，當代的民族主義政治與傳統民族主義存在重

要的差別，與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的對立物，毋寧把它看做是全球化的副產品。」

２７１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度，與其把「中華文化」的建構（或曰「社會主義精神

文明建設」）看做是對西方普遍主義的反抗，不如說是爲了在與其他文化形態的

對話中，挺立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這與後現代文化的核心課題——溝通的重建，

２７２無疑是相應的。

                                                              
２６９ 劉禾：《理論與歷史、東方與西方》，《讀書》第 8 期（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6 年）。轉

引自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

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06-107。 

２７０ 劉康：<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不同選擇>，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 37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1996 年 10 月）。轉引自雷啟立：<多重闡釋下的焦慮——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論爭>，《啓

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 

２７１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狀況與現代性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台北：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社，2000 年 3 月），頁 41。 

２７２ 梁燕城認為，「當虛無主義者努力溝通自己那認為『人無法溝通』的觀點時，已是小姐了虛無主義的信

念，肯定了人不論觀點如何不同，仍是可以互相溝通的。這肯定即打開了後現代的哲學反思思路，去探討

人類溝通之所以可能的根基，並依此去重建溝通，批判資訊社會的溝通扭曲，這將是後現代文化的核心課

題。」見梁燕城：<西方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儒家哲學>，《社會科學戰線》第 2 期（長春：吉林省社會科學院，

1994 年），頁 85。 





 

 

第四章  「徐復觀」在中國大陸的八九十年代 

第一節  「徐復觀」復歸於中國大陸 

「徐復觀」最早於 1984 年出現在中國大陸的理論場域。北京師範大學哲學

系的新教師周桂鈿在 1984 年的《浙江學刊》第 6 期上，發表<王充偶然論試析——

同台灣學者羅光、徐復觀先生商榷>一文，就羅光、徐復觀先生認為王充《論衡》

體現出「把因果聯繫的必然性歸為純粹的偶然性」、「否定行為與結果的因果關係」

看法，１提出不同意見。 

針對徐復觀先生在《兩漢思想史》中的看法，「王充只有知識的要求，沒有

人倫道德的要求，便不僅把漢儒控制皇帝已發生效果的感應說推翻，連由行為善

惡所招致的吉凶禍福的因果關係亦加以推翻控制。」２他提醒應注意「王充的《論

衡》經蔡邕、王朗宣揚，在社會上廣泛流行之後，控制皇帝的感應說已經被推翻

了，皇帝的權威也隨之喪失。」３其意在指出，皇帝雖受「天人感應」說限制，

仍有至高無上權威，王充的「偶然論」并不是推翻「天人感應」說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他更認為這是社會現象層面的「多因一果」的作用。 

或許過於簡單，這可以看做是「唯物論」對「文化決定論」的反駁，但不能

否認，周桂鈿的觀察是有其道理的。 

筆者更想強調的是周桂鈿採用的徐復觀學術資料，是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

                                                              
１ 周桂鈿：<王充偶然論試析——同台灣學者羅光、徐複觀先生商榷>，《浙江學刊》6 期（杭州：浙江省社

會科學院，1986），頁 82-85。 

２ 徐復觀：<王充論考>，《兩漢思想史》卷二（臺灣：學生書局，1993 年 9 月版），頁 584，轉引自周桂鈿

上文。 

３ 周桂鈿：<王充偶然論試析——同台灣學者羅光、徐複觀先生商榷>，《浙江學刊》6 期（杭州：浙江省社

會科學院，1986），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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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漢思想史》，說明 1984 年「文化熱」開啟的這一年，臺灣學者的著作已經開

始「未經翻譯」地進入大陸學者的研究視野，後者在學術研究中也已自覺地與前

者對話。儘管徐先生本人已經仙逝，但《浙江學刊》的編者按寫道：「這篇文章

是作者就王充《論衡》同臺灣學者羅光、徐復觀商榷的四篇文章之一。海峽兩岸

炎黃子孫為繼承和發揚我中華民族之優秀文化遺產，理應共同交流切磋學問，求

同存異，取長補短。我們熱切希望能得到臺灣學者的響應。」４ 

在這篇文章中，周桂鈿也表現出了對徐先生的尊重，「徐復觀先生的思維是

很發達的，治學也比較嚴謹。但是，智者千慮，也難免一失。」５ 但此時徐先生

的學術成就應當只是被小部份大陸研究者所知曉，此後兩年，「徐復觀」都不曾

被大陸學者提及，一直到 1987 年，徐復觀先生以「新儒家」和對藝術精神獨具

匠心的「美學家」身份重新登「陸」。 

這再次佐證了第三章所提及的 1984 年的「冷」與 1986 年的「熱」的轉折。 

雖然 1985 年杜維明在闡述其「儒學第三期發展」的主張中，首次提到了徐

復觀「憂患意識」思想。他認為徐先生發現的儒學興起於對周代「鬱鬱乎文哉」

文化傳統沒落的自覺的全面的反思，這種肯定人類文明、文化價值的反省不同於

同時期的墨家、道家和法家，即是徐先生所說的「憂患意識」，「和儒家特殊性格

的形成密切相關」６，「構成了軸心時代中華民族的哲學心態。」７ 

但「憂患意識」一直到 1995 年８才得到大陸研究者的重視。不過這種研究的

                                                              
４ 同上，頁 82。 

５ 同上，頁 85。 

６ 見薛湧：<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訪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讀書》第 10 期（北京：三聯書店，1985

年），頁 121。 

７ 同上。 

８ 1995 年 8 月，武漢大學（湖北）與東海大學（臺中）合辦「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

「與會學者一致認定：徐復觀的『憂患意識說』，是徐氏在整理中國思想史中的一大發明，是對傳統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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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後是兩岸學術從隔膜走向對話所需要的時間決定的。 

在這個「時間差」的追趕過程中，對徐復觀等新儒家尚談不上「研究」，準

確的說是思想的介紹、學術的定位和人格的評價等總體性的敘述，及著作的出版

等基礎工作。 

一、作為「新儒家」與「美學家」的徐復觀 

（一）「新儒家」徐復觀 

「新儒家」一詞在 1985 年杜維明等海外學者的引介下，以「港臺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的意涵，區別并開始取代了既往中國大陸學界對「漢儒新儒家」、

「宋明新儒家」的意涵。 

經過 1986 年，李澤厚、包遵信等當時風靡一時的思想領袖、思想先鋒的「批

評」，「新儒家」開始受到重視，９「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於次年成為國家教委

「七五」規劃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徐復觀是當年選定的 10 位「現代新儒家」

研究對象之一。 

從第三章我們知道，此時期論爭的重點是「什麽是現代新儒家」及「誰是現

代新儒家」這種定義和定位問題，論爭的重點在馮友蘭能否被稱為「現代新儒

家」，對新儒家的「個案」研究尚未開始。１０  

有關徐復觀的「現代新儒家」定位，沒有太多爭議，只有李澤厚較早提出，

徐復觀與錢穆是史學家。從前後文來看，李澤厚認為新儒家建立的體系「是沒有

                                                                                                                                                                                   
究的一大貢獻，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徵。」見吳根友：<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綜

述>，《哲學動態》12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95 年），頁 14。 

９ 見方克立：<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天津社會科學》第 5 期（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86 年），

收入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年）。 

１０ 郭齊勇於 1983 年開始研究熊十力，當時尚未有「現代新儒家」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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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價值」，但「企圖承接傳統，繼往開來，以對應現實問題和外來挑戰」卻是

有意義的。「從這一觀念和標準處出發」，他認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現代新儒家是

熊十力、梁漱溟、馮友蘭和牟宗三，并將錢、徐以歷史學家名義排斥在外。若根

據李澤厚自定的標準，很顯然，要麼他沒有看到徐復觀「承接傳統，繼往開來，

以對應現實問題和外來挑戰」的企圖，要麼就是他的這個標準本身就具有隨意性。 

1987 年，課題組成員羅義俊在《文史雜誌》上，以《熊十力教誨徐復觀治學》

１１一文介紹徐復觀與熊十力的師承淵源及徐復觀的生平往事，算是徐復觀作為

「新儒家」的「個案研究」起點。 

編於 1987 年、出版於 1989 年的《評新儒家》一書中，將徐復觀定義為「勇

者型新儒家」以區分於「仁者型新儒家」的唐君毅和「智者型新儒家」的牟宗三。

全書中有三篇文章介紹和分析徐復觀思想，其中兩篇來自於徐復觀的弟子樂炳

南、蕭欣義，另一篇來自同為中國思想史研究領域的專家韋政通。１２從其選擇的

文章來看，主要介紹徐復觀的儒家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亦在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

的框架中，尋求對徐復觀的定位。對其生平、人格的介紹多，對其政治思想的重

視使得其人性論思想、藝術精神及文化哲學等思想尚來不及被發現。 

羅義俊本人對徐復觀所作的傳略中，也更多強調其從政經歷及政治路線的轉

向，以其對現實政治的批判精神，認定其為勇者型的儒家，文末對徐復觀所作的

「一個創新主義的，也是富有批判精神的傳統主義者」１３定位，吸收了徐門弟子

                                                              
１１ 羅義俊：<熊十力教誨徐復觀治學>，《文史雜誌》第 5 期（成都：四川省文史研究館、四川省人民政

府參事室，1987 年）。 
１２ 分別爲樂炳南：<徐復觀對儒家思想的詮表與創發>；蕭欣義：<一個創新主義的傳統觀>；韋政通：<以

傳統主義衛道 以自由主義論爭——徐復觀先生的志業>。 

１３ 羅義俊：<勇者型的新儒家——徐復觀>，《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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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欣義和韋政通的觀點，尚談不上什麽自身的創新見解。但考慮到這是中國大陸

「有關當代新儒家的第一本書」１４，其意在推動大陸學界對新儒家及港臺、海外

的新儒家研究有大體上的了解，便無需罔顧現實條件，求全責備了。 

（二）「美學家」徐復觀 

1987 年，徐復觀作為「美學家」的研究也開始出現。1987 年，春風文藝出

版社出版徐復觀著作《中國藝術精神》，是徐先生著作首次在大陸公開出版。目

前中國大陸學界普遍把廈門大學盧善慶發表于當年《中國文化》１５第四輯上的《中

國古代文化中藝術精神的探源溯流——讀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文，作為

徐復觀研究的起點。但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和《中國文化》屢次搜尋仍未尋獲，

無法獲知其具體內容。 

不過，同年 1 月，胡經之、榮偉發表了《藝術美的探求——臺港及海外華人

美學一瞥》一文，介紹了徐復觀對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研究，作為港臺「美

學家」，徐復觀等人「貫通中西來探討美與藝術的規律及其特徵；試圖運用現代

美學、哲學理論來分析中國古代美學思想」１６，被認為其「美學研究的特色所在」。 

徐復觀對中國古代文化突出顯現為「道德與藝術」兩大支柱的說法，被胡、

榮直接借用，道德精神被胡認為是「封建道德」，對中國人心裡產生不能低估的

嚴重影響。而藝術精神并沒有被五四以來的「反傳統」反掉，兩位作者引用徐先

生的話，「中國藝術精神是從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藝術的根源，把握到

精神自由解放的關鍵，并由此在歷史上產生了許多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藝術作

                                                              
１４ 羅義俊：<牟言>，《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4。 

１５ 由復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辦單位、具體出版起訖時間不詳。 

１６ 胡經之、榮偉：<藝術美的探求——臺港及海外華人美學一瞥>，《深圳大學學報》第 1 期（深圳：深圳

大學，1987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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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１７，肯認中國藝術精神「不僅具有歷史地意義，並且也有現代地、將來地意

義。」１８ 

在「如何使中國古代美學由『潛』的狀態過度到『顯』的狀態，也即如何使

中國古代美學走向現代、走向世界、走向未來」１９高度上，他們肯定了徐先生早

具慧眼，認為其「提出許多獨到而深刻的見解」，２０值得大陸學者借鑑。他們用

較長的篇幅介紹了徐先生對孔子、莊子藝術精神的詮釋與分析，在徐復觀先生就

現象學與莊子「心齋」的同與不同之處多有著墨。 

他們在文末對台港及海外華人美學研究有一總體的批評，就藝術論藝術，缺

乏對根本問題的探尋，對藝術的社會歷史根源的分析和對西學理論的「食洋不

化」。雖然他們沒有分梳，但從他們的介紹中，徐先生應當都能「逃脫」這三項

批評。 

《中國藝術精神》大陸版的出版和大陸學者對其的重視，應當與 80 年代興

起的「美學熱」有關。 

80 年代初期，馬克思《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重新翻譯出版，李澤

厚等人從中找到了其哲學基礎，「把審美建立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並且把審美

當做『人化自然』的產物」，２１由此建立起其實踐美學。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美學

的非主體性傾向相比，實踐美學表現出向「主體性」的迴歸。究其原因，「對主

體性、人道主義的肯定，在哲學領域遇到阻力比較大，而在相對自由、超脫的美

                                                              
１７ 同上。 

１８ 同上。 

１９ 同上。 

２０ 同上，頁 8。 

２１ 楊春時：<20 世紀中國美學論爭的歷史經驗>，《廈門大學學報》第 1 期（福建：廈門大學，2000 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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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領域阻力較小，因此各個學科、各行各業的人都來探討美學問題，形成了盛極

一時的美學熱。」２２ 80 年代的美學熱，與同時期發生在思想哲學領域的「思想

解放運動」、「馬克思人道主義大討論」是相互勾連的。 

二、從「思想史家」到「思想家」 

（一）從政治史向文化史、思想史過渡 

進入八十年代後期，在「器物」、「制度」現代化上的延長線上，「傳統與現

代」議題的再度出現，「文化熱」興起。在當下無法直接抨擊政治的歷史現實情

境下，美學熱和文學熱共同擔當起「借用文化批判政治」２３的任務。 

「當時的思想主流是發掘傳統文化中間導致中國今天封閉、落後、蒙昧的歷

史因素，因此，儒家、佛教、道教就統統被翻出來放在聚光燈下。」２４ 正是這

種聚光燈效果，讓文化史逐漸代替了政治史，成為廣泛被關注的重心，文化史研

究成為「文化熱」的中心領域２５，「李澤厚不僅那三部思想史論在當時影響極大」

２６，余英時等等海外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在此間被引介入中國大陸，一部《士

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２７ 成為很多學者的案頭讀物。２８  

                                                              
２２ 同上，頁 10。 

２３ 葛兆光、馬立誠：<「文化熱」風靡一時：借文化批判政治 述歷史解釋現實>，《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

（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亦見於鳳凰網歷史頻道，2013 年 1 月 19 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dxpsd3/detail_2013_01/19/21378957_0.shtml，2014 年

3 月 11 日下載。 
２４ 同上。 
２５ 同上。 

２６ 葛兆光、馬立誠：<「文化熱」風靡一時：借文化批判政治 述歷史解釋現實>，《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

（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２７  王 汎 森 ： < 普 林 斯 頓 時 期 所 見 的 余 英 時 老 師 > ， 2011 年 4 月 15 日 ， 縱 覽 中 國 網 站 ，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0800 ，2014 年 4 月 7 日下載。原載《文化與歷史的

追索：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論文集》（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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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者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為大陸學者提供了「批判」之外新的解釋視角。

1988-1989 年兩年間，出版的《港臺及海外學者論中國文化》２９、《文化危機與展

望——台港學者論中國文化》３０兩本探討中國文化的書中，都收錄有徐復觀先生

的文章。 

《港臺及海外學者論中國文化（上）》從徐先生《中國藝術精神》３１一書中

截取第二章，以<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為題，單列成文。

另蒐集了徐先生 1961-1968 年，在《華僑日報》及東海大學《東風》雜誌發表的

四篇論述傳統與文化的文章，編輯成<中國文化短論>一文。在《港臺及海外學

者論中國文化（下）》中，選錄了徐先生《中國人性論史》３２一書中第四章《孔

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的第一節，以《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之

地位》為名收入。 

（二）「思想史家」徐復觀 

劉志琴主編的《文化危機與展望——台港學者論中國文化》從兩岸文化交流

入手，意圖超越兩岸「政治體制的壘障、經濟水平的差異和地理上的阻隔」，上

溯到「對中國現代化歷程總體性的反思」及建設中國新文化的共同使命的高度， 

上輯收錄有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與徐復觀共同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

世界人士宣言》３３，其中對徐復觀先生的介紹為「已故著名思想史家」。 

                                                                                                                                                                                   
２８ 葛兆光、馬立誠：<「文化熱」風靡一時：借文化批判政治 述歷史解釋現實>，《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

（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２９ 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論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年）。 

３０ 劉志琴編：《文化危機與展望——台港學者論中國文化》（北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89 年）。 

３１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臺灣：學生書局，1976 年 9 月第五版）。 

３２ 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 9 月第五版）。 

３３  最早以此名刊於《民主評論》及《再生》二雜誌一九五八年元旦號；又以〈中國文化與世界〉為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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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出版的《現代新儒學概論》是中國大陸自 1949 年以來「第一部系統

研究海內外儒家思想的論著」。著者鄭家棟在全書中將牟宗三、唐君毅及徐復觀

視為現代新儒家的第三代，著力介紹的是他列為新儒家第一代的熊十力（另介紹

有梁啓超、梁漱溟、張君勱）和第二代的馮友蘭（另介紹有賀麟、錢穆）。在第

三代中又注重研究牟宗三的「新心學」。 

對徐復觀的研究僅有薄薄四頁篇幅，亦集中其於思想史研究。 

就定位而言，鄭家棟認為徐復觀是一個「集學者、政治評論家，社會批評家

于一身的人物」３４，因其在「新儒家陣營中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最力和為民主呐喊

最勤」３５，他採用了徐復觀對自我思想「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確證。認為其

某些觀念雖然表現出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超越，但從其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所持的根

本觀點來看，體現的仍然是新儒家的立場。也因為徐復觀的這種批判精神和更為

理智的態度，他認識到徐先生與唐、牟兩位先生的區別。傾向於認同某些學者對

其所作的「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的判準。 

鄭家棟認為徐復觀主要理論建樹在先秦及兩漢思想史研究方面。雖然注意到

徐復觀對先秦人性論的創發及「憂患意識」的提出，他認為徐先生最重要的學術

著作是《兩漢思想史》（三卷），在與錢穆的比較中，他尤為推重徐復觀對封建專

制的批判，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認為《兩漢思想史》進一步表現了徐先生在思

想史研究方面所持的根本立場。 

鄭家棟與羅義俊一樣，都更重視對牟宗三先生「道德理想主義」形上學的研

                                                                                                                                                                                   
入唐君毅先生《中華民族之花果飄零》與《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兩書；也作為附錄，收入張君勱先生《中

西印哲學文集》一書。英譯本則曾在臺北《中國文化》雜誌與香港《中國宗教》等處刊出。 

３４ 鄭家棟：<徐復觀的思想史研究>，《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1991

年 9 月 2 次印刷），頁 301。 

３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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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３６對徐復觀先生的思想並非專攻，因之只重視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及其批判

精神，既與時下中國大陸對「思想史」、「文化史」的聚焦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自

身對新儒家學派的研究進路有關。 

這種對思想史研究的重視只能說是總括的評價，並沒有深入徐復觀思想內部

研究其思想史觀。1993 年，郭齊勇、潘伯祥發表的《論徐復觀的思想史觀》（以

下簡稱郭文），才在鄭家棟基礎上，簡略的提揭了徐復觀的學術思想史觀。 

郭文從憂患意識、心性史觀、批判精神與庶民情結三方面介紹了徐先生的思

想史研究，包羅了先秦人性論史、莊子的藝術精神及徐先生對專制政治的批判各

方面思想。郭文認為，徐先生沒有將藝術主題完全地從屬于道德主體，說明以心

性史觀來構築思想史、藝術史和政治史是不能自圓的。同時，也說明了藝術主體、

科技主體等也並不能由道德主體（良知、本心）坎陷、轉出。３７但另一方面他亦

指出徐先生「人心是價值之源」的思想史觀是道德史觀，以理尊于勢的道義原則

來評判歷史過於理想主義，「人們所應當分析的，難道不正是歷史中『理有固然，

勢無必然』的矛盾與張力嗎？難道歷史不正是在這種張力和曲折中前進的嗎？」

３８郭文認為，以道德理性或道德價值疏理思想史，不能看清思想史的規律和本

質，唯物史觀才是正確的方法論原則。３９ 

郭文的介紹簡略，仍較全面地介紹了徐復觀思想史研究成果。他的前述反問

是值得思考的，但簡單以道德價值的理想主義來概括徐復觀的思想史觀，容易忽

略徐先生在先秦、兩漢思想史研究中的創發思想。這種簡單化處理，也體現在以

                                                              
３６ 鄭家棟於 2000 年出版《牟宗三》一書，成為其代表作之一；羅義俊於 1990 年代成為牟先生弟子。 

３７ 郭齊勇、潘伯祥：<論徐復觀的思想史觀>，江漢論壇第 6 期（武漢：湖北省社會科學院，1993 年），頁

36。 

３８ 同上，頁 33。 

３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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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之矛攻牟先生之盾，事實上徐、牟兩位先生在對中國思想「轉仁成智」、「仁

智雙成」上的態度是一致的，而非矛盾的。 

（三）「思想家」徐復觀 

1991 年，李維武在中國大陸學界，首次介紹了徐先生的文化哲學基本思想。

他認為徐先生雖然沒有如唐、牟兩位先生一樣專心營構形而上學體系，可是「通

過大量的思想史論、時政雜文闡發其文化哲學思想」。４０ 

他將徐先生的文化哲學思想通過「文化與文明」、「價值世界與科學世界」兩

組對舉概念的劃分，確立了徐先生文化哲學的基本出發點——對價值的關心與高

揚。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析比較中，強調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意

義，「不是強調人的知性、科學的一面，而是重視仁性、道德的一面」４１，認為

「仁性」與「知性」應當攜手並進，「合則兩美，離則兩傷」。「中西兩大文化精

神的結合，也就是儒家精神在現時代的新生轉進」４２，需要回答一些前設問題，

如何為傳統，何為現代，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儒家精神在現時代轉進的依據和

機制何在。徐先生借用日本哲學家務臺理作的思想，將傳統與文化劃分為兩個層

次，即「低次元傳統」與「高次元傳統」，對上述問題作出了回答。李維武透過

這一回答，把握到了徐先生半生努力的真髓——為中國文化作「現代的疏釋」，

以使傳統再生于現代世界。正是通過對徐先生文化哲學思想的爬梳，李維武相較

於過往的大陸學者，對徐先生的定位已不只是一位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思想

家」。 
                                                              
４０ 李維武：<徐復觀文化哲學的基本思想>，《現代新儒學研究論集（二）》（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年），頁 285。 

４１ 同上，頁 294。 

４２ 同上。 



  

170 
 

他言明此文中對徐先生在《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和《中國藝術精神》等主

要著作中「極豐富極深刻的文化哲學思想」，因篇幅有限未能論及。借用杜維明

對其師的評價「一位體現憂患意識的儒學思想家」，認為徐先生的文化哲學雖未

構建一形而上學的思想體系，卻不失「理論的深度、力度與廣度」。雖然徐先生

也和其他新儒家一樣，沒有提出一套「可以使儒家精神在現實生活中新生轉進的

操作系統」，但他根據徐先生「高次元傳統的推進者」思想，認為理想的提出是

首要的，實現手段和實現程度是其次的，「因為正是這種思想，啟迪了一個民族

的心智與希望。在這方面，徐復觀可謂卓然成一家之言。」４３  

李維武與郭齊勇同為武漢大學哲學系青年教授，在對徐先生「道德的理想主

義」的評價上，顯示出了不同的判準。這種態度的不同與其說是意識形態的（如

以唯物史觀批評道德史觀），不如說是學術的。 

李維武因為與徐復觀先生同為湖北老鄉，因而自 1987 年開始，在「現代新

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中被委任專門研究徐復觀，從對徐先生生平人格、思想著

述的收集到研究，短短四年中，表現出了他對徐復觀研究的誠意與學術的進益。 

這種學術研究的誠意與功力，需要通過 1990 年李維武的博士論文《20 世紀

中國哲學本體論問題》的對照，方能看出。他的博士論文於 1991 年底出版，其

學思歷程由古代哲學轉往現代哲學，接引點為 1985 年開始的對熊十力哲學的研

究，使他找到了「一把理解 20 世紀中國哲學的鑰匙」４４，並在此後的研究中形

成了一個完整的思考：「把 20 世紀中國哲學劃分為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

主義三大思潮的基本構想」４５。 

                                                              
４３ 同上，頁 300。 

４４ 李維武：《20 世紀中國哲學本體論問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348。 

４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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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論文是從哲學本體論的角度觀察 20 世紀的中國哲學，此時他是站在「消

解形而上學」的角度定位徐復觀思想的。徐復觀「一反人文主義思潮重建哲學本

體論的基本立場，力主消解形而上學，主張直接立足中國人的文化世界去把握其

人文主義精神。」４６他通過徐先生《中國思想史論集》及續編、《中國藝術精神》

等著作，發掘了徐先生對人類文化道德、藝術兩大精神支柱的闡發。他認為徐先

生對形而上學的消解，是對 20 世紀人文主義思潮「侷限在由邏輯和思辨建構的

過分精緻而牽強的象牙之塔中，遠離人的現實生活」這一發展趨向的詰難，是希

望把哲學重新拉回現實生活中來，因而是「人文主義思潮發展的合邏輯的產物」。

認為他觸及到了人文主義思潮重建本體論的一些重要問題：本體論怎樣才能更好

地同現實生活聯繫起來？這也是下個世紀哲學家們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此意

義上，李維武認為，「徐復觀的消解形而上學，標誌著 20 世紀中國人文主義思潮

重建本體論的終結。」 

可以說，此時的李維武對徐復觀思想的把握仍然是通過對熊十力、馮友蘭、

賀麟等新儒家形而上學理論的比較研究而得出的，４７尚未真正深入到徐先生自身

的學思脈絡中去理解他的思想。但在此時他已經體認到徐復觀思想的分量，在他

自身的哲學史研究中，他也感受到「好的哲學史家，不應當只是一個歷史學家，

而應當首先是一個哲學家」４８，也正是因為這份敏感和學思的進益，讓他在第二

年就轉入到徐先生文化哲學思想的研究中，并對徐先生作出了更准確的定位。他

對徐復觀文化哲學的梳理，影響了此後中國大陸學者對徐復觀思想的研究。 

 
                                                              
４６ 同上，頁 254。 

４７ 這一點，和鄭家棟、羅義俊通過牟先生把握徐先生思想的進路不同。在後記中他提到，由於學力、時間、

資料所限，對牟宗三、唐君毅的本體論思想寫得較為簡略，尚待改進。 

４８ 李維武：《20 世紀中國哲學本體論問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年 12 月版），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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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人性論把握徐復觀總體思想 

如果說李維武是中國大陸最早在徐復觀思想史研究、美學研究、批判精神及

人格風範等領域之外，發掘其文化哲學思想的第一人。胡偉希則進一步彌合了這

不同領域的研究，把握到徐復觀文化哲學思想的核心：即人性論，而諸如思想史

研究、藝術精神研究、對專制政治的批判等，都是由其對儒家人性論思想的思考

而生發出來。 

嚴格意義上來說，1992 年出版的胡偉希著作《傳統與人文——對港臺新儒家

的考察》，是中國大陸學界第一本較為全面的研究徐復觀思想的著作。書中第五

章以 35 頁的篇幅討論<徐復觀：儒家人性論>，分量並不亞於牟宗三和張君勱。 

在這一章中，他延續李維武前述文章「文化與文明」概念劃分，「中國文化

與西方文化」不同精神面向的區別，把握到徐復觀對中國文化即儒家精神基本性

格的考察，認為徐復觀的「文化」概念與「人性」相連，「人性」是文化的本質。

人性的自覺是文化的第一義，而文明（即生活的格式與條件）是第二義的，文明

是文化的產物，文明可以促成文化，但決定文化發展之路線的不是文明，而是「人

性」。４９ 基於這一「人性」的文化觀，徐復觀認為中西文化在發軔之初就形成了

不同的性格，西方文化生於好奇，因對自然的知解，形成知識型性格，而中國文

化（儒家精神），生於憂患，因為行為的規範而形成道德型性格。５０ 

儒家「道德型」的文化，有兩個基本點，一是性善的內在說，另一為將內在

道德客觀化的「踐論」之發用。人倫的實踐作用於家庭、教化及政治層面。由此

引出儒家德治的政治思想。胡偉希認為徐復觀討論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將之歸

                                                              
４９ 胡偉希：《傳統與人文——對港臺新儒家的考察》（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9 月版），頁 171。 

５０ 此結論總結自上註解中，頁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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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為內在的道德性，是爲了說明儒家的德治政治可以成為當今社會政治制度的可

取模式，救治西方民主政治中「個體與全體的衝突」這一危機。５１他質疑徐復觀

的德治政治能否實現，認為其從理論上也犯了將倫理代替政治的錯誤。胡認為民

主與專制的區別不是禮治與法治的區別，而在於法律是否體現人民利益與意志，

法律的產生是否符合民主程序等，而徐復觀卻將是否帶有強制性作為衡量政治的

標準。「政治總帶有強制性的方面，若完全取消強制性，僅僅訴諸人的德性，它

已不成為政治而屬於道德領域的事」５２ 

由此他認為徐復觀犯了港臺新儒家的通病：對儒家倫理思想的理想化，只是

徐復觀比其他幾位在政治思想上走的更遠。也正是基於這一點，他雖然肯認徐復

觀對儒家政治思想是站在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立場這一分析的精闢，但因儒家文

化本位立場的限制，徐過度抬高了儒家政治思想，貶低了西方民主制度的意義。

５３ 

可以說，這是較早對徐復觀德治的政治思想作出評判的文章，也啓發了後來

者的思路，筆者將在下一節介紹大陸學者對徐復觀政治思想的研究。 

胡偉希用一小節介紹了孟子人性論，敘其獨創性及由心善向性善轉進中，從

自己心的活動中找到道德的依據，到了孟子才有自覺。５４胡認為性善、性惡都屬

於道德的形上學問題，經驗上無法證實人性的善惡，而徐復觀認為荀子性惡論是

基於經驗論而得出因之不可取，胡從徐復觀對孟子修養功夫的重視而非荀子「禮」

的重視，反過來推論，徐復觀之所以偏愛孟子性善論而輕荀子性惡論的原因。 

在另一小節中，胡重點討論了徐復觀的「孝道」、「孝治」思想，也把握到了

                                                              
５１ 胡偉希：《傳統與人文——對港臺新儒家的考察》（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9 月版），頁 181。 

５２ 同上。 

５３ 同上，頁 177。 

５４ 同上，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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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問題意識的精髓。雖然他認為無法從邏輯上看出仁與孝存在必然性，但徐

先生將「孝道」與「仁」、「孝治」與專制主義兩組概念作出劃分，是針對五四時

期許多人將孔孟之道同專制政治聯繫起來的說法而發的。徐以「孝道」區別「孝

治」，認為孝道有助人格尊嚴，和知識分子擺脫對政治的依附感，都值得注意。

然胡認為中國家庭中的孝悌觀念本質上是與近代民主政治自治團體所包含的「契

約精神」是不同的。５５孝治會導致專制，是徐先生的遠見卓識，但並沒有看到孝

道與孝治之間密切的聯繫，也導致了他更大的理論的錯誤——全盤否定了五四新

文化運動反對封建舊禮教的積極意義。 

因此，胡偉希雖然肯認徐復觀文化哲學（即人性學說）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學

術見解，但主要思想仍然是「傳統儒家思想的翻版」５６，沒有跳出儒家倫理——

政治合一的陳舊框架，也沒有（也不想）突破儒家「從內聖而外王」的傳統思考

模式，他推崇民主政治，卻沒能在理論上接通「如何從傳統儒家過渡到民主政治

的思想橋樑」。５７ 

 

第二節  「徐復觀」作為研究對象 

一、以「徐復觀」反駁「徐復觀」 

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克劍在 1993 年出版《寂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

儒家》一書，并主編了《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共八冊，《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

徐復觀集》等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５５ 同上，頁 197。 

５６ 同上，頁 204。 

５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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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兩本書中，黃克劍以<「一個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反抗」>為題，對徐復觀

生平、學思歷程及思想成果，作了整體的介紹。較之於李維武和胡偉希，他對徐

復觀文化哲學及人性論的分析並無進益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他開始深入徐復觀思想內部，從邏輯角度以「徐復觀」反駁

「徐復觀」。例如他依徐先生對文化和文明的定義，價值世界、科學世界的二分

及東西方文化仁性、知性的文化性格說，得出幾個矛盾的說法。若「仁性與知性，

只是人性之兩面」，那徐先生有關文化的界定就需要糾正。因為根據徐先生有關

文化的定義５８，屬於「知性」的科學系統只是處於「手段」地位上的「文明」。５９

「一個更大的糾葛在於，一當『知性』被肯定為『人性』兩面中的一面，那為徐

復觀所認同的人性本善這一儒家學說的根原便需要重新厘定。因為『知性』正如

由它所成立的科學一樣，原是『無善無惡』的。」６０ 

另外他亦對「轉仁成智」和「攝智歸仁」背後的道德價值一元論觀點有所保

留，認為不應當將道德價值視為超越歷史的絕對存在，將「仁」賦予過大的文化

關係。他對「攝智歸仁」主張的反思是具有說服力的：他認為徐先生提出此一主

張是爲了糾偏現代世界（主要是西方文化）中「智」的濫用或放縱，但他認為「『智』

在價值向度上的濫用或放縱並不在於『智』本身，而在於用『智』者的道德價值

的偏失。」６１所以這種對「智」的濫用的糾偏，不過「是以道德對治不道德，以

『仁』的提撕而反襯『不仁』的過惡。」６２ 

                                                              
５８ 「文化是人性對生活的一種自覺，由自覺而發生對生活的一種態度（即價值判斷）。」出自蕭欣義編、

徐復觀：《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51。 

５９ 黃克劍、周勤：<徐復觀——「一個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寂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版)，頁 323。 

６０ 同上。 

６１ 同上，頁 355。 

６２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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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不必要將「智」置於「仁」的轉出的位置上，只需將其作為人性的另

一面，免於矯「泛科學主義」之偏而落入「泛道德主義」之臼。徐先生對「仁」

的執持，使他的整個思維局度出現「乖謬」，黃克劍認為這看似是邏輯的不慎，

實則是當代新儒家的生命內蘊所在。 

黃克劍對這種道德一元論採取的並非批評態度，而是從「構成人文反省所必

要的精神的張力」６３的角度，肯定了新儒家思潮的時代價值與歷史價值。 

相對於胡偉希對新儒家不過是「傳統儒家的翻版」的結論，黃克劍明確了當

代新儒家較之宋明理學家三處不同：從「內聖外王」的直推向牟、徐兩位提出坎

陷、曲通，以及「外王」中包舉民主科學不再是聖君賢相格局下的德治，６４此為

一不同；從「天理」與「人慾」上，新儒家的內聖不再囿於純粹的道德，肯認的

是以道德作為制約的「德福一致」，６５此為二不同；在「理」與「事」的歷史觀

上的分歧是為三不同，傳統儒家或即「事」言「理」（以道德價值為現實作合理

化論證）或明「理」斷「事」（依道德價值對現實作出批判），而當代新儒家對「理」

與「事」既相即又超離的「理致上的詭譎」傳統歷史觀，達到了某種「自覺」６６

地運用。不過他亦承認，就「事是經驗的，必當隨著時代的需要作適當的調整與

變動」６７，即將「理」抽離出來以貞定「事」的自覺，更多的是表現在唐、牟兩

位先生的歷史意識中。 

                                                              
６３ 同上，頁 45。 

６４ 同上，頁 38。 

６５ 同上，頁 40。 

６６ 同上，頁 42。 

６７ 牟宗三：《時代與感受》（臺灣：鵝湖出版社，1984 年 3 月版），頁 408。轉引自黃克劍、周勤：《寂寞中

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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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論著整理到全面研究的展開 

1993 年出版的《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６８，是中國大陸第一本對

徐復觀思想作出重新編撰后出版的專書。編者黃克劍、林少敏從其所收集到的徐

先生生平 26 部著作（包括兩本譯作）中，６９分三部份（一）生平、思趣、人格、

境界，（二）撰述原委與措思線索，（三）論著選粹，予以重新編撰、節錄。論著

選粹中，收錄有徐先生《學術與政治之間》7 篇，《中國思想史論集》5 篇，《中

國思想史論集續編》2 篇，《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第四、六、七、九、十一、

十二、十四章部份內容，《中國藝術精神》第一章、第二章，《兩漢思想史》卷一、

卷二、卷三各收入一篇以及《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一篇。並從徐先生

發表在《民主評論》、《華僑日報》等刊物及《徐復觀雜文》中，選出 6 篇，以「徐

複觀雜文、短論選」輯之。從後來研究引用來看，７０這本書較早地將徐先生思想

普及到大陸思想界。 

1994 年出版的《理性與生命（2）》一書中，也轉載了徐先生的五篇文章，遍

及其生平經歷、政治思想、思想史研究及心性論研究，但相較於前者的規模，只

能說是有所助益。 

1995 年，由「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推出的《現代新儒家學案》三巨

冊的下冊中，李維武編撰有「徐復觀學案」。 

                                                              
６８ 黃克劍、林少敏編：《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北京：群言出版社，1993 年 12 月版）。 

６９ 其所引用徐復觀著作，以附錄列出，見黃克劍、林少敏編：《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北京：

群言出版社，1993 年 12 月版），頁 628-629。 

７０ 如肖濱在其<評徐復觀對儒家到的政治理想的現代轉進>等論文中，任劍濤在其<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

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較>，引述的資料來源，即是這本書。亦有

根據《徐復觀集》整理刊登的文章，如<徐復觀談「禮樂」>，《中國音樂》第 2 期（北京：中國音樂學院，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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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為李維武撰述的「徐復觀評傳」，其中第一小節對徐先生生平經歷

介紹，作出「從農家子弟到新儒家大師」的定位，突出強調徐先生愛國之心。７１ 

其後四節與李維武之前對徐先生文化哲學基本思想的介紹及「消解形而上學」研

究是一樣的。後面兩節將徐先生對中國文化消解形上學的性格及人文主義精神的

把握，分別介紹了徐復觀中國道德精神、中國藝術精神思想。最後結論中，如前

文一樣，高度評價了徐先生作為文化哲學家的理想主義精神。７２ 

第二部份為「徐復觀新儒學思想資料選輯」，分六部份介紹，分別對應第一

部份的評述，（一）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二）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三）儒

家精神的現代疏釋；（四）中國道德境界的省思；（五）中國藝術精神的探索；（六）

中國知識份子的歷史性格及其歷史的命運。 

本學案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是，將徐先生自 1949 年至 1987 年發表在各報紙、

期刊上的文章及出版的著作，以編年的方式，列出目錄，方便後來的大陸研究者。

但也許是部頭太大，７３選錄的文章有限，或有刪節，這本學案在後續研究中，較

少出現在資料來源中。 

也許正是意識到此問題，在 1996 年出版的《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復觀

新儒學論著輯要》７４一書中，他收錄的徐復觀學術論文除少數有部份刪節外，多

為整篇收錄，還有不少是從他的專著中節錄出來，較之以往收錄較多雜文、報刊

文章，更富於學術性。分類的方法也更注重學術性，分別為（一）文化哲學的基

本理論；（二）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度；（三）中國文化的特點與價值；（四）

                                                              
７１ 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下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591。 

７２ 同上，頁 621。 

７３ 下冊共有 1128 頁。 

７４ 李維武：《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復觀新儒學論著輯要》（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 年 12 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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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文世界的現代疏釋；（五）中國藝術精神的重新闡揚。在編撰體例上，除

了正文前附方克立所寫的總序和李維武所寫的編序，不再做分類或評論，更便於

研究者作為資料引證。全書最後附錄的徐復觀著作目錄收入有 28 部，７５較之黃

克劍、林少敏編撰的《徐復觀集》更為周全。 

徐復觀研究最值得關注的盛事是，1995 年 8 月 29 日至 31 日，在湖北武漢召

開的「徐復觀思想和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由武漢大學和臺灣東海大學

合辦。這次會議是中國大陸首次舉行的研究徐復觀思想的專題學術討論會，７６ 海

內外 50 多位學者出席，提交了 30 多篇學術論文，從徐復觀學術思想成就、徐復

觀文化思想的闡釋、對徐復觀新儒學精神與理論的研討、對徐復觀思想史研究方

法與成果的評析、徐復觀美學與文學思想的反思以及對徐復觀其人其學鄉土環境

與歷史背景的追溯等六個方面，對徐復觀作出了總體研究。 

在這次會議上，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對徐復觀作出了「當代中國獨立不苟的

思想家」７７的歷史定位，杜維明先生從徐先生的實踐理性和溝通理性出發，認為

「徐先生的思想在現代新儒學發展文化視野中最有光輝的價值之一，是為具有儒

家特色的現代知識份子開闢了身後的意義空間和廣闊的公眾領域」７８。與會學者

一致認定，徐復觀的「憂患意識說」是他「在整理中國思想史中的一大發明，也

是對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大貢獻，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徵。」７９  

對徐先生的哲學思想，李維武延續其研究脈絡認為其不只是思想史家也是哲

                                                              
７５ 同上，頁 473-474。 

７６ 李維武：<編者說明>，《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7 年 7 月版），頁 1。 

７７ 韋維：<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紀要>，《武漢大學學報》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

1996 年），頁 128。 

７８ 同上。 

７９ 吳根友：<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綜述>，《哲學動態》第 12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

學研究所，1995 年），頁 14。 



  

180 
 

學家，武漢大學劉綱紀教授肯認徐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對哲學和藝術與

美學同時有所建樹的唯一一人。８０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認為徐先生的氣質介

於文史哲之間。 

對徐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郭齊勇沿認前述文章觀點，認為其為道德

史觀或心性史觀。臺灣大學黃俊傑教授和廣州中山大學李宗桂教授都認為徐復觀

的思想史方法是解釋學的，黃俊傑教授提出了「脈絡化」方法一說、顏炳罡認為

是「知人論世」的方法。與會學者認為，徐復觀的思想史方法，代表了 20 世紀

「人文主義」立場，「與胡適等的科學主義，侯外廬和郭沫若等的馬克思主義，

鼎足而三」８１。會上對徐複觀政治思想亦有所闡發，具體將在下一節中提到。 

這次會議還發表了徐復觀先生致柴曾愷先生未刊信函三封，徐先生之子徐武

軍教授向武漢大學捐贈了徐先生部份手稿及收藏的字畫，并與武漢大學簽訂了捐

資設立「徐復觀獎學金」的協議。８２闊別故土 46 載８３的徐復觀，以「徐復觀思

想」的形式複歸中國大陸。 

自 1995 年以後的 90 年代後半期，有關徐復觀政治思想、８４文化哲學思想８５、

                                                              
８０ 韋維：<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紀要>，《武漢大學學報》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

1996 年），頁 128。 

８１ 吳根友：<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綜述>，《哲學動態》第 12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

學研究所，1995 年），頁 16。 

８２ 韋維：<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論會紀要>，《武漢大學學報》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

1996 年），頁 129。 

８３ 以 1949 年赴台至 1995 年「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家發展學術討論會」召開為起始時間計算。 

８４ 代表論文陳少明：<徐復觀：政治儒學的重建>，《中山大學學報》第 12 期（廣州：中山大學，1995 年）；

肖濱：<評徐復觀對儒家到的政治理想的現代轉進>，《學術研究》第 9 期（廣州：廣東省社會科學聯合會，

1997）；任劍濤：《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

較》，《原道》第 4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年）。 

８５ 代表論文有：李維武：<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遼闊立多時——徐復觀的文化哲學與人文世界>，《徐複

觀與中國文化》（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7 年版）；洪曉楠：<中國文化的現代疏釋——論徐複觀的文

化哲學思想>，《大連理工大學學報》第 3 期（遼寧：大連理工大學，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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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美學８６、思想史研究８７、方法論研究８８等各個方面、層次的研究開始全面

開花，不再拘泥於總體介紹與學術定位的爭論。與此同時對徐復觀及現代新儒家

的批判也隨著而來。 

三、以民主政治哲學批判徐復觀 

1995 年出版的《新儒學批判》，是第一本以全面批判的姿態研究當代新儒家

的書籍。作者啟良將徐復觀思想總括為「人性『形而中學』」８９。 

他對徐先生作出史學家而非哲學家的定義，認為徐先生不為創立哲學體系而

為學，其目的與唐、牟兩先生專為「復興儒學」而寫，有很大不同。他分四個方

面：中國文化的歷史意義與現實意義、中西文化比較、儒家人性論及儒家德治與

中國民主政治，來理解徐復觀思想，但在其最後的四個「抓漏」中，可看出他其

實並沒有讀懂新儒家，沒有讀懂徐復觀。 

其抓的第一漏洞為徐先生雖意識到傳統崇拜與專制集權間的親誼關係卻沒

有認識到兩者間的內在聯繫，況且，如果傳統文化在歷史上亦被專制獨裁所利

用，又怎麼能「保障自己對傳統的高標不被充當『護符』的工具性角色呢？」９０  

且不說從應然層面，他沒有體認到唐、牟、徐三位先生設想的現代政治都是

                                                              
８６ 代表論文有：黃克劍、林少敏：<徐復觀談「禮樂」>，《中國音樂》第 2 期（北京：中國音樂學院，1997

年）；郭齊勇：<徐複觀論禮樂>，《江西社會科學》第 8 期（南昌：江西省社會科學院，2004 年）；李維武：

<徐複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闡釋>，《福建論壇》第 3 期（福州：福建省社會科學院，2001 年）。 

８７ 代表論文有：李維武：<徐複觀對中國道德精神的闡釋>，《江海學刊》第 3 期（南京：江蘇省社會科學

院，2002 年）。 

８８ 代表論文有：顏炳罡：<評徐復觀的學術態度與學術方法>，《孔子研究》第 3 期（濟南：中國孔子基金

會，1997 年）；丁四新：<方法·態度·心的文化——徐複觀論治中國思想史的解釋學架構>，《學術月刊》第 5

期（上海：上海市社會科學聯合會，1996 年）。 

８９ 啟良：《新儒學批判》（上海：三聯書店，1995 年 10 月版），頁 311。 

９０ 同上，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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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而非專制政治；從實然層面，劉述先先生也說過「如果人家要利用的話，

那是無法避免的，他總是可以糟蹋你，利用你。」９１就像劉先生所說，儒家本身

有自我防衛的機括，「站在新儒家的立場，你如果了解他的真精神，那麼就把它

（利用者）宰掉、掃掉。」９２金耀基先生更認為這種「可能受到別人的曲解或利

用」的流弊，「可能是很多思想都會有的」。９３ 

其第二個抓漏，亦針對的是「轉仁成智」和「攝智歸仁」，卻並非從邏輯上

發問，反而是從「弦外之音」中，自我臆測新儒家的主張是「以仁性為主體的中

國沒有必要非學西方不可，但西方人不可以不學中國。」９４徐先生的一句話就可

以反駁他的這種臆測：「今後的儒家之所以需要科學，不僅系補其人性在中國發

展過程中所缺的一面，並且也可補助我們文化已經發展了的一面，即仁性的一

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學，不僅看不出來不能相攜並進的理由，而且是合之

兩美，離之兩傷的人性的整體。」９５ 

啟良反問「沒有科學的發展，沒有經濟的繁榮，道德理想社會何以建立？愚

昧是專制的溫床，同時又與貧窮相伴相生。」事實上，徐復觀對文明、科學系統

的重視，不正是因為對物質文明、經濟繁榮的嚮往。所以黃克劍認為當代新儒家

對「德福一致」的肯定與宋明理學家「存天理滅人慾」已有明顯的區分。黃指出

徐復觀在使用進步觀念時將之侷限在物質層面而將之處理為與「價值」絕緣，這

才是問題所在。黃認為徐受「返本開新」思維影響至深，認為「進步」只是與「新」

                                                              
９１ <當代新儒家與中國的現代化（座談會）>，收入劉志琴編：《文化危機與展望——台港學者論中國文化》

（北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89 年），頁 565。 

９２ 同上。 

９３ 同上，頁 557。 

９４ 同上。 

９５ 徐復觀著、蕭欣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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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王」對應，而「返本」則是無所謂「進步」的，作出了自我回答。９６ 

啟良所認為的第三個漏洞與胡偉希曾指出的一致，認為徐先生雖認識到從德

治到民主政治，需要一「曲折」，卻並沒有提出實際道路。並且這也是一直以來

新儒家包括徐復觀在內一直受到的詰難，這個詰難不僅來自中國大陸研究者，也

來自臺灣及海外的研究者。９７  

金耀基先生認為，新儒家的思想或學說確實沒有成為現代中的「外王學問」，

但「新儒家的一些論點與說法對現代化也有釐清作用或推動作用」。９８ 

值得注意的是，啟良在闡釋由德治向民主政治現代轉進的艱難時，下了一個

很輕易的判斷。他認為，「德治思想，實質上是專制主義的題中之義，是反民主

的」。９９并推論，「如果民主政治得不到發展，誰能夠保障統治者不做出非道的行

為呢？而如果民主制度健全，人們又何須再去祈求聖君賢相，再去祈求統治者發

恩德治呢？」１００ 因而德治與民主政治之間，沒有「曲折」的可能和必要。 

我們可以用徐復觀先生本人對德治的理解１０１直接來反駁這個草率的論斷，

也可以因此認定啟良缺乏作為學者的深思熟慮和理論觀點。但掩藏在他情緒化反

問背後的問題意識，卻是值得重視的，尤其是他抓出的第四個漏洞，說明儒家思

想與現代民主政治思想的議題，開始被中國學術界所重視。儘管提問的方式非常

粗糙：啟良認為，徐先生重視民主政治卻對孟子性善論評價甚高，而儒家的人性

                                                              
９６    黃克劍、周勤：<徐復觀——「一個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寂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版)，頁 323。 

９７ 見<當代新儒家與中國的現代化（座談會）>，收入劉志琴編：《文化危機與展望——台港學者論中國文

化》（北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89 年），頁 553。 

９８ 同上，頁 553。 

９９ 啟良：《新儒學批判》（上海：三聯書店，1995 年 10 月版），頁 342。 

１００ 同上。 

１０１ 徐復觀著、蕭欣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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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與民主政治本身是相互妨礙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性惡論。「如果人性本

善，那麼法制、制度之屬，就沒有必要存在，甚至連德治思想亦將失去意義。」

這直接點出了西方民主政治性惡論與中國儒家傳統性善論之間的理論矛盾。儘管

這個問題後來被兩岸及海外學者證明為並非是互相排斥的１０２，但這個問題，卻

是在中國大陸學界首次被提出。 

更為重要的是，筆者認為啟良對新儒家（尤其是徐復觀）政治思想的批判，

代表了 90 年代中國大陸「自由主義」知識分子開始出現。正是在對新儒家政治

思想的批判中，他們開始理解并運用自由主義（包含民主政治）理論，作為自己

的思想武器。儘管 1995 年的啟良將這個武器運用得如此簡單甚至顯得可笑。 

基於此，需要單列「徐復觀政治思想與大陸『自由主義』」一節，詳述徐復

觀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如何被大陸學者，尤其是自由主義學者解釋并研究的。 

第三節  徐復觀政治思想與大陸「自由主義」 

一、徐復觀政治思想成為專門研究論題 

上一節中提到，胡偉希對徐復觀德治思想中介紹，上接對徐復觀批判精神的

肯認及勇者型儒家的定位，介紹了徐復觀德治向民主政治轉進的思想。 

黃克劍在 1993 年也用一個小節介紹了徐復觀對「儒、道政治觀及中國政治」

的解釋。他通過徐復觀對道家政治觀中的「無為而治」落入現實時，「經過慎到

而漸漸轉到法家的法、術上面去了」１０３的批評，認為徐先生的所認可儒家未嘗

不曾如道家一樣，屈於君主專制，只是徐先生的儒家立場使其更願意強調儒家對

                                                              
１０２ 張灝、李明輝、何信全 

１０３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 年 6 月版），頁 98。轉引自黃克劍、周勤：《寂

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版），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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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專制政治所做的抗議。１０４ 由此展開了徐先生對「德治」思想從孔子到《中

庸》而後孟子「王道」思想、荀子「禮的起源」及至董仲舒「天人感應」說的發

展脈絡。并陳明了徐先生有關儒家政治觀念的七個通義：1、繼承「民本」思想，

以「天下」為政治中的「主體性之存在」；2、天子或人君不是天下的主體，其地

位須經庶民同意，形成一種無形的「契約關係」，庶民有權取消違反契約的天子

或人君的地位；3、人君最大任務是保障庶民基本生存需要或所謂愛民養民；4、

「義利之辨」延伸到政治上，是「抑制統治者的特別利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權

利的」；5、庶民之事君，並非供奉之，而是實現一共同的任務；6、德治的基本

意思是人君的「身教」，修身而推己及人；7、「修身」是人君之「本」，「『有天下』

不過是得到推擴自己德性的一種工具」。１０５ 

他將徐先生在《兩漢思想史》中，對兩千年專制主義政治「專制機器」說，

節錄出來，以表明徐先生對現實政治批判之深，但也指出了徐先生一內在糾葛：

即徐先生意謂上「文化」與「文明」在整全的中國人文歷史上的脫節。因為依徐

先生的定義，文化是人性對生活的自覺而產生的「價值系統或生活態度」，而「文

明」是這價值系統或生活態度所選擇的的生活的「格式與條件」，在他對兩千年

專制政治批判之下，作為中國人生活主要「格式和條件」的專制政治，無法從作

為主流價值的儒家或道家思想中找到價值的憑藉，而成為一種無根的「文明」。１０６ 

黃克劍未必認為兩千年專制政治是所謂「無根的文明」，只想要點出來徐先

生邏輯的矛盾之處，以及他潛藏的觀點，即徐先生對儒家德治思想的闡發，某種

                                                              
１０４ 同上，頁 343。 

１０５ 徐復觀著、蕭欣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134-139。 

１０６ 黃克劍、周勤：《寂寞中的復興——論當代新儒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版），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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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亦是一種「念願」。１０７ 這種「念願」亦體現在他寄望于將中國「德治」思

想向民主政治作一現代轉進的目標之上，選擇中西方政治中好的方面結合起來，

「未免有點近乎神話」。而這樣的「念願」是與其對儒家由衷的肯認分不開的，

黃克劍將之視為「心靈真切處的歧誤」。１０８ 而此文于 1995 年發表於武漢大學與

東海大學合辦的「徐復觀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研討會」上時，黃克劍將之修正

為「心靈深處的憂患」。１０９ 

1994 年，顏炳罡專文闡發了徐復觀的政治理念，並在與牟宗三先生政治理念

的異同比較中，１１０把握到當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這應該是中國大陸學界最早

一篇對徐先生政治思想作出專門介紹的論文。之所以是介紹而非研究，在於顏炳

罡對徐、牟兩位先生的政治思想，更多的是一種述，而非評。 

在此文中，他引述了徐先生對中國儒家文化在政治上表現的最高原則是「德

治主義」，而其努力實現的對象是「民本主義」，也歸納出徐先生所認為的中國傳

統政治四點弊端，１１１為後面的徐復觀政治思想研究者所接受。１１２  

徐先生對封建專制對德治思想中「權原」顛倒，造成傳統政治上的「二重主

                                                              
１０７ 同上，頁 344。 

１０８ 同上，頁 353。 

１０９ 見李維武主編：《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7 年 7 月版），頁 91。 

１１０ 顏炳罡：<徐復觀的政治理念——兼論徐、牟政治理念之異同>，《齊魯學刊》第 6 期（山東：曲阜師範

大學，1994 年）。 

１１１ 此四點弊端分別為：一為儒家政治思想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來解決政治問題，因而千言萬語不出君

道、臣道、士大夫處世之道，而無法客觀化為真正的政治學；二為德治者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又儘己之

性而推人之性，都是一身德量之推，理論上是直推，而客觀化于社會，卻需一大曲折，德治思想卻將之化

約了；三為政治主題未立，而僅靠統治者的道德自覺，反感天道難知，而對歷史上的暴君污吏束手無策，

即便有聖君賢相也沒有社會的呼應力量，力不從心；四為政治主體未立，於是政治的發動力，完全在朝廷

而不在社會。知識份子因之將精力都侷限在向朝廷求官做一條單線上，「結果擔負道統立人極的儒家思孫，

多成為世界知識份子中最寡廉鮮恥的一部份。」參考徐復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灣：學生書局，1985

年版），頁 55-56。 

１１２ 如 1995 年出版的啟良著《新儒家批判》一書中，將四點弊端全部轉載入其書中，見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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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的矛盾，１１３使得民的主體性喪失，「最終也未能由民本跳出一步為民主」。

顏炳罡認為自徐復觀（包括牟宗三）始，儒家才真正走上自我批判、自我反省的

歷史。 

顏炳罡認為徐先生對民主主義的理解是一種生活方式，其內在精神是儒家的

「忠恕之道」，認為民主政治是中國政治的理想追求，但西方的民主政治是由勢

所逼出而非道德自覺的自然流露，「今後只有進一步接受儒家思想，民主政治才

能生穩根」。顏炳罡對徐先生這一段論述的評價是，「民主與道德何者更為根

本……對這一問題的不同回答就會對徐復觀的上述觀點作出截然不同的判斷」。

１１４ 果然，一年之後，啟良便針對這個問題批判徐復觀。１１５ 

而從顏炳罡對徐先生民主政治形式、政治主張說的介紹，及徐先生對英美民

主制度的追求中，體現出的自由主義精神的評價，可以看出顏炳罡對其德治主義

與西方民主主義融合的認可。在將徐、牟兩位先生政治理念的對比中，顏炳罡認

為徐先生就政治論政治，而牟先生認為儒家根本精神也須有所轉變，後者代表了

當代新儒家對「如何走上民主政治」這一問題反思上的「最高水平」。１１６ 綜而

觀之，顏炳罡對當代新儒家現代性格的「心性儒學」幾乎是全面接受的。他的這

種態度，有別於「現代新儒家」的馬克思主義者，更偏向于第三章中提到的「大

陸新儒家」的服膺態度。 

 

                                                              
１１３ 德治思想中以民為主題，而專制政治卻以君為主體，是為「二重主體性」的矛盾。見徐復觀著、蕭欣

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214。 

１１４ 顏炳罡：<徐復觀的政治理念——兼論徐、牟政治理念之異同>，《齊魯學刊》第 6 期（山東：曲阜師範

大學，1994 年），頁 76。 

１１５ 啟良：《新儒學批判》（上海：三聯書店，1995 年 10 月版）。 

１１６ 顏炳罡：<徐復觀的政治理念——兼論徐、牟政治理念之異同>，《齊魯學刊》第 6 期（山東：曲阜師範

大學，1994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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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陸「自由主義」知識份子對徐復觀政治思想的評述 

也正是在顏炳罡與啟良的態度差異上，體現了剛剛出場的中國大陸「自由主

義」知識份子，對現代新儒家不同於馬克思主義者、「大陸新儒家」的把握。 

有關中國大陸是否存在「自由主義」知識份子、「自由主義」是否「重新出

場」以及具體出場於哪一年，在第二章中，已經作出討論。 

如前所述，筆者認為啟良的設問中，點出了後來的有關徐復觀乃至新儒家政

治思想研究中，最重要的兩個議題：「德治」能否及如何向民主政治作一現代轉

進；１１７及儒家「性善論」與西方民主政治「性惡論」是否互相矛盾。１１８ 

（一）儒家民主政治思想：「大陸新儒家」的還是自由主義的？ 

1995 年出版的《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是自稱潛心儒學思想 15

年之久的鄧小軍，費 5 年之功，專心于西方民主政治哲學，求索於儒家思想與民

主思想之關係的結果。１１９被認為是大陸學者第一部系統論證儒家思想與自由主

義相結合的力作。１２０他以「文獻功夫和思想功夫」，分析東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哲

學，得出「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核心邏輯具有一致性，因此之故，儒家思想與

                                                              
１１７ 此主題下臺灣研究的代表論文有李明輝：<儒學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氏著《儒學與現代意識》（臺

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9 月版）；何信全：<牟宗三論儒學通向民主的辯證進路>，氏著《儒學與現代民

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年 2 月版）；陳運星：

<當代新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接榫」問題探究>，《思與言》第 42 卷第 3 期（臺灣：思與言雜誌社，2004

年）。 

１１８ 此主題臺灣研究的代表論文有李明輝：<性善說與民主政治>，氏著《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灣：

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年 12 月版）；何信全：<徐復觀論儒學與自由民主>，氏著《儒學與現代民主——

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年 2 月版）。 

１１９ 鄧小軍：<導言>，《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年 8 月版），頁 2。 

１２０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

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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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可以——而且應當——合乎邏輯地相結合」１２１之結論。從其論證的過

程來看，想要回答的正是前述兩個問題。 

他從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中斯多亞學派（Stoa/Stoics，西元前 4-西元 2 世紀）、

格勞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 年）、洛克（John Locke，1632-1704 年）、

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年）一路研究下來，認為民主政治思想

的邏輯前提是由自然法「天賦人性本善」，而後推導出天賦人性平等的自然法及

人性思想，由天賦人性推導出天賦人權、天賦人性平等導出天賦人權平等，再至

政治權利的平等，由此，洛克和盧梭，分別得出，「最高權力屬於人民」和「主

權在民」的思想。於近代，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年）把依據天賦

人性的天賦人權、民主落實到實際政治之中，及至當代，仍然是由自然法-人性

的哲學思想，構成人權、民主的終極依據。１２２ 

再從儒家人性思想中，找出其天道人性思想的核心邏輯是由天道→天賦人性

本善→天賦人性平等→人道。而由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精神：人性高於政治，修

身先於從政，他推導出儒家政治理想的核心邏輯是：天賦人性本善→天賦人性平

等→天下為公（最高政治權力屬於天下人民），在儒家實際的政治思想中，這種

天賦人性本善、天賦人性平等的思想，就表現在民本民貴君輕之上，進而君權有

其有限合法性，君臣關係也存在某種相對性。１２３ 

由以上核心邏輯的分析，鄧小軍認為，儒家人性思想與政治思想的核心邏輯

與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邏輯，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表現在：1、儒家思

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推理方向都是由人性推向政治；2、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

                                                              
１２１ 鄧小軍：<導言>，《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年 8 月版），頁 2。 

１２２ 本段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邏輯及學術遠流的論證過程，見上書，頁 377-394。 

１２３ 本段儒家人性思想與政治思想的核心邏輯極其學術遠流的論爭過程，見上書，頁 39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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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邏輯的內在邏輯的前提部份，都是一致的，即天賦人性本善、天賦人性人人

平等，既是人權、民主思想的核心邏輯之內在邏輯前提，亦是儒家思想的。雖然

其終極依據一為自然法，一為天道，但在終極性、道德性的本質意義上，是一致

的。 3、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核心邏輯的邏輯結果部份，具有部份的，但是重

大的一致性。儒家天下為公思想與民主思想最高權力屬於全體人民的根本理念是

一致的，人民高於統治者、人民有權推翻暴政這兩點，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是一

致的。１２４ 

在回答「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何以可能結合」這一問題時，鄧小軍給了一個

簡單說法，「因為人權民主的邏輯前提是性善，儒家講性善，所以儒家思想與民

主思想可以相結合。」１２５  

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如何結合？（即徐先生之謂德治思想向民主思想的現代

轉進）鄧小軍認為根據兩個邏輯，儒家思想需藉助西方的權利與法律觀念，「天

賦人性才可能開出天賦人權、政治權利」１２６，由此，天下為公「才可能落實為

最高權力立法權屬於全體人民、立法受人性與人權的限制、民主社會是法治社會

及法律面前人人平等」。１２７ 缺少權利觀念，１２８正是鄧小軍認為的儒家思想未能

開出完備的、成熟的民主思想的原因。 

鄧小軍認為由作為道德主體的人不能根據其人性成為其所應當成為的權利

主體、政治主體的人，其由人性而來的人的價值與人格尊嚴就不能獲得可靠的保

                                                              
１２４ 此核心邏輯一致性分析，見上書，頁 418。 

１２５ 同上，頁 419。 

１２６ 同上，頁 420。 

１２７ 同上。 

１２８ 同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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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因之，人權、民主乃是人性的應有之義。１２９這一結論，可以說，與徐先生

政治思想如出一轍，雖然其註釋中，未有一本新儒家著作，但有理由相信，他的

思考和結論啓發自徐復觀。 

第二年（1996 年）11 月，在鄧正來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蔣慶

和楊念群分別發表了一篇批評文章，鄧小軍亦根據兩人批評作出迴應。因資料收

集限制，目前只找到蔣慶的批評文章<超越西方民主，迴歸儒家本源——讀《儒

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 

蔣慶認為儒家的天道與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有很大不同，並不能完全等同起

來。儒家所說的「道德心性」不是運用理性在道德上所設立的普遍規範，其首重

「智的直覺」，其所謂「性」是不與惡相對之生命本體,有超越絕待之本體義，已

超越了理性的範疇；而西方自然法（Nature law）在儒家思想中屬「生之謂性」

的範疇，無此一層超越絕待義。「其特徵恰好是在善惡對待之二元思維中來推量

確立普遍的理性法則」，仍屬理性範疇。１３０ 另儒家道德與自然法（畢竟是一種

「法律」），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與道德有很大的不同；其次由普遍人性觀念推出政

治結論的方法，屬於西方哲學特有的「形而上學」方法，運用到政治領域中卻有

其侷限，政治具有經驗性，不是抽象人性概念推演的結果，而是獨特的歷史文化

長期積累演變的結果，因而政治有其傳統性，還有其自身之超越性。政治並非一

關於理論的「概念體系」而是關於實踐的「中道藝術」。普遍的人性概念只能建

立起關於政治的知識，無法有效適中地解決政治問題。１３１ 

                                                              
１２９ 同上，頁 420。 

１３０ 此段轉述自蔣慶：<超越西方民主，迴歸儒家本源——讀《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中國

社會科學季刊》第 17 期（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年）。又見共識網，2010 年 1 月 20

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1201820.html，2014 年 5 月 14 日下載。 

１３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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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鄧小軍的定位問題，郭曉東將他視為「大陸新儒家」對自由主義

的擁抱，１３２而從此文中，蔣慶對「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批評： 

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對待「禮」與「仁」的關係上表現出來

的「邏輯結合說」、「開新外王說」和「現代轉化說」以及「創造轉化說」實

質上是一種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掏空繼承說」，此說非但不能把握中國文

化與儒學的特質，反會對中國文化與儒學按其文化自我的方向自主自立地發

展造成傷害。１３３ 

 

可以看出，他是將鄧小軍視為「中國自由主義者」。 

我認為重點不在為鄧小軍個人做出「大陸新儒家」還是「自由主義者」的分

別，而在於他說明了中國大陸的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者，在思考儒家思想與民主政

治的結合上，存在某種思維的一致性。即郭曉東所謂「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的合

流」１３４的趨向。 

（二）「大陸新儒家」與自由主義之合流 

這種合流，實肇始於 1995 年在武漢舉辦的「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

學術討論會」。自 1990 年代下半段以來，致力於研究儒家思想與民主、自由思想

的任劍濤、肖濱兩位，都是在這次研討會上，開啟他們的「合流」思路的。 

                                                              
１３２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105。 

１３３ 蔣慶：<超越西方民主，迴歸儒家本源——讀《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邏輯結合》>，《中國社會科學季

刊》第 17 期（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年）。又見共識網，2010 年 1 月 20 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1201820.html，2014 年 5 月 14 日下載。 

１３４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105。其論爭過程見頁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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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在 2004 年出版的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後記中提

到，1995 年李維武、郭齊勇兩位教授，邀請他參加此次會議，他由此開始閱讀

徐復觀著作，加上當時正好在閱讀殷海光作品，於是「將零散的、關於中國現代

自由主義思想的想法整理成為一篇文字」１３５，即為<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儒家

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由徐復觀與殷海光入手，他開始投入到對自由主義

的研究之中。在此之前，他的博士研究論題是有關先秦儒學的倫理政治研究。 

可以說，任劍濤體現的是一個從儒家研究走向「儒家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的

典例。肖濱則正好體現出了大陸研究者由自由主義（或西方政治思想）向「中國

文化傳統與自由主義」結合的剖面。  

肖濱在 1999 年出版的氏著《傳統中國與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究》後

記中，寫道，他 1984 年就學廣州中山大學攻讀的是西方哲學碩士學位。此後在

中山大學的政治學與行政學系任教，主要講授的課程是西方政治思想，尤其關注

近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理論。而 1994 年，他以在職研究生身份，跟隨中山大

學李錦全教授學習的卻是中國哲學。1995 年他向「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

展學術討論會」遞交了<徐復觀重構儒家政治文化的三個層面>，「這是我初次研

讀徐復觀論著留下的記錄」１３６，由這次研討會上各位專家、學者的點評給他以

很大啟迪，激發他將徐復觀作為博士論文專題研究人物的興趣，因為徐先生的精

神指針「始終定位於中國文化傳統與自由主義」１３７，與他自己的思索方向相當

吻合。 

任劍濤在<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一文中，從

                                                              
１３５ 任劍濤：《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320。 

１３６ 肖濱：《傳統中國與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年 9 月版），頁 354。 

１３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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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資源、自由的制度保證及自由的社會認同三方面，透觀徐復觀、殷海

光二人自由主義學說的異同，可謂在自由主義的鏡照之下，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梳

理了徐復觀的自由主義思路，將之認定為有別於嚴復、胡適、殷海光一系「西化

自由主義」的「儒家自由主義」。１３８ 

何謂「儒家自由主義」？首先從自由思想資源上，徐復觀強調傳統中本有而

非殷海光認為中國文化中本無並與之排斥，需要從西方輸入的態度。徐先生從「我

的自覺」、「自作主宰」的人之獨立性界定自由主義是一「生活底精神狀態」，而

非殷強調的自由為無限制，并將殷海光意義上消解束縛、反對強制的自由人，貶

為第二義，另一層面也以肯定自由與責任之自由主義真精神，將殷稱道的道家式

自由主義排除出嚴格的自由主義範疇。而「為仁由己」等儒家心態及「貶天子、

退諸侯、討大夫」的政治行為取向，達成了自作主宰、解消束縛與尊重傳統的完

美統一。１３９ 

在自由的外在保障條件問題上，殷海光展現出學理的邏輯，借哈耶克對自由

與民主的劃分，認為中國無法借傳統中稀缺的自由思想資源，直接走向民主。１４０

并得出儒家和傳統政制與自由和民主處於完全衝突的狀態。１４１ 任劍濤認為，徐

復觀對殷海光建立民主政制的必要性和目的的追求之論述，都是認可的，但他在

對專制政治的批判中仍肯定并全面論證了儒家通往民主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一方

面儒家精神與民主自由有內在一致性，「民主自由，也正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

                                                              
１３８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27。 

１３９ 此段分析，見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

瞻來——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25-26。 

１４０ 同上，頁 28。 

１４１ 同上，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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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的客觀化」。民主政治從限制政府出發，而德治重「無為」，二者雖「來

路不同，但結果並無二致。」１４２ 另一方面，傳統政治中亦富有民主性的制度因

素，如政治傳統中的「納諫」制度，「與重視輿論、限制政府的民主政治具有一

致之處」１４３。 

徐復觀進一步思索傳統中既不缺民主構想，又不匱乏民主政治舉措，何以傳

統無法開出民主政治？在批判專制政治的前提下，徐復觀提出了其「雙重主體性」

的觀察。若要是民主政治從政治思想中通暢落實下來，需經一「轉進」過程。其

「轉進」需從思想上，「重新倒轉過來，站在被統治者的立場來做一番體認」１４４；

從政治治理上，「把人君在政治中的主體性打掉」，「保障民在政治上的主體性」

１４５；在民主制度的原則設定上，需以憲法為依歸，而憲法即是自由民主的制度

化。 

在西化自由主義與儒家自由主義由歷史哲學向現實可能性的轉借中，所能得

到的支持來看，殷海光所能得到的只是危機與失望，而似乎預示了「西化自由主

義已經終結」，需要討論的只是「儒家自由主義如何可能」。但任劍濤沒有停留在

這一論斷上，而是借殷海光對自由民主的學理機制的分析，批評了儒家自由主義

對自由民主關係的簡化過當及將自由簡化為一個倫理概念，１４６在民主對自由的

保障上，儒家自由主義陷入了價值判斷即事實判斷的混淆之局，對自由在中國的

前景判斷上，只是以德性向知性轉化，造成一現實可期性，走入了「線性歷史觀

                                                              
１４２ 黃克劍、林少敏編：《當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徐復觀集》（北京：群言出版社，1993 年 12 月版），頁 121-122。 

１４３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33。 

１４４ 同上，頁 122。 

１４５ 徐復觀著、蕭欣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版），頁 226。 

１４６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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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單進化論陷阱之中」。１４７  

在對西化自由主義、儒家自由主義的內在參照系作出分析后，任劍濤提出了

其對儒家自由主義成為「起而可行的自由主義理論」所需的兩個條件，一為學理

闡釋方法的轉向，最重要是以事實存在為判斷價值信念的標準，而不是相反，即

所謂由「德」向制度轉進的詮釋。二為「將經濟因素引入儒家與自由民主因果解

釋鏈之中」１４８ 且這一經濟因素非「東亞模式」下政治主導的市場秩序，而是「個

人主義的經濟秩序」，建立起「儒家思想—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民主」關係網

絡，是儒家自由主義成立的唯一途徑。１４９ 

同一場合發表的肖濱《徐復觀重構儒家政治文化的三個方面》１５０一文中，

從三個方面解析了徐復觀對儒家政治文化的重構：1、將儒家政治理想與現實政

治的歷史事實相對照，對儒家政治文化給予批判性的轉進；2、將儒家政治觀念

（德治、民本、禮治）與自由主義的基本觀念（自由、民主、法治）相對照，進

行疏導性的融通；3、在儒家倫理政治精神與民主政治制度對照層面，提出雙向

性的充實。 

肖濱對徐先生批判現實政治、「二重主體性」矛盾的說法予以肯認，并以當

代著名政治理論家卡爾·波普爾的一段話中重制度設計更甚人心的觀點，彰揚徐

復觀「用制度的方法、法治的辦法來代替傳統儒家『格君心之非』的道德改造手

段」，這一思想之深刻性。 

在對徐復觀將德治與自由、民本與民主、禮治與法治思想所作的疏導匯通簡

                                                              
１４７ 同上。 

１４８ 同上，頁 44。 

１４９ 同上。 

１５０ 肖濱：<徐復觀重構儒家政治文化的三個方面>，李維武主編：《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武漢：湖北人民

出版社，1997 年 7 月版）。亦收入氏著《現代政治與傳統資源》（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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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介紹后，他以伯林（Isaiah Berlin 1909-1997 年）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的劃分，來檢視徐復觀的努力。他認為在「積極自由」的「誰來統治」的運思框

架下，即公民的政治參與、國家權力的行使等，徐復觀對儒家政治觀念所做的現

代疏釋，「在邏輯上是成立的」，因為在解答「誰來統治」這一問題時，德治思想

認為「政治權力掌握在有德者手中」１５１與民主觀念之「掌握、行使於全體人民

手中」，雖答案不一，但都「在『權』和『人』的關係上做文章，其思路都是循

著『誰來統治』而展開的。」１５２  

但他認為徐先生斷定「齊之以禮即是主張法治」，是對禮治的過譽和法治概

念的誤解。因若禮治與「消極自由」概念相對應，他應該解答「如何統治」的問

題，即公民基本權利的保護和國家權力的範圍與限制。可是禮治與法治的指向根

本不同，前者針對老百姓，後者才是針對國家權力，況且在「誰來統治」上已經，

所謂「德」規範的是統治者的行為而非權利。因之，他認為「德治」、「禮治」與

「法治」概念之間存在著邏輯上的溝通障礙，要克服這種障礙，需要學習和接引

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及其法治概念，對儒家政治思想框架做一整體轉換，即從關

注「誰來統治」轉向「如何統治。」１５３  

肖濱、任劍濤在思想層面對徐復觀的把握，是不一樣的。任劍濤在解釋徐復

觀民主政治思想的「轉進」中，看到了徐復觀對民主制度的原則設定上，所提出

的「需以憲法為依歸，而憲法即是自由民主的制度化」這一觀點。相同的是，他

們都指出了徐先生對自由主義及自由概念的理解是基於倫理學意義的，而將倫理

                                                              
１５１ 注意肖濱對此問題的解釋與前述鄧小軍對此問題的詮釋，是不一樣的。鄧小軍的詮釋為，德治思想中

認為政治權力掌握在「天下人民」手中。 

１５２ 肖濱：<徐復觀重構儒家政治文化的三個方面>，氏著《現代政治與傳統資源》（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4 年版），頁 209。 

１５３ 此一段分析同上注，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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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政治-法哲學混淆了起來。１５４ 

徐先生認為，民主政治可以使儒家思想暢達落實下來，而儒家倫理精神、人

文精神，可以使民主政治在人性上有本源的自覺。肖濱將這種疏釋命名為「雙向

充實」。但他仍認為這是傳統儒學「內聖外王」框架下運思的產物。徐先生以仁

說智、以德化政、以內聖開外王的邏輯，使得政治仍然從屬於倫理，不但達不到

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的雙向充實，反而給民主制度的建構帶來理論的障礙，因為

這與民主制度的建構的理論前提——政治從倫理中分離、獨立出來，是有悖的。

這是自胡偉希研究徐復觀思想以來便對徐復觀思想提出的詰難。 

同時徐先生認為道德、良心、心性是民主政治秩序根源一說，也被肖濱以余

英時的話所否定——「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沒有民主仍然和內在超越的文化形態

有關」１５５。在 1997 年發表的另一篇論文<評徐復觀對儒家道德政治理想的現代

轉進>中，肖濱明確回答，內在超越的宇宙秩序論意味著民主政治秩序由聖人所

支配、決定，相較民主政治精神是背離的，所以無法提供民主政治以思想資源。

１５６ 其後，他亦從性善說與近代民主政治「性惡論」對列，認為以性善說充實民

主政治的理論基礎，是一廂情願。１５７ 

一個值得注意的改變是，肖濱在其 1999 年由博士論文出版的《傳統中國與

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究》一書中，對徐復觀政治思想的判準，作出了三項

重大修改。第一，修改了「積極自由」概念中「誰來統治」這一權力歸屬問題，

                                                              
１５４ 同上註，頁 211。 

１５５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路——余英時新儒學論著輯要》（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年版），頁

39-40。 

１５６ 肖濱：<評徐復觀對儒家道德政治理想的現代轉進>，《學術研究》第 9 期（廣州：廣東省社會科學聯合

會，1997 年），頁 52。 

１５７ 肖濱：<徐復觀重構儒家政治文化的三個方面>，氏著《現代政治與傳統資源》，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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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的權力掌握在聖人手中，而一轉為「強調權力屬於人民」１５８，認為此體

現了盧梭人民主權學說的基本精神。第二、在引述徐先生對張灝的幽暗意識的批

評后，他不再簡單用性惡說前提排斥性善說前提，而是將兩者歸於不同的民主

觀：即消極民主觀和積極民主觀；１５９第三，注重發掘徐復觀民主思想中政治獨

立於民主的面向（或曰「外王」面向），強調徐復觀對經驗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重

視，主張間接民主和堅持有限多數的原則，將民主政治視為權力的約束框架之

中，把民主政治歸結為在多元中尋找共識的程序、規則等四個方面，認為「消極

民主觀已構成徐復觀民主思想的主要內容或者說精神主調」。１６０  

從兩種民主觀整合的角度，肖濱認為徐先生的民主觀既有民主主義的成分，

也有自由主義的成份，但其根基、底色是自由主義的。并認為把民主納入自由主

義的軌道，對漢語語境中民主政治理論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義和理論

價值。１６１  

雖然從研究中，肖濱表現出了對徐復觀本人更深的敬意和對其思想更准確的

理解，從他運用西方理論來套徐復觀思想的理路來看，他的思維仍然是「中國自

由主義者」的思維。他所指認的徐復觀思想的民主與自由主義結合的路，與其說

是「徐復觀」的，不如說是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肖濱的。 

但有意思的是，同一年發表的任劍濤另一篇文章<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

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１６２，將 4 年前對徐復觀「儒家自由主義」的肯

                                                              
１５８ 肖濱：《傳統中國與自由理念——徐復觀思想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年 9 月版），頁 167。 

１５９ 同上，頁 169。 

１６０ 同上。 

１６１ 同上，頁 185。 

１６２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最初為其于 1999 年春季學期在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儒家自由主義討論會」中的主題報告，原題為<說儒家自由主義的可能性問題>，后收

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具體內容分析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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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擴大到從梁漱溟到牟宗三、徐復觀及杜維明的現代新儒家三代。 

有關他們的闡發是否違背了徐先生著述的原意，是個見仁見智的問題。但筆

者認為，世紀之交之際，「儒家與自由主義」的合流中，自由主義者主動以儒家

思想創新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和「大陸新儒家」（姑且根據第三章的劃分，將大陸

的儒學研究者歸於「大陸新儒家」的大旗下）尋求對政治儒學的重建，與當時沸

揚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不無關係，反映在其後的是，在回答「如何改革，

往什麽方向改革……什麽是中國的現代性、現代性中的一系列重要問題如自由、

民主、公正、平等」１６３這個時代之問時，儒家不能也不想迴避的心態。 

 

三、重建儒家政治儒學與「自由主義、新左派之爭」 

（一）「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的儒家姿態 

有關 20 世紀末最後幾年興起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在第二章已經

做出介紹。 

北京大學王岳川教授在梳理中國大陸上世紀 90 年代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

和自由主義時，提出了幾個有意思的觀察。 

他認為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幾乎是圍繞著「自由主義」而展開

的論爭，其實可以稱為「自由主義之爭」１６４。相對於自由主義的打眼和激進主

                                                                                                                                                                                   
下節。 

１６３ 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長春：吉林出版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版，以下簡稱《啓蒙的自我瓦解》），頁 12。 

１６４ 王嶽川：<中国 90 年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愛思想網站，2007 年 1 月 8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45.html， 2013 年 11 月 12 日下载。文末註記本文於 1999 年刊於《日本金

泽大学文学部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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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 90 年代末轉換為與自由主義對舉的「新左派」）的中心話語，「作為邊緣

話語的保守主義則只是埋頭學理建樹，或忙於儒家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建立，而幾

乎不參與甚至儘量回避任何情緒化爭論。」１６５ 

王岳川在文中將新儒家、「國學熱」歸於「舊保守主義」以區別於 90 年代以

來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和經濟上的東亞模式之意謂上的「新保守主義」，另外把

「反現代性的、反美學的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潮稱為「文化保守主義」。１６６ 所

謂「文化保守主義」是指哪些人，王岳川沒有做確切的指稱，但結合程亞文對盛

洪、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者」的確證，１６７以及郭曉東對蔣慶等人「拒斥現代

性」１６８的定位，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應當指的「大陸新儒家」的這幾位代表

人物。１６９  

由此可以看出，無論是現代新儒家、「大陸新儒家」（狹義上）及廣義上的國

學熱（包含現代新儒學研究者），都被王岳川歸入到保守主義中。他的這種劃分

是否正確或有立場偏見，不是筆者想討論的問題，重點在於，他指出了這幾類保

守主義在世紀末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或他稱之為的「自由主義之爭」）

中的姿態：邊緣話語、不參與或迴避論爭、埋首建樹。 

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發現。爲什麽會出現這種現象？解答出這個問題，既

能理解儒學（或曰保守主義）在這場世紀末最重要論爭中的定位，也能理解儒學

                                                              
１６５ 同上。 

１６６ 同上。 

１６７ 程亞文：<全球化中的民族國家認同——1990 年代以來關於民族主義的論爭>，收入《啓蒙的自我瓦

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版），頁 150。 

１６８ 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家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 

１６９ 蔣慶、陳明、康曉光、盛洪等被視為有別於港臺新儒家的心性儒學一派的「大陸新儒家」。見劉彬：<

「當代大陸新儒家」思想簡析>，《學燈》第 3 期（北京：首都師範大學，2007 年）。具體文章見國學網，

2007 年 6 月 29 日，http://www.guoxue.com/magzine/xuedeng/xd003/xd003_03.htm，2013 年 11 月 12 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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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儒學重建的必要性。 

王岳川提到，細讀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和其批判者（以下以「新左派」代之）

的文章，會發現「雙方都在話語中指涉了一個潛在的權力中心」，而在論爭的策

略中都以邊緣立場自居，保持與中心話語的距離。這與戴錦華分析 1990 年代上

半年的「人文精神」論爭得出的結論是一致的：論爭各方都以「某種反體制的邊

緣的自許來證明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義性」１７０。 

這或許是權威體制下，中國知識份子論爭無法逃脫的指責，另一方面也是永

遠奏效的論爭策略。但是保守主義，尤其是儒家，因為政府推動的「國學熱」以

及官方主導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而看上去與權力中心存在某種「同謀」，

也因為其歷史上地位而無法採用這種「邊緣立場」的論爭策略，雖然誠如王岳川

所說，保守話語在此時仍是屬於邊緣話語。 

或許正是因為無法「自證清白」，保守主義選擇「幾乎不參與甚至儘量回避

任何情緒化爭論」１７１。但並不代表他們對這場論爭的無動于衷，他們所採取的

策略是「埋頭學理建樹，或忙於儒家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建立」。１７２  

在學理建樹上，「大陸新儒家」（此處指廣義上）集中的焦點便是建立政治儒

學或儒家政治哲學（外王學）。政治儒學的重建對港臺新儒家的追隨者而言，是

繼續完成牟宗三、杜維明提出和繼承的「儒家第三期發展」，對蔣慶等人來說，

是建立「儒家的第四期發展」。１７３  

                                                              
１７０ 戴錦華：《隱形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年版），P64-65。見本論文第三章註釋 180。 

１７１ 王岳川：<中国 90 年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愛思想網站，2007 年 1 月 8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45.html， 2013 年 11 月 12 日下载。文末註記本文於 1999 年刊於《日本金

泽大学文学部丛刊》。 

１７２ 同上。 

１７３ 李澤厚在 1999 年正式提出「儒家的第四期發展」說，認為「現在（指 21 世紀）假設要搞儒學的話，

就要另起爐灶。」何謂「另起爐灶」，他直接引自陳明等「大陸新儒家」的主張，即「重視荀子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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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重建政治儒學或儒家政治哲學？ 

「大陸新儒家」爲什麽要重建政治儒學或儒家政治哲學？這是討論「如何重

建政治儒學或儒家政治哲學」的前設之問。 

任劍濤觀察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在上個世紀 90 年後期已經走到了政治

體制改革的當口。這驅動了政治理論的研究活動。也使得政治理論走到了理論活

動的前沿舞臺。」１７４這與前述所引許紀霖對引起 90 年代知識分子分化原因之描

述「如何改革，往什麽方向改革，而這一切又與對什麽是中國的現代性、現代性

中的一系列重要問題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理解，有重要關係」１７５，有

邏輯上的順承性。 

任劍濤認為自由主義的出場恰好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或曰政治儒學）的研

究提供了西方政治哲學上的理論準備，「先起的西方現代政治哲學著作的出版

熱，以及後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學著作出版熱， 對於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

提供了理論資源。現實的推動與理論的籌備，對於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發生

了積極的作用。」１７６ 

然則，20 世紀末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顯示的是「中國大陸的熱忱

的愛國者們，面對 2000 年世界新格局而對未來中國的經濟政治道路再次抉擇的

理論和文化意識的認真探討」。１７７ 實際上拋出的是「面對一個既非計劃經濟、

                                                                                                                                                                                   
建立政治儒學與王道政治。見李澤厚：<历史眼界与理论的「度」——李泽厚访谈录>，《天涯》第 2 期（海

口：海南省作家協會，1999 年）。 

１７４ 任劍濤：<從方法視角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3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4），頁 72。 

１７５ 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版），頁 12。 

１７６ 任劍濤：<從方法視角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3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4），頁 72。 

１７７ 湯本：《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湯本論壇，1999 年 7 月 22 日，http://www.tangben.com/CIA/newleft.htm，



  

204 
 

又非市場經濟的轉軌經濟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問題」１７８， 也顯示了當

下中國經濟政治問題的複雜性和緊迫性。 

面對這一複雜問題，現代新儒家以道德、心性「開出」「坎陷」民主科學，

將儒家固有價值與自由主義政治制度簡單疊加的運思，可能招致兩種批評：一方

認為古典儒學屬於私德建構，「無法與建立在私人與公共界分基礎上的、探究公

共道德與公共制度進行公共抉擇的自由民主政治哲學，處於同一題旨之下。」１７９

老「內聖」開不出新『外王』，不如直接移借西方「現代」社會政治理論構想與

制度；１８０ 另一方則順此認為，儒學沒必要在不擅長的「為己之學」外去開闢一

個儒家價值政治關聯的新論域，從而將現代第一、二代代表人物所作的理論努力

走勢向後撤退，自願出讓「外王」地盤。１８１ 

然就前者而言，現當代的自由主義理論家如哈耶克、羅爾斯都特別強調傳統

因素在自由發生效用中的過程中，可起到的不可忽視的作用。因之，無法否定徐、

牟等現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要說問題，就是對他們的論證方式有必要加以修

正。」１８２ 

而就後者而言，不僅不符合古典儒學的理論取向，無法應對現代儒家走出困

局的雙線作戰要求：內聖合法性與外王合法性必須關聯在一起；也弱化了儒家迴

應「現代」挑戰的力度。儒家的「現代」困境是「效用」的困境，「對『做人』

                                                                                                                                                                                   
2014 年 5 月 11 日下載。 

１７８ 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

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195。 

１７９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

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52。 

１８０ 這一想法在 1995 年啟良《新儒學批判》一書中，即已展現。 

１８１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

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53。 

１８２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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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來講，它要再次啟動整頓和收拾『人心』秩序的作用；對『為政』的效用

而言，它要再次啟動整頓和收拾『社會』秩序的功能」，缺乏任何一方面儒學就

難以令人信服地證明自己的時代效用，從而喚起人們對它的認同熱情。從理論和

效用雙層面，現代儒學都無法迴避它與現代社會政治儒學的關聯性問題。１８３ 

要之，如何解釋轉型中的複雜中國并參與中國的轉型，并以此與 1990 年代

最重要的一場論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的各方對話，是大陸新儒家重建

政治儒學的根本動力和無法迴避的歷史任務。而傳統政治哲學中何謂「自由」、

何謂「平等」、何謂「公正」及其與現代政治的關聯，是重建政治儒學的主要內

容。 

（三）如何重建政治儒學 

1、從「內聖之學」轉向「外王之學」 

「大陸新儒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改變是，羅義俊於 1997 年發表的<當代新

儒家的自我定位及其政治學的現代展開>一文１８４。羅義俊於 1990 年代初歸入牟

宗三先生門下，而以牟宗三為代表的港臺新儒家自進入中國大陸開始即被視為上

承「宋明理學」的「心性儒學」派，而在 1990 年代末 20 世紀初引來蔣慶的批評，

認為他們缺乏從政治角度入手的政治抱負與政治藍圖，由之提出自己的「政治儒

學」主張。 

正因為此一層淵源，作為牟門弟子的羅義俊此篇文章，才顯示出了思想史上

                                                              
１８３ 此段批判來自於自陳持文化保守主義立場的學者陳東，轉引自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

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53-54。 

１８４ 羅義俊：<當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及其政治學的現代展開>，收入劉述先主編：《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

（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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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繼承港臺新儒家「心性儒學」之上對其外王學即政治學的疏

釋與闡發，也暗含著「港臺新儒家」進入大陸研究領域 10 年后，由「內聖之學」

向「外王之學」的轉向。 

羅義俊先從現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的擔當精神肯定當代新儒家的德性，從他

們與現實政治權勢保持疏離的態度，概括出其文化的、社會的、民間的和在野的

定位。此一定位明顯與近代西方政治中「社會（民間）/國家」、「在野/在朝」的

對立思維密切相關。同時，他從政治批判與政治理論建設的雙向層面，闡發當代

新儒家政治學。認為儒家之政治批判在於否定專制，而申述民主則在以民主憲政

作為專制專政的政制取代。１８５  

在民主理論建構中，他闡釋了當代新儒家「主體性進路的民主政治」，其意

在使中國人重建儒家心性論上「道德主體」之外，在政治上自覺為一「政治的主

體」。對於如何由「道德主體」轉換為「政治主體」，羅義俊引用《中國文化宣言》

中四位新儒家的「暫忘」道德目標說，由「道德主體」轉出「認知主體」，認為

亦可通此轉出政治主體，而這種思路使得「以政治主體爭取王道的方式有了可

能，這是根據中國人自身生命的要求來實現民主政治的內在理路和哲學基礎」。

１８６ 

以牟先生政道與治道二分哲學思想為主要闡釋對象，羅義俊不僅挖掘出了當

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的面向，亦提出了其他新儒家在政治科學層面的主張，如張君

勱的憲法學。但其始終強調當代新儒家政治學的開展是立基於其文化擔當精神，

並非為「政治學」而「政治學」，是「為在現代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生命奮鬥」１８７。 

                                                              
１８５ 同上，頁 206。 

１８６ 同上，頁 210。 

１８７ 同上，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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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復觀政治思想與「公共領域」 

徐復觀在現代新儒家關注現實政治的品格，為儒家政治思想做出「民主」、「自

由」、「人權」的現代疏釋的學思努力，使得他成為「大陸新儒家」（廣義上）最

早注目到的研究對象。 

1996 年，主攻中國哲學的中山大學教授陳少明在<徐復觀：政治儒學的重建

>中，認為儒學在 20 世紀之初，因為自身思想資源的積累不足以應對西學的衝

擊，因傳統政治秩序的解體、內憂外患之下飽受攻擊，一再轉移其陣腳，從政治、

社會退至人生領域，即至牟宗三等人提出的「心性之學」。而徐復觀雖同為現代

新儒家，實屬於一「異類」１８８。「作為思想史家與政治評論家的徐復觀，不遺餘

力地為民主、自由呐喊……他所成就的，恰恰是現代新儒家撤離的思想前沿——

政治儒學。其事業，至少就其意向言，應是從董仲舒到康有為的經世之路上。」

１８９ 

他以黃俊傑對徐復觀中國文化圖式「專制政體、農業社會、經世儒學」的分

析，認為徐復觀不是將儒學從傳統中抽離并以邏輯演繹，而是放在具體的歷史經

驗中闡發，而他本人的政治理念，正是通過對歷史的詮釋來表達的。他選擇徐先

生對「民本與民主」「以自主論自由」「以人權補人格」三方面，以檢視其現代政

治理念與傳統儒學相結合的努力，認為徐先生在發掘儒家價值時，把民主、自由、

人權三者聯繫在一起，「顯示出他在整體上對儒家政治思想的推進」。可以說此處

他的撰述相比過往學者包括同輩的肖濱，並無特長之處。 

較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徐復觀與康有為重構經世儒學思想方略的對比上，

注意到徐復觀的「民間路線」，「宋明儒之『講學』即是一種教化精神，即是一種

                                                              
１８８ 陳少明：<徐復觀：政治儒學的重建>，《中山大學學報》第 6 期（廣州：中山大學，1996 年），頁 43。 

１８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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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思想運動。因為此一精神而浮出一社會的對象，形成一種社會的勢力，在

朝廷以外，另樹立一人類的標準與歸趨。」１９０ 他認為徐先生對民間社會發展的

強調，暗合了哈貝馬斯對「公共領域」發展的意義的強調。文末最後一句話洩露

了他強調徐復觀對政治儒學重建的目的所在：「只有整個『公共領域』發生結構

轉換，現代社會制度才能得以牢固確立。也許，這樣的歷史條件正在走向成熟。」

１９１  

從 1990 年代中國大陸的思想界論爭史來看，哈貝馬斯的「公共領域」概念

的引進與始於 1980 年代末的「市民社會」論爭密切相關，１９２ 而「市民社會」

論爭，在 1990 年代成為公共思想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并直接成為 1990 年代

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爭的核心主題之一。只是後者論爭的內容已經變為，

1990 年代以來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資本化了的「市場社會」還是與 80 年代相比並

沒有質變的轉型中的社會。１９３ 顯然，此時「大陸新儒家」致力於的仍只是與論

爭議程的溝通，而不是成為論爭的一方。 

 

3、徐復觀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公正」 

1998 年，陳少明在前文基礎上繼續撰寫了<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

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１９４一文，進一步探討徐復觀對政治儒學重建中有別於傳統

                                                              
１９０ 徐復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極其限定與新生>，《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學生書局，

1988 年版），頁 75。 

１９１ 陳少明：<徐復觀：政治儒學的重建>，《中山大學學報》第 6 期（廣州：中山大學，1996 年），頁 45。 

１９２ 見成慶：<國家與社會的再想像——關於市民社會的論爭>，《啓蒙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2007 年 9 月版），頁 167。 

１９３ 同上，頁 199-205。 

１９４ 陳少明：<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收入劉軍寧、王焱編：《直接民主與

間接民主》（北京：三聯書店，1998 年版）。陳少明：<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念的反

應>，愛思想網站，2008 年 9 月 25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007.html，2014 年 3 月 28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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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乃至現代新儒家的「最重要的修正」。 

在文中他提到「在今天，民主已成為自明且涵義相對明瞭的價值。但在政治

思想體系中，它同自由、人權價值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后二者無論涵義還是功能，

問題遠較前者複雜。」１９５ 他以狄百瑞（W.T.de.Bary）對自由主義的界定：「自

由主義是一種建立在對於進步,對於人的基本善性及個人的自主性的信念之上的

哲學。它捍衛容忍的態度與個人的自由，使個人在生活的各個領域中不受獨裁權

威的宰製」１９６，肯認徐復觀以性善說為前提的「內在自由」１９７。 

同樣以伯林（I.Berlin）「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概念來檢視徐先生的「內在

自由」，他認為徐先生和宋明理學者對心性論的強調，存在伯林所謂「積極自由」

會由唯心論對自我做二重化的區分而走向自由的反面——奴役之邏輯存在。因為

心性論「以道心控制人心以便克除人慾盡顯天理……小我之心最終都由超個體的

大我（天地）之心所支配……最後竟會被指控為『以理殺人』的緣由。」而徐復

觀又拒絕了清代的戴震作出的肯定情慾拒斥虛理的糾偏。因而貌似陷入一種兩

難，但徐復觀提出了「修己」與「治人」之說，重新規定了心性論的適應範圍，

陳少明這一區分，「客觀上具有阻止由心性墜為反自由的思想的作用」１９８，他認

為這是徐先生對儒學思想原則的重大修正，「儘管其（徐復觀）認為是對先秦思

想的重新發現，但其論斷至少與宋明理學蘇兆的傳統信念是相左的」１９９，而這

                                                              
１９５ 陳少明：<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愛思想網站，2008 年 9 月 25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007.html，2014 年 3 月 28 日下載。。 

１９６ 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4。 

１９７ 陳少明將徐先生以內在德性為前提的自由觀定義為「內在自由」。見陳少明：<遭遇自由——從徐復觀

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 

１９８ 陳少明：<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愛思想網站，2008 年 9 月 25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007.html，2014 年 3 月 28 日下載。 

１９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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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修正與其說是來自經典的啓發，更重要的是「得益於其對 20 世紀中國政治經

驗的觀察」２００。 

正是在對「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對照的批判中，陳少明體現了有別於肖

濱、何信全等以同組概念註疏新儒家思想的論者的敏銳之處。 

而他並未止步於此，在徐復觀「修己」與「治人」相區分的「重大修正」上，

審視徐復觀的人權思想。他介紹了徐先生認為傳統儒家「治人」原則中「養民」

先於「教化」，體現了「生存權」等基本人權意涵。然陳少明以荀子關於養民與

禮義關係的論述，發現了從養民到專制「也有其思想通路」，中國歷史上並無基

於契約式的公平原則來進行福利分配的原則，而荀子一路顯然是屬於由聖賢代表

決定具體利益分配的，因而才會有天子將天下作為其私產，以大家長的權威來決

定分配。「這說明儒家的養民（或肯定人民生存權）的理想與君主制主觀上是無

矛盾的。所以，譚嗣同從政治著眼攻擊二千年來之為荀學，是很有見地的。」２０１ 

而徐先生提到的「革命權」，「恰好流露出儒家无法在君主制内对这一最低要求的

人权予以保障的焦虑。」２０２ 

然而，他亦指出此分析的目的不是爲了對傳統儒學提出非歷史的要求，也不

是抹殺徐復觀以儒家初始政治理想批判專制主義的意義，而在於提醒當代人「防

止以『養民』的名義倡導社會全面控制的理論改頭換面繼續存在」，生存權雖為

最低限度的權利，但並非唯一，若有人以大眾生存為由，剝奪每個人的其他權利，

那生存權能否保障便成為問題。結合其前述對自由的理解，不難看出，所謂其他

權利即為「自由」的權利。他認為，「有了它（自由），一個社會就不會積累怨恨，

                                                              
２００ 同上。 

２０１ 同上。 

２０２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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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不會動輒革命。」２０３ 

根據高力克的梳理，「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的主題有五大方面：

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性質（市場社會還是轉型社會）、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正（社會

不公的源頭是來自資本還是權力）、自由與民主（憲政民主還是全面民主）及中

國現代化道路（批判現代性的非西方化道路還是以市場化和憲政化為現代化目

標）。２０４ 

回顧陳少明的這篇文章，不僅以含蓄的態度，討論了分配正義（或曰社會公

正）中，權力源頭和分配原則的問題，亦堅守了「自由」的基本價值，在這一層

次上，他無疑是自由主義的同道。在能否以生存權或曰經濟發展剝奪大眾「自由」

權利的討論上，他又隱然與新左派對自由主義所謂「市場社會」批判相契合，然

與自由主義本身並無矛盾衝突。 

在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爭的另一個重要論題自由與民主的關係，即是憲

政民主還是全面民主，由自由主義者肖濱於 2004 年作出了補充，他在其著作《現

代政治與傳統資源》中，以一小節「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定位徐復觀的權力觀。 

在承繼 1999 年對徐復觀權原思想、間接民主及有限多數原則中所體現的「民

主」價值和制度取向之上，肖濱在此文中闡釋了徐復觀先生基於「確立權力的範

圍、設置權力的限制」２０５而提出的「憲政」構思。他分三方面分析徐先生的「憲

政」思想：一是在權力機關內部以權力制約權力，與洛克、孟德斯鳩的精神通約；

                                                              
２０３ 同上。 

２０４ 綜合自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長春：

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頁 199-233。 

２０５ 肖濱：<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對徐復觀權力觀的理論定位>，《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成都：四川省

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 年），頁 102。 



  

212 
 

２０６二為以法律規則制約權力，與近代以來憲政主義的基本思路，如薩托利，其

用意是一致的；２０７三為以社會制約權力，與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的思

想相通。２０８肖濱認為以社會制約權力的思想幾乎被近現代中國幾代知識分子所

忽略，而徐先生雖未接觸托克維爾的著作，但以其對中國歷代政治的經驗觀察和

深入思考，獨立提出這一想法，正是他的思想不同凡響之處。２０９ 基於此他對徐

先生的權力觀作出了「民主與憲政組合於一體」的定位。 

 

4、從「儒家自由主義」學說到「重建政治儒學」的期待 

如果說陳少明還只是含蓄地提出自己的主張的話，那麼另外一位「大陸新儒

家」任劍濤已經實質地介入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之中。1999 年，他

在論爭的主戰場海南《天涯》雜誌上，發表<解讀『新左派』>一文，「對新左派

的中國關懷的『錯置具體感的謬誤』提出批評」２１０。其焦點是當代中國是否像

新左派所判斷的那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之中，本身就是問題。「新左

派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語境來處理欠發達的中國發展問題，是忽略自己的緊要

問題而專事務虛」。２１１ 

另一面向的「大陸新儒家」陳明對「新左派」的批評與任劍濤有異曲同工之

處，他一方面讚揚了汪暉的問題意識：「有沒有偏離資本主義的歷史形式而產生

的現代社會或者對現代化具有反思意義的現代過程」，另一方面批評了他們所謂

本土社會問題意識不過浪漫主義的視角，不僅問題來自西方，其邏輯的起點亦來

                                                              
２０６ 同上，頁 102。 

２０７ 同上，頁 102。 

２０８ 同上，頁 102。 

２０９ 同上，頁 103。 

２１０ 轉引自高力克：<如何認識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啟蒙的自我瓦解》，頁 202。 

２１１ 同上，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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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西方學院高頭講章里的邏輯前提」而非中國本土經驗。相比自由主義就西

方理論話語與中國曆史語境的隔閡，新左派更是「五十步笑百步」中的「百步」。

２１２當然，要注意陳明的反思文章是在 2002 年即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已經告一

段落后，所寫就的。 

基於本土化建構意識，1999 年，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儒家自由主義討論

會」上，任劍濤作了「說儒家自由主義的可能性問題」，提出了針對當前中國「正

處於一個多方積聚發展資本的時代」判準下，「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

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２１３。 

任劍濤對中西思想資源在內部各做一比較后，認為從立足於傳統又兼納自由

主義這一「商業文明的哲學」的「儒家自由主義」，是當代中國社會理論建構中

「最不壞」的理論大思路和實踐大思路。２１４ 不僅致力於創造轉化儒家，也可使

自由主義獲得世界性活力，因而具有雙重收效。在確認徐復觀、牟宗三精神方

向——對自由理論價值的確認，是儒家把握住了社會政治儒學重建的理論關節

２１５——之上，他提出對徐、牟具體論證方式的改進：1、在承認中西差異前提下

對儒家思想與西方現代思想的基本價值積極引進與溝通對話，而不是對傳統作一

現代的解讀，2、去除「比附中的優勝」的思維進路，3、要對自由民主所必然依

託的各種現實政經條件進行追究。２１６ 

                                                              
２１２ 此段轉述陳明：《對「新左派」的印象與分析——九十年代學術重讀之二》，愛思想網站，2005 年 8 月

27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40.html，2014 年 5 月 21 日下載。 

２１３ 后任劍濤整理為同題論文，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 

２１４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

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55。 

２１５ 同上，頁 57。 

２１６ 同上，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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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定義和區分「強勢的儒家自由主義」（指徐、牟以「為仁由己」解自

由而形成的「自由主義」立場理論）和「弱勢的儒家自由主義」（傳統中國任何

思想資源與自由自已的對接之上形成的帶中國色彩的自由主義理論），２１７他認為

這兩者共同維繫著一個理念即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與自由主義理論的緊密關

聯，而前者的論證有必要依於後者的意圖。據此，他認為應當以古典儒學中的「外

王學」即荀學、公羊學作為與「自由主義」相關聯的古典儒家「內在資源」，２１８

「創造性轉化」是儒家資源在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相對接過程中再開掘的思想方

法。２１９ 

如何才可能「創造性轉化」不止是一個思想任務２２０也是一個社會體認，因

此只有在把握三個方面的轉向上，「創造性轉化」才有可能。一為思想的轉向：

理論上由心性儒學向政治儒學的轉變，由道德形上學向政治倫理學的轉變，由理

論致思向實踐探求的轉變及從「為己之學」向公共哲學的轉變；２２１ 二為重構的

設定：從倫理自由到政治自由的價值轉換，從權力的自我設限到權利優先情形下

限制權力的轉換，２２２從重視群體價值到著重個人權利的轉換，從價值通貫的思

維方式到價值分層思維方式的轉換。正是由此體現其轉化的第三個面向——社會

政治儒學之思想的安頓處，安頓於權利、個人及政治這三塊基石之上。 

任劍濤認為「儒家自由主義」得以證立的外在機緣在於「中國社會被迫邁向

                                                              
２１７ 同上，頁 58。 

２１８ 同上，頁 61。 

２１９ 同上，頁 62。 

２２０ 任劍濤認為徐、牟完成了此「格義」階段任務。同上，頁 62。 

２２１ 此四個轉變，見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

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63。 

２２２ 這一點轉換上，肖濱已經通過對徐復觀「憲政」思想的闡述而達成。見肖濱：<在民主與憲政之間——

對徐復觀權力觀的理論定位>，《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成都：四川省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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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契約為基礎，以公民為人格特徵，以工商業為運作動力，以分權制衡為社

會組織方式，以『全球化』為社會存在格局的『現代』社會」。在這一社會「還

處於實踐篩選理論的互動過程」中時，儒家自由主義只能在與各種主張的論證

中，爭取理論空間和尋求作用之機。 

但通過歷史上儒學吸納道佛神學思想而建立自身形而上學促成儒學第二期

發展上，他認為在迴應形下制度設計層面，重視和吸收自由主義理論政治哲學是

儒學第三期發展決定性因素。他以儒學第二期發展中「出入於佛老有年而歸本於

儒」為前鑒，作為建構「儒家自由主義」學說在未來「儒學的第三期發展」中證

成的可期依據。 

另從儒家和自由主義哲學本身產生自持續、穩定、協調的現實發展中，他認

為告別革命年代后處於「多方積聚發展資本」時代的當代中國，「它需求的精神

整合、制度安排、秩序整頓的社會政治哲學，亦必是儒學和自由主義發展雙重關

聯」２２３。 

 

在現代化道路的設計上，任劍濤「儒家自由主義」的期待是重要的方向，在

前述中所設計的「儒家思想—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民主」關係網絡，亦體現了

他的思路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路有一致性。早在 1992 年，劉軍寧便首

先提出了「儒教自由主義」２２４的概念。劉軍寧與任劍濤可謂都受現代新儒家第

三代的杜維明影響至深，２２５從郭曉東的論述２２６中也可以看到，自由主義與儒家

                                                              
２２３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

中的自由主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版），頁 70。 

２２４ 劉軍寧：<無知與自由之間>，《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哈耶克的政治思想》（北京：三聯書店，1992 版）。 

２２５ 任劍濤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期間，受杜維明「儒家與自由主義研討會」的影響，首次提出「儒家自由

主義」的可能性。而劉軍寧在 1993 年后相繼撰述的《新加坡：儒教自由主義的挑戰》、《儒教自由主義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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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合流是體現在海外新儒家第三代及大陸「新儒家」研究者對自由主義的認

同與匯通，和大批自由主義者對儒家價值的重新認識及納容雙向的。 

事實上，「在從溫飽到小康的生活水平提升過程中，在從非制度化到制度化

邁進的途程中，再從強控社會向弱控社會轉軌的變遷中，『儒家自由主義』正在

獲得它與現實社會接軌的寶貴機緣。」２２７ 

在 2003 年，蔣慶提出的另一條拒斥民主的「政治儒學」的道路也遠未證明

是謬誤的。 

不同方向的「大陸新儒家」都是在「重建政治儒學」的理路上提出自己的主

張，至少證明了這條路線之符合時宜。他們具體主張的分歧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消失，反而在新世紀呈現出更複雜、多元的面向。 

四、21 世紀「國學熱」與儒學進入政治思想中心 

20 世紀末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在 21 世紀初看似歸於平息。

然「這並不意味著問題的解決」２２８，「隨著形勢的變化，爭論的內容和方式有變

化」２２９。 

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論爭時期，幾乎不參與或迴避爭論、埋頭理

論建樹的作為邊緣話語的「保守主義」，在 2004 年前後得到學術界、政府高層到

                                                                                                                                                                                   
向——東亞模式與中國大陸》等論文，可明顯看出杜維明思想的影子。 

２２６郭曉東：<現代性焦慮下的迷思：近年來的儒學政治哲學研究>，收入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

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版）。 

２２７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論期待>，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

的自由主義》，頁 71。 

２２８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以下簡稱《啓蒙

的自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頁 41。 

２２９ 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中評網，2011 年 6 月 26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8237，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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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的重視，「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社會思潮」２３０。文化

保守主義勢頭再起，使得中國大陸思想界格局從「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二

元對立變為三腳（角）鼎立」，而且「交叉、聯合的情況時有出現，陣線變得不

那麼分明」２３１。 

歷史好像再一次迴旋，從「啓蒙-救亡」的二元分化到「激進-保守-自由」的

三足鼎立，再一次進入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左派」的三分格局。雖然「革

命史敘事」已經被「現代性敘事」所取代，「反思現代性」也已經被廣為接受，

但蕭功秦在 20 世紀末反思「三分架構」的歷史動力說，貌似並沒有被顛覆。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不再旗幟鮮明的公開對立，也許意味著問題的不可解決。

時代，以更複雜的面目考驗著知識份子的知識與智慧。 

2004 年 5 月蔣慶選編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並引發了持續數月的「讀經運動波瀾」；是年 7 月，蔣慶、陳明、康曉光、盛

洪等在貴州陽明精舍舉行以「儒學的當代命運」會講，又被稱為「中國文化保守

主義峰會」，引起方克立的注意，認為應當將大陸新儒家視為港臺新儒家在反哺

之下，「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２３２也標誌著「大陸新儒學」一派的

出場。 

同年 9 月，季羨林、楊振寧、任繼愈、王蒙等 70 多位文化和社會名流簽署

發表旨在保存和發展傳統文化及其人文精神、捍衛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甲申文化

                                                              
２３０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研

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53。 

２３１ 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中評網，2011 年 6 月 26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8237，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３２ 方克立：<關於當前大陸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學術探索》第 2 期（昆明：雲南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

200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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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12 月「共同的傳統——新左派、自由派、保守派視域中的儒學」暨《原

道》十週年紀念座談會在北京舉行，40 多位學界人士出席，討論儒學和文化傳

統問題。「這次會議標誌著學院派正式參與了文化保守主義的潮流。此前不論是

讀經運動還是甲申宣言，都是以社會人士的身份出現的。」２３３同年 9 月 28 日，

山東曲阜舉行中國共產黨建政以來首次由政府舉行的公祭孔子大典；與此同時，

一篇署名為「炎平」的《洙泗新聲——新儒洙泗民間學人宣言》在網路上流傳。 

2005 年 5 月，中國人民大學宣佈成立國學院，10 月，58 名新生入學。2005

年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易中天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欄目開講「漢代風雲

人物」系列講座，風靡一時。第二年，北京師範大學教師于丹在《百家講壇》開

講《論語》，大受好評，儒學通過電視走向普通民眾。 

雖然以上每次與國學有關的事件都會引發較長一段時間的社會爭議，但總體

觀之，國學（或曰儒學）、文化保守主義看似得到了從官方到學術界再至民間的

認可，2004 年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年」２３４，其後文化保守主義勢頭更趨強勁，

引起的社會反應也更為強烈。２３５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都源自西方，與源自傳統的新儒學、文化保守主義卻並非

簡單對立關係。在第四章已經介紹了九十年代中期開始的「儒家與自由主義合流」

之現象，進入到 21 世紀，這股合流趨勢愈發明顯，出現了一批「中道自由主義

                                                              
２３３ 陳濤、曾進、老牛：<文化保守主義高調抬頭>，《外灘畫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總社，2005 年 01

月 18 日）又見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771633.htm，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３４ 此一說法轉自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

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253；徐友漁也間接提到此說法，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

左派>，中評網，2011 年 6 月 26 日，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8237，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甘陽在 2005 年借用《南方週末》等媒體說法，認為 2004 年是傳統文化迴歸年。 

２３５ 胡治洪：<近 20 年我國大陸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徐洪興主編：《鑒往瞻來——儒學文化研

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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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 2004 年的「讀經運動」爭論中，年輕的自由主義者如王怡、秋風、劉海

波等，都明確支持並強調中華文化傳統的價值與重要性，「還大力批判理性和啓

蒙對傳統的衝擊」２３６。 

2005 年，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甘陽提出新時代的「通三統」論，認為要將

改革開放以來的以市場為中心的傳統、毛澤東時代強調平等追求正義的傳統以及

中國數千年的儒家文化傳統，「是同一個中國歷史文明連續傳統」２３７。他特別強

調，「中國漫長的獨特文明傳統對中國的現代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２３８。從海

外華人回到中國投資的角度，指出中國傳統文明本身就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一

個重要因素。 

2007 年，甘陽又繼續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２３９的說法，認為當前中

國正在形成一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改革共識」，如果得到健康發

展，將可能導致一條「中國道路」——「儒家社會主義」。 

這意味著儒家的「迴歸」或「復興」已經不單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哲學問題，

「開始成為一個政治思想問題」２４０。而從各位學者強烈的現實取向來看，這「更

是一個政治問題」２４１。 

2011 年初，丁耘為首的一批上海學者提出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學說，援

                                                              
２３６ 徐友漁：<進入 21 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中評網，2011 年 6 月 26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8237，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３７ 甘陽：<新時代的「通三統」——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復興>，愛思想網站，2005 年 7 月 14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05-5.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３８ 同上。 

２３９ 甘陽：<中國道路：三十年與六十年>，《讀書》第 6 期（北京：三聯書店，2007）；又見觀察者網，2011

年 11 月 20 日，http://www.guancha.cn/gan-yang/2011_11_20_86153.s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４０ 秋風：<儒家進入中國政治思想中心>，FT 中文網，2011 年 12 月 2 日，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42026，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４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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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家經典，丁耘認為經過毛澤東的「鬥爭」和自鄧小平以來的「和諧」前兩期

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階段的哲學最合適幾乎就是『中道』」。２４２這種趨

勢被秋風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２４３。 

也就在同一年，作為「中道自由主義」者的秋風再次提出「儒家憲政」論２４４，

在學界產生重大影響，也引起了廣泛爭議。在迴應爭議中，他系統闡述了自己的

「儒家憲政論」，試圖構建一個橫跨歷史學、經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等多個學

科的學術新範式，並且具有明確的時間指向。秋風的理論指向三方面，義理上，

認為儒家之政治規劃是憲政的；歷史上，儒家致力於建立憲政之諸制度，並取得

了一定成果；未來預期，中國可行之健全之憲制模式就是儒家憲政。２４５ 

 

 

 

 

 

 

 

 

                                                              
２４２ 丁耘：<鬥爭、和諧與中道——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愛思想網站，2011 年 4 月 14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014-2.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４３ 秋風：<儒家進入中國政治思想中心>，FT 中文網，2011 年 12 月 2 日，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42026，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４４ 見秋風（姚中秋）：<儒家憲政民生主義>，《開放時代》第 6 期（廣州：廣州市社會科學院，2011）；<

儒家憲政之源與流>，《南方週末》（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011 年 6 月 30 日）；<儒家的憲政主義傳統：

一個歷史的論證>，《歷史法學》第五卷（北京：法律出版社，2012）。 

２４５ 秋風：<儒家憲政論申說>，愛思想網站，2013 年 7 月 11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673.html，

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第五章  結 論 

一、從「反傳統」到儒家「普遍文明」的歷史變遷 

現代新儒家在 1980 年代中期「傳統與現代」議題再次被拋出的時代背景中，

重新進入中國大陸。在西化派「反傳統」的浪潮中，依靠著中國文化書院派龐樸

等人對傳統的再認識而接入八十年代的「文化熱」中。 

在「東亞奇蹟」與中國國內因改革所帶來的磨難與混亂兩相對比的局面中，

重新思考自五四以來斷裂的傳統，成為大陸思想界的新呼聲。杜維明等海外學者

帶來的「儒家第三期發展」、「儒家資本主義」學說，不僅擁有提供了一條與西方

普遍主義不同的現代化之路，也為文革後被「舊的社會學式的思維方法和話語結

構」所困囿的中國大陸思想界，提供了新的理論、方法和學術話語。 

在馬克思主義主流學說主導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現代新儒家從反

馬克思主義、保守反動的原罪中脫身，成為非馬克思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指代，

而其研究者本身發生了服膺「港臺新儒家」與服膺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的鬥

爭，西化派對現代新儒家的批判反而使得「現代新儒家」成為新的關注點。 

「現代化」敘事下，從「港臺學者」到「當代新儒家」，再到「現代新儒家」——

在「革命史觀」中被打倒甚至被忽視的五四激進反傳統的另一面被重新發現。方

克立、羅義俊發現在對待「現代新儒家」的不同態度上，自 1950 年代以來同一

化的中國思想界再次出現了分化，接續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來馬克思主義、自

由主義（西化派）、保守主義鼎足而三思想格局。「現代新儒家」作為保守主義「儒

學復興」派的在中國思想史中的地位被確認。 



  

224 
 

1989 年天安門鉅變後，全盤西化派被打落。因反思八十年代而興起的「激進

-保守」論爭中，保守內涵的變化，使得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新儒家擁

有了正面意義，「激進反傳統」的命題被顛覆。1992 年中國大陸市場化開始後，

一方面，現代新儒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德理想主義，不僅被「堅持啓蒙立場的『人

文精神』論者」藉以抨擊商品經濟下公民素養下降、人文精神失落的危機，也被

官方藉以在「市場經濟非理性的活躍和商業化衝擊下的文化失範」背景下，用來

加強輿論導向宣傳；另一方面，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在儒學內在超越、儒家宗教

性等上的研究，被用來解決世俗社會中的「神聖性」問題。 

從「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到自「反思現代性」引起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

之爭，「現代新儒家」從研究對象，開始以「大陸新儒家」的方式試圖對當下中

國做出獨特的判準，建立理論與參與論爭。在這一時期，「現代新儒家」的第一、

二、三代的思想和後來被視為「現代新儒家第四階段」的「大陸新儒家」一系，

在從「現代化敘事」向「現代性敘事」的轉折中，作為思想資源、作為獨立思想

學派，在不同論爭、不同學派中，展現了極其豐富的多種面向。 

而建立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要求，不僅讓狹義的大陸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大

陸追隨者、大陸新儒家研究者，開始成為廣義上接續儒家「道統」意識的繼承者；

另一方面，儒家傳統、現代新儒家的開拓，也吸引了自由主義、新左派等持不同

立場的大陸知識分子重視。 

二「儒學復興」論：抽象樂觀、具體悲觀 

如果說 90 年代的儒學熱並沒有改變「儒門淡薄」的現實，進入到 21 世紀，

清淡的儒門起碼開始擁有了正當性，尤其是政治儒學與中國（儒家）政治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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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建樹，讓儒家/文化保守主義，再次擁有了與自由主義、新左派鼎足而三的

資格。如果前一時期，現代新儒家只是作為一種歷史意義（公共思想界的重新出

現）而不能被忽視，則 2004 年以後，「從邊緣進入中心」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不

能不被重視。雖然龐樸仍然認為，所謂儒學的複歸，不過是從「邊緣的邊緣」或

「崩潰的邊緣」開始進入到「中心的邊緣」。１  

2005 年以後，「許多（若自鄧小軍、任劍濤等開始，則應為『更多』——筆

者注）的自由主義者開始重視本土資源，甚至試圖在儒教與憲政間建立超驗性的

意義聯繫。新左派則不僅在對國際資本的警惕中注意到文化問題的政治維度，而

且對現代性本身的反思基本上就是依賴於本土經驗和資源。」２ 

2007 年時，大陸新儒家陳明已經有足夠自信，認定「儒學為主幹的保守主義

目前與自由主義、新左派鼎足而三已經成為事實。由雙峰對峙變成三足鼎立不只

是結構上的改良，儒學還具有為其他兩派提供本土化基礎的意義和功能——它們

是外來的，需要這樣一個轉換仲介。」另一方面，儒學越來越成為官方意識形態

的重要資源和依託，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再

到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這些目標與口號背後的論述體系「中心一步步向本土推

移，方式也由知識論向價值論轉換」３。 

儘管看到這些顯著的變化，陳明作為大陸新儒家仍然保持著一分冷靜，他從

儒學內部無成熟成型的成果出現，自外部而言社會與官方對儒學的意義價值仍未

形成「清晰通透的自覺，基本是被動猶疑的狀態」，他斷定「儒學對當下中國社

                                                              
１ 陳濤、曾進、老牛：<「文化相對主義」與儒家復興>，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771633.htm，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２ 陳明、干春松：<新儒家對話：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有短板>，《南都週刊》（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2007 年 8 月 13 日），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2493_0。s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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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政治現在還談不上什麼特別影響」４。 

進入到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年，隨著「儒家憲政」論、「儒家社會主義」、「馬

克思主義儒化」等思想界的重大變化，宣示著儒家的迴歸，而且此時不再只是思

想乃至政治思想層面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學者們所討論的實

為政治之最深層次的問題：正當性（legitimacy）」５，不同取向的學者均面向同

一個問題：現代中國政治秩序之正當性。 

秋風斷定，「中國思想界充當西方常識傳播者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思想之

主體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將成為未來中國思想之基本話語。」「中國真正

的思想論戰將從西方牌號的不同意識形態之爭，逐漸變為儒家內部不同學派之

爭。」６換句話說，儒家向其在中國歷史地位上的復興之日，正指日可待。 

同樣看到「中國崛起」的許紀霖卻沒有那麼樂觀，他認為當代中國「發展主

義成為超越各種主義紛爭的國家主導思想，而消費主義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識

型態。發展主義的國家戰略與消費主義的民眾意識上下合流，其背後共用的世俗

目標，便是與價值、倫理與文明無關的富強。」７與秋風對「中國思想之主體性

正在重建」論斷不同，許紀霖認為，富強的中國已經步入現代，「代價卻是『中

國』的失落——不是國家主權意義上、而是文明主體意義上的中國」８。中國在

人心層面亂了，缺乏一個「有倫理、有道德、有公民自主性的生活世界」，這才

是「本」，「生活世界的僵局不破，即使建立了民主制度，中國依然會在相當一段

                                                              
４ 同上。 

５ 秋風：<儒家進入中國政治思想中心>，同註釋 14。 

６ 同上。 

７ 許紀霖、陳宜中、王超華：<崛起中國的十字路口：許紀霖先生訪談錄>，《思想》第 16 期（臺北：聯經

出版公司編輯部，2010）又見中評網，2011 年 4 月 18 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cath。asp?id=27480，2013 年 5 月 15 日下載。 

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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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裏面，來回震盪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就像民國初年那樣。」９ 

許紀霖認為中國現在面對的整體性危機，無法用一個整體性的方案（即所謂

主義）來解決，需要從基礎上慢慢改革，「重建社會」、「重建倫理」。自由主義、

新左派、國家主義等各種理性主義或意識形態，應積極對話，在交鋒中「探索一

條既符合普世價值、又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中道』」。１０ 

結論是相似的，但道路卻並不如各種「主義」設想的那麼光明。許紀霖認為

只有富強沒有文明的中國，在「文化特殊主義」道路上，很難重建被普遍服膺的

文明。「現代的國家理性（對照為現實層面的中國崛起），究竟是與現代的啟蒙價

值、儒家的人文傳統相結合，還是與毛澤東的集權體制或者法家的富國強兵同流

合污」１１，備受考驗。 

陳明在對大陸儒學運動走勢上的「抽象樂觀，具體悲觀」１２的態度，在筆者

看來是務實的。「『抽象樂觀』，是相信這麼多的人口、這麼久的歷史，它必然有

自己獨特的利益目標和價值偏好，必須得探索一條自己的道路。這樣，儒學作為

民族自身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因其不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必然成為主要的選擇。」

１３但目前看來，「從儒門到思想界，從當局到民間，對於儒學究竟應該承擔發揮

什麼功能？應該如何調整更新以承擔發揮這些功能？不僅沒有共識，金錢與權

力、市場與體制的巨大引力甚至使得連充分討論這些問題的平臺和氛圍也不具

備。」１４ 

                                                              
９ 同上。 

１０ 同上。 

１１ 同上。 

１２ 陳明、干春松：<新儒家對話：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有短板>，《南都週刊》（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2007 年 8 月 13 日），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2493_0。s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１３ 同上。 

[１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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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慾的儒家「普遍文明」與何為「中國」？ 

許紀霖的觀察直接將問題拉到了本文第一章中，筆者開始本文的問題意識：

是否存在中國的儒家式的民主之可能？ 

此問題的提出，很明顯是在西方普遍主義自由民主的概念下的設問，試圖用

一種特殊主義路徑來探求「中國儒家民主」的獨特性。說明筆者，又或者和筆者

一樣成長於市場社會的年輕人，既天然地接受了自由、民主等啓蒙價值和生活理

念，又深刻地被當前西方現代性規定了其內容，所做的反思也是承認西方普遍性

下的「特殊性」的。 

而在「中國崛起」大背景下，敏銳的中國知識分子，以更宏大的視野，致力

於創建的不只是「特殊主義」版本的，而且是中國的「普遍主義」的論述，為塑

造未來新的世界文明開拓道路。表現在學術界，就是如前面秋風提到的不同取向

的知識分子對「傳統」的儒家文化的重視，試圖「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觉』

的大视野中，重新探索和确立『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而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也

将导向促进文化自主的大目标」。１５  

然許紀霖、劉擎等學者的問題意識卻是更具前瞻性的：「過去 30 年的高速發

展都談不上是開創了獨特的「中國模式」，不過是在努力實踐（「接軌」）西方主

流的現代化模式」。１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路，正因為目前所行的是

「普遍性」的道路，而不是「中國道路」。１７ 

                                                              
１５ 劉擎：<中國崛起與文化自主>，《思想》第 13 期（臺北：聯經出版公司編輯部，2010），略有不同的簡

體字版以為標題《文化自主與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輯刊》總第 29 期（上海：復旦

大學，2009）。又見愛思想網站，2010 年 3 月 29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673。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１６ 同上。 

１７ 陳赟：<天下思想與現代性的中國之路——中國問題中國思想中國道路論綱>，愛思想網站，2008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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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一個可慾的中華文明的普遍性論述，不能簡單處理為拋卻「特殊主義」、

「民族主義」思路，更重要的是先確認何為「中國」，誠如劉擎所言： 

反思性視角下的「中國」就不再是一個自明的概念。這裡我們至少可以

辨析出多重含義：「實存之中國人」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明」意義上的中

國，「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當

代社會與文化實踐」意義上的中國，以及「未來新文明」意義上的中國。１８ 

 

第二章中末尾提到汪暉四卷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正體現了重建中國現

代性的這種宏大野心。在 2008 年「重印本前言」中，他對四年來海內外學界的

批評作出回應，「其實質上直指了如何『重新認識中國』的當下理論前沿的關鍵

問題，同時也暗指了如何『重新定義中國』的問題。」１９ 

正是在這一問題意識下，自 20 世紀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大論爭后，「幾

乎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法形成共識」２０的中國思想界，正在試圖尋求建立共識。2013

年 9 月 4 日，中國學界 28 位學者在英國牛津大學簽名發表《關於中國現狀與未

來的若干共識》，因之被稱為「牛津共識」。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秦暉、新儒家代

表人物的陳明、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的黃紀蘇、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光滬最

初發起了這次共識。 

秦暉和許紀霖都認為這個共識的內容並沒有什麽高論，有意義的是這個行為

                                                                                                                                                                                   
月 19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034.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１８ 劉擎：<中國崛起與文化自主>，愛思想網站，2010 年 3 月 29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673。

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１９ 吳勵生：<汪暉現代性思想追問（上）——傳統秩序原理的批判性解讀與新亞洲主義想像批判>，愛思想

網站，2011 年 4 月 7 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830。html，2014 年 5 月 25 日下載。 

２０ 許紀霖：<總論>，《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年代以來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論爭研究》（簡稱《啓蒙的自

我瓦解》，長春：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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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原來對立嚴重的各派已經開始在尋求共識」２１，因之被視為「中國思想

界近二十年來的破冰之旅」。２２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被不無意味地稱為「底線共識」的文本，本身也傳遞出

了「中國崛起背景下，中國的世界觀和世界的中國觀正在改變」２３之大變局下，

知識分子對當前和未來中國的思想共識與基礎想像。 

他們共同認可的是：「以民為本」的治國理念（人民的認可是權力的來源），

「公平正義」的社會原則（不僅有物質保障也有精神尊嚴），傳承優秀文化的同

時，堅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標，致力於更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促進世界各

國各族的共處與和諧發展，終致天下太平。２４ 正是在這樣的共識之下，為未來

研究「現代新儒家」和「徐復觀」指明了可能的方向。 

 

                                                              
２１ 許紀霖致共識網同仁信函，共識網，2013 年 9 月 4 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90491307.html，2014 年 5 月 25 日下載。 

２２ 薛莉：<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中國思想界尋求共識>，聯合早報網，2013 年 12 月 12 日，

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31212-287406，2014 年 5 月 25 日下載。 

２３ 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等：<關於中國現狀與未來的若干共識>，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90491307.html，2014 年 5 月 25 日下載。 

２４ 簡述自<關於中國現狀與未來的若干共識>，同上。 



 

 

第六章 未來研究方向 

一、「現代新儒家」與尋找共識的中國思想界 

筆者以為，在這樣的回顧與反思中，以尋求思想界的共識為目標，再來談論

21 世紀研究「現代新儒家」與「徐復觀」的意義，才是有意義的。 

從前述「牛津共識」的文本中，「以民為本」和「公平正義」等原則是早已

被現代新儒家所勘探過的，在新世紀，結合不同的資源來具體闡釋和研究這兩者

是值得努力的方向。 

高瑞泉在 2010 年發表的一篇<儒家社會主義，還是儒家自由主義——從徐復

觀看現代新儒家「平等」觀念的不同面向>的文章，是一個不錯的示範。他在接

受政治制度上的儒家、人倫習俗上的儒家及以經學為中心的儒家義理上的三個互

相關聯又相互分梳的儒家系統后，認為不應該只是基於禮教的不同等而大肆抨擊

儒家，「人們從儒家經典乃至一般傳統文化觀念中『發現』了何種合乎現代平等

的理念或價值」１也是需要被適度還原的。在高瑞全看來，通過徐復觀等新儒家

對平等觀念「現代轉化」式的發掘，中國人的平等觀念已經經歷了一場深刻的變

遷。正是在這樣觀念史還原的角度上，他認為徐復觀雖然也像乃師熊十力等人一

樣，以「性善論」為形上基礎闡釋儒家「平等觀」，但他「更著意於將平等的形

上學轉變為平等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其法權平等的觀念對於儒家維持特權、等級

和權威主義的傳統有所突破，通過對『德治』理想的改造，試圖實現君主主體到

人民主體的轉變。」２對徐復觀「產權理論和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發現，

                                                              
１ 高瑞泉:<儒家社會主義，還是儒家自由主義——從徐復觀看現代新儒家「平等」觀念的不同面向>，《學

術月刊》第 42 卷 6 月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界聯合會，2010），頁 26。 

２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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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瑞全更確信徐復觀是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３，有別於「熊十力那類主張

公有制、且自上而下垂直運用政治權力的儒家社會主義（者）」。４ 

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家已經成為當代非儒者的知識份子研究并重新估價儒家

傳統的承接點。而誠如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徐復觀消解形而上學的學術進路，

對現實政治多有闡發，并形成了自己獨特的政治思想。 

雖然牛津共識中沒有提到對民主、憲政的共同認可，但從第二章的分析中，

筆者發現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並沒有他們所認為的分歧那麼大。民主價

值、憲法原則正是他們享有共同的前提。」５ 

肖濱對於徐復觀先生「民主與憲政」雙重取向權力觀的挖掘，可謂找到了儒

家與這兩派共通之處。並且這對漢語系統政治文化的發展也深具思想史意義和理

論價值。 

第一，肖濱認為徐先生民主（即「權力歸屬與行使」問題框架產物）與憲政

（即「權力的範圍與限制」問題框架產物）相結合思想，整合了近代中國知識分

子將前述兩個問題框架分離的理路，更符合西方現代性政治制度的設計；第二，

因為「自 20 世紀初以來，漢語政治理論中，民主的聲音不絕於耳，憲政的概念

                                                              
３ 有關於徐復觀「儒家自由主義者」的討論，在 2003 年武漢大學舉辦的「『徐復觀與 20 世紀儒學發展』海

峽兩岸學術研討會」上，兩岸學者多有闡發，總體上從不同角度認為徐復觀為「儒家自由主義」者，見該

屆研討會論文，許紀霖：<重建知識與人格的立足點——徐複觀的知識份子論>；何信全：<自由的儒家：

徐複觀思想的兩個向度>；吳根友：<文化自由主義的歷史困境與現實啟示——評徐複觀的「儒家自由主義」 

>；何卓恩：<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徐複觀和殷海光政治哲學的離合及其啟示>；易燕明：<道德精神與

民主政治——從徐複觀思想的兩極看儒家自由主義的理路>。但張世保從古典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不

同之處，認為徐先生屬於後者而非前者，同時他認為徐先生不是自由主義者絲毫不損害其思想的意義與價

值。以上資料參見蕭洪恩：<「徐複觀與 20 世紀儒學發展」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綜述>，國學網，2005 年 6

月 1 日，http://www.guoxue.com/master/xufuguan/xfg17.htm，2014 年 5 月 30 日下載。 
４ 杜維明：<徐復觀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國」知識分子為例>，李維武編：《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武

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7），頁 22。 

５ 本論文第二章，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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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度消失……中國思想界在權力問題的價值選擇是平等取向的單面呈現，自由取

向的極度失落。」６徐復觀的權力觀「以自由保證平等，又以平等保證自由」７，

從而促使自由與民主價值取向趨於平衡；第三，由於憲政與民主實際上「分別對

應兩種不同的自由觀，即認為自由依賴於約束權威的消極自由觀和認為自由依賴

於行使權力的積極自由觀」８，徐復觀將民主與憲政組合於一體，是對「習慣於

割裂兩種自由９的漢語政治理論中尋求兩種自由的結合」１０。 

然而肖濱也指出，徐復觀並非來自其自覺的理論建構，而是來自於對中國傳

統政治的歷史反思和現實政治觀察，因而兩相結合「民主與憲政」取向實則是有

深刻的內在緊張性和不協調性的。表現在：1、其以性善論為前提的民主政治和

以性惡論為前提的憲政制度之間的矛盾，「依靠性善論如何能夠支撐作為權力制

衡框架的憲政制度」？2、徐復觀一方面將民主政治視為人類理性覺醒的產物，

一方面又歸結為經驗事實的結果，體現的是理性主義思路與經驗主義思路的矛

盾。 

肖濱對徐復觀政治思想對整個漢語系統政治文化的意義探索，也是值得重視

的。 

自「反思現代性」開始，中國思想界再也無法以西方現代性作為唯一的現代

性目標，因之，面對無可迴避的當下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任何派別的知識份子

                                                              
６ 肖濱：<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對徐復觀權力觀的理論定位>，《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成都：四川省社

會科學研究院，2005），頁 102。 

７ 徐復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灣：學生書局，1985 版），頁 278。 

８ 埃爾斯特等編：《憲政與民主——理性與社會變遷研究》，潘勤等譯（北京：三聯書店 1997），頁 151。轉

引自肖濱：<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對徐復觀權力觀的理論定位>，同註 48，頁 103。 

９ 分裂為古代的積極自由與現代的消極自由。引自肖濱：<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對徐復觀權力觀的理論定

位>，《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成都：四川省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頁 103。 

１０ 同上，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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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法再是只談文化，而不提出政治思想。在「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時代命

題下，儒家文化作為本土資源已經不僅僅是需要被重視，同時也可資以為轉換仲

介，助自由主義、新左派等思想作本土化之轉換。徐復觀之於肖濱正是一個這樣

轉換的仲介。 

 

二、港臺新儒家的繼承者：大陸新儒家 

在第四章中，筆者描述了大陸新儒家各派別——以羅義俊為代表的港臺新儒

家的大陸追隨者和以蔣慶為代表的狹義「大陸新儒家」以及以任劍濤為代表的「現

代新儒家」大陸研究者——在 1990 年代後半期表現出的，由港臺新儒家「心性

儒學」向「政治儒學」的轉向，以及促使這種轉向的背景。 

但這種轉向是否意味著大陸新儒家是對港臺新儒家的揚棄，或者進一步，港

臺新儒家「心性儒學」在現代環境下，已經沒有研究的必要了？筆者的回答都是

否定的。 

陳明和干春松都認為方克立所主持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使得他們對

牟宗三、徐復觀等港臺新儒家的著作熟悉起來，「大概 1960 年代出生的一代學

生，對於儒學的同情和敬意的產生，主要得之於『港臺新儒家』的『反哺』」。大

陸認同儒學的學者或服膺儒學的儒者，心路歷程上，多少都受到熊十力、錢穆、

牟宗三和徐復觀等現代新儒家大師的啓發和接引。 

在第三章中，筆者指出「建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的擔當意識和思維脈絡的

延續，認為大陸新儒家各派與牟、徐等港臺新儒家的「道統意識」是一脈相承的。

更具體來說，大陸新儒家在政治儒學（包含公民宗教式的社會儒學、制度儒學、

生活儒學等各方面的開發）實則是對港臺新儒家未竟之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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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徐等兩位新儒家在思想上備受詬病的是提出以「老內聖開出新外王」的

構架，卻沒有言明如何「開出」。許紀霖認為，新儒家從儒家心性義理的疏釋固

然是出於對「意義世界的確實」，但他們對現代民主政道、民主政體的「制度性

憂慮」卻始終糾纏於心。無法提出「開出」之道，「除了他們本身是哲學家、思

想史家之外，更重要的恐怕與他們深居一隅，處於時代的邊緣有關。」意思再明

顯不過，在反傳統浪潮下，「花果飄零」的儒家能保住心性一脈已需牟徐等現代

新儒家第二代拼盡全力，他們對心性儒學（內聖儒學）的焦慮是一種「實存性的

焦慮」１１，其對「制度的焦慮」更多是義理的，囿於個人與時代的限制他們「沒

有也不可能去從事具體的制度設計和政治實踐。」１２ 

而到了蔣慶這一代，社會面臨制度和文化的轉型，不少學者或儒者本身就是

法學或政治哲學出身，個人專長和時代條件賦予他們對儒學的憂慮是一種「制度

性的憂慮」。就徐復觀提出的「憂患意識」而言，大陸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是一

脈相承的。他們因時代不同產生的不同「焦慮」，正好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框架。 

在外王之學上，蔣慶的公羊學是較早的設計，而近年來，儒家憲政說成為政

治儒學在 21 世紀最新的表達形式，不僅被儒者所接受，國家主義者，也有自由

主義者和憲政主義者廣為論證和傳播，一時間成為顯學。１３ 許紀霖認為不同知

識背景、政治立場的知識份子能網羅在同一面旗幟下，其最大公約數是當今中國

應完成根本大法和制度之轉型和相信儒學古老義理與制度傳統應該鑲嵌在現代

民主的政治架構之中。１４ 

                                                              
１１ 蔣慶：《政治儒學》（北京：三聯書店，2003），頁 49。 

１２ 許紀霖：<儒家憲政的現實與歷史>，《開放時代》第 1 期（廣州：廣州市社會科學院，2012），見開放時

代網站：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29&aid=1561，2014 年 5 月 28 日下載。 

１３ 同上。 

１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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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強的中國如何完成現代制度轉型和古老儒家傳統如何鑲嵌在現代民主架

構中，成為同一問題意識不可分割的兩個面向。 

許紀霖通過對中國古代士大夫傳統、民間清議傳統等的考察，認為儒家憲政

缺乏政道層面根本大法因而是一種殘缺的禮治型憲政，因而不具備在現代社會獨

立的光復價值，但若能與自由主義審慎的嫁接，在現代民主憲政的基本架構中創

造性轉化，則有理由樂觀其成。 

在此認識之上，前述肖濱對徐復觀「民主與憲政之間」的權力觀、「消極自

由」理念下「消極民主」觀的挖掘，既有先行研究的意義，亦為其大陸的繼承者

提供了廣泛的意義空間。 

可以這麼說，對探尋中國「普遍的現代性」而言，在 21 世紀繼續研究徐復

觀是極為重要的起點，也是傳統儒家在現代民主架構中作「創造性轉化」不可繞

過的思想高峰。 

 

三、重建儒家與生活世界的聯繫 

陳明認為（狹義上）「大陸新儒家」確實是在現代性和全球化語境凸顯的時

代情境下，應對 1990 年代後期的問題中發生發展起來的，他把問題概括為政治

重建、文化認同和身心安頓三大塊。和許紀霖一樣，他同樣認為很難設想有一攬

子解決的方案。 

因此，除了政治制度層面的儒家憲政論的提法，儒教的重倡是大陸新儒家之

間共同的交叉點。１５其中既有蔣慶的儒教說，也有陳明的公民宗教說及干春松對

                                                              
１５ 陳明、干春松：<新儒家對話：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有短板>，《南都週刊》（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2007 年 8 月 13 日），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2493_0。s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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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禮儀的重視。其意在通過重建儒家與現實生活世界的聯繫，乃至安排現實生

活秩序，來達到儒學的複歸。如果大陸新儒家的努力成功，也就解決了許紀霖的

前述之憂——他認為時下中國心靈秩序的失序，缺乏「有倫理、有道德、有公民

自主性的生活世界」，是中國能否從富強走向文明的根本問題。 

雖然大陸新儒家更側重宗教的形式，與港臺新儒家重視儒家宗教性的取向不

一致。但是牟宗三、劉述先等港臺新儒家對傳統儒家「內在超越」、「理一分殊」

的宗教性的探索，乃至於杜維明以軸心文明試圖與西方基督教、伊斯蘭教文明對

話的企圖，既可以為大陸新儒家的形而下儒教路徑提供形上基礎。另一方面，誠

如鄭家棟所言，「儒家是不是宗教是一回事，而是否把它處理為宗教又是一回

事」，１６身處西方文化包圍之中的唐、牟等港臺新儒家所作出的努力，為試圖從

對話西方現代性到超越西方現代性的 21 世紀中國新儒家，提供了可貴的先行研

究，為儒家文明「普遍性論述」提供了可能性。 

而在徐復觀與其他幾位儒家不同的「消解形上學」的取向，實則為「現代新

儒家在重建本體論中未能解決本體論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的問題」１７，提供了另

一種答案，方克立認為「循著這條路線就有可能發展出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１８。

這不僅體現了徐先生思想的前瞻性，也在港臺新儒家對儒家宗教性的探索與大陸

新儒家建立「公民宗教」的形式之間，架起了一座溝通的橋樑，正是在這個意義

上，徐復觀先生不僅豐富了港臺新儒家的面向，也可以視為大陸新儒家繼承港臺

新儒家，成為現代新儒家複歸大陸後第四階段發展的銜接點。 

                                                              
１６ 鄭家棟：《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247。 

１７ 蕭洪恩：<「徐複觀與 20 世紀儒學發展」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綜述>，國學網，2005 年 6 月 1 日，

http://www.guoxue.com/master/xufuguan/xfg17.htm，2014 年 5 月 30 日下載。 
１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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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徐復觀對春秋時代禮學內在價值的發掘，特別是「敬」、「仁」、「忠信」、

「仁義」等觀念與禮的密切聯繫，「肯定禮樂在政治教化、社會和諧、個人修養

上的功用，發揮樂在道德境界與藝術境界會合上的意義」１９，對於大陸新儒家中

以儒家禮儀重建「制度儒學」有啓發意義和奠基作用。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徐先

生過於強調了禮對宗教的疏離，未能注意到禮對「天」、「天命」意涵的保留」２０，

也是值得重視儒教的大陸新儒家修正和發揚之處。 

對於有志於復興儒學「常態」地位的大陸新儒家來說，徐先生對兩漢時期經

學的重視，亦是不能被忽視的重要貢獻。 

 

杜維明 1995 年在評述徐復觀思想時曾下一論斷「徐先生的思想在現代新儒

學發展文化視野中，最有光輝的價值之一，是為具有儒家特色的現代知識份子開

闢了身後的意義空間和廣闊的公眾領域」。２１ 這句話放在今天仍不失為一精准又

前瞻的評價。 

而對於現代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學而言，其在 21 世紀的發展「不是接近於終

結，而是剛剛開始」。２２ 

杜維明在 1980 年代即提出，「儒學在 21 世紀是否有生命力，主要取決於它

是否能夠經過紐約、巴黎、東京，最後回到中國」。２３鄭家棟則認為思想並不是

                                                              
１９ 郭齊勇：<徐復觀論禮樂>。轉引自蕭洪恩：<「徐複觀與 20 世紀儒學發展」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綜述>，

國學網，2005 年 6 月 1 日，http://www.guoxue.com/master/xufuguan/xfg17.htm，2014 年 5 月 30 日下載。 
２０ 同上。 

２１ 杜維明：<徐復觀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國」知識分子為例>，李維武編：《徐復觀與中國文化》（武

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7），頁 22。 

２２ 鄭家棟：《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518。 

２３ 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氏著《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北京：三聯書店，201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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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依附於歷史，「新儒學」的意義不在於因循而在於創造，其能否複歸母土，

取決於諸多方面的因素。２４ 

若以儒家天理觀「理與勢」來看，中國大陸思想界以儒家自由主义、儒家宪

政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等理论对傳統儒家所做「創造性轉化」某種程度只能是「理」

的努力，而继续研究传统儒学、現代新儒家，致力于儒家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则

「存在轉化或促成某種『時勢』的可能」２５。這也正是我們在 21 世紀為何以及

如何研究「現代新儒家」的意義與目標。

                                                              
２４ 鄭家棟：《斷裂中的傳統》（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517。 

２５ 陳明、干春松：<新儒家對話：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有短板>，《南都週刊》（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2007 年 8 月 13 日），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2493_0。shtml，2014 年 5 月 2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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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八九十年代大陸思想界大事記  

1978 年  官方的「真理標準討論」及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 

1980 年  主體性思潮的崛起 

1980 年  科學方法論的興起 

1981 年「文藝整風」前兆 文學界《苦戀》事件 

1983 年  人道主義及異化問題討論 

1 

1983 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持續 28 天結束 

1984 年  新啓蒙運動發端 2 

1985 年  文學界興起尋根熱 

1985 年 「八五學運」3 

1986 年  文化熱在全國形成高潮4 

1986 年 「八六學運」5 

                                                              
1 1983 年 3 月，馬克思逝世 100 周年大會上，周揚發表由王元化等人起草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理論

問題的探討》，開啟了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先聲，隨後在權威黨報《人民日報》上發表。 

2 啓蒙學者不再是體制內的文化官員或意識形態專家，是更具獨立品格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他們的年

齡和閱歷都使得他們產生「走出馬克思」的強烈衝動。見許紀霖，<總論>，《啓蒙的自我瓦解》，P7. 

3 借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1985 年 8 月 15 日參拜靖國神社事件，北大學生準備發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

的「九一八」遊行，被懷柔平息，「一二·九」抗議示威在西安、武漢、成都大規模展開。最終北大歷史系

兩學生被捕判刑。 

4 作家王蒙於 1986 年 3 月 4 出任文化部長擴大文藝創作空間，1985 年上任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重視文化

戰略及文化未來發展，京滬兩地「文化」反思掀起熱潮，其中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即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最

為引人注目。 

5 1986 年是五年一度的基層人大代表選舉時間，自由化代表方勵之等高票當選地方人大代表，借「一二·

九」紀念日，從 1986 年 12 月到 1987 年 1 月初，歷時 1 個月的學生運動，在全國十七個省市發動，全國

150 多所大專院校學生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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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年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胡耀邦下臺，朱厚澤被免去中共中央宣傳

部部長一職，三位自由化代表方勵之、劉賓雁、王若望被開除黨籍 

1988 年  紀錄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兩次播出，文化熱再度興起，推至另一

階段6 

1989 年 「六四」天安門事件7 趙紫陽被黜 

1990 年  第 11 屆亞運會在北京開幕 

1992 年  鄧小平南巡，經濟改革加速，市場社會在中國全面登場 

1990 年-1992 年 「激進」與「保守」之爭 

1992 年  市民社會與公共領域討論 

1994 年  「人文精神之爭」及文藝界的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思潮論戰 

1997 年-2000 年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 

                                                              
6 首次利用大眾媒體討論中西文化問題，鼓吹改革，為改革鳴鑼開道。海內外知識分子發表《敦促中國大

陸民主改革宣言》 

7 1989 年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心髒病去世，導演活動此起彼伏，狀似 1979 年的「天安門事件」，官方態度強

硬。「六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知識界噤若寒蟬。 



附錄二：徐復觀思想的研究現狀（大陸學界）1 

                                                              
1 筆者根據胡治洪、郭齊勇、劉桂榮、耿波、肖濱、謝曉東的先行研究中有關徐復觀思想研究現狀之述評，

重新整理。研究時段的劃分參考胡治洪，整體研究及專項研究劃分，參考郭齊勇、劉桂榮劃分方式，專項

研究中文化哲學類、政治與思想史類、文學藝術類三大類劃分，參考劉桂榮的劃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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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對徐復觀原著進行分類整理或重新編撰之專書 

序號 年份 作者 編者 書名 出版社 註釋 

1987-1996 

1 1987 徐復觀  《中國藝術精神》 春風文藝出版社 徐復觀著作簡體字本首次出版。 

2 1988  姜義華

吳根梁

馬學新 

《港臺及海外學

者論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下兩冊，選錄多篇徐復觀文章。 

3 1989  劉志琴 《文化危機與展

望 —— 台 港 學 者

論中國文化》 

中國青年出版社 收錄《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一文。 

 

4 1993 徐復觀 黃克劍

林少敏 

《當代新儒家八

大 家 集 —— 徐 復

觀集》 

群言出版社 熊十力、梁漱溟、馮友蘭、張君勱、牟

宗三、唐君毅、徐復觀、方東美各一集

5 1993 

1994 

 羅義俊

陳克艱 

《 理 性 與 生

命 —— 當 代 新 儒

學文萃》 

上海書店出版社 共二冊，二冊中以牟宗三為主，收有徐

復觀等人文章，凡 31 篇。 

6 1995  方克立

李錦全 

《現代新儒家學

案》 

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三巨冊，下冊中有李維武編撰的「徐復

觀學案」， 

7 1996  李維武 《中國人文精神

之闡揚：徐復觀新

儒學論著輯要》 

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 

方克立、李錦全編，《現代新儒學論著

輯要叢書》14 冊中之一冊 

 

1997-2004 

8 2001 徐復觀  《中國人性論史·

先秦篇》 

上海三聯書店 簡體字本，以下大陸出版社出版之徐復

觀著作均為簡體版 

 

9 2001 徐復觀  《兩漢思想史》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10 2001 徐復觀  《中國藝術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 

2001 年初版，2002 年 2 版。華東師大

編輯徐復觀原著之「精神」系列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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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五本，此為其中之一。 

 

11 2002 徐復觀  《徐復觀論經學

史兩種》 

上海書店出版社 包括《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與《周官成

立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兩種 

12 2002 徐復觀 李維武 《 徐 復 觀 文 集 》

（1-5 卷） 

湖北人民出版社 分卷名：文化與人生、儒家思想與人文

世界、中國人性史論先秦篇、中國藝術

精神、西漢思想史（選錄）。 

13 2003  劉雪飛 《現代新儒學研

究》（《二十世紀儒

學研究大系》第四

卷） 

中華書局 收入徐復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

態度問題》一文，及唐、牟、徐、張四

位共同署名之《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

士宣言》。 

14 2004 徐復觀  《中國文學精神》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國文學論集》及《中國文學論集續

編》之合訂選本） 

15 2004 徐復觀 胡曉明

王守雪 

《中國人的生命

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收錄徐復觀自述其生命歷程（憶成長歷

程、母親、師友、妻兒等）的文章，其

中絕大部份為第一次在大陸印行。 

16 2004 徐復觀 姚大力 《中國人的世界

精神：徐復觀國際

時評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編選徐復觀最後三十年（1950-1970 年

代）發表在港臺報章雜誌上，有關國際

政治的述評、隨筆。 

17 2004 徐復觀 陳克艱 《中國學術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編選徐復觀治學與學術論爭文章。 

18 2004 徐復觀 陳克艱 中國知識分子精

神》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編選徐復觀 61 篇懷人、憶舊和悼念之

文。 



表 2  從宏觀、整體上研究徐復觀之專書 

序號 年份 作者 編者 書名 出版社 註釋 

1987-1996 

1 1989 羅義俊

編著 

羅義俊 《評新儒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收錄海內外儒學研究者文章凡 30 篇，

附錄中以《勇者型的新儒家——徐復

觀》，為徐復觀作傳略。 

2 1990 鄭家棟  《現代新儒學概

論》 

南寧：廣西人民出

版社 

將新儒家劃分為三代，對徐復觀等人的

思想作出具體評述. 

3 1991  方克立

李錦全 

《現代新儒學研

究論集》第二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其中李維武以《《徐復觀文化哲學的基

本思想》一文，介紹了對徐復觀文化哲

學思想。 

4 1992 胡偉希  《 傳 統 與 人

文 —— 對 港 臺 新

儒家的考察》 

中華書局 其中對徐復觀的人性論進行了闡釋。 

 

5 1993  呂希晨 《中國現代文化

哲學》 

天津人民出版社 書中有對「現代新儒家學派」等文化哲

學流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文化哲學觀

點的介紹。 

6 1993 黃克劍

周勤 

 《寂寞中的復

興——論當代新

儒家》 

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 

其中以「徐復觀——一個中國人在文化

上的反抗」，對徐復觀的生平和人性論

思想、文化觀作出述評。 

7 1995  方克立

鄭家棟 

《現代新儒家人

物與著作》 

南開大學出版社 分「人物小傳」、「主要著作」二目，介

述民國以來之儒家學者十六人，徐復觀

包含在內。 

8 1995 啟良  《新儒學批判》 上海三聯書店 書中對第三代新儒家思想作出介紹與

批判，徐復觀思想被稱為「人性的『形

而中學』」。 

1997-2004 

9 1997 鄭家棟  《當代新儒家史

論》 

廣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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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98 顏炳罡  《當代新儒學引

論》 

北京圖書館出版

社 

以「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巨筆――徐復觀

的學術方法與政治理想」，對徐復觀的

人生軌跡、學習方法和政治理想。 

11 1998 陳少明  《漢宋學術與現

代思想》 

廣東人民出版社 有一章專論，「為自由衛道——徐復觀

的思想、學術與人格」。 

12 2001 李維武  《徐復觀思想評

傳》 

北京圖書館出版

社 

 

13 2001 龍佳解  《中國人文主義

新 論 —— 評 當 代

新儒家的傳統文

化詮釋》 

湖南大學出版社 其中以「倫理政治型的文化」為篇目對

徐復觀思想進行了闡釋。 

14 2002 李山 

張重崗

王來寧 

 《現代新儒家傳》 山東人民出版社 其中有「挺立在政治與學術的風口的勇

士——徐復觀傳」 



表 3  對徐復觀的思想進行專題研究之專書 

序號 年份 作者 編者 書名 出版社 註釋 

文化哲學類 

1 1991 李維武  〈二十世紀中國

哲學本體論問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此書為李維武的博士論文，其中有〈徐

復觀：消解形而上學》一章 

2 1997  李維武 〈徐復觀與中國

文化》， 

湖北人民出版社 1995 年夏，武漢大學與臺灣東海大學

合辦了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

學術討論會之論文集 

3 2000 黃克劍  〈百年新儒林：當

代新儒學八大家

論略》 

中國青年出版社 其中有「一個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對

徐復觀文化精神進行了闡釋。 

 

4 2007 耿波  〈徐復觀心性與

藝術思想研究》 

中國傳媒大學出

版社 

其中用兩章介紹和批判了徐復觀的「心

性論」，並以對徐復觀「心性」觀念的

根源性突破為己任，提出「世『間』超

越」概念。 

 

5 2007 劉桂榮  〈徐復觀美學思

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 分章節專論徐復觀「心」之文化、藝術

精神和對現代文化的批判。 

政治及思想史類 

6 1999 郭齊勇  〈郭齊勇自選集》 廣西師大出版社 其中一章專門〈論徐復觀的思想史觀》

7 1999 肖濱  〈傳統中國與自

由 理 念 —— 徐 復

觀思想研究》 

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 

 

8 2001 劉曉  〈現代新儒家政

治哲學》 

北京：線裝書局 是大陸學術界第一部系統研究現代新

儒家政治哲學的專著，其中從「限權與

主題轉換」的角度論述徐復觀的政治思

想。 

9 2006 蔣連華  〈 學 術 與 政

治 —— 徐 復 觀 思

上海三聯書店  



271 
 

想研究》 

文學藝術類（從略） 





表 4 徐復觀研究代表論文 

序號 年份 作者 篇名 刊物（期數） 發表時間 研究範疇 

1987-1996 

1 1990 李維武 〈 價 值 世 界 與 人 文 精 神 的 探

索——— 徐復觀文化哲學的基本路

向〉 

臺灣《中國文化月刊》

第 130 期 

1990 年 8 月

 

文 化 哲 學

研究 

2 1993 郭齊勇 〈論徐復觀的思想史觀〉 

 

《江漢論壇》1993 年 6

月第 6 期 

1993 年 6 月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3 1995 李維武 〈徐復觀對道家思想的現代疏釋〉 

 

臺灣《中國文化月刊》

第 188 期 

1995 年 6 月 文 化 哲 學

研究 

4 1994 楊適 〈孔子的人論——兼評徐復觀先生

的孔孟研究〉 

 

《北京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  1994

年 03 期 

1994 年 文 化 哲 學

研究 

5 1994 顏炳罡 〈徐復觀的政治理念──兼論徐、牟

政治理念之異同〉 

《齊魯學刊》1994 年

06 期 

1994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6 1995 羅義俊 〈儒家批判傳統的重建——論徐復

觀的時代貢獻〉 

日本《中國研究》1995

年第 12 期 

1995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7 1996 陳少明 〈徐復觀：政治儒學的重建〉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1996 年 06

期 

1996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1996 韋維 〈徐復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

術研討會紀要〉 

《武漢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1996 第 2 期 

1996 年 總體介紹 

1997-2004 

8 1997 肖濱 〈評徐復觀對儒家道德政治理想的

現代轉進〉 

 

《學術研究》1997 年第

9 期 

1997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9 1997 肖濱 〈儒學與兩種自由概念〉 上海《社會科學》1997

年第 3 期 

1997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10 1997 任劍濤 〈自由主義的兩種理路：儒家自由主 《原道》第 4 輯，1997 1997 年 政 治 與 思



274 
 

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復觀、殷海

光政治哲學之比較〉 

年，亦載于李維武編

《 徐 復 觀 與 中 國 文

化》，武漢：湖北人民

出版社，1997 年版 

想史研究 

11 1998 周熾成 〈徐復觀：20 世紀中國知識份子的傑

出一員〉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8 年 6 期 

1998 年 總體介紹 

12 1998 陳少明 〈遭遇自由——從徐復觀看儒學對

當代政治觀念的反應〉 

亦以〈從徐復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

念的反應〉，發表於中國儒網。 

載於劉軍寧、王焱編：

《直接民主與間接民

主》，北京：生活·讀書·

新知三聯書店 1998 版。 

1998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13 2000 龍佳解 〈法治能否消解政治——評徐復觀

對儒學法治主義的現代詮釋〉 

《求索》2000 年第 2

期 

  

14 2001 洪曉楠 〈中國文化的現代疏釋——論徐復

觀的文化哲學思想〉 

 

《大連理工大學學報》

社科版 2001 年第 3 期 

2001 年 文 化 哲 學

研究 

15 2001 李維武 〈徐復觀對中國史學精神的闡釋〉 

 

《思想與文化》第 1

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 2001 年版 

2001 年 總體介紹 

16 2001 李維武 〈徐復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闡釋〉 《福建論壇》人文社科

版 2001 年第 3 期 

2001 年 總體介紹 

17 2002 李維武 〈徐復觀對中國道德精神的闡釋〉 

 

《江海學刊》2002 年第

3 期 

2002 年 總體介紹 

18 2003 李維武 〈徐復觀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反思〉 《山東社會科學》2003

年第 1 期 

2003 年 文 化 哲 學

研究 

19 2003 胡治洪 〈專制政治•儒家精神•現代自由主

義——徐復觀政治思想述論〉 

 

2003 年 12 月徐復觀與

20 世紀儒學海峽兩岸

學術研討會論文 

2003 年 12

月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20 2003 許紀霖 〈重建知識與人格的立足點——徐 《學術月刊》 2003 年 2003 年 總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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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觀的知識份子論〉 08 期  

21 2004 郭齊勇 〈徐復觀論禮樂〉 

 

《江西社會科學》2004

年第 8 期 

2004 年 文 化 哲 學

研究 

22 2004 李維武 〈徐復觀：一個現代儒者對世界和平

的待望〉 

 

《孔學論文集》第 3

輯，馬來西亞孔學研究

會 2004 年版 

2004 年 總體介紹 

23 2004  徐水生 〈略論徐復觀的日本觀〉 

 

臺灣《鵝湖》2004 年

第 3 期 

2004 年 文 化 哲 學

研究 

24 2004 肖濱 〈在民主與憲政之間——徐復觀權

力觀的理論定位〉 

 

載於氏著《現代政治與

傳統資源》，北京：中

央編譯出版社 2004 版。 

2004 年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25 2004 吳根友 〈徐復觀與儒家的政治哲學〉 2004 年 12 月香港中文

大學國際新儒學會議

論文 

2004 年 12

月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2005-2007 

26 2005 周桂鈿 〈徐復觀的學術特點〉 國際儒聯網，2005 年 5

月 12 日 

2005 年 5 月

12 日 

總體介紹 

27 2006 丁為祥 〈民主政治與儒學傳統——徐復觀

「雙重主體性」思想述評〉 

《中國思想史研究通

訊》第七輯，亦載於《人

文論叢》2006 年卷，武

漢大學出版社，2007

年 6 月出版。 

2007 年 6 月 政 治 與 思

想史研究 

28 2006 王守雪 〈儒學的自律演進與多向度發

展——兼論徐復觀、余英時「漢學」

之爭〉 

《人文論叢》2006 年

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 年 6 月出版。 

2007 年 6 月 文 化 哲 學

研究 

29 2006 謝永鑫 〈徐復觀對〈論語〉 「仁」的詮釋〉 《人文論叢》2006 年

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 年 6 月出版。 

2007 年 6 月 文 化 哲 學

研究 





誌 謝 

2014 年 6 月的最後一天，終於在幾經修改之際完成了這 15 萬字的碩士論文。

一年的論文研究時間，帶給我刻骨銘心的思維蛻變，三年在台學習時光，也在潛

移默化中影響了我的性情。 

很常遇到「你覺得台灣怎麼樣」，「你在台灣有哪些變化」，這樣大到無法回

答的問題，換在此刻情景，只想化為感激。 

第一年的求學之路並非順利，但仍要感謝當初招我入臺的前東亞系主任蔡昌

言老師，沒有他就沒有這三年的跨文化學習時光。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潘朝陽老師，

在我困頓之際，不僅在學業上開啟了我的智慧之門，引領我進入現代新儒家、思

想文化研究的領域，也在生活上給我悉心關照，對於異地求學的我而言，實在是

「久旱逢甘霖」。 

感謝前兩年的修課時間里，惠我以知識的諸位老師，沒有老師們全方位知識

的啟迪，也不會有這個跨越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課題的產生。他們分別是東亞

系關宏昌教授、林賢參教授、田振利教授、林昌平教授、邵軒磊教授。另外特別

感謝國立政治大學政治系張其賢教授，中研院李明輝教授、師大政治所曲兆祥教

授，感謝三位老師摒棄學校、地域之限，允我跨系所、跨校選修/旁聽課程，尤

其是張其賢老師諄諄教誨引領我進入思想史研究之門。 

感謝兩位口試委員國立台灣海洋大學黃麗生教授、國立台灣大學陳昭瑛教授，

給予本篇論文從方向到細節全方位的指導，沒有兩位老師和指導教授，這篇論文

只會是一篇學生習作，而不是現在的碩士論文。 

衷心感謝我的學友董芊妤、張雅晴、周泳婷、賴彥妤、王美芳、力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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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難周延姓名的各位學伴，三年求學時光與大家相識，成為朋友是桃子莫大的幸

運。感激大家三年來的照顧，青山不改，綠水長流，我們天涯海角，後會有期。 

 

 2014 年 6 月 30 日 

師大教育大樓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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