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論社會主義
陳 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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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牟宗三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問題有著持續而深入的思
考，並將其與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學”建構嵌套在了一起。牟宗三看重資本主義向社
會主義的過渡，認爲這是實現儒家“大同”的必然要求，其論述主要有四個方面：一
是社會主義經濟上的公有和拘束，必須從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中“孳乳”出來；二是
無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等既要能向“垂直”方向上的“天德”或“神性”伸展，同時又以
保障“水平面”上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自由爲條件；三是社會主
義以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等作爲底子，但目標卻在精神生活的自由，社會主義必定
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四是實現了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文化權利的社會主義，才可
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質的社會主義”，才最有利於實現人的社會權利。牟
宗三的這些論述既體現了當時的某些共識，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哲學的獨特性，可爲
今天社會主義建設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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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一般而論，對於現代新儒家牟宗三的關注，大都集中於“道德的形上
學”。有個別人研究牟宗三“政治哲學”，也大都在“良知坎陷”、“內聖開出新
外王”的框架下展開。但實際上，牟宗三的面相是寬廣的，論題是開放的，他
不僅有“心性儒學”，而且有“政治儒學”1；其政治哲學不僅是“自由主義”
的，而且也是“社會主義”的。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牟宗三的
“社會主義面相”卻幾乎未曾得到專題揭示。
本文的目的除了拾遺補缺、揭示牟宗三的“社會主義面相”之外，其意
義還在於：牟宗三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既爲我們提供了研究儒家傳統、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者關係的絕好材料，又爲發掘儒學中的現代政治哲
學資源提供了極佳個案，而能夠扭轉把牟宗三政治哲學視爲“民主政治啦啦
隊”的成見。牟宗三所堅持和表現出來的原則，是既不困於中國傳統之道德
上的自由、經濟上的均平與政治上的禪讓等，也不囿於西方現代話語體系
之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等，而要求必須對此衆多訴求做
出恰當的融通。撇開具體論證上的優劣得失，牟宗三的這個原則反映了20世

1

感謝三位專家的評審意見，其肯定讓我惶恐，其否定促我奮進。牟宗三哲學中內聖與外王、
心性與政治之關係的討論，一直是牟宗三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長期以來，無論是把牟宗
三的“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判爲兩截而否定之，還是視其爲一渾然的整體而肯定之，研究
者往往都順著“內聖開出新外王”的思路把兩者視爲“從上面說下來”或“自上而下”的關係。且
不論包遵信、張灝、何信全等人先行的研究，當下的研究也是這樣。楊澤波2014年出版的五
卷本《貢獻與終結——牟宗三儒學思想研究》一書，資料詳實，持論有故，論述全面，第一卷即
爲《坎陷論》。其重要成果，就是區分了“開出科學和民主的坎陷”與“建構兩層存有論的坎陷”
之不同，並判定後一坎陷是“例外”，從而能夠主要在前一種意義上使用坎陷概念，認定“坎陷
論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與其他的作品在內容上並沒有直接的聯繫”，需從“讓開一步”、“下
降凝聚”、“攝智歸仁”這三個基本要素出發來理解。彭國翔2006年前後即開先河，重視牟宗
三哲學的“現世關懷”，並於2016年集結出版爲《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和社會思
想》一書。他特別強調：“‘良知坎陷’說的確是牟宗三外王思想的理論基礎，對其哲學內涵的
瞭解必須深入整個牟宗三思想甚至整個中國哲學的脈絡，不是‘對塔說相輪’的一些所謂批評
便能夠搔到癢處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牟宗三‘外王’的一面或者說其政治社會關懷是否是
‘良知坎陷’、‘三統並建’說所能概括的了？若其‘外王’的一面或其政治社會關懷僅在於此，
招致抽象之譏自然在所難免。然而，正如本文所述，牟宗三‘外王’的一面其實並不限於其‘良
知坎陷’的理論和思辨。” 彭國翔：〈牟宗三的共產主義批判——以《全集》未收之〈共產國際與
中共批判〉爲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62頁。也就是說，彭國翔一方面看到牟宗三哲學
不僅僅只是“從上面說下來”，而且也本質性地必然包括了“從下面說上去”，一方面同楊澤波
一樣把“良知坎陷”視爲“從上面說下來”。這是把牟宗三“政治社會關懷”或者說“外王”一面的
關鍵，安置於“良知坎陷”的“外面”。余英時“別開生面”(“本書之所以‘別開生面’便在於它的
探討物件不是牟宗三的哲學系統，而是他的‘現世關懷’，這是以住研究者極少觸及的一面”)
的評論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本文在時賢先進研究的基礎上堅持兩個觀點：一是牟宗
三的哲學系統與現世關懷的統一，二是牟宗三“從上面說下來”與“從下面說上去”的統一。當
然，這只是本文的背景，而無法詳盡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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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國一流學者的共識，而應該成爲21世紀的今天在討論儒家政治哲學時
的一個前提。

二、經濟權利：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在發表於1992年12月20日《聯合報》的〈鵝湖之會——中國文化發展中的
大綜和與中西傳統的融會〉一文中，牟宗三強調，“講‘社會主義’一定要照〈禮
運〉篇那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來講”。2 把《禮運》篇定義爲社會主義的，
這並非是牟宗三晚年的一時之會。早在1954年7、8月間，牟宗三就已經要求
把“政權、治權皆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與“經濟方面，則求均平”結合起來，以
真正實現〈禮運〉篇所肯定的“質的社會主義”。3
如何理解這種“質的社會主義”？政權、治權方面的“公”下節再論。怎樣
實現經濟上的均平呢？在更早的發表於1934年8月1日《再生》半月刊第2卷第
11、12期合刊的《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一文中，牟宗三把這個問題與“挽
救資本主義的病態”聯繫起來，認爲必須在與資本主義的比較中來確立社會
主義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合理主義是自然的合理主義，社會主義的合理主義是當然
的合理主義。前者是合科學之理，後者是合道德之理。前者是自然的趨
勢，後者是發自於不忍之心。前者是獸性，後者是神性。前者是無所謂
的，後者是有所謂的。前者是放任的，後者是拘束的。社會主義就是來拘
束資本主義放任之流弊的。4

所謂“自然的合理主義”，是說資本主義由自由經濟而來，強調個人、自
由、比賽，各竭所能，各享所得，猶如動物界的弱肉強食，終會生出兩極分
化、人而不人的流弊，因此需要管一管。在“管一管”處，社會主義應運而
生，其“當然的合理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挽救”和“拘束”主要表現爲經濟上的
均平，即要求對經濟有所“計畫”。牟宗三把它歸結爲六條：
(一) 所謂計畫也是對付自然活動之病態而產生的。(二) 因爲自然的合
理主義之發於人性而不可磨滅，故確定資本主義之限度：凡在均富
或均貧的狀態範圍之內而無可造成特殊之富與特出之窮者，皆允許
其在資本主義的合理主義之下活動。(三) 因爲當然的合理主義之發
於人性而不可厭抑，故確定社會主義之限度：凡在均富或均貧的狀
態範圍之內，有可以造成特殊之富與特殊之窮者皆收回使其在社會
主義的合理主義之下活動。(四) 凡個人所不能辦不宜辦，並足以妨礙
2
3
4

牟宗三，〈鵝湖之會〉，《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冊，頁458。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12。
牟宗三，〈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7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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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道的，皆在社會主義的範疇之下活動；凡人所能辦所宜辦而
並不妨礙社會公道的，皆資本主義的範疇之下活動。(五) 無論在資本
主義之下活動，或是在社會主義之下活動，都須按照國家的一貫計畫
發展。需要計畫的當然要計畫，不需要計畫的當然也不必無事忙白費
力氣。需要計畫與不需要計畫都在自覺的一貫的狀態之上活動，這便
是計劃經濟的特色，這個特色也總名之便即是理性的。(六) 在資本主
義與社會主義兩範疇的合作情形之下，再加上國家的計畫與整理之
運用，則公道的社會即出現。5

這六條，在發表於1935年第3卷第8期《再生》雜誌的〈國內兩大思潮之對
比〉一文中又被表述爲五條，但行文大體上沒有變化，只是取消了原來的第
一條而代之以“公有私有之轉移”這一前提，再以“自由與私有”替代了“資本
主義”，以“公有與拘束”替代了“社會主義”。6
這裡牟宗三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似頗有些唯物史觀的味
道。但是一般而論，牟宗三是不認同唯物史觀的。不過牟宗三也看到，“唯物
史觀”即是“經濟史觀”，“經濟史觀不過是從經濟方面看社會發展就是了”，
即是“歷史的經濟觀”或“歷史的經濟解析”，也即是“社會進化史底經濟解
析”。7 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牟宗三所反對的，不過是流俗化、教條化了
的唯物史觀，即“經濟定命論”。8 在這一點上，牟宗三與馬克思又是相通的，
“馬氏的觀點是史的、動的、活的、全的、過程的、具體的。這是我五體投
地地承認，並且也是近代各方面思潮中的一種共同趨向”，9 而強調在人的衆
多聯絡關係中，“經濟組織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線”。10
圍繞這個“托命線”，牟宗三在〈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1934
年)、〈中國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之原則〉(1935年3月15日)、〈中國農村生產
方式〉(1935年5月15)、《歷史哲學》第一部第一章等多篇文章中，研究了儒家
政治傳統中比較傾向於社會主義，即著重於經濟方面的公平的內容，主要包括
由助變貢加賦、賦稅助籍兼用的變化過程，以及從井田制到爰田制、提封疆
等土地制度的發展等。在分析過程中，牟宗三特別強調了經濟權利相對於其他
權利的基礎性地位，而要求先富後教，即從經濟權利中“孳乳”出其他：
我們讀的書，受的教育，那一句話不是教我們作好，作聖賢，作偉人，
作有道德的人，結果怎樣？越受教育的人越是自私的人，然則以公的
精神來教育農民是並不能去掉他們的私的。所以，窮、私、愚、弱是
不能以教育能改正的。這種辦法只是道學家的教訓，聽了這個教訓，

牟宗三，〈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74-775。
牟宗三，〈國內兩大思潮之對比〉，《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839-840。
7 牟宗三，
〈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26冊，頁638、697。
8 牟宗三，
〈任重而道遠〉，《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99。
9 牟宗三，
〈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642。
10 牟宗三，
〈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50。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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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未始不怦然心動，但時過境遷，仍是依然故我。所以我們認爲
現在的農村運動必須改個面目，決不可只從教訓式的教育方面來聯
絡，我們當從經濟關係方面組織他們。…… 經濟的聯結是實現我們的
認定的工具。11

牟宗三不會以道德判斷取代歷史判斷，指責往聖前賢沒能在此“托命
線”處著實用功。實際上，經濟權利的異軍突起是一個歷史事件。牟宗三看
到，資本主義的發達，與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發展出個人主義、自由
主義，兩者相互疊加激蕩，於是民族國家的獨立、人權運動、民主政治等也
相繼出現，這種經濟的聯結才發達起來。12
在此，牟宗三無疑肯定了自由經濟、私有制的合理性。不過，自十九世
紀後半期以至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出現了漏洞，貧富差距過
大，經濟危機頻發，引生了很大的社會問題。牟宗三因此承認，“資本主義有
問題，勞苦大衆應解放”，13 而要求確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限度，不致其無
限自由下去。這就走向了社會主義。
對於資本主義的“挽救”和“拘束”，無疑強化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這
裡的社會主義，並非只如〈禮運〉篇所言僅爲一理想或原則，生產力發展水準
的問題更加突出。牟宗三以1918年到1924年蘇俄的合作社運動爲例，指出若
不能尊重自由經濟的合理性，大力發展生產力，而是爲拘束而拘束，爲挽救
而挽救，那麼國家經濟機關的管理註定要失敗，這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那種“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14
可見，無論是就中國土地分配、財稅制度的歷史變遷而言，或者是從
資本主義的發達、社會主義的實踐等方面來看，牟宗三都傾向於相信，社會
主義的均平是從經濟權利中孳乳出的：社會主義都並不是一味反對經濟自
由，而只是反對經濟自由的濫用；社會主義也並不是要在經濟組織之外另
立“托命線”，而是要實現和完成每個人的經濟權利。

三、政治權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辯證統一的。牟宗三也強
調，社會主義要實現和完成人的經濟權利，就必須承認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
合理性，同時承認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即是說，若沒有政治上的民主主義，
則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的揚棄必不可得。社會主義必肯
11
12
13
14

牟宗三，〈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50-75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22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176。
牟宗三，〈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6冊，頁77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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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的政治權利。按牟宗三理解，這是有傳統依據的，〈禮運〉篇的“大道之行
也，天下爲公”必然同時包括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雙重性之“公”。在發表
於1990年12月28日《聯合報》的〈當代新儒家——答問錄〉一文中，牟宗三把這
種“雙重性的公”理解爲“儒家政治傳統的兩條支流”：
儒家政治傳統有兩條支流：一是比較傾向於民主政治，像講禪讓、
公天下、反對家天下，以及明末黃梨洲的思想便是；一支比較傾向
於社會主義，即著重於經濟方面的公平，主要是土地問題，但承認自
由經濟。15

一般說來，“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兩個概念是有交叉的，因而牟宗三
上說似含混而不確。但細究牟宗三的意思，社會主義當有廣狹之分。狹義的
社會主義，指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要挽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流弊，以實現
每一個人的經濟權利。廣義的社會主義，則既包括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同時
也指涉與其相適應的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和文化上的社會主義。對此廣義的
社會主義，特別是側重於政治權利的社會主義，牟宗三在1949年12月發表的
〈理想主義的實踐之函義〉一文中的理解是：
無論是資產階級作主的社會或無產階級作主的社會，民主制度皆必
須肯定。此誠如陳獨秀所說的：“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
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
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
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他又說：“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
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產階級
及資本主義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
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
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在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
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夠創造
什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
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
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16

即是說，與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均平要承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合理
性一樣，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的天下爲公也需承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合理
性。依此，牟宗三認定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內在的本質”有二：“一、允
許人們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等之自由；二、依憲法而施行的制度基
礎之確立。”17這是“廣度地”保障“一般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
罷工等的自由。除此之外，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還必須“深度地”保障“天
才”。牟宗三相信，唯民主主義可以保障天才，它包括兩層意思：
15
16
17

牟宗三，〈當代新儒家——答問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冊，頁438。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62-6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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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天才不能以作政治領袖爲唯一的出路。天才的充分發展可
以讓其轉爲科學、哲學、藝術、宗教方面的，即轉爲文化的，此是在
社會文化上以追求真理而充分發展其天才，而實現其對於人類之貢
獻。而這種天才之能在社會上得其充分的發展，惟有民主制度的政治
始能允許之、保障之。如果人的天才在文化上不能得其出路，則只有
集中於政治權力之爭奪。此決非人類之福。…… 二、民主政治不但保
住社會上天才之文化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亦不許有以天才英雄自
居而得以充分發揮其權力欲者。“天才”二字直不許用於政治領袖或
政治家。…… 政治家不能孤峭獨特的，他必須順俗從衆，謀及庶人。
他必須爲公共利益而守法尊制度，依法而退，依法而進。他的境界不
能太高。政治不能不講法度，法度就限制了他不能爲天才。他有政治
的天才，只能說他有適應法度運用法度的本事，他是在限制中運用他
的才具的。18

簡單地說，第一層意思是縱的衝破橫的，允許人們在遵守憲法、法律
等前提下向上無限伸展，達致自己的自由高度；第二層意思是橫的鎖住縱
的，以政治法度拘束政治天才的任性揮灑，防止政治上的弱肉強食，保障人
的自由水平線。縱橫交錯，“民主政治就是一方面讓天才轉爲文化的，一方面
禁止政治權力欲之無限的發展”，19 以保障每個人的政治權利。
這兩層意思，一方面肯定了民主主義，一方面又反顯出了資本主義、
民主主義的不足。牟宗三強調，衡之以儒家傳統的純然德性生命觀，人的自
由，包括縱的和橫的，其實都是無限伸展的：
在印證那純神性上，它是在垂直方向上直向超越境而上達，上達天德
或神性。在“與人爲徒”的機應上，它是在水平面的舒展面上，滿足人之
所需要於“道成肉身”者。無論是垂直的方向上，或是在水準的舒展面
上，它總是那純然的德性生命之自己。這就是宗教或聖賢型的人格。20

由此，牟宗三講“聖王政治”和“政治神話”，表彰儒家的聖王德治傳統，
認爲它標明了政治的“極致”：
主觀敞開，服從客觀，則客觀方面即全散開而落在“存在的生命個體”之
“各適其性，各遂其生”之“各正性命”上。無騷擾、無矯揉、無懸隔、無設計，
個體落實地還其爲個體，此爲儒者“理性之內容的表現”之德治之極致。此種
全幅讓開散開的德治亦可以說是內容表現上如實如理的個體主義之極致。21
“如實如理的個體主義”即“徹底散開的個體主義”，有如馬克思的“自由
人聯合體”中的個體。由此個體主義，牟宗三講民主主義即是自由主義：
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基本精神還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
個體主義不是講究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個體主義所重視的“個體”，
18
19
20
2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66-67。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6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78。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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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的意義，是由權利義務規定的“個體”。譬如國民享有國家所保
障的權利，同時他也對國家負有應盡的義務，像當兵納稅就是。獨立
的“個體”，才能享權利、盡義務；如果不是獨立的“個體”，也就沒有
權利義務可言。這些都是政治上的觀念。因此，在這種個體主義的意
義下，自然就包含了自由主義的意義。自由主義由此而來，這才是自
由主義的基本精神。22

而牟宗三之所以強調只有儒家的聖王德治傳統才標明了政治的“極
致”，正是因爲這種政治不滿意於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中對人縱貫向上的自
由伸展的“允許”，而欲將其發展爲一種絕對“義務”，因此強化了“教化”的意
義。換言之，在牟宗三看來，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不僅要確保人的消極自
由，而且要充分發展人的積極自由。由此“教化”與“積極自由”，牟宗三要求
對“泛民主主義”進行“挽救”和“拘束”：
政治上的民主下散流走而轉爲社會日常生活上無律無守的泛民主主
義。民主裡面含有自由、平等兩觀念，如是自由、平等亦失掉它政治
上憲法上的意義，而下散流走，轉爲日常生活上無律無守個人自私的
泛自由泛平等。……師生之間講民主，則先生無法教學生。父子之間
講民主，則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夫婦之間講民主，則夫妻之恩情
薄。民主氾濫於社會日常生活，則人與人間無真正的師友，無真正之
人品，只是你不能管我，我不能管你，一句話是“你管不著”。民主本是
政治上對權力的大防，現在則轉而爲掩護生活墮落的防線。23

綜上所述，結合古今中西兩方面的經驗，牟宗三相信，社會主義對人的
政治權利的肯定，一方面要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合理性，實現政
道的民主，解決以往儒家聖君賢相系統對於君與民這兩端無積極的辦法的
難題，另一方面要堅持和轉化儒家德化的治道，以悱惻之心、盡倫盡性踐仁
的積極實踐爲基礎，防止民主的下散流走，真正達致“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的境地。
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說，儒家德化的治道已經與社會主義接軌合
流了，而是說，儒家政治傳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能夠相互扶持。而且，
上述兩方面經驗的結合之所指，並非如很多人所講的那樣，是爲了挽救西方
現代及後現代社會的病痛。牟宗三或許不反對這種功效，但其目光所在，首
先一定是中國社會自己的事情。中國的事情當然並沒有完結，一切才剛剛開
始。就政治權利而言，有兩條需要提及：
假定相應政權有政道，民主政治成立，使政權與治權離，則此種治道
當更易實現，且反而使自由民主更爲充實而美麗。以前相應政權無政
道，故此種德化的治道實在是有時而窮，而其實現亦受阻。此實爲中
國歷史文化之大癥結。24
22
23

牟宗三，〈“五四”與現代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冊，頁264-26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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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作政治領袖也是最好的。……柏拉圖所想的“哲王”(philosopher
king)，以及以往儒家所想的君，皆有此理想。但究竟在人類自有歷史
以來，這類的哲王從未出現，聖人亦從未作過皇帝或政治領袖。……我
想，聖人若作了皇帝，那時便是天國，而不是地國，而亦無所謂政治
了。在天國未實現以前，民主政治仍是最可貴的制度。我們還是讓聖
人掌教化，而亦唯民主政治始能保障聖人而尊仰之。25

第一條的“假定”表明，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合理性，尚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二條的“天國”，有如共產主義社會，在進入共產主義社
會以前，社會主義還是保持政教分離爲宜。

四、文化權利：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牟宗三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區分開了，除了強調
經濟組織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線”之外，便是要肯定民主主義的精神性。即是
說，民主主義“內在的本質”，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以及對公權力
的限制等，與個人的物質訴求、經濟利益直接相關，首先表現物質生活的自
由，但除此之外，民主主義還有“外在的開明之德量”，表現精神生活的自
由。兩相結合，始能形成健全的民主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牟宗三強
調，社會主義始於追求經濟上的均平，而必終於道德的理想主義：
社會主義增進人類現實生活的幸福，民主主義保障人類精神生活之
自由，使天才有其充分之發展，在文化內之發展。這後面的基本精神
是道德的理想主義。若爲現實生活的幸福而必否決民主主義，則現實
生活的幸福亦不可得，社會主義亦必不可實踐，而所謂麵包第一，其
所成者亦不過是齊於物的純然動物而已，結果，麵包亦吃不成。26

在牟宗三看來，無論是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等都需要以精神生活的自
由作爲底子，若沒有這個底子，所謂的經濟自由、政治自由等雖僥倖得之而
必將終失之。在此，牟宗三把理想、理性、精神生活的自由等等縱貫向上的
人性素質都歸結爲文化的，而與國家相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若必歸
結爲文化的，則亦必歸結爲國家的”。27 牟宗三的論證分爲兩個部分。
首先是“超越的證明”或者說“形而上學的證明”。
文化跟真理一樣，都是普遍的或普世的，皆希望肯定人性、尊重人
道，有功於全人類至善至美生活樣法的建設，因此文化工作者似乎不必要講
24
25
26
2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3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68。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7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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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族國家。不過這只是文化的一個面相。若就文化的鑄造而言，文化又是
多樣的，是不同民族的聖哲所鑄造的不同的文化。再就文化的實現而言，普
世的文化必於個人、家庭、國家等特殊的東西中成其自己。即以儒家文化
而言，仁即表現了儒家文化的普世性，是萬物一體之仁，也是天理、天倫之
仁，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直接對應的是“大同”、“天下”或“宇宙”等，一
體平鋪，各正性命。到此道德秩序與宇宙秩序同一，便是聖賢人格的絕對精
神、天地氣象。但是，仁的鑄造顯然離不開孔子，仁的實現則強調愛有差
等、施由親始，而特別重視家庭和國家。“家庭是骨肉之親之結合，藉之以實
現仁，即仁之‘情的表現’。” “國家是家庭以外的實際生活之結合，藉之以實
現仁，即仁之‘義的表現’。”28 即是說，仁是個人、家庭、國家等的“超越的
根據”，個人、家庭、國家等則是仁的“內在的根據”。由此即普遍即特殊、
即超越即內在、即理即氣，牟宗三說 “形而上學的證明”：
從文化的創造，真理的實現方面說，民族的氣質、個人的氣質，是它
的特殊性，是它實現之限制而又是它實現之具體的憑藉，因此，家庭
國家就是實現真理創造文化之個體，它們是普遍者與特殊者結合而成
的。普遍者作爲構成它們的一成分，因而即是在它們之中呈現。呈現
即實現。實現真理即是創造文化。普遍即是它們的理性根據，即上文
所說的“超越的根據”。此即是仁，或道德的理性。我們根據這個理性的
實現，既能成就文化的創造，亦能成就家庭國家天下等之肯定。29

只有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才真正滿足仁的形而上學
規定性。由此出發，社會主義一方面肯定文化，表現仁的超越性和普世性，一
方面肯定民族國家，表現仁的內在性和特殊性：兩方面諧和，真正呈現出作
爲生化之理的仁的“自然條理”，經濟上的均平和政治上的民主也才能自然而
然地合一，猶如天設地造一般。
其次是“道德實踐的證明”。
牟宗三首先反駁了康有爲“春秋公羊學的社會主義”及時人習知的“大
浪漫的社會主義”。兩者的共同問題，是把“大同”理解爲純粹散列的個體，不
但要消滅家庭，清除人類的自然情感，至“男女皆至平無別”、“無復男女之
異”及“人人平等，人人自立”之境，而且還要由此發展到“破國界去國義”，以
達致世界主義的“聯合太平世”。即是說，對這兩派社會主義而言，欲消滅國
家，必先消滅家庭；唯消滅家庭國家，方能成就社會主義。牟宗三認爲，這
是夢想的大同，是把人看成機器零件的大同，是毀滅一切的癡呆大同：
這個毀滅一切的癡呆大同是私的個體所投射的一個影子：一面是極
端的私，赤裸裸的個體，一面就是極端的公，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齊
於物的大同。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而且是互爲因果的。在現實
28
29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7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78。

陳迎年 / 牟宗三論社會主義

221

上以其氾濫衝破一切而無安頓的人就憧憬那個大同，而憧憬那個大
同的人，一落到現實上，就是不顧一切極端自私的人。30

在牟宗三看來，這種大同走在了盲爽發狂的路上，走在了極端專制的
路上，而不知黑格爾主觀精神、客觀精神與絕對精神這三個環節之與人的
道德實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道德實踐要有個觸發點和起點，這便是家庭的
骨肉至親關係中的“情之至親”。但是，孝弟之情所表現的重在主觀精神，尚
無法達到家庭之外，道德實踐還需要在“義的分位”關係即國家政治的組織
中表現，即表現客觀精神。牟宗三說：
人類之實踐若無客觀的表現，則連家庭之情的表現亦不能維持於永
久，必馴至枯餒以死。故客觀精神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是由家庭過渡
到天下(大同)的重要而不可少的通路。它是使吾人的價值生活出乎
家庭骨肉以外而擴大至天下的一個媒介。沒有這個媒介，天下是一個
荒蕪的觀念，完全是無生活意義的，而家庭亦必枯槁困頓委靡以死。
馴致一切歸於荒煙蔓草，此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31

在這裡，牟宗三並沒有單純反對和協萬邦、國際主義或世界歷史，而
是把客觀精神視爲由主觀精神到大同絕對精神的關節點，強調其不可或缺
性。從道德實踐的這些環節出發，牟宗三強調，天下、大同等當然是絕對而
至大無外的，但它是一個水準的、橫的王道系統，需要縱貫之根，需要一個
一個的民族國家以其歷史文化的縱貫線來支撐它。
縱貫之根，便是國家的超越根據，便是仁。在這裡，“道德實踐的證明”便
與“形而上學的證明”合一了。通過這種合一，牟宗三兼顧自由精神的形而上學
之本體和道德實踐之流行，而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均平與政治民主相成而非
相反，強調社會主義與家庭、民族國家的肯定相成而非相反：唯有通過國
家、法律等客觀精神，才能一方面維持住公民的自由民主，保障公共生活的良
好秩序，一方面又不以民主政治爲滿足，而是強力以求上達至“仁者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的境界，而保任人歸宿於最後的絕對精神之自己的那種可能性。

五、社會權利：質的社會主義
一般而論，社會主義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挽救”和“拘束”，來進一步保障
人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以實現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呈現和
擴充人性的積極面相。但相比較而言，經濟權利與文化權利的保障更強調國
家“計畫”、“教化”的意義和作用，而可以稱之爲國家社會主義(其中強調儒
30
3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80。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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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傳統重要性的一支，又可以單獨稱之爲儒家社會主義)；政治權利的
保障則更重視個人的自覺意識和自我選擇，而可以稱之爲民主社會主義。
然而，我們卻不能據此判斷，牟宗三所講的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
義”、“國家社會主義”或“儒家社會主義”。毋寧說，牟宗三之所以要把經濟
權利、政治權利、文化權利統合著講，正是欲消除一般所講的“民主社會主
義”、“國家社會主義”及“儒家社會主義”等的種種偏失。在發表於1948年7月
《理想歷史文化》第2期的《荀學大略》一文中，牟宗三表達了他對相關偏失的
防範：
吾人今日講國家性之出現，必不可與自由民主爲對立；而講自由民
主之出現，亦必不可與國家爲對立。講個人，不可流於泛個人主義；
講社會，不可流於泛社會主義；講天下大同，不可流於空頭之清一色
的荒涼的大同，凡此皆足以導致極權而互爲因果，而其總歸皆虛無主
義也。32

“民主社會主義”的偏失，在把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國家的安排與教
化相對立，而易流於“泛個人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偏失，在把國家性與
自由民主相對立，而易流於“泛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的偏失，在只有
空頭的自由精神、民族國家等，而無客觀精神以實之，而易流於“荒涼的大
同”。三者雖來源有異表現不同，但卻都是偏而不正，無法成就真正的個體、
真正的集體，最後的結局往往是縱貫向上的精神盡失，而與現實中的極權專
制政治共舞。
因此牟宗三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必然重視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
權利等諸方面不同要求的協同聯合，是一個縱橫交織的有機整體。在發表於
1990年12月28日《聯合報》的〈當代新儒家——答問錄〉一文中，牟宗三把這個
有機聯合的社會主義稱之爲“質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意識必須籠罩在道德、理性、歷史文化、自由、民主等
價值觀念之下，對經濟問題採取經驗主義態度，這才可說“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即“質的社會主義”。33

與“質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針鋒相對的，就是
那種把社會主義限定在純粹的經濟領域、只承認物質的均平、先驗地要求
經濟權利的齊一的“量的社會主義”。在牟宗三看來，“量的社會主義”立理以
限事、以理殺人，本欲消除資本主義的罪惡，而實際上只能造成更大的罪
惡，兩極分化更加嚴重，無產階級生活更加困苦，新權貴更加窮奢極欲。因
此牟宗三強調，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經濟上的公平只能採取經驗主義的態
32
33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冊，頁213。
牟宗三，〈當代新儒家——答問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冊，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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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國家隨時針對問題進行調整、改良。換言之，這種經驗主義的調整和改
良只能是承認經濟自由而欲約束之，因而需要以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文化
上的保守主義爲前提。
牟宗三相信，只有綜合了經濟上的經驗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文
化上的保守主義，兼顧到人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文化權利，人的社會權
利方能統籌兼顧，社會才能真正和諧。這也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便是返
本開新，便是古今中西的融通之道。
事實上，如果說社會主義隨20世紀資本主義重重問題而變得更加耀眼，
成爲一種最爲重要的社會思潮，那麼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思考，特別是考察
其與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的關係，也就顯得自然而然了。而牟宗三對“質
的社會主義”的多重論述，對人的社會權利的綜合強調，既反映了20世紀衆多
一流學者的某些共識，也表現了他自己的一些特點。由於論題的限制，這裡只
能稍加展開，只講兩點共識和一點爭論。
第一點共識，是社會主義對於自由經濟的那種拘束。如梁啟超也以“經
濟問題”、“國民生計”爲關注點，認爲“社會主義雖不敢謂爲世界唯一之大
問題，要之爲世界數大問題中之一而占極重要之位置者也”，“社會主義一問
題，無論以世界人類分子之資格或以中國國民分子之資格，而皆不容以對岸
火災視之”。34 他認爲，由於事涉每個人的經濟權利，社會主義最精要的論
據，應該是孔子講的“均無貧和無寡”，孟子講的“恆產恒心”，實質即是干涉
主義：“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
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
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35
同樣，胡適之所以承認社會主義，其中重要的一點，也是因爲他認定：“資本
主義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36
第二點共識，是社會主義與儒家文化的那種內在關聯。這是把古今中
西問題結合起來，相信儒家與社會主義是本質同一的，比如康有爲、梁啟超
等春秋公羊學者。而與牟宗三同屬熊十力學派的徐復觀甚至斷定：“在財富
這一觀念上，中國只能和社會主義相通。”37 這裡的相通，並不是說兩件東西
有其交叉的部分，而是說，儒家文化中的仁的呈現、儒家的社會理想的實現
等，必須以社會主義爲前提條件。這其實也是以經濟權利爲出發點和基石，
而要求實現人的政治權利、文化權利等。徐復觀強調：“孔子的思想，在專
制政治下不能實現，在資本主義也不能完全實現，可能要在社會主義之下才
能實現。”38 “孔孟之道，只不過教人以正常的人生態度，及教人以人與人正
34
35
36
37
38

梁啟超，〈社會主義論序〉，《飲冰室合集》第3冊，頁1。
梁啟超，〈干涉與放任〉，《飲冰室合集》第6冊，頁8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頁239。
徐復觀，《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頁232。
徐復觀，《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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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處的態度。甚至可以說，孔孟所建立、所要求的上述正常的態度，只有
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才能普遍地實現。”39
一點爭論則主要涉及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是否並存的問題。自由與民
主無疑是有不同的，如上文第一、二兩節就分別說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政
治上的民主主義。但兩者又常常被等量齊觀，問題因此也就變得更加複雜
了。若簡言之，可以胡適爲例。1926年，胡適在俄德諸國旅行時，曾與蔡和森
有過辯論，並結合自己的觀察，“頗有作政黨的意思。我想，我應該出來作政
治活動，以改革內政爲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爲‘自由黨’。充分承認社會主義
的主張，但不以階級鬥爭爲手段。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爲資本主義之政治哲
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
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爲無產階級的爭自由”。40 此時胡適傾向於
認爲，蘇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才真正爭取了最大多數人的自由，而英
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名爲尊崇自由，實是戴假面具，一旦微嗅得一點自己的自
由受到限制的危險，就會將那假面具撕下來。因此胡適的“自由黨”便要“充
分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他爲此還專門畫了一個自由直角三角形，用來說
明貴族自由到資產階級自由再到無產階級自由的那種享受自由的人數不斷
擴大的過程。但是到了1953年，胡適的意見發生了重大改變，認爲社會主義
與自由民主不能共存：
我在二十年前，尚以爲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發展]，近十年
來，我漸見此意之不是。……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信條乃是
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能接受各種社會主義信條。41

應該看到，牟宗三瞭解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能否共存的那些爭論，認
同和重視自由主義者健全的個人主義信條的那種防範意識，也承認中國傳
統政治的專制性格及過往儒家德化的治道的不足等，但卻長期堅持社會主
義，一貫主張經濟上的經驗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
等在“質的社會主義”中的保任和提高，因此其思考中似乎多少顯出了一些
和稀泥的色彩。實則不然。牟宗三在堅持和主張“質的社會主義”的同時，對
“量的社會主義”有斬釘截鐵的認知和毫不留情的批評，衡之以社會主義的
歷史實踐，相互印證處比比皆是，很多甚至可謂是孤明先發，由此可證牟宗
三並非是閉門造車的冬烘先生。牟宗三思考社會主義的深刻之處正在於，他
既有堅強的原則，毫不猶豫地以仁、自由、理性精神等建立社會主義的超
越根據，又著眼於世俗生活，把社會主義的托命線安置在物質財富、生活幸

39
40
41

徐復觀，《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頁76。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頁237-239。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320。

陳迎年 / 牟宗三論社會主義

225

福、肉體自由等的上面。前者兩事並爲一事做，一方面力圖復活傳統，另一
方面致力於確立社會主義的文化縱貫線。後者亦然，一方面是一種世俗化的
過程，另一方面要求確保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水平線。

六、結語
牟宗三相信，唯有縱橫交錯、以橫構縱、縱貫縱講的社會主義才是“質
的社會主義”，才最有利於實現人的社會權利。這是牟宗三論社會主義的特
點。在此有三點需要注意。其一，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深度融通問題，決
不是20世紀90年代後才開始自覺出現的。其二，在回顧社會主義接受史，討
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關係這一重大課題的時候，尤其需要關
注那些曾經以“保守主義者”之名而被排除在外的學者。42 其三，今人對於自
由經濟、民主政治、社會權利等的理解或許已經超過了牟宗三，但是，牟宗
三在古今中西的衝撞中尋求“重疊共識”的那種博大和精深，恐怕依然指明
了堅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43 假定已經走在了這條道路上，那麼我們就有
理由相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質的社會主義”必將在理論和實踐
兩方面都結出更爲豐碩的成果。
■ 投稿日：2018.06.27 / 審查日：2018.06.27-2018.12.19 / 刊載決定日：2018.12.19

42

43

張君勱曾與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共同發表了〈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對社
會主義也有著一系列的論述，而要求把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傳統文化等結合起來，其思
想在多個方面對牟宗三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鑒於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演變過程的複雜
性及本文的論題限制等，這裡並沒有涉及他。
大陸學者“儒教自由主義”的主張、“大陸新儒家”的崛起等，讓這個話題變得更加有意義。若
再對比西方研究，如幾十年前熊彼特的“兼收並蓄”等，則更加有意味。留待來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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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 Zongsan’s Concept of Socialism
CHEN Ying-nian

Abstract
Mou Zongsan’s concept of socialism is closely linked to his moral metaphysics.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and regarded
it as the inevit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nfucian concept of datong 大同. There
were four main aspects of his discourse: First, capitalist free economy breed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pla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second, the capitalist free politics
breeds proletarian freedom and proletarian democracy; third, and yet the goal of
socialism is the freedom of spiritual life, and socialism must requi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last, only then can we say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qualitative socialism, is most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se arguments of Mou Zongsan reflect not only common sense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can be used as a mirror
for today.
Keywords: Mou Zongsan, Social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Economic rights, Political
rights, Cultural r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