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聞而知之何以可能？
盛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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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聞而知之是以聖人爲物件的認知，其對應的知識種類並不僅僅是一種外在客
觀知識，而是具有成就聖人人格和變革社會的雙重作用。孔子認爲這種知識需要由
“聞”來獲得，但是聞而知之的聞與日常生活中見聞之聞是不一樣的，見聞之聞容易
被外物和私欲所遮蔽，而聞而知之的聞卻與天道相關，通過“聞―道”具有化部分爲
整體、去偽成真和化育天下的作用。孔子以問禮和聞樂爲例爲我們展示了聞而知之
的認知形式，首先通過問使自己和物件達到“空空如也”的狀態，然後聽聞遠處天道
在此處的迴響，這是避免主客分離的局限而使我們能直接獲知聖人知識的根本；
其次以玉振之音來領會“聽―命”，即通過天命來反復條理終始，使萬物聚集成爲一
個有序的整體，也就是萬物“如在”左右的狀態而實現成己、成物的目的。“聞―道”和
“聽―命”以無爲而成、不言而信的方式完成了對自身和社會的改造，所以，聞而知
之不僅具有交互主體性，而且還蘊含巨大的社會實踐能力。
關鍵詞：聞而知之，聞―道，聽―命，問禮，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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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聞而知之並非儒家主流學說中核心的認知方式，通常在儒學背景中比
較強調心的認知作用。因爲心所代表的理性功能使人一方面在向外獲取客
觀知識的時候有更大的確定性，能解決人爲自然立法何以可能的問題；另
一方面在向內的思維過程中有得以體現人本身價值的道德知識，實現人爲
自己立法何以可能的問題。這樣通過心知使人與自然達到互相平衡的狀
態，使人在自然和道德世界中都能具有合法性以及主宰性，這就是理性思維
的巨大作用。但是，耳目之官由於容易被氣稟物欲所影響而不能彰顯人的獨
特價值，容易被外部事物所奴役，如果任由耳目之官主宰人，那麼就會喪失
屬於人自身的道德空間甚至威脅到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所以，從儒家學派
創立以來，孟子就明確區分了大體和小體的概念，重視心之官對耳目之官的
主宰，並且在修養方法上強調對耳目之官的約束，後來，在宋明理學中出現
“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的說法，將見聞之知放到道德知識的對立面。

二、聞
在早期儒家學說的形成過程中，聞而知之卻不是我們後來所理解的見
聞之知那樣，是低層次的、初級的，每個人甚至動植物都具有的自然感覺能
力，而是屬於聖人這種具有最高智慧和德性人格所具有的認知方式，或者
說是在“下學而上達”過程中達到聖人境界的不二法門。在出土的郭店簡和
馬王堆帛書中的《五行》篇明確記載了“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等，這些零碎的記載並不能使我們瞭解其內涵。這不禁讓我們發問，人如何
通過“聞”的方式，達到聖人境界？也就是聞而知之何以可能的問題。由於
出土文獻的局限性，並沒有給出一個符合邏輯的說明，而在傳世儒家文獻
中對於聞而知之的使用出現在《孟子》最後一段關於“道統”的描述中：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

1

《孟子》，〈盡心下〉｡

盛 夏 / 聖人聞而知之何以可能？

115

從中我們可以知道，第一，聞而知之是認知主體對不與自身處於同一
場域聖人的領會，見而知之是與認知主體對共同在場聖人的瞭解，也就是
說聞而知之“聞”的間距遠遠大於見而知之“見”的距離。第二，聞而知之的認
知主體是聖人，見而知之的認知主體是智者，所以，聞而知之比見而知之的
認知方式更高明，而且認知效果也比見而知之好，並不會受到時空、文化和
環境的影響。第三，聞而知之的聖人通常是一個文明和時代的開創者，見而
知之的智者只是直接落實和承繼聖人的事業, 2 所以聞而知之具有開創性，
而見而知之具有模仿性。第四，聞而知之的聖人之間雖然間隔遙遠，但其所
創造的文明之間具有深層的本質相關性，並不是全然分離和無關的，而是
有一以貫之的連續性。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3
朱熹詮釋到聖人之間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但是他們開創文明的基礎卻是
相同的。4
從《孟子》，〈盡心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聞而知之是專屬聖人的
認知方式，並且在認識上是以此區別於其他人的重要標誌，但是爲何“聞”
比“見”更爲可貴呢？這一點如果從生活經驗出發是很難理解的，我們一般
認爲聞和見是接受外部事物的兩種感官管道，並沒有高低貴賤的分別，如
果要區分，也是認爲見而知之比聞而知之更可信，更能引起他人的認同。原
因在於，見而知之由於是認知主體與認知物件同處周圍世界，這種認識更
容易使同處周圍世界的人產生信任感，這種局限於一時一地或一個群體的
確信是很難接受跳出周圍世界，在更爲普遍的角度和長時間綿延歷史的檢
驗。這種偏信雖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並沒有帶來任何認識和實踐上
的不適，甚至成爲實現生活目標的重要保障。但是，聖人所傳之道可能是從
當下世界一個明顯的問題的思考開始，但是又不僅僅局限於當時社會的需
要，而是有更爲幽深和長遠的考慮，遠遠超出了周圍世界所能承載的範
圍，所以，要理解聖人之道就必須有出離周圍世界到達更爲幽遠地方的能
力，而這種能力是屬於聞而知之的。但是，如果在感官直覺的角度理解
“聞”，其與見而知之一樣是屬於周圍世界的認知方式，從周圍世界的角度
來看，聞比見更難找到這個認知客體，而由於聞所需要的聲音比見所需要
的形象更爲隱秘和無形，所以聞比見更具特殊性，甚至幻覺或虛假的成分
居多，使人們很難相信僅僅從一個人聽聞而獲得的知識，正所謂“眼見爲
實，耳聽爲虛”。然而，在宗教生活中具有很高修養的人，甚至教主，都是從
異於常人的獨特體驗中獲得宗教體驗，這種體驗成爲了立教或傳教的基

2
3
4

李景林，〈孔子“聞道”說新解〉，頁46。
《孟子》，〈離婁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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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而且儒家學說的創立者—— 孔子，雖然不被當時大多數人和執政者理解
和接受，但是其仍然表現出“天命在我”極大的自信，曾子引述孔子的話，說
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5 這種獨特的體驗如何能生發出對普羅
大眾普遍適用的宗教呢？這種獨特的體驗並非聖人私人世俗情感和自身現
實利益的考量，而是“反求諸已”或者“求其放心”，這種通過從自我特殊性體
驗到更爲普遍真理的過程就是根本性的現身，這種根本現身有別於客觀現
象的確信，而是根植於人性的根本性存在，其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而與更
爲遙遠的聖人取得本質的相關性，這種看似特殊性的體驗卻蘊含著對人和
世界普遍的關懷，其真實性的等級已經超越了在周圍世界中通過外在客觀
確證的方式所能獲得真理的程度。更爲重要的是，這種以自身特殊體驗所
領會到的根本性的現身，蘊含了任何人通過自身個人性而獲得真理的可
能，並不局限於教主或者傳道者所呈現的具體方式，任何人雖然切入真理
的方式各異，但是卻能共同達到唯一的根本性存在，這種方式無疑具有更
大的普遍性和自由性，完全摒棄了一般宗教帶給我們的壓迫和蒙昧之感。
在早期儒家的語境中，聖人借助見聞之聞的隱秘性、無形和特殊性來
表達自身學說的超越性和唯一性，然而我們卻不能在見聞這種周圍世界的
感官自覺的層次來理解，這種隱喻式的表達使聞而知之的“聞”脫離了見聞
之“聞”虛假和幻覺的成分，而保留了其出離周圍世界的傾向和隱秘、無形
的方式。這種既超越又借重感官之聞的隱喻方式，容易造成思維的跳躍和
引起神秘的感覺，這無疑增加了理解的難度。但是，聞而知之的具體內涵是
什麼，仍然是晦暗不明的。所以，對於聞而知之的瞭解就需要從儒家早期文
獻的相互印證中推論出來，借由聖來理解“聞”這種獨特的認知方式就顯得
尤爲重要了，因爲聖在字形上就是從口耳的，從出土的帛書中有“聰也者，
6
聖之藏於耳也”的記載，表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是與聽覺有關的。
通過孟子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聞而知之是對聖人的真切認知，這種
認知可以穿越時空的限制，讓距離我們久遠的聖人如同在我們面前呈現一
樣。並且以聞而知之的方式理解聖人得到的並不僅僅是一種描述性的客觀
知識，而是具有一種能直接提升自身境界和改造社會的力量。不僅使自己
能達到聖人品格，而且會實現社會由天下無道到天下有道的轉變，這無疑
表明了聞而知之在獲取最高的德性知識和充沛的踐行能量上都有重要的作
用。那麼，孔子在獲知聖人知識的過程中是如何聞而知之的呢？第一，通過
口耳相傳的方式聽聞文獻。孔子經常向博學多聞的人請教關於聖人的禮樂
知識，例如孔子問禮於周代“守藏室之官”的老聃，而得知周代的禮樂制
度；孔子請教少昊的後代郯國國君—— 郯子，從而獲知有關少昊時期的禮
樂知識。這些都是直接接觸到聖人禮樂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直接的聽聞、學
5
6

《孟子》，〈公孫丑上〉。
李景林，〈聽—中國哲學證顯本體之方式〉，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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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而得知聖人。第二，通過聽聞聖人之樂而體會到聖人，有別於前者直接具
體的獲知，聽聞音樂是一種抽象的間接認識方式，例如孔子聞韶樂而知舜
帝，聞武樂而知武王，彈《文王操》而知文王等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7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8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
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
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
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
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9

孔子以聽聞音、曲此種極端抽象的表現形式使聖人如在自己左右而知
道聖人之爲人。但是，我們知道，無論是口耳相傳還是聽聖人之樂，都不能
準確領會有關聖人的全部知識。因爲，首先，口耳相傳的文獻具有極大的不
確定性，其中很容易因爲個人偏好參雜虛假的和遺失重要的東西，而且長
時間經過多人轉述所保留下來的關於聖人的記述，絕大多數或者重要核心
部分已經被遺忘和遮蔽了，只有少部分存在和一些零碎化的堆砌，這些文
獻已經“不足徵”，但是孔子之聞卻能化部分爲整體，去假成真，以一覽無餘
的姿態獲知聖人。其次，聖人之樂是通過音、曲這種抽象的形式來表達自
己，但是隨著聖人離世時間的拉長，那麼樂曲這種形式就會流於空洞，使人
很難再通過此來得知聖人真切的狀態，但是孔子聞樂卻能透過抽象的形
式，而深入到聖人之爲人，實現由僵死的抽象到鮮活的具體，從“不在”到
“如在”的轉變。最後，常人一般在以口耳相傳和聞聖人樂的過程中，只是呈
現出一個粗淺的影像，這樣一種空洞的感覺，還無法觸動人達到聖人境
界，更遑論能以此變革社會了，然而孔子聽聞之後不僅能使自己與聖人呼
應而成爲聖人，而且也能得到變革現實社會而遵從聖人禮樂制度的方法，
所以孔子自信的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10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
知行合一的問題，而是含有突破一己之身而爲社會立法的根本性功能。所
以，我們可以知道，孔子以“聞”而知聖人，首先需要強調的是聞而知之之
“聞”與見聞之“聞”的形式是不同的，而不僅僅是強調聞的內容廣泛、聲音大
小和手段正確與否。

《論語》，〈述而〉｡
《論語》，〈八佾〉｡
9 《孔子家語》，〈辯樂解〉｡
10 《論語》，〈雍也〉｡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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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聞與天道
那麼聞而知之的聞與見聞之聞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呢？出土的《五行》
篇有“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天道也”、“聰則聞君子道。道者，天道也”的
記載，我們可以推知聞而知之的“聞”與天道密切相關，或者可以說天道就
是聞的形式，而非聞的內容。通過天道而聞，可以確保有僅僅以耳目之官來
聞所不具備的條件或形式，所以“聞―道”11就不是一個具體的行爲，而是聞
而知之過程中達到確證知識的同一性規律，也就是以聞使道降臨，而道又
是聞的內在性規定，天道確保了聞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在這種聞的形式
下，我們才能有由部分推知整體、並且做出準確的事實和價值判斷的可
能。“聞―道”所表達的同一性強調了“A是A”這種同義反復所要首先明確
的，並不是在存在物中選擇性的排斥其它而固執類取，這會導致“同而不
和”，而是包容性的同一，也就是“和而不同”，使各個不同達到和同的保證
在於天道，既然包容性的原因在於天道，那麼其是排除了一切存在物的影
響，故能成爲所有事物的根基。“聞―道”是聖人聞而知之的方式，而天道在
儒家思想中具有極高的地位，從“天命之謂性”可以看出是其賦予了世界的
存在和價值，也是萬物和人得以存在的來源和基礎。
天道在人身上的呈現方式與聲音有關，孔子就提到“朝聞道，夕可死
矣”12，明確表明道在生死和朝夕的急迫中是以聽覺性降臨於自身而真切感
受到“斯文在茲”，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卻首先將道預設於事物之中，這
種視覺性道的呈現總是處於自身之外，泛泛而談而不知要害。那麼，“聞―
道”有何特點呢？首先，“聞―道”的聲音傳遞距離比在感官中以耳朵所能接
受到的聲音距離要遠。13 前者可能與主體不處於一個時空範圍，能聞卻不
能看見，而後者一定是與主體當前身處的特定情境相關，能聽到就一定會
見到發聲物體。這種相對於度量上的遠來說，本質上的隔離使我們很難用
見聞之聞來領會天道；其次，“聞―道”的速度是很快、效率很高的。“聞―
道”在朝夕之間就可以完成，並且孔子以“可死矣”來表明，人的最高生命價
11

12
13

“聞―道”和“聽―命”(見後文)，使用間隔符是爲了避免聞道和聽命將天道或天命當成聽聞的
對象，聞或聽也不是認知主體獲得天道、天命的手段。而是首先強調聞或聽本身所具有的
認知形式，聞或聽的過程就是天道和天命的體現，也就是說聞和道、聽和命是同一律的同
義反復，在“聞―道”和“聽―命”中就自然獲得認知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基礎。
《論語》，〈里仁〉｡
孔子對一個地方政治情況的瞭解，首先不是通過從他人處獲得資訊，而是有“聞政”的工
夫，聞政的物件和主體是處於一個時空的，只是由陌生變爲熟悉，看似不符合聞而知之的
遠距離之說，但是我們仔細分析，“聞政”的標準或關鍵是溫、良、恭、儉、讓，這些道德是
來源於聖人的，需要通過天道而聞，才可能從接觸到的有限知識推知這個地方整體的政治
情況，並且做出準確的價值和事實判斷，而不是來源於這個天下無道社會的經驗觀察和總
結，所以，“聞政”的基礎在聞而知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論語》，〈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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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已經窮盡，並不需要再用更多的時間來確認和提高。當然，“聞―道”並不
必然導致死亡，而是表明其可以觸及“生”的極限而能完全把握生命的終極
價值。這種朝夕之瞬間是天道傳遞的節點，以瞬間跨越時空的局限和揭開
遮蔽之幕。相對於日常生活來說，我們是盡可能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和精
力，去傾聽更好、更多的聲音，來提高我們的認知水準和生命價值；第
三，在“聞―道”中傳播的管道和接受的主體將被消融。這種消融是一種主客
合一或者天人合一的狀態，而非天道對人的泯滅和戕害，在“聞―道”的一朝
一夕之間，“聞―道”的主體通過生死一瞬消融在天道之中，實現了絕對的自
由。這集中體現了在“聞―道”中天道不是通過見聞來領會的，而是天道已經
以瞬間之勢從遠及近而且以整體面貌處於我們周圍，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
我們，使人與天道同調。可以看出“聞―道”的過程消除了主體的差異性和天
道傳播過程中的局限性，從而確保了“聞―道”主體的普遍性，傳播方式的高
效性和天道本身的純粹性。
在理解通過聽聞而與天道同調時，我們不能用對存在者的認識方式，
因爲認識存在者一定要假定一個客觀存在物，主體通過各種方式與之交流
來得到知識。這樣一來主客兩端必定共處一個時空內，而無法完成超越性的
跨越。天道並非一個客觀存在物，也就是說直接從蒼蒼之天並不能瞭解天
道，再者，我們也無法以拾級而上的方式窮盡天下一切存在事物而理解天道
的存在，孔子說“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14，太宰認爲孔子是因爲多知多能而被稱爲聖人，但是孔子卻認爲比聖
人次之的君子都不以此樹立其品格，那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首先就不是對
日常生活事物具有廣泛的認知和極強的處理能力。子貢說：“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15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天道並不是未被發現之物或
者存在於未被發現之地，可以通過不斷反復的認識和不懈的努力而達到，而
是需要由質的瞬間轉變才能把握。那麼天道以何種方式存在呢？《中庸》講
“天命之謂性”，《周易》，〈乾·彖〉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表明天
道已經創生於天地萬物之中，無所不在，但是天地萬物並不等同於天道，而
是天地萬物之間普遍的聯繫，因爲這種普遍聯繫而使萬物得以始終存在在
世界之中。那麼，這種聯繫就並非可以從存在物之間推論而來，而是存在物
得以存在的根源或基礎，同時這種聯繫是能超越存在物以及不同環境的局
限而與萬物共處的節點。稱其爲基礎資料表明是萬物源始性的開端，但是源
始的發端並非處於一個至高點，在一個時刻，一勞永逸的生發出來，而是處
處存在，未嘗停息，而處處時時的作用就使源頭轉化爲一個一個的節點並與
源頭相呼應，所以其能穿越具體局限和造作從開端傳遞到此處而能確保其
純粹性和普遍性，以實現“聞―道”中主客合一或天人一體的自由。
14
15

《論語》，〈子罕〉｡
《論語》，〈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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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的運行並非始於現在，而是早已發生，這種先在性同時具有永恆
性，使處於現在的人不能不遵循它的命令，正所謂“不言而信”。順從天道也
是堯舜這樣的聖王之所以成爲聖王的根本原因，“唯天爲大，唯堯則之”,16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17
也就是說，對現在產生影響的不僅是可以看見的屬於我們周圍的人和事
物，而且也包括看不見而且久遠的天道，後者往往起著根本性的作用。遵循
天道雖說只屬於聖王個人之事，但是卻可以產生最廣泛的優良效果。當
然，孔子的思想學說也是遵循天道而來：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8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
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19

不僅孔子認爲自己的學說來源於天道，而且當時也有人認爲孔子是代
天發聲, 20 如果只通過言辭來把握孔子思想必然“不得其門而入”，所以孔子
之“無言”是想刺激弟子在下學的同時能上達天道，這樣才能把握儒家學說
的整體，否則局限於部分和言辭等外在表象，必然導致聖人“不可及”的結
果。所以，“無言”並非是不言不聞，而是跳出日常經驗中所言、所聞的具體
內容，而體會上天之言和聽聞天言的獨特性，上天已經爲世界立法，萬事萬
物的本質性已經被賦予，當我們在瞬間向上天叩問，那麼上天的迴響從心
底生發出來，不由自主的推動自身去遵循和踐行。但是這種瞬間得到的觸
動並非是局限於一個事物，而是從永恆性而來，這就使上天之言如風一樣
吹進人心，上天的風教故能在瞬間領會到天下萬物的豐富性和完整性。這
種以瞬間體會永恆的天道，就是聆聽法語之言和巽與之言的過程，既然天
道以聽覺性的方式從自身心中生發出來，這種親密性使天道能跳過時空的
阻隔而能在自身得到的迴響，以此來指導我們的言行或實踐，必然具有彰
顯天道價值的意義，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1 那麼由問到答的過程
就是自問自答，這種自身的確證具有真理性和根本性。
可以看出，聖人“述而不作”之述，不同於“小子何述”之述是通過保存
下來的文獻或事物來敘述和繼承，而是通過天道而述。聖人以天道的隱秘
性對社會立法，也就是通過“無言”、“無爲”的方式對現實和未來社會能產生
16
17
18
19
20
21

《論語》，〈泰伯〉｡
《論語》，〈堯曰〉｡
《論語》，〈陽貨〉｡
《論語》，〈子罕〉｡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論語》，〈八佾〉)
《論語》，〈衛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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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的影響。所以聖人之述是在承繼天道基礎上具有創造性和立法權的，
其首先拋開具體事物和言語的影響直接領會永恆性的天道，這種永恆性不
僅能繼承每個時代的優良文化，而且還可以通過創造和變化來應和天道，
使其能在現在和未來延續。由於聖人聞的範圍之廣、來源之幽深、影響之深
遠，和現實社會以經驗、見聞或有限的思維來行事和言說的常人形成鮮明的
對比，所以，聞而知之的過程就會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孔子經常發出“人
莫我知也夫”的感歎，這種感歎並非僅僅是孔子悲觀情緒的表現，而是表明
天道並非能通過言行來使大家知道，“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22
但是，孔子的弟子卻總想通過言行來學習聖人之道，然而無一成功者，反而
抱怨孔子對其有所隱瞞,23 甚至顏回在早期也發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24 的感歎，當“退而省其私”，不僅以“不違”完全掌握了
孔子的學說，而且能“亦足以發”,25 也就是具備了能“舉一反三”、“聞一以知
十”的能力。“退而省其私”就是通過“聞”切近天道能與孔子產生共鳴，由部
分、自己擴展到整體、社會，所以，聞而知之就不是完全私人修養的體現，
而是以幽遠的方式產生“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的社會效應。

四、問禮 ——空空如也——迴響
孔子以知禮爲例爲我們闡明了如何“聞―道”。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26 夏、商兩代已經滅亡很久了，如果需要瞭解兩個朝代的禮法
典章，按常理是可以在各個以其宗法爲主的後代封國直接通過感觀和理性
去推知，正如我們現在瞭解古代的狀況就是通過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來瞭
解的。但是孔子認爲對於禮制的認識首先要與天道聯繫起來，不能僅憑外
在形式來認識，正所謂玉帛和鐘鼓並不能代表禮樂之本｡27 因爲天道變化，
杞國和宋國已經不是天道的承受者了，不能以他們的文化來推測因受天道
而建國的夏代和商代的禮，即使其之間在禮儀的具體內容上有很大的相似
性，孔子仍無法僅僅從他們的文化來印證夏商之禮的實情。我們可以探
知，孔子知道夏商之禮的方法，首先就不是從流傳到後世的傳說和文獻來
推知的，而是通過“聞―道”的方式獲知夏商之禮的根基和整體。孔子以“聞”
知道因時間久遠和時代局限所遮蔽的天道和禮法之源頭，自然就能以此
22
23
24
25
26
27

《中庸》。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
《論語》，〈子罕〉｡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
《論語》，〈八佾〉｡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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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到未來還未呈現的禮樂制度，“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28 孔子損益的標
準並非依於現實狀況的需要，而是以天道爲出發點。領會天道的關鍵是
“聞”，以“聞”的方式使過去已經被遺忘的、因爲現在錯綜複雜的情況而被遮
蔽的，以及不可預測的未來能夠貫穿起來。這種深長的內在時間意識可以
增強源頭的聲音、隱退現在的雜亂和預感未來發展的關節點，從而實現繼
承性的創造，孟子就說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29 因其聽聞源頭而能
準確繼承，因其聽聞節點而能變化創新。繼承性創新就是接續天道，以至於
能在萬事萬物之間能避免各個具體事物和時代局限性的影響或役使而輕鬆
掌握他們的規律，使自己在其中獲得自由。
那麼，學禮如何從“見”變爲“聞”，從禮的具體形式深入到本質性的存
在？孔子認爲需要通過“問”來實現“觀禮”到“聞禮”的轉變，那麼，問如何讓
人從視覺轉變爲聽覺的角度？觀禮是禮的具體形式已經完全展現在眼前，
禮自然是完美自在的客觀存在，然而物我相隔離的關係，使人很難跨越而
切入禮的內容和本質，常給人以手足無措之感。當人們期待通過重複模仿
其外在形式，以外觀的相似來使他人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禮的方法，無疑
是把自己物化爲機器，不僅喪失了人的本性，而且所學到的禮的外在形式
也遮蔽了禮的本質。“問”往往從自己特殊的理解出發，並且通過“問”來懸置
或隱藏了自己已有的理解和期待達到的目的，而向自身以外的更爲豐富的
事物敞開，以獲得在更爲普遍的背景下正確的知識。雖然“問”並沒有被直
接給予答案，但是問已經蘊含了真理的基調，並且是獲得真理的基礎，孔子
經常以“大哉問”、“善哉問”來稱讚弟子的悟性，孔子以子夏“禮後乎？”的發
問使自己獲得啟發和知識，並斷定子夏具備了掌握《詩經》真諦的品質,30
所以孔子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31 由憤、悱帶來的困惑或疑問成爲了掌
握孔子之道的基礎。而問所具有的懸置和開啟功能使人從周圍世界的陷溺
中解脫出來，從自身的特殊性出發獲得更爲普遍的真理的管道，問以內容
的無形而具備啟蒙和開啟真理的功能，而形式上的懸置有一種超越的動
力，使人從表面的視覺性的存在轉變爲更爲幽遠的聽覺性的存在，也就是
獲得了聞而知之的形式：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32

28
29
30
31
32

《論語》，〈爲政〉｡
《孟子》，〈梁惠王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
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
《論語》，〈述而〉｡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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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知禮已經爲當時的世人所知，但是孔子入太廟，不是參觀禮，也
不是宣揚禮，而是問禮。太廟是一個關於禮儀的“博物館”和“研究院”，是最
有利於以直觀的方式瞭解禮的地方。如果說孔子是來學習禮的，那麼應該
如饑似渴的去尋找答案而直接模仿和記憶，即便是問也是因爲不懂而問，
孔子顯然不是因爲不懂而問，也不是因爲不知禮而去太廟尋求一個答案；
如果是作爲一個對禮知道很多的學者，那麼他應該在此處弘揚禮儀，用各
種手段來解答他人的疑惑而讓更多人掌握和理解禮儀，而使其傳承下去。
孔子反而避開了“答”這種直觀獲取或直接傳播禮儀知識的有利途徑，選擇
通過“問”來“聞禮”。孔子的“問”跟平常以期望直接獲取“答”爲目的的問有何
不同呢？首先，平常的問總是指向一個有待瞭解的事物，具有明確目的
性，這種目的性往往與切身利益相關；其次，問的主體具有一種獲得性期
待，如果沒有達到問的目的，那麼發問主體會陷入迷茫；最後，在發問中
並沒有明確的手段幫助我們必然達到真理，而是通過後來經驗來不斷驗
證，那就是說，知識是可錯的，手段並不能直接確保我們得知真理。這樣發
問完全被期待的目的事物所控制，人的獲得性期待變成對於命運的祈禱，
人的認識不能當下確證而完全由之後的經驗來承擔，整個過程就是外物主
宰人的過程。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總會偏執的追求客觀性，以爲通過外在客
觀性可以使我們達成不可置疑的共識或者迫使他人拋棄其主觀意見而承認
和服從我們所謂的客觀現實，其實這是一種禁錮思想和奴役他人的方式。
孔子爲我們展現的“問”就完全不同，第一，孔子通過“每事問”的方式擱置了
問的目的性期待，也就是說“每事問”並非是孔子個人想要完全佔有關於禮
的知識，而是通過問使我們擱置了人對所有具體事物的意向性，那麼也就
切斷了事物能反過來利用人對客觀事物的意向性而控制我們思維的可能；
其次，孔子雖然在當時是公認的學識淵博的禮儀學者，但是卻以“問”來使
自己“無知”，也就是問也指向自己，同樣懸隔了自己的“前見”,33 即便這樣
的“前見”在眾人看來是真實和完備的；第三，通過問的懸隔作用使我們能
真正把握“問”本身，也就是說，常人的“問”在對發問物件的期待和自我的私
人利益是否滿足中而被遮蔽和肢解，孔子通過“問”本身，直接深入每事與
我共存的根基，跳過以上種種障礙，首先聽聞天道這種根基性存在在此處
的迴響，迴響成爲禮制傳送和變化的關節點而與天道源頭互相呼應，實現
創造性的傳承。“問”本身揭示了因禮儀內容的繁複和各個不同情境之間被
遮蔽的根本，而問之迴響就能使人從源頭直接領會並傳送到現在。以此定
能在禮制社會中自由遊走而不至於擔心陷入迷途，也能使自己在禮壞樂崩
的動亂社會中創造性的重塑禮樂制度，所以，孔子做出了“是禮也”的斷
言，並且也表示出在以損益爲基礎上恢復禮樂制度的自信。

33

伽達默爾，《詮釋學Ⅰ：真理與方法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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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認爲通過“問―聞”不僅使自己獲益，而且還能喚醒每個人心中應
有的人格價值。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34 鄙夫在孔子的語境中是小人，難以與聖人、君子同
調，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35 但是，孔子卻通過“叩―問”的方式，使鄙夫
聽到天道在自身的迴響，讓他能源源不斷的獲得知識。鄙夫問於孔子，但是
孔子並非將其自己所知道的知識直接賦予他，因爲鄙夫與孔子的人格並不
處於一個水準上，因其之間的隔閡或不理解而會影響到真理的傳遞，如果
貿然用強制手段直接賦予，很有可能與鄙夫發生衝突，在孔子的角度來說
容易引發“殺無道以就有道”的悖論，以鄙夫的視角會引起小人的反感而導
致“多數人暴政”的悲劇，所以孔子以“無知”自稱。通常情況下，鄙夫發問的
狀態很容易被被問者所回答的具體內容和自己因何發問的切身利益而肢
解，但是孔子通過抓住問本身“空空如也”的狀態，只要輕輕一叩響，那麼鄙
夫身上被遮蔽的天道就會被喚醒。天道在鄙夫內心深處因“空空如也”的寂
靜而使其自身感覺到經輕輕“叩―問”所帶來的巨大的震動，徹底改造了鄙
夫之前的小人人格，直接由小人的無知變爲具有真知的人。這種轉變就是
通過“問―聞”來實現的，因爲“聞”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快速、高效的將
天道整體瞬間在此時此地展現，這種轉變是潛移默化和不自知的。所以，
“空空如也”的“叩―問”並非給人帶來空洞、單調的東西，其多樣性如同天生
萬物一樣豐富。需要指出的是，鄙夫實現這種轉變完全是基於自身，而不是
依靠聖人孔子的智慧，孔子在這個過程中反而沒有慷慨、善意的解答他的
疑惑，只是順勢利用鄙夫因一次疑惑而詢問孔子這一偶然事件，抓住“問”
本身而輕輕一叩，使鄙夫聽到了天道的迴響，所以孔子說“無爲而治”和“民
無能名焉”是最有效和最具價值的政治治理模式。但是，這也表明了孔子
“以能問於不能”的交友工夫，“仁以爲己任”的君子交友的目的是在“任重道
遠”的征途上能“以友輔仁”。所以，爲了達到仁的目的，君子交友的方式有
三種，第一，“無友不如己者”,36 也就是向道德和學問水準比自己高的聖
人、智者學習，通過耳濡目染、言傳身教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第二，君子之
間互相“切磋琢磨”，共同進步，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7 善於向身邊的同仁學習，而其欠缺
處正是自己需要戒慎的；而最高級的，且不易被理解的方式就是曾子所說
的，“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 昔者吾
友嘗從事於斯矣｡”38 通過問使被問者和提問者由之前的不平等或隔閡變爲
34
35
36
37
38

《論語》，〈子罕〉。
《論語》，〈陽貨〉。
《論語》，〈學而〉。
《論語》，〈述而〉。
《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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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交融，消除了真理傳遞的障礙，如同自己向自己傳遞知識一樣高效
和迅速，雖然歷代注釋者都認爲曾子說的是顏淵，但是從上面的分析中表
明孔子也有相同的能力。朱熹詮釋到“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故能如此”,39 然而孔子和顏子之所以能知義理之無窮，消除物我間隔，是因
爲借用“空空如也”的狀態，以“叩―問”而聽到天道的迴響而探尋到共同的整
體性的根本，這種迴響不僅使自己和鄙夫共同獲得源源不斷的知識，也有
喚醒無知者從而使其回應天道的作用。

五、聞樂——聚集——如在
孔子在描述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之後的生存狀態時，強調了“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在五十歲知天命之
後，無論是對外物，還是從內心來講，就完全處於“聽―命”的自由狀態，“聽
―命”與“聞―道”一樣，給人以一種自然而然的釋然之感，完全沒有了之前
“志於學”、“立於禮”和害怕被外物所誘惑的緊張狀態。關於“聽―命”的自由
性和愉悅感，我們可以從孔子聞樂的體驗來理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40 韶樂是上古聖王舜帝之樂，集中體現了
天命的存在狀態。孔子因“聽―命”，所以無論是對於內心還是外物，古今還
是未來都能順應天命的變化，所以有一種自然的愉悅。這種愉悅不同於情感
上的快樂，情感的快樂容易被外物和私欲破壞，成爲一種偶發性的情感，而
“聽―命”的愉悅是“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41所體現出來的人與自然互
相響應的自由和閒適。所以，“孔顏之樂”的來源集中於天命的降臨，而不是
現實物質需要的滿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42 孔子以“聽―
命”而“忘食”、“忘憂”和“不知老”來表明對現實社會的超越而領會到“新命”
不斷降臨的人生狀態。
這種因“聽―命”而具有自然和樂之感，並非只是最後曇花一現式的境
界展示，而是有一種貫穿始終，條分縷析的作用。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繹如也，以成｡”43

39
40
41
42
4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100。
《論語》，〈述而〉。
《論語》，〈先進〉。
《論語》，〈述而〉。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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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分爲始、從和成三步，樂的開始是混沌的，五音六律、清濁高下都有
萌發之意；但是在開始之後，其之間將會互相融合且互爲條理，形成一個
清明有序的整體，使之能滌蕩人心；因其能包容而能澄明萬物，所以能永
恆的延續下去，以成就感化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說，樂的作用並非局限於一
次、一時、一物，樂之成具有廣泛的敞開性，孟子在談到聖人時說：“集大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44 但是，玉振之終並非終止之
義，而是通過玉音綜合眾多金聲之美，以一定的條理聚集天下萬物，以成就
至善之性。玉振的作用就是達到“盡善盡美”，金聲雖美，高亢明亮具有警示
的作用，但只能囿於一時一事之處，超出界限就失去範導作用或因在量上累
積成爲噪音而對人有所損害，玉音以其幽深隱秘故能探究根本，有貫通各個
美音、小善而成就至善、大德的能力，這不僅能匡正各個美音，而且能使其
和諧一致，達到化育天下的終極目的。所以，玉振之終不代表聲音的終結，
而是具有脫離此時的金聲而囊括其他事物，以條理始終達到和諧一致的作
用，這個過程具有反復終始的聚集功能。帛書《五行》就說到“君子之爲善
也，有與始有與終”、“君子之爲德也，有與始無與終”，因爲德比善更有突破
人的局限而有天道永恆性的意味，所以德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知德者鮮
矣”45、“善，人道也；德，天道也”。46 所以，孔子“聽―命”之德並不是意志消
沉而隨波逐流，也不是面對生命消逝而消極對待，而是以聽聞玉音之和觸動
自己的生命在隱秘處不斷地聚集能量，使自己能承擔起不斷降臨的天命。
孔子通過聞樂以貫穿始終的方式反復應乎天命，“子與人歌而善，必使
反之，而後和之｡”47 孔子與人唱歌時，偶然因一個音節觸動了善心，如同金
聲一樣鏗鏘有力但轉瞬即逝，對此善念孔子並非急於保存下來。因爲單獨
主觀的善念並不能保證產生善的廣泛效應，如果固執之就會有因爲隨著背
景變化產生惡的可能。而是應該再次聽聞，以玉音之和去把握善念，這樣才
能觸發到更多的善和聽到純粹至善天命的迴響，以此取得普遍的社會效
應。也就是說，玉音在反復終始中既有敞開性，故能包容萬物；也有聚集
性，故能使天下形成一個有序的整體。玉音之和在《周易》中非常貼近“中
孚”卦的意思，中孚因“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48 九二之爻
虛中有實，“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子和之，中心願也”。49 子和如同玉
音，雖然鳴鶴之金聲被六三和六四兩陰爻壓制而不能傳遞至周圍世界爲他
人所知，但是因爲其中心至誠，如果人同樣以至誠之玉音來應和，必能經由
44
45
46
47
48
49

《孟子》，〈萬章下〉。
《論語》，〈衛靈公〉。
郭店簡〈五行〉。
《論語》，〈述而〉。
《周易》，〈中孚·彖〉。
《周易》，〈中孚·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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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而能聽聞，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裏之外應之，況其邇
者乎？”50 這個過程如同風一樣無形無影，從天而至但是卻能發育萬物，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51 “聽―命”的同時也將天命帶到我們的周圍世
界，這就是“誠者，天之道”52 的內涵。人心之至誠上達天命，自然也能感應
萬物“應天化邦”，而至誠之言雖然音量小而且相隔遙遠，但是卻能聽聞和
應和。玉音因其看似幽深、隱秘和空虛，但能以上天的智慧集聚天下事物，
正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53 孔子在評價顏淵時認爲其能“聞一
以知十”,54 其原因在於顏淵“聞”的工夫並不是見聞之聞，而是以“聞―道”和
“聽―命”的終始反復中聚集成爲整體，所以，要想領會天道整體的傳送，必
須通過“聞”來實現。55
樂使人沉醉於歌曲所營造的氛圍中，也就是說，使人能出離現處的周
圍世界到另一個周圍世界中，雖然另一個周圍世界是一種理念的存在，但
是更能帶給人真切的感覺。不僅如此，聖王之樂或玉音以其無形和幽遠的
傳遞方式，使其不僅能跨越不同時空和事物之間的隔閡而容納萬事萬物
普遍的本質相關性，而且能夠使其足以在一個時刻內聚集起來，使人真切
的感受到天命所賦予我們的豐富內涵，這種周圍世界的顯現所帶給人的
內容，不同於日常生活中周圍世界的存在方式。聖人之樂和玉音以其反復
終始的趨勢而能不斷容納和聚集，其恆久而常新的品質使其能不斷突破
局限而在更爲廣泛或普遍的背景下聯通萬物，從人的時間意識上來說就
會體會到從本質性的源頭處生生不息，並不斷賦予未來事物以“新命”的動
力，這種本質性源頭的開啟和“新命”的不斷降臨貫通了時空的間距，使人
在聽聞中能實現過去和未來主體間的交融或貫通，從而能真正尋找到人
存在的本性，體會到天命在我的強烈責任感，“天生德於予，其桓魋其如
予何？”56 也會感到自己契合於天命的樂感，“樂天知命，故不憂”57 那
麼，“聽―命”是如何跳出“小我”而與天地萬物一體的呢？人在“聽―命”之
後，其言行可以突破現實情境的種種局限，而直接以天命行事，天命以其
整體性和源始性定能夠在此時彙聚一個真實的場景，從而使人的言行能
真誠的流露出來。

50
51
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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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繫辭上〉。
《周易》，〈巽·象〉。
《中庸》。
《中庸》。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
李景林，〈聽—中國哲學證顯本體之方式〉，頁161。
《論語》，〈述而〉。
《周易》，〈繫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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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58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59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誠如神。60

根據馮友蘭的論述，祭祀在中國文化中稱已經逝去的爲鬼，對未來的
預測爲神，而祭祀經常將鬼神融爲一體，馮友蘭稱這個過程爲“以鬼爲
神”。61 孔子認爲通過祭祀能將人從見聞的經驗世界中抽離出來，這種抽離
並不是把人從現實帶向幻境，而是對自身真實狀況的喚醒。這種真誠性在
“親人之喪”表現的最爲強烈，曾子在轉述孔子的話說到“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62 “自致”就是反身而誠的狀態，而祭祀就是通過“自致”對自
身真實無妄狀態的喚醒,63 這就是儒家重視“三年之喪”和祭祀之禮的原因，
表明了鬼與神對自身存在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果“非其鬼而祭之”或者只保
有祭禮的形式而自己不真心誠意的去參與，都是欺騙他人和欺騙自己的行
爲，忽視了人應有存在狀態而喪失了祭禮的根本內涵。祭祀之禮就是以聽
聞使過去和未來在此處聚集，也就是代表未來的神向曾經的源頭回溯，表
示過去的鬼向未來的時空暗示，過去與未來交互而感通天命整體。“聞”以
其反復終始的作用，讓天命不斷分別從源頭和未來向現在聚集，這就是“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的過程，聚集是無形的，卻是至誠的，會導致現在出現
全新的變化，也就是“知微之顯”，天命在現實的隱微處不斷的彰顯、生長，
自然而然的實現對現實社會的改造。過去和未來的相向而行使現在在其雙
重傳遞中更具豐富性和可能性，“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
物”,64 也能使人跳出現實社會的局限而達到聽從天命而實現自由。所以，人
在至誠狀態下並非是空無一物或者單調的，而是跳出主觀、客觀和傳遞方
式的種種局限，涵蓋天下整體的一種共現,65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66 “如在”並不是一種不真實的想像，而是人置身於天命狀態下萬物真實
聚集於我周圍的生命情態。反而，對於日常生活中所認定爲真實的當下卻
是貧瘠的、偶然的和充斥虛假的地方，一方面，由於長時間的禮崩樂壞陷入
天下無道，遮蔽了天命之源頭，使人們遺忘了如何返回的道路，另一方面，
天下有道的設想被推入遙遠的未來，人們的努力和期待雖然真誠和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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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新理學》，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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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畢竟是空洞的藍圖，如此，當下的現實社會因爲過去和未來的相離而
被解體，如此貧瘠的荒野使人們的努力和期待成爲無源之水。

六、結論
聞而知之的聞本來就有一種反復聚集的意味，使曾在的源頭或根本不斷
的揭示出來，而一般的聞總是對已經存在過的東西的聽聞。時間的流逝讓曾
經存在者凸顯出來，而源頭或根本卻逐漸隱退，久而久之被人遺忘。這就使
我們醉心於通過曾在者的種種行爲指導現實生活，或者以此推論出我們的未
來，反過來打著客觀規律和理當如此的旗號來限制我們的言行，這無疑是對
人生存價值的剝奪，以及對於自由、道德和人性的泯滅。孔子認爲這種聞是
不自知的敗壞仁義，“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67 聞而知之的聞
卻是通過“問”而具備“聞―道”的空間，聽到從天命源頭傳遞過來的迴響，並且
與過去和未來天命變化的關節點互相呼應，使天道從始至終一以貫之。
聞樂則如同玉音反復終始的方式，讓天命在此處聚集，這種反復同於
對過去曾在者的模仿、繼承，或者以現實情況出發的期望和規劃，而是對天
命在此的一種創造性轉化，以跳出現實社會的局限而與時空距離很遠的過
去和未來的天命承載者互相借重，以此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美玉之美在
於其玉音，所以我們要時常通過聽聞玉音來體會“聞”的獨特作用，子貢
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
哉！我待賈者也｡”68 孔子在此以商業交換行爲來比喻玉音比玉色更有普遍
的價值，玉音雖然不容易被發現，較爲幽遠和隱秘，但是卻能夠超出自己和
當下環境的局限而影響到更多人，即便長時間被歷史和人們所遺忘，但是
只要一經叩響就能起到貫穿往來聚集人心的社會公共效用，玉色雖然更容
易被人看見和稱讚，但是卻終究是藏於寶盒裡被人把玩的器物罷了。所
以，聞而知之凸顯了“聞”在成聖、成君子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聞而知之也表明了當處於現實社會的絕望中，如何實現人的價值重構，
從而承擔起人類文化的命運和未來社會發展的責任。這種擔當意識是非常幽
深悠遠的志向，不同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可以言說的志向。所以，聖人之志
是通過“聞”而得到的，不同於對一件事物的執著與固執，而“聞”所帶來的開
啟作用，也能增加切入聖人之境的可能，這種可能性出於人性的根基和人的
自由，而非現實的具體條件和情況。聖人之志雖然包容天下，但是卻是獨知
的，輕易不訴諸於語言來表達，當然爲了鼓勵信眾的原因除外，比如當“子畏
於匡”時，孔子自己是堅信天命在我的，但是爲了鼓勵同在生死困境中但因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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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聖人境界而陷入迷茫的弟子，說出了“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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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It Possible for the Sage to
Know by Listening?
SHENG Xia

Abstract
To know by listening is the sage’s way of perceiving external things. This knowledge
not only includes objective knowledge of external thing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developing the sagely personality and renewing the society. Confucius thinks that
this knowledge needs to be acquired by listening; however, this listening is
differentiated from listening in daily life, which is easily affected by objects and
desires. Listening for knowledg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Way of Heaven.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Way by listening, each part achieves the whole, the false is
eliminated and the true is retained, and the world is transformed to be better. The
perceiving model of listening for knowledge is revealed by Confucius’s asking rite
and listening to music. First, put oneself and other objects in the empty state by
asking and listen to the Way of Heaven echoing here from far distance. Through
this process, we can directly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the sage without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Second, with reliance on the sound of Jade,
understand the Mandate of Heaven, which arranges myriad things in an orderly
manner. That is to say, as if everything exists in our right and left sides, we should
fulfill the nature of ourselves and preserve that of myriad things. Listening to the
Way and listening to the Mandate can transform us and societies. Listening for
knowledge not only has inter-subjectivity but also retains social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 to know by listening, listening to the Way, listening to the Mandate,
asking rite, listening to mu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