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回到康有爲”到“回到牟宗三”
—— “大陸新儒家”政治儒學之反思
文碧方 ·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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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哲學界出現了一股解構啟蒙、否定現代價值的思
潮，以蔣慶、陳明爲主角的“大陸新儒家”即是這方面的代表。蔣慶認爲，民主、自由
等現代性價值是劣質的普世價值，中國的王道政治則爲優質的普世價值，故提出了
一套他所認定的儒家王道政治的構想。“大陸新儒家”最近幾年的口號是“回到康有
爲”，陳明認爲，必須超越革命敘事和啟蒙規劃，回到康有爲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
問題、思路和立場上來，現代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優先於任何現代性價值，必須放
在價值排序的首位。較之於當代“大陸新儒家”，“當代新儒家”則更能接受科學、民
主等現代價值，牟宗三所提出的“良知坎陷說”，是基於其對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所
作的順暢中國文化生命的工作，絕非“大陸新儒家”所批評的一味接受西方的價值、
無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與其“回到康有爲”，罔顧現代性價值，則莫若“回到牟
宗三”來理解和消化他的成果。
關鍵詞：蔣慶，陳明，“政治儒學”，牟宗三，“良知坎陷”

* 文碧方：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wbfwd@163.com)
李 想：武漢大學哲學學院2016級國學專業博士硏究生(bzxh1990@163.com)

儒教文化研究 第29輯 / 2018年 2月

172

一、引言
一百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傳統擁抱西方現代價值的啟蒙運動曾席
捲中國大地；1 一百年後的今天，當代中國哲學界所思考的問題仍然與這場
稱之爲“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啟蒙運動息息相關。思想史學者許紀霖曾把當
代中國思想的發展歷程區分爲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思想界，可以分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與2000
年以來三個階段。八十年代是“啟蒙時代”，九十年代是一個“啟蒙後
時代”，所謂later enlightenment，而2000年以來則是一個“後啟蒙時
2
代”，這個“後”是“post enlightenment”的意思。

許紀霖認爲，作爲“啟蒙時代”的八十年代，所繼承的完全是百年前那
場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追求，標舉人的理性和人的解放，猛烈地抨擊傳統，追
求現代性的普世價值和普世目標；作爲“啟蒙後時代”的九十年代，由於市
場經濟的出現，八十年代的啟蒙陣營逐漸分裂爲文化保守主義、新古典自
由主義、新左派等不同的派別，但仍是啟蒙的延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
一個全新的“後啟蒙時代”來臨，人們不僅認爲啟蒙已經過時，而且從三個
不同的方向，即國家主義、古典主義和多元現代性來解構啟蒙，於是國家主
義、古典主義和多元現代性成了當今中國的顯學。這三股思潮之間儘管彼
此有所不同，但它們又相互交叉扭結在一起，它們不僅視啟蒙所追求的普
世價值與普世目標迂腐而又荒謬，喪失了中國的主體性，而且皆以中國崛
起爲核心訴求，主張與強調中國特色、中國本位、中國立場的現代性，從而
呈現出從被動抵抗型轉向積極崛起型的民族主義，從文化民族主義轉向政
治的國家主義，從關注現代性的內部關係轉向民族國家的外部關係｡3 許紀
霖作爲專研現當代思想史的學者，他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這一觀察無疑是
敏銳而又貼近現實的觀察。

1

2
3

趙林曾將晚清到民國初期的啟蒙運動分爲三期，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新文化運動時
期，它們的特色分別是：洋務運動時期持“中體西用”的立場，只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以達到
富國強兵，以李鴻章、張之洞爲代表；戊戌變法是“中西會通”的時期，要學習西方的憲政體
制以改良政治，以康有爲、梁啟超、嚴復爲代表；新文化運動則主張“全盤西化”，要全盤引
進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以實現國民性的徹底改造，以陳獨秀、胡適爲代表。“如果說
戊戌變法把中國的啟蒙運動從器物層面推進到政治層面，那麼新文化運動則進一步把中國
的啟蒙運動推進到更加深刻的思想文化層面。中國文化啟蒙歷程在經歷了‘中體西用’和‘中
西會通’兩個階段的發展之後，終於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了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 趙林，
〈近世中國文化啟蒙歷程之反思〉，頁35-43。
許紀霖，〈啟蒙如何雖死猶生？〉，頁16。
許紀霖，〈啟蒙如何雖死猶生？〉，頁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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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古更化”
在當代中國哲學界，如果問誰堪爲國家主義、古典主義和多元現代性
的代表，毫無疑問，人們會不約而同地想到近些年來頻頻發聲和亮相的“大
陸新儒家”。2004年7月，大陸的學者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等在貴陽陽
明精舍就“儒學的當代命運”進行會講，於是，2005年時方克立將這一批意欲
將儒學政治化、宗教化的大陸新生代儒家學者稱之爲“大陸新儒家”。下面
我們就這批人中的主角蔣慶的理論主張作一說明和討論，蔣慶在2003年出
版的《政治儒學》中宣稱：
我認爲當代新儒家“本內聖心性之學開新外王”的路向已走不通。此
走不通有兩點：一是儒家內聖心性之學只解決個體生命意義的安立
問題，不解決社會制度的建構問題；二是當代新儒家把儒家的外王
事業理解爲開出由西方文化所揭櫫的科學和民主(所謂“新外王”)，
如此則儒學不能依其固有之理路開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禮法
制度，即儒家式的外王大業。夫如是，當代新儒家有“變相西化”之
嫌，當代儒學則有淪爲“西學附庸”之虞。若依當代新儒家“儒學第三
期發展說”儒學果能開出科學和民主，則儒學必喪失其自性而不成其
爲儒學矣，何發展之有！4

蔣慶在此所謂的當代新儒家，是指以牟宗三、唐君毅爲代表的港臺新
儒家，他提出政治儒學的目的就是爲了同當代新儒家區分開來。按照蔣慶
的看法，儒學有“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之分，當代新儒家所注重的只是心
性儒學， 他則要注重政治儒學；當代新儒家不僅未能開出新外王，而且其
要開出的外王也只是西方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故當代新儒家的外王學實
際上是一種變相西化，是西學的附庸。爲了與當代新儒家那種已喪失儒家
本性、只是西學附庸的外王學區別開來，因此，他宣稱：“當代儒學必須轉
向，即必須從‘心性儒學’轉向‘政治儒學’，因‘政治儒學’是儒家特有之‘外王
儒學’、‘制度儒學’、‘實踐儒學’、‘希望儒學’，中國今後具有中國文化特色之
政治禮法制度當由‘政治儒學’重構，而非由‘心性儒學’開出｡”5
蔣慶何以認定當代新儒家要開出科學和民主(尤其是民主)就是變相西
化？蔣慶認爲：“政治的西化是一切西化的核心。吾人須知，政治不同於經
濟、法律、教育等領域可以相對獨立，政治最直接地關涉到人的宗教信仰、
價值理念、道德意識和文化認同，即直接關涉到人類文化的深層價值。如果
某一政治形態改變，即意味著某一人類文化的深層價值改變；某一人類文
化的深層價值改變，即意味著某一文化滅亡。故極而言之，政治形態亡則文
化亡！” 6 在蔣慶看來，政治形態與文化的深層價值息息相通、關聯甚深，政
4
5
6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1-2。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2。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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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形態變則文化的深層價值亦變，政治形態亡則文化亦亡；當代新儒家既
然接受西方的民主作爲政治形態，那麼就意味著放棄中華文化的深層價
值、放棄中國文化的本位；當代新儒家這一政治的西化，在實踐中可能會
導致中國文化的滅亡：
我們可以說新儒家是“五四”的產兒，完全認同“五四”提出的精神方
向。亦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新儒家與中國的自由主義和馬
列主義沒有本質的區別，都以一種西方的標準(科學民主)作爲中國
文化的發展方向。我曾經說過新儒家是一種“變相的西化論”即是此
意。牟宗三的“儒學開出科學民主說”就是這種“變相西化論”的典型
代表。7

依蔣慶之見，科學民主是西方的標準，中國文化絕不能以這種西方的
標準作爲發展方向。可見，對蔣慶來說，科學、民主等現代性的價值都是負
面的東西，都是會導致中國文化滅亡的因素。
蔣慶提出“當代儒學面臨的任務就不是與西方文化結合，而是與西方
文化分離｡”8 他的政治儒學就是要從西方現代性的迷失中超拔出來回歸與
重建中國性，聲稱：
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問題就不再是“全盤西化”的問題，而是現代中
國“復古更化”的問題。所謂現代中國的“復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
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建立起源自天道
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國自己文
化傳統的基礎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來化解中國的政治
傳統，使中國的政治文化喪失其本位性。要做到這一點，非政治儒學
莫屬！9

這表明蔣慶力圖通過其政治儒學走出一條與西方文化相分離的“復古
更化”之路，即在現代中國建立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從而實現
中國自己文化傳統的復歸。並且，蔣慶聲稱他的政治儒學與歷史上那種政
治化儒學完全不同，其政治儒學秉持對崇高價值理想與未來大同希望的終
極關懷，有批判現實體制與批判自身的功能，而政治化儒學則與現實政治
秩序完全一體化，維護現存體制和統治者利益：
從中國歷史來看，漢以後……，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異化爲純粹爲
君主制服務的政治意識形態，即政治化的儒學成了儒學的主流，政
治儒學的傳統已近於衰竭｡”10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286。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285。
9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39-40。
10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112｡
7
8

文碧方 · 李想 / 從“回到康有爲”到“回到牟宗三”

175

可見，蔣慶的政治儒學所要實行的“復古更化”也並非簡單地返回傳統
政治社會制度。那麼，蔣慶政治儒學所要實行的“復古更化”，亦即要重建的
“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究竟爲何？那就是：立儒教爲國教，在
此基礎上建立起本“天地人”三重合法性的三院制：
儒學作爲一種博大純正的學問，有自己的外王理想，儒學的外王理
想與民主雖不相衝突，但亦不完全一致，如儒學的王道理想爲“參通
天地人天下歸往”，“天下歸往”與民主的含義相近，而“參通天地人”
則是儒學所獨特的外王理想，即要求最高掌權者具有完成人與宇宙
和諧的生命責任，要求建立的制度同時體現天道(神聖)的合法性、
民意(人心)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而實現政治秩序三重合
11
法性的制衡與和諧(民主在中國只有一重合法性)。
王道政治在“治道”的憲政制度安排上實行議會制，行政系統由議會產
生，對議會負責。議會實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別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
可分爲“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
“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12

蔣慶依據公羊家“參通天地人爲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認爲政治權力必須同時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爲之合法，天指超越神聖的
合法性；地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人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他所主張的三院
制就是以天地人三重合法性爲依據，故“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庶
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通儒院”議
員由推舉與委派產生，其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庶民院”的議長、議
員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產生的規則與程式選舉產生。“國體院”的議長由孔子
後裔衍聖公世襲，議員則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是歷史上吾國歷代聖王、聖
賢、君主、事功名人、文化名人、國家忠烈等的後裔，一類是當前之大學國史
教授、國家退休高級行政官員、司法官員、外交官員、社會賢達以及道教
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三院各有實權，法案必須三
院同時通過才能頒行，最高行政長官也必須由三院一致同意才能產生。蔣慶
認爲，只有他上述所論及的中國王道政治才是真正的、優質的普世價值，而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一切現代價值通通都是劣質的普世價值。

三、“回到康有爲”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國家實力的提升，以“中國崛
起”爲訴求，即要求實現中國特色、中國本位、中國立場的現代性的呼聲日

11
12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頁56。
蔣慶，《再論政治儒學》，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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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強烈，然而，中國的崛起、國力的增強，既沒有形成對國家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也沒有贏得國際上應有的信賴和尊重，疆獨、藏獨、港獨、台獨、東
海爭端、南海爭端日趨嚴重，可以說，無論中國的內部秩序還是外部秩序都
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局面與挑戰。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陸新儒家”又有了
新的進展，從蔣慶的“政治儒學”發展到了“新康有爲主義”階段，這一階段主
13
要以陳明、曾亦、唐文明和干春松等人爲代表。
作爲“新康有爲主義”或“康黨”的陳明、曾亦、唐文明和干春松等人，儘
管他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問題意識與問題指向，但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與方
案。下面主要來看陳明是怎麼“回到康有爲”的。陳明認爲，“回到康有爲”就是
回到康有爲的問題、思路和立場，即是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問題，亦即他
所謂的“如何完成中華民族意識的塑造，以及中國現代國家形態的建構｡”14
他宣稱：
在康有爲處理的中國—— 這個由滿族經武力征服而成的清帝國在維
持其疆域規模、族群結構的前提下如何實現其向現代共和國過渡轉
型的問題面前，左派、右派的論述顯得疲弱無力。15

在陳明看來，革命敘事和啟蒙規劃這左右兩派都是“五四”的產物，所
採取的都是西方中心論的普遍主義方法論，故必須拋棄左派那種階級建國
和右派那種個人建國的方案，回到康有爲的問題與訴求。
陳明所謂康有爲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問題與訴求：
即是在晚清變局中，在確保疆域不分裂、族群不瓦解的前提下，去進
行中國現代國家形態的尋找和再造；對外有效應對列強的挑戰，對
內有效回應國民的正當需求。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這就意味著正
義而有效的制度，統一而和諧的文化。這是康有爲的追求，也是我們
16
今天仍未解決的問題。

簡而言之，即“保國、保種、保教”。17 作爲“新康有爲主義”者的陳明的
問題與訴求則是：
現代國家形態建構是指把中國這個由滿清奠定的疆域之上的人群整
合爲一個和諧、強大的政治共同體，這就是我說的國家建構問題。
國族建構則是將構成共和國的眾多族群整合塑造成爲具有相同政治
認同、享有相同公共道德的國族即中華民族。18
13
14
15
16
17
18

當然，蔣慶仍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因爲他的“政治儒學”不僅對康有爲的公羊學傳統有所繼
承和發展，而且他也聲稱“回到康有爲”使得“大陸新儒家”更爲成熟。
曾亦、郭曉東，《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當代儒家論普世價值》，頁150。
甘陽、唐文明、陳明等，〈康有爲與制度化儒學〉，頁24。
李明輝，陳明等，〈首屆兩岸新儒家會講〉，頁17-18。
甘陽、唐文明、陳明等，〈康有爲與制度化儒學〉，頁25。
陳明，〈公民宗教：儒家文化復興的新視角〉，“儒家網”2015年3月24日，http://www.rujiazg.
com/article/id/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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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陳明看來，現代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才是第一位的、重中之重
的問題與訴求；爲了國家民族的保全與維持，國家民族的富強優先於任何
價值，必須放在價值排序的首位，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以及憲政等現代
性的普世價值都是次要的，他甚至宣稱：“個人本位、程式決定不能接受｡”19
可見，對他來說，在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問題面前，現代性的那些普世價
值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在當代中國哲學界與思想界，以上所論及的“大陸新儒家”蔣慶與陳明
的觀點並非學界的主流看法，故遭到了來自學界各方面的批評和抨擊，暫
且不論左右各派的批評，在此僅就兩位專研中國哲學與思想的學者黃玉
順、葛兆光對其所作的批判作一介紹與說明。黃玉順稱：
這裏我不得不說：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
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大陸新儒家致力於政治儒
學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觀點的差距甚大。其中存在著一些極其危
險的政治傾向，特別是個別人不僅宣導威權主義，甚至主張專制主
義、極權主義，反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文明價值，不禁讓人想
起魯迅的說法—— “幫忙與幫閒”，實則是幫兇。其中有些人是“真睡
著了”，有些人則是“裝睡著了”。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
潮：以狹隘民族主義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
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
20
些都是當前“儒學復興”中最值得警惕的傾向。

按照黃玉順的看法，“大陸新儒家”所幹的事總結起來無非就是兩件，
一件是“創教”，一件是“干政”。21 “創教”就是將傳統的儒學改造成當代中國
的“國教”；“干政”就是建構和標榜他們自以爲是的政治儒學。在黃玉順看
來，“大陸新儒家”的“創教”與“干政”存在著極其危險的政治傾向，他們不接
受和反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實際上他們是以
“中西對抗”掩蓋“古今之變”、以“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拒
絕“文明”、逆人類文明之走向而行，甚至可能會淪爲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鼓
吹手和幫兇。
葛兆光曾以“異想天開”爲題對“大陸新儒家”的政治訴求予以猛烈抨
擊。按照葛兆光的看法，“大陸新儒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他們以
“拒斥西方，排斥異端”爲口號，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爲標榜，宣稱承認普
世價值不僅有害，而且是“自我夷狄化”；二是不再“坐而論道”，而是要直接
“干政”“擼起袖子”干預政治、設計制度、改造社會，力圖建立一個內外上
下、井然有序、等級森嚴、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因此，在葛兆光看來，自
近代以來，當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
19
20
21

甘陽、唐文明、陳明等，〈康有爲與制度化儒學〉，頁25。
黃玉順，〈也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頁50。
黃玉順，〈也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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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大陸新儒家”卻與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聯手向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
看齊，完全拒斥儒家之外的各種其他資源，不僅在今天的中國排斥自由、民
主與平等等現代文明價值，而且試圖恢復傳統時代中國的家庭、社會與國
家，回到傳統時代的結構、秩序和習俗，即政治方面的君主制和科舉制，教
育方面的書院制，至於社會制度方面則是宗族和家庭，這完全是“異想天
開”、“借屍還魂”、“曲學阿世”和“時代錯位的囈語｡”22

四、“回到牟宗三”
毫無疑問，較之於當代“大陸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
復觀和張君勱等有著更爲開放的胸襟和廣闊的視野，他們不僅對中國傳統文
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著全面深刻的理解與把握，而且對如何消化和吸收現代
文明的價值有著深入的思考和清醒的認識。他們在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
基礎上，力圖使中國文化與科學民主等現代價值之間彼此協調、相互促進、
共同完善。在這一方面，牟宗三做出了最爲突出的貢獻，牟宗三稱：
哲學不只是純哲學，如通文化發展而觀之，則中國哲學必須能配合
近代化而且能促進近代化始能適應未來，此正是儒家傳統所自發地
23
要求者。
“中國文化”乃是以儒家作主流所決定的那個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文
化生命的形態，所以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也即是在講這個
24
文化生命的方向與形態的現代意義、現代使命。

在牟宗三看來，以儒家爲主流的中國哲學與文化其自身有一種自發的
配合、促進與實現近代化、現代化適應未來的要求，這既是中國文化的現代
使命與責任，也是中國文化生命的內在要求與目的。牟宗三稱：
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亦即其本身的現代化，首先即是要求新外
王。……中國文化發展至今，仍是個活生生的文化，……現代化雖先
發自於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現，它就沒有地方性；只要它是個
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個民族都當該承認
它。中國的老名詞是王道、藏天下於天下，新名詞則是開放的社
會、民主政治，所以，這是個共同的理想。故而民主政治雖先發自於
西方，但我們也應該根據我們生命的要求，把它實現出來，這就是新
25
外王的中心工作。
22

23
24
25

葛兆光，〈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儒家網”2017年7月1日，http://www.
rujiazg.com/article/id/11598/？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牟宗三，《訪韓答問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頁22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2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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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牟宗三之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就是實現現代化、實現新外王、
實現民主政治，現代化、民主政治雖源自於西方，但作爲真理、作爲普遍性
的東西、作爲普世價值，則不再有東、西之分，拒絕真理、拒絕普世價值的
文化無疑是死的文化、是古董，中國文化至今之所以仍活生生的存在、生
長，就在於從不拒絕真理、從不拒絕普遍性的東西，這既是發自中國文化之
生命的內在要求與理想，也是中國文化亙古亙今、可大可久之所在：
現代化並不是要抹掉老傳統，而是如何能與西方文化取得協調。先
消極地取得協調，再進一步積極地把老傳統中的精神開展出來，將
其義理恰當地講出來，使這老傳統與西方文化相接頭。相接頭非謂
同一於西方文化(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先選擇、消化西方文化，再來
和東方文化相接頭。這無形中可使東方老傳統重新達到新的、進一
步的境地，得到重新發揚。重新發揚也不是比附、歪曲、改變其本
義，而是使這東方老傳統的本質的意義能保存、維持下去，並且光
26
大、弘揚起來。

牟宗三指出，現代化並不是置老傳統不顧，而是先消極地與西方文化
取得協調，然後再積極地將老傳統的義理、精神開發出來；老傳統與西方
文化的相接也是有所選擇有所批判的相接，並不是完全照搬複製西方的一
切；通過對西方文化的相接、選擇、消化和協調，這樣我們對自己的老傳
統就會有一個嶄新而深刻的理解，從而老傳統的本質意義才能真正發揚光
大。可見，牟宗三既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價值兩者都有著深刻的理解與把
握，同時還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相結合的現實性與緊迫性有著極爲清醒
的認識。
在牟宗三的思想系統中，牟宗三並不像蔣慶那樣將儒學作心性儒學和
政治儒學之類的區分，在他看來兩者根本就無法區分開來，假如一定要做
這樣的區分的話，可以說，牟宗三不僅注重“心性儒學”，同時也相當重視
“政治儒學”，他的“外王三書”，《歷史哲學》、《道德的理想主義》和《政道與
治道》可以說所論及的正是政治儒學，顯然牟宗三並非像蔣慶所說的只講
心性儒學。牟宗三稱：
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
外王。……儒家的理性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
分地表現。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事
實上，中國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態下，才能夠充
27
分的實現，才能夠充分的被正視。

牟宗三認爲，儒家的理性主義之所以要求實現民主政治，是因爲只有
在民主政治下，一切“事功”才能被正視、才能真正實現，儒家在當代所擔負
26
27

牟宗三，《訪韓答問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頁21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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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與責任就是開展出新外王—— 科學與民主政治。牟宗三把“外王”亦
即所謂的“政治儒學”視之爲當代儒學的使命與責任，可見，他是何等地重
視“外王”亦即所謂的“政治儒學”。然而，牟宗三講“外王”決不是純粹地、孤
立地去講“外王”、講所謂的“政治儒學”，他稱：
我們必須講通中國文化與民主科學兩者之道理，以求其內在之貫
通，有機之統一。此即是落到中國文化生命之根裏，去尋求去成就民
主與科學。故無論從道理上或從中國文化上，皆要求我們對於理性
28
之兩種表現有一種貫通的說明。

牟宗三在此強調講“外王”講“政治儒學”，必須要落到中國文化生命之
根裏來講“外王”講“政治儒學”，一定要從中國文化與民主科學的內在貫通
與有機統一的基礎上來講“外王”講“政治儒學”。
究竟如何才能從中國文化生命之根處、從中國文化與民主科學的內在貫
通有機統一來開展出“新外王”？牟宗三是從對中國文化與近現代文明的本質
與內核的考察入手，來探討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的，牟宗三稱：
(民主政治、事功、科學等)這一套即是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後所創造
出的近代文明。整個這一套的內容中間有個共同的基本精神，我們
可以用一個名詞來說明，即是co-ordination，可以翻譯作“對列之
局”，這就是現代化最本質的意義。29
由對待關係而成一“對列之局”(co-ordination)。是以架構表現便以“對
列之局”來規定。而架構表現中之“理性”也頓時即失去其人格中德性
即具體地說的實踐理性之意義而轉爲非道德意義的“觀解理性”或“理
論理性”，因此也是屬於知性層上的(運用表現不屬於知性層)。民主
30
政治與科學正好是這知性層上的“理性之架構表現”之所成就。

牟宗三通過對西方近現代文明的考察後認爲，在民主政治、事功、科
學等近現代西方文明中有一種共同的精神，這一種共同的精神即“對列之
局”，亦即“理性之架構表現”，作爲“觀解理性”或“理論理性”體現的“對列之
局”、“架構表現”正是現代化最本質的意義。依牟宗三之見，只有在“理論理
性”或“觀解理性”的“對列之局”或“架構表現”中，才能開展和成就民主政治
與科學。較之西方文化的“理性之架構表現”，牟宗三認爲中國文化生命的
特色是：
“理性之運用表現”，則偏重在表現。表現是據體以成用或承體之起
用，這是在具體生活中牽連著“事”說的。而這種運用表現中的“理性”
當然是指實踐理性，然而卻不是抽象地說，而是在生活中具體地
28
29
30

牟宗三，《人文講習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冊，頁13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25-26。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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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所以這裏所謂理性當該就是人格中的德性，而其運用表現就是
此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關聯著文化問題說，運用表
現可從三方面來瞭解：一、從人格方面說，聖賢人格之感召是理性
之運用表現。……二、從政治方面說，則理性之運用表現便是儒家德
化的治道。……三、從知識方面說，則理性之作用表現便要道德心靈
之“智”一面收攝於仁而成爲道心之觀照或寂照，此則爲智的直覺形
31
態，而非知性形態。
凡是運用表現都是“攝所歸能”，“攝物歸心”。這二者皆在免去對立：
它或者把對象收進自己的主體裏面來，或者把自己投到對象裏面
去，成爲徹上徹下的絕對。內收則全物在心，外投則全心在物，其實
一也。32

依牟宗三之見，中國文化以“理性之運用表現”爲其本質特徵，此理性
之運用表現是道德主體(良知)的直接表現，或將對象收進自己的主體裏面
來，或把自己投到對象裏面去，去除對立成其絕對，使主客關係成爲“隸屬
關係”，此理性即實踐理性亦即人格中的德性，故其表現爲聖賢德性人格之
感召、儒家德化之治道、德性之智慧妙用。
正因爲牟宗三通過對中西文化的本質與內核的考察深刻地認識到：只
有“理性之運用表現”的中國文化之所以開展不出科學和民主政治，就在於
缺乏“理性之架構表現”，如何從運用表現轉出架構表現，才是中國出現科
學和民主政治的關鍵之所在。於是，他提出他那著名的“良知坎陷說”：
只順良知走，便不能出現科學與民主政體。但科學與民主又爲良知之
道德理性所要求。33 它要求一個與它本性相違反的事物。此即是一個
矛盾，逆其自己的矛盾。要把這個矛盾解消而貫通起來，故須要求一
種辯證法的瞭解。此其意義即普通所謂相反相成，也即是辯證法所謂
對立統一。道德理性要滿足良知之要求科學民主，便不能一味順良知
之本性而爲運用的表現，它還要相應科學民主之本性而爲架構的表
現。它要滿足此要求而實現此種表現，則吾人之心用便不能不從良知
之形態暫作自我之否定，而轉爲知性形態、對列之局。不能一味順著
良知之本性往下滾，不能只是攝所歸能、攝物歸心。因若此便成爲無
對。必須讓開一步，把“所”與“物”推出去，凸顯出來，與自己成一主賓
對列之局，才能轉出理性之架構表現。此即要與自己逆、要自我坎
陷，不可一味順。……所以今天必須開出架構表現的國家政治法律與
34
邏輯數學科學，以充實發揚道德理性之光。

31
32
33

34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52-5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58。
“凡眞美善皆爲道德理性所要求，所意欲。科學代表知識，也是‘眞’之一種。道德理性雖曰
實踐理性，意在指導吾人之行爲，其直接作用在成聖賢人格，然誠心求知是一種行爲，故
亦當爲道德理性所要求，所決定。……科學還是知識方面的事，至於民主政治則是屬於客
觀實踐方面的，其與道德理性的關係當更顯明。蓋民主政體之出現是人之在政治生活方面
自覺地決定其方向，即由此線索，我們可以把它連繫於道德理性上｡”牟宗三，《政道與治
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63-65。
牟宗三，《人文講習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冊，頁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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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牟宗三的看法，科學和民主政治這一“新外王”內容是不能從“內
聖”直接推出的，必須經過道德主體亦即良知的自我否定、自我坎陷，由“理
性之運用表現”轉成“理性之架構表現”，由智性直觀形態轉成知性的形態，
由無對轉爲有對，由曲通代替直通，只有經過這樣一個辯證地曲折發展，才
能開出科學和民主政治這一“新外王”。

五、結論
牟宗三在“內聖外王”的思想架構下所提出的這一“良知坎陷說”，一方
面，將道德與知識、政治分屬不同的層面，使其各有分際、各有原則、不可
化約，另一方面，在道德價值的基礎上肯定和確立了知識與政治的獨立意
義與必要性。“政道、事功與科學，亦必爲其所肯定而要求其實現。反之，政
道、事功與科學，亦必統攝於心性之實學，而不能背離此本源｡”35 牟宗三的
“良知坎陷說”可謂立足於儒學核心價值的立場上所作的一種創造性的現代
轉化，不僅尋找到了一種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與現代價值相結合的方
式，而且堅持了自身的文化本性避免了傳統的斷裂，從而爲我們在追求科
學與民主的過程中，避免“泛科學主義”、“泛政治主義”提供了一種價值方向
和最後的保證。有鑒於此，我們完全可以說，牟宗三所提出的“良知坎陷
說”，是一種在對中國文化與現代價值的全面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所作的順暢
中國文化生命的工作，絕非“大陸新儒家”所批評的一味接受西方的價值、
無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與其“復古更化”、“回到康有爲”，罔顧現代普
世價值，則莫若重新理解、消化和吸收牟宗三爲代表的新儒家的成果。
■ 投稿日：2017.08.11 / 審查日：2017.11.03-2017.11.15 / 刊載決定日：2017.11.21

3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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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turn to Kang Youwei” to
“Back to Mou Zongsan”:
A Study on the Political Confucianism of
Mainland New Confucianism
WEN Bifang · LI Xia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in Chinese philosophy circle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s deconstructing the enlightenment legacy and denying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universal values. This trend is associated in particular with Jiang
Qing and Chen Ming, two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s of so-called Mainland New
Confucianism. Jiang Qing criticizes such values of modernity as 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 being negative universal values. He maintains that the superior universal
value is political rule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notion of the Kingly Way, based on
which he proposes a set of formulations. In more recent years, Chen Ming’s slogan has
been the call to return to Kang Youwei. Chen insi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cend
the narrative of revolution and the vis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to return to Kang
Youwei’s concept of national and state construction. In Chen’s opin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nation takes precedence over any values and should be ranked
first; moder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justice, freedom,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or even trivial. On the other hand,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such as Mou Zongsan, Tang Junyi, and Xu
Fuguan are much more willing to accept modern values like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ey try to harmonize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values to get them to advance each
other by drawing on the re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is respect, Mou
Zongsan proposes what he calls the “self-negation of innate moral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sustain Chinese cultur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he upholds Western values
blindly and ignore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Mainland New Confucian critics
accuse him.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re-understand, digest, and absorb the achievements
obtained by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s such as Mou Zongsan, rather than to return
to Kang Youwei blindly and ignore modern universal values.
Keywords: Jiang Qing, Chen Ming, political Confucianism, Mou Zongsan,
self-negation of innate moral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