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二 傳統王道政治與民主政治

當代新儒家論西方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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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銘
一. 前言
當代新儒家從提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來，皆以為「民
主制度之建立，所以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成為必須」1，即把民主建國認為
是現代中國必要行走的唯一道路。當代新儒家對民主政治的談論，又以牟
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這一觀念最為人所重視，這也引起了許多討論。
此觀點在〈宣言〉中已經出現，其中說「此道德的主體之要求建立其自身
兼為一認識的主體時，此道德主體須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即此道德之主
體須暫退歸於此認識之主體之後，成為認識主體的支持者」2，這代表了當
代新儒家皆承認此架構，即光用道德主體是不夠的，而必須開出認知主體。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唐君毅、徐復觀先生卻不如牟先生一般直截，即他們
並不強調良知必須坎陷、退聽的講法。本文即將展示牟宗三先生的「新外
王」之義理結構，尤其是針對其「良知坎陷」等說進行探究。而且，也試
圖將牟先生的說法與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唐君毅先生加以對照。

二. 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之設計與架構
「內聖外王」一語出自《莊子》的〈天下篇〉3，然有意義的以此來概
括儒學義理的學者很可能是熊十力先生4，熊十力在〈復性書院開講示諸
生〉即開宗明義的說：「昔吾夫子之學，內聖外王」5。此語雖出於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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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確實很能代表儒家的政治理念，例如「修己以安百姓」6、「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7，或者《大學》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8，「八條目」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9，皆為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話語。此即，由道德主體的
挺立，順成地、自然地開出理想的政治與太平天下，的確可以「內聖外王」
稱之。但是，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卻完全不走此路，他以為「從內
聖之運用表現中直接推不出科學來，亦直接推不出民主政治來」10。是以，
他不走「直通」的順成之路，而是走了「曲通」的曲折之路11。以下，本
文就一一闡釋他的「新外王」的理論架構。
(一)中國政治的問題

牟宗三先生在《歷史哲學》一書，首先即以為中國的歷史精神是以「修
德愛民」這一觀念為中心發展12，並且可區分了「政道」與「治道」的差
異，以及政權轉移的問題。
1.「修德愛民」的道德政治
講中國歷史、文化或政治，總是必須溯源於黃帝、堯、舜或夏、商、
周的聖王，如《中庸》就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3，或《孟
子》中有言「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14，這就是中國歷史的首要觀念
15。是以，相對於西方文化以「智」為領導原則，中國文化則是以「仁」
為領導原則，故重視於「安頓生命」，牟先生以為「中華民族之靈魂乃為
首先握住『生命』者。……故必須注意到如何調護生命、安頓生命。故一
切心思、理念，及講說道理，其基本義皆在『內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
則在修德安民。故『正德、利用、厚生』三詞實概括一切」16。這「正德、
社，2001）
，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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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厚生」17牟先生以為其是儒家「德治之大端」，他說「『正德利用
厚生』之三目。此三目較偏于用。而此用中，仍以『正德』為本。……正
德利用厚生即是王道。……所以內聖必函外王。外王就須正德以開幸福」
18。這裡，牟先生講的就是「內聖外王」的「德治」之精神。
儒家的德治思想由孔子定其型態，而其後秦漢帝國的專制型態確立之
後，這「德治」觀念卻依附於專制政體而擴大，即把君王塑造成一個「超
越無限體」，此「超越無限體」，即成為「皇帝在權與位上乃一超越無限
體，完全不能依一客觀有效之法律軌道以客觀化與理性化者。在無政道以
客觀化皇帝之情形下，儒者惟思自治道方面拿「德性」以客觀化之」19，
故此德治思想在專制政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就轉為聖君賢相的型態20。所
以，儒家的文化生命即在於承繼這「修己以安百姓」的觀念模型，一切政
治問題在於安民，以及君相能否「正德」、「修德」以成聖君、賢相21。
如此，成為「民只是被動的，放任的而與國家無內在關係的潛伏體。因此，
他們之為國家一分子之客觀地位亦只是形式的、虛的，而不是真實的」22，
或可說「民起不來，君成為一個無限制的超越體」僅能以「天命靡常」勸
誡專制君王23。這種限制僅是一種超越的「道德宗教的型態」、「內在的
型態」，即訴諸於自律、克己或天命，無法轉出政治法律的型態，這種精
神文化一定型，就轉不出民主政治24。若要開出民主政治，則人民必須自
覺其不只是一「道德的存在」，而更是「政治的存在」，但中國政治卻在
此德治的籠罩下，儒者或人民無法產生此自覺25。

2.政權轉移的問題
對於政權轉移的問題，牟先生以為孟子的禪讓之談論是相當有意義的，
認為儒家強調的是「以德取天下」，這是在於《孟子》中的「天子能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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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26與「天與之，人與之」27等觀點，牟先生以
為「此是首先提出『推薦』一觀念，即今之所謂競選提名也。……『人與
之』是通過其人之行與事之得民心而表示。……無異於說經過一普選而得
人民之熱烈擁護」28，這雖沒有經過人權運動或憲法的規定，但完全是公
天下的思想，天理成為政治世界的最高「律則」，也是「政權」的理則29。
但是，後來孟子又說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以
及「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30，就顯出孟子思考仍是
「順事的」、「內容的」，不從制度上去探討，這表現此一路數的「軟圓
性」與「拖沓性」，使得中國政治思想不能挺立起來31。如此，中國政治
史就走上了以打天下來取得天命的一治一亂的循環之路，牟先生說「君主
專制，都是政治集團的立體力量所直接自然產生的。所謂『直接自然產生』
意即一部分強有力的、生命特強的人，他們取得了統治權，……這是經過
英雄比武後的自然事實。……這似乎是一種無可奈何下的公平的默認」32。
而且，以力得天下就自然地取得天命，好像天經地義地擁有了統治權，人
民大都沒有參與打天下的過程，故僅能「無可奈何地予以公平的默認。這
裡並沒有經過思想上的覺識予以『生命的立體力量』以外的人工上的曲折」
33，人民並沒有對這些型態感覺有任何不對，更別說提出反思或批判了。

3.只有治道而沒有政道
牟先生在《政道與治道》一書開頭就言：「中國在以前于治道，已進
至最高的自覺境界，而政道則始終無辦法。因此，遂有人說，中國在以往
只有治道而無政道」34， 也就是說「只有治權之民主，而無政權之民主」
35。此即，以往中國的「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物化之治道」或
「法家的物化的治道」，都僅是主觀的型態，是聖君賢相的型態，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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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道之治道」，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天下之道，為一「智慧之明」，即
其不牽涉到客觀、法治的政道、政權來源的問題36。
若按牟先生的判準，則是為「政權寄託在具體個人或氏族部落上，依
宗法世襲制維持政權於久遠，遂使政權成為一『靜態的實有』，此即一『定
常之有』」是不可少的。政權即充當此任務。政權本當為『不可變滅者』，
其本身卻是一靜態之實有。然既寄託在具體個人或一家之血統上，與可變
滅者凝合為一，則雖有法度以延續之，實不能完成其為一不可變滅者」37，
此即「宗法世襲制之為政權之道，並不能真成為政權之道也」38。
牟先生以為中國從沒有政權之民主，即便有宗法制度、世襲之道綿延
一家一姓之政權，但這並非真正的「政權之道」。此即，「政權」本身雖
是客觀不變的實有，但中國古代至今的一家、一姓的「定常不變」，並非
是政權不變的意義。所謂的政權之不變，並非是古代的劉漢、李唐、趙宋
或朱明之政權之經世襲而不變。因為，真正的政權當是一客觀的存在，而
非主觀性地歸於某一人、一家或一黨所有，即政權是不變的有其可觀定常
性，但主觀地運用政權的執政者，則是可通過選舉或任期等制度來不斷地
變更。但是，以往中國卻自然地想維持這種一家、一姓之「定常不變」，
如牟先生說「然政權雖寄託在具體個人上，在以前總意想其為定常者。不
惟握有政權者期望其子孫萬世一系，即社會上思想家論事理者，亦認其當
為一定常者。蓋社會上總須有一定常者」39。就如牟先生所言，中國人從
古至今似乎無法脫離這對「定常」、「不變」之政體的嚮往，這就很難有
真正的「政權」。

(二)「新外王」的架構與意義
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的架構，是從他探討中、西的精神文明、內
在知識心靈的區別而引伸而出，本文即一一來論述他的
「綜和的盡理精神、
分解的盡理精神與綜和的盡氣精神」、「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
「理性之內容的表現與外延的表現」等特殊的哲學概念，來展示他的「新
外王」觀點。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29-3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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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文化生命所展現的觀念形態
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國文化生命廣大無邊，其有一中心的要領，是通過
孟子的「仁義內在」的性善論之意所開出的，就是由道德心性所體現的道
德生命之理境，牟先生稱之為「綜和的盡理之精神」40。而西方文化與中
國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西方是以邏輯、數學、科學為主，走是由「智的
觀解」所開出，所呈現的是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牟先生如此的區分，
其實就是道德主體與知性主體之區分41，也就是以人類主體的「道德心」
與「認識心」來看42。
(1)綜和的盡理之精神
牟先生以為中國的「綜和的盡理之精神」開展出來的政治只能是道德、
仁政的形態，而開不出民主政治，他說「盡心、盡性、盡倫、盡制之『綜
和的盡理之精神』。此種精神的結果就是成就聖賢人格。……『王者盡制』
就是聖賢人格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也就是政治方面的聖君賢相。所以盡制
一義也就是綜和的盡理之精神中『外王』一面的事」43。牟先生以為從道
德心所開出的政治，只能是傳統的內聖外王型態，無法有現代的有體制的
國家、政治或法律。
所以，他又說「則道德理性亦封閉于個人之道德實踐中而通不出來，
亦有窒息之虞，即無通氣處。若客觀實踐方面之「政道」轉不出，近代化
的國家、政治、法律轉不出，則道德理性亦不能廣被地、積極地實現出來，
人間有睡眠停滯之虞，即不能繁興大用而實現多方的價值。這就表示中國
以前儒者所講的『外王』是不夠的」44。是以，中國文化精義中之道德理
性高度的發展，反倒限制、阻礙了民主思想、政體之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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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綜和的盡理之精神」轉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
牟宗三先生以為中國文化的「綜和的盡理之精神」必須轉折一下，開
闢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45，也就是必須開出「智之知性型態」，充實
其邏輯、數學、科學等領域，他說「中國的文化生命，在其發展中，只在
向上方面撐開了，即:只在向上方面大開大合而彰著了本源一形態，而未在
向下方面撐開，即未在下方再轉出一個大開大合而彰著出屬於末的『知性
形態』與國家、政治、法律方面的『客觀實踐形態』。中國文化生命迤灑
下來，一切毛病與苦難，都從這裡得其了解。了解了就好辦」46。是以，
中國文化的專長即在於高於知性的道德心之挺立（向上方面撐開），但於
知性主體的開展卻有不足（未在向下方面撐開）。因此，要解決中國的苦
難，則必須開出客觀型態的知性主體。
就此而言，若是由「綜和的盡理之精神」開出「盡心、盡制、盡倫」
之政治，則僅能成就「聖君、賢相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函外王之極致」，
這是外王的「直接型態」。但是，牟先生的「新外王」卻是不走此順成的
方向，是為曲折地走，即為「轉一個彎，而建立一個政道，一個制度，而
為間接的實現」，也就是向「『知性』與『政道』這兩面的曲折即是向下
方面的大開大合」。如此，就能通過知性的邏輯、數學、科學建構一國家、
政治、法律的客觀架構，此正是「外王之間接型態」47。

(3)綜和的盡氣之精神
通過以上的論述，中國歷史文化開不出客觀的政治、法律、國家型態，
故其實踐的政治運作之狀態，僅能顯現為打天下的「綜和的盡氣之精神」48。
因此，中國歷史就顯現為幾種姿態，一是「一治一亂之循環性」，這就是
歷史上的朝代盛及而衰、衰而又復盛的狀態，當此時領導者能「盡氣」則
此氣符合於「自然之強度原則」，此時中國即強盛，但若不能「盡氣」，
則此氣遂墮落為「純物質」性，這時就為衰世，進而天下就大亂49。 此外，
就為「只有革命而無變法」，即只有「打天下」式的革命，但無法轉出「分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00。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07。
47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20。
48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21。
49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24-225。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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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盡理精神」以求制度性的變法50。此外，以氣之清者而言，就有「氣
節之士及所謂士氣」51；而就墮落的濁氣而言，就有刑戮、閹黨、暴君的
「暴戾之氣與殘酷」52；而為了逃避政治的逼迫，士人又避世以轉為「軟
性之物化與風流清談」53。
牟先生以為若僅沈淪於此「綜和的盡氣精神」，則人之精神即沉陷於
物、糾結成物氣，則人以物氣相衝激，這就是中國歷史的物氣呈現之實相。
因此，現代中國要「轉物氣以承向上而堪載理之氣，以融綜和的盡理與分
解的盡理之二精神，而成一更高的綜和」，此即將中國文化的「綜和的盡
理精神」，收納、融通西方文化的「分解的盡理精神」以開出科學與民主，
並消化「綜和的盡氣精神」，這就是中國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最美好之願
景54。

2.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
在《政道與治道》中，他把「綜和的盡理之精神」與「分解的盡
理之精神」以著實踐理性的具體生活中的事用來談，把此二者稱為「理性
之運用表現」與「理性之架構表現」。
(1)理性之運用表現
「理性之運用表現」於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於中國歷史的主流是「儒家
德化的治道」，或者另為「道家道化的治道」為其理想，如孔子的「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55，或者為莊子的「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56。這是一種「高級的政治」，此「超政治」型態是為一種「神
治」，為「君相之德之妙用」57。在此「理性的運用表現」下，君相可越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31-239。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40-243。
52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43-246。
53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246-249。
54
牟宗三：《歷史哲學》
，頁 446-447。
55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卷 3，頁 82。
56
《莊子》
，〈大宗師〉，卷 3 上，頁 300。
50
51

57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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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家、政治、法律等架構即可安定天下，這是一種「神治境界」。在此
境界下，五倫就是其法律，不必架構化ˋ體系化或制度化58。
中國歷史的政治型態就依靠於此「理性之運用表現」，且因為其「只
有治道而無政道」
，故在君主專制的情況下，政權之行使未有一定的常軌，
故只能成為治亂相循，而打天下或革命成為政權更替的唯一方式。所以，
未維護王權於不墜，則必須「德化」此打天下以取得政權的皇帝，以能夠
穩定天下以及此政體59。
(2)理性之架構表現
雖然，中國歷史在政治上的「理性之運用表現」已經到達最高度的境
界，然為何還開出不民主？牟宗三先生以為這就是於「理性之架構表現」
不夠，也就是無法開展知性層面的政道、政治、國家、科學、法律等制度
架構60。關於「理性之架構表現」，牟先生以為道德心雖亦要求符合公義、
公道的民主政治，但道德理性卻與能架構出民主體制的觀解理性（知識心）
相違背，故道德理性必須「由其自己否定」或「逆其自性」，以轉其為以
觀解理性（知識心）作主，才能完成「理性之架構表現」61。
至此，牟先生就開始闡釋其最重要的「良知坎陷」62之說。對何牟先
生堅持良知之道德理性必須坎陷其自己呢？因為，在聖君賢相的政體中，
只是一道德心的「理性的運用表現」
，則君相與人民猶如父母與子女一般，
彼此為一種「隸屬關係」63。但是，若要脫離治權獨立安排政權之道，則
人民必須自覺其為一獨立的政治主體，故其與君主就必須成為一「敵體關
係」64。是以，只有在「理性的架構表現」中，能成就一種「對列之局」，
把道德心轉為「非道德意義」的民主政體之架構65。所以，牟先生實行民
主政治的權力之安排、權利義務之訂定必須做到「政治有其獨立的意
義，……暫時脫離了道德」，或者「純政治學地討論此政體中之各成分，
其討論之理性活動亦純是觀解理性的活動，而毫不牽涉實踐上道德理性之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3-54。
6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7-58。
6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63。
62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與治道》用的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
，請參閱牟宗三：
《政道與治道》
，
頁 64，
「良知坎陷」是在〈致知疑難〉一文出現，他的用語是「良知自己決定坎陷其自己」
，請
參閱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3）
，頁 252。
63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8。
64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9。
6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58。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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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66。為此目的，則良知必須坎陷其自己，他說「道德理性之自我坎
陷（自我否定）。經此坎陷，……從踐履上的直貫轉為理解上的橫列。……
觀解理性之自性是與道德不相干的，……觀解理性之活動及成果都是「非
道德的」。……遂有普通所謂『道德中立』之說」67。所以，牟先生強調
儒家要契接於民主政治的路，是為「曲通」而非「直通」68，即由內聖至
外王是為「曲貫」非「直貫」69，這就是牟先生的新外王之架構。

3.理性之內容的表現與外延的表現
牟先生的「理性之內容的表現」就是「人治主義」，在儒家就是「仁
者德治」70，某人因才、能、德而有其「位」，有「位」則需盡「分」，
人民就在此仁者之道德心靈中各適其性，各遂其生，不需有權利義務的觀
念、人權的列舉與規定，也更不需制定財產、信仰、居處、思想、言論、
出版、結社等規定與法律71。是以，仁者在上位，人民則對國家、政治、
法律成為「無擔負者」，亦不過問政權、治權、人權、自由等問題72。
是以，要開出民主政治則必須成就「理性之外延的表現」。所謂「外
延的表現」就指西方民主政治所成就的法律、契約、架構等等，這是其依
階級集團的方式爭取，逐條簽訂的權力與義務的規定，這是西方個人主義
社會賴以為生的綱維73。反之，中國文化是在「理性之內容的表現」上用，
不注意那些「外延表現」的形式概念，中國人是「生活在生活中」，不是
生活在概念架構、法律契約中。但是，因應於民主政體，則注意西方民主
的「外延的表現」的種種，要正視那些形式概念74。
最後，牟先生評論西方社會的「外延之表現」是客觀的、見諸外的，
故容易走失、消散或淪陷；中國的「內容之表現」容易見到社會世界的理
性律則，它有親親、尊尊、賢賢的倫常之道，易見到政治世界的堅實可靠
之基礎。所以，必須「以內容的表現提撕並護住外延的表現，令其理性真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6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64。
68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62。
69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68。
7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151。
7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143-144。
72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154。
73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171-172。
74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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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不蹈空，常在而不走失；以外延的表現充實開擴並確定內容的表現，
令其豐富而不枯窘，光暢不萎縮。」75。此即，當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
的仁政德治）與西方民主相結合之時，就是人類政治最完全、圓滿的目標
之成就。

三.徐復觀論德治與民主
徐復觀先生對於牟宗三先生的觀點是認同的，他以為牟先生的「有
治權的民主，但沒有政權的民主」、「缺少分解的盡理的精神」，以及「非
逼出分解的智性，以成就科學與民主不可」，徐先生以為這些觀點是可稱
為此問題的定論76。但是，雖他也以為中國要接上民主政治必須把「德」
客觀化出來77，但徐先生也努力於儒學傳統中找出自由民主的根源78。
(一)徐復觀先生論儒家的德治思想
徐復觀先生以為儒家思想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根據，且順著儒家
思想自身的發展，自然要表現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完成它在政治上尚未
完成的使命79。是以，他以為儒家的「德治主義」可歸結為幾項要點為其
構造。
1.以性善論為核心
德治的出發點是對人性的信賴，治者與被治者乃是「以德相與」的關
係，非以權力相加相迫的關係。此種政治思想，為內發的政治思想，治者
內發的工夫，主要是站在自己的性分上做內聖的工夫。由內聖以至外王，
只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亦即是擴而充之的作用，是信任
「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性善義，是一種「把人當人」看的政治80。德治的
基本用心，即是從每一個人的內在之德去融合彼此間的關係8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頁 175。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41-42。
77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126。
78
何信全先生說：
「透過對儒家政治哲學的重新詮釋，探尋中國傳統中自由民主的根源，乃是徐
復觀最重要的論學宗旨之一」
，請參閱何信全：
《儒家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
（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12），頁 148。
79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4）
，頁 395。
80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381。
81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49-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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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民為本的觀念
徐復觀先生以為「中國政治思想，很少著重於國家觀念的建立，而特
著重於確定以民為政治的唯一對象。……並且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
體落實於民的身上，因而把民昇到神的地位」82，這也就是孟子的「民為
貴」83的思想。徐先生強調「神、國、君都是政治中的虛位，而民才是實
體。……『以天下養一人』的為統治而統治的統治者，中國正統的思想亦
皆不承認其政治上的地位。此一民本思想之徹上徹下，形成儒家思想上的
一大特色。」84

2. 區分出天下為主體
儒家把「天下」獨立為政治中的一主體，君王對此主體而言，乃一從
屬的客體，故儒家以為天下不是天子私人可「取」或「與」85，乃是決定
於民心、民意，徐先生以為「人君的地位與人民對人君的服從，無形中是
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種契約的關係」86，且說道「對於違反契約者自可加以
取消；故儒家在比西方早二千年即正式承認『叛亂權』」87。

3. 無階級對立的形態
由德治思想，而否定了政治是一種權力的觀點，亦否定了統治者有任
何特殊的權益，即並沒有統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對立。德治是一種內發的
政治，人與人之間不重視由外面的法律關係來加以限制，而是由內發之禮
來規範與連結。因此，徐先生說「德治思想，民本思想，禮治思想，在儒
家完全是一貫的」。故而，儒家的政治境界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故《大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1。
《孟子》，
〈盡心下〉
，卷 14，頁 367。
84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1-52。
85
這是來自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子能薦人於天」與「天與之，人與之」等談論，
請參閱《孟子》
，〈萬章上〉，卷 9，頁 307-308。
86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200。
87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201。
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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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88為代表，「至善」
是儒家人生的歸結，也是儒家政治的歸結89。
綜上所述，徐先生就以為儒家德治思想本身就有民主的雛形，故他說
道「過去，我也和許多人一樣，以為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只是民本思
想。與民主的思想，尚隔一層。……現在看來，民治的制度，實為孟子所
未聞；但民治的原則，在孟子中已可看出其端緒」90。因此，他雖與牟先
生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可說是徐先生以為能夠從儒家的民本思想直接契入
民主，故他說「民主政治，卻才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正軌和坦途，……德治
係基於人性的尊重，民本與民主，相去只隔一間，而禮治的禮，乃『制定
法』的依據，制定法的規範。此三者皆已深入到民主主義的堂奧」91。因
此，徐先生以為儒家的民本實可逐漸發展至民主的程度。

(二)政治主體的開出
徐先生以認為儒家德治的形態，也對於民主的開出有一些限界。其中，
最關鍵的在於「總於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
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
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
明的對照」92。儒家德治是一種由上而「發」而「施」的方式，故雖以民
為本，但「終不能跳出一步，達到以民為主」，故政治問題總是在君相問
題打轉，以致於「真正的政治主體，沒有建立起來」93。中國政治的問題
即在於「政治主體」的無法挺立，故人民僅僅仰賴於統治者的道德自覺，
但對歷史上的暴君污吏，多束手無策。而且，政治上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
不在社會，故知識分子僅能進到朝廷才能致用，若對現實政治不滿，只能
隱居於山林，處在無能、無力的立場94。
他以為儒家的德治是出於一種道德自覺，但因社會上的人民沒有個體
的政治主體之自覺，故統治者不致感到客觀上有政治主體的存在與對其的
88
89
90
91
92
93
94

《大學》，
〈經一章〉
，頁 3。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2-53。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9）
，頁 125。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4。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4-55。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5。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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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將於不知不覺中幻想自己即是政治的主體(如「朕即國家」)，於是
執政者的道德自覺就與其自身的政治主體感相結合。這時，執政者有道德
上的無限責任感，亦產生權力上的無限支配權與治理權，故中國政治產生
不了民主政體中對執政者的限定之機制。95雖然，徐先生不願承認德治間
接造成了中國的專制，說道「我們文化歷史上缺少個體自覺的這一階段，
缺少客觀的限定力量，應負其咎。但這並不能說是德治本身的流毒」96，
但吾人通過徐先生此部份的論述，很清楚地知道專制政權是如何地利用儒
家德治思想穩固其政權。是以，徐復觀先生以為必須「重新倒轉過來，站
在被治者的立場來再作一番體認。首先把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
移歸人民，……人民由統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轉而為自己站起來的民主」
97。

(三)政治的內容與政治的形式
在〈中國政治問題的兩個層次〉一文中，徐復觀先生把政治區分為兩
層，即對於各種政治問題所做的主張，稱為「政治的內容」；而對於實行
政治主張所採取的方法，稱為「政治的形式」。並且，他以為「我國的政
治問題，……首先是要努力建立民主主義的政治形式」98。對於民主政治，
他以為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選舉的自由，少數服從多數等，都是「政
治的內容」，但其實民主的「政治的形式」與「政治的內容」是一致的，
因它是以「函攝眾異」為自身的內容，故其具備了「政治的普遍性」99，
故他說「也只有民主的政治，才可構成政治形式」100。
所謂的民主政治才具「政治的形式」，是指民主除有自身的自由、人
權等價值內容外，因它是能成為抽象的政治形式發揮其作用，使得任何政
治主張、政治集團，都能通過此政治的形式的選擇而得其客觀的價值。徐
先生對於民主的體認相當精確，他以為「被選擇而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主
張和政治集團，此時可以說是由主觀性的私，變而為客觀性的公。於是因
選擇而失敗的，除了再向選民努力，以期獲得更大的客觀承認外，不能對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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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34。
100
徐復觀：《新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31。
95
96

30

勝利者採取其他報復行動」。徐先生在此是強調於中國政治最要緊的就是
建立出這「民主的政治形式」，以此形式來運作政黨政治、憲政體制等。
綜上所述，徐先生所欲開出的民主政治，是以儒家的性善論及德治觀
為其源頭，而欲扭轉傳統由上到下的政治型態，使人民能開出政治主體。
並且，所有主張、黨派、思想在民主的政治形式下能自由運作、各得其位
以共謀其利。如此，徐先生從德治之外欲挺立政治主體，或者嚴分區分出
「政治的形式」，是有區別道德與政治的模式，然卻也不像牟先生有道德
退位的傾向，這兩人還是有所差異的。

四.唐君毅先生的儒家式民主
與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一致的以為民主政治的中國必須且唯一要
走的路，他說「今日之世界與中國之政治社會問題來說。我們亦除民主之
原則，加以解決之外，亦別無道路」101。但是，他卻致力於找出儒家道
德政治通於民主政治的路102，並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盲點。
(一)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反省
唐先生致力談論西方民主政治的問題，他說道「民主之理想在付諸實
踐時，民主的理想本身，即有其某一義之內在矛盾。此種矛盾，乃一切民
主理想的實踐中，皆要隨處遇著的」103，我們可以說他不似徐復觀先生
特分出「民主政治的形式」，他以為「民主政治的內容」本身就存在一些
問題。對此，大致可分為「道德生命的低落」與「平等原則的限界」兩方
面來談。
1.道德生命的低落
唐君毅先生首先談到民主世界的自由理想，會成為精神生命的一種沈
淪的生活方式，他說「人如只在自由世界中生活，以享受自由與現代文明
唐君毅：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
，收入《唐君毅全集（八）》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頁 103。
102
翟志成先生說「若再追問到中國文化思想是否也有民主的根苗，即使在當代新儒家營壘內部也
眾說紛紜。梁漱溟會說『沒有』
，而熊十力則會說『有』，牟宗三很可能會說『沒有』
，而唐君毅
則會說『有』」
，請參閱翟志成：
〈唐君毅對民主政治的想像與批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86 期（2014.12）
，頁 148。
103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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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果，並只各自從事其各色各樣之事業，則正可是使人分別陷溺其精神」
104，他並指出了在此民主社會中人常成為「一特殊化的物，而亦無真正的
客觀價值意識存在」，即人成為被物化、工具化的存在105。而且，人在此特

殊、分工的世界中，因無客觀的價值標準，故工作的價值除金錢之外，即
使得每個人「封閉於各人之主觀的世界之內」，人類也變成各個的「一特
殊之物」106。
唐先生以為西方民主制度在本源上就有了錯誤，因它是從「不深信人
性善而信原始罪惡」而開始的，他評論道「『對方不能實現某一人生文化
價值，即不是人，故該死』之意識。此意識是西方民主精神的反面，然而
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對於整個的人性之善，在開始並不信仰而生的。西方民
主精神，根源於其人文精神，故西方民主精神之本源，即有此不乾淨處」
107。唐先生以為就以選舉制度而言，只能成為「商業上的交換條件」，
政治人物也只視選民為「達到被選之目標或慾望之工具」。選民選舉某政
治人物，亦只是通過競選之宣傳與刺激，對其生出好感而選他，並非因其
才幹或品德108。是以，民主政治也常淪為金錢政治，故「選舉者名為選
人，而實則乃選錢」，且競選者與人民並無真實的人與真實的人之政治關
係存在，唐先生以為這就是民主政治之實踐上最大的困難。109甚至，他
提出要發揚一禮讓、推選的精神，這就是唐先生對民主政治未來的願景。
110

2.平等原則的限界
唐君毅先生對於選舉的「一人一張票」的「平等原則」有所質疑，。
111，他以為只用來做推翻一切階級的「破」，而無法長治久安的「立」，
他說道「民主政治之實踐，根本是一選舉的抉擇。此抉擇只能依於差別原
則，而不能只依於平等原則。依於平等原則，只能說一切人皆有選舉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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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3。
106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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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權或被選出之可能。以此原則，可以推翻一切特權階級。此無問題。
然如一切人皆同只有此可能，則一切人皆可被選出，一切人亦皆可不被選
出。如果無『差別原則』之加入，則積極的民主政治之實踐，仍不能成就」
112。
唐先生的憂心人民的素質不夠，當然無法選出最適合的執政者，故他
也說到「欲補救民主政制之所不及，遂必然有賴於人民道德意識之提高，
而此則教育文化之事。由是而吾人遂可言，人對政治之重視，乃必然需過
渡至教育文化之重視，而教育文化為政治之基礎，亦毫無疑義者」113。
對於在中國實行民主體制，唐先生顯出較為保守、謹慎的態度，即盼望先
從提昇人民素質的教育、文化著手，故他又說：「一國的人民之辨別諸候
選者之價值高下能力如何，即決定一國家之負責政治者為誰，而決定一國
家之命運者。則我們不特不能反對價值差等之肯定，而且我們正當求我們
之能正確的、精細的，辨別諸候選者之價值差等才是」114，他以為必須
確立一國的文化精神價值，並培養人民了解並信仰，而能以此當做「選賢
與能」的判準。

(二)中國式的儒家民主政治
唐君毅先生只把民主政治看做是一種制度或政治精神，只能一種「第
二義以下的思想概念」115，或他又說道「吾人既言今之民主政制下之社
會政治非必即最善良之社會政治，而又言民主政制為原則上較優於君主專
制貴族政制，則最善良之政治必為由承認民主政制，而又在制度之外求改
進其下之人民之社會政治生活之民主政治。此即為一種兼以道德文化之陶
養改進人民之政治意識之民主政治」116。所以，唐先生以為民主政治必
須要再以道德文化加以貞定，才能成就一最完善的理想社會，故他一定不
會承認現代民主社會所崇尚的道德文化的「中立觀」117，這或可與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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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作個對照，牟先生對於民主社會的「道德中立」傾向似乎有較
多的欣賞。
唐先生以為中國文化本身即有民主的精神，他說「過去的中國，雖無
西方式民主制度，然此不必涵蘊過去中國文化之價值不如西方，亦不必涵
蘊其中無中國式之民主精神。因此精神即在中國之人文精神中」118。唐
先生把中國的民主精神的基礎立於儒家的性善論，這是與徐復觀先生一致
的，他說「此性即一人人皆可為聖人之性，亦即一涵蓋人文世界之全體之
性。而此性又分別內在於任何個人之心，即為儒家精神中之大平等精神。
踐行盡性以顯此心之仁，即為仁由己之自由精神。現在西方言民主精神之
最後根據，不外人格尊嚴，人格平等，則儒家之此精神，不是民主精神又
是什麼」119，他以性善論的人人皆可成聖的預設來證明中國自由、平等
的民主精神。而且，如前述他評判西方文化的「原罪說」，他以為性善論
正可補足此，他說「中國儒家，……要以仁存心，而對一切不同的人生文
化價值，由宗教、藝術、政治、倫理、禮教、科學等價值，他皆加以肯定。
他復相信一切人之人性中皆有仁，人性皆善。……在人性上一切人平等，
人無有不善，是一超越的信仰。……這是中國文化之無盡寬闊、偉大、莊
嚴的泉源之一信仰。而亦正是一切民主精神之最後唯一根據」120。以此
而言，唐先生以為西方的民主思想或體制並未完善，甚至有許多難題，必
須歸於儒家性善義並加以會通才得以成就。
根據以上唐君毅先生對民主政治的觀點，我們發現他不但沒有從區分
道德心與知識心入手，也沒有以為儒家的仁政、德治精神有何問題。並且，
他也對西方民主政治多所批評。進而，他以為儒家本身就有民主的精神，
而儒家的性善論、人皆可成聖的精神，正可補足西方民主政治的種種缺失。
所以，可把他歸於與牟宗三先生不同的立場，即他承認內聖可直通外王的
這一條路。
六.結論
通過以上的論述，本文想對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之說提出一些新的
解釋，欲在其「新外王」的架構之下，修正其為良知仍可站在主導的位置。
以下，就對此議題做出三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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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良知可主導著知識心來架構新外王
首先，吾人以為道德心可主導著知識心來架構政治體制。良知並非退
藏，而是能命令著知識心去做分解、架構的工作。牟先生對於道德心與知
識心的區別過於嚴苛，才會有良知要退位的結論。但是，在當今的世代，
中國文化中的儒學傳統若能完全展現，即代表著良知能完全擴充與朗現，
這必可帶領中國走向新外王的路。

(二)必須承認儒家於中國政治領域的目的尚未完成
其次，必須批判地繼承傳統的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國歷史精神
的德治思想雖極其廣大高明，但因知識的不足，或私意無法完全廓清，即
僅能維持聖君賢相、修德愛民的理想，無法往更「公天下」的方向前進。
以此而言，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若能真實地體認儒學的精義，即更能落
落實實地「致良知」，則儒學必能引導全世界的華人走向更好的新外王政
治。

(三)對於「去中國化」的一些反思
最後，關於「去中國化」的潮流或政治操作，本文也可以做些回應。
一般政治人物或民眾，總有一既定印象把儒家視為專制的代表，以為現代
化就需脫離中國文化。對此，本文則是把儒家凝聚在良知本心為其源頭，
即對道德理性的推崇雖是儒家的特長，但並不限於儒家的專利，只要是人
類就必須持守其道德本心來從事政治、教育、藝術、商業等生活。因此，
中華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著實是可以當作政治制度背後的奠基石，即吾
人應把「良知」當作中國現代化的絕對基礎。就此而言，華人文化不能去
除儒家，台灣也不能去「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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