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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論

坊間談傳統文化的書汗牛充棟，但本書與眾不同，別有立場與方法。

一 立場
我是個生在台灣的江西人 。 傳統文化， 本來在我幼時的生活中，
就是街坊鄰里的揖讓進退、 閒話桑麻， 是生活裡具體存在著的體驗 。
人人悲喜愉泣， 俯仰於斯， 誰也很難說甚麼是傳統甚麼是“我”， 傳
統並不是“我”之外的一個東西 。
可是據說社會進步了， 傳統（其實也就是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活）
也就要拿來檢討檢討了 。 我們， 於是就站在傳統之外， 對它品頭論足
了起來， 覺得它好， 覺得它壞， 覺得它有精華也有糟粕 。
那時， 台灣政府正在推動現代化， 而反對政府的自由派學者則更
為激進地主張現代化， 揚“五四”之餘焰， 為時代之鼓吹 。 不贊成如
此激進現代化者， 便漸漸形成了一股被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 與
之交鬨， 史稱“中西文化論戰”。 但其實， 無論是講心性論的當代新
儒家， 如唐君毅、 牟宗三、 徐復觀等人， 或言超越前進的胡秋原， 大
抵也只是說傳統文化亦有優點， 不可徑棄而已。由時代的大趨勢上看，
政經社會體制的改造， 已重新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 那原先與我們生
活生命相聯結相融貫的傳統文化， 早就渾沌鑿破 。 新時代的哪咤，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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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剔骨還父、 割肉還母， 期望新的蓮花化身 。 故僅餘的那幾聲文化保
存之呼喊，聽來宛若驪歌。雖然情意綢繆，矢言弗忘，可是行人遠去，
竟是頭也不回的了 。
然而歷史如長川大河， 從來不會一瀉入海， 總有曲折縈迴 。 台灣
的“中西文化論戰”烽火未熄， 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倒已是遍地硝煙
了， 批孔揚秦， 其勢既遠勝於“五四”， 亦非在台倡言現代化諸君所
能望其項背 。 此時， 無論從政治策略或文化需要上說， 台灣似乎都應
起來保衛傳統 。 於是， 成立孔孟學會、 發起文化復興運動、 中學生都
要讀《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四書，以《論語》、《孟子》為主）等等，
乃蔚為新的人文景觀， 與政經體制之現代化“並行不悖”起來了 。
五六十年代“從傳統到現代”的命題， 遂漸次轉變為七八十年代
的“傳統與現代”。 前者是要揚棄傳統， 後者則想融合並行之 。 但其
融合之道， 乃是以新時代之現代化要求為取捨 。 故金耀基曰“我贊成
現代化， 但只有在它不妨害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下贊成”（《中國現代
化的航向》序）， 文崇一曰“把傳統和現代劃為對立兩極， 這正是早
期現代化討論所犯的重大毛病 。 其實， 兩者是相互為用的， 好的傳統
可以幫助現代化， 壞的傳統可以阻滯現代化”（《現代化的模式在哪
裡？》）。 也就是說： 傳統文化是為現代化大業服務的 。 凡不符時代
之需求者， 皆宜棄去， 如同啃不動的雞骨頭就應該吐掉那樣 。
我成長於以上這個社會脈絡中，親身經歷了五十年來“傳統 / 現代”
這些論題的爭論與發展， 感慨萬端 。 然此處非發感慨的地方， 故謹綜
述我主要的觀點如下：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這個題目中的 A、B 兩項， 原
本就是全然相斥的關係。 因為“現代化”從定義上就是說一個社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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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傳統以轉型成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乃是現代化之障礙，是需揚棄
之物。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國走的都是這個路子。
把兩者解釋為非相斥關係， 是修正現代化理論者的傑作 。 這些人
都是捨不得把傳統文化丟了的， 所以各自發展了一些論述策略， 欲修
正現代化理論 。
其一是說：社會固然要現代化， 但傳統文化也有好的一部分， 可
以保留， 不必倒澡盆水時把嬰兒也倒了 。 因此， 此一派便有“取其精
華， 棄其糟粕論”、 “現代社會仍須講倫理道德論”、 “傳統文化不
礙現代化論”、 “以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之現代化論”等說 。 其二則
稱：傳統文化其實無礙於現代化， 也可開展出現代化 。 歷史上未見開
出，並不代表它在質性上不能開，只要經過“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
它也是能開展出自由民主科學的 。 此說已較第一路說法更進一步， 認
為二者不僅非相斥關係， 更是同一關係。第三說比第二說還要強勢些，
謂傳統文化可以積極促進現代化 。 80 年代“東亞儒學與經濟發展”的
論調即屬此， 認為韋伯講錯了， 儒學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 且可能比
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 。
這些修正主義的基本問題是： 都不敢攖現代化之鋒， 都承認現代
化的價值與必要， 所以要以傳統文化無礙於或有助於現代化為說 。 換
言之， 看起來是傳統文化的護衛者， 其實是拉傳統文化去做現代化的
拉拉隊 。 傳統文化有沒有價值， 要以現代化為標準來估量 。 既如此，
這些修正論者又怎麼可能真正動搖、 修正得了現代化論？ 傳統文化不
正透過現代性的價值重估而被揚棄被轉化了嗎？ 現代化論者對此類說
法嗤之以鼻， 良有以也 。
因此， 這些修正論都是虛軟的論述 。 真正要面對現代化理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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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現代性真是種好東西嗎？ 現代社會真是人所需要、 符合人性的
嗎？ 我們犧牲文化傳統以追求現代化， 值得嗎？ 亦即：現今我們需要
的， 不是追求現代化而是批判現代化 。
自有現代化， 即有批判它的思潮 。 20 世紀初， 西方文學藝術上
的現代主義， 便不是教人去追求現代， 而是要揭露現代人奇特的精神
處境， 例如喪失了信仰、 離開了家庭、 活在科層體制和都市水泥叢林
中、 人與人的關係疏離而陌生、 孤立的個我遂成為失落了意義的無根
浮萍等等 。 厥後各派理論奇峰疊起、 賡續發揮， 不勝枚舉 。 如生態論
者， 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機械宇宙論、 竭澤而漁的發展觀、 宰制自然
之科技工業等， 形成了自然生態主義 。 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理性
觀， 只是工具理性之擴張， 但價值理性、 道德實踐理性明顯不足， 故
提倡溝通理性以濟現代化之窮 。 丹尼 ． 貝爾講後工業社會， 則是說資
本主義工業社會存在著內在的文化矛盾： 它由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所
促動，可是發展下來，卻成為刺激慾望、鼓勵消費、消耗資源的型態，
與新教倫理的入世禁慾精神恰好相反 。 故後工業社會所應強調的， 不
再是現代性， 反而是宗教精神 。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 則全力去瓦解理
性所倚賴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二元對立的形上學 。 其他批判現代社會
中科層宰制、 科技災難等， 林林總總， 實已蔚為大觀 。 至於馬克斯 ．
韋伯一路思想， 包括後來的世界體系依賴理論、 全球化理論， 更都指
明了東亞國家之現代化並非其文化內部產生了變遷的需要， 而是複雜
的國際因素使然 。
對於這些學說，我們也均予以介紹過，或批發，或代理，或零售，
各有名家， 但依樣畫葫蘆， 學舌一番而已， 殊少抓住其總體精神 。 總
體精神是甚麼？ 就是對現代文明的不滿， 而籌思改善之道 。
我們的情形恰好相反， 我們對現代文明是豔羨的， 希望自己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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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擁有這份（西方人大力抨擊唾棄的）現代文明 。 所以包括那些批判
現代性的學說， 我們都把它當成西方現代文明來擁抱， 以促進現代化。
這種總體精神方向上的差異、 文化處境上的不同， 也讓我們根本
無法體會到：傳統文化之不同於、 扞格於現代文明之處， 或者才正是
它有價值的所在 。 相對於二元對立、 人天破裂、 宰制自然的形上學，
中國本來所講的天人合一、 陰陽相濟， 不就是當代西方批判現代的生
態自然主義者所想要發展的思想嗎？ 相對於現代社會張揚工具理性，
而道德理性、 價值理性不足， 中國原本所強調的倫理精神， 不是恰可
藥此頑疾嗎？ 過去被認為是封建、 宗法、 保守、 落伍的那些東西，
透過西方後現代情境中一些思想的反思， 不是已讓我們驚覺到中國傳
統文化其實含有豐富的“先後現代性”（pre-post-modernity）嗎？
如此說， 當然不是挾洋以自重， 而是要告訴仍在講現代化的先生
們：現代化是落伍的論調， 現代社會是有缺陷的居所， 現代文明是要
批判超越的 。 批判並超越之， 其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 。

二 方法
但由於現代化運動推動已及百年， 政經社會總體已遭改造， 我們
事實上都在過著一種新的生活， 器用層面、 制度層面、 精神價值層面
均已發生了具體的文化變遷 。
時至今日， 老實說， 中國在感情上誠然仍是中國人的家園；但在
理解上甚或精神旨趣上， 當代中國人， 尤其是知識分子， 其心靈的故
鄉， 卻大有可能不在中國而在歐洲、 在美國 。 除了技術器用層次、 制
度層次之外， 在精神、 信仰、 知識層面， 也早已離開了中國 。
以哲學為例 。 目前整個中國哲學研究， 因對傳統已極隔閡， 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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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又不熟悉， 對其美感品味亦不親切， 對古人之人際相應態度也甚為
陌生， 故研究已導向一套新的典範， 研討的問題和接受答案的判準也
改變了 。 幾乎所有人都只能採用西方哲學或科學的思考方式、 觀念系
統、 術語、 概念來討論中國的東西 。 碰到這個新“範式”所無法丈量
的地方， 便詬病中國哲學定義不精確、 系統不明晰、 結構不嚴謹、 思
想不深刻等等 。
這樣的研究， 看起來頗有“新意”， 論者亦多沾沾自喜 。 但實質
上是甚隔閡、 甚不相應的， 令我這種讀者讀來頗有聽洋牧師講說佛經
之感 。
可是學界仍不以此為警惕、 仍不滿意， 仍在覃思中國哲學應如何
現代化 。 但依我觀察， 無論是就哲學這門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之認定，
或由我們討論哲學的方法等各方面看， 中國哲學研究之現代化， 可說
早已完成了 。 目前已不會再有人用傳統的表述語言、 思維工具來討論
“哲學”了 。 談哲學的人， 對於中西方哲學， 並不視為不同的兩種東
西， 而覺得它們都是“哲學”， 也都可以用同樣的表述、 思維方式、
關心方向去要求它 。
許多人把西力東漸， 中國人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洋哲學思想的情形，
模擬為魏晉南北朝佛教之傳入中國，並認為目前的主要課題，即在於“譯
經”、 在於有系統地介紹西學、 在於消化之 。 但實際上， 現在的情況
與佛教傳入中國之際是不同的。佛教進入中國時， 中國人對佛教無知，
故以其所知、 已知之儒道思想去知之， 此稱為“格義”。 現在卻往往
是對中國哲學一無所知， 故用已知之西方哲學來說明未知的中國哲學。
這種情形， 與“格義”雖完全一樣， 但卻掉轉了一個方向 。
如此反向格義， 確實也能令研究中國傳統學術者眼界大開， 使得
中國傳統思想， 在西洋哲學觀念、 術語、 理論之參照與對比之下，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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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更為了解 。 而且原先中國所無之各色理論譯述介紹進來， 豐富
我們的文化、 開拓我們的視野， 也是頗有功勞的 。 正如中國菜固然佳
妙， 但外國烹調亦自有其傳統、 有其特色 。 異饌者不同味， 自應介紹
來令國人也都能嚐嚐 。 國人之所以負笈西方， 習其烹飪之技者， 亦以
此也 。 海通以還， 西餐東來， 西班牙、 意大利、 法蘭西、 俄羅斯、
印度、緬甸、泰國，殊方絕域之異味佳餚，畢陳於我中華，正賴於此。
吾輩亦因此乃得大飽口福、 大快朵頤 。 因此， 除非是口味格外古怪、
別有胃腸， 相信沒有人會對西餐東來抱持反感， 堅決不吃洋餐， 且批
評西餐東來遂令我華人口味墮落， 不再能欣賞中餐之美了等等 。
這些道理是不待辯說的 。 但是， 假如現在做中餐的師傅只能用製
洋餐之方法去烹調， 不會中菜的刀法、 不能用中式廚房、 不擅鍋鏟炒
氽之技， 而皆僅能以煮意大利麵之法煮麵， 然後說此即中華古麵式也，
您以為如何？
西力東漸以來， 中餐是少數尚能維持其風味與傳統的領域， 尚未
遽遭異化 。 哲學研究若不想繼續被異化， 實不妨參考中餐館的存續發
展之道 。
中餐各系菜色， 如淮揚菜、 川菜、 廣菜、 魯菜， 在西力東漸，
西餐洋食來挑戰時， 採取甚麼方法呢？ 是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炒中國
菜嗎？ 是通過理解西方烹調，以求“中西會通”嗎？ 是以西方菜式為“普
遍菜式”， 而要求中國菜據此為標準嗎？ 是據西方菜式以評價中國菜
嗎？ 又或是以西方做菜的歷史為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烹飪史嗎？
顯然都不是！ 在討論烹調時， 若有人如此主張， 一定會令人笑
破肚皮 。 可是， 在談到中國哲學時， 卻恰好相反 。 人人似乎都覺得
非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解析中國哲學不可； 非通過理解西方哲學以
求中西會通不可； 非說哲學就是哲學， 無中西型態之不同不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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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衡之， 有邏輯性不足、 體系性不完備、 概念
不清楚等毛病不可； 非用西方上古中古近代或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等
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哲學史不可 …… 不如此， 學界就覺得你保守、
無新意、 不預流 。 因為整個潮流正是如此的， 因此誰也不覺得如此
甚為荒謬 。
中餐則完全不曾採取這種方式， 而只是平實地由其本色菜法中推
陳出新 。 參酌西餐之處， 亦非沒有 。 例如進餐時的情調氣氛、 餐點的
佈置陳設、 餐廳的花飾搭配等， 盡可採酌西式 。 某些西餐之用料或是
烹調技法， 也不妨擇用 。 如乳酪起司的運用、 做酥皮湯、 用奶油煎菇
之類 。 但這些都是在中餐的基本法式中參用的 。 此外皆以本門刀法、
火候、 工夫、 用料等等為主， 研練而推出新款 。
西方哲學之發展， 何嘗不是如此呢？ 當代諸哲學新流派， 誰不是
通過重讀其哲學傳統， 以發展出新理來？ 為甚麼西方哲學不以用東方
觀點與方法解釋西方哲學為時髦， 不強調要通過理解東方哲學以求中
西會通等為職事， 我們卻必須以此為樂？
面對這樣的窘境， 豈不也應像中餐或西方哲學那樣， 由其古代及
中古哲學中不斷發展出新的哲學理論與學派， 不斷對其傳統做反芻與
反省；然後， 再以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理論、 思致、 方向、 形態為
“已知”， 去觀看對方， 發展我們對世界的解釋， 一如西方哲學家以
其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觀念及方法來解釋世界那樣 。 唯有如此， 東
西兩方才能共同結構成一個對話的情境。否則， 即只不過是一方發聲，
一方聽受之、 學習之而已 。
所以， 中國哲學在現代的道路， 就在於應切實反省過去不恰當的
“現代化”作為， 老老實實“歸而自求”， 好好清理中國的學術傳統，
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視己， 亦不當自慚形穢， 認定老幹已無法在現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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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非得“接枝”或“變種”不可 。 如此方能使中國哲學在現代社會
重新出發， 重新被認識 。
換言之， 真正懂得吃中餐的人， 大抵也才能懂得或欣賞西餐， 既
不會用製葡國雞、烤馬加休魚的方法及口味來要求廚子依其法做武昌魚，
也知道武昌魚須如何處理才能真正讓湖北佬認為道地。至於專治西庖者，
當然也同樣會有此態度 。 諸君皆知味者， 必不以吾言為河漢！

三 體例
由於認定了批判並超越現代化之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 在研
究傳統文化時， 又不採用以西餐方法來烹調中國菜之模式， 所以本書
之論次有縱有橫 。
縱，是指章節次序的安排。全書由中國人對“人”的基本認定講起，
故第一講為體氣。有此體氣，就有生命存養的問題，故第二講說飲食。
有人， 人要生存下去， 就又有男女婚媾之事， 故第三講談男女 。 有男
女夫婦， 便會有家庭、 成社會、 建邦國， 而中國在這方面最著名的即
是封建， 所以接著第四講論封建 。 封建既關聯於家又關聯於國， 封建
之禮教， 既用以修身又用之治國， 內聖外王通為一體， 《莊子》所謂
古道術， 或《大學》所述修齊治平之道， 都是這樣的格局， 故第五講
明道術 。 道術不僅要通內外， 還希望能究天人， 於是第六講論天人，
說明中國人與古希臘古希伯來人不同的天人關係 。 究天人之際以後，
當然仍得通古今之變， 是以第七、 八講談王官之學的內涵與流變 。 此
一變， 亦是先秦學術發展之關鍵， 而且“舊法世傳之史”所關聯的史
官與歷史意識， 乃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意識上迥異於古希臘古印度之
處 。 講完歷史意識， 接著第九、 十、 十一講就接著闡明中國人思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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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之特點， 論思維模式、 抒情感性與憂患意識 。 孔子曾讚歎“作易
者， 其有憂患乎”， 有憂患意識才有德業之擔當， 有此擔當， 才能有
文化實踐的願力， 故第十二講便以周公為例， 說這樣的聖王如何開中
國的禮樂文德之教 。
以上十二講， 選的材料、 引述的史事， 都在孔子以前， 也就是春
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狀況 。 描述中國這個文明， 如何在飲食、 男女、
用思、 抒情等各方面建立其面貌、 發展其文化方向 。 依我看， 中國傳
統文化之大綱大維， 大抵在那時就確定了， 後來老子、 孔子以述為作，
只是踵事增華， 並非變本加厲 。 因此把源頭說清楚了， 嗣後的發展也
就弄明白了 。
今人對傳統文化當然頗不明白， 故批評東批評西、 說三道四， 自
以為居高臨下， 可以揀擇區判其到底是糟粕還是精華 。 可是今人常不
知自己所用以批評傳統文化的那些觀點和語詞， 往往只是拾人牙慧，
學著洋人在說話 。 因此第十三、 十四講著重說明這種中國觀是怎麼形
成的 。 十三講， 以孟德斯鳩為中心， 介紹歐洲從崇仰中國文化到鄙夷
的過程， 論析中國國情特殊論、 亞洲社會停滯論、 中國禮教不如歐洲
法制論等論調之內涵及其訛謬 。 十四講， 再以法律為例， 說明西方對
中國法制體系之誤解 。 兩講互相印詮， 一從某個人的主張說， 一從某
個領域的認識說， 其餘即可以隅反 。
這兩講是“破妄”， 前十二講是“顯正”， 最終一講則是結語，
傷華夏文明之異化而冀其再生也 。
本書縱的條理， 大約如此 。 橫的條理， 則是指本書每一講主要都
採取一種橫向比較之論析方法， 具有比較哲學或比較文化史的意味 。
第一講， 由比較中國人的身體觀如何不同於古希臘古印度， 又不
同於佛教希伯來宗教開始 。 第二講， 論中外飲食思維之不同如何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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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文明 。 第三講， 論在性別思維方面中西方有甚麼差異 。 第四
講， 論中西封建之殊， 及因封建倫理形成的中西文化之分 。 第五講，
論關懷型文化和西方驚異型知識系統的差別 。 第六講， 論中西方不同
的神人關係、 天人關係 。 第七講， 辨明周代文官制度為何已是理性的
法制型社會 。 在歐洲， 此等社會之出現， 乃是工業革命以後的事 。
第八講， 論中國人歷史意識與希臘印度之不同 。 第九講， 談中國人思
維方法之特點 。 第十講， 論中國人如何興於詩、 成於樂， 與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以降“言辯證成”的教育體系有何不同 。 十一講， 比較中
西方群體組織之歷史與觀念， 說明其政治經濟思維上的差異。十二講，
反對軸心時代（ Axial Period）的說法， 辨明中國觀與一般民族自認為
居住在世界中心的態度有何不同 。 每一講都對比中西， 旁及印度蘇美
希伯來， 以見優劣 。
我從來不假撇清， 騙人說我的研究是客觀中立的云云。人文研究，
哪有中立客觀這回事？ 由於人文研究本質上乃是在研究價值， 價值必
然涉及判斷， 必然會有取捨， 大部分更關聯著興趣、 愛好、 習慣、 美
感等等 。 我的比較， 旨在說明中國文化為甚麼好 。 而方法便是藉由比
較來看清中國究竟與其他文明有何不同， 此種不同為何又不只是不同，
更可能具有價值上的勝義 。
這是我的目的， 當然也就是我的偏見所在。讀本書者， 敬祈留意，
勿被我的偏見所惑 。

不以人體為審美對象
不以心體為二元對立
知覺體驗與氣類感通

一

不以形體 為崇 拜對象

談中國人的文化， 先從中國人對人的理解說起 。

在所謂的“青銅時代”， 也約略就是我國夏商周時期， 其實青
銅之製作， 亦遍及近東、 巴爾幹、 愛琴海等處 。 但同樣是被稱為
青銅時代， 中國卻最具特色 。 特色之一， 是中國的青銅製作技術
最好；其次是幾乎絕不見人像雕塑或造型 。
怎麼理解這種差異呢？ 中國人的身體思維跟其他文明不同嗎？
人生天地之間， 漸成萬物之靈， 越來越覺得自己特殊， 與其

他動物不一樣， 因此各民族都不由自主地發展出“人的自尊”思想 。
我國上古即講天地人“三才”， 老子後來也有“天大地大人亦大”
之說， “天地之間， 人為最尊”一類講法， 不可勝數 。 其他民族
其實也相彷彿 。 希伯來民族說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 即為其中之
一例 。

不以形體為崇拜對象

不以形體為崇拜對象

不以人體為審美對象

體氣：感諸萬物

不以心體為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

知覺體驗與氣類感通

第一 講

體氣：感諸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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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這樣的例子， 我們卻不難看出：我國講人的尊貴， 主要是
從才德能力上說， 希伯來則首先由形體上說 。 這就是針對人的思維
有所不同 。 因這個思維不同， 兩大文明的身體思維遂也不同 。
古印度文明亦極看重人的體相 。 因此婆羅門之智能， 就很強
調相人之術 。 如《佛本行集經》卷三中云：“（珍寶婆羅門）能教
一切毗陀之論， 四種毗陀皆悉收盡 。 又闡陀論、 字論、 聲論， 及
可笑論、 咒術之論、 受記之論、 世間相論、 世間祭祀咒願之論 。”
所謂“世間相論”，與婆羅門五法中的“善於大人相法”，都是相術。
可見相法是婆羅門極為重要的才能 。
不僅如此， 婆羅門還注重相貌容色， 認為好的相貌必定由修行
善法而來。如優婆耆婆這位婆羅門， 在路途中看見佛陀“姿容挺特，
諸根寂定， 圓光一尋， 猶若金山”， 便問佛陀：“本事何師？ 行
何道法？ 以致斯尊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五）佛典中敘
及婆羅門時， 也常說該婆羅門“顏貌端正， 人所樂觀”（《根本說
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一）。 婆羅門法中， 對誕生的小孩，
如果“儀容端正， 人所樂觀”， 就取名為“孫陀羅難陀”；如果形
貌不揚，“具十八種醜陋之相， 父母見已， 極生不樂， 名曰惡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八）。 小孩惡相， 則不教授
他婆羅門之學， 不讓他成為婆羅門 。
但一般所說的相貌端正， 還不是婆羅門相法中最為人所看重的
“大人之相”。甚麼是大人相呢？《四分律》卷三一云：“我曾聞有
作如是說：古昔有王， 最初出世， 名大人， 眾所舉 。”《中阿含 ．
三十二相經》也說， 諸比丘在講堂集坐， 共同討論三十二相時， 一
致認為“甚奇甚特， 大人成就三十二相， 必有二處真諦不虛”。 此
所謂大人，即聖賢。其相於世甚為難遇，所以甚奇甚特。由此看來，
婆羅門五法中所謂的“善於大人相法”， 不同於“世間相論”。 大人
相應該是婆羅門在芸芸眾生中為了找尋理想的聖賢而標舉的理想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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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婆羅門大人相法的內容， 現在已無法知道全貌 。 但是根據漢
譯佛典的記載， 仍可以略窺一二， 即三十二相說 。
漢譯的阿含部、 律部、 本緣部等佛典中， 多處記載婆羅門的
三十二相說 。 其中凡涉及佛陀誕生時的相貌， 也都記錄了被召來看
相的婆羅門相師， 如《增一阿含經》云“召諸師婆羅門道士”（卷
十三）、“彼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經術”（卷四），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云“有道人名曰阿夷， 年百餘歲， 耆舊多
識，明曉相法”，《方廣大莊嚴經》卷三云“時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
見菩薩生時有無量希奇之瑞”。 同時， 對於此說的來源， 也一致指
出是源於古婆羅門的經典， 如《增一阿含經》云“梵志書”、 “婆
羅門經籍”、“我等經籍”，《南傳大藏 ． 長部》云“我等神典”，
《四分律》云“諸婆羅門書讖記所載”， 《普曜經》云“如我相法”
等等 。 是知三十二相說確實源於古婆羅門吠陀之學 。
三十二相者， 足安平立、 足下生輪、 足指纖長、 足周正直、
足跟踝後兩邊平滿、 足兩踝 、 身毛上向、 手足網縵似鷹、 手足
柔軟、 肌皮軟細不著塵水、 毛色紺青右旋、 鹿 腸、 陰馬藏、 上
下圓相稱、 手摩膝、 身金色、 兩手兩足兩肩及頸七處隆滿、 上身
大如獅子、 頷如獅、 脊背平直、 兩肩間滿、 四十齒、 牙平、 齒間
無隙、 齒白、 齒通味、 聲悅耳、 廣長舌、 眼睫如牛、 眼色紺青、
頂有肉髻、 眉間生白毛 。 這是《中阿含 ． 三十二相經》所述之相 。
於今視之， 固覺其怪異無倫， 然卻是古印度佛教徒理想之形相，
蓋亦為當時之婆羅門所能欣賞崇仰之形相也 。
古希臘亦甚重視人相問題 。 亞里士多德《體相學》說：“過去
的體相學家分別依據三種方式來觀察體相； 有些人從動物的類出發
進行體相觀察， 假定各種動物所具有的某種外形和心性 。 他們先議
定動物有某種類型的身體， 然後假設凡具有與此相似的身體者， 也
會具有相似的靈魂 。 另外某些人雖也採用這種方法， 但不是從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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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而是只從人自身的類出發， 依照某種族來區分， 認為凡在
外觀和稟賦方面不同的人（如埃及人、 色雷斯人和期庫塞人）， 在
心性表徵上也同樣相異 。 再一些人卻從顯明的性格特徵中歸納出各
種不同的心性， 如易怒者、 膽怯者、 好色者， 以及各種其他表徵
者 。”可見體相學在希臘也是源遠流長的 。
亞里士多德對以上各項觀察體相之法均不以為然， 因此他參考
相士們的說法再予改造， 云：“體相學， 就正如它的名字所說明的，
涉及的是心性中的自然稟賦， 以及作為相士研究的那些表徵的變化
產物的後天習性……相士不外是通過被相者的運動、 外形、 膚色、
面部的習慣表情、 毛髮、 皮膚的光滑度、 聲音、 肌肉， 以及身體
的各個部位和總體特徵來作體相觀察 。”
依他的觀察， 軟毛髮者膽小、 硬毛髮者勇猛 。 若肚腹周圍毛
髮濃密， 則是多嘴多舌之徵 。 而動作緩慢， 表明性情溫馴； 動作
快速， 則表明性情熱烈 。 至於聲音方面， 低沉渾厚標示著勇猛，
尖細乏力意味著怯懦 。 雄性較雌性更加高大強壯， 四肢更加健壯光
滑， 各種德性也更加優良 。 感覺遲鈍者的表徵， 是脖頸與腿腳一
帶肥胖、 僵硬、 密實， 髖部滾圓， 肩胛上方厚實， 額頭寬大圓胖，
眼神黯淡呆滯，小腿及踝骨周圍厚實、肥胖、滾圓，顎骨闊大肥厚，
腰身肥胖， 腿長， 脖厚， 臉部肥胖且長 。 賭徒與舞者雙臂皆短 。
心胸狹窄之人， 四肢短小滾圓、 乾燥， 小眼睛， 小臉盤， 像科林
斯人或琉卡底人 。 由肚臍至胸脯比由胸脯到脖頸更長者能吃， 胃口
很好 。 皮膚太黑者膽小， 埃及人、 埃塞俄比亞人就是這樣 。 皮膚
太白者也膽小， 譬如婦人 。 膚色居中者趨於勇猛 。 黃褐色毛髮者
有膽量， 譬如獅子 。 火紅色毛髮者狡猾， 譬如狐狸 。 身體不勻稱
者是邪惡的， 雌性就帶有這種特性……
亞里士多德的相人術， 明顯帶有性別、 種族之歧見 。 但無論
如何， 由其敘述可知希臘相術之大凡 。 相法殆亦為時所重， 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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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專門寫了《體相學》一書以為斯學張目 。 該書開宗明義說
道：“身體與靈魂之間有相互作用的關係……在同一種類的動物中，
必是有如外形則有如是心性 。”故其體相學重在由形體觀察心性狀
態， 與婆羅門相人術有類似之處 。
相對於古印度古希臘， 中國古代相人術卻是不發達的 。 目前
所知最早的相術書是《漢書 ． 藝文志》形法類所記載的《相人書》
二十四卷， 但已亡佚 。 據班固說， 形法這一門學問是觀察形象度
數的， “大舉九州之勢， 以主城廓、 官舍、 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
數、 器物之形容， 以求其聲氣、 貴賤、 吉凶 。 猶律有長短而各徵
其聲 。 非有鬼神， 數自然也”， 也就是跟相地、 相宮室、 相六畜、
相器用等屬於同一類事 。 如此看待相人術， 其地位便與婆羅門和
古希臘殊不能相比 。 當時班固所記有《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寶
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 相畜物者， 其重要性似乎亦
在相人之上 。 今出土文物中相狗相馬之簡帛甚多， 獨不見相人者
（馬王堆有相馬經、 銀雀山有相狗方、 雙古堆有漢簡相狗經、 新
出居延漢簡有相寶劍刀經）， 亦可見秦漢間所重者在相物而不在
相人 。
由漢至隋， 相書僅存三種 。《舊唐書 ． 經籍志》則不載相書 。
因此，相人術及書漸盛，時代甚晚，是宋朝以後的事，非古人所重，
且或許還與受佛教影響有關呢！
相術存在， 當然比相書要早， 但最早的相術記錄， 也只到《左
傳》文公元年（前 626）。 以此術聞名者， 最早為孔子同時代人，
鄭國的姑布子卿 。 但荀子《非相篇》說：“相人， 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 。 古者有姑布子卿， 今之世梁有唐舉， 相人之形狀顏色
而知其吉凶妖祥， 世俗稱之 。 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 。”足證
此術最早也僅能上推至姑布子卿， 再往上找， 就無淵源了 。 此法漸
漸興起， 與相宮宅一般， 為流俗所稱， 則是戰國的風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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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氣惹來荀子的批評並不足怪 。 因為依中國思想的一般特
徵或重點而言， 中國人是重內不重外的 。 荀子說“相形不如論心、
論心不如擇術 。 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 其實非他一家之私議，
即使後世論相面相手相形體者， 也仍要說“相由心轉”。 莊子《德
充符》載各種德充於內而形貌醜陋畸特的人， 更可以顯示思想家對
體貌體相不甚重視 。
如莊子這類說法， 在婆羅門或亞里士多德那兒， 就都是不可想
像的 。 因為依他們的看法， 外形與心性是相合的， 外貌醜陋者，
心性也必不美不善 。 莊子、 荀子則相反 。 荀子說：“仲尼之狀面
如彭蜞 。 周公之狀身如斷災 。 皋陶之狀， 色如削瓜 。 傅說之狀，
身如植鰭 。 伊尹之狀面無鬚眉 。 禹跳、 湯偏 。”聖賢都長得難看，
壞人卻不然：“古者桀紂長巨佼美， 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 百人
之敵也 。 今世俗之亂君， 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窈窕 。”因此他們主
張不必論形相之美惡 。

二

不以 人 體 為 審 美對象

比較東西方的體相觀是非常有趣的事 。 蘇美文化、 古希臘、
古印度都有造相的文化， 或以銅鑄人面人首人身， 或以石雕， 或以
塑相， 用以崇拜， 十分普遍 。 但在中國， 出土千萬件青銅器， 除
了三星堆有人形及面飾之外， 絕不見鑄像人體者（三星堆文化也因
此顯然與中原地區不同）， 且即使是三星堆， 人相也未必是用來祭
祀的 。 據瞿兌之《養和室隨筆》考證， 《魏書 ． 崔挺傳》言“光州
故夷莫不悲戚， 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 是鑄銅像以資紀念
之始， 時代甚晚， 且是夷人所為， 與希臘以銅像紀念人的風氣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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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南轅北轍。上古石刻也不見人相雕石，祭祀則用木主，不立圖相、
不塑人形 。 故古希臘古印度是造相的文化， 我國是不造相的文化 。
古希臘等文化又常刻塑人體， 以為美善之欣賞崇拜對象， 這個觀念
或行為在中國亦絕不存在 。
這些古文化的差異， 即本於彼此不同之體相觀 。 中國不但不
像古希臘古印度那麼重視體相之美， 認為應重心而不重形；甚且我
們認為形體非審美之對象， 衣裳才是 。 赤身露體， 那種原始形體，
相對於衣裳冠冕黼黻， 乃是可羞的 。 因為衣裳等等才是文化， 赤
身露體則是非文化、 無文化的樣態 。 故赤身跣足肉袒以見人， 若
非羞辱自己便是羞辱他人 。 如廉頗向藺相如左袒負荊請罪， 就是自
居罪人；禰衡肉袒擊鼓罵曹操， 即是用以羞辱別人 。 我們不曾有過
人體藝術； 自古崇拜天神、 人王、 父祖， 也都不塑相 。 製俑者更
被孔子批評， 謂其“相人而用之”， 甚為缺德 。 是人不必相、 不
可相， 相亦無意義也 。 後世塑相造相之風， 乃受佛教影響， 始漸
昌盛 。
換言之， 中國體相觀的第一個特點是不重形相之美， 亦無人身
形相崇拜（為了強調這一點， 往往會故意說醜形者德充、 形美者不
善）。 第二個特點是形德分離， “美人”未必指形貌好， 通常是說
德性好 。 三是不以形體為審美對象， 而重視衣裳之文化意義及審美
價值 。
古來傳說， 黃帝軒轅氏之後為縲祖， 即能製蠶絲為衣 。 相較
於其他民族之以獸皮為衣， 則此自為華族之特色 。 其後“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 更說明了中華文明之特點正在服飾 。 故以往中國往
往以“上國衣冠”自居， 自認為其文化高於周邊民族， 唐王維詩所
謂“萬國衣冠拜冕旒”者， 即指此而言 。 歷來帝王建立新政權亦無
不以“易服色”為首務、 重務 。 這即是以衣飾為一時代文化之代表
的思想的具體表現 。 在思想文化上， 亦不妨說縲祖之重要性勝似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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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 且以蠶絲製衣之發明， 也令其他文明視蠶衣為中國之代表 。
推而廣之， 遂亦有以衣裳喻說思想者， 如顏元《存性編 ． 桃
喻性》云：“天道渾淪， 譬之棉桃：殼包棉， 陰陽也；四瓣， 元、
亨、 利、 貞也；軋、 彈、 紡、 織， 二氣四德流行以生萬物也；成
布而裁之為衣， 生人也；領、 袖、 襟裾， 四肢、 五官、 百骸， 性
之氣質也 。 領可護項， 袖可藏手， 襟裾可蔽前後， 即目能視、 子
能孝、 臣能忠之屬也， 其情其才， 皆此物此事， 豈有他哉！ 不得
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
又不得謂正幅、 直縫是棉， 斜幅、 旁殺即非是棉也 。 如是， 則氣
質與性， 是一是二？ 而可謂性本善， 氣質偏有惡乎？”
古人論美， 更常就“黼黻文繡之美”（《禮記．郊特性》）說。
說容，也不只指容貌，而是就衣飾說，如荀子《非十二子》云：“士
君子之容， 其冠峻， 其衣逢， 其容良， 儼然、 壯然、 祺然、 棣然、
恢恢然、 廣廣然、 昭昭然、 蕩蕩然， 是父兄之容也 。”這衣冠黼
黻文章， 就是古代“文”的意思， 一民族、 一時代乃至一個人的文
章、 文化即顯示於此 。 像希臘那樣以裸身人體為美者， 古人將以
之為不知羞，謂其野蠻、原始、無文化也。像印度那樣造相論相者，
古人亦將以為無聊。因此在我國絕無《造相量度經》、《三十二相經》
那樣的經典；論佛相塑法畫法，也只說“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仍是就衣服講 。 在我國， 論相也一直只是旁支末流之學， 與婆羅
門之重視論相、 佛教之有“佛身信仰”迥異 。 後雖受佛教影響， 造
相之風漸盛， 但思想上終究以此為流俗信仰 。 中國佛教哲學更是強
調“不著相”， “若以相見， 以聲音求， 是行邪道， 不見如來”。
中國人的價值判斷， 亦是以“著相”為劣， 強調凡做人做事都不可
太著相 。
即或要觀相、 見相， 大抵也非“觀相”而是“觀象”。《尚書．
益稷》載舜向禹說道：“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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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汝明！”把日、
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繪在衣上， 把宗彝、 藻、 火、 白米、 黼
黻繡在裳上；或加以差參變化，如以日月星三辰為旗旌，以龍為袞，
以華蟲為冕， 以虎為毳；或以之為上下級秩之分， 如公用龍以下諸
圖案， 侯用華蟲以下諸圖象， 子用藻火以下各象， 卿大夫用粉米
以下等等。此即為象也。象非人體形相，乃是秩宗之職、章服之制、
尊卑之別，整體表現於衣飾上。觀此圖象，即見文明。故舜問禹曰：
汝明之乎？
這就是“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以為文明的想法 。 象不以形
見， 文明不由體相上看， 故《易》論“文”， 以虎豹之紋為說 。 人
身體上的衣服， 則如虎豹之紋 。 其論文明文化， 也從不指人體 。
坤六五“黃裳在其中， 而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 美之至矣”， 即為
一證 。 此不僅可見文明文化是由衣裳上說， 更可見中國人論美，
不重形美而重視內在美， 是要由內美再宣暢於形貌四肢的 。

三

不以心 體 為二元 對立

當然也不是說中國人即不談形體 。 例如作《易》者仰觀俯察，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
物之情”， 其近取諸身者， 固亦不乏由耳目四肢處取象觀象之例 。
《說卦傳》即曾說“乾為首， 坤為腹， 震為足， 巽為股， 坎為
耳， 離為目， 艮為手， 兌為口”， 又說“巽為木 。……其為人也，
為寡髮、 為廣顙、 為多白眼， 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 。 …… 其
於人也， 為加憂， 為心病， 為耳痛， 為血卦”， “離為火 。 其於
人也， 為大腹， 為干卦”。 這類說解， 可具體看出所謂近取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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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回事 。 但這兩段的性質或許並不相同 。 前者係對近取諸身
的說明 。 後者則近乎占法， 且某卦象某的解釋， 常把“其於人也”
和“其於馬也”相提並說， 因此我懷疑這是相人、 相馬法興起後，
以易象為占之例 。 所得之象也非吉相， 或躁、 或血、 或干 。 以廣
顙為躁為臭， 更與古印度相法迥異 。
當然， 《說卦》為後起文獻， 上古之身體思維， 還應從卦爻辭
裡去找 。 整個卦取象於人體者， 有頤卦、 噬嗑卦 。 頤是腮幫子，
噬嗑是咀嚼 。 顯然口舌是最受重視的部分 。 但咸卦上六云“咸其輔
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 騰口說也”， 似乎口舌之受重視， 除
了重視飲食之外， 還有慎言語之義 。 而咸這個卦是指感通的， 感
通不只發生在兩個個體之間， 也強調一身之內的感通， 故其卦以二
氣相感、 男女應和為說， 取象乃多就一己身體立論， 云：“初六，
咸其拇”， “六二， 咸其腓， 凶， 居吉”， “九三， 咸其股， 執
其隨， 往吝”，“九五， 咸其胟， 無悔”，“上六， 咸其輔頰舌”。
取象由腳拇指而小腿肚而大腿股而背上肉而臉上， 從人腳上微微有
感覺講到騰其口說，感人以言。意謂自己有感有動，才能感動別人，
物與物之感知要由自己身體間的感知來體會 。
這個卦， 取象由腳講起， 也顯示了古人對足之重視 。 同樣態
度者尚有履卦、 大壯卦 。 履卦即是以腳履物之象 。 大壯卦也講履，
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故初九為“壯於趾， 徵凶， 有俘”。 大
概古人以足代表行動， 因此“心之所之”為“志”， 之就是趾；武
字從戈從止， 即象人持戈去打仗 。 但止又是靜止， 止戈為武， 止
字正反合義。卦象所示則為艮卦。艮，止也，“初六，艮其趾無咎，
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 未失正也”， 在時機不妥時， 行動就要
謹慎， 要止於其所 。 這個卦， 也是由趾講到“艮其腓”、 “艮其
限（腰胯）， 列其寅（膂）， 厲熏心”、 “艮其身”、 “艮其輔，
言有序”的， 與咸卦正好相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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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易經》這種由下而上的講法， 《尚書》卻又不同， 它
把君臣關係喻為頭與股肱耳目， 所以帝王是“元”“首”。 舜曾告
禹說“臣作朕股肱耳目， 余欲左右有民， 汝翼”， 希望臣子居輔翼
地位 。 故其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皋陶則
歌曰：“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元首叢脞哉！ 股
肱惰哉！”玩其歌意， 皋陶乃認為君臣關係是呼應配合而非領導指
令的 。 故君謂臣若喜則元首起， 百工咸熙；臣則說元首明達大家才
好做事， 君若過於瑣碎， 誰也懶得做， 政事自然就荒墮了 。 元首
與股肱， 看來並無高下後先之別 。 其取象， 以君為元首， 殆與論
動止而以腳為主相似， 君為政事動止之關鍵也 。 故《易經》與《易》
雖若有首足之異， 身體思維並無二致 。
《詩經》則較特殊， 無由形體起興或以形體為喻者， 對形體的
描述與重點， 也和《易》、 《書》頗不相同 。 它甚少直接講形體 。
少數講形體的例子是《碩人》， 謂“碩人其頎”， 個子高， “手如
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 齒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因為講得太美了， 令人印象深刻， 故可能會讓人誤以
為《詩經》論形體者甚多， 其實不然 。 我國要到魏晉才比較強調人
體美 。 且只是以物喻形體， 非以形體喻事物， 故與《易》、 《書》
不同 。 又， 它所形容的美， 特別重視髮， 如《盧令》：“盧令含，
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鉧，其人美且偲”。
美在此專指形貌， 亦與《易》、 《書》不同， 且強調鬢鬚髮好、 鬍
子多 。《君子偕志》云“玼兮玼兮， 其之翟也， 鬒髮如雲， 不屑髢
也”， 亦是如此 。 黑髮如雲， 見者驚為神人 。 講得固然好， 但只
是對形貌的形容， 非思維身體， 亦未由形體起思， 故在這方面實
不及《易》與《書》。
但無論如何， 這些早期文獻仍有共通之處， 那就是格外重視
心 。 如《盤庚下》云“今余其敷心腹腎腸， 歷告爾百姓於朕志”，

後
記

三四十年前， 初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 《國史要義》， 便
萌發了也要寫本中國文化史的念頭， 即或寫不成， 也準備以文化史為
此後治學之領域 。 這當然是年少輕狂時的呆想， 但未嘗沒有些俠義心
腸 。 古詩《獨漉篇》云：“雄劍掛壁， 時時龍吟 。 不斷犀象， 羞澀苔
生”。 在我看， 中國文化現今就彷彿這柄原是神兵利器， 可以斬犀斷
象的寶劍， 無端遭了冷落， 瑟縮在牆角裡生苔長蘚 。 美人落難、 明珠
蒙塵， 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 非由我出來搭救不可 。
懷此呆想， 遊於上庠者亦數十載矣 。 解人頗不易得， 而我自己對
文化史的創獲竟也有限， 年光飄忽， 不免神傷 。 曾於 1983 年試講此
課於台灣淡江大學， 並動手寫了一部講稿 。 對於文化史之範疇與研究
方法， 粗有釐析；對於中國文化之分期與變遷， 略有衡定 。 後卻不能
終篇， 殘稿輯入業強版《思想與文化》中 。 當時主要氣力， 用於探討
文化變遷 。 專就周秦之際、 漢魏之際、 唐宋之際、 明清之際、 晚清
民初等幾個關鍵的變革期抉微闡幽， 欲通古今之變， 並為“五四運動”
以來之文化變遷找到些對比勘照的模型， 以經世濟民 。 所以文化史雖
未寫成， 對那幾個變革期的研究， 卻令我辦了不少會議、 寫了不少相
關論文。近年逐漸輯刊的《漢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
《清代思潮》， 大抵就代表了這一階段的產物 。
1991 年以後， 我涉世歷事越來越雜， 又是公職， 又是辦學，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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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活動， 文化史的寫作遂越來越不可能了 。 但任公職、 辦學校等
經歷， 對我的文化認知卻也不無助益 。 因為我早期所論， 其實只是思
想文化之史， 於文化之制度與器用層面， 研究不免粗略 。 正因為有此
一段涉世歷事的經驗， 才能深入了解典章制度及人倫日用是怎麼回事。
1997 年我出版的《文化美學綜論》， 即可以顯示這個新的方向， 欲由

生活世界重開禮樂文明 。
可惜辦學實在太忙了， 辦了南華大學之後又辦佛光 。 到 2003 年，
我校長任期屆滿 。 為了選新校長， 董事會的行事引起了一些非議 。 我
在爭鬧中開始寫《中國思想史》。 事情鬧了幾個月， 我也就草成了幾
十萬字 。 在胡適、 馮友蘭、 勞思光、 牟宗三諸前輩之外， 另闢蹊徑，
由上古黃帝開始講起， 寫到了周公 。 此下因為要寫老子、 孔子， 有些
畏難， 才暫時先擱下了 。
適巧當時北大湯一介先生主辦蔡元培、 湯用彤兩講座， 邀我赴講。
於是就把稿子的前四章（言、 象、 教、 字）拿來講了 。 合併舊作論文
化符號學者數篇， 輯為《文化符號學導論》， 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
北大的講會， 聽講者甚為熱切， 不覺竟感染了我的情緒， 所以就
趁勢請了長假， 住到北大， 以避囂塵 。 溫儒敏先生怕我太閒了， 即邀
我為學生講中國文化史一課 。 一切都是如此當機、 如此順緣， 實出乎
意料之外， 所以就把其餘的稿子略作修整， 一一宣講之 。 如此講了兩
過， 並在珠海聯合國際學院也講了一次 。 學生反應甚佳， 以為前所未
聞 。 溫先生說：那就出書吧 。 本擬以學生錄音整理為之 。 因我事忙，
一直無暇核校， 所以最終還是用了舊稿 。 原稿本是思想史， 改名文化
史， 不盡妥切， 故僅稱為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 。
為甚麼本來是思想史而居然可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呢？
我有一妄見， 謂邇來講中國哲學的先生們， 重點只在心性論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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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 其餘各種思想多不注意 。 論思想， 又只注重一些關於道、 氣、
性、 理、 仁、 心等的抽象概念， 對這些觀念是在甚麼樣的人文生活場
域中浮顯出來， 卻欠缺具體的了解， 也不明白這些觀念和具體的人文
活動有何關聯 。 以致哲學研究常只是抹去時空的概念編織， 用沒有時
空性的知識框架去討論活生生的歷史人文思想活動 。 而且他們往往是
概念太多而常識太少， 對整個文化的基本性格捉搦不住， 只能孤立而
抽象地談天道性命等觀念， 所以這種危險就更為顯著 。 我寫思想史，
前面本來就為了力矯此弊， 所以作了許多類似文化導讀的鋪墊， 希望
讀者能明白中國哲學是在一種甚麼樣的文化中生長起來的。這一部分，
抽出改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 豈不是因緣巧合嗎？
以上是說緣起， 具體談到此書的內容， 則另詳序論 。 本書在寫作
時， 綜攝了許多前輩與時賢的見解， 但因起草時已處在風波紛擾之中，
此後數年又浪跡禹域各地， 無法檢書核查， 故亦不及一一註明 。 而綜
攝之後形成的我的見解， 又不免有許多疏漏， 這些， 都是要請讀者見
諒的 。 從前《碧岩錄》曾說道：“大凡扶持宗教， 須是英靈底漢 。 有
殺人不眨眼的手腳， 方可立地成佛 。 所以照用同時、 捲舒齊唱、 理事
不二、 權實並行 。 放過一著， 建立第二義門， 直下截斷葛藤 。”我確
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 此書卻未能立地成佛， 並且只是權說， 意在接
引， 故未極理趣使然， 識者鑒之 。 最後， 要謝謝溫儒敏先生和艾英，
他們通讀數過， 且提示了許多修改意見 。

2006 年處暑
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