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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及新儒家的研究(二) 

謝鶯興  

二、從儒家或新儒家立場討論  

1.〈一個時代的開始：激進的儒家徐復觀先生〉，陳昭瑛，《歷史月刊》，第 15

期，1989 年 4 月，頁 20-25。  

按：是篇首先提出：「相對於某些人物被為思想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復

觀先生則可被視為思想史上一個時代的開始。」  

第一單元「從大地的兒子到激進的儒家」，概述徐先生的成長過

程，對農村生活的瞭解，對農民的關心，認為徐先生的民粹主義是

從他個人的現實生活，從先秦儒家而來，是以人、人民為根本去掌

握事物的儒家，稱之為「激進的儒家」。  

第二單元「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提出「復觀之學的特色，

是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這些特色是就與新儒家中其他諸位先

生比較而提出的」，在與孔子思想的共通性下，做了許多具有現代意

義的發展。  

第三單元「從解放『儒學』到『解放儒學』」，提出先秦儒家具

有朝向各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復觀先生以一生所學，印證了先秦儒

家無事不關心的性格以及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引用復觀先生文章中

的話：「歷史上 偉大的思想，是在改變一個時代，使人民能得到進

一步的解放」作結。  

2.〈邁向儒家型社會批判學之建立：以徐復觀先生的思想為核心的基礎性理

解〉，林安梧，《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

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主辦，1992 年 12 月，頁 459-474。

後收入《鵝湖月刊》，第 20 卷 3 期 (總 231 期 )，1994 年 9 月，頁 49-57。

又收入《當代新儒家哲學史論》，1996 年 1 月，頁 151-171。  

按：是篇分為四個單元進行討論儒家型社會批判學之建立：  

第一單元「問題的緣起」，分為兩點提出，一是認為徐先生之不

同於其它的新儒家，是強調當落於「形而中」 --即事理的去實踐，

去體會，去開啟儒家之學，背後隱含「儒家型的社會批判學」；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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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儒家型的社會批判學」一詞的原因，一方面指儒家具有批判

的精神，一方面指的是它足以構成一完整的學。  

第二單元「從『從而中學』論『心』之做為社會批判學的基礎」，

指徐先生的社會批判是迴向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為基底的，是站在中

國文化的傳統來返本開新，繼承中國文化傳統中注重比性之學的新

儒學傳統，強調的是一具體生活世界、歷史社會總體與人相關聯為

一個整體之下的「心性之學」，非常注重整個生活世界之總體；指出

徐先生的「心」是「活生生的實存而有」的心，是一走入整個生活

世界的心，是具有歷史性與社會性的「心」，而成為一辯證之總體；

指出徐先生特別能注意到結構的總體性以及權力的根源的問題。  

第三單元「從『形而中的心』到儒、道兩家自由主義 的精神 」，

從關連著當代新儒家做一對比的說明，認為徐先生是通過中國歷史

之思想的理解，作一思想史的綜括，去闡明中國人性論的核心理念，

並進而開啟其歷史與社會的批判；特別注意到事之為事的結構總體

性與辯證之總體性的關係；在多年研究中發現了儒、道兩家具有一

自由的精神，經由個人生命體驗，去抉發儒、道兩家的自由精神，

而開啟的自由主義者，是從傳統和社會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主義，不

是一味的否定而是進到傳統之中而開啟了傳統的禁錮，清理了傳

統，從而使得傳統的文化土壤具有再生之可能。 

第四單元「結語：邁向儒家型社會批判學的建立」，指出徐先生

是經由一批判的批判，是經由一思想史詮釋與批判的途徑而回到儒

家精神本身，進而開啟儒家批判之門。  

3.〈當代儒家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及其自我定位：以徐復觀為中心〉，黃俊傑，

收錄於《當代儒學論集：傳統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

處，1995 年 5 月，頁 119-204。 

按：是篇首先引殷海光〈社會政治言論〉的一段話「我個人正是在這樣

一個大浪潮中間試著摸索自己道路前進的人。」接著分單元論述： 

一、前言，指出「非常傳神地說明了這一代知識份子掙扎的心

路歷程」，說明寫作目的，「是想探討當代儒家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

的解釋及其自我定位，並以徐復觀為個案，取之而與其他當代儒家

學者互作比較」。其理由有二，一是探討當代儒家對中國文化的解

釋，是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階層發屫史一個很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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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一是進一步探討「當代儒家」在同質性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

重大的異質性，擇定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作為主軸，互作比較。 

二、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所分析的是當代儒家對中國文

化的特質的發言之內容。從幾個面向探討：(一)當代知識份子眼中

中國文化之特殊性，引用王新命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牟

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

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錢穆、徐復觀等說，皆從中國

文化的「中國性」角度著眼。(二)徐復觀所建構的中國文化圖像，

具有三個面向：專制政體、農村社會、經世儒學，徐先生指出：1.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在政治現實上國君才是政

治的主體，在政治思想中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2.中國農民的純樸、

誠懇、率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表徵；3.儒家思想特重具體性與

社會取向兩項特質，環繞著「憂患意識」為中心，奠定中國文化的

基型。在思考徐先生何以如此解釋中國文化時，從時代背景思考，

是他懷抱著「感憤之心」；內在原因，是他對人的本質的看法：「歷

史中具體地人物而不是思想中抽象地人物」。(三)中國文化圖像的比

較：徐復觀與其他當代儒者，對於徐先生所建構的中國文化圖像，

指出：基本上是作為歧路亡羊的現代中國人認同的一種對象，1.著

重批判專制體制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傷害，錢穆認為中國傳統政治

僅是士人政治，政府由賢能的士人組成，非帝王所能專制，應稱為

「民主政治」，張君勱著專書批駁，蕭公權從「專制」與眾制、法治

相對照，大權屬於一人者皆謂之的看法。提出徐、錢二人對專制政

治看法分歧的兩種可能的答案：一是實際生活的體驗，二是析論中

國歷史文化比較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2.儒學是一種偏重實踐的而

非形上的，是經心的而不是超越性的思想系統，與唐、牟二人將儒

家思想視為一套以形而上學為中心的哲學系統內涵差異，一是在於

徐先生首創的「憂患意識」，二是孟子的「踐形」概念。 

三、徐復觀發言的對象及其歷史脈絡，分析各人發言的脈絡及

其對象。分：(一)徐復觀發言的對象，作者認為：一是二十世紀中

國學者中主張價值中立並反對中國文化的人，站在「道德人文主義」

的基礎上，反對胡適、傅斯年等人；二是當代中國左右各派的專制

政治人物，尤其是文革時期「四人幫」法西斯統治者。總結提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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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代中國的專制者為其發言對象。前者是屬學術上的，後者是為

政治上的發言對象。(二)徐復觀發言的歷史脈絡，作者指出，徐先

生所身處的歷史脈絡與他對中國文化的解釋較有關係者有二，一是

二十世紀三十及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中西文化論爭，提出：1.「文

化化約論」思考方法，2.「激進化」立場與態度，3.採取「文化」概

念落實在具體而特殊的中國歷史情境中加以分析。二是民國以來中

國政治的變局：1.是「民主政治的挫折」，2.是「知識份子的墮落」 

四、徐復觀的自我定位：人民的、實踐的、農本的，探討各人

發言的結果。(一)自我定位，指出徐先生所謂：「人民的」，是指以

人民為政治之主體，認為民主政治才是中國未來的前途；「實踐的」，

指儒家思想是批判的、實踐的，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農本的」，

是指未來中國的政黨與政治是以自耕農為社會基礎而建立。提出其

自我定位與落實的困難：1.在「人民的與實踐的」方面，有「二重

主體性」的矛盾；針對「二重主體性」的矛盾揭示以儒家思想疏導

民主精神的根本方法是：「主體性的轉換」。2.在「農本的」方面，

以農民階層為政治的社會基礎。(二)問題討論，作者將徐先生自我

定位的方式，置於戰後台灣的脈絡中，討論其中所蘊涵的問題，1.

是「儒學如何開出民主政治」，涉及「制度建構」的問題，2.是「以

自耕農為基礎開出民主政治」，從自耕農階級的形成，中產階級的形

成及中智階級的茁壯等三種現象探討， 

五、結論，提出作者綜合性的看法。提出：徐先生可稱為「傳

統的創新者」，他所解釋的中國文化是由「專制政體/經世儒學/農村

村社會」所構成的，他透過對中國文化的詮釋而完成的自我定位在

於「人民的/實踐的/農本的」，涉及問題不一而足，尤彰明昭著者在

於「主體性的客觀化如何可能」的課題，值得我們再深入思考。 

4.〈當代新儒家徐復觀「憂患意識」探微〉，若水，《社會科學輯刊》，第 3 期，

1999 年，頁 18-23。  

按：是篇認為徐復觀的「憂患意識」首先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提

出的概念，接著分幾個單元探討。 

第一單元「『憂患意識』的歷史淵源」，提出周文代殷後，憂患

於天下興亡，吉凶成敗的推演，祈能在天人之間覓得一種理想的橋

樑，以使天下繼續和諧地運行，以戒慎恐懼的棈神整飾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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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的目的安置於愛民之上，故由以文王、周人為代表的周人，

從他們的憂患意識中開出了中國 初的人文精神，開出了中國文化

性格的胚胎。 

第二單元「孔孟之憂患與儒家精神」，指出孔子以其仁者的憂患

而成就了由殷周之際的憂患所啟動的人文精神，孟子以「心」承傳

文武周子的「禮」和孔子的「仁」，這種「心的文化」的集成實是以

其凝重的憂患意為底蘊。 

第三單元「老莊之憂患與道家風骨」，指出憂患意識在道家文化

中的拓展與歸趨，老子從憂患意識中解救人生、平治天下之道，即

返向自然、復歸於樸；莊子則從求得精神的安定，發展而為要求得

精神的自由解放，以建立精神自由的王國。 

第四單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憂患」，指出徐復觀對傳統文化憂

患意識的歷史考察，實則也關聯他對傳統文化現狀的憂患。  

5.〈「憂患意識」的現代闡釋 --以徐復觀為中心〉，劉毅青，《淮陰師範學院學

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2 卷 5 期，2010 年，頁 649-654。  

按：是篇指出徐復觀用「憂患意識」來概括和揭示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理

性自覺，以之作為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徵。中國文化是起源於對人的

生存憂患，分數個單元闡釋：  

第一單元認為徐先生「憂患意識」的提出是根源於他對《易傳》

的理解，通過對周人的集體心理的分析而提出，以概括周人精神發

展的動力，用一個「敬」字貫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它是一

種行動的動力，是實踐的根源，促使對實踐的反省。 

第二單元認為徐先生所說的「敬」，實際上是認為中國人從對宗

教的「畏」轉化為人文的「敬」。徐先生主張藝術能夠取代宗教，藝

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義，在宗教向道德的轉變過程中，憂患意識

起了推動作用。是將自身置入一種恒在的不確定之中，促使人時刻

保持著「警覺」，這種警覺就是「敬」，是對整個族群生存命運的思

慮，激發的是個人的責任感，形成族群的凝聚力。 

第三單元提出「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理性的自覺，其現代意義

在於它超越了個人對生存的恐懼，一開始就同族群的命運聯繫在一

起，把自我的價值同整個族群價值聯繫在一起，放置於族群之中。

認為徐先生對「憂患意識」的闡釋，有著強烈的現代性意識，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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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的理性自覺和人的主體意識的張揚，將其作為中國人的現代意

識，作為一種文化心理；其自我意識是來自對社會的責任感，要承擔

社會責任，在社會中實現個人價值；個人意識是與社會意識的結合。 

第四單元「結語」，提出徐先生認為中國人的精神動力來自「憂

患意識」，帶有根源性的理性自覺意識，是中國人道德根基的深厚源

泉，使之具有現代性的意義。  

6.〈現代新儒家對「五四」反傳統的反思：以徐復觀為例〉，劉緒義，《華中科

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  頁 1-6。  

按：本篇分為幾個單元討論新儒家對「五四」反傳統的反思。  

第一單元「却笑從前顛倒見 --學術與政治之間」，指出俆復觀在

香港創辦《民主評論》雜誌，是他對中國傳統與文化的反思，認為

儒家思想就是生於憂患，能夠把人們從政治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一

種智能。  

第二單元「萬化根源總在心 --傳統與現代之間」，指出徐復觀認

為傳統是由：民族性、社會性、歷史性、實踐性、秩序性等基本構

成要素所形成的，如果割裂了它們，就是把傳統看成是死的東西，

因此，他從理論上來論證傳統與現代化並不茅盾，現代化是傳統的

自覺和更新，發現中國文化 基本的特性：「心的文化」。  

第三單元「枝枝葉葉外邊尋 --中與西之間」，指出徐復觀反思中

西文化關係問題是應將中國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來看，在具體

的思想學研究上主張「現代疏釋」，是帶有反思與批的意義的。  

第四單元「人人自有定盤針 --文化自覺與知識分子」，指出徐復

觀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時代的問題負起學術文化所應負的責任：文

化自覺，成了他衡量知識分子的標準，提出要重建知識分子的知識

與人格，要喚醒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  

7.〈形上與形下之間：徐復觀與新儒家〉，馮耀明，《中國儒學》第五輯，2010

年 9 月，頁 55-88。 

按：是篇先列「新儒家的仁者是判教式的包容者」、「新儒家的智者是思

辯式的玄想者」、「新儒家的勇者是傳承式的忠信者」三句話，概述

作者的「一個徘徊于新儒學門外的觀察者言」。接者分單元討論： 

一、新儒家內部的合與分：共同理想下的不同進路。指出希望

透過徐復觀與其他當代新儒家的互動，以凸顯當代新儒家內部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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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性，彼此間既有思想方法上之嚴重分歧，亦有思想內容上之矛盾

衝突，更有如何使理想落實於社會文化的實踐問題之重大差距。 

二、社會通氣與向上貫通之異：自我限制中之多元與主體確立

下之判分。指出徐復觀所強調的「上達」必須由「下學」之進路，

徐先生提出的「與社會通氣」以作為社會文化實踐的策略，牟宗三

表示強烈的不满，列舉多封牟宗三致唐君毅的信，及徐復觀致唐君

毅的信，對於自由、民主、多元的社會文化等見解與作法的矛盾。 

三、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分際：返本開新之曲通與修己治人之分

立。指出與社會通氣和堅持向貫通，是有關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分際

問題。徐先生認為儒家重視人之所以為人之特質，是如何成就人生

之起點，不是終成；強調政、教要分立，修己與治人之標準要分開。

與牟宗三的德福可以致的圓善論，與唐君毅從實質價值的理性出

發，以自由權利必依托於文化活動為其價值，皆大異其趣。 

四、形上理境之不同理解：超越內在的本體與向內超升的境界。

指出徐先生與唐、牟間的分歧，在於彼此對形上理境之不同理解。

徐先生相信中國文化是「心的文化」，一切從人心出發，非從形上本

體出發。 

五、治學方法進路之分歧：超越論證之思辨與歷史文本之分析。

指出徐先生的治學態度是扣緊歷史文獻，從文本上作思想史的探究

而非從哲理上作超越的玄思，是與唐君毅不同之處。 

六、結論：不得已的好辯者與不容已之真儒者。指出徐先生在

學術、文化方面之努力，與其對政治、社會方面之關切，無不是基

於他內心深處一股不容自己的憂患意識而生發出來的。他並不認同

判教式的安排包容與思辨式的形上玄想，他走的。是一條與這些當

代新儒家極不相同的道路。  

8.〈古代家園四重性的空間關懷與當代新儒家的大地深情〉，潘朝陽，《鵝湖學

誌》，第 45 期，2010 年 12 月，頁 49-101。  

按：作者在「摘要」提出從海德格四重性空間。地理現象學之環境和空

間之人於其上的關懷，詮釋中國古代哲儒天地安居之心靈和實踐，

抒發當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在流離漂泊生涯中對

於家園故土之深情。  

一、前言。提出：「本文主旨欲從中國古代的家園鄉土的棲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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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詮釋切入，論及當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三位先生

在其身心漂泊的生命歷程中，其感通之情對於其安宅的大地認同。」 

二、「海德格論『壺』與『空間築造』」，詮釋海德格以「壺」說

明天地神人四重棲居的人在大地存有四重性空間。  

三、人之家園鄉土的四重棲居之情。分：1.古代聚落空間的規

劃築造，提出這種築造城池聚落的基本存有宇宙觀之進路，肯定這

樣必能讓天地神人四重整體棲留安居。2.陶淵明的歸園田居的築

造，認為陶淵明在大地上的棲居築造，是素樸的農耕田園屋宅院落，

是他的懷古田舍空間的 內圈，是烏托邦式的完美家園可以讓天地

神人終久棲居的永恒鄉愁。  

四、牟、徐、唐三位當代新儒家的大地深情。分：1.山東棲霞

牟宗三先生，2.湖北浠水徐復觀先生，3.四川宜賓唐君毅先生，等三

點，討論三位儒家的懷思家園追憶故土之心，認為牟先生是儒家道

德理想主義的形上學家，徐先生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思想史家；

而唐先生對於大地之深情的發露與表彰，留下 多的文章。他們對

家園的懷思想念，是生命從厚重的中國儒家形式的農耕型四重性，

再升華為典籍的省思及學理的建構。 

五、以人們不斷地在大地上建立自身的家園而企求安居，古哲

如此，當代新儒家也在其漂離故土的大半生涯中，不停息息地在異

鄉追尋身心的道德性安宅，這就是他們永恆的家園作為結論。  

9.〈「儒家民主政治」如何可能：從當代新儒家出發思考〉，黃俊傑；臺灣大學

共同教育中心，《開放時代》，第 9 期，2012 年 8 月，頁 86-93。 

按：是篇摘要說：「本文指出，儒家民主政治的提法有其創見，但不免有

『時代錯誤』之嫌」。 

一、引言，首先認為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三

位，在其著作中，「如何從儒學傳統中開創民主政治？」一直是他們

關懷的中心課題，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就是「道德主體性的客觀化如

何可能？」從 20 世紀中國新儒家的政治思想出發，參考韓國及戰後

台灣的民主經驗，加以論析。 

二、「儒家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及其所需的主體性轉換：從徐

復觀出發思考。本節分：(一)什麼是「儒家的民主政治？」說明徐

先生認為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以個體之「私」之相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4 期 

74 

互限制，逼出群體的「公」，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勢」之上，缺乏

「道德的自覺」，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作為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礎才能穩

固，這種所要建構的政治理想，即是「儒家民主政治」。指出國外學

者是從西方民主經驗出發，作者則從徐先生的言論思考這個問題。

(二)「儒家民主政治」所需的主體性轉換，提出涉及的兩個問題，

1.在建構的過程中，道德主體如何客觀化而開展民主政治？2.建構的

社會基礎何在？由於中國歷史上出現「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因此

建議以儒家價值理念厚植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礎，以民主政治建立儒

家精神之「真正客觀的構造」，即需從過去以統治者為起點，轉換為

以被統治者為起點。(三)「儒家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提出徐先

生認為是在自耕農階級，儒家的道德理念落實在以自耕農為基礎的

農村社會之中。 

三、廿一世紀「儒家民主政治」的困境：理論與實踐。本節分：

(一)理論的困境，指出：1.徐先生建構儒家民主政治時，太過於注重

「積極自由」而相對忽略了「消極自由」的重要性；忽略了孔孟政

治思想雖強調「民享」却忽視「民治」的事實。2.儒家倫理是一種

以社群為中心的道德觀，強調公共權利，以促進公共福祉為目標，

個人的權利及其保護較少受到重視。(二)實踐的困境，以戰後台灣

的發展經驗討論其困境，如自耕農階級的先天脆弱性，徐先生設想

的自耕農階級是血緣關係，難以開創出以契約關係為基礎的現代民

主政治。 

四、結論。得到：1.民主實驗的流弊，認為徐先生的設想，在

理論上確實可以補西方民主政治之不足。2.政治的出發點，必須從

統治者轉向被統治者，切中其核心問題。3.徐先生主張以知識分子

結合自耕農而實踐儒家民主政治是確實有其困難。提出寄望都市中

產階級浸潤於儒家價值，邁向新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  

10.〈開闢現代新儒學走向生活世界之路：關于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再

思考〉，李維武，《孔子研究》，第 2 期，2013 年。 

按：是篇首段提出，徐復觀力圖改變重建形上儒學所導致的現代新儒學

與生活世界越來越遠的疏離，開闢現代新儒學由抽象的形而上學走

向現實的生活世界之路的思想，作者表示將環繞徐先生此思想的內

涵、根據、合理性、局限性及啟示意義等進一步闡揚與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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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內涵。首先認為徐先生提出消

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展開過程，前後的思考與闡發不完全相同，但其

內涵則一以貫之，即所力主以經驗來消解形而上學的經驗，是指中

國心學傳統中作為生命主體之「心」的外化與呈現。 

二、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根據。指出徐先生的根據是來

自：(一)生命之根(生命存在)，深刻地反映了他的生命躍動、心路歷

程與治學風格。(二)文化之本(文化理論)，從他有關文化的層級性理

論中和有關中國文化的層級性論論析中找到根據。所謂「文化的層

級性」，主要指一個民族的文化在結構上往往包括「基層文化」(民

族的風俗習慣，表現在各種具體的事象上，凝結為人們不問理由、

相互因襲的生活方式)與「高層文化」(民族中少數知識分子對於知

識的追求、個性的解放、新事物的獲得、新境界的開闢所作的努力

與創發)兩個層次。(三)歷史之源，是以中國思想史的歷史考察與現

代疏釋為基礎的。共同構成他的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根源。 

三、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合理性。從批評與建設兩方面

討論：(一)批評方面，提出的消解形而上學思想，試圖對現代新儒

學重建形上儒學行一種解構，既有其局限性，亦有確實的合理性，

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新儒學重建形上儒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其必

須解決的新問題：如何克服形上儒學與生活世界之間越來越遠的疏

離，從而對廣大民眾產生吸引力和影響力。(二)建設方面，不僅從

理論上呼喚現代儒學從抽象的形而上學走向現實的生活世界，而且

直接地轉化為對現代新儒學發展空間的多向度開拓，與徐先生從心

學路向出發對「心」所作的非形而上學理解相聯繫的。分別是：1.

重視中國藝術精神，把體現這一精神的中國繪畫納入現代新儒學論

域；2.重視中國史學精神，把中國史學的思想史價值在現代新儒學

中凸顯出來；(三)重建中國人的道德生活，使中國道德精神再生於

中國現代化過程之中。 

四、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局限性。提出徐先生的局限性

集中體現為他對形而上學意義的理解存在缺陷，(一)未能深刻理解

形而上學在哲學中的重要性，指出在於它十分抽象而又相當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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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包括了時代精神與民族

精神。形上儒學的重建工作，對重建民族智慧、復興中國哲學都具

有積極的意義。(二)未能充分理解形而上儒學在儒學開展中的重要

性，指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在以後二千多年中發揚光大，就在於儒

學在孔子之後能夠建立自已的形而上學，由此來寄托理想、表達希

望、顯示崇高、追求智慧。 

五、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啟示。指出徐先生消解形而上

學思想對儒學在 21 世紀的開展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必須處理好

抽象的形上儒學與現實的生活世界的關係，要把握好三個基本環

節：1.儒學必須扎根於中國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之中，與百姓日用

相聯繫；2.儒學必須引導時代，啟廸人心，而不與百姓日用共沉淪，

要建立抽象的形而上學，以寄托和表達崇高的東西；3.儒學的形上

追求要落實到中國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之中。 

11.〈儒門批判與抗議精神之重建：徐復觀先生對當代新儒學之貢獻〉，翟志成，

收錄於《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徐復觀

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主辦，1992 年 12 月，頁 437-458。後收

錄於《當代新儒學史論》，允晨文化，1993 年 7 月，頁 363-392。 

按：是篇前言略述徐先生與唐代陸贄在「智」、「文」、「辯」、「術」以及

「格君心之非」的相似處，接著分數個單元論述： 

一、概述徐先生由自幼讀線裝書，到厭惡中國文化，到謁見熊

十力後的反省自己過去對中國文化鄙夷和仇恨的心理，極可能是緣

於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和誤解的過程。  

二、敘述徐先生從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同情地了解的意願，面

對一連串的失敗，對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文化，作出實事求是

的評價和考量。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政治，是中華民族各種災禍的

總根源，以儒家為主線的中國文化，在本質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精

神上是相通的，無法制服專制，開出民主政治的原因，一方面是中

國文化自身有結構上的缺陷，一方面是緣於專制政治持續不斷的強

力壓制和歪曲，誤解了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反專制的並且和民主政治

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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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出徐先生為消除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認為必須進行：

學術上、文化上及政治上的清算(或抗議)與批判。藉由在香港創辦

的《民主評論》半月刊，與唐君毅、牟宗三兩位通過學術、文化、

政治的三方面，把中國文化從歷史的專制政治的污泥中澄汰出來，

在東西文化融通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真正的民主政制。 

四、指出徐先生的政治批判，主要是針對中共和國黨；文化批

判，指向徹底反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派。 

五、簡述徐先生學術批判的特色及對當代新儒學的重要貢獻。

指出：1.徐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為了證明中國的民本主

義和人文主義思想，胎動於周初，完成於孔孟，構成了中國文化的

主線，是中國文化的本質精神。2.把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攙雜在其

中的專制毒素嚴格分開，為其學術批判的用心所在。3.徐先生的新

考據法的五大優點：A.深厚的舊學根底；B.對原始材料的認真爬梳；

C.西方學術思想的嚴格訓練；D.以材料支持義理，以義理發明材料；

E.與歷史人物的內容對話和個人從政經驗對歷史的照明。 

六、提出徐先生的新考據，替新儒學派爭回以平等身份與主流

派進行學術討論的權利，也以其歷史與思想並重的特質，在新儒學

中開出思想史的新途徑，豐富了新儒學的內涵。並歸納出徐先生對

新儒學家的六點批判，認為是新儒學派內部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的

能力未曾衰竭的明證。 

七、結束語，點出徐先生的心路歷程，思想轉變深刻的內因與

外緣，是作者探究的重點之一。政治上的失敗是徐先生向中國文化

回歸的 重要外緣；對中國文化因誤解而反對，因理解而結合，是

徐先生由中國文化的反對者轉變為中國文化的保衛者的 根本內因。 

12.〈徐復觀學案〉，李維武，收錄於《現代新儒家學案 (下 )》(方克立、李錦全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579-866。  

按：本學案實分為：〈徐復觀評傳〉、〈徐復觀新儒學思想資料選輯〉、〈徐

復觀論著編年錄〉等三大單元。 

第一單元〈徐復觀評傳〉，細分：一、從農家子弟到新儒家大師；

二、文化：價值世界的確立；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四、傳統

與現代化；五、消解形而上學；六、中國道德精神的再發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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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精神的新思考；八、結論。 

第二單元〈徐復觀新儒學思想資料選輯〉，分：一、文化、傳統

與現代化，摘錄發表在各報刊或專書中的文章，並依各章性質加以

分類，少則摘錄某些段落，如第一篇「論文化」，摘錄〈為馬來西亞

的前途著想〉，錄自 1964 年 9 月 26 日《華僑日報》；較長者如第五

主體的「中國藝術精神的探索」的「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則

摘錄《中國藝術精神》第二章中的第一節至第七節，第十三節及第

十八節。以下細分：(一)論文化；(二)論傳統；(三)傳統與文化；(四)

人•思想•現代化。二、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以下細分：(一)文

化的中與西；(二)中國文化的層級性；(三)心的文化；(四)周初宗教

中人文精神的躍動；(五)辛亥革命後學術文化的發展。三、儒家精

神的現代疏釋，以下細分：(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二)

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三)孔子的思想性格；(四)董仲舒後

儒家對歷史之影響；(五)二程與朱熹的人文世界。四、中國道德境

界的省思，以下細分：(一)知識與道德；(二)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

題；(三)孔子的人性論。五、中國藝術精神的探索，以下細分：(一)

藝術與人生；(二)永恒的幻想；(三)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六、

中國知識份子的正史性格及其發展。 

第三單元〈徐復觀論著編年目錄〉，從 1949 年 6 月 16 日，在《民

主評論》第 1 卷第 1 期發表的〈現在應該是人類大反省的時代〉記

起，收錄到 1987 年 1 月 15 日，《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 後日記》

止，並附《詩的原理》(正中書局初版)、《中國人之思維方法》(臺灣

商務印書館初版)二書的書目。該單元與黎漢基、李明輝於 2001 年

合編出版《徐復觀雜文補編》之同時，黎漢基在其原編〈徐復觀教

授出版繫年〉的基礎上重新編排〈徐復覯先生出版著作繫年表〉略

有不足。故作者在篇末〈附識〉(署 1990 年 4 月)云：「〈徐復觀論著

編年目錄〉是在海峽兩岸長期隔絕，大陸學界缺少臺港地區圖書資

料的情況下盡力完成的，其中一部分目無法找到原載報刊文集加以

查對核實，漏誤之處實難避免，只好留待將來再版時補正。為了節

省篇幅，對在不同報刊文集中多次刊載的同一論文，一般只注明首

次發表時的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