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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文化的研究(三) 

謝鶯興  

23.〈中國文化的現代疏釋：論徐復觀的文化哲學思想〉，洪曉楠，《大連理工

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22 卷 3 期，2001 年 9 月，頁 41-48 

按：是篇「前言」概述徐復觀先生的生平、著述 1，認為徐氏諸作一以貫

之的主張是「對中國文化作現代的疏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文化與傳統」。概述徐氏新儒學思想的理論基礎，是

他對文化問題的排學思考。在他的研究過程中，自覺地回答什麼是

文化？何謂傳統？文化與傳統的系統問題。分別從文化的中西比

較、文化的古今來看敘述，得出徐氏吸納文化人類學的優秀成果，

及借鑒辨證思維方法。 

第二單元「中西文化之比較」。提出徐復觀認為中西文化在發軔

之初，動機已不相同，發展為人性的兩個方面，各自形成完全不同

的性格。西方文化為知性文化，中國文化為仁性文化；中國文化精

神即是儒家精神，是心的文化。體現在哲學上，中國哲學以行為實

踐為主，西方的哲學以思辨為主 

第三單元「儒家精神的新生」。指出徐氏一方面希望將儒家思想

中不合乎民主主義的東西剔除乾淨，使儒家的政治思想與民主主義

相致；另一方面是將儒家政治思想中與民主觀念相通的方面疏導出

來，使二者實現有機結合，其 終目的是實現中國傳統政治由專制

主義向民主主義過渡，以成就新外王。 

第四單元「影響與評價」。概述徐氏的文化哲學思想，與其師友

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重建形而上學的不同，是極力消解形而上

學。徐氏對文化與傳統關係的疏釋和古今中西文化的比較，採取了

「返本以開新」的文化道路。作者認為其缺失是因雙邊作戰的方略，

使其思想難以形成一個系統。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1 按，概述徐先生事跡中，述及「1955 年，東海大學在台中成立，受聘為中文系主任

兼教授」，實際上，東海大學中文系的創系主任為戴君仁教授，係曾約農校長從台灣

大學借聘來東海，擔任系主任，創辦中文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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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略論徐復觀「心的文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55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70-74。 

按：是篇前言引用徐復觀〈心的文化〉談論的目的和他對鄉土的眷戀。

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解讀〈心的文化〉」。從徐復觀的作品中，說明文化

與文明的定義，文化是根源性的，有共殊之分，心是中國文化的真

義的根本原則，所以中國文化即『心的文化』，是內外合一所開闢的

人文世界和普遍的人間。 

第二單元「『心的文化』與形而上學」。概述徐氏心的文化的六

個特點，是重在工夫、體驗和實踐的存在於人的具體生命之中，又

主宰人的具體生命活動。說明徐氏與其師友熊十力、牟宗三、唐君

毅同樣以心為根源並致力於心的融契，其分別只是運思路徑的不同

和重的不同。 

第三單元「『心的文化』要義」。從三個方面說明決定徐氏的獨

特的運思路徑、思想內容及其結果：一是不趨附西方文化與哲學及

其形而上學；二是將形而上學融入現實、融入生命；三是注重現實，

將心安置於現實世界。  

25.〈徐復觀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反思〉，李維武，《山東社會科學》，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7 月，頁 45-49。 

按：作者在前言說明現代化是：追求、實現現代文明的歷史過程。現代

性是：現代化在實現後所呈現出的基本性格。認為徐復觀對現代化

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是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新儒家在這方面的成

就。以下分數個單元討論。 

第一單元「『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分裂」。指出徐氏認

為，人的世界是由「價值世界」與「科學世界」兩部份組成，各有

自己的特質。功能、界限。前者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使人安身立命

的精神家園；後者是人的知識世界，是人向外部世界開拓所成就的

科技文明。二者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西方現代化運動，導致「科

學世界」對「價值世界」的壓抑和拒斥，使人喪失了更重要的生存智

慧，從日本和臺灣的經濟發展發現「現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 

第二單元「不思不想的時代」。指出徐氏認為人是具有「思想」，

通過「思想」才能建立和完善「價值世界」。特別針對兩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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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落提出批判：一是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感官機能」代替了「理

性思維」。二是現代人的生活中，只注意「思想對時代的適應性」，

忽視了「思想對時代的批判性」。 

第三單元「重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價值」。指出徐氏在對現

代性問題上，具鮮明的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批判西方文化價值的

現代缺失，強調中國文化價值的現代意義，力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

生存智慧彌補西方近現代文化在生存手段發展中所造成的垷代人類

生存困境。 

第四單元「如何理解徐復觀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反思」。指出在

對待現代化問題上，徐氏肯定工具理性、科學技術在歷史中的作用

的，強調中國需要科學、民主和現代化的，是需要學習西方文化以

圖富強的。對待西方文化問題上，徐氏肯定西方近現代文化對於全

球性現代化運動的作用和意義，肯定中國必須吸納以科學和民主為

標志的西方近現代文化，但反對把西方近現代文化作為全球性現代

化運動的標本。 

26.〈徐復觀的中西文化觀〉，劉建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 1 期，2003 年 1 月，頁 15-20。 

按：是篇前言概述徐復觀的生平與受熊十力教誨的影響，以創新精神，

進行深入的思考，形成自己的中西文化觀。分為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指出徐復觀認為要正確揭示中西文化關係，應該從文

化的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係上去把握，論述中西文化的關係上，從

人的個性和共性的角度展開，再討論中西文化共性與個性，歸納出

徐氏對中西文化關係的理解體現，分為：1.中西文化之間存在著諸

多共性，隨著中西文化個性的發展，共性也不斷擴大。2.中西文化

的個性是文化世界性的前提，沒有個性的文化即喪失了民族文化的

獨性。3.中西文化之間有互補性，可以互相吸收、借鑒、融合，促

進本民族文化個性更加顯揚，增強民族文化的獨立性。 

第二單元指出徐氏認為中西文化各有不同的路向發展，分別：1.

從文化起源上看，西方文化主要來自對自然的驚奇，而中國文化則出

於憂患意識。2.在文化的價值取向上，西方文化重科學價值，中國文

化重道德價值。3.在具體內容上，中西文化瑕瑜互見，各有側重。 

第三單元指出徐氏思考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認為：1.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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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差異中體現著很強的互補性，需要互相學習。2.保持文化的

獨立性，否定全盤西化思想。 

結論提出：徐氏有「中國本位文化論」觀念的影響，對中西文

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頗。  

27.〈徐復觀對中國道德精神的闡釋〉，李維武，《江海學刊》，2002 年第 3 期，

2002 年 5 月，頁 29-36。 

按：作者在前言指出《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是進入徐復觀的思想世

界的門徑。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憂患意識』：中國道德精神的建立」。徐復觀認為「憂

患意識」蘊蓄著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使中國人由原來的

對於神的依賴，轉向對自己的依賴，表現出一種人的精神的自覺。

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揭示「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所起的根源性

的塑造作用。分別從發生學和文化性格看中西文化的很大不同點：

1.西方文化是在對自然界作思考時發生的，中國文化則起源於對人

的生存的憂患。2.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苦難意識」的深刻影響，

中國文化則受體人文自覺的「憂患意識」的深刻影響。 

第二單元「『為己之學』：中國道德精神的展開」。指出徐氏從「中

國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進而對中國道德精神的展開進行考察，

掂出「為己之學」。認為西方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是知識型和宗教型；

中國文化是重視人自身的生命，肯定現世的價值，是一個「內在地人

格世界」。分別從孔子對「天」、「天命」、「天道」觀念，由外在的抽

象的存在轉化為內在的具體的存在；到《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到孟子的性善；概括歸納出中國文化發展的性格，是從上

向下落，從外向內收的性格，是重自現實世界而非重形上世界的文化。 

第三單「中國道德精神的現代意義」。指出徐氏對於現代化進程

及其標志進程的「科學」與「民主」，是離不開中國道德精神的支撐，

以幫助人類走出現代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困境，提供了寶貴的啟

示，昭示了道德的根源性質；將民主政治安放在中國道德精神之上。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徐氏的闡釋，有其偏頗，不足之處。如對於

心性的作用，對於「內在地人格世界」與「客觀地人文世界」如何

統一，對於中國道德精神如何在全球性現代運動中獲得再生、開出

新局等問題，都未能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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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重建知識與人格的立足點：徐復觀的知識分子論〉，許紀霖，《學術月刊》，

2003 年第 8 期，2003 年 8 月，頁 97~104。  

按：作者在前言提出本文的討論中心是：徐復觀在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

的雙重框架中，是如何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在現代性的

背景下加以新的闡釋。分為數個單元討論。  

第一單元討論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道與政治的勢，從

徐復觀 1953 年撰寫的〈理與勢〉談起，認為知識分子的性格就是其

所生存其間的民族文化的性格。指出徐氏認為要先理解儒家的文化

是一種德性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所憑藉的儒家人文傳統的，試圖

為知識分子重新建立一個道尊於勢的道德傳統。 

第二單元指出徐氏從儒家的政治思想和知識分子的歷史狀態兩

方面探討，具有道尊於勢的人文傳統的知識分子依然無法與專制皇

權抗衡的問題。儒家的民本主義的主體性，仍然以人君為主體和出

發點，傳統知識分子將政治作為唯一的出路，缺乏社會的立足點；

在觀念上突破了專制政治，在思想上無法建構民意的主體性。 

第三單元指出徐氏發現，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身的立足

點，僅憑道德力量，無法與政治抗衡。現代的知識分子應當以社會

為中心，以知識和人格為基本的新立足點，在知識的普遍性與文化

的特殊性上建立知識分子的自我性質，融入現代化的普世價值，保

持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文化認冋。 

29.〈試析徐復觀對「現代文化性格」的反思〉，文君，《漳州師範學院學報 (哲

學社會科學版 )》，2005 年第 1 期，2005 年 7 月，頁 83-88。  

按：作者在前言認為徐復觀對「現代文化性格」的反思，是以他獨特的

文化觀為基本依據和理論背景的，至今仍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以

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先歸納徐復觀對於「文化」的定義，是強調生活的自

覺、現想的追求和價值的意義，歸結為「價值」的建立、充實和提

高。由此指出徐氏將人的世界分為「價值世界」與「科學世界」，將

此二者真正和諧統一起來，人類生活才能平穩而有序地向前發展。 

第二單元探討徐氏從關注和高揚價值的文化立場，對現代化進

程中出現的「現代文化性格」進行深入的考察和反思。認為徐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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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化性格」與「現代性」的概念比較接近。徐氏對於現代人

的「價值世界」的失落，主要表現為人的「思想」的失落，有三種

表現形式：1.感宫機能代替了理性思維；2.科學的作用被無限的誇

大；3.現代人的生活，只注意「思想對時代的適應性」，忽視了「思

想對時代的批評性」。 

第三單元討論徐氏在「現代文化性格」造成人的「思想」的失

落下，如何走出「不思不想的時代」，認為有三方面的努力：1.社會

要造就一批真正的思想者、思想家。2.改革教育，恢復教育的人文

主義內涵。3.人們在生活中、工作中應不斷地通過讀書來豐富自己

的知識，鼂展自己的人生境界、 

第四單元討論徐氏對中西文化的各自價值及相互關係，兩者有

其差異性，也具有互補性的觀點。 

30.〈文化的哲學維度：徐復觀文化哲學要點論析〉，鄭秋月、柴文華，《河南

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3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112-115。  

按：作者在前言提出，圍繞文化與文明，文化與人，文化的共性與個性，

文化與傳統等問題，探討徐復觀的哲學理路，評判他的理論待失。  

第一單元從錢穆對文化與文明的理解，提出徐復觀和他的近

似，二者都是人類的群體生活，文明側重於外，屬物質方面；文化

側重於內，屬精神方面。強調文化的精神性特徵以及決定性意義。 

第二單元指出徐氏認為，文化與人密不可分，文化由人創造，

人的本質決定了文化的本質，並由此探討了文化的共性和個性，世

界性和民族性的關係問題。 

第三單元指出徐氏認為傳統具有五種缺一不可的基本性格或構

成要素：1.民族性；2.社會性；3.歷史性；4.實踐性；5.秩序性。傳

統是具有穩定性與變動性的統一，但其內部是有層次之分，與文化

是密切相關的。 

31.〈撐起民族精神的間架：徐復觀「雙重主體性」思想述評〉2，丁為祥，《儒

                                                 
2 按，丁為祥先生參加 2005 年 9 月 10~12 日在武漢大學召開「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

學術會議」的論文，篇名〈民主政治與儒學傳統--徐復觀「雙重主體性」思想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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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第 2 輯，2006 年 4 月，頁 250-262，山東大學出版社。 

按：是篇前言概述中國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主要場所中，以現代化為指

向，以西方為榜樣的學習運動中，傳統文化始終被認為是落後、保守

的代名詞，徐復觀關於傳統文化「雙重主體性」的思想，起了先行反

思的作用，撐起了民族精神的間架，為從儒家傳統的「德治」到現代

「民主法治」社會的過渡作出有益的探索。以下分數個單元述評。 

第一單元「『雙重主體性』思想的形成」。概述徐復觀讀書、軍

伍生涯、拜謁熊十力的過程。次則敘述徐氏以陸軍少將退役先後創

辦《學原》、《民主評論》，由政論轉向學術界，顯現其傳統主義與自

由主義的雙重品格。徐氏對東西方不同的政治體制作了一系列比較

性的研究，注意到民主與獨裁不同的政治體制及特徵。從理解傳統

出發，作者認為徐氏對中國傳統政體的反思與檢討，顯然帶有強烈

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精神。指出徐氏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有君

相的現實主體，也存在著道德主體性與人民的主體性，是徐氏從現

實政治與歷史文化的反思中形成的。 

第二單元「『雙重主體性』的具體內涵」。概述徐氏以自由民主

的精神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通過對歷史文化正本清源

性的追溯，澄清中國集權專制思想的歷史形成，儒法兩家在中國集

權政體形成過程中的不同作用，深入發掘中國歷史中「雙重主體性」

思想的深層內涵。 

第三單元「『雙重主體』的構架及其意義」。對中國五四以來的

中國思想界具有特殊的意義：1.通過對中國歷史中「雙重主體」的

透視，揭示歷史、政治與文化的真相。2. 為重要的意義，在於以

現實與理想這種既相互蘊含又彼此差別的雙重結構撐開民族精神的

間架，展現民族精神的總體走向，合理說明從歷史到現代所面臨的

主要問題。3.就是在歷史文化研究中的方向與方法的特殊意義。

後歸結地說：這種由道德的責任意識與主體擔當精神所激發出來的

                                                                                                                              
收入《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後收入《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七輯(2005 年 11 月)，其內文雖與本篇略異，但討

論之架構卻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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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認知，既是儒家道德理性的具體表現，也是對其「雙重主體性

構架」及其作用的一種具體詮釋。  

32.〈「民本論」的現代性詮釋：試論徐復觀的文化反省〉，盛邦和，《福建論壇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8 期，2006 年 8 月，頁 60-65。 

按：本篇前言指出徐復觀認為民主是「人生之門」，要建立真正的人文世

界，首先必須建立起民主政治，又對中國百年文化變遷作深刻的反

省，確認傳統不可舍棄，儒家思想是中國人魂魄所寄。以下分數個

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高次元傳統』的代表及其文化反省」。指出徐氏認

為中國有高次元的傳統與低次元的傳統兩種，知識人代表的是高次

元的傳統，具有反省的作用，「含有超傳統性的意義」，具有：1.理

想性的；2.必須經過人的自省自覺而始能發現；3.動態的；4.在不斷

形成中，繼承過去而又同時超越過去。等等的特徵。對文化反省是

對「文化更新論」，即「政治更新論」，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論，通

過特定的現代性論釋，改造為新型的現代民主論。 

第二單「對『民本論』的現代詮釋」。指出徐氏將自由與傳統結

合起來，是因其認定中國傳統中本有自由民主的遺產，贊揚「民為

邦本」的觀念。作者則提出：1.徐氏所說的「民才是實體」，卻不是

「主體」，不具有「天下的主體性」；2.徐氏的「神、國、君，都是

政治中的虛位」，亦是值得商榷的事實；3.民本思 想，愛民思想，

畏民思想，無法與現代民主思想直接「接軌」；4.徐氏承認儒家思想

缺少兩個關鍵的理念：「政權的間架」思想與「民與政府關係的明確

規定」，即缺少現代民主論的基本元素。 

第三單元「『理』與『勢』」。敘述徐氏認為的「勢」，是指古代

中國的專制勢力；所認為的「理」，是「中華民族的信念」，也是他

自己的信念：民主與自由。主張以自由民主之「理」與現實存在之

「勢」作抗爭，即「以理抗勢」。但作者認為市場和市民是民主政治

的兩大基礎，而這兩種在中國尚為稀缺資源，徐氏心想的民主就無

法「立足」。 

作者在餘論提出：徐氏的反省結論在於現代產業革命導致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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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落與文化的冷落，他自設的責任就是要挽回傳統文化即儒家文

化於當代的頽勢，使其回歸、更新與發展，顯示他的反省論的精英

論特色。  

33.〈啟發、砥礪和創造：論徐復觀的憂患意識思想〉，唐文，《中南林業科技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卷 4 期，2007 年 11 月，頁 10-12。 

按：作者在前言指出徐復觀闡發「憂患意識」，旨在凸顯人文價值所依存

的主體性，分為數個單元討論。 

本文第一單元「徐復觀對『憂患意識』的理解」，指出憂患意識

是一種政治自覺意識，是一種政治責任意識，是一種奮發意識，是

一種遠見意識。 

第二單元「徐復觀對先秦『憂患意識』內在脈絡的釐清」，指出

徐氏對憂患意識如何貫注於中華民族意識之中並進行演變的論述：

1.「敬」對憂患意識的警惕性的直承。2.「彝」對「敬」所形成合理

內容的包容。3.「禮」對「彝」的移植與擴充。4.「仁」對「禮」的

內化與深化。 

第三「徐復觀對憂患意識中政治蘊意的創發」，指出有憂患意識

在轉進中的政治蘊意包含三個方面：1.自由精神，2.平等理念，3.政

治價值根源--性善論。  

34.〈徐復觀論「傳統」與「文化」〉，張海軍，《安徽文學》，2007 年第 9 期，

2007 年 9 月，頁 160。 

按：是篇敘述徐復觀對中國傳統文化作「現代的疏釋」，發掘中國文化中

具有民主思想的真精神，分兩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論『傳統』」。指出徐氏認為「傳統」有五個特性：

統一性、民族性、社會性、歷史性和秩序性。傳統有「低次元的傳

統」和「高次元的傳統」，文化也有「基層文化」和「高層文化」。

徐氏認為五四以後，文化的發展大體由反傳統向傳統復歸，以形成

新的傳統。 

第二單元「歷史與文化」。指出徐氏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民族精

神的主流，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已經注入歷史文化的血脈中；歷

史與傳統文化只是表達方式不同，其實質是可以互相替換的。中國

的傳統與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