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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系列在東海--校友篇 

杜維明教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中) 

謝鶯興*編 

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杜維明著，周勤採訪記錄，紐約：牛津

大學，1999 香港初版   

按：周勤〈引言〉說：「筆者近年來因在哈佛求學之便，與第三代新儒家

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時有交談。杜先生認為：目前儒學的進一步發

展有一個『十年機緣』。」並說：「擇與杜維明先生學術交談的相關

論點結集成冊，以期引出進一步討論。……如果說當代新儒學的先

驅者試圖以『返本開新』的直抒胸臆揭示儒家傳統在現代進程中的

相關性，則他們的後繼者旨在以對這一傳統的創造性詮釋拓寬和加

深所謂『相關性』本身的內涵。」 

除〈引言〉外，共收錄五個單元，各單元標題及篇目名稱如下： 

第一單元「漢學、中國學與儒學」，收：1.國際漢學傳統與反漢

學的中國學之興起；2 中國研究與西方主流學科的關係；3.現代性中

的傳統及其現代化的多元取向；4.文化相對主義與儒家傳統的全球

意義；5.儒家進一步發展的「十年機緣」。 

第二單元「儒學的超越性及宗教向度」，收：1.從凡俗的人文主

義走向宗教反思；2.一元上帝與儒家的宗教性；3.人的神聖性與人類

中心主義；4.「回到學術去」的自我設限與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 

第三單元「儒家『體知』傳統的現代詮釋」，收：1.體驗之知的

道德意涵；2.超越西方認識論的體知結構；3.體知在美學、倫理學、

宗教學中的意義；4.體知的實踐轉化功能；5.知人的認識論。 

第四單元「從亞洲危機談工業東亞模式」。 

第五單元「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收：1.關

切政治參與社會、公眾知識分子必須接受通識教育；2.文化可分為

兩大定義，也可以是一種「添加價值」；3.學習語言學習文化，才能

了解民族的精神面貌；4.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儒學創新；5.傳統和現代

是你儂我儂，而不是絕然分割的兩極；6.族群、語言、性別、地域、

年齡、階級、宗教；7.地域化與全球化：在不同文化環境下生根；

                                                 
* 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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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新了解自然，人心和天道的合一合德；9.人類共存的兩大基本原

則和儒家倫理。 

 

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杜維明著，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 年 4 月   

按：王亢沛〈序言〉說：「杜維明教授應邀由美國專程來校，為『吳德耀

人文講座』發表了學術講演，講題為『文化中國的認知與 關懷』及

『思想、社會與環境變遷』之座談會。」又說：「凡是應此一講座之

邀所作的講演，講稿都將整理出版。杜維明先生的講稿已由通識教

育中心整理完畢，即將以專刊出版。」 

〈摘要〉(本篇無標題，整理者自加)說：「本書內容係作者在東

海大學第一屆吳德耀人文講座時以〈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為題

之演講，與〈思想、社會與環境變遷〉座談會所發表的言論整理而

成。在〈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講演中，杜維明教授跳脫族群、

地域、政治、經濟等狹隘的觀點，從文化交流的大角度來重新思考

『文化中國』的概念。『文化中國』包括三個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

世界包括大陸、台灣、港澳和新加坡，也就是主要由中國人或華人

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意義世界包括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

第三個意義世界是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來看，意指所有關切中國的國

際人士，包括學術界、政治界、企業界和媒體，亦即在這些領域中

的日本人、美國人、法國人、韓國人、俄國人等等皆可包括在內。

杜教授更語重心長地指出，促進文化中國內三個意義世界的健康互

動，不僅是少數智識分子的責任，也是每一個關切世界前途、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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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亞太安危，乃至自己自身禍福的人都應關注的課題。」 

除〈序言〉外，分兩個單元，各篇名稱如下：第一單元「文化

中國的認知與關懷」，收：1.「文化中國」概念的提出；2.「文化中

國」的三個意義世界；3.「自我意識」的湧現：兩岸三地的互動；

4.漢字的生命力；5.精神資源薄弱：根源性問題；6.以「台灣意識」

為例；7.錯綜複雜的儒家現象；8.智識分子的公眾事業；9.智識分子

的人文精神。 

第二單元「思想、社會與環境變遷」座談會。 

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美]杜維明著，段德智譯，武漢：武漢

大學出版社，1999 年 7 月。 

按：〈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含義--《論儒學的宗教性》中文版代序〉指出：

「我用英文撰寫精讀《中庸》旳心得，原本只不過是詮釋實踐的練

習，並沒有出版的意願。當時我判定通過『君子』、『政』和『誠』

三個理念可以把《中庸》的人文精神作一全面的分疏。因為我相信

儒家特別是以孟子心學為典範的人文精神，可以從聖賢人格、信賴

社群及道德形而上學三方面來展現。這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

文精神和現代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形成鮮明的對

比。因為儒家既不排拒天道，又不征服自然，它所體現的是『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的那種突出涵蓋性和

包容性的人文精神。在比較文明的格局之中，強調儒家人文精神的

宗教性無非是要闡明儒家的人生哲學雖然入世但却有嚮往大道的維

度。嚴格地說，儒家在人倫日用之間體現終極關懷的價值取向正顯

示『盡心知性』可以『知天』乃至『贊天地之化育』的信念。」 

段德智〈譯後記〉說：「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的《論儒學的宗教

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可以說是當代新儒家系統論證儒學宗

教性的一次重要嘗試。該書 1976 年初版，書名為《中與庸：試論〈中

庸〉》；1989 年修訂再版時，除新加坡〈論儒學的宗教性〉一章外，

又將副標題改為『論儒學的宗教性』，此次出中文版，當我提議將該

書的『副標題』提昇為『正標題』時，杜先生欣然同意；凡此種種，

足見他突出儒學宗教性的用心。」 

全書收錄：〈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含義--《論儒學的宗教性》中

文版代序〉、〈英文版第二版前言〉、〈英文版第一版序〉、〈注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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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考文獻〉、〈人名、書名、術語中英文對照表〉、〈索引〉、〈譯後

記〉外，本文分為五章，各章名稱如下： 

第一章「文本」，第二章「君子」，第三章「信賴社群」，第四章

「道德形而上學」，第五章「論儒學的宗教性」。 

 

尋找文化的尊嚴：余秋雨、杜維明談中華文化，江堤、陳孔國、肖永明編選，

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 

按：江堤〈前言〉說：「這本書所收錄的是余秋雨和杜維明關於中華文化

的演講及相關的資料。演講地點是中國古典文化哲學的重鎮--千年學

府岳麓書院。」指出：「在這裡要記錄的是兩位教授在岳麓書院演講

的時間：余秋雨教授的演講時間是公元 1999 年 7 月 11 日。杜維明

教授的演講時間是公元 1999 年 10 月 17 日。」 

除〈要目〉、朱漢民〈序〉、江堤〈前言〉、江堤〈編餘札記〉外，

全書分「余秋雨」、「杜維明」及「余秋雨、杜維明合卷」等三卷，

各卷收錄文章的篇名如下： 

「余秋雨卷」，收：1.余秋雨介紹；2.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文人--

余秋雨岳麓書院演講律錄；4.余秋雨答聽眾問；5.余秋雨談岳麓書院

講學遭遇；6.馬蘭談余秋雨岳麓書院講學遭遇；7.湘水「余」波--朱

漢民、江堤、王興國答記者問；8 湖南學者、作家、評論家談余秋

雨岳麓書院講學；9.余秋雨的「危機」；10.夏風秋雨愁煞人；11.關

於「設壇論道」的評點；12.審視「余秋雨現象」；13.余秋雨「岳麓

書院事件」有感；14.還是兼容些好；15.湖湘學人應有海納百川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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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6.湖南學術界的感情；17.發展比捍衛更為經世致用；18.秋雨

入圍；19.盛名之下；20.余「味」無窮；21.額上冒汗；22.未必需要

嘲弄；23.夏日的秋雨；24.往事秋雨；25.余秋雨設壇講學記趣；26.

《湖南日報》報道余秋雨講學；27.《三湘都市報》余秋雨講學報道

摘要；28.湖南文體頻道余秋雨講學報道。附錄：1.千年庭院；2.第

四座橋。 

「杜維明卷」，收：1.杜維明介紹；2.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

--杜維明岳麓書院演講筆錄；3.杜維明答聽眾問；4.儒學的盛宴--記

杜維明先生岳麓書院講學；5.一陽來復。附錄：1.杜維明先生著作摘

錄；2.儒家人文關懷與大學教育理念。 

「余秋雨、杜維明合卷」，收：1.第四座橋與三種思潮互動--余

秋雨、杜維明對話。 

道•學•政：論儒家知識份子，(美)杜維明著，錢文忠、盛勤譯，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按：〈北美版自序〉說：「這本論文集原來由東亞哲學研究所於 1989 年在

新加坡出版，收入 1982 年至 1987 年間因各種機緣撰寫的文章。」

指出：「本書所收九篇文章分成彼此關聯的三個訲分。第一部分(含

文章四篇)探討古典時期的概念設置和象徵資源，集中討論道、學、

政的觀念，重點則在標明儒家知識分子總的精神趨向的道德形而上

學，孔子及其弟子所體現的核心價值通過修身與為已之學，為儒家

倫理打下了基礎。第二部份包括三篇文章，是走進新儒家紀元的知

識遠足，從意義深遠的不同闡釋方法的角度，具體描繪了儒學的面

貌。……第三部分的兩篇文章遠不止是對這兩位老師兼朋友(指約瑟

夫•李文森，維托利•魯賓)挑戰的回應，同時也是受到一種渴望的

激勵：徹底思考自 1979 年以來中國大陸一些最為卓越的人物發起的

破除偶像、抨擊封建秩序運動中湧現出來的諸問題，我在儒學傳統

方面的工作所具有的意義。」 

〈新加坡版自序〉指出本書收錄 9 篇論著的原始發表出處，並

說：「本書中的文章都按編輯需要進行了修訂，但總的說來，並未加

入原來發表時沒有的學術觀點和解意見。」 

全書除〈北美版自序〉、〈新加坡版自序〉、〈牟復視序〉、〈譯者

後記〉外，收錄 9 篇論著，各篇名稱如下：1.古典儒學中的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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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2.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3.儒家聖人：為己之學

的典範；.4.儒家修身的痛苦；5.劉因儒家隱逸主義解；6.劉宗周哲學

人類學的主體性；7.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8.論儒學第三期；

反傳統、整體觀、耐心謹慎：關於當代中國學術思想追求的個人反

思。 

 

杜維明：文明的沖突與對話，朱漢明、肖永明等編，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 

按：朱漢民〈前言〉說：「我們在編輯這本書時，還選編了杜先生的部分

論著、訪談錄及對杜先生的評論。」指出杜先生兩次到岳麓書院講

學事：一次在 1996 年他出席了在岳麓書院主辦的「儒家教育理念與

人類文明國際研討會」，並且在大會上作了主題學術報告。一次是

1999 年 10 月 17 日應邀在岳麓書院講堂作「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

話」的學術演講，此次湖南電視台作了實況轉播。 

除朱漢民〈序〉及〈前言〉外，分四個單元，各單元收錄若干

篇，共 17 篇，各篇名如下： 

第一單元「演講與答問」，收：1.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肖永

明整理)；2.答聽眾問；3.儒家人文關懷與大學教育理念(吳凡明整理)。 

第二單元「對話與訪談」，收：1.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2.儒家

傳統及其現代取向；3.回應與創新；4.第四座橋與三種思潮互動--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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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杜維明對話。 

第三單元「著述輯錄」，收：1.孔子仁學中的道學政；2.儒學第

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3.從身心靈神四層次看儒家的人學；4.家庭、

國家與世界--全球倫理的現代儒學探索；5.軸心文明與儒家傳統。 

第四單元「評論小輯」，收：1.杜維明與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岳

華、吳東)；2.論杜維明的文化哲學思想(洪曉楠)；3.儒學的盛宴--記

杜維明先生岳麓書院講學(江堤)；4.一陽來復(孟澤)；5.一場有意味

的講學(龔旭東)。 

杜維明學術專題訪談錄：宗周哲學之精神與儒家文化之未來，杜維明、東方

朔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8 月 

按：東方朔〈前記〉云：「我與先生之間的訪談是由較長時間多次積聚而

成的，原沒有系統成書的打算，其中大半是結合先生在授課時的重

點而感發、請益的文字，所以，遺珠之憾必不可免」。除〈後記〉外，

共分五個單元及三篇附錄，各單元名稱如下： 

第一單元「劉宗周的哲學及其問題」，分：一、研究劉宗周哲學

的批判；二；由王陽明、朱熹到劉宗周；三、在憂患中照察人性；

四、《人譜》與譜人；五、熔鑄百家，獨出規模。 

第二單元「劉宗周哲學的人學宇宙論」，分：一、凡俗世界的意

義；二、內在超越問題；三、「獨體本天」；四、平民哲學與「大身

子」觀念；五、體悟與知人；六、在王陽明與朱熹之間。 

第三單元「《人譜》的道德精神世界」，分：一、《人譜》的根源

性與普遍性問題；二、道德記述與歷史評價；三、道德精神現象之

原理；四、人之「過惡」及其克服；五、道德實踐之動力。 

第四單元「《聖學宗要》：劉宗周的哲學譜系學」，分：一、總結

與開新；二、思想的自我定義；三、《聖學宗要》之眼目；四、劉宗

周之譜系與「三系」說；五、解讀方式與視界圓融；六、「高峰對話」

與學問氣象。 

第五單元「儒家批判精神的現代轉化」，分：一、道德與政治之

分途；二、道德思維與政治思維；三、道、政、學的新方向。 

附錄三篇，附錄一「劉宗周哲學人類學中的主體性」；附錄二、

「心靈真切處的體知--杜維明的劉宗周思想研究」；附錄三「劉宗周

對宋明儒之判讀--以《聖學宗要》之詮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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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文集，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年 4 月 

按：是書分五卷 21 種，第一卷收杜維明〈自序：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

郭齊勇〈編序：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第五卷收附錄一胡治洪、

鄭文龍〈杜維明年譜簡編〉、附錄二鄭文龍、胡治洪〈杜維明論著編

年目錄(1965-2001)〉等，各卷收錄諸書如下： 

第一卷收：1.《三年的畜莃》、2.《人文心靈的震蕩》、3.《儒學

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4.《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 

第二卷收：5.《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6.《現

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第三卷收：7.《宋明儒學思想之旅》、8.《儒家思想》、9.《論儒

學的宗教性》、10.《道•學•政》。 

第四卷收：11.《仁與修身》、12.《儒學與儒家知識分子論文、

言論集》、13.《文化認同與創新》、14.《宗教向度》、15.《論著選譯》。 

第五卷收：16.《中國哲學的特性》、17.《啟蒙反思》、18.《論

體知》、19.《文化中國》、20.《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21.《回應與

溝通》。 

杜維明〈自序：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說：「以上 這 篇文章 ，

原題為〈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兼論 21 世紀新儒家的新使命〉，是

我在 1999 年 12 月中旬撰的，千禧年元旦在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刊出的諭文。我接受了郭齊勇教授的建議，以此作為《文集》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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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這篇立基文明對話年(2001)，面向第二個軸心時代，為儒學創新

而畫的圖景是一種設想，也多少有點自我期許的意味。本來《文集》

既然反映了三十多年來的學思歷程，序言應該以回顧為主，可是我

覺得這本文集所體現的並非值得著力回顧的成績。」又說：「出版文

集的動機之一即是把訪談、記錄、對話，特別是翻譯的失誤作一修

正，使得文集所體現的『我們』不只是臨時拼湊的般烏合之眾，而

是具有自我意識的信賴群體。」指出：「至少三、四兩卷的篇章原本

是用英文來闡釋儒家哲學的，當代歐美學界的術語當然是不可避免

的中介。……比如我的第一篇英文專論〈仁與禮之間的創造性張力〉

(《東西方哲學》1968 年 4 月)90 年代初期曾在海外引起一場爭論，

提出不少有關詮釋的課題，還值得作進一步的分梳。」總結地說：「這

本文集，約而言之，即是針對這一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議題所作的詮

釋實踐。」 

郭齊勇〈編序：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指出：「杜維明先生的

學術生涯，至目前為止，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或階段。1966 年至 1978

年為第一個時期。1966 年，他決心鼓起心力對儒家的精神價值作長

期的探索，以此作為自己專業上的承諾。」「1978 年至 20 世紀 80

年代末為第二個時期，他的關懷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

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

『儒學創新』、『儒學三期』、『工業東亞』、『東亞核心價值』、『軸心

文明』等。」「20 世紀 90 年代迄今為第三個時期，他進一步拓展論

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全球倫理』、『人文

精神』、『啟蒙反思』、『印度啟示』、『新軸心文明』等問題。」接著

一一介紹《文集》各卷諸書的內容性質：「收入第一卷的《三年的畜

艾》、《人文心靈的震蕩》、《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三種論文集中，

我們通過作者負笈北美，游學歐洲、東亞與印度的感情與體驗，不

難窺見這位著名學者閃光的思想和特殊的心路歷程。」「收入第一卷

的《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和收入第二卷的兩種著作《新加

坡的挑戰》、《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則屬於對話、講演、講義的類

型，是經過他人與作者整理後的心得、口說、論辯、講課的筆錄。

杜的第一時期至第二時期的主要思想發展，都可以從這三種書面化

後的口說、演講中找到其軌迹。」「第三、四卷則大半是純學 術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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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性、專業性的論文與論文集，而且這些論著的原本大多數是英

文。」「第四卷的《文化認同與創新》、《宗教向度》兩部份與第五卷

的《中國哲學的特性》、《啟蒙反思》、《論體知》、《文化中國》、《文

明對話與全球倫理》、《回應與溝通》六部分，則是把杜先生的單篇

論文和少量演講、訪談錄，按照問題編織而成的。這八個標題是我

加的。杜先生這方面的資料頗多，而我以避免重複和注重學術性為

原則加以簡擇。……凡已收錄的文章，第四卷的這兩部分與第五卷

不再重複收錄，相近的演說與訪談錄，也只取一種。此外，全部文

集所收論著，時間跨度約 35 年，作者本人的某些思想、提法有了不

少變化。」「第五卷附錄的年譜簡編和著述目錄的初稿、二稿都是鄭

文龍先生做的。」 

收錄的 21 種書，各書之扉葉皆加上所根據的底本，如《三年的

畜艾》題：「原書底本係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0 年 10 月初版本」。若

變動較大者，亦詳加注明，如《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

講學、答疑和討論》就題：「原書底本，係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9 年 5 月初版本。其中『北京訪談』部分，原有〈儒家傳統的現

代轉化〉和〈傳統文化與中國現實〉兩篇，現已抽下，因為這兩篇

訪談又收入《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中了。見本卷第四種著作。」 

各卷收錄諸書數量不一，茲分別摘錄各書之章節或論述主題的

篇名如下： 

第一卷所收諸書，《三年的畜艾》收：序，1.知識分子與時代信

息；2.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抉擇；3.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

4.爭取國際學壇的發言權；5.從建立自我到國際學壇--一些雜感似的

答覆；6.消弭學界的趨時風氣--介紹熊十力先生的《戒諸生》；7.從

博士到教授--漫談美國的學術界；8.美國學術「市場」概況；9.以學

術為市場的弊病；10.維也納之行--記第十四屆國際哲學大會；11.漫

淡儒家的品題人物；12.從中國思想研究看台灣--向台灣大專教育進

一言；13.有關儒學研究的幾重障礙；14.儒家的新考驗；15.全盤西

化的最後一課--評居浩然的《義和團思想與文化沙文主義》；16.有關

文化認同的體驗；17.歷史、文化上有分量的犧牲者；18.文化兩極與

兩棲文化--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適應與認同諸問題初探；19.華裔青

年躍動中的知識分子；20.三年的畜艾--為紀念一位淚乾絲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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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而作。 

《人文心靈的震蕩》收：序，分二個單元，上篇：學思感言，

收：1.體驗邊緣的問題；2.儒家心性之學--論中國哲學和宗教的途徑

問題；3.印度行感言；4.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

年；5.唐君毅的悲願；6.根源性的抉擇；7.與日哲西谷啟治一夕談；

8.追撲富強的影子；9.了解自己的發掘工作；10.反省的證道者--為紀

念馬塞爾而作；11.三萬英尺高空的夢想；12.玄谷與偶思；13.有關

「傳統包袱」的感言；14.神秘主義在美國；15.胸中的風暴--自薩特

訪問記而想起的。下篇：旅美短評，收：16.美國大學教育的認同危

機；17.美國的分離與整合；18.科技的限度；19.美國的知識分子；20.

東方思想在美國；21.神秘主義和道德性；22.美國大學言論自由遇考

驗；23.美科學界「基本研究」受考驗；24.生態學的四大原則；25.

美國的「汽車文明」開始沒落；26.工農二分法此路不通。結語、體

察與時論。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答疑和討論》收：

自序，分幾個單元，一、北京訪談，收：1.創造的轉化--批判繼承儒

家傳統的難題；2.認識傳統--對儒教中國的回顧和反思；3.超越而內

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二、上海論學，收：4.中國文化的認同與

創新；5.談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三、廬山反思，收：6.儒學第三期發

展的前景問題。四、曲阜回顧，收：7.孟子：士(知識分子)的 自 覺 ；

8.從世界思潮的幾個側面看儒學研究的新動向。 

《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收：前言，分幾個單元：一、西樵偶

語，分：1.從認識、了解到批評、創造；2.一陽來復；3.建立自我的

體上工夫；4.該學哪一樣；5.沉默；6.觀畫斷想；7.聽的藝術；8.從

祭祀湧現的藝術--正餐酒會；9.愛那看不見而不死的事物；10.百壽人

瑞—蕭太夫人百年高壽而作；11.又見到了利科；12.蘇黎士午餐；13.

從異鄉到失落；14.美國陽光帶的興起；15.以道德實踐對治「共識」

破產；16.寒流下的暖流--高標理想的美國研究生；17.探討「軸心時

代」；18.從「軸心時代」看儒學興起；19.站在「大家」這邊的勞心

者；20.伊尹之「任」；21.「實學」的含意；22.妻者齊也；23.儒家的

女性主義；24.儒學在美國的初機；25.儒家倫理和東方企業精神有關

嗎；26.介紹《海岳文集》；27.儒家的動力--為紀念陸彬教授而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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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陽來復的儒學--為紀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29.徐復現先生的胸懷

--為紀念一位體現了憂患意識的儒學思想家而作；30.孤往探尋宇宙

的真實--重印《尊聞集》。二、儒學訪談，分：31.工業東亞與儒家精

神；32.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33.儒家的現階段發展；34.傳統文化

與中國現實--有關在中國大陸推展儒學的訪談。 

第二卷所收諸書，《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

收：王孟林〈序〉，〈鳴謝〉，分幾個單元：第一部分、儒家倫理學討

論，收：1.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2.儒家對於學的理解；3.儒家倫理

與東亞企業精神；4.儒家倫理的現代意義。第二部份，新加坡的挑

戰，收：5.與國會議員的討論(包含余英時、許倬雲的談話)；6.與部

長們的談話；7.與陳慶珠教授的對話。第三部份、方法當議，收：

8.新加坡開設中學儒家倫理課程方法當議。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收：儒家創新的契機(代序)，前言，

分成幾個單元，收：第一講「軸心時代的涵義--引言」，分：1.儒學

傳統在中國文化區的現狀；2.反思的三個基本前提；3.軸心文明與儒

家傳統。第二講「韋伯：資本主義的興起」，分：1.韋伯和韋伯學；

2.韋伯和比較文化研究；3.價值取向及其文化意義；4.新教倫理和資

本主義精神；5.思維盲點與理論典範。第三講「現代西方的動源」，

分：1.韋伯的精神資源；2.西方文明發展的動源；3.文化模式間的差

異性；4.對中國文化的照察。第四講「柏森斯：現代化的多面性」，

分：1.柏森斯學術研究總體觀；2.柏森斯思想的三個源頭；3.柏森斯

的社會分析模式；4.從柏森斯模式看儒家傳統；5.柏森斯主義的危

機。第五講「美國的生命形態」，分：1.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2.美

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觀；3.美國當代的危機；4.文化層和社會層的斷

裂。第六講「哈貝瑪斯：理性的透視」，分：1.哈貝瑪斯思想產生的

背景；2.哈貝瑪斯及其思想來源；3.理性思想的線索。第七講「現代

主義的挑戰」，分：1.當代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2.西方理性主義的

限制；3.儒學的創造性轉化。第八講「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分：

1.列文森的挑戰；2.傳統的危機和全盤西化思潮；3.馬克思主義在中

國；4.傳統與中國知識分子。第九講「工業東亞的興起」，分：1.經

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2.對儒學傳統的重估；3.東亞社會的同構現

象；4.儒家文化和工業東亞。第十講「傳統的生命力」，分：1.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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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的現代涵義；2.儒學的內在超越性；3.知識精英與中國政治。第

十一講「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分：1.儒家傳統的起源和發展；

2.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3.儒家傳統的限制及其創造性基礎。第

十二講「新軸心時代的必要與可能」，分：1.軸心時代的價值動態及

其文化載體；2.現代精神再檢討；3.工業文明中的矛盾現象；4.第二

軸心文明的可能性。後記 

第三卷所收諸書，《宋明儒學思想之旅--青年王陽明

(1472-1509)》，收：前言，致謝，導言，分幾個單元：第一章探尋，

分：一、家世和出生；二、才華出眾的詩人和關心社會的文士；三、

軍事謀略和政務；四、道士和儒家聖賢。第二章抉擇，收：一、陽

明洞裡的生存選擇；二、禪宗佛學與家庭親情；三、道家與曾點精

神；四、儒學和山東之行；五、北京定終身。第三章大悟，收：一、

同劉瑾作鬥爭；二、赴龍場途中；三、大悟；四、人際關係的新層

面；五、修身的結構。第四章意義，收：一、知行合一觀；二、陸

象山的影響；三、朱熹難題；四、格物之爭；五、主體性原則；六、

知行合一的含意。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收：序，導言，分幾個

單元，收：1.東亞思想觀念中的「道德共範」；2.存有的連續性：中

國人的自然觀；3.儒家論做人；4.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的價值；5.

「仁」：《論語》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隱吟；6.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觀念：

中國美學探討；7.自我與他者：儒家思想中的父子關係；8.宋明儒學

的宗教性和人際關係；9.宋明儒學本體論初探。 

《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收：英文版第一

版序，英文版第二版前言，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含義--中文版代序，

分幾個單元，收第一章「文本」；第二章「君子」；第三章「信賴社

群」；第四章「道德形而上學」；第五章「論儒學的宗教性」。 

《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收：北美版自序，新加坡版

自序，牟復視序，分幾個單元，收：1.古典儒學中的道、學、政；

2.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3.儒家聖人：為己之學的典

範；.4.儒家修身的痛苦；5.劉因儒家隱逸主義解；6.劉宗周哲學人類

學的主體性；7.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8.論儒學第三期；反

傳統、整體觀、耐心謹慎：關於當代中國學術思想追求的個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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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所收諸書，《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文集》，收：聯經中

文版序，原序，導言，分幾個單元，收：第一部份「古典儒學思想」，

收：1.「仁」與「禮」之間的創造性張力；2.作為人性化的「禮」；

3.儒家的成人觀；4.論孟子的道德自我發展觀念。第二部份「宋明儒

學的思考模式」，收：5.宋明儒學的「人」的概念；6.從宋明儒學的

觀點看「知行合一」；7.內在經驗：宋明儒學思想中的創發性基礎；

8.心與人性(書評論文)；9.重建儒學傳統(書評論文)；10.主體性與本

體性的實在性--王陽明思維模式的詮釋；11.王陽明四句教考；12.作

為哲學的轉化思考(書評論文)；13.顏元：從內在體驗到實踐的具體

性。第三部份「現代儒學思想體係」，收：14.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

探索；15.儒家思想：近來的象徵和實質。 

《文化認同與創新》，收：1.文化兩極與兩棲文化--海外中國知

識分子的適應與認同諸問題初探；2.以開放的心靈接受傳統的挑

戰；3.與張系國、沈君山談 21 世紀；4.儒學發展的前景問題--中國社

會科學院哲研所座談會評述；5.再談儒學發展的前景問題--讀張春波

〈座談會述評〉後的兩點感想；6.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創新(提綱)；7.

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創新(全文)；8.海外中國文化研究概況；9.從東西

方文化的比較看中國文化發展的前景；10.儒學與西方文化；11.大陸

儒學新動向的涵義；12.大陸知識分子的儒學研究；13.儒學第三期發

展的涵義(提綱)；14.致林同奇；15.《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序；16.

從亞洲危機談工業東亞模式；17.儒學的理論體系與發展前景；18.

傳承與創新。 

《宗教向度》，收：1.宗教學：從神學到人文學--哈佛大學的宗

教研究；2.苦參•傳心•弘法--禪宗在北美發展的內因；3.重建理性

溝通和開放心性--與梁燕城先生就儒學和基督教的一場對話；4.儒學

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5.儒家人文精神與宗教研究。 

《論著選譯》，收：1.儒教東亞興起的涵義；2.修身；3.個人、

社群與道--古代群體批判的自我意識的出現；4.對全球社群之核心價

值的儒學透視；5.心、性、情--新儒家精神性文化觀的增勢；6.修身

作為體現人性的教育；7.中國哲學概覽；8.全球社群--探尋社會發展

的精神資源。 

第五卷所收諸書，《中國哲學的特性》，收：1.談談中國哲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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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個基調；2.孔子仁學中的道、學、政；3.孟子：士的自覺；4.郭

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5.郭店楚簡的人文精神；6.魏晉

玄學中的體驗思想--試論王弼「聖人體無」觀念的哲學意義；7.體用

論的動態體系及心學非主觀主義；8.宋儒教育觀念的前景；9.宋明儒

學的中心課題；10.論陸象山的實學；11.王陽明講學答問並尺牘；12.

《百年中國哲學經典》序；13.哲學家的風骨--為紀念方東美先生而

作；14.岡田武彥先生的儒學；15.儒學傳統的改建--錢穆《朱子新學

案》評介；16.唐君毅的人文反思；17.徐復觀先生的人格風範；18.

為往聖繼絕學；19.徐復觀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為

例。 

《啟蒙反思》，收：1.民族自覺與民主理想；2.儒家的抗議精神

--談政治化的儒家；3.「五四」的困境在過分的政治化，今天的突破

要面對四個課題；4.儒學傳統價值觀念與民主；5.中國現代化的思想

道路；6.繼承「五四」發展儒學；7.化解啟蒙心態；8.為中國的「公

民社會」催生；9.自我認同的譜系：兼論儒家與自由主義；10.儒家

傳統的啟蒙精神；11.關於現代學術問題--與李慎之先生對話；12.「五

四」•普世價值•多元文化--與袁偉時先生對話；13.在「儒學的人論」

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 

《論體知》，收：1.從身、心、靈、神四層次看儒家的人學；2.

孔子：人的反思；3.論儒家的「體知」--德性之知的涵義；4.身體與

體知；5.從「體知」看人的尊嚴(提綱)；6.儒家「體知」傳統的現代

詮釋。 

《文化中國》，收：1.文化中國：以外緣為中心；2.關於文化中

國的涵義；3.關於「文化中國」與儒學發展；4.培育「文化中國」；

5.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6.減少內耗，加強協力--「文化中國」知識

分子的自處之道；7.關於「文化中國」若干問題--與袁偉時先生對話；

8.從「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看儒學發展的困境。 

《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收：1.文明競賽？--評亨廷頓的「文

明衝突」論；2.以「文明對話」取代「文明衝突」；3.流向全球社群

的儒家傳統--儒聯成立大會上的發言；4.儒家倫理與全球社群；5.家

庭、國家與世界：全球倫理的現代儒學探索；6.人文精神與全球倫

理；7.本土經驗的全球意義--關於《世界漢學》創刊的專訪；8.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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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9.關於儒家的人文精神；10.開

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11.儒家教育理念--當代知識分子的自

我認同；12.儒家人文關懷與大學教育理念--在岳麓書院創建 1020 周

年紀念會上的演講；13.人文學者的社會責任；14.人文學科與公眾知

識分子；15.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16.人格發展的全幅歷程--艾

律克森的心理反思；17.後現代主義的語言實踐--發展高峰、媒體霸

權和台灣意識。 

《回應與溝通》，收：1.剖析儒學傳統的問題性--答冷德熙評《人

性與自我修養》；2.宏願、體知和儒家傳統--回應馮耀明批評「儒學

三期論」；3.儒學論說的生命力--兼答馮耀明先生；4.哈佛訪談；5.

貴陽訪談；6.武漢大學訪談；7.傳統儒學如何定位現代；8.此心光明，

亦復何言。 

附錄一、杜維明年譜簡編(胡治洪、鄭文龍編)；附錄二、杜維

明論著編年目錄(鄭文龍、胡治洪編)。 

儒教，杜維明著，陳靜譯，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按：楊儒賓〈導讀：橫跨宗教與哲學邊界上的儒教〉先指出：「儒家(本

書譯作《儒教》，我覺得這個譯語不錯，理由見下文)。……『儒家』

一詞是文化世界的概念，它的內涵複雜，傳承繁複。……本書勾勒

的儒家形象非常清楚，他首先定義儒家的精神為何？在這個標題

下，他列了自我、群體、自然、上天四個小節，這明顯是個往外擴

充與往上超越的同心圓的構造，這也是正代儒者討論成德步驟時的

典型論述。」接著說：「杜教授接著討論儒學傳統的形成，此章論孔

子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孔子本人的思想。」「第三部份繼續論儒學第

一期的發展，接著的第四部分論儒學第二期的發展，這兩章密集的

處理了從孔子之後到民國建立這段期間儒家思想的傳承。這兩章以

十幾位大儒的思想簡介串聯起來，最後一小節還交待了日、韓的儒

學。第五部分論儒家經典的核心價值，第六部分討論儒家精神的顯

著特徵；第七部分為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家庭的動力；最後一章

殿之於『儒學第三期的發展』。」 

全書除楊儒賓〈導讀：橫跨宗教與哲學邊界上的儒教〉及〈推

薦書目〉外，共收錄 9 篇論著，各篇名稱如下： 

一、什麼是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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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儒家精神，分：1.自我：創造性轉變；2.群體：人類繁

榮昌盛的必要載體；3.自然：我們的家園；4.上天：終極的自我轉變

的根源。 

三、儒學傳統的形成，分：1.作為東亞生活方式的儒教；2.歷史

脈絡；3.孔子的生平。 

四、儒學第一期的發展，分：1.孟子：儒家知識分子的典範；

2.荀子：儒學的傳承者；3.政治的儒學化；4.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

5.佛教和道教盛行時期的儒家倫理。 

五、儒學第二期的發展，分：1.人 文宇宙觀；2.渾然與物 同體 。 

六、儒家經典的核心價值，分：1.《論語》所體現的儒家觀念；

2.孟子的五倫觀；3.儒家對三綱的批判；4.五經是五種理解式。 

七、儒家精神取向的顯著特徵，分：1.學以成人；2.現 世 精 神 ；

3.內在超越；4.人際關係。 

八、儒家傳統的現代轉變：收：家庭的動力。 

九、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分：1.儒學與當代的關聯；2.儒家的生

活方式；3.未來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