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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形上學的濫觴，但它同時也常被視為是儒家形上學的顛峰。
《中庸》
思想的特色在於強調天人合一、宇宙生生不息，此兩書的宗旨經前人，尤其是宋明理學
家的闡釋發明之後，業已明白光暢，精義盡出。在唐末五代那個混亂至極的年代，《中
庸》被帶到思想史的前檯上來，發揮了旋乾轉坤的力量，《中庸》的再發現是中國思想
史上的一大事因緣。有關《中庸》一書的歷史淵源，包括它如何從《禮記》中的一篇蛻
變為《四書》中的形上學代表作， 1一般的哲學史或思想史著作多已有所論述，無庸再
論。
《中庸》這部極具玄思的著作，不但是儒家形上學的經典，它也在後儒成德的實踐
哲學論述，也就是工夫論中扮演極關鍵的角色。如果說儒家形上學的一大特色在於其體
驗性質，也就是其形上學是經由道德實踐的進入而至，這種道德形上學的格局之主要奠
基者無疑是《中庸》
，至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
《中庸》的道德形上學之異於
後世宋明理學者在於它處於形上學思潮的濫觴，其理論和一般常見的形上學前身之神話
有較密切的關係。《中庸》的思想史意義可放在其文本內部解讀，也可放在它如何在神
話思維與道德體驗之間綜合之，轉化之。本文想探討《中庸》的形上學、體驗思想與神
話思維之間的對映關係，但重點放在宗教經驗的體驗哲學之基礎上，解析其學說的體驗
內涵與宇宙生機間的關係，本文也希望指出儒家生生形上學的歷史淵源與一般生機主義
間的差異何在。

一、
《中庸》傳說是子思所著，在 17 世紀初的新儒學運動中，此書扮演了儒家形上學
的典範之角色，按照朱子的構想，它是《四書》最高階段的一部經典。但此書早在六朝
時期，即頗受注意，此書的形上學內涵是很清楚的。
這部影響理學極巨的儒典在結構上卻頗易引起爭議，我們即使不論其具體內容該如
何解析，單單看全書的形式，也知道《中庸》一書由兩部分構成，如果我們採取朱熹的
分節的話，前面第一章與後面二十章後半至三十三章談的是心性形上學的問題，前中間
部分談的是為學工夫等第的倫理學問題，其風格與論點都與《論語》一書相似。這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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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什麼這麼安排，我們不得而知， 2但《中庸》一書的重點顯然落在前者心性形上學
的部分，本文的焦點亦集中於此。
《中庸》一書的內涵，學者耳熟能詳，毋庸多方徵引。為明白起見，筆者直接撮取
其書旨要，茲先列出首章綱領如下：
1、人性直接承自「天」，但人性不只是個人的本質，它也是「天下之大本」。
2、所謂的道之實質內涵即是通暢本性的發展；所謂的教即是依此道修養之謂。
3、學者要真正體認人性，他只有在「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中」之狀態，才可
以體証。
4、學者體得中體，並加以朗現以後，即可「天地位，萬物育」。
二十章後半至三十三章的內容亦可條舉綱目如下：
1、天道是真實無妄之「誠」，人性亦是由此「誠」體貫穿下來。
2、由本體「誠」起工夫（明）的「性」與由工夫（明）復本性（誠）的「教」是
同質的上下迴向。
3、學者入手工夫從慎獨開始，不斷擴充（「致曲」）。
4、學者只要盡了自己本性，他同時即可體盡萬物之性，參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
矣！
5、宇宙全由生生不息的天道所展現，自然與道是一體的兩面。
比較前後半部所說，兩者的重點大體上是重疊的，天人一貫是貫穿《中庸》一書最
強烈的主調，在這樣的主調操控下，《中庸》所著重的人性自然是種超越個體、與絕對
契合的人之本質，而儒家所強調的道德，其面向自然就由社會關係中的人倫實踐轉到道
德自我發展的盡性問題。
《中庸》一書的旨義經過宋明諸大儒的發揮，其內蘊可以說是洗日虞淵，光暢天下。
我們的重點不是放在其間哲學的解析，而是站在體驗哲學的立場，省察它如何指點學者
下工夫，以及在工夫所體現的境界上，《中庸》一書又展現了什麼樣特殊的面貌。
就工夫論而言，《中庸》第一、二章著重的是種逆覺的超越體證，後半部著重的則
是本心的擴充。宋明儒後來強調「主靜」一路工夫的學者有周敦頤、李延平、陳白沙、
江右學派諸儒等人，他們的論點恰好與《中庸》第一、二節所說相合。事實上，由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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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平提倡的「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即緣於《中庸》首章，3而這種工夫在宋明理
學的實踐傳統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其用意不在觀諸種情
緒未升起前的渾然心境（所謂的「在中」模態）
。
《中庸》要求的，乃是希望學者能夠在
收斂反省之中，心靈能有種質的跳躍，它可以由情緒、情感、情欲的逆覺迴流，深之又
深，精之又精，忽然體證天下之「大本」。《中庸》稱此種天下「大本」為「中」，「中」
事實即是「中體」
。它不是心理學的詞彙，而是本體論的概念。只有作為天下大本之中，
才是一切由心性下工夫所欲達成的目的。
「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的工夫亦可稱作「慎獨」的工夫。
《中庸》所說的「慎
獨」似乎兼具下學工夫的戒慎恐懼、嚴加檢束，以及本體之自行提撕、自行戒慎恐懼之
義。如果取下學義，那麼，「慎獨」一詞指的是工夫途中之事，它與佛老收斂心氣的減
損工夫、靜坐工夫、調氣、養氣、數息、止觀等工夫的層次相當。如果此語採勝義的從
本體下工夫之義，那麼，慎獨乃是超越的自我體證。但不管《中庸》的「慎獨」偏向何
途，就經驗化的工夫而言，它無疑地與佛老相通、甚至與一切體證絕對的逆覺工夫相通，
這點是確實無疑的。
《中庸》除了逆覺一途外，它尚有擴充本心一途。「擴充本心」一途乃是儒門孟子
一系的特色，後來陸王一系對此宗風大加發揮，此工夫遂成理學之勝場。《中庸》這種
工夫與孟子所說顯然一致，《中庸》一書不管是否為子思所作，但此書與孟子具有極為
密切的思想血緣關係，這是鐵錚錚的事實。
《中庸》言：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孟子》一書亦有此語。《中庸》與《孟子》同有此語不是偶然的，「誠」的
概念溶入《孟子》與溶入《中庸》，都是首尾呼應，毫無附會之處。兩書使用了相同的
概念，此事雖顯目，但猶是餘事。更重要的，乃是兩書的整體思想真有相通之處，而且
其相通點不是邊際的，而是核心的要義。兩者皆強調人承自天道之人性是與人整體生命
連結在一起的，它是絕對的真實（誠），它具有無比的內在動力。學者只要順著真實的
人性展現不斷擴充，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天人原本
即有潛存的同質關係，但只有學者達到了「化」的地步以後，他的隱藏的本質才可以體
現。擴充本心以至上下與天地同流，這樣的觀點散布在孟子與陸王學派的著作中，其數
量星羅密佈，數不勝數。而《中庸》如果不是最早指引此途的要籍的話，至少它也是主
要奠基者中的一位，而且其影響遠超過其他儒門要籍，惟《孟子》與《易傳》兩書能與
之比肩。
《孟子》姑且不論，底下我們轉到《易傳》。
根據上面所述，《中庸》、《易傳》的工夫論皆有逆覺與擴充兩路，而且這兩路還時
常糾結在一起，無法分開。逆覺與擴充兩途後來成為宋明儒工夫論的兩大宗，但論及工
夫論時，我們不宜忘掉儒門傳統中，
「論」是後起的，它因「工夫」而立。李延平由《中
庸》逆覺一途入手，他論「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時有云：
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持守之久，漸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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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庶幾洒落爾。4
李延平這種描述相當實在，如果不論及對此種經驗的解釋的話，類似的工夫與類似的境
界在佛老及整體冥契傳統中皆可見到。詹姆士說冥契經驗的一種特色為「被動性」，他
述及其義如下：
雖然，人們可以用有意的準備行動，使神祕狀態容易來臨，如集中意識，或做某
種類型的體操，或用神祕主義手冊所規定的其他方法，但是當這特別意識一來到
時，神祕者覺得他自己的意志好像暫停了，事實上，有時好像有個高超的力量攫
拿他，握住他。這一特性使神祕狀態與某些「次起或替換人格」的某些現象有相
似之處。5
詹姆士所說雖然不是他親身體驗之報導，而是他綜合冥契經驗此一複雜現象的解釋。但
這種解釋是合理的，它確實可以突顯相當普遍的一種逆覺工夫。
這種普遍的逆覺工夫在各個大的冥契傳統中皆有具特定稱呼。但不管怎麼稱呼，其
核心意義都是指學者逆反感覺，從各種關係網中遊離出來。芝納將這種工夫叫做「撤離」
（detachment），他說：「所有冥契者都同意：學者如果不從世俗之網脫離，不從生成消
逝歷程脫離，不超乎個體我之上，他的內在生命即無法進展。」 6芝納教授的話有無數
的證詞可作佐證。我們如果從冥契經驗的定義著眼，其實也不難獲得相同的經驗。因為
冥契經驗最大的特色是與萬物合一，「與萬物合一」的前提當然非得先行解消經驗性的
個體我不可。
「逆覺」及它一連串的化身如「損」
、
「減」
、
「遮撥」
、
「無為」
、
「撤離」
、
「解
消」等等，可說是最可靠的超凡入聖、逕入法界的通行證。
「擴充」是另外一種通行證，它是儒門孟子一系的特色，佛老與其他冥契傳統少見。
但《中庸》說形、著、明、動、變、化，其說並非緣於揣測，而依然是建立在可靠的體
驗基礎上。即使「喜怒哀樂未發」這樣的工夫，也可被當作擴充的法門使用。羅近溪有
言：
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
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
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
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7
羅近溪此言承繼陸王而來。孟子陸王一系的心性論既然主張順著本心擴充，即可體契道
妙。因此，學者如果反過來，再將此工夫論還原為具體工夫的話，則學者只要能當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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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及，且有體證基礎的話，則原則上具足動力的本心即可在流行中更彰顯自己的本體。
「擴充」是孟學傳統的一大特色，佛老的冥契主義較少此項色彩。但類似的工夫還
是可在其他傳統裏找出來的，比如底下所述：
汝當意志盈滿，強勁有力，當下即是。神不能淩辱汝志，物不能沮沒汝志。汝意
志圓滿無缺，昂然立於神前。汝勿言「吾將如何」，因「吾將」云云，仍意指未
來之事。若夫「吾意」折至，則係此時此刻之當下。意志所至，無物不成。8
上述語言不是教條規範，而是出自耶教最重要的冥契大師艾克哈特（M. Echart）之口，
其言與孟陸王可說是桴鼓相應。艾氏之言是否特例，不足以成為工夫論傳統呢？事實絕
非如此，奧圖比較東西洋的冥契主義時，曾指出兩者間的一大差異在於耶教的冥契主義
偏重生機（Vital）面，它可以視為「能動冥契主義」（dyramic mysticism）。相形之下，
印度的冥契主義則以內省、寂靜見長。是故，艾克哈特的體道語雖多動能論述，他事實
上也可視為能動冥契主義的代表， 9但這種工夫走向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而是普見於
西洋的各種宗教。筆者當然認為：中國的《中庸》
、
《易傳》更足以代表生機、動態的思
想。

二、
如果《中庸》、《易傳》主張天道性命相貫通，但這種相通不是回向一種絕對獨一、
回不可說的印度式冥契境界；也不是凜然自肅、對越上帝的猶太—基督教型宗教體驗；
而是與造化同流、即動即靜、即多即一的道體流行。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追問：
《中庸》、
《易傳》這種思想怎麼來的？除了孔門的大傳統外，是否我們還可以給它找到先行的源
頭。
「源頭」一詞不管取地理的意義，或取象徵的意義，都是相當的麻煩。連比較可以
實證的長江、黃河之源頭，千百年來都可以爭執不休，何況是自有哲學以來即一直嘶殺
不停的形上學領域！然而，《中庸》、《易傳》既然是種生生哲學，它強調這即在宇宙的
生機流動間展現，我們不妨從「生命」、「人與自然契合」這樣的線索著眼。
天道性命貫通處超越了歷史社會的向度，但只要我們一道及天道性命相貫通，只要
我們加以描述──即使再客觀的描述──詮釋自然就會跟著而來，歷史社會的向度也會
被帶到我們日常的意識中來。事實上，《中庸》
、《易傳》的生生哲學與思想背後的社會
歷史情況之關係，並不難看出。或許我們可以說：事情也許太清楚了，我們反而視而不
見。《中庸》
、《易傳》的作者雖然很難絕對確定為何人，或者其書作者有幾人。但由這
兩書的敘述及它所喜歡用的意象看來，我們知道這兩書作者對農業文明有極強烈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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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許春秋戰國時期許多思想家仍舊生活在農業社會裏，農業文明特有的宇宙機體觀
自然而然即會深烙在他們的意義上。農業收成主要依賴植物生長，植物生長主要依賴天
時地利配合，配合天時地利則端看農民與天地間的自然韻律如何調適。在農業文明長大
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得到下列的觀念：宇宙是有自然律的機體；萬物一體，大家是同一
天地之家族成員；人在某種意識中，很容易感到自己與天地合而為一。最後這點是我們
要談的，而所謂的某種意識，最常見的大概就是祭祀的意識，或者面對天地非常變化時
形成的獨特意識。
據說有位史書上失載的孔子的門生，他決定將一生的歲月獻給孔子傳佈儒家的聖人
之道，其契機是這樣子的：
每當巨雷滾過，閃電劃破長空瞬間，微微向前傾斜的遼闊的原野便從黑夜中浮現
出來，一條大河──也許是濟水支流橫在眼前，河的那邊又是廣袤的、叢林密蓋
的原野。
電火每閃動一下，河對岸的密林中就騰起一股濃煙，像一根黑柱。閃電、黑柱、
閃電、黑柱……光怪陸離，反復不斷，無數根黑柱轟立著。如同在密林上空撒下
一道帘子，在閃電下映照下忽明忽滅。
河那邊發生了天變地動的災難。
我和伙伴們在正房旁邊堆放柴草的小屋避雨，因為雨水漏得厲害，使跑到其他人
避雨的正房去。說是正房，也已經破爛殘損，不過土室很大，雨水潑不過。當我
跑到正房的時候，目睹了一幕異乎尋常的景象。
只見孔子端坐在正房裡，子路、子貢、顏回，還有從衛國跟來的幾個隨從也都正
襟危坐在他的後面。閃電清晰地映照出他們的身姿。我在土室邊上呆呆地看著這
群人異樣的神態。10
這位學生的名字既然不見於文字記錄，因此，其人到底是有是無，我們其實永遠無
法知道。小說家在這裏開了歷史的一個小玩笑──或許他認為文學比歷史更真實──但
他並沒有違背經典的精神。孔子對大自然確實懷有某種的神祕感，對於雷電其感更深。
11
《易經》的名言：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這種話背後反映的正是孔子對大自然
一種深刻難名的敬畏之情。大自然顯然不是物理意義的自然，也不會僅是美學意義的自
然。孔子當然具足了清晰的理智，他也是位美感能力極為豐富的藝術家。但從孔子對雷
雨虔敬的態度；面對逝去流水引發深沉的宇宙情感；面對「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引發道德情感、藝術情感及宗教情感三者融合的悠然嚮往。這些在在都顯示首先指引學
者人人具足道德情感與道德能力的偉大導師，在他情感深處，又同時懷有人的存在—大
10
11

參見井上靖，
《孔子》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
，頁 22-23。
見《論語‧鄉黨》:「迅雷風烈必變」
，參見《論語》
（臺北：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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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三者的神祕繫聯。孔子心中的這種繫聯一定是有的，問題只在我們如何判斷某
程度的差別而已。到底聖人在這點上只是「懷之以相示也」？還是如後所說的，
《中庸》、
《易傳》其實已明白道破，更無餘蘊？筆者認為比較安全的做法，仍是保持一種開放的
態度，兩種答案的可能性應該都是有的。但筆者相信戰國儒家主張：孔子除了講道德主
體性的「仁」之學說外，他還有一種「天人合一」思想的胸懷，甚或是理論傾向，他們
的主張並沒有錯。因為後儒將孔子胸懷情感但未表出的傾向明白說出，並歸因於宗師，
就儒門或一般宗教的規範而言，並不是違法的。
我們追溯《中庸》
、
《易傳》的冥契思想，當然不能跳過孔子的因素。但這兩書的基
調即使放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來說，也不是那麼突兀的。
《中庸》
、
《易傳》皆稱天人合一，
人可贊助天地之化育。這兩書所表達的思想當然該放在兩書的系統下定位，宋明儒在發
潛德幽光方面，無疑貢獻良多。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朱熹詩）
。但是，
我們不妨看看底下這些資料是否為與本文有關的文化因素？它與《中庸》
、
《易傳》是否
有親和性。
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
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12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
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此迎夏之樂也。13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
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以為夏槁，助生阜也。
14

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
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振，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
15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
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16
以上五條資料，第一、二兩條出自《尚書大傳》
，第三條出自《國語、魯語》
，第四條出
自〈楚語〉，第五條出自〈越語〉。再歸納之，前三條資料可能出之代表華夏正統之周、
魯兩地，後二條資料則出自蠻夷之越、楚兩國。
這五條資料的出處不同，但很有趣的，五者不約而同，都強調「人是小周天，宇宙
12
13
14
15
16

《尚書•大傳》（臺北：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卷 3，頁 21。
同上，頁 21-22。
《國語‧魯語上》
（臺北：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頁 13。
《國語‧楚話下》
，頁 4。
《國語‧越話下》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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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周天，大小周天在結構上有種有機的對應關係。」第一、二兩條強調人當配合四時
運行的規律，在服飾、住屋、車輿、度量衡上都與時令的格局配合。能配合，這便是「助」
。
在春天，是「助天生」
；在夏天，是「助天養」
。第三條進一步將場所落實到農業生活上
來，它強調學者象物天地，參贊造化，其作用不止是順應時序的運行而已，它還會加速
萬物的成長，所以說「助宣氣」、「助生草」。第四條則從負面的觀點警告世人，如果沒
有好好祭祀的話，百姓心靈會過度放縱。其結果不只嚴重傷害到百姓本身的生命力，連
帶地，萬物的成長也會受到阻礙。第五條資料頗類似陰陽家言，范蠡想用軍事規律配合
宇宙規律之運行，其語更加明顯，不用我們更費筆墨。
事實上，類似上述的材料散佈於《左傳》
、
《國語》
、
《周禮》等先秦典籍，只是文字
略有不同而已。這些材料這麼普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尚未除魅的農業年代形成
的典籍，自然會烙上強烈的農業文明之印記，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天人一體的強烈色彩。
說到「一體」，我們自然而然地又會注意到農業文明特別喜歡「身體」的類比。農業人
口既然依賴天恩過活，所以他很容易將自己溶進自然的韻律中。因此，山、川、大地都
不是地理學的景觀而已，它們也有種神祕的生機，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大地、水、空氣
這組最基本的自然因素上。
地、水、氣是農業文明的基礎，也是一切生命的根基。在分離式的自我意識尚未充
分建立、人的意識與無意識仍相融合，情、意、智三者仍然匯合流動在一起時，作為一
切生命基礎的地、水、氣也是有生命的，而且是種更大的生命。春秋戰國時期許多與季
節相關的儀式，都透露了一切自然景象與人文秩序皆盈滿生機的意味，其中，籍田可能
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儀式。據說周宣王即位時，想廢除籍田的儀式，大臣虢文公期期以
為不可，他說明其理由如下：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發。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其
滿眚，穀乃不殖。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共齋三日。王乃淳渥饗醴，
乃期，鬱人薦鬯，犧人薦禮，王裸鬯，饗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
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班三之，庶民終于千
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廩于籍
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遍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佈，
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
周宣王不聽這則充滿宗教神祕之美的勸告，結果給國家帶來極大的禍害。籍田是否真的
功效那麼大，我們姑且不管。但依據虢文公所說，我們可以看到籍田儀式是個儀式非常
完整，動員人口極多，其意義也極為豐富的國家大典。

論《中庸》的「參贊天地化育」

首先：春天時，自然整體都復活了，大地開始復甦，它提供了生命的契機。有些資
料顯示：代表生殖的高禖崇拜也是在這個時候舉行，也與大地的生殖力量有關。17
其次：盈滿天地之間的空氣被視為帶來生命的訊息。比較明顯可感的空氣即是風，
春天裏含著生意的風的即是「協風」。空氣再抽象講，即是氣。氣息在兩間流動，農民
認為這正是宇宙由冬眠震醒的徵兆。氣再往原理化方式跨進，它即與代表兩種最基本的
形式、原理、力量之陰陽概念相合。換言之，原本最具強烈情動因素的籍田儀式，一經
原始的史官（「太史」）素樸的解釋以後，已埋下形上思維的種子。
第三：籍田儀式以大地、空氣、時序為主，水的因素比較隱晦。但由伯陽父論山川
包含陰陽之氣的敘述，我們可以理解水的神祕功能。但表現「水為生命根基」以及「水
與地共生關係」此義最明顯的，莫過於《管子‧水地》一篇。此文有言：「地者，萬物
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又說：「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這
些語言無庸再釋，它的意思應該很清楚了。
第四：當地、水、時、氣提供了生命的契機以後，塵世的人們應該配合這種宇宙全
面復甦的局勢，與之協合，甚至在協合的基礎上，推它一把，讓宇宙的生機更加旺盛。
經文稱呼這種「推它一把」為「助」
，
「助」的方式即是宗教儀式。儀式是神人間的契約，
是自然與超自然間的綰結。周王及其臣子全面動員，用儀式歌頌天意以後，整年的農作、
甚至整年的人間秩序都被認為可以獲得如期的保障。
籍田的資料在古書中仍不夠多，但如果我們將視野轉移一下，轉到初期農作文明時
期，人怎麼「贊助」
、
「參贊」自然的韻律，即可進一步瞭解「籍田」及其相關觀念所具
備的共相，且看底下兩則資料所示：
在巴比倫的宗教文獻裡，塔穆茲是伊希塔的年輕的配偶或情人。伊希塔是偉大的
母親女神，是自然生殖力的化身。有關他們彼此關係的神話和宗教儀式的資料既
零散又模糊，不過我們從中還是知道了一些情況：人們相信塔穆茲每年要逝世一
回，從歡樂的世上到陰間，他的女神情婦走遍黃泉，來到塵封門窗的黑牢，到處
尋他。當伊希塔不在人間的時侯，人間的愛情便停息了：人和野獸一樣都忘了養
育子嗣，一切生命都受到滅絕的威脅。同這位女神密切相關的是動物界的性功
能，女神不在，他們就不能進行性行為。於是，偉神伊亞就派人去援救這位眾生
依賴的女神。嚴厲的陰間王后厄瑞息‧祭格爾勉強允許用生命之水在伊希塔身上
噴洒，並讓她同情人塔穆茲一起回轉陽世。他倆回到陽世之後，自然界中的一切
就都復甦了。18
（有關草木之神的儀式）它們原來都是巫術的儀式。目的是促使自然界在春天復

17

18

參見陳夢家，
〈高禖郊杜祖廟通考〉
《清華學報》
，12 卷 3 期（1937 年 7 月)。小林太市郎，
〈高禖考〉
《支
那學》，第 10 卷，1942 年。
參見弗雷澤，《金枝》（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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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人們以為達到這一目的的辦法就是模仿和感應。由於事物的真正起因沒有認
識，原始人以為要造出他的生命所依存的偉大自然現象。他在林間隙地、山嶺峽
谷、荒漠平原，或迎風在海岸演出的小小戲劇，通過秘密的交感或神祕的影響，
能夠立即引起更強有力的演員予以接受並在更大規模上再現出來。他想像通過用
花草枝葉化裝的辦法，可以幫助荒蕪的大地長出青翠的草木來覆蓋自己，通過扮
演冬天的死亡和埋葬，可以趕出陰鬱的季節，為春天的回來鋪平道路。19
這兩條資料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有些荒唐，但荒唐只是表面的，它是我們無意中用常
識與初民的行為對照下顯現出來的噱笑結果。依據布留爾「神祕參與」的原理，初民將
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這並沒有什麼講不通之處。因為如果主客可以互相參差，人因意
識的凝聚所形成的人格之同一性並沒有那麼強的話，自然與人文的界限也就不會那麼明
顯。既然人的意志可以改變你我間一些事物，為什麼我們不能順勢改變自然的一些節
奏。或許連改變都不能算，因為心理法則與物理法則之分是無意義的。這兩條資料皆引
自弗雷澤的《金枝》一書，前一條資料泛論歐洲各地的樹神等信仰，後一條資料處理死
亡復活之神話。季節之神雖名稱不同，世人或言其名為阿多尼斯，或言阿蒂斯，或言奧
錫利斯，但這些不同的名稱代表的都是冬盡春來，宇宙復甦的訊息。筆者相信：在依賴
自然韻律生活的初期農業時代，人最容易產生與自然合一的深沉情感。西洋如此，西亞
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的諸子百家雖然皆紮根於同一塊大地，但戰國儒者卻特別從
農業民族的原始洞見中，體得宇宙生生不息之訊息。他們經過一連串的消化，含英咀華
後，最後提出一套更嚴謹的體系。影響模糊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庸》
、
《易傳》生機哲
學與農業民族自然生命一體信仰間的繫聯。但我們也看到前者已引進了新的解釋因素，
這是種新的精神向度。孔子後學仍然回應農業民族與自然韻律同舞的呼喚，但他們提供
了更新、更好的答案。

三、
在呼出以前，我們不妨迂迴前進，回過頭來再思考《中庸》裏重要的觀念「參贊天
地之化育」
、
「與天地參」
。如果我們以宋明儒嚴格定義的道德形上學為準，那麼，
「參贊」
一詞其實不太恰當，它不止多餘，甚至可能誤導！學者超然會太極時，世界的本來面目
如如呈現，何參贊之有！20然而，我們前面引文不是也說「明宣氣也」或「明生阜也」
或「助時也」嗎？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確定的說：後者這種「助」才是真正的「助」
。
「真
正」的「助」是更原始的「助」
，也是儀式意義上的「助」
。
《中庸》的「參贊」
、
「贊助」
是借來的，它的立場其實在彼不在此。祇因《中庸》作者生長在農業宗教文化的氛圍當
中，所以當他想到人與天的關係時，很自然的就採用了農業文明生殖神話儀式的語彙。
19
20

前揭書，頁 470。
程顥即言，「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遠，後天而奉
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
《二程集》
，頁 133）程顥類似的語言很多。從
他一本論的哲學觀點來看，「參贊」
、「合」等語彙當然是多餘的，甚至於是不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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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雖然不同了，但結構上的置換關係還是看得出來的。我們如果說農業文明生殖神話
儀式──尤其是籍田儀式──成為後來儒家生機哲學具體而微的「原型」，此說恐亦不
為過。
我們千辛萬苦，強將奠定儒家道德形上學的《中庸》
、
《易傳》與早期的神話儀式兩
相比配，我們的重點不在於倒退式的硬湊，而是希望看出兩者相承及蛻變的軌道。我們
指出兩者一脈相承，其目的正是要導向下面這個關鍵的問題：《中庸》
、《易傳》是怎麼
從傳統文化的母胎走出來的？從儀式的天人合一到《中庸》
、
《易傳》的道即造化流行的
天人同一，其間的演變歷程為何？
張灝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張先生在〈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一文中，指出戰國儒家的天人思想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天人合一的內在超越類型，《大
學》
、
《中庸》可視為典型的代表；一種是出自《王制》
、
《月令》
、
《明堂》的「天人相應」
類型。天人相應的思想源自古老的宗教神話傳統，內在超越型天人合一的思想卻是軸心
時代的思想創新與精神躍進。這兩種天人思想在儒家傳統中一直並存發展，它們也各自
發揮了不同的影響。大致說來，《中庸》、《大學》所代表的內在超越型思想給儒者帶來
新的內在之道德資源，此資源強調道德權威人人自足，成聖成賢，當下即是。學者不必
依賴外在的政治社會來源，即可與終極意義的天相通。相對之下，天人相應型的思想雖
然也可以提供一些有限的批判意識，但基本上它是保守的，它是在「人世秩序是神聖不
可犯」此前提下的微弱抗議。21
張灝先生的觀察很值得思索，他舉的這兩種天人相合的類型確實是存在的。我們上
一節所舉的農業文明之生殖神話儀式，代表的也是天人相合的精神，它顯然和張灝先生
所舉的《月令》
、
《王制》等篇的「天人相應」思想同一範疇。張先生對這兩種思想價值
層次的分別，筆者也同意足備一說。然而，筆者認為：我們除了強調這兩者的差異外，
不妨也從精神的發展著眼，觀看這兩者之間的發展關係。
農業文明帶來的「萬物一體」之心態可以從各種方面立論，22但筆者的重點將置放
在主體的面上。回到問題點的神話上來，神話是有雙重的面貌的，它一方面有概念的構
造，另一方面又有知覺的構造。神話並不缺乏認知的因素，但神話這些認知因素僅能崁
鑲在一種極具流動性的知覺模式上面，卡西勒說道：
神話世界，可說比我們的事物與性質、實體與偶然的理論世界，在一個遠更流動
波盪多多的階段狀態之上。為了要把捉和描述這個分別，我們乃可以說，神話最
初所看到的，不是客觀的性格而是觀相的性格。
「自然」
，在它的經驗的和科學的
意義之下，可以界定為「被一般法則所決定的事物存在。」這樣一個自然對神話
而言，是不存在的。神話世界乃是一個戲劇世界，一個行動、力量、與爭鬥的權
力的世界。在自然的每一個現象中，神話看到了這些力量的碰擊。神話知覺永遠
21
22

參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時報圖書公司，1989）
，頁 33-56。
參見 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1957,pp.124-143,pp.16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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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了這些情感的性質。23
「觀相的性格」相應於「客觀的性格」。對所謂的「客觀的性格之自然」之反動，可說
是 20 世紀思想家的一大特色。懷德海、海德格、詹姆士等人皆有此種想法。卡西勒本
人的哲學重心不在此處，但他談及「神話思維」時，其實背後與之對照的因素還是科學
的抽象思維。他雖然無意過度強調理智思維扼殺自然真相的弊病，但當他強調「觀相的
性格」
、
「浮動波盪的狀態」時，他其實也突顯了神話思維呈現出一種「未被決定」的面
相。未被決定，因此也就未被減化。
神話儀式領域所以是未被決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理智的範疇規定，更
根本的講，它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上。卡西勒承繼上面的話語，繼續發揮道：
神話的真正基礎，不是一個思想的基礎，而是一個感覺的基礎。神話和原始宗教
決不是完全不連貫的，它們並不缺少常識或者理性。但是它們的連貫更依靠於感
覺的統一性，而不是依賴邏輯規則。這統一性是初民思想的一個最強烈也最深達
的衝動…它的生命觀是一個綜和的觀點，而不是一個分解的觀點。生命不被分為
類和次類，它被感受為一個不斷的連續的全體，不容許任何清楚明晰和截然的分
別。不同領域之間的限制並不是不能超越的障礙；它們是流動的和波盪的。不同
生命領域之間並沒有種類的區別。沒有任何事物具有一定的、不變的和固定的形
狀。由一種突然的變形，一切事物可能轉化為一切事物。24
一切事物皆可轉化為另外的一切事物，這就是變形，而變形法則正是神話世界最突顯的
法則。既然一切都能變，這表示理智在比無能為力。而既然一切事物都能變成另外的一
切事物，這表示神話的世界觀既不是理論的，也不是實用的，而是交感的。交感的極致
就是只有變化，沒有死亡。卡西勒論道：
所有這些差別，為一種更強烈的感覺所抹去了：一種基本的不能塗抹的生命的休
感相關的深信，溝通了它的各個單一形式的多端和雜多的情形。在自然的等級
中，他並不歸與他自己以一個獨一的特權的地位。所有各種形式的生命的血族相
連，似乎是神話思想的一個一般假定。25
卡西勒認為神話的基礎是感覺，而且是一種極為強烈的感覺，它不能容許任何的區
別，更不能容許「死亡」的概念。然而，到底原始人具有什麼樣的情感或感覺，為什麼
它可以強烈到使人不顧一切區別，甚至連死亡都要否認呢？26卡西勒在這個問題上停住
了，他不相信布魯爾的「神祕參與說」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布魯爾認為初民有
種特殊的邏輯思維，這種想法一再受到抨擊。我們確實沒有理由主張初民的思維方式和
我們不同，好像他們是另外一種物種似的。他們的思維似乎可以不受同一律、矛盾律的
23
24
25
26

卡西勒著，劉述先譯，《論人》
，（臺中：東海大學，1959）
，頁 88-89。
同上，頁 93。
同上，頁 94。
假如我們聯想到佛洛依德的死亡衝動的假說，那麼，初民之無視於死亡就更顯得特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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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他們隨時認同一切，主客互滲互入；我們則依邏輯思維，我們看到的物象個個分
明，人格的同一性也甚為確切。事實絕非如此，初民的頭腦構造和我們不會有什麼出入，
這事已經沒什麼好講了，很少人會把這個當成一個學術問題。布魯爾自己丟出這麼一個
燙手的山竽以後，似乎也覺得麻煩得很，許多討論到「神祕參與」這個觀念的文章都說
布魯爾後來就不用這個概念了。
布魯爾與他著名的「神祕參與」假說此一祕密情人是否一刀兩斷，這個問題與本文
無關，我們此處姑且不論。27我們所以提到這件事，乃因榮格後來卻借用了這個概念，
而且大用特用。他認為初民的心態表現出來的正是此事。他和布魯爾不同之處，在於他
不把「神祕參與」當成一種特殊的、與邏輯三律相對立的思維法則，而是當作一種「構
成的」現象。榮格或許同意卡西勒「神話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假說，但他會認為這樣
的假說仍不夠明確。我們也可以設想：一般的情感怎麼會驅使我們泯絕一切分別呢！榮
格認為這需要更進一步解釋，他由此引進「集體無意識」的概念出來。
「無意識」一詞是典型的精神分析學的語彙，榮格將「無意識」分成「個人無意識」
與「集體無意識」兩種，個人無意識是私人性質的，它的內涵是意結（complex）
；集體
無意識是集體的，它的內涵是原型。更確實的說，「原型」並不是內涵，而是集體無意
識表現的「形式」。榮格思想中的神話概念其實即是原型，亦即為集體無意識形式的展
現。以上所說，大家耳熟能詳。本文的重點不在此處，而在榮格指出初民與現代人，尤
其與現代歐美人士有段非常大的距離。現代人的意識非常發達，尤其意識中的理智機能
更發達到連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地步。相反的，初民的心靈主要是由無意識決定的，無意
識最大的特性是它表現出一種神祕的參與，此時，「無意識投射到客體，客體也內射到
主體中去，亦即心理化了。於是人們認為：植物和動物也像人一樣行動，人同時是他們
自己也是動物，世上萬物都與鬼神生活在一起。」28榮格這種想法很值得體玩，他對布
魯爾「神祕參與」的觀念讚美有加，認為這個概念簡直是天才的創造，它一舉揭發了原
始民族意識構造的祕密。卡西勒認為初民所以有「萬物一體」的概念，乃因強烈的情感
所致。情感太強了，因此，不能容許其間有分析的觀點，萬物不能不溶為一體。但太強
的情感到底有什麼特色？為什麼情到深處無彼此，卡西勒語焉不詳。榮格針對此現象，
札下頂頭一針，他說強烈的情感即是集體無意識，其內涵乃是神祕參與。
初民的心靈帶有異乎尋常的強烈情感，這是許多學者多已注意到的事，奧圖《神聖
的概念》一書所言，即為典型的代表。榮格對初民心靈的解釋，可以說是繼承了奧圖的
洞見。29這些解釋的用語或許有些出入，但它們都蘊含：初民的心態有種「走出自己」
27

28
29

根據布魯爾晚年的筆記，他基本上沒有放棄「神祕參與」的觀點，很可能還思考的更周密。他放棄的
乃是「前邏輯的」
（prelogical）概念或「參與律為一種律則」這樣的想法。關於他晚年對原始心性的省
思參見 Lucien Lévy-Bruhl, The Notebooks on Primitive Mentality, Preface (M. Leonhard), xi-xxiv, New York,
1978.
參見榮格、衛禮賢譯著，通山譯，《金華養生秘旨》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頁 115。
榮格和奧圖的思想背景自然相差甚遠，但榮格強調宗教心靈是非理性的，它極強烈，極神秘，這點事
實上與奧圖對「奧秘」
（numinous）的分析相當接近。榮格甚至將宗教定義為「一種體驗奧秘後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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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asy）的傾向，換言之，也就是人格的同一性（identity）不強。因此，初民的無意
識內涵才可以投射到外在的對象上去，而外界的自然與超自然物也才會內斂而意識化。
榮格甚至進一步肯定無意識內在的力量帶有人格化的決定因素，它很容易投射為獨立存
在的鬼神。總而言之，初民所以能夠與萬物合一，乃因他們的「人格」不強。當時能作
為自我（self）的主宰的，是無意識，而不是意識。
準上所說，
《中庸》
、
《易傳》
「天人合一」與早期農業文明的「天人符應」之差距何
在，已可說呼之欲出。
《中庸》
、
《易傳》是繼承孔、孟思想的發展而來的。孔子的「仁」
之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無與倫比的重大意義，因為「仁」揭露了人的道德主體性。
這種道德主體一方面肯定了人人皆具憤悱剛健的道德情感，但道德情感又是在社會脈絡
中與社會規範相互滲透，才能茁壯成長的。孟子與荀子，恰好分別繼承了「仁」思想中
的道德情感面與社會規範面。「仁」思想出現以後，一切的道德行為都意識化了，不再
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但這種意識化的道德因為是學者與社會互動、帶有豐富文化積澱的
心靈自我反思後產生的，因此，它具有具體而微的架構性向度，而不是脫離社會化的純
粹的心理活動。
和初民的心靈相比之下，孔子所提的道德意識是將自我的重心往上提升，升至自覺
意識豁然開朗的程度。但和近代西方理智片面發展的情況相對之下，孔子所說的道德意
識又沒有走得那麼遠，也不可能走到那麼抽象的路途上去。它的位置毋寧近於意識與無
意識之間。後來孟子往仁的精神更深一層探究的結果，則是人格高度發展後的天人合
一。天人合一時，人的主體性當然暫時消失了，但我們不宜忘掉：孟子是先秦諸子中最
強調人格同一性，也最清楚劃分敵我彼此的關係的思想家。他講「上下與天地同流」，
但這種與天地同流的精神卻是從強烈流行的四端意識發展出來的。漢儒講天人之際，假
如我們逐句認字的話，我們不妨說：先秦儒家重要的立場既不是畸於人而倚於天，也不
是畸於天而倚於人，它毋寧在兩者之「際」。
《中庸》
、
《易傳》的「天人合一」與《孟子》一書所顯現的盡心知性知天的氣象自
然有所不同，但這兩者之間不是斷層的，而是一種調適而上遂的發展。前者之於後者，
就像黑格爾精神概念的後一概念之於前一概念。後者並沒有毀滅前者，它是將前者消而
化之，納為己有。《中庸》、《易傳》談天人合一時，總是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唯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性」是個體性原理，
《中庸》
、
《易傳》主張超越的境界事實上
已含在人性的構造當中，所以人解消了經驗性格的同一性後，很弔詭的，他卻同時完成
了真正自我的同一性。原本有所欠缺的人性，至此才得以完成，「人」真正的成為一個
人，「我」現實的體現了我的本質。
就《中庸》
、
《易傳》的文本來看，我們也可見到這種原始天人相應說進展到道德意
識昇華的天人合一之歷程。我們前文引用《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云云，已
指出引文中的孔子形象帶有初期農業宗教文明的巫師跡象，其實《中庸》書中夾有早期
心態」，參見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Princeton,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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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神話甚至巫術色彩的文字，絕不止一處兩處。「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第十六章）這樣的鬼神是什麼呢？難道它真只是程子所說的「天地的功用」，或朱熹
所說的「二氣之良能」嗎？能夠成為「天下之人，齊明盛服」額手膜拜對象的東西，有
可能是哲學化的原理嗎？30事實很明顯，
《中庸》這裏反映的是農業文明祭典的概念。鬼
神世界和人的世界一方面當然有所不同，它們是差序格局下的兩層；但另一方面，它們
又是一體的。生則為人，死則為鬼。模態不同，「存在」的連續性卻依然一如往舊。這
裏的「鬼神」只能是靈的存在，它的個體性是去不掉的。依據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
檢證底下引文的論點：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
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廿四章）
這樣的「至誠」，說的是怎麼回事呢？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有極強的感應能力。孤
立來看，這樣的聖人與其說像拱手垂治的堯舜，還不如說像後世神祕化的嚴君平、郭璞
或管珞。他的意象與其說來自儒家道德化的聖者，倒不如說來自原始宗教的祭司或貞卜
人員。而中國貞卜概念背後預設的感應概念，其特色正是萬物有機的連在一起，沒有本
體論甚或認識論上的斷層。
但同樣在《中庸》這本書內，聖人的巫術性格被轉化了，他的性質奠定在一種更具
內省性、更具人格性的基磐上。朱熹將鬼神視為二氣之良能，其解於《中庸》無據。但
鬼神的地位在《中庸》一書裏遠不能和生殖神話祭典裏的角色相比，這卻是很清楚的。
《中庸》顯然承認一種與生人位格相續的超自然之鬼神仍是存在的，但它應該隸屬儒家
倫理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十九章所說的：「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鬼神隸屬於倫理秩序，不是倫理秩序隸屬於鬼神。而倫理秩序
在《中庸》體系中，卻只是生生不息之道在人世間的展現而已。
「至誠」的聖人之先知性格亦然。《中庸》雖然承認並接受聖人具有類似超自覺的
特，殊能力（所謂的 ESP）
，但誠如前儒指出的，這樣的超自然能力其實也是很自然的，
因為「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
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31《中庸》的形上學戛戛獨造，於儒學
傳統中別開生面。但特殊中有共相，比如它也接受了當時普為國人共用的氣化宇宙的概
念，只是它沒有因此形成氣化宇宙論的思想體系而已。相反的，它因循著心性論的軌道，
再吸收農業文明機體宇宙的原始洞見。
《中庸》的聖人體大，用大，相大，
「前知」只是
其全體大用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中庸》講「誠」
，人要「成己」
，又要「成物」
。換言之，
人是要在「成就人格」的基礎上，再充分證成終極的實在。《中庸》讚美聖人及他所體

30
31

程朱學者對此處「鬼神」比較詳細的解釋，參見趙順孫纂錄，
《四書纂疏‧中庸纂疏》
，前揭書，頁 76-82。
《中庸纂疏》
，前揭書，
〈或問〉引呂氏之說，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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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二十七章）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二十六
章）聖人是人倫之至，他的性格帶有濃厚的社會性，他事實上是理想的社會規範之體現。
因此，他得以在潛藏的自我與異己的社會規範之互動中建立起他的人格。但他的人格中
又有與道同一的超越性臍帶，聖人在這微乎危乎的臍帶上點燃起明徹宇宙的火花。他只
要生生不息，道德日新，原則上即可進入「悠久無疆」之境。
《中庸》無疑地繼承了原始農業文明天地一體的洞見，接受宇宙是個大生命。但它
將這樣的洞見奠定在一種新的人格向度上，人格的確定（主要由社會化倫理化建構而成）
與深化（主要環繞「盡性」此命題所展開的一連串新的人性論論述）提供了，至少是強
化了宇宙生生不息、大家同是一家人的信念。
《中庸》這種大生命的同胞之感（weness）
之演變過程，我們在《易傳》一書中也可見到。

四、
我們前面分別從宗教心理學及宗教史的角度，探討《中庸》
、
《易傳》的生生思想是
怎麼形成的。從前者的立場出發，我們發現《中庸》
、
《易傳》兩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
曰生」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這類的命題，其實是奠
定在轉化意識、契證道體的基礎上的。《中庸》
、《易傳》這種體驗哲學的涵義有二。首
先就工夫論而言，它們強調「復其見天地之心」
、
「喜怒哀樂之未發」等逆覺的工夫，這
種「逆」（遮撥）的工夫是普遍的，幾乎所有各大宗教的冥契主義都主張這種轉化人身
生理心理向度，以求銷盡俗質，靈光獨耀。其次，就他們提出的「宇宙是個永恆創造、
生生不息的大生命」這種命題來說，我們也可以從許多冥契報導上見出。所謂的「自然
之流冥契主義、尤喜暢論此義。既然工夫與境界都有相當的普遍性，因此，我們不能不
說《中庸》
、
《易傳》兩書雖蔚為儒家心性形上學之大宗，但它們的理論有紮根在前個體
化、前社會意識化的普遍人性基礎上的因素，它們的主張也是向所有人開放的，而不只
是信奉儒家心性之學的學者才能與之面相對。
但從宗教史的角度看來，《中庸》、《易傳》這種生生哲學卻又紮根在農業文明初啟
的黝黑大地上。
《中庸》
、
《易傳》的渥華蕪葉、扶疏枝幹，如果脫離農業生殖神話儀式，
即不免迅速淍萎。《中庸》、《易傳》之進於初期農業文明的原始心性者，不在它們征服
了後者，而在它們轉化了後者。它們吸收了後者天地為一同質的有機體的概念，它們也
消納了後者提出人當與天地協合並參與自然韻律運轉的素樸要求。但《中庸》、《易傳》
在原始大地的基礎上往前一躍，躍得幅度太大了。它們與農業文明的原始心性雖仍有繫
聯，但它們展開的無疑地是種新的精神向度。它們沒有排斥原始心性中巫術、儀式的性
質，但它們卻從巫術、儀式運作背後的感應（感通）、參贊原則汲取精華，提出了「盡
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與天地參」
、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的命題。此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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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問題也是宇宙的問題，宇宙的問題也是人文的問題。在流動不已、錯綜複雜甚至矛
盾衝突的現象背後，一切的一切其實都還有一種本質的繫聯，不，或許該說本質的同一。
在這種本質的同一上面，感應法則與參贊法則還是可以運作，它們被保留了下來，但它
們的巫術色彩逐漸被轉化成人文化成的禮樂觀念，或轉化成「大家都是宇宙大家庭的成
員」之一體的信念。
我們從宗教心理學及宗教史學探討《中庸》
、
《易傳》生生思想形成的過程，一方面
使得我們可以從另外的角度定位儒家心性形上學的大本大宗，但一方面卻又給我們帶來
極麻煩的理論難題。筆者這裏所說的理論難題，在於冥契經驗是否可能超越語言、文化
的拘囿，具有普遍的面相。認為可以的人自然可以言之成理，因為有那麼多不同種族，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人，卻報導了大體類似的經驗，如果我們
不承認有超越一切經驗性因素以上的人類共同體驗的話，這種現象是很難說得通的。最
多，我們可以在這共同的基磐上，加上一些限制，或加以簡要的次級分類，以顯出大同
中的小異。32但主張不能脫離語言、社會、文化背景的人也有有一套強而有力的說辭。
他們主張根本沒有脫離語言以外的實在，也沒有脫離文化建構以外的現成世界（given
world），「實在」當在語言、文化、社會的脈絡中定其質性。依據後面這種脈絡論者的
解釋，「冥契經驗本身」與「冥契經驗論述」是無法分開的，「冥契經驗法門（工夫）」
與「冥契經驗境界」也是分不開的。而任何的論述與任何的法門都不可能中性無記，它
一定帶有詮釋的成分。33
我們採取宗教心理學與宗教史學的進路，分別解釋《中庸》、《易傳》的生生思想，
其實是有些危險的。我們很容易跳進普遍論者與脈絡論者的爭執泥沼，無法自拔。連帶
地，對《中庸》與《易傳》思想的定位也可能跟著搖擺不定。但筆者處理這個問題時，
原先無意跳進這個長期爭執的一般性問題，筆者只是希望在自己理解的儒家心性形上學
的基礎上，儘量讓文獻自行攤展其內部的意義。我們從宗教心理學及宗教史學的角度，
居然不約而同，都能找到生生哲學的依據，這事真是巧合。站在儒家的立場，筆者當然
認為《中庸》
、
《易傳》的生生哲學其實是種特殊的心靈經驗，這種特殊的心靈經驗是紮
根在人類超越的、非個體性的人性向度上的。任何人只要觸及了這塊神聖的領土，他即
可能會發現宇宙是神聖的，其中有生機的流動，但動而無動，永無停歇。但當《中庸》、
《易傳》作者想將這些體驗所得筆之於書，自鑄系統時，他發現他的體驗所得與農業文
明初期先民的原始心態有些類似之處，所以除了儒家孔子的傳統外，他自然而然的就借
用了先行的文化之既成構造以解釋之。換言之，筆者認為從宗教心理學與宗教史學考察
所得的結論，原本是兩個不同意義的命題。宗教心理學使用的是心性形上學的語彙，宗
教史學所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但這兩種不同概念所指涉的對象確實有重疊之處，
所指涉者之性質確實也有極相似之點。因此，《中庸》、《易傳》作者自然而然就綜合了
兩種不同領域的問題為一，並使得心靈、社會、自然及超越的向度合而為一，形成儒家
32
33

參見 W. T. Stace, Mysticism and Philosophy, Chapter 1, London, 1961.
參見 S. T. Katz, “Language, Epistemology, and Mysticism”, in S. T. Katz (ed.), Mysticism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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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奇葩。
《中庸》
、
《易傳》的生生思想來源可追溯到心靈的特殊體驗，也可追溯到農作文明
根源的洞見，兩者自然結合在一起，其他文化中，是否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子，比如說：
是否可在農業民族的冥契者身上聽到類以的迴響，筆者不能確認。筆者能確認的是：
《中
庸》
、
《易傳》這種生生思想結合了心靈與自然的因素，它奇妙的結合了孔孟以下道德意
識的傳統、心靈深處人天交會的向度以及初民直覺出來的感性之有機自然之呈現。《中
庸》與《易傳》作者不可能接受道德與存在可以斷層，也不能接受價值可以從綿延一片
的生機流行中抽離出來。從康得哲學的觀點著眼，《中庸》
、《易傳》的命題也許是不合
法的，它犯了越界的謬誤。34但從《中庸》、《易傳》的基本設準來看，它們沒有理由接
受一種嚴苛的、法官式的道德世界觀。它們認為讓道德帶有生機的潤澤有何不可？或許
還不是有何不可，而是實相本係如此。心性／自然、神／氣、道／器之劃分在經驗界固
然不可免，而且言之成理。但就圓融的證成境界、或就始源的本體論觀點而言，兩者的
本體論絕裂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中庸》
、
《易傳》的生生哲學顯然與宗教哲學中的泛神論接近。事實上，把「泛神
論」或「神祕主義」當成一個貶辭，並且用這種貶辭形容《中庸》
、
《易傳》思想的學者，
35
我們不是見不到。 本文不想比較兩者間的異同，筆者也沒有這個能力。但對這個還算
常見、如果站在學術的立場立論，也足以成一說的比較理論，筆者只想指出一點，此即：
兩者背後的文化詮釋還是不一樣。「泛神論」大體還是有神論宗教下的一支──雖然它
常被視為異端。
「泛神論」的特色與理論難題都離不開神學的範圍。但《中庸》
、
《易傳》
只能放在儒家心性形上學的脈絡下定位。在反對一種超絕的終極實在觀、反對自然內部
沒有自足的價值、反對人自身沒有和道（或上帝）匯合的管道等等，《中庸》、《易傳》
或許可以和泛神論結盟。但《中庸》
、
《易傳》特別強調天道與人性之徹底相通、文化的
展現（
《中庸》
、
《易傳》所謂的「事業」）亦即是道的展現、人性內部的韻律與自然的韻
律（如神、氣、幾等概念）合掌同拍等等，這些特點恐怕是比較突出的。36儒家的生生
哲學一直貫穿在人性、文化與自然領域，上下縈迴，返復相應，中間沒有隔闔。這種方
向可以說是由《中庸》、《易傳》正式確立起來的。
《中庸》
、《易傳》的生生哲學可以往歷史的向度返溯，也可以往體驗的向度立論，
筆者認為它的主要根源恐怕還是來自心性論的傳統，儒家的心性論一向具有體驗與理論
的雙重構造，就體驗的構造而言，學者只有親身證體，才能深入義理骨髓；就理論的構
造而言，學者又必須將體驗翻譯為文字論述。在翻譯的過程中，學者如何恰如其分的定
位這種體驗，或如何整編體驗與既存的儒家價值體系，這絕不是件容易的工程。
《中庸》
、
《易傳》的作者認為以往天人符應的一些概念沒有理由不能歸入禮樂的範疇，或是重新

34
35

36

參見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1）
，卷 2，頁 45-104。
參見任繼愈，
《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頁 199-208；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
京：人民出版社）
，頁 360-378。
唐君毅先生亦曾簡要的比較《易傳》與泛神論間的異同，參見前揭書，頁 7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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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安排在新的理論基礎上省思。但歷史的演進不是直線的，《中庸》、《易傳》好不
容易才開發出來的新的生生哲學，到了漢儒手中，卻給忘掉了。漢儒重視的，反而是兩
書中來自農業文明生殖神話祭典的天人符應成分。更恰當的說法是：漢儒也沒有忘掉宇
宙是個有機的生命體，天人是彼此繫聯在一起的。然而，漢儒不識思孟，他們看不出心
性主體與生機流行的風光到底會有什麼繫聯！他們把繼承過來的生生思想又推回到孔
孟曾思以前的模態，所謂陰陽五行、天人符應這套東西，拆開來看，其實就是種祭典巫
術的文字模本。我們不好說《中庸》
、
《易傳》對漢儒的影響都是壞的，但至少漢儒「買
櫝還珠」，這樣的譏評大概是逃不了的。從兩漢到北宋，《中庸》、《易傳》的解人極少，
但公平的說，它們比起儒家其他經典，還是受到重視的。37只可惜它們受到重視的成分，
往往不是它們思想體系中的精華。這種情況一直要到北宋周張二程出來以後，才有革命
性的轉變。
北宋周張二程的興起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個異數，他們的思想當然不是憑空生起
的，我們也許可以將它們溯源到宋初三先生；甚至可溯源到唐中葉後的韓李；也許我們
還可以往佛老的側面尋求祕道旁響。但這總總的因素加起來，還是很難平息我們面對周
張二程思想所引發的驚歎之感。在平靜的十世紀，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幾乎同步
發現《中庸》與《易傳》的價值，他們不約而同的讚美：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
書‧誠上》）。他們所謂的性命之源指的不僅是人類的生命來源，而是一切生命的根據。
北宋諸儒不斷的歌詠生命，他們的歌詠不是出自情緒的宣洩，而是《中庸》
、
《易傳》開
啟的坦然大道合法的確立了此義。也許他們發現這隱藏千年的寶藏，心情太興奮了，所
以除了在他們的著作中不斷宣揚「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這些命題外，他們個人的生活也
和他們的哲學信念完完全全的結合起來了。據說在風和日麗的午天，周敦頓會陶醉於窗
前的一庭幽綠；張載則喜歡在空闊的野外傾聽驢子的叫聲；38同時間，程顥也面對池塘
的小魚出遊，內心自感無名的愉悅。39這些小品逸事反映的都是生之愉悅，這些愉悅的
生命絪縕交感，演成一組與天地同和之大樂。我們如果殺風景的將這些詩意文字化作理
論命題，那麼，它就是引人遐思的「觀天地生物之氣象」了。
北宋這幾位善於歌詠宇宙生機的大學者都是儒門龍象，他們堅苦卓絕，以極大的毅
力接上了幾已成灰的統緒，《中庸》、《易傳》的作者孤獨了千年之後，終於找到了真正
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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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在國史上大概從來沒有冷門過。《中庸》一書早從六朝起，即曾脫離《禮記》，單獨刊行，可
見這兩書即使在儒門淡薄的歲月，仍可發出明光，吸引學者的注意。
《周敦頤集‧遺事》
：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北京：中華書店，1990）
，卷 3，頁 76。
《宋元學案‧明道學案》
（臺北：廣文書局，1971）
，卷 1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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