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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之哲學史及其倫理學的 
先驗說明之探究 

 
 陳士誠 

 
摘 要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核心之一；探求其哲學史根源，以及其倫理學證成方

式，以顯其學之規模，即本文之兩個目的。所謂根源，非泛指心學傳統中分

析出一種模糊的觀念性連結，而是在確定文本中藉倫理學詮釋尋得文獻根

據，以證此知行合一在經典承傳中之一脈相承處。此相承處即是《孟子．離

婁上》中所揭示者：知之，即行之，此表示知行間的分析關係，在其中，知，

乃智之實：知仁義，即固守仁義；因而，所謂知，即行其所知之遵守義。陽

明謂是非心之知，其文本根據即可溯源至此，非如勞思光謂兩者只在詞源上

有關而已。這是本文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乃是藉倫理學證成此知行合一

之說。勞思光視「行」為發動義，把「行」一詞之意涵，從常識，提昇到心

學與語言哲學位階，但若謂去證成知行合一在倫理學上的必然性，也即，知

行何故非合一不可，這問題還需尋求更根本的說明。依本文，這乃基於一相

關於使心學所蘊含之倫理學概念成為可能之先驗分析工作，也即，知行合一

乃在人之主體同一性中成立，而這同一性則乃是使倫理規範與究責概念成為

可能之先在性條件，從而即揭示知行合一之必然性基礎。在這同一性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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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在倫理上的屬己性被證立，從而倫理規範與究責之可能性才能被證成。

因為，只有在知與行皆屬我的，我才能承認倫理規範之有效性及其可究責

性，從而構成一藉主體之自我關係的形式性論證。 

關鍵詞：知－行、規範－究責、意識之統一、屬己性、先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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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and Its Transcendental 

Explanation Based on Ethics 
 

Shih-Chen Chen 
 

Abstract 

The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rns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elucidate 

Wang’s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1.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is doctrine. 

2. The justification of its ethical theory. Regard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origin”, I will show the philosophical inheritance between Wang’s doctrine 

and classical texts by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textual evidence, instead of 

examining the linkage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l ideas in the School of mind. 

The common ground is revealed in Book 4A of Mencius, of which has been 

stated clearly that to know is to 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acting is analytic. Since knowing is the richest content of wisdom, and 

genuine knowing is the observance of action, the knowing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s also the observance of such values. Such Mencius’ idea 

serves not only the lexical origin as suggested by Lao Sze-kwang, but also as 

the textual ground of Wa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ing function of the 

mind of discerning right and wrong.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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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y the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by ethical 

interpretation. Lao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ctivity in the concept of 

“acting”, and transforms the meaning of “acting” from common sense to the 

level of school of mind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vertheless, if the 

ethical necessity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has to be justified, i.e. 

the reason why knowing necessarily entail acting, a further explanation is 

needed. In this paper, ideas in School of mind will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ethical concepts in order to achieve a transcendental analysis.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is possible in subjective identity, which is the a priori 

condition to make the concept of an ethical norm and imputation possible. 

The ethical necessity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can thus be 

revealed. In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the ethical “ownness” of knowing and 

acting is justified, and an ethical nor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mputation can 

also be possible. Since knowing and acting belong to one’s own self, the 

ethical norm and its imputation is then valid. This is a formal argument 

constituted by the self-relation of one’s subjectivity. 

Keywords: knowing-its action, norm-imputation, unity of consciousness, 
ownness, transcendental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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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之哲學史及其倫理學的 
先驗說明之探究 

 
陳士誠 

壹、前言 

本文兩個目的，即探求陽明知行合一之哲學史根源，以及其基於倫

理學的先驗說明方式，已在摘要中有基本說明。以下藉前言嘗試說明其

中一些問題線索。陽明之知，勞思光理解為良知，但卻暗指陽明只在詞

源上與孟子有連繫，但其內容卻由陽明本人所決定；他把孟子之是非心

之知，限在對是非之辨知，而非他所謂連同行動之最高主體性。勞氏此

說，基本上從義理方面切斷了陽明良知與孟子良知之可能關繫。（見下文

第柒節）然本文則依詮釋孟子〈離婁上〉文本，所謂：「知斯二者（指仁、

義），弗去是也」，以展露其是非心中，知與其行在倫理學規定上的分析

關係，從而主張，陽明知行之說，在孟子是非心之知，有其根據─知

仁義即遵守仁義，知愛，即愛之，知敬，即敬之；在其中，知與其行，

並不二分，從而孟子之是非心之知，不限於是非之辨知，而是一即知即

行之心體。但孟子在〈離婁上〉亦只說知仁義即遵守仁義，並未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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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理由以明之；陽明則是順此義理，揭示知行之分析關係，並提供一倫

理學基礎。陽明如何隨孟子後，說明此關係，其倫理學之必然性基礎何

在？這是本文下半部之工作。 

這基礎乃在於揭示人之主體同一性，即知之心，與其行之心，同屬

一心，而不是在知之心外，另立一行之心。這即表示，知─行皆屬我的，

這是知─行在自我同一中之屬己性。知─行皆屬己，知之，必然連帶實

現此知之意欲與動機，本文依此進而分析，只在知行合一中，一個倫理

規範，才是可能的。也即，人所知之倫理規範，如仁義，與其行，必須

統一在同一主體中，不被割離，從而，所知之規範，才能對其欲行者為

有效。這只意謂，不是知之，屬甲，遵行之，屬乙，因若如此，對乙而

言，甲所知之仁義，乃與乙不相干，故甲之所知，對乙無規範力，對乙

亦難言有效，乙亦無理由必須遵守之；若違之，亦沒有理由去究責之。

這好像一精神分裂者，時而知不應盜竊，時而卻盜之；在這精神人格分

裂的前提下，要他為罪犯之承責，其實無效。因而，我知仁義，也必意

謂在統一的自我之知中，已蘊含了對仁義之態度與動機。知行合一乃表

這主體同一性，在此心之本體義中，此合一即可被視為使倫理規範與究

責可能之先在性條件。人知而不行之為惡，亦只是先有這合一，人卻依

其私欲，使之隔斷；亦只有在這合一中，才可以說：違之，即責之；從

而可說：知善，行之，知惡，去之。依此，孟子與陽明之知行關係，即

得到一先驗的說明，1因而不再是勞思光只以連帶價值取向以明倫理之知

的那種描述性解釋。2 
                                                 
1 所謂先驗說明（transcendental explanation）乃謂一種論證方式：在已承認的概念為前提（在

本文即是倫理規範與究責），只有同時承認某些概念（在本文即是知行合一等），此已先被承

認的倫理概念才是可能的；也即是，規範與究責先在倫理學上已被承認，然知行合一乃說明

它們之必要條件，從而知行合一即被先驗說明；反之，若知行二分，則規範與究責即不可能；

是故知行合一必須也同時被承認，以說明規範與究責如何倫理學地可能。因而知行合一，從

一個被討論的概念，在如此的一個倫理學系統中，取得其合法性而被承認。而所謂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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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上說明，乃基於由規範─究責之關係所建立的規範倫理學中，

因為在其中的論證，知之所以必蘊含其行，乃由於：若知而無行，此知

只是不含動機之認識，根本不能被視作規範；若行而無知，只是冥行，

對之究責，亦不可能；從而，規範─究責之概念乃貫穿本文之論證基礎。

然對傳統哲學義理之詮釋本是多樣，本文又何故取如此意義的倫理學，

以解孟子學等？以下即以陳大齊與牟宗三在孟子人性論之爭中，所透露

出孟子以規範─究責之理解方式的價值倫理學，以明其理。 

貳、陳大齊與牟宗三之爭─概念性劃類抑或倫理價值？ 

孟子學中含有一倫理學，當無問題，然它究是如何的，卻有爭論。

學界有謂孟子論性時，乃採一種屬概念認知之方式，也即，主張孟子在

論人之善性時，乃進行一概念性規定之劃類；性善進而在人禽之別中被

                                                                                                              
（legitimacy）乃謂：某一概念在其哲學系統中發揮不可或缺的論證效力，從而使這系統能

有效運作。例如良知之知善惡在規範倫理學中角色之一為提供善惡之判準，因而它在這系統

中乃不可或缺，因為若無此知善惡之良知概念，這系統也根本不能有效運作；從而良知在規

範倫理學中即是一合法的概念而被承認。然若換到另一倫理學系統，如德性倫理學中，其中

並無所謂普遍性規範，是非、善惡不是斷然二分，如是若無判斷是非之良知概念，此系統亦

能有效運作，則良知在其中無何合法性可言。這可揭示出，學者在詮釋文本時，乃依於文本

所屬系統之選擇，選擇不同，詮釋則天差地別。這涉及對此文本系統的原初理解，也是最難

說服對手者，在其中，文本詮釋必有其偶然性，難於強求對手接受。本文評審人要求對先驗

論證與下文提及的歸謬法再作出一些說明，筆者補充如下：先驗論證是在確定的、被承認的

概念下尋找能設想此概念之必要條件，從而在這邏輯下，此被視為必要條件的概念，即得到

證成。這方法被康德普遍地應用在其哲學著作中，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以幾何知識之

普遍與必然性之確立為前提，然後只有在空間之為直覺形式之設定下，此幾何知識之確立，

才是可理解。（Kant，1968：31-35A.）因此，在此先驗論證中，空間之能被設定為直覺形式

乃在於它能說明幾何知識之必然性與普遍性，因而，在整個論證中，便在既有及已被承認的知

識中獲得了支持。歸謬法則簡單許多，它不必涉及某知識之先行確立，是古典邏輯學奠基在非

真即假為前提的一般性方法：若不欲直接證明 A 真，則可從若 A 假乃會引出某種矛盾或不可

接受性，從而反證 A 為真。以本文為例，筆者不正面論證人之普遍性善下，便在假定人沒有

普遍性善中，導出人不可被究責這不可接受之結果，來歸謬地證明人之普遍性善。若把人之可

究責性視之為倫理學地確立者，從而推導出普遍性善，則這歸謬法同時即可視為一先驗論證。 
2 請參考本文第捌節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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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為一個區別之標誌，被劃分者只涉他們間在特徵上之差異，乃一種

平面的區別。持此說者有陳大齊，反對此說者見牟宗三，他視性善為孟

子藉之把人提到高於禽獸之道德價值，因而是一種價值高低之別，而非

在人、禽間作類的平面劃分。其差別是，類的劃分，因無高下，故不涉

倫理批判，只涉所劃中的內容廣狹；倫理價值卻涉高下，因而可說倫理

批判。依此理解，如孟子說楊墨是禽獸，究竟是在做分類工作，抑或是

在做倫理批判，這便決定了孟子論人性之實義為何─若是在做倫理批

判，則孟子論性，乃是建立人之道德價值。 

陳大齊在兩部著作中皆主張孟子之性善是用作區別之概念性規定，

他主張告子與孟子之爭，是生與性之概念所指涉的範圍誰大誰少：「告子

所見的不同、（案：此標點似有誤，「、」應為「，」）不在於性之為固有

或生成，而在於性字適用範圍的廣狹。（案：即指概念（concept），前人

有把概念說成字，其實是指該字所指涉的意涵）」（陳大齊，1979a：6-7）

他針對告子與孟子論辯生之謂性，以為性與生，皆固有，只是性之固有，

在孟子，此字所涉的範圍較窄；生之固有，雖亦固有，但此字所涉的範

圍較廣。如耳目，也生而固有，但不是性，故生之固有，其範圍自當較

廣，性之概念則包含在其中：「性只是人所固有者的一部分，不是人所固

有者的全部。」（陳大齊，1979a：6）故就陳氏之理解，告子與孟子之爭，

只是於生與性，在概念上的廣或狹而說；因而性之問題，被化約到概念

性的劃類上。3牟宗三反對這以劃類之概念性去理解孟子對人性之規定，

雖然他並未直指其名，但同時代也只陳大齊有此主張，故其爭論對手即

呼之欲出。牟氏亦批判與陳大齊持同樣觀點的告子，他主張孟子之人性

                                                 
3 陳氏更直言：「這是一則有關性字適用範圍的辯難，亦可說是一則有關性字定義的辯難。『生

之謂性』，可說是告子對於性字所下的定義，孟子則責其定義過於寬泛，未能把握性字的要

義。」（陳大齊，1979b：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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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價值性概念，而告子的則是劃類概念地理解犬、牛與人之性。犬牛

之性乃自然之質，各自不同，人於此亦有不同，這是「劃類的不同」，是

「事實概念」，是「知識概念」。（牟宗三，1985：9）劃類也即分類，犬、

牛與人在此固有不同，依其特性而分類，如牛有角為特徵，被歸為一類，

而犬矮小會吠為特徵，被劃歸為另一類等，如是即成各物類的不同概念

規定而足以與其它物類作出區別，藉此即可進行研究，因為若混在一起

無從區別，難以對之進行說明與理解。這分類乃是依對事實之觀察而為，

故是在事實觀察中把各共同特徵抽象出而與它類區分的標誌；在其中，

既得依其共同特徵而知與它物之別，故亦即對之進行一知識之活動。若

依陳大齊之說再推論，孟子理解人性乃善，故善性即是人之共同特徵，

這與古希臘人定義為有理性的兩足動物，原理是一樣的─它類無此特

徵而人具理性而與別類不同，從而與別類作出區別。然依概念分類，不

能進行倫理批判，例如在蛋類中分出鴨蛋與雞蛋兩類，人不能單藉此分

類以鴨蛋來批判雞蛋，以兩者平面對列而非高低故。4 

                                                 
4 除非再增加一前提，如：較大的蛋較好，從而再推論：鴨蛋較大，故較鷄蛋好。但這新增的

前提並不能從蛋之劃類中得出，故劃類之概念規定，其本身不能推衍出價值性判斷。本文評

審人要求為觀察法於普遍人性之證明提供進一步說明，筆者嘗試如下：透過觀察，人其實不

能在嚴格意義下說明普遍人性之善，因為在觀察中，只能得出某人做了何事，而不能由此回

溯到倫理的普遍人性上，因為，此人，或其它人，在任何時刻與情況，皆可做相反的或不同

的事，因而，若藉觀察回溯人性，則會出現各種不同的結論，從而人便有各種可能的本性，

而非普遍人性。這所謂可能的本性，或許稱為品性或品格較宜，它們或是心理的，而屬實然

層面的，或由社會建構的，而彼此影響與制約著的，而與孟子所論，藉之可進行倫理批判的

普遍人性，不在同一層次!這品格或品性，抽象地說，乃某種類似由歸納而來的共通者，若

欲從這共通者導引出價值性的普遍規範，乃需透過一種錯誤的推理，即把屬實然領域或相互

影響者的共通者之概念，偷換到屬價值領域的普遍的規範性─普遍人性之善。例如人可觀

察在文武之邦下人民之行事，雖不偷不搶，但亦不能推論其普遍人性，而最多只能說其有符

合一般要求的善良品格。但他們總可做別的，故他們總有相反品格之可能，依此卻也無從判

定那種品格能作為一個倫理的普遍規範之基礎，從而可進行倫理批判。因而，此品格概念，

在倫理學上，只能是第二序，而需受倫理規範與批判之考驗者。此規範與批判之倫理學源頭，

乃出自於普遍的人性善，因為如若人依其品格做了倫理地不能被接受的事，則對其進行的批

判，不能在此品格概念中尋找，而是只有在普遍人性善的設定之前提下，才有可能作為批判

其所作所為之依據，因為只有在這普遍性善之概念下，我們才能設想人不受限於其品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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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牟氏言，藉此知識劃類之理解方式難言人性之實，因為所謂禽獸，

孟子其實是責備人，責備背後之倫理奠基則在於人性價值，說人是禽獸，

是貶稱語。（牟宗三，1985：9-10）然如何在孟子文本中說明這從高低而

說的價值概念？人之善惡，孟子乃從人自己而說之，故有云：「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告子上〉）。「己」，即人之自

己，可分兩個層面，即下文本心與耳目，依此即可說明倫理的善惡。這

善惡，孟子以體之貴賤大小比之，故云：「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告子上〉）。貴大之體，即本心，賤小之體，即耳目；

「無以小害大」，此謂不可以耳目害本心，此乃一命令語，也即本心，於

耳目而言，是在倫理上不可侵之貴而大者，而侵犯者，則為賤而小。這

貴賤大小之說即已是一價值性表示；這好比法律在高位，民眾乃在其下

位者，在下位者不可侵犯上位者。所謂惡，不是指耳目本身是惡，而是

以下位之耳目小賤之體，侵犯上位的本心貴大之體。公都子問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孟子即以著名的心之自主性

說明之：「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人從

貴大之體而高，乃在於此心思之自主性，即心思之，即得之者；人若從

賤小之體，乃因人不思而否定了此本心之自主性，而為賤者。 

依此，藉倫理價值來詮釋孟子倫理學，即可確定無疑。然這倫理價

值之說，乃是依藉本心之自主性來說明，這在孟子文本之詮釋，是如何

做到的？這要從本心能力與可究責性之關係論證。 

                                                                                                              
受限源自社會之影響與制約，而有一獨立不依待的能力，從而能說明人普遍地承擔義務與究

責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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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心能力與可究責性 

告子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

有舜」（〈告子上〉），有類古印度之種姓，天生而為某類人，告子論性善

性惡，善惡乃來自於出身，但亦把此善惡視為共同特徵之標誌以作分類。

因而，這所謂「有性善」之有，一如牛有角之有，是擁有之有，有之即

為牛之特徵。告子不能從觀察象之惡及舜之善，以作人性善惡分類之根

據，因為，原則上無法從觀察得知在善類及在惡類的所有成員，以成員

之總量是開放的，人不能在確定時間中確定此量。依此邏輯，孟子亦不

可依觀察以斷言本心性善，人皆有之。於觀察而來的概念規定本身即已

說明它此間的無能為力，因為它根本不能滿足倫理命題之普遍性要求。 

論證孟子之人性需從另一種證明邏輯中尋找，也即歸謬法（reduction 

ad absurdum）：若人之善性不先行理解為普遍的，會產生一不能接受的

後果，即不能普遍地視人在道德上乃可被究責者：因為人可藉口說其性本

不善，進而說不應究責其性本來就不善者。5然事實上，孟子即常在究責：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 

                                                 
5 本文評審人以荀子與霍布斯（Hobbes）等為例，質疑普遍性善與究責之關係，以為若依本文

之觀點，荀子等人之性惡說，即無從說明究責。關此筆者回應如下：依筆者之詮釋，荀子等

性惡論者，在概念上自不能依其所說，以明人之責任如何可能一問題。其理由也不難說明，

若依性惡論，人實也無從要求其性為惡者，違反其本性，去行善除惡，也無從依本性為善者

之要求，強迫他為其所產生的結果，負起何責任。人之本性若總要行惡，即無可究責，如同

性戀者可主張依其原有性向行事，異性戀者自當無權質疑。儘管荀子等或在文本上有提及責

任之概念，但不能是從其性惡論所導衍出者。另外，本文所用的歸謬法，或所謂先驗論證法，

乃筆者分析之工具，非孟子或陽明本人在文本中使用的方法，雖然必為其說所涵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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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孟子語在研究中國政治哲學中頗負盛名，也即表示對絕對君權論之反

對；然它亦是對違仁之究責。這透視出，對仁義之背離，在儒學，尤其

是孟子學，並非無意義之謾罵，而是被究責，這也即表示仁義乃被視為

普遍地規範性的，違之即責之，而非可有可無的意見。若仁義只是些意

見而非普遍規範，則孟子對之究責並對誅殺之合理化，完全不能成立。

不要說紂王，楊墨無父無君，孟子亦責之為獸禽：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滕文公下〉） 

若依陳大齊之概念性規定說，孟子於此乃把楊墨之徒，藉劃類之概念規

定中，從人之類別排斥到禽獸之類別，則此說即非究責他們如禽獸般毀

棄人倫價值，亦無法究責之。但此說卻也經不起考驗，這可從孟子先已

設定人皆有本心而說，孟子若依概念定義規定說楊墨，楊墨亦人也，故

亦有本心，在劃類中既已說楊墨作為人而有本心，則隨後便不可再把他

們歸到禽獸類。因而，「是禽獸也」乃因無父無君之違仁而來的究責語，

貶斥語，而非劃類語。孟子之倫理地究責即已被說明，然則又如何說明

此究責之可能性條件？從上面的歸謬法可知，這條件基於人之普遍善性

必須被先行理解。然這普遍性善之概念，孟子乃透過本心之概念來說明

者，以對抗由公都子所引告子之環境說─隨環境而決定的性無善惡

論；以及出身說─由其出身而決定的性善性惡之定性二分說。6不管如

何，告子之說，其困難即在人不能對自己之行為負責，因為在此說中，民

之性早已被環境與出身所決定者，人並無自主能力於善惡，既無自主能

力，即無可究責。孟子之反駁亦針對此，其說即往解決其困難發展，也即

                                                 
6 環境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出身說：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見〈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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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本心概念下，人是可以被究責的。首先，究責不能罪於本心之道德能

力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才，指才能，也即本心那自

主自發因之能力；孟子謂，人有不善，但不可罪於此能力上，因為，人之

為惡，無關於道德能力，反而是，人有能力於善，只是人不為，而非不能。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梁惠王上〉） 

不能，乃是不願為之藉口。道德倫理，不是比力量大小之事，乃意欲之

事，人意於助人者，順此意即可成之。在〈公孫丑上〉更言所謂不能者

乃自賊者：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公孫丑上〉） 

本心是能力義，人之為惡非意謂本心之無能力，而是人自己不為之，而

與其能力無關。因而，當人有違道德，他人即可責之，而不可藉無能力

為理由免責；反之，若人真無能力於某事，他人反而不能責之，以不應

責一本就無能為力者。是故人之可究責性乃在於普遍及於人之本心能

力。當孟子從人性善說，轉到普遍本心，即把整個問題焦點轉到人因其

有能力於道德倫理而能負其責，也即，可究責性已預先承認了普遍而充

足的能力概念。因而本心之普遍性即在這人之可究責性中被證成。本文

即依此而判斷，孟子之倫理學即是奠基在本心蘊涵可究責性之倫理學

上。在確立孟子倫理學之論證邏輯後，進一步的證成工作是，對紂王不

可違仁背義之規範，必須與本心相連，在其中才可取得倫理學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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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涉及到知─行合一之先驗說明工作─在本心概念之下，知之，即

遵守之，從而，所謂仁義，即在這遵守中，才能作為一規範而為人所意

識，而不是孤離地被認知者。在這知行合一中，仁義之範規即可先驗地

被說明：它只有在知行合一中才能被理解為倫理規範。要說明此，先要

明本心自主性之內容。 

肆、心求、心欲與心思之自主自發及其端倪義 

所謂本心乃道德能力，乃謂它是自主自發之因；在其中，孟子乃就

心之求、心之欲與心之思而來的得與貴以明之，三者其義一也，乃表示

此本心之道德自主能力。首先，「求」與因求而「得」者說明本心之自發

因：「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求」即是心之所要者，求之，

則得，此所得乃在於本心之「求」；若有失，不是其它原因，而只因人舍

之。因而「求」乃其所得之因，故云「求有益於得也」。「求」全在本心

自發之因，由因而說果之得，孟子進而從自我而說：「求在我者也」（〈盡

心上〉）。因而，對孟子言，本心不是一抽象的主體性，而是人之自我之

道德自主自發能力之因：「求」與「得」乃基於不依於他者之自我，而是

人自己的能力，我能「求」之，我即亦能「得」之，而非他人之施捨。 

關於心之欲，亦如是。孟子在屬仁義之天爵與屬富貴之人爵中即有

言，因人之欲而貴者乃人之本心，所謂人有貴於己者，乃謂：人之貴乃

來自人之欲求，依此人之欲，人之貴即得之，此非他人所給之貴，因由

他人如趙孟所貴，他人亦能奪之：「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告

子上〉）故人所同之心，其欲之，人即可得其貴，這也即是「求」之與「得」

底另一表示。「求在我」、「貴於己」乃表示人之自己，人自己求之，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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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即得之，欲之即貴之，因而求與得、欲與貴，皆在人之自我中成為

可能─我欲求之，乃我之貴與得之因，而非依於他者，而是皆從屬於

人之自我。是故「求」與「得」，「欲」與「貴」中之自主自發之因果性

乃在人之自我中成立。牟宗三所說人性之價值，其實就是指此，人性乃

高且貴，本心是大體，耳目是小體，前者貴與大，後者賤與小，孟子則

要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告子上〉），又以或養梧檟與或養樲

棘為喻，養樲檟者為「賤場師」。故孟子乃在價值高低下論倫理道德，並

在這高低中論規範與究責。孟子之心官之思，亦是此義。 

上說中有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所謂弗思者乃即「棄其天

爵」者，那些不求本心欲之即貴之者，不依從心之欲而只求心外人爵者。

弗思之說，可追溯至孟子心官之思。孟子有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官，乃職司，也即職責，或職能，這自亦

表示上述本心之道德能力。7孟子反駁告子有批判其「弗思」說：「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此「弗思」，

乃謂否定了本心之思這自發因果性，否定仁義乃「求在我」，否定了「貴

於己」。這「思」與其「得」一方面在本心之自發因果中可能，另方面亦

必須在自我之同一中可能─我「思」之，我即「得」之，皆非外礫我

而成，皆是同一自我之表現─既非他思之，我得之，亦非我思之，他

得之。因為假若這「思」與「得」因他者而可能，則趙孟能貴之亦能賤

之，如是即不能說明「思」之即「得」那種在倫理中顯示之獨有價值

                                                 
7 官之職守義，見朱子訓「官」：「官之為言司。耳司聽，目司視……心得其職」，「司」是職司

之司。以「司」解「官」，有文本根據，如：「百官有司」（〈滕文公〉）本文評審人主張，此

官一詞是官能義，而非職能與職守。關此，筆者在另文有詳細討論，大意是《孟子》中官一

詞出現凡 14 次，皆政府官員之義，故朱子引申為職守義，應符合《孟子》文本，把官能義

滲入此詞中，乃荀子與莊子時之事。（陳士誠，2014：149）就算到明末劉宗周在〈學言〉亦

有從心官之職守義來理解：「『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劉宗周全集》二，

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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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自己才能是「貴於己」者。因而，不管「求」、「欲」與「思」，

其所得者即是出於人自己之自發因的之貴，此乃揭示一無依他者之獨有

的倫理價值。 

思之，即得之。然這是否表示人即為一聖人，也即是，是否因其求、

思與欲而來的得與貴，即是完成了？孟子有從心之端倪來說此本心概

念，所謂求之、思之，即得之，此所得者，乃是從這端倪上理解，只是

個發端；在實踐中，雖是最根源，但卻也還是開端。孟子之本心，雖自

主自發，但還只是自身之發端，也即四端之說，如惻隱心，乃仁之端，

是非心，是智之端。端，乃端倪義，即未完成，故有擴充之說：「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公孫丑上〉），本心時刻端現自己的惻隱

是非，只是人要實現還是不要去實現。以牛山之木喻之，孟子視心為仁

之端倪，如樹苗，所謂「萌櫱之生」（〈告子上〉），人之惡乃源自人斧之

而不及長大，山中不見樹而謂山中無美才。此心端之說，乃謂心本身即

是一自我之生因，它自己即已發動，人思而所得者，乃指此「萌櫱之生」，

人思之，求之，即得此苗，人欲即貴之，即是此苗，此乃是人最根源的

道德意識表示之萌苗。萌苗乃自生之自發之，不假外求，人之所得與所

貴，也即這萌苗，它是心之發端，所謂四端之心。後來陽明所謂知行合

一之行，乃指此萌苗之發端，見下文。但作為萌苗，人需要擴充功夫使

之成長，這是人在道德踐履上永不息止的奮進之路。得與貴乃為本心之

求、思與欲之果，本心是其因。而且，此因與果乃是一連續性之表示，

以思之即得之故。因而，萌苗之概念，乃表示了這因與果間的連續統一

性─樹之長大乃從萌苗而來，而不是萌苗外的另一棵，這表示，心之

自發因乃對其要產生的果而言，而不是另一個心。這統一性乃自始即由

孟子本心概念所揭示，但孟子在說明良知概念時，並未把此統一性作為

說明之根據─在不慮而知中，並未以知之則得之，知之即貴之，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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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這問題即是陽明《傳習錄》中首要解決之事─知與行之統一，

行之心不是知之心外所另立的一個心。 

良知一詞，在《孟子》只出現在良能一詞之後。若所謂知，只是如

彼白如我白之那種單純認知，則就算與良能概念結合，也只是能知，成

為一知是非，辨善惡之能力，這又如何進一步說為行善去惡？良知是「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也即是說，人對善惡之知不在於

其考慮計算，先於此，人即已有所知，甚至無不知，故孟子進而說：「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盡心上〉）。這無不知，乃是指普遍的知：「知

者無不知也……仁者無不愛也」（〈盡心上〉）。一般所謂知，其實多指見

聞之知識，此與無不知，完全不在同一層次，因若人之知，乃依附於其

所見所聞，永難說無不知。相應於此普遍之知，乃是仁者之無不愛，也

即是普遍的愛。愛不是有選擇的愛；而此知，非依於孟子也提及的見聞之

知。8而這普遍知，是指理義言，非從見聞說。但如此理解，還只是描述

性的，進一步必須追問的是：這良知之普遍知，如何在一自主自發的自

因中被理解？也即是：非只能知！而是：知之，即得之，知之，即行之

之說。若良知與良能結合，還只是能知，這與表示與思則得之知並不在

同一層級，因這能知之概念並未表示對此知之遵守，最多是：能遵守，

孟子在此未曾直說：知則得之之遵守義。9然此是孟子本人未說，還是孟

子仍只是在知與行之分離中，理解良知之知，而未到知之，即行之，即

得之，一如求則得之，思則得之的那種因果之連續統一性上？在說明孟

子之知前，先透過可究責性倫理學地證成此良知之知。 

                                                 
8 見〈盡心下〉：「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9 勞思光即持此說，以為孟子之是非心只是辯是非，分善惡，而非知之即守之之知行合一說。

見下文第柒節之分析。牟宗三在其《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中即言陽明學乃孟子學。（牟宗三，

1979：第八冊，頁 178-179）謂陽明把孟子良知提昇到本心之概念。關於這提昇過程，李明輝

有所說明，以為孟子即有此知行合一說，並藉此證陽明學為一孟子學。（李明輝，19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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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藉可究責性論良知之知言 

孟子所說孩提之童皆知愛其親，當然不是一般見聞知識或事實概

念，否則必須每一小孩皆需檢查，但這在上文第參節中已說明這乃不可

能之事，這只能從其否定面表示。若人真不知仁義為何，反而變成沒有

違仁義之問題，從而亦無可究責，因為人若能承擔自己之行為，也先行

理解到人知道該作何事者。也即人若真不知何事不可為，則他人亦不能

責之。這個原則也為近代的刑法所用，即對人之罪責也預設了人不可以

不知該法為藉口而免責，因為刑法總設想為對人有效而總可究責犯罪

者。10對人之究責之成立乃在對知善惡之先行理解，故孟子有「知言」

之說。 

「知言」中之知，乃即良知。知，是良知之知，言，乃指詖辭淫辭

之惡。知言，乃謂：人之良知，乃知其惡─知詖辭之蔽，淫辭之陷：「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

上〉）。此知言之說，其實只是孩童也皆知愛其親之反面表示，也即人皆

知其捨普遍知愛知親之放失其心。詖辭淫辭，乃必須在與良知之知對照

中而為蔽，而為陷，也即人已先知詖淫之不當，其辭被判定為詖淫，乃

須在良知之先知先覺上才有可能。仁義之善惡準則乃基於本心良知，人

即能知言之所蔽。然詖辭淫辭於此並非只就技術上之欺騙言，孟子未從

人如何揭破詭計所需見聞之知與社會經驗來說人知言之所蔽，而是從這

詖淫之辭所生處以說此知言。孟子所說之詖辭淫辭乃由人心之所生：「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公孫丑上〉），因由人自己所生，故必知之；這是

                                                 
10 本國《刑法》第 16 條即排除不知為辯護無罪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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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言」中對詖辭淫辭所必知之根據。11人之為惡乃人放失本心，也即

孟子在上文以人否定了本心能力上而說的「賊己」，以及「弗思」之說，

此同謂詖淫之辭乃出自人放失本心之「弗思」上。既為人所「弗思」，即

必為同一自我所知，因而人必知其倫理之非何在，從而人也必能受責，

必能知過，必能改過。否則若此知言之必然性不在自我之中，則我既不

能從我之中，受責與知錯，則我亦不能改過遷善。人必能在自身中自知

善惡─善乃從隨順本心言，故人必已先知善；亦必知自己之惡，因惡

                                                 
11 本文評審人以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常不自知自身之惡，而且會抱持倫理上的錯誤認知，而非

筆者所謂人必能在自身中自知善惡。又，人如何得知自己之行為是源自本心抑或私欲？評審

人之質疑亦合理，若然，何以孟子、陽明卻主張人在自身中已先知善惡？筆者回應如下：在

本文，筆者指出孟子與陽明等皆主張人必先知自己所當為者，也必知自己之惡，這不會與評

審人所說的道德經驗有嚴重相違處，以論述的層次不同故。例如在盡孝上，德國人不認應有

養父母之倫理需要，而台灣人卻認為有。這種倫理事務之對錯，一般可在當事人間的認定上

成立，如在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德國，兒女是否養育變得不太重要，在台灣則否；因而在德

國，父母子女間的倫理關係，在表現上自不同於台灣。故如何表現行孝，乃隨不同社會制度，

有不同的認知。於此，人在道德對錯上並無筆者所謂先行之知，亦不能在自身中發現善惡，

其中的對與錯，常從法律如何規定來理解。但孟子等所謂孩童知愛其親，是從平等上言，如

孔子〈陽貨〉論三年之喪，父養子，子亦應同樣回報養父。後來，孟子在性善論平等，即人

皆有惻隱之心上平等，以明其善性及行為上的善惡。此人之平等性，人必知之，而不是在雙

方間的計較酬劃上被發現者。何解人必知此平等性，因為此知，並非依環境或制度上的認知

或察知，乃只意謂人在倫理事務中這性善作為道德能力之平等性上的必然設定，否則人也根

本不能合理地批判環境或制度，要求改之，違之，亦不能責之。孔子之責宰我也是出於此平

等性─孩子三年才免於父母之照護。（至於是否以須以當時的守喪方式來實現這平等性，

則又是另一事）孟子則把這平等性提昇到本心之概念結構上：不是我的本心，也不是你的本

心，而是平等於你我的本心能力，作為規範之可能性條件。也即，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能力為

標準，去要求能力較低者，因為若超出其能力範圍，這要求也根本無效；而是在本心能力之

平等之前提上，才能表述出普遍規範之可能性。這良知良能之平等性必為任何倫理規範所先

行設定，否則它只能是一些暴力性的強制。本文所謂必知，乃謂這先行設定。至於評審人關

於究是私欲或本心之疑，筆者可借劉宗周藉人說話行事之一致性明之：私欲乃隨時地與人而

有不同，以之對應行事，自無一致原則可言；反之，若以本心之平等性行事，自不會有隨事

隨人而變之言詞：「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

即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劉宗周全集》二，頁 614）人不誠，即否定了本

心之知，以其私欲否定其本心之理，貶抑其定向，否定其應然，東拉西扯，把任何話語，視

為服務某目的之技術性手段，行事自難於一貫。因而，人之說話與行事一致與否即是判斷人

依私欲或本心的一個準則。從而可知，儒家並非一依己意的唯意志論，而是在本心之平等性

下，亦有透過與他人共同話語與行事，以別依本心與依己意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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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生於其心，此即孟子之「知言」。善惡不從教導來說其立論基礎，儘管

在機遇與教導中有啟發作用，而知善惡已於人之中隨時準備之，所謂「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盡心上〉）。故孟子所謂「知言」，乃蘊含在

人之自我中知善惡與改過之必然性上。 

然而，良知之知，並非單純的認知，因為單純的認知，與人之行動

不相干，也即在此單純認知中，「知」是一事，與行其所「知」者是另一

事。「知」若不包涵一意欲之行動，則亦無理由要人行其所知，其中的說

明，即涉及到知行合一之倫理學的先驗說明。孟子之知，乃是一蘊含行

動之知，如心官之思，思即是心之發動一樣。孟子論知之，即行之，其

文本根據在〈離婁上〉。 

陸、〈離婁上〉：知之即遵行之 

孟子有所謂「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然孟子理解智之

實，即是知而遵守，在〈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者」指仁之事親，義之從兄；

朱子在其註釋《四書章句集註》中有云：「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

矣」（《四書章句集註》，頁 287），朱子是把「守之固」看成是知而不去

除之的邏輯歸結；然若依《孟子》文本，「知」乃直接被理解為「弗去」

─知而弗去，即是智之實。是故，若「弗去」是固守之意，則所謂知

仁義，即是固守仁義之謂。從而，孟子在其倫理學理解中，乃主張：知

一事，即行一事；知之，即是遵守之；不是說，我知，是一事，遵守之，

又是另一事。在四端之說中，是非之心屬知而守之，也即，知之即守之，

知之不守，即是「弗思」，否定了本心之能力。當然，這還是心之端，而

不是說：知之，而仁義之遵守即達成，而是說：知仁義，同時即已有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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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義之意欲，這意欲即是行，也是得，也是貴，只是有待擴充。由是，

孟子在四端心下之知，知之即欲之，欲之即得，即貴。在此義下，我們

可重新理解孟子之良知說─孟子由不慮而知之良知而說無不知愛其

親，乃是從知之即愛之，知之即敬之而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盡心上〉），此謂無不知愛知敬，不只是

為究責之可能性而說的普遍的知，而同時即乃於是非之外，如愛與敬：

知愛之，即愛之，知敬之，即敬之；知，乃即是愛之與敬之之行動，知

與愛、敬，不是分作兩事，是同一事；如上文所說，知，乃即弗去仁義，

遵守仁義一樣。故無不知愛之，即是：無不愛之。 

孟子在理義悅心中亦表此知之，即行之之義，也即悅而願：「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

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告子上〉）。孟子在這裡由人皆知子都之美，對比於心所同然，

當亦就人皆知心所同然者之理義，知聖人與我同類；進而說對這理義之

愉悅，而愉悅即是願意：「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孫

丑上〉），因而在此，對理義之普遍之知，也即是對理義之甘願遵守。依

此理解，孟子對「不知」之批判，其實是指其不願遵守仁義：「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告子上〉）12

若人不知道放失其心，一如不知道地球為圓這種見聞之知，孟子根本不

應，也不能責之，因無人應為其不知受責；上文也說過，知其所當為，

乃人可被究責之前提。這所謂「不知」，在知之即得之下，乃謂其不願行

其所知，把本心放掉了，故乃意謂：人知之，卻不願為之。如此理解下

                                                 
12 本文評審人主張陽明是良知呈現而即知即行之發明者，而非孟子，或說陽明順孟子而發明此

義。然筆者以為，此呈現義乃從理義悅心言，此理義悅心即表示心願服從之謂，也即是一種

對理義之態度，此即是行動意。在仁義內在下，本心這願意服從之態度，也即〈離婁上〉所

說是良知知仁義而固守仁義，知之，即行之；本文由此而說孟子版的知行合一之良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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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知」，在《孟子》中多有，如：「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告子上〉），在此，「知」乃厭惡之意欲義，「知惡」即是惡之

意欲（厭惡），此謂人惡其指不若人，但卻不惡其心不若人。孟子於此批

判君王在違仁背義之「不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梁

惠王上〉） 

孟子此謂：君王養狗食人之食，卻見有餓莩而拒開倉救濟，卻不願固守

其已知與必知之仁義，因既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既然「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則在其心知民之餓莩中則已表示該救之之惻隱端倪。現

在，孟子責之，即謂君王已惻隱之而卻不願救，人死了反卻推於天災而

與己無關。 

此良知之知，不是見聞，見聞只是單純的知，在此知中並無意欲行

動可言，因見聞乃在知之前，知在見聞之後，見聞屬後知，如權度：「權，

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梁惠王上〉），此知，是後知，不能先

於權與度，人知長短輕重前需先權度，故所謂知，乃因權度而起者，本

身無自主性可言，是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之知。良知之知，乃是在倫理

地可究責下，人所必已先行把人理解為普遍地知其所當為者，是前知，

這原則上乃基於心之自發性上理解。因良知即本心，本心自主自發，其

知，亦自主自發，知之，即是非心之發端。人在此知是非中，已有分別

是非之行動，從而人若不分是非為惡，則可究責之。但此所謂知，若不

蘊含著意欲之行動，則人就算知是非，亦不意欲行善去惡。人若在其知

中本就無意欲於善惡，當人還真善惡不分，是非不明而惡，則亦不能究

責之，以其「知」原本就不被先行理解為蘊含遵行其所知之意欲，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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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根本不是規範性的。現孟子之究責，不在於人之不認識什麼，而是知而

不願行，因而在究責中也必先行理解此「知」同時即蘊含一願意之意欲。 

知，是某人之知；行亦如是。故我知之，表示我行之。知、行皆從屬

於自我，若不然，人之可究責性即無從說起。這即表示意識之同一，知行

同屬我而不間斷。簡單例子即是我知孺子將入於井，並非意謂我只知悉某

孺子陷入了某情況而已，而是意謂：我要去救之，而不是：我知之，卻要

你去救之。因而在其中，知與其意欲乃統一在自我之中─我知之，即謂

我已有欲行之之心，此即孟子上文所說：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這知行合

一之說在價值性判斷是常有之事，甚至不限於倫理學，例如美學中，其實

亦隱含著此說：我說此花是美的，並非只依我所知去描述此花的特性，而

是我欲之，且向你推薦之。故我說此花是美的，同時已做了一件推薦的行

動，這行動總連結在我之知，只是這行動常被隱藏在語言背後，或由說話

者之話語引導到該花上之特徵上，而忽略美之為稱讚謂詞中所蘊含的推薦

義。當然，在這美學中所謂說之即推薦之，並不蘊含倫理學之強制性，因

而只是推薦，而非命令。其中的區別，限於字數，容另文再論。 

孟子學中，孟子並未直言這自我之統一，以明知行，這卻是陽明之知

行合一所著力處。陽明之學，不只表示這自發因果性，不只說知行合一，

亦給予對知行合一之主體性基礎，也即上文一直提及的自我同一性。在探

討陽明說前，先要定性其倫理學為規範性，一如孟子，因為此知行之倫理

學意涵，乃須在規範─究責之論證關係中被揭示，並進而說與孟子之連結。 

柒、作為規範倫理學的陽明良知學與孟子學之連繫 

良知所知之理，固非見聞，而是天理，陽明更直言良知乃知天理：「故

良知即是天理」（《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81）。心學傳統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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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良知之知，其普遍性不被懷疑，故陽明有引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39），因此，

知，乃指知理，知是非：「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王陽明全集上．

卷 8．書朱守諧卷》，頁 308），知，乃知天理，知是非，以辨善惡，乃良

知之知。此良知之知可說無不知，疑此乃只是對良知信心不足：「本無不

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24）這無不知當從孟子處來，故陽明亦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說：「是

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王陽明全集上．卷 7．萬松書院記》，頁 282-283）。甚至把這

無不知（普遍的知）以孟子之湍水之喻明之：「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

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王陽明全集上．卷 8．書朱守諧卷》，頁 308）。

龍溪固亦知其師良知之知，並非就見聞言：「言良知，無知無不知也，而

知識聞見不與焉」（《王陽明全集上．卷 37．刻陽明先生年譜序》，頁 1504），

所以有謂聖人入廟雖知亦問，陽明則謂：「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

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10）。 

陽明對是非之知，乃一決斷，是，即是之，非，即非之，中間無黑

暗不明帶，故才能與孟子同以禽獸責之，此陽明在問志中說的明白：「忍

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

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17）。所

謂人禽之別，非如陳大齊所主張劃類之概念規定，而是如孟子，乃謂違

天理中之究責語，說人是禽獸，非對其進行概念分類，而是指責他。違

天理不是德性倫理學所謂違了自己的德性，違了一所謂美好生活之可

能，否則陽明根本不能責之以禽獸。13人之知理乃普遍地適用於人之上，

                                                 
13 本文評審人要求再說明孟子人禽之別，筆者嘗試如下：在這論題上，禽獸一詞，非指作為動

物如牛馬類，所謂人禽之別，不是人與物動之區隔原則，不是誰較有道德之問題，而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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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皆知自己所當為者，因而人若違反之，則自須受到究責。這與上

文論證孟子學為一規範倫理學之說，其實相差無幾。 

勞思光有謂陽明之良知，在「用語淵源上雖是由孟子而來，其意義

則屬自加界定者」。（勞思光，1997：416）他在《傳習錄》中見到陽明把

良知與孟子是非心連在一起，遂生起陽明良知與孟子是非心之比較，他

暗指孟子之是非心只乃知善惡的判斷能力，不含意欲，而陽明則知之即

行之，乃「吾心之本體」。14良知固有知善知惡之判斷能力，這是對「善

惡一對價值意義屬性之發用」，是指「一切價值判斷之根源」。勞思光主

張這判斷能力，雖與良知之一般說法相合，但良知若只是這判斷能力，

則良知與善、惡之生成無關，而只「能察知其善惡而已」，但善惡之生成，

乃在意之發動上言，而陽明之良知，雖是察照善惡，亦是發動善惡所生

處，即謂陽明之良知，既知善惡，亦發動之。（勞思光，1997：416-427）

依勞氏此說，陽明良知不等同孟子之是非心，而是「吾心之本體」（勞思

光，1997：427）。然勞氏之詮釋，也割斷了孟子是非心與陽明良知在義

理上之承傳關係，而致使陽明與孟子同屬儒家心學傳統，變成一偶然之

事。其實當孟子〈離婁上〉以知說智之實，以知仁義說守仁義時，他所

謂是非心之知，已不限於是非之察知，心之知，也及於愛與敬，故才有

上文孟子在〈盡心上〉知愛、知敬之說。故孟子是非心之知，知是重點，

重點不止於是非之察知。 

                                                                                                              
上對違仁者之貶稱。此上文已指出孟子也責楊墨為禽獸，乃斥其違仁，而不是在知識上規定

他們為禽獸。 
14 除了上文「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王陽明全集上．卷 8．書朱守諧卷》，頁 308），

在別處陽明亦有云：「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

頁 57）；另外，「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

（《王陽明全集上．卷 5．與陸原靜》，頁 211）「所謂良知，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知也。』，

是非之心，人孰無有？但不能致此知耳。」（《王陽明全集下．卷 32．與道通書》，頁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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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謂：「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王陽明全集上．卷 8．書

朱守諧卷》，頁 308），因而，知，是就是非心言。陽明此說乃源自孟子，

但把孟子「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之智，換成此處之知。陽

明之改，在《孟子》乃有所本，討論見上文第陸節〈離婁上〉中所謂智

之實乃知仁義而守仁義。除非陽明之轉換是無心為之，則陽明良知之義

理乃源於孟子，在此即可見之。15良知不止於知善惡之察照，亦有自主

自發性，故陽明把孟子之思，與良知發用相連：「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

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81）既把「思」視作良知發用，而孟子謂思則得之，則進而可把這自主

自發性，從思，轉到良知之知上，說知之，則得之。 

〈洪範〉亦有「思」，陽明使之與孟子之心官之思結合。〈洪範〉之

「思」被濂溪納入《通書》之〈思第九〉中作一經典詮釋，把思之主觀

性帶入《中庸》之誠體與《易傳》〈乾彖〉之乾道中，從而使之獲得主觀

性之根據。然這主觀性仍只初步者，牟宗三即批判濂溪只藉〈洪範〉「思

曰睿，睿作聖」之思，而未能藉《孟子》心官之思與儒家之形上實體相

連貫。（牟宗三，1979：第五冊，頁 356）牟宗三理解到濂溪始終未直言心，

未達孟子對心之主體性之高度，即在〈洪範〉之思，只是一主觀性概念，

未說明其中的主體性，即心體，故在其總結《通書》第二點時，即批評

濂溪乃是「對于孟子之心學，並無真切的理解」（牟宗三，1979：第五冊，

頁 374）。後來劉宗周在其〈學言上〉即把孟子之心思與〈洪範〉之思，相

連結：「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劉宗周全集》二，頁 448）。16

                                                 
15 鵝湖之會中，陸子壽有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陸氏兄弟雖得孟學實義，但此涉知愛知欽之詩中仍只引用孟子，對知行（愛或敬等）並未有

意識地進行哲學分析。陽明知行合一專注於此，應是第一個有意識於此說明工作者。 
16 劉宗周之說與陽明不同處乃在於前者偏向從意識分析入手，後者偏理性分析入手。本文評審

人之提問有涉及意識分析，且容筆者對此問題另文作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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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相連結其實在陽明中即早已達成，只不過次序倒轉了：「思曰睿，睿

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81）。

蕺山只是相連兩者，未說明其由，而陽明不只相連引用，並進一步說明，

即上文所謂：「思是良知之發用」（《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81）。

上文已言，良知乃知天理、知理、知是非、知善惡；現陽明把知與思結

合在一起，以明良知之發用在思，而思則得之，依此，若把思之自主自

發因果性，轉移到知之上，也是合理而正常者─因而，知，不是常識

義下的察知，而是帶有這主體性之自主自發者：知即於思，故即可言：

知之，即得之。孟子心官言思，心是能力義，而知乃四端之一，則心既思

亦知；此心思與知之關係，陽明所知甚深，故有云：「心而非良知，則不能

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王陽明全集上．卷 6．答南元善》，頁 235）。

此謂，心若不從良知解，則心不能思，亦不能覺與知；因而良知既知、

且思與覺，乃心之本體無疑。 

陽明之思，既與良知合，良知只知、只思個天理，在討論「何思何

慮」時，陽明即告誡學生初學時只思個天理之思誠作工夫：「初學必須思

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18），又云：「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

也。」（《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81）思之，即得之，此乃孟子

學不易之教，陽明言只思天理，思之即得之，思天理自得天理，此是心

思之能力義，一種自發自因的自主性；而陽明之良知亦是同一的道德能

力，故即可云：知天理，即得天理也。孟子之良能與良知，乃在陽明中

得到決定性的統一：「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

（《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24）上文陽明已把智換成知，故智

與知在陽明中可互換；心思既可釋為知，則其能處即是良知，乃謂心思

即是此良知之能。如是，在陽明良知學中，即可說知之即得之那種由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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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發揚的自主自發的因果性。17故知，陽明把心學中本心之自主性，與

良知之知，相連結，而成其良知學，決非偶然。18 

孟子曰心官所思即得之，陽明說思是良知之發用，其實此思之發用

乃即本心良知之端倪，如孟子所謂「萌櫱之生」，此即是心思之萌動義。

這萌動處，陽明亦以獨知言之，此獨知即是萌芽：「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

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39）「良心萌動」（《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76），在這萌芽中，

無有善惡虛假，知即誠之萌芽，故即謂誠之發動，表知之即行之的那良

知本體。萌芽是指本體之萌動處，故又云：「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

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王陽明全集上．傳

習錄下》，頁 124）萌芽之動，其實即是指良之行，即良知之發動。孟子

謂思則得之，此所得即是這萌芽之動；在陽明，這萌芽之動，即是知之

行，是知之所成者：「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王陽明全集上．

傳習錄上》，頁 15）所成即所得，因而知行合一其實只謂孟子之心思之，

即得之，只是放在知上而言者。雖然萌動萌芽一詞，在陽明中非專指良

知，私欲亦可說萌動；19但當用在良知上時，一來顯示其自主自發因，

二來指其未完成而有待擴充。20 

                                                 
17 李明輝論良知即良能之說，可作參考，他從焦循未能把良能與良知同觀，在分離中產生種種

詮釋上的困難開始，進而說明良知是判斷原則，良能是踐理原則，以論良知良能之統一。（李

明輝，1994：416-417） 
18 當然，一詞所表示之概念有多義，知，有良知之知，亦有見聞之知；思，有心官之思，亦有

閒思雜慮；陽明用思一詞時有已從心思分別之：「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王陽明全集

中．卷 26．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頁 1082），其學生陸澄問陽明好色等可算私欲，何以

閒思雜慮也算是私欲？「好色……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王陽明全

集上．傳習錄上》，頁 25）故思，有思慮義，而不必單指心思之自主自發性。 
19 陽明亦以私意說萌：「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

處，便是你的命根。』」（《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40）陽明雖謂：「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5），「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王

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15），但此不謂不再需功夫以擴充之：「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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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良知之知，既即是此發動義，而發動是指意之發動，因而便

可理解陽明之知，何以被理解為連帶著行，因為所謂行，並非謂其完成，

而只是指意之萌動，以現代倫理學語言表之，即是良知之動機。知行合

一乃謂：知之，即已表示出心之態度意欲，良知之知，既表倫理當為之

事，亦卻也蘊含心願於此理之意欲。 

捌、知行合一作為使規範成為可能之先在性條件 

陽明良知一詞源自《孟子》，但在《傳習錄》初卻把其知行合一之說，

牽扯到《大學》，然上文已證陽明良知概念源自《孟子》之是非心之知而

說，至於陽明本人在其哲學史中所針對朱熹之先知行後，極為複雜，本

文以論文字數之限制，未能處理，相關討論可見李明輝（1994：420）、

陳來（2013：92）等人之討論；而本文只集中知─行間的倫理學的先驗

說明。陽明之良知，乃指倫理道德上是非之知；然這屬倫理規範義之善

                                                                                                              
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樹有這些萌芽，

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09），所

以，行者乃知之成，是有發展與階段者，如萌芽般發展，要人之操存擴充，才有可能，不是

說個即知即行，就成了聖人。故不止於善心，人之心也可以萌於惡：「於其善心之萌也，而

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於其噁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憸人引誘逢迎於其側……」（《王

陽明全集中．卷 22．人君之心惟在所養》，頁 942），因而，這所謂萌，不專指良知那純然無

惡的發動之行，亦可謂心於惡的萌動。知在本體即是行，已有萌動，但此萌動不即謂孝行之

完成，人還需擴充之，所謂篤行：「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

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51-52）。 
20 勞思光有說明知行合一之實義：知，指價值判斷；行，指其意念之發動；所謂合一，是就發

動處而非就完成處言。（勞思光，1997：433）故知所謂知行合一，乃謂：在知之價值判斷中

已表示了人之價值取向，而不是單只描述一件事實之知。這基本上是從事實認知與價值認知

間的區別而來，是一種對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間的區別之描述性說明，但卻也未能從證成此

合一之必然性─未說明為何非合一不可？依本文之說，若知行二分，則規範與究責無從說

明；若然為了規範與究責之可能性，知行合一乃必須的。另外，李明輝有就陽明文本分析出

知行合一之五個重要觀點，讀者可參考之。（李明輝，1994：433）鍾彩鈞視知行合一是在身

心上所言，疑慮就算無私欲障蔽，心之發動，是否「就一定會表現為行為？」（鍾彩鈞，1993：
47）鍾氏即就若就好好色、惡惡臭來說，當然不會表現在行為上，這是「由到行的間不容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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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之知，何解必須從知之即行之（固守之意欲）來理解？陽明之知行合

一首先為徐愛所疑，其理由在於人知之，卻不必行之；即，人知當孝，

卻不必能盡孝，故視知行為二。陽明之回應先指出此知行二分是為私欲

所斷，若就本體言，知行是一：「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

頁 4）。徐愛之疑，人知之，不必即行之，他與其師，其實不在同一個層

次上討論：陽明從知行之統一說心之本體義，徐愛所謂知而不行，其實

乃需在這本體義之先行理解上，才能說知行二分─先有合一，然後才

能說隔斷之二分。（參考本節末有關牟宗三對本心明覺與改過、責任間關

係之相關討論。）此知行二分，乃人以私欲，把原本合一者，故意分之，

此需另從人在倫理抉擇中的決意層面說明，而無損陽明這獨立地討論此

本體義之方式。徐愛偏離了陽明所論之本體義，但陽明卻堅守在知行的

本體上，對知行作分析說明。本文之工作，乃依陽明獨立地討論此本體，

才能揭示此本體之實義。關於其徒之疑，陽明先未直接就良知概念進行

分析，而是透過一知覺之意識連續性說明，這是理解陽明證成知行合一

之關鍵處，此涉所謂主體同一性： 

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

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

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

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

頁 4） 

陽明此所謂「好」有兩義，一是形容詞的好，其意大約指美的，故

見好色即是見美色；二是動詞義的愛好，也即是意欲，好好色乃謂欲美

色。在此雖說陽明以知覺之喻論之，但陽明之心，本乃覺義，故此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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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21見美色，是知，欲之，是行；知行二分乃謂人見美色外另立一

個欲之之心。因而，知行二分是謂人在知之心外，另立一個去行的心。

知與行是謂二心，正如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論語．雍也》）。

反之，知行合一，即是知行一心：見美色時心已自欲之，見美色之心外，

不另立一去欲之心；見美色之心，即是欲美色之心，故同一心也。這也

即本文一直強調的自我意識之統一：把知之心，與行之心，理解為同一

心之知行，知之心外，不另立一心，以明行之所歸屬處。知、行皆屬己

的，在自我同一中的形式關係中被證立。這是陽明比孟子說的更直接者，

以孟子未直說知之心，即是行之心，理解知行為一心，更直接的論證優

點即是提供說明規範─究責之可能性基礎，見下文。只是需明白，這所

                                                 
21 陽明所謂心，乃與知覺相連者：「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

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38）這所謂倫理之知，

陳立勝主張，乃所謂知覺，即能力義：「知字與能字緊密聯系在一起，識痛癢也罷，知痛癢

也罷，在根本上是能痛癢」，進而說此知，乃是感通無滯的能力，知萬物一體之仁，是一種

真識與真知。進而以此義說宗教知，一種默會之知（tacit knowledge）。（陳立勝，2008：197-198）
關於此知，蔡龍九有不同看法，以為陽明在此之喻不恰當，因倫理之知與去人欲相關，而這

知覺如惡惡臭，則與去人欲不相干，以涉生理故：道德倫理與生理「本應有著不同的標準與

檢證方式」（蔡龍九，2013：129）。然陽明在此乃論良知之知行本體，其實不涉人欲者，在

四句教中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是為上根器人而設，它不涉人欲，不涉固定的善惡，而是

就良知本體中知行之本一而說。若涉及人欲或惡之可能性，乃是因應根器次之之人說，在四

句教屬「有善有惡意之動」。陽明此處之惡惡臭也非生理的或心理的，但生理說見勞思光

（1997：434）之支持，心理說見陳來：「好好色只是一種心理行為」（陳來，2013：101）。
依本文，在知行合一中的惡惡臭，就如《傳習錄中》所言之知湯知服一樣，（《傳習錄中．答

顧東橋書》，頁 47）是儒家特有的倫理學存有學，人之具體行動為心體所在之處，而成為倫

理行動，惡惡臭非心理亦非生理，而是人之本心直貫到身體，以至於其行動：惡臭之知，與

惡之之行，原是同一。這心與身之直貫關係即表示：好與惡不是生理的，而是本心與身體之

倫理學存有學關係。此關係，陳立勝之說明可作參考：「而『活的身體』之所以能活動（視

聽言動），乃是由於心，可見在王陽明這裡活的身體是和心交織在一起的，耳目口鼻四肢之

身離開心，便是一團死的物事……」（陳立勝，2008：207）。評審人在涉心、思與覺之關係

上，對本文之分析有疑慮，主張思較具自主性，而知覺較被動，因而，心思與覺似相距頗大，

要求再作說明，筆者嘗試如下：首先，所謂知覺，筆者乃從倫理學存有學言，自主地了覺於

人之日常行事上，如上文之知湯知服，而非俗說謂人感官於逐物之被動知覺。在文獻上，孟

子未直言心思即是覺；然心之官雖是職義，但孟子在〈告子上〉中已使用耳、口與目之知覺

來類比論證理義愉悅心。悅愉當即是一覺情，心之愉悅當可視之為心之覺；孟子謂心愉悅於

理義，依此，本心之覺義在《孟子》亦已呼之欲出矣！（陳士誠，2017：91-98） 



74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四期 

 

謂行，乃是指意欲之萌動，於知仁義上，是指對之之願意遵守之意欲動

機。知行合一乃謂在其知中已蘊含著一意欲，如上文，人說這花是美的

時，此謂：說者乃欲之，推薦之，因而，說之即是行了。換到倫理學理

解，良知之知乃蘊含一意欲行動，此從良知本體說：「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5），而非用以補救孤知不行或孤行不

知在實踐之不足。22 

對其師之說，徐愛不以為然，引古人反駁云：「古人說知行做兩個，

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

落」（《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5），以下先說陽明如何解釋古人

之語，古人分言兩種人，其一是「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

故必說知，以指導其行；另一種人則是「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

著實躬行」，故必說行，使落實其知。陽明之反駁，說古人如此，乃謂在

實踐上的補救，非就本體言，而是為實踐上因材施教之法，故云：「古人

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23此救蔽之說，其實只謂把知行分兩邊，這好

像說知者在實踐上還要行之─不可妄行無所思；行者還需知之─不

可空說知，而任令自己不行。這分兩邊說乃補知行之偏而來的補救之法。

陽明在答某人書中亦以同樣觀點說古儒之分知行乃是「補偏救蔽之言」

（《王陽明全集下．卷 32．與道通書》，頁 1331），他自己看得清，其學

乃就本體言，良知之知即於其意欲，而非一補救之法。24 

                                                 
22 這補救說，也同類於知先後行之說，其變形可見楊國榮所謂先天、後天說，他主張：行，是

一種經驗性的活動，是「後天的實際踐履」，良知則是先天的本體。（楊國榮，1999：213） 
23 在同一段話中，《傳習錄》中並無支離之說，但在《年譜》陽明在答徐愛之疑時，即以支離

批判之：「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王陽明全集下．卷 33．
年譜一》，頁 1356），陽明就本體言所謂支離就是把知行二分：「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

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中》，頁 54）。 
24 此古人說，非指孔子，孔子雖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陽明弟子亦依此質疑其知行合一

說，而陽明則回應：「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

（《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37） 



知─行合一之哲學史及其倫理學的先驗說明之探究 75 

 

在本體上之知行合一，乃謂知行乃在發動處，「爾說固是，但要曉得

一念發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王陽明全集下．卷 32．傳習錄拾遺》，

頁 1292-1293），此說乃揭示了道德意識之連續統一。在上文徐愛以古人

疑其師之說，陽明首先是以知在行中，行在知中，以說知行合一：「若會

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王陽明

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5），在一意識之統一中，人倫理地意識到知某

事為惡時，已表示了自己對此知之態度，即已意識到惡之，而且要去之。

若我不是在我知其為惡中已有去之之意識，這事也不能稱之為惡。因而

知與行必在一統一的意識當中，而不是分開屬不同意識。其理由不難理

解：若知與行二心，人作惡不善，即可藉口二心，說此不善之惡與己無

關：「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

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

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下》，頁 109-111）

陽明在此，非謂給一念發動以行動之名，而使念之發動即與人相關，便

不能藉口這發動還只是動機而未實行，或未產生實質的惡果，而不去禁

止。而只謂，就算是發動為惡，作為動機，亦是行了，而與人相關，人

在此相關性中，才能說禁止。若無此相關性，如在知行二分下，當良知

知其意念之發動為惡，也沒有理由去禁止，因為既與之二分，即與之不

相干，良知何來禁止之理？這自非謂泛泛的相關性，乃是在知行合一下，

知與行同屬一主體之理解下，才能說一個發動為惡者，與人相關，也即

是，皆是屬己的，而非屬他者。良知自非那發動為惡者，但所謂發動為

惡者，乃只有在良知之知下，才能說之為惡─良知覺照為惡，而與良

知相關。發動為惡之行動，不會因為其發動者不是良知，而與良知不相

干，反而是，在良知之知行合一下，才能說明發動為去惡之可能性，從

而使發動為惡之行動，在良知之知行合一中，成為一屬己的事─除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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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表示：良知知其為惡，並在此知惡中即有除惡之意欲，或者有禁止

之意欲，而與此發動為惡相關，而非不相干者。25若知行二分，則知惡

者自己不除之，又如何要人除之？此理實不難解，所謂惡，不是西方所

說的自然的惡，不是宗教的原罪；說惡，乃謂某人的惡，因而乃必屬於

某人者，從而才有要求其去之除之改之，或要其承責。因而，知行合一

所表示之主體同一，其實是倫理規範、改過與究責之所以可能之先在性

條件。26依此，陽明即有充分理由說：「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

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王陽明全集上．卷六．答友人問，頁 234），因

為若非如此，人根本不能說是非，辨善惡。27 

                                                 
25 陳來以為知行合一對上述之「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有矯治

的作用，但擔心一念發動即是善，而不把善念施於社會，就是陽明之知行二分。其意乃謂，

人儘管有善心，其實還不知而不行，因而此善念不該稱為「行」。因而他得出，所謂知行合

一，只合於為惡，而不合於為善。（陳來，2013：98-99）後來李明輝藉對康德之《純然理性

範圍內之宗教》中所謂自由意念下的智思的行動（intelligibele That）之分析，說明這是就意

念之發動言，而與具體如事親的行動，有所區隔。（李明輝，1994：433）陳來所云，謂不施

於社會，乃指具體行動，而知行合一是說此行動在主體上之動機。也即，陳來沒有區分意念

發動與具體行動，從而產生許多糾結。而上文蔡龍九所謂道德倫理與心理之別，也是在這問

題架構下來之延伸。 
26 本文評審人很細心的指出筆者三個依於究責作出的論證，分別在第參節：道德能力是究責之

條件；第陸節：知行統一在自我之中乃究責之條件；以及第捌節：知行同一乃究責之條件。

他強調第參節的論證更為有效，因為人在究責中會要求人遵守道德能力，而知行關係可在知

行之穩固的心理狀態上理解，進而才是它們間的統一與同一。筆者回應如下：既然評審人已

同意第參節之道德能力是究責之先行條件，則剩下的問題是：知行為何需在同一主體性中，

才能說明究責，而非在分別的心理狀態中，再說兩者之連結統一，從而說究責？首先就文本

言，心之同一性是陽明自己說的，即行之心不是知之心外的另一心，筆者順此義進一步指出

心之同一性乃是究責之先行條件。在這個文本問題上，筆者之詮釋，乃偏向藉究責來支持知

行一心之正當性基礎，從而使究責與知行一心間的邏輯關係被突顯出來，這有類於於西方哲

學中的理性層面的分析。然而，評審人所說的，在差異的心理狀態後再進行統一，筆者以為，

雖亦可說明究責，且亦是一有力的說法，但這有類於西方哲學所謂意識的分析；以筆者淺見，

此意識分析，在陽明文本中，並不多見，反而在陽明後如劉宗周文本中，似有相關論述。 
27 人之悔過與後悔，乃在本心之呈露中可能，這點牟宗三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已明確指出：

「……只有因着本心明覺，始可說負責，悔改。即使本心明覺未呈露，一時未能，依本心明

覺之理而行，但假若你說我負責，而且後悔，因此，我應當受責……則此時即是你本心明覺

之呈露，即，你只因有此本心明覺，你始能這樣說。」（牟宗三，198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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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那惡行之發動者，及其倫理學之可能性條件為何，並不屬於良

知之知行關係的探究範圍，而是屬於指向有善有惡意之動的決意問題；

也即是，一個由人心之意念發動為善惡，並由此發動返推到其決意之主

體狀態之問題，此即是屬四句教中「有善有惡意之動」之問題。28 

玖、知行之屬己性及其倫理學證成 

知、行之屬己性，可從陽明以知縣與知州論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知，

以明之：「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

（《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49）這知州、知縣乃在中國古代官位，

所謂知，乃職稱，指一州縣府內之主事者；一州內之事皆屬知州這官職

者所管核之事；故所謂知天，乃謂天為我的事。因而知，非孤知離行，

而是謂知之而管治之。知天即為我的事，而非由下到上如子事父，如是

則與天為二：「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王陽

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49）因而，陽明之知，乃表示一屬己性，我

                                                 
28 龍溪在質疑其師之四有教法中，即屬由意念返溯其發動意念之心上，即意有善惡，心即有善

惡之推論。此心當指下文所謂人心而言。所謂發動，原本是指一不受它物主宰的自主性，即

便在發動為惡上亦然，因為如是才能理解發動者之意欲，否則若隨俗地以為發動為惡乃由物

欲之氣所影響，進而為其決定，則它不值得一發動之名，而只是一被推動者。若人之惡意乃

被推動而致，則因無自主而無從究責其惡。此善惡之意不是從相對而言，否則必落在依待性

之比較上；而這所謂依待性，即謂：其為善，乃是依於與較少的惡相比較而決定，因而其價

值非從本心而出，致使這相對的善，與由本心而出的善，完全異質的，最後根本不能從善、

惡意中說明人決意離惡致知以為善。所謂發動為善惡，是指人心之決意處於致知與離知之

間：雜於人偽而未能得良知之知，與可排除人偽以致良知之間，也即是人心可致知而善，也

可離知而惡，說它可發動為善惡，乃是說它處於其間─可發動此，可發動彼，從而即可說

人心為一可上昇下移之道德意識。關此，陽明在論道心與人心時，表示的清楚：「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

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王陽明全集上．傳習錄上》，頁 8）關此問題，並不在本文之

討論範圍，以本文乃處理由良知之知行合一之本體義，並由此發展成的倫理學的先驗說明，

而非處理人在善惡之決意問題，這需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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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何事，即表示此事屬我。若在事父事君之上下關係言，則無屬己性，

而是二分之說。在知之屬己性中，知孝親與欲盡孝，皆同屬於我，而不

是知孝之我，與盡孝之我，分屬不同的我。知與行皆是我的，屬於我自

己，中間不斷流，我知之，即意欲之，並不二分。因而，陽明「知」一

詞之意含，不只於用法上較常識廣，而是他見到「知」一詞在規範倫理

中所蘊含之屬己性與意欲性。知行合一之可能性奠基在這屬己性，這屬

己性在倫理學上之證成，乃在範規與究責之關係中完成。也即，知與行

之合一即乃使範規與究責成為可能。也即是，若知、行不屬己，則其倫

理學困難在於範規與究責成為不可能。以下分別規範倫理地說明這屬己

性與意欲性。首先論屬己性對規範─究責之必要性。 

假若知之我與行之我分離，則表示知之我外，需另立一行之我，這

在陽明上文以知覺之喻所反對：「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王陽明全

集上．傳習錄上》，頁 4）。假若這分離之說能成立，則所謂天理之普遍

規範性即不成立，陽明上文所說的禽獸之究責亦不成立：因為在這分離

說中，我即分成知之我與行之我，此謂：知之我不行，行之我不知，因

而不能要求知之我行其所知，因行屬另一個我；亦不能要求行之者行之，

因為行之者不知其所應知，以知屬另一我故。知之我既不行，則我之所

知不能規範這行之我，因為對行之者言，是義外故；行之我既不知，則

我之所行即不受知之者所規範，亦義外故。是故，一個規範倫理學之合

法性要件在於知、行之我為同一個我（陽明喚作心）。以下論意欲性對規

範─究責之必要性。 

上文論孟子及陽明時已說明過，規範之普遍性不能透過觀察而得，

而是透過在究責中揭示規範普遍性之先行設想之必然性。現在亦可用另

一倫理學觀點揭示知、行關係中所蘊含者，從而揭示與其所蘊含間之必

然連結。現我們設想某人之知孝親，在其中卻無任何意欲於行孝，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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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知與任何意欲無關，其知不蘊含自己之意願，也不含蘊任何其他人之

意願，則此知也即被理解為如馬有四腿之實然聞見之知，此知乃來自於

對事實之觀察。此也即是所謂離行的孤知。這孝親之離行孤知是否能成

功證成它自己應為人所遵行？這可從人若違反此孝親之知後是否能被究

責，即可說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此孤知之孝親從一開始即被理

解為離行孤知，也即在它開始已被設想為不蘊含任何意欲，也即不表示

何態度，它根本不表示任何要求；既無要求，則也談不上遵守或不遵守，

因而也根本沒有違反不違反，亦無有所謂究責的問題。是故，任何倫理

學之知必帶有主觀意欲性，知必連帶行，帶著對所知之遵守意欲，否則

它根本不成為規範。假若人知孺子將入井，被視為離行孤知，也即純屬

事實描述，則知此事實，與知地球為圓的，並無根本差異，是故在人知

孺子入井而無動於衷，無所行動，人亦不能責之以無惻隱之心，以此知

並無表示出任何價值上的要求─要求伸手救之，或通報求援等。這無

關其知所產生的結果好壞或對社會之影響，而是孺子入井之知，本不是

一事實之認知，而從開始即表示了人之態度。知行合一只不過表示善惡

之知，其態度乃出自於本心良知，此態度之可能性乃基於知者與行者之

同一性中。 

拾、結語 

本文所論知行合一，可分為對這概念之說明部分與證成部分。關於

說明部分，首先，從規範─究責的哲學史之前理解中，說明孟子學乃在

一個以人性善為大前提的倫理規範中，才能被理解，從而指示出對陽明

學理解之方向；關鍵在於捨棄概念性的橫列性理解方式，而需從價值高

低的規範性理解方式，來說孟子學，也即需在一規範─究責之結構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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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學進行詮釋。其次，從孟子與陽明知行合一在文本上的連結中，說

明所謂知行合一，乃暗示對規範之知即是固守此知之承認概念─知一

規範，即是承認此規範。此說明部分之成果，乃揭示出：陽明之知行合

一概念，有賴對《孟子》之詮釋，才能獲得在哲學史文本上的說明。關

於證成部分，首先透過分析本文而得出本心在知行上之主體同一性，進

而說明這同一性乃是能設想規範─究責之所以可能之先驗性件條。當規

範─究責在倫理學中先被設想為確定的概念，又當此同一性被理解為其

先驗性件條，則這同一性中成立的知行合一，即獲得由規範─究責而來

的概念確定性，從而在倫理學上獲得證成。此證成部分之成果，乃揭示

出：知行合一之概念，不必求助泛心理學，而只需在概念上，透過與規

範─究責之關係，即可被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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