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對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這三位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各自的道家觀進行了較為全面、

系統的研究。如對於唐君毅，從他論老子言道之六義及其貫釋，論道家思想之流變，到晚年心

通九境論對道家思想的涵攝，都做了比較充分的探討；對於牟宗三，從他以主觀的、實踐的、

境界形態的形上學來簡別道家之道，到他《才性與玄理》對先秦道家玄理的弘揚，從他對人物

品鑒包括名士氣、英雄氣、聖賢氣象、水滸漢子氣的深入研究即所謂從品鑒之人學到全幅人性

了悟之學問，到晚年共法說的提出及其意義，都有比較系統的討論；對於徐復觀，則從其《中

國人性論史》之論老、莊，到《中國藝術精神》中的莊子觀及其儒道會通觀，都有比較全面的

研究。

在對唐、牟、徐三人分別研究的基礎上，本書對三人的道家觀也做了比較研究，除了分別

以「求心之善」、「求理之真」、「求生之美」來簡別和表徵三人為人為學之不同的風格外，本書

還對唐、牟、徐三人作為港臺新儒家體現出來的一些群體性特徵做了分析和總結。

最後，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對道家精神的現代意義做了一些探討，並對唐、牟、

徐之道家觀的貢獻及歷史局限性做了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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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來，隨著國外列強的入侵以及清帝國自身的衰敗，國家、民族和

中華傳統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巨變，其中尤以文明的衝擊為最甚。

自上古之始，處於中原的中華文明就先進於周邊的少數民族文化，是以當時

華族的人以本民族文化為驕傲，故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

也」（《滕文公上》）。在晚清以前，這種文化自信與自豪一直得以保持，儘管

外族曾多次入侵中國，乃至入主中原。而事實上，中華文明也確曾長期在世

界文明中處於領先地位，並廣泛影響了周邊國家。簡言之，近代以前國人從

未對中華文明有過動搖、疑惑之心。然而這一點在近代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

和文化衝擊下，逐漸發生了轉變，而在新文化運動中達至一個高峰。當時，

一些極端的知識分子打著救亡圖存的旗號，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甚至於認

為傳統文化是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必須將其連根剷除，全心擁抱西方文明，

才是唯一出路。這種偏執的主張，缺乏深度的理性根據，遠離社會現實，不

僅現在看來十分荒唐，即使在當時也沒能得以實現。但是，完全可以把它們

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自晚清以來逐漸衰落的一種反面的、激烈的、誇張的反

映。這種衰敗與失勢並沒有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結束而終止，而是貫穿了整個

二十世紀，在一定意義上講甚至可以說是延續至今。 

然而在此邊緣化和命運多舛的大形勢下，仍有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

深、愛之篤的人，本著鮮明的民族文化意識，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和挑戰，

深刻反思傳統，力圖在繼承其核心價值和精神的基礎上，涵納西方文明之長，

以開出新的局面。這其中最典型、最重要的，非現代新儒家莫屬了。一般來

說，自民國初年至今，現代新儒家可以被分為三代。第一代的中心人物是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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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十力先生。熊先生具有強烈的中華文化意識，以「斯文在茲」為念，對儒家

所闡釋的大易生生之道、心性之說有真切體悟，對傳統哲學「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伊川）之義有深刻認識，在繼承這些要義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佛

教思想，並對相應的西方宗教、哲學思想加以衡定，創造了儒家特徵非常顯

著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這可以視作是立足中國傳統哲學對西方哲學和

科學所作的創造性的、現代性的回應，為中國傳統哲學在新時代的發展奠定

了基礎。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中心人物是熊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和徐

復觀。因在大陸解放後，他們都生活於港臺，其最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作品

也大都產生於其港臺生活時期，故也被學界稱作港臺新儒家。唐君毅先生，

牟宗三先生評價為本時代「文化意識宇宙巨人」（其實，現代新儒家的學者都

無愧於此稱號），是說唐先生是用全副生命，並且在踐行中繼承和弘揚中國傳

統文化。唐先生通過一系列皇皇大著全面梳理了中國傳統哲學，並努力衡定

人類全部的哲學、宗教、科學等思想在心靈世界中的地位，最後歸宗於儒家

哲學。牟宗三先生哲學思辨力和識見強勁而深刻，他對西方哲學做了真切的

瞭解，獨立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譯，對中國儒釋道思想做了令人信服和歎

為觀止的理論闡釋與梳理，這使他能夠清楚地看到中西哲學的短長，一方面，

指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與康德論實踐理性在義理上是相通的，一方面又指

出康德哲學要吸納中國哲學的智慧，承認人具有「智的直覺」，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他承認西方哲學對人類認識心的深入探索，以及在邏輯、數學和科學

上的相應成就，這是西方哲學之長，也是儒家哲學之短。儒家哲學要正視此

缺陷，但並不是要丟棄其道德的形上學和「智的直覺」（本心、良知）之長，

而是通過「良知坎陷」，突顯認識心，進而開出科學與民主，以實現中國傳統

文化的現代化。牟先生對於東西哲學的體認和見識都是非常深刻的，通過其

出類拔萃的哲學天賦和終身不懈的追求，他為會通中西哲學、推進儒家義理

實質性發展和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套基本的理論框架。徐復觀先生雖

然中年過後才開始做學問，但他本有深厚的古典學功底。他矢志發掘中國文

化的永恆價值和世界意義，持續不斷地努力，創作出了諸如《中國人性論史》

《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等不朽傑作，把中國文化中道德心性、自由

精神（藝術精神）對於人類精神生活的普遍價值揭示出來。徐先生也是一位

反專制的自由民主鬥士，他撰寫了大量犀利的雜文，一邊豁顯中國傳統文化

本有的民主精神，一邊猛烈抨擊當世的黑暗專制政治，乃至於社會上的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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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現象。他從自己的獨特體驗和視角，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新生做出了

貢獻。三位先生繼承前輩新儒家的精神與事業，以其更完備的知識結構、更

廣闊的文化視野和理論視野，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卓越的、典

範性的貢獻。他們吸引了許多青年人的追慕，也因此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生，

被視為現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其代表人物有杜維明、劉述先等。 

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學說體現了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水平，是任

何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所不可繞過，也無法繞過的。學界對現代新儒家的研

究開始地很早，至今仍然是熱點之一，並且積累了數量不小的成果。但這些

研究成果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其中一個明顯的短板是對其道家詮釋

和探索的研究。比較而言，這方面的研究數量少，並且缺乏系統性，是一個

令人遺憾的、不該出現的狀況。眾所周知，道家是中國文化中一大流派，起

源早，思想內涵豐富，發展過程複雜，跟其他學說如儒釋二家在歷史上有著

較深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對於塑造國人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作用是巨

大的。是以，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現代化與創造性轉化，離不開對道家資源的

汲取。現代新儒家的許多理論創獲都經歷了對道家思想資源加以反思、評判

和吸收的過程，如唐君毅先生在心靈九境論中對莊子思想的反思與定位，牟

宗三先生斷定道家是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與肯定其作用層「無」的哲學價值，

徐復觀先生解釋莊子精神是藝術精神等等。換言之，對道家思想深入研究和

借鑒，本就是現代新儒家理論建構的有機部分，無法剝離。因此，對現代新

儒家道家思想詮釋和探索方面研究的缺陷是不該出現、並亟需彌補的問題。 

汪頻高博士的《港臺新儒家之道家觀研究》正是一本彌補上述不足的、

令人見之可喜的力作。該書以現代新儒家最具代表性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唐、

牟、徐為中心，系統地論述他們對道家思想的詮釋和探索，分析入微，比較

見要，衡論有識，對於推進相關專題研究，貢獻良多。擇其大端而言，該書

有以下顯著的特色。 

首先，對每位人物思想的分析細膩而合理，論述層次清晰。以某個主題

為線索的系統性論述，必須建立在各單元清晰分論的堅實基礎上，然而就本

書的主題而言，若想很好地做到此點殊為不易。三位大家著作宏富，思想複

雜，前後變化也不少，所以清晰合理地展示其道家觀是為難事。然而該書在

分論時，既抓住了每位的特徵性的思想要旨，又合理地展示了其結構，使論

述點線面有機結合，極為清晰。舉例而言，如論述唐君毅的道家觀，既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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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論老子之道的具體要義分析（可謂之點的展示），又有對唐先生論道家

思想流變的討論（可謂之線的展示），這樣就把唐先生的道家觀立體地描畫出

來了。然對唐先生道家觀的論述，不限於此，作者並結合唐先生「不在立言，

而在成教」的根本性理論追求，以及其心靈九境論對道家境界的定位，概括

唐先生道家研究的總體風貌為「求心之為善」，這是將唐先生的道家觀置於其

思想系統中加以把握（可謂之面的展示）。因此，唐先生的道家觀在作者的精

心安排下和精確論斷下，就獲得了格外明晰的展示。對牟先生道家觀的展示

也是如此，既有總論牟先生道家為境界形態的形上學觀點的內容，也有分別

論述牟先生對具體道家人物和思想看法的內容。總之，作者對每位人物思想

的分析細膩而合理，論述層次清晰，這是本書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 

其次，論述時注重在三家間相互比較，既展示其共通之處，又突顯各自

特色。主題性的研究，若比較的方法和由此而來的通論運用不佳，就不能深

入和出彩。本書的作者顯然對此有著高度的方法論自覺，在論述的過程中，

關鍵之處必作比較以見其同異，又對各個人物作畫龍點睛式的概括，讓本書

的論述和論斷有深度、有高度。舉例而言，評論牟先生的道家觀之時，將其

對道家為境界形態形上學的專斷意味十足的觀點，與唐先生老子之道有六義

和四層之說比較，充分顯示了牟先生學問在義理上的「強勢」。這個比較，既

顯示了二家理論思維的不同，又能啟發讀者作進一步的思考。再如，在總結

唐先生道家觀之時，作者不忘提及牟先生對唐先生的主要思想觀點在三十歲

就穩定下來了的評說，並引用唐先生自己的說法來作為回應，通過這個比較

作者清楚地為我們展示了唐先生求全體哲學義理之通和重在立教的學問特

徵，而這個特徵顯然便於更加深刻地瞭解其道家觀。再如，對徐復觀道家觀

的評析，恰是在與唐、牟二先生的特點的比較中加以鋪陳的，這更是一種十

分巧妙的論述方法。 

再次，本書的一些研究結論精闢、深刻、啟人良多。本書中常常閃露出

精彩見解的光芒，無論在具體細節性的觀點，還是高度概括性的結論方面皆

是如此，這是作者思想成熟的自然流露。舉例而言，作者把唐、牟、徐三人

的道家觀分別概括為「求心之為善」「求理之為真」「求生之為美」，如此簡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之「簡易」），而又比較準確，真有一語道破之美感。

再如，作者總結三家道家觀的一個共通之處是他們都很重視道家思想，看重

道家思想對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意義，另外，「他們都持開放式的儒家觀，都



 

 

 

 

序一 

 

－序 5－ 

有世界性視野和時代發展觀，致力於傳統與現代的對接」，這無疑是直截了當

地指出了他們這代新儒家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認清了傳統文化必須進行現

代轉化的內在性和外在性事實，而這種現代轉化必須在與古今中外的思想，

尤其是現代文明的對話中進行。這一基本特點雖然十分清楚而為人熟知，但

作者是在對三家道家觀做了具體研究後得出的。這無疑會加深人們對此的認

知。再如，素來存在爭議的牟先生所判定的道家是境界形態的形上學的觀點，

作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牟先生對道家如此大刀闊斧的簡約處理，其實

是類似孟子道性善那種聳人聽聞的宣稱，其本質是一種理論創新，或者說是

理論創新的一個關節點。這種新的見解頗能啟人深思。 

當然，本書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存在繼續深化研究的空間，如，對當代

大陸新儒家的界定，關於他們後續思想的發展及其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思

想變遷的作用，都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和分析；就港臺新儒家而言，唐君毅、

牟宗三、徐復觀他們固然重要，但另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如錢穆、方東美、

張君勱等也極具分量，並且不是唐、牟、徐就能代表得了的。和唐、牟、徐

相比較，他們的思想會呈現出別樣的光輝和精彩！以後有機會的話，建議汪

頻高博士把錢穆他們都擴充進來，那樣的話，研究範圍會更廣闊，研究內容

更扎實，研究成果更厚重。 

期待著汪頻高博士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 

是為序。 

 

（本序言作者徐水生先生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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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的二三事 

我是本書作者汪頻高的二哥。在我們家六個兄弟姐妹中，汪頻高是最小

的一個，我們那裏稱為「老么」。印象中，他有這樣幾個突出的特點： 

一是性子急。汪頻高自從上學後，別人都以為他是慢性子，看他做起事

來總是一副慢條斯理的樣子。其實，小時候，他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一言不

合就放聲大哭，一哭起來，一口氣可以憋得很長，直至閉過氣去，人事不知。

好在那時候村裏有個文爹爹是武林高手，懂得治病救人。每次汪頻高哭出問

題，都是請文爹爹過來，他一上手推拿幾下就緩過來了。 

二是記憶力好，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小時候讀書的成績好就不說了。記

得他經常和人下象棋，玩得興起時，他就背對棋盤，跟人下盲棋。即便這樣，

好多人還不是他的對手。後來他在銀行工作時，多次參加象棋比賽，拿了幾

個冠軍。至於單位內部比賽，更是難逢敵手。  

三是具有獨特的洞察力。汪頻高大學學的是金融類的投資分析專業，因

此對企業財務報表非常熟悉。前幾年我同時經營多個公司，但是我對財務這

一塊，可以說是門外漢，我就請他看各個公司的財務報表，看他能不能找出

些什麼問題。結果是，他只要瞭解一下公司的組織架構（人員情況）、經營流

程（成本構成及銷售情況），再對照財務報表，馬上就能指出報表中哪些做得

不好、企業大致盈虧情況、哪里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竟然與我自己的直觀

判斷八九不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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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對汪頻高和他這本書的再認識 

汪頻高本來在銀行工作好好的，在外人眼中，他就是端著「金飯碗」的，

結果他辭職考研、去讀哲學了，讓別人眼鏡掉了一地…… 

我是事後才知道他辭職的，也是吃了一驚——我倒不是反對他辭職，當

時大陸改革開放，發展機會很多，辭職我能理解，只是覺得讀哲學有什麼用

呢？ 

一段時間以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大

陸早已蕩然無存，整個學術界集體道德淪喪、粉飾太平、甚至為虎作倀，逐

步淪為專制和獨裁的奴婢！所以我一直認為，在當下的中國，除了「實業救

國」對推動社會進步、改善民生還能有一點作用外，其它的都是空談，在當

今的體制下都是沒用的，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 

還有一個原因，近年來，一些人迎合上意「以德治國」，打著「復興國學」

的旗號，什麼東西都往「傳統文化」「國學智慧」的筐裏裝，好像現在中國的

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國學」來解釋，也只有用「國學」才能得到解決。

以至於人們一談到「國學」，就聯繫到招搖撞騙、沽名釣譽的江湖郎中的形象，

一股酸腐的「書呆子」氣。 

但是，當汪頻高把他寫的「港臺新儒家之道家觀研究」書稿給我看後，

卻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該書全書共五章，第一章對現代新儒學與港臺新儒家的興起、發展與演

變過程進行概論性的介紹與綜述。後面三章則分別探討了唐君毅、牟宗三、

徐復觀的道家觀，並以唐君毅的求「心之為善」、牟宗三的求「理之為真」、

徐復觀的求「生之為美」來總結各自道家觀的思想品格。第五章為結語，對

港臺新儒家的道家觀展開了較為詳細的批評總結，並反省了新儒家的道家觀

的理論貢獻及其思想局限。 

我認為，汪頻高的選題比較新穎，視角獨特，資料充分，有很強的說服

力，也有相當的理論創新性。 

一直以來，儒、道給人們的印象，如通俗來講就是：儒家重養性，道家

重養生；儒家追求「入世」，道家追求「出世」；儒家主張「克己復禮」「內聖

外王」，道家側重「超然自得」「清靜無為」。所以，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儒

學蔚為主流，道家隱而不顯。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的港臺新儒

家，在重建現代新儒學的過程中，不是揚儒抑道，而是在堅守儒家立場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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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重視儒道會通，主張攝道歸儒，把道家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從正面肯定道家思想的價值與意義。 

三、我的一點建議和期望 

新儒學作為當今傳統文化研究的顯學，如何才能得到國際社會、國際學

術界的認同、進入國際學術界的主流？答案應該是：新儒家（研究者）必須

具有廣闊的學術視野，才能提升中國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中國學者的學術地

位。 

我認為，冷戰之後，整個世界正在走向一種新的文明整合，正如塞繆爾‧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現在是世界幾大文明的主流價

值正面的遇合和交融，其中最有希望的趨勢，是儒家為主軸的中國傳統文化

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的對話。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有普世主義的性格，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基本價值有很多共識。儒家的

「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一旦中國文化回到主流之

「道」，中國與西方對抗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果如此，則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本序言作者汪清標先生乃本書作者汪頻高的胞兄，廣東地區知名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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