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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國際學術會議 2015：通識教育之基礎 

論大學通識教育的價值教育功能 

吳啟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大學通識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承擔價值教育的任務（本文所談的大學通

識教育以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為模型）。文章主要觀點有三：(1) 由於

通識教育明確以「學做人」為目標，故理應是大學推行價值教育的適切平台。(2) 

然而，以「課堂講論」為教學模式的大學通識教育，在價值教育的開展上始終有

其無可避免的限制：「講論」的方式主要針對學生的心智或理性，不能保證學生

獲得情感及意志上的轉化和昇華；而所謂「學做人」，卻必須仰賴後者的參與和

支持。(3) 但即使有著上述限制，「講論式的價值教育」依然有其不容忽視的正

面功能：「講論」的靈魂在於「講理」，而「講理」一方面可以防止情感和意志上

的獨斷、盲目和偏執，一方面可以促進不同價值觀的交流和切磋，鼓舞學生放開

眼界，持續對自己的價值觀進行反思和檢驗。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裏，這兩項功能

尤為寶貴。 

 

 

1. 引言：本文之背景及議題 

 

筆者數月前曾撰成一文：〈通識裏的價值教育：以「中國文化要義」和「自

由與命運」為例〉1，內容主要根據筆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中國文化要義」

及「自由與命運」兩門通識課的經驗，探討在價值多元的處境下，大學裏的價值

教育可如何開展。文章雖有論及一些相對具理論性的議題，例如「大學價值教育

為何會成為現時代之難題」及「價值教育在大學裏是否真有必要」等，但觀乎題

目可知，文章重點主要還是落在教學的具體設計和操作上。為此，本文擬接續前

作，進一步從較為後設的層面檢視和衡量大學通識教育的價值教育功能：前作所

著眼的兩類通識課種，無論彼此性質和具體設計如何不同，兩者均採用「課堂講

論」為基本教學模式則為一致（筆者更且相信，「課堂講論」應該是現今大學所

普遍採用的主要教學模式）；然則，「講論」這種模式，在價值教育上到底能發揮

多大功能？倘若「講論」對於實現價值教育的目標毫無用處，則我們似乎便不宜

把價值教育的重任委託給「以講論為主要教學模式」的大學通識教育了。但若「講

論」並非一無是處，則其作用到底又有多大？它在價值教育上不能做甚麼、能做

甚麼？這就是本文所關心的議題。 

 

                                                       
1 將刊載於《大學通識》第九期，香港中文大學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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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應先對本文兩個重要概念稍作交代。首先，前段一再提

到「講論」，而並未闡明其意指。但由於下文將舉出一眾「非講論」的教學例子

來對照反顯「講論」的意涵，故現在且先略過。另一概念則是「價值教育」：甚

麼是價值教育？筆者在前作曾援引石元康教授之〈現代社會中價值教育為甚麼會

式微？〉一文2，當中對「價值教育」有這樣的說明： 

 

在價值教育佔主導地位的體制下，人們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學習怎樣做一

個人。（⋯⋯）中國傳統的教育就是一個典型的價值教育。在那個體制下，

接受教育者主要的動機及目的是希望能學到怎麼樣做一個人，怎麼樣培養

自己的品格，以及怎麼樣建立起一個人生觀，從而能夠有一個美好的人

生。 

 

本文所言及的「價值教育」，將沿用上述見解，其內涵包括培養品格、建立人生

觀，以至探索和實踐美好的人生等。簡言之，「價值教育」的目標，可概括為「學

做人」。 

 

2. 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以香港中文大學之通識教育課程為例 

 

如上所言，本文之目的是檢討「講論」的教學方式在開展價值教育上的作用

與限制。而在正式討論前，讓我們先行思考一個問題：大學通識教育其實是否懷

有「價值教育」的用心？若否，則無論「講論」的教學方式在推行價值教育上要

面臨多大限制，也不見得是一難題，因為這類課程本來就不以「學做人」為目標。

因此，以下試以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為例，看看其教學目標是否含有「價

值教育」的向度或元素。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網站3的「概覽」部分之中，有一項是「我

們的使命」，表明「課程旨在引導學生認識人類和現代社會的重要議題、理念和

價值；培養他們成為懷抱全球，關心社會的公民，有能力在瞬息萬變的世界面對

不同的挑戰，作出有識見的判斷。」4這裏的「懷抱全球，關心社會」，顯然已屬

一種「品格培養」。並且，一個會「懷抱全球，關心社會」的學生，亦顯然需要

先建立起一種特定的人生觀（否則他們不會有動力去關心世界）：世界和社會是

值得關心的，而一個美好的人生是不能跟世界和社會割離的。再者，在這段關於

使命的概述之下，復羅列出五項宗旨，當中第四和第五項分別為：「培養表達、

溝通及批判思考所需的態度及能力」和「擴展好奇心，廣泛閱讀，發展自主學習

及團隊合作所需的態度及技能」。5這裏一再提及「態度」，顯見其自我定位並非

                                                       
2 收入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151-169。 
3 https://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 
4 https://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overview-ch/mission-ch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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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生提供純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注到學生生命的內層。 

 

接著，讓我們進入網站的「課程」部分，看看「大學通識」的目標。6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包含兩部分：「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和「大學通識教育四範圍」。我

們不難發現，兩者的設計及教學目標都含有「學做人」的成素。首先，「通識教

育基礎課程」再細分為兩部分：「與自然對話」和「與人文對話」，後者即明確以

「反省理想社會與美好人生」為目標。7其次，「大學通識教育四範圍」包括：「範

圍 A：中華文化傳承」、「範圍 B：自然、科學與科技」、「範圍 C：社會與文化」、

「範圍 D：自我與人文」。從四範圍的命名可知，「自我與人文」一範圍自然包含

「學做人」的目標：「本範圍讓學生探索人類價值信念的多樣性，反思人類行為

的意義，從而加深對自己的瞭解。」8但更有意思的是，看似「純學術」的「範

圍 B：自然、科學與科技」，其實都含有價值教育的關切：「本範圍拓闊學生對大

自然、科學和科技的認知，引導他們認識科學發現、科學原理和科學方法，並學

習以科學態度理解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和科技發展對現代生活的影響。」9這樣，

我們就更加可以肯定，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無疑懷有價值教育的抱

負。 

 

上面雖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為例，但筆者無意以它代表或涵蓋

所有大學的通識教育。尤其在具體課程設計上，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考量和安排，

實屬自然不過。筆者只想申明：如果通識教育的本懷是提供一種「非純學術」和

「非專業或技能訓練」的全人教育，則無論具體課程設計如何，其宗旨、目標均

含有價值教育——學做人——的成素，亦是理所當然。因此，我們不妨一般化地

說：大學通識教育，不論具體設計如何，均懷有價值教育的用心。 

 

3. 「講論」的限制 

 

既知大學通識教育乃自然含有價值教育的用心，則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大學

通識教育所普遍使用的教學模式，與它的目標是否相應？就是說，用如此這般的

方式，能否達成如此這般的目標？ 

 

就筆者以往作為學生和現在作為教師的經驗來說，其以往所接受和現在所參

與的大學通識教育，都是以「課堂講論」（重點是「講論」）為基本教學模式。所

謂「講論」，我們可藉孔子的教學實踐為例來說明： 

                                                       
6 https://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2011-06-24-02-56-10/2011-07-06-09-36-59 
7 
https://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2011-06-24-02-56-10/2011-07-06-09-36-59/2011-07-06-0
9-40-14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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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 

 

他的學生樊遲問何謂「仁」、何謂「知」，孔子答以「愛人」、「知人」。對於「知

人」，樊遲仍有所不明，孔子於是再答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

直的人提拔出來，能使不正直的人（枉者）正直。這種教學方式就是典型的「講

論」（儘管不一定在課堂裏，而地點亦不可能是現代大學的教室或演講廳）：老師

回應學生提問、為重要觀念提供解說。 

 

再者，「講論」亦包括為特定主張、立場、論斷提供理據和論證。在一次與

學生宰我爭辯「為父母守喪的年期」之後，孔子對其他學生解釋說：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引文中的「予」即是宰我，他認為「三年之喪」時間太長，宜改為一年。孔子表

示反對，他向學生們提出理由：第一，子女出生之後三年，才能離開父母懷抱而

自立走路，所以「三年之喪」是對父母「三年之懷」的回報；第二，「三年之喪」

是「天下之通喪」——天下人所已然接受並實踐的規範。並且，孔子進一步表達

了「仁」與「愛」的關係：宰我由於對父母沒有「三年之愛」，故孔子批評他「不

仁」。孔子這段短短的說話，可謂「講論」式教學的一個清晰示例。至於故事的

前半段——孔子與宰我的爭辯，稍後還會提到。 

 

可是，孔子也有不少時候無意跟學生「講論」，茲舉兩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 

 

子路叫子羔去做費縣縣長。孔子說：「這是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反駁道：「該

地有百姓，有社稷，何必一定要讀書才算學習？」他的意思是說，「政事之實踐」

也是「學」之一途，故「學」不必限定於「讀書」。這顯然是一個論證，亦涉及

到對「學」這個概念的理解。有趣的是，孔子並未針對這個論證提出反駁，而是

說：「所以我厭惡強嘴利舌的人（佞者）。」10現代大學裏的教師，恐怕不能這樣

回應學生吧？ 

 

                                                       
10 這裏的原文語譯，主要根據楊伯峻：《論語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11重校本），頁 245；
筆者作了少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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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子則是孔子與宰我辯守喪之期的前半段，對於我們理解孔子的教學理

念，或特別有提示作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論

語．陽貨》） 

 

對話中，宰我立場的大意是：其實守喪一年（「期」即一年）已算長了，倘若一

位君子三年不實踐禮樂，則必致禮壞樂崩，這是人文世界裏的大災難；既然人們

慣常以「一年」作為去舊迎新的時間長度，則守喪一年便可以了。我們之前讀過

故事的後半段，在宰我離開之後，孔子分明向其他學生提出了論證去反駁宰我。

但在面對宰我時，他卻按下不表，亦無針對宰我本人的論證提出檢驗和質疑，反

而把話題一轉，問他：「父母過世，而自己食得好穿得好，你心安嗎？」有意思

的是，當宰我回答說「安」，孔子竟便直言：「你心安，便去做吧！」如果孔子這

番對答算得上「教學」，則這種教學方式，便是「非講論」的。 

 

讓我們來揣摩一下孔子所可能持有的教學理念。孔子面對宰我時，之所以心

中有理而口裏不說，可能出於這樣一種見解：一個人心裏是「安」還是「不安」，

不是通過「講論」——講明道理——所可以改變和決定的；辯贏了宰我，不見得

他就會實心實意地去愛父母，這就是本文所謂「講論的限制」。如同孔子所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陽貨》） 

 

教育，無疑當重視啟發，但若然受教者沒有「憤悱」，則也無從啟發。所謂「憤

悱」，後來的孟子正好給了我們一個說明：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 

 

舜是人，「我」亦是人。但舜是古代聖王，其人格能作為天下後世的楷模（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呢？仍不免為一介鄉人，這是「可憂」的。這

個「憂」，這個「大家分明都是人，但舜比我高貴得多」的不甘之情、不甘於自

家生命尚未擺脫平庸之情，正是孔子所言的「憤悱」。孔子之所以說「不憤不啟，

不悱不發」，可能由於「憤悱」正相當於「安」與「不安」，只能求諸當事人自己，

不能取決於外在的講論。一個人沒有憤悱，則無論多麼精巧的講論也無濟於事。

正如孔子又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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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 

 

「知及」就是心智上明白，「仁守」就是實踐上身體力行地信守。前者僅僅是一

種智性層面的狀態，後者則為全幅生命（包括知、情、意）的境界。孔子說得清

楚：僅僅是心智上明白道理，而未能實心實意地去實踐和信守，則「雖得之，必

失之」。「憤悱」、「不安」正是「仁守」那一邊的事，非由講論所能保證。講論最

多只能保證「知及」。 

 

上述教學理念並非孔子和儒家獨有。事實上，將這種教學理念落實得更為徹

底的，可能是中國佛教的禪宗。禪宗似乎極能洞悉「講論」在「學做人」上的限

制，而自覺地大量使用「非講論」的教學方式。我們知道，禪門中人喜「參公案」。

以今語言之，「參公案」約相當於「個案研究」(case study)，即藉著參悟前人開

悟的個案而求開悟。11而禪門公案，即充斥著「非講論式」的教學例子，這裏試

提其中兩則。 

 

第一則公案可稱為「龍潭吹燭」，收錄於禪宗公案集《五燈會元》： 

 

一夕侍立次，潭（按，即龍潭崇信禪師）曰：「更深何不下去？」師（按：

指德山宣鑒禪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

擬接，潭復吹燭，師於此大悟，便禮拜。 

 

因外面路黑，故身為弟子的德山宣鑒去而復返。為此，老師龍潭崇信遂點一紙燭

與他。耐人尋味的是，正當德山擬接過紙燭時，龍潭竟把之吹熄，而德山因而大

悟。關於這則公案，吳怡先生《公案禪語》一書所給出的解釋值得參考： 

 

德山發現外面黑暗，而向龍潭乞取燭火，便是一種依賴性，也就是所謂執

著。假如龍潭不是一位眼明心快的大禪師，把燭火遞給德山，那麼德山就

依賴著這點燭火，走回住處，一宿無話。安全固然安全，可是毫無意義。

幸虧龍潭是位大禪師，正當德山用手去接時，突然把燭火吹熄。也就在這

時，德山大悟。雖然德山悟個什麼，文獻中沒有明言，但德山所面臨的是

一片漆黑，這是事實。在唯一的一點希望的燭火撲滅後，德山必須從絕望

中走出自己的路，這也是事實。（⋯⋯）把唯一可以攀緣的偶像打掉，然

後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來。12 

 

                                                       
11 元代中峰明本禪師 (1263-1323) 釋「公案」一詞云：「有人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也？曰：
公案者，乃喻公府之案牘也。」「公府之案牘」即相當於政府檔案。 
12 吳怡：《公案禪語》（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二版），頁 75-76。 



7 
 

其實龍潭想要德山領悟的道理毫不深奧，說穿了不過是老生常談：人必須擺脫依

賴，走出自己的路。此番道理，佛教的開創者釋迦牟尼早就說過了。他在入滅前

這樣告誡弟子阿難：「是故，阿難！當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

歸依於法，勿他歸依。」（《長阿含經第 2經．遊行經》）大意是叫人不要依賴釋

迦牟尼本人，而應按照佛陀遺教（法），來「自熾燃、自歸依」，勿仰仗他者（勿

他熾燃、勿他歸依）——美好的人生是靠自己建立的。釋迦牟尼此處所用的正是

「講論」的方式。這平實顯淺的道理，龍潭禪師亦大可依樣畫葫蘆地以「講論」

傳給德山。而他卻竟選用如此隱晦婉轉的「非講論」方式，箇中因由，或可借用

上文「知及」和「仁守」一對區分來說明：用講論方式叫弟子「自熾燃、自歸依」，

最多只能保證他「知及」——智性上理解，但重要的卻是「仁守」——徹骨徹髓

地肯認和信守；要達到「仁守」效果，禪師棄用講論，改為在生活中的關鍵瞬間，

以行動（例如吹燭）喚醒弟子「知、情、意」的整體突破昇華。總之，倘若教學

目標只是「知及」，則「講論」顯然是一種相應於目標而成效可期的教學方式；

但在「學做人」的目標下，「講論」則可能是一種拙劣而無效的辦法。 

 

同類的教學方式，又見於另一則更為耐人尋味的公案。今次這位禪師，把「非

講論」運用得更為出神入化。此則公案可稱為「庭前柏樹」，收錄於禪宗公案集

《無門關》： 

 

趙州（按：即趙州從諗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柏樹子。」 

 

這裏應注意，「非講論」非謂「不開口、不說話、不使用語言」，而是指不以一般

的問題對答、學問講明、概念剖析、語意釐清、論證陳構，總之是理性思辨的方

式來進行教學。公案裏，和尚問趙州：達摩祖師從西方印度來到中土的目的是甚

麼？趙州「回答」說：庭前的柏樹——這完全是答非所問。而根據吳怡先生的查

考，這道問題在禪宗公案裏是常常出現的，禪師們的回答都不相同。但是，各種

「回答」都有一共通點，就是答非所問，或者說，沒有正面去回答這問題。13依

筆者理解，之所以答非所問，為的是以荒謬的答案來突顯問題本身的荒謬。問題

本身之所以荒謬，關鍵乃在於它來自一種「向外攀緣追逐」的錯誤思維：「外」

即「外在於自家生命」，「向外攀緣追逐」即「與自家生命的昇華」（在佛教即「解

脫」、「成佛」）無關，甚至背道而馳。試想，「達摩為何西來」，其實同「木星有

多少顆衛星」的性質一般，乃跟「覺悟」、「生命昇華」毫無關涉者。弟子向禪師

請益，為的是領悟出美好的人生之道，這跟「祖師西來意」有何關係？給你從智

性上弄清楚了又如何？再者，一件事情的原委可以無窮複雜，你愈是追究，只會

與「學做人」的初衷愈離愈遠。因此，禪師選擇以荒謬的答案，讓聽者言下有省，

                                                       
13 詳細可參看吳怡：《公案禪語》，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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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斬斷「向外攀緣追逐」的錯誤思維和態度。14 

 

這裏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我們教書的，遇到同學提出虛假問題的情況可說

所在多有。一般情況下，我們當然不會去回答虛假問題，但我們仍有責任向同學

解釋何以該問題不成其為問題，這還是需要「講論」。可是，禪師們卻連這一步

的講論也要捨去：不僅不回答荒謬的問題，甚至不去解釋荒謬的問題何以是荒謬

的。究其原因，可能仍與「講論」本身的限制有關：「講論」無論如何仔細、深

入、精巧，也只能保證學生的智性理解，不能保證其由衷地領悟和相信自己的提

問為荒謬。由此看來，禪宗真可謂「非講論式教學」的極致典範。 

 

以上，我們舉出了儒家與禪宗兩家以價值教育——引導學生學做人——為己

任的思想流派對「講論」的限制之洞察。雖然事實上他們並未完全排斥思辨和講

論（從上引孔子的若干表現可見），但對於「講論」在價值教育上的限制，他們

肯定是承認的。這樣，廁身於現今大學體制裏的大學通識教育，一方面既以價值

教育為其必不可免的目標，一方面又無可避免地要以「講論」為基本教學模式，

則在其目標與方法之間，顯然存在著張力。一言以蔽之，「講論」的方式主要針

對學生的心智或理性，不能保證學生獲得情感及意志上的轉化和昇華；而所謂「學

做人」，卻必須仰賴後者的參與和支持。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努力陳構一個無懈

可擊的論證來說服學生：「追求真善美」比「追求金錢」來得有價值，而令學生

在心智和理性上無從辯駁。但對其知、情、意所組成的全幅生命而言，他們卻不

必心悅誠服，因為金錢的誘惑往往並非針對理性，而是對準感性和意志。這樣，

我們還能否肯定「講論」在價值教育上的功能？ 

 

4. 「講論」的功能 

 

必須強調，本文之目的不在於對「講論式的大學通識教育」在價值教育上的

角色進行負面批評，而是要為其價值教育功能「劃界」——它能做甚麼、不能做

甚麼？只有弄清和正視「講論」的限制，才不致對它作出過當的期許，苛求它去

做它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至於說，正視了它的限制以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則

下列若干看法，都是筆者認為言之成理而且可行的： 

 

第一種看法：既然「講論」有著如此限制，而現今大學體制的教學模式又不

易改動，則我們便不宜把價值教育的重任全部委託給大學通識教育，而應嘗試在

大學以外，以另類的教學方式去推展價值教育（我們不難發現，社會上的確有這

種聲音和實踐）。 

 

                                                       
14 筆者對「祖師西來意」一類公案的理解，很大程度來自傅成綸先生〈禪宗話頭之邏輯的解析〉
一文，收錄於牟宗三：《理則學》（新店：正中書局，2004二版），第十四章，頁 28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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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看法：「講論」固然不保證「知、情、意」的全幅突破成長，但細心

想來，「非講論」的方式又不見得真有保證。以「龍潭吹燭」一公案為例，若龍

潭禪師向德山講明道理，固然不能保證他會有全幅領悟，但難道改以「非講論」

的方式——把紙燭吹熄，又真能必然保證嗎？若然弟子遲鈍，不能領會禪師行動

的深意，則「非講論」也是枉然。只是碰巧地、幸運地，德山福至心靈而能開悟

而已。既然如此，則「講論」與「非講論」在價值教育上的功能，似乎只是「打

成平手」，不見得前者必然較為遜色。反而，「講論」至少能針對學生的智性，雖

不能確保「仁守」，但大體能確保「知及」。既然如此，則「講論」的教學模式大

可繼續實行，雖然它在價值教育上未必能竟全功，但我們實在也找不到比它更有

保證的教學方式。 

 

第三，在現今大學體制下，其實老師的身教仍可佔一席之地。雖然現在的大

學似乎不會明確提倡身教，但基於教學仍然是以「人對人」（老師對學生）的方

式展開，則老師的言行、作風，仍會在不知不覺間發揮影響力。舉例，一個淡薄

名利而活得快樂充實的老師，多少能令同學領略到：人生除名利以外，應有更值

得追尋者在。這樣，我們仍可在大學體制裏，通過老師的身教來補「講論」之不

足。 

 

以上都是筆者所聽過的應對之道，覺得都有道理。第一、三兩種見解可說是

在接納「講論」的限制之後所提出的救正或補足之道，而第二種看法則顯示了「在

明瞭講論的限制之後重新思考和肯定其功能」的意圖，更是呼應本文現在的工作。

但在筆者看來，這種看法仍未免保守了一點。事實上，我們對「講論」在現時代

價值教育上的功能，還可以有更強的肯定。 

 

我們的論述，以二十世紀當代新儒家主要代表牟宗三 (1909-1995) 在《才性

與玄理》書中的一段話開始： 

 

哲學以名理為準。名理凌空，不為生命所限。聖證以生命為資，不能不為

其所限。無生命之聖證，則道不實。無名理之凌空，則道不開。哲學辯而

示之，顯無幽不燭之朗照。聖證渾而一之，示一體平鋪之實理。然哲學家

智及不能仁守，此是哲學家之悲劇。聖證仁守而封之，此是聖人之悲劇。

兩者永遠在開闔相成中，而各有其獨立之本質，藉以觀人之所以為人，精

神之所以為精神。15 

 

為方便理解，我們不妨以「講論」或「智性理解」代替引文中「哲學」一詞（以

兩者同為「理性活動」故）。現在，試留意劃有底線之句子。「無生命之聖證，則

                                                       
15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八版），第七章：〈魏晉名理正名〉，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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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實」，正如同上文所言，僅僅在智性上理解一道理（知及），而不能落實到「知、

情、意」的全幅生命上，實心實意、徹骨徹髓去實踐和信守該道理，從而獲得生

命整體的轉化和昇華，則「道不實」——不能真實化於具體生命之中，而只浮現

在心智所對的理性空間裏（即引文所謂「凌空」）。所以說，哲學家（訴諸講論、

智性理解、理性思辨、學問講明者）「智及不能仁守」。然而另一方面，僅僅對道

理有私人的領悟，而不能以理性語言將之陳述和傳遞，則「道不開」，「不開」即

表示「封閉」——封起來，只有自己私下證知，不能通達出去以與他人交流。這

是「聖人之悲劇」：「仁守而封之」。 

 

立足在牟氏的見解上，筆者想進一步申論：在「價值一元」的時代，「仁守

而封之」尚不成嚴重問題；但在「價值多元」的時代，「仁守而封之」則是我們

所應極力避免者，而「講論」正是防止這現象發生的不二法門。以下試詳論之。 

 

我們試想，在價值一元——例如「獨尊儒術」——的時代裏，我們有責任向

不相信「三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人給予理性講論以說

服他們認同「三綱」嗎？「三綱」作為這種時代神聖不可侵犯的天條，是要無條

件接受的，你不接受，是你無知，責任不在我。如果我好心腸的話，也最多只需

要訓導、開導、開示你，但完全沒有責任去說服你、解釋給你，因為那是無需懷

疑，也不許懷疑的「真理」。又例如，在佛教內部，人生之為「苦」而「解脫」

之為人生最高理想，還用理性分析和證明嗎？身處佛門內，你自然當接受這教義。

然而，倘若現在有很多種宗教，或很多種人生觀、價值觀，而我們一方面已沒有

一錘定音的外在威權去頒布天條，一方面又不能證明何種宗教、人生觀、價值觀

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就是我們當下所身處的價值多元時代，則放棄「講論」，

可能要付上非常沉重的代價。就是說，若放棄「講論」這種理性探索和檢驗的活

動，則我們所「仁守」的價值，可能僅僅是一種情感和意志上的獨斷、盲目和偏

執。情感和意志本身是不提供理由的，喜歡則喜歡、願意則願意。但它們所喜歡

的和意願的，卻不一定有道理，這裏就需要理性的扶持。因此，儘管理性在「學

做人」上可能百般無力，卻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裏。 

 

價值多元的時代，理應不再是一個「你不認同我的價值觀就表示你無知」的

時代，而是一個「你不認同我的價值觀就表示我的價值觀可能有錯」的時代。於

是，「講論」在此正可促進不同價值觀的交流和切磋，鼓舞學生放開眼界，持續

對自己的價值觀進行反思和檢驗。正如筆者在前作介紹「自由與命運」一課的實

踐經驗時所說：「你可以喜歡莊子，但你怎知莊子一定是對？面對眾多命運之

思——孟子的、尼采的、基督宗教的，你能否替莊子回應他們，並說服你自己，

莊子的思考較為高明？在價值多元的時代，我們傾向不相信有最正確的價值觀。

但通過面對質詢、給予回應，我們可以有更穩妥的價值信念。我們不必屈己從人

（但當然，倘若你認識孟子之後，理性地決定放棄莊子，那也無妨，重要的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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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己），假設一個基督徒，在面對尼采的挑戰之後，依然決定堅持自己的信仰，

也無不可，重要的是通過這種『他者的質詢和自我的反思』之後，你對自己所相

信的會有更豐富的認識、更透徹的了解。比起關起門來彼此各行其是，境界不可

同日而語。」16 

 

總之，「講論」作為一種以理性為主的教學活動，其「防止盲從獨斷」和「促

進切磋反思」兩項功能，在價值多元時代的價值教育上，是極為重要的。但當然，

「講論」在引導學生「學做人」上的限制，我們亦必須承認和正視，並勉力尋找

補足之道。最後，孔子對於「三年之喪」所提出的論證，我們可以反駁，但這種

「講論」的教學模式，經過公允的估價——劃定其「能」與「不能」的範圍——

之後，我們還是應該歡迎的。 

 

（2015年 6月 12日初稿） 

 

                                                       
16 吳啟超：〈通識裏的價值教育：以「中國文化要義」和「自由與命運」為例〉，將刊載於《大
學通識》第九期，香港中文大學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