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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論語》「學」之研究為題，而「學」這一個行為經過討論之

後，可以發現「學」在《論語》中，它有著兩個部份的意義：一是所謂

「知識之義」、二是所謂「實行之義」。 又將此「學」的「知識」與

「實行」二義相較之下，可以發現：對應於「知識之義」的學而言，它

呈現出一種較有特殊學習對象、但沒有一致學習方向的學習，例如：學

稼、學圃 ……，故以說明學習對象為其要點；而對應於「實行之義」的

學而言，恰恰相反，它呈現出一種較有一致學習方向、但沒有特殊學習

對象的學習，例如：不遷怒、不貳過 ……，故以說明學習方向為其要

點。 其中《論語》學習對象的內容，可以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項：第一是



技能之學，有關某一專業的特殊才能學習，例如：樊遲請學稼。子曰：

「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論語．子路》第二是六藝之學，即有關「禮、樂、射、御、

書、數」等六藝的學習。第三是典籍之學，有關詩書六藝等古代典籍的

學習。 而對於《論語》學習方向的內容而言，其實就是「發揚古聖的學

說，表揚古聖的人格，使我們了解有一個美麗的過去，從而鼓起奮鬥追

求的熱情；同時，更透過古聖的理想，樹立一個『人』的標準，畫出一

個『仁』的境界，揭出一條做『人』的道路，作為我們今後奮鬥追求的

目標」 。又如牟宗三先生所說：「中國哲學的主要課題是什麼呢？中國

哲學，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

命的學問。它是以生命為它的對象，主要的用心在於如何調解我們的生

命，來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所以，古聖先賢注重正德

修養工夫，並配合各種禮儀文制之形式，以教化人的行為，並揭示以生

命為中心的學問，此即是《論語》學習的方向。 由上述的探討過後，再

復觀「學」在《論語》中整體的意義，可以發現其存在著兩個部份的意

義。第一部份是：因著知識之義所生的「知識之學」，它包含與此相應

的學習對象；第二部份是：因著實行之義所生的「德性之學」（在此稱

之為「成人之學」，即是學習有關做人道理、人格養成方面的學

問。），它包含與此相應的學習方向。固然，「知識之學」和「德性之

學」在「學」的整體意義上有所區別，但就「學」的整體意義上而言，

其兩者所存在的關係卻不是對立或是分離的，而是以「知識之學」作為

輔助「德性之學」的基礎，以「德性之學」作為指導「知識之學」的綱

領。所以，其間存在著本末輕重的次序關係，和注重主輔之間相依相成

的關連。其中當然以「德性之學」為《論語》「學」之本之主，以「知

識之學」為《論語》「學」之末之輔，因而形成一個主輔本末分明並且

先後始終一貫的為學之道！ 之後又承接著作為《論語》核心的「成人之

學」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因為，「成人之學」是一門成就人格成長、道

德修養的學問，但事實上人格成長與修養在不同的民族之間，所要求的

目標和希望達到的境界並不是一樣，就算在同一個中華民族裡，也因著

各家各派的不同，有著不同的教養因而也標榜不同的人格類型。例如：

「儒家主張培養『君子』、『聖人』、『賢人』，……為實現德治、仁

政、禮治的裡想而奮鬥」；「法家主張培養『耕戰之士』」或『智術能

法之士』，……以幫助封建君主實行專制集權統治為己任」。有時就算

出現相同的人格名稱，其在涵義上的也有差別。例如：同樣以「聖人」

作為理想人格之稱，在道家與在儒家中此「聖人」的涵義就極不相同

了！因此，在第三章中先探討《論語》成人之學中希望成就的人格類

型，再對這人格類型的涵義，加以詳細地說明。 在探討之後發現，相對

於《論語》中反理想的人格類型（如：小人）而言，《論語》有許多肯

定的理想人格類型（如：聖人、大人、成人、賢人、仁人、善人、士、

君子）。且在《論語》提及的這些理想人格類型中，層次最高的當屬人

倫之至的「聖人」 ，但被討論次數最多 且最深刻的，就當屬「君子」

這一種人格類型，故在第二節中將以《論語》中所提及「君子」之概念



為主，並以《論語》中所提及之其餘理想人格類型的概念為輔，來繼續

探討並闡明《論語》成人之學理想人格的涵義。 在《論語》中這些理想

類型的人格中，可以發現他們都是由「仁」這個「一貫之道」作為理想

實踐的出發點，而依循由己到人的次序由內向外的延伸，並且依循由人

到天的次序由下向上的超越，其間的努力毫無中斷 終究形成一個始終如

一、本末一貫之道。既然，此「成人之學」是一個始終如一且本末一貫

的學習進程、一個不可被分割的整體。接下來自將順其從內到外、由下

而上的理序，對此「成人之學」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在《論語》成人之

學「內以修己」的方面，可說它是一種由自然人而成道德人、從氣質生

命到達德性生命的內聖之學。其修養的內容又有兩個方面：一是：人道

方面、二是：天道方面。 在人道方面的修養內容，由內而外分別有仁、

義、禮三者，其中又以「仁」作為最根本的概念，如此落在做人的道理

上，才能產生合宜、正當的做法與行為，而「義」又是一切禮儀秩序的

根源和基礎。又「仁」、「義」、「禮」此三者，對於一個理想人格在

「內以修己」的養成上，是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廢的三者，其中又以

「仁」作為此三者的中心，形成一個由仁到義、由義到禮，由本致末、

從體發用的密切次序。在天道方面的修養內容，是由下而上從人到天，

此即只是「回到主體生命修養撐持的下學工夫上。通過人文教化，喚醒

主體仁心，並由德性實踐，開出人生大道。這一下學工夫的充盡處，就

可以上達於天的超越美善」。 在《論語》成人之學中的「外以安人」，

它與「內以修己」形成不可分離、先後連接的兩個層次，實際上「外以

安人」是「內以修己」的延續和擴展。而「外以安人」在《論語》成人

之學上，又可稱為「外王」或「為政」的功業，其意義是指：凡推擴個

人的道德修養，到他人身上所完成的道德事業。 所以，可以透過孔子對

於「為政」概念的了解可知，《論語》成人之學在「外以安人」上的內

容，它並不是僅是局限在政務方面的治理而言，它更應該是因著「內以

修己」的道德生命，延續擴充而成的一個「道德事業」。而此外以安人

的道德事業，又非得以「內以修己」作為根基，此所謂「為政以德」的

概念。既有道德生命作為道德事業的基礎，又能有次序的由近到遠、由

內向外地推擴於「外以安人」的為政之後，最終就是希望能夠達到這一

個無為而天下歸之的完善境界，即《大學》中所說道：「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既知《論語》之「學」最主要是為了

學習做人的道理、成就一個完整的人格，亦即是此文中所謂的「成人之

學」。也了解到在《論語》成人之學的領域中所成就的理想人格類型，

與此理想人格類型在整體層面上、內在層面上以及外在層面上的涵義之

後，接下來就該是對於《論語》成人之學的方式做一說明。 對於成人之

學的方式上而言，一開始須要先說明成人之學有無條件上的限制。否

則，不論如何都無法學而成人，再把成人之學的實踐方式做一說明也是

沒有用的。但經過探討之後可知：在《論語》中認為的人是可變化、具

有可塑性的，而有了這可塑性，即可再經由為學而成德、成人；相反

的，雖然人具有此可塑的變化性，若不肯為學亦自當無法成德、成人

了！而且，每一個人在本質上，都有行仁致仁、實踐成人之學的能力，

且只要肯努力進取也決不會有不足之時；事實上，也有所謂「不移」的

下愚之人，但也只因為他們「困而不學」，所以無法使之向善、成德、



成人，可見為學與否在成人、成德上，真是居於關鍵的地位。故孔子也

以親身的體驗、懇切地說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論語．述而》來提醒與勉勵後人為學的重要性。 既然，確定了

每一個人在本質上，都有行仁致仁、實踐成人之學的能力，也都可以經

由為學而成德、成人之後。那為了到達成德、成人的目標，在《論語》

中所指點我們的實踐方式為何？在成人之學的道路上，最主要的還是自

己主動、不斷地面對與學習，然而良師好友從旁的協助，卻也是在成人

之學的道路上，不可完全棄絕的一個環節，所以成人之學的實踐方式分

成主要方式和次要方式兩個部份。「主要方式」指的是自我方面的努

力，而「次要方式」指的是師友方面的協助。 在成人之學的主要的方式

中，首先從理論上可以知道：成人之學的方式是先以感情鼓舞意志向善

之心，再加以理性的作用從中開始充實、展開，最後使得起初向善的感

性與其間理性的作用，融合為一體而成為完善之人。從實踐上包含下列

所述的幾種方式，依其順序是：一、自覺，即於道德修養上的自我覺

醒；二、立志，即確立要使這一個道德自覺實現；三、知之，即為了成

就德性的實踐，藉由經驗知識的獲得，而把學問融入生命轉為自己的智

慧；四、躬行，即親自力行，成就道德的實踐；五、自省，即自我內心

對自己所言所行省察的修養功夫；六、改過，即在自省之後，對於自己

言行不當之處，加以改善的修養功夫。了解上述的實踐方式，仍須不斷

地全力以赴才能有所成就，正如朱熹所說：「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

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可知

成人之學的養成與否，完全靠自己是否能持之以恆的努力。 在成人之學

的次要方式中，分成「師」與「友」兩方面加以說明。在關於「師」之

輔助方面，從討論中可知「師」擔任了引導學生去惡向善，使之走在人

生正途－「仁」上的角色。而老師如何提攜與引導弟子們，走在人生正

道這一方面上，首先孔子提到了對於只要肯努力進取者，孔子都加以啟

發與指導。而且，孔子對弟子們的教學不但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而且

還因材施教給予適當的指引。至於孔子對於弟子們的詢問，他多採取引

導的方式來回覆，以幫助弟子親自思索而得到解答，而且還根據弟子不

同的生命狀況，選擇適當的時機、依照其理解的程度，來做進一步的指

引。 在關於「友」之輔助方面，從討論中可知「友」即朋友，是與自己

志同道合，能與自己一起走在仁道上，相互扶持幫助以輔助彼此德性的

成長與過失的去除之人。朋友對於德性成長的輔助上，它藉著參與文化

活動作為媒介，使之付出努力洗鍊自己，產生精神的提昇作用，以除去

他生命中混沌無明的部分，而呈現出他自我的真實部分，以達到德性的

成長。至於朋友對於規過的輔助上，必定盡心盡力地從旁協助朋友，但

倘若對方不願接受時，在尊重對方的考量下，自己也應該知道適可而

止，以免自辱辱人造成不良的後果。「朋友」既然具有輔助自我德性成

長的作用，自然應多結交益友少結交損友，以助自我在成人之學上的進

展！ 對於《論語》成人之學的方式，除了有主要的自我努力與次要的師

友輔助這兩方面之外，孔子對此還有相關的提點。因為所謂的德性成

長，即是從一個自然生命的狀態趨向一個道德生命的狀態，其間應該如

何轉換自然生命而成道德生命才算合理，而不至於掉入自然生命的習氣

中，延誤了道德生命的開展呢？因為一個人的自然生命有身心兩方面，



故以下就「身」與「心」兩個層面做一個探討。 在「身」的方面可知，

一個道德人當然也有自然的生命，所以他有現實利益的需要、有生存與

生理的欲望，這和一般的自然人是沒有兩樣的，但既身為一個道德人在

現實利益的需要上、在生存與生理的欲望上，他不像自然人一樣完全的

落入利益的追逐、欲望的追求中，卻忽略而遠離了人生的正道，甚至於

殘暴地對待人生的正道，反而他以見利思義、重仁重義的方式重新審慎

地考慮自己與大眾的生活，真正的把「仁」落實於實際的生活裡。 在

「心」的方面可知，不論是道德人或是自然人，在自然生命中「心」的

部份都存在著氣質的成份。但是一個道德人對於自然生命中氣質的部

份，他不像自然人一樣任它恣意地去發展，且一味倚恃自身天賦的才

能，而落入驕傲自大、吝嗇關懷別人的缺失，也不至於偏離了人生的主

軸，陷入奇異詭怪的事情裡打轉。總是使道德的生命來指引自然的生

命，使之不致偏離生命的正途，使得自然生命漸漸地受到道德生命的轉

換，終究能夠趨向合理、合宜的生命狀態－即道德生命。 又實踐《論

語》成人之學最終可以達到一個理想的人格，而此理想人格的境界又如

何呢？茲以理想人格者的內在心境、外顯氣象和對人的感召三方面，來

作進一步的說明。 在「內在心境」方面，理想人格者的內心境界幾乎是

完美的 ，他的內心世界是那麼的豐富、坦蕩蕩、不憂不懼、安樂、自由

自在、謙遜……，這一切都只是因為他真誠地行走在人生的正道上。 在

「外顯氣象」方面，因為對於理想人格者氣象的了解，最為真實與樸素

的應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表現吧！故今以孔子為例說明其日常

生活，在鄰里鄉黨、宗廟朝廷方面，孔子是言行得體且適宜的。在事君

之禮方面，孔子是尊君敬上的，所以又是盡忠職守的，但亦是通權達

變、明哲保身。在交友方面，孔子對朋友的交往是互相信賴的、關懷

的、明智的、合理的、適當的。在顏貌方面，孔子莊重具有威嚴但卻不

失其合藹與詼諧的，且在平日閒暇之時亦是態度安穩、神情舒緩。在飲

食居家方面，孔子亦表露其內心的恭敬於平日的起居之中，亦以真心關

切他人，真可謂文質彬彬的君子。 在對他人感召方面，因著自身德性的

修養而又自然地對在流露，形成了對他者人格上的感召，以致孟子由衷

說道：「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

子．公孫丑上》 總之，對於孔子所學所教，雖個人達到的層次與境界並

不相同，但自始至終都朝向同一個不變的方向，那即是：學做一個完整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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