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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是以「道德困境」和「道德抉擇」為核心論題，向劉蕺山提

問，以探究蕺山如何面對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困境，乃

至於如何作道德判斷、道德抉擇。全篇分成五個章節，依序從緒論（研

究動機等等）、道德抉擇的意義脈絡（解題）、道德困境的根源性問題

（提問）、立本達末的道德抉擇之道（回答）及結論（反省、總結）來

進行論述。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看見蕺山並不從事物的表相上來作道德

判斷和道德抉擇，而是在不斷地探本溯源中發現問題的根源，並尋找解

消問題的方法。其間，蕺山發現道德困境與「念」密切相關，然而最根

源性的問題卻是因為人沒有好好地長養我固有之的道德本心，使得人心



當中本具的明德之性（獨）、好惡之機的道德意向（意）、知善知惡的

道德理性（知）、先驗的道德知識（物），以及思善思惡（思）、覺善

斷惡（覺、抉）等等的種種作用無法發揮，以致於無法察覺念念之遷流

而陷入了困心衡慮之困，並逐漸流於過和惡。 因此解消道德困境的大本

方法和基礎之所在，就是回歸到我固有之的道德本心──立心而達道體

之本，立道體之本而達道體之用，這就是蕺山之「立本達末的道德抉擇

之道」。而要能達到事事反本歸心就必須要落實慎獨、誠意、讀書、養

氣、治念、改過、事上磨練……等等的工夫，透過這種種的方法存養保

荏，以使人能不斷地回歸到本心的善和種種作用功能；同時藉由生活日

用中一切的人事往來、對待以磨練道德本心，藉由時時的反省，檢視自

我存養工夫是否得力。這一來一往間正是由本以達末、又由末而返本，

形構了即本體即工夫、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的道德抉擇論體系。 在論文

的最後，除了對蕺山提出反省之外，並提出七個命題作為「儒家道德抉

擇論」的體系建構──道德主體的確立、道德情境的面對、工夫論的實

踐、道德律則的提出、道德實踐的理想境界、形上基礎與核心關懷、事

上磨練與倫理教育，並以此作為未來研究的願景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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