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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自覺觀 

黃文樹∗ 

【提要】 

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梁漱溟，自青年時代起以至生命後期，幾

未中輟「自覺」觀的論述，「自覺」成為他的思想體系及日用常行

的重要環節。梁氏的自覺觀，可歸納為下列七點：一、就其定義言，

謂自覺即良知、獨知、明德；二、就其來源言，主張自覺是人心內

蘊，生而俱有；三、就其性質言，自覺是心力的樞紐、自發的高峰、

意識的資藉、其方向向上；四、就其掩蔽言，歸因於人心有「一息

之懈」及囿於習氣；五、就其長養言，列舉靜默、發願力、毋自欺、

自我要求、親師取友等功夫；六、就其作用言，肯定有自覺才能改

造自己、創造成就、獲得美好生活；七、就其價值言，確信自覺是

人最寶貴的東西，反己自覺是中國學問的精華。這些觀點，相當新

穎、深切、務實，頗值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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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梁漱溟（1893-1988），15 歲時（1907 年）開始思考人生苦樂問

題，是思想早萌的特出人物。只有順天中學學歷的他，憑著自覺、自

學，於 23 歲（1916 年）發表〈究元決疑論〉1－以佛教思想為主，

輔以儒家義理及近代西方哲學切入，探討苦樂課題之論文。翌年，獲

得北京大學校長蔡元培（1868-1940）之聘，任教該校哲學系2，講授

印度哲學、儒家哲學等，並很快成為中國學術界與最高學府的新秀。 

1921 年，梁漱溟付梓《東西文化及其哲學》3，指出中國文化在

印度的意欲轉身後退與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要求之間，走了一條持中

調和的道路，是人類文明的未來希望。此書一問世，梁氏聲譽鵲起，

被稱譽為現代新儒家4的開創者5，從而奠定了他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不可動搖的地位。賀麟在 1945 年《當代中國哲學》賦予極高的評價： 

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思想界……猛烈地攻擊傳統的文化和禮

教。……在當時大家熱烈批評中國文化的大潮流中，比較有系統，

有獨到的見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說話的，

要推梁（漱溟）先生在民國十年所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1 此文原刊於《東方雜誌》1916 年第 5、6、7 期。現收於梁漱溟著，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

《梁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 1 卷，頁 1-22。 
2 與梁氏同年獲聘者有留美博士胡適（1891-1962）、留學日本的陳獨秀（1879-1942）及李大釗

（1888-1927）等人，皆一時之碩彥。 
3 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北：里仁書局，1983）。 
4 在由清末至民初以來社會政治的變遷背景中，為回應「新文化運動」所導致傳統儒學的式微，科

學主義、歷史唯物論的詆孔孟、反傳統的學術文化偏執現象，中國興起了一批現代新儒家──有

馬一浮（1883-1967）、熊十力（1885-1968）、張君勱（1887-1969）、梁漱溟、錢穆（1895-1990）、

方東美（1899-1977）、賀麟（1902-1992）、徐復觀（1903-1982）、唐君毅（1909-1978）、牟

宗三（1909-1995）等人。他們遠溯先秦孔孟思想，近承宋明心性之學，並適度融攝近現代西方

學術、印度佛學，分別、陸續提出不少對應時代課題所開展的新儒學精神方向。 
5 參見賀麟，《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利出版社，1945），頁 7；蔡仁厚，《新儒家與新世紀》

（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 83；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南寧：廣西人民出版

社，1990）；劉述先等，《當代新儒家人物論》（臺北：文津出版社，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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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6 

這應是公允的論斷。至於梁氏一生的學思與人格，牟宗三指出：「梁

（漱溟）先生的書，在扭轉人心上，其力量是大的。」7蔡仁厚（1930-）

云：「文革時批孔揚秦，而梁氏堅持『聖人不能批』。疾風勁草，可

謂卓絕。」8陳弱水表示，在五四新文化及反傳統思想的潮流中，梁

氏挺身而出，對孔子的生命境界作精闢的闡發，「開啟了『新儒家』

為代表的民國儒家復興運動」。9這些史評，勾勒出梁漱溟學術與人

格的風采。 

梁漱溟在諸種著作10中，多方面提論了「自覺」一詞。他認為，

自覺是「人類獨有的智慧」11、「人類最寶貴的東西」12；自覺是「人

心的神髓」13；儒家的教育主軸在「教人當下自覺」14。他往往從自

己身上出發，採取切近當下事情指點青年及門生能啟發「自覺心」，

「有一個向上的志氣」15，也經常性地自我要求做到自覺－「回頭

反看自己」16，以改造自己，完成人格。可以說，自覺觀在梁氏的思

想體系與日用常行中，皆佔居著關鍵性的位置，值得探究。  

                                                 
6 賀麟，《當代中國哲學》，頁 7。 
7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臺北：三民書局，1984），頁 125。 
8 蔡仁厚，《新儒家與新世紀》，頁 343。 
9 陳弱水，〈梁漱溟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收於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頁 259。 
10 梁氏著述甚夥，依出版時間序有：1916 年《究元決疑論》、1919 年《印度哲學概論》、1920 年

《唯識述義》、1921 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36 年《鄉村建設大意》、1937 年《朝話》、

《鄉村建設理論》、1945 年《教育文錄》、1947 年《我的自學小史》、1949 年《中國文化要義》、

1975 年《東方學術概觀》、《人心與人生》（此書自 1926 年動筆，1975 年完成），以及為數不

少的歷年零散篇章等。這些著作，現都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梁漱溟全集》（共 8 卷）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11 梁漱溟，《東方學術概觀》（臺北：駱駝出版社，1987），頁 112。 
12 梁漱溟，《朝話》（臺北：文景出版社，1972），頁 8。 
13 梁漱溟，《思索領悟輯錄》，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梁漱溟全集》第 8 卷，頁 22。 
14 梁漱溟，《朝話》，頁 134；《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5 卷，

頁 79；《東方學術概觀》，頁 91、頁 122 等。 
15 梁漱溟，〈增訂版序言〉，《朝話》，頁 1；〈青年與時代〉，《梁漱溟全集》，第 5 卷，頁 999。 
16 梁漱溟，《朝話》，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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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在未梳理、分析梁漱溟的自覺觀之前，有必要先說明梁氏有關之

原典及學界之相關論著，以作為本文立論的基礎。  

（一）梁氏有關原典 
依筆者全面檢覽梁漱溟著作，發現他在許多著作裡，都或多或少

涉論「自覺」，甚至有專節、專文針對自覺加以闡述、討論。此處大

略依發表時序列說之。 
其一，《人心與人生》一書。此書的構思、下筆發端於 1926

年，但延後到 1960 年才正式撰寫，至 1975 年完稿，1984 年出版。

該書第 6 章「計畫性」中之第 6、7 兩節專論「自覺及意識」。另外，

第 4 章「主動性」、第 7 章「我對人類心理的認識前後轉變不同」、

第 10、11 章「身心之間的關係」、第 13 章「東西學術分途」等，

都有關於自覺的觀點。 

其二，《朝話》一書。此書乃梁氏自 1932 年至 1936 年對山東鄉

村建設研究院歷屆研究部學生，在朝會時講話的部分筆錄所集成。其

內容概屬他對青年學生之日常生活有所詔示啟發，或自學生之提問予

以當下指點，涵蓋治學、修養，及人生、社會、文化各方面之問題。

所說多由閱歷與體驗得來，語重心長，親切雋永，足以發人深省；其

有裨於青年者，至為深鉅。全書凡 58 篇，除了〈吾人的自覺力〉17一

文外，約有半數的文章，如〈發心與立志〉、〈心理的調整〉、〈如

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理的生活〉等文，都說到自覺。  

其三，《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此書始講於 1941 年，1949 年寫

定。該書第 7 章「理性－人類的特徵」及第 13 章「文化早熟後的

中國」等，也都一定程度的論及自覺。  

其四，〈禮記大學篇．伍氏18學說綜述〉19一文（1964 年 12 月完

                                                 
17 同上註，頁 8-9。 
18 伍氏，指伍庸伯（名觀淇，1886-1952），廣東番禺人，先後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陸軍大學，

歷任陸軍大學教官、參謀部第三科科長，1916 年辭官。親近廣濟寺清一和尚。其生平參見梁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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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禮記大學篇．伍嚴20兩家解說合印敘〉21一文（1965 年 3 月

完成）、〈伍陳22往復論學書讀後記〉23一文等姊妹作，這三文各在

多處提到自覺。追溯 1950 年冬至 1951 年春，梁漱溟聆聽了伍庸伯講

解《大學》，大為敬佩，故寫出這三篇文章。基本上，這三篇，係梁

氏聽了伍氏講課，了解其意後用自己的口氣綜合述出，不少是梁氏推

闡發明之語，凡有援引伍氏言教處，必先點明，或加註說明。故此三

篇現應算是梁氏文。  

其五，《中國－理性之國》一書。此書動筆於「文革」開始後

第二年（1967 年），完成於「文革」中期（1970 年，梁氏 78 歲）。

它是「在環境條件困難中」24寫出的，其中第 11 章「從自發到自覺

－從身到心」25，是專論自覺的。 

其六，《思索領悟輯錄》26。此輯錄是散見於梁氏各生命階段留

存的大小雜記本中，間或記有關於人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思考心得。

手稿中，梁氏偶爾冠以「思索有得」或「思索領悟」等字眼。這些輯

錄，也常見關於自覺之簡單扼要文字。  

其七，「散篇論述」。《梁漱溟全集》8 大卷，大體依梁氏發表

的先後順序編輯，其中只有第 3 卷無散篇論述，其餘 7 卷都有不少他偶論自

覺的文章，諸如第 2 卷的〈自述〉、第 6 卷的〈我的過去〉、第 7 卷的〈深

                                                                                                                      
溟，〈伍庸伯先生傳略〉，《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175-196。 

19 此文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87-147。 
20 嚴，指嚴立三（名重，1892-1952），湖北麻城人。1918 年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歷任粵軍第一

師督辦、黃埔軍校教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師長、蘇州警備司令、湖北民政廳廳長等。其生

平參見梁漱溟，〈嚴立三先生事略〉，《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197-198。 
21 此文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3-22。 
22 陳，指陳亞三（名登甲，1896-1964），山東鄆城人，1920 年就讀北京大學哲學系，受教於梁漱

溟。1924 年北京大學畢業，任鄆城重安書院院長。1930 年隨梁氏到山東鄒平，任鄉村建設研究

院訓練部主任。1935 年調任菏澤鄉村建設實驗縣縣長。1936-1937 年，任山東省第二鄉村建設師

範學校校長。 
23 此文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170-174。按：此文未註明完成時間，但應在 1964 年 12 月

之後，因該文末尾提及：「……其詳見我所撰〈《禮記．大學篇》伍氏學說綜述〉。」 
24 梁漱溟，《中國－理性之國》，《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201。 
25 同上註，頁 289-297。 
26 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8 卷，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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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心不勝習〉等，這些散篇文章，也有其精彩處，不容小覷。 

（二）相關研究論著 
學界對於梁漱溟的研究論著，相當可觀。 27這些研究分別從史

傳、評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學術傾向、文化觀、鄉村建設、倫

理學等層面探析梁氏之行誼與學思，各有重點及發現，概有參考意

義。不過，目前注意到梁氏之論自覺的研究，僅見 2013 年胡元玲〈梁

漱溟「自覺」及其與佛教「菩提心」之比較〉一文。胡文架構，除引

言、結論外，有「梁漱溟論『自覺』」（次標目是：何謂自覺、如何

認知及長養自覺？）、「佛教中的『菩提心』」、「『自覺』」與『菩

提心』之比較」等三節。胡氏指出，梁漱溟以「自覺」稱呼心之本體，

而如何長養此一「自覺」，即是他最為看重的修養功夫。這一觀察，

基本無誤，惟其論梁氏自覺觀所引用之資料，侷限於梁氏《人心與人

生》一書及〈禮記大學篇．伍氏學說綜述〉、〈禮記大學篇．伍嚴兩

家解說合印敘〉二文，有所欠缺。實際上，如上節所羅列梁氏提論「自

覺」之原典，至少計有七部分的書文。更為重要的是，論其「自覺」，

                                                 
27 這方面的論著，重要者依序如下：韋政通，〈「文化中國」的象徵－梁漱溟的生平與思想〉，

收於梁漱溟，《人心與人生》（臺北：谷風出版社，1987），頁 310-325；毛禮銳、沈灌群，〈梁

漱溟教育思想〉，《中國教育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梁培寬編，《梁漱溟先

生紀念文集》（北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0）；汪東林，《梁漱溟問答錄》（長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92）；王宗昱，《梁漱溟》（臺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2）；馬勇，《梁漱溟評

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鄭大華，《梁漱溟與現代新儒學》（臺北：文津出版社，

1993）；艾愷（Guy S. Alitto）著，王宗昱、龔建中譯，《最後的儒家：梁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

兩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馬勇《梁漱溟教育思想研究》（瀋陽：遼寧教育出版

社，1994）；景海峰、徐業明，《梁漱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譚宇權，

《梁漱溟學說評論》（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鄭大華，《梁漱溟學術評傳》（北京：北京

圖書出版社，1999）；鄭大華，《梁漱溟傳》（北京：人民出版社，2001）；李寧琪，《梁漱溟

倫理思想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魏思齊，《梁漱溟的文化觀：根據《東西文

化及其哲學》與《中國文化要義》解說》（臺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經觀榮，《梁漱溟

的人生思想與鄉村建設活動》（臺北：洪葉文化事業公司，2006）；陳來〈梁漱溟與習靜之功〉，

《鵝湖月刊》第 34 卷第 11 期（2009 年 11 月），頁 7-20；汪東林，《1949 年後的梁漱溟》（香

港：香港中和出版社，2010）；郭其勇、龔建平，《梁漱溟哲學思想》（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1）；王汝華，《現代儒家三聖：梁漱溟、熊十力、馬一浮》（臺北：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2）；

胡元玲〈梁漱溟「自覺」及其與佛教「菩提心」之比較〉，《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類》第 58
卷第 2 期（2013 年 9 月），頁 47-73；陳永杰，《現代新儒家直覺觀考察：以梁漱溟、馮友蘭、

熊十力、賀麟為中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黃文樹，〈梁漱溟出入儒佛的生命軌跡〉，

《臺大佛學研究》第 33 期（2017 年 6 月），頁 145-2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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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著重於「自覺」義，分別以良知（明德、獨知）、宇宙本體、向

內覺照之心、誠實之心分析之，並就「如何長養自覺」一項著墨等，

誠然有補於學術研究及吾人對梁氏自覺觀之進一步認識與瞭解。可是

在梁氏思想中，自覺之來源與性質為何？其掩蔽或昏昧之因何在？其

作用與價值各有哪些等課題，概攸關自覺觀之完整內涵的呈顯，實不

宜略過。  

三、梁氏自覺觀 

由上述可知，梁漱溟自青年時期起即關注人的「自覺」對生命成

長與發展的重要性及影響性，直到他邁入老年，仍不斷地隨機指點人

以自覺向上之心。可以說，他畢生的學術思維與社會關懷是與「自覺」

分不開的。以下分別從自覺之義涵、來源、性質、掩蔽、長養、作用、

價值七方面，探述梁氏的自覺觀28。 

（一）就自覺之義涵言，自覺即良知、獨知、明德 
通俗來說，自覺，指自己感覺到；自己意識到；自己有所察覺。

惟梁漱溟卻有特殊的用法，他步隨孟子（372B.C.-289B.C.）良知說及

王陽明（1472-1529）「致良知說」，完全肯認人有先天之良知，並

以之界定自覺。他在《人心與人生》一書，說得很明白： 

我這裡所說……之自覺，其在中國古人即所謂「良知」又或「獨

知」者是已。良知一詞先見於《孟子》書中，孟子嘗以「不學而

能，不慮而知」指示給人。後來明儒王陽明大力闡揚「致良說」

之說，世所習聞。……獨知者，內心默然炯然，不與物對，他人

                                                 
28 梁氏的自覺觀多就個人而論，故本文所述即從人的自覺為準進行分析。此處，要特別說明的是，

梁氏也在若干著作中論及國家、社會的自覺，如其〈教育的出路與社會的出路〉一文（收於《梁

漱溟全集》，第 6 卷，頁 366-377），指出中國如要創造願景，務必全社會「具有深刻自覺的學

習於人」（頁 373）；又如其《鄉村建設理論》一書（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收於《梁漱溟

全集》第 2 卷，頁 141-572），指出「民族自覺的頭一步，便是覺悟到鄉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

悟到一切。」（頁 486）但一則限於篇幅，二則國家與社會的層面牽涉尤廣，筆者將另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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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及知而自家瞞昧不得也。29 

陽明之「良知」，亦曰「性體」或「本體」。30陽明在《傳習錄》云：

「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惡的。」31性之本體是超越現實生活中善惡

相對觀念的，那是一種「至善」。其發用，則可以為善，可以為不善。

32陽明云：「性無不善，……良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廓然大公，寂

然不動之本體，人人所同具者也。但不能不昏蔽於物欲。」33依其觀

點，每個人都有「無不善」的本性、本心，即「良知」。「獨知」則

見於陽明的〈詠良知四首示諸生〉之四－「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

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34可以確定，梁

氏之等同自覺、良知、獨知，乃得力於對陽明心學的吸收與應用。  

依梁漱溟〈自述〉一文，他在青少年時期，看過《陽明語錄》35，

「深受感發啟迪」36。梁氏 28 歲那年（1920 年），又深入研讀陽明

高足王艮（號心齋，1483-1540）《心齋語錄》及其子－少年時代

跟父親遊學江浙，在越中隨侍陽明的王襞（號東崖，1511-1587）《東

崖語錄》，由此契入陽明致良知說。37他在《朝話》云：  

我求師求友之念極切，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是千載

不遇的；就是遇到陽明先生及其弟子來教導我一下也好。如果我

遇到，就把全生命交給他，要我如何我便如何。38 

                                                 
29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161。 
30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氏學說綜述〉，《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89。 
31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頁 115。 
32 同上註，頁 29。 
33 同上註，頁 62-63。 
34 同上註，頁 790。 
35 梁漱溟，〈自述〉，《梁漱溟全集》，第 2 卷，頁 7。 
36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氏學說綜述〉，《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95（上註已註明

出自《梁漱溟全集》第 4 卷，因此，以下梁潄溟的文章，就不用再特別註出處了）。 
37 梁漱溟，《東方學術概觀》，頁 230。 
38 梁漱溟，《朝話》，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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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見他對陽明仰慕信從之深之高。  

出於同樣的思想遞嬗脈絡，梁漱溟云：「斯有自覺於衷，《大學》

之『明德』指此。」39－以《大學》之「明德」指謂人心之「自覺」

－也傳承自陽明學說。陽明在《傳習錄》云：「至善是心之本體，

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便是。」40「明德是此心之德，即

是仁。」41此處梁氏說自覺即明德，同上面他等同自覺、良知、獨知，

前後同揆。蓋在他看來，自覺了了常知，炯炯湛然，真誠惻怛，潔淨

灑樂，是謂心之德。 

（二）就自覺之來源言，自覺是人心內蘊的，生而俱有 
人的自覺，是先天與生俱有的？抑或是後天習得的？對此，梁漱

溟認為自覺是「人心內蘊的」42；「與生俱來的」43。自覺是人心內

面的精神性存在，「既非有形相可指之物，必須是自家體認乃得」。44自

覺非同身外之一物，不可以感覺器官接觸，怎樣確切指給人們去認識它，本

來很難，但其實則當下即是，不待外求的。 

梁漱溟認為，人與禽獸之不同，就在人有自覺，而禽獸依本能為

活，缺乏自覺，無明德之可言。45此一觀點，與孟子的見解可說是相

近。孟子在〈離婁下〉云：「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46人有而禽獸無，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正是人的內

在心性中已存在的仁義禮智四端－惻隱之心、羞惡之心、恭敬之

心、是非之心。47四端之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梁氏將孟子所

說人本有的善根、善端轉繹為人心之「自覺」，他明白說：「人類生

                                                 
39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5。 
40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 
41 同上註，頁 25。 
42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157、161-162；《東方學術概觀》，頁 112。 
43 梁漱溟，《思索領悟輯錄》，頁 21。 
44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3。 
45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氏學說綜述〉，頁 91。 
4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84），〈孟子．離婁下〉，頁 293。 
47 同上註，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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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唯一最大特徵在其內心自覺之明。」48「人心的基本特徵是『具有

自覺』。」49在他看來，自覺既是人人現有的，卻又往往昏昧了，不

那麼現成，而有待於捫心自問。  

（三）就自覺之性質言，自覺是心力的樞紐、自發的高峰、

意識的資藉、其方向向上 
梁漱溟曾就自覺與身體之關係、自發與自覺之關係、自覺與意識

之關係，以及自覺之方向等與自覺之義涵性質相關的問題，略予說

明，以釐清之。先就人心之自覺與人之身體關係言。梁漱溟認為，人

心是「主觀能動者也，不為身體血氣所主使，而主乎血氣身體者也，

其竅要則能自覺也。」50身心關係中，心是主宰，是主動的，身則是

受制的，是被動的。而心的主觀能動性最重要的樞紐便是心能自覺。 

次就自發與自覺的關係言。從字面上看，這兩者似有重疊性，可

說是近義詞。但梁漱溟則細分之，認為兩者關係不可不求甚解，而宜

從人類生命、人類心理上去認識與掌握。他說：  

自發者，言乎事物之自然地發展也。……宇宙一切事物都在自然

地發展變化著，而特著見於生物界。人類既從生物演化而來，人

類社會發展史即延續著自然界發展史而來。……統觀這些發展變

化大率是從低級向高級而升進。……自覺者，正是自發之最高頂

峰。51 

依其觀點，一切生物皆有其生命現象可見，而最見其生命活動力強大

者莫人類。人類生命活動力之所以強大者，在其頭腦心思之特見發

達，尤其是人心有自覺，而任何高等動物卻未有發達到此一境界者。

譬如，「人能有回憶，能有反省，從而一個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有

                                                 
48 梁漱溟，〈伍陳往復論學書讀後記〉，頁 172。 
49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70、151。 
50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4。 
51 梁漱溟，《中國──理性之國》，頁 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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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生觀，而任何高等動物不能有此。」52人類生命活動恆有自覺貫

乎其中，而任何高等動物卻只有身體一味地自發向外活動而已。在梁

氏看來，自發與自覺應有辨，從自發到自覺－是從身到心的發展，

自覺是自發的高峰。  

再就自覺與意識之關係言。梁漱溟認為，自覺與意識是一心之兩

面，但他以 awareness 為自覺之英譯，而以 consciousness 為意識；自

覺蘊於內心，非以對外，而意識則是對外的。他指出，「人心對外活

動時，蘊於內之自覺或明強，或昧弱，高下絕殊，等差甚多；然大概

總不離意識而有活動」。 53確切言之：內有自覺之心一切對外活動

－自感覺、知覺以至思維、判斷－概屬意識。乃至人的一切行事，

論基本分胥當以意識出之。無意識即同於不自覺。不自覺則知難乎其

為知，行難乎其為行。所以當我們說自覺－就其蘊於內的一面談時

－需得從嚴；當我們說意識－就其對外活動一面說時－無妨從

寬。54易言之，自覺純蘊乎自心而已，極其單純，通常除內心昭昭之

覺（明強）或微微之覺（昧弱）外，無其他作用。然而人心任何對其

境遇所起之意識，及由意識而發的對外活動卻無不有所資藉於自覺。55 

最後就自覺之方向言。自覺即良知，它既是至善的心體，又是澄

明的心態56，故梁漱溟強調自覺的方向是向上向善。57他說：「向上

心，即不甘於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理

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惡懶散而振作的心。」58向

上心，也就是人於利害得失之外，更有向上一念。在他看來，「當下

                                                 
52 梁漱溟，《中國－理性之國》，頁 290。 
53 同上註，頁 291。 
54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65。 
55 同上註，頁 63。 
56 梁漱溟，《東方學術概觀》，頁 118、頁 123。 
57 同上註，頁 118-119。 
58 梁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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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念向上，別無所取，乃為真向上」。59梁氏在《人心與人生》指出，

「生命本性可以說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無止境地向前奮進，不斷翻

新」。60依其觀點，生命本性是不斷向上的，而這同時是自覺的方向。 

（四）就自覺之掩蔽言，緣於人心有「一息之懈」及囿於

習氣 
孟子云：「仁，人心也。」61以「仁」為「心之德」。梁漱溟遵

循孟子學，也說：「仁，人心也」62；「人之於仁，誠所謂我固有之，

不待外求者。」但現實生活上，人卻往往放失這一本心，以致掩蔽了

自覺之明，而「易流於不仁」。63 

何以人的自覺會被掩蔽而不能朗現，梁漱溟首先將之歸因於心有

「一息之懈」。他說： 

在吾人生命中，恆必有一部分轉入機械化（慣常若固定），而後

其心乃得有自由活動之餘裕。此在個體則本能與習慣，其在社會

則組織與禮制，皆是也。是皆人類生命活動之所必資藉，非必障

蔽乎心也。然而凡可以為資藉者，皆可轉而為障礙；此一定之理。

心不能用之，則轉為其所用矣。其辨只在孰為主孰為客耳。其辨

甚微而機轉甚妙；心有一息之懈，而主客頓易其位焉。……久假

不歸者不仁矣。……於內則失其自覺之明而昏昧，於外則失其情

感之通而隔閡，落於頑鈍無恥是已。64 

這一番解說，頗符合人的心理發展變化，以及人心之自覺何以淪落於

昏昧之跡。自覺心、自覺力的消弱或減失，有內外條件因素，而人己

                                                 
59 同上註，頁 137。 
60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25。 
61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孟子．告子上〉，頁 333。 
62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3。 
63 同上註，頁 6-7。 
64 同上註，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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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懈怠，無疑是主要槓桿。  

梁漱溟以「懈」詮解孟子的「放心」，這在學術史上是相當獨特

的。他在《孔家思想史》65說：  

孟子所謂放心，就是懈，就是指那種逐物的心，即所謂找者是也。

放逸都是心不在的時候；不放逸，就是心常在的時候。我們不懈

的時候，就是求放心的時候，也就是心常在的時候。我們的不好，

無論哪一種，他的真正的因不是如常人之所謂由於氣質或環境，

乃是我們的心當下的懈墮。……所謂求放心者，也就是只是從懈

到不懈。66 

懈即放心，懈則「心不在焉」，就無法讓好的先天的良善清明的心充

實發達。  

致使人心之自覺沉隱曖昧的第二大緣由，梁漱溟認為是囿於習

氣。習氣，是指習以為常的習慣，是無始以來乃至今日，從起心動念，

沾染或呼吸了世間上貪婪、殘酷、暴躁、愚痴、汙穢、卑屑、悠忽、

雜亂等不好的生活習性，言行舉止上不知不覺地流露出來，實是根深

柢固，不易改掉，猶如貯酒之器，雖經洗滌，仍有酒氣一般。他說： 

人們日常生活沉沒在習氣（兼括身體氣稟、習慣）中，其譬猶日

光之遮於雲翳乎。通常只有翳蔽或輕或重等差不同而已；其若赤

日之當晴空者，吾人幾時乃一有之？又誰能於此反躬而默識之？

                                                 
65 《孔家思想史》一書，今收於《梁漱溟全集》第 7 卷（頁 874-977）。本書係梁漱溟講述，由其

門生李淵庭、閻秉華二人據聽課（「儒家哲學」一課）紀錄油印本整理完成。此書另於 2003 年

由桂林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改名為《梁漱溟先生講孔孟》出版、發行。本書收於《梁漱溟全

集》1993 年刊印時，並未經梁氏本人過目（因他已於 1988 年過世），但確實經過梁氏長子梁培

寬複核畢。梁培寬在該書「後記」表示：「此紀錄……，講詞一開始說：『在我與陳百年先生通

信之時，……。』按陳先生為當年北大哲學系系主任。二、紀錄中說：『馮友蘭、王近信都是前

北大哲學系的同學，現在美國研究哲學，……。』……三、紀錄中又寫道：『我想起那天與泰戈

爾的談話，……。』按先父與泰戈爾會見在 1924 年。……以上三事均表明講詞為先父任教北大

時所講授者。其內容大體相當本擬寫出後又放棄的《孔學繹旨》一書。」見《梁漱溟全集》第 7
卷，頁 977。 

66 梁漱溟，《孔家思想史》，頁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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晴日，仁也；輕翳薄雲不猶日光乎，詎非仁邪？乃至雲霧重重矣，

從其迷暗則雲無光，則為不仁。67 

此以日光喻人心內蘊之自覺，以雲翳象徵習氣，習氣會遮掩人心之自

覺性，恰如雲翳會讓日光暗昧。這種譬喻是生動的，也是貼切的。  

梁漱溟有〈深嘆心不勝習68〉一文，是屬於生活雜記的散篇論述。

摘錄其中數則於下69：其一是：「凡高慢者皆在習中，正可憐憫耳。……

心不勝習者，正由於（本）心之未得認識，故珍之好之無由，顛來倒

去乃無非習矣！可嘆！」其二是：「眾生為無始業力70習氣所纏繞籠

罩出不來。」其三是：「修（養）的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在習染上。」

由這些可見，梁氏深以習氣係壟罩良善本心的病根。  

（五）就自覺之長養言，靜默、發願力、毋自欺、自我要

求、親師取友等皆可認取之 
怎樣讓我們的內心常保清明，真是一件最要緊的事。一般人的生

命常是隨波逐流的虛度歲月，或是很愚蠢的不明是非好壞，或是慣性

的日復一日過生活，這在梁漱溟看來是很可憐的，亟待自覺醒悟。他

說：  

古代的聖哲，他對於人類當真有一種悲憫的意思。他不是悲憫旁

的，而是悲憫人類本常常有一個很大的機械性。所謂機械性，是

指很愚蠢而不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了自覺的在那裡轉動而

言。人類最大的可憐。就在此。……人在什麼時候才可以超脫這

                                                 
67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13。 
68 此「習」字，指習氣、習染。 
69 梁漱溟，〈深嘆心不勝習〉，《梁漱溟全集》，第 7 卷，頁 498-499。 
70 業力，佛教用語，梵語為「羯磨」，本為「作事」的意思。但從《奧義書》以來，羯磨早已含有

深刻的意義，被看作有情流轉生死的動力。業力主要有數種：一是定業，即故意所作的強業，必

定要受某種果報的；二是不定業，定業與不定業，還在個人自己，即使是重大惡業，如有足夠懺

悔的時間－壽長，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重業即輕受而成為不定業；三是共業，即人受

所處社會中諸種有利有害因素之影響，依共作共受的法則而行。依佛法，人在不斷的身心活動中，

有無數的業力增長或消滅；業雖剎那間過去，但招感後果的力用還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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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不自主的機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夠清明自覺的時候。71 

人類之可貴在清明自覺，人類之可憐在其混沌迷糊。因此，如何存養、

增強人心之自覺，是梁漱溟的自覺觀中用力較多的部分。依其論述，

靜默、發願力、毋自欺、自我要求、親師取友等五個功夫，對於人心

的自覺之滋補、促發、強化都有助益。  

1.靜默 
梁漱溟重視靜默功夫在葆任心之自覺上所扮演的角色。他說：「人

心唯靜，斯有自覺於衷。……非靜得無以有明德也。」72認為靜默才

得以識本心。他服膺孔子所云的：「默而識之，學而不厭。」73的觀

點74，也認同陽明學派的習靜教學法：  

錢緒山75之在王門即始於辛巳年76，宜其所聞為致良知之教矣。顧

據其自述，乃於此恍恍無入頭處。經同門先輩指點，習靜僧舍，

「倏見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睹天日」。馳告陽明，陽明印可；……

再如……聶雙江77、羅念菴78……所謂「歸寂」習靜功夫。－凡

此皆值得注意。79 

此印諸史實，皆是信而可徵的。依〈陽明年譜〉，他於正德八年（1513）

癸酉起，在滁陽教人靜坐之道。80值得注意的是，梁氏雖推薦透過習

                                                 
71 梁漱溟，《朝話》，頁 8。 
72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5。 
7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論語．述而第七〉，頁 93。 
74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9、19-20。 
75 錢緒山，即錢德洪（1496-1574），乃浙中王門人物。其生平參見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

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卷 11〈浙中王門學案一〉，頁 84-86。 
76 辛巳年，即正德六年（1521 年）。 
77 聶雙江，即聶豹（1487-1563），乃江右王門人物。其生平參見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7

〈江右王門學案二〉，頁 84-86。 
78 羅念菴，即羅洪先（1504-1564），乃江右王門人物，其生平參見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8〈江右王門學案三〉，頁 1-3。 
79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11。 
80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3〈年譜一〉，頁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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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來長養心之自覺，但他也提醒：若習靜方法不對，「易滋迷誤81，

則亦非所取也」。82 

基本上，人類頂大的長處是智慧；但什麼是智慧呢？梁漱溟強調

智慧有一個要點，就是要冷靜。譬如：正在計算數目、思索道理的時

候，如果心裡氣惱，或喜樂，或悲傷，必致錯誤或簡直不能進行。這

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他舉了一個〈猴子的故事〉：在湯姆遜《科學大

綱》上敘說一個科學家研究動物心理，養著幾隻猩猩猴子作實驗。以

一個高的玻璃瓶，拔去木塞，放兩粒花生米進去。花生米自然落到瓶

底，從玻璃外面可以看見，遞給猴子。猴子接過，亂搖許久，偶然搖

出花生米來，才得取食。此科學家又放進花生米如前，而指教牠只須

將瓶子一倒轉，花生米立刻出來。但是猴子總不理會他的指教，每次

總是亂搖，很費力氣而不能必得。此時，要研究猴子何以不能領受人

的指教呢？沒有旁的，只為牠兩眼看見花生米，一心急切求食，就再

無餘暇來理解與學習了。要學習，必須牠兩眼不去看花生米，而移其

視線來看人的手勢與瓶子的倒轉，才行。要移轉視線，必須牠平下心

去，不為食慾衝動所蔽才行。然而牠竟不會也。猴子智慧的貧乏，就

在此等處。為此，梁氏指出，人們不感覺問題，是麻痺；然為問題所

刺激，輒耐不住，亦不行。要將問題放在意識深處，而游心於遠，從

容以察事理。天下事必能了解它，才能控制它。情急之人何以異於猴

子耶？智慧的優長或貧乏，待看他真冷靜與否。83 

2.發願力 
普羅大眾往往覺得生活欠安，梁漱溟也不例外。他說：  

一般人思想之雜亂，心理之不純淨，真是很難辦的事！人多半都

                                                 
81 此指禪修靜坐可能發生之病：在長期精進不斷的打坐禪修時，可能會發生有令人不解的、古怪的

心理幻覺。出現這種問題時，最好不要再密集修行。 
82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12。 
83 梁漱溟，〈猴子的故事〉，《梁漱溟全集》，第 2 卷，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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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種私慾私意，要這個，要那個；本來我們的心量已經十分渺

小，這麼一來就更危險，怕更沒有力量來幹我們的事業了。84 

無可否認，心雜無力是人之通病。為此，梁氏引用佛教觀念，指點出

「發願力」來醒示吾人常自覺醒惕勵。他說： 

佛家的澈始澈終便是「發心」－「發菩提心85」。……蓋所謂發

心，不但是悲（憫），且是智慧的；他是超過一切，是對眾生機

械的生命，能有深厚的了解原諒與悲憫，而要求一個不機械的生

命。……我們都是力量不夠的人，要去可憐旁人，先須可憐自己。

如何可憐自己？就是須培養開發自己的「願力」（發心與立志都

是願力）。86 

至於怎樣開發願力？他認為要在起初動念之際去找，「去反問自己為

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為何又在彼時真切？這樣能將原來的真情真

願因反求而開大。」87依其觀點，當內心惻隱之情發露時，自覺之力

就可擴充，正念之力就可深篤，雜念便可減少。他相信，「惟有願力

才有大勇氣，才有真精神，才有真事業。」88 

梁漱溟自詡「有悲願是真的」－特別是「對自己習深障重業力

纏縛之苦」，「有願心」；「凡習氣發作時即運悲心以觀照之，……

不起憎愛意，而後本有真心得以顯現也。」89對他來說，發悲願以減

除自己習氣等病，是有效的。  

3.毋自欺 

                                                 
84 梁漱溟，《朝話》，頁 12。 
85 菩提心，全稱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為一切諸佛之種子，淨法長養之良田。大乘菩薩最初必須

發菩提心，即發起覺有情，普度眾生之大心。 
86 梁漱溟，《朝話》，頁 12。 
87 同上註，頁 12-13。 
88 同上註，頁 13。 
89 梁漱溟，〈深嘆心不勝習〉，《梁漱溟全集》，第 7 卷，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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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來人人有「明德」，「明明德」者，即是依照良知、良心去行

動。可惜的，一般人總是明於責人，昧於責己，落於自欺之中。為此，

梁漱溟呼籲「毋自欺」。毋自欺，也就是誠意、慎獨的功夫。梁漱溟

指出：  

人能一念歸根向裡，慎於茲始，而意漸即於誠，夫然後於一向

不免自欺者乃有所覺察，而進一步毋自欺焉，明德之明浸啟矣。

慎而曰「獨」者，其始必在獨居（人所不及見）獨念（人所不

及知）上認真，其卒也獨知（陽明所云良知）炯然以露，昭昭

而靈靈矣。90 

依其觀點，人能覺知其自欺，那即是「正心」的功夫，從而毋自欺，

讓本心之精明靈覺得以常顯。  

根據梁漱溟對伍庸伯《大學》之解說的體會，認為伍氏講述「慎

獨」功夫，最為精闢，故加以摘記：  

伍庸伯對於人的自欺闡述得很好：「於此，先須知人們通常很

容易在自欺中而不自覺。人們通常對家庭社會多缺乏我自身實

為基本的那種認識，遇事輒易於責人而不責己。……甚至經人

指責，還不認帳。或者經人指出，無可否認，仍不悔改。一貫

地自欺下來。幾乎可以說：通常人們所有的意均難免多少有自

欺成份在。只不過不認帳不悔改者，其自欺特別嚴重耳。怎樣

得免於自欺？那必須精神回到身上來（此則得之於知止知本），

意念之萌，刻刻留心；庶乎一有自欺，即刻知道。必知道自欺，

方得毋自欺。」91 

梁氏完全同意伍氏的說法，認為如依上面毋自欺功夫踐履，便能讓吾

人本心之自覺復明。  

                                                 
90 梁漱溟，〈《禮記．大學篇》伍嚴兩家解說合印敘〉，頁 17。 
91 伍庸伯口述，梁漱溟等編錄，〈《禮記．大學篇》解說〉，《梁漱溟全集》，第 4 卷，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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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要求 
梁漱溟是一位善於自我要求的人，他指出，「在人生的時間線上

須臾不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切

事情也就沒有辦法。」92如何要求自己，當為人生第一課題。他自述：「平

素心理上，自己總有對自己的一種要求，不讓一天光陰馬虎過去。」

93此處的「馬虎過去」，便是前述「一息之懈」所造成。從這裡可知，

梁氏是一個自覺自律功夫非常強的人。  

除了自我要求外，梁漱溟也常常勉勵門下「回頭看自己」。他曾

對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青年學生愷切地說： 

大家來到此地，都抱有求學研究之志，但我懇切地告訴大家：單

是求知識，沒有用處，除非趕緊注意自己的缺欠，調理自己才行。

要回頭看自己，從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這才算是真學問，

在這裡能有一點，才算是真進步。94 

此處「調理自己」就是自我要求；「回頭看自己」，指的就是自省、

自覺；而「在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指的就是要避免「一息之懈」。

散懈，是一種頂不好的毛病，偶然散懈一下，事情便做不好，常常散

懈，苟且隨便，幹什麼事都不成不像，則這人一毫用處沒有。  

抗戰中期的 1940 年初，梁漱溟在重慶應邀到北碚縉雲寺漢藏教

理院演講，其講辭後半部分以他自己經常反省為例，期許與會者共黽

勉。他指出，每一個人都是有心肝的，都有他的痛癢。我們在當下無

論說話做事，都要從心肝痛癢處出發。他說： 

我們要常常反省自己。痛癢在什麼地方，就要看哪些事情該做，

哪些事情不該做，時常反求都要不離開我自己的心肝和自己的痛

                                                 
92 梁漱溟，《朝話》，頁 3。 
93 梁漱溟，《我的自學小史》，附錄於《朝話》，頁 9。 
94 梁漱溟，《朝話》，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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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處。……如果馬馬虎虎的過日子，那就太可惜了。95 

這裡的心肝、痛癢處，指的便是人的良知、良心。梁氏在此強調自己

常常反省、自覺，讓自己不離開良心太遠。  

5.親師取友 
梁漱溟雖然強調靜默、發願力、毋自欺、自我要求等內向功夫，

但他並不忽略親師取友在長養自覺過程中的重要性。在他自覺向上的

進德成學歷程中，密切互動而受惠的「亦師亦友」，是其益友。他說：

「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了。」96其生

命中的一個益友是郭人麟97。梁氏說：「郭君……氣歛神肅，眉宇間

若有沉憂；我……亦復神情孤峭。……經一度交談之後，竟使我思想

發生極大變化。」98郭君對梁氏思想之向上，有如催化劑，梁氏舉例

說：  

彼（郭君）所以語我者，認為我既是想做事業，自己必須先身心

的修養。……吾人必先將世間之得失成敗利害等等，看來無動於

中，由此方可有大無畏之精神，不因稍感挫折而遽爾心灰意

懶；……郭君一席談話，打動了我的心肝，因為這些話無一不是

就我當時的思想而加誘導的。99 

這顯示了「多聞」、「內斂」的好友郭君對打動梁氏心肝－激發自

覺、誘導思想方面助益之大。  

（六）就自覺之作用言，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覺之力 
自覺的作用可說是「利多」，其中最主要的二大利益，一是它讓

                                                 
95 梁漱溟，〈我的過去〉，《梁漱溟全集》，第 6 卷，頁 72。 
96 梁漱溟，《朝話》，頁 19。 
97 郭人麟，一名仁林，字曉峯，河北樂亭人。長梁漱溟二歲，與梁氏為順天中學同學。 
98 梁漱溟，《我的自學小史》，頁 34-35。 
99 梁漱溟，〈自述〉，《梁漱溟全集》，第 2 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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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到快樂而合理的生活，二是它促進人去創造各種成就。就前者

來說，梁漱溟在《朝話》指出：  

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理的生活？……就是在各自的精力能夠常

常集中，發揮，運用。此意即說，敷衍、懶惰、不做事，空白一

天天企待著去挨磨日子，便沒法得到一個痛快的生活－也很不

合算。100 

依其觀點，人生只有盡力，每個人從坦白真實裡面來面對自己－不

搪塞、不欺騙、不懶惰，自覺地發揮各自的生命力，如此才算握住生

命真諦，才算得到美好的合理的生活。類此論述，梁氏在《東方學術

概觀》表示：人由於有「自覺能動性」，「日進於自覺而自主，……

（不僅）得之向內的體認，還以指導乎身心生活」，故能「改造自己

生命」。101 

就後者來說，梁漱溟堅信，人心自覺之力有無限推拓的特性。他

在《人心與人生》一書說：  

人類一切長處均從人心內蘊之自覺而來，從乎自覺就有一切，沒

有自覺（自覺貧乏無力）就沒有一切（沒有一切創造）。人類從

自覺以發揮去，其前途光明，無窮偉大。102 

梁氏取資於陽明心學，肯定人心內蘊之自覺力，是一切創造的源頭和

動力，未自覺貧乏無力，即沒有一切創造。他質言之：  

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覺之力。凡人類之所成就，從大小事功以至

學術文化之全績要可分別用「真」、「善」、「美」三字括舉之，

然而試看此三者其有一非藉人心自覺之力以得成之者乎？無有

                                                 
100 梁漱溟，《朝話》，頁 20。 
101 梁漱溟，《東方學術概觀》，頁 155、159。 
102 梁漱溟，《人心與人生》，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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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103 

他認為人類自出現於地球以來，一步一步認識、利用自然界，寖至騰

遊天際攀登星月，罔非知識之力、計畫之功；而知識與計畫則出於人

類意識的創造，然其源頭意圖都是自覺，亦即從意圖到形成知識，以

至完成計畫，「非有高度自覺貫徹其中固不能也」。104 

（七）就自覺之價值言，自覺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反己

自覺是中國學問的精華 
儒家最重道德修養功夫，為世所公認。翻閱《論語》、《孟子》、

《大學》、《中庸》，處處表見。諸如「德之不修，學之不講，聞義

不能徙，不善不能改，是吾憂也」105「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106等等不勝枚舉。據此，梁漱溟肯定的說：

「儒家蓋認為人生的意義價值，在不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

理。」107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國以道德代宗教」一小節指

出，孔子專從啟發人類的理性做功夫，他總是叫人自己省察，自己用

心去想，養成自己的辨別力－道德為理性之事，存於個人之自覺自

律。108在梁氏眼中，孔子態度平實，唯處處啟導人們用心回省，即自

己訴諸理性。  

綜覽梁漱溟的著作，處處可見他一再強調自覺、自省在生命成

長、茁壯與發展歷程中的關鍵性作用。他說：「反省自己，只要能興

奮反省，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109又說：「一個人缺

乏了『自覺』的時候，便只像一件東西而不像人，或說只像一個動物

                                                 
103 同上註，頁 65。 
104 同上註，頁 70。 
10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論語．述而第七〉，頁 93。 
10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論語．學而第一〉，頁 52。 
107 梁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 137。 
108 梁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 106-108。 
109 梁漱溟，《朝話》，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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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像人。『自覺』真正是人類最可寶貴的東西！」110依其觀點，人

類優越的力量是完全能否「自省」、「自覺」。  

梁漱溟進一步觀察比較，發現自覺向上的精神是中國學問與文化

不同於西方的特質。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云：  

西洋人自古依據宗教。……中國則自古宗教不足，而以孔孟極力

啟發人之自覺向上，從來是要憑良心講理的。凡是我們之有所不

敢為者，自恧於不合理，知其非也。西洋人則懼於觸犯教誡，得

罪於神。111 

此一對照，有其道理在。出於同一觀點，梁氏在《朝話》提出近似的

比較分析： 

中國古人與近代西洋人在學術上都有很大的創造與成就。但他們

卻像是向不同的方向致力的。近代西洋人係向外致力，其對象為

物；對自然界求瞭解而駕馭之。中國古人不然，他是在求了解自

己，駕馭自己－要使自己對自己有一種辦法。亦即是求生命中

之機械性能夠減少，培養自己內裏常常清明自覺的力量。中國人

之所謂學養，實在指的就是這個。112 

認定中國人所謂的學養，指的是陶冶、育成自己內心常常清明自覺的

精神力量，這個論點，相當鮮明有勁，受用性極高。  

四、結語 

綜上可知，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梁漱溟，自青年時代起以至生命

後期，幾未中輟「自覺」觀的論述，「自覺」成為他的思想體系及日

用常行的重要環節。追溯其自覺觀，可見從孟子良知說、陽明致良知

                                                 
110 同上註，頁 8。 
111 梁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 290。 
112 梁漱溟，《朝話》，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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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到他這裡的思想遞嬗之跡。惟梁氏善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一步

深化廣化地提練出自覺的諸多觀點。本文得出梁氏的自覺觀，可歸納

為七點：一、就其定義言，謂自覺即良知、獨知、明德；二、就其來

源言，主張自覺是人心內蘊，生而俱有；就其性質言，自覺是心力的

樞紐、自發的高峰、意識的資藉、其方向向上；四、就其掩蔽言，歸

因於人心有「一息之懈」及囿於習氣；五、就其長養言，列舉靜默、

發願力、毋自欺、自我要求、親師取友等功夫；六、就其作用言，肯

定有自覺才能改造自己、創造成就、獲得美好生活；七、就其價值言，

確信自覺是人最寶貴的東西，反己自覺是中國學問的精華。這些觀

點，相當新穎、深切、務實，他為我們開拓出一條植基於良知，由自

覺出發，朝向上創造邁進的生命大道，無論是對於吾人身心修養的陶

冶、道德生活的踐履，以及生命智慧的昇華等，都有極高的參考性與

應用性。同時我們認為，梁氏的自覺觀，在中外思想史上，特別是心

性理論上，已然成為一家之言，理應在「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之外，

另賦予「自覺理論家兼實踐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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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f-Awareness” Thoughts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t 

Liang Shu-Ming  

Huang, Wen-Shu∗ 

【Abstract】 

From his youth to later life, a pioneer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Liang Shu-Ming, almost never stopped his discourse on 
“self-awareness,＂  which ha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his thought system and daily life. Liang’s thought of 
“self-awareness＂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six points: 1. In 

terms of definition, self-awareness means consci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and virtue. 2. In terms of its origin, self-awareness is the 

inner content of a human mind, which is inborn. 3. In terms of quality, 

self-awareness is the axis of mind, climax of spontaneity, and means of 

consciousness, with an upward direction. 4. In terms of hidden part, it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a human mind may slack off at a moment and 

easily falls into bad habits. 5. In terms of long-term cultivation, it 

focuses on keeping silent, making wishes, never cheating oneself, 

setting standards for oneself, getting close to teachers and learning from 

friends. 6. In terms of value, one believes that self-awareness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These viewpoints of Liang are quite innovative, practical 

and deep in thought, which are worth for referenc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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