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國史大師錢穆

錢穆（1895-1990）是一位「自學成

家」的歷史學家，儒學學者。他是江蘇無

錫人，但和香港卻有頗深的因緣。1949

年，錢穆遷住香港。不久，他出任香港

亞洲文商學院（1950 年改名為新亞書院）

院長。1950 年，錢穆在香港和一批新儒

家學人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新亞書院，以宏揚國學。1955 年，他獲

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1965 年，卸任新亞書院校長。1967

年，移居台北，任中國文化書院博士班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的弟子冠蓋雲集，如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其門下。著作有

《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八十餘種。錢穆對中國文

化是一個有名的温情主義者，認為國人對國史應具有温情和敬意。

中國文化思想特點

知識論

知識論在西方哲學中甚為重要，但亦到康德時始正式成立。在中國，並

無所謂知識論，但中國傳統思想對此問題實有一共同的態度。孔子云：「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類知識有一限度，人能知有不知，並能

知那些屬於不知，此實為一種極重大的知識。正猶行路人知道此路不通，便

可不再往前，多走冤枉路。

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有所不可知，知天命即是知有不可知。

孟子說：「盡心知性，盡性知天。」自己的心可知，人類的性亦屬可知，但天

終是不可知。孟子又說：「莫之為而為者謂之天。」此即認天為不可知。但能

走儘可知的路，到盡頭處，前面始是不可知的境界，此即中國人所謂「天人

之際」。故中國人態度，貴能盡其在我。

道家思想亦常保留此一不可知。莊子只在「化」上求知，老子只在「象」

上求知，象是化之有軌跡可尋者。莊老亦似並不認天為可知。

《中庸》、《易傳》亦同樣保留此一不可知。故《中庸》自「愚夫愚婦與

知與能」講起，直到「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處。《易經》講陰陽，識死生晝

夜之道，亦是可知與不可知同時存在。

佛法來中國，其思想態度顯然不同。佛法並不重視天，佛法所求到達之

終極境界稱「涅槃」。涅槃究竟是如何一種境界，在中國人想法中，似乎仍

屬不可知。天台宗講空、假、中之「一心三觀」，華嚴宗講「理事無礙法界」

到「事事無礙法界」，則全屬可知了。禪宗不立文字，語言道斷，心行路絕，

只從行中覓悟。天台宗近似《中庸》，華嚴宗近似《易傳》，禪宗則近似《孟

子》。此三宗之所以成其為中國佛學者，主要正為其能把佛學中不可知部分

抽去了，而多講些在中國人智慧中所認為可知的部分。

宋明理學家雖直承先秦孔孟傳統，但有許多與孔孟之說不相同處。如朱

子注《論語》云：「天即理也。」把一理字來替代了天字，正因天不可知理則

可知。宋儒又云：「理一分殊。」分殊之理易知，而理之終極到達於一的境界

則仍屬不易知。朱子主張「即物窮理」，「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此一途程仍屬遙遠，因此程朱講「性即理」。而陸王定要講「心即

理」，亦是要從更易知而更有把握處去講。

因此，中國在傳統思想下不易產生如西方哲學界所討論的起源論、目的

論等種種不易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傳統思想不易產生如西方般的宗教信

仰，更不易接受如馬克思等等歷史命定的哲學。中國孔孟傳統的知天命，正

是要人知道，理雖可知而宇宙人生一切事變有不可知。

（錢穆：〈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頁 93-95。台北：蘭

臺出版社，2011 年。）

錢穆

126 127香 港 傳 統 文 化 名 人 蹤 跡

書冊1.indb   126-127 10/25/13   5:43 PM



實踐論

中國人既認此宇宙乃渾然一體，同時又認其是變動不居。既屬變動不

居，故宇宙真理乃即在變動中見，而人生真理則應在行為中見。故主學思並

進，又主知行合一。中國人所稱道之聖賢及有道之士，及佛門中之高僧大德

及祖師們，其主要精神，皆在其信修行證，在從其日常生活之實際經驗中來

體悟真理。若如西方所謂哲學家，從純思辨中來探討真理者，在中國不易遇

見。因此，在中國並未有純思辨的哲學著作，亦並未有在思想上求系統、求

組織。中國思想乃多屬於實際生活內心體驗之一種如實報道，而且多一鱗片

爪者。唯其一鱗片爪，故乃盡真盡實。其間唯天台、華嚴兩家，著書立說，

比較還帶印度佛學規模；至如禪宗語錄，後人都謂其下開宋明理學家語錄體

裁，實亦可謂其上承論孟記言傳統也。

（錢穆：〈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頁 96。台北：蘭臺

出版社出版，2011 年。）

中國政治文化特點

中國傳統政治之主要關鍵，則首在選拔賢能。若使政府之所拔用者，果

為社會之賢能，則賢能自能代表道義；代表道義者自能相互和協，而完成政

府之目標與職責。否則政府非賢能，其所代表者亦將不盡為道義，其相互間

自亦不盡能和協，而政府之職責自亦不能完成。故曰其關鍵在如何選拔賢能

也。中國傳統政治，自秦漢以下有地方察舉制，自隋唐以下有科舉考試制，

此等法規，皆為政府選拔賢能而設。當知此等法規，上自皇帝，下至民眾，

共所遵守。若論法治，則此即法治精神一實例。茲姑舉一小節言之。漢代選

舉，已按各地戶口分配選額。在東漢時代，大率二十萬人口得舉一人入政

府。故漢代政府官吏，乃普遍選拔，來自全國之各地，絕無偏頗不均之病。

此制用意，即在隋唐以下，自由公開競選之科舉制成立，依然各地均有定

額，故當時各地考試，有十人取一者，有百人取一者。由其有此法規，故中

國之政府人員，自秦至清，乃大率能平均分配於全國之各區域。

（……）

且政治亦人事之一種。無論其為何種之政制，要不能徒法而自治，必有

活人之參加。故做官不能與做人相分離，從政不能與為人相隔絕。此亦極淺

顯之事理，而仍為今日一般國人所不瞭。若謂其新法制便可有新政治，有新

政治便可有新人生，則人生依法制為轉移，豈不直捷易簡？而惜乎其不如是

之可以企而及也。就實言之，政治乃從全部人生來，法制乃從全部政治來。

若此理而信，則將來中國新政治之新生命，端將在其整個社會之做人道理中

重獲健康，而並不在於向外邦異國抄襲其法律制度以為紙上之粉飾。而其整

個社會之做人道理，則仍必與其傳統精神與文化特性有不可解脫之關係，此

固無從模倣抄襲而有之。他日者，政治新生命一朝煥發，則一切新法制亦有

所附麗而顯其用，而物質經濟亦有所寄託而植其根，而後科學事業乃可迎頭

趕上，以儘量吸收他人之所長。故竊謂晚近百年來中國新思想新潮流之四階

段，其最值商討者，乃在第三階段；乃在其主張全盤西化，而以政治與科學

等量齊觀之一點。

（錢穆：〈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頁 222-226。台北：蘭臺出版社，

2011 年。）

文化衝突和調和

中古時期以前的一切，我們也不必多講。總之我們可以證明西方文化確

實衝突性很強。一兩百年來，西方文化傳佈到全世界，我們中國也接受了，

遂在此全世界乃至我們中國，平地添出許多衝突。我們則就在此衝突中間過

日子。專從中國講，就有兩種大衝突：

第一：是「內外」衝突。中國人都看不起內部自己，而要看重外洋。

第二：是「新舊」衝突。舊的是我們自己，新的就是外國。今天我們是

看不起舊的，只要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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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百幾十年來，就永遠在這衝突狀態之下。

我們這個社會，在這一百多年來，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不斷地發生了衝

突，這暫不講。更不好的，是我們認錯了，以為西方文化長處正是在能衝

突，不知衝突只是西方文化中一短處。也並不是說文化中不能有衝突，但衝

突總要求「調和」。而西方文化中衝突力量過強，調和力量太弱 ; 而我們現

代中國人，則似乎就要來羨慕人家這許多衝突。自己沒有衝突，要來製造衝

突。即如西方有「文藝復興」，這是西方歷史在人生上一個大衝突，我們現

代的學者如梁任公，便說，中國也該來一個文藝復興才好。但西方的文藝復

興，是他們在中古時期的教堂內讀到古書，發現了從前的希臘、羅馬而起。

中國則五千年來還是一個中國。中國講孔子，兩千五百年來還是一孔子。孔

子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亦已兩千五百年到今天。在中國歷史

上，既無一中古時期，又到哪裏去找一個文藝復興。

我們既無文藝復興，便硬要說我們只在中古時期中，又說我們仍只是一

個「封建社會」，該打倒。但中國的封建是在春秋以前，秦以後中國統一，

沒有封建了。孫中山先生只講過當時許多軍閥有「封建頭腦」，是說他們不

懂社會已變，時代不同，而他們還想割據。中山先生只是這樣講，並沒有講

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

中國封建社會早沒有了，而還要來打倒。而且諸位看中國歷史，我們

在什麼時代纔打倒了封建的呢？其實也沒有。中國的封建，在調和中而不

存在。今天我們要打倒封建，兒子違抗父母，即說你是封建，這一衝突，

卻深入到我們每一家庭裏。甚至我們政府來台灣，台灣受了日本統治五十

年，當前這二十多年，重回祖國懷抱，那是何等可慶幸的事，但是我們少

數台灣青年跑到美國、日本，便來提倡台灣獨立，這不又是在無衝突中要

來製造衝突嗎？

我今天要特別提出講的，就是我們這一百年來，太過羨慕西方文化。西

方文化不斷有衝突，在衝突中表現出一股力量，這個力量是可怕的。回過頭

來看自己，好像無精打采，有氣無力的，怎麼老不會衝突，遂誤謂中國文化

的缺點就在這裏。乃要在無衝突中製造衝突。不知中國文化之偉大處，乃在

能「調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老關着門，該要開門接受外面的一切。尤其

是今天科學發達，我們關不起門來。目前大陸還想關門，我們並不想關門。

多方文化接觸，外面新的東西進來，我們該吸收；當然有些舊的也可排斥。

但在這「吸收新的」和「排斥舊的」中間，要有一「調和」。若要把全部舊

的一齊排掉，這是不可能的。

（錢穆：〈文化傳統中的衝突和調和〉，《中國文化精神》，頁 56-58。台北：蘭臺出版社，

2011 年。）

   中國文化復興

但我們又該怎樣的復興法呢？我想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復興文化不是

一個理論，也不是一個知識，乃是我們一種「行動」。這種行動，是我們自

己的，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所以要復興文化，不僅要有「信心」，第二

還要有「決心」。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既是一個事實，一個行動，也不是

在看別人行動，乃要我們自己行動，那麼就該從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上開始。

諸位說：我一個人決心要復興文化有什麼用？但不知，大家都是一個人，大

家都有一條心，復興文化是大家的事，是每一人的事，就得從我們每一人開

始。明末顧亭林先生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時的中國人，經受到

的艱難危險，或許比我們今天要大得多。滿洲人跑進中國，中國整個亡了，

而顧亭林先生說，一個國家的興亡是小事，天下興亡纔是大事。他所說的國

家，乃指政府的政權；他所說的天下，乃是我們的民族與文化。「民族文化」

的興亡，我們每一人，匹夫匹婦，大家有責任。「興」的責任在你。「亡」的

責任也在你。我們今天又要來用到這句話。

今天要來復興文化，該從我們每一人下決心做起。大家是一人。大家有

一心。從一人可以影響其他人，人心可以散佈開去，亦可以凝聚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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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凝聚與團結，就成為一種「時代精神」，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

力量其大無比，無法用一個物質上的數字來計算來衡量。說台灣有多少人，

大陸有多少人？台灣地方多少大，大陸地方有多少大？這些只是一種虛偽的

唯物論。我們要從「人心」之能凝聚團結，連把歷史上的心也凝聚團結，發

生一種最大的力量。或許地面愈小，人口愈少，凝聚團結便愈容易。譬如一

盆火，盆子小，容易旺。盆子大，火就難發，又燒不旺。從歷史上看，我們

幾次到了極危險艱難的時候，每從一個小地方發生出新力量。這個力量，並

不是在全國各地同時發起，只在一個地方發起，而每易在小地方發起。諸位

是軍人，國民革命軍北伐，還不是從廣州黃埔一個小地方發起的嗎？大家集

中到一個小地方，地面小，人口少，而這力量卻發生了。今天的台灣，天造

地設是一個孤島，正是我們復興文化的一理想基地。只要我們下決心。

我們從另一方面講，近代的中國人正為沒有了文化的自信心，而陷入

了這個艱難危險的深坑裏邊去。在清末，我們想學日本，想學德國。後來我

們想學英國、法國。再後來想學美國。而中共則想學蘇維埃。正為我們失掉

了自信，所以只想模仿抄襲學別人。今天已經走絕了路，或許我們還有一般

人，還沒有徹底覺悟，認為我們學美國，可以戰勝了他們學蘇維埃，沒有懂

得「反而求諸已」。但目前實已到了各路都斷了，無路可通，只有回過頭來

學自己。「復興文化」纔是救中國，使我們再做一中國人的唯一可行之路。我

們在這樣情形下，該下一決心。其實決心就是信心，有了信心，開始實踐，

一步踏上，就是決心。

於是第三，我們再要有一個「堅定心」。不轉不退，不搖不惑，前面只

有此一條路。《大學》上說：「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

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們要能定、能靜、能安，纔能來考慮一切問題，

使自己聰明顯露發越，而後始能有得。最先便是要「知止」。我們這一百年

來，平心而論，哪一個不愛國，哪一個不奮鬥。可是到今天，一無所得，正

為我們不懂得知止。中國人就是中國人，這是我們一個大本根，離此本根去

學外面，忽此忽彼，這心沒有一天定下，沒有一天靜着安着來考慮，那樣如

何能有得？一切事實，我們該先懂得要站定在一點上，不能搖動。坐也坐在

這上，跑也要從這一步跑起，跳也要從這一點跳起。今天就要我們在「文化

復興」這四個字停下。下面千變萬化，驚風駭浪，不斷地來，我們心先定下

來了，靜靜地，安安地，來考慮應付，這樣纔能有所得，所以我們又要有一

個堅定心。

再進一步講，第四，我們要有個「誠心」。誠是要「內外合一」。外邊

的言與行，要和內面的心相合一，誠又要「始終合一」。開始這樣，最後還

是這樣。我們這一百年來，全國人心，彼此不合一，始終不合一。雖說是大

家為愛國，要救國，表現出來實像是心不誠。一路翻滾，一路衝突，像是在

自搗亂。我們該要同心合力貫徹始終。特別重要的，在要使我們的「心」和

「理」合一，我們纔能內外合一，前後合一。所以中國古人講一「誠」字，同

時又要講一「明」字。但有了誠心，纔能慢慢兒到達一個明。明白了，也纔

能慢慢兒到達一個誠。在我們所謂誠的中間，有一種「明慧」和「理智」的

成份。不是說純感情，或純意志的。我們要有一個明慧與理智在裏邊，纔能

「立誠」。

（錢穆：〈復興文化之心理條件〉，《中國文化精神》，頁227-231。台北：蘭臺出版社，2011年。）

世界問題和中國文化

歸結言之，世界問題其實只是一「人生問題」。人生應分兩方面：一

是「物質人生」，即經濟的人生；一是「精神人生」，即心靈的人生。亦可謂

兩事屬一事，但仍不妨分兩面看。最應知者，物質方面易變，而心靈方面則

不易變。由於氣候相異，物產不同，引生出各地居民間各種區別。自然影響

與歷史積累，久之而形成各不同的民族。民族形成之主要因素，偏在心靈一

面，不在物質一面。如宗教，如文學藝術，更要的在其內在之性格、愛好，

與娛樂方面之情感意向，顯然互有不同，很難融和合一。縱使在同一物質人

生下，亦驟難泯滅其心靈人生方面之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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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洲黑人到美國，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但依然有黑白距離。此下縱

在法律上、教育上力求調和平等，恐此一距離終不易消失。中國人在南洋僑

居，為時亦越兩三百年，但馬來人、印尼人與中國人中間之界線，仍然存在。

近代西方人，過分看重了物質人生，看輕了心靈人生。他們把物質生

活來作衡量人生之標準，而高自位置，養成一種民族自傲心理。不知物質經

濟上之優越條件，並不能來領導人生乃至支配人生。在人類精神心靈生活方

面，唯一正道，乃求各自獲得其個性之發展。每一人各有個性，每一民族亦

然。尊重個性，對每一人每一民族，務求各自獲得其高度圓滿之發展；而在

個性發展中，乃有其相互間之融通協調；此始為人類邁向世界大同一條唯一

的正道與坦途。

中國古人，早抱此一種理想，而提出一「仁」字來。「仁」是一種人與

人相處之道。但雙方必各自保有其個性。其人沒有個性，決不能是一仁人。

不知尊重對方他人個性，也決不能是一仁人。故真是一仁人，必會尊重自己

個性，也同時尊重對方他人個性。孔子曰：「為富不仁。」若太過專重於在物

質生活方面着想、打算，則必然會忽略了對方他人個性，而連帶忽略了自己

內在個性。總之是為了物質人生而損害了心靈人生。而人生正道則必然要以

心靈人生為主，物質人生為副。今天世界人類，乃反其道而行。中國古人所

謂「以心為形役」，正可為今天世界人類生活寫照。這是今天世界人類一切

糾紛一切禍難之總病根。

（錢穆：〈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頁 48-49。台北：蘭臺出版社，

2011 年。）

中國文化對人類的貢獻

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

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

貢獻。

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

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

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

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

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

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

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

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

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

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

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

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

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

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

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

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

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

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

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世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頁 376-378。台北：

蘭臺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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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思想有什麼特點？

2. 你對中國文化復興的前景有何看法？

3. 你認為中國文化對世界局勢能作出什麼貢獻？

五、金庸小說的文化意蘊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是香港著名的武俠小說家。1957

年《射鵰英雄傳》（下簡稱《射鵰》）一出，已奠定其武俠小說的

宗師地位；直至 1972 年寫作完《鹿鼎記》後封筆，其小說已飲譽

華人世界。金庸的作品，如果說《射鵰》以前的小說寫作尚不得

不多作經濟考慮的話，從《射鵰》開始，以後的作品，包括《神

鵰俠侶》（下簡稱《神鵰》）、《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下簡

稱《倚天》）、《天龍八部》（下簡稱《天龍》）、《笑傲江湖》、《鹿

鼎記》等，卻是有意識地把個人的思想融入作品中，着意刻畫深

層的社會與人生百態。

具文化底蘊的人物形象

金庸小說，在其「群雄譜」中，幾乎每一部小說的主人公都具有文化典

型意義，在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佔有一席之位。以《笑傲江湖》為例，作者在

這部作品中，刻意塑造主人公令孤沖為一位平凡的俠客，他個性瀟灑，重情

重義，憧憬着沒有權力鬥爭的理想社會；但武林中的腥風血雨沒有因為他個

人的意願而停止，相反，魔教內部為搶奪教主之位互相爭殺；「正派」中的

五岳劍派，同樣為搶奪盟主地位，內變迭起。令孤沖被捲入其中，在正邪之

間進退失據。如同賈寶玉，從其行止體現了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金庸曾

謂，此書的寫作是想通過書中一些人物刻畫中國古代政治生涯的普遍現象。1

以此，從令孤沖身上所反映的衝突則不單是個人的問題，而觸及中國政治文

化層面：作為俠客（政客）的令狐沖，卻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有

理想，然而又無力改變現狀，雖然最終能與心愛的人長相廝守，但在此前，

1　《笑傲江湖》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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