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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ociety, traditional ethic morality is gradually being forgotten, alienated and
even subverted under the impact of desire, interest,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 this particular time when the old
values are deconstructing and new values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people begin to feel indecisive, confused, and
lost; various psychological diseases and distorted social phenomena appear everywhe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thical morality and life existence. It is to explore the new balance point in people’s
heart through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ethical morality in the life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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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Dans la société caractérisée par l’explosion d’informations, sous la pulsion du désir, de l’intérêt, de la
raison technique, les morales traditionnelles s’effacent peu à peu, s’aliènent et même subvertissent. Dans le contexte
actuel où les anciennes valeurs se déconstruisent, les nouvelles valeurs restent à établir, l’homme est envahi plus que
jamais par la perplexité, des maladies psychologiques et des phénomènes anormaux sociaux apparaissent sans cesse.
Le présent article discute de la relation des morales traditionnelles avec l’existence de la vie, exploite le nouveau
point d’équilibre intérieur de l’homme à travers la révélation de la valeur des morales pour la vie.
Mots-clés: logique antérieure, morale, nécessité, catégorie
摘 要：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人們在欲望、利益、技術理性的衝擊下，傳統的倫理道德逐漸淡漠、異化甚至
顛覆；在舊價值解構，新價值無法確立的當下，人們的心理逐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困惑與迷失，心理
疾病和扭曲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本文將探討傳統倫理道德與生命存在的關聯，通過揭示倫理道德本身對於
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來探求人們內心新的平衡支點。
關鍵詞： 先驗邏輯；倫理道德；必然性；範疇

在當今工業消費的社會，資訊爆炸的時代，
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倫理發生了許
多異化的現象。在過去傳統的東方農業社會，人
對自然、倫理有所敬畏與遵從，社會成員之間的
倫理與個人道德都處在穩定的框架內；同時，在
西方社會，由於宗教信仰和古希臘的理性精神，
人們在倫理與道德層面都保持和諧，順應自然的

狀態；但在當今工業消費和資訊化社會，人類的
所有欲望都被無限地放大，科學技術逐步淡化了
人對宗教和大自然的樸素信仰，欲望有了技術、
科技的護佑慢慢衝破了禁忌，傳統的倫理與道德
面臨瓦解的危險；好奇心，感性的衝動、體驗主
義以及相對主義逐漸肢解著傳統的價值和意義；
亂倫、憂鬱症、強迫症，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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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倫理道德在人性私欲面前只
剩下形式和象徵意義。人們對傳統價值和意義的
淡漠，對欲望的無法節制到了空前的地步，傳統
的價值和意義是否會轉變，已經成為所有人面臨
的課題。
但問題在於，顛覆傳統的價值和意義，更多
的是造成人內心的虛無、彷徨、迷失、紊亂，甚
至是痛苦。在樸素的自然主義、神秘主義和宗教
信仰被技術理性衝擊的情況下，如何讓人們從邏
輯、思維以及感性的內心真實地認同、信仰、融
合于倫理道德本身，如何不再彷徨於錯綜複雜的
資訊，堅定地保持價值和意義與身心的統一，那
麼我們就必須回到人類意識建構的原點和生命存
在的終極邏輯上來尋求與倫理道德的關聯。下
面，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倫理道德與生命
的建構邏輯、現實存在的必然聯繫。

鬱的體會，對視覺聲音的感受以及對外部事物、
現象的價值取捨都是感性的、與生俱來的，與人
類特有的存在方式相協調和互為印證的。這些應
然的意識在經歷長期的提煉、歸納、具體化而形
成典籍、書面上的倫理道德和制度規範。故先驗—
感覺—意識—理性—系統的倫理道德是一個完整
的鏈條，它們是一個必然發展的整體，倫理道德
也是先驗實在必然的延伸。我們對現象的認識、
經驗的歸納、思維的建構都是以先驗的意識為邏
輯起點，並與人的特殊生存方式相驗證。換句話
說生命和意識何以存在是由先驗實在決定的。魚
在水中呼吸，樹長在土裏，鳥兒築巢都是其先驗
的意識和邏輯所支配，這導致了在相同外部經驗
下不同物種多樣的意識，認知和倫理行為。包括
人的思維的邏輯起點、價值的導向、思考的形式、
情感起伏的誘因和意識的建立不一例外都歸溯到
特殊先驗邏輯。如康得所說，先驗是不可知的，
但當我們無法得知起因的時候，卻能觀照到結
果。當今傳統的倫理道德就是先驗實在孕育發展
的結果，人們應當從作為先驗實在的結果中反溯
到生命實在的邏輯，體會到存在的終極意義。

1. 倫理道德來源於生命的先驗邏
輯
各種宗教戒律、儒家文化的道德規範、人性
向善論以及各種文明的禁忌都是無法用現在的理
性和道理可以解釋的。人類雖然有多元的文化，
但各大文明圈中的最基本倫理道德與價值觀都是
一致的。對善的追求，對父母子女的熱愛，對他
人的關懷和尊敬，對人倫關係的遵循都潛在於人
們內心深處的意識取向，它是超越國界、現實經
驗的並具有普適性。這些倫理道德都是有別於其
他物種對外部世界特殊的認知形式。人的意識以
及對外界的認知都是建立在經驗和對經驗先驗感
受的基礎上，人對經驗樸素的思考邏輯，基本價
值的判斷，對環境、氣候、食物、生活空間的選
擇和感受是先驗的、絕對的、有範疇的，不是理
性、技術所能把握的。每個物種對環境、氣候、
食物、生活空間的選擇和感受都不同，他們先驗
邏輯的不同決定了對外部經驗的感受和認知不
同，所以能產生不同的倫理。植物的光合作用、
蜜蜂采花、蝌蚪變青蛙、螳螂吃配偶等各種倫理
現象都是其生命先驗邏輯的反映，每個生命群體
的倫理道德都是其先驗邏輯演化而成，這些倫理
現象是生命先驗邏輯映射在現實世界的必然。在
蒙昧時代和原始社會，人類對快樂的理解，對憂

2. 生命體系中的精神與物質、主觀與
客觀是統一於生命的整體中，倫理道
德與生命此在統一於生命本質的邏
輯體系中
在所有生命體的運動和現象中，沒有脫離物
質的精神，也沒有脫離精神的物質。主觀意志是
生長在外部經驗和機體神經系統的客觀反映的土
壤上，沒有客觀載體的設限和經驗的範疇，主觀
意識只是一片混沌；而每個生命的客觀現象都是
主觀意識、精神和先驗理念的主導下完成的，所
以在生命活動的框架內，主客觀是一體的、一元
的。相對於所謂外在、客觀的物件才會有意識的
存在，任何生命體都是一個複雜的、多元的矛盾
結合體，所謂客觀和主觀的概念應當統一起來，
放在一個整體的系統或概念中去理解。意識和物
質或肉體不能分開來，互相孤立地去理解，他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失去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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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都是虛無的，他們各自都無法存在。故任何
存在的都是有形的，有框架、範疇和載體並遵循
某種形式和邏輯的，否則便是虛無。無限的資訊
只有通過有限概念的聚合，經驗感覺的範疇以及
某種形式邏輯的歸納才能形成。人的各種情緒如
害羞、憤怒、喜悅、感傷既是生理現象又是意識
反映；反過來，身體上受到觸摸、刺激也是帶動
意識、情緒、認知的波動，主觀精神的變化與客
觀生理存在是一體的。倫理道德的體驗和構想直
接影響到客觀生理的狀態和存在。既然主客觀是
相通的，那麼所有客觀的行為，人體生理的運轉
和現象都是按照生命意識的邏輯運行的。人們對
土地、食料、氣候、環境特殊的先驗感受和生命
本能、應然對環境、經驗的取捨、選擇形成了人
類在自然界求生的生存方式和與之對應的倫理關
係。生命意識的邏輯和特殊形式決定了人的神經
系統對外部環境的反應和對現象的意識建構範
疇。先驗感受成為直覺、主觀經驗、感官情緒的
形成基礎，生命應然存在的邏輯和本能求生的方
式成為人們確立主觀意識，思維形式的座標體
系；以先驗的感官認知為參考依據，以生命運行、
存在的形式邏輯為導向逐步奠定了人類基本的價
值和意義，從而形成了倫理道德。倫理道德與生
命的此在是統一的，生命的此在包括意識的存
在，感情的存在以及生理的存在，對倫理道德禁
忌恪守和真善美的追求，不光是對價值的追求，
其實也是維繫意識存在和維繫整體生命的存在。
人類的生理現象，意識存在都是以倫理道德的邏
輯來運行的，人對衣食住行、生殖繁衍都體現了
倫理的含義。倫理道德從內容上說是一種價值，
但從形式上說是某種特殊的範疇、形式、邏輯。
人的形體、感官、生長發育都是遵循唯一的形式，
固定的邏輯，是在一定範疇的框架內變化發展
的，這跟倫理道德本身的屬性有根本的一致。人
體中水、空氣、維生素等生命元素，人自動地呼
吸、吸收排泄的現象以及人體特定的基因結構都
是體現了人特殊的倫理形式，而倫理道德的邏輯
起點來源於生命先驗的本質，所以實踐倫理道德
就是執行生命先驗的邏輯，它體現的不僅是一種
意義和價值，而是運行整個生命的此在。倫理道
德不僅是主觀性的，也是客觀的，並與生命存在
相聯繫，它的內涵應該包括生命的整體。所以，
我們在世俗生活中任何生理上，客體上的具體行
為都應該拋開與超越倫理範疇經驗的干擾，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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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傳統的倫理行為，若違反了傳統的倫理，不
僅在心理上都道德的譴責，而且也將影響到客觀
的生命存在，實踐倫理道德就是維護自身的生命。

3.先驗邏輯與倫理道德對於生命存
在具有絕對性、必然性、唯一性
先驗的意志和邏輯是先於意識、直覺和理性
的；人對喜怒哀樂的體驗，對陽光、空氣、雨水
的感覺是先驗的、絕對的，這是理性和意識無法
創造的，包括人對快樂與痛苦的選擇也是出於生
命的應然和先驗的的邏輯，所以生命此在的先驗
邏輯是生命鏈條的最前端，也是直覺、意識、理
性、思想形成的可能。對於先驗的概念和模型是
人類無法把握的，當我們用世俗的經驗意識、邏
輯、理性去分析先驗的邏輯只能緣木求魚，因為
生命是由先驗邏輯去主導，加上外部環境的滋養
以及偶然經驗的互動而形成，而人的理性的形成
主要是接受外部的經驗和刺激，帶有太多物件的
經驗和外在於生命內部的資訊，而且理性分析的
概念是靜態的，僵化的，它無法把握內在、動態
的生命先驗的實在，所以先驗只能被直覺感覺而
不能分析，且先驗是生命的存在邏輯，我們必須
通過直覺堅定不移地執行、實踐這樣一個必然的
倫理行為。先驗的本質和邏輯在直覺、意識、理
性面前具有絕對性，違背先驗的本質也就失去了
存在的可能。在先驗本質絕對化的基礎上，以及
生命存在的前提下，恪守於先驗本質是必然的、
唯一的。生命每時每刻的運動無法脫離先驗設置
的生命感受和存在邏輯，而且只能局限於人類特
殊倫理範疇，無法按照其他物種的生存倫理存
在，所以先驗邏輯對於生命存在具有絕對性、必
然性、唯一性。倫理道德以先驗意志為邏輯起點，
是生命實在衍生的結果，它真實地體現出先驗本
質的內涵和邏輯，並以價值、文本、宗教禮儀的
方式主導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模式，人類之所以有
存在的可能是由於實踐了傳統的倫理道德，故倫
理道德是延續先驗邏輯對於生命存在絕對性、必
然性、唯一性的屬性。人的生活內容也許不大一
樣，但其基本的形式和生理發育、衰老的過程確
是絕對的、必然的、唯一的，而人的倫理道德都
是這些生命必然階段的體驗結果，且主客觀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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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元化決定了意識中的傳統倫理也是固定、
絕對、必然的生命存在方式。但作為生活在時間
中的人們來說，倫理道德不僅只是終極的結果，
而更應該是一個生命的過程。人們只有通過倫理
化、道德化的生活才能與先驗本質的生命邏輯融
合起來，如此才讓生命的存在，成長更貼近生命
的本質，讓身心在倫理道德的範疇內感受生命本
質最需要、最貼切、最契合的存在形式和內涵；
通過融匯倫理道德的絕對性、必然性、特殊性，
化解外部複雜資訊、經驗的困擾，消除欲望帶來
人格分裂的痛苦，達到內在價值和意義的平衡，
平復資訊化干擾下對傳統認知的疑慮，消除欲望
帶給意識的困惑，堅定對傳統倫理的邏輯認同，
這樣才能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中做到身心的健全、
穩定與和諧，在實踐中達成知行合一。
生命和倫理道德都是先驗實在的邏輯所支配
和建構的，先驗邏輯對於生命運行具有絕對性、
必然性和唯一性，所以我們整個生命的流程從生
理邏輯上說是按照傳統倫理道德的範式呈現的；
生命是主客觀的結合，意識也是存在的重要部
分，意識的形成主要是以先驗實在對外部的經驗
整理為質料，並以先驗應然的邏輯運動構成了思
維意識的過程，從而必然地發展出了倫理道德架
構。先驗實在—基本意識—倫理道德這是一個必
然的發展過程，如果基本的倫理道德受到挑戰，
那麼我們的思維意識的存在將受到劇烈衝擊，整
個意識平臺，對經驗感知的改變將與先驗的意志
發生矛盾並影響到人的生存狀態和模式，生命的
和諧存在將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如果以
生命的此在取代技術理性與欲望作為最高導向，
那麼遵從基本的倫理道德則是一種絕對、必然的
實踐。
以上筆者從學理上探討了倫理道德與生命邏
輯的必然關聯，那麼，如何在內心深處重構傳統
倫理道德的權威，堅定基本的價值和意義認同，
在宗教淡化、技術至上、欲望和資訊爆炸的時代
保持內心的安定與寧靜呢？我們應該首先回到生
命的範疇，以生命的此在為前提來看待倫理道德
的發展變化以及與欲望，技術理性的關係。
我們在發展倫理道德的同時，應以建構生
命、活化生命，維繫生命的“在”為標準。雖然
我們無法把握先驗實在的邏輯為何的原因，但先
驗邏輯體現在對饑餓、炎熱、寒冷的生理反應，
對皮膚流血自動修復的現象，對病菌的天然免

疫，人體成長發育帶來的變化，都驗證出先驗邏
輯的導向是追求生命的存在。例如，體現在意識
中的性欲，其客觀的結果是促發了新生命的形
成。近親結婚等亂倫的行為都不可能產生正常的
生命，而且也會異化生命，這些都驗證了先驗的
生命倫理都遵循生命的“在”這個前提。這些生
理現象和先天的機能通過人的感覺形成了倫理形
式和道德意識的雛形，在邏輯起點上它們是相連
的。我們在實踐倫理道德的過程中，應以生命存
在的絕對和必然為座標，以此在的動力作為孕育
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絕對信仰和堅定信心。
除樹立對倫理道德的認知以外，在發展倫理
道德之時，應注意感性與理性，範疇與無限的關
係準則。首先，人的理性是生命生成發展中從混
沌到明晰，感性到具體化的必然過程。感性是理
性的動態發展過程的起點，它決定了理性的範
疇、標準和方向。任何發明創造、學術體系，科
學理論都是建立在感性的衝動，人格理想以及模
糊想像的框架內。對待倫理道德應有理性的準
則，但必須以感性的認識為邏輯起點和思考動
力。因為倫理道德是一種外在的生命形式，應以
感性，先驗的生命邏輯去認識它、實踐它，這樣
才能做到與生命存在的融合。
我們在感性地認知、實踐倫理道德的同時，
還應甄別感性與直覺的區別。感性雖然是模糊
的，非理性的，但它是有序的，在人特定的倫理
形式之下的意識；它是從主體出發，作為生命整
體的先驗實在的延伸。而直覺是超越範疇，無序
的，脫離意識形式和倫理的；它並非一定是主體
出發，很多時候是從經驗以及生命的部分——欲
望出發。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認為直覺能把握生命
的本質“綿延”，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直覺並
不一定能真正把握生命本質，很多直覺是反生
命，反倫理，甚至是消極的、痛苦的、荒淫的，
它給生命本身帶來的是痛苦和迷失。在筆者看
來，直覺只是主體與外部經驗的橋樑和仲介，直
覺本身不帶有任何意涵，不管好的，不好的，善
的或惡的資訊經驗都可以通過直覺表達。直覺基
本上是從先驗倫理意識，外部經驗以及欲望三個
緯度出發；在眾多的直覺中，我們且把它們分為
先驗直覺、欲望直覺和經驗直覺。先驗直覺是指
從生命先驗實在和整體出發而傳達的一些感覺，
這些感覺所引發的實踐結果都是在有序的倫理平
臺的基礎上，維護著生命群體的和諧與此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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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比如：人的惻隱之心，慈悲情懷，自我實現
的滿足，和諧心境的安定、淡然以及倫理範圍內
的情愛等等，這些直覺都是有序的，有範疇的意
識，能產生本能長久快樂的；而從經驗和欲望出
發的直覺是以外在經驗和內在欲望重新構建的意
識，而並非從生命先驗、應然的本質為起點，這
樣使得經驗和欲望無序化，擴大化。比如：暴力
的刺激、淫穢的性欲、施虐的傾向、偏執的膨脹
等等，這些直覺的特徵是無序，混亂，毫無範疇
的意識，除給人短暫的快感外，之後只會讓主體
感到虛無，迷失，空洞和痛苦。經驗是外在的，
它無法真正貼近到生命的實在，而內在的欲望只
是生命實在延伸的局部，無法象先驗意識那樣把
握生命存在的整體，以欲望和經驗為本，只會導
致生命的異化。故在面對外部經驗，個人欲望和
倫理道德的情形下，在確保感性駕馭理性的同
時，應該對直覺有所甄別、取捨；在感覺外部經
驗，內在欲望的同時，以先驗，應然的邏輯為基
準，從倫理道德和生命整體感應的意識中再次感
性、本能地對無數的直覺做出抉擇，這樣才能使
我們的內心充滿著符合先驗實在和倫理道德的積
極感受，讓真、善、美等與本質相和諧的感覺和
資訊厚植於我們的內心深處，成為我們意識的前
提和思考邏輯的起點。
除了避免以理性、欲望和技術分析的方式解
構倫理道德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倫理和道德的有
限性和它們的範疇所在。我們的意識來自主觀反
映和客觀經驗的互動，而我們主體的感官是有限
度的，有範疇的。在純粹自然的環境下，我們的
視覺、聽覺、觸覺、身高臂長以及生活空間都是
有限度的，並以特殊的形式、框架存在。人所能
感覺到的資訊和經驗是在有限的範疇內，所以在
先天感應和有限經驗的平臺上發生出的意識是有
限的，在有限的資源內我們思索的半徑也是在一
個局限的框架內。但在工業資訊化時代，資訊無
限地膨脹並無序化，許多變態的、扭曲的，超越
人的感受範圍的資訊給人的意識帶來巨大衝擊，
這些都導致了人們的邏輯混亂和價值顛覆。如：
克隆動物、獅虎配、亂倫等變態的資訊引發了整
個社會人們心理的紊亂、疾病、迷惑和偏執，當
傳統的價值意義被解構，而我們無法建立新的並
適應于生命自然的價值體系之時，人類的精神大
廈和生命存在將面臨重重危機。人的生命是有框
架的，我們的意識是有邊界的，自然生命都是相

對封閉、有限的系統，若超越生命系統的框架和
負荷，將會給生命體帶來異化的影響。從生命演
化的結果倒推原因，我們可以觀照，生命是自然
界衍生的，那麼生命存在必然應遵循自然界平
衡、有限、絕對形式的法則；或許人的意識具有
可逆性，拓展性，它或許能感受超越生命倫理範
疇的資訊，但也超越了主體意識和生理的結構和
形式，給人帶來更多的是茫然、痛苦、混亂和價
值分裂。有限的，有範疇，有取捨的意識才是正
常的，而很多精神分裂症狀就是因為意識的無序
膨脹擴大超出了生命意識荷載的邊界才會造成精
神的紊亂，神志反常。也許有的人可以接受扭曲、
超常甚至變態的資訊並予以實踐，但必將與生命
先驗預設的邏輯前提產生矛盾，並將給先驗實在
演化來的有限的生理機體帶來不適，痛苦和扭
曲。例如一些超越倫理的克隆技術、獅虎配、人
獸配等現象最終只會讓生命的異化，違背生命的
規律，導致意識平臺的支解。我們在面對複雜的
資訊，無序的欲望和傳統的倫理道德時，應以向
內的倫理向度來思考甄別異化的經驗。我們對有
限的自我意識，生命本質和價值體系應有正確的
認知，有限才是生命的本然，範疇是意識的前提，
我們在面對外在經驗時不能超越倫理、意識邏輯
和生理邊界，否則經驗欲望給自我的重構、異化
和顛覆只會導致存在的瓦解和自我本質的遮蔽。
人應該恪守在應然設定的倫理範圍內，保持與生
俱來，切合自我的和諧生存方式，其他物種的倫
理也許會帶給我們新奇和刺激，但無法適應於我
們生命的屬性，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好奇心，廣泛
體驗的欲望面前保持理智和清醒，重新回到本我
自身的邏輯和本質中，回到倫理道德的範疇，尋
找真正與生命和諧的價值因素，在外部經驗和無
限的體驗面前，保持著一份樸素的敬畏和有限的
邊界。理智地對待自我，認識自我的生命範疇，
將會使我們的生命運行找到正確的軌道。
綜上所述，人類應從生命存在與倫理道德的
必然關聯的角度，以自我生存的本能來認識到實
踐倫理道德的必然性，從而把倫理道德與生命存
在在邏輯、哲理、形式和此在中統一起來，使得
我們的基本價值和意義有了更堅實的依據和信
仰；在實踐中，通過對倫理道德感性的、先驗的、
有限性的認知，從而規避了某些技術理性，現實
經驗，私欲利益帶來的困擾，也防範了相對主義，
體驗主義、偏執性格、強迫症狀給身心帶來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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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扭曲。本文通過論述倫理道德與先驗邏輯以及
生命、意識、生理存在的必然聯繫，將倫理道德
作為生命的應然起點和必然歸宿，這樣我們在面
對紛亂的社會現實，就擁有更安定，更堅實的力
量達成價值的平衡，以及身心、知行的和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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