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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正蒙》的理論創作背景與闢佛進路 

 

一、《正蒙》的理論創作背景 

漢哀帝元壽元年(西元前 2 年)，博士弟子景盧受大月氏王使浮屠經；漢明帝

永平八年(西元 65 年)起，朝廷獎掖佛教，從此佛教便東傳進入中國。初期佛教

學理、教制尚未健全，影響有限，除有輕微爭辯外，未聞闢佛之聲。兩晉以後，

道教及儒學界人士，漸有闢佛及佛教僧人答辯之事，記載於《弘明集》、《廣弘明

集》等諸書中。佛教在經歷一番問難往返，及內部的調整後，逐漸融入中國文化，

影響中國人的生活。甚至在唐代，成為佛教全盛的黃金期。宗教人才輩出，宗派

林立，皇皇大觀。但唐滅以後，接繼的五代戰亂頻生，而南方六朝風氣浮靡，故

宋朝繼此而開國，面臨許多社會上、文化方向上的問題，有待解決與建立。1

再者，宋朝立國優禮士人，於是使知識份子更懷有強烈的責任感。在這樣的

背景下，儒者視為「輕世務，棄人倫」的佛教，再度成為闢斥的對象。宋代的理

學儒者，多有闢佛之論。2

張載在宋儒的眾多闢佛論中，是學理論辯性最強的。3 張載說：「自古詖、

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年，自非獨立不懼、精一

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立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4 他建立一套儒

家式的天道心性論，希望用以與佛教「較是非，計得失」。本章即探討張載這樣

                                                 
1
 以上參考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台北：鼎文，1975年)，頁 47-86；及張永儁先

生〈二程先生「闢佛說」合議〉，收入《二程學管見》(台北：東大，1988年)，頁 42。 
2
 此外，理學興起的內外因素，曾春海先生另歸為「時君的尚文輕武」、「儒學的自覺與革新」

與「書院的設置」等三項，見《陸象山》(台北：東大，1988年)，頁 2。 
3
 張載以外，許多宋明儒者也都以闢佛為天職，然而其中有從「民族主義」立場闢之者，有

從「跡(佛教信徒的表現)上闢」者，有以零散之指點語闢斥，而非出之以非理論系統者，然

張載能正視佛家的義理系統，並精思一儒家天道性命體系與之對抗，特具理論性。 
4
 引自《正蒙‧乾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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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否達成。 

以下，筆者先探討《正蒙》的理論創作背景。張載《正蒙》之作，其因有二：

一者，為儒家的道德修養，建立一個「天人合一」的理論，希望能教人循著道德

實踐，而達到終極價值的成果；二者，創作儒家式的本體論，5 以對抗佛教的理

論。這兩者是息息相關的，分述如次： 

(一)  建立道德宗教的理論 

此所謂「道德宗教」，乃道德實踐而具有宗教之功能者，是宋明儒學的重要

課題之一。牟宗三先生以為：宋明儒之所以將《論》《孟》《中庸》《易傳》組合

成一體系，主要目的是在「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而成立吾人自覺的道

德實踐的超越性。這超越性的根據是人內在的本性，同時亦是本體論上的存在實

體；學者由明白此理，故能促起「純亦不已」的道德行為，同時在終極意義上參

與宇宙的化育。6 因此，形而上的「性體」同時用以解釋宇宙存在與道德實踐的

原理，而究極地說「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7

另外，根據陳俊民先生的研究，張載《正蒙》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解決周

敦頤理論「天人二本」的問題。8 陳先生所謂「周敦頤的理論」，主要指〈太極

圖說〉。關於此文獻，歷來紛爭頗多，陳先生以為此圖思想由「無極」出發，而

言萬物之創生，歸極於「無」，仍有「天人二本」之危機。9 張載創作「太虛即

氣」的天道論，並以之論「天」「人」同屬一性，主張終極價值不在捨離人事，

 
5
 張載也借用佛教的「實際」這個詞彙，來表達他探究形上根本原理，以建立儒家本體論

的企圖。參《正蒙‧乾稱篇》。另，「實際」是「真實際極」之意，指眾苦止息的涅槃境界。

禪宗常用「實際理地」一語，表示超越斷絕一切差別妄見的平等一如之世界，或真實究竟

之境地。此外，一般則轉申其義，相對於理論，而以「實際」表示事實或實踐的意思。以

上參考《佛光大辭典》，頁 5691。 
6
 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7。 
7
 前揭書，頁 37。關於「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是否造成倫理

學上謂認知之「真」與意志之「善」的混淆，甚至從而抹消「善」的可能？此問題之討論，

請見第三章第三節。 
8
 參陳俊民《張載哲學與關學學派》，頁 78。 
9
 見陳俊民《張載哲學與關學學派》，頁 78。筆者以為此圖未必造成「天人二本」的危機。

一來是因為此圖在周敦頤思想中，其地位不能取代《通書》，而《通書》並無這樣的危機。

再者，〈太極圖說〉中關於「無極」的詮釋，不必然走向「天人二本」。不過，陳先生的說

法指出張載思想的特色，乃為論述「天人為一本」，此則甚是，甚至陳先生指出當時未能有

一套鮮明強力的儒家天人合一論，導致學者不知入道成德之途，徬徨於佛老之間，此亦有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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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道德實踐即根源於窮理盡性。所以，張載的理論乃是一種儒家「道德宗教」

的典型，亦即論述道德境界能滿足人對於超越界的祈嚮。 

「天人合一」既是張載的理想，然而「天」義為何？「人」義為何？如何可

稱為「合一」？而其方法又如何？這不但需要一一界說，而且還要有一系統理論，

以明確標示其理據與實踐方法。這正是張載創作《正蒙》的主因之一。 

     

(二) 對抗佛教的思潮 

張載創作《正蒙》的另一主因，乃為辨別儒佛，從而闢斥佛教。10 如果不

看《正蒙》做為一種「闢佛論」的性格，我們也許難以理解：為什麼張載要以「太

虛即氣」的命題，建立其天道論的基本模式？他之所以提出「太虛」的理論，正

是有感於佛教主張的「空」觀，並企圖將他所理解的佛教義理，收納於其「太虛」

義中，再以其「太虛即氣」論而區別儒、佛大異。11 所以，從「闢佛理論」的

角度，我們更能看出其理論成立的原因。 

    張載既建立了「太虛即氣」命題的天道論，以「太虛不能無氣」 之生成過

程，說明人秉受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並以之說明變化「氣質之性」

以盡「天地之性」的道德實踐，能與超越的「天」合一。同時，他也以這套理論

闢斥佛教未能對世界與人生窮本溯源，「略知體虛空為性，不知本天道為用」。所

以，上述兩點是彼此相關的。本章即專就第二點，探討《正蒙》闢佛目標之成效。

12

 

二、《正蒙》的闢佛進路 

    《正蒙》對佛教的闢斥，可再細分兩部分：一是佛教以世界為幻妄的主張，

一是佛教的輪迴思想。張載的弟子范育，也將《正蒙》之闢佛進路大別為兩點： 

 
10
 如《正蒙初義》四庫全書提要(台北：商務，1983年，頁 413)：「張子見道，原從儒釋異同

處入手」云云。 
11
 這一點，將在本章第二節、第三節中詳述。 
12
 《正蒙》不僅排斥佛教，也排斥道家、道教，但張載在立論上針對佛教正面攻擊者較多，

而且本論文也以「闢佛」部分為論題，故「闢道」部分在此略而不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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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理之大，又曰「知虛空即

氣，則有無、隱顯、神化、性命通一無二。」⋯⋯［筆者略］至於談死生

之際，曰「輪轉不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筆者略］故《正蒙》

闢之曰：「太虛不能無氣，氣不能不聚而為萬物，萬物不能不散而為太虛。」

夫為是言者，豈得已哉！13

這是說，《正蒙》既不滿佛教之言「空」，也不贊同佛教主張的「生死輪迴」觀。

所以，《正蒙》一方面提出「太虛即氣論」破斥佛教的「空觀」，並以一氣之歸、

伸的「鬼神觀」，來破斥佛教「生死輪迴」、「得道解脫」的生命關懷。 

這兩種闢佛進路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在張載的系統裡，世界與人生的實情，

乃是虛氣之性「神化」的歷程，14 而人生的正道乃是「盡虛成性」、「盡禮成性」、

「變化氣質」，而非「得道解脫」。反過來說，在佛教的系統裡也是如此，解脫輪

迴的人生目標，也是與其本體論息息相關。
15 「空觀」指引追求解脫輪迴的人生，

而解脫輪迴的人生觀，也將符應於「空性」思想。以上為總論，以下分述： 

 

(一) 生死輪迴觀方面 

面對個人生前死後的問題上，張載批評： 

浮屠明鬼，謂有識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

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16

 
13
 參范育〈正蒙序〉，收於《張載集》，頁 4。 
14
 《正蒙‧神化篇》：「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此處「神」

與「化」乃是指「太虛即氣」之性有變化不測的特性，而表現為一創生不息的歷程。人若

能體認此義，則謂「心能盡性」——人心能知虛氣相即之性，進而於人倫現實中，完成天

性正道。 
15
 佛教以一切言談皆為修證菩提道之方便，如《金剛經》謂「汝等比丘，知我說法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蓋以說法如過江之筏，既過江後，即不需執著，《中觀論頌》說為

「入空戲論滅」。那麼，佛教是不是有其「本體論」呢？筆者以為佛教修行者不必有本體論，

但既有言談而出之以可解的「世俗諦」，則以「本體論」稱其探究一切存在本源的思想，並

無過失，此在學術研究之分際中，成立其「本體論」，無咎也。如林鎮國先生說：「⋯⋯［筆

者刪節］佛家與道家，在超形上學的洞察之下，有何不可保有形上學(本體論、神學、科技)

之為俗諦呢？」(林鎮國〈朝向辯證的開放哲學——讀傅偉勳《哲學與宗教》一、二集〉，收

於《辯證的行旅》(台北：立緒，2002年)，頁 98) 
16
 見《正蒙‧乾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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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張載所理解的佛教輪迴觀是：生死之間有一個不變的意識，

是輪迴中「死此生彼」的主體；吾人應當厭離輪迴之苦而求解脫。解脫之道，則

在觀人生為幻妄而無所執著。張載認為現實人生中，就含有終極的價值，且不宜

捨離人事而謂能究竟諸法實相，17 如果像佛教那樣，企圖在現實人生之外，尋覓

價值，是截斷現實人生 (人) 的超越性根源 (天)，捨「人」而取「天」；這在其

「天人一本」的立場下，佛教乃成為不解「天」「人」為一的實情，導致「天」

「人」兩失。18 所以，「生死輪迴觀」的闢佛進路，仍決定於「性與天道論」。 

(二) 性與天道論方面 

張載對於生死輪迴的觀點，直逼其理論核心的「太虛即氣論」，他從一個更

根本的立場——「性」與「天道」19 的論題——來抨擊佛教：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不能為一，非盡性也。……莊、老、浮屠為

此說久矣，果暢真理乎？
20

《正蒙》所建立的「太虛即氣論」，抽象地歸結為「性」的理則，具體則表現為

「天道」的道德教化，而其精神是對於現實人生的肯定——在遷流不居的世界與

生活中，肯定一一事物的價值。21 他就是從這「通一無二」的性論，來評斥「佛

老」的偏於一邊，不能盡此「通一無二」之性。我們再看下面這段： 

若謂萬象為太虛中所見之物，則物與虛不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

不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為見病之說。此道不明，正由懵者略知體

虛空為性，不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見之小，因緣天地。明有不盡，則誣世

界乾坤為幻化；幽明不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22

 
17
 此處言「究竟諸法實相」，乃借用佛教語，不過並非附會，張載本人在《正蒙‧乾稱篇》

中也使用佛教「實際」一語，而且自信較佛教能明究萬物存在的真實情狀。 
18
 張載言「天」之名義，是關連著「太虛」一起討論的，所謂「由太虛有天之名」。天，既

充滿教化的道理，同時也是「太虛」的一種表現。 
19
 「性論」是張載對存在之終極原理的看法；「天道論」是其對世界生成變化的看法，其歸

結處即是「性論」(如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一)》，頁 487，說《正蒙》：「性者，言道、言

虛之結穴⋯⋯」)。「性」與「天道」可分言如上，亦可合而言之。 
20
 見《正蒙‧乾稱篇》。 
21
 這是以一種關連「人情」與「變化」的「感通說」來肯定，與佛教以「因緣說」、「方便

說」來肯定，都在其理論系統中安排了世間事物的地位，但其論理方式自是不同。 
22
 《正蒙‧太和篇》。 

 71



張載《正蒙》天道論及其闢佛之理論效力 

 

 

                                                

他認為佛教將萬物當作虛幻不實，於是去追求萬物之外的「太虛」，這雖然是對

「太虛」23 略有認識，但反而用這種見解妄論天地萬物的起源，是過猶不及的。

24 因為這樣偏重於「虛」之一邊，將造成「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不相待而

有」，價值根源脫離了現實世界。25 他又說：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

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不有，遺而弗存。26

佛教雖然使用「實際」一語來表示終極實在，然而其內容卻是將人生視為虛妄、

把作為當作疾病、將世界看為污濁，於是企圖離棄宇宙人生。張載其餘相似的評

論還有： 

釋氏不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不能窮而謂之

幻妄，所謂疑冰者與！27

這是說，佛教用人的心思狀態，來懸想天地變化之道，這是本末倒置的作法，而

等到沒辦法窮究天地萬物的起源，便以世界為虛妄，這就像夏蟲疑冰一樣吧！ 

其餘相關言論尚有： 

釋氏妄意天性，而不知範圍天用，反以六根之微因緣天地。明不能盡，則誣

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溺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流

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六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理，可乎﹖

不知窮理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不知，可乎﹖塵芥六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

幻人世，明不能究所從也。28

這是說，佛教對世界根源無法追根究底，認識不清，於是就視世界為一種不真實

的存在。所謂「反以六根之微因緣天地」，意即將天地的成因歸諸於人微末的感

官經驗，以為天地不過是從吾人感官——特別是心識中所化現出來的。他們這

樣，用「一身之小」來臆測世界，受到蒙蔽，可是又耽溺他的心志於「虛空之大」，

 
23
 張載以「太虛」解讀佛教教義，這是否合理，將會在文章後面討論。 
24
 他在《正蒙‧神化篇》說：「過則溺於空、淪於靜，既不能存夫神，又不能知夫化矣」，

即是此意，故他於〈大心篇〉又說佛教「流遁失中」云云。 
25
 張載所謂「太虛」，正是用以做為價值世界的根源的。 
26
 見《正蒙‧乾稱篇》。 
27
 見《正蒙‧大心篇》。 
28
 見《正蒙‧大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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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或者過於「大」、或者過於「小」，都沒辦法保持合宜。 

張載主張「先識造化」——先探究世界生成變化的道理——然後能確定人的

地位。他認為佛教用個人的感官經驗推想世界的來源，是出於聞見之知，終於蔽

於小 (六根) 而溺於大 (空)，是在逃避現實事物，而追求一種「空」的境界。29 既

然對於「造化之道」——形上學——已經有所誤解，那麼接下來的人生觀、倫理

學會是正確的嗎？——這是張載《正蒙》對佛教的一個根本的質疑。30

總之，張載《正蒙》對佛教的破斥，主要針對兩部分：一是佛教以世界為幻

妄的觀點，一是佛教的輪迴思想。31 這兩者雖彼此相關，但他著力在前者，而使

後者的問題歸屬、消解於前者。所以，我們分別在本章第二節、第三節循著張載

這兩條闢佛線索，逐步討論。 

 

 

 

第二節  由「天道論」闢佛的探討 

 

一、《正蒙》之「太虛」義與佛教之「空」義 

張載希望完成一種對現實世界溯本窮源的理論，以便為儒家道德建立堅實的

基礎。32 他由《易傳》得到靈感，認為「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33 故

試圖用「陰」「陽」相待相感的模式，來申論「天」與「人」的關係、「太虛」與

 
29
 見《正蒙‧神化篇》：「釋氏銷礙入空」。關於《正蒙》論「空」，其實並非佛教所言之「空

性」，詳見下節。 
30
 由形上學推導出倫理學，這是張載的思路。關此，已於第三章加以討論。 
31
 張載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也將《正蒙》闢佛大別為兩點：「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

故《正蒙》闢之以天理之大⋯⋯；至於談死生之際曰『輪轉不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

［筆者刪節］故《正蒙》闢之曰⋯⋯［筆者刪節］。」可謂得要；見《張載集》，頁 5。 
32
 如陳俊民先生認為：周敦頤的〈太極圖‧易說〉雖援道入儒，簡單建立了儒家的本體宇

宙論，但「自無極而為太極」的命題，仍然有「天人為二」的傾向，於是張載進一步發展

「天人為一」的理論，用以別於佛道；見氏著《張載哲學與關學學派》，頁 77。 
33
 見《正蒙‧太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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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關係等等。這樣，就成立一種「一物兩體」34、「通一無二」35 的理論架

構。在這個架構裡，「太虛」的意涵，是世界之所以變化的原因，以及終極的價

值；「氣」的意涵，為現實的人事萬物。「太虛即氣」的命題，旨在說明現實、變

化中的人事萬物，都含有終極的價值，顯示出一種交感變化中「無非至教」36 的

世界觀。 

問題在於：張載所謂「太虛」，真與佛教的「空」義對等嗎？佛教「空」義

有一個發展的歷程，由阿含到部派，由部派到般若、中觀、唯識等，皆有偏重不

同，37 我們當如何在紛然層出的佛教「空」義中選擇說明的代表呢？ 

大抵佛教之說「空」，是為排遣人的執著，而向於解脫道——這是佛教最重

要、最根本的精神。38 佛教追求解脫的方法，是覺悟一切存在無常性，從而平息

心有所緣的擾動——在這種人生理想裡，世界與人生是 (不關情的) 業感的存

在，所以不值得特別留戀。 

由於各宗派對於「空」義解說不同，筆者在此先採取印順法師的佛學史觀點，

以中觀系統的「空」義來做為佛教通論的「空」義，然後再進行探討。
39 佛教通

論的「空」，意謂「緣起」40 、「無自性」41 等，也就是說，事事物物是依靠種種

 
34
 見《正蒙‧參兩篇》。 
35
 見《正蒙‧太和篇》。 
36
 見《正蒙‧天道篇》：「天道四時行、百物生，無非至教。」 
37
 如印順《空之探究》(台北：正聞，1987年)序，頁 2：「『阿含』的空，是重於修持的解脫

道。『部派』的空，更傾向於法義的論究。『般若』的空，是體悟的『深奧義』。『龍樹』的

空，是『般若經』的假名、空性與『阿含經』緣起、中道的統一。」 
38
 即使菩薩道教法的開展，也只是將觀境及於眾生乃至一切法，根本上是不違解脫道精神

的。菩薩的利濟有情、投身世間事業，卻仍然是在無我的「空觀」中，而與理學家們堅持

的「實理」不同。換言之，佛徒僅可不違世間倫理，行跡與儒者所主張者相同，但其內心

不以為其中具有終極之價值，而只是如夢如幻、宛然而有地配合世間生存的軌則而已。 
39 參印順《中觀論頌講記》(台北：正聞，1992年修訂一版)，頁 27-30。此外，簡淑雯《無我與

解脫——清辨、月稱關於《中論‧十八品》「人法二無我」詮釋之比較研究》(國立政治大學碩士

論文，2000年)，頁 27 也提到：「我們從《阿含經》中可以發現以束蘆輾轉相依而得豎立的例子

說明這種『相依』的關係，因此可以說龍樹是將被阿毘達磨佛教窄化了的緣起論，回復到佛陀

所說的甚深緣起的真義，而非孤明先發的別立一更高層次的緣起的理論。」同樣說明了龍樹中

觀學派的緣起空義與原始佛教的義理相關程度。 
40 緣起，是指事物都依靠種種條件才生起。參《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1989年三版)，頁 6126
「緣起」條：「梵語 pratītya-samutpāda，巴利語 paticca-samuppāda 之意譯。……［筆者刪
節］一切諸法，皆因種種條件（即因緣）和合而成立，此理稱為緣起。即任何事物皆因各

種條件之互相依存而有變化（無常），為佛陀對於現象界各種生起消滅之原因、條件，所證

悟之法則，……［筆者刪節］。此緣起之理乃佛陀成道之證悟，為佛教之基本原理。蓋佛陀

對印度諸外道所主張「個我」及諸法具有實在之自性等論點，均予否定之，而謂萬有皆係

相互依存，非有獨立之自性，以此解釋世界、社會、人生及各種精神現象產生之根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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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為原因而生起的，都不是單獨的、獨立的存在。因此，佛教說「空」，重在

遣執滌相，當執著的心理狀態消失後，則不執著一種「空」的見地，這與張載所

謂「虛」，界定上不完全相同。42 佛教不在排遣執著之後，另外成立「空」或「不

空」的見解；張載則用「太虛即氣」的命題，證成現實事物的價值。所以，在終

極價值的抉擇上，兩者是大相逕庭的。 

不過，宋明儒者對佛教的批評，重點不在「空」義的詮解，而在其厭離世間

的取向。誠如牟宗三先生所說： 

佛家言空並不只是這「緣起性空」之一般陳述即算完事，其言「緣起性空」

乃所以為觀空證空而得解脫。43

牟先生的解釋，是很正確的。佛陀在世時，對於形而上的玄辯並不回答，以其無

益於解脫生死煩惱，並落入「有」「無」等邊見之故。
44 後世中觀、唯識等學派

雖言理窮高極廣，但總歸是立論以導人實踐修行，由出離心向於涅槃解脫。 

在出離心的策發下，世間人事遂無可執。從佛教立場來看，「無執」並不代

 
立特殊之人生觀與世界觀，成為佛教異於其他宗教、哲學、思想之最大特徵。……［筆者
刪節］各種由因緣所成立之有為法，皆可稱為緣起、緣生、緣生法、緣已生法。然據俱舍

論卷九及尊者望滿（梵語 Pūrnāśa）之說，「緣起」與「緣生」之法，兩者互有所別，即若

就其「因」而立名者，即為「緣起」；若就其所能生起之「果」而立名者，則為「緣生」。

自教理史觀之，無論任何時代、任何地域之佛教宗派，莫不以緣起思想為其根本教理，於

原始佛教，以阿含經之十二緣起說（十二因緣）為始；於大眾部、化地部中，緣起法列為

九無為法之一；繼有大乘唯識、瑜伽師地論之賴耶緣起說，楞伽、勝鬘、大乘起信論等之

如來藏緣起說（真如緣起說），華嚴宗之法界緣起說，以及密宗之六大緣起說等，形成一貫

之佛教歷史思想，而與中論、天台等之『實相論』共為佛教教學之兩大系統。」 
41 自性，在佛教為多義語，本文此處是指恆常、獨一、不變的特性。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台北：新文豐，1974年)，頁 1034，「自性」條：「諸法各自有不變不改之性」，意即一切存

在具有不變不改的特性。又參《佛光大辭典》，頁 2524，「自性」條：「梵語 svabhāva, 
sva-laksana。指自體之本性。法相家（唯識家）多稱為自相。即諸法各自具有真實不變、清

純無雜之個性，稱為自性。關於自性之義，十八空論（大三一‧八六二上）：『自性有兩義，

一無始，二因。』又顯識論亦舉出不雜、不變二義。」總之，本文此處「自性」是取其指

稱存在物具有亙古長存、不變不改、不依靠任何條件等特性。 
42
 如龍樹《中觀論頌》謂「大聖說空法，為離諸見故；若復見有空，諸佛所不化」。至於《阿

含經》、《金剛般若波羅蜜經》中，也將佛法比擬為「舟筏」，如說「汝等比丘，知我說法

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當度過生死大海以後，就不應再固執佛法而不捨。 
43 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74。 
44
 邊見，相對於中道之見，意謂「有」「無」「常」「斷」等一邊之見，佛教以「緣起」、「無

我」見為宗旨，不認為有絕對的、固定的「有」「無」「常」「斷」等性質者。見《雜阿含經》

大藏經編號第三０一經：「離於二邊，說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釋印順編

《雜阿含經論會編(中)》台北：正聞，1989年，頁 41)，「有」與「無」皆由因緣、條件而生

起、而施設，故歸於不著二邊的「緣起」義，後來中觀學派更以之演繹甚深「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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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不從事世間的事務，而在佛教的真理觀——稱為「諦」，世間共許的規範與價

值，也是得到佛教的承認的，稱為「世俗諦」，只是不賦予終極的意義而已。那

麼，一個佛教的修行人，是不必然廢棄人倫生活的，故其與張載主張之差異處，

端在內心是否以現實的「人」的生活為出發與歸宿。 

但這仍是大原則式的說法，倘若更深入探究，則必牽涉到張載與佛教兩者在

其理論中，對彼此的定位問題。這於下一段再討論。 

 

二、《正蒙》以天道論闢佛的探討 

現在，我們看《正蒙》中一段對佛教的重要批判：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

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不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

惡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

得天而未始遺人，《易》所謂「不遺」、「不流」、「不過」者也。彼語雖似是，

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

固不當同日而語。其言流遁失守，窮大則淫，推行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數數有之。大率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

聖人，知鬼神。彼欲直語太虛，不以晝夜陰陽累其心，則是未始見易。未

始見易，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累，末由也已。易且不見，又烏能更語真際！

舍真際而談鬼神，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45

此段文義甚豐。首先，張載標舉佛教「實際」一詞，意指同於他所謂的「(天)道」，

然後進一步界定「(天)道」的內容為「誠」、為「天德」，所以說「釋氏語實際，

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接著，張載認為佛教「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

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不有，遺而弗存」，乃不可稱為對宇宙與人生有一追

本溯源的真知灼見。為什麼呢？主要的理由是，佛教雖然表現了超越義，卻捨離

了現實正常人的生活，將導致對人生的否定。這是張載預設的判準：凡是不能通

 
45
 見《正蒙‧乾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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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內外為一，則不能稱為真理。46

    再者，張載認為道——真理唯「一本」，也就是說追根究底之「本體」真理

唯一，與此相合即「是」，與此不合即「非」，因此儒之與佛，「此是則彼非，此

非則彼是」——但是，這樣的原則是否能成立呢？ 

筆者以為，由於佛教學理是另外一種系統，出發點與關懷與理學家不盡相

同，如果從理學家的系統出發來看，佛教固然不合理，但在佛教本身看，則另有

一套檢視其合理性的判準。系統間既有緊張——乃至針鋒相對——的關係，但也

各有獨立的意義，不能完全從一系統出發，來批判另一系統。也就是說，關於張

載的批評，表面上是對佛教的有力駁斥，但佛教之所以如此主張，並不一定要置

入張載理學的脈絡來檢驗。佛教認為「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然後緣觀察無我

義故，「心離我慢，順得涅槃」。47 佛教認為煩惱滋潤了生命的生發，生生世世

輪轉不絕，而生命本身是無常的，以「無常」定義「苦」義。在這樣的苦迫意識

下，人生與世界並不具有終極的價值，而僅為追求解脫的過程與工具。倘若不追

求解脫，則煩惱種子遇緣則發，將可能滋生無數苦惱的來生，所以鼓勵追求解脫。

以上說法在佛教系統內部，卻是自成體系的。因為對於生命感到苦迫的人，自然

就容易關注解脫之道，故當他接觸佛教時則容易進入其理論脈絡，由苦而推論並

無恆常、自在之「我」存在，否則「我」既不願受苦，何以又有苦迫之事？從而

進入佛教的修道次第，達成一解脫心之主體，再以此主體視之，則張載的理論自

然成為另一個系統了。他也可以自己的立場為判準，去評論張載系統並未到達窮

本溯源的程度。 

進一步說，「知識」實與吾人之感受、志願、信念相關。憑著信念，人容易

接納某一種理論，而進入其論述之脈絡。對於不同的理論，由於是基於不同的信

念，所以又往往不願放下自身信念的部分，試著在理論層面深入對方，進而檢視

其論述合理與否。這就是張載《正蒙》闢佛論的限制所在，也是前面提到的，宋

明儒者對於佛教的反感，實與其厭惡佛教之不重世間人倫、不賦予終極價值的態

度有關；從這樣的心態出發，再進而形成「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

 
46
 這是與其「太虛即氣」的天道論相關連的。 
47
 俱出《雜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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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的理論立場，兩者應該是有關連的。 

佛教與儒家，有不同的生命關懷，並形成不同的理論系統，追求不同的生命

境界。「生命關懷」與「生命境界」暫不論，就「理論系統」之本體論部分而言，

筆者以為：即使先擱置對於佛教「空」義與《正蒙》「太虛即氣」論的關係——

例如：「兩者在本體論上是否衝突？」「如果衝突，是否僅一者為是，而另一者必

為非？」「是與非，各指何意涵？」等問題——我們也可判斷：由於張載在《正

蒙》中所闢斥的佛教存在基本的誤解，對於「空」義未及深入其定義與理論脈絡，

且未能進入論敵的論述中加以闢斥，而只在「太虛即氣」的天道論、性論中評其

為錯誤，這樣的批判效果是不充分的。 

因為如同佛教邏輯的因明學主張辯論必須「極成」49 的道理，《正蒙》如果

要有效的破斥佛教教義，則其描述的佛教主張之定義必須與佛教所定義者相同

(即雙方共同認可)，然後才在此前提下，說明佛教的推論有若何之困難，達成有

效的批判。所以由此一點，即可論斷《正蒙》闢佛的理論效力有限了。 

再者，《正蒙》主張「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是一種具有排

他性的理論。筆者並不認為「排他」就一定錯誤，但是這樣一種具排他性的形上

學，應當說明如何在其理論系統中，安排不同價值者的位置。此處的「不同價值

者」應分為兩部分，一是社會上存在不同的價值觀之人，二是不同心靈價值的狀

態。前者，《正蒙》並沒有著墨說明對於不同價值觀者，如何說明其存在世上的

合理性，以安置在其世界觀脈絡中；後者則由其性與天道論指向的盡心成性之

道，通通歸於「大心體物」、「民胞物與」等生命境界。由於如前所述，《正蒙》

所說的「釋氏」「佛教」並沒有具體對應到佛教的理論，所以也無法合理說明佛

教解脫心在其理論中的定位。歸根究底，仍然是在「性與天道論」闢佛方面沒有

成功，而使「道一而已」的合理性也減低不少。 

至於張載對於「空」義的誤解，其實也已形成“傳統＂。宋明儒者往往誤會

談「空」就不能安立世間事務，從而認定一定要成立形而上的「性體」為「實」。

 
48
 見《正蒙‧乾稱篇》。 
49 極成，意謂敵我雙方立論命題應為共同認可，方為有效之辯論。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關

於「極成」，參考《佛光大辭典》的說明：「因明用語，至極成就之意。因明論式中，所立

之宗（命題）應真實無誤，且為立（立論者）敵（問難者）雙方所共許（共同認可）而無

異論者。……［筆者刪節］。」見頁 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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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佛教的系統中，世間是可以「世俗諦」——世間正常之人所共許的真

理——來定位而得其肯定的。經過這種釐清，《正蒙》與佛教的理論落差則變成：

「這兩種形上學，各自說明了什麼？」而不是停留在原先的：「佛教『空』義必

不能合理說明世間人倫的重要性」。 

雖然在「闢佛」這部分，張載的理論不能算成功，但我們也從中看到不同思

想間的互動情形，而且就在這樣的互動裡，建成、發展了新的理論系統。這也是

我們探討這些問題的意義之一。50

 

×                    ×                    × 

    關於《正蒙》以天道論闢佛的部分，筆者已說明如上，最後附論牟宗三先生

對於《正蒙》闢佛論的見解。牟先生在《心體與性體(一)》中，亦認為張載對佛

教的理解有偏差，其意見詳論於〈佛家體用義之衡定〉一文。文中，牟先生認為

佛教言「空」為「抒意字」，非「實指字」，「只是遮詮，並非表詮」，又說： 

    普通就「緣生無性，無性緣生」，說為：因為緣生，所以才無性；因為無性，

所以才緣生。這好像有「因此所以」的體用因果關係，實則這只是言詮上的

抒意之「因此所以」，並非存在上體用因果之客觀的「因此所以」，只是邏輯

的「因此所以」，並非存有論的「因此所以」。51

牟先生此文探思極精，可為先生在本體論上判釋儒、佛兩家之總綱領，但筆

者不採用如此之理路，其原因在牟先生對於「本體論」已有特殊之規定，即以先

生所詮釋之儒家義理，方具有本體論上的「創生」義。52 牟先生背後有一套系

統支持這個標準，而佛教因不符合這標準，於是有「空與緣生非『體用』義」的

評斷。筆者以為，「本體論」不一定要以牟先生的思想系統為標準，而如果不以

 
50
 宋明許多儒者以佛教思想為論敵，可是卻在詮釋佛教的過程中，納受了佛教的影響，豐

富了原先的理論。這現象本身就是很值得思索的。再者，理論總是推陳出新，儒佛傳統之

間，不會因為對方的破斥就負墮不振，至於文化上互動交融的現象，也不是理論的闢斥，

所能使之完全銷聲匿跡的。 
51
 見《心體與性體(一)》頁 571，附錄：〈佛家體用義之衡定〉。 
52
 關於牟先生之「創生」義，先生自言：「肇始一切物而使之有存在即所謂『創生』或『始

生』。」(《圓善論》，第六章) 亦即對於一切物的存在有正面的說明，並主張承擔現實人倫

之責任，而成為一「道德意識」(牟先生語)。這是儒家式的存有論之「創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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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標準，則佛教的「空」義就不一定得到這樣的評價。 

當然，牟先生這樣的思想，是有承於宋明儒者本著儒家重視現實人事，以及

由此成德之教所建立的本體論來看待佛教的結果。雖然在牟先生的系統裡，最後

亦將此「儒家」教相化解，歸於「一切圓教之大通」，53 也對於佛教開示的義理

表示尊重，並有精深的研究，但若欲論實質能為生命大主者，仍在於「儒聖」之

所開示。54 筆者以為就學術體系部分言之，「本體論」可能有著種種系統，不必

然歸於牟先生之系統與判釋，所以筆者於本文不採取這樣的標準來檢查張載闢佛

的成效。 

 

 

 

第三節  《正蒙》由「生死輪迴觀」闢佛的探討 

 

前面說過，《正蒙》對佛教的批評，主要分為兩大部分，一是本體論層次，

以「太虛即氣論」評破佛教的「空觀」思想；一是關於人的生死問題，張載以其

「鬼神觀」評破佛教的「生死輪迴觀」。這兩部分，後者奠基於前者，因為張載

之言「性」，乃指萬物之共性，人亦屬於天地萬物，除了「心」之知覺能力外，

其本質與天地萬物相同，所以就以天道論、性論，說明人生死之情狀。在上一節

已經討論過張載《正蒙》天道論的闢佛成效，本節將續論其鬼神觀，及其合理性。 

 
53
 牟先生以「無限智心」收納各教，為各教之所從出與表現者，然亦因此，各教的差異性在

「無限智心」中被淡化、取消了；那麼，這個「無限智心」的存在，便需有很強的論據支

持才行。這部分無法在此詳談。牟先生的說法，參《現象與物自身》，頁 450：「無限心既意

義相通而不相礙，⋯⋯［筆者刪節］繫屬於般若智心，便是法法皆如；繫屬於知體明覺，

便是實事實物：凡此皆亦是相容而不相礙。」、頁 454-455：「雖知教之一途只彰顯一義，然

既是無限心，則其所彰顯之一義即不因教之限而自限，因此，亦不執此一義而排他，因為

若排他，即非無限心故。⋯⋯然須知此大通不是一個教，乃是各圓盈教者之通達。至此，

教無教相，乃得意而忘教也。」 
54
 參《圓善論》，頁 333：「依儒聖智慧之方向，儒家判教是始乎為士，終乎聖神。⋯⋯［筆

者刪節］至聖神位，則圓教成。圓教成則圓善明。」雖牟先生以儒、道、佛三教皆有圓教

思想，但在其特殊的本體論定義下，唯有儒家能體現「圓善」、「最高善」，故其詠歌又有之：

「我今重宣最高善，稽首仲尼留憲章。」(《圓善論》，台北：學生，1985年，頁 335。) 

 80



第四章 《正蒙》闢佛之理論效力 

 

 

                                                

一、《正蒙》的鬼神觀 

    張載以「鬼神」安立人的生死問題，然則「鬼神」之說，其義若何？他說： 

鬼神者，二氣之良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神者，太虛妙應之目。凡

天地法象，皆神化之糟粕爾！55

鬼神，是「二氣」自然的動態表現。56 「二氣」指的是氣化過程中的兩端。57 他

又說： 

天道不窮，寒暑也；眾動不窮，屈伸也。鬼神之實，不越二端而已矣。58

所以，「鬼神」之實義，仍不外「二端」。至於「二端」，下面一段有更清楚的指

示： 

鬼神，往來屈伸之義。故天曰神，地曰示，人曰鬼。（張載自註：神示者，

歸之始；歸往者，來之終。）
59

由以上三段引文來看，《正蒙》言「鬼神」之實義，不外天道運動之兩種情

狀。「兩」或「二」，是相對待的意思，所謂「一故神，兩故化」(見《正蒙‧參

兩篇》)，由兩種相反的情狀之相感而產生變化，這種變化又因具有不測之性，

故又以「神」來形容；60 至於「鬼神」則是指一氣之「屈伸」而已。黃百家在上

引文中有案語說： 

往來屈伸之義，與天神人鬼地示何相關合﹖昔嘗思之：一陰一陽，一氣之

往來。時屈而歸謂之鬼，時伸而來謂之神。總之，陰陽之靈氣也。太虛生

人生物，知氣變化，靈爽不測。無處無靈爽，即無處非鬼神。在天為化育，

時行物生是也。在人為精神，聰明靈爽是也。在人為魂魄，生死聚散是也。

 
55
 見《正蒙‧太和篇》。 
56
 參考朱建民《張載思想研究》(台北：文津，1989年)，頁 37：「『良能』不能解做性質或

根源，朱熹解之曰『自然能如此』，實已盡其義。」 
57
 文中「鬼神者」與「神者」，兩「神」字意思不同，第二個「神」字指太虛有不測的功能，

故名為「神」。綜言之，第一個「鬼神」則重在表示氣之「歸伸」義，但如此氣之「歸伸」

實非人力所致、所能測度，故同屬第二個「神」之言其具有變化不測之功能。 
58
 見《正蒙‧太和篇》。 
59
 見《正蒙‧神化篇》。 
60
 這是《正蒙》論述上的基本方法，所謂「太虛即氣論」，也即「一故神，兩故化」的另一

種表述形式。參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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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為動靜，起居作息是也。⋯⋯［筆者刪節］。蓋鬼神既為陰陽之靈氣，

無處非鬼神，而人尤為鬼神之會。蓋物之靈者莫過于人心，而人心之與鬼

神相接者，尤在祭祀。當其愾然肅然，不見者如或見之，不聞者如或聞之。

是祭祀者，正所以通幽明，洽人神。以吾心之精誠，對鬼神之靈爽，焄蒿

悽愴，洋洋如在，為物為變，情狀畢露矣。此先生具是意于言中而未發者

也。61

此段文字，說明極精，然需加以疏釋。一氣之屈而歸即名為「鬼」，故「鬼」非

全然異於「人」，乃人秉生之氣往而必返，其返而無形即是「鬼」。所以，此「鬼」

並不是佛教說六道輪迴中的「餓鬼道」之「鬼」。至於所謂「神」，本質上與「鬼」

並無不同，只是「鬼」乃指氣之歸，而「神」乃指氣之伸。也就是說，人生在世，

其由來乃因氣化之不測，所以《正蒙》推論人生之根源，不像佛教那樣成立個別

輪迴的主體，而只是以氣之伸展不測而名為「神」，一旦此生命終時，則如冰之

融釋而歸於水，不可更名有一個體生命進入輪迴，但以其歸返故稱名為「鬼」而

已。職是之故，「鬼神」仍不離「太虛與氣相感之性」，而張載以為「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人心之可貴，正在於能夠知覺此性，黃百家更由此進而談到祭祀，

以充盡談論「鬼神」之義。唯祭祀之義，此處先不論。以上是《正蒙》關於「鬼

神」的基本觀念。張載又說： 

鬼神常不死，故誠不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見，故君子雖處幽

獨，防亦不懈。62

由於「鬼神」之實義，乃「太虛即氣之性」，而「心能盡性」，故「鬼神」可由人

心而感受之。鬼神，正如「太虛」一樣，並非不存在，而只是人的感官所不能見；

倘若人能明白「太虛即氣」之為萬物本性，則往古來今、上下四方乃非全然隔異；

其所不見者，皆「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張載說「鬼神常不死，

故誠不可揜」，那麼君子的進德，應當更加敬謹，所以又說「人有是心在隱微，

必乘間而見，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不懈」。黃百家於此段又有案語： 

鬼神體物不遺，散在兩間，而其所聚則尤在人心。蓋人心之靈，即鬼神之

 
61
 見《宋元學案‧橫渠學案》，頁 394。 
62
 見《正蒙‧神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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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也，本渾合無間，二之不得。⋯⋯［筆者刪節］63

所謂「體物不遺」，乃指鬼神為事事物物之真實情狀，萬事萬物一一皆為鬼神之

表現而無遺漏者。鬼神，在《正蒙》系統中，何以竟能有如此之地位呢？其故乃

在萬事萬物不離聚散屈伸之情狀，凡伸而有所顯示者，皆名為「神」；凡屈而歸

於隱形者，皆名為「鬼」，故可說：一切皆是鬼神之表現，一切表現皆名為鬼神。

黃百家此案語實為得之。關於此義，張載有更進一步的發揮： 

凡物能相感者，鬼神施受之性也。不能感者，鬼神亦體之而化矣。64

所謂「鬼神施受之性」，仍不外「二端」的另一種說法。故前一句與前所說，意

思相同。後一句謂「不能感」者，則是進一步說明「體物不遺」之義。為什麼呢？

所謂「感」者，動也，變化也；萬物本無一成不變之理，然而或有「動相」不明

顯者，如岩石、植物之類，看似不能感通變化，其實仍在細推密移中，故仍不外

鬼神屈伸之體，則《正蒙》之立「鬼神」為萬物之真實情狀，真可謂「體物不遺」

了！(究實言之，《正蒙》「鬼神觀」乃其「天道論」之另一種表述方法。) 

    正因如此，倘若能明白此理，則人無所逃於鬼神施受之性，甚至不只人無所

逃於鬼神施受之性，而且如此之「鬼神」實昭昭著著，與我同性，而其實義同歸

於「太虛」與「氣」之相即。所以，張載說：「知性知天，則陰陽鬼神皆吾分內

爾！」「氣之性本虛而神，則神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神所以體物而不可遺也。」

65

    以上敘述《正蒙》的鬼神觀，以明其鬼神觀仍根源於天道論，而用以說明人

生命之來源與歸宿。以下接著論述佛教輪迴觀，並檢討《正蒙》鬼神觀闢斥佛教

輪迴觀是否成立。 

 

二、《正蒙》以生死輪迴問題闢佛的探討 

輪迴說，意指個人死後將重新出生於世界，永無窮盡。這是佛教出現以前，

 
63
 見《宋元學案‧橫渠學案》，頁 395。 
64
 見《正蒙‧動物篇》。 
65
 見《正蒙‧乾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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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本土即已流行的觀念。當時的印度，在輪迴說中容納了許多不同的主張，例

如有人認為四大種姓 (階級) 的前三姓，將在輪迴中生生相續、66 有人主張人應

當從輪迴中解脫出來等等；至於解脫的方法，或以為生命將自然到達解脫，或以

為修各種苦行(如禁食、持牛馬戒等)、樂行(如縱欲，或反其道的離欲禪定等)能

到達解脫，歧義性琳瑯滿目。佛教植根於印度文化土壤，當然也接收了這樣的思

想資源，從而改造為不同的內涵。那麼，佛教所注入的新義是什麼呢？佛陀曾總

述其教義為「我說因緣」、「論因說因」。67 佛教的核心教義是緣起論，一切諸法

因緣起，隨因緣聚而呈現、因緣散而不現，所以沒有恆常之事物存在，因而成立

「無常」義、「苦」義、「無我」義，而眾生的輪迴流轉、解脫還滅也依「緣起」

而說明。也就是說，佛教的輪迴觀是「有因有緣起世間，有因有緣世間起，有因

有緣世間滅，有因有緣滅世間」，輪迴與涅槃莫不皆然，為依因待緣而生起，非

無所依待而獨存者。所以，佛教排除了輪迴中有恆常、獨一、自有、主宰68 的

主體69；另一方面，雖然沒有這樣的主體，可是卻成立緣生的、合乎「無常」法

印的「輪迴」與「解脫」。佛教70 的論述方式是：因為是「緣生」，所以不堅實——

無堅實之「輪迴」與「解脫」；又因其不堅實，故當「輪迴」的原因——我執——

消失時，則可到達「解脫」。由於諸法緣起，「解脫」境界也是「有因有緣滅世間」，

所以進一步推導出「解脫境」亦如夢幻，而行者修證歸於無所得。由此觀之，佛

教的思路其實自成系統，而且其安立輪迴主體的方式，也不像張載《正蒙》所批

判的那樣：張載評佛教的那個「受生循環」的主體，恰好是佛教「緣起的輪迴觀」

所欲破斥的對象。71 所以，張載在此對佛教有所誤解。72 以下解釋為何是誤解。

 
66
 首陀羅，由於在社會上沒有信仰婆羅門教的自由，所以將不能輪迴重生。參考楊惠南《印

度哲學史》，頁 7。 
67
 《雜阿含經‧卷二第五三經》：「我論因說因。⋯⋯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這是從緣起論中，開示苦、集、滅、道世出世間的

兩重因果。 
68
 此處「恆常」，指狀態、特質永不改變；「獨一」，指獨立的、個別的存在；「自有」，指沒

有成因，亙古即在；「主宰」，指不受限制的自我。原始佛學的推論經常是：無常故苦，苦

故無我，無我故無我所；由蘊、處、界的變化無常來論說「沒有常、一、自有、主宰的那

種『自我』」。 
69
 佛教此處隱含一個問題：若不正觀「無我」則不免於輪迴，然而承受輪迴的是誰？豈非

要轉出一個「我」來呢？既然有「我」，則「無我」只是假想觀，而不是如實觀？佛教自

部派時期即討論此問題。 
70
 此處以初期大乘中觀學派的論說為例。 
71
 當然，這裡的「佛教」只能是概論式的意義，而這牽涉到對佛教的詮釋問題。例如：玄

奘在《八識規矩頌》說阿賴耶識「後去來先作主公」，乍看似頗有「受生主體」的意味。

不過筆者認為佛教自來以「無我」為法印，藏識之立意，當係「將諸行諸法統攝於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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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說： 

浮屠明鬼，謂有識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

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

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輪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

德則知聖人，知鬼神。今浮屠極論要歸，必謂死生轉流，非得道不免，謂

之悟道，可乎﹖自其說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淪胥

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惡智愚，男女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間氣，生則溺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

謂聖人可不修而至，大道可不學而知。故未識聖人心，已謂不必求其跡；

未見君子志，已謂不必事其文。此人倫所以不察，庶物所以不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亂。異言滿耳，上無禮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筆

者刪節］73

這是《正蒙》批判佛教輪迴說的主要觀點。在這一段文字中，張載首先將佛教的

輪迴觀歸納為「有識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也就是主張有一個輪迴的

主體，會不斷地轉世而造成輪迴現象，而且輪迴充滿了痛苦，於是為了解除這種

輪迴痛苦的現象，而修持佛教種種解脫之道。其次批判佛教以人生為幻妄為不知

人生之正道。此一部份，筆者於本章第二節已有所評述，此處僅專門處理「輪迴

觀」與「鬼神觀」之部。第三，張載將〈易傳〉所謂「遊魂為變」提出，批評佛

教將人生命的轉化視為輪迴，乃未加深思，不明人生命之來源與實情所致。 

    張載的價值取向與佛教不同，故以生命之價值並非為追求解脫，而在依其天

道性命理論，以成其道德事業。那麼，他又如何說明佛教所注重的生死問題？依

《正蒙》看，「人死後存不存在呢？」這個問題，無論說說「存在」或「不存在」

都是不對的，所謂「大易不言有無」，人死乃「形潰返原」，在氣化中回歸於太虛

 
之」(牟宗三〈佛家體用義之衡定〉，收於《心體與性體(一)》附錄，引文見頁 574)，以種子

變現來說明業力的相續如流。這樣施設的「受生主體」，也不會像張載所指責的那樣。 
72
 這樣的誤解，應該是很尋常的。不惟宋儒為然，當代新儒家的熊十力也曾謂佛教輪迴說

建立在「一切有情生命各各無始無終」的各自「迥脫形體之神識」，江燦騰在其〈呂澂與

熊十力論學函稿評議〉(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系《東方宗教研究》新一期，1990 年，頁 234)

說：「根據佛教的『業感緣生』理論來說，『神識』並非獨立的存在，而是行為和意志交互

作用下的一種『殘餘影響力』，這種『業力』，要看行為的主體如何行為而定。亦即『輪迴』

的業感並非無因或偶然的，而是關係著善、惡業的影響。」其言佛教輪迴觀通義甚是。 
73
 見《正蒙‧乾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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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樣態而已。想像死後仍有如生前一般個體性的存在，是不解「太虛即氣」

的天道論所致。那麼，如此的生命觀將如何度過一生呢？張載說「存，吾順事；

沒，吾寧也」，活著的時候順天地之安排，於天地之間盡性成德，則死亡乃是自

然的限制、表現，可視為造化之使我得安息，而不必煩慮「死後到哪裡？」、「死

後的情形如何？」之類的問題。如此盡性成德之一生，當自然生命終了的時候，

乃歸而為「鬼」——此「鬼」義乃指氣之歸也。 

盡心知性的人，「生死」對他而言不是應當關注的焦點，所以不成其為問題；

那麼未能盡心知性的人又如何？是否與盡心知性的人有所不同呢？張載在《正

蒙》中並未明言，我們可由他說「不能感者，鬼神亦體之而化」，74 推斷說：未

能盡心知性者，其生命存在仍不離氣化二端之屈伸往來，只是由「氣」聚而為人，

人生而秉受「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氣質之性」則可能有偏蔽之患。

君子能知「虛」、行「禮」以變化氣質，75 至於未能如此修養者，其生命與君子

有異否？王夫之在註解《正蒙‧動物篇》「至之謂神，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

其歸也」段落時，說： 

伸者天之化，歸者人之能，君子盡人以合天，所以為功於神也。76

王夫之的註解，將張載之言「歸」做了更進一步的詮釋，使氣之「歸」增加「人

為」的意涵。也就是說，未能盡心知性者，其生命在氣化的歷程中亦不離「歸屈」

與「伸來」二氣，但卻無補於造化，無功於吾人生命之“來＂。 

總之，在以生死輪迴觀闢佛方面，《正蒙》誤解佛教主張有一固定之轉世主

體，並在其天道性命論之檢覈下，被判定為“錯誤＂的見解。 

 

 

 

 
 

74
 此處之「不能感」，係指人之心不能體會以「感通」為內容之「性體」。 
75
 彭文林先生將張載論修養之道分為此二種；見《程明道張橫渠入道異徑說》(國立台灣大

學哲學系碩士論文，1986年)，頁 70。 
76
 見《張子正蒙注》，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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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從理論系統之形成看《正蒙》闢佛論 

 

    經過前面三節的討論，吾人可知張載的闢佛論有其限制。一理論之由零散的

思想，進而組織為嚴謹的理論，必有清楚的語詞定義，以及為達到某種結論而表

現出來的合理論述。張載之闢佛，在理學家中可謂精思獨造，理論性非常強。但

是，張載闢佛論缺點之一是，他並未對批判對象做清晰的定義，而論證上也不夠

深入。例如：他批評佛教「以人生為幻妄」、「以心法起滅天地」等等，這大體上

能對應到佛教裡的某些教義77，但在佛教主張這些教義的背後，是有一套推論去

支持它的，所以張載如要達成更強力的破斥，則應就論敵所認為合理的陳述，論

證其為不合理方可。那種「欲使吾道明而異說自息」78 的立論方式，在理論論

辯上是不容易站得住腳的。 

張載曾對儒、佛兩家觀察其「發本要歸」。儒、佛兩家其「立場」與「旨歸」

是不同的。張載所信解的儒家，是為多數的人們找到安身立命、成聖合天的方法，

並及於人文化成的事業。但佛教的發心，卻著重在在出離生死、悟道解脫，而不

以安頓人的生活為重點。79 這兩種立場與旨歸，孰「是」孰「非」呢？ 

首先，人的信念為知識的必要條件之一，而知識經過組織、論證，則成為具

有系統的理論；只有當信念以明晰可辨的方式加以論述時，我們才能進而檢查其

主張是否合理。張載闢佛理論的缺點，在於從他的淑世信念所對應的理論去批評

論敵理論的不合理，但其實論敵出世信念所對應的，也可能是一套具有效力的理

論。80 如果張載要更有力地批判佛教，應該正視佛教的理論，然後進入佛教系

 
77
 例如佛教觀世間無常、苦、不淨，因此促發出離心，進而觀世間無我、空，心得解脫，這

也可說是「以天地為幻妄」，然佛教空義並非因此而厭世，其對於世界另以「世俗諦」的方

式加以肯定。又如佛教從《法句經》的「心尊心使」對於心意的重視，到大乘佛教發展後，

產生與瑜伽行相應的唯識學說，其大旨或不違張載所謂「以心法起滅天地」，然而唯識學說

「攝境歸識」，最後歸於「(人法)二無我」，自有其為達到訴求所建立的整個論述形式，此形

式本身未必不合理，然卻未為張載所注重與評破。 
78
 見王植《正蒙初義》，頁 419。 
79
 在佛教裡，這部分是以「人天善法」——本於「生得善」而布施、持戒、求增上生等來安

立的。「人天善法」僅為解脫道的世間基礎，尚未及於三乘——聲聞、緣覺、菩薩等三種菩

提道法——出世間法。 
80
 亦即佛教思想的眾多命題之間，具有一致性，而且可能互相推論而得出，如此即是內部融

貫的思想系統。這是知識論上的「融貫說」，其主張之難處此處先不論，而取其為真理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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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就著佛教所認為合理的論述，批判其不合理方可。然張載闢佛的進路非此之

圖，乃先證成一套本體論，然後再比較而得出儒、佛兩家「二本殊歸」的結論，

並且認為「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81 ——既然自家理論為正確，則佛教理論

必為錯誤。筆者以為，「《正蒙》的天道論是否為唯一正確之形上學？」此問題尚

有討論空間，而《正蒙》的論證也未見充分；再者，經由本章第二、三節的探討，

可知《正蒙》對於佛教的「空」義與「生死輪迴」觀的理解，並不符合佛教一般

教義82 的陳述，所以其闢佛的理論成效有限。 

總之，張載的理論，不易在學術思想上撼倒佛教系統，主因在於張載僅論述

其儒學理論為合理，對於不同體系的哲學思想——如佛學，並未細緻而具體地進

入對方的論述，加以徵引與探討，所以可說是沒有交集的。他的闢佛心願所真正

完成的，是創作出一套他自己的理學理論，以及一種對於佛教的整體觀感式的批

評，但在理論上並未達成充分、有力的批判效果。83 這樣的結論，不但無損於

張載思想的地位，反而能恰如其分地肯定其學術價值之所在。 

 
做說明之意。 
81
 見《正蒙‧乾稱篇》。 
82
 此處之所以說「佛教一般教義」，乃因《正蒙》本身並未具體說明其所批判的佛教理論為

某宗某派某主張，故無法索引而觀察其說法是否如《正蒙》之所陳述。 
83
 所謂「整體觀感的批判」，類如《荀子‧解蔽篇》說莊子「蔽於天而不知人」，或《莊子‧

天下篇》說「《易》以道陰陽」之類，是一種將評判對象視為一整體而做簡要評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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