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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天人合一論：〈仁說〉與格物窮理 

經歷了本文的三、四、五章，對朱子的太極與理氣之論已做了詳盡的討論。

然而，儒家形上學另有一個焦點需要關注，此即為「天人合一」的問題。故而，

我們於探討了朱子的太極、理氣之後，必須以儒家哲學「天人合一」的義理為中

心，來探究朱子的系統。     

在本文第二章的論程明道部分，曾述及明道的「心、性、天」通而為一的思

想，是為儒家「天人合一」型態的展現。但是，朱子實不走此途徑，故他無法繼

承從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到明道的「只心便是天」的「天人合一」傳

統。他是走另一條路，本文以為從他的〈仁說〉與「格物」工夫，可顯出朱子特

有的「天人合一」型態。 

在論述朱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前，我們必須對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做一概觀，然後再進入朱子的〈仁說〉與格物思想進行探討。 

 

 

 

第一節 儒家哲學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型態 

顧名思義，所謂的「天人合一」，即為天道與人的合而為一，如此天道可視

為外在而客觀的，人則是主觀或是主體。是以，「天人合一」可說是儒家哲學的

主觀面與客觀面相通的型態。所以，為了明瞭「天人合一」思想，吾人必須先明

白儒家哲學中的主觀面與客觀面。 

 

 

（一） 以《中庸》、《易傳》為中心的客觀面的義理 

在儒家的《中庸》、《易傳》的典籍中，確實標舉出一形而上的天道，且此

道體有不斷地創生萬物的能力。首先，《易經》中的「乾道」、「坤道」其實就是

指天道而言，其即展現了創生萬物的能力，其云：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行雨施，品物流行。大明終始，六位時成，

時乘六龍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利貞。首出庶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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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咸寧。1  

此段，展示了儒家形上實體的創生之道，此「乾元」或「乾道」是為萬物資

以為始的根源實體，朱子指出此段為「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

為始也」2。 

而且，在《中庸》亦有針對道體的創生能力所做的描述，其云：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不貳，則其生物不測。3   

此段，指出儒家的道體的特徵，即為有「為物不貳」的「至誠」，因其「至

誠」故能「不息」地創生萬物，而成就「生物不測」之功4。 

然而，儒家的道體的創生萬物，並非走基督宗教上帝「無中生有」之型態。

儒家的創生之道，是就著上一章所述的「天道下貫」原則來說的，即為道體發用

流行而落實為萬物之性而言。這樣的義理，是《中庸》、《易傳》的基本型態，茲

列舉如下： 

天命之謂性，……。5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6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7 

以上，不論是「天命之性」、「各正性命」或「成之者性」，都是指道體發用

流行其自身，而賦受其自己而成萬物之性。如此，各個萬物之性體，即是來自客

觀面的道體或天道。而且，因吾人之性體是來自天道，即可保證性體的「善」，

故「天道下貫」的原則實是儒家性善論的根據。這樣的義理，於本論文第二章周

濂溪部分曾述及，《通書》第一章云：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立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元亨，誠之通；利貞，誠之復，大哉易也，性命之源乎！8 

此段的「誠」是為誠體，就是太極或道體，而落實至萬物處即為「性體」9。

                                                 
1 《易經》，〈乾卦〉。 
2 朱熹：《周易本義》［台北：大冠出版社，2004.4］，〈乾卦〉，卷 1。 
3 《中庸》，第 26 章。 
4 朱熹：《中庸章句》，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台北：鵝湖出版社，民 87］，第 26 章。 
5 《中庸》，第 1 章。 
6 《易經》，〈乾卦〉。 
7 《易經》，〈繫辭上傳〉，第 5 章。 
8《通書》，〈誠上第一〉，請參閱周敦頤原著，朱熹注：《周子全書》［臺北：廣學社印書館，民

64］。 
9 朱子云：「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理，人皆有之。……誠即所謂太極也。」

參周敦頤原著，朱熹注：《周子全書》，《通書》，〈誠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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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誠之源」至「誠斯立」，或「誠之通」至「誠之復」，以及從「大哉乾元」

至「各正性命」，皆是道體發用流行的過程，然此整體的過程是為道體的創生能

力的展現，此創生之道即呈現一種「宇宙論規定的善」10，就是天道的善。而且，

萬物接續此善（繼之者善），而其性體即成為「純粹至善者」。濂溪此段話，就指

出了儒家性善論的根據即在於至善的性體，而性體之善就來自客觀天道的善，這

即是道出了「性命之源」。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知儒家哲學客觀面的義理即在於「天道下貫」的型

態，是為道體發用流行而為萬物之性的過程，此過程是道體的創生能力的展現，

而其創生之道本身是為「宇宙論的善」。所以，萬物即接續此善而成其性，故其

性體也是善的。是以，儒家性善論的性體之善，就是來自客觀面的天道。 

 

（二） 孔子的「踐仁知天」與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是從主觀面上通至

客觀面的型態 

在上一部份，我們論述了儒家的「天道下貫」的客觀層面的義理。其實，

這也可說是從客觀面的天道，下貫至主觀面的人以為其性體的型態。現在，我們

即再來展示儒家的主觀面的義理，從主觀面或主體面上通至客觀面的天道，這也

就是儒家哲學「天人合一」的型態。 

那麼，儒家哲學的主觀層面的義理為何呢？這即是彰顯道德主體性的良

知、本心的思想，也就是人的「心體」。簡單的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即為人主觀面的心體，能自覺、彰顯客觀面的性體，即可上通至天命之性的源頭

的天道。 

在論述「天人合一」的型態之前，必須再對「心」與「性」的區別加以說

明，我們即引牟宗三先生的一段話來論，他說： 

性之原義，就孟子說，本是道德創造（道德行為之純亦不已）之動源，故

即以本心說之。就《中庸》、《易傳》之綜天地萬物而言之說，性本即是「於

穆不已」之道體，惟分散地對萬物言始為性體，……故性是本體宇宙論地為

萬物之「客觀性原則」（principle of objectivity），亦為萬物之「自性原

則」（principle of making thing as thing-in-itself）。此性體是本體宇

宙論的生化之源，是「生物不測」的「創生實體」（creative reality），是

「即活動即存有」者，而在人處則真能彰顯其為「創造實體」之實義，而其

彰顯而為創造之實體則在實體性的道德本心處見。在此本心處見，即是此本

心足以形著之也。形著之即是具體而真實化之為一創造實體也。蓋此本心亦

是實體性的「即活動即存有」者。故對「於穆不已」之性體言，此心即為「主

                                                 
10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正中書局，民 85﹞，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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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亦曰「形著原則」（principle of 

concretion, realization , or manifestation）。此形著是通過心之覺用

而形著，不是在行為中或在「踐形」中形著。是故性之主觀地說即是心，心

之客觀地說即是性；性之在其自己是性，性之對其自己是心；心性為一，……11 

通過牟先生的說明，可瞭解性體是就著《中庸》、《易傳》客觀面的型態來講，

此性即是由「於穆不已」的道體下貫而來。並且，「性」就是可上通而為一「生

物不測之創生實體」，其等同於天地「生化之源」。由此可知，性體是指著前述「天

道下貫」的原則而言，牟先生以「性」是萬物的「客觀性原則」或「自性原則」。

其實，簡而言之，性體與天道的內容相同，或可說性即天道。 

然而，性體是客觀地隱而不顯，故要以本心的作用才可對其「具體而真實化

之」，這本心層面的義理是來自《論語》、《孟子》。此即，吾人必須通過心體的彰

顯、或本心之呈顯，才可全幅朗現性體的完全的內容，就是開顯性體之為創造實

體的意義。總之，心體是為一「主觀性原則」或「形著原則」。 

但是，這心體與性體並非是二物，其是指著同一實體而言，此即「性之主觀

地說即是心，心之客觀地說即是性」。也就是說，客觀的道體落實至萬物處即凝

結成性體，當吾人主觀地去覺此性體，或此本體（性體）主觀地如如呈顯時，此

本體即稱為心體。所以，可說「性之在其自己是性，性之對其自己是心；心性為

一」。即是，此本體若客觀地就其來自天道而言，即稱性體；但是，若主觀地以

此本體於人處呈現而言，即為心體。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當可區別心體與性體的同或異。在此，必須強調的是

其與「天人合一」思想的關係。如前所述，性體即承繼了天道的全部內容，故當

吾人主觀地以心體去使性體具體化或完全呈顯，即可說是主觀地全幅展現了天

道。是以，儒家的「天人合一」之說，其實即為心體去覺此性體，或「心」去形

著「性」的型態。 

所以，所謂的天人合一，就是主觀面的心體能上通於客觀面的性體與天道的

思想。這樣的義理，可從孔子的「踐仁知天」與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談

起。 

先來談孔子的「踐仁知天」，孔子雖少言「性與天道」，且「仁」也不明顯有

本心義。但是，不可否定他有實踐地充盡本心、仁體，以上達於天的思想，如牟

宗三先生云： 

孔子雖未說天即是一「形而上的實體」（metaphysical reality），然「天何

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實亦未嘗不函蘊此意味。「維天

之命，於穆不已」，難說孔子未讀此詩句，亦難說其不契此詩句。前聖後聖，

                                                 
1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台北：正中書局，民 82﹞，頁 5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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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態氣氛之相感應，大體可見矣。是故後乎孔子之《中庸》即視天為「為

物不貳，生物不測」之創生實體，而以「維天之命，於穆不已」明「天之所

以為天」，此即以「天命不已」之實體視天也。此種以「形而上的實體」視

天雖就孔子推進一步，然亦未始非孔子意之所函與所許。……天之義既如

此，則仁心感通之無限即足以證實「天之所以為天」，天之為「於穆不已」，

而與之合而為一。在孔子，踐仁知天，雖似仁與天有距離，仁不必即是天，

孔子亦未說仁與天合一或為一，然（1）因仁心之感通乃原則上不能劃定其

界限者，此即函其向絕對普遍性趨之申展。（2）因踐仁知天，仁與天必有其

「內容的意義」之相同處，始可由踐仁以知之，默視之，或契接之，依是二

故，仁與天雖表面有距離，而實最後無距離，故終可合而一之也。12 

依照以上牟先生所言，孔子雖不曾明確提出天道這一實體或概念，但他的心

靈境界卻蘊含有天道存在的思想。所以，孔子的超越境界可說與《中庸》的天道

思想相呼應，孔子的心境即指向此「維天之命，於穆不已」或「為物不貳，生物

不測」的形上實體。是故，通過本心之「仁」的感通與伸展，即可與天道合而為

一，此即孔子的「踐仁知天」的型態。 

而且，牟先生也指出孔子的本心之仁，必定有其超越性與無限性，故其仁心

必定指向形而上界，即為他說的「仁心之感通乃原則上不能劃定其界限者，此即

函其向絕對普遍性趨之申展」。進一步看，「仁」與天道的內容是相同，即通過逆

覺本心之仁而「默視之，契接之」，最後主體的「仁」即與客觀的天道消泯其距

離，而進入天人合一之境。 

總而言之，孔子的思想或其心靈境界，即透顯著實踐仁心或本心，以上達

於形而上界，並與天道合一的型態。或許，我們亦可說孔子的仁心或本心的顯發

之德，即展現於整體的生命歷程中，也就是他回應天之召命的姿態中。這點，唐

君毅先生有云： 

然論語中載孔子之言知天命、俟天命、畏天命，言「不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言「君子居易以俟命」。此乃明以知命俟命等，為吾人成君子所必當有之一

事。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亦實為孔子之成學歷程中之一事。故此天命當是

孔子之生命歷程或孔子之成學歷程或人求成君子之歷程中，所遭遇，亦所必

當遭遇之一「貫于其生命歷程或成學歷程，而有一真實存在之意義，如實對

其有所命令呼召；而待于其知之、俟之、畏之，以為其義所當然之回應」之

天命。若此天道之流行，亦對人有所命令呼召，人必須以其生命與之相應平

流，為其義所當然之回應，則此天道之流行，自亦有天命之意義。13 

唐先生以為孔子之於天命，是「貫于其生命歷程或成學歷程，而有一真實存

在之意義」。此即，孔子是於整體生命歷程中，對於天命有一「知之、俟之、畏

                                                 
12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22。 
13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一）》［台北：台灣學生書局，民 75］，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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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姿態。尤其，當他行仁、行義之時，必定會遭遇不可抗拒的試煉、遭遇以

阻擋之，當他能不改其志而不怨天、不尤人，則更可見天命之不已。此時，客觀

面的天道之流行，即在孔子回應天命的呼召並行仁、行義的人生中，內化於孔子

的生命中與其合一。如此，孔子即在回應天命並實踐天命中，使其人格世界皆成

天道之流行。這樣的體認，即是唐先生對孔子的「盡性立命」之旨14。 

總結來說，孔子的「踐仁知天」與「盡性立命」的天命思想，即是以仁心所

開顯的整體的德性生命，來回應天之召命與天所賦予之使命。最後，他的生命整

體皆成為天道流行的表現，而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從此，可看出孔子思想

中的從主觀面的「仁」，上通至客觀面的天道的「天人合一」型態。 

孔子的「仁」的思想，由孟子完全繼承，孟子並把「仁」正式詮釋為四端之

本心、良知良能，儒家主觀面的義理即由此顯豁而出。並且，孔子「踐仁知天」

的思想完全可由孟子處見，孟子說：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5 

這「盡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可由前述性體、心體與「天人合一」的關

係來理解。此即，是由本心或心體去體認吾人之天命之性（性體），再由性體通

至其源頭的天道，是為儒家天人合一之學的典型。在孟子的義理中，即為當吾人

充擴惻隱、羞惡、辭讓、是非的四端本心，或不安不忍的良心之萌蘗、或愛親敬

長的良知良能。此時，即是以本心或心體去顯發、開顯吾人的天命之性（性體），

即以心體去開顯《中庸》、《易傳》的性體。如此，當充盡此心體至其極，即步步

上達於性體，進而至其源頭的天道。最後，心、性、天都逐漸通而為一，這就是

孟子的「天人合一」型態16。此即，孟子是把主觀面的道德本心充而至極，再超

升至客觀面的天道，主、客觀面本來有距離，最後即融而為一。 

到了宋明理學的程明道，則更掌握到心、性、天其實內容相同，故而當吾人

充盡本心或心體，則即同時頓入性與天道之境。他說： 

嘗喻以心知天，由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便可到長安。此由是言作兩處，

若要誠實，只在京師，便是到長安，更不可別求長安。只心便是天，盡之便

知性，知性便知天，當處便認取，更不可外求。17 

此段，已在明道部分引述，即明道以京師到長安之喻，來比喻心與天道的無

                                                 
14 參楊祖漢：〈當代儒學對孔子天論的詮釋〉，請參閱劉述先主編：《當代儒學論集：傳統與創新》

［台北：中研院文哲所，民 84］，頁 241-243。 
15 《孟子》，〈盡心〉。 
16 牟宗三先生解此段最得其意，他說：「那能充分體現其仁義禮智之本心的人，就可知道他的真

性之何所是；知道他的真性之何所是就可知道天之所以為天［知道於穆不已的天道之何以為創生

萬物之道］。」參牟宗三：《圓善論》，請參閱《牟宗三先生全集（22）》［台北：聯經，2003］，頁

129。 
17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請參閱《二程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民 72﹞，卷 2 上。

﹝未註明誰語，《宋元學案》列於〈明道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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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他反對人常說的「以心知天」，因他的義理是「心、性、天」通而為一，

甚至心、性、天的內容完全一致。故而，他可說「只心便是天，盡之便知性，知

性便知天」。此即，當吾人完全充擴心體時，則亦同時朗現性體的全部內容，當

下則天道也就呈現在我本心的化境之中，這也就是天人合一型態極致的展現。也

就是說，明道是以一種頓悟入心體的工夫，一下子契入天人合一之境界。此時，

主觀面的本心與客觀面的天道完全沒有距離，甚至不可說有主、客之別，他是當

下頓入天人合一的化境。 

 

（三） 儒家哲學的最高境界：聖人生命的天人合一之境 

在上一部份，論述了明道的「心、性、天」通而為一之旨，它是一種充擴本

心而當下契入天人合一之境的工夫，此種工夫所要達至的即是儒家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聖人整體生命的「合天人」之境。也就是說，在聖人的生命中，不需有盡

心盡性的工夫痕跡，其生活、生命、人生路程皆是天理流行。對這樣的聖境，在

《易》中有「大人」之境對其描述，其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神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神乎﹖18 

此大人之境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此聖境合於「天地、日月、四時、鬼

神」，這是在形容聖人的偉大，指聖人之道合於天地之道（天道）。 

接著，「後天而奉天時」是指聖人崇奉天道而行而言，此時客觀面的天道與

主觀面的聖人之德，仍有主、客之分，且有所距離。但是，聖人之境實是「先天

而天弗違」，即聖人之德就完全是天道之流行，聖人與天融而為一，故好似天道

也不違其意志、行止，即如同天也隨著聖人而行。這「先天而天弗違」，即是明

道「心、性、天」通而為一工夫欲達之境，即主、客觀面的分際完全消失，客觀

面的天道完全與主觀面的聖人之德混然而成一體。 

 

（四） 結語：「天人合一」的兩種型態 

如前所述，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型態，即是以主觀面的本心或心體，去

彰顯、形著客觀面的性體。然後，上通於性體之源的天道，進而契入主、客觀面

通而為一的聖人之境。這樣的義理，實即為本論文第一章所說的「主觀性的形上

學」型態，亦即為牟先生所說「道德形上學」的進路，就是把客觀的「本體宇宙

論的生化之理」，以道德性的心體與性體加以貞定，以維持此生化之理的道德意

義的型態19。此即，是以著本心去把握客觀面的天道，或可說把客觀面的天道只

                                                 
18 《易經》，〈乾卦〉。 
19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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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本心去契入，而別無他途。 

然而，本文於第二章已述，朱子走的並非是明道的主觀性的道德形上學型

態，他是服膺於伊川的格物窮理進路，成就一套客觀面的形上學體系，此即為本

論文展示的理氣、太極、理一分殊諸論。是以，以著「天人合一」思想來看，他

並不走本心盡性而與天合一之途。 

雖然，主觀面的道德形上學進路可說是儒家哲學的「天人合一」之說的主

幹或主流。但是，朱子是發揚了另一套的合天人之進路，他的客觀性的形上學的

型態在儒家傳統中也並非無據，朱子的「格物窮理」的體道工夫，亦可達至形而

上界，並且知天、窮理。這點，我們將於下一節進行討論。於此，我們即必須先

體認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學可有兩種進路，一是本節所論的主觀的、主體的或

內在的道德形上學進路；其二即為朱子的以「格物」工夫入手，並著眼於外在的

存有或存在界的客觀性的形上學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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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朱子的〈仁說〉與其對「仁」的體認 

在上一節對「天人合一」思想的討論中，曾論述儒家哲學的客觀面與主觀面

的合一，即是天人合一。並且，本文指出朱子並不走從主觀面的本心或心體來盡

性以合天的路徑。然而，朱子的天人之學亦不能脫離主、客觀面合一的模型，只

是他的主觀面並沒有本心義，他的主觀面與孟子、明道有所差異。但是，對於客

觀面的義理，朱子仍是承接於《中庸》、《易傳》的「天道下貫」型態，且他較於

孟子、明道對儒家客觀面義理的掌握，是為有過之而無不及。 

對於朱子體系中「天道下貫」原則的義理，本論文在太極宇宙論部分已屢屢

述及，其可做為朱子的太極之理有活動性的明證。因為，他把太極的「陽動」、「陰

靜」理解為從「繼善」到「成性」的過程，也就是從「實理發出」至「實理內藏」，

即為天道下貫為萬物之性的型態。 

而且，在「理一分殊」部分，本文以為他的「分」是有「分出去」的發用之

意，即太極之一理分殊至萬物處成各個太極，也就是太極落實於各個萬物成其性

的意思，這也符合於《中庸》、《易傳》的「天命之謂性」及「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的思想，是為儒家哲學客觀面的「天道下貫為萬物之性」的義理。這部分的

內容，通過本文的四、五章已清楚地解明，這是純就著宇宙論來講。於此，本節

即再以人為中心，或以道德哲學為中心，來論述朱子的「天道下貫」的思想，即

以太極之理落實於人而成吾人的道德之性理而言。如此，我們以為朱子的〈仁

說〉，可作為這部分義理的代表與定論。 

 

 

（一）〈仁說〉與「性即理」 

 如前引言所述，朱子的〈仁說〉即是「天道下貫而為性」的型態，在朱子

的義理中，天道即被描述為太極生生之理，故他的「仁」即承繼了此生生之理，

故仁之理就是一生理。所以，要明瞭〈仁說〉的思想，就必須把握朱子的仁即是

太極生生之理，本節即先以「仁」是生生之理的觀點，來闡釋〈仁說〉的思想。

而且，本文亦把朱子繼承伊川的「性即理」思想，與〈仁說〉合而視之，這樣才

可把朱子的性理是為生生之理的內涵展現出來。 

（1）「仁」與生生之理 

朱子對於「仁」的討論有許多，但其中有完整性的論述的是以〈仁說〉為代

表。另外，在〈克齋記〉及〈玉山講義〉中，亦有相當清楚完備的展示。於此，

我們即引述並疏解〈仁說〉原文來看，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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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

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不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

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利、貞，而元無不統；其運行焉，則為

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不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

曰仁、義、禮、智，而仁無不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

心無所不貫。故論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不

待悉數而足；論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不待

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

具；情之既發，而其用不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行之本，莫不

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復禮為仁」，

言能克去己私，復乎天理，則此心之體無不在，而此心之用無不行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利物之心，包「四

德」而貫「四端」者也。20 

這〈仁說〉的義理，其實就是天道下貫為萬物之性的型態，其中的「天地生

物之心」即等同於「太極生生之理」，他只是以《易經》的〈復卦〉的「復見其

天地之心乎」21來詮釋。此天地生物之心之為生生之理，可從其「元、亨、利、

貞」之德顯現而出，所謂的「元、亨、利、貞」，朱子有所解釋為：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利

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22 

這裡，朱子是以「乾元資始」、「坤元資生」來解釋「元」，又說「元者生意」，

又為「天地生物之端倪」。此即，以「元」為天道或太極的創生能力，即以「元」

為生生之理，也可說是宇宙的創造真幾。在此，以「端倪」來形容，表示「元」

代表此生生之理的發端或起始，是為「生意之始」。然後，亨則為「生意之長」，

利則為「生意之遂」，貞則是「生物之成」。如此，就是以「元、亨、利、貞」為

宇宙生生之理的發端至完成。此「元、亨、利、貞」的流行過程是以「理」言，

其展現於「氣」的層面即為「春、夏、秋、冬」的循環變化，故云「蓋天地之心，

其德有四，曰元、亨、利、貞，而元無不統；其運行焉，則為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不通」。 

接著，此天地之心或生生之理貫注於人物之處即為「仁」，此即「而人物之

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不備，然

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這裡，從朱子的「天道下貫」原則來看即可理解，

                                                 
20朱熹：〈仁說〉，請參閱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民國 89 年），卷 67，

頁 3390-3391。 
21 《易經》，〈復卦〉。 
22朱熹：《朱子語類》，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 : 上海古籍，2002］，卷 68，頁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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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太極生生之理（天地之心）發用流行，貫注於人物之處即成其性，此性理是

等同於太極生生之理，此理落實於人物處即稱其為「仁」之理。雖然，心中的性

理又可表現為「義」、「禮」、「智」之理，但因「仁」可統貫四德，故人物所稟之

生生之理只需以「仁」稱之，此即「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禮、

智，而仁無不包」。那麼，這「仁」之理如何統貫「義」、「禮」、「智」之理呢？

朱子對此有云： 

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流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

也，禮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

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

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

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禮智皆在其中。23 

此段，朱子以「春之生氣」貫徹四時，來形容「仁」可統貫「義」、「禮」、「智」，

即如同春之生氣流動至夏季就為「生之長」，到了秋季就成「生之收」，而到冬季

就是「生之藏」。同樣的，則「仁」是「生底意思」為生生之理，此理流動就展

現為「義」、「禮」、「智」之理，就是他所說的「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

也，禮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别也」。以上的義理，就是朱子常說的「仁」

為「心之德」之意，我們再引用他的話來看：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禮智皆是流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24 

……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量體認。……當來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

心之全體。卻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

子是仁之禮，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腳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

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25
 

以上兩段《語類》的話語，朱子以「仁所以包三者」及「仁兼統之」來解心

之德之意，是在於指生生之理流貫於心中，即成仁、義、禮、智之性理。其中，

仁之性理是統貫、兼具或包含其他三者。或者，他是以「仁」為生生之理本身，

而此生理流動貫徹即成義、禮、智，就是他說的「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

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禮，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腳撐在裏面」。 

總之，朱子是以天道的「元、亨、利、貞」，比配人心中的仁、義、禮、智

之理。也就是說，天道之生理之流動循環，即為元、亨、利、貞，其落實於人之

處，即成為一生生之理的「通貫周流於四者之中」，即成人心的仁、義、禮、智

之理。而且，天之四德以「元」統之，而人之四德即以「仁」為首。對於此生生

之理流動循環為「仁」、「義」、「禮」、「智」之理，實更可證明朱子的「理」確有

                                                 
23《朱子文集》，〈玉山講義〉，卷 74，頁 3734。 
24 《朱子語類》，卷 6，頁 247。 
25 《朱子語類》，卷 6，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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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性，因即如同天道的元、亨、利、貞一般，此生生之理在不同情境下，即可

轉而為「仁」、「義」、「禮」、「智」等多種理26，這表示此「仁」之理並非僅為一

所以然的「但理」，更非只是一種規定，而是生生不息、流行不已。但是，牟先

生有其獨特的看法，他不以為朱子所說的「元、亨、利、貞」及仁統四德是代表

理有活動性，他說： 

蓋「天地之心」既虛脫，則元亨利貞四德自亦必無著落，只好落在氣化上說，

是則並非心之四德，而是氣化流行之四德也。而且此四德亦與仁義禮智之為

四德並不相同，不過朱子喜歡類比地說之而已。而此兩者，朱子又喜歡以春

夏秋冬必擬之。其所以如此類比與比擬，亦有其故。蓋天地之心之四德與人

之心之四德皆在氣化上見故也。但在天地處，心只是虛說，故直接只說氣化，

在人處，心雖是實，然卻是心氣之知覺運用，此所謂「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

非心之所為」，以及「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亦即所謂「心之周流

貫澈」，心之已發未發之過程也。都拉成過程，自然可相類比，又皆可以以

春夏秋冬比擬之也。此就氣化流行或心氣之周流貫澈上說，可以相類比。27 

以上牟先生的話語，如同他總是把朱子的神義或流行義歸於氣一般，他亦以

朱子的「元、亨、利、貞」說是為氣化流行。是以，他以為朱子的仁統四德並非

生生之理的「周流貫澈」，而僅是因「氣化流行或心氣之周流貫澈」而去見「天

地之心之四德」。如此，牟先生以為不論是朱子講天道的元亨利貞、或人心之仁

義禮智，皆非理本身有流行活動義，其動者只是氣而已。 

對於牟先生的觀點，其實朱子在當時也已有所回應，在《語類》有對話云： 

元、亨、利、貞，理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理便在氣中，兩個不曾相

離。若是說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說：「元

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利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說，然

理便在其中。伊川這說話改不得。謂是有氣則理便具，所以伊川只恁地說，

便可見得物裏面便有這理。若要親切，莫若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

底根子，羞惡須有羞惡底根子，這便是仁義。仁義禮智便是元亨利貞。孟子

所以只得恁地說，更無說處。仁義禮智似一個包子，裏面合下都具了，一理

渾然，非有先後，元亨利貞便是如此，不是說到有元之時，有亨之時。28 

以上，朱子表示元亨利貞的「物之始、物之遂、物之實、物之成」是為氣的

循環流行，且亦為理的循環流行，他說「理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理便在

                                                 
26 對於仁之理可轉化為「義」、「禮」、「智」多種理，並非是指性中有四種或眾多數量的理，而

是如本文第四章論「太極涵動靜之理」處所解釋的，即僅是「一理」但可有多種的表現，此即「多

相」。故於陽動之處，此理為動之理；於陰靜之處，此理亦稱靜之理；而於惻隱處，此理即為仁

之理；而於五行之氣處，此理為五行之理云云。故而，雖說太極或性中有眾多的理，但其實只是

一理的轉化而已。 
27 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書局，民 84］，頁 245-246。 
28朱熹：《朱子語類》，卷 68，頁 2263-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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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兩個不曾相離」。並且，仁義禮智也如元亨利貞般，是為合理氣來說，故

「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惡須有羞惡底根子，這便是仁義」。所以，仁義禮智

的「周流貫徹」也是以「理」而言，並非如牟先生所云單是心氣的知覺運用，故

朱子又說「仁義禮智似一個包子，裏面合下都具了，一理渾然」，此即以仁義禮

智的周流貫徹是為一生生之理的流動循環，這即表明他的心中性理是有活動性

的。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更清楚朱子的天地生物之心與「仁」的關係。此即，此

天地之心就是太極生生之理，此生理下貫至人物處即是性理，而以仁之理為其代

表而統貫四德。而且，因吾人之「仁」是來自太極生生之理，故人心之仁即表現

為一生意，因仁之理即展現了天道的「生物之心」，即為《仁說》中的「在天地，

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利物之心」，即人心之「仁」就表現了天道

之「生」。 

於此，我們可回到本論文第三章對朱子的「理」的解析部分，在那指出了朱

子的理除了做為一存在之理，此理亦有「不容已」的道德動力。現在，通過〈仁

說〉的義理，朱子即解釋了此不容已的道德動力之源。也就是說，因為天道有生

物之心，故其貫注於人心的「仁」之理，即必有好生、愛物、惻隱之生意。總之，

我們可說從天道至人心之仁，都是一生生之理從上到下的周流貫注。 

以上，論述了〈仁說〉的綱領、精神，於結束此部分之前，我們即再以〈克

齋記〉來更深入朱子的「仁」與天地之心的思想，朱子說： 

性情之德無不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

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復禮」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

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

四德具焉，曰仁、義、禮、智，而仁無不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

羞惡、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不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

流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眾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

四肢之欲，而或不能無害夫仁，人既不仁，則所以滅天理而窮人欲者，將益

無所不至。……。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塞其源，

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理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豈

不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若春陽之溫然哉！默而成之，故無一理之不

具，而無一物之不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不得於理，而無物之不被其愛

矣。29 

此文與〈仁說〉的義理完全一致，亦以「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為

基本綱領，即以「仁」是承繼於太極生生之理或天地之心，也就是前面屢屢提及

的「天道下貫」思想。而此承繼於天道的仁之生理，是為「仁之體用，所以涵育

                                                 
29 《朱子文集》，〈克齋記〉，卷 77，頁 386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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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全，周流貫徹」。並且，此仁之理之發用是為「無一物之不該」、「無事之不得

於理」及「無物不被其愛」，是為「感而通焉」之性理。從此文可知，朱子是以

仁之性理是承繼於天道之生生，故此性理本身是生生之理，故此理發用時，吾人

即「其胸中之所存者，豈不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若春陽之溫然」。從此，

可知朱子的心中仁之性理，必是一有活動性、道德動力之理。  

 

   （2）以〈仁說〉為背景對「性即理」的詮釋 

以上，通通朱子的「仁」與天地之心的思想，可見出他的人心之性理，是由

天道所貫注，即為他的「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者」。這點，我們從〈玉山講義〉更可體認，他說：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理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

以爲體，只是仁、義、禮、智、信五字。天下道理，不出於此。韓文公云：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說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老而言，

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說，性字更不必說，只仁義禮智四字，

於中各有分別，不可不辨。蓋仁則是個溫和慈愛底道理。凡此四者，具于人

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見；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

爲惻隱，義者爲羞惡，禮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見，各有苗脈，不

相淆亂，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惡之心，義之端

也；恭敬之心，禮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

而不可見，必因其端緒發見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

禮、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見得分明，然後就此

四者之中，又自見得「仁義」兩自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流行，而

其實不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見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見得「仁」字是箇

生底意思，通貫周流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禮則

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

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

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禮智皆在其中。30 

在此文中，朱子首先說「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理之

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禮、智、信五字」，這是為天道下貫

為性的義理，實即為《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的意思。接著，他又提及這「天

之生物，各付一性」的「性」，即是以「仁」為代表，且此「仁」即可「包四德」，

是為「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流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

制也，禮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别也」。 

                                                 
30《朱子文集》，〈玉山講義〉，卷 74，頁 3733-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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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可見出朱子的「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的〈仁說〉思想，就等

於《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皆是在描述儒家哲學客觀面的「天道下貫為性」

的型態。所以，朱子的「仁」、「性理」或「性體」是合於《中庸》的天命之性，

以及《易傳》的乾道所賦與人物的「性命」。故而，本文以為朱子於客觀層面的

義理是與明道的型態並無不同。這點，我們可再引他對「天命之謂性」的註解來

看，他說： 

命，猶令也。性，即理也。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氣已成形，而理亦賦焉，

猶命令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理，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不各有當行之路，是則所

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異，故不能無過不及之差，聖

人因人物之所當行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若禮、樂、刑、

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

無一不本於天而備於我。31 

此段，朱子是在解釋「天命之謂性」之意，他指出人之仁義禮智性理，是由

天道所賦與、所貫注，是為「氣已成形，而理亦賦焉，猶命令也」。如前所述，

這義理與他的天地之心與仁說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朱子繼承伊川的「性即理」

思想也在這段道出，他說解釋為「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理，以為健順五常

之德，所謂性也」。從此可見，朱子的「性即理」並非只是一種規定，其「性理」

並非是「只是理」而已，此性體或性理是來自「於穆不已」、「生物不測」的流行

不息的天道，即此「性理」源自《中庸》的「天命之性」。並且，此「性即理」

之意甚至可與〈仁說〉相通，是為作為生生之理的天地之心貫注於人物而為仁之

理型態。故而，朱子是性理即是承繼一天命流行之體，也是生生之理，故當有創

生、發用之動力與活動性。 

是以，我們可說朱子的「性即理」，實可改為「性即生理」才可完盡朱子之

意。因為，「性即理」的「理」並非是不活動的「只是理」而已，此「性即理」

之「理」，就是等同於太極生生之理的天地之心。 

現在，我們即引朱子的「性即理」的諸話語，並以此性理是為生生之理來體

認，朱子於《語類》中有云： 

性即理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理。32 

性只是此理。33 

性是許多理散在處為性。34 

                                                 
31 朱熹：《中庸章句》，第一章，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 
32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33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34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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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實理，仁義禮智皆具。35 

以上的「性即理」諸說，較易使人誤以為朱子只是以理氣的結構，來規定人

物的性為理，即把「性即理」只是當一種規定。如此，此性理真就失去了活動性

或道德動力。並且，就無法與《中庸》、《易傳》的天命之性或乾道所成之性命連

結，此性理就失去創生動力36。 

然而，朱子的「性即理」實可與〈仁說〉的義理結合來看，此性理是來自流

行的天道或生生之理，如他又有說： 

生之理謂性。37 

問：「性固是理。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否？」曰：「『繼之者善，成

之者性。』這個理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不善。生物得來，方始名曰『性』。

只是這理，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38 

以上兩段話語，雖不如〈仁說〉般顯示了生生之理的樣像，然卻也指出了「生

之理謂性」。而且，第二段是以「既善、成性」，以及「在天曰命，在人則曰性」

來解，此當是以「天道下貫而為性」來理解「性即理」。 

總而言之，本文以為朱子的「性即理」與〈仁說〉的是為同義，皆是以太極

生生之理（天地之心）下貫其自身成萬物之性來說，而此人物的仁之性理，因是

承繼太極生生之理而來，故此性理或仁之理當是一生生之理，故其必有活動性或

「不容已」的道德動力。 

 

（二）「仁」的本心義（心體義）的流失 

（1）朱子掌握了儒家客觀面的義理，卻走不上明道的「心、性、天」通而為一

的型態 

以上對於〈仁說〉的討論，本文以為其可以「天道下貫而為性」來理解。而

且，其是生生之理周流貫徹於其中的型態，即太極生生之理貫注或下貫其自身，

而此生理落實於人物即成性，此性理就是「仁」，「仁」亦是生生之理。 

並且，此生生之理是合於《中庸》、《易傳》的「於穆不已」、「生物不測」的

流行的天道，亦合於《易》中的「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的義理。以此，以第

一節的儒家哲學的主、客觀面來判準，朱子對儒家哲學客觀面的義理是有極恰當

                                                 
35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36 牟先生對朱子的「性」的規定有兩點判定，一是「性體之道德性之減殺」，二是「性體之為道

德創造的實體之創生義之喪失」。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書局，民 84］，頁

476-479。 
37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38 《朱子語類》，卷 5，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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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也就是說，朱子對於性體的理解是正確的，此性體或性理就是「天命之

性」，或為乾道所成的「性命」。 

若以第一節的天人合一模型來看，朱子既確實的把握了性與天道的內涵，並

以生生之理來體認。那麼，只要他能提出本心或逆覺心體，則本心或心體當可形

著或彰顯性體，然後通於性命之源的天道。如此，就可盡心盡性而成天人合一的

型態，則朱子也就跟隨了明道「心、性、天」通而為一的進路。但是，於朱子系

統中實沒有本心義，或可說他反對本心的逆覺，故他即走不上明道的主觀性的道

德形上學之路，而即往一新的客觀性的外在的形上學方向走，是以「格物」入手

來往天人合一之境努力。 

為了證明朱子的「仁」確實沒有本心義，即必須再探討朱子對「仁」的理解，

否則我們可能把朱子的〈仁說〉與明道的「識仁」含渾為一，這就無法盡朱子之

實義。也就是說，我們必須確實掌握朱子的「仁」只是性，而不是心體或本心。

然而，在確定朱子的「仁」是性而不是本心之前，我們必須對明道的「識仁」思

想作一陳述，才可見出朱子的「仁」的實義。 

明道的〈識仁篇〉清楚地描述了「識仁」即是一充擴、開顯本心的工夫，即

仁即是一心體、本心，明道云： 

     學者須先識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禮、智、信皆仁也。識得此理，

以誠敬存之而已，不須防檢，不須窮索。若心懈，則有防；心苟不懈，何

防之有！理有未得，故須窮索；存久自明，安待窮索！此道與物無對，「大」

不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

而誠」，乃為大樂。若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

又安得樂！《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更有何事。「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力，此其存之之道。若存

得，便合有得。蓋良知良能，元不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

久則可奪舊習。此理至約，惟患不能守。既能體之而樂，亦不患不能守也。
39 

明道的「仁說」與朱子的〈仁說〉是兩種不同的型態，明道的「識仁」、「誠

敬存之」、「反身而誠」、「良知良能，元不喪失」或「體之而樂」，這就是對

於本心的持守、體證、逆覺之意。而且，他是從本心、仁體的不安不忍之心的發

用、遍潤天地萬物的一體之感，來指點、契悟仁體、心體。明道對「仁」的體證，

是「仁」也是理，也是性體，故他說「義、禮、智、信皆仁也」，又說要「識得

此理」，而他是以本心（仁體）的逆覺體證來彰顯、形著此理或性體，然如前所

述，其實心、性是一，只是一從主觀說、一是客觀的講。然而，明道的「識仁」

                                                 
39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請參閱《二程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民 72﹞，卷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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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在主觀面的本心之仁的充而至極，把性天收攝進來，然後「心、性、天」通

而為一，故是為主觀性的道德形上學型態，他並不純就客觀面講一個道理。 

所以，明道的「仁」是本心、心體，並以本心的遍潤天地萬物一體來指點之，

故他特別去指點本心之仁不安不忍的惻隱之感，即以仁心是為活潑的生意，如他

說：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不仁，此言最善名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

己也。認得為己，何所不至？若不有諸己，自與己不相干。如手足不仁，氣

已不貫，皆不屬己。……欲令如是觀仁，可以體仁之體。40 

醫家以不認痛癢，謂之不仁。人以不知覺，不認義理，為不仁。譬最近。41 

切脈最可體仁。42 

觀雞雛，此可觀仁。43 

這裡，明道是以本心的發用、遍潤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來指點仁體。其中，

指出醫書以手足的痿痺、不認痛癢與氣之無法通貫四肢為「不仁」，他以此來類

比仁體即是能感通天地萬物，若無此感通則如醫書的觀點可視之為「不仁」。 

而且，他又以「仁體」就是本心的感通、發用、遍潤，此仁體就是生生不已、

活潑潑的，故吾人可從脈搏的跳動或雞雛的生命力，來體會「仁」就是一本心的

呈露、生意的躍動。值得注意的是，明道以「不知覺，不認義理」為「不仁」，

這表示仁即是有所「覺」，然此「覺」並非知覺或感覺之「覺」，而是指著本心

的不安不忍的惻然之覺，當機而發、感潤無方，可說是心體的覺情44。此「覺情」

並非落於感性或氣機，是形而上的生生之意，可說是因體證「仁體」而有此「覺

情」，才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成為一體之仁，此觀點即為朱子所極力反對的「以

覺訓仁」之說。 

 

（2） 「心之德、愛之理」與反對一體之仁 

1.仁性、愛情的區分 

上一部份，我們指出朱子的〈仁說〉是掌握的儒家哲學客觀面的義理，也就

是對「仁」的性體義有深刻的理解，但是因為他的系統中沒有本心，故他無法走

上明道的「心、性、天」通而為一的型態。也就是說，他的「仁」只是性體，而

                                                 
40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2 上。  
4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2 上。 
42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3。 
43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3。  
44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書局，民 84］，頁 27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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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心體，此點我們可從他以「仁」為「心之德，愛之理」見出，這可見於〈仁說〉

的後半部，我們即引此部分開始討論： 

或曰：若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不可以愛為仁者非歟？不然。程子

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吾之所論，以愛之理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

者，雖其分域之不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則曷嘗判然離絕而不相管

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不求其意，遂至於判然離愛而言仁。故特論

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異乎程子之說，不亦誤哉？45 

在〈仁說〉的前半部，朱子已經指出「仁」為「心之德」，我們已經對此義

有所討論，所謂的「心之德」，也就是指「仁」能統貫義、禮、智，即是仁之理

能包義、禮、智四種性理的意思。於此，他再解釋「仁」為「愛之理」，他指出

伊川所說的「不可以愛為仁」46，只是欲人不可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就是說，

朱子以為伊川是以愛為「情」，而仁是愛之理而非愛本身，即仁是性、理，而愛

是情而非仁。從此，可見朱子是專以「理」或「性」來言「仁」，我們再引證一

些話，來看他如何論仁為「心之德、愛之理」。他說：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理是就仁義禮智上分說。如義便是宜之理，禮便是別之

理，智便是智之理。但理會得愛之理，便理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

愛之理是仁也。仁者愛之理，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47 

問：愛之理、心之德。曰：「理便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理，所以發出來無

不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便是愛之理也。48 

以上，朱子仍是以仁是性、是理，而愛是情。對此，我們必須再加申說，朱

子是以理氣二分的型態來看，「仁」是性理是「理」的層面，而仁或性理發出來

是情或愛，情及愛是「氣」的層面，故而不可混淆。此即，他說的「愛雖是情，

愛之理是仁」，以及「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所以，他是以「情」或「愛」

為然處，而「性」或「仁」是所以然之理。所以，以他的型態仁是性理，而「仁」

之理發出來就是「愛」了，故不可以「仁」為「愛」本身，但「仁」卻可為「愛」

之理，即以「仁」是愛的所以然。 

第二段話則更清楚，他以伊川的「穀種」之喻49，指出「仁」是性、愛之理、

是穀種中的生之性。而此生之性即可使穀種生發成長，即如同愛之理的仁可發出

而「無不愛」，而愛即是情。 

                                                 
45 《朱子文集》，〈仁說〉，卷 67，頁 3391。 
46 程伊川云：「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豈可專以愛為仁？」，

請參閱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18。 
47 《朱子語類》，卷 20，頁 692。 
48 《朱子語類》，卷 20，頁 696。 
49 伊川云：「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便是仁也。」，請參閱程顥、程頤：《河

南程氏遺書》，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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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仁是性、理，而發出來為情、愛，這是朱子的定論，他有許多這樣的

話，再引一段來看： 

「仁者愛之理」，只是愛之道理，猶言生之性，愛則是理之見於用者也。蓋

仁，性也，性只是理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

者愛之理」。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50 

這一段話的意思相當清楚，他以「愛則是理之見於用者」、「性只是理而已，

情則發於用」，又說「性者指其未發，情即已發」、「愛者仁之用」，這就是以仁是

性、理，而仁之性理發出來就是愛、情。 

 

2.反對「一體之仁」的意義 

如上所述，朱子的「心之德、愛之理」之說，即是嚴分性與情，仁與愛。

以性理之仁為未發，其已發即為愛、情。而且，「仁」只是性或理，故不可以愛

為仁，但仁是愛之理。這樣的區別，實則並不決定朱子學的方向，因為「以仁為

理、為性，而愛為情」，是明道的「心、性、天」通而為一的系統也可接受的，

只是明道型態不需做如此區分罷了。因為，以仁為理、為性是儒家哲學的共識，

而另從「仁」之發區分出愛、情也並無不可。 

但是，朱子此「心之德、愛之理」說卻轉而為反對「一體之仁」或「以覺

訓仁」的結果，這就對其體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現在，我們即對朱子如此的態

度述評之。首先，我們引一段他回應張南軒的對話來看： 

來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

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理也。」熹詳此數句，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

之理，人皆有之，然人或不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不愛；惟公，則視

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不愛矣。若愛之理，則是自然本有之理，不必為

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51 

以上，張南軒的義理是為程明道的「識仁」思想，南軒以「與天地萬物一體」

的本心的感通、遍潤來體認「仁體」，並以此「一體之仁」是為「天地之心」，此

「仁」是「生生之蘊」。並且，他也以明道的「一體之仁」結合程伊川的「以公

訓仁」，他以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即為一種「公」心52。所以，南軒是以「一體之

仁」來理解仁是「愛之理」。如此，即代表南軒是繼承明道以「仁」為本心，並

以本心之感通來體證「仁」。當然，「仁」亦為「性」，亦為「理」（愛之理）。但

是，「仁」亦是心體、本心。 

                                                 
50 《朱子語類》，卷 20，頁 690。 
51 《朱子文集》，〈又論仁說十五〉，卷 32，頁 1267。 
52 伊川云：「仁之道，要之，只消遣一公字。公即是仁之理。不可將公便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

故為公，則物兼照。」……。請參閱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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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朱子卻反對南軒的「一體之仁」，他以為「未安」。此即，他可以同意

「一體之仁」是為「仁」發而為「愛」的「無所不愛」的結果，故云「惟公，則

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不愛矣」。但是，他不認同「仁」是「為天地萬物

同體而後有也」，這就是反對從本心的感通、遍潤天地萬物的「一體感」來體證

「仁」。從此，我們可看出朱子的〈仁說〉的「仁」並無本心義。 

而且，因朱子不喜「一體之仁」的型態，故自然無法體會強調「仁心覺情」

的「以覺訓仁」之意，他的立場在〈仁說〉的最後部分，已經清楚地道出：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

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識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若是，然

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見仁之無不愛矣，而非仁之

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見仁之包乎智乎，而非仁之所

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不可以訓

仁」者，則可見矣。子尚安得復以此而論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理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

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樂山」、「能守」之氣象，尤不相

似。子尚安得復以此而論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說〉。53 

以上，引述完〈仁說〉全文，可看出〈仁說〉是針對「一體之仁」或「以覺

訓仁」而發。其中，他仍以「一體之仁」只是「仁性、愛情」的結果，即以「萬

物一體」只是「見仁之無不愛」，而不是「仁之所以為體之真」。此即，無法從本

心的感通、遍潤來體證「仁體」。如此，則他更無法體會仁心的「覺情」的呈露，

故他以為「心有知覺」是在說仁之理能統貫智之理的意思，即「可以見仁之包乎

智乎，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再者，他也根本混淆了仁心覺情與感覺慾望之

「覺」，故他以為「以覺訓仁」會至「認欲為理」的地步。從此，可看出朱子根

本不契於本心的感通、遍潤或仁心的覺情呈現之意，此即可肯定他的系統並無本

心義。 

在結束此部分之前，我們即再指出朱子反對「觀過知仁」的立場，來證明他

的〈仁說〉並無本心義。所謂「觀過知仁」出自《論語》的〈里仁篇〉，孔子曰：

「人之過，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54。此句話的原意，是欲吾人能從「君

子常失之厚，小人常失之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55中體認，而去超越個

人稟性的差異，以反省自身而成就仁德。此即，人之過失常因不同性格而有不同

種類，但人即要從反省此過錯而化除氣稟之習氣，才能知仁且成為仁者56。《論語》

的這義理，由湖相學者加以引伸，成為體證仁體、本心的思想，在《宋元學案》

                                                 
53 《朱子文集》，〈仁說〉，卷 67，頁 3392。 
54 《論語》，〈里仁第四〉。 
55 為伊川語。見於朱熹：《論語集注》，〈里仁第四〉，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台北：鵝湖出版

社，民 87］，卷 2。 
56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書局，民 84］，頁 30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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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峰學案〉有一段話可為代表： 

「觀過知仁」云者，能自省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

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為仁也。57 

此段，是在說人於過犯當時，會有一種本心的惻然之覺（同於「以覺訓仁」

之意）呈現，使人「自省其偏」。這時，吾人即於「善端已萌」處體認仁體。這

樣的義理，合於孔子以「於女安乎」指點宰我之意58，亦同於孟子以「不安不忍

之心」指點齊宣王的義理59，此皆是指吾人於過犯中不安不忍之本心呈現，人可

對此逆覺之，即可體認仁體。然而，朱子對此說相當不能契合，並加以反對，茲

引《文集》的一篇書信來看：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來諭及伯逢兄說，必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為

急」，如此言，乃有親切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不為少

自治固急，亦豈有偏自治而不務知人之理耶？又謂「人之過，不止於厚、薄、

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說為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若君子過於廉，

小人過於貧，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類皆是，亦不止於此四者而已也。

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不仁可見，而仁之氣象亦自可識，故聖人但言「斯

之仁矣」。此乃先儒舊說，為說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見。若

如所論，故若親切矣，然乃所以為迫切淺露，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

有此過矣，又不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

者之為仁。若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不成道理；若謂止是

一心，則傾刻之間，有此三用，不亦忽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

先以求教。60 

在這篇書信中，朱子說道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小人失於薄、過於忍，以

及君子過於廉，小人過於貧，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等等，欲人從此見「人之

仁不仁」，以及「仁之氣象亦自可識」，好像也是從過失中逆覺本心之意。然而，

若再看他的「三心互觀」或「一心三用」說，則可知他根本無法體會本心義。或

者，他是極力反對任何有逆覺意味的思想。他以為「觀過之說」是「心既有此過」，

而又「別以一心觀之」。然後，再另起第三心以去「觀仁」。如此，他以為「觀過」

說是起三心才可觀仁，或一心有三種作用來「觀仁」。從此，可看出朱子不但無

法體會逆覺仁體的義理，甚至他對逆覺本心的思想是極力反對或有所厭惡。所

以，他又說： 

大抵「觀過知仁」之說，欲只如尹說，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來

                                                 
57 《宋元學案》，〈五峰學案〉，請參閱黃宗羲：《宋元學案》﹝臺北市 : 世界, 民 50﹞，卷 42。 
58 《論語》，〈陽貨第十七〉。 
59 《孟子》，〈梁惠王上〉。 
60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六〉，卷 42，頁 182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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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句岐為二說，似未甚安帖也。61 

在這一段話中，他所不安的「彊窺仁體」，應當就是前述「一心三用」或「三

心互觀」的說法。然而，孟子、明道系統的「求放心」或「識仁」，其實亦可說

為去窺仁體，但這實是指仁體本心於我心中呈現，而吾人即對此心體加以逆覺體

證之意。但是，朱子這裏的「窺仁體」或「三心」說是有其劣義，此即可明證他

的系統根本無法安置本心及逆覺義。 

 

（三） 朱子的「心」的意涵 

    通過以上諸多的討論，可知朱子極力地反對「一體之仁」、「以覺訓仁」或「觀

過知仁」等說，即可證實他的系統並無逆覺本心義。那麼，他所說的「心」該如

何定位呢？為了更清楚朱子系統的定位，我們對此即不能不加以探索。 

 如前所述，朱子的「性」是「理」，那麼「心」在理氣的結構下是如何歸屬

呢？對於朱子來說，「心」是屬「氣」的層面，如他說： 

 心者氣之精爽。62 

 所覺者心之理也。能覺者氣之靈也。63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若今學者

所論操存捨亡之心，則自是神明不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

個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理乃是形而上否？」

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靈。」64 

通過以上所論，可看出朱子的「心」是屬「氣」的層面。或許，我們不可把

朱子的「心」都歸於「氣」，因其亦有「靈」的作用，但他的「心」摻雜有「氣」

是無可懷疑的。即使，我們不完全把他的「心」視為氣，但的確他的「心」並非

「本心」。所以，此「心」是有善有惡的，他說： 

或問：「心有善惡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惡。且如惻隱是善也，

見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便是惡矣。離著善，便是惡。然心之本體未嘗不

善，又却不可說惡全不是心。若不是心，是甚麼做出來？……」65 

此段，朱子以心是「自然有善惡」來回答，雖說「心之本體未嘗不善」，但

又轉為「又却不可說惡全不是心」。如此，可知朱子的「心」並非至善的本心，

                                                 
61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七〉，卷 31，頁 1182。 
62 《朱子語類》，卷 5，頁 219。 
63 《朱子語類》，卷 5，頁 219。 
64 《朱子語類》，卷 5，頁 221。 
65 《朱子語類》，卷 5，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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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善有惡而平視的心，即非指道德本心而言，有點類似心理學所說的心。 

如此，心與性是處於何種關係呢？他說： 

性猶太極，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中，非能離陰陽也。然至論太極，自

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66 

以上這段話語，以性為太極，心是陰陽之氣，這即是理氣為二的層級結構。

而且，如同太極是運行於陰陽之中，彼此有不離不雜的關係，即使二者是結合為

一，但又有所分別。是以，性與心的關係，即如太極與陰陽之氣的關係，是為「一

而二，二而一」。所以，他又說： 

性便是心之所有之理，心便是理之所會之地。67 

性是理，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68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理者，以有性故也。69 

朱子在此指出「心」是「理之所會之地」，又以「心是包含該載」，這表示心

性不是一，但「性」卻與「心」緊密結合，即「性便是心之所有之理」、「心以性

為體」或「心將性做餡子模樣」等等。所以，心是攝具著性理而「敷施發用」，

此即是「心統性情」的工夫，朱子對此有云： 

仁義禮智，性也，體也；惻隱羞惡辭讓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

心也。70 

性是心之道理，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便是情，是心之發見處。四者之萌皆

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理所在也。71 

以上兩段話，可清楚見朱子的「心統性情」工夫，即以心當作「主宰」。當

然，此主宰並非有道德主體性之義，此心是為主宰著「性」而使其發用為情。此

即，以心按著其中的仁義禮智性理而發，成為惻隱、羞惡、辭讓、是非之情，就

是「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理所在也」。朱子又說： 

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不

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不宰而情自動，是以流於人欲而每不得其正也。

然則天理人欲之判，中節不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不宰，而非情能病之，

                                                 
66 《朱子語類》，卷 5，頁 222。 
67 《朱子語類》，卷 5，頁 223。 
68 《朱子語類》，卷 5，頁 223。 
69 《朱子語類》，卷 5，頁 223。 
70 《朱子文集》，〈答方賓王四〉，卷 56，頁 2690。 
71 《朱子語類》，卷 5，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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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亦是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耳。72 

此段，極強調「心為之宰」的意思，他以「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即以性能

否如如地而發為中節之情的根據在於心。也就是說，心能作主而使得性理能中節

而發，即成為善情或合天理的情感；反之，若心做不得主，無法使性理中節而發，

則情即流於人欲，而成為惡情。 

總之，通過「心統性情」的工夫，我們也更能明瞭朱子的心並無本心義。因

為，他並非直截地去體證「心」，他是走了另一條路，即以吾人之心氣去服從於

性理而發，性理是以「理搭於氣行」的方式，去凌駕於心才發而為中節之情。 

 

（四） 結語：〈仁說〉的「從然推其所以然」的體證方式 

通過本節的論述，本文以為朱子的〈仁說〉所提示的是為一生生之理，從天

地之心到吾人的仁之理，是生生之理的周流貫徹。而且，此生生之理是源自於〈中

庸〉、〈易傳〉的天命流行之體，故心中的仁義禮智性理是有其不容已的道德動力。

故而，朱子的〈仁說〉是符合於儒家哲學客觀層面的義理，即是「天道下貫為萬

物之性」的型態。此點，與孟子、明道並無不同，甚至比起前哲有過之而無不及。 

但是，就著主觀面來講，朱子對仁的體認卻非走明道的「識仁」之路，也就

是他的「仁」是性理，卻並非心體或本心。故而，他把握「仁」之理的方式，並

非是從逆覺本心入手，即非直接充擴仁體，也反對去契悟「一體之仁」，他是從

「從然推其所以然」的思維去體認。對於朱子逆推的方式，本文於理氣、太極部

分已多所論述。現在，即再來看他如何以此思維來「識仁」，在《文集》的〈答

陳器之〉一文有云：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不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理，而綱領之大者有四，

故命之曰「仁、義、禮、智」，……然四端之未發，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

之可言，無形象之可見，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理之可驗，乃依然就

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理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

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惡，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

有禮；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理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

由其有四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理於內，而不可誣也。故孟子言：「乃若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

逆知之耳。……73 

此文是在說明〈玉山講義〉的義理，完全展示了朱子對「仁」體認方式。他

以為仁義禮智性理是為「四端之未發，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

                                                 
72 《朱子文集》，〈問張敬夫六〉，卷 32，頁 1245。 
73 《朱子文集》，〈答陳器之二（問玉山講義）〉，卷 32，頁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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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此即，以性理是無形無狀的，故吾人必從發處才能推知性理在其內，他

說「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端的之發最可驗」。具體地說，是為「由其惻隱，

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惡，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禮；由

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最後，他道出推知「仁」的方法，即是「遡其情而

逆知之耳」，這就是「從然推其所以然」的思維方式。也就是說，從「有四端於

外」的「然」處，推「必知有是理於內」的「所以然」之理。 

這樣的「從然推所以然」的方式，與明道「識仁」的逆覺體證大異其趣，明

道並非由「遡其情而逆知」此仁體，他是直截地從仁心覺情以及不安不忍之心去

契入，而並非是從惻隱或「一體之仁」中去推所以然的仁體。從〈答陳器之〉之

文，實可證明朱子的〈仁說〉思想是沒有本心義的。 

總而言之，因為朱子的〈仁說〉並非從本心去逆覺，故他體認仁之理或甚至

太極之理，只能以一種「從然推所以然」的方式入手，此種思維方式也就是他的

「格物窮理」工夫。所以，我們或可說朱子並非以本心去體仁，以再通於天地之

心或太極，他是走了另一條路，即以「格物窮理」來達至「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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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格物窮理與天人合一 

在上一節中，本文指出朱子的「仁」與天地之心的義理，是為一生生之理的

周流貫徹，且此生生之理是源自於〈中庸〉、〈易傳〉的「為物不貳，生物不測」

的天命流行之體。故而，朱子的天地之心或太極之理，貫注於人心為仁義禮智之

性理的思想，是展示了儒家哲學的「天道下貫為性」的客觀面的義理。然而，朱

子的「仁」並無本心義，故於主觀面無法逆覺本心、仁體以上通於天地之心或太

極。所以，朱子系統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必須有另一路徑，此即為上一節結

語中的從「格物窮理」來達至的「天人合一」型態。 

 

 

（一） 「格物窮理」的起點：心 

（1）心具眾理 

在上一節中，本文已論述朱子的「心」實有氣的屬性，是為有善有惡的平視

的心，而非至善的道德本心。然而，在朱子的「格物窮理」工夫中，「心」是工

夫的起點。故而，吾人欲瞭解他的「格物窮理」與「天人合一」之論，即必須再

探討他的「心」的屬性。首先，朱子常強調「心具眾理」。如他說： 

心者，人之神明，所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74 

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理而行此情者也。75 

以上兩段，朱子論到心有知覺眾理的能力，是為「具眾理」或「具此理」。

這樣的說法，若不加以明辨，可能會與陸、王的「心即理」之意混淆。然而，朱

子的「心」確實沒有本心義，而他的「心具理」，即如牟宗三先生所云為「認知

地、管攝地、關聯地具，並非是『心即理』」76之意。是以，他的「心」並非「心

即理」的本心，而是當作「格物」起點而有認知意味的心，他說： 

或不知此心之靈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理之妙。不知眾理之

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理勢之相須，蓋亦有

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視此心之靈，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

窮理之本。使人知有眾理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77 

                                                 
74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台北：鵝湖出版社，民 87］，卷

13。 
75《朱子文集》，〈答潘謙之一〉，卷 55，頁 2607。  
76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374。 
77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下）〉，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 : 上海古籍，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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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可見朱子的心是具認知能力的「格物」的起點，心有其「靈」，故能

「窮眾理之妙」。而且，又以此心是為「窮理之本」，心的作用是去攝具眾理於其

自身，這也就是「盡心」之意。 

朱子也以「心具眾理」來解釋《大學》的「明德」與「明明德」，他說：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靈不昧，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

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復其初也。78 

在這一段中，朱子把「明德」解為「虛靈不昧，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

此即為「心具眾理」之意，也就是指心能攝具眾理於其自身的能力或狀態。但是，

心若為氣稟或人欲所束縛、障蔽，就無法如如地攝具眾理或依理而行，是以要「明

明德」，即是為「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復其初」，「明明德」就是去恢復心的虛

靈知覺的攝具眾理的能力，故朱子有對話云：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個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了。只就明處漸

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識得本來是甚麼物。」79 

從此，可見的「明德」是指「心具眾理」的狀態，但有時心無法清明地發揮

攝具眾理的能力，故強調「明『明德』」以恢復心的攝具眾理的能力，這「具眾

理」的能力，當然就是指「格物」的能力。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不可因朱子的「心具眾理」，或者以心為「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或稱「本體之明」云云，即以為朱子的「心」是「心即理」的

本心。總之，朱子的「心」的作用即在於攝具眾理，以成就「格物」之功。然而，

他的心的作用實非僅限於認知「聞見知識」的內容，甚至也非停留於道德知識的

範圍。他的「心」所成就的格物的範圍，實可上通於形而上界，以達至合天人之

境，如他曾這樣的論「心」，他說： 

未發而知覺不昧者，豈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不差者，豈非心之主

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不在，不可以方體論也。80 

此段話語中，朱子以心為「未發而知覺不昧」，即以心有其靈，故有其知覺

或攝具眾理的能力。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心為能「貫幽明、通上下」，這是指心

可上通於形而上界。對此，唐君毅先生有極精闢的見解，他說： 

虛言其無形，心即以其無形之虛，而寂然不動，以上通於內具之無形之理；

更以其靈，以感而遂通，更不滯於所感之物，而得顯其內具之生生不息之理

之全，而不陷於一偏；……並使此心內具之生生不息之性理，亦得相續明通

                                                 
78朱熹：《大學章句》，〈經一章〉，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台北：鵝湖出版社，民 87］。 
79 《朱子語類》，卷 14，頁 434。 
80 《朱子文集》，〈答胡廣仲五〉，卷 42，頁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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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上通內通於性理，……外通、下通於氣，……81 

唐先生以為朱子的心可上通於形而上界，又可下貫於形而下的氣。因為，朱

子的心有其虛靈，故可上通或攝具無形之理、生生之理，就是可上達於形而上之

理。而且，心又可統貫性理，使其「相續明通於外」，即使性理發用於感性層或

形氣層，心也可使理落實於形而下界。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以朱子的心是有認知能力的氣之靈。然而，此心並非僅

是滯于聞見之知，或是僅是在形器世界做格物之功。朱子的「格物」的最高境界，

實是以能「心靜理明」，即以此心能完全攝具太極之理為目標，也就是要達至「天

人合一」之境。 

 

（2）涵養敬心 

如上所述，朱子的格物工夫的起點即在於心，而在「心」做的首要工夫即

是「涵養敬心」。朱子對此有云： 

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敬齊肅，則心便一，一則自無

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便是下手用

功處，不待先有所見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理而有所見，惟其有所

見，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樂於從事，欲罷不能，而其敬日躋矣。

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

知而不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類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

妙，徹頭徹尾，只是個「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念，而有意於釋氏之學，

此正是元不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若能持敬以窮理，則天理自明，人欲自

消，而彼之邪妄，將不攻而自破矣。82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以伊川的話語指出持敬的重要性，他以為先要持敬才

能窮理。朱子舉出伊川的話來證明此觀點，即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不在敬者」，又說「若能持敬以窮理，則天理自明，

人欲自消」。 

所謂的持敬，就是涵養自心使其能「莊敬嚴肅」，或使心能「一」而「無非

僻」。那麼，敬心如何與窮理發生關係呢？首先，朱子以持敬為做格物工夫的基

本態度，他說： 

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不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

耳。若使主一不二，臨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不可亂，則又安有此

                                                 
81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請參閱《唐君毅全集（十三）》［臺北市 : 臺灣學生, 民 80］，

頁 398。 
82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六〉，卷 41，頁 1778-1779。 



 192

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夫其

心儼然、肅然，常若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來，豈足以亂吾之知思，而

宜不宜、可不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

而何噪妄之有哉？83 

此段，朱子以為做持敬之功即可「主一不二」，使得心能「儼然、肅然」或

「晏然」，使得臨事接物能「卓然而不可亂」、「應萬事之變」。從此，可知朱子以

為涵養敬心能使人專注不亂、警醒、嚴肅，以此才能收格物的最大功效，使得「雖

事物紛至而沓來，豈足以亂吾之知思」。然而，朱子更強調的態度實是一種道德

意識，即以持敬為「去人欲」的工夫，他說：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理，滅人欲。天理明，自不消講學。人性本

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不可見；去了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若得知

是人欲蔽了，便是明處。只是這已便緊緊著力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說「敬」字，

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

則人欲自然來不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84 

這裡，朱子以「敬」為「去人欲」的工夫，即「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

欲自然來不得」。然後，以「明天理」為格物工夫，即於持敬以「去人欲」的同

時，要「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此，一面持敬，一面格物，

即可「明天理，滅人欲」。總而言之，朱子的涵養敬心是為於心上做去人欲的工

夫，而此心即成為有道德意識的敬心，而「格物」之功即是要以此無人欲的敬心

去窮理。如此，即使得格物所窮格的「理」，成為一種道德之理，得到的也是道

德知識。 

而且，當吾人能持敬使心變得嚴肅、警醒、專一，而又能去人欲以涵養一

充滿道德意識的敬心。此時，心的虛靈明覺的能力即可充而致極，即心的攝具眾

理的能力即可更靈明，朱子對此有云： 

敬則萬理具在。85 

敬則天理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86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理粲然。無一分著力處，亦無一分不著力處。
87 

                                                 
83 《朱子文集》，〈答何叔京六〉，卷 40，頁 1706。 
84 《朱子語類》，卷 12，頁 367。 
85 《朱子語類》，卷 12，頁 371。 
86 《朱子語類》，卷 12，頁 372。 
87 《朱子語類》，卷 12，頁 372。 



 193

以上《語類》的話語，是在於涵養敬心之後，吾心即無人欲之雜而愈來愈

清明，到達「心靜理明」的程度88，心即能如如地攝具眾理，這就是「敬則萬理

具在」、「敬則天理常明」或「敬則天理粲然」的意思。此時，朱子的虛靈之心即

可上通於形而上界。故而，朱子以「格物」為中心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是以

涵養敬心為起始。 

以此，我們即可把握朱子的格物工夫的精蘊，他並非是僅以其氣心在形而

下的器物世界中去從事認知作用而已。在格物的工夫中，朱子首要的是在於以

「敬」去涵養心氣之靈，使其能顯發一種「超越之知」或「形上智性」。如此，

氣之靈的心即可契接於太極生生之理，這就是朱子的系統亦可講天人合一的根

據。 

 

（二）主、客對立的「即物窮理」型態 

朱子的格物工夫實有不同的進程與境界，有充滿認知意味而在一草一木做的

格物之功，亦有平實的讀書明理以「格物窮理」的進路。但是，他的確也以「格

物窮理」的最高境界是為「天人合一」。但是，他的格物之功是有不同的階段與

境界，必須一步一步地去用功，才可達至「天人合一」。 

在格物至天人合一之境之前，吾人即必須於事事物物中去即物而窮理，這是

一種主、客有對的型態，亦是一種「從然推所以然」的認知方式，也就是一般人

所體認的程朱系統的「即物窮理」。對此，我們先來瞭解朱子對於「格物」、「致

知」等觀念的定義，以明白他的「即物窮理」的工夫之型態。 

 （1）致知在格物 

朱子對於「格物」的定義，可以《大學章句》對「致知在格物」的註語為代

表，他說： 

致，推極也。知，猶識也。推極吾之知識，欲其所知無不盡也。格，至也。

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理，欲其極處無不到也。……物格者，物理之極處

無不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不盡也。89 

這裡，他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理」，至於「極處無不到」的程度；而

                                                 
88 牟先生以「心靜理明」一語來定位朱子的「敬」與「格物」，他說：「此種無窮無盡、不容間

斷之『即物窮理』之漸磨工夫，其作用只在朱子所說『心靜理明』之一語。蓋伊川、朱子之說之

心只是實然的心氣之靈之心，其自身常不能凝聚而清明，反常在浮動、昏沉、散亂之中。是以必

須敬以涵養使之常凝聚常清明，然後始能發明理之用。」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

正中書局，民 85﹞，頁。 
89朱熹：《大學章句》，〈經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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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為推極自身知識，到達無不盡的境地。從此，可知「格物」是以主體的

我或心，去認知、攝具客體的事事物物之理；而「致知」是指格物之後主體的我

的知識增長，或指心能攝具眾理的狀態而言。 

接著，他又說到「物格」、「知至」，這當是指做「格物致知」之功，到了最

純熟或某種極致的境地而言，即為「物理之極處無不到」或「吾心之所知無不盡」。

此即，當吾人能用功、用力做「格物」之功至其極，則吾心即可最大程度的認知、

識取眾理。所以，「格物」、「致知」是以工夫言，而「物格」、「知至」是以結果

言，其實兩者是在說同一件事。對於「格物」、「致知」，朱子又有說：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理；「致知」便只是窮得物理盡後，我

之知識亦無不盡處，若推此知識而致之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不是別

一事也。90 

這一段，朱子以「格物」為在事物上窮盡物之理，而致知即為窮理之後，我

之知識能無不盡 。此即，當吾人能從客觀事物窮理，則主體的我的知識即可增

長。所以，朱子強調我們必須多多去接觸事物以窮理，他說：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物上窮得一分之理，即

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理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理窮得

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理，「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說「致

知在格物」，又不說「欲致其知者在格物」。蓋致知便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

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理，所以致我之知。」91 

朱子這裏說向外格物窮一分，則我之知識即多一分，又說「於物之理窮得愈

多，則我之知愈廣」，此即指吾人向事事物物格物窮理越多，則主體我的知識即

越增多，此即為「致知在格物」之意。 

所以，朱子主張要廣泛地於事事物物上去格物窮理，他說：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理。一書不讀則闕了一

書道理，一事不窮則闕了一事道理，一物不格則闕了一物道理。須著逐一件

與他理會過。92 

朱子的格物即是就著萬事萬物多多理會，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姿

態，做刻苦之功而才逐漸通達。而且，不但外在事物需理會，甚至連自身之心性

也需窮究，他說： 

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

                                                 
90 《朱子文集》，〈答黃子耕五〉，卷 51，頁 2362。 
91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7。 
92 《朱子語類》，卷 15，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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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便是格物。93 

從此，可知朱子的格物工夫，是把任何存在皆視為一物，對其做窮究之功。

故而，對於自身的心、性、情也把其當作一物，以推得其理。 

 

（2）「從然推所以然」的思維方式 

如前所述，朱子的「格物」即是就著事事物物去窮其理，以致吾心之知。那

麼，他是如何在事物上求得理呢？朱子對此有云： 

天下之物，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理也。……故致知之

道，在乎即事觀理，以格夫物。94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倫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神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

其一物之中，莫不有以見其所當然不容已，與其所以然不可易者。95 

以上兩段話，皆出自《大學或問》，其中指出要「即事觀理」以見「所以然

之故」、「所當然之則」或「所當然不容已」以及「所以然不可易者」。這裏的「所

以然」與「所當然」，如本文第三章前所述，一是針對「理」為存在之理而言，

一是指著「理」為道德之理而言。然而，從此亦可見朱子不論是在求存在之理或

道德之理，皆是以一種「從然推所以然」的思維方式來推證。 

所謂的「從然推所以然」，本文已屢屢提及，此觀點是牟先生所特別強調的。

故而，我們再引牟先生的話以明朱子的「格物」工夫的型態，牟先生說： 

惟此種格物之實義（基礎意義）是就事事物物之存在之然而就其超越的所以

然。「眼前所應接底」事事物物是就呈現在眼前的「存在之然」說。96 

吾人必須知：就「氣之存在之然」推證其所以然之理以為性，此「然」是單

指「氣之存在之然」說，並不是指存在之然自身之「曲折內容之然」說。如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是理。「所以陰陽」是指陰陽之存在（相生）之所以存

在說，不是指陰陽自身之曲折內容（凝結造作之徵象）說。經此簡別，則朱

子所說的「所以然之理」方是存在之理，而此理是超越的整全之一，不是表

象存在自身之曲折內容之理。97 

以上，牟先生的解說相當清晰，朱子是以伊川的「所以陰陽是道」來進行其

格物的思維。此即，眼前的事事物物皆是「存在之然」，吾人即是欲就著這些事

                                                 
93 《朱子語類》，卷 15，頁 463。 
94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 
95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下）〉。 
96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385。 
97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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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推得其超越的「所以然之理」。 

在第二段中，牟先生指出存在之然處就是「氣之存在之然」，格物就是要從

氣中去推其超越的存在之理，這就是朱子的「從然推所以然」的實義。也就是說，

我們並非去窮格氣之然處的「曲折內容」或「凝結造作之徵象」，而是去推求超

越氣機的存在之理。換句話說，朱子的格物工夫並非針對「形構之理」，而是去

求超越氣機或形器的存在之理。 

 

（3）格物是要窮得形而上之理（分殊的太極之理） 

通過上一部份的論述，我們可結論道朱子的「從然推其所以然」，即是從形

而下的氣之然，去超越於氣機而得所以然的形而上之理。朱子對此有云： 

「格物」之說，程子論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

理盡」者，意具俱到，不可移易。……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

形也；則者，理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理者，所謂「形而上」者

也。人之生也，固不能無是物矣，而不明其物之理，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

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理矣；而不至夫物之極，則物之理

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

物理盡」者也。98 

朱子的這一段話，指出格物即是就著事物去求理，他舉出伊川的「格物而至

於物，則物理盡」，又說「不明其物之理，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以及「物之理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如此，朱子主張要廣泛接觸事物以進行

格物之功。然而，朱子雖強調接物，卻並非滯於形器或氣機上，即他非是要求氣

之曲折內容的形構之理。所以，於上文中他對理的定義是為「理者，所謂形而上

者也」，這明確表示他的格物工夫，是在於從形而下的氣機或器物中，推求其所

以然的、超越的、形而上的存在之理。對此，《語類》中有段話更可表達其意： 

「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為器」說這形而下之器中，便有那形而上之道。若

便將形而下之器做形而上之道，則不可。……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

中間有許多日月星辰，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

下之器之中，便各自有箇道理，此便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便是要就這

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理而已，如何便將形而上之器作形而上之道

理得！99 

此段，朱子嚴分形而上與形而下，他以為形而下的器中，就有形而上之道，

但不可道、器不分。而且，格物即是要在形而下的器中，去窮得那形而上之理。 

                                                 
98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二〉，卷 44，頁 1968-1969。 
99 《朱子語類》，卷 62，頁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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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義理，若是以他的「理一分殊」的型態來看，格物所要窮的形而上之

理，即可說是事事物物中的分殊之理，即是從太極之一理分殊於萬物中的個別的

太極。對此，朱子有對話云： 

或問「理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理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

事物物，頭頭項項，理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理本一貫。不知萬殊各有一

理，而徒言理一，不知理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

只是理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

只此便是理一矣。……。曾子之魯，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落到底。孔子見

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若曾子元不曾理會得萬殊之理，則

所謂一貫者，貫箇什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理，而未知萬理本乎一理，

故聖人指以語之。……。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

能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理一之理，自森然其中，一一

皆實，不虛頭說矣。」100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把「理一分殊」與格物工夫結合起來說。他指出吾人首

要的是要理會分殊之理，才能貫通至「理一」之處，他說要「於分殊中事事物物，

頭頭項項，理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理本一貫」。而且，他指出曾子之所以能明

瞭孔子的「一貫之道」，是因他平時即在「萬事各有一理」處用功，故孔子才能

指點他「萬理本乎一理」。所以，朱子的格物是先從分殊之理著實用功，最後才

到「理一之理，自森然其中」的境地。 

總而言之，朱子的「格物」的起始點是在涵養敬心。然後，再去萬事萬物中，

去推求其形而上之理。以「理一分殊」來說，格物首要的就是去窮萬物中的分殊

的太極或理。 

 

（4）主、客對立的型態 

在上一部份中，已經論述朱子「格物」工夫的首要階段就是在窮格萬物中的

分殊的太極或理。而且，此時主體的我或心與客體的萬物之理，仍呈現主、客對

立的型態。我們引朱子的一段話來看即可明瞭，他說： 

知者吾心之知，理者事物之理，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101 

    於此，朱子指出「格物」是以「吾心之知」，去知「事物之理」，是「以此知

彼」，是為有「主賓之辨」，這是一種主、客對立的型態。朱子又說： 

 理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不外乎此心矣。然

則理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說。

                                                 
100 《朱子語類》，卷 27，頁 975-976。 
101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二〉，卷 44，頁 1969。 



 198

要之，理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102 

這一段話中，他說自身之心是主體，天地萬物之理是客體，當然，以著心可

攝具眾理來說，客體的理最後要收歸到吾心，故主、客可合一，故云「心既管之，

則其用實不外乎此心」。 

通過以上兩段，可知朱子的心雖可攝具眾理，好像主體的心與客體的物之理

可合而為一。然而，在「即物而窮理」的型態，仍是把一切事物之理當作客體，

並以主體的心去窮格之，此當為一種主、客對立的型態。 

 

（三） 豁然貫通與天人合一 

    上述的「即物窮理」階段，其格物之功雖亦為要求各個事物中的形而上的所

以然之理，然其心境尚未顯發一種「形而上之知」或「超越的智性」。但是，到

了格物之功充而至極，即是為「豁然貫通」的境界，此時的心靈即可提升至與太

極之理結合為一，是為朱子的「合天人」之境。 

（1）貫通之知與推類之知 

朱子格物工夫的第一步，是在於事事物物去即物窮理，也就是窮各個萬物中

的分殊之理。此工夫做到純熟、精鍊即可達至豁然貫通的境界。這樣的義理，是

以《大學》的〈格物補傳〉為代表，他說：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理也。蓋人心之靈莫不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不有理，為於理有未窮，故其知有不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天下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不因其已知之理而益窮之，以求至乎極。至

於用力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精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不明矣。此為物格，此為知之至也。103 

 此段，朱子說「莫不因其已知之理而益窮之，以求至乎極」，然後可「豁然

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矣」，這是為前述

主、客對立的「即物窮理」工夫「用力之久」的結果，其所達至的「眾物之表裏

精粗無不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的境地，實可說是一種「鉅細靡遺」的

認知能力。是以，「豁然貫通」是心中的一點靈明，如一般所論的「靈感」，或為

一種「觸類旁通」的能力。 

 對於〈格物補傳〉的「豁然貫通」的意思，朱子有許多相同意義的話，他說： 

 理有未窮，故其知有不盡，知有不盡，則其心之所發，必不能純於義理，而

無雜乎物欲之私。……及其進乎大學，則有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

                                                 
102 《朱子語類》，卷 18，頁 628。 
103朱熹：《大學章句》，〈格物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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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識，亦得以周遍精切而無不盡也。

若其用力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念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

索之講論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倫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神之變，鳥

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不有見其所當然不容已，與其所以然而不可

易者。必其表裏精粗無所不盡，而又益推其類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焉，皆有以究其義理精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

而無不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不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

趣要歸，則不合者鮮矣，讀者其亦深考而實識之哉！104 

 這一段是出自《大學或問》，是朱子對〈格物補傳〉的再詮釋。其中，可見

出「脫然而貫通」是為「即物窮理」至其極的結果。是以，朱子是強調先做於事

事物物窮理的工夫，而使得吾心之知能更充盡，即為「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

之理，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識，亦得以周遍精切而無不盡」。 

接著，在「脫然貫通」的境界他是如此的描述，即是格到「表裏精粗無所不

盡」、以及能「推其類以通之」、「皆有以究其義理精微之所極」。是以，本文以為

朱子的「豁然貫通」是一種格物之功到達極致、純熟的結果，是為一種「鉅細靡

遺」之知、「觸類旁通」之知或是「融會貫通」之知。對此，朱子有云： 

欲識其義理之精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理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

不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理固已無一毫之不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

乃學者用功之深，窮理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105 

 此種「豁然貫通」之說，陳來先生把他解釋為一種「推類」的原則。此即，

當吾人從「即物窮理」的積累至「貫通」時，認識即從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此，

則未曾窮格的事物也在普遍原理的支配下，則我們即可「推類」這些未曾窮格的

事物之理為如何如何，此即「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不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理

固已無一毫之不盡」。106 

 所以，朱子的豁然貫通之說，實是一種「推類之知」，如同上述的「舉一而

三反」、「聞一而知十」的能力，朱子有許多這樣的話語： 

如何要一切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理會得

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異底事來，也都識得他破。只是貫通，便不知

底亦通將去。某舊來亦如此疑，後來看程子說：「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

又非謂只窮得一理便到，但積累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理會得。107 

所謂『不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

                                                 
104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下）〉。 
105 《朱子文集》，〈答姜叔權一〉，卷 52，頁 2455。 
106 陳來：《朱熹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79］，頁 276。 
107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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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湊會，都自得見。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將

來貫通，自能見得。程子謂『但積累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

若以為一草一木亦皆有理，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窮這草

木是如何，則不勝其繁矣。108 

以上兩段話語，朱子皆指出吾人雖未能盡窮事物之理，然只要到了「豁然

貫通」，即可「推類」而知未曾窮格的理，即為「只是貫通，便不知底亦通將去」，

以及「將來貫通，自能見得」。 

總而言之，朱子的「豁然貫通」是在說一種對事物的「鉅細靡遺」的認知，

或是觸類旁通的「推類之知」。但是，他的「豁然貫通」的境界並非只是去知「眾

物之表裏精粗」而已。所以，本文以為他的「豁然貫通」實是在於顯發一種超越

的智性與形上的智慧與洞見。也就是說，通過此「貫通之知」，格物之功已從窮

格事物中的分殊之理，層層演進至一窺「一理之太極」的地步。 

 

（2） 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原 

如前所述，朱子的「豁然貫通」是從「即物窮理」以求事物中的分殊之理，

上達至能與天道或太極合一的境地。如此的心境，即在於此貫通之知能充分體認

「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原」。其實，也就是能具有對「理一分殊」的宇宙

樣像的一種睿智。 

如前所述，朱子的貫通之知就是一種「推類之知」，即能從特殊或分殊的知

識，推類至普遍、共通的原則。這樣的思維，正與「理一分殊」的思維相符合。

此即，通過格物之功至豁然貫通的境地，吾人即可充分體證事物中的分殊之理，

是來自「理一之太極」。對此，朱子云： 

行夫問：「萬物各具一理，而萬理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不通也。」曰：

「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眾，莫不各具此理。……

此所以可推而無不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理。釋氏云：

『一月普現一切水，一切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見得這些道理。濂

溪通書只是說這一事。109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說「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理」，這就是對「理

一分殊」的一種智慧與充分體證。而且，他又以「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源」

是為「可通而無不通」，這就是在說豁然貫通的「推類原則」，即是以一理可推類

至萬理，萬理又可推類歸於一理。而且，朱子於此又指出「月印萬川」之說，這

可代表豁然貫通即是能去體認「月印萬川」式的宇宙觀，也就是能貫通「統體一

                                                 
108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4。 
109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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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物物一太極」的世界圖像。朱子又有對話云：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理，而萬理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理，理皆

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不同，則其理之用不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

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理，而物物各異其用，然莫非一理之流行也。

聖人所以『窮理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不窮極其理，所以處

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不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理；既有此

物，聖人無有不盡其理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參者也。』」
110 

這一段話中，朱子指出「萬物皆有此理，理皆同出一原」，是為此理於君處

為「仁」，於臣之處為「敬」，為子之處須「孝」，為父之處須「慈」，而「莫非一

理之流行」。接著，朱子即指聖人能「窮極其理」，故在待人接物能「各得其所」、

「無一事一物不得其宜」，這就是指聖人能窮盡到「理一」之處，故於「分殊」

事物上能各得其理。此段，就是指出了豁然貫通是為在體認「萬物各具一理，萬

理同出一原」。朱子對此有許多談論，他說：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雖萬殊，卻只一理，所謂貫也。……所謂

一者，對萬而言。今卻不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理會。111 

大凡為學有兩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來。自下面做上

者，便是就事上旋尋個道理揍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理。自上面做

下者，先見個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見其莫不有個當然之理，此所謂自大

本而推之達道也。若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理會將去，便好。112 

曰：「……今且就這事上，理會個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量合

做底，因甚是恁地？便見得這事道理合恁地。又思量因甚道理合恁地？便見

得這事道理原頭處。逐事都如此理會，便件件知得個原頭處。」淳曰：「件

件都知得個原頭處，湊合來，便成一個物事否？」曰：「不怕不成一個物事。

只管逐件恁地去，千見成千個物事，萬件成萬個物事，將間自然撞著成一個

物事， ……。」113 

只是不合要先見一個渾淪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不是

於事都不顧理，一向冥行而已。事親中自有個事親底道理，事長中自有個事

長底道理；這事自有這個道理，那事自有那個道理。各理會得透，則萬事各

成萬個道理。四面湊合來，便只是一個渾淪道理。……114 

                                                 
110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6。 
111 《朱子語類》，卷 27，頁 977。 
112 《朱子語類》，卷 114，頁 3618。 
113 《朱子語類》，卷 117，頁 3699。 
114 《朱子語類》，卷 117，頁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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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段，都是就著「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原」而言，朱子的「豁然

貫通」可說即是對此的一種洞見、體悟。其中，他的「會萬殊於一貫」、「逐事都

如此理會，便件件知得個原頭處」，以及「四面湊合來，便只是一個渾淪道理」，

再再都是從分殊之理去貫通至理一之處。 

如此，從總合各個分殊之理即可推源於「一理之太極」，這就是以上引言朱

子說的「下面做上去」、「就事上旋尋個道理揍合將去」，也就是從事事物物中去

窮格分殊之理，最後即可匯通於一理。另一方面來看，太極之一理又統攝各個分

殊的太極，此為他說的「自上面做下者」，也就是先知理本為一（先見個大體），

則即可掌握各個分殊之理，就是「見其莫不有個當然之理」。從此，可知朱子的

豁然貫通是能從「萬殊」貫通至「一理」，又能從「一理」通貫至「萬殊」處，

是為一種對「理一分殊」的洞見。 

在結束此部分之前，我們必須再進一步論朱子「豁然貫通」之知如何達至

「天人合一」的問題。在朱子格物工夫第一階段的「即物窮理」中，他所要窮格、

認知的是為事事物物中分殊的理或太極。而格物到了豁然貫通的第二階段時，吾

人即能有一種對「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原」的一種洞見，或者說是對理一

分殊的宇宙觀的一種體認，也可說是對「月印萬川」的世界圖像的一種穎悟。如

此，格物者能把所窮的分殊之理，推類或貫通至「一理之太極」的之源頭處，這

樣的「豁然貫通」之境，即能窺見萬理之源的太極。 

是以，豁然貫通的境界即不只是在於「見眾物之表裏精粗」、「究義理之精

微」，或是「聞一知十」、「舉一反三」的能力。此時，格物之功即可顯出一超越

的智性與形上之知。這時，吾人的氣之靈之心即以其靈明，直截與太極之理相連

結。如此，主體面的心與客體的理，於朱子的「豁然貫通」之知中，即可主、客

結合而為一。 

 

（3） 「盡心、知性、知天」的詮釋：天人合一之境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朱子的格物工夫是在豁然貫通之境中，可顯發一上通

於形而上的太極之理的超越之知。此時，吾人之心即能契接於太極之理，以成就

天人合一之境。 

朱子對於天人合一的義理，在他對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的詮釋中，

有更深刻的描述。在本章第一節已述，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是一種主觀

性的道德形上學進路，這是以充盡本心以體現天命之性，然後再通於於穆不已的

天道的型態，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說的正宗，此義理到了明道到達最高峰，

以「只心便是天」、「心、性、天」通而為一的「一本論」為最圓頓、圓熟之境。 

然而，朱子對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的詮釋，實完全不符合孟子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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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是另闢途徑來藉孟子語來闡釋己說。但是，他對「盡心、知性、知天」的

詮釋其實也是在說一「合天人」之境，但他是以「格物窮理」來切入，走一種客

觀的形上學型態。 

首先，我們即引他在《孟子集注》中，對「盡心、知性、知天」的註解加以

討論。他說： 

心者，人之神明，所以具眾理而應萬事也。性則心之所具之理，而天又理之

所從出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不窮理，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量。

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不盡者，必期能窮夫理而無不知也。既知其理，則其

所從出，亦不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也。115 

通過朱子的註語，明顯見出他是以「格物」來解「盡心、知性、知天」。首

先，他以「知性」為「物格」，就是能「窮夫理而無不知」。如此，就是以孟子的

「知性」為格物以窮事事物物之理，或是窮心中的性理。然後，當做知性或窮理

之功至其極，就能使心能完全攝具理，本有之私欲障蔽的心即能轉為「心靜理

明」，這就是達至「盡心」的地步，即為「極其心之全體而無不盡」。最後，因此

心無一絲私欲之雜，即能如如地攝具眾理，而達到能窮至性理源頭處的天道的境

界，這就是他說的「既知其理，則其所從出，亦不外是矣（天又理之所從出）」。 

是以，朱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的順序應當有所修正，是為先「知性」，

也就是窮格性理。然後，「心靜理明」是為「盡心」。最後，即能默契性理之源的

天道，是為「知天」，此即他的「天人合一」之境。朱子另有〈盡心說〉一文申

述此義理，他說：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

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理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理

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理者也。天大

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廓然，亦無限量，惟其梏於形器之私，

滯於聞見之小，是以有所蔽而不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理，至於一日會

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廓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

以為天者，皆不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116 

在此文中，朱子以「即事即物，窮究其理」為「知性」，然後心即能擺脫「形

器之私」、「聞見之小」而「全其本心廓然之體」，此即為「盡心」。也就是說，通

過窮格事事物物之理，即可「心靜理明」。最後，在「心靜理明」的「盡心」之

境中，可達至「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不外乎此，而一以貫之」，

這就是「知天」，也就是「合天人」之境。 

                                                 
115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請參閱《四書章句集注》，卷 13。 
116 《朱子文集》，〈盡心說〉，卷 67，頁 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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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朱子仍提及「會貫通徹而無所遺」與「一以貫之」，這就表示朱子的

「天人合一」是來自「豁然貫通」的心境。此即，在豁然貫通的心境中，吾人是

要有「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原」體悟，即是從事事物物的分殊之理，貫通

至「一理的太極」。在朱子「盡心、知性、知天」的境界中，即是以此「理一分

殊」的思維為基礎，而又須從「即事即物，窮究其理」的「知性」開始，然後能

達至「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能「一以貫之」，這也是從分殊之理貫

通到太極之一理的型態。 

此時，在「盡心、知性、知天」的境界中，強調的是「吾之所以為性，與天

之所以為天，一以貫之」，這就是著實在地於「盡心」之境中貫通性與天道。或

者，我們可以說在豁然貫通之境時，吾人不只是體認到「統體一太極，物物一太

極」的宇宙樣像或世界圖像，而是能在「盡心」之心境中，吾心可貫通到分殊的

太極或性理的源頭，也就是窮至太極之理本身。此時，吾之虛靈之心不但攝具分

殊的太極，且其直截地與統體之太極貫通為一，這就是朱子的「天人合一」的型

態。 

所以，朱子所詮釋的「盡心、知性、知天」也是另一型態「心、性、天」通

而為一。在此境界中，虛靈之心與所攝具之性理是以一種「心靜理明」的方式結

合為一，而此心之虛靈更透徹至性理之源的太極。以此，虛靈之心與所攝具之性

理，以及太極之理即可貫通為一。故而，雖然朱子的心無本心義，然在此盡心之

境中，心、性、天仍可合而為一，是為從格物所開顯出的「天人合一」之境。 

朱子在《語類》的 60 卷討論孟子〈盡其心者章〉部分，對此義理有許多論

述。在此，引述幾段以更充盡朱子之意，他說：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理，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

猶知至。117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卻是

窮理。心未有盡，便有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八分，便是空闕了二三分。須

是「如惡惡臭，如好好色」，孝便極其孝，仁便極其仁。性即理，理即天。

我既知得此理，則所謂盡心者自是不容已。如此說，卻不重疊。既能盡心、

知性，則胸中已是瑩白淨潔。……118 

以上兩段，是重在解從「知性」到「盡心」。首先，他以「先知得性之理，

然後明得此心」，以及「知性卻是窮理，……十分只盡得七八分，便是空闕了二

三分」，這是在說格物的「即物窮理」之功，此是一種積累的工夫。從此，可知

朱子的「天人合一」是層層演進的漸教工夫，是要以窮格事事物物之理為基礎。 

接著，他以知性的「窮理」工夫達到極致，即可使得此心「瑩白淨潔」，此

                                                 
117《朱子語類》，卷 60，頁 1932。  
118《朱子語類》，卷 60，頁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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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能如如地攝具眾理，使得心能無一絲私欲之雜，即可達至「心靜理明」的境

地，這就是「盡心」。 

到了「心靜理明」的「盡心」境地，吾人即可到達「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

所以為天者」得以「一以貫之」的心靈境界，這就是「知天」之意。對此，朱子

又說： 

盡心，謂事物之理皆知之無不盡；知性，為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各循其理；知天，則知此理之自然。119 

知天是知源頭來處，……吾之仁義禮智即天之元亨利貞。凡吾之所有者，皆

自彼而來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120 

問：「如何是『天者理之所從出』？」曰：「天便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

則天便不外是矣。性便有那天。」121 

以上，朱子所說的「知天，則知此理之自然」、「吾之仁義禮智，即天之元亨

利貞」，以及「性便有那天」，是表示格物的最高境界不但是要使心能攝具眾理，

更是要貫注、貫通至性理的源頭處的太極，此即「知天是知源頭來處」。如此，

此心之虛靈即完全上達至形而上的太極之理，並且完全與其合一。 

此時，即如同於本論文第三章「理氣關係」所述，朱子的理與氣是為一體渾

成、渾然一體，這時他的氣之靈的心便與形而上的太極之理渾然為一。如此，主

觀或主體面的自我或心，便與客觀面的天道結合為一，朱子的主、客對立的型態

即可轉為主、客合一，這便是「格物」之功所開顯出的「合天人」的型態。 

 

（四） 結語：朱子的「格物」工夫所開出的「天人合一」境界所帶來的啟示 

以上所述，即可證明朱子的格物窮理型態確實可達至「天人合一」的境地。 

在此，本文仍須做兩點提示，以見出朱子此說於儒家哲學中所帶來的啟發。 

（1）可證明「格物窮理」型態亦可體認「即存有即活動」之理 

如上所述，在朱子的格物工夫尚未達至「豁然貫通」時，他的思維的方式是

一種「然推所以然」的型態。並且，主體的心與客體的理是呈現主、客有對的模

式。此時，心與理是有距離的，且其所求得的是是事事物物中的分殊之理。 

但是，當做格物工夫至「豁然貫通」之時，即可從分殊之理上通至「理一」

之處的「統體之太極」。甚且，在「心靜理明」的「盡心」境界朗現時，氣之靈

                                                 
119 《朱子語類》，卷 60，頁 1937。   
120 《朱子語類》，卷 60，頁 1937。   
121 《朱子語類》，卷 60，頁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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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純淨無瑕，此心即可著實地與太極之理相契接。這時，心與理、主與客可結

合為一，吾人之心可直截接觸太極之理本身。 

是以，若是以「理」的活動性問題而言。在格物工夫的「即物窮理」層次時，

吾人只能去推求事事物物的「所以然之理」，這樣所把捉的理會顯出為「不活動」。

但是，在「豁然貫通」層次時，主體的心與客體的理已相契接，即心可與太極之

理相結合，可說已脫離了「從然推所以然」的型態。此時，雖並非有陸、王系統

的「心即理」的「本具義」，但吾人卻著實地可在「盡心」之境中去見理之生生

不已。所以，本文以為在「豁然貫通」的心境中，當可見出理是為「即存有即活

動」。 

再者，若是以格物工夫中的「理一分殊」的思維模式而言。在「即物窮理」

的「然推所以然」的階段，吾人所攝具的是分殊的太極之理。此時，對於「理一

分殊」的體認，是以本文第五章所言的「靜態的理一分殊」為中心。所以，其所

求得的是一所以然的靜定之理，故會以「不活動」面貌出現。 

然而，在「豁然貫通」的心境中，其所體認的是「動態的理一分殊式的宇宙

發生論」，故其並不重在於事事物物中推所以然之理，而是直截地在盡心之境中

貫通性與天道。所以，在「豁然貫通」境界中，吾人可直接默識太極之理的生生

不已，即可去觀太極分殊為千千萬萬的太極的發用流行過程。如此，朱子的「格

物」工夫即可把握「即存有即活動」之理。 

 

（2）「以氣為本」的理氣論學者的偏差，當在於無法體認「格物窮理」是在於顯

出「超越之智性」或「形而上之知」 

通過本節的論述，可知朱子的雖以其氣之靈的心做格物工夫，然其非僅僅是

在於氣機或形器中去認知，而是要層層提升其心氣之靈，達至與形而上之理或太

極合一的地步。 

是以，本文首先指出朱子的「從然推其所以然」，是在於超越氣之然處的「曲

折內容」或「凝結造作之徵象」，即是在求超越於氣機處的形而上之理，其並非

停滯於氣之層去窮究。 

進而，在「豁然貫通」階段，主體面的心與客體面的理，是在「心靜理明」

的心境中，完全結合為一。所以，朱子的「格物」工夫的最高境界，是在顯出一

種「超越之智性」或「形而上之知」，使得心能完全清明，此心即可通透至形而

上界，而與太極之理相通，即為達至「合天人」之境。 

然而，我們若是以羅整庵為首的「以氣為本」的學者來看，他們識取「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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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是要從「氣之轉折處觀之」122，並去觀「氣之聚便是聚之理」，「氣之散便

是散之理」123。由此，可見出這些氣本的學者並未把握朱子格物工夫的精神，因

他們並未去顯發一種超越的形而上之知，其心並無法上通於形而上界。 

甚且，本文以為他們連「從然推所以然」的思維都無法參透，因他們可說真

是停留其認知心於氣機之「曲折內容」、「凝結之徵象」對其觀之。如此，自然無

法求得形而上之理，更不可能契接於「統體之太極」。所以，這些學者所謂的「理」，

就反而像是一種「形構之理」了。 

                                                 
122 羅欽順：《困知記（續）》［北京：中華書局，1990.8］，卷上。 
123 羅欽順：《困知記》，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