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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對於朱子的形上思想之衡定 

對於儒家形上學的型態，可分為主觀性的形上學與客觀性的形上學，此點本

文已屢屢述及。然而，朱子之所以會走向客觀的形上學進路的原因，當在於他的

工夫是落實在格物之處，他與太極之理或天道連結的方法即在於格物。所以，本

文為了能對朱子的形上思想作一定位，即必須以他的格物工夫為焦點開始論述。 

 

 

 

（一）「即物窮理」型態確實能開出儒家形上學體系，而非是一種歧出 

牟宗三先生以為朱子的以格物致知開出的體系是為「靜涵靜攝」型態，講的

只是一種存在之理，是為實在論心態，是為宋明理學的歧出，是不同於《論》、

《孟》、《易》、《庸》義理的「別子（伊川）為宗」。1然而，於此必須提出一不同

的看法，即以格物窮理的確能開出一套客觀性的儒家形上學體系，這就是本研究

的結論。 

（1）《易傳》對天道的體會即來自格物窮理 

 在儒家的經典中，除了《大學》之外，尚有《易傳》內含格物窮理的內容。

而且，《易》中的格物窮理的目的是上通於形而上界，反而較《大學》是更符合

於朱子的格物說。 

 張岱年先生對《易傳》有一段判語，可見出我們可以「格物」作為《易經》

作者探求天道的方法，他說： 

《易傳》的方法，以仰觀俯察為初步，以窮神知化為至極。由現象之觀察以

獲得事物之規律，而探知大化之秘密。2  

 以上，張先生的話語中的「仰觀俯察」與「由現象之觀察以獲得事物之規律」，

即是為「即物窮理」的格物工夫，而《易傳》的格物的目標是為「窮神知化」，

以及「探知大化之秘密」，這就是通往形而上界，以探求天道。 

現在，我們即來看《易》中的格物窮理型態。首先，我們先引〈繫辭上傳〉

的一章來看： 

易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理，是故幽明

                                                 
1 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正中書局，民 85］，頁 44-45。 
2 參《中國哲學大綱》，請參閱《張岱年全集（二）》［河北，人民出版社，1996.12］，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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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說，精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神之情狀。

與天地相似，故不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不過，旁行而不流，樂天

知命，故不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不過，曲成萬物而不

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神無方而易無體。3 

此段，實是在說一種「超越之知」或「形上智性」。其中，說到《易經》作

者之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是從「仰觀俯察」開始，然後能通幽明、知鬼神，

這是指能上通於形而上界的智慧，是為「以通神明之德，以類萬物之情」4。這

樣的超越的「形上之知」是能「知周乎萬物」，以及能「範圍天地之化」、「曲成

萬物而不遺」，並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就是可契接於無形狀、無方所的易

體、神體。通過此段經文，可知《易傳》對天道探求的方式與朱子的進路是相符

合的。朱子是從「即物窮理」入手，然後豁然貫通進入「盡心」之境，即可連結

於太極或天道，這與《易傳》是若合符節。 

《易傳》對於天道的探求，亦常以「觀」來言之，這就是一種超越的形上智

慧。其云：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見矣！5 

天地之道，恆久而不已也。利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見矣！6 

這兩段《易》中的話語，是對於天地萬物的感通之道以及恆久之道的「觀」，

這都是從仰觀俯察「日月久照、四時變化」的「格物」工夫開始，逐漸顯發超越

之知、形上智性，而才能使天道在吾心的觀照下完全朗現，這是符合於朱子的由

格物工夫所開顯出的「合天人」的心靈境界。 

所以，朱子也認為《易》中的「窮理盡性以至於命」7中的「窮理」，即是格

物之事。他說： 

理，謂隨事得其條理，析言之也。窮天下之理，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

此聖人作易之極功也。8 

「窮理」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說道「性命之源」。9 

                                                 
3 《易經》，〈繫辭上〉，第 4 章。 
4 《易經》，〈繫辭下〉，第 2 章。 
5 《易經》，〈咸卦〉。 
6 《易經》，〈恆卦〉。 
7 《易經》，〈說卦傳〉，第 1 章。 
8 朱熹：《周易本義》［台北：大冠出版社，2004.4］，〈說卦傳〉，卷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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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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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理」，是「知」字上說；「盡性」，是「仁」字上說，言能造其極也。至

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10 

在這三段話中，朱子解釋〈說卦傳〉中的「窮理」為「窮天下之理」、「窮得

物」，又說「窮理是知字上說」，這表示他認為《易》中的「窮理」就是他的格物。

然後，他以「盡性以至於命」為「盡性」之後，即可「合於天道」、「到得那天命」、

「說道性命之源」，以及說「窮理盡性」後即可「範圍天地」、「與造化一般」，這

就是以「窮理盡性以至於命」是為從格物所開出的天人合一境界。 

總而言之，朱子的格物與《易經》的「窮理」是相符合的，朱子亦以為他的

格物即是來自《易》中的道理。而且，通過以上諸論述，我們的確可見《易傳》

的思維方式確實是從即物窮理入手，然後再顯發一種「超越的形上智性」，以此

上通於形而上界，並與天道相契接。此種義理型態，是與朱子從格物以達至天人

合一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必須肯定朱子的「格物」型態，是符合於儒家探究天

道的思維方式的古義。 

 

（2）「即物窮理」型態可開出客觀面的儒家形上學 

 如本文屢屢已述，儒家形上學可區分為主觀性的形上學與客觀性的形上學。

對此，方東美先生有一段話，可更清晰地區分此二者，他說： 

 儒家形上學具有兩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創造力充塞宇宙、流衍變化，

萬物由之而出。（《易》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第二，強調

人性之內在價值翕含闢弘、發揚光大，妙與宇宙秩序合德無間。（《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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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是謂「天人合德」。）此兩大特

色構成全部儒家思想體系之骨幹，……11 

        以上，方東美先生所說的兩種儒家形上學，就是客觀性的形上學與主觀性的

形上學之區別。其中，他所說的充塞宇宙、流衍變化的「天道之創造能力」，也

就是牟宗三先生所說的「創造真幾」，這也就是儒家的客觀性的形上學的精義，

這也就是朱子的「生生之理」思想所要呈現的。對於生生之理，方東美先生有極

精闢的描述，他又說： 

 中國人和希臘人的宇宙觀大部分可以拿「萬物有生論」來解釋，這幾乎成了

一個通則，……所以在經書子書中，我們常會遇到一些觀念，像「天」、「天

地」、「乾坤」等代表創造化育的作用，在自然創進歷程中則有「道」、「自然」、

                                                                                                                                            
2612。 
10朱熹：《朱子語類》，卷 77，頁 2612。 
11 方東美：《生生之德》［台北：黎明文化，民 93］，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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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和「五行」等觀念，再如「虛」、「理」、「氣」、「心」等亦然，……

我想這種種的理論都可以歸結於一個根本要義，而表現出一種偉大的哲學見

解，那就是「宇宙是一個包羅萬象的廣大生機，是一個普遍瀰漫的生命活力，

無一刻不在發育創造，無一處不在流動貫通。」 

孔子說過：「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易經繫辭大傳

的作者更深知乾以大生，坤以廣生，故合而言之，稱頌天地之大德曰

「生」，……。 

後來宋明哲學家所繼續發揮的就是這種宇宙觀，朱熹有一句話可以總括從漢

朝到宋朝所有儒家對宇宙的看法，他說：「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也

是融和各說，以形容宇宙間蓬勃的生命。至於程頤、朱熹、黃勉齋、薛敬軒

同說的「天地以生物為心」，更是透徹之言，再像程頤、王陽明說心說仁到

精微處，也是要體察天地人類和萬物的「生道」或「生意」。 

……中國的哲學家不像西方思想家在科學主義的偏執下囿於「萬物無生論」

的邊見，而永遠在追求一種廣大圓融的觀點，以統攝大宇宙中生命的創進完

成，所謂「天地生物氣象」即是。12  

方先生此段闡釋了「天道的創造能力」，他把中國哲學的宇宙觀視為「萬物

有生論」，其中充塞著「廣大生機」、「生命活力」，以及「無一刻不在發育創造，

無一處不在流動貫通」，他並以為孔子的「四時行，百物生」，《易傳》的「天地

之大德曰生」，朱子的「太極生陰陽、生萬物」，或是伊川、朱子的「天地生物之

心」，都是在說此生生之道、生生之意或天地生物氣象。 

通過以上方先生的話語，我們可見出儒家哲學的客觀面最為核心的思想即是

此「生生」義。以此，本論文以為朱子的「即物窮理」型態可充分掌握儒家形上

學的「生生」義。此即，朱子的太極理氣論能對「天道創造的能力」本身，或「宇

宙創造之真幾」本身，做一探究、描述、展現。也就是說，通過朱子對太極生生

之理體會，能建構一套純客觀面的儒家形上學。 

更進一步來說，此純客觀面的儒家形上學是無關對本心的理解，而是從逆覺

本心而轉向外在的、客觀的「存有」、「存在之理」，或是超升至存有界之根源的

太極或天道。如此，即是去直探《易》中的太極、乾道、坤道或天地之心的創生

能力，即直接去「窮理」以體悟天地之化中的創造真幾。其實，這《易》中的創

生能力、創造真幾也就是神體，朱子的形上學即是從窮格萬物之理的型態中，去

體會此「妙運之神」。 

或者，以《中庸》而言，朱子的生生之理在說的就是「為物不貳，生物不測」

的「生物之道」，以及「於穆不已」、「純亦不已」的天道的流行不已。 

                                                 
12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台北：黎明文化，民 93］，頁 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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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本論文以為朱子的太極理氣論的價值即在此，也就是能契合於儒

家天道論客觀層面的精華。也就是說，他對太極生生之理的體會，能充分展示儒

家的「生生」義。 

 

（3）朱子的客觀性的儒家形上學可作為陸、王心學的引導原則  

    那麼，朱子的形上學所重的對於客觀天道的生生義的描述，對於整體儒家哲

學有何意義與價值呢？本文以為朱子系統可引導陸、王心學走向客觀面天道、天

命流行之體。因為，這形上道體實是儒家的良知、本心的根源或性善之源，這是

怎麼說呢？ 

當代學者常以為明道、陸、王系統是為儒家哲學的主流，而朱子系統可當作

陸王系統的「助緣」13，如蔡仁厚先生說： 

縱貫（明道、陸、王系統）之與橫攝（朱子系統），自律與他律，猶如主幹

之與輔翼，其中的主從之別，自也不可不加明辨。就民族文化生命的全體而

言，必須「以縱統橫」，而不可「以橫代縱」。這是義理的決定，應然的判斷。

因為內聖之學以孔孟之本義原型為準，何得以朱子的橫攝系統取代之？14 

對此，本文並非採不同意的立場。因為，本文以為朱子系統確實與明道、陸、

王有所不同，且朱子的「格物窮理」型態確實非儒家的主幹。但是，本文也以為

朱子的太極理氣論，以及格物窮理型態也未必不能於儒家傳統中找到根據。此

即，他的太極理氣論實掌握了儒家哲學客觀面的義理，此點相較於明道是有過之

而無不及。而且，而陸王心學在客觀的形上學方面，又可說是完全沒有發展，以

此則更可見朱子的客觀性的儒家形上學的價值，因他即可填補陸、王在此部分的

空闕。並且，在本章我們也證明朱子的格物，是與《易傳》的「窮理」完全相符

合，其格物說是合於儒家契接於天道的思維方式的傳統。 

所以，本文以為朱子的形上學對於陸、王是可當作一「引導原則」，而非只

是「助緣」而已。對此，本文即於結論部分，從略述晚明心學的流弊，來指出朱

子的形上體系實可作為陸、王心學的引導原則。對於心學的流弊，晚明的劉蕺山

有一段話可做為代表，他說： 

天下爭言良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參之以情識，而一是皆良；超潔者蕩之

以玄虛，而夷良于賊。15 

蕺山此段話，一語道出了晚明心學的問題，其一為走入玄悟本體的空虛，其

                                                 
13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0。 
14 蔡仁厚：〈朱子的工夫論〉，請參閱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論文集》［臺北市 : 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民 82］，頁 597。 
15 劉宗周：《証學雜解》，請參閱《劉宗周全集（二）》［臺北市，中研院文哲所，民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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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良知與情慾不分的放蕩之境。對此，蕺山不以為是陽明本身的錯誤，而把其

歸咎於其後學，他說： 

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理，進之以知行合一之說，其要歸於致良知，

雖累千百言，不出此三言為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

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謂教法。而先生之言良知也，近本之孔､孟之說，

遠溯之精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線中絕，而後補偏救弊，契聖歸宗，未有若

先生之深切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不學其所悟

而學其所悔，舍天理而求良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不顧，又其弊也。說知

說行，先後兩截，言悟言參，轉增學慮，吾不知於先生之道為何如！16 

此段是蕺山編《陽明傳信錄》的引言，他以為陽明後學對其師是「不學其所

悟而學其所悔」。而且，他以為陽明本身最重在「去人欲而存天理」，但其後學卻

是「舍天理而求良知」。對於「捨天理而求良知」的問題，蕺山在《傳信錄》中

屢屢提及，他說道： 

說名物象數，也拈出天理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不漏。17 

天理二字，是儒門得分家儅，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不得主。18 

又攝在天理二字內。天理即良知，是先生前後打合指訣。又曰：「良知愈思

愈精明。」蓋言天理愈精明也。思即是良知之柄，說不得個思良知。凡言思

不必言良知，言良知不必言思，人心中容不得許多名目。19 

以上諸段話，蕺山再再指出欲追隨陽明的致良知教，則必須對於天理有所體

認，即要以天理來對良知有所貞定，否則會成「捨天理而求良知」，而陷入種種

流弊之中。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說並非每個人皆有象山、陽明的穎悟，能夠從良知

本心直契天理流行之境。也就是說，並非吾人如何努力逆覺本心，即可進入「只

心便是天」、「滿心而發，充塞宇宙」20的心境，或是能去體會「無聲無臭獨知時，

此是乾坤萬有基」21的境界。也就是說，絕大多數的人，並無法從本心去達至「存

有」，即並無法去體會良知可上通而連結至天理處。是以，因其良知無法契接於

於穆不已的天命流行之體，故陸王後學即陷於以自我中心來詮釋良知之境的放

蕩、虛玄之地步，更無法體悟儒家傳統的形上智慧。如此，心學即失了根，這就

是對於本心的善之源完全不解，故此學思於明末極盛而亡的結果，也就不足為奇

了。 
                                                 
16劉宗周：《陽明傳信錄》，〈小引〉，採用《劉宗周全集（五）》，［臺北市，中研院文哲所，民 85-86］。 
17劉宗周：《陽明傳信錄》。 
18劉宗周：《陽明傳信錄》。 
19劉宗周：《陽明傳信錄》。 
20 陸九淵：《陸九淵集》，〈語錄上〉，卷 34。 
2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詠良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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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朱子的系統對於心學必須當作一「引導原則」出現。因為，只是在有

善有惡之意上，以良知做格物之功時，只能去惡從善而無法超凡入聖，更無法達

至天人合一。這時，一方面逆覺本心，又另方面同時窮格事事物物之理，並能上

通至性理之源的太極時，吾人即可體認到致良知教應當更往形而上界去深契。如

此，我們即可通過格物窮理工夫的引導，而從逆覺良知本心去導向性命之源的天

道。 

 

（二）朱子系統對儒家哲學的主觀面的理解有所限界與不足 

在上一部份，我們可說對本文的觀點作一總結，是以朱子的形上體系彰顯了

儒家哲學的客觀面的義理為結語。以此，來給予朱子的形上思想極高的評價。然

而，朱子學的有價值之處，即為對客觀的天道之生生義有所掌握的型態，但亦實

為他的不足或限制之所在。因為，他的形上學可說是一純客觀面的系統，他對儒

家哲學主觀面的體會是有所偏差的，或可說他的系統對「道德主體性」是完全不

解，所謂不解儒家的道德主體性，即是他對「心」的體會有所偏失。此點，本文

於上一章論他的「仁」的本心義的流失已多所論述。這裡，我們即再以朱子的心

與理的關係，來探討此問題。 

（1）心與理的「本具義」與「當具義」 

在本文已屢屢論述，朱子的心並非形而上的本心，只是無道德意義的認知心

靈，是平視的心理學意味的心。以此，對心的體會即造成對其體系的決定性的影

響，這問題的關鍵即出現於他的心與理的關係。對此，牟宗三先生論之甚詳，他

說： 

心氣具仁義禮智之理首先是「認知地具」，其具是先通過格物窮理之靜攝工

夫而具，此時是心知之明之認知地關聯地具，而非道德本心之自發自律的「本

具」。此即朱子所謂「心具眾理」之義。 

其次心之靜攝此理而默識其超越的尊嚴，此理即能引發心氣凝聚向上而使心

氣發為溫然愛人利物之行，……是依理而可以引發心氣之變化。此當然亦不

是心神理是一之實體之立體直貫的創生。 

最後，久久如此引發心氣，則心氣即可現實地實踐地攝具此理以為其自身之

德。……此即朱子所謂「心之德」之義。德不同于仁義禮智之為理，乃是通

過心氣之認知地與實踐地攝具此理，而由理而轉成者。德者得也。理能認知

地與實踐地被得于心，方謂之德。但無論是認知地具或實踐地具，就心氣自

身言，總是「當具」，而不是「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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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疏解，則可與孟子截然分開，而不必「依倣假借」矣。22 

以上，牟先生指出朱子的「心具眾理」義，並非陸、王系統的「道德本心之

自發自律的本具」，而他判定朱子的心與理的關係，是為「認知地關聯地具」的

「當具」之義。 

此即，在陸、王系統中，心即是理，心與理不但無距離，且心與理的內容是

一。也就是說，陸、王的良知本心即可自發道德之理，或此心之呈現即是道德之

理的湧現，心與理本即是一，也不必去合一了。是以，在陸、王中並無主與客的

對立，雖可區分心與理，但其心與理的主、客形式可說早已消泯、消失了。 

但是，朱子的系統的心卻並不即是理，心與理為二。所以，必須通過「格物

窮理」去攝具理，這就是「認知地關聯地具」之意。對此，牟先生以為朱子是先

以心去「靜攝此理而默識其超越的尊嚴」，即在「心靜理明」的狀態中對理產生

敬畏、嚴肅之感。這時，心即可依理而行，是為他說的「此理即能引發心氣凝聚

向上而使心氣發為溫然愛人利物之行」。 

 從此，可知朱子的理絕無法如「心即理」型態般地，去把理完全體現於心。

因為，他的心與理是本有距離，只是心能去識取、攝具理，或心去依理、合於理，

即後天地去結合心與理，不可能達至心就等同理的「心即理」。 

 所以，「心靜理明」實是朱子系統中的心與理最為接近、親近的狀態，也就

是說他可以心去觀生生之理，但此理之生生不能具體地融釋於其氣心之中。對

此，本文借以朱子的「寶珠」之喻，來詮釋朱子的「心靜理明」的狀態，他說： 

 理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見；在愚不肖者，

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泥沙，則光方可見。今人所以不見理，合澄去泥沙，

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理。天何嘗不將此理與他。只為氣昏塞，

如置寶珠於濁泥中，不復可見。23 

 心如箇寶珠，氣如水。若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瑩徹光明；若水濁，則和那

寶珠也昏濁了。24 

 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見，或半見，或不見。25 

以上各段朱子的話語，雖非是直接在討論心與理的關係或「心靜理明」，但

實可類比之。於此，朱子以「寶珠」喻理，以水喻氣或氣質，從此可見出他的理

與心的關係，亦可解釋其「心靜理明」的狀態。也就是說，朱子的理即如可透顯

出光明的寶珠，而氣心即是其光芒所印照之處。以此，若是吾人的氣心昏濁，則

                                                 
22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書局，民 84］，頁 245。 
23 《朱子語類》，卷 17，頁 575。 
24 《朱子語類》，卷 59，頁 1900。 
25 《朱子語類》，卷 74，頁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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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見此理之光。但是，若是氣心清明無瑕，即可完全觀此理之光，這就是「心

靜理明」的境界。 

從此，我們當可體認朱子的心與理的關係。此即，在「心靜理明」的狀態中，

吾人雖可完全見此理之生生，如同寶珠之光完全透顯於清水中似的。但是，心是

心、理是理，彼此的距離無法消除，也如同寶珠是寶珠，水是水般地，不可能混

合為一。總之，於「心靜理明」的心靈中，可說此理之光全然印照於心，主體的

心與客體的理可說是結合為一了，但其主、客間卻本來不是一，只是結合為一而

已。而且，這樣的心與理、主與客的結合，亦非能完全融釋彼此於一體，也就是

主與客的型態不能去除，其以一種「攝具」的關係來合主、客。 

 

（2）主觀性或客觀性的「天人合一」型態的差異 

 在本文已述，儒家的「天人合一」可有兩種進路，一是主觀性的儒家形上學

型態，一是朱子所顯發的以「格物窮理」為工夫的客觀性的儒家形上學進路。 

 以本文的立場來看，以著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為原型，到程明道的

「心、性、天」通而為一的主觀性的道德形上學進路，才可達至究竟的天人合一

的境界。以著前述心與理的關係來看，明道的「只心便是天」，就是「心即理」

的主、客消泯的型態。是以，明道可說「天人本無二，不必言合」26，因其本心

即是理、天理或天道，只要去充擴本心，就契入「天人合一」之境。故而，在明

道的本心朗現中，理即如如地呈現，即是為天理流行之境，故他的天人合一根本

是「無迹」的，這是在一種本心的化境中的體悟。 

 但是，在朱子的型態中，心與理是本有距離的，即天理是外在地、客觀於我

的存在。是故，心與理、人與天的主、客有對的形式不可能消泯。甚至，在「心

靜理明」的「盡心」境界中，其心雖可顯一超越地形上之知，可相通於形而上的

太極之理。但是，他的心與理是以「有迹」的方式結合為一，是後天的心去認知

地攝具理的型態。 

 或者，我們可說朱子的心與理、天與人不可能完全相融為一。甚至，朱子的

型態可達至的聖人境界亦與明道不同，竊以《易經》的「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27來分別其中分際。 

 以著朱子的「天人合一」型態而言，他可在「心靜理明」的境界中，觀天理

之生生不已，其心可攝具太極之理與其合一。並且，其工夫是以「心統性情」的

方式，去使得心去依理而行，他的聖人境界可說是「後天而奉天時」，即如他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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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未

註明誰語，《宋元學案》列於〈明道學案〉］ 
27 《易經》，〈乾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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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義》中所註的「知理如是，奉而行之」28，或如前述牟先生引文的「靜攝此

理而默識其超越的尊嚴」的心境，也就是此聖人能對天理時時有所敬畏，並能在

言行舉止中去符合於天理的節度，其生活、生命即呈現如《詩經》中的「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29的態度。 但是，朱子的「合天人」的聖人之境實並未具備「泗

然自得，冰解凍釋」的體驗，即其工夫顯為「嚴毅清苦」之相，但卻無法發而為

「光風霽月」。也就是說，朱子的客觀性的「天人合一」型態，其天理對於我只

是外在地臨在於吾心之上，但天理卻無法全然地融釋於生命之中。 

 但是，以明道的主觀性的天人合一型態來看，因其「只心便是天」，故天理

可完全溶解於吾人之生命、生活之中，此即為「先天而天弗違」的境界。此即，

此聖人之舉手投足、行住坐臥全是天理流行，於《正義》中解為「天乃在後不違，

是天合大人」，即並無人去合天之迹，而是因聖人「无所不合」於天道30，故好

似天去合於聖人。這樣的境界，即是為孔子的「從心所欲、不踰矩」的境地，或

是孟子所說的「睟然見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的化境。 

 通過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結論道明道型態的主觀性的儒家形上學的進路，

實才能進入更為究竟的儒聖的「天人合一」之境。以朱子的系統而言，雖可言天

人合一，亦可成就一儒者聖境，但是他的心與理、天與人仍不可能完全消泯主、

客之迹，他是以後天的方式來結合、攝具心與理、人與天。以此點而言，這是他

的體系的限界與不足之處。 

  

（三）結語：朱子的系統的「新之所以為新」實有極高的價值 

 牟宗三先生曾經於《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的「綜論」部分，對於宋明理學被

稱為「新儒學」的「新」有所討論，他以為北宋的周、張、明道或是陸、王，乃

至於他所特別區分出的五峰、蕺山系統，是為宋明理學的正宗、嫡系，但並非對

於先秦儒家是真正的「新」。他以為這些宋明儒者的思想，只是順著孔、孟、易、

庸本有的義理引申而發展。而真正與先秦儒學的古義有所不同，於儒家哲學本質

有基本轉向者，即為伊川、朱子系統，這是真正的「新」。茲引述牟先生的話來

加以述評，他說： 

 五峰蕺山是明道之嫡系。濂溪、橫渠、明道為一組，是直就論孟中庸易傳通

而一之，從客觀面入手以成其為調適上遂之「新」者；象山陽明是直以論孟

攝易庸，是從主觀面入手以成其為調適上遂之「新」者。此是宋明儒之大宗，

亦是先秦儒家之正宗也。蓋皆以論孟中庸易傳為主導者也。 

                                                 
28 《周易本義》，〈乾卦〉，卷 1。 
29 《詩經》，〈大雅〉。 
30孔穎達：《周易正義》，〈乾卦〉，王弼、韓康伯注，請參閱李學勤主編：﹝台北，台灣古籍出版

有限公司，2001﹞，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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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至此，人或覺吾此書似有貶視朱子之意。曰：非是貶視，乃如欲恰如其分

而還其本來面目，則固自如此耳。吾謂伊川朱子始真有點新的意味，而又恰

似荀子之對孔孟而為新，實因其所成之橫攝系統與先秦儒家所原有及宋明儒

大宗所弘揚之縱貫系統為不合。31  

 他又說： 

 但伊川朱子之講法，再加上其對于論、孟、中庸、易傳之仁體、心體、性體

乃至道體理解有差，結果將重點落在大學，以其所理解之大學為定本，則于

先秦儒學原有之義有基本上之轉向，此則轉成另一系統。此種新于本質有影

響，此為岐出之「新」。……如果前一種新，以論、孟、中庸、易傳為主者，

實不算得是新，則宋明儒學中有新的意義而可稱為「新儒學」者實只在伊川

朱子系統。……朱子固偉大，能開出一新傳統，其取得正宗之地位，實只是

別子為宗也。32 

在以上兩段話中，牟先生指出朱子相對於其他宋明儒者，是為真正的「新儒

學」，他以為朱子對於先秦儒學的「仁」、「心」、「性」或道體的理解皆有偏差，

故他以《大學》為定本，而開出了新的傳統，這是朱子的偉大之處。但是，在牟

先生努力地還原朱子的本來面目之後，即發現他非儒家正宗，而只是「別子為宗」

的「岐出之新」。 

對於牟先生的判別，本論文並非不能同意，牟先生的確判明了朱子學的系統

定位，發現了朱子確實與孟子、明道等系統不同，這著實是前無古人的學術成就。

而且，對於朱子並非宋明儒家的主流的論點，本論文亦並非全然否定。 

然而，在本論文的研究中，卻發現朱子「新說」並非完全不符合先秦儒學的

古義。甚且，諸如對生生之理的把握，或是「格物」的體道工夫，其實是契合於

《中庸》、《易傳》的客觀面儒學義理的精髓。所以，本文以為朱子雖然於儒家的

主觀面或主體性的本心義無法掌握，故無法成為宋明儒學的主流。但是，他的太

極理氣、格物諸論，也呈現了另一個面向的儒家哲學之精神與價值。 

所以，本論文的產生的原因即在此。也就是說，我們可以說牟先生的確道出

了朱子學的「新之所以為新」，但卻沒有說出朱子的「新意」，也就是沒有去見出

朱子的「新」有何特色與價值。此點，也正是本論文所試圖找出的，並也期待在

本論文之後，能有更多學者繼續見出朱子的「新意」為何。 

 

 

                                                 
31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4-55。  
32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