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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論 

本論文題目為「朱子理氣論在儒家形上體系中的定位問題」，即是欲對朱子

的理氣思想的型態作一全盤性的檢討。首先，進入理氣論的內部明瞭其義理。進

而，以理氣論為框架來解釋朱子的太極思想、心性論、人性物性論以及格物思想。

最重要的是，本研究欲探究朱子理氣論於儒家形上學體系中的意義，以及其是否

成功地建立一儒家形上學。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儒家的形上體系中，朱子的理氣論可說是最為完備的理論。然而，歷來

學者對其有很多的爭論，最為特出的莫非牟宗三先生把朱子所理解的「理」視

為「只存有而不活動」，並且與先秦儒家的「於穆不已」之天命實體，「為物不

貳，生物不測」的創生之道不合。如此，朱子的理氣論豈不就是背離了儒家形

上學的精神。但是，本文以為吾人必須通過一新的角度來對其理氣論做一定位，

來見出朱子理氣論是如何展示了儒家形上學的精神與價值。 

此外，就哲學史的事實來看，理氣論後來皆走向了以氣為首出，也就是以

「氣之理」或「氣之條理」來定義「理」，這與著朱子所體會的超越的「理」、「太

極之理」分明是背道而馳，為何會有如此歧出的發展？是否朱子建構的理氣論

在理論上有什麼問題？本文在內容上並不會從朱子到羅欽順、王廷相、劉蕺山、

戴震的哲學史發展來看，而是從朱子的理氣論內部結構來看，這些「以氣為首

出」學者是否對朱子的理論有所誤解或偏差。 

最後，本研究期待能夠通過對朱子理氣論的探討，以朱子理氣論為焦點，

來討論儒家形上學中的諸多問題。 

 

（二）研究進路及方法 

本研究的進行方法，將採如下步驟： 

（1） 本研究將先對朱子論太極、理氣的文獻進行研讀、研究，以及參照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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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學者的研究，以明朱子理氣系統的結構。 

（2） 以前步驟所架構的理氣系統為中心，來研究朱子的心性論、人性論，以

證明朱子的心性論與人性論皆是符合於其理氣系統之框架。 

（3） 把朱子的格物窮理視為其把握「理」或「太極之理」的工夫，以展示朱

子其是以何種方式把握形而上的太極之理，也就是在其系統下的如何論天人合

一，並檢討此型態的理論有何價值或有何困境。 

（4） 在討論朱子理氣論在儒家形上學中的定位問題之前，先對儒家形上學做

一概說，主要以先秦儒家的儒家形上學型態、北宋三家的儒家形上學型態以及

當代學者如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等等，來進行簡述。 

（5） 結論部分，以判定朱子理氣論在儒家形上學的定位來總結。並且兼論朱

子理氣論之後成為「以氣為本」的理氣論的發展，其原因於朱子理氣論內部即

可看出端倪。 

 另外，本研究將有幾點預設： 

（1） 本文對於儒家形上學將預設其為「天人合一」之學。也就是儒家形上學

將有客觀面中庸、易傳的天道論，以及主觀面論語、孟子的「仁」、「良知」的

義理，而這兩面的義理將通而為一。也就是「天命之謂性」及「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的天道下貫的性體，必能通過「盡心、知性、知天」與天道合一，以成

「天人合一」的型態。 

（2） 本文對於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幾項論點，如「心、性、情三分」、「理氣

不離不雜」、「從然推其所以然」等，基本上採批判地繼承的觀點。也就是採用

牟先生的某某觀點時，必加以檢證是否能合於朱子之本意。並且，在心性論上，

本文大致贊同牟先生的觀點。但是，在理氣論本身，對牟先生把朱子的理看為

只存有不活動將提出質疑。 

（3） 本文並不對朱子的整體思想作論述，而只揀選與理氣系統有關聯的部

分。雖然，本文涵蓋了朱子的心性論、格物論等等，但對於理氣論以外的論題，

只以其與理氣論的關係來看。例如，在論述心性論部分，僅以朱子如何以其理

氣論架構心、性、情三分的格局來看，並不對其複雜的心性問題與工夫理論多

加深入。 

（4） 在取材方面，因為限於篇幅及避免過多牽扯，本文幾乎完全不提及朱子

的中和問題、朱陸異同等與本研究無關的部分。 

 

（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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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通過討論格物工夫，欲指出朱子是以形而下的氣心去攝具形而上的

太極之理，心與理兩者有質上的不同，造成其無法湊合。並且，格物是一種主、

客有對的工夫，造成心與理，人與太極成為有距離。故而，朱子系統要講「天人

合一」是要另闢途徑，也就是在「格物」的最高的「盡心」境界中，天與人，主

與客才可以渾然為一體。 

（2） 但是，前述朱子的不足之處，亦是其於儒家形上學的建構上有貢獻之處。

也就是吾人若是把儒家形上學的建構，從把本心當焦點，而轉移至存有，亦即著

眼於自然萬物、天地之化。那麼，我們必要以格物為第一義的工夫，也必定要以

形而下的認知心，去窮格萬物的所以然之理，這也必定是以主、客對立的方式進

行探究。如此，本心暫且存而不論，即可建立一客觀的存有論式的儒家形上學系

統，這是知識性的，故而其理雖有只存有不活動的嫌疑，亦不可抹煞其價值，此

當可建立一套以生生之理為中心的形上學，這是孟子、明道、陽明體系無法成就

的功績。 

（3）本文欲指出，要建立一套完備的儒家形上學體系，明道式的「心即天」，以

及朱子的存有論型態皆不可廢。但是，以中國哲學史來看，朱子確實欠缺以本心

來合天的體驗，其氣心無法完全體現天道。然而，明道的「心即天」或「識仁」

卻轉向為陸、王心學，心學雖強調良知本心，但對形上學、客觀的世界卻沒有解

釋，或其本身無甚大興趣。如此，形而上天道在心學系統中變成可有可無。而且，

於朱子之後，理氣論完全轉為以氣為本。這樣看來，朱子的形上學正好可當作心

學與氣學的引導原則或歸正原則，即能把本心與氣都引導至太極之理或形而上的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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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歷來學者對朱子的思想型態或其理氣論的觀點 

    在開始論述朱子理氣論之前，本文欲對歷來朱子理氣論研究的重要觀點作個

討論，以明其中的哲學問題之所在。但是，歷來對朱子學的研究真可謂汗牛充棟、

不勝枚舉，在此只舉出其中最重要且較具哲學性觀點的羅整菴、李退溪以及當代

的牟宗三先生、羅光先生、唐君毅先生、勞思光先生等來進行檢討。 

 

 

（一） 羅整菴的理氣論 

     朱子定為一尊之後，對其思想的批評可分為兩種，一是對其心性論或工夫

論的批評，另一是對其理氣論的批評。前者以王陽明為其代表，後者即以羅整菴

為代表。羅整菴對於朱子理氣論的批評，其主要的觀點即是不滿於朱子以「理氣

為二」，也就是不滿其把理氣關係講成「二元論」。 

（1）羅整菴「以氣為本」的理氣論 

羅整菴思想最為著名即其以「理只是氣之理」的觀點，這是針對朱子把「理」

說的過於孤高，如朱子以「理」為「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只是箇淨潔空

闊底世界，無形跡」1。或者，是反對朱子把理氣解為二物，如朱子云「所謂理

與氣，此決是二物」2，以及「無是氣，則是理亦無掛搭處」3等話語。對於朱子

的這些說法，整菴云： 

理只是氣之理，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來，來而往，便是轉折處也。

夫往而不能不來，來而不能不住，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若有一物主宰乎

其間而使之然者，此理之所以名也。……愚故嘗曰：「理須就氣上認取，然

認氣為理便不是。」此言殆不可易。4 

以上，整菴的話語指出吾人要從「氣之轉折處」識取「理」，這即與朱子從

氣的所以然處推求「理」不同。因為，朱子的理是形而上之理，而「氣之轉折」

的理並非是屬形而上，然而，整菴卻說「理只是氣之理」。當然，整菴並不主張

理氣不分，故他說「理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理便不是」，但此理絕非是形而

上之理，其與朱子有相當的差異。所謂的「氣之理」，當只是氣機中曲折、構造、

作用或性質等等，這與朱子的形而上的「理」或「天理」是不同的，甚至無法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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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頁 116。 
2 朱熹：《朱子文集》，〈答劉叔文一〉，請參閱陳俊民校編：［台北：德富文教基金會，民 89］，

卷 46，頁 2095。 
3 朱熹：《朱子語類》，卷 1，頁 115 
4 羅欽順：《困知記（續）》［北京：中華書局，1990.8］，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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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創生的生生之理。所以，整菴的理與氣並非二物，而只是一物，或甚至只是

一氣的兩面，他說： 

……錄中有云：「理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

證明「氣有聚散，理無聚散」之說，愚則不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

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理氣，亦始終認為二

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理精深微妙，至為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

免於窒礙而不可得，……嘗竊以為，氣之聚便是聚之理，氣之散便是散之理，

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理也。……5 

    以上的引文，整菴是在批評薛瑄的觀點。這裡，可看出他明確地反對理與氣

為二物，其主張的是理氣為一物。而且，他說「氣之聚便是聚之理，氣之散便是

散之理」，可知他所謂的理氣一物，即是表示「理」為「氣之理」之意，也就是

理與氣都是一氣而已。所以，這樣的理並無超越性，只是氣中的理則、動力、曲

折而已，此理是隨著氣的消散而逝去，故云「有聚有散，是乃所謂理也」，即此

理並無永恆性。 

 整菴亦喜歡說「理一分殊」，但他也是以其理氣一物的觀點來談，他說： 

竊以性命之妙，無出理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不通，初不假於牽合

安排，自然確乎其不可易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理惟一，成形之後，

其分則殊，莫非自然之理，其理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
6 

以上這段，可看出整菴的「理一分殊」與朱子的完全不同。朱子的「理一」

是太極之理，「分殊」是太極之理散為事事物物中千千萬萬個理。但是，整菴卻

說「理一在分殊中」，這表示他的太極並非有總攝或超越於天地萬物之理的地位，

其太極之「理一」只是「分殊」的萬理的總集合。以朱子來說，他的「分殊」是

在「理一」的統攝之下，「太極之理」統攝了千千萬萬的理；但是，整菴的太極

之理並非超越的根源實體，其只是各個事物中的法則、理則、作用的總和或總稱

而已，故其「理一」只能於「分殊」上見。甚至，整菴的「理一」是虛懸無實義

的，此當然沒有主宰性7。 

最後，我們再引一段整菴的話，以明白他的思維模式。他說： 

自夫子贊易，始以窮理為言。理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

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來，一闔一闢，一升一降，循環無已。

幾微而著，由著復微，為四時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

彝倫，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交轕而卒不可亂，有莫知其所以

                                                 
5羅欽順：《困知記》，卷下。 
6羅欽順：《困知記》，卷上。  
7 鍾彩鈞：〈羅整菴的理氣論〉，請參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 期（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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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是即所謂理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立，附於氣以行也。 

或者因「易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易，類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不

然。夫易乃兩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眾理之總名也。云「易有太極」，

明萬殊之源於一本，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8 

首先，此段中整菴以天地間「無非一氣而已」，表示了「氣」為萬事萬物的

根源的立場。而「理」即為氣中的「莫知其所以然」，即前述是為氣中的法則、

曲折等等。當然，此理沒有實體性，故為「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立，附於氣以

行」。 

接著，他即以「易有太極」來解釋「理一分殊」的問題。他否認「易有太極」

是於陰陽之氣的變易之上，有一做為主宰的太極，他主張的是「夫易乃兩儀、四

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眾理之總名也」。這裡，我們可推知他以為太極是為兩

儀、四象、八卦中的分殊之理的總和。此即，等於把兩儀、四象、八卦隸屬於氣，

而氣中有各個分殊之理，而太極即為此氣中眾理的總集合。 

所以，整菴的氣中之理並非是形而上之理，而只是一氣中的理則、法則而已，

故而其太極之理亦非形而上的道體，他的太極只是這些氣中法則、作用的總稱而

已。 

 

（2） 對於羅整菴的「理氣為一物」的檢討 

整菴為首的「以氣為本」的理氣論的學者，都是不滿於朱子把「理」提得太

高，而又把氣貶得過低，造成理與氣好像毫無交涉，故他們都是想把理氣渾融為

一來說。其中，整菴又以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為標準。但是，我們若是以

明道的此段話語來看，他首先是先標舉出「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9的立場。

而且，明道亦以形而上與形而下要「截得上下分明」10，且又反對以「清虛一大」

為天道11，可見出明道與整菴的理氣為一或形而上、形而下為一是不同的。因為，

理氣要為一雖是可行的，但是整菴的理氣一物，卻走向「只是一氣」，其理的超

越性、永恆性、主宰性不見了。 

或者，有些學者會主張整菴仍說「認氣為理便不是」，或是他的氣的運作仍

有理來做主導的意思。但是，本文以為即使這些「以氣為本」的理氣論者的「理」

有某種主宰性，然他們的「理」的根源性是消失了，即他們理的是來自於氣，故

理的根源性是在氣，甚至一切存在物的根源也是氣，故氣才有根源性。所以，假

使他的理有某種程度對氣的主宰性，但基本上此理仍不是真正的主宰。因為，此

                                                 
8 《困知記》，卷上。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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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11。 
1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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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是生於氣，故在他們的系統中，還是以氣有較大的主宰性。 

最後，本文主張以儒家的道德哲學的精神來說，其應當隱含著理氣二分的層

級，而非理氣一物的形態。我們從孔子的「克己復禮」以求「仁」或孟子的「四

端之心」來看，儒家的道德修養皆是要從形軀情慾層超拔出來，以體證仁或良知

本心。如此，形軀情慾屬氣，良知本心是道德之理，明顯地為理氣二層的形態。

而且，孟子的道德哲學最終的境界是「盡心、知性、知天」，表示此本心的道德

之理是互通於「於穆不已」的天道。故而，儒家的道德之理即是天道於本心中的

顯現，故此理絕非是氣中之理，而反倒是超越於形而下之氣的超越、永恆之理。

總之，我們從儒家的道德哲學的精神來看，整菴為代表「以氣為本」的理氣論學

者的觀點，是不合於儒家的基本立場的。 

 

（二）李退溪的「理」 

歷來對朱子的理氣論的詮釋，總是會把他的「理」視為有「死理」或「不活

動」的嫌疑。但是，朝鮮學者李退溪卻頗為強調朱子的「理」的活動義，這是對

朱子的「理」相當有特色的觀點，故特此把其說收錄以簡述之。 

（1） 李退溪所詮釋的朱子的「理」 

李退溪把「理」解為有活動性、發動義，可從他與奇高峰的「四端、七情」

之辯論的主張中看出。所謂的「四端」是孟子的惻隱之心等四種情態，而「七情」

則是喜、怒、哀、樂等七種情，其論辯的爭執點是在孰發於氣？孰發於理？退溪

的立場是四端發於理，七情發於氣；高峰是以四端七情皆發於氣，但四端是七情

中發而中節合理者。我們即引退溪的一段話以明白此論題： 

惻隱、羞惡、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禮智之性焉爾；喜、怒、

哀、樂、愛、惡、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

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理氣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理，

何也？仁義禮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

然之則，則非無理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來，易感

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安有在中為純理，而才發為雜氣？

外感則形氣，其發為理之本體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

曰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善惡未定也，故一有之而不能察，則心

不得其正，而必發中節，然後乃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不外乎理氣，

而因其所從來，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為理，某為氣，何不可

之有乎？12 

                                                 
12李滉：《退溪先生文集》，〈答奇明彥論四端七情第二書〉，請參閱《退溪全書》［退溪學研究院，

1990.12］，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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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退溪指出四端與七情皆是有理有氣，但是一是主理，一是主氣。四端 

是仁義禮智的性理所發，是為純善無惡，是以「理」言之。而七情是「緣境而出

焉」，是「易感先動」的「形氣」，為以「氣」言。這裡，先不論其是否符合於朱

子義理，退溪的「理」已可看出有活動的意味。因為，若是以朱子的「理」為不

活動，則此理不可能發出四端之心。也就是說，如果理不活動，則動的、發的即

都是氣，則此理不能發出什麼，只能做為氣合不合理的標準。所以，退溪於此明

確以性理可發出純善的四端，即有理可活動發用的意味。另外，他又說： 

辯誨曰：「既發，便乘氣以行云云，四端亦氣也。」滉謂，四端亦氣，前後

屢言之，此又引朱子弟子問之說，固甚分曉。然則公於孟子說四端處，亦做

氣之發看耶？如做氣之發看，則所謂仁之端、義之端，仁義禮智四字做氣之

發看，則所謂仁之端、義之端，仁義禮智四字，當如何看耶？如以些而氣參

看，則非純天理之本然。若作純天理看，則其所發之端，定非和泥帶水底物

事。公意以仁義禮智是未發時名，故為純理；四端是已發後名，非氣不行，

故亦為氣耳。愚謂四端雖云乘氣，然孟子所指不在乘氣處，只在純理發處，

故曰仁之端義之端，而後賢亦曰剔撥而言善一邊爾。必若道兼氣言，時已涉

於泥水，此等語言，皆著不得矣。13 

此段，論者仍在質疑既然四端兼有理氣，則是否四端是「氣合於理」而發，

而非性理自身所發呢？退溪於此即是回應了此問題，他以四端為「純理發處」，

並以四端為「純天理之本然」，故不可「和泥帶水」，即不可兼氣言。這裡，即表

明四端之發是與氣無關的，是形而上之性理的發用、活動。退溪這說法是與把朱

子的「理」視為不活動者所抵觸，因為若理不活動，則四端之發只是氣去合理而

發，理本身不發動。但是，此說卻合於孟子的原意，即孟子的四端是本心的感通

之覺情，並非雜有氣的感性之情，此即為純理而發。總之，我們可看出退溪是以

孟子的不容已的本心的道德之理，來詮釋朱子的「理」
14
。 

其實退溪除了於四七之辯中透露此觀點外，他也屢屢以朱子的理有活動性，

他說： 

太極之有動靜，太極自動靜也。天命之流行，天命自流行也，豈復有使之者

歟？15 

朱子嘗曰：「理有動靜，故氣有動靜，若理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

知此則無此疑矣。蓋無情意云云，本然之體；能發能生，至妙之用也。勉齋

說亦不必如此可也。何者？理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陰生陽也。16 

                                                 
13李滉：《退溪先生文集》，〈答奇明彥論四端七情第二書〉，卷 16。 
14 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論爭》［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8］，頁

128。 
15 《退溪先生文集》，〈答李達李天機〉，卷 13。 
16 《退溪先生文集》，〈答李公浩〉，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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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兩段，退溪皆明白地為朱子說分明，即以朱子的「理」是有活動性的。

首段，他以朱子的太極動靜即是太極本身的動靜。次段，他又以朱子的「理」為

「能發能生」且有「至妙之用」，這明確地以朱子的理有生發的動力。 

 

（2）對於李退溪的「理」的檢討 

 本文對於退溪把朱子的「理」視為有活動性，基本上是持肯定的看法。因為，

本文以為朱子「理」不是只存在一種面向，其基本上至少有兩種面向。一種是存

在之理，另一為道德之理。當朱子說理是「無情意、無造作」或「淨潔空闊」時，

此在說「理」為存在之理，這時「理」會表現為如同不活動一般。但是，當強調

此理是為道德之理時，其卻能有不容已的動力，且此理是為生生之理17。例如，

當朱子把心中仁之理與天地生物之心相通來說，此理等同於元、亨、利、貞的流

行之理，此時「理」是有活動性的。或者，於太極為中心的宇宙論處，此太極之

理分殊為千千萬萬的理，各個物中的理又可再生出千千萬萬的理，其宇宙論呈現

出一生生之理妙運於其中的樣像，此理則當有活動性。所以，本文以為退溪是彰

顯了朱子的「理」的活動性，把握了其為道德之理的面向，即以其為一生生之理。 

  然而，本文以為退溪從孟子的良知本心的角度去詮釋朱子是有問題的。因

為，朱子的理雖有活動性，但是其求取心中的性理的方式，卻是「格物窮理」的

工夫去推至，而並非是孟子形態的把本心擴而充之的形態。我們引朱子的一段話

即可明白：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理雖無形，而端地之發最可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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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有是端

於外，所以必知有是理於內，……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

耳。18 

朱子在此以由惻隱之心，以推知吾人有仁之理，並以性善是由「遡其情而逆

知」以得實證。此即為一種「格物窮理」的形態，是以「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

必知有是理於內」，即把四端當作「然」處，而仁義禮智性理當其「所以然」以

推證之。這與孟子的從逆覺本心以體驗之，然後加以推闊良知本心的工夫實是兩

路。朱子是從然以推其所以然，是為格物窮理的形態；孟子是當下逆覺惻隱之心，

然後加以顯發、擴充。總之，對於道德之理，於朱子處是與心為二；而於孟子處，

本心即是道德之理，兩者明顯的為不同的形態。所以，朱子的理雖具活動性，但

因其是以一種主、客對立的方式，去窮格心中性理。故而，以工夫論來說，朱子

的目的並非去發用這道德之理，而他的重點是在明理，或是使心去合於理。 

                                                 
17 詳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對於朱子的『理』概念的解析」 
18朱熹：《朱子文集》，〈答陳器之二〉，卷 58，頁 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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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牟宗三先生對朱子的批評 

在當代的宋明理學研究中，最大的爭議點即是由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朱子的

定位問題。主要的觀點在於把朱子的「理」視為「只存有而不活動」，並且把朱

子與孟子為首的心學加以區分。如此，牟先生對於朱子有「別子（伊川）為宗」

的論斷。 

（1）牟先生對於朱子的「只存有而不活動」的「理」的觀點 

牟先生對於儒家形上學及朱子理氣系統的理解，可從他所區分的對道體的

兩種體會來談：其一是「即存有即活動」，其二是「只存有不活動」。 

什麼是「即存有即活動」的理呢？所謂的理即是一種存有之理，那麼活動

不活動是什麼意思呢？牟先生以為儒家的形上學所講的是一種活動的理，故而

這「理」必須含有神義與心義。這意思頗為難說，我們就以牟先生推崇為把握

「即存有即活動」之理的典型人物程明道來說起。 

我們可從牟先生對明道解釋<周頌.維天之命>的「維天之命，於穆不已。

於乎不顯，文王之德之純」19來看。牟先生說： 

此實體，再具體言之，只是一寂感真幾，故得曰神體，亦得曰誠體。誠即

含著敬，故亦得曰敬體。只是這「於穆不已」、「純亦不已」之實體。「不

已」不是落在氣邊變化，而是剋體而言。此體是心、是神、亦是理。但不

是「只是理」。心、神亦不能一條鞭地屬於氣。此即體而言之心是本心，

此即體而言之神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神，此者不可以氣言。心、

神、理合一，綜起來亦得曰理。此理是動態的理，是本體宇宙論的、即活

動即存有的理，不是只是靜態的理，只是本體論的存有之理。20 

        以上，牟先生認為儒家的道體即是「於穆不已」、「純亦不已」之實體，是

即寂即感之真幾，是為神體，有神義。所謂的「不已」即是「不止」，即是「生

生不已」之義，也就是天道的流行，而這樣的流行義即等同於《易傳》的「神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21。牟先生以為這「神妙萬物」是有本體義，即是天

道發用流行於萬物之神用。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牟先生認為儒家的形上道體不只是一「形而上的

理」，而此道體應當是有發用流行的活動性，此即是牟先生所說的「神義」。而

且，最重要的是此道體應當等同於吾人之本心，也就是此能神妙萬物的神體，

                                                 
19 此句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不止，行而不已。」即是能體會道體的流

行義。參毛公傳，鄭元箋(漢)，孔穎達等正義(唐) ：《毛詩正義》，〈維天之命〉。 
20 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台北：正中書局，民 59.10］，頁 107。 
21 《易經》，〈說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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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易傳〉的「寂然不動，感而遂通天下」的「至神」，牟先生把此寂感之神

詮釋為本心之神，即本心之發用流行22。這也就是說，儒家的道體，是理，也是

流行的神體，亦是流行的心體。或者，我們可以說儒家道體的流行之神義，只

有通過本心（心體）的發用流行才可體會，別無他途。這就是牟先生的「道德

形上學」，即是以著道德性的心體或性體的發用轉化為「生化之理」，即「生生

之理」、「道體流行之神」，打通道德界與存有界23。其實，即是說儒家只能從道

德（道德本心）通達形上界。 

以上，即簡述牟先生對儒家道體的「即存有即活動」和「道德形上學」的

規定。牟先生即以此來批判朱子所體會的是「只存有而不活動」之理。他說： 

他的存有論的解析是泛就存在之實然以推證所以然之理以為性，其直接意

思是存在之存在性，存在之理，……則即使是屬於道德的性，此性之道德

性與道德力量亦減殺，……實踐之動力則在心氣之陰陽動靜上之涵養與察

識，……即由性體轉移至對於心氣之涵養以及由心氣而發之察識（格物窮

理以致知）。24 

牟先生以為朱子所體會的理是從萬事萬物的「然」推向其「所以然」，所

以只是一種存有之理，而且朱子又把心規定為氣心，故性理與本心不能為一，

所以他的性理沒有道德性，故其理沒有心義（本心義）。他又說： 

其如此把握的實體只能是理，而不能有心義與神義，此即實體只成存有而

不活動者，因此，即喪失其創生義。然依孟子「本心即性」義，以及原初

的「維天之命於穆不已」與夫中庸之言誠體、易傳之言神體，則性體道體

本即是創生的實體，其自身是理是心亦即是神，是則實體是「即存有即活

動」者，而不是「只存有而不活動」者。
25
 

在牟先生的論斷中，朱子的理只是存有之理，存在之所以然，而且其心只

是氣心，故在其系統中沒有本心，所以朱子的理自然沒有心義（本心義）。如

本文上述，既然儒家道體的發用流行之神義，只能通過本心來體會，故朱子的

理在牟先生的分判中也就沒有神義，所以朱子的理即成「只是理」，即是「靜

態的、存有論的所以然」，而非「動態的、本體宇宙論地同時亦是道德創生的

所以然」。於此，在朱子的系統即把道體解為只是理，而道體的流行之神即被

歸於氣，故牟先生也舉出了許多朱子把道體的發用流行之神解為氣的謬誤26，

來證明他的觀點。 

                                                 
22 以上，牟先生論「神」的意義，參牟宗三：《周易哲學演講錄》，請參閱《牟宗三先生全集（31）》

［台北：聯經，2003.7］，頁 139-141。 
23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北：正中，民 85］，頁 180。 
24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北：正中，民 84.12］，頁 477-478。 
25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78。 
26 參《心體與性體（三）》，頁 45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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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形而上的道體、形而上的理、太極之理的體認工夫上，牟先生也以為

朱子不合先秦儒家的傳統。也就是體會此道體只能通過本心的逆覺，而朱子卻

以格物窮理的方式去把握，造成心與理為二。以下，我們再引牟先生的一段話

來見其意，他說： 

此種超越的道德意識與形而上的洞見所把握滲透之天命實體最後必歸於

逆覺自證。孔子之仁亦需逆覺自證以呈現之，決不是由「愛之理」已推證

之。……朱子必厭此逆覺，必欲以存有論的解析與格物窮理之方式去倒轉

而平置之，……蓋心與理為二即是外也。27 

對於朱子的心與理的關係，牟先生有一極為諦當的疏解，他以為朱子所講

的「心具眾理」並非陸、王的「心即理」的「本具」之義，而是認知地、管攝

地、關聯的「當具」28。也就是說，陸、王的本心與理沒有距離並且內容是一。

而朱子的心與理本有距離且不是一，但可以其心去攝具眾理，本來不是一，但

可把眾理具於心中。 

  

（2）對牟宗三先生的「只存有不活動之理」的檢討 

    以上，我們論述了牟先生為何把朱子的理視為只存有不活動，也就是因朱

子的心只是氣心，心與理不能合，故其理沒有心體的活動義，故無法體會天道

的發用流行之神。所以，朱子只能以從然推向其所以然的方式來格物以窮理。 

   然而，本文於此要提出一不同的觀點，也就是以著朱子的心、性、情三分

的心性論格局看，確實朱子的理有只是所以然之理的嫌疑。但是，若就著理氣

論本身，也就是朱子所建構的儒家形上學看，朱子的理絕對是生生之理，是即

存有又活動之理。 

    在心性論方面，朱子是以著從然推向其所以然的方式講，如從惻隱之然推

知吾人有仁之理，然後以著心去具性理，此心之理再發為情，這是心統性情的

型態。如此，確實與孟子的逆覺此良知本心的型態不同。而且，其把握太極之

理，亦是以格物窮理的方式，從事事物物之然推其有所以然之理，進而至以太

極為總天地萬物之理，這即與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型態大異其

趣。但是，我們可以說朱子是方法、工夫與孟子的逆覺之義不同，卻不能說朱

子所展示的太極之理是不活動、不流行的理。即如見後述勞思光先生的詮釋一

般，若是以朱子的太極之理無法發用流行，則與朱子以理為生物之本的規定不

合，也與朱子說太極生兩儀等字眼矛盾。 

   總的來說，本文以為朱子講道德之處，確實把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之心

                                                 
27參《心體與性體（三）》，頁 479-480。 
28參《心體與性體（三）》，頁 37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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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心之德、愛之理」及「心、性、情」三分的格局去規定，如此孔、孟活

潑潑的不安不忍的道德生命即與朱子隔了一層。因為，朱子從然推至其所以然

的格物窮理工夫與逆覺的工夫確實有異，且格物工夫較不能貼切於儒家的道德

生命，就著這方面講，本研究是認同於牟先生的觀點。 

但是，牟先生以為在理氣關係上，朱子的理只是靜態在「氣之然」背後以

超越地定然之與規律之，但不能動態地創生之、妙運之、鼓舞之29，也就是他

認為朱子所理解的太極之理與儒家形上實體不同，以朱子為「只存有不活動」

之理，這樣的講法即非本文所能認同。因為，朱子對天道的體悟，是以格物窮

理的方式去把握，而且是把焦點從逆覺本心轉移至天地之化、萬事萬物之理。

故而，這是一種以主、客對立的方式去探究，知性分解的方式去建構的儒家形

上學。所以，我們可說此系統不具孟子「盡心、知性、知天」或明道的「心即

天」的體會。但是，不可說他的太極之理與孟子、明道所指向的即存有即活動

的「於穆不已」的天道有何不同。或許，我們可進一步肯定朱子建立了一純哲

學思辨的新型態的儒家形上學。而且，他從存有之理來講儒家的形上學，亦是

孟子、明道甚至陽明系統完全不及或忽視的。所以，本文以為朱子只是於方法

或工夫上與儒家主流不同，但是對於究竟的根源之理（太極之理），絕對是生

生不已的即存有即活動者。 

 

（四）羅光先生的「生生之理」 

以上，通過對牟先生的觀點的討論，可知他認為儒家應該從道德來講形上

學。現在，我們即舉出與他相反觀點的羅光先生來與其參照。羅光先生的觀點可

以說即是從「存有之理」來講儒家形上學，並以「存有之理」來講道德，故而他

對儒家的詮釋首重「生生」是為「儒家生命哲學」。 

（1） 羅光先生把朱子的「理」視為「生生之理」 

所有的學者皆首肯朱子的「理」是為「生生之理」，但以羅光先生的詮釋最

為豐富。他說： 

儒家的傳統思想，以宇宙為生命的洪流，萬物都有生命，生命即是物的「存

在」。從存在方面說，萬物都是「存在」，好比說萬物都是「有」。萬物的

存在，由陰陽二氣在運行時，結合而成。陰陽兩氣的運行沒有停止。常是

繼續，常不停結合而化生萬物。這種運行稱為「生生」。易經說：「生生之

謂易」。30 

以上，羅光先生是從萬物的存在中，即陰陽交感的不斷變化流行中，見其「生

                                                 
29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507-508。 
30 羅光：《儒家哲學的體系》，請參閱《羅光全書（十七）》［台北：臺灣學生，民 8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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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此即易經的「生生」。可以說即是從存在的不斷地變化中，見其變化之道，

這即是生生之道。並且，他認為儒家是以此「生生」來講道德，他說： 

在儒家心目中，宇宙萬物是「生」，「生」的表現不同而有各種的實有物，

整個完全的生生之理則是仁義理智的理，整個的完全生命就是倫理性的精

神生命。……中國哲學具有形上學，由形上學而到倫理學，中國形上學講

論萬物的存在，以存在為生生。生生在各級物體逐漸表現，達到最完美的

程度時，乃有高尚的倫理生活。31 

在此，羅光先生說到了「生生之理」，這顯然是受了朱子的影響。他以在

萬物變化中所見的生生之道，為生生之理，這「生生之理」亦為「仁義禮智之

理」。所以，羅光先生的思想即是從存有的生生之理，來建構儒家形上學，然

後再以此形上的生生之理，來講儒家的倫理學。以此進路來說，儒家的道德實

踐即是要吾人去完盡此生生之理。所以，其認為朱子的形上系統即是展現了此

型態，他說： 

天地的理為「生生」，人的理為「仁」，……天地生生經過四項歷程，即元

亨利貞；人的心靈生活也有四項歷程，即仁義禮智。仁義禮智屬於人的本

體，為本體的特性。因此倫理道德的善德和本體的特性相連。朱熹的「形

上結構論」，結合了本體和道德，聯繫了倫理學和本體論。32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看出羅光先生以為朱子的仁是為生生之理，又使人的

仁義禮智四德符應於天地生生之元亨利貞。這是連結了本體和道德，即是以形

上的生生之理，來成為人的德行之源。這可以說是羅光先生所欣賞的由形上學

（生生）而走向倫理學的儒家哲學型態，所以朱子的思想在此看來有完備的「形

上結構論」。 

而且，他也反對將朱子的理當成是死理，他說： 

天地萬物整個之理，為存在之理，天地萬物的存在，不是呆板死靜的存在，

而是繼續不息的生死相代謝，而且繼續發揚增多。這種存在之理，便是生

生之理。……然而仁不是呆靜的抽象之理，而是萬物生生不息之理，則是

活的具體之理。33 

以上，羅光先生的意思相當清楚，即是此理雖是萬物的所以然之理，存

有之理，但他不能被當作抽象的死理去看，而此理必為生生之活理。 

 

（2）對羅光先生的「朱熹的形上結構論」的檢討    

                                                 
31羅光：《儒家哲學的體系》，頁 191-192。 
32羅光：《儒家哲學的體系》，頁 57-58。 
33 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宋代篇》［台北：臺灣學生，民 73.1］，頁 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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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羅光先生認為朱子是從把太極規定為生生之理，此即展現為天道的

「元、亨、利、貞」，落實到人身上成仁、義、禮、智四德，如此連結了本體論

與倫理學，而吾人的道德生活即是要完盡此生生之理。 

本文以為羅光先生的詮釋是極合乎朱子思想的本意，因為以朱子的「仁說」

來看，確實是從「天地生物之心」，講到元亨利貞的生生之理，展現為天地之氣

的春夏秋冬，然後此理與人心中的仁義禮智之理相通，而心中之理可以仁理統

之，故吾人成德即是要完盡此仁之理。這樣的義理，可說是以存有之理來解釋道

德，並且是一種存有論式的儒家形上學。這種型態是合乎羅光先生的儒家生命哲

學的規定，即從存有界的變化中見生生之理，以此宇宙生生之生命來規定道德。

所以，羅光先生可說是可理解並欣賞朱子之學者。 

但是，羅光先生若以為儒家形上學即應該這樣講，那就非本文可以同意。本

文以為儒家形上學的主幹仍是以牟先生所詮釋的逆覺工夫來進入，即是孟子的提

撕本心以盡心知性知天，然後以明道的天人合一之境為典型。也就是若以天道為

「客」，道德本心為「主」，是主客通而為一之境，且是從主體的逆覺來契悟天道。

這也就是為何講到「維天之命，於穆不已」，即要以文王之德來顯。或是《易傳》

講「大哉乾元」、「乾道變化」，即要以君子自強不息之德來表現的原因。也就是

說，講儒家的形上智慧，不因其強調主體性就會抹煞的客觀的天道，反是從展現

主體之德來體現天道。 

 

（五）唐君毅先生的折衷論點 

   以上，論述了牟宗三先生與羅光先生的觀點，一個是以道德來講形上學，

一個是由形上的生生之理來規定儒家倫理學，即一個從道德講，一個從存有

講，可說是兩種對立的觀點。現在，我們即來看一種折衷的講法，即是唐君毅

先生的觀點。 

（1）唐先生對於朱子的「理」與「心」的詮釋 

   唐君毅先生採取的方法即是增加朱子的理的道德性，他認為朱子的理應當

視為一種「當然之理」，他說： 

 人唯在感當然之理之命令之心理中，乃覺此理先昭露于前，氣從之以動。

蓋吾人之感當然之理之命令，吾人必感吾人先尚未為吾人所當為，即吾人

必感先尚有未能實現此理之處。……故此中當實現某理之感，即包含有「理

與氣之距離之感」，包含有「理尚有未實現于氣處之感」。34 

                                                 
34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三）》，請參閱《唐君毅全集（十六）》［臺北市 : 臺灣學生, 民

80］，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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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於此把朱子的理視為一種道德之理，即是要通過道德自覺，由內心

的道德命令去體之。然後，吾人會感到自身無法完盡此道德之理的無力感，即

可領會吾人有一氣的限制。以此，來證成人是理氣的兩層存在，以及存在界的

理氣二元之型態。 

另外，唐先生也不完全把朱子的心完全判為氣心，視為形而下，而是以其

心為能「貫幽明、通有無、通有形無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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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通於外，……上通內通於性理，……外通、下通於氣，……35 

以上，把朱子的「氣之靈」之心解為對於理與氣、形上形下有一種貫通

作用。以此，朱子的心便不會有陽明與牟宗三先生所說的「心與理為二」36的

問題了。也就是說此氣之靈之心，有種虛靈之作用，可往上通於形而上界以攝

具性理，然後再把此生生之理下貫於氣，通於形而下界。如此，朱子的心即不

是僅在形而下界沈淪，即可免於心與理為二之批評。 

唐先生也頗為肯定朱子提出此「生生之理」的貢獻，他說： 

朱子之所論（生生之理），既近承周張二程之言生生之理，遠本於易傳之

言生生之易，與中庸之言天之生物之道，……此不已，乃悠久無疆而永純

一不已，……，而自萬物之創生言，則萬物未生之際，只能說寂，其由未

生而生，此中先有者，亦只能是一由未生至生之一道一理，在前為導，而

物則依此生之道生之理以生。此即見天德天理天道之流行，於萬物之相繼

而生生不已之歷程中。37 

以上，指出朱子之生生之理是合於中庸、易傳講道體的古義，即是一生生

不已的流行之道。而且，因為肯定此生生之理，世界的存在即可受到保證。因

為在天地渾沌初開之時，只有此理，而此理既為生理，故即能成生物之功。然

後，天地萬物創生後，一切萬物又依此生理而相續不已。 

 

（2）對唐君毅先生折衷的論點的檢討 

   本文對於唐君毅先生的朱子的「心」的詮釋，持肯定的觀點。因為，雖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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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陽明云：「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理也。……是以吾心而求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

與理而為二矣。」參王陽明（明）：《傳習錄（中）》，〈答顧東橋書〉。 
3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請參閱《唐君毅全集（十二）》［臺北市 : 臺灣學生, 民

80］，頁 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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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心沒有本心義，是為形而下的氣心無疑。然而，我們必須以著唐先生把

其心視為貫通形而上、形而下來理解，才可盡朱子之實義。否則，朱子的格物

窮理工夫即不可能有豁然貫通之一悟，甚至其心是否能把握形而上的理都成問

題。所以，本文贊同唐先生把其心解為擁有上通形而上界的能力。但是，本文

卻以為朱子的心與理不能為一，其心只能以牟先生所說的是「當具」非「本具」

方式來合於理，朱子的心與理有距離的意思不可泯。 

    另外，唐先生把朱子的太極生生之理等同於中庸的生物之道，以及易傳的

生生之謂易，並認為此生生之理是天地萬物之所以存在的保證，並以此說有別

於西方以上帝解釋萬物的存在38，如此來展示儒家形上學的特色，本文以為唐

先生的說法真可見朱子形上思想之價值。 

然而，本文以為唐先生把朱子的性理解為一種道德之理，吾人即要通過一

種道德自覺來體之，本文以為此用法只可證明理氣二層的架構的真確性，卻非

表示朱子之理可以逆覺方式去體證。當然，本文以為朱子的理是具道德性，甚

至有道德動力。然而，若是以唐先生的詮釋，亦使人誤會朱子的性理可以逆覺

以體之，如此則與陸、王的心即理的型態的差異即不顯。故而，本文以為解釋

朱子的心、性、情關係、仁說等等思想，是要以牟先生的意思較為中肯，朱子

明是以一種從然推證其所以然的方式，從惻隱之情逆推吾人有仁之理，並以

心、性、情三分格局，心統性情工夫來解釋心中之性理如何發用，他並非有任

何的逆覺之義。所以，朱子的理雖有道德動力，但他是以格物窮理的方式去攝

取理，而非以逆覺的方式。 

 

（六） 勞思光先生對朱子理氣系統的質疑 

     勞思光先生對於宋明理學的詮釋是有所偏頗的，其只承認陸、王是符合於

孔、孟的心性論系統，對於宋明理學的天道論或理氣論皆無法欣賞，以為這些理

論會陷於錯誤或困境，本文即略述如下。 

（1）勞思光先生對朱子體系的詮釋與定位 

勞思光先生對於宋明理學的詮釋採「一系說」的觀點，即認為宋明理學史的

演進是從漢儒影響的「宇宙論中心之哲學」回歸至「孔孟主體性的心性論」型態

之一系的過程。他以周濂溪、張橫渠為半形上學、半宇宙論的「天道觀」系統，

而二程是從「天道觀」進入「本性論」，「本性論」是已擺脫了宇宙論的純形上學

型態。而朱子因為講太極圖說，故而他是綜合了「天道觀」與「本性論」。到了

陸、王才是完全擺脫了漢儒影響，回歸孔、孟完成主體性的心性論系統39。他說： 

                                                 
38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459-461。 
39 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台北：三民書局，民 82.8］，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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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說實是將「天道觀」與「本性論」相連而成。……「天道觀」之基本困

難，在於無法安置「未定項」，因之，其價值論自始即朦朧不明，……。「太

極」作為共同之理，即是「天道」；陰陽以下屬「氣」之領域，但皆由「太

極」生出；依此則陰陽五行之變化，皆不能不依「太極」之理。……朱氏

承濂溪之觀念，乃有「理管不得氣」之論。40 

以上，是勞先生對朱子學的衡定。在深入探討勞先生的觀點之前，我們先

來看他如何批判「天道觀」和「本性論」。勞先生以為「天道觀」既以天道決

定了萬有，何以萬物常有不受天道決定的情形發生？尤其是人的自由意志對善

惡的抉擇何以獨能悖於天道？以上，即是勞先生所說的「天道觀」無法面對的

「未定項」問題。再者，「本性論」在於物物各成其理（性即理），這就可承認

萬物有不合理之可能，此即可安置一「未定項」41，故而「本性論」於理論的

合理性上是優於「天道觀」。 

回到以上的引言，勞先生以為朱子的「理管不住氣」，似乎肯定了萬物有

氣作為限制，故有合理及不合理的可能，此即說明了「天道觀」的「未定項」

的問題。然而，勞先生以為朱子卻沒有完全解決「天道觀」的困境。他說： 

「氣」本身另有自動性，故可不合於理。但若如此說，則「氣」之自動性

之根源何在？便成一問題；且不符於「理」生「氣」之基本假定。42 

以上，勞先生以為朱子既以理為首出，但是氣卻有自主性，那麼即使解決

了「未定項」的問題，其「理管不住氣」的說法也違反了其「理生氣」的基本

立場。 

另外，以著朱子繼承了伊川的「本性論」的立場來說，勞先生以為亦會陷

於不可避免的理論困境。他說： 

蓋虎食羊，則羊不能全其生；虎不食羊，則虎即不能全其生。此處之難局，

乃由虎之「本性」如何實現而來；……以「本性之實現」為價值基礎時，

面對本性實現間彼此之衝突，即將發覺價值標準難於定位。43 

以此，勞先生以為物物若以完盡其理（性即理）為目的，則會發生萬物彼

此間之衝突矛盾之事，如萬物間弱肉強食的現狀。如此，即證明「本性論」有

其理論困難。 

對於朱子的工夫論，勞先生亦有批評，他說： 

若落在成德工夫問題上說，……蓋朱氏之「心」既屬於「氣」，即不能有

                                                 
40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315。 
41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53-56。 
42 參《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53-56。 
43參《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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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驗之主宰力；其始動時必全受「氣」決定也。……朱氏以「心」為「氣」，

而此「氣」又可以昏，可以濁，於是工夫之動力遂成問題。44 

勞先生認為朱子把心視為氣心，而此心可善可惡，並非德行之根源或動

力，故其成德工夫即於動力之處有其困難。 

對於朱子文本的詮釋，他對「理無動靜」、「理無造作」有一段極諦當的說

明： 

「太極」或「理」本身可說無「動靜」。然不能無「發用」或「運行」，否

則由「太極」至陰陽五行之過程即不可說。……說「理」無「造作」，則

朱氏之「理」，依此說看，又似無目的性；如此即與「理」之「為生物之

本」衝突，且亦不合「太極」生兩儀等等之根本斷定。……蓋朱氏之意不

過謂受時空決定之一切存在，皆由氣生；而「理」不受時空決定，故不在

時空決定下有「造作」或「作用」而已。「理」或「太極」之能生陰陽五

行及萬物，皆就「氣依於理而生」一義講，此「依」處即「理」或「太極」

之「顯用」或「運行」處，……45 

以上，勞先生表示朱子所說的理或太極無動靜、造作，並非表示太極之理

是不活動，這僅表示太極之理是超時空，故不可以動靜言。吾人則必須以太極

之理「發用」、「運行」、「顯用」於陰陽、五行及萬物處來理解，如此才不至與

朱子以太極之理為「生物之本」、「生生之理」產生矛盾。 

 

（2）對勞思光先生所論朱子理氣論的理論困境之檢討 

    勞思光先生以為朱子的理氣論是結合了「天道觀」與「本性論」系統，並

且他以為朱子皆無法解決兩系統的理論困境。對於「天道觀」的「未定項」的

困難，朱子是以「理管不住氣」來解決，勞先生以為如此即與朱子的「理生氣」

的設定有所矛盾。 

本文以為勞先生此說似乎使「天道觀」無法反駁，但是勞先生實是先預設

了「天道觀」必不能解決「未定項」的問題，也就是先獨斷的設定「天道觀」

的標準，認為凡是「天道觀」的型態，皆必為萬事萬物的活動、作為皆是由天

道所操控，甚至連人的自由也在「天道觀」的籠罩下失去。然而，勞先生的問

題其實類似西方無神論者的觀點，即是「既然上帝創造了一切，為何這世界會

有惡呢」。本文以為此問題在儒家形上學或朱子的系統並不存在，因為儒家形

上學並不是先設定一全能的天道，無中創造萬物。以朱子的系統來說，其僅僅

是從天地之化中見有所以然的生生之理，此太極之理即妙運陰陽二氣或萬物之

                                                 
44參《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317-318。 
45參《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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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著眼見的世界看，這自然是一氣機滾來滾去的世界，而有些時候此生生

之理為顯，有些時候此生生之理為隱，也就是理必透過氣來呈現，並對其有所

限制，故朱子以「理管不住氣」來描述世界的現狀。所以，朱子並不強調於太

極之理的為一全能主宰，故而以朱子來說世界本有合理或不合理，也就是說此

「未定項」與其太極之理的設定根本不矛盾。 

   而且就著人的自由來說，儒家天道觀更是不會與自由相抵觸。我們以著牟

先生的「道德形上學」看，儒家的天道即是要從逆覺此良知本心來體會，孔、

孟反而是從挺立了人的主體性來契悟於穆不已的天道。所以，勞先生以為「天

道觀」會與人自由的為善為惡的「未定項」抵觸，這是因為他根本無法理解儒

家道德形上學的精神。 

     再者，論到勞先生所說的「本性論」的難題，即是萬物都完盡其本性（性

即理）時，會產生彼此間本性的衝突云云。首先，勞先生以著動物彼此相食的

求生之慾來說這即是完盡「生生之理」，這是一不恰當的例子，因為他是以著

形而下界的現象活動，來解釋形而上界的價值領域，此兩層次的事物是不能放

在同一層來討論的。 

而且，以著某一動物食他種動物的事件來看，這確實是此一動物破壞其他

動物的「生生之理」，然後以完成自身的生生之理。但是，若是以著整體的自

然界看，此事件僅是一微不足道的瑕疵，物種彼此相食，是為了整體生態系統

的和諧與平衡，這微小的破壞是成就了天地生化的完美性，反而是證明了此生

生之理運行於世界之中。 

勞思光先生對於儒家形上學的批評並不中肯，因為他並非是進入其理論內

部來檢討其中有何哲學問題，他是獨斷地先視儒家形上學為錯誤或幼稚之理

論，然後以此為出發點，來否定形上學在儒家哲學中有任何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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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形上學與天道論 

    朱子的理氣論實是一集大成的思想，他巧妙地撮合了濂溪的「太極」及橫渠

的「氣」，並加上二程的「理」，以成其一廣大悉備、體大精深的形上學體系。在

開始本文的論述之前，我們必先對「形上學」的名義作一探討。因為，本文會常

使用西方「形上學」一詞，而非採用傳統中國哲學的「天道論」之名，來討論朱

子的理氣問題。 

 

 

（一）形上學（Metaphysics）的定義 

西洋哲學中的「形上學(Metaphysics)」，即是亞里斯多德所說的對於「存有者

的原理(principle)和原因(causes)」的追尋46，即是一種思辯「作為存有的存有是什

麼」以及研究「作為存有的各種屬性(attributes)」的學問47。也就是說，這是對於

一切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原理作探求的學問，以著中國哲學的用語來說，

即是探求「物」的「所以然」。例如，朱子對於事事物物中的所以然之理的探求，

即符合以上對於形上學的定義。 

然而，當吾人就著一切物的原理、原因、屬性思維時，即必然會遡源至一根

源的存有，即是亞氏的永恆、不動的動者或實體(eternal unmovable substance)，這

實體最後是等同於理智(thought)，然後再等同於神(God)48。此即，形上學問題就

著一切存在之物的所以然窮究，必然會接觸至一切物之所以產生的源頭，這樣超

越的存在於西洋哲學即是神或上帝，在中國哲學中即稱為「道」、「太極」或「天

理」等等。這樣的學問，在中國哲學多稱為「天道論」。 

而且，形上學還必須探討此根源的存在（即上帝或天道）如何地創造或創生

一切的存有者，也就是對於萬物生成的過程及原理加以探討。如此，形上學即包

含了另一門科目，即是宇宙論（Cosmology），或稱為自然哲學（Philosophy of 

nature），這門學問是以自然界為研討對象，其任務是在探求大自然的終究秘密49。

若以中國哲學來看，太極至陰陽到五行，以至於萬物化生的過程，或是對陰陽、

金木水火土五行本身進行的討論，都是屬於宇宙論的範圍。是以，若要強調宇宙

論於形上學中的特殊性，可說宇宙論是加上的時間的序列，故也稱為「宇宙發生

論」。而且，以其對於存有者的研究來看，它是以較為「有迹」的面向來看存有

者。 

                                                 
46 Aristotle.Metaphysica.translate by W.D.Ross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Vol.8.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1025b 1-5. 
47 Aristotle.Metaphysica,p1026a 31-35. 
48 Aristotle.Metaphysica,p1071 b5-1073 a15.  
49 布魯格，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臺北，國立編譯館，民 78］，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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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上學與中國哲學 

   以上，介紹了西洋哲學中形上學這門學問的定義。但是，這「形上學」這一

譯名實是來自中國的《易經》的〈繫辭傳〉：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50。 

 這裡，所謂的「器」可以說即指一切的存有者，所以「道」即是「器」的形

質之上（形而上）的所以然51。這樣的意思，與著西方對形上學的定義即「研究

存有者的原理或屬性」，以及「存有之所以為存有是什麼」是相符合的。此即，

並非以「無形者」就是「道」，而是就著「形器」來求其所以然的「道」，也可說

是就著一切的存有者來求其中的「道」。 

 在西洋哲學傳入中國的初期，一般學者認為中國的思想並沒有完備的形上

學，尤其是儒家可說只是一種倫理學。當然，現在這種說法已經完全被否定了。

在中國哲學中，固然形上學沒有被當作一門專論來研究，但是它確有極為深刻地

對形上學問題的討論。例如，對於天道、道、太極、理或氣等等根源存有的探討，

甚至比起西方形上學更為豐富，這些課題通常被稱為「天道論」。 

  然而，為何我們當今要把天道論納入西方形上學的框架來研究呢？本文以為

我們除了有要與西方形上學做一對話的企圖之外，形上學一詞也比天道論要能更

能表意。因為，當吾人說到天道論時，好像僅僅是在探討天道本身的理論，那麼

可能就只符合於前述西方形上學中所說的上帝部分。如此，例如陸、王的「本心」、

「良知」就不能包括在天道論裏，但「良知」、「本心」絕對是形上學要探討的對

象。所以，通過這個例子，我們就可知道使用「天道論」一詞時，我們就會遺漏

了中國哲學中許多重要的形上學問題。 

 

（三）主觀性的形上學與客觀性的形上學 

   在結束本節的論述之前，本文必須對於「形上學」可區分為「主觀性」與

「客觀性」兩種，再加以探討。於此，我們以牟宗三先生的觀點來討論，他說： 

大體言之，中國名家傳統所開之玄理哲學，其形態是「境界形態」；而西方

哲學，其形態是「實有形態」。一是主觀的神會、妙用，重主觀性；一是客

觀的義理、實有，重客觀性。52 

                                                 
50 《易經》，〈繫辭上〉，十二章。 
51 《周易正義》云：「形是有質之稱」，又說：「既有形質，可為器用」。參孔穎達，王弼、韓康

伯注，李學勤主編：《周易正義》﹝台北，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繫辭上〉，十二章。 
52 牟宗三：《才性與玄理》［台北：臺灣學生，1997.8］，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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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牟先生是在論道家是「境界形態」的形上學時所述。其實，我們亦可

以此區分形上學有主、客觀面兩種。我們先來談主觀面的境界形態的形上學，牟

先生有云： 

一切皆從人證聖證之「主觀性」上說，不自存有之「客觀性」上說。自「我」

這裏發，不自「它」那裏發。自「我」這裏發，發而亦可涵蓋乾坤，賅宇宙

萬物而言體、言用、言無言有、言神化、言一多、言寂感，儼若亦可成一本

體論。然此本體論實只是聖證之主觀性所達至之境界之客觀姿態，而不真是

分解撐架地在客觀真實方面真有如此之「實有」，真作如此之「實有」之肯

定。53 

以上，牟先生解釋主觀性的形上學並非從「客觀性」入手，即非肯定「實有」

而對其「分解」。此即，表示主觀性的形上學並非從上述「存有者的存在性」切

入，而是從主觀的「聖證之境界」進入，這也就是一種聖人境界，即聖人境界中

的世界。當然，並非人人皆聖人，故吾人即要從本心或玄智契入此聖人之境。是

以，所謂的主觀性的形上學，即非探究存有者的存有或存在性，而是主觀面的心

靈所開出的一境界。當然，此境界中即含有對存在界的解釋。例如，明道的「只

心便是天」，或是象山的「滿心而發，充塞宇宙」，都是一種主觀性的境界形上學。 

反之，所謂客觀性的形上學，即是客觀地對存有者進行探究，即探求其「存

有之所以為存有」的原理、原因，即研究一切存有者的存在性。其實，也就是把

一切存有者當一個個的實體去研究，故亦稱為「實有形態」的形上學。當然，此

形態是西方哲學的主流，但於中國哲學中亦有豐富的內容。例如，老子的「萬物

並作，吾以觀復」並不全是主觀形態，其是通過對萬物活動的觀察，抽繹出「道」

的變化法則。或者，易學的陰陽五行之說，是通過對客觀世界的「仰觀俯察」，

以求得的形上學原則。甚且，本文的朱子理氣論，即為對存在物推其所以然之理，

以此來建構的形上學系統。54 

然而，在中國哲學的形上學體系中，主觀面與客觀面常是互通的，其彼此亦

常無法明確區分。我們再引牟先生的話來看，他說： 

惟儒家聖證自正面立根，自德性之路入。體天立極， 繁興大用，故既有主

觀性，亦有客觀性。且真能至主客觀性之統一。蓋仁是客觀之實體，遍人遍

萬物而為實體，而亦即由聖證而見而立。而渾化、無為、寂照、寂感、圓、

一、虛、空、覺、健，這一切皆自主觀聖證之境界言，皆為聖人所體證；而

又一是皆樹之以仁體而實之，故一是又皆為仁體之屬性。此其所以為大成圓

教也。55                                                                          

                                                 
53牟宗三：《才性與玄理》，頁 264。 
54 參曾春海等：《中國哲學概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9］，頁 15-16。 
55 《才性與玄理》，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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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段話中，牟先生以儒家的「仁」來說，此「仁體」可開出主觀的聖人

境界，其仁體之發用可遍潤一切存有者。如此，一切存有者也皆以仁體為其本體，

而就把仁體轉為客觀性的根源存有或根源實體。如此，通過體證仁體，即可把主

觀境界與客觀實有合而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