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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理一分殊」式的宇宙論 

通過上章「太極論」的論述，本文主張朱子的「理」或太極之理是有活動性，

並且以朱子的「繼善」至「成性」，或是他論誠體流行義理，即可證明太極之理

本身可發用流行而成萬物之性。於朱子的哲學中，太極之理的發用流行所成就的

即是一「理一分殊」的世界，吾人也可通過他的「理一分殊」之論，證明他的「理」

是一生生之理。故而，本章即欲對「理一分殊」之說加以展示，以實證上一章的

觀點。所以，此章亦可說是第四章「太極論」的續篇。 

 

 

 

第一節 論朱子的太極流行之神：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

學思維來理解      

如上所述，本章是為「太極論」的續篇，且其是欲展示朱子以太極之理發用

流行而成「理一分殊」的世界。故而，對於朱子如何解太極的發用流行之神，於

此即不得不再加以探討。雖然，於上章已對「神」的相關問題多所論述，但因多

是針對牟先生的觀點而發，而對朱子本身如何講太極流行之神的論述仍有所不

足。因此，於論述「理一分殊」問題之前，必須再探討朱子講述太極的流行之神

的方式為何。 

 

 

（一） 「非有以離乎陰陽，不雜乎陰陽而為言」的確義 

所謂的「神妙萬物」，若依濂溪當指太極妙運於陰陽、五行、萬物之中，然

朱子是以「然推至所以然」的方式，來講太極為陰陽、五行、萬物之理。如此，

此所以然之理如何流行於陰陽、五行、萬物之中呢？於上一章，本文已證明朱子

的太極之理可發用至萬物處以成性，故朱子的太極有活動性無疑。然而，本文尚

未針對太極的「流行過程」本身進行探討，即還未以太極如何即於陰陽、五行、

萬物來看，也就是還未以宇宙發生論的時間序列來探究。故而，於此必須再探朱

子的「神妙萬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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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朱子的太極發用至陰陽之處，最為人所知的即是他以「不離不雜」來描

述。他說：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太極，理也，陰陽氣

也。氣之所以能動靜者，理為之宰也。）然非有以離乎陰陽也，（道不離器。）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器中之道。）不雜乎陰陽而為言耳。（道是道，器是器，

已上三句要離合看之，方得分明。）1   

以上這段話，若是以「所以陰陽是道」或「理氣二分」來解，是為吾人可從

陰陽之氣中，推其所以陰陽的太極之理。而且，太極之理是不雜陰陽氣迹的形而

上的超越之理。但是，太極之理又與陰陽之氣是相即的關係，且太極之理必須通

過陰陽之氣才能識取。所以，得出「不離不雜」來結論太極與陰陽的關係。但如

此的解法，又好似以太極只是一「所以然之理」，即為「只是理」而已，則太極

又好像失去活動性一般。 

但是，本文以為他的「不離不雜」並非以太極為「只是理」而已。我們即再

引朱子的話語，以明白他的意思。他說：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理不可見。）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氣有可循。已

上四段，是分說理氣。）是以自其著者觀之，（言就陰陽上看。）則動靜不

同時，（此句言流行之不同。）陰陽不同位，（此句言定位之不同。）而太極

無不在焉。（可見道之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言就太極上看。）

則沖漠無朕，（無聲臭之可言。）而動靜陰陽之理，已悉具於其中矣。（可見

道之體用一原也。已上二段，是合說理氣。）2 

以上這段註語，可看出朱子是應用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來理解。

其中，他以太極是不可見之理，故為「沖漠無朕」、「無聲無臭」，並且他又以「動

靜陰陽之理，已悉具於其中」。而且，吾人要從有跡可尋的「陰陽之氣」中，於

陽動、陰靜中才見「太極無不在焉」。如此，即以太極之理為「體」、「微」，而太

極於陰陽中即可發而為「用」、為「顯」，這就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

學思維。 

本論文於第二章第二節已述，朱子對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說加以

詮釋，他是強調「體立而用行」、「先體而後用」。故而，他的「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說是為無形之理發用或開顯其自己，而於氣迹之處加以顯用、展現。這也

就符合於前一章本文的立場，即以吾人從氣之然處推其所以然之理後，仍須思及

此所以然之理復返於氣之上使其動靜，此即「理搭於氣行」之意。所以，太極與

陰陽不離不雜的關係，單以從然推其所以然之理的方式體認，實不能完盡朱子之

                                                 
1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周子全書》［臺北：廣學社印書館，民 64］，

卷 1。 
2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周子全書》，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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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們必須以他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方式理解，即以無形的太極之理

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方式，發用或顯用其自身於陰陽之處以展現。其

實，朱子整體的宇宙論都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學原理來體會，他

說：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兩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行具。然五行者，

水、木，陽也，火、金，陰也。以氣而語其行之序，則曰木、火、土、金、

水，而木、火，陽也，金、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

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行之變，至於不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

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豈有所虧欠閒隔哉！3 

以上，太極可分出陰陽兩儀，然後陰陽之「一變一合」即生出五行，好像是

「母生子」式的生，但其實朱子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原理來解。他於

此說「五行之變」是「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又「所以為陰陽者」是為「無適而

非太極之本然」，且這樣的關係是「豈有所虧欠間隔」。如此，可知朱子的太極、

陰陽、五行是層層密合無間，此即為一種「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關係，即無

形的太極之理顯用於陰陽、五行之中呈現。他又說： 

五行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不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

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不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行異質，四

時異氣，而皆不能外乎陰陽；陰陽異位，動靜異時，而皆不能離乎太極。至

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豈有性外之物

哉！然五行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不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

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不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不在，又可見矣。4 

此段，是在解《太極圖說》的「五行，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行之生也，各一其性」
5
。這裡，以五行「即此而推本之」，則「明

其混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陽動」、「陰靜」則「不能離乎太極」。最後，結

論為「混然太極之全體，無不具於一物之中」。這一段，當然可以「從然推所以

然之理」的方式看，以理解為太極與陰陽的「不離不雜」。但是，若是以太極無

形之理，可顯現或發用於陰陽、五行萬物之中而見，並以其可以「體用」、「顯微」

的方式，發用、開顯於萬物處以成性來體認，則更可充盡朱子的觀點。 

 

（二） 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觀點論太極發用至陰陽、五行、萬物 

本文曾於第二章第二節，以及在上一部分論太極與陰陽不離不雜的關係時，

以朱子對「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說的理解，是強調其為「體立而用行」、「先

                                                 
3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周子全書》，卷 1。 
4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周子全書》，卷 1。 
5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周子全書》，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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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後用」。故而，他的從體到用、從微至顯有一種發用、開顯之意。所以，本

文以為朱子的「神」義，即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學原理來思維的。

於此，我們即更進一步討論此問題。 

朱子的「體用」、「顯微」之論確實有一種發用流行的意思，他說： 

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行也，形而下者也，萬物紛羅者也。

是數者，各有當然之理，即所謂道也，當行之路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

朕者也。若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事物物之間者為

用。若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理之發見者為之用。6 

此段話語中，朱子以形而上之理為「當然之理」、「當行之路」，且為「沖漠

無朕者」；形而下的事物，包括「陰陽」、「君臣父子」，是為「人之所行」、「萬物

紛羅者」。這裡，他以無形之理為「體」，此理發於事事物物為「用」。以另一個

觀點來看，他又以事事物物為「體」，而理發於其中為「用」。於此，雖以「理」

為「體」又為「用」，但他清楚地是在講無形之理可顯用或發用於事物中的意思。

他又有一段話說： 

須看得只此當然之理，沖漠無朕，……至於形而上下，卻有分別，須分得此

是體，彼是用，方說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理，方說得「無間」。若

只是一物，卻不須更說「一源無間」也。7 

此段，是在討論伊川的「至微者理也，至著者象也」的話語，朱子以為當確

實區分「至微之理」為「體」，而「至著之象」為「用」，才能說是「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這也就是他的「體立用行」、「先體而後用」的觀點。從這可知他是

以「理」為主，然後此理再顯用於事物之中。他又說：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便具微。天地未

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立，此理亦存，此是顯中有微。8 

這一段《語類》的話中，朱子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原理應用於天地

的造化，故此「無迹之理」當是太極之理。他說「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是指

太極之理是天地萬物之根，故在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太極已涵具天地萬物之理，

故是「中已有用」或「體中有用」。此即，太極雖尚未發育萬物，但太極之體即

如同內含有天地萬物於其中。然後，當天地生成後，太極之理又內在於萬物之中，

是為「顯中有微」。如此，太極與天地萬物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關係。

但是，我們必須把握朱子的「先體而後用」、「體立用行」的原則，故太極實是發

                                                 
6朱熹：〈答呂子約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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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頁 2186。 
7朱熹：〈答呂子約十三〉，請參閱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48，頁 218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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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頁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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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自身而顯現於萬物之中。再舉一段朱子的話： 

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

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

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行陰陽，陰陽太極」，

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女」，

「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不在是焉。9 

此段書信於前章已引述過，其中亦含有「體用、顯微」的道理。朱子於其中

說「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此即不以太極為「母生子式」

的生出二氣、五行，又說「以致於『成男』、『成女』，『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

蓋未始不在是焉」，如此太極又可妙運於其發用的萬物中。此即，表示太極仍是

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方式「展現」於二氣、五行、萬物之中。而且，在

太極、二氣、五行、萬物的序列中，太極無形之理是以「體立用行」、「先體後用」

地的發用流行自己於其中。 

以上的論述，我們可推論出朱子的太極流行之神，即是以「體立而用行」、「先

體而後用」的方式，而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學原理來理解的。也

就是說，太極之理是「體」、「微」，然後「顯用」於二氣、五行、萬物的流行過

程之中。朱子有許多這樣的話語： 

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便是

陰。動時便是陽之太極，靜時便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若

論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需有這實理，方始有陰

陽也，其理則一。雖然，自見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

生陰陽。
10
 

此段，更引伸了「答楊子直一」之書的講法，他論到「太極即在陰陽裏」，

且「若論其生，則俱生」。如此，仍是反對以太極生陰陽、五行為「母生子式」

的生。值得注意的是，此「俱生」關係容易使人誤會太極只是陰陽的所以然之理，

而以朱子的「理」沒有生發的作用，好似朱子的「理」與陰陽之氣同時產生，故

「只是理」而已，或甚為「氣之條理」。但是，若有如此想法即不能盡朱子之意，

因他又說「但言其次序，需有這實理，方始有陰陽也」，這就是以太極之理是「主」，

而陰陽是「從」，即以太極之理主導著陰陽之氣的或動或靜。故而，最後他結論

為「自見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所以，這裡的「俱生」有其深意，這表示太極之理隨著陰陽、五行之氣或萬

物而顯用，就是當二氣、五行、萬物生化而出時，太極之無形之理也同時呈顯出

來。此時，太極於陰陽中顯現，然後是五行中顯現，又於萬物中顯現，這各個「顯

                                                 
9 《朱子文集》，〈答楊子直〉，卷 45，頁 2009。 
10 《朱子語類》，卷 75，頁 2564-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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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流程並非是片段的，而是一體流行的，這就是「俱生」的實義，而這也就

能見出朱子的太極之理的是一流行之神體。我們再來看《語類》中的兩段話，更

可見出朱子的「神」義，他說：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行而在五行，即萬物而在萬物，

只是一個理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11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道理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個

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12 

以上兩段話，可清楚見朱子是以「由體達用」、「從微而至著」的方式解太極

的流行之神。此即，太極之理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方式，發用流行於

陰陽、五行、萬物之中，就是「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行而在五行，即萬物而在

萬物，只是一個理而已」，無形的太極之理即於陰陽、五行、萬物之中呈顯或顯

其功用13。 

總而言之，通過以上對朱子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說的探究，本論文

可以肯定在朱子義理中，確實可以說太極為流行之神體。 

 

（三）從「易有太極」的易學觀點論朱子的「神」義 

  朱子對於《易經》的「易有太極，是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14，是採取邵雍的「加一倍法」15解釋，朱子把此說與濂溪的《太極圖說》互相參

照、結合。從朱子的「易有太極」的觀點，可見出朱子的「宇宙發生論」的時間

序列，也瞭解朱子如何體會太極的流行之神。 

所謂的「加一倍法」，是說明伏羲畫卦的次序，是為「先天易」或「伏羲易」，

以此解釋六十四卦的形成。邵雍說： 

太極既分，兩儀立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

六，十六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六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易

                                                 
11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22。 
12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23。 
13 對於朱子的這些話語，勞思光先生有所發揮，他說：「蓋『理』本身無動靜，但其發用或運行，

即使『氣』有動靜。如此，由『太極』生陰陽，五行以至於萬物之歷程，即『理』落在氣上發用

之歷程，故合而言之，說『只是一個道理』，『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由此，世界萬

物之生成變化，皆是『理』在『氣』中之顯現，所謂『從微而至著』是也。」勞先生亦以「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的觀點，來理解朱子的「理」的發用。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

［台北：三民書局，民 82］，頁 281-282。 
14 《易經》，〈繫辭上傳〉。 
15 程明道云：「堯夫之數，只是加一倍法」。出自程顥、程頤：《河南程氏外書》，請參閱《二程

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民 72］，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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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位而成章也。16 

這一段話，邵雍是以太極為《易》中的自然之理，然後分出一陰一陽兩爻，

而為「兩儀」。此陰陽二爻，各自又衍生另一一陰一陽二爻，即成「四象」。「四

象」又生出另一一陰一陽，就成為「八卦」。以此類推，「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八分為十六，十六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六十四」，如此即成六十

四卦。朱子對邵雍的觀點加以採信，並引伸而為「宇宙發生論」的時間序列。我

們先來看他在《周易本義》的解釋： 

一每生二，自然之理也。易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理也。兩儀者，始為

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

始備。此數言者，實聖人作易自然次第，有不假絲毫智力而成者，……17 

在上註文中，朱子解「易有太極」為「易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理也」，

這就是明確以《易經》中的「太極」為陰陽的所以然之理。如此，朱子即把「易

理」直接等同於太極之理，此便是把《易》中的卦爻演生的次序，等同於太極之

為中心的宇宙發生論的次序。所以，太極生兩儀、四象、八卦的衍生而出，即為

太極或「易理」在背後推動以層層生出。而且，此無形的「易理」或太極與兩儀、

四象、八卦，實是一種「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關係18。如他說： 

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兩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者一，

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偶之上，亦生一奇一偶，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

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兩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

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上爻者二，而謂之〈乾兌〉矣，餘六條準此。此則所謂

八卦者也。八卦成，則兩儀四象皆分為八。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不假

智力，不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理莫不畢具，乃不謂之「畫前之《易》」，

謂之何哉？樸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

偶相生次第，令人易曉矣。其曰「畫前之《易》」，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理，

而特假手於聰明神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

此是《易》中第一義也。19 

此段，朱子以為不論是「伏羲八卦」或「文王八卦」，皆是於卦畫存在之前

就有「易理」存在，此即為「畫前之《易》」說。而兩儀、四象、八卦的卦畫的

出現，只是伏羲、文王按著「易理」使其「自然而生，瀵湧而出，不假智力，不

犯手勢」。這樣的說法，即是指無形的「易理」，通過聖人而以「體用一源，顯微

                                                 
16 邵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臺北 : 中華, 民 55］，卷 12。 
17 朱熹：《周易本義》，〈繫辭上傳〉［台北：大冠出版社，2004］，卷 3，11 章。 
18 朱伯崑先生云：「朱熹此說又是受了程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說的影響。他以太極為理，

以兩儀為卦畫，即將二者歸為理和象的關係。……太極之理為體，兩儀四象八卦為用，前者為微，

後者為顯。這樣，《周易》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便被視為太極之理自身的顯現，所以每一卦每

一爻又具有一太極。」參朱伯崑：《易學哲學史（二）》［台北：藍燈文化事業，民八十］，頁 532。 
19 《朱子文集》，〈答袁機仲七〉，卷 38，頁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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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的方式「顯用」或「發用」於兩儀、四象、八卦之中。此即，無形的「易

理」層層流行於兩儀、四象、八卦之上，主導整體的卦畫的衍生。對於這樣的意

思，朱子有云： 

太極便是一，到得生兩儀時，這太極便在兩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便在四

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便在八卦中。20 

所以，這時的無形的太極之理或「易理」之「體」、「微」，即「顯用」於兩

儀、四象、八卦之中。而且，此種「顯用」是一流行，故是層層衍生於兩儀、四

象之中，然後八卦之中。當然，朱子此時也是以一種「所以然之理」的方式來講，

就是於兩儀中見所以然的太極之理，然後是四象中見所以然之理，再來於八卦處

見。但是，我們絕不可理解為此所以然之理「只是理」而已，或以其為「但理」。

因為，朱子雖是以從然推其所以然的方式來體認，但此所以然之理（太極或「易

理」），仍是必以「體立用行」、「由體達用」的方式「顯用」或「發用」於兩儀、

四象、八卦之處。這裡，是以無形的太極之理，層層於兩儀、四象、八卦之中妙

運流行其自己而言，我們再看朱子的一段話： 

如「先天」之說，亦是太極散為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

不具一太極，……21 

從上引言可知，朱子以為兩儀、四象、八卦、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為

太極主導而衍生。而且，「一卦一爻，莫不具一太極」，這表示太極之理是隨著兩

儀、四象、八卦的生成而流行妙運於其間。再引一段話以見其意： 

「陰陽不測之謂神」，是總結這一段。不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便是

這一箇物事走來走去，無處不在。六十四卦都說了，這又說三百八十四爻。

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流其間。22 

此段，朱子以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中，只是「一箇物事周流其間」，

這成其變化的「一箇物事」定是指「易理」而言。與前諸引文參看，朱子明是以

太極主導並成就兩儀、四象、八卦、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且太極自

身即流行於每一卦每一爻之中。 

所以，朱子的太極之理的發用雖非「直貫」的發用，但他是以無形之理顯現

於一卦一爻或萬事萬物地方式，成其太極流行之神。結束此節之前，必須再探討

他於《易學啟蒙》中的「太極生兩儀」的觀點。他說： 

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

以超然而默契於其心矣。故自兩儀之未分，渾然太極，而兩儀、四象、六十

                                                 
20 《朱子語類》，卷 27，頁 967。 
21 《朱子文集》，〈答黃直卿五〉，卷 46，頁 2107。 
22 《朱子語類》，卷 74，頁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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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卦之理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兩儀，則太極固太極，兩儀固兩儀也。

自兩儀而分四象，則兩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兩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

而八，由八而十六，由十六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六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

之無窮，……23 

此段引言中，朱子以太極中涵具「兩儀、四象、六十四卦之理」，這是等同

於伊川的「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以無形之太極為兩儀、四象、六十四

卦的所以然之理，且以太極具有生成兩儀、四象、八卦的潛能，故好像兩儀、四

象、八卦內具於太極之中。然後，兩儀、四象、八卦、六十四卦至百千萬億的衍

生次第，即在形容此太極之理能流行並顯現於每卦每爻之中，且此每卦每爻的生

成皆是為太極主導而成其變化。這裡，明顯的是無形的太極以「體立用行」、「由

體達用」的方式，發用或顯用於一卦一爻之中。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見朱子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思維，於易學中也

把太極之理講成一流行的神體。而且，朱子的「易有太極」的觀點，也可相對照

於《太極圖說》中的太極至陰陽、五行、萬物的過程。這點，朱子於《易學啟蒙》

大加發揮，其云： 

易有太極。太極者，象數未形而其理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理無朕之

目，……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

此之謂也。是生兩儀。……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復動，互為其根，分陰分陽，兩儀立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

皆謂此也。兩儀生四象。……周子所謂水火木金，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

皆謂此也。四象生八卦。……邵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邵子所謂「八分為十六」者是也。……邵子所謂「十六分為三十二」者是

也。……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為六十四」者，是也。……引而伸之，蓋未知

其所終也。雖未見其用處，然亦足以見易道之無窮矣。24 

在這一段中，朱子完全以易卦生成的次序等同於「宇宙發生論」，即把「易

有太極」說與《太極圖說》加以結合。其中，他以「易有太極」等同於「無極而

太極」，而「是生兩儀」即為太極的「陽動」、「陰靜」，「兩儀生四象」為陰陽生

「五行」。最後，四分為八，八分為十六、三十二、六十四，進而「引而伸之，

蓋未知其所終也。雖未見其用處，然亦足以見易道之無窮」，這實是比喻「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所以，朱子明顯是結合了畫卦的次序與宇宙發生的次序。 

以朱子的理解，在「易卦」的形成之前，是先有無形的「易理」。然後，通

過聖人契合於「易理」，再衍生出兩儀、四象、八卦、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且「易理」即妙運流行於每卦每爻之中。並且，無形的「易理」為「體」、為「微」，

卦爻為「用」、為「顯」，彼此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關係。同樣地，在宇

                                                 
23 朱熹：《易學啟蒙》，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 : 上海古籍，2002］，卷 2。 
24朱熹：《易學啟蒙》，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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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論中太極是無形之理，且太極之理即層層展現其自身於陰陽、五行、萬物之中，

太極即如「易理」流行於卦爻一般，它亦妙運流行一切萬物之中。如此，太極是

「體」、為「微」，陰陽、五行、萬物是「用」、是「顯」，彼此也是「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的關係。 

以上，本文論述了朱子「易有太極」的觀點，若與上部分的「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相對照，可知他的「神」義確實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學

原理來理解。如上所述，朱子的太極即陰陽、即五行、即萬物而顯現，是為一種

一體流行的過程。而於「易有太極」之論，他亦以太極可層層於兩儀、四象、八

卦中顯現，這當然也非是片段地各自從兩儀、四象、八卦推所以然之理的意思，

這分明是太極一體流行而連續地流動於各爻各卦之中。其實，這也就是朱子的「體

立用行」、「由體達用」的觀點，即在表示太極能發用流行於卦爻或萬物之中。 

總而言之，朱子的太極並非「只是理」而已，也就是不可視之為「不活動」。

因為，他的太極明是一流行的神體，而他的「神」義當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的思維來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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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一分殊與生生之理 

在上一節中，本文以朱子的太極之理的發用，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的方式層層於陰陽、五行、萬物之處顯現或顯用。朱子通過「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的原理，所構成的即是「理一分殊」的世界25。也就是說，太極之理以「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方式發用於萬事萬物，即形成為「一理平鋪」的世界。 

 

 

（一）「理一分殊」的觀點的產生 

「理一分殊」這一哲學用語，出自伊川對於墨子的「兼愛」說與橫渠〈西銘〉

的「民胞物與」的比較，他說： 

西銘之為書，推理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論同功，豈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理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

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立而推理一，以止私勝之流，仁之方也。無別而

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26 

在橫渠的〈西銘〉中，他以乾坤為天地之父母，故從天地父母所生出的人物，

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故其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以及「尊高年，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並欲吾人能擁有「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

吾兄弟之顛連而無告者」的心境27。伊川於此指出〈西銘〉的心境是根源於「仁」，

故云「分立而推理一，以止私勝之流，仁之方也」，因此能擁有惻隱之心而無私，

此即為「理一」之處。但是，他以〈西銘〉是以「仁」為中心去盡其道德理份，

故與「兼愛」之說有所不同，這是符合於「義」之處。所以，伊川的「理一分殊」

是指倫理而言，是為以「仁」為中心來盡其倫理職分之意28。 

朱子繼承伊川之說而對「理一分殊」的觀念有所轉化，他把伊川的「理一」

推高為形而上之理，如此可能更符合橫渠以「乾坤」為天地父母的意義。他說： 

天地之間，理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女，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25 曾春海教授云：「朱熹則能將伊川的理一分殊連貫至伊川《易傳‧序》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的存有論觀點上，發展出朱熹自己理一分殊的本體宇宙論。」，他指出「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的原理的轉化，即是朱子的「理一分殊」思想。參曾春海：《易經的哲學原理》［台北：文津出版

社，2003］，頁 334。 
26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文集》，〈答楊時論西銘書〉，請參閱《二程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

民 72］，卷 9。 
27 出自張載：《正蒙》，〈乾稱篇第十七〉，請參閱《張載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2004］。 
28 陳榮捷先生云：「然理一分殊觀念，實為程子所新創。……無分指墨子兼愛，不承認於君於父

有特殊之關係也。故『分』字讀『附問切』，如職分之分，非分別之分。通常理一分殊之論，指

倫理而言。」參陳榮捷：《朱熹》［台北：東大圖書，民 79］，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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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大小之分，親殊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不能齊也。……程子以為明理一

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類，無物不然，

所謂「理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

亦安得不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不流於兼愛之蔽；

萬殊而一貫，則雖親殊異情、貴賤異等，而不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

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

而非所謂分立而推理一者。夫豈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理一，而必默識

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29 

朱子於此把「理一」視同「總天地萬物之理」的太極，並以此等同於橫渠的

乾坤之天地父母。但是，他以此根源之理的太極所生人物，皆是「大小之分，親

殊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不能齊」，〈西銘〉的「分殊」即是吾人能以天地父母為

中心，於天地之間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故不至陷於「兼愛」。但是，〈西

銘〉的境界又能推己及人而仁愛天下之人物，此即「不梏於為我之私」，或是「推

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而且，又可「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朱子所

詮釋的〈西銘〉境界，就是能於各親愛其父母、子女、兄弟之外，亦可推己及人

而仁民愛物，甚而可上通於天地父母或太極之理。 

從此，可見朱子是把「理一分殊」的倫理的解釋，往上推至於太極之理，然

於此實仍是一種倫理的解釋或聖者的心境。若要論到朱子如何以「理一分殊」建

構其宇宙論，就要提及周濂溪《通書》的〈理性命〉章，如下： 

……二氣五行，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

一各正，大小有定。30 

以上的濂溪原文，「一」當指太極或道體，此段是在說太極、陰陽二氣、五

行、萬物的生化過程。其中，太極發用於二氣、五行而化生萬物，但萬物、五行、

二氣又可復歸於太極。而且，這裡說「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此「萬

一各正」有「各正性命」之意，即以太極雖化生出萬物，但其實它自身又落實於

萬物而成其性。如此，太極之一理，即貫注其自身成萬物之性，即成就其「分殊」，

此段就含著「理一分殊」的意思。朱子即發揮此章而運用「理一分殊」觀念至其

宇宙論中，他說： 

二氣五行，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行之異，本

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理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

自其本而之末，則一理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

而小大之物，莫不各有一定之分也。31 

                                                 
29 朱熹：《西銘解》，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 : 上海古籍，2002］。 
30 出自《通書》，〈理性命第二十二〉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周子全書》［臺北：廣學社

印書館，民 64］，卷 9。 
31出自《通書》，〈理性命第二十二〉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周子全書》，卷 9。 



 147

在這段註文中，朱子以五行、二氣都根源於太極之一理，故萬物亦根於太極

之理。而且，朱子把「各正性命」的意思講了出來，即為「一理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就是以太極可分殊為萬物中的「性」，如

此在無數的萬物中，就有無數個太極，這就是朱子的理一分殊說的基本義理。 

 

（二）「理一分殊」式的宇宙觀 

通過上一部分的探討，可知朱子的「理一分殊」說是從伊川倫理的解釋轉化

而來，他把〈西銘〉的天地父母歸於理一，並等同於太極之理。同時，擷取濂溪

《通書》的〈理性命〉章，以「一實萬分，萬一各正」為「一理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以此，他就應用「理一分殊」來建立其

宇宙論。 

本文對於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區分其為兩種面向，其一是靜態的面貌，

即以「理一分殊」的架構來展現宇宙的樣像；其二是為一種動態的面貌，這是以

「理一分殊」來做「宇宙發生論」的解釋，即著重太極之一理如何分殊為萬理的

描述。首先，我們來以「靜態」的觀點來論述「理一分殊」之說。 

先從朱子《太極圖說》的註解中的「理一分殊」思想談起，他說：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不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

「妙合」者也。「真」以理言，無妄之謂也；「精」以氣言，不二之名也；「凝」

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行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類凝聚而成形焉。……。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

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女而觀之，則男女各一其

性，而男女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不在者，於此尤可以見其全矣。32 

這段，朱子是以太極落至萬物之處即成其性，而陰陽五行之氣凝聚以成萬物

之形來說。所以，男女、萬物各一其性，故說「男女一太極」、「萬物一太極」，

或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這是以太極之一理可分殊為萬物中無數的太極。朱

子這樣的說法有許多，他說： 

伊川說得好，曰：「理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理；及在人，則

又各自有一箇理。33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蓋體統是一太極，

                                                 
32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周子全書》，卷 1。 
33 《朱子語類》，卷 1，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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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34 

這裡的「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是為朱子的宇宙觀的架構，

就是「一理平鋪」的宇宙樣像。因為，太極分殊其自身於萬物之中，故太極不但

形而上的超越於萬物之上，且復內在於萬物之中，是為「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

一箇理；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理」。如此，即會產生一問題，就是「總天地

萬物的太極」與萬物之中的太極是否為同一個太極？這問題或許可改為「各個個

體是否是稟受了完整的太極」？我們來看朱子的一段話，來解決此問題，他說： 

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理

完具，不相假借，不相陵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

不曰各具一太極哉！35 

朱子於此段中，提出有人會以為「既然萬物源自於一個太極，為何各個萬物

皆能各具一太極呢」？朱子是以「一物之中，天理完具」來回應，這其實可以太

極下貫於萬物而為其「性」理解，即各個萬物的「性」都是完全的太極。 

我們可再以「月印萬川」之喻，清楚朱子的想法，於《語類》中有對話云： 

鄭問：「『理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不是割成片去，只如月印

萬川相似。」36 

問：「『理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理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

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裂乎？」曰：「本只是一太

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

江湖，則隨處而見，不可謂月已分也。」37 

「月印萬川」之喻中，朱子以天上之一月可印照出江湖中之無數個月，來形

容「理一分殊」的樣相。此時，天上之月與任何一江湖的月是相同的，即各個江

湖是稟受了完全的天上之一月。從此可知，太極之理與分殊之理的內容是完全相

同的，太極分殊自己成無數之太極，並非是太極的分裂或分割，故任一個體即稟

受了完全的太極。所以，可說是太極貫注其自身而為萬物之性，任何萬物所稟之

性的內容，就是完全的太極。朱子又有說： 

或問：「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源。」曰：「一個一般道理，只是一個道

理。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便有大窩窟水，小窩窟便有小窩窟水，木上便有

木上水，草上便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38 

                                                 
34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67。 
35出自《太極圖說》，請參閱《周子全書》，卷 2。 
36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67。 
37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67-3168。 
38 《朱子語類》，卷 18，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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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是在解釋「萬物各具一理，萬理同出一源」39這句話，這是於《大學

或問》中討論「格物窮理」所帶出的義理，實與「理一分殊」是相同的意思。所

謂的「萬理同出一源」朱子以「天上下雨」為喻，如雨落在地上成大大小小的水

坑一般，太極之理亦分殊為各個萬物中無數的太極，此即「萬物各具一理」。 

從以上的論述中，我們可以看出「理一分殊」之說是在講述一宇宙觀、世界

圖像。此即，以太極之一理，分殊為各個萬物中的千千萬萬的太極。然而，我們

也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思維來理解，也就是無形的太極之理，可以顯

現於各個萬物之處。以「月印萬川」之喻來比擬，即是天上之月高高在上，但它

卻可顯現、展現於江湖之中，成千千萬萬無數個月。也就是說，天上之一月為

「體」、為「微」，而它本身即於江湖中「顯用」其自身或分殊其自己。 

 

（三）生生之理所展開的「理一分殊」式的動態的宇宙論 

在上一部份中，我們以靜態的角度探討「理一分殊」之說，這就不禁會使人

懷疑朱子的「理」好像真是一靜定之理。因為，前述的「理一分殊」的宇宙觀如

同只是在論世界的結構，或是可說好似只呈現了「理」為一種存在之理，而「太

極」又是所有存在之理的總攝，如此很可能講成邏輯的蘊含關係40。這樣一來，

朱子的「理」就又成不活動了。 

但是，朱子的「理一分殊」說實另有動態的一面，這就是以太極為「生生之

理」，而成就的動態的宇宙樣像。我們先來看一段朱子對〈理性命〉章的解釋： 

周子所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

下推而上去，五行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理。自上推而下來，只是此一箇

理，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理。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然總又只是一箇理。此理處處皆渾淪，如一粒粟生為苗，苗便生花，花便結

實，又成粟，還復本形。一穗有百粒，每粒箇箇完全；又將這百粒去種，又

各成百粒。生生只管不已，初間只是這一粒分去。物物各有理，總只是一箇

理。41 

這一段的「自下推上去」，是在說太極為五行、二氣的所以然之理。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推而下來」，這就是以動態的面向來講「理一分殊」，是動態

                                                 
39 出自《大學或問‧上》，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四書或問》［上海 : 上海古籍，

2002］。 
40 馮友蘭先生就有類似的詮釋，他說：「如果一切類的理也用一個集體名把他們包括起來，這個

集體名就是太極。……對於一類事物說，其類的理是最高標準，『總天地萬物之理』者，比一類

事物的標準更高一層，所以稱為『太極』。……理不是具體的事物，但一切具體的事物都有其理，

其理蘊涵有無窮無盡的理。朱熹所說的『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就是這個道理。參馮

友蘭：《中國哲學史新編（五）》［台北：藍燈文化事業，民 80］，頁 176-178。 
41 《朱子語類》，卷 94，頁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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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發生論。這裡，他說「只是此一箇理，萬物分之以為體」，又以「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來說，這就與前述「既善」、「成性」的道體發用流行同意。此即，

以太極之理分殊為萬物之理是一發用流行的過程，並非以宇宙的結構來說「理一

分殊」，而是以太極之理發用流行為各個萬物之理的活動或過程而言。 

如此，這「理一分殊」的「分」字，即非為倫理職分之「分」；亦非為形容

「一理萬殊」的宇宙樣相的分殊結構的「分」意。本文以為朱子的「理一分殊」

的「分」字尚有另一層含意，是為發用、流行之意，是為一動力義，如吾人常說

的「分出去」的意思。如此的「分殊」是一活動、過程，即等同於《易經》的「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42，或《中庸》的「天命之謂性」43的義理，是表示道體發用

流行而分殊其自己，以成萬物之性的創生活動或過程。 

所以，上一章中的「既善」、「成性」是就著太極落實於單一個體而成性來講，

而這裏是指太極發用於無數的萬物以成其性，即是以太極分而為千千萬萬個太極

來說。如前所述，本文已證明朱子的「既善」至「成性」是太極之理本身的流行

活動，故這裏的「理一分殊」也當指太極本身的發用流行。也就是說，朱子的「理

一分殊」不單在講一宇宙的結構，而他是在講「理」本身的發用。所以，從朱子

的「理一分殊」說也可看出他的「理」有活動性。  

且於上引文中，朱子又以植物的生長來形容太極為一生生之理，他以為太極

之一理分殊為萬理的過程，即如同「粟」生而為苗，而苗又生花，花又結實成百

粒種，而這各個種子又可成苗、生花，又可再生百粒種。如此，可知他是以「理」

本身是為「生生只管不已」，「理」本身具有不斷創生的動力。所以，一理分為萬

理即是太極的創生過程。是以，朱子的太極本身即具有創生動力，實不當以「不

活動」或「只是理」視之。 

朱子以動態的面向講「理一分殊」的話有不少，他說： 

「顯諸仁」是流行發用處，「藏諸用」是流行發見底物；……譬如一樹花，

皆是「顯諸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眾花開時，共此一樹，

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

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諸仁」便是「繼

之者善也」，「藏諸用」便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燦然發見處，皆

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一叢禾，他初生時共這一

株，結成許多苗葉花實，共成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粒各成一箇性

命。只管生生不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

此理，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流行，生生不已。……44 

                                                 
42《易經》，〈乾卦〉。  
43 《中庸》，1 章。 
44 《朱子語類》，卷 74，頁 2526-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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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段中，朱子以《易經》的「顯諸仁」、「藏諸用」解「既善」、「成性」

的過程。其實，這就是以動態的面向來講「理一分殊」，他以「顯諸仁」是「繼

之者善」，而為「流行發用處」；「藏諸用」是「成之者性」，是為「流行發見底物」。

於此，是等同於《太極圖說》註文中的「實理發出」至「實理內藏」的過程，「顯

諸仁」是指太極之理的發用流行，而「藏諸用」是太極之理發用至萬物處以成其

性，此時太極「斂藏」其自己。 

這裡，朱子亦以植物的生長、繁殖來比喻，種子生苗生花，即是「顯諸仁」，

如同太極之理的發用流行。此時，整株植物是根源於一種子所發端的生命，是為

「共一箇性命」，這是在比擬整體宇宙是來自太極之一生生之理，即根源於一創

造性的真幾45。接著，「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這就是「藏諸

用」，即如太極之理發用其自己分而為萬物之性，這分殊的太極之理就內藏於萬

物中。這裏的「自成一箇性命」，是表示萬物各自接續太極之生理，故於其性中

亦稟受了宇宙創造性的真幾。另外，他又以「富有之為大業」形容萬物各個具

「理」，而「日新之謂盛德」表示太極之理的「運用流行，生生不已」。 

通過以上的論述，當可知朱子「理一分殊」式的動態的宇宙論的模式。此即，

以太極為生生之理，此理發用流行即散而為萬殊，落實於各個萬物處而成無數個

太極。然後，各個萬物即稟受完具的太極之生理，故能承接此宇宙的創造性的真

幾，故整體宇宙都能顯出生生不已的樣相。從此，我們可從他的動態的「理一分

殊」之說，見出太極散而為萬殊的「分」是有動力義，是太極本身發動而「分出

去」自己之意。所以，這「理一分殊」說中的太極之理定是一「即存有即活動」

的生生之理。 

而且，若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思維來看，前者靜態的「理一分殊」

之說是一般所論的無形之理顯現於萬殊之處的宇宙結構、圖像、樣像。但是，動

態的「理一分殊」之說卻是強調於「從體達用，由微至著」，或者是「體立而用

行」、「先體而後用」。此即，從無形之理至其於分殊之處的顯現是為一種「發用」、

「流行」，此分殊之「分」字是有動力的意思。所以，太極散而為無數個太極，

即是一種動態的「宇宙發生論」，就是在講太極的創生活動，如朱子所說：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葉，生生不窮。到得成果子，

裏面又有生生不窮之理，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更無停息。只是到成

果實時，又卻少歇，不是止。46 

這裡，亦以植物的生長與繁殖形容太極的創生，即以太極生發萬物如同「生

花生葉，生生不窮」，又說「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不窮之理，生將出去，

又是無限箇太極」，就是以太極落實於萬物之處，就成為萬物之性，此性也就是

                                                 
45 「創造真幾」是牟宗三先生之用語，是指道體的發用與生化而言。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

﹝台北：正中書局，民 85﹞，頁 76。 
46《朱子語類》，卷 75，頁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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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不窮之理」。而且，各個萬物皆稟受太極的創生性，即可成就一生生不息

的宇宙，且處處皆是太極之理的展現。 

而且，朱子的「易有太極」的「加一倍法」，也與「理一分殊」之說相互影

響，如他說： 

『繼之者善』，便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便恰似造化都無可做了，

與造化都不相關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流行出來，又依前是『繼

之者善』。譬如穀，既有箇穀子，裏面便有米，米又會生出來。如果子皮裏

便有核，核裏便有仁，那仁又會發出來。人物莫不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

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來，便自成一箇性了，便自會

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周先生《太極》《通書》，

便只是滾這幾句。《易》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

皆從此出，故曰『《易》有太極』。這一箇便生兩箇，兩箇便生四箇，四箇便

生八箇，八箇便生十六箇，十六箇便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便生六十四箇。
47 

以上這段話，是在解釋《太極圖說》中的「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並仍以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來解。其中，以道體「既善」、「成性」之後，萬物中

的「性」仍會生發而接續的「既善」，即如同植物結實後，其種仍會繼續發芽而

出。而且，又如胎兒受父母之氣是為「既善」，生出來後便「成性」，之後嬰孩生

長這又是「既善」。此即，整體宇宙的造化就是如此生生不息，這便是「理一分

殊」式的動態的宇宙論。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以為這樣的義理是可等同於他的「易有太極」之論。此

即，以無形的「易理」生發為兩儀、四象、八卦、十六、三十二，最後六十四卦

的展開，類比為「理一分殊」式的動態的宇宙論。從此，可體會朱子的思維方式，

他以為《易》的卦爻之形成，即相似於「理一分殊」式的宇宙發生論，就是以無

形的「易理」為「一」，而分殊自身於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若以無形

的「易理」是太極，則太極之理即發用其自身，而成為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中的分殊的各個太極。當然，我們可以說是他以「理一分殊」之說來解釋「易有

太極」的「加一倍法」，然亦可說他的「易有太極」的易學思維，促成了他的「理

一分殊」式的動態的宇宙發生論的產生。因為，不論是「理一分殊」的宇宙發生

論，或是「易有太極」的易學觀點，皆是著眼於一生生之理如何於形器世界中展

現、分殊其自己。故而，本文以為朱子的「理一分殊」的宇宙論與「易有太極」

之論是相互影響、相互促成的。 

最後，於結束此部分之前，必須申明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除了是在講

一靜態的宇宙觀或宇宙結構外，其實也是以動態的方式來論述一宇宙發生論。而

                                                 
47 《朱子語類》，卷 116，頁 3661-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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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們若能去深體此「理一分殊」式的宇宙發生論，當不會只把他的太極之理

視為不活動或「只是理」而已，因他所說的分明是一有創生動力的太極。 

 

（四）「理一分殊」體系中的人性、物性之說 

在結束本章之前，我們必須再對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論做一討論，因為他的

人性論與物性論，其實是從「理一分殊」的體系中所衍生出來的結論。 

（1）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 

如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所言，朱子的「既善」、「成性」之說是太極之理發用為

萬物之性的過程，且此太極的創生是為「以理言」、亦為「以氣言」，且太極之理

的流行是「接氣」而行。所以，我們可說太極之理發用於萬物處成其性的過程，

是即為太極之理落實於氣之中，或可說朱子的性理即是落在氣中的。從此，就產

生了朱子的「氣質之性」的觀點，我們先引朱子的一段話來看： 

氣質是陰陽五行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論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

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

不可謂性。才謂之性，便是人生以後，此理墮在形氣之中，不全是性之本體

矣。然其本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見得其不雜於此者耳。48 

此段，是朱子對「氣質之性」的定義，即為「全體墮在氣質之中」、「理墮在

形氣之中」，這就是在說太極之理發用於氣中以成性的意思。此時，太極之理即

落實於氣中成為萬物之性，此性理與氣結合的狀態就是氣質之性。如此，可知朱

子要說的是，凡是「性」就必須帶著氣，沒有離氣而言的性。但是，朱子仍肯定

在理論上仍存在著「人物未生」之前的性，就是上文說的「性之本體」，此性是

為未夾雜著氣的純淨之性，這「性之本體」與氣是為「不離不雜」的關係，故他

說「然其本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見得其不雜於此者耳」。這純淨的「性之本

體」，朱子亦稱為「本然之性」，他又說：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

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來耶？49 

這一段話，朱子又說道「性」必帶著氣或氣質，就是「隨氣質而自為一性」。

但是，他也強調「本然之性」的存在。因為，理論上存在著剔剝於氣之外的純淨

之性，就是「本然之性」或「性之本體」。這裡，以著理氣關係即可理解，理與

氣結合而成物，理是性、氣成形，性理當然必就著氣或氣質而表現，但「純理」

的性仍是存在的。 

                                                 
48《朱子文集》，〈答嚴時亨一〉，卷 61，頁 3036。 
49 《朱子文集》，〈答徐子融三〉，卷 58，頁 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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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理同氣異」與「性同氣異」 

通過以上對朱子的「氣質之性」的討論，可知他以為「性」是必須帶著氣來

表現或體認。所以，「純理」的「本然之性」雖是來自同一太極之理，但因受氣

的影響，故其表現出來就顯出萬物的性理的差異。朱子說：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理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

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不有是性，亦莫不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

知覺運動，人與物若不異也。以理言之，則仁義禮智之稟，豈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不善，而為萬物之靈也。告子不知性之為理，而以所謂

氣者當之，……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不知仁

義禮智之粹然者，人與物異也。50 

此段，強調人性與物性的差異，他以人與物在性理的層面是不同的，他說「仁

義禮智之稟，豈物之所得而全」，又說「仁義禮智之粹然者，人與物異」。而且，

他又以為人與物在氣的層面是相同的，故他說「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若不異」，又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這裏的解釋，看似與朱子的「理

一分殊」之說有所矛盾，因為太極之一理分殊的萬物之性應當都是相同的，於個

體處不同的是氣，每一存在物所稟的陰陽五行之氣是不同的。 

但是，若以上部份的「氣質之性」的觀點看，就可知朱子的本意，朱子以為

太極之全體的性，是落在氣之中而為「氣質之性」。故而，本然之性必要通過氣

才能表現。因此，各個萬物所稟受的氣都有不同，故本然之性所能表現的程度就

有差異。所以，人類即稟受了最為靈秀之氣，故其仁義禮智之性可完全表現；而

禽獸的氣昏濁，雖其亦有仁義禮智之性，但卻無法去表現、推擴此性。 

然而，為何每一個體所擁有的氣都不同，朱子在此卻以說人與物在氣方面是

同的呢？其實，此說並非以為人與物的氣真為相同，他只是以氣所代表形軀慾

望、知覺運動的層面來說，此方面人與物的飢食渴飲、趨利避害幾乎是毫無差異

的。 

總之，朱子是以「性理」方面，人與物是同的；而所受之氣來說，人與物是

有差異的。但是，以「氣質之性」的觀點看，性是墮在氣之中，故性的表現是被

氣所影響。因此，個體之間所稟受的不同的氣，即使得每個個體的性的表現不同，

而人與禽獸、草木所稟之氣有天差地別之不同，故只有人類可表現性中的仁義禮

智，物則不能。朱子的觀點，可以〈答黃商伯四〉一書的一段話來代表： 

論萬物之一源，則理同而氣異；觀萬物之異體，則氣猶相近，而理絕不同也。

                                                 
50 朱熹：《孟子集註》，〈告子章句下〉，請參閱《四書章句集註》﹝台北：鵝湖出版社，民 73﹞，

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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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異者，粹駁之不齊；理之異者，偏全之或異。51 

這裏的「理同氣異」才是朱子的基本義理，這即是「理一分殊」型態的轉化，

即太極分殊自己於萬物處以成性，也成無數個太極。故而，每一個體所稟之性即

是一完整的太極之理，這當然是「理同」。但是，每一個體所得之陰陽五行之氣

卻有「粹駁之不齊」，故而為「氣異」。 

而所謂「氣猶相近，理絕不同」，即如上述是以性理在氣中的表現言。此即，

因每一個體的氣的層面所表現的知覺、形軀慾望是無差異的，故為「氣近」；然

因氣的殊異，使得相同的性理於每一種氣中的表現都有不同，是為「理絕不同」。 

總之，本文以為朱子的人性、物性問題，以「理一分殊」的觀點去看就不會

混淆52，也就是「理同氣異」才是基本的立場，故人與物也當是「性同氣異」。因

為，都根源於太極之一理，故所有的人物的性都是相同的，都是完全的太極，都

具有太極落實於萬物的仁義禮智之性理。如他說：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理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若人品之不同，固

是氣有昏明厚薄之異。若在物言之，不知是所稟之理便有不全耶，亦是緣氣

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理亦只有許多。

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

理無不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理言之，則無不全；以

氣言之，則不能無偏。故呂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

者。」53 

在此段對話中，朱子清楚的展示他的「理同氣異」的立場，他說「以理言之，

則無不全」，代表物與人同樣都具有完全的太極之理。但是，因其氣稟的差異，

使得理的表現受到影響，故云「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理亦只有許多」，

以及「以氣言之，則不能無偏」。也就是說，物的氣稟昏濁，故無法表現「理」，

但它仍具有與人相同的太極之理，此即「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

事」。至於，氣是如何影響理的表現呢？朱子對此有云： 

性只是理，然無那天地氣質，則此理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不蔽錮，此

理順發出來。蔽錮少者，發出來天理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便見得本原

之性無有不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

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了，……54 

這一段話語，即在解釋氣如何影響理，他以氣對理的蔽錮、隔絕來說。此即，

                                                 
51 《朱子文集》，〈答黃商伯四〉，卷 46，頁 2075。 
52 陳來教授以為朱子早年強調人物的性理的相同，在做《論孟集註》後又注意人物之性必須有

所差異，從紹興末年到慶元中，才以理的偏全來做定論。然而，本文以為朱子的「理同」的觀點

一直是其基本立場。參陳來：《朱熹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79］，頁 66-80。 
53 《朱子語類》，卷 4，頁 184。  
54 《朱子語類》，卷 4，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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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氣昏濁時，理即無法通透而出，則私欲勝；而氣清明時，理就能「順發出來」，

則天理勝。朱子亦常以比喻的方式，來論述氣對理的影響，他說： 

問：「氣質有昏濁不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

之光，若在露地，則盡見之；若在蔀屋之下，有所蔽塞，有見有不見。昏濁

者是氣昏濁了，故自蔽塞，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塞有可通之理；至於

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狼之

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狀

類人，便最靈於他物，只不會說話而已。到得夷狄，便在人與禽獸之間，所

以終難改。」55  

此段，朱子回答事物中的「理」為「非有偏全」，這裏再次申明了「理同氣

異」的立場。他以理為日月之光來比喻，日月之光若受到「蔀屋」的遮蔽，則無

法通透，此蔀屋即是指氣而言。以人類來說，其理雖亦被遮蔽，但「人則蔽塞有

可通之理」；而禽獸則「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但是其理

仍有「一隙之光」可透顯，故而有「虎狼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 

 

（3）枯槁有性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見出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說是以「理一分殊」體系為基

礎建立的，因為這世界是太極之一理分殊為無數個太極，是為「一理平鋪」的宇

宙。因此，每一存在物皆稟受了完全的太極之理為其性，故當是「理同」或「性

同」，而陰陽五行之氣雜揉而成形之後才有差異，是為「氣異」。而且，這太極之

理落實至萬物是無所遺漏的，故而「物物皆具一太極」，所以即有「枯槁有性」

之說的產生。 

 所謂的「枯槁之物」，是指如木、石、灰燼等無生命之物，以朱子「理一分

殊」的觀點，即必須承認這些一般人以為不可能有性的存在物是具有性理的，他

說：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

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理

則未嘗不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理之在是者，不能不異。故人為最靈，而

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不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

但其所以為是物之理，則未嘗不具耳。若如所謂絕無生氣便無生理，則天下

乃有無性之物，而理之在天下乃有空闕不滿之處也，而可乎？56 

此段，朱子以為人與所有種類的物皆有相同的「理」，他說「雖其分之殊，

                                                 
55 《朱子語類》，卷 4，頁 185。 
56 《朱子文集》，〈答余方叔〉，卷 59，頁 2912-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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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理則未嘗不同」，故連枯槁之物也有「理」，即為「其所以為是物之理，則未

嘗不具耳」。於此，指出連最不可能具有「理」的事物亦有理，是在於強調每一

存在都有「理」，且其「理」都是相同的。當然，理在氣中的表現卻是物物不同，

故他以人類所稟之氣為最靈，故能完全表現「五常之性」；禽獸則氣昏，故無法

全備；在草木枯槁之中，則「五常之性」如同已亡，但是我們不能說禽獸、草木

枯槁不具有與人類相同的「理」。接著，朱子又指出若是無生氣者（枯槁）就無

性或無理，則天下就有無性之物的存在，則理在萬物中就有「空闕不滿之處」。

如此，可知朱子的宇宙觀即是「一理平鋪」的世界，即事事物物皆有太極或理，

也就是事事物物皆有性，連枯槁之物也不例外。 

而且，朱子亦強調禽獸、草木、枯槁所有的性，亦與人同為仁義禮智之性，

於《語類》中有對話云： 

問：「性具仁義禮智？」曰：「……，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

虫之類皆有之，只偏而不全，濁氣間隔。」57 

這裡，朱子明確指出甚至如昆虫之性，亦為仁義禮智之性。所以，朱子的人

性、物性之說，是強調太極之一理分殊為事事物物之性裡，故不論人或物，皆稟

受了完全的太極。既然，太極之理等同於仁義禮智的道德之理，故甚至連禽獸、

草木、枯槁亦具有仁義禮智的道德之理。 

 

（五）對於「理一分殊」式的宇宙發生論與人性、物性論的檢討 

（1）朱子的「理一分殊」式的宇宙論結合了多種形上學思維 

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若是只從表面來看，似乎只成一宇宙結構或世界圖像，

似乎朱子的理真成一靜定之理，而沒有活動性。然而，若是深入朱子背後的形上

學思維與原理，則可體會朱子的「理一分殊」是在講一有發用流行之實的宇宙發

生論，他的宇宙發生論是一的綜合體系，即結合了多種形上學原則，有如下幾點： 

1. 生生之理與天道下貫原則 

本文把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分為靜態的與動態的兩種，其靜態的理一分

殊說確實只是在說一宇宙結構。但是，他的動態的「理一分殊」說卻是在說一生

生之理的展開，是在形容一生生不已的宇宙創造之真幾，此生理以「理一分殊」

的方式流行於萬物之中，且每一萬物也接續此宇宙創造之真幾，而構成整體宇宙

的生生不已的樣相。這樣的義理，朱子即以「只是一箇理，萬物分之以為體」來

表現，吾人若是無法把握他講的是一「生生之理」，即會誤以為朱子只是在形容

一宇宙結構，則「理一分殊」說的理就只成「所以然之理」，就變成一靜定的「但

                                                 
57 《朱子語類》，卷 4，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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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如此即無法盡朱子之實義。 

這生生之理是淵源於儒家的古典，如《易經》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58、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59、「生生之謂易」60或「天地之大德曰生」61，以及《中

庸》的「為物不貳，生物不測」62，這是在講天道的創生能力，而此創造之真幾

流行於萬物中，即是一生生之理。而且，這天道的創生的實際內容就是下貫為萬

物之性，這與著《易經》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63，或「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64是同樣的意思，也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65是為同義。 

所以，朱子的動態的「理一分殊」之說，實則與他對「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的詮釋是同樣的義理。如前所述，他以「繼善」、「成性」為太極之理發用、流行

而成萬物的性理，這就是在講一天道下貫的型態。而在「理一分殊」之說，則是

以太極分殊為無數個太極，即太極下貫於萬物而成無數的性理來講。從此可知，

朱子的動態的「理一分殊」之說，是以天道下貫的儒家形上學原則來闡釋，故本

文以為其「理一分殊」的「分」字，應以「分出去」、「發用出來」的意思理解，

即其「分」字是具動力義的。 

總而言之，我們通過對朱子「理一分殊」說背後的生生之理及天道下貫的形

上思維來看，就不至把他的「理一分殊」只講成一宇宙結構，反而可體會他是在

講一有生發動力的「宇宙發生論」。 

 

2. 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轉而為「體立用行」、「由體達用」或「由微

至著」的意義 

如前本文所述，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的「男女一太極，物物一太極」，

或甚至「月印萬川」之喻皆可以「體用」、「顯微」的方式去理解。此即，無形的

太極之理是「體」、為「微」，此無形之理即於各個男女或無數萬物而「顯」或呈

「用」。如此，無形之太極即於無數萬物中顯其自己，而成無數個太極。而且，

若以「月印萬川」來看則更是符合，即以「月」為「體」、「微」，而無數江川上

的月則為「用」、「顯」。如此，見出朱子是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形上

學原理來解靜態的「理一分殊」的宇宙結構。 

然而，若是以朱子的「體用」、「顯微」之說，應當理解為「先體而後用」、「體

                                                 
58 《易經》，〈乾卦〉。 
59 《易經》，〈坤卦〉。 
60 《易經》，〈繫辭上〉，5 章。 
61 《易經》，〈繫辭下〉，1 章。 
62 《中庸》，26 章。 
63 《易經》，〈乾卦〉。 
64 《易經》，〈繫辭上〉，5 章。 
65《中庸》，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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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用行」、「由體達用」或「由微至著」來看，則更符合於動態的「理一分殊」的

宇宙發生論。此點，我們可結合本章第一節的太極流行之神的部分看，朱子是以

「由體達用」、「由微至著」方式，來理解太極即陰陽、即五行、即萬物的流行之

神，這其實與朱子動態的「理一分殊」的宇宙發生論是一致的，即是為無形的太

極之理是為「體」、為「微」，它本身即發用、展現或開顯其自己，於各個萬物處

而呈「顯」或發「用」，就是太極流行之神即發用、遍在於各個萬物處，故各個

萬物中亦有一太極，這也當是朱子解「神妙萬物」的「神體」之思維方式。 

 

3.朱子從「易有太極」的「加一倍法」得到啟發 

本論文特別引用朱子的易學中的「易有太極」之說，來指出此觀點與他的太

極為中心的宇宙論息息相關。當然，我們不能說是「易有太極」之論影響了他的

宇宙論，因為他的易學觀點與宇宙論可說是相互影響，無法說何者是先產生的，

或何者於他的思想中是較根本的。但是，我們可從他每每以「易有太極」之論，

與他的宇宙論相參照，以發現其中有深刻的哲學意義。 

在本章論他的「易有太極」之說時已述，他的太極散而為六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且一卦一爻皆具一太極的說法，其實已經融入了他的太極為中心的宇宙

發生論。且已運用了「從體達用」、「由微至著」的「體用」、「顯微」原理，即以

無形的「易理」或太極為「體」、「微」，而發用於一卦一爻中為「用」與「顯」。

並且，每卦每爻都有一太極，正是他的理一分殊之說於易學的展現。 

我們通過朱子極力結合「易有太極」的易學觀點於其宇宙論中，可得到一重

要的啟示，這代表他的宇宙論正如「易有太極」之說一般，是兩儀、四象、八卦、

十六、三十二、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般地層層演進、層層生發。這點，可由

《易學啟蒙》完全融合了「易有太極」之說與《太極圖說》可得到明證。由這點

可知，朱子的太極之理，定是不斷地層層生發出陰陽、五行、萬物，故而我們絕

不能以「不活動」或「只是理」視之。 

 

（2）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論當以其動態的「理一分殊」說為基礎來理解 

本文再再強調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不可單以宇宙的結構來理解，否則他的

「理」就會真成只是「所以然之理」或「但理」。所以，我們也不可單以存在的

層級結構來看他的人性、物性之論，否則也會把他的性理當成不活動或只是「所

以然之理」，如牟宗三先生所說： 

朱子是由存有論的解析，就然推證其所以然之理以為性。枯槁之物有其所以

然之理，自然亦有性。但如此言性，顯然不同于孟子、《中庸》、《易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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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66 

通過以上牟先生的話語，可知他仍是以「然推其所以然」來看朱子的人性論

與物性論。也就是說，牟先生認為朱子以任何存在都是「然」，故都可推出所以

然之理，而事事物物皆有理或性。所以，朱子才能主張「枯槁有性」等說，因為

枯槁也是一「然」，則必有其「所以然」。更進一步來說，牟先生因此以為朱子在

人性、物性問題中所說的性理，仍為「只是理」或「所以然之理」，故與《中庸》、

《易傳》的天命之性不同，即以朱子的人、物之性理是為不活動的存在的所以然

之理。在此，對牟先生的觀點並非持完全否定，因如上所述，本文以為朱子的方

法確實是一種「逆推」。但是，我們在逆推所以然之理後，必須掌握此理仍須發

用流行而出，才可盡朱子之實義。 

對於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論，其實於「逆推」物物皆有所以然之理或性之外，

我們可以理一分殊式的動態的宇宙論思及。此即，以無形的太極之理可發用流行

自己以為萬物之性來看，即以萬物中的性理就是所稟受的分殊之太極而言。如

此，各個萬物中的「性」就不單是逆推的所以然之理，而是太極之理所流行賦予

的分殊的太極，也就是太極之一理發用而散為無數個太極的意思，這與《易經》

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或《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的型態是相同的，這

就是前述的天道下貫的原則。故而，朱子的萬物或人的性理，也就能等同於《易

經》、《中庸》的「即存有即活動」之性理。 

 

（3）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論的不足之處  

 如前所述，朱子的人性、物性之論的基本立場是「理同氣異」或「性同氣異」，

而人與物的差異只是在所稟之氣的不同，即為人類稟受天地最靈秀之氣，故人可

有人的表現。而禽獸草木等萬物，因其稟之氣昏濁，故無法表現仁義禮智之性。 

然而，這樣的觀點似乎太強調人、物之理的 同處，即以人與物沒有本質上

的差異。因為，既然不同的只是氣，則人、物之異只是陰陽、五行滾來滾去所造

成，即形而下的氣機的活動而決定，這好像隨機取樣似的，如此僅是量的差異（如

五行的金氣或木氣孰多孰少等情況）。這樣的說法，很可能人的價值無法得到保

證，因為很可能有些人類恰好稟受特為拙劣之氣，而他的獸行即成為命定，則無

法說明人類必須去惡從善的理由。 

 所以，本文以朱子單以形而下之氣的稟受不同來談人、物之性是不足的，

有理論困難的。要解決這理論困境，只有加入孟子的人性論補充才有可能，因孟

子指出人、物之性的差異是在於四端本心，這是超越於形而下的氣機的形上根

據、基礎，如孟子說： 

                                                 
6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87。 



 161

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倫；

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67  

以上，孟子的立場在於人與禽獸的差異在於「仁義」的有無，這就是「幾希」

之處，也就是道德的有無。然後，孟子又說： 

人皆有不忍人之心。……今人乍見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惡其聲而然也。由是

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惡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惡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禮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68 

於這一段中，孟子以指點的方式說明人與禽獸的差異，即以人皆有「不忍人

之心」來說，這也就是道德自覺中的「惻隱、羞惡、辭讓、是非」的「四端」之

心。 

孟子與朱子相同之處，是都承認至善的天命之性，而與朱子的相異在於道德

本心的自覺。如上所述，朱子強調人與物皆具仁義禮智的天命之性，仍因氣的影

響造成人、物之異。但是，孟子走的是另一條路，是以本心的道德自覺來體證天

命之善性，並以本心呈顯能力的有無，來顯出人與禽獸的差異，這可以說是由「心

善」來顯出「性善」之途徑，這就是孟子性善論的基本立場。徐復觀先生對此有

云： 

這在孟子便謂之「本心」。心在擺脫了生理欲望裹脅時，自然呈露了四端的

活動。並且這四種基本活動形態，雖然顯現於經驗事實之中，但並不為經驗

事實所拘限，而不知其所自來，於是感到這是「天之所與」；亦即是「人之

所受以生」的性。這是孟子由「心善」以言性善的實際內容。換言之，孟子

在生活體驗中發現了心獨立而自主的活動，乃是人的道德主體之所在，這才

能作為建立性善說的根據。69 

此段，徐先生以孟子即於超越了形軀欲望的本心道德自覺中，去實感性善的

實際內容，並感到吾人之性是為天所賦。也就是說，性理是潛藏於萬物而自存，

必須通過本心的作用才能全幅朗現70。 

然而，於朱子的思想中因不承認本心，故而其對於性理的呈現，只能歸結於

氣，即以氣的清明昏濁程度，來決定氣對性理的蔽錮、障蔽的多少。這樣一來，

人、物之差異只決定於氣，不顯人之價值與尊貴，且亦陷於命定論。如此，朱子

                                                 
67《孟子》，〈離婁下〉，卷 8 
68 《孟子》，〈公孫丑上〉，卷 3 
69 參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4］，頁 173-174。 
70 牟宗三先生云：「無心之形著之用，則性體流行亦只淺隱自存而已耳。……性雖是客觀性原則，

然非心不彰。心是主觀性原則，形著原則，言性惟因心之覺用而始彰顯形著以得其具體化與真實

化。」參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台北：正中書局，民 82﹞，頁 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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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性、物性的解釋，只能以一種形上學存在層級的不同來論。這點，從他解

「人之所以異於禽獸」這段即可看出，其云：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理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不同者，獨人於

其聞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異耳。雖曰少異，然人物之所以分，

實在於此。71 

以上這段註語，朱子是以其理氣的結構來解釋。所以，「理同氣異」是必然

的結論，他以人與物是「同得天地之理以為性」，是為「理同」與「性同」；然後，

他又說人與物是「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且「獨人於其聞得形氣之正」，這表示

人類獨得天地靈秀之氣，故人與物是為「氣異」無疑。進而，因人得「形氣之正」，

故可「全其性」，這是以人的氣較清明，故性理可透顯出來而不被障蔽。通過此

段，可知他的人性、物性之差異的決定全在於氣，其根據是在於理與氣的存在結

構，其性理的表現與否是基於氣對理影響的程度。總之，朱子以「氣」當作決定

的關鍵，必會造成上述種種理論困境的。 

然而，朱子人性、物性之論的困難，必要以孟子的性善論來補充，方可指出

人之異於禽獸的「幾希」之處。孟子是以主觀的道德自覺來肯認，直接以是否有

本心作用來體現天命之善性來說。以一般而言，天地間只有人類有道德本心的自

覺，禽獸或有道德行為，但亦只是不自覺而如此。或者，有許多人只表現禽獸之

行，但吾人不可否定他仍有隱而不顯的本心自覺。是故，從是否能從「心善」顯

「性善」，或從本心能否朗現性理來立論，人與禽獸即可有本質上的差異，即可

顯出人類的尊貴性與天命之性的價值性。  

 

                                                 
71朱熹：《孟子集註》，〈離婁章句下〉，卷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