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船山「體用相涵」思想之義蘊及其開展 

 

緒言 

一、研究動機 

自魏王弼(輔嗣，226-249)於《老子注》三十八章提出「體用」一組概念之

後1，「體用」概念漸為學者注意及承繼，且在後世的學術發展中，不斷深化、拓

展其意涵，並逐步將此組概念運用於對道體、宇宙生化、心性，乃至事物的認識

與詮解上，進而使體用概念成為學者思想體系中的關鍵結構。正因此，錢賓四先

生曾特別揭示王弼此說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並認為「理事」與「體用」概念

的提出，實為王弼對思想界的兩大貢獻2。 

體用概念之所以在思想史上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本身具有的範疇意義

外，更在於此範疇實代表一種思維方式，及由此思維方式所延伸出的觀察角度與

詮釋進路。透過此一觀察角度與詮釋進路，思想家們得以認識世界、理解世界、

詮釋世界，從而建構出各具面貌的世界圖式與思想體系。職是之故，各思想家們

的體用觀常標幟其不同的學術趨向，體用範疇也因此成為開啟思想家們學術堡壘

的玉鑰匙。 

                                                 
1 顧炎武曾與李顒就體用概念之始源進行辯論。二曲認為「體用二字出自佛書」；亭林則指出

《易》、《禮記》及有子皆曾提及「體」或「用」字，《周易參同契》更是將「體」、「用」對舉，

故體用乃中土自有的概念。見李顒：《二曲集．答顧寧人先生》(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頁 148-152。今按：《荀子．富國》亦有「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之語，然以上引文中

之「體」、「用」字皆非「體用」範疇下的體用義，尤其缺乏哲學意涵。故「體用」概念之首唱

仍不得不推輔嗣。參見屠承先：〈論本體工夫思想的理論淵源〉，《杭州大學學報》27：1 (1997
年 3 月)，頁 12。 

2 錢穆：《莊老通辨》(台北：東大書局，1991 年)，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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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船山，1619-1692)為明清之際的偉大思想家，天才橫溢3、思深學博，

其哲學不僅總結著宋明儒學的成果，亦因其批判地繼承前人的思想結晶，宏闊而

細密地考察思想發展的困境，且提出對治之道，而使其學說蘊含著開創思想史新

局的可能性4。其卓越的學術成就及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甚且為錢賓四先生譽

為「三百年所未有」5，熊十力亦言「船山思想多獨到，自是漢以來所罕覯」6。 

正因「三百年所未有」及「漢以來所罕覯」的超拔高度，船山哲學或予人欲

從末由之嘆。而如前所述，體用範疇常象徵哲人的思維方式及認識進路，故欲對

船山學有恰適的理解，研究其體用思想當為一可能而有效的途徑。尤其船山的體

用觀頗有超越前哲之處，不只展現出濃厚的辯證旨趣，也顯示出活潑躍動的學術

性格，從而使得築建於其上的學說思想亦顯出蓬勃的生命動能與綿密交融的立體

結構。在船山的體用思想中，船山哲學實已被具體而微地映顯及昭示。 

然而，船山學雖於近世成為顯學，尤其蓬勃流行於對岸，但在體用範疇的研

究上，似乎未見整全而系統的析論。以此思考及背景為起點，本論文企圖透過對

船山「體用」思想的爬梳，掌握其思維架構及認識進路，系統地詮解船山。 

 

二、論述範圍與書寫策略 

由船山的體用觀所映射出者，實不僅天道性命等哲學思想而已，船山的史觀

及若干文學主張亦得窺於其中，此乃因體用觀非只為一思想結果，更為一思想基

                                                 
3 熊十力：「漢以下有哲學天才者，莫如橫渠、船山。船山偉大，尤過橫渠矣。」參見氏著：《原

儒．原內聖第四》(台灣：洪氏出版社，1970 年)，頁 156-157。 
4 林安梧「由牟宗三而熊十力」、「由熊十力而王船山」等努力方向即肇因於是。參見氏著：《儒

學革命論》(台北：學生書局，1998 年)，頁 264-266；〈從「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

船山」的哲學可能〉，《鵝湖月刊》27 卷 7 期，頁 16-26；〈後新儒家哲學的思維向度〉，《鵝湖

月刊》24 卷 7 期，頁 6-15。唯此說法亦引來不同意見，參李宗定〈關於林安梧教授「後新儒

家哲學的思想向度」幾點疑問〉，《鵝湖月刊》25 卷 11 期，頁 47―55。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頁 905。 
6《原儒》，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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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此外，亦是緣於一個成熟圓通的思想體系必然具備有「一以貫之」、「觸類旁

通」的邏輯結構之故
7。 

囿於才力，本論文之研究焦點鎖定於船山體用思想義蘊之鈎掘，及由體用觀

所展延出的哲學體系，文學、史學部份不與焉。嚴格說來，文學主張中所涵蘊的

文藝理論，以及歷史判斷中所寓藏的史觀亦屬哲學的研究範圍，前者為美學，後

者為歷史哲學。本文此處之「哲學」但為極狹義，殆指中國思想史語彙中的天道

性命之學。 

一個成熟的體用思想至少應包涵三部份：體用概念範疇的內涵，此為界義問

題；「體」「用」之間的關係，此為結構問題；體用思維的開展，此為應用問題。

船山體用觀之最秀異處，或即在於「體」「用」的關係結構充滿互相融滲的動態

感及立體感，而可以「體用相涵」8一語以蔽之。本文首先即針對船山高度成熟

且蘊具豐富之體用思想進行鉤掘，力求以清楚明白的語彙精準地說明船山的體用

概念，令具備綿密詮釋層次的體用相涵思維得次第開展其義。 

體用範疇事實上是一種思維方式。此思維方式的運用範圍愈廣，詮釋領域愈

大，即表示該思維方式於哲人的思想體系中愈居核心地位，亦顯現該哲人的思想

具有更高的一致性，也透顯其思想的圓融、邏輯結構的嚴密，而船山正是此中佼

佼者。 

正因「體用相涵」思維在船山思想體系中具有核心地位，故由此思想核心輻

射所及者，實該涵了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形上學、倫理學、理則

學等範疇。然由於中國哲學最突出之性格乃在天人一貫，渾淪周徧，常是一語並

該不同哲學領域之義9，因此不盡適合以西方哲學詞彙為分析闡別的眉目。因此，

                                                 
7 關於「邏輯結構」的概念，可參見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1 年)，頁 91-103。 
8 語出《周易外傳．繫辭上》，《船山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鹿書社，1998 年)，頁 1023。 
9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同具宇宙論、本體論、形上學意義；「天命之謂性」亦涵本體論與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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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雖或不免以西方哲學詞彙作為釐辨某些概念的輔助工具，但在綱領的提挈

上，則仍循「天道性命」之矩矱與習語，分別討論船山體用思想於天道、心性及

人文化成等領域的應用及開展。此外，本文亦嘗試儘可能在中國原有的文字架構

下，以精確而顯豁的語言形式來詮釋思想義蘊、分梳哲學概念，期使不具西哲背

景之學者亦能「望文生義」，得到明晰的理解與恰如其分的認知。 

天道論包涵了宇宙萬物的生發及生發原理的討論，同時涉及了存有的本質、

組成及結構等範圍的哲學研究。是以本論文以船山體用思想在天道論的開展為論

闡順序之始。在天道論一章中，關於理氣的定義、理氣關係的定位、理氣的活動

方式等爭論多時的哲學議題將會受到關注；同時，我們將會看到船山如何以其體

用觀為思維模型，映射出圓融的理氣圖式。 

在中國的哲學傳統中，天道性命乃淪浹一貫，性命為天道在人世的映顯，天

道為性命開展的極致；孔子雖罕言性與天道，但《論語》此一記載卻早已將性與

天道貫合為不可分割的概念及成詞。正是在此觀照角度下，心性的探討及掌握可

視為對天道的回應。在心性論一章中，爭執不下的性情、理欲、善惡等問題將被

充分討論；此外，形色性情的本質、完全實踐自身的根據與方式，構成船山體用

觀在心性論上最精采的開展。 

船山重實學，強調人文化成，「人文化成」既是學者努力的方向，也是儒學

思想中的圓善世界，儒者的一切致力皆指向於此，亦歸止於此。對船山而言，成

物是成己的必要條件，唯有在成物之中才能真正証成自己的存在，並完成對天地

的參贊；故人文化成實可謂是天道性命之學的完成，亦是「人」樹立主體性的最

終明証。是以本論文以船山體用觀於人文化成範疇之開展作為總結。 

而在行文脈絡中，為突顯船山體用思想的特色，本文將視文義所至，以前儒

的體用思想作為對勘參照，令船山之思維格式更為顯豁。參照對象將集中於王

弼、伊川、朱子與陽明諸哲，此蓋因王弼為體用概念之首唱者，地位重要；伊川

                                                                                                                                            
理學意涵；船山著名的「道器相須」思想更可分別以宇宙論、本體論、方法論、倫理學、理

則學之角度加以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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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用一源，顯微無間」10之說為後世哲人開啟了一思想新範例11，於體用思想史

上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而朱子體用思想之成熟度及自覺度殆僅次於船山，且予

船山以不少啟發；至若陽明，則因其學說方向為船山自覺的排抑，故其體用觀對

發明船山之體用思想亦有顯題之效。 

除了於正文中適時地比較見義外，在本文結論裡，亦將對船山與前述諸哲的

體用思想之異同進行簡要而較具系統的分析。此外，船山「體用相涵」思維的思

想史意義，亦將於結論中試加勾勒，期使船山的思維線索更為釐然。 

三、材料版本 

船山著作等身，據張西堂《王船山學譜》所記，但著錄有名者即已八十八種

12；湖南嶽鹿書社出版之《船山全書》則收錄了七十二種，該版本即為本文引及

原典時之所據。在船山遍涵四部之著作中，較能展現其哲學思想者為《周易外

傳》、《周易內傳》、《思問錄》、《讀四書大全說》、《正蒙注》、《尚書引義》、《四書

訓義》、《四書箋解》、《禮記章句》、《周易大象解》、《詩廣傳》、《老子衍》、《莊子

通》、《莊子解》、《相宗絡索》等書。本文所論，以上述諸書為主要資材，略及其

他。 

 

四、作品年代及思想分期之討論 

 船山著作豐富，其重要哲學論著《周易外傳》成於 37 歲，《讀四書大全說》

                                                 
10 程頤：《易傳．序》（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 年），頁 1。 

 

 
11 參見陳榮捷：＜新儒家範例：論程朱之異＞，《朱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頁

78-86。 
12 張西堂：《王船山學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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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 47 歲，《周易內傳》成於 67 歲，《正蒙注》完成於 73 歲。由於船山終生撰

作不輟，故學者或主張船山思想依其年歲所至而有不同的分期與旨趣，而可以戴

景賢先生為代表。戴景賢先生於《王船山之道器論》中指出： 

 

今人對船山思想之最重要發見，可歸納為兩點。…其二為：船山本人之思

想，先後有不同，而此思想之轉變與其最後宗主橫渠有關13。 

船山之道器論，由其三十七歲之周易外傳，四十七之讀四書大全說，以迄

六十七之周易外傳，先後殆歷三十載，包括其一生著述之大部份時間。而

其間最大之脈絡，即其逐漸擺脫宋以來至朱子而集大成之宇宙觀，而另闢

一新途徑、新境界14。 

 

 其意蓋指船山思想乃為由朱子而橫渠的演變歷程，而其變化之迹可於前、中、

後三期不同的著作中得到印證，是以此三書之思想或有異同。戴氏於書中反覆言

及此見。此外，戴氏又對《思問錄》的撰著年代進行考察： 

 

 船山周易外傳卷七說卦傳，論「疇成象以起數」云：…其下自注云：「詳

具思問錄外篇，蔡氏舊解非是。」，則思問錄內外篇之作，當尤在船山三

十七著周易外傳之前，實其有關理學思想之最先第一書15。 

 

今按：此說頗可商榷。 

 首先，考察著作早晚之問題。《周易外傳．說卦》有「具《思問錄》」之語16，

戴氏即因此語推斷《思問錄》成書於《周易外傳》之前。 

 然考之《思問錄．外篇》於「《易》稱元亨利貞，配木火金土而水不與」下，

                                                 
13 戴景賢：《王船山之道器論》（台北：廣學印書館，1982 年)，頁 2。 
14 同上，頁 161。 
15 同上，頁 162。 
16《周易外傳》，頁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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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自註：「貞，土德，非水德，詳《周易外傳》。」17如此，則《周易外傳》豈

不又在《思問錄》之前？ 

 依正常的撰作習慣，同時撰寫兩本學術著作的可能性應該不大，《周易外傳》

與《思問錄》前後完成仍佔最大可能。在有限的資訊下，我們完全無法判斷何書

先成，而只能得出以下幾個較可靠的結論： 

1.不論何書在前，何書在後，船山於後作完成後，在前作之中追加參閱後作

之註記。 

2.追記動作在重定前作或重閱前作時完成。 

3.船山次子王敔曾言，船山筆札多取於故友門人，書成因以授之，家藏遂無

幾焉18。倘此言為確，前作不在身邊，則必船山記憶過人，囑藏書友人為己於某

段某文下加註按語。如此，則前作則無重定或重閱之狀況。 

4.不論《思問錄》及《周易外傳》之著作先後情形如何，由二書互囑相參之

語，可推斷後作並不悔前作；換言之，對船山個人而言，前作後作之思想並無扞

格之處。 

 事實上，船山於著作中囑讀者參校他書之例甚多，僅取哲學意味濃厚的四書

為例以証之： 

1.《周易外傳》囑參《周易稗疏》19、《思問錄》。書成於 37 歲。 

    2.《讀四書大全說》囑參《周易外傳》20、《尚書引義》21。書成於 47 歲。 

    3.《周易內傳》囑參《周易外傳》22、《周易大象解》23。書成於 67 歲。 

    4.《思問錄》囑參《周易外傳》、《尚書稗疏》24、《詩稗疏》25。成書年月不 

                                                 
17《思問錄》，《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447。 
18 潘宗洛〈船山先生傳〉，收於《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頁 89。 
19《周易外傳》，頁 1059。 
20《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第六冊，頁 75。 
21 同上，頁 964。 
22《周易內傳》，《船山全書》第一冊，頁 683-684。 
23 同上。 
24《思問錄》，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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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26。 

 由上述資料可發現：《周易外傳》實為最大公約數，船山在不同年歲所撰寫 

的著作中皆重複叮嚀《周易外傳》的重要，由此幾可斷定：不論在 47 歲或 67 歲，

船山皆不以成書於 37 歲的《周易外傳》與近作近思有何舛差之處。尤有甚者，

由船山囑人參閱《周易外傳》之語，足見船山對《周易外傳》的看重之情： 

 

 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當以俟知者。（《讀四書大全說》）27 

      若此篇之說，間有與《外傳》不同者：《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 

      極酬酢之大用；而此篇守彖爻立誠之辭，以體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 

      釐之踰越。至於《大象傳》，則有引伸而無判合，正可以互通之。（《周易 

內傳發例》）28 

 

正因《周易外傳》乃「極酬酢之大用」的作品，求解人不易，船山是以發「當以 

俟知者」的願望與感嘆，則《外傳》於其心目中之份量可見一斑。 

 船山次子王敔〈薑齊公行述〉曾言： 

 

 又謂張子之學切實高明，《正蒙》一書，人莫能讀，因詳釋其義，與《思 

問錄內外編》互相發明。29 

                                                                                                                                           

 

《正蒙注》為船山 73 歲所撰，該書既可與《思問錄》相發明，則《思問錄》之

要旨一貫於《正蒙注》蓋可知矣，《思問錄》中要求讀者參閱的《周易外傳》之

 
25 同上，頁 464。 
26 杜保瑞指出《思問錄》完成於船山 58 至 67 歲之間。見氏著：〈論王船山易學與氣論並重的形

上學邏輯〉，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頁 58。 
27《讀四書大全說》，頁 754。 
28《周易內傳》，頁 683-684。 
29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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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悖於《正蒙注》亦可知矣。 

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就船山自身的認知而言，其思想自 37 歲至 73 歲並無

重大改變，甚至具有強烈的通貫性。即使上引諸書曾經晚年重定30，至少現存版

本的《周易外傳》、《周易內傳》、《思問錄》、《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正

蒙注》等書之論析是可以相通互參的，其內容思想固無分期之問題。故由此省察

戴氏依作品年代為船山思想斷代之說，頗有未安之處。 

 其次，戴氏亦言及船山思想之改變乃因早期尊朱子，晚年改宗張子。此亦

有辨。《讀四書大全說》： 

 

  橫渠學問思辨之功，古今無兩。其言物理也，特精於諸老先生。31 

伊川於此纖芥之疑未析，故或許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為無過。然則欲知

心性天道之實者，舍橫渠其誰與歸！32 

                                                

 

船山享年 73，該書成於船山 47 歲，無論如何亦說不得「晚年」，則其尊崇橫渠

早於戴氏所述者久矣。 

    復次，船山於 37 歲所著之《周易外傳》，其中所展示之宇宙觀及理氣關係皆

已與朱子異趣，不待「晚年」改宗橫渠方與朱學分道，此亦昭昭歷歷於《周易外

傳》之文字中。33 

    理論上來說，任何一人的想法及念慮皆應是變動不居的，少有終始不轉、亙

古不易的僵固情形；尤其對勤於思索及觀察的哲人而言，其思想更當存在著日新

日成的發展、推進或退轉等可能情況。因此，對船山而言，或許並不認為自身之

思想有生命歷程上的微異；但吾人的確可以合理的設想：在大方向、大原則的既

定基礎上，或許哲人的思想所展現出的一致性未必是內容全面的一致，而可能只

 
30 以上諸書由現存資料確定曾經船山重定者有《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 
31《讀四書大全說》，頁 851。 
32 同上，頁 1113。 
33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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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向的一致、目的的一致、關懷的一致、方法的一致或其他。34 

    雖然如此，在船山重要的哲學著作中，筆者所解讀到的船山學實非僅具精

神、方向、原則等基礎的通貫性，而是在內容上亦顯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充分表

現作為一位早慧哲人的思辨特質。船山思深學博，於哲學思想之細微處總能釐然

分辨，於前儒同構而異旨的哲學命題亦總是能察流析源。基於對船山思辨能力之

理解，基於船山叮囑學者互參其作之鄭重，再加上己身閱讀船山之所得，本論文

遂立基於船山思想前後一貫的認識上，對船山的體用思想進行考察。 

 

 

 

 

 

 

 

 

 

 

 

 

 

 

 

 

 

 
                                                 
34 本處關於哲人思想發展之立體觀照，蓋得之於林啟屏教授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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