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  論 

 

 如以淺白而不悖船山學的文字說明「體用相涵」之意，則亦可謂「體在用中」、

「用在體中」、「體中有用」、「用中有體」。此等說法其實並不新鮮，相同或類似

的言說方式早已出現於船山之前。朱子固已有「體中有用」、「顯中有微」1、「理

中有象」、「象中有理」2之語；陽明亦曾指出：「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

用，是謂體用一源」3；陽明弟子陳明水故推出「寂在感中」、「感在寂中」4之結

論。 

 雖然如此，吾人仍可質問：朱子、陳明水「在中」之意究竟為何？又當於何

範疇說「在中」？亦即「體中有用」、「寂在感中」等論點表現在那些理論範域及

詮說層次？又要如何解釋及証明？陽明「即體即用」5之「即」究為何義？又是

在那些意義範圍及條件前提下成立？ 

 當我們仔細追索，並要求精確的解答時，常會發現狀似明白顯豁的概念或命

題其實充滿了豐富的義蘊，而似乎餘韻不絕的論述其原意可能相對貧瘠，甚或是

模糊未熟的泛說，而僅為哲人初萌草成之概念或靈光突顯之話頭，尚未成系統，

亦不能圓轉密合於其思想體系。中國思想家的哲學見解常表達為相同的命題形

式，我們不能因其語彙形式的相同遂也形式化地等同其義旨；在詮釋哲人的思想

內容時，尤其不當以「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二」、「體用一如」、「即

用顯體」、「即體是用」、「即用是體」等未經精確說明、界義及詮定的含糊語詞放

諸四海而皆準地詮釋哲人的體用思想。 

 朱子論「理中有象」、「象中有理」之原文為： 

 

                                                 
1《朱子語類》卷六十七，頁 1654。 
2《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年)卷四十，＜答何叔京＞第三十書，頁 1891。 
3《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頁 31。 
4《明儒學案》卷十九＜江右王門學案四＞，《黃宗義全集》第七冊，頁 533。 
5《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黃宗義全集》第七冊，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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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用一源，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

無間，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6 

 

伊川「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為新儒家提供一思想範例，後世儒者紛紛將一

己之學術理論灌注於此語言形式之中，使「體用一源」的詮釋內容頓時百花齊放。

伊川「體用一源」之原意殆為體、用同出一源，任一存有皆有超越義及活動義二

向，體用即在詮釋存有的不同存在特質與內容7。而朱子所理解的「體用一源」

乃是「體為用源」，故其言曰：「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8。用自體中流出，蓋在

強調用依體起、用由體生的發生根據及存在根源義，亦是立足於此一理解視角，

故言「體中有用」、「理中有象」，蓋用自體中流出，象自理中生出是也。 

 至於「象中有理」、「顯中有微」則是就現象界的存在場域立說。象為形而下

之器，故可為理之載體；故「自象而觀」，象中有理，此之謂顯微無間，此之謂

「顯中有微」。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子雖有「理中有象」、「象中有理」、「體中有

用」、「顯中有微」的並列陳述，但二語的成說基礎並不相同，亦即二語乃立論於

不同的理論範域與觀察視野。職是之故，朱子之理象觀或體用觀必說不得「相

涵」，亦推不出「相涵」9，而不得同於船山。 

 至於陳明水「寂在感中」、「感在寂中」之說，則表現出與朱子不同的意趣： 

 

 心本寂而恒感者也。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若復於感中求寂，譬之謂「騎

驢覓驢」，非謂無寂也。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譬之

                                                 
6 同註 2 
7 參見周芳敏：＜王弼及程頤易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頁 131-143。 
8《朱子語類》卷四十，頁 1040。 
9 陳榮捷即據此推出朱子之體用觀有「互涵」之思想，蓋因未意及朱子二說之立論根據不同而作

此誤認。其言曰：「如是體用不但不離，不但延續，而且互涵，為明儒即體即用立下一強健之

基根。」見氏著：《朱子新探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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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畫蛇添足」，非謂無感時也。10 

                                                

 

寂為感之本體，感為寂之妙用，此乃儒門習義。唯明水指出，於感中求寂乃是「騎

驢覓驢」，此喻蓋已指出了寂與感在本質與內容上的完全重合。而寂非「無感時」，

故於感前求寂，復無異於畫蛇添足，這也表現出寂、感在存在時序上的齊一。明

水關於心體寂感的理解乃襲自陽明，陽明嘗指出：「人的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

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11。對陽明而言，寂感乃由有事

無事之動靜為言，「而良知不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

無分於寂然感通也」12。 

 陽明之意為：良知體用俱足於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之時，動亦在、靜亦在，

寂然未發時，良知固有中和之體用，感通已發時，良知亦有中和之體用；寂然未

發與感通已發之動靜乃是遇事之動靜，而非良知之動靜。良知之體既是寂然不動

的，也是感而遂通的；良知之用既是感而遂通的，也是寂然不動的，因此船山回

答門人以扣鐘為喻問「未發已發」時說：「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已扣時也只是

寂天寂地」13。未扣時，乃「即體而言而用在體」，故曰驚天動地；已扣時，乃「即

用而言而體在用」，故曰寂天寂地；陽明良知之體用但有名謂之別，其內容、本

質，乃至作用實皆無殊。故其「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14之語，

其實是源流一貫之意，體、用既同出一源且同為一水，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乃陽

明所理解之「體用一源」義。 

 既是即體即用、體用無別，則互在其中的陳述至多為一靜態而平面的說明，

其立說重點乃在於體用本質與內容的涵合，而不在體用之間的互動情狀與連繫方

式。以是之故，「寂在感中」、「感在寂中」或「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

 
10 同註 4。 
11《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頁 122。 
12 同上，頁 88。 
13 同上，頁 115。 
14 同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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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等說雖立足於同一詮釋基點，而或可推出「相涵」的語彙形式，但在精神

與意涵上，固與船山面目迥別、大異其趣。 

 船山「體用相涵」思想超邁前人遠甚之因，並非源於其說對體用間的互動關

係投以極大的關注，而乃由於其說在理論的深度、自覺度、清晰度、圓融度、系

統性及應用的全面性等方面，皆展現出極大的成就，充分顯示其說的高度成熟，

亦使中國哲學的體用思想推進至空前的水平。 

 船山「體用相涵」思想的高度成熟首先表現為系統性的理論建構。由體、用

的定義，至體用間的結構關連、邏輯關連、時序關連、空間關連、角色關連、意

義關連、內容關連、本質關連、作用關連，以及體用思維的全面應用與開展，船

山皆有清晰、明確的說明與論証，而非如前儒多以結論式的命題形式表述己意，

甚或只是一浮光掠影的傳統意見或模糊概念，其中並無堅實的認知、真確的信仰

及親切的體會，故或與其他思想相扞格。單以「有是體必有是用，有是用必有是

體」此一「陳言」為例，即因船山散見各書的反覆說明及論証，使得此一論述因

具備以上諸項詮釋層次而擁有前所未見的厚實根據與飽滿內涵，亦因此無法形式

化地等義於伊川、朱子、陽明等人的學說。在船山系統的說明與理論建構中，我

們看到了思想的高度自覺與透明。 

 其次，船山「體用相涵」思想展現出驚人的理論深度。透過「體以致用，用

以備體」、「體用相資」、「體用相因」、「體者所以用，用者用其體」、「用者皆其體」、

「自有體用」、「自為體用」、「相為體用」、「由用得體」等論述，船山有效地說明

了體用之間綿密的交涉與涵貫、體用角色的定位與多元化的切換，以及體用的對

立與因承、相反與相濟、相互制約卻又相拓相顯的動態辯証關係，並由此闡發了

存有的本體意義、根源地位及生命開放的無限可能。 

 此外，船山體用思想的成熟度尚表現在此思維方式的全面應用。一個思維方

式在哲人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及自覺程度、清晰程度、成熟程度等，殆取決於

該思維方式能輻射出多大的範圍，擁有多少的涵蓋面。如以此角度為中國哲人的

體用觀「判教」，那麼朱子的體用思想毋寧是相當核心、明晰且自覺的，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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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僅次於船山，且其體用思想亦頗具思辨層次。15 

 朱子繼承伊川的思維路數，以體用為詮解切點以說明存有的不同內容與特

質，上至理氣性命，下至扇子尺秤，16莫非朱子體用思想的應用與開展範圍。相

對於朱子與船山，陽明的體用思想幾皆集中於對良知、心體的描述與說明，「體

只良知之體，用只良知之用」17；正因陽明之體用思維幾乎只應用在良知的詮解

上，故是否能將此思維線索詮定為陽明的體用觀，或論斷此體用觀在陽明思想體

系具有普徧意義及核心地位，可能還需要一番辯證工夫。 

 而船山的體用思想為其思維核心殆無疑義。透過體用思維的映射，船山細密

而深刻地開展出其浩博學思，將太極陰陽、天人、道器、理氣、性命、性情、心

意、形色天性、天理人欲、一本萬殊、人文化成，乃至周易乾坤、寒暑生殺、動

靜燥濕、歷史文明、社會風俗等一切包涵對立範疇的詮解皆收攝於體用思維之

中，由「體用相涵」的富厚義蘊負責闡揚與說明。體用思維的全面應用與開展，

再一次証明船山體用思想的系統性、深刻度與成熟度。 

 在如此綿密而全面的開展中，維持思想體系的圓融度可謂哲人最艱鉅的工

程，而船山被錢賓四先生譽為「三百年所未有」、被熊十力加以「哲學天才」、「偉

大」等讚詞之因即在乎是。 

 船山「體用相涵」的思維模型在思想史上至少有幾點意義： 

 其一，深化動態辯証的思維方式。 

 《易經》「陰陽」觀念原即富涵素樸的辯証思想；老子「高下相生，難易相

成」等說法，亦注意到由對立可產生定位與意義的事實，唯老子所欲彰示者乃此

定位及意義為相對意義而非絕對意義，故不能成為「道」，亦不能象表「一」，船

山所見的和諧、秩序、均衡之「一」，殆非老子的辨取方向。伊川受《易》之啟

                                                 
15 陳榮捷將朱子體用觀分梳為六個詮說層次：體用有別、體用不離、體用一源、自有體用、體

用無定、同體異用。參見氏著：《朱子新探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頁 268-280。 
16《朱子語類》卷六，頁 102：「譬如這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

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事物，則用也。」 
17《傳習錄》中，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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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曾立「道無無對」之命題，但此並涵正反之「道」只是平面的一加一之「和」、

之「一」，而非如船山的由對立而相容相資、相拓相成所變化而成之「合」、之「一」。

陽明在論及知行關係時，亦曾有辯証而動態的相拓思維18 ，但因應用面太小且談

論篇幅甚少，無法展示出思想能量。劉宗周在說明「意體」好好惡惡、是是非非

的道德意向時，曾言「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19，此一辯證思維亦

當予船山一定的啟發，雖然蕺山並未系統地予以論述及拓展。 

 職是之故，深化中國哲學的辯証思維模型，非待船山不為功。由對立而相容、

由衝突而諧和、由互相限制而互相拓顯、由二而一，船山「體用相涵」展現出分

析而統合的辯証特質，「一」不再只是加總的原貌呈現，也不是一個境界式的空

語泛說，而是一富涵生命感、動態感、時間感與歷程感的變動圖象。不只此圖象

時時在變動其面目及內容，變合所自之「對反」也在互動中不斷改變內容及模樣。

影響與受影響同時進行、形塑與被形塑齊肩發生，此方為世界與生命的真相。 

 其二，強調在結構中証成意義。 

 體用相涵的結構關連是船山極為重視的內容，只有在結構中，存有才能有位

置，才能被理解與說明，也才能証成價值與意義。因此，完成結構可謂即完成自

身的存在，亦是証成自身的存在。亦緣此故，船山要求成就現象，要求備全萬殊，

強調在人文化成中建立人道、完成人道。 

 正是由此詮釋切點，「萬物皆備於我」成為必須被實現的生命任務，萬物因

我的備全而存在，我亦因萬物的備全而完成存在；萬物因我的主持均和而擁有意

義，我亦因萬物的各得其所而成就意義。我備萬物，萬物亦備我，沒有萬物與我

的對勘，我將不能存在。因此，外物是不可能的，成物亦不能是成己之後的行有

餘力，而是成己的必要條件。船山重視結構的結果，使其成德思想由「成己成物」

推進至「於成物之中成己」，經緯天地的神聖責任在船山學中具有令人澟然生畏

                                                 
18《傳習錄》上，頁 13：「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

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19《明儒學案》卷六十二＜蕺山學案＞，《黃宗義全集》第八冊，頁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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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浩浩正氣。 

 陽明「心外無物」20、「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21等

主張，亦表現出「認知－意義」、「結構－意義」之觀察及正物的要求，但並未系

統的論述其理論根據，是以精嚴深邃不及船山，然此中的思想進展之迹固是不絕

如縷。 

 其三，調和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思維模式。 

 追求淪渾之「一」乃中國哲人之共同理想，在對「一」的追求下，學者常對

朱子學譏以「餖飣」、「支離」，得此斷語絕非朱子之所願，豈有哲人以分裂天道

性命之渾淪為立說方向？渾淪之一亦必朱子所肯定之至道。 

 伊川與朱子皆喜條分縷析以辨曲折原委，此種詮釋興趣及辨取真理的責任感

如令其學說有了分裂道體之假象，亦只能付以「原罪」之嘆！相對於若干學者含

胡籠統以示渾淪，程朱的誠懇精實、不避譏逃難仍是令人萬分欽敬。雖然如此，

朱子的分析性思維模式的確易令後學產生疑惑，且理先氣後之說釋更使得二而一

的涵會通貫更添困難。 

 相對於朱子，陽明「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

本體、即下即上」22的思維方式乃拒絕任何的分解，呈現出渾淪氣象。王龍溪即

曾指出：「晦翁隨處分而為二，吾師隨處合而為一」23。 

 陽明以「即體即用」為良知之體用說解，良知之體用乃本質與內容的齊一；

朱子言及體用顯微時則表示：「體用顯微之分，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

分別，恐陷於今日含胡之弊，不可不察」24。則二人之思維模式亦相去遠矣，陽

明恐分而破裂，朱子憂合而含胡，由此思維方式之異故生出種種不同的思想內容。 

                                                 
20《傳習錄》記載陽明與友人遊，友人以花樹自開深山質疑「心外無物」之理，陽明答：「你未

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

你心外。」，頁 108。此段文字表現出陽明對「認識――意義」及「結構――意義」的觀察。 
21《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頁 48。 
22 同註 5。 
23 王畿：《王龍溪先生全集》，道光二年會稽莫晉刻本，卷二＜書婺源同志會約＞。 
24《朱熹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二十八書，頁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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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思辨力強，亦善於展現長才，分析細微，不肯含胡帶過；然殷鑑不遠，

故論述時多兩面進逼，以顧此得彼，整全渾淪之一。表現為思維模式者，即其分

而合、二而一、兩端一致的辯証思維進路。 

 船山之二乃內容不同之二，唯內容不同故得為二，倘若存在內容與特質一皆

重合、毫無殊異，又何必分體用、分動靜、分知行、分上下？肯定差殊、嚴別分

際乃是船山對王學自覺的針砭及批判。 

 然二必涵融為一。船山之一非加總之和，亦非陽明即體即用、體用無別之一，

而是經過一連串相反相容、相敵相濟、相顯相拓的辯証過程所變化而成的新內

容。陽明之一乃「即動即靜」，船山之一則是「動靜互涵」，朱子之一則「以體攝

用」，三種思維模型固是大異其趣。 

 船山尊朱抑王，對陸王的批評常是嚴厲峻刻。然觀其思想，其實並不全然近

於朱子，亦未全悖於陽明25，船山對陽明的反感當是來自於對王學末流意向內守、

輕視物理，甚至口談浮說、無精實工夫之風尚的極端厭棄。雖則船山學並未與陽

明完全背道，且其思想仍時見王學之脈緒，但船山畢竟是自覺地抨擊王學，且斥

之為異端浮見，則船山當不能認同己學有調和朱學與王學之意圖。 

 但若丟開哲人主觀的意願，而純就思想史的發展脈絡觀之，則體用相涵之思

維方式，固是朱子學與陽明學兩種思維模型辯証發展的結果，而由船山予以完

成。此為本文之立論切點。 

 其四，判別儒學與異教。 

 船山體用觀的重要任務之一，即在斥駁釋老的貴體賤用、立體廢用，以致泯

滅差異、解消現象、賤棄形色與欲望，尤有甚者，釋老以思慮材力所立之「一」

強加於萬之上，美其名曰「萬法歸一」，實則執一賊道。此外，陸王不免雜染此

弊，墨學二本而無分亦多有可議；此義已屢見前文，此不贅。 

 

                                                 
25 船山雖崇朱子，但在理氣、心體、生死聚散等大關目上皆與朱子分途；雖斥王學，但《大學》

之說釋實多得於陽明及其後學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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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船山而後，儒學的體用思想呈現難以為繼的局面。李二曲明體適用的「體

用全學」主張「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26，且列出《象山集》、《陽

明集》等著作為「明體中之明體」，《二程全書》、《朱子語類大全》等撰著為「明

體中之工夫」，《大學衍義》、《文獻通考》、《水利全書》等為「適用類」一系列書

單以指點學者進學方向27。以「明體中之明體」、「明體中之工夫」、「適用」等為

前儒「判教」，首先是割裂了儒學，其次是以主觀粗暴的方式芟刈了前儒的學術

向度及生命體會，再而是碎解了體用的一貫性，更使體用豐富的哲學概念萎弱為

一乾瘠而僵固的語言符號。二曲要求開展內聖外王的「真儒」人格，其用心深具

時代意義，亦令人感佩；但若就客觀的學術立場而言，體用思想的確在二曲學術

中呈現一理論高度的退轉。 

 二曲「體用全學」主張的提出與清初的天崩地坼時局有極大的關連，而在晚

清又一天崩地坼的時代裡，沈壽康、孫家鼐、張之洞等學者，亦陸續提出「中學

為體，西學為用」之思想，試圖力挽狂瀾、更創新局。28「中體西用」的失敗原

因之一來自於其理論根據未被系統的昭示及建立：中學、西學之間的邏輯關連是

否存在？如何証明？二者之內容、本質及目的是否有著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要如

何鉤掘，並加以論証及說釋？如果「中體西用」是本然之事實，那麼提倡者須解

釋何以過去「中體」開不出「西用」？倘若「中體西用」為吾人努力之目標，標

舉者亦當闡明此目標為何可能、如何可能？ 

 近代的體用思想緊緊地牽涉著價值與文化的抉擇、民族與社會的走向，乃至

生命範式的詮定等諸多自覺。熊十力「體用不二」之說，牟宗三先生開「新外王」

的努力29，乃至傅偉勛的「中西互為體用論」30、黃仁宇及李澤厚的「西體中用」

                                                 
26 李顒《二曲集》卷十六＜答顧寧人書＞，頁 149。 
27 《二曲集》，頁 50-54。 
28 參見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第二章、第三章；另丁

偉志、陳崧：《中西體用之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一書對晚清的「中體西

用」思潮有整全的爬梳；再可參見陳強立：＜論近百年來儒家的文化發展構想－從「體用」

範疇的理論涵蘊看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困局＞，《鵝湖月刊》17 卷 10 期，頁 25-31。 
29 牟宗三先生說：「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見氏著：《政道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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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等31，莫不是為文化的延續、發展及開創所做的建構及致力。 

 思想史最動人之處，或在於其中蓽路藍縷的跋涉之跡及斑斑可見的霜刻雨

痕。所有的艱辛及滄桑、充實與飽滿皆以追索真理、實現自我、成就世界為圓心

而磨轉發散。船山自銘其墓曰： 

 

 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

茲邱，固銜恤以永世。32 

                                                                                                                                           

 

達文西曾說：「一天過得充實，可以安心的睡眠；一生過得充實，可以安心

的面對死亡」；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面對死亡」的意義，其實是在總結自己的

生命。回顧生命，船山的心情是複雜的：興滅復亡的大願無由得致、張大聖學的

使命復力不能及，此乃儒者的終身之憂，亦船山的永世之悲；但與此同時，在生

命的終點，看到自己能全生全歸的還返天地，卻也有著一分無忝所生的欣慰。船

山嘗自題其居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33，亡國之悲憤、無力扭

轉乾坤之自責、未累造化之安慰，以及開創思想新局之自豪，勾勒出船山最後的

線條。正是這些線條，經緯出儒學的精實嚴毅，架構出世界的浩闊深邃；船山以

這些線條繪寫了自己，也繪寫了世界。 

 
道》(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0 年)，頁 12。 

30 傅偉勛在《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北京：三聯書店，1989 年)中提出「中西互為體用」之主

張，並為其建構包涵十個層面的理論模型。前揭書，頁 477。 
31 參見李欣復：＜評李澤厚、黃仁宇不同的「西體中用」論＞，《齊魯學刊》，2000 年第二期，

頁 94-99。 
32 劉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譜》，《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頁 270。 
33 同上，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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