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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唐君毅對朱子心性論的詮釋 

第一節 從一般工夫論來說明朱子對人心、道心的開合 

（一）綜述唐君毅對人心、道心的詮釋 

對於朱子的心性論，特別是在心的定位上，唐君毅有著相當值得學者們借鏡

的詮釋方式，這就是他對朱子思想中的心的地位，是從不同的層次問題來看待和

解釋的。唐先生說： 

 

至于朱子如何言此心與理之關係，與心之存在地位，則朱子在宇宙論與一

般工夫論中，其泛說此心在天地間之地位，及泛說工夫者，與其扣緊心性

論以言心與工夫者，三方面之言，實未能全相一致，而有不同之論。（《原

性篇》，頁 636） 

 

唐先生認為對朱子所說的心，至少須要從一般工夫論、宇宙論以及純粹心性論等

三個層面來認識，這樣的詮釋方法對於思想體系龐大的朱子而言，應該是十分合

宜的，並且，在不同的層面上，朱子也的確存在著不同的論述，因此如果只從一

種視角來解釋，往往會不得其全貌或者以偏概全。在這一節裡，我們將先討論第

一種層面的人心和道心的問題。 

對朱子所謂的人心、道心，我們先看唐先生一段十分重要的界定，他認為： 

 

朱子所謂道心，乃由人之表現其心之四德而成，亦卽心之天理性理，實際

實現或表現於心而成。此卽不同於統言人有具性理之心。……於是人之一

心之呈現，卽可自其已表現其性理者，而名之為道心；就其可實現表現道，

或其己私不妨礙道心之呈現者，而名為人心；就其人心之己私之足以妨碍

道心之呈現者言，稱其私為私欲，或不善之人欲，而此心卽為一具不善之

人欲或私欲之心。由此而一心卽可開為二心或三心以說。（《原性篇》，頁 417–

418） 

 

由這一段話，至少可以看出唐先生的三項理解：首先，朱子的道心指稱的是人已

經將心所天生具有的性理，實際地實現和表現出來的狀態，因此不同於指謂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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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性理的本心。當然，就本質而言，兩者的內涵都是道德性的意義，這是能夠

肯定的，但兩者也確實有著已表現和未表現的差異，這也就是唐先生之所以不直

接將朱子的道心說為本心或性體的緣故，因為道心所指的是人經由工夫修養而後

所呈現出來的合乎本心、性體的狀態；也就是說，道心是一個境界論上的表述語，

而不是用以指稱本體的話語。依此類推，那麼朱子所說的人心，其所指稱的面向

也是在表現上的狀態，而不是直指潛存在人身上而尚未呈現出來的氣稟概念。其

次，應該將人心和不善之人欲加以區別開來，這個區分主要是著眼在價值意義上

的判斷，因為在朱子的系統裡，道心所代表的是一種道德義涵的狀態，因此與道

心相關或相對的概念，也應該具有價值意義上的說明。就唐先生看來，人心指稱

的是一種價值中性的狀態，它可以向道德義的道心狀態提升，但也可能會陷溺於

惡的不善之人欲的狀態，因此就其概念本身來說，是屬於中性的中立地位。第三，

雖然有道心、人心、不善之人欲等三種區分，但是實際上人只有一個心，也就是

說，這三個概念並不是各自指稱一個心，而是就著同一個心以指稱現實主體的不

同狀態；這其實也正說明了道心不等同於本心或性體，而只是描述本心或性體所

呈現出的狀態。 

 

（二）道心不等同於未發之性體 

唐先生對於朱子的人心、道心之說，我們且先論述如上，底下引述其他學者

對這問題的相關研究，以展開對比和討論。與唐先生上述的著眼點相近，學者們

對朱子人心、道心所注目的問題主要是：一、人心、道心是已發還是未發；二、

道心是否等於本心或性體；三、人心在價值上的定位問題。先就第一個問題來說，

人心是已發似乎已經是大家的共識，至於道心則因為牽涉到第二個問題而有不同

的理解。請先看蒙培元以下的說法： 

 

從朱熹的論述看，「道心人心」與「未發已發」的關係是清楚的，二者都

是指已發而言，並不是以未發為道心，已發為人心。他又把惻隱等等說成

「道心」，把喜怒哀樂等等說成「人心」，實際上是說兩類情感意識，即道

德情感和自然情感的自我意識。1 

 

                                                 
1 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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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說人心、道心都是已發而不是未發的，蒙先生是根據朱子所謂「知覺」的

認知，以及「生於」或「發於」的來源上說的，例如朱子說：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

便是人心；知覺從義理上去，便是道心。」（《語類》卷 78，頁 2009） 

 

道心是義理上發出來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來底。雖聖人不能無人心，如

饑食渴飲之類；雖小人不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語類》卷 78，頁 2011） 

 

與此相近的提法，在《語類》中是一再地出現的。單由這兩條紀錄就可以窺知：

就內涵意義來說，人心、道心的內容確實有所不同，前者是自然的生理，後者則

是道德的價值；而就狀態來說，不論是從知覺的角度看，還是從發出來的角度看，

兩者都是屬於已發、已表現的樣貌。與蒙先生意思相近，我們可以再看陳來的說

法，並接著再轉入另一個層面的問題。陳先生認為： 

 

道心不是性，道心與人心不是體用關係。馮友蘭先生舊著《中國哲學史》

中說「性為天理，即所謂道心也」。早如明代羅欽順即有此說。近來有學

者亦主此說，……這些說法是否合乎朱熹思想皆可商榷。……道心與人心

都是屬於已發之心，並不是性。道心發於仁義禮智之性，但不是性。人心

發於血氣形體，但不是血氣。2 

 

在這一段話裡，陳先生反對羅欽順、馮友蘭等以朱子的道心為性的說法，因為不

管是人心還是道心，兩者都是已發的心；單就道心而言，雖然它的內容本質和道

德性體是相同的，但兩者畢竟是不同的指謂。以上蒙先生和陳先生的見解，3都

正好能夠用來作為我們前面詮釋唐先生話語的旁證。 

                                                 
2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229。對於羅欽順認為道心是未發之性，並不同於朱子之說，楊儒

賓、李明輝都曾有所提及。楊氏云：「『道心』被釋為「性」，釋為『未發』，這是羅欽順大不同於

朱子的要點。」，〈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頁 268；李氏云：「對朱子而言，道心與

人心只是心的兩個面向，均為已發。……朱子的這種解讀與明儒羅欽順的解讀適成對比。」，〈朱

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鵝湖》第 33 卷 第 3 期（2007.09），頁 14。 
3 姜廣輝對此問題之詮釋，亦與蒙、陳二人相近，見氏著〈論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學說〉，《漢學研

究》第 11 卷 第 1 期（1993.06），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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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另外也有學者的見解跟上述有所不同。在這裡，我們舉馮耀明、陳榮

開和金春峰的說法作為例子。馮先生曾對前引陳先生的論點有所討論，他認為陳

先生對馮友蘭以道心為性的批評是有道理的，但是將道心視為全是已發則頗有問

題，他如此論道： 

 

朱熹說：「道心，卽惻隱、羞惡之心。」無疑是以道心為已發之心。可是

他也說：「知覺從義理上去，便是道心。」由於知覺與思慮不同，知覺旣

未涉物而從義理上去，此道心自可以是未發的。……朱熹說：「道心是本

來稟受得仁義禮智之心。」便是這個意思，從「本來稟受得」言，似乎很

難說道心是已發的。4 

 

馮先生認為朱子的道心雖然不是性，但它是兼已發和未發的。馮先生的依據有

二：首先，他區別了朱子所謂的「知覺」和「思慮」的不同，他認為朱子使用這

兩個詞，雖然都是用來指稱心靈的，但前者所表示的是「心靈虛靈不昧之醒悟狀

態，而不涉及外界之事物」，而後者則是「心靈接應外界事物之思想活動」；也就

是說，前者是未發，而後者才是已發。5對於馮先生這樣的區分，筆者雖然認為

不無道理，但朱子的所有用語，特別是《語類》的紀錄語，是否都能夠如此套用，

則是須要有所保留的。僅就朱子以「知覺」一詞來討論人心、道心而言，也似乎

不能支持馮先生的區分。例如朱子說： 

 

道心是知覺得道理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語類》卷 78，頁 2010） 

 

知覺從饑食渴飲，便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便是道心。（《語類》卷 78，

頁 2011） 

 

不論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或是「知覺從君臣父子處」，都是涉及外在的事物，

而不是隔絕以潛存的未發狀態。至於馮先生的第二個依據，則是他所舉的《語類》

「道心是本來稟受得仁義禮智之心」的話語。這個引證似乎也頗有說服力，然而

                                                 
4 馮耀明：〈朱熹心性論的重建〉，收在鍾彩鈞編：《國際朱子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頁 456–457。 
5 馮耀明：〈朱熹心性論的重建〉，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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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查閱相關的論述時，便可以發現這句存在於《語類》的話，只是一個孤例，

不僅《文集》中沒有如此的說法，連《語類》也沒有其他相同的紀錄。因此，就

詮釋的涵蓋性而言，即使這不是紀錄者有意無意之間所產生的差距，也畢竟僅僅

是一個孤例，似乎不能用來全盤否定朱子整體的論述。因此，從上述兩方面來看，

對於馮先生以道心乃是兼涵未發和已發的主張，本文並無法採納。 

接著，我們來看陳榮開的說法： 

 

在他看來，人心屬氣，「氣主於形而有質」，「故私而或不善」，而「其發皆

人欲之所作」；道心屬性，「性主於理而無形」，「故公而無不善」，而「其

發皆天理之所行」。因此，人心無論其所呈現的狀態為何，固不因其所發

中節與否而改其本質之為有異於道心；既不待其有過不及之差始謂之為

「人欲之所作」，亦不因其有偶然之清明純粹遂「認以為道心」。6 

 

對於陳先生的見解，底下分為兩部分討論。首先，他的論點依據是朱子〈答蔡季

通二〉的說法。在這封書信裡，朱子有著一段似乎足以讓人將道心理解為性和未

發的話語，7特別是「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

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不及，而後流於人欲也。」然而，對於這樣提法，朱

子隨後在和鄭可學的討論中，便自己加以否定了。關於這個修改，錢穆已經有頗

為清晰而且合理的論述，8而陳先生在文章中也曾引述錢先生的意見，但他仍然

認為： 

 

大抵錢氏謂朱子答語「不覺主張理一邊太過了」，以致下語未瑩，固是的

論；而謂其「自其根本而已然」一語，即其所謂語有未瑩處，則恐未盡然。

9 
                                                 
6 陳榮開：〈朱子的《中庸》說：《中庸章句‧序》中有關道心、人心問題的看法〉，收在朱傑人

編：《邁入 21 世紀的朱子學：紀念朱熹誕辰 870 周年、逝世 800 周年論文集》，頁 66。 
7 朱子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理而無形，氣主於形而

有質。以其主理而無形，故公而無不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不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

發皆天理之所行；以其私而或不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

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不及，而後流於人欲也。」，《文集》卷 44，〈答

蔡季通二〉，頁 1912。 
8 錢穆：《朱子新學案（二）》，收在《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2 冊，頁 224–227。 
9 陳榮開：〈朱子的《中庸》說：《中庸章句‧序》中有關道心、人心問題的看法〉，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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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所一貫堅持的立場是：朱子對於人心、道心的區分是本質上的差異，前者

是氣，後者則是性。對於這個理解，筆者有所保留，請看底下鄭可學和朱子的問

答： 

 

此心之靈，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不知，而豈特知此數

者而止耶？ 

 

此心之靈，其覺於理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蔡季通書〉

語却未瑩，不足據以為說。（《文集》卷 56，〈答鄭子上十〉，頁 2713） 

 

明顯可見，朱子不認為心之靈就是道心，而是心覺於理才是道心，也就是說，朱

子依舊認為人心、道心的區別，應該從心靈所表現的是道德的價值，或是自然的

欲望來辨別。其次，陳先生認為人心、道心乃本質的差異，而不因表現上的中節

與否而改變，這其實也是有違朱子的話語的，試舉三例如下： 

 

1.問：「饑食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

乃不失所謂『道心』。若飲盜泉之水，食嗟來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 

2.饑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不飲食，道心也。 

3.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語類》卷 78，頁

2011） 

 

以上三條，都表明了心因著自然的生理欲望而飲食，這樣的行為便是人心的狀

態；但同樣是飲食，卻必須合乎價值義的規範才算是道心，也就是說，雖然只是

自然本能所須的飲食，但這時的心卻是呈現出合乎道的行為、狀態，這樣就可以

稱之為道心。因此對於陳先生所持的論點，本文也同樣無法接受。 

    藉由上述的討論，相信已經可以肯定朱子所謂的道心並不等同於性，而是指

已發的合於道德價值的狀態，因此對於金春峰所提出的：「道心即天命之性」、「道

心是天賦的，不是經由後天學習或『橫攝』而來的」、「『道心』乃『稟彝不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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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之道德的本心、仁義本心」等等說法，10筆者無意再多花篇幅討論。簡略地

說，金先生亟欲證成「朱子晚年走的是孟子心學的思路，思想的基本傾向是心學

而非今人所謂『理學』」11，其《朱熹哲學思想》全書也是為了證明朱子乃心學

而作。其中對於朱子的詮釋，有許多是筆者能夠接受和贊同的，但是專就朱子的

「道心」這一概念而言，金先生的理解卻是我們所無法採取的。  

    

（三）由一心開展為三心 

   接下來，我們便來論述「人心」在價值上的定位問題，而這也正關聯著唐君

毅所提出的，朱子將一心開展為三心的見解。唐先生曾說： 

 

朱子之言人心道心人欲之問題，韓國朱學者韓元震朱書同異考，嘗謂其前

後有四說。（《原性篇》，頁 419） 

 

這裡，我們無意詳細探究朱子對這些概念的理解是如何演變的，而只須要簡單地

指出：唐先生認為朱子早先對於人心這一概念，是採取和道心完全對立面的觀

點，也就是說，起初人心的意義和不善的私欲是一樣的；再換句話說，道心是善

的價值意義，而人心則是當去除的不善之惡。但是後來，朱子對人心一概念卻有

了不同以往的看法，唐先生如此說： 

 

朱子之學之所歸，其所謂道心、人心，及與道心為對反之不善之人欲，明

為三義；而此中之人心，則尅就其本身言，乃雖有危亦可合道，而為可善

可惡之中性者也。（《原性篇》，頁 421） 

 

關於朱子起先將人心視為與道心全然對立，並且是當去除的私欲，陳來也有相近

的看法；12而後來朱子不將人心視為不善或惡的私欲，更可以說是學者們的共

識。對此，陳來有一段相當值得參考的論述，他說： 

 

                                                 
10 金春峰：〈朱熹晚年思想〉，《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年 第 1 期，頁 71。 
11 金春峰：〈朱熹晚年思想〉，頁 70。 
12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230。 



 76

如果照一般所理解的，「人欲」「私欲」是與天理相對立的必須去除的惡的

欲念的話，那麼，朱子是反對把「人心」等同於「人欲」或「私欲」的，……

當然，如果只是以「人欲」「私欲」指人的生理欲望和由此產生的基本物

質要求，而不是以「人欲」「私欲」為全不是的話，也無礙把「人心」叫

做人欲或私欲。13 

 

藉由上述的說法，筆者所想提點出的是：如果在朱子的思想裡，人心一概念最後

是確立在中性的地位，那麼唐先生所提出的，朱子乃將一心展開為三心的說法，

便是十分須要的。換句話說，雖然朱子主要是以人心、道心為一組概念來論述，

但就其整體思想的合理要求而言，加入不善之人欲以與人心、道心並列為三種價

值判斷的狀態，是相當必要而合宜的。 

    不過，一如前面所說，在實際上人只有一個心，所謂的人心、道心、不善之

人欲，只是用來描述人的身心所表現出來的樣態。也就是說，一心雖然可以開展

為三種心靈狀態，但三心終歸只是一心。對此，唐先生有一段由三心歸為二心，

又由二心以歸於一心的談論。他說： 

 

尅就實際之人心言，如其不覺於理，以聽命於道心，化同於道心，又必以

其覺於欲，而歸於單獨發展其欲，以離道違道。故此人心又非真能自持其

獨立存在，以自持其為一無善無惡之心者。……由此而所謂三心，卽仍歸

於二心。然此二者，旣一善一惡，互相對反，「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

無中立不進退之理」（語類十三）。二相對反之心不容並存，則實際上人所

有之心，又仍只是一心而已矣。（《原性篇》，頁 425） 

 

此中，由三心而為二心，再歸於只是一心，正明顯可見我們一再強調的：所謂的

人心、道心、不善之人欲，乃是人的三種心靈狀態，它們是已經呈現出來，並且

是用道德的標準來加以界定的概念。就自然的、中性的生理欲望來說，它是人存

在的基礎，是不該否定或消滅的，只是在朱子看來，每一個起心動念、行為舉止，

都應該以天賦的性理為價值的依歸，特別是自然的生理欲望，因為它往往是不進

則退，不提昇則陷溺的一個中介點。此所以朱子強調說：「天理人欲之分，只爭

                                                 
13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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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子」、「天理人欲，幾微之間」（《語類》卷 13，頁 224）。當然，這其實也就須要關聯

到工夫修養的問題了，而這也正是唐先生以工夫論來區別由一心展開為三種心靈

狀態的原因。 

    順著上述的脈絡，最後我們便來論述朱子由工夫修養以說人心、道心及不善

之人欲的思想。底下援引朱子對此問題的兩篇最為重要的文獻，然後嘗試闡述其

義涵，以作為本節的結語。朱子寫道： 

 

蓋嘗論之，心之虛靈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異

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不同，是

以或危殆而不安，或微妙而難見耳。然人莫不有是形，故雖上智不能無「人

心」；亦莫不有是性，故雖下愚不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

不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理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

私矣。「精」則察夫二者之間而不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不離也。

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不及之差矣。（《文集》卷 76，〈中

庸章句序〉，頁 3828）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

之「人心」；指其發於義理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易動而難反，

故危而不安；義理難明而易昧，故微而不顯。惟能省察於二者公私之間，

以致其精，而不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不

使其有頃刻之離，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不及之差，而信能執

其中矣。（《文集》卷 65，〈大禹謨〉，頁 3284） 

 

這兩段義理全然相通的文字，可以視為是朱子對人心、道心的最終定見。在論述

的形式上，前半段都是在對心，以及人心、道心下定義，而後半段則都是轉入到

工夫修養的問題，這是朱子對義理的概念闡明與修養實踐兩者並重的例證之一。

首先，心的重要特質是虛靈知覺，並且它是獨一無二，而又能夠作為人處世應物

種種活動的主宰者。這裡確立了心的自主權，而也正是工夫修養之所以可能的成

立基石。然而，既然心只是一個，那何以要有人心、道心的提法，這便關聯到人

的起心動念、所作所為是順形氣之私，還是從義理之公；如果只從前者著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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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所表現出來的只是人心的樣貌，而假如是由後者立足，那麼呈現出來的便是道

心的狀態。進一步說，人心雖然不一定是惡的，但因為人原本就是受氣稟物欲限

制的存在，因此如果只順著形氣之私來行事作為，勢必將流於為惡的可能，所以

人心便是危殆而不安的狀態，而須要特別加以戒慎恐懼的；相對的，也正因為人

是現實中的有限者，所以不免被層層氣稟物欲所籠罩，因此義理之公甚難呈現出

來，所以道心便是微妙而難見的狀態。再進一步說，人心雖然是危殆而不安的狀

態，但它並不是須要被全盤否定或絕滅的，因為饑渴飲食是人作為現實有限存在

的必須要求，只是它必須被轉化，轉化成能夠體現天生本來具有的道德性理的道

心狀態，而也正因為人本有善性，所以當人面對人事物而當下有所惻隱或羞惡等

等，便都能夠稱之為是道心的狀態。當然，當下的呈現還不足夠，必須持之以恆

的保持和擴充這樣境界，才是更重要的，而正這轉入了工夫修養的層次問題。在

這裡，朱子所論述的是「精」、「一」的工夫，關於這兩個概念，《語類》也有多

次與此相通的說明。14所謂的「精」，主要在指出心必須自覺地辨明自身所表現

或呈現的狀態是人心還是道心，這可以說是第一步的自覺工夫。因為人在日常生

活中往往是處在不自覺的狀態，一般說來也就是屬於人心的狀態，但是這樣被氣

稟物欲所籠罩的不自覺的狀態，一不小心便會流於不善或產生惡的行為，因此朱

子才會一再地告誡這一自覺明辨的重要，切莫讓原本已經是危殆不安的人心更為

危險，而令原本已經是微妙難見的道心被隱蔽不見。而所謂的「一」，則可以說

是第二步的持守工夫。當我們一念之間有所自覺而能夠實踐合乎義理的行為時，

這當然是處在道心的狀態，但是人的心常常是隨著萬事萬物而頃刻之間念念遷移

的，這是現實的人所無可逃的局限，也因此，唯有不斷地在身心上進行工夫的修

養，才能讓人常處在道心的善的境界，而不隨著欲望之流而退轉，甚或墮入惡的

深淵。關於這種人所無法避免的限制，在宋代的儒者中，朱子無疑是最能正視和

重視的代表人物，而這樣的思路也影響著他對心性和工夫的理論，這在下面的章

節裡，也會再加以說明。最後，此中朱子雖然沒有明文提及唐先生所謂的「不善

之人欲」，但從中性的人心狀態，必須轉化為善的道心狀態來看，則朱子理當預

設了有一種屬於惡的不善之人欲的狀態。 

                                                 
14 且舉兩條如下：「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了，又須固守他。若不辨別得時，更固

守個甚麼﹖若辨別得了又不固守，則不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因論『惟精惟一』

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不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語類》卷 78，頁 20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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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宇宙論的角度切入朱子所謂的氣之靈 

（一）綜述唐君毅對心為氣之靈的詮釋 

關於朱子所謂的「氣之靈」的提法，學者們的詮釋和評價有著相當大的落差。

先簡要地舉例來說，如牟宗三、李明輝都認為朱子所說的心只是屬於氣，因此並

不能成為真正的道德主體，當然也就沒有自律道德，而僅能流於他律道德，並且

更依此而判定朱子是儒學的歧出；相較之下，錢穆、杜保瑞也認為朱子所說的心

是屬於氣，但他們卻認為這不但不是不足的缺失，反而是一種十分合理的說法。

除此之外，也另有許多學者認為朱子思想中的心並不僅僅只是氣而已，例如蒙培

元、陳來、張立文、金春峰、姜廣輝等等都是持這樣的見解。對於上述的看法，

這一節和下一節將會適時地加以提及和討論，並試圖說明其中的合理性。此外，

須要先說明的是，這一節對心為氣之靈的討論，和下一節對本心、心體的論述，

兩者的關係相當的密切；如果用比較的方式來說，這一節偏重在消極意義上地反

駁將朱子所謂的心只定位在氣的層面，而下一節則著重在積極意義上地證成朱子

本有儒家所主張的道德本心、性體。當然，這兩節中的論述，仍然都是有破有立

的，但以這一節為基礎，而以下一節為延伸，這則是本文的著眼點。 

一如標題所表示的，唐先生認為朱子的心為氣之靈的提法，必須從宇宙論的

角度來理解。那麼，他所詮釋的具體內容是如何呢？底下分別引用兩段話語，並

嘗試略加說明。唐先生認為： 

 

朱子之以心為氣之靈，無形中卽顯出一重心與氣之關係，而輕心與理之關

係之色彩。其所以重心與氣之關係，而忽心與理之關係，則關鍵在其言天

之生物雖以理為主，而言人物之受生，則以氣為主。（《導論篇》，頁 502） 

 

理雖然是萬物的本體，然而從宇宙生成的立場來看，形上的理創生萬物必得藉由

形下的氣才能完成。唐先生認為：朱子之所以會說心為氣之靈，主要是從人的稟

受來說，因為理是在氣化成形體之後才稟賦在人身上而成為其性的，至於人的心

則更是形體存在後才有的，雖然它是至為虛靈的事物，但畢竟仍是後於氣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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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才說它是氣之靈，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心和氣之間的緊密關係。15唐先生

又說： 

 

至於朱子之言心為氣之靈、氣之精爽，則是就心之連於氣，而附心於氣以

說者。自客觀的宇宙論之觀點看，人之心固必連於其自身之表現於氣者以

言，則此語亦可說。然如純自心性論之觀點言，此語亦不須說；如要說此

語，則至少須與心者「理之所會之地。」（語類卷五）合說方備。（《原性篇》，

頁 399–400） 

 

他認為就宇宙論的脈絡來看，說心是氣之靈也並不是沒有道理的，因為心原本就

必須透過氣才能加以表現，只是，我們不該只從這個視角來界定心，而必須賦予

它更積極的內涵意義。依唐先生之意：純粹就心性論的觀點說，心和理其實是一

同呈現的，從這個角度就可以肯定心和理是形而上的合一，也就是象山、陽明所

說的心即理的本心；對於這樣的本心，儘管朱子因為受到宇宙論視角的限制，以

致於不能像陸、王所說的那樣地充分，但其實他同樣也是有所觸及的。16以上兩

段，大約已經可以概括唐先生所謂的：朱子說心為氣之靈乃是從宇宙論的角度切

入的。 

再者，唐先生對於朱子所謂的氣之靈的說法，有批評也有肯定，但批評的意

見無疑是比較多的，並且，這些批評的看法，主要是集中在《導論篇》裡的討論。

筆者之所以提及這一點，是因為後來唐先生對於氣之靈的評論曾有改變，雖然前

後並不是矛盾衝突的，但卻明顯可見其著眼的重心有所轉移。關於唐先生對氣之

靈的批評，筆者已經有過綜合的論述，現引錄於下： 

 

首先，他指出朱子雖然極力希望人要讓心作為身的主宰，而不要昧著天理

以隨順私欲，但是氣之靈的說法卻很可能會使心只屬於身，而有墮入以身

觀心的缺失。所謂以身觀心，是指就心還沒有呈現出本心，而任隨身體的

習氣來行事的時候看心。但是唐先生認為不應當從這裡看心，因為這時候

的心只是被氣所掌控的，並不能真正自我作主，所以應該要從心自己呈現

為本心而作為身體的主宰時看心才適當。 

                                                 
1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502。 
1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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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先生以為朱子所謂的心猶陰陽而有動靜的說法，雖然有其可以應

用的地方而並非妄說，但也只能夠應用於一般的心理活動，可是這卻無法

應用於人的自覺的本心。因為本心是在動靜之上而統攝動靜的，並不是落

在一動或一靜而被動靜的範圍所統攝的。因此本心無論寂、感、動、靜，

都是純一而恆常如其本然，並不能說它本身就是像陰陽的一動一靜，而只

能說當它接觸到事物時，可以透過氣而產生不同的應對。 

再次，朱子雖然重視理的超越義，但是如果只是以心為氣之靈，而不知道

本心實際上也跟理一樣具有超越義，那麼這樣所談的心仍然不能調適上

遂，進而讓他所說的理儘管超越卻也不免流於虛懸。17 

 

這裡須要補充說明的，主要有兩點：首先，唐先生以上的批評，所預設的是心原

本就應該是與理合一的，他如此說： 

 

吾人由心之自覺其有性理，知其有性理處看心，或自心之表現其性理，於

欲生物成物之情，與對人對物之行事上看心，皆無處可容心理為二，而性

理孤懸於上以自超越於心之說。（《導論篇》，頁 507–508） 

 

因此如果朱子所謂心為氣之靈，只是形而下的、不具有超越義的心，那麼就免不

了上述的批評。但相對的，假如朱子的心並不僅僅只有形下之氣的意義，那麼以

上的批評也就可以免去。其次，唐先生的第二個預設是，朱子的心為氣之靈的說

法，其實只是著眼於宇宙論上的意見，但這並不是朱子對心的全部的定位，甚至

更不是核心所在，因為在此之外，朱子其實也有超越的本心、心體之義，而這才

是其理論的核心。18因此他認為： 

 

吾人今如尅就朱子之在心性論上所有之內觀而說，則固可不說心為氣之

靈、氣之精爽，而只須說「心為內具理而通於理，更表現之於外，以通於

氣」而已足。（《原性篇》，頁 401） 

 

                                                 
17 拙著〈唐君毅之朱子學〉，頁 42。以上之綜述，乃依據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508–515。 
1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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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唐先生的整體論述，便可以了解到他認為朱子對於心的核心定位，並不在宇

宙論上的心為氣之靈，而是在純粹心性論上，以心為貫通理氣、寂感二面的概念。

關於這部分，請留待下節再詳細論說。以上的陳述，筆者主要只是為了指出一點：

唐先生並不將朱子思想中的心完全視為是氣一邊的事物。 

 

（二）心並非只是氣 

接著，我們便導入其他學者們的相關見解，以展開討論。在當代，主張朱子

只是以心為經驗實然的氣，並且對這樣的說法給予嚴厲批評的，應當可以舉牟宗

三和李明輝兩位先生為代表。其中，李先生乃是承繼牟先生的觀點並加以發揮

的，因此底下我們就以李先生的意見作為主要的商討對象。李先生認為： 

 

以朱子學中的「心」屬於氣，幾乎已成為臺灣學界之共識，筆者一向也採

取這個觀點。但是研究朱子學卓然有成的陳來卻獨排眾議，主張朱子系統

中的「心」並不是氣。19 

 

在文中，李先生提及了錢穆、牟宗三、勞思光以及劉述先等四位先生都認為朱子

所謂的心只是屬於氣，而不屬於理。他在上段引文中也附註說：「楊儒賓或許是

例外。不過，他對此說雖有所保留，但並未全盤否定它。」20顯然，李先生還是

忽略了唐先生對此問題的詮釋，當然，沒有提及，也並不妨礙他所主張的實質內

容，只是正好又再次證明了本文緒論所說的，無論肯定與否，唐先生的觀點並沒

有受到廣大的重視。文中李先生針對陳來的說法作了反駁的批評，在此我們無須

交代其中的細節，而只想論述他是如何判定朱子所說的心只是屬於氣。 

李先生列舉了如下的理由： 

 

一、在朱子理、氣二分的義理間架中，不可能存在一個居間的界域，不歸

於理，必歸於氣。二、朱子認為心具有兩項主要特徵，即有善惡、能活動，

而這也是氣之特徵。三、朱子在《胡子知言疑義》中明白駁斥胡宏「心無

死生」之說。反之，朱子認為人之心有死生，則其屬於氣，殆無疑義。 

                                                 
19 李明輝：〈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頁 16。 
20 李明輝：〈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頁 21，註 41。 



 83

四、對朱子而言，知覺並非人所獨有，禽獸亦有知覺，不過禽獸與人之知

覺有昏明之異。再者，在人類當中，由於氣稟之不齊，其知覺亦有昏明之

異。這顯示：知覺之有無與昏明係由氣所決定，故知覺屬於氣，亦無疑義。 

朱子既然反對陸象山的「心即理」說，視心與理不屬於同一層，則心除了

屬於氣之外，便無所歸屬了……。再者，「心」也不可能屬於理、氣，因

為這將意謂「心」自身之分裂為二。難道朱子會以將「心」分裂為二的方

式來理解「心統性情」嗎？21 

 

上述觀點所涉及的層面和問題頗為繁多，筆者嘗試依序商榷如下：就第一點而

言，李先生認為：因為在理、氣二分而沒有中間地帶的架構下，所以朱子既然反

對象山的「心即理」，那麼他所說的心也就必然只能是氣。這裡，我們首先須要

對「心即理」一詞稍作說明，才比較能夠釐清其中的問題。所謂「心即理」，學

者有不同的理解視角，如唐君毅、牟宗三主要都是從本體論的立場來詮釋的，也

就是說，心和理是形上的合一，理先天而內在地為心所具有，此即所謂的道德的

本心；而如錢穆、杜保瑞則主要是著眼在境界論的立場來了解，換句話說，只有

當人透過工夫實踐而達到合乎理義的境界時，才稱得上是心即理。22這兩種詮釋

都各自成理，這裡僅就李先生的用法而言，則他應該是承繼牟先生的意思的。對

於牟先生的見解，筆者在他文已經有所論述，簡要地說：依照牟先生的意思，所

謂「心即理」是指不須要透過後天的工夫修養，心本來就是先天內在地具有仁義

等德性。相反的，假如是須要藉由工夫修養才能讓心具備原來所沒有的仁義之

理，那麼這便不是本具、固具，也就不是「心即理」。23文中筆者也試圖證明：

如果依照牟先生對心即理的界定，那麼朱子同樣也是有如此的思想的，因為朱子

說仁義先天內在於心而為心所具的話語，其實所在多有；至於牟先生之所以會說

朱子沒有心即理的思想，則是因為以他所預設的判準而否定朱子本身原有的說

                                                 
21 李明輝：〈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頁 18–19。相同且較為詳細之論點，已另

見氏著〈朱子論惡之根源〉，收在鍾彩鈞編：《國際朱子學會議論文集》，頁 567–576。下文將一

併納入討論。 
22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頁 52 云：「心是氣之靈，……須待此心所覺全是理，滿心皆理，

始是到了『心即理』境界。」，又《朱子新學案（二）》，頁 622 云：「象山說心即理，雖不即如慧

能之說本來無物，但卻說成滿心皆理。直言境界，不及工夫，則易陷入頓悟一路。」杜保瑞：〈朱

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頁 32 云：「象山說心即理是說心要如理，如理後心

即理，其實是說的主體作工夫已達境界的心即理。」 
23 拙著〈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要視角〉，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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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關於這個部分，下一節我們還會有所討論。 

順著上述的脈絡，我們再回到李先生的觀點，請看他底下的論述： 

 

朱子所謂「心統性情」，其實只是意謂心依性理引發情，也就是說，心認

知地以異層之性理為依據，而引發同層之情。按牟宗三先生底說法，「心

之具此理而成為其德是『當具』而不是『本具』，是外在地關聯地具，而

不是本質地必然地具，是認知地靜攝地具，而不是本心直貫之自發自律地

具。」24 

 

筆者以為這裡似乎出現了一種循環論證的現象，何以如此說？牟、李兩位先生之

所以說朱子沒有心即理的思想，是因為他們認為朱子所說的心並不能先天內在地

具備理，而只能透過後天的學習來涵攝理；但這樣的說法又是根據他們已經先認

定朱子的心只是氣之靈的認知心。換句話說，是因為先判定了朱子的心只是氣，

所以才說他沒有心即理的思想，卻不是說因為他沒有心即理的思想，再由此來判

定他的心只是屬於氣。況且，朱子其實也有牟先生所說的心即理的思路。其次，

李先生認為在朱子的架構裡，不屬理便只是屬於氣，朱子不可能會將心分裂為同

時具有理、氣的性質。這樣的說法，筆者也無法贊同，因為就朱子而言，他確實

是將心定位在同時具有理、氣的位置上，而且這也不是分裂，而是心之所以能兼

涵和主宰性理、情氣的重要特質。第二章已經提及，萬物都是由理、氣和合才能

存在的，這已是研究朱子思想的共識，換句話說，萬物本身都是具有理和氣的性

質，因為理、氣雖然有形上形下的區分，但在物的身上，理、氣始終不離，缺一

不可。因此就宇宙論來看心作為一種存在，它當然是具有氣的性質的，但理始終

在氣之中而不離；因此，進一步就本體論而言，心本就先天內具性理以作為其本

體和德性。關於這樣的思路，許多學者都已經有所提及。這一部分，下節也會再

加以討論。這裡，且先分別引述金春峰、杜保瑞以及楊儒賓等三位學者的看法如

下： 

 

大腦是思維的器官，古人認為是心。……朱熹則說是「氣之靈」、「氣之精

爽」。這種「氣之靈」的心，對於陸象山、王陽明，也都是不言而喻的。

                                                 
24 李明輝：〈朱子論惡之根源〉，頁 571。文中所引牟氏之言，見《心體與性體（三）》，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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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性的、無色的。25 

 

朱熹言存有論，故以心為氣之靈爽，且為有善有惡，而勞先生即以此說為

主體不能超越地提起，只有象山的心即理才能完成，其實不然，問題是在

朱熹正在談存有論，而象山正在談工夫論，一但當象山亦論於存有論問題

時，亦不能無朱熹之「心者氣之靈爽」之此義。而朱熹論存有論時所說之

心當然亦即是論工夫論時所說之心，此時此心即與象山所使用之能有超越

圓滿義之心同義矣。26 

 

我們在上文已說明過以氣界定心，此一觀點不僅見於上文所引之朱子、湛

若水、高攀龍等人才有。這是理學的一大傳統，更是王學系統的一大共識。

27 

 

雖然上述三位學者的立足點不見得全然相同，但是單就以氣來界定心這一個問題

而言，藉由他們說法，我們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不論是朱子還是象山、陽明，

不論是所謂的理學還是心學，都無法否定心具有氣的內涵意義。而這其實也就

是，唐先生之所以並不全然否定朱子從宇宙論來說心為氣之靈的原因之一。畢

竟，現實的存在是須要氣作為生物之具的，沒有氣，超越的性理便只能恆存天際。

但朱子明說有理必定有氣，氣化成形後性理便在心之內作為其本體。因此，說心

是氣之靈並沒有錯，只是更須要看出這樣的心，原本就先天內在地具備性理，而

且兩者並不衝突，更不是分裂。以上是對李先生所提出的第一點理由的商榷，其

實也可以說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如果他所持的第一點並不能成立的話，其餘三

點便也很難具有說服力。 

    接著，我們再看李先生所提出的第二個理由，他認為：因為朱子說心有善惡、

能活動，而這兩項又都是氣的特徵，所以心只能是氣。先就心有善惡來說，其實

這只是說心在表現上有善惡的意思，但卻不妨礙心可以內在具有性理以作為其本

                                                 
25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48。 
26 杜保瑞：〈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頁 33。頁 32 也說：「對勞先生說朱

熹的心概念的只是靈爽、且會為惡、故非超越義之說者，筆者認為，當朱熹處理存有論問題時，

是從宇宙論進路說心做為人身主宰之概念界定，因此說心是氣之靈爽，此說不應有錯，這是存有

論的問題意識所必含之結論。至於以心為主體以作成德工夫之時，心即有超越義矣。」 
27 楊儒賓：〈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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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因為這兩者顯然是不同層次的問題。且看朱子如下的說法： 

 

1.問：「心之為物，眾理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不善，皆氣

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語

類》卷 5，頁 86） 

2.或問：「心有善惡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惡。且如惻隱是

善也，見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便是惡矣。離着善，便是惡。然心之本

體未嘗不善，又却不可說惡全不是心。若不是心，是甚麼做出來﹖」（《語

類》卷 5，頁 86） 

3.性無不善。心所發為情，或有不善。說不善非是心，亦不得。却是心之

本體本無不善，其流為不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語類》卷 5，頁 92） 

4.若云人有不仁，心無不仁；心有不仁，心之本體無不仁，則意方足耳。

（《語類》卷 95，頁 2439） 

5.心體固本靜，然亦不能不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流而入於不善。夫其

動而流於不善者，固不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不可不謂之心也，但其誘於

物而然耳。（《文集》卷 45，〈答游誠之三〉，頁 1997） 

 

前三條《語類》，李先生在其〈朱子論惡之根源〉一文中也曾引及，但因為理解

的基礎不同，所以詮釋出來的樣貌也不同。筆者以為朱子這裡的話語，明顯是以

性為心的本體，也就是說心的本質是以性理為內容的，但人必然會有活動，活動

本就須要透過氣才能夠表現在現實的世界裡，心便是統攝著性理和情氣兩面而作

為人身的主宰的；只是，活動本身必定會受到內在氣質和外在事物的局限，而不

一定能夠讓本然的善性全然地表現出來，但這是表現上的問題，並無礙於心原本

就以性理為本體，也不足以說明心只是氣這一層的事物。因為人身的所作所為，

其主宰者是心，人的行為有善有惡，乃是因為心在表現原有的性理時，受到氣的

局限而有善有惡，這是現實的人的心在表現上的必然局限，因為如果不是如此，

那麼人人都是天生的聖賢，而也就不須要工夫修養了。其次，就心能活動來說，

李先生其實是預設了牟先生判朱子的理只是不能發用的但理。28對此，筆者以

為：牟先生之所以不承認朱子是以性理來作為心的本體，不承認性理能夠以心體

                                                 
28 李明輝：〈朱子論惡之根源〉，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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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來自我呈現和發用，主要是因為他已經先將朱子的理界定為「只存有而不

活動」的但理，因此，既然朱子明確標舉「性即理」的觀點，那麼性也就必定像

理一樣是不能夠活動的存有。其中，對於牟先生判定朱子的理只是靜態的不活動

的理，在上一章我們已經有所商榷。再者，牟先生認為朱子思想中的性是不能夠

發用的說法，其實並不能真正符合朱子本身的論述，因為在朱子的文獻裡，確實

有著許多直接指明性是能夠發用的話語。29關於這一點，請留待下節再進行比較

詳細的舉證和討論。這裡只須要先簡單地指出：認為性理是不能活動、不能發用，

所以凡是有活動的就只是氣，而心既然能活動，那麼也就不能是理而只能是氣，

對於這樣推論，本文是難以接受的。 

    接著，我們再看李先生所提出的第三點理由，這個理由所根據的是朱子以下

的話語： 

 

「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輪迴之說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靈。所

謂心者，乃夫虛靈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見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

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理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

死生之說，以駭學者之聽乎？（《文集》卷 73，〈胡子知言疑義〉，頁 3701） 

 

這一段話，李先生認為是證明朱子的心只是氣的「最有力的證據」，因為「人之

心旣有死生，其屬於氣，殆無疑義。」30然而筆者以為，這似乎仍然是渾淆了宇

宙論和本體論的不同層次的說法。就宇宙論而言，人稟受天地之心以為自己的

心，這個心是氣成形後，性理隨而以此為載體並成為其本有的性質的，但人本是

氣化流行中必然會毀壞的存在，在人身上的心當然也會隨之消逝，然而這卻無礙

心可以有超越義，因為心的本體，也就是本心、性體始終是永存天際的。人雖然

可以透過工夫修養而與天合德，但天、人之間永遠存在著距離，前者是永恆長存

的，後者則是生滅不已的，這是同一個心在天、人之間的必然的不同。但這樣的

不同，不但不會讓朱子所說的心只成為氣，反而讓有限的存在和超越的存有都得

到合宜的解釋；同一個本心，在人身上當然會隨形氣而有始終，但在天理卻是超

越的恆存，並且在透過氣化的生生不已中，又賦予到不同的個體上。筆者以為這

                                                 
29 上述之意已見拙著〈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

要視角〉，頁 22。 
30 李明輝：〈朱子論惡之根源〉，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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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比較合乎朱子說：心「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

始終」的意旨。 

    至於李先生第四點理由所討論的，一則是依據朱子〈答余方叔〉談知覺在萬

物身上的有無乃是由氣所決定，而非由理決定，因此推論說知覺屬於氣。31二則，

更主要的文獻是朱子和學生以下的問答： 

 

問：「知覺是心之靈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不專是氣，是先有知覺

之理。理未知覺，氣聚成形，理與氣合，便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

這脂膏，便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語類》卷 5，頁 85） 

 

對這一段話語，李先生如此認為： 

 

所謂「理與氣合，便能知覺」，並非意謂：「知覺」同時屬於理和氣；而是

意謂：「知覺」存在於氣的「心」與作為對象的「理」之關係中。換言之，

心之虛靈在於它能藉由其知覺去認識理，而這並無礙於承認「心」與其「知

覺」同屬於氣。32 

 

朱子和學生的問答，以及李先生的詮釋，焦點都是在說明「知覺」是如何產生的？

不過兩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一些差距。就李先生的意思看，知覺原本就是心的功

能，但這個功能要在心去認識外在對象的理的過程中才會表現出來。換句話說，

知覺這種心本有的功能，存在於心對外物的認識活動中。然而，朱子的回答似乎

並不是著眼於此，甚至學生的提問也不在此。如果學生認為心就只是氣，那麼他

似乎不須要問：「知覺是心之靈固如此，抑氣之為邪﹖」、「心之發處是氣否﹖」；

因為後一句問話，表示他不確定心是否只是氣，而前一句問話，更明顯是提問說，

心的知覺究竟是心本來就如此的，還是氣讓它如此的，而這顯然不是將心和氣完

全等同的意思。至於朱子的回答，更表明了心的知覺是在理、氣結合後才產生的，

但這種產生並不是認識過程中的產生，而是說理、氣和合而創生了心的存在，心

之所以能知覺是因為理本身具有知覺的作用，這種作用在理、氣和合而產生心之

                                                 
31 《文集》卷 59，〈答余方叔〉，頁 2912–2913。 
32 李明輝：〈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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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便是心的功能。朱子的比喻也頗為生動，如果把心比喻為燭火，那麼性理就

好比是脂膏，脂膏原本就是燭火的主體，沒有它就無法有光燄，換句話說，沒有

性理，那麼心也不會有氣的作用。順著這樣的理解，再回頭看關於朱子〈答余方

叔〉的談法。筆者以為，李先生只將知覺的有無全決定在氣的昏明，似乎不免忽

視了性理才是最根本的基礎。也就是說，知覺之所以存在於人和動物而不存在於

草木枯槁，除了氣的昏明與否的條件外，其實已經先肯定了性理是最根本的先決

條件，理和氣兩者的同時決定，才能構成萬物有無知覺的充分條件。 

以上是筆者嘗試對李先生判定朱子的心只是氣的四點理由的商榷，藉由這些

討論，所以本文並無法接受李先生的主張。接下來，我們再看一段李先生所說的

話，他認為： 

 

上述的學者在斷定朱子學中的「心」屬於氣時，通常所根據的直接文獻是

《朱子語類》中所載： 

心者，氣之精爽。 

所覺者，心之理也；能覺者，氣之靈也。 

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便合著氣了。 

第三句話清楚地表示：心與才、情三者同屬於氣之一邊。33 

 

其中所說的「上述的學者」，指的是前面已提及的錢穆、牟宗三、勞思光和劉述

先等先生，而所引的《語類》這三句是卷五的紀錄（頁 85、97）。先就第三句來說，

李先生一貫強調的是朱子的心只是氣，但透過我們上面的討論，心之作為心，當

然須要氣的條件，但除此之外，更須要性理作為最根本的基石才行；情和才都是

心的表現，並且這都須要氣作為媒介，但既然說「便合著氣了」，就顯示心雖然

須要氣來表現，卻不是說心只是氣，而毋寧是心本有的性理必須透過氣的中介來

呈現在現實中。至於前兩句話，紀錄得十分簡短，而這或許也是學者們之所以產

生詮釋差距的原因之一。但其實，要證明朱子思想中的心，並不只是氣，單就《語

類》卷五的紀錄中就能夠找到許多。這裡且舉數例如下： 

 

1.「心與理一，不是理在前面為一物。理便在心之中，心包蓄不住，隨事

                                                 
33 李明輝：〈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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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語類》卷 5，頁 85） 

2.心、性、理，拈著一箇，則都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語類》卷

5，頁 89） 

3.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

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語類》卷 5，頁 89） 

4.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理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流行該徧，貫乎動

靜，而妙用又無不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

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淪一物之中，指其已發、

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

此懸隔也。（《語類》卷 5，頁 94） 

 

若照牟先生所詮釋的心即理之義，那麼第一、第四條都明顯表示性理先天即內在

於心之中，因此朱子也有心即理的思想。而二、三、四條，也顯示心並不只是氣

一邊的事物，它和性理始終貫穿。特別是第四條紀錄，更表明了心具有體用，心

的本體就是性理，心的作用就是情氣；性理和情氣都是心所不可或缺的特質，而

且，性理無疑才是更要緊的部分。關於這些，其實是唐先生對於朱子的心性論所

提出的重要貢獻，下節將詳加說明。 

最後，我們再看唐先生對氣之靈一詞的兩段重要論述，以作為本節的結語。

他說： 

 

心之主宰運用，唯在：「氣旣有而能使之無，或未有而使之生；或於理之

表現者之偏而失正，而能矯其偏失，以復其全正」等上見之。此卽同於謂：

心之主宰運用，乃在對氣之有無之主宰，理之偏全之運用上見之。故「心

本應為居氣之上一層次，以承上之理，而實現之於下之氣」之一轉捩開闔

之樞紐。亦唯如此，然後可言心之為主性情、統性情、或率性以生情者。

此則觀朱子之言心之主宰運用，固明涵具此義。由此以言心，雖不必卽引

至陸王之心卽理之義，然亦不必涵心只是一氣之靈之說，而見此心之固有

其獨立意義在也。（《原性篇》，頁 401） 

 

然此氣之靈之一語，可重在「氣」上，亦可重在「靈」上。重在靈上，則

心卽氣之靈化，亦即氣之超化，而心亦有超于氣之義。心之所以有超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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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者，固非以其是氣，而實因其具理以為性。則吾人固可謂朱子之言，

乃意在由氣之靈以上指，以及于心之具性，以見心之所以能超越于氣之

故；而非意在說心之不過「氣」之靈也。（《原教篇》，頁 499） 

 

這兩段話語，主要點出了一個十分要緊的關鍵所在：假如心只是氣，那它如何能

主宰統攝性情、理氣？就某種角度來說，或許有人可以如此回答：那是因為它雖

然是氣，但卻是氣之中最為靈妙的，所以才能統性情和理氣。但這樣的回答，其

實還是有所不足，因為它很可能只意味著心只是氣，而心具理只是後天的具有，

心只是依著外在於它的性理來運用情氣。但這似乎又繞回了原點，因為情氣畢竟

是情氣，性理雖然必須藉由它來表現於現實世界，但性理始終才是形而上的主宰

者。這其實也是筆者之所以肯定唐先生的詮釋，而無法接受牟、李二先生的主張

的原因；因為只要我們不要先預設朱子的心只是氣而沒有先天本具的性理，那麼

朱子那些大量的以性理為心先天內在本有的本體的話語，就不須要也不能夠再將

它視為是浮泛不真切的論述。而唐先生以心本內具性理以作為心之所以具有超越

於氣的特質，這不僅合乎朱子原有的話語，而且也才真正說明了「靈」之所以為

靈的原因所在，而不是僅僅局限於「氣」這一個字上。筆者願意再次強調，心當

然有氣的內涵，但這並不妨礙它是以性理為本體的，這是本文肯定唐先生對於氣

之靈一詞的詮釋的原因。下一節，我們將順著這樣的理解脈絡來論述唐先生和相

關學者的詮釋。 

 

第三節 從純粹心性論談朱子具有虛靈明覺的本心、心體 

（一）貫通理氣、寂感二面的本心 

在本章一開頭時，我們已經先點明，唐君毅對於朱子思想中的心，是從不同

層面來詮釋的，而且筆者也認為這樣的進路，相當值得肯定和採用。前面兩節談

論了人心、道心以及心為氣之靈的問題，這兩個議題當然有其重要性，但依據唐

先生的觀點，我們必須進入到朱子以心為貫通理、氣而兼寂、感二面的部分，才

是真正邁入了朱子心性論的核心所在。請看唐先生說： 

 

朱子在宇宙論上，固以心屬于氣，氣依理而動靜，並以心為有動有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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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亡者；在工夫論上亦謂此合道之心，可由存而亡，亦可由亡而存，其

存亡全繫在工夫上。然在純粹之心性論，與直接相應于其心性論之工夫論

中，則又初不重依氣以言心，亦未嘗不言「超乎一般之動靜存亡之概念之

上」之本心或心體。此本心或心體，乃內具萬理以為德，而能外應萬事以

為用，亦原自光明瑩淨，廣大高明，而無限量者；唯由物欲氣稟之雜，然

後體有不明，用有不盡。（《原性篇》，頁 638–639） 

 

這段話語，正可以用來簡括前面兩節的論述，並且也同時為本節的討論作了導

引。上文已經提及，道心並不是未發，也不等同於本心、性體，而是透過工夫的

修養讓原有的本心、性體真正地體現出來的境界；也就是說，工夫的有無決定了

能否表現出道心的狀態。其次，我們也說明了，朱子雖然有心為氣之靈的提法，

但那是站在宇宙論的角度所說的觀點；尤有進者，這樣的觀點並不是什麼缺憾和

不足，反而是十分合理的見解，並且，這也不是朱子的一己之見，而是理學、心

學的共同論述。然而，相對來說，以上兩個議題都還不算是朱子心性論的核心，

其真正的核心依然是在儒家向來所肯認的道德的本心或心體。此所以唐先生認為

朱子有不著重在氣的層次上，而有超越義的本心的思想。所謂「此本心或心體，

乃內具萬理以為德，而能外應萬事以為用，亦原自光明瑩淨，廣大高明，而無限

量者」，這一點的肯認是相當關鍵的，特別是在當代以牟宗三為主的見解下，唐

君毅的詮釋確實替我們開了另一個重要的視野。在這一節裡，筆者將先以唐先生

的詮釋，來說明朱子原本就具有道德的本心、心體的思想，然後以此為基礎，再

嘗試對牟先生的相關說法進行可能的商榷。當然，兩者的詮釋依然都必須回到朱

子本身的話語來作評斷。 

    我們先看唐先生對朱子本心、心體思想的兩段重要說明，並略加闡述其意蘊： 

 

朱子之言心，實以心為貫通理氣之概念。心乃一方屬於氣，而為氣之靈，

而具理於其內，以為性者。心之具理以為性，卽心之體之寂然不動者。心

之為氣之靈，卽心之所賴以成用，心之所以能感而遂通，性之所以得見乎

情者。故依朱子，心之所以為心，要在其為兼綰合理氣。（《導論篇》，頁 501） 

 

朱子對心之自身之有此一更加展開的說明，遂唯本「心體之寂」一面，言

其內具性理於其自身，而以心之用之感一面，言此性理之表現於氣，而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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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情；於是性情二者之有隱顯內外之相對者，乃全賴此心兼有寂感二面，

以為之統。（《原性篇》，頁 398） 

 

在唐先生這兩段詮釋中，心、性、情三者的關係相當地密切，雖然有區別但卻始

終相貫通，並沒有任何的斷裂之感。首先，肯定朱子所謂的心乃是一個貫通理、

氣的概念，這讓心在朱子理、氣和合的世界觀下，得到了獨特且合理的位置。一

如前述，心本身具有氣的內涵，並且是氣之中最為靈妙的，但心同時還具有超越

氣這一層次的價值意義，而這就是它先天內在地具備了理以作為它的性。此中的

核心乃是，心本來就是以性理作為本體，以情氣作為作用的；前者是心寂然不動

的本體，後者則是心感而遂通的作用。也就是說，心只是一個，但可以而且必須

從兩個層面來看，心體就是性理，心用就是情氣，所以由心體到心用、由性理到

情氣，是心的整體而不可分割的過程。再換句話說，就人而言，形上、超越的性

理如何表現為形下、經驗的情氣，其中的關鍵所在便是可以溝通這兩者的心，並

且，心並不僅僅只是作為一種中間的仲介角色，因為實際上，它本身就是具有這

兩個層面的內涵。唐先生有一段對伊川心、性、情概念的論述，和以上的說法正

好可以相互闡明，他說： 

 

性情只是一心之性情，依此性情以言理氣，初亦只是一心之理氣，寂感更

只是一心之寂感。此性、理、寂，是心之內層或上層；情、氣、感，則是

其外層與下層。其由內而外，由上而下之整個道路，卽名為心之生道。（《原

教篇》，頁 179–180） 

 

這段文字雖然是對伊川思想的論述，但依唐先生書中之意，其實也可以用來闡明

朱子以心為主而統性理、情氣的思想。34僅就朱子的思想來說，因為人的心在宇

宙間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它雖然存在於有限的形氣個體當中，但卻是人得以藉

由這有限的形氣來實踐性理的主宰根據。而心之所以能夠如此，便是在超越的性

理透過氣作為載體而成為人的心之後，便始終內在而成為心的本體、本質，並且

同時由心來表現為外在的情氣。可以試想，在現實的個體中，如果沒有超越的性

理作為價值的本體，那麼情氣只是一種盲目的表現，並且終將流於為惡的結果；

                                                 
3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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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沒有經驗的情氣作為本體的表現媒介，那麼性理又只能是與現實世界無關

的存有。並且，依朱子有理必有氣的思路，性理、情氣並不是斷為兩截而不貫通

的東西，其中，人的心就是作為統攝性理和情氣的關鍵，而且由性理到情氣其實

只是心的整體活動過程。 

    然而，心何以能貫通理氣而兼寂感二面呢？對此，唐先生有如下的詮釋： 

 

此心之所以能兼有寂感二面，而能統攝此性理，與其表現於氣之情之二者

之故，則又原自此心之虛靈不昧，以「內主乎性，外主乎情」，亦為此一

身之主。蓋心之虛靈不昧卽貫幽明、通有無，通無形有形二義，亦通未發

之寂與已發之感二義。虛言其無形，心卽以其無形之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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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以其不昧，使其相續

感物，而有相續之明照之及於物與物之理；並使此心內具之生生不息之性

理，亦得相續明通於外，而無始終內外之阻隔。（《原性篇》，頁 398） 

 

這裡，唐先生以「虛靈不昧」一詞來界定朱子思想中的本心、心體的概念，並且

對這一詞作了言簡意賅的說明。在他看來，朱子所謂的心，因為具備了「虛」的

特質，所以表示它本身具有無形的性理，而這也就是寂然不動的本體，既是心體

又是性理；而又因為心具備了「靈」的特質，所以表示它能夠將本有的性理由內

而外地表現出來，而這也就是感而遂通的作用，是形上的性理必然呈現為形下的

情氣的活動過程；再者，所謂的「不昧」主要是在說明，只要心不被氣稟物欲所

障蔽，那麼因著它本身原有的虛靈特質，就能夠在內外相感通的過程中，接續不

斷地發揮性理的作用。心除了具有虛靈不昧的意義外，唐先生又補充說： 

 

虛靈不昧義，乃要在言心之為一能覺能知；主宰運用義，乃要在言心之為

一能行。……心之虛靈不昧，要在其具性理，以有此知；此心之主宰運用，

要在其能表現性理，而行此情。心始於知，終於行，以感於內而發於外。

卽足以見此心之內外間之無阻隔。此又正原於心之虛靈不昧。此卽朱子之

分心性情為三，各有獨立意義，而又未嘗不相依為用，以成一心統性情之

整體者也。（《原性篇》，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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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唐先生又加入「主宰運用」以與「虛靈不昧」相配合。而這兩者，是在指

稱心的能行與能知的兩面。其中的關鍵，依然是在因為心具有性理而能虛靈不

昧，是以由此必定具有超越於形下之氣而能加以主宰和運用的特質，並且性理乃

是一種生生不已的生理、生道，因此當心自覺其本有之性理，則必定會要求實踐

於外在以成合宜的行為舉止。對於心統性情這一個概念，朱子是十分強調的，例

如他說： 

 

仁、義、禮、智，性也，體也；惻隱、羞惡、辭遜、是非，情也，用也；

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文集》卷 56，〈答方賓王四〉，頁 2690） 

 

履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

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說得！蓋主宰運用底便是心，性便是會恁地做底

理。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路子，隨這路子恁

地做去底，卻又是心。（《語類》卷 98，頁 2514） 

 

這裡，朱子明確地將心界定為具有體用的概念，也就是說我們必須從本體和作用

兩個層面來了解所謂的心，心體就是仁、義、禮、智等性理，而心用則是惻隱、

羞惡、辭遜、是非等情氣。與此相關的說法，在《文集》、《語類》是一再出現的，

可見這是朱子的一貫思路。然而以牟宗三為主的意見，卻對朱子的這些說法多所

質疑，為了說明其中可能的商榷空間，因此在下文我們將再三地強調上述的觀

點，並大量引用朱子的話語來加以釐清。 

    這裡須要先提及的是，唐先生以上的見解，無論是否是空前，但無疑並不是

絕後的。因為與唐先生的意思相近，後來也有許多學者是如此詮釋朱子所謂的

心，例如蒙培元、陳來、張立文、金春峰、郭齊勇等等。且試舉蒙先生和金先生

的說法為代表，35蒙先生說： 

 

                                                 
35 至於陳、張、郭等人之意，分別見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185；張立文：《朱熹評傳》，頁

345；郭齊勇：〈朱熹與王夫之的性情論之比較〉，收在朱傑人編：《邁入 21 世紀的朱子學》，頁

33。可附帶一提的是，以上所舉五人皆大陸學者，而其詮釋卻與唐氏相通，然臺灣學界則以牟氏

之說為主流，由此似乎亦可窺見某種學術現象之一斑。關於此，可回顧本文緒論所引楊儒賓之論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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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而下說，心是氣之「精爽」，但心中所具之理，也是形而上者之心，

因此，心是「理氣之合」（陳淳語）。如果從形而下說，心並不等於性；但

從形而上說，心即是性。……在這裡，不是心以性為體，而是心體即是性。

心有體用之分，故有性情之名，其體即形而上之性，其用即是形而下之情。

36 

 

金先生說： 

 

「性」即道德之心、「本心」，道德理性，它與知覺靈明之心或認知理性相

對，是道德之根源。……「本心」、「性」，當心未感物而動時，只是含之

於心的「合當做」的道理，故朱熹又說「性即理」。作為理，它無形無象，

超時空，是「形而上」；但它即存在於「形而下」之「氣之靈」之心中。37 

 

這兩位先生都認為朱子的確有心為氣之靈的思想，但是形而上的性原本就存在於

形而下的氣當中，並且，所謂的性其實也就是本心、心體；換句話說，心本身就

具備了體用，其體就是性，其用就是情。這樣的見解，和唐先生的詮釋是相通的，

而由此也能夠看出唐先生對朱子思想的確實有著不可抹殺的重要貢獻。 

 

（二）心、性並非斷裂為二的「當具」 

底下，筆者將以唐君毅上述的詮釋作為立論的視野，來嘗試對牟宗三的一些

說法提出商榷，而由此，一方面希望對於朱子的思想能有合宜的理解，二方面也

將能夠看出本文何以肯定和接受唐先生上述的詮釋。我們先引朱子的一段話語作

為下文的開端，他說： 

 

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

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

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不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

                                                 
36 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208–209。相同之意又見氏著《中國心性論》（臺北：臺灣學生

書局，1990），頁 361–363；《心靈超越與境界》（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 296–297。 
37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8–9。相同之意又見頁 19、56–59、86–87、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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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

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不能不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

所以寂然感通、周流貫徹，而體用未始相離者也。（《文集》卷 32，〈答張欽夫

十八〉，頁 1273） 

 

牟先生認為這封書信代表朱子中和新說的完成，並且認為： 

 

此書可名曰「〈中和新說書〉」，此大體是朱子成熟的思想，可視為定論。

其後來之發展悉以此新說為根據，而亦無出此新說綱領之外者。38 

 

由此，可以想見這封書信所具有的重要性。然而，牟先生因著他所預設的判準，

對於朱子本身的話語多所質疑，即使是這一封被他如此肯定其重要性的文獻也不

例外。我們先嘗試闡述朱子這段話語的意義，以作為本文的立足點，然後再對比

牟先生的相關詮釋。首先，朱子認為心是人的主宰者，這一個特徵可以從人身的

知覺和運用上看出來；人的所有思維和行動，不論是動是靜、是語是默，都是由

心所掌控、決定的，而由此也同時能夠了解到心具有貫通動靜的地位。其次，朱

子便對心的動靜予以個別的說明。他認為當心還沒有接觸外在事物時，所呈現的

是靜的狀態，並且，由這樣的狀態可以體悟到心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因為這時

的心尚未受到外界的任何影響或干擾，所以是最能夠呈現出心的本然樣貌的時

刻，而在朱子看來，這心的本然樣貌就是渾然整全的道德性理。如果藉用《中庸》

的詞彙，那麼可以用「中」這個字來形容心這時的樣貌，而心之所以能夠作為寂

然不動的本體，原因也就是在它是以性理為本質的。這裡的話語，明顯地表示了

朱子是將心體詮釋、視同為性理的，而這正是所謂的道德的本心。再接著，朱子

認為當心接觸外在事物時，所表現的是動的狀態，這時心便會隨其所遇而發出喜

怒哀懼愛惡欲等七情，而且，只要心體不受到昏濁的障蔽，它就能夠掌握這七情

的發用的合宜。如果藉用《中庸》的詞彙，可以用「和」來形容心這時的境界，

而這也是心之所以又能作為感而遂通的作用的原因。最後，朱子補充說，性理是

必然會發用的，它的發用便是人所能夠經驗到的情氣，並且這些情氣更必須得到

合理的節度；而由性理表現為情氣，同時以情氣來實踐性理，這個過程其實是心

                                                 
3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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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以體呈用、以用顯體的整體活動。 

    朱子上述的思想，在《文集》、《語類》等文獻中，所在多有，確實是可以視

為其思想的定論和綱領。但牟先生對於朱子的這些論述卻有不同的見解，底下且

試舉他對朱子所謂寂然不動、感而遂通，以及心具理等與心統性情相關的說法，

並再以朱子意旨相近的話語來作商榷。牟先生說： 

 

然而「心之寂然感通周流貫澈體用未始相離」並不是心之本性自身卽能如

此。由情變之發而見之心之「寂然不動」，雖是借用《易傳》之辭語，然

實非「至神」之「寂然不動」，故其自身亦並不能必然地分析地卽函「感

而遂通」，因此心並非孟子之本心也，乃屬于氣者也。故須通過「敬」之

工夫（所謂莊敬涵養）使之收歛凝聚而合于道（靜攝于道），與道偕行，

始能主宰乎情變，而使之發而中節，因而亦見其為「感而遂通」，而性亦

粲然明著矣。若非敬之工夫，則其「寂然不動」不必能函「感而遂通」也。

39 

 

顯然，牟先生認為在朱子的思想裡，心本身並不能具有寂然不動、感而遂通的由

體呈用的功能，因為朱子所謂的心，只是經驗實然的氣，而不是孟子所說的道德

的本心。對此，牟先生曾明白地論斷說： 

 

心是氣之靈之心，而非超越的道德的自發自律之本心，其本性是知覺，其

自身是中性的、無色的，是形而下者，是實然的，也是一個實然之存在。

40 

 

這是牟先生之所以會否定朱子許多話語的根本依據之一，因為在他看來，如果朱

子所謂的心只是形而下的實然的氣，那麼即使有類似孟子的本心的說法，也只是

依似彷彿、似是而非的言詞。因此，牟先生認為朱子必須透過工夫修養，才能讓

心由寂然不動表現為感而遂通，如果沒有後天的工夫，那麼心先天並不能具有這

樣的特質。關於將朱子所謂的心只視為是氣的判定，在上一節我們已經提出了反

駁，再配合前面對唐先生的見解以及朱子本身話語的闡述，因此對於牟先生由此

                                                 
3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179–180。 
4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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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來的詮釋，本文當然也就無法認同。這裡須要特別說明的是，牟先生認為朱子

的心「若非敬之工夫，則其『寂然不動』不必能函『感而遂通』也」，如果這只

是從人的實際表現上說，那麼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即使是孟子或象山、陽明等人

都必須加以接受的，否則人人都已經是聖賢而不須要工夫修養了；但牟先生這裡

對朱子的批評並不是從表現上著眼的，而是根本地否定了朱子的心具有這樣的本

質和功能。但這個批評卻是本文所不能接受的。 

    我們再看牟先生對朱子心具理的說法，將更能夠說明箇中的問題所在，他說： 

 

後來朱子卽常言「心具眾理」，或言「心之德」，如「仁是心之德愛之理」

是。照此等辭語所表示之「心具」義，表面觀之，好像亦是「心卽理」。「心

之德」，「心具眾理」，尤其類似「心卽理」。然朱子終不能指謂地（斷定地）

說「心卽理」何也？是以此等辭語必須了解其思想底據，通其義理底據而

解之，不可為其辭語相似而誤引也。「全具」、「具焉」等所表示之「心具」

實只是關聯地具，而其實義是渾然之性或性之體段具顯于或具存于此時或

此處，而非卽是「心卽理」之義也。故終于是心性平行而為二，而非卽是

一。後來更積極說為「心具眾理」，實亦只是關聯地「當具」，而非分析地，

必然地「本具」。「心之德」更為積極，然亦只是關聯地當有此德，而非分

析地，必然地，仁義內在地固具此德。心通過莊敬涵養工夫，收歛凝聚而

合理或表現理，方始具有此理而成為其自身之德，否則卽不能具此理而有

此德。此卽非「固具」之義也。41 

 

關於這一段見解，筆者已經有過相當篇幅的討論，42這裡可以再補充說明，並且

列舉朱子的話語來加以反駁。從牟先生的論述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朱子的心只能

在通過實踐修養後，才能夠說具有性理，但這樣的具有只是後天的具，而不是「心

即理」意義上的先天本具；換句話說，從修養境界上並不足以說心即理，因為它

只是後天認知地當具，而不是本體論意義上的本具。這樣的論斷仍舊是依據他判

定朱子的心只有形下經驗的氣的意義。不過，依照我們前面的思路，那麼牟先生

的預設是必須被擱置的，而且，要反駁他認為朱子的心並沒有先天內在的性理，

                                                 
4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182。相同之意所在多有，如頁 146、245、374 等等。 
42 拙著〈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要視角〉，頁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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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上是很容易找到大量的文獻作為支持的。底下且引四段朱子的話語來略加

說明：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若曰：但謂之道，則散

在萬物，而無緒之可尋；若求之於心，則其理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不

可易耳。理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

（《文集》卷 56，〈答方賓王四〉，頁 2689–2690） 

 

理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理而已。心是神

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便是許多道理，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

識念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語類》卷 98，頁 2514） 

 

這兩段都在強調心是天理得以存在於人身上的關鍵，這內在於心裡面的天理就是

性，而且性理就是心的本質內涵。所謂「理之在心，即所謂性」、「理在人心，是

之謂性」、「若求之於心，則其理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不可易耳」、「性便是許

多道理，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這些都已經說明了性理是先天就內在於心而成

為心不可移易的本質，實在並不是牟先生所說的後天地、認知地、關聯地、橫攝

地當具。相同的意思，朱子又說： 

 

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理，未有人欲

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

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文集》卷 42，〈答胡廣仲四〉，頁 1808） 

 

蓋原此理之所自來，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理

而已。但推其本，則見其出於人心，而非人力之所能為，故曰「天命」；

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流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文

集》卷 45，〈答廖子晦十八〉，頁 2054） 

 

牟先生說朱子的心具理是後天向外在學習、認知而得來的，但朱子在第一段明說

心在還沒有接觸外物的靜的狀態時，就已經是具有渾然整全的天理了；而這二段

更說理在人的心中原本就是天命所賦予而具有的，並不是人能夠用後天的方式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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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從外面獲取的。以上四段話語，如果按照牟先生的預設，則都將成為浮泛不真

切、似是而非的論述，然而果真如此，那麼朱子可信的話語將所剩無幾。這是筆

者所無法肯定和接受的。 

    接著，我們再看牟先生對於朱子心統性情的解釋，他認為： 

 

蓋「心統性情」，心之統攝「性」是主觀地認知地統，心之統攝「情」是

客觀地行為地（激發地）統。但孟子所說之「本心」則並無此心、性、情

之三分，本心是實體性的、立體創造的本心，是卽理卽情之本心：情是以

理說，以心說，不是以氣說；心是以「卽活動卽存有」之立體創造說，不

是以認知之明說；理卽是此本心之自發自律自定方向之謂理，不是心知之

明之所對。43 

 

對於牟先生以上的論斷，我們先簡要地論述他的立基點為何？牟先生認為在朱子

的思想系統裡，心、性、情是三分的架構，其中的性只是不能活動的但理，至於

心、情則都是屬於經驗實然的氣，而這樣的三分架構並不能合乎孟子心性情合一

的說法。不過筆者卻以為，儘管朱子心、性、情三分的提法和孟子本心、性體、

實情合一的說法有所差別，但卻不必然就是背反的歧出，相反的，或許可以將它

視為是一種有意義的擴充和補足。為什麼這麼說？因為按照牟先生的意思，「情」

在孟子的思想裡，是一個沒有獨立意義的虛位字，它只是用來指稱心性的本然情

況，並不是指情感之情。44但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在孟子的思想裡，實在缺少

了情感的作用這樣重要的一環，或者退一步保守地說，至少他並沒有像朱子那般

地重視情感作用對於現實個體的影響，無論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45 

順著這樣的理解，底下我們再分別加以補充說明。首先，牟先生認為孟子的

性是即存有即活動的，而朱子的性卻是只存有而不活動的但理，他強調說： 

 

在朱子，性只是理，是不能自出自發者。……依是，『性之發用』，『只發

出來者是才』，諸辭語皆是儱侗不諦之辭語。嚴格言之，性不能「發用」，

                                                 
4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378。 
4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16–418。 
45 上述之意已見拙著〈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

要視角〉，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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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能「發出來」。46 

 

牟先生之所以認為朱子的性是不能發用的但理，我們前面已然提及，這是因為他

先判定朱子的太極之理只是不能作用的靜態存有，而性既然就是理，那麼當然也

是不能發用的。關於朱子的太極之理並不是不能起作用的但理，我們在第二章已

經論述，因此對牟先生據此而來的論斷，也是無法加以肯定的。並且，牟先生依

著如此的判定，進而認為當朱子說性能夠發用的話語時，其實都只是「儱侗不諦

之辭語」。但這樣的說法，事實上已經根本否定了朱子本身的發言權，而很難令

人接受。在前面所引的〈答張欽夫十八〉，朱子已經明說「然性之靜也，而不能

不動」的話，而這樣的觀點朱子是再三強調的，且再舉三段話語如下：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不能不動，動則心矣」，

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熹詳此段，誠不

必存，然「性不能不動」，此語却安，但下句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

而頗改其語云：「性不能不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

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文集》卷 73，〈胡子知言疑義〉，頁 3705） 

 

蓋性無不該，動靜之理具焉，若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

《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理耳，不必以「靜」

字為性之妙也。（《文集》卷 42，〈答胡廣仲四〉，頁 1808） 

 

「仁」字固不可以專以發用言，然却須識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理始得，不

然，此字便無義理，訓釋不得矣。（《文集》卷 47，〈答呂子約二十五〉，頁 2155–

2156） 

 

第一段朱子明說性不能不動，也就是說不能不發用，其發用出來就是情；第二段

明白反對將性只定位為不能活動的靜；第三段更明白表示仁性是能發用的道理。

相同的意思，在《語類》中更是不勝枚舉，單以卷五而言，就可以至少舉出十多

條由性體發為情用的紀錄。像如此眾多朱子自己一再強調的話語，如果想要強加

                                                 
4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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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筆者不得不說在詮釋上實在缺乏合理與有力的立足點。 

接著，關於情一概念，牟先生認為在孟子的用法裡只有「實情」的意義，指

的只是本心、性體本來的真實情形，而沒有像朱子所謂的屬於氣的情感的用法。

但牟先生又有如下的說法： 

 

此諸德之當機呈現（必然如此之具體呈現），如果因其中有情的意義而可

以說情，則亦是卽心卽理卽性之情，此可曰本情，而不是與性分開的那個

情，尤其不是其自身無色而屬於氣的那個情。本情以理言，不以氣言，卽

以仁體、心體、性體言而為卽心卽理卽性之情。47 

 

簡要地說，牟先生認為朱子所謂的情，只是屬於中性而無超越道德意義的氣，而

沒有由本心、性體所發出來的屬於理的情。這樣的說法，其實也是須要商榷的。

首先，筆者以為即使是由本心、性體所發出來的情，雖然可以視為是具有道德意

義的情，而並非是中性、無價值義的，但是，它依然應該劃歸在氣的層面，因為

它是已經表現出來而可經驗的。因此，筆者不免要指出，牟先生這裡的論述，似

乎缺乏對於氣的重視，因為筆者以為如果沒有形下的氣作為媒介，那麼形上的超

越性理，永遠只能是形上而無法作用在現實世界裡。其次，如果所謂的本情是指

由本心、性體所發出來的情，那麼朱子也同樣有如此的思想，並且對此也有大量

的論說。這是本文上述的脈絡必然的肯定。且再舉三個例子如下，朱子說： 

 

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禮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理

也，性之德也；及其發現，則仁者惻隱，義者羞惡，禮者恭敬，智者是非，

各因其體以見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文

集》卷 32，〈答張欽夫論仁說十二〉，頁 1261–1262） 

 

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

語為精密也。（《文集》卷 56，〈答方賓王一〉，頁 2683） 

 

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惻隱、羞惡、辭遜、是

                                                 
4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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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皆是情。惻隱是仁之發，謂惻隱是仁，卻不得，所以說道是仁之端也。

（《語類》卷 119，頁 2867） 

 

朱子明言心的本體就是性理，心的作用就是情氣，而所謂的情就是由心體、性理

所發出來的作用。同樣是惻隱、羞惡、辭遜、是非，牟先生認為在孟子說來便可

以稱之為本情，但在朱子說來則只是中性的氣。相較於牟先生的看法，唐先生也

有相關的論述，他認為：朱子的四端之情和七情確實有所不同，前者可以稱之為

性情，後者則可以稱之為感情。48只是，唐先生尊重朱子本身所說的話語，所以

肯定這兩種情在朱子的思想裡都是存在的，而牟先生則依著他的設準否定朱子的

論述，並且不免有著忽視情氣的重要性的傾向。因著以上的討論，所以本文對於

朱子的心、性、情之間的關係，是接受唐先生的詮釋。認為朱子所謂的心是貫通

性理與情氣的概念，本心、心體就是性理，並且它必然由體以呈現為外在的用，

也就是必然由以性理為本質的心體，呈現為以情氣為現象的心用。因此，不僅心、

性兩者之間並不是平行為二的當具，甚至心、性、情三者也不是斷裂的，因為性

理和情氣原本就是現實的人的心所必有的內涵。 

 

第四節 通貫天人、性情、本末的仁說 

（一）通天人而貫性情的仁心 

在最後這一節，我們將順著前面的思路，對朱子的〈仁說〉進行簡要地闡述。

這篇文章是朱子在中和新說確立後，對於以仁為核心概念的重要闡述，其中將仁

界定為「天地生物之心」、「心之德」、「愛之理」等，成為了他日後一貫的思路。

這篇論說對朱子思想的重要性，已經是學界的共識。例如牟宗三便曾經說： 

 

〈仁說〉是成熟之作。〈仁說〉旣定，〈論語說〉卽廢棄。其定見皆收于此

                                                 
4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406–407。蒙培元亦有相近之見，其云：「他把喜怒哀

樂等情感和惻隱、羞惡等道德情感作了比較，以前者為一般心理活動的情緒感受，以後者為道德

人性的表現。」且其認為朱子乃以道德情感為主，見氏著《理學範疇系統》，頁 258。金春峰亦

云：「在朱子思想體系中，未發是性，是本心、心體，故朱有『本心』的概念及與此相關的『本

情』的概念。朱熹講惻隱之心，講羞惡、是非、辭遜，即是這種『本情』。」，《朱熹哲學思想》，

頁 373。關於四端與七情，當代有頗多研究，然此非本文所欲討論之課題。筆者在此所採之立場，

乃唐、蒙、金三氏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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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集註》中。〈論語說〉是過渡，而〈中和新說〉與〈仁說〉則是其

義理系統所由建立之綱領也。此不可以不大書而特書者。49 

 

而金春峰也認為： 

 

〈仁說〉承前啟後，發天人之蘊，對於了解朱熹心性思想及哲學思想體系

的特點，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50 

 

兩位先生都一致肯定〈仁說〉的重要地位，不過，兩人所詮釋出來的實質內容和

價值評判，卻有著相當大的差異，而這當然又是關連到他們各自切入視野的殊

異。至於唐君毅的詮釋，雖然他對朱子〈仁說〉的闡述篇幅並不算多，但肯定和

稱許之意卻是十分明顯的，他如此評價說： 

 

此卽成一通貫天人、情性、本末，而使之亦枝枝相對，葉葉相當，以言仁

之思想系統；而又可以綜合昔之儒者以愛言仁，與近賢言仁之旨於其中，

其用意之精切，固亦有進於先儒者。（《原性篇》，頁 413） 

 

此則將仁之內外上下本末之意義，皆加以展開，而又足以攝昔人之以愛言

仁，近賢之以知覺、無私而公、及與萬物一體之感，言仁之義者矣。（《原

性篇》，頁 415） 

 

相較之下，牟先生的批評便顯得相當的嚴厲，他說： 

 

朱子于天地之心成虛脫，于人之心，以愛之所以然之理，心所當具之德說

仁，如此說仁為生道決不足以盡孔子言仁之蘊，甚至根本不相應。 

 

朱子自說己意尚成理數，其辯駁明道簡直乖謬，非但不諦而已也。睽隔如

此之甚，亦可怪矣。51 

                                                 
4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30。 
50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77–78。 
5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4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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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牟如此兩極的評價，在我們前面的論述脈絡中，似乎已經是可以想當然的結

果，底下，我們便以上述對唐先生思路的理解為基礎，來直接論述朱子的說法，

並適時對牟先生的批評提出商榷。 

朱子〈仁說〉一文的架構，可以大分為二，前半部屬於正面論說自己對仁的

理解，而後半部則是針對前賢的相關說法提出批評，這裡便依此而分為兩部分來

作討論。我們先將〈仁說〉的前半部分成兩段，並且嘗試加以闡述，朱子如此說：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也。故語心

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不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

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利貞，而元無不統；其運行焉，則為

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不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

義禮智，而仁無不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不

貫。故論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不待悉

數而足；論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不待徧

舉而該。（《文集》卷 67，〈仁說〉，頁 3390–3391） 

 

這段話語，至少有四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一如第二章所說明的，朱子十分

重視理之作為生生不息的創造性本身，因此開端便將天地的本質定位在生物，換

句話說，所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指的就是天地以創生萬生為自身的本質。

其次，天、人在朱子的思想裡並不是斷裂的，這在前面談人物之性的問題時已經

提及，而這裡，朱子也將心這一概念作為貫通天、人的重要關鍵。天地之理就是

生之理，也就是仁之理，這個仁在天地之理透過氣而創生萬物之後，便同時賦予

在萬物的身上而成為其心的本質。52再者，朱子以天地之心具有元亨利貞四德，

                                                 
52 筆者曾在論述朱子之所以不直接說「心即理」的話語時說：「我們可以發現，人和萬物雖然都

有太極之理作為存在的本然之性，可是唯獨只有人才具有可以自覺地將這本然之性體現出來的能

力，而這個關鍵就在人有萬物所沒有的心。但也就是因為只有人具有心，所以要說心即等同於理，

那麼至少心在普遍性這一點上，缺少了和理相同的性質。」，〈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

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要視角〉，頁 23。此中，「人有萬物所沒有的心」、「因為只

有人具有心」兩句應加修正。因朱子明有天地萬物皆有心之語，除〈仁說〉之外，又如《語類》

卷 4，頁 60 云：「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卷 57，頁 1347 云：

「人與萬物都一般者，理也；所以不同者，心也。人心虛靈，包得許多道理過，無有不通。雖間

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便包許多道理不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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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有春夏秋冬的運行，由此以比配人之心也同樣具有仁義禮智四德，是以必有

愛恭宜別的表現；這樣的比配是否合宜，或許可以有不同的看法，53但從中我們

卻可以再次發現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四德乃是人的心所天生具有的，而不是

如牟先生所說的由後天認知才獲得的。最後，四德之中，由元之體與其所生發的

春生之氣，以及由仁之體與其所生發的惻隱之心，更是通貫於其他三德的體用之

中。何以如此說？這應該正是因為朱子重視理之為生生不息的創造性，它必須也

必定發用流行，並且是可以藉由不同的形式來加以表現的，54而由此，性理必定

發揮作用也就是朱子思想所肯定的，並不是如牟先生所說的不能發用。 

    接著，朱子又說： 

 

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不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行之本，莫不在是。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復禮為仁」，

言能克去己私，復乎天理，則此心之體無不在，而此心之用無不行也。又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

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行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

而逃，諫伐而餓，為能不失乎此心也。又曰「殺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

惡甚於死，為能不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

在人，則溫然愛人利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文集》卷 67，〈仁說〉，

頁 3391） 

 

這一段是朱子著眼在修養實踐的方式上來談論仁心，主要的意思可以概括為以下

三點：首先，朱子再次強調仁之所以為仁，就在於天地創生和遍體於萬物的特質，

                                                                                                                                            
一兩路明。」而《文集‧卷 58‧答徐子融三》，頁 2813 亦曰：「然惟人心至靈，故能全此四德，

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不能全矣。」此為筆者之疏忽，理當修改前說。然依

朱子之言，仍可見人之心畢竟較其他萬物之心為靈妙，而心之概念亦仍不能全等同性理所具之普

遍義也。 
53 劉述先曾提及朱子此種以人德配天德之說具有漢儒思想之痕跡，並對此有所評論，見氏著《朱

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150–151、535–539。金春峰更直指朱子此種宇宙觀乃繼承董仲

舒之目的論思想，見氏著《朱熹哲學思想》，頁 10–13。 
54 此所以朱子後來也說：「仁者，仁之本體；禮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

別。猶春夏秋冬雖不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

藏也。」《文集》卷 58，〈答陳器之二 問《玉山講義》〉，頁 2826–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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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以人而言，仁就是人的心的本質。其次，也因此，心以仁為本體是在未產生

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事實，而當情產生的時候，其實也就是由本體所發出的作

用；但這個由本體表現為作用的過程，因為受到氣稟的限制，所以必須重視工夫

修養以幫助性理能夠合宜地表現為情氣，而朱子所舉的種種工夫，也都是在指出

藉此以保持本心、心體的主宰和運用的功能。特別是一段「『殺身成仁』，則以欲

甚於生，惡甚於死，為能不害乎此心也」，從這裡，我們實在無法說朱子思想中

的心，僅僅只是中性而無道德意義的經驗實然的氣心。最後，再次呼應前一段所

說，天地之心與人之心，都是以仁為本質，其表現就是坱然生物、溫然愛人利物，

而這正是仁之作為生生不息之理在天、人之間的存在和呈現。 

    藉由以上的闡述，我們再簡略地看唐、牟二位先生的詮釋。唐先生認為： 

 

自朱子之宇宙論言，所謂天地之心，乃表現於天地之氣之依此生物之理而

流行以生物上；人之心則當自人之生命之氣，依此仁之理而流行，以愛人

利物上說。此中之心，乃一理氣之中介之概念，亦一統攝之概念。此文尤

重在以天地之心之一名，統天地之生物之理，與此理之流行於天地之氣二

者，以言其以生物為心。又以人之心之名，統攝人之心之具此仁理為性德，

及此理之流行於吾人生命之氣而為情，乃言其以愛人利物為心。故此仁說

之根底，仍連於其理氣之論。（《原性篇》，頁 415） 

 

這裡，筆者只須要強調一點：在唐先生看來，無論是天地之心，還是人之心，朱

子都是以統攝理、氣的角度來定位的；並且依其思路，以仁理為本質的天地之心

必然表現為創生萬物的活動，而以仁理為本體的人之心也必然能夠表現為愛人利

物的道德行為。由此，是以唐先生認為朱子所說的仁心是通天人而貫性情的概

念。相較之下，牟先生則有如下的批評，他認為： 

 

衡之朱子後來的分解與抽引，其所謂「天地之心」實是虛說的心，而非實

說的心。 

 

在天地處，天地之心成虛脫，是虛說；在人處，心是實，未虛脫，……然

雖是實而未虛脫，却亦不是實體性的心，而只是「隨形氣而有始終」之實

然的心，經驗的心，氣之靈之心，此只可說是心理學的心，而非道德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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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本心也。55 

 

牟先生之所以認為朱子所謂的天地之心只是虛說，原因依然是在他判定朱子的理

只是不能活動的但理，必須像正宗儒家所謂的即存有即活動的理，才能夠說天地

之心是實說的實體性的心，而這卻是朱子所沒有的思想；至於人之心，在朱子雖

然是實際存在，但確不是超越的本心，而只是經驗的氣心。關於牟先生這兩點說

法，本文並無法贊同，這在上面已多有提及，這裡可以再次強調的是，對於這篇

思想可以視為成熟與定論的〈仁說〉，牟先生仍舊多所否定其言辭，而這在詮釋

的合理性上是很待商榷的。 

 

（二）對前賢論仁的批評 

    在〈仁說〉的後半部分，朱子針對了前賢所談論的仁，提出了他的批評。底

下，我們同樣分為兩段來加以闡述。朱子說： 

 

或曰：「若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不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

不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論，以愛之理而名仁者

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不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

嘗判然離絕而不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不求其意，遂至於判

然離愛而言仁，故特論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異乎程子之說，不亦

誤哉！（《文集》卷 67，〈仁說〉，頁 3391–3392） 

 

研究朱子思想的學者，大多都能肯定在中國思想家中，朱子是重視並擅長概念分

析的佼佼者，而這裡的論述正可以作為例證之一。依朱子之意，程子所反對的是

將愛等同於仁，自己所肯定的則是以愛的本根為仁，而這兩者不僅不衝突，相反

的，恰恰是相輔相成的雙面說法。原因在於愛是屬於形而下的情氣層面，而仁則

是屬於形而上的性理層面，這就是所謂的「分域之不同」。但這樣的不同卻又無

礙於兩者的相貫相通，因為所謂的在情氣層面上的愛，其實就是在性理層面的仁

                                                 
5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36、239。對牟氏以朱子「天地之心」只是虛說，金春峰已

有反駁之批評，見氏著《朱熹哲學思想》，頁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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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出來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脈絡之通」。因此在概念分析上，仁和愛有著

形上、形下、性理、情氣的差距，所以不能等同視之；但在現實存在上，兩者卻

是密切相關而不相離的。相同的意思，朱子也曾如此說：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豈可便以愛為仁？」此正謂不可認

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不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不本於仁之性也。（《文

集》卷 32，〈答張欽夫論仁說十二〉，頁 1262） 

 

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了無干涉也。此說前書言之已詳，今請復以

兩言決之。如熹之說，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

而不相管攝。二說得失，此亦可見。（《文集》卷 32，〈又論仁說十三〉，頁 1264） 

 

這兩段話語，正明確地指出朱子不將情氣等同於性理，但性理必定發為情氣，情

氣必定是根源於性理的。而這也再一次說明，牟先生以朱子說性發為情只是「儱

侗不諦之辭語」，是很難令人接受的說法。 

    接著，再回到〈仁說〉的最後一段論述，朱子說：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

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若是，

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見仁之無不愛矣，而非仁之

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見仁之包乎智矣，56而非仁之所

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不可以訓仁」

者，則可見矣。子尚安得復以此而論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

而無警切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

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理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

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樂山」、「能守」之氣象，尤不相似。

子尚安得以此而論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說。（《文集》卷 67，〈仁說〉，頁

3392） 

 

                                                 
56 「可以見仁之包乎智『矣』」，陳俊民校編之《朱子文集》原作「可以見仁之包乎智『乎』」，

此處依朱傑人、嚴佐之、劉永翔所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3281 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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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朱子主要是在批評以「物我為一」或「心有知覺」論仁的說法，關於這兩

項批評我們應該先了解朱子的立足點為何，如此才能有比較合宜的詮釋。對此，

唐先生已經有相當明確地說明，他認為二程以下對仁的談法，乃是： 

 

意在示學者以識仁為仁之方，其言仁之意義，皆只為指示性的；非兼意在

對仁加以定義界說者。（《原性篇》，頁 410） 

 

而朱子的論說則正是重在對仁作概念定義上的界說，是以對前人的說法有所不

滿。對此，唐先生認為： 

 

朱子之不契於其前諸賢之說仁，在諸賢之未扣緊仁之表現之內部的本源處

說仁，其仁說則扣緊此義而說，故逕說仁者心之德、愛之理。（《原性篇》，頁

413） 

 

總括上述兩點，依唐先生之意，朱子之所以對前賢論仁的說法有所批評和質疑，

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於朱子認為前人對仁都是以指點的方式來談論的，而他

則認為這樣在概念上並不夠清晰，而不免有籠統的毛病，也就是說，朱子希望對

仁這一概念給予定義式的界定語，而不能滿足於引導式的指點語；57二是因為朱

子認為談仁必須扣緊它在最原始、最根本的內在本源處來說，而不應該只從外在

表現的角度來說，換言之，在他看來，以「物我為一」或「心有知覺」來說仁，

都還沒有真正觸及到仁之所以為仁的核心本質。 

然而，牟先生並不著眼於此，他對朱子的批評提出了嚴正的反駁： 

 

孔子未曾就字義訓仁（如二人偶之類），亦未嘗以概念定義方式解仁（如

心之德愛之理之類）。其所說者皆是指點語、啟發語，期人由此悟入仁為

一道德創造之實體。……「與物同體」、「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相應真

心仁體之實性而說者。如此說仁（見仁之體）是內容的說法，不是外延的

說法，正是說仁之質（所以為體之真），不是說「仁之量」（仁之無不愛）。

而朱子却認為此是「仁之量」，「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其未能順孔子之

                                                 
57 金春峰、杜保瑞亦皆認為朱子對前賢論仁之批評乃著眼於概念上之分疏與定義，分別見金氏

《朱熹哲學思想》，頁 338；杜氏〈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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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點與啟發而悟入亦明矣，其只順伊川之膠着與局限而未能明透並提不住

亦顯然矣。58 

 

對於牟先生的批評，我們可以嘗試提出幾點商榷：首先，即使孔子只是以指點的

方式來談論仁，但這卻絲毫不妨礙朱子可以用概念定義的方式來界定仁，並且，

朱子也並不是沒有使用過指點的方式。59其次，假如暫且承認所謂的「與物同

體」，是內容地談仁之質，而不是外延地談仁之量，就此來看，朱子是將它誤解

為後者的；但是，即使朱子誤解「與物同體」是仁所表現出來的量，然而這卻又

正好能夠看出朱子反對以量來定位仁之體；也就是說，在反對以量來論仁的這一

點上，朱子之意與牟先生並無不同。再者，朱子也並不是全然反對「與物同體」

的說法，例如他說： 

 

若於此處認得「仁」字，即不妨與天地萬物同體；若不會得，而便將天地

萬物同體為仁，卻轉無交涉矣。（《文集》卷 50，〈答周舜弼五〉，頁 2315） 

 

誠如唐先生所曾論述的，朱子以「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切之功，其弊或至於認

物為己者有之矣」來批評「與物同體」的可能缺失，其實「此自不是自聖人之以

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之心境上說，而是自學者分上說。」（《原性篇》，頁 573）換

句話說，就一般的人而言，一開始直接以「與物同體」來談論仁，不免只是流於

虛誇無實的空論。最後，朱子之所以不以「與物同體」為仁之體，主要的原因是： 

 

蓋仁只是愛之理，人皆有之，然人或不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不愛；

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不愛矣。若愛之理，則是自然本有

之理，不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文集》卷 32，〈又論仁說十五〉，頁 1267） 

 

顯然，朱子認為身為愛之理的仁，是本來就存在的，而不是在與物同體之後才存

在的。換句話說，朱子是從本體論的角度來界定仁的本質，而不是著眼於境界論

                                                 
5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50。 
59 例如：「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便是不仁。」「試

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為仁之本』。若如頑石，更下種不得。俗說『硬心腸』，可以

見。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說話」，《語類》卷 6，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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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與物同體。單就仁的本質這個問題上，朱子如此的切入點，是筆者所願意接

受的。 

    接著，牟先生對朱子的批評又有如下的反駁： 

 

夫以覺訓仁者，此所謂覺顯然是本明道麻木不覺、「痿痺為不仁」而來。

覺是「惻然有所覺」之覺，是不安不忍之覺，是道德真情之覺，是寂感一

如之覺，是仁心之惻然之事，而非智之事，是相當于“Feeling＂，而非

“Perception＂之意。（當然仁心惻然不昧，是非在前自能明之）。今朱子

以智之事解之，而謂「心有知覺，可以見仁之包乎智，而非仁之所以得名

之實」，此則差謬太甚。以朱子之明，何至如此之乖違！不麻木而惻然有

所覺正是仁體所以得名之實。今乃一見「覺」字，便向「知覺運用」之知

覺處想，不知覺有道德真情寂感一如之覺與認知的知覺運用之覺之不同，

遂只准于智字言覺，不准于仁心言覺矣。此駁最為悖理，其非甚顯，不必

多言。60 

 

牟先生的這段批評，下筆相當地重，而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他對於儒家「覺」義

的了解和堅持。依牟先生的意思，上蔡「以覺訓仁」的說法是繼承明道的思想而

來的，因此他所謂的「覺」並不是指認知的作用，而是一種道德真情的惻然之覺。

可以說，假如上蔡的觀點確實是發揮了明道的思想，那麼牟先生對於「覺」的詮

釋是值得肯定和接受的。然而，即便是如此，對於牟先生進一步針對朱子所提出

的批評，我們仍然須要予以保留。何以如此？這是因為即使朱子誤解了上蔡的「以

覺訓仁」，只將它理解成了知覺運用，但這卻恰恰好表明了朱子是反對以知覺運

用來界定仁心的。這裡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因為在牟先生的詮釋裡，朱子的

心只是氣，它的作用只是心氣的認知、知覺，61可是這卻正好是朱子對上蔡的批

評。須要特別指出的是，朱子並不是說仁心沒有認知的知覺運用，剛好相反，他

認為說心有知覺正好表示了作為四德之統的仁心能夠包含智的作用於其內，只

是，仁之所以為仁的核心本質仍然並不是在智的知覺運用。在此，既可以看出仁

心蘊涵著豐富的功能作用，又可以看出仁心的本質始終有其異於認知、知覺的獨

                                                 
6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251。 
61 牟先生書中以心氣之認知、知覺來說明朱子之心，所在多有，如《心體與性體（三）》頁 243、

244、245、369、372、374、375 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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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所在。從以上的角度來看，那麼牟先生對於朱子所作的批評，似乎並不能十分

地相應，而仍然有著可以商榷的空間。62此外，關於朱子以「使人張皇迫躁，而

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理者有之矣」來批評「以覺訓仁」的可能弊病，

依唐先生之意，這仍然是對於一般學者所提出的，而非對修養有成的智者所說的

言論。63 

最後，我們再引一段唐先生的論述，以作為結語，他說： 

 

朱子言仁，實不同於其前儒者之言仁者之只為就事指點，各舉一方面而

說；若作仁之界說看，皆不免渾淪籠統之弊者。朱子於仁，乃就其前事為

公，後事為與物同體；內為心之知覺之性，外形於知覺物而生之情；上通

於天，下貫於人；本在己之一理，末散而為由愛恭宜別愛人利物之萬事，

而加以界說。此連仁之前後、內外、上下、本末以論仁，固有其精切細密

之旨，存在於其中也。（《原性篇》，頁 417） 

 

總結地說，朱子論仁主要是直就根本處來對仁下定義，但在此同時，更以此為核

心而關連到表現仁之前的無私的公心，表現仁之後的與物同體的境界；它既能作

為心之所以知覺的性理，而又能表現為外在的知覺的情氣；它一方面是天地之

心，同時又是人之心；進而以自己本有的仁理，推己及人以至於萬事萬物。這是

唐先生對朱子之仁的評價大不同於牟先生，而又能言之成理的陳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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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視角〉，頁 20。 
6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574。 
64 陳榮捷對唐、牟二氏之論朱子〈仁說〉亦曾有引述與評論，其亦較認同唐氏之說，見氏著《朱

學論集》，頁 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