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篇  清儒思想中潛藏的荀學理路  
 

第陸章   肯定情欲的心性觀  
 

有別於過去學者對於清代學術往往只集中於考據學的相關研

究，近年來許多研究者已逐漸擴大研究視野，不僅抉發清代學術中的

義理思想，並且能跳脫傳統理學、心學主流觀點的框架，進而肯定清

代義理思想的存在價值。 1在當今諸多論述清代義理學思想的著作

中，不難發現清儒對人欲人情的肯定往往是論者再三關注的重點，誠

然，清儒這樣的主張自有其社會背景因素，甚或出於挑戰宋、明之學

中天理、人欲截然對立狀態所造成的流弊，但更值得注意的是，清儒

抨擊宋、明理學，提出「遂欲達情」的主張並不能單純地以個人情緒

性「反理學」的學術氛圍一語概括，因為這些批評或主張的背後，有

著與宋、明心性之學不同的論據與思路，所牽涉的是對於「理」、「氣」、

「道」、「器」、「欲」、「情」等思想的本質差異，此一本質的差異從明

末清初的顧炎武（ 1613-1682）至乾嘉學者戴震（ 1723-1777）、焦循、

阮元（ 1764-1849）的義理思想中呈現出來，在論述上容或有粗疏、

縝密之別，但其基本立場卻相當一致：即「以氣為本」的主張。此一

思想性格不僅決定了清儒在情、欲等立場與宋、明儒者相左，同時也

可明確地看出對於性善的思考進路的不同。  

 

第一節   心性觀的理論基礎  
                                                 
1 如（ 1）張麗珠認為清儒憑藉考據基礎建構了通情遂欲、重智主義的經驗領域

義理學，具有銜接傳統與現代的轉換價值之功，更是儒學發展得以完成早期現代

化的內在依據。參見氏著：《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 1999 年）及

《清代新義理學》（台北：里仁書局， 2003 年）；（ 2）張壽安指出「以禮代理」

是清代中葉的一股新思潮，亦為儒學在清代的新面貌，有相當完備的體系及創意

典範，與宋明理學相對峙，甚至欲取而代之。參見氏著：《以禮代理 —淩廷堪與
清中葉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 2001 年）；（ 3）周積明撰
〈《四庫全書總目》與乾嘉「新義理學」〉一文則認為：「在中國前現代社會中已

經潛伏著趨向近代的思想因素，『啟導了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而這一點恰是『乾

嘉新義理學』的價值所在。」（ 4）林啟屏先生〈乾嘉義理學的一個思考側面—論

「具體實踐」的重要性〉一文則指出清儒重視「具體實踐」不能只視為一種常識

性的儒學主張，而是經由恢復其「實踐」的存有意義，提升其「實學」的生命主

體內涵，因此，清儒的義理學是極具深刻意義的。周、林氏二文均參見林慶彰、

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
年），總頁 1-39； 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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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氣為本的義理觀  

所謂「以氣為本」的思想，乃就傳統學術中將理學劃分為「以理

為本」的程朱學派及「以心為本」的陸王學派兩大思潮外所增加的另

一系譜，代表人物可追溯到張載（ 1020-1077）、羅欽順（ 1465-1547）、

王廷相（ 1474-1544），並延續至顧炎武、王夫之（ 1619-1692）、顏元

（ 1635-1704）、戴震、焦循等人，並且以此系譜與程朱、陸王共三大

思潮來涵括自宋至清的義理思想。 2

 

至於「以氣為本」的基本主張，指的是以「氣」作為萬物生成變

化的基礎，不依賴於任何其他東西而存在，是一切屬性的本原或本體

3。更進一步來說，對於「以氣為本」的思想家而言，「氣」是比「理」、

                                                 
2 相關論述頗多：（ 1）較早如張岱年說：「自宋至清的哲學思想，可以說有三個

主要潮流。第一是唯理的潮流，始於程頤，大成于朱熹。……第二是主觀唯心論

的潮流，導源於程顥，成立于陸九淵，大成于王守仁。……第三是唯氣的潮流亦

即唯物的潮流，始於張載，張子卒後其學不傳，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的王夫

之才加以發揚，顏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發展。……可以說北宋是三派

同時發生的時代，南宋、元及明初是唯理派大盛的時期；明中葉至明末是主觀唯

心派大盛的時期；清代則是唯物派較盛的時期。」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大綱‧

序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年三刷），頁 26-27。（ 2）劉又銘先生：

《理在氣中—羅欽順、王廷相、顧炎武、戴震氣本論研究》（台北：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 2000 年，以下書名簡稱《理在氣中》）。（ 3）張立文：〈從宋明新儒學到

現代新儒學〉一文亦將「氣學」納入理學的範疇中加以討論，《上海社會科學院

學術季刊》 1994 年第 1 期，頁 113-122。（ 4）衷爾鉅：〈理學和心學考辨—兼論

確認「氣學」〉，《甘肅社會科學》，總期第 49 期（ 1988 年 5 月），頁 27-31。（ 5）
日本漢學界對此領域研究甚夥，如赤塚忠、金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湧原著，張

昭譯：《中國思想史》（台北：儒林圖書公司， 1981 年），頁 209-306；以及加藤
長賢監修，蔡懋堂譯：《中國思想史》（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78 年），頁

174-177，均略提及相關主張。後有小野澤精一、福光永司、山井湧合編，李慶

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念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年）則是以「氣」為主軸所展開的研究。必須說明的是，這些論著所提及「以氣

為本」的相關論述時，有的稱之為「唯氣的潮流」或「氣本論」、「氣學」、「氣的

哲學」，基本上其指稱的內容與精神都是相同或相近的。  
3  這 裡 所 說 的 「 本 體 」， 其 概 念 並 不 能 完 全 等 同 於 西 方 哲 學 中 的 「 本 體 」

（ substance）或「本體論」（ ontology）。一般而言，西方哲學中的「本體論」指

的是與經驗世界相分離或先於經驗而獨立存在的原理系統，採用的是邏輯方法；

「反觀中國傳統哲學，並沒有所謂經驗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相對獨立的邏輯世

界的觀點」，也就是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學而言，「邏輯世界、原理世界是

與經驗世界、現象世界不可分割地包容於一體的」，即使如強調「理」的超越性

而受清代學者抨擊的朱子，仍言「理」、「氣」的關係是「不離不雜」的。因此，

本文所說的「本體」，指的是與一般事物在本末、源流、根枝上的差異。參見曾

振宇：《中國氣論哲學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1 年），〈第一章  本原
與本體範疇適用於中國哲學如何可能〉，頁 22。相關討論亦可參見俞宣孟：《本

體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年），〈第三章  本體論與中國哲學的

道〉，頁 73-134，尤其頁 85-90。張岱年：《中國哲學大綱》，〈第一章  中國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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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道」更為優先的概念，而為了區隔許多在「以氣為本」主張

中仍結合了理本（如：王夫之）或心本（如：黃宗羲）觀點的理論型

態，有學者將這種以「氣」為本原主張的型態稱之為「自然氣本論」

4，這些「自然氣本論」者對於朱子在理氣論中表現出「理先氣後」

的主張，自然是不能同意的，因此，其經常使用的論證理路，是以駁

斥朱子「理先氣後」、「理氣二分」為前提而展開其論述，透過章句訓

詁的方式來闡發其義理思想，在清初以顧炎武為代表，至乾嘉時期則

以戴震、焦循的表現最為明顯。  

 

清代主張以氣為本思想型態（即「自然氣本論」）的學者，最早

的應是顧炎武。儘管顧炎武的論著並非以哲理思想為主軸，與同一時

期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相較之下，其義理思想確實顯得較粗疏鬆

散，也正因如此，後世研究者著墨不多；然而，卻不能因此而否定顧

炎武仍有其義理思想及立場的存在。從《日知錄》中，不難發現其以

氣為本的主張：  

 

「精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

張子《正蒙》有云：「太虛不能無氣，氣不能不聚而為萬物，

萬物不能不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不得已而然也。然

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不累者，存神其至矣。」其精矣

乎！……邵氏《簡端錄》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

之變。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變也故聚不必于其所散。

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于散者其說也佛；荒于聚者其

說也仙。」
5

                                                                                                                                            
論之基本傾向〉，頁 6-16。  
4 劉又銘先生：〈宋明清氣本論研究的若干問題〉，文中將「氣本論」分成兩類：

一為以王夫之、劉宗周、黃宗羲為代表，其特色在於氣本論中交疊有理本論或心

本論觀點，可暫稱為「神聖氣本論」；一為以羅欽順、王廷相、顧炎武、戴震為

代表，其氣本論的型態、理路為純粹型態，可暫稱為「自然氣本論」。此論文發

表於「儒學的氣論與工夫論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

心主辦， 2004 年 11 月）。又《理在氣中》一書對於「氣本論」之基本主張論述

頗詳，可資參酌。參見〈緒論〉，頁 3-17。  
5 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游魂為變〉，《原抄本日知錄》（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1979 年，以下書名簡稱《日知錄》），卷 1，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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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引文中，可知顧炎武對於張載的氣論思想是相當認同的：氣聚

而為萬物，氣散則歸於太虛，因此萬物在「自無而之有」和「自有而

之無」的有形無形變換過程，皆是一氣的聚散變化，包括人的生命歷

程，亦是如此；能夠體悟此理，不偏滯於生或死，即「兼體而不累」。

接著顧炎武更進一步引邵寶《簡端錄》之言來強調萬物不斷變化，即

氣的聚散變化過程而已，據此抨擊佛教所宣揚的散而不死的靈魂，是

「昧于散者」；道教聲稱有聚而不死的肉體，亦是不可能存在的。是

故，「氣」乃是萬事萬物的根源：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神，神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

也。故曰視之而弗見，聽之而弗聞，體物而不可遺。使天下

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

人所以知鬼神之情狀者如此。
6

 

至此，顧炎武認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明確地表示氣是萬事萬物

的本源，即使是弗見弗聞的「神」，亦是氣所表現的性狀而作用於人

之心而已，仍是基於氣而有的。當然，這樣的主張只能說是以氣為本

的思想型態的初步呈現，真正將此一思想型態建構出較完整的理論，

則是乾嘉時期的戴震。 7

 

《孟子字義疏證》是戴震義理思想的最終定論之作 8，書中再三

                                                 
6 顧炎武：〈游魂為變〉，《日知錄》，卷 1，頁 19。  
7 如山井湧指出：「戴震的哲學理論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是『氣的哲學』這一

點。而他就是這種『氣的哲學』的集大成者。」參見：《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
和人的觀念的發展》，〈第四章  清代思想中氣的概念〉，頁 453。又如：岡田武彥
著，陳瑋芬譯：〈戴震與日本古學派的思想〉言：「明末以降的唯氣思想，到了戴

震時可謂已達到其巔峰吧！」《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2 期（ 2000 年 6
月），頁 73。  
8 戴震的思想著作，除《孟子字義疏證》外，還有〈法象論〉、〈讀易繫辭論性〉、

〈讀孟子論性〉、〈原善〉三篇（後戴震將上述諸作擴大改寫為《原善》三卷）、《緒

言》、《孟子私淑錄》、《中庸補注》、《大學補注》（今不得見）、〈與某書〉、〈答彭

進士允初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善》三卷、《緒言》、《孟子字義疏證》三

書。錢穆認為：「《原善》辨性欲，《緒言》辨理氣，至《疏證》辨理欲，乃會合

前兩書為一說 ……。」參見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

館，1995 年台二版），〈第八章  戴東原〉，頁 319。相關討論亦可參見鮑國順：《戴

震研究》（台北：國立編譯館， 1997 年），〈第二章  著作〉，頁 67-125；黃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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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以「氣化流行，生生不息」做為天地萬物本原的概念，如言：  

 

道，猶行也；氣化流行，生生不息，是故謂之道。《易》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行：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金，五曰土。」行亦道之通稱。舉陰陽則賅五行，

陰陽各具五行也；舉五行即賅陰陽，五行各有陰陽也。……陰

陽五行，道之實體也。
9

 

在氣化曰陰陽，曰五行，而陰陽五行之成化也，雜糅萬變，

是以及其流形，不特品物不同，雖一類之中又復不同。凡分

形氣於父母，即為分於陰陽五行，人物以類滋生，皆氣化之

自然。
10

 

陰陽五行之運而不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

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

者也。
11

 

在天地，則氣化流行，生生不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

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不可已，是謂道。
12

 

戴震與顧炎武都同樣地以「氣」做為思想的本體範疇，且戴震又有更

進一步的發揮，他以「氣化流行，生生不息」來凸顯出「氣」具有潛

運、變化的動態特性，用以闡明「氣」不僅構生萬物，且亦關聯著萬

物在形成之後的發展過程，所謂的「飛、潛、動、植」皆是「氣化流

行，生生不息」的體現。此外，戴震將「陰陽」、「五行」或「陰陽五

                                                                                                                                            
《中國孟學詮釋史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年），〈第八章  戴震
的孟子學解釋及其含義〉，頁 291-326，尤其頁 292-294。另戴震曾自述曰：「僕
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參見段玉裁：〈戴

東原集序〉引其師戴震之言，收於《戴震集》（台北：里仁書局， 1980 年），附

錄，頁 452。  
9 戴震：〈天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87。  
10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1。  
11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4。  
12 戴震：〈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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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納入「氣化」的概念中，言「陰陽五行」的運行不已即是「天地

之氣化」，也就是說，「陰陽五行」在此與「天地之氣」都同是具有本

體意涵的，依此，對於宋代程朱學者將「太極」理解為「陰陽之所由

生」，視「太極」為更具本體意義的說法，加以駁斥曰：  

 

孔子曰：「《易》有太極，是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易》言之耳，非氣化之

陰陽得兩儀四象之名。……孔子贊《易》，蓋言《易》之為書

起於卦畫，非漫然也，實有見於天道一陰一陽為物之終始會

歸，乃畫奇偶兩者從而儀之，故曰「《易》有太極，是生兩儀」。

既有兩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氣化

之陰陽，承上文「明於天之道」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

謂道」，以兩儀、四象、八卦指《易》畫。後世儒者以兩儀為

陰陽，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由生，豈孔子之言乎！
13

 

在此，戴震指出「氣化之陰陽」就是「太極」，陰陽五行之氣即是天

地萬物的本原，在陰陽五行之氣外並沒有更為本始的前提。《易經‧

繫辭傳》中所言：「《易》有太極，是生兩儀」，是就作《易》的過程

來說的，並非「氣化之陰陽得兩儀四象之名」。這樣的理解，對照朱

子以「太極」為天地造化的樞紐，而陰陽為「太極」所生的觀點，便

可看出其差異所在。而戴震以陰陽五行之氣為根本，將整體存在界都

交由氣的運行變化做為基礎來論述，正是確切地表現出以氣為本的思

想型態之特色 14。戴震這種以氣為本的思想型態確立後，雖亦曾遭受

詰難與抨擊 15，然而卻不影響「以氣為本」的型態成為清代義理思想

                                                 
13 戴震：〈天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89。  
14 以上關於戴震氣本之立場、陰陽五行之概念的敘述，參考劉又銘：《理在氣中》，

頁 132-145。  
15 戴震在完成《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時，便曾遭彭紹升、陸耀等人的詰

難，對此，戴氏作〈答彭進士允初書〉五千言回覆，以闡明其論點；後有理學家

朱筠、翁方綱、程廷祚、姚鼐、方東樹等人亦就戴震在理、欲、情等論述提出抨

擊。相關資料可參見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等合著：《清代哲學》（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年），〈第二十章  戴震哲學的反響〉，頁 663-690。胡適：
《戴東原的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六版），〈三  戴學的反響〉，
頁 8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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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的主軸，諸多思想家均呼應、承繼了戴震的主張，如與戴震同從

江永（ 1681-1762）問學的程瑤田（ 1725-1814）在心性論、致知論的

論述上雖與戴震不盡相同，且大量的論述著重於人倫日用的具體實

踐，然而，少數論及天地萬物本原時，亦曰：  

 

仰而望之，可見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

乎！是故天者，積氣而已矣。……然是氣也，曷嘗有須臾不流

行者乎？無有始也，無有終也。
16

 

程瑤田以「氣之流行」為天地形質的源頭，在本體思想的觀點上呼應

了戴震的主張。又如洪榜（ 1745-1779）撰戴震〈行狀〉，為了將戴氏

生前與彭紹升論述義理思想的書信載入，曾上書與朱筠論辯 17；黃式

三作〈申戴氏氣說〉、〈申戴氏理說〉、〈申戴氏性說〉 18，均是為闡揚

戴震思想而作。至於能承繼戴震，並進一步發揮其義理主張者，則是

焦循。  

 

對於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予以崇高的評價，言：  

 

其（戴震）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理、

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老釋之界，至精極妙。
19

 

循讀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說者分別漢

學、宋學，以義理歸之宋。宋之義理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

能識羲、文、周、孔之義理。宋之義理仍當以孔之義理衡之，

未容以宋之義理，即定為孔子之義理也。
20

                                                 
16 程瑤田：〈述命〉，《通藝錄‧論學小記》，收於《叢書集成三編》（台北：藝文

印書館， 1971 年，據清嘉慶八年本影印《安徽叢書》），頁 51a。  
17 參見江藩：〈洪榜〉，《漢學師承記》，收於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外二

種）》（香港：三聯書店， 1998 年），卷 6，頁 116-120。  
18 參見徐世昌等編纂：〈儆居學案‧上〉，《清儒學案》（台北：燕京文化事業公

司， 1976 年），第 4 冊，卷 153，頁 2670-2674。  
19 焦循：〈國史儒林文苑傳議〉，《雕菰集》（台北：鼎文書局， 1977 年），卷 12，
頁 184-185。  
20 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集》，卷 13，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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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于理、道、性、情、天

命之名揭而明之若天日。
21

 

透過這三則引文，可看出焦循對《孟子字義疏證》的態度：首先，認

同戴氏的治學方法。戴震曾論及自己的治學方法：「故訓明則古經明，

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

聖人之理義非它，存乎典章制度者是也。」22又言：「經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

必有漸。」 23這兩段常被引用做為討論乾嘉考據學方法的話中，充分

顯示了戴氏由字、詞的「故訓」以通「理義」的主張，而焦循所謂「訓

故明乃能識羲、文、周、孔之義理」的觀點，正與戴氏同出一轍，同

時這也是絕大多數乾嘉治學者的共同主張。其次，肯定戴震義理學的

價值。焦循一方面讚揚《孟子字義疏證》在理、道、性、情等範疇上

有「至精極妙」的見解，另一方面又緊接著言「宋之義理」並不能代

表「孔子之義理」，其文字背後似乎正意味著戴震之義理才是更貼近

「孔子之義理」的。就焦循對《孟子字義疏證》的推崇而言，便不難

看出戴震對焦循的影響：在焦循所撰的《孟子正義》中，可以輕易發

現其大量徵引《孟子字義疏證》中的文句，尤其在述及心性論的相關

議題時，更是整段引用以做為注釋或推論的基礎 24；至於《論語通釋》

之作，更是參照了《孟子字義疏證》的作法，以闡發義理思想中重要

的術語意涵為論述方式 25。再者，焦循另有作〈申戴〉、〈性善解〉五

                                                 
21 焦循：《論語通釋‧自序》，收於《木犀軒叢書》（光緒年間李盛鐸刊行，中央

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藏），頁 1a。此文亦收於《雕菰集》，卷 16，
頁 267-268；惟部分文字略有出入。  
22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文集》，卷 11，頁 214。  
23 戴震：〈與是仲明論學書〉，《戴震集‧文集》，卷 9，頁 183。  
24 如注釋〈告子章句上〉時，摘錄《孟子字義疏證》中〈性〉條多段，參見《孟

子正義》（台北：文津出版社，1988 年），下冊，卷 22，頁 739-741；頁 750-752；
頁 754-755；頁 757-758。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焦循亦引述程瑤田《通藝錄‧

論學小記》中之言，參見《孟子正義》，卷 22，頁 741-742；頁 752-754；頁 759。
顯見在心性論的見解上，不僅受戴氏之啟發，同時也受程氏之影響。  
25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共三卷，分述〈理〉 15 條、〈天道〉 4 條、〈性〉 9 條、
〈才〉 3 條、〈道〉 4 條、〈仁義禮智〉 2 條、〈誠〉 2 條、〈權〉 5 條。焦循在《論

語通釋‧自序》中言其旨在補戴氏之未備，共 15 篇：〈釋一貫忠恕〉 5 條、〈釋
異端〉 8 條、〈釋仁〉 11 條、〈釋聖〉 5 條、〈釋大〉 2 條、〈釋學〉 5 條、〈釋多〉
6 條、〈釋知〉2 條、〈釋能〉2 條、〈釋權〉8 條、〈釋義〉2 條、〈釋禮〉5 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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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亦是申論戴氏義理學之作 26，亦足見焦循對於戴震思想的掌握及

闡發。  

 
二、理、氣之辨與道、器之別  

依循著「以氣為本」的思考脈絡，氣本論者對於傳統理學超越現

象世界所建構用以主宰「氣」的概念—理、道，自然有不同的理解，

但是這並不意味著氣本論者輕視理或道的存在及其道德價值的意

涵，而是由「氣中之理」、「氣中之道」的觀點做為論述的基礎。對於

氣本論者來說，氣即是最終極的本體，在氣化流行之上並沒有超越現

象界、經驗界的絕對至善、完美狀態的「理」或「道」；氣化流行構

生了宇宙萬事萬物，依此，所謂的「道」或「理」的意涵，必然是要

本諸現象界、經驗界的實體實事而言，更進一步來說，要追求道德價

值判準的「道」或「理」，必須由經驗事實的形跡中探究，而不是在

先驗的、內在於人的領域中。是故，從較廣義的角度來看，即使部分

清儒並沒有在理、氣或道、器關係上多所著墨，但從其對這些概念的

運用或論述中，仍可看出其以氣為本的思想傾向。  

 

顧炎武在道器觀的相關論述中，即鮮明地表現出以氣為本的立場

之延伸，他提出了「非器則道無所寓」的觀點。首先，對於「道」的

理解，他說：  

 

夫道，若大路然。
27

 

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28

 

蓋天下之理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不成章不達。故昔日

                                                                                                                                            
仕〉3 條、〈釋據〉2 條、〈釋君子小人〉1 條。另外，必須附加說明的是，在《論

語通釋》一書中諸多解釋《論語》思想之文，亦互見於《雕菰集》卷 9、卷 10
之〈一以貫之解〉、〈攻乎異端解〉上下、〈說權〉、〈理說〉等篇中，惟文字略有

詳略之異。  
26 二文均參見焦循：《雕菰集》，卷 7，頁 95-96；卷 9，頁 127-129。  
27 顧炎武：〈耿介〉，《日知錄》，卷 17，頁 391。  
28 顧炎武：〈朝聞道夕可死矣〉，《日知錄》，卷 9，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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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不足以為矜，後日之成，不容以自限。29

 

顧炎武由「道」字原始字義—「路」來理解「道」，由此而引申出「道」

的概念，所指的自然是就實體實物所遵循的普遍規律而論。第二、三

段引文則表明既然做為事物普遍規律的「道」無法脫離現象界無窮盡

的實體實物而獨立存在，那麼，對於「道」的認識亦是一永無止境的

過程。此外，從第三段引文中亦可略見在顧氏的理解中，「道」和「理」

是相聯繫的概念，都必須本諸現實世界中來理解。是故，對於《易經‧

繫辭傳》中所言的道器關係，顧炎武有更進一步論述，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

說在乎孔子之學琴于師襄也。已習其數然後可以得其志。已

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為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不求之

象數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30

 

「道」是事物的規律，「器」指具體的事物，顧炎武提出「非器則道

無所寓」之觀點，說明重「道」必然不可忽視「器」，強調了「道」

對於「器」的依賴，必須由「器」而識「道」；於是，「道」的優先性、

主導性下滑，「器」的價值相對地被提升，同時，這段引文也傳達了

追求知識的過程，應由具體事物的個別經驗與認識，方能由此更進一

步探求事物內在抽象的規律，意即所謂「下學而上達」。值得注意的

是，顧炎武所謂「非器則道無所寓」的觀點與理本論者朱子所論「道

在器中」是不同的。 31朱子視「道」（理）為唯一能超越實體實物而獨

立存在的本體，所有事物都必須依賴於「道」方能存在，即「道」生

「器」，是故，「道在器中」是指「器」不能離「道」，「器」只是「道」

的載體、掛搭者，所以凡是有「器」則必有「道」，這是朱子「道在

器中」的真正意義。此一觀點與顧炎武的道器觀所呈現「道」為一般

                                                 
29 顧炎武：〈初刻日知錄自序〉，《日知錄》，頁 7。  
30 顧炎武：〈形而下者謂之器〉，《日知錄》，卷 1，頁 20。  
31 朱熹〈蘇黃門老子解〉云：「愚謂道器之各雖異，然其實一物也。……愚謂道
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於《朱子大全》

（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66 年據明胡氏刻本校刊），第 9 冊，卷 72，頁 24a-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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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規律，有了「器」才有「道」的存在，「道」不能離「器」的

論點恰是相對的，若要探究二者本質之所以不同，實際上便是源於顧

炎武乃以氣為本，氣在理先；而朱子則以理為本，理在氣先。  

 

清儒在理氣之辨與道器之別的議題論述上最突出的論者，則是戴

震。相較於顧炎武所言「非器則道無所寓」這種極易於與理學家混淆

的論述方式，戴震對於道器關係的闡釋，則是十分具有新意及特色

的，他說：  

 

一陰一陽，流行不已，夫是之謂道而已。……《易》「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

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

而下猶曰形以後。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

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不變，道言乎體物而不可遺。不徒

陰陽非形而下，如五行水火木金土，有質可見，固形而下也，

器也；其五行之氣，人物咸稟受於此，則形而上者也。……《六

經》、孔、孟之書不聞理、氣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

屬形而下，實失道之名義也。
32

 

由氣本的角度而論，「道」當然不是氣外之物。依據引文而言，「形」

是「已成形質」，那麼，所謂的「形而上」，指的是萬物形成之前的無

形狀態，也就是「形以前」；而「形而下」則是指萬物形成之後的有

形狀態，即「形以後」。如此一來，無論是「道」或「器」，均是就「形

質」而論，在本質上都是氣，其差別則在於「形以前」、「形以後」的

不同罷了。在這樣觀點下的「道」，實際上正呼應了前文曾引述「陰

陽五行，道之實體」、「道，猶行也。氣化流行，生生不息，是謂道」

的主張，因此，戴震論「道」，所觀照的便不是傳統理學家所界定的

超越現實界、經驗界的層面（事實上，戴震亦不認為有此層面的存在，

他抨擊程、朱脫離具體事物而論「道」說「理」，是出於老、莊、釋

                                                 
32 戴震：〈天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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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而不自覺，乃是「誣聖亂經」之說 33），其所論述的「道」，指的是

陰陽五行之氣的實體，同時也是此氣化流行，生生不息的實事。由這

個「天道」的觀點，來看其對於「人道」的理解，曰：  

 

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禮，曰義，稱其

純粹中正之名。……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

見。……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不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

失。語道於人，人倫日用，咸道之實事，「率性之謂道」，「修

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不可不修者也，

「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為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

所謂「立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為達道」是也。……

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善，

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

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不分言，而在

人、物，分言之始明。
34

 

道者，居處、飲食、言動，自身而周於身之所親，無不該焉

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責諸身，往往易致差謬，故又曰

「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故舉仁義禮以為之

準則；下言達道而歸責行之之人，故舉智、仁、勇以見其能

行。……古賢聖之所謂道，人倫日用而已矣，於是而求其無失，

則仁、義、禮之名因之而生。非仁、義、禮有加於道也，於

人倫日用行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謂禮

而已矣。
35

 

實體實事的「道」，對於人而言，就是人倫日用之事的準則，稱之為

「人道」。「人道」與「天道」之別，在於「人道」會因心知的明闇而

有差謬之失，因此必須透過修習的過程使人倫日用之行無所偏失，如

                                                 
33 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抨擊宋儒出入老、莊、釋氏之處頗多，如：卷上〈理〉，

頁 274、頁 282-286；卷中〈天道〉，頁 290-291；卷下〈道〉，頁 314。  
34 戴震：〈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2-313。  
35 戴震：〈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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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便是仁、義、禮的呈顯，換言之，代表「純粹中正」之名的仁、義、

禮之道，其本質仍是落實在人倫日用之事，並沒有超越實體實事的層

面；再者，由於「求其無失，則仁、義、禮之名因之而生」，那麼，

表示即使「道」是就普遍性實體實事而論，但並不是沒有道德價值意

義的概念，在實體實事的自然中，實際上便含藏了歸於「純粹中正」

的必然，他言：「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足見戴震所論的「道」，

本身即有潛在著修習而成善的必然性，如此才是「自然之極致，天地

人物之道於是乎盡。」  

 

依循著戴震對於「道」的闡釋，再看與此相聯繫的「理」：  

 

理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理；在物之

質，曰肌理，曰腠理，曰文理，得其分而有條不紊，謂之條

理。
36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以秉持為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理，以實之於言行曰懿

德。物者，事也；語其事，不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

言理，非古賢聖所謂理也。
37

 

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理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

正其物，如是而已。
38

 

依據上述引文，可見戴震所謂的「理」，是指就事物做精微的考察與

分析以獲得其間的區別，此即「分理」，依不同物質之「分理」，可稱

為「肌理」、「腠理」、「文理」等；同時，「理」亦是規範事物的準則，

即所謂「以其則正其物」。是故，萬事萬物經過區別後能夠有條不紊，

稱之為「條理」。對照具有普遍意義的「道」（人道）來說，「理」則

是指針對個別事物所當行的準則，因此呈現出「肌理」、「腠理」、「文

                                                 
36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5。  
37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6-267。  
38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2。  

 154



理」等多元性質的意涵，但無論如何，「理」仍舊是不能超越具體事

物而論：  

 

天地、人物、事為，不聞無可言之理者也，《詩》曰「有物有

則」是也。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

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

為之理得矣。……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不可易，

理至明顯也。
39

 

當天地、人物、事為等各個原則達到「純粹中正」而不偏失的理想狀

態時，即是「理」的呈現，亦即戴震在論「道」時所言「歸於必然，

適完其自然」中強調「道」所潛藏的價值意義的呈現。因此，「理」

不只是萬物物質性意義下的「理」，同時也是具有道德價值意義的，

只是必須由「氣中之理」、「氣中之道」的立場而論罷了。由氣本的立

場論「道」說「理」，將宋儒視為內在於心中的超越性道德主體轉化

為經驗事實層面上，戴震所建構的義理思想基礎在清代極具典型，成

為一股主流思潮，諸多思想家均表現出相似的傾向。焦循言：  

 

道者，行也。凡路之可通行者為道，則凡事之可通行者為道。

得乎道為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理也，理有義也。理者，

分也。義者，宜也。其不可通行者，非道矣。可行矣，乃道

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弗宜則非義，即

非理。故道之分有理，理之得有義。理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

40

 

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理。
41

 

雖然在焦循的著作中，似乎不見有明確且直接的氣本主張之論述，但

在此他將「道」解釋為現象界的「行」，而「理」則視為是經驗界事

                                                 
39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8。  
40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73。  
41 焦循：〈理說〉，《雕菰集》，卷 1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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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原則無所差謬意涵的「分」，所呈顯的均是承襲顧炎武、戴震以氣

為本的思想系統而來 42，以實體實事為既存的事實與唯一的真實，凡

是超越人類經驗理性認知感受之外的概念，都是無實質意義的「真宰

真空」43，都應排除在儒學之外。在此脈絡之下，「理」不僅不存有先

驗的成分，同時亦不是從單一的、完滿的主觀價值來定位；焦循解釋

孔子所言「攻乎異端」，便可看出其對「理」的概念的運用：  

 

《論語》：「攻乎異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

老。於是為程、朱之學者，指陸氏為異端；而王陽明之徒，

又指程、朱為異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異也；

攻者，磑切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理，此以為異己

也而擊之，彼亦以為異己也而擊之，未有不成其害者，豈孔

子之教也？異端猶云兩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韓

詩外傳》云：「別殊類使不相害，序異端使不相悖。」此即發

明《論語》之義。蓋異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異，惟執持

不能通則悖，悖則害矣。
44

 

楊子為我，執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即為

異端。……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距其

執，欲其不執也。執則為楊、墨，不執則為禹、稷、顏、曾。……

《記》曰：「夫言豈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不貫。」
45

 

又：  

                                                 
42焦循解釋「道」與「行」，與顧炎武〈耿介〉：「夫道，若大路然。」戴震〈天道〉：

「道，猶行也。」均是相同的主張，參見前揭引文。  
43 戴震言：「蓋程子、朱子之學，借階於老、莊、釋氏，故僅以理之一字易其所

謂真宰真空者而餘無所易。」〈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6。
焦循亦曰：「理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謂之命。』性由於命，

即分於道。性之猶理，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不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氣

質而言。性不妨歸諸理，而理則非真宰真空耳。」《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

冊，卷 22，頁 752。  
44 焦循：〈攻乎異端解上〉，《雕菰集》，卷 9，頁 134-135。  
45 焦循：〈攻乎異端解‧下〉，《雕菰集》，卷 9，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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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為條理；義為事宜。其端千變萬化，非思之無以得其所同，

得其所同則一貫矣。
46

 

焦循認為「異端」之害不在於所持之理有異，而在於固持於一而相互

攻訐，因此，他主張應採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態度，使各種

不同觀點的義理能夠磨合貫通，達到所謂「各有所當」。換言之，「距

異端」的意思，只是要拒斥執一不化的態度，並非否定各種不同學說

的義理價值；同時，焦循言「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

「得其所同則一貫矣」，又引《史記‧禮書》語「規矩無所不貫」，顯

示他一方面看重「理」的個別獨立性，另一方面也強調必須顧及這些

各個差別之「理」的類通性及一貫性。是以當理學家從先天形上至善

的觀點來論「理」時，焦氏認為這樣的「理」便脫離了萬物的實存，

無法被落實於具體事物上加以檢驗、貫通，只能由「自反而縮」、「反

身而誠」的自我省視來察識，於是往往造成人人自謂得理而拒斥他理

的情形（即「執一」），也就是戴震所言的「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

在己之意見，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47因此，為避免誤解「理」的

真正意涵，焦循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時，主張言人在行事時更為具體的

依循準則—「禮」而非「理」，並以大量的文字論述了以「理」（這裡

的「理」，指的應是戴震所批評「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之「理」，其

實只是個人意見之私）相爭之害，如：  

 

理足以啟爭，而禮足以止爭也。明呂坤有《語錄》一書，論

理曰：「天地間惟理與勢最尊。理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理

則天子不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理則常伸於天下萬世也。」

此真邪說也。孔子自言事君盡禮，未聞持理以要君者，呂氏

此言，亂臣賊子之萌也。
48

 

                                                 
46 焦循：〈釋聖〉，《論語通釋》，頁 12b。  
47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8。又〈答彭進士允初書〉
言：「程、朱以理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

見而執之曰理，以禍斯民。」《戴震集‧文集》，卷 8，頁 175。  
48 焦循：〈理說〉，《雕菰集》，卷 1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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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理、道之說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

本非謬戾，而言不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不已，

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比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

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怒，

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
49

 

焦循在此痛陳以「理」相爭之害，正呼應著戴震「以理殺人」之說 50，

而其所批判的「理」，針對的當然是傳統理學家所標舉之「理」。姑且

不論戴震或焦循所詆斥之「理」是否確為理學家所論述的原貌 51，但

自入清以來，學術界對「理」大張鼓伐者比比皆是，亦是不爭的事實，

其所立論的基礎，同樣亦是視「理」為個人意見之私。如程瑤田曰： 

 

事必有理，俗謂之理路，若大路然。今不曰理而書讓字者，

理但可以繩己，自己見得理路一定如此，自達其心，豈故有

違。若將理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說，用相取勝，是先啟爭

端也。
52

 

竊以謂禮之本出於理，而理亦有所難通，據理而執一，不以

禮權之，亦不可通也。人之言曰：天下止有一理。余以為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烏在其為一理也。……今人之各執一

是非也，亦若是則已矣，各是其是，是人各有其理也，安見

人之理必是，而我之理必非也？而於是乎必爭。故言理者必

緣情以通之情也者，出於理而妙於理者也。情通則彼執一之

                                                 
49 焦循：〈群經補疏自序‧毛詩鄭箋〉，《雕菰集》，卷 16，頁 272。  
50 戴震〈理〉：「尊者以理責卑，長者以理責幼，貴者以理責賤，雖失，謂之順；

卑者、幼者、賤者以理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不能以天下之同情、天

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理責其下，在下之罪，人人不勝指數。人死於法，猶有

憐之者；死於理，其誰憐之？」參見《戴震集‧孟子字義書證》，卷上，頁 275。
又〈與某書〉：「後儒不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理。而其所謂理者，同於酷吏

之所謂法。酷吏以法殺人，後儒以理殺人，浸浸乎舍法而論理死矣，更無可救矣！」

參見《戴震集‧文集》，卷 9，頁 188。  
51 戴震批評理學家的「理」或「人欲」，是否為個人的曲解，頗有討論空間，可

參考劉玉國：〈戴震理欲觀及其反朱子「存天理去人欲」平議〉，收於《乾嘉學者

的義理學》，總頁 365-389。  
52 程瑤田：〈擘窠書四說〉，《通藝錄‧論學外篇》，上，頁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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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自屈，而吾之理伸矣；情不通，則吾之理轉成其為執一，

是吾以理啟其人之爭矣。
53

 

程瑤田言「道」曰：「有氣斯有道」、「道一而已，氣之流行者皆是也」

54，顯見是將「道」落實在氣化流行的萬事萬物中而論，其基本的框

架與戴震、顧炎武相同；至於論「理」，則持負面的態度，認為「理」

只是個人所固持的是非，若不能緣情以通諸他人之情，就是執一不

通，如此一來，爭端便無法避免了。再如淩廷堪言：  

 

聖人之道，至平且易也。……釋氏者流，言心言性，極於幽深

微眇，適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不如是也。……後儒熟聞

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

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理事之說而小變之，……嗚呼！以是為

尊聖人之道而不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為闢異端而不知陰

入於異端也誠如是也，，……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55

 

考《論語》及《大學》皆未嘗有「理」字，徒因釋氏以理事

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是以宋儒論學，往往理事並稱。

其於〈大學〉說「明德」曰「以具眾理而應萬事」，……於《中

庸》說「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理」，……又於

《論語》說「知者」曰「達於事理」，……無端於經文所未有

者，盡援釋氏以立職。其他如性即理也，天即理也，尤指不

勝屈。故鄙儒遂誤以理學為聖學也。
56

 

對於「理」字或理學，淩氏持全面否定的態度。除了透過《論語》、《大

學》、《中庸》等宋儒據以立論之經典的文字考察，說明其中並無「理」

字之外，更指出宋、明儒者高標性理，只是「儒釋之互援」下的結果，

雖自以為是「闢異端」，實際上卻已流入異端而不自知。換言之，淩

                                                 
53 程瑤田：〈讓室卮言〉，《通藝錄‧論學外篇》，上，頁 10a-10b。  
54 程瑤田：〈述命〉，《通藝錄‧論學小記》，頁 51a。  
55 淩廷堪：〈復禮下〉，《校禮堂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卷 4，頁 31。 
56 淩廷堪：〈好惡說下〉，《校禮堂文集》，卷 16，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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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將理學視同異端，逐出儒門之外。這樣的思想傾向是延續自清初的

顧炎武 57到中葉的戴震以來的觀點，至淩氏則由反對程朱理學的思潮

進而擴大成反對所有言「理」之學 58，其言曰：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不能

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不能強辭而是之也，如六書九

數及典章制度之學是也。虛理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

持一說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說以為是也，如

理義之學是也。
59

 

這裡所說的「六書九數」、「典章制度」代表的都是可資驗證的實體實

事，並且能夠依循實踐者。至於抽象的「理」（即所謂「虛理」，戴、

焦所謂「真宰真空」），由於缺乏具體實物做驗證，因此成為徒憑人之

口說，難以有所定論。淩廷堪用這種全盤否定「理」字及理學的論述

方式，實際上並不見得能切中其反對理學家「理」的概念之意圖；甚

至在某種程度而言，似乎未能確實釐清哲學範疇與哲學理論體系的差

異，亦混淆了使用「理」字和以「理」為思想本體的不同 60，因此招

致現代學者的非議 61。然而，若能由「以氣論理」的脈絡中來理解，

                                                 
57 顧炎武貶斥陸、王涉入禪學之論，過去論者眾多；至於抨擊程、朱之論，雖

然正面闡述不多，但由顧氏與朱子在哲學體系上的差異來看，仍是有許多線索可

尋，如在「理」、「氣」、「道」、「器」上的理解，均可察覺二者在主張上的不同，

本文將於第捌章作進一步釐清。又顧氏言：「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

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不論 ……其不流

於異端而害我道者幾希！」參見《日知錄》，卷 10，〈行吾敬故謂之內也〉，頁 213。
亦可看出顧氏所批評之範圍，實已包含了程朱之學。  
58 淩廷堪不僅對程朱理學大加撻伐，甚至亦否定戴震對於「理」字的相關討論，

在〈好惡說下〉中言：「吾郡戴氏，著書專斥洛閔，而開卷仍先辨『理』字，又

借『體』、『用』二字以論小學，猶若明若昧，陷於阱擭而不能出也。」參見《校

禮堂文集》，卷 16，頁 143-144。  
59 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略狀〉，《校禮堂文集》，卷 35，頁 317。  
60 參見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合著：《清代哲學》，頁 755。  
61 如錢穆言：「若謂其字來自釋氏，即謂其學乃釋氏之學，則「道」字見於老、

莊，儒家即不得言道，「理」字見於佛書，儒家即不得言理；治漢學者，欲專以

一『禮』字代之，其事不可能。且宋學與釋氏雖同言『理』，同言『體』，其為學

精神途轍固非無辨；若必以考覈義理，即以用字之同，證其學術之無異，排宋入

釋，奪儒歸禮，如仲次（按：淩廷堪）所云云，乃亦仍有未得為定論者。」參見

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二版），下冊，

頁 551-552。勞思光言：「乾嘉學人，但注意語文問題，每以為語文困難一經消

除，則一切理論均可憑常識或直觀了解，不知每一理論之內容，均涉及一定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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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淩氏所要強調的意涵，絕非僅止於單純的經典文字考察層面而

已，從顧、戴至淩等人批評理學的背後，正是以氣為本的理路下所建

構實體實事的學術原則為基礎加以發揮，由強調求「氣中之理」（即

具體實事實物之準則）更進一步落實成追求既有的、更為明確且亦遵

循的禮制條文。  

 

此外，以考釋文字、文獻學等著稱的阮元，在其學術成就背後，

實亦呼應著顧、戴、焦、淩氏的義理主張，他將傳統理學中用以代表

超越現象界、經驗界概念的太極、道等全都還原於實體實事，言：  

 

太極即太一，太一即北辰，北辰即北極，則固古說也。《易‧

繫辭傳》曰：「易有太極，是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

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

天地之實象也。
62

 

又：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

焉。若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

銘，銘之文為古人篆蹟，……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

其重與九經同之。……器者，所以藏禮，故孔子曰：「唯器與

名不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度量，同其文字，

別其尊卑。……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

天下習禮博文之學。商祚六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不墜

也。……先王使用其才與力與文于器之中，明禮而文達，位定

而王尊。……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精意也。……故吾

                                                                                                                                            
論知識。於是此種研究每以精細之訓詁開始，而以極幼稚粗陋之理論了解為終

結。……乾嘉學人之謬誤，主要在於不知語文研究與理論研究之界限；因此其病

在於不能真正了解『哲學問題』。」參見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台北：三民

書局， 1990 年六版），〈序論〉，第 3 冊（上），頁 12-14。  
62 阮元：〈太極乾坤說〉，《揅經室集‧一集》，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台北：新

文豐出版公司， 1984 年），第 69 冊，卷 2，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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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63

 

在崇實黜虛的思維下，阮元將「太極」解為「北極」；「形下之器」是

指「銅器鐘鼎之屬」，至於「形上之道」，除了已訴諸文字的經典（即

「九經」）之外，同時也可在鐘鼎等古器物的銘文中，尋繹出古聖先

王製作此物的「精意」及欲告示的禮則條文（所謂「器者，所以藏禮」），

此亦是「古聖王之大道」。由此來看，顯然阮元的道器說，純粹是建

立在「天地之實象」上，於是，被理學家貶為形下之器的經典文獻，

轉而成為「道」的層次；至於做為「道」之載體的「器」，其本身的

意義和價值亦大幅提升，所謂「器者，所以藏禮」，也就是「禮寓於

器」，其觀點與顧炎武「非器則道無所寓」的基調是一致的。  

 

綜合上述所論，不管是顧炎武的「非器則道無所寓」；或戴震以

「形以前」、「形以後」來闡釋道與器，從實體實事的層面上論「分理」、

「條理」；或焦循對「攻乎異端」的理解；或程瑤田論「據理而執一」

之害；或淩廷堪全面否定「理」字或理學；或阮元對道、器的實象化

解釋，其實都是「以氣為本」觀點的延伸，呈顯的是異於程朱理學、

陸王心學的理論意涵；「氣」不再是理氣二分之下與「理」相對、甚

或具負面的意義；「理」或「道」不再是先設、圓滿且絕對神聖的概

念，由經驗實事的角度來論「道」說「理」，成為大多數清儒的共同

立場。在此，必須更進一步說明的是，清儒這樣的立場是近於荀子而

遠於孟子的。透過比較孟、荀二人在「道」的思想內涵上的差異，可

得其梗概：孟子思想中的「道」，強調的是其超越、內在化的意義。 64

他說：「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65「仁」是天賦予人的善

端，具有先驗而內在的意義；不僅如此，這個內在的稟賦透過盡心、

知性等自我擴充感通的工夫中，便能超越自我，與天契合，達到「上

                                                 
63 阮元：〈商周銅器說上〉，《揅經室集‧三集》，卷 3，頁 307-308。  
64 參見黃俊傑：〈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2 期（ 1992
年 12 月），頁 99-122；〈孟子思想中的生命觀〉，《清華學報》，新第 19 卷第 1 期
（ 1989 年 6 月），頁 1-37。  
65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下》，《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 2003
年七刷），卷 14，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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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天地同流」66的境界，故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至誠而不動者，未之有也；不誠，未有能動者也。」 67「人道」

的終極根源是「天道」，二者貫通的關鍵是「誠」。換言之，「道」的

證成，在於個人自覺和體驗工夫（如：存心、養性），由有限的自然

生命轉化為無限的道德生命，於此，所謂的「天道」與「人道」便獲

得統一。至於荀子所論的「道」，則是由人們潛存的「欲善」意識在

實有的現象、經驗界中所尋繹出的普遍規律或準則（詳見第貳章），

因此，「道」的證成與現實世界有著極緊密的關係，是故即使荀子的

「道」仍涉及了內在的意義，但相較於孟子而言，荀子所關注的重點，

大都集中於「道」在現實世界中具體實踐的問題；言：「善言古者必

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論者，貴有其辨合，有符驗。故

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行。」 68要求論述必須能夠在實事實

物中印證，在古今歷史、文化中體認「道」具有「體常而盡變」 69的

特質；作〈君道〉、〈臣道〉、〈人道〉等文說明「道」在社會、政治上

的展現。即使荀子亦講求「天人相參」，言「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70，

但又言：「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

也。」 71顯見其強調的仍是在「人道」的努力，認為只要以「人道」

為基礎充分發揮人職的功能，作用於天地自然之時，便是體現「天

道」，達到「天人相參」的境地（詳見第壹章）。由此來看，清儒在氣

本論的脈絡下，透過訓詁考據的方式，解「道」為「行」、為「大路」，

依此而引申出「道」的概念，乃是就實體實事所遵循的普遍規律而論，

強調本諸經驗事實的形跡中探究「道」，這樣的思考理路，無疑是具

有強烈的荀學傾向的。  

 

第二節   欲與情的肯定  
 

在「以氣為本」的基礎上，清儒不僅在理、氣之辨與道、器之別

                                                 
66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四書章句集注》，卷 13，頁 352。  
67 朱熹：《孟子集注‧離婁章句上》，《四書章句集注》，卷 7，頁 282。  
68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二刷），卷 23，頁 440-441。 
69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卷 15，頁 393。  
70 王先謙：《荀子集解‧不苟》，卷 2，頁 42。  
71 王先謙：〈儒效〉，《荀子集解》，卷 4，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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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上發展出有別於理學家的主張；同時，對於人性的內涵，亦開

展出不同的格局，其中，最明顯的特徵，表現在對人欲、人情的正面

態度，相對於傳統道德修養論中所謂「存天理、去人欲」的說法，甚

至有學者將這樣的轉變稱之為「徹底的（ drastic）變化」 72。然而，

清儒將人欲、人情重新定位後，並不意味著同時也對人性善惡本質的

立場有所改變，基本上，「性善」仍是多數學者的共同旗幟，只是其

內容、理路已全然不同；換言之，清儒剔除了由經驗理性認知與感受

之外的概念來證成性善的路徑，將人欲、人情納入人性的內涵中，成

為建構性善論的重要元素：潛藏於欲與情中的價值內蘊，正是論證人

性之善的基礎，於是，欲與情得到肯定、存在的保證，這是清人與宋

明理學家在性善論理路的主要分水嶺。  

 

依據上節所論，在以氣為本的前提下，無論是事物普遍規律的

「道」或個別事物準則的「理」，都不能抽離實體實事而單獨存在，

那麼，就人性而言，在氣化的人性之外另建構一獨立的天理來論性之

善，當然是不被允許的；也就是說，性善的證成，必須建立在氣化自

然的生養欲求、情感和精神的潛能上，而人物、事為的準則或條理，

便潛存於欲與情之中，依此，對於欲與情的肯定，便成為清儒論證性

善的立足點。  

 

顧炎武言：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

心，必不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
73

 

「雨我公田，遂我及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言

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不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為弗

                                                 
72 溝口雄三著，林右崇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台北：國立編譯館，1994
年），頁 2。  
73 顧炎武：〈郡縣論五〉，《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4 年），卷 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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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

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世之君子必曰「有

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74

 

先王宗法之立，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75

 

顧氏認為「懷其家」、「私其子」是人的「常情」，具有普遍、不變的

特質，古今之人皆然；同時，這種「人之有私」的「常情」，是「情

之所不能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可見顧炎武將過去理學家定位在

負面意義的概念（人情、人欲）轉化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正面意

義的概念，並且認同其存在的合理性。此外，更主張為政者對於人民

的私欲所應採取的策略是滿足、統合天下人之私欲以成就「天下之

公」，「公」建立於人情、人欲之「私」，以此刻畫出以私利為骨幹之

一的經世藍圖。 76由此觀點延伸，與公、私之辨相聯繫的天理、人欲

關係，便不再是相對的意義了，他說：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

則其誠無加矣。
77

 

顧氏不僅不避諱言欲色，甚至主張「慕父母」應如「慕少艾」，實際

上就是寓天理於人欲之中的呈現。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顧炎

武的論述中，「人情」與「人心」的本質似乎是一致的，如言：「愛惡

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心之至變也。」 78「萬曆間人多好改

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79「降及末世，人心之

不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行事。」 80「余往來山東者十餘年，則

                                                 
74 顧炎武：〈言私其豵〉，《日知錄》，卷 3，頁 68。  
75 顧炎武：〈庶民安故財用足〉，《日知錄》，卷 8，頁 177-178。標點略改。  
76 關於顧炎武私利觀在經世層面上的運用，可參見其〈郡縣論〉、〈生員論〉等

文；另亦可參見程一凡：〈顧炎武的私利觀〉，《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年），頁 81-104。  
77 顧炎武：〈如欲色然〉，《日知錄》，卷 8，頁 181。  
78 顧炎武：〈凡易之情〉，《日知錄》，卷 1，頁 21。  
79 顧炎武：〈改書〉，《日知錄》，卷 20，頁 544。  
80 顧炎武：〈程正夫詩序〉，《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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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81又言：「若夫世變

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立錐之地者。」82「今

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吝。」 83由這些文句

中顯見顧氏並沒有嚴格區分人心與人情概念的不同，至於一切違反道

德規律的表現，在顧氏看來，都是人情之變或人心之變的表現，這意

味著當人心人情在本然、正常的狀態下，其原貌應是合乎道德規律

的，或至少是不悖於道德規律的；乍看之下，這樣的表述似乎與心學

家所主張的「心即理」並沒有太大的差異，然而，事實上卻是不同的

理路：首先，就表面特徵而言，顧炎武痛斥心學，反對用心於內的「空

虛之學」，乃是眾所週知之事，過去學者討論成果頗多，自不待言；

其次，儘管顧炎武認同人心人情中存有道德規律的本質，但卻不是如

心學家所言由當下徹悟所得，而是由心的能動、條貫、分析作用下的

成果表現，如言：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為善後之計。……苟能省察此心，

使克伐怨欲之情不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
84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不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不食，終夜不寢，以思，

無益，不如學也」者，合其不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

心，以禮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義未有不學

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
85

 

這兩則引文說明了顧炎武的心並非如陽明所言具有「真知即所以為

行」 86的全幅、完滿特質，即使他肯定心具有主體作用，在面對悖逆

                                                 
81 顧炎武：〈萊州任氏族譜序〉，《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20，頁 36。  
82 顧炎武：〈田宅〉，《日知錄》，卷 17，頁 402。  
83 顧炎武：〈三反〉，《日知錄》，卷 17，頁 403。  
84 顧炎武：〈與戴楓仲書〉，《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3，頁 62。  
85 顧炎武：〈求其放心〉，《日知錄》，卷 10，頁 214。  
86 參見陳榮捷：《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3 年），

卷中，〈答顧東橋書〉，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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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時，能夠「使克伐怨欲之情不萌於中」，回復其「順事恕施」的

本然原貌，但仍只是做為治國施政的前提，進入聖人之道的條件而

已。因此，心是不能獨立於具體實事而發生獨立作用的，這就充分顯

示以氣為本的思路之下的特點：由氣中求理、氣中求道。依此，顧氏

解釋《孟子‧告子》中「求其放心」時，便認為是「能求放心然後可

以學問」，也就是說，「求放心」只是學問之道的初步而非全部，因為

仁、義等事理的認識和把握仍是要配合著具體的「學問」工夫而得。 

 

若從思想史的角度考察，不難發現肯定人欲、人情的主張並非始

於顧炎武，事實上，自明代末即屢見不鮮，然而真正由思想體系中建

構出較完整的理論並在清儒論性思想中造成披靡之勢者，則是戴震，

他說：  

 

陰陽五行，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有實體，

故可分；惟分也，故不齊。古人言性惟本於天道如是。
87

 

性者，分於陰陽五行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

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為其本。……

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行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

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不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

其性也。
88

 

在此，戴震由陰陽五行之氣的流通往來做為論述的基礎：人、物之性

皆同分於陰陽五行之氣，惟在於「分」，故其所得有偏全、厚薄、清

濁、昏明等程度上的不同，此即人、物之本質屬性的差異；換言之，

人性中並沒有存在著物性所完全沒有的質性，這是戴震以氣論性異於

宋明儒者的前提。同時，並以「血氣心知」做為這分於陰陽氣化的「性

之實體」。他進一步言：  

 

                                                 
87 戴震：〈天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87。  
88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1-292。標點略有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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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

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怒哀樂也，

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惡。……有是

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之倫具，故有喜怒哀樂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

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

達，斯已矣。……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不遂，人之情無不達，

斯已矣。
89

 

戴震將欲、情、知三者並列為血氣心知的基本內涵，依此而有愛畏、

慘舒、好惡等現實的人性自然表現，又言「人之欲無不遂，人之情無

不達」時，便是「道德之盛」，明確地表示出對「欲」、「情」的正面

態度，「知」不僅不與「欲」、「情」相對立、排斥，而且還是用以促

進「欲得遂」、「情得達」的。再者，就遂欲達情即「道德之盛」的前

提下來看，那麼，做為人性內涵的欲與情，其中必然蘊含著達到「道

德之盛」的本質；易言之，理義當寓於人欲人情中，他說：  

 

理也者，情之不爽失也，未有情不得而理得者也。……情得其

平，是為好惡之節，是為依乎天理。
90

 

《六經》、孔、孟之書，豈嘗以理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

發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
91

 

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流也。節而不過，則為依乎天

理，為相生養之道，……。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不得

而西，言性之欲不可無節也。節而不過，則依乎天理；非以

天理為正，人欲為邪也。天理者，節其欲而不窮人欲也。
92

 

                                                 
89 戴震：〈才〉，《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08-309。  
90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5-266。  
91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5。  
92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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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

於至當不可易之謂理；無欲無為又焉有理！
93

 

上述這幾段引文中，均可明顯地看出戴震強調「理」或「天理」寓於

人欲人情之中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欲與情是人性所稟賦的自

然且基本的內涵，那麼，內在於欲與情中的「理」或「天理」必然也

是自然賦予的，只是，這「理」或「天理」並非獨立於實體之外、之

上，仍舊沒有逸出前文所論戴震言「非事物之外別有理義」、「天地、

人物、事為，不聞無可言之理者也」的理路、範圍之外；依據戴震所

言，當人欲人情能「節而不過」、「不爽失」、「歸於至當不可易」時，

便是「理」、「天理」的顯現了。  

 

以欲、情為性的觀點是氣本論思想體系下論性的必然結果，焦循

雖然在氣本的論述上著墨甚少，但在人性論的主張上，則與戴震頗為

一致。首先，焦循在其著作《孟子正義》中大篇幅引用了戴震論性「分

於陰陽五行以為血氣、心知」等相關文字 94，又言：  

 

《禮記‧樂記》云：「好惡無節於內，知誘於外，不能反躬，

天理滅矣。」注云：「理，猶性也。」以性為理，自鄭氏已言

之，非起於宋儒也。理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

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即分於道。性之猶理，亦猶其分

也。惟其分，故有不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氣質而言。性

不妨歸諸理，而理則非真宰真空耳。
95

 

依據焦循的理解，「理」只是氣化流行中的「理」，是指分析事物輕重

豪芒無所差謬，恰如其分之意，並沒有獨立或超越於氣化之上，否則

即是無實質意義的「真宰真空」而已；在此脈絡之下，雖然焦循並不

反對「以性為理」的說法，然而，此時「性」無疑只是就「氣質」而

言，完全剔除了理學家論「性即理」中的超越意義。是故，焦循同樣

                                                 
93 戴震：〈權〉，《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28。  
94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39-741。  
95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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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強調生養欲求是性的基本內涵，言「飲食男女，人之大欲存焉。

欲在是，性即在是。」 96「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女，人與物同

之。」 97「飲食男女，人之大欲存焉。」 98於是，「理」便只能存在於

人欲人情之中，而肯定人欲人情具有正面的意義，則是必然的主張： 

 

《禮記‧樂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惡形焉。」人欲即人情，與世相

通，全是此情。「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己欲立而立人，己

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不欲為仁恕之本。……性已賦之，

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惡，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

惡也。
99

 

《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禮；民有

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樂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

而為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

故無其性，不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不能遵道修務。
100

 

可見，焦循認為天賦於人，能「感於物」而有好惡的人欲人情正是立

人、達人等仁恕之道的基礎，那麼，其所具有的正面意義自然是不言

而喻了；依此，焦氏引用《淮南子》之文來進一步說明人們的好色、

飲食、喜樂、悲哀等情性是建構「大昏」、「大饗」、「鐘鼓筦弦」、「衰

絰哭踊」等人文禮儀的基本面，充分肯定了人欲人情存在的必要性及

其價值。  

 

繼戴、焦之後，以欲、情為人性內涵並持正面態度者甚夥，如淩

廷堪言「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 101「夫人有性必有

                                                 
96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43。  
97 焦循：〈性善解一〉，《雕菰集》，卷 9，頁 127。  
98 焦循：〈格物解二〉，《雕菰集》，卷 9，頁 131。  
99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38-739。  
100 焦循：〈性善解五〉，《雕菰集》，卷 9，頁 129。  
101 淩廷堪：〈復禮上〉，《校禮堂文集》，卷 4，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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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飲食男女，人之大欲存焉』。」 102均是就欲

與情言性，甚至，他還以更具體的「好惡」二字取代欲與情以言性，

曰：  

 

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

味，而好惡實基於此，節其太過不及，則復於性矣。〈大學〉

言好惡，〈中庸〉申之以喜怒哀樂。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

樂；惡極則生怒，又極則生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

先王制禮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惡二端而

已。
103

 

在此，淩氏純就感官的好惡來說明人性的內涵，並將之與禮的制立聯

繫起來。依據引文所論，制禮乃是因「懼民之失其性也」，也就是說，

先王制訂禮的目的並不是為了要壓抑或滅除欲情好惡，而是在於「節

其太過不及」，防止人民「失其性」，一旦如此，即是「復於性」了；

當然，這裡所說的「復於性」與宋、明理學家所論回復到沒有欲、情

駁雜的「天理」有著迥然的不同 104。是故，欲情好惡存在的合理性是

被認肯的。此外，淩氏更以「好惡」二字來解釋《大學》中誠、正、

修、齊、治、平等內容，用以強調好惡為性的正面意義，並總結言： 

 

然則人性初不外好惡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

好樂、憂患，齊家之親愛、賤惡、畏敬、哀矜、敖惰，皆不

離乎人情也。《大學》言好惡，《中庸》言喜怒哀樂，互相成

                                                 
102 淩廷堪：〈荀卿頌并序〉，《校禮堂文集》，卷 10，頁 76。  
103 淩廷堪：〈好惡說上〉，《校禮堂文集》，卷 16，頁 140。  
104 如程頤：「先王制其本者，天理也；後人流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

以復天理而已。」參見氏著：〈釋損卦彖辭〉，《易程傳》（台北：世界書局， 1962
年），卷 5，頁 184；又如王陽明：「學者學聖人，不過是去人欲而存天理耳。」

又：「減一分人欲，便是復得一分天理。」參見陳榮捷：《王陽明傳習錄詳註集評》，

卷上，〈薛侃錄〉，頁 119、 120；朱熹：「蓋心之全德，莫非天理，而亦不能不壞

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復於禮，則事皆天理，而本心之德復全於我矣。」

參見氏著：《論語集注‧顏淵第十二》，《四書集注》，卷 6，頁 131。可見無論是

陽明或程朱的義理模式，「復性」即是復得「天理」，亦即人所秉受於天的至善性

體，無人欲人情摻雜其中的。在此意義之下，天理與人欲、人情是截然對立的兩

端。阮元所批駁的「復性」，即是針對宋明義理的「復性」而論。（詳後文）  

 171



也。好惡生於聲色與味，為先王制禮節性之大原……。蓋喜怒

哀樂皆由好惡而生，好惡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105

 

所謂的「好惡正」，指的是聲、色、味等生養欲望不致受到違逆，得

以恰當的滿足，這就是制禮的依據；淩廷堪認為，只要「好惡正」，

便是「協於天地之性」，那麼，好惡欲情做為人性的內涵，就不僅具

有存在的合理性，同時亦提供了「協於天地之性」的基本元素。  

 

又如阮元言：  

 

情發於性。……味色聲臭，喜怒哀樂，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

非別有一事與性和分而為對。
106

 

欲生於情，在性之內，不能言性內無欲，欲不是善惡之惡。

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不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若天

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說

味色聲臭安佚為性也，欲在有節，不可縱，不可窮。
107

 

顯然，在阮元的認知裡，同樣視欲與情為人性的內涵，因此，欲、情

並不是與性相對立的概念，毋須禁絕，亦不可能禁絕，應該要關注的

是節制欲、情的過與不及，此即阮元再三致意的「節性」，他說：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

言節性，不言復性也。
108

 

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

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

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七情、十義，故聖人作

                                                 
105 淩廷堪：〈好惡說上〉，《校禮堂文集》，卷 16，頁 141-142。  
106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08。  
107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10。  
108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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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樂以節之。……未聞如李習之之說，以寂明通照復性也。109

 

在此可輕易看出阮元與戴、焦二氏在人欲人情的見解上有著高度的一

致性。而事實上，阮元更引據諸多古籍，如《尚書‧召誥》：「節性，

惟日其邁。」《詩經‧大雅‧卷阿》：「俾爾彌爾性。」《禮記‧樂記》：

「好惡無節。」〈中庸〉：「發而皆中節。」《禮記‧王制》：「司徒修六

禮以節。」
110等文用以佐證古人論性僅言「節性」而無「復性」之說。

雖然阮元反覆批駁的對象似乎都是就唐代李翱的「復性」而論
111，直

指其〈復性書〉實已趨向釋、道；然而，若細繹阮元所指，則似乎不

僅止於李翱，其言： 

 

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易於率循；晉、唐人

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易於傅會，習之此書（按：指

李翱〈復性書〉）是也。《尚書》、《毛詩》無言不實，惟《周

易》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神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繫

辭，不得不就《易》道以言之；〈中庸〉一篇，為子思微言，

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處，然無言不由實事而起，與老、釋

迥殊。樂於虛者，見《易》、〈中庸〉之內寂然不動誠則明等

語，喜之，遂引之以為證；又因《禮記》「人生而靜」、《孟子》

「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為證，不知已入老、釋之域

矣。……李翱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復者，此直指為孔、孟之性，

斷斷不然，不得已不辯也；象山、陽明更多染梁以後禪學矣。

112

                                                 
109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08。  
110 詳參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06，207，210，211。 
111 除上述引文外，再如：「李習之復性之說，雜於二氏，不可不辨也。」「如果

李習之所說復性為是，何以孔子、《孝經》、《論語》中無此說也。孔子教顏子，

惟聞復禮，未聞復性也。」「若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復性，此李

習之惑於釋、老之說也。」「按〈中庸〉此節性教，即申言首節之性教也……非
如李習之所說覺照而復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元初讀《莊子》，未嘗不嘆

其說為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天放也。以天放為初而復之，

此老莊之學也，唐李翱復性書，即本之於此，而反飾為孔、顏之學，外孔、顏而

內老、莊也。內莊已不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參見阮元：〈性命古訓〉，《揅

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07， 209， 210；〈復性辨〉，《揅經室續集》，卷 3，
頁 422-423。  
112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集‧一集》，卷 10，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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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尚書》、《毛詩》、《周易》、〈中庸〉等文中所述之「性」、「命」

是否全如阮元所理解的，乃「多在事」，且「在事故實而易於率循」，

仍有待推敲；在此要指出的是，從阮元的說法裡，恰恰可看出其論旨

所在：首先，阮元不贊同以抽象而難以驗證的「心」來論「性」或「命」，

否則易流於傅會而入於釋、道之域，如李翱〈復性書〉即是如此，這

同樣是在崇實黜虛的思維下所展現的主張；再者，更進一步來看，阮

元所抨擊言心性為「寂然靜明感照通復」者，除明確地指出李翱及亦

雜染禪學的象山、陽明之外，實際上似乎亦含藏了程朱在內。程頤言：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不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也。」
113朱熹亦言：「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為一身之主者，

固其本體。……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繫，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

寂然不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114在程朱思想體系中，虛明寂然

是心的本然狀態，這種狀態是主體經過修養工夫後企望回復到的理想

境界；可見阮元所批駁的對象，自然應包括了程朱之學。而阮元認為

李翱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復」斷非孔、孟之性，那麼，也就意味著

否決了程朱、陸王的心性論在儒學中的正統性。 

 

第三節  性善的證成 

在肯定欲與情存在的合理性及必然性基礎上，清人所建構的心性

論呈現了特有的思考進路：大體而言，雖然多數的清儒仍是主張人性

為善，但卻不是由「得於天而具於心」的粹然至善為切入點，而是從

內在於人欲人情中的理義及心的辨知潛能上來證成性善。當然，並非

所有思想家均有完整且清晰的論述以證成性善，清代不少論者（如淩

廷堪、阮元）述及人性觀時，往往只是就觀察所得作簡單的描述，如

言人性中應包含欲、情，而理義內在於欲、情等，並由此而延伸出大

量的禮治思想、修養工夫論等問題的探討，甚至這些延伸的部分反而

成為論述大宗，但這並不表示他們不重視思想的根源性議題。事實

                                                 
113 程頤：〈與呂大臨論中書〉，收於《二程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3
年），〈伊川先生文五〉，頁 609。  
114 朱熹：〈答黃子耕七〉，《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收於《朱子大全》，第 6 冊，卷
51，頁 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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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人在論證人性為善的過程中，本來就包含了在現實世界中具體

的踐履工夫，所以這些具有實踐趨向的禮治思想、修養工夫論等問

題，一方面雖可說是心性論問題的相關性延伸，除此之外，也未嘗不

是在以簡潔的文字論述人性為善之後，另一種自覺或不自覺的無形的

補充。是故，即使清代在性善的理路上展現了不同於宋、明時代的取

向，然而，純就義理思想的論證上，能夠有完整且清晰的表達者，其

數量反而不及宋明儒者。 

 

儘管清人證成性善的論述有著詳略、多寡的不同，但大體而言，

其方向頗為一致，即由內在於人情人欲的理義而言人性之善，如顧炎

武以人情之常為善而言人性之善，所依循的正是以氣為本的理路，

言：「『維天之命，於穆不已』，繼之者善也。『天下雷行，物與無妄』，

成之者性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為言醇也。曰『何以謂

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豈非善乎？」
115天地絪縕之氣化流行

即是善的相繼不已，是故受氣化而成的萬物便分受了此善而成性，那

麼人心人情做為人性的內涵，自然也具有善的本質。再看： 

 

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為

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于冥冥之表，則離而二

之矣。
116

 

「性」之一字始見於〈商書〉，曰：「惟皇上帝降衷於下民，

若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

於善也。……人亦有生而不善者，……然此千萬中之一耳。……

蓋凡人之所大同，而不論其變者也。若紂為炮烙之刑，盜跖

日殺不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

人所同，然亦有生而不具者。豈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

性善也。孟子論性，專以其發見乎情者言之。且如見孺子入

井亦有不憐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
117

                                                 
115 顧炎武：〈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日知錄》，卷 1，頁 20。  
116 顧炎武：〈顧諟天之明命〉，《日知錄》，卷 9，頁 184。  
117 顧炎武：〈性相近也〉，《日知錄》，卷 9，頁 202-203。  

 175



 

顧炎武反對抽離具體的人心人情，由所謂「冥冥之表」而論命與性。

他認為人性指的是在現實世界的人際互動中人心人情所具有的合

宜、可依循的人倫道德；雖然論人之性有相近、變異、大同等幾種情

形，但性善畢竟是「人之所大同」的表現，也就是說，人性為善的判

定，乃是依據著「人情之常」而非「人情之變」而論的。因此，顧氏

言「孟子論性，專以其發見乎情者言之」，表示「人情之常」便是人

性的呈顯，那麼，由「人情之常」即可推知人性為善了。再從另一個

角度而論，顧氏認為即使出現見「孺子入井」而「不憐者」，或「嘑

蹴之食」而「笑而受之者」，都只是少數的「人情之變」而已，並不

能一概而論；依此，則「人情之常」的表現，應是見「孺子入井」而

憐，「嘑蹴之食」必然怒而不受，亦即人之性善的呈現了。 

 

清代能夠將以氣論性發揮的最徹底，並建構出最具代表性的心性

論者，自然是戴震。他說：「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理義

為性，蓋不待言而可知也。」
118足見對於理學家論人性有「義理之性」

與「氣質之性」的二分法，在戴氏思想系統中是不成立的。戴震本於

氣稟以論性，由血氣心知的欲、情、知做為證成性善的基礎。依據前

文所論，欲、情、知是人性的內涵，其中人欲人情中蘊含著達到「道

德之盛」的本質
119（即「理」或「天理」）；至於知，則是用以遂欲達

情的，在此，更進一步來說，知具有辨別、悅慕理義的潛能： 

 

理義在事情之條分縷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

悅者，必其至是者也。
120

 

凡人行一事，有當於理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理義，

                                                 
118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1。  
119 請參見前述引文及討論。此外，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中亦曾表達了相同

的意旨，他說：「欲不流於私則仁，不溺而為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

謂天理。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一方面指出欲與情是人性的內涵，

另一方面亦表示在人欲人情中便潛在著「仁」、「義」，亦即含藏有善之質。參見：

《戴震集‧文集》，卷 8，頁 172。  
120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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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見心之於理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

皆性使然耳。……就人心言，非別有理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

之神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不易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

理者，乃其光盛，其照不謬也。
121

 

孟子言「人無有不善」，以人之心知異於禽獸，能不惑乎所行

之為善。
122

 

可見，人的心知本具有辨認事物是否完全合乎理義的能力，正如同血

氣的嗜欲一樣，都屬於性的本然表現；依此，當事物出現合乎或不合

乎理義的情形時，則心知亦會有正面或負面的反應，此即心知具有悅

慕理義的證明。依戴震所言，當人的行事不致使心知「惑乎所行」時，

即是性善的表現了。綜上所述，則戴震證成性善的基礎便得以較完整

的呈現：在人欲人情中本有潛存的理義，而心知則能辨認、悅慕此理

義，這兩個層面有著密切的關係且不可分開，是故，以血氣心知為內

涵的人性，能夠運用自身的潛能，於事物中尋繹「不易之則」而不謬

誤，這個明理知義的能力，雖然亦是自然所賦予，但絕非如程朱之學

所言是獨立於實體之外，另有一個支配的本原，也就是說，善乃體現

於血氣心知之中，此即戴震所強調的「一本」： 

 

天下惟一本，無所外。有血氣，有心知；有心知，則學以進

於神明，一本然也；有血氣心知，則發乎血氣心知之自然者，

明之盡，使無幾微之失，斯無往非仁義，一本然也。苟歧而

二之，未有不外其一者。
123

 

這段文字除了呼應前文所言，人不僅有血氣之欲，且心知自具對仁義

辨之悅之的能力之外，另一方面也清楚的表明了人能憑藉著這個自然

屬性的血氣心知，達到無幾微之失的道德之極。再者，戴震用「自然」

與「必然」、「實體實事」和「純粹中正」的概念說明性與善的關係： 

                                                 
121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2。  
122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6。  
123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6。  

 177



 

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

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不悅理義者，未能盡得理合義

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理義；自

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

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

若任其自然而流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

然，適完其自然。
124

 

又： 

 

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善，

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

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
125

 

這裡所謂的「實體實事」或「自然」，指的是人性內涵的血氣心知；

而所謂的「純粹中正」或「必然」，則是具有理義意涵的善。依據戴

震的理解，當血氣心知所本具的「好是懿德」、「悅理義」之自然能夠

「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時，便是血氣心知的「必然」，亦即達到「自

然之極則」、「自然之極致」。從另一個角度來看，若放任血氣心知等

自然而失去理義之「必然」，則反而將導致損喪、失去「自然」，故言

「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顯然，「自然」與「必然」是一致的，「必

然」理應存在於「自然」之中，用以保全、完善「自然」；換言之，

由性而善，便是由「自然」而「必然」的趨向，而「適完其自然」即

是性善的證成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戴震論述人性與「才質」的關係，言：「才

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睹所謂性哉！……後儒以不善歸氣稟；

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

                                                 
124 戴震：〈理〉，《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5。  
125 戴震：〈道〉，《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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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之全，則才也。」126「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

是謂天性。……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127「言才則性

見，言性則才見，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
128可見他認為「才質」與

「人性」是等同的概念，「才質」即是欲、情、知在事為踐履的形質

基礎及呈露能力；因此，論性必須據「才質」而論，同樣性善也必須

由「才質」而言，這是在以氣論性脈絡下的必然呈現，明顯地與理學

家將「才質」與「人性」視為不同層面的觀點迥異。
129至於在現實世

界中「不善」的行為，乃是由於「偏失」所致，他說： 

 

「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為是才，性善則才亦美，然非無偏

私之為善為美也。人之初生，不食則死；人之幼稚，不學則

愚；食以養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良，充之至於賢人、

聖人；其故一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強梁、懦弱、無斷、

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豈未言

其故哉？因於失養，不可以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猶不可，

況以是言性乎！
130

 

這裡所說的「偏私」，指的是修養工夫有所偏失的情形，而不是指懷

生畏死、趨利避害、愛其所親者之「私」
131。戴震認為「偏私之害」，

並非天生的「才質」不善，而是在於後天的「失其養」，即沒能善養

                                                 
126 戴震：〈才〉，《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07。  
127 戴震：〈才〉，《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08。  
128 戴震：〈才〉，《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09-310。  
129 理學家將人性劃分為「義理之性」（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前者為

純粹至善，後者則有善有不善，即「才」。程頤言：「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

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不善，性則無不善。」朱熹亦肯定程頤的

「才」有清濁之說，言：「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質者言之，則人之昏明強弱之不同

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說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理考之，程子為密。」

以上程頤之說，參見：〈伊川先生語五〉，《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年），卷 19，頁 305。朱熹之言，參見：《孟子集注‧告子章句上》，《四書

集注》，卷 11，頁 329。  
130 戴震：〈才〉，《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頁 311。  
131 戴震：〈性〉：「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利避害；雖明暗不同，不

出乎懷生畏死者同也。……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身者，
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心知之發乎自然有如是。」文中所說

的「私」，是就所有「血氣之屬」的共通之處—愛護自己親人、懷生畏死、趨利

避害之能，戴震認為這都是「心知發乎自然」的合理表現，亦是「仁」的呈顯。

引文參見《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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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質」造成，這種情形正如同人「不食則死」、「不學則愚」一樣。

換言之，「才質」就是人性的展現，二者不僅是一致的概念，而且都

是善的。 

 

焦循承繼戴震由欲、情、知為人性內涵並以此證成性善之說，同

時突出了「知」的重要地位。首先，焦循肯定理義乃潛存於人欲人情

之中，已如前所言，可視為是證成性善的基本層面；而其更重視的則

是由「知」的作用來說明性善，這是更為積極的關鍵點，他說： 

 

《禮記‧樂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惡形焉。」……知知者，人能知而

又知，禽獸知聲不能知音，一知不能又知。故非不知色，不

知好妍而惡醜也；非不知食，不知好精而惡疏也；非不知臭，

不知好香而惡腐也；非不知聲，不知好清而惡濁也。惟人知

知，故人之欲異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異於禽獸之性。
132

 

同一飲食，而人能耆味，鳥獸不知耆味，推之，同一男女，

人能好色，鳥獸不知好色。惟人心最靈，乃知耆味好色；知

耆味好色，即能知孝弟忠信、禮義廉恥；故禮義之悅心，猶

芻豢之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
133

 

雖然人與禽獸對於現實世界中的聲、色、食、嗅皆有所「知」，但人

不僅能「知」，而且還能「知知」，所謂的「知知」，即「知而又知」，

如就色而知妍醜、就食而知精疏、就嗅而知香腐、就聲而知清濁等，

亦即辨別、判斷之「知」，因此能呼應內在於人欲人情中的理義而識

得、悅慕行事時具體的依循準則—孝悌忠信等道德；焦循引《易傳》

之言，將這種「知」的作用稱為「神明之德」
134，以「能知故善」一

                                                 
132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38-739。  
133 焦循：〈性善解五〉，《雕菰集》，卷 9，頁 128-129。  
134 焦循言：「《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類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

謂性善也，善即靈也，靈即神明也。」又言：「禽獸之情何以不可為善，以其無

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為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性之神明，性之善
也。」參見氏著：《孟子正義》，上冊，卷 10，〈滕文公章句上〉，頁 317；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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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135總括人性之善的證成。接著，若進一步細究「能知故善」之意涵，

便可發現其中的「能知」還隱括了「能教」一層，即「能知故能教」，

他說：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

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

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不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

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復其性。
136

 

 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行也。若禽獸性

本不知有仁義，而彊之行仁行義，則教固必不能行，威亦必

不能制，故庶民不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

仁義；庶民知仁義而行之，亦是由仁義行，非彊之以所本不

能知，而使之行仁義也。
137

 

聖人能夠自覺己身性善而推知人之性善，固然符合了論性善的普遍性

原則，但由於焦循卻又言「人之性不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似

乎將聖人之性與常人之性劃分為二而帶有「精英主義」觀點之嫌
138；

然而，由第二則引文中，卻又可發現，焦循所要主張的仍舊是人性中

本有「能知」之質（即「知知」、「知而又知」、「神明之德」），故而能

教，並進而「知仁義」，所以才會有「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

通其性之善」之言
139，相較於禽獸則因不具有此特質故而「教固必不

能行，威亦必不能制」；換言之，「能知」仍是性善的關鍵，亦是人與

禽獸的差異所在，從這個角度而言，性善終究是具普遍性意義的。只

                                                                                                                                            
卷 22，〈告子章句上〉，頁 755。  
135 焦循：「性何以善？能知故善。」參見氏著：〈性善解三〉，《雕菰集》，卷 9，
頁 127。  
136 焦循：〈性善解二〉，《雕菰集》，卷 9，頁 127。  
137 焦循：《孟子正義‧離婁章句下》，下冊，卷 16，頁 568。  
138 李明輝於〈焦循對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問題〉文中指出焦循認為常

人之性必待聖人而後能覺，顯然不符合孟子之義，而有精英主義的觀點。參見氏

著：《孟子重探》（台北：聯經出版公司， 2001 年），頁 69-109，尤其 87-88。  
139 焦循：《孟子正義‧滕文公章句上》，下冊，卷 10，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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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焦循再三強調常人之性必待聖人之教而至性善時140，後世學者

不免有「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理未能深闡」之評。
141事

實上，關於「能知故善」與「能知故能教故善」的不同（即聖人與常

人的差異），焦循認為是「才」與「不才」的問題，他說： 

 

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因己之

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行者有裹糧；因己之好色，而使內

無怨女，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決

其性之神明也。乃性之神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為善

者，才也。……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理盡性

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為善者，才也。不通情而為

不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

人同具此神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不能運旋

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視乎才與不才，才不才則智、愚之

別也。……其先民不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

不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論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

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神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神明，豈

教之所能通？……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

獸之性雖教之不明，禽獸之情雖教之不通。
142

 

所謂「才」，是指內在於人欲人情中的理義，在心知（即「性之神明」）

                                                 
140 焦循論性善時，對此相關論點往往一再重複，當代學者引述者亦夥，茲引一

例：「上古之民，使不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論

賢智愚不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神農教之稼穡無論賢智愚不肖，皆變

化而知有火化粒食是為利也。」《孟子正義‧離婁章句下》，下冊，卷 17，頁
585-586。另亦可參見《孟子正義‧滕文公章句下》，上冊，卷 13，頁 461；〈性
善解一〉、〈性善解三〉，《雕菰集》，卷 9，頁 127-128。  
141 錢穆：「里堂（按：焦循）謂人初不知夫婦，伏羲教之有夫婦，人初不知熟食，

神農教之有熟食，……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倫、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

性之善，則亦可謂非性善無以開其教，亦非能教無以證其性之善也。聖人與我同

類，後世非不能再有伏羲、神農。孟子言聖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

則自『誠』而『明』，自發自悟，開教創義者也。『反之』則自『明』而『誠』，

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誠然，信教服義者也。里堂因斥心悟、心覺之說，故

其論性善，似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理未能深闇，故其言重『因』不

重『創』。」參見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台二版二刷），下冊，〈第十章  焦里堂阮芸臺淩次仲〉，頁 506。  
142 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句上》，下冊，卷 22，頁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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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判斷潛能的操作、運旋之下的表現能力；焦循指出，能充分發

揮此能力而臻至善者，就是「才」，也就是智者；反之，若沒有充分

發揮此能力者，則是「不才」、愚者。但無論智者或愚者，由於均有

「神明之德」，故都有通情為善的本質，亦即性善。智、愚者的差異

在於「才」的高下之別，並非愚者的本質中無「才」，焦循既言愚者

是由於「才不能自達」而為「不才」，則表示愚者仍有「才」，只是不

如智者之「才」罷了，只要透過受教，亦能由「不才」轉而為「才」

的。必須要強調的是，焦循所說的「不才」之意並不是指「無才」，

他說「不通情而為不善者，無才也」，指的是禽獸因無「神明之德」，

故不能通情為善，此稱之為「無才」；而非指愚者或「不才」者而言。

143因此，焦循將孟子所言「若夫為不善，非才之罪」中「非才之罪」

理解為「無才之罪」，姑且不論這樣的理解是否能符合孟子原意，就

其詮解而言，仍是就人、禽之別而發，所以後面才會接著再次重申「禽

獸之性雖教之不明，禽獸之情雖教之不通」，而他所要強調的，無非

是「能知」在證成人性為善的重要地位。 

 

 

                                                 
143 何澤恆言：「而性之神明所以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為善者，以其有才也。故
無才則不能通情而為不善矣。有才無才，則智愚之謂。」參見氏著：〈焦循論孟

子性善義闡繹〉，《焦循研究》（台北：大安出版社， 1990 年），頁 202。按：此處
解智者為有才，愚者為無才，恐有誤。依據焦循之言，人有「性之神明」（即「能

知」），無論「性之神明」能否運旋其情欲，均可以為善（只是不能運旋其情欲者

須「教」之）；換言之，有「性之神明」才是性善的關鍵，至於能不能運旋其情

欲，則是「才」、「不才」或智、愚的問題，無關乎性善或不善。禽獸因無「性之

神明」，更遑論能否運旋其情欲，所以是「無才」。故焦循言「不通情而為不善者」

是「無才」，而不是言「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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