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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宋之爭下的兩種儒學圖像 
 

 

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漢學」與「宋學」兩大傳統陣營，且雙方立場壁

壘分明、水火不容，然此一爭議皆由清儒自身而起，皮錫瑞（鹿門，1850~1908）

即說：「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焦循貽書諍之，謂當改《國朝經學師承

記》，立名較為渾融。江藩不從，方東樹遂作《漢學商兌》，以反攻漢學。」1兩

方對立與爭議遂起，大體來說，清儒「漢宋之爭」最為關鍵處在於對「經典

詮釋」的進路上的歧異，持「宋學」立場者，「訴諸解經者個人生命的體驗或

心的喚醒，而遙契經典中的『道』」；堅守「漢學」家法者，乃「經由文字訓

詁及名物制度之學以解明經典中之義理」。
2然雙方所論爭之源由、過程、課題，

乃至雙方人員所持的態度、立場、方法等等問題，不可不謂相當龐大且極其

重要的課題，本文實無足夠篇幅且學識來處理分判此一攪擾的歷史現象。正

如同前小結所述，此章論述之脈絡仍是立基於孔子本身的思想精神，來觀看

後世儒學發展所各自突顯的不同面向。當然，我們不可能亦無此必要對孔子

之後的儒學發展作一全面性敘述，這是屬於「通論」性質的工作，在此，乃

是舉儒學史中的兩個重要面向－「漢學」與「宋學」－來作說明。然此既名

為「漢宋之爭」，則這裡所說的「漢學」，乃指「清儒」所理解的儒學圖像；「宋

學」則為「宋明儒」所發展的儒學圖像。這是先就探討對象加以說明。而我

們之所以舉此二面向，其目的正在突顯出此二期的儒學發展樣態，其實正可

                                                 
1 見（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十　經學復盛時代〉，

頁 313。案周予同於該書注中已指出，貽書諍之者為「龔自珍」而非焦循，龔定菴《定盦

文集補編》卷三有〈與江子屏（藩）箋〉，謂對《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詳

見同上書「註 18」，頁 318~319。 
2 以上二段引文見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419、421。此

文正是藉由「漢學」與「宋學」兩種詮釋方法，說明中國傳統的「經典詮釋」問題，可詳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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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孔子前後期思想的發展，來作相互的扣合。3故此章探討並非涉及此二期儒

學發展的源由、內部爭議乃至分判二者的高下，我們所關注的，乃是我們可

以發現此二期儒學發展的基本樣態，都可以籠罩在一個「聖人圖像」的理解

之下，這是此章所欲說明的目的。以下第一、二節即先就「宋明儒」與「清

儒」的「思想世界」說起，最後第三節將上兩節所述的結果，回歸到孔子本

身的態度精神來說明。 

 

 

第一節 「天人一貫」的思想世界 
 

在此，我們先就宋明儒的儒學發展圖像來說。一般而言，後人對宋明儒

學面貌的理解，可以逕稱為「宋明理學」。「理學」或稱為「道學」、「宋學」、

「新儒學」等，這些名稱各有其歷史脈絡和廣狹之涵意，此處無法深究，關

鍵在於宋明儒者大體來說大都著眼於「義理」之學的發揮，或名之曰「性理

之學」、「心性之學」、「內聖之學」等。
4然已有學者指出，此一「理學」並不

能完全涵蓋宋（明）儒的學術，5近來，余英時先生更認為「理學」當置於宋

代的政治文化脈絡下來理解，引起學界相當大的迴響。
6故我們此處所說的宋

                                                 
3 事實上，這個概念是沿襲林啟屏師而來的，詳參林啟屏：〈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

「肆、結語」部分，頁 72。 
4 此可見牟宗三先生的論述，見氏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第一章第一節　正名：宋明儒學之定位〉，頁 1~11。 
5 錢穆先生早已指出，「理學」在宋儒屬後起之事（尤其是至「南宋」才成立），故認為宋儒

學術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現：「政事治平之學」、「經史博古之學」及「文章子集之學」，乃是

兼賅經史子集四部之學。詳參氏著：《朱子學提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四）宋之新儒〉，頁 8~13。 
6 此指余英時先生近來所著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本文

所據版本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其立論觀點可參其上篇之「緒說」，

余氏相當強調宋儒所謂的「道學、道統、道體」，亦即「內聖之學」，是與「治天下」的「外

王」之學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結。應當附帶說明的是，此「緒說」後成一專書，另增「第

六章　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一章，故「緒說」之言當以此書為據，見氏著：《宋明理

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4 年）。至於所謂「迴響」，當指對《朱熹

的歷史世界》一書的評價及與作者相互論辯之文字，包括劉述先、楊儒賓、葛兆光、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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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的儒學發展，本不應單單著眼在「義理」之學，尤其是「心性之學」

這點來說，然一方面限於篇幅，另方面本文對宋明儒及後文清儒所著眼的面

向皆在探討其「義理」層面，故此節乃在於探究宋明儒的「思想世界」，不涉

及其他面向的表現，這是先予以說明的，以下即作一略說。 

 

一、宋明儒的共相 

依據今人對宋明理學的理解，有所謂的「二系說」、「三系說」及「一系

說」。「二系說」是傳統以來的說法（馮友蘭即主此說），以「理學」與「心學」

作分野，亦即分「程朱」與「陸王」二系；「三系說」為牟宗三先生所創，分

「五峰蕺山系」、「象山陽明系」及「伊川朱子系」。7「一系說」則是勞思光先

生從整體觀點來看宋明儒學運動，其基本方向認為皆在回歸孔孟的心性論，

而其發展有三個階段：「周張」（以「天」為主要觀念），「程朱」（以「性、理」

為主要觀念），以迄「陸王」（以「心、知」為主要觀念）。8如前所述，我們在

此所著眼的面向既非宋明儒在學說內部的分判問題，更非探究學說「源由」

的問題，
9而僅就學說的整體面向來作一觀察。 

事實上，一如學者的觀察，宋明儒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一方面「向內」的

「挖深」工作，一方面是「向上」的「遙契」工夫。前者即是「心性之學」

                                                                                                                                       
等諸先生的評價，此不一一具引。 

7 詳參氏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一章第四節　宋明儒之分系〉，頁 42~60。學者對此

一「三系說」的評論，此不詳述，可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第二章　宋明

儒學總說〉，頁 42~46。或劉述先先生的兩篇文章：〈有關理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

及近作〈有關宋明儒三系說問題的再反思－兼論張載在北宋儒學發展過程中的意義〉。前者

收入氏著：《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年），頁 240~262；後者收

入氏著：《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頁

173~187。 
8 詳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第二章　宋明儒學總說〉，頁 46~62。 
9 宋明理學的由來，一般理解為從唐韓愈「闢佛說」的觀點而切入，再加以王安石「新政」

（外王）失敗，宋儒歸咎為「內聖」工夫之不足。然當中的問題相當攪繞，亦是學者關注

的焦點之一，詳細情形可詳參：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6 年）。（美）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

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1992）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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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立，後者則是「天人之學」的開展。然此二者並非斷裂的兩端，而是相

互聯結的彼端，亦如前述杜維明所言儒家「內在超越」的性格，「超越要扣

緊其內在，其倫理必須拓展到形而上的超越層面才能最後完成。」10因此我們

可以說，宋明儒一方面是對孔子「內在德行」面向作更進一步的說解，另方

面更重要的是對孔子「超越面向」找到歸屬。劉述先先生即說：11 

宋明時期的儒家最明顯的特色是順著先秦孔、孟言道德心性的睿識作

進一步發揮而建立起一形上超越的世界。⋯⋯雖然孔子說過「五十而

知天命」，孟子也說過「盡心知性以知天」一類的話，好像已隱然凸

顯出一具客觀意義的天來作為主觀意義的心性的根據。但此中天的內

容意義仍是十分模糊。事實上，真正將天的觀念全面地發展起來，並

將之貫通心性的是宋明儒。依宋明儒一般的共法，他們把天（有時又

可稱天道或天理）詮釋為一形上超越、生生不已的創造實體。⋯⋯宋

明儒乃進一步認為，天道不已的生化創造與心性不已的道德創造在內

容意義上是完全相同的。天道與心性是相互貫通的。不同的只是天道

是客觀地，本體宇宙論地說，心性則是主觀地、道德實踐地說。 

劉氏此言著實精闢，將宋儒儒學的承繼與創發一以道盡，這當中我們可以發

現，宋明儒不只是滿足於孔子言內在「心性道德」價值的位階，更欲探究此

「心性」的來源，即「天道」的發掘，而此「天道」非單是高明獨舉者，它

仍是下扣著「心性」本體來說。於是，宋明儒在此一「心性」與「天道」共

構的價值世界下，所呈現的思想世界是「形下」內契「形上」的內在聯結，

又「形上」彰顯了「形下」的價值挺立，構成二者相互貫通的世界，而「人」

便處在此一「形上、形下」的張力當中，成一「真實的統一體」。12這可說是

                                                 
10 見杜維明：〈超越而內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收入氏著：《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

題》，頁 188。 
11 見劉述先、鄭宗義合著：〈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析〉一文，收入

劉述先：《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

頁 73~74。 
12 按「真實的統一體」借用牟宗三之語，他說：「超越的遙契著重客體性（Objectivity），內

在的遙契則重主體性（Subjectivity）。由客觀性的著重過渡到主體性的著重，是人對天和

合了解的一個大轉進。而且，經此一轉進，主體性與客體性取得一個「真實的統一」（Real 

Unification），成為一個「真實的統一體」（Real Unity）。」見氏著：《中國哲學的特質》（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第六講　由仁、聖、智遙契性、天之雙重意義〉，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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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者所突顯出的最大「共相」。 

二、「朱陸異同」下的共相 

以上所言乃是從宋明儒的整體「共相」來說，實際上我們並沒有舉相關

文獻來加以說明。然若要舉證說明，我們將遭遇龐大的資料與極複雜的理學

流變問題，事實上，從宋初道學的開山大師「胡瑗、孫復、石介」開始，中

經「周、張、二程」，南宋則有理學之集大成者「朱熹」，兼有「陸氏兄弟」

的「心學」突起，乃至明代心學之集大成者「王陽明」，以迄《明儒學案》

的最後殿軍「劉宗周」，以上無一不是大師輩出，難以詳數。因此，此處僅

能選取一端切入以作為宋明儒「共相」的說明，此一端我以為「朱陸異同」

最具代表性，當然此一分析模式仍是依據傳統上所謂「理學」與「心學」的

分野，不過「朱陸」若置於「三系說」或「一系說」底下，仍是不同的思想

體系，且二者在宋明理學中具有普遍性的代表地位。13故「朱陸異同」即是我

們從「殊相」（朱陸）中觀察「共相」（理學）的方便途徑。不過「朱陸異

同」事實上本身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課題，故此處亦非作全面性的論述比較工

作，14對此，我們仍承前點所述，以「形上」與「形下」的關係，來論述此一

問題。 

眾所周知，「朱陸異同」的爭議在「鵝湖之會」（淳熙二年，1175）後

漸達高峰，而當中的歧義分判，傳統的理解都是朱熹主「道問學」，而象山

主「尊德行」，此種分判的模式已被今日學者指出其「表面化」，並不能深

入問題的核心所在，限於篇幅，此處無法詳論此問題。15在此，乃在於對兩人

                                                 
13 朱陸二者本身的思想學說及其異同，實可說構成宋明儒學的一條主軸線，故有其「象徵性」

的意義和地位。彭永捷更認為「朱陸之辨以及圍繞著朱陸之辯所展開的朱陸之辨，構成了

朱陸以降至元、明、清諸代哲學發展的一條主線。」且此一課題更擴及到東亞諸國中，形

成所謂「朱子學」與「陽明學」，因此，「把握了這條主線，也就把握了整個東亞儒學的學

術走向與流變」。以上引文及意見詳參：彭永捷：《朱陸之辨－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緒論　宋明理學的一條主線〉，頁 2~5。 
14 此可詳參彭永捷：《朱陸之辨－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一書，此書從「理、氣」與「心、

理」，「天理、氣秉」與「本心、物欲」，「格物窮理」與「發明本心」，「道統與異端」等方

面來論述朱陸之異同，可說是相當的完備。 
15 章學誠在〈朱陸〉篇說：「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

謂陸氏之偏於尊德行，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

是亦人情之常也。」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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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世界作一大體的分判，其中個人以為朱陸差異最為關鍵處乃在於對「心」

的理解（詳後），而有所謂「性即理」及「心即理」的差別，以致兩人在架

構「形上」「形下」世界時，產生了歧異。 

 

先就「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來說，就一般的理解，朱子學

說以「性即理」為核心內涵。然為何是「性即理」？這就必須從朱子推崇「張

程」說起，〈朱子語類〉載：16 

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

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

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

質之性耳。性那裡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

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

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朱子所說的「張程」，我們當知是「張載」（1022~1077）與「程頤」（，伊

川，1033~1107），17在此朱熹認為此二人提出「氣質之性」一說，實是對儒

                                                                                                                                       
朱陸〉，頁 262。又《宋元學案》卷五十八〈象山學案〉，黃宗羲亦有相同之意見，此不具

引。由此可見，殆至清人眼中，以「尊德行」與「道問學」作為分判朱陸異同，是當時乃

至今日學界慣用的模式。然余英時先生探其根源，認為此本是朱陸在文辭上的交鋒，後應

（元）「吳澄」（1249~1333）的流布，才導致後世有此一觀點的產生，此一觀點只是表面

化的呈述，故僅有局部範圍的正確性而已。詳見余英時：〈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

收入（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編、楊立華、吳豔紅等譯：《宋代思想史論》（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257~284。黃進興先生亦有〈朱陸異同－一個哲

學詮釋〉一文，亦旨在反駁此一模式的分法，同收入《宋代思想史論》一書，頁 426~444。

事實上，本文此處分析朱陸之處，多受黃先生觀點的啟發。 
16 見（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拾肆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朱子語類卷之四　性理一〉，頁 199~200。 
17 朱熹學說偏於「程頤」而非「程顥」，前人已論之詳矣（如馮友蘭）。牟宗三先生即以為「由

濂溪、橫渠而至明道，此為一組。此時猶未分系也。義理間架至伊川而轉向。」所謂「轉

向」，即是分出「伊川朱子」一系。引文見氏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一章第四節　

宋明儒之分系〉，頁 44。然徐復觀先生卻從「同中求異」的觀點，看「伊川」與「朱熹」

的差異，認為前者是「平鋪的人文世界」（一重世界），後者是「貫通的人文世界」（二重世

界），亦有相當參考之價值，詳見氏著：〈程朱異同－平鋪的人文世界與貫通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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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具有劃時代的貢獻。案張載說：「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18又說：「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9在此，我們

已可看出張載對「性」的說明涵有兩種的來源：一是「天地之性」，此由「天」

而來，這是就「性」的根源處來說；另一是「氣質之性」，這是「形而後」

才有的性，然如何「成形」呢？這是「太虛」下降為「氣」的作用，20這是從

「性」的後天處來說。因此人之「性」，便是合此「天地之性」與「氣質之

性」而生。 

程頤繼承此一觀點，更明白地說出此二者的屬性關係，其云：「性無不

善，而有不善者才也。性即是理，理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

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21又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

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與不善，性則無不善」。22這裡伊川

點出性的「善惡」問題，伊川一如孟子認為「性本善」，這是因為我們「性」

的根源同來自於「天」，「天」是無不善的，所以我們的「天地之性」亦無

不善；然為何會有「惡」呢？此乃「才」的關係，「才」因「稟氣」而生，

而「氣」又因有「清濁」之分，所以人因「氣質之性」才有賢愚、善惡之別。

這裡我們其實已看出伊川對「形上、形下」兩個位階的判別，伊川說「離了

陰陽更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

者。」23所以「天地之性」乃屬「形而上者」，形而上者是「天」、「天道」

或「天理」之場域，故是無不善；「氣質之性」是承「陰陽之氣」而來，氣

是「形而下者」，形而下者是屬於「人間」的場域，故才有「不齊」的表現。 

                                                                                                                                       
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378~409。 

18 見（宋）張載著：《張載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正蒙　太和篇

第一〉，頁 9。 
19 同上，〈正蒙　誠明篇第六〉，頁 23。 
20 張載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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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正蒙　太和篇第一〉，頁 7。這裡我們看出張載認為宇宙是一

「氣」循環反覆所形構者，亦即溝通「形上」、「形下」之中介，程朱即繼承此一宇宙觀。 
21 見（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河南程

氏遺書卷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頁 204。 
22 同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頁 252。 
23 同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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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論便是朱熹認為「張程」有功於聖門之所在。朱熹既推崇此說，

其立論當亦沿襲此一模式，其云：24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

稟此氣然後有形。 

朱子在此說得更為明白清晰了，人物之生，是因為有「理」與「氣」的關係，

「理」是生物之「本」，是「形上之道」；「氣」是生物之「具」，是「形

下之器」。因此就人之「性」來說，當然不能從「生物之具」（形）來說，

而應從「生物之本」來著眼，而生物之本即是「道」，即是「理」，此即朱

子只能說「性即理」的緣由。然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朱熹的「天人關係」

中，雖有「氣」作為聯結，但著實有「形上」與「形下」的分別。 

其次就「陸九淵」（象山，1139~1192）來說，他的立論核心在於「心即

理」，為何是「心即理」而非朱子的「性即理」？簡單來說，象山沒有「形

上、形下」世界的區別。象山說：「《易》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25案前述

程朱的立場是「所以」陰陽者才是「道」，道是形而上者；「陰陽」是「氣」，

氣是形而下者。然象山卻不承認「陰陽」是形而下者，換言之，象山直謂陰

陽就是「道」，就是「形而上者」。這其實正說明象山視「形上、形下」為

同一時空，傳統說法稱之為「理物不二」，程朱則為「理物二分」。 

象山既以「理物不二」為世界觀，則「人」與「天」的聯結，不需依靠

程朱所言的「陰陽之氣」、「氣質之性」等的中介，天人可直接相契，其〈語

錄〉載：26 

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

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

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

耳。⋯⋯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

                                                 
24 見《朱子全書》第貳拾參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答黃道夫〉，頁 2755。 
25 見（宋）陸九淵著：《象山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二　與朱

元晦〉，頁 24。應當說明此版本僅點斷，無新式標點，故以下標點依己意句讀，斷句與原

版本稍不同。 
26 同上，〈卷三十五　語錄〉，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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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須如此。 

象山所謂的「吾友」，當指朱熹言，在此，象山的立場非常清楚，所謂的「心、

性、才、情」都是一回事，「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亦不過勉強作如此

分別說，實不必多此一著。因此，象山可以直謂我的「心」就是「性、才、

情」，就是「道」，就是「理」，相互之間並無差異間隔，即是「道外無事，

事外無道」27的通透境界。故當象山說「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

乃宇宙內事」28及「宇宙便是吾心，吾心便是宇宙」29等語時，正說明象山對

天人無間隔的渾然貫通的體會。此一體會即帶出「心即理」一語，因為「吾

心」既為「宇宙」，而「宇宙」又為此「理」所充塞，所以象山可以即「心」

而言「理」，只要具有此心，即能掌握此理，所謂「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

理，心即理也」，30故「此心此理，實不容有二」31，由此可見，象山與朱子

的立場是判然若分。 

至於接續象山的「王守仁」（陽明，1472~1529），實為「心學」之集大

成者，限於篇幅，此處不作進一步的討論，但陽明大體來說依舊是承續象山

「心即理」的路數，他說：「心即理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理乎？」
32又云：「可知充天塞地中間，只有這個靈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了。我的靈

明，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離卻我的靈明，便沒有天地鬼

神萬物了。我的靈明離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靈明。」33陽明此等語，

實即象山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的翻版，亦即在陸王看來，有此「心」

（靈明）即有是「理」，無「心」則無「理」，故「理」不能獨存於吾心之

外，吾心實包涵此「理」，如此「心」與「理」便在同一時空，不分形上形

下，套句陽明所言：「此是徹上徹下語」（詳後），故陽明仍是「理物不二」

的世界觀。 
                                                 
27 同上，〈卷三十四　語錄〉，頁 393。 
28 同上，〈卷三十三　象山先生行狀（楊簡）〉，頁 386。 
29 同上，〈卷二十二　雜說〉，頁 267。 
30 同上，〈卷十一　與李宰（第二書）〉，頁 144。 
31 上下文義應為：「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

有二。」同上，〈卷一　與曾宅之〉，頁 4。 
32 見（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卷一語錄一　傳習錄上〉，頁 2。 
33 同上，〈卷三語錄三　傳習錄下〉，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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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回到朱子的學說體系中，「性」才能直接聯屬到「天」，所謂「天

地之性」、「義理之性」。至於「心」，如前述張載所言：「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朱子亦承續此一意見，亦即朱子認為的「心」，是統合形上形下者，所

謂「合性與知覺」，此「性」指「天地之性」，此「知覺」則雜有「氣質之性」

在內，〈語類〉載：「問：『知覺是心之靈固如此，抑氣之為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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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故

朱子所謂的「心」，是總合「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在內，所謂「心統性

情者也」，35其中，「性」指「天地之性」，「情」指「氣質之性」，這是兩種不

同屬性之物，朱子曰：「論天地之性，則專指理言；論氣質之性，則以理與氣

雜而言之。」36則此「心」既涵攝有形下「稟氣」而生的「（情）才」，而「才」

又有「清濁、昏暗、賢愚」之別，很顯然地，朱子不能以「心」來言「理」，

只能以無不善的「性」（天地之性）來言「理」。37故總得來說，「心」在朱陸

學說中所處的不同位階，構成二者最為關鍵的差異所在，而這也聯帶影響到

兩人的工夫論，一主「格物窮理」，一主「發明本心」，限於篇幅，不再申述

之。38 

                                                 
34 見《朱子全書》第拾肆冊，〈朱子語類卷之五　性理二〉，頁 218。 
35 「心統性情」是朱熹承張載之說，〈語類〉載：「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 好，

言：心，統性情者也。……』」，同上，頁 227。此卷朱子多發此意，此僅舉一端而已。 
36 見《朱子全書》第拾肆冊，〈朱子語類卷之四　性理一〉，頁 196。 
37 以上論析主要來自於黃進興先生的啟發，為免誤會，特引一段文字如下，其說：「陸象山

堅持陰陽與太極皆是『形而上』，這樣『心即理』的學說就更具有存有論上的力量。由於心

由『陰陽』構成，而理就是太極，故心與理皆是形而上者，並且兩者完全相同，所以朱熹

用以溝通『心』與『理』距離的『性』，陸象山就認為是多餘的觀念，莫怪乎象山的弟子會

說象山不喜言性。相較之下，朱熹必須強調陰陽屬於『形而下』，方能支持其『性即理』的

學說。根據他的說法，心與性分屬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範疇，絕不是如陸象山所謂的是完全

相同的概念。」誠哉斯言也，見氏著：〈朱陸異同－一個哲學詮釋〉，頁 437。 
38 就「心」來言朱陸異同之關鍵及其工夫論的不同，勞思光先生亦早已指出，他說：「（朱陸）

然其所以不同，正由於對『心』之了解不同。陸氏（九淵）之『心』乃有超驗意義之『主

體』，故是萬理之本，因此進學成德工夫，即以透顯此主體性為第一事，即所謂『發明人之

本心』或『先立乎其大者』之意。朱氏之『心』則本身屬『氣』，乃ㄧ經驗意義之『主體』，

故只有『知』理之能力；而由未知到知一段工夫，以及知後無失之工夫，均須處處用力；

故必須強調致知格物以及讀書講論等等。」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第四章

　中期理論之建立及演變〉，頁 347~348。上注黃進興先生所論實與勞氏相同，皆相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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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們必須回過頭來說，朱陸雖有以上的差異，但二者皆無越離上述宋

明儒者的「共相」，亦即建立起一「形上超越的世界」，或「道德的形上學」39，

即以程朱一系來說，雖有分「形上、形下」兩個世界，不若陸王一系是「圓

融一滾」，40然此二世界並非分裂的彼端，且在程朱眼中，「氣化世界」正因有

「天理世界」的保證，價值才得以確立，因此，不論程朱或陸王，不論「性

即理」或「心即理」，都是強調「超越面向」的保證，而此「超越」又是「內

在」於「人」當中來說，故「天人一貫」實構成了宋明儒者的最大共同的面

向，以上是對宋明儒者的思想世界作一簡略說明。 

 

 

第二節 「內在一元」的思想世界 
 

在對宋明儒的儒學圖像說明完後，緊接著是針對清儒來說。對於清儒的

儒學圖像，一如我們之前所說的理解進路，乃從「義理」的思想層面來說明，

對此，可能即有爭議出現，亦即近代某些學者判定有清一代的學術，或因其

「道德主體性」的把握不足，或因治學的「方法論」有問題，而認為清代學

術是無「義理」或「思想」成分在內的，因此是「不足以觀」的學術表現。41

                                                                                                                                       
掌握朱陸二者差異之 核心所在。 

39 「道德的形上學」借用牟宗三之語，見氏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頁 8。 
40 「圓融一滾」借用劉述先：〈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析〉一篇中的

用詞，見頁 80。「一滾說」本是牟宗三先生說明劉蕺山在統合形上形下的作法，「其統一之

法大體是直下將形而下者向裡向上緊收于形而上者，而同時形而上者亦即全部內在化而緊

吸于形而下者，因而成其為一滾地說。」見氏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二部第一章

第二節第四段　對于評斥朱子理氣為二者之衡定〉，頁 394。在此僅借用此語，說明陸王一

系不分形上形下之區分。 
41 此當以標榜「天道心性」為學說判準宗旨的牟宗三先生為代表，他曾嚴厲地指出：「滿清

的統治是軍事統治、異族統治，它不能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所以知識份子完全變了。

這一變，影響就很大。所以我們講中國的學問，講到明朝以後，就毫無興趣了。這三百年

間的學問我們簡直不願講，看了令人討厭。尤其生在這個時代，中華民族發展至今，實在

令人討厭，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見氏著：《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年），頁 418。相同意見亦可參見氏著：《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再版），〈序〉，頁 3。徐復觀先生亦持同一意見，他說：「清代漢學家，正如龔自珍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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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近年來，亦有許多學者試圖闡發清代的「義理學」，亦有可觀之成績，42這

即表示，清儒的行動實有一整套的「思想指導」隱涵於「考據學」的背後，

只不過這或許需要學者「曲通」「坎陷」地點明出來，事實上，「人」的任何

活動必當有其「思想性」的成分隱涵於其中，即使是所謂「次等文化」亦是，
43故清儒有其自身的「義理」思想，應是無可置疑的。然清儒自身所形構的思

想世界，顯然與前述宋明儒有極大的差異，而此歧異處又象徵著什麼意義呢？

這是本節所欲探究的目的，以下即從兩方面作一簡略的說明。 

 

一、清儒的轉向 

                                                                                                                                       
出，停頓在零碎餖飣的詁訓、考據上，以為即此而義理已明，決沒有想到由歸納、抽象，

以構成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所以他們是一群缺乏思想性的學者，離近代的『知識』

的要求，差得很遠。嚴格地說，他們所做的，根本不能算是一種完整性的『學問』。」見氏

著：〈「清代漢學」衡論〉，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頁 375。牟、徐二者大致以

「道德心性」的面向來論清儒之失，至於清儒治學在「方法論」上的問題，可詳參黃俊傑：

〈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頁 425~428。或參李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收入氏著：《孟

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頁 102~109。對此不作討論。 
42 如余英時先生即相當深刻地點出清儒學術所建立的新「典範」（Paradigm），也就是從宋

明儒底「尊德性」轉入「道問學」的考據精神。詳見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

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及〈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均收入《歷史與思想》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頁 87~119、121~156。按此二文亦收入氏著：《論

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309~342、

343~376。另可參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一書中相關學者的討論，（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年）。 
43 此處為了說明方面，故使用了「次等文化」一詞，然個人實相當不願意承認此詞的合法性

地位，簡言之，所謂「次等」的判準何在？正如同清末民初乃至今日，中國或東方一直處

於「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次等民族」或「文化」，當然，我們不能否定我們自身的「大量」

缺點所在，然我們都知道「中國」是「四大文明」僅存的文化，如果一個文化能「存活」

數千年卻被他人視為是較「劣等」的，乃至自身（在位者）還欲「去之而後快」（崇洋媚外），

即或以西方「進化」的觀點來看，這是相當不可思議的，因為我們是唯一「適者生存」的

古文明，職此，「清代」乃是作為形構中國文化不可抽離替代的一個環節，若以黃仁宇先生

的「大歷史」觀點視之，清儒的發展自有其合理及必然性存在，故說「它不能繼承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神」，實有其激動過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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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學者指出，清儒雖承宋明儒而來，然此一「承」卻是「反面」的承

繼，亦即清儒學術是從批判宋明儒作為開端與基調，故以下即從清儒對宋明

儒的批評開始說起。但事實上，在與王守仁（陽明，1472~1529）同時期的學

者，即對「陽明學」（理學）提出一「形上境界」發出異議，此以羅欽順（整

庵，1465~1547）、王浚川（廷相，1474~1544）諸人為代表，他們開始提出「以

氣為本」的哲學體系，如羅欽順言：「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

一本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來，一闔一闢，一升一降，循環無已。」44王廷

相則說：「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

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並暗諷理學家之說實流於釋老之見，其云：

「世儒謂理能生氣，即老氏道生天地矣；謂理可離氣而論，是形性不相待而

立，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為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不可乎？由是，本

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太極為理而生動靜、陰陽，謬幽巫怪之論作矣。」45在

此，我們已能看出後來清儒批評理學家的影子，乃是以為宇宙萬物本是「一

氣」而成，何有「形上形下」之別乎？所謂「理」，不在氣之上，亦不在氣之

外，而是在「氣之中」（「理在氣中」），亦即是氣之條理也，此即表明他們對

陽明獨舉一「先驗良知」「心即理」的學說不滿。46然由於羅欽順諸人仍處「開

拓期」，學說體系猶未完備，還不足以撼動陽明學之勢，故在當時並無太大的

影響，限於篇幅，在此無法深入探討。47 

                                                 
44 見閻韜譯注：《困知記全譯》（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困知記原文〉，頁 242。 
45 以上兩段王廷相引文，見王廷相：《王廷相哲學選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慎言‧道體篇〉，頁 2、4。 
46 事實上，我們在上一節說明陸王一系的「思想世界」時，已經提出「心學」雖無分「形上

形下」，而是「一貫」地來說，這並不表明他們對「形下世界」的否定，此一「否定」待至

王門後學才生出（詳後），故嚴格來說，陸王本身並無獨舉「形上世界」之弊病，所以羅欽

順諸人的攻擊並無法「入室操戈」，獲得太大的影響。 
47 劉又銘師即針對「羅欽順」、「王廷相」、「顧炎武」及「戴震」等四位「氣本論」學者，分

別就「基本主張」、「心性論」及「修養工夫論」作深入的探討，詳參氏著：《理在氣中：羅

欽順、王廷相、顧炎武、戴震氣本論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應當說

明的是，或有學者對劉師使用「氣本論」一詞或詮釋的進路提出質疑，然無法否認的一點

是，從羅欽順一路至戴震等人的學說主張當中，都意欲將理學家，尤其是王學強調地「形

上世界」，往下拉為「形下」，亦即程朱所謂的「氣化」的世界當中，由此一角度來看，儘

管他們的學說面向不盡相同，然以「氣」為主的思想世界卻構成羅欽順乃至清儒當中的一

條主要軸線，此應當是無可疑義的，後文將再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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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對「王學末流」嚴厲批判者，當以顧憲成（涇陽，1550~1612）與高

攀龍（景逸，1562~1626）為首的「東林學派」，最具象徵之意義。「東林」一

詞在明末可謂一相當複雜的「歷史現象」，今僅取其批判「王學末流」之一面，
48對此，常被引述的乃是顧憲成的一段話，其云：49 

所謂無善無惡，離有而無邪？即有而無邪？離有而無，于善且薄之而

不屑矣。何等超卓！即有而無，於惡且任之而不礙矣，何等脫洒！是

故一則可以抬高地步，為談玄說妙者樹標榜，一則可以放鬆地方，為

恣情肆欲者決隄防。宜乎君子小人咸樂其便，而相與靡然趨之也。 

顧氏所言「無善無惡」，顯然指王陽明「四句教」中的首句：「無善無惡心之

體」，在此不欲深究陽明與其弟子王畿（汝中、龍溪，1498~1583）、錢德洪（緒

山，1496~1574）在「天泉證道」一事之源由及意義。50在此，顧憲成所言「二

                                                 
48 李紀祥先生認為，明萬曆以後所形成的「東林」一詞，具有三個面向：政治上的「東林黨」、

學術上的「東林學派」與講學上「東林書院」，此三者在早期雖是合一，但到魏忠賢得勢後，

便分途各自發展，不相交涉。詳參氏著：《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二章第一節　東林學派、東林書院、東林黨〉，頁 27~33。再者，「東林」是「宗

王」抑或「尊朱」，亦是學者爭論之所在，錢賓四先生直謂「東林學脈本自陽明」，其講學

目的除「諷議朝政」外，即是「矯挽王學之末流」；李紀祥則認為顧、高二人是標舉「宗朱」

之旗幟，其目的實防範左派王學之決堤，而本身非純粹之朱派學者，與王學有血脈相連的

關係。錢氏之說見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臺二版），

〈第一章引論下　晚明東林學派〉，頁 7~22。李說同上，〈第二章第二節　東林在學術上「宗

朱」之意義〉，頁 33~44。然不論是「宗王」抑或「尊朱」，東林對「王學末流」之批判這

一點，都是相同的。 
49 見（明）顧憲成著、馮從吾校：《小心齋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75 年），頁 84。 
50 「天泉證道」一事，實是理解王學、理學乃至後來「漢宋之爭」的一個關鍵事件。但此事

不容易三言兩語說盡，首先此事文獻的記載即牽涉三種版本的說法：一是錢德洪所錄的《傳

習錄》，刊於嘉靖三十四至三十五（1555~1556）；二為錢德洪、王畿等同編的《年譜》，刊

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為萬曆十五年（1587）刊行的《王龍溪全集》中的〈天泉證

道記〉。此三者內容互有差別，顯然都是偏向有利於己方的記載，不過當以錢、王同編的《年

譜》較具客觀性。其次是天泉證道一事的意義，此牽涉到王陽明的「四句教」（無善無惡是

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的「四有說」（「至

善無惡是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見鄒守益載德洪之語，

《鄒東廓文集》卷三）及王畿「四無說」（「心體、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三者所透顯

出「本體」與「工夫」的關係，依一般的理解，陽明自言「四句教」是「徹上徹下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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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弊病，正是針對「浙中王門」和「泰州學派」之「王學末流」而發，51劉

述先先生即說：「龍溪偏重形上境界的分解表示而倡四無，確『可以抬高地步，

為談玄說妙者樹標榜』。而泰州派偏重形上境界的圓融表示而主自然平常，卻

又『可以放鬆地方，為恣情肆欲者決隄防』。憲成的譏諷不可謂不深入切中王

門後學的問題。」52劉氏所言正在於指出顧氏對「王學末流」單單標舉一「形

                                                                                                                                       
涵融本體和工夫、頓悟和漸修，同可接引上下根之人，然龍溪、緒山卻各持一端，故陽明

才說：「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且再三囑咐二人要謹守「四句」之教，

尤其對龍溪「只是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發出警語。由此可見，陽明之學本非高舉一「形上世界」，而打透本體工夫之設計。然陽明

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王門後學便是朝向「懸空本體」的面向來發展，正因如此，後世對

「心學」弊病的罪責，便歸到陽明頭上了，此不再作細部論述。以上所論，可詳參陳來：《有

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八章　有與無〉第一節

「天泉證道」，頁 193~203。及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

〈四六　錢德洪王畿〉，頁 309~325。 
51 據《明儒學案》著錄，陽明卒後，王學傳播各地，依地域可分為七派：「浙中王門」（卷十

一~十四）、「江右王門」（卷十六~二十四）、「南中王門」（卷二十五~二十七）、「楚中王門」

（卷二十八）、「北方王門」（卷二十九）、「粵閩王門」（卷三十）及「泰州學派」（卷三十二

~三十六）。其中以龍溪、緒山為首的「浙中王門」宣揚王門之功 大，其次是王艮（心齋）

的「泰州學派」，然正如前注所述，王門後學朝向「形上」的發展，故其流弊漸出，黃宗羲

即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

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

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致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

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誠其然也，黃說見沈善洪主編：《黃

宗羲全集（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七冊〈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頁 820。關於陽明後學之弊的產生及發展，可詳參古清美：〈王陽明致良知說

的詮釋〉，收入氏著：《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頁 89~139，尤

其是頁 121~132。 
52 見氏著：〈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析〉，頁 77。劉氏此言較簡，詳

細情形可參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第一章　形上與形下之間

的緊張－明末王學的再省察〉，頁 8~19。鄭氏在此指出，龍溪的「四無教」是「完全立足

在一天理自然流行的終極境界上講的」，其弊病正是對形上世界過度的空描；而泰州學派雖

主「百姓日用即道」，然其「重視形下與積極入世的想法卻是建立在形上的終極境界－良知

化境這一理論根據上」，而此一「良知化境」亦不過是「玩弄光景」而已。故王學末流的弊

病都是過份形上世界的描述，而形成虛寂蕩越的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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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境界」所表達之不滿，而這正是陽明所說「懸空想箇本體」的「病痛」，果

不其然，陽明後學並無遵照陽明「徹上徹下」之教，而引發後人的撻伐。然

顧憲成所言並非晚明獨發之意見，明學之殿軍－「劉宗周」（蕺山，

1578~1645），亦對陽明後學發出嚴厲的批判，蕺山身當明朝滅亡之際，而自

身亦絕食而亡，可知他絕非一介只講求「形上境界」的學者，故其學說雖亦

承陽明而來，但對王學末流之弊病亦深切指責，其云：53 

然自此（指孟子「性善說」）言性者，人置一喙，遂有明心見性之說。

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

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注腳，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

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為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

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

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

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 

蕺山所言一則說明他本身是「陽明學」的立場，另一則是對龍溪與泰州學派

的弊病而來，所謂的「情識而肆」（泰州）與「玄虛而蕩」（龍溪），54李振綱

認為王門後學此一作法乃是對陽明先驗道德哲學的「解構」，「這種『解構』

主要表現在兩方面，一則走向玄虛證悟，一則走向自然主義」，「玄妙證悟導

致工夫的懸置，天然率性引發理性本體的消解。至此，王陽明所精心建構的

通過為善去惡之工夫實踐而復歸至善本體（無善無惡）的先驗道德哲學淪陷

為只在心上玩弄光景的虛無主義和掃蕩一切善惡的自然主義。」55李氏所言簡

單地說，即是王學末流對陽明學說之「本體」的消解，此一消解聯帶使得「工

夫」無所著落，因為既無「本體」，「修養工夫」又有何著力處？後來蕺山強

調「即工夫即本體」56、「工夫、本體只是一箇，做工夫處即本體」57等，可

                                                 
53 見（明）劉宗周著，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1997 年），第二冊卷八（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二十五〉，頁 324~325。 
54 此二詞借用劉述先一文用詞，見氏著：〈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

析〉，頁 75。亦見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頁 8。 
55 引文見李振綱：《證人之境－劉宗周哲學的宗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一

章　三、心學的異變與性體的重建〉，頁 16、19。 
56 原文當為：「……獨之知，即致知之知，即本源即末流也。獨知之知，即知止之知，即本

體即功夫也。」詳見：《劉宗周全集》，第二冊卷十三（全書卷十一）〈學言中〉，頁 494~495。 
57 原文為：「所云：『工夫、本體只是一箇，做工夫處即本體』，良是，良是。既如是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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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針對此而發。 

 

由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發現此中隱涵兩種力量的拉扯，一是王門後學

不斷往「形上世界」靠攏，乃至與「實然界」相決裂，不講「工夫實踐」為

何，卻可言「滿街都是聖人」58；另一則是從羅欽順、顧憲成乃至明亡之際的

劉宗周，雖然他們的學說主張不盡相同，卻同樣對陽明後學發出質疑批判，

努力將「形上」往下拉落扣合「形下」，以防王學流弊之氾濫。這兩股力量可

說一者標示「宋明理學」的結束，另一者卻開啟清儒「考據學」的端倪。 

然這中間一個「關鍵點」（關鍵事件）卻造成兩邊勢力的急速轉向，此即

是「明亡」（崇禎帝自縊於媒山，時崇禎十七年，1644 年）一事。以今人眼光

視之，明代滅亡之因實有其深層因素（制度），絕非「王學流弊」的「化約論」

原因，59或因李自成為愛妾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此類天真的解釋，60此處非在

                                                                                                                                       
須認定本體做工夫，便不得離卻本體一步做工夫。……」詳見：《劉宗周全集》，第三冊上

卷七（全書卷十九，遺編卷四）〈書（論學）　答祈生文載〉，頁 362。 
58 「滿街都是聖人」一語出自王艮（字汝止）口中，〈傳習錄〉載：「一日，王汝止出遊歸，

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

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羅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

『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見《王

陽明全集》，〈卷三語錄三　傳習錄下〉，頁 116。事實上，陽明此一與王、董的問答，其意

實與「天泉證道」一事相同，在此，王艮直以「本體」為「工夫」，既然本體是「無善無惡」，

則「滿街都可是聖人」矣，此一蕩越處當被陽明識破，故當羅石仿效心齋之語時，陽明直

言「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由此可見王門後學偏向「形上本體」而不論「進德實踐」，

在此是顯露無遺了。 
59 林啟屏師即說：「將明朝亡國的原因，簡單地歸入『王學』流弊的影響，會將複雜的政治

社會經濟的總體面抹煞，代以『心性』問題即是一個國家存亡的依據。這些主張會產生政

治學上『人為構成說』（anthropogenic constructionism）的傾向，而成為一種設計論的主

張。認為政治制度是由少數秀異份子的心靈所構設，因此『心性』問題成為一個政治制度

或社會秩序的原動力。其結果將導致『化約論』的可能，而於歷史的複雜面予以忽略。」

見氏著：《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第三章　乾嘉義理學中的「具體實踐」〉「注 5」，

頁 141。 
60 黃仁宇先生對後人將明亡歸因於李自成與陳圓圓這一傳說故事，認為是因為「明代官僚既

缺乏技術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問題，轉而以爭辯對付『軟』的問題，於是涉及道德標

準與皇位之繼承。」見氏著：《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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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明亡之因，重點在於明亡造成往後清儒（或明儒入清）何種「心理」上

的集體現象，此一現象即是承接晚明學者對王學流弊的批評，當明亡之後，

陽明後學束書不觀、游談無根的弊病，學者便以為此是造成社會風氣的惡化、

政治環境的敗壞等「滅亡原因」的「根本禍首」，即以明清之際的「顧炎武」

（亭林，1613~1682）為例，便是如此的思維模式，其云：61 

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

為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

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

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罪小，迷眾之罪大。 

顧氏在此已明顯地將「王門高弟」連屬為「何、王二人之罪」，認為是「歷代

之害與迷眾之罪」，在顧氏眼中，王門流弊不僅導致「亡國」，更是「道德人

心」的千古罪人了。當然我們可以說明清之際儒者因身感亡國之痛，故有此

悲憤的說法，然這當中已隱涵他們對王學末流乃至整個宋明理學的「共相」，

視為「無益民生」、缺乏「外王經世」的「空虛」之學，否則他們不會將明亡

事件歸罪到他們頭上。劉述先先生即說：62 

東林的經世性格其實是把形上與形下分離的緊張和危機由內聖層面推

至外王層面。而一旦與現實政治的命運勾連在一起，則隨著現實上明

朝的覆亡，早先在道德踐履方面要求把形上世界拉落的潮流遂一演而

成為對整個宋明儒道德形上學的否定。換句話說，即以道德形上學講

形上的心體性體根本無法貫徹下落到形下的外王經世去。由此可見，

王門後學造成的危機很快已蔓延成為整個宋明儒學的危機。 

                                                                                                                                       
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頁 253。事實上，古代中國的思考都是擅長「軟」（道德思想）而

不是「硬」（制度建構）的層面，故不論將明亡歸因「王學流弊」或李自成引兵入關，其實

都是「軟」的面向思考；至於「硬」的原因，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與《中國大歷史》

二書當中論析地相當詳備，大體來說明亡可歸為明朝整個國家運作的停滯與失序，這包括

「皇帝昏庸與繼承權問題」、「政治體制與文官制度的失序」、「財政紊亂與經濟制度不彰」、

「軍政簡陋與外寇入侵」等問題，詳參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臺灣食貨出版社，

2002 年增訂二版）一書及《中國大歷史》，〈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向內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頁 207~250。 
61 見（明）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卷

十八　朱子晚年定論〉，頁 666。 
62 見氏著：〈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清初儒學新典範論析〉，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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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氏所論甚為精闢，將學術的「內在理路」與外在的「現實環境」相結合，

說明為何明清之際儒者對王學末流乃至宋明儒者，如此地深惡痛絕。然空有

批評指責，並無法真正入室操戈，駁倒對方的學說，對此，清儒便發展出一

套有別於宋明儒的「新義理學」及其「信仰」所在，以下即承此點繼續說明。 

 

二、形下世界的建構 

清儒對宋明儒學圖像的轉向，已如前所述，乃著意於「形下世界」（通經

致用）的建構，然此一建構的「結果」，眾所周知，即在於「考據學」的樹立。

但很顯然地，從「轉向」到「樹立」，這中間還有一大段的距離需要建構，限

於篇幅，在此無法深究此一問題，63我們的重點仍落在清儒的「義理」面向來

說。 

事實上，晚明學者在拉落形上世界時，至少形下與形上有或多或少的聯

屬，但到了清儒本身，根本是否定有一「超越境界」的存在，此我們從劉蕺

山的弟子－「陳確」（乾初，1604~1677）即可明顯看出。乾初身當萬曆至康

熙年間，可說對晚明「理學」流弊深有所感，加以親歷亡國之痛、異族統治，

故其言多對宋明儒不滿而發，其〈無欲作聖辨〉一文云：64 

陳確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聖人之心無異

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聖人能不縱耳。飲食男女

皆義理所從出，功名富貴即道德之攸歸，而佛氏一切空之，故可曰無，

                                                 
63 勞思光先生對清儒為講求「致用」而必須「通經」的邏輯，說得相當清楚，其云：「（清儒）

『致用』本不必然依於『通經』；因所求之『用』不必為古經所必有，更不必為古經所獨有。……

故就由『致用』轉至『通經』而言，此處可謂無客觀之必要根據，而只有主觀信仰上之根

據；今再進至由『通經』至『考古』之轉變，則情況不同。由於中國經籍本身之內部問題，

凡真欲『通經』者，不得不先致力於考訂工作；因此，就歷史之實際言，由『通經』轉至

『考古』乃有確定客觀根據或客觀必要。」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下）》，〈第八章

　乾嘉學風與戴震之哲學思想〉，頁 803。或詳參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一章　乾嘉考據學成因（上）－乾嘉時期學術思潮與學術

觀念的變化〉及〈第二章　乾嘉考據學成因（下）－乾嘉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文化政策〉，頁

8~81。 
64 見（清）陳確撰：《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別集卷五瞽言四　無欲作聖

辨〉，頁 461。引文中的「自註」，乃指點校者，無著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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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儒者而亦云耳哉！確嘗謂人心本無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

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他日致友

人書云：「絕欲非難，寡欲難；素食非難，節食難。」確每自體驗，深

知之。是知異端偷為其易，聖學勉為其難，邪正之分，端在于此。而

周子以無立教，是將舍吾儒之所難，而從異端之所易，雖然（自註：

疑當作「欲」）不禪，不可得矣。其言無極主靜，亦有弊。學者只從孔、

孟之言，儘有從入處，何必又尋題目，多為異端立幟乎？ 

陳確此言常被學者所引述，在此，我們可以發現乾初在文中運用許多「兩極

性」的概念：「禪學與儒學」、「天理與人欲」、「異端（理學）與正統（聖學）」、

「邪與正」等，65很明顯地，陳確之所以運用此一對比性的概念，在於襯托出

宋明儒之「理學」，實是「禪學」、「異端」及「邪說」。然反過來說，我們亦

可明瞭陳確的「理型」乃是在完全否定宋明儒「道德形上學」上的「形下世

界」，故他說：「人心本無天理，天理正從人欲中見，人欲恰好處，即天理也。」

不論就程朱或陸王來說，儘管對「理」與「心」的關係有歧見，但絕不會從

「人欲」之恰當與否來說「天理」。既然「天理」要從「人欲」見，這就表明

原屬形上境地的「理」，完全被割裂而下落到形下人間的場域，此即是劉述先

所言清儒是對宋明儒道德形上學的否定。此一否定，我們從他論「性」的言

說更為清楚，他在〈氣情才辨〉一文云：66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

之流露而言為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為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

一而已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

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

才亦有善而無惡。 

                                                 
65 《孔子哲學思微》中，提及「概念的兩極性」，其云：「所謂『兩極性』，是指兩個事件之

間的一種關係，每一個事件都把另一個事件作為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每一個存在都是『本

身如此』的，而不是從任何超越的力量中獲得它的意義和秩序；『本身如此』中的『本身』

和『他我』是一種兩極關係。……兩極性的顯著特徵是，每一極都只有通過另一極才能得

到解釋，『左』有賴於『右』，『上』有賴於『下』，『自我』有賴於『他我』。」見（美）郝

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思微》，〈緒論　從比較的觀點看孔子〉，頁 10。個人以為乾初行

文的脈絡，是有文中所舉的這些「兩極性」的概念存在。但應當說明地是，本文並不同意

他們用「兩極性」的概念去解釋孔子的思想，此在第一章已言明了。 
66 見（清）陳確：《陳確集》，〈別集卷四瞽言三　氣情才辨〉，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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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確此言可說是將他的思想基點表露無遺，如果我們還記得上節論「朱陸異

同」時，程朱以為「性」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天地之性」

屬「形而上者」，形而上者是「天」，天無不善則天地之性亦無不善；「氣

質之性」是承「陰陽之氣」而來，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下者是「人間」

場域，故有昏暗善惡之不齊的表現。對此，陳確直言性「一性也」，「豈有二

哉」，且謂「氣、情、才」皆是「一性」的不同面向來說，其實都是「一而已

矣」，然「性」既無不善，則「氣、情、才」亦無不善。乾初此一邏輯演繹，

顯然首先是針對程朱「性有二性」、「氣有昏暗」、「才（情）有善惡」之說而

來。再者，乍看之下，陳確此一推論似與象山評程朱如出一徹，前文引象山

說：「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不同耳。⋯⋯若必欲說時，則在

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不必如此。」象山在此亦謂

「情性心才」皆是一回事。但看來「相似」實即「相反」，象山所謂「都只是

一般物事」，乃因他不承認朱熹所言的「氣」是形而下者，亦即象山視「形上

形下」為同一時空，所謂的「理物不二」。然今乾初雖亦言「不二」，卻是

捨離「形上」前提下的「一性」，直謂之，他是將程朱「理物二分」中的「理」

抽離出來而置入「物」中的「不二」。故乾初的「理想世界」乃在於象山世界

的彼端，不復有重疊交叉處。 

對此，宋明儒的思想世界已被清儒完全所轉移，前節言宋明儒的信仰是

「天人一貫」，清儒則將之下落到「人間世」，既就「人」之「實存世界」來

說，則清儒義理的闡發，不得不就「人」的「自然因果性」的面向來立說，

此即劉述先一文之旨：「從道德形上學到達情遂欲」。67 

「人欲」哲學我們剛才在陳確身上亦有見到，然完備此一學說體系者，

當以清代義理第一之「戴震」（東原，1724~1777 年）為代表，故以下再略論

東原此說以結束本節。 

                                                 
67 劉氏此文前已多所引用。事實上，鄭宗義亦清楚點出清儒學術此一「新典範」為「達情遂

欲」及其原因，其云：「反宋明儒學者既尖銳地批評宋明儒天道性命之說無益世道，則很自

然會將形上本體之說與經世致用之說放在完全對立的位置；認為只有把眼光從前者的虛學

移至後者的實學才能用世濟民。就算是救正宋明儒學者在強調經世的同時亦往往不自覺地

把形上世界往下拉落，偏重發揮形上不離形下之義，而形上之超越義遂漸漸滑落終至隱沒

不彰矣。順著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經世的觀念遂 終與形上本體的觀念徹底分離而轉與

達情遂欲的新典範相結合。」見氏著：《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第七章

　明清儒學的轉型〉，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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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原之學不可謂博大精深，為乾嘉考據學「皖派」的領袖，其考據之成

就世所推崇，不僅精通音韻、訓詁等小學，又兼具天文學、地理學、數學、

機械考工及生物醫學等多方面的專精知識。著有《原象》、《續天文略》、《汾

州府志》、校理《水經注》、《策算》、《句股割圜記》、《蠃旋車記》、《自轉車記》、

《考工記圖》、《經雅》、《氣穴記》等著作。此處非著眼他具有這些廣博的學

識，重點在於戴震何以涉獵如此廣泛的知識呢？他認為這些都是「治經」的

必要前提與基礎，他說：「誦《堯典》數行至『乃命羲和』，不知恆星七政所

以運行，則掩卷不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不知

鳥獸蟲魚草木之狀類名號，則比興之意乖。」68東原此言求學路數，我們不得

不肯定有其正當性，但東原學術若僅發展至此，顯然只是位「老實」的考據

學者，而不會有後來以「義理」為志向的面貌出現，他即自云：69 

樸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

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東原自認生平最重要的著作不在於當時認可的「考據學」，而是部書名（字義

疏證）看似考證學，實即是一部「義理性」的著作，何以如此呢？余英時先

生即生動地描繪出戴震在群「狐」（考據）環視下，對隱藏自身的「刺蝟」（義

理）傾向所感受到的內心壓力與不妥協態度，70此處不需再贅述。關鍵在於東

原以為《疏證》不得不作的原因，乃是因「今人無論正邪，盡以意見誤名之

曰理，而禍斯民」，此一語出，正表明他的立場所在，可以說是與顧炎武對理

學流弊所發出的亡國禍民的基調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現在回頭過來說，戴震「治經博學」的目的不在「考據」，考

據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都是指向「義理」，而此義理卻是要推翻「盡以意

見誤名之曰理」的宋明儒學，一如乾初批評，東原亦直指宋儒為「老釋」，其

言曰： 

程子、朱子就老、莊、釋氏所指者，轉其說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釋，

誤以釋氏之言雜入於儒耳；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就老、莊、釋氏所指

                                                 
68 見（清）戴震著、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安徽：黃山書社，1995 年），《東原

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頁 371。 
69 《戴震全書》第 6 冊，〈與段茂堂等十一匝札〉「第十札」，頁 543。 
70 詳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96 年），頁 9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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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以理實之，是乃援儒以入於釋者也。71 

不論是「誤入」抑或「援入」，在東原看來，程朱陸王所言之「理」都不過是

「老釋」之言，然即或是「老釋之理」，至多是表明宋明理學家是自外於孔門

之外，並不造成「現實」上的傷害，但東原卻不以為如此，他說： 

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

則信以為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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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下之罪，人

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

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72 

對此，顧炎武謂王門後學「深於桀、紂」之罪的指責再次出現，在於東原，

他認為宋儒言「理欲」之別不僅是雜乎老釋之見，且開啟後世「以理殺人」

的理論根據，東原此話不可不謂重矣。然誠如林啟屏師所言，清儒此類激烈

批判之語，都可視為是與宋明儒爭「儒學正統」和「發言權」底下的風暴，

既是如此，宋明儒被清儒打入「異端」一舉，就見怪不怪了。
73然我們可以發

現，東原批判的理論基礎正在於對宋儒言「理欲之分」的不滿，但如前節所

述，宋儒不論程朱言「性即理」或陸王言「心即理」，「理」與「欲」都是不

同「質性」之物，故論人的內在價值，亦即「心性」，只能就「理」而不能就

「欲」來說，而戴震卻納「欲」於人性當中來立說，他說：「人生而後有欲，

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是皆成性然也。」
74這裡很明顯

地，戴震以為人性包含「欲、情、知」三要素，此三者是形構人性（成性）

                                                 
71 見《疏證》卷上，「理」字第十四條（以下《疏證》所分第幾條，依《戴震全書》所編），

頁 167。 
72 見《疏證》卷上，「理」字第十條，頁 161。 
73 林師詳細論舉清儒視宋明儒為「異端」的思想發展過程，詳參氏著：《儒家思想中的具體

性思維》，〈第二章　「正統」與「異端」－以清初的經典認同為例〉，「二、學派發展的真

實經驗－闢異端？爭正統？」，頁 71~95。林師在此指出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是，宋

明儒學興起的一個關鍵原因乃是學者為闢釋氏而尋自家心性之說，「可是時移清季，『闢異

端』的宋明儒學，卻反被清儒打為『異端』，這令人不得不驚訝於歷史的演變，是如此地不

可思議，也叫終身以恢復『聖學』為職志的宋明儒者，情何以堪。」同上，頁 86。事實上，

清儒此舉正顯示一方面他們會將「亡國」之罪歸到宋明儒頭上的緣由；另方面亦表示清儒

實相當曲解「理學」原本的設計和精神。 
74 《疏證》卷下，「才」字第二條，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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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之物，故不能抽離「人欲」來言性。戴震此言之意正是反對宋儒

將「欲（情）」歸為形下，而將「理」屬形上之劃分，以為人性若有「形上」

（天地之性）、「形下」（氣質之性）之別，便是「二本」之說，其云： 

程子、朱子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理之必然；於

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於理之必然謂之性，亦合血氣心知為一本

矣，而更增一本。⋯⋯天下惟一本，無所外。有血氣，則有心知；有

心知，則學以進於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氣心知，則發乎血氣之知自

然者，明之盡，使無幾微之失，斯無往非仁義，一本然也。75 

東原此語便是學者所謂的「一本人性論」76，以為人性唯其「血氣心知」之「一

本」，何以分「天理」之「天地之性」與「自然」之「氣質之性」？戴震此一

作法的目的便在於力主「情欲」的合理和正當性，因為宋儒將「人欲」視為

「非理性」因素，稱之為「人心」，反之者則謂「道心」，人性應存「理性」（善）

而去其「非理性」（惡），故應用道心來主宰人心，所謂「存天理、滅人欲」

是也。77戴震則根本上不承認「欲」是惡是邪，他認為「欲」是人性的自然內

容，既是「自然」，又何有「惡」之名呢？ 

不過在此我們同樣遇到上述陳確所遭遇的問題，東原言「合血氣心知為

                                                 
75 《疏證》卷上，「理」字第十五條，頁 172。 
76 關於戴震「一本論」的理論基礎，前人多有言及。如胡適認為戴震論性「是一種唯物的一

元論」。參見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36。日人村

瀨裕也則以為是「氣質一元論」。參見村瀨裕也著、王守華等譯：《戴震的哲學》（山東：人

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93。黃俊傑與楊儒賓先生亦皆認為是「一本論」。詳見黃俊傑：

《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336。楊儒

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修訂二版），頁 405。蓋

戴震自言「合血氣心知為一本」，故今取「一本」，而不稱之「一元」。 
77 關於「存天理、滅人欲」的問題，清儒常對宋儒有所誤解。雖然宋儒明顯地將「人欲」視

為「惡」的傾向，但也不絕然將「欲」等同於「惡」而完全加以排斥。朱子即說：「熹竊以

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

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

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見（宋）朱熹：《朱子全書》第貳拾貳

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參）卷四十　答何叔京〉，頁 1842~1843。如果立於這個意義

底下，則程朱所反對的「欲」乃是「過與不及」，「其流之有差」的「人欲」，而非一昧排斥

人欲的合理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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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的「一」，是象山「理物不二」之意嗎？恐怕又不是，東原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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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若就程朱來說，「陰陽五行」乃屬「氣」，

氣是「形而下者」，然戴震卻以為「性」（血氣心知）是從「陰陽五行」而來，

更關鍵的字眼在於「分」，「陰陽五行」之所以可以「分」，正表示戴震乃是著

眼一「氣化」的世界，而非一「價值」世界。「價值世界」講求「質」的不同，

「質」是「限定」的概念，故宋儒言「理、欲」是不同質性，這就意味言「心

性」只能「限定」在「理」世界來說；「氣化世界」是講求「量」的差異，「量」

是「分別」的概念，既是「分別」，則「理、欲」同屬一件事，差別僅在於「分」

的多寡不同，其來源都是相同，戴震以為即是「自然」的根源。 

由以上可見，陳確言性是「一性」，戴震則歸為「一本」，內容表面雖或

有不同，其實質內涵都是一樣的，亦即他們都因只承認「形下世界」的存在，

故此「一」的意義，不是宋明儒「天人一貫」下的「一」，而是拉落「天」於

「人」之中的「一」，這就顯示了晚明學者原本為挽救王學之失，而作的「拉

落」動作，至清儒手中直接演變成「割裂」的行動，此一「割裂」的嚴重後

果，實不下王門末學高舉一「超越境地」的弊病。79 

因此，總歸來說，從晚明羅欽順諸人提出「氣」的哲學時，便象徵對「形

上世界」的懷疑，及至東林諸人強調經世實踐，便開始努力將形上世界拉落，

殆至清儒手中，則不惜割裂形上以求外王經世的必然性，換句話說，宋明儒

原本希冀由「內在」而「超越」的進路，清儒迴轉為由「內在」而「一元」

的途徑，此一「內在一元」的世界，亦即形下世界之處所，清儒認為這才是

                                                 
78《戴震全書》，第 6 冊，《疏證》卷中，「性」字第一條，頁 179~180。應當說明的是，此引

文開頭之原標點為「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後經

李明輝師指正以為「血氣心知」當連讀，今從之。 
79林啟屏師即認為清儒在重「外」輕「內」的理論架構下，所導致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是：「形

上與形下的拉扯」、「內聖與外王的緊張」及「功夫與本體的斷裂」。此三者分別指涉清儒在

「本體」、「功夫」及「實踐」上的問題。首先在「本體」問題上，造成「應然」（價值意識）

與「實然」（生命情欲）的混淆；其次在「功夫」問題上，因為忽略「絕對」、「普遍」的「價

值主體」，而導致「本體」與「功夫」的斷裂； 後是在「實踐」問題上，「內聖」僅成為

失去「本體」的形式意義，而一致導向「外王」的課題，「內聖」與「外王」的連續性關係

便被割裂。詳參氏著：《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第三章　乾嘉義理學中的「具體實

踐」〉，「三、『多重緊張性』的思想格局」，頁 1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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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門教義及信仰之所在，以上是對清儒思想世界的說明。 

 

 

第三節 拉扯與回歸－一貫的大道 
 

在上述二節中，我們對「清儒」與「宋明儒」的「儒學圖像」作一大致

的介紹，其目的非在深究二者的內部問題，而是對他們自身所呈現的「思想

世界」作大體的掌握，然正如此章前言所述，此二期的儒學圖像又與孔子本

身有何關係呢？而此一關係在儒家學術史上又透顯出什麼意義？由於此一發

問屬孔子之後的「衍申性」課題，而非孔子「本身」的問題，故以下不作太

多論述，僅申述其大意，以結束此章的討論。 

 

一、聖人圖像的兩端 

首先，我們在大體瞭解宋明儒的「共相」後，我們即可回到孔子身上，

正如同我們在上章所言，孔子一生的「外部實踐」雖有分前期的「政事」和

後期的「教育」，然「內在德行」在於前後期孔子是一致的，但孔子在體悟「限

制性概念」後，晚年孔子在德行上卻隱含有「超越」面向的突破。此一突破

的意義在於「天道」與「性命」的聯結，孔子說：「不怨天，天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在此，「天」與「人」、「下學」與「上達」

是呈現連續的關係，若非如此，孔子此語將會落空，其他如「知天命」（〈為

政〉）、「畏天命」（〈季氏〉）、「不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等語皆是，

亦即在孔子的思想世界裡，「形下」已與「形上」世界相互承接，雖然當中的

內在邏輯與學說理論不若宋明儒所述的那麼周備，但就其精神來說是一致

的，其原因當與宋明儒看重「四書」先於「五經」有極大的關係，在此不對

這問題詳加論述。80對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宋明儒所呈現「儒學圖像」，

                                                 
80 若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觀察，後世所謂「四書」在漢人眼中都是處在「次等」的地位，重要

的一項表徵就是武帝立「五經博士」時，沒有其中一項是「四書」（〈大學〉、〈中庸〉雖在

《禮記》當中，但禮經博士乃指「儀禮十七篇」，而非《禮記》），後因受佛教的刺激，唐韓

愈、李翱逐漸提倡「四書」，故其地位稍升。及至宋代，雖不廢五經，其地位卻被四書所取

代。余英時即提及朱熹的教學法是：「朱熹的教學一般採用這樣的步驟：四書、六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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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於擷取孔子中壯年努力實現理想，求行道於天下的志向展現，反在於晚

年「超越面向」的彰顯，這顯然相異於漢代講求「通經致用」的儒學圖像，

亦不同於往後清代講「具體實踐」的聖人圖像，故其所謂「宋明理學」，若回

到儒學原點，亦即孔子一生思想來說，實承繼其「後期」形上形下「一以貫

之」的世界，而非關注在「前期」孔子專注於形下事功建立的面向，這是我

們對宋明儒所建立的儒學圖像，置於孔子一生之下先作的說明。 

其次是是清儒，在於上一節的討論，我們已經能清楚的看見，清儒不僅

要將宋明儒所建立的「道德形上學」往下拉落，甚至斧底抽薪地割裂「形上

世界」，以納入「內在一元」的「形下世界」之中，此所表現的「義理」面向，

不論是戴震所謂的「達情遂欲」，或是今人所指出的「以禮代理」，81事實上，

都展現出清儒就「形下」來論「致用」的強烈意向及目的，如前所述，此當

以「明亡」事件有極深刻的關係，在此，我們似乎看到一個與孔子本身相同

                                                                                                                                       
書。……例如，他曾經這樣指導一名學生：『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卻看

史，方易看。』朱熹據以建立其讀書次序的標準是道德之理的知識。」林啟屏師亦涉及此

點：「宋明儒為了肆應『內聖之學』的發展，立論大量地以《易傳》、《大學》、《中庸》為基，

其後更因朱子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書》，且大行於世，所以《四書》

的『經典地位』高過於《五經》；又由於宋人治經喜疑經、改經、刪經。於是《五經》之學，

雖然未嘗廢之，但指導儒門義理方向的『經典』，已由《五經》轉向《四書》了。而且，相

當令儒者詫異的進一步演變是，不僅連《五經》隱於幕後，甚至連《四書》，也在『語錄』

出現後，由『語錄』文字扮演了指導者的角色。」對此，我們已可看出宋明儒治學從《五

經》到《四書》乃至「語錄」的過程，從《四書》至「語錄」，當是王學末流的表現，大體

來說，宋明儒是首重「四書」。然這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宋明儒之所以看重「四書」，乃是為

了建立「天道性命」的「內聖之學」，以上引文，見余英時：〈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

識〉，收入《宋代思想史論》，頁 263。林啟屏：《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第二章　「正

統」與「異端」－以清初的經典認同為例〉，頁 128~129。 
81 張壽安先生即以「禮學」為清代的「新義理學」，說明清人著作除以「三禮」占 為大宗

外，清儒「禮學」實與其「通經致用」的主張，互有表裡牽連之關係，並以凌廷堪「以禮

代理」之說，說明清儒此一學術的走向，其云：「清儒研治禮經和其經世目的之間的關係，

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的『以禮代理』的思想走向，實為清學在思想上之主要發展，也是清學

與宋明理學的形上形式，轉向禮學治世的實用形式。在此思想轉向之過程中，禮學大師凌

廷堪（1755~1809）實為一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也是當時被公認主要的儒學理論家。」

其說詳參氏著：《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4 年）專刊（72），引文見〈緒論〉，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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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題，亦即孔子中壯年乃至「周遊列國」時期，之所以孜孜不倦、「纍壘若

喪家之犬」（〈孔子世家〉），其目的不在他者，而是「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的行道理想。據此，清儒的著眼點似亦如此，亦即他們也心懷「救世理想」

的主張，因而連帶著眼「形下事功」的建立。然此話或可如此說，但真正的

差異便在此突顯出來，孔子雖自言「吾其為東周乎」、「吾豈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不食！」（〈陽貨〉）但他也知悉「道之不行，已知之矣。」（此為子路語，

〈微子〉）的可能性結果，不過孔子並不因此而「怨天、尤人」，他所唯一「憂」

者，是「德之不修，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善不能改」（〈述而〉），此即

表示，孔子之「行道」的真正著眼點，乃奠基於自身「內在道德」之完備與

否，換句話說，「君子之仕也，行其義也。」（〈微子〉）乃是「應行」之事，

既是「必當行」，則「聞義必徙」、「聞道必行」，至於「成敗」之事，只能「不

怨天、不尤人」地接受結果，而這也就逼出晚年孔子「超越面向」的可能。

這是孔子對「亂世」所處之態度與因應之道，而清儒固然因「明亡」而導出

「救亡圖存」、「通經致用」的心志，但如前所述，他們不去思考「硬」（制度）

的問題上，反而去歸罪他人（宋明儒）的「軟」（道德心性）的層面問題，此

實非孔子「為己之學」的表現。然我們由此亦可看出，清儒正因為缺乏孔子

「不怨天，天尤人；下學而上達」的這一思考層面，加以「救世」心切，因

之他們的思想學說乃完全立基於孔子「前期」努力於「實然世界」的「行道」

的表現，而忽略了孔子後期在「應然世界」中「突破」面向的可能。 

由此可見，宋明儒與清儒的思想世界實是擷取不同時期的「聖人圖像」

（通見），清儒看重孔子中壯年時期「用世」的形跡表現，以為此才是儒門真

義；宋明儒則著眼晚年孔子「天人一貫」的思想進路，認為此才為孔孟心傳

之所在。這便造成在同一個「聖人圖像」底下，卻有不同的詮釋結果和解釋

效力。但若反過來說，宋明儒與清儒作為後世儒學發展的兩大面向，尋其思

想根源處，其實都能在孔子一生的思想發展中，找尋到合法性的位階。亦即

我們若在一個「扁平化的聖人圖像」中，實難以想像為何同樣依據一個「孔

子」，後世儒學卻會有如此歧異的發展？而我們今日若能正視孔子一生實有

「轉折」、「超越」之「立體圖像」，則我們在前期與後期的孔子身上，實能發

現後世儒學發展的端倪，此不可不謂為儒學史的研究路徑中，尋找到另一理

解的進路。不過更進一步者，個人以為後世儒學的發展不僅無所矛盾，且亦

合其孔子思想的精神，以下再稍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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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學張力的合理性 

事實上，我們在上兩節所論的「漢宋之爭」中，所要傳達的關鍵意義即

在於對「聖人圖像」的拉扯，亦即在宋明儒看來，「道德形上學」才是儒學

圖像之所在，但到了晚明諸人，不論是羅欽順、王廷相乃至東林士子，都是

努力拉落此一「形上世界」，殆至清儒本身更不消說，前已言明，此不需贅

述。然由此我們卻可以看出，若說「宋明儒」（尤其是「王學末流」）在世

界的彼端，則清儒即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此是不言可喻的。但事情的發展並

不那麼簡單，殆「物極必反」之理總是在歷史上不斷的上演，宋儒的「形上

世界」在王門後學發展到最高峰，但也如同黃宗羲所言：「陽明先生之學，

有泰州、龍溪而風行天下，亦因泰州、龍溪而漸失其傳。」82此即表示「形上

弊病」的產生亦因此而滋生；清儒反此而起，至乾嘉「考據」一學的成立，

「漢學」標幟可謂如日中天、風行天下，治學者莫不以此為宗。然漢學發展

至此，同樣出現「亢龍有悔」的弊病，即執「考據訓詁」一途太過，反倒忘

卻「通經以致用」的原意，「凌廷堪」（次仲，1755~1809）即以為此弊不下

理學末流，其云：
83 

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宗；《左

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

偽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

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

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病將有不可勝言者。 

凌廷堪此言便是針對乾嘉學者僅知「考證」，而不知古今學術流變之異提出

異議。張壽安先生即指出凌廷堪此意乃思圖扭轉「考據」學風用以「經世」

的目的，認為「知識界（考證學者）集中精力於校勘古籍而不去關切民生實

務，廷堪認為這全是學術風氣的趨向所致。乾隆中葉以降考證學披靡天下，

學界以辨偽考訂為尚，此唱彼和，一唯百諾，往往讀書尚未終卷，已隨俗附

和妄詆真偽。又因尊崇漢儒，每每株守一師之說，不知通方，執守鄭（玄）

                                                 
82 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七冊〈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頁

820。此詳前節之說明。 
83 見（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二三

　書二 與胡敬仲書〉，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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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慎）之經說太過，反倒忘卻了周孔學以致用的學術本旨。」84張氏此意正

說明乾嘉考據學發展至極所產生的弊病，事實上，此一弊病的產生，與清代

漢學家不瞭解漢代學術不單是「章句訓詁」及誤解宋代治學之進路極有關係，

此二者徐復觀先生已有詳論，此不需贅述。85關鍵乃在於凌廷堪身當清代漢學

的風潮之下，能不隨俗「以譏彈宋儒為能事」，反而卻能意識到清儒所謂「漢

學」之弊端，此不可不謂有一自覺之能力。 

 

然此亦非凌廷堪一人所孤鳴獨發的意見，凌廷堪之後的「焦循」（里堂，

1763~1820）、「方東樹」（植之，1772~1851）、「龔自珍」（定菴，1792~1842）

等諸人，亦多駁漢學之非。86陳祖武先生即說：「繼惠、戴之後，凌、焦、王

（引之）皆一時經學大儒。以漢學俊彥而群起批評一己學派之弊短，說明一

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已經來臨。」87此處非在深論清儒如何批評一己之學派，

以及所謂「一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的內容為何，關鍵乃在於此處我們似乎

又看見「歷史的重演」，亦即如前節所述，若清儒對宋明儒的儒學圖像之翻

轉，是一個新的「學術典範」即將誕生，則此處清儒對自身「漢學」的批評

乃至另一個學術的「新時期」的到來，將是「再迴轉一次『哥白尼的迴轉』」
88，此話有點繁雜，簡單地說，清儒本是對「宋學」批判而起，時至今日，卻

反遭這些清中葉的學者所批判，因此，「漢學」對「宋學」若是經過一次翻

轉，則今「禮學」（凌廷堪）將是對「漢學」再次的翻轉，89當然「再次翻轉」

                                                 
84 見氏著：《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第一章 凌廷堪禮學思想之產生

背景與淵源〉，頁 17。 
85 見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三、漢代學術與清代漢學間之大疆界」及「四、清代漢

學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學中排斥宋學」，頁 355~373。 
86 以上諸人之意見，可詳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對上述諸人的論述。至

於專論清儒「考據學」之失者，可詳參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第十章 乾嘉考據學

得失（下）－乾嘉考據學之式微與弊端〉，頁 298~320。及陳祖武：《清儒學術拾零》（長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十、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中：「（五）漢宋學之爭

與乾嘉學派的衰微」，頁 169~174。 
87 見同上，〈十、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頁 171。 
88 此僅借楊儒賓：〈如果再迴轉一次「哥白尼的迴轉」：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文之語，並不涉及文中之意。 
89 已有學者指出，從宋學到清儒的漢學，是由「虛」轉「實」，此是第一層。但如同凌廷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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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並不意謂凌廷堪等人要恢復「宋學」，此意一如「見山還是山」是迥

異於「見山是山」一般，在此，僅是要藉此說明，單從宋明儒到清中葉這段

時間的儒者看來，「儒學圖像」是不斷被「拉扯」中，而在這「一來一回」

當中，「儒學的張力」便呈現出來，而此一「張力」的意義與孔子本身有何

關係呢？以下再略述己見。 

基本上，我們今日站在「後設」的立場上，並不會認為以上的「拉扯」

會造成孰是「正統」、孰是「異端」的問題，亦即他們都是被認定為「儒家」

的人物，一如「孟荀」二者一般，此即表示，此一拉扯所呈現的「張力」是

有其「合理性」的存在，而此一「合理性」的根源，正是孔子精神的真義所

在（此話有語病，此所謂「真義」，當是個人所認為的真義），這需從孔子

本身的態度說起。 

事實上，孔子一生銜以「行道」為畢生目標是無可疑義的，但我們在上

一章即提過，若僅從孔子的「外部行為」來看，從前期的「政事」到後期的

「教育」，這當中的奮鬥雖屬難能而可貴，但仍無法為後世儒家立下普世價值

的標竿；唯有從「內在德行」來看，孔子晚年朝向「超越」面向的突破，才

有「普世」價值的意涵存在，因為唯有「超越」才有「普遍性」的可能，而

此一「普遍性」時至今日，證實它是不受時空侷限的恆久存在，因此我們說，

孔子晚年所逼出的「超越」面向，實是追尋「真理」途中的一大跳躍，若沒

有這一跳躍，儒家實難立下恆久普世的價值意義。而在這當中我們必須注意

的是，孔子之所以能夠一生孜孜不倦的追尋真理，顯然與他視「真理」的態

度極有關係。對此，我們在前第二章第二節論述「孔門的教法及其精神」時，

即已提到，孔子雖是身為一個「指導者」，但卻不是一種「強制性」、「支配性」

的指導，原因在於他希望他的指導是能使受教者「自覺地」找到真理，而不

是讓弟子強迫地接受老師的真理。此當與孔子本身的思想形成，就是對周文

的「反省─自覺─建立」極有關係，因此我們可以說孔子本身是個「自覺者」，

所以他當然也希望弟子們能被培養為具有「自覺意識」的「主體」，引領他們

                                                                                                                                       
所指出，後來考據學弊端僅存文字訓詁，忘卻經世致用之原旨，則考據學反成為「虛學」，

這是第二層。而今凌廷堪等學者又對考據學大加批評，講求回歸致用，於是學術又從「虛」

轉「實」，這是第三層。因此簡單地說，學風的轉變從宋儒到清中葉學者，是「由虛轉實」，

再「由實轉虛」， 後仍是「由虛轉實」。此話大致而言可以如此說，然個人以為，此一變

化過程太過攪擾，故文中說明省略第二層「考據學」本身轉變的過程，且所謂「實學」、「虛

學」二詞的爭議性過大，故文中並不以此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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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自己道路，找到他們自己心目中所認可的「真理」。 

職此，我們實可看出，孔子視「真理」的過程本是一「變動」的過程，

此意非謂真理之「虛無主義」，亦即真理無一客觀標準，事實上，我們在前述

及孔子「義命分立」的概念時，孔子已明確立下人當依「義」而行，其云：「聞

義不能徙，不善不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顏

淵〉）、「見利思義」（〈憲問〉）、「君子義以為質」（〈衛靈公〉）、「君子義以為上」

（〈陽貨〉）等語，在在都顯示孔子認為人當以「義」，即合於「正當」或「道

理」90的標準來立身處事，故「義」實為尋求真理的一個必然參照系，此是不

可替換的。但這邊孔子僅舉出「義」作為「客觀標準」，並沒有述及真理的「終

極判準」何在？孔子說：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朱熹對此云：「適，可也。莫，不可也。⋯⋯聖人之學不然，於無可無不可之

間，有義存焉。」91此即表示，不論「可」或「不可」，「義」都是作為一種「客

觀的準則」存在，但此一「客觀準則」僅是一個「概念」的提出，它並不是

一個「標準答案」，能夠實際指導我們什麼是該做，而什麼又是不該做。此即

我們前面所說的，孔子只是一個「指導者」，此一指導在此即是提出一個「義」

的客觀原則，至於個人實際情況的判準，是要弟子自己去判斷去尋找，而不

是讓弟子強迫接受老師的「標準答案」。顧立雅即說：92 

大道是總體性的。一個人也可能指望在有關大道的問題上得到別人的

某種指導，但是，在每種具體的情形下，怎樣做才是適宜的呢？這卻

是每個人必須自己做出決斷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例子，即

孔子接受了這種適宜性的準則的指導（案作者在此自注上述〈里仁〉

一章作為說明）。 

對此，顧立雅即認為，孔子在《論語》當中從未宣稱有什麼古書或古人提供

真理的「終極標準」，更不要求人們將他自己的話當成「終極權威」。
93孔子即

                                                 
90 「義」解為「正當」或「道理」之意，勞思光先生已有詳細說明，詳參氏著：《新編中國

哲學史（一）》，〈第三章 孔孟與儒學（上）〉，頁 112~116。或參前第二章第三節的論述。 
91 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二 里仁第四〉，頁 71。 
92 見（美）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第九章 哲學家〉，頁 162。 
93 同上，頁 161。應當說明的是，此處所論孔子對「真理」的態度，深受顧立雅的啟發，詳

參其書頁 162~170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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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不說。」（〈先進〉）夫子雖屢稱顏淵「好

學」且「未見其止」（詳前章），但在此處，我們可以隱約的發現，若孔子將

自己的「言」視為「終極權威」、真理的唯一答案，則對顏回「無所不說」之

舉應大加讚賞，認為這是遵從師道，而非稱之「非助我者也」。94甚至弟子中

與孔子衝突最為劇烈的「宰我」，在論及「三年之喪」（〈陽貨〉）時，即使夫

子明顯反對宰我的意見而加以勸解，但最終仍以「今汝安則為之」、「予之不

仁也」一語帶過，孔子若自身以為自己的意見才是「真相」，則絕非如此就能

善罷干休。 

由此，我們可以說孔子不僅不認為自身是「真理」的代表，且以為所謂

「真理」是不具有「終極判準」的存在，此一命題甚為關鍵，因為若有「終

極判準」的存在，則便有是非、對錯、上下等的判定出現，而此一「判斷」

一出，即很難有「超越」面向的突破，因為，有「判定」即有「對立」，有「對

立」即有「是非」，則人恆在「自然地因果性」當中；唯有取消對立與衝突，

人才能在「自由地因果性」取得「超越」面向的突破，繼而認識「真理」。套

句莊子所說的話，此便是「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齊物論〉）勞思光

先生即說：「『彼』與『是』互相為偶。超越此一對立，則二者皆無所依，於

此乃見最後之真相。」95此處所論非「援儒入道」，事實上，面對「真理」時，

即無「物我」之分，更遑論「儒道」之分了。在此，我們已可清楚意識到孔

子本人對「真理」的態度，事實上，此亦正是孔子一生「求道」的態度，同

樣地，孔子一生從未宣稱他已「得道」，我們從〈述而〉所載的三章即知孔子

不自居「真理」的態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94 朱熹對此章的意見認為是「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

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頁

124。對此，朱熹是認為孔子對顏回表面上是「有憾」，實際則是「深喜之」。當然，我們

並不能排除此一可能，然個人以為，朱熹所言是立足在「聖人之言」即是「終極判準」的

立場下所作的判斷，正如同文中所言的，若孔子視自身之言是「真理」，才會對顏回「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之舉，感到「深喜之」，這裡即反映出兩重「聖化」（神化）的意識，一

是對孔子的聖化，故孔子之言無非真理；第二是對顏回的聖化，故他對真理之言能「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在此二重聖化的意識底下，真理被視為是僵化、有終極判準、非活動性

的屬性，個人以為，這是對真理及孔子精神的誤解，後文將再提及。  
95 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一）》，〈第四章 道家學說〉，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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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 

夫子此言雖是「謙稱」，但我們已經可以意識到，孔子若無此一態度，他是不

會不忌艱難，不改其行道於天下之志。也正因為孔子對真理有此一認識，晚

年才有可能有一「超越」的突破和「天人一貫」之體悟。 

現在，我們可以回頭過來看上述所言的「儒學張力」。如前所述，「儒

學圖像」的相互拉扯構成了儒學史上的「張力」存在，但此一張力並不是造

成誰是「正統」、誰是「異端」，或誰是「嫡傳」、誰是「別子」的問題，

亦即他們都可以被籠罩在一個「聖人圖像」下來理解，這就說明儒家本有一

「適宜性」的機制存在，而此一機制便的根源，便是上述孔子對「真理」的

態度。換句話說，我們若從上述孔子此一精神來看，後世儒學家派的發展，

其實都正如同夫子指導弟子一般，孔子只提出一個客觀的標準（義），至於

如何決斷，這要自身去尋找、去選擇。後退一步來說，孔子作為後世的「聖

人圖像」，正如同是為後世儒學發展史提供一個「客觀標準」，後人如何選

取、抉擇，「聖人圖像」不會告訴你「標準答案」、「終極判準」，唯有靠

自身「自覺地」去尋找，尋找適合自身的道路，如此才有機會認識「真理」。

因此，若從這個角度視之，任何家派宣稱得到孔門之真義者，都極有可能限

於一偏，因為孔子本身即不言真理地「終極判準」存在，後人又有何憑據判

定夫子的「真義」呢？職是，後世儒學「拉扯」的雙方，皆視對方為「異端」

而判定非儒門教義所在，事實上，這都將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齊物論〉）的窘境。不過我們若反過來說，今人站在後設的立場來觀視

此一「儒學圖像」的拉扯，正是有其「合理性」的存在，因為後世儒學的各

時期發展，都象徵著各代儒者在同一個「聖人圖像」，亦即同一個「客觀標

準」下，為各自的時空背景尋求其自身的解答及出路，而形成儒學史上的「多

元化」發展，而此一「多樣化」正是扣合孔子不執一端，不斷尋求真理的態

度精神，所以我們可以直言這種拉拒的「張力」，正是促使儒學不斷發展、

演化的動力，故是有它整體的「合理性」，反之，若儒學僅是「一元化」的

發展，儒家是不可能具有普世的價值及綿延整個「東亞文化圈」，因為「一

元」只能適合「個體」乃至形成「僵化」的結果，並無動態靈活乃至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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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職是之故，此節我們從拉扯的兩端：「清儒」與「宋明儒」，講到清中

葉學者對考據學的批判，我們或許都可以找到他們是各自符合孔子一生的某

段思想軸線，但事實上我們若「回歸」到孔子本身的精神來說，後世儒者對

「儒學圖像」的拉拒，正意涵儒學發展的合理性，而這正是本節立名：「拉

扯與回歸」，孔子的「一貫的大道」的用意所在。 

 

 

第四節 小結 
 

以上三節所論，第一節是論述宋明儒「天人一貫」的思想世界，第二節

是清儒「內在一元」的思想世界，第三節則總攝前二者，回歸孔子「一貫的

大道」來論述。在於宋明儒本身，不論是傳統「二系說」或牟宗三先生的「三

系說」或勞思光先生的「一系說」，我們都可以明顯發覺宋明儒者乃欲建立一

「形上世界」，牟宗三先生稱此為「道德底形上學」，亦即在我們的「內在德

行」中，建立起一遙契超越的根源－「天」，故從「內在」往上「超越」的聯

繫，是宋明儒者的最大共相所在。在於清儒本身，則對王學末流的弊端發出

反擊，講求通經致用、達情遂欲的思想理念，將宋明儒的「形上世界」重新

安置到「內在心性」中，形成其「內在一元」的思想格局。而在這兩者當中，

我們即可發現他們對「儒學圖像」的詮釋及解釋效力，因其「焦點」不同，

結果亦因此而相異，此一「漢宋之爭」即構成儒學發展史的「張力」存在。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他們所認定的「儒學圖像」，其實在孔子一生的思想軸

線中，都可找到合理的依據，清儒看重孔子前期的「實踐義」，宋明儒則著眼

後期孔子的「超越義」。但更為重要者，不論後世儒學史的發展為何，此一儒

學「張力」的呈顯，正代表儒學能不斷發展、豐富其自身內涵的重要元素，

而此一元素的「根源」即來自孔子本身所呈現的求道精神，即沒有底線、勇

往直前地尋求真理之所在，正因如此，此一「聖人圖像」正為後世儒者立下

最佳的「指導原則」，此一原則即是在合乎「義」的客觀準則下，走自己的路，

尋求最適合自己的道路和真理。 

職此，此章雖然大部分的篇幅在交代宋明儒與清儒的儒學樣態，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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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回歸到孔子本身來說明，事實上，上一章我們對孔子一生作「分期」的

討論，正是說明後世儒者的發展實與孔子一生的經歷及「思想轉變」極有關

係，亦即在同一「文本」之下，後世儒者各因其本身的時空背景差異，而各

自抽繹己身所需者來加以闡揚發揮，但反過來說，這卻不會造成「文本」的

晦暗與扭曲，反而使此一「聖人圖像」或「儒學內涵」，更加地豐富與精彩，

正如同知名詮釋學家（德）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

提出的「不同地」或「不一樣地」理解，他認為理解詮釋應該是以我「個體

生命」參與其中的新理解，強調一種歷史實效的連續性與融貫性，而不僅是

單純恢復文本底「照原樣」或「重建」的複製理解模式。因此他堅決主張「只

有當文本每一次都以不同的方式被理解時，文本才可以說得到理解。」這也

就是他所提出的「視域融合說」96。如果我們可以接受此一觀點，則不論是「漢

宋之爭」或後世儒學的發展，都為「聖人圖像」（文本）注入了新生命與新視

野，當然這並不說「孔子」或「儒學本質」可隨意被架空的「誤解」，或流於

任意解釋的虛無主義，而是後世儒者在回歸「聖人圖像」的同時，孔子學說

及精神正是不斷地在被重新理解，職此，儒學因此才有創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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