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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哲學研究—以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為進路》 

第伍章 結論： 

司馬光哲學的定位—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的綰結關鍵 

第一節 作為荀學典範的司馬光哲學 

過去對於荀子哲學中本體論、心性論、工夫論等核心思想之研究，由於缺乏

與後代哲學對話的空間，以致於無法像孟子研究那樣，透過對作為孟學之延伸、

轉化、發展的宋明理學的研究，反過來對其基本哲學理路有深入的釐清與粹煉。

這使荀子哲學的研究大多只能限於對其先秦文本與語境的詮釋，未能充分的從整

個學術流變的發展脈絡中，探討其基本理路對儒學與中國思想的影響。過去有些

思想史研究認為荀子後學主要轉至法家與黃老，這樣的理解反過來影響了其對荀

子基本哲學理路的詮釋，甚至基於此點而將荀學斥為儒家中的異端，將其趕出正

統儒學思想的範疇中1。因此儒學史中只見孟學一系的發展，荀學曾在儒家思想

中的影響與貢獻彷彿不存。 

由此角度來看，司馬光哲學之荀學性格的確立，對荀子哲學的研究與儒學

史、思想史的研究來說，不啻打開了一可以重新詮釋儒家哲學與中國思想史的窗

口。司馬光哲學確實表現了荀學在後代發展的可能樣態，其處於程朱理學成形前

夕，漢學宋學典範交接之際，以荀學理路來承接理學時代的來臨，表現出一「理

學化」的荀子哲學。這使我們能一窺荀學在中國思想史中，與孟學一樣在歷經玄

學、道佛思想之挑戰後，在理學氛圍與新時代需求中有所延伸轉化的可能模樣，

豐富了我們對儒學史與理學成形過程的認識。從荀學的研究來說，司馬光的時代

上承漢唐，下接宋明，因此其哲學一面豐富的呈現了從先秦、漢、唐一路以來荀

學理路的種種發展樣態2，加上其尚未受尊孟抑荀風氣的壓抑，思想的展現更為

自由，更能無顧忌的與荀子哲學密切相連3，這對於釐清荀子哲學的基本核心理

路極有幫助。另一面，司馬光哲學亦有助於分辨宋明清理學中可能的荀學表現與

                                                 
1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就荀子之學未能順孟子之路以擴大重德哲學而言，是為儒學之歧

途。而尤應注意者是此一學說之歸宿。荀子倡性惡而言師法，盤旋衝突，終墮入權威主義，遂生

法家，大悖儒學之義。學者觀見此處之大脈絡，則益可知荀學之為歧途，固無可置疑者。」，頁

316。 
2 例如天人關係中，司馬光同時呈現天人有分與天人感應的兩種看似矛盾的觀點，從荀學理路的

發展來看可知，此並不矛盾，只是同一理路的兩種不同發展而已。因此司馬光哲學同時涵括了荀

學在先秦與漢代的兩種發展樣貌。詳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3 例如司馬光引用荀子「虛壹而靜」的概念來詮釋《中庸》，這樣的引用在後來程朱理學尊孟抑

荀的風氣下，是不可能出現的。詳見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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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脈絡，因為在荀子時代尚未具體成型的本體、心性、工夫論之哲學架構，在

司馬光的時代中都正趨向成熟，其哲學正可補上某些荀子時代尚未能言明的部

分，指出荀學理路未來在儒家哲學中的發展方向。 

由於司馬光哲學在荀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我們可以以司馬光哲學為基

礎，提煉、結晶出幾個可作為荀學典範的基本特徵與發展線索，在和孟學的對照

下，提供我們去重新辨識、歸類思想史中隱而未顯之荀學思想的標準。 

一、 以氣為本體的弱性本體與合中有分的天人關係 

司馬光的哲學以「氣」為本體，整個宇宙就是氣的開展與完成。氣作為宇宙

本原，其性質為一素樸自然、蘊含種種可開展為萬物秩序之脈絡的渾沌元氣。當

氣在時間中漸漸開展，透過聚散的機制（以中為原則），便會自然地在運行中呈

現出某些規律，這些規律即氣中潛藏理路的實現，亦是司馬光哲學的價值來源。

這種價值需在後天發展中漸漸實現的「氣」本體，與孟學那種價值先天神聖飽滿、

永恆存在、能存有又活動的「理」本體相比，其作用是較為緩慢、隱藏的，甚至

是較為「無力」的。因此，與孟學的本體相較之下，這種氣本體可說是一種價值

有限（待後天發展實現，先天力量有限）的「弱性」本體。 

從荀學的角度來看，雖在先秦時本體論尚未顯題化，尚無法如此明確的表

達，但荀子哲學中，其宇宙的基礎組成成分亦是氣，且此氣應亦是一素樸自然、

未有明確價值意涵的氣 4 。由其性惡論等強調價值來自後天培養的理路性格來

看，此種價值本體先天有限、待後天發展的理路，實源起於荀子。這種有限價值

的弱性本體，若以理學詞彙來表達，即所謂的「理在氣中」。理非氣之外的任何

實存理體，而僅僅就是氣之「中」，氣的最適當運行條理就是其價值所在。因此，

理需要在氣的後天運行中才能被呈現，離開氣在現實中的運行，就無理可言，而

這正是明清自然氣本論的重要觀點。司馬光這種以氣為本、價值有限的弱性本體

論，使氣本論與荀學有了直接的關聯，此正是荀學本體論的共同特徵。 

由這樣的弱性本體，可合理推知荀子天人關係何以呈現合中有分型態的原

因。因為天與人均以氣為本，共享一共同的氣之規律，所以天與人均無法逃脫、

違背或主動控制此一規律，只能因順之。所以從人的感受來看，天與人的力量都

是有限的，天沒有自主意識可以違背規律來予人禍福；人也沒有辦法透過拜神行

為來扭轉或控制此一規律。天人共同在同一規律下，這就是荀子天人關係中的

                                                 
4 段宜廷：《荀子、董仲舒、戴震氣論研究》（政大中文系碩士論文，2007），頁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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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天有天事，人有人事，無法互相干涉或改變彼此規律，這就是「分」。

由於天不能違抗規律，所以人不應過於求天，只要求因順此一規律就好。但人只

要能掌握這規律，就能反過來知道如何利用它。因此荀學強調「知天」而非「求

天」；人可「用天」、「制天」，而非受制於天。 

這種天人的雙重有限感，與前述那種作用緩慢、看似無為的弱性本體之理論

性格極有關聯。這種在天人之間的強烈有限感，使人在面對規律時，會承認有人

所未能易知的隱微層次（人的理智有其限度）。所以這一規律按人的感受來看，

有「常」與「變」兩層次可論，前者是人容易知道的常道，後者是不容易知道的，

奧秘的規律，如命運。前者在現實生活中的呈現即為禮法，後者則為儒家傳統的

占卜機制。在荀學的發展中，按人對「變」的主張可分為兩種發展方向，一種是

人只要因順常道即可，不需對變道過分企求（不需求天）。另一是人可以主動去

求知此一規律的隱微處（變），由於此一規律具體展現於天，所以要求知天。前

者表現在思想上，即「盡人事聽天命」或「修道以俟命」；後者則由於主張要適

當求知隱微規律以更好地對其因順，所以日後發展出重視災異的「天人感應」論。

表面上這兩種思想對天的態度一被動一主動，似乎不可能同為荀學，但事實上由

其理論中共同透露出來的強烈天人有限感，可知其實與孟學天人合一，天人均無

限的思維不同。司馬光兼具「修道以俟命」與「天人感應」兩面的天人關係，證

明了董仲舒與荀子的關聯，此種因弱性本體而來的天人關係，實為荀學的重要特

色。 

荀學這樣的天人關係矛盾，實際上一直存於中國政治與種種民間習俗上，與

孟學天人合一的理論相比，或許反而更是一般中國人對天人關係的普遍理解。中

國人畏天敬天，但儒家並沒有因此發展出像西方那種強烈人格神色彩的宗教信

仰。因為雖然天一定有人所未能全知的地方，但天大體來說，也只是規律的代表

而已，只要人行正道，就不需懼天。但中國人也並未能全像孟學天人合一那般自

信，只相信自身內在的天理就已足夠，相反的，占卜與重視災異的行為在儒家文

化中實際上是一直存在的，並未被禁止。占卜行為中所透露出來的，對自身能力

的有限感，正是荀學已內化至一般中國人之思想內蘊的證據。如果說，中國哲學

為「天人合一」，西方哲學為「天人二分」，那麼由上可知，過去對荀學那種天人

二分的誤解應被合理的修正，荀學的「分」並未超出中國哲學天人合一的範疇，

是合中有分的。中國哲學中並沒有那種要求天人絕對二分的思想，但中國哲學也

未必全部都是天命下貫於人式的天人合一，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何以儒家能容許種

種的占卜、敬神的行為。因此，荀學這種合中有分的天人關係，應與孟學並列為

儒家天人合一的兩種主要類型，而孟荀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分殊，應是來自於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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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格的不同。關於這兩種天人關係的比較，茲列表說明如下： 

儒家天人合一的兩種類型 

 孟學 荀學 
合一的方

式 
天命（天理）下貫為人性 天與人組成素質相同（氣），共處於同一規

律下（氣的規律） 

對天人的

感受 
天為無限，人本來亦無

限，受後天蒙蔽才為有限

天與人都不能違背基於共同素質而來的大

規律，天與人均為有限 

終極境界 人因與天合一而成為（恢

復）無限 
人能完全認識並自然順應天與人共享的規

律，不勉強 
超越人現

實之有限

的方法 

用天的無限來超越人在

現實中的有限（相信自己

本來是無限的，有限只是

暫時的狀態） 
相信天是無限的存在，而

人身上有與無限的天能

共通的東西，能恢復其狀

態就能達到與天一樣無

限的境界，超脫原本有限

的狀態 

承認天人均有限，因此不需承擔過於自己力

量的那部份（只要負責做好人能作到的

事），以此超越（修道以俟命） 
 
因天也是有限的，人不能透過天達到無限，

但人可以在認識天人共享的規律後（主動透

過天的提示認識；此為天人感應的來源），

自己努力改進作到完全順應不違，與規律完

全同一的地步 

本體型態 神聖飽滿的價值本體 
終極無限的存在 

非完美，有限的弱性本體 
在時間中慢慢依潛在脈絡自然發展出價值

工夫型態 復性＼由體認到體現 
努力去體會自己本來就

是這規律的一部分 

成性＼由認識到實行再到內化 
努力去認識這規律，然後努力合於此一規律

直到自己能朝向潛在規律凝定自己（習與性

成；積善成性） 
理路發展 理本論 心本論 荀子 董仲舒 自然氣本論 

 理一分殊 
人 透 過 格 物

致 知 來 認 識

宇 宙 萬 物 共

享的天理，好

悟 得 自 己 身

上 本 有 的 天

理，以此達到

天 人 合 一 的

境界，超越己

身的有限 

心即理 
人心即天理

本就與天合

一，人只要

向內求索，

悟得此一真

理，就能發

揮本身的良

知，即可超

越己身的有

限，達到無

限 

天人有分 
天有天事，人

有人事，天不

因人而改，人

必 須 主 動 知

天制天，對天

有所參。當人

了 解 天 到 一

個地步，就能

隨 心 所 欲 不

違天（積善成

德 而 神 明 自

得） 

天人感應 
人 若 違 反 規

律，天會出現

警示。天人的

合 一 是 因 為

天人同類，因

同 由 元 氣 所

組成。人必須

主 動 注 意 在

同 一 規 律 中

之 天 的 反

應，以此改進

自己的行為 

理在氣中 
人與天均由氣

所組成。人與天

均處於氣的規

律之下，不能違

逆。人對於此一

規律了解到一

個境界，就可以

隨心所欲不違

天，讓自己規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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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善惡混論與性惡論 

司馬光的本體論揭示其道德價值必須在後天的發展中才能實現，其人性論對

善惡來源的理解，亦呼應了此一有限價值本體的哲學立場。司馬光對性的定義為

人的本始材質，並無先天的價值意涵，也就是在性尚未在現實中開展前，其基本

上是無善惡可言的。他承自揚雄性善惡混的說法，認為性非全善也非全惡，而是

同時有發展出善與惡的因子。善惡的比例，每個人有先天上的差別，因此先天有

聖人、小人、中人之分。雖然性有先天上的差別，但在經過後天的引導後，每個

人都有揚善去惡的可能；相反的，人若不經過後天的引導，則就算是聖人亦有成

為惡人的可能。這種人性論中的善，並非來自於性當中現成完美理體的發用，而

是需要後天輔助引導，在時間發展中才能實現的善。但這種人性論中的惡，若沒

有後天的壓抑或轉化，那麼人就會自然順從惡去發展。由此角度來看，性善惡混

論中的善只是一種待後天實現的潛藏脈絡，因此其與孟學的性善論不同，可說是

一種「弱性善觀」。這種人性論中的惡，其在未經後天引導前，其發展的可能性

是明顯大於善的。荀子的性惡論雖然未明言人有善，但同樣指出人在經後天改造

可以為善，但若無後天引導則必導向惡，因此認為性是惡的，但實際上，其與揚

雄、司馬光這種性善惡混論的理路是一致的。 

由上可知，對惡之先天能力的承認與善需後天引導的主張，是此類型人性論

的特點，思想史上承認性中有惡的思想，應大多是屬於弱性善觀這一理路的。另

外，由於此類型人性論沒有一統一完美的理體作為性之實體，因此其對於人先天

的個別性、現實差異性、有限性大多有高度的承認。認為人各有性、人各有命，

其工夫境界是各自成性，而非回復共同的本性。這樣的理路可以解釋何以主張性

善惡混論的思想家大多也有性三品論的主張，雖然有些性三品論會從現實的角度

來立論，認為有後天無法移易的善人惡人，但無論如何，只要其主張人性中有惡，

就等於承認本體的非完美，就仍在此類型哲學的理路中。由於重後天的引導，此

型哲學也多重學。 

在這種弱性善觀人性論中，善無法自己直接由內在心性確證，需外在的配合

或引導，才能實現性中的潛藏之善，而此一實現的關鍵就在於心。心的性質與性

一樣，並沒有現成價值意涵，但其有創造價值的能力。過去對荀學的心多以認知

心來概括，但其能力除了認知外，還包括了判斷、權衡與溝通，可以讓人在對外

在事物的接觸、來往中思索、開展出價值。此型哲學的道德價值來自於人內在心

性與外在團體權衡的結果，因此其在實踐上非常重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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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學這樣的心性論，其價值來源雖不同於孟學，但其立論完備，並無自我矛

盾，是一可與孟學並列的儒家心性論類型，茲將此二者心性論之重點綜合比較，

列表如下： 

儒家心性論的兩種類型 

 孟學 荀學 
性的定義 人身上據以與禽獸分別的

最大特點（仁義、良知、

惻隱之心等…） 

人出生即有的所有可供發展的材質（包括血

氣心知、欲、情、才等） 

性之善惡

屬性 
性善（性本為善） 
發展前與發展後均是善

（善的品質是永恆的，不

受時間或發展與否影響）

性惡或性善惡混（性中有惡有善，惡≧善）

未發展前中性（無善惡可謂），發展後若無

師法禮義等外力輔助則會流於惡 
（善惡的多寡或比例先天就已不同，而且還

會隨時間發展而改變） 
對現實中

人性之差

異的看法 

人普遍為善，但因後天影

響，善性能發展的空間不

同，所以有善有惡，但只

要回復本性就齊一了 
（對差異性並不擔心） 

人普遍有善有惡，但每個人比例不同 
善多惡少（幾近無惡）為聖人，惡多善少為

惡人（幾近無善），其餘為中人，可善亦可

惡，看後天發展 
（承認人先天在素質上有等差） 

善之來源 性被完全發展出來（回復

性最初的狀態） 
（善來自性） 

性經過後天師法禮義的引導改造，將其原本

蘊藏的善之可能發展出來（完成性本蘊藏之

可能性）（善來自性，但要壓抑惡才能實現）

惡之來源 性沒有被發展出來 
被外在的物所牽引而使情

慾失控（惡來自於外） 

性若沒有經過好的引導改造，就會照著性中

惡之可能去發展為惡 
（惡來自於性，因無外界壓抑惡） 

工夫路徑 復性 
（對本性之力量的絕對信

任） 

成性 
（本性只是潛藏發展可能，需要後天幫助才

可能將好的發展出來，將壞的壓抑下去） 
心的性質 完美的天理在人身上的發

動關鍵（心即理／心能通

至、發動作為性的天理）

認識、感應外界與自我思考、抉擇、立志的

關鍵（認知道德與知識，以此決定行動方向）

心與道德

價值之創

造 

心中有完美理體作為潛伏

的力量，只要喚醒（回復）

即可直接成立道德 

心能認識外物並從中理解、創造、發展出物

當中潛存的適當理序，在團體中彼此權衡

後，共同確立道德的定義、內容、形式 

心的工夫 格物致知、致良知（求喚

醒自身心中的天理） 
虛壹而靜（讓心澄靜使心能發揮最好的感應

與思考、認識的能力以接近最可能的價值）

學習方式 自我內省、反思、頓悟 閱讀經典、拜師求問、漸修、遵禮而行 

思想史上

的發展 
孟子性善論、宋明理學（理

本論、心本論） 
荀子性惡論、董仲舒性善惡混論、揚雄性善

惡混論、韓愈性三品論、杜牧性惡論、司馬

光善惡混論、明清自然氣本論（以氣論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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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養為重的身體觀與以禮為實踐的工夫論 

從荀學心性論來看司馬光的工夫論，首先，由於道德創造之關鍵是心，因此

其心性工夫首重在要讓心能發揮正常的功能，才能順利將價值在現實的開展中實

現出來，此即「正心」的工夫，是其工夫論的基礎。其次，因為心必須在團體中

才能確立價值，因此其工夫必須在團體的實踐中來進行才有意義。所以此理路非

常強調要「就著外王來內聖」，這與孟學的「內聖即外王」正好形成對比。第三，

由於其人性論極重視人性的現實差異性與有限性，因此人生的任務重在能盡力發

揮自己先天之性中的種種資質，此即「窮理盡性」。雖然每個人的性先天能發展

的方向都不同，但只要能發揮到極致，其境界是一樣的。人只要負責使自己的性

有所「成」，其餘的命運際遇問題，就不需內咎或以此來證明自己的工夫修養成

果了，此即「待命」的工夫，這與前述之合中有分的天人關係是一脈相承的。 

從荀學的本體論與身體觀來看司馬光的工夫論，首先，由於弱性本體並非一

強而有力，可作為道德直接來源的終極理體，而是一需要在發展中漸漸讓價值脈

絡實現出來的本體，所以在修身工夫的型態中，修身不是復性，是成性。修身工

夫並非是要戰勝生理的身體好讓本性回復，而是要從對身體的安頓與保養中讓其

性能漸漸被完成。因此，荀學的身體觀是一以保養為重的身體觀，這與孟學的身

體觀形成了明顯的對比。在孟學中，「養氣」指的是要使有絕對價值的浩然之氣

能發用出來，為此目的，生理的身體是可以犧牲的。但在荀學的「治氣」工夫中，

氣是要對治修整的對象，而非要超越以回復另一更高理體的對象。因為宇宙中並

沒有價值純粹、浩然有力的精氣存在，所有的價值都蘊含在自然的氣當中，這樣

的氣組成了身體，因此，只有在正常的安頓修治身體的過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

價值所在。所以司馬光反對任何會違背日常生活正常運作的工夫，這包含了當時

日漸盛行的佛道工夫，這樣的工夫主張，使其與後來受佛道工夫影響極深的理學

走向了不同的道路。 

能使身體被正常安頓的日常生活規則，就是由聖人所製作的禮。因此，禮為

司馬光工夫論的具體實踐工夫，以禮為工夫，是荀學工夫論的最大特色。禮是為

了能讓團體共同生存下去而製作的，因此此一工夫論有極強烈的外王性格。所有

的修身都要以禮為標準，而修身的目的並非先為了個人精神的超脫，而是先為了

要促進團體的共同利益，其終極境界為個人完全為禮所構成，能從心所欲不踰

矩。由於要維繫團體的秩序，首先就必須節制個人欲望，避免資源浪費，因此荀

學多強調節用。而團體的最小單位首先是家，家為一切團體規律的基礎，因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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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禮、孝的重視，亦是荀學工夫論的特色。另外，認為法刑能使團體秩序更有效

的被維繫，所以荀學對法刑的態度是與德並重的，其日後開出法家是合理的。但

荀學並非法家，其不同點在於荀學仍以禮的內化為目標，而非全求以外在規律來

控制人。以上種種荀學工夫論的特點，在與孟學比較下，更能清楚感受其實為儒

家中不同於孟學的一種工夫論類型，茲列表整理如下： 

儒家工夫論的兩種類型 

 孟學 荀學 
心的工夫 格物致知、致良知（求喚醒自身

心中的天理） 
虛壹而靜（讓心澄靜使心能發揮最

好的感應與思考、認識的能力） 
致知的方式 知言（天理發動，瞬間完成認識）格物窮理（慢慢認識後歸納） 

由心到身的

工夫 
盡心養氣 
（使心／氣能浩然） 

治氣養心 
（治氣／心即是養心／氣） 

身體觀 心氣化的身體 禮義的身體 

對生理身體

的態度 
需超越之以求為超越理體所充滿

的，精神化的身體  
以禮來適當調適保養，直到其完全

為禮所充滿構成 

個人修身工

夫的終極境

界 

踐形，睟面盎背 
精神改變了身體，彰顯在身體的

外在表顯上 

從心所欲不踰矩 
身體能完全服於禮義的規約，沒有

勉強 

實踐方式 靜坐、禁睡、節制飲食、苦修 
（可犧牲身體，用異於日常生活

的方式來求得精神之頓悟） 

以禮修身；在日常生活中修養 
（必須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來使

人漸漸為禮所內化） 
內聖與外王

的關係 
內聖即外王 
（個人內聖一達成，外王事業亦

可順理成章達到，故要先內聖再

外王。行內聖即等於同時行外

王，外王成果需要受內聖的檢驗）

就著外王來內聖 
（要在外王的實踐中來進行內聖

工夫，捨外王無內聖可言。內聖若

無益於外王，非真正的內聖。內聖

成果需有外王實踐的證明） 
對法的態度 重德治，對人內在之德有絕對的

信心，對法刑的看法消極（視為

不得已的手段）。 

德刑並重，對人內在之德信心有

限，內在之德的培養需要有外力適

度的勉強。視法刑為合理的存在。

思想史上的

影響 
例如宋明理學與心學中，對佛道

教等宗教性工夫的接納，此脈思

想之宗教性與神秘主義色彩大多

強烈。是能與釋道並列為儒教的

思想。 

除了法家以外，儒家中強調以禮為

工夫的思想流派，多重視實學（包

含小學、史學、禮學等），如司馬

光、陳亮、葉適等5，明清自然氣本

論者亦多有實學上的實踐，戴震即

是最好例證。 

 
                                                 
5 從朱熹的工夫論中，可知其對家禮的重視，此實暗示了其與標準孟學間的某種差距，心學之

所以必須對理學有所超越改進的原因，可能亦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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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司馬光哲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一荀學更清晰的輪廓，可以以此和孟學

後學作一清楚對比，這是司馬光哲學對荀學的重要意義之所在。在上述孟荀之本

體論、天人關係、心性論、工夫論的比較中，我們可以清楚辨明此二者思想上的

差距，以及其後學可能會出現的重要特徵，釐清儒家思想中的兩種哲學典範。 

儒家思想中的兩種哲學典範 

 孟學 荀學 
本體本原 無限價值的本體、神聖完

美的價值理體（包含有此

一性質的「理」、「心」、

「氣」） 

有限價值的本體（弱性本體）、潛藏發展脈

絡的氣（自然元氣），價值必須在後天的發

展中才能漸漸實現。 

天人關係 天命（天理）下貫於人，

天人合一。人恢復與天命

（天理）合一的本性，即

可達到與天合一的境界，

進而超越現實中的有限，

達到無限的境界。 

天與人共同受氣之規律的限制，天人合中有

分。天人均無法改變此一規律，天與人無法

以自由意識互相干涉，但人可以主動去理解

此一規律並因順之。對規律之主動理解與

否，分別發展出「修道以俟命」與「天人感

應」兩種天人關係 

性 人身上據以與禽獸分別的

最大特點，具有絕對的普

遍性，即作為本體的天

理，屬性是絕對完美的

善。 

組成人的本始材質，蘊有善與惡均能發展的

可能性，均非現成，就後天發展難易來說，

惡≧善，所以人性論中有性惡論與性善惡混

論兩種表現。性中善惡比例先天不同，強調

性的先天限制性與現實差異性。 
心 完美的天理在人身上的發

動關鍵，性質等同於本

體，亦是絕對的善。（心即

理／心能通至、發動作為

性的天理） 

無現成價值意涵的器官，有統整內外在精神

與軀體的地位與能力。具有認識、感應外界

與自我思考、抉擇、立志的能力，可以在與

外物的接觸中確立價值。（認知心／認知道

德與知識，以此決定行動方向） 
道德動力 天理（本性善端）的發動 為了維持團體形式以求生存而追求道德 

道德來源 人回復本性本心，將天理

發揮出來，就是道德的呈

現。 

人主動運用心去認識外物，綜合判斷後，再

與外界權衡溝通後才確認。人需要先學習前

人歷史的成果，才能進行判斷。 
工夫實踐 能使內在心性接近悟道的

方法，例如靜坐冥契、禁

食、禁睡、默想等。 

在日常生活中以行禮為實踐，以禮為一切生

活的準則。禮之外無特殊工夫。 

工夫目的

與境界 
使個人恢復其內在本有的

性與天理，與天合一，外

在行為與身體均完全是天

理的展現，能超越現實的

有限，成為無限。 

使個人完全社會化、團體化，隨心所欲不踰

矩，發揮其先天才性至極致，促進團體的生

存（促進團體生存即等於促進個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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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司馬光哲學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一、 明清自然氣本論的前奏 

對宋明清理學中「氣本論」的研究，目前學界雖仍有分類上的爭議，但大多

能同意在明中葉以後，以王廷相、王夫之、吳廷翰、羅欽順、顧炎武、黃宗羲、

戴震等人為代表人物，形成了一股「以氣為本」的哲學風潮。關於氣本論的分類，

本論文採用劉又銘先生的分類，將其分為「神聖氣本論」與「自然氣本論」6，

前者指「以蘊有全幅價值的『神聖元氣』為本體，其理論性格與理論效果大致跟

理本論或心本論相當，可以看做跟『理本論』或『心本論』相容相結合的氣本論」；

後者則指「以素樸渾沌但自能運行有序的自然元氣為本體，可以理解為一種『有

限價值蘊涵的本體觀』」。雖然學界對此名稱還未有定論，對其涵蓋的思想家分類

也尚有爭議，但大多能同意氣論中有此二種不同型態的存在7。在對「神聖氣本

論」的研究中，學者大多同意北宋張載為此類氣本論的起源；而相較之下，「自

然氣本論」似乎真是明代中葉才以反程朱陸王的姿態，絕地突起的新哲學型態。 

在〈明清儒家自然氣本論的哲學典範〉一文中，劉又銘先生歸納自然氣本論

之哲學典範為下列幾點：（一）在本體論上「以氣為本」：氣為天地萬物的本原；

氣之運行中有自然義與價值義兩層（「道」和「理」）。簡單來說，自然氣本論的

價值蘊於自然，此即「自然中有必然」，其哲學中沒有獨立的價值理體，只有在

氣（性）的自然開展中顯露出來的價值脈絡。（二）在心性論上以人稟受之氣為

「性之實體」；所稟之氣（性）之發用與本體一樣，有具體內涵與價值傾向兩層

（自然義與價值義）。性中的價值傾向不是先天現成的，而是需要在具體內涵的

開展中來實現的，因此其在心性論上是成性理路而非復性。（三）在修養工夫論

上主張心的自我操持存養；格物致知、博學明善、以情絜情；知行並進、定性成

性、踐形盡性等特點。這樣的整理，將自然氣本論的幾個特點勾勒的相當清楚。

若以這樣的哲學典範來看司馬光的哲學，可以發現，司馬光哲學以一素樸、潛藏

價值發展脈絡之氣為本體本原，無獨立的價值理體，其價值來自於此氣在現實中

的自然開展，這與自然氣本論在本體論上可謂如出一轍。而其工夫論與心性論的

重學、成性、重團體，也表現了與自然氣本論類似的哲學主張。因此，司馬光的

                                                 
6 〈宋明清氣本論研究的若干問題〉，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論與工夫論》，（台北：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203-246。 
7 參見〈明清儒家自然氣本論的哲學典範〉（「體知與儒學」學術研討會，台北：2006 年 11 月

21-22 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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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可以說是明清自然氣本論在北宋的前奏、先聲，其蘊含了日後這一路哲學在

理學中的發展樣態，亦證明了此路哲學在思想史上的承先啟後。 

司馬光的氣論，從理學史來看，其代表著宋明清理學在「氣」這一哲學範疇

上的早期嘗試與建構。「氣」作為中國哲學中的一重要範疇，從先秦時的血氣觀

到漢代的元氣宇宙論、再到宋明清理學中的氣本論，其哲學的內蘊是被不斷發展

與豐富的。雖儒家思想中本即已潛藏了可供「氣」這一範疇發展的元素，但若要

談到「氣」被儒家哲學正式作為哲學本體論之建構材料的過程，就不能不提到在

理學成形過程中，道家的影響。在北宋初年，許多儒者都開始以「氣」來作為其

哲學宇宙論的底蘊，這一事實在一般理學史著作中似乎較少被關注，反而是許多

道家研究紛紛以此一風潮來作為理學受道家之影響的證據，例如： 

以氣為宇宙萬物之本原是宋初儒家元氣自然論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們自覺

或不自覺的援用道家傳播的氣化流行說，來構建其宇宙本體結構。
8

這當中，有關於氣之論述的儒者在宋初已有胡瑗、范仲淹、歐陽修、李覯等人，

與司馬光同時代的政敵王安石也有氣論，更不用說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人的氣

論。顯見當時儒家在道家或佛家等思想的刺激下，已開始有所轉變，許多儒者開

始試圖要以氣論來建構儒家自己的宇宙論與本體論，「氣」因此漸漸成為理學的

重要範疇與重要命題。儒者們在原有的儒學基礎上，加上以氣為基底的宇宙論論

述，於是呈現出各種哲學性格的氣論，這些嘗試在日後理學的發展中漸漸明朗，

以「理」與「心」為本體的哲學所發展出的氣論，成為理學中氣論的主調。 

由上可知，在宋初氣論的氛圍下，司馬光的哲學中有氣論，其實並不特殊，

其氣論的規模與其氣化宇宙論的主張，若從傳統理學史的角度來看，其哲學突破

的力度並未超越同時代的張載、二程，對日後的理本論心本論影響是有限的。但

若從明清自然氣本論的角度來看，其氣論中所顯現出來的宇宙本體論，雖與日後

理學主流中的氣論發展方向不同，卻正與明清自然氣本論遙相呼應，表現了一自

然氣本論的雛型。雖然並無任何直接的思想證據證明明清自然氣本論者受到司馬

光的影響，但司馬光哲學的存在，正可證明在理學建構的初期，自然氣本論的形

式就是可能存在的了，其不一定要等到對理學或心學有所反動才產生，此一哲學

理路在思想史中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基於時代的需求而有所沉潛罷了。另外，司

馬光哲學本有極為強烈的荀學色彩，其以荀學理路嘗試將氣論加入哲學的建構

中，走出了自然氣本論的初步理路，這更加證明了自然氣本論與荀學間的密切關

                                                 
8 李仁群、程梅花、夏當英：《道家與中國哲學（宋代卷）》，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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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 

司馬光這樣的哲學，過去在哲學史上，由於其史學地位顯赫、疑孟主張、與

理學主流不同調、哲學著作不易解讀（多為揚雄著作的註解，揚雄著作的不易解

讀，也影響了對司馬光哲學的研究），所以缺乏進一步的仔細研究，也就因此並

未被學界承認其重要性。但由其作為自然氣本論的雛型、源流來看，其哲學極有

意義，且不一定是孤例。本論文限於研究範圍，只能著重於司馬光本身哲學的建

構，以及其哲學與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的比較，未能太過旁及其與同時代儒者的交

涉狀況與其相互影響的可能，是本研究的缺憾之處。司馬光在北宋作為一代鴻

儒、舊黨領袖，其從遊士人與弟子不可謂不多，這可由《宋明學案》中的〈涑水

學案〉得知9。其思想是否真是此時代的特例？其思想是否真無傳人？上述之北

宋其他有氣論的儒者，其氣論與司馬光氣論有何關聯？咸信這會是一個新的研究

可能。 

另外，從司馬光的學術傾向與其在外王領域的表現來看，其實與清代自然氣

本論者有某種相似處。司馬光向來以史學聞名，除了哲學外，其學術成就還包括

了文字學、禮學、政治、地理學、醫學等10，在史學史與實學史上地位重要。司

馬光這樣的學術成就，咸信亦與其哲學的理論性格有關。自然氣本論在對宇宙的

解釋上，傾向將宇宙規律化，在天人關係上要人主動去理解規律以更好的因順它

來進行人事。這種對規律的追尋要求，使自然氣本論者相對於哲學，其更多用力

於歷史、文字、政治、自然科學中的規律，例如顧炎武的史學、地理學、文字學，

戴震的文字學等，其學術實踐的方向與範圍均與司馬光十分相似。雖中國儒者的

學術實踐本就不止於哲學，但自然氣本論性格的儒者，其在外王領域中的實踐，

實呈現某種對實學之重視的共同傾向，咸信此亦是清代學術風氣與宋明有別的原

因之一。這或許可以啟示我們對清代學術研究的新方向，過去多認為明末清初，

理學思想由心學轉向經世致用之學，但此類經世致用的哲學也許並非是因對心學

的反動才產生的，而是一直都在思想史上默默發展的一脈思想。其只是一直被理

學心學等哲學結構更為精微成熟的思想所掩蓋，等到心學因時代而沒落，才使此

類型原本即存，只是不太被注意到的儒學被顯題化。清代哲學延續此一哲學理

路，其並非理學的衰亡，而只是另一脈理學理路的發展。 

自然氣本論主張自然中有必然，價值必須在現實中才能漸漸開展，這使其在

                                                 
9 《宋元學案‧涑水學案》（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北京：中華書局，2007），頁 273-362。 
10 在文字學上，司馬光著有《類篇》四十五卷、《司馬溫公切韻》二卷。在禮學上，著有《書儀》

八卷、《家範》四卷。在政治上，著有《本朝百官公卿表》六卷，《資治通鑑》的寫作目的實亦為

政治，另外，《傳家集》中有許多奏章，均可見其政治主張。在地理學上，有《河外諮目》三卷、

《遊山行記》十二卷。在醫學上，著有《醫問》七篇（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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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實踐上重形下事物中的實踐，重團體間的權衡溝通，重傳統歷史的累積，所

以此類儒者的學術興趣並不一定在純理論的哲學建構上，而多在現實世務的應用

上。因此這樣的儒者不一定以哲學聞名，但這不表示此一思想在中國歷史中就消

失了，其或許隱身於各種實學的發展中，以某種廣義的儒學姿態來作為實學的哲

學基礎，默默的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此類型哲學在思想史上的命運，若以司

馬光的研究為例，由過去史學研究者試圖以《資治通鑑》為主來分析其史學思想

可知，若非司馬光有哲學著作，且其份量足夠後人去研究、建構其基本的哲學理

路，否則光靠其史學或禮學等著作，很難去分析出其基本哲學性格，只能籠統指

其思想為一廣義的、傳統的儒學11，無法更進一步分析其與整個儒學史、理學史、

思想史的關係。再加上若思想史研究只提供以孟學為基準的儒學思想，那麼往往

使這樣的研究遇到思想與其外王領域之發展無法密切結合的瓶頸，這是思想史研

究必須對此有所省思的地方。司馬光如此，則史學史、實學史中的儒者，其思想

是否亦如此？荀學與自然氣本論這類型儒學思想的研究，提供了儒學對中國文化

之影響的另一種可能性。司馬光的哲學與明清自然氣本論的關係、自然氣本論與

清代學風的關係，提醒我們去注意那些在中國思想史上雖不以哲學建構或突破聞

名，卻確實在歷史中持續發揮影響力，並一直不斷被實踐的儒家思想。這是司馬

光哲學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亦是自然氣本論研究可再進一步延伸的文化課

題。 

二、 荀學與自然氣本論理路的一脈相承 

承上所述，司馬光為自然氣本論的在北宋的前奏、先聲，這提示了自然氣本

論在明中葉以前的思想源流，更重要的是，其補充了由荀學到自然氣本論之間的

發展環節。自然氣本論在理學史與思想史上不再無根可尋，其思想內蘊源出於儒

學中的荀學，與由孟學發展而來的理本論、心本論、神聖氣本論，可並列為儒學

中兩大典範的思想發展。 

關於荀學與明清自然氣本論的一脈相承，劉又銘先生是目前學界對此觀點最

持肯定態度的學者。其早在〈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一文中就曾

提出，戴震的性善論可以說是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的「清代革新版」12。在〈荀

                                                 
11 如許凌雲：《儒學倫理與中國史學》第四章〈政治倫理史學的樣板—論司馬光的史學思想〉（濟

南：齊魯書社，2004，頁 303-337）中雖然多處指出司馬光史學思想或政治思想與荀子的相似處，

也反對把司馬光思想稱作「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但終究未能深入分析司馬光的儒學思想定位，

只攏統地說「司馬光以儒家綱常名教、道德人倫做為修史的指導思想」（頁 310）。 
12 〈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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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一文中，其試圖跳脫荀子哲學原有的特殊

形式，將其轉化為一效果相當，但比較具有普遍意義的形式。文中歸納荀子哲學

典範的特點主要有六：一、基於自然元氣的本體宇宙觀；二、「合中有分」的天

人關係論；三、性惡論話語中蘊涵著的「人性向善論」；四、學知禮義的致知論；

五、「化性起偽」話語底下蘊涵著的「積善成性」的修養工夫論；六、以禮義治

國的政治觀。其指出： 

如果我們同意用這樣的形式來作標準，那麼歷史上原來不曾自覺，或不曾

被意識到的荀學論述，就可以重新獲得顯明，一個更完整更壯闊的「荀學

哲學史」就可以清晰浮現了。13

劉又銘先生以上述理念來重新檢視思想史，認為秦漢之際的〈大學〉、漢代董仲

舒、魏晉的裴頠、唐代韓愈、以及清代戴震，均極有可能是屬於荀學這一型態的

思想。其尤其認為以戴震為代表的自然氣本論，是當代以前，最接近「荀學哲學

的理想型」的哲學。以此文為基礎，劉又銘先生在〈明清自然氣本論的哲學典範〉

一文的結論中提出： 

由於荀子所強調的性惡以及天人之分的觀點頗不合於一般中國人的心理

傾向，漢唐時期儒者已經少人正面地、積極地讚揚、追隨荀子，宋明時期

更形成了尊孟抑荀的風氣。影響所及，自然氣本論者也繼續或多或少地推

尊孟子，也仍然看輕甚至貶抑荀子。問題在於，自然氣本論者所詮說的孟

子思想常常不合孟子原義，因而屢屢遭到當代學者的質疑、批評。在自願

地、共同地以孟學為標準的情況下，自然氣本論被判為「誤解孟學」、「無

法理解孟學」、「不合聖人之教」等也就無可避免了。………以這樣的荀學

內涵為標準，我判定明清儒家自然氣本論屬荀學一路，是荀學在明清的復

興與開展。如果自然氣本論者一開始就能明朗地、透明地這樣自我定位，

他們的心境會輕鬆、明快得多，他們的思想建構也會順暢、容易得多。應

該說，在宋明以孟學為主流的時代之後，明清學術已經實質上逐漸轉向荀

學，只是學者們在意識型態上繼續維持孟學一路罷了。14

由此角度來看，司馬光哲學的意義更為重要。因其尚未受到太多尊孟抑荀思

想的壓抑，其哲學可大膽疑孟或引用荀子的觀點，因此其哲學能同時顯示出荀學

                                                                                                                                            
北：政治大學文學院，2001），頁 62。 
13 〈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頁 58。 
14 〈明清自然氣本論的哲學典範〉，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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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氣本論哲學的特色，這證明了此二者在思想理路上實為一貫。與後代因受

孟學典範所制，而無法清楚知道自己學術之源流為荀學的自然氣本論者相比，司

馬光哲學雖然在以孟學為主流的思想史裡被遺忘，但其哲學不需透過重重理學的

慣用語彙來曲折表達，可以直接論述人性的善惡混或天人有分，不需太過顧忌孟

學的主張，這使其氣論的性格要比明清自然氣本論更能明朗地表現出荀學色彩。 

但從另一面來講，司馬光思想雖屬荀學思想，但他也並非全盤否定《孟子》，

從他某些對《孟子》的詮釋（例如養氣）似乎也暗示了日後自然氣本論者會在《孟

子》詮釋中尋找思想出路的未來。如果從詮釋學的角度來看此現象，自然氣本論

這種對《孟子》的詮釋其實也未必全都是不合《孟子》原義的，這或許反而暗示

了《孟子》的詮釋不一定只有理學這一路的方向而已。若跳開傳統理學對孟學的

解釋，從自然氣本論能以荀學理路對《孟子》作出合理詮釋的這一現象來看，孟

子與荀子思想是否是絕對的涇渭二分？筆者認為，其畢竟均屬儒家，其共享的經

典與文化資源是相同的，其相同的部分本應多於相異的部分，只是孟學在後人的

詮釋與發展下，變的離原始《孟子》越來越遠；再加上理學在成形的過程中，又

大大受到道家佛家的影響，因此便發展出一與《荀子》越來越截然不同的思想理

路了。自然氣本論式的《孟子》詮釋，對於孟學的研究，也並非全無幫助，這是

必須要指出的。 

承上所述，司馬光哲學使荀學與自然氣本論一脈相承的關係更加明確15，這

使荀學的發展不再只停在先秦或漢，也並非只轉入法家，而是往後延伸至宋明清

理學時代。荀學並未在理學發展中缺席，其潛存在理學的陣營中，在理學的氛圍

下成熟，使用理學的命題、概念、術語，但其表現的思想是荀學而非孟學。當時

代氛圍有所改變，孟學發展有所疲弊，這一路思想就以理學化的面貌重新回到思

想史的聚光燈下，這一理學化的荀學，就是明清自然氣本論。因此，清代對荀學

的回歸，並非無意義的復古，或跳過宋代來繼承漢學，而是前有所承，不斷接續

此一理路之發展的結果。除了提示了荀學在宋明清的可能發展外，司馬光哲學也

使宋代之前的荀學發展圖像有所澄清。其思想與董仲舒、揚雄、韓愈的種種相通

之處，對荀學基本理路的釐清極有幫助，有助於對其他疑似荀學之思想的研究。 

司馬光哲學前承荀子、董仲舒、揚雄、韓愈，下啟自然氣本論的發展，為荀

學史勾勒出一從先秦到明清，源遠流長的發展圖像。這一思路的發展，在思想史

                                                 
15 段宜廷：《荀子、董仲舒、戴震氣論研究》（政大中文系碩士論文，2007），從氣論研究的角

度分別將荀子、董仲舒、戴震的氣本論作一縱貫的研究，確認其氣論性格的一脈相承。但以戴震

為代表之自然氣本論與荀子的關係只能從思想的比對上來確認，而司馬光哲學則直接同時表現了

自然氣本論與荀學的特色，可以更直接的確認此二者在思想上的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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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相當缺乏肯定與承認，思想史的書寫在宋以來尊孟抑荀風氣的影響下，仍多

以孟學之發展為主流，缺乏對這一思路的適當關注與積極肯定。對荀學與自然氣

本論這一儒學理路的研究，可以有助於下列兩點的發展： 

一、 儒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從司馬光的研究中可推知，具有荀學性格的儒者多相當注重外王的實踐，從

哲學結構來說，荀學與外王實踐的聯繫明顯比孟學更緊密。這並非指孟學對實學

就沒有影響，只是相對於荀學，孟學是較具有浪漫神秘色彩的，其對中國文化的

貢獻更多是在文學、藝術、宗教上，這一點是荀學所不及的。但在史學、自然科

學、實學、政治學、文字學、社會學的發展上，荀學的影響在過去是被忽略的，

這使得實學的發展彷彿與當時哲學的發展脫節。但若要進行這一面的研究，哲學

研究必須提供更多關於荀學的資源，將荀學的研究加入儒學的研究當中，與孟學

共為儒學思想的兩大來源，豐富儒學的內涵與多元性，才能將儒家哲學更完整的

與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串連起來。 

二、 增加儒學適應時代的彈性 

儒學在孔子之後分為八家思想，但在時代的淘選中，如今能見到的儒家思想

只剩下孟荀這兩路儒學發展。孟子成為目前思想史中公認的儒學主流，固然有其

時代與思想上的因素，但從司馬光哲學與自然氣本論可知，荀學並未在思想史上

中斷，也並未在儒家發展史的舞台中缺席，荀子作為儒學思想在戰國時的集大成

者，其在儒學中的存在與發展有其意義，不可等閒視之。若儒學只以孔孟為正宗，

忽略荀子思想，那麼不啻自行削弱了儒學本身的豐富性。  

從當代哲學研究來看，港臺新儒家試圖從宋明理學的研究中找到能與西方哲

學宗教對峙的哲學資源，希望從中國哲學中亦能開出適應現代精神的民主科學。

但在這樣的宗旨與目的下，此波儒學研究卻跳過清代，只求以宋明理學為儒學正

宗，為可適應現代精神的儒學思想。這等於是忽略了清代四百年的儒學成果，只

求復古於宋明，卻忘了我們現今的時代發展是不可能跳過清代的累積影響而回到

宋明的。明清自然氣本論之所以是最晚成熟的理學思想，有其時代的因素，近代

儒學史若忽略此而不論，是否太過小看儒學因應時代的自我反省與自我改造的能

力？對清代理學的忽視，也即等於對荀學這一理路的忽視，儒學內部理路單一化

的結果，反而使儒學適應時代的能力被削弱了，更加無法開出適應現代精神的儒

家哲學。 

因此，筆者認為，儒學若要成為現今時代亦能接受、使用的哲學，在現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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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發展的時代下，不能再堅持只有孟學一系的儒學才是合法的儒家思想，而不願

接受在同樣的文化資源下，雖有不同的解讀立場，但仍同樣主張儒學大方向的荀

學。孟學與荀學的並存，代表了儒學自身的豐富開展性，其二者間不應有高下或

正統異端的分判。對於過去在歷史中被污名化的荀子，應給予一合法地位，承認

儒學中荀學這一系的影響。荀學源自於儒家，在時代中與孟學一樣經過種種思想

的挑戰，吸取各家精神，適應時代需求，展現出儒學作為中國人精神主軸的豐富

面貌。 

總結 

司馬光的哲學代表了荀學經過先秦、漢、唐，到宋初的發展成果，也預告了

荀學在宋明清理學時代的發展，即明清自然氣本論。從此角度來看，司馬光哲學

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即為讓荀學與自然氣本論能有所綰結的關鍵。其哲學一面確

立了荀學的基本理路，一面確立了自然氣本論與荀學的關係，使荀學史在中國思

想史上的圖像更為清晰。透過司馬光哲學的研究，使荀學能在儒學中更加被承

認、確立，增加更多儒學研究的可能性，此為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目標，亦是對未

來研究的最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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