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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東坡易傳》的人性價值觀

由前面我們可以知道，當我們探討東坡在「物」與「我」關係之中，提出

的「道」的思想。我們已經指出，對蘇軾而言，道德行為未必要處心積慮地去

適應那些「應當如何」的固定標準。或許有人認為依照先哲所樹立的典範來重

新塑造自己，世界就能在正常的軌道上行進。蘇軾針對這種觀點，蘇軾提出了

性、情、命的問題。他認為人循自己的個性才華發展，不要侷限於他們應當成

為什麼的教化指標（即成為所謂先天地賦予他們作為人的普遍特質）。只要他們

能達到與自性合一，而且再也不按所謂「應當如此」行事，他們就走上人生正

路，毫無疑問，個人的天賦人性與「道」在本源上相關。可是，既然所有人都

有自己的個性，這些個性不可能完全相同。人有個別差異；他們可以試著訓練

自己去做符合良心的事，但是不能壓抑他們的個性。相反的，他們應當盡可能

在處世時讓自己的本性自如活動。做到這一點就是「命」的真實含義。

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

其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

物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無見，故告之以

一物而不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

似也。175

人所稟受的天性是不能改變的。雖然東坡主要是以其文名著稱於世；但對於

其他學術領域，也多所涉獵。其中有關哲學範疇的「性命」論，可從《東坡易

傳》乾卦看到其對「性」的定義。秦觀便曾說過：「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

之際。」176美國學者包弼德即據此指出：「他（指秦觀）認為蘇氏一門也有哲學

的一面。」177朱熹也說：「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178蘇軾認為性本

自然。流行「性命」之說的北宋時期，蘇軾提出自己的看法。「世之論性命者多

矣，因是請試言其粗」。

175 《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
176 《淮海集》，卷三○，＜答傅彬老簡＞。
177 《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第八章，＜蘇軾的道：盡個性而求整體＞，頁 267。
178 《朱熹集》，卷三，＜答呂伯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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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

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

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

蘇軾認為：人們能夠區分倫理的善與惡，但無論一個人怎樣自主地行事，

他總有些自然純真的天性。每個人都有本「性」。我們已經知道，蘇軾不認為它

可能被稱為「善」，但他確實認為，如果人們果真按「性」處世，那麼隨之而來

的一切結果都將是合適的。這樣，正確的行事方式就成了：人惟有合乎本性時

才真正地成為他們自己。

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

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第一節 心性論

一、宋以前的心性說

眾所周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卻極為重視「仁」。孔子對不同的學生

問「仁」之涵義時，或答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或

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或答以「剛毅木訥」；或答以「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思想都在於教育人們，應從

意識深處自覺裡認同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以主觀能動

的道德自覺，為人際間增添一份溫馨與理解。

孟子由此引申，提出了性善論。其實，孔子並不認為人性盡善，孔子說「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只強調後天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兩者長期作用所產生

的種種差異，進而說明人的道德修養不進則退的道理。孟子的性善論與孔子人

性觀之差異，就在於孟子強調人性本善，而把種種非善都歸咎於後天的習染。

儘管意在指明人心向善，有見賢思齊的樂觀前景，但他畢竟為後世的心性論者

開啟了將性情釐之為二的「性善情惡」思想端緒。戴震曾為孟子爭辯，謂「孟

子言性，何嘗自歧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然而並不能因此斷然否定孟子

性善論實為宋儒區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思想先導。難怪朱熹為孔

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作注，要作如下說明：「此謂性，兼氣質而言也。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又引程子之言以為後盾：「此言氣質之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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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

之有哉？」程頤敢於直言孔子「性近習遠」論與孟子性善論的分歧之處，並明

確地是孟而非孔，宋代理學的淵源所自，由此可見。

《孟子‧公孫丑上》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諸道德情感，視為人性固

有的仁、義、禮、智「四端」的外在表現，雖然認為其間有內外主從之別，但

並無分別善惡之意。但朱熹的學生陳淳卻說：「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

怒哀樂及情等，適合善惡說。」孟子強調的是惻隱、羞惡等道德情感，也跟仁

義禮智等善性一樣，是人人先天得而有之；人生修養道德的意義，就在於擴充

這些善性和道德情感，使之充實壯大，如火燎原，泉之無不達。宋儒將人性中

阻礙道德進步或善惡相染的部份歸之情，遂使情成為與性相對立的罪惡之藪，

是他們承漢儒所言，而非孟子本意。

六朝時期，痛恨虛偽名教的人們，推崇老莊「自然」之旨，認為人之情慾

亦人性之自然，確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嵇康《聲無哀樂論》謂：「夫喜怒哀樂、

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何劭

《王弼傳》：「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祖述之。弼與不同。

以為聖人茂於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

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陳代朱世卿以為：「夫喜怒哀樂，伏之於情，感物而動，

窮達修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

善惡，封之於性，處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自然之數，無有

造為之者。」

在佛教史上，以東晉慧遠到劉宋竺道生，一方面認為人人皆有佛性，為天

下眾生走向涅盤世界展示了明暢的途徑，似乎受到孟子性善觀點的影響。但佛

教與早期儒家從正面提倡培養、護持善性不同，把斷執、去惑作為見性的基本

途徑，佛教常用視明為例，除翳去障，乃是恢復視明的正確方法。一方面，在

承認情的存在時，又特別強調情累為患，容易執迷不悟。能否將情的感化作用

成功地用於徹悟真理，返本見性，這是成佛的關鍵所在。慧遠有言：「情以化感，

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徹悟

者反本，惑理者逐物也。」

唐代李翱揉合儒家性善論與佛教的情惡觀，提出了「性善情惡」的人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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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復性書〉中篇自問自答地分析道：「人之性本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

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昏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

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

李翱根據情惡昏蔽人之善性的理論，提出了人性復原的必要性和具體方法。按

照他的邏輯，聖人恢復了善性，故能認識情之邪惡，是以不復為其昏蔽，這也

就是他認定的復性之可靠驗證。情既為惡，是人性中原本沒有的，人性之惡，

由性動而生。故他在回答復性方法時說：「情者，性之邪也。其知為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為性明照，邪何所生？」

李翱如佛教徒那樣，把性與情對立起來。他說：「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

人之所以惑其性也，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慾七者，皆情之所為。情既昏，性斯

匿矣。」〈《復性書》，四部叢刊本《李文公集》卷二〉因此，把避免情之產生的

一切思慮，作為復性的根本途徑。宋代理學家的存理滅慾思想，正是直接從此

導源的。他們把早期儒學敎人進行道德修養的「應該做什麼」，改為既敎人「應

該做什麼」，又敎人「不應該做什麼」，這是後期儒學比早期儒學體系更縝密之

處。但是，理學家們板起面孔呵斥人們不應該做這不能做那，封建倫理綱常的

桎梏就更緊地鎖在人們的脖子上。

二 蘇軾對前代學者論「性」的批評

嚴格來說，蘇軾並沒有論「性」的專篇著作，其相關的意見，乃是散見於

其學說、或文章之中。因此，要了解他對「性」的見解，首先，可透過他對前

人論「性」的批評，以得知其觀點。在＜揚雄論＞文中，蘇軾曾列舉前代學者

對「性」的基本持論，而加以評議，他說：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

子 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

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

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為多焉。嗟夫！

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179

由此論中，可知蘇軾對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揚雄的「性

善惡混論」、以及韓愈的「性三品論」，基本上都不予認同。認為他們都是「為

179 《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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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180的未知性者。以下將就蘇軾對孟子、荀子、

揚雄以及韓愈作一具體的評論，分析如下：

（一）蘇軾對孟子「性」論的批評

在＜子思論＞文中，蘇軾首先便說：「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

是以未嘗立論也。‧‧‧‧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

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

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

紛紜於天下。」又說：「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

必然之論也。」

以此之故，蘇軾便站在孔子從未對「性」有所定論的立足點上，而對後世

諸子的各持己論加以非議。甚至認為始作俑者，不得不歸咎於孟子之所為，他

說：「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

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

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

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這是蘇軾認為

歷代「性」論紛紜的原因。當然，歷史上關於人性的論爭，並不一定起於標新

立異，主要還是基於各自不同的學術觀點所致。因此，蘇軾針對荀子等人立論

動機的批評，或許顯得過於粗率。關於孟子所提出的「性善論」，蘇軾並不予認

同，而把它跟子思之論作為比較，他說：

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

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

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

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蘇軾認為孟子一定要將孔子、子思那精微篤深的人性理論，局限在「性善」

一點上，這是引起荀子、揚雄、甚至其他對人性立論的人爭論的原因。而對於

孟子和子思其理論的差異，蘇軾曾作了一段詳細的論述，他說：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

180 《蘇軾文集》，卷四，＜子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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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

造端乎 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

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

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

論聖人之道出於 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

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

後世之異論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

思之善為論也。181

蘇軾認為子思的人性論，是從最基本的夫婦之道出發，所以天下之人，沒

有不可學習、實行的；而如果推究到極處，即使是聖人，也有不能知道、或踐

行的地方。這就說明了人其實可以無止境的學習、修養。所謂：「夫如是，則惻

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這是聖人的理論，也是蘇軾的理論，孟

子主張性善論的基礎也在此。但是，蘇軾認為孟子與子思其立論的指向有所不

同，子思是講聖人之道的來源、和如何善養聖人之道，是從現實生活點出發，

因此，沒有僵化了其理論；而孟子則是講天下之人應該如何遵循聖人之道，並

將聖人之道的起點規定為善，而否棄了現實的生活和情感。蘇軾因而認為孟子

偏執一端的理論，正容易引起相對面的異論。

（二）蘇軾對荀子「性」論的批評

承上而言，蘇軾對人性的觀點，既反對孟子：「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

之論」的說法；那麼針對相對立的另外一面的主張，也必然難以認同。因此，

在＜荀卿論＞文中，他批評說：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

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人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

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

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

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

181 《蘇軾文集》，卷四，＜子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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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中，蘇軾對荀子的為人，已頗有微詞；也認為從現實的生活中來觀

察人性的展現，荀子的性惡論，便難以成立。更進而認為荀子主張「人性惡」

的「異說」、「高論」，無疑是為小人的作亂，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蘇軾於是舉

了其徒李斯的例子，他說：

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

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

禍之至於此也。182

蘇軾在此指出荀子性惡的主張，只是逞一時之快以立論，卻不知其遺禍是

如此酷烈！蘇軾對性惡論的反對，可見一斑。

（三）蘇軾對揚雄「性」論的批評

從前文所述，可知蘇軾主觀的認為歷代諸子關於人性的立論，都出自於異

他人之說的動機下使然。性善、性惡，皆有前人為說的情形下，到了揚雄，則

不得不倡為「性善惡混」之說。對於人性的詮釋，蘇軾個人的看法是：

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渇而飲，男

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

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

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

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

蘇軾在此表明了他對自然之性的主張，認為那是無論聖人、或小人，皆所

共有的基本人性。至於其後會之善，或之惡，那是後天修養的問題，但無疑也

是人性所可導致的境地。也就是說，所謂的「性之所能有」－是指飢寒之需、

與男女之欲；

而所謂的「性之所能之」－則是指因不同的人對飢寒之需、與男女之欲，

所採取不同的態度，因而導致不同人的道德品質的高下和性格的差異。

所以在蘇軾看來，性本身是沒有善、惡之別的，至於具體的人表現出的

善、惡，那是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形成、變化而來的，那並不是性本身。

182 《蘇軾文集》，卷四，＜荀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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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如此對人性善、惡的看法，蘇軾認為：「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

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

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

已。」183

也就是說，蘇軾對揚雄的論調，是贊成其後半段所論的修養功夫，而反對

其前半段對人性作「善惡混」的解讀。

（四）蘇軾對韓愈「性」論的批評

對於人性的詮釋，由於韓愈曾提出「性三品」之說，引發了蘇軾許多的批

評。蘇軾直指：「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184意

思是韓愈沒有從自身的情感中，親身體驗到聖人之道的真諦。蘇軾特別指出韓

愈「性」論的錯誤，首先在於「離性以為情」，這是犯了和一般儒者同樣的弊病。

蘇軾說：

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大有。夫有

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

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

茍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185

在此，蘇軾肯定的指出喜怒哀樂之情，是性與仁義禮樂中間的環節，這是

聖人之教。而後，蘇軾以反證來說明。蓋《老子》第十章有言：「專氣致柔，能

嬰兒乎？」王弼注說：「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

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186意謂無知無欲，去除一切喜怒哀樂，

順其自然，才能「性得」。老子的學說，乃是主張「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87的，

所謂的「嬰兒」，正是意謂著回復到樸素、無欲的狀態。因此，蘇軾認為如果儒

家的喜怒哀樂之情與人性無關，那麼儒家的人性，也就成了一片純白，與老子

所謂的「嬰兒」狀態並無區別了。蘇軾在其《東坡易傳》中有言：「情者，性之

183 《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184 《蘇軾文集》，卷四，＜韓愈論＞。
185 《蘇軾文集》，卷四，＜韓愈論＞。
186 魏．王弼撰：《老子道德經注》（臺北：華正書局，1992 年，《王弼集校釋》本，樓宇烈
校釋），上篇，第十章，頁 23。
187 見《老子》，上篇，第十九章，（《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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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

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188蘇軾在此說明了情出於性，「性」、「命」、「情」

三者，是分言為三，合言則一的，蘇軾因而反對韓愈的「離性以為情之說」。

其次，蘇軾指出韓愈「性」論的錯誤，又在於「合才以為性」。蘇軾認為韓

愈的「性三品」之說，「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雖然韓愈是根

據孔子的話以立論，但蘇軾認為：「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

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其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而已。」蘇軾進而分析「性」與「才」的區別，他說：

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

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

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

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

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

紛而不能一也。189

蘇軾在此所要論證的，正是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道理。所有的人

相近、甚或相同的地方，便是人性；至於後來善惡的差別、材質的高下，便與

後天的因素相關聯了。一般人卻將「性」與「才」混而言之，因此，論「性」

終究不能圓通，蘇軾認為韓愈也正是犯了這一通病。綜合以上所述，蘇軾對韓

愈的批評便說：

「韓愈之說，．．．．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又說：「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

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

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190

綜上所述，蘇軾基於孔子：「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191的認知，因

此，對於前代學者論斷性是善、或惡的理論，都不予認同，而蘇軾正採取了以

188 蘇軾等撰：《東坡易傳》（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年，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
書》本），卷一，注（乾卦．彖傳）：「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頁 142。
189 以上所引見《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190 以上二引文見《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191 《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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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指出了韓愈的人性論中，關於性、情之說，其實正

是受了佛、老影響而不自知；他藉著批評前代學者的理論的同時，表述了自己

對「性」的一些基本看法－即「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以

及「喜怒哀樂」之情、「仁義禮樂」之作皆出於「性」。進一步的解析，則見下

文論述。

二 《東坡易傳》論「性」的觀點

透過前文的論述，可看出蘇軾藉由批評前代學者的論「性」之說，也間接

的表達了他對「性」的觀點和見解。同時我們可以從〈乾卦〉看到東坡所謂，

爻由卦分散而出，從卦義那裏獲取了各自獨特的內涵，所以沿卦而下成為爻，

沿性而下就是情，故方性散而有為，就稱之為情。相反，綜括六爻而上溯，就

可以找出統御六爻的卦義；通過情的上溯，也就可以得到性的貞一。「沿而下」

與「溯而上」就是蘇軾從《周易》「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中領會出的方法。沿

而下，究極其變；溯而上，窮盡其源。他把「利貞者性情也」中的「利」和「性」

均當作動詞看待，「性情」也就是理學家們所說的「性其情」，所以與前文聯繫

就有了「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的結論192。蘇軾的「性其情」是由變反定，

由動反靜的過程，與理學家們遏人欲、存天理有著本質的差別。這一點是可以

從蘇軾的人性論上加深認識的。

在姜國柱、朱葵菊等人所撰的《中國人性論史》中，將歷代學者的論性之

說做一歸類分析，而蘇軾是被歸為＜人性無善惡論＞的類別裡193，但其中所論

稍有疏略之憾，以下再作進一步的探析。

（一）性本自然

歷代以來，諸多的學者對「性」紛紛有所詮釋。而在流行「性命」之說的

北宋時期，蘇軾除了對前代學者的「性」論有所評議之外，也務出一己之見，

提出自己的看法。正如蘇軾自己所說：「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

192 蘇軾在此談論的性情與程頤同源於王弼。《困學紀聞》卷一：「‘利貞者，性情也。’
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情之語本此。」（頁 7）
又說：「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文言》……
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頁 21）很明顯，王弼思想是道家無為、返樸歸
真思想的反映，蘇軾也趨向於此，與程頤是不同的。
193 姜國柱、朱葵菊撰：《中國人性論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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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194那麼到底該對「性」作如何的定義？蘇軾注《易》時說：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

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

者， 堯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195

在＜揚雄論＞文中又說：「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

性也。」196在以上引文中，蘇軾從理論上為「性」作一定義，那就是──永恆

普遍的存在，無論聖賢、與不肖，皆不能加以損益的自然本性。這人類最自然

的本性，其特質為何？蘇軾在＜揚雄論＞文中說：

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

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

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197

在《東坡易傳》中又說：「夫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飲者，為渴也。豈自

外入哉？人之于飲食，不待學而能者。」198另外，在＜張厚之忠甫字說＞文中

又說：「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榖，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

所不能易也。」199在＜墨寶堂記＞文中又說：「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

服，好聲色而已。」200

凡此論述，蘇軾皆意在說明人的自然欲求、天然的愛惡，便是人的本性，

也就是普遍的人性，那是無可否認，也無須諱言的。余敦康＜蘇軾的東坡易傳

＞一文即說：蘇軾「據此自然之理來研究人性論的問題，把人性的本質歸結為

一種無善無惡的自然本性和生理本能，這就與以社會本性作為人性本質的理學

家的觀點形成了對立。」201這是蘇軾對人性基本的詮釋。

（二）性，所以成道

雖然蘇軾認為人的本性，是表現在自然的欲求上；但是蘇軾的人性論，並

沒有因此而停滯在自然的本性上，任其人欲橫流；而是在道德人性外，還認識

194《東坡易傳》卷一，＜乾卦，彖傳＞：「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
195《東坡易傳》卷一，＜乾卦，彖傳＞
196《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197《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
198《東坡易傳》卷九，注＜說卦傳＞之語。
199《蘇軾文集》，卷十。
200《蘇軾文集》，卷十一。
201 收錄於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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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然的本性作為基礎，進而藉由修養的功夫，使人性臻於更崇高、更完美

的境界，這才是蘇軾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與價值。正如蘇軾所說：「君子之

至于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202其中所謂的：「至于是」，便是指認識

那：「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的人類本性而言。但是，

如何從「認識」到「提昇」？

關於此點，蘇軾在《東坡易傳》中有清楚的論述，他說：

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于下也。沿其末流，至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

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人以為立于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溯

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

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

然之說，則役于其名而為之爾。夫茍役于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小大相害，

前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鼻

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

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

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飲者，為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

于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飢渴之所從出，

豈不有未嘗飢渴者存乎？于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

是二者，則至于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

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以齊民行者也。故兼

三才，設六位，已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

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

謂順。斷竹為籥，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

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哮然者而已。

哮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于寂然者之中乎？是

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

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

逆數也。」203

202《東坡易傳》，卷一，＜乾卦．彖傳＞：「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
203《東坡易傳》，卷九，＜說卦傳＞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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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嘗言：「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204因此，學道必須去察照「道

之全」，才能盡其變；對於人性的探求，亦復如是，必須去察照「性之全」。是

故，蘇軾認為君子欲行道德，就必須藉由「逆」、與「反」的工夫，溯本求源，

才能得見性命之本，尋得其所以然之理；明白了所以然之理，才能據本以治末，

因而以濟民，所有的德業，才能順理成章的推行。否則，不明白其所以然之理，

而妄行道德，那就只是為名義、為形式而行而已，並非出自於自我的真性情，

於是便如同那沒有生命的機發木偶一般，隨人操縱，而無法自動自止。蘇軾舉

了飲食之理、以及管樂之理作為譬喻，適切地說明他「反求其本」的理論。針

對人性來說，蘇軾意在使人先認識人類本性的自然展現，這就他所謂的──「有

性者」，這是屬於顯而易見的「性」。然後，藉由觀照的工夫，去察覺那原始寂

然不動的狀態，以飲食之理來說，是去察見那「未嘗飢渴」的狀態；以管樂之

理來說，則去察見那「寂然者」的狀態，這就是他所謂的「有見者」，這是屬於

隱而未易見的－「真性」，其本質，顯然是超越先驗的善、與惡的。蘇軾認為能

超越那自然的生物本性，進而提昇到與「真性」合而為一，才是達到知「命」

的境界，一種自然而發的境界。人類修道入聖的工夫之源，也正是在此，正如

蘇軾在注＜乾卦‧彖傳＞時所說：

「方其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

此所以為貞也。．．．．．．君子之至于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
205又說：「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206

因此，「反求其本」，從了解《易》來說，可以透視那易變的繁賾，上達不

易的本體207；從人性層面來說，則可探求性命之本，而順行人世的一切作為，

進而成就一切的德業。至於「性」與「命」的關係，蘇軾在釋＜乾卦‧彖傳＞

時，曾有相關的論述，他說：

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

之至于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

其為道常二。猶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

204《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之語。
205《東坡易傳》，卷一，＜乾卦．彖傳＞：「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
206《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之語。
207 參考林麗真撰：<東坡易傳之思想及朱熹之評議>(載《宋代文學與思想》[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1989 年])，頁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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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

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

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于道，至于一而不二，如手之自

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208

蘇軾在此表述了他對「性」與「命」的基本看法，大體是本於《易‧說卦》

中：「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說法，認為盡性，就是至於命了。蘇軾解釋說，

命的意義，就是命令，亦即天所授命於人的意思。但蘇軾說這只是一種假託的

說法，並非真有天對人下達命令，只是人窮理盡性到了完全自由、自然、自在

的境界，就如同手之自用一般，其境界不可言說，所以假稱有「命」令之。蓋

因天道自然而行，本無所謂的｢命｣，但因人也在天道之中，因此，天道體現在

人身上，對人來說，彷彿有所授命，而此授命於人身上的便是｢性｣。因此｢性｣

與｢命｣，可以說是互言的。蘇軾所持的觀點便是：人類只要認識了性的真諦，

將自己的行為順應本性而行，到了完全自然的境界，也就是知命了。蘇軾這樣

的理論，可以他對范仲淹的評論，做一個適切的印證。在<范文正公文集敘>中，

蘇軾曾稱譽范仲淹，說：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

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

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209

在此論述中，蘇軾認為所有的名教規範，對范仲淹來說，實如天性之必然，

｢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這便是到達蘇軾所謂：｢至于一而不二｣的自然境界。因

此，范仲淹正可說是蘇軾心目中，盡性知命的君子。范仲淹的如此境界，蘇軾

以｢誠｣稱之，而何謂｢誠｣？《中庸》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210所表述的，是一種無絲毫勉強、無些許人為的自由境界。至於

蘇軾又作何解？《東坡易傳》中有言：｢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

謂誠。｣211

可知，蘇軾對「誠」賦予了與「性」相同的義涵，是所有人身上所共有的。

208《東坡易傳》，卷一，注＜乾卦．彖傳＞：「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
209《蘇軾文集》，卷十，頁 312。
210《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48。
211《東坡易傳》，卷一，注＜乾卦．文言．九二＞：｢閑邪存其誠｣之語。



第六章 《東坡易傳》的人性價值觀- 125 -

- 125 -

另外，蘇軾在＜中庸論＞文中,也對｢誠｣作了解釋，他說:｢夫誠者何也？樂之之

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212這是本於《論語‧雍也篇》：｢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213之說。而蘇軾曾進而分析說：

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

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

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

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知

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

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

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214

蘇軾在此指出，聖人是以｢樂｣的情感作基礎、為底蘊，來對待後來的知識、

或智慧，因此，能為現實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提供價值指向。也就是說以｢樂之

者｣為主，那麼凡是知道的，沒有不實行的，於是知與行能合而為一。而賢人則

仍是處在人為求「誠」的點上，尚未能「樂之」，因此，其知與行不能合而為一，

這是聖、賢之辨。因此，所謂的｢樂之｣，正是意謂著渾然天成、不假人偽的自

然境界。蘇軾＜中庸論＞又說：｢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

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215說明了聖人也是在人類自然本性的

基礎上，擴而充之，使｢好善｣、｢惡惡｣的德性，先入其心為主，進而與人類原

始的自然本性融合為一，以臻於｢至于一而不二｣的境界，而「之乎善」；但小人

則反道而行，而「之乎惡」216。

因此，從蘇軾的認知上來說，一切的德業，都是從認識人類自然的本性上

而加以發展的，正如他在《東坡易傳》中所言：「性，所以成道而存也。堯舜不

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217蘇軾在此，一方

面說明「性」是人類普遍的本性，並且是要藉它以「成道」的，而「成道」之

212《蘇軾文集》，卷二。
213《論語注疏》，卷六。
214《蘇軾文集》卷二，＜中庸論上＞。
215《蘇軾文集》卷二，＜中庸論上＞。
216如＜揚雄論＞所云：｢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聖人無是，無
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
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蘇軾文集》卷四。
217《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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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本之於《易‧繫辭傳上》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蘇軾解釋說「性」是人類據以實現「道」的橋樑。而關於｢性｣、與｢道｣

之間的關係，蘇軾曾有所詮釋，他說：

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性之于善，猶火之能熟

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

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

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218

蘇軾把道比喻成聲音，把性比喻成聽力，兩者其實是互相使對方得以成立，

因此，彼此間是二而一的關係。從上述引文來說，道無善惡，性亦無善惡；道

不可見，而性亦不可見，但人性具有主觀的能動性，能繼成此道，表現為可見

的善，這是人人固有，堯舜桀紂皆所不能損益的自然本性。倘若能保存此本性，

使之存而又存，繼續不斷，那麼道義便從此而出。由此可看出蘇軾認為｢道義｣

之善，是有｢性｣作為內在根據的。在《東坡易傳》中，蘇軾曾注說：「陰陽交而

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219

其實就在說明｢陰陽｣、與｢道｣是無法明見的，他們雖然與現象界有著內在

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僅僅限定在生成了現象界，並不與人類的經驗世界發生

聯繫。在人類的經驗世界中，存在的只有｢物｣，｢物｣是｢道｣的產物，因而是善

的。以此來說，人類的經驗世界，也就是善的。而在蘇軾看來，根本意義上的｢

道｣、或｢性｣，是沒有倫理價值取向的，只有由｢道｣、或｢性｣生成的東西，才有

倫理意義，而且是善的。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設定，卻是蘇軾哲學觀的轉捩點，

也就是在本初的概念上，不賦予善、惡價值判斷，而在繼之者的概念上，分判

善、惡，並且往往是取善棄惡的220。余敦康：｢蘇軾受天人合一哲學的內在邏輯

的驅使，不得不向以人的社會本性作為人性本質的傾向尋求互補，否則勢必將

天人割裂為二，不能自圓其說。｣221因此才說：「性」，「是道義所從出」。進而言

218《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
219《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
220 此段論述參考冷成金撰：《蘇軾的哲學觀與文學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62－63。
221 見余敦康撰：＜蘇軾的東坡易傳＞，收錄於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三卷，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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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雖然說｢性｣，｢是道義所從出｣，但不代表「性」本身即是｢道義之善｣，必

須是經過蓄養而後，才進而能達到「致用」－以成就一切善德之業的最終目的。

蘇軾在注《易‧繫辭傳下》：「精義入神」等語時，便說到此點，他說：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已至於命也。窮理盡性已至于命，豈徒

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

而皆有以應之，精義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

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

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閑，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

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222

蘇軾在此藉由窮盡水的沉浮之理，而後能善游和操舟的譬喻，說明必得先

窮理盡性，才能至于命－一種天人合一、莫可言說的境界，也就是蘇軾所主張

的：｢至于一而不二｣、或｢至其一而無我｣223的理論，進而發揮致其用的目的和

成就。這便是蘇軾認為：｢性｣以｢成道｣的思路。

（三）性與善、惡的問題

關於蘇軾｢性｣到底是善？或是惡？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其實從前文

所述，可知蘇軾既把「性」視為人類最原始、寂然不動的狀態，那麼它必然無

相對性的善、或惡可言，是超越後天的一切價值判斷的。若要進一步的理解「性」

與善、惡的問題，則必須結合與「情」的關係上得知。關於這個問題，蘇軾曾

巧妙的運用《周易》卦、爻的關係來做解釋。他以《周易》的｢卦｣、｢爻｣，比

喻｢性｣與｢情｣，《東坡易傳》中說：

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

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

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

言其情。情以為利，性以為負，其言也互見之，故人莫之明也。《易》

曰：｢大哉乾乎！剛建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建中正，純粹而精者，此

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

222《東坡易傳》卷八，＜繫辭傳上＞：｢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之
語。
223 以上二引文，《東坡易傳》卷一，釋＜乾卦．彖傳＞：｢保和太和，乃利貞｣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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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為情，則卦之為性也明矣。｢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為貞，則情之為利

也亦明矣。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224

蘇軾認為性可比喻為卦，它是大全，是精，是全部情的概括總名；情則比

喻為爻，它是散出、旁通的性，亦即性的具體表現。美國學者包弼德曾詮釋說：

性是人本性中的道，想要循道而行，人就必須達道與自性的同一，並在

實踐中運用道。性不能被限定為某物，但人卻可以讓性在應事接物時，

以實際情感反應的方式不斷展示。人們能夠看到的是性的一種表現，它

總是特定的，總是對變化世界的特定情境的特定反應。也許我們可以這

樣說，人能通過觀察自己如何應事接物而看到自己本性的各個方面。225

這就是性與情之間體、用的關係。再回到蘇軾論卦、爻的關係上說，六爻

總名曰卦，離開爻，便無卦的獨立存在意義。但六爻各自的具體意義，又不能

代替一卦的整體意義，因此，卦有獨立於六爻之外的意義可資探求。此外，六

爻表示了具體的變化，而所有的變化，都離不開一卦的整體意義，這個整體意

義相對於六爻的變化來說，是靜止的、恆定的，蘇軾稱之為｢貞｣，「性」即是人

的｢貞｣226。進一步來說，蘇軾以「性」為「貞」，是指超越外在具體得失的一種

內在恆定性，又可稱為「正」227。那麼這「貞」的本質又是為何？蘇軾在＜江

子靜字序＞中曾說：

喪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

道 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

所增；物之 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

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

224《東坡易傳》卷一，釋＜乾卦．彖傳＞：｢保和太和，乃利貞｣之語。
225《宋代思想史論》，＜蘇軾與文＞，頁 214。
226 此論參考朱剛《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第五章，＜蘇學：自由與審美的道＞，頁
137。
227 《東坡易傳》，卷一，釋＜乾卦．彖傳＞：｢保和太和，乃利貞｣之語，有云：｢貞，正
也。｣。另外，卷八，釋＜繫辭傳下＞：｢剛柔者，立本者也｣之語，有云：｢貞，正也，一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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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228

可見這｢正｣、或｢貞｣，其延伸意義，便是｢靜｣、｢定｣、｢虛｣、｢明｣。人類

在世，便是要認識、並堅守這｢貞｣，才能清楚、自然、精確的應物，而不為物

所累，這足以說明「性」之本體的特質。再回到卦、爻的關係上來說，並非在

進入這些具體變化之前，真的先有一個不變的「貞」獨立存在；因為各爻相繼

出現之前，也並未先有一個卦存在，它只是對六爻的整體命名。同理以推，性

即是情的全體概括總名，不能離情而得性，蘇軾因而反對韓愈的｢離性以為情｣

之說。所有的情，無論善、惡，皆從性出，但片面的善、或惡，並不能代替整

體的性，因此，可謂性本身無有善、惡，情則有善、有惡。再結合蘇軾在＜揚

雄論＞文中所說：｢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229更顯著說明

了在蘇軾的觀點中，原始的｢性｣體，是無害無惡的。

第二節 性命論

我們常稱宋代理學，多是指宋代的性命義理之學，其始與王安石有莫大的

關係。蔡卞曾言：「自先王澤竭，國異家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

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

所不能測而入于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蚵相上下。於是天下

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230以此而言，在北宋真正首倡性命之學

者就是王安石，而無論是「宋初三先生」，還是文壇領袖歐陽修要麼不談，要麼

反對性命之學。《靖康要錄》卷五載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亦云：「熙

寧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天下始被其害矣，

以至為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這是反新法者之言，而金朝

的趙秉文更是將王安石這一開創之功說得坦明不過。他說：「自王氏（安石）之

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於以世教為‘俗

學’。」231所以，說王安石開啟宋代性命之學是沒有什麼疑問的。王安石之所

以倡導性命之說，本是以探究聖人之道為皈依，以改變漢唐經學家埋頭注疏而

228《蘇軾文集》卷十。
229《蘇軾文集》卷四。
230《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二《王氏雜說》條引《王安石傳》，孫孟校證，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 年。按：蔡卞，原本作「蔡京」誤，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頁 225 有辯證，
中國社會科舉出版社，1992 年。
231《大學．性道教說》，《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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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局面。然而性命之學興起後，「篤厚力行」之風便衰竭了232。崇尚

務實的蘇軾對此自然深為不滿。

一、蘇軾的性命之學

蘇軾在《易傳》中也談論了性命，其開言就有不得已之慨：「世之論性命者

多矣，因是請試言其粗。」《乾》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蘇軾本身是反對

性命之學的，比如他說：「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

不明。」233又說：「孔子罕言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

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234不過，蘇軾這一觀點淵源所自，

學者多有忽略。其一是來自其父蘇洵。蘇洵曾說：「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

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235其二，與歐陽修

也不無關係。歐陽修在《答李詡書二首》之二中說：「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

聖人之所罕言也。」236並對此進行了一系列的論證。其論正與蘇軾相近。歐陽

修主張「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要求「修吾人事」237。作為歐陽氏的門

生，蘇軾自然深受其影響而崇尚務實。就此而言，蘇軾反對性命之學也與王安

石的提倡有關聯。然而新學在政治和科舉的推動下勃然興起，「士大夫非道德性

命不談」。作為其中的一員，蘇軾不可能捨去性命之說不言，更何況三蘇均主張

文道合一呢？因此才有「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之說238。

蘇軾在《易傳》中對王安石表示不滿不僅以上內容，而且早有人指出過。

232《四部叢刊》本《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五《論風俗劄子》：「今之舉人，發言秉筆，

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反，遂人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

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此正可說明性命之學的弊端，也說

明其興起也實非王氏一人之力，而其大興所關，非王氏莫屬。下文所引蘇洵、歐陽修之言

亦可見一斑。
233《應制舉上兩制書》，《蘇軾文集》卷四八。
234《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卷二五。
235《鳧繹先生詩集後》，《蘇軾文集》卷一○，頁 313。又案張方平《樂全集》卷三九《文
安先生墓表》：「（洵）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清人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一○辨駁說：「熙、豐以前，無此學術。」其實「道義」「名
理」非性命之理，儒學之初即有其「道義」「名理」。
236《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七。
237《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中華書局，1974 年。
238《答傅彬老簡》，《准海集》卷三○，顧廷龍箋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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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人方孔炤《周易時論合編》卷八記載：「子瞻謂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

此小人之托于無求以為兌者。玄子曰：子瞻刺王介甫耳。」

二 道與性命

在此，蘇軾把兩類人區別開來：一類必須依賴對「一」的理解指引行動，

另一類卻可以與物或「道」或「性」合為一體，一言一行莫不出於自然。他還

指出，這種「知性」又「率性而為」的雙重動態推到極致就是「命」。

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

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

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三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

有人將「命」理解為天命於人的道德品質，（並認為這才是人真正必須認識

的「命運」），蘇軾則完全不同，他認為「命」只不過是一個方便說法而已，用

來指代「性」的自然運動。由此，蘇軾得出結論說，「性」、「命」之間沒有根本

的區別。蘇軾尤其反對區分人的天命層面和人性層面。同樣地，與那些視「情」

為認識人的本性的威脅甚至是罪惡根源的人完全不同，蘇軾認為在「性」和「情」

之間，無法做出絕對的區分。

情者，性之動也。沂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

於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於性，非有

無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239

「性」是人本性中的「道」。想要循「道」而行，人就必須達到與自性的同

一，並在實踐中運用「道」。「性」不能被限定為某物，但人卻可以讓「性」在

應事接物時，以實際情感反應的方式不斷展示。人們能夠看到的是「性」的一

種表現，它總是特定的，總是對變化世界的特定情境的特定反應。也許我們可

以這樣說，人們通過觀察自己如何應事接物而看到自己本性的各個方面。雖是

如此，可只要他認定他是從與自性合一的統一性出發自然應事接物，他就可以

確信自己是在循「道」而行，而與「道」的聯系是他通過認識自己的本性達到

的。這樣，通過成為他自己，領會事物，並統一此二者，他便將「道」運用於

239《東坡易傳》卷八《繫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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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之中。

雖然所有人都有「性」且能聞「道」，但他們都是在不同的環境中各自行動。

進一步說，從根本統一性的角度來看，每個人的性情都是獨一無二的，所有人

的成就都將受到人們環境中的所知的與所遇的物的限制，應恐讓它自然地發

展。而要想成功地發展性情，只有在實際情況中的活動才有可能，從個人的角

度來看，「性」既使人成之為人，又使人成為自己，人們「聞道」的過程必然會

受到他的先天本性與知識的影響。實際上，人正是通過在實踐中不斷認清本性

與知識的區別來「弘道」的。所以說，惟有在多元化的世界中，人才能維持「道」

的運行不息，因為只有這樣人在其中才可以自然而然地處世，既符合個性，又

符合普遍規律。

在《東坡易傳》的結束部份，蘇軾用很長的篇幅回溯總結：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沿其末流，至

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

聖人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沂而上之，反從其初。

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

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役於其名

而為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小大相害，前後相陵，而道德

不知順矣。譬言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也豈若人之

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

以君子貴性與命也。

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沂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餓也，所以飲

者，為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而然

其明也。盍徐而察之，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饑渴者存乎？於是性

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子命矣。此之謂逆。

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

之門。斷謂「因貳以濟民行」240者也。故「兼三材」、設「六位」，以行

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

240《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蘇軾在隨後的注釋中說，「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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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正、吉凶、悔吝、猶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

所竹為籥，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

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哮然者而已。哮然

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然立於寂然者之中乎？

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

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

逆數也」241。

在《易傳》之中，蘇軾於《繫辭》「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句下並未作申述。其實，三教思想既然相通，是不可以拘拘於某一句話

的。明人焦竑對蘇軾以「思無邪」作三教的融合點有充分的認識。他說：「蘇子

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

心疑神釋，悟無思、無為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
242所以，蘇軾思想也是圓潤融通的。他在說明其理論時就多有發揮，表現突出

的是蘇軾對性命之理的解釋：

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

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物

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無見，故告之以一

物而不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

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

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

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

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

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

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也。

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

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

241《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
242 焦竑《刻蘇長公集序》，《蘇軾文集》卷後《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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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者，性之動也。泝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

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

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卷一《乾》）

蘇軾首先認為古之言性者方法不當。在他看來，以物狀理不能夠使人識別

事物，關鍵在於實踐，與事物親自接觸。這種方法，蘇軾在《日喻》中以盲人

識日為喻，作了生動的說明，認為道可致，不可求。對於不可見之理，他曾提

出兩種辦法，其一「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243。其一如前所引：「以

吾之所知也，推其所不知。」或者說：「聖人之學也，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

見者。」（卷七《繫辭上》）二者在實質上並無二致。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認為

以物狀理的辦法只能得其似，而非其實。既不能以物狀之，又要推知其所不知

或幽隱的東西，蘇軾並沒有更好的辦法說明，其言也就變得不明不白。所以朱

熹批評他：「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之辭不可捕捉之

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辭。」244事實上，蘇軾所強調的認識方

法正是如教嬰兒言與書，最終達到言而忘口，書而忘手的境界。這種境界就是

「思無邪」的最佳狀態。認識性命之理同樣離不開這種方法。通過訓練可以達

到手巧的地步，但認識這一點並不一定要訓練。蘇軾曾在《文與可畫篔簹谷偃

竹記》中說自己知道文與可何以能達到那種境界（「得其意，並得其法」）245，

說明他所說的「推」還是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維，所以沒有深刻的思想方法，問

題就不可能說清楚。

其次，蘇軾所論述的性命的境界與「思無邪」所能達到的境界是一致的，

因為「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

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這與嬰兒受教最終能言

而忘口、書而忘手的境界一樣，「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就能「超然與如來同」，

也就是「無心而一」。對於那些僅至於道、用道者來說，如此境界則要高一籌，

畢竟「器之於手，不如手之自用」來得自然和諧。朱熹說：

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

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

243《代書答梁先》，《蘇軾詩集》卷一五。
244《雜學辨．蘇氏易解》，《朱熹集》卷七二。
245《蘇軾文集》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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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為性之所在，則似矣。246

這實際上是他將蘇軾之論片面地牽附上自己的理論。若「不善日消而有不

可得而消者」是「本然之至善」，那麼「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豈不是

本然之至惡了嗎？所以朱熹以「疑若」代之，隨後又稱「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

來」，「特假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為是說」。言蘇軾借用有佛教之說

並不為錯，但蘇軾所言實指人性乃本然的無善無惡，似善似惡的自然狀態，即

「思無邪」。

性命之理如是，道、德、理三者也與之相關，所以蘇軾進一步深入分析：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沿其末流，至

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人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

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泝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

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

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役於其名而為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

實，則小大相害，而前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

舉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

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

必自其所以然者泝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飲者，為渴也。

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

之？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飢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

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

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

以齊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

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

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為籥，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

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

初，有哮然者而已。哮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

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卷九《說卦傳》）

246《雜學辨．蘇氏易解》，《朱熹集》卷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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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蘇軾同樣使用了類似的比喻，所要說明的同樣是不造作的自然境

界。人生修養所要獲取的是「德」，而獲取它是靠「道」即一系列行動來實現的。

但是，行動本身需要指導，這就是「理」，而「義」正是說明「理」的。正因為

這樣，君子行「道」達「德」必先之以「義」，正所謂「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把握了「義」就能最終獲取「德」。不然，役於「道德」之名而不知其「義」，

就如木偶一樣不自然，不如人用其身，動靜止息，隨心所欲。隨心所欲就是無

思而發，發而自然，發而當理。總之，認識和實現道德義理，最終是獲得自身

的解脫，達到閑適的境界。另一方面，蘇軾又通過對饑而食，渴而飲的反觀省

察，發現因饑而食，因渴而飲；相反，不饑即不食，不渴即不飲，因此，二者

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這種自然而然的狀態就是性。明人方孔炤不知蘇軾此言，

認為「東坡以未嘗饑渴者喻性，然豈通能絕人之飲食哉」247！不過，要達到命，

則需將所見與性本身統一起來。

在這裏，蘇軾主要還是結合《易》「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進一步說明了

認識「思無邪」境界的方法問題。這一論述是對前面所作解說的一種補充。所

謂「以吾之所知也，推其所不知」，正是溯而上之，從至繁推至至簡，由流而源。

以《周易》而言，聖人既得性命之理，由一而二，由三才而六位，再入八卦，

由八卦而交錯變化，從而萬理具備，情態畢顯。這是聖人寓易言理的「順」的

方式。要認識性命之理，懂得它從何而來，就得反而求之，也就是我們前面章

節所講的「先求其所齊之端」。

第三節 性情之爭

關於性情，理學家周敦頤的性情觀提出以後，王安石、司馬光均對之提出

了異議，不同意把性情對立起來，並且做善惡的人為派定。程顥與程頤是將周

敦頤的理學思想真正發揚光大的人，而蘇軾也被列入周氏的「私淑」名單中。

後人更因蘇是有詩稱讚周敦頤，便謂「東坡傾倒於茂叔如是」。現將東坡《故周

茂叔先生濂溪》詩抄錄於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蠏，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247 方孔炤《周易時論合編》卷一三《說卦》，《續修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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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

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柳州，聊使隅溪隅。

此詩乃蘇軾元祐四年〈公元 1089 年〉知杭州時作，同時還作有《次韻周燽》

一詩。燽乃周敦頤次子，元祐三年進士及第。此時正從東坡遊，故既和其遊下

天竺寺時，又坐詠其父故居濂溪詩。濂溪在廬山之下。東坡之題詠，蓋憑追憶

所及而成，故詩不在寫景狀物上用力，而多用典故綴成，紀昀所謂「刻意做出」，

蓋指此而言。做此詩時，周敦頤已去世十六年，其學為兩程所操，勢力甚盛，

而程門人紛紛與蘇軾為敵，蘇軾亦與程頤交怨，詩言「世俗眩名實」、「怒移水

中蠏」，當是有感而發；而「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亦有現實的針對性。

蓋謂周氏自甘廉退，身體力行之踐履功夫，以罕見於其繼承者中。而誣陷大臣、

急於求進，乃於程頤與其門人的行跡中見之，故蘇氏借周氏亡靈而感慨之。全

詩只就周氏廉退之德作贊，概不對其性情理欲之辨置一詞，則詩人之意可見矣。

黃幹曾言：「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在致知。’……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誠」「敬」二字，的確是理學家

掛在口頭上的辭彙，是他們談心性所少不了的。在程氏的理學體系中，將人倫

道德原則無限誇大為宇宙本體的絕對規律，把「存天理，滅人欲」說成是放之

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程氏是怎樣把周敦頤「以誠為本」的理學思想與他的「以

敬為本」的理學體系緊密聯繫起來的？程頤說：「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敬則誠。」在程氏看來，「誠」是已被理學鼻祖闡述證實了的普遍道德原則，實

踐或者體現這一原則，當從人們行事主敬中來完成。怎樣才算敬？「‘敬以直

內’，則‘義已方外’。‘義以為直’，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則與物同已。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准，放

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248程氏把外在行為之何乎義理，

與內在是否主敬存滅，搭上直接因果聯繫，而主敬存滅的關鍵，又在於閑邪去

欲，實際上，敬以直內，就是存理滅欲。他說：「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

個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

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

248《遺書》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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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甚工夫？」249又說敬只是主一，這個「一」便是天理，內心只存得一個天理，

則人性本無的邪欲就無立足之地了。

程氏之所以要把主敬視為存理滅欲的基本功夫，因為人之性與情是複雜地

糾纏在一起的，而天理與人欲勢不兩立，多一分人欲就少一分天理，「滅私欲則

天理明」，故拯救每個人的道德靈魂，只有靠自己克己復禮〈禮理一也〉。程頤

說：「視聽言動，非禮不為。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

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250拒絕欲念之誘惑看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

只要視聽言動都有一個「敬」字主之，凡有悖於此者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

就成了復性成聖「最簡易省功夫」的涵養了。

《程子微言》上有這樣一段話：「朱公掞〈光庭〉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

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251謂程頤「多用

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蘇軾不僅看不慣程頤、朱光庭一班人道

貌岸然的樣子，同時也不滿他們日誦聖人之言，而淨幹些穿窬偷摸之事，尤其

是對於他們所鼓吹的那一套禁欲主義道學理論，很不以為然。在蘇軾看來，古

代聖人制禮，必依據人情而設，絕不以不近人情的禮義形式來束縛人民；後世

之人，不通世變，不懂得禮隨時代而變，緣時代而設的道理，以不近人情的舉

措和形式為古為高，自以為得千古不傳之祕，實際上是違背禮的真正精神的。

蘇軾《直不疑實金償亡》云：

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

之所甚惡也。雖若孝悌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

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實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也。然

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

又《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

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雞黍

以筵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249《遺書》卷十五
250《遺書》卷十五《遺書》卷十五
251《宋史記事本末》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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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軾看來，「不情」就是虛偽，變著法子求取更大的名利，這是最不道德

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蘇軾第一個發現了陶詩中洋溢著詩人認真適情、安道苦

節的崇高人格，就在於蘇軾本人平生貴一個「真」字，故始終服膺陶淵明之為

人。他對程頤的戲謔和痛恨，主要是出於對程氏言行不一的反感。孔文仲曾有

一篇彈劾程頤的文字，其中說：「觀頤陳說，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

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

勿用小人。豈為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曰：‘雖孔子

復生，為陛下講說不過如此’；又曰‘臣不敢仔細敷奏，伏乞非時特賜宣問，

容臣一一間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計，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文章更談

到程頤日跨馬奔馳權門，遍謁貴臣，歷造台諫，利用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

實現黨同伐異的政治目的。當程頤聽說賈易即將被調離台諫時，親到孔氏家中

要求他上疏挽留之。呂公著說孔文仲是稟承蘇軾之意彈劾程頤的，這個問題現

在已無法弄清。但從孔文中談到程氏在哲宗面前自我標榜的話，是絕不能憑空

捏造的，因為接受奏疏的人就是當時的當事人；另外，談到程頤遍謁貴臣、歷

造台諫的事實，也是不能隨便編造的，不然朝中百官豈能皆被騙過？朱熹《伊

川先生年譜》引《范太史家傳》，其中有范祖禹元祐九年〈即公元 1094 年〉上

疏論程頤事，亦有「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交，不為

關防，未習朝廷事體」等語，至少說明程頤的有些行為是不太得體，容易授人

以柄的。蘇軾在《杭州召還乞郡表》中謂「素惡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辭色」，蓋

是厭惡其表裡不一，用所謂的古禮和聖人之言，來作為自己博取非世之名的工

具。蘇軾認為，情是有積極作用的東西。

蘇軾解《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數語時，

特別闡明他對命、性、情三者關係的看法，是值得玩味的。他說：

情者，性之動也。訴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

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

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為貞，則情之為利也明矣。

在蘇軾看來，命、性、情三者，分言為三，合則為一，「無非性者」。這一

觀點不僅與「性善情惡」觀的褒貶態度截然不同，而且與司馬光、王安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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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承認性情為一體，或仍對立之〈司馬光〉，或仍統貶為情〈王安石〉也不一樣。

其次，以「性」為貞，以「情」為利，表明了蘇軾對情的堅決肯定態度。在他

看來，性與命均是內在的、抽象的東西，必須通過「用」和「為」的情的作用，

才得以體現，產生效果；倘若把人的感情欲望一概斥為邪惡，則談論心意性命，

必然流於空談，「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

雖然他也認為「情者，性之動」，似乎與理學家口吻相近，但他認為動是必要的、

積極的，符合人的身心規律的。而理學家由於有一情欲邪惡的成見橫亙於心，

視情之動為洪水猛獸，他們講如何「誠」、如何「敬」，目的就是要用禮教教條

去抑制情之感動，這與佛教徒敲木魚念佛以驅除雜念、道士以符咒驅除鬼魊實

無二致。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証》中批評說：

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程朱〉因改變

其說為主敬、為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

夫古賢聖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

以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為

《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

從蘇軾對性情及禮義的基本看法上，知道他們的矛盾是以深刻的思想分歧

為基礎的。程氏傳人一直不放鬆詆毀蘇軾的學說，絕非偶然。自然，蘇軾性格

的任真狂直，說話沒有遮攔，不時把他的聰明才智用在戲謔同僚和朋友上，以

及宋代瀰漫著的文人紛爭、政治傾軋等，也是激化蘇軾與理學家們矛盾的多方

面因素。這與程頤在《易傳》中時常脫離《周易》言理大有差別。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

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

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

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

而身安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卷八《繫辭傳下》）

對水性的認識、把握不是以此眩耀，也不是賣弄技巧，目的還在於游水而

不溺、操舟而不沉，最終達到自然而然，獲利而身安，甚而美德尊崇。人們精

研道義、深入神理、窮極奧理，盡究萬物之性以至通曉自然命運，目的就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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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莊子‧達生篇》載仲尼言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講的是同樣的事情，而得出的結論則是「凡外重者內

拙」，與蘇軾的觀點截然相反。蘇軾此論，與當時空談性命者形成鮮明對比，也

與他反對空談性命相一致。在《日喩》一文中，蘇軾講「道可致而不可求」252，

所舉事例與此相同，前者講方法問題，而此則講目的。《墨妙亭記》更說：「余

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253直接把知命與究極人事聯結起

來。兩相比較，文學與易學相互補充。也說明，《東坡易傳》正是其思想的大總

結，也與其文學相表裏。

蘇軾的人性論是倍受攻擊的對象，因為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在蘇軾看來，

性與情都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相通，「非有善惡之別也」。它們只是天道

自然的一種表現方式而已。天尊地卑、剛柔吉凶乃至變化等現象都是自然現象，

沒有人為的造作，也沒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發號司令。萬事萬物各自從天道

那裏獲取其德性，從而產生千變萬化的差異。只有人們反觀省察時才給予了事

物德性的特有判斷。比如以人從天道那裏獲取的「惻隱之心」為仁，以「分別

之心」為義，脫去人的意識這些判斷也就不存在意義。在《繫辭傳》一開始，

蘇軾便借助《周易》天道自然的觀念痛快地表達了這一觀點：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自位矣；或剛或柔，

未有斷之者也，動靜有常而剛柔自斷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類

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變或化，未有見之者也，形象成而變化自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間，

雜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體

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

之德為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

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之心，而

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心著于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

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卷七）

蘇軾認為離開了思維，人與草木無異。性情也是這樣，只有脫離了思維的

252《蘇軾文集》卷六四。
253《蘇軾文集》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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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才是性情的本真。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就是因為孟子是帶著人的思維的

判斷作出結論的。通過讀《周易》，蘇軾發現性的本真。他無不自豪地說：

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

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

以所見者為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

熱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卷七）

什麼是「效」，蘇軾在解「效法謂之坤」時說：「效，見也。」兩相聯繫，

性之效就是性之可見者，所以他稱孟子「以可見者為性」。其實，這個可見者就

是「人則從而觀之」的觀的對象。善惡的產生是人們對性的反觀所作出的一種

判斷，是性本身的一種表現而已。「善者道之繼」，性又是從天道那裏獲取的一

種德性，「性」與「道」就是同一級概念，天道無善惡，性也就無善惡。

蘇軾論人性並不是孤立的，所以不可單就《易傳》而論。早在《揚雄論》

一文中，蘇軾批評了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揚雄的性無善惡論以及韓

愈的性三品論。蘇軾認為他們不知性，而以才言之。才雖有高低，但聖人並未

斷其善惡。另一方面，善惡之論在人類初始並不存在，而善惡本身就是聖人指

定的。聖人以天下所共安者為善，以一人之所獨樂者為惡。從善惡來源而言，

則善惡本身後於人性的存在，說人性有善有惡無疑是錯誤的。與《易傳》相比，

《揚雄論》要淺顯得多。尤其是在《子思論》中，蘇軾認為孟子、荀子、揚雄

的人性論是「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更似淺近。不過，這是蘇軾從另一

個角度論述人性，二者適合互補。

《論語說》是《東坡易傳》的姊妹篇，其中論性則主要從性的特徵作論述。

其文較長，為便於論述，再加之尚無學者具體分析，茲引錄如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

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至矣。

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為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

下，木抑之可使輪囷。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湧上達。

激者衰，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

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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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

無即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之。故天一為水，而水非天一

也；地二為火，而火非地二也。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論之善，

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

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

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

與下愚曷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

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於江河、蓄於坎井，亦水也；積而為

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

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254

這是一個相對全面的論述。第一，性既然是從天道那裏獲取的，那麼性就

是一定的，人無論怎樣修為也不可能去掉人性。所以在《易傳》卷一，蘇軾以

為君子不可盡去其惡，小人不能盡去其善，就是堯、舜也有其惡，桀、紂亦有

其善。這種定分的善惡就是性的表現。達到性，離道就不遠。這就是性「不可

滅」。

第二，性與情是統一的，叛性正是離情的表現。桀、紂、盜跖之惡正是他

們縱其喜怒而形成的。木的本性是向上生長，當我們把它向下彎曲時，它也未

嘗不曲著生長，然而一旦失去這種抑制，樹木仍然會向上長。水的本性是向下

流，但激蕩它時，它可能向上衝達，然而失去了向上的激蕩之力，水最終向下

而行。正如《渙卦》所言：「水非樂為此，蓋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

者必衰，其性必復，水將自擇其所安而歸焉。」（卷六）所以情本身並沒有善惡。

蘇軾這樣的說明，又使其性帶有了自然本性的特色，而缺少了人的社會屬性。

第三，性有其特性，它成就道，不能見，不能聞，而不能說無有。因不是

無的狀態而以有命名性同樣不成其為性，因為凡是有的東西便是物，事物本不

是性。所以性是看不見的有，是聽不到的有。

第四，性可以導引出善惡，但善並不是性。因為善惡是相對的，說性善，

也可說性惡，由此又可說性善惡混而有之。這同樣是孟子、荀子、揚雄在人性

論上的不斷發揮與錯誤所在。正是因為性不能說成是善，也不能說成是惡，所

254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二，頁 91－92；余允文《尊孟續辨》卷下，《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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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才說人性是相近的，只是習練的不同相去遠了。上智與下愚不可移易只

是其資質造成的。明人沈一貫對蘇軾與蘇轍的性命論研究後作了一個相對無偏

見的結論。他說：

蘇氏之說，兄弟互相發明，皆本于呂梁蹈水之言。曰：吾生于陵而安于

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程、

朱之說不相似。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又曰『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蘇氏之說亦本于孟子。蓋天命之妙，真有不知所以然者，故孟子

以『莫之為而為』釋天，以『莫之致而至』釋命。蘇不可少也。顧孟子

謂『性善』，而蘇氏不免有善惡混之疑。大抵聖門論性，論其精，謂性

者道所出也，天理也。255

沈氏以蘇軾性命本於自然，抓住了蘇軾思想，說本於孟子似未必，僅二者

有相近而已。至於說蘇軾性論有善惡混之疑雖有道理，但並不妥當。蘇軾在《文

集》卷四《揚雄論》中對揚雄的善惡論有這樣的評語：

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不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

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

出乎性也而已。

融合三教，探究性命是宋代最為顯著的時代特色。蘇軾繼承並發揮其父的

思想，堅決主張有為而作，崇尚務實精神。但是，他又為回擊這種不良社會風

氣的需要，提出了自已在性命問題上的主張。他否定性具有可見、可得的特徵，

否定性本身有善惡之分，不崇信孟子的性善論，處處刺痛理學家的心。蘇軾從

小與佛道有著思想上的關聯，更想以有思與無思之間的境界超脫自我，所以其

性命義理之說也就不無佛道的色彩。朱熹說蘇軾不曾仔細研讀儒家「聖賢之

書」，「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256。且每每說到「急

處」（主要指性命之理）總是「添入佛老，相和傾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

且遮人眼」257。又說蘇軾言性「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為是

說」258。雖不免言之未當，但說蘇軾有佛老思想在裏面是把握了蘇軾思想核心

255《易學》卷一一《說卦傳》。「呂梁蹈水之言」見於《莊子．達生》，言安習成性。
256《朱子語類》卷一三○。
257《朱子語類》卷一三七。
258《雜學辦．蘇氏易解》，《朱熹集》卷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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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