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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性論 
 

吳廷翰的心性論與其氣本論有密切關聯，他以氣為天地萬物之祖，不僅在本體

論上將太極、陰陽、道、理統合為一氣，於心性論上也以氣來論性言心。他主張「性

即是氣」，有別於朱子的「性即理」的理本論、陽明「心即性即理」的心本論下的心

性論，表現了以氣論性的特點。而在氣本論下的人性論，也使他對於孔子、孟子、

告子、程顥等前人人性論的闡發有另類的思考。以下試就其以氣為本的理路，探討

他在心性論上的主張。除了氣與心、性的關係外，也從以氣論性言心的特點出發，

梳理出他對於宋明儒心性論上向來頻加論述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心統性情說、

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等主題的見解，並藉以窺得他人性論的內容與意涵。 

 

 

第一節  性即是氣，性之名生於人之有生 

 

朱子在理本論的進路下，以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

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１。人物的產生是稟受天地之理為性，以天地之氣為形

體，其性是理之性，而氣的作用使人物成形，這和理氣先後關係相應。至於性與氣

的關係，雖然他主張「性、氣二字兼言，方備」２，但朱子兼言性氣是以性氣相分為

前提的，「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

主於形而有質」３，人是性、氣和合而成，性主於理且無形，是形而上；氣主於形且

有質，是形而下。因此，正如他的理氣二分，性自是性，氣自是氣，二者不相混雜；

性是本原，氣是派生，至少在邏輯上性先氣後。 

                                                 
１（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 58．答黃道夫》，頁 5。 
２（宋）朱熹，《朱子語類．卷 59》，頁 2204。 
３（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 44．答蔡季通》，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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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羅欽順、王廷相與吳廷翰的氣本思想下，他們在性與氣的關係上是不同於

朱子的。羅欽順主張性為陰陽之理，「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

陰陽之理以為性」４。也就是說，性是由陰陽之氣所產生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及

規律，性最終從屬於氣。５王廷相反對朱子離氣言理，又以離氣之理言性，他認為性

出於氣，不可離氣言性，「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６。羅、王二人皆表現

以氣論性的立場。至於吳廷翰以氣論性的立場亦是鮮明，他除了吸取王廷相「性生

於氣」７的論點外，又受他的外祖父張綸的啟發，而有將性與氣統一起來的說法８，

以下試加探討。 

 

一、性即是氣 

 

吳廷翰在其氣本的理路下，與羅、王一致皆以氣論性，甚至明言「性即是氣」，

把性視為氣中一物，即氣之條理，並以性為氣。其以氣論性的立場又有過於羅欽順

與王廷相之處。他以氣論性有「氣以成性」、「性即是氣」的特點，茲分述於下： 

 

（一）、氣以成性 

吳廷翰視氣為天地萬物之祖，不僅將道與氣統一於氣上，在性與氣的關係上，

他認為氣「為天地人物之所生成則謂之性，成之者性是也」、「成之之性，為陰陽之

氣之所成亦明矣」。９亦就是從氣本論來論性的形成，提出「氣以成性」１０，認為性

                                                 
４ （明）羅欽順，《困知記．續卷上．11》，頁 55。 
５ 張立文主編，《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性》，台北：七略出版社，1997，頁 258。 
６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 28‧答薛君采論性書》，頁 518。 
７ （明）王廷相：「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了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不
明於後世。⋯⋯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雅述．上篇》，頁
837。） 

８ 張綸著有《林泉隨筆》一卷（見《明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文中有：「氣則養性，性則乘氣。
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吳廷翰讀了有「此先生之所獨見」的讚嘆（參見《吳廷翰集．文集‧
卷上》，頁 271。）容肇祖於〈吳廷翰的哲學思想概述〉中認為「這就啟發了吳廷翰把性與氣統一
起來的說法。」（見《吳廷翰集》，頁 2。） 

９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5、23。 
１０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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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是由氣而來，也可以說人之所以生之氣為性之本。他又有言： 

 

蓋人之有生，一氣而已。朕兆之初，天地靈秀之氣孕於無形，乃性之本。（《吉

齋漫錄‧卷上》，頁27－28。） 

 

蓋天之生人，已有此性也。性成而形，雖形亦性。然不過一氣而已。其氣凝

而有體質者，則為人之形，凝而有條理者，則為人之性。（《吉齋漫錄‧卷上》，

頁24。） 

 

以上表明人因氣而有生，而無形的天地靈秀之氣是人性的本原，不僅性是陰陽之氣

所形成的，形體亦是氣的作用而形成的。他又進一步說明氣凝而有體質是人形，氣

凝而有條理是人性，將人之形、性統一於「一氣」上，故此形也是性。這與朱子主

張：「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未有此氣，已有此性。

氣有不存，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１１視人

的性是從「理」來的，形是從「氣」而來，性又先於氣的觀點不同，這差異也是理

本論與氣本論立足點不同所致。 

他主張氣的凝聚、造作就是理，提出「理即氣之條理」、「理氣為一物」，理是

氣的條理或規律性，理從屬於氣，而非在氣外。因此，他有「氣即理」的論點來反

對程朱理氣二分。他又從性成於氣的觀點出發，有「性即氣」的論調來反對程朱「性

即理」的主張。他甚至明白表示自己和程朱的最大不同處就在於「以氣即理」、「以

性即氣」，他不僅認為理與氣、陰陽與氣、太極與氣、虛與氣、道與氣等都是不可分

割的，就連性與氣也是一物，這也揭示他以氣論性的鮮明立場。在理氣為一的基礎

上，他批評朱子理先氣後的「性即理」說： 

 

                                                 
１１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 4》，頁 91、《朱文公文集‧卷 46‧答劉叔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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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但氣之清者為聖賢，如寶珠在清水中；氣之

濁者為愚，如珠在濁水中。」又曰：「人性如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亦分明把作二物。若如予說，則氣之凝聚、造作，即是理；水清、水濁，即

是性。如布喚作布，其絲縷、經緯錯綜，則是理；如樹喚作樹，其根株、枝

幹、花實，則是理。故言布則即布是性，言樹則即樹是性。若曰所以為布，

所以為樹，乃為理、為性，則教人於布之外、樹之上尋理、尋性，哪裏去討？

推其類，必有超然一物立於天地之先以為理，爍然一物懸於形氣之上以為

性，終屬恍惚，終屬意見，近於異說矣。（《吉齋漫錄‧卷上》，頁34。） 

 

他主張理是氣的凝聚、造作，性是氣凝而有條理者，以為程朱一派的「性即理也」，

「以理為性」的說法，是把理、性與氣視為「二物」，是於物之外之上求理尋性，這

種於形氣之上設立一個東西為性，其實是恍惚不實的意見。反對將理立於天地之先，

性懸於形氣之上，這與王廷相將性即理斥為「謬幽之論」是相承的１２。 

 

（二）、性即是氣 

張綸主張「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認為性與氣二

者不能分開。吳廷翰承自外祖父張綸的啟發，在性氣的關係上，他更強調在氣的基

礎之上，性氣為一。再者承上所說，氣凝而有條理才是性，而氣之條理也是氣固有

的屬性，因此可將性視為氣。他明白地提出「性即是氣」、「性氣一物」，此種性氣合

一論將性與氣的關係更緊密結合，是高過於羅、王對性氣的看法的。他的「性即是

氣」多少受程顥「性即氣，氣即性」之說的啟發，但他反對「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之說，甚至質疑「論性不論氣不備」三言並非程顥所

言１３，因為「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是「以性為理，以氣為氣」，是理氣二分而

                                                 
１２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 28．答薛君采論性書》，頁 518。 
１３ 此文編於《程氏遺書》卷六之中，標明「二先生語」，或可作程頤語，或可作程顥語。《宋元學案》
將「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編入〈伊川學案〉；將「性即氣，氣即性」編入〈明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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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性氣二分，這與「性即氣，氣即性」是不一致的。１４他從「性氣一物」的觀

點，批評「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說： 

 

若知性氣一物，則論性即是論氣，論氣即是論性矣。若謂「論性不論氣」是

謂不以氣論性也，謂「論氣不論性」是不以性論氣，可乎？然不以氣論性，

則不知所以為性，正是不明；只以氣論性，不分人物偏全，亦是未明處。今

乃分未備、未明，則愚猶未能解也。（《吉齋漫錄‧卷上》，頁25－26。）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未達之論。性即是

氣，論性即是論氣；氣即是性，論氣即是論性。而以為不明、不備，其失在

於以性為理、氣為氣，而不肯以性為氣，故其言若是，安在其不二之也？（《吉

齋漫錄‧卷上》，頁29。） 

 

廷翰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為未達之論，此論點與

王廷相稱讚程顥此觀點「於性極為明盡」１５不同。吳認為性從氣出，不以氣論性，

是不明氣是性之所以生者，而且性氣一物，論性即是論氣，論氣即是論性。其實，

程顥「性即氣，氣即性」中的「即」不是概念斷定的陳述語，而是「關聯語」，程顥

只不過是將性與氣稟滾在一起說，１６他所謂的性與氣仍是異質性絕然相反之二物。

唐君毅就曾指出：程顥「性即氣，氣即性」渾合說，並非不分性與氣，而這只可以

                                                                                                                                        
案〉。 

１４ 吳廷翰說：「『論性不論氣』三言，此正以性為理，以氣為氣之說，非明道之言。蓋明道云：『性即
氣，氣即性。』，今謂『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明是兩言。」（《吉齋漫錄‧卷上》，頁 25。） 

１５ （明）王廷相，《雅述．上篇》，頁 837。 
１６ 此論點參見張德麟，《程明道思想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86，頁 90。另外楊儒賓也有類似的意
見，他認為程顥以及張載語言中的「X即 Y」的「即」字是圓融的「即」，是形上貫穿形下、世界
登法界的「即」，而不是可以從形下者抽離出來的屬性的、述詞的「即」字。他又指出：「兩種異
質性的人性圓融地、境界地同一之『即』」與「經驗性的人性論述引出來的另一種人性之『即』」，
兩者其實大相逕庭－不管兩者在語言上多接近，也不管後者如何讚揚前者，甚至以前者為師。（見
《儒家身體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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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他「重性之貫徹於氣」之證。１７而吳廷翰在氣本的進路下，氣為宇宙萬事萬物

生成的本原，故天地萬物之性無不稟受此氣而為其本性，亦即氣為本體者，化生形

下有形體之人物而又內貫於人物之中為其本性，故性生於氣，氣為性之本，即「性

氣一物」。１８他的「性氣一物」是在氣本論的前提下而言，一如「理氣為一物」是針

對程朱理氣二分，「性氣一物」就是針對「以性為理，以氣為氣」的性氣二分而來的，

其「性氣一物」不分形上形下，但論其先後則是氣先於性，這是他與程顥「性即氣，

氣即性」之說相異之處。 

 

二、以生言性 

 

吳廷翰對史上眾說紛紜的性論中，有取於告子「生之謂性」和程顥「『生之謂

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之論，除以氣論性，主張「性即是氣」外，並且

以生言性，藉以說明人性的產生。在此，本文透過他對告子與孟子論辯「生之謂性」

的批評，以及對程顥論性之旨的肯定，辨析其「以生言性」的意涵。 

 

（一）、無生則無性 

吳廷翰在氣本的思路下，認為人為氣所化生，而氣「為天地人物之所生成則謂

之性」，氣創生人物之形體，且流行下貫於人物之中而為其本性，因此，人之性與氣

有關，氣為本體者，人有氣而生，生而後有性。對於性的產生問題，他說： 

 

蓋性即是氣，性之名生於人之有生。人之未生，性不可名。（《吉齋漫錄‧卷

上》，頁28。） 

 

                                                 
１７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中國哲學中人性思想之發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頁 428。 

１８ 參見陳正宜，《羅欽順理學思想之研究》，頁 182、183。 



 77 

性者，人物之所以生，無生則無性。以生言性，性之本旨。（《吉齋漫錄‧卷

上》，頁29。） 

 

「人物之所以生」是性，也是氣的作用，從本原上說「性即是氣」。再者，這裡說性

即是氣，就其實質而言，性不是超乎形氣之上的懸空之理，無氣則無性，性必立於

氣之上；說性是生，是就其產生而言，「人之未生，性不可名」、「無生則無性」，直

接而鮮明地表達人未氣化而生之前，人性是不存在的見解。１９因此，未生之前的「天

地之性」也是不存在的，性就不必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這與他「凡言性也者，

即是氣質」的論點是一貫的。 

廷翰「以生言性」重在強調性的與氣關係，藉以說明性的產生。此外，他並且

重視人性與物性之別，有論者闡釋其意義是放在人不同於其他生物族類的全部豐富

性上來認識「性」，這是從生命的本質來認識性，生與性的關係是「生者，人之性也。

性者，人之所以生也。」性是生命的根據，生命是性的展開，人性是人之為人的本

質，人性決定了人後天的一切，從形體活動到精神世界，這具有很強烈的生命本體

論的意味。２０這意義是不容忽視的，不可將其「以生言性」論直接等同於告子純就

人的知覺運動等生物事實以言性。 

 

（二）、對告子、程顥「生之謂性」的論辯 

１、對告子「生之謂性」的論辯 

告子以「生之謂性」論性，現今我們可於《孟子．告子上》見孟子對告子性論

的批駁，吳廷翰對於這段論辯有諸多闡發，他認為「無生則無性」、「以生言性，性

之本旨」，肯定性是在有生之後才產生的。告子以「生之謂性」論性，這以生論性的

觀點正是廷翰所認同的。 

雖然告子在與孟子的論辯中是居下風的，但吳廷翰從以生論性來看告子「生之

                                                 
１９ 參見衷爾鉅，《吳廷翰哲學思想》，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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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性」是「語是而意非」、「未嘗不是」、「未可以是責其不明也」，２１他又說程顥論性

有取於告子之言是「因其言之可以明性而不欲廢之」、「用其言而反其意」。２２也就是

說，告子「生之謂性」之語是可以明性之旨的。不過，他以為「人物之生，受氣不

同，則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生，豈皆同乎？」指出告子根本的錯誤是「以杞柳、

湍水言性，蓋指氣之偏且惡者為之」、「以氣論性，不知人物有偏全」，也就是說，告

子忽略了氣有偏全之別，只論了人作為動物，與動物的共性，而沒有區別人之所以

為人的特殊性，意即缺乏人性與物性的分別。告子之說會使人「將以性為惡、為偽、

為在外、為與物同，而人類化為禽獸矣。」而孟子正是從這個漏洞來攻擊他的。事

實上，告子的觀點不能說不對，只不過被孟子強壓下來，未及將自己的意見詳細申

述。他擷取告子「生之謂性」的指生為性的意義，認為孟子能遽服告子就在於以「形

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處互明」２３。否則「告子指生為性，若得真見，則與孔子相近

之旨無異。」 

他評論孟子的論述是「義明而語猶未究」，孟子的義明在於他主張性善，揭示

了道德的內在根據，使人「皆以性為善、為真實、為在內、為與物異，而仁義之道

明，人類不至於禽獸」。這也是孟子性善之說功大於告子之處。孟子未究不備之處是：

「性之本雖善，而氣之所為則亦有不善者；其發雖善，而流之所弊則亦有不善者。

故曰：『若夫不善非才之罪也。』然而以為非性則不可。」孟子性善只說「繼之者善」，

而未言及「成之者性」。所謂「成之者性」是指「為陰陽之氣所成」之性，然而孟子

言「性善」雖是「義明」，卻離氣言性，言性不言氣，其性善論根本不涉形氣，忽略

氣在屈伸往來之中有雜揉不齊，紛紜乖誤，氣的發用、流弊有不善處，所以他認為

孟子的性善論是「義明而語猶未究」。２４ 

 

                                                                                                                                        
２０ 參見張學智，《明代哲學史》，頁 370、371。 
２１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0、26。 
２２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0。 
２３ 「形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處互明」這點是他要提醒孟子的地方，也是他自己與告子「生之謂性」
不同之處，他是不同意純就人的知覺運動等生物事實以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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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對程顥「生之謂性」的論辯 

雖然吳廷翰直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未達之

論，但對於程顥論性有取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則持肯定之看法，他說： 

 

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

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可與言性

矣。（《吉齋漫錄‧卷上》，頁39。） 

 

程顥對性的看法可說是直接來自《中庸》「天命之謂性」，性是天所「命」，即天賦的，

亦即生而自然具有的，因而他肯定告子「生之謂性」的說法，２５承認天地所生萬物

都具有共同的一本之性。但告子卻未能在一本之性的基礎上，分別出事物的具體屬

性，只道性一般，未言分殊，故程顥又加以批評。２６廷翰對於程顥的這些見解是肯

定的，尤其「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之說有氣化的作用，意謂天地之氣纏綿交結而

化生萬物，此正與吳廷翰所主的氣本論不謀而合，他不僅說可與明道言性，甚至從

程顥有以氣釋性的跡象，推崇地說「論性之旨，唯明道先生為至」２７。誠如論者所

指：「程顥以天然為性，天然乃自生而有，故主張生之謂性。但是他雖說『生之謂性』，

並不是犯孟子所指責告子的缺點，實則生雖同是一生，而生之所成則不同」２８。換

言之，也可以說吳廷翰與程顥所說的「生之謂性」雖同為一生，實則生之所成則不

同，前者以「氣」為生之所成，後者則是以「理」為生之所成。而他們對告子的批

評焦點也同是指告子未區別人物的殊性。此外，他們皆取告子「生之謂性」，承認性

是生而自然具有的，但是吳廷翰「以生言性」，生之性實蘊涵道德潛能，除生物本能

之性外，「形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處互明」，性應蘊涵道德之性。他又以性可以生心，

                                                                                                                                        
２４ 以上引文、論述俱見《吉齋漫錄‧卷上》，頁 29、30。 
２５ 參見陳來，《宋明理學》，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69。 
２６ 張立文主編，《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性》，台北：七略出版社，1997，頁 200。 
２７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6。 
２８ 參見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宋代篇（上冊）》，台灣學生書局，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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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性之所生」，其性應也蘊涵了生，可以萌發道德之端。２９他以氣言生言性，

並不是純粹以自然生命看人性，他還是重視人性的道德一面。「以生言性」肯定自然

生命的追求與滿足，但並不是就否定道德生命的價值，自然生命與道德生命兩者是

相互依存、彼此成全，不忽略自然生命的安頓，也重視道德生命的成全，所以他認

為「民生有欲」、「人欲不在天理之外」，既肯定人欲的正當，又主張人欲不可縱。 

 

三、凡言性也者，即是氣質 

 

「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說始於張載，他認為太虛是氣本然無形的狀態，

無形的氣聚為有形的人，則人性既源自太虛者稱為「天地之性」；來自由氣聚成，各

自殊異的形質者稱為「氣質之性」。可以說，其「天地之性」是氣所固有之本性，是

氣之本然的總一的性；「氣質之性」是氣聚成特殊形體而後有之性，是氣後起的分殊

的性，二者實都是氣的性。３０而吳廷翰的氣與神、虛與氣一貫的看法，意在弭合張

載「太虛即氣」的裂縫，杜絕程朱「理氣二分」的依據，貫通到心性論上，「天地之

性」與「氣質之性」既然都是氣的性，自然「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是

不必要的。吳廷翰立足於「性即氣即生」的觀點上，與羅欽順、王廷相的心性思想

上有共同的看法，都取消了張載與程朱所謂「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

提出性只是「氣質之性」的觀點。又程朱本於理氣之分，論「天地之性」為理，「氣

質之性」為理氣合，更是與他「理氣為一物」的氣本論相背；那性在氣先的「天地

之性」，也與他性在氣後的主張相左，他只承認性在氣中的「氣質之性」。不過，他

與程朱所說的「氣質之性」是不同的。他認為人由氣而生，稟氣而成，人生而後有

性，所以講性不能離開氣和生而空談性，那超乎形氣之上的天地之性是不存在的。

他將「天地之性」納入氣的範疇中，他說： 

                                                 
２９ 這性可以生心，也可以萌發道德之端的思路，參見成中英，〈原性與圓性—論性即理與心即理的
分疏與融合問題，兼論心性哲學的發展前景〉，收錄於《東亞文化的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6，
頁 22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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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生人，一氣而已。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即此氣，即天

地之性之所在也。以其全得不偏而言，故謂之「中」；以其不雜而言，謂之

「善」，即「繼之」之「善」；以其為有生而言，謂之「性」，即「成之」之

「性」。（《吉齋漫錄‧卷上》，頁39。） 

 

在這裡他所指涉的「天地之性」是人稟受天地的「中」氣而生的，它是得氣之全、

不偏不雜，是善的，也是「氣以成性」的性，並沒有與「氣質之性」對舉的意味，

更不是程朱式的「天地之性」。他不贊同的是那種超乎形氣之上的「天地之性」，他

在這裡所謂的「天地之性」是稟氣而來的，氣本身就具有偏全、厚薄、多寡，不必

分本然之氣與氣稟之氣（即太虛之氣與一般之氣），也就無「天地之性」與「氣質之

性」的二分。而他主張人皆是「受天地之中」而生的，物是受「天地之不中」而生，

性兼人性與物性，在此他以為「天地之性」是無法概括人性與物性，而「氣以成性」，

「性本是氣」，性的偏全、厚薄、多寡是稟氣而來，所以以「氣質」稱性更為直接。

他明白地表達「凡言性，則已屬之人物，即是氣質」３１，認為言人物之性不能離開

氣，氣即是氣質，並無得之於「理」的「天地之性」。這與他反對理氣之分，認為理

為氣之條理是一致的。 

他又提出孔孟沒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說法，批評將人性二分者說： 

 

⋯⋯「相近」、「相遠」，其義如此。論性者不得其故，又恐二於孟子性善之

說，遂以此兼氣質而言。夫性本是氣，而曰兼之，則性實何物乎？（《吉齋

漫錄‧卷上》，頁24。） 

 

蓋性即是氣，性之名生於人之有生。人之未生，性不可名。既名為性，即已

                                                                                                                                        
３０ 宇同（張岱年），《中國哲學問題史》，台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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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氣，又焉有「氣質」之名乎？既無「氣質之性」，又焉有「天地之性」乎？

蓋緣孟子言「性善」，夫子言「相近」，求之不得，故以「善」為「天地之性」，

「相近」為「氣質之性」，以要其同，而不知其反異也。性一而已，而有二

乎？（《吉齋漫錄‧卷上》，頁28－29。） 

 

程朱謂天地之性是指理，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而氣質之性是理氣相雜而成，有

善惡、剛柔、厚薄、清濁等差殊。以「天地之性」符應孟子的性善之旨，「氣質之性」

表明現實經驗上惡的來源。程朱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是建立在理一元論

的基礎上的，以氣質中之理為性；而張載則是建立在氣一元論的基礎之上，以氣質

為性。吳廷翰與羅欽順、王廷相都反對離氣言性，他們繼承張載以氣釋性的路線，

但拋開「天地之性」的說法。吳廷翰評斷論性兼氣質者，亦即在「氣質之性」外，

強出「天地之性」者，是恐言性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同而來，才要以「天地之性」來

附會孟子性善之旨。他甚至認為性即是氣，言性即是氣質，性是一本的，不必再安

上「氣質」二字，就不會把性二分為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 

他在說明「性之為『氣質』」這個命題上，引述孟子所說的：「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有，鼻之於臭也，四肢之為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來批駁程朱說： 

 

由此言之，耳目之類，雖曰氣質，而皆天地所生；仁義之類，雖曰天命，而

皆氣質所成。若曰仁義之類不生為氣質，則耳目之類不生於天地，有是理乎？

（《吉齋漫錄‧卷上》，頁29。） 

 

雖然稱引孟子的話，但他實際上是立足於他自己的性氣一物的觀點，反對將耳目之

                                                                                                                                        
３１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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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視為氣質之性，以及將仁義之類視為天地之性。性即是氣，不必將性一分為二。

另外，在此必須明辨的是：吳廷翰雖然提示「性之為『氣質』」、「凡言性也者，即是

『氣質』」，以「氣質」一詞言性，但他的「氣質」一語，與羅欽順一樣，都沒有帶

著朱子所謂的氣質那麼強烈的負面色彩３２。他雖不贊同「天地之性」之詞，但實質

上並未加以排除於性外，「人受天地之中」、「仁義禮智性之實體」就是天地之性之所

在的證明，他所反對的是程朱那種自立於氣外的「天地之性」。 

 

 

第二節  心生於性 

 

吳廷翰以氣為本，來闡發氣與道、陰陽、太虛、太極、理、心、性等哲學範疇

之關係。以為天地、陰陽、心性等一切皆為一氣之所生。他駁斥張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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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與氣二分，

未免流於理氣二分之失，因此提出說：「虛實也，聚散也，皆氣也。其曰天、曰道、

曰性、曰心，皆此一物，隨處異名，不容分別」３３。在心性論上，他以氣言性與心，

在心與性的關係上，吳廷翰強調二者的區分。「心、性字，似一而二。今人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所以為學易差」３４，雖然他主張心性不離，反對離性言心，但他強調心

性的分辨，認為心性「似一而二」，心、性不是一物，甚至提出「心生於性」。這與

張載、朱熹「心統性情」說以「心」主宰「性」不同，而他所強調的心性之辨又與

佛教「明心見性」、陸王「心即性」相抵啎，因此他對於以上學說有許多的論辯與批

評。上文已論述性與氣的關係，以下論述則著重於辨析心與性以及心與氣的關係，

並且闡發其人心與道心、天理與人欲的觀點，再進一步探討他在心性論上對佛教、

                                                 
３２ 關於羅欽順「氣質」一語的評論，見劉又銘，《理在氣中》，頁 34。 
３３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18、頁 19。 
３４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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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陸王的批評。 

 
一、心性之辨 

 

（一）、心者，性之所生 

吳廷翰「性即是氣，性之名生於人之有生」，言人之性與氣有關，氣為本體者，

人有氣而生，生而後有性。「心者，性之所生」，言心與性是心生於性，因此從產生

的過程來看，則是：氣→生→性→心，氣是人的生命基礎，人從受氣化生而形凝，

他的形體結構、象貌特徵，乃至精神活動，皆歸根於氣的作用。可以說氣範圍生命，

生命範圍人性，人性又範圍人心。他說： 

 

及其（氣）生人，則人得之以為有生之本，而形色、象貌、精神、魂魄，皆

其所為，而心則全體之所在，故謂之性。性，從心從生，人心之所以生也。

（《吉齋漫錄‧卷上》，頁28。） 

 

不僅從氣本論人之生、性、心，指出氣凝而為人的形貌精魂，心即人形貌精魂的所

在，更素樸地從「性」字的文字結構論心與性的關係，以生論性亦論心。又在他以

為道、理、太極、性、心皆只一氣的觀點下，不能離開氣而談心、性，亦不能離開

性而講心，因此心與性「遂若無所別」。他說： 

 

性者，生乎心而根於心者也。人之初生，得氣以為生之之本，⋯⋯性為之本，

而外焉者形，內焉者心，皆從此生。是形與心皆以性生。但心之得氣為先，

其虛靈知覺，又性之所以神明，而獨為大體，非眾形所得而比也，然與性並

言，則不能無先後大小耳。但心之初生，由性而有，及其既成，性乃在焉。

則心性遂若無所別矣。（《吉齋漫錄‧卷上》，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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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性與心的關係是性生心又以心為根本３５，氣凝而為人的形貌精魂，心即人形

貌精魂的所在，又性之所以神明是因心的靈明知覺，心之虛靈知覺非眾形所得而比，

故心「獨為大體」。但心涉形氣而有限，則雖稱為大體，與無內外之性相較，仍不能

「無先後大小」的分別。「心者，性之所生，而性在焉」，心生於性，又以性為其價

值條理之本，所以說：「心之初生，由性而有，及其既成，性乃在焉」３６。就產生的

過程而言，心由性而有，心成性乃在，如此性先心後，性大心次之。３７在氣本之下，

心性若無別，實則彼此仍有不同，其不同就在他以性即是氣，從性氣同為人之所以

生的根據來解釋「心生於性」。 

 

（二）、知覺運動是心，而所以生之者是性 

在吳廷翰氣本的理路下，心是由氣組成的，可以認為，心所具有的各種各樣的

作用，是由氣發出的。在心與氣的關係上，他說：「人生而有心，是氣之靈覺，其靈

覺而有條理處是性」３８。可知，心是氣具有的虛靈知覺的屬性，而靈覺之氣有條理

處是性。從心的虛靈知覺的活動看氣、性、生、心的關係，是「知覺運動是心，而

所以生之者是性」３９，他在「氣以成性」的觀點下說心： 

 

人之初生，得氣以為生之之本，純粹精一，其名曰性，性為之本，而外焉者

形，內焉者心，皆從此生。是形與心皆以性生。（《吉齋漫錄‧卷上》，頁23。） 

 

                                                 
３５ 廷翰言：「性者，生乎心而根於心者也。」之「生乎心」不可解為「生於心」，否則與他所言的「心
生於性」相矛盾，另外，他又有「而謂朝廷統乎人君，可乎」一語，此「統乎」應是「統」意，
明顯地不是今人所謂「統乎」（統於）之意，可見這是他個人的用語習慣，用於動詞後的「乎」是
助詞而非介詞。所以「性者，生乎心而根於心者也。」只是「性生心」之意。 

３６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3。 
３７ 參見王俊彥，〈吳廷翰「以氣即理，以性即氣」的思想〉，頁 89。 
３８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5。 
３９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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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以成性，而內焉則為人之心，外焉則為人之體。體者氣之充，而心者氣之

靈，豈有二乎哉？（《吉齋漫錄‧卷上》，頁39。） 

 

人得氣而生，氣內貫為人之性，人之初生即自具有純粹精一的氣性，人一身之內為

氣之靈明知覺的心，外為氣充為體質的形，故氣為性之本，性又可以為人生之之本，

形、心、性同為氣出，又形與心皆以性生。因此，形體與心皆從性生，而不在性外，

心怎能統性呢？這也是他反對「心統性情」說的依據。 

在「知覺運動是心，而所以生之者是性」意義下，他在心性之辨上不斷表述說： 

 

心者，生道也；性者，心之所以生也。知覺運動，心之靈明，其實性所出也。

無性則無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亦無心矣。（《吉齋漫錄‧卷上》，頁28。） 

 

心者，性之所生，而性在焉；虛靈知覺，皆性之所為也。（《吉齋漫錄‧卷上》，

頁31。） 

 

指出「人和天地萬物形成之初，宇宙中充滿著渾淪無形之氣，由於人稟受天地靈秀

之氣而生，所以人不僅有性，而且有心，有了心，才有心的靈明—知覺運動」４０。

氣的虛靈知覺表現為心，但「虛靈知覺，皆性之所為也」，因此在根源上，性先於心，

才能對心有所作用。既表明心所具有的知覺運動的作用，也說明性是心所以產生的

根源。所以就性氣關係而言，性是以氣為本；就心性的關係來看，心生於性。心的

本質是靈明，心是人的形體的主宰，精神活動發生的地方，而心的活動也以性為根

據，因此，他反對「心統性情」。 

在「知覺運動是心，而所以生之者是性」的觀點下，吳廷翰對朱熹批評佛教「認

那知覺運動做性」，認為此處辨得心性、儒佛頗明，但他又以為朱子「以理為性，知

                                                 
４０ 以上論述參見姜國柱，《吳廷翰哲學思想探索》，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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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運動是心」，如此便是「性反緣心而有，理無所著，反為空寂之物。是亦不足以破

佛之謬」。４１本來心由性而有，朱子這樣將心與性的本末顛倒了，是無法破除佛教的

謬誤。他的心性之辨與朱子的不同在於他以理氣一物為前提，以氣言性，心生於性。

而朱子性與心的關係，猶如理與氣的關係，性是形而上之理，或「性便是心之所有

之理」；而心則是形而下之氣，是「理之所會之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

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４２這性雖不離心，但不等於心的觀點是從理氣二

分而言的。 

 

二、道心亦人心，人心亦道心 

 

在吳廷翰的心性論上，他主張氣性為一物、性為心之本，又天地萬物皆源於一

氣，則性無二性，同時，心無二心。他既反對張載、朱熹「心統性情」，與分性為天

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主張，也反對分道心與人心，進而又反對天理人欲對立論。 

 

（一）、人心道心各有自然之中 

道心與人心之名，乃出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明理學家極重視此語，稱之為十六字傳心訣。吳廷翰認

為「聖賢授受，萬世言性、言心者無以加焉。由此則為正道，出此則為邪說、為異

端」、「萬世言心學者託始於此十六字，不容一字有差」。提出「人心亦自有中，道心

且未可謂之中」的見解，「允執厥中」之「中」，須兼人心、道心而言。４３ 

二程用天理人欲解釋道心人心，以為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對此一問

題之重視實由朱熹所倡導，他以為這是堯舜相傳之道，故對人心與道心之涵義及關

係頗多論述。道心出於性命之正，惟精而無雜，純為天理；人心則出於形氣之私，

                                                 
４１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3。 
４２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5》頁 143、141。 
４３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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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氣雜而言。總之，合於道德原則的知覺是道心，專以個人情欲為內容的知覺是

人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個生於血氣，一個生於義理」。道心發自天地之性，為

純善，故云：「道心則是義理之心」。４４而人心則發自氣質之性，為有善有惡，故云：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４５。此即人心、道心之別。朱子以為

道心必須為人心之主，人心必須以道心為準繩，亦即人心必須為道心所節制，而且

人心必須聽命於道心才是完全的人性。不然人心若失準據，則人心必然會流為邪惡。 

吳廷翰認為人心是：「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生，鼻之於臭，有是口鼻

耳目之人，則有是食色臭味之心，人之大欲，故謂人心」。指人生而有各種物質欲求，

人之大欲就是人心。道心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哲，

有是仁義禮知之道，則有是父子、君臣、賓主、賢哲之心。道之大倫，故謂道心」。

４６人生亦有各種人倫道德規範，道之大倫就是道心。人心、道心均具於人，同為一

性之所生，故道心、人心之本是同一性體。他反覆探索辨析，發揮「中」之意蘊： 

 

心者，性之所生，而性在焉；虛靈知覺，皆性之所為也。此正上帝所降之衷，

民所受於天地之中，自有本然一定之則，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以為人

心者此也，其以為道心者亦此也。（《吉齋漫錄‧卷上》，頁31。） 

 

這裡，他從心生於性出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將人心與道心統一

起來，人心與道心都是得本然之中。而「中」是「性之體」，也是「人心，道心之極

則」，他以為「中即性」、「性即中」，性與中是名異實同的，因此，不可「舍性言心」、

「離中而言性」。這些見解他有詳細的論述如下： 

 

或問：「舜言人心、道心而不言性，何也？」曰：「名生於人，舜時未有性之

                                                 
４４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62》，2361、2362。 
４５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78》，頁 3198。 
４６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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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以為中者，即性之體，而人心、道心之極則也。至於成湯，始曰：『惟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其所謂衷，即舜之所謂中；其謂之性，

豈非以中為民之所受以生，而因名為性乎？由是言之，舜之言中即性，成湯

之言性即中，名雖異而實則同。舜非舍性言心，湯未嘗離中而言性也。後世

見舜言心而不言性，遂以心為妙道，而不復求之於性。不知聖人之德，曰『性

之』，曰『性者』，皆以性言，而『及之』、『身之』，皆自性上用功，乃為得

之。故凡言學而斷自乎心者，是知有人心、道心，而不知有所謂中也。」（《吉

齋漫錄‧卷上》，頁33。） 

 

如此，性、心（包含道心與人心）與「中」形成密切的關係，他不僅批評離性言心

是「知有人心、道心，而不知有所謂中」，也以此觀點批判佛教是離性而言心的「異

端」、甚而指責其為「邪詖之尤者」。心離開了「中」，也就無道心、無人心可言，他

又說： 

 

蓋聖賢之言心，合於性而言也，故因人心道心而求所謂中。異端之言心，離

乎性而言也，故一切以無心為教，而其去中也遠矣。今釋氏無父子、君臣、

夫婦，是無道心；又欲出離生死，以身為幻妄，是無人心。而其無生無相、

明心見性之說，乃欲駕出精一之上，真邪詖之尤者也。（《吉齋漫錄‧卷上》，

頁36－37。） 

 

人心之危是易於失中，道心之微是難於識中，皆應「擇中而守之」。他說： 

 

夫其為心也本同，而其所發也亦同，特以其有微危之故，是以不得其中。惟

危者人心之萌，易於流蕩，過與不及，特一間耳，其可畏乎！惟微者道心之

萌，難於體驗，過於（按：應為「與」字）不及，亦幾希耳，其能辨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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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學，精一而已矣。精者，察識之真，人心道心皆必有以審其幾焉。一

者，持守之嚴，人心道心皆必有以守其正焉。如是，則人心之危者有以節制

之而安，道心之微者有以擴充之而著，是為有得乎不偏不倚之本體，而自無

過不及之差矣，豈非信能執其中乎？信執其中，亦只是本然之性，因其發之

於心，故聖賢於心上用工，亦自心上立言，其實盡性之學也。（《吉齋漫錄‧

卷上》，頁32。） 

 

人心與道心同出於一性，因此其「本同」，其「所發亦同」，但心「下梢已涉形氣，

便有不好的在」，心亦自有不是處，有「微危之故」。又因人心的萌發易於流蕩；道

心的萌發難於體驗，皆有過與不及而不得其「中」處，所以「微危」的原因在於不

得其「中」，「精一」就在於「守中」，將易於流蕩的人心加以節制，將難於體驗的道

心加以擴充，那麼，就能回復在「中」的本然之性，這就是聖賢的盡性之學。這種

微危的觀點與朱熹有異，朱熹認為： 

 

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語類‧

卷62》，頁 2363。） 

 

（人心）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語類‧卷78》，

頁3193。） 

 

道心之微是因為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只有以精一之道察而守之，才能

符合「中」的原則。而人心之危是因為缺乏道心的主宰。雖然朱熹強調道心與人心

並非二心，但兩者具有主從的關係。而吳廷翰從「人心道心各有自然之中」的角度

來看，兩者雖亦相即相離，但並無主從的關係。吳廷翰不僅反對天地之性與氣質之

性的區分，道心與人心也無對應的關係，尤其他所以為的人心和道心一樣，是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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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地之中、本然一定之則，對於人心並無貶義，道心亦非純善，道心不是人心的

主宰。４７而這以人心、道心之「中」言性的主張，又愈見他反對離心言性的堅定立

場。 

 

（二）、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 

二程用天理人欲解釋道心人心，以為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程顥說：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程頤強調：「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

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４８朱熹則作了修正，認為「天理」與「人欲」

是「不容並立」，又言「人欲中自有天理」指正當的生命欲望是符合天理的，４９既是

相對待又同體的關係。吳廷翰則發揮朱子「人欲中自有天理」、胡宏「天理人欲同體」

和呂祖謙「天理常在人欲中」觀念，取其統一性，而泯除兩者的對待性，與羅欽順

皆肯定情感欲望的合理性，以人欲為「天理之自然」。 

吳廷翰又以天理人欲來闡說道心人心的關係，他不僅強調「人心道心各有自然

之中」，人心與道心皆有過與不及而不得其「中」，以「守中」去除人心與道心的對

立。而且他亦指出天理、人欲都也有過與不及的問題，以「執中」消除天理與人欲

的對立。他說： 

 

天下之理，唯「中」為至，所以堯、舜、禹授受多少大事，只以此一字相傳。

雖「天理」二字抵不過，為有人欲在也。人欲無過不及即是中，天理有過不

及亦非中。明道以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亦是此意。蓋體貼者必於其中

分別過與不及。若行仁義而差，尤君子之學之所謹也。（《吉齋漫錄‧卷上》，

                                                 
４７ 朱熹主張道心出於性命之正，惟精而無雜，純為天理；人心則出於形氣之私，就理氣雜而言。又
將合於道德原則的知覺視為道心，專以個人情欲為內容的知覺視為人心。以人心是「氣血和合做
成，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此對人心寓有貶義。道心是善，人心有善有惡。 

４８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 11》，頁 126、《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 24》，
頁312。 

４９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5》，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254、《語類‧卷13》，
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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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0。） 

 

他沒有反對程顥以人心和人欲、道心和天理的對應關係，但認為天理、人欲都

有過與不及的問題，「茍為不察，而以人欲為無中，天理為已得其中，非執中之旨矣。」

５０天理與人欲的關係不是對立的，他沒有抬高天理、貶低人欲的意味。他從人欲與

天理的關係：「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說明「人心亦道心」、

「道心亦人心」。５１既泯除人欲天理的對立，也消融道心人心的對立。道心人心之本

是一，亦同為一性之所生，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人欲天理皆以性為體，故「人

欲之本，即是天理」；天理人欲皆以執中為旨，故「天理之中，即是人欲」。人心亦

道心，道心亦人心。道心不是主宰人心的，自然也不必用天理克制人欲，肯定人欲

的正當性。而朱熹之所以說道心人心只是一個心，而又有道心與人心之分，蔡方鹿

指出：這是為了解決心的善惡和如何對待人心相聯的人欲問題。朱熹以道心來節制

人心正是反映貴理賤欲的思想傾向。５２吳廷翰則是以持平客觀的態度看待道心與人

心、天理與人欲的關係，它們並沒有善與惡、貴與賤的對立性。 

他又從性無內外、性一的觀點，來論述天理與人欲的關係是：天理必有人欲。

他說： 

 

曰：性無內外，何謂也？曰：道無內外，故性亦無內外。言性者專內而遺

外，皆不達一本者也。今夫陽之必有陰也，晝之必有夜也，暑之必有寒也，

中國必有夷狄也，君子必有小人也，則天理必有人欲也，善之必有惡也，

亦明矣。以性本天理而無人欲，是性為有外矣。何也？以為人欲交於物而

生於外也。然而內本無欲，物安從而交，又安從而生乎？故陽與暑必處於

春夏用事之時，陰與寒必居於秋冬退藏之地，而中國常尊，夷狄常卑，君

                                                 
５０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2。 
５１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1— 32。 
５２ 張立文主編，《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心》，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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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常勝，小人常負，此聖人之所以設教以法天，與遏人欲而存天理，其道

一而已。若以人欲為外而非性，則性為有外，充其說，必去人欲而後可以

有生乎？是異教之類也。（《吉齋漫錄‧卷上》，頁31。） 

 

程朱與陸王將天理人欲對立起來，視天理為善為內、人欲為惡為外，吳廷翰以道無

內外，論證性無內外，他從陰陽、晝夜、寒暑的用退，與中國夷狄的尊卑、君子小

人的勝負等必然的道理，驗證天理人欲、善惡同具的必然性，因此，人欲與天理皆

是性，不可以為人欲為外而非性。性無內外，那麼性是一，他又以此觀點論述「民

生有欲」的正當性，反對「去人欲，存天理」之說。他有以下的申論： 

 

曰：耳目口鼻四支之與仁義禮知之同為一性者，何也？曰：性一也。仁義

禮知，舉其目之大者耳，其實人之一身皆性也。父子、君臣、賓主、賢哲，

舉其屬之大者耳，其實耳目之類皆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況一身之間

乎？故曰「民生有欲」。不可以欲為非性，但流則有以害性耳。如仁義之於

父子君臣，自有本性，其仁與義亦不可過，過則亦為性之害。如以人欲之

害性之為非性，則過於仁義者亦反害於仁義，而以仁義非性可乎？故曰：「性

一也。」而以為有氣質、天地之性者，是反疑於孟子之說者也。（《吉齋漫

錄‧卷上》，頁31。） 

 

他認為天下無性外之物，人之一身皆是性，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視為性，仁義禮智

之道亦視為性，故天理人欲皆本於一性，不可「以欲為非性」，當人欲流蕩為私欲時

會害性，仁義有所過時亦會害性，所以不可以因人欲有害性而否認人欲為性。況且

嚴格來說，害性的是私欲，而不是人欲本身。他說： 

 

人欲，只是人之所欲，亦是天理之所有者，但因其流蕩，而遂指其為私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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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本體即天理也。聖人之學，因人之欲而節之，則亦莫非天理，而非去

人欲以為天理，亦非求天理於人欲也。《書》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

所謂「主」者，亦只節其欲以治其亂而已，豈能使民盡去其欲乎！釋氏離形

去知，閉口枵腹，而猶未能，充其說可見矣。（《吉齋漫錄‧卷上》，頁 37。） 

 

義利亦只是天理，人欲不在天理外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日用飲

食，男女居室，苟得其道，莫非天理之自然。若尋天理于人欲之外，則是異

端之說，離人倫出世界而後可。然豈有此理乎！（《吉齋漫錄‧卷上》，頁 66。） 

 

「人之所欲，亦是天理之所有者」；「人欲不在天理外」，強調人欲與天理並非對立的

關係，再者他說的「本體即天理也」並非是二程以「天理」為宇宙人生的本體，而

是就人欲天理的統一性而言的。羅欽順認為「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惟天生

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

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５３人欲出於自然，不能去

欲滅欲，也不能放欲縱欲，可知兩人對天理人欲的主張是一致的。又「因人之欲而

節之，則亦莫非天理，而非去人欲以為天理，亦非求天理於人欲也。」這也就是後

來戴震的主張「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

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５４以為理存於欲中，人欲的中節就

是天理。因人欲會流蕩而成為私欲，流蕩的私欲會害性，所以要「節欲」，而不是「去

欲」。「人欲不在天理之外」，飲食男女的生理欲求，如果能符合常道，亦是「天理之

自然」，他批評佛教的禁慾是脫離人倫世界，是不合理的。反對「使民盡去其欲」，

肯定了人欲的存在地位。亦即天理在人欲之中，普遍的道德原則只有通過感性欲望

才能得以實現，有「天理必有人欲」兩者相互依存。５５他這種平衡看待天理人欲二

                                                 
５３（明）羅欽順，《困知記‧卷下‧14》，頁 28、《困知記‧卷上‧17》，頁 8。 
５４ （清）戴震，《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理》，頁 276。 
５５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頁 285—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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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態度，亦正是求「中」的表現。 

 

三、對佛教、張載、朱熹與陸王的批評 

 

吳廷翰在當時程朱理學成為官學，王守仁心學崛起之際，他提出性成於氣及心

生於性的思想，勇於批判佛教的「明心見性」和陸王的「心即性」說；即使對於是

張載、朱熹的「心統性情」，亦毫不留情地直指其謬。 

 

（一）、反對佛教「明心見性」 

從吳廷翰心生於性，心即人形貌精魂的所在，又為性的靈明知覺的觀點而言，

心是涉形氣而有限的，「下梢已涉形氣，便有不好的在」，其實「心是個虛靈知覺，

亦自有不是處」，「心亦有不能知是非處」。他批評佛教說： 

 

佛氏只以心為性，便謂至靈至妙都在此間，所以只去守心，以為只守得此心，

便無適非道。而不知心生於性，下梢已涉形氣，便有不好的在。其發於性者，

便是道；其感於外，而不發於性者，便非道；若任其所發，便以為良心，便

以為道，則其不良者乘間而出，安可以為道乎？（《吉齋漫錄‧卷上》，頁35。） 

 

釋氏為明心見性，也只是個明心，何曾見性？渠蓋以心即是性。其實心是個

虛靈知覺，亦自有不是處。且如父子、君臣、夫婦，乃人道之常，性之大本，

佛乃要離卻。彼其心既知覺靈明，乃於此而不知其非乎？（《吉齋漫錄‧卷

下》，頁60。） 

 

他指出佛教心性論的謬誤在於認心為性，而不知心生於性，心雖虛靈知覺，但

非至靈至妙，亦有不好在，佛教的明心見性只是講明心，沒有講見性，且脫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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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這一性之大本，單言知覺虛靈之心是不妥的。這發揮了羅欽順評「釋氏之學，大

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說５６。他又進一步舉《中庸》、《大學》為證說： 

 

聖人之學，存心便要養性，盡心便要知性，《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而終

於「至誠盡性」，要未嘗專一任心。獨《大學》言心而必曰正心，可見心有

不正而後正之。亦足以知明心之說之非矣。（《吉齋漫錄‧卷下》，頁60。） 

 

聖人之學講存心養性，盡心知性，未嘗離性而言心，又從《中庸》說「天命之謂性」、

「至誠盡性」，《大學》言正心，可見心有不正之處，因此，他批評佛教以心即是性，

以為妙道靈機是一切由心，只明心而無見於性，使「性上尚有遮隔」，是無法知人倫

大本，通達於道的。５７ 

 

（二）、反對張載、朱熹「心統性情」 

在性氣一物、心生於性的思想下，心是人的形體的主宰，精神活動發生的地方，

而心的活動以性為根據，形體與心皆從性生，而不在性外，心不能統性。因此，吳

廷翰駁斥張載與朱熹的「心統性情」之說，他說： 

 

張子有「心統性情」之說，朱子以為「性情之上，皆著得心字，所以言心統

性情」。此猶未究心性之生與其本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一

物，而不在性之外，性豈心之所能統乎？故嘗辟之：心則朝廷，性則人君。

朝廷，政教號令之所自出，而君實主之。若以政教號令之所出，而謂朝廷統

乎人君，可乎？要之，朝廷者，人君之所建立，而因以居之者也。非人君不

知朝廷之為尊，非性不知心之為大。此可以知心性之辨。（《吉齋漫錄‧卷上》，

                                                 
５６ 羅欽順：「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
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困知記‧卷上‧5》，頁 2） 

５７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下》，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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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 

 

他批評張、朱二人「未究心性之生與其本」，也就是不了解心性的產生及其本原都是

氣，他明確肯定心不能統性。他認為天下無氣外之物，由「氣即是性」的觀點看，

天下亦沒有性外之物，也就是說心作為一物，不能超越性之外，所以心不能統性。

他又以人君喻性，朝廷喻心，以人君主宰朝廷，朝廷不能統人君之喻來批駁「心統

性情」，強調性主宰心，心之作用雖大，但心從屬於性。５８換言之，不是「心統性」，

而是「性統心」。「非人君不知朝廷之為尊，非性不知心之為大」，正是回應了「知覺

運動，心之靈明，其實性所出也。無性則無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亦無心矣。」

這也正符合他主張性先心後，性大心次之的看法。又「吳廷翰的性體，並非宇宙本

體，而是超越身心的道德本體。性作為道德本體，既不能離氣之宇宙本體，亦不能

離作為生命存在的心的知覺運動，離此兩者就無所謂性體」。５９因此性主宰心，是從

其作為道德本體而言，或可言是「不宰之宰」，氣之本體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朱熹以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與橫渠「心統性情」為基礎，而建立自己之心統性

情說。他以性為理，為心之體，指仁義禮智；情為心之用，則指惻隱、羞惡、是非、

辭遜；「性情皆出於心，故心統之。」所以心為「天理之主宰」。因此在朱子之心性

論上，以心為主宰，性是由心所生的，與理氣論不能相提並論。心、性、情三者的

關係是心對性、情；性對情，有此性，便有依此性而發動的情，「有這性，便發出這

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但單講心與情的關

係時，則「情者，心之所動」。６０心、性、情，透過此種相對的關係，構成動靜、體

用、已發未發之關係。朱子與大多理學家以為情發自性，朱子有言： 

 

                                                 
５８ 參看張立文主編，《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性》，頁 293。 
５９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頁 129— 130。 
６０ 《朱子語類‧卷5》，頁14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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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語類‧卷5》，頁 144。） 

 

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語類‧卷5》，頁 147－148。）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語類‧卷5》，頁

148。） 

 

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朱子大全．文

集卷五十六．合方賓王書》） 

 

朱子所論之情，與性相對，情為性之動，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情為性之

發用處，亦為心之發現處，四端七情乃發自於性。在心、性、情的關係上，吳廷翰

則說： 

 

心之初生，由性而有，及其既成，性乃在焉。則心性遂若無所別矣，故曰「仁

義之心」，以性之在心言耳。又曰：「惻隱羞惡之心」，以情發乎心言耳。夫

性既在心，則情亦發乎心矣。（《吉齋漫錄‧卷上》，頁23。） 

 

講「仁義之心」是因性在心中，當性之在心時，心性若無所別，講「惻隱之

心」是情顯現心之所感，性既在心中，因此情與心的關係可以說，情是心之發用。

他將仁義禮智視為性之實體，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此點與朱子相

同。但他們相異之處，在於朱子以心為性情的主宰，心可以統性，吳廷翰則以為

性先心後，心不可統性。又二者的本體亦不同，前者以理為本體，後者則是氣。 

在情與心的關係上，吳廷翰說「情發乎心」，而在性與情的關係上，他主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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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為情」，他說： 

 

性，從心從生，人心之所以生也。然其在中未易窺測，亦無名目，渾淪而已。

及其感動，則惻隱而知其為仁，羞惡而知其為義，辭讓而知為禮，是非而知

其為知，則性之名所由起也，亦非性本有此名也，因情之發而各有條理而分

別之耳。⋯⋯曰：然則何以能知覺運動？曰：知覺運動，氣之良能。仁而不

能，何以惻隱？義而不能，何以羞惡？禮而不能，何以辭讓？知而不能，何

以是非？故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心之知覺運動為之，而心之所以能者，則性

為之，但性不可見，因情可見耳。性發為情，而其能為才，若志意思慮，是

又緣心而起，然亦莫非性之所為也。（《吉齋漫錄‧卷上》，頁28。） 

 

仁義禮智之性原為渾淪，不易窺測，在性有感動時會表現為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也就是說，仁義禮智之名非性所本有的，而是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的發用而各有條理而來，因此說：「性不可見，因情可見」。性要依藉情的發用

而表現出來，「性發為情」，性與情是「體」、「發」（用）的關係，但不是性統情。心

能起志意思慮，這也是性的表現，這說明性可以統心。 

綜上所論，吳廷翰在心性之辨上，以為性可以統心，心不可以統性，而「性發

為情」，「情發乎心」。他反對「心統性情」，不過他也並沒有主張「性統心情」；性固

然可以統心，但性與情是「體」、「發」（用）的關係，不是性統情６１。王夫之承其對

「心統性情」的批判，而主張性體心用。６２ 

再者，心的知覺運動是氣的本能，有仁義禮智之性而無氣的作用，仍是無法表

現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這反應了他將氣本的觀念貫通在心性論上，或許

可以說他是「氣統心性情」會更適切些。 

                                                 
６１ 王俊彥認為：「吳廷翰以為能統心、情者是性。」，見〈吳廷翰「以氣即理，以性即氣」的思想〉，
頁 90。 

６２詳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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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論者所指：朱熹「心統性情」說的倫理意義在於，通過發揮人心的主觀自

覺，來強調平時的道德修養與臨事按道德原則辦事的一致性，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納

入心的統御和把握之下，提倡和肯定道德自覺，控制與節制情欲。但其過分重視道

德理想的完善，忽視物質欲望的滿足的傾向也給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６３而從羅

欽順至吳廷翰，他們提出氣即性論，因而否定心統性情，或批判於氣質之上加本然

之性，直接契入性情關係，則凸顯人的本性和感情欲望。６４他們對於人心道心、人

欲天理的看法也反應了這種思維路向。 

 

（三）、反對陸王「心即性」 

陸九淵主張心性一物，強調只有一個心的世界，以一心來囊括整個宇宙及各個

哲學範疇，反對區別心、性，認為心、性、情、才都只是一般物事，用一個心便可

概括心、性、才、情，只要講「先立乎其大」，發明本心即可。楊簡繼承陸九淵，他

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心性二分的觀點，甚至對孟子也提出批評：「性即心，心即道，道

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

道，皆是物也。⋯⋯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為二，此亦孟子

之疵」６５。認為孟子既講存心，又講養性，致使學者產生疑惑，而導致心性二分。 

吳廷翰以為「聖人之學，只是盡性」。孟子之學所以能傳聖人之道，就在於講

存心養性、盡心知性，而不是離心言性，荀子、揚雄以後諸子是「不識性而言心，

所以畔道」。周敦頤的「主靜」說，程顥的「定性」論，「皆未嘗離性言心」，吳廷翰

批評陸九淵、楊簡說： 

 

自陸子之學，有「先立乎其大者」與「求放心」云云，若獨指心而言，已有

獨任本心之失。至其徒楊敬仲（按：楊簡字敬仲。）一誤，遂至以心為性，

                                                 
６３ 參見蔡方鹿，〈朱熹「心統性情」說新論〉，《孔子研究》，1991年 4月，頁 78。 
６４ 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頁 483。 
６５ （宋）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卷 8‧家記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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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曰：「道心，謂心即道也。心之精神謂之聖，謂心即聖也。」夫以心為道、

為聖，而一切由之，以為言下有悟，言「心下自省」，便即是道，便即是聖

人，此非釋氏明心見性成佛之旨而何？（《吉齋漫錄‧卷上》，頁 34－35。） 

 

陸子之學，豈便如釋氏。但據其所學，在「先立乎其大者」，與「學問之道

求放心」，全在心上用工，而未及言性，則恐微有專一任心之過，而少交養

互發之意耳，非謂其「先立乎其大者」與「求放心」可有疑也。（《吉齋漫錄‧

卷下》，頁 61。） 

 

夫「先立其大者」，必有所以立之者也。「求其放心」，必有所以求之也。此

處若差，便是以心立心，以心求心之說。若曰立者，立此者也；求者，求此

者也，畢竟不明。蓋其求與立須是學問，從性上頭來。從性上頭來，然後知

所以立，知所以求。其實立之求之，雖只是心，而其所以立、所以求，則是

於知性、養性處作得主，而盡心存心之功為有本耳。陸子論學，獨於性上不

甚發明，人謂其似禪處，其跡在此。觀其《與劭中孚》書，有曰：「《告子》

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其卷

首與告子論性處，卻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卻反惑亂精神。」此亦足以

見其性上猶欠分明，而專任本心之或過也。（《吉齋漫錄‧卷下》，頁 61。） 

 

他不斷反覆申論陸學的「先立乎其大者」與「學問之道求放心」，是不明白所以立與

所以求，專任本心，全在心上用工，而不知性為心本，忽略知性、養性，因此，陸

九淵對《孟子‧告子》中卷首與告子論性處的了解正見其對性的認識欠明，無怪乎

人謂陸學似禪學。而「心性為二」與「以心為性」的區別亦正是儒、佛之異。羅欽

順亦指出楊簡以心為性，批評楊簡同佛學一樣「以心法起滅天地」，即以心為道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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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結果必然導致人心為自然立法的結論。６６ 

此外，他也以批評陸學的不知心出於性的觀點，指斥王陽明「好異自高」６７，

批評王「心即性」、「致良知」就是不知性而專任於心的學說。總之，陸王以心為性，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為學易差」，這是他們學說的根本錯誤所在。他對王陽明

的心性論批評說： 

 

《傳習錄》說：「性一而已，自其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流行謂之命，

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

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是以心即性也。以心為性，乃此老根

本之誤。故其他處，又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

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

嗚呼！此佛說也！佛氏只以心為性，便謂至靈至妙都在此間，所以只去守

心，以為只守得此心，便無適非道。而不知心生於性，下梢已涉形氣，便有

不好的在。其發於性者，便是道；其感於外，而不發於性者，便非道；若任

其所發，便以為良心，便以為道，則其不良者乘間而出，安可以為道乎？（《吉

齋漫錄‧卷上》，頁 35。） 

 

吳廷翰以為心涉形氣便是不好，他又言：「心出於性，終屬有形，落在形而下邊的，

便有差處。所以聖人曰正心、曰洗心。有邪然後正，有污然後洗。然其污與邪只守

著個心，又焉能洗而正之哉？」６８因此，心既有不好，則不能視同仁義之性，也不

能專任此未必良之心以發。他認為「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是發於性者」，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亦是性之知」。故主張言心

必當言性，有存心養性之功，才能察識辨別「孰為吾性之所發，為吾之本心？孰為

                                                 
６６ （明）羅欽順，《困知記‧續卷下》，78— 80。 
６７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35。 
６８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下》，頁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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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性之所感，而非吾本心乎？」６９他立足於「心生於性」指出心性不可混同為一，

不斷指斥陸王心學以心為性在根本上就是錯誤的，與佛說無異。 

 

 

第三節  性善惡論 

 

關於人性善惡的問題，是歷來思想家們所不斷爭論的，吳廷翰對於前人的人性

論有許多評論，先不論他的見解是否符合前人的本意，他對孔子「性相近，習相遠」

讚嘆說「後世莫加焉」。他以為孟子之所以能傳聖人之道在於他知性善，孟子的性善

是「探源而知流」，使人類不至於禽獸，其功大於告子，但孟子只說「繼之者善」，

而於「成之者性」未備，「義明而語猶未究」。至於告子，則他認為「生之謂性」是

「語是而意非」，「指生為性，若得真見，則與孔子相近之旨無異」。關於論性之旨，

他以程顥為至，認為可補孟子性善的未備。他反對荀子的性惡、善偽７０，批評荀子、

揚雄「不識性而言心，所以畔道」。荀、揚名為聖人之徒，但「竊聖人之學以自文，

而深害於吾道」，其罪是高於莊子、列子的。７１以下則從他以氣論性的特點，結合他

有關人性論的一些論點，來梳理他人性論的真意。 

 

一、性為仁義禮智之實體  

                                                 
６９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36。 
７０ 吳廷翰認為「聖賢扶世立教，取其可以為天下後世訓者，所以為正也。」以此為標準，他評論告
子的性論若可行，「則人將以性為惡、為偽、為在外、為與物同，而人類化為禽獸。」孟子之說則
「以性為善、為真實、為內、為與物異，而仁義之道明，人類不至於禽獸。」因此，孟子性善之
功大於告子。（《吉齋漫錄．卷上》，頁 30）這些論述雖然是針對告子而言，但荀子主張性惡、善
偽則與告子之說有相同的弊病，並不符吳廷翰所謂的「正」，所以他也反對荀子的性惡論。 

７１ 有關吳廷翰對於荀子與揚雄的批評，見於《櫝記．卷上》的〈太玄〉與〈荀揚〉。在〈太玄〉中，
他對司馬光「極喜揚雄，以為知道」一事提出批評，認為揚雄「諂事賊莽，乃名教之罪人。則其
為《玄》也，適足以為奸謀之資，而其於性，其修惡為惡人者乎！」文中並未針對揚雄性論加以
評析，這有以人而廢言之嫌。在〈荀揚〉中，他又批判荀、揚之罪是「使天下不知為聖人之道之
真」、「竊聖人之學以自文，而深害於吾道」，是假儒者之名惑亂後世，其罪甚至高於老、莊、列子。
這些都是基於聖賢扶世立教的觀點而做的批評，卻未真正針對荀、揚的性論本身來評斷。（參見《櫝
記．卷上》，頁 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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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廷翰從氣本的理路來說性，由於「太極渾淪一元之氣」，分化為陰陽二氣，

陰陽二氣交感而使人物化生，產生了人，才有人之性，性成而有形體，形體亦是

性。一切「不過一氣而已」，氣凝而有體質的是人的形體，凝而有條理的是人的

性。光有氣還不是性，氣是條理的依據，但不是性本身，氣中的條理才是性。氣

凝而有條理的內涵包含仁義禮智，「性之為氣，則仁義禮知之靈覺精純者是已。」

至於氣如何化為倫理的仁義禮智而為性，他說： 

 

仁義禮智即天之陰陽二氣，仁禮為氣之陽，義知為氣之陰。方其在天，此氣

流布，絪縕太和，故但謂之陰陽，謂之道，謂之善。及其生人，則人得之以

為有生之本，而形色、象貌、精神、魂魄，皆其所為，而心則全體之所在，

故謂之性。（《吉齋漫錄卷上》，頁 28。） 

 

將仁義禮智視為天的陰陽二氣，陰陽二氣化生人時，人就得此仁義禮智為有生之本，

因此，仁義禮智就成了性的具體內容。 

此外，他堅持「性只是仁義禮智」，反對「五性」：仁義禮智信之說，認為孔子

言性只此四者，「亦不過仁義而已」，甚且「不必言義亦足以盡之」。孟子言性亦止四

端。周敦頤言性加入信，他認為這是因為五常有朋友之信而增添的，或配合五行而

來，並非《易》、《孟子》之旨，以下是他的論述： 

 

性只是仁義禮知。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又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則又只說仁義。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孟子言知義出於此。周子：「德：愛曰仁，

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通與守皆知之德，而以通言知，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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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程子《好學論》亦曰「五性」，蓋緣《太極圖》，以取配五行，非《易》

與《孟子》之旨，其後相沿而不覺耳。予所以不欲以信言性者，大抵性體本

實仁義自足，而必強添，恐後人以性為偽也。（《吉齋漫錄．卷上》，頁22。） 

 

予謂不必以信言性者，蓋四德本實不可復加。若以為誠，則真實無妄，而太

極之理，不當居四德之後。若止以朋友之信無所分屬，則君臣朋友曰義與信，

於性皆義之類，是亦不必有信而後可屬也。後世以土附水火金木之後而足五

行，其失一而已矣。（《吉齋漫錄．卷上》，頁40。） 

 

他站在「凡聖人所不言而或有加焉者，非贅即妄」，反覆申論太抵「性體本實仁義自

足」，不必強添，而他之所以不欲以信言性，最重要的是擔心「自信之說一出，於是

仁義禮知反待以成，而天下若有不實之性」，「後人以性為偽」。所以，他堅持「其實

性為仁義禮知之實體」。７２人稟氣而生，「純粹精一，其名曰性」、「人生而有心，是

氣之靈覺，其靈覺而有條理處是性。」且人得「天地之中」，又都具有先天的仁義禮

智之性，因此，從這些論點來看，吳廷翰所以為的人性是本善的。 

吳廷翰從氣上論仁義，仁義是氣的善名，也是善性，即人的本性。張立文就此

而推崇他是確立了氣學派宇宙觀和道德論的整體結構。張氏指出，雖然朱熹曾從氣

上說仁，認為「仁是天地之生氣」７３，但朱熹本於理本論，他指的仁是來自形而上

之理，而體現於形而下之氣；而吳廷翰以氣為形而上的本體，仁義本於氣，「天為陰

陽，則地為剛柔，人為仁義，本一氣也」、「仁義禮智即天之陰陽二氣，仁禮為氣之

陽，義知為氣之陰。」他從發生學上申明仁義的來源：「仁義必假氣而後生」，這與

朱熹異趣。７４ 

 

                                                 
７２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22。 
７３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6》，頁 172。 
７４ 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頁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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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稟氣不齊，性有偏全、厚薄、多寡 

 

從氣本的觀點而言，吳廷翰贊成「萬物體統一太極」；但對於「一物各具一太

極」之說，他則不以為然。他認為「太極既分，生人生物，隨其大小，各有太極之

理，不能無全偏多寡之異。」這就好像「太陽在天，凡物皆其所照，然隨其大小而

受光不同，謂之皆有太陽之光則可，謂之各得太陽全光則不可。」７５因此，稟氣不

齊，性有全偏、厚薄、多寡的差別，而人物之異、聖人凡人之別也是這個道理。甚

至現實中人的不善亦是由此而有的。 

 

（ㄧ）、人性、物性有別 

吳廷翰所指的性兼人性與物性，人和物都由氣而生，也是天命之所在，「天命

之謂性，言天命之以為人，則人之所以為性也；天命之以為物，則物之所以為性也」。

７６「天命之謂性」是兼指人性、物性兩方面。但因人物之生所受的氣不同，所以性

也不同，這就產生了人和萬物的差別。他認為告子「生之謂性」最大的錯誤是未區

別人性與物性。因此，他特別辨明人性、物性之別。他認為氣中含有清濁美惡的不

同成份，由於人物各得氣不同的成份，因而形成參差不齊的人與物。 

 

或問：「『天命謂性』與『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何以辨？」曰：「一義也。一

氣流行，生人生物，即天命之所在也。雖其渾淪沕穆而或差參不齊，則有中

與不中之異，而人物之所由以生者，正惟有在於此耳。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

為人，即人之所以為性者也；受天地之不中以生者則為物，即物之所為性者

也。天命謂性，蓋兼言之；而受天地之中以生，則獨指人耳，故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通於此而後能知孟子之說也。」（《吉

齋漫錄．卷上》，頁41。） 

                                                 
７５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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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渾淪深微，有清濁、美惡，參差不齊，氣化為人物時，氣有中與不中的差異，人

是受天地之中氣而生的，物是受天地不中之氣而來，所以人性與物性因受氣不同而

不同。這與王廷相「人有人之氣、物有物之氣」、「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７７的

思想基本相同。與羅欽順用「理一分殊」來解釋人與物的同異稍有差異。又因人性

與物性是太極之理的偏全多寡之異而異，他的「太極之理」之全相當於羅欽順所謂

的「太極」，都具有善的屬性，這與王廷相的中性概念不同。７８而且「太極之理」此

理是「氣之理」，這當然又與朱熹用「氣同而理異」７９來解釋犬牛之性與人性不同。 

而這人性、物性之別正突顯人性異於禽獸的高貴性，也是他評斷孔子「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孟子性善、告子「生之謂性」的立足點。。 

 

（二）、人性有等級 

人稟氣而生，生而有性，性為仁義禮智，故人性是善的。可是現實中有不善的

人性，吳廷翰認為這是由於人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的不同，使仁義有多寡厚薄，所

以便形成人的善惡和參差不齊等級的性。他說： 

 

人生而有心，是氣之靈覺，其靈覺而有條理處是性。仁義，皆氣之善名，故

謂仁氣、義氣。氣有清濁美惡，即仁義之多寡厚薄。其仁義之多而厚，即性

之善；其薄而少有欠處者，亦未免有不善。故孟子性善之說，不若夫子之備

焉。（《吉齋漫錄．卷上》，頁25。） 

 

吳廷翰一方面將人性與物性區別開來，認為人雖得「天地之中」、「太極之理」

之全，但另一方面人因得太極之理、天地之中的全偏、多寡有異，又有聖凡、智愚、

                                                                                                                                        
７６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2、40。 
７７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 37．金木非造化之本》，頁671。《雅述‧上篇》，頁848。 
７８ 參見李存山，〈羅、王、吳心性思想合說〉，《哲學研究》1993年第 3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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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不肖之別，人性遂有等級之分。 

 

曰：「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人皆然也，而何性有不同歟？」曰：「其受天地之

中以生而所同有多寡者，人性之所以有異也。聖人則得天地之中之全矣，大

賢則其所得者多矣，以下所得有什佰千萬之不同，則中雖並受於天地，而安

能一一皆為聖人與大賢乎！智愚、賢不肖於此乎別矣。（《吉齋漫錄．卷上》，

頁41。） 

 

天之生人，其為性也固皆相近，然亦有得其性之極全，而其靈覺絕異於眾人

者，謂之上知。上知者生而為善，非習於不善所能移也。亦有得其性之極偏

而其昏蔽亦特異於眾人，謂之下愚。下愚者生而為不善，非習於善所能移

也。，（《吉齋漫錄．卷上》，頁24－25。） 

 

他以為：人雖同受「天地之中」，但所得則有十百千萬的多寡差異，聖人和上智是得

極全者，不肖和下愚是得極偏者。不過，愚與不肖之人「形生知發，知誘物化，則

遂有失其所以為人之性者，而與禽獸無幾」８０，這的確是就後天整體表現來說。上

智者是「生而為善，非習於不善所能移也」；下愚者是「得其性之極偏而其昏蔽亦特

異於眾人」，除「上知下愚不移」外，人因為具有原初的天地之中，如果能不自暴自

棄，仍能回復人性的本然，而這便是聖人立教之旨，也是孟子性善之意。 

誠如論者所言：吳廷翰一方面將人性與物性區別開來，認為人得「天地之中」、

「太極之理」之全，這是從質上肯定人性本善；另一方面又說人所得「天地之中」、

「太極之理」之全有多寡的區別，這是從量上論證孔子的「性相近」之說。帶有折

衷孟子與孔子的性質。８１ 

                                                                                                                                        
７９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８０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41。 
８１ 參見李存山，〈羅、王、吳心性思想合說〉，《哲學研究》1993年第 3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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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廷翰以氣稟來解釋人性的差異，與程朱的觀點有類似之處。程頤說：人生氣

稟，「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８２。朱熹說：「氣之為

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而未純全，

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免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

能去，則為愚不肖」８３。皆以氣稟和有無物欲之累來解釋聖賢不肖、智愚的差異。

程頤、朱熹都認為性本是善，氣稟有善惡，又以形而上下分性氣，以性（理）為本

體，氣在稟受性而形成萬物的過程中，產生了差異性，這是氣稟使然。吳廷翰則是

氣為本體，氣化為性，因氣本有偏全清濁之性，故化生人物之性有別，也使人性有

等級。因本體論的不同，也就是人性本質的不同，雖然皆以人的現實之性是由氣稟

所致，但是朱熹以「理」來說明人性的共性，以「氣」來說明人的個體之「性」的

特殊性，吳廷翰則皆以「氣」來說明此共性與特殊性，他和程朱在人性論上仍有差

異，不可只從字面加以等同看待，不過他們強調透過後天的學習回復性本善卻是一

致。 

 

三、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陽貨》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沒有對人性做出具

體的闡釋，也沒有直接說明人性善惡的問題，吳廷翰對孔子「性相近，習相遠」讚

嘆說「後世莫加焉」。他以為人稟氣不齊而性有偏全、厚薄、多寡，但人既得天地之

中，不論聖凡莫不各有仁義禮智之性，此正是人性異於禽獸之處，所以人性相近。

而人性的等第懸絕是因氣稟再加上習而相遠的。他認為：「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

與「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下愚不移」，正相發。８４以下試以分析他對習與性

之關係的見解，正因人之善惡與學習的關係莫大，亦可看出他對學習的重視。 

                                                 
８２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 22上》，頁 292。 
８３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 74‧玉山講義》，頁 20。 
８４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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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之不移 

吳廷翰以氣稟之性與習之難易來詮釋「性之不移」，他認為上智者是「得其性

之極全，而其靈覺絕異於眾人」、「自為善，決不肯習於不善」；下愚者是「得其性之

極偏而其昏蔽亦特異於眾人」、「自為不善，決不肯習於善」，其性皆不可以改變，因

此「習」是針對「上知以下、下愚以上」的中人而言，也是指性相近的學知、困知

之人，他說： 

 

曰：天之生人，其為性也固皆相近，然亦有得其性之極全，而其靈覺絕異於

眾人者，謂之上知。上知者生而為善，非習於不善所能移也。亦有得其性之

極偏而其昏蔽亦特異於眾人，謂之下愚。下愚者生而為不善，非習於善所能

移也。夫謂之習者，自上知以下、下愚以上者而言也。若夫上知則自為善，

決不肯習於不善；決不肯習於不善，乃所以為上知處。下愚則自為不善，決

不肯習於善；決不肯習於善，乃所以為下愚處。若肯習於不善，則不得謂之

上知；肯習於善，則不得謂之下愚。以此正見性之不移。（《吉齋漫錄．卷上》，

頁24－25。） 

 

不移，便是上下二字。近，即學知、困知。相遠，則有由此而進為上知者矣，

有由此而流為下愚者矣。惟在學、習二字，習有習於善、習於惡之別。學，

則惟其善而已矣。（《吉齋漫錄．卷上》，頁27。） 

 

乍看他性之不移的主張，讓人懷疑他和董仲舒、王充一樣主張「性三品」，他和董仲

舒都將習的範圍只限於「中民之性」，又與王充以氣稟厚薄決定人性的善惡相類似。

其實他以「性之定否」分人品有四：「眾人是未定者；聖人是能定者；君子是求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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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則流蕩不定，不足言也」８５。吳廷翰「性之不移」的觀點是將上智、下愚之人

排除於習之外，也是針對眾人的可教性而發的，並非否定人的可能性，中人能經由

學習而進為上智或淪為下愚。除了上智與下愚不移之外，後天的學習還是具有影響

的作用。因此，在消極意義上，他警惕人不可淪為下愚；在積極意義上，則鼓勵人

學習向上。此外，他對「學」與「習」的內容有不同的界定，這區別的意義何在？

習的善惡不同使人或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而相遠，但學則是善的保證，可見學又重

於習。 

 

（二）、習由人，而足以知性 

因「上知與下愚不移」，「習由人」是針對中人而言。在習與性的關係上，他認

為習的難易與性的薄厚多寡有關，習雖然由人，但從習的難易可以知道其性，他說： 

 

習雖由人，足以知性，何也？蓋人性必有此仁而後肯習於仁，人性必有其義

而後肯習於義。性之全者不待習而若習者然，其多且厚者習之易，少且薄者

習之難。習之難易，即其性之薄厚多寡。至於不習者，必其性極偏蔽而使然

也，而仁義幾於無有，然後決不肯習於善而終於下愚也。故曰：習由人，而

足以知性者，此耳。（《吉齋漫錄．卷上》，頁25。） 

 

人肯習於仁義是因他具有仁義的本性，仁義多者則習易，仁義少者則習難，因此，

從習之難易可知性的薄厚多寡。這裡所指的「習之難易」是指中人的學習的動力（肯

不肯），不是學習的成效，如果是就成效而言，那麼就失去人後天努力的必要性。「習

由人，而足以知性者」的意義，是以習的難易作為性稟氣厚薄多寡的判準，只是可

從人習的動力強弱知人氣稟之性而已，真正對人有影響作用的則是習的內容，「習有

習於善、習於惡之別」。 

                                                 
８５ （明）吳廷翰，《吉齋漫錄．卷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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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習與性成 

吳廷翰對「習與性成」的詮釋與他對「習由人，而足以知性者」的意義一致，

習與性的關係重在後天習的內容，而不是像王廷相「性成於習」以習作為性善惡的

判準。他說： 

 

《太甲》「習與性成」，言習成之惡，與性成底同，非言性之惡也。《註》言

「習惡而性成」，非是。伊尹蓋曰：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所成，遂

與性生底一般，蓋狎習不順義理之人而致然也。所以營桐宮而使居之，以密

爾先王之訓，則絕比昵之黨，而所習者皆善，所以「克終允德」。若習惡而

性成，則是下愚而不移者，豈能遽變而俾其無迷乎！（《吉齋漫錄．卷上》，

頁27。） 

 

他不認為「習與性成」就是「習惡而性成」，真正「習惡而性成」是下愚之不移者，

「習與性成」是指中人而言，已將上智、下愚者排除在外。以為人習成之惡與性生

成者同，是習於惡所致，習於善則可變為善，因此不是本性之惡，亦即成惡之性是

後天習成，不是先天的惡。此足見他性本善的主張，以及他對後天學習的重視。我

們將在下一章發現，這點也影響到他的修養工夫論。 

有關吳廷翰對於人性善惡的主張，有人認為他是力主性善論，有人則以為是善

惡皆性。８６從他以「聖賢扶世立教，取其可以為天下後世訓者，所以為正」的標準

來看，他認為孟子性善之功大於告子，反對荀子的性惡論與揚雄的善惡混。以及他

堅持「其實性為仁義禮知之實體」、「純粹精一，其名曰性」、「人生而有心，是氣之

靈覺，其靈覺而有條理處是性」，且人得「天地之中」，又都具有先天的仁義禮智之

性。因此，從這些論點來看，吳廷翰所以為的人性是本善的，承認性是仁義禮智的

                                                 
８６ 前者見姜國柱，《吳廷翰哲學思想探索》，頁 133－137。後者見葛榮晉，〈吳廷翰哲學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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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但他又強調氣即性，人稟氣不齊，性有偏全、厚薄、多寡而有善惡，讓人以

為主「善惡皆性」，甚者以為他發揮王廷相的氣有清濁粹駁，性有善惡之分的氣稟論，

認為性之善惡是由稟氣之清濁美惡決定的。８７其實他和王廷相在人性論上的看法並

不完全一致，王廷相認為性有善惡，「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

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８８。吳廷翰雖亦主氣質之性，但他

不認為氣質之性就是惡；他以為孟子性善說未論及氣是不足，但仍肯定孟子性善之

說；即使他強調人欲是性，但人欲並不是惡，這並不能說明性就是惡。王廷相主張

「人之性成於習」，人性的善惡決定於後天教化與習染，人們後天「習於名教」，「修

其性之善者」，便成為善人；「循乎情欲」，「開其利心」者，便成為惡人。吳廷翰並

不贊同「習惡而性成」的「習與性成」，他認為真正「習惡而性成」是下愚之不移者，

中人成惡之性是後天習成，並不是先天的惡。基本上他還是一個性本善論者，和王

廷相反對先天性至善論的「善惡皆性」是不同的，但兩人重視後天名教、學習之功

則是一致的。 

吳廷翰「性即氣」，其性之善惡雖有取決於氣之多寡、厚薄、偏全、清濁，但

是結果是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為性之體，作為貫通道心人心、天理人

欲的極則。因此，在「性即氣」下的人性論，持「中」的意義更甚於氣稟的善惡，

亦即在其氣本論下的人性論，旨在強調道德修養的工夫，以及後天學習的意義，最

終仍是符合儒家成聖成賢的傳統。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氣本論者主張人性本善在理論

上的困難高於理本論與心本論者，因為他失去高懸於氣之外的理、心這類的善之本

體作為來源，而在程朱理本論的傳統下，氣是惡的來源，氣稟之說難以證成性善，

如何以氣善作為性善的依據是其理論要克服的問題。吳廷翰的氣本論仍維持朱子學

使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具有連續性的「天人合一」思惟方式８９，氣與仁義是「道」的

同體異名，仁義是氣的善名，也是善性，即人的本性，他已注意到氣本論的本體論

                                                                                                                                        
－兼論吳廷翰和王廷相哲學之比較〉，《江淮論壇》，1986年第 1期，頁 92-101。 

８７ 葛榮晉，〈吳廷翰哲學思想初探－兼論吳廷翰和王廷相哲學之比較〉，頁 97。 
８８（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8‧答薛君采論性書》，頁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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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德論的整體關係，但對於這個問題尚未能充分予以解決，故令後人的理解、詮

釋常有分歧。 

 

                                                                                                                                        
８９ 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頁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