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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善性說 

     

    關於趙岐「善性說」的架構，主要仍是循著義理論證的腳步來前進。也就是

說，雖然朱熹批評：「趙岐《孟子》，拙而不明。」1陸象山亦言：「趙岐解《孟》，

文意多略。」
2然而筆者同意阮元所說：「屬書離辭，指事類情，於詁訓無所戾，

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3欲推究趙岐「善性說」的理路架構，必得參考

學者對於孟子「性善說」的研究成果。不可迴避的，歷來學者不僅對孟子「性善

說」的主張，甚至是孟子思想本身的理解與詮釋，皆呈現眾說紛紜的現象。職是

之故，筆者為避免枝節蔓延，以下詮釋與分析均以《孟子章句》為主要依據。劉

德明在〈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4一文中，專章討論趙岐對孟子「性

善論」的理解，考察《孟子章句》在人性觀方面與孟子間的關係和差距。他從性、

情、心三方面建構趙岐「性善論」。但大體而言，歷來學者在孟子心性論已有類

似的論述架構。
5筆者本欲在構成此章時有所突破，然在幾番檢視趙岐心性思想

後，發現其義理論證仍多循《孟子》以為注。因此最後仍決定承襲歷來學者論證

《孟子》的進路，由性、情、心三面向切入觀察趙岐「善性說」的樣態。就筆者

目前所得資料來看，劉德明此章是少數全面尋繹趙岐「性善說」思想架構者，其

突破性的命題與論述頗具參考價值。由於同樣以性、情、心作為此章架構，其間

對於《孟子章句》資料的引用難以避免地會出現許多重複的情形。因此面對劉德

明作為先行者的論述，將採取在與劉氏觀點不同處，與之進行對話，藉以辨明趙

岐心性思想的全貌。或許其中筆者意見與劉氏相左，然其為文發前人所未發的用

心，深令筆者感佩。趙岐「善性說」多是依循著孟子理路來進行。因而本章目的

在於趙岐與孟子「性善說」的「大同」之中，抽絲剝繭地找出兩者間的「小異」

之處，期以展現趙岐「善性說」的樣貌。同時觀察趙岐作為經典信仰者、經典詮

釋者和政策執行者三種角色，對於自身看待《孟子》思想時，究竟透露了哪些訊

                                                 
1黎靖德編：《朱子語類》（北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年），第四冊，卷五十一，頁 1218。 
2陸象山：《陸九淵集》（臺北：里仁書局，1982 年 1 月），卷三十四，頁 10 上半頁-頁 11 下半頁。 
3阮元：〈孟子校勘記序〉，收入《孟子》（十三經注疏本，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 20 年江

西南昌刊本，1955 年），頁 15。 
4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舉例而言，徐復觀說：「孟子既從心上論定性善，而心的四種活動，即是『情』。『乃若其情，則

可以為善』的情，即指惻隱、羞惡、是非、辭讓等而言。從心向上推一步即是性；從心向下落一

步即是情；情中涵有向外實現的衝力、能力，即是『才』。性、心、情、才，都是環繞著心的不

同的層次，孟子所說的『惻隱之心』、『羞惡之心』，實際亦即是惻隱之情、羞惡之情。心是善，

所以性、情、才便都是善的。因此，《孟子》中的性、心、情、才，雖層次不同，但在性質上完

全是同一的東西。」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年），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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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影響。 

    其下分作三節來討論：第一節以論趙岐「善性」為首。「性善」，是孟子學說

的思想核心，是人人可以躬自反省，當下體悟，不假外求的生命哲學。且孟子對

於性善說的論證，不是純粹外延的邏輯論證，而是內求於心的義理論證。趙岐選

擇《孟子》為之作注，即是因為在生命遭遇窮厄困頓時，藉注《孟》以明道，達

到「樂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云爾」的境界。
6性善說既是一種內證的生命哲學，

那麼由此觀察趙岐的理解，將有助於對趙岐思想的把握。第二節則論「情」。趙

岐認為「情」可獨立於「性」之外，有「情性」「情欲」、「物之情性」等說法，

很明顯地這是趙岐對於「情」的個人理解。為突顯趙岐思想與孟子相異之處，在

此將用較多的筆墨討論。第三節論「心」。先從趙岐對於「心」的定位談起。接

著看到趙岐別於孟子，提出「邪心」、「姦利之心」、「豺狼之心」等說法，說明了

「心」受到陷溺的結果。並且指出趙岐對於孟子鼓勵人發揮本有自覺的善心以成

聖的說法，不能有所發揮，而以東漢盛行的陰陽思想來說解《孟子》人性觀之情

形。 

 

第一節    「善性」：天生本具，人皆有之 

 

壹、善性之「性」的意義界定 

 

    在討論趙岐「善性說」之前，筆者認為需先從「性」的界定，來看趙岐對於

「性」的範疇有何看法，且觀察它對孟子性善說的注解有何影響。關於「性」的

意義界定，〈盡心下〉說：7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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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趙岐〈孟子題辭〉說：「余困吝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亂思遺老也。」

足見其藉由注《孟》來著書明道，以治其憂思而忘其老。語見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孟子題

辭〉，頁 25。 
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頁 99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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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啟屏師對於此段文字有相當深入的理解：8 

 

      在這段文字中，孟子對於古來「生之謂性」的觀點，提出了不同的看法。 

他認為屬於人自然生理血氣的諸種反應，雖然在過去的語用傳統中，均稱 

之以「性」。但從一個強調成德的君子而言，這些「反應」均受到「命」 

的限制，是以無法為成德之業帶來保證。因此，孟子認為這些生理反應充 

其量只能稱之為「命」，而不可稱之為「性」。很明顯地，孟子的主張與「性」 

義的傳統用法，有了重大的歧異。孟子理想中的「性」，並不是屬於生理 

的制約反應，而是歸諸於「價值判斷」的領域。所有屬於生理之制約反應 

者，應是「命」的客觀限制範圍。所以孟子乃進一步指出「仁、義、禮、 

智、聖」，是「人」可以自我決定以行之的部份。他認為這些才是「性」。 

於是只有在「價值」領域中，能展現人的「自由」身份，突破「命」的客 

觀限制者，孟子才許之為「性」。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不謂命也」， 

正是指出孟子所認為的「性」，不應受到客觀限制而能自由決定者。雖然， 

「仁、義、禮、智、聖」的實踐，是否成功，看似受到「命」的客觀限制。 

是故父子之於仁、君臣之於義、賓主之於禮、賢者之於知、天道之於聖人 

的倫理分位或天道真理之「完成」與否，恆非人所能決定。但是要不要作 

出「仁、義、禮、智、聖」的行為，卻是行為者可以決定之事，此一決定 

當可突顯「人」的尊嚴。於是我們看到人的尊嚴必須是建立於價值領域的 

實踐上，而此種實際行為之決定，即是顯豁「人」能自作決定，而不為客 

觀局勢所限之特性。是以，「人」的自由身份，是由「性」的發動所證成。 

 

林啟屏師所言，誠然已將《孟子》此篇義理做了詳盡且深入的剖析。孟子談到口、

目、耳、鼻、四肢等欲求，認為他們無關乎人生意義與價值實現，因此孟子不從

這個角度來理解人性。相對而言，孟子認為仁、義、禮、智、聖等這些人心渴望

實現的價值理想，雖然在實踐過程中不免因個人才質、遇合的不同，未必能獲得

充分的實現，但仍是人可以自覺自主的事，所以孟子堅持這些屬於「性」分中事，

而不視為「命」。然則孟子何以對「性」與「命」作此平行對舉之語，勞思光說：

9 

                                                 
8林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年

7 月），頁 188-190。 
9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北：三民書局，1984 年 1 月），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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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文語氣觀之，孟子當是針對常識意見而作此論。常識觀點以為人之欲 

求皆可視為「人之性」，故孟子指出此類欲求乃被決定者，與孟子所言之 

「性」不同。常識觀點又以為人之德行成就，亦屬「天生」，即為「命定」 

孟子則指出德性本身不可視為「命定」。嚴格言之，前段涉及兩種「性」， 

後段則未涉及兩種「命」也。詮釋者倘因強求兩段相類，而將前段之二「性」 

字，視為意義指涉相同者，則即違孟子立說之主旨。此病清代文人往往有 

之。茲不具述。 

 

勞思光所言實為當頭棒喝。前段之「性也，有命焉，君子不謂性也」前一「性」

字的意義，在指出孟子同意人有天生的自然生理欲求之性；後一「性」字的意義，

則在指出人的價值意識，也就是孟子所言的「四端」。趙岐對此章解釋為：
10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樂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易》 

曰：「其臭如蘭」。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不勞苦，此皆人性 

之所欲也。得居此樂者，有命祿，人不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 

而求可樂；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禮節為制，不以性欲而苟求之也， 

故君子不謂之性也。 

 

又言：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理施於君臣，好禮者得以禮敬施於賓 

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祿，遭遇乃得 

居而行之，不遇者不得施行。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祿， 

任天而已，不復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行義，修禮學知，庶幾聖人亹 

亹不倦，不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不謂命也。 

 

口目耳鼻之欲是人性共同的欲求，然君子需以「仁義為先，禮節為制」，不放佚

自性來對天生有之的口目耳鼻之欲，做沒有節制的追求。仁義禮智聖雖有命限，

有德君子卻仍能「修仁行義，修禮學知」，非但不坐而聽命，反而盡心不倦地去

實踐。趙岐在此段前半注曰：「謂脩仁行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1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頁 99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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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求有益於得也。」朱子則言：「在我者，謂仁義禮智，凡性之所有者。」朱熹

注解並未對趙岐有所反駁。趙岐又說：「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

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祿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

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

天，故孔子曰：『如不可求，從吾所好』。」11朱熹在〈孟子集注〉亦引用趙岐章

指來注解此段，12足見朱熹同意趙岐說法。趙岐在〈告子上〉「富歲子弟多賴」

章的章指亦言：13 

 

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不

齊，雨露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趙岐肯定人天生所有的耳目口心等欲求是性，但「性善」並未被包涵在天生之性

之內。面對這兩種不同的「性」，孟子明白指出其間的不同：在「性也，有命焉，

君子不謂性也」中，第一個「性」是人的天生之性，係指人的耳目口心所具有的

欲望和功能；第二個「性」則是強調「仁、義、禮、智、聖」實踐。孟子亦言：

14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易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若犬馬之與我不同類也。則天下何耆皆從易牙之於味也。 

 

從這裡所說的口腹之欲，可看出孟子未反對這也是天生的「性」。不過，孟子認

為人的欲望與禽獸的欲望是不同類，所以使得人與禽獸也不同類。在孟子的認知

中，人與禽獸之不同類，正是由於人類的欲求對象層次較高的原因。因著順此而

下，標舉出人追求更高層次的可能性。牟宗三說：15 

 

前一聯「性也，有命焉，君子不謂性也」，正為進一步自後一聯「命也， 

有性焉，君子不謂命也」處說性。自後一聯處說性是孟子言性之立場。自 

前一聯處說性乃是「性者生也」之老傳統，告子、荀子、道家，以及一般 

                                                 
11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82。 
12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85 年），〈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句上〉，

頁 350。 
13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74。 
14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64。 
1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臺北：正中書局，1970 年），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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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自此言性，亦即「生之謂性」之義。孟子與告子辨，顯然不自此言人 

之所以異于禽獸之性。依此章而言，孟子亦非不承認「口之于味」等等是 

人之性，但這只是人之動物性，並不是人之所以為人（為道德的存在）之 

真性。……但「口之于味」等等尚說不到氣質之性，只是發于生理欲望之 

動物性之性。孟子在此，性命相對抑揚而言，意在表示此等雖是發于生理 

欲望之動物性之所欲，然有命存焉，不可藉口為性，而必欲求之。在此重 

視命之限制，不重視性之欲望，蓋亦不欲其氾濫而無所不為也。故「君子 

不謂性也」。此「不謂性」，不但不重視而已。依孟子言性之立場，且亦不 

自此言人之所以為人之真性也。 

 

從牟宗三的理解我們可以得知：孟子將「口之于味」等等一切生理欲望涵納於「人

性」當中，同時亦肯認人的動物性存在於「人性」當中的事實。孟子只是希望君

子能不因為人之所欲是「天生之性」，就以為不需努力脩仁行義，或甚而任由欲

望滋長。在此趙岐充分把握孟子旨意，點出凡人與君子的不同。在「君子不謂之

性」注曰：「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樂；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禮節為制，

不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不謂之性也。」這與孟子認為口目耳鼻等欲望「不

謂性」的態度是一致的。而在「君子不謂命」時說道：「凡人則歸之命祿，任天

而已，不復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行義，修禮學知，庶幾聖人亹亹不倦，不

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不謂命也。」趙岐指出君子於仁義禮智，不重視「命」的

限制，乃在盡性之所當為，以求切近於聖人之道。這樣的看法與孟子是相同的，

亦可說趙岐於此，已善盡其為「經典詮釋者」的本分所在。 

    孟子在談「性」與「命」之間的關係時，同時也瞭解到：若不替「性」作更

為明確的梳理和分野，則「人」的存在本質恐怕就無法獲得彰顯。林啟屏師說：

「因此，他設法要在『人禽』之間，找到一個具有『辨義作用』的理論說明。於

是，『人』在價值領域上立尊嚴的自由身份，乃成為孟子的關注焦點。」
16呼應孟

子曰：17 

 

      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倫， 

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 

 

                                                 
16林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頁 190。 
17焦循：《孟子正義》，〈卷十六離婁下〉，頁 56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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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通過人禽之辨所要建立的人性概念，應是牟宗三所言，是一種具體實踐生活

的本源或動力。牟宗三說：
18 

 

      孟子說：「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這幾希一點完全指的這道德實踐心 

靈而言。從這裡言人之「心性」當然不同邏輯定義處所表示之「人性」。 

這幾希一點固然是異於禽獸之「差別點」，然此「差別」不同於邏輯定義 

中綱差之差。在定義中的「人性」必須就兩個括弧言。就形體一面而言動 

物性，是謂綱；就心靈一面而言理性，是謂差。這是定義中與綱合在一起 

的差。而孟子所言之幾希一點，雖也是從心靈一面而轉出，故有「差」義。 

然不是與綱合在一起的那定義中的差，而是即以此「幾希一點」為人性。 

「差」從定義中透出而為實現之理之人性。故此人性不同於邏輯定義中表 

示形成之理之人性也。形成之理之人性表示劃類，而實現之理之人性則歸 

於每一個人之自己而言其具體的實踐生活之本源或動力。此不表示劃類， 

而是言人之每一個體自己之「主體」。孟子所說之「性」就是人之每一個 

體自己之主體，道德實踐之主體。 

 

根據牟宗三的分析，孟子通過「幾希一點」所指出的人性，雖然在強調人與禽獸

的不同，但卻不是把「人」當作客觀分類原則下的對象。意即非孟子駁告子「生

之謂性」時所說，將人性與犬之性、牛之性並列而觀的主張。相反的，孟子是扣

緊著人具體而真實的生活來區別人與禽獸的不同。換言之，舜所體現的「明於庶

物，察於人倫，由仁義行，非行仁義」，其根源固然是來自於人人本具的「心」，

但是「心」作為「具體的實踐生活之本源或動力」，卻不該被視作隸屬於理性的

某種機能下；而應被理解為：人所「是」的「存在能力」。且順著「明於庶物，

察於人倫」的理解而下，我們能夠明白心的活動一開始就未曾離開人與物所構成

的生活世界。趙岐在此注曰：「幾希，無幾也。知義與不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所釐清的是：因「君子存義」才能使「人」所異於禽獸的「幾希

一點」展現出來。關於「義」的定義，趙岐說：「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

宜，故謂之義也。」
19合而言之，趙岐認為「人」所異於禽獸的「幾希一點」，全

在人是否能順著人情「先私而後公」的「用恩之次」，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君子

                                                 
18牟宗三：《道德的理想主義》（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8 年），頁 125。 
19此段章指出現在《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語見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盡心上〉，頁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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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民間的差別，就在於人是否能發揮本有的「義」的能力，使之擴而充之，廣

佈於萬事萬物而已。又言：「倫序，察識也。舜明庶物之情，識人事之序，仁義

生於內，由其中而行，非強力行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章指言：

「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利避害，其間不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

識仁義之生於己也。」
20趙岐明確指陳：能擴充「人」所異於禽獸的「幾希一點」

者，即為「君子」。而君子與一般人的差別，就在於能明白仁義由己而出。如此

看來，趙岐將「幾希一點」總結到最後，即是人性所獨有的「性善」，趙岐所謂

「善之實，仁義是也」
21，意即在此。 

於此觀之，趙岐在闡述「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一章時，能透見孟子隱

含在字句背後，以「具體的實踐生活之本源或動力」才能得見的「性善」。換言

之，異於禽獸的「幾希」，其本身即含有無限擴充的可能性。仁義禮智在尚未向

外擴充以前，微而不顯，所以又稱為「端」。此處孟子言「幾希」，乃是就其在生

理上的比重而言。相較於人欲，人之「四端」乃是「幾希」，卻又是可以無限擴

充的善的根源。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孟子不是從人身一切本能而言性善，而是從

人異於禽獸的幾希處言性善。趙岐充分把握孟子要旨，推論「幾希」即是仁義之

端，本來是善的，故在此重申「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於此便可確認趙岐

同意孟子所說性善之「性」的範圍，比一般所說的生而即有的「性」範圍還要小。 

 

貳、「性善」與「善性」 

 

趙岐在疏解《孟子》七篇時，多用「善性」來解釋「性善」。單就詞義組成

來看，「善性」一詞可以有兩種理解方式：一是將「善性」之「善」當作形容詞

來看，即認為「性」全部都是「善」的，那麼所謂的「善性」只是對「性善」一

種敘述罷了。另一則是將「善性」之「善」當作對「性」的界定，表示「性」中

有「善性」，也有因「善之缺乏」22而產生非「善」的「性」。據筆者統計，「善性」

一詞在《孟子章句》共出現五次： 

 

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不失 

                                                 
20焦循：《孟子正義》，〈卷十六離婁下〉，頁 568-569。 
21此句注解出自趙岐對於《孟子．離婁下》：「言無實不祥」所舉之例。語見焦循：《孟子正義》，

〈卷十六離婁下〉，頁 562。 
22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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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23 

 

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勞來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 

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24 

 

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不下者也。

25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惡異衢，高下相懸，賢愚舛 

殊，尋其本者，乃能一諸。
26 

 

心官不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立乎其大者， 

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惡，則惡不能奪之而已矣。
27 

 

由上述可知，趙岐所認為的「善性」乃是人「生而有之」的。會有善惡高下、賢

聖愚昧的不同，並不是因為沒有天生的「善性」，而是因為個人後來的選擇所造

成的結果。也因此為政者如堯，亦須匡正人民的曲心，使其找回本有的「善性」。

這裡必須注意到，趙岐認為：人雖有天生「善性」，但在後天發展下仍有可能被

「惡」所牽引，這是「引而趨之」的關係。唯有使「心」先能思善，天生「善性」

先得到確立，才不會被情慾之惡所奪，如此方能成為君子。於此可見趙岐乃是將

「性善」解釋為「善性」時，並不是指「性」不全為善，而僅是用「善性」一詞

來指稱「性善」的部份。 

另外關於「善性」的第二種假設，我們也須客觀觀察趙岐是否藉提出「善性」

之說，而認為有一種因「善之缺乏」而相對應產生的非「善」的「性」存在。趙

岐在〈離婁上〉提到「貪陵之性」：28 

 

      為恭敬者，不侮慢人。為廉儉者，不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陵之 

性，恐人不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行也。 

                                                 
23焦循：《孟子正義》，〈卷十滕文公上〉，頁 315-316。 
24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一滕文公上〉，頁 389。 
25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36。 
26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48-759。 
2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92。 
28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離婁上〉，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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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好侮慢奪取他人的國君有「貪陵之性」，生怕別人不順從他的欲望。由此

推論，似乎容易讓人以為趙岐在人本有的「善性」外，還有另一個「惡性」與「善

性」並存。關於這個問題，下一段注文即可幫助我們解惑。趙岐說：
29 

 

      仁義禮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 

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惡，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不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惡乃至是者，不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 

有惡人，非天獨與此人惡性。 

 

趙岐明確表示：人人心中皆有仁義禮智四端，這是「善」的內容。人若能努力求

存「善」而能得「善」；反之，主動捨棄「善」，「善」才會離人而遠去。而人之

所以有「惡」，並沒有天生的「惡性」賦予人。相反的，是人不能自盡天所賦予

的本然「善性」，才造成「惡人」的出現。從上述說解看來，趙岐心中並不認為

有一本然「惡性」與天生「善性」相對而存在；人之所以為不善，是因為人迷失

了本有「善性」的緣故。至此已可確定趙岐「善性」一詞的定義，乃是屬於筆者

假設中的第一義——趙岐將「善性」之「善」當作形容詞來看，即認為「性」全

部都是「善」的。 

    其他篇章雖未直接指出「善性」一詞，但亦明白指陳趙岐「善性」即是孟子

「性善」的事實。例如趙岐在〈告子上〉「生之謂性」章之章指說道：「言物雖有

性，性各殊異，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30趙岐充分理解孟子不否認人有動物性，

然「幾希一點」，即是人性所獨有的「性善」的事實。又說：「授人誠善之性者，

天也，故曰天道。思行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31天授予人「誠善之性」，人的

本分即在使天所賦予的「誠善之性」得以實現。又言「人見惡人禽獸之行，以為

未嘗存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32人之善性在見「孺子將入於井中」之時，即

直接呈露，毫無遲疑。在這樣的理解脈絡下，趙岐充分認定「性善」的存在，並

也以「仁義禮智」作為「性善」的內容。 

    趙岐亦指出「善之實，仁義是也」，33直捷說明了「善」的本質乃在「仁義」。

                                                 
29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7。 
3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42。 
31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離婁上〉，頁 509。 
32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75-778。 
33此句注解出自趙岐對於《孟子．離婁下》：「言無實不祥」所舉之例。語見焦循：《孟子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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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行之而不著焉，習矣而不察焉，終身由之而不知其道者，眾也。」趙

岐說：
34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行之無所愛而不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

子，亦以習矣，而不能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

然，不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在此趙岐充分表明「人皆有仁義之心」且能推以為「善」。只要能由此道而行，

就能成為君子；不知從其道而行者，即是一般人。在〈盡心上〉「人之所不學而

能者，其良能也」一章中，趙岐指出：「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

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章指中更明言：「本

性良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35趙岐將少而有之的「仁義」等同

於「本性良能」，也就與「善性」劃上等號。〈盡心上〉「王子墊問曰士何事」一

章中，更明確指出：「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

過差也。」36重言人應以尚志為目標，至於行善後，善的方向亦是「仁義」而已。 

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趙岐更明言：「人能

盡極其心，以思行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37人

性存於人心之中，人性又是天道的一部分，故可以推論出：孟子所謂「心」——

這天生的能力，是由其天道中得來的。既然能夠在人性中，瞭解其中具有天道的

本質——「仁」。那麼，從這個角度來看「仁也者，人也」，即是謂：人性是善良

的，或具有仁質的。「合而言之，道也」即在說：如果人能尋此本性行事，便能

合乎天道了。這正呼應了趙岐所謂：「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行其誠以奉天

者，人也。」38趙岐於此表現了他對於《孟子》思想的認同。 

     

 

 

 

                                                                                                                                            
〈卷十五離婁下〉，頁 562。 
34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84。 
35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99。 
36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盡心上〉，頁 927。 
3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77。 
38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離婁上〉，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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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情」：情出於中，顯性抑情 

 

壹、「性」「情」對言 

 

「情」，在《孟子》文本中，向來都不是一個獨立存在的概念。牟宗三說：「情

字無獨立的意義，亦非一獨立的概念，孟子無此獨立意義的『情』字。」39但值

得注意的是，不論是趙岐或朱熹，卻都將「情」視為一個與「性」相對來說的獨

立概念。這一點可以從〈告子上〉獲得證明。孟子曰：「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若夫為不善，非才之罪也。」
40這是孟子對公都子有關「人性」

問題的回答。在這段問答中，公都子所問的都與「性」有關，而孟子卻只用「乃

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的「情」來回答公都子，並沒有用「性」作相對應的回

答，致使後人對於此段產生了種種不同的解讀。朱熹在《朱子語類》中提到：
41 

 

      故孟子言性曰：『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見。 

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不可言。孟子亦說：「天下之言 

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 

 

      問「乃若其情」。曰：「性不可說，情卻可說。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 

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不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

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來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

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禮知四者而已。 

 

統括來看，朱熹當是認為「性」與「情」是不同層次的存在。他將「仁」與「惻

隱」比擬作「穀」與「萌芽」。說明仁義禮智是「性」，由「性」所生的惻隱羞惡

是非辭讓則是「情」。「性」因無定形不可言說，「情」因是「性」的發用故可言

說。且由可見的「情」善，可推知「情」所本的「性」亦是善的。朱熹如此解說，

將自身所提出的「性情二分」以及「從情善推至性善」的推論方式，藉注解此章

                                                 
39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418。 
4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2。 
41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卷五十九，頁 1880-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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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來。然而朱熹說法是否恰當，在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中，有詳盡的論證。

牟宗三說：
42 

 

      但孟子卻並無此性情對言之意義。孟子並非以仁義禮智等為性，以惻隱羞 

惡恭敬是非之心等為情者。孟子並無此異層異質之分別。孟子並非就可說 

之情推證不可說之性者。「乃若其情」之情非性情對言之情。情實也，猶 

言實情。「其」字指性言，或指人之本性言。「其情」即性體之實，或人之 

本性之實。落在文句的關聯上說，當指「人之本性之實」說。「乃若其情， 

則可以為善」云云，意即：乃若就「人之本性之實」言，則他可以為善（行 

善作善），此即吾所謂性善也。……情是實情之情，是虛位字，其所指之 

實即是心性。實情即是心性之實情。「此豈山之性也哉」，「此豈人之情也 

哉」，性與情原可互用。「山之性」是直說性，「人之情」是虛說人之實， 

而「實」即指性說，而性即「仁義之心」或「良心」。「乃若其情」之情亦 

是此虛說的情，非情感之情。故情字無獨立的意義，亦非一獨立的概念， 

孟子無此獨立意義的「情」字。 

 

依牟宗三所見，朱熹以「性」、「情」是異層異質的觀點來注解《孟子》，有著相

當大的問題。牟宗三認為：「情」應是「實」，「乃若其情」則是人本性的實情。

他將「情」視為只是「性」的另一個名稱，意義上並無不同。只是在說「情」時，

是將「情」視作「性」的虛位字；在本質上，「情」與「性」並沒有差別。牟宗

三藉由檢討朱熹的「性情二分」說，來闡明「情」並非獨立存在的概念。筆者於

此同意牟宗三對於《孟子》的解析。於此再看趙岐對於「性」與「情」之間關係

的理解，趙岐說：43 

 

      若，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 

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若隨人而強作 

善者，非善者之善也。若為不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從「性與情，相為表裏」一句，似乎容易讓我們以為趙岐的「性」與「情」是一

體兩面。然而下句的「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則否定了這樣的可能性。因為「性」

                                                 
42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416-418。 
43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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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能勝過「情」，這意味著「情」是另一種相對於「性」獨立存在的概念。趙岐

認為「性」是上天所賦予，人人皆有善性。然而他並不認為與「性」相為表裡的

「情」，如同「性」一樣，全部都是「善」的。「情」必須從「性」，然後為善，

才是「真善」。順著成就「真善」的理路而下，趙岐認為能成「真善」者，必是

在主動為善的動因下方能完成。並說人若為不善，並不是本質上的錯誤，而是受

到外物影響所造成的結果。細究趙岐對於「情」、「性」的區別，可知「情」必須

從「性」，然後為善；「情」若不從「性」，則為不善。「性」「情」是一體兩面的

可能性自然被解銷。劉德明解釋趙岐此注時說道：
44 

 

      但是若細繹文句，我們認為趙岐並不是將性與情視為一體之兩面，而是將 

他們視為不同性質的特性，也就是說我們可以確定在趙岐注解《孟子》之 

時，趙氏就不再視「情」為一代詞，而是視為人天生的一種特別的稟賦， 

是一獨立的概念。趙岐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是認為性與情的性質不 

同，所以會有所謂「勝不勝」的問題。 

 

筆者與劉氏在此持不同的看法。「性」與「情」雖不是一體兩面的本質關係，但

實際上趙岐在論及「情」時，仍是將「情」視為與「性」部份相合。趙岐才會有

以「情性」稱「性」的作法。換言之，筆者以為趙岐所說的「情」當是一涵攝面

較廣的「情」，它包含了「情」從「性」而為「情性」（即是趙岐所謂「善性」），

以及「情」不從「性」而為「情欲」的特質。劉氏將「性」與「情」視作不同性

質的特性，很明顯地是忽略了「情」從「性」而為「情性」的這個部份。就筆者

所見，「性」與「情」當是性質類似但涵攝面向不同的存在。質言之，趙岐論「性」

乃同於孟子，是將「性」視作人本而有之，與禽獸相異的幾希一點「善性」；論

「情」，則將「情」的內涵包括了「情性」和「情欲」兩個層面。趙氏以「情性」

表達「情」從「性」而為「情性」（意即「善性」）的情形；用「情欲」來表達「情」

不從「性」的特質。趙岐藉著「情欲」一詞，凸顯了孟子同意但未明言的人有動

物性的欲望的這個層面。如此解之，正說明了趙岐在言「性」、「情」時，並未脫

離孟子而自立其意的情形。另一方面，趙岐也發現了「情」有表現個人情感的特

質的面向，才會以《孝經》：「此哀戚之情。」來作為「情」的表達。劉德明解譯

                                                 
44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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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句時說：45 

 

      「情」與「性」是不同性質的存在，而「情」是偏就人的現實情感而言， 

所以趙岐會引用《孝經》的「哀戚之情」來說情。 

 

承上所論，筆者認為「情」有表現個人情感的特質，但僅包含於「情欲」之下，

並非如劉氏所言似乎是將「情」認定全是「偏就人的現實情感而言」。 

再者，趙岐所言的「情」具有受外物影響的特性，與他所謂人生而有之的「善

性」，有著極為明顯的區隔。「情」「性」分立的說法，顯然與孟子不同。而由於

朱熹所注在趙岐之後，趙岐提出的「情」獨立於「性」的看法，想必對於朱熹「性

情二分」應有其啟發意義。這對於身為「經典詮釋者」的趙岐來說，注釋《孟子》

時所運用的個人觀點，能對後代產生影響，應是他在詭姓遁身、命在旦夕之際，

選擇注《孟》以證其價值的重要原因。 

    既然趙岐認為「情」可獨立於「性」之外，那麼他所謂的「情」究竟有何意

涵？趙岐在〈人皆有不忍人之心〉一章中說道：「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見

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惡有不仁之聲名，

故怵惕也。」46在〈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也說：「人見惡人禽獸之行，以為未

嘗存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47合而言之，「賢愚皆有驚駭之情」與「此非人

之情也」都表明了趙岐認為人不論賢愚高下、善人惡人，都有「情」存在於人「心」

之中。「情」由人「心」所從出的說法，在趙岐注〈仁義內在〉章亦提到：「孟子

曰，耆炙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老，與敬己之老，亦同己情往敬之。」章指

說：「事雖在外，行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48趙

岐再三強調：「仁義」由己心而發，且此心是眾人皆有，與耆炙之心並無二致。

承上段的討論，雖然「情」與「性」在趙岐論述裡分屬不同的概念，然而也有可

能是出於語言運用的方式不同，從根本上來看，並非真正相異。因為見孺子將入

於井中，而不論賢愚皆有驚駭之「情」，這種「情」的產生，僅是因為人皆有之

的不忍人之心，由心主動發出的「情」。並非因為恐有惡名加諸己身而發，更不

是為了求譽於他人而發。如此說來，這樣的「情」和「性」的分野實則不易得見。

                                                 
45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頁 59。 
46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3。 
4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76-777。 
48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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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點，牟宗三也說：49 

 

      若惻隱之心等就是這獨立意義的情字，則此情實只是心（良心、本心）， 

亦即是性，是以「本心即理」言的情，是以「性即心」言的情，是具體言 

之的心性，是即活動即存有的，是存在與存有為一的，即有即在的，非如 

朱子性情異層對言之情，非是以氣言之情，非是「只為存在之然而不是實 

有之理」。 

 

牟宗三此段說法是順著前段反對朱熹「性情二分」的觀點而下的論述。然放在這

裡來看趙岐對於「情」的運用，發現趙岐雖然將「情」獨立於「性」之外作討論，

而他的「情」卻可能是部份與「性」相合的「情」。換言之，趙岐的「情」應是

涵蓋面比朱熹更廣的「情」，所以才會有「情性」、「情欲」等用語出現。同時趙

岐「情」的內涵，還包括了人的喜怒哀樂。〈萬章上〉趙岐說：
50 

 

      慕，思慕也。人少，年少也。艾，美好也。不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 

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又在孟子曰：「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曰：

51 

      象見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來。爾，辭也。忸怩而 

慙，是其情也。 

 

趙岐認為思慕少艾、心熱恐懼、忸怩而慙皆是「情」的表現。這樣的「情」是建

立在人的生理情感層面上的，與含有道德意義的「情」有所不同。可見趙岐在單

獨使用「情」字時，有從善性所出的「情」，也有喜怒哀樂之「情」。然而在與他

字合用時，則有所謂「情性」、「情欲」等說法。很明顯地，這是受到漢儒「性善

情惡」之說的影響，傅斯年曰：52 

 

                                                 
49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418。 
50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八萬章上〉，頁 615。 
51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八萬章上〉，頁 622。 
52傅斯年：《性命古訓辨證》，〈下卷釋緒〉（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2 年 12 月），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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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性情為二元，以善歸之於性，以惡歸之於情，簡言之雖可以性包情，故 

亦謂性有善惡猶天之有陰陽：析言之則性情為二事，一為善之本，一為惡 

所出者，乃是西漢一貫之大宗，經師累世所奉承，世俗所公認，緯書所發 

揚，可稱為漢代性論之正宗說者也。……是說至漢末猶為經師所遵守 

者……緣此說影響甚大，與宋儒之造為氣質之性者，亦不無關係。 

 

傅斯年博採《春秋繁露》、《說文解字》、《毛詩箋》、《白虎通》、《孝經援神契》等

說法，歸結出以上結論。從趙岐《孟子章句》中對於「性」與「情」的討論，可

見「性善情惡」說確實對趙岐思想產生影響。然而細繹全書，則可發現趙岐並非

全盤接收此說。《孟子章句》中對於「性」與「情」關係的討論，仍能顯見其個

人觀點。這或許是因為「性善情惡」說發展至東漢中後期，學者對於「性善情惡」

說已出現批評或異議。53在時代動盪，諸學紛呈的學術氣氛下，54筆者毋寧相信

趙岐注《孟》依然保有其個人主張。同樣的，劉德明亦引傅斯年此說為證，劉氏

理解為：「趙岐在註解《孟子》時，將『情』獨立出來而形成『性情二分』的觀

點，對後代《孟子》學以至於整個儒學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55筆者通觀傅斯

年〈漢代性之二元說〉全章，56認為此段僅是傅氏在為漢儒「性善情惡」說的起

源與發展的探討做出結論，期間所舉數例並沒有出現趙岐《孟子章句》一書。 

再者，筆者贊同李明輝觀點：認為趙岐《孟子章句》所引用的「性善情惡」說，

是「襲用漢人觀點」57。因為根據傅斯年此段末尾所述，僅能說漢儒之「性善情

惡」說對於宋儒「氣質之性」的產生「不無關係」。然其「關係」有多深？很顯

然地從傅氏全章文氣觀之，並未給予趙岐高度的推崇。而劉氏貿然斷定趙岐此

說：「對後代《孟子》學以至於整個儒學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筆者不以為然。

                                                 
53傅斯年說：「此說雖磅礡一世者四百年，成為漢家一代之學。通人碩儒稽古事而考事情，則亦

不能無疑，故劉向之性情相應說，揚雄之善惡混說，王充之三品說，荀悅之性情相應兼三品說，

皆對此正統說施其批評，獻其異議。彼雖差異於正統說，然既皆以此說為其討論之對象，則此說

之必為當時風行者可知矣。」傅斯年：《性命古訓辨證》，〈下卷釋緒〉，頁 7。 
54 傅斯年亦言：「在西漢以至東漢之初，百家合流，而不覺其矛盾，揉雜排合而不覺其難通，諸

家皆成雜家，諸學皆成雜學，名曰尊諸孔子，實則統於陰陽。此時可謂為綜合之時代，性情二元

論此時為盛。自東漢下逮魏晉，人智復明，拘說迂論以漸蕩掃，桓譚張衡奮其始，何晏王弼成其

風，不特道家自愚妄中解放，即儒言亦自拘禁荒誕中脫離。此時可謂為淨化之時代，在儒家，三

品之性說以漸代二元之性說。」傅斯年：《性命古訓辨證》，〈下卷釋緒〉，頁 7-8。 
55劉德明：〈焦循《孟子正義》之義理學研究〉，頁 64。 
56傅斯年：《性命古訓辨證》，〈下卷釋緒〉，頁 1-8。 
57李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問題〉，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

學篇》（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 6 月），頁 207。 



趙岐《孟子章句》之思想研究 

 60

雖然劉氏其下再引劉師培說法為佐證，58說：「劉氏認為宋儒欲生於情的觀點，

與趙岐的《孟子章句》一書有直接關係。」但從劉師培所述，筆者並不認為劉師

培之意是指向：「趙岐在註解《孟子》時，將『情』獨立出來而形成『性情二分』

的觀點，對後代《孟子》學以至於整個儒學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換言之，筆

者認為劉德明對傅斯年及劉師培的文獻解讀可能有誤，才會造成此種結論的產

生。再者趙岐《孟子章句》對於「性善情惡」說的表達，並不如其他儒者來的直

接且強烈。59若欲證明趙岐《孟子章句》的「性善情惡」思想中的「性情二分」

觀點對後儒產生重大影響，筆者認為需要更多的論證方能證成此說。於此，筆者

毋寧同意李明輝的意見，肯定從文獻判斷趙岐對漢儒「性善情惡」說有所承繼，

但對於趙岐此說的影響力，仍有待往後另立專文以研究之。 

 

貳、「情性」與「情欲」 

 

    關於「情性」，趙岐有時將「情性」等同於「情」來作使用。例如提到「人」，

有所謂「人見惡人禽獸之行，以為未嘗存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60也有「此

乃天所與人情性」61的說法。在此的「人之情」和天所與人的「情性」，指的都

是天所與人的「善性」而言。在此不論言「情」或「情性」，皆與「善性」相同。

談到「物」時，趙岐也有「物之情」、「物之情性」的說法。謂「舜明庶物之情，

識人事之序」62又說「孟子曰，夫萬物好醜異賈，精粗異功，其不齊同，乃物之

情性也。」63以及「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利之也。」64此處言物亦

有「情」、「情性」的說法，明顯的與「人」有所不同。從上下文意推敲其用法，

筆者發現，趙岐把物的「情」、「情性」當作物的「性質」、「特質」來作解釋。筆

者不同意劉德明解此為：「這些所謂的『情性』即是『性』的意思。」但對於劉

                                                 
58劉師培說：「又如欲生于情，私生于欲，此亦宋儒之說也。然漢儒說經亦主去欲［……趙岐《孟

子章句》云：「情主利欲也。」此即宋儒欲生於情之說。……］特宋儒著書，遂謂天理人欲不兩

立，此則宋儒釋欲之非若。」劉師培：《漢宋學術異同論》，收入《劉申叔先生遺書》（寧武南氏

排印本，1934-1936）。 
59例如傅斯年引董仲舒《春秋繁露．深察名號篇》云：「身之有性情也，若天之有陰陽也。言人

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白虎通．性情篇》：「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

許慎《說文解字．心部》：「情人之陰气有欲者。［……］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傅斯年：

《性命古訓辨證》，〈下卷釋緒〉，頁 1-8。 
6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76-777。 
61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92。 
62焦循：《孟子正義》，〈卷十六離婁下〉，頁 568。 
63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一滕文公下〉，頁 399。 
64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七離婁下〉，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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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舉〈孟子篇敘〉：「孝道之本，在於情性。」65的「情性」認為是「性」之意，

則是同意的。筆者贊同劉氏對於此例的理解，但對於以此例比附「物之情」、「物

之情性」的說法，筆者則以為不可。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同樣的段

落注解時，卻從未提及「情」或「情性」。筆者推想這是因為朱熹注《孟》的動

機本來就與趙岐不同。朱熹注《孟》完全站在「理」學立場闡釋《孟子》，故集

註全書處處顯示的是朱學精神而非孟學。取「理」以貫通《孟子》，所以他以為

《孟子》七篇所言均是性善之理。所揭示的皆為二元論的哲學立場，如「理」「氣」

二分、「天理」「人欲」二分、「性」「情」二分等。自然和趙岐以校輯古義，考覈

故訓為主要目的完全不同。 

    值得關注的是，趙岐將「情」「欲」合稱，有所謂「情欲」或「觸情從欲」

的說法。在〈告子上〉孟子說：66 

 

      公都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 

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

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不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不思則不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立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不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趙岐在「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注曰：「大體心思禮義，小體縱

恣情慾。」在「此天之所與我者……此為大人而已矣。」注曰：「此乃天所與人

情性，先立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惡，則惡不能奪。」

李明輝認為趙岐於此襲用了漢人「性善情惡」的觀點，以善性為大體，以情慾為

小體，來詮釋「心之官」與「耳目之官」。67 趙岐認為天給予人的「情性」，包

含了大體的「心思禮義」和小體的「縱恣情慾」。先確立生而有之的「善性」，使

大體的「心思禮義」先發揮作用，那麼處於小者的「情慾」就無法勝過「善性」

來對人產生影響。所謂「善勝惡，則惡不能奪」即可說是：「性善勝情惡，則情

惡不能奪性善」。顯然趙岐在此將「情欲」認為是天所與人「情性」的一部分，

唯有先使「情性」之中的「善性」顯揚，「情欲」便能受到抑制，也無法對「善

                                                 
65焦循：《孟子正義》，〈卷三十孟子篇敘〉，頁 1042。 
66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92。 
67李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問題〉，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

學篇》，頁 207。 



趙岐《孟子章句》之思想研究 

 62

性」產生影響。這就是趙岐所謂「仁義」是人之所以與禽獸相異的「幾希」。人

能存養、擴充這點幾希的仁義，就能成為君子聖賢；一旦「心」淪於被動物性所

主宰後，就幾乎與禽獸沒有分別了。所以趙岐肯定地說：
68 

 

仁義禮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 

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惡，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不 

能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惡乃至是者，不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 

有惡人，非天獨與此人惡性。其有下愚不移者，譬如被疾不成之人，所謂 

童昏也。 

 

仁義禮智是人皆有之的心之四端，若能求其存之則可得而用之，不求就會失去它。 

而之所以有惡人，是因為他自己拋棄了生而有之的仁義禮智，不去追求的緣故。

會有「惡」的產生，起因於外物牽引，致使情欲橫流，趙岐才說：「若為不善者，

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69且「天之生人，皆有善性」，會有「惡」的產

生是因為「引而趨之」才會出現「善惡異衢，高下相懸」的情形。70「利慾之事，

來交引其精神，心官不思善，故其失道而陷為小人也。」當利慾來引誘時，人不

能先確立大體的心思禮義，自然容易受到外物的誘惑而偏離正道，迷失而成為小

人。再從〈盡心下〉來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不謂性也。」趙岐注言：71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樂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易》 

曰：「其臭如蘭」。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不勞苦，此皆人性 

之所欲也。得居此樂者，有命祿，人不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 

而求可樂；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禮節為制，不以性欲而苟求之也， 

故君子不謂之性也。 

 

在這裡趙岐談到「情欲」與「性欲」，並把這兩種都用來指稱人對於感官的享受。

口目耳鼻的享受，是人性皆所同欲的。凡人與君子的差別，在於凡人「觸情從欲」，

                                                 
68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7。 
69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2。 
7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9。 
71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頁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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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情欲」所牽引；而君子能先掌握人異於禽獸的幾希一點「仁義」，再以禮節

來制止「情欲」的產生。關於這一點，他在〈盡心下〉「曾皙嗜羊棗」章的章指

也說：72 

 

情禮相扶，以禮制情，人所同然，禮則不禁。曾參至孝，思親異心，羊棗

之感，終身不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豈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消極面來看，為了避免「情」的恣意蔓衍，以「禮」制之乃是必要的手段。 

    總括上述所論，《孟子》所使用的「情」字，有「實」的意思，並沒有所謂

天生欲望的說法。而趙岐將「情」置於「性」之外，賦予它一個獨立的地位。趙

岐的「情」範圍更廣：在與善性相疊合時，「情」可與「性」相同，或與「性」

相結合，成為「情性」一詞；在與善性相異時，提出「情」中亦含有「欲」的說

法。當「情」含意等同於「欲」時，可單獨使用表示「欲」，或與「欲」字結合，

成為「情欲」。由此推論，可以說趙岐的「情」即是指天生本有的一切「性」：包

含了人異於禽獸的幾希一點「善性」，以及人與禽獸相同的感官「欲望」。前者，

有待人擴而充之，而能成為聖人；後者，有待人擴充「善性」後，以禮制之，即

所謂「善勝惡，則惡不能奪」。雖然趙岐將「情」獨立於「性」之外，成為另一

種意涵的代表。但事實上，《孟子》一書本來就對口目耳鼻的欲望，以及仁義禮

智的善性有所區別。趙岐所為，表面上藉由「情欲」、「情性」兩種詞彙，或是用

「情」在不同語境下分別指稱二者的方式，對他們有所區隔。實際上，其意義仍

等同於《孟子》書中所欲釐清的「欲」與「性」的含意。因此趙岐在梳理及架構

「情」的整體意義時，並未違背孟子本意。趙岐此舉，益使後人對於《孟子》「欲」

與「性」的區別，有更加明確的理解。 

 

 

 

 

 

 

 

                                                 
72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九盡心下〉，頁 1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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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心生四端，以心制性 

 

壹、「心」的定位與作用 

 

    關於「心」的定位，趙岐在〈盡心上〉篇首即明言：
73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精氣主，思慮可否，然後行之，猶人法天。天之執

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北辰也。論語曰：「北辰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心者，人之北辰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趙岐以「心」比擬北極星，以四體五官等比擬為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

聽令於北極星，則能天行不息；四體五官若聽令於心，則能為善不惡。「心」在

「人身」具有領導地位，因而「心」是人精氣的主宰，能起「思慮」的作用。所

謂：「志，心所念慮也。」74 「心」念慮的即是「志」。且「心所同耆者，義理

也。理者，得道之理，聖人先得理義之要耳。理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不

同也。」75義理不論聖賢凡人，都是人心所悅好。凡是「人」作任何一件事，合

於理義而行時，其心氣必然舒暢自得；若悖於理義，則心氣必沮喪自失。由此來

看，「理義」之於「心」，一如「牛羊犬豬」之於「口」，都是人所同愛同嗜的。

這樣的「心」不論聖賢凡人皆是相同，所以趙岐說：「人之心性皆同也。」然雖

是聖賢凡人此「心」皆同，但「心官」若「不思善」，則會「失道而陷為小人」。

76趙岐有別於孟子，提出了「邪心」、「姦利之心」、「豺狼之心」等說法。趙岐以

為人臣之道，當能「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穿牆踰屋，姦利之心也。人既無

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不可勝用也。」77人若能將根生於心的四端擴而充之，

推而廣之，那麼其為義也，效用將無可計量。趙岐在解釋孟子：「嫂溺不援，是

豺狼也」時，進一步指稱「人見嫂溺不援出，是為豺狼之心也。」78趙岐在此看

到的「心」出現了不道德的表現。「非天降下才性與之異也，以飢寒之厄，陷溺

                                                 
73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75。 
74焦循：《孟子正義》，〈卷六公孫丑上〉，頁 196。 
75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65。 
76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92。 
7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九盡心下〉，頁 1007。 
78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離婁上〉，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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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使為惡者也。」79說明了因為「心」受到了陷溺，才造成「邪心」之流的

產生，並非人生而如此。由此可見，趙岐同於孟子，將「心性論」建立在人與禽

獸相異的「幾希處」。孟子說：「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倫，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

天氣，就利避害，其間不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識仁義之生於己

也。」80而趙岐說「仁義」就是人之所以與禽獸相異的「幾希」，人能存養、擴

充這點幾希的仁義，就能成為君子聖賢。而一般人往往不知存養擴充它，或者偶

能存養又一暴十寒。一旦「心」淪於被動物性所主宰後，就幾乎與禽獸沒有分別

了。袁保新說：
81 

 

嚴格論之，「心」作為人禽之辨的「真性」所在，本來是普遍於一切人的 

生命中的。此處所言的「去之」「存之」，是就「心」的明察功能以及踐行 

行義，是否得到存養、充盡而言，並不是認為有人果真可以沒有「心」而 

存在。換言之，「君子」與「小人」的對揚，主要在表明人之所以為人的 

尊嚴與價值，必須通過「心」的自覺自主的實現，這才可以得到貞定。 

 

職是之故，「心」是否作用，成為人作為庶民或是賢聖的關鍵所在。然趙岐並不

能完全掌握孟子所言的「心」的這種特性。從趙岐對於「聖人」的討論中，更可

看出他以己身視域解讀《孟子》的情形。 

 

貳、聖人天生，可近而不可成 

 

趙岐在解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力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力也；其中，非爾力也。」時，說道： 

 

      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益之。以聖，譬由力之有多少，自有極 

限，不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不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力也。 

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82 

                                                 
79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二告子上〉，頁 759。 
80焦循：《孟子正義》，〈卷十六離婁下〉，頁 567-568。 
81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歷史省察與現代詮釋》（臺北：文津出版社，1992 年 2 月），頁 48。 
82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萬章下〉，頁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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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本來是在談論伯夷、伊尹、柳下惠以及孔子等人對於聖人之道的獲得情形。

孟子認為伯夷等人雖是聖人，但各有特長，唯孔子能集先聖大道，「智」「力」俱

全。這本是孟子藉品評人物來表達對孔子的肯定，趙岐在此卻提出「智」可增而

「聖」不可增的說法。甚至說聖人是天性而成，一般人僅能努力接近，不可能成

為聖人的說法，無疑是與孟子相違。《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83堯舜是孟子「性善說」發揮極致的完美典型。對孟子而言，堯舜並非

渺遠不可及的理想典範。孟子亦曾言：「何以異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84、「舜，

人也；我，亦人也。」85也曾引顏淵之言來慰勉滕文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若是。」86可見孟子以舜作為立身處事的典範，乃取其「人皆可以為堯

舜」的普同性質。孟子在「性善說」中強調「聖人與我同類」，「理」「義」為人

心之所同，聖人所為亦不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因此成聖的可能，僅在於人

主觀意識的「為」與「不為」，而非客觀限制的「能」與「不能」。87趙岐所謂「智」

可增而「聖」不可增的說法，顯然與孟子鼓勵人發揮本有自覺的善心以成聖的主

張背道而馳。88再者孟子敘述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鹿豕遊時，當時的舜與

深山野人並沒有太大差別。到了舜「及其聞一善言，見一善行，若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趙岐注曰：「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則從之，見人一

善行則識之，沛然不疑，辟若江河之流，無能禦止其所欲行。」此處尚能把握孟

子原意。然其下章指則言：「聖人潛隱，辟若神龍，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

謂也。」89趙岐強調的是聖人的善心一旦被善言善行所點醒，如沉睡的雄獅再起，

其勢不可遏歇。但在未發之時，仍與一般人相同。朱熹說：「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理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不通，非孟子造道

之深，不能形容至此也。」90顯然朱熹較趙岐更能看出孟子所欲強調的重點，在

於聖人之心一經感觸，無所不發，莫不能止的情形。趙岐僅就聖人之心「未發」

                                                 
83焦循：《孟子正義》，〈卷十滕文公上〉，頁 315。 
84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七離婁下〉，頁 605。 
85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七離婁下〉，頁 596。 
86焦循：《孟子正義》，〈卷十滕文公上〉，頁 320。 
87詳見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收入黃俊傑編：《孟子思想的歷史

發展》（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年 5 月），頁 7。 
88關於孟子對於「聖人」的功能作用，陳熙遠說：「對孟子而言，理想的社會規範與政治秩序，

卻有其植基於人性的內在要求，聖人只不過是『先得我心之同然』，進而予以『客體化』，使人人

可據以遵循。」孟子所言的聖人同於孔子，具有風行草偃的德化作用。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

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收入黃俊傑編：《孟子思想的歷史發展》，頁 18。 
89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900-901。 
90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孟子集注卷十三  滕文公章句下〉，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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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已發」的情形做比較，明顯對於孟子強調的：「人能自發自覺的善心」，沒有

深入的理解與闡發。以「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的詮釋來看，

趙岐說：91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麗之容。 

《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履居之也。《易》曰：「黃 

中通理」。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履居此美形。不言居色，主名尊 

陽抑陰之義也。 

 

趙岐將體貌尊嚴與顏色妖麗，認為皆「天之所生」，即視為「天性」。《正義》對

此有細膩的剖析：92 

 

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女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

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不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數晝不數夜，達

宋公不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為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

名其聖女與？ 

 

根據焦循的分析，可以發現趙岐以「尊陽抑陰之義」解「踐形」，實則雜於漢儒

的陰陽五行思想。93因而對於孟子原意的把握，有著相當大的問題。就連焦循雖

未明白否定趙岐說法，卻也在其下表示：94 

 

      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異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不同乎 

人，故禽獸之性不同乎人。惟其為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為人之性。聖人 

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茍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 

不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精至明。 

 

焦循這段話，可作如下理解：人的體貌顏色皆天所賦予，故稱作「天性」。「踐形」

                                                 
91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盡心上〉，頁 937-938。 
92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盡心上〉，頁 938。 
93李漢三在《先秦兩漢之陰陽五行學說》〈第四編：陰陽五行對於兩漢經學的影響〉即舉此段為

例，說明趙岐注《孟》受到陰陽五行學說浸染的情形。李漢三：《先秦兩漢之陰陽五行學說》（臺

北：鐘鼎出版社，1967 年），頁 328-330。 
94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盡心上〉，頁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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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依照天所賦予的「人形」而去實踐他，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孟子認為人性

與禽獸之性不同，在於禽獸僅有嗜欲之性，而人則兼有仁義之善。禽獸僅有飲食

繁衍的需求，所以禽獸踐禽獸之形。若是人也僅有飲食男女的需求，則無法實現

上天賜與人形軀的真義。孟子認為聖人能存仁義之善，以異於禽獸，而成為真正

的人，即是「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之意。焦循此段充分把握孟子旨意，且似乎

與朱熹注解相承。朱熹說：
95 

 

      人之有形有色，無不各有自然之理，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

人有是形，而不能盡其理，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理， 

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朱熹所說的「形」，遍指一般人的形驅；與趙岐所謂的「君子體貌尊嚴」不同。

這是在立基點上就有的差異，因而由此而出的推論，朱熹自然走向與孟子本意相

合的說法：說明人與聖人皆有軀體，惟聖人能盡其理，將天賦所與的「善」畢顯

於外，以實踐天地賜與人形軀的意義。 

於此再次證明，趙岐對於孟子鼓勵人發揮本有自覺的善心以成聖的說法，不

能有所發揮，而以東漢盛行的陰陽思想來說解《孟子》人性觀。趙岐身為「經典

詮釋者」，在注釋經典時，不免受到時代風潮的影響，以其現有的資訊來疏解典

籍義理。這是時代給予詮釋者的宿命，也就是黃俊傑所言「經典解讀者」的「歷

史性」。96相較之下，朱熹所言對於孟子「踐形」理論，有著較為深刻且適切的

闡發。孟子認為，人的軀體容貌雖是自然所生，但只要人充實他的道德生命，自

然生命就會受到道德生命的轉化，而使「有限」的自然生命，獲得「無限」而永

恆的道德意義。這裡所說的「無限」，是在「盡心」——「知性」——「知天」

三者的連貫性中，指出人的生命中既內在又超越的性格。孟子的「踐形」理論，

正說明著人的生命可以經過不斷的自我超越，最終與宇宙實體合流。對於孟子：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的理路，趙岐注曰： 

                                                 
95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孟子集注卷十三  滕文公章句下〉，頁 360-361。  
96黃俊傑說：「所謂解讀者的『歷史性』，是指：任何經典解讀者都不是也不可能成為一個空白『無

自性』的主體。經典解釋者就像任何一個人一樣地生存於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歷史文化的

網絡之中，他既被這些網絡所制約，又是這些網絡的創造者。經典解釋者所生存的這種複雜的網

絡，基本上是一種具體的存在，也是一種歷史的存在，因為這些網絡因素都是長期的歷史的積澱

所構成的，所以，我們簡稱為『歷史性』。」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論解經者的「歷史

性」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 6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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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有仁義禮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行善，則 

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97 

 

「心以制之」之「制」，可解為控制、制止。不論是哪種意義，我們都可由此得

知：趙岐同意孟子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禮智」四端。趙岐認為唯有「心」能控

制「性」，控制「四端」，極言「盡心」方能行人天生所具的「善性」，行善以後

才能知「性善」，最終將明白天道予人「性善」的意義。趙岐這樣的解法，只能

說沒有跳脫孟子思想範疇，實而言之，未見有深入的闡發。朱熹則提出另一種觀

點：
98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廓然，初無限量。惟 

其梏于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不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理，至于一旦 

脫然私意剝落，則廓然之體無復一毫之蔽，而天下之理、遠近精粗、隨所 

擴充，無不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不離此，而一以貫之， 

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牟宗三對於朱熹此段有其精鍊的理解，他說：99 

 

      此即以格物窮理致知解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此顯非孟子之意，亦非孔子 

言「克己復禮天下歸仁」之意。孔子言「克己復禮為仁」，是由生活上「克 

己復禮」以顯仁心仁道之呈現，或指點仁之所以為仁之意，而朱子則是由 

「克己之私」佉心之蔽以窮天下之理。蓋朱子之心態合下只會以致知格物 

想孟子盡心知性與孔子之「天下歸仁」。他從不轉彎，想此種解析是否合 

孔孟之原意，亦從不自另一方面想。蓋其意識中實從未凸顯孟子「擴充」 

之意。彼亦言「擴充」，但卻是認知地擴充。 

 

若從心、性、天三者間的聯繫來看，朱熹就其「格物致知」之理來解孟子，乃本

於他的「歷史性」，帶著他的問題進入孟子的思想世界。黃俊傑針對朱子的詮解，

                                                 
97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877。 
98朱熹：《朱子全書》，〈卷三十二答張敬夫〉，頁 1393-1394。 
99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43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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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朱子藉由注《孟》提出了兩個問題：100 

 

1.「心」既為「神明之主，所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則「心」如何統 

攝眾「理」？換言之，「心」與「理」之關係如何？ 

2.依朱子之解釋「知性」即為「格物」，「盡心」即為「知至」，果如此， 

則「盡心」與「知性」孰先？
101 

 

這兩個問題均不見於孟子學，而是朱子的新問題。朱子因其自身之「歷史性」對

於《孟子》投影過深，因而引發明代王陽明、德川日本的伊藤仁齋、中井履軒以

及李朝朝鮮儒者丁茶山的批判。102相較之下，趙岐對於心、性、天三者間關係的

討論，雖是素樸卻也較朱熹來的鬆散。若是從遵循孟子本意的角度來看，趙岐雖

無深入的闡釋或創發，但其立場則較朱熹更合於孟子本意。 

 

參、擴充「仁心」，以行「仁政」 

 

    對於「仁義禮智」四端的注解，趙岐運用了相當多的筆墨。〈公孫丑上〉「人

皆有不忍人之心」章中，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惡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趙岐注云：「言無此四者，當若

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不能演用為之行耳。」103孟子四言「非

人」，趙岐為免後世讀者不解孟子之語，錯認孟子所言，以為「人」中無四心者

即為禽獸（實際上孟子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詳注曰：「為人則有之矣，凡人

但不能演用為之行耳。」趙岐深通孟子之意，為孟子再次強調：「善性」人皆有

之，聖賢與凡人之別，在於是否能擴充此心而已的意含。無怪焦循力讚：「趙氏

此注，深得孟子之恉，不愧通儒。」104足見趙岐充分達成「經典詮釋者」的任務。

                                                 
100朱熹《集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理，而天又

理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不窮理，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量。故能極其

心之全體而無不盡者，必其能窮夫理而無不知者也。既知其理，則其所從出。亦不外是矣。以大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孟子集注卷十

三  盡心章句上〉，頁 349。 
101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論解經者的「歷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東亞儒學史的新視

野》，頁 62。 
102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論解經者的「歷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東亞儒學史的新視

野》，頁 62-63。 
103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3-234。 
104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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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孟子談到四端的擴充，說：「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若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不充之，不足以事父母。」趙岐有其

精詳的注解：
105 

 

      擴，廓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廓而充大之，若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

則無所不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不充

大之，內不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禮智，何以事父母也。 

 

趙岐充分把握孟子要義，將水火之喻做貼切的引申與詮釋，深入闡明孟子舉例的

用心。謂火燒泉通後，其勢不可遏止，故從微小處演變為無所不至。猶如人之有

四端，若能知而擴而充之，即可放諸四海，使人民皆保安康。而人不能事父母，

全然是因為人賊害其本然具有的善性所造成。在「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一語

的注解，朱注可與趙注相較之。朱熹說：「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

度內，無難保者」。
106他從心性角度觀察，謂人若能擴充四端，則四海雖遠，天

下雖大，亦在人所能戮力而為的範圍之內，沒有不能保有的。然趙岐卻從政治視

角提出：「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因此我們可以說：趙岐注解此段時，

能呼應首句「人皆有不忍人之心。先王有不忍人之心，斯有不忍人之政矣。以不

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07另一方面，將政治觀念導入

其中，似乎隱隱透露著趙岐重視政治觀點的訊息。於此可看出作為「經典詮釋者」

的趙岐，已然表現出以「政策執行者」自居的傾向。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

也是下一章〈王道政治〉所欲討論的重心。 

 

 

第四節    小結 

 

趙岐認為「性」的範圍包括了口目耳鼻之欲，以及人性所獨有的幾希一點「善

性」。對於「欲」，雖是人天生有之的能力且也是生而想追求的，然需以「仁義為

先，禮節為制」；對於「善性」，則必須使其擴而充之，廣佈於萬事萬物。能擴充

這「幾希一點」者，即為「君子」。將「幾希一點」總結到最後，即是人性所獨

                                                 
105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2-236。 
106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句上〉，頁 238。 
107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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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性善」，便是所謂「善之實，仁義是也」108。趙岐在疏解《孟子》七篇時，

多用「善性」來解釋「性善」。他認為人會有善惡高下、賢聖愚昧的不同，並不

是因為沒有天生的「善性」，而是因為後天選擇所造成的結果。為避免被「惡」

所牽引，唯有使「心」先能思善，天生「善性」先得到確立，人才不會被情慾之

「惡」所奪，如此方能成為君子。趙岐明確表示，人人心中皆有仁義禮智的「善」

端，只要人努力求存「善」，就能得「善」；反之，主動捨棄「善」，「善」才會離

人遠去。而人之所以有「惡」，並不是上天賦予人天生「惡性」，是人不能自盡天

所賦予的本然「善性」，才造成「惡人」的出現。換言之，趙岐並不認為有一本

然「惡性」與天生「善性」相對而存在。由此可知，趙岐對於「善性」一詞的定

義，乃是將「善性」之「善」當作形容詞來看，即認為「性」全部都是「善」的。

人之善性在見「孺子將入於井中」之時，會直接呈現出來。如此善性，亦是人與

其他動物最大不同之處。在這樣的理解脈絡下，趙岐充分認定「性善」的存在，

也以「仁義禮智」作為「性善」的內容。鼓勵人應以尚志為目標，努力行善。行

善之後，善的方向亦是「仁義」而已。 

    趙岐與朱熹，都將「情」視為一個與「性」相對來說的獨立概念。趙岐認為

「性」是上天所賦予，人人皆有善性。然而他並不認為與「性」相為表裡的「情」，

如同「性」一樣，全部都是「善」的。「情」必須從「性」為善，才是「真善」。

順著成就「真善」的理路而下，趙岐認為能成「真善」者，必是在主動為善的動

因下方能完成。人若為不善，並不是本質上的錯誤，而是受到外物影響所造成的

結果。細究趙岐對於「情」「性」的區別，可知「情」必須從「性」，然後為善；

「情」若不從「性」，則為不善。所以「情」與「性」並不是一體兩面的同義詞，

且其面向亦不相同。「情」在趙岐眼中，應是偏重個人情感的表現，且具有受外

物影響的特質，與他所謂人生而有之的「善性」，有著極為明顯的區隔。從「賢

愚皆有驚駭之情」與「此非人之情也」我們可以瞭解，趙岐認為人不論賢愚高下、

善人惡人，都有「情」存在於人「心」之中。趙岐雖然將「情」獨立於「性」之

外作討論，而他的「情」卻可能是部份與「性」相合的「情」。趙岐認為思慕少

艾、心熱恐懼、忸怩而慙皆是人之「情」的表現。這樣的「情」是建立在人的生

理情感層面上的，與含有道德意義的「情」有所不同。趙岐在單獨使用「情」字

時，有從善性所出的「情」，也有喜怒哀樂之「情」。然而在與他字合用時，則有

所謂「情性」、「情欲」等說法。 

                                                 
108此句注解出自趙岐對於《孟子．離婁下》：「言無實不祥」所舉之例。語見焦循：《孟子正義》，

〈卷十六離婁下〉，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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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岐有時將「情性」等同於「情」來作使用，也有「物之情」、「物之情性」

的說法。趙岐把物的「情」、「情性」當作物的「性質」、「特質」來作解釋。當他

將「情」「欲」合稱時，有所謂「情欲」或「觸情從欲」。認為先顯揚人「情性」

之中的「善性」，「情欲」便能受到抑制，「情欲」也無法對「善性」產生影響。

並說明凡人與君子的差別，在於凡人「觸情從欲」，隨「情欲」所牽引；君子則

能先掌握人異於禽獸的幾希一點「仁義」，再以禮節來制止「情欲」的產生。談

到「情欲」與「性欲」時，他把這兩種都用來指稱人對於感官的享受，但並不認

為「情」是惡的根源。會有「惡」的產生，是來自於無限制的放縱情欲。因此人

不能恣意順從情欲，需要受到禮的節制才行。 

    在趙岐用「情」指稱一切天生本有的「性」時，它包含了人異於禽獸的幾希

一點「善性」，以及人與禽獸相近的感官「欲望」。「善性」有待人擴而充之，以

走向成聖的道路；「欲望」則待人擴充「善性」後，以禮制之。《孟子》本來就對

口目耳鼻的「欲望」，以及仁義禮智的「善性」有所區別。趙岐所為，表面上藉

由「情欲」、「情性」兩種詞彙，或是以「情」字分別指稱二者的方式，對他們有

所區隔。實際上，其意義仍等同於《孟子》書中所要分別的「欲」與「性」的含

意。因此趙岐在整體意義的架構和梳理中，並未違背孟子本意。反而藉由趙岐這

樣的說法，更能使後人掌握孟子對於「欲」與「性」的區別。 

    再者趙岐提出人與禽獸無不含具「天地之氣」的主張，並從「男女有別」、「尊

陽抑陰」等觀點來說解《孟子》，顯見受到東漢陰陽五行思想的影響。由此可知，

身為「經典詮釋者」的趙岐，無可迴避地受到當代思潮的浸染，在注釋《孟子》

的有意無意間，自然呈現出時代風潮的訊息。 

    談到「心」，趙岐將之比擬作北極星，目的在說明「心」在「人身」的領導

地位。「心」是人精氣的主宰，能起「思慮」作用。這樣的「心」，不論聖賢凡人

皆是相同。雖然聖賢凡人皆同此「心」，但「心官」若「不思善」，則會「失道而

陷為小人」。109所以「心」仍要發揮思慮的功能，方能成為使人成為君子。趙岐

認為「心」是由仁義所出，並且承接孟子「君子所性，仁義禮智根於心」的觀點，

提出了「四者根生於心」110，可見趙岐此處與孟子觀點相同。然而趙岐有別於孟

子之處，在於提出「邪心」、「姦利之心」、「豺狼之心」等說法，用以說明「心」

受到陷溺的結果。「心」是否作用，是人為庶民或為賢聖的關鍵所在。孟子說此

「心」的自覺若發，會因其「不忍」而感通於外，仁心現前。然趙岐並不能完全

                                                 
109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三告子上〉，頁 792。 
110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六盡心上〉，頁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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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孟子所言的「心」的這種能力，僅就聖人之心「未發」與「已發」的情形做

比較，顯然對孟子強調的「人能自發自覺的善心」，沒有深刻的理解。同時他也

提出了「智」可增而「聖」不可增的說法，說明聖人是天性而成，一般人僅能努

力接近，不可能成為聖人。這無疑與孟子鼓勵人發揮本有自覺的善心以成聖的說

法背道而馳。再者，趙岐對於心、性、天三者間關係的討論，也比朱熹來的鬆散，

但立場更較朱熹合於孟子心意。 

另一方面，趙岐深通孟子之意，認為孟子所言的「性善」乃是「人性皆善」

之意，若是禽獸之性則非善。若是人心，不論賢愚，皆有善性存於其中，差別僅

在於「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罷了。他從政治視角提出：「人誠能充大之，可保

安四海之民」，雖能呼應《孟子》：「人皆有不忍人之心。先王有不忍人之心，斯

有不忍人之政矣。以不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11但也

表示趙岐作注時，隱隱透露著重視政治觀點的訊息。「經典詮釋者」的趙岐，在

此表現出以「政策執行者」自居的傾向。孔孟以降的儒者都明白，要使他們的信

念見諸行事，就必須把知識、道德和政治權力三者緊密接榫始有可能。儒家一貫

認為，人的生命有內在之善。內在之善擴充至極的境界是人格發展的最高目標，

實現此一目標的人格謂之「仁」或「聖」。而理想社會必須是合乎倫理原則的人

際秩序，此一理想社會的完成，端賴政治領導者的個人資質。因此「仁」、「聖」

執政是真正有效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途徑，平治天下的關鍵亦在於個人的道德修

養。112這是趙岐多以政治觀點解釋《孟子》的用心，也是下一章〈王道政治〉所

欲討論的重點所在。 

 

 

 

 

 

 

 

 

                                                 
111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頁 232-233。 
112黃俊傑：〈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念的形成與發展〉，收入氏著《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北：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年 2 月），頁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