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理氣論

於前章回顧了朱子之前的北宋儒家形上學的發展，並以為朱子是繼承從濂
溪、橫渠至二程以來的形上界與形下界逐漸二分的走向。是以，朱子的理氣論更
提高「理」的地位，且明確把「氣」歸為形而下，故無法避免使人有理與氣割離
為二的批評。本文即欲以本章來展示朱子的理氣系統，來探討其理氣論是否真為
一種二元論。並且，若是朱子真有理氣二分的傾向，那麼本文也欲提出朱子如此
主張的緣由。

第一節

對於朱子的「理」概念的解析

本文在對於朱子的「理氣關係」做論述之前，即先分別單就朱子的「理」概
念與「氣」概念加以檢討，本節即先來探究朱子的「理」的意涵與種類、層級等
等問題。

（一）「理」的意涵
（1）「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
朱子對於「理」的意涵有不少的討論，其中以他區分「所以然」與「所當然」
最為重要，他說：
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理也……1
以上，朱子區分「理」有兩種面向，即「所以然之理」與「所當然之理」，
這兩種對「理」的定義有何差異呢？我們再引朱子的一段話看：
《或問》：「莫不有以見其所當然而不容已，與其所以然而不可易者。」先生
問：
「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不可易者』
，是指理而言；
『所當然而
不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句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
然而不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理也。理如此，
朱熹：
《四書或問》
，請參閱朱傑人等編：
《朱子全書》
［上海 : 上海古籍，2002］
，
《大學或問
（上）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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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不可易。又如人見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不
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理之不可易者。今之學者但止
見一邊。如去見人，只見得他冠冕衣裳，卻元不曾識得那人。且如為忠，為
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理會得箇皮膚便休，都不曾理會得那徹心徹髓
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
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理，須是一一理會教徹。不成只說道：『天，吾
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2
以上，朱子說明了「所以然」與「所當然」的區別。其中，他以「所當然」
是指「事」而言，並以「人見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為例，指出這是
「所當然而不容已」
。於此，我們可知朱子把「理」定義為「所當然之則」
，是表
示此理為一道德之理，是側重在說此理有一道德動力（不容已），並能成就一應
當去做的道德行為（當然）。所以，我們可說他以「理」為所當然之則，是在強
調「理之發用」而言。
所以，朱子以為從理之發用的「當然」處求理是不夠的，必須進一步見其「所
以然之故」
。他說「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理也」
，前者以「所當
然」是指「事」言，現在以「所以然」是指「理」言，表示朱子的「所以然」是
指的「理」本身來說的。
所以，朱子以為吾人從惻隱之心的「當然」處，還要求「其所以如此者何故，
必有箇道理之不可易者」
，這即是「所以然之理」
。是以，朱子以為此理表現惻隱
之心是為「所當然之則」，此是理的發用；但是，從此當然處的惻隱之心再往形
而上處推，才可得「所以然之理」，是為的理本身。
再看上一段的引言，朱子又指出我們視人為忠、為孝、為仁、為義不是單看
他的道德行為或他是聖賢等等，而是要推求其所以然之理，即「理會得那徹心徹
髓處」。朱子又說吾人觀天地陰陽的造化，亦不可看其表面，這即是欲人推求陰
陽的所以然之理，即要去求「所以然者是如何」。從此，可看出朱子所說的「所
以然之理」
，與他繼承伊川的「所以陰陽是道」的觀點是相符的，這即表示「理」
是超越於氣或事物，而做為氣或事物背後的所以然的原因、理則。他說：
「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理也，形而上者也。3
以上，即明顯看出朱子的「理」就著形而下的陰陽之氣，所推知的「所以然」
的形而上之理。所以，可以說朱子的「所以然之理」，即是從一切存有者的存在
的「然」處，推知其「所以然」的「存在性」或「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原

朱熹：
《朱子語類》
，請參閱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
［上海 : 上海古籍，2002］，卷 18，頁
626。
3
朱熹：
〈答楊子順四〉
，
《朱子文集》
，請參閱陳俊民校編：
《朱子文集》
（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
民國 89 年），卷 59，頁 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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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或原則，故我們可說是一種「存在之理」4。
然而，朱子的「理」的面向除了把其當「存在之理」看，是為「所以然之故」。
另外，如前述他的「理」亦為「所當然之則」
，是為一有不容已的道德動力的「道
德之理」。以下，我們即分別來探討朱子這兩種對「理」的解釋。

（2）存在之理與道德之理
1.存在之理
以上，區分了朱子的理的兩面向，一為「存在之理」
，一為「道德之理」
。然
而，就著朱子的內部義理來說，把「理」視為「存在之理」是第一義的，「道德
之理」是第二義的。或可以說朱子把「道德之理」也當作一種「存在之理」來看，
而「道德之理」可說只是「存在之理」的一種屬性。當然，我們亦可說朱子的「存
在之理」皆具有道德性或道德動力。以下，我們即先來論述「存在之理」。
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理，此即凡是存在之物皆有「理」，他說：
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眾，莫不各具此理。5
萬物皆有此理，理同出一原。……物物各具此理，而物物各異其用，然莫
非一理之流行。6
以上，朱子以為一切的存在物皆有「理」，是為「萬物皆有此理」、「物物各
具此理」或「莫不各具此理」。所以，朱子的事事物物皆有理，其範圍是無窮無
盡，只要是存在物皆有其所以存在之理，這即是他的「所以然之理」的意義。他
有一段對話說：
又問「物必有理，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切。學者須當知夫天如
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神如何而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
格物。」7
以上，朱子是在說明吾人窮究其事物中的「理」的重要性。其原因在於瞭解
了「理」，才知「天如何能高」、「地如何能厚」、「鬼神如何為幽顯」和「山岳如
何融結」等，此即他的「所以然」的意思。從此，我們可知「理」即是決定事物
之所以能存在或其存在樣相的原因、原則或原理，此即為「存在之理」。朱子有
4

牟宗三先生云：「伊川朱子所以如此者，正因其對于道體性體只簡化與汰濾而為「存有」義與
「所對」義之「理」字。……是則性理只是實然的存在之所以存在之理。吾人名此存在之所以存
在之理曰「存在之理」
，即存在之「存在性」
。參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一）》
［台北：正中書局，
民 85 年 2 月］
，頁 80-82。
5
朱熹：
《朱子語類》
，卷 18，頁 606。
6
朱熹：
《朱子語類》
，卷 18，頁 606。
7
《朱子語類》
，卷 18，頁 607。
58

許多這樣的話：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理，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
夜上下，地理則有南北高深。』不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
觀晝夜之運，日月星辰之上下，可見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北幽，高明
深幽；觀之南北高深，可見此地理幽明之所以然。」8
以上，是在解《易》的「仰觀俯察」那段話，朱子於此說到去探求「天文幽
明之所以然」以及「地理幽明之所以然」，這就是在於天地萬物中去求「所以然
之理」
。而且，這「所以然之理」即是使天文地理成其如此存在的「存在之理」。
而且，朱子不只把理僅視為原因或原則，而是把其具體化為一實體。他說：
未有事物之時，此理已具，……9
未有此物，而此理已具......10
從以上朱子的說法，可知事物是憑藉著「理」來決定其存在，故沒有此理即
沒有事物的產生，但「理」卻能在事物產生前即獨立的存在。
而且，朱子的事事物物之理是無窮無盡、包天包地，只要是存在之物即有「理」
為其所以存在的根據，甚至連人倫日用中亦有理，他說：
夫天下之事，莫不有理。為君臣者，有君臣之理；為父子者，有父子之理；
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不有
理焉。11
從此，我們可知朱子對於只要是存在之物，即以其為「然」處，而推至其必
有「所以然」之理。故而，不管如何型態的存在，皆有所以然的「存在之理」。
而且，我們必須留意朱子的「所以然」之存在之理，是從氣或形器之處，
抽離或抽象出所以然的形而上的存在之理。因此，此理是超越於形器且不雜有氣
機的。故而，朱子必須保持此存在之理的超越性與清澈、純淨，故他描述理為「無
情意、無計度、無造作」或「淨潔空闊底世界」12是有其原因的。

2.道德之理
以上，論述了朱子把事事物物之理皆當成一存在之理，但朱子亦強調一有道

8

《朱子語類》
，卷 74，頁 2515-2516。
《朱子語類》
，卷 95，頁 3204。
10
《朱子語類》
，卷 95，頁 3204。
11
《朱子文集》
，〈行宮便殿奏劄二〉，卷 14，頁 448-449。
12
《朱子語類》
，卷 1，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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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動力的道德之理。他有一段話語說：
或問：
「理之不容已者如何﹖」曰：
「理之所當為者，自不容已。孟子最發明
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不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不知敬其兄。』自
是有住不得處。」13
以上，問者是在問前文的「所當然之則」的「不容已」是什麼意思？朱子是
以孟子的良知良能的愛親敬長來形容此理的「不容已」，並以見孺子入井，吾人
即產生惻隱之心來解釋。總之，朱子以為作為當然之則的道德之理有種「不容已」
的道德動力。為了更明瞭朱子之意，即再引朱子與其高弟陳淳的一段對話：
理有「能然」
，有「必然」
，有「當然」
，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理」
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惻隱者，理也。
蓋在中有是理，然後能行諸外為是事；外不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理矣，
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見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
感應之理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不能已也；不然是槁木死灰，
理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
與人類，其待之理當如此，而不容以不如此也；不然，則是為悖天理，而非
人類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理之真，流行
發見，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所以《大
學章句》
、
《或問》論難處，為專以「當然不容已」者為言，亦此意。……（以
上陳淳語）
此意甚備，
《大學》本亦更有「所以然」一句，後來看得「且要見得所當然」
是要切處，若果得不容已處，則自可默會矣。（以上朱子語）14
以上，陳淳區分「理」有四種面向，即「能然」、「必然」、「當然」、「自然」
四種。其中，
「能然」當是上一部份所說的「存在之理」
，即是從惻隱之心的氣機
之然，推使之能惻隱的所以然之理，也可以說是把道德之性理，亦當作「存在之
理」來體認。
接著，他所說的「必然」
、
「當然」
、
「自然」就是在說「所當然之則」的「道
德之理」。其中，他說「見之者必惻隱」、「人心是箇活底」、「感應之理必如是」
或「惕然自有所不能已」，此即是道德之理的「不容已」的道德動力，這針對道
德之理的「不容已」來說的，這是理的「必然」。然後，他說「合當為之惻隱，
蓋人與人類，其待之理當如此」，這是說到道德之理為「所當然之則」而言，即
是以道德之理對人是一法則、規範、德目，吾人必須對此理敬畏及遵守，這是理
的「當然」。最後，他說惻隱之心的發用對於人是「天理之真，流行發見，自然
而然」，這是在強調此道德之理即是天理，其發用即是天理流行，即把此理說為
13
14

《朱子語類》
，卷 18，頁 625。
《朱子文集》
，〈答陳安卿三〉，卷 57，頁 2776-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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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生之理」，這是理的「自然」。朱子把人的性理視為「生生之理」，他說：
生之理謂性15
此句，把心中的性理，即仁、義、禮、智之理都視為「生生之理」
。而且，
朱子以為性理以仁之理為代表，仁理的內容即是「生生」。他說
只天地生這物時便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來，自然有箇春夏
秋冬，金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便有仁義禮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
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
以至枝葉花實，變化萬狀，便可見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
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理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祥惻隱。16
以上，朱子以為天道創生萬物時，即顯發天地生物的仁心，此即生生之理。
此生生之理賦予人，即為人之仁義禮智的性理，其中又以仁之理為代表。所以，
仁之理即符應於天地生物的生生之理，天道之生生之理使草木從萌芽至開花結
實，展現了生生之意。是以，吾人自身的仁理亦如天地生物之理，發而為慈愛、
惻隱之心以顯發生生不已之真幾。朱子有許多類似的話：
若論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不測，眾理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復」
，則未
嘗不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理流行而不息，所謂「誠之通」
，則未
17
嘗不動。
以上，朱子說到心中的性理可退藏亦可發用，智之理即是收斂於心，有「淵
深不測」之相。但是，仁之理則是有發育萬物的動力，是生生流行不息之理。他
又說：
……是仁能包四者，便是流行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理，
若是不仁，便死了。人未嘗不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復禮」
，仁依
18
舊在。
以上，朱子以仁之理為「生理」
，並且是流行之理，此仁之理人人皆有。而
不仁之人是被私欲蒙蔽，故而心中生理被戕賊即如同死了般。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朱子的理有不同的面向，若是僅把其當存在之理，
則他的理是「所以然之理」，並且是「無計度、無造作」而沒有活動性的理。但
是，若我們能以著他的理是道德之理來看，則此理是當然之則，是為道德法則且
有「不容已」的道德動力，是有活動性的理。甚且，此道德之理是來自天理的「自
然」，即為一生生之理，是為一流行之理。所以，於以上朱子與陳淳的對話看，
15
16
17
18

《朱子語類》
，卷 5，頁 216。
《朱子語類》
，卷 17，頁 585。
《朱子語類》
，卷 32，頁 1159。
《朱子語類》
，卷 20，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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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最後即結論說把理視為「所以然」是不夠的，還要見得其為「所當然」之理，
且默識此理的「不容已」之處。

（二）理的層級
朱子的「理」大約可分為三個層級，最高為太極之理，然後是事事物物皆有
理的「一物所具之理」
，最低的層次是「形構之理」
。但是，朱子時常是三者不分
而合起來說，但我們能可幫他做一分疏。
（1） 一物所具之理
朱子最常說的即是事事物物中的理，朱子這類的話語有許多，如他說：
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不有理。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
至賤，亦皆有理。19
他又說：
……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理。一書不讀，則闕了一書道理；
一事不窮，則闕了一物道理。須著逐一件與他理會過。20
朱子以自然界的花草、昆蟲也有理，甚至經書中也有理。而且，不只外在
事物中有理，於人自身亦有理。他又云：
性是實理，仁義禮智皆具。21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不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理，而綱領之大者有
四，故命之曰「仁、義、禮、智」。22
這裡，朱子指出吾人心中含具性理，即是仁、義、禮、智之理。他又說：
以身而言，則所以為耳、目、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理，以至為
眾人、為百物皆然，不可不一一辨別得，……23
所以，在人自身不只心中有性理，連五官、四肢亦有理。是以，朱子對存
在界的解釋是為一「一理平鋪」的世界，凡是只要存在皆有理，甚至連無生命的
枯槁之物亦有理，其云：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理，故云天下無性

19

《朱子語類》
，卷 15，頁 477。
朱熹：
《朱子語類》
，卷 15，頁 477。
21
朱熹：
《朱子語類》
，卷 5，頁 216。
22
《朱子文集》
，〈答陳器之一〉，卷 58，頁 2825。
23
《朱子文集》
，〈答余國秀〉
，卷 62，頁 3105。
20

62

外之物。……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理，則不可。如枯
木無所用，止可付之釁竈，是無生意矣。燃燒什麼木，則是什麼氣，亦各
不同，這是理元如此。24
以上，朱子肯定地表示，甚至一般人不認為有理的枯槁之物亦有理。至此，
我們可說朱子以為一切大大小小的事物皆有理，他說：
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不各有當然之則，而不容已，……今且以
其至切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禮智之性，……
又此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
則，而不容已，所謂理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理不異於己也；遠而至於物，
則物之理不異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不能外；盡於小，
則一塵之微，一息之傾，不能遺也。25
以上這段話，朱子以人自身有仁義禮智之性理，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處有倫常之理，於外在事物之處有物理。然後，「極其大，則天地之
運，古今之變，不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傾，不能遺也」。總之，
我們只要把握住朱子的「物之所在，莫不有理」的原則即可，只要是存在之物，
不管是事或物，其中必有理。至於此理是客觀之物之理、心中性理或人倫之理，
於朱子可皆把其當存在之理視之，當然朱子的「存在之理」都帶著道德性，故而
他也說「莫不各有當然之則，而不容已」。

（2） 總天地萬物之理是太極
朱子除了說事事物物皆有理外，還指出有一更高的、更根源的理，他說：
問：
「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
「是有天下公共之理，未有一物所具之理」
26

這裡，學生問朱子天地萬物還沒存在的狀態。朱子回答當時未有事事物物之
理，但是有「天下公共之理」
。這「天下公共之理」
，於朱子的系統中當然是「太
極」。他說：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理。27
總天地萬物之理，便是太極。28

24

《朱子語類》
，卷 4，頁 189。
朱熹：《大學或問（下）
》。
26
《朱子語類》
，卷 94，頁 3124。
27
《朱子語類》
，卷 1，頁 113。
28
《朱子語類》
，卷 94，頁 3127-3128。
25

63

這裡，朱子把太極當作能統攝萬理的「總天地萬物之理」
。所以，朱子區分
了這兩種理的層級，一是上一部份所說的「事事物物皆有理」的理，我們可稱為
「殊別意義之理」；二是當作「天下公共之理」的太極，我們可稱為「共同意義
之理」。29
那麼，這「殊別之理」與「太極公共之理」有何關係呢？首先，我們必須
瞭解太極之理與分殊之理其實彼此的內容是一致的，朱子有一段談論云：
自其末以緣本，則五行之異，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理之極。是合
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理之實，而萬物分之以
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不各有一定之分也。30
以上，朱子先論到萬物、五行、陰陽都是出自一太極，這是「自其末以緣本」
。
而「自其本而之莫」
，是為太極一理分之為各個萬物之體。而且，這個分並非「分
割」或「分裂」之分，因為太極分殊至萬物處，於各個萬物中的仍是一太極，是
為「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故而，這太極之理與分殊之理的內容是相同的。
我們再來看朱子的一段話以明其意：
問：
「『理性命』章注云：
『自其本而之末，則一理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
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裂乎﹖」曰：「本只是一太極，
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
則隨處而見，不可謂月已分也。」31
以上，問者直接針對「太極是否會分裂」這一問題提問，朱子的答案是否定
的。並且，朱子強調萬物稟受之處的分殊之理，是為「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
如此，共同之理的太極與分殊之理的太極內容是一致的。而且，朱子並以「月印
萬川」之喻作答，太極如月，其印照於萬川的月，與天上的月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也不能說太極之理是各個分殊之理的總集合。因為，若是太極之
理為萬理的總和，則此總和之體必與分殊之理的內容不一致，這就不是朱子的立
場了。
總之，我們可以說朱子的太極分出萬理的關係，不能以一般直線的思考方式
來理解。太極之理分出萬理，但實於太極之理本身並沒有減少，並非是分割出去
了。我們可以說太極之理是「貫注」
、
「賦予」萬物其自身，但於其自身卻沒有減
損，而且萬物是稟受了太極之理的全體。或者，我們可說太極之理與分殊之理的
關係，實可符合於《中庸》的「天命之謂性」32、
《易傳》的「乾道變化，各正性

29

參勞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
》［台北：三民書局，民 82］
，頁 275-277。
《通書》
，
〈理性命第二十二〉
，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
《周子全書》
，
［台北：廣學社印書
館，民 64］
。
31
《朱子語類》
，卷 94，頁 3167-3168。
32
《中庸》
，第一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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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33的天道下貫而為萬物之性的模式。

（3） 形構之理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已知朱子的「理」有兩個層級，最高層級是太極之
理，第二層級是事事物物中的理。其實，以上兩種理實在同一層級中，因為如
前所述即太極之理與分殊之理其實內容是相同的，或可說以上兩種理都是形而
上之理。現在，我們要說一種不在形上層級中的理，其可說為一種形而下之理，
我們把其稱為「形構之理」。
牟宗三先生把理區分為「存在之理」與「形構之理」
，本文於此即引一段他
的話說明之，他說：
此一傳統中所說之「所以然」即「自然」義，並無超越的意義。此種自然
義、描述義、形下義的「所以然之理」
，吾人名之曰「形構原則」
（Principle
of Formation）
，即作為形構原則的理，簡之亦即曰「形構之理」也。言依
此理可以形成或構成一自然生命之特徵也。亦可以說依此原則可以抒表出
一自然生命之自然徵象，此即其所以然之理，亦即當作自然生命看的個體
之性。
但伊川朱子所說的「所以然之理」則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體論的推證
的、異質異層的「所以然之理」
。此理不抒表一存在物或事之內容的曲曲折
折之徵象，而單是抒表一「存在之然」之存在，單是超越地、靜態地、形
式地說明其存在，不是內在地、實際地說明其徵象，故此「所以然之理」
34
即曰「存在之理」（Principle of Existence）。
以上，牟先生區分「理」有兩種，一是「存在之理」，一是「形構之理」。
所謂「存在之理」，本文於前已說明即表示一所以然之理，其為決定事事物物之
所以存在的原則、法則或原理，其於朱子處實體化即為一形而上之理。以上，朱
子的太極之理或分殊之理都可歸為是「存在之理」。
牟先生於此表示有另一種「形構之理」
，是為把一切當一自然之物，而對其
加以探求一自然義、描述義的形而下之理。關於「形構之理」，並非是於「然」
處去推其「所以然」之理，而是留住于「存在之然」上而窮其「曲折之相」以成
「形構之理」35。
這種形構之理，並非朱子主要要窮究的所以然的形而上之理，但其實此種
理自古即有所談論，我們來看《韓非子》一書對此種「形構之理」的描述，其論
33

《易經》
，〈乾卦〉
。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一）》
，頁 89。
35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一）》
，頁 10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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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凡理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36
以上，是相當確實地對「形構之理」的定義。此即，並不把理當成存在物
的存在的所以然，而僅是對其「然」處的「方圓、短長、麤靡、堅脆」的曲折加
以描述。
在此必須強調，於朱子的理氣系統中似乎並不特別討論「形構之理」
，或者
他也不關心此種理，但是朱子還是常把存在之理與形構之理混淆來說，如他有幾
段談論說：
問：「枯槁有理否？」曰：「才有物，便有理。天不曾生個筆，人把兔毫來
做筆。才有筆，便有理。」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不
消恁地分仁義。」37
問：
「理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理否？」曰：
「固是有理，
38
如舟只可行之於水，車只可行之於陸。」
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不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不
遺』
，此又是就事物之分量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不各成就此
物之理，無有遺闕。39
以上，朱子說的是上部分提及的「枯槁有性」的觀點，而以上三段說到的
都是人造物的問題。這裡，說到「天不曾生個筆」
、
「理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
之無情者，亦有理否」及「無不各成就此物之理」，皆是強調人造物是否有理的
問題。然而，朱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以為筆中有理、舟有舟理、車有車理。
但是，以一般人的思維，人造物的理是在人心中的藍圖，如上引文中的第
三段所說，於人心中有此物的分量、形質、大小、方圓、長短、闊狹的構想，才
由此藍本來製造、發明事物。故而，此理並非是所以然的「存在之理」，反倒比
較接近「形構之理」。
當然，人造物的藍本亦是此物之所以能存在的理由，或許亦可說是一種存在
之理。然而，若如上述朱子的存在之理皆帶著道德性，那麼吾人是否必須承認「階
磚之理」
、
「竹椅之理」或「筆之理」
、
「舟車之理」都是「仁義理智」之理？若然，
想必會造成朱子理論內部的困境。
更有甚者，若如前述朱子以為自身的耳、目、口、鼻、四肢、百體皆有理，
而我們亦以這些理為存在之理的話，必會帶來極荒謬的結果。因為，一般以為人
36
37
38
39

《韓非子》，
〈解老〉。
《朱子語類》
，卷 4，頁 189。
《朱子語類》
，卷 4，頁 189。
《朱子語類》
，卷 74，頁 2520。
66

的性理即為仁義禮智之理，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之理」
。現在，耳有耳之理，
口有口之理，則人自身有千百個理，那麼到底何者才是人的存在之理呢？總之，
本文以為朱子所說的這些理，必須幫他歸為「形構之理」，才不至於使其思想產
生混亂。
或者，朱子的理氣論的一大問題即是混淆了「存在之理」與「形構之理」。
但是，我們可為朱子的這些說法找出合理的解釋，本文以為他在說「階磚之理」、
「舟車之理」
、
「耳目之理」等等的理時，也許他並非真以他們具有太極之理或仁
義禮智之理，或甚至不以他們有存在之理。而他只是為了強調事事物物必有理，
故以這些事物有「形構之理」，來透顯出事事物物皆有理的結論。換句話說，朱
子說這些竹椅、舟車等有理，只是為了強調事事物物必有理罷了！

67

第二節

朱子的氣論

朱子的形上學雖是以「理」為中心，並且把「氣」視為形而下，
「理」較「氣」
為尊位。然而，這並不代表朱子不重視或忽略氣。反之，朱子對於氣有許多的談
論與興趣。故而，在上一節討論的朱子的「理」之後，於本節必須專門討論朱子
的「氣」，本節即分為「陰陽之氣」、「生生之氣」與「鬼神之氣」三部分加以討
論。

（一） 陰陽之氣
眾所皆知，朱子的形上體系走的是一種以理為本，並且理氣嚴格二分的型
態。於上一節本文已論述了朱子的「理」的意涵，那麼，朱子的「氣」的意涵
是什麼呢？實則，朱子的「氣」的最為根本的意涵即為「陰陽」。
（1） 陰陽之理與陰陽之氣
於上引言，我們說到朱子的氣即是陰陽二氣，故而他亦把「理」說為「陰陽
之理」，他說：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理。至如搖扇
便屬陽，住扇便屬陰，莫不有陰陽之理。40
以上，朱子以為天地間的一切事物都可以陰陽來解釋，所以可說天地間也皆
是陰陽之理。他又說：
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理也，形而上者也。41
把這句與上句連看，我們可看出朱子是以天地事物皆由陰陽之氣形成，而其
背後即有陰陽之理為其根據。而且，這也就是前述伊川的「所以陰陽是道」的意
思，即是吾人必能於陰陽的氣化中，見其有「所以陰陽」之理。所以，朱子對於
存在界的看法，即是一由「陰陽之理」妙運於「陰陽之氣」而流行的世界，他有
一段對話說：
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易』
，如何看『體』字？」曰：
「體，
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易者，陰陽錯綜，交換代易之謂，如寒暑晝夜，闔
闢往來。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理流行，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
闢往來，而實理流行於其間，非此則實理無所頓放。……」……集注曰：
「天

40
41

《朱子語類》
，卷 65，頁 2159。
《通書》，
「誠上第一」，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
《周子全書》。
68

地之化，往者過，來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42
以上，朱子是在討論明道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的話，明道於此說到「其
體則謂之易」43。朱子把明道的「易」解釋為陰陽之變易，而「體」則解為陰陽
變易之體，或陰陽中的「骨子」。其實，朱子即以「其體則謂之易」的「體」為
陰陽之理，而「易」為陰陽變易之氣。而且，朱子以天地間的「寒暑晝夜」的變
化流行中皆有「實理流行」
，或是為「與道為體」
，此即是在描述一陰陽之理妙運
流行於陰陽之氣的世界。最後，朱子指出天地之化的往來不息處，可見「道體之
本然」，可知朱子以為這存在界，即為「陰陽之理」運作於「陰陽之氣」所構成
的世界。
而且，朱子對於陰陽之理如何以陰陽之氣來生物、成物，亦從橫渠的一段話
中得到靈感，這是《正蒙》中的「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
陽兩端循環不已者，立天地之大義」44。朱子解釋此段為：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易曰「陰陽相磨，八卦相盪，鼓之以
雷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行，一寒一暑」
，此陰陽之循環也；
「乾道成男，
45
坤道成女」，此游氣之紛擾也。
這裡，把橫渠的「陰陽兩端循環不已」與「游氣紛擾」解為陰陽二氣生物的
過程，以陰陽二氣的循環為磨子，而「游氣成質」為磨子磨出來的事物。此即，
以陰陽二氣如磨子般的循環交感，再生出萬事萬物。當然，朱子以為陰陽二氣的
作用背後，是必有「理」於背後運作之。所以，他有段話說：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說氣與理否？」曰：「此一段專是說氣，未言及
理。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
，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粗濁
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
『其動靜兩端，循環不已者，立天地之大義』，
46
此說氣之本。……」
以上，朱子以為橫渠此段話是省略了「理」，只是說到氣的層面。再看朱子
的說明，他以陰陽之氣的循環為「氣之本」
，而以游氣合而成質為「氣之用」
。此
即，以陰陽之氣生物的過程如上分為兩階段，即以陰陽二氣先循環交感，然後再
生出「查滓粗濁者」，而成質即產生萬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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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朱子以為天地的造化、創生，即是由陰陽之氣不斷地交感、循環，如
磨子般「磨來磨去」，然後生物、成物。從此，會有氣的流行、運作是無秩序、
無規則的誤解。但是，其實朱子的陰陽之氣中必有陰陽之理於其背後主導之。

（2） 陰陽的法則
以上，本文說到朱子的陰陽之氣背後必有陰陽之理於其中，故陰陽之氣的活
動有一定的法則。於此，本文即分為「陰陽消長」
、
「變化之則」與「流行與定位」
三種法則來加以討論。
1. 陰陽消長
朱子以為陰陽二氣並非是兩種氣，而是一氣之消長，他說：
陰陽雖是二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便是陽，
退處便是陰；長處便是陽，消處便是陰。只是這一氣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
無限事來。所以陰陽做一個說亦得，做兩個說亦得。47
此段，朱子說到陰陽並非二氣，只是一氣中的陽氣長或進，則陰氣便消或
退；反之，當陽氣消或退，則陰氣便長或進。所以，當朱子說陰陽之氣「磨來
磨去」
，或是說道陰陽交感等的話語時，並非表示是陰陽有兩種氣的相交，他只
是在說一氣的陽退陰進或陰消陽長。故他又說：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便是陰之生，不是陽退了又別有個陰生。48
所以，他肯定的說陰陽消長並非是陽退了，有另一個陰氣升起，而只是一
氣之中的陰陽消長。所以，朱子是以一氣中的陰陽的相勝與相剋，來形容陰陽
之消長，他說：
天地間無兩立之理，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不然，無時不然。寒暑晝
夜、君子小人、天理人欲。49
此句，朱子對天地間的一切，包括自然界、人倫日用、道德實踐都做了陰
陽消長的法則的解釋，而且陰陽彼此之間有「陰勝陽、陽勝陰」的對立關係。

2. 變化之則
以上，論述了朱子的陰陽一氣之消長，其實這樣的氣的消長在《易經》中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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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稱為「變化」，朱子於其易學中對「變化」的法則做了許多討論，他說：
變化者，《易》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50
這裡，朱子指出「變化」的意義即是「陰變陽、陽變陰」
，這其實與上一部
份所說的「陰陽消長」是同樣的意思。他進一步區分了「變」與「化」的不同，
他說：
陰或變陽，陽或化陰。51
此句，朱子指出「變」是陰轉為陽，而「化」是陽轉為陰。我們再看下一
段，他說：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52
其中，他以「變」是柔趨於剛，即是先消退然後進長，此即為「陰變陽」；
而「化」是剛趨於柔，進長而轉消退，此即為「陽化陰」
。從此，我們可知陰氣
本是較柔弱、退縮，但卻轉為陽氣的強盛、進取則稱為「變」
。反之，陽氣從強
盛至弱勢的陰氣則稱為「化」。朱子有一段話更清楚地說明：
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
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壓將
去。53
在此段中，朱子把陰變為陽形容為「忽然而變」
、
「長得猛」
，故而謂之「變」
。
然後，陽而至陰的化即為「漸漸消磨將去」
，故而謂之「化」
。從此，可看出朱子
是以陰轉為陽，似乎是逆勢而為，從陰柔而驟轉剛強的陽，如同忽然改頭換面，
故以其為「變」。而陽而之陰，好似是順勢而下，強盛必會漸漸衰弱，似乎是漸
漸走下坡一般，故以其為「化」。

3. 流行與定位
另外，朱子把陰陽之氣的消長變化再以動態與靜態的觀點來論，即區分為「流
行」與「定位」的不同。以「動」的觀點來看，即為陰陽的「流行」；以「靜」
的觀點來看，即為陰陽的「定位」。他說：
陰陽有個流行底，有個定位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便是流行底，寒暑
往來是也；
「分陰分陽，兩儀立焉」
，便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
「易」
有兩義：一是變易，便是流行底；一是交易，便是對待底。如魂魄，以二氣
50

朱熹：《周易本義》
［台北：大安出版社，1999.7］，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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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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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陰陽論推行底只是一
個，對峙底則是兩個。如日月、水火之類是兩個。54
這裡，區分了陰陽有「流行底」
、
「定位底」
。而且，
「流行底」即是「推行底」，
亦是為「變易」
，是為《太極圖說》的「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定位底」即是
「對待底」或「對峙底」
，亦是為「交易」
，是《太極圖說》的「分陰分陽，兩儀
55
立焉」 。簡單的說，
「 流行底」即是陰陽之氣的流行，是動態的來看陰陽之氣；
「定位底」即是在陰陽之氣中分陰分陽，是靜態的來看陰陽之氣。所以，「流行
底」是在講一氣的消長、運行或推行，「定位底」是指事物皆可區分為陰陽的屬
性，如朱子說的「天地上下四方」。
在此，朱子以「變易」來講「流行底」，「交易」講「定位底」，這樣的義理
來自《周易正義》的「變易」與「不易」56。朱子對「變易」與「交易」解釋為：
問：「『易』有交易、變易之義如何﹖」曰：「交易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
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易是陽變陰，陰變
陽，老陽變為少陰，老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來
者是也。」57
以上，把「變易」解為筮法中的老少陰陽變化的「陽變陰、陰變陽」，並是
指寒暑晝夜的屈伸往來；而「交易」是指「八卦方位」的「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來說。從此，可看出「變易」與「流行底」的意思是一致的，是在說陰陽一氣的
流行、變動；而「交易」與「定位底」同意，即在指陰陽的屬性的分陰分陽，或
是在區分存在物為陽性實體或陰性實體。
方才本文以「流行底」為動態地說陰陽，而「定位底」為靜態地說陰陽。其
實，我們可再換個角度來看，此即「流行底」是以時間的角度來論陰陽，而「定
位底」是以空間的角度論陰陽，朱子云：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來，更無休息。
「分陰分
陽，兩儀立焉」
，兩儀是天地，與卦畫兩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
東西南北，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58
以上，朱子再次解釋作為「流行底」的「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即為陰
陽的闢闔往來，並以其為以「時」言；而作為「定位底」的「分陰分陽，兩儀立
焉」
，此即如區分天為陽、地為陰，或是把東西南北以陰陽之位分別般，是以「位」
言。如此，即把「流行」與「定位」以時空的架構解釋，「流行底」是以時間性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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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陰陽，「定位底」是以空間性來論陰陽。

（3） 無一物不有陰陽
上一部份，本文論述了朱子陰陽法則中的「定位」與「流行」，其中「流行
底」是在說陰陽一氣的消長，而「定位底」是在於區分陰陽的屬性或陰陽的實體。
在這一部份，我們即來看朱子如何「分陰分陽」
，即對「定位底」做專門的討論。
朱子對於陰陽的區分，可細分為對陰陽屬性的區分，以即對陰陽實體的定
位。所謂以屬性分陰陽，即是把陰陽當作性質、成分來看；以實體來定位，即是
以某存在為陽性的象徵或陰性的象徵。當然，以實體或屬性分陰陽的兩方式常是
混淆的、重複的或不分的，但為了更清楚朱子如何深刻地討討陰陽，本文還是大
致做了區別。首先，來論以屬性所分的陰陽。
1. 對於陰陽屬性的區分
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陰陽的屬性之分，他說：
諸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兩個字，看是什麼物事都離不
得。只就身上體看，才開眼，不是陰，便是陽，密拶拶在這裏，都不著的別
物事。不是仁，便是義，不是剛，便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便是陽；纔收
退，便是陰。意思纔動便是陽，纔靜便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便是
陰陽。59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再次以一切存在皆有陰有陽。然而，這裏強調的是一切
存在皆具陰陽的屬性，如他說「不是仁，便是義」，此是以吾人的心氣的發用大
致有仁義兩種，而仁為柔、義為剛，此即可區分為陰陽。然後，以人的活動來說，
向前或動是屬陽，向後或靜是屬陰。朱子類似的話有許多：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
。曰：
「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
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
恁地袞將去，只是個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60
在此，朱子以晝屬陽、夜屬陰；並以每月望前為陽，望後為陰；春夏為陽、
秋冬為陰。以上，他都是在說陰陽的屬性，因為我們無法把晝、夜、望前望後、
四季化約為實體，而說某晝之實體為陽或某春之實體為陽。或許，我們可以說以
屬性說的陰陽，是於「事」上說；而從實體說的陰陽，是從「物」上說。
朱子幾乎每件事皆可以陰陽屬性來區分，甚至連天道發育萬物亦可分陰陽，
他說：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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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陰一陽之謂道」
，太極也。
「繼之者善」
，生生不已之意，屬陽；
「成之者
61
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
這即是朱子常說的「繼善成性分陰陽」或「於造化流行處分陰陽」62，這就
是以「繼之者善」為道體發用流行生生不已，有奮進創生的樣相，故屬陽。「成
之者性」或「各正性命」為道體落實至萬物處，成各個萬物的性，有貞定、完成
之意，故屬陰。朱子此說是在造化之事上分陰陽，可說就是以屬性所區分的陰陽。

2. 實體化下的陰陽
以上，論述了朱子以一切存在皆有陰陽之屬性，這與他以實體化的方式說陰
陽是有些不同的，他說：
無一物不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陽。63
這裡，朱子是在說一切存在皆有雄雌、牡牝之分，這是在說陽性實體與陰性
實體的分別。而且，以實體來說的陰陽，不但是說生物的雌雄，任何存在皆可化
約為陰或陽的實體，他說：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理」，天文是陽，地理是陰，然各有陰陽：天
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
阻屬陰，東南屬陽，西北屬陰。幽明便是陰陽。64
這裡，朱子即質實地來說，如他以「天文」
、
「日」
、
「高地」
、
「平地」屬陽，
而以「地理」
、
「月」
、
「低地」
、
「險地」屬陰。當然，這裡並非把天或日月視為雄
性或陰性，然卻是把存在的陰陽屬性實體化，而後再以某存在象徵陽性，某存在
象徵陰性。朱子以此方式把萬物皆以陽性象徵或陰性象徵來解釋，如他說：
草木都是得陰氣，走飛都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
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
如猿猴之類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類是也。唯草木都是得陰氣，
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65
以上，大致把禽鳥、木、猿猴視為陽，而以植物、走獸、雉鵰視為陰，此即
為把一切大大小小、各種各類的存在都實體化為陽性象徵或陰性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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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陰陽各生陰陽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朱子以陰陽解釋事物的方式，即如其以「理」來解釋
事物一般，是為彌天蓋地、無所不包。所以，他對陰陽的解釋是相當繁複的，有
時陰中有陽，有時陽中又有陰，如他說：
一物上又各自有陰陽，如人之男女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血氣，血陰而
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
是陽。便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66
此段，朱子解釋一物並非屬陽即完全是陽性，而是其中亦可又分出陰陽。他
以人為例，男女各屬陽性及陰性，但是各自又可分出血為陰、氣為陽。而晝陽夜
陰也是如此，晝夜又各自可分出陰陽。朱子這樣的話有許多，他說：
蓋仁本是柔底事物，發出來卻剛，但看萬物發生時便恁地奮迅出來，有剛底
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來卻柔，但看萬物肅殺時便恁地收斂憔悴，有
柔底意思。……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67
此段是常常被學者引用的話，朱子以仁是屬陰柔，但發用卻有生生不已而奮
進之意，故發時屬陽剛；而義是屬陽剛，但「義」表現於秋冬萬物肅殺時，卻使
之顯得有陰柔憔悴之象。故而，他結論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此
即為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知朱子雖以陰陽解釋一切，但是卻非是一種僵化的
規定，而是於其中展現陰陽的變化不已，以此顯出天地造化的奧妙之處。

（二） 生生之氣
以上，本文論述了朱子對於陰陽氣化的解釋，可看出他以存在界即是陰陽之
氣變化不已的世界，所以朱子的氣可說是陰陽生生之氣。然而，朱子以此充滿生
機的陰陽之氣卻非永恆的，此氣是盛了便衰、衰了便化為無的。因為，朱子以為
只有理是永恆的，而氣是短暫的、次要的，此氣之所以生生是背後有「理」的緣
故，朱子此說是來自程伊川的「屈伸往來只是理」的觀點，本文即如下說明之。
（1）伊川對於氣的屈伸的觀點
朱子繼承伊川對氣的看法，認為氣的屈伸、往來、盛衰，是屈了即不再伸，
往者即不再來，衰了即死而不再盛。此即，氣的流行是一去則已，所再生的不是
原來的氣，而都是新生之氣。伊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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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復歸本原之理。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
況既散之氣，豈有復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
氣。……68
以上，伊川以為氣的聚散是氣散了便盡，即是一氣不會再復聚。他的理由是
「其造化者，自是生氣」，也就是說天地間自會有氣新生而出，故「天地造化又
焉用此既散之氣」
。是以，伊川其實要說的是氣的背後有「理」
，當原本的氣衰亡
而盡時，此「理」自會重新生出氣，故不必再去復生原來的氣。他又說：
屈伸往來只是理，不必將既屈之氣，復為方伸之氣。生生之理，自然不息。
如復言七日來復，其間元不斷續，陽已復生，物極必返，其理須如此。有
生便有死，有始便有終。69
此段，伊川說到「不必將既屈之氣，復為方伸之氣」，這是因為「有生便有
死，有始便有終」
，也就是如前述氣散了便盡。然而，天地之間為何有新生之氣，
即是因為背後有「生生之理」
。而且，如《易》的「復卦」的「一陽來復」而言，
並非是已退盡之陽復生於下，而是因有生生之理使得陽氣能新生而出。是以，我
們可知伊川以為因有生生之理，故而氣亦是生生之氣，故而舊的氣散了便盡，衰
了便死，一去不返而不必復生。若我們再看伊川的下一段話，會更清楚他的觀點，
其云：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不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若魚之在水，
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
在水無異。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
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
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若謂既反之氣復將為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不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不窮，更復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
之氣，以為造化﹖近取諸身，其闔闢往來，見之鼻息，然不必須假吸復入
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不窮。
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不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
往來屈伸，只是理也。盛則便有衰，晝則便有夜，往則便有來。天地中如
洪爐，何物不銷鑠！70
以上，伊川以為人自身有一「真元之氣」，使得人身中的天地之氣能自然生
生不窮，此真元之氣並非藉由吾人呼吸所入的外氣來資長。伊川以此來比喻天地
間自有生生之理，以此理不斷地產生新生之氣，故而「更復何資于既斃之形，既
返之氣，以為造化」。這裡，與上段伊川以為「既屈之氣不能復伸」的結論是一
致的。並且，伊川更以海水乾涸既不復生，而大海自有新生之水的比喻加強其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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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最後，伊川再次以「往來屈伸只是理」以為結語。
伊川為何有如此的觀點呢？首先，伊川是站在「理」本的立場而提出他對氣
的見解，此即氣是有生有死、有散有盡的，而只有「理」是永恆的。故而，天地
間的生生不息是有生生之理以成之，而氣只是去而不返，但自有生生之氣而新生。
第二，伊川是為了反對佛家的輪迴之說，因其以為若是氣可衰而復盛、終而
復始或死而復生，則即與佛家生死觀無異。故而，伊川以為儒學必須堅持氣散便
盡、物有成毀之觀點，如他說：
心所感通者，只是理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
皆無形，只是有此理。若言涉於形聲之類，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
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
理，便不可信。71
以上，伊川以為心所感通之理是無古今往來，是無形而永恆的。但是，氣聚
而成的身體、形質，卻是會壞死、會散盡，並不會再復返，這即是伊川的氣有生
滅、理無生滅的「理」本的觀點72。總之，伊川的此論點明顯地是衝著佛家的輪
迴說而來。

（2）朱子對伊川的新生之氣的論點的繼承
朱子對於伊川的新生之氣的觀點是完全地繼承，他於《語類》第一卷有幾段
問答，可看出他的立場：
可幾問：
「大鈞播物，還是一去便休，也還有去而復來之理？」曰：
「一去便
73
休耳，豈有散而復聚之氣。」
問氣之屈伸。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來，不到得
將已乾之水去做它。」74
人呼氣時，腹卻脹；吸氣時，腹卻厭。論來，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
今若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囗氣復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
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卻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便
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若無得
出時便死。老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不屈，虛而愈出。」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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龠只是今之犕扇耳。75
以上，朱子的說法皆與伊川相當接近。首先，在「大鈞播物」的一段，他明
確指出的天地造化並沒有「散而復聚之氣」。然後，他又以「煮水」之喻指出水
煮乾後，只能拿新的水來燒，已乾之水不能復生，以此再次說到舊氣不可復聚。
而第三段「呼吸」的比喻，其實與前述伊川的「真元之氣」之說相似，即以
人體中自有新氣生出，不必以呼吸的外氣來維持體內的新生之氣。這是以此譬喻
來指出天地的生生之氣，是氣的不斷新生，而非用舊氣或衰氣來復生。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朱子完全認同伊川的「新生之氣」的觀點。此即，以
天地間有生生之理，故舊氣即衰而盡，自有生生之氣另外新生而出。朱子也如同
伊川一般，於解釋《易經》的「復卦」時，他常運用此觀點，他說：
昔者聖人做《易》
，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復〉
，
復，反也，言陽之既往而來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流不窮，豈假夫既消之氣，
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見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來之象爾。76
這段是在講「復卦」的意義，他說「豈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此
與伊川的「不必將既屈之氣，復為方伸之氣」的意思完全相同，即以「復卦」的
「一陽來復」，並非是已消盡之陽氣再復生為初爻之陽，而是以復生之「一陽」
為新生的陽氣。而且，朱子會以此觀點解釋「一陽來復」，自是以此新生之陽氣
背後有生生之理以創生之，我們再引一段話以見其意，他說：
……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故聚則有，散則無；若理則初不
為聚散而有無也。……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理而日生者，
77
則固浩然而無窮也。
以上，是如上述伊川的「理無生滅、氣有生滅」的意思。朱子道「氣」是「聚
而生、散而死」或「聚則有，散則無」，故「氣」是散即化為無有。但是，「理」
是無聚散的，其為「不為聚散而有無也」。所以，天地間的氣即消而散，但是因
有生生之理，故新生之氣能源源不絕、生生不息，即為此段所說的「根於理而日
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
朱子之所以堅持氣盡便散的觀點，仍如同伊川般是要批判釋氏輪迴之說，故
其云：
夫聚散者，氣也。若理，則只泊在氣上，……然已散者不復聚。釋氏卻謂人
死為鬼，鬼復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來來去去，更不由造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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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無是理。78
這裡，朱子以人死即一氣之聚散，已散即不復聚。反之，輪迴說即為人死後
氣可復聚為新的人，如此世間只是許多同樣的人的來來去去的聚散，朱子以為如
此便與天地間有「生生之理」不合。因為，朱子以為因有生生之理，故此理必以
新生之氣，凝結成新生的人，而不必再以舊的氣使舊的人復生。是以，朱子即以
「生生之理」可新生「生生之氣」的觀點，來批評輪迴說的謬誤。

（三） 鬼神之氣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已經論到朱子即是以天地間有生生之理，而此理可新
生「生生之氣」的觀點，以相對於釋氏舊氣可復生的輪迴說。是故，朱子是以「生
生之理」為中心的儒家的生死觀，批判佛家的輪迴生死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
雖以為人死氣便散盡，但他並非不重生死之事，反倒是他提出了極精到的「儒家
生死學」，在這部分我們即以「鬼神之氣」為主題，來談朱子的生死思想。
（1） 魂魄與鬼神
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為理與氣結合的存在，當然人也不例外。以人來說，形
而上之理的層面是為性理，即是仁義禮智之理；形而下的氣的層面，即為氣所凝
結的形軀部分，然以生死問題來看，即以「魂魄」或「鬼神」稱之。故而，朱子
的「魂」是形而下的氣，並不可以西方哲學或基督教傳統的「靈魂」視之。當然，
朱子的「魂」與西方的「靈魂」是同一層次的問題，但是「靈魂」是形而上的，
而朱子的魂魄、鬼神都是形而下的氣。首先我們來論「魂魄」。
1.「魂」與「魄」
我們先來看朱子的一段話，他說：
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中是氣否？」曰：
「中是理，理便是仁義禮智，
曷常有形象來？凡無形者謂之理，若氣則謂之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
是魂，……血是魄，謂之質。……須是此兩個相交感，便能成物。『遊魂為
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降于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
天；陰者，質也，魄也，降于地，謂之死也。……」79
此段，是朱子在討論「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問題。於此，他指出了人是由
理與氣結合而成，如上本文所述，朱子以人的形而上層為性理，即仁義禮智之理。
而形而下層的是由氣組成，然氣可分為兩種，其一為屬陽性的清氣，此為稱「魂」
；
其二為屬陰性的濁氣，即為「魄」，魄氣是歸於人的血肉、形質部分。然後，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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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魂氣即歸于天，而魄氣就歸于地。這裡，也可看出朱子的「魂魄」皆是形而
下之氣，這是與西方的靈魂屬形而上是有所不同的。
朱子對於魂魄的區別，還有許多說法，他說：
魄是一點精氣，氣交時便有這神。魂是發揚出來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
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便有這神，不是外面入來。
魄是精，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80
這一段討論中，朱子以「魂」為「氣之出入」、「發揚出來底」，且是為主動
的、是為氣。而「魄」是一精氣，主管人的視聽、記憶的作用，且以「魄」主靜，
並以其有「神」。在此，朱子是以魂為人體的一種氣息，似乎為一生命之氣，即
為生命存活的根源。而「魄」可說是人體的五官、形軀之所以能運作的根據，即
是人之所以有本能作用的動力，所以說「魄」為精氣，並以其有「神」的功用。
總之，朱子的魂與魄皆是氣，即為人身中相對於形而上之理的形而下之氣。
其中，
「魂」是較清通有靈的氣，屬陽、屬天、主動；而「魄」是較重濁有質的，
屬陰、屬地、主靜，且「魄」是人的形軀、肉身的作用力的來源。

2.「鬼」與「神」
我們可以說，朱子以人為理與氣結合而成的存在，而屬人身之氣的層面即為
魂魄，此魂魄之氣於人死後即會離開，此離散之氣朱子稱為「鬼神」。朱子說：
魂魄就人而言，鬼神離乎人而言。81
這裡，即指出魂魄之氣離開人身，即稱為鬼神。他又說：
精聚則魄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精竭魄降，則氣散魂遊而無不之矣。降
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不測，故謂之神。82
在這段話中，朱子以人死「魂」升而遊散，是為「伸而不測」稱為神；而「魄」
竭盡即降，是為「屈而無形」稱為鬼。從此，可見朱子以魂魄離散後為鬼神，而
且鬼神即為一氣之屈伸，他又有說：
「陽魂為神，陰魄為鬼。」
「鬼，陰之靈；神，陽之靈。」此以二氣言也。然
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來而方伸者為神，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
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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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朱子講得更清楚，他以屬陽的「魂」離散後為「神」，而屬陰的「魄」
離散後為「鬼」。而且，神為氣之伸，是陽氣之靈；鬼為氣之屈，為陰氣之靈。
如此，鬼神即只是從人身離散的陰陽之氣而已，故吾人即無須迷信或懼怕鬼神之
事，朱子云：
鬼神不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精是魄，魄者
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神之盛也。精氣聚而為物，何物無鬼神。「遊魂為
變」，魂遊則魄之降可知。84
以上，是朱子對「鬼神」最有特色的解釋，他因以鬼神只是從人離散的陰陽
之氣，故以為陰陽之氣所成的天地造化，亦可稱為鬼神，故連萬物生長或自然的
風雨雷電皆可說是「鬼神」。所以，朱子把從人生死說的鬼神，與自然造化的陰
陽之鬼神放在同等的觀點。如此，即可把人的生死或鬼神之事，視為如天地一氣
之陰陽屈伸般的自然而然。
必須注意的是，朱子此說是其來有自，他可以說是結合了橫渠的「鬼神者，
二氣之良能」85，以及伊川的「鬼神者造化之迹」86。橫渠的「鬼神為二氣之良能」
，
是影響了朱子以陰陽之氣來解釋魂魄與鬼神。伊川的以鬼神為「造化之迹」，是
造成了朱子以天地的造化亦為一種鬼神。朱子的鬼神說即是擷取了二者的觀點，
以此成就一儒家的生死學。

（2） 祭祀與感格
於上，本文論述了朱子的魂魄與鬼神的意涵，那麼，人死後是否可以享用子
孫的祭祀呢？或者，子孫後代是否可與死去的先祖溝通呢？朱子必須要解決這些
問題，如此才可符應於儒家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87的主張，且承繼於「愛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88的孝道。
但是，若是我們嚴格地看朱子的主張，他必須以祖先死去之後，其氣便以散
盡，不能再回來與子孫連結關係。因為，既然祖先的魂魄化為鬼神之後，其只是
一氣之屈伸，然朱子即如上文主張氣是一散便盡、不可復來，則應當人死後氣離
散後便化為無有。如此，以朱子的義理來說，祭祀之事似乎只有象徵意義，因祖
先已消失無餘。朱子對此有所論述，其云：
只是這個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
雖已散，這個天地陰陽之理生生而不窮。祖考之精神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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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理盡其誠敬，便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
個自是難說。看既散後，一似都無了。能盡其誠敬，便有感格，亦緣是理常
只在這裏也。89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說「然其氣雖已散，這個天地陰陽之理生生而不窮」，
這即是上文朱子以理為永恆，而氣有生滅的觀點。此即，氣是一散即無，生生之
理自會產生新的生生之氣，故舊氣不必復返。如此，人的魂魄、鬼神也是一氣，
故他說「既散後，一似都無了」。那麼，這祭祖的傳統如何能成立呢？
朱子在此說的相當善巧，他說「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
自有些小相屬」
。這裡，提出了祭祖的理論根據，此即以子孫的氣是源流於祖先，
故而彼此可一氣相通。然而，朱子卻並非肯定此時是祖先實體地來承此祭祀，故
他說「這個自是難說」。所以，朱子於此是以一種「存而不論」的觀點視之，即
以祭祀是有意義的，理由是祖先的氣已流傳於子孫身上。但是，他對於祖先是否
真能來與子孫聯繫，卻加以懷疑。然而，朱子對此問題已有定論，只是有時並不
直接道出，我們再引一段對話以明其意：
「……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不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
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
氣，蓋祖考之氣與己連續」。90
這一段中，提問者以若朱子主張死者氣即散盡，則吾人的感格祖先之氣，是
為天地虛空之氣或為自身之氣？這裡，朱子明確地回答所感通的只是自身之氣，
原因是子孫之氣已延續了祖先的氣。換句話說，則祖先的氣確實已經消失，只是
以血統的因緣使得子孫能承接祖先的氣。朱子對此問題有許多討論云：
問：「《中庸》『鬼神』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來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
上』
，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
，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
前後意不合，何也﹖」曰：
「死便是屈，感召得來，便是伸。」問：
「『昭明、
焄蒿、悽愴』，是人之死氣，此氣會消了﹖」曰：「是。」問：「伸底只是這
既死之氣復來伸否﹖」曰：
「這裏便難恁地說。這伸底又是別新生了。」問：
「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便自然
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不是伸﹖此便是神之著
也。所以古人燎以求諸陽，灌以求諸陰。謝氏謂『祖考精神，便是自家精神』
，
91
已說得是。」
此段，問者質疑朱子有時說鬼神為氣之屈伸。但有時又以「其氣發揚于上」
來說鬼神，且以「昭明、焄蒿、悽愴」這樣話來形容，似乎以鬼神為真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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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者再次向朱子確認人之「死氣」是否是一消便盡，朱子於此再度持肯定
的態度。
進而，問者再深入提問，即以吾人既以為鬼神為一氣之屈伸，那麼鬼神之氣
消盡後是否可復生？朱子當然以為死去之氣不可復生，所伸的定是新生之氣。但
是，朱子提出一特殊的解釋，此即因子孫繼承了祖先之氣，故所謂新氣的復伸，
即指得是子孫的自身的氣「自然又伸」。這是什麼意思呢？這即是當祭祖之時，
子孫致其誠敬之心，此時的心氣的伸展即等於是祖先的氣又再復伸。所以，並非
因為子孫之誠敬，而使祖先的氣又可復伸來與子孫相感通。其實，這只是子孫之
心氣的伸展，即是全然為子孫的誠敬的道德心靈活動，使得祭祖時有一種宗教的
情懷出現。
總之，朱子所說的祭祀時的感格並非實體的，祖先鬼神已經完全消失無餘，
此感通之心並非與任何存在相感，而僅是主觀的誠敬之心的一氣之伸展。然則，
或許這也可說是儒家的祭祀或宗教活動的一大特色，此即並非以神靈為實在的，
而其價值只是顯現於主觀地對先祖追慕的誠敬之心。
在此，本文借用徐復觀先生的「宗教的人文化」的觀念，以結束「鬼神之氣」
這部分的論述。徐先生以為春秋時代因禮樂的提倡與道德意識的昂揚，使得周初
以前的「天」
、
「上帝」的觀念都失去人格神意義，只成為保證道德的道德之天，
而甚至祭祀亦從神秘的宗教氣氛中解放出來，只有一種道德意義92。在此，我們
從朱子的生死鬼神觀與對祭祀、感格的討論，可看出他有這種強烈的傾向，首先
他以人死後而成的鬼神只是陰陽之氣的屈伸，而且離散肉身後，此氣即散盡無
餘。再者，他又以祭祀的感格只是子孫自身的氣的伸展，即以祭祀的感通的心境
只是子孫主觀誠敬之心的表現，就是以祭祖並非有其實體性，故他可說是把儒家
所倡的祭祖之事亦做了「人文化」的轉向，即把祭祖完全的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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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復觀：
《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4］，頁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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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理氣關係

在上一節「氣論」的探討中，我們可見出朱子對氣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以「理」
為本的。例如，他以天地的造化為陰陽之氣所成，但是其背後是有「所以陰陽」
之理。或者，朱子的氣的盛衰、屈伸為一散便盡，而既散之氣不復聚的觀點，也
是因其有生生之理自然生出新生之氣為其根據。而且，他所說的鬼神之氣也是一
屈便離散而歸於無有，這理論基礎是來自「理為永恆、氣有生滅」的思想。所以，
朱子的立場相當清楚，「理」是首位的、第一性的、主導的、永恆的；而氣是次
位的、第二性的、依從的、有生有滅的。那麼，這「理」與「氣」彼此發生什麼
關係呢？這論題是朱子形上學中的焦點所在，本節於此即深入地對理氣的關係進
行討論，也可說本文於此節才正式進入正題。

（一） 理氣之辨的大意
（1） 理氣二分的型態
對於朱子的理氣論，論者多以「理氣二分」或「理氣二元」稱之。這樣的思
想其來有自，如本文第二章所述，朱子的理氣論架構是來自伊川的「所以陰陽是
道」觀點，即是從形而下的陰陽之氣中，推求出所以陰陽的形而上之道或理，這
即是他的「理氣二分」模式的由來，他說：
「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理也，形而上者也。93
理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不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不形，器
非道不立。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來不
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說也，……94
以上兩段引言，朱子表示陰陽二氣或器物為形而下，而「理」或「道」為其
形而上的所以然。如此，以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二分，嚴分「理」與「氣」是屬上、
下二層。朱子此說本文已屢屢討論，吾人僅要知道他的「理」為「氣」的形而上
的所以然，而氣是屬形而下即可，於此不再贅述。
所以，
「理」屬形而上、
「氣」屬形而下是他的理氣論的原則，我們從《文集》
中的〈答黃道夫一〉一書可看出其綱領：
天地之間，有理有氣，理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
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理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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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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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雖不外乎一身，然其道氣之間，分際甚明，不可亂也。……《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精，妙合而凝。」
所謂「真」者，理也；所謂「精」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
者，形也。……95
這段話可說概括了的朱子理氣論，首先他以天地間有兩種「根源存在」，一
是為「理」
，一是為「氣」
。而且，
「理」是形而上之道，是為生物之本；
「氣」是
形而下之器，是生物之具。這裡，以「理」為形而上的道，即是以「理」並非僅
是一規定的所以然，而是一能生發且產生創造的天道、道體，故稱其為「生物之
本」
。而「氣」即是形而下的元素，是道體憑藉著生物、成物的材質，故以「氣」
為「生物之具」。
然後，朱子以理與氣落實至人物之身，即使存在物成理氣二層的存在。存在
物的「理」的層面，即為其「性」或「性體」
，而天地的氣即構成存在物的「形」
或形體。
此段，他又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來指出「事事物物皆有理」。而且，
以濂溪的「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來說，是以「無極之真」或「太極」
即是「理」
，二氣五行的「二五之精」即是「氣」
。而此太極之理與陰陽五行之氣
「妙合而凝」，才使得存在物有「性」與「形」的結構，或成理氣二層的存在。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知朱子說的是一種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係，是以天
地間有兩種生物、成物的根源存在，即是「理」與「氣」；此「理」與「氣」所
生之人物，亦成理氣二層的存在。朱子有許多說法表示他是堅持此「理氣二分」
的立場，他說：
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理也。形者，所謂「形而
下」者也；理者，所謂「形而上」者也。96
此段與上文〈答黃道夫一〉一書完全是一致的，亦是以理為形而上，而器物
為形而下。對於「器」、「物」與「氣」，朱子實是放在同一層次來說，雖是氣凝
結而成「形」，而性理又賦焉，如此才成一器物。如此，器物應是有形而上、形
而下兩面，但是因「器」
、
「物」是重濁有迹的已成存在，故定要區別的話，即是
屬形而下。且以朱子的用語來看，
「器」
、
「物」與「氣」實是一體兩面的同意語。
所以，朱子的「理氣二分」亦可說是「理器二分」
，有時也說成為理與物的二分。
如他說：
……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行也，形而下者也，萬象之紛
羅者也。是數者各有當然之理，即所謂道也，當行之路也，形而上者也，充
漠之無朕者也。……今更為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理也；「形
95
96

《朱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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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97
朱子在這段說到，萬象紛羅的事事物物如陰陽、君臣父子為形而下，而每一
事物皆有「理」或「道」即為形而上。並且，以「理器（氣）二分」的型態等同
於《易經》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98。他以「形而上」為「物
之理」
，是指一物必有形而上之理；又以「形而下」為「物之物」
，是為一物必即
有「物」的這一層面，此即指氣而言。
接著，即來看他對《易經》這段話的解釋：
「形是這形質，以上便為道，以下便為器，這個分別得最親切。故明道云：
『為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理；形而下底實，
便是器。」99
問：
「『形而上、下』
，如何以形言？」曰：
「此言最的當。設若以有形無形言
之，便是物與理相間斷了。所以為『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
一個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不相離也」100
這裡，是在談論《易經》的「形而上、下」以及程明道的「道亦器」，即以
形而上、下並非「物與理相間斷」
，只是要說個「界止分明」
、
「截得上下分明」，
然亦是「道亦器，器亦道」地渾然不二，彼此是為「有分別而不相離」
，是為「不
離不雜」的關係。朱子對此有云：
如說「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理，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
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非天理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見之形，即所
謂器；其不可見之理，及所謂道。然兩者未嘗相離，故曰：「道亦器，器亦
101
道」。於此見得透徹，則亦豈有今與後、己與人之間哉？
此段，仍是以「道亦器」為談論的主題，朱子以「理」為一物中的「不可見
之理」
，並且「道」或「理」與「器」是「兩者未嘗相離」
，又說事物中「莫非天
理之所在」
，此即以分屬形而上、下的理與氣（或器）為一體渾成，非兩體對立102。
朱子的許多話皆透露此意：
天下未有無理之氣，亦未有無氣之理。103
有是理便有是氣，但理是本，而今且從理上說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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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話中，朱子的「未有無理之氣」是為氣中必有理之意，也就是「陰陽
五行錯綜不失條緒，便是理」105，即於氣中必有形上之理以規範、主導氣。再者，
他說「未有無氣之理」、「有是理便有是氣」，即表示凡「理」必帶著氣化，不可
能有不帶著氣的理。所以，在朱子的思想中理氣是渾然為一的，但是以理為本。
他又說：
……故說神，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又皆是此理顯著之跡。看甚大事小
事，都離了這箇事不得。上而天地鬼神離這箇不得，下而萬事萬物都不出此，
故曰「徹上徹下，不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理；形而下者，有
情有狀是此器。然謂此器則有此理，有此理則有此器，未嘗相離，卻不是於
形器之外別有所謂理。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106
在這段引言中，朱子以理為「無形無影」
，器是「有情有狀」
，而此理與器是
互不相離，是為「此器則有此理，有此理則有此器」
。他又以理的發用如《中庸》
的「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一般，上至天地鬼神，下至萬事萬物，此理即妙運
於事物之中。
總之，本文以為朱子的形而上與形而下或理與氣，雖然是嚴分為二的型態，
然形而上之理與形而下之氣或器物並非是隔離而不交通的。他的氣中必有理以妙
運之，而其理也必帶著氣化，故他是走一種理氣渾然為一的型態。當然，他是以
理為本，且堅持理為形而上為第一性，氣為形而下為第二性，故他是於理氣的一
體渾成中去區分形上、形下107。如此，也避免了「理」下落於「氣」的唯氣論之
弊。

（2） 理先氣後
上述，朱子以「理」為形而上、第一性；「氣」為形而下、第二性。以此，
即自然而然帶出「理先氣後」的命題。所以，我們經過上部分的論述，亦知所謂
的「理在氣先」並非是一種時間序列的先在，而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先在，即指
「理」於形上學的位階上是高於「氣」的。他說：
問：
「先有理，抑先有氣？」曰：
「理未嘗離乎氣。然理形而上者，氣形而下
者。自形而上下言，豈無先後。理無形，氣便粗，有查滓。」108
這裡，指出所謂的「理在氣先」即是一種形而上的先在，即以「理」是形而
上的，
「氣」是形而下的，故說「理先於氣」
。所以，所謂的理的先在性，不論是
105

《朱子語類》
，卷 1，頁 116。
《朱子語類》
，卷 95，頁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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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以為：
「然朱子言理氣，乃謂其一體渾成而可兩分言之，非謂是兩體對立而和一言之
也。」
，參《朱子新學案（一）
》，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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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先或「器物」之先，皆非指「理」超絕或隔離於其上，亦非於時間上孤
立地先在，故云「理未嘗離乎氣」
。是以，
「理在氣先」這只是指存在物皆為形而
上之理與形而下之氣所結合而成，而「理」是物之所以能存在的「生物之本」
，
且其較氣為優位，故而說「理在氣先」
。關於「形而上學的先在」
，此觀點是唐君
毅先生首先提出的，他說：
所謂形上之先者，以今語釋之，即在宇宙根本真實之意義上，理為超乎形以
上之更根本之真實，而氣則根據理之真實性而有其形以內之真實性者；而吾
人之論說宇宙之真實，當先肯定未形之理之真實，而後能肯定已行之氣之真
實。109
以上的話語，唐先生是以整體宇宙的之所以存在的真實性是以「理」來保證。
因為，宇宙是由「氣」來凝結而成，而「氣」的真實性或其之所以能落實，亦是
由「理」來主導之、保證之。是以，宇宙或氣的真實性皆由「理」以保證之。如
此，在形上學的原則上，
「理」的存在是先於「氣」或整體宇宙，故能結論道「理
在氣先」。從此，我們可知朱子的「理先氣後」是表示，任何存在之所以能存在
皆有「理」以保證之，故「理」具有形上學原則的優位性。我們再引《語類》的
對話，以明白朱子的意思：
或問：
「必有是理，然後有是氣，如何？」曰：
「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
推其所從來，則須說先有是理。然理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
氣，則是理亦無掛搭處。……」110
或問「理在先，氣在後」
。曰：
「理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理
111
在先，氣在後相似」……
這裡，他說出了「理在氣先」的真實意義，即為「推其所從來，則須說先有
是理」
，以及「推上去時，卻如理在先，氣在後」
。這裡的「推」字，即為朱子的
「推其所以然」的思維模式，這就是「從存在物的氣機之處，推究其存在的所以
然之理」，即為推求萬物萬物的「存在之理」的意思112。所以，朱子的「理在氣
先」實即是從形而下之處，推求有一形而上的存在之理，以作為萬事萬物存在的
保證。如此，即以「理」有形而上的優先性，或是以「理」有存在順位的先在性。
此即，因「理」為一切存在的保證，故沒有「理」即沒有一切存在或一切氣的運
行，故而「理」要先存在，氣或物才能存在，故說「理在氣先」或「理在物先」。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三）
》
，請參閱《唐君毅全集（十六）》
［臺北市 : 臺灣學生,
民 80］
，頁 450。
110
《朱子語類》
，卷 1，頁 115。
111
《朱子語類》
，卷 1，頁 115-116。
112
牟宗三先生云：
「他（朱子）的存有論的解析是泛就存在之實然以推證所以然之理以為性。如
此說的性，其直接意思是存在之存在性，存在之理……」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三）》
［台北：
正中書局，84.12］
，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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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子的「理在氣先」的命題亦可再做一轉變，即指「一切存在物皆有
其存在之理，而此存在之理『先於』此物或此物之氣而存在」。我們引《文集》
的話再來解釋朱子的意思：
所論「理氣先後」等說，正坐如此，怕說「有氣方具此理」
，恐成氣先於理，
何故卻都不看有此理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理有安頓處，大而天
地，細而螻蟻，其生皆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受耶？113
以上這段引文，朱子反對「有氣方具此理」或「氣先於理」。雖然，理必要
有氣才有安頓處。但是，朱子所肯定的是「有此理後，方有此氣」，即如上文所
說，這是指有「存在之理」後方能有氣的存在，進而才能產生存在物。所以，朱
子便接著說「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如此」，即把「理先氣後」轉為上述
的新命題，即以每一存在物皆有存在之理為其「先」
，這是為「形上學的先在性」
，
是無關時間的先後。朱子又指出：
所謂理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淪不可分開各在一處。然
不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若在理上看，則未有物而已有物之理，然亦但有其
理而已，未嘗實有是物。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終始，方是不錯。
114

以上這段，他說「未有物而已有物之理」，此即是在指存在之理先於事物而
存在，故而理在「氣」或「器物」之先。當然，此理並非真是於時間上先於氣或
物而存在，故朱子亦說「二物渾淪不可分開各在一處」，又說「但有其理而已，
未嘗實有是物」。這表示存在之理於氣或物之先的狀態，並非時間上實有的，存
在之理只是在形上學意義上以抽象的狀態先於氣或物。而實際的狀態，是理與氣
渾融為一體，分不清孰先孰後。此即，「理」雖是事物存在或氣運行的原因、根
源，但它若沒有與氣「同時」並存，則此理也無法落實，而事物也無法存在。

（3） 理生氣
如前所述，朱子的「理先氣後」可解釋為「每一『存在物』或『氣的運行』
皆有其存在之理於其之先」。如此，則朱子即必須面對一問題，就是「是否存在
之理能生出氣或存在物」？這就是「理生氣」的問題。基本上，朱子是肯定理能
生氣，當然這「生」字並非是一般吾人所說的「母生子」式的生。對此問題，本
文即疏解如下。
朱子直接地說「理生氣」的話語並不多，但是他確實有此義理，他說：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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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集》
，〈答楊志仁二〉，卷 58，頁 2799。
《朱子文集》
，〈答劉叔文一〉，卷 46，頁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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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生陰陽，理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理復在氣之內也。115
在這一段話中，朱子以太極生陰陽二氣，即等同於理生氣。如此，似乎朱子
是指形而上的太極能生出形而下的氣，好似「母生子」或基督宗教的「上帝無中
生有」的意思。然而，我們若看朱子另一段話，則可知朱子的「生」是有歧義的。
他說：
有是理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來。……116
以上，朱子把「理生氣」說是要從「一陰一陽之謂道」來「推」，這是什麼
意思呢？其實，朱子是以為要說明「理生氣」之意，即必須瞭解伊川的「所以陰
陽是道」。伊川此說於前已述及，即伊川以陰陽不是道，而陰陽的「所以然」才
是道，這即是前述朱子的「推其所以然」的思維模式。
是以，朱子《語類》中的這段話，即應解釋為所謂「理生氣」，即表示於氣
（陰陽）的「然」處，必有「所以然」之理（道）主導其生化、運行。所以，朱
子的「理生氣」並非是理可直接生出氣之意，而是表示「氣」的存在之然，必有
所以然的存在之理以保證其存在。故而，沒有「所以然」之「理」即沒有「氣」
的存在之「然」。故而，吾人可結論道「理生氣」。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見出「理生氣」的真義，實即是「凡是氣的存在，
必有所以然之理『使之存在』」
。這裡的「使之存在」與母生子的「生」是不同的，
這只是在說凡是氣，則必有存在之理而已。如此，朱子的「理生氣」與「理先氣
後」實是同樣的意思，皆是指氣的存在定有存在之理以保證其存在。所以，當朱
子說「太極生陰陽」時，只是指陰陽之氣的背後，必有太極之理以保證其存在或
主導其運行，並非在說太極可直截生出陰陽。
當我們知道了朱子「理生氣」的實義，即可掌握《語類》中的「未有天地之
先」的問題，如下：
問：
「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理，如何？」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
竟也只是理。有此理，便有此天地；若無此理，便亦無天地。無人無物，都
無該載了。有理便有氣流行，發育萬物。」……117
以上述及，朱子並不以理能直接生出氣，只以理為氣的存在的保證，以此來
說「理生氣」
。但是，他卻說「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理」
，又說「若無此理，
便亦無天地」。如此，好似以一時間序列來說「理生氣」，似乎朱子把「理生氣」
解為「母生子」式的「生」。然而，其實朱子的立場是一致的，他並不以「理」
能「無中生有」的生出氣，他只是在說整個天地的存在，必定有「理」來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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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太極圖說》
，請參閱朱熹注，周敦頤原著：《周子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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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沒有「理」則天地的存在即沒有一形而上的根據。故而，若是不承認天地
間有「理」的存在，則天地的存在即成荒謬了。總之，朱子以為必須先肯定「理」
，
則才能有氣的流行或萬物的發育。當然，此並非以「理」直接可生氣或萬物，其
只是指氣的流行或萬物的發育背後必有「理」以保證之、主導之。朱子有許多類
似的話：
問：
「有是理便有是氣，似不可分先後？」曰：
「要之，也先有理。只是不可
說是今日有是理，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都陷了，
畢竟理卻只在這裏。118
徐問：
「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都已有否？」曰：
「只是都有此理，天地生物
119
千萬年，古今不離許多物。」
以上兩段，一是以天地未生之前，只有「理」存在；二是天地毀滅後，
「理」
還是存在。兩段看為相反的情況，其實都在肯定「理」是天地存在的保證。也就
是說，當吾人思議天地渾沌初開之時，此時雖沒有任何存在物，但仍須為天地萬
物找一根據，否則不可能有現今的許多物存在，而此一切存在的根據即是「理」，
故說「天地未判時只是有此理」。反之，若是此理與山河大地一樣會毀滅，則此
「理」即與形而下的氣或物成同質，則成可有可無之物，則此理會失去作為一切
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據的資格，故此理必不會與世界一同滅絕，故說「山河大地
都陷了，理卻只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的此說並非以時間序列來說，如
同有一「理」無中生有的生出天地萬物，故他說「只是不可說是今日有是理，明
日卻有是氣」。

（4） 氣強理弱
前述，朱子以「理」為一切的氣之運行或物的存在的所以然的存在之理。如
此，朱子的「理」常說成是僅為臨在氣機或器物之上為其主導或保證，而不實際
地生物成物。以此，即引出朱子的「氣強理弱」的觀點。朱子云：
或問先有理後有氣之說。曰：「不消如此說。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理，後
有氣邪？後有理先有氣邪？皆不可得而推究。然以意度之，則疑此氣是依傍
這理行。及此氣之聚，則理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理卻無情意，無
計度，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理便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
生也，莫不有種，定不會無種了，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都是氣。若理，
則只是各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不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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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此氣，則理便在其中。」120
在這段引言中，朱子在描述「理」與「氣」實際生物成物的過程。首先，朱
子先提出其「理先氣後」的立場，即為「此氣是依傍這理行。及此氣之聚，則理
亦在焉」，是指氣的運行必有理為其形而上的根據以主導之。但是，朱子接著卻
轉向「氣強理弱」的觀點，他說「蓋氣，則能凝結造作，理卻無情意，無計度，
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理便在其中」
，如此好像「理」在生物、成物的活動中，
失去了其主導性，而主導權反歸於氣了。
朱子以動植物的生長來類比「理」與「氣」的關係，他以為一切動植物的生
殖、成長都是從種子開始，從一種子長成一個體，而他以為從種子到結實體的發
展都是氣的生發過程，即為「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那麼，理於氣的生發中
好似沒有主導性，他說「若理，則只是個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不會造
作」
。而且，又說「有此氣，理便在其中」
，如此理變成是被氣所牽引，失去其主
動性。論者每每喜歡引朱子此說，以證明朱子的「理」是沒有動力義，或以朱子
是極度的理氣二元而互不交通。我們引朱子的另一段話看：
氣雖是理之所生，然既生出，則理管他不得。如這理寓於氣了，日用間運用
都由這氣，只是氣強理弱。譬如大禮赦文，一時將稅都放了相似，有那村知
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了，更自叫上面不應，便見得那氣粗而理微。
又叫父子，若子不肖，父亦管他不得。聖人所以立教，正是要救這些子。121
這段，即是朱子「氣強理弱」代表性的話語。朱子以為理雖然可生氣，但生
出後理卻管不住氣，甚至「日用間運用都由這氣」
，朱子並以朝廷管不住地方官，
父管不了子為例說明。最後，朱子即結論為「氣粗理微」，這與上段以理為「無
情意，無計度，無造作」以及「淨潔空闊，無形迹」是一致的。此即，朱子以為
「理」似乎是極為抽象無迹的，而氣是重濁有力的。朱子另外又說：
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流。金之氣，如何似
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了後，理終是拗不轉來。122
這裡，又以氣凝結成的氣質是「重」，而理是扭轉不過氣所決定的一切。
通過以上的論述，朱子的理氣說似乎陷入了一種矛盾。因為，朱子是以理為
形而上的「生物之本」
，又說了「理先氣後」
、
「理生氣」
，應當是以「理」為「氣」
的主宰、主導，怎麼至此反是「氣強理弱」呢？於此，必須把朱子此說與一合理
的解釋，否則朱子的理氣系統將陷入混亂。本文對此提出三點解釋：
1.首先，朱子是以實際的人生體驗，來指出形而上的理，時常管不住形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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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實則，從個人的些微小事，至左右歷史國家的大事，都可證明「理」或「天
理」未必能決定或主宰「器物」或「氣」的世界。例如，朱子所說的父管不住子，
乃至於世上常是惡人當道而善人無法出頭等等。似乎世間是沒有天理的表現，反
倒是孰的氣強即可強壓過「理」。朱子對此有極深刻地體驗，他說：
又問：
「以堯為父而有丹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個又是二氣、
五行交際運行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如算命推五星陰陽交際
之氣，當其好者則質美，逢其惡者則不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123
又有一段云：
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不遇此時，便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
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便如此。只他相撞著，便是命。124
問：
「前日嘗說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
「恁地時節，
氣亦自別。後是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究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是生許多
逆賊。今儒者多嘆息封建不行，然行著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
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豈不是氣
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125
他又說：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數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
事，其來無窮。亦無盛而短者。若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梁，或賤而為
厠料，接其生時所稟氣數如此定了。126
以上，一連引用四段朱子論「氣命」的話語，其重點皆在於氣的強度可決定
理，或以氣可決定一切存在的狀態。其中，他以人適逢其氣，即會受此氣的影響、
決定。如堯的氣雖極清明，但遇濁氣決定，即生出丹朱這不肖子。或者，長平之
戰的四十萬人，即是氣命該遇白起，最後慘遭坑殺的命運。
另外，朱子也以為天地時節的氣是越來越濁劣，故而連暴君秦始皇或草莽劉
邦都可一統天下，此即氣數使然。
最後，朱子即可結論人生的「富貴、貧賤、長短」，皆是「定數」或「其生
時所稟氣數如此定了」，此即表示氣的強度可決定一切。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當可知朱子為何以為「理管不住氣」或「氣強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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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本文以為朱子的「氣強理弱」說只是在描述實際的生物、成物的過
程或樣像，或可說這已是從純形上學的論述，稍轉為宇宙論的陳述。
首先，本文以為朱子所說的「理」為「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或「淨潔
空闊」等話，並非是他以「理」為不活動，也並非他以「理」為隔離或超絕於「氣」
而成極度的二元論，而成二元互不交通。於此，我們可說他只是在強調「理」為
「存在之理」的面向。既然，是為描述此理為存在之理，則此理當然只是存在的
所以然，或僅為一切存在的原因、原理或法則而已。於本章的第一節已論到，朱
子的「理」有兩大面向，一是存在之理，二是道德之理，而道德之理又與生生之
理是合在一起說。故而，朱子是在強調「理」是道德之理或生生之理時，此理即
呈現為有活動性，實際地參與生物之功。所以，當朱子以純形上學的思維去解釋
存在之理時，此理即變為定靜的、無作用的，此時此理只是天地生物的所以然，
只在於強調此理對氣的運行的規範義、法則義。所以，當朱子論到此理為存在的
所以然，而又轉向為實際生物、成物的宇宙論陳述時，即會出現理好像不作用，
氣的運行決定一切的「氣強理弱」之說。也就是說，朱子的「氣強理弱」之說，
是混雜了形上學與宇宙論的兩種面向的描述。如他說：
「……有理便有氣流行，發育萬物。」曰：
「發育是理發育否？」曰：
「有此
127
理，便有此氣流行發育。理無形體。」
此段，朱子以「有理便有氣流行」才可發育萬物，問者質問「發育是理發育
否」，此即問者見出朱子的「理」是存在的所以然，有不實際發用流行的嫌疑。
朱子回答有理即有「此氣流行發育」，雖是有理才有氣，但實際發育的是氣。這
裏，實是與其「氣強理弱」說是一致的，此即「理」只是存在之理為存在的所以
然（理無形體）
，實際生物成物的是氣。朱子有些話語即是因著這個意思而說的：
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理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128
所以有此物，便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便是有此理。129
以上兩段話語，說到人有形氣後，理才「始具於形氣」之中。第二段話語中，
好像是先有物而再有氣，而最後再有理。實則，朱子的這些話都是在強調理是一
存在之理，以一形上學原則來說，此理是不作用或不實際生物的。如此，當朱子
同時強調存在之理的面向，又同時在作一宇宙論的陳述時，理就好像不作用，氣
好似可決定理或一切存在的狀態，故而就有「氣強理弱」之說的產生。

3.最後，本文以為「氣強理弱」更可證成朱子的理與氣並非是理氣隔離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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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語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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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論，他走的是理氣渾融一體型態。因為「氣強理弱」之說，有一種理可決定氣，
氣亦可決定理的意思，此即理氣可相互作用。錢穆先生對此有云：
……理弱氣強說……理不能有造作，拗不過氣，但氣亦管不得理。就宇宙界
言就宇宙界言，理氣兩行，一體渾成，誰也主宰不得誰，……從宇宙界言，
似乎理乃是一主宰。但此一主宰，乃是消極性的，只能使氣之一切活動不能
越出理之範疇，卻不能主宰氣使做某等活動。……今就人生界言，……則轉
成為氣能主宰理。130
以上錢先生的話，指朱子的「氣強理弱」說顯出「理拗不過氣，氣亦管不得
理」
，是為「誰也主宰不得誰」
。故而，錢先生以為「理弱氣強」說即表示朱子的
型態為「理氣兩行，一體渾成」。
錢先生此說是為有理，因為若朱子的理氣是極度地二元論，那麼理與氣是隔
離不相交，如此定不會互相影響。所以，
「氣強理弱」說實是增加了氣的影響力，
也就是提升了氣於朱子形上學體系中的地位。
甚至，我們可說「氣強理弱」說使得氣與理幾乎處於平行的位置。我們以朱
子的「理先氣後」說來看，此說以每一存在物或氣的運行皆有「理」為其主宰，
此時理是第一性，氣是第二性。但是，在「氣強理弱」說中，理管不住氣，最後
竟然「理」是為「寓於氣了」或「日用間運用都由這氣」，似乎「理」已喪失了
主宰性。如此，「氣」好似成為理之主宰，並幾乎達至第一性的地位。是以，我
們可說於「氣強理弱」之說中可看出，朱子的理與氣的地位是幾乎平行的，沒有
誰高誰低，且理與氣可互相作用。也就是說，雖然是「理先氣後」、「理生氣」，
但於「氣強理弱」說中甚至為「氣生理」、「氣先理後」。或許，根源的來看，理
仍是高於氣，也就是以理為本。但實質地來看，理與氣是渾然一體，實在可以「理
氣充凝」131以形容之132。

（二） 朱子的「理氣二分」與儒家的道德哲學
通過以上的論述，本文以為朱子確實是一種理氣二分的型態，但是他的理與
氣是渾融一體，是為「理氣充凝」的。是故，他的理與氣雖是二分，但並非極度
地二元論。所以，論者或許可以「理氣二分」稱之，但是把其視為「理氣二元論」
卻不恰當。這點，本文已於本節多所論述。例如，他的「未有無理之氣，未有無
氣之理」，並以理與氣兩者未嘗相離。或者，於上的氣強理弱之說，皆說明理氣
130

錢穆：《朱子學提綱》，採《朱子新學案（一）
》［台北：三民書局，民 78］，頁 51-52。
王船山：
「太極雖虛而理氣充凝，……。」出自王夫之：
《思問錄》
，請參閱《船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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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力行印行,民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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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先生把朱子的理不作用、氣作用的「氣強理弱」說，詮釋為「氣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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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康德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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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體的，甚至氣幾乎可達至第一性的位置，如此成理與氣有平行的地位，且彼
此有和諧的交互作用。
但是，換個角度來看，朱子的理氣二分之觀點，甚至「理先氣後」說也是為
符合儒家傳統的說法。因為，若是以朱子的理是為一道德之理，此道德之理為尊，
而氣質情慾為次，這是符合儒家心性修養論的層級結構的。本文於此即以儒家道
德哲學為起點，來指出朱子的理氣二分是為符應於儒家精神的立場。
（1） 儒家的道德哲學本是為理氣二層的型態
首先，本文以為儒家的道德哲學本是一種理氣二分的型態，即是以心中的道
德之理與氣質情慾為兩層，甚至彼此有一對立的關係。此點，從孔子的論「仁」
之處即可見出。在顏淵問仁處，孔子以「克己復禮」與「非禮勿視，非禮勿聽，
非禮勿言，非禮勿動」以回應之133。這裡，孔子把「仁」解為是一種道德自覺，
通過此自覺使人能從情慾私心中跳脫而出。朱子對此有云：
蓋心之全德，莫非天理，而亦不能不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復
於禮，則事皆天理，而本心之德復全於我矣。……日日克之，不以為難，則
私欲淨盡，天理流行，而仁不可勝用矣。134
以上朱子的註語，是以克制私欲，恢復本心之德以稱為「仁」。如此，是以
私欲為「氣」
，而本心之德為「理」
，是為理氣二層的解釋。其實，孔子雖不可能
有理氣論，但其說未必不隱含此意，即以復禮之仁為「理」，而欲克之視聽言動
為「氣」，成為理氣二層的道德修養之說。
此種型態於孟子處更為明顯，孟子從「齊王的不忍牛之觳觫」135以及「見孺
136
子入井」 之喻，以指點吾人皆有四端之心、仁義禮智之心。此不安不忍之心是
從私心情慾中跳躍出來的，可謂是形而上道德之理。而平時人的不安不忍之心被
蒙蔽，是被形而下之氣的形軀、慾望所綑綁。以此，可看出孟子的道德之心與形
軀慾望有一種緊張性，這正可看出完全表現了道德修養論中的理氣二層的結構。
其實，孟子中有明顯的「以理治氣」的思想，孟子論「不動心」與「浩然之氣」
之處，即表現此觀點：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
無暴其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塞于天地之閒。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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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語》
，〈顏淵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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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襲而取之也。137
這是《孟子》中極為著名的一段話，其中說到如何地主管氣，以及培養浩然
之氣。其中的「持其志」
、
「配義與道」及「集義」是與持守四端之心同意，此即
持守、顯發吾人的仁義禮智之心。也就是說，以此仁義禮智之心去制約氣，就能
「持其志，無暴其氣」
，或做到「志壹則動氣」
。而且，當顯發仁義禮智之心時，
即可發出「至大至剛」
、
「塞于天地」的浩然之氣。通過以上的論述，可見出孟子
的氣的思想，有著以「志」或道德之理去制約、馴服氣的型態，可說明顯有著道
德之理與「體之充」的氣對立的傾向，此當是一種理與氣二分的形態138。
而且，從孟子對於形軀慾望與道德本心二層的陳述，其無疑是一種理氣二分
的形態，如其論「大體」、「小體」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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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在這一段著名的對話中，孟子以「大人」為「從其大體」、「先立乎其大」，
此即是能去「思」及「心之官者」。在孟子的義理中，這就是發明四端之心的意
思。當吾人能思及四端之心時，即可不被物欲蒙蔽（不蔽於物），此即「小（小
體）者不能奪」，所謂小體即是人的形軀情慾之層面。但是，當無法思及四端之
心時，則為「不思則不得」，此時即被物欲蒙蔽，其情形為「蔽於物，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
，即成為順從「小體」的「小人」
。這裡，孟子的道德修養論完全顯
出道德心與情慾的對立，即是大體、小體的對立，此即為理與氣的對立，此絕是
一種嚴分理氣為二的形態。

（2） 儒家的道德本心即指涉著於形而上的道體
於上，我們已經論述孟子的道德本心與形軀慾望呈現一二分對立的形態。但
是，若是以此道德本心只是一心理狀態或符合原則的道德情感，則此道德本心只
成情慾的善化或有所規範的情慾，如此孟子的道德與情慾則成一層，而非理氣二
層。但是，實則孟子的道德本心是一形而上的心體或性體，並且可相通於或等同
於形而上的道體。故而，孟子的道德本心即為形而上的道德之理，其與屬氣的形
軀情慾是為的兩層的存在階級。這點，我們即引《孟子》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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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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惡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惻隱之心，仁也；羞惡之心，義也；恭敬之心，禮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不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140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41
我們先來看「乃若其情」這段，孟子於此是在解釋「性善」的形而上基礎。
首先，他指出人的善或道德之源即為四端的仁義禮智之心，此「求則得之，捨則
失之」的道德本心是根源於天，故孟子引「天生蒸民」一詩，以證此四端善性是
人所本有且由天道所賦予。
第二段的「盡心、知性」
，即更明顯看出孟子之意，此段當可解為「當吾人
能充分體現四端之心，則可知他的真性之何所是，知道他的真性之何所是就可知
道『天之所以為天』
，此即可知『於穆不已的天道』之何以為創生萬物之道」142。
此即，孟子的四端之心是等同於《中庸》的「天命之性」
，此性體是與《詩經》、
《中庸》的「於穆不已」與「為物不貳，生物不測」的道體是一致的。
所以，孟子的道德本心當是一道德心體或性體，是一實體性的良知，其雖
非一物，但當可以實體稱之。故而，此道德之理是具有實體性的，其當與屬氣的
形軀情慾成對立的形態。因此，孟子的心性論是以理氣為二層的形態無疑。而且，
此道德心性之體既指涉著「於穆不已」的天道，其當是屬形而上，定是超越於形
而下的氣機世界。以此，則形而上之理與形而下之氣的相對位置即可確立。

（3） 從道德主體的理氣二分之體認，可證成存在世界的理氣二層結構
從以上的論述，本文已說明儒家從孔、孟以來道德哲學即呈現一道德之理與
形軀情慾對立的形態，即是為理氣為二的層級。並且，儒家的道德本心是指向形
而上的道體，故道德之理屬形而上，情慾、形軀屬形而下的位置也應當確立。所
以，我們可證成以主體來說，儒家必須承認理與氣是呈現二層的樣像。故而，把
主體外化或客觀化，則當可符應於朱子對存在界理氣二分的解釋，唐君毅先生即
持此觀點，他說：
然吾人于此乃先有理之命令自覺，而後有氣從之動之自覺。吾今即以此為「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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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氣後」
、
「理主氣從」之言之最初直接有所指處。吾人之一方覺理之命令，
乃不容我不實現之，我即有求實現之之心氣，遂更遵之而行，此即「有理必
有氣」之所指。……蓋吾人之感當然之理之命令，吾人必感吾人先尚未為吾
人所當為，即吾人必感吾人先尚有未能實現此理之處。唯以吾于此理尚有未
能實現之處，乃感其當實現。故此中當實現某理之感，即包含有「理與氣之
距離之感」，包含有「理尚有未實現於氣處之感」。143
在此，唐先生以吾人的道德自覺來證成朱子理氣二層的結構。唐先生以吾人
於道德自覺時，感受到心中有道德之理與道德命令，此時不容我不去實現此命
令。這時，吾人即感受到此道德之理當落實於「氣」（形軀情慾）之處，如此才
能完盡此道德命令。當下，自身即實感到有此道德之理呈現時，即有氣隨之於前，
期待吾人去對治、善化此氣，此即可類比於「有理必有氣」或「理先氣後」。而
且，吾人又於此狀態中，體會自身還尚未使氣（形軀情慾）轉而為善，以此即有
「理與氣之距離之感」，以此更可實感這存在界是一理氣二層的世界。總之，唐
先生即從道德自覺的過程、工夫中，從主觀面去證明朱子的「理氣二分」
、
「有理
必有氣」以及「理先氣後」的真確性。
其實，唐先生的觀點即是來自以孟子為中心的儒家的道德哲學。如上文所
述，孟子的四端之心即是從形軀情慾生命的「小體」或「蔽於物」的狀態中，自
我超拔的挺立而出，此持有道德之理的本心是從屬於氣的生命一躍而出。此時，
理與氣的二層的形態馬上形成。並且，此具道德之理的本心所要對治的即是屬氣
的形軀、情慾的生命，故要「持其志，無暴其氣」
，以及使氣能「配義與道」
，或
是要「立乎其大」而使「小者不能奪」，此再再都是要以理來治氣。最後，甚至
使氣能完全合理，即做到「睟然見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144，即為道德之理
完全落實至形軀情慾生命處，一切皆天理流行，如此則理與氣對立的緊張關係即
被消泯。
通過以上的論述，我們可證實孟子的道德本心的自覺，即可證明朱子理氣二
層系統的正確性。因為，當吾人遵從孟子的入路而逆覺本心時，此時於吾心所呈
現的狀態即為一理氣二分的世界。然後，我們把此主觀心境外化或客觀化，即可
符應於朱子所描述的理氣為二的存在界。
以此，本文以為要從儒家的道德哲學入手，而開出一儒家的道德形上學，即
必須要承認朱子的理氣二層的存在結構。

（三）結語：「理氣二分」所產生的哲學問題
本章從分別論述朱子的「理」與「氣」開始，進入其理氣二層的系統。其中，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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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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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朱子的理與氣的關係雖是截得上下分明，但卻是渾然為一體的，其並非
極端的二元或理「超絕」於氣。而且，我們亦可從另一個角度肯定其理氣為二的
層級，是為符合於儒家傳統的義理形態。對此，本文欲再做兩點小節，以結束本
章的論述。
（1）首先，本文以為朱子的「理與氣決是二物」並非有過，因為儒家的道德之
理本即是有實體性的。在主觀面來說，此道德之理是與良知心體是同一的。且此
心體以客觀面來說，即為《中庸》的天所賦予的「性體」。甚且，此心性之體即
淵源於天命流行之體，即為《詩經》
、
《中庸》所說的「於穆不已」的道體。也就
是說，儒家的道德之理即是天道，此當然是一種實體。
所以，朱子以世界為理與氣這兩種實體所建構而成，並以理為氣本，此說當
合乎儒家的形上學的基本預設。因為，儒家的形上學的道體本即為超越形而下的
氣機世界，是為形而上的創生之道。
因此，本文以為朱子以後的理氣論去實體化的發展，是不符合於儒家形上學
的基本義理的歧出之路。因為，若如前述羅整菴的「理須就氣上認取」145，或者
王廷相的「理生於氣者也」146，乃至於劉蕺山的「理只是氣之理」147，則是把理
給去實體化，即把「理」只當作氣中的一種性質、法則或動能148。若然，則此理
即不是儒家形上學所要說的於穆不已的創生之道。其實，朱子本身即已明確反對
這走向，他說：
細詳來諭，依舊辨別「性氣」兩字不出。須知未有此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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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論其
偏體於物，無處不在，則又不論氣之精粗，而莫不有是理焉；不當以氣之精
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來話雖多，只以此意思之，便見得失。如云：
「精
而又精，不可名狀，所以不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
。」又曰：
「氣愈精而理
存焉。」皆是指氣為性之誤。……又引「無極之真」，以為真固是理，然必
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理矣。夫真者理也，精者氣也，
理與氣合，故能成形。豈有理自有氣，又與氣合之理乎？……149
此段，朱子所批評的正是「以氣為本」來認取理的觀點。其中，「以氣之精
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
，或者以「氣愈精而理存焉」
，甚至以太極為氣之精，這
些都符合於羅整菴、王廷相等人的主張。此即，以氣中的精者或氣中的某性質、
理則為「理」，則此理只是氣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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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子的立場卻與其完全不同，他主張「氣自氣，性自性，亦自不相夾雜」，
以及「不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而且，他明確以「理」不能雜有
氣，且「理」與「氣」合才成形而有物產生，這是明確的理氣分明的立場。
通過以上的論述，可知「以氣為本」的整菴等學者，實是違反了朱子理氣論
的基本預設。而且，這些學者於形上學的論述上來說，是不合乎儒家的基本立場。
甚且，他們的「理氣一物」之說亦無法符合於儒家道德哲學的基本預設，即他們
會陷於道德之理與情慾形軀為一層的形態，如此他們的理的超越性、尊貴性即不
顯。以此，這些「以氣為本」的理氣論者，最後會無法持守儒家的道德意識與精
神，也是一種理論上必然的走向了。

（2） 於上文曾屢屢述及，儒家的道德哲學有種道德之理與形軀情慾的緊張關
係，這就是理與氣的對立關係，以此來證明朱子的理氣二層觀點的真確性。但是，
此說並非以為「理」與「氣」本身即具有對立、衝突或隔離的緊張關係，這種狀
態實只存在於吾人做道德實踐時的反省、掙扎、突破，或是「義」與「利」、天
理與人欲的交戰而已。
其實，理與氣在整體宇宙中是呈現一種和諧、交感的關係，朱子所說的「天
地生物之心」
、
「生生不窮之理」或「元亨利貞之理」都是在呈現這種樣像。此即，
生生之理是和諧地妙運於氣機世界中，呈現理與氣渾然一體的樣貌。故本文再三
強調，朱子的理與氣雖是「截得上下分明」，但不可以「二元論」稱之，更沒有
理孤立或超絕於氣的極端的形態。
更且，就儒家的道德哲學來看，雖然在成德的過程中，理與氣是相對立或無
法妥協的。但是，到了成聖的境界時，理與氣卻是渾然為一體，此即道德之理完
全落實於氣機之處。這即是前述「睟然見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的孟子的最
高境界，或是孔子的「從心所欲、不踰矩」的化境。此時，理與氣沒有對立，亦
沒有對治關係，只有天理與氣一體而化的和諧。如此，主觀的理與氣的圓融境界，
正相符於存在界的「理」與「氣」的渾然一體的樣像。這時聖人境界即與天地的
節拍相符，這正是《易經》的「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的大人之境。
總之，理與氣的對立只是一時的、短暫的，以著儒家的最高境界來看，理與
氣是可完全合為一體。但在過程中，理與氣的區分並不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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