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體用相涵」思想之運用及開展之一 

── 以天道論為中心的考察 

 

第一節 陰陽者，太極所有之實 

＜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及「易有太極」一段文字，素樸而深邃的語言

為中國哲人提供了開闊的想像空間及豐富的詮釋可能，成為儒學宇宙論及本體論

的主要骨架。以此骨架為基礎，哲人建構出不同的天道論體系，並藉由對《易經》

不同的擇取及應和方式，發展出個人的思維模式、學術性格與思想旨趣。 

 在＜繫辭＞這兩段文字中，對「太極」的詮釋或有不同，但以「易」、「道」

為根源本體及價值的歸趨，並以陰陽為道之用，則為哲人所共認。船山以其體用

思維模式出發，重新檢視了＜繫辭＞的記載，並對易、太極、陰陽、道之間的關

係進行深刻的解說。 

 

一、體以致用，用以備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船山曾為道、太極、陰陽作過以下解釋： 

 

   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1 

 道謂天道也。陰陽者，太極所有之實也。…合之則為太極，分之則為陰陽，

不可強同而不相悖害謂之太和，皆以言乎陰陽靜存之體而動發不失也。然

陰陽充滿乎兩間，而盈天地之間唯陰陽而已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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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蒙注》，頁 15。 
2《周易內傳》，頁 524-525。 



 

「道」、「太極」、「太和」同旨而異名，太極即道，道即太極；而若為強調天地合

同而不相悖害的和諧感、秩序感，則不妨以「太和」狀寫之。至於太極、道最真

實的存在內容，則可以「陰陽」作為說明。天地絪縕皆陰陽二氣，「陰陽之外無

物」3，陰陽之外無天地，亙古今，窮六合，未有無陰陽者。 

 在船山的哲學體系中，陰陽或為形下之可見者，或指形上之不可見者，端視

論述語境而定。與形器相對，形器的鑑識度遠過於陰陽，故形器為顯，而陰陽為

隱；與道、理並舉，道、理之能見度遠遜於陰陽，故以道、理為隱，而以陰陽為

隱形下之顯。 

 船山曾以體用思維為＜繫辭＞第五章的重要思想進行詮釋：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一之云者，蓋以言夫主持而分劑之也。陰陽之

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則其為實，既可為道之體矣。…則其數，既可備

道之用矣。…是以道得一之一之而為之分劑也。…故道也者，有時而任其

性，有時而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氣，有所宜陽則登陽，有

所宜陰則進陰，…兩相為酌，而非無主以渾其和也。…孰為為之而莫不為，

則道相陰陽；孰令聽之而莫不聽，則陰陽亦固有夫道矣。…其一之一之者，

即與為體，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者也。…一之一之而與共焉，即行其

中而即為之主。道不行而陰陽廢，陰陽不具而道亦亡。4 

 

 船山於此段論述中，詳細說明了道與陰陽之間的綿密依存。 

 首先，道非陰陽加總之謂，對於論者或以陰陽之「摶聚而合一之」的簡單數

學來理解道之蘊涵，船山曾有「微言絕而大道隱」之嘆5。 

                                                 
3《周易外傳》，頁 1012。 
4 同上，頁 1004-1005。 
5 同上，頁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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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陰陽的形上本體，道雖隱而實存，其最具體的表現即在於擔負者對陰陽

的主持分劑之責，斟酌之、裁成之、輔相之，因時制宜，或任其性、或弼其情、

或盡其才、或節其氣，規定著陰陽的活動方向，使陰陽的活動不致盲目而悖亂，

此即「道相陰陽」。由道決定陰陽之活動方向而言，道固可謂為陰陽之「主」。陰

陽因道而作用、依道而活動，道為陰陽之所以如此活動者，故可由陰陽的活動中

窺知道的內容與存在，故言「陰陽亦固有夫道者」，亦即道在陰陽之中。而萬物

莫不由陰陽推移化生，莫非由陰陽的活動以成，其中必有道的主持參與，非陰陽

可自成。故由此論之，萬物之中莫不有道，不只「於陰而道在，於陽而道在」，

於人、於器莫非道在6，道在陰陽之中、道在器中、道在寒暑之中、「道在性中」

7。透過與陰陽的相涵，道與萬物的相涵亦成為無可置疑之真實，此中關係直可

一言以蔽之：即「體在用中」。 

 其次，陰陽因道以流行，倘無道之主持分劑，則陰陽的往來推移將不可能，

既無法展現自身、亦不能實踐自身，存在內容及存在意義並皆蕩然，故言「道不

行而陰陽廢」，無體則自無用，無體則用自何生？ 

 另一方面，「陰陽以道為體，道建陰陽以居」8，陰陽以有形質故，遂得以作

為道的存在疆域，亦即為道之載體，故船山在此亦表明陰陽之「為實，既可為道

之體」。除了作為道的存在疆域及載體，陰陽復因有六九之數得備道之用。換言

之，道之居存及顯發皆有賴於陰陽，陰陽既是道的存在條件，也是道的活動條件。

沒有陰陽的支撐，道的存在將無法可能，故言「陰陽不具而道亦亡」。 

 在此，我們看到了道與陰陽的互相備成。道雖為主，有主持分劑之德，但陰

陽並不因此而減損價值。在道與陰陽的結構範式中，「體以致用，用以備體」的

思維有了具體的應用與開展。 

                                                 
6 同上，頁 1005。 
7《讀四書大全說》，頁 832。 
8《周易外傳》，頁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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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用相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太極」之名首見於＜繫辭＞，對原文充滿宇宙論意趣之文字，船山有如下

之說解： 

 

 易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固有之則生，同有之則俱生矣。「是生」者，立於此而生，非待推於彼而

生之，則明魄同輪，而源流一水也。…唯易有太極，故太極有易。所自生

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固合兩儀、四象、八卦而為太極。其非別有

一太極，以為儀、象、卦、爻之父名矣。…有於易以有易，莫得而先後之。…

是太極有於易以有易，易一太極也，又安得層纍而上求之？9 

 

對於＜繫辭＞「易有太極」一段富涵宇宙論意味的文字，船山以體用思維加以轉

換之、消解之，不僅淡化了原文的宇宙論色澤，也再一次地展現出道氣相涵的世

界圖式。 

 船山將「易、太極」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二組範疇定位為體用結構。

由於相對待的存有與詮釋角度之異，太極分別以「用」、「體」的不同身份與「易」、

「兩儀四象八卦」產生繫連，進而發展出各自的連結脈絡。 

 「易有太極」，易為體，太極為用；「太極生兩儀」，太極為體，兩儀為用。

而不論是易之「有」太極，或太極之「生」兩儀，由於此「有」為體有用之有、

此「生」為體生用之生，故而為「固有」、「同有」的自然賅具，所自生與所生之

間並無發生時序之別、價值高下之殊，有則同有，無則同無，甚至是互相備全的。

《周易稗疏》說得更痛快明白： 

 

                                                 
9 同上，頁 1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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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者，非所生者為子，生之者為父之謂。使然，則有有太極而無兩儀，有

兩儀而無四象，有四象而無八卦之日矣。生者，於上發生也，如人面生耳

目口鼻，自然賅具；分而言之，謂之「生」耳。…要而言之，太極即兩儀，

兩儀即四象，四象即八卦，猶人面即耳目口鼻。10 

 

 體之有用、生用，乃自然賅具，船山形容為「於上發生」；則體之與用，乃

立地而有、就地而有的「相即」，存在相即、發生相即，如耳目口鼻之於面，更

無先後可說。 

 由於《易》為中國哲學所共尊之終極根源11，復因易與太極為體用關係，而

體用相因相備相成，故太極的根源義亦因而獲得確認。既為根源，則其上更不可

能另有根源，因此，濂溪「無極而太極」所予人的「誤解」亦可一併澄清： 

 

 太者，極其大而無尚之辭。極，至也，語道至此而盡也，其實陰陽之渾合

者而已，而不可名之為陰陽，但贊其極至而無以加故曰太極。太極者，無

有不極也，無有一極也；唯無有一極，則無所不極，故周子又從而贊之曰：

「無極而太極」。12 

                                                

 

依船山之解，「無極」但為讚美太極「無有一極」、「無所不極」之形容詞，而非

名詞，亦非太極之上另有無極。此外，易雖有太極，但易亦非太極之上的存有。

易為體，太極為用，體用相資、體用相涵，互為存在根據及完成條件，二者既涯

畔難分，更不能有上下高低先後之判。故船山說：「太極有於易以有易，易一太

 
10《周易稗疏》，《船山全書》第一冊，頁 789-790。 
11 自漢以降，即以《易》為六經之原，學者亦多認可，故多致力於解易，以求探本得源。班固

《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

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年)，頁 860。 
12《周易內傳》，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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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也，又安得層纍而上求之？」「太極有於易以有易」之立論，實為「用有於體

以有體」思維的開展。倘若易為根源，那麼支撐、供應、備全易之太極亦是根源，

太極之上已無易，何能更有無極？ 

 船山以本體論轉化＜繫辭＞的宇宙論色彩，已為學者論及，但船山以其體用

觀所鋪陳出的詮釋進路及思維軌跡，則鮮為學者鈎掘。船山以體用結構說明「易、

太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重要意義有三： 

 其一，透過體用範疇的勘定，「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有」與「生」

有了同質的內容與規定，莫說化生，即連姿態之生、邏輯之生的意味都降到最低，

而為自然賅具的「於上發生」。宇宙發生論色彩因而大幅淡化。 

 其二，由於「易、太極」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各為體用結構，「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上而下的層次感完全泯除，

其間的連結方式由縱軸轉化為橫軸；且由於「太極」的居中斡旋及銜接，使得易、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全處於同一時間平台，並環環相扣為一結構網絡、波波

相涵為一絪縕世界，物物有太極、「日習於太極」13亦因之得以證成。 

 其三，「太極有於易以有易」，陰陽有於太極以有太極；易不能離太極而存，

太極不能離陰陽而有，陰陽與易、太極並為第一序義，陰陽即太極所有之實。 

 

三、豈待可用而始有體：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濂溪《太極圖說》頗費後哲「疏解」之處除「無極而太極」之外，尚有「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語。依字面義觀之，極易得出三結論：其一，太極先

陰陽而有；其二，由太極之動而生陽，因太極之靜而生陰；其三，陰陽之發生有

先後。對此類「誤認」，船山訂正其義曰： 

 

                                                 
13《周易外傳》，頁 102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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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解《太極圖說》者，謂太極本來有陰陽，因動而始生陽，靜而始生陰。

不知動靜所生之陰陽乃固有之蘊，為寒暑、為潤燥、男女之情質，其絪縕

充滿在動靜之先。動靜者，即此陰陽之動靜。14 

 

 船山在此首先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陰陽」重新定義，以寒暑、潤

燥、男女之情質等「陰陽屬性」為界說方向，以與陰陽二氣本尊相區隔。其次，

船山將「太極動而生陽」易之以「陰陽之動」、「陰陽之靜」，亦即將活動的主體

由太極轉變為陰陽。此說法之成立基礎乃建立在太極與陰陽的體用連結上。 

 依船山對世界的觀察結果，發現體用模型常可翻轉結構，體用的角色亦可進

行切換；最重要的，在轉換詮解視域之時，世界實因此而呈露了更多的真相。 

太極為體，陰陽為用，二者相資相因、相備相成，亦且相為體用。太極即道之異

名，「陰陽以道為體，道以陰陽為體，交與為體」，船山即以此理解為立論根據，

證明其以「陰陽之動」、「陰陽之靜」詮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的合理性

及合法性： 

 

 陰陽者，二物本體之名也。盈此間皆此二物。…周子曰：「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生者，功用發現之謂，動則陽之化行，靜則陰之體定爾，非初

無陰陽，因動靜而始有也。今有物於此，運而用之則曰動，置而安處之則

曰靜，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動靜。太極無陰陽之實體，則抑何所運而何所置

邪？抑豈止此一物，動靜異而遂判然為兩耶？…陰陽必動必靜，而動靜

者，陰陽之動靜也。體有用而用其體，豈待可用而始有體乎？15 

                                                

 

 船山在此以陰陽為體、太極為用，而將動靜解釋為太極的眾多活動內容之

一。由於吾人的思維慣性使然，此解須得稍舉例說明之。以太極為用，猶如以陰

 
14《正蒙注》，頁 24。 
15《周易內傳》，頁 65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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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推移往來為用，推移往來的形式及內容甚夥：寒暑、生殺、動靜、升降皆是，

故動靜為太極之用的活動形式之一實無可疑。 

 動靜既為活動，則必要有活動的主體；活動不可能憑空無所傍的存在、發生，

必得表現為某存有的運動及伸展。沒有存有的活動在現實及概念上皆是不可能

的，倘陰陽因動靜而有而生，則是活動可獨立於存有之外，活動不必以作為存有

的伸展而顯現；若果如此，活動將如何展現自身？又將以何處為實現場域？活動

又豈能先於存有而存在？船山清楚地看到此一理論困難，故提出質疑：「太極無

陰陽之實體，則抑何所運而何所置邪？」「運」者，即活動主體；「置」者，即活

動的實現場域。 

 用者用其體，體不只是用的發生根據，也是用的活動資具及活動進行的場

域。陰陽為體，太極為用，「體有用而用其體」，故「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之說，自可順理成章地被詮解為陰陽之動與陰陽之靜了。 

 至於陰陽之動靜何又生陰陽，乃因主、受詞之陰陽界義有別，主詞義為陰陽

二氣，受詞義為陰陽體性。由陰陽之動靜所生之陰陽，所強調者為陰陽之體性。

二氣之動時，「健而動，其發浩然」16，陽的特質有較高的能見度，面貌亦較昭著，

故曰動而生陽；「生者，功用發現」，亦即以功用之易見者為詮說之主，而非陰陽

之動時無陰。反之亦然。由陰陽之動使陽之體性得以形著，由陰陽之靜使陰的特

質得以彰顯，此亦可謂「體生用、用成體」之具顯；亦即透過活動(靜亦是活動

方式)，陰陽得以呈露其本質。故船山說： 

 

 健順，性也；動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而相容，為物不貳，然而陰陽已

自成乎體性，待感而後合以起用。…體生神，神復立體；繇神之復立體，

說者遂謂初無陰陽，靜乃生陰，動乃生陽，是徒知感後之體，而不知性在

                                                 
16《正蒙注》，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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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之先本有其體也17。 

 

 陰陽絪縕於太和之中，雖未應感成形，但陽健陰順之體性具在，特隱而未顯。

陰陽之動靜作為乃起於感，因感而有動、靜等不同的活動形式及方向，此即「體

生神」。而陰陽動時，陽健之性易顯，亦即透過「動」的活動方式，陽健之性得

以開展並完成自身；同理，陰陽靜時，陰靜之性易彰，亦即透過「靜」的活動方

式，陰靜之性得以開展並完成自身，故曰「動則陽之化行，靜則陰之體定爾」，

此即「神復立體」之意。「體生神，神復立體」，即「體生用，用復成體」之思維

模式。然論者多囿於目見，唯見「神立體」、「用成體」、「動生陽」、「靜生陰」，

遂以為動靜之前無陰陽，陽果因動而有，陰果由靜而生；如此的理解方式直是失

落了「體生用」一截，而以「用成體」為世界全貌，以「用成體」可支撐、完成

整個體用架構，其謬誤實不可以道里計！凡此皆徒知「感後之體」、用成體後之

體，只看到動靜後所成的陽健陰順之性，而不知體生用之體，不見動靜所自生的

陰陽。「豈待可用而始有體」為船山對此類說解所提出的最無奈疑問。 

 此外，由於「獨陰不成，孤陽不生」18，陰陽相涵相運一如體用，「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19，故亦無陰陽先後之可能。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則是意謂著

陰陽可獨立二判、先後而成，此認知已離道遠甚，離以與言了。 

 

四、用者用其體：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讀四書大全說》：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者用也，即用此陰陽五行之體也。猶人以

                                                 
17 同上，頁 336。 
18 同上，頁 47。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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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視，以耳聽，以手持，以足行，以心思也。…天運而不息，只是此體，

只是此用。20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此自是學者共識，但以陰陽五行為本體而用體，則為船山

之卓識殊見。陰陽為體，化生為用，「用此體以成用」於理亦甚明，然活動的主

格為誰？由誰發動作用、由誰起用？ 

 

 拆著便叫作陰陽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著便叫作天，猶合耳、目、

手、足、心思即是人。不成耳、目、手、足、心思之外，更有用耳、目、

手、足、心思者！則豈陰陽五行之外，別有用陰陽五行者乎？21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陰陽五行即是天，故用陰陽五行以化生萬物者，

實即陰陽五行自身；故船山直言陰陽五行之外無用陰陽五行者。由此可知船山之

意：用其體者即其體也，則可謂自用其體。體既是承接活動的角色，同時也是活

動的指揮官：指揮活動以自身為資材，以完成活動，也完成自身的存在。陰陽五

行作為化生之用的本體，既提供化生的現實質料，也諭令化生以己身為質料。自

用其體意謂著存有的意向性，其目的在同時完成存有與活動，使自我實現、自我

呈露，乃是自我完成的過程。原因及目的都來自自身，既不能為其他存有所指揮

駕御，也不能指揮駕御其他存有。 

 在此一理解層次上的陰陽五行因此是自足且至足的，故可與太極異名同構，

成為天地萬物之本體，以其不只有活動及化生的質料供給，也表現出方向感與意

向性，而可成為價值與意義的泉源。亦即因此，「天運而不息，只是此體，只是

此用」方可被理直氣壯地揭示。天運而不息，只是此陰陽五行之體，只是此陰陽

五行之用；故天地萬物根源之本體，陰陽五行實足以當之。 

 
20《讀四書大全說》，頁 459。 
21 同上，頁 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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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多時候，船山以道與陰陽五行共構，為天地萬物之化生過程及內容提供

了更豐富的層次感： 

 

 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

得以均合而主持之。22 

                                                

 

 陰陽為萬物之形供應構成質料，一陰一陽之道則為萬物之性提供根源；唯體

用相涵，形中自有道在，性中亦有氣存，以形繫氣、以性繫道，皆是以鑑識度高

低為表稱之主的方便說明。 

 而在陰陽與道共成生生的過程中，乃並用陰陽與道而得致，陰陽用道之體而

生生，道亦用陰陽之體而生生，此種雙向資取的狀況，船山稱之為「挾與流行」

23，即道挾陰陽以行，陰陽挾道以行。以道為體，陰陽為用，則陰陽用道之體，

亦即陰陽以道為化生、活動之資具，令「道」為陰陽的活動提供規則及方向，此

乃陰陽挾道以行。以陰陽為體，道為用，則道用陰陽之體，以陰陽為道用之活動

資具，為道用的活動提供質料，此乃道挾陰陽以行。 

 陰陽與道挾與流行，共為生生之體，共成生生之用，「夫一陰一陽，易之全

體大用」24，「一陰一陽」者，合陰陽與道為言，故稱全體大用，其義固已昭然可

知。 

 

五、用者皆其體：道生天地，即天地體道是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盈天地間皆陰陽，無間隙、無生滅，太極與道皆

需寓居於陰陽之中，以陰陽為載體及存在疆域，故陰陽之外無道，陰陽之外無太

 
22《周易外傳》，頁 1043。 
23 同上，頁 1004-1005。 
24《周易內傳》，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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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道行於陰陽之中，主持分劑陰陽之活動流行，故但見陰陽，已自有道，此亦

「即其用之，無非體」之意。故船山說： 

 

 道者，物所眾著而共繇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見之實也；物之所繇，

惟其有可見之恒也。既盈兩間而無不可見，盈兩間而無不可循，故盈兩間

皆道也。可見者象也，可見者形也。…兩間皆形象，兩間皆陰陽也，兩間

皆道。25 

 

船山由陰陽與形象的體用連結證陰陽之實有，復由道與陰陽的體用關係證道之實

在，由顯而隱，步步進逼，即用見體，由用以得體。 

 形象為陰陽之用之顯，盈兩間既無不可見之形，盈兩間既皆形象，故是盈兩

間皆陰陽。陰陽為道之用之顯，盈兩間皆陰陽，故知盈兩間皆道。故道的具體實

在，即是天地萬物的生成： 

 

 道使天地然。…道者，天地精粹之用，與天地並行而未有先後也。使先天

地以生，則有有道而無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夫道之生天地者，即天

地之體道者是已。故天體道以為行，則健而乾；地體道以為勢，則順而坤，

無有先之者。26 

                                                

 

雖然船山極重視生生之義，但在語言表達上並不喜歡用「道生天地」、「道生

萬物」的詞彙來強調道的發生根源義。因「道」隱幽難見，本易予人遙遠邃古的

想像，再加上不斷強調其超越性的思想傳統，「道」愈易與現象界分離，而成為

外在虛懸的概念存有。在此背景下，「道生天地」之語極易予人截然分析之感，

 
25《周易外傳》，頁 1003。 
26 同上，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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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易造成道在天地先的錯覺；「道使天地然」毋寧是船山比較喜歡的敘述方式。 

即使言道生天地，此「生」亦是體生用之生。道為體，天地萬物為用，故道

之生天地，猶體之生用，乃同有之、固有之，「於上發生」，而非「先後發生」，

亦非老氏的「不生之生」，更不待邏輯的推演思辨而生。 

同有、固有代表著道的自我顯發。體有用而用成體，用有於體以有體，用者

皆其體，天地健順的特質即是道生天地的最佳證明，也是道最清楚的輪廓與面

貌。「天地體道」即天地以道為體，而天地為道的精粹之用。道與天地間的體用

關係是「道生天地」唯一正確、真實而合理的說明；同理，道生萬物的具體表現

方式亦是萬物體道，即萬物為用，道為體。 

天地與萬物所呈顯出的內容即道的內容，天地的運行變化即是道向世界的開

放，由隱而顯的過程其實是自我實現的過程。「盈兩間皆形象，盈兩間皆陰陽，

盈兩間皆道」於此又有了更幽遠的意義。 

釋老見不及此，否定現象，實為對道體的否定： 

 

故不知其固有，則絀有以崇無；不知其同有，則獎無以治有。無不可崇，

有不待治，故曰太極有於易以有易，不相為離之謂也。…或且曰：「七識

以為種子，八識以為含藏，一念緣起無生」。嗚呼！毀乾坤以蔑易者，必

此言夫！27 

                                                

 

釋老不知道與天地萬物同有、固有的體用相涵繫連，分割體用，滅用以崇體， 

則體將因無法向世界開放而閉鎖萎縮，亦必因無從實現自身而虛懸孤另，遑論其

所得之體非體，在方法論上已自錯步了。 

 

 

 
27《周易外傳》，頁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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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氣相涵 

一、理與氣互相為體 

理氣之辨為中國哲學史的極重要範疇，它既關涉著哲人對萬物生化及存有本

體的解釋，也反映出根源價值的歸趨，並由此輻射出哲人的天人性命之學。船山

對理氣之辨的基本看法，可簡單的列舉一二： 

 

  天地間只是理與氣。
28 

 乾之以其性情成其功效，統天始物，純一清剛，善動而不息，豈徒其氣為

之哉？理為之也。合終始於一貫，理不息於氣之中也。29 

 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

離析之。30 

                                                

 

 依此，船山對理氣的最基本詮解為： 

 其一：天地間只是理與氣，更無其他。天地萬物皆由理、氣成就，故理、氣

可謂最原初的存有。 

 其二：統天始物皆理、氣共為，徒氣不可，徒理不能；天地萬物之成須賴理、

氣「善動不息」、「合終始於一貫」而得。「善動不息」、「合終始於一貫」，意謂理、

氣在成就萬物時綿綿不盡、無有間斷的參與及灌注。 

 其三：理、氣皆無獨立存在之可能。「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氣」，既指明

了理、氣於存在範域上的互藏互載，也說明了就存在的完成而言，理、氣乃是互

為原因、依據、完成條件及實現支撐的；換言之，理、氣於存在的完成上乃是相

 
28《讀四書大全說》，頁 549。 
29《周易內傳》，頁 53-54。 
30《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5。 

 95



須相備，此為「合終始於一貫」的又一義。職是之故，船山遂提出一明確有力之

論述：理與氣互相為體。 

 以理為體、氣為用，蓋多數宋明儒者之共說，為宋明理學的主流意見及判讀；

此意見下之「理」規定著「氣」的活動內容與方向，乃是「氣」的形上實現依據。

對此基本看法，船山並未全然反對： 

 

   氣凝為形，其所以成形而未有形者為理。31 

 若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

存于中，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之體。32 

 

理為氣之體，乃「氣」形上不可見的活動原理，規定著氣的活動內容與方向，故

船山以「調劑」二字形容之。氣所以有活動、可活動、如此活動，皆由「理」負

責說明；惻隱、羞惡之心的流淌發用，即因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故。 

 雖然船山繼承了理體氣用、理形上氣形下的基本觀點，但由於思維方式及關

注焦點之別，仍使其理氣關係展現出不同的學術性格與論述傾向： 

 

 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即理也。凡氣皆有理

在，則亦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也。33 

                                                

 

 首先，作為氣之體的「理」雖是「氣」的活動依據，但並非以平面、靜止的

規章形式高懸於氣上，外在而靜態地規定著氣的活動與流行；而是融貫於氣中，

主持調劑著氣的發用，安排決定著氣的流行，具體地參與並完成著氣的活動。以

律則形式來說明形上本體之義，「理」的存在樣態猶如法令條文，是外在孤懸的

 
31 同上，頁 716。 
32 同上，頁 661。 
33 同上，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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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以主持調劑的動態參與來理解形上本體，「形上」只是「隱」，而非「高

高在上」，「理」的存在形式已成為一欲為可為且必為的有機生命體，內化於氣，

與氣貫合為一。理與氣的體用位階或有從順之別，開顯狀態或有隱顯之異，但存

在本質並無差殊，皆是宇宙間最原初的存有形式，二者只是主持者與受命者身份

的不同，而非如教條之與人的存在差異。 

 為避免「死人乘馬」34之譏，船山極力強調理的動態感及參與義。理雖為氣

之指導，但並非外在的指導、形式的指導，而是內化的指導、以身相就的指導，

理不再是個名詞，而乃以動詞身份締結著氣、建構與氣之間的關係，也以動詞身

份說明自身的存在意義與內容。故船山恒常以「主持調劑」、「分劑」、「秩敘」等

極富動態感及參與度的詞彙說明理對氣的指導形式及實際作用，甚至直接以「理」

為動詞： 

 

   理者，原以理夫氣也。35 

                                                

 

「理以秩敘乎氣」36、「理治夫氣」37或「理夫氣」等強調，除了表示「理」的不

息動能外，更說明了理只有在對氣的主持調劑上方得顯示其意義、證成其存在；

離開了氣，離開了理治其氣、主持分劑其氣的身份，即無所謂「理」，亦即氣外

無理也。 

 其次，「理」為「氣」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故只要有氣化流

行，必有「理」分劑條理的身影，故謂「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也」，此亦「用

者皆其體」思維的投影。而另一方面，這也顯示了理只有在作為氣的主持調劑之

 
34 曹月川曾批評朱子「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之說曰：「若然，則人為死人，…理為死理。」

「死理」之譏可謂朱子理氣之說所遭受的最大責難。曹月川語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

華世出版社，1987 年) 卷四十四 ＜諸儒學案上二．學正曹月川先生端＞，頁 1064。 
35《讀四書大全說》，頁 923。 
36 同上，頁 549。 
37 同上，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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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本體時，方有存在及完成的可能，且其存在方為可說明與可理解者。「理只

在氣上見」一語，遂不只在稱說「由用見體」、「即用顯體」之認識取徑義，同時

更深刻地宣告：理的存在與完成須交由氣來說明。故船山指出： 

 

 理者，原以理夫氣也，理治夫氣，為氣之條理。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

其理。是故舍氣而言理，而不得理。38 

 

 體之與用，原相因相備、相須相成，「用以備體」之思想乃船山特為重視及

標舉者，故捨氣言理，不只不得理，且是根本無「理」。用有於體以有體，理對

氣有主持分劑之決定能力，而正是因對氣的主持分劑之實存實有，理才得以存

在、完成存在；「無氣則無理」與「無理則無氣」是同時並存且同等重要的命題。

因此，「言氣即離理不得」39；但舍氣而言理，亦將不得理。「言氣即離理不得」

乃是學者習知之概念，但理不捨氣、理因氣有的觀察卻非人人得見。為了闡發此

義，船山常以「氣之理」一詞說明理的存在本質、內容與意義：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40 

 夫性即理也，理者理夫氣而為氣之理也，是豈於氣之外另有一理以游行於

氣中者乎？41 

                                                

 

 「氣之理」一詞非船山始創，羅欽順於《困知記》中即曾拈「氣之理」之名，

其言曰：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視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

 
38 同上。 
39 同上，頁 724。 
40 同上，頁 1052。 
41 同上，頁 1076-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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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往而不能來，來而不能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

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

理便不是。42 

                                                

 

 被視為朱學後勁的羅整庵在理氣之辨上展現出與朱子截然不同的論述方

向。整庵極力擺脫「理」高懸氣上、外在於氣的指導形象，而將「理」解釋為氣

自身所具有的條理、律則，顯現於氣的如是往來、如是升降、「如是而感則如是

而應」43的活動流行中。理雖為氣所自具者，然因其為形上之律則，具有超越感

官的認識論特質，故極易造成人的認知錯置，誤以為形上之理與形下之氣乃判然

分析之二存有，且形上之理對形下之氣有著存在時序、價值及意義位階上的優先

性。然究其實，「理氣為一物」、「理氣不容分」44，理只是氣在運化過程中所具現、

呈示之內在律則；理為「氣之理」，一者在說明須由氣上認取理，一者在說明氣

的本原地位。45 

 船山雖繼承了整庵「氣之理」的詮釋語彙及若干思維進路，但思想內涵與整

庵仍頗有不同，學說體系之自覺度、清晰度與圓融度尤有精粗之別。 

 船山「氣之理」之說，亦在表明理只能由氣上認取，而尤為強調氣與理的唯

一對應之義。理為氣之理、乃指理只為此氣之理，不可能為彼氣之理；相對的，

條治安排、主持分劑此氣者亦只能為此理，而不能為他理，故船山言：「理者理

乎氣而為氣之理，是豈於氣之外別有一理以游行於氣中者乎？」氣之存在與流行

皆必有理為之調劑；理為氣之理，不只在說明理，也在說明氣，乃是對氣、理恰

一且唯一的對應關係之雙向闡揚。 

 
42 羅欽順：《困知記．續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68。 
43 同上。 
44 同上，頁 151-152。 
45 參見劉又銘：《理在氣中》(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頁 24-25。另參見胡森永：

＜從理本論到氣本論-明清儒學理氣觀念的轉變＞(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

6 月)，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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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船山以理為氣之理，調劑主持著氣的存在與流行，由氣以顯以現，為

氣化之所以然而未有形者；但此理並非靜態律則，亦非在氣化過程中被平面地歸

納、呈示出的抽象原理而已，而是具體、實際而動態地主持氣的存在及運動，作

用於氣(理治夫氣)，並在對氣的作用中完成、顯現自身(為氣之條理)。 

 「理只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當得如此」是活動方向的必然，「當

得如此便是理」則為此必然活動的原因與依據。作為原因及依據，理不能無律則

義，但依船山思路，理實不只律則義，甚且律則義乃船山最不欲強調者。因為律

則恒常以靜態的形式出現，失去活潑的參與動能，也無法全面地解釋理的豐富面

貌。 

 即使做為氣之條理，以氣的實現原理、活動依據的身份為詮釋視角，理為氣

之理的存在意義仍非全以名詞形式藏貫於氣中。凡氣皆有理在，未運動前固有此

氣的運動之理，氣用此理以推移升降，亦可說是此理在推動流盪氣的往來流行，

此即船山所謂的主持分劑、秩敘調治。一言以蔽之，理乃是一動詞化的實現原理，

亦為一名詞化的作用活動，名詞的形式裝裹著動詞的本質，故得與氣相為體用，

既為氣之體，復可詮解為氣之用，二者翻轉為注，呈現出理、氣的不同切面及綿

密層次。 

 整庵雖以氣為本原而高唱理只是氣之理的論述，但仍以理為體、氣為用，且

無法提出合理順適的說解，這就使其學說架構有了無法圓釋的缺憾。理體氣用的

思維傳之有年，入人已深，整庵縱有理為氣之理的洞見，亦隱隱然有氣為本體的

模糊觀念，但仍不敢遽指氣為根源本體。稍後之王廷相則明確主張「氣也者，道

之體也」46，思想史的傳承發展之跡亦斑斑可見。 

 「天無無理之氣」47，「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即理也」，理對

氣的秩敘條治、規定指導，皆是理為體、氣為用的說明。那麼，在何種意義上，

方可說氣為體、理為用呢？船山曾指陳： 

                                                 
46 王廷相：《王廷相集．慎言》(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809。 
47《讀四書大全說》，頁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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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顯是氣，變合卻是理。48 

 

 以陰陽之氣為體，往來、屈伸、推移、升降等變合為用，此固為學者所共認；

但人多以變合之道為理，而罕言變合為理。船山則將變合釋為理，而使得氣體理

用之詮釋觀點得以成立。 

 體以致用，有陰陽方有變合，故有氣斯有理；用以備體，由變合而顯陰陽，

故因理以成氣。船山說： 

 

 理只是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

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49 

                                                

 

陰之體柔，其用為順；陽之體剛，其用為健。健順乃陰陽二氣之作用功效，因陰

陽而有、而起、而發散、而流行、而顯現，具有極高的價值意涵。由於「理」的

語言慣性亦富涵了正面的價值判斷，故以「理」說明陰陽神妙的活動作用及活動

功效，「象二氣之妙」即在昭顯氣用的倫理向度與道德價值。故船山又說： 

 

 一動一靜，皆氣任之。氣之妙者，斯即為理；氣以成形，而理即在焉。兩

間無離氣之理，則安得別為一宗，而各有所出？ 

 

 氣之妙處至少有三。其一，氣有神化之用，生生不息，妙應無窮。其二，氣

之妙亦可見於透過神化作用而展示出的活動原則，此活動原則、實現原理充滿著

深厚智慧與倫理價值，是天道向世界的開顯；仰觀俯察者，即在察觀此神化妙理。

其三，氣之妙又見於神化作用所完成的現象及成果，品物咸亨、並育不害、理一

 
48 同上，頁 1055。 
49 同上，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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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殊的和諧秩序乃是天道最昭然的示相。 

 以上氣之眾妙，俱皆為理。變合是理，變合原則是理，變合所成者亦是理。

理為氣之體，主持分劑此氣，提供氣存在與發用的依據；而就此實現原理可推動

流盪氣的升降往來而言，理對氣的秩敘調治實正為氣的活動作用，故理直可視為

氣之變合，亦即氣之用。「用」包涵了作用及作用所成之功效。氣體流行所成之

現象及功效乃秩然有節、相調相適，則非「理」而何？是以一言詮之：「氣之妙

者，斯即為理」。 

 正因理為氣之妙者，亦因理、氣相為體用，有則同有，無則俱無，故天無無

理之氣，兩間亦無離氣之理；氣、理乃是互相決定、互相顯發，甚至透過彼此而

為吾人認取。故以理為氣之理固可彰示氣對理的決定之義，而以氣為理之氣亦可

辨識氣之方向與內容：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此語自可顛倒互看。緣以顯仁之藏，則曰「愛之

理」；若欲於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別，則當云「理之愛」。先言愛，則因愛

而辨其理；先言理，則吾得理之氣，自然有此親親、仁民、愛物之成能油

然順序而生也，故曰性之德也。以舜之愛象觀之，唯有本而愛故不窮。50 

                                                

 

 船山在此展現出思路之細密及對文字語言的興趣。船山認為：「愛之理」與

「理之愛」皆可在不同的論說觀點下成立，並皆可彰顯仁的不同面相及蘊涵。言

「愛之理」，乃因仁之本體不易知感、不能聞見，故由「仁者愛人」的作用面提

點學者，以顯知藏、因用得體，由愛之豐沛知仁體之豐沛，由愛之真實信仁體之

真實。言「理之愛」，則是在辨明仁者之愛與愚者之愛的本質差異。仁者之愛俱

由理發，無一絲悖亂、無一毫窘迫，非如失理無本之愛或淪為耽陷、或流於寵溺，

乍起忽歇、時生時滅，悖禮違義、失道亂常。「愛」之作用乃由氣顯發，此愛如

 
50 同上，頁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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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之愛，氣即是得理之氣，氣化流行，則此仁者之愛必表現為親親、仁民、愛

物之沛然效用。 

 猶如「氣之理」說明了氣對理的決定地位，「理之氣」亦表現了理對氣的絕

對影響；吾人可由氣認取理的存在，亦可由理分判氣的內容。唯理不可得而見，

為形上之隱，故由理辨氣實不若由氣認理來得順適；舜之愛象為理之愛，故能前

嫌不計、源源不止，「乃盡其同氣相感之理也」51，此唯有識者方能明之。故船山

多言氣之理，屢屢強調氣的本體意義與決定地位，並反覆說明「天下豈別有所謂

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52，其目的一則闡明識理察理之途徑，一則為扭轉以氣

為理之從屬、氣但為用而非體的主流觀點。 

 依船山之理解，只認知到理體氣用或氣體理用者俱非是。氣、理互為體用，

相因相生，相備相成，必得兩面兼顧、雙邊詮說，方不致顧此失彼，引人誤解。

船山著作等身，文字豈止百萬，理氣概念無所不在，自是難以處處提點、頁頁警

示，更不能每言及「氣」、「理」，便反覆論闡此義，而令文氣受阻、文義不順。

雖然如此，船山仍在極大程度上做到雙面詮說，努力彰示氣、理互為體用、相因

相成之義： 

 

 氣只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見理之別。

53 

                                                

 

理別則氣別，乃是理決定氣；氣別而後理別，則是氣完成理。而在前引「理治夫

氣，為氣之條理」一語中，「理治夫氣」申言了理對氣的規定，「理為氣之條理」

卻又充分表現出理對氣的依傍。而在「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一語中，

船山以「理以治氣」說明氣對理的從屬，隨即又以「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指陳出

 
51 同上。 
52 同上，頁 1058。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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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氣而始得存在的事實。故船山說： 

 

 理之御氣，渾淪乎無門，即始即終，即所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所行，即

分即合，無所不肇，無所不成。54 

 

 陰陽是氣，變合是理，由陰陽而起變合，故有氣斯有理；此時乃氣為體，理

為用。變合之道是理，陰陽變合是氣，有變合之道方能興變合之用，是有理斯有

氣；此詮釋視角下則理為體，氣為用。故船山以理、氣互相為體，並明指「理、

氣交善其用」55。 

 既是互為體用，則二者皆對方「所生」，亦為對方「所自生」者。唯須特別

注意：此「生」字非父子之生，亦非道家的「不生之生」，而乃「功用發現」、「於

上發生」的同有、固有之義。「作用」乃是本體的作用，為本體所本有，亦可謂

本體固有之蘊具及內容，非取外來一物以為自身的作用活動，豈理、氣「安得別

為一宗，而各有所出」？ 

 因此，朱子「理生氣」之說殆非船山學。以朱子單提一邊，差之千里，復不

明體生用之「生」的真切義蘊，遂有「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先說有是理」56的

認識，及「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裡」57之理解。 

 究其實，理、氣乃互為本體及作用，故不論就發生時間或存在位階而言，理、

氣俱為首序，無分先後，更不判主輔。船山嚴正地申明此義：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58 

                                                

 

 
54《周易外傳》，頁 777。 
55 同上，頁 884。 
56《朱子語類．卷一》，頁 3。 
57 同上，頁 4。 
58《讀四書大全說》，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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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間只是理與氣，理與氣互相為體，交善其用，故無主從先後，既互相備成，

亦共同完成天地萬物。統天始物者，莫非此氣，則莫非此理，故謂「凡命皆氣，

而凡命皆理也」；順天成物者，莫非此理，則亦莫非此氣，故船山又言：「天地之

間，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59。理與氣乃最原初的存有，亦

天地最本來的面目： 

 

   太極雖虛，而理氣充凝，亦無內外虛實之異。60 

   盈天地之間，絪縕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61 

                                                

 

 「太虛即氣」，然氣必有理，氣與理互為體用，則太虛即氣者，即氣與氣之

理也。故船山更理、氣並繫以明太極雖虛(即太虛)，而理、氣充凝，絪縕化醇，

皆萬物本來面目。「本來面目」者，即最原初的存有，最本原的存在形式，亦為

根源本體。 

 船山因橫渠有「太虛」之說，故亦言太虛。但依其學術性格，實不喜言「太

虛」，以「虛」字易予人「空無」之誤認，而流入異教，故船山多言「太極」，而

罕言「太虛」。另一方面，為灌注「太虛」以盈實之義，故船山屢稱「虛空皆氣」

62，並提醒學者：「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63。由於氣為形下之顯者，

可知見聞感的特色使氣的存在成為真實而無可究疑者，故以形下之氣來說明太虛

的實有無妄遂成為船山自覺的選擇。然此並非表示太虛「唯」氣而已64，亦不可

將「虛空皆氣」、「太虛即氣」之「氣」理解為「無理之氣」，而令「元不可分為

兩截」之理、氣判然離析。船山說： 

 
59 同上，頁 537。 
60《周易外傳》，頁 430。 
61 同上，頁 434。 
62《正蒙注》，頁 23。 
63 同上，頁 30。 
64 曾昭旭即指出：「故吾人看船山之重言氣，決不可誤解之為『只是氣』，而當正解之為『亦是

氣』」。見氏著：《王船山哲學》(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頁 329。 

 105



 

 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

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主持神

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若其實，則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

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65 

                                                

 

 船山雖言「虛空皆氣」，然隨即指出「理在氣中，氣無非理」，則此氣非無理

之氣亦甚明矣。「理在氣中」之命題，除在說明「氣皆有理」66、「氣原是有理底」

67的存在事實外，亦表明了氣為理的載居之處，氣不只提供理以存在原因，亦為

理的存在疆域及活動場域。 

 朱子亦以理「存乎是氣之中」68，然朱子「理在氣中」的表現形式乃是理「掛

搭」在氣上69，與人之乘馬相似70，朱子又稱之為「附著」71。以理掛搭於氣、附

著氣上，則理與氣明是可離的二存有，且二存有間之關係彷彿人之於客舍，疏離

且無藏居之必然性。雖然朱子亦有「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72的

說法，但「山河大地陷落，仍有理在」及「理先氣後」等主張，皆令「無氣之理」

獲得概念及存在上的可能，且更加重了理掛搭於氣的暫時感及權假意味。 

 船山雖亦有「氣載理」73之說明，但以氣為載體，乃是氣、理相為體用的充

要條件。換言之，氣載理、氣為理提供存在疆域，正是理所以為氣之理的原因，

也是理所以為氣之理的具體說明。「理在氣中」，則此氣必此理之氣，此理必此氣

之理；理、氣互為體用，則此理必在此氣中，此氣必載此理。理象二儀之妙而為

 
65《正蒙注》，頁 23。 
66《讀四書大全說》，頁 1059。 
67 同上，頁 1058。 
68《朱子語類．卷一》，頁 3。 
69《朱子語類．卷一》，頁 3：「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 
70《朱子語類．卷九十四》，頁 2376。 
71 同上，頁 3。 
72 同上，頁 2。 
73《讀四書大全說》，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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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順，則表示陰陽中必有健順，健順必藏居、存在且活動於陰陽二氣之中，陰陽

藏載健順與健順為陰陽之理，實互為成立條件與完成說明。 

 由此可知，氣載理不是暫時性的權居，而是理氣關係的基本結構。無氣載藏，

則理既無存在疆域，亦無實現場所，理的存在將無法可能；「舍氣而言理，亦無

所謂理」之意涵可由此又獲得另一角度的說明與理解。 

 氣對理之載藏，船山或以「凝」字形容之。「有是氣以凝是理也」74，凝字有

結、藏之意，既生動地傳達出理在氣中的存在位置，也寓指了氣於存在位置及內

容方向上對理的供應與範圍。有是氣以凝是理，既是對理的供應，也是對理的範

圍；既提供理存在場域，也規定了理的內容方向。 

 而體用原是互藏其宅，更何況氣、理乃相為體用。故不只氣為理之藏載處，

理亦為氣之藏載處；所不同者，氣為理的形下居宅，理為氣的形上居宅；氣凝其

理，理亦凝其氣： 

 

   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75 

 

理固在氣中，然在氣中之理，亦「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停凝渾合者，

即是範圍及藏載，而正因理藏載氣，氣居存於理中，故理方得範圍之、停凝之、

渾合之；也因為理藏載氣，氣載藏於理，故氣方為「合理之氣」。理、氣的互相

停凝渾合、彼此供應、交相範圍，正是體用相涵思維的具現，故船山以「理氣相

涵」之論述闡明理氣關係： 

 

   理氣相涵，理入氣而氣從理也。76 

                                                

 

 
74 同上，頁 716。 
75 同上，頁 1055-1056。 
76《思問錄》，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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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載理」或「氣凝是理」即「理入氣」。就存在位置之具象化描述而言，

言「載」、言「居」、言「宅」；而若就存在內容的融滲交涵、活動方向的規定主

持而言，則言「入」；至於「凝」、「藏」、「涵」等，則可並顯其義，亦為船山所

偏好者。 

 形象化言之，理、氣互藏其宅的相涵之義，乃非一塊狀、條狀地藏居於彼此

之中，而是每一氣分子皆包覆著理，亦為理所包覆；每一理分子皆裝裹著氣，且

為氣所裝裹；理、氣「相淪貫而為一體」77，「未嘗有封畛也」78。故理、氣雖有

體用、形上形下等不同的分說向度，實則「理氣無分體」79，「理氣同體」80，凡

氣皆理，凡理皆氣，「理一氣，氣一理」81，理氣乃「通一而無二」也。唯須注意：

同體、無分體之「體」蓋指同一存在位置，而非同一開顯狀態，更非指同一存有，

理、氣的隱顯狀態皆如其原指，並不因互藏其宅而有任何改變；此外，「理一氣，

氣一理」之「一」，非「等一」之「一」；凡氣皆理、凡理皆氣亦「用者皆其體」

之義，而非理即氣、氣即理之全然等同；如全然等同，則更不必言理、氣了。 

 

二、體用可離？氣失理 

 船山將「理」分為二： 

 

 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

受為性之至理，二者全乎天之事。
82 

                                                

 

 
77《正蒙注》，頁 361。 
78《思問錄》，頁 413。 
79《讀四書大全說》，頁 716。 
80 同上，頁 1114。 
81 同上，頁 1056。 
82 同上，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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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區分至理與條理之目的，主要在於透過分際天人的方式解釋氣化的善惡問

題。「至理」亦即性理也，乃天命於人、人受於天的健順五常之德，合於吾人之

道德認知與價值判斷，其本質之善則固不待言。「條理」則為最廣義之物理，寒

暑晝夜、牛羊草木、壽夭窮通、長短豐殺，乃至陰陽之升降浮沈，皆謂之「條理」。

條理顯現出陰陽推移的複雜面貌及各種可能，氣化不齊，條理故而不定。 

 雖然如此，萬不可以「理一分殊」與「至理、條理」作為理解的對應。天命

於人之性理，不同於牛羊犬豕所得之理，是皆萬殊之理，未可因「至」之一字，

遂將健順五常之性理視為「理一」。「至」字於此乃為一道德稱詞，而不在說明本

體論上的高度。 

 船山區分性理及條理，一則在突顯性理之善，一則在說明何以氣皆有理，然

氣化結果卻多有失理非理之責難。語言慣性既反映了思維慣性，也影響著思維慣

性，「理」之一字是充滿價值判斷的文字符碼，其倫理意義乃有不待言說者，「失

理」、「非理」、「合理」等習慣用語固已充分表現了「理」的倫理位階與道德重量。

是以當思想家以理氣詮解存有與本體、化生及根源之時，「理」即因語言及思維

雙重慣性下所累積的先天優勢，而理所當然地佔住了制高點，而將天地間所有舛

差令「氣」概括承受。 

 設或不想令「氣」承受舛差之責，並保理、氣之無不善，則另可以「無理之

氣」之思路為天地所以有不善的事實解套。亦即將氣視為純然物質性的構成元

素，而由理主宰駕御、主持調劑；氣既為無意向、無計度的物質性存有，則不需

負擔舛失之罪；而因氣未傍理而化生，故舛失之過亦不能由「理」承受。 

 此二種詮解方式皆非船山所能同意。氣之無有不善，乃船山所欲強力保全

者；而氣、理互為體用，相涵一貫，不容暫離，更船山所切切叮囑者。船山區分

至理、條理，最重要的目的即在保障氣之無有不善，復令氣、理不離，並解釋天

地間的「舛差悖逆」；透過對「理」的判分，即使不能扭轉此思維慣性，至少可

揭示此思維慣性，使吾人之理解更加客觀與清明。 

 對於氣之非惡且無不善，船山極力稱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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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一向是純善無惡。83 

   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浹，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84 

   氣原無過，氣失其理則有過。85 

                                                

 

倘不以條理、至理之說為詮解基點，則「氣皆有理」與「氣失其理」直為悖反。

然依船山之意，氣之往來屈伸、浮沈推移皆有條理，至於所謂的「非理」、「失理」，

所遠失離反者實為健順五常之至理、性理。即使氣化所成有違失至理之處，氣中

仍自有條理，只是此條理之道德內容不同於人們的固有認知，故繫之以「非理」、

「失理」之名，其實氣中皆有理在，氣皆有理，氣莫非理也。是以船山指出：「壽

夭窮通，氣也；而長短豐殺，各有條理，以為或順或逆之數，則亦非無理之氣矣」

86。而理為氣之主持分劑者，是以氣化縱有舛失，亦非氣之罪。故船山又說： 

 

   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類。
87
 

 

牛犬之理自非健順五常之至理，而只得為條理，條理的內容決定了氣化的內容，

故吾人所以為的「氣之不善」，實「理之未善」耳。 

 然船山以氣、理互相為體，理別而後氣別，亦氣別而後理別；故「氣之不善」

固可以「理之未善」解套，「理之未善」又豈不能歸咎於「氣之不善」？理為氣

之理，氣是否仍能宣稱「純善無惡」呢？船山對此提出說明： 

 

 乃既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

 
83 同上，頁 1059。 
84 同上。 
85 同上，頁 716。 
86 同上，頁 727。 
87 同上，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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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然非陰陽之過，

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

合，變合而不善或成。88 

 

 陰陽之氣無有不善。天地萬物皆由陰陽化生，亦即所謂的「氣化」而成。氣

化者，即陰陽之變合摩盪。陰陽雖無不善，然有變合則不能無舛差，猶吉凶悔吝

生乎動，故不善成焉；「理便無妄，氣則有妄」89的說法，即須於此詮說視角下獲

得理解，氣之妄來於變合屈伸之妄，而非氣自身。 

 此種詮說方式乃襲前儒之舊，而其最大的理論困難在於：氣為體，變合為用，

善之體何能起發不善之用？對此，船山表示： 

 

 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

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在天之變合，不知者疑其不善，

其實則無不善。90 

                                                

 

善、不善，得理、失理，合理、非理等道德判斷乃是人道的價值評量，而以健順

五常之性理為判準。以此說明人道、秩序人道，固為人道之本然及應然，但若以

人道範圍天道、審斷天道，則屬以管窺天的無知。吾人但見陰陽之變合有生殺豐

欠、長短盈虧，遂言氣化或非理而不善。然究其實，「非理」及「不善」之判斷

只因此氣化結果不同於一般人對「善」的刻板印象，或不符人道健順五常之判準

而已。 

 吾人常以「非理」說明「不善」，亦即以「合理」、「非理」為善、不善的判

斷標準。然「理」字之定義為何？如將「合理」之「理」定位為健順五常之至理，

 
88 同上，頁 1052-1053。 
89 同上，頁 617。 
90 同上，頁 1058-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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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知此但為人道之善惡標準，自未可強加人道之測量於天道的運行之上。以人

道之刻度權衡天道之價值，既不知天之廣大，亦不明人之限制，徒然暴顯己身之

無知妄為。而若將「合理」之「理」界義為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則治之理為理，

亂之理又豈非理？合理則善，非理則不善，則生殺豐欠、長短盈虧之變合屈伸亦

莫不各「合」其「理」，又何不善之有？故船山說： 

 

 有道、無道，莫非氣也。…氣之成乎治之理為有道，成乎亂之理曰無道。…

斯二者，天也。91 

                                                

 

 「有道」亦天，「無道」亦天；治之理，天也，亂之理，亦天也。「道」與「理」

承載了相同的語言慣性，為一具強烈道德暗示的符碼；是故，當我們以「道」、「理」

二字說明天道的內涵時，常會因此文字符號所富涵的道德暗示而不自覺地將「非

理」、「無道」者排除於「天」的蘊具之外，限縮了天道，也限縮了自身的認知。

究其實，「道二：仁與不仁而已」92，長短豐殺，亦各有條理。仁、不仁之名乃是

人為的分派，判斷標準原當適用於以人為詮釋主體的世界；將道德認取混同於存

在認取，僅以「有理」者為「理」，既無法認識全面而真實的存有，亦不能安排

「非理者」的存在地位，更是人道對天道的侵凌與僭越。 

 須知吾人所以為之「非理」者，實僅為價值意義上不符健順五常之德的「非

至理」者；然就存在論意義論之，則「非至理」者亦皆天地萬物之「條理」，是

皆「理」也。分辨客觀實存與人倫道德，認取存在之理與道德之理的別異，乃是

對廣大天道的如實還原。而船山的「氣無有不善，變合或非以理而不善」的說法

亦可獲得精確理解與說明：「變合或非以理」者，非以「至理」也，亦即變合結

果的倫理向度不符健順五常之性理，不能相應於一般人的道德判斷，故「不善或

成」。然為表明此不善只為人倫所規定的不善，船山隨即殷殷提點：「在天之變合，

 
91 同上，頁 991。 
92《周易內傳》，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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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此一詮解角度，消弭了無有不善之體何以能

起或有不善之用的理論缺陷，也再度展現出船山的圓融觀照及細密的思辨能力。

93船山申明此義曰： 

 

 唯一任夫氣之自化、質之自成者以觀之，則得理與失理，亦因乎時數之偶

然，而善不善者以別。若推其胥為太極之所生以效用於兩間，則就氣言之，

其得理者理也，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就質言之，其正者正也，其不正

者亦何莫非正也94？ 

 

 「得理」、「失理」、「正者」、「有道」等，皆為道德認取；何莫非理、何莫非

正之「理」、「正」則為存在認取。即使何莫非理、何莫非正之「理」、「正」有道

德判斷義，亦屬天道的道德判斷，其判斷標準原不能由人設立與決定。故人道之

「非理」，就存在論而言，實皆天道之「條理」；而由倫理學角度觀之，亦皆天道

之「至理」。天道廣大，固非人情得以測量，人以為不善非理者，焉知非天道之

合理且善者？地震於人為苦為害，但亦只是地殼釋放能量的自然之理，亦是天道

運行之常度，與冰河時期的發生、恐龍的絕滅等歷程一般，俱為天道之善。是以

船山固已提點學者：「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 

行文至此，可更對船山區分至理、條理之意進行系統而細密的疏解： 

1.健順五常之至理為萬殊不齊的條理之一，其中充滿了道德意涵，乃為一倫

理判斷，亦是廣大天道的內容之一。 

2.條理萬端，其中有合於至理者如「治之理」，有不合於至理者如「亂之理」；

然不論是否合於至理的道德判準，皆是廣大天道的天容，故船山明白指出：「斯

                                                 
93 陳來即未能見此，故嘗指出：「若氣本無不善，而且氣中有理，為何變合的過程就會導致非理？

這一點船山並未做出合理的說明」。實則，氣中有「理」為氣有「條理」，變合或有「非理」，

蓋指變合或有非健順五常之「至理」者，如牛羊類；船山業已提出說明，且無扞格不通之處。

語見氏著：＜王船山的氣善論與宋明儒學氣論的完成＞，《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 
94 同上，頁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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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天也」。 

3. 一切存有皆各有條理，但不定然合於至理。當存有之條理合於至理的倫

理要求時，吾人習慣稱之為「合理」；當存有之條理不符至理的道德判斷時，吾

人習慣名之為「非理」、「失理」。倘若拋開吾人將「理」認定為「健順五常的倫

理道德」之思維慣性，則一切存有既各有條理、必具物理，即是一切存有皆是有

理、得理、合理；故船山諄諄提點：「得理者理也，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 

4.遵行健順五常之至理為道德認取，認識治亂生殺、豐欠虧盈之條理為存在

認取。我們必須知道：吾人以為的「氣化或失理而有不善」之論述乃是就道德認

取而立說，不善而失理之氣化，所違失者乃健順五常之至理。而以健順五常為倫

理判準，乃是人道自覺的擇取，未必合於廣大天道的審斷。站在天道的制高點，

莫說地震乃是釋放地殼能量的天道之善，即土石流、溫室效應等大自然的反撲亦

是天道的道德行為，其中自具倫理及價值，特不能為常人所認識。 

5. 船山分梳至理與條理的目的，與其說在區分存有與倫理，不如說在分際

天人、彰示天道與人道的各有倫理。對一般人而言，存有之條理並非皆合於健順

五常之倫理，不合者即是非理、失理；換言之，存有不盡然是道德的，存有不盡

然是合於倫理判準的，此故殺亂悖逆所以為惡，夭短潦旱所以舛差。但就天道而

論，一切存有皆是合理而道德的，一切存有皆有其價值，存有皆具倫理、存有即

是倫理；萬物的條理在天道的觀照下，顯示出一倫理的價值義。「得理者理也，

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船山固已肯定了一切條理的價值義與道德義。 

對於天道的倫理內容及具體標準，船山並未說明，而僅繫之以「善」字，並

指出「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在天之變合，不知者疑其不善，

其實則無不善」；則天道之倫理內容絕非「健順五常」所能涵括明矣，是以「不

知者疑其不善」。雖然如此，有識之學者自可目遇心覺，察識天道之無有不善，

於存有之中見倫理，知存有即倫理、存有即價值。 

6.雖然船山闡明天道之無有不善，雖然船山表示唯學者能知悉一切存有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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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及價值、皆是道德而倫理，但「天道無擇，而人道有辨」95，自萬殊的條理

之中鉤掘出健順五常之至理以為宇宙的核心價值、人倫的依循標準，乃是聖人精

思熟慮、善體天心之後的大作為96。明道曾有一語最能昭示此中曲折：「愚者唯目

象所見，故以東為東，以西為西；智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

定分，故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雖則人道有辨，吾人仍不可反客為主，因條理或有違失至理之處，即遽指天

道有不善，氣化有不善，最終推出氣有不善；以氣有不善說天道，乃是不知天人

分際的誤認。 

以上述認知為基礎，船山提出以下說法： 

 

 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

97 

                                                

 

 此語非指理氣關係在人道與天道二範疇中有不同的開展形式，亦即非指在人

世界為理規定氣，在天則為氣規定理。其正確之義應為：人道世界中，乃由對理

的肯定而肯定氣，因見性理之善而認取氣之善；而在天道範疇下，則因知陰陽之

浮沈升降、往來屈伸皆道，氣化不齊乃變合之自然、本然、應然，固無所謂的「舛

差」，而「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遂進一步由氣之善詮說理之

善。 

 雖然船山以條理、至理對「理」進行細緻的分辨，力圖在以「道」、「理」言

天時，能還原「道」、「理」的廣大意涵，且擴充其價值維度，但潛移默化的思維

慣性畢竟不可移轉於一時，「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

 
95《周易內傳》，頁 529。 
96 詳見第四章第二節。 
 
97 同上，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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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為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98仍是絕大多數人先入為主、

難以改變的思想模式。職是之故，船山認為以「道」、「理」言天，莫如以「誠」、

「幾」言天，或更能使學者了解天道氣化無有不善、何莫非理之義蘊： 

 

 陰陽顯是氣，變合卻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

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即理，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

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

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為深切著明。99 

                                                

 

 「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說不得非理」，此言說明了在思維慣性及語言慣

性的作用下，以「理」言天所遭逢的窘迫。以理言天，則不免將不合健順五常之

「非理」者摒棄在外，而失天道之全；然下個「非理」二字，則又萬萬不可。是

以，莫若以「極頂字」、「更無一字可以反形」100之「誠」，或道德印象淡化許多

的「幾」字言天，以彰示天道之無所不涵，以繫明氣化之無有不善。 

 以此深刻理解為基礎，吾人自可精確地掌握船山反對程子以理言天之確指，

而不致因此而誤以「氣本論」詮釋「兩端一致」101的船山學。 

 

三、以「氣本論」說船山學的商榷 

(一) 「天者，理之所自出」與「天者，理而已矣」 

 船山於《讀四書大全說．孟子》中以極長的篇幅闡論「以天為理」、「以理言

 
98 同上，頁 1110。 
99 同上，頁 1055。 
100 同上，頁 995。 
101 關於船山「兩端一致」之思維模式，可參見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頁 87-94。
「兩端一致」之思維模式實即「體用相涵」，乃是一動態辯証的思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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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不當，並指出「天者，固積氣者也」。論者或由此而推導出船山以氣為首

序的氣本論之說，蓋頗悖於船山之意。 

 此段文字極長，環環相扣，層層推進，乃為一極富理致的推演論闡，莽斷予

以割裂，既難以抉發船山思路，亦或引來斷章取義之譏，故只得一一具引，再申

明其義： 

 

 理雖無所不有，而當其為此理，則固為此理，有一定之侀，不能推移而上

下往來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則亦是以天為理也。以天

為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為理之義始成。

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為理矣。何也？天者，固積氣者也。

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

固信然矣；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

者為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為路。是動而

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為剛為

柔、為中為正、為仁為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 

若夫天之為天，雖未嘗有俄頃之間、微塵之地、蜎孓之物或息其化，而化

之者天也，非天即化也。化者，天之化也；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為化

之所自出，唯化現理，而抑必有所以為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 

所以為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賅而存焉，靜而未嘗動焉。賅存，

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里，相統相含，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

靜而未嘗動，則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繇此不可繇彼之當然者無迹。若是者，

固不可以理名矣。無有不正，不於動見正；為事物之所自立，而未著於當

然；故可云「天者，理之所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102 

                                                 
102《讀四書大全說》，頁 11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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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船山指出了「理」字在界說範疇上的兩個不同涵蘊：「理雖無所不有」

與「固為此理」。「理雖無所不有」意指理的稱說內說原是開放而周廣的，治、亂，

生、殺，豐、欠，升、降，善、惡，牛、羊，人、犬，草、木等，皆是理的廣大

內容。然「當其為此理」時，「此」之一字已限定了「理」的範域，或為生、殺，

或為人、犬，或為治、亂，此即為此，彼即為彼，更「不能推移而上下往來」，

此即「一定之侀」，一定之範圍與內容也。 

 接下來，船山開始申論程子「以理言天」的可與不可。以理言天之理必「無

所不有」之理，而非定侀而不能推移之理固不待言。其次，「天地之間，皆理之

所至；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盈天地間，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

故亦無非理者」103；氣必有理，而理者氣之理，理氣相涵，元不可分作兩截。明

得此義，知「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知「理即氣之理」，如是則可說「天，理也」，

程子之語亦得以成立。正是在此立論前提下，船山亦嘗鄭重莊嚴地高唱：「天者，

理而已矣，得理則得天矣」。104 

 有前提地贊同程子以理言天，以表明自身之學術立場並未全然乖違程、朱學

統之後，船山接著由四個不同角度論述「以理言天」之欠周及不妥，並將「天，

理也」之論述修正為更圓融無弊的「天者，理之所自出」。 

 第一，雖然學者多能言理氣不離，但多屬格言化、常識性的泛論，實非源於

深刻的認知、真切的體證與沛足的信仰。在長期由理說氣、以理定氣的主流詮釋

脈絡下，「理氣不離」常只是應酬性、客套性的虛說，並未真實地進入學者的思

想血脈；學者或皆知有其理必有其氣，但卻未必盡能在理上帶著氣。程、朱對理

的側重，即使船山亦不能否認；程子「天者，理也」之論述，是否真帶著氣、兼

及氣，其實船山也不敢保證。職是之故，當慶源以理、氣並釋「仁者樂山、智者

樂水」之義蘊時，船山方盛讚：「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深

                                                 
103 同上，頁 857。 
104《周易外傳》，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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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真足以補程、朱之未逮」。亦緣此故，船山方保留地表示：如會得理為氣之

理，則「天，理也」之義可成，「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為理矣」；

且更以「天者，固積氣者也」一語以補充說明不得舍氣而以理言天之因。105 

 第二，如前所述，「理」之一字承載了巨大的思維慣性，常令人將「理」之

涵蘊直覺地限鎖於剛柔、中正、仁義等健順五常的至理範域中。一旦不能超越此

思維與語言的雙重慣性，以理言天、以天為理之詮釋勢必導致天道範圍的限縮，

亦即誤將人道有辨的道德認取理解為天道無擇的存在認取，排斥「非至理」之「條

理」，以「非理」者即非「理」非「天」，而封閉了對廣全天道的認識可能。實則，

陰陽之動莫不合其理，莫不各有條理，此即「動而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其當

然亦有其所以然。此「正」字與下文之「中正」之「正」義別，乃合理性、合法

性、有效性之謂，亦「氣稟雖偏，偏亦何莫非正哉」106之「正」。所有的氣化皆

是合理、合法而有效的，莫非天道之所許，亦莫非天道。倫理意義下的得理、失

理其實皆「固有其正」107，故以「理」言天，未若以「誠」言天，船山即於下文

順勢地帶出此意，說見後。 

 第三，理雖無所不有，但人所習知慣取者多為定侀之此理或彼理，亦即在氣

化過程中所顯現的氣之條理。定侀而不能上下往來之條理必有隱現：氣化之成果

為生、豐之時，自不見殺、欠之理；氣化之表現為悖、亂之際，順、治之條緒節

文亦無由得顯。此蓋「唯化現理」之旨，唯化所現之理，乃定侀之理，定彼定此

之理，亦即萬殊之理。 

                                                 
105 關於此中糾結，大陸的優秀學者陳來亦非不知，其言曰：「船山理氣觀與朱子學的不同處，更

多地在於船山運用其理氣不離的觀點對許多具體問題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可明顯看到，凡

朱子學表現出重理輕氣的地方船山必強調氣，凡朱子學言氣離理的地方船山則注重理，凡朱

子學的說法中容易把理氣變成各自獨立的二物之處，船山必定強調理氣合一。故船山理氣觀

的要點應歸結為理氣互體，理氣合一。」見氏著：＜王船山「論語」詮釋中的理氣觀＞，《文

史哲》2003 年第 4 期(總號第 277 期)，頁 62。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陳來雖有以上認知，卻又

以船山之理氣思想為「氣本論」，見氏著：＜王船山的氣善論與宋明儒學氣論的完成＞。 
106《讀四書大全說》，頁 961。 
107 陳來於＜王船山的氣善論與宋明儒學氣論的完成＞一文中曾表示：「此『正』字不易準確表

達」，此處故嘗試疏解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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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天道之運化實未有暫息，定侀之理未現，包覆理亦為理所包覆的氣亦

自汨汨存在、時時湧動，此方為天之本體、實體；氣化及氣化之條理則為天化之

用，其所呈示者乃「天」的紛然作用，而非能繫明「天」之本體。故船山在下文

即表述「以理言天，雖得用而遺體」108，亦於此申言「天之為天，雖未嘗有俄頃

之閒、微塵之地、蜎孓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化」。 

 由於人多僅識理之「條理」義、「氣之條理」的作用義，為免造成誤認，故

不好以理言天。雖然如此，船山仍極力強調程子之言雖有小疵，實不悖大義：「以

理言天，雖得用以遺體，而苟信天為理，亦以見天於己而得天之大用，是語雖有

所遺而意自正。」109 

 第四，包覆理且為理所包覆之氣、裝裹氣亦為氣所裝裹之理為天之本體，一

切氣化升降及氣化升降所成之條理莫不由此本體而起、而用、而生、而成，是此

本體之理氣實涵蘊著無限的內涵及可能，往來屈伸之萬殊莫不涵於其中，治亂生

殺之眾理亦皆賅於其內。原初素樸的存有形式開展出豐富多采的存在樣貌，單純

的本體藏載著生命的無限可能；此之謂「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 

 倘若能究明「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之本體義，而將「天者，理也」

之「理」界義為裝裹氣且為氣所裝裹之理，將「天一理也」之「理」定說為「含

夫萬理」之「一理」，是否就可以理言天、以天為理呢？對此，船山仍是以為不

妥。 

 「理」字之形上學特色之一，即在說明事物之所以然與當然，亦即在說明事

物及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與有效性。「理」所負責詮發者，乃是事物及行為「必

得如此」的原因根據及堅定意向。「所以然」在陳述原因根據，「當然」則在表達

意向，原因、根據及意向的合理性、合法性與有效性，船山即稱之為「正」。氣

化之必有條理，即「動而固有其正」的具體展現。 

 雖然天道乃即體即用、即氣即化，氣化未曾暫息、無有或歇；但就理論上說，

                                                 
108《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1。 
10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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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相涵之理氣尚未進行氣化之時，亦即含夫萬理而未開展為萬理之際，此時「停

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的「理」，只有素樸的存在形式，缺乏眾聲喧嘩、

百花齊放的紛然萬理為其說明支撐，故無法指陳出此理在所以然根據上的正當性

及有效性110；復因此理在開展方向上的無限可能，沒有必得由此、不能由彼的一

定意向，亦使其必得如此的當然意向無由得見、不可說明。是以，此時之「天」

實未可以理詮定，因「所以然者不顯」、「必繇此不可繇彼之當然者無迹」故也。 

 綜上所述，船山遂將程子「天者，理也」之論述修正為「天者，理之所自出」，

更申論其意曰： 

 

 太極最初一○，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為理。殆其繼之者善，為二儀，為

四象，為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

人生而性成焉。繇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

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111 

                                                

 

 太極最初的存有形式只是理氣相涵、彼此包覆、互相裝裹的渾淪存有，既非

至理，亦非條理，「固不得名之為理」，勉強可說為「氣之理」。條理乃由氣化而

得，至理則因人道而定，俱為天化之用，而非天之本體。為更昭著此義，船山進

一步拈出「化之理」之名以稱述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與健順五常之性理，而與「氣

之理」分別說明天化之用與天道本體： 

 

 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當

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於理也；其既有內外之別者分，

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為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而不

 
110 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一本萬殊」。 
111《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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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氣為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112 

                                                

 

 此處之「道」，蓋指氣化流行之條理；「性」則自是健順五常之至理。「性與

道本於天者合」，即皆本於「氣之理」，其意殆指性、道(性理、條理)之本來面目

俱為彼此包覆、互相裝載之渾然理氣，由氣化而有內、外之別，性、道之分，至

理、條理之名；故曰「氣之理即於化而為化之理」。唯此處須特別注意，由氣之

理而化之理，此僅為一由隱而顯的示現漸層，乃是由不可被感知及說明者向可被

感知及說明者的座標位移；二者或有邏輯次序之可說，但絕無存在時間之先後；

或不著而隱，但必同有固有。「氣之理」為本體，「化之理」為用，體以致用，用

以成體；天為體，化為用，由天而能化，因化而成天。 

 正因學者常落下「氣」而單認箇「理」，復因「理」字在符號系統中的諸多

「原罪」，故以「理」言天不若以「誠」繫天。「誠」無對反字，乃是純然一善、

真實無妄的極頂字，既無「理」、「道」的符號糾纏，又有「合內外、包五德」113

之廣涵義蘊，加以《中庸》固已有「誠者，天之道」之指引，以誠說天、以理明

化，以誠言本體、以理表作用，乃是最適切的詮說方式。故船山以「化理誠天」

為此一大段論闡作結： 

 

 誠則能化，化理而誠天。天固為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為理也，故《中庸》

之言誠也曰「一」，合同以啟變化，而無條理之可循也。是程子之竟言「天

一理也」，且令學者成凌節之病，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114 

 

 船山雖有「天者，理而已矣，得理則得天」之語，然固知以理言天之流弊；

此不可因船山力陳不可以天為理，並發明理為氣之理、虛空皆氣之精義，而遂指

 
112 同上，頁 1111。 
113 同上。 
1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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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唯氣，以「氣」為本體、首序。或只能以誠言天，而明船山之兩端一致、無所

側偏。 

 

(二) 以氣本論說船山學的理論困境 

 以「氣本論」一語為船山學標目，兩岸學者皆不乏其人。115此說之可議處，

實已散見於本節的分析論述之中。現僅略加綜述，以繫明本文對此議題之基本態

度。「氣本論」之提出已有一段時間，但似未見學者系統地闡釋「氣本」之精確

意涵。吾人皆知「氣本」即「以氣為本」，然此「本」字究在何意義系統下立說？

所謂的「首序」又屬何哲學範疇之次序？ 

 由於上述疑惑未有善解，故本文擬對「氣本」一詞定出較明確的界義，使學

術分派有客觀而可供討論及檢證的判準，並集中論述焦點。 

 「氣本」即「以氣為本」，亦即以氣為宇宙天地之根源本體，為宇宙天地之

第一序義。而此「本體義」及「第一序義」，至少可由三個範疇檢證其是否得以

成立：認識論意義之第一序、做為天地萬物本原之存有本體、提供天地萬物以價

值定位之道德本體。第一個範疇接近於認識論，第二個範疇兼具宇宙發生論及存

在論意涵，第三個範疇則已涉及本體論、形上學及倫理學之領域。 

 首先，由認識論意義之第一序檢證是否可以「氣本」詮說船山學。然檢證之

前，固得先對此範疇於本議題之決定程度略作申明。認識論意義下的理氣之序，

所究明者蓋為認取進路，亦即由氣取理或由理取氣。嚴格來說，此範疇所展示者

乃工夫進路，而較少涉及根源本體的說明及界義。工夫進路者，探本溯源之工夫

進路也，故不可謂無涉於本體；但就界定根源本體之內容而言，實非關鍵之決定

                                                 
115 關於「氣本論」一說之源起及發展大略，可參看劉又銘：《理在氣中》之＜緒論＞，頁 3-15。

以船山學為氣本論之學者頗不乏見，如胡森永：＜從理本論到氣本論――明清儒學理氣觀念

的轉變＞，第五章＜氣本論之高峰――王船山與戴震＞，頁 128-133。陳來：＜王船山的氣善

論與宋儒學氣論的完成＞，《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頁 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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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甚且其證據意義是十分薄弱的。然為求整全，仍將此範疇納入考量。 

船山力稱理者氣之理，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之妙者，斯即為理；凡此，皆

在提醒學者，理隱而不可見，只得由氣之條緒節文認取理，由氣之真實證明理之

真實。此一認識進路乃是先認取氣，再由氣認取理，氣為認識意義之首序固無庸

置疑。 

然「認識」除經驗界之「知感」意義外，尚有心思運作其中的「辨識」意義

116，亦即不只能感知到存有，亦能解釋、說明此存有，給予存有一如實的判斷及

安置。就此深層的認識活動而言，須由氣辨識理，「唯氣別然後理別」，氣不齊，

「則是理無定矣」117。由此觀之，則氣果為認識之本矣。 

與理對舉，氣為形下之顯；但當理具顯為氣之條理時，條理反為形下之顯，

而擁有比氣更高的辨識度： 

 

理本非一成不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118 

                                                

 

船山在此明確地點出：理本不可得而見者。然氣化形成之條理已具顯為現象

界之條緒節文，開顯為經驗界的森羅萬象，故可為人聞見知感，可為人輕易認取。

職此之際，陰陽二氣自是形上之隱，不若形下之條理顯而易察；此時之陰陽固須

透過氣之條理以展示自身、說明自身、完成自身。如人唯賴豐、殺之條理辨知此

豐、殺之氣的存在，亦只得由治、亂之條理認取此治、亂之氣的運行推移。 

是以，船山學中的認識進路既是由氣認取理，亦是由理認取氣。「由用得體」

為船山一再標舉之認識取徑，而氣、理既互為體用，是皆具本體、作用二身份，

故必互為彼此彰顯存在，亦互為對方提供認取條件。 

綜上所述，則理、氣各在不同之詮釋切點下為認識意義之首序，故在此範疇

 
116 參見第三章第二節、第五節。 
117《讀四書大全說》，頁 727。 
118 同上，頁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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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氣本」詮說船山固不得成立矣。 

其次，就存有本體範疇檢證「氣」是否為宇宙天地之「本」，是否為太極本

體。 

氣必有理，理者氣之理，理氣相涵、通一而無二，理氣曾無分作兩截之時。

此義已反覆說明於前，更不勞再作申論。「太極最初一 ○，渾論齊一」，「○」當

非闕字，實是缺乏相應之單字以精準地表述太極最原初的存有形式，亦即太極本

體，故不得不以「○」暫代之。太極本體即天地萬物化生及構造之本原，乃是互

相包覆、彼此裝裹的相涵理氣。其體狀甚難以文字描繪，故船山勉強形容之： 

 

太和絪緼，有體性、無成形之氣也。119 

盈天地之間，絪緼化醇，皆吾本來之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

120 

                                                

 

天地萬物之本原，太極本體原只是絪緼之氣，「絪緼」者，言其未成形凝質、

化生萬物時之體狀。但船山又恐人誤認此時唯有氣而無理，故強調此氣雖「無成

形」，然「有體性」；「有體性」即「氣原是有理底」。此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

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每一個絪緼瀰漫的氣分子包覆著理分子，亦為理分 

子所包覆，此即吾等的本來面目，亦宇宙天地的根源本體。家學淵源的王敔繼承

父教，於《正蒙注》張子「太虛無形，是其本體」一語下，註曰：「理具陰陽，

陰陽具理，理氣渾然，是其本體」121；船山亦常理氣雙帶，以理氣並闡存有本原

之蘊： 

 

 
119《正蒙注》，頁 82。 
120《周易外傳》，頁 434。 
121《正蒙注》，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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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雖虛，而理氣充凝，亦無內外虛實之異。122 

未生則此理氣在太虛為天之體性，已生則此理氣聚於形中為人之性，死則

此理氣仍返於太虛。123 

                                                

 

是故，以氣為天地本體的「氣本」之說非船山學亦甚明。更何況理、氣相互

為體，以氣為太極本體，乃視船山「理與氣互相為體」之命題如無物也。 

最後，由價值本原探討「氣本」說成立之可能性。 

船山究竟繫道德根源於氣或於理，須分天道、人道二範疇論述之。 

就天道而言，常人或見氣化有悖、亂、短、殺之不善，遂疑氣化不善、氣有

未善、「非理」者非「理」；然究其實，「一治一亂，其為上天消息盈虛之道，則

不可以夫人之情識論之」124。悖、亂、短、殺，亦各有其理，各有其正當性及有

效性，特其「善」不能為一般人所認識及肯定。天人雖有本質的貫通之處，但畢

竟量受有別，天地之道，固有人所不能者125；氣化之純善無惡，亦有人所不能察

識處。 

然不論人識與不識，天道固運行如斯，有善無惡如斯。化理而誠天，天道既

為至善之誠，則是氣善而理善，亦理善而氣善，更無根源何在之可辨，亦可謂氣、

理皆是道德根源，復為此道德根源所輻射而成的道德圖象。 

「天道不遺於禽獸，而人道則為人之獨」126。既為人，則須以人道為依，亦

當致力於立人道之極；妄言捨人而從天，其實只是向人禽不辨的盲然生物性靠攏

而已。「氣之理」為天道之善，「化之理」範域中的健順五常性理則為人道之善。

受身為人，自當以人道之善為判斷是非、修身立世之準則，亦即以健順五常之性

理為至善之本，道德之原。 

 
122《周易外傳》，頁 430。 
123《正蒙注》，頁 120。 
124《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4。 
125《思問錄》，頁 403：「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能也。」 
126 同上，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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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性理亦氣化所命，由二氣五行所凝，然健順五常之德既是此氣之條緒節

文，是只能見之於條緒節文，亦只能由條緒節文以見。繼善成性之後，仁義禮智

之性理可見，而二氣五行不可見，故只得由仁義禮智之性認取道德本體與價值根

源，而不能向隱幽不見的氣上虛討光影。故船山說： 

 

其或可以氣言者，亦謂天人之感通，以氣相授受耳。其實，言氣即離理不

得。所以君子順受其正，亦但據理，終不據氣。127 

 

「亦但據理，終不據氣」的另一原因，殆因氣之意向性乃由理決定，理為氣

之主持分劑者。故只有健順五常之性理才具有無可移轉的倫理向度。天道廣大，

無有不善，氣、理的一切開展皆指向「誠」，故不必以理善來範圍氣善，亦即凡

氣皆善，凡變合皆善。然人道不能如此。天道無擇，人道有辨，天道無有不善，

人道則須嚴別善惡、是是非非。故氣化的多元可能遂令氣不得成為道德依據與倫

理根源；尤有甚者，由於氣化的開放性，吾人須得以理御氣、以理養氣，令氣化

方向皆合於仁義禮智之至理： 

 

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熟，則氣之為動為靜，以樂以壽，於

水而樂，於山而樂盛矣。128 

                                                

 

以理養氣，使氣皆從健順五常之至理，則氣機所至，必現仁者之樂，智者之

壽，從容中道，周旋中禮。 

由以上論闡可知：在道德本體此一範疇，不論就天道或人道而言，以氣為道

德本體皆無可成立。在天道，氣、理皆非道德根源，亦皆可謂為道德根源。在人

 
127《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4。 
128 同上，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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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則船山顯然將道德本體繫之於健順五常、仁義禮智之性理，則是以理為本，

非以氣為本矣。其實，但由船山只說「性即理」，而不言「心即理」、「性即氣」，

即可知船山將道德本體及價值根源結穴於性理。 

透過對認識進路、存在本體及道德根源三向範疇的檢索，以「氣本」識解船

山學之理論困境固已極為昭然。未能界定標目意旨，而逕以之分派學術，恐將造

成標目及所指的雙重陷落。以「氣本」詮說船山，既無視於船山雙面進逼、一致

兩端的工夫進路，也忽略了「理與氣相互為體」在船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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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器道相須而大成 

 《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及「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二語，

為後世學者提供了深邃而豐富的思想素材。此二語之原意為何言人人殊，二語中

之「道」是否指涉著同樣的內容與向度亦難以遽斷；但就船山的理解而言，二語

境下之「道」的確存在些許差異。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道」乃「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亦即

「天道」129是也。在中國哲學的語義系統下，「天道」即意指宇宙的終極真理，

總結著天地萬物所有關於起源、法則、秩序、目的及價值等答案。至若與「器」

相締為體用結構之「道」，多指「此」器之道，具有內容上的特殊性及範圍上的

侷限性，與普徧而超越的天道有涯量之別；雖則器之道的一切意義必指向天道、

涵歸於天道、收攝於天道，但終究不能貿然等同於作為「通理」的天道。 

如前節所述，絪縕充滿之理氣為宇宙間最原初的存在形式，一切形象器物皆

由包覆理且為理所包覆的陰陽二氣升降浮沈、變合組列而成；因此，形象器物可

說是結構形式較複雜的存有，具現於現象界而可為人知見聞感。莫說四時寒暑、

車筆人物、日月山川，即「《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

之儀、《樂》之律」
130，莫非象也，亦莫非器也，故船山直言：「盈天地之間皆器

也」131。 

以上述理解為基礎，以下將就船山學中的器道關係進行分析。 

 

一、上下無殊軫，道器無異體 

                                                 
129《周易內傳》，頁 524：「道謂天道也。陰陽者，太極所有之實也。…合之則為太極，分之則為

陰陽。」 
130《周易外傳》，頁 1039。 
131 同上，頁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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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於《周易內傳》中曾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進行詮釋： 

 

形而上者，當其未形而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天以之化，而人以為心之作

用，形之所自生，隱而未見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見，形之所可用以

效其當然之能者，如車之所以可載，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

君臣之有忠禮，皆隱於形之中而不顯。二者則所謂當然之道也，形而上者

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見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隱矣，乃必有

其形，而後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後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謂之

形而上，而不離乎形。132 

                                                

 

在本文第一章第一、二節中，曾引用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形而下者只是

物，體物則是形而上。形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弗見弗聞者也」一

段文字。於該段文字及論闡中，道器之體用關係已告確定。其次，形下之器為可

聞見知感之經驗界器物，形上之道則為不可聞見之抽象存有；雖然如此，並不妨

於道之實有實存，不可聞見的形上之道只是「隱」，並非「無」。此外，形上之道

決定了形下之器的發生、功效現象及活動方式；一言以蔽之，形上之道為形下之

器的所以然，乃是「所以體之而使枝為枝、葉為葉」者。133 

在本處所引文字中，船山除再度強調道隱器顯的開顯狀態之異外，復明確地

指出形上之道即器「之有」此良能及「之所以可」為此功效的原因及根據。「二

者則所謂當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之「二者」非良能及功效，而是「之有」及

「之所以可」；良能及功效是器的活動呈現，「之有」及「之所以可」則為規範及

說明此活動呈現的理由，亦為完成此活動呈現的資具及條件。原因及根據不可聞

見，故船山言其「未形」，然形下之器的發生及活動確由此未形之道所主持分劑，

故船山又稱其為「隱然而不可踰之天則」，此即「體者所以用」思維方式的投影。

 
132《周易內傳》，頁 568。 
133 見本文頁 38、39 及頁 44、45。 

 130



道主持分劑器的發生及活動，然由另一觀照點檢視，器復以道為活動憑藉及資

材，運用道所提供的線索及軌路，而完成其流行與運動，亦即器用道以成器，此

又船山「用者用其體」思想模型的輻射；「天以之化，人以為心之作用」，「以」

者即「用」也，所用者乃用此「天則」，亦即用此道也。 

一如「用者用其體」為船山所銳意標舉之體用思想，「天以之化」之「以」

字亦為船山所極力強調者。在《讀四書大全說》中，船山曾特別宣示： 

 

 《易．象》下六十四個「以」字者，即以此而用之，非法之之謂也。言法，

則彼為規短，此為方圓，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134 

 

＜大象＞六十四卦皆以「君子以…」成句，船山認為＜象＞傳所言即是用此六十

四卦之道以行事處世的證據，亦為「用者用其體」的最佳說明。用道而非法道意

謂著道在器中，亦指陳著道為器之本有、固有，道器二者乃並生互載135，道非外

爍，器不後有，在以時、空為軸度的座標圖上，道器既處於同一座標點，亦共同

營構出位於現象界中的座標點，萬不可因道、器有上、下之異稱，遂以道在器外，

誤認道、器位於二不同的存在場域。故船山表示：  

 

 謂之者，從其謂而立之名也。上下者，初無定界，從乎所擬議而施之謂也。

然則上下無殊軫，而道器無異體。136 

                                                

 

 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雖有稱說內容與意義向度之別，但就存在範域而言，乃

是無定界、無殊軫、無異體者，亦即處於同一存在場。「道器無異體」猶如「理

氣無分體」一般，「體」非體用之體，而是與「界」、「軫」同義，但為存在位置

 
134《讀四書大全說》，頁 736。 
135《周易外傳》，頁 861：「由其並生，知其互載，則群有之器，皆與道為體者也。」 
136 同上，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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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而此存在位置即此器也，即此形也，道在器中，「象外無道」137，故船

山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統之乎一形」138。 

至於為何以形上、形下稱說道、器，上下之名的擬議根據為何，船山也提出

了個人的理解： 

 

      器而後有形，形而後有上。139 

 上之名立，下之名亦立焉。上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別者也。140 

形而下者只是物，體物則是形而上。形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

弗見弗聞者也。如一株柳，其為枝為葉可見矣，其生而非死亦可見矣。所

以體之而使枝為枝、葉為葉，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豈可得而見聞者

哉？物之體是形，所以體夫物者則分明是形之上那一層事，故曰形而上。

然形而上者，亦有形之詞，而非無形之謂也。141 

                                                

    

 

船山於「器而後有形」一段文字分說形、器，乃是順著＜繫辭＞敘述所作的疏釋。

實則形、器同指現象界中可為人知見聞感的具體存有，唯在此語境下，「器」所

強調者為此具體存有物，「形」所著重者則為此器之可為人知見聞感的存在狀態。

當氣組化融結為形象器物時，即成可為人聞感知見的現實存有，亦即有了可見可

聞之「形」，故船山曰「器而後有形」。 

而任一形器的發生與完成，必有其原因、根據與條件，此即器之道。道規範

著器的發生、運動與呈象，器之有良能及之所以可為功效，皆賴道為其說明及成

就。作為原因、根據及條件的道，實在實存卻無可聞見，無此道則此器不成、此

 
137 同上，頁 1038。 
138 同上，頁 1029。 
139《周易外傳》，頁 1029。 
140 同上，頁 1028。 
141《讀四書大全說》，頁 5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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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現，反之，器成形現即意謂此道之必有，是以船山指出「形而後有上」。以

「上」言道，蓋為同時表述道弗見弗聞之隱幽狀態、道器無分體的存在位置及道

主持分劑的本體地位，故擇定「形而上」一詞表達上述特質，並以「形而下」一

語指陳「器」，使道器涵統於一「形」，以「形」收攝道器，務使在以形上、形下

之名突顯道器的不同指涉範疇之時，不致有道在器外的誤認。就船山之理解，形

上之名乃在說明道為所以然本體及弗見弗聞的存在內容與特質，而「上」之名既

立，「下」之名自是應運而生，正好用來揭示器為現象之然與可見可聞的面向。

一言以蔽之，上下之名的擬議目的乃在於道器體用角色與能否聞見的說明，既無

關於時序先後，亦不涉於存在位置，更無與於價值高低。究其實，道器不僅無 

異體，亦無貴賤之別，故船山方言：「上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別者也」。 

道器在價值上的等齊源於二者間存在著唯一的對應關係。猶如用必其體之

用，體必此用之體，器因道有，道由器顯，有此道而有此器，有此器必有此道，

二者之存在意義與價值乃一貫無殊。船山說： 

 

  灑掃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

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

也。灑掃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為器之本，器為道之末，此本末一

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以此言本末，於

義為叶。142 

                                                

 

 精義入神為成德的精神狀態，為弗見弗聞的形上之道，而必有可見可聞的形

下之顯，舉凡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等作為皆精義入神之器，灑掃應對自亦

屬之。而正因精義入神有器、灑掃應對有道，故可下學上達、可由孝弟為仁。道

為器之本，器為道之末，此人所共言，但船山在此共說之外，格外強調本末的對

 
142《讀四書大全說》，頁 88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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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性及相備性；「本者必末之本」，以「本」為言，則必因有「末」與之對勘，倘

無「末」則「本」義何生？故曰「本」者，必此末之本。是知船山強調道器本末

的嚴密對應，其目的不只在說明二者價值及本質的齊一，亦在突顯二者相須相備

的結構關係。 

 

二、無其器則無其道 

 對道器互相備成之體用結構，船山曾有極精闢的論闡： 

 

 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君子之

所不知，而聖人知之；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無其器則無其道，

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

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

御道，未有牢醴幣帛、鐘鼓管弦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

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而無其道，誠然之言也，

而人特未之察耳。143 

                                                

 

猶如「體以致用」為人所習言，「用以備體」卻少為學者系統論述一般，「無其道

則無其器」眾莫不知，然「無其器則無其道」則鮮為論者意及。船山由於深察體

用相備之理，故不僅注意到道對器的發生握有決定權，也認識到在現象界中，器

對道的存在與否擁有絕對的決定地位。 

無子之叟，不名為父；無弟之男，不名為兄；當是時，父道兄道自不能發生

於此叟、此男身上，遑論成就父兄之道。是以若聖人未有子女或無有兄弟，則縱

深悉得父兄之道，亦不能實現之、成就之，父兄之道對聖人而言，永遠只能是無

 
143《周易外傳》，頁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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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落實的概念存有，此即「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的無奈限制。在此

可明顯地看出：器的有無決定了道能否被實現及完成。同理，沒有車馬、幣帛、

管弦之時，駕御及禮樂之道既無由得顯，甚且因為沒有車馬幣帛等器做為禮樂之

道的實現場域，故無法在現象界中擁有具體的存在位置。因此，若無車馬幣帛，

現象界中不只無法體現禮樂之道，直可謂沒有禮樂之道。 

若將「器」的涵指範圍由人、物、事、象更擴大到時代及地域，船山「無其

器則無其道」的觀察更顯現出歷史發展的縱深及社會文化的廣袤，船山學術的遼

闊視野及深邃思維亦於斯可見。 

蠻貊洪荒自無揖讓之道的存在可能，揖讓之道如能被實現及展示，則該時空

必不謂之「洪荒」；同樣的，唐虞盛世無吊伐之道的存在空間，漢魏宋明亦無今

日之若干制度與思潮。時代背景與時代意識、社會價值與社會風情乃是互為因

果、迭為賓主，道規定著器的發生與面貌，器決定著道的存在及姿容；船山同時

觀察到道對器的建構作用以及器對道的形塑能力，更由此而推論出「今日無他年

之道者多矣」的發展事實。他年之道不有於今日之時空，乃因今日無他年之器，

無其器則無其道，今日之時空中遂不能見此道，亦不存此道，但終不可謂此道之

竟無，不可謂此道不存於天地之間。究其實，不論於現今或遠古，他年之道皆以

抽象存有的形式存在於宇宙天地，但因其無法透過相應之器開顯自身，故亦無法

被實現與完成，此即「道之有可而且無者」，亦即「可實現而未能實現」之意。 

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乃至洪荒無揖讓之

道等，皆在說明缺乏「器」的承載及結構支撐，缺乏器為其提供活動資材與實現

場域，道將無法在經驗界中擁有具體的存在座標，亦無法實現自身的存在意義、

具顯自身的存在內容，終令其在現象界中缺席，而只能成為一概念存有。 

雖然如此，切不可因此道不顯於現象界遂論斷天地間無此道。缺乏「器」完

成其現實存在的「道」雖不存於經驗界，但無妨其實有；抽象存有如一加一等於

二之類，並不比現實存有遠離真實。猶如未行仁義但為道心不顯，而非無有道心，

「未有子而無父道」亦是父道可實現而未能實現的現象界陳述而已；惟仁義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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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的責任，父道未成則為客觀環境的限制。 

但未能被實現之道縱然存在，終究不可言「完成」。用不只為體的流行活動，

更是本體的存在意義與存在內容之所在，此乃船山念茲在茲的「用以備體」之深

意。故而缺乏器成就其現實存在之道，遂因其存在意義及內容的失落而造成存在

事實的餧弱與缺殘。職是之故，船山遂提出「器道相須」的有力論述，明指唯有

體用俱全的存有方是飽滿完足的的存在事實，方具有沛實豐盈的存在意義： 

 

 是故以我為子而乃有父，以我為臣而乃有君，以我為人而乃有物，則亦以

我為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須而大成焉。未生以前，既死以後，則其未成

而已不成者也，故形色與道互相為體而未有離也。是何也？以其成也。故

因其已成，觀其大備，斷然近取而見為吾身，豈有妄哉！144 

                                                

 

 子之未生，父道不顯，此謂之「未成」；父之既死，父道不存，此謂之「已

不成」，故船山又言：「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145，存毀之標準在於道能否獲

得體現、實踐與成就。概念存有雖為存在形式之一，但對強調實學的船山而言，

內涵未彰、意義未成之道終是嚴重的不足與缺憾。道之能否成就，道的存在內涵

與意義能否完全開顯，皆賴器為其襄助及周全，反之亦然，此之謂「器道相須而

大成」，故船山又指出：「義莫重於親始，道莫備於觀成」146，唯「成」而道始「備」，

「備」意涵著體用結構、現實位置、自我開顯、存在內容與存在意義等向度的完

就及整全。而將概念存有之道落實為現象界中的備成之道，用以備體，器以載道

147，正是船山學的首要目標。 

 

 
144 同上，頁 905。 
145 同上，頁 861。 
146 同上，頁 903。 
147 同上，頁 992：「象日生而為載道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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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恒器而有恒道 

 當現實中無器可周全道的具顯及完成時，可有而且無者之道乃是隱而未顯，

而非根本不存在的「無」。道的存在形式乃弗見弗聞的抽象存有，故具有時空上

的超越性及自由度，不若可見可聞的形下之器，因質象形物的具體存有特質而只

能存在於一定的時空之中。換言之，器的存在時間是有限的、存在空間是固定的，

未若抽象存有之道可縱橫綿亙於浩瀚時空。故船山表示： 

 

 形而上，即所謂清通而不可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可象者寓於器以起用，

未嘗成，亦不可毀，器蔽而道未嘗息也。148 

                                                

 

 此處器有成毀、道無成毀之說，似與「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之語悖反。

然究其實，「據器道存，離器道毀」之成毀判準蓋在於道能否於現象界中開顯並

實現其自身，而此處「未嘗成，亦不可毀」之成毀則意如生死，乃是根本徹底的

存在問題，而非現象界中的實現問題。 

 事實上，本段文字原在闡述生死聚散之理。盈天地之間皆器也，器為氣之凝

聚融結，人獸鳥木、山川水火莫非器，莫非氣之聚。氣聚則有生，氣散則消亡；

相對於形下可見可聞之器，氣乃形上之弗見弗聞者。器有成毀生死，氣則「未嘗

有有無」
149，器雖毀蔽，然其中所涵之氣並未因而斷滅，而是散入太虛之中。「清

通而不可象者」，氣也；「未嘗成，亦不可毀」者，氣也；「未嘗息」者，亦氣也。

器有生滅，氣但有聚散；器有成毀，氣但有顯藏。草木枯槁於秋冬，但生氣並未

滅絕無餘，特藏於地中，「希微而人不見爾」150。器雖蔽，絪縕之氣不息，生生

之道不息；如水涸火燼，水流火燃之道不息；又如君子見害，君子之道亦未絕於

 
148《正蒙注》，頁 21。 
149 同上。 
1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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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道只有消息升降、隱顯藏現，絕無生滅之理。 

其次，形上形下的不同存在形式也決定了存有在時空範疇中的超越性或侷限

性。只要是經驗界中的具體存有，必不能躲避成、住、壞、空的命運；而抽象存

有之道則不因器之毀亡而隨之滅裂息絕，而是絪縕於天地之中，待時而現蹤，因

器而開顯。道雖為形上存有，但實亦理氣所成151，與「器」相較，「氣」仍是「清

通不可象」的形上存有。相更何況此時此地之器或毀亡，但焉知同時異地未有器

之凝成；甲地有父亡，乙地有子生，父子之道固在；因之，道或隱於此地而現於

彼地，或藏於此時而現於彼時，若因器的毀蔽遂以為道亦斷滅息絕，乃是鎖限於

一僵固的時空象限中所做的論斷，完全忽略了道在時空範疇的遍在性與超越性。

對此遍在性及超越性，船山稱之為「恒」： 

 

 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也。質

日代而形如一，無恒器而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之水之

即古水；燈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

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生而舊者消者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

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陽而聚明者恒如斯

以為日，陰而聚魄者恒如斯以為月，日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為無妄也歟！

152 

                                                

 

 抽足復入，已非前水；今之明月非秦時明月，昨夜星辰非漢唐星辰；常人但

覺其同，然識者終見其異。船山於此分說形、質，日遷之質猶如一切具體存有的

組成分子，有生死成毀，乃日息而日消；如一之形可比該存有之分子結構、組列

原則及活動呈現，其存在模型具恒定性，在時間軸上具遍在性，在空間域中復有

超越性。如水分子的分子結構為 H2O，但萬水千流中的氫氧分子皆各各不同，亦

 
151《讀四書大全說》，頁 974：「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之成也。」。 
152《思問錄》，頁 453-454。 

 138



時時不同，顯示出器在時空中的侷限性及時效性；相對於此，H2O 的分子結構卻

萬水千流一致，展現出一恒定性、遍在性與超越性。 

雖然質器日遷日消，但卻也同時日代日生、日新日息，綿密不絕，曾無罅隙，

故日月之質雖日有消息，但陽而聚明之日道、陰而聚魄之月道恒有器的承載及支

撐而未有止歇，故而道器相須的狀態非但不曾遭到任何破壞，且能日新而不爽其

故，日新者，日新其中之陰陽分子；不爽其故者，不爽其陽而聚明之日道、陰而

聚魄之月道，此之謂「無恒器而有恒道」，亦為「器蔽而道未嘗息」的又一深刻

說明。 

是以不可因「無恒器而有恒道」及「器蔽而道未嘗息」之語遂推言道在器外、

器外有道。船山此二語之立說重點原在表述道器因其形上形下的存在形式而衍生

出的存在特質，而不在藉此說明道器的體用結構。猶如「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

一語，乃在強調唯有透過器的承載及支持，道方能獲得完全的呈露及開放，方能

完成其存在意義，証成其存在事實。缺乏器支持的道猶如無用之體，其存在事實

雖不可謂「無」，但終因結構、位置、內容及意義無法備成而虛餧欠失，只能成

為一口說浮談的概念，缺乏真實活潑的動能與生命感。嚴格說來，此時餧弱虛欠

的概念之道與充足飽滿的備成之道不論就價值、意義或內容而言，皆有本質之

異，其別實極判然，此亦船山所諄諄叮囑者：失用之體，其體亦非體者。是故，

「道之可有而且無者」所揭示之內容既不與「無其器則無其道」相抵，亦未有違

「天下無象外之道」的陳述。象外無道者，無備成之道也。嚴別概念之道與備成

之道，一方面透顯出船山思考的細密，一方面再度宣說著船山要求在實踐中完成

本體存在的學術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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