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體用相涵」思想之運用及開展之三 

──以人文化成為中心的考察 

 

 在儒學傳統中，人文化成象徵著生命最終的理想，也是世界最美的圖式；它

映顯著天道向人道的貫注，也迴盪出人道對天道的應答；它是天道的展現及開顯，

更是人道的實現與完成。而就在人道的實現與完成中，主體也完成了對天道的回

歸及參贊。以此角度而言，人文化成不僅是性命自身的完全開展，也是性命對宇

宙、天道的回饋。於是，我們看到天、地、人三維協力支撐起宇宙，共同繪寫出

一清朗、明亮、秩序、諧和、理性而圓善的倫理圖象。 

 

第一節  性日生日成 

一、未死以前皆生也 

《易．繫辭》有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學者遂常連結屢現於《易

經》文本的陰陽往來以詮說生死，而以氣聚成形、始生之日為生，以氣散形死之

日為死。對此類說法，船山甚不以為然： 

 

 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愚於此，竊疑先儒

說死生處都有病在。…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而必不可云生只是一次生。…

古之聖人畫卦序疇，於有生以後，顯出許多顯仁、藏用之妙，…直是有一

刻之生，便須謹一刻之始。…何嘗喫緊將兩頭作主，而丟漾下中間一大段

正位，作不生不死、非始非終之過脈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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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讀四書大全說》，頁 750-751。 



 

船山認為：以正死之日為死猶有可說，以方生之日為生則大有病。如果「生」只

限於方生之時，那麼生與死中間這一段歷程將如何定位與說明？是豈能言其不死

不生、非始非終乎？究其實，「未死以前皆生也」2，「到不生處便喚作死耳」3，在

形死之前，皆屬生事，皆是主體的生之狀態，生非僅為一短暫的動作，而是一段

在時空中綿延而開展的生命歷程。猶如由陰陽二爻可衍生出六十四卦，有生之後

的生命亦可變化出無限的可能，也必然會發展出無數的面貌；而每一個變化及發

展皆是生，因此「未死以前皆生也」之確義乃是由無數不間斷的生之點所延展而

出的生之線，綿密無間、毫無罅隙，故死只是一死，生不可說為一次生，此之謂

生生，此之謂不息，此即是生之歷程及真相，此方為生事之實然。故船山又說： 

 

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刻刻皆生氣，刻刻皆生理，雖連綿不絕不可為端，

而細求其生，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說此為生，

說此為始，則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須養，以德言之，

更不待修矣。4 

 

生理與生氣相為體用，刻刻皆生氣，故刻刻皆生理；刻刻有生理，故刻刻有

生氣。陰陽摩盪不息，變化日新，不同的排列組合創造出不同的面貌與內容，此

非「生」而何？故日日刻刻為生始、為肇造之朕，亦日日刻刻有已生、方生、未

生，是以船山方言：「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唯其日生，

故前無不生，後無不生」5。不只陰陽變化無間、生生不息，萬物自稚而壯而老，

形變德化，亦無時不易其故容，無時不生其新貌，故未死以前皆生也。在此我們

可以明顯地發現：對船山而言，「變化」即是「生」的具體內容，「天地之德不易，

                                                 
2《思問錄》，頁 417。 
3《讀四書大全說》，頁 751。 
4 同上。 
5《周易外傳》，頁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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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化日新」，由陰陽之屈伸浮沈、推移升降，世界面貌因而變化日異，此即生

生之德、不息之道。換言之，就天道而言，「生」的具顯並非見於由陰陽之「無」

到陰陽之「有」的發生瞬間，而是表現為陰陽自「彼」而「此」、自「此」而「彼」

的變合摩盪過程。同理，萬物之生亦不限於形成質凝之剎那，而是展示為在未死

以前一段時時改變、分秒不同的生命進程。因此，若但以方生之時為生，則生之

後不當亦不能再有任何改變，此將如「陶人作甕，一出窰後，便儘著只將者箇用

到底去」6，其邏輯之謬舛、思慮之不周固不言可喻。 

 

二、命日降，性日生 

(一) 天命之謂性 

 由於船山以「變化」闡發「生」之義蘊，且因此得出天地日生、萬物日生之

概念，故對《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亦有了嶄新的詮解視野： 

 

 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

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

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

受命於天。…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7 

 

 萬物形凝質結之瞬間為有生，有生以後至未死以前是皆生事，形體神德日有

變化，此即是日新而日生。不只在胎孕之初，「人物之生，一原於二氣至足之化」

8；即使在誕生之頃、長成之漸，亦莫不取二氣五行以為資養，或由呼吸以入，或

自飲食以得，其所呼吸者固為陰陽之氣，而所飲所食的天地之產，亦「皆茂美之

                                                 
6《讀四書大全說》，頁 750。 
7《尚書引義》，頁 300-301。 
8《周易內傳》，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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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所成」9，是皆受之於天，得之於天命，故船山又指出：「未生而生，已生而繼其

生，則萬物日受命於天地，而乾坤無不為萬物之資」10；而在《周易外傳》中，船

山對天之日命及性之日生有更具體的說明： 

 

陰陽之理，建之者中，中故不竭；行之者和，和故不爽。不爽不竭，以灌

輸於有生。陽行不息，陰順無疆，始以為始，中以為中，迭相灌輸，日息

其肌膚而增其識力。11 

                                                

 

形神、理氣互相為體，氣必有理，當氣灌輸於有生，理亦隨之傾注；氣凝形

成，理注神益，故既息其肌膚，亦增其識力；明德之性日生，氣質中之性亦日生。 

因此，「天命之謂性」之「命」殆非只降授於一時，人物對天命的繼受亦非僅限定

於一刻；天日命於人，人日受命於天；作為動詞之「命」乃是一永續無間的灌注

活動，作為名詞的「命」亦呈顯出萬變不齊的內容。而天命之謂性，命既日降，

性自是日受而日生，隨天命之所有而變化增益其所有，體異則用異，體有所變動，

則用自不居於常故，此自然之理也。職是之故，船山遂以「命日受而性日生」詮

發「天命之謂性」之義。 

除了透過呼吸及飲食以養人之形、生人之性外，習俗風尚亦天降命於人的又

一途徑。習俗風尚皆器也，是皆氣之凝結，是皆天也，「南方之氣中剛而外柔」，

易形塑出南方之強；「北方之氣悍發而難制」，易造就出北方之強12；南方之強與北

方之強乃形成神凝之後，在氣之日命及主體習染的雙重影響下所生益的後天之性。 

由此可知，在船山的思想體系中，「天命之謂性」實包涵了先天之性及後天之

性二論述範疇，形成之前為先天，形成之後為後天；而不論是明德之性、攻取之

性、好惡靜躁之性、氣質中之性等，皆是天命的範圍，然日生之性則必後天之性，

 
9《思問錄》，頁 420。 
10《正蒙注》，頁 286。 
11《周易外傳》，頁 681。 
12《四書訓義》，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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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不待言。 

 

(二) 福命與德命 

 第三章第二節有云：氣必有理，理有健順五常之至理及生殺治亂、昏明清濁

等條理，理別則氣別，然氣別亦理別。陰陽二氣必有健順之理同，然不能確保條

理之無異。因此，當天以氣理日命於人，其內容勢必有同有異；同者健順五常之

理氣，異者萬物已然之條理。對此不同的降命內容，船山分別以「德」、「福」詮

說其蘊： 

 

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惟其同，故一

亦善，萬亦一善，乍見之心，聖人之效也，而從同以致同，由野人以上，

萬不齊以至於聖人，可相因以日進。…惟其異，故人差以位，位差以時，

同事而殊功，同謀而殊敗也，而從異以致異，自輿臺以上，萬不齊以至於

天子，各如量而不溢，猶敷種以生，為稻為粱而不可移。13 

                                                

 

「致者，其有未至而推致之以必至也」14，乃是一人為努力的過程。凡天所命，

皆「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15，故有德有福，有同有異。德即健順五常之性，自

野人齊於聖人，倘能推致充拓之，則野人可進於聖人；福則化亭生殺、壽夭窮達

之遇，船山又稱為「氣數之命」；此類氣數之命縱勉力推致，亦不能令殺者生、夭

者壽、窮者通，不能使風折之稻結穗，不能起伯牛不癒之疾。雖然如此，人卻有

足夠的能力轉福為禍，使壽者夭、通者窮、： 

 

 
13 《周易外傳》，頁 934―935。 
14 同上。 
15《讀四書大全說》，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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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數之命，夭者不可使壽，而壽者可使夭；窮者不可使通，而通者可使窮。

故有耽酒嗜色以戕其天年，賊仁害義以喪其邦家。16 

 

船山雖認同天命有無可如何之遇，但並不落入命相方術家的宿命之說，而是

在客觀環境的限制下，昂然宣示人的主體性與決定權，強調主體對生命方向所需

擔負的責任，堅守儒者「修身以俟命」的立場。在此，我們看到「用以備體」思

維的強烈輻散。但見體對用的限制者為命相方術家的視野，而深察用以備體、體

用相涵之義，了解不只體能規定用，用也同樣能決定體，此則為儒家的莊嚴認識。 

福命之內容，乃人人各異；德命之內容，則人人皆同。雖則人人皆有仁義禮

智、健順五常的明德之性，但放失忘逝者仍所在多有，故小人奔途而君子罕見。

然若明德之性業已放失，那麼「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成德基礎與乍見生心的必

然惻隱將如何可能？船山云： 

 

在天命之為健順之氣，在人受之為仁義之心。…氣自生心，清明之氣自生

仁義之心。…天無無理之氣，而人以其才質之善，異於禽獸之但能承其知

覺運動之氣，尤異於草木之但能承其成長收藏之氣。是以即在牿亡之餘，

能牿亡其已有之良心，而不能牿亡其方受之理氣也。17 

                                                

 

人為二氣五行之秀者，故在性命日降的天道流行中，得同時承繼成長收藏、

知覺運動及健順五常之理氣；故縱先天之明德放失，後天的明德之性仍隨著清明

健順之氣的不斷灌注而日生其心，此之謂「德之灌注不已於小人」18。「乾不絕小

人而小人絕乾」19，命日降、性日生，但小人未能存養，遑論充拓，遂令仁義之心

旋臨旋去、明德之性旋生旋失。縱然如此，由於氣無間息，理亦無間息，性之生

 
16 同上，頁 728。 
17 同上，頁 1076。 
18《周易外傳》，頁 935。 
19 同上，頁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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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亦無間息，故雖小人乍見孺子入於井，亦必有惻隱之心流淌湧動，此惻隱之心

即起於日生之性、源於方受之理氣。因此，船山一方面指出由乍見方生惻隱乃是

「極不好的消息」，一方面卻也由此提示天道生生不息、命日降、性日生的活潑化

機： 

 

天之與人者，氣無間斷，理亦無間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學者正好於此

放失良心不求亦復處，看出天命於穆不已之幾。20 

 

 明德之性雖不求亦復，但若未加存養充拓，終究只是無法燎原的星星之火。

且如氣能聚則能散，性可日生亦意謂著可日流日放，故不可因性之不求亦復遂廢

人力而恃天工。相對於福命之不可充致、亦不當殫思竭慮以求充致，船山則強調

「君子致德之命，致而上極於無已」21之要。天命人以福以德，性命日生為天事，

致德命則為人事。體以致用，用以備體，唯有盡人事方能顯人道之尊、天道之妙，

亦是對天道最高的禮讚。 

 

三、性日新日成 

 船山嘗言： 

    

      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22 

                                                

 

在船山的思想體系中，性之「成」可分為二階段：質結形凝之初的「繼善成性」

及形生器備之後的「日生日成」。前者純是天命之降，後者則多人工所就。 

 
20《讀四書大全說》，頁 1077。 
21《周易外傳》，頁 936。 
22《尚書引義》，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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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命雖日受日生，但並不意謂主體皆能存養得住這日生之性，令日生之性獲

得實現與成就。在道德人格的展現上，主體握有絕對的主控權，只有主體能決定

自身將呈顯出何種倫理面貌、決定自身的上昇及墜落、安排自身的道德進程。此

一倫理面貌及道德進程即謂之「成」，而面貌及進程人人不一、日日不一，故船山

遂有「既生以後，刻刻有所成」23之語，性日生日成之說亦因之而得以成立。 

 日生之性為天道，日成之性為人道；性日生在於天，性日成則存乎人；日生

日成之性乃是天人共成就的結果，其中展示著體用相涵、動態辯證的生命真相。

以下就四方面闡釋船山「性日新日成」之義。 

 

(一) 知見日積 

 橫渠曾將「知」分為見聞之知及德性之知，而以德性之知為天德良知，見聞

之知為小知24。船山尊崇橫渠，注解《正蒙》一書時並未提出異議，而是以「行所

不逮，身所不體，心所不喻，偶然聞一師之言，見一物之機，遂自以為妙悟，小

知之所以賊道」25的疏釋，技巧地指出聞見之所以為小，蓋因未能身體力行，徒然

侈言闊談之故。船山雖推重張子，然對船山而言，客觀的知識實有其嚴肅而不容

輕忽的意義，知見之所得亦非僅是與己不親、無與於道的客感客識而已，而是日

新之命的重要內容： 

 

知見之所自生，非固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生，

資於見聞；見聞之所得，因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

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為一體者，知見之所

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介然恃其

                                                 
23《讀四書大全說》，頁 715。 
24 見《正蒙．誠明》、《正蒙．大心》，《張載集》頁 20、24。 
25《正蒙注》，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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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聞初見之知為良能，以知見為客感，所謂不出於熲者也，悲夫！26 

                                                

 

 日新者，即日生日成之意，生、成皆是由「彼」而「此」，由「此」而「彼」

的變化，既是變化，則是形改貌遷、不同於故，不同於故則為「新」，故曰「日新」。

知見者，即概念、知識之謂也。見聞者，為名詞時乃感覺能力，任動詞時則為認

知功能。萬物為見聞對象、認知客體，吾人透過感覺能力認知到對象，完成了「認

知動作」(即「見聞」)，復由認知動作的完成而有了「認識」，並因此形成「概念」

或「知識」（即「知見」）。由船山將見聞所得之知見一併納入日新之命的範疇，我

們可以發現：性命日新一方面有賴於天地氣化提供以客觀條件，一方面肇成於主

體的實質參與，乃是主體與客體辯証發展的結果，亦可謂體用相涵所成之「一」。 

 然則何以知見所生可充拓出日新之命、可涵攝於日新之命？此可由二角度說

明之。 

首先，知見之所生，生於見聞。見聞（感覺能力）乃吾人之良能，為性中之

本有，故船山以「人心之所先得」表稱之。既是天性之所有、氣化日益之良能，

則由此良能所得之認知乃是體以致用的必然作用與活動，何可拒於性命本體之

外？何以不能充盈並彰示性命本體的內容？ 

其次，見聞的認知對象乃天地萬物或自身。「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化

也；凶吉、得失、亨利、悔吝，無非天教也」27，「夫婦、鳶魚，為道之所昭著」28，

盈天下之間皆器也，皆道之用、道之顯，由用得體、即器遇道，則知見所得何有

非道？何非性命之蘊？故以知見所生、見聞所得為日新之命，何有不宜？ 

正因知見之認識主體為天授良能的感覺能力，認識客體為天道顯用流行的萬

有之器，故船山方言「見聞之所得，因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復因此二

條件俱為天理所有，是以船山又言「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故可

 
26《思問錄》，頁 420。 
27 同上，頁 423。 
28《正蒙注》，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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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誠」。換言之，知見的產生乃是吾心透過天理所予的良知良能向天理的認取，

亦可說是天理向吾心的開顯與呈露，乃是用其體以成體之思維模式的開展。是故，

愈豐富的認取即意謂著天道愈開闊的示相，也意謂著性命內容愈趨整全與廣涵。

由此，吾人可發現：船山之「全體大用」，除了表現為「質」的呈露之外，亦要求

「量」的拓增及盈注。29因此，船山表示： 

 

天下之亹亹者皆能生吾之心。30 

若古今名物象數，雖聖人亦只是畜積得日新富有耳。31 

                                                

 

「生吾之心」即在擴充吾人之心識、心量，既是認取天道，亦是對天道及自身有

更多的容納及更大的開發。是故，性命因日新而富有，由富有而日新，雖聖人亦

不拒天下之亹亹於性命之外。 

 透過以知見之生為日新之命的論述，船山提高了知識的地位，消泯聞見之知

與德性之知的限界，也拓展了性命的疆域與內容，使性命道德之量受可無限的拓

充與延伸。此外，船山將知識涵攝於天道性命之中，令知識無零碎餖飣之弊，然

亦無喧賓奪主之虞；知識為誠，為天理之本有，為良能可認取者，為可豐富性命

者，知識的意義更厚實而活潑，但尚不至被錯認為根源價值及認識首序，此中或

不能無調和朱、陸之微意。 

 

(二) 性日成 

 船山曾對初生之性及日新之性進行分梳： 

 

 
29 本文關於性體在「量受」方面的觀照及體會，蓋得之於王俊彥教授的提點。 
30《思問錄》，頁 423。 
31《讀四書大全說》，頁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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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為

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德

紹而仁之名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日生於人之心。惟嗜欲薄而心

牖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頃，而程子「雞雛

觀仁」之說，未為周徧。32 

                                                

 

初生之性乃繼善所成，「元者善之長」，故稱此初生之性為「元德」；凝命為人之後，

復立以「仁」之名。而不論元德或仁德，皆非盡於初生之頃；天理日流，刻刻有

生氣，刻刻有生理，是刻刻有仁。故程子雞雛觀仁雖不可謂非，但終是限時於初

生一刻，未觀照到生生不息的天理降命，亦未體察到無時不顯、無處不生的肫肫

浩浩之仁，因之未為周徧。 

日生的明德之性與初生的明德之性雖降受之時有別，但內容曾無或異，皆是

仁義禮智之理，皆無異於資始之元。既是如此，倘初生之元德尚未放失，自必與

日生之明德符節相合，又何須「日新」之後方得與日生之明德相遇？此豈初生之

明德異於後天日生之明德？ 

今按：元德之性自是仁義健順，無絲毫渣滓；但人或囿於形氣欲望、蕩情私

意，不免因情蔽性、以欲凌理，致元德之性遭受重重遮蔽，掩覆其原來面目。日

生之明德則受於方來之理氣，尚未受到主體情欲形質的遮掩，瑩亮度自不與遭掩

蔽的元德之性等。故惟嗜欲薄，使元德之性能擺落干擾，復其本原，方得與日生

之明德亭凝為一。「遇，則恰與之合也」33。 

由此可知，「日新」之意乃透過日去非理之欲、非性之情，而新其受蔽之故貌，

復其瑩然本體，以與日生之明德亭凝遇合為一。故曰日新者，就明德之性的「量」

而言，是增益與添注；就明德之性的「質」而論，則是還原及朗現。換言之，日

新日成之目標，乃是主體經由自覺及努力，使初生元德的內蘊得以被揭露呈示，

 
32《周易外傳》，頁 825-826。 
33《周易稗疏》，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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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道德本體得以開顯具現，同時保持得住日生日受的健順理氣，使性體瑩然光明、

不受遮蔽，令性量充滿、飽實盈溢；此即所謂的全體大用。就天道而言，性日新

日成乃是二氣消息聚散的自然現象；就人道而論，則是學者致力的成德工夫。故

船山指出： 

 

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

既現則一也。…孩提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

性富有也。34 

 

 由知笑而愛親、知言而敬兄，此皆是性命之日新；而之所以有此日新之貌，

蓋因主體之自剔自厲，日易其故、日新其德，使明德之性日漸朗現與呈露，引導

主體從事道德踐履、實現倫理價值。而亦唯有透過道德實踐，明德之性方得被形

著，亦方可言完成；體以致用，用以備體，體用相拓相充，唯義精仁熟而明德之

性方得全體現而大用顯。 

由是言之，初生之明德雖善，然不可言成，亦不得言備；以其只有天工，但

無人事；以其只有存在，並未活動；以其但有體，然未顯用。故船山說： 

 

孟子亦止道性善，卻不得以篤實、光輝、化、不可知全攝入初生之性中。…

此處漫無節奏，則釋氏「須彌入芥子」、「現成佛性」之邪見，皆繇此而生。

愚每云性日生，命日受，正於此處分別。35 

                                                

 

初生之明德但有而未成，故性善之名但在說明其倫理向度及道德潛能，而非表述

其道德境界，更非稱說其實踐成果。篤實、光輝、過化、不測不知之妙乃明德之

性全體朗現後所成就的大用，亦是明德之性大為昭宣後的功能，而唯有透過大用

 
34《思問錄》，頁 416-417。 
35《讀四書大全說》，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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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功能，明德之性方可謂完全開顯與呈露，方可謂充分的實現與完成，此亦由用

顯體思維之開展。以初生之「性善」為道德實踐之「性成」，乃是妄語邪見，未有

「用」與之相拓相充之「體」，如何能稱得上「全體」？天道的內容需要人道的周

全，天命之明德需要人工為其落實與展現。性日新乃是人向天道的趨近及回歸，

性備成則是一貫天人與性道的完成。即是基於此一理解視角，船山方表示： 

 

雖曰性善，性卻不能盡善之致，善亦不能盡性之藏。36 

 

 「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37，由道而善而性，乃是結構次序及涵量範圍的

遞說。由於善大而性小，故初生之性不能盡括善之藏蘊；但當性體展拓至全體大

用，上達於道，篤實光輝、大而化之之時，則又非善之涵量所能界說。故不能盡

善之致者，初生之性也；善不能盡其藏者，備成之性也，二性義自是不同。繼善

之性為道德根據，日成之性方為主體最後的道德境界。「在天之天，不貳；在人之

天，不測」38，初生之性乃天之天，有不貳之同；日成之性乃人之天，存不測之異。

論性者不能作此分別，混人事於生始，遂有「以成為始」之失： 

 

執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不足以立。以成為始，以得為德，

而生生之仁不著。39 

                                                

 

「成」、「得」，皆是後天所成之性，人人各別；「始」、「德」則初生之性，依

孟子學，則性善是也。但人或不能辨，性分三品之說正是以成為始、以得為德而

來的誤認；相對於此，現成良知、現成佛性等論點「廢人工而不講」40，則屬以始

 
36《讀四書大全說》，頁 1017。 
37《周易外傳》，頁 1006。 
38 同上。 
39《周易外傳》，頁 826。 
40《讀四書大全說》，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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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的無知。凡此，皆是將「體」視為一僵固不動的存有，而不能識及在體用相

涵的發展中，體、用的面貌固因其間之互動而時時相異。在此論述語境下，體為

本體，用為工夫，本體的內容雖始終如一，但因工夫所至，體的呈露程度遂有不

同，所展現出來的面貌亦自不同，吾人所認取的內容遂有不同。 

「以成為始」之「成」，乃各人最後所達的道德層次；「以始為成」之「成」，

為性德全體大用的境界；日新日成之「成」，則是時時刻刻因德行進退而呈顯的道

德面目。在此，我們看到作用的顯發程度決定了本體的高度，用以顯體、用以証

體，亦唯用得以備體。人道之尊嚴並不建立在天命於人的道德根據，而在於透過

進德工夫所顯露的道德本體能有多少的瑩亮透明，在於此道德本體能流顯出多少

作用活動，在於此道德本體能有多少的開展與實現；堯、湯之誠明即在乎是： 

 

  成湯於天所錫予之靈覺，時勤內省而瑩治其本體之光輝者也。…帝堯於心

所獨尊之至理，大為昭宣而益顯其所性之功能者也。41 

                                                

 

 成湯日新其德，一日有一日之身心，一日見一日之本體，一日復一日本性所

具備之理。帝堯日成其性，一日顯一日之功能，一日起一日之大用，澤及生民，

篤實光輝，性德所充，固已與天地並，殆非「善」之一字所能形容。 

不論成湯或帝堯，其身心性德並未因已臻全體大用而遂定止於一型，內省其

德、昭宣其性的努力亦不能因此而告斷歇。「成」字所表達者乃境界的圓成及方向

的歸止，而非生命的停頓與努力的息絕。日新日成是生命永恒的實相，氣化不息，

日易其故，宇宙及生命的圖象永遠萬端；對君子而言，日新日成亦是終生無違的

努力目標，知所未知，行所未行，日新又新，日成又成，不容自已，何有終極，

何有不能再增刪一毫的不易之「成」？何有不能再增加之「量」？ 

因此，停凝不動的「成」不只不存於聖人，亦不能見於天地；天道與人道恒

 
41《四書訓義》，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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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日新日成的自然或自覺狀態中，無有終極，未見究竟。是故，不只人無究竟

之日，連天道亦無究竟之時： 

 

天無究竟地位。今日之化，無缺無滯者為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為

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為疑矣。大綱說來，

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

其未得者，日日新而不已，豈一有成型，而終身不舍乎？…觀之於天，其

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42 

                                                

 

「究竟」乃至善之終止，不能減一分，不能加一毫，其型範不可、不能亦不當有

任何改變的空間，其內容蓋全知、全得、全能的廣涵與包納。而氣化不息，日新

其貌，新者已得，未新者未得；既有未得之貌，則天非「全得」的包舉，亦即不

能有「究竟」的內容與特質，是以船山高聲宣示：「天無究竟地位」。天無究竟，

聖人更無究竟；成德境界無止境，工夫亦無止境。以「可停頓息止」為義的「成」，

永遠不可能存在於儒學的思想體系中。 

是以，「日新日成」既是生命及世界的必然圖象，同時也是紮實的踐履工夫，

亦為學者致力的道德方向；或許還可以這麼說：那是一個吾人皆已身歷其中，但

卻永遠不能宣稱已經到達的地方。 

 

(三) 才日生 

 天之命人，有理有氣，有神有形，有性有才。才為器質形色，並由此器質形

色而生的好惡靜躁、愚賢敏鈍之資。明德之性眾人皆一，器質形色則各異如面，

故繼善之性皆具相同的仁義禮智之德，但形色之才則因「造化無心，而其生又廣，

 
42《讀四書大全說》，頁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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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凝合之際，質固不能以皆良」而不能無高下全偏之異。體因用備，性以才顯，

德由才盡，然天生之才若有偏陋，無法彰盡性體之淵奧，則將奈何？對此疑惑，

船山提出解答： 

 

 用之大者因其才，性其本也，性全而才或不足，故聖人不易及。然心日盡

則才亦日生，故求仁者但求之心，不以才之不足為患。43 

 

 唯才可彰顯性體之大用，故船山亦同意才之不足乃構成聖人不易及的因素之

一。雖則如此，吾人仍不必坐困愁城，形色之面貌無可改易，但形色所具備的聰

明幹力等「能力」卻可以透過自覺的努力及修習而日漸增益，此之謂日生其才，

此之謂才日生。故船山又說： 

 

 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

不倦而日新。44 

                                                

 

 形質為氣所凝就，志壹則動氣，故篤志於聖德，以學以思，自可致曲有誠，

拓才之偏、矯才之陋，使耳益聰、目益明，日益才之識力。 

另一方面，如第三章第五節所論，形色耳目的本質原在於對萬物如實合宜地

辨識、判斷與安置，而非只是接收與感知；形色之才既實踐道德，其本身亦為道

德。「耳以聰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惟與思為體」，與心思相為體用之形色，聰

明謀哲，見善而覺善，見惡而知惡，是是非非，好好惡惡，其所視聽言動，莫非

本心本性之發用。職是之故，船山方有「心日盡則才亦生」之論斷，此亦「工夫

至到，本體透露」之意。此語境下之「才日生」一如性之日生，不只在還原及朗

現形色的本質，亦在增益及拓展形色之能力；本質所受的遮蔽愈少，量能的力道

 
43《正蒙注》，頁 200-201。 
44 同上，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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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因人多受私欲私意之蔽，而不能知才之本質，不能盡才之大用，故令才有

所遮蔽，無法具顯其存在內容，亦無法拓增其量能。唯有學思並進，日盡其心，

日知其性，方能日生其才。而當才的道德本質日漸呈露，形色的能力自可由接收、

感知而至辨識、判斷，進而完成以物付物的回應與安置，亦即由視而明而哲、由

聽而聰而謀，形色能力將益趨弘大，此即日益其才、日生其才。 

是故，船山雖主張才有偏全，且承認才之偏濁者在成聖之路上確有較多崎嶇，

但因形色本質皆一，皆能成就道德且成為道德，故才之偏濁者雖不易及聖人，卻

非不能及。倘能擺落私欲私意對心、才的種種遮蔽，透顯形色之本質大用，則聰

明謀哲之良能仍將穿透愚鈍偏陋之先天結構，釋放其強大能量。故船山指出： 

 

   才以日用而生，思以引而不竭。45 

 

 日用者，即日日拓展其大用，時時呈露其面目，而就在形色本質的日漸開顯

中，形色之才的能力亦將日漸張大，由知感聞見之小用擴充至判識處物之大用。

當此之時，偏濁愚鈍之才非但無法範囿主體的成德可能，且正是主體得以衝破限

制、樹立人道尊嚴的最佳明証。對此於有限之中開拓無限的豪壯作為，船山稱之

為「命自我立」： 

 

性命於天，而才亦命於天，皆命也。晏嬰才有所蔽，不足以至於孔子之廣

大，若是非之性則無以異也。仁義禮智之體具於性，而其為用必資於才以

為小大偏全。唯存神盡性以至於命，則命自我立，才可以擴充以副其性，

天之降才不足以限之。故君子於此，以性為主，而不為命之所限。46 

                                                

 

 性、才皆命，才不足則用小，用小則其體不弘。天之降才或有偏小愚拙，但

 
45《周易外傳》，頁 948。 
46《思問錄》，頁 227。 

 268



可益可生、可充可拓；而正是在日生其才的努力中，人的主體性獲得完成與昭顯，

主體非但不為形色所困，且能開拓形色、實現形色、圓成形色。能令人有其才者，

天也；能令才「篤實以發光輝」47者，人也。承命為天，立命為人，在立命的努力

中，我們看到勇氣與豪情的美麗展現。 

 

(四) 習與性成 

 船山性日生日成之說，既指出了氣化日新、天命日降的自然不容已，也精確

地解釋了人性之所同與人性之所以異，且在性命範疇中妥善地安置了天、人的位

階：天道有生人之德，人道有立命之權，天人各司其職、各有其分。人皆具仁義

禮智之明德，故不可妄自菲薄；唯此明德之性有待人的實現與成就，絕無現成之

理，故又不可據以自恃；唯有透過體用相涵的辯證發展，才能決定人性最後的圖

示。船山說： 

 

 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

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

懸一性於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侀，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

有不善」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嗚呼！豈不妄歟！48 

                                                

 

繼善成性之性為先天之性，涵明德之性、攻取之性、好惡靜躁之性，是皆氣質中

之性。後天之性乃天命日降及主體日新日成所共同造就，而尤重人工所得，特見

「用以備體」之義。先天之性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後天之性則各因工夫之

所至，遂透顯出瑩暗不一之本體，其性遂有善不善之別與高下之異。明德之性乃

上天致贈之厚禮，後天之性方為蓋棺論定，乃是主體最終的道德層次。船山即以

 
47 同上，頁 422。 
48 《尚書引義》，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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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解視角詮發孔子「習相遠」之語與《尚書．太甲》「習與性成」之義： 

 

 孔子固曰：「習相遠」也。人之無感而思不善者，亦必非其所未習者也。如

從未食河豘人，終不思食河豘。而習者，亦以外物為習也。習於外而生於中，故曰

「習與性成」。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49 

 

 先天之性或有偏全，然偏者乃短於此而長於彼，雖非至善，亦不可謂不善。

後天之性雖有受之於天，然亦成於人之自取自用，「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

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50；此一受承、取擇、起用之過程，即謂之「習」，

乃是形塑後天之性的主要決定因素。 

「習」的首先表現方式即透過時代、地域背景等管道所造成的影響及漸染，船

山稱之為「習俗」： 

 

 強出於性也，而生乎氣。有以性之剛正者而作其氣焉，有以氣之偏至者而

迷其性焉，此不可不辨也。…夫氣之偏至，則因乎地矣，若吾性中剛正所

生之氣，則任道之資，學者所尚，而地不足以限之也。…南方之氣中剛而

外柔，遂相習為南方之強矣。…北方之氣悍發而難制，遂相習為北方之強

矣。抑而知習俗之不可以移人，而變化氣質之自能全吾性之堅貞以無所屈，

為學者任道之全功。51 

                                                

 

 剛正之氣所生之強乃源自明德，大中至正，無所偏倚；受南北地域風尚所習

染而生之強則各有偏失，為後天所就之性。南方之強所受承、取擇、起用者皆中

剛而外柔之習俗，習俗非內生，乃自外襲，是亦廣闊天命的內容之一。主體透過

 
49 《讀四書大全說》，頁 962。 
50《尚書引義》，頁 301。 
51《四書訓義》，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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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接引，習受此氣於外；既習受之，復取用之，日日習受，日日取用，終

至內化為生命的一部份，形塑出南方之強的後天之性，此即「習於外而生於中」，

是謂「習與性成」。一言以蔽之，「習與性成」乃是一內化的過程。 

除了習俗之外，飲食起居、見聞言動等莫非「習」之供應來源，莫非「習」

的發生對象，亦莫非「習」的活動場域： 

 

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

性之善；而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52 

                                                

 

在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習與性成原有向上攀越及向下墜落二種可能方向。習

於正則成性之善，亦即令明德之性層層開顯，呈露其瑩然本體，綻放其篤實輝光；

亦可使明德之性愈趨富有，沛然莫禦，流顯敦化大用。習於駁則成性之惡，性之

惡者無他，乃明德之性的掩抑及遮蔽，健順之德的餧弱及稀薄，仁義之心的放失

與陷落。是以君子須自強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53，令日生之性有善而

無惡，令日生日成之性與初生的明德之性相互輝映。故船山又說： 

 

 氣日生，故性亦日生。…乃氣可與質為功，而必有其與為功者，則言氣而

早已與習相攝矣。是故質之良者，雖有失理之氣乘化以入，而不留之以為

害；然日任其質，而質之力亦窮，則逮其久而氣之不能為害者且害之矣。

蓋氣任生質，亦足以易質之型範。型範雖一成，而亦無時不有其消息。始

則消息仍因其型範，逮樂與失理之氣相取，而型範亦遷矣。若夫繇不善以

遷於善者，則亦善養其氣，至於久而質且為之改也。故曰「居移氣，養移

體」，氣移則體亦移矣。…乃所以養其氣而使為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

 
52《尚書引義》，頁 302。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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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習是也。是故氣隨習易，而習且與性成也。54 

 

 船山於此清楚地說明了習與性成的過程。盈天下之間皆器也，飲食起居、見

聞言動、風尚習俗皆器也，皆氣之所凝。「習」對人的漸染與形塑，乃是透過氣不

絕如縷、無聲無臭的傾注。 

人蓋由氣凝而有形質，形質一成，即有具體可見的結構規模，船山稱之為「型

範」。既為型範，雖非必不可移易，然型範的改變自是不能如氣之消息往來般迅速

快捷。因此由天地降命、風俗習尚、耳目聞見等途徑所得之氣雖日注於人，但因

氣變合無間，時消時息，不能常住於人，存留於形質中的時間有限，除非源源不

絕的傾注，否則改變此型範的能力固自有限。其次，若形色質才有著較高的資地，

對失理之氣的受承度即較小，取擇此失理之氣的可能性也較低；反之亦可類推。 

雖然如此，型範並非不可改變。倘主體未有自覺，一任質與氣相取相受，令

此美才良質獨自與失理之氣相抗，而全然未教「心思」參與成性存存的工作，時

日一久，美才良質亦將力衰神疲，終與失理之氣相攻取，遂致型範遷改、不善之

習由外受而內生，此之謂習與性成。 

明德之性人皆有之，器質形色之偏正純駁則人人殊異。然質之秀美者猶有為

失理之氣習染之憂，況質之羸弱者乎？當然，上述習與性成的發展方式自可有截

然相反的走向，亦即令型範之駁鈍者變化氣質而日成其性善，日增其明德之量，

日復其明德之光。「習」之義大矣哉！ 

 船山曾為「德」的形成方式進行分析： 

 

 德有性之德，有行道有得之德。…如行道而有德，得自學後，非恃所性之

理也。55 

                                                

 

 
54《讀四書大全說》，頁 860―861。 
55 同上，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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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德源於天，行道有得之德成於人；由「性善」見天德，於「習相遠」觀人德。

對船山而言，此正《孟子》與《論語》之大分野，亦孔、孟不同的示教方向： 

 

 孟子言性，孔子言習，性者天道，習者人道；《魯論》二十篇皆言習，故曰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56 

 

 繼善成性，天道也；習與性成，人道也；而只有在精勤不倦、死生以之的努

力中，人性的高貴與尊嚴方能完全展現。 

 

四、全而生之，全而歸之 

對於死生大事，儒家思想傳統向來是「謹於知生，而略於知死」57，而對於孔

子「未知生，焉知死」之教，船山殆如是理解： 

 

故夫子正告子路，謂當於未死之前、正生之日，即境現在，反求諸己，求

之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中，以知生之命；

求之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之中，以知生之性；

求之於「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以知生之氣，只此是可致之知，

只此是知之為知之。58 

                                                

 

孔子提示子路須先求知生，然所當知者何？船山指出當知三重要生事：天命不息，

日降日受，此乃生之命；赫赫明德，日用而或不知，此為生之性；習與性成，當

集義養氣以盡性踐形，此則生之氣。 

 
56《俟解》，頁 493。 
57《周易外傳》，頁 1041。 
58《讀四書大全說》，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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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只是一死，生未是一次生，未死以前皆生也，「道之不息於既生之後，生之

不絕於大道之中，綿密相因，始終相洽，節宣相允」59，道與生相為體用，體以致

用，用以備體，以道而生生，以生生而顯道；用其體以成體，道用生生以成道，

生生用道以生生；體用相資相涵，故曰綿密相因，始終相洽，未有孤存之時。 

 生事已知，然則死義若何？該如何理解「死」，面對「死」呢？船山說： 

 

 反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則全而生之者，必全而歸之；而欲畢

其生之事者，必先善其成之之功，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60 

                                                

 

 「死」者，即歸也，歸返天地，歸返太虛；然此僅為最淺薄的理解。要深刻

地了解及面對「死」，則必先深刻地了解及面對「生」。「生」乃一綿密的日新日成、

體用相涵之歷程，既受之於天，亦成之於人，主體所成就的最後面目訴說著主體

面對「生」的態度，也總結著主體對「生」的回答，並決定了面對「死」的姿勢。

「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61乃是君子對「死」的期望與認知。全而生之者，天

所命我之良知良能、仁義明德原無絲毫欠缺，故曰「全」；全而歸之者，臨終之際，

回顧此生所得，本心未放，道心未失，習性所成幸未掩蔽明德之性，無悖於初生

之命，無忝於天地乾坤，故得將道所予我的一分健順五常理氣歸返天地，此即「全

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寧」62。惟全生全歸乃知死生大義，乃為盡人合

天的人道之極： 

 

善吾生者即善吾死。…歸者人之能，君子盡人以合天，所以為功於神也。敔

按：全而歸之者，必全而後可謂之歸也，故曰歸者人之能。
63 

 

 
59《周易外傳》，頁 1007。 
60 同上。 
61 此為朱子語。船山論及先儒論生死大義時表示：「先儒之說，唯朱子『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

一語為有津涯，其餘則非愚所知，而閒亂於老、釋多矣。」見《讀四書大全說》，頁 753。 
62《正蒙注》，頁 190。 
63《正蒙注》，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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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而歸之」之所以有如此莊嚴的意義，蓋因君子返歸於天者不只有氣，更

有下艱苦工夫而存養未失、光大昭著的健順至理。事實上，「死」者歸也，所歸者

即氣即理，諸儒於此多未見其義。船山指出：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其語固陋；乃諸儒於此，撇下理說氣，而云死便散盡，

又云須繇造化生生，則與聖人之言相背。…蓋孟子合理於氣，故條理分明；

諸儒離氣於理，則直以氣之聚散為生死，而理反退聽。充其說，則人物一

造化之芻狗矣。64 

 

 以氣聚為生，氣散為死，此固多數儒者之共說；唯前儒多未識得理氣相與為

體、理氣無分體之實然，而單提氣之聚散，致死生大義不彰，復不能昌明天人體

用相涵之綿密相灌、相資與相拓。此外，因學者遺落理而單說氣之聚散，遂發展

出器死形亡，則氣亦隨之散滅無餘的錯誤論斷；如果能確實體察理氣互為體用的

依存結構，則必知此說之舛謬：「理」安有散滅無餘之時？船山申明生死之理： 

 

男女構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自來；形氣離叛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往。…

氣往而合於杳冥，猶炊熱之上為溼也；形往而合於土壤，猶薪炭之委為塵

也。…則往固可以復來，然則歸其往者，所以給其來也。65 

                                                

 

 船山雖同意生死乃氣之聚散，但聚散非生滅，而乃往來升降、屈伸消息。在

此議題上，船山謹守橫渠規模，與朱子判然分途。 

器毀形亡，氣散歸太虛，此即「往」；器成形生，氣聚凝生質，此謂之「來」。

氣之散返太虛，如灰燼消融於塵土、煙霧融散於蒼穹，原有的型範結構及排組序

列皆隨形器的消毀而消毀；但最原初的存有形式，亦即陰陽之氣，則是紛紛脫離

 
64《讀四書大全說》，頁 753-754。 
65《周易外傳》，頁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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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型範規模，以飄游的存在狀態絪縕於太虛之中，此之謂「歸其往」。 

當又一形生器成，若該形質剛好範圍住此氣分子，此氣分子自須以構成質料

的角色提供此形器之所需，此即「給其來」。唯須注意者，此氣分子必不可能與組

成前形器之眾多氣分子再凝就一器，原班人馬不可能再聚，原排組序列亦不可能

再生；氣化絪縕四散，如何圈禁停凝得住一定之氣？杯水入海，豈可能重新舀回

此水？船山進一步說明氣之聚散往來： 

 

其往也，渾淪而時合；其來也，因器而分施。…則或一人之養性散而為數

人，或數人之養性聚而為一人；已散而聚，而多少倍蓗因之以不齊。故堯

之既崩，不再生而為堯；桀之既亡，不再生而為桀。藉其再生，則代一堯

而國一桀矣。66 

                                                

 

器亡形死，一形之氣或散而入數形，數器之氣或聚而為一器，要之，絕無原

音重現之理；因此，對朱子認為「太極仍用其故氣」之說將會落入釋氏輪迴的擔

憂，就船山而言乃是過慮。朱子以由無而有之創造為生生，船山則主張變化重組、

日新其故即是生生。 

 雖然堯不能再生為堯，桀不能再生為桀，但依據船山之思想脈絡，則「堯舜

之神、桀紂之氣，存於絪縕之中，至今而不易」67。堯舜桀紂既亡，則堯舜桀紂之

氣必散歸入太虛，應機而待用，且不知已經幾番聚散。 

言氣即離理不得。故堯舜光輝明德之性隨氣存於絪縕之中，桀紂暴虐悖德之

性亦隨氣浮游於太虛，隨時而起用。透過此一分梳，我們終於明白，何以知生而

知死，何以善吾生者即善吾死，何以全生全歸為君子終生之憂、人道之極： 

 

 充性以節養，延於他日，延於他人，而要有餘清；充養以替性，延於他日，

 
66 同上，頁 1045。 
67《正蒙注》，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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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於他人，而要有餘濁。…是故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自我盡之，生而存

者，德存於我；自我盡之，化而往者，德歸於天地。德歸於天地，而清者

既於我而擴充，則有所埤益而無所吝留。68 

                                                

 

 充性者，充拓仁義禮智之性；節養者，節制非理之欲。人受天地之理氣以生，

死而散返有生之理氣於天地，是天地生人，人亦生天地；天地成人，人亦成天地；

天地與人互相為體，互相為用。未解及此，且但以氣之聚合為生，氣之滅盡散裂

為死，擱落下理，則天人關係乃純粹自上而下的號令，只有單線的決定，而非相

互充注的依存；天之生人將如人做陶偶，形器一成，則人自人，偶自偶，判然獨

立，各不相與。若果如此，人將如天道之傀儡，完全沒有主體性，將使「人物一

造化之芻狗」耳。實則，天地與人乃為體用結構，相資相因、相淪相灌、相充相

拓、相備相成；人恃天而生，天賴人以顯；人因天而成，天以人而備；天開展了

人，人也拓充了天；天規定著人，人也決定著天。因此，人能全歸以贊天地，亦

能為桀紂以累造化，體用相涵的結果，是世界的圖式由天人共同完成。 

人能生造天地，且必透過理氣之歸返而生造天地，故變化氣質之目的蓋不僅

在於致曲達誠，而更在挹注宇宙天地的健順正氣；日益其才、日新其性亦非止於

揭示道德本體的瑩然光輝，乃更在豐盈天地的誠篤至善；集義養氣、盡心踐形實

不再只是個人的修養，而是為天地立心的莊嚴任務；成德結果亦不只關係到個人

的道德面目，更決定了宇宙秩序及世界圖象。 

「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所以事親」69，全而生之

是天對人的供給，全而歸之則是人對天的回歸與回饋；「知死生之說，以為功於造

化」70，為功於造化亦是人對天地的參贊。透過此一詮發方式，船山為參贊天地提

供了具體而合理的說釋，使參贊不再只是形上學概念，而成為一可成就、可理解

 
68《周易外傳》，頁 1046。 
69《正蒙注》，頁 22。 
70《讀四書大全說》，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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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說明的存在論事實、倫理學作為與道德境界。人對天的參贊既意謂著人對天

的支持，亦是人對天的助成；在參贊天地中，人既完成了自身，也完成了天道；

既使自身之存在內容及意義得以開顯，也開顯了天的蘊涵；體用相涵的思維在此

有著極深邃的線索與極廣袤的開展。 

而當人能夠以參贊的方式回饋天地時，人的主體意義業已提高至本體地位，

不僅為天道之用，尚且可為天道之體。以人為主體的世界是倫理世界，以天人相

為體用的世界乃是人文世界；而只有在充滿理性光輝的人文世界中，天道的內容

與意義方能獲得認識與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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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聖人與天地相斟酌 

 「天人合一」為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71，在儒學傳統中，它表現為存有本體、

存在本質、活動律則、行為方向、倫理向度、道德價值，乃至精神境界的合一；

當然，大多時候，「天人合一」所揭示者乃為一努力目標與生命理想，而非現成事

實。孔子「下學而上達」和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等說法，指出了天人內在本

質的通貫性；而《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論述則為此內在本質的通貫之所以可能

做出了說明。 

 繼承此思想脈絡，船山亦篤信天人之間存在著極其緊密的連結；透過此一連

結方式，天、人的深刻內容得以被展示與完成，且在此一結構範式中，成己成物、

人文化成的儒家理想將獲得實現。 

 

一、用以備體：人能弘道 

 宇宙萬物之終極本體曰「道」，在中國哲學的語言習慣中，亦常稱代為「天」，

或成詞為「天地」，又或以「太極」為稱名。然不論何種稱說方式，其內容皆乃「所

以出萬物，成萬理而起萬事者也，資生資始之本體者也」
72。天道不僅為宇宙萬物

之存有本體，亦為其道德本體，宇宙萬物的所有價值及意義皆指向天道，亦歸止

於天道。群有之器、陰陽之往來生化、萬物之亭毒豐殺莫非道用，莫非天道之活

動流行。 

 雖然天道為一切意義與價值的根源，本身具有充分的意向性及倫理學意涵，

然而若無「人」為其昭顯，則其倫理意涵及價值意向將無法獲得定義、認識與說

明。船山指出： 

                                                 
71 參見張亨：＜「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收入沈清松編：《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

觀點》(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 179 - 212。 
72《周易內傳》，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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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化，天地之德，本無垠鄂，唯人顯之。人知寒，乃以謂天地有寒化；

人知暑，乃以謂天地有暑化；人貴生，乃以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仁義，

乃以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人之道柔與剛。73 

 

 人與萬物同具靈明知覺能力，故能知寒暑雨暘。因能感知現象，故知得天道

有此內容，天道內容於是得以被認識及說明，亦即得以向人、物展示其存在。透

過認知作用，天道進入「人」的意義網絡，且在此意義網絡中擁有存在座標與結

構位置；此乃人對天道的開放，亦是天道對人的開放。 

 除了知寒知熱的靈明知覺外，人另獨具深刻的察識能力，此即「心思」，「動

物亦能知感，然不會得思」。靈明知覺可認識現象，但唯心思能察識隱身於現象後

的深刻義蘊，亦即形而上之道。故人、物皆能知寒熱，然唯人可辨陰陽、體健順、

立柔剛。陰陽生生之化、剛柔健順之理體現了天道的道德內容與價值意向，天地

之大德在於斯，天地之妙用在於斯。而此大德妙用唯賴「人」揭示之、昭著之，

只有透過「人」的認取，天道的深刻蘊藏方得向世界開顯及呈露；故船山說：「顯

天地之妙用者，人實任之」74，此亦「用以顯體」之意。 

 進而言之，天道之大德非僅恃人以顯，實亦待人以成。船山說： 

 

 人之為倫，固有父子，而非緣人心之孝慈乃始有父有子，則既非徒心有之

而實無體矣；乃得至誠之經綸，而子臣弟友之倫始弘固已。天地之道雖無

為而不息，然聖人以裁成輔相之，則陰陽可使和，五行可使協，彝倫可使

敘，贊之以大其用，知之以顯其教，凡此皆人之能。75 

                                                

 

 
73《讀四書大全說》，頁 704。 
74《周易外傳》，頁 882。 
75《讀四書大全說》，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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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以二氣五行之實為體，健順五常、仁義禮智之理則為其大德妙用，而恒

常展現於人倫之中。此蓋因人能受健順五常之氣以成明德之性，復具「足以率其

仁義禮智之性」76的形色，故得彰著天道之教、張大天道之用，完成天道、備全天

道。 

 人倫固有父子，然細究之，父子亦可止於形式的關係聯繫；唯有經由孝慈之

心的灌注，形式的存在方得化為道德的人倫秩序。天地間有許多形式關連之實在，

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等，此等形式雖是客觀實有，然若未有仁義之心的流

盪充周，形式存在永遠不能開展為倫理圖象。只有透過仁義之心的發揚及實踐，

形式存在方具有道德意義與價值，存在於形式關係中的天道大用、人倫大教方能

開顯，天道始得形著昭示，此之謂人能弘道。故天道的形著昭示，實乃建立在踐

發人道的基礎上： 

 

   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77 

                                                

 

 「盡器則道在其中」、「盡器則道無不貫」78；「盈兩間皆器也」，故盡器者，即

周全天地、周全物我，令物我各得其所，各成就其道德面貌、備全其道德內容、

彰著其價值意義，亦即盡成己成物的人道之極，盡人道則天心自現、天道自立，

故曰唯盡人道者能體現天道，是以於灑掃進退、溫清定省之中得漸至性命之理79，

此亦「用以成體」、「用以備體」之大義。 

 

 
76 同上，頁 1072。 
77 同上，頁 541。 
78《思問錄》，頁 427。 
79 林啟屏曾指出：「儒家將其對於『超越面向』的祈嚮，寄寓於『俗世生活』的論述之中，進而使

得『俗世』的生活亦分享了『神聖』的性質，此時『世俗即神聖』、『神聖即世俗』。見氏著：《儒

家思想中的具體思維》第五章＜儒家思想中的「一體觀」與現代化的發展＞，頁 282；該文對

儒家「天人合一」(一體觀)有極精闢的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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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繇體達用：天者器，人者道 

 在天人關係的討論中，船山曾提出一重要觀察：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

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80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體不可見，形器可見，道為體，器為用。

以天為宇宙本體，以人為天之顯用，此固學者共認，船山亦無異議。唯船山以其

卓識，注意到存有具有豐富的存在內容，在不同的組合、不同的結構範式及不同

的角色變化中，存在可切換出不同的存在面貌與意義，並展現出不同的存在內容

與特質，以是而推導出「相為體用」的體用思想。以此思維方式開展於天人關係

的理解中，遂使船山發展出「天者器，人者道」的詮釋視野。 

 道為形上之隱，器為形下之顯，當「天」被界義為天地萬物時，自是形下之

顯，蓋指一切現實存有。相對於天地萬物的形下實在，「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

見其迹」的人道自為形上之體。就「不見其迹」，故人鮮知之而言，人道為形上之

隱，故「人者道」；而就「官天府地、裁成萬物」的「均和主持」
81之功而言，體

以致用，繇體達用，天地萬物受成於人，人有主持均和之權，則人道自是天地萬

物之體，是亦「人者道」。故船山又說： 

 

   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82 

                                                

 

 
80《思問錄》，頁 405。 
81《周易外傳》，頁 1043：「唯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生而成其性，其生乃伸。…形

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均合而主持之」。道為萬物之體表現在「均合主持」，人既為天地

萬物之體，則對天地萬物是有均合主持之權。 
82 同上，頁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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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則，人如何展現其主持分劑之權？船山指出： 

 

 天地府大用而官之，震、巽、坎、離、艮、兌受材於乾坤而思肖之，繁然

各有其用。故天地之間，其富矣哉！聖人受材以肖陰陽之德，陰陽之富有，

皆其效法也，將繁然盡用之乎？繁然而盡用之，則純者、駁者、正者、奇

者弗擇而求肖之，必將詭而趨於不經；故有所用，有所不用。有所用以興

利而不以立教，有所用以立教而不以興利。83 

 

 天道廣大，無心而成化，「雨暘任其所施，禾莠不妨並茂」84，生殺豐欠之理

並具，則亦生殺豐欠不絕於天地。正因如此，聖人面對自然萬物時，須有所擇取，

由繁多的客觀之實然中辨別價值之應然，可資興利者用以興利，可資立教者用以

立教，必使天地萬物與物我的對待關係及結構位置皆得到最妥適的安排，使天地

和諧而秩序，各奠其位，各安其素，既盡己性，亦順物情： 

 

 是故《易》之於水火也，不用以教而用以利，用以利而猶不盡用之。…其

於風也，不用以利而用以教，用以教而猶不盡用之。85 

                                                

 

《易．說卦》：「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乃是用水火之利然未盡用，盡用水則病於

淫潦，盡用火則禍於炎燥。而風之可利者少，「天地之所可弗用者月也，其次則風

也」86，是故聖人取以立教；巽象木則取其「有實」，象風則取其「及遠」，然亦當

知止，不可盡用風之教，以免流於「可散而不可聚」87之弊。 

 在此，我們看到聖人官天府地、裁成萬物的具體展現：鉤掘萬物的倫理意涵，

 
83 同上，頁 1086。 
84《周易內傳》，頁 529。 
85《周易外傳》，頁 1088-1089。 
86 同上，頁 1088。 
87 同上，頁 1088-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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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物進行定位、界義及詮釋，而其中實充滿道德自覺與道德判斷。聖人自覺地

依物性己情安排自然萬物在人文世界中的結構位置、意義向度與開展方式，「若牛

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88，此即是主持、裁成。而所有的主持裁成、

官府均用，皆須立足於對世界的如實辨識與理解，方能在不悖物性、不牴物情的

基礎上，達到「利用厚生」功效的極大化。 

 一如前文所揭，倘要如實地還原天地、辨識世界，須刊落私情私欲，盡心踐

形，使耳目、心思相為體用，自可有以物付物的妥貼與清明。雖然用物之判準在

於人，不免以人之思維角度及需要為主要出發點，但若悖離物性、一意孤行，則

所用者必有不為所用之虞，所欲得用者必有不能得用之憂。如取馬以耕、取牛以

乘，則是於物性不合，於己情不愜，利用無著，厚生無得，而一皆因於主持失當。

主持失當，則天地萬物不能完成主持者的結構安排，不能安止於主持者所提供的

存在位置，亦不能在主持者的官府中証成自身的存在。此時，萬物或將因缺乏可

被確立的存在意義及內容而自此人文架構中退場，或將以衝突的形式存在於此結

構模式中，秩序而和諧的世界圖象將無法可能。 

 是故，人文化成雖以人為中心，卻不視萬物如芻狗，而是在一定限度內，尊

重萬物的伸展，成就萬物的殊性，完成世界的貞正，否則將只有「人文」，而不能

「化成」。船山曰： 

 

 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其於陰陽也，泰然盡用之而無所擇。…聖人裁成天地

而相其化，則必有所擇矣。故其於天地也，稱其量以取其精，況以降之陰

陽乎？聖人賴天地以大，天地賴聖人以貞。擇而肖之，合之而無間，聖人

所以貞天地也。89 

                                                

 

 天地無心而成化，妍媸並生，愚賢皆納，忠奸同存，「善之名未立，而不善之

 
88《讀四書大全說》，頁 460。 
89《周易外傳》，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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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已忘」90，雖中涵健順五常之至理，然此至理亦萬殊條理之一，天地初不以至理

為價值方向。在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中，曾論及條理雖有悖逆殺亂，然就天道而言，

此等條理皆非舛差，亦無不善，且自有其價值與倫理意義，特不能為常人所認識。

是以船山曰「天道無心而成化」，又言「天道無擇」，「無心」、「無擇」意指天道對

生殺治亂、長短豐欠的同等對待及接納，並給予這些相反的存有以同樣的展現機

會與實現空間。就天、人擁有不同的倫理標準而言，天與人果存在著本質差異，

而非只有量受的不同。 

    但由另一角度觀察，天雖同命人物以陰陽二氣，但植物僅能得生長收藏之氣，

動物則多得知覺運動之氣，人則在此二氣之外，獨能受健順五常之氣，此所以言

人得二氣五行之秀者，此所以唯人得顯天地之妙用者，此所以人得以裁成輔相天

地者也。由此詮解視野論之，則天之意向實不言可喻：雖然天無心無擇，雖然悖

逆殺亂無有不善，但天道的核心價值及根源道德其實乃歸止於健順五常之至理，

天、人之間故存在著本質的通貫。正是立基於此一詮釋切點，船山闡發〈復〉卦

初九之蘊曰： 

      

      人者，天地之心也。91  

                                                

 

輔嗣以靜為天地之心，伊川以動為天地之心，船山則指出人乃天地之心。唯

有「人」所獨具的健順五常之理方能彰示天道的核心價值，是以唯「人」為天地

之心。縱或不然，但由天道只降授健順五常之理氣於人，則或可謂健順五常之德

乃是天道期望「人」所認取及遵循的倫理準則。因此，天道雖無擇而實有擇，雖

無心而實有心，天道之內容及意旨既廣大深邃，且是層次綿密。 

    聖人深察此意，故以健順五常為倫理內容與判準，以健順五常之道主持天地

並裁成萬物，其目的不只在於樹立人道的道德依歸，亦在於鉤掘、昭顯存在於天

 
90《周易內傳》，頁 529。 
91《周易外傳》，頁 882。 

 285



地萬物中的道德價值與倫理意涵，使此倫理向度開展為宇宙的核心價值與終極真

理，令天地萬物的道德內容成為它們向世界開顯的最主要面向。「擇而肖之者」，

即擇取此符應於健順之德、剛柔之理的道德內容，透過定位與說明，使其向世界

開放，也向物自身開放；灌注於世界，亦灌注於物自身。於是，天地在聖人自覺

的努力下，擺落無心無擇的依違面貌，展露出強烈的道德性格，綻放出瑩然的理

性之光，此「聖人所以貞天地也」，亦「天地賴聖人以貞」處。 

 聖人勾勒天地道德輪廓的努力尚不止此，更有立文顯教： 

 

 《詩》、《書》、《禮》、《樂》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龜莛之設，窮數以測其

變。合其象數，貞其常變，而《易》以興焉。智之深，仁之壹，代陰陽以

率人於治，至矣，蔑以尚矣。而非君子之器，則失序而不能承。故天之待

聖人，聖人之待君子，望之深，祈之夙。92 

                                                

 

 除鉤掘天地的道德意義以定位世界、安排世界、詮釋世界外，聖人更立詩禮

之教以治常、設龜蓍之法以觀變，以具體直接的教化方式引導人心，建立世界秩

序。於是，世界的面目由人分劑，萬物的位階受人裁成，天地的性格待人詮定：

人以詮釋世界的方式形塑了世界。換言之，人的意向決定了世界圖式的展現，規

範了世界秩序的安排，也定位了萬物與世界的關係，同時定義了意義與價值。就

此角度而言，人實乃天地萬物之體；天者器，人者道，「人者，天地之所以治萬物

也」93。因人而有天地萬物，「人」的存在內容遂擁有了意義本體的向度。 

 

三、體用相涵：聖人與天地相斟酌 

 由以上分析可知，天人關係乃相為體用，在不同的詮釋觀點下，天、人展現

 
92《周易外傳》，頁 995。 
93 同上，頁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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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存在內容，以不同的面相現身於不同的結構模式中，豐富了世界，也豐

富了自身。 

 當著眼於人受明德之性於天，天命健順五常之氣於人時，天體人用，天道人

器。天道雖有愚賢治亂、生殺豐欠的萬殊條理，但唯健順五常之至理為其核心價

值所在；故群有雖皆為天道之器用，但因只有「人」得此健順五常之氣，故唯「人」

得為天道之妙用，唯「人」得因實現此健順五常之性而開顯此用，且得透過實現

自身而實現天道。此理解角度下之人文化成，乃是表現於用以備體的結構圖式中。 

 而若將天定義為有形的天地萬物時，則已是形下之器；此時之天蓋為一純粹

物理性的存在，原無任何價值意向，正所謂「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94。待用

者為天，用天者則為人。不論採取何種利用方式，皆意謂著人對天的主持分劑、

官府裁成；人雖不能決定萬物的生成，卻可決定萬物的意義價值及開展方式。天

者器，人者道的詮說切點蓋鎖焦於「意義」的詮定；人體天用之立論根據在於人

為無心無擇、無意向無計度的天地萬物註解意義，故可説是天地萬物的意義本體，

而非存有本體。另一方面，只有當牛耕馬乘、水利風教、詩書禮樂等倫理物序建

立之後，人的意向性方得呈露與完成，是人亦有待於物序，此固用以備體之義。

萬物意義生於人，天地秩序定於人，世界模型立於人；此時之人文化成乃顯相於

繇體達用的模型中。 

 不管是用以備體或繇體達用，天地萬物皆由我之認知能力得被認識與說明，

皆因我實踐性命之理以開顯其道德意蘊，皆恃我展現意向以裁成其存在圖式，則

是無一物不自我成，是謂「萬物皆備於我」： 

 

 盡性者，極吾心虛靈不昧之良能，舉而與天地萬物所從出之理合，而知其

大始，則天下之物與我同源，而待我以應而成。故盡孝而後父為吾父，盡

                                                 
94《思問錄》，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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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而後君為吾君，無一物不自我成也。95 

 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吾為之子，故事

父；父子且然，況其他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96 

                                                

 

 由用而成體，因體以致用，此二種觀察角度皆指向同一個事實：由人而有天

秩、人倫、物序，天地萬物皆傍人以成，故船山嘗言：「人存而天地存」97，亦天

地存而人存也。 

 船山極重視「結構」與「位置」，「意義」的發生須當此存有定位於某一可詮

釋的結構網絡中方成為可能；而一個妥善結構的完成，則必以定位於此結構中的

存有皆能充分展現自身為前提。由於萬物皆得於此結構中實現自身之存在特質，

故可在此結構中尋得合宜的存在位置與相應座標，天地萬物亦因之而得以被如實

地理解、說明與利用；尤有進者，此意義結構乃由萬物共同提供座標點所成，萬

物遂因互相依存、彼此資助、相互支撐而同體共命，「萬物皆備於我」於此擁有一

結合道德實踐意義與結構意義的詮釋立場。 

 唯須注意者，在道德實踐意義及結構意義下之「萬物皆備於我」，其「萬物」

蓋限定於與我共處於同一座標系統中的存有，而不涉及此座標系統外的其他存

有。因為在此座標系統外的存有，蓋未能為我所認識，亦未能與我發生意義的連

結，則是他我各自獨立、不相依傍、互不相待，他的存在遂不備於我，我的存在

亦不助於他。故船山又揭示此意： 

 

 夫孟子所云於我皆備之物，而號之曰「萬」，亦自其相接之不可預擬者大言

之，而實非盡物之詞也。物為君子之所當知者，而後知之必明；待君子之

 
95《正蒙注》，頁 144。 
96《思問錄》，頁 418。 
97《周易外傳》，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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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者，而後處之必當。98 

 

「萬物」非盡物之詞，而特指與我「相接」者；此一清晰明確的分梳使得「萬物

皆備於我」的結構意義更親切易知。 

 由天、人體用位置的綿密交錯出發，船山遂提出「聖人與天地相斟酌」的精

采論述： 

 

 是故《詩》、《書》、《禮》、《樂》以敦其教，綱常秩序以峻其防，功不預擬

於將來，事必先崇於今日。為埤益之，勿吝留之，正婚姻以厚男女之別，

謹饗食以制飲食之度，猶日無朒朓而月有盈虛也，猶寒暑相半而和勝於寒

以助溫也，則聖人與天地之相斟酌深矣。… 故生踐形色而沒存政教，則德

徧民物而道崇天地。99 

                                                

 

 相斟酌者，相擇取、相資給、相充拓、相備成也。天生萬物，唯人受二氣五

行之氣為健順五常之性，此乃天擇人；天道無擇，人道有辨，此為人擇天。天命

人以仁義禮智之性，此是天給人；人顯天地貞常之理，此固人給天。天道富有萬

物以利用厚生，此又天資人；人順察物性以品秩天地萬有，此是人資天。命日降、

性日生，此為天充人；人盡性之全體，彰道之大用，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參贊

位育，人文化成，此即人充天。聖人、天地相資取、相依傍、相備成、相充拓，

聖人與天地共同決定此世界圖式之展現，是一言以蔽之：「聖人與天地之相斟酌深

矣」，「體用相涵」之深蘊亦在乎是。 

 

 

 
98《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8-1119。 
99《周易外傳》，頁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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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本萬殊 

 伊川於＜答楊時論西銘書＞中首揭「理一分殊」之名100，此乃儒學思想史上之

極大事。「理一分殊」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概念的提出，既代表了伊川的

重要學術結晶，亦是伊川對儒學的重要貢獻；後世儒者容或對此二語有著不同的

詮解方式，但對此二說之合理性則採取了相同的肯定態度，因為它們所表達的最

主要意涵之一，乃在於對現象的承認與承諾，此亦為儒學與釋道分途的最根本立

場。 

 船山對「理一分殊」之說尤其關注，甚且認為「理一分殊」之說乃與釋老相

抗，「奉天討罪之魁柄」： 

 

 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黃鉞

白旄、奉天討罪之魁柄，則直是出他圈套不得。101 

 

「理一分殊」之另一說法為「一本萬殊」： 

 

     《或問》固云：「在人則日用之際，人倫之間」，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不

同矣。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而吾儒之與異端逕庭者，正不以蟲蟻、鼠肝、

翠竹、黃花為道也。
102 

                                                

 

至於如何以理一分殊、一本萬殊之說破除釋老的「迷思」，且進入以下的討論。 

 
100 伊川以「理一而分殊」說明張載＜西銘＞所涵之奧義，雖則＜西銘＞所論皆在闡發「理一而分

殊」之蘊，然首揭「理一而分殊」之名者，仍為伊川。其文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二本而兼愛。…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答楊時論西銘書＞，收於：《二程集．文

集》，頁 609。 
101《讀四書大全說》，頁 685。 
102 同上，頁 493。關於本段文字的疏解，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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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以致用：由一本而萬殊的開展 

(一) 一本 

 「理一分殊」、「一本萬殊」之說的重要意義，乃在於指陳普徧與侷限、共相

與殊相、絕對與相對、恒定與變化、本體與現象之間的豐富關係。以「理一」、「一

本」為根源道體殆無異說，但由於各家對根源道體的體會不一，故仍發展出不同

的詮釋側重與學術意趣。對於「一本」的理解及說釋，船山得之於橫渠的啟發甚

深。橫渠於《正蒙》中指出：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
103 

 

 萬物雖多，無一物相肖，然由陰陽變合化生則一，故船山亦曰：「形而上之道

與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之成」104。對船山而言，根源道體即是一陰一陽：道

之體為陰陽，其用為生生；體必有用，即用顯體，活動作用乃是本體的存在內容

與意義之所在；故天道的具體內容實可謂「生生不息的陰陽」，亦可謂「陰陽的生

生不息」。而對強調作用、重視實現的船山而言，變化推移、屈伸往來的「生生」

毋寧更能彰示「一本」的深刻蘊涵： 

 

   凡事之理，皆一源之屈伸變化也。105 

 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盪之，而變化無窮，是以君子體之，仁義立而

百王不同法，千聖不同功。106 

                                                

 

 
103《張載集．正蒙》，頁 10。 
104《讀四書大全說》，頁 974。 
105《正蒙注》，頁 185。 
106 同上，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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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殊之理皆是由陰陽的屈伸變化而來。對於屈伸變化的強調，使船山的「一

本」不可能被理解為一靜態的原理或律則，而是一作用無間的動態實有，摩盪無

息、變化無息，故可開展出萬殊之理，而可以「生生之道」詮說之。「生生之道」

乃是實有及活動的雙重說明，既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體，復備「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之用，此乃船山學中「一本」之真蘊。 

(二) 一本而萬殊的開展 

 一本為生生之道，由生生之道而有萬殊之不齊。個別論之，生生之道與不齊

之萬殊乃各有體用、自有體用；但若將一本與萬殊納入同一範疇，則生生之道為

不齊萬殊之體，不齊萬殊為生生之道之用。由一本開展為萬殊蓋為世界之實相，

宇宙間的諸多事況皆可透過一本萬殊的視野加以說明，而首先表現為二氣五行向

天地萬物的開展： 

 

 陰陽不孤行於天地之間。…行不孤，則必麗物以為質。質有融結而有才，

才有衰王而有時。為之質者常也；分以為才，乘之為時者變也。常一而變

萬，其一者善也，其萬者善不善俱焉者也。…才與時乘者萬，其始之因陰

陽之翕闢者一；善不善萬，其始之繼善以成者一。107 

                                                

 

 由陰陽之翕闢變合而有天地萬物，翕闢變合即變化，而變化即船山所理解的

生生之義；陰陽之絪縕變合為天地間最貞常恒定的事實，萬化由斯而起，亦歸止

於斯，故曰常、曰一、曰本。由陰陽生生之一本而開展出各具姿態、各有條理、

善惡不齊的天地萬物，故曰變、曰萬、曰殊，牛羊草木、山水日月、生殺治亂莫

非常之變、莫非一本之萬殊。 

 不只人馬牛羊等物種有別，即同一物種的各存有亦不得不萬殊。船山論及人

 
107《周易外傳》，頁 108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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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成時即指出： 

 

   反之於命而一本，凝之為性而萬殊。108 

                                                

 

天命人以生長收藏、知覺運動、健順五常之氣則一，然質以函氣、氣以函理，形

質既就，則所範圍住的氣自不可能有相同的組成內容與排列方式，亦因之不可能

有相同的理，是以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性，故子曰：「性相近」，性者，氣質中之

性也。 

 而豈止人性有萬殊之異，即草木之性、牛馬之性亦莫非萬殊。草木雖但受生

長收藏之氣以生，但形質所範囿住的氣亦各自不同，故有良莠之別；牛馬除生長

收藏之氣外，又得知覺運動之氣，然亦因質以函氣的必然而不得不有強羸之差。

故嚴格說來，天地萬物雖皆由陰陽生生之一本所開展，但若細密分疏，則天地萬

物之一本又各有內容上的差異。 

 就最根源而寬闊的角度觀之，則「天地間只是理與氣」，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

皆由陰陽屈伸摩盪所成，故陰陽之生生為天地萬殊之一本。如採較明確而精準的

觀察視野，則草木之一本的內容只有生長收藏之氣，牛馬則為生長收藏、知覺運

動之氣，得二氣五行之秀的「人」則另有健順五常之氣；三種生物的一本實各有

不同，亦因其「體」各異，故有動、植、人等「用」之殊。 

 以此理解為基礎，船山發現了以「一本萬殊」詮釋宇宙各種面向的豐富可能。

他說： 

 

 心涵絪縕之全體而特微爾，其虛靈本一。而情識意見成乎萬殊者，物之相

感有同異、有攻取，時位異而知覺殊，亦猶萬物為陰陽之偶聚而不相肖也。

 
108《讀四書大全說》，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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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心有虛靈明覺，故能感知外物而成情識意見。虛靈明覺之心為一本，情識意見則

或源於性、或動於情、或發於意、或徇於物、或感於時位而有中和蕩邪等萬殊之

異。心該性情才而統言之，故此情識之萬殊皆由心蕃轉流變而成，心之蕃變為一

本，情識意見為萬殊。 

 除以一本萬殊詮釋由心而情識的開展關係外，船山亦以之定位《大學》之道： 

 

 且《大學》之教，理一分殊。本理之一，則眾善同原於明德，故曰「明德

為本」。因分之殊，則身自有其身事，家自有其家範，國自有其國政，天下

自有其天下之經。本統乎末，而繇本向末，莖條枝葉之不容夷也。110 

                                                

 

《大學》之教，理一分殊。理一者，明德是也；分殊者，誠、正、修、齊、治、

平是也。以明德之性為一本，由明德之性的流轉變化而開展出修齊治平等不同領

域的道德實踐，亦可說修齊治平乃明德之性於不同領域的示相與開顯。由明德之

一本而修齊治平之萬殊，乃自體而用的伸展流現，故船山稱此為「本統乎末」、「繇

本向末」，「統」者，統貫也，亦本末一貫、體用相涵之義。 

 就個人而言，明德之本可蕃變出修齊治平等不同的實現方式；就文化的創造

與累積來說，禮樂教化等典章制度亦皆可謂明德之本的開展結果。故船山指出：「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隨一焉而仁至義盡」111，禮樂制度即因蘊藏著明德之本、仁義

大道，故不得為虛文，故具有尊嚴高貴的意義；人文化成之所以為儒者的生命理

想，即因此乃天人一合的最高展現。 

 

 
109《正蒙注》，頁 43。 
110《讀四書大全說》，頁 440。 
111 同上，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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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萬殊得一本的限制 

 由一本而萬殊乃是自體而用的開展，用為體的活動作用，故用與體之間固存

有本質的通貫性。因此就理論上說，用者皆其體，是可由用以得體，是可由萬殊

見一本，是可由天地萬物察明天道。事實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所以可能，

正於此詮釋基點立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固亦指出由四時

百物觀化得原之可能性。 

 既是如此，則何以不能於狗子見佛性？何以不能由翠竹黃花參天道？儒學將

如何與釋氏分途？ 

 如前所述，就最根源而寬闊之詮釋觀點而言，「一本」但為陰陽二氣的變化摩

盪，亦即陰陽生生之道。但若精準明確的細加探究，則萬物所源自的「一本」實

有內容之差殊。稻麥花草等植物固由陰陽二氣化生，然其內容原只生長收藏之氣，

而無知覺運動、健順五常之氣；是以其「一本」固可詮釋為陰陽的生生之道，固

可說明為生長收藏之氣的屈伸往來，但必不能等義於知覺運動、健順五常之氣，

自亦不得理解為知覺運動、健順五常之理。由用得體者，只能由此用得此體，固

不能由此用得他體，此理亦甚明。故船山明白指陳： 

 

 《或問》固云：「在人則日用之際，人倫之間」，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

不同矣。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而吾儒之與異端逕庭者，正不以蟲蟻、鼠

肝、翠竹、黃花為道也。 

 

 依船山之意，陰陽二氣之中至少包涵生長收藏之理、知覺運動之理、健順五

常之理等內容，此等內容開展具顯於現象界，則為人物草木、日月寒暑、生殺豐

欠、高下長短等條理。天雖以陰陽命萬物，但萬物所能繼受的內容則各有差異，

是以人物有別、物物有別，亦人人有別。 

 嚴格說來，唯人所獨得的健順五常之「至理」亦「條理」之一耳，此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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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天」的廣大內容。然「天道無擇，而人道有辨」，為天地定位、為生民立命乃

是人道對天道的回饋及參贊，亦是人道對天道的回歸與弘揚――透過實現人道的

全體大用，以彰顯出天道無擇而實有擇的深蘊。職是之故，在絕大多數語境下的

「天道」，其內容乃是有擇有辨的健順五常、仁義禮智之理，充滿道德意向及倫理

意涵，而為宇宙的根源價值所在。雖然釋、老對「天道」的內容有不同的詮釋，

但以「道」為價值歸趨及萬有的生命指導則一。「狗子中見佛性」之「佛性」，明

顯地意指於釋氏所理解及追求之「道」，亦即其思想體系中的道德根源與價值本體。 

 既然儒者將至道定位為健順五常之至理，而承載至理的健順五常之氣乃不能

授之於動植，故自不能於蟲臂鼠肝中見道，亦不能於翠竹黃花中得至理。由用得

體者，僅能得體之有，不能得體所無，是以陽明格竹七日，終不能見聖人之道；

健順五常之氣既非動植「一本」所具，如何可由鼠肝黃花見道？道又豈在糞溺之

中？對船山而言，此等說法皆乃妄語邪論，賊道詆天者莫大於是。 

 孔子由百物四時見天道，亦只見得大化的生生之理、陰陽的往來無息，更無

其他。橫渠雖以乾坤為父母112，但我與天地萬物所受之陰陽內容豈得無異！船山表

示： 

 

 異端之說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故狗子皆有佛性，而異類

中可行也。使命而同矣，則天之命草木也，胡不命之為禽獸？其命禽獸也，

胡不一命之為人哉？使性而同矣，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

113 

                                                

 

我與天地萬物皆共繼陰陽以生，但陰陽富有，萬物所受之內容不一，此即萬物之

「命」。為名詞之「命」乃人人有異、人物有別；為動詞之「命」又豈不萬殊。天

命人不能同於命禽獸，天命牛亦不得同於命馬，否則牛馬何異、人獸何辨？以「同

 
112《張載集．乾稱》，頁 62：「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113《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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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共命」之說強調我與狗子皆有佛性，繼而推出我與狗子乃理通性同，故可由此

知彼、由我見物、由物見我者，蓋因不明「一本」所指原有陰陽生生之大及氣理

內容之細二者，復不識「萬殊」受限於形質範囿之必然。船山闡明此義曰： 

 

 在天則同，而在命則異，故曰理一而分殊。分者，理之分也；迨其分殊，

而理豈復一哉！夫不復一，則成乎殊矣。其同者知覺運動之生，而異以性；

其同者絪縕化生之氣，而異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則性不同而生

亦異。理別氣，而氣必有理，則理既殊而氣亦不同。114 

                                                

 

 理別而氣別，亦氣別而理別。人物同受絪縕化生之氣固一，但生理自異，故

人得承健順五常之氣，而動植不能；復因人獨能承健順五常之氣，故方具健順五

常之理，而動植不能具；此論述翻轉及切換之所以可能，蓋建立於理氣相與為體，

則生理、生氣自可相為體用之故。 

 正因萬物共承陰陽生生之一本，復受內容各別之理氣，故物理有同有異。萬

物所同者，陰陽生生之理；萬物所異者，涇渭分途之條理，而條理之異正萬物所

以為萬物，我之所以為我者。故人之理不見於馬，馬之理不見於牛；以為由此物

可推得他物之物理乃不識一本萬殊大義之舛謬。是故，不只不能由非人之萬物窮

究天道，亦不能以萬物皆開展於陰陽生生之一本，遂以為物理皆然，可由此知彼，

可「兩鏡互參，同異互攝」。對佛氏此種推導方式，船山提出嚴正的抨擊： 

 

 異端之說曰：「若見相非相，是為見如來」；唯相非相，乃如兩鏡相參，同

異互攝，而還相為有也。將此物之中有彼物，則附子有大黃之理、虎狼有

蝦蚓之理乎？抑蠢物之中有靈物，則梟獍有麟鳳之理、犬牛有堯舜之理乎？

 
114 同上，頁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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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靈物之中有蠢物，則龜鶴有菌耳之理，周孔有豺虎之理乎？115 

 

 「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埴異形、壚黎異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116，異

則不能一、不能同，既物理不能相通，此物之理自不能具於他物之中。然則，孟

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豈悖論邪？船山釋疑曰： 

 

 孟子言：「萬物皆備」，備於我也。…二氣之精，五行之粹，得其秀而最靈

者唯人耳。唯君子知性以盡性，存其卓然異於禽獸者以相治而相統，乃廓

然知草木之不能有我，而唯我能備物。即以行於人倫之內，君不能以禮使

我而我自忠，則君不備臣而我備君；父不欲以慈養我而我自孝，則父不備

子而我備父。117 

                                                

 

 對船山而言，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包涵了三個詮釋層次。 

 其一為認識範疇的詮釋。人得二氣五行之秀靈者而生，故在知覺運動之外，

尚具「思」之天德良能。故當吾人刊落私意、私欲、淫情的干擾，盡心踐形，實

現心思耳目之大用時，自可如實地認識萬物之理、具知萬物之理，此即「萬物皆

備於我」。「心能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即於此詮解基點上立說；「具」者，具知也，

非具備也；所具知之理乃天地萬物之理也。至於「性即理」之「理」則為仁義禮

智、是是非非之至理，性非「知」此至理，而乃自身「即是」此至理。故學者或

以窮理之至即可使我心具備眾理，令烏黑鵲白、楓生蟬化之理一旦具足於吾心；

對此類「知」「備」不辨、「至理」「條理」不別的妄說，船山直斥為荒幻無實。同

樣的，「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的說法，船山亦以為夸誕。 

 其二為結構範疇的詮釋。此義已散見前文各處，現略說如下。體用相備、器

 
115 同上。 
116《思問錄》，頁 445。 
117《讀四書大全說》，頁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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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須，因我將萬物納入認識系統中，主持之、裁成之，萬物位定而成為可理解

及說明之存有，以是而萬物有「意義」，其存在內容及特質亦得以披露及展示；則

是萬物之座標由我而定，萬物之存在因我而顯，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其三為道德實踐範疇的詮釋。未有忠禮以為連繫之君臣徒為一形式的稱名，

孝慈未履之父子更無倫理意義的實在。如以倫理本質的開顯及實現為存在意義的

完成，則不有孝慈，直是不成父子。故我之盡忠，即是我實踐臣道而得完成「臣」

的存在；此時「臣」的存在內容與意義由我開顯於世界，此時臣為我而我亦方為

臣。臣之位定，則就結構意義而言，君之座標遂因臣位之支撐而可立且必立，固

不論其是否使我以禮。由此觀之，則不僅「臣」的存在由我實現，即「君」的存

在亦自我備成，此之謂「君不備臣而我備君」；推而拓之，「萬物皆備於我」自不

替之論。 

 

二、體用相涵：一本涵萬殊，萬殊涵一本 

(一) 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者也 

 陰陽生生不息，日命萬物，日生萬物，日成萬物，此固船山念茲在茲之日生

日新義。正因陰陽日生、萬化日新，故天地萬物無始無終，亦日始日終；船山故

曰：「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絪縕陰陽與萬物同存於

天地之間，雖曰陰陽生物，其實只是氣之聚散。體之有用，乃同有固有，「如人面

生耳目口鼻，自然賅具」，故陰陽生生之一本與天地人物之萬殊實為同有固有的自

然賅具，陰陽一本為天地萬物的形上之道，天地萬物則為陰陽一本的形下之顯；

換言之，萬殊既為一本的活動流行，亦是一本的實現場域，且為一本之呈露示相。

即緣此故，船山對一本的展現方式做出重要說明： 

 

 情以御才，才以給情，情才同原於性，性原於道，道則一而已矣。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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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者也。118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即「保合和同」也；雲行雨施，品物咸亨，此即「秩

然相節」。萬物各得性命之正，在和諧而秩序的宇宙結構中各得其所，此正萬殊的

形容，亦是一本的示相。由此觀之，一本雖只陰陽之生生，然實質內容並不狹促；

萬殊雖有天地人物之紛繁，但就其諧和並存之狀態而言，實不廣於一。因此，船

山又說： 

 

 天地之間大矣，其始終亦不息矣。盈然皆備而咸保其太和，所謂「同歸」

而「一致」者矣。既非本大而末小，亦非本小而末大。119 

                                                

 

 「道一而用之殊，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120，對船山而言，「同歸

殊途」、「一致百慮」皆是「理一分殊」、「一本萬殊」的同義詞。「盈然皆備而咸保

其太和」乃是萬殊並行並育、各正性命的最佳形容，船山即以此說明「同歸」、「一

致」之本質與展現形式；此處不只是用以顯體，更是「用者皆其體」的朗現。正

因用者皆其體，萬殊莫非一本，故船山方以「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及「盈然皆

備而咸保其太和」為「一本」定義；亦由此而推出「非本大而末小，亦非本小而

末大」的觀點。 

 雖然一以致萬，一由萬顯，一中具萬，萬莫非一，但「一」與「萬」畢竟有

實際內容與詮說意趣之別。「萬」強調殊相，「一」則在共相之外，格外要求對萬

物並行不悖、並育不害的和諧秩序之認知。因此，船山常以「協於一」一詞突顯

「一本萬殊」概念中的和諧秩序與相依結構： 

 

 
118《周易外傳》，頁 980。 
119 同上，頁 1049。 
120《周易大象解》，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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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物之靜躁、剛柔、吉凶、順逆，皆太和絪縕之所固有，以始於異而終於

大同，則感雖乘乎異而要協於一也。121 

 

 「協於一」者，即處於一和諧、秩序而均衡的結構及狀態。萬物雖有剛柔、

靜躁、吉凶、順逆等相反相悖之存在內容，然皆可在天地間尋得恰適的位置，既

安置自身，亦可自如而充分地伸展，並與外物發生關聯，同時在此關聯中，令自

身及外物的存在意義俱得實現，此之謂和諧、秩序、均衡。此一和諧、秩序而均

衡的結構及狀態，既為一本所提供，亦是由萬殊所共成，船山稱此結構狀態為「和

順」： 

 

 天地以和順為命，萬物以和順為性。繼之者善，和順故善；成之者性，和

順斯成矣。…秩其秩，敘其敘，而不相凌越矣。則窮理者，窮之於此而已

矣。122 

                                                

 

 「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境界即謂之和順。萬化有不齊之殊，

萬物有相悖之逆，但卻能在同一結構中安置並完成自己，且在自我的安置及完成

中，同時安置及完成世界；既為此結構所安排，亦安排此和諧、秩序而均衡的結

構；萬物各得其所，不相凌越，此豈非宇宙間最大的美麗與奧秘！故窮理者，當

窮此萬殊並育互成之所以然，當窮令萬殊並育互成之應然，此方是窮理知本之學。

若窮理所得，只令萬物各各獨立，相反相悖者遂相仇而不與，失落生生一本的和

順之義，則其結果將「賊道而有餘」123。 

 然則，萬殊並育互成之所以然為何？相反相悖者如何能和諧而秩序，又如何

能共成一相依相備的和順結構？對此，船山以「呼吸成息」為喻以申明其理： 

 
121《正蒙注》，頁 367。 
122《周易外傳》，頁 1074-1075。 
123 同上，頁 1076：「窮理而失其和順，則賊道而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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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之必有吸，吸之必有呼，統一氣而互為息，相因非相反也。以燥合燥者，

裂而不得剛，以濕合濕者，流而不得柔。統二用而聽乎調，相承而無不可

通也。…合呼吸於一息，調燥濕於一宜，則既一也。分呼分吸，不分以氣；

分燥分濕，不分以體，亦未嘗不一也。124 

 

 船山於此提出一極具深度的觀察：吾人所見之悖反常只為一假象，許多悖反

的真實意義其實在於完成新生。在正、反、合的發展歷程中，船山看到的不是正、

反的相互否定，而是正、反自覺的接力、相繼、相助及相成。所謂的正、反，但

因其內容性格及表現方式似或背道而馳，故論者遂以為正、反之間存在著老死不

相往來的敵視與悖逆，而忽略了正、反的目光原注視著一致的方向。就因為正、

反的目標皆指向「合」，故由正、反所架立出的關係及結構乃是和諧的相因相承，

而非只有衝突的相敵相爭。呼吸成息，不同的燥濕比例可成柔凝剛，呼吸相因、

燥濕相承，唯有如此，方可共同完成「息」與「剛柔」的發生；故息中必有呼有

吸，剛柔之中必有燥有濕。呼吸、燥濕之殊異，既和諧而秩序地在「息」與「剛

柔」的結構中得到均衡，也協力完成了一個和諧、秩序而均衡的結構。此即一本

開萬殊，萬殊成一本，一本涵萬殊，萬殊涵一本的具現。 

 然天地間的確存在著相反相仇、相敵相爭的存有，此類存有是否會破壞一本

的和諧、秩序與均衡，是否亦能具顯一本「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的存在本質呢？

對此，船山復以水火為喻以說明之： 

 

 水凝而不化，燼之者所以盪而善其化；火燥而易窮，滅之者所以息而養其

窮，則莫不相需以致其功矣。125 

                                                

 

 
124 同上，頁 1074。 
125 同上，頁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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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乎陰陽之必異，莫甚於水火」126，天地間之相敵相仇者，以水火為最，故有「勢

如水火」之成語。在水火的相爭相敵中，船山看到了相濟與相節：水以源泉滾滾、

奔流不息為特質，是以水凝為冰時，水的存在內容及特質固不得顯；唯火燼冰可

善水之化，重現水的內容，此乃火對水的濟助。而火燥而易窮，水滅火乃為使火

得以薪木相傳，勿滅盡於一時，此為水對火的節養。 

 對船山而言，相爭相敵乃是和諧之前的衡突，亦是為實現和諧所必須有的衝

突。當此衝突乃是為創造和諧而生時，此衝突不只不當避免，甚至須寄以高度的

讚美： 

 

   夫同者所以統異，異者所以貞同也，是以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爭。127 

 

統者，統貫、統會128之謂也。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的和諧結構為一本之「同」，一

本即以此和諧結構統會萬殊，此之謂「同者所以統異」。而萬殊之相敵者適足以相

濟，相爭者恰得以相節，而貌若相反者又實相因相承；則此萬殊之異，莫不在證

成一本的和諧、秩序與均衡，故謂「異者所以貞同」。此外，水火相交為既濟，火

自炎上、水自就下為未濟，萬物不交不爭則結構不立，結構不立則天地不成而道

毀，是以「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爭」。 

 由「異者所以貞同」之語，船山再一次說明了一本透過萬殊以開顯自身的事

實，萬殊乃是一本最真切的彰示。即緣此故，船山又指出： 

 

且夫「同」而「一」者非其少也，「殊」而「百」者非其多也。129 

                                                

 

 
126 同上。 
127 同上，頁 980。 
128《周易外傳》，頁 1039：「《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之儀、《樂》之律，

而《易》統會其理。」 
129 同上，頁 1029。 

 303



萬殊雖紛繁不齊，但共成一秩序和順的結構，由此結構之一而言，殊而百者「非

其多」。另一方面，一本、一致、同歸之「一」與「同」，皆在強調一並行不悖、

並育不害的和諧性與秩序感，亦即「和順」之義，因和順故「一」，由和順而「同」。

而一言及和順、和諧與秩序，則涵於其中之存有必不可能為數目之一，是以船山

言同而一者「非其少」。對此和諧而秩序的存在特質及狀態，船山又稱之為「純」： 

 

 雜統於純，而純非專一也。積雜共處而不憂，如水穀燥潤之交養其生，生

固純矣。變不失常，而常非和會也。隨遷屢遷而合德，如溫暑涼寒之交乎

成歲，歲有常矣。雜因純起，積雜以成純；變合常全，奉常以處變，則相

反而固會其通，無不可見之天心，無不可分之道符也。130 

                                                

 

 一本萬殊，為常為變，為純為雜，一本之常非萬殊之變的加總或聚集，一本

之純亦非萬殊之雜的化約或收束，而是萬殊各自伸展又彼此濟成的諧和狀態及均

衡秩序，此正「體用相涵」辯證思維的映顯。「雜因純起」，萬殊肇於一本；「積雜

以成純」，唯萬殊可証成一本。一本涵萬殊，萬殊涵一本，至若其詮釋側重之異，

則不妨如此說明：萬殊乃各得其所的天地萬物，一本則是天地萬物的各得其所。 

 

(二) 始於一，中於萬，終於一 

 在《周易外傳》中，船山曾對一本萬殊的開展及完成進行重要的說明： 

 

 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者也。始於道，成於性，動於情，變於才。才

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於多而協於一，則又終合於道而以始，是故

始於一，中於萬，終於一。始終一，故曰「一本而萬殊」；終於一而以始，

 
130 同上，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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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同歸而殊途」。131 

                                                

 

陰陽摩盪變合，日生日息，萬物各正性命，各安其位，各秩其序，相濟相節，和

諧、秩序而均衡，此之謂道，此之謂一，此即是萬殊之一本；乃萬物始於斯，亦

終於斯，故曰始終一。萬彙各有其性，各搖其情，各彰其才，各現其作用，各顯

其功效，百花齊放、眾聲喧嘩，此則為一本之萬殊，亦同歸之殊途。 

 萬有始於一，即始於陰陽之生生，始於一和諧、秩序而均衡的宇宙圖式；中

於萬，即開展為紛繁絢麗的千姿百態，而每一姿態皆有其獨立的特質與性格，皆

要求同等的尊重與實現，皆具備相同的意義與價值，皆主張在與其他存有的連結

中開顯並証明自身；終於一，當萬有所要求的開展及實現得以完成，亦即能在與

世界的互動中充分伸展自身、呈露自身，則是性命得正、位序得秩、品列得亨，

宇宙圖式將達到和諧、秩序與均衡，此即是「協於一」。 

 「始於一」與「協於一」之「一」雖有不同的詮釋側重，但內容皆指向「道

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和諧秩序；故所終者藏所始，所始者涵所終，

因此船山又說「萬化之終協於一以藏大始」132，「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之「一」

既是始點亦為終點，既為根源復為歸宿，故稱為「本」，亦即為「道」。「一本而萬

殊」是始向終的開展，「同歸而殊途」則是終向始的迴環。「一」之意涵雖無大異，

但「始於一」與「協於一」卻代表著生命的不同進程。「始於一」者為天道的降命，

「協於一」者則是萬有向天道的回歸，亦是萬有自我的完成。是故，「終於一」乃

為一理想，而要臻此理想，則必令「中於萬」之「萬」獲得充分的實現與安置。

就「天者器，人者道」之角度論之，「始於一」乃天道，亦在天之天；「協於一」、

「終於一」則為人道，乃在人之天，而須以成就萬殊為唯一手段： 

 

 其唯君子乎！知其源同之無殊流，聲叶之有眾響也，故樂觀而利用之，以

 
131 同上，頁 980。 
132 同上，頁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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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主持分劑之大用。是以肖天地之化而無慚，備萬物之誠而自樂。133 

 

 「源同之無殊流」者，一本也；「聲叶之有眾響」者，萬殊也。君子知一本萬

殊之理，故裁成均和、主持分劑萬殊之器，必使其秩然有序、品列得位，令萬有

之存在意義與內容俱得彰顯與成就，並備全其結構地位與價值，使萬物協於「保

合和同而秩然相節」之「一」。保合和同，乃是實現自身；秩然相節，則在強調物

我連繫。而當萬物經我之主持均和而得齊放爭鳴於協一之中，則是萬物皆備於我，

亦即人對天地之參贊。 

 然在成就萬殊之時，必得順理而有序。理一分殊、一本萬殊，既言「殊」則

不能無別，是成就方式亦須因物而異。故船山說： 

 

 天地有此象，則有此道，君子以此道應此理，各體其宜，而後同歸一致，

非執一而廢百，斯聖學所以善用天德也。134 

                                                

 

 船山雖重視一本，主張始於一、協於一，然「一」的實質意義及展現方式乃

是萬殊的安置及完成，亦即主張尊重萬有的差異性，並成就萬有的特殊性。「保合

和同而秩然相節」的精神、意旨皆指向萬殊的成全，亦要求萬殊的成全；故可謂

成就萬殊即是向一本的回歸，此亦「用以備體」之大義。 

 因此，了解並實現分殊之理，遂成為完成一本的唯一方式。萬殊的意義即在

於各自有各自的性情與需求，須各體其宜、各順其理，給予恰如其分的認識與成

全，而不可一條鞭地以標準格式來分劑萬殊、安排萬殊。強萬以為一、執一而廢

百，既是對萬有的壓迫，亦是對一本之道的戕害；當萬有不能自如的伸展，和諧

均衡的狀態亦必無著。 

 此外，萬殊之所以為萬殊，固不只表現在萬物的性情各別，亦展示為萬物與

 
133 同上，頁 1113。 
134《周易大象解》，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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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親疏遠近。君子順理應天，不只成就萬有之方式須以物付物、因物而異，

即成就順序亦當因親疏而敘： 

 

 形色即天性，天性真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即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

則太極固為大本，而以遠而疎；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而

親。繇近而及遠，先親而後疏，即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謂

一本而萬殊也。135 

 

天地萬物皆由陰陽乾坤所成，則是同源同受，故「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雖然如

此，形色與天性相互為體，有天性而有形色，亦有形色而有天性；形色異故天性

異，是牛馬有辨，人我有別，既得之於天，亦受之於父母。既已成形質，則形色

近而陰陽遠，父母親而乾坤疏，故孝必先及親而後天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亦理一分殊之大義。故船山又說： 

 

 知之必有詳略，愛之必有區別，理一分殊，亦存乎其中矣。親疏貴賤之不

同，所謂順理也；雖周知博愛而必順其理，蓋自天命以來，秩序分焉。136 

                                                

 

 親親之義、等差之理乃是儒者重要的辨識標記。於詳略之知中見事之所宜、

義之所在，於區別之愛中覩情之所依、仁之所寄，此中自有性命天道之蘊，自有

宇宙間最美的風景。 

 

三、一本萬殊與萬法歸一 

 
135《讀四書大全說》，頁 975。 
136《正蒙注》，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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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氏曾提出一個與儒學「一本萬殊」之說極其形似的論述：「萬法歸一」，且

更改＜繫辭＞「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以闡發其說。對此類說釋，船山認為與聖學所示實乃差以千里，稍一不察，小則

淪為無忌憚之小人，重則落入無禮義之禽獸。對上述二種論說方式的根源差異，

船山曾簡要提示： 

 

 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借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則二本而無分矣。137 

 

 「無分」者，即天地萬有喪其序次品秩，而其存在意義與內容亦隨之失落。

二本者，意謂著楚河漢界的割裂，而表現為一本與萬殊的割裂、萬物正與反的割

裂、天道與人倫的割裂。船山說： 

 

 異端之言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信萬法之歸一，則一之所歸，舍萬

法其奚適哉？是可截然命之曰「一歸萬法」，弗能於一之上索光怪泡影以為

之歸。138 

                                                

 

 尋求一足以解釋所有現象的終極真理，乃是所有哲人的想望；既為終極真理，

既可解釋所有現象，則必具有根源而普徧的特質，故此真理之內容、形式，乃至

表述方式，當簡而不繁、純而不雜、約而不費，言清旨遠，具有令人闡思無窮的

豐富內蘊。「一」即因此成為中國語彙中最富哲學意趣的單字之一。 

 佛氏「萬法歸一」之說完全符應人們對於終極真理的認知，但問題是：「一」

的內容為何？該如何認識及詮說？釋氏對此問題並未提出正面的答覆，而是另提

出一更究竟的問題「一歸何處」，以引導學者走入佛法「若見相非相，則能見如來」

 
137《周易外傳》，頁 1050。 
138 同上，頁 1048、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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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緣起性空」的觀照與思維。對於釋氏「一歸何處」的誘引式發問，船山並不

入其彀中，而是明白爽利地答之以「一歸萬法」，將「萬法歸一」的思考方式導回

「一本萬殊」的儒學視野。船山表示： 

 

 始於同，從於殊；始於一，成於百。逮其殊途百慮，而不復束之以歸，斯

與異端「萬法歸一」之說相為霄壤。139 

 

 「始於一，中於萬，終於一」，一本萬殊的開展歷程乃是由陰陽生生而萬殊齊

放，而終於天地萬物的各得其所。就萬物各得其所的和諧秩序與均衡狀態而言，

自為「一」，亦即萬物無不安止於此「一」結構圖式之中，亦共成此「一」結構圖

式。然若就於此「協於一」的狀態中，萬物方得完成及實現自身觀之，則「終於

一」的實質內容乃是百花齊放的燦然；職是之故，船山復言「從於殊」、「成於百」，

成就百物方為天道的完成。 

 因此，由一本開萬殊，萬殊的本身乃是目的。所謂的「終於一」，所歸止者乃

一秩然相節的「狀態」，而非數目的單一。就「一」的和諧狀態中實具涵萬殊而言，

「同而一者，非其少也」；就「萬」雖各顯姿態，然實協合並存於同一秩序中觀之，

「殊而百者，非其多」。相對於此，釋氏「萬法歸一」之「一」乃為數目之一，不

論其內容為何，皆意指著對紛繁物理的齊頭斬斷，皆指涉著對實存殊相的蠻橫消

解。船山指出： 

 

 乃殊途百慮之不可齊者，橫立此疆彼界於大同之中，思其無可思，慮其無

可慮，亂始終之條理，而曰「芥子納須彌」。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也，亦未

知芥子、須彌同原而異理也。140 

                                                

 

 
139《讀四書大全說》，頁 622。 
140《周易外傳》，頁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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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船山要求成全現象，釋氏乃主張勘破現象；相對於船山強調物理各殊，

一物之中不能具他物之理，釋氏則屢稱芥子納須彌。對船山而言，儒學一本萬殊

之道乃見同中有異而全其異，見異中有同而昭其同，體用相涵，天道物理兼備，

共相殊相俱彰。而佛氏乃見同中有異而銷其異，見異中有同而囿於同；銷異囿同、

廢用歸體的結果，既使物理萬有無存，亦令「同者所以統異」的天道本質隨之陷

落。 

 釋氏之所以有「萬法歸一」之思維，實可歸因於對分殊之理的輕視及對現實

萬象的懷疑。儒學以一本與萬殊之間有著本質、意義與價值的通貫，所謂「順序

而不逆，相合為一貫」141，故可由萬殊知一本，亦必得以成就萬殊為回歸一本的徑

路。然釋、老不明體用一貫之理，認為現象與本體之間存有本質與意義的差距，

非但不能於萬殊之中見一本，且常是萬殊的現象遮蔽了吾人對一本的認取，故回

歸一本須得以刊落萬殊為手段。對船山而言，此種詮解角度，直是對一本與萬殊

的割裂，亦是對渾淪天道的割裂。割裂天道物理之後，物理不見、天道不存，此

之謂「立體而廢用，則體亦廢」；此時，復另立一非一之一、非道之道、非本之本

以御眾統萬，僭稱為「一以貫之」之道，其實乃「以一貫之」的強迫與壓制： 

 

 群龍無首，故一積眾精以自強，無有遺也。有道焉，則首一矣，其餘不一

也，然後以一貫之，不然者而強謂之然，不應者而妄億其應，佛老以之，

皆以一貫之之術也。…皆立體以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142 

                                                

 

 「乾元用九，乃見天德」，用九即「見群龍無首」也。對船山而言，群龍無首

之所以能成為天德的具象，正因其體現了統萬殊於一本、涵一本於萬殊的天道內

容。「一本萬殊，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143，「歸於一」之「一」為數目之一。群龍

 
141《讀四書大全說》，頁 643。 
142《思問錄》，頁 416-417。 
143《讀四書大全說》，頁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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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潛、為見、為躍、為飛、為亢，因其時而乘之」144，姿態不一、性情不一、內

容不一、功效亦不一，固曰「無首」。唯有無首，萬殊方得自如地伸展，在沒有任

何壓迫的情況下，充分地完成自身的涵蘊；而只有當天地萬有皆獲得成就之時，

天道的整全方成為可能，此之謂「無有遺也」。然佛老則不如是觀。 

 佛老追求典要，以「一」為數目之一，故萬物之殊異不齊恰足以証明其非天

道至理，恰足以証明萬殊與一本的懸絕分離。「一」與「萬」既是割裂之「二」，

則自不能由萬殊之中提煉一本，故只能在萬殊之外另尋一本、另立一本，於無頭

之處安頭，令一首貫群龍，令群龍同一首。 

 令性情、功效各別之群龍同一首，其不洽不愜顯而易見。是儒學之一本為萬

殊所自涵，用涵體、體涵用。異端之一本則外爍強命，是體在用外；體在用外，

則體固非該用之體，用亦非該體之用，船山故言佛老此舉乃「立體以廢用，用既

廢，而體亦無實」。以外爍強命之「一」蠻野地貫合萬殊群龍，此之謂「以一貫之」，

而與聖門「一以貫之」判然分途： 

 

 聖賢之道則是「一以貫之」，異端則是「以一貫之」。他「一」字小，聖賢

「一」字大；他以「一」為工夫，屈抑物理，不愁他不貫。聖賢以「一」

為自得之驗，到貫時自無不通。145 

                                                

 

 「一以貫之」與「以一貫之」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為天道的開展，後者則

人為的收束；前者為「道」，後者為「術」，故船山遂以「一以貫之之道」與「以

一貫之之術」為儒學、異端分野。 

 聖門之「一」乃「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的諧和狀態，於此狀態下，萬殊咸

得實現與開展，表現出百花齊放的盎然生機，故「一」字大。異端之「一」則人

為外爍之一，無根無實，單薄孤另，只有概念，沒有真實生命，遑論盎然生意，

 
144《周易內傳》，頁 50。 
145《讀四書大全說》，頁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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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一」字小。 

 其次，儒學的工夫在「貫」，即統貫萬殊，使萬殊俱得成就與伸展；到貫時，

則諧和秩然、並育不害之「一」自然開顯、自然備全。船山故言： 

 

 未能即一，且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強推而通之也。

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

現則一也。146 

                                                

 

 「非可以思慮材力強推而通之」一語，固已指陳在成就萬殊時須令「私智」

退場之事實。成就萬殊、令萬有統貫開展於一本之中，乃是以物付物的還原；以

思慮材力強行貫合萬殊，則是令物來就我的扭曲。「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

意即良知良能的完全開發；知能並踐，則私意盡去、私欲盡消，全體現大用顯，

自能恰如其分地處置萬物、統貫萬物於均衡諧和的秩序之中。「一以貫之」之工夫

在「貫」，境界則為「一」，亦即此諧和秩然之「一」乃完成於萬有的統貫與涵成。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下學而上達，亦只是盡己之忠與推己之恕的完全

呈露與實現。 

 釋老則非是。釋老於用外立體，於萬殊之外立一本，此一本乃出於其思慮材

力之強推，正此「一」字顯其工夫、現其原形。至若「貫」，則意為貫合、貫串，

非開展，而乃收束；非還原，而只扭曲；蓋為立一之後的活動作用，同時也呈示

出釋老的學術旨趣。故以一貫之者，以思慮材力所立之「一」強行貫合萬殊、收

束萬殊、解釋萬殊、安置萬殊，使萬殊剝棄紛繁殊相，而呈現出單一整齊的面貌。

儒者以「多而一」、「一而多」展現和諧，異端則以「萬歸一」昭示秩序。針對此

中差殊，船山復言： 

 

 
146《思問錄》，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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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夫一者，所以異於執一也。147 

 

 「貞夫一」，即以秩然協合之「一」為性命貞正之方向；「執一」者，則是妄

立一本以解消萬象。故船山屢言「執一而賊道」148，並痛切指責：「所惡於執一者，

為其賊道，舉一而廢百也」149。 

 除割裂一本與萬殊之外，釋老復因無法正確地詮解萬殊，而乾脆割裂萬殊： 

 

 夫惟其一也，故殊形絕質而不可離也，強刑弱害而不可舍也。舍之以為遠

害，離之以為保質，萬化遂有不相濟之情才。不相濟曰未濟，則何以登情

才而成流行之用乎？舍之離之，見其殊絕之形害，而分以為二。既已分之，

則披紛解散，而又憂其不合，乃抑矯揉銷歸以強之同，則將始於二，成於

一。故曰：異端二本而無分。150 

                                                

 

氣化不息，命生萬物，紛繁萬物或相類相近，或相反相仇，或相敵相爭，不一而

足。雖或有相反相仇者，但相反者相因、相悖者相承、相敵者相濟，而相爭者正

所以相節；呼吸貌悖反，實相因承以成息，水火雖爭敵，恰可相節而相濟；由悖

反而秩序，由衝突而和諧，體用相涵，正乃宇宙圖象的圓善。 

 然釋老不能辨此，萬有相悖害的表象以及萬殊的對立與差異，皆在在迷惑著

他們的認知。萬殊由一本以生，則是當具有同樣的意義與價值，然水火為敵、旱

潦相悖，一正一反如何能具有相同的倫理意義與道德價值？吾人又豈能承認天道

所生之此一，而否認天道所生之彼一？ 

 既然無法同時承認天道又否定天道，則必此相悖反之二皆不能具象天道、體

現天道，亦即此二者皆不足據。釋老因為不能合理地詮釋「反」，遂懷疑「正」的

 
147《周易外傳》，頁 1091。 
148 同上，頁 1094。 
149《讀四書大全說》，頁 559。 
150《周易外傳》，頁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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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實在，復因為不承認「反」的意義與價值，遂連「正」也一併解消；而正、

反被解消的同時，也解消了真實的天道。解消萬殊之後所餘者唯空唯無，於是空、

無遂成為釋老所辨取的究竟及根源。 

 以道體為空、無，則道體所生者亦空、無，萬物的本質及價值歸趨莫非空、

無。在空、無的觀照下，萬殊之異僅為一不足道之假象，既不足為憑，自不需關

注與成全。於是，萬殊之「殊」被泯沒捨棄，萬有同歸於無、一致於空，萬馬齊

喑，存在內容因之失落，存在位置因之無著，此之謂「無分」。然究其實，釋老雖

解消相悖反之「二」，但其解消乃建立在對「二」的分疏及承認之上；換言之，正

因釋老認知到「二」的存在事實，體認到「二」的詮釋困境，方有消歸之舉以濟

其窮。其實「二」之悖反恰為「一」的流行、「二」之對立正可相容為「一」，然

異端未能見及秩序和諧之「一」，而執迷於數目之一，遂只能以二為二，此之謂「二

本」。「二本而無分」的結果是瓦解了現象，也扭曲了天道；是窒塞了萬物，也捏

塑出虛擬的一本。 

 異端不僅以萬殊為二本，亦以人之生有二本： 

 

 若墨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為二矣。性與形二者，本之二也；性受於無始，

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為真而形為賤，則一本真而一末妄。末之

真者，其本大而亦真；末之妄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

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子也；物所同

者，則釋氏所謂萬物與我共命也。151 

                                                

 

由於缺乏「體用相涵」的思維方式與觀照格局，異端不能認識二而一、對立而和

諧之大蘊，遂割裂一本萬殊，分解萬殊，復裂解形性。懷疑現象者必懷疑形體，

肯定本者自連末也一併肯定。墨、釋以性、形為二，性得於天，形生於親。人物

 
151《讀四書大全說》，頁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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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受天所命，故乾坤皆吾等父母，則是萬物與我共命，而鄰子猶兄子，路人如吾

父。不明「形色即天性」、不知萬物受陰陽則一，受生長收藏、健順五常等氣則別

的理一分殊大義，其推論結果將至禽獸！152此亦船山以一本萬殊為奉天討罪的魁柄

之因。 

 

 「一本萬殊」為船山學中極重要的思想，它不只鋪陳了天道的開展，也說明

了天道的目的與內容；它不僅詮釋了天道的流行，更指出了人道的努力方向。透

過對道德實踐次序的提點，一本萬殊展示出親親大義；透過對成就萬殊的叮嚀，

一本萬殊綻放出人文化成的耀目之光。船山說： 

 

 同歸殊途、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米來，既天理之自

然，亦聖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則是將太倉之粟倒

併作一粒。153 

                                                

 

 萬法歸一是生命的限縮，一本萬殊是生命的開放；萬法歸一是解消萬殊的化

約，一本萬殊是圓成萬殊的播散；萬法歸一是枯木寒崖的乾枯蕭索，一本萬殊則

展現出百卉齊綻的生機盎然。尊重差異、成全差異，創造一和諧、秩序而均衡的

天地以完成萬有的伸展；而就在萬有姿媚橫生的伸展中，天道藉由人道的實現而

呈露，人道透過天道的完成而開顯，體用相涵相拓、相顯相全――於是天道與人

道的義蘊獲得完全的開發；天地人三維鼎足並立，共同架立起世界，人文化成的

美麗圖象於焉完成。 

 
152 同上，頁 980：「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 
153 同上，頁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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