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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於朱子在中國的影響及其地位，錢穆曾經如此說： 

 

在中國歷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兩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

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留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

與倫比。……尊孔崇孔，乃朱子以後中國學術上一大趨嚮；而述朱闡朱，

則尚是中國學術上一大爭議。1 

 

藉由錢先生的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就歷史的眼光而言，朱子確實具有極其

重要的影響力，這一點似乎是屬於客觀的事實，因此比較能夠為大家所肯定。例

如楊儒賓就說： 

 

朱子是中國思想史上少見的劃時代的人物，所謂「劃時代」，意指在他之

前和在他之後的思想流程大不相同，而朱子是造成這種思想史流程轉變的

關鍵。2 

 

楊先生這段話正與錢先生的論述相呼應，由此我們也可以肯定朱子在歷史上確實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對於朱子本身思想的闡述，則由於各人的立場不同，

所以得出的詮釋和評價也各有差異，而所謂的「劃時代」也就會有著不同的實質

意義。就當代對朱子的研究來看，楊儒賓曾經將牟宗三、錢穆、陳榮捷和唐君毅，

視為是最為重要的四位大家，而這其中又以牟先生的詮釋影響最為廣大。3如果

再就他們對於朱子思想的界定來看，則又可以用劉述先曾經提及的說法，將他們

區分為三種型態：錢穆以為朱子不僅能集北宋理學之大成，甚至可以說是集孔子

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而牟宗三則認為朱子乃是別子為宗，並不是先秦儒學和北

                                                 
1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收在《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5），

頁 1、3。 
2 楊儒賓編：《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導論》（臺北：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 1。 
3 楊儒賓：〈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 19 卷 第 4 期（2000.11），頁 576–578。

此外，祝平次：《朱子學與明初理學的發展‧前言》（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 1–2 亦隱

隱然以此四人為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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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溪、橫渠、明道的善繼者；至於唐君毅則以朱子和象山、陽明是兩種可以相

互會通而補足的義理型態。4在這三種型態當中，錢、牟兩位先生的說法都不乏

後繼之人，5而唐先生的觀點卻似乎較少為人注意。對此，楊儒賓曾說： 

 

至於唐先生的論點沒有引起足夠的回響，這是相當不幸的事。唐先生本人

的寫作風格重圓融調會，四面張羅，問題容易鈍化，這固然是其論點較容

易被忽略的主要原因。但臺灣的儒學研究有一主流論述，牟先生的著作成

為戰後整個朱子學論述的拱心石，這未嘗不是原因所在。6 

 

楊先生這一段話，從兩個面向點出了唐先生的詮釋何以沒有得到充分的回響，一

個是關於唐先生本身的寫作，另一個則是關連到學術界的主要潮流。順著他的提

點，我們嘗試再加以闡述如下。 

我們知道，一個思想家的學說能否得到後世的接受甚至繼承和發揚，除了詮

釋的合理、深刻與否之外，思想家本身的寫作風格也是具有相當的影響性，特別

是當同時代裡也存在著其他重量級的詮釋時。對此，我們可以舉劉述先研究朱子

當作說明。劉先生自敘他對朱子的研究，在考據方面多採取錢穆的意見，而在義

理方面則多汲取牟宗三的說法，至於唐君毅的詮釋，他則如此說： 

 

我取唐先生之說獨少，其原因在，唐先生煞費苦心企圖證明在新儒家的宮

室之美，廟堂之富的弘大規模之下，可以兼容並包程朱陸王等不同型態的

思路，彼此不必互相衝突，而可以相反相成。但這樣的思路把銳角化成了

鈍角，對我的幫助不大。7 

 

                                                 
4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5，增訂三版），頁 27。文

中劉先生未提及陳榮捷的主張。陳先生有〈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一文，其說與錢穆型態相近，

見氏著《朱學論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8，增訂再版），頁 1–35。 
5 如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自序》便說：「基本上，我贊同牟先生以朱子為『別

子為宗』的看法」，頁 3；而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自序》則說：「經過這些剖析、闡釋，我

相信，像錢穆先生所講的『朱子之學，徹頭徹尾乃一項圓密宏大之心學。』應該已清楚地在讀者

心目中確立了起來。」（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18。這兩位學者的傾向，楊儒賓：〈戰

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已曾提及，見頁 577、578。 
6 楊儒賓：〈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頁 577–578。 
7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自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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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先生是朱子學的專家，他對於唐、牟、錢之間的取捨具有一定程度的參考價值。

從他的敘述中，我們窺見了唐先生重視圓融調會、兼容並包的思路，對於後學在

接受上所可能產生的問題。不過，假如我們換個視角來思考，那麼唐先生的思路

對於我們的價值可能會有很大的不同。對此，梁燕城有一段話語頗值得注意，他

認為： 

 

牟宗三的系統不能肯定多元，只限於現代；唐君毅的容納多元，屬於後現

代，但因多元間能感通，故又不陷入後現代那種散立的虛無之中。8 

 

雖然梁先生這裡的說法是對於唐、牟兩位先生思想體系的概括，不過拿來用在兩

者對於朱子的詮釋上仍然是頗為適用的。上述劉、梁兩位先生對唐、牟之間的取

捨、權衡顯然不同，其中或許並沒有絕對的優劣或對錯，不過我們卻可以如此思

考：順著牟先生的思路是當代朱子學的一條主要路線，而朱子是「別子為宗」的

定位也可以被人們自由選擇地去接受，正如楊儒賓所說的： 

 

牟先生的著作體系完整，析探深入，加上牟先生本人個性好惡鮮明，判教

意味極強，敵對學者當之，不免望風披糜。對學生而言，這樣的性格卻具

有奇理斯瑪的吸引力，牟先生很自然的吸引了一批學生跟著他走。9 

 

然而，我們卻也能夠說：順著唐君毅圓融多元的思路也可以是一條有意義的路

線，特別是當閱讀者在唐先生的論述中真實感受到朱子思想的面貌和價值時。10

在這裡，我們可以接著討論一個問題：在現在要研究朱子的哲學思想，而又面對

著唐、牟、錢等朱子學大家的詮釋時，我們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式？如果

能夠完全另闢蹊徑而自成一家之言，當然是可喜的事情，但是，取道於前輩大家

的思路卻也不失為是一個可行的路徑。正如前面已然提及的，牟先生的詮釋不乏

後繼之人，那麼當我們希望藉由唐先生的思路來窺探朱子的思想面貌時，也應該

是個可以實行的想法。這是本文的寫作動機之一。 

                                                 
8 梁燕城：《破曉年代—後現代中國哲學的重構‧序論》（上海：東方出版社，1999），頁 2。 
9 楊儒賓：〈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頁 578。 
10 對此，筆者已有專文，拙著〈唐君毅之朱子學〉，《鵝湖》第 33 卷 第 7 期（2008.1），頁 3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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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為什麼不走牟先生的主流路線呢？11底下嘗試說明箇中的原因。

在上面的論述中，我們從朱子的歷史地位談起，然後再轉到了當代對朱子思想的

定位。一方面誠如錢先生所說的，朱子在中國歷史上乃是足以和孔子媲美的大思

想家，然而另一方面，在當代除了「集大成」的聲音外，卻也出現了「相互補足」，

以及「別子為宗」的論述。其中，「別子為宗」作為當代的主流論述，很明顯地

和傳統的評價有著相當的落差，特別是當我們再進一步深究牟先生對「別子為宗」

所下的三項判準時，我們將發現朱子似乎連成為儒學內部一宗的資格都不怎麼足

夠。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已經有過相關的處理，現在將該文部分的摘要與結語迻

錄於此： 

 

在當代的朱子學中，牟宗三的詮釋無疑是最具有影響力的。牟先生判教的

意味相當明顯：他認為朱子的理是只存有而不活動者；而心、性、情三分

的架構中，性屬於但理，心、情則屬於形下的氣的層次；至於涵養主敬和

格物致知的工夫，則只是空頭的、外在的。依據這三項判準，因此牟先生

判定朱子是別子為宗。不過牟先生的詮釋和判定卻讓筆者深感不安，一則

牟先生基於判定朱子是屬於所謂的橫攝系統，因此對於朱子的許多屬於直

貫系統的辭語，都表示出不信任的態度，進而修改或否定朱子本身的話

語；二則若依據牟先生的詮釋，那麼朱子似乎連成為儒學之一宗的資格也

將喪失。單以工夫論而言，在他的詮釋之下，朱子連真正的道德行為也無

法成就。 

 

這確實是很嚴重而且嚴肅的問題，因為這樣一來，朱子的思想價值何在，

就必須被重新界定，甚至是被質疑或貶抑；至少在儒家重視道德實踐以培

養道德人格的這一方面，他的思想似乎沒有太大的立足點。這實在讓筆者

深感不安，因為朱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為己之學」，而如今卻連真正的

道德行為都成就不了，這與他的志向是全然背離的。12 

                                                 
11 至於錢先生的說法，其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大，除朱子的哲學思想外，尚旁及經學、史學、

文學、小學等等，而唐、牟二位先生則主要是哲學家的詮釋。因本文乃著眼在哲學思想的研究上，

所以對於錢先生的詮釋雖然有所參考，但卻非本文所能取道的途徑。 
12 拙著〈對牟宗三詮釋朱子心性、工夫論的若干疑義—以唐君毅之朱子學為主要視角〉，《有

鳳初鳴年刊》第 3 期（2007.10），頁 15、26。關於牟先生對朱子的話語經常表示不信任，並進而

加以修改或否定的作法，筆者深以為不可。對此，文中曾有所論述，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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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唐先生的詮釋則能夠讓朱子思想的價值保持相當程度的肯定。這是本

文的寫作動機之二。當然，筆者並不是簡單地因為唐先生的詮釋有利於朱子地位

的維持，就因此而忽視牟先生的判定，如果僅僅是如此，那麼將只是落入門戶之

爭而已。唐先生和錢先生在論述朱子的思想時，對於門戶之見的可能弊端都曾再

三致意，13本文的寫作也自我期盼能夠免除這樣的毛病。前面已提及唐先生的詮

釋並沒有被充分的認識，但是筆者卻發現，在後來許多不同於牟先生的見解中，

其實有許多都可以在唐先生的詮釋裡找到相近的觀點。這樣的現象表示了：唐先

生的詮釋雖然不像牟先生那樣得到廣大的迴響，但是他的詮釋卻與後來的學者有

著不謀而合的洞見在。本文便是著眼於此，嘗試將唐先生的朱子學面貌加以展

示，並希望讓他的詮釋得到相應的重視。這是本文的寫作動機之三。 

以上說明了本文何以取道於唐先生的詮釋，不過，學術的研究畢竟是期望能

有所進展的一種歷程，因此在展示唐先生的朱子學的同時，本文也將嘗試提出一

些可能的補充、開展。換句話說，除了希望能夠深入理解唐先生對於朱子的詮釋

之外，更期望藉由他的思路來掌握、發掘朱子本身的思想面貌與價值所在。對此，

筆者願意借用杜保瑞詮釋朱子時的一段話來作為本文的期許，他如此說： 

 

總之北宋諸儒的重要哲學意見朱熹幾乎都對之進行理解、轉述與再發揮，

說朱熹是北宋儒學的集大成者的意義就是在這些哲學問題思路的繼承下

成立的。14 

 

前面已經提及，在面對前輩大家的朱子學研究矗立在眼前時，本文採取的不是另

起爐灶的方式，這除了是因為筆者深知目前所能達到的學術程度十分有限之外，

更為重要的是，借重前賢的詮釋以作為路徑，原本就是中國詮釋傳統中早已存在

的現象。唐先生藉由詮釋朱子以理解儒家哲學的某個面向，而本文則取道唐先生

以探求朱子哲學的大體樣貌。這是本文的寫作動機，也同時是寫作的目的。 

 

                                                 
1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0，全集校訂版），頁 206–212；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例言》，頁 13–14。 
14 杜保瑞：〈朱熹哲學研究進路〉，《哲學與文化》第 32 卷 第 7 期（2005.07），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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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人研究概況 

經由第一節的論述，相信讀者已經隱約感受到：雖然唐君毅對朱子的詮釋曾

被譽為是當代朱子學的四大家之一，然而他的觀點在注意度和接受度上卻與他的

重要性不成正比，甚至可以說是十分微小的。即如近來杜保瑞〈朱熹哲學研究進

路〉在檢討當代朱子學時，也並沒有提及唐先生。15僅就筆者目前所見，在學位

論文以及專門著作方面，還沒有任何一部以唐先生的朱子學為主題的論著。並

且，當筆者初步查閱一些重要的朱子思想專書時，也發現唐先生的論點被引用的

次數十分的鮮少。例如：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和田浩《朱熹的

思維世界》曾經引用過幾次，祝平次《朱子學與明初理學的發展》除〈前言〉略

加評述外，16文章中只提及一次，而像陳榮捷《朱學論集》、陳來《朱子哲學研

究》、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張立文《朱熹評傳》等等，都沒有任何的引述。 

相較於上述專書的鮮少論述，在單篇論文方面，已經能有比較多的注意，雖

然，就整體的份量而言還有相當大的進展空間。例如：早先戴君仁〈朱子陽明的

格物致知說和他們整個思想的關係〉曾對唐先生這方面的看法有所稱讚，17不過

限於題旨，所以戴先生並不曾有進一步的發揮。此外，林安梧〈知識與道德之辯

證性結構—對朱子學的一些探討〉，對於唐、牟二先生的宋明理學曾有所綜述

和對比，其中對牟先生的朱子學的掌握，簡明扼要，頗值得參考；而對唐先生的

觀點，雖然林先生有較高的肯定之意，但在論述的篇幅上卻相對地較少，並且方

法論上的闡述多過於義理內涵的說明。18而晚近大概就只有高柏園〈論唐君毅與

                                                 
15 杜保瑞的著眼點與楊儒賓頗有不同，他認為：「當代朱熹學研究中形成當代爭議的有幾個主要

型態，即是牟宗三先生一型，勞思光先生一型，馮友蘭先生一型。」，〈朱熹哲學研究進路〉，頁

106。 
16 祝平次：「比起牟先生，唐先生較能將其西學根砥放在一邊。……然而其所著《中國哲學原論》

屬於分論性質，難以令人看出理論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而且在其應用西學的分析架構時，其

問題取向也易發生偏向，還是無法完全掌握原來問題在其脈絡的應有意涵。」，《朱子學與明初理

學的發展‧前言》，頁 2。對祝氏之概括評論，筆者採取保留態度，此觀本文之討論後，當可有

所理解。 
17 戴君仁：「我對於唐君毅氏所說『朱子陽明之思想，咸有進於《大學》所陳而自立之新義在』，

『二家之釋《大學》格物致知之言，不視之為大學本文註解，而視為一獨立之思想之表現』這些

話，是非常同意的。」，〈朱子陽明的格物致知說和他們整個思想的關係〉，《戴靜山先生全集》（臺

北：戴顧志鵷，1980），頁 803。 
18 林安梧：〈知識與道德之辯證性結構—對朱子學的一些探討〉，《現代儒學論衡》（臺北：葉強

出版社，1987），頁 145–167。如頁 159 云：「……換言之，唐氏並不能同意牟氏對朱子『別子

為宗』的判定。連帶地，牟氏所謂順取橫列的涵靜攝系統，泛認知主義型態，他律道德等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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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對朱子思想之理解態度〉、楊儒賓〈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陳榮灼〈朱

陸匯通之新途〉、陳代湘〈現代新儒家的朱子學研究概述〉等文相對比較重視。

其中，楊儒賓的說法我們已經有所提及，而陳代湘的討論重心是牟宗三、錢穆、

馮友蘭和劉述先四人，對於唐先生只簡單提及三次，19所以在這裡我們便將焦點

放在高柏園、陳榮灼的觀點上。高先生的文章主要是著眼在唐、牟的方法論，以

及他們對朱子格物致知論的詮釋，而且對唐先生詮釋朱子的論述也只鎖定在《中

國哲學原論》的《原教篇》和《原道篇（三）》二書，因此不論是在個人論述所

佔的比重，或者處理的思想議題，還是引用的材料上，都還有讓我們可以加強擴

充的地方；並且，更為重要的是，高先生明白表示他是比較同意牟先生的主張的，

而這正和本文的立足點有所差異，一如我們在上一節已然論述的那樣。20至於陳

先生的文章，主要是藉由黑格爾對「倫理的觀點」與「道德的觀點」的區分，來

說明朱陸之間的分歧，以及以此作為匯通朱陸的新途徑。在這個基礎下，他認為： 

 

雖然我們接受牟先生將象山與康德於「自律道德」上等量齊觀，但我們卻

不同意將「道德的觀點」絕對化。相反的，藉著黑格爾對康德道德哲學之

批判，我們將凸顯出象山之侷限。其次，儘管我們贊同唐先生之「朱子有

進於象山」一論旨，但與其「工夫論」之進路迥異，我們將展示如何透過

黑格爾之「以倫理揚棄道德」的進路來証成從象山到朱子的過渡。21 

 

筆者對黑格爾的哲學並沒有研究，因此不敢妄加置喙，但如果單就陳先生的文章

而言，雖然他說自己的進路和唐先生「『工夫論』之進路迥異」，但其實兩者對朱

子在道德實踐上兼重德性與聞見的詮釋，並沒有太大的差異或衝突。而由此也可

以說，陳先生的說法為唐先生的詮釋提供了一個可以相互參考的論述視角。以

上，我們簡單地討論了一些相關的研究，相信多少能夠讓讀者感覺到：唐先生的

                                                                                                                                            
若將之置於唐氏的系統中恐怕會有些爭議與論辯。」林氏之說，筆者頗為贊同，此觀後文所論，

亦當有所了解。 
19 陳代湘：〈現代新儒家的朱子學研究概述〉，《哲學動態》2002 年 第 7 期，頁 25–28。 
20 高柏園：〈論唐君毅與牟宗三對朱子思想之理解態度〉，發表於第四屆東亞漢學國際會議（日

本：日本大分縣立薈術文化短期大學，1999 年 9 月 25、26 日。）然筆者未能查看該論文集，此

處乃檢索於華梵大學第四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2000 年 5 月 27、28 日）之網路資料

http://www.hfu.edu.tw/~lbc/BC/4TH/BC0432.HTM 
21 陳榮灼：〈朱陸匯通之新途〉，收在台灣哲學學會編：《儒家哲學》（臺北：桂冠圖書公司，2004），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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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學，在當代依然是一個不夠受重視，甚至是被忽略的詮釋。而這也正是本文

所希望突顯的部分。 

 

第三節 唐君毅的思想特質與本文的研究進路和範圍 

唐君毅對於朱子的相關詮釋，雖然是散見在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原論》六大

卷中，22不過論述的份量並不算少。其中主要的篇章有：〈由朱子之言理先氣後，

論當然之理與存在之理（上）（下）〉、〈原致知格物（上）（下）〉、〈原太極（上）（中）（下）〉、

〈朱子之理氣心性論〉、〈原德性工夫：朱陸異同探源（上）（中）（下）〉、〈朱陸之學

聖之道與王陽明之致良知之道（上）（中）（下）〉、〈綜述宋明理學中心性之論之發展〉

等，如果我們將這些篇章加以集結，而視之為一部朱子哲學思想的專論，也應當

是不為過的。本文便是以上述這些篇章為論述的主要依據。23  

在研究進路方面，我們先借助黃俊傑在研究孟子時所提出的兩種進路來作為

引導，他說： 

 

當代學者對孟子學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區分為兩大陣營：一是哲學／觀念

史的研究進路；二是歷史／思想史研究進路。前者在研究方法上將《孟子》

視為與社會政治經濟變遷無關的哲學文獻，並有意無意間假定孟子思想體

系內各個觀念或概念具有某種自主性，在這個假設上解剖孟子學中的重要

概念。後者則將孟子及其思想放在歷史或文化史脈絡中加以考慮，尤其注

意分析孟子學在思想史中之浮沉變化。這兩種研究進路雖然取徑不同，方

法互異，但是相輔相成，交光互影之處極多。24 

 

黃先生在這裡所論述的兩種進路，用在當代的朱子學研究上也是適合的。哲學或

觀念史重在探究哲學觀念本身的義理內涵與體系，對於思想家所身處的時代、社

                                                 
22 分別為《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全集校訂版）、《原性篇》（臺北：臺灣學生

書局，1989，全集校訂版）、《原道篇》三卷（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全集校訂版）、《原教

篇》。本文凡引述此六卷者，皆依上述之版本，為清耳目，只於引文後標示書名與頁數，不另附

註。 
23 此外，唐君毅：《哲學論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0，全集校訂版）尚有〈朱子道體論

導言〉、〈朱子與陸王思想中之一現代學術意義〉、〈陽明學與朱子學〉三文，頁 88–92、500–507、

508–521。 
24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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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外緣背景則可以暫且給予擱置；而歷史和思想史則主要是探討思想家和時

代、社會等外緣背景之間的關係。例如相對而言，錢穆《朱子新學案》的第一和

第二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陳來《朱

子哲學研究》、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等的詮釋比較傾向於前一種類型，而像

束景南《朱子大傳》、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以及余英時《朱熹的歷史世界》

等的研究則比較屬於後一種類型。當然，正如黃先生已然提及的，這兩種進路並

非截然二分，不過兩種研究方式確實存在著大方向與立足點的差異，所以我們在

這裡的引用，不僅僅是為了分類上的方便，而且也是替唐先生的詮釋和本文的研

究確立一個基本的指向。就這兩種類型來說，唐先生對朱子的詮釋進路無疑是接

近第一種的，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他的論述方式是「即哲學史以論哲學」。25底

下，我們將以《中國哲學原論》各卷的序言為中心，一方面說明唐先生的論述方

式，另一方面也點出本文的研究進路和範圍。 

    唐先生對於自己的論述方式有著高度的自覺與清楚的說明，我們從他各卷的

序言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一貫思路，那就是重視融通多元的圓融心態。這

樣的心態，在前文引用楊儒賓、劉述先和梁燕城的話語時，相信讀者們已經能夠

有所感受。而在這裡，筆者將進一步引述唐先生自己的言論來作為佐證和說明。

我們先看何謂「即哲學史以論哲學」？對此，唐先生說： 

 

吾所注重者，唯是說明：中國先哲言人性之種種義理之次第展示於歷史；

而其如是如是之次第展示，亦自有其義理上之線索可尋。故可參伍錯綜而

通觀之，以見環繞於性之一名之種種義理，所合成之一義理世界。……其

論述之方式，亦可謂之卽哲學史以言哲學，或本哲學以言哲學史之方式

也。（《原性篇》，頁 5–6） 

 

所謂卽哲學史以論哲學者，卽就哲學義理之表現于哲人之言之歷史秩序，

以見永恆的哲學義理之不同型態，而合以論述此哲學義理之流行之謂。既

                                                 
25 對唐先生此一觀點，提及者不少，如李杜：《唐君毅先生的哲學》﹙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3，

再版﹚，頁 33–35、151–159；林安梧：〈知識與道德之辯證性結構—對朱子學的一些探討〉，頁

157；蕭萐父：〈評唐君毅的哲學史觀及其對船山哲學之闡釋〉，《船山哲學引論》（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93），頁 207–222；高柏園：〈論唐君毅先生對二程理學之理解態度（上）〉，《鵝湖》

第 28 卷 第 11 期（2003.05），頁 33–40；彭華：〈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關於方法論的討

論與比較〉，《宜賓學院學報》2001 年第 1 期，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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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流行，則先後必有所異，亦必相續無間，以成其流，而其流亦當有其共

同之所向。（《原教篇》，頁 9） 

 

在上述的話語中，相對而言，因為第一段是緊扣著「性」這一觀念來作說明，所

以顯得具體而個別，而第二段話則顯得比較抽象而普遍。也可以說，後一段是原

則性的論述，而前一段則能夠當成一個實際的例子，兩者正好可以相互彰顯。如

果再用我們的話來稍作說明，那麼例如「道」這個觀念，就可以放置在一個哲學

史的發展脈絡來探討，也就是說，可以論述「道」在先秦以至於明清的各個思想

家中，各自呈現出了怎麼樣的義理樣貌。再者，如果單就朱子學來看，則從「即

哲學史以論哲學」的角度出發，便是特別著重於理氣論、心性論和工夫論等三方

面的哲學義理，在朱子的思想中是如何呈現或是何種型態的。此中，固然可以將

朱子的型態和其他的思想家作比較，但是因為限於本文的主旨以及筆者的學力，

所以不須要也沒有辦法論及朱子和其他思想家的不同，而只能夠以唐先生對朱子

本身思想的詮釋為主軸，然後旁及當代相關的朱子學研究。 

接下來，我們便來看對於唐先生的詮釋有著關鍵而一貫的思路，唐先生說： 

 

依吾平日之見，嘗以為凡哲人之所見之異者，皆由哲學義理之世界，原有

千門萬戶，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間，周旋進退，還當相遇；則千

門萬戶，亦應有其通。（《原教篇》，頁 10） 

 

這裡須要特別提及的是，《原教篇》這一段文字並不是一個孤立的話語，因為相

似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原論》各卷的〈自序〉中都曾經有所論述。26換句話說，

唐先生重視融通多元，乃是他一貫的思路，它貫穿在《中國哲學原論》六大卷的

論述當中；並且，它不單單只是一種論述的方式，而且更是唐先生自身思想的一

                                                 
2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5：「吾書既欲見中國哲學義理有不同之型態，實豐富而

多端，而又欲合之足以見整個中國哲學之面目，……吾於昔賢之言，亦常略迹原心，於諸家言之

異義者，樂推原其本旨所存，以求其可並行不悖，而相融無礙之處。」、《原性篇》頁 9–10：「今

若更觀此所悟解者之聚合於吾人之一心，而各當其位，則不同歷史時代之賢哲，所陳之不同義理，

果皆真實不虛，卽未嘗不宛然有知，而如相與揖讓於吾人之此心之中，得見其有並行不悖，以融

和於一義理之世界者焉。」、《原道篇（一）》頁 26–27：「吾對中國哲學思想之全體，恆有一整

個之觀感。卽其雖沿不同道路而形成，然皆自同一本原而發，如長江黃河之同原於星宿海，中國

之山脈之同出於崑崙。……此可喻中國之思想主流如周秦之儒道墨三家，或後之儒釋道三教之有

不同道路，皆可並行不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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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質。在前一節裡，我們曾經引述梁燕城對於唐、牟思想體系的判斷，他認為

唐先生能夠「容納多元」，並且「多元間能感通」，而唐先生在這裡的自敘，正好

可以當成最直接的證明。此外，唐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思路，則是基於他獨特的

一套思考，他如是說： 

 

此人之心思，原可隨順一名言、及一事物，以有其在種種之不同方向、不

同深度之運用，正為種種不同義理，所以得分別顯示於此心思前之理由所

在。（《原性篇》，頁 10） 

 

不同的義理乃是心思不同面向和不同深度的運用與呈現，這是唐先生對於人類的

心思所給予的一種豐富多元的陳述，而正是因為有鑒於此，所以他認為： 

 

亦唯有人之善自旋轉其心思之運用之方向，如天樞之自運于於穆者，方能

實見彼一一義理之各呈於一一方向深度之運用之前，以咸得其位，如日月

星辰之在天；亦方能實見得一切真實不虛之義理，其宛然之衝突矛盾，皆

只是宛然而暫有，無不可終歸於消解；以交光互映而並存一義理世界中。

（《原性篇》，頁 10） 

 

從以上的話語來看，唐先生對於各家哲學確實存在著：由各自出入之中以得其會

通之處的期盼。因此他才會說：「此卽吾之所以不揣冒昧，凡遇先賢之異說糾紛

之處，皆盡力所及，為之疏通，以解紛排難。」（《原性篇》，頁 12）這和牟先生強烈

的判教意識具有十分明顯的差異，而本文卻正是欣賞前者的路徑，並且也自我期

許以這種思路作為論述的途徑。 

至於本文的研究範圍，底下我們也將藉由唐先生在《原教篇》中的說明，來

作為本文的指引。唐先生說： 

 

吾之論述宋明儒之每家之學，皆只提示吾所視為有較特殊之承先啟後之哲

學意義者為止。然一家之學，固不以此而止也。又對此特殊義，吾亦多只

略引其一二言為據，未嘗于其言加以盡舉。……又吾書對各家思想之師友

淵原，與時代問題之關係，亦幾全無所論述。此則由吾書原不全同世之哲

學史，唯重在卽哲學史以見哲學義理之故。（《原教篇》，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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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唐先生以具有特殊承先啟後的哲學義理為論述主題，不僅不旁及其他有別

於哲學的課題，甚至也不涉及太多次要的哲學概念，這就為我們研究他的朱子學

時劃下了一定的範圍，本文也正是打算以朱子的理氣論、心性論以及工夫論作為

主要的議題。其次，唐先生對於原典文獻的引用確實不多，對於這個方面，正好

是本文可以而且也必須補足的部分。這一方面是為了讓文獻出場作佐證，以免流

於捕風捉影的無根揣測，而另一方面也正可以見出唐先生的詮釋合理與否？須要

特別提出的是，如果《朱子文集》和《朱子語類》的說法看似有衝突的時候，筆

者將以《文集》的論述為準則；並且，更重要的是，筆者以為引用《語類》作為

例證時，雖然不一定要同時引述多條紀錄，但卻必定得先確認有其他相近的說法

存在，也就是說，不宜以孤例來作為觀點的論證，甚至是以孤例來否定其他絕大

多數的話語。這是筆者引用文獻的重要原則。再者，在思想的師友淵源和時代問

題方面，本文也同樣不將重心放在這些問題的考察上，借用上述黃俊傑的話，因

為筆者的預設是假定朱子的「思想體系內各個觀念或概念具有某種自主性」。此

外，關於唐先生的生平及思想體系，也不是本文所想要論述和討論的範圍。27最

後，前面已提及，本文的論述除了以唐先生的詮釋為主線外，同時會以參照、對

比的方式來作論證，此中，參照、對比的主要對象，是以牟宗三為主的當代詮釋。

筆者認為，透過這樣的對比方式，可以將雙方見解的異同和出入鮮明地呈現出

來，由此也比較能夠看出唐先生的精彩或不足所在，並且更進一步的，也正是本

文所能加強和開展的地方。28 

 

 

 

 

                                                 
27 關於此，可另參考李杜：《唐君毅先生的哲學》（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3，再版）、唐端正：

《唐君毅先生年譜》，收在唐君毅全集編委會編：《年譜‧著述年表‧先人著述》（臺北：臺灣學

生書局，1990，全集校訂版）。 
28 唐君毅對「比較法」的價值曾如此說：「由是而使同異皆得凸顯，而所比較之對象之具體的個

體性，亦皆得凸顯。而吾人之比較之思想活動本身，亦因而有更清楚豐富之思想內容。」，《哲學

概論（上）》（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9，全集校訂版），頁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