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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君毅對朱子理氣論的詮釋 

第一節 朱子是中國哲學家中最重視生生之理者 

（一）生生之理乃創造性本身 

朱子所謂的理概念，就形上學的視角而言，主要是對於宇宙萬物根源問題的

說明。探討萬物根源的問題是東、西方哲學都有所論述的，對此，唐君毅曾經羅

列了七種思想型態：一是認為「一切事物一切現象，合為一全體，不須另求其根

原」；二是「一切界劃分明者，由界劃不分明之混沌和元氣而生」；三是「本於人

能造物，使物自無而有，並主宰物而利用之；……乃謂天地萬物初由神之創造，

亦由神加以主宰」；四是「以一切事物皆由無而有」；五是「以一切萬物之有，皆

依於一『全有』而有而生」；六是「以一切萬物之有，皆分別依不同之因緣或原

因而有」；七是「以一切萬物依一共同普遍之道或理而生，凡道與理亦皆不同於

世間之存在事物之有，而又非無者。」1以上前六點，唐先生除了舉出例子外，

也都略加批評以說明其不足之處。不過因為這些部分已經超出了本文所要研究的

主題，所以在此擱置不論。這裡須要說明的是，唐先生自己在萬物根源的問題上，

是立足於第七點的立場的。他將這個立場的理稱為統體之道、統體之理，或生生

之道、生生之理，並且更進一步說： 

 

中國哲學家中，最重生生之道之理，而視之為萬物之一原所在，而詳發其

蘊者，則為宋儒之朱子。朱子之所論，旣近承周張二程之言生生之理生生

之道，遠本於易傳之言生生之易，與中庸之言天之生物之道，而亦遙契孟

子之言「生則惡可已」，與孔子之言天道之見於「四時行百物生」之旨。（《導

論篇》，頁 459） 

 

很顯然地，唐先生對於朱子思想中的生生之理給予了極高的評價，這和牟宗三判

定朱子的理是「只存有而不活動」以致於成為儒學的歧出的觀點，2正好形成了

強烈的對比。關於唐、牟兩位先生對此問題的詮釋與差異，我們將在下一節討論

太極之理的動靜問題時加以論述，現在只先就唐先生的觀點來分析。 

                                                 
1 詳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453–459。 
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臺北：正中書局，1969），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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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論述的方式來看，唐先生是藉由西方的思想來比觀中國和朱子的生生之理

的。他如此說道： 

 

自萬物之創生言，則萬物未生之際，只能說寂，其由未生而生，此中之先

有者，亦只能是依由未生至生之一道一理，在前為導，而物則依此生之道

生之理以生。此卽見天德天理天道之流行，於萬物之相繼而生生不已之歷

程中。此則中國傳統思想共有之大義，而為朱子之所發揮，以成其以此理

此道為太極，以主乎一切流行之氣之中之思想，而為西方之宗教思想與形

上學思想所未之能及者也。（《導論篇》，頁 460） 

 

在唐先生看來，西方思想在說明萬物生生不已的問題上是有所不足的，之所以如

此判斷，這是因為他認為創造之所以為創造，便是在生生不已的流行上，然而西

方對於世界卻有著末日的論述，而這其實正是一種對於創造性不能真正重視的觀

點。對此，唐先生有所批評地說： 

 

      在西方中古形上學思想，謂上帝為全有，則恒謂此流行或創造，對上帝為  

可有可無之外加之事，而此世界之創造與流行，乃對上帝為偶然。反此說

者，乃被視為異端。此卽未能深契於「體之必行於用」以表現為流行或創

造之義。（《導論篇》，頁 460） 

 

換句話說，如果沒有了創造，不僅天地萬物將趨向終止而蕩然無存，而所謂的創

造者也就不成其為創造者。因為，體之所以為體，必定得表現於用上，否則這樣

的體便無法成為真正的創造性。所謂「體之必行於用」，正顯示了創造性的實體

並不僅僅是一個獨立而寂然的存在，他必然要表現自身於這個現象世界，而這也

就是唐先生所重視的生生流行不已的創生歷程。接著，進一步由上述西方的思想

來反觀中國，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子所重視的不是人格神的天或帝，而是作為創造

性本身的理。唐先生認為： 

 

此道此理之所在，卽創造者之所在，而創造者卽可同於此理此道。此卽以

理道攝創造者之朱子思想，其所以不外此道此理，以言天言帝，而以天帝

同於此理此道之故也。……故朱子註經，於言天帝處，乃皆以理釋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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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罪於天，卽獲罪於理」，又釋「帝命文王」曰：「理合如此，便是帝命」

（語類八十一）案古經所謂帝，蓋實為人格神，未必如朱子所訓釋；而朱

子之所以必如此加以訓釋，則所以完成此以第二位之道，攝第一位之上帝

之思想之發展者也。（《導論篇》，頁 460） 

 

站在儒家的立場而言，唐先生的論點是十分合理的。因為儒家是直接就創造性本

身而將之視為生生之理的，這和西方以人格神的上帝為創造者正好有著根本的區

別。當然，不同的思想必然有其對於最高存有的特殊體悟與理解，因此這裡我們

只須將兩者作為一種參照的對比，至於優劣高下的評判，則可以是另一種議題的

討論。 

    底下，我們引一段《朱子語類》的問答，來看看朱子對於孔子所說的「獲罪

於天」是如何詮釋的？ 

 

      周問：「『獲罪於天』，《集注》曰：『天卽理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       

抑得罪於此理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理而已。天非有此道理，不

能為天，故蒼蒼者卽此道理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

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理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理教

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說，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3 

 

朱子的這段話正是以理為最高的主宰，但這樣的主宰卻又不須要理解為像人格神

那般以意志來掌控整個世界的事物，而是直接將它視為是最高的價值根據即可。

並且，道不遠人，在表現「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人倫之處，就是理的體現，

而不須要另外祈求一個外在的具有人格神力量的權威。朱子這樣的觀點是儒家世

界觀的一貫思路，價值始終安立在人文的世界裡，也始終是以人為本位而非以神

為本位的。4與此相關的看法，我們也能在朱子談論「天地之心」的話語中看到。 

 

問：「天地之心亦靈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不可道是不靈，  

                                                 
3 黎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類》（北京：中華書局，1986）卷 25，頁 621。本文凡引述《朱

子語類》者，皆依此版本，底下只於引文後標示書名（簡稱為《語類》）、卷數與頁數，不另附註。 
4 關於儒家、道家、道教以及佛教等世界觀的差異，可參閱杜保瑞：〈中國哲學中的真理觀問題〉，

《哲學與文化》第 34 卷 第 4 期（2007.04），頁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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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語

類》卷 1，頁 4）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

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葉條榦，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不窮者，

以其生也。才不生，便乾枯殺了。這箇是統論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

目界限，如義禮智，又自有細分處也。」（《語類》卷 105，頁 2634） 

 

由上述的兩段話，說明了在朱子看來，天地之心既不是冥然不起作用的死體，也

不是有所謂像人一般的思慮活動，其引述伊川所說的「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正是藉由現實理想人格的活動來對襯出天地之心的特質所在。因為

聖人畢竟是現實有形氣的人，雖然他的本心的本質是與天同德的，但天人之間的

表現方式究竟有所不同。不過，可以肯定的是，天地之心確確實實是靈妙的，這

個靈妙便表現在創生的作用上。對於這個本體，朱子在這裡稱之為仁之體，而一

句「天地之心，只是箇生」，正表現了人物之所以生生不窮的根源所在，以及這

個本體的本質作用。朱子這樣的思想，不僅表現在他對太極之理的創生活動上，

同時也表現在他所謂的枯槁亦有性的思路上，關於這些，下面的章節將會有所處

理。 

從以上對朱子話語的討論，筆者以為唐先生對於朱子的理的詮釋，是相當順

適和貼切的。總括地說，唐先生確立了朱子的理是創造性的本身，而不是如西方

的上帝或是其他宗教中的人格神，並且它必然是永恆不息地起著生生不已的作用

的。其次，依著儒家的視角來說，唐先生認為朱子對於萬物根源問題的說明，比

西方的思想更能夠正視和重視創造之所以作為創造的本質。 

 

（二）理、氣與西方概念的對比 

接著，我們將闡述唐先生藉由西方的實現原則、形式之理以及質料等概念，

來進一步對比和解釋朱子的理、氣概念。5從這部分的論述，將能讓我們更清晰

                                                 
5 在當代以西方的形式、質料和共相、殊相詮釋朱子的理氣論者，首推馮友蘭。但馮先生將西方

概念等同於朱子理氣論的詮釋，已經受到後來學者的質疑和批評。例如，丁為祥：〈從形式與質

料到真際與實際—馮友蘭朱子詮釋芻議〉，《人文雜志》2001 年 第 4 期，頁 52–57；金春峰：

〈馮友蘭《中哲史》(三十年代)論新儒家的得失之評論〉，《哲學與文化》第 28 卷 第 7 期（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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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體地掌握朱子對理、氣內涵的規定。首先，唐先生認為實現原則對於西方的

形上學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念，它是： 

 

  人追問一新事物之形式，何以能實現於其質料，或潛能之所以化為現實，     

以使新事物得創生而存在，所逐步逼出，而必須加以肯定者也。（《導論篇》，

頁 464） 

 

當然，只要我們不局限於如亞里士多德所提出的四因說等西方理論，6而單就這

個概念本身著眼，那麼實現原則就是一種表示創生之所以可能的概念，因此也就

有著普遍的適用性而可以借用來說明中國在談創生問題上的觀念。因此唐先生

說：  

 

在中國方面，則中庸之誠，易傳之乾坤，皆具有實現原則之意義。而暢發

其重要性者，則為承周張二程之傳之朱子。朱子之所以重理，卽重其為一

實現原則。（《導論篇》，頁 465） 

 

這一段話裡，除了明白表示中國的誠、乾坤和理等概念，具有和實現原則相當的

義涵之外，並且又再一次地強調了朱子的理在傳統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總結唐先

生之意，儒家從先秦便重視生生之理的概念，而到了宋代才由朱子的集大成而將

這個概念充分發揮。專就宋明儒學的大脈絡來看，近代學者區分為理學、心學和

氣學三系。7可以說，在朱子之後，理學雖然不乏繼承的人，但相對而言，心學

和氣學的發展無疑有著更為長足的開拓和進步。而之所以如此，主要便是因為理

學在朱子的手中已經可以說達到了完整理論體系的高度。因此，從這個角度上

看，唐先生對於朱子思想的這個詮釋，不但能和思想史的發展脈絡相符合，而且

也給予了朱子的理的內涵充實的意義，以及應有的價值肯定。 

                                                                                                                                            
頁 650–678；陳代湘：〈馮友蘭對朱子學的繼承和超越〉，《船山學刊》2003 年 第 1 期，頁 109–

112。 
6 對於亞里士多德的四因說，唐君毅在書中有言簡意賅的說明，見氏著《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

頁 463–464。 
7 傳統上將宋明儒學區分為理學和心學兩系，近代則由張岱年首先提出氣學一系以成為三系之

分。見楊儒賓：〈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漢學研究》第 25 卷 第 1 期（2007.06），

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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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我們就來看看唐先生是如何將朱子的理、氣對比於西方的實現原則、

形式之理以及質料等概念。唐先生認為： 

 

朱子之所謂理，固有二義，其一義為：一物所具之理或一事一物之極至之

理。此可為就一事一物之特定之形式構造相狀而言之理，而相當於西哲之

形式之理者，於此可說物有許多，理亦有許多，物各有其理或律則，而各

有其極。朱子所謂格物窮理，亦初重在分別就物之不同，以知其不同之理。

然朱子所歸宗之理，則又為一統體之理。此統體之理，卽一生生之理，生

生之道，而相當於西方哲學所謂實現原則者。（《導論篇》，頁 465） 

 

就朱子的思想來說，理確實有兩種層次不同的義涵，例如他常常說階磚、竹椅、

扇子、花瓶、書燈、舟車等等器物都各有各的道理，有各自不同的製法和用途。

而這些器物所表現出來的理，正好與西方所說的形式之理是相近的概念。不過，

依照唐先生的詮釋，我們還必須注意這兩者之間畢竟有著不同之處。因為西方的

形式之理是先於物而存在的，但朱子上述所謂的器物之理卻不是如此。對此，唐

先生如是說： 

 

朱子無形式之理先在之說，亦無形式之理先為上帝所知，由其意志加以實

現之說。（《導論篇》，頁 466） 

 

筆者以為，對於形式之理是否必須在物之先或在物之後，或許不必然須要有一定

的標準，而是可以依照各別系統內部的思想來加以規定。專就朱子的思想而言，

事物器具各自所具有的不同的理之所以可以說是後於物而存在，這是因為朱子有

一個統體之理能夠分別藉由萬物而表現成形式之理的思路。關於這一點牽涉到了

人、物之性和枯槁是否有性的問題，我們在第四節時也會有所論述。在此，只先

提點出唐先生對於朱子的器物之理有後於物而存在的觀點，並且，這些理也不是

經由上帝的意志才化成現實之物的。至於朱子的生生之理，一如在前面已然提及

的，在作為說明創生之所以可能的這一點內涵上，當然是和實現原則相同的，不

過，朱子的生生之理便是創造性本身，而不須要再根據於一個人格神。對此，唐

先生再一次地強調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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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亞里士多徳，……實現原則唯依於上帝之意志而後可說。（《導論篇》，

頁 465–466） 

 

中國思想素不重上帝或天之創生物之型模或計畫，及其創生者之為如何如

何（What），與中國重此天之創造性本身；方發展出此朱子之直以此道此

理，為人物之生生之原，以說天命流行之思想也。（《導論篇》，頁 466） 

 

一方直就創造性本身談生生之理，而一方則將創生之權定位在上帝，兩者各自不

同的肯認，成就了雙方不同的思想型態，並且也深深影響著各自信仰者的不同的

價值追求和實踐方式。8例如，一個重在天理即內在於人心，一個則將價值頓放

在上帝；前者重在人的自主權，而後者則強調虔敬的交付，這正是不同的最高存

有觀所帶來的不同的實踐方式。在這裡可以順帶一提的是，假使所謂的宗教，其

界定必須肯定人格神或預設他在世界的存在的話，那麼儒家應當稱不上是一個宗

教。不過，如果將宗教的核心性質界定在「終極關懷」的有無，那麼儒家顯然也

可以算是一種宗教，9或者保守一點說，至少它具有能讓人信仰的超越性和宗教

性義涵。10這個問題是相當具有意義的，例如牟宗三便認為儒家所成就的是一種

「道德的宗教」。11而現代的學者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提法，其中的原因、目的和

效果也是很值得探究的，但因為這已經超出了本文的主題之外，所以在此只能點

到為止。 

    最後，我們來討論唐先生是如何詮釋朱子的氣的概念。他說： 

 

除吾人須知朱子所謂統體之理，不同於西哲所謂形式之理外，亦須知其所

謂氣，不同於西哲如亞里士多德所謂一物之質料。（《導論篇》，頁 467） 

 

                                                 
8 關於由本體論的差異而造成價值追求、實踐方式等等的不同，可參閱杜保瑞：〈中國哲學的基

本哲學問題意識反省〉，《哲學與文化》第 27 卷 第 9 期（2000.09），頁 843–850。 
9 劉述先曾說：「當代新教神學家田立克（Paul Tillich）就曾經把宗教重新界定為『終極關懷』，

這樣無神論者也可以是終極關懷的一種，只不過所信奉的對象與一般宗教不同而已！」，《全球倫

理與宗教對話》（臺北：立緒文化公司，2001），頁 3。 
10 金春峰在定位朱子的思想時，便強調信仰在其中的重要性，如其朱子專書的〈緒論〉便以「朱

熹哲學：理性與信仰」為副標，見氏著《朱熹哲學思想》，頁 1。 
1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北：正中書局，1968），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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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唐先生之意，此中的不同乃是在：亞里士多德的質料，是具有一定而不變的性

質的概念，因此當某一種器物的形式改變時，其質料依舊如故，只是藉由另一種

新的形式而表現為新的事物；但是朱子的氣則繼承了伊川的說法，認為是一種既

去便不復存在的變化不已的概念。關於此，朱子曾說：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便休，也還有去而復來之理？」曰：「一去

便休耳，豈有散而復聚之氣！」（《語類》卷 1，頁 8）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來，不到

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語類》卷 1，頁 8） 

 

第二段的比喻相當的生動，說明了已經散去的氣就像是已經乾枯的水，不存在更

沒有作用，當然也無法再成為新的器物。12朱子的這種思路，其實是符印於他的

理氣論的，所謂理常而氣變是也。因此，唐先生將朱子的氣和亞里士多德的質料

加以區別，是相當合理的。而再進一步，唐先生便對中國思想中的氣提出了其本

身的內涵性質，他認為： 

 

溯中國宇宙論思想中，氣之觀念之所以立，初實由觀物之能自化而立。在

物之自化之際，則一物原表現之一形式，固化而不存，其質亦化而不存。

在此中，物固無定形留滯於後，亦無定質可改為他物之質。當此形質旣化，

尚可言餘存者，卽只此有形質者，所化成之無形質之一「動態的有」。此

一有，卽名為氣。所謂氣之化而為物，亦卽此氣之由無形質之一有，而化

為有形質者之謂。（《導論篇》，頁 468） 

 

氣雖然是無形無色的，但並不是完全的虛無，唐先生在此將它稱之為「動態的

有」。從這樣的一種界定中，我們應該可以說，具體的萬物其實就是這個「動態

                                                 
12 對於伊川和朱子的這種觀點，蒙培元曾運用自然科學的知識來作評論。他說：「後來朱熹批評

張載用氣化學說批判佛教輪迴說，反而陷入了大輪迴。這確實指出了張載學說的困難，但程頤的

氣有生滅之說，卻有更大的困難，他與自然界物質不滅，能量守恒規律顯然是矛盾的。但是從熵

的觀點看，作為能，既返之氣，雖不是消滅，卻不能再作功了。從這一點說，他又比張載的理論

高明一些。」氏著《理學範疇系統》（北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 15。引文中之「熵」，音如

「滴」，乃物理學上的一種理論，然此非筆者所能處理之問題，是以略而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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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某種凝聚成形的表現方式或樣態。不過，在具體存在的萬物之中，氣仍

然是以一種動態的有的方式在變化著，而這也就是萬物之所以生而化、化而生的

必然性。當然，具體的存在除了氣之外，還蘊含著理；理、氣的相合而成就萬物

的存在，這已經是學者們對朱子思想的共識。此外，從「動態的有」這一個概念

中，我們也能夠想到：那麼理是否也是一種「動態的有」，或者只是一種「靜態

的有」？而如果只是靜態的，那麼將如何創生萬物？這其實也就是牟宗三對朱子

思想的一個最大的質疑，並且成為他判定朱子是儒學歧出的主要論斷。13對此，

我們在下節將對比唐、牟和其他學者們的見解，並試圖說明其中的差異與較為合

理的可能詮釋。最後，我們再引一段唐先生的論述，以作為這一節的結語。他說： 

 

無定形無定質之氣，亦非「有卽常有，存卽常存」之氣，而只能是一在生

生歷程中或流行歷程中之氣，亦卽其本身在生而化、化而生之歷程中之

氣。此氣之生而化，化而生之歷程之相繼，尤不能無理以貫乎其中，而主

乎其中。（《導論篇》，頁 468） 

 

這段論述簡明扼要地提點出了朱子的理、氣思想的深義：氣之所以成為氣而能流

行創生萬物，並不是氣的本身即能達到的，它的根據和動力依然是在理。唐先生

所謂的理貫乎氣之生生流行不已的歷程中而又主宰之，實際已經替朱子的理提供

了作為創生性的合理解釋，而所謂氣是「動態的有」，其「動態」的意思應該是

在強調它是一種依理而能生而化、化能生的歷程，但就其本身來看，它是生滅不

已而不能長存的。換句話說，「動態的有」的推動者是永恆而生生不息的理。 

 

第二節 朱子之太極乃自運其體以成就動靜之活理 

（一）綜述當代對太極動靜的見解 

就宋代的儒學而言，朱子無疑是最重視濂溪〈太極圖說〉的人，並且更是首

位將太極視同為理的人。陳榮捷曾說： 

 

朱熹於周子著作中特表揚圖說並予以重要地位，使之成為新儒學哲學之基

                                                 
13 牟宗三此論點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如《心體與性體（一）》，頁 81、84、370、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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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自朱子以來，太極圖說已為新儒家形而上學討論之起點。……唯有朱

子始創明太極卽理。此一創明，乃朱子本人以新儒學為理學之發展所必

需。14 

 

而唐君毅也認為在朱子之前的橫渠、康節和二程，雖然都有其本體概念，但卻都

不是以太極為主軸，他說： 

 

而朱子則進此一步，逕謂此生生之理卽太極，逕謂太極為理，以使二程之

言性理，與周子之言太極，重相涵接，亦與張橫渠邵康節之求客觀之「見

易」「觀象」，以論天地萬物之理之精神相孚應，而遙與漢儒陰陽五行之論

相交涉。（《導論篇》，頁 452） 

 

由陳、唐兩位先生的論述，可知朱子將太極視同為理的重要性，而也正是因為如

此，從朱子和弟子、時人的討論開始，一直延續到當代，朱子的太極思想始終是

後學者爭相論辯的重大課題。這其中，又以太極的動靜問題為最核心的關鍵所

在。之所以如此說，是因為對於這個問題的不同詮釋，將會讓整個朱子思想成為

截然不同的面貌。 

    我們先看楊儒賓所說的一段話，以作為下文說明的導引。楊先生說：  

 

自從朱子以其不世出的材質、精力絕倫之構思能力，嚴格區分理氣以來，

學者多知道「理存有而不活動，氣活動而無規範」之義。而凡對此劃分不

滿意之儒者，總會思考如何重新調整兩者的關係，這樣的焦慮一直是形構

他們的理論之核心關懷。「理—氣」當中，「理」的「活動」問題尤為關鍵。

為了打破朱子的「理」之靜態存有觀念，學者採取的路線，一條是取消理

的形而上性格，理即是氣之理，這樣的校正已完全走出了理學的藩籬；一

條是恢復北宋理學中理兼俱動能的性格，亦即理氣合一，或牟宗三所謂「即

存有即活動」之義。15 

                                                 
14 陳榮捷：《朱學論集》，頁 8–9。 
15 楊儒賓：〈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頁 265。此外，關於「即存有即活動」中所謂

的「活動」，牟宗三曾界定說：「活動是“activity＂義，不是運動“motion＂義。」，《心體與性體

（一）》，頁 386–387。又見《心體與性體（三）》，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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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的這段話，除了顯示朱子之理的重要性之外，更提及了在思想史的發展

上，有著兩條對於朱子之理的修正路線。16這兩條路線雖然對本體的定位有所不

同，但在「打破朱子的『理』之靜態存有觀念」的目的上卻是相同的。其實，在

以上兩條路線之外，還可以再加上另外的路線，例如杜保瑞和丁為祥的見解。杜

先生認為： 

 

就形上學存有論問題而言，朱熹對於理的只存有不活動的特性的認知，是

對理概念的存有論討論的經典之作，是有開發儒學義理世界的創造性貢獻

之作，當問題意識是針對形上道體或個別存有原理的存有特徵作討論時，

則此理便只能是朱熹所論之義。17 

 

杜先生這個說法是針對牟宗三的詮釋而發的，他認為牟先生將朱子的理詮釋為只

存有而不活動是相當準確的，但是，朱子這樣的思路不但不是什麼缺失，更不能

依此而說成是別子為宗，相反的，朱子這樣的論點是十分合理並且對整個儒學有

著重大的發展意義。18與杜先生之意相近，丁先生在評論曹端對朱子之理的詮解

時說： 

 

動靜問題是朱子本體意識重要的組成部分，其理氣人馬之喩的本意也是為

了顯現太極本體之「淨潔空闊」的形上性質，……如果說太極不會動靜顯

現的正是其作為形上本體之必備的品格，那麼，當太極能夠啟動發用後，

                                                 
16 關於後世對朱子之理的不同意見，可參閱丁為祥：〈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中國文

哲研究通訊》第 13 卷 第 2 期（2003.06），頁 101–116。 
17 杜保瑞：〈朱熹哲學研究進路〉，頁 106。相同之論點又見〈書評：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

展與完成》〉，《哲學與文化》第 31 卷 第 8 期（2004.08），頁 127–128；〈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

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國立臺灣大學哲學論評》第 33 期（2007.03），頁 38–39。 
18 杜先生對中國哲學的方法論十分地重視，並且也自覺地依其所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作為詮釋

的架構，例如他說：「筆者以為，設定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的解釋架構中，是以宇宙論、本

體論、工夫論、境界論為系統，再加上存有論的部分，即是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的完整系統，以這

樣的系統來談中國哲學的問題，才會獲得清晰且明白的問題意識。」，〈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

與當代爭議的解消〉，頁 48。其中，關於存有論的部分，杜先生認為這是在對存有作抽象性徵的

概念定義，而不是在討論存有的活動或實踐，依著這樣的思路，所以他認為單就存有論的問題而

言，說理是只存有而不活動正是對形上道體作了準確的概念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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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不再是萬物的本體而只能是宇宙的生化之源了。理學從本體論向宇宙

論的轉向，就這樣開始了。19 

 

丁先生認為就本體論而言，朱子的太極不會動靜和啟動發用，正是形上本體的必

要特質，而曹端用「活人乘馬」來說朱子的理應當是「活理」，卻反而讓朱子的

本體的形上性質被消解了。上述兩位先生都強調：就作為形上本體的本身特質而

言，理的不活動正是合理而正當的觀點。 

此外，如果曹端對朱子之理的詮釋也算是即存有即活動的話，20那麼這樣的

詮釋在現代也是不乏其人的。底下以成中英和蒙培元的說法為例。成先生認為朱

子對於太極之理的說法，確實存在著讓學者將它理解為「二元化的理氣論和靜態

化的理學思想」的可能缺失，不過他進一步說： 

 

但這是由於他思索方式與認知能力的限制，而非其刻意製造出來的理論前

提，故不能逕謂其為理氣二元論者，或理存有而不活動者。推其尋求義理

的圓融條貫之旨，我們可以解除他的認知上的缺失，而直接面對他提出的

「太極只是理」的真正理論效果：……由於太極具有生化之功能，太極為

理氣統一之體，依其自性而產生氣之理，也因其自性而含生理之氣。理氣

不但統合無間，而且也因相互分化而相互發生，這才是有關理氣關係應有

的結論。21 

 

依成先生之意，因為朱子的太極是生化的根源，所以它本身應當是理與氣統一的

實體，因此便應當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同樣認為朱子是理氣一元論，但蒙先生言

之又別有一番風味，他說： 

 

所謂體，是普遍超越的實體存在，所謂用，則是它的現實作用，即現象界

的具體存在及其過程。……實際上，朱熹哲學中的太極和陰陽，理和氣、

                                                 
19 丁為祥：〈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頁 102。 
20 關於曹端之說，牟宗三認為：「彼以為濂溪所言之太極是『活理』，是也，但以為朱子注語所

說之太極亦是活理，至於《語錄》才成『死理』，則非是。」，《心體與性體（一）》，頁 388。 
21 成中英：《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論》（臺北：康德出版社，2005），頁 254–255。成氏對朱子

可能之缺失的論述頗為複雜，本文在此暫且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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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和物、道和器都是指體用關係，即本體和作用的關係。氣和物，在朱熹

哲學中，處在同一個邏輯層次上，它們只是生成關係，而不是體用關係，

但生成關係在朱熹的邏輯範疇中，都是形而下者，也都是現象界。只有形

而上之理，才是本體存在。……本體只有一個，既存在又流行，以其流行

實現其本體，形成宇宙自然界生生不息的過程，這就是體用合一。22 

 

蒙先生的觀點十分吸引人，他以本體及其作用的關係來論述朱子的理氣論，具有

相當的說服力。近來姜真碩〈由體用論再考察朱子的道體思想〉，可說是以蒙先

生「體用關係」和「既存在又流行」的論點為根基，並藉由朱子對《論語‧子罕》

「子在川上」一章和《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的相關討論而加以

鋪陳的。姜先生認為： 

 

就朱熹而言，道體之流行是道之體通過形下之器體現自己的整體過程。道

之體發見為道之用的總過程，隱含著自體至用的遷移（move）及由體顯用

的轉移（transform）因素。23 

 

姜先生之意與蒙先生相同，都是強調朱子所謂道體的流行乃是一個整全的過程，

是一個由本體必然產生作用的過程。與之可以相參而又頗為有趣的是，林維杰也

撰有〈朱子體用論衡定〉一文，但因為其對朱子的理氣思想是接受牟宗三「只存

有而不活動」的判斷，所以得出的結論是： 

 

若就太極與氣、理與心、心與法則的對峙或分離來說，體、用兩者便成決

裂之勢。24 

 

一如我們前面所提及的，對朱子之理的動靜問題的不同看法，形成了朱子思想面

貌的兩種極端現象。 

                                                 
22 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156–157。 
23 姜真碩：〈由體用論再考察朱子的道體思想〉，收在祝平次、楊儒賓編：《天體、身體與國體：

迴向世界的漢學》（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275–276。 
24 林維杰：〈朱子體用論衡定〉，收在黃俊傑、林維杰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異趣》（臺北：

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102。林氏此意與牟宗三相近，見牟氏《心體與性體（一）》，

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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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花了相當的篇幅介紹了一些當代學者對朱子太極之理的看法，如果用

「眾說紛紜，莫衷一是」來作為形容應該是不為過的。總括地看，除了將理的形

上性取消的一路暫且擱置不論外，可以說，對於朱子的太極之理主要是圍繞在：

究竟是「只存有而不活動」，還是「即存有即活動」的見解上。然而，即使是主

張「只存有而不活動」的一方，卻也有著正反兩極的評價差異，例如牟宗三依此

而判朱子為儒學的歧出，而杜保瑞則高度肯定朱子此說的價值；至於認為是「即

存有即活動」的一方，也存在著理、氣的體用或離合的差距，例如成中英認為理、

氣一體互為體用，25而蒙培元則強調理體而氣用。26換句話說，或則認為形上的

理本身應當是能活動而起作用的，並且朱子的太極之理便是如此；或則認為理本

身應當活動，但朱子的理卻無法作用；或則認為理本身原本就是不活動的，而朱

子的理正符合了這個性質。顯然，在種種分歧的見解之下，表示了學者們的切入

視角、詮釋視野存在著巨大的差異。就此而言，朱子的太極之理的動靜，確實是

個足以令人頭痛的問題。因為這當中所牽涉到的層面實在相當複雜，除了形上的

理本身究竟應不應該有活動而能起作用之外，還有像：動靜概念的定位在理、氣

兩者中是否有差異？理究竟能不能或者該不該生氣，如果能，則又是如何的生？

理、氣究竟應該是一元還是二元，而又是何種方式的一元或二元？凡此種種，都

是意見分歧而不易解決的問題。對此，唐君毅曾有如下的陳述： 

 

朱子嘗言於太極「有時看來頭痛」，可知其於此問題之思想，亦非無轉折。

彼又自言初嘗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後又謂其言有病，此卽為其思想之

一大之轉折所在也。（《導論篇》，頁 472） 

 

可見，即使就朱子本人而言，太極與動靜的問題也是十分不容易解決或解釋的。

底下，我們將專就唐君毅和牟宗三的論點加以討論，這一方面是為了闡述的方便

與集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筆者以為唐、牟二人的詮釋可以視為上述當代觀點的

原型和典型。當然，論斷的基礎和根據仍然須落在朱子本人的話語。 

                                                 
25 成中英：《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論》，頁 255–256。 
26 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43–44。和蒙氏之意相近，姜真碩也曾說：「由體用之過程義論

朱子道體，則此道體不可謂『即存有即活動』的實體，因為此命題中從體為用的過程因素無法揭

露出來。……簡言之，勉強可說『既存有又活動』的全體。」，〈由體用論再考察朱子的道體思想〉，

頁 276。姜氏之意乃在強調：朱子的體雖必呈現為用，但體、用不可混同，必由體方能呈現用，

反推則不然，是以用「既存有又活動」一詞較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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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牟宗三「只存有而不活動」說 

    我們先看牟先生是如何認定朱子之理是只存有而不能活動的，他說： 

 

唯因（一）、將此「所以然」之表示方式視為存有論的推證，或視為對于

陰陽氣化之「然」所作的存有論的解析，（二）、通過格物窮理之方式以把

握之，（三）、再加上于此所推證者不能明澈地說其神義以及寂感義，（四）、

在心性方面不能明澈地言心性是一，而却言性只是理，仁是性、愛是情，

心如穀種、生之理是性，發出來是情：這樣，此「所以然」所表示之形而

上之道才成「只是理」，只存有而不活動者。27 

 

在這一段裡，牟先生列舉了四點用以判定朱子之理乃是只存有而不活動的理由。

這四點理由中，前兩者屬於方法上的意義，後兩者則是屬於內容上的意義。底下，

我們便嘗試對這些理由進行討論，以說明其有可商榷之處。在此，我們可以先刪

除掉最後一項理由，之所以加以刪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筆者對於朱子的心性

關係與牟先生所見有所不同，依牟先生之說，則朱子的心、性不但不是一，而且

甚為割裂，筆者對此則持不同意見。關於這部分，將留待第三章的心性論中專門

討論。二則是因為通觀牟先生的論述，便會曉得他一向認為朱子的性是不能發用

的「但理」，28然而這個觀點卻又是根據他先判定了朱子的理是只存有而不活動，

而因為性即是理，所以性便也是不活動的但理。依著這兩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們

便先予以刪除。 

其次，我們來討論第三點有關神義的問題。對於朱子思想中「神」的概念，

牟先生有如此的說法： 

 

若依前節觀之，神屬氣，是形而下者，其態度甚明顯。但以下各條又說神

是形而上者，此似乎神體卽是太極。但其將神視為形而上者，融于太極而

言之，是否能保持神之實體義，尚難說。神亦可能只是作為形容詞之虛位

字。如是，神只是形容理而虛脫，亦如其言天地之心之只成虛脫，並無心

                                                 
2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臺北：正中書局，1968），頁 259–260。 
28 牟宗三：「在朱子，性只是理，是不能自出自發者。」，《心體與性體（三）》，頁 421。 



 28

體義。總因其對于道體不能理會為理體、心體、誠體、神體是一之道體，

理會為「卽存有卽活動」之道體，故對于心體、神體、總不能明確地正視

之、而認為卽是太極也。29 

 

在牟先生的這段話裡，我們至少能夠得知兩個方面的訊息：首先，在朱子的思想

裡，神有時屬於形而下的氣，有時又似乎是屬於形而上的理。這是單就朱子而言。

其次，在牟先生的系統裡，他認為神必須就是本體，而不能只視為作用。這是牟

先生對於神的界定。先就第一點來說，在朱子的話語裡，對於神一概念確實有著

不同的說法。例如牟先生指出在《語類》討論明道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

則謂之易，其理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時，朱子明確將當中的易、道、神，

分別類比為人的心、性、情，30而其中的情既然是形而下的氣，那麼神也就是一

樣的。31這說法有其合理性。不過牟先生也指出《語類》在討論濂溪的「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時，也有很能顯示神之超越性的話語。32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究

竟該如何看待朱子的詮釋呢？牟先生如是說： 

 

在其自覺的解析中，或是視神為氣，亦形而下者，或是視為形而上者，但

却只是理，而神則只成為形容或讚嘆理之虛位字。此兩解析雖不合濂溪原

意，然在朱子思想中却甚一貫。33 

 

這一段論述，與上一段引文相呼應，而又更明顯地指出：不論朱子的神是形而上

或者是形而下，總之並沒有以神為本體的意義卻是相同的。對於牟先生的說法，

筆者只能認同一半。以下引述朱子的話語來嘗試論證。 

    在〈答杜仁仲〉的兩封書信中，朱子分別有如下的說法： 

 

但謂「神即是理」，卻恐未然，更宜思之。 

                                                 
2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52。引文中的「前節」，指《朱子語類》卷 95 中，對於明

道所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易，其理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的討論。而「以下

各條」則指卷 94 中，關於濂溪《通書》的討論。 
30 《朱子語類》卷 95，頁 2422–2423。 
3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51。詳細的論述可另見《心體與性體（二）》，頁 21–41。 
3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61–462。 
3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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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是理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易》曰：「神也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來諭大概得之，但恐却將「神」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34 

 

顯然，朱子這裡所說的理和神的關係，應該詮釋為本體及其發用的關係。神是本

體的發用，這是確定的，但依照朱子對概念界定往往要求清晰而言，作用畢竟仍

是作用，是不能等同於本體的。35但正如前面已提及的，牟先生對朱子所謂神的

質疑，主要便是他認為神本身就是體，而不能如朱子那般只當成作用來看。因此

牟先生再三地強調說： 

 

此神用卽是體，理亦是此神用之本具（本體論地具、非認知地具），故神

用卽是理。神如如呈現卽是理如如呈現。此是卽存有卽活動之實體、妙體。

此神用是扣緊體說，其自身卽是體，不是普通體用之分別說，亦不須假借

別的來見，亦不是落于陰陽動靜上說。36 

 

凡是閱讀牟先生之作的人，應當都能夠發現他十分強調如道體、理體、心體、性

體、誠體、仁體、中體、神體等等的同一。單就現在所討論的神一概念而言，以

神為體是否符合《易傳》「陰陽不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或

濂溪的「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寂然不動，誠也；感而遂通，神也」的

原意，其實是可以商榷的。在朱子對上述文獻的詮釋中，確實不像牟先生那樣將

神視為是體，而只視為是本體所發出來的妙用。例如他在注解濂溪的「寂然不動，

誠也；感而遂通，神也」便說： 

 

                                                 
34 分別見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2000），卷 62，〈答杜仁

仲四〉，頁 3083、〈答杜仁仲六〉，頁 3084。本文凡引述《朱子文集》者，皆依此版本，然斷句和

標點之方式則不必然依其所定。並且，底下只於引文後標示書名（皆簡稱為《文集》）、卷數、篇

名與頁數，不另附註。 
35 《語類》卷 94，頁 2404，有一條記云：「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

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不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天

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理也。』」。此條應是《語類》唯一明言「神，即此理也」的，

然此似是孤例，因其與其他記載不符，是以筆者不據此以立論。 
3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62。其書頁 451–464，即全在說明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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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而未發者，實理之體；善應而不測者，實理之用。37 

 

又例如： 

 

又問：「『以功用謂之鬼神，以妙用謂之神』，二『神』字不同否﹖」曰：「『鬼

神』之『神』，此『神』字說得粗。如〈繫辭〉言『神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此所謂『妙用謂之神』也；言『知鬼神之情狀』，此所謂『功用謂之

鬼神』也，只是推本《繫辭》說。（《語類》卷 67，頁 1651） 

 

對於牟先生將神界定為本體，筆者認為在其自己的系統中，他當然有權力如此加

以定位。但同樣的，對於神這一概念，朱子也有權力將它定位在本體所發出來的

妙用上，而且筆者以為以此來解釋《易傳》和濂溪的話語應該是更合適的。其實，

以神來形容本體所發用出來的妙用，從這當中便能知曉道體必有其活動義、作用

義，而並非必須將神當作本體才能說道體有活動和作用。我們可以看看牟先生說

過的一段話： 

 

吾人卽本孟子《中庸》《易傳》說此實體是心、是神、同時亦卽是理；自

其自定方向言，卽是理；自其妙用言，卽是神；而此自定方向與妙用皆是

心之定、心之妙，卽皆是心之活動，卽此而言之卽曰心。38 

 

筆者依然肯定牟先生能夠替其所認為的實體下定義，但既然是「自其妙用言，即

是神」，那麼便允許說神原本就是用來形容道體的作用的，雖然可以即用以見體，

而且也必須即用才能見體，但卻不必要以用為體。換句話說，筆者以為牟先生對

於神的理解方式是自成一個思路的，然而對於朱子，甚至是《易傳》和濂溪而言，

卻似乎並不能相應。在此，筆者願意引述錢穆的一段話來作為本文的立場，錢先

                                                 
37 朱熹：《通書注》，收在朱傑人、嚴佐之、劉永翔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01。 
3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78。又，楊澤波曾說：「儘管牟宗三反復強調『天心』是一

個整體,但實際上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心而不是天。」，〈橫攝系統與超越存有—從朱子看牟宗三

的超越存有論及其缺陷〉，《學術月刊》2005 年 第 2 期，頁 68。此說有其參考價值，然楊氏文中

認為儒家只有以心為主的「道德存有論」，而沒有以天為主的「超越存有論」，筆者則採取保留之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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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說： 

 

宇宙固有此妙用之神，亦非實有此神以發此妙用，乃只就其有妙用而謂之

神也。此妙用可以見，故曰形而下。然深言之，太極可謂即是理，卻又不

得謂之即是神。神終不是此宇宙之體，惟是宇宙之妙用，則可形容之為神

耳。39 

 

筆者以為錢先生此處的說法是比較能夠和朱子相應的，因此與其將所有概念拉攏

在一起，倒不如各安其位，因為以神為形容本體之妙用，一方面讓本體和作用的

概念清晰地區分開來，二方面也早已預設、肯定了本體必須也必是能活動而起創

生作用的。  

以上是在意義內容上，牟先生對朱子之理只是但理的判斷。接著，我們再來

看牟先生在方法意義上所提出的存有論的解析和格物窮理的方式。這兩種說法其

實是相近的，且看牟先生如是說： 

 

朱子之說所以然之理是由對於存在之然做存有論的解析推證而得，不是就

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逆覺而得，故自始卽定死者。在此直接推證中，無法

加上心義與神義。是以實體必成「只存有而不活動」者，是卽喪失其創生

義。……孟子、《中庸》、《易傳》所言之性體、道體並不能採取順取之路，

由存有論的解析去推證，並由格物窮理之方式去把握。40 

 

牟先生所謂的「存有論的解析」，意思是由存在之然以推證其所以然之理，這可

以說是一個抽象的基本原則，至於其進行的方式便是透過格物以窮理，而這則是

屬於具體的落實方式。牟先生十分強調形上的實體的道德性，並且認為只有逆覺

的道德實踐進路才能真正掌握這個實體，而在他看來，朱子的系統只有順取的格

物窮理，因此對於道德的實體始終無法契及，也因此對於正宗儒家的義理根本把

握不住。41單就儒家而言，將形上實體定位在道德義上，這是甚為很合理的，而

                                                 
39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頁 342。 
4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79。 
41 此義可說是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大冊的宗旨所在，可參閱《心體與性體（一）》，頁 79–

87；《心體與性體（三）》，頁 47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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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對實體的體悟必須藉由道德的實踐進路，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所謂的道

德的實踐進路，是否只能是牟先生所謂的逆覺體證，而不能有其他途徑，則筆者

持保留的態度。退一步說，即使我們暫且接受必定得由逆覺體證來契悟道體，然

則朱子是否便沒有這樣的進路，其實這也是能夠提出來商榷的。筆者以為朱子同

樣也有逆覺體證的工夫進路，只是無可諱言的是，他並不以此為唯一的進路，而

且整個工夫理論也並不是以此為闡述的重心。關於這部分，請留待第四章探究工

夫論時，再加以詳細的說明與舉證。事實上，直接坦率地說，牟先生判朱子是儒

學的歧出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朱子的理只是但理，然而這個判定與其說是建立在

對朱子話語的理解，倒不如說是建立在他所認定的朱子的推論方式上。就牟先生

的意思而言，他幾乎不認為朱子有道德實踐的工夫，或者說，他認為朱子的工夫

根本不是真正的道德進路，而只是透過存在的實然以推證其所以然之理的概念上

的解析活動。朱子有其所謂的存有論的解析，這是無須否認而可以接受的，但說

朱子只有以如此的方式來理解形上實體，卻是我們無法認同的。42朱子的道德意

識之強烈及其道德實踐之堅定，透過現存的文獻便能夠了解。關於這一點，唐先

生便能夠十分地重視和肯定，他認為朱子對於形上實體的體悟首先是通過道德生

活的實踐而得到的。這在下一節，我們將有所專論。總括以上所說，筆者並不接

受牟先生所提出的四點判準，當然，也就無法採納他判朱子的太極之理是不能起

創生作用的但理。而藉由對牟先生的判斷的解除，相信能夠讓我們對朱子本身的

話語給予更直接的正視和重視。 

 

（三）唐君毅對太極動靜的詮釋 

    底下，我們便回到唐君毅對朱子太極之理的動靜問題的詮釋。唐先生云： 

 

推朱子後來之意，其不自慊於太極為體陰陽為用之說者，蓋是言太極為

體，陰陽為用，則一理之體，與其二用，若不相關涉。朱子為欲明太極在

陰陽動靜中之意，乃終改而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

機也。」而本之以註太極圖說。此為朱子對此問題之定論。依此義而朱子

乃更重在說明太極卽在陰陽動靜之中。（《導論篇》，頁 473） 

                                                 
42 謝大寧對牟氏以「存有論的解析」來定位朱子之格物曾有所質疑，見氏著〈「詮釋」與「推證」—

朱子格物說的再檢討〉，《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第 6 期（2004.12），頁 1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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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說朱子後來所改定的說法，主要是在說明「太極即在陰陽動靜之中」，這

是相當合理的論斷。關於太極之理與陰陽之氣的相合而不離的關係，下文將有專

節論述。筆者在這一段話語裡，更注意的其實是「太極為體，陰陽為用」所引出

的問題。何以如此說？我們且先看朱子的一段話： 

 

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然蓋謂「太極

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流行而言也。若謂

「太極便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不可分，而「易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文集》卷 45，〈答楊子直一〉，頁 2009）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加以留意，便會曉得朱子在這裡談的其實是太極和陰陽的關

係，而並不是太極本身的動靜問題。上述話語中的「動靜」，其實指的都是「陰

陽」，因此在唐先生的論述裡，才能夠將朱子原本的「『太極』為體，『動靜』為

用」，直接表述為「太極為體，陰陽為用」。與此相近的談法，我們還可以在其他

地方得到印證，例如朱子在《太極圖說解》便說：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

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不同時，陰陽不同位，而太

極無不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理，已悉具於

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不見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不見其終之離

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識之。43 

 

這一段話除了再次證明唐先生所謂的「朱子乃更重在說明太極卽在陰陽動靜之

中」，也同時說明了這裡朱子的「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只是在說明太極和陰陽的關係，而卻不是在討論太極本身是否有動靜的問題。 

何以筆者要強調這一點，這是因為與此相關的人馬之喻，其實也不是直接就

著太極本身的動靜問題來談，而是聯繫著理、氣之間的關係來作說明的。《朱子

                                                 
43 朱熹：《太極圖說解》，收在朱傑人、嚴佐之、劉永翔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72–73。

本文凡引述《太極圖說解》者，皆依此版本，底下只於引文後標示書名與頁數，不另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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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類》有如下的記載： 

 

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理有動靜。理不可見，因陰陽而後知。理撘

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語類》卷 94，頁 2374）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太極理也，動靜氣也。氣行則理亦行，二

者常相依而未嘗相離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

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不在焉。

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語類》卷 94，頁

2376） 

 

第一段明言太極之理有動靜，只是不同於陰陽之氣的動靜而已。第二段則依然是

在說理、氣的相依而不離的關係，並且這裡的「動靜」全是用在形容氣的狀態，

而不是在描述太極之理。所謂的「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只是在

表明「太極之妙未嘗不在焉」，也就是說，著眼點是在強調氣的動靜過程中，太

極之理始終不離而加以主宰的關係，卻不是在說明太極本身的動靜問題。釐清人

馬之喻的重點所在後，便比較容易擺脫許多對於朱子之理只是不活動的但理、甚

至是死理的質疑。這一點甚關重要，因為許多學者都是藉由理乘氣如人乘馬之喻

來說明或斷定朱子的太極之理是不能活動的。44再進一步說，筆者以為朱子有明

確以太極之理為有動靜而能活動的話語。除了這裡所引的第一段記載外，相近的

文獻其實所在多有。例如，當鄭可學詢問說： 

 

《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不知「太極，理

也」，理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不可以動靜言。南軒云：

「太極不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文集》卷 56，〈答鄭子上十四〉，頁 2721） 

 

對此疑問，朱子回答說： 

                                                 
44 除前面已提及的明代儒者曹端、現代學者丁為祥外（見丁氏〈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

頁 102），又如陳來：《朱子哲學研究‧第四章 理氣動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00–106；林維杰：〈萬物之理與文章之理—朱熹哲學中形上學與詮釋學的關連〉，《揭諦》

第 4 期（2002.0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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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有動靜，故氣有動靜；若理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論

之，仁便是動，義便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他說已多得之，但此處更需

子細耳。（《文集》卷 56，〈答鄭子上十四〉，頁 2721） 

 

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到，朱子明言太極之理有動靜，也就是說具有能活動且能起作

用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們直接說「太極便是動靜」，這便會讓人有形上和形下

不分的誤解。鄭可學問說：「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不可以動靜言」，這個

質疑是將動靜只限定在有形可見或形下的能感知的範圍，然而朱子的回答則明確

地區分了理的動靜不同於氣的動靜。正如前面所引的《語類》說「理不可見，因

陰陽而後知」，形上之理的動靜無法直接透過感官得知，而是必須透過形下之氣

的動靜才能體會的；換個角度看，也就同時表示了兩者的動靜畢竟是不相同的。

《語類》又有一條鄭可學和朱子之間的問答： 

 

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理動靜。」問：「如此，

則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

曰：「不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

曰：「如此，則卻成一不正當尖斜太極！」（《語類》卷 94，頁 2375） 

 

既肯定「是理動靜」，又反對偏言「太極之體至靜」，則朱子的意思甚為顯然，在

這裡他再次表明了太極之理是有動靜的，只是它不同於形而下的動靜罷了。並

且，我們不能只把它當成是一個至靜不動的實體，因為如果只從這個視角看待

它，那麼太極便也就不成其為正當的極至之理了。 

    關於以上的觀點，我們便須要再次提及濂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的說法，且看朱子對此問題的討論：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不

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了那靜；方其靜時，則無了那動。……「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非不動不靜，此言形而上之理也。理則神而莫測，方其

動時，未嘗不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不動，故曰「無靜」。

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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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是也。（《語類》卷 94，頁 2403） 

 

對於這段討論，牟先生曾依其預設而否定朱子能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義，

45然而朱子如此明確的話語實在是無法輕易忽視和抹滅的。如果我們能夠正視朱

子本身的話語，那麼應當是可以肯定朱子確實有太極能活動以起作用的思想。相

對於牟先生的否定，唐先生似乎是比較能肯定朱子本身的說法的，他說： 

 

朱子言「太極本然之妙用也」，卽是自太極之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上說。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卽不滯一偏，故妙。謂動靜為太極所乘之機，卽明

非以動靜說太極本身之意，此則通於其初言太極非動靜，不可以動靜言之

本旨。謂太極乘動靜，旣涵太極行乎動靜之氣之中，與氣不離之義，而乘

字又涵超越其上之義。（《導論篇》，頁 473–474） 

 

這一段可分四點加以說明：首先，肯定朱子的太極之理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也就是形上實體本身的一種神妙的作用，這便跟形下之氣或物等局限於一偏的動

靜有著天壤之別。其次，「謂動靜為太極所乘之機，卽明非以動靜說太極本身之

意」，此中的「動靜」一詞當補充指出其所指的是陰陽的動靜，如此一來語意才

比較明確且合理，因為朱子並不是全然不以動靜來說太極，而是不以陰陽的動靜

來形容太極的動靜。再者，「此則通於其初言太極非動靜，不可以動靜言之本旨」，

也是須要加以補充說明的，一如本文前面的思路，所謂「太極非動靜」、「不可以

動靜言」指的應該是太極的動靜不同於陰陽之氣的動靜，不能把陰陽之氣的動靜

等同於太極的動靜。第四，太極既行乎氣中而又超越其上，這正是理、氣不離而

又不雜的關係，並且更同時避免了將太極之理說成了不活動的死理。請看如下之

文： 

 

太極雖乘此動靜之氣機，而實未黏附於氣，亦非復只為隨氣之動靜而動

靜；而得恒位居于氣之動靜之上，以保其超越性；而太極之理，即為活理，

太極之乘氣，亦當喻如「活人騎活馬」。（《導論篇》，頁 474） 

 

                                                 
4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5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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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說明，一方面證明了前面我們將「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中的「動靜」解為

氣的動靜的合理性，因為筆者以為這樣可以讓朱子和唐先生的話語，都具有觀點

闡述的一貫性以及概念區分的清晰性。另一方面，生生之氣的流行之所以可能，

全是在太極之理的主宰掌握之中方成其為可能的，而同時太極之理便是藉由氣來

實現其生生不息的創造性。如此，則太極之理和陰陽之氣皆是具有活潑潑的創生

作用的。 

我們再引唐先生一段甚為重要的闡述，他對理的動靜如是說： 

 

故謂其有動靜者，實乃由其見於氣，而吾人由氣之動靜，以還望此理，以

反照上溯之辭。若為自其自身，以下望氣之動靜，則惟是其自身之呈用以

自行其體，與息用而自存其體之別。呈用而自行其體，卽見於氣而內在於

氣；息用而自存其體，卽不見於氣而超越於氣。此理無論呈用或息用，為

內在或超越，皆只是此理。唯此理呈用時亦能息用，息用時亦能呈用；故

自理上看，其呈用與息用，亦無二無別；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也。（《導

論篇》，頁 476） 

 

就人類有限的感官能力而言，體悟天道流行的生生不已，是必須透過可感知的形

下之氣才能達至的，並且，形上的天道雖不能直接感知，卻必定表現在形下之氣

的動靜過程，這是一種形上和形下交互體現的過程。在這樣的思路裡，已經預設

了形下的氣與萬物，都是根據於形上的實體而存在，並且，一如前節所點明的，

創造之所以為創造，必發動流行不已的作用，而氣的生化和始終，其實都是實體

的自運其體以呈用或息用。牟先生認為朱子的理只是但理，只是在氣的背後超越

地、靜態地定然之，因此使得理的創生義和妙運義都一併喪失。46筆者不得不說，

如果按照牟先生的預設，則朱子之理便只能是如此，明白地說，也就是只成為了

一個無法創生的虛假的實體。然而，若循著唐先生的詮釋，則朱子的太極之理正

是能夠自運其體而創生不息的，筆者以為這樣的理解不但是形上實體應有的本

質，並且正符合朱子言之確鑿的論述，而不須如牟先生那般依其自身的預設而否

定朱子本身的話語。 

 

                                                 
4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5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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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朱子的理氣關係是不離不雜而能相互保合以生生不

息者 

（一）理、氣不離不雜的關係 

    凡是對於朱子理、氣關係有所接觸的學者，想必對於「不離不雜」一詞是不

陌生的。47例如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的第八章標題便是「枯槁有性：理

氣不離不雜形上學之完成」，48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的第六章

也題為「朱子理氣二元不離不雜的形上學」，49而唐君毅也有以「朱子論理氣之

不雜與不離義」、「朱子理氣為二而不相離亦不相雜義之說明」為標題的話語。50

正如楊儒賓曾提及的：「朱子論理氣，衆所周知，持的是不雜不離之說。」51不

過，雖然大家都使用著相同的詞語，但在各自不同的視野下，所詮釋出來的內涵

和評價便有著頗為巨大的差異。僅就筆者目前所見，晚近對於朱子理、氣關係陳

述得較為詳細的，應當要算是張立文的《朱熹評傳》，52至於在此之前，則應該

就屬唐先生的詮釋最為詳明。底下我們將先闡述唐先生對理、氣不離不雜的論

點，然後再討論理先氣後以及理生氣當從何種角度來理解。 

    在理、氣為二而又不能相離的關係上，唐先生說： 

 

吾人說朱子所謂理氣是二物，決非理可離氣，氣可離理而存在之謂。自存

在上說，則理氣二者，為乃一互為依據，而相互保合以存在之關係。（《導

論篇》，頁 479） 

 

這段言簡而意賅的論述，可以視為是唐先生對朱子理、氣關係的總綱領，而且也

是相當能夠發揮朱子由理、氣和合以成就世界的思路者。何以說理、氣乃是互為

                                                 
47 此乃朱子原有之用法，例如其云：「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不離乎陰陽而為言，

亦不雜乎陰陽而為言。』」、「如太極雖不離乎陰陽，而亦不雜乎陰陽。」，分別見《語類》卷 4，

頁 67、卷 62，頁 1490。 
4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86。 
49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269。 
50 前語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三）》，頁 441。後語見《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

頁 478。 
51 楊儒賓：〈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頁 252。 
52 張立文：《朱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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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而能相互保合以存在呢？依唐先生之意，理和氣之所以不能夠相離，主要的

原因是我們必須肯定兩者都是真實的存在。因為假如沒有理作為氣的生化運動的

根據，那麼氣不是生而不化，就是化而不生，前者將讓萬物終古不化、一存永存，

後者則讓萬物頓時毀滅、一片死寂；相對的，如果沒有氣來作為理的表現，那麼

這樣的理就不再能是生生不已的創造之理，而只成了一個冥然的死體，因為它原

本相繼不已的呈用和息用，缺乏了落實在現實世界的載體，而我們也就無法說它

是真實存在而能生生不已的創造之理。53其中，須要進一步加以補充說明的是，

唐先生所謂理、氣是「互為依據」一詞的義涵。就筆者的理解而言，這「互為依

據」一詞，實際上是必須區分為兩種層次的，因為如果不加以簡別，那麼將會讓

唐先生後來所詮釋的理先氣後有所矛盾，同時也會讓朱子的理氣論陷入某種困

境。由唐先生的整體論說來看，我們可以知道理作為氣的依據，其著眼處是在本

體論上的根據之義，而所謂氣作為理的根據，其真正的意思是理必須透過氣才能

成就其在現實世界中的創造性表現。換句話說，理雖然是最高最後的根據，但是

沒有氣作為表現的媒介，它也將只能獨存於一空闊淨潔的世界而沒有如今萬物繁

簇的世界。所以朱子明確地說： 

 

天地之間，有理有氣，理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

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文集》卷 58，〈答黃道夫一〉，頁 2798） 

 

天下未有無理之氣，亦未有無氣之理。氣以成形，而理亦賦焉。（《語類》卷 94，

頁 2403）） 

 

從這裡的「天地之間」、「天下」的用語，可以曉得朱子立論的視野是在現實的世

界，而儘管理是可以獨立自存的本體，但本文在前面已經一再提及，創造之所以

為創造，必定得落實在現實的世界裡，而氣又是「生物之具」而能成就形質者，

就此而言，氣便可以說是理在現實世界得以表現的根據。因此唐先生才能夠說：

「此理氣二者，原互為依據而相保合，以皆有其真實存在之意義。」（《導論篇》，頁

479）和唐先生之意相近，張立文也認為： 

 
                                                 
5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479–480。又，上述之意已見拙著〈唐君毅之朱子學〉，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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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無陰陽，便無處頓放、附著；陰陽無太極，便無根據、源頭。任何一

方喪失對待的另一方，便喪失自身存在的價值。54 

 

張先生的說法正呼應了唐先生的觀點，也同時讓朱子的理、氣各自得到了應有的

存在地位。 

    以上主要是在說明理、氣不離的方面，接著我們再來看理、氣不雜是在哪些

部分。唐先生說： 

 

析此所謂理氣各有其性相，而不可相混雜之義，亦可分為此下數義。 

甲、理全而氣偏，理常而氣變。…… 

乙、理一而氣多。…… 

丙、理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氣有此造作等。…… 

丁、理無形，為形而上者；氣有象，為形而下者。……（《導論篇》，頁 481–483） 

 

所謂的「不雜」，張立文曾簡明地說：「就是指理氣各自有其獨立的性質、特徵，

即有其區別彼物的自性。」55這正和唐先生所說的「理氣各有其性相，而不可相

混雜」之意相同。唐先生所列舉的四個項目，相信已經是現在研究者所耳熟能詳

的概念。然而筆者在這裡願意且必須強調的是，在朱子理、氣不離不雜的關係裡，

唐先生最著重的毋寧是不離的層面，這不僅和前文所說的「互為依據而相保合」

相符應，更是與他將朱子定位為最重視生生之理者的思路相一貫的。之所以如此

說，是因為唐先生在指出上述種種不相雜的性相外，都緊跟著補充闡明「兩者雖

不同而實未嘗不相涵」的關切點。對此，以下分四部分引述和說明。 

首先，唐先生如此說： 

 

此陰陽二氣之所以能相繼流行，正由太極之理之兼涵呈用而動、息用而靜

二義，以萬古不易而來。此太極之萬古不易，又正當於此陰陽二氣之相繼

而流行中見之。（《導論篇》，頁 481） 

 

這一段話正相應於本文上節所謂：太極之理乃是能自運其體以成就陰陽之動靜流

                                                 
54 張立文：《朱熹評傳》，頁 79。 
55 張立文：《朱熹評傳》，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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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者。正由於陰陽之氣有著或動或靜的變易流行，才使得萬物的生生化化能夠完

成，但陰陽之氣既生之後必趨向於化，同時既化之後也必待有所新生，而這樣的

生化變易，又是根源於恆常整全的太極之理的自運其體方能相繼不已的。 

其次，唐先生說： 

 

此氣之多、物之多、其諸形式之理之多，與此統體之理之分別表現之多，

皆同依於此一統體之理，是謂萬殊原於一本。氣之多、物之多、及形式之

理之多、統體之理之表現之多中，皆有此一統體之理在，是謂一本在萬殊

中。（《導論篇》，頁 482） 

 

萬殊原於一本之理，而一本之理即在萬殊之中，這是所謂的理一分殊，也是朱子

之所以會有人及萬物皆有性的思想。此點且留待下節再闡釋。這裡只先點出氣之

多其實就是統體之理的不同表現方式、樣態，也因此理便在氣中而不相離。 

再次，唐先生認為： 

 

此理與其所生，不在一層次，故不能以此中之情意等之名，加於其上。此

理在人，只為一內在之性，然此理此性，亦卽由人之情意計度之氣之運行

以見之。（《導論篇》，頁 482） 

 

唐先生對於氣的情意、計度和造作，是納入在人的身上來作說明的。之所以從這

樣的脈絡來談，或許是因為這些詞彙比較適合用在具體的人，而較不適合用在單

純作為抽象來看時的氣。當然，這樣的談法是否符合朱子原本的語脈，其實是可

以商榷的。不過值得注意的是，與其說法似乎相近者，錢穆也曾經說： 

 

在宇宙形上界，理是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無作用。但是一落到人生

形下界，人卻可以憑此理來造作，理乃變成了有作用。人生界在氣的圈子

之內，自當有情意，有計度。只要此情意計度合乎理，則此理便會發生作

用與造作。56 

 

                                                 
56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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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學者會根據朱子「蓋氣則能凝結造作，理却無情意，無計度，無造作……

若理，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不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

也」（《語類》卷 1，頁 3）的說法而認為朱子的理是不能活動的。57如果我們留心比較

唐、錢二先生的論述，便會看出錢先生的說法容易讓人有這樣的聯想，因為他說

在形上界中的理是無作用的。反觀唐先生，他已經先預設了是理產生氣的思路，

只是一個形上、一個形下，層次並不相同，因此不能將氣的種種表徵等同地用在

理的身上。然而，這卻又不是說理沒有作用，它是有作用的，只是這樣的作用我

們必須透過可感知的氣的表現來體悟才行。明顯可見，唐先生這個論述，正和上

一節論述太極和陰陽的動靜是不能一概等同的思考相一致的。 

最後，唐先生提到： 

 

此純一之理，表現於有形象之氣之生而化，化而生之歷程中，則此有形象

之氣之生而化，化而生之歷程中，亦隨處見此無形無象之生生之理之無所

不在。（《導論篇》，頁 483） 

 

這裡的說法是依據朱子： 

 

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理；形而下者，有情有狀是此器。然謂此器則有

此理，有此理則有此器，未嘗相離，卻不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理。（《語

類》卷 95，頁 2421） 

 

類似的意思，前面已多次提及，形上者無形可感，但並非冥然不起作用的死體，

因為它的作用一直都是在氣化流行當中的。以上分述了唐先生對朱子理、氣不雜

卻也始終不離的觀點，相較之下，筆者以為牟先生雖然也說朱子的理、氣是不離

不雜的關係，但卻似乎偏向了不雜的部分，使得理、氣之間缺乏溝通而斷裂，這

樣的看法不僅表現在他判定朱子的理只是不活動的但理，也同樣表現在他詮釋朱

子心、性、情三分的架局上，使得三者間的關係也是十分割截的。關於後者，在

第三章的心性論部分會有所論述，此處只提出以作為參照之用。至於在唐先生的

                                                 
57 例如李明輝曾據此而說：「由於理是抽象的，故不能活動；能活動的是氣」，〈劉蕺山對朱子理

氣論的批判〉，《漢學研究》第 19 卷 第 2 期（2001.12），頁 10。朱子此說在書中僅此一條，能否

即據此而論定理不能活動、不能起作用，頗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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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下，他甚為重視理、氣不離的層面，因此兩者之間並沒有巨大的鴻溝，而是

能相互保合以成就萬物生生化化的創造活動的。 

 

（二）理先氣後的第一義乃形上學之先後 

接著，我們來談論有關朱子的理先氣後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現在的學者

所持的看法有著相似之處，但在相似之中卻也有著相異的差距。且先看劉述先和

陳來兩位較早研究者的說法，劉先生認為： 

 

理和氣同時並在，無分先後，故由宇宙論的觀點言孰先孰後乃一無意義的

問題，是由形上學的觀點看始可以說理先氣後。58 

 

陳先生則說： 

 

在本原上朱熹講理在氣先，但在構成上朱熹並不講理在氣先，而常常強調

理氣無先後。59 

 

這兩位先生的說法，幾乎已經成為現在研究者們的共識，例如張立文、李明輝、

丁為祥、楊儒賓等等皆有如此的說法。60總括地說，朱子的理、氣無先後而不離

的關係，乃是實然宇宙論下的說法；至於所謂理先氣後而不雜的關係，則是形上

本體論的提法。61既然大家的看法十分相近，那麼筆者何以又說其中存在著相異

的差距呢？原來，在學者們論說理先而氣後的脈絡中，有著本體論上的先在與邏

輯上的先在的分合問題。換句話說，有的學者將兩者等同視之，有的則分開而取

其一，又或兩者雖分開卻同時承認。例如陳來肯定馮友蘭提出的邏輯在先的觀

                                                 
58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274。頁 270 也說：「從時間的觀點看，同時並在，

不可以勉強分先後。但由存有論的觀點看，則必言理先氣後。」可見劉氏所言之形上學即等同存

有論。 
59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92。 
60 分別見張立文：《朱熹評傳》，頁 71–73；李明輝：〈劉蕺山對朱子理氣論的批判〉，頁 10–11；

丁為祥：〈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頁 103；楊儒賓：〈檢證氣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

點〉，頁 253。 
61 「實然宇宙論」、「形上本體論」之詞，借鑑於丁為祥之用語，見氏著〈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

及其意義〉，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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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62並且補充說朱子的理先氣後是： 

 

他的晚年定論是邏輯在先，邏輯在先說是在更高的形態上返回本體論思

想，是一個否定之否定。63 

 

而金春峰也說： 

 

邏輯上理在氣先的說法，實質即本體論思想，不過表述方式不同而已。64 

 

此中須注意的是，金先生對馮友蘭所詮釋的朱子的理並不滿意，他認為馮先生所

詮釋的理只是中性的共相，卻缺乏道德的價值義涵。65此外，丁為祥也曾經批評

馮先生之說，他認為： 

 

因為朱子的「先」是指價值之超越性而言，而馮友蘭的所謂「先」則僅僅

指邏輯上的先後，而這一「先後」又必須落實於時空世界之中。這正是其

不理解朱子理先氣後說的根本原因。66 

 

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對朱子的理先氣後則又有如下的提法： 

 

所謂在理上看，就是從邏輯、從本體論的角度看。……這裡的先後並不是

時空系列中的先後，而是邏輯系列或價值系列上的「先後」。67 

 

顯然，在丁先生的解釋裡，理先氣後同時具有本體論和邏輯上的意義，但兩者卻

                                                 
62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96。其云：「應當承認，馮友蘭先生在舊著《中國哲學史》中把這

種思想概括為邏輯在先還是恰當的。」 
63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99。 
64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17。 
65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12。楊儒賓、丁為祥亦曾有相近之批評，分別見楊氏〈檢證氣

學—理學史脈絡下的觀點〉，頁 253；丁氏〈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頁 110。 
66 丁為祥：〈朱子本體意識的裂變及其意義〉，頁 110。 
67 丁為祥：〈「理先氣後」與「虛氣相即」—朱子理氣觀的詮釋與比較〉，收在朱傑人編：《邁

入 21 世紀的朱子學：紀念朱熹誕辰 870 周年、逝世 800 周年論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1），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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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等同，因此他才能批評馮先生只有邏輯先在的理解，卻忽略了價值意義的本

體論觀點。 

    從上述的列舉，我們可以看出學者們雖然都贊同理先氣後，但究竟是本體論

上的意義，或是邏輯上的意義，還是二者兼具，而兩者又相不相同？並且，這其

中的分合還將牽涉到理如何生氣，以及理、氣是一元或者二元的問題。底下我們

便回到唐先生的詮釋，以嘗試解說上述種種問題。 

    關於朱子的理先氣後，唐先生曾因不滿意當時「以邏輯上之先後，論理先氣

後之說」而撰文加以駁斥。68我們先看何謂邏輯上的先後，唐先生說： 

 

所謂邏輯上在先之概念，卽一概念所必須預設或涵蘊者。如動物之概念在

邏輯上先于人之概念，以人之概念涵蘊動物之概念，人之概念必須預設動

物之概念故。（《原道篇（三）》，頁 446–447） 

 

這個說明相當淺顯易懂，而一般也就是認為氣的概念涵蘊理的概念，所以理在邏

輯上先於氣而在。唐先生並不反對這樣的說法，但是他認為這個說法並不能說明

朱子之理在價值意義上、形上學上的真實性特質。69對此，他強調說： 

 

所謂形上之先者，以今語釋之，卽在宇宙根本真實之意義上，理為超乎形

以上之更根本之真實，而氣則根據理之真實性而有其形以內之真實性者；

而吾人之論說宇宙之真實，當先肯定未形之理之真實，而後能肯定已形之

氣之真實。……形上學之在先者，或同時是邏輯上在先者；然邏輯上在先

者，不必卽是形上學之在先者。以邏輯上之先後，唯依概念內容之涵蘊關

係而辨，形上學之先後，則依概念所指示者之真實性而辨。（《原道篇（三）》，

頁 450–451）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唐先生所著重的是：何種思路才能夠體現出理的形上真實

                                                 
6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三）》，頁 418–419。其云：「此文要在反對當時馮友蘭、

金岳霖二氏所為之「新理學」及「論道」二書，本西方哲學以由邏輯分析而出之共相形式，為宋

明儒學中之理，以質或能為氣，以邏輯上之先後，論理先氣後之說。」 
69 牟宗三也說：「理先氣後，此無問題。『先』只是本義。本當該先在。此先在不只是邏輯的先

在，而且是形而上的先在。」，《心體與性體（三）》，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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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就是說，理氣先後的意義是在何者為最後的真實根據？明顯可見，邏輯上

的先後並無法提供這樣的說明，因為它僅僅是中性的概念先後的辨析，而不能作

為價值意義上的說明。因此，雖然不否定邏輯上的先在，但對於最終本體的問題，

仍然得回到形上學的視野才能夠貼切地了解。簡括地說，形上學的在先，乃是對

於根本真實性在先的價值性肯定。將唐先生的論點，對照於前面所列舉的幾位先

生的說法，應當可以知道：如果要肯定理的先在乃是一種價值義上的真實性的優

先，那麼就應該將邏輯上的提法，和本體論的說明加以區分，因為兩者雖然不衝

突，但卻有著不同的性質。例如朱子以下的言說： 

 

1.有是理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來。（《語類》卷 1，頁 2） 

2.先有箇天理了，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語類》卷 1，頁 2） 

3.有是理便有是氣，但理是本，而今且從理上說氣。（《語類》卷 1，頁 2） 

4.問：「先有理，抑先有氣﹖」曰：「理未嘗離乎氣。然理形而上者，氣

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豈無先後！理無形，氣便粗，有渣滓。」（《語

類》卷 1，頁 3） 

 

這些言說，都須要從形上學的本體所具有的真實性、優位性才能夠真正順適合理

地了解。 

    此外，順帶一提，與眾多學者之意似乎有所不同的是，唐先生曾有如下的說

法： 

 

朱子所謂理先氣後，初唯是形而上之先後，非邏輯上之先後；……然吾人

今將進一步說者，是此中所謂形而上之先後，亦可以包括寬泛義之邏輯上

之先後，以及一義上時間之先後。（《導論篇》，頁 484–485） 

 

關於形而上以及邏輯上的先後，我們已論述，這裡須要說明的是「一義上時間之

先後」的提法。前面所提及的學者，幾乎一致認為在時間上，理、氣是無先後可

分的，然則，唐先生何以會有這樣的講法？他解釋說： 

 

至於亦可說有一義上時間上先後者，則以氣在流行之歷程中，其依理而生

生，即成先後之段落。此中後一段落與前一段落，同根於一統體之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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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落之氣未生時，此統體之理已先表現於前一段落，則當視此理為前一

段落之氣之理時，即可說其在時間上亦先於後一段落之氣也。（《導論篇》，頁

484–485） 

 

筆者以為這個看法頗值得注意，因為說在時間上理氣並無先後，其實是就個體的

存在而說的；就天地和萬物的存在是理、氣和合而成的角度來說，兩者缺一不可，

是以並無先後。這是可以接受的論述。例如朱子說：「所謂理氣，此決是二物，

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淪，不可分開，各在一處，然不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

（《文集》卷 46，〈答劉文叔一〉，頁 2095）不過，唐先生所提出的思路，卻也能夠讓我們

更了解朱子的理、氣畢竟是有所不同的。所謂的不同，主要就是在之前已說明過

的理常而氣變的不同性相。因為太極之理是永恆長存的實體，而氣的流行卻是一

直在生而化、化而生的過程當中，其中的氣是一種新陳代謝的轉變，雖然新生的

氣會不斷地產生，但舊氣畢竟會消逝，而在此新舊交替時，理卻依舊恆存而不變。

依此，所以唐先生才會提出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說理在時間上也先於氣而

存在。例如朱子以下的言說： 

 

1.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理。有此理，便有此天地；若無此理，便亦

無天地，無人無物，都無該載了！有理，便有氣流行，發育萬物。（《語類》

卷 1，頁 1） 

2.問：「有是理便有是氣，似不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理。只不

可說是今日有是理，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都陷

了，畢竟理卻只在這裏。」（《語類》卷 1，頁 4） 

3.若在理上看，則雖未有物，已有物之理，然亦但有其理而已，未嘗實有

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不錯。（《文集》卷 46，

〈答劉文叔一〉，頁 2095） 

 

這裡的論述，除了具有形上真實性的先在義外，也可以說是在一義上時間的理先

氣後。 

以上說明了朱子的理先氣後當從何種角度來看待，在這個問題上，唐、牟兩

位先生都認為應該以形上學的先在為主要視角。不過，對朱子是如何體會這樣的

理在氣先的思想，則唐、牟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異。上一節已提及，牟先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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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對於形上實體的體會，只是透過存在的實然以推證其所以然之理，也就是他

所謂的「存有論的解析」，而牟先生本著實體必定得由道德的實踐才能證悟的思

路，因此斷定朱子藉由推論方式所得的理，只是無法起作用的但理。然而，唐先

生卻不這樣詮釋，相反的，他認為朱子所提出的理先氣後，首先就是在道德生活

的實踐中加以體驗證悟的。且看唐先生底下的論說： 

 

朱子之形上學的理先氣後義，必須先于吾人內在之當然之理，與實現此理

之氣之關係之體驗中，得其所指示之意義。（《原道篇（三）》，頁 455） 

 

這裡首先須要說明的是，唐先生和牟先生一樣，都認為形上的實體必須透過道德

的實踐才能真正體悟。就儒家而言，這當然是能夠肯定和接受的。只是牟先生認

為伊川和朱子並沒有真正的道德實踐工夫，因此對於道體也就沒有真正的體會。

在這一點上，唐先生確實與牟先生相異甚大，因為他不僅認為朱子的理先氣後是

在道德生活中體悟的，而且伊川之所以能夠重視理的超越性與工夫的重要性，都

是因為他在道德實踐中，正視了理和氣之間確實存在著人所不易跨越的距離。70

而宋代儒學中，最能承繼和發揮伊川思想的，正是朱子。伊川和朱子這樣的思路，

當然也表現在他們的心性論和工夫論的詮釋上，關於此，已是下兩章才能論述的

部分。回到理先氣後的問題上，唐先生之所以會肯定朱子是透過道德生活的實踐

之感而說理先氣後，是根據兩個面向來說的： 

 

此可由朱子之學原為如何為人之學，其所言之理，十九皆是言人之當然之

理，及朱子所承之宋代理學之一貫問題，以證之。（《原道篇（三）》，頁 456） 

 

吾由宋明理學之問題之發展，可以斷定朱子之理先氣後之說，乃首于義務

意識中得其證實。吾今欲了解其說，亦必須自義務意識中反省以透入。（《原

道篇（三）》，頁 473） 

 

此中，唐先生有一個預設的思路，他認為宋代的儒學「其所求之理，初重在『應

                                                 
7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448–450。相近之論點，亦出現在《原性篇》，頁 366–

373、559；《原教篇》，頁 183–188。此處只須提點出，在唐先生的詮釋下，伊川、朱子其實是

宋代儒者中，最能夠體證道德生活之嚴肅與艱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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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之當然之理，而不重在宇宙『是如何』之存在之理」（《導論篇》，頁 456），而

這也是朱子思想中的重心所在。就朱子所重的毋寧是如何成就道德的當然之理而

言，則牟先生只以由存在之然以推證其所以然來定位朱子，似乎呈現出重心轉移

的偏向，甚至是忽視了朱子本身正視道德實踐的嚴肅感。而依唐先生之意，朱子

即是在道德義務的實踐感受中，體悟到「先有理之命令之自覺，而後有氣從之動

之自覺。」（《原道篇（三）》，頁 458）在這當中，氣之所以動乃是因為理的要求在先，

換言之，也可以說氣之所以成為氣是根據於理的，而由此道德實踐中所體證到的

理先氣後，也正是說明了理在形上學中的真實性先於氣而存在。 

 

（三）朱子並非二元論者 

    最後，我們來談談朱子的理生氣，以及其理氣論究竟是一元或是二元的問

題。誠然，這是個大哉問的議題，就筆者目前的能力而言，也只能簡略地論述。 

對於朱子的理氣論是一元還是二元，提出見解的學者頗多，例如前面已提及的蒙

培元和成中英都主張朱子應該是理、氣一元論者，71而陳來則認為朱子在本源論

上是一元論，在構成論上則是二元論者。72這些學者的論點都有其值得參考之

處，但限於篇幅和討論上的方便與集中，是以在此筆者只打算以唐君毅、劉述先

二位的意見為主來作討論，但其中將旁及牟宗三的說法以作為參照之用。之所以

以劉先生為討論對象，是因為他可以算是當代最力主朱子乃二元論者的學者，73

並且他對朱子這樣的思路提出了頗為嚴重的批評。請看劉先生之語： 

 

宋明儒學繼承孟子開出的傳統乃是一本之論，朱子却是理氣二元，真難為

他為古典作注，講得頭頭是道，但裏面却有極根本的差別乃不可掩者。74 

 

這樣的批評不可謂不重，就此而觀，則劉先生認為朱子不離不雜的理、氣關係，

                                                 
71 分別見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19；成中英：《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論》，頁 250。 
72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92、99。 
73 例如李明輝、鄧克銘在提及朱子究為一元或二元論時，皆注意及劉述先之說。分別見李氏〈劉

蕺山對朱子理氣論的批判〉，頁 11；鄧氏〈羅欽順「理氣為一物」說之理論效果〉，《漢學研究》

第 19 卷 第 2 期（2001.12），頁 36。 
74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273。而頁 348–354，亦分別說明朱子之二元論

不合濂溪、明道之一本論。此外，引文中「繼承孟子」，原書作「繼承孟孟子」，多一「孟」字，

筆者在此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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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儒家的義理實際上是無法相應的。在此，我們必須問，劉先生何以說朱子是

理、氣二元論者？且看他的論斷根據所在： 

 

朱熹是不是一元論呢？表面上看來這樣的說法也不無道理，因為朱熹的確

說過：「有是理後生是氣。」（《朱子語類》卷 1）明明理是本有，氣是派生的，

那麼朱熹當然是理一元論了。然而這種說法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忽視了

「生」字的歧義，以至作出了錯誤的推論。生究竟是怎麼個生法呢？是像

女人生孩子那樣地生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怎麼可以說理是無造作、無作

用呢？豈不是令朱熹的思想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嗎？ 

 

「理生氣」在他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理解為，在超越的（生）理的規定之

下，必定有氣，才有具體實現之可能。故「理生氣」只是虛生，「氣生物」

才是實生，兩個「生」字斷不可混為一談。75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劉先生對一元或二元的判斷是在「理生氣」的問題上，並且，

如果理生氣是本有和派生，是理實際生出氣的關係，那麼便是一元論；相反的，

假如只是在背後規定的虛生，就是二元論。依筆者的推測，劉先生這樣的觀點是

因為他肯定了朱子的理只是不能活動的但理，而這樣的思路又是來自於牟宗三的

論斷。不過，我們卻發現牟先生雖然判定朱子的理只是但理，然而他對理氣為二，

以及理生氣的態度，卻是與劉先生不同的。牟先生說： 

 

朱子之差只在其所體會之理是只存有而不活動者，不在其理氣為二也。（理

氣為二與心理為二不同。心理可以是一，而理氣不能是一。若言理氣是一，

則此一是圓融義，亦與「心理是一」不同。） 

 

「理生氣」不是從理中生出氣來，只是依傍這理而氣始有合度之生化。……

此卽朱子系統中之「理生氣」也。若理是「卽活動卽存有」之實體，是道

德創生的實體，則鼓舞妙運之以引生氣之生化不息與合度，亦不是說此氣

                                                 
75 劉述先：〈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論或二元論〉，收在《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641、

644。劉氏在此文中，主張朱子是「形上構成的二元論」、「功能實踐的一元論」。與引文相近之意，

又見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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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此實體中生出也。76 

 

首先，依牟先生之意，「心理是一」是本質上的同一，因為兩者都是指謂最終的

本體，而理、氣卻不能是一，即使是所謂的理即氣、氣即理等話語，也只是相即

不離的意思，但理為形上者、氣為形下者，卻始終是不可抹滅的。牟先生這樣的

提法並不少見，通觀其他部分，我們便會了解他確實主張理、氣本就應該為二，

不論是在濂溪還是在朱子的思想裡都是如此，而且也應當如此。77其次，他認為

濂溪的「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實義毋寧是本體論的妙運義，而不是

直線的宇宙論的演生義。」又說：「無論朱子之體會太極為『只是理』，或是濂溪

之體會為心神理是一，皆不是說氣從理生出來，一如母之生子。」78就此而言，

在牟先生的詮釋下，如果濂溪不是二元論者，那麼朱子也不會是。而假如依然按

照劉先生的判準來看，那麼不僅是朱子，就是濂溪也同樣是二元論者。當然，我

們也可以說，劉先生可以有自己的詮釋而不須要全同於牟先生，這點筆者並不否

定，因為劉先生確實不認為濂溪有像朱子那樣的理氣二分。79但是，就所謂「理

生氣」的問題而言，不僅牟先生不認為是像宇宙論那樣的實際生出，其他許多學

者也都是如此的見解，例如蒙培元和金春峰都認為朱子的理生氣是本體論的說

法。80其中，蒙先生更依此而說朱子是一元論者。論述到此，筆者所要提點的只

是，劉先生論斷朱子是二元論的根據，是相當獨特而與眾不同的，至於就本文的

立場而言，對其說則是採取保留的態度。 

底下，我們回到唐先生的論述，或許可以有一番不同的體會。 

 

若謂理之生氣，有如包涵某物者，將其中之物生出，如母之生子，而吾人

又將理視為在氣上一層面之形而上之理，則此理之義中，旣不涵氣之義，

亦不能生氣，如石女腹中無子，不能生子。然吾人如視理原不離於氣，則

                                                 
76 分別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504、507–508。 
7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90–391。 
7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62、392。 
79 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348–349。其云：「濂溪通書根本缺乏這樣的二元

的分疏。……濂溪的思想是，整個宇宙是同一生生誠體的表現。一本萬殊，五行卽陰陽，陰陽卽

太極，所彰顯的是一本之論，不是二元的分疏。……朱子把太極（理）與陰陽（氣）肢解成為兩

元，理本身如何能動靜？它只是所以動靜之超越的根據。這顯然是朱子自己的看法，與濂溪通書、

太極圖說的思想屬於兩種不同的型態。」相同之意，又見頁 533。 
80 分別見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19、61；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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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理之生氣，卽氣之依理而生，依理而行，如人之依道路而自有其「行走」；

則理之生氣之義，卽不難解。如方氣為陰，而依此理之動，則有陽之氣之

生；方氣為陽，而依理之靜，則有陰之氣生。卽皆依理而生氣之事也。（《導

論篇》，頁 485–486） 

 

首先，唐先生也不認為朱子的理生氣是像母生子那般實際地從理中生出，這和牟

宗三、蒙培元、金春峰等人的看法是相同的。其次，唐先生說「此理之生氣，卽

氣之依理而生，依理而行」，似乎將理原本的主動地位，轉成了被動地位，而主

動者反而在氣。如果真的如此理解，那麼或許和牟先生所謂的只在氣背後靜態地

定然之的但理相去不遠。然而依照上一節的思路，筆者認為唐先生是不會將朱子

的理只視為是靜態的理，所以唐先生才會接著說氣「依此理之動」、「依理之靜」

而生。也就是說，主動權仍然在理本身的動靜上，而非在氣上。其實，唐先生這

裡強調的主要是：理不離於氣而主宰之，並使其生而化、化而生。換句話說，正

是以理為本體論上的最高根據，而氣當然是要依理而行的。順著這樣的思路，我

們便可以說，所謂的理生氣實際上呈現的意義是：何者才是最高最後的本體根

據？且看唐先生以下的話語： 

 

謂朱子之思想，卽一理氣二元論之系統，此言不必盡當。因朱子雖以理氣

為二，謂理氣二者「推之於前，而不見其始之合。」（太極圖說第三節註）

然又以理為氣之所以生之本源，則理為元而氣非元。而朱子雖以理氣為

二，亦有理氣不離而相保合之義。（此皆詳之於原太極一文）故上引之後

一語又曰：「行之於後而不見其終之離」，則理氣亦二而一者。（《原性篇》，頁

376） 

 

朱子的理、氣為二這是毫無疑問而可以肯定的，這在前面討論「不雜」時已經說

明過。所以問題並不在理、氣因著其有不同的性相而為二，而是一則在理、氣的

關係是否可完全相離，二則在理、氣何者為最後的本體？顯然，朱子的理、氣雖

有著不同的性質而不雜，但兩者卻不能相離以有創生萬物的作用。並且，更為重

要的是，理是氣的本體根源，理、氣有著形上學本體論上真實性先後的差異，因

此唐先生才說「理為元而氣非元」。正如朱子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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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却都不看有此理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理有安頓處，大而

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文集》

卷 58，〈答楊志仁二〉，頁 2809） 

 

此中，根本真實性的先後甚為明顯，由理而氣，然後理藉氣以和合而生萬物，自

始自終，理都是最高與最終的根本之元。最後，我們再看一段唐先生的話語，以

結束本節。其云： 

 

理雖非直接生物者，而氣之生物，則本于理為必有氣以實現之之理。此之

謂理生氣。理生氣乃生物。故理為真正生物之本。故曰生理，生生不息之

理。（《原道篇（三）》，頁 444） 

 

總結地說，形而上的理創生萬物必定得透過形而下的氣，並且也只有形而下的氣

才能像母生子那般的實際生出萬物，至於理生氣則因著形而上下的差異，便不能

和氣生物的生等同視之。正如唐、牟、蒙、金等人所認為的，理生氣原本就是本

體論的妙運義，而不是生成論的實生義。如此，我們就不能認為朱子是二元論者，

因為形而下的氣之所以能生物，乃是根據於形而上的理，並且本體只有一個，卻

不能說理、氣兩者都是形上的本體。正如前面一再提及的，理的真實性的肯定優

位於氣的真實性的肯定。此外，這裡須要再次強調的是，唐、牟二先生都肯定朱

子的理、氣為二，也都認為兩者本就是為二的，同時也都贊成理生氣不是像氣生

物那樣的實際的生，然而，唐先生認為朱子的太極之理是能自運其體以成用的，

而牟先生則認為朱子的理只是不活動而無法起作用的。 

 

第四節 理氣和合世界下的人物之性與物物一太極 

（一）綜述理氣和合下的世界觀 

    上述三節所討論的，主要都是專就理、氣本身的義涵和關係來談，但天道不

離現實的世界，在朱子的思想系統裡，理、氣也表現和作用在人性和物性的內容

上。正如朱子注解《中庸》「天命之謂性」所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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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猶令也。性，卽理也。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理亦賦

焉，猶命令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理，以為健順五常之德，

所謂性也。81 

 

此中由天命下貫到人物之性的思路十分明顯，而在這個過程中，理和氣則是不可

或缺的重要概念，因為兩者不僅賦予了萬物生命，更給予了存在上的價值意義，

當然，也同時讓萬物有其現實的局限性。對此，我們可以嘗試進一步論述如下。

朱子承繼伊川「性即理」的思想，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既然是如此，為什麼現實

中的人卻顯得這樣地有限？唐先生曾有以下的提問與回答： 

 

人心旣具無窮無盡之理以為性，何以其心思所知之理，又如此其有限？人

之能如聖賢之天理存全者，何以又如此其少？芸芸萬物，如鳥獸草木，水

火土石之倫，更不能如人之知種種理，尤不能如聖賢之知萬物之本於一

理？此卽見理固重要，而理之實現於人之心知、與萬物之存在或生命之

中，尤為重要。（《原性篇》，頁 380） 

 

理是萬物所以存在的本根，其重要性無可質疑，但這個形上的實體並不能滿足於

獨立自存在一個無生命活動的世界裡，相反的，它必定要求實現在現實世界的萬

物生命當中。現實世界之所以運行不已，也是因為理的作用落實在萬物的存在

上，才能夠如此的。所以唐先生進一步說：「然只有此能實現之理，仍不能為此

『實際地實現之事之有』之充足條件」（《原性篇》，頁 380），必須再加上能夠讓理在

萬物中起真實作用的氣，然後才能完成這個現實的實現。在唐先生的話語中，我

們可以看出氣的地位十分地重要，正如牟宗三曾提及的，「氣之觀念有積極消極

兩面作用」，82就積極面而言，理必須藉由氣才能實現其作用；就消極面而言，

氣同時也限制了原本整全而無限的理的表現。氣的這種雙面性，在朱子的思想中

是同樣都注意且正視的，而這也是他之所以能重視氣的概念的原因之一。就現實

世界的樣貌來說，因為受限於氣的關係，萬物的局限性是不爭的事實，也因此和

超越的天理之間便不能不有一定的差距。唐先生曾說： 

                                                 
81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17。下文凡有引述此書者，皆只於引文

後標示書名與頁數，不另附註。 
8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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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如知理又有可生氣而不必生氣者，則知盡天下之氣，亦終不能盡實現

天下之理之全，或太極之理之全。此乃一現有之世界中之最頑梗，而只可

說其如是如是，而更無理可說之一事實。此事實之全所展示者，則為：太

極之理雖無所不備，而依彼亦必有天地萬物之氣之生。然此天地萬物之

氣，則只能實現此理之全之中之若干，而不能盡加以實現者。（《原性篇》，頁

385） 

 

現實的局限性在這一段的話語中，可以說展露無遺。在有自覺之心的人類看來，

理、氣之間始終有無可抹滅的間距，一句「此乃一現有之世界中之最頑梗」的事

實，除了令人起敬畏之心而自知謙卑外，更須重視後天的工夫修養，方能夠不斷

地拉近理、氣之間實際存在的差距。前面已提及，學者們多已知曉朱子理、氣不

離不雜，以及由理、氣方能產生萬物的觀點。然而透過上述的說明，筆者覺得最

能夠闡發朱子由理、氣以貫通天、人之間的思想者，應該還是要首推唐先生的詮

釋。且再看唐先生底下的話語： 

 

朱子之思想實如吾人前所說，乃將一理氣之和所成之世界，而更自上、下、

內、外、四方加以展開者。此中所謂「上」，為萬物一本之「理之全」或

太極之全之廣大，而人可由其超越在上，以見其尊嚴與高明者；此中之所

謂「下」，為理之實現於氣所成之人與萬物之性之種種差別分殊，而人可

由其實際，以觀其富有與廣大者；此中所謂「內」，為人之氣質中之理性

之通於太極之理者，人於此可見理之精微者；此中所謂「外」，為人之氣

之接於天地萬物之氣，而有其情與知，人更可即其物而行其情，更窮其理

以致其知，於此可見日用常行之中庸。（《原性篇》，頁 395） 

 

關於此段話語，筆者已另有所說明，83這裡只想提點出：依唐先生之意，在朱子

由理、氣所和合的世界裡，高明、廣大、精微、中庸，理氣、心性、工夫等等，

盡皆囊括於其中而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之下，人不僅和天理

具有內在本質上的關聯性，而且也和其他萬物構成了相互感通的網際脈絡。天、

                                                 
83 拙著〈唐君毅之朱子學〉，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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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三者在此既各有其存在的位階，又能彼此溝通以成就整體世界的運行不

已，而這當中正是理和氣在擔綱著貫通的腳色。在理氣和合的世界觀下，朱子對

於人物之性有著獨特的見解，底下，我們將主要就其中關於氣質之性和枯槁有性

的議題加以討論，而這兩個議題正蘊含著天、人、物之間的關係網絡。 

 

（二）理氣世界觀下的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一詞，首先由橫渠用以對比「天地之性」而加以提出，84並且

後來在儒學的討論中，逐漸形成了義理之性和氣質之性的兩個重要概念。關於這

兩者在宋明清的發展演變，學者已經有頗為詳細的論述，85在這裡筆者只以朱子

為中心，然後旁及張載和二程的觀點。對於氣質之性一詞在橫渠、二程和朱子等

思想中的用法，多數學者都認為朱子的界定與前賢並不相合，例如蒙培元、陳來、

楊儒賓等人，86其中我們可以舉牟宗三的說法為代表；然而，也有人認為朱子對

氣質之性的運用，正是承繼並符合前賢的用法，持此說者，就筆者目前所見，似

乎只有唐君毅一人。簡略地說，唐先生認為橫渠的氣質之性是氣質中的天地之

性，87而多數的學者則認為橫渠應該是將氣質本身視為一種性。之所以會出現如

此南北相異的看法，或許是因為在橫渠的話語裡，「氣質之性」一詞僅只出現在

一處，並且也沒有對它加以定義，因此如果要給予解釋，就必須依賴其他的部分

來作界定，但顯然的，唐先生和其他學者各自對此有著不同的參照點。橫渠的原

意究竟為何，並不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在此我們權且依照牟先生以及大多數學者

的說法作為理解。底下我們先看牟先生的一段見解，他說： 

 

如就此種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則氣質之性意卽人之氣質本身卽是一種性，

                                                 
84 橫渠《正蒙‧誠明》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78），頁 23。 
85 可參閱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230–249；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北：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修訂二版），頁 335–412。 
86 分別見蒙培元：《理學範疇系統》，頁 236–237；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207–208；楊儒

賓：《儒家身體觀》，頁 358–362。 
87 唐君毅：「此氣質之性，實為由此天地之性之表現之限制上，所反照出的，而只為『氣質中之

性』。非同於漢儒之所謂性，乃直接依氣質之有陰陽五行之分，氣質之本身之有複雜之情形而建

立，以見人之有不同生之質者，卽有不同之性之說矣。唯此漢儒之言性，方真可謂言氣質自身之

性，而為道地的氣質之性也。橫渠之言，卽實已大進乎此。」，《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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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卽王充所謂氣性，或《人物志》所言之才性。吾意橫渠二程言氣質或氣

質之性卽是此意，非如後來朱子理解為性體在氣質中濾過，因而成為在氣

質限制中之性也。如照此解，則性只是一性，只是一超越之性體，只是伊

川朱子所謂「性卽理也」之性，並無二性，但却可自兩面觀，一是就其本

身之本然觀，一是就其在氣質限制或混雜中觀。88 

 

相近的話語，在牟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大冊中，多所提及。通觀牟先生的意思，

他認為橫渠所說的「氣質之性」一詞，是將氣質本身視為一種性，並且他認為這

樣的看法是十分順適的。之所以說順適，一則它符合語意的用法，和天地之性或

義理之性的語法相同；二則這也順承了漢代以來所重視的氣性和才性；三則人的

生命本就應當劃分成義理之性、氣質之性、動物性等三種層面來說。牟先生以上

的觀點，具有相當的合理性，也是十分值得參考的說法。既然如此，那麼我們便

要問：朱子又為何要說氣質之性是指本然之性在氣質中的狀態呢？ 

關於氣質之性，朱子的用法雖然不一定合乎橫渠和二程的原意，但就他本身

而言，確實是自覺地要繼承前賢的說法，例如橫渠的「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明道的「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不容說，才說性時，

便已不是性也」，以及二程的「論性不論氣，不備；論氣不論性，不明，二之則

不是」等等話語，這在《朱子語類》的卷 4、59、95 等記載中，可以看得相當的

清楚。此外，在朱子的書信中，我們更能夠見出他何以要如此詮釋氣質之性。底

下羅列朱子的四段話語，並加以簡略地提點： 

 

1.「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便帶却氣質了。但「生」

字已上，又「不容說」，蓋此道理未有形見處，故今纔說性，便須帶著氣

質，無能懸空說得。（《文集》卷 49，〈答王子合十三〉，頁 2224） 

2.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

「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來耶？

（《文集》卷 58，〈答徐子融三〉，頁 2813） 

3.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

有所賦之理爾。（《文集》卷 61，〈答林德久六〉，頁 3018） 

                                                 
8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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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質是陰陽、五行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論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

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

是人物未生之時，不可謂性，才謂之性，便是人生之後，此理墮在形氣之

中，不全是性之本體矣。（《文集》卷 61，〈答嚴時亨一〉，頁 3036） 

 

由這些論述可見，朱子重視在現實中來談論性，因為性原本是形而上的天理，它

必須藉由現實萬物的氣質才能夠得到表現，換句話說，形氣是性得以在形下世界

作用的載體。並且，性只有一個本然之性、太極全體，所謂的氣質之性只是形上

的實體落實在形下的個體中的意思，不過，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實中的氣質之

性，已經不等同於形上的本然之性、太極全體了。關於此，唐先生曾說： 

 

朱子承張程之言氣質之性之說，則更重在透過人所稟之氣質，以觀人所受

於天之理以為其性者。……朱子之意，蓋謂性乃自人物之受生以後說。在

人物未受生前，此性卽理，此理「在天則曰命，不可說是性。」必人物受

此理「生物得始來，方名曰性。」（語類五）故此性理之在人物，自始卽「與

氣質相滾，而同在此。」（《原性篇》，頁 388） 

 

在此，筆者想要嘗試說明一點：雖然就牟先生等多數學者的詮釋來看，朱子所說

的氣質之性或許並不符合前賢的用法，但是就朱子自己的思想體系而言，卻是具

有合理性而可以成立的觀點。何以見得？因為朱子既然主張「性即理」，而所謂

的理是具有絕對性的概念，因此性也應當具有絕對的唯一性，由此便可以說只有

一個本然之性，只是在現實的人物之中，本然之性是以氣質之性的姿態來呈現

的。其實，牟先生認為人的生命可以分成義理之性、氣質之性、動物性等層面來

探討，這是合理而可接受的。不過，我們卻可以問，朱子是否不重視甚至否定氣

質才性的存在？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對此，牟先生也曾說朱子「雖肯定『氣質』

為一獨立概念，然却並不就氣質本身之不同（種種差異相）而說一種性」，又說「當

然說氣質與就氣質說一種自然之性，在觀念上並無多大差別」89。換句話說，朱

子並不是沒有氣質的概念，更不是不重視和否定氣質的重要，只是他不以「氣質

之性」一詞來專門指稱氣質，甚至可以說，他並不把氣質視作是性，因為性只有

                                                 
89 分別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36–33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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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指稱的是形上的實理。對此，朱子曾有以下的表明： 

 

氣不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立耳。故論「天地之性」，則專指理言；

論「氣質之性」，則以理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文集》卷 56，〈答

鄭子上十四〉，頁 2722） 

 

此外，對於朱子何以要用如此使用「氣質之性」，陳來有一個相當值得參考的看

法，他認為： 

 

由于一切人物兼受所稟理氣的兩方面影響，所以現實的人物之性不能說純

粹由理或純粹由氣所決定。為了說明人性是受理與氣共同制約的，不僅要

有天命和氣質的概念，還要有綜合反映理氣影響的人性概念，這就是氣質

之性的概念。90 

 

綜合前面所言和此處陳先生的話語，我們可以說，如果暫且不考慮語法和思想史

上的問題，顯然朱子基於性即理因此是絕對而唯一的觀點，並且現實的人物之性

又是理和氣的組合，因此才將氣質之性界定為本然之性落實在氣質之中的樣態。 

    接著，朱子也就依此由理和氣所合成的「氣質之性」的概念，來說明人與人、

人與物之間的差異。陳來曾說： 

 

在朱熹和他的學生間討論的「理氣同異」問題，按其內容實即指人物之性

的同異問題。91 

 

所謂人物之性的同異問題，用朱子的話語來說，其中的焦點除了人、物的氣質之

性的差異外，更關涉到枯槁是否有性的論題上。這裡我們先就氣質之性的差異來

說。理、氣在人、物身上究竟是呈現怎樣的狀態，例如是理同氣異，還是氣同理

異，而又是稟賦上有同異，或是表現上有同異？對於這些問題，僅就朱子的書信

而言，相關的說明就不下十封，92而現代學者們的討論更是豐富。就學者們的研

                                                 
90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203–204 
91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124。相同之意又見頁 142。 
92 例如《朱子文集》卷 39，〈答徐元聘二〉、卷 46，〈答黃商伯四〉、卷 50，〈答程正思十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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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來看，其中最主要的兩種看法是：一、就稟賦上說，人、物身上的理是完全相

同的，只是因為氣質的限制所以才有表現上的差異，這是多數學者所持的看法，

例如牟宗三、張永儁、金春峰、楊儒賓、杜保瑞；93二、不僅氣質的限制會影響

理的表現的差異，而且就稟賦來說，人、物身上的理雖然質相同，但量卻有多寡

的不同，此說應是陳來首先提出，後來祝平次也贊同其說。94以上兩說的差異並

不是天南地北的兩極，其中的不同主要是在：就稟賦上而言，人、物身上的理是

否在質、量上完全相同？底下我們舉金春峰和陳來的說法來做對比。金先生說： 

 

在本原上天之所賦，萬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是所賦之氣有粹駁之不齊，

從而萬物之實際地表現出之性理不同。……究其實，如果認為理本身就

有欠缺的話，那就是認為，理就是可以分割的。95 

 

金先生認為，因為性理是不可分割的全體，所以不論是人或是物，在稟賦上理的

質和量都是相同的。這個詮釋可以代表大多數學者的思路，而且有相當的理據。

至於陳先生則有另一種解法，他說： 

 

按照朱熹的理稟有偏全思想，仁義禮智仍然普遍內在于一切品物，只是性

理似應有質和量的雙重規定。就是說，人與物都無例外地稟有仁義禮智四

德，但物因氣稟之偏，故所稟受的仁義禮智有偏少，或仁少，或義少，或

禮少，或智少，或其中二徳少，或其中三德少，或四德皆少。然雖偏或少、

仁義禮智四種德性總還是有的。96 

 

陳先生認為，人物皆有四徳之理，其質是一樣的，只是在各自的量上有或多或少

的不同。這個說法，其實也相當的合理。陳先生並且認為「只有了解朱熹的理稟

                                                                                                                                            
57，〈答林一之三〉、卷 58，〈答徐子融三〉、卷 59，〈答余方叔〉、〈答趙致道一〉、卷 61，〈答嚴

時亨二〉、〈答嚴時亨三〉、卷 62，〈答杜仁仲二〉。 
93 分別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97；張永儁：〈從程朱理氣說析論朱熹心性論之要義〉，

《國立臺灣大學哲學論評》第 12 期（1989.01），頁 83；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37–138；

楊儒賓：〈羅欽順與貝原益軒—東亞近世儒學詮釋傳統中的氣論問題〉，《漢學研究》第 21 卷 第

1 期（2005.06），頁 266–267；杜保瑞：〈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頁 58。 
94 分別見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135；祝平次：《朱子學與明初理學的發展》，頁 42–44。 
95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37–138。 
96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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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全說才能了解他的理有異同說的全部內容，才能懂得他的那些看上去模棱兩可

的說法。」97以上兩種說法，各自都能夠在朱子的文獻中找到根據，不過正如金

春峰雖然偏向前說，但也曾有過這樣的論述： 

 

但朱熹確也有另外的說法，……氣稟似乎對理之多少欠缺也是有影響

的。……要言之，朱熹在人性、物性等差異問題上，確是有些思想不清的。

但以之為前後中期思想發展的不同，則顯得論證不充分。98 

 

金先生最後的一句話是針對陳先生而說的，不過從上述的說法，同時也可以看出

朱子在這個問題上，的確有著陳先生所作的質同而量異的理解，只是並不一定是

早晚期發展上的差異。論述到此，我們可以來看唐先生對這問題的詮釋，他說： 

 

此天命之流行，乃為一整體的理之全之流行，對一切人物，初為平等，而

無心於加以分別者。由是而此「人物之別」之所以形成，卽為依於其氣質

之有昏明、通蔽、開塞，若對此「理之全」加以一劃分或割截，方自成其

為只表現如何如何之理，以成為某一種一類之人物者。（《原性篇》，頁 394） 

 

從這裡來看，唐先生的立場應該是比較傾向於第一種主張的，人、物的差異主要

還是因為氣的參差而使得性理在表現上有不同，所謂「若對此『理之全』加以一

劃分或割截」，意指實際上理在稟賦方面並沒有不同，只是在氣的局限下由表現

的差異而有此假象。總結地說，對於以上兩種見仁見智的詮釋，筆者在此雖然提

出來陳述，但並無意加以判斷優劣，因為我們所關心的其實是，儘管兩種主張有

所不同，但是在萬物皆有性的這一點上，卻是同樣肯定的，而這正是關於枯槁是

否有性的論題。 

 

（三）理氣世界觀下的枯槁有性 

    在當代，對於朱子的「枯槁有性」反對最力的，應該莫過於牟宗三；相映成

趣的是，唐君毅對朱子這個觀點卻是十分肯定的。底下便以唐、牟的論點作為研

                                                 
97 陳來：《朱子哲學研究》，頁 135。 
98 金春峰：《朱熹哲學思想》，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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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對象。先就牟先生的觀點來看，他認為： 

 

若依孟子之「就內在之道德性言性」之義說，不但枯槁無此性，卽禽獸亦

不能有。若依《中庸》《易傳》之『就「於穆不已」之天命流行之體說性』

之義說，則禽獸與枯槁之物亦不能以此道德創生之實體（真幾）為其自己

之性。此實體雖創生地實現之、存在之，但却並不能進入其個體中而為其

性，而禽獸與枯槁之物亦並不能吸納此實體于其個體中以為其自己之性。

是則此道德創生的實體雖創生地實現之、存在之，而只能超越地為其體，

却並不能內在地復為其性。……朱子是由存有論的解析，就然推證其所以

然之理以為性。枯槁之物有其所以然之理，自然亦有性。但如此言性，顯

然不同于孟子《中庸》《易傳》之說法，而如此所說之性亦不同于孟子《中

庸》《易傳》之所說。……﹝程明道所說「皆完此理」（皆從那裡來），「萬

物皆備于我，物皆然，不獨人爾，都自這裡出去」，是在圓融義下理想地、

潛能地言之，亦與朱子之「存有論的解析」不同。﹞99 

 

相關的論述，在牟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冊中是一再地提及的，這裡姑且以這一

段作為討論的基礎，然後總括其曾論及的義涵如下：依牟先生之意，以孟子、《中

庸》和《易傳》為準，只有人能夠具有內在的道德實體以為其性，至於其他的萬

物，不論有生命或無生命，一律都不能以道德實體為其內在的性，只能說道德實

體超越地作為萬物的本體根源而已。之所以如此說，依牟先生之意，道德創造之

性與氣的結構之性截然有別，前者是道德創造之所以可能的根據，後者則只是萬

物作為存在的實然條件，兩者不可混同；就人而言，兩種性都具備，但就物來說，

則只具有氣的結構之性。進一步說，人之所以能具道德實體以為性，而萬物不能，

原因又在於人有萬物所沒有的心，人有心則能實踐道德而能以實體為性，萬物無

心則不能實踐道德也就不能以實體為性。相較之下，朱子卻將道德性和非道德性

一起混同，則人和物的差別只在心氣上，而不在道德性的有無，如此一來，「這

實體（卽性體道體）之道德性，在朱子之說統中却被減殺，甚至不能保存。」100 

    關於牟先生以上的說法，筆者嘗試商榷如下：假如孟子、《中庸》和《易傳》

等先秦儒家對於性的界定，確實是像牟先生所判斷的那樣，不以人之外的萬物具

                                                 
9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87–488。 
10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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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道實體以作為其內在的本性，那麼，筆者不得不說這樣的講法存在著相當大

的局限性。何以如此說？因為，假使我們不認為天道實體或太極之理是個渾然整

全的存有便罷，但如果承認它是個具有普遍性的渾全整一，那麼由它所創造的現

實世界中的天地萬物，也就應當可以享有將這個理蘊含於其內的權利。對朱子來

說，太極之理就是一個渾然整全的理，它必須藉由將自己賦予在天地萬物的身

上，由此不但成就了天地萬物的存在，而且也將自己的普遍性真正地落實和呈現

了出來。可以說，這是朱子理一分殊、萬物一理思路下，順理成章的提法。此外，

假如我們稍微藉助道家和佛家的思想來作為參照，就能夠發現朱子的說法不但具

有合理性，而且也是相當必要的。例如在老子那裡，個個萬物都是因為整全的道

才有了存在的根據，不僅如此，並且道在創生萬物之後，就同時內在於萬物的身

上以成為其德；而佛家，雖然不像儒家、道家那樣肯定一個客觀實存的創生本體，

但在如來藏系裡，仍然認為一切眾生皆有佛性，不論眾生在現實上能不能夠將佛

性加以呈現、實踐，但這樣先天內涵的本質卻是不能被抹煞的。從這個角度來看，

當朱子說天地萬物都具有太極之理以作為內在的本性，即使是沒有生命氣息的枯

槁之物也同樣如此，那麼應當也是個可以給予肯定的合理論點。至於現實中的萬

物究竟能不能夠、或者如何呈顯出這個太極之理，那就涉及到了萬物的個體差

別，而這則可以另外藉由氣質稟賦的不同來加以說明。101 

至於明道所說的：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理，只為從那裏來。「生生之謂易」，生則一時

生，皆完此理。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不得，不可道他物不與有也。 

 

「萬物皆備於我」，不獨人爾，物皆然。都自這裏出去，只是物不能推，

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不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102 

 

這些論述在牟先生看來，是「本體論地圓具言之」，是「圓教義下之靜觀地、潛

                                                 
101 上述之意已見拙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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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 
102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北京：中華書局，1981），頁 33、34。此兩條並未

註明誰語，牟氏則斷定其為明道語，氏著《心體與性體（二）》，頁 55、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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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如此說」，103但實際上萬物並不能像人一樣以這道德實體作為其內在的本

性，「然無論如何，明道所說之道體、性體是那『於穆不已』之道德創生的實體

則無疑」。104讀者可以提問的是，為什麼相似的話語，在明道說來就是圓教義下

的圓融語，而在朱子說來卻成了道德性體的減殺？原因在於，牟先生認為朱子說

枯槁有性只是存有論的解析，並且由這個進路所得到的，只是那只存有而不能活

動的靜態實體，但明道所體證的卻是正宗儒家即存有即活動的實體，因此才能說

是圓融語。由此可見，牟先生肯定明道而否定朱子的最後判準，還是落在朱子的

理只是不能起作用的但理。對於牟先生所判定的朱子的理，筆者並不能接受，這

在第二節已經有所論述，因此由此而來的種種批評，我們也就持保留的態度。此

外，牟先生對於明道話語的解釋，筆者也同樣有所質疑，原因在於我們採取的是

和牟先生不同的視野，而肯定萬物也能以天理為性。如此一來，明道的那些話甚

為顯然，和朱子相同，都認為萬物本就是以天理為性的。在此，可以順帶一提的

是，朱子早先並不認為萬物皆有此性理，但是在他從學於延平並經延平指正後便

主張萬物也同樣有此理，換句話說，朱子的這個思路是延平教導並且肯定的。然

而有趣的是，牟先生雖然認為延平的說法和明道是同樣的思路，但卻不認同延平

所加以肯定的朱子的論說。105 

    接著，我們再來看唐先生對於這個論題的見解。他認為： 

 

人之所以仍不望禽獸草木之能仁，或以為吾人根本不當望其能仁者，蓋本

于其不同于我。……然彼雖不同于我而為人，然未嘗不同于我而為存在。

我為存在而有仁之理，彼為存在，又何不可有仁之理？則此問題轉而為仁

之理繫屬于我，是繫屬于我之為人之特殊性，抑繫屬于我之為一存在之存

在性。如仁之理之繫屬于我，乃繫屬于我之存在之存在性，我為存在而有

仁之理，則任何物為存在，亦有仁之理，而萬物皆具仁之理，可普遍建立

矣。106
（《原道篇（三）》，頁 485） 

 

明顯可見，唐先生的視野和牟先生是截然不同的。在他看來，萬物雖不同於人，

                                                 
103 分別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69；《心體與性體（三）》，頁 494。 
10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94–495。 
105 朱子和延平的問答，以及牟氏對延平之語的解說，見牟氏《心體與性體（三）》，頁 21–24。 
106 引文中「乃繫屬于我之『存在』之存在性」，「存在」二字原為「存存」，筆者依文義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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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不構成仁之理只能在人而不能在物的差異，因為人之所以具有仁之理，只

是因為人作為一種存在，而不是因為人在存在的位階上優於萬物。換句話說，仁

之理並不因為人、物之別，就有了內在與否的差異，因為如果是這樣，那麼仁之

理也就無法作為所有存在的存在性了。再者，唐先生又說： 

 

仁之作用，唯是使其成物之事成可能，卽意涵：在仁者之心，此理之被自

覺一面，非此理之必須有之屬性，而此理之使成物之事可能，乃此理之必

須有之屬性。同時意涵：凡真能使成物之事成可能者，卽可謂具此理，而

此理之是否被自覺，非此理呈現之必須條件，唯其能成物，乃此理之必須

條件。夫然，故人能自覺此理而實現之，固為能具此理者；而不能自覺此

理之其他萬物，亦未必不能具此理而實現之者矣。107
（《原道篇（三）》，頁 494） 

 

仁之理之所以作為仁之理，乃在於它是能生物成物的生之理，「仁之理唯是使物

成之理」、「仁之理唯是生之理」，108只要是對任何存在有所生成造就，便可以說

具有仁之理，至於是否被人、物所自覺，並不是仁之理具備與否的必然條件。這

和牟先生的詮解更是全然相異的。且看朱子底下的話語：  

 

1.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理也。（《四書章句集注‧孟子集注》，頁 297） 

2.生之理謂性。（《語類》卷 5，頁 82） 

3.仁是箇生底意思。（《語類》卷 20，頁 474） 

 

所謂的性，便是生之理，也就是人、物得以存在以及成就其他存在之理，這裡只

牽涉到能否生物成物的問題，而無關於人、物是否自覺。 

再次，唐先生說： 

 

一切物之理，皆根據于生之理之真實，而有真實之意義。……由此而吾人

將可言一切理之表現于存在物，唯是此生之理表現于存在之不同方式，然

後可說理一分殊，說統體一太極，一物一太極。（《原道篇（三）》，頁 498–499） 

 
                                                 
107 引文中「固為能具此『理』者」，「理」字原書作「現」，筆者依文義修改。 
108 分別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三）》，頁 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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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牟先生嚴分道德之性與氣的結構之性不同，唐先生認為所有存在物所表現出來

的特殊個別的理，其實都是仁之理、生之理在種種不同的存在物上的不同表現，

因為所有存在的個別之理，都是根據最終真實的生之理而得以實現的。換句話

說，生之理雖是唯一的本體，但它的表現方式、樣態卻是千別萬殊，並不是僅僅

局限在所謂的人的道德行為，而這也是朱子之所以能夠透過格物窮理以致知的原

因所在。相近之意，唐先生又說： 

 

吾人誠能識得此仁之理卽生之理，而于一切生之事之體驗中，見此生之

理、仁之理無不在，則一切生之事，皆是此理之表現；亦無此理以外之理，

無不生之理，亦無無生之理之物。（《原道篇（三）》，頁 506） 

 

有存在物之處，便可說是生之理的表現之處，這正是朱子所謂的： 

 

1.至論其遍體於物，無處不在，則又不論氣之精粗，而莫不有是理焉。（《文

集》卷 46，〈答劉叔文二〉，頁 2095） 

2.若如所謂「纔無生氣，便無此理」，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理之在

天下，乃有空闕不滿之處也，而可乎？（《文集》卷 59，〈答余方叔〉，頁 2913） 

3.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文集》卷 58，〈答徐子融三〉，頁 2813） 

4.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不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

所謂「妙合」者也。（《太極圖說解》，頁 74） 

 

朱子既然主張性即理，而理具有普遍性，性也就當然具有普遍性。如果性無法遍

在於所有的萬物身上，那麼性不但因失去普遍性而不能稱為理，而且生之理本身

也就不再是真正的生之理，因為它並不能普遍地表現在萬物的存在上。 

接著，唐先生談到： 

 

凡存在之物，林無靜樹，川無停流，皆有此生之理、仁之理，以各變化其

所變化，各生其所生，各仁其所仁。……獸殘而不傷其子，落葉以養其根。

風雲變化，花草精神，皆將有所成、有所生。其有所不仁也，而非無所仁

也。（《原道篇（三）》，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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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之不能盡實現此仁之理，其咎不在其不具此仁之理而有不仁之理，而

咎在其所以實現仁之理之氣。理必求普遍實現而無限。氣有所實現，而實

現者，皆一特殊而有限。氣有限，而其仁也有所未仁。未仁非無仁。（《原

道篇（三）》，頁 507） 

 

凡存在，只要能有所生有所成，雖然是各有其存在的氣質限制，但卻不妨礙其能

表現生之理，所謂「其有所不仁也，而非無所仁也」、「其仁也有所未仁，未仁非

無仁」，正點出了仁或不仁並不能只以人的視角來看，而當以天地所以生物成物

的視野而觀。此所以朱子說： 

 

問「〈復〉見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行不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

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離其本

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理，所謂『碩果不食』是已。夫具

生理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復命，猶自若也。如說天地以生物為心，

斯可見矣。」（《語類》卷 71，頁 1791）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萬物各遂其生的時候，同時也是讓整體的世界得以運行不已

的存在，不論其作用是多是少、是大是小，對於世界的運行卻是提供了自己的所

能。當然，既然人在氣質的限制上遠少於其他萬物，那麼對於仁之理就必須有更

高的要求。對此，唐先生說： 

 

吾人雖可謂物亦有生之理、仁之理，然彼之生至小，仁至微。而人之生、

人之仁，則擴大之而可無極。而有覺無覺之別，雖非具此理與不具此理之

別，而關係至大。由覺之義，乃可見萬理之統于一心。不覺則行不著、習

不察，安于所限而不能充之。覺之則充之，而不能自已。（《原道篇（三）》，頁

510） 

 

儒家向來肯定人在存在上優位於其他萬物，但依此也更要求人當自覺地實現仁之

理以參與天地的造化生育。牟先生認為朱子說枯槁有性會令性體的道德義減殺甚

至不存，但透過唐先生以上的剖析，我們卻能夠發現，朱子的觀點不僅沒有令性

體的道德義減殺，反而讓天、人、物在統體的世界裡得以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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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因為天地的存在及其生化運行不已，並不是人所能單獨成就，每個存在物都

是參與其中而盡其所能的。我們當然不能夠要求其他萬物成就像人一樣的道德行

為，因為萬物受限於氣質的箝制遠大於人，但這並不表示萬物不能表現生之理的

道德意義。可以說，朱子的觀點，不只不會讓性體的道德義減殺，因為人因著氣

質的限制較少，所以更應該對世界的生化擔負更多的責任，並且，同時也讓性體

的道德義得到了更開闊的意義，而且也才真正具有普遍性，此朱子所謂統體一太

極、人物各具一太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