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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主要針對朱子（名熹，1130-1200）思想中的「道德自我」與
「世界圖像」的意涵，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度的探究。以
下擇要簡述本計畫執行的成果。

      朱子心性論中的「心」究竟能不能是道德實踐的依據與主體
，也就是究竟能不能是「道德自我」（也就是道德主體），在牟宗
三《心體與性體》一書判斷它只是形而下的氣心、而不能成為道德
主體之後，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議的所在。本計畫執
行者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從朱子的諸項文獻裡，經過分析、推論
與判斷，認為朱子的「心」具有「道德自我（道德主體）」的意涵
，但它並非陸王心學所言之「道德本心」，而是別有其特殊的形態
；而這個形態，是與朱子的世界圖像息息相關的。

       計畫執行者發現：在朱子天道、理氣、易學……等等思想中
，所蘊含的世界圖像，十分豐富而多元，值得吾人深入研究。同時
，計畫執行者進一步發現：若將朱子之「心」與他的「世界圖像」
一體通觀、並比論析，二者不僅能互顯各自特殊的風貌，更能凸現
彼此是「一體」的關係，可見朱子思想中之「道德自我」與「世界
圖像」的關係不僅十分密切，而且是相互證成、相互安立的。本計
畫執行的成果，即在於此。

中文關鍵詞： 朱子、心、道德自我、世界圖像、理、氣

英 文 摘 要 ： The topic of “moral essence” of Zhu-Xi has caused a
number of academic
arguments among scholars. The applicant of this project
deems that the
“mind” of Zhu-Xi has the moral essence intrinsically, so
if we
interpret the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and “moral
essence” of ZhuXi using the same philosophy way, it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identical instantly. In a wo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ssence” and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of Zhu-Xi is very
close. This
project plan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on this relation.

英文關鍵詞： Zhu-Xi, moral essence,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mind” ,
Li,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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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報告內容： 

 

一、朱子道德哲學中，「道德自我（道德主體）」是可以確立的 

    自從當代中國哲學巨擘牟宗三先生在其鉅著《心體與性體》中，判定朱子

思想並非如學傳承的正宗，而是屬於「別子為宗」，因為牟先生根據朱子文獻加

以分析、推論之後，認為朱子無論在心性論或工夫論方面的思想，皆有異於孟

子以下以「心」為道德主體的儒學傳統。自此之後，朱子思想中的「心」、

「性」意涵或「道德主體」的確立問題，乃至其道德工夫問題，一直是其道德

哲學中備受爭議的焦點。朱子以後的儒者、朝鮮儒學，乃至當代新儒家牟宗 

三先生、唐君毅先生，以及當代多位學者都曾提出不同的論議與判斷。 

 

    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朱子的心性論中，「道德主體」一義是可被確立

的；而朱子心性論中「道德主體」的圖像，就是朱子的天道圖像與世界圖像。三

者的圖像是同時成立，甚至是同一個圖像。可以說，朱子由天道與世界圖像來保

荏道德主體存在的客觀性；而以「心性一體」的主體活動，來體驗與證成天道與

世界的意義與價值。 

 

    若依牟宗三先生借用康德道德哲學對孟子的道德本心所作的說明，作為儒家

義的「道德主體」，當同時是「道德法則」的立法者與無條件的遵循者。在孟

子，作為道德主體的本心本性，既是道德法則的立法者，同時也是道德法則本

身，並且具備自發的道德實踐動力。南宋陸象山與明代王陽明繼承此一思想，形

成了心學一脈的儒學傳統。牟宗三先生即是以此為定義，作為判斷朱子的「心」

或「性」是否能成為一「道德主體」的依準（甚至朱子的道德哲學是否屬於自律

道德、朱子屬於儒學正宗或別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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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本計畫執行者對朱子相關文獻進行仔細的蒐尋、深入而同理的論析中發

現，上述所謂「道德法則」與「道德動力」二個元素，在朱子的心性論述中其實

並不少見；而引起學者們論議不休的關鍵在於如何解讀它們，以及如何理解朱子

「心與性二者的關係」。 

 

    在朱子，性理是先驗本有的「道德法則」；至於其動力，則因為朱子借助其

「理與氣的關係」來談「心與性的屬性與關係」，將性與心分別歸於理與氣；而

在其陳述的言論中，「理」的動力在文字表述上並不明顯，「心」的屬性構也似乎

不明確（氣之靈、氣之精爽究竟是不是氣？這也是當代學者們爭議之所在）以

是，不能符合孟子陸王一脈的「心即理」的「道德主體」定義。 

 

    於是，在朱子的道德哲學中，最為重要的「道德主體」如何確立，成為一個

大問題。儒學的理論與實踐，最吃緊的就是道德主體的確立，因為這關涉到道德

的根源、道德實踐與成聖成德之所以可能的依據。於是，朱子的「道德主體」一

義能否被確立？若能，則它究竟落在「性」或是「心」？其內容性質如何（朱子

的心性是否能作為道德主體）？便眾說紛紜。 

 

    本計畫研究者發現：朱子並不是如孟子陸王心學之「心即理」的思維一般，

以「同一」來鎔鑄「道德法則」與「道德動力」二者，以成其「道德主體」之

義；朱子是以「生化萬物的天道概念」來指認人的「心性一體」的「實情」為一

「道德主體」，並此確立道德動力的根源所在；同時，他是以「理一分殊」的綱

架，開展出「天人對應與同構」的藍圖，來肯定道德法則的客觀性與內外同一

性。以此觀之，即能理解其「格物窮理」的工夫論，何以是主張向世界的事事物

物窮格其理，來豁醒內在的道德之理，其原理即是以此「天人對應與同構」的藍

圖為基礎所而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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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朱子的道德哲學並不是不能確立道德主體，他只是沒有「心學式的

道德主體」，然而卻有著「天道論述意義下的主體」。此一主體並不僅是從自立

法則、自發醒覺、自循矩範與自求實現等等的主觀角度來確定，而是更加強調

其與生化萬物的天道、與理一分殊的世界的同構性、對應性與一體性，由此更

能避免道德的武斷與人欲的夾雜，而彰顯此一主體的客觀性與合理性。這也顯

現了朱子融合《中庸》、《易傳》與北宋周張二程的思想特色，以及其排拒佛老

的用心。 

 

 

貳、關於「心」作為道德主體所具有的道德動能及其根源 

    欲討論朱子思想中之道德主體問題，也就是朱子心與性的道德根源與道德

動能問題，自是離不開朱子的理氣論。不過，計畫執行者要指出：從朱子的理

氣論來談其心性議題，重點應該要從「天道之運化處」來著眼，而不是從「理

氣概念的區分」來看。固然，作為哲學的分析與思辨，後者是一定要進行的；

但若從朱子言論內容來看，要趨近朱子心性論的原衷，討論的重心恐怕仍須取

擇前者為是。在朱子心性思想的代表作〈仁說〉中即言道：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 

      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 

      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 

      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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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即物而在。 

 

在這段論述中，朱子明確地表達了： 

一、我的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 

我心的道德意志就是天道的意志。 

二、依朱子之意，並非：吾心之道德根源來自天道論或本體宇宙論的規定，或

取決於客觀理氣的運動規律，而人的道德主體性、道德自覺或道德能動性

即被吞沒或等同於客觀理氣的運動規律。 

三、承上，朱子實是認為：既然吾之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那麼，吾心之道德 

自覺與道德活動，即是天地之心的生化活動。 

以是：此心之道德動力的根源雖是既超越又內在的天理與性理，但此天理性理

並非僅是一孤懸淨空的存有，而與氣化之流行平行為二；而乃是：此天理性理

就在氣化流行之中，與氣之運化同為一體，故氣化不息之流行，即是天理仁德

生生不已之流行。因而，捨此宇宙氣化，則無以見天理之流行；捨此心氣之統

攝運化，亦無以見性理仁德之流行，同時亦無以見此心之全體樣貌。 

 

    故在朱子，「心」之虛靈運化，本即是其統攝「性」與「情」的樞紐所在；

「性」與「情」在此一「氣之靈、氣之精爽」的心的運化中，三者是「一個整

體」，而「心」是此一整體的統名。 

 

    依《中庸》、《易傳》以降的儒家哲學思維：天行剛健，鳶飛戾天，魚躍於

淵，皆是天道流行的表現，而天道之運化流行本身，即是道德之創造流行；人

性稟自於天，所以在道德的創造活動中，同時即是彰顯天道生生之仁德的活

動。天理之運化必在氣的流行中進行，故而，氣化之流行即是道德創造的力

用，因此可知：氣化與天理，「心統性情」的道德創造，統體皆是天道至善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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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由於此一氣化流行是一動態的平衡活動，故其中或偶有駁雜、不純粹、

不完善的成份；但依天道生生之仁德的本質與特性，最後終將使此不善之缺憾

復歸於善。同理，在人的意念或表現於外的行為中，或有不善之時，但因「我

之心即是天地之心」，此心最後終將喚醒人的道德自覺，而使人幡然復歸於善。 

 

    例如《周易》〈復卦〉卦辭即說：「七日來復」，〈復卦〉《彖傳》解釋道：

「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可見儒家

視天道於穆不已的運化為一終始反覆的歷程，而歸向於善則是天道終極的本

質，也是天道運行的歸趨所在，故儒家肯認生生之天德與其在天地間的氣化流

行率皆為至善的顯化表現，則無可疑，而朱子所謂「天地之心」即是此義。 

 

    若依朱子〈仁說〉，人之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那麼，上述對生生運化的天

地之心的闡說，應同樣能用於對人之心的解說。朱子〈仁說〉指出：「我之心即

是天地生物之心」，故我心之道德活動，即為生生之天道的展現。 

 

    雖然如此，朱子有「人心，道心」之說（〈中庸章句序〉），表示人的虛靈知

覺之心並非時時與性理彌合，而會有昏昧障蔽、依循私欲之時。那麼，這樣的

心，與天地之心是同一個心嗎？ 

 

    吾人由朱子的〈觀心說〉一文可以推知：朱子認為，人除了這個「虛靈知

覺（或作明覺）之心」之外，並無第二個心。如是，這個可能徇私欲而為人心

（朱子的「人心」有二個意涵：一指中性的自然本能、知覺反應的中樞；一指

私欲、私心）的心，便同時是天地之心。所以，朱子之意是，此心雖有人心道

心之別，但人心道心同此一心，而一皆是天地之心。此論從朱子論心之「虛靈

知覺」時，視形軀感官之知覺與道德之知覺為同一知覺，即可以得到印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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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朱子對於「心」的意涵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依朱子《孟子．盡心》第一章注文與《大學》「明德」注文，朱子是以這樣

的心為人之道德主體的。《孟子．盡心》第一章朱注：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 

      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大學》「明德」朱注：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不過，這樣兼具人心與道心的心，可以作為道德主體嗎？因為這樣心，與孟

子、象山與陽明「心即理」的道德本心意涵並不同。牟宗三先生即是依據孟

子、象山與陽明「心即理」的心學「本心」定義，而否定朱子的心為道德本

心；當代學者李明輝先生亦認為，朱子之心充其量只能視為「工夫主體」而不

能是「道德主體」（見氏著：〈朱子論惡之根源〉，《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中

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3年）。若朱子肯定這樣的心即是作為道德主體（道德

自我）者，那麼，該如何理解這樣的「心」呢？吾人是否能就朱子論「心」的

所有言論文獻，統理出一個整全的「朱子之心」的圖像呢？ 

 

    朱子所論之心，既有「感官本能之人心」、「氣稟私欲障蔽之人欲」與「道

德本心」三義，若惟取孟子陸王之心義，來作為判斷朱子之心是否為「道德本

心」的依準，則朱子的「心」所具有道德本心的意涵便將被否定，並且，如此

一來，亦不能涵括朱子心論的所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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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之「心」是「統性情的整體」，以其虛靈明覺之能，統攝性理，發用為

情，此與天地生物之心是「同構」甚至是「同一」的。要將朱子之「心」統理

出一個整全的圖像，當從「天地生物之心」的概念著手。牟先生說朱子〈仁

說〉的「天地之心」是虛說，落到人身上講心又變為實然的氣心，因此二者是

不相應且有矛盾的。但本計畫主持者認為，朱子講「仁」是「天地之心」，又用

「仁」來講人之心，則可見朱子「心」這個概念是既虛且實的，它的意涵是豐

富的，不能僅以「形而下之氣」視之。 

 

    依朱子「仁是性，愛是情」之論，朱子在〈仁說〉中講「仁」是「天地之

心」，可見此處「仁」是兼涵理氣而說的；朱子下文藉著又用「仁」來講人之

「心」，這樣的表達可能有不夠精確之疑慮；但朱子〈仁說〉是從「流行之理」

或「理之流行」的角度來談「仁」的本體意涵與本體位相的。楊儒賓先生〈理

學的仁說：一種新生命哲學的誕生〉與陳來先生《仁學本體論》均指出：「仁」

的意涵，在宋代新儒學之中，呈現出了本體論的意義。若依學者們如此的考

察，即可知：此本體論意義可謂宋代時儒論「仁」的新義與共識。若從這個意

義來說，〈仁說〉以「仁」為「天地之心」與「人之心」，則是可以理解的。 

 

    依此，人之心雖有昏昧障蔽之時，畢竟仍然不失其為天地之心。朱子以

「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來說「理一分殊」之義，就此義來看，則天地之

心是統體之太極，人之心是分殊之太極，並且，最重要的是：二者為同一太

極，皆為生生之仁德、超越之終極存有。 

 

    依據上述宋儒對「天地之心」的共識，「天地之心」是「一陽來復」的生機

重現，如其在季節遞嬗的表現一般：即使隆冬的重重陰寒，亦不能阻擋陽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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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已的萌蘗與伸展（復卦五重陰爻，為重陰之象，唯有初爻為陽爻，象徵重

陰之下的生機不絕，具有未來發展之勢），最終必能消融霜雪嚴寒，重現天地生

機。此義在人之心來說，即是：縱然處於邪暗昏昧之際，心中不容自已的道德

之自覺實乃未嘗或息，此一自發的醒覺動力終必衝破氣稟物欲的障蔽，而繼續

開展道德的創造。以是，我心之本然的、自發的道德自覺，即是天地於穆不已

的生生之機；我心之道德動能，即是天地生生不絕的動力，二者同樣根源於太

極本體，亦同樣根源於我心流行之體。 

 

    對於心中本有道德自覺與道德動力的肯定，在朱子的言論中其實十分常

見。朱子這樣的觀點當然是建基在「性是理，心是氣之靈爽」的定義上，故吾

人亦當在這個定義上來理解朱子對心之自覺動力的肯定。本計畫執行者認為，

在「性是理，心是氣之靈爽」的意義上，朱子肯定「心性之體」具備、而且是

本然地具備道德動能，這樣的理論必然是從「天地之心即是人之心」的命題來

開展的，也就是： 

一、以「理氣流行之體」為天心的太極本體與與人心的道德主體； 

二、由此一仁體、本體、道德主體中所蘊含之「一陽來復」的生機萌動，來證

成天地之心於穆不己的生生動能與人之心的道德動能。 

 

    朱子這樣的思路，並不能視為以存有論的說明來規定人之心的道德本質與

道德動能；抑或是，以存有論來混漫萬物形構之理與我心道德之理，或混知識

為道德。因為，朱子在說明「道德動力為我心本有」一義之時，本即不是就

「理的超越性與形上性」的角度來立論的——雖然二者是朱子談「理」時所強

調的特質，但朱子談理的這兩個特質時，其意亦不是指謂著一個「孤懸於萬物

之外之上的理」；而實是從「人與天地萬物同構、同具」的、天地造化的角度，

來講人之心的道德動力乃同於天地之心，由此指認並證立道德動力先驗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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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這個思維仍是承自《易傳》（如前文所述之〈復卦〉《彖傳》）與《中庸》

（「天命之謂性」）的路數。從整個存在界的生成造化，來肯認人之心的道德根

源，這樣的方式似乎仍是偏於存有論或本體宇宙論來作規定，而未能凸顯人本

身在道德實踐上的自主性與自覺能力；但本計畫執行者認為，朱子既已肯定人

之心能夠自發醒覺、而且本然具有道德動能，那麼，這一存有論式的說明，是

朱子為心之主觀自覺的道德動能安立客觀先驗的根源。也就是說，人之心能自

發醒覺、依循性理作出道德抉擇與道德行動的能力是先驗本具的，而「先驗本

具」的論證與說明，朱子是從本體宇宙論的路數來進行；至於心之不容自已的

道德動能，朱子亦是從天道的生生不已、於穆不息的生化動能來加以肯認。 

  

三、結論 

    於此先作一結論：在朱子的心性論中，「道德主體」一義是可被確立的，而

它的圖像，就是朱子的天道圖像與世界圖像。三者的圖像是同時成立，甚至是同

一個圖像。可以說，朱子由天道與世界圖像來保荏道德主體存在的客觀性，而以

「心性一體」的主體活動，來體驗與證成天道與世界的意義與價值。 

 

 

補充論述：關於心之理氣屬性的問題 

 

    朱子以理氣來說心性，引發後世學者的爭議，爭議的焦點大多圍繞在「朱

子的理氣是一元或二元」、「朱子所說的理是否具有活動性」、「如何理解心是氣

之靈」、「理與氣的關係」等問題。本結案報告第「一」部分，提出「從生生之

能的理氣動態平衡來看朱子的心性概念」，此處則對「朱子以理氣概念涉入心性

意涵」應該如何解讀，提出個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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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文所論，在朱子，「心性一體」的道德主體即具備了動能，此一動能亦

是天道運化的生生之能，故是兼含理氣而說的；而此一動能的根源，是心內本

具的性理。若要再推究此一動能來說，依朱子，自是不免牽涉到「氣」的成

素，而依朱子，此「心之氣」是清明精微之氣，也就是靈明精爽之氣，並不是

一般的麤糙駁雜之氣。朱子說它是「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朱子語類》卷 5）。也許這是個較難理解的概念，感覺上像是居於理與氣的

中介（如陳來即主此說），但某些學者認為這種中介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如李明

輝即駁陳來之說）。朱子明確地說此靈明精爽之心氣，是有別於一般形氣的，

〈答林德久〉此一書信即明確強調 ： 

 

      （心之）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氣渣滓正作對」（《朱子文集》卷 

       61）。 

 

可以肯定的是，虛靈明覺的氣之靈爽，是心能統攝性情而為主宰的主要關鍵；

在天，即是天道的活動與力用的所在。這股動能由天道之隨處流行而隨機運

化，而天道既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則不善之事物亦不能不在其所涵括的範圍之

內。不過，在朱子的〈仁說〉、以及其論「智德」與《大學》「明德」的相關言

論中，朱子均明確地說過： 

其一，雖有不善，最終必可復返於善，不論在人或萬物均是如此，因為復返於

善本是天道運行的永恆趨向。 

期二，不善並非天道運化的必然，而只是氣化運作下的偶然。 

 

 

後記 

    本計畫執行者於計畫執行期限內，曾撰寫多篇相關論文，於多場研討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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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並獲得許多回應，獲益良多。由於個人時間與心力有限，加上健康狀況

不佳，目前有拙作〈朱子的道德自我與世界圖像〉一文，收入《主體、工夫與

行動——朱熹哲學的新探索》（馬愷之、林維杰主編，政大出版社，2019年）

專書之中，茲將該文附錄於本報告之後，以供審查者與學界諸賢參閱指教。目

前，本計畫執行者仍然繼續在撰寫與本計畫主題相關之論文，例如目前在撰寫

〈朱子「心」之位相的再衡定——以「天地之心」與「心統性情」為中心〉一

文，預擬於 2020年 11月 28日於中國哲學會主辦之「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宣讀。對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於學術會議宣讀過之論文，亦將一一修潤完

備，加以投稿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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