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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劉述先云：「性之問題為宋朝儒學之一大公案，朱子由

此理出思想之線索，可見其道統之論絕非泛說，他自己顯然

是有志於一綜和集大成的地位。」1 此中「朱子由此理出思

想之線索」，乃指朱子（熹，號晦菴，1130-1200）的學問自

參悟「中和問題」開始，便是出於對「性」的思索，直至他

日後以程伊川（頤，1033-1107）「性即理」作為其思索的結

果，確立了「性理」的超越性，隨其理氣論所建立的宇宙觀，

又將「性理」分解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來討論「性」

的觀念，此中朱子思想歷經變異2。而牟宗三在《心體與性

體》第 3 冊則以：「枯槁有性：理氣不離不雜形上學之完成」

為標題，標誌朱子哲學的終點。可見「性」的問題貫穿朱子

一生，不但是朱子學問的切入點，也是朱子哲學系統的終

點。又「性」的問題既是宋朝儒學的核心，亦是朱子哲學的

核心，而朱子又集宋朝儒學之大成，並且有宋以後的儒者，

不論贊成或反對朱子，皆以朱子學為出發點，故研究朱子關

                                                       
1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頁 202。 
2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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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的討論，必有助於我們掌握宋明理學的全盤內在理

路。「性」的問題在朱子哲學中，最具爭議性之一的，即「人

性、物性同異」論；但將此問題「主題化」（thematize）的

卻非中國儒者，而是朝鮮儒者。韓元震（字德昭，號南塘，

1682-1751）、李柬（字公舉，號巍巖，1677-1727）是首度

將此問題的爭議作一全面性討論的儒者。因此，筆者即欲以

他們二人的辯論作為深入了解朱子「人性、物性同異」論的

切入點。 

第一節 問題意識：「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於《對萊布尼茲哲

學的批判性闡釋》（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第一版序中說： 

哲學史是一項研究，此研究自身提出了兩個稍有不同

的對象，第一個對象主要是歷史的，第二個對象則主

要是哲學的。由於這個原因，它很容易導致這樣的結

果，即在我們尋找哲學底歷史的地方，我們發現的毋寧

是哲學跟歷史。3 

羅素以為哲學史的歷史研究有一種傾向，即太過偏重哲

學之間的關係，以致忽視哲學本身的傾向，這即是說： 

就好像我們比較一個圖案或設計的相續形式那樣，相

                                                       
3  B.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51),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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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的哲學可以用不涉及它們意涵的方式來比較，即：

一個影響可以由文獻的證據或由詞彙的同一來證實，

而無須對於那些其因果關係正受到討論的體系有任何

理解。4 

但是哲學的研究則「保持著一種面對先哲的純哲學的態

度」，此態度即是： 

不考慮時代或影響，只是設法去發現可能的哲學底最

重要的類型；並且在研究中，通過考察偉大的先哲們

所提倡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在這個探究中，依然有關

於被考察的哲學家的實際觀點的問題，畢竟它很可能

是至為重要的歷史問題。但是這些觀點現在已經在一

個不同的精神下被檢驗了。……既然過去的哲學總是

屬於一些重要類型中的某一個（在我們所處的時代，

這些類型一再地發生），則我們通過檢驗任何一個類型

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就能夠知道這個哲學的基礎。藉

由觀察所有的體系都無法避免的矛盾或不一致，我們

可以知道反對這類哲學的基本意見，以及如何避免這

些反對意見。但是，在這樣的探究中，這位哲學家不

再被心理學式地解釋：他是作為他主張是哲學真理之

載體的倡導者而被檢驗的。……簡言之，這個探究要

求我們將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哲學的真假上，而非歷史

                                                       
4  B.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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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上。5 

羅素在此序中，十分扼要而清晰地闡釋了哲學史中哲學

與歷史的區分與關聯，筆者以為正契合本書在以「人性、物

性同異之辨──中韓儒學與當代『內在超越』說之爭議」為

題下所具有的方法論意識與問題意識，即本書因會涉及哲學

史上的爭論，故確實有歷史的一面，然而並不停留於這一

面，而是欲通過羅素所說的，從過去時代中的某一類哲學的

最重要的代表來掌握這類哲學的基礎。對於本書的目的而

言，此即是指朱子哲學及其核心問題──「性」的問題，特

別是「人物性同異」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與當代新儒學的

「內在超越」問題密切相關。蓋依牟宗三，宋明理學自周濂

溪（敦頤，1017-1073）立說起，即以「天道性命相貫通」

為其內在理路6，此理路貫穿著整個宋明理學的發展。「天道

性命相貫通」一詞以現代哲學的用語來說，即是「內在超

                                                       
5  B.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pp. xi-xii. 
6  牟宗三云：「所謂心態相應，生命相應者，實即道德意識之豁醒。道德

意識中函有道德主體之挺立，德行動源之開發，德性人格（德性之體現

者）之極致。而周子之默契此義，則自《中庸》（後半部）與《易傳》

入。《中庸》《易傳》者是先秦儒家繼承《論語》《孟子》而來之後期之

充其極之發展。所謂『充其極』，是通過孔子踐仁以知天，孟子盡心知

性知以知天，而由仁與性以通澈『於穆不已』之天命，是則天道天命與

仁、性打成一片，貫通而為一，此則吾人亦名曰天道性命相貫通，故道

德主體頓時即須普而為絕對之大主，非只主宰吾人之生命，實亦主宰宇

宙之生命，故必涵蓋乾坤，妙萬物而為言，遂亦必有對于天道天命之澈

悟，此若以今語言之，即由道德的主體而透至其形而上的與宇宙論的意

義。」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1 冊（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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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牟宗三說： 

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於人身之時，

又內在於人而為人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

（Immanent）。因此，我們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說天

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內在

的（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

又內在，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7 

天道既超越又內在，如此說來，人即稟天道以為性，而以宋

明儒者的宇宙意識，則不僅人能稟此天道以為性，萬物亦稟

有此天道為其性。如程明道（顥，1032-1085）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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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為自私，將

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

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8 

如此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孟子（約 371-289 B.C.E.）

以來的「人禽之辨」9 要如何在此「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宇

                                                       
7  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30。

此句話常為現代學者（如下文所舉的馮耀明）討論「內在超越」說相關

問題時所引用。 
8  〔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2 上，《二程集》（北京：中華

書局，2004 年），上冊，頁 33-34。 
9  如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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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意識中證成呢？此即是宋明儒學「人物性同異」論所涉及

的問題。程明道即自「能不能推」來證「人物性」異，即以

能否自覺地從事道德實踐來區別人物，而此問題之證成在程

明道時並沒有引發爭議，爭議反而發生在作為綜合北宋諸儒

而集大成的朱子哲學中，為什麼呢？ 

與哲學史相反的，當代學者馮耀明則針對在牟宗三詮釋

下以「天道性命相貫通」為精神的宋明儒，特別是程明道與

王陽明（守仁，1472-1529）提出批評，以為他們皆無法證

成「人禽之辨」，尤其王陽明因主張「人之良知，就是草木

瓦石的良知」，甚至有「氣質命定論」（即「氣質決定論」10）

的困難，令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落空11。他並指出牟宗三的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411。 

10  馮耀明所謂「氣質命定論」即 “ch’i-chih-determinism”（見馮耀明：〈儒

家本質主義與大心主義──敬答楊祖漢先生〉，《鵝湖學誌》，第 20 期

〔1998 年 6 月〕，頁 215），在更早期的文章也譯 “determinism” 為「決定

論」，甚至將「決定論」與「命定論」並稱（見馮耀明：〈朱熹心性論的

重建〉，鍾彩鈞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 年〕，上冊，頁 452）。此足見他並沒有嚴格地

區分「決定論」（determinism）與「命定論」（fatalism）的差異。筆者在

下文的討論中，除非必要（如直接引用），將依學界通常的使用，統一

譯  “determinism” 為「決定論」，而稱馮耀明的「氣質命定論」為「氣質

決定論」。 
11  馮耀明：〈當代新儒家的判教與判準〉，收入馮耀明：《「超越內在」的迷

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以下簡稱《「超越內在」的迷思》），頁 80-83、85。筆者按：馮耀明

在論述「內在超越」這組概念時，多以「超越內在」一詞表示；然而這

組概念係相對「外在超越」而言，且為避免討論上的混淆，除非必要（如

直接引用），筆者皆統一使用「內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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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超越」說本身有一自“transcendent”向“transcendental”

的滑轉。這使得儒家的「形上實體」（metaphysical reality）

從「超越實體」的概念不知不覺地滑轉為「超驗的概念或原

理」上去；又對於概念或原理言，只能心理學地說「內化」

或「內具」（internalized），卻不能說「內在」12。如此便使

得形上實體義無法確立。「因為概念或原則只具有知識論上

的規制力，而無存有論上的作用力」，即只能作為知識所以

可能的依據，而不能作為存在所以可成的根據13。自此而

言，牟宗三的「內在超越」說實為「內在超越」新說，此新

說並非理解傳統儒學的恰當模式14。究其實際，牟宗三的「內

在超越」說亦有重重困難而不能成立15。即使「內在超越」

說可以成立，也與「人禽之辨」相矛盾，要保住「人禽之辨」，

就必須放棄「內在超越」說。 

相反地，馮耀明因朱子無法證成「內在超越」說，故以

為他不但不會有王陽明所面臨的氣質決定論的困難，還因此

可以對他的心性論予以重建，而肯定朱子的心性論。馮耀明

以為朱子亦肯定良知，並認為「朱、王二氏於此並無二致。

所不同者，是二者對『良知』一詞之本質意義有不同的規定。

                                                       
12  馮耀明：〈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在」說〉，《「超越內在」的迷思》，頁

188-190。 
13  馮耀明：〈迷思與解構：「超越內在」說三論〉，《「超越內在」的迷思》，

頁 237。 
14  馮耀明：〈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在」說〉，《「超越內在」的迷思》，頁

188-191；〈迷思與解構：「超越內在」說三論〉，《「超越內在」的迷思》，

頁 236-237。 
15  馮耀明：〈當代新儒家的判教與判準〉，《「超越內在」的迷思》，頁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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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陽明來說，良知即是天理……而朱子之良知不即是天理，

而是具理以為性之心……但朱子認為人的心之原初本有狀

態是與理合一的，此與陽明一樣，是肯定其為道德之善所以

可能之根據。由此可知……二者同以良知為人所本有，不假

外求，而為道德所以可能的根據，並以致知為復、為逆覺的

工夫，則一也。」陽明實是誤解了朱子16。進一步地，馮耀

明認為相較於程明道、王陽明，朱子反而可以說明「人禽之

辨」17。 

馮耀明所提出的見解，非常具有哲學性，也頗有新意，

且與筆者目前所熟知的宋明理學實有大差距，尤其關乎宋明

理學的當代詮釋的合理性，以及倫理學與形上學中意志自由

的證成；由此一方面可見羅素所說哲學史中歷史與哲學的張

力，一方面也足見筆者在本書中所要討論的議題的重要性。

而朱子哲學顯然便是這場爭論的核心，是以「作為他主張是

哲學真理之載體的倡導者而被檢驗的」，並要求我們將「注

意力首先集中在哲學的真假上，而非歷史的事實上」者。 
因此之故，本書即欲以朱子「人物性同異」論為切入點，

作為探討「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的哲學基礎，以釐

清其間的種種議論18。 

                                                       
16  馮耀明：〈「致知」概念之分析〉，見馮耀明：《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9 年），頁 27-28。 
17  馮耀明：〈德古來（外星人）的新儒家世界：一個思想實驗〉，《「超越內

在」的迷思》，頁 257。 
18  此外，本書對於「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進行的哲學探究還有一

個附加的重要性。吳汝鈞提到：「當代新儒家強調傳統儒學講天道性命

相貫通，以天道創生萬事萬物，同時也把自身的性格貫注於事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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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人研究 

一、中國哲學 

（一）牟宗三 

牟宗三以為朱子依「存有論的解析」（自存在現象〔然〕，

推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所以然〕）說「性」，而因凡存在皆

有其所以然之理，故枯槁亦有性19。這裡要注意的是「所以

然」是有歧義的，即有就存在之「然」說的「所以然」、有

就內容之「然」說的「所以然」。就前者而言，「其所以然之

理是存在之理，是超越的、整全的，非類名的」；就後者而

言，「其所以然之理是內在的（現象的），定多的，類名概念

                                                       
而成就事物的本性。天道是真實無妄的，它所創生的事物也是真實無妄

的，因此有實理實事的說法。此中的事物的實在性，其『實』是一實實

到底的。但若把這實性抓得太緊，讓事物的實無限制地凝固、固結起來，

致不能被打破、被改變，便會向常住論（eternalism）方面傾斜，最後當

事者變得像佛教唯識學所說的一闡提（icchantika）那樣，其愚痴性無法

被影響、被誘導，使歸於明覺，這樣，一切道德上的教化、宗教上的轉

化，便變得不可能了。這樣，求覺悟、成解脫的的宗教目標便無從說起，

因此，說實理實事，強調事物的真實不虛性，便應有所限制，使不會淪

於常住論。即是說，事物要實到什麼程度，才是最恰當的，才不會沾到

常住論。這是宗教的轉化、道德的教化上的挺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

題，先秦的孔孟沒有明說，宋明儒以至當代新儒家似乎也沒有注意這個

問題。」（見吳汝鈞：《新哲學概論：通俗性與當代性》〔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2016 年〕，頁 10-11，注 1）這個吳汝鈞認為極具爭議且未被充

分提出討論的有關儒家實事實理的問題，筆者以為正與馮耀明的關懷相

關，直接涉及本書的研究。對此，筆者以為本書對於馮耀明的回應，也

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論述。 
19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臺北：正中書局，1995 年），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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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子「存有論的解析」下的「所以然」是指前者，即

存在之理而言。然而以此種推證，其實只能邏輯地、形式地

知此存在之理是整全的一，而不能存有論地決定此存在之理

是「遍體萬物而為其體的理，亦不能決定其即為萬物的一同

之理」20，即朱子的推證只能推知太極的形式意義（只是

理），而不能推知太極的具體而真實的一、同、常、遍之意

涵。但朱子「順聖教傳統肯定此遍為萬物之體的太極，故順

下逆上皆是此一理」，此肯定「不免是傳承上之獨斷」21。

因此，朱子雖然也同程明道一樣，依《中庸》、《易傳》說道

體，但卻將其理解為只是理，故普萬物而為其體即成普萬物

而為其理。又依上述的存有論解析，諸存在之為其性的所以

然之理與為其體的理兩者完全同一化，此即是說，超越地（但

非創生地）為其體與內在地為其性完全同一化。而在此萬物

普遍地具有性理的情況下，朱子只能自萬物所稟之形氣的不

同（如有心無心〔有知覺無知覺〕，或有生氣無生氣）建立

萬物的差異性22。 

最後，朱子論性可以「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

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23為總結，此中，

「理絕不同」並非意謂理本身有異，因萬物是普遍地以此理

                                                       
20  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頁 508-509。 
2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頁 509。 
22  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頁 494-495。 
23  朱熹：〈答黃商伯〉第 4 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簡稱《朱子

文集》），卷 46，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2 冊，頁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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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故「理絕不同」意謂理的表現有不同。「氣猶相近」

是指「知覺運動」而言，而朱子在這裡只就知覺運動相近者

來說，其實仍有不相近、甚至相差甚遠的，此即「氣異」。

因此，朱子此二句話是說「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

觀萬物之異體，則氣有相近，亦有不相近，正因不相近，故

理之表現絕不同。」24 此即是說，人物性同，人物的分別不

在性理上，而在因氣異而有的表現差異上。 

（二）唐君毅 

唐君毅在朱子人性、物性的問題上，其立場與牟宗三相

同，亦以為「太極之理，實於人與動物、枯槁之物，無不貫

徹。此中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差別，乃唯由其氣對理

之全之所能表現者之差別，方見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以成

人與萬物之分殊」。又唐君毅以為相對於二程之重視人物皆

完備此理以言人物一本，朱子之「合此理與氣，以論人與萬

物之性之理，而於其中見一由偏至全，由昏至明，由塞至通

之層級之不同；則為朱子論性理之言之所特及，而為以前之

儒者所未及者也」25。 

（三）勞思光 

勞思光分宋明儒學為「天道觀」、「本性論」、「心性論」

三型26，朱子當屬「本性論」，但卻綜合「天道觀」，成為「天

                                                       
2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頁 496-497。 
25  參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收入《唐君毅全集》（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91 年），卷 13，頁 390-392。 
2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3 冊上（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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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觀」與「本性論」的綜合系統27。然而這二種理論是相互

排斥的：「天道觀」主張「性」是「共同之理（性）」，「本性

論」主張「性」是「殊別之理（性）」；「天道觀」以「天道」

實際上已運行並實現於世界之中，「本性論」以「本性」（理）

只是一規範或理想狀態，不是已有的事實，故並不預設它已

實現28。以朱子「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

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為例，勞思光即認為朱子

在這一句話中，就包含了「天道觀」與「本性論」兩個相互

矛盾的論點，即「氣不可違理」與「氣可違理」兩個相互矛

盾的論點，正凸顯了朱子欲綜合「天道觀」與「本性論」的

困難，而此矛盾朱子終究沒有解決。但在價值論與工夫論

上，朱子則必須主張「氣可違理」，而偏向「本性論」29。

人、物性（即人物所具之「殊別之理」）的分別就在於人得

「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並由此談論「通塞」。「通塞」

是對於「共同之理」（太極）來說的：物因得氣之偏以致對

「共同之理」無所知（塞）；人因得氣之正，而與「共同之理」

合一（通）。此人物之別乃本於二程「能不能推」之義而來。

人類有實現「共同之理」的能力，此能力為「性」或「理」

（此為「殊別」與「共同」合一處），但就個別的人來看，其

雖有實現性理的能力，但其實現或不實現，則又歸於「氣」，

                                                       
頁 53-61。  

27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3 冊上，頁 315。  
28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3 冊上，頁 53-56。  
2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3 冊上，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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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就人所稟而言，又有清明昏濁之異」30。 

（四）陳來 

陳來以為朱子的理氣同異問題，也就是人物性同異論，

「幾乎是朱熹哲學中最為混亂的一個問題」31。而朱子在這

個問題的思索有前後的發展和變化：他早年注重人物性同

（理同氣異），《論孟集注》後（48 歲）則以為人物性理有偏

全，而晚年（紹熙末年至慶元中，約 65 歲左右），則較明確

地傾向於人、物所稟受的理有偏全的不同（氣異理異），但

此所稟受的理指的是「分理」，而非性理32。陳來所謂的「分

理」，是指朱子在〈答徐子融三〉提到：「若生物之無知覺者，

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

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

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

性』，此語尤可笑。……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

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33 陳來以為此中「此

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就是「理之在是

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故他認為此二句話當

解為：「萬物所稟得的天地之理，就其為性而言即本然之性，

墮入氣質中便隨氣質而成為此物的氣質之性。就其為理而言

即此物的性理，但墮入氣質中便隨氣質而成為此物之分理

                                                       
3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3 冊上，頁 289-290。 
31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24。 
32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42。 
33  朱熹：〈答徐子融〉第 3 書，《朱子文集》，卷 58，《朱子全書》，第 23 冊，

頁 2768。 



人性、物性同異之辨──中韓儒學與當代「內在超越」說之爭議 

-14- 

（氣質之理）」，並認為「在朱熹哲學中當有一個『氣質之理』

的概念，以表示性理隨物之形氣而成為一物的分理」34。但

朱子並沒有如此的梳理，因此便令問題複雜化35。 

陳來以為朱子對於「理同氣異」與「氣異理異」的矛盾，

在其 69 歲時似乎方有了解決方案，即〈答黃商伯四〉：「觀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陳來對此句話的詮釋是：「就萬物一原說，

天所命之理只是一個，但萬物各自得到的理則不相同。」36 

陳來並以為朱子的性理似應有質與量的雙重規定，若如此，

則此二句話可以更清楚地說：「人與物皆無例外地稟有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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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中二德少，或其中

三德少，或其中四德皆少。然雖偏或少，仁義禮智四種德性

總還是有的。」37 

整體而言，陳來以為朱子在「理氣同異」的問題上，並

未解決其理論上的矛盾──「氣質蒙蔽」說與「氣異理異」

說的矛盾。(1) 因依前者，氣質的清濁雖可蒙蔽性理，但並

不影響到性理本身的完全；依後者，則稟得何種氣就稟得何

種理，且其稟得的氣的量亦決定其稟得的理的量，如此朱子

只能主張有氣質之性，而不能主張有本然之性。依前者，惡

的原因是氣質對性理的蒙蔽；依後者，惡的原因則是氣稟之

                                                       
34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40-141。 
35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42。 
36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32。 
37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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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駁決定了理的偏少。(2) 這二說也涉及了二種不同的理氣

論。若理是作為氣中的一種實體，則可以推出人性論上的性

本體說和氣質蒙蔽說；若是氣異理異說，則只能推導出作為

氣的屬性、氣的條理的理，此則是氣本論的觀點。然而朱子

始終是一位理本論者。除了上述矛盾的問題之外，朱子也沒

解決本然之理如何轉換成氣質之理（分理）的問題38。 

此外，陳來以為本然之性是人性的共相，氣質之性是人

性的殊相，共相、殊相是邏輯概念；然以朱子以理氣論的方

式討論，是把邏輯概念實體化了39。 

二、朝鮮儒學研究 

（一）蔡茂松 

蔡茂松以為韓元震與李柬對於朱子人物性論之所以有

不同看法，關鍵在「五常因不因氣質」的見解上40。他舉韓

元震： 

「天命」者，超形氣之稱；「五常」者，因氣質之名。

故物得於天命之全，而不得於五常之德者。41 

而李柬以為： 

                                                       
38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42-143。 
39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143。 
40  蔡茂松：〈湖洛兩論之研究：韓儒李巍岩與韓南塘對人物之性同異問題

之論爭〉，《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6 期（1979 年 7 月），頁 236。 
41  李柬：〈上遂菴先生〉，《巍巖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

族文化推進會，1997 年），第 190 冊，卷 4，頁 3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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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原言，則性命俱可超形器，而人與物俱極其全，

是所謂「本然之性」也。以異體言，則性命俱可因氣

質，而不獨人與物有偏全，聖與凡又是千階萬級。而

偏處，性命俱偏；全處，性命俱全。是所謂「氣質之

性」也。……〔南塘〕知性之具五常，而不知命之具

四德；知四德之在天，五常之在人，而不知此四德之

外，更無五常，天命之外，更無物性。42 

蓋韓元震以為「天命」與「性」有別，「天命」專言理，「性」

則依氣而立，「五常」之名依氣質而立。「天命」不雜氣質，

故說「超形氣」，「性」因氣質而有不同，故說「因氣質」。

人物皆稟有天命之全，至於五常，則只有人才稟有。李柬則

以為「天命」、「五常」的內容是相同的，若說「超形氣」，

則「天命」、「五常」皆超形氣，此即人、物皆同的「本然之

性」，而若說「因氣質」，「天命」、「五常」皆可因氣質，此

不但是人不同於物之處，且就人類而言，亦有千萬差別，人

人皆不同，此即「氣質之性」。蔡茂松以為韓元震之所以會

將「天命」、「五常」分屬「超形氣」、「因氣質」，是因為「南

塘認為有這道理必有這事為，草木禽獸既然有這道理，亦應

有這事為。然草木禽獸是否有此仁義禮智之諸道理與事

為？」李柬則以為這是「分數多寡」的問題。總之，蔡茂松

以為韓元震的說法是與朱子不同的43，因為在朱子「天命」、

                                                       
42  李柬：〈上遂菴先生〉，《巍巖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190 冊，卷 4，

頁 311。 
43  蔡茂松：〈湖洛兩論之研究：韓儒李巍岩與韓南塘對人物之性同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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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是一44，而人物性的差別則在於人稟正、通之氣，

物稟偏、塞之氣，人心至靈能具全四德，而物心昏，不能全

四端45。 

（二）楊祖漢 

楊祖漢同蔡茂松，亦以為韓元震主要是根據「性因氣質

而名」推出人物性異論，且亦認為李柬的人物性俱同論，是

較切合朱子學的46。但楊祖漢更能從當代儒學的觀點來闡明

韓元震與李柬辯論的意義。他以為： 

從南塘的力主人、物性異，只有人才具五常為性，似

乎顯示了朱子學之一理論問題。朱子的肯定性即天

理，天道元亨利貞之德即是人的五常之德，似是宇宙

論式的，從上說下來的理論。如果不是從人的內心生

發出來的仁義禮智來規定人之本性，並由此進一步體

悟天道……是很難確證天道及性是以道德為內容

的。……從一切存在物之「然」處，可推證其必有超

越的「所以然」之理……但這超越的所以然，何以必

是仁義禮智？要說所以然之理一定是仁義禮智，唯一

                                                       
之論爭〉，頁 236-237。 

44  蔡茂松：〈湖洛兩論之研究：韓儒李巍岩與韓南塘對人物之性同異問題

之論爭〉，頁 228。 
45  蔡茂松：〈湖洛兩論之研究：韓儒李巍岩與韓南塘對人物之性同異問題

之論爭〉，頁 237、229-230。 
46  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5 年），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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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法，是從人的四端之情來推證。……由人心流露

的四端，方可證性理之為人所具有，方可證天道生生

為一道德意義之創造。……南塘的區分性與太極、五

常與天德，似乎是不願意從上說下來，以天命太極來

規定人性，以天德來規定人德；而是要反過來，從人

的真實而具體的道德心之流露處，以證實天德之內

容。李柬的駁議，則完全堅守天命即性，天德即五常

之義來說，未免有從上說下來，而陷於獨斷之嫌疑。47 

然而，因為韓元震所依據的是朱子學，所以若他的立場真如

上述，則他的證明並不成功。他只能同李柬一般，自氣異處

說人物性的不同。但此中的問題是，若人物之差異是因氣化

而有的話，則是「氣質決定論」，並無關乎人之自覺努力。

若真要建立人物性的差異，則必須肯定「心即理」。若肯定

「心即理」，則如牟宗三所言，天道對人而言是「超越而為其

體」，又「內在而為其性」，而天道對物則只能「超越而為其

體」，不能「內在而為其性」。此雖可證成韓元震之說，卻也

逸出朱子學的義理了48。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書由上述，即是以「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人

物性同異論）之間的關係為問題核心。然而為對此問題作全

面的考察，筆者已於「問題意識」中指出筆者將透過哲學史

                                                       
47  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頁 421-422。 
48  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頁 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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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歷史與哲學的雙重進路來進行相關哲學類型間的比較；換

言之，筆者以為「比較法」有助於達到本書的目的。「比較」

即意味著在差異中探究同一，並且在同一中探究差異，以哲

學史上的論辯做為題材，正能滿足此方法論的要求；因為在

爭論之中，最能顯示論辯雙方的真實意見與其持論的理由。

因此之故，在本書中，筆者將以針對「人物性同異」問題所

引發的三場跨地域、跨時間的論辯，即南宋湖湘學派內的「天

命」之辯、朝鮮後期李柬與韓元震的「人物性同異」論辯，

以及當代儒學中的「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做為探究的對

象，深入探討宋明理學（特別是朱子學）中對於這個問題的

看法。 

此比較法的操作，首先是考察朱子如何看待跟面對當時

學者（主要是湖湘學者與朱子門人）的「人物性同異」論，

以及對其主張的質疑，而在其中能或不能證成其見解，此是

一對比；朱子之證成與他所欲綜合的北宋儒者所持的理由相

比又是如何，此又是一對比。再者，考察朝鮮學者李柬與韓

元震在分別主張「人物性同」論與「人物性異」論的議論中，

又是如何分別能或不能證成其見解，此是一對比；而他們之

證成與朱子所持的理由相比又是如何，此又是一對比。由上

述的雙重對比，筆者以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子在「人物

性同異」問題上的真實主張以及其能證成或不能證成其主張

的理由或條件，以為我們探討現代「內在超越」說與「人禽

之辨」問題的堅實基礎。接著便進入過去的與現在的哲學問

題之對比。在這古今的對比之中，筆者先比較牟宗三與馮耀

明的宋明理學詮釋，此即可見出何者對宋明理學的詮釋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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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然而此中還有差別，因為符不符合宋明理學的內在理

路是一回事，其所提出的概念能不能證成又是一回事，所以

依然要進一步地檢視其能證成或不能證成其主張的理由或

條件，在此點上，藉由古今的對比，筆者以為亦能幫助我們

看清楚其中得失。 

第四節 研究成果 

在本書中，筆者通過朝鮮朱子學中韓元震與李柬的「人

性、物性同異」之辯，並以當代儒學中馮耀明對於牟宗三「內

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的挑戰作為問題意識，重新檢視

宋明儒學、朝鮮儒學與當代儒學中的相關論辯。筆者以為至

少取得了下述成果： 
 

(1) 揭示了曾經發生在湖湘學者間的「天命」之辯，此論辯

的問題即是「人性、物性同異」的問題。此當可拓展與

深化宋明儒學的研究。 

(2) 通過馮耀明對於牟宗三「內在超越」說與「人禽之辨」

的挑戰與回應，指出程明道、胡五峰（宏，1106-1161）

與王陽明等有關人物性的論述，應當從康德「超驗觀念

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的立場做解讀。 

(3) 提出牟宗三的「內在超越」說可為宋明理學與韓國儒學

「人性、物性同異」論提供一理論架構與判準，並凸顯

其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