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緣起

本 書 由 蔣 維 喬 和 楊 大 膺 編 著 。 蔣 維 喬（1873—

1958），字竹莊。青少年時，因主張「不主故常，而唯其

是從之」而自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今常州）人。著名教

育家、哲學家、佛學家。曾先後人江陰南菁書院和常州

致用精舍深造，棄八股文，研究西學。除與楊大膺合作

編著的本書之外，另著有《因是子靜坐法正續篇》《中國

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佛學概論》等。楊大膺

（1903—1977），江西上饒人，民國著名學者，著述頗豐，

其中有較大影響者除與蔣維喬合編的本書之外，另有《荀

子學說研究》《孔子哲學研究》《孟子哲學研究》等。蔣維

喬和楊大膺還合作編著過《中國哲學史綱要》。

《宋明理學綱要》用概論的體例編制，運用理學家自

己研究之綱目，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全面的梳理，「於其



不合於現在者去之，於其缺漏者增之」，分為論道體、論

為學、論存養、論政治四綱目，並逐一作了簡明扼要且

深入淺出的論述，為後來宋明理學的研究初步確定了規

模、問題，並為後來研究的深入做了先導。

本書於 1936 年 4 月由中華書局印行，發行代表人陸

費逵。此次出版即以此版本為底本組織編輯整理，按現

代漢語規範處理了標點符號，徑改書中刻印錯誤，餘則

保持底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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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文 ▕ 1

敘   文

我國學術思想，在周秦之際，勃然奮發，為創造時

期。自兩漢迄隋唐，無大進展，為因襲時期。迨宋代周

張諸子出，遂組織清新之理學；直至於明，大儒輩出，

在學術上放一異彩，世稱之曰宋明理學。

宋人何以能創此理學？則以佛教自漢代入中國以

後，其思想高遠，學理深邃，將我國之原來思想，一切

征服，儒家僅存空名。至唐代韓愈，乃起反動，盡力排

斥佛教，然韓愈並不知教理，不過作幾篇文字，任意謾

罵，於佛教毫無所損。宋初諸儒則不然，於佛教之理，

先從事研究，然後取其方法，來更新儒家之面目，故理

學之興，不能不說與佛教有深切關係。

因此世人評論，多謂宋明理學，陽儒陰佛，已非儒

家之本來面目；又謂既取佛家之長，轉而排佛，居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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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宋儒深致不滿；此則皮相之見，未研究理學之

內容者也：須知宋儒所取於佛者，乃其精細繁密之研

究方法，用此工具，打破兩漢以來之因襲，將儒家之所

謂「性」，所謂「道」，所謂「陰陽」等等，一一分析而闡

明其內容，故能使儒家面目更新耳。至於佛教乃出世間

法，是唯心的；而理學則是世間法，是唯理的；外貌略

似，而內容則迥乎不同，皮相之論，何足道哉！

宋儒之創理學者，如北宋之周張程，初非徒尚高

論，皆能躬行實踐，卓然為當世宗師。南宋朱熹人格之

偉大，尤為孔子以後第一人。迨明朝之王陽明，更能削

平大難，學問事功，震耀古今。故宋明理學之可貴，不

但在學術，而亦在諸儒之人格也。

理學廣大精深，欲以區區數萬字，說明其內容，頗

非易事。着手時與楊大膺往反磋商，先定體例，以為要

述理學綱要，須把住整個理學之核心，方可窮源竟委，

令讀者明了。故取理學家自己研究之綱目，為之整理，

於其不合於現在者去之，於其缺漏者增之，分為四綱若

干目。商定之後，由大膺起草，每成一綱，寄我修改。

如是年餘，方成此冊。固不敢認為完善，然已竭我等之

心力矣。今屆付印，述其始末於簡端。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蔣維喬敘於因是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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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體例已在緒論上約略說明，現在還有幾點

須加以敘述的。

二、本書應和拙著《中國哲學史綱要》中間的理性

章參看，因二書的材料是相同的；但編製方法不一。《中

國哲學史綱要》是拿哲學史的體例編製的，所以偏重問

題的發生及其變化的說明。本書是拿一種概論的體例編

製的，所以偏重問題的各端的敘述。因此前者有時敘述

較簡，但較有系統有線索。本書卻較詳細較明顯。且《中

國哲學史綱要》中間的理學思想是從《大學》《中庸》敘

起的，本書卻只從周子敘起。如果能將二書互相參閱，

那所得的理學的觀念，必較清晰且深刻。

三、本書因篇幅有限，關於引證方面，也只限於周、

邵、張、二程、朱、陸、王八人的話，其餘一概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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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有數處引述的話，是間接從《近思錄》引

來的，本應注明原書名稱及其卷數，但因《近思錄》所引

各家的話，和原書文句出入甚大，所以不必注明，只注

《近思錄》的卷數，以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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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上

大凡做一件事，最可憂慮的，就是名不符實。如果

名不符實，那就犯了荀子所說的以名亂實，或以亂實名

的毛病。現在合編這部《宋明理學綱要》，絕對要避免這

種毛病；但要避免這種毛病，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先

研究書名的意義，然後再審定這樣的書名，應當有甚麼

內容。所謂宋、明理學，是在中國宋、明兩個朝代所發

生的，所以冠上宋、明兩個字，表示和其他朝代所發生

的學問不同。至於叫做理學，那完全是根據它的內容而

定的。因為它所討論的對象，是宇宙一切事物的道理。

例如宇宙成形的道理，人類生成的道理，怎樣做人的道

理，怎樣治國的道理等；同時又是拿理當做宇宙萬有成

形的原質的，所以叫做理學。

所謂《宋明理學綱要》，是一種書名。為甚麼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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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呢？因為這種書是敘述宋、明理學的大綱節目的，

不是寫它的詳細組織的。至於它的發展情形，別有《宋

明理學發展史》去敘述。這派學者的歷史，別有《宋明

理學家史傳》去敘述，這些都不關涉本書的範圍。《性

理精義．凡例》上說：「⋯⋯欲考其詳，自有《伊洛淵源

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為名，但令學

者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也正和我們一樣

的意思。

從上面的研究，這種書名的內容，既是敘述宋、明

理學的大綱節目的，所以要想名實相符，就不能和這點

相違背。但是理學的大綱節目，到底是怎樣的呢？到底

哪幾點是應該討論的呢？關於這些，我們並不能擅自

主張，只有把理學家自己所劃分的綱目，拿來做一種參

考，根據他們的標準去討論。但自來理學家，對於理學

所討論的對象，雖然詳密，卻少有人把它加以分類，到

後來朱子出來，因為編訂《近思錄》，才把理學所討論的

對象，分為十四類：第一類論道體，第二類論為學，第

三類論格物窮理，第四類論存養，第五類論改過遷善，

第六類論齊家之道，第七類論出處進退辭受之義，第八

類論治國平天下之道，第九類論制度，第十類論處事之

方，第十一類論教學之道，第十二類論改過及人心疵

病，第十三類論辨異端之學，第十四類論聖賢氣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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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張南軒編次《二程粹言》，又分為十類：第一類論道，

第二類論學，第三類論書，第四類論政，第五類論事，

第六類論天地，第七類論聖賢，第八類論君臣，第九類

論心性，第十類論人物。在這兩種分類中間，雖然彼此

稍有差異，但沒有大出入。不過朱子所分的稍微詳細，

南軒所分的比較簡括。事實上，朱子沒有超出南軒的範

圍，南軒也沒有超出朱子的範圍。為甚麼彼此不會大出

入呢？這也因為理學本身，只有這些綱目，如果任意添

減，那就失了它的本來面目了。朱子和南軒都是理學大

家，自然他們都深明理學內容，決不會亂分的。現在我

們為便於敘述起見，在這兩種分類中間，暫取朱子所分

的做根據，但朱子沒有分開綱目的，只統分為十四類。

現在我們把它分為綱目，而以綱統目。計四綱：第一綱

論道體，第二綱論為學，第三綱論存養，第四綱論政治。

第一綱統太極，太和，理，氣，陰陽，心性，生，鬼神，

人物等。第二綱統為學大要，格物，窮理及教學之方

等。第三綱統涵養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出處進退辭受

之義，改過及人心疵病，聖賢氣象等。第四綱統齊家之

道，制度，處事之方及治國平天下等。但聖賢氣象並不

別立一目，只包括在為學大要一目裡略述。至於論異端

之學，因為這是理學家對他家的批評，不在理學自身的

範圍，所以把它刪除。我們這種編制，完全是拿理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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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樞的，這樣方才說得上是一部《宋明理學綱要》。

有些人編撰《宋明理學綱要》，拿理學家為中樞，如分周

子、張子、二程子、朱子、陸子、王子等編，這種編制，

就不能說是《宋明理學綱要》，只能說是理學家概論，

這不特名與實不符，並且敘述極難得體。因為理學家很

多，如果要個個敘入，那是一部學案，如果擇要敘述，

拿幾人做代表，那又不能表示整個的理學。所以我們一

方面為顧到名實相符，一方面因為篇幅有限，不能詳盡

敘述，只好就理學本身的分類，用簡馭繁，綱舉目張，

叫讀者得此小冊，也可明白理學的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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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下

宋、明理學，本是一種獨立的學問。但它的成形，

和他種科學不同；他種科學是受社會進化必然的驅使，

或研究者的努力而發現的。這理學是由中國過去的幾

大派思想及佛家思想正面和反面的刺激或暗示所鼓動

的—當然也有社會的背景，但這力量很小—所以我

們現在來做這部書，對於宋、明理學以前有關係的幾派

思想，要略述一下：

中國思想，在先秦時，有所謂儒家、道家、墨家、

法家、名家、雜家等派，在這些派別中間，和理學正面

有密切關係的，要算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

間，尤以孔、孟及《易經》《大學》《中庸》的思想為最重

要。漢興，學風一變，以前的學者是偏於研究義理的；

漢代忽偏於研究訓詁考據和辭章。這兩種學，雖然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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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長處，我們不能一例輕視，但不切於實際的應用

和人生的追求。所以這兩種學，後來就給理學一種反面

的刺激，這也算是和理學有關係的。至於佛學，早到中

國，就正史上記載，是漢永平時代傳來的。佛學自傳入

中國以後，它的勢力日漸膨大，朝野智能之士，大多崇

拜着，故自漢而後，中國各代的思想，多少都和佛學發

生關係，理學也逃不了這個圈套。儒家思想，論它的總

體，是偏重人事而少談天道的。是主張人率其性，做行

為的總樞紐的。是主張以仁義禮信為治國規範的。是積

極務實，愛己及人，求圓滿的人格的。論它的分別：那

麼，孔子主張性無善惡，惟視環境的熏染如何。注重德

禮，而以仁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並且極端注意道德的修

養。孟子主張性善，認為仁、義、禮、智四端皆天賦於

人，主張擴充人的善性；但以義為追求仁的路徑，故仁

義並重。也主張以道德修養為人生的急務；更以為物質

的力量，可幫助人們道德的修養。所以說：「養生送死

無憾，王道之始也。」荀子主張性惡，認為禮義是聖人

所制定用以擾化惡性，而使變為善的。他不主張純粹的

感化，而主張相對感化，所以禮刑並重，凡不從禮義教

化的人，就誅之以刑。又認為人生而有慾，這慾就是形

成性惡的原因。也重視物質力量，以為物質可以左右道

德的修養，所以也極力主張富國裕民。這三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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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算孟子的思想和理學關係最深。孟子的性善及四端天

賦，或良心天賦的話，是理學家最重要的部分。儒家的

思想，除了上述三個人的思想以外，還有《大學》《中庸》

裡的思想。這兩部書的思想，大致和孔、孟相同，而稍

近於孟子。至於和孔、孟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大學》《中

庸》裡多論天道性命，並且具體的提出了道—誠—

做宇宙萬有的本質，開理學以理為本體的先河。所以理

學家集合孔、孟及《大學》《中庸》的思想，和《易經》一

部唯生的宇宙的思想，就創立了理學。

道家思想，是從天道講到人道的，它一面研究宇宙

事物的生成，一方面仿效自然的法則，積極修養身心。

又把道當作宇宙萬物形成的本質，而從消長法（或對演

法或辯證法）說明宇宙現象是矛盾的。於是主張清靜無

為，返璞歸真，超脫矛盾的痛苦。這種以道為宇宙萬有

的本質，及積極修養身心的思想，與理學大有關係，理

學以太極為本體，雖說是承受《易經》的思想，但道家的

道，多少也給了理學一些影響。至於主張身心的修養，

那可以說完全是受道家的影響的。

訓詁考據辭章之學，本身雖然不是研究思想的；

但是因為這種學偏於機械和過於浮華，引起理學家的反

感，於是主張捨經言心，就反對訓詁考據的瑣碎和詞章

的雕琢，主張研究心學，這心學就是理學。所以這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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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也和理學有關係的。

至於佛家思想，它是以心為萬物的本體的，就是認

為宇宙萬事萬物都是心的幻象，宇宙中間，沒有真實獨

立存在的東西。它的人生觀是唯苦的，苦就是人生的象

徵。生、老、病、死，就是苦的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

是人生必經的途徑，誰也逃避不了的。從上面的本體

觀，於是演繹出它的出世觀，因為宇宙萬物都是因緣湊

合的現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叫人們用觀心方法，離

開假的幻境，造乎絕對的真境，就可超出生死，去苦得

樂。至於觀心的修持方法，有多種，概括的說：就是禪

定功夫。這種工夫，和理學家的修養，也有關係的。佛

家還有最嚴密的唯識論，是關於認識問題的。對於宇宙

萬有以及心象，用極精細的分析法。宋明諸儒，採用這

種方法，來研究學問，就創成前古未有的嶄新理學，這

可見佛家的方法，和理學有很大的關係。

上面是儒、道、佛三家思想，說明三者和理學的大

略關係，因為篇幅有限，不能列舉詳細的因緣，加以比

較。讀者用這種眼光去檢討，可以舉一反三，這也是研

究學問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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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綱   

論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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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總  論

這綱所討論的是理學的宇宙論。計包括太極、太和、

理、氣、生、陰陽、心性、鬼神、人物等目。這綱所用

的名詞，都是舊名詞，因為這樣可以保存理學的本來面

目。這綱所有的節目，在朱子《近思錄》裡本來是沒有；

但因這幾點，非常重要，並且為敘述便利及閱者一目瞭

然起見，所以把它們分開敘述。

第二目  太  極

自周子應用《易經》裡所說「太極」的形上理想，

為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根源以後，於是太極就佔了理學最

重要的地位。周子認為太極是宇宙萬事萬物最初步的根

源。由太極自身的變動—動靜，它的本身上，表現出

陰陽，這陰陽就是萬事萬物第二步的根源。再由陰陽的

變合，生出五行：水、火、木、金、土，這五行就是萬

物第三步的根源。所謂陽變陰合，就是陰陽自身所包含

成分多寡的差異。有了差異，於是形成五行。雖是五行，

原不離陰陽兩種元素。但因盛陰、盛陽、稚陰、稚陽的

關係，才現出五種的不同。好比 H2O 和 H2O2 同是氫氧

兩種元素的化合物，但因氫氧成分的多寡，就生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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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一為水，一為二氧化二氫了。有了太極，有了

陰陽，又有了五行，於是這些東西，隨着一種神妙的配

合，復凝成兩種正反的氣，這兩種氣的交感—直接相

配合，就是天氣或男氣，和地氣或女氣，由或有形的配

合叫做交。間接的或無形的配合叫做感。—於是化生

萬物，這時所化生的萬物，是最原始的祖先。有了這些

原始的萬物以後，再一代一代嬗遞下去，所謂萬物生生

不已，於是宇宙間的物，就變化無窮了。這就是周子所

說太極為萬物根源，和萬物生成的程序。他的《太極圖

說》裡有云：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佈，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

生，而變化無窮焉。

至於太極的本身，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分開

兩方面來說：就作用而論，太極是萬物的根源。朱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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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

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

也。《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六冊問答卷十六答楊子直書

之一

象山說：

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象

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書一

就其性質論，太極是一個實理。所以朱子說：

太極只是一個理字。《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太極天

地上

象山說：

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同上

太極是理，理是一種想像的東西，所以他們說它是

形而上的東西。周子原來認為太極是不能直接創造萬物

的，須要經過許多的變化，生出有形之氣，才能創造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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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來。至於說太極創造萬物後，太極的本身又存在事

物中間，所謂物物各有一太極，周子並沒有明白說出，

那是後來朱子註《太極圖說》才把它詳細解釋的。朱

子說：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性理精義．太極圖說》朱子註

太極的理論及其意義，從周子倡導以後，張、程諸

子，沒有提出反對的話—也許是贊同的；但也未嘗對

周子所說的太極加以精細的演述。所以他們的書裡，很

少有關於太極的話，無怪朱子說：

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

以授之，程子言性於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以此

圖示人。《性理精義．太極圖說》朱子註

張敬夫答朱子說：

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

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

見朱子《太極圖說》註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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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朱、陸時代，他們才把太極的意義，精細的討

論過，其中尤以朱子用力最多。朱子曾經註過《太極圖

說》，又和陸氏兄弟爭論過無極而太極的名義。不過周子

太極的思想，經過朱子的解釋，於是唯理的一元論，就

變為理氣二元論。經過陸氏的爭論，於是帶有道家的色

彩的理論，就變為純粹理學的自己面目。等到後來黃梨

洲作《太極圖說講義》說：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

有往來、開闔、升降之殊，則分之為動靜，有動靜則

不得不分之為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

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

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所謂

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

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是為物不

貳也。

於是唯理的一元論，又變為唯氣的一元論，而理只

為幫助氣生長萬物的自然規律。

這是關於太極思想變遷的大略情形，至於理學自身

的本體觀變遷情形，當在後面附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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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太  和

「太和」是張子所創立的宇宙本體。張子雖沒有反對

周子所提出的本體；但他並沒有沿用「太極」這個名詞。

他特別提出了「太和」這個名詞，來命名宇宙的本體。不

過名詞雖不同，而「太和」與「太極」所包涵的意義，完

全是相同的。太極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太和也是宇宙萬

物的根源。太極有動靜兩性，太和也有動靜兩性。太極

是形而上的，太和也是形而上的。太極因動靜的緣故，

生出氣與神（即誠），太和也因動靜的緣故，而生出氣與

神。所以周子說：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見前

這就是說太極生氣。又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周子通書》誠

上第一

這就是說太極（乾元）生神（誠）。

張子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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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

是生絪縕、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

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

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張子

全書》卷二正蒙太和篇第一

至於神氣二者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周子認為氣生

有形的萬物，故為人物之源。神生無形之智，故為性命

之源。所以他說：

五氣順佈，四時行焉。……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見前

這是說氣的作用。

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周子《太極

圖說》

誠者，聖人之本。……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周子通書》誠上第一

這是說神的作用。

張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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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不能不散為萬物。

《張子全書》卷二正蒙太和篇第一

這也是說氣的作用。

神化性命，通一無二。同前

這也是說神的作用。

不過，太和與太極的意義雖同，但太極所生的氣，

和太和所生的氣，卻有些不同。太極所生的氣，比較玄

虛，同時形成萬物的歷程，也比較複雜。這話可以用前

面所引的周子的話來作證，用不着再述。太和所生的氣

是實有的。形成萬物歷程，也很簡單，只要「一聚」就得

了。所以張子說：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絕殊．

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同前

這點可以證明太和所生的氣是實有的，不是虛幻的。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

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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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可以證明氣的形成萬物，只須經過「聚」的一個

歷程。

至於太極的氣，形成萬物，要經過複雜的歷程，這

是因為氣自身的形成，是要經過很複雜的歷程的：最初

經過太極的變動，其次經過陰陽的變合。太和所生的氣，

所經過的歷程，是很簡單的，只要太和一散就成功了。

所以張子說：

散殊而可象為氣。見前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之聚散於太虛，猶

冰凝釋於水。同前

第四目  理

「理」這樣東西，理學家也認為是一種宇宙萬事萬

物的本質，正和太極太和一般，不過太極太和，是就這

種本質的地位及其力量來命名的。理卻是就這種本質和

事物的關係及其作用來命名的。所以前者是本質的專名

詞，後者是本質的普通名詞。現在把我們的證據，引述

於後。

朱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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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朱子語類》卷一太極天

地上

象山說：

極亦此理也。《象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書二

這可以證明太極即是理。

且夫大傳之太極，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

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朱子文集

大全類編》第六冊問答卷七答陸子靜書五

這可以證明太極的命名，是由於它的地位及其力

量的。

理是一把線相似，有條有理。如這竹籃子相似，

指其上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

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

理。《朱子語類》卷六性情之仁義禮智等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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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證明理的命名，是由於他和事物的關係及其

作用的。

太極本是一個老名詞，周子重新倡用的。太和卻是

張子所創的。他們兩人，因為用了專名詞去說明萬有的

本質，所以沒有用理這個普通名詞。到了二程子的時候，

就拋棄了太極和太和這兩個專名詞，用理這個普通名

詞。所以二程子說明宇宙萬有的本質的時候，都是用理

字的。例如說：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二程遺書》卷一二先生

語一

萬物能有是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同上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理是造成萬物的本質的，所

以萬物都有充分的理，和朱子解釋太極所說的「在萬物

言，萬物各有太極」的意義相同。但是程子並不說「天地

萬物各無不足之太極」。這足見程子和周、張不同。

不過彼此不同，也有他們不同的原因。為甚麼呢？

就是周、張所主張的，是一元的本體論。所以他們極力

推崇太極和太和，認為太極和太和的力量，可以產出理

與氣。這話已在前面講過了。至於二程子呢？他們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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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理氣二面論的，說宇宙萬有，由於理和氣所造成的。

而理與氣是相互並行的。凡有理就有氣，有氣也就有理。

理氣二者，既彼此不能分開，互為主宰，彼此的上面，

也就沒有一種更高的東西。例如程子說：

有理則有氣。《伊川經說》卷一易說繫辭

質（氣）必有文（理），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

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

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二

程粹言》卷一論道篇

就可以證明二程子所說的是理氣相互連繫的理氣二

面論。有了這種主張，所以他們要用理的普通名詞，而

不用太極的專名詞。為甚麼呢？因為理與氣相連，彼此

不能分開。要說氣，必定要說理的。

用理這個名詞，去說明宇宙萬有的本質，自從二程

子以後，後進的理學家，都是如此的。不過理氣的關係，

稍有分別罷了。朱子是一位拿理當作宇宙萬有的本質

的。所以他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是以人物之生也，必

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朱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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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類編》第六冊問答卷二十九答黃道夫

但從這句話中間，我們可以知道朱子、程子不同的

一點。哪一點呢？就是程子主張理氣二面論的。朱子卻

是主張理氣二元論的。所以程子說：「有理則有氣。」朱

子僅說：「有理有氣。」程子運用一個則字，表現出理氣

彼此相互的密切關係。朱子拋了一個則字，表現出理氣

彼此分立的關係。所以朱子又說：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同上，卷十七答劉叔

文一

但從兩者形成事物的關係來說，彼此還是互相密合

的，所以朱子接着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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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上

除了朱子以外，陸象山、王陽明等都是同樣拿理去

說明宇宙萬有的本質的。所以象山說：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遁隱；天地之所以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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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順此理而無私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

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象山全集》卷十一與朱濟道書

陽明說：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陽明全集》傳習錄中答問道

書之一

現在還有一點要敘述的，就是「理一分殊」的問題。

「理一」是說萬物的形成，都是同一個原理的。這原理是

甚麼？就是生物的造成，都是由兩性而來的。這兩性是

甚麼？是乾父坤母。「分殊」是說天地萬物雖一理而生，

但因萬物是由二氣交感而成的，氣的化生萬物，又是有

先後的，所以同屬血緣，個個要先愛他們自己的父母，

和他們的兒女。因此天地間的生物就生出：大小的分別，

親疏的差等，和貴賤的不同，這就是分殊。

說明理一分殊的道理的人是張子。他的《西銘》一篇

文章，完全是闡明這個道理的。現在節述在下面：

乾稱父，坤稱母，予 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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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張子全書》卷一西銘

建立這理一分殊名詞的人是程子。他在給他的弟子

楊時《論西銘書》裡曾說過：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伊川文集》卷五與楊時論

西銘書

這個問題，自張子闡明，經程子建立，再加朱子的

解釋和註說以後，就非常顯明了。現在把朱子所說的話，

引一段在下面：

論曰：天地之間，一理而已，然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

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

能合其異，及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

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

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一理

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

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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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此《西銘》之大指也。朱子《論西銘》見《張子全

書》卷一西銘篇後

第五目  氣

「氣」這樣東西，也是宇宙的本質，和理的地位相

同。從前面所引的周子、張子的話說中間，已經可以看

到大概，現在再引些話來證明。程子說：

萬物之始皆氣化。《二程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

朱子說：

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

也。《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七冊雜著卷之三明道論性說

陽明說：

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

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

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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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陽明全書》卷三傳習錄下

理與氣雖同為造成萬物的本質，但彼此的性質和功

用卻有些不同。現在先說理和氣的自身的性質。

理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見，捉

摸不着的東西。所以張子說：

清通而不可象為神（神即理）。見前

程子說：

道（理）太虛也，形而上者也。《二程粹言》卷一

論道篇

朱子說：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子文集類編》第六冊問

答卷二十九答黃道夫書

至於氣呢？它是一種現實的，有象的，形而下的東

西。張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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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殊而可象為氣。見前

程子說：

陰陽氣也，形而下也。同前

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二程粹言》卷一論

道篇

朱子說：

論性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同前氣則形而下

者也。《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七冊雜著卷之三明道論性說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同上第六冊問答卷之七答

陸子靜六

理氣的功用：

理是形成一種事物的基本原則，好像一種模型。至

於氣呢？是造成事物的原料，這種原料，隨着理的線索，

形成出一種有形有象的物件出來。所以理是形成事物的

性的。氣卻是形成事物的質的，周子所說的：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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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可以證明氣是創造物的形質的。

……神發智矣。以上均周子《太極圖說》

可以證明理是創造物的性的。

除了周子以外，還有張子、程子所說的話，可以證

明。例如張子說：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張子全書》卷二正蒙太和

篇第一

程子說：

有形總是氣。《二程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二

程遺書》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

朱子說：

氣也者……生物之具也。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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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關於本書應申述的話，在緒論裡已說的很詳盡，在

這裡本沒有多大的話要說；不過有兩點要說明的，就是：

理學的思想，是一種無所不包無所不載的思想，上自宇

宙萬有的理，下至處事之方，千頭萬緒，無不應有盡有，

但本書因篇幅有限，未能一一敘述，甚為憾事！惟是我

們所用的編述的方法，比較合理，所以對於理學的面目，

全部畫出了一個輪廓，叫讀者容易認識。此外理學實在

是一種切實的學問，很有功於人生社會國家；不過因它

過於廣大深遠，不是一般沉醉於物質的人，所能實行或

者了解的，因此有許多人認它為一種虛空的學問。其實

不是理學自身的虛空，而是人們不能遵照去做。譬如登

高山一般，山何嘗算高呢？天下最高的山，也有一個頂，

不是絕對不可登的，但是人不肯舉足，立在山下，舉目

仰望，就以為高，這到底是山高，還是人弱呢？我們覺

得理學的好處，是真實適於理想完善的人生。理學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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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處，就是他們不單說理，而能腳踏實地去做；所以希

望信仰理學的人，要真真實實學那理學家實行的精神！

研究問題

1. 太極與太和的異同。

2. 理氣的異同及陰陽和宇宙的關係。

3. 心與性之關係及其作用。

4. 理學的鬼神論若何？

5. 人與物的同異。

6. 為學的目的及其意義若何？

7. 窮理與格物的意義及其方法。

8. 程朱和陸王的異點如何？

9. 修養的目的及其意義若何？

10. 修養的方法有幾？試論其切於實用與否？

11. 改過遷善及克己復禮的意義若何？

12. 對於出處進退辭受應有甚麼態度。

13. 人的最初心理是怎樣的？應用甚麼方法才能保持

原有的心理狀態？

14. 怎樣補救病態的心理？

15. 理學的政治基礎觀念是怎樣的？

16. 制度的原理是甚麼？

17. 齊家與處事的修養及其方法。

18. 對於理學的批評及本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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