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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朱子「但理」 之檢討

林　宣　佑

摘　要

牟宗三稱朱子之理為「但理」，意謂著「只存有而不活動」。然「但理」一詞在

朱子文獻中未曾出現，而是天台用以判別教中道的特殊名相。牟先生很可能是

借天台批評的別教「但理」來稱呼朱子之理。本文首先梳理「但理」一詞在天

台顯題的原始意涵，及其在宋代發展出的新義；其次則分析牟先生為何要用別

教「但理」稱呼朱子之理，並確定牟先生乃以唯識「凝然真如」擬配朱子之理，其

中更隱藏著牟先生在儒家內判教的企圖；最後則分別從工夫論和本體論指出，

牟先生的朱子「但理」說有其理論上的困難，朱子之理不會只是「但理」。

關鍵詞：牟宗三、朱子、「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動」、天台

2020 年 2 月 1 日收稿，2020 年 6 月 30 日修訂完成，2021 年 1 月 20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本文承蒙楊儒賓先生的指導，以及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謹此一併致上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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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眾所周知，牟宗三（1909-1995）將宋明儒學譜系重新勾勒為：五峰

蕺山、象山陽明、伊川朱子三系。前兩系可視作一圓之兩往來會通成一

大系，與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

合為宋明儒之正宗。至於史上被尊奉為正統的程頤（1033-1107）、朱熹

（1130-1200）反倒是歧出，是另開一傳統者。而牟先生直指「差別之所由

成，亦是系統之所以分」的箇中玄機，在伊川、朱子「道體不透」導致本

體論、心性論、工夫論、道德型態等一連串的「觸處皆異」。 由於伊川、

朱 子 理 解 的 道 體、 性 體「 只 存 有 而 不 活 動 」， 是 靜 涵 靜 攝、 本 體 論

的存有系統（橫攝系統），有別於正宗諸子將道體、性體體會為「即存有

即活動」， 也就是本體宇宙論的、道德創生實體的直貫系統（縱貫系統）。  
順此， 牟先生以「還其本來面目」為名， 進行程朱、陸王兩派常識的翻案，

二程昆仲從此分家，朱子也從「吾道宗主」的歷史形象改頭換面，成為了

「繼別為宗」者。
1

然朱子的道體、性體（太極、理）為何「只存有而不活動」？ 簡言之，

牟先生認為，朱子「理氣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義理間架，已脫落原初

儒家依心、神、理合一言道體、性體之智慧，逕將「於穆不已」的天命實

體、「為物不貳生物不測」的創生之道，縮煉成超越、靜態的形上法則、

存在原理，不具能動、自發與活動義；生物、變化、運動則歸諸形下實

然之氣的作用。即「道體性體只簡化與汰濾而為『存有』義與『所對』

義之『理』字」。
2  職是，牟先生也將此「只存有而不活動」的所以然

形上之理，喚作「只是理」或「但理」。 
值得關注的是， 牟先生不只分別以「只是理」或「但理」稱朱子之理，

併用的案例亦不在少數，且無例外地皆把「但理」置於「只是理」後：

依朱子對于此道本身之體悟，道只是理，而心、神俱屬于氣。氣是形

而下者，理是形而上者。經過這一分別之限制，道之為理只是一光禿 

  1 牟宗三           ，《          心體與性體（一）》（臺北：正中書局，1968），頁 42-60。

  2 同上註，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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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之理，是抽象地只是理—但理。3

  然朱子説太極是極至之理卻成「只是理」（但理），而能義、覺義，則

 抽掉，即將太虛寂感之神義抽掉而屬之氣。依此，太極成不動不無所

  謂動靜之死物。4

  朱子後來所謂「大極只是理」或「性只是理」乃是所謂「但理」（Mere 
  reason）。動靜闔闢是氣，心與神亦屬于氣。理氣雖不離，亦不雜。5

 
揆牟先生深意，也許是李侗（1093-1163）對朱子太極動靜的提問，

有「此只是理」的答覆，
6

然在牟先生的分判中，李侗的回答「是就天地

本源處一理之流行説，是帶著動靜闔闢一滾説」，屬「即存有即活動」的

縱貫系統。
7

一方面，鑑於李侗對朱子思想轉變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

朱子亦留下「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等話頭。 8
若遽謂朱子之理

「只是理」，恐有與李侗教喻混淆疑慮，從而隱沒「光禿禿」、「抽象」、

「能義、覺義，則抽掉」諸特性，所以牟先生在「只是理」後特綴上「但

理」以補充説明。但如是一來，在牟先生語境中更加突顯朱子之理「只存

有而不活動」之義者，其實是「但理」。

暫且懸置上述差異。牟先生的朱子「但理」説，在當代的影響力無

庸贅述，無論贊同、反對或修正者，至少都承認此説為牟先生獨具隻眼。

問題是，與「只是理」仍有朱子親口留斯旨不同，考之《文集》、《語類》

均未經見「但理」一詞的文本證據，亦不類牟先生借西方哲學闡發朱子之

理的「反向格義」。且學界雖常引述牟先生朱子「但理」説，卻罕見針對

「但理」之詞源，及牟先生緣何將「但理」與「只存有而不活動」劃上等

號進行疏理、討論。就筆者目前所見，除了牟先生 表示「但理」即「但

  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69。

  4 同上註，頁 565。

  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臺北：正中書局，1969），頁 18。

  6 宋．朱熹，《延平答問》，收入朱傑人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頁 328。

  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18。

  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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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理自己」，
9

和將「但理」英譯為 mere reason，稍透露「但理」與「只

是理」詞面義近的關聯之外，唯李明輝較肯定地指出，牟先生的朱子「但

理」説實化自朱子「但有其理而已」一句而來。
10

且先檢視朱子原説：

 所謂理與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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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

 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11

而李先生除依此支持牟先生釐定朱子理、氣「不離不雜」的肯綮外，

更解釋道：「這種可以與氣分離的理，只是『但理』，亦即抽象的存有，

而非現實的存在，即所謂『未嘗實有是物也』。『理是但理』即涵有『理

本身不能活動』之意。」
12

由是，儘管朱子未明文規定，然牟先生朱子

「但理」的主張，層層轉進後似也呈上朱子明明祖師意的供證。

但耐人尋味的是，牟先生稱朱子之理時，大可完整採錄朱子的「但有

其理而已」，也不妨運用自行界義的「但只理自己」，然為何最終被牟先

生固定使用且廣為學界熟悉、援引的詞彙，卻是「容易引發聯想」的「但

理」？在此強調「容易引發聯想」的緣故在，即便吾人依施惠原則，同意

「但只理自己」、「但有其理而已」在行文中失之冗贅，亦不符合現代中文

的語法規範，然語言經濟原理下的語詞縮略，仍應盡量避免排擠表義的明

晰度和精確性。
13

而具一定佛教學造詣者，當不陌生「但理」本是天台宗

孤明先發，決定自宗圓教殊勝別教的術語，並帶傳歷悠久的指謂脈絡。一

方面，對勘上文牟先生引「只是理」時之審慎和牟先生的宏富學思，如説

  9   牟宗三 ，《    佛性與般若》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 696。

10　李明輝，〈             劉蕺山對朱子理氣論的批判〉，收入李明輝      ，《    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

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136。

11　 宋・朱熹，〈答劉叔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前揭《朱子全書》第 22 冊，

  卷 46，頁 2146。

12　李明輝，〈             李退溪與奇高峰關於四端七情之辯論〉，《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

  的比較哲學探討》，         頁                      216。

13　 徐正考 、史維國，〈語言的經濟原則在漢語語法歷時發展中的表現〉，《語文研究》

  106(2008.1) :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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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全不 留心「但理」或有的天台淵源，縱注意到，也無意辨正「但

理」一詞可能引生的誤解，未免讓人心底存疑；另一方面，足夠證據顯示

牟先生對於天台「但理」義十分嫻熟。例如：牟先生在《心體與性體》中

〈佛家體用義之衡定〉解《起信論》「真如自在用」義時，已多次引「但

理」顯「自性身」與「法身」不同，更依天台教攝有「唯識宗之真如只是

『但理』，自不能熏，亦不能起」之語；
14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亦沿天

台教相稱華嚴「真常心自己」、「但理」；
15
《佛性與般若》以「天臺圓教

為最後的消化」，
16

指華嚴真心為「空不空但中之理」（即「但理」，詳見下

文）之次數更不勝枚舉。綜合上述，兼牟先生為人所知對天台教理之激

賞，如輕易斷言他在「但理」一詞上未受天台影響，恐非碻論。

若將問題進一步打開：一者，《心體與性體》中〈佛家體用義之衡定〉

較先定稿，
17

而牟先生既在此章徵天台「但理」義在前，何故後續集結的

章節，仍不時以「但理」釋朱子之理？二者，倘牟先生撰寫《心體與性

體》時，猶未審以「但理」重複指稱華嚴真心、唯識宗真如與朱子之理的

差誤，然至《佛性與般若》數論華嚴真心為「空不空但中之理」，甚至《從

陸象山到劉蕺山》明言「只言阿賴耶者，則真如是『但理』，是『凝然

真如』」後，
18

為何牟先生亦未回頭修改《心體與性體》以「但理」判朱子

之理的文字？這不禁讓人大起疑竇，難道牟先生其實是自覺地利用天台批

評的別教「但理」來稱呼朱子之理？然牟先生不顧兩大教系統之差異，直

言朱子之理為「但理」的理由何在？三者，從前述可知，牟先生將華嚴真

心、唯識真如與朱子之理同稱為「但理」，那麼，在牟先生的認知中，朱

1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93。

15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229。

16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3。

17　筆者翻閱牟先生的著作編年，未見〈佛家體用義之衡定〉的撰寫日期。但據王興國

  推測，此文成於 1960 到 1963 年間。參見李明輝，《牟宗三先生著作編年目錄》，收

  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32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1-65；王興國編，

  《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牟宗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

   325。

18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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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理與華嚴真心、唯識真如又有何關係？

總綰以上，本文將爬梳牟先生對佛教學的援用與詮釋，從而處理牟

先生在儒家內對朱子義理型態的抉擇問題。為解種種疑難，下節將先繞道

佛教學，考察天台的「但理」義。

（一）「但理」的顯題

先檢閱佛教學辭典，可知「但理」一詞出自「但中」：

 天台四教中別教説三諦隔歷，於空假之外別立中道一理，稱為但中。此

 但中之理，又作一理、別理、但理。對此，三觀圓融，即空、即假、

 即中，則為不但中。四教之中，但中顯別教中觀，不但中則詮圓教中

 道。19

此條目傳遞兩則訊息：首先，「但理」全名作「但中之理」，「但中之理」

則是天台以之專門指涉別教中道之理的名相。其次，尤重要的是，「但

中」、「不但中」也是天台用來區分屬「別教中觀」亦或「圓教中道」的

界限概念。若然，別教中觀何故被天台限定為「但理」？和圓教中道的歧異

何在？問題詳解，須深入天台開祖智顗（538-597）「藏、通、別、圓」化

法四教的別、圓差別加以探賾。

根據智顗的見解，化法四教不僅要決藏、通教「度人於中洲」， 唯別、

圓教「度人於彼岸」，
20

別、圓之分更牽涉孰為圓滿究竟的階序問題。故智

顗又舉：「融不融」、「即法不即法」、「佛智非佛智」、「次行不次行」、「斷

斷惑不斷斷惑」、「實位不實位」、「果縱果不縱」、「圓詮不圓詮」、「難

問」、「譬喻」十義，彰顯天台圓教之殊勝。
21

雖然，有論者認為，此十義

19　慈怡編，《 佛光大辭典》第 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 2771。

20　隋．智顗 ，《  妙法蓮華經玄義》，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 ，《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2 下，頁 696。

21　同上註，卷  9 上，頁 788。

二、天台的「但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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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屬「斷斷惑不斷斷惑」最為樞機，是智顗「原初的洞見」。
22

不過在「但

理」的議題上，卻要從「即法不即法」開始説起。

智顗論「即法不即法」，指諸大乘經典、教學言説的中道之理是否

「即一切法」。如不相即，意謂著中道之理逈超一切法，因「只是中道

之理（自己）」，故名「但中」、「但理」，歸作別教中觀；若相即，中

道之理含具一切法，則「不只是中道之理（自己）」，所以對稱為「不

但中」、「圓中」，允為圓教中道。而牟先生也敏銳觀察到：「但中之

理，此乃別教之核心觀念。智者判別圓大抵是環繞此核心而言。」
23

然可接續追問的是：不即一切法的「但理」為何會被智顗判為別教？

「中道之理即一切法」之所以為圓義，一方面，除了天台本經《法

華經》所示，佛久遠實成自然實證、匯聚一切法的圓滿無量觀外；
24

另

一方面，也可從智顗受《般若經》傳至中國，諸法同一空性的思想結合大

乘經論，發展出「諸法同體」、「觸事而真」等新詮影響，
25

立圓教「無作

四諦」説：「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即事而中」，
26

也就是中道之

理體性周遍一切法，同時由一切法中見中道，展現出「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的精神獲得解明。智顗正是依此發揮創造性詮釋，説明「但理」偏滯、

狹隘猶是未圓的理由：

 別人謂：不空但理而已；欲顯此理，須緣修方便，故言「一切法趣不

 空」。圓人聞不空理，即知具一切佛法無有缺減，故言「一切趣不空

 也」。27 

 別教四智，三麤一妙。圓教四智，悉皆稱妙。何者？地人云：「中道乃

 
是果頭能顯。初心學者仰信此理，如藕絲懸山。」故説信、行皆非圓意

22　牟宗三 ，《 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598-619。

23　同上註，頁 640。

24　晉．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收入前揭《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卷 5，

  頁 42-44。

25　楊惠南    ，〈  信仰與土地：建立緣起性空的佛教深層生態學〉，收入釋印悅編，《「人

  間佛教與當代對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弘誓文教基金會，2002），頁 J1-35。

26　隋．智顗   ，《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 下，頁 701。

27　同上註，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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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故十信智為麤。十住正修空，傍修假中。十行正修假，傍修中；十

 迴向始正修中。此中但理，不具諸法，是故皆麤。登地智破無明，見中

 道，證則為妙。類如通、藏兩種，俱得道，而三藏門拙。今別教亦爾，

 教門皆權，而證是妙。28
 

智顗認為，別人雖和圓人俱通中道，可是別人了知的中道之理，乃為不落

空、有二邊而立的中道諦，故不具諸法，只是「但理」。也就是沒有具體

內容的隔絕、超越、抽象中道概念。但若要進一步，實證「一切法即空、

即假、即中」的圓融中道，則須「緣修方便」，「依各種因緣條件而修習

（但中之理）」或「攀緣（但中之理）而修（行）」，
29

阿僧祇劫勤苦累積遍

收一一差別，填補「但理」之空疏，才能從掛空、孤調的中道之理，修顯

為集聚紛湊事象的「真空妙有」。而正是在通向圓融的「緣修方便」上，

折映出多項「但理」非圓融義的癥結處：第一，歷時調停。智顗認為，別

人乃預立一中道之理暫仰信之，再經「緣修方便」，歷劫多生參善知識、

修諸波羅蜜行，最終才克證中道之理具足一切法，圓滿無虛歉。相較之

下，不如圓人「聞不空理，即知具一切佛法，無有缺減」速疾頓成，縱果

頭能顯已費轉手，只可視作方便施設之權説。第二，隔離歷別。智顗並不

否認別人能「登地智破無明，見中道」，藉「緣修方便」由空、假入中，

次第斷結「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得「一切智」、「道種智」、

「一切種智」。但一説次第，則意謂空、假、中是三非一，不能三諦同時

明；不能三智一時得；不能三惑頓斷。從證位也可以補充，隨著「緣修方

便」的深化，依見地、修證、行願，會有「十住」、「十行」、「十迴向」

等差別境界，位不相收無法説初住位即圓位。不比圓人徑易超絕、不歷階

梯的不思議觀照，從一切現象頓會究境。第三，暫用還廢。智顗以為，別

教初地以上雖列為別教位次，實因「證道同圓」已被接入圓教位次，是以

28　 隋．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3 上，頁 709。

29　「 緣 修 」有 此 二 義。 參 見 楊 惠 南，〈 智 顗 的 二 諦 思 想 〉，《 臺 大 佛 學 研 究 》

   4(1999.7)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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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頭無人」。
30

意即只有教法而無行證之人，其暫時性、戲論性、無必

然性，昭彰可見。

從上述可知，智顗藉「但理」簡濫別、圓教之初衷，大抵因「但理」

作為隔絕、超越、抽象的中道理性，僅是諸法所趣，不即諸法。且在收攝

萬行充其內容的「緣修方便」上，顯露未臻完滿頓極處。由於仍帶拙鈍的

教道意，並非始終真實之義，所以還要圓教來接引。牟先生指出：「此『空

而不空』之中道只是『但中』之理，須緣修以實之。在此緣修方便上説

一切法趣不空。故此仍為權説之別教，非圓教也。」
31

可謂消化智顗旨

趣後，一語中的之評騭。

以上是「但理」在天台教學史顯題之梗概。智顗示寂後，天台日漸

式微，諸師勉強維持觀道相承，並無太多創發。直到宋代天台復興，「但

理」才又伴隨著山外、山家兩造「圓理（教）隨緣」、「別理（但理）隨緣」

的爭執，成為山家議論解讀的焦點，賦予新的詮釋意義。

（二）宋代天臺對「但理」的批評

  安藤俊雄（1909-1973）對宋代天台復興描述道：

 通觀中國天臺教學史，興味最深，而且形成其黃金時代的，是趙宋時 

 代山家、山外兩派的論諍。這論諍，在本質上，不單是天臺內部思

 想的傾軋，而且是中國佛教雙璧華嚴、天臺兩學派長期歷史葛藤的

 集約，到達了絕頂。32

而山家與山外在「但理隨緣」説上的拮抗，恰是此説最佳註腳。「但理隨

緣」之辯，肇自山家知禮（960-1028）見山外多為華嚴「圓理隨緣」説傾

倒，以華嚴思路講述天台，與天台教學傳統不契，為拒華嚴吞併，故攻駁

30  「別教因中有教行證人，若就果者，但有其教，無行證人。何以故？若破無明，登

   初地時，即是圓家初住位，非復別家初地位也。」隋．智顗，《摩訶止觀》，收入《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46 冊，卷 3，頁 33。

3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40。

32  （日）安藤俊雄著，演培法師譯，《天臺性具思想論》（臺北：天華出版公司，

  1989），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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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理隨緣」之非是，以刊落山外迷惑，並顯「法華超八醍醐」之優越。

平情而論，山外亦非無故猥自枉屈。一者，當時教界普遍瀰漫著講

演《起信論》的熱潮，也讓唐代以來融合《起信論》的華嚴思想特富圓

熟魅力；二者，因天台九祖湛然（711-782）為抗衡蓬勃興發的華嚴教學，

吸納《起信論》、華嚴義理潤色天台教學衍生的雙重教義性格，不僅模糊了

天台與華嚴的宗界，也成為山外附和華嚴、貶抑山家的文證。主因後者影

響，宋代天台山外趨近華嚴，多據湛然「真如不變隨緣」之説替《起信論》、

華嚴「圓理隨緣」權證。所謂「圓理隨緣」，指山外響應華嚴，肯定《起

信論》以「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真如隨緣起現森羅恒不失清淨的架構，

表達清淨自性與雜染無明之間「非一非異」的矛盾統一。相對玄奘（602-
664）、 窺基（632-682）推倡而隆盛的法相唯識妄心系統，有漏、無漏異

質對立，最終引致不壞真如與變滅現象的徹底決裂，較開闊地解釋本來

性與現實性的不二。故由真如隨緣、不隨緣判大乘權、實，宣稱圓教

真如隨緣，別教真如不隨緣。也不妨説是：隨緣為圓教，不隨緣則是

別教。然從山家角度，此説謬在錯解湛然「真如不變隨緣」本義，將

天台之圓與《起信論》「圓理隨緣」混同，導致天台形同大乘終教而

低於華嚴圓教，不如原先強調自宗「究竟一乘」純圓獨妙。因此，知

禮抨擊華嚴、山外實際上是「但理隨緣」，申明以真如隨緣、不隨緣

為準繩區分別、圓並不諦當，反而造成混淆天台別、圓教相的危險。

知禮的論證要點如下：第一、知禮同意別教確有「真如不隨緣」者，

法相唯識真如便是。知禮接受法藏（643-712）的觀點：「唯識宗只以業相

為諸法生起之本，彼之真如無覺無知，凝然不變，不許隨緣。但説八識生

滅，縱轉成四智，亦唯是有為，不得即理。」
33

一來，法相唯識以阿賴耶

識為根本識，遷流無常的有為法皆由阿賴耶識的種子轉變。與因緣造作相

對的無為真如則凝然不動，不能隨緣起現諸法。二來，法相唯識規定阿賴

耶識在生滅事中，有染污性而無清淨性，即便「轉識成智」，亦不過是引

向真如的密意善巧，不得即理。超越清淨真如既和生滅相續、能變一切法

的虛妄心識有罅隙，明證法相唯識「凝然真如」為不即一切法的別教「但

33　宋．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卷 3，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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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二、知禮強調，「真如不隨緣」雖是別教，但並不等於「真如隨緣」

為圓教，須知：「若凝然若隨緣，但據帶方便義者，皆屬別教。」
34

然知

禮所謂別教隨緣真如實指何者？《起信論》「隨緣真如」是也。知禮指陳，

法藏疏解《起信論》「隨緣真如」彷彿有即一切法之圓義，實和湛然「真

如不變隨緣」辭似而旨異，「未談理具諸法，是則一理隨緣變作諸法，則

非無作；若不成無作，何得同今圓耶？」
35

細繹此説，知禮破斥法藏言「隨

緣真如」非法性理體自具三千，而是「一理（但理）隨緣」變造萬法，追

根究底：「差別是無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隨緣時則有差別，不隨緣

時則無差別，故知一性與無明合方有差別，正是合義非體不二。」
36

即《起

信論》真如未隨緣時原是「但理」，隨緣與無明合纔變現一切法。由於真

如與一切法有先後、差異、對待，不比天台「理具」思想圓融，即令真如

終能隨緣攝、生一切法，仍應歸作別教。 因而， 山外擁護華嚴視隨緣為

圓，實不諳本教、濫用他宗之錯謬。

第三、既確定《起信論》為別教「但理隨緣」，知禮進一步指出《起

信論》「不明剎那具德，唯執真心變作」，
37

既不承認染、淨皆具性德，亦

不許無明與法性同體，故要「離染成淨」、「翻迷就悟」，也就是斷翻無明

才能開顯法性（成佛）。依此，知禮反詰山外以《起信論》唯圓與湛然法論

不浹：「妙樂云：『別教無性德九。』是知但理隨緣作九全無明功，既非無

作定能為障，故破此九方能顯理。…… 若執但理隨緣作九為圓義者，何故

妙樂中『真如在迷能生九界』判為別耶？」
38

換言之，《起信論》「以彼佛

果唯一真如，須破九界差別歸佛界一性」，所以真如理顯現時，有「偏觀

清淨真如」、「緣理斷九」之虞，不能即九法界而成佛，故不得為圓義。
39

34　 宋．宗曉編，《四名尊者教行錄》，卷  2，頁 871。

35　 同上註，卷 3，頁 875。

36　 宋． 知 禮，《 十 不 二 門 指 要 鈔 》， 收 入《 大 正 新 脩 大 藏 經 》第 46 冊， 卷 2，

　　  頁 715。

37　 同上註，卷 1，頁 711。

38　 同上註，卷 2，頁 715。

39　 宋．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卷 2，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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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知禮批判收攝《起信論》的華嚴教學，似以「隨緣不變，不

變隨緣」的形式，顯露「染而不染，不染而染」的融即義，然在知禮正法

眼目中仍稱不上圓悟，關鍵在：「良由不窮即字之義故也。應知今家明即

永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即是方名為即。……

不須斷除及翻轉也。」
40

知禮以為，《起信論》、華嚴乃依真心境界立論，

真如理和一切法則是「背面相翻」的關係，猶可「分別説」地劃為兩橛；

且因斷捨染法、脫出九界舉顯真如的超越佛界觀，真如理遂成不即諸法的

隔絕、抽象「但理」。不及天台「非分別説」地從泛存有論式的思考強

調「當體即是」，直觀地顯現真如理與一切法的絕待共屬、圓融不二。

據可度（生卒年不詳）之贊：「法智以前及同時人，皆昧荊溪之意，只

知圓教隨緣。則抑今之圓，同彼終教。唯我法智，深究荊溪之意，酌量其

義，中興教門，特於別教，顯立隨緣之説。」
41

知禮的殊勛在重新發明傳

統，於佛教經典、宗派系譜擴張，新義介入導致天台教判精效度減低的情

形下，將別、圓的標準，從受到《起信論》、華嚴異見與山外派岐出而偏

斜的真如隨緣、不隨緣，校正回智顗的教判原則：中道之理（真如）即法不

即法上，並辨析湛然法義之精微，重申「理具」才是天台「即」字法印所

在，提出真如與一切法相互即具，隨緣事即不變性的「理具隨緣」，再塑

天台圓極法道的純正教風。 然最緊要的是，從知禮的廓清中也可發覺：

自知禮始，天台批評別教「但理」分化出兩對象，其一為唯識凝然真如；

另一則是《起信論》、華嚴的隨緣真如。

敏銳的讀者至此興許會詢問：牟先生是否意識到天台論別教「但理」

囊括兩種類型？茲看牟先生的陳述：

 別教有兩型態。凝然者不隨緣，唯識宗是也。隨緣者唯真心，《起信

 論》與華嚴宗是也。……智者未判及凝然與隨緣，蓋因智者時《起信

 論》未大顯故，又因其所理解之唯識學為真諦之所傳，不甚能分別阿

 賴耶系統與如來藏真心系統之不同。然無論如何，即使是真心隨緣者，

40　同上註，卷 1，頁 707。

41　宋．可度，《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收入《卍續藏經》第 100 冊（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83），卷 3，頁 42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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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亦不視之為圓教。是則為山外諸家所不知。後來荊溪説別教大抵皆

 就隨緣者説。然不隨緣者亦別教也。42

 

答案毋疑是肯定的。且牟先生更接棒知禮，為讓智顗的教判清晰、

有效地容納後起的法相唯識、《起信論》、華嚴，並呈現彼此同中有異

不致淆惑，特意調整別教內的教相序位，借華嚴「始教」、「終教」之名，

訂唯識阿賴耶妄心系統為「始別教」；《起信論》、華嚴如來藏真心系統則

是「終別教」。 43

依前述，得證牟先生確悉天台論別教「但理」具兩種型態，對「但理」

的傳承、發展脈絡亦相當熟稔。那麼，揣想牟先生的朱子「但理」説或取

自天台評別教不即法的「但理」，當不至於離譜。扣回本文的問題意識，

下節將繼續梳理：一者，牟先生為何甘冒不韙以朱子之理為別教「但

理」？二者，牟先生是基於唯識凝然真如，還是《起信論》、華嚴的隨緣真

如，稱朱子之理為「但理」？

繅絲索緒的線頭，藏在牟先生以朱子之理為主詞的形容詞裡，常與

「但理」連袂出現的「抽象」一詞上。不過，要瞭解牟先生稱朱子之理「抽

象」的確切蘊義，則要先從他對儒家道體、性體、本心，也就是「實體」

的理解論起。

牟先生所言實體，有意識地要和西方「實體、存有、或本體皆只是

一説明現象之哲學（形上學）概念，而不能與道德實踐使人成一道德的存

在生關係者」切割開來。
44

他評論泰西賢哲從知識論、本體論、實用論侈

言實體，卻不及儒家以道德實踐進路把握實體的智慧。牟先生認為，儒家

言説的道體、性體、本心以至太極、仁體等家族概念，無非是同一實體在

42　牟宗三 ，《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1109。

43　同上註 。
44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一）》，頁 38。

三、牟宗三以哪種「但理」稱朱子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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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向的表述。而形而上的道體和具於個體的心性之所以同一，天道性

命能夠相貫通，結穴在道德實踐的作用。意即，天道生生得藉不間斷的道

德踐履在心性中體現；心性亦能因自覺地道德行為上提獲得超越的、普遍

的本質意義。依此，牟先生遂將儒家實體印可為「既超越又內在」的「道

德創造實體」。

牟先生進一步指出，透過此實體觀朗現的儒家「道德的形上學」，

具有「道德性之當然滲透至充其極而達至具體清澈精誠惻怛之圓而神之

境」的特色。
45

牟先生之語複雜拗口，其實是借雲門三句，闡述儒家「道

德的形上學」的精義。
46

姑且毋論牟先生的挪用是否恰當，他在此的對話

（或者説超克）對象，顯然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道德底形

上學」。大抵來説，牟先生認為康德雖已有「截斷眾流」的嚴整道德意識，

但還欠缺「涵蓋乾坤」的形上、宇宙論情懷和「隨波逐浪」的道德實踐，

所以只是形式分析地建立道德法則的普遍性與必然性，而不能確定其在實

事上是否如此。換言之，牟先生不滿意康德僅作到「只是理上當該如此，

只是一套空理論」。
47

牟先生對康德「道德底形上學」有相當深入的解析和評斷，無法在此

鉅細靡遺地説明。然藉「具體」、「抽象」這組對牟先生有重要方法論意義

的概念來説，
48

「道德底形上學」的限制可説來自它的「抽象」。 49
對牟先

生而言，活潑潑地道德創造實體「只成一個乾枯的抽象的理性體」、「便

4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16。

46　德山緣密曰：「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眾流，一句隨波逐浪。

  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宋．普濟集，《五

  燈會元》，收入《卍續藏經》第 138 冊，卷 15，頁 561。

4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33。

48　史偉民，〈牟宗三哲學中的具體的普遍〉，《清華學報》49.1(2019.3): 128。

49　關於牟先生及德國現象學倫理學對康德「形式主義」的批判，李明輝進行了一系列

  深刻而詳盡的比較和檢討。參見李明輝，〈「四端七情」問題與德國倫理學之發展〉，

  《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頁 1-6；李明輝，〈康德的「道德情感」

  理論與席勒對康德倫理學的批判〉，《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

  頁 13-48；李明輝，〈德國現象學倫理學對康德倫理學的批判及其理論意涵〉，《四

  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頁 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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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死概念，而永不能是呈現之實事」。
50

相對地，牟先生自信儒家超過

康德處，則在其「具體」：

 對於性體心體之體證，或性體心體本身之呈現，不只是隔絕一切經驗

 而徒為抽象的體證與呈現，而且還需要即在經驗中而為具體的有內容

 的體證與呈現。「具體的」即是真實的：它不只是一抽象的光板、純

 普遍性，而且是有內容充實於其中而為具體的普遍。51

牟先生指出，儒家不以抽象、僵固的形式、概念來認識道德實體，

而是強調以道德實踐證成道德實體。更確切地説，是在動態生活經驗中直

接體證、呈現真實、應然的生存狀態，從而揭顯其普遍性與必然性。牟先

生認為，這種解悟之所以可能，關竅則在儒家肯認人有「智的直覺」，亦

即本心的明覺活動。由於本心會自我判斷，使自己呈現，就在本心「逆覺

體證」的自知自證中，會愈生力道，成為一道德創造實體不斷生發道德行

為，並應用至一切存在而無膈應，達到覺潤一切的普遍意義。
52

而這種既

因應當下，進行彈性而獨特的必然道德舉措，也能展現出易地皆然的道德

普遍性，才是直握驪珠的道德進路。

通過「道德創造」，一方面可知曉，牟先生稱先秦儒家和宋明儒大

宗體會之實體「即存有即活動」的理路。另一方面也可對照理解，由於牟

先生判定朱子無「反身自證，自證其道德的本心之自發自律自定方向自作

主宰」的本心義，
53

屬觀解的形上學。因不能與形上的道體、性體直貫為

一，使之具體呈現，只能將道體、性體視作認知心攝具的對象，從然推證

其所以然，導致道體、性體越發成為靜態、形式的存有概念，以至簡濾成

定然規律，於是稱朱子之理「抽象」、「只存有而不活動」的緣故。

在此須作澄清。首先，牟先生如認為朱子之理是抽象的定然規律，

是否意謂朱子之理類同西方以邏輯分析抒表事物的普遍律則？其實牟先生

50　牟宗三，《智的 覺與中國哲學》，頁 194。

5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70。

52　牟宗三，《智的 覺與中國哲學》，頁 196-200。

5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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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預知或引生如是誤解而指出：朱子之理和形構之理、歸納普遍化之理（類

概念）異質異層，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54

其次，也許有人會質疑，朱子之

理作為抽象概念與佛教空理無異，如劉宗周（1587-1645）就抱持這種批

判立場。
55

但可想見，牟先生概不會同意朱子之理與佛教空理如出一轍。

因他十分清楚，朱子之理縱然抽象，依舊是實在論的。
56

然在大乘佛教，

即便為不墮惡取空見説空理不空，也絕非朱子之理般的恆常性實存，否則

即是執著自性實有的偏見，違反「緣起性空」的通義。問題至此逼顯：為

何牟先生無視朱子之理與佛教空理的本質差異，將朱子之理稱作「但

理」？

當代的佛教學研究，一直不乏嘗試邏輯分析中道之理內容、意義的

成果。但誠如鈴木大拙（1870-1966）的告誡：「必須記著大乘的空義有其

積極面。這個積極面就是真如（tathatā）義。…… 這種理論越出了論證

理解的邏輯，因為它屬於直觀的範疇。」
57

換言之，儘管根據智顗的原初

定義，別教中道之理是遠離空、有二邊顯中的「但理」，而有抽象化、對

象化之嫌，然終究和邏輯定義或物理法則不同。依此和朱子之理比觀，可

初步推測牟先生應當是認為：一者，「但理」不僅與朱子之理皆屬意義價

值之層次（標準雖不一），且同樣是和經驗現象隔絕的抽象普遍原理，帶

寡頭地先驗性、超越性等特質；二者，「只是中道之理」（「但理」）又

巧合地與「只是理」名字接近。故藉「但理」詮釋朱子之理，以資讀

者借鑑。只是，上文也已點出，「但理」在天台發展出兩類型，那麼，牟

先生是以唯識凝然真如，還是《起信論》、 華嚴的隨緣真如稱朱子「但

理」？以下先從荒木見悟（1917-2017）認為和朱子關係密切的後者開始

5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00-101。

55　「宋儒之言曰：『道不離陰陽，亦不倚陰陽』則必立於不離不倚之中，而又超於不

  離不倚之外。所謂離四句，絕百非也。幾何而不墮於佛氏之見乎？」參見明・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第 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頁 407。

5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00-112。

57　Daisetz Teitaro Suzuki, Studies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New Delhi: Munshirm Manoharlal, 
  1998),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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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析。
58

驟眼從天台批判《起信論》、華嚴隨緣真如與一切法仍相對待，和「緣

理斷九」佛界安坐九界之上如如不動的質疑看來，似可同意，抽離一切法

差異在其自己的真如理體顯現的抽象性、靜態性、超越性，確實與朱子論

「若理，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有若合符節

處。 59
然就此定調牟先生乃以《起信論》、華嚴隨緣真如擬配朱子之理，

卻總教人心生不安。一者，隨緣真如在詞面上已暗示真如有活動義，且上

文也稍提及，自華嚴法藏始，已透過「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的方式，將

真如釋為驅生種種法的萬能實體。二者，在《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

格局中，真如亦不僅是空性理體，而可融入真心總攝一切法。正如印順

（1906-2005）所言：「本論是真常唯心系的，所説的心，比唯識學還要

強化。心 — 眾生心，不但含攝了色；而且統有理性與事象，即無為與

有為。」
60

而從生法、有為諸義，如何説《起信論》、華嚴隨緣真如「只

存有而不活動」？

事實上，牟先生也以為：

 佛性真心為體，由此而生起一切法為用。蓋此時真如空性不只是就緣

 起無性而説之空性空理，而且提升一步與真心為一，而心固有力用覺

 用也。如只是空理，所謂「但理」，自不能生起，但與真心為一，則

 似可以言生起。……而且在某契機上似亦可説萬象為虛空（真如清淨

 之真心）中所見之物。61

如來藏真心系統中的真如空理、空性，並非凝止不變停留在其自己的

「但理」，而有與真心合一之向上一機。當空理、空性與真心為一打破其

靜態自在相時，此真如心則有力用、覺用義，能將隨緣起現的生死流轉法

58　朱子 師事開善道謙（1093-1185），其思想形成與華嚴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參見

  （日 ）荒 木 見 悟 著， 廖 肇 亨 譯，〈 大 慧 宗 杲 論 禪 悟 〉，《 中 國 文 哲 研 究 通 訊 》

  15.4(2005.12): 151-176。

5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1，頁 3。

60　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1951），頁 21。

6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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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滅為無量無漏功德，證顯一真空妙有之法身。就在一切法當體即如無非

真實，解消「但理」抽象掛空、沒有活動義的具體呈現中，牟先生雖仍秉

持天台教判言：「此真如理雖是心與如理合一，然猶是天台宗所説之『但

中』之理，而非『不但中』也，以唯真心故，又只是隨緣造諸法為性起非

性具故。」
62

但可知，心與理合的《起信論》、華嚴「但理」不再「只存

有而不活動」。

據上述，牟先生如是藉《起信論》、華嚴能與真心為一的「但理」

説明朱子之理有「抽象」、「只存有而不活動」等特徵，無疑是治絲益棼，

容易讓人產生矛盾、困惑感，未必能達到預期的功效。

若牟先生非以《起信論》、華嚴隨緣真如比附朱子之理，則當是以唯

識凝然真如稱之。如是結論絕非二一刪去法餘下不得不硬套的答案，而是

牟先生恰恰多次指出世親（生卒年不詳）一系之阿賴耶妄心系統和朱子的

理論形態有異曲同調之處：

 世親晚年之唯識學雖整齊詳密而老練，然原始之靈光，理想主義之情

 調，已隨其老練而喪失。老練務實固佳，然老練務實之中常不自覺即

 隱函沈墮而提不起之機。即不説沈墮，而亦只落于經驗（後天）上磨，

 此即是提不起。此在佛家，即是晚年世親通過護法以至玄奘所成之唯

 識宗，在儒家，即是朱子之形態。63

 唯識系統者，是妄心派之如來藏，並非是真心派之「如來藏自性清淨

 心」。這恰如朱子把孟子之「本心即性」分析為心性情三分，因此而

 成為橫列系統。儒家之朱子蓋與佛家之世親為同一心態也。64

 世親頭腦明晰，喜分析，而乏理想主義之情調（到《攝論》時已經如

 此），大體喜作能所之分別，為對列順取之形態，與儒家朱子相

 似。……故真如只成「凝然真如」。65

牟先生雖點到為止，然不妨礙吾人理解他概指：一、世親晚年拋棄

62　牟宗三 ，《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99。

63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一）》，頁 578。

64　牟宗三 ，《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323。

65　同上註 ， 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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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地論》仍言「自性清淨心」的理想主義情懷，轉為徹底地妄心派，

而開出阿賴耶妄心系統。此虛妄識心固不得和朱子實然的氣心一概而論，

然同樣墮在後天經驗中，終極的意義價值，則交託形上超越的真如、理來

擔負。二、由於世親和朱子皆持枝葉相對、停當均平的心態，嚴分真如、

理與心分屬形上、形下，實踐工夫上亦採順取知識的進路，或將超越之理

平置為經驗心、認知心所對，通過認識（格物致知）去連結、攝具；或透

過正聞熏習，起轉阿賴耶妄識去攀企超絕、隔離的清淨真如，兩者都將具

體的德性實踐理性滑轉為抽象的知性理論理性。三、世親與朱子同析心、

理為二的主客對列格局，皆因實體不能直接在經驗中呈現，僅可透過分

析、定義的方式表示實體的客觀義和形式義，從存在之然推證其所以然，

從而使得動態、豐盈、立體的實體淪為懸空、 靜態、 枯板、 抽象的「只

是理」。
66

經上分析，相較朱子原話「但有其理而已」，吾人顯有理由相信，

牟先生乃假唯識凝然真如，稱朱子之理為「只存有而不活動」的抽象「但

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的類比不僅止於格義，更企圖透過「但理」

背後的判教意涵，連結具體 ⁄ 抽象、縱貫 ⁄ 橫攝、逆覺 ⁄ 順取、自律 ⁄ 他律

等概念，在傳統向現代學術轉型之際，進行中國哲學通盤消化、整理、論

衡的工程。最終牟先生裁度：阿賴耶妄心系統為如來藏開出之「一途法

門，非通方法門」，在佛教屬始別教；而與其對應的朱子，乃「無限智心

之遍潤一切」開出之「一途法門，非通方法門」，在儒家則是別子為宗。

兩者都歧出原有規模，皆非立教之本義、正義與大義。
67

「（界外）一途法門」原是智顗對別教阿賴耶妄心系統已能通至界外

開無量四諦，然因不盡不諦，不能引逗末法時代耽著眾生皆能自力斷惑證

真，仍只是方便的評價。
68

牟先生則進一步引申，阿賴耶妄心系統經驗分

解的路數，就染妄面説，種子乃通過後天熏習始可現行，故純為經驗的；

66　從牟先生言：「依世親晚年之思想，只阿黎耶識受熏持種，不言自性清淨心，而真

  如只是理，真如與淨心智心並不同一，故不能言真如心，心真如。」可見「只是理」

  和「但理」互通。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280。

67　牟宗三 ，《圓善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315-316。

68　隋．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 下，頁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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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淨面説，熏習所熏得種性因無必然的超越根據，縱熏得佛種亦屬偶

然， 不能保證眾生皆能成佛。因此，達到無量之境的時程只得無窮後退，

成為徹底的漸教，只是大乘別教之初階，要進到如來藏真心系統進行一切

法超越依據的説明，才是別教的典型。
69

是以，牟先生指出，阿賴耶妄心

系統必主「三乘究竟」（和「五性各別」）。
70

由於「三乘究竟」説否定了

眾生皆有佛性，亦不主張人人皆要步上成佛之道，在漢傳宗教中是較別具

一格的體系。傳説，玄奘離印回國前，都還在憂慮將不被中土接受，甚至

考慮「願於所將論之內，略去無佛性之語」。
71

這許是法相唯識二傳後迅

速沒落的要因。

承上，牟先生如主張朱子和阿賴耶妄心系統類似，是「一途法門，

非通方法門」，等若指控朱子一樣是妄圖磨磚成鏡的徹底漸教，無成聖的

必然保證。事實上，牟先生的確如此認為。且看他對朱子的解釋：

 所謂凡聖關或夢覺關乃至善惡關或人鬼關，亦是泛認知主義的格物論

 下之説法。此固可以優入聖域，但卻是走的「後天而奉天時」之路，

 尚不是「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通而一之的圓教，而格物與

 誠意之間亦有不能彌縫之罅隙，而誠意終成軟點，只能作教訓性的説，

 或作用性的説，而不能自實體上做實體性的説或挺立的説。72

牟先生雖勉強同意朱子「後天而奉天時」的格物工夫可優入聖域，

但仍慊其不見本心，「一間未達，永在隔閡中，此機亦很難撥轉也」。
73

換言之，成聖在朱子只是理上該當如此，沒有化落實事的必然性。故追溯

其「可」之實義，與其説是普遍定然的「可以」，毋寧説是偶然不定的「可

能」，和阿賴耶妄心系統具有相同缺陷。更非同小可的是，牟先生認為阿

賴耶妄心系統的多聞熏習並無內在的實踐動力，須倚賴外在機緣而成，嚴

6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39。

70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30。

71　（日）最澄，《法華秀句》，收入天台宗宗典刊行會編，《伝教大師全集》第2冊（東京：

  天台宗宗典刊行會，1912），頁 50。

7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399。

7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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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説來連「三乘究竟」亦不可得而必。
74

此批評橫植到朱子，即吾人熟悉

的，牟先生對於朱子「唯智主義」的格物工夫乃「他律道德」，沒有本質

性的成德作用，不能與成聖相應的判分。
75

然朱子雖忌諱「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之類的説辭，
76

但他無疑是在

防範跳躑過了頭，翻滾到禪門裡去了。未嘗因此宣揚「五性各別」、「三

乘究竟」，將人之差異分成三六九等，否定人人皆可成聖的普遍性，反而

聲稱：「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

任？」 77
更清楚指明成聖唯是一途：「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

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
78

未 悖離復性、至聖的根本矩鑊。

職是，不能成聖的批評無疑是朱子不能承受，也絕不會接受之重。當然，

朱子也不會自我否定他艱苦奉守的學問是「他律」的「義外」之學。面對

牟先生論斷與朱子立場的牴牾，則迫使吾人返回牟先生的理論起點，重新

審視朱子是否確如牟先生所判，其「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動」的「但

理」？

（一）工夫論的檢討

朱子之理是否動靜，不單是受到牟先生「但理」説的影響，在當代

學術視野下的反省。理的動靜問題早在朱子學成立之初，就已是朱門論説

的熱點。這樣的反覆討議，固然是嚴謹學風的表現，朱子不直接表明理是

動是靜的保守 法也在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一方面，朱子委實留下理

不活動的話語：「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
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

74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30。

7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103-113。

76　宋．朱熹，〈記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0，頁 3397。

7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8，頁 133。

78　同上註，第 7 冊，卷 113，頁 2747。

四、朱子之理不只是「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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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生物也。」
79

但另一方面，原典中亦不乏「是理動靜」、 80
「天理流行」

等，
81

理有活動義的紀錄。而理的動靜問題到朱子晚年，形成掛搭、人騎

馬等較為一致的説辭：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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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這些文獻似指明，真正有動靜的是氣，載負於其上的理自身不動。理之所

以有動相，則是因「理乘氣動」。由於此説不僅為理的靜態説提供合法性

的證據，也為理的動相提供了解釋，故被擁躉認定是朱子的晚年定論。

依物託意的譬喻有時帶來醍醐灌頂的加分作用，有時卻益增困擾。

明初的曹端（1376-1434）就對人跨馬喻發難：

 及觀《語錄》，卻謂太極不會自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

 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

 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

 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 84

曹端的困惑在於，朱子的譬喻沒有達到以易説難的作用，反與生活

經驗衝突。假使人無駕馴、宰制之功，任馬行止，則與死人無異。同樣地

邏輯，理如果只乘氣而動，也不過是死理罷了。 既是死人、死理，又何

足尚、貴哉？朱子之理的動靜問題，在曹端的質疑下，如薛西弗斯的巨石，

又滾回原點。
85

事實上，此問題不僅跨越時間，也跨地域被討論。韓國儒

7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1，頁 3。

80　同上註，第 6 冊，卷 94，頁 2375。

8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165。

8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6 冊，卷 94，頁 2376。

83　同上註。

84　明．曹端，《曹端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3-24。

85　陳昭瑛認 為，其實是曹端誤解了朱子遂橫生枝節，在朱子的譬喻中人、馬當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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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上李退溪（1507-1570）的「理發」、「理到」説與李栗谷（1536-1584）

的「氣發理乘一途」説，即是各據朱子之理動、靜兩個面向的進一步詮釋，

先按下不談。
86

牟先生對朱子「但理」的詮釋，無疑是靜態面向的徹底化。在牟先生

筆下，朱子之理遂成為了死理、死物。而牟先生認為造成上述動靜分歧的

要因，乃朱子一時不察順前人舊説而有之語病。因此，牟先生或將朱子

某些語句剔除；或添字解釋朱子的語句， 以保持朱子之理靜態性格的一

致。牟先生的作法，對符合框架者，其言擲地有聲，影響力毋庸贅述。但

誠如楊儒賓的遲疑：「牟宗三先生那般一刀兩斷的切法或許也切得太俐落

了，期間當還有些游移的空間，至少還有些補充的餘地」。
87

從牟先生論

斷一出，學界就有一股讓朱子之理動起來的伏流。這些研究各有理據，然

大抵他們不滿，牟先生對不能合度者，不能諦審其何所自。朱子之「理」

有活動義的文獻，似不像牟先生所言，都是些儱侗之詭辭。最深層的焦慮

則無外乎：朱子之理不能是死理、死物。

面對牟先生的理論大廈，與其正面攻堅，不如讓它從內部自然傾塌

省力。不少學者都發現，牟先生理論的拱心石在「本心」上，因本心具

活動義，決定了理具活動義。
88

換言之，一旦證成朱子之心是本心，等

同朱子之理實有活動義而非「但理」。此條進路可舉金春峰為代表。他從朱

  活義，「與其説由此可得出人是死人，理是死理的結論，還不如説朱子此喻太不重視

  氣，使氣淪 工具，純由理決定其行進方向與節奏速度」。參見陳昭瑛，〈朱子與退

  溪理氣論中的形象思維〉，收入鍾彩鈞編，《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傳統的詮釋》（臺

  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02。

86　林月惠，《異曲同調 — 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0），頁 109-147、301-324。

87　楊儒賓，〈格物與豁然貫通 — 朱子〈格物補傳〉的詮釋問題〉，收入鍾彩鈞編，《朱

  子學的開展 — 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 243。

88　參 見 吳 略 余，〈 論 朱 子 哲 學 的 理 之 活 動 義 與 心 之 道 德 義 〉，《 漢 學 研 究 》

  29.1(2011.3) : 85-118；陳佳銘，〈朱子格物思想中「心與理」的屬性與關係新探〉，《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2013.3) : 14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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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89
「仁者，人之本心也」諸語，

90

稱：「朱熹提出本心、仁義之本或本體之心，跟陸象山一樣」、「朱熹思想

實質上是心學觀點，與陸沒有本質區別」。
91

只不過如此翻案，未必會比

牟先生產生的爭議要小。吾人幾可下意識反思，朱子如主心學，其心如為

本心，為何會與陸九淵（1139-1192）在鵝湖之會不歡而散？更從來不肯

大方説出「心即理」？何況，朱子力詆發明本心的意見俯拾皆是，他對本

心的警惕心之強可謂有目共睹，而與前述對理之動靜的模稜態度不類。

朱子之心既不同於陸、王所説的本心，則朱子之心與理果如牟先生

所判，無法合一嗎？理也因此只是「但理」不具活動義嗎？恐怕不然。不

宜忘記，前節已指出，牟先生認為朱子與阿賴耶妄心系統實屬同一型態。

因此，牟先生依阿賴耶妄心系統，虛妄心識不得即理、超越真如理凝然不

動的思維，主張朱子之心乃後天的、經驗的氣心，與超越的理相對為二而

未有湊泊脗合處。更精準地説，形下的氣心只可逼近形上之理，但終有無

法彌縫之一點。而心與理既未能合一，遑論理有活動義。此外，由於朱子

之理只是「但理」，僅有認知攝具義而無本具義，然以知識決定道德的格

物工夫注定落空。是以牟先生譴責：「若如朱子所言，吾人只可通過空

頭的下學上達以企及之，不可『先有見』以為下學上達端正其方向，夫如

此隔絕，道將『黑淬淬地』永置于彼岸，而永不可企及也，此豈孔、孟之

教之本質乎？」
92

有趣的是，牟先生特意調動了朱子批判禪學的話語回頭批判朱子。

不過還原朱子原意：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

 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

 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

89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12，頁 199。

90　同上註，第 3 冊，卷 34，頁 866。

91　金春峰 ，《朱熹哲學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273、299。

92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三）》，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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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93

朱子認為，黑淬淬地黑底虛靜是禪門的悟境。吾儒的境界則非如此，

是有思量分別、識得事物的白底虛靜。「八窗玲瓏，無不融通」容易讓人

想到《莊子》〈人間世〉的「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在悟道者的冥契經

驗中，這類白、光的外向型意象，通常也被進一步詮釋為剛健活動、創生

不已、芸芸萬象雜多為一的宇宙大流狀態，而與黑、暗的內向型意象代表

的寂靜凝止、渾然未分的狀態大異其趣。
94

對熟悉冥契主義的人而言，朱

子所謂的「白底虛靜」，很難説不是指「心與理為一」、「豁然貫通」的

化境。而從這類外向型冥契者普遍宣稱經驗到「宇宙不是死物堆聚一堆，

而是萬物生機活現」的現量報導，
95

則可發現，未必如牟先生所堅持「先

有見」、先立本心， 實際上也可體證到世界的實相，感受到理的具體活

潑、創造保有。因此，牟先生對朱子的負面評價，明顯地與朱子的自我定

位和體證心得相衝突。

但誠如博蘭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説難以明文化的、私

人性的「默會致知」，
96

體證的玄秘滋味，終究是冷暖自知的。如果性天

相通的主體經驗摹寫無法轉換成具體的工夫論，則可能耽溺於把玩光景，

反向鬼窟裡作活計。絕大多數理學家都會自覺地避開獨斷論的陷阱，以排

斥「悟」字著稱的朱子自然不會是例外，針對「心與理合一」、「豁然貫

通」的境界在理論上如何可能？如何實踐臻至？朱子不可能沒有論述。先

看一則朱子師弟的問答：

 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

 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

 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

9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20，頁 2909。

94　（美）史泰司（Walter Terence Stace）著，楊儒賓譯，《冥契主義與哲學》（臺北：

  正中書局，1998），頁 210。

95　同上註，頁 89。

96　（英）博蘭尼（Michael Polanyi）著，彭淮棟譯，《意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4），頁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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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淳曰：「件件都

 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

 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間自然

 撞著成一箇物事。」97

陳淳（1159-1223）擔憂，若不先討見天理，怎麼保持心中的道德方

向感？又今日格窮一理，明日格窮一理，眾理如何湊合？陳淳向有「高

弟」之譽，連他都不免生疑起惑，無怪乎外學常給予朱門「支離」、「少

頭腦」之譏。而朱子「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自然撞著成一箇」的回

答，與其説是理論説明，更像是信心喊話。因為在朱子看來，「內外未嘗

不合」、 98
「不須去著實通，本來貫通」，

99
問題是不證自明的， 子就

是一個絕佳的典範。誠如楊儒賓的分析：「朱子雖然嚴分形上形下，他的

分析心靈的性格特別顯著，但很弔詭的，他説的理從來沒有『經驗』與『超

越』的分別，也沒有『應然』與『實然』的斷層。任何格物窮理的活動固

然可以視為認識心靈的活動，但它也是通向形上境界的必經路途。」
100

心與理「本來的合一」是朱子的理論前提，應該説，是整個復性傳統

的大前提。但必須留意，朱子還有一個前提，即「現實的不完美」，也就

是心與理會隔閡、衝突。且兩較之下，朱子毋寧更重視現實中天理、人心

的間距。然與同樣注重經驗條件，被牟先生認為和朱子同一型態的阿賴耶

妄心系統不一樣的是，阿賴耶妄心系統因有種姓故，成佛並非人人可及。

換言之，理與心之間，對不具成佛種姓的人而言，是無法踰越的天塹。可

是在朱子，轉化成聖的機會無疑是人人平等的，唯一的條件是，這段鴻溝

僅允許透過「格物窮理」的積累工夫逐步邁過。朱子的理由為，沒有經過

即物窮其分殊理相的曲折，只會體證到禪一般的闃黑空理，不能與人世產

生深層意義的連結。這也是朱子深恐後學直把他鄉作故鄉，極言象山「恁

9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17，頁 2825-2826。

9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15，頁 296。

99　  同上註，卷 5，頁 85。

100  楊儒賓 ，〈格物與豁然貫通 — 朱子〈格物補傳〉的詮釋問題〉，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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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摸索悟處」，因而是「異端」、「曲學」的緣故。
101

只不過，格物確實有

著準認識論的性格，王陽明（1427-1529）格竹七日成疾，最終導致他從

朱學出走再創理學高峰的故事，雖説是刻意營造的美麗誤解，但也反映格

物可能滯留在初階的認識論意義，與自家身心性命不切的缺陷。

朱子不是沒有意識到格物窮理的流弊，他也坦承「卻無一箇端緒，

只似尋物去格」、「鑿空尋事物去格」，
102

心與理就永無合一之機，豁然貫

通也成為了空中樓閣。因此，朱子又提出「主敬」以矯治，使格物不致如

「游騎而無所歸」，並攜來往上翻轉的力道。敬，簡單説就是收斂身心。在

朱子，格物窮理與敬的涵養「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103

兩下用工不可偏

廢。但嚴格來説，敬其實更具優先性：「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愨純一靜

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104

換言之，敬會讓心靈明覺、反覺，發見心之善

端，讓理得以凝聚、操存於心，格物才有正確方向、才得以完成，並

昇華、轉化推動身心突破，終至豁然貫通。此過程即朱子所言：

 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

 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

 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

 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105

常人在牽於外物的放逸下，心與理普遍呈顯為「二」的主客對立結

構。此時，人心自然不是本心如如的呈現而是雜染失靈的氣心，如欲回到

「一」的理想狀態，只能先透過格物窮理的認知作用去攝取理，而此理就

會暫時成為外在、形式的理道，展現抽象、靜態的樣貌。牟先生顯然是在

此「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的階段，
106

批評朱子「但理」、「只存有

而不活動」、「隔絕」、「他律道德」。可是，格物窮理雖是攝取、認識外在

10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2 冊，卷 27，頁 684。

102    同上註，卷 18，頁 402-403。

10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9，頁 150。

104    同上註，卷 14，頁 251。

105    宋．朱熹，〈大學或問〉，《四書或問》，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528。

106    宋．朱熹，〈答江德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44，頁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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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卻因敬的夾持，並不會走作、散亂成義外之學，而是能向內體證，

讓心中之理顯發。就在主敬和格物窮理交互喚醒、強化的運動中，心、理

會逐漸泯除主客之別和認知、攝具之相，最終消融為一，並產生異質的跳

躍：「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

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

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
107

達到心、性、天豁然貫通的境地。此刻，

朱子之理已非作為認知對象的僵固抽象法則，而是具體呈現能應事、宰物

的「實理」；朱子之心也已然帶有「準本心」的究竟義：「心之全體湛然

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遍，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

不在焉。」
108

在純善的心中朗現天理的生生、流行。

綜上所言，可知朱子雖不合乎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學」的規定，也

就是不屬於「心即理」、「本心」的系統，但在工夫的極致、境界上，確

實可體證到理的活動義。
109

這也是唐君毅（1909-1978）言：「朱子亦苦參

而後得識此一義之心體。能見此心體，即可更通至陸象山所言之本心，

而見朱陸言心之亦有通途。」
110

反駁牟先生過於放大朱、陸之異的深意所在。

只是，牟、唐兩先生為何會有如此懸殊的詮釋差異？鄭宗義的分析頗中

肯要：因為牟先生採取的是「本體分析」的進路，目的在同中辨異、決定

是非，故堅持義理上以孟子心學為正宗，本體上肯定心、性、天是一，工

夫則主逆覺體證。其優勢在眉目清晰、綱維分明，惜對理論主軸以外者，

有較不能體貼之缺點。唐先生雖同樣視孟子為正宗，肯定心、性、天是一，

但他「德性工夫」的進路，卻聚焦在儒者如何殊途同歸，體認創生不已的

天道、成就道德本心本性。這樣的融會態度雖有化銳角為頓角之嫌，然勝

在能意會各儒者之進路並無高下、對錯之分。
111

因此，唐先生雖承認朱子

107 宋．朱熹，〈答張敬夫問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2，頁 1397-1398。

10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5，頁 94。

109 此觀點及以上分析，受陳佳銘論文的啟發。參見陳佳銘，〈朱子格物思想中「心與

  理」的屬性與關係新探〉，頁 149-182。

11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原教篇》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頁 200。

111 鄭宗義，〈本體分析與德性工夫 — 論宋明理學研究的兩條進路〉，收入林維杰編，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 、方法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2016），頁 7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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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同於孟子的本心系統，但也能正視朱子的體驗、掙扎與奮鬥，是「欲

去此使心理不一之間隔，以使心與理一，兼為由反『反面』以成正面之間

接工夫者」，
112

不像牟先生因朱子偏離他預設的理學正宗，便直視為顢頇

不諦之語。

總的來説，本文認為，從「德行工夫」的進路，較能同情的理解朱

子最終也要、也才能體證心與理為一的活動義。這也是朱子和「本心」、

「心即理」系統的差異關節所在。而牟先生雖慧眼識得朱子有所轉向，但

斷然稱朱子「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動」是否精當不可移易，明顯還有

討論的空間。此外，需要澄清，朱子和阿賴耶妄心系統的成聖、成佛觀預

設亦甚是不同。後者因種姓思想的制約，不能承認眾生成佛的普遍性；朱

子卻不然，人人都可學而至聖的主張和工夫步驟是相當醒豁的。牟先生混

兩者為「不得即理」的型態，稱均無超越的必然性，對朱子顯有誤解。

（二）本體宇宙論的檢討

牟先生「本體分析」的進路，一方面，有著較為無視朱子從工夫轉

化和境界仍可體證到理之活動義的缺失；另一方面，從「本心」決定理有

活動義的詮釋，是否適用於朱子也有待斟酌。

通過前節可知，牟先生從「本心」決定理是否具有活動義的觀點，

在佛教學內或可自圓其説。因為，阿賴耶妄心系統與如來藏真心系統的主

要分歧，的確在是否肯認本心。由於前者不具本心義，真如理與有為法有

截然區別，所以凝寂湛然，不能隨緣起動。而後者不但具有本心義，此心

還統括了無為真如和有為法。當真如理與本心合一時，就會打破在其自

己的靜態相而有活動義。牟先生這方面的見解，不能排除是受到熊十力

（1885-1968）影響，以如來藏真心系統的「本心」義，來修正、完善虛

妄唯識「體用隔絕」、「二重本體」的困難。
113

形成他對儒家本體宇宙論的

特殊規定：「道體的生生流行不已或創生、創造動力，都必須由道德本心

11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原教篇》上冊，頁 203。

113 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收入蕭萐父主編，《熊十力全集》第 2 冊（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2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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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去默而視之，並無他途，否則就是空頭的宇宙論、形上學。」
114

但實際從本體論、宇宙論的角度切入檢證，將會發現，牟先生將朱子

與阿賴耶妄心系統視作同一類型，且認為要先有本心，理才有活動性的説

法，並非沒有商榷的餘地。在阿賴耶妄心系統，萬物乃由虛妄心變現，真

如理則是與經驗現象相對，平等無相的所緣境，並不參與有為法的運作，

故可只是無功用的「但理」、不具創生、活動義，也不會影響紅塵事物的

生成變化。然而，此二重本體的架構卻不適用於朱子。在朱子，一方面「理

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
115

固須從形下陰陽之然逆推其所以然形上之理。

但另一方面，理也是太極，是「造化之樞紐，品匯之根柢」，
116

亦即萬物

存在的終極根據。因此，當朱子將本體論、宇宙論同時帶入他的理、氣世

界觀時，無論是否具有本心義 ，「理生氣」， 也就是理作為本體、生因、動

力因怎麼下貫產生、帶動氣的問題，就會自然地浮現。
117

朱子之理如何產生、帶動氣？最可直覺猜想的答案，即是將萬物的

發展、變化訴諸一積極主動的第一原因的作用。也就是説，理、太極的活

動，直接生成萬物、推動萬物變化。例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即描述：

 「理」或「太極」即是至善的「太一」，毫無任何雜物的純善，既純又

 善的本體，造成天地的本原，至高的真理。「理」本身即是力而不限於

 本身；又為了與眾溝通而造了萬物，它是純、德與愛之源。它的原理即

114　陳佳銘，〈從朱子對《太極圖説》及《通書》的詮釋論其「理」的活動〉，《中正

　　   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2011.12): 23。

11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6 冊， 94，頁 2374。

116　宋．朱熹 ，《太極圖説解》，收入《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72。

117　楊儒賓，〈悟與理學的動靜難題〉，《國文學報》52(2012.12): 7。可補充的是，從

　　   朱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互 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 為 二』者，

　　   皆謂此也。兩儀生四象。……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

　　   此也。四象生八卦。……邵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引而伸之，

　　   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也可見其從易學

　　   的「加一倍法」説明太極具有衍生、流行於萬物之動態歷程的面向。參見宋．朱熹，

   《易學啟蒙》，收入《朱子全書》第 1 冊，頁 21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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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造萬物，而眾善都出乎它的要素與本性。這本原是了解理性內外的

 一切方法與律法，並連續不斷地有所為或生產，而又在適當時消掉一

 切。118 

萊布尼茲對中國抱有相當的熱情，因而「站在『和會中西教理』的

態度上，盡量拉近儒學的理、太極與基督宗教的上帝、天主之性格而提出

自然神學式的『以理為神』（上帝的另一種顯現）」，
119

將理、太極比作具

有力動能量的造物主、生發者。可是，萊布尼茲這種「母生子」的生物思

維，不僅與宋明儒大宗的形上學、宇宙論不合，
120

離朱子也有大段距離。

不可否認，朱子有些「理生氣」的語句：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説一「生」字，便是見其自太極來。121

 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122

然正如陳來指出，朱子這些集中在守漳時期的敘述，乃晚年定論—
「理邏輯在（氣）先」説完成前的過渡説法。

123
假使誤會朱子主張經驗的、

現象的、母生子式的「理生氣」，將因理、氣有發生學上的先後次序，導

致形上之理墮為與形下之氣同質，違悖了朱子「所謂理與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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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

等，
124

理、氣不雜，分屬形上、形下；不離，無先後、無離合的一貫定説。

118  （德）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收入秦家

     懿編 ，《德國哲學家論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頁 76。

119   林維杰，〈朱熹理氣論與萊布尼茲的自然神學〉，《中正漢學研究》27(2016.6): 224。

120 「『太極動而生陽』，或『靜而生陰』，亦不可表面地徒順其字面之次序而空頭地

    視為外在之 線的宇宙演化而解之。……其實義毋寧是本體論的妙用義，而不是 線

    的宇宙論的演生義。」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頁 362。

121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第 6 冊，卷  94，頁  2368。

122   同上註，第 1 冊，卷 4，頁  71。

123   陳來 ，《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頁  19-29。

124　宋．朱熹，〈答楊子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45，頁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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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朱子理和氣不同質、不同層，及「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

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的觀點，
125

對於

理如何產生氣、帶動氣的問題，沒辦法以直接推導的方式給出令人滿意的

答案。但無論如何，朱子認為有理便有氣的具體存在，便有形下的動靜，

只是為了讓理、太極超越的、形上的地位不致滑落，理、太極本身不能挾

帶氣，也就是不能和形下動靜雜揉的根本立場是十分清楚的：「蓋謂太極

含動靜則可，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

可分。」
126

而牟先生遂順此進行了朱子之理不動，動靜者（氣）依動靜之

理而動靜的詮解：

 依朱子之體會只能説有動靜之理，而理自身無所謂動靜。就太極説，

 太極有動之理、有靜之理，而太極自身無所謂動靜。動靜是氣、是事，

 所以動靜者方是理。依此，嚴格説，所謂理之動或靜並不是理自身能

 動或靜，乃是動者靜者依動之理而動，依靜之理而靜。依動之理而動，

 可謂為是繫屬于動之理下的動，而不是理自身之動。127

 
不過，如前文所言，若吾人還願意肯定朱子之理是氣化萬物的最終

依據，而非阿賴耶妄心系統般的兩重本體，出世間法不干涉世間法，一旦

認定朱子之理凝寂不動，則無論後續怎麼複雜、曲折的證成不動之理如

何產生氣、帶動氣的問題，「動靜變化的終極原因本身怎能夠是靜態的、

不動的，同時又在其內部蘊含引起變動的原理」的詰難，定會反覆地出

現。比方，萊布尼茲就評論：「若是理產生了氣，又怎能説它本身無所為

呢？而氣既然只是理的工具，不是應該説它的德能或主要動力因是在理之

內？」
128  勞思光（1927-2012）也指出：「『太極』或『理』本身可説無『動

靜』。然不能無『發用』或『運行』，否則由『太極』至陰陽五行之過程

12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1 冊，卷 1，頁 3。

126　宋．朱熹，〈答楊子 〉，頁 2072。

12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頁 458。

128   （德）萊布尼茲，〈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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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可説。」
129

這些質疑背後，多少帶有朱子之理如果純為靜態的、形式

的，則無法面對氣化世界萬物的批判。

走筆至此，好像拐進了朱子之理説是動靜皆不中的死胡同。陳來以

為，這是由於朱子企圖將周敦頤的學説盡量納入自己形上、形下截然二分

的理論，卻無法整合兩體系的矛盾，才產生種種費解、渾淪的説法。
130

陳

先生的主張有其道理，但這不代表朱子之理依違於動、靜之間的弔詭，成

為一樁懸而不能決的公案。李明輝曾表示，進行哲學文本詮釋時，面對相

互抵觸的説法，不宜輕率斷定這是思想本身的矛盾。因為：「在哲學文本

的詮釋中有一項不待明言的原則，即是：我們應盡可能從統一的觀點來詮

釋文本。」
131

牟先生增字解經、剔去病句，往靜態面向統一解釋的方法當

然是一種選擇，也是當前最有影響力的觀點。但這無礙吾人追尋另一種包

容更多細節、異音的統一選擇。在提出具體方案前，不妨先看兩條紀錄：

  依神聖之基為統一之靜止，自體不動。但從此種寂然不動中，萬物因  

  之而動，獲得生命。132  

  般若（冥契直覺）連綿的本性不是滯留在空的狀態，不是滯留在絕對

  的不動中。它要求自己無限的分生自己，而同時又仍舊要保持其自身

  不變。般若永遠要保持它的自我同一，然而又仍舊投身於無限的分

  化。這乃是何以有言：空是無限可能性的貯藏所，而不是一種純粹的

  空態。……空不可從靜態去著想，而得從動態；或者，更恰當些，同

  時是靜態與動態。133

文獻的案主分別是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 1260-1328）和鈴木大拙，

這一西一東的學者分享共同的身分 — 都是鼎鼎大名的悟道者。從他們

的證詞可發現，動靜悖論在冥契經驗中是司空見慣之事。冥契者大致都承

12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1993），頁 281。

130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 37-38。

131　 李明輝，〈劉蕺山對朱子理氣論的批判〉，頁 130。

132    （美）史泰司著，楊儒賓譯 ，《冥契主義與哲學》，頁 227。

133　同上註，頁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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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在分而未分的心性底層狀態中，主動性（動）與被動性（靜）同時成

立。而冥契經驗無疑是非日常的、超語言的、邏輯無效的。因此，當常人

試圖透過日常語言、邏輯予以描述、規範時，則不免有失準、走向沉默的

無力感。
134

但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意謂著冥契論的動靜沒有動靜，毋寧説

是超動靜的動靜。被譽為理學開山的周敦頤：「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

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135

顯

然是同一脈絡下的説法。

從這個角度切入，與其片斷、孤立地指謫朱子一方面説理、太極不動，

另一方面又説理、太極活動，而以之為整合不成的錯亂，不如説朱子在動、

靜間的游移、矛盾是因為他認為理、太極有超出器物動靜的神妙動靜，

然此類動靜已然越出經驗的範疇，造成他在言語、邏輯任務上的失敗。

請看下列朱子的文本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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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綜無窮是也。136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

 晝固是屬動，然動卻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

 蓋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

 矣。」137
 

引文中，朱子有兩種層次的動靜觀，明矣。第一層乃形下之物的動靜，由

於動、靜截然分明，所以説「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第二層則是形上之

134  （美）史泰司著，楊儒賓譯 ，《冥契主義與哲學》，頁 342-422。

135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27。

13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6 冊，卷  94，頁 2403。

137　同上註，頁 2375。



林宣佑∕牟宗三朱子「但理」説之檢討 279

理的動靜，動與靜同時並存，故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總起來看，

朱子之理、太極因不雜形下之氣，是以沒有經驗層的動靜，但這並不表示

沒有動靜。實際上，朱子之理、太極的動靜是「方其動時，未嘗不靜」、

「方其靜時，未嘗不動」、「超然於形器之表」的超越、形上神妙動靜。

或許有人會反駁，朱子此處言理、太極有神妙動靜，是跟隨周敦頤

文脈打轉而有的引附作解，朱子事實上認為理、太極是沒有動靜的。然請

看以下朱子師弟間的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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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 138

 
針對學生的發問，朱子不僅明確地指出是理動靜，且朱子也十分清楚他所

説的理的動靜和形下之氣的動靜有所區隔，是無有模樣、無迹的形上動

靜。所以，他反對張栻（1133-1180）將理、太極描述為「至靜」，因為

張栻的説法，可能導致誤解理、太極是「靜而無動」的，如此一來，理、

太極將淪陷形下之物的動靜，失去形上、超越的地位。如果論者猶以為此

只是孤例，不妨再讀一則文獻：

 《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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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朱子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

 動靜乎？ 139

問者以為，形上的理、太極因無形無狀，理應沒有動靜，故批評張栻「太

極不能無動靜」的説法有誤，想要徵求朱子的認可。殊不知，朱子卻直接

表明理、太極有動靜。當然，此處朱子言理、太極有動靜非指形下、有形

13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 6 冊，卷 94，頁 2375。

139　宋．朱熹，〈答鄭子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6，頁 2686-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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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動靜，而是形上的動靜。且要注意的是，朱子的回應更證明了朱子

認為理、太極是必須有動靜的。因為形上的理、太極有動靜，形下之氣才

能有動靜，否則形下之氣的動靜就沒有本體的動力依據。

既釐清了朱子之理實有（形上）動靜，或許有人會鍥而不捨地追問，

為什麼在大部分文獻，朱子都表露出理是靜態的義理性格？後儒也幾乎接

受，某些人的態度甚至比朱子還朱子？此點，楊儒賓的見解十分值得參

考：「朱子對於理之動靜的主張和個人的體證有關，但他的體證又受到他

個人對超越性追求的關懷之影響，因而偏向理的非活動性，這是種工夫論

導向的詮釋學循環。」
140

眾所共知，朱子具有十分顯著的漸教性格，尤重

視循序漸進、下學上達的工夫，稍有躐等嫌疑，都會挑動他的敏感神經。

這點從他與呂祖謙（1137-1181）合編《近思錄》時，一而再，再而三地

移書呂祖謙，商量是否要將「難看」、「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

城之下」的〈道體〉卷放在卷首的掙扎中表露無遺。
141

而這樣的心境，則

影響到他在日常語言、邏輯無法妥善地表達形上之理的超越動靜時，也是

處在尚未剝落私意，體證到理的生生、流行面時，選擇先用靜態面來指稱

形上之理，以突顯其超越性和規範性，並作為初學者的工夫入處。但據上

文討論，這絕不代表朱子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動」。

最後，可以結言：牟先生以唯識「但理」比擬朱子之理，及部分學

者對於靜態的、形式的朱子之理無法面對氣化世界萬物的批判，是難以成

立的。

本文始於追索牟先生使用的「但理」一詞的來源，及牟先生使用「但

理」一詞的涵義。最終確定，牟先生是以天台教判中的別教唯識凝然真如

來指稱朱子之理。由於牟先生邏輯清晰、文獻解讀細密，再加上出眾的體

系整合能力，對於朱子理論型態的闡釋，無疑有極大的説服力。只不過以

140　楊儒賓 ，〈悟與理學的動靜難題〉，頁 24。

141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05，頁 2629。

五、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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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這樣對佛老特別警戒、拉出封鎖線的儒門衛道者，當牟先生將佛教名

相移植入朱子的理論間架，適用性的質疑就會順理成章地冒出。假如牟先

生的目的僅在於格義，倒是可讓人欣然接受。因為維持純種的心態，等於

扼殺詞語、概念的活力，也是不可能達成的。可是，當吾人進一步瞭解牟

先生運用「但理」一詞稱呼朱子之理、太極的背後，其實隱含著濃厚的判

教意識，帶有強烈的負面價值判斷，恐怕就會讓人心生遲疑了。很難相信

朱子對世界實相的體證和詮釋，會是他最反感的，沒有動力、內容的虛、

空、無，也很難想像以朱夫子之自信，會接受不得即理、不能成聖等批評。        
在前述疑惑的驅動下，本文分別從朱子的工夫論與本體宇宙論指出，

朱子之理不會是「只存有而不活動」的「但理」。   這也意謂著，牟先生的

朱子「但理」説，在嘗試釐清朱子理論型態的同時，實質形成更大的遮

蔽。禪門古德向有「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之語。如果

牟先生的朱子「但理」説，完成古典主觀體驗到現代客觀學術，由「見山

是山」到「見山不是山」的轉型。而當吾人理解到朱子與其它理學家的距

離，並非如牟先生判分般的遙遠，那麼，從「見山不是山」到「見山還是

山」，另類的朱子圖像的可能性，不，應該説是朱子的本來面目，也就在

呼喚解蔽與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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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理 as “Dan Li” : An Examination of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Lin Hsuan-yu*

Abstract

Mou Zongsan 牟宗三 (1909-1995) has interpreted Zhu Xi’s li as “dan li”
但理 , by which he means li is “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
只存有而不活動 . However, “dan li” had never appered in Zhu Xi’s works 
and is actually a special term used by the Tiantai 天台 school to characterize the 
“middle Way” 中道 of separate, or distinct, teachings 別教. Mou Zongsan has 
most likely borrowed criticisms made by the Tiantai school to characterize Zhu 
Xi’s li. This article first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al idea of “dan li” within 
the doctrine of Tiantai and indicates how it had been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Secondly, the author analyzes why Mou Zongsan regards Zhu Xi’s li 
as “dan li,” pointing out that he takes Mind-only, or Consciousness-only, 唯識 

school’s concept of “objective and immobile tathatā” 凝然真如 as a parallel to 
Zhu Xi’s li, which shows Mou Zongsan’s attempt of a doctrinal categorization 
in Confucianism.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ontology, theoretical problems exist in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li, resulting in his li being unable to be just “dan li.”

Keywords: Mou Zongsan 牟宗三 , Zhu Xi, “dan li”, 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 Tiantai 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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