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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英)  

摘要

(中) 

戴東原（1723-1777）是清代皖派考據學的開創人物，他精通音韻、訓

詁、名物、制度，以及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中醫理論、工藝製造學

等各種有系統的知識。而其作為一個乾嘉學派之奠基人，體認到作學

問，除了治經以外還必須著重於如何能夠「通經致用」，如何能將知識

運用於日用人倫之中。他將文字、考據、訓詁作為研究經學的基本方

法，進而是建構出日常具體事物與人物的條理以及秩序。東原處於一個

學術活動處處受限的時代，仍堅守著身為一位知識份子的責任感，企圖

以其所思所學掌握住時代的精神，並認為為學的目的在於能實踐所學而

用於世，並且建構一套日用倫常中的實際操作法則。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



在呈顯東原討論「性論」之時所提出種種命題與觀點，檢討東原是否繼

承了孟子的性善論，是否完全體現了孟子之學說理論。再者，其所批判

程朱學派之「理學」及「人性論」之論點是否切入批判的重點，並且批

判的立論是否客觀正確。 東原的學說的主要特點，在於批判程朱以來，

以「理」作為人性之價值根源。程朱理學提出的「形上道德論」，不僅

是將「理」做為天地萬物之根源，也是人道德性命的價值判準。宋儒提

出的道德本體論，將人性區分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並認為義理之性

是根源自天理，而人又因為氣質之性而產生了慾望使得義理之性被遮

蔽。於是宋儒以天理、人欲來分判人德性的高低。東原則是從批判

「理」之意涵開始，解消「理」具有的形上普遍意義，而提出了「理在

事中」的命題。理在事中，意味著理是事物完成顯現之後，藉由人們的

認知理解，判斷出事物其中的條理、秩序。因此，「理」並非是天地萬

物的根源，亦非道德性命的判準。東原提出要「發狂打破宋儒《太極

圖》」，進而建構他自己的世界圖像，其承繼著張載的氣本論，認為天

地萬物皆由氣化而來，氣化成萬物之後，萬物各有因分受著陰陽五行因

此各有不齊與類別，因此，萬物各有各的特性與本質，也因為萬物各有

不同，便顯現出彼此皆有自身存在的規律與條理。動物皆具有血氣，皆

有耳目百體之欲，但是，人在動物之中便顯得不同，人性同樣是由血氣

心知所組成，但是人可藉由學習而體悟天地有常的道理，從自然的常軌

中建立起必然的倫常、法則。人心所具有的認知判斷能力，能夠認知自

然歸向於必然是本然的過程。於是人性必能建立起「善」之律則。 本文

即從東原所提出對「理」的批判，對「性」的重構，以及著重於日用人

倫上的「實踐功夫」之主軸來討論。並從思想史與問題研究法來整理及

歸納原文資料，繼而考察並詳究與東原相關的史料、以明其時代背景，

輔以其他相關歷史文獻作比較分析，再以宏觀檢視學派及時代，並溯源

儒學、程朱之學等，以明其思想源淵，再透過對明清之際時代背景的探

究，以便能在整個時代環境下，完整的論述東原思想的主張。進而疏解

東原「性論」的理論層次與哲學意涵，並循其「思維脈絡」，從中尋求

其「問題意識」之主軸，通過主觀的體認印證，客觀的鋪陳其思想體

系，建構其「性論」之脈絡與架構。並透過哲學觀念以及哲學問題的分

析，尋求其在論述「性論」思想時所提出理論與實踐上的內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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