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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南宋的學術辯論中，除了朱熹、陸象山之間內部分歧的鵝湖之辯以

外，還有一個關於理學與實學之間餘論，即是淳熙九年至十三年間，陳

亮與朱熹關於三代漢唐之爭。這一次兩人在道統、王霸義利、及儒者君

子之間，有著不同的意見，而其主要問題核心，便是在朱陳兩人對於

「義」與「利」定義態度的不同而產生爭論。 「義」與「利」的討論在

中國哲學中是個常見的課題。從戰國時代的孟子、墨子……等思想家就

開始有系統的對這兩個概念加以定義及批判。儒、墨兩種思想，一以做

為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另一則是在整體實效考慮下的最佳選

擇，這兩種思想也各自點出在倫理選擇中的兩個方向。後來儒學的主張



成為主流思想，將中國的文化建立成為以仁為主的道德社會，但以效益

來做為行事的準則並未就此消失在歷史之中。 及至中古時代的宋朝，儒

學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核心，但在長久的政治及社會的動亂

之後，新興的思想家開始對這個文化系統產生了質疑。相對於政治上為

了革除前朝武人亂政的弊病而採用文人，在思想上為了重建儒學以直指

恢復先秦思想走向新儒學的運動。在這一波的儒學反動之中，不僅給予

先秦儒學新貌，更在融和道釋思想中產生了新的高峰，並建立起儒家哲

學所謂的「道統」。但學術的高點並未相對帶來政治的繁榮，宋朝反而

是中國五千年來之中最積弱的時代。當道德理想主義成為擡面上最流行

的思想時，一些認清現實開始覺醒的學者也重新檢視重視個人主體修為

的新儒學「理學」是否真能解決具體的問題。於是乎重視實效的功利思

想再起，開始與道德主體對話，希望尋求「義」與「利」之間的交集。 

本文並非是以研究專門朱熹、陳亮的思想體系，而是針對兩人淳熙年間

專以三代漢唐為主題的書信往來論辯，進行專題的討論。範圍確定在此

時的兩人的思想主張，研究重點目的在於： 1.在於釐清這段歷史公案的

發生經過：從史冊及兩人的年譜記載中，尋找這一段爭辨產生的背景、

經過、及最後的結果。 2.分析雙方論辯的論證：從兩人的信件之中，真

接指出兩人各自提出的質問及回應；分析信件之中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及

思考邏輯。 3.尋求兩人立據的理論基礎：從兩人的思想體系中透視歧見

產生之因，期能辨析解明雙方所界定的概念實質內涵間的不同及討論角

度方向的差異。 前人在研究朱陳兩人三代漢唐之辨相關問題時，或是以

研究朱熹、陳亮思想的附錄、或是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略論，並沒有十分

深入詳實的研究。在切入角度方面，又常以為朱熹陳亮之立場乃是傳統

儒家道德性命、與陳亮功利事功對強烈對比，對於其中的曲折過程，並

沒有從兩人哲學思想中去尋求理論來源。民國七十二年時簡貴雀先生雖

然曾經過相同的哲學問題進行比較研究，而這二十年來新的研究資料、

研究成果亦不斷提出，對於陳亮思想有更深入的釐清，此時再重新來審

視這個問題，希望能在前人已有的基礎能有更中立客觀的結論。 本文使

用對比性研究，以朱熹與陳亮的論辯資料為主要的文本。在論及主要論

辯過程之先，對於兩人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以及學思經歷進行分析，求其

思想的來源及討論的問題核心。接著根據兩人的書信及其它時人及著作

中關於此事件記載的資料先還原事件的來源本末。以下再依據討論主題

的不同，分論兩人於爭辨過程之中的問答，依序進行分析理解。再進一

步自兩人其他的文本、思想體系中企圖找到產生歧義的原因以及各自主

張的立論基礎。最後以近世學者對於兩人思想之評比做為結語，並評論

前人的評論之中是否有所缺失而加以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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