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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周子的《太極圖說》和《通書》相表?，而會通《易傳》天道的形上思

想和《中庸》的心性哲學，亦即是以「誠」貫通「天道」與「性」，並

依此分二個面向探討「誠」的內涵，一是由「天道下貫」的路徑，即由

宇宙的根源到萬物創生的關係來探討「誠」；二是由「人道上達」的路

徑，即是從聖人與天道的關係來探討「誠」。而建立一套儒家的道德形

上學。周子依其思想核心「誠」所開展的哲學，即以道德性的「誠」來

體證宇宙的根源，藉著聖人作為「人道」與「天道」的溝通，而聖人就

是「誠」，即指聖人的道德境界就是「誠」，而以「誠」向上探尋其形

上根據，並以之證成此形上根源。 「誠」表現即是「靜無而動有」，實



乃「心性之誠」彰顯成為道德的過程，「誠」既為性命之具足實現，而

性命又是秉天而來，乃「太極」作用之「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所

化生，故「誠」之「靜無而動有」亦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無極而太極」所指涉的「創生本體」，亦由此本體自身所蘊化之

「誠」而證成之。此即是由道德的進路來接近形上學或形上學之由道德

的進路而證成者，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言「道德的形上學」的意義。 傳

統儒家強調的是「動有」、「進取」、「剛健」的一面，周子的學說中

亦有這傳統儒學的思想，但或許是他對於佛、道有所涉獵，他注意了

「動」和「有」的對立面，而將原本儒家所言的「創生本體」，由只側

重「動有」的一面再加上了「靜無」的思想，以「靜無而動有」來作為

「創生本體」的基本內涵。「誠」作為道德形上學的意義，則是以道德

意義的「誠」，來體證宇宙萬物的生化根源，亦即是以「誠」來證成

「無極而太極」。但並不是指「誠」等同於「無極而太極」，而是從

「太極」演化過程所彰顯的「誠」來反證「無極而太極」這個「創生本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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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3/7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030540 2011.3.7 9:22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7 9:22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7 9:22 140.136.208.75 new 03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7 9:23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7 9:23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3.M8.D14 10:44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14 10:44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