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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專論孟子的心性，依下列分章分節摘要於下： 第一章，

筆者以概略性的方式將孟子的生平與時代背景作一個簡述。孟子幼年喪

父，孟母為其學習環境而三遷一事，貴為千古美談；孟子秉其獨有的英

氣，以辯論與周遊列國的方式提倡其學說。這便是孟子心性學說開展的

時代背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筆者特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

袁保新等四人，對孟子心性論的耙梳為主軸。由此帶出四人對孟子心性

論個人獨到的論述。 第二章，論孟子的心，主要分為五點，第一節先作

「心」的字義訓詁，第二節開始論孟子的心。論心的秉賦，筆者將孟子

的心概念分為五點進行，依序為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二.人心本具四



端、 三.心之官能思、 四.人心同有善根、五.禮義能悅人心。而第三節，

主論心的發用（恆心與求放心）。在此部分，筆者主要引焦循的解讀來

陳述孟子的「心」。筆者自己的思想軸線主要欲凸顯孟子之「心」不僅

原善，還具有天生之「靈覺妙動」。 第三章，論孟子的性。論孟子的

性。此章是筆者著墨最多、整理最廣的一章，屬於為本文中之最重要章

節。第一節主要論「性」的原義與字義，第二節帶入孟告辨性第三節開

始專論孟子的性，依此分作五個點：一.人禽之辨（人之為人的特殊

性）、二.善性本具、三.即心言性和四.仁義內在於心性、五.性命對揚。 

第四章，論孟子心性的修養實踐與成德工夫。第一節，論「思與求」的

工夫。第二節論存心養性，以一.寡欲二.平旦之氣.三. .存其本心.四.養其

大體.五.擴充四端而論。第三節，成德工夫，講「踐形成聖」與「盡心

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筆者在此章，先論心性的修養，再論

成德工夫，是依其修養的次序而定。 第五章，第一節論孟子心性論的時

代意義，包括提出「即心言性」的理想性與立定人之為人的主體性。而

第二節分述心性價值中的創新性；包容性；與繼承性。此部分，實為筆

者依自身孟子心性論的了解，從中抓取其學說裡的特色。 最後一個部

分，即為本文之結論與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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