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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透過天理人欲課題的意義與開展，進行船山哲學中各種

相關概念的詮釋，藉此解決天理人欲課題如何合一的可能，並透過船山

對於各種哲學概念的解釋進而理解儒家哲學的特色。針對本文研究的內

容，首先在第一章，進行關於命題起源、動機及研究態度的探討，區分

為三節：第一節，課題提問的意義。說明問題意識的探討是命題的形成

本源探討；第二節，提問是思考的誠敬。透過在進入問題意識之前，探

詢在問題意識之前發生了什麼？或者是什麼促使問題意識的湧現？這樣

的追問；第三節，課題的必然性。最後針對天理存在的合理性進行反

思，而這個課題意指，世界上的萬物實有，都源自天理這個必然的原



因。 接續在第二章中，進入天理人欲的綜合論述，區分為三節進行：第

一節，說明天理人欲概念在歷史中的緣起與發展。在《禮記‧樂記》

中，首先提出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天理人欲的概念。接續介紹強

調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學概念。第二節，針對天理、人欲兩者概念定

義，及其內容進行細部說明。從天理作為一終極理想的經驗對象，透過

自由意志活動開展，接受、指向、透過生命的實踐，最後到達此終極的

目標與理想。其次探討人欲，禮記提出「欲」感於物的源初定義。

「欲」作為人與物之間的指向與構連關係，依此是將生命與自然界融合

在一起，作為個體生命現實活動的真正實在。最後，探討天理人欲的對

比關係，藉此議題構建哲學思維與態度，應該追求在天理人欲同一之

中，賦予認識與意志主體與對象彼此之間必然的和諧。第三節則是針對

船山理欲的觀點進行綜合討論。首先透過義利公私的說明，作為理欲之

辨的衡量標準。其次，進入以仁義並行的實踐，作為循天理的當然之

則。最後探究行仁、義，為何能作為循天理的內涵。 第三章日生日成，

開展船山的理欲哲學。區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從心所欲、不踰矩。

強調天理、人欲的課題，標示出存在的生命個體，探詢賦予自身存在的

根源。船山在更高層次上重建人欲與天理的結合，綜合判斷天理與人欲

的概念詮釋，必須建立在最具體的經驗中不能抵觸真實人性。第二節，

日生日成。探討應該透過如何的方法架構，理解天理人欲論述在船山哲

學價值意義的開展。如何透過船山思想整體概念內，所蘊含的個別概念

的分類，將此雜多彼此分立，卻又統一的概念所構成的內容，歸屬到包

含著這些劃分的大綱之中，最後組合構成針對命題含義探究的綜合統

一。第三節，研究大綱圖式。提出「繼道生善」、「乾坤並建」、「行

之者健」、「無有不極」四個大綱圖式，正如天理與人欲課題，開展相

應的兩極關係，指出在概念形式與現實存在彼此之間互融、互攝的關

係。 進入第四章為乾坤並建，論船山理欲論之形上概念。探究天理作為

形上本體的意涵，探討現象存在與根源的問題，從形成自然現象的原理

概念，與個體現實存在的意義，如何聯繫成為完整的形上終極概念。區

分為五節：第一節，太虛一實之形上學。強調船山的哲學思維，自始自

終是將個體生命、社會制度與自然宇宙運行融合在一起，作為思考實在

事物結構中的根本要素，並且從此真正實在事物之間相互聯繫，以及個

別的特徵進而詮釋宇宙。第二節，太和絪縕之宇宙觀。從以下六個角

度，探討船山的宇宙觀。一、宇宙、太虛。二、太極、太和。三、兩

儀、陰陽。四、氣與太虛。五、動靜變易。六、生命的起源。第三節，

為乾坤並建之本體觀。乾元為始為健，透過坤元的承順和合作用，動靜

往來屈伸無窮創化萬物。乾、坤的意涵，是形上與形下、道與器的關

係、潛能與實現、概念與實在的關係。第四節，道器不相離之本體觀。

形下的「器」作為現實存在，彰顯出的規律原則與形上的「道」，所蘊

含的形成原因與普遍概念。在道器之間的概念與現實產生的一致性，為

船山「道」、「器」不相離的概念。第五節，理氣相涵之本體觀。船山

強調天理不能離開氣而論述，概念根源不能離開現實存在的活動獨立。

認為離開現實存在的活動，就不是實際具普遍與現實根源的概念。 第五

章繼道生善，論船山理欲論之心、性、情、物等概念。第一節，啟蒙一

論性。性即理，船山認為性使人具有理性，而有別於物為蒙昧者。透過



理性的作用，生命個體能窮盡五常百行之理，作為產生文明的重要根

源。第二節，不昧一論心。船山認為人心受到物誘，因而陷溺失天命的

本性。「心」具有虛靈神而明知的作用，返回諸心是個體尋求真知，達

到澄明的真理狀態。第三節，我用一論物。船山認為個體的實際存在，

是自身與萬物表象，互相反映的直接統一。個體與外物之間的關係是相

互含攝，彼此形成原因與結果互相依存，形成無限聯繫的世界樣態。第

四節，欲樂一論情。情感處於人之內，而形象則處於身體之外。人與外

界事物之間的共同界限，是感情和形象兩者共同組成。因此感情具有內

在的主觀性，而在外界的形象則具有客觀性。個體如果失去對外界的知

覺感受，就失去作為整體存在的世界概念。最後第五節，綜論一心性綜

論。筆者針對心性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第六章行之者健，船山

理欲知行修養論。船山認為生命的本質在於實踐，生命的實踐在於人的

行動之中，行動是一連串不斷自我完成的歷程，如此把作為人欲的存在

活動，帶入天理存有的豐富性之中，並將之實現表現出來。第一節，萬

變一論存神。船山認為，心神存在於形體之中，作為貫穿萬物之理、能

產生健順之性，使真理清通流行，故能成象成形。用神意味個體能結合

產生，成象概念與成形實在的同一概念，同一即是神的健順清通之理。

第二節，無餒一論養氣。氣是生機流行，是生理、生命力的運動發起，

所有實在的同一本質。為形、神及身、心同一的現象根源，也被提升為

精神與道德的生命力。第三節，中道一論存養省察。意味人如何產生行

為持久的有效性，同時透過生活實際經驗，而形成自身行為的基礎。藉

由反思的經驗和理解行為，作為往後行為的依據。第四節，得天一論存

理。存理是個體尋找存在的根源，使自身存在表露出最普遍的本質，並

使存在的概念本質和存在現實統合為一的努力。第五節，自彊一論克

己。克己，是透過對自身的情感與意志行為，深入理解並且克盡己力進

行全面掌握。 第七章無有不極，船山天人合一論。船山認為天人關係，

為儒家哲學最根源關懷的課題。第一節，源流本末一論天人關係。船山

認為天人關係，天為本，具普遍性的本質概念，人為末，為個體的現實

概念。第二節，無極一論對天的理解態度。船山認為天若不可知，要進

行理解就是虛妄。但天若可知，則進行探討理解就非虛妄。天人關係是

虛但可以為實，是概念賦予現實存在的確定，是概念自身與實在的同

一。第三節，乾造一釋天。從以下六個角度，說明船山關於天的概念：

一、聰明睿智 諸因之因；二、善始大通 福德同源；三、天為萬物資始

以始、以生、統之；四、一以統萬 理一分殊；五、天以陰陽五行而成

用；六、天德神用 知法崇天。第四小節，和合一論天人合一的可能性基

礎。從以下四個面向進行探討：一、 不可踰之中道；二、兩端虛實、其

究唯一；三、一以貫之、下學上達。第五節，攝天即人一論知行極致，

天即在我。船山認為仁者為天之心，將形而上的天具體化，透過形而下

的人展現其具體化，成為既單一特殊，展開具普遍價值意義的生命歷

程。第六節，生而人死而天一論天人合一的生死觀。船山對於生命終極

意義的詮釋，最根本的原則與前提，強調萬物聚散死生皆在道中。強調

生死為一，死生為一，故生不足罔，死不足憂。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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