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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朱熹(1130-1200)是宋代大儒，其「中和」理論，亦被諸多學者關注，且

亦已有不少研究研究成果，本文的嘗試，乃是從朱熹的心性理論下手，

換言之，本論文以朱熹心性理論當中的各種概念加以詳細分析，讓這些

概念成為吾人理解朱熹「中和」理論的一把鑰匙。 首先在第二章，筆者

依次分析朱熹的「性」、「心」與「情」的概念，分析出「四端」與

「七情」在根源上之差異，而以此根源上之差異，進而在第三章討論朱

熹「中和」新說之理論乃考慮到「情」在理論上的位置以及「情」之發

用有善與不善、中節與不中節的問題；再者第二章中筆者闡述朱熹「心

統性情」理論，筆者將在第三章討論朱熹「中和新說」的心性理論時將



闡述該理論當中所蘊含的修養工夫理論的面向。而這工夫理論，便是要

從根本上對治一切不善的可能，而關於此，又與朱熹心性理論當中「未

發」、「已發」這對概念如何安排有相當大的關係，本文將加以詳盡地

分析其中朱熹如何在「中和新說」當中將心性理論與工夫修養理論緊密

地組織在一起。而關於朱熹工夫理論的具體內容，則是「主敬涵養」和

「窮理致知」，本文亦有在第三章予以討論。 而就最終而言，本文肯定

朱熹所論之「心」乃統攝「性」與「情」、「動」與「靜」、「體」與

「用」，由「未發」之「中」導致「已發」之「和」便是在後天的漸修

工夫當中，藉著「主敬涵養」和「窮理致知」之工夫使「心」回歸到

「天命之性」的本體，「心」乃實現「天命之性」的所在，但本文也否

認朱熹將「心」與「理」畫上等號，所謂「心」乃屬於具體有形之

「人」，且「心」有被形軀氣稟蒙蔽的可能，為了實現由「中」導致

「和」，「心」必須全然地「虛明」(而為了保住「心」之「虛明」，

所以需要修養工夫)，而這，也是本文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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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3.M7.D9 11:04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7.D9 11:04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7.D9 11:04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7.D9 11:05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7.D9 11:08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