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具”抑或“本具”？
——關於朱子“心具衆理”命題之再詮釋
陳 雙 珠1

中文提要
“心具衆理”是朱子處理“心與理”關係的重要命題之一，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
中提出該命題，此後又在《文集》、《語類》中有許多相關的詮釋，直至朱子去世前的
晚年還對此命題有諸多論述。對此命題，學術界已有一定的注意，但因衆學者對朱
子學的理解和關注的重點各有不同，以至最終詮釋的結果有所分歧，大致以牟宗三
的“後外具說”、唐君毅的“能具內說”、錢穆的“後內具說”以及陳來的“本內具說”爲
代表。從基本立場來看，牟、錢都是“後具”，與唐、陳的“本具”形成鮮明立場；並且
牟之“外具”與唐的“具內”、陳的“內具”也形成明顯差異。本文通過對朱子相關文本
的梳理，發現“心具衆理”本身蘊含了兩個向度的涵義，一是心未發而爲中時，理本內
具於心的狀態，此是“結構義”；二是心爲知覺全體時，能將理具于內而居主宰地
位，此是“功能義”，並且在朱子處，結構義優先於功能義。但無論從哪一種向度上言
說，“心具衆理”這一命題都是限於存有層面言說，並未走向工夫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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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朱子“心具衆理”的相關表述見於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晦庵文集》多
處，在《語類》中也有許多討論，可見“心具衆理”這一命題在朱子哲學佔據重
要位置。因“心具衆理”是“心與理”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故“心具衆理”成爲
研究朱子哲學不可繞開的一個命題。對此，學界已作許多探討，其中不乏研
究朱子學的大家，如牟宗三、唐君毅、錢穆、陳來等學者更在專著中花費
一定筆墨討論這一問題，牟宗三先生更甚，然而，這些朱子學者並沒有形成
一致的結論。由於“心具衆理”並不是朱子思想中一個孤立的命題，其牽涉到
朱子對“心”、“理”等概念的界定及“心與理”關係的理解，衆學者對“心具衆
理”這一命題的不同詮釋其實也是建立在對朱子“心與理”關係乃至整個朱
子學的把握之上，所以最終導致“心具衆理”有截然不同的詮釋結果。本文旨
在梳理朱子“心具衆理”的命題的形成過程，發掘朱子“心具衆理”命題提出
的意義所在，並在總結衆學者對朱子“心具衆理”的不同詮釋觀點的基礎
上，對朱子“心具衆理”的命題作進一步的詮釋，以發現朱子“心具衆理”命題
的本義所在。

二、朱子“心具衆理”觀點的形成
(一) “性具於心”、“理具於心”的醞釀
朱子對此命題的提出並不是突然的，而是經歷了許多前期的討論。剛開
始，朱子有“性具”、“理具”的提法。朱子40歲時作《已發未發說》，提出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1 在《與
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中說：“當此之時，卻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
之性當體具焉。”2 在《答張欽夫書》中說：“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
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3 此三處，朱子皆以“性具”來描述心未發時寂
然不動的狀態。同年，在《答林擇之》中則有“理具”的提法，他說：“恐此亦指
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
1
2
3

朱熹，〈已發未發說〉，《朱子全書》，頁3267。《已發未發說》作於乙丑年春，朱子40歲。束景
南，《朱熹年譜長篇》，頁406。
朱熹，〈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朱子全書》，頁3130。此書作於乙丑年春。陳來，《朱子書
信編年考證》，頁69。
朱熹，〈答張欽夫書〉，《朱子全書》，頁1419。此書亦作於1169年。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
證》，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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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之。”4 可見，此心渾然，是爲心未感物時未發的狀態，朱子用“性具”、
“理具”來描述心未發而爲中的狀態，“理具”與“性具”只是提法不同，實質並
無區別，“理”就是“性”。在《樂記動靜說》中，朱子說：“蓋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5 在《答張欽夫》(《論仁說》)
中，朱子說：“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
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6 可見，在此階段，朱子皆是“理具於心”或“性具於
心”的表述，還沒有出現“心具衆理”的說法，而前種表述的思想核心在於心未
發不動而爲中的狀態。

(二) “心具是理”的思想雛形
前文可見，朱子此前都是“性具於心”或“理具於心”的表述，並沒有“心
具理”或“心具性”的說法。但在1171年朱子42歲時作《盡心說》，開始有“心具
理”的提法。朱子說：
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
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
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
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
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
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7

由上文可見，朱子認爲，天是理產生的根源，理落在人身上就是性，人
得性故能生生不息，心則是主宰並具性之理。朱子又認爲因爲天理無所不
包，性又稟受了天理的全部，所以人之本心的體量從理論上說是廣闊無限
的，即心之體量實與天同，但由於受到形器和後天的聞見的影響，導致心之
體受到遮蔽而導致心之體量不能窮盡。朱子又認爲要使心體恢復完整，就要
做窮理工夫以實現心與理的重新貫通，而“盡心”就是心與理貫通的境界。此
處，雖沒有“心具衆理”的表述，但“心具衆理”的思想主旨已基本完備。朱子
此處對“心”不再關注“心”之未發而寂然不動的狀態，而重在強調心的主宰
地位以及心之全體廓然無限量的特點。依朱子中和新說理論，“未發之前爲
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8 可知“心具理”與“理具於心”二者是一個心，
二者的涵義沒有衝突，但是不同提法所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心具理”之心也
是未發爲中，但朱子並沒有去描述心未發的狀態，而是在說明心之全體的特
點。所以，二者的不同在於“理具於心”主語是理，心是“理具”的狀態；而“心
4
5
6
7
8

朱熹，〈答林擇之〉，《朱子全書》，頁1979。此書作於1169年。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66。
朱熹，〈樂記動靜說〉，《朱子全書》，頁3263。
朱熹，〈答張欽夫〉，《朱子全書》，頁1409。此書作於1172年。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94。
朱熹，〈盡心說〉，《朱子全書》，頁3273。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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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衆理”主語是心，心不僅是“具理”的狀態，也是“具理”的能力，說心具理的
狀態時，心有結構義，當論心具理的能力時，心有主宰義。

(三) “心具衆理”的提出
1175年朱子46歲，朱子明確提出了“心具衆理”的說法：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
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
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
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
動也。9

朱子在此提出“心具衆理”時，心變化感通，理生生不窮，所以叫“易”，故
能開物成務，此是“心具衆理”之“妙用”的表現。如果“心具衆理”之用受到阻
礙，則是心受到遮蔽的原因，而“洗心”就是去蔽的工夫。朱子此處強調，心雖
爲寂然之中，但卻“衆理必具”而爲“密”，說明了心雖未發而爲寂然，但卻已
居主宰的地位，其重點仍落在了“心”之能力而非心之狀態。1177年朱子序定
《四書章句集注》，對《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的詮釋中，“心具理”
的能力得到進一步說明：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
又理之所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
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10

由上文可見，此段朱子解“盡心”與其早前所作《盡心說》的表述有承接
關係，但在心、性、理的關係上出現了重大調整。彼時朱子以天理爲始，以
天理、性、心爲順序，此時朱子以心爲始，以心、性、天理爲順序，在“心具
理”的表達中，心成爲重心。此時朱子提出了“神明”這一概念來形容心的能
力，因爲心如神明一樣，所以即具衆理又應萬事。並且，對於具衆理之“心”，
朱子從“天大無外……故人之本心，其體無限量”轉變至“天又理之所出者，人
有是心，莫非全體”，明確了心爲全體，心雖爲全體，但要窮理才能盡得心之
體量。朱子說能盡得心之全體，則必能窮理致知，如此心則成爲最終的檢驗
標準，心的主宰性確立起來。朱子認爲“所具之理”是“性”，與之前的表述一
慣，但重點是心“神明”的能力。更進一步說，彼時的“理具於心”是以未發之心
體狀“性”，是理具之心，但此時“心具理”則是能具理之心，這就說明此時重點
不在於“性”，而在於“心”，故“心具理”與“性具於心”、“理具於心”作爲狀態的
9
10

朱熹，〈問張敬夫〉，《朱子全書》，頁139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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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涵義相同，但語義上各有側重。彼時“理具於心”是理具於心的狀態，此
時“心具衆理”則是在說心有具理的能力。由此可知，“心具衆理”這個命題隱
含了“理具於心”與“心能具理”的兩個向度，從“理”上說是“理具於心”，從“心”
上說是“心能具理”。

三、現代學者對“心具衆理”的幾種詮釋
(一) 牟宗三的“後外具說”
牟宗三認爲朱子“心之理”可以分兩面說，一種是橫說，即心認知地所攝
具之理，另一種是縱說，即“心氣之然”之所以然之理。他認爲通常朱子說“心
之理”，如“心之德愛之理”中之“心之德”，或“心具衆理”是“心認知地攝具
之”。11 如此，牟宗三將“心具衆理”作了“認知地攝具理”的詮釋。其將“心”界
定爲“認知之心”是基於其對朱子“心爲氣之靈”的宇宙論的判斷，他說：“心
是氣之靈，是氣之精爽，此是對於心作實然的解析，此實然的解析即曰宇宙
論的解析。”12 因爲“心”都作“認知”解，牟先生對朱子之“心之理”、“心具衆
理”、“心與理一”都詮釋爲“心認知地攝具之理”、“心認知地攝具理”、“心
認知地攝具之一。”13 根據牟先生對朱子“心與理”關係之間架，朱子“心與理
一”、“心具衆理”只能在工夫後完成，而“不是本體論地自發自具之一”。14
牟先生界定了兩種“具”，一種是性具，一種是心具。他說：“‘性具’是分析地
具，必然地具，性即理。而心具則不是分析地具，必然地具，心不即是理。心
具是綜和地關聯地具，其本身亦可以具，亦可以不具。其具是因著收斂凝聚
而合道而始具，此是合的具，不是本具的具。此即所以爲靜涵靜攝系統之
故。”15 所以朱子的“心具衆理”與“心即理”不同，他說：“這種 ‘具’，是認知
地、管攝地、關聯地具，並非是‘心即理’之實體性的心之自發自律地具。”16
可見，牟先生定朱子之“心”爲“認知”，“具”爲“外具”、“後具”，理是外具之
理，他認爲這種理即使具有道德性，也沒有能動性，是“靜涵靜攝之理”。他
說：“朱子不加分別，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證其所以然爲理，而此理又不內
在於心而爲心之所自發，如是其所言之理或性乃只成一屬於存有論的存有
之理，靜擺在那裡，其于吾人之道德行爲乃無力者，……而最大之弊病即在
不能說明自發自律之道德，而在流於他律之道德。此即爲性之道德義之減
11
12
13
14
15
1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423-42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42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42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42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13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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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17 由此，牟宗三對朱子的道德形態作“他律道德”的判定，筆者且將牟先
生此種論點命名爲“後外具說”。

(二) 唐君毅的“能具內說”
唐君毅認爲朱子的“心”是兼綰理氣的概念，他說：“朱子之言心，實以
心爲貫通理氣之概念。心乃一方屬於氣，而爲氣之靈，而具理於其內，以爲性
者。心之具理以爲性，即心之體之寂然不動者。……故依朱子，心之所以爲
心，要在其爲兼綰合理氣。”18 對於心與理的關係，唐認爲朱子“以氣言心”，
所以心與理不能是合一。他說：“然如以其通於氣爲起點，則必歸於即氣之
靈而言心之說。故朱子雖屢言佛氏以心與理爲二，吾儒以心與理爲一，而終
不能真建立心與理之合一。”19 他認爲朱子的“心與理一”是工夫後之境界，而
非本一，他說：“唯在象山重在教人自悟其心與理之一，則爲一正面的直接
工夫，而不同于朱子之欲去此使心理不一之間隔，以使心與理一。”20 對於
“心具衆理”，他說：“朱子在心性論上，確定此心體之自存自由，而依此心體
之虛靈明覺，以言其內具萬理，以主乎性，外應萬事，以主乎情。”21 可見，唐
先生認爲“心具衆理”是從心性論上講，並且心能內具萬理是依靠心體之虛靈
明覺的作用，可見唐從心性論上理解“心具衆理”，具則是存有上之能具，而
非“後具”，臺灣學者陳佳銘亦指出唐先生所詮釋之“具”是“內具”、“本具”。22
但更準確地說，唐先生所言之“具”是“能具”，而非“本具”。他說：“由朱子之
重言此心之能具理以爲性，盡心以知此性，而此理即天；故有心之人與萬
物，即不同其類。萬物雖亦依此理以生，然不似人之有此心者，能自覺其內具
此理爲性，而自盡其心以知之。”23 很明顯，唐先生所詮釋之“心具衆理”是“自
覺內具此理爲性”，“具”爲“能內具”。唐先生之所以從“能具”而不是從“本具”
角度理解“心具衆理”命題，這是因爲唐認爲朱子之“心”是先有氣稟，才有理
具，他說：“朱子之以心爲氣之靈，無形中即顯出一重心與氣之關係，而輕心
與理之關係之色彩，……即吾人之生乃先由天以稟得此氣，而後可言理具於
其中，以爲其性。”24 由此可知，因爲唐先生認爲朱子之心先有氣稟後才有理
具，所以朱子之“心”是先爲“氣之靈”，先有了“知覺”的功能之後才有“內具此
理”，如此實質上也就是說唐先生的“內具此理”，是心有了知覺的能力後將理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頁22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導論篇》，頁50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導論篇》，頁49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原教篇》，頁20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原教篇》，頁204。
臺灣學者陳佳銘教授提出：“如唐君毅先生云‘朱子固亦謂心性中具萬理，以爲其與生俱生
之明德’，可說是‘本具’或‘內具’之義。” 陳佳銘，《朱子的“心中之理”之研究》，頁1-3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導論篇》，頁50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導論篇》，頁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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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於內的意思。可見，唐先生所表述的“能自覺內具此理爲性”實質上是“能自
覺將此理具於內爲性”，也就是說唐先生的“能內具”之說本質上是“能具內”
之意，唐先生所理解的朱子“心具衆理”的命題，更傾向於強調“心能具理”的
能力，這表現在唐先生在理解朱子心與理的關係時仍然也是從強調心對理
的統攝能力理解的，他說：“則吾人當說自性理之爲理看，其所具之理，應爲
無窮無盡。因所謂理皆爲吾人心思之所知或所求知者。”……而終不能溢出
此“求知而能開拓其知”之心思之所能統攝者之外。25 可見，從唐先生對朱子
心與理關係的理解來看，其更強調心對理的統攝的能力，故其所詮釋“心具
衆理”之觀點且名爲“能具內說”。

(三) 錢穆的“後具”說
錢穆對朱子“心具衆理”命題也作了一定的詮釋，但是其理解經歷了“舊
說”和“新說”兩個階段。舊時錢穆說：“朱子既說心具衆理，卻又教人以心觀
物則物之理得，似乎又在主張理在物不在心，這是朱子學說本身一大罅縫
。”26 晚年則改爲：“今朱子既說心具衆理，卻又教人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
似乎又主張理在物不在心，此似朱子學說本身一大罅縫。但朱子意，須心與
物交始見理，外了物，人心之理更於何見。……朱子意實未有罅縫，未可輕議
也。”27 可見他早年以朱子心與理爲二，而晚年認同朱子“理之在心”。錢穆亦
認爲朱子之“心具衆理”之心是“氣之靈”。他說：“朱子釋心，曰知覺，曰虛
靈，曰神明。知覺虛靈神明皆屬氣一邊事。故人心雖同具此明德，同有此靈
覺，而亦不能無明昧。”28 錢穆認爲心皆屬氣一邊，所以朱子嚴辨心性，他區
分了心即理與性即理，他說：“朱子分說理氣，性屬理，心屬氣，故心之於性
有辨，可分言，亦可合言。若心性分言，則亦可謂心即理。若心性合言，則只可
說性即理，不復說心即理。”29 依此邏輯，錢穆又區分了“心即理”與“心具衆
理”，他說：“此謂心具是理，非謂心即是理。謂性存於心，亦不謂心即是性
。”30 在此，錢穆將“心具衆理”解爲“理存於心”。但是，錢穆的存有卻不是本來
存有。他說：“就其本始言，則是心與理一。就其終極言，亦是心與理一。就其
中間一段言，則人生不免有氣稟物欲之蔽，非可不煩修爲，便是具衆理而可
以應萬事。”31 明顯，錢穆認爲“心具衆理”不是“心與理一”，而是工夫上的修
爲，是達到“心與理一”的條件。故他又說：“故朱子言心與理一，則必有工夫
條件。心能知覺，能主宰，格物窮理所以盡其知，居敬涵養所以全其主也。”32
25
26
27
28
29
30
3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 原性篇》，頁379-380。
錢穆，〈朱子學術述評〉，《思想與時代》，第47期。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頁167。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93。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90。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90。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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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錢穆雖然將“心具衆理”解爲理之存有，但卻是工夫後的存有，“心具衆
理”作爲“心與理一”的條件，成爲所有修養工夫的統稱，“具”是“後具”而非
“本具”，且將此觀點稱爲“後具”說。

(四) 陳來的“內本具”說
陳來提出“心具衆理”是朱子“心與理”關係的基本觀點的論斷。33 對此，
陳來區分了兩種心，一種是一般的認識主體，一種是心作爲道德意識活動的
主體，他認爲：“朱子‘心具衆理’命題是建立在其對心與理、心與性既區別又
聯繫的認識基礎上。心與理的區別從構成論上說是‘心包萬理’，心是一個系
統，而理卻只是這一系統的一個方面、一種屬性或本質，而不是整個系統本
身。”34 陳來進一步分析心與理兩個概念，從而對朱子“心即理”命題中心與理
的關係作了分析，他說：“心是一個標誌現象總體的範疇，性則是一個標誌本
質的範疇。這兩個概念及其所用以表徵的物件絕不是同一個層次上的。用傳
統的範疇來分梳，心之體是性，但不可說心即是性，即是理。”35 在此基礎上，
陳來對“心具衆理”進行了詮釋，他說：“‘心具衆理’是指人的內心先天地具有
道德的品質和屬性。所以‘心具衆理’是指‘理’先天地內在人心，並不是說‘心具
衆理’是經過修養之後才達到的一種道德境。朱熹認爲‘心具衆理’即孟子萬物
皆備之說。……這些都是強調理先天具備于人心之中。”36 所以，陳來界定
“具”爲“內具”、“本具”，是孟子的“性善說”。陳來還進一步對朱子“心具衆理”
與“心與理一”命題的區別作了分析，他說：“人心昏蔽之時，道德本性不能完
全得到表現，意識活動也就不可能完全合理。這時候雖是‘心具衆理’，但不是
‘心與理一’，更不是‘心即理’。”37 由此可見，陳來認爲“心具衆理”是存有論上
言說的，而“心與理一”則是後天之境界，雖然人人都可以“心具衆理”，但要達
到“心與理一”則要通過工夫，陳來說：“人心中包含各種不合理義的思維情
感，但理作爲本質始終在心中潛存，爲了使人的現實意識完全變爲道德意
識，受到性理的完全支配，理學要求人要在修養境界上作到‘心與理一’。”38 于
此，陳來將朱子“心具衆理”詮釋爲“理潛存於心”，筆者且將陳來觀點名爲“內
本具”說。
綜上分析，牟先生認爲“心具衆理”是“心認知地攝具理”，所以“具”是綜
合的、不必然的“後具”、是關聯的“外具”。唐先生認爲“心具衆理”是“心能
將理具於內”，實質上是仍是“本具”，與牟一樣皆是認爲“後具”與“外具”形成
32
33
34
35
36
37
38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頁107。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1。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2。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2。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4。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4-225。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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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錢穆將“心具衆理”理解爲“心與理一”的工夫條件，“具”則成爲工夫的
過程，實爲“後具”。陳來則認爲心具衆理“理潛存於心”，是本質上的存有，而
非現象上的實有，所以“心具衆理”不是工夫後的境界，而爲存有之“本具”、
“內具”。從基本立場來看，牟、錢是“後具”，與唐、陳來“本具”形成鮮明立
場，牟的外具與唐的具內、陳的內具也形成鮮明差異，各家觀點皆有所分
歧。對此，當代學界也是衆口不一，觀點紛呈，即便是在臺灣，港臺新儒家的
重鎮，觀點也未見一致，如此說明這一命題的詮釋存在諸多理論上的困難，
仍有很大的詮釋空間，孰是孰非則須回到朱子的本義中去判定。

四、“心具衆理”之再詮釋
(一) 具衆理之“心”
1、“心”之體狀：未發之中而爲心體之全
朱子以“心統性情”命題來建構心性論，中和新說後，心有未發已發兩種
狀態，朱子又以“體用”關係來說明“未發已發”，他說：“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39 可見，心之未發即心之體，即是性；心之
已發即心之用，即是情。而對於“心具衆理”之心的體狀，朱子則說：“性主
‘具’字、‘有’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
動發則情。”40 可見，“心具衆理”說明了心未發時理具於心的狀態，而“心統性
情”與“心具衆理”則是貫通而言的，“心統性情”說明了心未發已發兩種狀態
時的心性情關係，心未發時，心之全體即是性，此時萬理俱足，而心感物而動
時，心即發爲情。對於“心具衆理”之“心”，朱子作了許多描述，他說：“心之全
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41 可見，理具於心時，心爲心之全
體而湛然虛明。另外，朱子也以“虛明不昧”來形容具理之“心”，他說：“虛明
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42 在
《大學章句序》中，朱子還以“虛靈不昧”來形容“明德”，他說：“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43 可見，“明德”就是具衆理之
“心”，都是屬於虛靈不昧之心之全體。晚年時朱子還更明確地說“心具衆理”
之“心”爲未發之前“中”的狀態，他說：“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
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44 朱子又說：“夫中立不倚
39
40
41
42
43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499。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4。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4-95。
朱熹，〈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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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45 可見，心具衆理之“心”，不僅
爲未發之心之全體，也是未發之中。
2、“心”之能：“氣之靈 ”而能知覺
朱子以氣釋心的說法在《語類》中出現，他說：“心者，氣之精爽。”46 對
此，後人常以此句爲據言朱子“以氣言心”，言朱子之“心”是“氣心”。然需要
注意的是，朱子以氣言心，是從“形器”的角度說心，“氣”在此處不具有道德
的色彩，就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此是從“宇宙論的”、“實體”的角度解析心，
而非氣質之偏正上言心。且需要明確的是，朱子將心釋爲“氣之靈”，實是爲
心的“知覺”之能尋找形質上的原因，朱子說：“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
者，氣之靈也。”47 可見，朱子言心是“氣之靈”，是爲了證明“心”能“覺”，“覺”
即“知覺”，朱子又說：“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48又說：“知覺正是
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渣滓正作對也。”49 以上皆說明朱子以“氣之靈”解
“心”，是在爲心之知覺尋找形質上的原因。同時，也正是因爲心是“氣之
靈”，朱子一方面認爲心能知覺，所以能與理貫通，另一方面又嚴辨心性、理
氣之別。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
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
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
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50

由此可見，朱子認爲因心能知覺，所以心之體“具衆理”，心之用“運用
情”。更進一步說，是因爲“知覺”能判斷是非，“性”是“所以爲是非的道理”，又
心具理爲性，即“心”具備了所以爲是非的道理，所以“心”能判斷是非。而朱子
強調：無論是心具備所以爲是非的道理，還是心去判斷是非，都需要心之知
覺來完成。心能知覺理之所以然，即是心之體具此理；心能知覺何爲是非，
即是心之用行此情。由此可知，“心具衆理”即是說因爲心能知覺理之所以
然，所以才能具理。“心具衆理”之心是知覺之心，但朱子又強調“心能知覺”並
不能等同於“心是知覺”，朱子說：“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
覺卻屬智也。”51 可見，朱子將“知覺”歸爲智一邊，說明“知覺”只是心能力的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朱熹，〈答徐彥章〉，《朱子全書》，頁2580。此信作於1191年，爲朱子62歲。陳來，《朱子書信編
年考證》，頁338。
朱熹，〈答萬正淳〉，《朱子全書》，頁2390。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430。
朱熹，〈答林德久〉，《朱子全書》，頁2944。
朱熹，〈答潘謙之〉，《朱子全書》，頁2590。
朱熹，〈答張欽夫〉，《朱子全書》，頁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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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並不是全部，不能將知覺直接等同於心。所以，“心具衆理”不能直接
詮釋爲“知覺之心具衆理”，只能理解爲“心之知覺能具衆理”，此處應該仔細
分辨。
3、“心”之地位：主宰
在心、性、情三者的關係中，朱子認爲“心”是居於主宰地位，朱子說：
“心者，性情之主。”52 又說：“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53 皆是在說明“心”對
於性、情的主宰地位。“心具衆理”作爲“心統性情”思想的一部分，“心”仍是
居於主宰地位。朱子說：“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
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54 可
見，無論是心處未發狀態還是已發狀態，心都是“主宰”。對“心”爲何能主
宰，朱子說因爲心是“神明”之安宅處。而對於“神明”，朱子又進一步解釋
說：“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55 可見“神明”就是“知”，
就是心之“知覺”，心之神明能夠妙衆理，即是在說心之知覺能運用衆理，故
能主宰外物。如此可見，心的主宰地位是通過心之知覺實現的。對此，朱子
曾說：“‘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
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卻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
又非矣。”56 可見，朱子雖然反對馮作肅以心爲不動，認爲心貫通未發已發，
但卻十分贊同心有知覺而能主宰的說法。其實在朱子處，知覺與主宰關係十
分緊密，甚至時常將二者連用，他說：“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
命主宰知覺處。”57 朱子認爲，每個人是道德的主體，正如每家都有一安宅一
般，讓人可以安身立命，而這安身立命處就是主宰知覺，人的道德主體性就
在於人能主宰知覺。
4、心之三義的共存與先後
結合以上分析可知，“心具衆理”之“心”有結構義和功能義兩個向度的
涵義，“具衆理”之心不僅是未發之心之全體，又是氣之靈而能知覺，如此說
明心未發時具備“知覺”的能力。此種推理與朱子觀點相合，朱子說：“(呂子
約)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
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58 可見，
知覺作爲心之能，貫徹於已發未發，不可認爲心未發時無知覺。甚至，朱子
常將二者合起來說，將未發之本心與知覺一體相連，早時朱子就說：“本心
52
53
54
55
56
57
58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9。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94。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2514。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511。
朱熹，〈答馮作肅〉，《朱子全書》，頁1851。
朱熹，〈答張敬夫〉，《朱子全書》，頁1392。
朱熹，〈答黃直卿〉，《朱子全書》，頁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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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59 到晚年時，朱子則更爲明確地說：“人
心之體，虛明知覺而已。”60 可見，心爲發而爲全體時，此中只有虛明之知
覺，心之全體與知覺本是一體。如此可知，朱子此前所說“虛靈知覺”、“虛靈
明覺”，“神明”其實都是在說未發之心之全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雖將
虛明知覺與心之全體視爲一體，但二者似乎從邏輯上有先後之分。朱子說：
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
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
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爲堯舜，可參天地，皆爲有此體質，盡做得。但
患不爲，或爲之而有不充，卻無不能之理。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
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
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
以求爲人之所爲不得。61

可見，朱子認爲心之全體、心之知覺都決定於“心”所稟受的形氣，都
具有先在性。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稟受的形氣是正的，所以心虛體
全，心之知覺就周流貫徹，能知得盡，因爲人心皆有此“體質”，所以每個人
都有成爲聖賢的可能。而動物因所稟受的形氣不正，心之體被阻塞拘束而
不全，心之知覺也拘礙不通。可見，“心具衆理”即指每個人心爲“心虛體全”
而知覺周流貫徹，朱子以此來說明每個人都有成爲聖賢的潛質。然而朱子
此處隱含了一個邏輯，即是先有形氣之正，才有心體之全，再有心之知覺，
邏輯上是先有心體之全，才有心之知覺。朱子這裡的邏輯進路，用現代哲學
的話語來說，即是結構先於功能，即是須先有心之全體的結構，才有心之知
覺的能力。所以嚴格地說，“心具衆理”是理先具於心，此心未發爲中而爲心
體之全，而後心能知覺。故“理具於心”是結構，而“心具理”则是心的能力，
心先有理具的結構，才有具理的能力，而同時具備結構和功能兩個涵義之
後，“心具衆理”命題才能成立。所以，在“心具衆理”命題中，心之體狀爲心
之第一義，心之知覺爲心之第二義。而對於心之主宰義，朱子認爲主宰是通
過知覺實現的，主宰義亦在心之體狀義之後，知覺與主宰，二者都是從心之
能力所來的，故二者同爲第二義。因心之三義並存，如此說明“心”在未發
時，能知覺，能主宰。正如朱子所說：“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
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62 而因爲知覺貫通未發已發，所以主宰也貫通未
發已發，朱子說：“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63 如此，“心”的主體性得以確立。
59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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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答潘文叔〉，《朱子全書》，頁2289。
朱熹，〈答董叔重〉，《朱子全書》，頁2361。此書作於1189年，朱子60歲時。陳來，《朱子書信編
年考證》，頁300。
朱熹，〈答李孝述繼善問目〉，《朱子全書》，頁4811-4812。
朱熹，〈答胡廣仲〉，《朱子全書》，頁1902。
朱熹，〈答張敬夫〉，《朱子全書》，頁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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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具衆理之“具”
1、具：本具、實具
承接上文，“心具衆理”之“心”有三義，而無論心從哪個角度言說，朱子
之“心具衆理”都是“本具”，而不是“後具”。朱子說：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才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
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
面旋安排也。今說爲臣必忠、爲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
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64

此處，朱子明確提出未發之前，萬理已備具心中，此時心尚未發動，是
心與理關係之最初始的狀態。朱子又進一步說，心一旦涉及了“思”便是已
發，而人能在已發後應之萬變當中事皆合於理，原因即在於“心本具理”。因
爲心本具此理，所以心在已發後能皆合此理，而不由外力安排的。如此，朱
子說明了“心具衆理”是“本具”，是未發前“已具”，是已發後心合於理的前提
與基礎，所以可知“心具衆理”是從結構上說工夫前之“本具”、“已具”，而不
是工夫後之“具”。並且，朱子強調，“心具衆理”作爲工夫前之“本具理”，是工
夫後之“能合理”的所以然，也就是說“心具衆理”是道德行爲的依據所在，並
且“心具衆理”作爲道德依據並不是一種懸空的假設，而是實實在在地存
在。正如朱子所說：“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裡面本來有
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65 可見，“心具衆理”是成德的起點，有了“大
本”才能推至達道，如果沒有“心具衆理”，就沒有了成德的底子，道德行爲也
無從開始，這就是“心具衆理”的意義所在。如此可知，“心具衆理”雖是未發
前之具，但卻不是“虛具”，而是“實具”。“本具”的作用不是預設，不是想像，
而是實實在在進行的，正因爲如此，朱子的“心具衆理”並不是道德的預設，
而是成德的起點。
2、本具：存心、窮理的前提
如上分析，“心具衆理”之“具”爲“本具”、“實具”，是成德的起點，從理
論上說明了人人都有成爲聖賢的可能，但並不代表人人都已經是聖賢。所以
朱子說的“實具”是存有層面上之實有，而非道德行動之實行。在朱子這裡，
“心具衆理”是人未發前的狀態，是從理論上說因爲“心具衆理”，所以每個人
都有成德的理想狀態，都應該成德，然而事實上每個人卻必須要受到後天氣
稟或物欲的影響，而使“具衆理”之“心”受到昏蔽而不能盡其所能，如此朱子
便提出要真正實現成德就必須做“窮理”的工夫，由此就爲成德的工夫開闢
了路徑。朱子說：
64
6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509。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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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
爲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
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
有不合道理。66

由上文可知，朱子認爲“心具衆理”，心本虛靈，萬理本具於心，所以從
理論上說本來人人應當知曉萬理，但卻因爲大多數的人都受“氣質”和“物
欲”的影響，而使本心受到遮蔽而不能盡知心中所具之理。朱子又進一步補
充說雖然萬理已具，但並不是說萬理已知，從“具”到“知”還需要做“窮理”的
工夫，通過“窮理”才能“盡心”，“盡心”後則事事物物皆合道理，即是成德。可
見，“心具衆理”不是成德的工夫卻是工夫的前提，正因爲每個人的“心”是
“具衆理”的，如此“窮理”的工夫才有了可能，且“窮理”工夫才能達到“盡心”
的境界，朱子還說：“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67 又說：“心包
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68 可見，朱子認爲在“窮理”
工夫之前，須下“存心”工夫，以“存心”工夫存得“具衆理”之心，如此才有可
能窮得心中所具之理，如果先沒有存得“具衆理之心”，便沒有窮得“心所具
之理”的可能，如此可知，存心工夫在窮理工夫之前，“心”的工夫先於“理”的
工夫。也由此可知，“心具衆理”是“存心”和“窮理”工夫的前提，而非工夫本
身，“具”是爲存有層面之“具”而非工夫層面之“具”，正如陳來所說的“具”是
“理潛存於心中”。在對“具”的討論中，朱子還有“心妙衆理”的提法：
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
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裡；應事
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裡，心便是運用這
理底，須是知得到。”69

“心妙衆理”是朱子早年借鑒胡宏“心妙性情之德”而提出的，朱子認爲以
“神明”形容“心”，“神”形容了是心應用理之精彩，“明”形容了心湛然光明，並
且“心妙衆理”形象地說明了心未發已發間神出鬼沒的神妙的特點。朱子最後
又補充說必須要明白的是，“心妙衆理”之“理”是“定在這裡”的，心是對這個
理的“運用”，如此可知，朱子最後“心妙衆理”之“理”的先在性進行了強調，也
即是說“心妙衆理”形象地說明了心對理運用的神妙的特點，但心所運用之理
原是定在心中的。正因爲朱子對“定在之理”的強調，所以當晚年時朱子門人
問及“心妙衆理”是否能代替“心具衆理”時，朱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
“‘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70 可見，朱子認爲雖然
66
67
68
69
70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42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54。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5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382。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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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妙衆理”也是與“心具衆理”意思相近，但“妙衆理”卻傾向於強調心對理之
應用，而未突出所妙之理是“定在之理”，固顯得不穩當。對此，朱子在晚年對
“妙衆理”的討論中又作了強調：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
得。所謂知者，或錄此下云：‘便只是理，才知得。’便只是知得我底道
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
無知，道理何從而見！”71

由引文可知，朱子在解釋“心妙衆理”時提出理是我自有之物，理本存於
心中，而所謂 “知理”，就是因爲是知“心中之理”才能知，才能得。朱子強調
“知理”並不是以我之知去知“心外之理”，而是通過“知”將心中本固有之理發
出來，運用到事事物物上。如果沒有“知”的作用，道理就不會顯現。這是朱子
對“心妙衆理”的解釋，此前朱子解釋“心妙衆理”時，說明了心對理之運用的
神妙特點可稱爲“妙”，此時朱子在說“心妙衆理”時，已不再強調此“妙用”的
特點，而是強調其所妙之理，所知之理是心中本有之理，更加強調理的“定
在”與“固有”，正因爲如此，朱子認爲“妙”不如“具”平穩，故而沒有改變“心具
衆理”的說法。
3、具：結構包藏內容
朱子以“氣之靈”釋知覺，說明心是“兼氣”說，因此朱子嚴辨心性、理
氣，朱子說：“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72 所以一方面，在朱子那
裡，心理不能等同，“心不是性”。然而雖然心理不能等同，卻也不能說心理爲
二，因爲朱子認爲心理本來貫通爲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
曰：“不須去著實通，本來貫通。”
問：“如何本來貫通？”
曰：“理無心，則無著處。”73

朱子認爲“心”雖是“知覺”，是“氣之靈”，但心與理本來貫通，因爲理虛
而無形，心是氣聚有形，所以理能以心爲載體，心能爲理提供著落。如果沒
有心，則理無從安放，如此理也無法發揮作用。在此，朱子是從結構上說明
心與理的關係，是爲心與理關係之始終。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心具衆理”可
解爲“心包藏理”，朱子經常有“心包萬理”的說法，他說：“心包萬理，萬理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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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語類》，頁382。此條爲沈僩錄，爲戊午後錄，時年朱子69歲。黎靖德，《朱子語
類》，頁1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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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心。”74 心包理，從結構上說是心在外，理在內，對此，朱子還引用了邵
雍“郛郭”的比喻，他說：“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75 此外，朱子還
有“心將性做餡子模樣”76 的比喻，這些都是朱子用來說明“心具衆理”之心
在外，理在內的結構構成，理在心內這一結構是爲心與理關係之始終，所以
“具”作爲包藏之義，仍是“本具”而不爲“後具”。
然而，朱子對“心具衆理”所理解的“包藏”，並不僅僅是結構上的“包
藏”，朱子進一步探討了心包藏理中心與理之間的關係。這體現在朱子後來
對邵雍的說法進行了修正中，他說：“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
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77
如此可見，朱子認爲在心與理之間，心主宰性，而性又是心之理，這說明心
能主宰是因爲心所包藏的性是心之理的緣故，這也就是說因爲心包藏了心
之理而使心具有了主宰的地位，如此，理就成爲心的本質。所以，以“心包萬
理”來解釋“心具衆理”，說明了心是包藏理的結構，而理作爲心所包藏的內
容，“心包萬理”形象地說明了心作爲現象是在外，理作爲本質在內，現象在
外，本質在內，但是實質上卻合二爲一，不可相離，就如同沒有結構的內容
無從安放，沒有內容的結構失去意義一般，“心具衆理”中，無心則理無從安
放，無理則心不成爲心，二者雖爲二物，卻始終爲一。
4、具：非具於心之端
由上分析可知，“心具衆理”說明了心與理是結構包藏內容的關係，所以
可知“心具衆理”之“具”不是靜態之“具”，就像內容與本質最終要通過形式與
現象表現出來一樣，在“心具衆理”中，理雖然是潛存，但卻能發而爲情；
“理”雖是靜的，但卻是“靜中有動”，並不是如牟宗三所說的“靜擺在那裡”而
缺乏道德動力。所以朱子常引伊川的“心如穀種”來解釋“仁”爲“心之德”。但
是朱子強調“心具衆理”，“心”還是“穀種”，所以不能用已發來理解“心具之
理”，“理”還不是“四端”。朱子晚年致信方賓王大段論述“具”非“具於心之
端”，即是因爲方賓王說：“夫仁者，天理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
流動發生之端緒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端即
此謂生之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長’也。”78 可見，方賓王
認爲“仁”是天理存于人心，心與德由此相結合而使德處於發動的開端。方賓
王進一步通過“穀種”之喻，認爲“心具衆理”中心與理的關係就像谷種包容
生意一樣，生意發生的開端就是此穀種生的性質，以此詮釋孟子的“惻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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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55。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1382。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9。
朱熹，〈答姜叔權〉，《朱子全書》，頁2460。
朱熹，〈答方賓王〉，《朱子全書》，頁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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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仁之端”。對此，朱子認爲方賓王是將理與四端混淆，實質是認性爲情，
這也是朱子思想中性情之辨的重要內容：
所論“仁”字，大概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
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
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
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
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
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
此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
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
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79

由引文可見，朱子並沒有對方賓王之說全面否定，他認爲方賓王與自
己論仁大概相近，比如其對二程心如穀種，生之性謂仁等說法的肯定，但是
朱子認爲方賓王最致命的問題在於不辨性情，朱子認爲其所說的流動發生
之端爲仁，此是從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和伊川所說的“陽氣發處”，都是從
“情”上而言，並不是仁之體。朱子進一步指出其將“心具衆理”解釋爲“具於
流動之端”，而後見義如此則體用兼備，似乎是將義放在心之外。朱子認爲
“心具衆理”，此理包括仁義禮智四性，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與性渾然一
體，當心與外物發生感通之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用出來則是仁義
禮智的端緒，此就是“情”，也是伊川所言“陽氣發處”。朱子最後指出仁義禮
智是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如此分辨性情，則不會將性情混
同，並且還能知道性情二者是脈絡相通的。同年，朱子又對方賓王說：“仁義
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
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又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
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
即程子所謂‘陽氣發處’，不當以是爲性。”80 在此，朱子又再一次明確性情之
辨，提出“心具衆理”之理並不是具於流動發生之端，理就是仁義禮智之性，
是未發，但是其能發爲四端，與情脈絡相通。

五、結論：對以往詮釋之檢查
綜前所述，朱子“心具衆理”蘊含了結構層面的“理具於心”和功能層面的
“心具理”兩個向度，在“心具衆理”命題中，心爲未發之全體，故而虛靈明覺，
“心”能知覺，故而能主宰；“具”爲未發之前之“本具”、“已具”而成爲“窮

79
80

朱熹，〈答方賓王〉，《朱子全書》，頁2658-2659。
朱熹，〈答方賓王〉，《朱子全書》，頁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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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妙用”的前提；“理”雖爲“潛存”，但卻因“心如穀種”而具備了生發的能
力。依此爲參考，則可以對牟、唐、錢、陳等四家的詮釋作如下些許檢查：
首先，朱子以“氣之靈”釋“心”，是在爲“心”能知覺尋找形質上的根據，
此處之“氣”即是形而下之器，作爲人與物的區別，此“氣”作爲“形氣之正”，
是每個作爲人都具有的“質料”，此處之“氣”止于這一步，還沒有落實到“氣
稟”之後“氣質”，還不具有道德上善惡的色彩。再者，朱子認爲“心”有形體，
而理無形體，但是心又是形體中的靈的部分，所以能爲無形之理提供著處，
故而心能具衆理。所以，“心”爲“氣之靈”，“氣”應爲“形器”義，還沒有進入道
德領域。牟宗三認爲“氣之靈”是對“心”實然之宇宙論上的解釋，符合朱子本
義。但是，牟宗三以“認知”解心，即從功能上理解心，抓住了朱子釋心爲氣之
靈的主旨是爲了說明“心之能”，但是牟宗三並沒有認識到“心之能”的前提
在於“心爲未發之全體”，只從“認知”上說心，從心之用入手，顯然缺失了結
構的前提，按朱子的話說，則是“妙”不如“具”來得穩當。並且牟將“知覺”詮
釋爲“認知”，將“認知”等同於“知覺”，忽略了“心”之“覺”的部分能力，對“知
覺”的理解有偏失，而且“知覺”是存於內而認知是發於外的，牟宗三將“心具
衆理”詮釋爲“心認知地具理”，將“心具衆理”從存有層面曲解爲工夫層面的
格物窮理，顯然與朱子思想本義嚴重不符。
唐君毅所闡釋的朱子之“心”是貫通理氣的概念，心兼理氣;因心是氣之
靈，所以能具理爲性;心具衆理之心是寂然不動之心之體;所具之理都不超過
心“知”的範圍等結論，都符合朱子本義。但是，唐先生認爲朱子之“心”重氣
而輕理，恐有失朱子本義，因爲朱子認爲理是先在的，心因是氣之靈才成爲
理之著處，所以唐先生說“先稟氣才可以言理具”固然無誤，但以此說朱子之
心偏氣一邊則不當，因爲氣稟先於理具並不能說明氣稟先於理，“理具後於
氣稟”並不能說明理後於氣。朱子說：“(心)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
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
許多光焰。”81 可見，朱子說心是“氣之靈”，“氣”雖是實說，但“靈”只是虛
說，心能知覺並非因爲心真的“靈”，而是因爲心與理相結合產生的作用，所
以朱子是“兼氣”而不是“專氣”說，而朱子認爲理對氣是絕對的先在與主
導，故唐先生判定朱子之心重氣輕理不符合朱子本旨。
錢穆認爲朱子論心時所用的“知覺”、“神明”、“虛靈”都是氣一邊事，
所以心與性要進行分辨，符合朱子本旨，因爲朱子以氣之靈說明心能知覺，
虛靈、神明都是知覺不昧的另一表達。錢穆又提出心能知覺，能主宰，是心
與理一的條件，均無誤，但錢穆認爲朱子性屬理、心屬氣，恐將心性分得太
開，因爲如前文所說，朱子以“氣之靈”解心是“兼氣”而不是“專氣”，若直言
朱子“心屬氣”恐落入“專氣”說，唐先生之“心兼綰合理氣”說顯然比錢穆“心
屬氣”更爲妥當。又錢穆對朱子之“心”的詮釋多是圍繞“知覺”義展開，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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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語類》，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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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覺義”的重視，所以也把握到心的主宰地位，但錢穆卻未注意到心之體
狀與心之知覺爲一體，而失了對“心”之第一義的把握。陳來認爲心是一個系
統，是標誌現象總體的範疇，理是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心的本質，顯然也是
對心作宇宙論的解釋，說明了心與理、現象與本質的關係，符合前文所分析
的本旨。
其次，對於“心具衆理”之“具”，牟宗三基於其對“心”的理解而認爲朱子心
與理不一，“心具衆理”不是“本體論的自發自具”，而是工夫後之“外具”、“後
具”的結論。牟先生借用了康得的“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的概念，分析判斷
爲先天必然，而綜合判斷則有先天和後天之分，先天綜合判斷是必然，後天綜
合判斷則不是必然，顯然牟宗三是將“心具衆理”命題判定爲後天綜合判斷的
命題，故“具”不具有必然性，具與不具是由工夫來決定。如果依牟先生的脈
絡，遵循康德的命題判斷，心具衆理，從心與理的概念和內涵上說心理確爲二
物，所以心包含理當然不是分析判斷。但是“心具衆理”也不是後天綜合判
斷，因爲在朱子那裡，心包含理不是通過經驗來證明的，而是通過“直觀”去認
同，“心具衆理”是朱子所設定的人人本有的事實，人要保護這個事實不被破
壞，所以要“存心”，朱子說：“能存得自家個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
應萬事。”82 因爲“心具衆理”是先在的，所以才要“存這個具理之心”。所以，如
果依牟先生的分析話語，“心具衆理”應屬於先天綜合判斷，心與理雖爲二
物，卻因是人人本有的事實而具有先在性、必然性。回到朱子的脈絡，本存於
心之理，是心是否爲心的本質，決定了心能否爲心，如果沒有理具，那麼這個
表面上看似心的形器就沒有了心的能力，心就不能成爲一身之主，所以，“具”
不可能爲“外具”、“關聯地具”，而爲“內具”。朱子一再強調理本具於心，而非
外力爲之，所以是“自具”，顯然牟先生對“具”判定與朱子本義相距甚遠。並
且，牟先生對朱子“他律”的判定還建立在其對朱子“氣稟”思想的注意，這也是
牟先生以“氣”解“心”的原因所在。在朱子這裡，“心”不能免除“氣稟”和“物欲”
的影響，所以雖然人人“心具衆理”，卻仍要去“窮理”，由此決定朱子的成德路
徑是“下學而上達”，這也是牟先生判定朱子道德是“他律”道德的重要原因，然
而牟先生顯然沒有注意朱子對“窮理”和“格物”的限定，在朱子這裡，所窮之
理、所知之理皆是心中本具之理，以“本具”限定“後具”的範圍，使“格物”、
“窮理”不是泛然心外的工夫，顯然是朱子“心具衆理”作爲成德起點的重要意
義所在。
唐君毅亦是從實體解“氣之靈”，認爲朱子心與理不爲一，其將“心具衆
理”從功能角度理解，由此來說其理解朱子無誤。但因爲唐先生從功能角度
釋心，所以從表述上其雖是“內具”，但實爲“能具”、“具內”，故其解釋缺失
了“理本具於心”的結構義前提。錢穆亦將“心具衆理”、“心即理”、“心與理
一”進行分別，與牟、唐不同，錢穆認爲“心與理一”是本始和境界，其強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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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語類》，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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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是本一的，只是中間一段是不一，但他並沒有說這個“本一”就是“心具
衆理”，所以錢穆認爲“心具衆理”不是心與理關係的本始狀態，將“心具衆
理”界定爲達到心與理一的工夫過程，顯然與朱子本義相距甚遠。
陳來雖對朱子“心具衆理”命題有所注意，但並未如牟先生等人對此命
題作出建構性詮釋。陳來認爲“心具衆理”是存有層面之心與理一，心即理是
境界層面心與理一，顯然抓住了朱子心性論與工夫路徑的主旨，其將“心具
衆理”界定爲心與理關係之初始的狀態，“具”爲“本具”、“理”是潛存，符合本
文從“結構義”層面對“心具衆理”的理解，然而陳先生沒有依此“結構義”進一
步剖析至“功能義”，如此也沒有凸顯朱子“心具衆理”命題所關懷的“心”的能
力和主宰地位，這主要是因爲其沒有全面考察朱子“心具衆理”命題的脈絡，
陳來的觀點雖然缺乏充分的論證，但其對此命題的判定顯然抓住了朱子“心
具衆理”命題的第一義，這在之前衆多朱子學家對朱子“後具”、“外具”判定
的格局之下，爲後世學者重新認識朱子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參考。需要進一步
反省的是，朱子“心具衆理”命題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意義，不同的人對此命題
的詮釋是建立在自身對整個朱子學的理解之上，而因其所關注的重點不
同、所詮釋的方法不同，而對朱子“心具衆理”命題或有發揮或有偏失，但是
無論詮釋如何，最合理的方法則是要回到朱子本義，遵從朱子的脈絡，而這
不僅是詮釋“心具衆理”最合理的詮釋方式，更是理解朱子思想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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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Ju 後具 or Ben Ju 本具?:
A Re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Proposition
“Xin Ju Zhong Li” 心具衆理
CHEN Shuangzhu

Abstract
“Xin ju zhong li” 心具衆理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f Zhu Xi 朱熹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ind (xin 心) and principle (li 理). Zhu Xi first
proposed this term in the Sishu zhangju jizhu 四書章句集注, and later further elaborated
it in the Wenji 文集 and the Yulei 語類, and even till the later years before his death.
As it has ha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because of scholars’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focuses on studying Zhu Xi’s thinking, the results of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s became divergent. There were Mou Zongsan’s 牟宗三 “hou wai ju shuo”
後外具說 which means principle is embraced by mind through practices, Tang Junyi’s
唐君毅 “neng ju nei shuo” 能具內說 means the mind originally has the ability to
embrace principle. Qian Mu’s 錢穆 “hou ju shuo” 後具說 means principle embraced
by mind as oneness through acquired practices. Chen Lai’s 陳來 “ben nei ju shuo”
本內具說 means principle is innately and originally embraced by mind. Basically, Mou
and Qian both suggest “hou ju” while Tang and Chen took a stand on “ben ju” 本具.
Also, Mou’s “wai ju” 外具 shows significant contrast against Tang’s “ju nei” 具內
and Chen’s “nei ju” 內具.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eaning of “xin ju zhong li” contains
two dimensions by research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Zhu Xi’s related texts. First
is called “jie guo yi” 結構義 meaning when mind is in the undisturbed status, principle
is innate together with mind as one,. Second is called “gong neng yi” 功能義 meaning
when mind is the entity with complete consciousness, it has the ability to become
dominant and embrace the principle into itself as one. In Zhu Xi’s works, the “jie
gou yi”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gong neng yi.” However, no matter from which
direction it is examined, Zhu Xi’s proposition of “xin ju zhong li” is confined to the
ontological level rather than the practical level.
Keywords: Zhu Xi 朱熹, xin ju zhong li 心具衆理, li ju 理具, xin ju 心具, ben ju
本具, hou ju 後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