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理學“天人感應”論略析
1)彭

耀 光

中文提要
“天人感應”觀念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隨著宋代理學的興
起，傳統的“天人感應”觀念獲得了新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理論形態。
二程作為理學的創始人，其“天人感應”論以“理”(“天理”)為終極根據，並
注重從心與事物的感應理解“天人感應”的發生原理，這大大消弱了神秘之
“天”在“天人感應”中的主宰地位，將“天人感應”轉向了內在，轉向了主體
內心，凸顯了心在“天人感應”中的主導地位。它實質上為傳統的“德福一
致”觀念提供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更加有力的支撐；同時也表
明，理學並非是一個單純的道德義理系統，其中也包含了功利性關懷；理
學追求的“善”，是包含了幸福在內的圓滿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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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應”觀念在三代時期已成為一個流行的觀念，這在先秦文獻中
有比較清晰的體現。1)孔子雖以傳承三代文化自任，但他以義利辨天命，
強調通過道德修養上達天德，三代時期那種基於功利性需求而有的“天人
感應”觀念被明顯淡化。孔子這一立場為孟子、荀子等先秦儒者所繼承。
而到了漢代，董仲舒為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在吸收陰陽五行等思想的基
礎上對傳統經典及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詮釋，構建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
核心的龐大儒學體系，“天人感應”觀念被重新加以強化，並隨著漢王朝“罷
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施上升為國家統治意識形態，成為支配漢唐
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至宋代理學勃興，“天理”取代“天帝”
成為宇宙最高實體，通過心性修養體證“天理”最終實現“天人合一”取代“天
人感應”成為理解天人關係的基本模式，但傳統的“天人感應”觀念並沒有完
全退出理學思想系統，而是以一種新的理論形態保留下來，形成了有別於
先秦及漢代的獨具特色的“天人感應”論。深入理解這種“天人感應”論理論
內涵和特色，對於全面把握理學精神具有重要意義。程顥、程頤兄弟是開
創理學的核心人物，亦為理學“天人感應”論的奠基者，本文擬對二程“天人
感應”論略作分析，以見理學“天人感應”論的理論特色。

一
一般而言，所謂“天人感應”是指天意與人事的交感相應，人的行為能
感應上天，上天也能幹預人事，預示災祥。二程以態度理性著稱，但他們
明確承認“天人感應”現象是存在的。如對《春秋》所載“隕石於宋”、“六鷁
退飛”等怪異之事，程頤評論說：“‘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
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軀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
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回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
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
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
之。”2)又說：“《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
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裏之外應之，作惡則千裏
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
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3)程頤明言《春秋》所記災
異都是“天人響應”的表現,他認為“隕石”、“隕霜”、“震夷伯之廟”等春秋筆
法意在說明這些災異的發生都是“天應之也”，並且用子陵與漢光武同寢的
故事告誡哲宗“天人之間甚可畏”，這都表明他承認“天人感應”的存在。而
1) 黃樸民，《“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16頁。
2) 程顥、程頤，《二程集》，159頁。
3) 程顥、程頤，《二程集》，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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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他看來，這些“天人感應”現象自有“致之之道”，即有其發生的原理，
一些人不承認這種天人感應，那是持“淺狹之見”使然；但他不滿意漢儒對
“天人感應”的解釋，認為那些皆是牽強附會，並不可信。
那麼，二程認為應該如何理解“天人感應”現象呢？《遺書》卷十八記
載了程頤與學生的一段對話，這段對話頗能體現二程對這一問題的立場：
學生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程頤回答說:
“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
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學生又問：“五代多祥
瑞，何也？”程頤回答：“亦有此理。譬如勝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
生，然後世似有以麟駕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
水，豈非異乎？”4)天降祥瑞是“天人感應”的重要表現形式，程頤認為“符瑞
之事”有之。在程頤看來，“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瑞和災異是感得天地
之“和氣”和“乖氣”所致；五代多祥瑞不過是“和氣致祥”的結果，故“亦有此
理”，沒什麼好奇怪的。可以看出，程頤是用氣的感應來解釋“天人感應”的
發生原理的，這與漢儒用簡單的比附解釋“天人感應”，並最終將“天人感
應”的發生歸結為上天的意志確有很大不同。
這一點在另外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晰。如有人問：“人有不
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頤回答：“不
然，是雷震之也。”又問：“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程頤說：“不
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氣相搏擊，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
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
氣相感故而。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
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5)一般來說不善之人被霹靂震
死屬於“天人感應”的範圍，程頤也強調確有其事，但他否認這是天帝對人
施以懲罰，而是根據同氣相感的原理，指出這是人作惡形成的惡氣與天地
惡氣相感的結果。這顯然也是在用氣的感應解釋“天人感應”現象。此外，
程頤在解釋“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的問題時也
體現了同樣的立場，所謂：“才仁便壽，才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
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
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6)
漢儒也用陰陽之氣的感應解釋“天人感應”現象，二程用氣的感應解釋
“天人感應”的發生原理看似與其相同，實則有根本的區別。事實上，二程
表面上是用氣解釋“天人感應”，而背後則體現了他們的理學立場。在二程
理學中，“天理”(或“理”)作為形上本體具有創生性，其發用流行而為“氣”，
如程頤說：“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複為方伸之氣。生生之
4) 程顥、程頤，《二程集》，238頁。
5) 程顥、程頤，《二程集》，237頁。
6) 程顥、程頤，《二程集》，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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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然不息。”7)“生生之理”即是指理的創生性，而這種創生性表現在氣
的“屈伸往來”之中，亦即陰陽二氣的相互交感推移之中。換句話說，理不
是在氣之外獨立存在的實體，理不過是氣交感運行的必然性與條理性，二
者構成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係。這正如程頤所說：“離了陰陽更無道，
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8)因此
在二程看來，理的創生性決定氣必交感：而氣的交感體現了理的創造性及
其固有的條理與秩序。世界正是氣在理的支配下交感凝聚形成的，“物生
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二程甚至據此宣稱，“感應”是宇宙間最基本的規
律，所謂“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9)又說：“有感必
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複為感，所感複有應，所以不已
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10)
瞭解了二程的理學立場，再看他們對“天人感應”的解釋就比較清楚
了。既然理必然體現為氣的交感，氣的交感遵循理的原則，那麼怎樣的氣
必然感得同樣的氣以作回應，因為它們有相同之理。更明白地說，善氣必
然感得善氣相應，惡氣必然感得惡氣相應；而不同的氣又凝聚形成相應性
質的事物，因而必然有相應的祥瑞或災異等事情發生。前面二程所言“相
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氣相搏擊，遂以震
死”即典型地體現了此點。這也就是說，二程用氣的感應解釋“天人感應”，
實則表明“天人感應”的發生具有“天理”的根據，是自然而必然的，體現了
宇宙的法則。正如程頤回答“福善禍淫如何”的問題時所講：“此自然之理。
善則有福，淫則有禍。”11)
事實上，二程對“天人感應”能否發生以及以怎樣的形式發生，最終都
歸結為“理”，將理視為發生“天人感應”的主要根據。如《外書》卷五載：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雲霜隕，而雲隕霜；不雲夷伯之廟震，而
雲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
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
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
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12)這段話應該說
與前引《遺書》卷十五程頤評論“隕石於宋”、“六鷁退飛”的話表達的是同
一個意思，但這段話更明確地表達了二程對“天人感應”發生原因的看法，
即“天人之理，自有相合”，即是說如果人做事符合天理，那麼即便天道出
現反常的情況，也非是對人的譴告；只有人違理悖德，天才降下災異，才
發生“天人感應”。可以看出，二程終究是以理作為解釋“天人感應”的根
7) 程顥、程頤，《二程集》，167頁。
8) 程顥、程頤，《二程集》，162頁。
9) 程顥、程頤，《二程集》，152頁。
10) 程顥、程頤，《二程集》，858頁。
11) 程顥、程頤，《二程集》，290頁。
12) 程顥、程頤，《二程集》，374頁。

137

彭耀光 / 二程理學“天人感應”論略析

據。在另外一個地方程頤說得更清楚。有人問“神明感格否？”程頤明確回
答說：“感格故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
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13)意即孝悌、神明本為一理，所以孝悌必能感格
神明。這典型地是從理的角度解釋“天人感應”發生的可能性。相反，如果
與理不符，二程斷然否認發生這種“天人感應”的可能性，如說：“匹夫至誠
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栗則有之，理外之
事則無。如變夏為冬降霜雪，則無此理。”14)可以說，以理作為“天人感應”
的終極依據，是二程站在理學立場對“天人感應”發生原理所做的獨特詮
釋，這與其前將“天人感應”的發生歸結為上天意志，或用簡單比附解釋“天
人感應”的發生原理有根本的不同，體現了理學“天人感應”論的重要特色。

二
二程以理為“天人感應”的終極依據，實質上認為“天人感應”即是理的感
應。而在二程理學中，天理具於人心，心、性、天是相通為一的，所謂“在
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15)；又“自理言之謂
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16)。因此在二程看來，“天
人感應”本質上是心的感應。換言之，注重從心與事物的感應理解“天人感
應”現象的實質，是二程“天人感應”論另一重要特色。如前引“匹夫至誠感天
地，固有此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
是神明之理”等等，都是從心與事物的感應理解“天人感應”，因為無論“至
誠”還是“孝悌”，都是心的狀態和心的道德意識活動。又如：有人問：“東海
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程頤回答說：“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
意，自足以感動的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17)即是說一人之意足
以感動天地。與此相似，程頤還說：“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
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
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18)明言不善之心能感疾疫之氣。這些都比較典型
地體現了二程用心與事物的感應理解“天人感應”的立場。
總地來說，以理為“天人感應”的終極根據，並注重從心與事物的感應
理解“天人感應”的發生原理，是二程詮釋“天人感應”的基本立場，構成了
二程“天人感應”論的基本特徵。二程的這個立場在他們解釋蔔筮之能應、
祭祀之能享、朕兆先見於夢等問題上得到了貫徹。如《遺書》卷二下記二
13)
14)
15)
16)
17)
18)

程顥、程頤，《二程集》，224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161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161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296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237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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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語：“蔔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個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為
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
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
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
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個
理。此藥治個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19)在二程
看來，占蔔之所以能得到應驗，祭祀之所以能感格鬼神來享，原因都在於
它們有內在的相同之理，所以可以感應。就蔔筮言，蔔筮者以此理問之，
卦以相同之理應之(一卦象代表一事物之理)，所以蔔筮可以應驗。同理，
祭祀者以理祈請鬼神，鬼神以同理應之，故能享祭祀。總之這些感應的發
生，都遵循了與“天人感應”相同的原則，即同理相感的原則。
正如在前面已經提到的，理的感應實質上是心的感應，所以二程有時
直接用心與事物的感應解釋人與鬼神的感通。如二程說：“楊定鬼神之說，
只是道人心有感通 。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 ，一日病作，卻念得一部杜甫
詩，卻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個有，一個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
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 ，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個道理 ，自相感
通。以至人心在此，托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托夢，亦
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
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
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
婢子之通傳是何也 ？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20)在二程那裏，鬼神是否存在以及以怎樣的形式存在是一個頗為複雜的
問題21)，此處不贅。但無論在怎樣的意義上理解鬼神，這則材料表明人是
可以與鬼神相感通的，而感通的方式即是心與鬼神之理的感通，人死托夢
即是其表現之一。二程所言“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其實說明
人所感通者是鬼神之理，因為二程認為，生死古今本為一理。
二程對“朕兆先見於夢”的解釋同樣體現了心與事物相感通的原則。
《遺書》卷十八載：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蔔。古之聖賢相
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蔔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
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
多矣，亦不足怪。至於蔔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蔔，有禱輒應，此理之
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
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
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22)很明顯，在程頤
19)
20)
21)
22)

程顥、程頤，《二程集》，51-52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46-47頁。
參見張海英、張松輝，《二程之鬼神觀探析》，15頁。
程顥、程頤，《二程集》，227-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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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高宗之所以能在夢中預先知道傅說，是因為高宗至誠一心想得賢
相，心有所感，故有賢人來應，高宗之夢只是這種感應的表現形式。
在寬泛的意義上說，蔔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朕兆先見於夢等現象
也屬於“天人感應”的範圍。上述三方面的案例進一步表明，以理為“天人感
應”的終極根據，並注重從心與事物的感應理解“天人感應”的發生原理，確
實構成了二程“天人感應”論的基本立場和重要特色。

三
二程“天人感應”論的內涵看似簡單，但其中隱含的意義卻頗為重要。
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談：
其一，二程以天理為“天人感應”的終極根據，在宇宙的自然運行法則
意義上理解“天人感應”發生原理，相對於其前將“天人感應”歸結為上天意
志，以及用簡單比附解釋“天人感應”現象，二程的“天人感應”論無疑顯得
更為理性和精緻。正如前面所看到的，二程明確肯定“天人感應”現象的存
在，只不過是，他們站在理學的立場上對那些看似怪異而神秘的“天人感
應”現象做了新的解釋，儘量消解掉其中的神秘性和偶然性，將“天人感應”
的發生視為天道運行過程中自然而必然的現象。但是，“天人感應”的神秘
性並不能因此而徹底消除。正如他們所解釋的蔔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
朕兆先見於夢等現象，顯然仍不同於一般的純自然的經驗事件。事實上二
程明確指出，“天人感應”不是可以簡單推理認知的。如有人問“日食有常
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程頤回答說：“理會到極處，煞燭理
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又問：“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程
頤答曰：“似之，然未易言也。”23)程頤提醒對方，像人事與日食之間的“天
人感應”關係非常微妙，不是容易認識和說清楚的。這說明二程也承認完
全對“天人感應”做出理性而清晰的解釋並不容易。但即便如此，二程仍堅
信“天人感應”的發生具有理的必然性。這誠如程頤所言：“天之報應，皆如
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
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24)因此，二程用天理詮釋“天人
感應”，與其說是要對“天人感應”做出一種理性的解釋，不如說是要用天理
為“天人感應”提供一個可以依託的基礎，從而幫助人們對“天人感應”確立
一種牢固的信念。
其二，二程用“天理”取代人格神性質的“天帝”作為“天人感應”的基
礎，將“天人感應”視為理的感應，並在理學立場上將理的感應轉化為心與
事物之理的感應，這無疑消弱了“天”在“天人感應”中的絕對權威，凸顯了
23) 程顥、程頤，《二程集》，237頁。
24) 程顥、程頤，《二程集》，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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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體性，其後果是客觀上終結了以往天子和朝廷對“天人感應”的壟斷
地位，使每一個人都成了“天人感應”的主體。因為按照二程理學思想，每
個人都內在地稟受了天理(理具於心而為性)，因而每個人都與天理直接相
關，當然也就不再需要通過天子和朝廷的仲介作用發生“天人感應”。從前
文所引大量材料中可以看到，二程的確更重視在普通人身上所發生的“天
人感應”現象。這相對於以往“天人感應”論集中在朝廷和天子與“天”的互動
中說明“天人感應”現象確實是一個重大變革。同時，隨著意志之“天”被“天
理”取代和“天人感應”轉化為心與事物之理的感應，“天”在“天人感應”中的
地位被大大弱化，“心”成為“天人感應”中的主導和決定因素，這正如我們
在前文所看到的，二程強調有心之感才有理之應，理之應是隨心之感而來
的。這就意味著“天人感應”的發生及其結果，其實完全取決於人的內心意
識活動，取決於自身的道德修養狀況。這樣就將“天人感應”完全轉向了內
在，轉向了主體內心。這種轉向既體現了二程理學體系的內在要求，又保
留了“天人感應”的精神傳統，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造。
其三，“天人感應”本質上體現了人趨吉避凶的功利性關懷，因為無論是
對國家降下的祥瑞或災異，還是導致個人的吉凶禍福、生死壽夭，都關係到
人的利害得失。二程不但承認“天人感應”現象的存在，而且認為其發生有理
的必然性，表明二程理學並非只關注人的道德修為，並非只講“存天理，滅
人欲”，完全無視人的禍福等功利性需求。只不過是，二程將“天人感應”轉向
了內在，轉向了主體內心，凸顯了心在“天人感應”中的主導地位。而在二程
理學中，心所標誌的是一個道德抉擇的主體，心的活動主要表現為是否遵循
道德法則而動(所謂“道心”與“人心”)。所以在這樣的“天人感應”中，人的禍福
完全取決於心之善惡，心善必然感應善而獲福，心惡必然感應惡而招禍，而
無需上天和神靈居中裁決或予以保障。這無疑為傳統的“德福一致”觀念提供
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更加有力的支撐。同時它也表明，只要加強內
在的道德修養，即便不求福福也會自至；相反，如果內心不善，則欲避禍而
不能。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二程的理學雖然看似是一個道德義理系統，實
則在“天人感應”論的配合下，這個義理系統內在地蘊含了“善則有福，淫則有
禍”的功利性關懷。換言之，理學雖然宣導重義輕利甚至“存天理，滅人欲”，
要人放下個人利害計較將全副精力放在內心的道德修養上，看似完全無視人
的功利性需求，其實在其“天人感應”論的支持下，暗中已經做出了有德者必
有福的承諾。在這樣的意義上，理學所講的“善”，並非單純的道德上的善，
而是包含了幸福在內的圓滿的善25)。
■ 投稿日：2014.06.30 / 審查日：2014.12.24-2015.01.04 / 刊載決定日：2015.01.05

25) 牟宗三先生對儒家的“圓善”有系統的疏解。參見牟宗三，《圓善論》。不過，就本文來
看，二程理學的“圓善”與牟先生的理解有所不同，此問題另有專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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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 Cheng Hao and
Cheng Yi’s Neo-Confucianism
PENG Yaoguang

Abstract
Tianren ganying 天人感應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an important no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ong with the
flowering of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lso developed new
aspects during this period. Cheng Hao and Cheng Yi, key founders of
Neo-Confucianism, both held that the li 理 (Principle) or tianli 天理
(Heavenly Principle) is the ultimat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ey also emphasiz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iginal
mind and all things when they explained the generating principle,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dominant status of the mysterious “Heaven.” As a
result, the the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ithin
their thought was converted to an emphasis on the immanence or the
innermost being of the subject, which they referred to as “original mind.”
One long-term consequence of thei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consistence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has been fitted with
a more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onger support. In this regar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Neo-Confucianism was not a simple system confined
to the righteousness and virtue, since i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utilitarian
values and practices. What Neo-Confucianism advocates is the highest
good which can create more happiness.
Keywords: Cheng Hao, Cheng Yi, Neo–Confucianism,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consistence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the highest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