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牟宗三看退溪與栗谷
田 炳 述*1)

中文摘要
退溪與栗谷被稱爲朝鮮儒學的兩大泰斗，因两人的思想差異形成了諸如嶺
南學派與畿湖學派等學派，他們針對宋明儒學的核心槪念進行討論，影響
了整個朝鮮朝，充分發揮了其儒學的作用。從太極無極論爭起，經過四端
七情論辯，再到人物性同異論辯，其核心問題都是如何確保道德實踐的動
力，同時也涉及到關於朱子學的詮釋問題，卽如何解釋‘理發’問題等。
按照牟宗三的标准來比較退溪與栗谷的話，从對於朱子的理解方面来看，
栗谷的思想是正確的，可是從道德實踐動力的方面来看，退溪的理論又勝
於栗谷。虽然有很多人說退溪的理论接近陸王學，但是退溪本身一直強烈
的批判陸王學。所以通過牟宗三的標準来评判退溪與栗谷的思想，可以更
淸楚的找到二者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丁茶山以性理學的理氣論結構闡
發退‧栗思想的差異，楊祖漢則按照當代新儒學家牟宗三對宋明理學的标
准，注重道德實踐動力觀點，以此来比较兩人着手處的不同。如此，不管
是從形上學方面，还是道德實踐論方面，退溪與栗谷的思想对会给現代社
會带来莫大的的啓發。
關鍵詞：牟宗三，退溪，栗谷，四七論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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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退溪與栗谷被稱爲朝鮮儒學的兩大泰斗，因兩人的思想差異形成了诸
如嶺南學派與畿湖學派等學派，他們針對宋明儒學的核心槪念進行討論，
影響了整個朝鮮朝，充分發揮了其儒學的作用。從太極無極論爭起，經過
四端七情論辯，再到人物性同異論辯，其核心問題都是如何確保道德實踐
的動力，同時也涉及到關於朱子學的詮釋問題，卽如何解釋‘理發’問題
等。李退溪(名滉，1501-1570)與奇高峰(名大升，1527-1572)通过四端七情
论辩各自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李栗谷(名珥，1536-1584)則通過與成牛溪(名
渾，1535-1598)辯論四端七情人心道心槪念，闡發了自己的意見。要之，退
溪主張理發來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及主動性，相反栗谷则主張氣發理乘來
強調個體的主宰性及主動性。當代新儒學家牟宗三對整個宋明儒學进行评
价時，用“卽存有卽活動”以及“只存有而不活動”槪念來区别明道與伊
川或陸王學與程朱學。按照牟宗三的标准來比較退溪與栗谷的話，从對於
朱子的理解方面来看，栗谷的思想是正確的，可是從道德實踐動力的方面
来看，退溪的理論又勝於栗谷。虽然有很多人說退溪的理论接近陸王學，
但是退溪本身一直強烈的批判陸王學。所以通過牟宗三的標準来评判退溪
與栗谷的思想，可以更淸楚的找到二者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

二、牟宗三講‘存有活動義’
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把宋明儒學規定爲“性理之學”、“心性
之學”、“內聖之學”、“成德之敎”，而其中心問題首先在于討論道德
實踐之所以可能的先驗根據(或超越的根據)，進而復討論實踐的問題。前
者即心性問題，是講道德實踐可能性的客觀根據。後者即功夫入路的問
題，是講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的主觀根據。宋明儒學·心性之學全部都是
围绕如何解釋這兩个問題展開。不管是功夫問題，還是本體問題，他們所
集中关注的都是如何使之自覺地去實踐道德，以此来完成道德實踐。他把
這個意義的成德之敎用‘道德的形上學’這一詞語表现出来，意即由道德
为進路來接近形上學，或形上學是由道德的進路而成證者。1)
根據宋明儒學者們對形上實體體會之不同，牟宗三把宋明儒學的發展
以《論、孟、中庸、易傳》通而為一，又按照各所注重依據的文獻及形上
實體的內容與工夫境界來建立三系說。2) 這其中的關鍵就在“即存有即活
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正中書局，一九六八年第一版，8頁[Mou Zongsan, Substance
of Mind and Substance of Human Nature,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68, p. 8]。
2) 三系說卽如下: (一)、五峰蕺山系:此承由濂溪、橫渠、而至明道之圓教模型(一本義)而開
出。此系客觀的講性體，以中庸易傳為主，主觀地講心體，以論孟爲主。特提出’以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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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只存有而不活動”的區別。‘即存有即活動’是牟宗三通過參究宋
明儒學而提出的一個既簡單又核心的判別標准，以對應於所謂‘只存有而
不活動’的本體。‘即存有即活動’與‘只存有而不活動’兩者都可適用
於宇宙本體與心性本體的槪念。‘存有’意指本體之客觀的實有，‘活
動’意指本體之力動性。而‘即存有即活動’槪念可以從《詩經》中‘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句中找到根據。他視‘於穆不已’爲古代中國人對
天命的最初或根源性見解，包含着‘於穆’與‘不已’是性適天道，是不
間斷地實現生生作用的實體。他把《詩經》的‘於穆不已’与《周易》<繫
辭下>的‘天地大德曰生’連繫，将天道的基本性質規定爲‘於穆不已’
的創造性。牟宗三認爲，自周濂溪以來，張橫渠、程明道皆將道體性體視
爲‘即活動即存有’者。伊川繼承其兄明道之言天理，但卻收縮割截，將
道體性體只簡化爲一“理”字，“是成‘只存有而不活動’之靜態的理，
已不能相應‘於穆不已’之體而言道體性體矣”3)
牟宗三把道德哲學分爲‘道德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 和
‘道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 兩種形態，前者不涉及工夫，只從
形上學層面上講道德的先驗本性，後者則包含本體與工夫兩方面，而且是
由工夫而澈至本體，进而成全其道德實踐者。所以此一本體既是道德實踐
的本体，又是宇宙生化的本体，故稱之曰’本體宇宙論’。牟先生認爲从
《中庸》、《易傳》回歸落實到《論語》、《孟子》所建構的「本體宇宙
論」，都是走天道性命相貫通之路，到了明道而用’一本論’的槪念總括
此義，爲圓頓之敎之型範。牟先生講，所謂一本就是說本體宇宙論的實體
是一創造的實體，既負責宇宙生化，又負責道德創造，是一個創造的總根
源。世界的一切事物，無論主觀面還是客觀面，總只是這’本體宇宙論的
實體’之道德創造或宇宙生化之立體地直貫。4)
關於一本的主觀面，牟先生以仁體爲人人俱有，而亦遍潤一切而’與
物無對’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關於一本的客觀面則是從天道處講。在牟
宗三看來，‘天’就是道。此道是‘生道’，即‘爲物不貳，生物不測’
之生道，亦即創生之道，也就是能夠起創生大用之道。而天道的創生過程
就是‘生生之謂易’。牟宗三认为天、帝、天命、天道、太極、太虛、誠
體、神體、仁體、中體、性體、心體、寂感眞幾、於穆不已之體等都具有
創造性，因而規定爲本體宇宙論的實體，是对程明道所以體驗出來的‘天
理’槪念进行的總括。牟先生分析明道所說的‘天理’兼‘本體論的存
性’義以明心性所以為一之實以及一本圓教之所以為圓之寶。於工夫則重’逆覺體證’。
(二)、象山陽明系: 此系不順’由中庸易傳回歸於論孟’之路走，而是以論孟攝易庸而以
論孟為主者。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現，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潤；於工夫，亦是以’逆覺體
證’爲主者。(三)、伊川朱子系: 此系是以中庸易傳與大學合，而以大學爲主。於工夫特
重後天之涵養(‘涵養須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認知的橫攝(‘進學則在致知’)，參見牟
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79頁[Mou Zongsan, Ibid., p. 79]。
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79頁[Mou Zongsan, Ibid., vol. 1, p. 79]。
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18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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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及‘本體宇宙論’的意义认为程明道以無‘存亡加減’說天理，
又以萬物所依據的創造根源来說天理，而這两种說法是统一的，他们的區
別主要在于‘動’的問題。天理之爲本體論的實有與天理之爲宇宙論的生
化眞幾這兩者是同一的，都是表示天理旣是存有，亦是活動，是卽存有卽
活動的.(活動是動而無動之動，是神用神動之動，不是氣動之動)，不是只
存有而不活動之‘只是理’。動而無動的活動與存有這兩者合而觀之，便
可說天理是一個生化的眞幾，創造的實體，以前名曰生化之理，現在亦可
名曰‘實現之理’，‘存在之理’，是旣超越又內在的，動態的生化之
理，存在之理。5)
牟宗三說濂溪、橫渠、明道三人都是将形而上之真體理解爲‘即活動
即存有’者，可是濂溪與橫渠重看《中庸》、《易傳》的本體宇宙論，與
《論語、孟子》的著述精神稍有不相契之處。牟宗三評程明道說「本體宇
宙論的直覺力(洞悟力)，宋明儒中明道爲最強，而本體宇宙論的興趣亦以
他爲最濃，故其對於本體宇宙論的實體，亦體會得最爲明澈而深奧。6)
牟宗三對明道則是稱許其已通達圓教的飽滿系統之說:
至明道則兩方面皆飽滿，無遺感矣。明道不言太極，不言太虛，直
從‘於穆不已’、‘純亦不已’言道體、性體、誠體、敬體。首挺立
‘仁體’之無外，首言‘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下
便認取，更不可外求’，而成其‘一本’之義。是則道體、性體、誠
體、敬體、神體、仁體、乃至心體、一切皆一。故真相應先秦儒家之呼
應而直下通而為一之者是明道。明道是此‘通而一之’之造型者，故明
道之‘一本’義乃是圓教之模型。從濂溪、橫渠、而至明道是此回歸之
成然。兩方皆挺立而一之，故是圓教之造型亦是宋明儒學之所以為新，
此是順先秦儒家之呼應直下通而一之，調適上遂之新。7)

牟宗三論伊川時說:
伊川對於客觀言之的「於穆不已」之體以及主體言之的仁體、心體
與性體似均未能有相應之體會，既不同於前三家，亦不能與先秦儒家之
發展相呼應。他把‘於穆不已’之體(道體)以及由之而說的性體只收縮提
練，清楚割截地視爲‘只是理’，即‘只存有而不活動’的理。(明道亦
說理或天理，但明道所說的天理是就其所體悟的‘於穆不已’之體說，
廣之，是就其所體悟的道體、誠體、敬體、神體、仁體、心體皆一說，
是即存有即活動者)。8)

從上看牟宗三抓著伊川言‘性即理’之說此理此性是只存有而不活
動，實際上牟宗三所說的活動就是天道流行的本體宇宙論，以及主體實踐
的工夫論，說本體宇宙論及工夫論都要言及活動。
5)
6)
7)
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56-57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p. 56-57]。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146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 14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44頁[Mou Zongsan, Ibid., vol. 1, p. 4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44頁[Mou Zongsan, Ibid., vol. 1,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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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頓、分解對比渾淪、分開
牟宗三评判宋明儒學的系統時貢獻之一就是鑑別明道和伊川在思惟形
態上的差異。在朱子彙編的25卷≪二程遺書≫中，第一至第十，共十卷，
標爲‘二先生語’，第十一至第十四，共四卷，標爲明道語，第十五至第
二十五，共十一卷，標爲伊川語。標爲‘二先生語’的共十卷中，除了幾
個地方标注出明道與伊川，剩下的大多沒有標明为何人所说。所以傳統的
看法認爲二程之學並無本質上的區別，朱子傳二程之學，或認爲明道、伊
川雖有區別，但他們並不構成後來朱陸之分歧，從而不認爲有明道開心學
之說。9) 牟宗三認爲從客觀義理之大體氣氛，或自進德之大方向說，二程
兄弟固可說是屬於同一系統，所以凡未注明是谁的話的地方，亦可視爲二
人共同之主張。可是凡此種義理，皆屬於眞實生命之發言，亦屬於存在的
創闢智慧之洞悟，同时也是各自因各人資質氣象差異而發出的獨特的存在
實感。事實上二先生資質氣象各異，自古以來亦是定論。如宋史道學傳說
明道“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 後人亦常將明道與顔
子相提幷論。牟宗三依據此注明明道的話及造詣，摘出明道的話來，構成
明道的義理系統，并以‘圓頓’槪括之，与伊川的‘分解’形成對比。10)
牟宗三對明道言“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一句解釋說:
蓋如此分解說，固未盡其究竟，然分解表示以顯體，亦是必要者。
惟此分解依明道之體悟，形而上之道決不只是理，且亦是神，乃是即神
即理、神理是一者。惟明道特喜圓頓表示。───若真明透了，則當下
即是，當體即是永恆，當體即是一體。此亦即睟面盎背，全體是神，全
體亦是形色也。此種圓頓表示乃是盡性踐形之化境，並不妨礙道器之分
也。11)

明道強調道器之分，可是主體應能回答‘如何而能至於聖人’，卽
一定需要道德實踐，而从道德實踐洞悟宇宙本體就是儒家的終極目的。所
以就需要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的客觀原則，進而需要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
的客觀原則，最後还需要二者成为一體。這就要求首先要豫設道器不分，
然后才能將道器不分說上升至圓頓化境。圓頓化境是就‘理氣’或‘道
器’說。由盡性踐形的工夫達到合一於本體，是以‘本體宇宙論’槪念爲
依據的。牟宗三清楚地指出天理的客觀面，从而说明了程明道客觀意識很
強。宋儒講到道德之心不僅可以成就自身的道德，而且可以賦予宇宙萬物
一定的價值和意義，對這種意識予以完整說明的人便是程明道。
9) 陳鍾凡，《兩宋思想述評》，東方，1996，258頁[Chen Zhongfan, Review of Song Dynasty
Thought, Taipei: Dongfang chubanshe, 1966, p. 258]。
1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21-22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p. 21-22]。
1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194頁[Mou Zongsan, Ibid., vol. 1,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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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分析二程兩兄弟思惟形態的差異时說“明道妙悟道體，善作圓
頓表示。而伊川則質實，多偏於分解表示。質實者直線分解思考之謂也。
分解思考亦無礙，惟於分解中，道體只成理，則喪失‘於穆不已’之體之
義。性體只成理，則喪失‘卽存有卽活動’之義。此則便有礙.”12) 朱子
承伊川的思路，完成’理氣不離不雜’，‘性卽理’之結構，此后传入朝
鮮方展開之。
後人描述退溪说“襟懷洞徹，如秋月氷壺。氣象溫粹，如精金美玉。
莊重如山嶽靜。深如淵泉，端詳閒泰，篤厚眞純。瞻儀刑者起敬，見容德
者心醉，雖頑夫悍卒，望門而驕氣自消。”13) 描述栗谷说“天資高明，淸
通灑落。光風霽月，公誠坦蕩。心事足以悅服人。展拓開豁，沈潛闡繹，
發揮運用，當爲本朝儒賢之最。”14) 可知退溪栗谷二人都有聖賢氣象。又
言“退溪資稟，純粹溫潤，如精金美玉。嘗侍坐，和氣襲人，想明道也是
如此。……近見諸公稱退溪，皆說學朱子，其實先學顔子，其資稟蓋相
似。”15) 退溪性格溫和，後人常將之與明道、顔子相提幷論。栗谷与退
溪不相上下，而且兩人都喜歡提及明道。可是如從文筆表現方面看，“退
溪之言較密較細，栗谷之言較闊較簡。”16) 退溪注重分開，栗谷则注重
渾淪方面。這個差異在解析理氣關係时突显出来，并開啓了朝鮮儒學的學
術新篇章，即所谓的‘四端七情之辯’，而其论辩的重心則集中在‘理
發’，或‘理動’與否上.
退溪接受知己鄭秋巒(名之雲，1505-1561)的邀請，監修秋巒的‘天命
圖’時，将“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一句修訂爲“四端理之發，七情
氣之發”之後公布於世。當时时年32歲的年靑學者奇高峰看到退溪修改后
的‘天命圖’之後提出異意，開始了所謂的‘四七論辯’。退溪的四端七
情辯論以其對‘天命’，‘太極’的理解爲基础，所以退溪所理解的天命
觀很重要。退溪認为《中庸》所講的‘天命’及周濂溪所講的‘太極’爲
活動的創生實體。退溪說:
太極之有動靜，太極自動靜也。天命之流行，天命之自流行也。豈
復有使之者歟。但就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處看，若有主宰運用
而使其如此者。卽書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程子所謂以主宰謂之
帝，是也。蓋理氣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謂天命流行處亦別
有使之者也。此理極尊無對，命物而不命於物故也。17)
1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251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 251]。
13) 金誠一，《鶴峯集》卷之五，<退溪先生史傳>[Kim sungil, Collected Works of Hakbong,
vol. 5, History about Toegye]。
14) 李珥，《栗谷集》卷之三十八，<諸家記述雜錄>[Yi I, Collected Works of Yulgok, vol. 38,
Memories about Masters]。
15) 曺好益，《芝山集》卷之五，<退溪先生言行錄>[Cho Hoick, Collected Works of Jisan,
vol. 5, A record of Toegye's sayings and deeds]。
16)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二卷，<理發氣發辨一>[Chong Yagyong,
Collected Works of Yoyudang, vol. 1-12, Debate about Lifa-Q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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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朱子說“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又常說“無
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朱子所理解的太極天理并非是‘卽存有卽活
動’之實體創生之，妙運之，因而有氣化動靜之相生不息之大用，是在氣
背後靜態而超越地主宰的，這一動是只存有而不活動者。18) 所以朱子說
“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
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不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
贅矣。”19) 如此对于朱子来说動靜流行者是氣，太極天理則是所以動靜
者。退溪則懷疑朱子所述之理爲不活動者。他說 :
按朱子嘗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
乎？ 蓋理動則氣隨而生，氣動則理隨而顯。濂溪云太極動而生陽，是言
理動而氣生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是言氣動而理顯，故可見
也。……今曰朱子似以動而生陽，專作氣看，故以爲已發，恐未必然
也。又曰所謂一陽生者，專指氣言，其下係之以見天地之心，然後專是
言理，亦恐太分開看了。20)

從对太極天理的理解方面看，退溪不同於朱子，却与濂溪、明道的思
路一致。伊川說“寂然不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事上。論道則萬理皆
具，更不說感與未感。”21) 对于伊川来说，所以感應的是理，而感者應
者則是氣。朱子承伊川之思路，明確地將寂感落在氣上說，並統於氣之動
靜以明之。因此牟宗三對此评价说，因伊川不以寂感說道體，而其於‘於
穆不已’之體未能明澈甚顯，其心目中所意謂之道體乃只是理。22) 退溪
嘗覺若按伊川朱子的思路，則太極天理爲空理，會到至無著落處。退溪說:
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至此則要發明靜爲動之本，故通
寂感而兼言之。蓋必下感字，方見靜爲動之本處。若如君言，只說寂一
邊，則所謂其本也之其字，虛而無著落矣，其可乎？23)

退溪所以如此說，因爲他對‘於穆不已’之創生實體，有深刻的體
會。他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流行無息。上所以說命字者與太極
17)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三，<答李達李天機>[Yi Hwang, Collected Works of Toegye,
vol. 13, Return to YiDal Yicheungi]。
18)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504頁[Mou Zongsan, Ibid., vol. 3, p. 504]。
1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45，<答楊子直方>[Zhu Xi,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vol.
45, Return to Yangzhizifang]。
20) 李滉，《退溪集》卷之二十五，<答鄭子中別紙>[Yi Hwang, Ibid., vol. 25, Return to
Chung Jajung]。
21)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十五[Cheng Ho and Cheng Yi, Collected Works of the
Cheng Brothers, vol. 15]。
2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367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 367]。
23) 李滉，《退溪集》卷之三十五，<答李宏仲>[Yi Hwang, Ibid., vol. 35, Return to Yi
Gueong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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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同意。”24) 退溪又強調天命道體的自然發用流
行。他說:
所論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之義，以爲取譬之意但取其自然無爲之氣
象者，善矣。然觀古人論此諸說，蓋非取譬以言其氣象，乃因此而擧
彼。以見道體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如勿忘勿助，則道之在我，而自然發
見流行之實可見。鳶飛魚躍，則道之在物。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
又如引浴沂詠歸而竝言，則浴沂詠歸，道之在日用，而自然發見流行之
實可見，如是而已。25)

明道也曾用孟子的‘勿忘勿助長’與《中庸》‘鳶飛魚躍’來形容天
道與人道都是活潑潑地，他說“‘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
也。’ 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26) 朱子不契於‘於穆
不已’之活潑潑地自然流行，說“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
27)
退溪則承明道強調天道的活動義，說“此理本體呈露，妙用顯行之
妙，活潑潑地耳。”28)
朱子言“蓋氣則能凝結造作蓋，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29)
退溪用本然槪念解析理之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就是從‘寂然不動’看
之。退溪說:
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寓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
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見於本體之無爲，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
理爲死物，其去道不亦遠甚矣乎？30)

若像朱子只從氣上看‘感而遂通’則缺失天理神用的活動之義，至於
認理爲死物，則會減殺儒家固有的動態的創生實體，也會減少道德實踐動
力。奇高峰依朱子說反對退溪的理氣互發主張說“今曰‘互有發用，而其
發又相須’則理卻是有情意․有計度․有造作矣，又似理氣二者，如兩人
然。”31)，对此退溪反問“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說，
24) 李滉，《退溪集》卷之三十五，<答李宏仲>[Yi Hwang, Ibid., vol. 35, Return to
Yi Gueongjung]。
25) 李滉，《退溪集》卷之二十五，<答鄭子中別紙>[Yi Hwang,
Ibid.,
vol. 25,
Return to Chung Jajung]。
26)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三[Cheng Ho and Cheng Yi, Ibid., vol. 3]。
27) 黄宗羲，《宋元學案》 <明道學案上ㆍ家語>[Huang Zhongxi, Major Schools of
Song and Yuan Confucianism, about Mingdao, jiayu]。
28) 李滉，《退溪集》卷之四十，<答㝯姪問目中庸>[Yi
Hwang,
Ibid.,
vol. 40,
Return to Kyoji about The Golden Mean]。
29) 朱熹，《朱子語類》 卷一[Zhu Xi, Sorted Collection of Zhu Xi’s Analects, vol. 1]。
30)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八，<答奇明彥>[Yi Hwang, Ibid., vol. 18, Return to
Ki Myungyeon]。
31) 奇大升，《高峯集》<高峯先生別集附錄>，卷之二[Ki Daeseung, Collected Work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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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爲我可以窮到物理之極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32) 退溪非常重視
‘格物窮理’工夫。牟宗三講朱子天理實體與格物窮理的關係時槪括說
“朱子依其泛認知主義將仁體，性體，內至形而上的實體皆平置而爲普遍
之理(存在之然之所以然)，通過其格物窮理(窮在物之理)而成爲心知之明之
認知作用之所對，永爲客爲所而不能反身而爲主爲能，而立體創造的實體
性的心體亦不能言，此則決非先秦儒家論孟中庸易傳一發展所表示之舊
義.”33) 又說“無人能由格物窮理言天命實體，亦無人能由格物窮理來肯
認上帝，亦無人能由格物窮理來了解吾人之內在的道德心性。”34) 牟宗
三认为不能從格物窮理說天命實體，因为這样并不能了解人心內在的道德
本性。因此講格物窮理，就預設理爲靜態的所以然之理。可是退溪認为天
命實體有活動的意义层面，所以從格物窮理說天命實體，并以此来说明內
在的道德本心。此爲退溪思路的獨特處，退溪亦稱許明道的‘識仁篇’說:
此仁者所以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惻隱之心，足以普四海彌六合也。
然這也不是懸空底物事。人有腔子，乃其爲樞紐緫腦處。故這箇物事，
充塞在這裏，爲天下之大本。由其無方體無內外，故充塞在這裏底心，
卽是體萬物普四海底心。35)

朱子不喜明道識仁篇且批評說“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
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云云。”並且没有收入‘近思
錄’。退溪著‘聖學十圖’，‘第七仁說圖’裏雖收錄朱子仁說，卻削除
朱子批判明道的部分，說“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意，方見得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眞實如此處，爲仁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
患，又無認物爲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
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36) 退溪修訂朱子不取天地萬物爲一體之仁
體義，強調理體之活潑潑的創生性說“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
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37)
栗谷少退溪36歲，从23歲至退溪去世，受退溪之敎共13年之久。‘自
擬負笈，庶幾卒業’。退溪平時警策栗谷言“爲見叔獻前後論辨，每把先
儒說，必先尋其不是處，務加貶斥，使你更不得容喙而後已。至於尋究得
Gobong, Extra Books, vol. 2]。
32)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八， < 答奇明彥>[Yi Hwang, Ibid., vol. 18, Return to
Ki Myungyeon]。
3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卷三，363頁[Mou Zongsan, Ibid., vol. 3, p. 363]。
3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卷一，80頁[Mou Zongsan, Ibid., vol. 1, p. 80]。
35) 李滉，《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答黃仲擧>[Yi Hwang, Ibid., vol. 19, Return to
Hwang Junggeu]。
36) 李滉，《退溪集》卷之七，<進聖學十圖箚>[Yi Hwang, Ibid., vol. 7,
SeoungHakshipdo,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37) 李滉，《退溪集》卷之七，<西銘考證講義>[Yi Hwang, Ibid., vol. 7, A Study historical
evidence about X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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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是處，要從這明白平實正當底道理，樸實頭做將去意思，殊未有見
得。”38) 栗谷果然在退溪去世後不久，借與成牛溪辯論理氣四端七情人
心道心說時，批評退溪的‘理氣互發說’，主張所謂‘氣發理乘一途
說’。栗谷說:
我東文獻，至本朝最明。文純公李滉，以沈潛縝密之學，啓發關
鍵。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珥以高明超卓之資，直溯伊洛關閩之
學，洞究道體。故一生尊信李滉，講明其學，靡二賢者。我東性理之
學，孰得以闡明之哉。惟理氣離合之說不免有小異同。蓋滉嘗與奇大升
論辨天命圖、四端七情。以爲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
引朱子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之語以證之。珥嘗以此爲措語未妥，恐
爲正見之一累。與成渾往復辨之曰發者，氣也。所以發之者，理也。39)

栗谷旣反對理有活動性又反對氣本體論，40) 強調理氣渾淪無間。他
先反對理的獨立性，說“所謂沖漠無眹者，指理而言。就理上求氣，則沖
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就氣上求理，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雖如此，實無理
獨立而沖漠無陰陽之時也。此處最宜活看而深玩也。”41) 栗谷不同於退
溪，不認为‘於穆不已’是創生實體的描述，只是对超越的所以然之理的
深遠性的描述。42) 退溪與高峰辯論四端七情時，面對高峯对理的獨立性
的批評，以分開、渾淪的槪念來說明四端七情的關係。退溪與栗谷兩人分
開、渾淪槪念，同據於明道之說。明道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
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43) 退溪與栗谷各執一邊以爲據。退溪說:
今按若理氣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須
著如此說乎？ 明道又以其不可離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謂器卽是道
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亦器，非謂道卽是器也。道器之分，
卽理氣之分，故引以爲證。44)

38)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四， < 答李叔獻>[Yi Hwang, Ibid., vol. 14, Return to
Yi Sukheoun]。
39) 李珥，《栗谷集》卷之三十八，<前後辨誣章疏>[Yi I, Ibid., vol. 38, A Complain
of an injustice]。
40) 李珥，《栗谷集》卷之三十三，
<與牛溪先生論理氣四端七情人心道心>，“先生嘗曰:
雲峯胡氏曰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爲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則曰四端，理
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胡氏以情意爲二岐，退溪以理氣爲互發，此皆未
然。”[Yi I, Ibid., vol. 33]。
41) 李珥，《栗谷集》卷之九，<答朴和叔>[Yi I, Ibid., vol. 9, Return to Park
Hwasuk]。
42) 李珥，《栗谷集》拾遺卷之五，<節序策>“竊謂一元渾化，於穆不已，陽以生物而陰以成物
者，天之理也。則天之命，順乎陰陽，仰觀俯察，而默契造化者，人之道也。”[Yi I, Ibid.,
Extra Books, vol. 5, A stratagem about Process]。
43)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Cheng Ho and Cheng Yi, Ibid., vol. 1]。
44) 李滉，《退溪集 》卷之四十一 ， < 非理氣爲一物辯證 >[Yi Hwang, Ibid., vol. 41, A
demonstration of difference between Li and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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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說:
有問於臣者曰理氣是一物，是二物？
臣答曰考諸前訓，則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理氣渾然無閒，元不相離，不可指爲二物。故程子曰
器亦道，道亦器。雖不相離，而渾然之中，實不相雜，不可指爲一
物。45)

由上文看，兩人都肯認朱子‘理氣不離不雜’主張。可是退溪注重
‘須著如此說’，強調理氣分開，不雜的层面。相反栗谷則注重‘器亦
道，道亦器’，強調理氣渾淪，不離的层面。所以退溪強調分開，對應四
端七情關係說“蓋渾淪而言，則七情兼理氣，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
對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於氣，猶四端之於理也。”46) 退溪所
之以強調理氣分開，是因爲需要通过理發來確保孟子性善論的理論根據與
實踐動力。退溪說:
愚謂四端雖云乘氣，然孟子所指，不在乘氣處，只在純理發處。故
曰仁之端․義之端，而後賢亦曰剔撥而言善一邊爾。必若道兼氣言時，已
涉於泥水，此等語言，皆著不得矣。47)

退溪強調孟子所謂四端是指純粹從理發出來，所以純善而無惡，因此
不分四端七情，就不能顯出道德法則的至高性。栗谷不分四端七情說‘七
情包四端’，四端則是‘善情之別名’。48) 如栗谷跟牛溪討論四七論辯
時說“兄若不信珥言，則更以《近思錄》、<定性書>及‘生之謂性’一
段，反覆詳玩，則庶乎有以見之矣。”49) 自己的渾淪觀據明道話建立
的。他反對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說:
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以此觀之，氣質之性，本
然之性，決非二性。特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理氣而
命之曰‘氣質之性’耳。性旣一則情豈二源乎？ 除是，有二性然後方有
二情耳。50)

又說

45) 李珥，《栗谷集》卷之二十，<聖學輯要>二[Yi I, Ibid., vol. 20, A seonghak-bot 2]。
46)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六，<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二書>[Yi Hwang, Ibid., vol. 16，
Return to Ki Myungyedn]。
47) 李滉，《退溪集》卷之十六，<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二書>[Yi Hwang, Ibid., vol. 1
6，Return to Ki Myungyedn]。
48) 李珥，《栗谷集》卷之十，<答成浩原書>“情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而已。七者之外無他
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名。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矣。”[Yi I, Ibid., vol. 10, Return to
Seong Howon]。
49) 李珥，《栗谷集》卷之十，<答成浩原書>[Yi I, Ibid., vol. 10, Return to Seong Howon]。
50) 李珥，《栗谷集》卷之十，<答成浩原書>[Yi I, Ibid., vol. 10, Return to Seong Ho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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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曉人深切，八字打開處也。
其所謂理者，指其乘氣流行之理，而非指理之本然也。 本然之理固純
善，而乘氣流行，其分萬殊，氣稟有善惡，故理亦有善惡也。51)

誠如牟宗三講，明道言‘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此不是說生化
之生生不已中性與氣同流，乃是說性體與氣質滾在一起，卽是個體存在時
說性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善惡是指氣稟說，不指性體說。52)
栗谷之所以強調渾淪，是认识到現實存在的制約性，如言“修爲之功，獨
在於人。而修爲之極，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然後吾人之能事畢矣。”53)
自覺人固有的道德義務，努力變化氣質，至於成己潤物爲窮極目的。

四、退栗四七論的意義
退溪與栗谷兩人同爲朱子學，可是却有截然不同的思路，时至今日仍
然甲論乙駁不休。在傳統的學者中，以丁茶山(名若鏞，1762-1836)对此的
評價爲最優。54) 茶山认为退溪理發說與栗谷氣發說，兩者從宇宙論方面
及價値論方面各執一邊，各有勝義處。退溪在道德實踐方面强，栗谷則於
邏輯結構及現實性上略胜一筹。至當代從牟宗三所謂的本體宇宙論槪念爲
基础的成德之敎来看理發未發問題，不止於符合朱子學的結構與否，或宇
宙論與人性論之間的邏輯性的一貫性與否，道德實踐方面意義更大一
些。55) 丁茶山以性理學的理氣論結構闡發退`栗思想的差異，楊祖漢則按
51)
52)
53)
54)

李珥，《栗谷集》卷之十，<答成浩原書>[Yi I, Ibid., vol. 10, Return to Seong Howon]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164-165頁[Mou Zongsan, Ibid., vol. 2, pp. 164-165]。
李珥，《栗谷集》卷之十，<答成浩原書>[Yi I, Ibid., vol. 10, Return to Seong Howon]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二十一卷，<西巖講學記>，“蓋退溪所論理
氣，專就吾人性情上立說。理者道心也，天理分上也。性靈邊的也，氣者人心也。人慾
分上也，血氣邊的也。故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七情氣發而理乘。蓋心之所發，有從天理
性靈邊來者，此本然之性有感也。有從人慾血氣邊來者，此氣質之性有觸也。栗谷所論
理氣，總括天地萬物而立說。理者無形的也，物之所由然也。氣者有形的也，物之體質
也。故曰四端七情，以至天下萬物，無非氣發而理乘之。蓋物之能發動，以其有形質
也。無是形質，雖有理乎，安見發動。故未發之前，雖先有理。方其發也，氣必先之。
栗谷之言，其以是也。然則退溪栗谷，雖同論四七。共談理氣，卽其理氣二字注脚判異
[Chong Yagyong, Collected Works of Yoyudang, vol. 1-22, Study in Seoam]。
55) 於四端七情論辯的當代意義以楊祖漢說: 退溪是韓國朱子學的大師，但當他考慮四端與七情
何以不同，又根據自己對孟子義理之了解，自然逼出了理須具活動性之義，而與朱子的理論
有所不合，此可見依孟子學，理之能活動，是必至之論。這不只是為了證成四端是純粹地
善，而必須有的肯定，亦是有道德實感作根據的。道德實踐，必是由意志之自律，自我立法
而作出的，故必是自內而發的，……此純粹從內而發，而又必然合理，則必肯定此純粹地無
條件之自發，是本心之發，亦是性發。由四端之純善，逼至此情必是性發，由四端必是性
發，故性理必有自發性，若理無活動發用，何以能有純善之四端？ 故若四端是純善的，性
理便須有活動性。而人的生命活動中，便可以有直承性理而發的力量。此力量不同於形氣之
力量，形氣可善可惡，善惡未定，但此由性理發的力量一定是善的。參見楊祖漢，《從當代
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論爭》，臺大出版中心，2005，207-208頁[Yang
CHo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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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當代新儒學家牟宗三對宋明理學的标准，从注重道德實踐動力觀點看兩
人着手處的不同。栗谷強調理氣渾淪，是因爲確保人存在的現實性决定了
主宰的情況。退溪所以強調理氣分開，是要通过理發來確保孟子性善論的
理論根據與實踐動力。如此，退溪與栗谷的思想對于因喪失價値觀而難寻
出口的現代社會具有很大的啓發性。
■ 投稿日: 2014.04.23， 審查日: 2014.05.09-23， 刊載決定日: 2014.05.24

Important Debates of Korean Confucianism in View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Taibei: Taiwan daxue chubanshe, 2005, pp.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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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Mou Zongsan’s Opinion
of Toegye and Yulgok
Jun Byungsul

Abstract
Toegye and Yulgok are known as the two major leaders of Korean
Confucianism.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orean
Confucianism developed along two branches: the Youngnam School
and Kiho School, each of which discussed Neo-Confucian concepts
ranging from the taiji 太極 、 wji 無極 debate to the Four-Seven
Debate an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e of
human and non-human throughout the Choson dynasty. The core issue
at stake during the era of Choson Confucianism was how to acquire
power to practice moral conduct, a question which required a
comprehension of Zhu Xi’s teaching regarding the issue of how to
treat the subject of lifa 理發. Although Mou Zongsan considered
Yulgok’s understanding of Zhu Xi to be more accurate, if we view the
question as concerning the practical power to practice moral conduct,
Toegye’s understanding of Zhu’s teaching may be more useful than
that of Yulgok. Although Toegye’s understanding appears superficially
similar to the school of Lu-Wang, Toegye regularly criticized the
teachings of Lu-Wang. By comparing the views of Yulgok and Toegye
as understood by Mou Zongsan, we will be able to see a number of
importa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words: Mou Zongsan, Toegye, Yulgok, Four-Seven Deb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