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孟子的自然說
周 俊 勇*1)‧ 孫 偉 平**2)

中文摘要
在孟子看來，天沒有超自然神性，天是自然。但此自然不是物性的自然，
而是生命的自然。生命自然既有物性，也有神性，它的本質或說善是“創
生不已之真幾”。人源出於自然，也是一自然。孟子在不忽略人的物性自
然的同時，更加注重人的神性自然，從而把天或說自然的善本身轉化為道
德性的善本身，自然“創生不已”的本質或說善落在人性上則成為能“創
生不已”的性善。性善內在於人之身，孟子以心善為性善。善能為身之心
所體知，更顯明性善為自然。這是孟子道德本論體的自然說。道德本體論
意義上的善只是善根，善根因“創生不已”之本質從而要求修養實踐善，
並予其以方式，即自得、自然而然的方式。這是孟子修養論的自然說。經
修養實踐而圓滿的善則成為一種新的自然，這種自然是人與自然融合無間
的自然，即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是孟子境界論的自然說。孟子的自然說是
一個有著辯證過程的自然。
關鍵詞：孟子，善，自然，性善，自得，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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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西方思想的引入及近代科學的興起，“自然”被定義為物性的
自然，即具有客觀性、生物性的自然，且恒有一超自然與之相對。然
而，自然一說在中國哲學中卻有著多層次、豐富的內涵，如孟子的學說
即是一種內涵複雜、深刻的自然說。那麼，孟子的自然說是何種意義的
自然？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本文擬就此進行扼要的梳理與分析，以
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孟子之天的本體自然說
天是什麼？在孟子之前，天的觀念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在中國上
古，“天”尚類似於西方宗教上的神。西方之神是人格神，其特性是全
知、全能、全善。其中，“全能”是說西方之神是主宰，能主宰人的生命
及命運，具有超自然的神性。中國上古之天正有此性。如《尚書·大誥》
說，“天命不僭”，即是說天命是不會出錯的，是超越的。再如《尚書·酒
誥》說，“天降喪于殷”，這也表明天具有超自然的神性。
隨著周初人文精神的躍動，天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在慢慢消解。《尚
書·召誥》說，“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暦年”，“命”為主宰義，這是
說天有超自然的神性。但這裏天的首要意義是“命哲”了，說明天的超自
然神性開始消解了。
發展到孟子，天的超自然神性被完全否定了。孟子曾這樣界定“
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1) 蒙培元先生對之解釋說，“沒有一個
什麼目的支配它，也沒有什麼力量推動它，它自己就這樣為了，這再明顯
不過地說明，孟子是反對超自然的神學目的論的”。2) 沒有了神學目的，
那麼，天之所以為，都不是超自然所為，而是自然自己所為。這即是說，
天就是自然。
當然，《孟子》中天的觀念很複雜，如孟子仍然在說“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3) 之類看似有上帝意志的天、超自然神性的天，但此時的天“作
為人格神的上帝，已經被徹底虛化了，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4) 楊伯峻
先生也曾對《孟子》中的天作系統研究，認為孟子所言之天沒有“主宰之
天”5) 之義。可見，孟子是否定天有超自然神性的。
1) 《孟子·萬章上》[Mencius，“WanZhang”(part one)]。
2) 蒙培元，《蒙培元講孟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1頁[Meng Peiyuan, Meng
Peiyuan’s Lectures on the Menciu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6, p. 91]。
3) 《孟子·離婁上》[Mencius，“LiLou”(part one)]。
4) 蒙培元，《蒙培元講孟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2頁[Meng Peiyuan, Meng
Peiyuan’s Lectures on the Menciu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6, p. 92]。
5)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導言”，10頁[Yang Bojun，
Mencius Yizhu，Beijing：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1960，the Epitaph，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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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否定了天的類似於西方之神全能的超自然神性，那麼可以說孟子
之天的觀念是自然論的。傅斯年先生認為，孟子之天觀念“並于自然
論”。6) 但這一自然是怎樣的自然？《孟子·離婁上》說，“誠者，天之道
也”。這完全合于《中庸》之說。牟宗三先生說：“《中庸》視‘誠’為
天之道，即自然而然之道，自然是誠體流行。”7) 在牟宗三先生看來：
一、天即自然；二、自然有“誠”道；三、此“誠”道流行不居。
因此，應該進一步明確的是，孟子天之觀念的自然，並不是狹隘的物
性自然，即無生命的客觀的自然，而是含攝了略似西方之神全善的天的善
性的生命自然。但與西方之神全善不同，天的善性因為天的超自然神性被
否定、而其本身被肯定、從而顯現的更加純粹。這就是說，天的善轉化為
純粹善、本質善。
那麼，善的意義是什麼呢？
善在純粹善層面的意義是，天或說自然即是善本身。善“本身”是說
善不依附於他物而自己如此，這既說明了善是一種“本體論的實在”8)，
又說明了善是一種自然。日本學者溝口雄山曾這樣闡釋：“自然不是由某
種外在意志使然，而是由其自身之力使然。”9)
善在本質善層面的意義是，善並不仅仅是道德性的价值性的善，而是
類似於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0) 意義上的整体性的善，這種
善準確的表達是天或自然的本質。從詞義上說，善就是本質的同義詞。但
這種善是天或自然的“內容”，而不是天或自然的“形式”——這不同於
西方的純粹理念和理性形式。
進一步，天或自然的本質善是什麼，或說善本身是什麼？在這一點
上，孟子之意亦是合于《易》、《中庸》之說。《易·系辭》曰“生生之謂
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則曰“知天地之化育”，“其
生物不測”。“生”、生化、化育或說創造即是善本身。用牟宗三先生的
話說，天的善或說天的本質是“創生不已之真幾”。11)“真幾”是天或自
6) 傅斯年，楊佩昌、朱之鳳編，《傅斯年：諸子、史記、詩經文稿》，北京：中國畫報出版
社，2010，70頁[Fu Sinian，edited by Yang Peichang and Zhu Zhifeng，Fu Sinia
n：Zhuzi and History and Shijing Manuscripts，Beijing：Chinese Huabao Press，
2010，p. 70]。
7) 牟宗三，羅義俊編，《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3 頁[Mou
Zongsan, Edit., Luo Yiju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p. 33]。
8) 牟宗三，羅義俊編，《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0 頁[Mou
Zongsan, Edit., Luo Yiju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p. 20]。
9) 【日】溝口雄山，趙士林譯，《中國的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 ，39 頁
[Mizoguchi Yuzo，translated by Zhao Silin，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1995，p. 39]。
10) 《約翰福音》 14：6[John，14：6]。
11) 牟宗三，羅義俊編，《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頁[Mou
Zongsan, Edit., Luo Yiju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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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本體意義，“創生不已”則表明自然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自然不是
原始的、不變的、物性的、純粹客觀的自然，而是生命持續流動、生成的
自然。
《孟子》與這種思想是兩兩相合的。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
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12) 天生育我以“小體”(耳目之官)，也生育我以“大
體”(心之官)，這表明孟子天之自然是個能創生的整體、生命整體。自然
中不僅有屬於“小體”的物性自然，而且有屬於“大體”的精神性、道德
性、或說神性自然——此區別於超自然的神性。物性自然與神性自然不是
絕然分立的，只是自然的不同層面，並統一于自然，從而構成整體性的有
生命的自然。
現代西方哲學以前的自然的意義完全是物性的，毫無精神性、神性可
言，神性全給了人格神性質的神。道家老子也否定天的超自然神性，“天
法道，道法自然”。13) 老子以自然為最高，但老子的自然是物性自然，
或說原始自然。老子否定了天的超自然神性，卻也把天定義為物性的、不
動的、原始的自然。而中國儒學，特別是孟學意義上的自然，既有物性的
一面，也有神性的一面。天或自然在本體論上是“創生不已之真幾”，所
以自然是生成意義上的能創生萬物生命的整體自然，從而涵蓋世間一切存
有。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然既然涵有世間一切存有，那麼，自然生育的
人自然也是自然。這也是中國儒學的通論。如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的觀
念，“人亦是一自然”。14) 人既是自然，自然的本質即善自然也是人的
本質。人的本質，或說人在本體論上也是“創生不已”的。
人是“創生不已”的，那麼，人就不只具有物性，即生物性、肉體
性，而且還具有神性，即精神性、道德性。人正是一個涵有物性與神性的
整體生命。孟子對人的看法正是與其對天即自然的看法一貫。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也，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
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15)

孟子把大體、小體都看作身體，大體、小體是互為一體而不分的自然
存在，所以體雖有貴賤小大，但仍要兼所愛、兼所養。可見，在孟子看

12)
13)
14)
15)

guji chubanshe, 2008, p. 20]。
《孟子·告子上》[Mencius，“Gaozi”(part one)]。
《老子·二十五章》[Laozi，Chaper 25]。
錢穆，《中華文華十二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0頁[Qian Mu, Twelve lectures
on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2011, p. 10]。
《孟子·告子上》[Mencius，“Gaozi”(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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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的生命是一個整體，如同自然界是一個整體一樣，並沒有精神同
肉體的二分對立，只是有層次上的不同”。16)
天是自然，人亦是自然，所以在本體論上，即“創生不已之真幾”意
義上，天人不分。這也是熊十力先生所謂中國思想的特點：“中學在本體
論中之天人不二義”。17) 當然還需要指出，人是自然，準確地說，人只
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雖分有天或自然的“創生不已”之本質，但人並不像
天是無所不在的，即人並不具有天完全的超越性，因此人對天之生物是不
可測度的。

二、孟子的人性本善自然說
人對天雖不可測度，但可以體認、契合。那麼，人憑什麼與天契合？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孟子·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孟子的性善
又是何種意義的性善？ 這又要回到人的“創生不已之真幾”的本質善。
孟子的性善論正因人“創生不已之真幾”的本質而呈現出一幅圖景：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18)

這句話可視為孟子整個性善學說的大綱，或者說總描述。人之“可
欲”的為善，什麼是人之可欲？這需從人的“創生不已之真幾”的兩個層
次來說：從人的生物性層次或物性層次來說，是涵有並保存肉體的生命一
直持續；從人的神性層次或人的精神性、道德性層次來說，是涵有並保存
精神的、道德的生命一直持續，即實現自己，成人成聖。
首先應該肯定，孟子並沒有忽略兩個層次中的任何一個層次。對於人
的物性，孟子是承認的。孟子私淑的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19)。這個思想孟子是繼承的。如孟子說：“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20)又說：“形色，天性也。”21) 所以告子的“食色，性也”，22)
孟子並沒有批駁。孟子對於人的物性與神性，正如上文所引證，是兼所
愛、兼所養的。
16) 蒙培元，《蒙培元講孟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7頁[Meng Peiyuan, Meng
Peiyuan’s Lectures on the Menciu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6, p. 97]。
17) 熊十力，《原儒》下卷，《原內聖第四》，臺北：明文出版社影印，1971，191頁[Xiong Shili，Yuan
Ru，the second vol，Yuan neisheng fourth，Taipei：Mingwen Press，1971，p. 191]。
18) 《孟子·萬章上》[Mencius，“wanZhang”(part one)]。
19) 《禮記·禮運》[LiJi，“liyun”]。
20) 《孟子·萬章上》[Mencius，“WanZhang”(part one)]。
21) 《孟子·盡心上》[Mencius，“Gaozi”(part one)]。
22) 《孟子·告子上》[Mencius，“Gaozi”(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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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孟子有所偏重。孟子稱心之官為大體，耳目之官為小體。既有
大小，孟子自然重大體，所以孟子更多的是從精神性、道德性的層次論
善。這樣人的“創生不已之真幾”落在孟子的人性論上就有了一個轉變，
即性由可以“創生不已”的善本身轉變成了同樣可以“創生不已”的道德
善本身。這也就是孟子的人性善。
在天或說自然的“創生不已之真幾”的本質善上，天為涵有物性與神
性的自然。人為一自然，那麼，人涵有的物性與神性自然也是自然。即是
說，在善本身的意義上，或說在自然本體論意義上，神性的人性善是自
然。孟子因為更注重人的神性的自然，從而把善本身轉為道德善本身，這
個道德善本身自然也是自然。這也即是說，在道德善本身或說本體意義
上，人性善是自然。
人性善是自然，在孟子看來是真實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23) 人性善是自然的，就像水往低處流
一樣是自然的。
孟子把善本身移至於人性轉化為道德善本身，這也表明孟子開始從人
的內在道德性說性。24)“有諸己之謂信”，正表明人性善是內在於人的。
“有諸己”的意思就是說善可求之於己，從“創生不已”的角度說，善是
有自我實現的要求和能力的，而不是有一個外在的“命令”要求它去做。
所以說，善存在於人自身。而“信”者又真義也，這進一步說，能求之於
身的善是真實的，即自然存在的。
道德性的善內在於人，在《孟子》中是有本證的。《告子上》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于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
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對告子的“仁，內也”沒有辯論，可視為同意了告子。但他對
“義，外也”則進行了批駁。告子說，我尊敬別人，並不是因為我內在的
要去尊敬，而只是因為別人外在的年齡比我大。孟子則反問，尊敬別人是
在我呢還是在年長的人？尊重別人是顯得我義呢還是他義？！ 義顯然也是
內在的。
因為仁義是內在實存的，所以性善說並不是孟子的假設。性善不是應
然，而是實然，是人精神生命、價值生命的實然。對孟子來說，仁義內
在，是因為可以體之於身，即杜維明先生所說的，可以真實“體知”。25)
23) 《孟子·告子上》[Mencius，“Gaozi”(part one)]。
24) 牟宗三，羅義俊編，《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55頁[Mou
Zongsan, Edit., Luo Yiju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pp.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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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可以體知，是因為性善是真實自然內在存在的。而這一體知正是通
過內在的心。《孟子·盡心上》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說
明了孟子的性善是心善，孟子把性善落實在心善，“心善是性善的依
據”。26)
孟子又以“乍見孺子將入于井”27) 為例論心善以明性善：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見”說明了“惻隱之心”的當體呈現，即不依賴於任何條件，排
除一切，無待于外地自足圓滿。孟子以此說明了人有“惻隱之心”這種純
粹而又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進而得出結論：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

人擁有“四端”就像人必然擁有四肢一樣。這可以說，人的神性與物
性是相融無間的，即人性中有一種人所固有的仁義禮智之善。《孟子·告子
上》更是明確提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就
是以此心善自然存在明瞭人之性善是自然存在的。
雖然性善是人性的本有自然狀態，但孟子並沒有否定惡的存在。人還
是有善有惡，準確地說，表現得有善有惡。之所以如此，與性善無尤，而
是另有原因。從個人層面來說，表現的是善還是惡，要視其是“求放心”
即存其本然之良心，還是“放其良心”。存其良心則表現有善，放其良心
則表現有惡。《孟子·告子上》曰：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
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
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牛山之木本有自然之美，人性亦如此，有自然而有的善性。但自己卻
25) 【美】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56－69頁
[Du Weiming，The East Asian values and pluralistic Modernity，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2001，pp. 56-69]。
2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147頁[Xu
Fuguan,
Chinese History of Debates on Human Nature, “In the Period of Pre-Qin,”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chudian, 2001, p. 147]。
27) 《孟子·公孫丑上》[Mencius，“GongSun Chou”(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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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其良心，斫其本然之善性，從而使其表現為惡。
人之所以表現的有善有惡，孟子還認為與環境有關：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聖人與我同類者。28)

子弟與聖人一樣，都具有本然之善，可是為什麼會表現出“賴”和
“暴”？是因為外在環境“富歲”與“凶歲”的不同。人表現得有善有惡
與環境息息相關。王夫之曾對孟子思想進行闡釋說，“天地無不善之物，
而物有不善之幾”。29) 即是說，惡是由人與物交與外境所緣時產生的，
而人的自然之性是“無不善”的。有善有惡是人“放”或“求”其良心及
與物接觸後產生的，是後天的，完全是經驗的。而人本有自然之善是先天
的，是“創生不已之真幾”意義的，雖行之經驗，卻又先於經驗。這是性
善的真實內涵。因而性善是毫無疑問的，是真實而自然存在的。
因為人有這樣自然的性善，所以能夠去契合天，去與自然融合無間，
這也就是天人合一。不過同時要指出的是，人性本善而可以與天契合，與
天合一，只是本體意義上的契合、合一。本體意義上的天人可以合一，只
是說天人合一存在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還需要“充
實”這種善，既修養、實踐這種善。

三、孟子的修養實踐自然說
在道德本體論上，孟子認為性善是自然的。但人性這固有自然的善是
“真幾”性質的存在，即先天性質的存在。換言之，此時的善還只是善種
或說善根而已。有善根而不養護，善根也會被戕賊的，導致人表現得有善
有惡，所以還要養護善根。
孟子提出了養護善根的要求和方法：“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這其中的“充實”、“有光輝”、“大而化
之”，正是善“創生不已”的表現。並且，善的“創生不已”同時也是善
可以養護的依據、動力。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樣具有自然的“創生不已”本質，即具有“永
恆的持續的創造力”。這就是說，“道德本身也是一種人性的創造”。30)

28) 《孟子·告子上》[Mencius，“Gaozi”(part one)]。
29) (明) 王夫之，《讀四大全說》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572頁[(Ming)Wang Fuzhi，Du
Sida quanshuo，Part 2，Beijing：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1975，p. 572]。
30) 杜維明【美】、范曾，《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版，47頁[Du Weiming and Fan Zeng，Heaven and Man：Ruxue zouxiang shijiede
qianzh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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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的創造從來都是自然的，那麼，創造善的過程自然也是自然的，循
序漸進而順其自然的，即修養善、實踐善是順其自然的，是了無痕跡而自
然而然的，以致人不知其所為。
《孟子·離婁下》曰：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朱子注曰，“故者，其已然之跡”，“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
也”31)。孟子認為，性是指已然的存在，而已然的存在的根本是以自然的
方式存在。那麼，自然而然，“創造”善的過程，擴充善、養護善的過程
都需要自然而然。這個自然而然之道在孟子那裏有一個專用詞，即“自
得”。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32)

朱子注曰，“言君子務于深造而必以其道，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
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又
引大程子言，“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佈置者，皆非自然
也。然必潛心積慮，優遊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33) 從程朱之言得出自得乃遵守自然之
道，善需自然而得，這種“得”是一種自自在在、灑灑脫脫、從從容容的
“得”。自然而得則穩固，如己所有，是己所有。
孟子認為善是自然而得的，即認為修養善、實踐善當順其自然，從其
喜用“養”字最可證明。“養”也正是善“創生不已”的方法和具體表
現。《孟子·公孫丑上》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離婁下》曰：“以
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告子上》曰：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曰：“拱把之桐梓，
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盡心上》曰：“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盡心下》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字反復出現，
可見孟子對其之重視。陳柱先生說：“此‘養’字最含有自然之義。”34)
31) (宋) 朱熹，金良年譯，《四書章句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6－377頁[Zhu
Xi,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Four Books, part 2, Trans., Jin Liangni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p. 376-377]。
32) 《孟子·離婁下》[Mencius，“LiLou”(part two)]。
33) (宋) 朱熹，金良年譯，《四書章句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1頁[Zhu
Xi,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Four Books, part 2, Trans., Jin Liangni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p. 371]。
34) 陳柱，《諸子概論》，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24頁[Chen Zhu, Introduc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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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則自然。而在所養之中，孟子最注重的是養心。如上文所引證，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何以
如此？因為孟子的性善實是心善，心本為善，所以順其自然養護則可。
但順其自然而養又是如何“養”？是己養還是他養？如果是他養，如
何能夠做到自然而養？如果是己養，又是如何“養”？《孟子·公孫丑上》
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茫茫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
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苗本自己自然長養，但人卻助其長養，助其長養是妄為，是急迫得
養，小智得養，因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這種急迫得養、小智得養
的方式非苗自得自養，最後苗亦不能得於己。自得，既需自然得養，也需
自己去得養，從而得養於己。
自得，得養於己，切於己，體於己，在孟子還有一個自己的方法，即
“思”。“思”同樣是善“創生不已”的表現。《孟子·告子上》曰：“仁、
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再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善為我自然所有，只是人不“思”罷了，“思”則得善，“不思”則
不得。長久以來，“思”被解釋為大腦所有的理性思維，“思”固有此
意，但若只以此意解，恐亦有偏。“思”在《說文》中訓為“容”，有容
乃大，理性思維對它物它事豈能做到不偏不誤的全面正確認識？孟子說
“心之官則思”，確矣！何為“思”？蒙培元先生曾對“思”作出解釋，
“思”“是自思，不是他思，是思其在我者，而不是思其在他者”。35) 這
在揭示“思”之義了，“思”是思其在我者。但思其在我者什麼？章太炎
弟子李源澄先生解釋說：“思者，即所以反求此心，體認此心而已。”36)
此明孟子“思”之意了，心為善，體認此心即可。
“思”是貼己的思，是一種整體性的對己身己心整體性的思，這種
“思”讓人感知到什麼才是最適於人之整體生命體的。換句話說，這種
“思”是對己整體生命體的“感悟”、“領悟”。唐君毅先生曾對孟子的
“仁義之心”進行評述：“仁義之心有其端始本原之表現，而由存養擴
充，可至無窮無盡。”37) 這也是孟子的盡心知性從而知天。38) 所以說，
Masters, Nanjing: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2008, p. 24]。
35) 蒙培元，《蒙培元講孟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47頁[Meng Peiyuan, Meng
Peiyuan’s Lectures on the Menciu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6, p. 147]。
36) 李源澄，《諸子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2頁[Li Yuancheng，Zhuzi
Introduction，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p. 22]。
3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一)，載《唐君毅全集》第十四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0，224頁[Tang Junyi，Chinese Philosophy yuan lun，“yuan dao1”，The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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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孟子自得、擴充善性的方法，也即修養善、實踐善的方法。
“思”對孟子有方法論的意義，“思”則自得善於己。
善通過“養”與“思”自然而然的“創生不已”，即人不斷修養善、
實踐善，使善得以充實以至於美。但孟子的善從來不只是內化，不只是自
我轉化，而且是外化，是轉化這個世界。這也可以說，善的修養即是實
踐，這也即是知行合一。善只修養而不實踐，善不算大，更不算“大化而
之”的聖。善是“大而化之”的。杜維明先生說，“大而化之”，一方面
是化自己，是自我的一種轉化；另一方面，他對這個社會也有一種轉化的
潛力，像春風化雨，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轉化這個世界。39)
善“創生不已”，善從善根得以自然充實、大化、完成、圓滿，圓滿
成一種新的自然。這種新的自然用戴震的話說，是“自然之極致”。40)
“自然之極致”也即是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返身而誠，樂莫大
焉”41)的自然境界。“萬物皆備於我”，即是與天相契，與自然融合無
間，也即天人合一。而“返身而誠”，“誠”者真也，即是說這種善、這
種自然境界是真實的，所以，“樂莫大焉”。

四、孟子的人生境界自然說
在孟子看來，天或說善本身是自然，性善或說道德善本身也是自然。
貫而下之，善“創生不已”的動態過程，即修養實踐善的過程，也是自
然。而不斷修養、實踐善後，又會處於一種自然狀態。這也正是孟子在論
述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之後論述的“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為出神入化，為自然之極致，為自然之
境界，即天人合一或人神合一之境界。
《孟子·盡心上》曰：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

此句意為：財富是君子所欲望的，但不是君子所歡樂的；成就功名，

38)
39)
40)
41)

Words of Tang Junyi，vol. 14，Taipei：Taiwan Student Press，1990，p. 224]。
《孟子·盡心上》[Mencius，“jinxin”(part one)]。
杜維明【美】、范曾，《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37頁[Du Weiming and Fan Zeng，Heaven and Man：Ruxue zouxiang shijiede
qianzh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p. 47]。
(清)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44頁[(Qing)Dai Zhen，Mengzi
Ziyi Shuzheng，Beijing：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1982，p. 44]。
《孟子·盡心上》[Mencius，“jinxin”(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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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人民，是君子所歡樂的，但不是君子自然之性所有的。君子自然之性
是不管貧、富、窮、達何等境地都自然而處的。何以能如此？“分定故
也”。怎樣理解“分定故也”？呂思勉先生解釋說：“分者，我在宇宙間
所處之地位。處乎何等地位，即做何等事業。行雲流水，一任自然，而我
初無容心於其間。則所處之境，盡是坦途。人人如此，則天下無一勉強之
事，而決無後禍矣。”42)“分”即我自然之位，自然處之，得自然之境。
《中庸》有一段類似的話，與孟子之意極相契合：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即得“分”而“自得”。這種“自得”是一種形上理論，也是
一種實踐方法，還是一種美好境界。正如陳獻章祭師吳與弼墓文所說：“啟
勿忘勿助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嗅之妙，則自得乎大極之渾
淪。”43) 由自然之方而得自然之境。王陽明亦曾以“求盡吾心”而“自快吾
心”得自然之境，“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
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
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44) 自然而處，則
無動於衷，對一切都“不動心”：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
矣。如此，則動心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45)

因明白了世間道理一切皆自然，所以一切也行乎自然，自然而處，了
然不動於心。
孟子倡自然，道家老莊也倡自然，但孟子的自然與老莊的自然迥然不
同。在形而上的本體上，老莊的自然是原始自然，是不動的客觀的物性的
自然，而孟子的自然是“創生不已”的動態的自然。所以，老莊的自然是
“不仁不義”的自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46) 天地自然是沒有仁義的，聖人如天地自然一樣是沒有仁義
42)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83－84頁[Lv
Simian，Xianqin Academic Introduction，Shanghai：Zhongguo DaBeiKe quanshu
Press，1985，p. 83-84]。
43) ( 明 ) 陳獻章，《陳獻章集》上，孫海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107 頁
[(Ming)Cheng Xianzhang，proofread and punctuated by Sun Haitong，The
works of Cheng Xianzhang，Part 1，Beijing：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87，p. 107]。
44) (明) 王守仁，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陽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2年版，924頁[(Ming)Wang Shouren，edited and proofread by Wu Guan
g，Qian Ming，Dong Ping，Yao Yanfu，The Collected Words of Wang Yangming，
Part 1，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1992，p. 924]。
45) 《孟子·公孫丑上》[Mencius，“GongSun Chou”(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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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莊子也要“忘仁義”，“忘禮樂”。47) 而孟子的自然具有“創生不
已”的善，這種善在人生論中表現為“順受其正”。
《孟子·盡心上》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
牆之下。盡其道而是死者，正命也。”又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再曰：“有大人者，正己
而物正者也。”
自然是“正”，不“正”則是失其自然，因此要“發之正”。王夫之
曾以“發之正”或“發之不正”論孟子自然善之旨。他說：“雖極世之所
指以為惡者，如好貨、好色，發之正，則無不善，發之不正，則無有
善。”48)“正”是善，是常，是自然，“發之正”意為行乎自然，以自然
而處。
老莊以原始自然為本，自然的就是善的；而孟子以生命自然、“創生
不已”的自然為本，善就是自然。
在人生境界論上，老莊的自然境界與孟子的自然境界同樣大異其趣。
在境界論上，老莊的自然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自然。《莊子·齊物
論》曰：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遊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
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
喪我，汝知之乎？”

老莊的自然是出世的、靜態的，是不與這個粉塵世界打交道的自然。
而孟子的自然是入世的、動態的，是與這個粉塵世界交融的自然。孟子讚
揚孔子“聖之時者”。49) 杜維明先生說：“他不是用一個靜態的結構來
表示孔子的特點，而是從一個動態的過程來描述。所以他就用奏樂的過程
來表示，‘金聲而玉振’，也就是說這個人在任何一個不同的時段，都能
夠恰到好處，所以該走就走，該停就停，他的行為不是出於任何條條框框
的遵循，所以完全是自然的，完全能夠發揮他內心裏最真誠最切實的一
面。”50) 這段話可謂描述了儒學自然的實質，孔子可謂一個擁有儒家自
然境界的典範。
孟子的自然是在與世間環境交融的動態自然，達到這種自然，就會左
46) 《老子·五章》[Laozi，“Chapter 5”]。
47) 《莊子·大宗師》[Zhuangzi，“dazongshi”]。
48) (明) 王夫之，《讀四大全說》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569頁[(Ming)Wang
Fuzhi，Du
Sida quanshuo，Part 2，Beijing：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1975，p. 569]。
49) 《孟子·萬章下》[Mencius，“WanZhang”(part two)]。
50) 杜維明【美】、范曾，《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36頁[Du Weiming and Fan Zeng，Heaven and Man：Ruxue zouxiang shijiede
qianzh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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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逢源，灑脫脫、活潑潑的，不受外在約束，處於完全自由的狀態。這種
自由的狀態即孟子所說的“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51) 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人與自然相融無間，人與天地萬物相融相
合，無不一通，從而達到前所未有的真正自由。

五、簡要的結論
綜上所論，孟子的自然說是通貫為一的，孟子的性善是一個有著正、
反、合過程的自然。首先，本體論上，自然在善本身上是“創生不已之真
幾”，同時會落在人的道德善本身上而成性善，孟子對其肯定。這種性善
的肯定于人生則興起一種奮鬥的信心，從而讓人能夠自覺成就其生命的意
義。其次，修養論上，性善因其“創生不已”的本質，要求修養、實踐
善，並以自得、自然的方式修養、實踐從而充實善，這是對善根，也對世
間環境進行“否定”。最後，境界論上，達到新的自然，人與自然融為一
體的自然，這是孟子的否定之否定。如果說本體論上的善是一種源出的自
在存在，修養、實踐善是一種自為存在，那麼，境界論上的善，則是一種
自由存在。正是通過這一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孟子的自然學說、孟子
的生命才得以呈現。
■ 投稿日：2014.04.25，審查日：2014.04.29-06.09，刊載決定日：2014.06.10

51) 《孟子·盡心上》[Mencius，“jinxin”(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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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ngzi’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Zhou Junyong ‧ Sun Weiping

Abstract
For Mengzi, heaven had no supernatural qualities but referred instead
to nature. However, this view of nature was not purely materialistic,
but was an idea of nature which included or encompassed life. Such a
concept of nature has not only materialistic properties but spiritual
ones as well. Its essential goodness of nature is the true mechanism of
endless creation. In such a view, human beings both originated from
nature and are part of nature. While Mengzi did not ignore humans’
physical properties of humans,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piritual
nature, frequently transforming the goodness of heaven or nature into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Mengzi held that goodness exists
inherently inside the human body, and he interpreted the goodness of
mind as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For Mengzi, goodness is
something that the mind can learn,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is a natural truth. This is one aspect of nature what
Mengzi’s moral ontology refers to. In moral ontology, goodness refers
to the roots of goodness. Goodness can be obtained in a very natural
way, since the roots of goodness generate endlessly. Thi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in Mengzi’s teaching of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moral cultivation human beings become one with nature, and
heaven and man correspond and become one. Likewise, Mengzi’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has dialectic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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