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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哲學典範
The philosophical paradigm of the naturalistic Qi-based philosophy

in Ming & Qing dynasties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又銘

【摘要】宋明清氣本論可分為神聖氣本論、自然氣本論二類。前者以蘊有全幅價值成份的「神聖元
氣」為本體，是跟理本論、心本論相容相結合的氣本論。後者以素樸渾沌但運行有序逐步開展的自
然元氣為本體，屬於一種「有限（價值蘊涵）的本體觀」；它是真正跟理本論、心本論鼎足三分的
氣本論。本計畫以筆者前此對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顧炎武、戴震等人學說的個案研究為基礎，
統觀諸家的自然氣本論學說，對其做出對比、會通、與綜合，試圖做出關於自然氣本論哲學典範最
共通、最一般以及最統括的說明與詮釋，希望能對其哲學性格做出清楚的定位，對其理論的正當性
做出有效的論證。
【關鍵詞】氣本論、自然氣本論、明代哲學、清代哲學

一、 研究背景與研究旨趣

「氣本論」這個哲學類型，在宋明時期就已出現，並且還流傳到日本、韓國去。不過，日本因

而有古學派，韓國因而有實學思潮，都在歷史上有一席之地。反倒在中國，氣本論者雖不絕如縷卻

又各自孤零獨鳴。一直到當代，大陸學界特別看重氣本論，才將它跟程朱理本論、陸王心本論並列

為理學的三大系，大張旗鼓地研究起來。1影響所及，美、日、韓、台灣等地也都先後地、或多或少

地有了相關的研究。

目前我將宋明清氣本論的理論分為「神聖氣本論」、「自然氣本論」二類。「神聖氣本論」以

蘊有全幅價值成份的「神聖元氣」為本體，其理論性格與理論效果大致跟理本論、心本論相當，可

以看做跟「理本論」、「心本論」相容相結合的氣本論；劉宗周、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哲學屬於

這一類。「自然氣本論」以素樸渾沌但自能運行有序逐步開展的自然元氣為本體，可以理解為一種

「有限（價值蘊涵）的本體觀」；這是真正跟理本論、心本論鼎足三分的氣本論，羅欽順、王廷相、

吳廷翰、顧炎武、戴震等人的哲學屬於這一類。2

以上述兩類的區分來說，則台灣過去比較注意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這一類的哲學（但卻不太願

意稱之為氣本論），而頗貶抑王廷相、戴震等人這一類的哲學（雖不否認那是氣本論，卻往往將它

等同於唯物論）。不過這些年來，我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後者，並且深深體會到後者在今天的意義與

價值。我認為：3

……自然氣本論中所呈現的哲學典範，已經脫離了程朱、陸王哲學那種「以神聖圓滿的天理、

良知為本的神聖本體論」和「以先驗的價值滿盈的天理、良知為本的心性論和致知論」的型

態，而走向「以有限價值蘊涵的自然元氣為本的自然本體論」、「包括欲、情、知在內的自然

人性論與自我觀」和「有限道德理性與思辨理性雙軌並進的致知論」的型態了。這樣的哲學

1 參見張立文，〈中國八十年代宋明理學研究的分析與思考〉，《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頁 519；以及葛榮晉，〈王廷相和明代氣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 14、15 章。

2 參見劉又銘，〈宋明清氣本論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台北：台大出版中
心，2005），第一節：「宋明清氣本論的兩類三型」。

3 劉又銘，〈宋明清氣本論研究的若干問題〉，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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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比理本論、心本論更接近更符合今天一般中國人的宇宙、生命圖像，它就是中國文化

自身的「早期現代性」的哲學表現……

也就是說，若不是站在傳統宋明理學的立場，而是站在現代性的立場上，則戴震等人的自然氣本論，

其重要性還在王夫之等人的神聖氣本論之上。雖然今天西方學界又有所謂後現代主義哲學，對現代

性做了根本的反思和批評。然而我們的社會仍然處在現代性種種挑戰的壓力之下，我們仍必須正視

現代性的課題，尤其必須回到自己的文化脈絡中來處理、解決現代性的課題。從這個角度看，今天

對自然氣本論的研究就顯得必要與急切了，這就是我所說過的：4

……今天台灣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多半不曾也不願涉及中國哲學的問題，對於有關「社會科

學的哲學基礎」的問題，也多只放在西方哲學的脈絡裡面來處理。這其實就意味著台灣一般

儒學研究以孟學傳統下「理本論」、「心本論」為尊的立場已經跟當代現實社會嚴重脫節，不

能跟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典範相應相容了。反過來看，明清自然氣本論不將現實的安頓訴諸

先驗的價值滿盈的道德自我的作用，反而主張一個有限價值內蘊的本體觀和有限道德理性的

人性觀，這就很能跟當代社會科學展開有意義有交集的積極的對話。

總之，正視明清自然氣本論的正當性，正視其中屬於中國本土的「早期現代性」的存在，將

它化隱為顯，將它引入現代中國文史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讓它成為當代華人社會自我理

解以及回應歷史現實的重要的哲學資源，這當中的意義、價值實在值得我們看重。

可以說，正是基於上述的理解，我投入自然氣本論的研究；並且在研究過程中進一步確認、加

深了上述的理解。近十年來，我已經個別地、個案地研究了羅欽順、吳廷翰、王廷相、顧炎武、戴

震等人的自然氣本論。本計畫便是以這些個案研究為基礎，統觀諸家的自然氣本論學說，對其做出

對比、會通、與綜合，然後提出關於自然氣本論哲學典範共同的、一般的、統括的說明與詮釋，藉

以對其哲學性格做出更清楚的定位，對其理論的正當性做出更有效的論證。而為了跟先前的個案研

究相呼應相對照，本計畫所處理的範圍，包括底下三個方面：（1）以氣為本的基本觀點（2）自然

氣本論進路下的心性論（3）自然氣本論進路下的修養工夫論。

二、 研究方法

本計畫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可說為以下三種。

1. 「意謂」、「蘊謂」兼顧的研究法：劉昌元將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5的五個詮釋層次歸併、

修訂為兩層：「意謂」指文本的字面意思；「蘊謂」則指文本可能蘊含的深層義理，它不必是在作者

的意向之內，但必須有脈絡、證據的支持。6我發現這樣歸併後更具有詮釋效力。依我現在的看法，

意謂指原作者明白意識到並表達出來的意思，蘊謂則指意謂底下所隱密蘊涵、間接觸及甚至詭譎地

執持著但原作者未必覺察到的意思；蘊謂由詮釋者依一定方法在意謂中探求出來，而跟意謂原有的

脈絡、形式不盡相同，但兩者理論的「值」（相當於「效果」）必須相等。一般而言，中國人的表達

比西方人複雜、迂迴、深藏、詭譎得多；即使在嚴肅、理性的哲學工作中，仍然有許多不自覺的顧

4 劉又銘，〈宋明清氣本論研究的若干問題〉，頁 235-236。
5 傅偉勳於 1972 年開始構思這個主張，1984 年在台大哲學系首次公開說出。參見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
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1-46，尤其頁 1。按：
大陸學者潘德榮認為傅氏創造的詮釋學「主要著眼於對理解之規則的技術性思考」，見潘德榮：《詮釋學導論》（台北：
五南出版公司，1999）頁 11。

6 劉昌元：〈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收入沈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1）
頁 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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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設想造成了敘述、理路的轉化、變形；但這些都仍有一定的脈絡可尋。在我前此的研究中發現，

自然氣本論者處在孟學、程朱官學的「話語權力」下，有些敘述、理路不見得明朗直接，只有把蘊

謂層的脈絡凸顯出來，才能看出更明晰的脈絡或圖像。本研究中將繼續使用這個方法，兼顧各思想

家哲學理論的意謂、蘊謂兩個層次，做交叉參照，以便更完整地把握自然氣本論哲學典範的全貌。

2. 整體融貫的「典範」研究法：自然氣本論從明代中葉的羅欽順開始，經過王廷相、吳廷翰、

顧炎武、戴震等人（以及其他較次要的思想家）的詮釋，這樣的前後相續，以及理論內容的彼此呼

應或不約而同，已經證明了它是個自具特色的獨立而完整的哲學典範。簡單地說，它主張那帶有自

然主義色彩但卻「自然中有其必然」的終極實體和人性本原，並且就著這種型態的終極實體、人性

本原來強調一個「即用成用」的修養工夫。它跟理本論、心本論、神聖氣本論一樣，都是儒學史上

各自圓滿的哲學典範，也都是各自成立各具正當性的成德之學。總之，本計畫避免唯物論至上以及

理本論、心本論本位的狹隘立場，也不用預設的價值標準來丈量自然氣本論；對於自然氣本論當中

任何理論上的疑點，必先儘可能地找出其中所隱藏的有利線索和內在的自我匡救，以求合理地證成

自然氣本論的整體融貫和圓滿自足。

3. 對比研究法：所謂對比研究，就本計畫來說，一方面是跟程朱理本論、陸王心本論的對比研

究，另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然氣本論之間的對比研究。首先，自然氣本論的出現是有針對性的，是在

跟程朱、陸王的哲學典範交互辯證的情境中出現的。只有進入這個情境做對比研究，才能具體掌握

到他的問題意識，認識到他的潛在用意。其次，在不同思想家的自然氣本論之間，雖然沒有足夠的

彼此聯繫和銜接傳承，看起來總像是一個個孤零零地上場，又孤零零地下台；然而其理論內容在遞

移變遷之間，在歷史舞台大背景無形的牽引聯結之下，仍然表現了逐步成熟的一個有意義的發展軸

線。所以，藉著它們彼此之間的對比，我們就更能夠看出整個自然氣本論各種殊異變形的共同意義

和各種理論建構策略的共通結構。也可以說，上述這兩方面的對比研究，等於是前面所謂的意謂蘊

謂兼顧研究法、整體融貫的典範研究法的進一步運用。

三、 研究成果概述

本研究案首先探討明清自然氣本論關於「以氣為本」的基本主張。然後在這基礎上分別討論「自

然氣本論進路下的心性論」和「自然氣本論進路下的修養工夫論」。底下的介紹，以第一部份「以

氣為本」的基本主張為主，至於自然氣本論進路下的心性論和修養工夫論，則只列出簡目。關於全

部研究成果的內容，我已撰成〈明清儒家自然氣本論的哲學典範〉一文在「體知與儒學」學術研討

會（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合辦，2006 年 11 月 21-22

日）上宣讀，等進一步修訂後便可對外發表。

一、以氣為本的基本主張

1. 氣為天地萬物的本原

朱子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氣」二者分別作為「生物之本」和「生物之具」，明清自然氣本

論者則都以「氣」作為天地萬物唯一的本原。而對於這本原之氣，他們各有不同的用語。羅欽順通

常直說為「氣」，有時說成「二氣」和「陰陽」。王廷相喜歡說「元氣」（有時還說成「太虛」），而

元氣本身就有陰有陽，還包含有天地萬物的「種子」。吳廷翰也是直說為「氣」，並強調這「一氣」

的「渾淪」與「混沌」；此外他還認為「五行」已經是「質」而不是氣了。顧炎武一般也說「氣」，

還說：「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戴震一般說「氣」，但更喜歡說成「陰陽」和「陰陽五行」；對他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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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五行則賅陰陽」，「舉陰陽則賅五行」。

基於這「本原」的地位，自然氣本論者一般都將「太極」的稱號轉頒給了氣，認為只有氣（而

不是理）才當得起這稱號。但羅欽順是個例外，他延續朱子的用法，仍舊用太極來稱呼理的「一」；

並且跟朱子一樣，繼續強調「理一分殊」。不過，羅欽順所謂理的「一」與「分殊」都是分別依於

氣的「一」與「分殊」而有的，並且它們都只是氣之運行的「自然之機」的一個表現，都只是氣之

運行的「不宰之宰7」。氣的分殊本身就直接給出、呈現了理的分殊。而既然氣的「分殊」基本上由

「氣一」流轉、分化而來，所以氣的「分殊」裡頭當然就潛在著「氣一」；因此直接基於「氣的分

殊」的「理的分殊」裡頭便也就潛在著「理一」，這就是他所謂「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8」的實義。

總之，對羅欽順來說，「理」一樣不是「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9」。

從元氣到萬物，可以說成「陰陽─五行─萬物」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萬物」兩種圖式，而萬物最後又都離散回到氣。這當中，王廷相、吳廷翰特別根據現實經驗，對五

行的先後次序做出儘可能合於情理（或者說合乎當時的科學）的判斷。王廷相的次序是：「水、火、

土（三者皆陰陽所化生）─金、木（與人、物並生）」。吳廷翰的次序是：「土（兩儀即天地，其

中地即是土）─火─水─木─金」。

當元氣流衍為萬物之後，跟渾淪元氣相較，雜多萬物所得到的氣並非齊一均等。王廷相認為「萬

物各受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萬萬不齊……各得太極一氣」。10吳廷翰

認為萬物「太極既分，生人生物，隨其大小各有太極之理，不能無偏全多寡之異」。11 戴震也認為

「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則人與百物偏全、厚薄、清濁、昏明限於所分者各殊」。12而這點在人

性論上的表現，就是人性之善的差異、不齊（見下文）。

2. 氣的運行以及「道」和「理」：自然義與價值義

氣是天地萬物的本原，氣的運行就成就了這大千世界。在氣的運行中，氣不只凝成「物質」，

還開展為生命，並進一步表現秩序和價值傾向。這可分成兩重意思來說。首先，氣的運行，產生了

現實、自然的一切。也就是說，一切現實的、自然的作用與表現，都是氣所提供所允許的。這是氣

之運行的自然義。其次，在這一切現實的、自然的活動與作用中，又總是有個內在的「必然」，也

就是恆常的、一定的價值傾向。這是氣之運行的價值義。

氣的運行的這兩重意思，可說是自然氣本論未必明說或未必盡說但卻實質存在的一個通義。而

自然氣本論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或全部或局部地表達這兩重意思的，主要是透過道和理兩個

概念。一般來說，氣的運行就是道（但羅欽順例外，他仍以理為道），而氣在運行中所呈現的規律、

秩序就是理（因此可以說「理在氣中」）。但道或理有時只是就著自然義來說，此時它就兼有正、負

兩面的義涵。而道或理有時又只是就著價值義來說，此時道或理就全屬正面的義涵。問題在於，同

一個自然氣本論關於這兩重意思的表達，在道以及在理並不都一致；而不同的自然氣本論之間關於

道和理的這兩重意思的表達，也都不盡相同；這就需要個別的、具體的分析、考察。

羅欽順的「理一」是價值義，而理一的「分殊」則是自然義。他比較少談及道，他所謂道基本

上就是理，有點像是理的另一個面相另一個稱號，因此邏輯上道也應該兼有自然義、價值義。不過

羅欽順卻又傾向於在價值義的情況下談論「道」。

王廷相明白地把氣說成「道之實體」。他主張氣、神、理、道的一貫，因此他的氣、理、道都

7 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5。
8 羅欽順：《困知記》，頁 7。
9 羅欽順：《困知記》，頁 5。
10 王廷相：《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849-850。
11 吳廷翰：《吳廷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2。
12 戴震：《戴震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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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義的用法，都有善有惡。但他所謂道的「常」和理的「直」其實就意味著道和理的價值義，

所以他的自然義裡頭其實仍然某個程度地包含著價值義。

吳廷翰的理是自然義的理，他用進一步的限定、修飾（如至理、達理）來表達價值義的理，這

也是用自然義來包含價值義的用法。但他所謂道卻是價值義的用法。此外非常特別的一點是，他又

認為，所謂「道」的名號正意味著那施行「運行發育」以及作為「天地人物所由以出」的東西；而

那樣的東西理當是元氣，因此「氣即道，道即氣」。13

顧炎武所謂理和道的用法比較單純，都是價值義。但他從其他方面肯定了氣之運行的自然義。

戴震以陰陽五行之氣為「道之實體」，以陰陽五行的流行（就人來說則是「人倫日用身之所行」）

為道。他所謂的道基本上是自然義，但他用進一步的限定、修飾來呈現道的價值義（「達道」、「仁

義之道」等）。而他所謂的理則是主要是價值義。他說：「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

人物、事為之理得矣。」14所以理恰恰是現實的、自然的一切表現的必然之則。

總之，元氣的生化流衍、運行發育，形成了自然的、現實的一切，而這一切自然的、現實的作

用與活動，都潛在著恆常的價值傾向，使得一切亂中有序。不管自然氣本論者怎樣重新界定、使用

「道」與「理」的概念，從這點出發去尋繹、訪求就不致於產生混淆和誤會15。

二、氣本論進路下的心性論

1. 人所稟受之氣即是「性之實體」

2. 「稟氣／性」之發用的具體內涵與價值傾向：自然義與價值義

三、氣本論進路下的修養工夫論

1. 心的自我操持存養

2. 格物致知、博學明善、以情絜情

3. 知行並進、定性成性、踐形盡性

四、結論

理本論、心本論以價值滿全的形上實體為天道，而天道的下貫於人就成了價值滿全的本心本

性。當代新儒家認為這就是「天道、性命相貫通」，認為這就是「內在超越」的思想型態，並往往

拿這個當標準來貶低自然氣本論。其實，自然氣本論的「元氣即道體」和「氣中有理」也一樣藉著

氣的流行而「下貫」於人而成為「血氣心氣即性之實體」、「人心的自然中就有其必然之則」的心與

性，這不啻是另一種型態的「天道、性命相貫通」。另外，就著氣的普遍賦予人，就著元氣的素樸

純全總是或多或少地潛在於人，就著基於「理在氣中」而來的「理在欲中」、「理在情中」，或就著

人全體的自然生命以及現實的、經驗的人心當中總是潛在著一個普遍而「超越」於它的條理、律則

或價值傾向來說，這豈不也可以說成另一種型態的「內在超越」？雖然這裡所謂的「超越者」不是

13 參見劉又銘：〈吳廷翰的自然氣本論〉（《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5，2005 年 12 月）第一節。
14 《戴震集》頁 278。
15 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羅光對戴震的不解以及不相干的批評，他說：「戴震一心在避免『虛』字，不願以道為抽象的
理，乃以實事為道，在哲學上是講不通的。」，見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清代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1），
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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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價值滿全而能直接開為道德的一個形上實體，但人的生命全體基於這內在的「理律型」的超越存

在，曲折地、迂迴地、嘗試錯誤地、跟他人相互激發地逐漸開展、積累為人間的道德與價值；這不

僅是可能，而且是更接近真實狀況的一個道德發展的歷程。也就是說，自然氣本論也許不必被排除

在儒家「內在超越」型態哲學之外，它很可能是只另一種混沌型、非集中型的「內在超越」哲學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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