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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孔子之言天道之見於『四時行百物生』之

旨。」[1]明末清初，實學思潮時代，陸世儀最為膺服

朱子之學，此文所論陸世

儀之天道論，即是儒家宇

宙論，接續北宋以降理學

之宇宙生成論模式。

陸世儀繼承了朱熹

「太極」宇宙論之框架，

並對統體太極、物物太極

做出更深層之解讀。本文

首論《太極圖》之淵源、太

極為儒門正傳，以確定儒

家理學以「太極」為中心

之宇宙論；次論，在太極

之理本論為核心下之理氣

關係，探討太極之理與陰

陽之氣之互動性；後論，

「理一分殊」之要旨，其旨

趣在於一窺太極與萬物

之交互，呈現儒家天道與

性命相貫通、與萬物相貫

通之意義。

一、論太極為儒門正傳

陸世儀從《太極圖》入手，首先為其正本清

源。他說：「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

造作一毫。不知者，誣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摶、種

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

言，謬欲引為已重，如謂孔子為釋迦弟子也。至朱

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即

儒家天道觀
——以陸世儀「太極理氣觀」為中心

■ 趙化雨

蘇州大學哲學系

追尋天地萬物之來源性問題，為歷代哲學家

所重視。人與萬物在生生不息之大化流行之中，經

歷春夏秋冬、生住異滅、

成住壞空，故而激發先哲

對本原性問題孜孜不倦

之探究。追溯太極原始

之觀念，帶有一具體之物

或人格神之觀念，將北極

視為「北辰」或「太一之

神」；而老子在中國哲學

傳統中，首先將宇宙論進

行哲學化討論，以「道」

來作為宇宙之本體，統一

宇宙萬物之普遍性法則，

一切事物皆憑藉「道」

之規律生生不已、周流不

息，但此「道」之運行方

式和活動規則，則是對萬

物無干涉、無控制，任萬

物自由自在按照自身本性

發展演變，而見其周流運

行、生生不息。

自周濂溪著作《太極

圖說》、開闢儒家理學之新天地以來，儒學逐漸確

定了以「太極」為中心的宇宙論框架模式。唐君毅

先生指出「中國哲學家中，最重生生之道之理，而

視之為萬物之一原所在，而祥發其蘊者，則為宋儒

之朱子。朱子之所論，既近承周張二程之言生生之

理生生之道，遠本於易傳之言生生之易，與中庸之

言天之生物之道，而亦遙契孟子之言『生則惡可

摘  要：陸世儀是朱子學的復興者，儒家道統的

推動者、宣導者。他繼承發展了朱熹「太極」「理

氣」之理念，反對將儒學禪學化、虛無化之思

想。陸氏首先為《太極圖》來源辨析，認為周敦頤

之太極圖源自《易》；其次陸世儀服膺於朱子的

理氣四句教，爬梳了理先氣後、理氣不離、氣同理

異、理同氣異之思想，辨析了羅整庵、陳白沙等部

分不合於儒家核心精神的觀念。再者，陸世儀重

視闡揚統體太極與物物太極之互動性，論證了太

極之形而上先在性和邏輯先在性；最後，因陸世

儀對理一分殊之思想體悟較深，故亦濃墨重彩地

闡揚理一分殊之要旨，並按照理一分殊的模式來

分解太極理氣，指出理氣是「一而二，二而一」之

關係。他從實學精神之角度，提出在「分殊」中體

會「理一」之重要性。

關鍵詞：陸世儀；太極；理氣；理一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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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2]陸世儀認為，周敦

頤之《太極圖》，是從《周易·繫辭》中獲得智慧靈
感，純是儒家思想一脈相承，若被說成源自佛老，

則是無稽之談。陸氏當是繼承了朱熹的觀點。朱子

認為《太極圖》是周敦頤學術思想的總綱領，應當

為周子所獨造，非由陳摶、種放、穆修傳承而來。[3]

之所以有以上立論，陸氏認為原因有二。一方

面，大眾對於周易思想和周敦頤太極思想體會不

足。「《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

曉。中間一圈，即《易經》上太極一○。旁邊兩抱，

即《易經》上兩儀二畫。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

畫，濓溪先生便把伏羲二畫彎轉抱在太極兩傍，

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創作此圖，以明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4]《太

極圖》前無人作，後亦無人作得出，太極之思想是

對周易之天道思想之繼承，不可因為周子提到了

「無極」，就誤認為此《太極圖》源自道家。故陸世

儀表達了對前賢陸象山之不滿：「凡讀人製作，須

是徹首徹尾看他意思所在，然後方可立論。如周子

《太極圖說》，若不看他通篇，則以首句為二氏，

亦不為過。今其書具在，學者試徹首徹尾讀之，有

一語涉二氏、一字涉二氏否？象山以客氣待人，遇

前人製作，不論全篇，只摘一二字詆排呵叱，此豈

聖賢平心之論？」[5]由此而知，陸世儀指責象山的

主要理由，在於象山質疑《太極圖》的來源。而朱

熹和陸象山之無極太極之辯的主要問題，正是《太

極圖》的淵源問題，象山兄弟受到朱震之說的影

響，否認了《太極圖》為周敦頤所作。[6]陸世儀正

本清源，從義理連貫性角度論證《太極圖》為周子

獨造。

就太極一詞而言，《易傳》和《莊子·大宗師》
中，皆有提及，自無異議。然無極一詞，象山頗有

反感。象山認為「無極」來源於老子。[7]在「無極」

一詞概念上，朱子雖與象山針鋒相對，但朱子更重

視將「無極而太極」之解析，注入自家的理學思

想，將其納入宏大理學體系中，建構儒家宇宙本體

論心性論，而言先儒所未言，並與先儒聖賢一脈相

承。由此推想，朱子之會通無極之思想入理學架構

之行為，早可溯源於周敦頤。唐君毅先生盛讚周敦

頤之「無極而太極」思想具有一劃時代意義，在於

周子將太極與無極概念分開又相合而言；這種看

待宇宙萬物根原的新觀點、新態度，兼論無、有、

有無相通之意義，不同於漢儒重氣並以氣為萬物

之本根之思想，亦不同於魏晉名家以無視為萬物

之本源，將太極視為空靈之狀態。[8]

雖然無極思想源自道家，但太極一詞最早出自

《周易》無疑。核心處在於，《太極圖說》通篇所

闡揚之義理思想，乃是儒家宇宙本體論與心性論

合一之思想，正如陸世儀所說，「一篇《太極圖說》

只說得天命之謂性三句」[9]。此三句源自《中庸》，

開篇即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朱子的解讀為：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

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

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

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

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

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乎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

識也。[10]

另一方面，陸世儀認為，大眾對於《太極圖》

的質疑，還可能與此圖的位置有關。他在整全梳解

《通書》《太極圖說》義理，以及理解朱子太極思

想之基礎上，提出了獨特見解：「朱子謂周子《太

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既手授二程，本因附

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卒章，不復厘

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

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

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暌、復、無妄、蒙、艮

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

之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

論次第，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

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後

故耳。朱子取以貫《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

圖》所以為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11]

《太極圖》位於《通書》之後，原因是遵循《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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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六十四卦之後的邏輯順序。

太極之思想，源自孔子注《易》。陸世儀特別

重視儒家道統思想的純粹性，同時重視義理思想

之內在一貫傳承性。陸氏道：「文、周繫辭，辭而

已，亦未有所謂太極也。至孔子贊《易》，而曰『易

有太極』，始發出一太極之名，此是為萬世特開生

面，學者須是要認得太極，別人說不濟事，須是自

己真正認得也。」[12]孔子提出「太極」二字，有開創

之功，但並未展開說，學者體會此圓潤渾厚之義理

思想尚有難度。陸氏認為，「『太極』二字自周、朱

發明之後，後人更不疑惑。若自宋以前，則《老子》

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前，《列子》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漢志》『函三為一』，其說

紛紛，是否莫辨，以此知周、朱發明『太極』之功，

真在萬世。」 [13]宋代以降，周濂溪、朱熹發明「太

極」內在義理架構，一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宇宙本體

論體系，另一方面開創了天道性命相貫通之理路，

消除了對太極思想之眾多議論，並與佛、老形成三

足對立之勢。故而陸世儀認為周、朱之太極思想

與孔子思想一以貫之，居功甚偉。

二、析理氣之四層關係

對於理氣論之框架，陸世儀尤其服膺朱子論

理氣之四句教，陸氏說：

朱子論理氣之言，最精當者，有曰「必先有是理，

然後有是氣」，「既有是氣，即有是理」，又曰「論萬物之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似而

理絕不同」，此四言皆論理氣之的。學者宜將四言參伍

錯綜、尋求玩味，使其貫串通徹於胸中，全無一毫疑

惑，則天地萬物性命之理，了然若揭矣。[14]

陸子繼承了朱子理氣不離不雜之思想，認為

理氣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其終極目的，是

想借助宇宙理氣觀之框架凸顯超道德之價值本

體，賦予心性價值本體以規律性、必然性。宇宙理

氣論與性命價值論是一體兩面，建構理氣論都是

為後面大量篇幅講工夫論、心性論做鋪墊。

（一）、理先氣後

當陸世儀建立完整的宇宙太極論框架之後，

便開始對理氣爬梳辯析。一方面陸氏認同魏莊渠、

胡敬齋所講的理氣思想，另一方面展開對張載、羅

整庵、陳白沙等理氣太極理念之批判。

胡敬齋「氣乃理之所為」，及「所以為是太和者

道」，與「有理而後有氣」三語，皆無可疑。[15]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昆山魏莊渠見到，餘則

多有未曾論及者。或有論及而終於格格者。[16]

結合以上兩條可知，陸世儀與胡氏、魏氏二

者在理先氣後、理主氣從、理生氣、理氣不離不雜

等方面旨趣相同，皆是對朱子之理的繼承和完善。

既承認太極之理、生生之理形而上之超越性存在，

又認可理氣關係緊密、不相分離。這也再次證實，

陸世儀除了把統體之理和物物之理納入「一而二，

二而一」思維模式進行分析外，亦將理氣放入同等

架構中進行闡揚，無疑對於把握宇宙本體論更進

了一步，同時對於性命心性論之理解更近一層。

（二）、理氣不離

陸世儀對羅整庵的追責，主要如下：

理只是氣的源頭。整庵不識伊川「所以」二字之

妙，便終身疑惑到底。整庵最愛程伯子「原來只此是

道」一語。予謂即此便可見理氣是二物，蓋只此是道，

所謂即氣是理也。妙在「原來」二字，煞有深意，未嘗言

此便是道。假如有一器於此，指謂人曰「此中有道」，

便說得去，若謂「此就是道」，便說不去矣。整庵認真

「道即器、器即道」之說，以為其中更不容著一語，未

免反生鶻突。[17]

整庵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

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即就聚散

上觀理，而不知所以為聚散者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

多所未合矣。看來整庵只未會理先於氣之旨，便有許多

不合處。予庚辰春初偶見到此，後來觸處俱無疑礙。

[18]

羅整庵所云之意，是僅從氣聚和氣散角度上

看理，而形而上生生之理之創生作用不顯著，反而

是氣之創生發育作用佔據主導。這容易滑向氣一

本論，而理成為了附屬。陸氏批評整庵，不知其所

以然之理，應是批評其不知生生之理貫徹其中。

陸世儀認為，應當是先有聚散之理，才有氣聚與散

之運行。此批評不無道理。羅整庵在《困知記》中

云：

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

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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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

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

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

緒，紛紜膠幅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

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

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

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

卦之總名，太極則眾理之總名也。[19]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

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

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

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20]

很明顯，羅整庵是一種理氣二元論思想，而且

在他的理論架構中，理之主動創生性功能被消除

了，理可以被視為孤立地形而上存在形式，受到氣

之支配。這與朱子賦予理以超越性、內在性含義，

視理為萬物生生之理、理氣不離不雜等觀念，有

很大差別。故可知，陸世儀批評羅整庵的核心在

於，羅氏乃氣本論說。

陸世儀提出，「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一

語，煞是下得倒斷，無本領漢決說不出。就不雜陰

陽之太極言，理氣是二物；就不離太極之陰陽言，

理氣亦是二物。此處看得明白，方是學問。」[21]陸世

儀思維縝密、思辨性強，朱子只說了一句，他則體

會到，從不雜角度講，理是形而上之理，氣是生生

之氣，理氣各有所指；從不離角度講，理是形式之

理，是氣物之依據，也可以是生生之理，理在氣

中，有乘妙之特徵。否認了理作為物之所以然之

理，則否認了統體太極之意義。陸氏說：「凡事凡

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於氣之說，

其孰能知之？」 [22]此處，陸世儀再次將理氣之關

係，歸宗到「一而二，二而一」思維模式之下，保證

了對太極理氣之整全性、靈活性之深刻解析。

（三）、氣同理異

陸世儀對陳獻章之批評，則更加地徹底，他

指出「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為宗，最近於天。然卻

又是曾點一家，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

極之天。」[23]

陳白沙有云：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

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為學者，常令此心在無

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

會。俟面盡之。[24]

白沙以自然為宗，容易導向無理僅氣之自然

觀。白沙思想貼近禪家、莊子之說，天道性理合一

思想比較淡化，只突出講心自由之狀態，而儒家所

謂的性理天道相貫通，性體之嚴謹肅靜，難以體

現。

再如，陳獻章云：

悠遊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

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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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之學與儒家修身齊家、治世為人之宗旨，

入世平天下之意願是相違背的，故陸世儀看到了

其思想中倫理精神淡薄的缺陷，性與天道相貫通

之觀念較弱，則不可能有儒家之責任擔當精神。

正如《宋明理學史》中所說，「陳獻章『以自

然為宗』或『浩然自得』的修養目標，實際上乃是

企圖從自然（如生死）和社會（如得失）的束縛中

超脫出來。它不是指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而置生

死得失於度外的那種道德境界，而是指達到泯除

生死得失界限的那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

當然不是踐履道德的結果，而只能是充分擴充主

觀自我的結果，因為主觀自我意識的充分擴張，必

然由重我輕物，到有我遺物，最後到有心而無

物。」[26]由此而知，陸世儀批判陳白沙和羅整庵，

在於兩者之失誤同出一源，皆在於忽視統體太極

之理之創生發動意義。

對於氣同理異之辨析，一方面陸世儀和白沙

劃清界限，另一方面，還要說清儒家之理之獨特

性。言宇宙論，是為發明心性論，而陸氏便從心性

論角度論氣同理異。在《思辨錄輯要》有云：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

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

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

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為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

而稱性善也。[27]

陸世儀順朱子理氣觀，而言萬物之本源來自

一生生之理。因世界萬物所稟受之氣不同，產生宇

宙品類之萬象差異，正所謂「天下沒有一片相同的

樹葉」是也。換一個角度觀察，從萬物之個體差異

視角來看，則都是稟受一生生化化之氣，所以可言

萬物皆源自一氣，但所呈現之理各有差異。人為天

地間最有靈之物，體現所具之理與萬物之巨大差

異。陸氏指出只有人有此氣質能稟受天命之理而

為性，此說明人之性理與萬物不可混而論之。唐君

毅先生指出，「朱子之觀『萬物之一原』，亦須兼觀

其『理同而氣異』之處；而觀『萬物之異體』，更重

觀其氣之清濁通塞，而所表現之『理絕不同』之

處。由朱子必透過氣，以說人所受之天命之全，而

程子純就性理與天理天道之直貫，以言天命之謂

性之義，在朱子系統中，亦反因之而不顯矣。」[28]

由此而知，陸世儀接續朱子思想，借氣而說理之不

同。

（四）、理同氣異

陸世儀對朱子理氣思想感悟極深、體悟有

得。陸氏道：

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

體驗。始知太極為理，兩儀為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

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

輔。條理劃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

「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

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

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

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

同一體處。[29]

陸子之描述，恰好經歷了一正反合邏輯順序。

先是對理主氣從、理先氣後、理氣不雜有所悟；

然未能體會太極之理之意義，在理氣融合上體會

不足。待理氣之間隔膜打破之後，方悟得「理一分

殊」、理氣不離之宗旨；然此階段，尚未對人與萬

物性之性同異處有把握。當陸氏契入朱子理同氣

異、氣同理異之思想後，便對儒家宇宙理氣觀有更

為深刻之認知，進入天地間理同氣同之圓熟宇宙

論境界。

陸世儀對理氣之認識順序，是從理氣不

雜——理氣不離——理同氣異——氣同理異，最
後至理同氣同之圓融境界。

同時，陸氏將理同氣異與理一分殊思想對比

分析，特別強調其包含的不同深奧妙義，並要劃清

思想範疇界限。《思辨錄輯要》有云：

王男偉問：理一分殊，即理同氣異否？曰：理同氣

異在物上看，理一分殊在事上看。知理同氣異則觀物

不勞，知理一分殊則應事不爽。[30]

沈孝恭問：理一分殊，即一本萬殊否？曰：不同。

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

分殊，猶言理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

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

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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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各自不同也。又譬之樹，一本萬殊者，如庭前之梅，

只有一根而長出千枝萬葉，皆此根也；理一分殊者，如

同是一梅，而幹葉、單葉、綠萼、紅葩各自不同也。從此

處體認，自然有得。[31]

陸世儀辨析了理一分殊與一本萬殊、理同氣

異之間的區別。從萬物生成角度上看，皆依據生生

之理；從品類之差異上看，則因為稟氣之不同而紛

繁萬象。理一分殊則從格物窮理、理在物中的角度

講，理一猶如定盤針，面對事物之萬化，而知其根

源。一本萬殊與理一分殊似乎是同一思想，但前者

呈現一本之重要，強調根源之絕對性，無上性；後

者闡明於分殊中體認理一，貫通理一，才能真正悟

到「一貫」之精神。總之，一本萬殊、理同氣異有宇

宙論的味道，而理一分殊則是形上學之內核。

三、論理一分殊之要旨

（一）、統體太極與物物太極

陸世儀對太極思想的辨析，是建立在對朱熹

《太極圖說》的了解之上。陸氏云：「朱子論《太

極圖》有『統體之太極』、『物物之太極』，二語甚

妙。統體，即大德之敦化；物物，即小德之川流。二

太極似無不同，然而有不同者。統體太極是就物物

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謂『必先有是理，然後

有是氣，理先於氣也』。物物太極是就物物之中而

指其所當然，朱子所謂『既有是氣，即有是理，理

在氣中也』。二太極煞有不同，須要細心體認。」[32]

分別而言，統體之太極即是太極之理，即是統體之

理；物物之太極，即是物物之理，即是形式之理。從

二者關係而言，統體太極之理，作為形式之理之存

在性依據，並統攝物物形式之理，它超越性存在於

萬物之上，又存在於生生之氣化流行之中，生化萬

物周流廣大；物物形式之理，展示萬物存在之當然

之理，呈現宇宙品類之多樣精彩，自與統體之理有

差異。如唐君毅先生所言：「此統體之理所統攝者

雖至廣，而其自身則至為單純。即此理雖為真正之

內在於氣之流行之理，而其自身實又不同於其所統

攝之理之多姿多采；而又遍在於一切氣之流行中，

非如其所統攝之形式之理，不斷為物所體現，不斷

離之而去，可有時而不在者也。」[33]

陸世儀對《太極圖》中涉及的太極生化之理

之解讀十分細緻，且具有個人之特色。他說：

粗看《太極圖》，若頂上一圈，便是「統體之太

極」，陰陽中間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極」。若細看，則

有數層。頂上一圈，是生陰生陽之所以然也，「統體之

太極」也。陰陽中間之一圈，是陰陽各有一所當然也，

「物物之太極」也。若以陰陽對五行而看，則陰陽一圈

是五行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五行各一圈，是又

五行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下面妙合而凝

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成男

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

以男女對萬物而觀，則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萬

物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萬物一圈是既生人、既

生物而萬物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須要細

細認得、細細分別，得一而二、二而一才妙。[34]

陸世儀從整體與部分兩個角度，解讀統體太

極與物物太極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從整體

角度看，無極而太極，便是統體之太極，太極生陰

陽，陰陽中便有物物之太極。需要指出，生不是客

觀地生成陰陽之氣。而是指陰陽二氣發動的憑藉、

根據。太極本身是無聲無臭，非客觀之物，乃是至

極之理。此統體之理，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而

無動，指太極非特定形象之動，卻可以是氣動之

理。靜而無靜，指無寂靜不動之形象，卻含有氣靜

之理。

向外拓展開來，從部分角度看，每一層都可有

物物之太極，同時此物物之太極，又可作為下一次

層統體之太極。如此邏輯推論下去，整理就是部分

之整體，部分乃是整體中之部分。整體與部分，統

體太極與物物太極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

由此可以看出，陸氏又傳承了朱子的太極思

想，將太極之理的邏輯在先性、形而上在先性、太

極與萬物不離不雜之關係，同時發揮了出來。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

在陰陽之先者，統體之太極也，不雜之太極也，「必先

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也，所以然之理也。在陰陽之中

者，「物物之太極」也，不離之太極也，「既有是氣，即

有是理」也，所當然之理也。若陰陽之外，則無太極，

所謂除卻陰陽不是道。惟二氏則外陰陽而言太極，故老

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釋氏曰「空劫以前真已」。[35]

首先，儒家之統體太極，乃宇宙萬物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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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理，同時下落在人，為人必然所內具之性理。

天之德性，下貫就是人人秉持此德性，此德性就是

人之道德本性。廣義講，天命包含理命和氣命。理

命如上言之。人的氣質也是天命，是天的氣命。太

極之理遍在性，與二氣五行生化萬物。太極是隱，

生生之氣是顯。人稟氣而有形質，物質上講，是氣

化所成，但生生之氣背後是生生之理，太極之理，

自然存在於人之身上，本來合一，成為隱在的道德

本性。人的最高境界是與天相合。而統體太極之隱

顯關鍵，在於心的覺。自覺貞定，就是顯。不自覺

貞定，就是隱。天人本來合一，關鍵是自覺到此合

一。周子言「立人極以合太極」之境界也是天人合

一的境界了。此不同於佛老所言之道。

再者，統體太極之理與氣，是不離不雜之關

係，不離主要體現在理在陰陽二氣之中，不雜主要

體現在理對於氣而言，有邏輯和形而上之兩種先

在性。陸子對理之規定性，完全繼承了朱子對理之

論斷。正如，牟宗三在評價朱子之理時，指出：「理

先氣後，此無問題。『先』只是本義。本當該先在。

此先在不只是邏輯的先在，而且是形而上的先

在。」[36]唐君毅與牟先生不謀而合，唐氏分別對朱

子理先於氣之兩個先在性進行闡述。「朱子所謂

理先氣後，初唯是形而上之先後，非邏輯上之先

後；而吾人亦復當首在道德生活中，人之志氣，隨

其所知之當然之理而起處，先有所取證，進以觀彼

萬物之生生，皆是以上一層次之生生之理為導於

先，生生之事、生生之氣隨之於後。而此理之恒居

上為導，即由吾人上段所謂由理之動而有氣之動，

由理之靜而有氣之靜。」[37]

唐君毅亦認同寬泛意義上的「理」之邏輯在

先性。他指出：「謂理先氣後，是乃指邏輯之先後

者，其大意不外謂：物有理，即物之概念中涵有理

之概念，亦預設理之概念，故必有理乃能有是物。

物之概念亦連於氣者，則理之概念，在邏輯上先

於物，亦即先於氣。」[38]從寬泛意義上講，「因吾人

可以氣專指已表現之氣，已表現之氣，即為理之表

現之氣；則此為『理之表現之氣』之內涵，既包括

此理，即預設此理，故可說理在邏輯上先於此

氣。」[39]

在《思辨錄輯要》中，有對太極之理之邏輯內

在性之論述。「問：萬事萬物根本於太極，太極卻

歸何處？曰：太極即散見於萬事萬物。」[40]陸世儀

此言表明，太極之理與萬物是不離不雜之關係，太

極之理在萬物之中，見萬物生生不息之流行，即見

太極之理。

（二）、理一分殊

陸世儀在批評蔡虛齋之理氣思想時，引出了

其理一分殊之觀點。陸氏云：

蔡虛齋謂「理全而氣分」，似亦未妥。夫理有全、

有分，氣亦有全、有分。天地，氣之全者也；萬物，氣之

分者也。「統體一太極」，理之全者也；「物物一太極」，

理之分者也。[41]

如前文所言，物物之理是當然之理，統體太

極之理，是所以當然之理。再結合陸氏所言「知當

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42]可

知，陸世儀分辨理氣，並非使用孤立靜止的思維模

式，而是靈活變通地使用整體部分、當然所以然、

「一而二、二而一」之思維模式。這種思維的另一呈

現，在於陸世儀按照理一分殊的模式來分解太極

理氣。

山性靜，水性動，此「統體之太極」也；山、水性

各不同，此「物物之太極」也。統體太極即理一，物物

太極即分殊。[43]

山水靜動之性，皆是統體太極之體現，生生

之理之呈現。山水各有其性，乃形式之理各不相

同，是為物物太極之不同。理一分殊之形式存在

於宇宙萬物之中。如陸氏所言，「以『理一分殊』觀

天地間萬物，真是千奇百怪，又卻是一理渾然。」
[44]「問：潮汐應月，昔人論之詳矣。然聞番禺有遝

潮，又不盡應月，如何？曰：此即所謂『分殊』也，

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要之，理一與統體太極

自在。」[45]理一與分殊，不離不雜。陸世儀對分殊

進一步分析，指出分殊與物物形式之理還有可辨

析處，分殊可分化至無限。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

地所以載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間何

所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極」自在。[46]

問：潮汐分殊與物物太極處，亦有實際可言乎？

曰：有。譬如人之呼吸，一氣也，而亦有噫、噯、吹、呵、

之不同，然其為氣則一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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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間之品類豐富、紛繁複雜，皆可視為「分

殊」，即便分殊至極，達到統體之理相對反之狀

況，仍有形式之理存在其中，生生之理存在其中。

反推過來，亦可說統體之理、形式之理俱在，而分

殊可至無窮。由此而知，陸氏對『分殊』思想頗為

在意，他曾云：

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

才望見理一門面，即以為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

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一貫「貫」字，只

「透徹」二字。如天下之理十重，九重皆透，只一重未

透，亦叫不得一貫。予嘗登高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

然未至絕頂，此心終以為歉。乃強步而上，未至山頂數

步，四顧諸峰，雖境界已自殊絕，而此身站立終未得

安，眼界心胸終未洞徹。一至山頂，則身心眼界一時俱

豁，不惟此山前後左右俱入襟懷，即四面群山皆得指

點。自念一貫境界，即是如此。然非歷盡群峰、遍觀諸

勝，則絕頂終未可遽到。即由小徑偶到，而一山之勝，

與心目亦絕不相關，虛與實異也。[48]

陸氏更強調分殊之多樣性，並以自身登高凌

絕頂之體會論分殊之艱難曲折。從分殊中，才見儒

家工夫論之價值。陸世儀指出的漸修法門當是繼

承了朱子的格物窮理精神，非要一番寒徹骨，才得

梅花撲鼻香。

若要論朱熹與陸世儀之間的一點不同，在於

朱子傾向於將理一貫注在分殊上，注重全盤性，

「事是多而理是一。猶如月印萬川，萬川之月只是

天上之月，而川月之多則是權說之假像。至於仁、

義、禮、智、信等等，雖是實理，但此等等實理仍

然是落在事行上而為多。吾人亦可忘掉這些名目，

而只肯定一個理。」[49]形式之理還要歸宗於統體之

理，總持之理。《朱子語類》云：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

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

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

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

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

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

只理會得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

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

始得。[50]

由朱子之言可知，春夏秋冬、陰陽變化之理，

民生日用、君臣父子之理，皆不同，但民之理與天

之道一體兩面，密不可分。須全盤理會，不偏滯一

處，方真正理解「理」有總持和分別之義。陳來先

生說，「分殊決定了積累的必要性，理一決定了貫

通的可能性。理會分殊是貫通一理的基礎和前提，

貫通一理是理會分殊的目的和結果。」[51]兼論理之

二義，方是朱子所論之「理一分殊」全面之意圖。

陸世儀則從另一端來分解理一分殊，他說：

論一貫，最要實，凡下一截工夫，都要做到。譬如

登塔，一層進一層，俱要實曆，然後登峰造極。顏子高

堅前後、仰鑽瞻忽，正是理會分殊工夫也。到得卓爾見

前，欲從末由，與一貫只隔一些子，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此後只是涵養從容，俟其自化耳。曾子隨事精察，

顏子仰鑽瞻忽，同是理會分殊，同是研求一貫。只是顏

子說得虗圓活潑，後人想不到，都把來另作一義看，此

未嘗實實體驗故也。聖賢言語，不能實實體驗，只是尋

求文義，安得不毫釐千里？[52]

由此可見，理一分殊之思想，重視的是理一貫

注在分殊上，或者理一與分殊的互動性。而在明末

清初實學思潮之背景下，陸世儀更重視在分殊中

如何呈現理一，在多樣性形式之理中，如何把握超

越性又內在性之統體太極之理。在事上磨練，以理

之「一貫」為目標，腳踏實地用工夫，正是實學精神

之體現，正是性命與天道思想相貫通之體現，亦是

儒家宇宙心性論之核心精神之所在。正如陸世儀

所云：

一貫是格致之極功。朱子《補格致傳》云：「至於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個境界。[53]

陸世儀又道：

「理一分殊」四字最好，學者不識此意，終被異端

惑過。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理一分殊」四

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

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

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

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54]

由此而知，陸世儀對理一分殊之思想體會十

分深刻，並依此之體會洞察天地萬物、古往今來之

事，而能真正做到天道與性命相貫通，做到「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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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不逾矩」之境界。毫不誇張地說，顧炎武稱陸

世儀為「一代真儒」，並非虛名。

四、結語

明末清初之際，江南儒者陸世儀，是一位重

視儒學正統傳承的哲學家，又是將理學實學化的

重要人物。太極理氣觀，體現了符合儒家價值觀念

的宇宙論模式。

陸氏的太極理氣觀在於發揮太極作為宇宙本

體所內在具有的創生功能，既可以呈現化生萬物

的動態過程，又可以溝通天人關係，呈現天道與性

命相溝通、相連接之過程。

陸世儀接受了周濂溪借助《周易》中以易象建

構世界生成之架構，認定《太極圖》源自周敦頤獨

作，義理思想源自《周易·繫辭》。說明陸世儀極其
重視儒學正統地位，鞏固了周濂溪開創理學先河

之正統地位。研究陸世儀之天道論，有益於把握

先秦時代之宇宙觀、孔子解《易》之價值，有助於

把握周子以《中庸》解《易》、朱子太極之理之框

架、陸氏實學之理之呈現，由此而窺見儒家宇宙論

終極關懷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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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u Shiyi’s Theory of Tai Chi , 
Li and Qi

Zhao Huayu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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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 Shiyi is not only the revivalist of 
the study of Zhu Xi , but also the promoter and advocate 
of Confucian doctrine. 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Zhu 
Xi’s idea of “Tai Chi” and “Li Qi”, and opposed the idea 
of turning Confucianism into Zen and nihilism. Lu first 
discriminated the origin of Tai Chi Tu, and believed that 
Zhou Dunyi’s Tai Chi Tu originated from Yi. Secondly, 
Lu Shiyi obeyed Zhu Xi's four sentence teaching of 
regulating “Li Qi”, and expressed the ideas of that Li 
comes before Qi, that Li and Qi are not separated, that 
Qi is the same, but Li is different and that Li is the same, 
but Qi is totally different. He also discrimina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s of Luo Zheng’an and Chen Baisha 
that were not part of the cor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Lu Shiy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taphysical Tai Chi and the 
Physical Tai Chi, and demonstrated the metaphysical 
and logical pre-existence of Tai Chi. Finally, because Lu 
Shiyi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of “Li Yi Fen 
Shu”, he also highlighted the essence of “Li Yi Fen Shu”, 
and decomposed Tai Chi Li Qi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Li Yi Fen Shu”, pointing out that Li and Qi are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aspects of on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earning spirit, he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realizing “Li Yi” in “Fen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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