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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七)：易傳中的性命思想(上) 

謝鶯興  

本文係進行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簡稱「論文」)及彙整為專著(簡稱

「專書」)等三類的內容比對。 

本章發表的論文有一篇，是發表在《民主評論》的第 13 卷 3 期，以〔〕

符號表示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 

本章的手稿有一件，篇名是「易傳中的性命思想」(以下簡稱手稿)，以

【】符號標示手稿與論文及專書的差異；  

手稿之字跡未能辦識者，乃以「■」標示。 

各符號所表示手稿、論文、專書間的差異，則於註語說明彼此間的不同。 

〔第七章 陰陽觀念的介入--易傳中的性命思想〕
1
 

一、孔門性命思想發展【中】
2
之三派  

〔《韓非子•顯學篇》中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但〕
3
就現在可以看

得到的文獻來說，孔子以後，他門下對於性與天道【的看法】
4
，大概可分

為三派發展。【從】
5
曾子、子思到孟子是一派；這一派是順著天命由上【向】

6
下落，由外向內收；下落到自己的心上，內收到自己的心上，由心所證驗

的善端以言性善。【更】
7
由盡心，即由擴充心的善端而向上升，而外發。在

向上昇的極限處而重新肯定天命；在向外發的過程中而肯定天下國家。【他

們之所謂心，是每一個人在一念之間，當下即可以證驗的；與西方哲學中

之所謂「唯心論」的心，完全是兩回事。近人看到一個心字，便立刻連想

到唯心論上去，而加以贊成或反對，是非常可笑的。】
8
孟子說「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手稿篇名作「易傳中的性命思想」，論文篇名作「易傳中的性命思想(中國人性

論史初稿之九)」。 
2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3  按，專書此 17 字，手稿、論文皆無。 
4  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5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7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  按，論文、專書此 77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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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都是就每一個人具體之心的擴充上而言。】
9
這一派言道德，都是內發性的；並且仁是居於統攝的地位。我以這一派為

孔門的正統派。這在前面已概略敘述過了。但此派到了孟子達到高峰後，

真如韓愈在〈原道〉中所說「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直到宋【代】
10
程明

道，才慢慢地復活。〔有人因為此派由內發以言道德，便加主觀倫理學說這

一類的名稱 (註一 )，殊不知他們說本心的發露，或者說仁心的呈現，同時即

是破除了自己的主觀；自己的主觀，已先客觀化了。由客觀化了以後的生

命中，亦即是在自己的本心中，所發出來的，才是道德。此時內發的，同時

即是與客觀要求完全相適應的道德。沒有經過客觀化的工夫的主觀，如何能

發而為道德？所以朧統地主觀倫理學說的名稱，是非常不適當的。〕
11
 

另一派則是以《易傳》為中心的一派。這一派的特點，在堅持性善的

一這點上，與前一派相同。〔這〕
12
以陰陽言天命，則與前一派不同。這一

派因陰陽觀念的擴展，對爾後的【人】
13
性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與

道家不斷發生關係；這是【〔本章】
14
下〕

15
面要加以論列的。  

第三派，是以禮的傳承為中心的一派。禮的作用就個人的修養上說，

總是「制之於外，以安其內」(程伊川〈視箴〉)的。禮的傳承者，因強調禮

的作用太過，多忽視了沉潛自反的工夫，把性善的觀念，反而逐漸朦朧起

來了。此派思想，以荀子為頂點。【此派】
16
後起的人，雖矯正了荀子性惡

之偏，但在這一系統之下所談的道德，始終是外在性的道德；雖然也不斷

說到仁，但仁在道德中，並未真正居於統攝的地位【，具個人的修養而政

治上的樹立】
17
。〔不過禮是儒家共同的規範，所以任何一派的思想，必定

與體有其關涉。同時，在以禮為中心的儒者中，態度也並非完全一樣；這

是應當事先說清楚的。  

此三派當然會互相影響。但兩漢的思想，實以《易》及《易傳》為主，

                                                       
9  按，論文、專書此 17 字，手稿作「的真實內容，我覺得這是孔子道德人生的必然

說」等 20 字。 
1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按，專書此 165 字，手稿、論文皆無。 
1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但」。 
1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5按，專書此 3 字，論文作「後」。 
16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7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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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一代思想的特性。故《易》列入六藝為最晚，而漢人反謂《易》為

六藝之原。宋代理學興起，遠承子思孟子之緒，但仍援《易傳》以與子思、

孟子合流，亦不知二者的思想性格，原來並不相同。可以說《易傳》這一

派思想，是形成於戰國中葉，因其影響於道家而其勢始大，因漢人重陰陽

五行而其勢更張。今試略加以敘述如後。〕
18
 

二、《易》與《易傳》  

《易》原是〔記載以蓍筮〕
19
卜吉凶休咎之書。〔與殷人的卜辭，成為

另一系統的古代迷信。〕
20
但它與一般迷信不同之點，在於作《易》的人，

一開始，已經積蓄了很深地人生經驗，能體察出吉凶悔吝，常是在變動中

發生的。此即《繫傳下》所說的「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即是變動。】
21
而變動之所由來，乃是由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相遇而互相發生關涉，此

即《繫傳上》所說的「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及《繫傳下》所說的「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矣」的意思。當然，《易》開始出現時，並沒有剛柔的觀念；

但一開始便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糢糊觀念之存在，【是大概】
22
可以推定的。

所以《易》的開始，恐怕就是用「一」「 ‐‐」兩個符號，以作兩種性質不同

的東西的徵表。【凡此，都表現了古人最高的智慧。】
23
這兩種符號之所由

起，今日已無從臆測 (〔註二〕
24
)。僅兩個符號，尚不容易表現許多不同的

事物間的變化；於是由每種符號重為三畫，由三畫的相互變化而成為八卦。

八卦決不是八個「字」  (〔註三〕
25
)；這是由兩個基本符號衍變出來的一種

符號系統，而決不屬於一般文字的系統。否則在今日所看到的文字中，不

                                                       
18按，專書此 208 字，論文作「並且因時代及思想性格的關係，常承《易傳》以陰陽言

天命，而更加入五行；又有的則與道家發生關係。孔門後學言禮，莫備於戴聖所傳之

《禮記》四十九篇。此四十九篇，正如孔穎達所說『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

(〈禮記正義序〉)。其中言性命最著的約有四端：一曰《中庸》，其成篇蓋在孟子之前。

一曰《禮運》，一曰《樂記》，一曰《大學》，蓋皆出於秦漢之際；而《樂記》編定之

時間更後；然皆記述舊聞，略加新義，故實皆代表戰國末期及漢以前之儒家思想，除

《中庸》已另有敘述外，對其餘三篇【將在下章】(手稿僅作「也」)略加敘述」等 194

字。 
19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20按，專書此 17 字，手稿、論文作「換言之，它不過是古人的一種迷信」等 14 字。 
21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22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大概是」。 
23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24按，專書此「註二」，手稿、論文作「註一」。 
25按，專書此「註三」，手稿、論文作「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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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找不出與八卦有任何淵源。【不僅如此，文字是有一定內容的；所以每一

個字的字義，儘可孳乳、引伸，但所包括者依然有限。而「一」「 ‐‐」則只

是象徵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並不固定指的是什麼，所以它可以聽人自由

安排運用，以解釋許多事物。】
26
至於由一畫而【何以會】

27
重為三畫？〔或

者是古人有以三為成數的習慣；或者〕
28
是如《繫傳下》所說的，以此象徵

天地人的三材 (〔註四〕
29
)。但由三畫自身的衍變所表徵的變化，與宇宙人

生的變化相比，依然感到不夠，於是以三晝的倍數 ‐‐六爻，演變而成為六十

四卦。在此演變中出現有「數」的觀念。【而易由兩個基本符號衍變為六十

四卦，都是象徵的性質，這即是一般所說的】
30
「象」。古人大概是以這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相互衍變，來象徵，甚至是反映宇宙人生的變化；

在這種變化中，〔找出一種規律，以〕
31
成立吉凶悔吝的判斷，因而漸漸找

出人〔生〕
32
行為的規律。從兩個性質不同的符號，發展為八卦；由八卦演

變為六十四卦，當然是經過了一段長久的時間。【《漢書•藝文志》謂「人

更三聖，世歷三古」，若把三古〔只作為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來看，〕
33
】

34
則

是可信的。而完成六十四卦的人，根據《易傳》來看，【大概是文王 (〔註

五〕
35
)，「作《易》」〔一〕

36
詞，如下面所述的理由，似乎不應指「卦辭」而

言，而是指將八卦演為六十四卦而言。】
37
 

《周易》原是卜筮之書；其卦辭爻辭，我覺得不是出於某一二人之手；

乃【由】
38
整理許多筮者所遺留下來的占辭而成。現在《左傳杜注》之所謂

                                                       
26按，論文、專書此 83 字，手稿皆無。 
27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28按，專書此 16 字，手稿、論文作「大概」。 
29按，專書此「註四」，手稿、論文作「註三」。 
30按，論文、專書此 31 字，手稿僅作「衍變的結果便是」。 
31按，專書此 6 字，手稿、論文皆無。 
3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的」。 
33按，專書此 13 字，論文作「從這一意義看」。 
34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作「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說『時歷三古』，蓋把三古說這

一意義看」。 
35按，專書此「註五」，論文作「註四」。 
36按，專書此字，論文作「之」。 
37按，論文、專書此 43 字，手稿作「會與文王有關(註四)，大概如是沒有問題的」等

17 字。 
3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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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書雜辭」(〔註六〕
39
)，這實即是整理之遺。僅就《周易》來說，【它

是筮者把他所蓄積的人生經驗教訓，或者是由卦爻的象，觸發了出來；或

者是意識地、臨時相機組入到卦爻的象徵中去；有如今日江湖術士的測字、

看相、算命。除了反映當時若干的流行觀念或社會事物以外，原來是沒有

多大】
40
哲學意味、思想價值的。賦予《周易》以哲學的意味，當來自作為

《易傳》的十翼。【關於十冀的作者問題，我在〔〈陰陽五行及其有關文獻

的研究〉〕
41
一文中的「八、戰國時代陰陽觀念的演變與易傳的發展」一段

中，有較詳的敘述。在那篇文章中，我認為十翼不僅非孔子所作】
42
，而且

十翼成立的時代先後，既不相同；即在一篇之中，其材料亦有時間先後之

別。但十翼中所引的「子曰」，我都【認】
43
為是孔門《易》學系統的人，

所傳承的孔子的話 (〔註七〕
44
)。【《論語•述而》「子曰，加 (亦作假，義通 )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易」作「亦」，屬下讀；

今人因有謂孔子與《易》無關者。然《論語》分明有《易》恆卦九三的「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的爻辭；而孔子又分明說〔過〕
45
「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的話〕
46
；〔則〕

47
此處若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則此「五

十 以 學 」， 是 說 五 十 歲 才 開 始 學 呢 ？ 還 是 說 到 了 五 十 歲 還 在 學 呢 ？ 若 屬 於

前者，則孔子之學，豈僅開始於五十？若屬於後者，則孔子自言「不知老

之將至」，在未死以前，無日不學，豈限於五十？兩者皆不能有任何意義。〕
48
所以鄭玄從《古論》作「易」，而不從《魯論》作「亦」，是不應當有問題

的。因此，《易傳》中保留有孔子的話，也是無可置疑的。倘此一推論不錯，

則〔就《易傳》中所引的「子曰」來看，〕
49
】

50
孔子對《周易》的貢獻，在

                                                       
39按，專書此「註六」，手稿、論文作「註五」。 
40按，論文、專書此 91 字，手稿僅作「沒有什麼」等 4 字。 
41按，專書此 13 字，論文作「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

的問題」等 27 字。 
42按，論文、專書此 69 字，手稿僅作「不僅認為十翼不是出於孔子」等 12 字。 
4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以」。 
44按，專書此「註七」，手稿、論文作「註六」。 
45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46按，專書此 2 字，論文皆無。 
47按，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48按，專書此 85 字，論文作「究有何意義」等 5 字。 
49按，專書此 11 字，論文皆無。 
50按，論文、專書此 250 字，手稿作「倘此一推論不錯，則」等 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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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把決定吉凶悔吝的因素，由不可知的神秘的象數，轉移於行為道德之上。

然孔子言道德，其極致：則一為，將由外在【相互】
51
關係中所表現的道德，

轉換為內在地，生根於人之所以為人之性的內發地道德。另一，則此內發

的道德，更向外透出擴充，以上達於「天命」；將已經墜失的宗教性地天命，

轉換為由人的道德之性所重新建立的純道德性地天命，因此，使性與天道，

重新合而為一 (〔註八〕
52
)。這有點像德人修蒲蘭格 (E. Spranger 1882‐)在其

《魂的魔術》中說康德「專由道德而賦予宗教以基礎」，「神的存在，可以

說是由道德意識所證明的」(〔註九〕
53
)的情形。不過康德是通過理論的探

索所達到的；而孔子則是在實踐、反省【的生活】
54
中所證明的。〔所以孔

子的「五十而知天命」，〕
55
實際是由內向外，由人向天，所推擴上去的。

而其立足點，則在於自心證驗之上。孔門《易傳》的這一支，【雖然繼承了

孔子所賦予於《周易》的道德性，而加以發展；但如後所述，他們所說的

天人關係，】
56
則似乎是由外向內，由天到人，順延下來的天人關係。這是

立是於仰觀俯察之上 (註十 )。二者在歸趨上雖都是「合內外之道」(《中庸》)，

但因入手與立足點上的不同，其所發生的影響也因之不同，這是為過去的

人所忽略了的。  

我的看法，〈彖傳〉乃成立於〈象傳〉(〈大象〉〈小象〉)之後，而〈乾

文言〉又成立於〈彖傳〉之後，〈坤文言〉，〈繫辭〉，〈說卦〉，則更為後出

(註十一 )。不過〈乾卦〉的地位，後來愈提愈高，則其〈卦辭〉〈彖傳〉〈象

傳〉，可能都經過了後人的再修正；〈坤卦〉，〈泰卦〉，〈否卦〉，也可能都有

這種情形。但就其基本性格說，則〈乾〉的〈彖傳〉，依然是成立於〈乾文

                                                       
5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52按，專書此「註八」，手稿、論文作「註七」。 
53按，專書此「註九」，手稿、論文作「註八」。 
54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55按，專書此 11 字，論文作「【但是】所以在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

焉』(註九)的話的時候，他一方面認定天是道德性的天；同時亦含有萬物既賴天的

道德性--仁德以生，同時天的道德性，即賦予於他所生的萬物之內的意思。所以他

才敢與天相比擬。不過就『五十而知天命』的真正內容講，孔子所重新建立起來的

這種天人關係」等 118 字。手稿作「所以在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

焉』(註九)的話的時候，他一方面認定天是道德性的天；同時亦含有萬物既賴天的

道德性--仁德以生，同時天的道德性，即賦予於他所生的萬物之內的意思。所以他

才敢與天相比擬。孔子所重新建立起來的這種天人關係」等 103 字 
56按，論文、專書此 36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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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繫傳〉之前，【則】
57
是無可置疑的。〔下面按著這種成立時間的先

後而加以考察。〕
58
 

三、【〈乾彖傳〉及〈繫辭〉中的性命思想】
59
 

〈乾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先從文獻的觀點說，「性命」

連詞，大約起於戰園中期。這裏是從萬物的生育來說明乾元的作用；「萬物

質始」【的】
60
「始」，與「生」同義。萬物得乾元以生，所以乾卦之元，實

與天相合【，亦即是天德的徵表】
61
。「乃統天」之「統」，應作「合」字解，

即乃合於天之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明乾元之德，在生育萬物

時，具體實現的情形。這種具體實現的情形，亦即是下文的所謂「乾道變

化」。「乾道變化」的變化，實即《繫傳》所謂「生生之謂易」的「生生」。

也即是《論語》孔子所說的「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萬物【既】
62
由乾道

之變化而來，則萬物實即乾道 (元 )之分化。萬物既皆係乾道之分化，則乾元

即具備於「萬物流形」之中；於是萬物所自來的命，【及】
63
由命而來的性，

亦與乾元是一而非二，而自無不正。此即所謂「各正性命」。乾卦〈彖傳〉

的意思，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思想】
64
，實大體相同。

但此處以「雲行雨施」〔的具體的現象〕
65
，作天命之「命」的具體說明。

【〔與《中庸》僅言「命」字者異趣。〕
66
並且】

67
《中庸》係尅就人而言；

此處乃普就萬物而言。  

到了《繫傳》開始引進了陰陽的觀念以作易的解釋，同時亦即以陰陽

為創造萬物的二基本動力，或二基本元素。由陰陽相互間的變動，以說明

天道生育萬物的情形，較之用「雲行雨施」的現象來說明，更為抽象而合

                                                       
57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58按，專書此 18 字，手稿、論文皆無。 
59按，論文、專書此節的標題，手稿作「彖傳繫傳中的性命思想」。 
6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之」。 
61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皆無。 
6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4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65按，專書此 6 字，手稿、論文皆無。 
66按，專書此 10 字，論文皆無。 
67按，論文此 2 字、專書此 1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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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為天的生育萬物，不應僅表現為雲行雨施【的現象之上】
68
。但孔門

傳《易》的人，目的不僅在以變化來說明宇宙生化的情形，而是要在宇宙

生化的大法則中，發現人生價值的根源。《繫傳》上說「生生之謂易」；又

說「顯諸仁，藏諸用」；所以在傳《易》者的心目中，【覺得】
69
「與天地準」

的易，它【當易】
70
的內容，只是生而又生，〔此乃天的〕

71
仁德的顯露。人

的生命的根源，既由此仁德而來，則人即秉此仁德以成性。因而人之性，

即與天地連結在一起。【《繫傳》】
72
表現這種意思最明顯的有下面的幾句話：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見之謂之仁，知

者見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不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繫辭上》 

《繫傳上》的所謂「一陰陽之謂道」的道，即〈乾彖〉所說的「乾道

變化」的「乾道」，亦即是生生不息的天道。一陰一陽，即〈乾彖傳〉所說

的「乾道變化」的「變化」。一陰一陽，乃陰陽消息的情形；〔即有時而陰，

有時而陽之意。〕
73
陽消則陰息 (生長 )，陰消則陽息。陰陽互相消息，循環

不已，以成其生育萬物的變化，所以【稱之】
74
為「一陰一陽之謂道」。變

化本是道之用【 (作用 )】
75
。但天道若不變化，即不能生萬物；而所謂道之

體【 (本體 )】
76
，【亦成為】

77
與人相隔絕【，而】

78
且為人所不能了解的懸空

地【東西】
79
。吾人只能於道之用處見道，便不能不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由

此可以了解程伊川所說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註十二 )的意義的深切。 

「繼之者善也」的「繼之」〔的「之」字〕
80
，我以為指的是由〔上文

一陰一陽的〕
81
變化而來的生生不息。〔一陰一陽的結果便是生育萬物，所

以繼之而起的，便是生生不息的作用。一陰一陽的變化，與生生不息，照

                                                       
68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6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0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71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亦即是」。 
7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易傳」。 
73按，手稿、論文此 11 字，專書皆無。 
7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說是」。 
7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7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乃是」。 
7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的」。 
7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死體」。 
80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81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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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說，是同時的，也可以說是一件事。但為了表示創生的順序，所以用

有時間性的「繼」字。〕
82
此生生不息的繼續，用另一語言表達，即所謂「顯

諸仁」，即天地仁德的顯露。既是仁德的顯露，便自然是「善」的，所以便

說「繼之者善也」。作《易傳》的人，若不點破此一句，則宇宙的生生不息，

〔可能〕
83
只是某種勢力的盲目衝動；由盲目衝動的結果所形成的萬物，自

然 也 是 一 種 盲 目 衝 動 的 渾 沌 世 界 。〔 這 便 是 今 日 西 方 由 純 自 然 科 學 觀 點 所

演變而成的人文觀，社會觀。〕
84
作《易傳》的人，有「繼之者善也」這一

句的點醒，便頓覺宇宙間一切皆朗徹和諧，所生生者不僅是物質，而實際

也是價值。  

「繼之者善也」的善，〔在此處〕
85
還是形而上的性質。此形而上性質

之善〔的性格是「仁」，是「生生」，所以〕
86
其本身即要求具體實現於所生

的萬物的生命之中。「成之者性也」的「成」，乃成就之成，即具體實現之

意。「成之者」的「之」，正指的是「繼之者善也」的「善」。〔善實現於萬

物之中，即成為〕
87
萬物在其生命中的性，〔所以便說「成之者性也」。〕

88

這裏的性，恐怕是泛指萬物之性而言；有如《乾彖傳》所說的「各正性命」

〔的性〕
89
。但僅人【對自己的性，能有其】

90
自覺，故自然而然地側重到

人之性的上面。性既是【「繼之者善也」的善〔的實現〕
91
】

92
，則性當然也

是善的。不過這個善，實係與乾元天道同體，其本身乃是一種無限的存在；

【〔在人生命中的呈現，〕
93
必須】

94
隨人之所能自覺〔發現〕

95
的程度、方

向，而異其名；所以接著說「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處所

                                                       
82按，專書此 77 字，手稿、論文皆無。 
83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84按，手稿、論文此 27 字，專書皆無。 
85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86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論文皆無。 
87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作「成就善的，具體實現善的，乃是」等 12 字。 
88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皆無。 
89按，手稿、專書此 2 字，論文作「性的」。 
90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能有此」。 
91按，專書此 3 字，論文皆無。 
92按，專書此 10 字，論文此 7 字，手稿作「成就善的」。 
93按，專書此 8 字，論文皆無。 
94按，專書此 10 字，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95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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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仁，係比較在低層次的意味，乃就人實際所能成就者而言，並非扣緊

仁的本體來說的。【這裏的意思，若用現代的話來表達】
96
，則亦可說科學

家見之謂之知識，藝術家見之謂之藝術，道德家見之謂之道德；因為這一

切，在作《易傳》的人看來，【是〔皆被〕
97
】

98
人性所含攝。  

人性既與天道同體，則每一個人應當都是成德的君子。但事實上，却

是百姓多而君子少，這又如何解釋呢？作《易傳》的人，以為這乃是由於

百姓的「不知」。「百姓」與「小人」不同。百姓乃是無心為惡，但亦無為

善的積極企圖的人。所以他們的心靈，常處於非善非惡的渾沌境界。「不知」

的「知」，與「覺」同義。不知，即是不自覺其與天地同體之性。人一旦對

其本性有了自覺，則其本性當下呈露，而自然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繫辭下》)；所以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繫

辭上》)，人把由天所成之性，存而又存，即是不斷地自覺，道義即由性而

出，所以便是「道義之門」了。百姓却缺少此一「知」，便沒有「存存」的

工夫，所以終於是百姓。但百姓雖然不知，其性並非即泯沒而全不發生作

用；若果如此，則群體生活將無法維持，人類亦無法延續。因百姓同有此

性，故百姓實仍生活於共有的大法則 (天道 )之中〔。此即所謂「日用」；日

用者，乃經常資藉此大法則以維繫其群體生活之意〕
99
。但【因】

100
不能自

覺此性，故缺少積極地建樹性、擴充性；此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了。  

四、〈說卦〉的性命思想  

《易傳》的〈說卦〉有下面一段話，與前引【《繫辭傳》】
101

的話，大體

相同，但排列的方式，却容易引起誤會。  

「昔者聖人之作《易》也，將以順性命之理。是以立天之道，曰陰與

陽；立地之道，曰柔與剛；立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兩之，故

易六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易六位而成章」。 

                                                       
96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作「若用現代的話來表達，這裏的意思」。 
97按，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 
98按，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手稿作「皆為」。 
99按，專書此 28 字，手稿、論文僅作「(日用)」。 
10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1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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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與前引《繫傳》的話最大不同之點，乃在於《繫傳》的話，是直接

就天道與人性的本身來說；而此處則是切就卦爻來說的。《易》的本身，〔原

只在對人指示以吉凶禍福，〕
102

並沒有順性命之理的意思，以作《易》為「將

以順性命之理」，即以《易》是按照 (順 )天命與人性的一貫關係，亦即按照

天人一貫的關係而作的，這是孔門〔的〕
103

《易》學對《周易》所作的在本

質上是澈底的轉換。不過，在作〈說卦〉的人看來，這種天命與人性的關

係，是由每卦的六爻所象徵的。我們今日說這不過是象徵，在當時恐怕即

視為實體。六爻，乃象徵天地人的三才，古代有「物生有兩」(註十三 )的傳

統觀念，「兼三才而兩之」，所以便由三爻重為六爻。【六爻是兼含天地人的

三才的；而】
104

六爻中有陰陽，有柔剛，所以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但六爻中原來並不曾安放進仁義；不過六爻中既代表有

人的地位，而人性由仁義而見，所以也可以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

處的「立」，不是建立的立，而是「顯著」之意。天道由陰陽而顯，地道由

剛柔而顯，人道由仁義而顯。按照《易傳》自身發展的歷史說，以剛柔的

觀念，解釋卦【與】
105

爻，【乃出現】
106

在陰陽觀念之先。但陰陽觀念應用到

成熟以後，〔便把陰陽與剛柔，組成一個系統。其方式是就一卦而言陰陽，

就各爻而言剛柔。爻統屬於卦，剛柔當然也統屬於陰陽，所以〈說卦〉說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這裡把陰陽剛柔當作是作《易》

所憑藉以產生的觀念，而不知是在解釋中所發展出來的觀念，這當然是一

種顛倒。不過由此可以了解，傳《易》者將陰陽觀念導入以後，是如何來

安排陰陽與剛柔的關係，以使其成一系統。因為以剛為陽的屬性，柔為陰

的屬性，所以有時也把陰陽的觀念應用到爻上面去；但不應因此而忘記上

引〈說卦〉的基本規定及其意義。在〈說卦〉，好像沒有按照此一系統來安

排，而却把陰陽專屬於天，把剛柔專屬於地；這或許是因為〈說卦〉乃集

眾說而成；提供「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段的人，因時間較早，所以

尚未將陰陽剛柔配成一整套。或者是所要表達的內容，〕
107

為排列的形式所

                                                       
102按，專書此 1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0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04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10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6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07按，專書此 296 字，論文作「則【剛柔變成】為陰陽的屬性。在〈說卦〉，却把陰

陽專屬於天，把剛柔專屬於地；這或許是因為作者尚未將陰陽剛柔配成一整套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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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受到了歪曲。【為了排列形式的整齊，以致使內容受到歪曲的】
108

情

形，在先秦文獻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這裏】
109

不管其原因如何，將三

者作平列式的排列，其本身是不合理的。因為由此種排列，並不能說明性

與命的一貫的關係。所以在這種地方，只有不為它排列的形式所拘，而【應】
110

從「將以順性命之理」這一句話來探求作者的本意，亦即孔門的本意。不

過這一段的敘述，總不免夾雜，是無可諱言的。  

〈說卦〉中下面的［另］
111
一段話，把性命的關係，却說得更為清楚。 

「昔者聖人之作《易》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理

於義。窮理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與前引「將以順性命之理」，同一意義。【「而理

於義」的】
112

「理」字作動詞用；此處之所謂「道德」，「義」，即【上面引

用過的「將以順】
113

性命之理」的「理」〔，此理字應作名詞用〕
114

。此處之

所謂「和順」及「而理於義」之「理」，【〔相當於〕
115

上面引用過的】
116

「順

性命之理」的「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是說明聖人作《易》的目的。

此句之理又作名詞用，《正義》以「萬物奧妙之理」釋之，近是。但對照上

面「而理於義」的義字看，是以倫理為主。萬物奧妙之理，皆彌綸於《易》。

在作《易傳》的人看，聖人之作《易》，即聖人之窮理。理為性所涵；窮理

即所以盡性。性之根源是命；但性拘限於形體之中，與命不能無所限隔。

能盡性，便突破了形體之限隔，而使性體完全呈露；此時之性，即與性所

自來之命，一而非二，這即是「至於命」。「至於命」的人生境界，乃是與

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尅就孔門而言，亦即是涵融萬有，「天下歸仁」的極其

仁之量的境界。似神秘而實非神秘。  

                                                       
集；或者是內容」等 57 字。手稿作「則以剛柔為陰陽的屬性。在〈說卦〉，却把陰

陽專屬於天，把剛柔專屬於地；這或許是因為作者尚未將陰陽剛柔配成一整套的結

集；或者是內容」等 55 字。 
108按，論文、專書此 19 字，手稿作「這種」。 
10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10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只好」。 
11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2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此處之」。 
113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皆無。 
114按，專書此 8 字，手稿、論文皆無。 
115按，專書此 3 字，論文作「即」。 
116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