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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晚清時期（1800-1911），儒學的傳統價值體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何改寫

舊傳統，以形塑新傳統，是儒學轉型時期的核心命題。其中，在不同的地域，表

現出不同的轉型路徑。本文以劉沅爲研究對象，聚焦於晚清時期的四川儒學。劉

沅（1768-1855）被稱作「川西夫子」，其思想可作為四川儒學的典型代表。本文

將揭示其重建「聖學正統」的學術關懷，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把握其和會三教

思想的特色。本論文將完成以下預期目標：第一，從三教交涉視角出發，定位劉

沅的學術思想。其在儒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功夫論的重鑄。第二，探討劉沅「和

會三教」思想，對儒家解經方法與修養方法的轉變。第三，從劉沅「和會三教」

思想中，把握蜀地「玄而不虛」的學風。 

 

「和會三教」是劉沅學術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徵，學界對此持一致的看法。然

而，現代學者從三教中儒家或道教的角度出發，對劉沅的評價眾說紛紜。從儒家

視角出發，劉沅被指責在理論上並無大的推進。從道教視角出發，則認為劉沅創

立劉門教，是相當重要的宗教家。針對此現狀，本文認為由於劉沅提倡「和會三

教」，單一的儒學或者道教視角並不能把握劉沅思想的全貌。因此，本文從三教

交涉視角出發，研究劉沅學術思想，及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晚清儒學的轉變。從和

會三教視角出發，首先回應劉沅為什麼要提出「和會三教」，以及怎樣證明三教

間可和會的合理性這兩個問題。此爲劉沅建構新思想體系的平台。繼而，劉沅之

和會三教，對傳統儒學命題帶來什麼轉變？此爲劉沅思想的獨特之處。「和會三

教」既是本文的視角，也是貫穿全文的思想脈絡。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與最後一章結論外，正文部分共分為六章。第二、三章先

對劉沅和會三教的動機以及其合理性加以申論說明，此爲劉沅所建構的新思想體

系平台。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劉沅提倡「和會三教」的出發點是重建三教融會

的聖學正統。和會三教，並非把三教不加分辨地融合爲一體，而是從中辨明正統

與異端的界限。爲了論證聖學正統的合理性，劉沅從文獻記載中老孔間的師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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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出發，通過儒家、道家雙方的各自展述，而使得儒道兩家聖人融為一體。第四

至七章，從劉沅「和會三教」的核心之處——功夫論出發，探討劉沅如何重鑄功

夫論，及其對儒學傳統的內涵所帶來的轉變。對宋明理學功夫的反思，是重鑄功

夫論的思想背景。在此基礎上，劉沅融合儒道思想而重鑄復性功夫。其所重鑄之

功夫論在解經方法、修養方法兩方面改變了儒學的傳統內涵。解經方法方面，訓

詁、義理的方法都不足以得到聖人真義，而提出實踐聖人之事的「身心實功」的

解經方法。修養方法方面，論證劉沅對儒學的轉變。儒家的內在心性、外在的倫

常秩序，都被改變。擴而言之，從修養方法中，還可以看出儒道、儒佛間的會通

與界限。 

 

通過對劉沅儒學思想的分析與定位，從中可以看到晚清儒學在四川這一特定

地域中展現的獨特性。和會三教思想中體現出劉沅重建聖學正統的學術關懷。他

以「身心實功」爲解經方法，重整儒道釋三教的思想資源，尤重盡性、敦倫兩方

面的實踐，是一位通過詮釋儒家經典，在川地推行儒家道德倫常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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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ate Qing period（1800-1911）, Confucianism confronted challenges from different 

aspects.Thus,the transition of Confucianism was the main concert at that time.The 

method of transition varied in different areas. This thesis focous on the tran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Sichuan province. Liu Yuan (1768-1855) ,who was called “the 

Confucius in western Sichuan”, was a typical case to indicate the tran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Sichuan province.He integrated the three teachings to reestablish the 

orthodoxy of sagehood(sheng xue 聖學正統)，which was the main feature of his 

intellectual thought.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the main 

concerns of the author. Firstly , why and how did Liu Yuan integrate the three 

teachings? Secondly, by integrating Taoism and Buddhism into Confucianism, what 

peculiarity did he transform into Confucianism? Thirdl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iu 

Yuan, what  intellectual features of Sichuan scholars can we observe?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s the most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Liu Yuan’s intellectual thought. However, from different angles, 

different scholars came to opposite conclu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who 

consider Liu Yuan as a Taoist highly evaluated him.Whereas, those who judged from 

the angl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consider him unrespectable. Given the opposite 

evaluations, this thesis proposes a syncretic perspective to establish a whole view, 

which brings up some basic questions to be clarified at the first place, namely the aim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whole syncretic system. Then, how Liu Yuan interpreted 

self-cultivation, the core of his integration, and how his interpretation influenced 

Confucianism a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The first and last chapters are the instruction and conclusion, which raises research 

questions and summarizes the arguments of the thesis respectively. Chapter two and 

three focus on the reason and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on. The juxta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was to distinguish the orthodoxy from 

heterodoxy, rather than to assimilate the three teachings indiscriminately. Liu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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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d the criticism of the unreasonability and superficiality of integr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Liu Yua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on, Liu Yuan interpreted the images of sages (Kongzi and Laozi) as a fuse 

of Taoist and Confucian characters. Besides, he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that 

Kongzi learnt from Laozi.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evious two chapters, 

chapter four to seven focus on the spread of self-cultivation (Gongfu 功夫), the core 

of Liu Yuan’s integration. Rethinking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arose by 

Neo-Confucianism, Liu Yuan argued that the knowledge of sages was not limited to 

Confucianism, let alone Neo-Confucianism, so was the pathway of self-cultivation. 

Furthermore, hi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ay of restoring human nature (復性) 

combined Confucian and Taoist methods. The three teachings were integrated into his 

new construc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egetical strategy of 

Confucian cannon and the method of self-cultiv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 cannon was viewed as an allegory, whose meaning can 

never be attained by philological or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As for self-cultivation,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accomplishing human nature (Jin Xing

盡性)and performing ritual responsibility (Dun Lun 敦倫)were both reinterpreted.  

 

To sum up, Liu Yuan was a practitioner of Confucianism in Sichuan province.By 

interpre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a pragmatic fashion, he reestablished the sage 

orthodoxy ,which was integrat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ihism.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iu Yuan, w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mysterious but not 

empty was the main feature of Confucianism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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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清代儒學研究概略 

一、譜系與地域 

 

晚清民國時期，學者已開始總結清代學術思想。梁啟超（1873-1929）是最

早系統研究清代學術的學者，相關著作有〈近世之學術〉（1904 年）1，《清代學

術概論》（1920 年）2，《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 年）3。羅振玉（1866-1940）

《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一書，作於庚午年（1930 年），對清人搜輯軼書、校勘經

籍的努力大加讚揚。作者雖以調和漢宋學爲宗旨，書中卻明顯偏向於漢學。4錢

穆（1895-199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 年）5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強調

明清間學術的承繼。柴德賡（1908-1970）的《清代學術史講義》6爲在輔仁大學

授課時的講義，雖然 2013 年才根據課堂筆記整理出版，然而陳祖武、劉家和等

人繼承及發揚乃師的學問，柴著雖較晚出版，亦是對當前學界頗有影響的著作。 

 

梁、錢、柴三人的著作，雖各自的側重點不同，然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所

關注的人物以及議題，有趨同的傾向。由其著作中專章討論的人物所組成的譜

系，已經大致相同。下表先列舉三本著作中討論的人物，繼而以新近出版的《中

                                                        
1 梁啟超著：〈近世之學術〉，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北京：中華書

局，2001 年 9 月），頁 100-125。 
2
 梁啟超著，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
 梁啟超著，夏曉紅、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 年）。 
4
 羅振玉：《清代學術源流考》，（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 年），頁 99-136。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7 年）。 

6
 柴德賡著，李瑚筆記，邱居里，姚念慈，王志剛整理：《清代學術史講義》，（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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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儒學史（清代卷）》（2011 年）
7
加以對比，可以看出學術譜系的形成。 

 

書名 梁啟超《近三

百年學術史》 

錢穆《中國近

三百年學術史》 

柴德賡

《清代學術

史講義》 

汪學群《中

國儒學史（清代

卷）》 

人物 黃梨洲（附孫

夏峰、李二曲、餘

姚王學家、李穆

堂），顧亭林、閻

百詩（附胡朏明、

萬 充 宗 ）， 王 船

山、朱舜水，萬季

野、全謝山，張楊

園、陸桴亭、陸稼

書、王白田，顏習

齋、李恕谷（附王

昆繩、程綿莊、惲

皋聞、戴子高），

王寅旭、梅定九、

陳資齋 

黃梨洲（附陳

乾初、潘用微、呂

晚村）、王船山、

顧 亭 林 （ 附 馬

驌）、顏習齋李恕

谷、閻潛邱毛西河

（附姚立方、馮山

公、程綿莊、胡東

樵、顧宛溪）、李

穆堂（附萬孺廬、

王白田、朱止泉、

全 謝 山 、 蔡 元

鳳）、戴東原（附

江慎修、惠定宇、

程易田）、章實齋

（附袁簡齋、汪容

甫）、焦里堂阮芸

臺凌次仲（附許周

生、方植之）、龔

定庵（附莊方耕、

莊葆琛、劉申受、

宋于庭、魏默深、

戴子高、沈子敦、

黃宗羲

（萬斯大、

萬斯同、邵

廷采）、顧炎

武 、 王 夫

之 、 閻 若

璩 、 毛 奇

齡、胡渭顧

祖禹黃儀、

惠周惕惠士

奇惠棟、（江

聲 、 余 蕭

客）、江永

（金榜、戴

震 、 程 瑤

田、績溪三

胡）、汪中、

焦循阮元、

揚 州 諸 劉

（劉臺拱、

劉寶楠、劉

文淇）、全祖

望（萬經、

孫奇逢、黃

宗羲、李顒、李

紱、張履祥、陸

世儀、李光地、

王夫之、顧炎

武、閻若璩、顏

李學派、唐甄、

惠棟、戴震、洪

亮吉、凌廷堪、

焦循、阮元、錢

大昕、章學誠、

方東樹、莊存

與、孔廣森、劉

逢祿 

                                                        
7
 汪學群：《中國儒學史（清代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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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四農）、曾滌生

（附羅羅山）、陳

蘭 甫 （ 附 朱 鼎

甫）、康長素（附

朱子襄、廖季平、

譚復生） 

方 苞 、 李

紱……）、章

學誠、趙翼

王鳴盛錢大

昕…… 

 

以上，在四本專著中同時出現的人物以下劃直線表示，在三本專著中重複出

現的人物以下劃曲線表示，在兩本專著中同時出現的人物以下劃雙橫直線表示。

由於三本著作的下限年代不同，柴著以講課進度而於清代中期停止，汪著以 1840

年爲界，導致了統計的不完整。雖說在不同的章節安排之中，可看出個人學術取

向，細微的差別顯示出作者的學術史觀念的不同。8但是也能粗略看出目前學術

史、儒學史中得到譜系已經大致趨同。2011 年汪學群所作《中國儒學史》已經

基本沒有在之前的學術史著作中未曾出現的思想家。 

 

在研究的方法上，時間與地域研究是最基本的坐標。有論者提出清代學術思

想研究首重時間的劃分。提出清代學術研究應劃分出清代學術演進的階段：清初

學術（1644-1722）、清中葉學術（1723-1839）以及晚清學術（1840-1914）。9對

不同階段的學術風氣有提綱挈領的總結。然而，所採用以加以說明不同時期風氣

的思想家的生平卻不盡能符合所提出的年代劃分。如晚清學術中，以龔自珍、魏

源爲典型。龔自珍（1792-1841），只有一年的時間是在晚清。魏源（1794-1857），

17 年生活在晚清，46 年生活在清中葉。雖說《詩古微》（1840 年）、《海國圖志》

（1843 年）、《書古微》（1855 年），屬於晚清作品，《皇清經世文集》（1826 成書，

1827 刊行）卻出版於清代中期。10逕在晚清的時代背景中詮釋其學術思想，無疑

不能概括其思想的全貌。年代的錯置，導致對思想家的時代背景的把握產生了偏

                                                        
8
 參考羅志田：〈導讀：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見章太炎、劉師培等

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1。 
9
 陳祖武：〈清代學術研究的三個問題〉，《人民日報》，2004 年。又見氏著：《清

代學術源流·前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3。 
10

 陳祖武：〈晚清七十年之思想與學術〉，見氏著：《清代學術源流》，頁 35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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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地域研究方法上，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吳派、皖派、浙東、浙西長期以

來是學術思想史中的分章節標準，但所關注的地域集中在江南一帶，對邊緣地區

的關注不足。地域文化的確認，本身亦存在一定的問題。以四川儒學爲例，具備

什麼條件才可以列入四川儒學的脈絡中？現代學者建構的明清時期四川哲學的

譜系爲虞集（1272-1348）、楊慎（1488-1559）、來知德（1526-1604）、費密

（1625-1701）、劉沅（1768-1855）。11其中，楊慎生於北京，後貶謫在雲南，在

四川居住的時間並不長，只因籍貫爲四川而列入四川哲學家譜系中。費密之學問

形成的重要時期在於揚州，並非四川，「流寓江淮間四十餘年」12，此四十年在

江淮間的經歷對他的學術思想的重要性或大於四川。以籍貫或者實際生活地爲標

準，抑或以思想觀點爲標準，來劃分學術流派，是地域研究中經久的難題。 

 

總的來說，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中，已經存在穩固的敘述模式：歷時性方面，

從清初的理學、清中期乾嘉考據學，到晚清今文經學。13共時性方面，浙東、浙

西、揚州、徽州等地域劃分與其間思想的差異已確定。同時，清代學術思想的譜

系亦已建立：顧炎武（1613-1682，蘇州昆山人）、黃宗羲（1610-1695，浙江餘

姚人）、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惠棟（1697-1758，江蘇元和人）、

戴震（1724-1777，安徽休寧人）、王念孫（1744-1832，江蘇高郵人）、王引之

（1766-1834，江蘇高郵人）、章學誠（1738-1801，浙江紹興會稽人）、莊存與

（1719-1788，江蘇武進人）、劉逢祿（1775-1829，江蘇武進人）、宋翔鳳

（1777-1860，江蘇長洲人）、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康有為（1858-1927，

                                                        
11

 黃開國、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2001 年）。 
1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192。 
13

 汪學群《中國儒學史（清代卷）》：「本文採取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把清代

儒學分爲理學、漢學、今文經學三個形態。依次是：清初理學占主導地位……到

了乾隆時期，因編纂《四庫全書》等原因內外互動，導致漢學（東漢古文經學）

復興……嘉道之際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導致比漢學更古且具濟世特色的西

漢今文經學復興，從而把清代儒學復古的特點推向極致。」（《前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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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南海人）。想要在這個譜系中，再增加一個人物，並不容易。同時，想要在

固有的理學、漢學、今文經學鼎足而立的思想流派中，再增加新的議題，亦非易

事。 

 

清代學術思想研究逐漸系統化，代表目前學界對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已經達

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然而，陳寅恪（1890-1969）指出哲學與哲學史研究的困境，

或可移用於學術思想史研究： 

 

今日之談中國哲學者，大抵即談起今日自身之哲學也；所著之中國哲

學史者，即其今日之自身哲學史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

之真相愈遠。14 

 

受到後現代史觀的影響，從理論上說，今人多不相信尋找歷史「真相」的可能。

陳氏之言道出了對古人「同情之理解」的可貴以及具體實踐上的困境。雖然如此，

我們在學術研究愈來愈系統化時，至少應時常反思目前的體系是否符合「古人學

說之真相」，在現有的體系之外思考，盡可能地把握所謂「古人學說之真相」。 

 

許多原本被忽略的的經學家（劉沅即其一）引起學界的注意，正由於現代學

者對固有的學術史模式的反思。朱維錚（1936-2012）曾總結清學史中的常識，

認為乾嘉時期所謂漢學全盛，也始終在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從業者是這些地區

「文化精英」中的小部份，傳播地域是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效應也僅在少

數書香人家。15從地域來看，吳、徽、揚州等地，確是目前學界關注較多的地區。

在此之外，四川、雲、貴等地，少出現在學者的研究視野之中。以至有「《皇清

經解》、《續皇清經解》中無一四川人」之說。16然而，邊緣地區的儒學發展狀況

                                                        
14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79。 
15

 朱維錚：〈晚晴漢學：「排荀」與「尊荀」〉，見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

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335。 
16

 黃開國、鄧星盈：「在張之洞督學四川以前，巴蜀完全停留在宗奉程朱的階段，

學子只知宋學，而不曉漢學，因而，《四川通志》載有許多清代四川學者及其眾

多著述，但阮元刻《皇清經解》一千四百零八卷，王先謙刻《續皇清經解》一千

四百三十卷，竟無一四川人的作品。四川的學術再次遠遠落後於全國學術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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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不重要呢？葛兆光曾強調邊緣地區的思想界與中原地區的不同，在邊緣地

區，儒學並不能占主流，而是與當地特有的文化結合，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

17通過對所謂邊緣地區的儒學研究，能豐富儒學的內涵。另外，通過「邊緣」與

「中心」的對話，我們亦能看到不同文化區域間的對話。 

 

二、地域與三教 

 

隨著學術譜系的建立，與此相關的學術議題亦已漸趨穩定。上文已提及清代

學術思想的穩定敘述模式是：清初理學，清中葉考證學（漢學、樸學），晚清今

文經學。在此敘述模式之中，學界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考證學稱作清代的「一代之學術」，被認為是與明代儒學的最大不同，以及

與西方知識傳統的接榫之處。關於考證學的相關研究相當豐富，其中尤有名者爲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1970

年）與〈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1975 年）。18兩篇文章提出了從「內在理路」

來解釋宋明儒學與清代儒學間的轉折。張壽安認為余氏的苦心孤詣所在並非研究

方法上的轉變（從外緣影響到內在理路），而是關懷「客觀認知的精神如何挺立」。

19進而，張壽安提出清代中葉「以禮代理」的學術思潮，再轉而研究「中國近代

知識轉型課題」，探討「傳統中國學術在近代如何轉變」。20二氏的研究一方面把

握了清代儒學與宋明儒學的差異之處，另一方面探索清代儒學與近代客觀化知識

                                                                                                                                                               

展。」氏著：〈巴蜀哲學論略〉，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123 期，頁 14。以學術發展的先進、落後來論「漢學」與「宋學」，所說川人宗

奉程朱，亦不符事實。 
17

 葛兆光：《何爲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出版社，2014 年）。 
18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司，2014 年 9 月）。 
19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論者或謂

余先生影響晚近學界最大者是『內在理路』。然本人則認為余先生的苦心孤詣是

指出：今日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問題的關鍵已不復在於心性修養，而實在於

客觀認知的精神如何挺立。……而是從近代儒學轉型之可能的角度往上推，轉而

彰顯清學所蘊含的「知識」議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期，頁 56-57。） 
20

 張壽安：〈經學研究新視域：從「知識轉型」開展「經學學術史」的研究——

從歷代經數與經目的變化談起〉，《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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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接處，對清代儒學在儒學史上的意義做了精確的定位。此爲從「知識」議題

切入，研究清代儒學思想者。 

 

從清中葉至晚清，儒學的最大變化是經世之學的興起。今文經學的復興，昭

示了晚清的經世思潮的興起。經世思想是儒學的一個重要方面。21晚清《經世文

編》的出版，昭示了經世思想的重要性。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首二章爲「明季

諸子之經世思想」，以經世實學為清代思想的發端。22以劉廣京、張灝、王爾敏

等學者的研究爲典範，學界目前對於經世思想的研究亦相當成熟，同時，也有開

拓的空間。23 

 

從清中葉考據學到晚清今文經學，學術風氣從儒家知識主義傳統轉向實用主

義的復興，亦有從漢學轉而爲理學復興之說。對於晚清學風的轉變，學者普遍認

為是世風轉移，乾嘉考據已經無力應對，繼而有新學術風氣的出現。24對此，亦

有學者認為晚清之實學與理學的復興，都是繼承乾嘉學風而來，只是「學術表現

形式」的不同。25「學術表現形式」是一個很獨特的觀察視角，只是清中葉與晚

清時期的學者，選擇不同學術表現形式本身即是一種學術宗旨不同的表現。晚清

學術風氣的轉變，與時局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相比於乾嘉專門考據之學，晚

清儒學展現出重經世之學，理學復興的趨勢。 
                                                        
21

 關於「實學」、「經濟」、「經世」等概念內涵的多元性，在歷史中的演變以及

現代學者對此的討論，可參考羅威廉(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4,page 109-154. 
22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78 年）。 
23

 可參考丘為君、張運宗：〈戰後臺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

學》，第 7 卷第 2 期，頁 181-231。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

研究述評〉，《新史學》，2008 年 12 月，頁 121-151。 
24

 張壽安：「在這樣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裏，專門漢學純學術的研究工作，實已無

法適應時代的需求而將有所變易。」（頁 1）「此一主詁訓於文字，一主大義以經

世之治學態度，判然二途。」（頁 2）《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

版社，1997 年）。 
25

 參考曹美秀：《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頁 43、頁 424。對於晚清學術概況，

她認為「筆者以爲，晚清學術就是在乾嘉考據的基礎上，承繼其訓詁明而後義理

明的理念，而進一步在學術表現形式上尋求突破，以彌補乾嘉學術『訓詁明』，

義理卻不明的缺失。」（頁 43）對於晚清理學的復興，則認為「筆者以爲理學復

興的意義，並不在於從無到有，或由衰到盛，而是一種學術論述方式與主題的普

遍認同，而其根源，早就埋藏在乾嘉學術之中」。（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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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儒學的特點，通過與明代儒學對比而呈現。其中，無論是從明清儒學的

斷裂（梁啟超「理學的反動」說），或者是從明清儒學的承繼（錢穆、余英時），

我們都能看到明代儒學持久地作為清代儒學的不可忽略的背景而存在。 

 

然而，明代儒學並不能僅作為背景而存在，儒學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並

不因朝代的更替，而脛理分明地分成幾段。明代儒學亦不會因為明朝的滅亡，而

變成清代儒學靜止的幕布。當我們越過作為主體的清代儒學，聚焦於其背景明代

儒學時，卻發現明代儒學中有一個明顯的特徵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這一明顯

特徵爲明末所盛行的「三教合一」的思潮。「三教合一」在清代的嗣響如何？繼

而，三教交涉對儒學思想本身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些問題並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

注意。26 

 

那麼，是不是有清一代，士人專注於儒家思想，三教中的道、佛思想並沒有

進入儒者的視野呢？是不是明清易代以後，三教合一的思想即銷聲匿跡呢？不

然。陸寶千《清代思想史》中即有〈乾隆時代之士林佛學〉，專章討論在清代考

據學極盛時期的士人的佛學。譚其驤（1911-1992）於〈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

地區差異〉一文，以歷代史書之《地理志》爲基本材料，得出結論，曰： 

 

各時代風俗習尚的地區差異，更充分說明了好儒尚禮的地區一般只占

王朝版圖的一小部分，很難到得了一半。而在這小部分地區內，即使能做

到「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

卻不可能是純正的孔孟思想，不雜二氏之說，不信鬼神。他們的行為準則，

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於儒家的道德標準、倫理觀念。27 

 

時人的精神世界以至行為準則，都不能完全符合儒家的標準。所謂「純正的孔孟

                                                        
26

 Judith A. Berling 認為清初三教合一思潮開始「瓦解」。見氏著 When They Go 

Their Separate Ways: The Collapse of The Unitary Vision of Chinese Religion in The 

Earlier Ch’ing ，Edited by Irene Bloom and Joshua A. Fogel, Meeting of Mind: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頁 211-213。 
27

 譚其驤：〈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見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

統文化的再估計：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1986 年）文集》，（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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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著述與為人處世中，都不存在。儒學思想試圖在百姓日用事爲之中施

行，勢必與民間盛行的佛道思想起衝突，而面臨重重阻撓。士大夫也不能實施純

正的儒家禮法，遑論普通百姓。28相反，儒家思想與所謂「二氏」相雜糅的三教

交涉思想反而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狀況。 

 

或有論者認為清代思想中有一種「淨化主義」（purism）的思想。29清儒指責

宋明理學中摻雜佛道思想，轉而追求儒家經典原義，以突出清代思想的特點。然

而，清儒念茲在茲地劃清與佛道的界限，正代表了佛道思想一直存在其視域之

中。作為被排斥者而存在，也是佛道思想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另外，清儒試圖與

佛道劃清界限的努力，是否真有成效呢？其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學者

所勾勒出來的清儒追求「淨化主義」的歷程中，從戴震（1724-1777）到凌廷堪

（1757-1809）到阮元（1764-1849），三人都致力於儒家思想的淨化，三人卻又

同時互相批評對方的思想不純粹。凌廷堪認為戴震追求道德之真理（道）受到禪

宗思想影響，而阮元批評凌廷堪「復性」一詞，受到了道教的影響。30可見，儘

管儒者希望能辨析清楚儒家思想與佛教、道教的界限，但經過長期的思想融合，

三者的界限其實已經無法劃清。儒家思想在三教交涉過程中，受到佛道思想的影

響而不斷改寫，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三教交涉議題中，佛、道對於儒學的影響，在四川這一地域有顯著的體現。

作為道教的發源地，川地有著濃郁的道教氛圍，道教思想對於儒家思想造成了不

可忽視的影響。龔鵬程以廖平（1852-1932）為例，分析了道教思想對廖平經學

觀點的影響。並認為「廖平不是一個人，他代表了四川的一種學風，他本人的門

弟子也自成一個學脈」31，道教對經學的影響是川地的特殊學風。龔鵬程認為從

                                                        
28

 可參考張壽安：〈十七世紀中國儒學思想與大眾文化間的衝突——以喪葬禮俗

爲例的探討〉，見《漢學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頁 69-80。 
29

 Kai-wing Chow 周啟榮：Purism here designates an intellectual impulse that 

demands the recovery of the “original”or “pure”Confucian norms and 

language ……until the 1820’s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ch’ing rejected any form of 

syncretism .The rise of Confucian Re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age 8. 
30

 Kai-wing Chow:Ling’s discontent with Tai Chen’s incomplete purge of Buddhism 

not withstanding(Page 192). He (Juan Yvan)felt that Ling’s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aoism.(Page 197) 
31

 龔鵬程：《道教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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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學者蒙文通（1894-1968）身上可以看到廖平的餘風遺澤，而從蒙文通對深

受乃祖劉沅影響的劉咸炘（1896-1932）的推崇之中，亦可看出劉沅與川地這種

特殊學風的關係。劉沅生於 1768 年，卒於 1855 年，廖平生於 1852 年，兩人的

經學思想都受到道教的影響，這一共同特徵是川地經學的特色。劉沅對川地學風

的影響，比廖平的影響更加早，其生前在川地的影響遠甚於廖平，廖平或亦受其

影響。32 

 

因而，以四川學者劉沅爲個案研究，既可以在目前固有的學術譜系之外，以

地域研究的角度，開拓新的視域，又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三教交涉的情

況有進一步的把握。從中，可以勾勒出晚清儒學在特定的時代中的轉變。 

 

第二節 劉沅的生平、著述與學術定位 

一、生平 

劉沅生於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卒於 1855 年（咸豐五年），字止唐，號

槐軒，四川雙流人。學界目前對劉沅生平的介紹大多來自《槐軒全書》中各冊前

所附〈國史館本傳〉以及劉沅所著〈自述示子〉，今據此兩篇文章作簡要介紹。 

 

劉沅幼習儒學，十八歲（1786 年）入雙流縣學，二十一歲（1789 年）選明

經，二十四歲（1792 年）由拔貢中式舉人，二十五歲（1793 年）、二十七歲（1795

年）、二十八歲（1796 年）三次會試不中式。道光六年（1826 年）選任湖北天門

縣知縣，不願外任，改授國子監典簿，又乞假歸。因而，劉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

（從 1797 年開始），絕意仕途，隱居鄉里。 

 

其家學淵源甚深，根據〈國史館本傳〉，其父劉汝欽「精《易》學，洞澈性

                                                        
32

 筆者尚無明確的資料可證明劉沅對廖平的影響，然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榮休

研究員譚繼和撰文的〈十三經恒解校點箋解·總敘〉中已經強調其中的影響：「劉

沅是對近代蜀學，特別是對近代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及其後裔劉咸炘『推十學』發

生重要影響的一位先驅人物」。（《東亞人文》，2015 年卷，頁 145。）唯亦無提供

明證，因此筆者對此保持闕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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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33尤精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理。此為劉沅的家學上的傳承，劉沅本人亦

繼承家傳《易》學。對此，現代學者已加以表彰。民國馬其昶《周易費氏學》多

處徵引劉沅《周易恒解》，對劉沅甚為推崇。34《易經》專家馬振彪著《周易學

說》徵引解《易》諸家的學問，「以劉沅（號止堂）、李士珍（號嗣香）、馬其昶

（號抱潤）居多，其所以然者，不唯緣於學術承傳故，實更在於三家學說之精淳

淵博」35。徵引的作品，以劉沅居首，並認為劉沅的《易》學精淳淵博。 

 

在儒家經學而外，劉沅受道教思想影響亦很深。在〈自述示子〉中，他回憶

兩次遇到方外之士。第一次是落第還鄉時，於紫柏山（今陝西漢中市）所遇之靜

一老人。靜一老人贈送純陽子所注之《道德經》，並傳授修養之道。劉沅此時對

方外之言，疑而未信。第二次是賣藥老人李果圓。劉沅還鄉後，遭遇家庭劇變，

母重病，二個侄子殤逝，己亦「疲憊殊甚」。36此時，賣藥老人教授修養之法，

劉沅從游八年（1796--1804 年）。從中可以看出，劉沅並非自幼服膺方外之學。

幼習儒學，因世事變遷，轉而相信方外之學。再聯繫到劉沅本人「愚幼羸，善病。

自孩提至弱冠，頻死者數十」的經歷，可知，生死自小便是他所關心的問題。37

〈自述示子〉曰：「丙戌（1826 年），長子薌林忽殤。次年得爾松文。至八十生

八兒。忽忽今將九十矣。」可見，劉沅相信從實際上說，道教的修養是有成效的。

如何修養長生，是儒家思想中所沒有的知識。在對生死的關切之下，道教思想便

進入到他的視野，繼而，成為其思想中最重要的成分。 

 

劉沅一生的大部分生涯都在開館講學，教導後進。〈子問自序〉言「惟自幼

                                                        
33

 〈國史館本傳〉，見《周易恒解》，頁 1055。 
34

 馬其昶：《周易費氏學》，民國七年抱潤軒刻本。 
35

 馬振彪遺著，張善文整理：《周易學說》，（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 年），頁

8。 
36

 劉沅：〈自述示子〉，見《槐軒雜著》，致福樓本，頁 45-46。 
37

 龔鵬程〈攝道歸佛的儒者：焦竑〉一文中特別強調思想家本身所關心的問題

對其思想的影響，認為在時代思潮中，思想者本身關心的問題才能進入他的視

野。「關心。對了。研究時代與思想的關聯，不是從該時代有何現象，而此現象

如何關聯著思想家之思維來討論的；而是要探索該思想者究竟關心什麼問題，由

這個關切點上去追究他如何關聯其時代。」見氏著《佛教與佛學》，（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1996 年），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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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徒，自乾隆丙午，迄今六十七年」。據〈國史館本傳〉38的記載，他平生教育

弟子有數千人，中舉者百餘人，形成「槐軒學派」。同時，雙流劉氏還是一個科

舉世家。劉沅之兄劉濖是嘉慶元年（1796 年）進士，劉沅本人是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舉人。劉沅有八子，長子崧雪是咸豐二年（1852 年）舉人，椅文是

同治庚午（1870 年）舉人，桂文是光緒丁丑（1877 年）進士，棟文是順慶府訓

導，梖文、檍文是生員。劉沅之孫咸榮拔貢，咸焌是舉人，咸耀、咸燡俱生員。

其最著名的孫子劉咸炘（1896-1932）是晚清民國時期的天才型學者，備受陳寅

恪、蒙文通等人的推崇。 

 

另外，劉沅與宗教教派「劉門教」有密切的關係。目前雖沒有確定的資料確

定劉沅創立了此教派，劉氏後人亦極力澄清「劉門不是一個宗教」39但是，劉沅

被奉爲「劉門教」教主，其經解中強調「道教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的內丹方法與孟子養浩然之氣相同，其思想中有與道教相通的部分，卻是不容置

疑的。他募修了成都青羊宮、二仙庵、武侯祠，新津縣天社山老子廟、純陽觀等

地方宮觀，與川地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40 

 

二、著述 

 

劉沅的著述很多，2006 年巴蜀書社新整理出版的《槐軒全書》41中收錄有《四

書恒解》、《詩經恒解》、《書經恒解》、《周易恒解》、《禮記恒解》、《春秋恒解》、《周

官恒解》、《儀禮恒解》、《史存》、《大學古本質言》、《孝經直解》、《槐軒雜著》、《正

譌》、《拾餘四種》、《槐軒約言》、《壎篪集》、《子問》、《又問》、《俗言》、《明良志

略》、《下學梯杭》二十一種，另外有注伯陽子《性命微言》，以及醫書《醫理大

概約說》，共有二十三種著作。根據趙均強考訂，沒有收錄在《槐軒全書》中的，

                                                        
38

 劉沅《槐軒全書》中經學註疏前都附有〈國史館本傳〉。 
39

 徐菲：〈關於《法言會纂》和法言壇的幾個問題——訪劉伯谷先生〉，《弘道》，

2011 年第 2 期，頁 113-117。 
40

 參考蔣秋華：〈劉沅《書經恒解》研究〉，《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21。 
41

 劉沅：《槐軒全書》，（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本文所徵引的劉沅原著，

除特別註明外，都引自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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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槐軒雜著外編》、《劉止堂先生手稿》、《老子考辨》、《劉氏族譜》等四部著

作；《法言會纂》《經懺集成》、《南北斗經懺三元經合刊》等三部注書。42其中，

大部份是儒家經典，亦有道教的著作。在前所考訂之外，《《續修四庫全書》》中

收錄有劉沅所注《太乙雷神斗口火車靈官真經註不分卷》（嘉慶十二年丁卯刻本）

與《太上南北斗經注不分卷》（嘉慶十二年丁卯刻本）。 

 

其著作總集《槐軒全書》清末即整理出版。根據現代學者研究，《槐軒全書》

最早的版本是光緒三十一年刻本。其後，有中華民國三至三十三年守經堂本、中

華民國十六年致福樓重刊本、中華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

《續修四庫全書》本。43事實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並不能算是劉沅著述的

版本之一，因其中所收錄不同著述採用不同版本：《詩經恒解》、《書經恒解》收

錄致福樓重刊本，《明良志略》收錄舊刻本。其中，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其中

大多著作是劉沅晚年定本，又經乃孫劉咸炘手定，是較為完善的版本。2006 年

巴蜀書社整理出版之《槐軒全書》即以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爲底本，本文主要依

據的也是該版本。 

 

《槐軒全書》中的著作，多是在教學中寫就，爲教學所用。教學，是劉沅的

思想形成的語境。在序言中，他不止一次強調所著作品爲講學中所形成： 

 

愚闇陋虛名，讀書實無一得，惟講學多年，間有會悟，與門人言之，

渠等遂集而災梨，名曰《雜著》。44（《槐軒雜著·自敘》） 

及門多從事此書，時以大義相質，久乃成編，不忍捐棄，聊書之以俟

高明。
45
（《春秋恒解·序》） 

沅稍通其說，間與門人商榷，遂筆記之，不覺久而成書。46（《周官恒

解·序》） 

窮居講學，與及門梳櫛字義，積久不覺盈篇。 47（《論語恒解·序》） 

                                                        
42

 趙均強：《以中貫之：劉沅的學術思想研究》，（四川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2009），頁 54-59。 
43

 參考施維：〈劉沅先生《十三經恒解》箋解本即將出版——編輯緣起及整理說

明〉，《十三經恒解（箋注本）》，（成都：巴蜀書社，2016 年），頁 1。 
44

 劉沅：《槐軒雜著·自敘》，致福樓刊本，頁 1。 
45

 劉沅：《槐軒雜著》卷一，致福樓刊本，頁 12。 
46

 劉沅：《槐軒雜著》卷一，致福樓刊本，頁 18。 
47

 劉沅：《槐軒雜著》卷一，致福樓刊本，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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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居講學，是劉沅著述的主要語境。與及門弟子間的商討，積久盈篇，則書中所

記載的內容，是劉沅與弟子平日所講論的問題。 

 

講學的語境，也使得劉沅的著作在體例上具有一定的特徵。講學中的師徒問

答，保留在經解中，文中時常有針對「或問」、「或曰」中質疑的回應。在《恒解》

類作品中，則是先有簡單的注，注後有較為詳細的附解、串解：「其必為之串解、

附解者，以語意必相承而後明，餘意必詳辨而始盡，非好煩也。」
48
劉沅解經，

尤其注意經義前後的連貫性。在《恒解》類作品以外，尚有一些專門記載與子弟

間問答的作品，如《子問》、《又問》等。 

 

其著作的整體風格爲平常化、口語化，在他看來，經之神妙處，即在平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認爲劉沅的經解「書中持說平實，不鶩新奇，

題曰『恒解』，則與他經說通也」。49劉沅的經解作品都稱作「恒解」。恒者，常

也。「恒解」即「平常之經解」： 

 

 鄙意欲人人皆曉，而不使視為畏途也。故顏曰「恒解」以俟將來云。

（《周易恒解·序》）50 

註經之法，取其簡要，郭象註莊，前人以為至妙，然此特為智者言

耳。愚意欲令下愚皆曉，故不以簡直玄妙之語求悅高明，而避詞費以滋眾

疑焉。51（《周易恒解·義例》） 

 

以經中最玄妙之《周易》爲例，《周易恒解》無論是從內容還是語言來說，都以

平常為尚。他的經解的對象並不僅限於智者，而是包括下愚在內的所有人。道理

是人人欲曉之理，而內容是不以簡直玄妙之語義求悅高明。在《周易恒解·離卦》

九四之小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劉沅注曰：「俗謂無眀業火。無明，

                                                        
48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0。 
4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四書恒解》，第 14

冊，頁 214。 
5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57。 
51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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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業，罪也。夫子言辨惑而曰一朝之忿卽此意歟？」52用「無明業火」這一

俗語來解經，正是他經解風格的最好說明。 

 

但是，注經風格的平常化，不代表其經解中義理容易把握。劉咸炘概括研讀

槐軒著作的困難，曰：「槐軒之書本少棱角，加以吾黨習之既久，遂止覺其渾而

陳，未能嚼出滋味，透出芒角。」53「渾而陳」、「本少棱角」導致了閱讀劉沅作

品的困難，以及對其達到「同情之了解」的難度。 

 

三、學術定位 

 

劉沅學術思想的核心特徵是「和會三教」。劉咸炘總結乃祖的學術，曰：「先

祖之和會三教，有身心實功。」54學界普遍認同劉沅學術思想的特色是「和會三

教」。2006 年，《槐軒全書》出版時，蕭萐父（1924-2008）、周元邠（1915-）題

詞，都稱劉沅「闡三教之精微」。李學勤（1933-）題詞，認為劉沅「一本儒宗，

兼通二氏」。王澤枋（1936-）題詞曰：「發孔孟之微言，正先儒之謬，闡佛老之

真諦。」55可見，劉沅會通三教，已是學界的共識。 

 

首先，要特別指出，三教交涉議題中，儒道釋三者的分量並不平均，或以儒

道和會爲主，或以道佛、儒道爲主。劉沅所和會之三教中，儒道間的和會爲主，

佛教爲次。 

 

「和會三教」這一特徵，使得學界對於劉沅的學術定位聚訟紛紜。三教之中，

儘管儒家思想是否是宗教，學界尚無定論56，然而，佛教與道教，都是有神明、

                                                        
52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8。 
53

 劉咸炘：〈復左君純書〉，《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85-186。 
54

 劉咸炘：〈經今文學論〉，見氏著《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96 年），

頁 2208。 
55

 見劉沅：《槐軒全書》，卷首。 
56

 葛兆光：「關於中國古代有沒有『哲學』，儒家是否算一個『宗教』，這似乎已

經成了中國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它卻是一個偽命題。但是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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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世界、具體修為方法的宗教。劉沅和會三教，與當地道教相當密切，那麼，

應將其定位爲宗教家（道教）還是學問家（儒家）？民間宗教學者馬西沙認為劉

沅的主要貢獻在於創立了劉門教，是宗教家：「今人研究劉沅並非因其為學問家，

主要因為他創立了劉門教，是個宗教家。」57他把劉沅的宗教思想定位為道教的

內丹道。58然而，劉沅的後人劉伯谷反對馬西沙的說法。他認為劉門並不是宗教，

「槐軒文化主要還是孔孟之道，儒家的心性之學。」59蕭天石先是認為劉沅是川

中三百年來特立獨行博通三家之大儒，然而自創劉門之後，純屬道家人物。60把

劉沅前後截然分成兩人。 

 

從宗教家或儒家這兩個不同的角度定位劉沅，對其評價亦大相徑庭。宗教史

上，馬西沙認為劉沅是繼林兆恩後，61在三教論上有重要貢獻的宗教家，認為劉

沅把握了時代的真髓。並認為研究者如不被認為宗教是封建陳腐的觀念束縛，就

能看到劉沅思想的獨具一格的力量。62他肯定了劉沅的時代意義。哲學史上，對

劉沅的評價並不高。黃開國、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一書，

把清初至近代社會這一漫長的時期，稱為四川學術「不多見的低谷」。其中只有

劉沅值得一寫。而對劉沅的評價也是認為他一切思想都是在宋明理學基本格調上

的改進，沒有時代意義，「至多只是在理論的細節有所貢獻罷了」。63評價不可謂

不低。 

                                                                                                                                                               

管是偽命題，背後卻隱藏著真歷史。」（〈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關於中國哲

學和儒教定義的爭論〉），《開放時代》，2001 年第 6 期，頁 49-55。 
57

 馬西沙：《民間宗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76。 
58

 同上，頁 384-391。 
59

 徐菲：〈關於《法言會纂》和法言壇的幾個問題——訪劉伯谷先生﹥，《弘道》，

2011 年第 2 期，頁 113-117。原文如下：「我想首先申明一點，我們劉門不是劉

門教。對於劉門教這個稱呼，我一直不贊同，去年在青羊宮見到馬西沙先生，我

還跟他說了這個問題，我們不是一個宗教，至少我們自己這麼認為。《法言會纂》

沒有收入到《槐軒全書》當中，說明《法言會纂》只是槐軒文化的一個旁支，不

是槐軒文化的中心或重點。」 
60蕭天石：〈劉止唐與四川劉門道〉，見《火神之祖——槐軒醫學全書》，（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年），卷首。 
61

 事實上，林兆恩的三一教與劉沅的思想並不相同。首先，林氏的三一教是一

個教派，而劉沅的思想中並無建立教派的指向。其次，根據小柳司氣太的研究，

林氏之教，以道教爲本，僅以儒家思想裝點門面。而劉沅思想的根基是儒家思想。 
62

 馬西沙：《民間宗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91。 
63

 黃開國、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頁 459。 



17 

 

 

雙方觀點出現如此大的差異的原因，在於把三教截然分開而言，而用單方面

的評價標準來衡量劉沅的學術。本文認為單從宗教家或者儒家的角度來定位劉

沅，都不能全面把握劉沅的思想，因而，提倡三教交涉的視角。其中，從劉沅本

人的身份認同來看，他更接近於儒家。在現代學者的題詞中，亦能看出對劉沅儒

家身份的肯定。「和會三教」、「闡三教之精微」等論述，對於三教各自的地位並

沒有清晰的說明，「一本儒宗，兼通二氏」則明確劉沅雖和會三教，卻堅持儒家

本位。本文亦認為劉沅和會三教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儒家的立場，從「吾儒」一

詞中可以看出他的身份認同。 

 

在三教融合的思想體系中，他時常強調自己的儒家立場。「方外得挾其術，

以傲吾儒。」64「（告子）並非吾儒之說。」65「釋氏慈悲方便，亦祗吾儒仁物之

意。」66「吾儒」中之「吾」顯示了他的身份認同。「佛老所謂虛無清靜，吾儒

所謂寂然不動，無思無為。」67吾儒一詞與佛老相對。縱觀他的經解，從來沒有

表示道家、佛家的身份認同的「吾道」「吾佛」的用法。68可見，他把自己的思想

立場定位為儒家。 

 

劉沅一生講學、著述，悉以儒家孔孟為標準。《子問》中，子弟問及著述及

聲名不朽間的關係時，劉沅回答道： 

 

曰：「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友教同學，從無自炫自恃，欲求知於當時，

傳名於後世者。故曰：『不知不慍，乃爲君子。』孔孟不遇於時，亦惟與

從遊諸人，問難講習，世所謂刪定纂修諸事，皆後世推崇之詞。……因爾

等生晚，恐一旦奄忽，爾等不知愚之平生。是以聊存所言，使異日有所考

                                                        
64

 劉沅：《中庸恒解》，頁 88。 
65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4。 
66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2。 
67

 劉沅：《正譌》，頁 3601。 
68

 《雜問》中有言：鄭板橋云：「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此之謂也。司

馬溫公言：「佛之高者，不出吾道之範圍。」此「吾道」是引用他人之語，並且

指的是儒家之道。《雜問》中另有「其謂三乘，猶言三等也。明心見性爲上乘，

講經說法爲中乘，一切術數爲下乘。與吾道未嘗有異。」從明心見性爲最上這一

評價標準，亦可推斷此處「吾道」之道也指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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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豈箸述以求不朽哉？」69（《子問》） 

 

在他的理解中，孔孟以講學爲重，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等事，並

非聖人本義。並用此標準來處世，在三次會試失敗後，他鄉居講學六十幾年，亦

是效仿孔孟不得志而講學的行為。至於著述，則是爲了使後人可考驗其生平，並

非爲了追求聲名的不朽。 

 

另外，在和會三教的過程中，劉沅往往以儒家思想來詮釋佛教、道教，使得

二氏方外之學帶有儒學內涵。對於佛教的虛無清淨，劉沅解釋作「佛言虛無寂滅，

謂存養之時，一私不雜耳；慈悲方便，仁恕之義耳」。70把佛教虛無寂滅與儒家

存心養性之功等同。佛教之「慈悲」，以及「空」、「有」等概念，則解釋作「佛

說慈悲清淨，只是仁慈寡欲之別，號言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即中庸微之顯，費

而隱之義」。用儒教存心養性、仁、恕等概念來詮釋佛教之虛無、空、有等概念，

使得佛教概念具有儒家的內涵。至於道家的思想，亦作相應的轉變，如 「（老子）

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雄雌喻陰陽也；先天得乾性，以爲心

雄也；後天陷於坎宮，爲陰雌也。知陰中之陽，本先天之性而退藏於密。定靜不

遷，爲知雄守雌」。71本身即用道教取坎填離的概念來解釋老子之言。雖然坎宮、

陰中之陽等概念依然來自道教，整個修養方法，卻來自儒家。退藏於密，來自儒

家《周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定靜不遷中，「定」、「靜」爲「知止而

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不遷」爲「止於至善」中「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

所引用的佛、道思想資源，被賦予儒家的內涵。與此相類似的詮釋路徑，在劉沅

的經解中並不少見，將在文章中隨文指出。從中，可以看出劉沅「和會三教」中

的儒家立場。 

 

                                                        
69

 劉沅：《子問》，頁 3895。 
7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9。 
71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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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一、劉沅學術思想的相關研究 

 

查閱《皇清經解》以及《皇清經解續編》，均沒有著錄劉沅的作品。清末桂

文燦（1823-1884）《經學博採錄》亦不載錄劉沅的事蹟。最早著錄劉沅作品的書

目是清丁仁撰《八千卷樓書目》，著錄劉沅《周易恒解》、《書經恒解》、《四書恒

解》、《乾隆臨沂縣志》、《壎篪集》，只存錄書名。72八千卷樓是清代杭州藏書家

丁氏昆仲——丁申（？-1887）、丁丙（1832-1899）的藏書樓73，可見，劉沅的著

作在晚清時已傳播到浙江地區。徐世昌（1855-1935）《晚晴簃詩匯》中評價劉沅

為「劉沅，字止堂，雙流人，嘉慶丙子舉人。有《止堂韻語》存。止堂講學，初

宗宋儒，繼乃會通三教，放導養鉛汞之旨，號有心得，著書等身，蜀士多稱之。」

74對劉沅的生平、學術宗旨都加以說明，是對劉沅學術的較早的評價。然其對劉

沅中式舉人的年份記錄失誤，亦可見對於劉沅生平的陌生。劉錦藻（1862-1934）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著錄劉沅《周易恒解》（卷二五七）、《書經恒解》（卷

二五七）、《詩經恒解》（卷二五八）、《周官恒解》（卷二五八）、《儀禮恒解》（卷

二五八）、《禮記恒解》（卷二五八）、《春秋恒解》（卷二五八）、《四書恒解》（卷

二五九），但只有對劉沅生平的簡單介紹，所錄書籍並無提要。75
 

 

《《續修四庫全書》》把劉沅的別集二十五種收錄其中，另有總集《槐軒全書》

（二十三種，光緒四川刻本）。《續修四款全書總目》對這些作品的評價，是目前

所見的較全面的研究成果，對其評價亦爲公允，如《詩經恒解》既批評曰「推尊

太多」，亦肯定其「雖有得有失，要爲近理，……尤具卓識……亦足釋惠周惕諸

                                                        
72

 丁仁：《八千卷樓書目》，民國本。關於此書作者，有題「丁丙」的，也有題

「丁仁」。今據《續修四庫全書》，作丁仁。 
73

 參考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81。 
74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民國退耕堂刻本，卷一百二十六，民國退耕堂刻本，

頁 8510-8511。 
75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續修四庫全書》，第 819 冊，頁 154 下、159 下、

163 上、166 上、167 下、168 上、171 上、1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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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惑云」。76《書經恒解》中則注意到劉沅解經的地域特色，曰：「其解竝善，

蜀人說經，往往好新奇，如沅者，可謂拔乎其萃者矣。」77《春秋恒解·總目提要》

曰：「此書雖未切實有徵，尚覺平易近理，與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不同。」

78《總目》對於《周易恒解》的批評最為嚴厲，曰：「既與前儒相違，抑亦不協

經旨，而沅自謂不必沾沾求合於傳註，唯期不謬於聖人。徒爲大言，不足重也。」

79對於劉沅思想中三教（儒道爲主）和會的情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亦有關注，對此持否定態度，《太乙雷神斗口火車靈官真經註不分卷》一書的提

要，曰：「其說大抵參合儒道，故言斗神之降，正人心，不過以性命立教而已。

不知儒、道二家，自有源流，不容妄為比附。雖其論天人相與之際，較道家荒誕

之說，頗為近理，亦終不免失於旁支別解矣。」80認為儒道的參合，是「妄為比

附」。《太上南北斗經注不分卷》一書的提要，對其中以儒理釋道書的行為，持論

稍寬容，在列舉劉沅儒道參合的例子後，曰：「若此之類，皆據儒家之說以爲解，

雖其牽合儒道，未免附會學術之譏，然其返躬引咎，慎獨脩身之理，較之道家虛

妄之談，頗稱近正，則亦未可厚非也。」81雖認為劉沅牽合儒道，難免附會，但

較諸道教虛妄之談，亦爲正道，總的來說，則不可厚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對於把握劉沅思想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程樹德（1877-1944）《論語集釋》集劉沅《論語恒解》之語，對劉沅有簡要

的評價，批評他空疏無學：「其人蓋有得於道家言者，故極推尊老子。惟滿紙先

天後天，無極太極，一派模糊影響之談，不止空疏而已。」並認為《四書恒解》

之中所引用的書「不過妝點門面，並未寓目」。82 

                                                        
76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詩經恒解》，第 1 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6 年），頁 254-255。 
77

 同上，頁 532-533。 
78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春秋恒解》，第 4 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6 年），頁 261。 
7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周易恒解》，第 6 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6 年），頁 412-413。 
80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 20 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6 年），頁 404。 
81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 20 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6 年），頁 405。 
82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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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者研究劉沅的論文，首先是對劉沅學術思想加以精簡介紹的文章。賈

順先、戴大祿主編的《四川思想家》（1988）中有李剛興撰寫的專章，介紹劉沅

的生平、著作與哲學思想。在哲學的概念範疇中，把劉沅的思想定位為「客觀唯

心主義世界觀」、「先驗主義的認識論」。83鍾肇鵬〈雙江劉氏學術述贊〉84（2003），

把劉沅的思想歸納為以儒為主，會通道佛；會通《易》、《老》；批判韓愈、周敦

頤、張載、程、朱各家三方面，並認為劉沅創辦的劉門教是內丹功法。此階段對

劉沅的研究，集中在簡要介紹，對劉沅在學術史上加以定位。 

 

2006 年 7 月 14 日，臺灣中研院召開「四川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一次會議，

使得學界開始關注劉沅的經學思想研究。是次會議，關於劉沅的論文有盧鳴東師

〈劉沅禮學中的儒道關係〉85，認為劉沅從禮的可行性這一標準出發，重新審視

了《三禮》文獻，並融合儒道兩家思想，認為禮既要合乎人情，又要合乎天道自

然。另有曾聖益〈以理明禮：劉沅《三禮恆解》之理學政教思想〉（未發表）。繼

而，2006 年 11 月 22-23 日，臺灣中研院召開「四川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二次會

議。是次會議，有四篇關於劉沅的論文，分別是蔣秋華〈劉沅《書經恒解》研究〉

86認為劉沅《書經恒解》中強調《書序》非孔子而作，古文非盡偽，以及推崇老

子。黃忠天〈劉沅《周易恒解》述要〉，87歸納了《周易恒解》的版本以及劉沅

解《易》的態度及價值。文章的目的在於引起學界對四川《易》學的關注。劉德

明〈劉沅《春秋恒解》初探〉88，認為劉沅承接宋明學者的解《春秋》方法，以

理學解經，在《春秋》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隨後，關於劉沅的研究著作逐漸增多。趙均強〈《易》貴中正：劉沅《周易

恒解》研究〉89（2009 年），認為劉沅以中正的觀念來講《易》，修正了董仲舒陰

                                                        
83

 賈順先、戴大祿主編：《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 474-500。 
84

 鍾肇鵬：〈雙江劉氏學術述贊〉，《中華文化論壇》，2003·4，頁 25-28。 
85

 盧鳴東師：〈劉沅禮學中的儒道關係〉，《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57-79。 
86

 蔣秋華：〈劉沅《書經恒解》研究〉，《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09-123。 
87

 黃忠天：〈劉沅《周易恒解》述要〉，《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17。 
88

 劉德明：〈劉沅《春秋恒解》初探〉，《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81-107。 
89

 趙均強：〈《易》貴中正：劉沅《周易恒解》研究〉，《歷史教學》，2009 年，第

8 期，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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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觀念，進而修正儒家的三綱倫常，建立了劉門先天之學。蔣秋華〈劉沅《詩經

恒解》的聖人論述〉90（2010 年），認為劉沅用宋人注重義理的方法解《詩經》，

爲了維護聖人形象，在多處作出新解。蔡方鹿《劉沅的先天後天說》91（2012 年），

在理學史的脈絡中分析評價劉沅的先天後天說，認為先天後天說有文本上的依

據，是對理學的揚棄與發展，但是，他認為劉沅對朱熹心性一元說的批評是錯誤

的。 以上期刊論文或分析劉沅的單部經傳，或分析劉沅學術的特點，對本文的

寫作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學位論文方面，碩士論文有廖家君《川西夫子——劉沅的學庸思想研究》（臺

灣成功大學中文系 2009 年）、高西陽《劉沅史學著述研究》（西華師範大學 2015

年）、陳海戀《劉沅先後天視域下的易學思想研究》（山東大學 2015 年）、柴方召

《劉沅《詩經恒解》文獻學研究》（廣西大學 2015 年），博士論文有趙均強《以

中貫之：劉沅學術思想研究》（四川大學歷史系，2009 年）。廖家君《川西夫子——

劉沅的學庸思想研究》92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詳細解釋了劉沅分別對《大學》

之三綱領、八條目的詮釋，與《中庸恒解》中的凡例。其中亦有涉及到劉沅詮釋

《大學》、《中庸》時，體現的「和會三教」的思想。但文章的重心不在於此，尚

不足以窺探劉沅「和會三教」思想的全貌。高、陳、柴三人同年寫就的畢業論文，

體現了學界對劉沅思想的關注，分別以史學或者單部經典爲研究對象。趙均強《以

中貫之：劉沅學術思想研究》是目前僅見的研究劉沅的博士論文，該文於 2011

年以《性與天道 以中貫之：劉沅與清代新理學的發展》93這一名字出版。該文

整理了很完整的文獻資料，包括藏於四川大學圖書館善本庫的《劉止堂先生手

稿》，以及劉氏家藏本《劉沅族譜》等珍貴材料。另編寫了劉沅著作年表及劉沅

交遊表，為後續研究作了較好的基礎。而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作者在漢學、宋

學、理學、蜀學等互相交叉的知識背景下考察劉沅的「以中貫之」的思想，而討

論的問題包括「天道、性命、心情、先天之學、靜養功、安生復性、正三綱、尊

                                                        
90

 蔣秋華：〈劉沅《詩經恒解》的聖人論述〉，見陳致主編：《跨學科視野下的詩

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309-327。 
91

 蔡方鹿：〈劉沅的先天後天說〉，《社會科學戰線》，2012 年第 4 期，頁 28-32。 
92

 廖家君：《川西夫子——劉沅的學庸思想研究》，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

文，2009 年。 
93

 趙均強：《性與天道 以中貫之：劉沅與清代新理學的發展》，（鄭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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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重母族、反思漢宋、鬼神禍福數術、邪教論、儒化佛老」等十三個命題。

作者試圖通過對十三個命題的綜合分析，表明劉沅以中貫之的思想，但討論命題

的龐大與繁雜，使得很多問題的分析都流於表面，並沒有深入地分析劉沅的學術

思想。另外，由於佛教、道教思想資源的引入，劉沅所謂「中」，並不是儒家「中

庸」、「中和」之「中」。作者沒有把握到劉沅思想中三教交涉這一視角，對劉沅

學術思想的整體把握有一定的偏差。 

 

研究劉沅的專書，除趙均強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專書之外，尚有

德國學者歐福克（Volker Olles）的新著 Ritual Words: Daoist Liturgy and the 

Confucian Liumen Tradition in Sichuan Province（2013）是研究劉沅所創辦的劉門

教（槐軒道）的較新研究成果。該書關注儒家劉門傳統與道教儀式間的關係，主

要描述儒家的劉門教與道教的科儀相結合，進而改變了川地的道教傳統。94該書

著重於儒家傳統對道教的影響，並不關注到道教對儒家經典的影響，其對道教科

儀具體而微的研究將對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二、宋明理學與三教合一的關係 

 

由於劉沅的經解本身爲針對宋明理學的反思而產生，亦有學者認爲劉沅的思

想應歸屬於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其思想與宋明理學關係密切。同時，明末盛行

的三教合一思潮，亦與本文主題「和會三教」有莫大關聯。因此，對於宋明理學

與三教交涉議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亦作簡單的綜述，以更好地把握劉沅提倡「和

會三教」的思想背景。 

 

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後，儒、道、佛三教思想不斷融合。宋代以前，三教思

                                                        
94

 歐福克在緒言中寫道:“The book’s focus eventually shifted to a unique form of 

Daoist liturgy, which evolv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umen and Dao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 “My goal i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Confucian Liumen 

tradition harnessed the technique and language of Daoist ritual, thereby strongly 

influencing the realm of Daoism in the Sichuan region.”Ritual Words:Daoist Liturgy 

and Confucian Liumen in Sichuan province，Harrassowitz:Bilingual editio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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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已經融匯貫通，士人爲官則儒，修身則佛老的現象非常明顯。95儒學思想雖是

官方認可之學，而士人與民間所信仰的是佛老之學。96宋明理學發展了形上的天

道世界，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資源，同時入室操戈，把士人與民間的信仰從

佛道手中奪過來，重新確立儒家在信仰上的地位。錢穆認為這是宋明理學在中國

文化史上的重要貢獻。對於這一過程，余英時認為：「程朱理學雖把士階層從禪

宗那邊扳了過來，但並未能完全扭轉儒家和社會下層脫節的情勢。明代的王學則

承擔了這一未完成的任務，使民間信仰不再爲佛道兩家所完全操縱。只有在新儒

家也深入民間之後，通俗文化中才會出現三教合一的運動。明乎此，則陽明後學

之『近禪』便不值得大驚小怪了。」97余氏認為程朱理學影響士人的信仰，陽明

心學影響民間信仰。並且，三教合一的運動，在通俗文化中出現。程朱、王學與

士人、民間的二元對立未必成立，然而，余氏卻道出了儒學本身發展與三教合一

思潮的關係。 

 

儒學發展至明代，出現了三教合一的思潮，陽明學在此過程中，佔有關鍵的

地位。彭國翔〈中晚明的陽明學與三教融合〉一文，認為是否對佛道兩家持較為

開放的態度，肯定三教融合的發展方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中晚明區分陽明學

與朱子學的一個指標。98學者強調相比於程朱理學，陽明學說是晚明三教合一思

潮的重要思想資源。99另外，彭國翔〈儒家「理一分殊」的多元主義宗教觀——

                                                        
95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把這類士人稱為「儒佛兩面人」，（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5 年），頁 233。 
96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認為：「唐代儒學面臨兩個亟需解決的理

論難題，一是如何強化皇權權威，爲其提供不同於漢代天人感應迷信但又立基于

天道的儒學理論支撐；二是如何提升儒學粗淺的心性論，使之可以與心性論佛學

相抗衡，成爲士人安身立命的脩身之學。」（頁 233-234。）宋明理學即解決了這

兩個重要問題，這是宋明理學對儒學思想的最大貢獻。 
97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

頁 92。 
98

 彭國翔：〈中晚明的陽明學與三教融合〉，見氏著：《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

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 年），頁 471-551。 
99

 錢新祖認爲「許多晚明宗教折衷者對於新儒思想中的程朱學派抱持批判態度

的事實，暗示了晚明的宗教折衷，或者至少是指那些在新儒學者中流行的折衷，

需要被理解爲我在他處曾指稱的「對程朱正統的反叛』的一部分，而這個反叛又

從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得到了很多動力。」見氏著：《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

重構》，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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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陽明學為中心的考察〉，以王陽明、王龍溪、焦竑三人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

的三教觀，進而認為儒家「理一分殊」的思想中蘊含著多元主義的宗教觀。100鄭

宗義〈明末王學的三教合一論及其現代回響〉一文，認為心學本體上的神虛空無

的狀態，功夫上強調內在的自省觀，這些理論特點易於催生三教合一。101 

 

陽明後學如何融會三教，以及在此過程中如何劃清三教間的界限，是陽明學

與三教合一關係中更進一步的議題。對此，魏月萍的研究成果值得關注。魏氏

2008 年發表〈從良知到孔矩——論陽明後學三教合一觀的衍變〉，指出陽明後學

由關注「教體之『圓融性』到教法的『規範性』」，跳出陽明良知學，而以所謂「孔

矩」來規範三教交涉間的界限。102其 2016 年出版之《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

教合一論述》，以管東溟、楊起元、周汝登三人爲例，更具體地論證了此一過程，

及三教合一論述背後的君師道合的企圖。103關注陽明後學與三教合一思潮關係的

流變過程，以及透過三教合一的思潮，探討其背後的思想意圖。在方法論與研究

主題上都有突破意義。 

 

學界已關注陽明學與三教合一思潮的關係，對於朱子學與三教合一關係則較

少關注。上引彭國翔的觀點，把是否提倡三教合一當作區分陽明學與朱子學的標

準，則在他看來，朱子學是不提倡三教合一的。然而，陸寶千〈乾隆時代之士林

佛學〉分析乾隆間「破儒釋之藩籬」的思想，認為「諸人既曾沾溉宋學；不甘以

訓詁汩天倪，丹鉛沒素樸，則茍於此世起捨離之心，陸王也，程朱也，皆足以引

皈瞿曇。昔人動輒指陸王爲近禪，豈亦知程朱之足以導向蓮池乎？」104宋學已是

士人的知識背景，雖然朱子後學嚴辨與佛學的界限，然其思想中本無與佛學相抵

                                                        
100

 彭國翔：〈儒家「理一分殊」的多元主義宗教觀——以陽明學為中心的考察〉，

見《儒學、文化與宗教——劉述先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6

年），頁 307-329。 
101

 鄭宗義：〈明末王學的三教合一論及其現代回響〉，見吳根友主編：《多元範式

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81。 
102

 魏月萍：〈從良知到孔矩——論陽明後學三教合一觀之衍變〉，《中國哲學史》，

2008 年第 4 期，頁 95-104。 
103

 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 7 月）。 
104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78 年），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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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則朱學亦可導向佛學。同理，宋學中周敦頤、李延平等人的思想本與道

教思想相關，朱學而導向道教，從理論上來說，並非不可能。清代道士中，確有

由程朱思想而導向儒道合一的。全真龍門派道士王常月（？-1680）闡發三教一

理中儒家之理，即曰：「所有那儒門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受授聖經之秘，

發明心法之要。」105是由程朱理學引導而來的三教合一思想。 

 

事實上，理學與心學都有導向三教合一的可能。對此，日本學者馬淵昌也總

結道： 

 

原本以天即理，性即理的論點爲前提，以「本來聖人」的理論架構爲

基礎，無論以何種形態悟道，若一承認得以在心中直接掌握先天具有之

「理」、「性」，就必然內含三教合一之說出現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對他

們而言，有如此一個共同的領會：在徹悟於無分段之「理」、「性」的境界

中，失去所有言語、行為的痕跡，才算是達到「理」、「性」真正的實際……

如此一來，在無分節的心之本體中，非常容易產生將儒學所說的「理」和

「道」，與佛道兩教之有關學說等同視之的情形。106 

 

宋儒拓展了儒學中的超越性的一面，以性、理代表形而上的狀態，與氣之形而下

狀態相對應。不管是認為「心即理」或「性即理」，理學與心學皆認可存在超越

性境界。並且認為人通過不同的功夫，可領悟到超越的境界。在這種理論前設下，

所謂性、理的境界，要靠聖人去體悟，不可用文字直接描述，具有較大的主觀性。

因而，聖人在這種境界中體會到的儒學之理、道，即可能與道之玄，佛之空會合

爲一。所以說，理學、心學都可能導致三教合一。 

 

總而言之，明末興起的三教合一思潮與理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關係，宋代儒

學融會佛、道思想而形成理學以後，明清以來的三教交涉議題，與理學的發展有

莫大的關聯。學界目前的相關研究提供了詳細的思想背景，對本研究的展開有很

                                                        
105

 王常月：《碧苑壇經》卷下，見《藏外道書》第 10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頁 200。 
106

 馬淵昌也著，史甄陶譯：〈宋明時期儒學對靜坐的看法以及三教合一思想的興

起〉，見楊儒賓、馬淵昌也主編《東亞的靜坐傳統》，（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6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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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幫助。由此，亦可以解釋為什麼劉沅「和會三教」思想始終圍繞著宋明理學

的心性理氣議題而展開。 

 

第四節 研究進路 

 

一、研究視角及問題意識 

 

目前學界對於劉沅的評價莫衷一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研究視角的不

同。由於劉沅提倡「和會三教」，三教的知識龐雜。傳統儒學或經學研究視角實

無法精確地定位劉沅的學術思想。學界目前在用「新理學」107、「新心學」108等

名詞來定義劉沅的學術，其實亦正反映了這種困境。劉沅之學，明明已不是傳統

儒家範圍內的「理學」「心學」可概括，然學者堅持傳統儒學的視角，只能在前

面加上「新」字，孰料「新」所對應之「舊」本身即非不變之「舊」，既然舊中

不斷出新，那麼所謂「新」的說法本身便沒有明確的定位。因而，本文在研究時

根據劉沅思想的主要特點，由三教交涉視角出發。從劉沅本人的學術語境以及學

術關懷出發，而非用當代研究者的先入之見與後見之明來切割古人的學術思想。 

 

所謂三教交涉，是一個相當複雜並且內涵不精確的概念。學界或用三教調

和、三教交融、三教合一等概念，所指「三教」，或側重儒道間交融，或側重道

佛、儒佛間的和會。109其中，包含著不少環環相扣的問題：三教思想是否以及如

何重構成一個新的完整體系？三教中，儒道釋各自的地位如何？甚而，三教交涉

只是最表層的現象，其背後展示的是論者怎樣的意圖？110因而，本文以三教交涉

                                                        
107

 趙均強：《性與天道 以中貫之：劉沅與清代新理學的發展》，（鄭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2011 年）。 
108

 譚繼和：〈儒學轉型時期新心學的標誌性文獻——《十三經恒解校點箋解》總

敘〉，《東亞人文》，2015 年卷，頁 127-147。 
109

 關於「三教合一」以及 syncretism 概念的辨析，參考魏月萍《君師道合：晚

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導論》，其中，第一節 syncretism 與合一的歧義，第二節

「三教合一」研究的多重視野，頁 15-52。 
110

 關於三教交涉議題的思考，可參考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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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來研究劉沅的學術思想，首先要回答以下問題：劉沅和會三教的意圖是什

麼？111繼而，逐次探究以下問題：劉沅和會三教的主要論述場域為何？在此場域

內，劉沅如何建構新的思想體系？對傳統儒學命題帶來了什麼變化等問題？ 

 

二、研究範圍 

 

在劉沅「和會三教」的體系中，儒道思想的和會爲重，因此，本文在論證中，

亦以儒道融合爲主要議題。另外，劉沅是一個長壽並且著作豐富的學者，其思想

在其一生中自然有一些變化。112《槐軒全書》本的《禮記恒解》與《續修四庫全

書》本《禮記恒解》即有不少差異。 

 

關於其作品中思想的變化，《又問》中有學生問及，劉沅加以解答的記錄，

曰： 

 

問：「子注四子六經多年，好事者刊印流布頗多，今子又多改正，云

晚年訂本。人將何所取信耶？」 

曰：「學與年而俱進，義以閱而彌精。曩年因先儒誤解聖人太多，故

爲之補注。羸多疾，恐填溝壑，是以汲汲成書。今天假之年，已近九十，

內而心性，外而倫物，識力頗增，自非昔比。……惜乎耄矣，當改正者猶

多，僅能就四子書加詳正而已，餘則俟後賢爲之。」113 

 

無疑認為隨著見識增加，學問增進，後出而轉精，晚年的思想比早年更加精妙。

                                                                                                                                                               

論述》中〈緒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15-40。 
111

 昆丁·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觀念史中的意涵和理解〉：如果我們的目標

在於對他們（過去的思想家）的著作獲得一種歷史的理解，兩大任務不可或缺。

不僅要掌握言說的意涵，而且同時要理解言說者的意圖。見《什麼是思想史》，《思

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年），頁 127。 
112

 但是本文亦不認同趙均強《以中貫之——劉沅的學術思想研究》（四川大學歷

史系博士論文，2009 年）中認為劉沅的思想從劉氏家學時期（1767-1780），理學

漢學時期（1780-1796）、會通三教時期（1796-1821）、宋學、今文經學時期

（1822-1855），有明顯的幾個階段的不同。劉沅思想成熟得很早，「和會三教」

的思想是貫穿所有著作中的。其早晚年的差別，只是細部觀點的不同，並沒有原

則性的轉變。 
113

 劉沅：《又問》，頁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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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晚年所修補訂正的《四書恒解》爲最精。 

 

因而，本文以劉沅晚年著述爲主要研究材料，其中以《四書恒解》（晚年訂

本，出版年未詳）、《正譌》（咸豐四年（甲寅年，1854 年）著；甲戌年六月刊，

1874 年）、《子問》（劉沅序於咸豐二年，1852 年；癸酉年十月刊，咸豐五年，1855

年）、《槐軒約言》（劉沅序於 1853 年）、《又問》（癸酉年十一月刊，1855 年）等

文獻爲主。《槐軒全書》中其他作品爲輔。這些作品都作於咸豐年後，亦符合本

文所聚焦的「晚清」時代特徵。 

 

三、概念界定 

 

劉咸炘用「和會三教」來概括乃祖的學問，其中「三教」自然指儒教、道教、

佛教。關於儒道釋三教概念的形成，小林正美認為三教皆被稱爲教，始於「北魏

寇謙之（363-448）和劉宋顧歡（420-483）之時」。114然而，其中「教」一詞，

卻並不必然指「宗教」，更非「religion」一詞所指。小林正美從北周道安、唐代

法琳只承認「二教」，否定道教是教這一現象出發，認為其時「教」指「聖人的

教導」，具有極高的地位。115陳熙遠概括「宗教」與「religion」一詞，在中國近

代史中的複雜關係，最後總結道，傳統中文往往用「教」來指「本土與外來的大

小傳統」。其中「儒教」是所有教的坐標，此「儒教」等同於「禮教」、「名教」。

116可見「教」一詞與西方宗教間的差異，中國思想中三教交涉的命題亦非西方宗

教間 syncretism 一詞所能涵蓋。因此，本文研究劉沅「和會三教」思想，亦有必

要釐清劉沅經解中所使用的「三教」的內涵。 

 

（一）儒教與儒修 

                                                        
114

 小林正美著，李慶譯：〈三教交流中「教」的觀念〉，見氏著：《六朝道教史研

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486-514。 
115

 小林正美著，李慶譯：〈三教交流中「教」的觀念〉，見氏著：《六朝道教史研

究》，頁 486-514。 
116

 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見《新史學》，2002

年，13 卷第 4 期，頁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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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交涉的思想史中，「儒教」原本是中國古代三教論述中最重要的組成

部分。小林氏認為「儒家被認為是主張『教』的必要學派，是信奉聖人之教的學

派」。117陳熙遠指出儒教原本是「教」的坐標之後，還多了一層對學術變遷的感

慨：「在傳統『教』義的論域裡，儒教更往往置於參照坐標的原點，其他各教無

不悉心揣度與儒教的對應與聯繫。而在『宗教』觀念入主中國之後，儒教竟謫配

到『宗教』範疇裡的邊緣，甚至成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異類。……這一段儒教

從『禮教』中心移位到『宗教』邊陲的轉變歷程，適足以見證中國文化傳統在摸

索現代進程中的歷史滄桑。」118 

 

小林氏與陳熙遠的觀點，都是從中國古代思想語境中探討「儒教」這一稱呼

的合理性與地位。在二者的定義中，所謂「儒教」指儒家聖人之教。「儒教」一

詞，原是在與佛教對比時使用的。龔鵬程〈道·道家·道教·道教史〉中認為「儒教」、

「道教」兩詞的使用，都與佛教有關：「其後，佛教自身獨立出來，嚴格區分它

和其他道法間的關係，不但要辨佛、道，也要辨儒、佛。於是儒、道、佛便成為

三種『教』。顧歡〈夷夏論〉『尋二教之源』，二教指佛與道；道安〈二教論〉『釋

教為內，儒教為外』，二教則指儒與佛。」119與道教徒自稱自己為「道家」一樣，

儒者亦自稱自己為「儒家」，所謂「儒教」也正如「道教」一樣，是在與佛教相

對照的語境之下才使用的概念。 

 

而西方「宗教」定義傳入中國以後，儒教是否是西方定義的「宗教」，這一

問題引起了近代學者的討論。主張儒教是宗教的學者代表是任繼愈先生。後來，

任先生的高足李申撰文〈中國古代有一個儒教〉120、〈儒教是宗教〉121，開宗明

                                                        
117

 小林正美著，李慶譯：〈三教交流中「教」的觀念〉，見氏著《六朝道教史研

究》，頁 494。 
118

 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見《新史學》，2002

年，13 卷第 4 期，頁 37-66。 
119

 龔鵬程：《道教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3。 
120

 李申：〈中國古代有一個儒教〉，見氏著《儒學與儒教》，（成都：四川大學出

版社，2005 年），頁 108。 
121

 李申：〈儒教是宗教〉，見氏著《儒學與儒教》，（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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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地指明中國古代有一個叫儒教的宗教，所舉出的例證包括古代皇帝按時祭祀天

地，巡狩祭祀山川，孔子受到祭祀，五經被稱為儒教經典。在他們看來，儒教以

五經為教義，以宗廟為教堂，以孔子為教主，是比道教更重要，更普及並與政治

相關的宗教。122 

 

另外一種觀點是認為儒家雖然不是一種宗教，但是具有「宗教性」。許倬雲

（1930-）認為中國漢代曾有「夭折的宗教」：「有寓言，有教主，有神話還有教

士，這派學說，在當時差點兒就成了宗教」。123認為儒家是「夭折」的宗教，本

身也是以西方「未夭折」的宗教爲標準來衡量儒家思想。新儒家學者尤其強調儒

學的宗教性，牟宗三（1909-1995）「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謂宗教，因它

不具備普通宗教的儀式。它將宗教儀式轉化而爲日常生活軌道中之禮樂。但自理

的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極圓成的宗教精神。」124黃俊傑〈試論儒

家宗教性內涵〉一文總結了學術史上對於儒家宗教性問題的討論，開宗明義地指

出：「儒學有強烈的宗教性（religiosity），也有強烈的宗教感（sense of religiosity），

但不是西方傳統定義下的宗教（religion）。」125 

 

第三種觀點強調儒家的人文性，而認為儒家並不是宗教。鄭吉雄認可新儒家

                                                        
122陳明〈中國文化中的儒教問題：起源、現狀與趨向〉綜述了從利瑪竇、康有為、

任繼愈等人關於儒教的觀點，他從中國古代是否有儒教這一命題的討論轉向利瑪

竇等人為何要討論儒教的問題。認為對儒教的問題的探討都與其時的思想文化甚

至政治語境相關，為我們研究儒教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儒教是否存在這一本

體論的問題並不是核心，因為宗教本來就不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詞，討論古代儒

家思想是否符合現代的「宗教」這一觀念，這一論題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儒家是

否宗教的答案也並不是問題的關鍵。相反，歷代的詮釋者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重

提儒家是否是宗教這一問題才是值得討論的。關於近代，儒家宗教化的實踐和討

論，可參考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見林

富士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511-536。 
123

 許倬雲：〈明清中國之轉變〉，見氏著《從歷史看時代轉移》，（台北：洪建全

基金會出版，2000 年），頁 87。 
12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63 年），頁 99。 
125

 黃俊傑：〈試論儒家宗教性內涵〉，見氏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台北：

臺大出版中心，2006 年），頁 107。關於儒家宗教性的討論，另可參考小島毅〈儒

教是不是宗教？——中國儒教史研究的新視野〉，見周博裕編：《傳統儒學的現代

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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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從傳統儒學中特別抽繹出具宗教意義的成分」的努力，卻認為「其中縱使

有若干成份和『宗教』可以互喻，究其大端要旨，則儒學與宗教始終異趨」。儒

學立足於人文文化，是人類價值取向和禮俗儀軌的體現，與宗教的超越性不同。

126 

三種觀點中，儒家的宗教意味逐漸減弱：從認可儒家是宗教，到雖不是宗教，

然而具有宗教性，到強調儒家的人文性而非宗教性。學術史在對儒家是否是宗教

這一議題加以反省的同時，對於「宗教」定義本身也在反思。在這樣的學術背景

下，首先要明確表明，本文「和會三教」中所謂「儒教」並不是西方語境中的宗

教，而是採用傳統「聖人教化」之義。其次，在劉沅的解釋中，儒學具有超越性

的關懷，符合現代學者所說的「宗教性」特徵。127然劉沅本人並不用「儒教」一

詞來指稱儒家聖人的教化，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儒修」。 

 

劉沅經解中的「儒修」釋例如下： 

 

（1）中華聖教漸微，儒修多鶩名利。（《正譌》）128 

（2）自聖道罕行，儒修多誤，人心莫知嚮方。（《子問》）129 

（3）譚理則淪於虛，應事則滯於實，儒修之所以入於禪學，而功名之所

以不由心性。（《正譌》）130 

（4）內地之民，覩儒修不古，厭其煩苛，喜於清淨，遂多效之。佛固未

嘗欲惑民心而紊中夏也。（《槐軒約言》）131 

 

例（1）、（2）單指儒家聖人之學，（3）、（4）則在與佛教相對應的語境之中

                                                        
126

 鄭吉雄：《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導言》，頁 3-4。 
127

 黃俊傑〈試論儒家宗教性內涵〉一文講儒家的宗教性定義爲「指儒家價值信

仰者對於宇宙的超越的本體（transcendental）所興起的一種嚮往與敬畏之心，認

為人與這種宇宙的超越本體之間存有一種共生共感而且交互滲透的關係。這種信

仰是一種博厚高明的宗教情操」。見氏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台北：財團

法人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 年），頁 109。 
128

 劉沅：《正譌》，頁 3483。 
129

 劉沅：《子問》，頁 3828。 
130

 劉沅：《正譌》，頁 3640。 
131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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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考察「儒修」一詞，在古代思想中的意義。「儒修」一詞，有在于佛道對

應時使用：「家世承儒修，少小矜骨董……去薪取丹汞」132（《雲臥山莊詩集》）、

「始知佛法異儒修」133（周自邵〈晚抵少林寺〉）、「從來佛教通儒教，要識儒修

即佛修」134（高濂〈玉簪記〉）。「儒修」的用法，或與佛教或與道教相對使用。

另外，亦有單獨使用，指儒家的修養：「惟有勉力儒修，益勤經業」135（阮元〈恩

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正學術，以勵儒修」136（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

「開風氣，敦氣節，以重儒修乎？」137（徐賡陛〈覆本府條陳積弊稟〉）「以翼道

統，以勵儒修」
138
（〈東林書院志〉）。「儒修」一詞，既可以指包含「儒修即佛修」

中與佛道相融合的義項，也可以專指「佛法異儒修」中與佛道壁壘分明的義項。

劉沅採用「儒修」一詞，體現出他在三教交涉中，既容納佛老思想，又堅持儒家

立場的思想傾向。 

 

（二）道家與道教 

 

道家與道教間的關係，相比於儒家與儒教，學術界的區分比較清晰。但是，

正因其清晰，而與歷史上道家、道教的實際情況有一定的偏差。學界普遍認為道

家爲諸子義理，道教爲宗教，在歷史發展上，道家先於道教而存在，其後，降格

而成為道教。這樣的思想史脈絡亦有必要作一些澄清。 

 

不少研究者把道家與道教劃分開來，在他們來看，道家以《老子》、《莊子》

                                                        
132

 郭崑燾：〈雜詩〉，《雲臥山莊詩集》，卷一，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552 冊，

頁 27 上。 
133

 周自邵：〈晚抵少林寺〉，見葉封：《少林寺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頁 271。 
134

 高濂：《玉簪記》，卷下，見毛晉《六十種曲》，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58 年），頁 59。 
135

 阮元：《揅經室集》，四集卷一，（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頁 674。 
136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 101，《續修四庫全書》，第 817 冊，頁 148 下。 
137

 徐賡陛著：〈覆本府條陳積弊稟〉，見葛士濬編：《清經世文續編》，卷 21，沈

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41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603。 
138

 高廷珍輯：《東林書院志》，卷 2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47 冊，（台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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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是以義理為主的哲學思想。而道教則是民間的符籙煉丹等宗教思想。顧

立雅（H G. Creel）認為哲學性的道家從佛教中吸收了迷信的部分，而發展成為

宗教性的道教。139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亦認為：「人們有時總愛把『道家』

與『道教』混為一談，又常常從道教著作中摘取一些類似道家的睿智哲理來進行

分析。其實對於道教來說，它根本的東西並不在於老、莊那種精神的超越，而在

於滿足現實世界的人們的心理欲望，乃至解決現世的種種實際問題。」140認為道

教與道家不能混為一談，老、莊的精神超越與現實世界的心理欲望也不應混為一

談。在佛道之爭中，佛教徒亦強調「道教」與「道家」的不同，以攻擊「道教」。

如道安〈二教論〉曰：「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141 

 

然而，石秀娜（索安士、索安 Anna K. Seidel）（1938-1991）在 1974 年已經

撰文指出把道家與道教兩分的方法「已經不再有效」。進而，老莊等人創辦了純

粹哲學性的道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貶低（degrade）而成為宗教性的道教，

這一道教史的論述並不成立。142所謂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列子，並不能

作為「處於中心的」「純粹」道家的創始人，反而應該看作道教傳統的邊緣人物。

她認為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哲學家、貴族、煉丹士）間持續的互相的影響，道家

與道教的階層分別並不存在。143 

                                                        
139

 Creel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 some manner Taoist philosophy gradually 

took into itself indigenous practices and “superstitions”, absorbed much from 

Buddhism,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Hsien Taoism.(Creel: What is Tao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76,No.3,Jul-Sep,1956，page 144) In my opinion, 

philosophic Taoism and Hsien Taoism not only were never identical; their 

association ,even, have been minimal.(page 145) 
140

 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6。 
141

 《廣弘明集》卷八。洪修平〈老子、老子之道與道教的發展〉認為區分老子

道家和道教，是長期佛道之爭中佛教攻擊道教的基本手法之一。（見《中國儒道

佛三教關係研究》，頁 134。） 
142

 持此一看法的人並不少見，如 Wm. Clarke Hudson,即認為哲學性道家與宗教

性道教分別屬於不同時代 medieval Daoism(i.e,religious Daoism)and early 

Daoism(i.e. philosophical Daoism). (Spreading the Dao , Managing Mastership, and 

Performing Salvation: The life And Alchemical Teachings of Chen Zhixu,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7page 252-253) 
143

 Anna K. Seidel：Not only are the authors of the Daodejing, the Zhuangzi(book of 

“master chuang”),and the Liezi(book of “master Lie”)not the actual and central 

founders of an earlier “pure” Daoism later degraded into superstitious practices but 

they can even be considered somewhat on the margin of older Daoist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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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上說，「道家」、「道教」二詞，在古典文獻中常混用。根據日本學者

酒井忠夫、福井文雅的考證，道教一詞本來指「聖人之道的教」、「宣道之教」，

指的是包括孔、老、莊等在內的聖人之道的教化。反而是「道家」一詞被用來專

指現代學者所說的民間的非義理的宗教。144如《魏書·釋老志》用「道教」一詞

稱呼佛道兩教，「道教」一詞通常在與佛教相對待的時候使用。而用「道家」來

指稱現代所謂的「道教」。145鄭樵《通志略》中「道家」分爲老子、莊子、諸子、

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吐納、胎

息、內視、道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等二十五內。

其中有相當多部分爲道教的修煉方法。146《元史·釋老傳》把道家分為「全真」、

「正一」、「真大道」、「太一」四派。147「全真」等派顯然不是講述老莊義理為主

的，而是民間的教派。理學家強調儒家正統與佛道異端的區別，本身亦不區分道

家與道教。148由此可知，道教與道家兩詞在實際使用上來說，本沒有後代意義上

的義理與宗教之分。 

 

從義理上看，把「道家」與「道教」二分的做法，隱藏著的思路是道家是知

識分子的，而道教的普通百姓的；道家指先秦《老子》、《莊子》的義理，而道教

指以《老子》、《莊子》為依託，以符籙、鬼神、養生等為中心的民間宗教。這樣

                                                                                                                                                               

Therefore,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 nearly continuous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Daoist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d—philosophers, ascetics, alchemists, and the priests 

of popular cults---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Daoism in the 

article is made simply for the sake of descriptive convenience. Website，下載於 2016

年 9 月 27 日：http://global.britannica.com/topic/Daoism 
144

 福井康順、山琦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朱越利譯：《道教》，（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24。 
145

 魏收：《魏書·釋老志》，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年，頁 1678。 
146

 鄭樵著：《通志略》，第 4 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29。 
147

 宋濂等：《元史》，卷 202，第 10 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頁

5-8。 
148

 參考土田健次郎：〈道學與佛教、道教〉，「他們所謂的『理』近似於佛教或道

教（一般情況下他們并不區分道教和道家）」。見氏著：《道學之形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66。 

http://global.britannica.com/topic/D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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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劃分，其實極大地矇蔽了道教內部的差異性。149首先，所謂「道教」並不是民

間的。古代學與術間的分界並沒有學者們描述的那麼清晰。漢代的帝王、士大夫

亦妄求長生不老，道教並不僅是民間的信仰。其次，並不是所有「道教」教派都

是以老莊為依託的，據宮川尚志（1913-）的考證，很多道教士有儒生的背景。150

道教義理並不僅是以老莊思想為主。復次，並不是所有「道教」都是以符籙、鬼

神、養生等為主的。如太平道根本不講鬼神，中黃太乙之道毀壞神壇。可見，所

謂「道教」並不是一個有清晰的源頭，有一致的義理的宗教，其產生過程複雜，

內部教派之間差別很大。其與道家間的關係也並不能簡單地作知識階層／民間，

義理／宗教二元區分。 

 

在道教史上，道教之所以成為教，很大程度上是爲了應對佛教。在佛教的大

小乘系統面前，道教也為自己製造了三洞四輔的系統；在佛教龐大的經卷面前，

道教也有了很多經卷。「道教」一詞，也應該在與佛教相對應的語境中理解。如

上引《魏書·釋老志》所言，其實「道教」一詞是在與「佛教」相對應時所用，

道教徒自稱「道家」，而不是「道教」。「道家」與「道教」兩詞如從其出現的具

體語境加以理解，就能避免爲了把兩詞區分而強加在其上的意義了。 

 

劉沅本人用「道家」來指稱丹道等所謂「道教」的內容。「故道家言取坎填

離，即克己復禮之義耳。」151「氣非口鼻呼吸之氣，乃一元太和之氣。道家謂為

虛無元氣。虛無者，上天一元之本體也。」152劉沅用「道家」一詞來指涉取坎填

離，煉虛無元氣等學界所界定的「道教」的修煉方法。同時，其學術傳人劉咸炘

《推十書》中多次強調道家與道教的同源，二者不可強分。《道教徵略》開篇即

曰：「儒者多辨道教與古道家之異。夫老莊以還，楊朱、慎到、申不害、計然之

倫，漢世黃老家，魏晉玄學，其流至於宋明儒，或專言治術，或通論人生，是誠

                                                        
149

 參考龔鵬程：〈道·道家·道教·道教史〉，見氏著《道教新論》，頁 51-65。 
150

 宮川尚志：〈道教教團の源流〉，《東方宗教》，第四、五合集號，昭和二十九

年（1954 年）。 
151

 劉沅：《子問》，頁 3844。 
15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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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教殊異。然謂絕無關於內修，則非也。養氣之旨，老莊實言之。」153承認道

教與古道家之差別，卻肯定二者在「內修」上的聯繫，二者不可截然分開。〈養

氣〉篇曰：「儒者既排道家，釋者復詆道教，且皆謂漢後道教與漢前道家不相干

涉。以吾觀之，豈獨神仙家本於道家，即儒道兩家初未嘗分別。」154立場鮮明地

指出了漢前道家與漢後道教不可兩分。對於歷代學者強調的道教言長生，道家齊

生死。劉咸炘辨曰：「長生之言，實出自老莊。」自注曰：「老子曰：『是謂長生

久視，不拔之道。』莊子〈在宥〉篇記廣成子告黃帝語曰『乃可以長生』。」155《推

十書》中，道教與道家兩個概念混用，並不作區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劉沅、劉咸炘祖孫看來，現代學術史分類中道家與道教間

價值的高下並不存在。所謂道教禱告符籙等內容，在價值上並不遜色於所謂道家

義理。劉咸炘《啟疏目》： 

 

祝史之職亡，而遺制傳於道家。黃衣而冠兩儀，不居觀宇而事祠祀者，

皆古之祝史也。考《周官》六祝、六祈、六辭之制，知文疏之由來遠矣。

以今證古，六祝皆今祈禱類也，化祝則清醮，年祝則農醮也。晴雨瘟蝗，

崇也；靖怪驅魔，攻也；和冤悔罪，說也。禮斗則祈天永命，薦亡則告孝

告慈。制雖無徵，義自不易。古有祠、命、誥、會、禱、誄之殊辭，今亦

有表、疏、符、令、章、榜之異式。156 

 

認為道教徒源於古代祝史之官，道教的儀式與《周官》六祝、六祈同源，而道教

的表、疏、符、令等文獻體源於誥命等。道教儀式與文體皆源於經。從學術史流

變的角度，賦予了道教儀式活動及相關文體合理性。 

 

職此可知，劉沅與劉咸炘祖孫兩人對 「道家」與「道教」兩個概念都不作

特意區分，認為養氣煉丹之道與老莊之道並無價值上的高低之分。本文以劉沅「和

會三教」的思想為研究中心，其中「三教」自然是指儒教、道教、佛教。然因為

劉沅本人並不區分道家、道教二者，並用「道家」概念指稱目前學界所指之「道

                                                        
153

 劉咸炘：《道教征略》，見氏著《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

年），頁 1563。 
154

 劉咸炘：《內書·養氣》，見氏著《推十書》，頁 526。 
155

 劉咸炘：〈內書·養氣〉，見氏著《推十書》，頁 531。 
156

 劉咸炘：〈啟疏目〉，見氏著《推十書》，頁 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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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以，本文在使用上，對「道教」、「道家」二詞的區分，只是爲了論述上

的方便，並不認同道家道教間截然兩分的研究方法，更不認同強加在二者之間的

價值判斷。在論證劉沅本人的論證脈絡時，則用「道家」來統稱劉沅所提到的內

外丹道、修身、修性等與道家、道教相關的思想。同時，劉沅本人嚴辨老、佛與

僧、道之別，認為老與佛二者，作為道的源頭，是可會同的，而老子之末流道徒，

佛之末流僧流，不能得道之真旨。因此，本文在論述時，亦把老佛、僧道二者加

以區分。但所謂老、道間的區別並不等同於所謂「道家」與「道教」的差別。 

 

（三）佛教 

 

劉沅「和會三教」的思想體系之中，以儒道和會爲主，佛教所占的分量較少。

學界已經注意到這一特徵。德國學者歐福克（Volker Olles）已經指出佛教在劉沅

「和會三教」的體系之中，佔據次要的位置。157然而，佛教在其思想體系中亦不

可或缺。 

 

其一，是因為佛教「真空不空，妙有不有」的境界，時時被劉沅用以描述儒、

道二家。可見佛教「空」之概念被劉沅吸納進思想體系中，並占有重要位置。其

二，則是因為對佛教的容納，體現了其時思想界對於世界地理佈局的認識。此爲

三教交涉思想中的時代特色，值得特別指出。 

 

劉沅之所以認可佛教，一個重要原因是認識到儒、道二家傳播範圍之外，尚

有遼闊的空間。《恒言》：「聖賢不擇地而生，故知中夏而不知外域，見聞之陋也。」

在儒家思想普及的「中夏」之外，尚且有儒家教化所不及的「外域」。佛教對於

外域的教化而言，有重要的貢獻。《子問》曰： 

 

四海內外，何止千百國。中華特彈丸耳。安能使殊方異俗，盡如中夏？

吾言佛老心性之說，合於聖賢，不過欲人知其真則不惑於其偽，而豈謂佛

                                                        
157

Volker Olles: His teaching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whereas Buddhist notions we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Ritual words: Daoist Liturgy and Confucian Liumen Tradi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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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之徒，必當禁絕，儒修之事，必盡如佛老哉？158 

 

《恒言》曰： 

 

中夏爲禮樂之邦，自羲農以來，聖人之功用宏也，而極地址博，中夏

僅其一隅，執耳目以言天地，先儒所以多失。159 

 

「中華特彈丸耳」一句，表示了其時的地理觀念已經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劉沅

之和會三教，並非一昧求同，而是尊重各地「異俗」。對於佛教在「殊方」中之

教化，《又問》曰： 

 

六合之廣，人類之繁，中華禮樂之教，不能遍及，則天必生異人以統

馭之，所以文佛爲西方至人，以慈悲廣大清淨立教。慈悲，仁也；廣大，

度也；清淨，無欲也。曷嘗外有雜說。以今宇內而言，四裔除西洋、回部

外，無不敬佛。出家者多，清修者亦眾，咸安分樂業，未嘗滋事。我朝因

其俗治其民，二百餘年，從無外夷滋事，是佛之教化有以安民生而靖海甸

也。160 

 

儒家禮樂教化，不能遍及全球，因而，佛之立教，對於儒家教化之外的國家，有

安民靖宇的貢獻。 

 

從對佛教的態度，尤可以看出劉沅「和會三教」學說的特色。所謂「和會」，

並不是強使儒家與佛老等同，亦非禁絕佛老之學說，而是從求真的角度來說，「欲

人知其真則不惑於其偽」。另外，能認識到異方殊俗，肯定佛教在異方安民的貢

獻。這些特點與清代的學術思想相關，與前代三教交涉思想相較，具有時代特色。 

 

 

四、章節結構 

 

                                                        
158

 劉沅：《子問》，頁 3866。 
159

 劉沅：《恒言》，頁 3633。 
160

 劉沅：《又問》，頁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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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劉沅「和會三教」思想為研究對象，從中觀察晚清儒學思想相比於宋

明理學以及清中葉考據之學的轉變。主要觀點如下：第一，聖學正統的建構是劉

沅「和會三教」思想的出發點及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他通過重塑聖人形象（老子、

孔子）以及維護老子與孔子間的師承關係而建構儒道融合的合理性。第二，劉沅

「和會三教」的側重點並非本體的建構，而是功夫實踐的展開。第三，功夫實踐

的展開在解經方法、修養方法兩方面改變了儒學傳統的內涵。 

 

第一章， 緒論。簡析前人研究成果、本文的問題意識以及研究視角。 

     

第二、三章，分別探討劉沅和會三教的出發點及其合理性的建構，此為劉沅

建構新思想體系的基礎。 

 

第二章，聖學正統——「和會三教」的學術史意義。從劉沅所處語境及關懷

的學術問題出發，探究劉沅「和會三教」的出發點是重建聖學正統。劉沅所面對

的是儒、道兩家學術流變所面臨的困境。從儒家方面來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

在儒學內部，程朱理學並沒有得到孔孟真義；在儒學外部，儒學不敵世俗星命之

學。從道教的方面來說，方外白蓮教、無字經、道教房中之術、天主教等偽託老

子，而使得老子真義不明。面對此困境，劉沅重整學術譜系，打破宋儒道統，認

為道無統。進而，重建三教並存的聖學正統。 

 

第三章，聖人形象——儒道和會合理性的建構。爲了證成三教並存的聖學正

統，劉沅首先要論證三教思想——尤其是其所著重的儒、道——之間融合的合理

性。他從歷史上老子、孔子的師承關係中論證儒道和會的合理性，同時，重新建

構了聖人典範形象。從思想史上對「孔子師老子」這一觀念的討論出發，秦漢儒

家文獻中所記載的老孔的師承關係，在清代受到質疑。劉沅極力反駁質疑，而維

護老孔間的師承關係。在此基礎上，一方面，闡釋儒家命題「聖人，人倫之至」

中的權變、自然的因素，並認為聖人有神功，使得儒家聖人道家化。另一方面，

把道家「聖人無為」的命題解釋作君主得賢臣輔助而若無為，並把神仙解釋作隱

士，使得道家聖人儒家化。在儒道雙方的各自展述中，儒道聖人都發生了變化，

成為儒道融合之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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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六、七章，論證劉沅「和會三教」思想在儒學史上的意義在於功

夫論的重鑄，及其對儒家經典命題的改造。 

 

第四章，功夫論的重鑄（一）——對宋明理學功夫論的反思。由重建聖學正

統的出發點出發，劉沅提倡儒道融合，最重要的目的是從功夫上重新建構學聖人

之法。功夫論的重鑄，既是劉沅和會三教的最重要側面，又是他在儒學發展史上

的突出意義。本章集中於探究劉沅重鑄功夫論的思想語境。首先論證功夫論在劉

沅的「和會三教」體系中的重要意義，繼而探究劉沅對宋明理學功夫論的反思。

朱熹格物而正心，王陽明誠意而正心，都不是聖學功夫論的圓足義。從對氣與養

氣的論述中，又可看出劉沅的功夫論並不囿於理學，甚至儒學的視角，而是三教

修養方法並存其中。 

 

第五章，功夫論的重鑄（二）——復性功夫。在上一章破先儒成說的基礎上，

本章著重於劉沅所立之功夫論。儒家之存心養性，窮理盡性，道教之性命雙修，

所重者在於「性」的修養，但是兩家對於性之形成與養性的看法不同。劉沅首先

從天人之間循環往復的結構中，論證復性的可能。繼而，通過太極函三元，性與

太極相同，三凡（後天心、情、命等）與三元（性、仁、誠等）有別，天人間的

中介為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一步步推論，最後得出使後天之心回復先天之心，

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復性功夫。 

 

第六章，解經方法——以「身心實功」爲基礎的經解之道。論證劉沅所重鑄

的功夫論對儒家經典解釋之學的轉變。「身心實功」一詞源於劉咸炘總括乃祖父

學問的特質，本文以「『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來概括劉沅的解經方法。他參

考道教金丹的譬喻方法，把儒家經典理解作譬喻系統，聖人的義理都暗含在此

中。面對儒家經典文本，強調用身心實功去體悟經典。在此基礎之下，傳統的訓

詁或者義理的解經方法，在他看來，都不能把握聖人真義。進而，提倡「身心實

功」的解經方法，閱讀經典時，通過身心去體會經典的真義。 

 

第七章，聖學功夫——三教修養方法匯流。展現劉沅重鑄之功夫論對儒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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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方法的轉變與其中三教修養方法的匯流。針對僧流、道流以及宋明理學家或專

修內，或專修外的修養方法，劉沅提出內求諸盡性，外求諸敦倫的內外交修的方

法。內指心性之學，用道教內丹學說來詮釋儒家經典。外指倫理秩序之學，強調

母子、夫妻之情，提高母族、妻族地位與父族合為三族，在九族中卻堅持高祖至

玄孫的序列。在服制上，母族、妻族的服制有了一定的提升，卻仍然低於父族同

等親屬。內外交修的修養方法，同時會通了三教的修養方法。從內在盡性上說，

儒家盡性之學與道教煉性長生之學相通。從外在敦倫上說，儒家倫常之學與佛教

的喪葬禮儀在體貼孝子之心的層面上亦相通。聖學功夫呈現了三教修養方法的匯

流。 

 

第八章，結論。總結本文觀點，以及提出可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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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聖學正統——「和會三教」的學術史意義 

 

三教思想各自有不同的思想與價值體系，往往是分之則三美，合之則共傷。

然而，歷史上「和會三教」的思想不絕於耳。在學術史上，「和會三教」的思想

往往被認為是不忠誠的、膚淺的、隨意的，中村元認為中國宗教折衷的特質是「任

意性」的，以及「缺乏深刻的邏輯省思」。1卜正民（Timothy Brook）認為三教會

通的情況只能作為一種民間信仰中三教崇拜共存的狀態（Joint Worship）存在，

不能上升到思想層面的建構。2
Judith A. Berling 爲「和會三教」的思想辯護，認

為在中國的宗教語境中，不同教派間本來即無明確的排他性，因此，「和會三教」

並非不忠誠的表現。而「和會三教」不等同於三教間的折衷（eclecticism），反而

是不同宗教思想在互動（interaction）中產生的思想多樣化現象。他認為在此互

動過程中，什麼因素被融會進來，在新的語境中被如何闡釋，在宗教思想中有積

極的作用（positive religion role）。3 

 

Berling 在宗教的範疇中討論三教合一的思想，然而，他的討論同樣適用於

學術史的研究。「和會三教」思想並不局限在宗教的層面上，余英時《中國近世

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認為：「這便是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發展的整個趨勢。

                                                        
1中村元著，徐復觀譯：《中國人之思維方式》，（台北：學生書局，1995 年），頁

145。 
2
 卜正民（Timothy Brook）：I have done so to highlight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syncretism to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s at the high end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philosophers proved incapable of devising formulations that went much 

beyond the basic idea that, while the truth may be absolute , the visions through which 

it can be glimpsed remain relative. It was only down in the sectarian world that those 

visions might have actually merged into one.(Rethinking Syncretism: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No.21,1993, page 35.) 
3
 Judith：“syncretism has often been viewed as perfidious ,random, corrupting, or 

superficial.”( page 4.) “It is not the fact of borrowing, but the selectivity and intention 

of borrowing that ad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thought. ”(page 8),The 

problem of Syncretism, 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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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長期發展最後匯歸於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說是事有必至的。……從純

學術思想史的觀點說，『三教合一』的運動也許意義並不十分重大。然而從社會

倫理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觀點說，則這一運動確實是不容忽視的。」

4認為三教合一是中國宗教倫理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更強調其在倫理、通俗文

化中的意義，但是從「也許」一詞的不肯定，表明他並沒有否定三教合一思潮在

學術思想史上的價值。余氏在同書中又表示在「中國傳統中上層文化（elite 

culture）與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很難劃分。士大夫當然有他們的上層文化，

但是他們同時也浸潤在通俗文化中。」5即便三教合一思想只是在通俗文化中有

重要意義，然而，通俗文化通過影響浸潤其中的士大夫而進入到學術思想史的範

疇，則是毋庸置疑的。 

 

「和會三教」，是劉沅思想中最典型的特點。其孫劉咸炘評價乃祖父的學問，

曰：「先祖之和會三教，乃有身心實功。」6現代學者在《槐軒全書》的題辭中皆

從「和會三教」這一特點來評價劉沅。蕭萐父、周元邠題詞，都稱劉沅「闡三教

之精微」。李學勤題詞，認為劉沅「一本儒宗，兼通二氏」。王澤枋題詞曰：「發

孔孟之微言，正先儒之謬，闡佛老之真諦。」7可見，劉沅會通三教，已是學界

的共識。同時，劉沅生活在從多方面挖掘學術資源，重整學術秩序的清代，其三

教交涉的思想與前代學者自然不同。對於他和會三教之中的學術史意識，還沒有

得到研究者的重視。 

 

劉沅之「和會三教」，並非認為儒道釋三教可完全等同，而是以辨析三教間

的同異是非爲準。《孟子·盡心上》中評議楊子、墨子為我兼愛的思想時，劉沅附

解曰： 

 

                                                        
4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

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頁 328。 
5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

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頁 385。 
6
 劉咸炘：〈經今文學論〉，見氏著《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

年），頁 2208。 
7
 見劉沅：《槐軒全書》，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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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聖治光明，並生並育，二氏之賢者不乏，幸得周知天下民風俗尚，

及彼此異同。故屢辨其是非，使人知天無二道，人無二性，其是者不以爲

非，然後非者不以爲是。爲世道計，豈直爲佛老辨冤哉？8 

 

其和會三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朝廷政策的影響。儒道釋三教可並生並育的同

時，辨析三教間的是非亦成為必要。劉沅和會三教中，有強烈的辨析三教是非的

意圖。從中亦可看出三教間可會通的地方在於「道」與「性」，和會三教的目的

在於強調「道」與「性」的普遍性與作為唯一之「道」與「性」的權威性。 

 

「和會三教」的思想並非不言自明，劉沅把差異頗大的儒道釋三家思想融會

而談，在當世即受到不少質疑。從《子問》、《又問》、《雜問》等記載師弟間問答

的文獻中子弟們的疑惑即可看出他的學說所面對的質疑。如： 

 

問：「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咸以爲異端。今子以動靜明之，其義盡

於此乎？」9（《子問》） 

問：「神氣精，道流所言，聖人不以言性學也。子胡爲而援之？」10（《子

問》） 

問：「心齋、坐忘，儒者斥之，然否？」11（《子問》） 

問：「佛言空，儒言誠。子比而同之，何也？」12（《雜言》） 

或曰：「解經何必參入佛老，啟人訕笑？」13（《大學恒解》） 

 

劉沅用來解釋儒家經典的佛教的「真空不空」，道教的「精氣神」、「心齋」、「坐

忘」等思想都受到質問。而劉沅的立場相當堅定： 

 

又謂註經不必參以佛老，此義愚早知之，而有不得不然者，不可以不

明也。14（〈復王雪嶠書〉） 

 

吾以聖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溷聖人，豈故比而同之哉？15（《槐

軒約言》） 

                                                        
8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9。 

9
 劉沅：《子問》，頁 3832。 

10
 劉沅：《子問》，頁 3863。 

11
 劉沅：《子問》，頁 3874。 

12
 劉沅：《雜問》，頁 3679。 

13
 劉沅：《大學恒解》，頁 23。 

14
 劉沅：《槐軒雜著》卷三，致福樓本，頁 30。 

15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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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之義，解者猶難，益以百家之簧鼓，而民心滋惑，舉其大端以俟

知言，非故比而同之，實欲辨而正之也。16（《恒言》） 

 

劉沅本人對於用佛老思想解經是有清晰的自覺的。其中「不得不然」的必然原因，

與當時六經之義不明，民心迷惑的處境有關。劉沅之所以和會三教，並非只是生

硬地把三教義理並列而混同，而是為了辨析百家學術的正謬。在「比而同之」中，

有「辨而正之」的學術史意圖。 

 

第一節 學統重建的歷史語境 

 

清人之學，強調對於學統的建構。張壽安認為清儒不滿於宋明儒者所建構的

道統，認為「宋儒建立的道統是『窄化』了原本豐盈充沛的儒學學問資源」，提

出「道無統」，繼而重建學統。17清人反思宋明理學所建構的道統，重新拓展被理

學「窄化」的道統，而建立新的學術譜系。與此學術思潮一致，劉沅亦著重強調

重整學術秩序。《正譌》一書作於咸豐四年（1844 年），時劉沅已年屆 87，次年

即去世。《正譌》開篇即曰：「學術非，則民生向背乖，格致誠正之功不明，脩齊

治平，安能盡善，是以違眾而發明之也。」18學術流變的不正確，引起民生日用

脩爲方法的失誤。在此書中，劉沅對從韓愈以至朱熹等人的學術觀點加以評點批

評，試圖否定起源於韓愈，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道統，冀以重新建構新的學術

脈絡。由此，可以看出劉沅的學術史抱負以及對學術影響民生向背的認識。 

 

《正譌》一書，首先明確表明「道統之名」的錯誤，在於認為天下只有幾人

「知道」。他認為「學者以天為統，以聖爲師……無所謂統」。19他對宋儒道統的

批評，與清代的學術風氣是一致的，體現了他「和會三教」學說的時代特色。具

                                                        
16

 劉沅：《恒言》，頁 3653。 
17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6

月），頁 103。 
18

 劉沅：《正譌》，頁 3481。 
19

 劉沅：《正譌》，頁 3481-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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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地說，劉沅提倡和會三教，他所面臨的不單是儒家孔孟學術譜系的混亂，還有

老子之學的混亂。 

 

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 

 

劉沅學術所形成的時代是程朱理學的權威受到質疑，而考證學興起的時代。

正所謂是「清儒中反宋儒者，真是車載斗量」。20程朱理學受到質疑的原因之一

是混雜了佛家思想，非儒家思想。劉沅的同時代人阮元（1764-1849）〈次仲凌君

傳〉曰： 

 

《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而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

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

其言之彌近理而亂真……聖學，禮也，未嘗理也。21 

 

以《論語》爲例，質疑程朱之理學，非孔孟之義。認為程朱之學「出釋氏」。爲

了要證明程朱之學非孔孟之舊，提倡用考據的方法，考出孔孟真義。22 

 

劉沅的思想亦由反對程朱之學，追尋孔孟真義而起。《正譌》曰：「今為朱子

辨者，非敢鄙朱子也，存孔子之真，不敢沒孔子原文耳。」23「故曲從程朱，必

                                                        
20

 王汎森：〈程延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權力的毛細管

作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534。 
21阮元：〈次仲淩君傳〉，見氏著《揅經室集》，中冊，（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

頁 440。[清]戴震（1724-1777）《孟子字義疏證》：「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實雜

乎老莊釋氏之言。然則程朱之學，殆出老、釋而入荀、揚，其所謂性，非孔孟之

所謂性。」認為程朱之理，雜老莊釋氏之言。（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7。 
22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認為漢學的目標是通過考據，得到未被佛道學說

玷污的孔孟真義：「考據學者能夠在佛、道學說通過通行的宋明理學對儒學玷污

六個多世紀後恢復原始儒學的聖賢原義嗎？他們能夠建立一座超越理學的橋

樑，恢復和古代聖哲中斷的交流嗎？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艾爾曼著，趙剛譯：

《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2 年 1 月），頁 19-20。 
23

 劉沅：《正譌》，頁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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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悖孔孟。」
24
然而，取徑與考據學者並不同。時人認為程朱雜佛老，而嚴辨三

教的區別。而劉沅認為程朱雜僧道，而辨佛老（僧道、佛老之別，下文會詳細說

明），導致孔孟真義不明。孔孟真義與佛老思想本可融通，故而提倡「和會三教」。 

 

程朱思想既從佛老思想中吸取養分，又極力辯解與佛老的不同，結果是愈辨

愈不清楚，反而使得聖人之道不明。劉沅注意到程朱思想的這一困境，並加以批

評。程子語錄有言：「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劉沅曰： 

 

宋儒學本禪宗，卻要力闢佛老虛無以名其為儒，然言議總不免入於

禪。蓋淵源所本，不能自掩其實。如此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謂「止」與「定」不同，然《大學》言「定而後能靜」，知止之效必以定

為先，何耶？佛家定靜之說，亦不大繆，必避而勿言，將知止說在事物，

去事物知所當止，心即能定靜安乎？禪學不知天地之中，止空空此心，便

以為是，非佛本旨也。25 

 

程子試圖從釋氏與儒家用詞的不同上區別儒與佛的差別。但劉沅認為程子的辨析

反而使得事理不清。釋氏言「定」，儒家「定而後能靜」，又何嘗不言「定」？聖

人言「止」，釋氏「依止」又何嘗不言「止」？試圖通過「字詞」使用的差別來

辨析儒與佛的差別，並不可行。相反，佛家「定靜」之說，與儒家有相通之處，

不如坦言二者間的融通。其中，劉沅還指出了「佛」與「禪」的差別。在劉沅的

定義之中，「佛」、「老」與「僧」、「道」是兩組不同的概念。「禪」是「僧流」中

的一種。「佛」「老」是與聖人之學能會通的，而「僧」「道」是末流，不能得聖

學之真。所以，程朱的困境，更準確地描述為沿用僧、道的說法，又欲辨析二者

的差別，而闢佛老。但事實上，沿用的是末流的學問，而闢除的是與聖學相通的

本源之學。 

 

對於儒學發展中，儒與佛老之間，同於禪而闢佛，同於僧而闢道，因其流而

咎其源的狀況，劉沅《正譌》總結道： 

 

儒者得僧流養心之法，便以為聖學，而又欲闢佛以明其非禪學，不言

                                                        
24

 劉沅：《正譌》，頁 3593。 
25

 劉沅：《正譌》，頁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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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氣以明其非道流，然不知養浩然則不能不動心矣。26 

 

儒者得到的是作為末流的「僧流」與「道流」的學問，而爲了顯示與他們的差別，

反過來闢佛與老。由於佛養心，老養氣是聖人之學，本來可以與聖人之學相通的，

儒者闢佛老，而使得聖學不明。 

 

從儒學的外部環境來說，時人惑於神仙道術，而不學聖賢之道。《孟子·盡心

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劉沅附解曰：「愚嘗曰聖人即神仙，而或不相信，反

惑於奇幻之法，前知之數。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是使人務神仙而不務聖賢也。

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27《恒言》：「聖人之學，養性即可養身。

故孔子曰仁者壽，大德必壽。自顏子短命，而卻病延齡，方外獨神其說。世遂以

爲聖學不如神仙，誤矣。」28方外神仙之學，可以預言，可以治病延壽，使得世

人學神仙而不學儒家聖人之學，體現了儒學在世人的知識體系中的邊緣化。被奇

幻之術迷惑，追求以聖人之學治病的，應以普通民眾為主。由此亦可看出劉沅所

關懷的是儒學在社會不同階層中的流傳情況。 

 

神仙道術盛行，而聖人之學不傳，使得劉沅對於儒學傳播焦慮不已。《論語》：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劉沅恒解曰： 

 

世俗星命之術，以年月日時配以五行，衰旺之機，以一時而定。厥生

平，求枝葉，而忘其本根。誕且妄矣。聖賢教人，存養立命，養浩然之氣，

全中和之理。夭者可壽，危者可安，愚者亦明，故爲補造化生成之憾。29 

 

神仙、奇幻之術，與聖學的關係並非「是與非」的對立關係，而是「本與末」的

源流關係。算命之術，通過出生時辰，來求一生的命運，這只是聖學的枝葉。劉

沅強調聖賢的大道亦可延壽，解除厄難，是星命之術的根本。然而，其時枝葉之

術流行，而根本之學不明。 

 

                                                        
26

 劉沅：《正譌》，頁 3591。 
27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2-613。 
28

 劉沅：《恒言》，頁 3652。 
29

 劉沅：《論語恒解》，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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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外謬托老子 

 

劉沅的學術關懷不僅來源於儒家學術，同時，與道家學術流變密切相關。〈問

道對〉曰：「於是黃老、六經判然兩途……黃老皆聖人，而古今學黃老者，晉之

清談，唐之金丹，宋之齋醮，以及秦皇漢武，方技術數，百家之流，歷歷爲蠹，

其說安歸？」30黃老之學，與儒家六經之學本來並無歧義。然而，黃老之學，在

學術流變之中，變而爲清談、金丹、齋醮等內容，而導致了黃老之學與六經分途。 

 

老子之學說，謬傳爲神仙方外之說，劉沅從學術流變角度加以分析。劉向之

《列仙傳》、班固之《漢書·藝文志》爲神仙列傳，在學術門類中劃分神仙一類，

使得老子學問流於方外。《中庸》「至誠如神」，劉沅注曰： 

 

神仙之說，起於聖學不明。秦皇作俑，班固始爲九流之說，以神仙爲

一流。
31
 

 

班固《漢書·藝文志》九流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家、農、小

說。其中，只有九家可觀，因而成為九流。「神仙」並非九流之一，而是在「方

技」類中。劉沅爲了誇大班固的影響，而將神仙置於九流之一。劉沅對「神仙」

在目錄學中的位置的錯誤，體現了他對老子之學流變的焦慮，從中亦可以看出他

的學術史立場。 

 

劉沅對此學術流變過程深表惋惜，除此之外，黃老之學（重點爲老子之學）

不明，所導致的各種神仙怪誕之學橫行，更是劉沅所面對的具體歷史語境。 

 

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川楚白蓮教起義（1795-1804）。32白蓮教起義事件，

                                                        
30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 
31

 劉沅：《中庸恒解》，頁 94。 
32

 馬西沙《民間宗教志》認為「曾經導致清政權由盛至衰轉折的川、陝、楚等

五省農民大起義，長期以來被部分學者稱為白蓮教起義，這也是一種誤解。這次

起義的骨幹成員是混元教和收元教徒。而這支混元教和收元教的遠淵是明末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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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學者認爲是清代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對清代歷史有重要影響。白蓮教是以彌勒

教爲主，白蓮會、摩尼教爲輔的混合體。其教以「反抗政府，奪取政權」為宗旨，

通過符咒、幻術、巫術等迷惑信眾。作為中國秘密宗教的主流，白蓮教的影響範

圍極廣。明清之間的秘密宗教，多是其徒子徒孫或支流。33
1795 年（乾隆六十年），

劉沅 26 歲，第二次赴京參加會試，落第。他在進京以及返鄉途中，對白蓮教的

活動應是有所了解。劉沅詩集中有〈壽楊時齋〉四首。楊時齋（1760-1837）者，

平定川楚之亂的大將楊遇春也。亂定以後，楊氏「由武轉文，爲總督」。34從詩句

以及劉沅在詩中所注可以看出二人交情之深，和劉沅對其的欽佩。其二「旅店何

人識馬周，飛而食肉信封侯」注云：「余戊申歲覯公於旅邸」。其四：「綠野平泉

新結構，可容攜杖奉冰桃」，注云：「公新營第宅，去愚家里許。」35戊申年（1788），

白蓮教之亂未起，二人已結識，楊氏功成身退後，二人爲鄉鄰，可以想見二人間

交情之深厚。由此推斷劉沅對於白蓮教之亂有相當清楚的了解，應不爲妄斷。 

 

蜀地道教氣氛濃厚，劉沅思想中本來即有道教思想，其時道教的發展，也是

不可忽略了一個因素。明清時期，在四川流行最廣的是全真龍門派碧洞宗。
36
碧

洞宗的創始人是陳清覺（1606-1705）。劉沅與碧洞宗的關係比較複雜。從師承上

說，劉沅是顏楷（1877-1927）私淑之師，顏楷是碧洞宗第二十二代傳人易心瑩

（1896-1976）之師。37與碧洞宗中人有師承關係，淵源甚深。然而，劉沅本人對

碧洞宗弟子對陳清覺的定位卻頗有微詞。劉沅著有〈碧洞真人墓碑〉，碑文記述

了陳清覺在康熙朝受到的榮寵，認爲垂青陳氏的康熙帝及蜀地官員趙良璧「不以

方外棄之」、「不以方外視之」。把陳清覺定義為出處行藏俱宜的聖賢，而非方外

之士。在文章的最後，並告誡陳清覺之徒「茲固公之徒第以方外事公，而不達乎

                                                                                                                                                               

所創之聞香教。」馬氏認為白蓮教只活躍在宋元時代，其後，已經融進了波瀾壯

闊的民間宗教運動的大潮之中，已經不再具備主宰的能力了。因此，他反對學者

把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統稱爲白蓮教的觀點。（見氏著《民間宗教志》，頁 61-66。） 
33

 關於白蓮教的性質、宗旨、源流等，參考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493-649。 
34

 參考孟森：《清代史》，（台北：正中書局，1960 年），頁 310。 
35

 劉沅：《壎篪集》，見《槐軒全書》，頁 3815。 
36

 參考丁常春、吳振亞：〈四川全真道歷史和現狀概述〉，見《弘道》，2010 年第

3 期，總第 44 期，頁 78-84。 
37

 參考李豫川：〈近代四川道教名人劉沅〉，《中國道教》，1998年第2期，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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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藏之義，非所以爲公功也，故揭其旨而記之如石。」
38
創始人是宗派所樹立的

典範形象，對創始人的定位的不同，反映出道教思想的不同。劉沅對其時碧洞宗

的門人的不滿，體現了他的思想與其時蜀地流行的道教思想有衝突之處。 

 

根據道教思想史的記載，與劉沅同時代的在蜀地活躍的道士有傅金銓（？

1765-？1844）、李西月（1806-1856）。傅金銓《赤水吟·自序》：「久居赤水，接引

來賢。」赤水，爲現四川合川。傅氏在川地有相當的追隨者，影響頗大。39李西

月（1806-1856），四川樂山人，是清代內丹學的承先啟後的人物。40傅、李二氏

的道教思想可謂劉沅時代在四川流行的道教思想的傑出代表。 

 

在內丹修煉方法上，傅、李二人都提倡男女雙修。道教思想史認爲用明確的

詞語來表達性命雙修是清代道教思想的特徵，是「道教拯救自身於衰亡的手段」。

41然而，劉沅並不認同這種趨勢。《子問》中極力辨析《周易》中「天地絪缊，萬

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中的媾精是「取象」，另有所指，非言辭表面的

意思。對誤解經文意思而提倡房中術之徒深惡痛絕，曰： 

 

至譌爲採補及房中等術，昔人謂其當作坑側蛆蟲，永無變化之日。蓋

深惡而痛絕之矣。安得不明正義而以偽疑真者哉？42 

 

陰陽雙修的道教功夫盛行時，劉沅本人對這種「色慾汙賤之事」極力批評，這是

他對道教思潮的態度，也是他建構自己的思想時的一種「歷史性」。 

 

對於房中術之傳播，劉沅亦歸咎於《漢書·藝文志》。《論語恒解》：「尤可恨

                                                        
38

 龍顯昭、黃海德：《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 年），

頁 449。 
39

 參考卿希泰編：《中國道教思想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93。 
40

 參考卿希泰編：《中國道教思想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107。 
41

 參考卿希泰編：《中國道教思想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119。 
42

 劉沅：《子問》，頁 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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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世傳素女術出於彭祖，經《漢藝文志》房中八家、百六十卷，謂聖人制外慾，

不禁內情，而淫妄之徒，從而附會，尤狂悖禍人。」43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追究房

中術流行的原因。 

 

另外，其時西方傳教士所傳天主教亦為影響劉沅思想的事件。據現代學者研

究，天主教在川地影響不可小覷。四川地區是天主教傳播的重要地區，雖有禮儀

之爭，在川地的信徒甚眾。44劉沅亦力辨天主教與老子學說的差別。《孟子恒解·

滕文公上》附解曰： 

 

今世所傳天主教、回回清真教，彼皆謬託於老子虛無之說，以爲凡事

皆從後起，獨尊一天而有天主之名。儒者知斥其非，而未能解其與老佛異

也。……人秉父母而生，實秉天地而生，故天地大父母而父母小天地。聖

人事親如事天，是以孝爲百行之原；事天如事親，是以有物與民胞之念。

天主教不明其理，而曰人乃借母懷胎，則誤認聖人乾父坤母之義而失之者

也。45 

 

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大分歧在於是否祭拜祖宗父母。川地負責查禁天主教

的官員紀大奎（1756-1825），所著《天主教誘民各術條諭冊》認為天主教「攝騙

大禍」中的一項即是：「恐人皆知重父子之論，謾他不動。因謂世上父母是假，

生時要孝敬他，死後不許拜他靈位。惟天主乃人物之大父母，人當圖爲天主之孝

子。故入教者，不敬祖先堂，不上祖父母墳。」46天主教徒以天主爲大父母，與

道教天地大父母之說近似。劉沅恐人因天主教而罪及老子之說，強調「天地大父

母」之說，導向孝行，民胞物與之情；「天主爲大父母」之說，導向廢棄倫常。

兩者有根本的不同。 

                                                        
43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5。 
44

 秦和平：〈清代中葉四川官紳士民對天主教認識之認識〉一文認為「嘉道年間，

四川天主教信徒及國籍神職人員數量分別占全國同類數的 26%和 24%，居全省

第一位」，「嘉慶十四年，教徒總數爲 5.6 萬餘人，約占同期全國教徒的 26.12%，

居各行省第一位」。《宗教學研究》，1999 年第 1 期，頁 70-77。另可參考秦和平

〈清代四川天主教傳教史拾遺（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三期，頁 51-54。 
4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4。 
46 轉引自秦和平〈清代中葉四川官紳士民對天主教認識之認識〉，《宗教學研究》，

1999 年第 1 期，頁 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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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語恒解》中，劉沅直斥白蓮教、天主教等爲異端，曰： 

 

天主、白蓮、清真教，無字經等類，放蕩禮法之外，彼尚不知取坎填

離是何理解，而以荒誕不經之行，矜爲神異。朱子斥之，是也。而以爲老

子亦然，則不可也。47  

 

天主教、白蓮教、清真教、無字經等放蕩不守禮法之宗教，無疑是異端。這些異

端依託於老子，但是，不能因此而歸咎於老子。老子的正統之學，與天主、白蓮

教等等異端之學有本質的不同。異端之學託於老子以自重，使得老子學術的流衍

不清，這是劉沅重整道教譜系的出發點所在。 

 

劉沅經解中頻繁出現對天主教、白蓮教、清真教、道教採補、房中術的批評，

可知宗教界的混亂情況，以及他面對這種局面時，要努力澄清老子之學的急切心

情。宗教的背景是考察劉沅詮釋儒家經典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劉沅所面對的是儒家與道家兩方面的學術困境。一方面，「儒門

淡薄，收拾不住」，程朱理學既無法處理與佛老、僧道的關係，亦無法與世俗星

命之術抗衡；另一方面，方外謬托老子，房中術、天主教、清真教、白蓮教、無

字經等異端謬托老子之學。在雙重的困境之下，劉沅重整的學術譜系亦有著源自

儒道兩家的學術關懷。 

 

第二節 道無統：對理學道統的批評 

 

用現代學術語言解釋。所謂「統」者，是一種虛構的歷史譜系，可以表達某

種思想的合理性與永久性。思想上的「統」，即道統，指的是「在思想史中承擔

著真理傳續的聖賢的連續性系譜，被列入這一系譜就意味著思想的合理性」。48通

                                                        
47

 劉沅：《論語恒解》，頁 328。 
48

 參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頁 226。原文曰：「所謂『統』，是一種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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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異端的界定，把歷史上的異端思想以及思想家剔除，再肯定某些正統的思

想，就構成了不同派系的正統譜系，此謂「道統」。「正統」與「異端」間的界限

並非不可變更，不同的思想家對此界限的定義與態度不相同。49因此，從對正統

與異端的界定中，亦可看出思想家的體系。 

 

從韓愈開始，即在建構從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發展而來的道統。

朱熹〈中庸章句序〉曰：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至傳得其

宗。及曾氏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故程夫

子兄弟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50 

 

聖人之道，從堯舜禹聖聖相傳，至湯、文、武、皋陶、伊、傅、周公、召公、孔

子、顏淵、曾參、子思，然後有異端思想（此異端所指是諸子百家），孟子接續

道統。然而，異端復出（此異端所指是老佛），二程接續孟子之道統。朱子再接

續二程之道統。宋明理學家所建構的道統力闢佛老二氏之學，聲稱二程朱子之學

是孔孟之學。 

 

宋儒的道統說，遭到劉沅的批評。從本質上說，他認為「道無統」。宋儒建

立道統，使得千載之間，只有屈指可數的聖人得知聖人之道，使得後人以為聖賢

之道難學。「自道統之名一立，而人以道爲難，以聖爲不可學，阻人進步。」
51
劉

沅倡導人人可以爲堯舜，故反對道統一說。 

                                                                                                                                                               

構的歷史系譜，懷有某種意圖的思想家們，把『過去』曾經出現過，又經過他們

精心挑選的一些人物或思想凸顯出來，按時間線索連綴起來，寫成一種有某種暗

示性意味的『歷史』，給這種歷史以神聖的意義，來表達某種思想的合理性與永

久性，於是就構成所謂的『統』。」 
49

 參考 Kai-wing Chow, On-cho Ng, and John B. Henderson: Imag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and Hermeneutic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5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5。 
51

 劉沅：《正譌》，頁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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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賢之道的傳承上，認為宋明理學家的道統並不準確。程朱之學，不是孔

孟之學，而是源於告子，經僧人闡發的禪學。「周程朱張，人品亦佳，而無聖人

之師。剽竊後世禪學，……孔子十五志學至從心、孟子有諸己至化神功夫全未得

知。」52劉沅著述中，對程朱之學出自告子、從僧流而來，有不少說明： 

 

程朱等之學，……蓋告子不動心之道，非孔孟之道也，本禪學。而濂

溪得之壽涯，二程衍其傳，至朱子而彌顯。53（《正譌》） 

 
告子是僧流宗主，以氣質之心為性，又以心之虛靈爲無有。54（《孟子

恒解》） 

 

告子之學，即後世禪家所祖。……自宋以來，儒者多是此學。55（《孟

子恒解》） 

 

告子謂生即是性，是言心即是性，數千年理學家言不越乎此。56（《孟

子恒解》） 

 

周子得諸壽涯和尚，程朱衍之，遂矜爲聖人之學，是以一錯皆錯。57（《又

問》） 

 

濂溪得於壽涯，程朱衍之，遂以為聖學在是……世傳禪學不然，故先

儒得之雖表表，亦有勳業，而去孔孟猶遠。58（《槐軒雜著》） 

 

朱子一生學業全祖二程，以明道比顏子，以孟子不及伊川。59（《正譌》） 

 

大程子……學術則本濂溪……沒後其弟伊川推尊，謂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竟抹卻濂溪，謂其學直接孟子，而實於孟子之書不能解也。朱子好學

深思，而不遇明師，得二程子之傳，遂以爲至寶。又從而附會尊崇之。其

視程子，不啻孔孟，而孔孟真實學術，無人知矣。60（《正譌》） 

 

                                                        
52

 劉沅：《又問》，頁 3928。 
53

 劉沅：《正譌》，頁 3589。 
54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0。 
5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56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3。 
57

 劉沅：《又問》，頁 3911。 
58

 劉沅：〈達摩肖像記〉，《槐軒雜著》，卷四，頁 49。 
59

 劉沅：《正譌》，頁 3593。 
60

 劉沅：《正譌》，頁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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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學來自二程，二程之學自濂溪而來。宋明理學家向來以此道統的傳承爲孔

孟正宗。而劉沅指出周濂溪之學自僧壽涯而來，其學是告子之學，非孔孟之學。

那麼，理學家從堯、舜、禹到孔、孟到周、張、二程的道統便不再成立。理學家

的道統，以佛老爲異端，周張二程之學爲正統。劉沅認為佛老並非異端，周張二

程之學是告子之學，非孔孟之舊。在他看來，正統與異端並不以儒或非儒爲劃分

界限，而是以聖人之道爲評價標準。儒道釋三教中，孔孟、佛、老爲正統，僧流、

道流以及程朱之學，皆是異端。 

 

第三節 從理學道統到聖學正統 

 

打破宋儒道統之後，劉沅重建「聖學正統」。所謂「聖學正統」，用「聖學」

一詞，表明所謂學並不局限於儒家之學。劉沅與門弟子曾就「聖道衰，而學術雜」

61加以討論，所謂「聖道」，是孔子之道，加上老子之道，釋子之道，三家之道的

融合體。 

 

一、佛老非異端 

 

所謂「異端」，原指雜書。劉寶楠正義曰：「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舊

義。」62而在後人的詮釋中，被指定爲不同的思想流派。皇侃、邢昺認為是諸子

百家之書，而宋明理學家尤其針對佛老之學。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

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甚。」63因為佛老之言，似是而非，所以危害比楊墨更大。

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引范氏與程子之言，認為異端者，楊墨佛氏之言也。64在

《朱子語類》中申言道：「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65認為凡

是與「天下只是這一個道理」不相符的思想，都是異端，楊、墨、佛、老只是其

                                                        
61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3。 
62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9。 
63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57。 
64

 參考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57。 
6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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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較為突出者。 

 

然而，劉沅卻認為「諸子百家，亦有可取者，特以聖人中正之道為權衡也」。

不僅如此，「佛老不可闢也」。66佛老的思想亦不可摒棄。《論語恒解》曰：「非身

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皆為異端」。反過來說，只要是與身心性命，日用

倫常不衝突的部份都不是異端。 

 

以「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作爲標準，劉沅極力澄清佛老非異端之

學。《論語恒解》曰： 

 

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

始於昌黎。然僧道之徒可闢，老佛不可闢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

中正之言。……（佛）生於貴胄，獨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

皆聖賢之道也……後儒斥佛老，不過曰廢人倫……虞廷十六字，爲聖學淵

源。《莊子》載老子告孔子之言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

赫赫出乎地」，實十六字所本也。67 

 

首先，把「僧道之徒」與「佛老」二者分開。認為佛老不是異端的論據有三：其

一、老子與佛陀本身的思想，符合聖賢的標準。所謂老子與夫子問答，指的是《禮

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孔子問禮於老子。禮無疑是中正之言。其二，反駁後人

對佛老廢人倫的質疑。既然老子言禮，則非廢人倫可知。至於佛之不廢人倫，則

以佛亦有妻、子，家庭倫理關係亦得以建立爲證。第三、被理學家奉為祖宗家法

的十六字心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源於老子之

言。從本原來說，人心、道心之別，源於天地陰陽之間的關係。在劉沅的解釋中，

佛、老所言，無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按照這一邏輯推衍，則佛、

老非異端。 

 

從本體上說，三教之「元」、「空」、「誠」是同樣的道理。《中庸》末句：「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劉沅附解曰： 

                                                        
66

 劉沅：《論語恒解》，頁 160。 
6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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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老子之所謂「元」，釋之所謂「空」，亦此理乎？曰：「然。」然

則非異端乎？曰：「否。」何以言之？老佛之所謂元空者，以天命之性，

在於氣質之先，而非可以迹象求。至於存養之時，必屏除萬慮，一私不雜，

乃可靜其心，全其性。故曰「虛無清淨」也。……誠之至極，而元妙存其

中矣。元妙無可名言，而空在其中矣。老子曰「元」，如來曰「空」，皆言

至誠之妙耳。68 

 

老子所謂「元」，如來所謂「空」，與《中庸》中之「誠」，三者的道理是一樣的，

皆表示天命之性，在未發之時，無跡可求的「虛無清靜」的境界。「元」者，玄

也。「元妙」，指《老子》首章「故常有欲以觀其妙，常無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是有無之前的虛空卻蘊含眾

妙的境界。至誠，則元妙的境界已經蘊含其中，而元妙無可名狀，則空的境界又

已經蘊含其中。所以說「元」、「空」、「誠」三者都能表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的境界。  

 

從修養方法上說，佛老的修養方法，是聖學功夫的重要組成部分。《論語·里

仁第四》：「吾道一以貫之。」，劉沅附解曰： 

 

一貫之境，聖人亦難以盡宣於書，君子安可不亟求其故哉？佛之真

者，曰真空不空，妙有不有，非偏於空寂。道之真者，曰修真養性，入聖

超凡，非涉於幻妄。因僧道流傳失真，生出許多怪誕，而儒者第以異端斥

之，罕有力行。盡性踐形，究其是非者，於是言養氣曰道流也，言靜心曰

禪學也。避靜心養性之名，學聖人又無從入手，安得不詳辯之。69 

 

所謂「佛之真」，「道之真」，是與作為末流的「僧」，「流」相區別的。僧流偏於

空寂，認為拋棄倫常，出家方能成佛；道流涉於幻妄，精通幻術，妄求長生：兩

種做法都不是佛老之真。佛老之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指真空不空，妙有不有

的境界。而此處，劉沅所指出的「避靜心養性之名，學聖人又無從入手」，暗示

了在他看來，佛道之真，對於「學聖人」這一功夫論來說，有著不可替補的重要

性。 

                                                        
68

 劉沅：《中庸恒解》，頁 130。 
69

 劉沅：《論語恒解》，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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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煉氣的方法，時人認為是異端，而劉沅援用來解儒家經典。《孟子恒解》： 

 

或曰：「化氣化神等說，人以為異端。子乃援以立論，不誕而駭聽乎？」

曰：「天地人祗此一理。理氣之散著者不一，其原則一。今聖學僅矣。言

心言性言命，總不外理氣二字，而理氣之具於人者，原與天似。則學為聖

人，祗是全乎受天之本來。」70 

 

化氣化神，指道教煉精化氣，錬氣化神，錬神還虛的修煉過程。孔孟聖學所言之

心、性、命，本質是神氣。道教的神氣的學說被劉沅用來詮釋孔孟經典。劉沅用

佛老的功夫論闡釋儒家思想，在下文將有具體的論述。 

 

二、僧羽爲異端 

 

異端的界定的混亂，是因為標準的不明。儒者只是根據「佛老」之名目來斷

定異端，而非根據具體的內涵。劉沅所界定的異端的標準是「非身心性命之理，

日用倫常之道，皆爲異端。」71異端之言心性，往往空寂：「但異端言心言性，

亦是本於生初，而流於空寂，偏於氣稟，以其所言之理，驗之天地民物，施諸日

用事爲，每多窒礙難通，則非利也。」72異端之言倫常，往往斥之不顧：「方外

羽流，散髮箕踞。」73 

 

在心性學說上，僧道之流於空寂，偏於氣稟，體現爲通過修養心性來追求長

生。「世徒見羽流之養氣，禪子之守心，異乎中庸，而不知彼固似是而非，吾儒

以求仁爲歸，養氣為要也。」74道士所講的「養氣」，與僧人所講的「守心」，被

斥爲與儒家中庸之道不符合。道士之流言升仙，劉沅斥之曰： 

 

                                                        
70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3。 
71

 劉沅：《論語恒解》，頁 63。 
7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09。 
73

 劉沅：《論語恒解》，頁 328。 
74

 劉沅：《恒言》，頁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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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書，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白樂天且能言之矣。

異端邪術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75 

 

白樂天〈海漫漫〉：「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76白氏所言，針對道教徒通過服食，追求升仙的效果。明人伍守陽（1573-1644？）

〈金丹大旨〉曰：「昔玄元聖祖，萬化由心，以內事爲法，而錬金液神丹，識得

天地間有朱砂焉。……小則成寶濟世，大則服食飛昇 ……服食作金仙，白日昇

青天，超出三界外，不被五行牽，豈污妄哉？」77伍守陽號沖虛子。伍氏所言能

代表道教徒依託老子而倡神仙之學的基本思路。劉沅從文獻的依據而否定羽流求

長生的思想，認爲是異端之學。 

 

在倫常方面，僧羽之流，放浪形骸之外，違背儒家禮法規範。《論語·憲問第

十四》：「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朱子注曰：「原壤，孔子故人。毋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78

認爲孔子責罵的是敗壞禮法的老氏之徒。劉沅爲老子辯解曰： 

 

其（老子）告吾子，皆身心之學、中庸之道。後世異端技術，假名老

子，儒者不察其真妄，相詬病。愚嘗辨之。此章朱子所云老氏之流，蓋指

方外羽流，散髪箕踞，及天主、白蓮、清真教，無字經等類，放蕩禮法之

外，彼尚不知取坎填離是何理解，而以荒誕不經之行，矜爲神異。朱子斥

之，是也。而以爲老子亦然，則不可也。……後儒不以夫子之贊老子為據，

而以異端之託老子為據，亦見其惑矣。79  

 

真正的異端是清代流行的白蓮教、天主教、清真教、無字經等。他們一方面敗壞

儒家提倡的禮法，另一方面未領悟道教徒取坎填離的精髓，以荒誕的行爲依託老

子。所以此「異端」，是孔子與老子共同的異端。如果因為異端依託老子，而以

老子爲異端，則是後儒的不察之過。 

 

                                                        
75

 劉沅：《論語恒解》，頁 139。 
76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頁 76。 
77

 [明]伍守陽：《金丹要訣》，清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本，頁 6-8。 
78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60。 
79

 劉沅：《論語恒解》，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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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用清晰的標準，把佛老與僧羽嚴格分開：「老佛不外一性，聖人本無二

心。僧羽之流，愈傳愈謬，則誠異端矣。」80道教的聖人老子，佛教的聖人釋迦

牟尼，二人的心性與儒教孔子一樣。然而，僧羽流於空寂荒誕，不能得到聖人之

真。「誠異端矣」，「誠」與「矣」表示對僧羽是異端的極度肯定的語氣，顯示了

劉沅對僧羽之異端之學的深惡痛絕。「至僧道之書，其出於佛老者無幾，半皆後

人妄造，即有真詮，語多比擬。庸妄剽竊附會，為害蒼生，其謬說難以屈指。」

81僧道之書，已達到為害蒼生的程度。 

 

對異端的嚴格界定，一方面，是爲了擴大儒學的內涵。後代儒者爲了嚴分三

教的界限，把一些原本是聖人真理的思想切割出去，聖學不全。其中，最明顯的

是延壽的道理。仁者壽，大德必壽的道理並非異端之學，卻被誤以為是異端。 「儒

者不知仁者壽，大德必壽之故，於是卻病延年，遂為黃老之學。且斥爲異端。」

82另一方面，也是對道教思想的重整。明清時代，道教日漸衰退，教徒素質低下。

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用「墮落與沒落」來指稱元明清道教的演變。83卿希

泰、唐大潮著《道教史》認為「（全真教）教團素質日益下降……道教終於不能

不隨著封建社會的衰頹而衰落。」84在這種思潮下，劉沅明言老子思想與羽流的

思想不同，提倡回歸老子思想。然而，回歸老子思想並非指回歸先秦諸子的義理，

只是與儒家義理相通的道教思想。在《老子》註疏本中，劉沅選擇的是呂純陽所

注本。純陽子所注《老子》，其實依然是道教化的老子。只是此一教派不言藥，

不言白日飛青天，提倡心性之學，並且有「保民之功」85。 

 

職此可知，劉沅所謂的異端是指似是而非之學，所言的內容與聖人之學類

似，卻有偏差。異端對聖人之學的危害極大：「禪以空寂為性，道以呼吸為氣，

而儒者又逐逐於事物。《大學》之道，安得不日益支離乎？」86對異端的定義不準

                                                        
80

 劉沅：《論語恒解》，頁 161。 
81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27。 
82

 劉沅：《正譌》，頁 3500。 
83

 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78。 
84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30。 
85

 劉咸炘：〈全真教論〉，見氏著《推十書》，頁 348。 
86

 劉沅：《大學恒解》，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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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因為異端依託佛老，而把佛老中與聖學相同的內容都拒斥了，則聖學不明。 

 

三、 聖學正統的建構 

 

劉沅本人並無意建立新的道統，然而，在客觀上，他改寫了宋明理學家的道

統。在其新的道統中，老佛並非異端，可被容納進道統。孔孟思想流傳中產生的

異端不能再放在道統。僧流、羽流中的一些得老佛之正者應被容納進道統。劉沅

所定義的新道統無三教的樊籬，祗依孔孟之學的標準來衡量。 

 

那麼，僧流之中，有哪些人被放入新的道統中？劉沅所推尊的得佛老之正的

僧道，於僧有慧遠與大顛。〈正譌〉篇曰：「明智之士，如慧遠，如大顛，均未嘗

棄絕人倫。」87慧遠（334-416），東晉時期高僧。大顛和尚（732-824），唐代高

僧。劉沅之所以推崇他們，是因為他們雖出家但不絕人倫。在道家中，劉沅最推

崇者是呂純陽，「試觀純陽呂子之註釋，可以恍然矣」。88根據《道藏提要》，純陽

子的活動時間約在唐末至北宋初，全真道尊為北五祖之一。89相傳著作甚多，然

多為依託之作。90劉沅之所以推崇他們，是因為他們與僧流道流不同，不講詭異

之術。「僧道之正者，如遠公，如希夷輩，固昭昭耳目之前，並無奇詭之術，況

黃帝老子恭己垂裳，猶龍嘆慕，奈何以歧出之非，為聖賢咎乎？」91希夷為陳摶

（872-989）之號。92 

 

朱子建立的道統用圖顯示爲：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二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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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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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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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於呂巖（純陽），近世學者如佐伯好郎、向覺明（達）、

羅元一（香林）諸先生陸續皆有考證，或可疑爲晚唐景教活動中之人物。」（台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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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藏提要》，頁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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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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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載，「摶精於《易》，作《無極圖》（刻於華山石壁），其《先天圖》，經周敦

頤、邵雍推演，成為宋代理學的組成部份。」除外，他有《陰真君還丹歌註》《道

藏提要》，頁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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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的新道統可約略顯示爲： 

 

孔    →孟子→……→劉沅…… 

佛    →慧遠→……→大顛…… 

老    →純陽子→……→陳摶…… 

 

由於劉沅本人並沒有建構一個脈絡清晰的聖學正統譜系，本文亦只能根據他

的經解中顯現出來的對三教中的人物的肯定，而簡單繪出粗疏的圖示。由此，可

以看出劉沅的新道統有幾個特點：一、孔佛老三者的真理是相同的。二、人人皆

可以為聖賢，所以，道統的容量是無窮擴張的，只要能體會到聖賢之道，即可成

為道統中的一員。三、後世分類中的儒道釋三教的區別，在劉沅的新道統中是不

存在的，道士純陽子與儒者孟子、佛家慧遠可以並存在道統之中。 

 

對此新道統，劉沅相當自負，認為是發數千年未發之覆：「破千載之疑！」93

事實上，對程朱道統的反思不始於劉沅。王陽明《傳習錄》中記載：「或問異端。

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94依照

王陽明的評價標準，與愚夫愚婦相同的，都可存在於正統的譜系之中。根據現代

學者的研究，自清初起，各種支持或批評朱子道統譜系的學術史著作湧現。95然

正如熊賜履（1635-1709）《學統》一書中，以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爲

目。「道家、釋氏」列於異學的最末，其中的價值序列一目了然。在清代的系譜

中，認同三教的共同價值的學術譜系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沅所建構的聖學

正統譜系雖然並不完備，然確實是有開拓性意義。劉沅所開拓的三教並存聖學正

統譜系，後經乃孫劉咸炘的闡發而更加充實與完善。 

                                                        
93

 劉沅：《正譌》，頁 3483。 
94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3 年），頁 329。 
95

 參考[日]荒木見悟著，吳震譯：〈道統論的衰退與新儒林傳的展開〉，見吳震、

[日]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44。 



65 

 

四、小結 

 

綜上所述，劉沅之所以提倡「和會三教」，出於儒道兩方面的關懷。在儒家

方面，程朱理學雜僧流、羽流之學，爲了與其劃清界限，而力闢佛、老之學，使

得聖人之學不明。世俗星命之學流行，使得儒家之學更加邊緣化。在道教方面，

白蓮教、天主教、無字經等異端之學，偽託老子之學而傳世，時人因此而把老子

之學拒斥爲異端。由此，劉沅力辨佛老非異端，僧羽誠異端，在本源之學（佛、

老）與末流之學（僧、羽）之間嚴格劃清界限。進而，認為佛老之學與孔孟之學

相通，在學術流變過程中，儒道釋三教中各有一些學者能把握此中精義。因而，

佛老孔孟及慧遠、大顛和尚、呂純陽、陳摶等人可以並存於聖學正統之中。 

 

從劉沅對於儒、道學術劉沅的關懷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史意識，

從學術流變方面來探究在後代學術中，三教不能合一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

看出他的「和會三教」思想，以重建儒道釋三教並存的聖學正統爲出發點及最終

目標。從中也可以看出，三教合一並非僅是表面上的膚淺的和會，在比而同之的

表象中，蘊含著辨而正之的學術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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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聖人形象——儒道和會的合理性 

 

聖學正統的重建，關乎學術譜系的整理，「正統」之「正」，隱含了學術正統

地位的爭辨。劉沅打破程朱道統，欲重建三教並存的聖學正統，所謂「正統」並

非不言自明，因而劉沅首先要證明此聖學正統的合理性該如何確立。 

 

聖學正統的重建，從本質上說，是典範人物的重新塑造。把舊的典範人物排

除在譜系之外，而增加新的人物。或者，對原有的典範，加以新的詮釋。當劉沅

不再沿用宋明理學的道統，而試圖重新建構和會三教的聖學正統，譜系中的人物

已被改寫，其所代表的思想內涵已經發生根本改變。知識的擴張，必然導致典範

的轉移。1同時，為了使得聖學正統具有可行性，劉沅還必須從文獻上尋找三教

（儒道為主）融合的證據。從這兩方面的考慮出發，劉沅重新闡釋儒家聖人——

孔子與道家聖人——老子的形象，並強調二者之間的師承關係。 

 

本文從歷代思想家對於「孔子師老子」這一觀念的不同看法講起。由漢代而

清代，對於此事件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漢唐人普遍相信孔子以老子爲師是歷史事

實，而清人從文獻來源、思想傳承等方面質疑孔子曾以老子爲師。劉沅的聖人觀

在回應清人對此的質疑中形成。他提倡和會三教，尤其注重儒道二家思想的融

合，因此，他肯定孔子曾向老子問學，從思想傳承方面肯定了儒家與道家思想的

貫通。繼而，他從儒家聖人道家化與道家聖人儒家化兩方面詮釋，使得儒道聖人

漸趨一致。以儒道兩家分別對聖人的定義「聖人，人倫之至」和「聖人無為」爲

例。一方面，劉沅用道家變化與自然的思想來詮釋儒家禮法，使得儒家禮法帶有

道家的意蘊。另一方面，用《論語》中「恭己正南面」「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以

及道教北辰信仰來詮釋「無為」，道家概念「無爲」，被解釋作君得賢臣輔助而若

無爲，是儒家德政的典型表現。復次，以老子與孔子爲例，劉沅所建構的老子爲

長年隱德之士，孔子始終一講學人。在儒道兩家的各自展述之中，儒道聖人形象

                                                        
1
 參考張壽安：〈從六經到二十一經——十九世紀經學的知識擴張與典範轉移〉，

《中國文化》，2013 年第 2 期，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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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為一體。 

 

老子、孔子是劉沅的聖學正統譜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二者儒道融合的形象與

師承關係得以確立，則劉沅的聖學正統中儒道融合的特徵得以確立，並在文獻和

歷史依據上具有合理性。 

 

第一節 「孔子師老子」觀念的形成與流變 

 

一、思想史脈絡的梳理 

 

孔子與老子相見的資料，記載於《史記》、《孔子家語》、《禮記》等文獻中。

相關記載中，孔子曰「老聃……吾師也」「吾從老聃」、「問禮於老聃」等句子表

明孔子師事老子。關於此記載是否是歷史事實的討論，固然重要。學界已有不少

研究成果。2然而，觀察此事件在歷代著述中的詮釋與流變的過程，更能看出古

代思想史中對儒道關係的討論。 

 

漢代畫像石中有孔子見老子圖，成書於漢代的《史記》中亦清楚記載孔子適

周問禮於老子，稱讚老子「猶龍」。可見，在漢人的觀念中，孔子確實師老子。

一直到唐代，唐人亦普遍相信孔子師老子。唐人楊倞注《荀子·天論篇第十七》「老

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曰：「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3用「孔子之師」來註解老子。《史記·老子伯夷列傳第一》中「孔

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下，唐人司馬貞《史記索引》注曰：「《大戴禮記》亦云

                                                        
2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認為「故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

據，其人無徵，其事不信」，否定孔子問禮於老聃是歷史事實，並進一步認為孔

子所見之老子爲《論語》中所提及的「老萊子」，即荷蓧丈人，非老聃。（台北：

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245。）李炳海：〈孔子赴周學禮、老子由周入楚考辨——

兼論孔、老之間的交往及傳說〉，《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5

月，第 35 卷第 3 期，頁 55-62。 
3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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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4
並沒有懷疑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可信性，反而用《大戴禮記》來佐證。韓

愈力辟佛老，〈原道〉曰：「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可見，時人——

尤其是道教徒——相信孔子師老子。 

 

在清代，孔子師老子的說法，受到了質疑，並引起清代學者的討論。隨著清

代考據學的興起，《孔子家語》、《史記》中的記載被學者質疑。《孔子家語·觀周

第十一》：「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

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蓋三千矣。」5范家相（1715？-1769）《家語證偽》曰： 

 

羅氏璧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假孔子譽

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云云。司馬遷復增出老子訓

誨孔子許多言語。作《家語》者，因據以爲證，不知莊子駕空寓言，抑孔

子以尊老子也。後儒不察《禮記》、《史記》、《家語》出《莊子》後，見問

禮老聃一語莫詳，自始不知老子清淨無爲，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

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從而有剖斗折衡之說，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

按：羅氏辨老子無問禮老聃之事，韓愈早言之矣，曰“老子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而不察。”讀《家語》者當能辨之。
6  

 

引用羅璧以及韓愈之言，證明老孔間的師承關係並非歷史事實。從兩個方面來懷

疑《孔子家語》所言的合理性。其一是孔子師老子記載的文獻來源。最早提出孔

子師老子的說法的是莊子，《莊子》一書多是無根據之寓言，不可信。其二是孔

子與老子的禮學思想並不相同，從思想上反駁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可能性。 

 

同樣，《史記》中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記載也被清人質疑。《史記·老莊申韓列

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去，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梁玉繩《史記志疑》： 

 
                                                        
4
 [漢]司馬遷：《史記》，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年），

頁 730。 
5
 [魏]王肅：《孔子家語·觀周第十一》卷三，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頁 112。 

6
 [清]范家相：《家語證偽》，卷三，清光緒徐氏刻鑄學齋叢書本，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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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言非至言也，安得遽嘆其猶龍哉？此本《莊子·天運》篇，然

莊子寓言，而據爲實錄，可乎？前賢辨其妄矣。7 

 

邵泰衢《史記疑問》曰： 

 

夫子安得嘆其猶龍哉？況龍者，《易》之飛龍，見龍與夫聖人之作觀

之。雲龍也，老子安能當，而夫子必不以為喻也。8 

 

《史記》記載，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告以「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

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處世之言。梁、邵二氏認為老子

所言並不高深，與孔子「猶龍」的評價不相符。另外，龍爲《周易·乾卦》之卦

象，認為孔子不會以龍來喻老子。 

 

《禮記》中所記載的孔子從老聃的記載，亦受到了質疑，並引起了影響深刻

的討論。〈曾子問〉中記載曾子向孔子詢問葬禮中遇到日食的處理方法，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此章言葬在道逢日食事。」

9並不關注其中老聃與孔子的關係。清中葉孫希旦（1736-1784）《禮記集解》也沒

有提及其中孔子從老聃。閻若璩、毛奇齡亦不懷疑《禮記》記載的可信性，反而

引用《禮記》來證明孔子從老聃問禮的時間。其中，閻若璩（1636-1704）《四書

釋地》： 

 

〈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

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

時也。
10
 

 

毛奇齡（1623-1713）《經問》： 

 

孔子適周，問禮老子，見《家語》、《史記》、《禮記》諸書，本是實事，

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問其年也。……而以（孔子適周於昭公二十四年）

                                                        
7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十七，清廣雅書局叢書本，頁 2116。 

8
 [清]邵泰衢：《史記疑問》卷下，清康熙刻本，頁 129。 

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401。 

10
 [清]閻若璩：《四書釋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0 冊，（台北：商務

印書館，1983 年），頁 36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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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定論，吾不許也。
11
 

 

閻、毛二氏只是爭執孔子見老子的時間，對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並無異議。毛奇齡

用「本是其事」肯定了他認為孔子問禮老子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件。 

 

《禮記》所載孔子問禮於老聃，引出兩種不同的態度。其一與上文提及范家

相等人的看法相似，否定孔子問禮於老聃。汪紱（1692-1759）《禮記章句》：「老

聃之詳慎於禮也如是，故王氏以此老聃爲非作五千言者，是非無據矣。」12認為

老聃並非《道德經》的作者老子。汪中（1745-1794）〈老子考異〉：「老子言行，

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

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13認識到〈禮記·曾子問〉與《老子》，文獻記載的差別，最後得出

結論孔子問禮之老子，並非《老子》的作者老子。 

 

其二是認為禮從起源上即與老子相關。章太炎（1869-1936）〈駁皮錫瑞三書〉

其二〈孔子制禮駁議〉：「《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寧知今之禮經，

非老聃制之耶？」14章氏僅對孔子制禮的說法表示疑問，並沒有直接肯定老子與

儒家禮儀的關係。而清代公羊學家宋翔鳳（1777-1860）《過庭錄》卷八：「《大戴

禮》謂老子得殷歸藏之禮於彭祖，後人所記商容即守藏史，掌禮容者非一人，故

謂之商容。老子傳商禮樂，孔子從而問禮，故《春秋》之經、《儀禮》經十七篇

及七十子之徒所記並用殷禮也。」15認為儒家所傳之禮是殷禮，並非周禮。此說

法受到經學家的抨擊。劉寶楠（1791-1855）《論語正義》：「宋君發明老子之學，

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

                                                        
11

 [清]毛奇齡：《經問》，卷二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1 冊，（台北：

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46 下。 
12

 [清]汪紱《禮記章句》，卷四，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頁 369。 
13

 [清]汪中：〈老子考異〉，見《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 年），頁

406。 
1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1577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342 上。 
15

 [清]宋翔鳳：《過庭錄》，徐德明、吳平主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第 43 冊，（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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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

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以誤來學。」16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素，此因

素如若由老子而來，則儒家思想的根本將受到顛覆性的挑戰，這是儒家學者竭力

辨別儒家禮學與老子的關係的原因。 

 

總的來說，「孔子師老子」這一觀念的形成與傳播，有相關的文獻作為依據。

質疑老孔間師承關係的學者，一方面，認為《孔子家語》、《莊子》等文獻不可靠。

另一方面，則從義理上說，老子與孔子思想迥異，則二者間的師承關係亦受到質

疑。在思想史上，維護與質疑的聲音，此起彼伏，至今亦沒有定見。然，從爭論

雙方的觀點的起伏中，亦能看到學術風氣的轉變，以及單個思想家在其中的貢獻。 

 

二、劉沅對「孔子師老子」質疑的回應 

 

在清代學人質疑孔子師老子說這一思潮下，要維護孔子師老子說，就必須回

應質疑者所提出的問題。第一，《莊子》文獻的可靠性的問題。第二，老子與孔

子對禮的看法的歧義問題。第三，老子爲何被稱為「猶龍」的問題。 

 

在回應清代學者對孔子師老子說的質疑時，劉沅本著以古爲是的原則，從思

想史流變的角度出發，認爲古人本以孔子師老子爲是，自宋人朱熹起，改變此看

法，導致古道不明。劉沅《論語恒解》簡要概括此過程，曰： 

 

子夏亦曰：「仲尼師老聃。」劉彥和曰：「李實孔師。」因方外假名老

子，後儒遂斥爲異端。韓昌黎直謂其坐井觀天。……朱子初註此章，亦以

爲老子，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既因異端

託之，改爲商賢大夫。17 

 

                                                        
16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253-254。程樹德

《論語集釋》亦曰：「宋氏發明老子之學是也。惟其論孔子贊《易》多取《歸藏》，

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語涉臆斷，故無取焉。」（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年，頁 436。） 
17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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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炙孔子的子夏與南北朝期間劉勰皆直言孔子師老子。然而， 韓昌黎〈原道〉：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諷刺老子坐井觀天，其識之小，不足以爲孔子之師。而朱熹本來認為《論語·述

而》「竊比於我老彭」之「老彭」是老子，後來改爲「商賢大夫」。對於韓、朱二

氏不認同老孔授受關係的原因，劉沅解釋作儒者因為方外之士假託老子而斥爲異

端，因其流而咎其源。 

 

關於朱子思想前後轉變，是劉沅的流變觀的重要證據，有必要加以分析。朱

子之說，見〈答汪尚書〉一文。此篇因楊龜山與胡德輝的討論而發。今考楊龜山

〈答胡德輝問〉中，胡德輝問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

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

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楊龜山答：「老氏以

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18朱子〈答汪尚書〉中，與汪尚書討論楊龜山的說

法，曰： 

 

龜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

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

故皆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有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19 

 

楊龜山認為老子並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老彭，而是「不作」之老子。而

朱熹認為從《禮記·曾子問》中可看出老子確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並認為

老子爲周代史官，有機會接觸到豐富的歷史文獻，因此《道德經》五千言中，確

有可能是述古之言。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確實是認為老子、老聃與老彭爲同一人。

朱熹對《禮記·曾子問》所記載孔子問禮於老子，《論語·述而第七》「竊比於我老

彭」中所體現出的師徒關係並不表示疑問。因此，朱熹確實認同孔子師老子。〈答

汪尚書〉篇作於癸未六月九日（1163 年），時朱熹 34 歲。根據王懋竑《宋朱子

                                                        
18

 [宋]楊時：《龜山集》，卷十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頁

587。 
19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頁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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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20
可知《論語

集註》成書於十四年後。此時，朱熹把「竊比於我老彭」之「老彭」解釋爲「商

賢大夫」。從老子、老聃、老彭爲一人，到「商賢大夫」這一變化，確實可以看

作朱熹思想的轉變。劉沅對朱子有關孔子師老子一說觀點流變的觀察是正確的。 

 

劉沅思想有著強烈的復古性。一旦認為由於韓愈、朱熹的錯誤判斷，而使得

「孔子師老子」這一歷史真相被蒙蔽，他不再與同時代人辯論，而開始建構自己

的理論體系。在清人的質疑中，他最著力回應的問題是第三個：孔子為何稱老子

「猶龍」？ 

 

史稱孔子問禮於老子，劉沅卻認為，禮固然重要，但不是老孔之間傳授的精

髓。「但問禮而已，老子以王府所藏示之，亦不過如問官郯子，何至歎爲猶龍？」

21如若孔子適周，老子把府藏的禮書中的知識告之，則孔子必不至於讚歎老子「猶

龍」。正如質疑者所強調的「猶龍」是相當高的評價，老子必然是告知了高深的

義理，才能擔當得其「猶龍」的稱讚。對此，劉沅認為老子告知孔子的是天人性

命之理，即人心道心十六字心法的本源。《論語恒解·上論考辨》： 

 

《莊子》載老子告孔子「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

乎地」，此先天後天八卦所以異位，即人心道心性命所以顛倒也。而君子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又用行舍藏所本，故喻以猶龍，稱爲吾師。
22 

 

《恒言》曰： 

 

道心人心，一心也，而何以異名？老子之告孔子也，曰「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本乎地。」陰陽互爲其根，此先天後天之所

分，而人心道心所由二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其義本於斯，故孔子稱之曰猶龍也。23 

 

                                                        
20

 [清]王懋竑：《宋朱子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8 月），頁 65。 
21

 劉沅：《論語恒解》，頁 138。 
22

 劉沅：《論語恒解》，頁 139。 
23

 劉沅：《恒言》，頁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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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贊老子「猶龍」，是因為他所傳授的天地陰陽關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出乎天，赫赫本乎地」語出《莊子》。《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孔子見

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髪而乾，慹然似非人……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24 

 

劉沅再次用《莊子》中所記載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本人並不質疑《莊子》文

獻記載的可信性，據此亦可解釋他並沒有回應質疑者對莊子文獻的質疑的原因。 

 

「至陰赫赫，至陽肅肅，赫赫出乎天，肅肅本乎地」這一心法，在傳統儒家

文獻中並無多少人採用，而在道教文獻中卻相當重要。蘇軾〈服胡麻賦〉言夢中

聞道士言服胡麻可致仙，是一篇與修仙有關的賦，其中有言：「至陽赫赫發自坤

兮，至陰肅肅躋於乾。」。〈金丹大要虛無·與至陽子田至齋〉： 

 

南華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採先天錬後天，謂之交通。通則和成則物生。物生而

爲嬰兒，長大而號真人也。25 

 

「兩者交通而和成」,成玄英疏曰：「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

26《莊子》「兩者交通」指的是至陰至陽之氣，「物生」指天地萬物的化生。而《金

丹大要》由此闡發出道士修煉內丹的法術，即先天後天之氣交匯，修煉金丹。「嬰

兒」、「真人」分別是下丹田與中丹田的代稱。《雲笈七籖·祕要訣法》云：「太上

告曰：『氣結爲精，精感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為真人，真人昇爲赤子，此

真一也。』……人有三寶，三丹田也。」27道士修煉內丹即注重在三丹田之間氣

的運轉。可見，此十六字是道教徒修煉內丹的重要理論依據。由此，亦可看出劉

                                                        
24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11-712。 
25

 [元]陳致虛：《金丹大要虛無》，卷十一第二，明正統道藏本，見《正統道藏》，

第 40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467 下。 
26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13。 
27

 [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1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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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思想源於道教卻與之有區別。 

 

然而，劉沅引入至陰至陽等十六字心法，並非爲了推崇道教徒的煉丹之術，

而是爲了勸人向學。強調老子與孔子間的師承關係，是爲了強調至聖如孔子，亦

需要向老師學習。《論語恒解·上論考辨》： 

 

貶斥老子，無關輕重也，而以孔子爲無師，生而已然。使學者望而窘

步，於是愚者安於愚，智者騁其智。不知萬物何以皆備於我，下學何以達

天，遂有讀破萬卷，弗踐倫常；高談性命，流於迂曲者。28 

 

「孔子師老子」這一命題，並不是要給兩位聖人分辨高下。聖人以力學爲貴，不

以爲人師爲重。因此，否定這一命題，對於作爲老師的老子影響不大，然而，作

爲弟子的孔子的形象將會有很大轉變。承認孔子師老子，則表明聖人並非生而知

之，需要後天的學習。後代學聖人者，更應該努力向學。 

 

至於所學的內容，則是老子傳授給孔子的十六字心法。劉沅沒有採用道教徒

對「至陰肅肅，至陽赫赫」的闡發，而是用《中庸》天命之謂性、《周易》「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等儒家思想解釋至陰至陽的道理。《論語恒解》言： 

 

或又疑夫子生知安行，何須更師老子？不知生安者，如忠孝等事，知

其當然，即能行之。至於天命之性，備於人身，其實如何？窮神達化，其

功奚自？非師豈能臆測？29 

 

老子傳授孔子的道理，並不是道教徒的金丹大要，而是天命之性之實，窮神達化

之功。忠孝等外在行為，可以生知而安行，然而，天命之性，窮神達化，卻務必

由師告知。用儒家的性命知識，來詮釋道家的陰陽之道。 

 

用儒家窮理達化，天命之性來解釋《莊子》中「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出乎天，赫赫本乎地」，體現了劉沅把道家的知識資源引入儒家思想中的詮釋方

法。在此過程中，儒家與道家兩方面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改變了。道家的「至

                                                        
28

 劉沅：《論語恒解》，頁 139。 
29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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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肅肅，至陽赫赫」以符合儒家天命之性的角度被接受，儒家的天命之性等觀念

在道教資源引入後亦不可避免地發生改變。由此，可以推斷劉沅在維護孔子師老

子這一說法時，老子與孔子的形象亦會相應地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老子不再是

純粹的道家聖人，孔子亦不再是純粹的儒家聖人，如此，方可保證兩人思想上的

傳承。 

 

第二節 聖人即神仙：儒家聖人道家化 

 

儒家觀念中之聖人，往往用入孝出悌等倫理標準來定義。然而，劉沅認為，

儒家之聖人亦可稱作「神仙」：「實踐心性倫常之人，謂之聖賢可，謂為神仙無不

可。」30「聖人與天地合德，只是二氣經緯，合於中正全體大用，符乎造化，故

本末畢貫，幽明相通，此即神仙之說也。」31在他的定義中，「神仙」與「聖人」

是完全可以互通的概念。所謂「神仙」的特徵經過篩選，保留了與天地合德的特

點，摒棄了道教徒所強調的飛昇奇幻之術。與此同時， 「聖人」形象被道家化。

32 

 

一、聖人爲人倫之至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儒家思想以人倫的典範來定義聖人，並

以此來區別與道佛兩家聖人的不同。朱彝尊（1629-1709）辨析三教之界限，〈原

教〉曰：「且所謂教者何哉？君子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彼二氏者，

既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33認為儒家重視五倫之學問方

可稱作教，佛道二家棄絕人倫，不能稱作教。因此，佛道二家不能與儒家同日而

                                                        
30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4。 
31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2。 
32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劉沅的經解中，「道家」與「道教」二詞，並不作特別

的區分，用「道家」來涵蓋現代學術分類中的道家與道教。在緒論中已對此加以

說明。在本章中，爲了行文的方便，「道家」一詞，亦包括所謂義理道家，宗教

道教兩方面。 
33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八，萬有文庫本，第十冊，（上海：商務印書

館，1990 年），頁 93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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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正如張伯行（1651-1725）〈與陳玉立書〉所言「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

以其有人倫之教也……二氏者，吾儒之賊，而不可與吾儒並列，又明矣」。34以倫

常爲標準，嚴格區分了儒與道佛的界限以及等級序列。 

 

劉沅的聖人觀，亦注重人倫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卻強調倫常的權變性以及自

然性。人倫是對人的行為的規範，在劉沅看來，此規範應隨著時代不同而改變，

同時亦應隨著情境的不同而改變。另外，人在遵循外在規範的同時，應該在內在

體察天道人情。倫常是人情自然而發的結果，聖人自然而合乎倫理要求。 

 

首先論述倫常的權變性。劉沅《孟子恒解》注：「至，範圍不過之意。道備

於人倫，而責歸於君上。」附解曰：「道不過人倫，人倫不正，是以上無聖人之

君臣耳。法堯舜則能立人倫之極，而君臣各盡其道。」35認爲堯舜是聖人的典範。

後代君臣以堯舜的標準來規範自身的行為，則可以說是符合儒家的倫理標準。 

 

然而，作為人倫之至的儒家聖人典範，舜卻沒有事事符合禮制要求。
36
《孟

子·離婁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從禮之權來解釋：「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37關

於「權」，朱熹在「嫂溺援之以手」中解釋曰：「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

取中者也。」38以「孝」爲評價的標準，不告而娶，雖不符合禮法，卻達到了孝

（有後）的目的。不告而娶是不孝的行爲，無後亦是不孝的行爲，然而無後卻是

最大的不孝。兩者相較取其輕，因此，爲了避免最大的不孝（無後）而採取了小

的不孝（不告而娶）。用禮的權變來解釋舜的行爲。 

 

                                                        
34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54 冊，頁 79 下。 
35

 劉沅：《孟子恒解·離婁上》，頁 338。 
36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倫常體現在對禮的遵從上。以「孝」爲例，《論語》記載，

孟武子問孝，孔子答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事、葬、

祭皆能符合禮的要求，即是孝的表現。禮是判斷聖人是否達到人倫之至的標準。 
3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86。 
3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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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劉沅看來，禮之變權，並非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方法，權本身即是

禮的最高法則。對此，可以《周易恒解·睽卦》中「君子以同而異」加以佐證。

劉沅注曰：「同而異者，事無定，理亦無定。無定而有一定，以時中之理處紛紜

之事，不苟於同，未嘗不同也。」39宋明理學家之理爲「恆定之理」，而劉沅之理

爲「時中之理」，變化乃爲唯一的法則。「權」非相對於「經」而言，「權」本身

即是「經」。關於「權」，《論語·子罕第九》：「可與立，未可與權。」劉沅注云：

「權，通變時中，若無定而實有定。聖人之詣也。」附解曰： 

 

然天下古今之務，非一概可量，千變萬化，隨事異形，因物付物，不

膠於一定而無不悉協於當然。惟聖人德造其極，如天道運行，一元生化，

物物太極，實萬物共一太極，非精義入神，不足與於斯也。40 

 

「權」是聖人才具有的品質。達到權的境界，則能在萬變的情景之中，而取得中

道。在此基礎上，劉沅把舜不告而娶的行為，解釋爲聖人權變的結果。劉沅《孟

子恒解》曰： 

 

聖賢爲天下子弟言，必以忠孝。其實父兄之不可以誠感者甚眾。當時

舜竭力事親，天下人皆知之，而父母與象不諒其誠，故爲頑囂與傲。且舜

生三十年矣，其父母不爲之妻，而必欲致之死。四岳亦聖流，而堯固如神

之智者也，聞其名，察其賢，知舜事親之道已盡，而瞽瞍小人，不足與深

求，故妻之，舉之，不必更令舜告之。41 

 

從具體情境出發，認為舜之父母頑固，不能被舜之誠所感動。因此，堯妻之，不

令舜告其父母。在劉沅的解釋中，舜不告而娶，從本質上來說，並不是違背禮制

的行爲。禮本身即是可變動的。同時，劉沅根本不認可「無後爲不孝」的標準。

《孟子恒解》曰：「 無後爲大之義須善會，人之氣質不同，固有終身不能生育者。

但弟兄有後，即親有後，不必己出。舜與象異母，其德不宜無後，故孟子云然。」

42在劉沅的詮釋中，儒家倫常並沒有固定的規範，而是隨著情境的不同而變化。

對變化的強調，體現了道家化的詮釋面相。 

                                                        
39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54。 
40

 劉沅：《論語恒解》，頁 261-262。 
41

 劉沅：《孟子恒解》，頁 493。 
42

 劉沅：《孟子恒解》，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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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論述倫常的自然性。「自然」本是道家所強調的概念，劉沅援用來作

為禮的核心因素。《禮記恒解·序》：「自然之秩，即禮之原也。」43所謂「自然之

秩」，在《禮記恒解·曲禮》中有明確的解釋，曰：「天地定位，一元之氣彌綸，

布濩於六合間，而成象成形者，各安其生，各得其所，此禮之原也。」44從天地

萬物的生成方面來說，萬物各得其所，即是聖人制禮的本原。因而，禮，要「順

其自然，盡其當然」（《禮記恒解·序》）、「順其自然且不得不然者」（《禮記恒解·

曲禮》）、「協乎天理人心之自然，宜於民生日用所當然」（《禮記恒解·王制》）。「自

然」是禮的根源，而「順其自然」是人遵循禮的要求時的至高法則。 

 

既然，遵守禮制，是自然而然的行為，則外在依循一定的行爲準則時，要在

內心中體會禮意。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禮記恒解·喪服小記》：「故聖人制

禮，自附身附棺，以至殯葬，其節雖繁，其事則皆至性至情，理之自然，禮即不

得不然。」45外在的儀節，源於內在的性情。反過來說，由內在的性情出發，而

在外在遵守行為規範，把握了禮之原（情理之自然），才是真正的守禮。《孟子·

盡心下》：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孫奭疏：「孟子言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一

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46 「自然」，指

性本善。此「自然」與禮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不管是由於性之自然，或者反

之於身，都是禮。在《孟子恒解》中，劉沅的詮釋把自然和禮緊密聯繫起來，曰：  

 

然聖人豈有他異哉？止此日用尋常之事而聖人則學之至而自然耳，即

如動容周旋，人亦知有禮在也，而不能中者，心之私偽未除，即強爲合焉

而不善，暫爲持焉而不久。聖人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所以然者，由其

盛德積中，誠著於外，自協乎天理之當然也。又如哭死而哀，人亦有之，

然或爲生者而始然，聖人則深察乎幽明始終之原，而痌瘝乎一氣相關之

故，誠發於中，非爲生者也。……聖人之德如是，不過自己身心日用倫常

                                                        
43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46。 
44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91。 
45

 劉沅：《禮記恒解》，頁 1452。 
46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註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1979 年），頁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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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學聖者，亦第取聖人之法行之而已。
47
 

 

常人行禮，通常只是在行爲上強行要求符合禮的規範，往往只能短時期內符合要

求，不能持久。聖人與常人的不同，在於聖人自然而然地即能滿足禮的要求。此

自然，可以用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來表示。以哭死而哀爲例，常人爲

死者而哭泣，可能是因為世俗禮儀的要求，爲生者計。此生者可以是指他人，也

可指自己。但是，聖人卻洞察到天地幽明終始之道，並認識到死者與生者都是一

氣所化，感慨生命的倏忽萬變，繼而哀而哭泣。不必強制刻意要求自己的行為，

自然而符合禮儀的要求。劉沅詮釋的自然合禮，從察覺天地氣化根源而來，與傳

統儒家性善之自然亦不相同。 

 

劉沅對儒家人倫的詮釋，著重權變與自然兩方面，可看作他把儒家聖人道家

化的體現。倫常的權變，本是儒家思想中原有的因素。然而，正如朱熹針對程頤

「權只是經也」的說法，而強調「然以嫂子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

有辨」。48在儒家的傳統注釋中，經爲主，權只是不得已而爲之，兩者不可等同。

在劉沅看來，權本身即是倫常本身的最高法則。對禮制本身權變的強調，可以看

作劉沅儒道融合思想的體現。自然，則本身是道家強調的觀念，劉沅援之以解釋

儒家的禮儀，則是更明顯的體現。49  

 

二、聖人有神功 

 

在劉沅的經典詮釋中，儒家聖人並不僅是遵守禮法之人倫的典範。與道家聖

人相對應，儒家的聖人亦有種種神功。 

 

《南北斗經懺》是道教經典，劉沅卻認爲其中所言，與儒家聖人合轍。《南

北斗經懺》：「迺得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昇入金門，與聖

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永無疆，星辰不朽。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

                                                        
47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7。 
4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0 月），頁 116。 
49

 參考盧鳴東師：〈劉沅禮學中的儒道關係〉，《經學研究集刊》，2006 年 10 月，

頁 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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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齋日，清淨身心，焚香，持此真文，自認斗極。……能奉之者，逍遙俯仰，入

道超凡，永為身寶，福壽可稱。」劉沅注曰： 

 

聖智圓通以下十句，極言德盛化神，其存其沒，皆與天地合真。曦文

周孔之所以為聖者蓋如此。世俗所謂神仙也。金門，乾元之境。凡有男女，

能知此義，皆能修德以凝命。孟子言人可為堯舜者，不其以此歟？清淨身

心，身無擇行，心無私欲，非但齋沐而已。不墜俗塵，凡世俗之所爭，皆

弗為之。蓋篤踐仁義者也。……人道超凡，即希聖希天之謂，非變化飛騰，

上天之謬說也。50 

 

《南北斗經懺》所言為道教徒齋戒念經之後，能出入天地之間，而劉沅認爲經文

「與聖合真」指的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爲聖人之原由。道教信仰之中，

白日昇青天之變化飛騰，被劉沅詮釋作修養心性而達致聖人的境界。世俗所謂神

仙，其實既是儒家經典中記錄之聖人。 

 

既然曦文周孔能達到神仙的境界，則神仙的特徵，儒家聖人自然也能分享。

其中，《南北斗經懺》許諾信徒以「福壽可稱」，儒家聖人亦可得富貴與長壽。《大

學古本質言》： 

 

學道者，內而存養，清其神明；外而檢攝，踐乎倫理。夭者壽，愚者

智，貧困者安全，此聖人所以補造化之窮，安有盡人合天之學而尚不能延

年且餓殍乎？孔孟不如此云也？曰：「學也祿在其中」，「仁者壽」，「大德

必壽」，大德則祿位名壽必得，「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至積善餘慶、積

惡餘殃及吉凶悔吝，大《易》尤多言之。若仰事府畜俱無所資，一家飢寒

而置之不顧，曰「吾樂道也」，有此不近人情之聖學乎？51 

 

學也祿在其中，指的是「富」；仁者壽，大德必壽，指的是「壽」，「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指的是貴。根據《尚書。洪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

考終命的標準，學道者確實達到福壽的境界。 

 

另外，道士強調修仙除了可以長生以外，尚有其他神奇不可測之法術。劉沅

強調儒家聖人亦無不可，用他的話來講，即聖人有「神功」。 

                                                        
50

 劉沅：《南北斗經懺》，（北京：北京天華館印），頁 15。 
51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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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聖人能預知前事。《傳習錄》：「聖人不貴前知，福禍之來，雖聖人有

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52預言，原不是儒家的知識範疇，然而，

劉沅從儒家經典中詮釋出聖人能預知。《孟子恒解》： 

 

又預卜秦火之變，藏經瘞石。若漢代壁中絲竹之音，張白懷璧之記事，

雖近誕，或者子貢所經營也。前知非聖賢所貴，而秦火之後，典籍淪夷，

謂聖賢無以預覺之，而使後世大道不明，則聖賢亦與庸眾人同耳。53 

 

認爲聖人能預知到秦始皇焚書，故事先藏經於壁中。 

 

其次，聖人會厭勝之法術。《尚書·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

百揆時敍，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其中,「納於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一句，漢宋學者的解釋並不相同。鄭玄以讖緯解經，解作舜

能感應上天，因此可以入大麓而不迷。清人大致接受此解釋。而宋人解經，則力

圖去除其中「天地鬼神有以相之」的部分，僅解釋為聖人之心感應天地。54劉沅

《尚書恒解》： 

 

蓋聖人德性鎮靜，龍蛇物怪，視如無有。若禹以蝘蜓視蛟龍之事，太

史公謂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東坡曰：「洪水為患，使舜入

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其量有絕人者。」

後儒恐涉于邪怪，必將此等處解作常語，謂大錄萬幾。抑思聖人神明變化，

當洪水滔天之世，百怪奮興，非有神功，豈能施治後世。若李冰制孼龍且

有異蹟。聖人而無神烈，何以為聖人？但聖人本至德，以為至功，不似術

數之士，逐末忘本。且非為國為民，除害致治，則不以是見耳。55 

 

爲了使得聖人的形象理性化，「解作常語」，王肅、孔傳皆把「納於大麓」解釋作

「大錄天下萬機之政」。56劉沅反駁他們的解釋，認爲聖人具有制服龍蛇怪物，入

                                                        
52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336。 
53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2。 
54

 參考曹美秀：〈漢宋學者的聖人觀——以蔡沈與王鳴盛對《尚書堯典》的詮解

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2015 年 5 月，第 82 期，頁 8-12。  
55

 劉沅：《尚書恒解》，頁 893。 
56

 《尚書正義》孔氏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

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孔穎達疏：麓，聲近錄，故爲錄也。

〈皋陶謨〉云一日二日萬機，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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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麓而不迷的神功。引用司馬遷《史記》與蘇東坡《東坡書傳》之言，證明舜

有在極端的自然環境之下，可以不迷路。「聖人而無神烈，何以爲聖人」一句，

用反問的語氣，強烈地表面聖人應該有神功。此神功的內容與術士一樣，目的與

定位卻不同。聖人之神功，是爲了國家與民眾才使用。在定位上，只是德之末。

術士之術，以術數爲本，有聖人之術，而無聖人之德。 

 

《周官·秋官》中壺涿氏掌除水蟲的法，劉沅注曰：「此等厭聖之術，古有其

法以除民害，後世邪妄之人竊其而干正法，故儒者多疑之。然凡聖賢無不通術數

者，特以濟仁義之窮，非導人邪幻之事，不得以其流而咎其源也。」57厭聖之術，

古而有之，聖人採用，亦不足為奇。 

 

預言、厭聖等法術，在儒家士人的立場看來，是荒誕不經之法術。而劉沅由

經籍記載之中，合理地推論出聖人有神功。在價值體系上，所謂神功，對於聖人

來説，是德之末，只是用來「為國為民，除害致治」，「濟仁義之窮」。聖人之本，

依然是「至德」。而劉沅之所以強調聖人的神功，是為了倡導世人學聖。《中庸恒

解》：「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劉沅附解曰：「惟知聖人即神仙，則力行聖學，

自可通乎造化。如禹之平成，舜之端拱，神化無方，祗此至道自然之用。」58勸

人力行聖學，是他闡發聖人有神功，提倡「聖人即神仙」的目的。聖人即神仙的

道理不明，使得儒家之學被方外法術所鄙視：「方外得挾其術以傲吾儒，非書義

不明之故乎？」59因此，劉沅要發明聖人有神功的道理，以倡導人學聖。 

 

第三節 神仙即隱士：道家聖人的儒家化 

 

在道家思想中，「聖人」一詞的指稱與儒家聖人不同，《莊子》「聖人無名」

之聖人，與「神人」、「至人」一樣，指超越世俗之方外之士。在後世道教的闡釋

中，此方外之士成為神仙。對於儒家聖人，道家文獻表示不認可，《莊子·胠篋》

                                                                                                                                                               

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尚書正義》，見《十三經註疏》，頁 126。） 
57

 劉沅：《周官恒解》，頁 2065。 
58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4。 
59

 劉沅：《中庸恒解》，頁 88。 



84 

 

甚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了調和儒道兩家的衝突，從道家方面來說，

劉沅強調道家之神仙爲隱士，隱士與聖人只是遇與不遇的差別：「聖賢而隱於下，

則爲避世之神仙，神仙而用於時，則爲治世之聖賢。」60經過這樣的闡釋，儒家

之聖人與道家之聖人，只是境遇的不同，並非本質上的不可兼容。 

 

一、聖人無為 

 

與前所述「聖人，人倫之至」的論述不同，「聖人無爲」這一命題，原本即

存在於儒道兩家經典之中。《老子》中有相當多提倡聖人無爲的經文，如「上德

無爲」，「爲無爲而無不治」，「聖人處無爲之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同時，「無爲」一詞亦出現在儒家經典中，《論語》：「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夫。」「為政以德，譬如北辰」亦被詮釋作無爲而治。在這種的學術背景

下，劉沅使得道家無爲觀念儒家化的表現在於：一、聖人無爲，並非真的追求清

淨，無所作為，而是君主得到賢臣的輔助「若無爲」，與儒家德政的理想一致。

二、用道教的北辰信仰來解釋「無爲」時，以儒家理氣變化來解釋北辰，摒除道

教北辰爲人格神的信仰。 

 

對於出現在儒家經典中的「無爲」概念，經典的註疏者，亦用清淨無爲來註

解《論語》。《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夫。」用無爲來形容儒家聖人舜的為

政方法。邢昺疏曰：「帝王之道，貴在無爲清淨而民化之。」61這樣的註疏方法，

混淆了儒道的界限。朱熹的弟子即疑惑道：「『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

是如此否？」後來的註疏者，試圖劃分儒道二家「無爲」的界限，如朱熹在回答

弟子的疑問時，強調「不必老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爲，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

者，未嘗不爲，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

平』也。後世天下無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62認為老子之無爲是清淨不

作為，孔子之無爲是篤恭盡敬。 

                                                        
60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3。 
61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9 年），頁 2516。 
6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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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力辨孔子的無爲與老子的無爲的不同，正是顯示了「無爲」原本是道家

的觀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無爲」一詞何以竟出現在儒家經典《論語》中，

才成為他們要辯解的關鍵問題。反觀劉沅的經解，「無爲」的概念已經儒家化，

他使用無爲這一概念時，不必再解釋為何此概念會出現在儒家經典中。 

 

以《周易》中聖人法乾坤之象，垂衣裳而天下治爲例，劉沅很自然地把「無

爲」與乾坤易簡之象結合起來。《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取諸乾坤。」韓康伯注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孔穎達疏云：「垂

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

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63垂衣裳指由

於服裝的改變，通過不同等級的服裝而體現尊卑之不同，體現了儒家衣冠文物之

治。然而，劉沅用 「無爲」來解釋乾坤之象。劉沅注曰： 

 

黃帝堯舜能法天道，故禮樂備，百度興，垂衣裳而天下自治。蓋取諸

乾坤無為之象也。64 

 

附解又引申曰：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易簡無為，與天地合撰。極贊

之也。65 

 

把「乾坤」與「無爲」連用，又根據《周易》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把「易

簡無為」合稱。前代註疏少以「無為」來解釋「易簡」。
66
反而是強調從業的方法。

如《子夏易傳》：「故從事者，以之爲業。天下之物多矣，而其致一焉。」清人馮

經《周易略解》更曰：「夫人豈能無思無爲，謂之易簡，正於有思有爲見之。」67

                                                        
63

 [魏晉]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八，頁 87。 
64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32。 
65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33。 
66

 今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僅得明人蔡清《易經蒙引》曰：「乾坤變化而無爲者

也。何則？乾以易知，乾之變化無爲也。坤以簡能，坤之變化無為也。」（《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 冊，頁 689 下。） 
67

 [清]馮經：《周易略解》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 25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5 年），頁 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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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質疑人並不能無為。反而是在以遵從老子之言爲準則的《通玄真經注》中以

乾坤易簡來解釋無為。經云：「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注

云：「《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為而治。」68  

 

劉沅用「無爲」來解釋「易簡」。從表面看起來，與道教經典一致。事實上，

劉沅闡釋的易簡無為和道教徒的易簡無為並不一樣。因爲「無爲」一詞，在劉沅

經解中的定義已經被改變。「無爲」不再是《老子》中「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

言之教」之「無爲」，而是轉化爲《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夫」之「無爲」。 

 

《論語·衛靈公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夫。何爲？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劉沅《論語恒解》注： 

 

夫子嘆羨舜遇之隆，而言其別無所爲，惟恭己以正南面，蓋以如是之

德，而享如是之遇，非倖值也。……子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聖人致

治之象也，未嘗曰為政以德，無爲而治。稱堯則天，稱禹曰無間，亦不云

無爲也。惟舜則羨其遇，而稱曰無爲而治，若德盛而民化，不見其有爲之

跡，則群聖所同，豈獨舜乎？69 

 

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已矣」三個虛詞連用，表現了舜治理天下之輕鬆。然

而，此輕鬆，並不能解釋作不必作為，「德盛而民化」，而是因為舜的身邊有眾多

聖賢的輔助。舜受天下於堯，授於禹，授受皆聖賢，所以舜可以無爲。孔子所感

慨的是舜的境遇之好，而不是強調舜無爲任德而天下治。另外，劉沅引用《論語·

為政》中，「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不是「為政以德，無爲而治」，來論證舜

之無爲並非道家之無爲。 

 

《論語·爲政第二》：「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北辰

來譬喻君主。前代註疏者由此詮釋聖人無為而治者，所在多有。邢昺疏曰：「淳

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70用「無爲」來解釋聖人從政之方法。皇侃： 

                                                        
68

 [唐]徐靈府：《通玄真經注》，卷九，《正統道藏》，第 28 冊，（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5 年）。頁 299 上。 
69

 劉沅：《論語恒解》，頁 332。 
70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461。 



87 

 

 

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御民

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也。71 

 

北辰不動，以譬喻人君無為。皇侃注中，還引用郭象之說來注釋「為政以德」。

郭象曰： 

 

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矣。 

 

郭象之言，深受道家意思影響。對此，程樹德《論語集釋》中已指出，曰：「今

觀其說，不離玄宗。」郭象之注，影響頗廣：「郭象以黃老之學解經，必欲混為

一談，朱子不察，亦沿其謬，殊失孔氏立言之旨。」72總的來說，在清代以前，

對此章的解釋呈現了儒道混淆的情況。 

 

清人對「為政以德」章的解釋，頗有欲澄清其中儒道界限的傾向。皇侃、邢

昺、郭象等人之所以用「無為」來注解《論語》中爲政的方法，是因為北辰之不

動，而眾星圍拱。因此，清人致力於證明北辰並非不動。劉寶楠曰： 「北極樞

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以此類推，則聖人亦並非無爲：「共

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為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

73聖人之無爲並非真的無為，只是若無為而無不爲。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劉沅《論語恒解》中有與同時代人相同的註解，但

亦有新見。北辰用來比喻君：「北辰喻君，上天以一元主宰萬物，聖人以至德生

成天下，非無爲也。」以北辰爲喻體，並非要強調聖人的無爲。附解中進一步解

釋道： 

 

德者，政之本也。本德以爲政，一人綱紀萬物，而天下景從，如堯舜

恭己，未嘗無爲，而臣鄰賢聖，庶績咸熙，實若無爲。74 

                                                        
7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典：《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3。 
72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頁 64。 
73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39。 
74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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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論語·衛靈公》中「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來解釋為政的方法。舜之無爲，

並非無所作為，而是因為群臣之賢，使得有爲而若無爲。 

 

《論語》原文中用「北辰」來作為喻體，說明為政的方法。因此，解釋聖人

有爲與否的關鍵在於解釋何爲北辰。對此，劉沅注曰：「北辰，北極之精，天帝

所居，璇璣所會。天帝無可名，即北辰以目天之主宰耳。」把北辰解釋爲天帝所

居，是道教徒的北斗信仰。《南北斗經懺》：「北辰垂象，而眾星共之。爲造化之

樞機，作人神之主宰。……有迴死注生知功，有消災度戹之力。」75道教北斗信

仰中，北斗主死，通過祭祀北斗，可以延壽。劉沅本人曾注《南北斗經》，對道

教北斗信仰自然很熟悉。他本人卻不完全信奉祭祀可以去災求福，而是借北斗信

仰籲人修德：「一切危戹，非修禳叩祝斗辰，無以解之。蓋禍福之來，天實司之

也。北斗註死，南斗註生。壽自德修，功由善厚，此修禳之實也。」76雖不反對

修禳，但修禳的本質是要修德，徒有外在的祭祀北斗，無內在的修德，並不能取

得延壽的結構。 

 

劉沅用道教的北斗信仰來解釋「北辰」，然而，他並不認同道教徒把北辰人

格神化的解釋。天帝是乾元理氣的主宰，卻不是人格神。對於「北辰」是什麼及

其動靜狀態，劉沅有詳細的說明，《論語恒解》曰： 

 

以爲有天帝存焉者，俗人之見也。然有是理即有是氣。氣之所宅，理

之所凝，未嘗無憑之者。夫子不曰帝，而曰辰，舉其地以實其象，言周天

星辰經緯皆繫於此，故曰共之……夫子言北辰，謂乾元理氣之主宰……蓋

北辰即天帝所居，周天星辰皆陰陽二氣所散布，而一元之統宗，必有其所，

天帝馭焉，所以成變化而生萬物也。言其氣之聚而統宗者，曰北辰。77 

 

北辰是天帝所居之所，天帝並非人格神，而是理氣之化身。眾星辰由氣化生，氣

與理一體，北辰是理氣之淵藪。北辰中理氣的運動變化，生化天下萬物。北辰與

眾星的關係，即是君與臣的關係。因此，聖人在治理天下的時候，也並非無爲，

                                                        
75

 劉沅：《南北斗經》，頁 10。 
76

 劉沅：《南北斗經》，頁 11。 
7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3。 



89 

 

而是有爲而若無爲。正如《論語恒解》所言:「靜則渾然無爲，動則泛應各當，

故曰仁。」78 

 

通過北辰之動來解釋聖人並非無爲，是劉沅和清代註疏家共同的地方。然

而，用道教北辰信仰來解釋無爲，卻是劉沅的獨創之處。在引入道教北斗信仰時，

劉沅用儒家德行、理氣等標準來篩選道教思想資源。道教修禳、天帝人格神等分

內容，被篩選在外的。由此，可以看出劉沅建構聖人形象時，對道教資源的引入

及道教資源的儒家化。 

 

二、神仙即隱士 

 

與儒家聖人相比,道家聖人——尤其是經過後代的道士渲染的道教聖人——

往往具有「神化不測」的特徵。如長生、白日昇青天等。在儒家聖人形象詮釋上，

他強調聖人亦有神功，只是不以神功爲本。相應地，在道家聖人形象詮釋中，他

削弱種種奇幻莫測的神功，認為道家聖人只是隱士。劉沅用《孟子》「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來解釋「神仙」，進而把道士所傳頌之神仙傳奇，解釋作隱士。 

 

《中庸》：「至誠如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

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也。神，謂鬼神。」

79強調至誠者可以見微知著，能察覺事物變化的趨向。神，解作鬼神。而劉沅逕

把神解釋爲「神仙」。劉沅注曰： 

 

愚嘗言神仙即聖賢。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至誠如神，非即神仙乎？神

仙之說，起於聖學不明。秦皇作俑，班固始爲九流之說，以神仙爲一流。

數千年來，求仙者流爲妄誕，闢仙者亦未究本原。知聖賢即神仙，即但學

聖賢而已足，不然以聖賢外有神仙，求仙者不息也。80 

 

從源頭上說，神仙之說盛行，由於秦漢閒文獻的遺失，而班固《漢書·藝文志》

                                                        
78

 劉沅：《論語恒解》，頁 310。 
7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3。 
80

 劉沅：《中庸恒解》，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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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神仙一類，使得聖學不明，最後使得神仙的傳說越來越盛行，世人學神仙，

而不學聖人之學。 

 

從另一方面來説，道家所謂「真人」，其實即是儒家的至誠之人。《中庸恒解》：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劉沅附解曰： 

 

此章所謂至道，即自來所謂神仙，而修養家言謂三千陰功，八百德性，

始可求真入道，亦至德凝至道之說也。其所謂真人，即至誠之人。所謂金

丹，即天命之性。……其意以為聖人非神仙，是聖人之外別有神仙，即斥

神仙為誕，不能禁人之毋求也。81 

 

道教徒修煉的金丹，被劉沅解釋為天命之性。修煉者的三千陰功，八百德性，被

解釋作有至德則能有至道。 

 

進而，劉沅把神仙定位為隱德之士：「古今所傳仙佛，皆隱德之士。德固得

之於天，有德者與天合德，神化不測，乃其固然。」82直言仙佛，皆隱德之士。〈延

慶寺慶呂子壽存貲記〉： 

 

古無神仙之名……古之賢士，往往不求人知，不特遯世，不悔聖人乃

爾，即志士亦多逃名。如河上翁、浮丘伯，或授易，或傳詩，皆洙泗之遺

裔，而人以為仙。梅福高尚亦云仙去。夫窮則獨善，蠖屈龍潛，乃儒修之

正。83 

 

河上翁、浮丘伯等傳經之士被稱作神仙，但事實上卻是窮則獨善其身的聖門之

徒。黃帝、老子二人，被道教徒奉為神仙之祖，劉沅認爲他們只是隱士，〈重修

青羊宮碑記〉： 

 

聖人者，固非有絕異之爲，持其隨遇而安，升沈出處，往往翛然於風

塵世俗之外，時人莫測，則以爲神仙也。《中庸》曰：「至誠爲神。」《孟

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聖之極致，而非飛昇變化之說。自

秦焚六籍，聖學罕傳，始有神仙黃老之學。黃帝，堯舜之疇；老子，秉禮

                                                        
81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4。 
8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5。 
83

 劉沅：《槐軒雜著》，頁 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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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夫，豈怪異流哉？
84
 

 

黃帝與老子都不是後代道教徒所推崇的神仙，而是與堯舜一樣的秉禮士大

夫。因此，後人推崇或鄙視老子，都不得其所。〈重鐫道德經序〉：「鄙老子

者，不過謂其為神仙之祖，然神仙之名，起於遷、固。彼不知古人多不求名，

聖不可知，即是神仙。……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則盡人合天之學視為難

能。而闢老子者非，宗老子者尤誕。」85 

 

第四節 儒道融合之聖人形象 

 

一、老子：長年隱德之士 

 

道家聖人儒家化以後，老子形象也得到了新的解釋。老子最明顯的特徵爲長

壽。《論語·述而第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恒解》

曰： 

 

老彭即錢彭，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伯陽，爲太史儋，爲老子。蓋年

過高恐世惑之，故屢易其名。值周之衰，隱於柱下，以存聖人之籍。夫子

往而學禮，嘆爲猶龍……然老彭即老子，大戴禮之商賢大夫，即其人也。

若謂別是一人，既屬無稽，且前朝賢者而曰我老彭，我字不甚無謂乎？因

老子長年棲隱，人莫知其事實，故太史公作傳，亦莫能定。……或疑老子

即老彭，年歲太長，不近情理。不知長年古人常事，老子曰：「人壽百年」，

節省之可至千歲。後世若李根陳元裝尚七百歲，又何疑於老于（案：疑作

子）。86 

 

他採用《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的說法，認為老

彭、伯陽、太史聃、老子都是同一個人。然而，史傳中所載幾人的事跡跨度過長，

對此，劉沅解釋爲一個長壽的人，爲了怕引起世人的恐慌，而屢次改易名字。 

 

                                                        
84

 劉沅：〈重修青羊宮碑記〉，《道藏輯要》，頁 5。 
85

 劉沅：《槐軒雜著》，致福樓本刊本，頁 33。 
86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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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長壽以外，劉沅詮釋的老子尚有另一特徵——隱。《史記·老子列傳》：「老

子，隱君子也。」87從漢代開始，老子的隱士定位已經形成。劉沅《禮記恒解·曾

子問》：「龍之云者，神化不測之名，《周易》惟乾卦取象於龍，而老子隱於柱下，

夫子稱之，蓋以其爲潛龍也。……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世而無悶，正其所

以爲潛龍也。」88孔子稱讚老子「猶龍」，質疑者認為「況龍者，《易》之飛龍，

見龍與夫聖人之作觀之」老子之德，不足以稱爲飛龍之德。而劉沅從「潛龍」的

方面來詮釋「猶龍」之德。〈重修青羊宮碑記〉： 

 

「……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乾之象曰龍德而隱，蓋言其有聖人之

德耳。屈伸隱現不一，其時用行舍藏，各因其可。89 
 

再次從「龍德而隱」方面，來凸顯老子的隱士之德。《禮記恒解》：「老子之子忠，

爲魏中山將，固非棄人倫者。見夫子後不久而過函關，隱西蜀，亦非毫無可稽者。」

90隱於西蜀，爲老子之隱士形象提供更具體的論證。 

 

長年與隱，都是現代學術中所定義的道家中的品格，而劉沅的「儒家化的道

家」體現在老子對於人倫的肯定。老子之所以隱，並非廢棄人倫，而是因為「用

行舍藏，各因其可」。用行舍藏，出自《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老子的隱遯行為被置於儒家倫理架構之中加以肯定。 

 

《周易·家人卦》：「六四，富家大吉。」劉沅注云：「四在他卦臣道，在本卦

妻道。夫主教一家，婦主養一家。《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91劉沅「教父」

解作教之者父，與「食母」所指食之者母，形成一組家庭倫理關係。考《老子·

四十二章》：「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教」與「學」形近，教父亦

作學父，「猶今言師傅」。 92《老子》原文中本來沒有父這一倫理角色，更無與之

相對的母。而後代註疏者曾由此引入「食母」的意思。《老子翼》：「老子獨尊之

                                                        
87

 [漢]司馬遷著：《史記》，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年），

頁 730。 
88

 劉沅：《禮記恒解》，頁 1373。 
89

 劉沅：〈重修青羊宮碑記〉，《道藏輯要》，頁 5。 
90

 劉沅：《禮記恒解》，頁 1374。 
91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52。 
92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176-177。 



93 

 

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93《老子》注之中，劉沅原本最推崇的呂純陽注《道德經解》解作「教父，言教

人必以此爲先，太上以忍辱慈悲爲教，故其言如此。」94呂純陽所注《道德經》

並沒有強調「教父」這一倫理角色。劉沅不遵從呂純陽之注，而是採用「教父」、

「食母」的倫理關係，並用來解釋《周易》「家人」卦，顯示了他認可《老子》

文本可作家庭倫理方面的詮釋，《老子》與家庭倫理並不相悖。 

 

二、孔子：始終一講學人 

 

《論語·憲問第十四》子路宿石門，石門晨門描述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與」。《莊子·人間世》卻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這兩種態度，可被

看作儒家與道家間的不同。在世道混亂時，儒者應該挺身而出，而道家提倡隱居。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適鄭，鄭人形容之，曰：「累累若喪家之狗。」「孔

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文中，用喪家

之狗，來形容孔子奔波於列國間的狀態。其時，大道不行，孔子奔走列國以求用，

正是體現了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儒者的精神。 

 

然而，在劉沅的經解中，他極力否定《史記》所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

君莫能用」的行爲。在《論語恒解》中考辨孔子一生的出處進退的最後，他辨析

道： 

 

是故夫子周遊列國，在歸女樂之後，非不得志於魯，遂遍遊諸國以求

知遇。前人未知此意，云周遊七十二君之廷，及泗上十二諸侯，豈不大謬？

但聖人德成於己，即欲推以成人。雖羈旅未嘗忘之。故荷蕢知其磬心，微

生斥其為佞，而孟子亦言三月無君則皇皇。蓋謂其心切救民，非汲汲惟恐

不遇也。然則夫子始終一講學人。何乃誤認而妄言耶？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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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焦竑著，黃曙輝點校：《老子翼》，卷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頁 110。 
94

[唐]呂純陽：《道德經解》，見《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頁 17。 
95

 劉沅：《論語恒解》，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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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孔子並沒有干君王以求遇。所謂三月無君則淒皇，是指內心救民於水火中的

心情，並非是實際行爲。孔子除外，孟子亦非遊說君子以求遇之人。《孟子恒解》

曰： 

 

前人沿襲而言，不知孔子亦無輕見諸侯之事。愚於《論語解》已詳之。

孟子一生惟齊梁以禮聘而始一往耳。曷嘗僕僕求見當時哉？96 

 

作為儒家的聖人，孔子與孟子，只在君主以禮相待時出仕，君主違背禮，則隱退。

孟子在齊梁之君以禮相聘時出仕，歸女樂，則孔子隱退。在劉沅的詮釋中，孔子

只可用「始終一講學人」來定位。對於儒家聖人來說，只有傳道是其終身的責任。 

 

孔孟之不出仕，並非因為其不可出仕，而是和老子一樣，同樣依照「用行舍

藏」的標準來決定出仕與否。《恒言》曰： 

 

孔子表逸民，而自處於無可無不可，用舍行藏，以道爲歸而已。無聖

人之學而不苟祿，亦豈可少哉？97 

 

處於無可無不可之間，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救世形象，變成道家知其不可而安

之若命。《孟子恒解》曰： 

 

淳于髡欲孟子貶道以行權，蓋謂當時干進成風，非屈己難以進身，並

救民之心亦徒然耳。不知聖賢立身正大，細微必謹。惟其在我者，中正無

愧，然後遇合明良，以成己者成物而皆當。故雖有悲憫深心，未曾往見諸

侯，非道無以救民，枉己則自失。……老萊子云：「可榮以爵祿者，可隨

以刀鋸。」人主何樂而任之哉？98 

 

再次強調儒家聖人並不會干諸侯以求用於時，反而用老萊子之言來作為安身立命

之法則。儒家處世倫理與道家處世的權謀並行不悖。 

 

劉沅對孔子形象的解讀，亦得到劉咸炘的認同。劉咸炘〈老孔授受考〉：「而

言奸七十二君則謬，孔子未嘗干人，且亦未遇七十二君。干七十二君，乃周秦間

                                                        
9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07。 
97

 劉沅：《恒言》，頁 3627。 
98

 劉沅：《孟子恒解·離婁上》，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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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誚孔子爲熱中者之謗說。」
99
認同孔子未嘗遊說諸侯以求遇於時。 

 

三、小結 

 

儒家聖人道家化，道家聖人儒家化以後，老子與孔子的形象已經融為一體。

對於儒家來說，原本屬於儒家的特性被道家化，而原本屬於道家的特徵亦體現在

儒家聖人之中。對此，以下表加以表示。 

 

 儒家 道家 

 禮樂 人倫 延壽 術數 隱遯 

老子 孔 子 問

禮 

不 廢 人

倫 

 

長年，人

之常情 

 

後人偽託 世衰而隱 

孔子 權 因 時 而

變 

仁者壽 術數以濟仁

義之窮 

用行舍藏 

 

首先，對於道家聖人來說，延壽、術數、隱遯等特徵被儒家化。延壽並非是

通過道家修煉而得的結構，而是人之常情。術數，是後人偽託的。而隱遯是在衰

世這一特定語境中的選擇。禮樂、人倫等原本屬於儒家的特徵，亦同屬於道家聖

人。老子是有德而隱之士，能向孔子傳授禮，並不廢棄人倫。 

 

其次，對於儒家聖人來說，禮樂、人倫等特徵被道家化。人倫禮樂都強調要

因時而改變。強調儒家禮樂的權變的側面，在經權關係中，「權」成為最主要的

特徵。延壽，術數，隱遯等原本是道家聖人的特徵亦被詮釋爲孔子的特徵。仁者

壽，能仁即能壽。堯舜禹等聖人無不通術數，以術數來濟仁義之窮。出處進退也

是根據用行舍藏的標準來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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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咸炘：《推十書》，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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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劉沅的詮釋中，儒家聖人與道家聖人融為一體，成為亦儒亦道的聖

人。此亦儒亦道的聖人，長壽，不是因為修煉；能術數，但不以之爲高；守禮樂，

卻能變通；能出仕，亦能隱遯。 

 

劉沅所重新建構的聖人，既非純粹的儒家聖人，亦非純粹的道家聖人。在儒、

道兩方面的各自展述之中，儒家聖人孔子道家化，道家聖人老子儒家化，儒道聖

人融合為一。同時，孔子以老子為師，則聖人間的譜系得以建立，劉沅本人所建

構的聖學正統亦具有歷史依據。 

 

同時，在對聖人形象的界定之中，「聖人，人倫之至」、「聖人無為」「聖人有

神功」「聖人即隱士」等命題，都是從立身行事的方面來定義聖人。聖人形象中

重視實踐的特質，並非筆者有意篩選材料的結果，而是由於劉沅的聖人論述之

中，確實是注重從如何行事方面來定義聖人，學聖人的入手功夫不明，也是他關

注聖人形象的重要出發點。文中所引用的「學聖者，亦第取聖人之法行之而已。」

100
「遂有讀破萬卷，弗踐倫常；高談性命，流於迂曲者。」

101
都強調學聖人過程

中功夫實踐的重要性。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劉沅重構聖學正統而形成的學說中，

功夫論占有重要的位置。下文將漸次展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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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7。 
101

 劉沅：《論語恒解》，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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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夫論的重鑄（一）——對宋明理學功夫論的

反思 

 

三教間可以相互融會的合理性，是劉沅建構新的思想體系的基礎。確立儒道

融合的合理性，就如同建構其思想的平台，在此之上，新的思想體系得以建立。

儒道釋三教思想作為基礎，劉沅從中吸取思想資源，通過創造性詮釋，而形成新

的思想體系。在建構思想體系的過程中，功夫是核心部分，是劉沅最注重的側面，

也是他在儒學史上的貢獻所在。 

 

「功夫」一詞，指爲了達到聖人的境界而採用的修為方法：「達於聖域之方

法，曰工夫。」1在不同的思想體系中，所指內容不一。朱熹言：「聖人只說克己

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2對於朱熹而言，克己復禮，去

人欲即是功夫。劉沅不認同程朱理學的功夫論，而重鑄新的功夫論。本文用「功

夫」，而非學界習用的「工夫」一詞，一是因為「功夫」、「工夫」間詞義並無差

別。3在宋明理學家的著作中，功夫、工夫混用。二是因為劉沅本人所用的詞爲

「功夫」，本文在行文中亦用「功夫」。 

 

「重鑄」一詞，取自顧炎武采銅於山之喻。根據顧炎武的說法，「今人纂輯

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4取山之

銅或買舊錢之銅，繼而鑄成新的錢幣。儒道釋三家思想，即如山中之銅。劉沅取

                                                        
1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頁 145。 

2朱熹：〈胡子知言疑義〉，《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見朱傑人、嚴佐

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大全》，第 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3557。 
3
 林永勝〈功夫試探——以初期佛教譯經爲線索〉一文，認為「功夫」、「工夫」

二詞義涵相同，「功夫」一詞出現較「工夫」爲早。早期「功夫」一詞並沒有修

養義涵，修養義涵是從佛教譯經中發展出來的。見《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一

期，2011 年 6 月，頁 1-33。 
4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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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鑄成的新的思想體系，即如所鑄成的新幣。本文用「重鑄」一詞，指劉沅從

儒道釋三教思想中選取思想資源，再重新鑄造成新的思想。 

 

本文首先論證功夫論在劉沅的「和會三教」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繼而，探究

劉沅重鑄新的功夫論的思想史語境。劉沅的功夫論由對宋明理學家的功夫論的反

思而起。以正心功夫為例，他認為朱熹格物正心的方法不正確，王陽明誠意正心

的方法並不圓足。在此基礎上提出止至善與誠意並行的方法。對止至善的解釋

中，已經摻入了道教的因素。擴而言之，理學的視角並不能完全掌握劉沅的功夫

論內涵，因而，第三節以養氣為中心，而探討三教養氣方法如何並存於劉沅的思

想中。 

 

第一節 功夫次第：三教和會的核心 

 

基於對儒學思想流變的反思，劉沅「和會三教」思想的核心，在於他認為儒

學流變中所產生的不足。劉沅本人有強烈的學術史意識，對於宋代及以前的思想

流變，提出過批評。《恒言》曰： 

 

漢儒多篤行，雖未盡符聖人，而去古未遠，實修猶有存焉。魏晉以降，

浮靡甚而聖學亡。宋人振之，惜濂溪之學由僧海崖以空空之心爲性，而不

知盡性立命之實，故治心不能復性。學者務於外，無以養其中。孔子志學

而至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而至神化，其功夫次第，知之者罕矣。5 

 

對漢儒的學術，尚表認同，因爲漢人重「實修」、「篤行」。魏晉玄學的浮靡的風

氣，與聖學大悖。宋儒昌明聖學，可惜雜僧人之學，非聖人之真。面對此學術流

變，劉沅自然是要去除浮靡、雜僧流等弊端，以求可以「盡符聖人」。從他關注

的「實修」、「盡性立命」、「治心」、「復性」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著重於功

夫論，以探明聖學的「功夫次第」爲目標。 

 

對「聖學功夫次第」的重視，源自劉沅思想中一以貫之的三教關懷。僧流、

                                                        
5
 劉沅：《恒言》，頁 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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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流、儒生都沒有得到聖學的真義，使得學者欲學聖人而無從入手。這是劉沅反

復強調聖學功夫的出發點。〈復王雪嶠書〉曰： 

 

聖人之學，由靜心養氣而始，然僧流守心，黃冠服氣，似是而實非，避

存心養氣之名，則希賢希聖又無從入手。故不得不反復言之。6 

 

聖學要由靜心養氣入手，然而，靜心養氣之修養方法，被僧流、羽流闡釋得似是

而非。儒者爲了與僧流、羽流劃清界限，再也不提靜心養氣。《論語恒解》曰：「於

是言養氣曰道流也，言靜心曰禪學也。避靜心養性之名，學聖人又無從入手。」

7「學聖人無從入手」，源於儒者為了劃清與道流、禪學的界限，而不再強調靜心

養氣。靜心養氣的修養方法的重要性，以及當時思想界中修養方法的混亂不清，

使得重新詮釋學習聖人的修養方法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異常重要。 

 

同時，他反駁前人的經解，常是因爲其使得聖學功夫不明。如： 

 

朱子……而踵二程之失，改古本大學，令聖學功夫次第不明。
8
（《正

譌》） 

 

先儒篡改儒家經典是聖學功夫難以學習的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聖學功夫不能記

載在文字當中。曰： 

 

此中有許多功夫，非可以空言曉，非可以文字傳。9（《周易恒解·說卦傳》） 

其功夫條目之細，則面授文人，以其非文字所可傳也。10（《正譌》） 

養氣不動心，自古聖人皆然。第其功至詳且密，非口耳文字所能傳，必

得明師及有恒之士面為授受，次第實踐，至於不動心。11（《正譌》） 

其功夫次第不能悉著於文，故四子六經，人人誦之，人罕能之。12（《槐

軒約言》） 

蓋求仁之功，即是養氣之功，……特其要難筆於書，故兩論罕著其文。

                                                        
6
 劉沅：《槐軒雜著》卷三，致福樓本，頁 38。 

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86-187。 

8
 劉沅：《正譌》，頁 3603。 

9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46。 

10
 劉沅：《正譌》，頁 3594。 

11
 劉沅：《正譌》，頁 3590。 

1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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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孟子恒解》） 

 

聖學功夫不可以通過文字傳播，一方面使得修養方法本身帶有神秘性，另一方

面，也使得對修養方法的闡釋具有開放性。文字的記載只能在某種程度上表示修

養方法，而真正的修養方法，還有待闡釋者深入挖掘。在此基礎上，真正的聖學

功夫要從文字之外尋求，給功夫論闡述留下了不小的空間，劉沅本人亦確實是在

功夫論的層面上建構其和會三教的體系。 

 

劉沅「和會三教」學說，在儒學史上的貢獻，也在於功夫的拓展。對於劉沅

在儒學思想史上的位置，劉咸炘的說法值得注意。劉咸炘評價乃祖「和會三教」

之思想，〈與蒙文通書〉自述其家學，曰：「炘之家學，雖異先儒。而先祖之和會

三教，乃有身心實功。以明來學風大勢觀之，此止更進一步，而非別為怪異。故

先祖於先儒已發明者，皆承認之。」14從學術源流上說，劉沅於前人的學術無偏

重，正如《國史館本傳》所云「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

15「身心實功」指劉沅「和會三教」思想本身的特色與實踐。此外，尚有三個關

鍵詞：「明以來學風大勢」、「非別為怪異」、「更進一步」。 

 

首先，分析劉咸炘所認為的明以來學風爲何。「明人本好言三教合一，而理

學近禪，文士尤喜丹道。」16三教合一，是明代的思潮，對此思潮，劉咸炘分析

道： 

 

明人主和會三教者：薛西原、王龍溪、趙大洲、楊復所、管東溟為著。

朱近齋親承陽明之教，而後歸於丹道。其述陽明語，謂道大無外三教，其

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是一家，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

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遂不相通。17 

 

以薛、王、趙、楊、管五人為明代和會三教的代表人物。五人「和會三教」的思

                                                        
13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14

 劉咸炘：〈經今文學論〉，見氏著《推十書》，頁 2208。 
15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56。 
16

 劉咸炘：〈思舊錄跋〉，見氏著《推十書》，頁 359。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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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承陽明學而來。以陽明「廳堂三間共為一廳」的比喻而言，三教原為一家，

後來「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

與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18儒者把左右廳堂割給佛家與老氏，

只守一家學問，舍本而逐末。如果把中間樊籬去掉，則三教原為一家。在三教思

想的發展上，則取源流觀，認爲三教思想在源頭時相同，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失去

本來相同的部分，不再相通。 

 

對明末學風的批評，首重山人們的膚淺老莊釋氏之名理。〈思舊錄跋〉曰：「明

末學風之壞，時文固其一端，而尤有大病者，則山人纖雜之風……所謂纖雜之風，

所包甚廣，大氐膚淺老莊釋氏之名理……」19劉咸炘所批評的明末山人所講老莊

釋氏名理膚淺，所指並非義理上的淺顯，而是指山人以老莊釋氏思想爲依託，而

隱遁山林，沉迷下文所言的「書畫篆刻之技，古玩園亭之賞，乃至詞曲聲伎」等

行為，而導致世風浮誕。此爲劉沅之前，三教思想的狀況。反過來說，劉咸炘所

認為的非「膚淺老莊釋氏之名理」，所指亦並非在理性上辨析老莊釋氏之理，而

是在行爲上，並不隱遁山林，依然以儒家的倫理標準為人處世。這是劉沅學說相

對於明末學風的一大進步之處，也是劉沅「和會三教」思想「非別爲怪異」之處。 

 

從明代學風來說，劉咸炘認為三教之談，是平常之談，非怪異之說。〈全真

教論〉中爲全真教正名，認為釋老之說應被載入史籍，曰：「栖遁之士，技術之

迹，事止一人，偶遺之故不爲病，若既成風俗，便不得遺。」20道教思想已成風

俗，乃祖提倡和會三教，又何爲怪異？ 

 

相比於明末學風，劉沅之說，如何「更進一步」呢？劉咸炘對學術之「進」，

曾有論述。劉咸炘〈三進〉篇認為漢以後儒學經歷三變：「漢以後儒者之學凡三

變：漢唐儒者止於粗迹；至宋始知反本而兼取老莊佛氏；至明更求靜處之實得而

                                                        
18

 《年譜》三，見王守仁著，吳光等編《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五，（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289。 
19

 劉咸炘：〈思舊錄跋〉，見氏著《推十書》，頁 359。 
20

 劉咸炘：〈全真教論〉，見《推十書》，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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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丹家，合三教，皆求之愈切，入之愈深，每變而益進者也。」21漢唐儒學，只

是外在之粗迹；宋人反本，爲進一步；明末通丹家，合三教，爲更進一步。所謂

反本，指宋人的心性之學反還人內在的身心性命，由此，方可兼取老莊佛氏。所

謂通丹家，指求得靜處之實，對靜處時的境界與功夫都莫逆於心，才可以更進一

步。在〈復徐季廣書〉中，劉咸炘明確地把劉沅的學術思想放到此儒學發展過程

中加以評價，曰：「須將炘所著〈三進〉篇說與，俾知槐軒之說，乃是較先儒進

一步。」22那麼，劉咸炘所謂「更進一步」，指劉沅的學術思想在此三進的脈絡

之中，求得靜處之實，得通丹家。在〈三進〉文末，言及乃祖劉沅的學問，曰：

「吾祖嘗謂僧流偏於養心，道流偏於養氣。誠知心氣相關之故，則此蔽可解矣。」

23所謂「蔽」指的是道流養氣，僧流養心，劉沅提倡心氣交關，則僧道之間的功

夫方可相通，「和會三教」的思想方可更進一步。心氣相關，關係到修養功夫：「若

知心氣交關，則知下手處當何在矣，此是問題肯要處，最須要與細談也。」24在

劉咸炘看來，乃祖的和會三教，把握了儒學修養方法中最重要的入手處，由此入

手，儒學的實踐功夫能更進一步。 

 

綜上，劉沅的儒學由反思宋明理學的弊端而來，在明末膚淺老莊釋氏的學風

之上，發展出來的「更進一步」之儒學。劉沅之學，具有以下三個特點：其一，

在實踐上，深得老莊釋氏之理，並非集中於義理之「膚淺之談」；其二，通丹道，

進而把握心性之學的功夫實踐；其三，心氣相關，可掃除僧流養心，道流養氣之

蔽，在修養方法上使得儒學的實踐功夫更進一步。 

 

第二節 朱、王之辨：心與正心 

 

劉沅幼而習儒學，並參加了三次會試，對當時作為科舉之大宗的程朱理學應

不陌生。同時，他本人的學說，由對理學的反思而來。因此，本文以心與正心爲

                                                        
21

 劉咸炘：〈三進〉，見《推十書》，頁 517。 
22

 劉咸炘：〈復徐季廣書〉，見《推十書》，頁 2211。 
23

 劉咸炘：〈三進〉，見《推十書》，頁 526。 
24

 劉咸炘：〈復徐季廣書〉，見《推十書》，頁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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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探討劉沅功夫論與宋明理學家的典型代表朱熹、王陽明的差別。 

 

民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曰：「止堂講學，初宗宋儒，繼乃會通三教。於

導養鉛汞之旨，號有心得，著書等身，蜀士多稱之。」25認為劉沅的學問有從宋

儒之學轉向會通三教之學的轉折。〈《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槐軒約言不分卷〉

認為劉沅「生平精研理學，以程朱爲宗，著述甚富」26，也認為劉沅爲學宗程朱。

劉沅三十歲時（1797 年）即遇到對其學術轉向有重要影響的野雲老人，現存作

品中已經沒有純粹是宗宋儒的著作。然而，其文辭中充滿宋儒理氣心性概念，去

世前一年（1854 年）所著《正譌》一書，糾正從韓愈到朱熹等人的思想，對理

學的道統說給予全面的否定。由這些因素，可以看出他的學問與宋儒的關係。 

 

而現代學者對劉沅的評價往往認為其學問以陽明心學為主。馬西沙、韓秉方

的《中國民間宗教史》認為劉門教和三一教、黃崖教一樣，「以上三教的教團都

是由學術團社轉化形成。其初成員多為學者，所謂學術為理學中陸王心學一脈，

講究心性即天理，人人可通過修養道德， 修煉內功而得『聖道』，以成聖成賢。」

27把劉沅的學問歸類為陸王心學中的一脈。劉沅後人劉伯榖先生，在被問及劉沅

學問當屬程朱或陸王時，也沒有給出肯定的答案。28 

 

劉沅的功夫論，究竟宗朱熹，或以陽明心學為宗，或者認為兩者的功夫論都

不圓足，是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本文以「心」與「正心」為討論對象，從「心

即理」與「性即理」等核心命題出發，判斷劉沅思想的淵源。首先，劉沅批評陸

王與程朱俱提倡「心即性」，未能把握心的先天後天之分。其實，程朱認為心統

性情，心不等於性。劉沅之先天之心等同於陽明之本質之心，後天之心等同於朱

熹實然之心。他試圖融攝朱熹與王陽明關於心的論述，然而，最後使得先天後天

                                                        
25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二十六，民國退耕堂刻本，頁 8510-8511。 
26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 17 冊，頁 225,。 
27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頁 1351。 
28

 趙均強、龍偉整理的〈劉伯谷先生訪問記〉中談到劉沅學問淵源的問題時，

劉伯谷先生回答曰：「槐軒思想淵源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研究，也不忙著下結論。」

見《蜀學》，第 3 輯，（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12 月），頁 2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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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究竟是一心還是二心的矛盾。其次，在正心的功夫論上，劉沅不認同程朱《大

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順序，批評程朱正心的功夫是禪學。同時，認

為王陽明正心在誠意的方法未全面。最後，總結劉沅的思想有陸王心學的傾向，

卻不能等同於心學。準確來說，他破除了程朱陸王之間的門戶之見，在心性關係

上，劉沅未能把握程朱陸王之間的分歧點，對他們的批評皆有失誤。對兩者的學

問都有借鑑與批評，最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 

一、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 

 

心、性、理三個概念及其相互的關係，是判斷程朱與陸王關係的核心概念。

黃進興認為：「從哲學上說，對這三個概念（心、性、理）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

顯示了陸王學者與程朱學者之間的本質區別。」29對「心」的界定上，朱熹認為：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30性與理二者等同，

而心中包含性之外，尚有情，所以心不能與性、理等同。王陽明認為：「心也者，

吾所得於天之理也。」「心即性，性即理。」
31
 「心即理也。」

32
心、性、理三者

是完全等同的。程朱陸王之辨是思想史上的核心辯論之一。現代學術研究已經顯

示朱子之心與王陽明之心，所指並不是心的同一層面。陸寶千總結道：「朱學與

王學之別，其分水嶺在雙方言『心』之互異。朱子所指之心，乃實然界中氣質之

心，陽明之心則本體之別名也」。33朱子之心，是實然存在之心，因此統性情，有

善有惡。王陽明之心，是心的本體，因此有「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後學互相

                                                        
29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

版社，2010 年），頁 85。山井涌亦認為：「概括而言，理，就是道理；氣，就是

物；心就是人，性就是人的本質。由於心與性是重複的，所以在四者中，理、氣、

心是最基本的概念，這三者中，以什麽作為根本來構築世界觀呢？如再加上

「性」，如何來認識這四者的關係？這就成了宋以後直到清代中期各種思想的差

別點。」見《氣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343。） 
3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93。劉沅《正譌》中認為張載「心統性情」的

說法，「雖止說得後天之心，亦為確實。學者若不擇瑕瑜，一概遵信，反失孔孟

之正義」。（《正譌》，頁 3564。） 
31

 王陽明著，施邦曜集評：《陽明先生集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51。 
32

 王陽明：《傳習錄》卷三，見王陽明著，施邦曜集評《陽明先生集要》，頁 73。 
33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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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其實沒有把握此根本區別。
34
劉沅亦認為朱子的虛靈不昧之心與陽明良知

等同：「朱子解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非良知之謂乎？」35 

 

在程朱與陸王之爭中，劉沅指責辯論的雙方，都把心等同於性，曰：「以心

為性，朱陸及陽明皆同也。」36「陸王與程朱，皆以心為性。」37程朱之心，明明

不等於性，此是劉沅判斷失誤處。 

 

其次論述他對陽明以心為性說的批評。劉沅所定義的儒學的心性關係應該是

先天之心為性，後天之心不等同於性。《大學恒解》曰： 

 

心在先天渾然者，即是性，是心之本體也。既生以後，有此血氣之身，

即有七情之擾，而知覺運動之心，非復先天渾然之心，為其緣氣質而生。
38 

 

心所分的先天後天，分別是本體之心與實然之心，則先天之心是陽明學中本體之

心，後天之心是習心。那麼，劉沅此處所認同的「即是性，是心之本體也」與王

陽明「心即性」的論述，是相同的。然而，劉沅另有「心本浮動」的表述。先天

之心之本質是性，後天之心的本質浮動，那麼，把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統合起來

                                                        
34

 參考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78 年），頁 119-162。。陸

先生以康熙年間代表性作品《王學質疑》為例，證明其時朱子學者對王學的質疑

皆不中肯，未能把握兩者對心的定義的不同。 
35

 劉沅：《正譌》，頁 3620。 
36

 劉沅：《子問》，頁 3887。 
37

 劉沅：《正譌》，頁 3620。 
38

 劉沅：《大學恒解》，頁 35。清人陸隴其《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卷三十一曰曰：

「人有一偏之心，有全體之心，有後天之心，有先天之心。先天者，初心也，後

天者，習心也。一偏者，觸心也，全體者，本心也。其初心，本心也，其習心，

觸心心之心也。」陸隴其是清初著名的朱子學者，其先後天的論述看似與劉沅的

觀點相似，實質卻不同。陸氏把先天本心界定爲全體之心、初心，後天觸心界定

爲一偏之心、習心，採用的是王陽明對心的本體與習心的區分方法，正是陸寶千

所說的清代朱子學大多是「王學化的朱子學」的典型代表。而在劉沅的體系中，

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二者之間並不是有主從差異的全體與一偏的關係。在陸氏

的體系中，只有先天之心具有本體性，後天之心只是先天之心失去其本體狀態時

的表現，無本體性可講。而劉沅的後天之心亦有相應的本體論述，即「心本浮動」。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9 冊，頁 6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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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的心的本質爲何？對此，劉沅卻沒有明確的論述。此是劉沅理論體系的不

完善之處。 

 

劉沅的心性學說，有著統攝程朱與陸王之說的傾向。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的

分別，可以等同於本質之心與實然之心。劉沅《正譌》中認為張載「心統性情」

的說法，「雖止說得後天之心，亦為確實。」39他意識到朱熹實然之心，是後天之

心。先天之心即性，即心的本體為性，與陽明學說一致；後天之心雜性情，即實

存之心統性情，與朱子學說一致。然而，本體之心與實存之心的定義界定不清，

使得劉沅對心的定義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心在先天渾然者，即是性，是心之本

體也。」40（《大學恒解》），此處用先天之心來指心的本體。「心本浮動」41（《古

本大學質言》）此處則用後天之心來指心的本體。 

 

《孟子·告子上》「求其放心」章，劉沅附解曰：「《書》言人心、道心，一心

而何以兩名。人心，人身受氣不齊之心；道心，天命粹然之心也。惟後天與先天

不同，故人心與道心混雜。」
42
朱熹「心統性情」之心，指人心；陽明「良知之

心」指道心。43劉沅之心試圖包羅人心與道心。「天理爲心之本體，氣質爲心之郛

廓。」44心之本體，陽明所常言；心之郛廓，邵子所道，朱熹所闡發者。45「心有

人心、道心之分。道心，性也；人心，情也。」46從《尚書》的文本中解釋，人

心與道心確實是統一在一心之中。而作為一種理論體系，用人心與道心的雙重標

準來作為立論的基點，會使得理論體系含混不清。因此，劉沅《孟子恒解·盡心

上》曰：「虞廷言心而分人心道心，是明明有二心也。」47《孟子恒解·公孫丑上》：

                                                        
39

 劉沅：《正譌》，頁 3564。 
40

 劉沅：《大學恒解》，頁 35。 
41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頁 14。 
4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52。 
43

 王陽明《傳習錄》：「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陳榮捷《傳習錄詳註集評》，

頁 69。） 
44

 劉沅：《論語恒解》，頁 287。 
4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廓。』」

（頁 3。） 
46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9。 
47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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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心、人心，祗此一心。」
48
同一本書中，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可見，

人心與道心，究竟是一心，還是二心，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是不清晰，甚至互相

矛盾的。在劉咸炘的詮釋之中，人心與道心已裂變為「兩心」。 

 

把朱子與王陽明學說都認為是「以心為性」，並加以批評，顯示了他要維護

聖人之學的態度。心是聖人修養的關鍵概念， 「心本浮動」49，「蓋性本虛無，

心乃浮動。性原於天命，無聲無臭者，安得不虛無？心雜於形質，嗜欲牽引者，

安得不浮動？」
50
此心的浮動，並不如李卓吾童心說中本體當下的活潑潑的動，

而是雜有形質欲望的動。由於心的浮動的特點，「以心為性」的說法，造成了正

心的困難。「謂心即性即德，乃禪學耳。」51禪學與孔孟之學不同，相應地，修養

方法亦異，以心為性的說法，會使得難以正心，迴歸先天之心的純粹。 

 

劉沅把心分成先天之心、後天之心，然而先天後天的區分與人心、道心，本

質之心、實然之心，朱熹「心統性情」之心、王陽明「心即理」之心間的關係，

劉沅並沒有準確地把握，而導致了一心與二心的矛盾，對朱熹、王陽明的觀點判

斷亦有失誤。產生這些誤讀的原因在於心的先天後天之分在劉沅的天人合一體系

之中的極特殊的地位。52 

二、性、質：燈籠之喻 

 

心性的本體已如上述，要落實到功夫實踐至上，則首先要解釋的是人性的本

體是善或是惡。如果人性本善，那麼惡從何處來，要通過何種功夫論來去除惡。 

 

性本善是劉沅的基本立場，而之所以不善，是因為情的影響。《詩經恒解》：

                                                        
48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49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頁 14。王陽明認為心即性也，「心之本體原自不動。

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傳

習錄》卷二，見《陽明先生集要》，頁 69。）此心的本體是先天之心的狀態。而

劉沅心本浮動之心，包括了先後天的狀態。 
50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頁 35。 
51

 劉沅：《大學恒解》，頁 30。 
52

 詳細解釋，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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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皆善，而不善者情爲之。」
53
進一步來說，情之存在，是因爲人受生於天

地父母而形成的氣質的不同。「氣質所稟，原於天地父母者不同，而純雜判矣。」

54劉沅用人出生的過程來解釋惡的生成。《孟子恒解》曰： 

 

人稟父母之精氣而育，實稟天地之理氣而生。天之理氣渾然粹然者，

太極也，人得之以爲性。孟子曰人性皆善，此也。顧其得天地之理氣者無

不全，而得父母之精氣者不能一，故有此氣而有此質。55 

 

從氣化生成的過程來說，人稟受天地理氣而生，此爲性。天地理氣無不善，則人

性皆善。然而，稟受父母精氣而生的部分則混雜不純，此部分凝結爲人的形質。

形質的生成，即是惡的生成。「形骸具而理氣雜。……然其所生者固在，特囿於

質，惑於情，不免逐物而遷耳。」56指人有形骸以後，理氣就混雜不清了，所受

生的性被氣質情欲的困惑而不清。「形骸具」是性善所面對的最大阻礙。「囿於

質」，則情之迷惑隨之而來。此質的存在，使得人稟天地理氣而生的「性」蒙昧

不清。「質」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是人性中有惡之原因。 

 

關於性與質的關係，劉沅多次用燈籠的比喻來說明。《孟子恒解》曰： 

 

質之清濁厚薄殊，而性之純雜亦判矣。譬如燈籠，性火也，質籠也。

籠之明晦不同，其中之有火同也。第籠以水晶琉璃，則光顯；籠以紗與紙，

則亦著；若木與石則全晦矣。然不得謂其內之無光，而謂性本不善也。57 

 

性是燈籠中之火，質是燈籠外的物體。燈籠中有火，然而由於燈籠外層物質的不

同，則燈籠的明晦不同，所以性善則同，質的清濁不同。修養的功夫，包含了從

燈籠內外的火與形質兩方面。《孟子恒解》又曰： 

 

性如光明寶燭，質如燈籠：上智之人，水晶琉璃為燈籠者；中智之人，

紗絹紙帛為燈籠者；下智之人，則木為燈籠者也。究之，其內有燭則不異。

                                                        
53

 劉沅：《詩經恒解》，頁 625。 
54

 同上。 
5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0。 
56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1。 
57

 劉沅：《孟子恒解·公孫丑上》，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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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教人養氣存心，化其氣質之拘，是去其燈籠之蔽也，擴充克制，去其

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燭也。58 

 

燈籠之晦來自火與籠兩部分，外來的物欲能減弱火光，本來即有的氣質的拘蔽則

蒙蔽火光。所以養性的功夫，一方面是養氣存心，去本來即有的拘蔽，另一方面

是擴充克制，增益性之善。 

 

從燈籠之喻中，可以看出劉沅對於人之惡的態度。惡的存在，是因爲人要受

父母之精氣而出生，具有具體的形質，與老子「吾所以大患者，爲吾有身」相似。

把人性中的惡，看作是伴隨出生而來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使得惡具有某種程度上

的合理性。劉沅並沒有由於惡的存在，而要消除使得惡得以存在的根本——人的

身體。在燈籠之喻中，雖說外在燈籠會使得內在寶燭變得晦暗，但如果沒有外在

燈籠，則整個燈籠不成爲燈籠了。修養的方法，是使得外在的燈籠由木石爲形質

變成由水晶琉璃爲形質，而不是去掉外在的燈籠。 

 

對於燈籠之喻，劉咸炘給予很高的評價。〈故性〉篇對由孔孟以至程朱的說

法加以評析，認為朱子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分，有悖於孔孟本義。提倡以乃

祖劉沅燈籠之喻來評價各家學說：「吾先大父已詳解《孟子》矣。其要曰：『性如

光明寶燭，質如燈籠……』今據此而推之，諸家是非可定也。」59用燈籠之喻來

解釋孔孟荀告等人的說法：「孔孟之言性，指燭光，而諸人之言性皆指燈籠琉璃

木石，不可概於常而紙帛不皆明不皆晦，故紛紛不能定。」60可見，他認為劉沅

的說法是得孔孟真義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咸炘把劉沅關於性與質的燈籠之喻，

推衍爲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曰：「寶燭者，先天之心，受中之本然，坎性也。

燈籠者，後天之心，氣質之所拘蔽，離情也。」61寶燭與燈籠，雖說共同組成一

個物體，但二者作爲組成物件，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從中，也可看到上文所提到

的劉咸炘把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截然分作兩心。劉沅本人沒有用燈籠之喻來指先

天之心與後天之心，然而他的思想中蘊含著把心兩分的可能性。 

                                                        
58

 劉沅：《孟子恒解·告子上》，頁 546。 
59

 劉咸炘：《推十書》，頁 444。 
60

 劉咸炘：《推十書》，頁 445。 
61

 劉咸炘：《推十書》，頁 444。 



110 

 

 

燈籠之喻，無疑會影響到劉沅對「正心」的解釋。《大學》：「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劉沅注曰：「身謂氣質，人必先有氣而後有此質。……心宰乎身則

不然，養大體者，必使身之渣滓全無，與心合而爲一，如水晶燈籠表裡皆徹。」

62《大學》原文意指通過正心達到脩身的目的，而劉沅的解釋把二者的關係調轉

過來，功夫落在脩身上。在闡釋中，全然不解釋「脩身」與「正心」的先後邏輯

關係，重點落在脩身而與心合一，而非《大學》本文的「先正其心」。最後要達

到的目的是「身心合一」，而非《大學》本文的「脩身」。劉沅對程朱、陸王正心

功夫的評價亦以此正心方法爲基準。 

 

三、格物不能正心：對朱熹格物說的批評 

 

程朱注《大學》提出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正心」處在格物致知誠意之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正心的功夫，以格物，致知，誠意三者爲前提。劉沅

對程朱正心功夫的批評，著重於切斷格物致知間的必然性，以及誠意與正心間的

聯繫。 

 

首先，對於「致知在格物」，劉沅認為程朱向外窮盡物理的格物方法，從影

響上說，「令後人務博鮮約，忘本逐末」，誤導後人。而其格物的方法，本身不是

孔孟真傳。孔孟未嘗教人「專向事物上用功」。《大學》文本中，由向外格事事物

物之理，而達致體認天理的過程中，核心步驟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

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粗精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對此，劉沅質疑：

「專向事物上求知，即知得此物，必不能遂通彼物，如何用力之久，便豁然貫通？」

63一物有一物之理，格一物不能得到另一物之理，認為格物與豁然貫通間沒有必

然關係。 

 

                                                        
62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頁 27。 
63

 劉沅：《正譌》，頁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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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致知之功夫不在格物，劉沅復根據《大學》中「知止而後有定，定而

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把「知止」解釋爲致知的功

夫。《正譌》曰： 

 

夫子言知止之效，此心定靜安矣，然後能慮，慮即知也。義理無窮，

人心多妄，定靜安而後志氣清明，易於燭理，慮而得，謂義理是非之真。

蓋知本於心，心靜而理明，故慮而能得，此知止所以爲清源之功。……辨

得明，便是知得真。64 

 

上文批評向外格物的功夫，物各有其道理，知得此物之理，不能知彼物之理。所

謂「眾物之表裏粗精無不到，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的功夫，不在外，而在內。

使心無妄，心靜之後，能辨事物之善惡，辨得清楚，則知得真切。 

 

其次，對於誠意。朱子解曰：「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

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茍焉以自欺者也。」對此，劉沅判斷曰：「是禪

家心地慧悟，便可了徹一切之義。」65但是，禪家的功夫，是不能引導出修齊治

平的結果的。朱熹亦深明其理，繼而把禪家之誠意與格物功夫綜合起來解釋聖人

之道：「朱子以此（禪學）加格物一層功夫解誠意。……且竝誠意亦不知其所誠

也。」最後，劉沅提出自己認為的誠意功夫，曰：「蓋誠意者，一點念頭動處，

如善則實心去做，不善即斷斷不爲，此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專說知之真，

便爲誠也。」66意，是從念頭處用力，有念頭，則分善惡，善則行，惡則止。劉

沅誠意之功夫與王陽明所云如出一轍。 

 

在八條目之中，劉沅批評朱熹對格物、誠意的解讀俱不得其真。他把致知的

功夫解釋爲知止，完全否定了格物之功。對於誠意，則認為朱熹的解讀是禪家功

夫，如正確解讀誠意，則誠意依然是正心的功夫。他對誠意的解釋與王陽明相同，

那麼，是否可以說朱熹的正心方法與王陽明相同呢？不然。 

 

                                                        
64

 劉沅：《正譌》，頁 3605。 
65

 劉沅：《正譌》，頁 3606。 
66

 劉沅：《正譌》，頁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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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誠意不能正心：對王陽明誠意說的補充 

 

劉沅正心之功夫，與王陽明的說法多有相似。在《大學》改本中，朱子曾提

出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認為大學之功，要從格物起，本末條貫，循序漸進。

王陽明與朱子的不同，在於對八條目的看法不同。王陽明認為朱子在《大學》中

「此謂知本」後所加上的「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這一段是不正確的，因此他

提倡《古本大學》。在他看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並不是循序漸進的關係： 

 

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

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

可得而缺焉者。67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間並沒有功夫先後的差別。而所謂正心，在陽明看來，

即誠意： 

 

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性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

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

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

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68 

 

王陽明認為心即性也，心無可正之處，因此要從意上正心，意誠即是心正了。對

誠意、致知的重視，是王陽明與朱子《大學》詮釋中的基本區別。69其中，誠意

之功夫尤爲重要。王陽明〈答顧東橋書〉曰：「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

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 

 

劉沅的正心之學與王陽明的看法，有不少相似之處。二者皆不認同朱子「八

                                                        
67

 王陽明：〈大學問〉，見《陽明先生集要》，頁 151-152。 
68

 王陽明：〈大學問〉，見《陽明先生集要》，頁 150。《傳習錄》中另有說明：「然

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

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368。） 
69

 參考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頁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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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之序，提倡《大學古本》，此是其一。但是，二者對正心與誠意的關係，

與正心的實際方法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大學》「所謂正心，在於誠意。」劉沅認

為意是心之發念處： 

 

故致知誠意，不分兩事，意即心也。而分言之，則心是本體，意是發

動處。誠意者，能治其動矣。至心之本體，欲求渾然天理，則非慎動可了。
70 

 

如果致知誠意，不分為兩件事，則心即意也。分為兩事而言，則心是本體，意是

本體所發動處。誠意僅能使得心之發動能「發而皆中節」，但並不能保證本體的

渾然天理。在此，劉沅切斷了由誠意而必達正心之途。誠意固然重要，但正心則

另有功夫，《正譌》曰：「以為學功夫次第言，則意止是念頭動處，心是以全體言。

誠意是謹其已發，正心則未發之中，渾然在抱，功效相去，有天淵之別。」71誠

意未能正心。 

 

在正心的功夫上，劉沅未曾對王陽明的說法加以批評。從上文的分析可知，

劉沅與王陽明的正心功夫相似。然而，王陽明與劉沅對心的理解不盡相同，王陽

明認為心的本體無不正，只需在心的發動處用功夫，即在意上用功。誠意即可正

心。72劉沅卻強調誠意並不能正心，對心之本體而言，慎動不足以正心。 

 

五、知止以養其源，誠意以謹其幾：劉沅的正心功夫 

 

朱熹、王陽明的正心之蔽已辨之於上，那麼，劉沅認為如何才能正心呢？在

下文對劉沅的修養方法有專節討論，因此，在此處僅就《大學》中誠意正心二者

                                                        
70

 劉沅：《大學恒解》，頁 36。 
71

 劉沅：《正譌》，頁 3607。 
72

 陽明四句教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

去惡是格物。」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陽明認為心是一個『本

體』的的概念，而不是『發用』的概念。一般所說的發用之心，即現成意識活動，

被規定爲『意』，包括各種思維欲望情感。意是經驗意識，是有善有惡的，是可

以『著力』作功夫的。……而『心之本體』，既然不是經驗意識，而是純粹意識，

當然就無法做功夫的。」（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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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加以論述。劉沅認為要結合內外功夫，靜而存養，動而克察。其中，克察

是誠意功夫，存養是知止功夫。劉沅《大學古本質言》曰： 

 

意之動也，其始多緣物感而起，繼而外物與知覺相習，則遇事物而妄

動，無事物亦憧憧矣。初學知止至善，養心之久，而有定靜安氣象，則靜

存有幾矣。能靜然後能知意之發動，一念之動，善則擴充，惡則克治，久

久物欲漸少……因平日先有格物致知一段功夫，乃能知其意之是否而誠

之。非不知止至善，專求誠意便可誠也。……心至動，而欲寡則志氣清明，

一有物欲之萌，即真心斬除之，故知止以以養其源，誠意以謹其幾，不可

偏廢。
73
 

 

所謂知意之動，善則擴充，惡則克治，是誠意的功夫。誠意只是正心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則是知止至善。靜存知止至善而後，動方可誠意，兩者結合才是正心的

完備的功夫。 

 

既然，正心要止至善以養源，誠意以謹幾，則劉沅如何解釋「止至善」的功

夫呢？《大學恒解》注曰：「止，止其所而不動也。至善，人身太極之所，即宥

密也。」74繼而，在附解中闡發道：「有至善之地言，乃天命之性所含，非一切血

氣之倫可比，名曰至善。」75可見，止至善者，指止於血氣存在之前的太極之所。

太極之所何爲？在《大學古本質言》中有更明確的說明，曰： 

 

至善者何？堯舜以來所謂「中」也，《虞書》「允執厥中」。……人受

中以生……人爲天地之心，身有太極之所，與天地無二，特在人身者稍窄

耳。……虞廷言「中」，《詩》云宥密，夫子言「道義之門」，此又名之曰

「至善」，蓋五官百骸不外血氣，惟此天地之中虛明空洞，血氣不能到，

私欲不能入，知之而宅心於此，自有諸己以至化神，乃可節次而幾。名爲

至善，以非此無以致中也。……老子嘗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恐人

不知所謂「中」，則直言之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至「有欲觀竅，

無欲觀妙」，則竝止至善之法而亦言之。76 

 

所謂至善之所，是人身之中的太極之所。此太極之所與天地之太極一樣，只是在

                                                        
73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頁 28。 
74

 劉沅：《大學恒解》，頁 15。 
75

 劉沅：《大學恒解》，頁 16。 
76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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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上較狹窄。此處，無血氣，無私欲。人要時常止於此處，才能感受到自身與

天地太極間的聯繫。《周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劉沅注曰：「密，宥

密，人生太極之所，所謂中也。」77《周易》所謂「密」、《老子》所謂「竅」「妙」

與《大學》所謂「至善」，所指都是人受中之本。止至善的功夫，則是收放心回

歸此「中」。《正譌》曰： 

 

學者收放心而入於中，養以虛無，一念不生，萬緣屏絕，果能極乎至

靜，則先天真性自生。孟子所謂「有諸己」也，若不得至善所在，而欲收

心養氣，即辛苦終身，亦難明明德矣。78 

 

止於至善，指把心存養於至虛無之地，摒絕意念，體驗到至靜的狀態，則能使人

受天地之中而生的真性復現。在劉沅的詮釋中，《大學》止於至善、《周易》退藏

於密，以及《老子》觀竅、觀妙，表達的都是這一種回歸太極之所的功夫。由此，

亦可以看到劉沅止於至善的功夫並不僅是在儒家的範疇中加以解釋，同時引入了

道家老子的知識資源。 

 

對於劉沅以老子之竅妙來解釋「至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曰：「雖嫌

駁雜，然視陽儒陰釋者，有殊矣。」79亦肯定劉沅的經學詮釋與所謂陽儒陰釋者

的區別。 

 

六、小結 

 

在程朱與陸王異同的爭論上，首先，劉沅認為雙方的學說，並沒有本質的差

別，只是後人相爭，使程朱陸王之爭成為門戶之爭。「陸王與程朱本無異學，但

其教人，陸使人先靜心，朱使人先格物。從者推波助瀾，遂分門戶。」80陸王與

程朱學問的差別在於入門的功夫是靜心還是格物。兩者從本質上「本無異學」也。 

                                                        
77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25。 
78

 劉沅：《正譌》，頁 3616。 
7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古本大學質言》，

第 14 冊，頁 195。 
80

 劉沅：《子問》，頁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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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朱子格物之學，他尤爲反對，認為程朱之學使得學者追逐外物，捨本逐

末。總的來說，朱子學的兩個關鍵是理氣關係和心性關係，對此，劉沅都加以反

駁。劉沅之心分為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先天之心爲性，不同於朱熹之心僅是實

然之心，非本體之心。從第三節對氣學結構的分析中，可知劉沅提倡理氣一元，

與朱熹的理氣二元，理在氣先，理爲形而上，氣爲形而下的觀點相悖。 

 

其次，在程朱與陸王之間，他對陸王之學說表示更多的同情，認可他們教人

先靜心的方法。《子問》曰： 

 

問：「陸王之學何以與程朱異？」曰：「以心為性，朱陸及陽明皆同也。

但其教人，象山以靜心為先，朱子以窮理為急。門人守其師說，推波助瀾，

遂分門戶。然天下之物不可勝格，而志氣不清，知識亦何以開？則象山先

教人靜坐，為得其要。……象山陽明天資高而氣質清，不廢物理，亦不拘

於古法。故通達較勝。」81 

 

在靜心與格物之間，劉沅明顯傾向於靜坐為先。在朱熹與王陽明之間，劉沅認為

王陽明之學有與程朱之學相契合之處，但陸王能不為禪學束縛：「陸王與程朱皆

以心為性也，但象山陽明天資超穎，不為禪學所束縛。陽明更涉歷艱難，亦有名

師。二人功業彪炳門。」82陸王天資超穎，其成就似有超越程朱處：「象山陽明不

為禪學所束縛，通以人情物理，故功業獨標。」83與他批評程朱之學是禪學不同，

劉沅認為象山與陽明是能掙脫禪學的束縛，得到更高的成就。 

 

復次，雖說對陸王之學表示更多的同情，然而，劉沅依然認為陸王之學不是

聖人之學。《正譌》曰：「天資高者，智慧頓發，亦或通神，此佛家捷法，一名了

性……陸王之過人以此，固世宙之所希，而非中人以下可能，且不合聖人之全。」

84陸王二人，由於天資高明，在宋儒禪學的途徑亦能達到很高境界，但畢竟不是

聖人之全功。 

                                                        
81

 劉沅：《子問》，頁 3887。 
82

 劉沅：《正譌》，頁 3620。 
83

 劉沅：《正譌》，頁 3589。 
84

 劉沅：《正譌》，頁 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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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不認可陽明學說，可以在兩個地方表示出來。第一，是對「良知」概念

的不認同。「王陽明首倡良知之說，其意以為心之自然好善惡惡者便是良知，特

蔽於欲，則昧其本然之良，故教人靜坐省克，果然去得私欲凈盡，心之本體明澈，

即是良知。天下事物亦遂可一心而理。其義未為大非也。但以昭昭靈靈之識神，

即為先天之元性，不知良知良能除卻仁義之事，即為私欲。」85「識神」是佛教

術語，與「元神」相對：「佛言元神、識神。元神即道心性之本體，故曰元；識

神即人心知覺之靈，故曰識。」
86
「識神」指後天之人心。「元性」是道教用語，

指先天一點性靈，「蓋自太極既分，稟得這一點靈光，乃元性也」87（《青華秘文》

卷上）。認爲王陽明良知良能的概念中除了仁義，還包括了私欲。用劉沅經解中

的話語表達，即是王陽明所說之心，是後天之心，未是先天之心。這就牽涉到第

二點的不同，即對心與性的關係的理解不同。王陽明認為心與性是相同的。王陽

明〈答顧東橋〉曰：「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

矣。」在對《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的詮釋中，王陽明認為盡

心與盡性是同一回事。
88
然而，劉沅《孟子恒解》卻闡發心與性的不同：「孟子則

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即心即性矣，而又何存與養乎？」89《正譌》又曰：

「夫存其心，養其性。虛靈者，心；純一者，性。相爲體用，本不可以兩分，而

易動者心，難純者性。存之養之，此中有實功，非自得，不知也。」90「孟子言

存其心，養其性。心性有分，存養亦有別。」91孟子分別用「存」與「養」二字

表示對心與性的功夫，表示心性雖然互爲體用，但是，二者之間有精微的差別。

在陽明心學的核心問題——對心的看法上，劉沅與王陽明有根本性的分歧。 

 

綜合以上的說法，可知劉沅的思想有綜合程朱與陸王之學的傾向，且更近於

陸王心學，然而並不能歸屬於任何一家。在心與性的關係上，他認為作為本體的

                                                        
85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9。 
86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2。 
87

 [宋]張伯端：《青華秘文》，明正統道藏本，頁 9。 
88

 參考陳來《有無之境界：王陽明的哲學精神》，頁 84。 
89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1。 
90

 劉沅：《正譌》，頁 3595。 
91

 劉沅：《正譌》，頁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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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之心為性，與陽明學說相同，認為存在的心包含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統性

情，與程朱學說相同。反過來說，又與兩者都有差異。與朱子相比，他注意到心

中與性相同的因素，因而在功夫論上，批評朱子正心為正後天之心，為禪學。與

王陽明相比，則他注意到心中有本體之性之外的因素，而認為從功夫論上，誠意

只是養心之動，心之靜要靠時時存養於至善之所才能修煉。因而，在思想淵源上，

可認為劉沅的思想有程朱與陸王兩家的淵源，卻不完全等同於任何一家。 

 

第三節 理學視角與三教視角：氣與養氣 

 

從正心方法中，所採用的「觀妙觀竅」的說法，即可看出劉沅的功夫論，其

實不囿於理學的視角，甚而儒學的視角亦不足以囊括。既然，其對聖學功夫的問

題意識源於三教的關懷，則劉沅的功夫論重鑄，亦應從三教的視角才能把握全貌。 

 

本文以「氣」為中心，首先分析與氣相關的理氣、心氣、神氣等概念，認為

劉沅的氣學結構，不囿於宋明理學的理氣關係，擴展爲與禪宗養心相關的「心氣」

和與道教養氣相關的「神氣」。進而，分析「養氣」的功夫，劉沅批評道教末流

養後天之氣的功夫以及禪宗不動心的功夫，認同正宗道教養先天之氣與孟子養浩

然之氣的功夫。最後，分析劉沅氣說中的三教關係，他認為，三教養氣說達到的

境界是相通的，佛老的虛無寂滅即理學家的去人欲存天理。 

 

一、「氣」的多層次結構 

 

（一）先天、後天之氣：與理學之「氣」的差異 

 

氣是劉沅思想的核心概念。氣彌綸於天地之間，激盪而化生萬物。「蓋未有

天地之始，及既有天地之後，只是一氣彌綸。」92「氣」貫穿於天地生成之前後。

                                                        
92

 劉沅：《正譌》，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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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彌綸而化生天地及萬物。 

 

氣化論的說法古已有之，劉沅對此的改變是強調氣有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的

分別。天地與人之氣都被分作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曰： 

 

太虛無形，而理氣已全具，天地之先天也。理無形，先天氣亦無形。

兩儀既生而成象成形，氣始有形。然此乃天地之後天也。於人亦然，未生

以前為先天，既生以後為後天。93 

 

對於天地而言，兩儀未分前，氣是先天之氣，兩儀既分以後，氣是後天之氣。而

對於人而言，未出生前之氣是先天之氣，出生以後之氣是後天之氣。 

 

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的分別在於先天之氣無聲無息，後天之氣有形質可言：

「氣之本於先天者，無聲無臭，《易》所謂乾元。」94先天之氣，無聲無息，是《周

易》中化生萬物的乾元之氣。「天地止是一氣……在天為太極，在人為性。惟人

得天地之正，而氣質既具，九竅開，七情劇，則氣亦不能如先天。」95人具有形

質之後，後天之氣不如先天之氣純粹。 

 

用先天、後天來區分氣，明顯是受到道教的影響。96道教往往以人出生之前，

臍內的一點真氣稱作先天之氣，又寫作「炁」，97以後天口鼻呼吸之氣爲後天之氣。

                                                        
93

 劉沅：《正譌》，頁 3538。 
94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2。 
95

 劉沅：《正譌》，頁 3591。 
96

 楊儒賓認為「先天」「後天」並稱，由《易經·繫辭傳》濫觴。在後世用法中，

先天、後天並稱，至少有以下三種意義：第一，《黃帝內經》所說之「先天-後天」，

乃氣化宇宙論之天地先後之義。第二，丹家所說的由飲食呼吸而來的後天之氣，

與由體內某種精竅自行產生之氣。第三，理學家常用先天後天這一組概念，卻少

說先天後天之氣。見氏著〈兩種氣論，兩種儒學〉，《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 3 卷第 2 期（總第 6 期），頁 4。 
97

 學界曾流行「氣炁無別」說，對此，朱越利撰文反駁，認為「炁字往往帶有

原初生命、符咒或天帝上仙等神秘的色彩，而氣字則相應地表現出後天、自然界

或人間等非神秘的色彩。如果說炁字暗藏著『仙風道骨』的話，那麼，氣字則明

露著『凡夫俗味』，『炁』字是個宗教字，『氣』字是個世俗字，這就是最本質的

區別。」見氏著〈氣炁二字異同辨〉，《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一期，頁 50-58。

朱氏從道經文獻中舉證，以及從道教義理方面來解釋炁的含義，論證徵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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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守陽（1573-1644）：「未有天地未有人身之先，總屬虛無……無中恍惚若有一

炁，是名道炁，亦名先天炁……出胎時先天之炁仍在臍，後天之氣在口鼻。而口

鼻呼吸亦與臍相連貫。」98劉沅關於先天後天之氣的區分及標準，與道教的相同。 

 

劉沅強調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的區分，改變了理學家的理氣結構。在理氣的

關係上，劉沅有明確的說明。《子問》卷一曰： 

 

天地一氣而已，散著為萬物。形象所呈，理即寓焉，而其自無而有，

自有而無，皆氣為之。故理氣二字不可稍分。理，至無也，著於跡象而始

見其實，非氣以藏之顯之，將於何求理。人知人為貴矣，然必有氣然後有

質。氣在而理即寓焉。……但氣在先天，不累於形，理亦純粹，而人性皆

善；在後天，形囿於氣，故理亦雜，而性特相近。99 

 

理氣二字不可稍分，體現了劉沅的理氣一元說，天地和人身的理氣等同，皆爲一

元之理氣。「其（人身）一元之理氣，與天地之理氣同。」100理氣一元說中，有

四點值得注意。第一，劉沅強調在理氣關係中，氣的重要性。氣之所在，理即寄

寓於氣中。沒有氣，則理無所寄託。從生成論來說，氣是化生萬物的源泉。「乾

元一氣，化生萬物，人得其靈，性命之正，與天地通。離氣則理無所附。」101天

地萬物，包括人都是由氣化生。第二，在理氣關係中，宋明理學中所強調的理的

純粹性被打破。後天之「理亦雜」，後天之理失去了宋明理學所強調的絕對純粹

性：「氣為形囿，理亦不純。」102「理氣在先天，本無毫髮之不純，其變化而生

萬物，氣有清濁，理有粗精。」103先天純粹之理氣，化生萬物，後天之理氣則有

清濁粗精之分。第三，在理氣先後的問題上，朱熹強調理先氣後。104而劉沅認為

                                                        
98

 [明]伍守陽：《天仙真理直論增註》，民國道藏精錄本，頁 1。 
99

 劉沅：《子問》，頁 3830。 
100

 劉沅：《周易恒解》卷五上。 
101

 劉沅：《正譌》，頁 3599。 
102

 劉沅：《子問》，頁 3831。 
103

 劉沅：《正譌》，頁 3557。 
104

 《朱子語類》：「理與氣本無先後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

似。」（《朱子語類》，頁 3。）並且，理與氣分別屬於形而上與形而下：「理未嘗

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

粗，有渣滓。」（《朱子語類》，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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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氣並無先後可言，有理而有氣，有氣而後理即寓於其中。
105
第四，對「性相近」

的解釋，一直是宋明理學的難題。理學家強調性即天理，則從本體上不能解釋孔

子「性相近」之說。106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中引程頤之言，曰：「若言其本，

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107明顯地反映了理

學家闡釋的困境。然而，劉沅用先天之理氣和後天之理氣的分別，成功地化解了

性善和性相近兩個命題間的矛盾。 

 

與理學家相比，劉沅的「氣」有兩個不同之處。首先，理學家所定義的氣屬

於形而下的範疇，與形而上之理相對。而劉沅的思想中，「乾元之氣」、「坤元之

氣」、「浩然之氣」都是形而上的，「是氣即理」。其次，氣有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

的區別。先天者，爲無聲無息之氣，後天者，是萬物成形後呼吸之氣。先天後天

的區分，是道教徒常用的方法，可見，劉沅思想並非純粹儒學思想，更不能僅用

宋明理學的標準來評價。 

 

（二）神氣合一：與道教之融會 

 

理氣之外，劉沅思想體系中尚有另一重要概念——神。「神」原本是傳統儒

學的概念，《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周易》亦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105

 黃開國、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認為劉沅思想中存在

著「理氣一元」以及「理在氣先」的矛盾。所指出的論證一為劉沅《正譌》中「然

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質」。筆者認為此句應與接下來的「非氣尚無質，

更何況有理」（頁 3617）一起理解，強調的是理與氣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另

一個論證為《拾馀四種》中「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

筆者認為該句是劉沅用來解釋天地一氣的所由始與所由終，單方面解釋氣的生

成。不能據此認為劉沅認為理在氣先。（頁 450）另外，「理氣一元」，以及「理

在氣先」，兩種說法並沒有邏輯上的矛盾。所謂理先氣後，所指並不是時間的先

後，而是無時間性的價值關係，是宗密所說的「義勢的先後」。參考荒木見悟著，

杜勤，舒志田等譯：《佛教和儒教》，第三章第五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年），頁 380。 
106

 關於宋明理學對「性相近」與「性善」二者闡釋的困境以及清儒的新闡釋，

可參考張壽安〈孫星衍原性說及其在清代思想史上的意義〉，見郝延平、魏秀梅

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20。 
10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76。 



122 

 

然而，宋明理學提倡理性，把儒學中「不可知」、「不測」的成分削弱。
108
劉沅重

新強調這一概念，並且把「神氣」關係置於道教「精氣神」的三元結構之中。 

 

從定義上說，劉沅用精氣神三者間的關係來定義「神」。《性命微言》：「陰陽

五氣，渾然在中，不可測也。言其主宰曰神，運行曰氣，凝聚曰精。」109神是陰

陽五氣的主宰，與精、氣二者結合表示陰陽五氣的不同狀態。可見，劉沅在道教

的體系之中解釋「神氣」結構。 

 

同時，劉沅在理學家以「理氣」爲核心的結構中定位「神」。《正譌》曰： 

 

道盡於陰陽二字。主宰者理，流行者氣，理氣之靈，其名曰神。陰陽

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天道神而莫測，其可見可象者，陰

陽之跡而已矣。110 

 

除了引用《周易》中「陰陽不測」來定義「神」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理氣之

靈，其名曰神」。《正譌》中有相似的表達，如： 

 

蓋形者，氣之積；理者，氣之宰。理氣之靈，其名曰神……神生氣，

氣生形，形含氣。形氣之宰，理也，而神寓焉矣。111 

神者，理氣之靈，非理氣之外別有神也。112 

 

理是形氣之宰，神是理氣之靈，則在劉沅的體系之中，神是比理更為重要的概念。

另外，理是氣之主宰，氣是陰陽二氣的流行，神是理氣之靈，則理氣神三者，從

本質上來說，神與理並不是一種實然的物質，而是是氣的不同表現形態。 

 

                                                        
108

 錢穆〈讀契嵩鐔津集〉：「朱子以「理」與「氣」言宇宙，即不煩多增一『神』

字。釋氏降低了天地自然萬物的地位，只重一心之悟，把諸佛地位抬在諸天之上，

則更無以名之，而名之曰『神』。」（見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台北：

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129）認為朱子的理氣系統已經囊括了天地自然間萬物，

契嵩降低萬物地位，才需要使用「神」這一概念來表示超越在萬物之上的這一存

在之物。 
109

 劉沅：《性命微言》，頁 4035。 
110

 劉沅：《正譌》，頁 3567。 
111

 劉沅：《正譌》，頁 3505。 
112

 劉沅：《正譌》，頁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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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是萬物生成的主要元素，神與理都是氣的不同表現。隨之而來的問題是，

神氣與理氣二者，孰爲劉沅思想體系中最核心的結構？《子問》曰：「神氣者，

人所以生，而元氣元神，則理氣之粹，合之為一太極。」113 故而劉沅要感慨神

氣的概念是最難以講明白的：「故神氣二字，其義最不易明。」114「神氣」是比

「理氣」更核心的結構。 

 

神氣關係之所以更重要，是因為神氣是儒學天人合一之竅妙所在。《正譌》

曰： 

 

神宰氣，氣藏神。在天在人，神氣均不可強分。……神氣合為一元。

凡氣之所在，即神之所在。先儒不知，所以不達天人之妙。115 

 

神氣合為一元的關係至關重要。由於儒家學者諱言神氣，使得此關鍵結構更晦

澀。「先儒因羽流言精氣神，說理晦言神氣，不知天地亦止神氣而已！」116再次

指明儒家的氣說，與道教的「神氣」之說間的關係。不說「神氣」，則儒家學說

不完整。由此，亦可以看出僅從理學家理氣關係的角度出發，對研究劉沅思想的

限制，從三教交涉的視角，才能得劉沅氣學結構之全貌。 

 

（三）心氣相關：與佛教之融會 

 

印度佛教本不言氣，在中國思想中，爲了凸顯與道教的差別，更不講氣，而

是言心。中國化的佛教稱作「心性佛學」。然而，劉沅卻把佛之「心」與儒道之

「氣」結合起來，強調心氣相關。劉咸炘評價乃祖的思想時，認為「心氣相關」

是劉沅思想的過人之處。〈三進〉篇曰：「吾祖嘗謂僧流偏於養心，道流偏於養氣。

                                                        
113

 劉沅：《子問》，頁 3864。 
114

 劉沅：《正譌》，頁 3517。 
115

 劉沅：《正譌》，頁 3538。 
116

 劉沅：《正譌》，頁 3497。神氣的凝結狀態，更引發出另一概念——精。「精

者，神氣凝結之名，非神氣之外，又別有精。」（《子問》，頁 3864）通過對神氣

這一核心概念的強調，劉沅把宋明理學以「理氣」的關係為中心的二元結構納入

到了他的以「神氣」為中心的太極函三（精氣神）的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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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知心氣相關之故，則此蔽可解矣。」
117
所謂「蔽」指的是道流養氣，僧流養心，

劉沅提倡心氣交關，把佛教與道教的功夫論貫通起來。因而，討論本文從三教交

涉角度論劉沅的氣學結構，必然不能忽略「心氣」。 

 

《孟子·公孫丑上》有言「夫志，氣之帥也」，可以看作對志的定義，志是心

之所之，則心自然被解釋爲氣的統帥。劉沅《論語恒解》曰：「夫氣者，質之所

以成，而心者，氣之帥。」118然而，心是氣的統帥，並不直接導致心與氣二者的

分離。《子問》曰：「人身以心為主，而心之靈即氣之靈。……心者，人之神明也。

其應用不窮，皆氣為之。然必靜有所養，而後動効其靈。心與氣豈二物哉？」119

心之靈動應接萬物，是由於氣的運動。靜有所養句，強調養氣的重要性。最後曰

「心與氣豈二物哉」，用反問的語氣，表達了對心氣一體的肯定。 

 

其外，對於《孟子·公孫丑上》「志至焉，氣次焉」一句的不同闡釋，尤其可

以看出不同註疏者對心氣關係的理解的不同。《孟子·公孫丑上》章：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120 

 

朱子注曰：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

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內外本末，

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121 

 

對於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說法，孟子表示「可也」。因為心為氣之本，

不能舍本而逐末。朱子的解釋卻認為孟子說「可」是未盡之辭。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固然可以。但更好的狀態是既要持志，又要養其氣，內外本末交養。對於

                                                        
117

 劉咸炘：〈三進〉，見《推十書》，頁 526。 
118

 劉沅：《論語恒解》，頁 287。 
119

 劉沅：《子問》，頁 3830-3831。 
120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230。 
1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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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至焉」「氣次焉」，趙岐注曰：「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朱子也解釋為

志是極致，氣是其次。在心與氣的關係上，朱子認為性、心、氣間是層級遞減的

關係。《朱子語類》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122但是，他

們的解釋與句子的語法結構並不相符。根據語助詞「焉」的用法123可知，志至、

氣次應是表示動作的詞，應解釋為志之所至，則氣隨之而次。次，舍也，止也。

如毛奇齡注曰：「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對「志至焉，氣次焉」的歧義引

出了一個問題：「心之所之」之「志」與「氣」之間是什麽關係？二者是否是朱

熹與趙岐所認為的「至極」與「其次」的關係？ 

 

劉沅注曰： 

 

勿求於心，恐思慮而動心；勿求於氣，恐調氣而動心。蓋其冥然寂守，

惟恃毅然強制也。孟子言其勿求於氣尚可，勿求於心不可，蓋不任氣而任

心，猶有清其源之意。理不明而心不思，則是非無以分明，此由未知心與

氣相關之故也。夫志以帥氣，氣以充體，兩相須也。志至而氣即次焉。故

古人言志當持守而勿放，氣當和平而勿暴。124 

 

劉沅把「志至焉，氣次焉」解釋為「志至而氣即次焉」，次為次舍之意，即志所

在之所，也是氣所在之舍。他並不認為志與氣有極致與其次的程度上的差別。而

是志是源，氣是流。志帥氣，氣充體，兩相須也，二者互相需要，並不能舍此取

彼。志是心之所之，可等化爲「心之所之，氣即次焉」，心與氣之間是密切相關

的。 

 

在劉沅看來，「心氣相關」，心與氣是緊密相關的，兩者無先後輕重之分。這

是劉沅氣學思想與宋明理學的不同之處。把二者貫通起來，是爲了把握儒家養浩

然之氣的入手功夫：「若知心氣交關，則知下手處當何在矣，此是問題肯要處，

最須要與細談也。」125心氣相關是功夫論的關鍵處。劉沅之所以著重論述心氣關

                                                        
122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87。 
123

 左松超：《漢語語法（文言篇）》認為「焉」用於句中，表示語氣舒緩、提頓；

用在句末則表示陳述語氣，或與句中疑問相呼應，表示疑問語氣。（台北：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2008 年，頁 153、158。） 
124

 劉沅：《孟子恒解》，頁 429。 
125

 劉咸炘：〈復徐季廣書〉，見《推十書》，頁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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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爲了從功夫論上辨析儒家與禪宗的區別，並強調儒家功夫論與道教養氣的

關係。 

 

二、養先天之氣與浩然之氣：三教養氣功夫的會通 

 

浩然之氣者，即先天乾元之氣。對「氣」的定義上，他強調儒家浩然之氣與

佛老的虛無元氣是一致的：「孟子喻之以剛大，而曰浩然，以其功用言之耳，而

其本體則無聲臭之可名，故佛老曰『虛無元氣』，虛無言其本體，浩然言其功用，

非有二也。」126氣只有一氣，浩然和虛無的稱呼分別側重於功用與本體。氣是三

教共有的概念，並不單純在儒家範疇中理解。養氣的功夫論亦然。 

 

養氣的功夫在《孟子》「吾善養浩然之氣」中有清晰的說明。《孟子·公孫丑

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127劉沅注曰：「此

乃正言養氣之功。必有事焉，有養之之實事也。正朱子曰，『預期也』。持志無暴

氣，涵養充積，無求速效，亦不可一息忽忘，若求效而欲速成，強生其氣，是為

助長，即宋人，以狀助長之害。……蓋養浩然者，必循序以幾，非可以躐等而求

也。」128沿用了朱子的解釋，認為養氣是實事。「故止言心性，言道，言仁，言

學，其實即養氣矣。」129前人所說的心性，道、仁等功夫的本質即是養氣。「若

浩然之氣，即理即氣。氣塞天地，由德合天地，非專恃氣也。」130養氣並非只是

在氣上用功夫，而是要修德。劉沅養氣說的本質依然是修德的功夫。 

                                                        
126

 劉沅：《俗言》，頁 3965。 
127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有兩種不同的句讀方法。其一爲「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其二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認

為「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並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

朱熹把「正心」之「正」，解作預期，與《大學》之正心不同。（《四書章句集注》，

頁 232。）或有學者認爲此處有闕或譌的情況。顧炎武認為該作「勿忘，勿忘勿

助長」，「正心」爲「忘」字一字誤爲二字。（《日知錄》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6 年，頁 424。）何異孫認為「必有闕文」（《十一經問對》卷二，《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4 冊，頁 367 上。） 
128

 劉沅：《孟子恒解》，頁 429。 
129

 劉沅：《子問》，頁 3831。 
130

 劉沅：《正譌》，頁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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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氣並不只是儒家的功夫論，道教中人亦著重養氣。劉沅用養先天乾元之氣

與養後天之氣，來區分儒家與所謂羽流養氣之別。他屢屢批評道流養氣，只養後

天口鼻呼吸之氣： 

 

（羽流）所養者，後天血氣之質，非乾元太和之氣。131 

僧羽之徒，言存神養氣者，僅保其有覺之神，呼吸之氣，固宜儒生者斥之。

132
 

 

羽流，指道教中的末流，不得道教之真實功夫論。道教之正統與末流間的區別，

在於所養之氣的不同，而非具體方法的不同。羽流養氣，只養後天之氣，因此能

修養後天形體。正統道教的養氣功夫，應是養先天之氣。儒家養浩然之氣，在具

體的功夫論之上，與道教養先天之氣的方法是一致的。在《槐軒約言》中，他認

為「一元本無狀也。上天之載，寄於人身太極之所，名曰中黃。知止止焉。沉潛

定靜，保合太和。浩然之氣，自胎誠敬而已矣。」
133
純粹用道教的思維方式來解

釋浩然之氣的修養方法，誠敬雖是儒家概念，「胎」字卻表示所用的功夫是道教

胎息之術。上天乾元之氣，寄託在中黃之中。修養浩然之氣，則通過知止於中黃，

沉潛修煉。對於存養的功夫，他自注曰： 

 

存養者，先以心目凝注外丹田，即是中黃，謂其居天地之中黃。中央

土色。沉潛，如沉水中而潛伏。定，不搖；靜，不躁。皆為真意下注，時

時洗心，退藏於密耳。浩然之氣即元氣。誠則無私偽，敬則無懈肆，此用

功之切要。
134
 

 

所謂外丹田，135中黃，真意下注等都是道教的概念，沉潛定靜也是道教的修煉功

夫。劉沅養氣的用功切要，其實與道教的修煉功夫相契合。 

                                                        
131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13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2。 
133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4。 
134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4。 
135

 關於「丹田」概念的形成過程，可參考蕭進銘：〈六朝以前道教丹田說及其修

行方法研究〉，見楊儒賓、馬淵昌也、艾皓德編《東亞的靜坐傳統》，（台北：臺

大出版中心，2013 年），頁 37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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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養氣，佛教養心，兩者本是不同範疇。而劉沅強調「心氣相關」，把養

氣和養心的功夫結合起來。劉沅認為《孟子·公孫丑上》「吾四十不動心」章與《孟

子·告子上》「夜氣」章可以相互發明：「此章以夜氣立說，嘆人戕伐良心，尤為

深刻著明，蓋與養氣章相發明也。」《孟子·公孫丑上》記載，所謂養浩然之氣以

至於不動心：「此章養氣，則以清乎心之源而復乎性之初也。」養氣以清心源。「心」

本是佛教中禪家所重。劉沅批評禪家養心的方法是告子之學：「告子之學即後世

禪家所祖，其不動心也，靜存其空明妙有之質，而於心之動也，則強制其憧擾之

端。」136不認同禪家不動心的方法。禪宗靜守空明之心，在內未能達到佛教「真

空不空」的境界；在外棄絕倫常，未達到佛教「妙有不有」的境界。因此，與孟

子內外交修的方法相比，鑿枘難合。「孟子之不動心，內外交修，動靜交養，其

功非可淺求」「內養其虛明之本，外謹其言動之宜」。137劉沅對禪宗的不動心方法

難以認同，認為佛家真空不空，妙有不有的方法與孟子內外雙修的方法相通。 

 

三、氣與養氣中的三教關係分析 

 

宋明理學家中，最重視「氣」的當屬張載。劉沅詩集中有〈張橫渠講學處〉

二首，其中有「皋比未必輸伊洛」、「伯奇順命申生孝，筆力誰知見解真」等句子。

對張載頗為推崇，認為其講學不在二程之下。只是，其推崇的內容是「立心立命

誓傳薪」的決心，以及「父母乾坤重此身，全歸全受是何人」的孝順。138《正譌》

中對張載的氣的結構多加批評。他認為張載以「氣」為核心概念的義理結構並未

能把握天地，氣、性、心等概念間的相即相融的狀態。對張載《太和篇》中「絪

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之言加以批評，認為「摩蕩有勝負之情，天地互為生氣，

何言勝負？」139天地是二而一，並不是互相爭奪勝負的兩個個體。對「由太虛有

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

                                                        
13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137

 同上。 
138

 劉沅：《壎篪集》，見《槐軒全書》，頁 3789。 
139

 劉沅：《正譌》，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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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批評，曰：「分四者，以言有名之故，而不思太虛即天，天理即道，人秉天

地之靈而有心，心純乎理為天性。不容過分別也。」140認為天、道、性、氣之間

不容過分加以區分。 

 

劉沅以「氣」為中心，理氣，心氣，神氣等結構相即相離的義理結構，與道

教天地氣化生成的結構相似。《悟真篇》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

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141氣由虛無所生，是生成論中所存在的第

一個因素，其後生陰陽，陰陽合成天地人三體。最後，三體再煉為一氣。「鍊形

反歸於一氣，鍊氣復歸於虛無。」142劉沅批評張載對氣與相關概念加以過分分別，

所追求的也正是這種道、氣、陰陽之間循環相生，相即相離的狀態。 劉咸炘《內

書·養氣》在列舉《孟子》、董仲舒〈循天之道〉、〈管子·內業〉、《老子》等文獻中

的養氣內容之後，總結道：「老莊書言氣較孔孟書尤詳，而養氣又其所重，後世

道教即由是而衍者也。」143認為「氣」是儒道兩家都強調的因素，而道教尤其著

重養氣。從中，亦可看出「氣」是劉氏家學融合儒道兩家思想的關鍵點。 

 

至於在養氣的功夫論上，固守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迴歸乾元之氣等，都

是儒家經典之中的概念，劉沅對它們的解釋亦在儒家經學闡釋傳統之中。與此同

時，他區分道教正統與末流（羽流）的養氣功夫，在功夫論上，認為正統道教的

養先天之氣的功夫與孟子養浩然之氣的功夫一致。可見，養氣的功夫論中，亦包

含了道教的內容。因此，劉沅的氣學結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其中又暗藏著與

道教相契合的成份，體現了道教與儒家思想間的融合。  

 

佛教思想雖然是劉沅三教交涉思想體系中較少闡發的部分，然而，在整個思

想體系中卻不可或缺。佛教的空的境界與道教玄以及儒家誠的境界相同。《中庸

恒解》中強調：「老子曰元，如來曰空，皆言至誠之妙耳。」144在氣學結構之中，

                                                        
140

 劉沅：《正譌》，頁 3542。 
141

 [宋]張伯端著，[宋]翁葆光註，[宋]陳達靈傳，戴起宗疏《紫陽真人悟真篇註

疏》，見《正統道藏》第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326。 
142

 同上。 
143

 劉咸炘：《內書·養氣》，見氏著《推十書》，頁 530。 
144

 劉沅：《中庸恒解》，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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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氣而後達到的不動心等境界，是三教所共通的。《大學恒解》曰：「佛老之明者，

多為寓言，遂生出無窮怪妄。如虛無寂滅四字爲世大詬，然不動滅盡己私，乃靜

存之極致。……寂滅爲純一致極致。儒曰私欲凈盡，渾然天理也。」145佛老所講

的虛無寂滅，即是理學家去私欲存天理。去「私欲」而非「人欲」，體現了對人

合乎天理的欲望的肯定。而此處「渾然天理」之「天理」，應解釋爲先天純粹之

天理，而不是後天雜之天理。佛老知識的引進，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儒家原

本思想結構的闡釋。 

四、小結 

 

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得知劉沅的養氣功夫，並不僅限於宋明儒學的理氣關

係中。單從理氣關係來說，劉沅強調氣的重要性，認為後天之理雜而不純，與宋

明理學理氣二元對立的結構相比，有很大不同。另外，劉沅提倡和會三教，佛教

與道教的思想資源的引用，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改寫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劉沅之

「氣」，不僅是理學家的理氣之氣，還是佛教的心氣之氣，道教的神氣之氣，把

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把握劉沅的氣學結構的全貌。在理氣、神氣之中，神氣是一

組更重要的結構，可見，劉沅的氣學結構已經偏離了宋明理學家理氣爲核心的思

想。對心氣關係的強調，則體現了在功夫論上，劉沅試圖和會儒道佛三家功夫論

的傾向。其次，從功夫論上說，劉沅吸納了道教養氣的方法，批評禪宗正心的方

法，儒道結合養氣所達到的境界又與佛教「空」的境界想融通。 

 

從中亦可看出，單一的理學，甚至儒學的視角，都不能把握劉沅思想的全貌，

從理學發展的角度對劉沅思想作出的評價亦非公允。劉沅思想中有豐富的道教、

佛教內容，從三教交涉的視角方可對此作出準確的定位與評價。

                                                        
145

 劉沅：《大學恒解》，頁 23。 



131 

 

第五章 功夫論的重鑄（二）——復性功夫 

 

對朱熹、王陽明，乃至儒學功夫論的反思，是劉沅重鑄新的功夫論的思想基

礎。朱、王的功夫論，並非聖學之真，則劉沅有必要重鑄新的功夫論。他把新的

功夫論稱作「復性之功」。「復性」一詞，出自李翱（774？-836）〈復性書〉，原

本即有源自道教、佛教的思想淵源。1 歷經宋明理學的闡發，復性已是理學的核

心概念。在「和會三教」的思想體系中，劉沅重新表彰復性中的佛、道成分，道

教尤爲明顯。 

 

在劉沅看來，復性之功中，人之「性」與天道之「太極」是天地之道在天與

人間的不同表現：「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2其從太極、精氣神三者的流轉變

化來定義復性：「復性者，匯三於一，全乎太極之本體，故曰復性。……精氣神，

人所共知也，以此言復性，較易明白。」3復性功夫，指把精氣神三者匯合而爲

太極。從精氣神來定義復性，思路受道教的影響，是劉沅認可的較為簡明易於掌

握的方法。只有在體會天地生成化育之精微後才能體會：「故復性之功，非體天

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無以全性也。」4 

 

以劉沅論證復性功夫的思路爲基礎，本文亦從所謂「天地之撰」入手，漸次

探討劉沅的復性功夫。主要觀點有：第一，性之所以可以復，是由於儒家之「一

本萬殊」說，天地萬物之生成，循環往復，並非線性過程；而性之所以需要復，

                                                        
1
 陳弱水認為唐前，儒家的心性理論極為薄弱，李翱的復性說，與中古時期佛、

道理論的發展有很深的淵源。氏曰：「總結來說，從歷史淵源看來，〈復性書〉中

的性靜情動的觀念是道家的產物，靜修思想則主要爲道教所尊奉，佛家的禪定也

強調內心與外緣之寂靜。在李翱的時代以前，主靜思想可說完全存在於道、佛的

傳統，儒家無與焉。李翱在重建儒家人性和修養理論時，受到盛行的道、佛思想

的重大影響，是清楚而確切的。」見氏著〈〈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

性觀念史之一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三分，

1998 年，頁 462。 
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2。 

3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3。 

4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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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道教的「天地父母」說，人稟受父母精氣而生的部分不純，需要回復到秉

天地之氣而成的狀態。第二，劉沅的天道觀為「太極函三元」，儒道兩家思想並

存於其概念以及結構中。第三，在人道中，性與太極相等，三凡與三元（精氣神）

不等同。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作為天人之間的中介。第四，復性的功夫在於把後

天之心，轉化為先天之心。其中，亦有儒道兩家的不同論述方法。 

 

第一節 復性說的理論基礎 

 

儒、道兩家中都有關於「復」的思想來源。如《周易》中的復卦，「復，其

見天地之心」。《老子》中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對於性之所以需要復，

儒、道兩家亦有不同的解釋，儒家以為性本善，然受到情的影響而不善：「人之

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李翱〈復性書〉）。道教以為人秉天地之氣者為善，本

父母精氣者為不善。劉沅從儒道兩家思想資源中，加以整合，以形成他的理論結

構。 

 

一、儒家「一本萬殊」說 

 

從萬物生成的順序來說，天地生化萬物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人要返而與天道

合一，則是一逆向過程。復性中「復」之所以可能，是由於天地萬物間循環反復

的過程。這一過程，是道家老子之說所強調的。「反者，道之動」、「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儒家傳統亦有豐富的理論資源。《周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弼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之謂也。」5朱熹《周易本義》曰：

「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

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6陰去而陽返，善極而惡，惡極而善，靜極而

動，動極而靜，否極而泰來。萬物的發展皆不是單線的不可逆的發展，而是與其

                                                        
5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台北：學生書局，1967

年），頁 270。 
6
 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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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面互相轉換，迴旋往復而不止的。劉沅並不從採取老子的理論資源，而是採

用理學家一本萬殊的論述。 

 

劉沅認為天地萬物的生化是一個環狀結構。太極函三元，三元生兩儀，兩儀

生五行。此過程並不是線性的，而是環狀的： 

 

五行分布，陰陽之功用以宏，實則太極渾然之理氣如環無端，亙古不

息，故五行祗一陰陽，陰陽仍一太極耳。7 

 

五行分布，是陰陽之功用得以顯現，但從根本上說，卻是太極之理氣，如環無端，

生生不息。因此，五行只是一陰陽，陰陽只是一太極。劉沅用「太極函三」8「陰

陽含於其中」9，其中「函」與「含」字，正表明了太極與三元，與陰陽間互相

包含，並不截然分開的關係。 

 

另外，在劉沅看來，五行之間的關係也是相生相剋，循環不已： 

 

太極之理氣渾然也，太極動靜而分陰陽，陰陽流行消長進退，遂有五

行。五行成質則為金水木火土。其實止一陰一陽之精所凝結耳。循環相生，

亦循環相剋。尅者，乃其生之機，生者，即其尅之漸，而握其樞者，土也。
10 

 

太極有動有靜，陰陽有消有長，有進有退，遂有五行，五行成質而後有金木水火

土，土居其中，而金木水火四者相生相剋。五行所代表的萬物之間並非只有相生

的關係，同時亦有相剋。尅者，生之機也。生者，尅之漸也。因此，相剋相生，

循環不已。 

 

關於這一過程，劉沅總結為由一本而萬殊，由萬殊而一本： 

 

                                                        
7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3。 

8
 劉沅：《性命微言》，頁 4065。 

9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3。 

1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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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太極渾於無形，流行而有陰陽，陰陽消長即生五行，五行變化，是

生萬物，由一本而萬殊，生生不窮，化化不息，莫非陰陽之用也。由萬物

返還五行，五行返還陰陽，由萬殊而一本，無終無始，無臭無聲，是為陰

陽之體也。11 

 

太極生陰陽，陰陽消長生五行，五行變化生萬物，這個由一本而萬殊的過程，是

陰陽之用；而由萬物返還五行，五行返還陰陽，此由萬殊而一本的過程，是陰陽

之體。天地生發萬物，萬物流行而不遷的過程，循環不息，生生不盡。陰陽之體

用大矣哉！ 

 

二、道教「天地父母」說 

 

劉沅的復性說中有兩個層次的內涵：首先，性與心在理想狀態中可以相通；

其次，在實際表現上，性與心並不相同。「後天之心」與「先天之心」之間並不

相等。造成此中差別的原因是人之生成，既秉天地理氣而生，又秉父母之精氣而

生。受氣於天地，故可天人合一；受氣於父母，故在實際情況中，不能天人合一。

關於「天地父母」，《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劉

沅附解曰： 

 

畏於何生？蓋人受氣於天地父母以生，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天

之理在於人身。天地雖若無聲無臭，而赫赫明明與吾身息息相通。我既幸

而為人，天地之予我者備矣。一念之動，天實鑒之；一事之失，天實臨之。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古聖人念念求無愧於己，即

所以求無愧於天。天命者，天所以為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性。全之則人，

失之則物。事天嚴恭，即所以事親全歸。故畏天命者，學之本也。……然

則，人本可以合天，奈何自菲薄哉？12 

 

「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表明了人身出生的兩重來源，天地賦予理氣，父

母賦予精氣。天命之當畏，在於人受氣於天地而生，全天命則得爲聖人。不畏天

命之小人，失去了「合天」的可能，因此被批評作妄自菲薄。 

                                                        
11

 劉沅：《正譌》，頁 3567。 
12

 劉沅：《論語恒解》，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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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精氣的摻入，使得天地理氣不能純全展示在人身中。《孟子恒解》： 

 

人秉父母之精氣而育，實稟天地之理氣而生。天之理氣渾然粹然者，

太極也，人得之以爲性。孟子曰：人性皆善者，此也。顧其得天地之理氣

者無不全，而得其父母之精氣者不能一。故有此氣而後有此質。質之清濁

厚薄殊而性之純雜亦判矣。13 

 

太極與性，源自天之理氣。受到父母精氣的影響，則心、與三凡（凡精、凡氣、

凡神）有別於性。 

 

「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的觀點中，「天地大父母」這一層面亦爲儒家

思想所共享。《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書大全》中引饒魯（1193-1264）

的說法，曰：「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個天地大父母。」14人共由天地化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明天地大父母。「天地大父母」的說法，得到普遍認可，以至

於直接出現在詩文中，如 「妾聞天地大父母，古今萬物均陶镕」15（《醜女怨》）

「天地大父母，諸子咸樹立」16。然而，「父母小天地」這一層面，卻不是傳統儒

家知識中所有。鄧文憲〈正禮儀疏〉曰：「父母小父母也，天地大父母也。」17僅

強調父母與天地，分別是小父母與大父母，結合下文，鄧文憲所強調的是君主作

為天之子，要以事父母之禮事天，並不從父母是小天地這一關係來闡發。「父母

小天地」中，把父母化生子女的重要性比擬作為天地化生萬物。對父母在人物化

生中重要性的強調，源於道教。 

 

在道教的論述中，人受父母之精氣而生，是極重要的內容。以氣爲例，三元

中的元氣，和三凡中的凡氣，即有明顯不同。丘處機《大丹直指》： 

                                                        
13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0。 
14

 [明]胡廣：《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頁 1556。 
15

 [明]江源《桂軒稿》卷一，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0 冊，頁 417 上。 
16

 [清]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十三，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2 冊，

頁 616 下。 
17

 [明]鄧文憲〈正禮儀疏〉，見屈大均編《廣東文選》，卷二，四庫禁燬書叢刊，

第 25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08 下。 



136 

 

 

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混沌

沌純一不雜，是為先天之氣，纔至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

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

九竅，呼吸從口鼻出入，是為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相

親。18 

 

取象於人的孕育與出生，是道教的基本思維方式。丘處機根據人的出生過程，把

出生前在母腹中之氣稱為先天之氣，把出生後與外界之氣接觸後的氣，稱為後天

之氣。道教徒養氣也有養先天後天之氣的區別。混然子《崔公入藥鏡註解》註解

開篇第一句「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曰： 

 

先天炁者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正中，生門密戶懸中高

處，天心是也。神仙修煉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為丹母，後天炁者乃一呼一

吸一往一來內運之炁也。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而雲起，吸

則虎嘯則風生，綿綿若存，歸于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

熾暢於四肢，如癡如醉，美在其中，此所以得之者常似醉也。19 

 

混然子，名王玠，字道淵，元代人。他認為先天炁是元始祖炁，後天炁是呼吸之

氣。後天炁也可以接天根地根，修煉即是通過呼吸把後天之炁歸還於先天之炁，

而體驗到如癡如醉的境界。 

 

復性功夫中，行為實踐落在「復」上，爲了論證「復」的可行性。劉沅從儒

道兩家中選取思想資源。由於「復」是一逆時間的過程，劉沅從理學家「一本萬

殊」說，來論證性之可往復。而用道教「天地父母」說來解釋性之所以需要復的

原因。由於父母精氣的不純，導致人性亦不純，需要後天的修養，以復先天之性。 

 

從理論上解釋復性的可行性以及必要性後，下文將立足於劉沅本人的論證思

路，從天道生成到人的出生，溯流而下，逐次探討劉沅的復性。 

 

                                                        
18

 [元]丘處機：《大丹直指》，見《正統道藏》第 7 冊，頁 48。 
19

 [明]混然子注：《崔公入藥鏡註解》，見《正統道藏》第 4 冊，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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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天道：太極函三元 

 

對天道的討論，是思想家關注的重要問題。天地形成之初，是人類宇宙觀的

最終極的追問。儒、道兩派都對天地源頭加以解釋。《周易》：「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20認為乾元是萬物生成之源頭。《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21認為天地的源頭無名，萬物生成時才加以命名。《莊子·應

帝王》：「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
22
莊子認為天地形

成之初的形象是南北為倏、忽二帝，中央是混沌。後代思想家對天地起源的建構，

很少有超出先秦儒、道兩家的概念範疇。 

 

儒、道兩家對天地生成的過程的界定不同。朱一新（1846-1894）分析揚雄

（53BC-18BC）《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這一結構時，曾總結

儒道兩家對此的不同： 

 

易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老子

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耦，故以二起

數，與老氏不同也。23 

 

《易》之數由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皆為偶數。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爻。而《老子》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一為一

氣，二為陰陽，三為陰陽交通之和也，24數積至三而生萬物，《老子》之數是非偶

數的三極結構。這是《易》與《老子》的不同，儒家與道家對天地生成的過程的

不同也如是。在此區分基礎上，朱一新認為理學家的宇宙觀都是在《易》基礎上

推衍而來： 

                                                        
20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台北：學生書局，1967 年），頁

59。 
21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5。 
22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309。 
23

 朱一新：《無邪齋問答》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頁 33。 
24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74。關於一生二，

二生三中的一、二、三，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認同其中所引日本學者大田晴

軒《老子全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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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爲推，

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但頗近割湊，非盡出

於自然。25 

 

程子的先天學說，邵雍的《易》象都是從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的系統中推衍而來的。兩儀、四象、八卦皆為偶數，天地生成亦為偶數式的

演變。宋明理學家對天地生成的解釋是在《易》學範疇中衍生而來的。 

      

日本學者山田慶兒（1932-）亦總結了儒道兩家對天地生發過程的描述的不

同，認為以《易》為代表，儒家的是「兩極結構」，由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

道家以《老子》為代表，是「三極結構」，由一而二，二而三，三而無窮。26並用

圖畫表示如下： 

 

 

對於天道生發萬物的過程，儒道兩家有如此明顯的分別。雖說亦有學者認為

這樣的劃分過於單一，27但如若儒家的「兩極結構」與道家的「三極結構」的區

                                                        
25

 朱一新：《無邪堂問答》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頁 33。 
26

 山田慶兒：〈空間、分類、範疇〉，辛冠潔等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

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5。 
27

 楊儒賓氏認為山田氏的解釋「極具理趣」，但是他認為《易傳》所展開的思維

模式是「同時的符象性」，不管在空間上如何呈佈，內部總有一貫穿性的道體（乾

元、神）為其支柱。這樣一來，《易傳》也成了「三極結構」。見氏著〈從氣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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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成為中國古代的一種觀念，以此為背景來討論古代特定的思想家對儒道思想

的綜合，亦未嘗不可。本文將在儒、道兩家對天道生成的看法的差異的基礎之上，

分析劉沅太極函三元的天道思想，並認為從中可看出他對儒道兩家思想的融合。 

 

劉沅認為天道最為精微難言：「天地之始，最難言也！」28他的天道論核心是

「太極函三元」。劉沅把儒、道兩家的概念融為一體，創作出獨特的天道思想。

本節將逐次分析劉沅「太極函三元」的概念，及其思想淵源。其中「太極」、「三

元」、「函」三個概念均有儒道兩家的思想淵源，而「太極函三元」的結構亦是兩

家思想融合而成。 

 

一、太極 

 

「太極」是儒家思想中的常用概念，《易·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王弼注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

者也。」29太極本無可名狀，只是用「有之所極」來比擬之。劉沅對太極的解釋

是： 

太極即無極，是天地生成之初，無聲無臭的狀態。在《槐軒約言》的開篇，

即附有《無極太極圖》30： 

 

太極即無極，無極即太極，兩者是同一物的不同名字：「以其至無而實有曰太極，

                                                                                                                                                               

應到貞一之道〉,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正中書

局）頁 172。 
28

 劉沅：《正譌》，頁 3537。 
29

 王弼、韓康伯注：《周易注疏》，（台北：學生書局，1967 年），頁 636。 
30

 劉沅：《槐軒約言》，頁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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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至有而實無曰無極。」
31
太極至有而實無，至無而實有：有而不滯於形體，

所以似無；無而確實存在，並非虛無，所以有。此「太極」即天地本身： 

 

第天地即太極，太極即天地。自其未分未形言之，則祗可言太極，不

可言天地；自其已奠已形言之，則可以言天地，亦可言太極。32 

 

天地即是太極，但在天地未生之前，尚無天地，所以命名為太極。有天地以後，

則太極與天地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太極」、「無極」這兩個概念，分別來自孔子與老子： 

 

「太極」二字，始於夫子。……「太極」者，理極致而無加之名。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可名而名之曰「太極」，亦老子「不知其名，強名

之」之意，究竟「太極」何物，無可名也。又可曰「無極」。「無極」二字，

見於《老子》。然老子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教人以脩身養身，復先天

受中之本，然非以「無極」名「太極」。33 

 

「太極」是《易》中的概念，劉沅認為來自孔子。而以「太極」命名天地之始無

聲無臭這一狀態的方法來自老子。《老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

名曰大。」34「無極」一詞見於《老子》，《老子·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

為天下式。常得不忒，復歸於無極。」35但劉沅認為老子所謂知白守黑，指修身

養身的方法，因此，所歸之無極，並非太極。《孟子恒解》： 

 

（老子）又言知其雄，守其黑，雄雌喻陰陽也。先天得乾性以為心，

雄也。後天陷於坎宮為陰，雌也。知陰中之陽，本先天之性而退藏於密，

定靜不遷，為知雄守雌。白者金，黑者水。乾金入於坎宮，故習坎而心始

亨，知乾為天命之性，而於坎宮求之，知白守黑也。36 

 

他認為老子所說「知雄守雌」與「知白守黑」中，「雄」與「白」指先天之「乾」，

                                                        
31

 劉沅：《槐軒約言》，頁 3696 
32

 劉沅：《中庸恒解》，頁 55。 
33

 劉沅：《正譌》，頁 3503。 
34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01。 
35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2。 
36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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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與「黑」指後天之「坎」。乾卦六爻皆是陽，而坎卦上下皆是陽爻困於陰

爻之中，表示先天之陽性，爲陰所困。因而，要以後天之坎，修養先天之乾，而

達到「復歸於無極」的效果。他認為老子「復歸於無極」之「無極」，是指「先

天乾性」，而非太極。「無極而太極」中「無極」的概念，雖然源於《老子》，內

涵卻不相同。 

 

劉沅「太極即無極」的思想，從儒家中來，周敦頤《太極圖說》：「周子曰：

『無極而太極。』」朱熹附解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彚

之根底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37周敦頤《太極圖

說》在宋明理學中有重要的位置，二程、朱子之學多從此圖中衍生而來。劉沅關

於「太極」與「無極」的描述與周敦頤的相似，其不同在於： 

 

舊周濂溪太極圖，內圖白黑二氣以象陰陽，由中一點運化，蓋取生陰

生陽之意。然太極者，理氣之總匯，陰陽含於其中，本難名象，故曰「無

極」。無極者，狀太極也，非太極之外別有一無極，太極既無極矣，有可

圖耶？故茲但列一空圈以象渾然粹然之意。
38
 

 

周子《太極圖》，用一圓圈來表示無極，中有黑白兩色的圓表示太極生陰陽。但

回顧劉沅之無極太極圖，他用一空空圓圈來表示無極即太極，非太極之外別有一

無極也。並且，在劉沅看來，太極無極是一種渾然粹然的狀態，本來並沒辦法畫

出來。用圓圈來表示，是仿效老子「強名之」而強畫之，用一混淪的狀態來表示。

在其中用黑白來表示陰陽，似乎陰陽也遵循一定的規律在其中運轉，是劉沅無法

認同的。 

 

 事實上，周子《太極圖》中表示陰陽動靜的部分，是從《參同契》水火匡

廓圖而來，他只是把《參同契》中間表示虛空的部分，變成陰陽相合的黑白圈而

已。39《太極圖》本身與道教有一定的關係。40劉沅反對周敦頤對道教水火匡廓

                                                        
37

 周敦頤：《周元公集》卷一，宋刻本，頁 7。 
38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3。 
39

 黃百家《宋元學案》：「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河上

公本圖為《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穆）修以《無極圖》授

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於壽涯。其圖自下而上，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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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修改，而強調中間太極無極的部分不應以黑白兩色平分來表示，顯示了他的

太極思想中，對道教思想資源的認可。 

 

       

（太極圖）               （水火匡廓圖） 

 

二、三元 

 

三元，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劉沅《正譌》：「元者，

幽深之意。」41元者，幽深也。那麼，三元即三種幽深精妙之物。所謂「三元」，

即元精、元氣、元神，是在天地生成之前，無極而太極的狀態的具體表現。《槐

                                                                                                                                                               

易其名，附於《大易》。」錢穆先生認為黃氏說法是「無據之臆想」，但認為「今

濂溪《太極》第二圖陰靜陽動，或謂其有資於《參同契》之《水火匡廓圖》，此

或可信。」（見氏著〈論太極圖與先天圖之傳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頁 173。） 
40

  錢穆：〈濂溪百源橫渠之理學〉：「濂溪《太極圖說》，乃把先秦儒、道、陰陽

三派融合，而始完成其自創的宇宙論。」見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台北：東大出版社，頁 141。）日本學者吾妻重二卻認為太極圖是周敦頤所作，

太極圖「表明了儒教漸漸從其他兩教獨立出來的事實」。（見氏著〈《太極圖》之

形成——圍繞儒、佛、道三教的再檢討〉，見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

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193。） 
41

  劉沅：《正譌》，頁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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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約言》中有《三元圖》
42
： 

 

所謂三元，即精、氣、神。三元看似不同，實則一也。氣是組成天地之無聲

無臭之氣。神，是氣的主宰：「神宰氣，氣藏神……神氣合為一元，凡氣之所在，

即神之所在。」43精，是神氣凝結之義： 

 

太極，性也。性無質，以神氣為質，精則其凝結之意。44 

 

太極無質，以神氣為質，神氣凝結成性曰精。 

 

陰陽五氣，渾然在中，不可測也。言其主宰曰神，運行曰氣，凝聚曰

精。45 

 

太極無極中充滿了陰陽五氣，卻渾然不可測。因此以精氣神來描述這種狀態。陰

                                                        
4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696。 
43

 劉沅：《正譌》，頁 3538。 
44

 劉沅：《恒言》，頁 3653。 
45

 劉沅：《性命微言》，頁 4035。 



144 

 

陽五氣之主宰是神，運行為氣，凝聚曰精。精氣神三者表示陰陽五氣的三種不同

的狀態，實則一也。精氣神三者的差別還在於產生的順序的不同： 

 

三元，一元也。由精而氣而神，生之理則然。由神而氣而精，復性之

功有序。46 

 

天地化生，由陰陽五氣之凝聚（精），而至陰陽五氣之運行（氣），最後方是陰陽

五氣之主宰（神）。而復性之功是由陰陽五氣之主宰（神），回復到陰陽五氣之流

行（氣），最後回復到五氣凝聚的狀態（精）。 

 

在《三元圖》中，氣居中，是天地之中、乾坤之門，為五行之中央土。神居

上，為先天乾性、後天離命。離屬火，屬日，因此，神是陽性的，是五行中之火

木。精居下，為先天坤命，後天坎性，坎為水，為金，因此精為五行中之水火。

在丹道中，日月分屬龍虎。精氣神三者交感，如同煉丹中龍虎交匯，能迴歸太極

一元的境界。對道教丹道知識的熟悉，使得劉沅對「三元」的理解有極濃厚的道

教思想傾向。 

 

劉沅本人對「三元」的解釋如是。事實上，「三元」這一概念取自道教，47劉

沅「無極太極圖」後所附的案語曰： 

 

天之精、氣、神，道流謂之元。元，始。人之精氣神，道流謂之水火

土。48 

 

所謂「道流」，是劉沅對於道家末流的稱呼，借用道教術語表達了他的「三元」

說與道教的關係。陳虛白《規中指南·藥物》：「古歌曰：『借問因何是吾身？不離

                                                        
46

 劉沅：《賸言》，頁 3672。 
47

 道教經典《三元妙經》把「天地水三官」稱作「三元」，與本文「精氣神」之

三元不同。但由於精氣神的說法與劉沅的三元說較為接近，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精

氣神三元，而不分析天地水三元。（《三元妙經》，見《道教十三經》，（北京：國

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頁 751-754。 
48

 劉沅：《槐軒約言》，頁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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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炁與元神。』」
49
精氣神三者本是道教修煉內丹的基本概念。道教對精氣神的定

義可參考紫陽真人張平叔《總論金丹之要》： 

 

夫金丹之道，貴乎藥物，藥物在乎精氣神。神始用神光，精始用精華，

氣即用元氣。精非神不盈，神非氣不充，精因氣融，氣憑精用，氣因神見，

神憑氣用。50 

 

道教錬外丹，以鉛汞爲藥。內丹沿用外丹的名詞，卻表示不同的意思。用「藥物」

指精氣神，認為人身之中本來即有丹鼎爐火，因此，不必煉鉛汞，以精、氣、神

三者為修煉內丹之藥物。 

 

在道教徒看來，精、氣、神三者並非是並列的關係：「修丹之要，在乎玄牝。

欲立玄牝，先固本根。本根之本，元精是也。精即元氣所化，故精炁一也。以元

神居之，則三者聚於一矣。」51陳虛白認為元精是修丹的根本，是由元炁所化生，

而元神是居於兩者之上，是組成人身的最重要因素。紫陽真人張平叔《玉清金笥

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一書中《總論金丹之要》篇曰： 

 

精、氣、神三者，孰為重？曰：「神為重。」金丹之道，始然以神而

用精、氣也。故曰：「神為重。」神者，性之別名也。至靜之餘，元氣方

產生之際，神亦欲出。52 

 

認為神是精氣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神是性的別名，能統轄精氣二者。在元氣產

生的時候可產生。陳虛白與張平叔認為精、氣、神三者中最重要的元素並不相同，

但兩者都以精氣為一體，神是居於兩者之上的。陳氏從本根立說，故以最基礎的

要素——精為重，張氏從反認為要以神來統攝精氣，故以最高明的因素——神為

重。 

                                                        
49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42。 
50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21。 
51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42-43。 
52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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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三元圖》雖然沿用精氣神這三個概念，但他強調這三者都是道之元，

並非修煉長生術的人所謂的精、氣、神。在道教徒看來，精氣神是人身之「藥物」，

是三種具體存在的物體。但是劉沅的精氣神是陰陽五氣的三種不同狀態的呈現。

《三元圖》後案語曰：「二五之精，非男女交感之精；一元之氣，非口鼻呼吸之

氣；不二之神，非氣質思慮之神也。」53可見三元中之「精」，「氣」、「神」分別

是二五之精，一元之氣，不二之神。其實他所說的「一元之氣」即孟子「浩然之

氣」：「道流則曰虛無元氣，浩然言之用，虛無言其體，一而已也。」
54
他使用道

教徒的概念，但是始終在儒家的知識範疇內對這些概念加以解釋。再者，在劉沅

看來，「氣」居天地之中，乾坤之門，應是三者之中最為重要的，與道教徒重神

或重精說不一樣。復次，與道教徒強調精氣一體不同，劉沅強調的是神氣一體，

如上文所引，「性無質，以神氣為質，精則其凝結之意」。55神氣為性之質，精指

神氣之凝結狀態。神氣之組合，是劉沅的義理結構中最基礎，亦是最精微的部份。

因此，他感慨道：「神氣二字，其義最不易明！」56陰陽五氣主宰之神，陰陽五氣

流行之氣，二者的關係是最為難言的。 

 

如上所述，劉沅的三元說與道教徒煉丹之「三元」雖用同樣的概念，但概念

的內涵并不相同。可是，「元」的概念與老子的關係卻毋庸諱言。《老子》：「玄之

又玄，眾妙之門。」57「玄」亦作「元」。「玄」與「元」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概

念。劉沅沿用《老子》的概念，並用《中庸》來解釋《老子》中「元」之義： 

 

元者，幽深之意。觀竅觀妙，至虛至靜，心靜而性來復，未發之中既

純，外著之和亦易闔闢，通乎造化，當觀竅觀妙時果能一念不生，太極同

體，則妙趣有難言者，所謂元也。再內外交脩，仁義同熟。《中庸》云：「天

下之大本，文王穆穆之德，元之又元，通乎帝」謂皆由是基，故曰「元之

又元，眾妙之門」。而夫子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斯意也。58 

 

                                                        
53

 劉沅：《性命微言》，頁 4035。 
54

 劉沅：《子問》，頁 3847。 
55

 劉沅：《恒言》，頁 3653。 
56

 劉沅：《正譌》，頁 3517。 
57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7。 
58

 劉沅：《正譌》，頁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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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是通過觀妙觀竅等方法，而達到的太極同體時的妙趣，與《中庸》中「元

之又元，通乎帝」是同樣的意思。在對「元」的解釋中，融合了儒道兩家的思想。 

 

三、函 

 

太極與三元間的連接詞是「函」，「函」所表示的是包函渾融的狀態。「三元，

一元之所分也，聚而為太極，分而為三元。」59一元聚而為太極，一元分而為三

元，太極與三元並非截然分開的兩者，而是三元即在太極之中，太極即三元的關

係： 

 

混三而一之曰太極，故曰太極含三，此受中之本體則然。由一而之三

曰精氣神，此既生之性情則然。60 

 

根據上下文語義，受中之本體與既生之性情相對，分別指先天與後天的狀態。由

受中之本體而言，精氣神三者混而為一太極；由既生之性情而言，則太極一而分

精氣神三元。太極與三元之間的關係是「函」，如上所述，「三元」表示陰陽五氣

的三種不同狀態，則太極與三元之本體——陰陽五氣之間的關係也是「函」，而

非周敦頤所說的「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 

 

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極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61認為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三者之間是由本而末的生發關係。 

 

朱子解曰：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隂陽，形而下之器也。……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形於天者也。……蓋

                                                        
59

 劉沅：《性命微言》，頁 4035。 
6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2。 
61

 [宋]周敦頤：《周元公集》卷一，宋刻本，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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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

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62 

 

在朱子看來，僅太極是形而上之道，陰陽已是形而下之器，更不用說由陰陽而化

生之水火木金土五氣。太極與五氣之間的關係是本源與表現的關係，太極是五行

之氣運行的根源，即太極是道，五行是道所表現的氣。 

 

然而，劉沅並不認同周敦頤與朱熹的看法。在〈正譌·周子·《太極圖說》之

偽也〉篇中，劉沅認為從太極生陰陽的源頭上來說，周子的說法已經是錯誤的。

太極動而靜，靜而動，動靜二字不可強分。進而，陰陽生五行的說法也不正確：

「五行止是陰陽之用，水火木金土，天生地成，地生天成，天地互為生成，何得

以為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夫子言『闔戶為坤，闢戶為乾，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云象，形乃云氣。』變通二字，甚妙。相提而論，可

見周子此言得失。」63可見，劉沅所反對的是強分天地，強分動靜，強分生成。

在他看來，萬物並不能作如此截然的分開。乾坤並非分別是天地，而是天地之闢

闔之狀態，五行並不是由陰陽變合而生的，而是天地互為生成的。並且認為《周

易》中之「變」「通」二字所表示的往來不窮的往復的結構，比周子天地生陰陽，

陰陽生五行之關注「生」的線性結構更準確地描述了太極與陰陽五行間的關係。 

 

另外，與朱子認為陰陽五行是形而下之器的看法不同。在劉沅「太極函三元」

的結構之中已經提及，三元分別是陰陽五氣的三種不同狀態，陰陽五氣之凝聚、

運行、主宰的三種形態都函於太極之中。先天不可名相之陰陽與五氣都是在先天

與太極共存的，亦是太極的表現，即是形而上之道。因此劉沅用「函」字，認為

太極函三元，而非太極生三元。 

 

四、小結 

 

                                                        
62

 周敦頤：《周元公集》卷一，宋刻本，頁 7。 
63

 劉沅：《正譌》，頁 3504。 



149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儒家《周易》中由一而二、四、八的偶數結構，道家《老

子》由一而二，二而三的三極結構，在劉沅的天道觀中被融合在一起。「太極函

三」中，太極爲儒家概念，而「三」之精氣神爲道教概念，兩者融合在一起。同

時，由太極之「一」而至於精氣神之「三」，看似道家一而至於三的結構，但其

所展示的 「兩儀未分」的狀態，「兩儀」即陰陽二氣。「兩儀既分」，萬物間的生

化又回到《周易》的偶數結構之中。 

 

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劉沅以圖來解經的方法，本身即可能是其儒道融合

思想的一種表征。周敦頤之《太極圖》，以及《易圖》在清代思想界中受到了質

疑。64黃宗羲《易學象數論》、黃宗炎《圖書辨惑》、胡渭《易圖明辨》即是典型

作品。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劉沅不但相信《易圖》所言，本人還採用圖像的

形式來說明義理。這種方法本身即是其融合儒道的一種表現。 

 

劉沅「太極函三元」的思想，并非憑空而來，道教經典《道教三洞宗元》中

「妙一分為三元」，儒家史書《漢書》中「太極元氣，函三為一」等論述與劉沅

「太極函三元」的思想相似，但劉沅並不是對兩者加以簡單拼合，而是對兩家思

想都加以創作性闡釋，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道教中「妙一」與「三元」之說，見於《道教三洞宗元》： 

 

原夫道家由肇，起自無先。垂跡感應，生乎妙一。從乎妙一，分為三

元，又從三元，變成三氣。又從三氣，變生三才。三才既滋，萬物斯備。

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無元，第二赤混太無元，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混洞

太無元化生天寶君，從赤混太無元化生靈寶君，從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寶

君。65 

 

道家關於萬物生成的結構是妙一生三元，與劉沅太極函三元，有相似之處。但兩

者對於萬物之源「妙一」或「太極」的定義不同。道家之妙一生三元，此三元將

                                                        
64

 王汎森：「在清初，批評易圖，成為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見氏著〈程延祚

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

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253。 
65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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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三氣，然後生成天地人三才。妙一、三元都是在天地生成之前存在的。而劉

沅之太極是天地未分化的狀態，天地即一太極也。對於劉沅來說，天地自然生化

萬物，天地本來就是生長萬物的源頭，在天地之上並沒有神仙。同時，兩者所定

義的「三元」。道家之三元，對應與天寶、靈寶、神寶三君，亦與玉清、上清、

太清三者相對應，是道教的神仙。劉沅之「三元」指元精、元氣、元神，是天地

未分化是即存在的三種元素。三者將化生世間萬物，並無神仙色彩。 

   

儒家思想中，亦有太極函三的結構。朱彝尊在考究〈太極圖授受考〉時，引

用陳感遇詩》中「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解釋曰「三元本律曆志，乾坤至

精之數」。66今考《漢書·律曆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

67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自數獨一也。」顏師古

曰：「函讀如含同，後解類此也。」根據《漢書·律曆志》的下文「此陰陽合德，

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描述陰陽之氣，運行於十二時辰，

進而觀「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可知孟康的解釋是符合班固原意的。《漢書·

律曆志》中「太極元氣」，所指是子時的陰陽之氣，函三為一之「三」指天地人

三才。「太極」是形容「元氣」的形容詞，是中和之意，函三，是指太極元氣之

中包含天地人三才。 

 

《漢書》對天道的關注，是爲了替人事建立標準：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

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68 

 

太極與元氣分屬天道與人道，日月星三辰，要符合天地人三統。《漢書》之三統，

關鍵點在於人統，強調人的行為要符合天地之統。《漢書》中「太極元氣，函三

為一」，太極與元氣屬於不同的範疇，兩者之間有明顯的區別，與劉沅「太極函

三元」所表示的太極與元氣渾然一體的狀態不同。 

  

                                                        
66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八，萬有文庫本，第十冊，頁 925。 
67

 班固：《漢書》卷二十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12。 
68

 班固：《漢書》卷二十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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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之「妙一」是天地神仙都存在之前的一種狀態，與「無極」、「太極」

與天地並存的狀態不同。道教中有「三元」這一概念，卻並不以之表示「精、氣、

神」三者。《漢書·律曆志》之太極是天道之太極，元氣是人道之元氣，兩者間有

明顯的分界，與劉沅太極函三之「函」的狀態截然不同。《漢書》之天、地、人

三才亦與精、氣、神不同。概念總有重合，但本質卻難以契合。僅從「妙一分為

三元」，「函三為一」來說，看似難以分析「太極函三元」的思想源頭。但是，思

想的傳承難以有明確的相似，在思想演變的體系之中，經學家往往對已有文本加

以創造式闡釋，而形成了新的思想。這種把近似的概念加以重新整合的過程，正

是劉沅本人的貢獻。 

 

第三節 從太極函三元到復性功夫 

 

一、人身一小天地 

 

天道之「太極函三元」，所指的是所謂「兩儀未分」前的情況，其時，天地

萬物皆沒有生成，一切都處於渾然的狀態，劉沅用「太極渾然之體」來表示。《槐

軒約言》中《無極太極圖》、《三元圖》之下，尚有《兩儀圖》69： 

 

 

所謂兩儀，即陰陽也。陰陽是由天地生發的過程而抽象出來的符號： 

 

惟天地即太極之體，故天包乎地，而以陽施陰；地孕於天而以陰承陽。

陽直而專，則為 奇，陰闢而翕，則為 偶，此兩儀之象所由名也。70 

                                                        
69

 劉沅：《槐軒約言》，頁 3867。 
7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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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兩儀，由天地而來，天包乎地，地孕於天，天地之間互相生發，因此，陰陽

互相組合以象徵天地生發萬物的過程： 

 

天地無一息不交，陰陽無一息不和，故稱為太極渾然之體。而陰靜陽

動，陽靜陰動，互為其機，互根其宅，於是屈伸消長，而生五行。71 

 

天地相交，陰陽互根而相和。陰陽動靜互為其機，因此生發五行。五行變化即是

生發萬物。 

     

兩儀既發以後，太極渾然之體被打破，天道之太極、三元該如何安頓，萬物

生成後，又該如何安頓人道的性、情、理、氣、命等概念與天道的關係，是劉沅

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爲了安頓天道與人道的關係，劉沅援用了道教內丹與道醫中尤其重視的「人

身小天地」的觀念。72《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

沅附解曰： 

 

人身一小天地，天地理氣之全，惟人獨秉。故曰天地之心。73 

 

人身是小天地，則天地的理氣，人身全部秉持。天與人之間的合一，源自「理氣」

的貫通。《孟子·盡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71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63。 
72

 「人身一小天地」的觀念，爲儒道所共有，孫希旦《禮記集解》即用「蓋人

身一小天地，其陰陽之氣，恒與天地相爲流通」來解釋夏至日君子齋處的原因。

（見《禮記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454。）《周易參同契

分章注》中，陳致虛注云：「人身一小天地，以身爲爐，精氣爲火，卻非五金八

石之爐火鼎器者也」 把外丹之爐火修煉，轉爲內丹之精氣修煉。（卷下，《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8 冊，頁 807 上）伍守陽《天仙真理直論增註》：“則人

之所得爲生者，有陰陽二氣之全，有立性立命之理，故曰人身一小天地者也”（民

國道藏精華錄本，頁 1。）在道醫中，是脈位的基礎。李宗梓《醫宗必讀》中曰：

「人身一小天地，故脈位應之。」（《醫宗必讀•脈位法天地五行之說》卷二，明

崇禎十年刻本，頁 107。） 
73

 劉沅：《論語恒解》，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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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劉沅附解： 

 

蓋人身一小天地。一元之理氣，六合彌綸而其靜而專，翕動而直闢，

陰陽升降，天地和同，有樞機焉，日月皆行黃道而斗極運於中央。靜而無

靜，動而無動者，太極渾然之體；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者，太極自然之用。

人身全其所性，理氣亦然。盎，充盛意。施於四體，無尺寸之膚，非至理

所貫注，即無毫髮非元氣所彌綸。74 

 

天地之至理和元氣，皆能貫穿於人身之中，此爲天人之所同，體現在太極與性的

關係之中。 

 

人身一小天地，是人可以參天地，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前設條件。但人必

須通過相應的功夫論才能達到與天地合一的境界。《周易恒解·繫辭》第七章「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劉沅附解曰： 

 

故人身一小天地，人人知之，而所以與天地參，不愧為人，必由成性，

罕有知之。75 

 

人身小天地，「小」字所顯示的，並不僅是人身在外形上相對於天地的「小」，從

義理上說，人身所秉之「理氣」，並不如天地「理氣」之純全，不需雕琢。人道

之理氣，與天道理氣有著粗精雜純的差別，此爲天人之所別，體現在三元與三凡

的關係之中。 

 

天道中之「太極」與「三元」，與人道之「性」和「三凡」的關係已略如上

述，以下將分別加以分析。 

 

二、天人之同：太極與性 

 

太極與性，是天地理氣分別在天與人上的表現，理氣無二致，則太極與性爲

                                                        
74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4。 
75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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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劉沅附解曰： 

 

精、氣、神之本於先天者，即性之體。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天之所

以為天而人得之以為人，即性也。混三而一之曰太極，故曰太極含三，此

受中之本體則然。由一而之三曰精氣神，此既生之性情則然。是故五倫本

於五性，五性原止一性。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76 

 

用「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來定義「性」。77在劉沅 定義中，「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是同樣的概念，皆表示太極：「曰無極何又有真？謂無極之真即是太極

則可。但二五即天地也。天地合而為太極，則二五之精仍止一太極，不當分而為

二。」78在劉沅看來，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皆指「太極」。人性是太極

在人身上的表現。混三而一之而言，則性即太極，即無極。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即是陰陽之氣流行之理。分一而三之而言，則性即先天所秉受的精氣神。 

 

「性」與傳統儒家的很多概念可相通。《正譌》： 

 

人身藐然，何以萬物皆備？只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名無象，無聲無

臭，在天曰太極、乾元、坤元，在人曰性，曰中，曰一，曰仁，曰誠。名

號猶多，識得則知其至平常，全得則知其最神妙。79 

 

太極、乾元、坤元、性、中、一、仁、誠等概念在劉沅看來都是指先天純然粹然

的狀態。名號雖多，但所指都是一樣的： 

 

一理也，以主宰意言，曰命，人得之以為性，天地人共由如路曰道，

                                                        
76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2。 
77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是周敦頤〈太極圖說〉中提出的概念。周書曰：「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根據上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可

知，周氏「二五之精」中，二指陰陽，五指金木水火土五行。「無極之真」的內

涵較為晦澀，朱熹曰：「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

極也。」 朱子試圖解釋的是為何周敦頤稱「無極之真」，而不提及「太極之真」。

太極即無極也，所以無極之真即太極之真：「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

非別有物為太極也。」 認為與「無極之真」一樣，太極即二氣、五行之理。 
78

 劉沅：《正譌》，頁 3505。 
79

 劉沅：《正譌》，頁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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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人道而合天道也。80 

 

人之性、命、道、理都是一樣的，這是人能窮理盡性至於命的原因。 

 

理一而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萬物所由來。以主宰意言，曰

「命」；譬物之根荄有仁，曰「仁」；不測曰「神」；萬物所共由，曰「道」；

人體天理而實得於身，曰「誠」，曰「聖」。散著而彌綸六合，因事因物，

同理異名，不一而足。81 

 

性、命等較抽象的因素與理相同，人身的道德仁義也一樣，仁、誠、聖都是一致

的。 

 

因此，可總結爲天道之「太極」（「乾元」、「坤元」），在人道中對應的概念是

性、命、道、神、仁、誠等。這些概念間的相通，顯示了天人之間的和同的層面。 

 

二、天人之別：三元與三凡 

 

太極函三元中「函」字所表示的即是太極與三元的渾然無間的關係。則，上

文所言之「太極」、「性」、「道」等概念，與三元（元精、元氣、元神）爲一體。

與之相對應的是後天之三凡（凡精、凡氣、凡神）。後天之三凡，與先天之三元

不同。《賸言》曰： 

 

太極函三，元精、元氣、元神之所以本於天地，先天中之先天也。一

神兩化。凡精、凡氣、凡神之所以本於父母後天中之先天也。養後天之神、

氣、精者壽，全先天之神、氣、精者神。82 

 

元精、元氣、元神是天地存在之前的先天中之先天，在天地存在之前已經存在，

並且是組成天地的虛無精氣神。而凡精、凡氣、凡神是凡身受之父母的後天中之

先天： 

                                                        
80

 劉沅：《正譌》，頁 3554。 
81

 劉沅：《正譌》，頁 3552。 
82

 劉沅：《賸言》，頁 3671。 



156 

 

 

元精、元氣、元神，天之所以為天，函於太極者也；凡精、凡氣、凡

神，物之所以為物，成於氣質者也。83 

 

元精、元氣、元神函於太極，無形無質，不可視聽，但凡精凡氣凡神，是組成物

的因素，是有形質，可以視聽的。 

 

三元之本體爲性，而三凡則不能等同於性。三凡只是後天之情、命、後天之

心等等。《論語》：「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劉沅附

解曰：「蓋性一而已。情則有七。七情亦性之用，而不得其正，則後天血氣爲之

也。」84情不等同於性。 

 

性與命的關係亦然。《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理學家認為「性也，有命焉」之「性」，指「氣

質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指義理之性。85劉沅並不認同義理之性、氣

質之性的劃分。86他把理學家定義中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的差別，解釋爲性與命

的差異，認為文中對耳目口鼻之滿足的追求，是命，而對仁義禮智之追求，是性。

性與命在天地生成前後的關係不同。《孟子恒解》曰： 

 

性祗是一個天理，若命之一字，則有數端。《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此「命」字實際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命之元也。天地既分，

則乾性坤命分峙；陰陽既交，則受氣成形互宅。氣質之清濁也，氣數之不

                                                        
83

 劉沅：《恒言》，頁 3630。 
84

 劉沅：《論語恒解》，頁 354。 
85

 參考《朱子語類》：「『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

此『性』字專言其理。」（頁 1462。） 
86

 對於「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解作「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四書章句集

注》，頁 369。）而劉沅解作「命謂氣質所稟也。人生而有氣質，即有此嗜欲，

似性生，而實後天之氣所使。君子之所謂性者，不在是也。」（《孟子恒解》，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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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也。人物之命，紛然雜出，皆由後天氣化而來。在天地，則渾然合者，

性命純全；變化妙者，性命各正，本無偏駁。人則受氣不齊，必由克己復

禮，內外本末有許多功夫，久久然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87 

 

所舉《周易》、劉子之言，都是針對全人類而說的，是普適性的概念，此「命」

指的是一種抽象的狀態，是人具體存在前的先天狀態，因此是「命之元」，是無

不善的。而天地既分，萬物存在之後，因所受氣質不齊，所以所受天命不同，「人

物之命」之「命」，指的是具體個人所受於天之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命」

指的是先天無聲無臭之「命」。「命」的兩個義項在文本中交織。 

 

和性與情、性與命的關係相比，性與心的關係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之中要重要

得多。因為天與人之間的差別，即體現在心上，並需要心來使得天人重新合一。 

 

四、天人之中介：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 

 

余英時〈「天人合一」的歷史演變〉一文中指出，軸心突變之後，「心」代替

了「巫」成為天人之間的中介。他認為「軸心時代」以後，「這些哲學家（或思

想家）在尋求與『天』或『道』『合一』的進程中，同樣離不開中介物，不過他

們的的中介不是『巫』，而是『心』……大體而言，自西元前四世紀以來，新『天

人合一』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已趨於定型，其普遍的形式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心』

與『道』的合一。」88余氏以先秦諸子《孟子》「盡心知性」等文獻來論證「心」

在天人關係中的中介作用。此觀察把握了古代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一個重要轉

折。 

 

反觀劉沅的天人合一觀念，心的中介作用依然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並且，劉

沅更加明確地把心分為「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先天之心」為天之心（亦

為性），「後天之心」為人之心（不等於性）。通過把後天之心轉化為先天之心以

                                                        
87

 劉沅：《論語恒解》，頁 610。 
88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頁 19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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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心」「性」等概念源於儒家經典，「先天」「後天」

之分源於道教對人的生成的區分，再次體現了劉沅天人合一體系中的儒道融合。 

  

首先，在心與性的關係上，劉沅一再強調心與性間的不可等同。「性，心之

體；心，性之用。」89心與性的關係是體與用的關係。作為體的性與作為用的心

間絕不可等同：「性不離心，而心不盡性。」90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心等同

於性，後天之心為情： 

 

理具於心，而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心即性，後天之心為情，情

有七而心始紛，物交物而情滅性矣。91 

 

理具於心，但心的全體並不是理。只有先天之心才是理，理與性是可等同的。

後天之心是情，不能等同於理。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的差別與性與情間的差別相

似： 

 

心在先天渾然者，即是性，是心之本體也，既生以後，有此血氣之身，

即有七情之擾而知覺運動之心，非復先天渾然之心，為其緣氣質而生。92 

 

先天之心即性，其狀態渾然粹然，是從本體上的定義。而後天之心，是從實存的

狀態上的定義。後天之心寄託在血氣之軀中，受到後天氣質的影響，而變得不純。

先後天之心間的區分和性情間的區分類似。 

 

其次，心與性不可等同的原因，在於心與性的本質的不同。劉沅《大學恒解》

曰： 

 

性本無為而心有覺，有覺則動，動則妄，妄則偽而雜。平旦之氣，因

而楛亡矣。93 

 

                                                        
89

 劉沅：《大學恒解》，頁 35。 
9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9。 
91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55。 
92

 劉沅：《大學恒解》，頁 35。 
93

 劉沅：《大學恒解》，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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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大學質言》申言： 

 

天理即性也，性無形而心有覺。有覺之心從性而發者，可以為善，惻

隱羞惡等四端是；從氣質而發者，可以為惡，甘食悅色等情欲是。……蓋

性本虛無，心乃浮動。性原於天命，無聲無臭者，安得不虛無？心雜於形

質，嗜欲牽引者，安得不浮動？94 

 

性無形，無聲無臭，是一種虛無的狀態。但是，心與性不同，心是有覺的，浮動

的，因此，感於性而發者，為惻隱羞惡等四端，此時，心是善的；感於氣質而發

者，則是甘食悅色等情欲，此時，心是不善的。心的本質浮動，而導致心的表現

有善有不善，而囿於形質嗜欲之中，則心更加浮動，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

性無不善，而心卻有善有惡，因此，心不等同於性。 

 

關於心與性的區別，《孟子恒解》中有更加通俗的說明。《孟子·盡心上》：「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劉沅附解曰： 

 

究竟心性之實如何？姑即易見者以譬之。天與人以理氣之全，此渾然

粹然之在吾身者，如金在沙中。心固未嘗無性，而亦甚僅矣。上智之聖心，

無私欲，則猶是先天之本來，然此曠世一逢矣。其次則心皆溷於氣質而非

性之本體。95 

 

金在於沙中，但是沙並不等於金。性如金，身如沙。所謂「理氣之全」、「渾然粹

然」，指「性」，天賦渾然粹然之性於人身，猶如將金放置於沙子之中。而心爲人

身中的一部分。只有聖心不受氣質之影響，仍爲金子，其他人之心，已被氣質拘

囿，成為沙子。因而，心中有性，但心性有別。 

 

復次，心與性不可等同，卻不等於心性截然兩分。先天之心為性，後天之心

不等同於性，則天人合一的關鍵步驟在把後天之心轉化為先天之性。《論語》：「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過矣。」劉沅附解： 

 

太極在人曰性。……性者，心之主；心者，性之用。心純乎性，先天

                                                        
94

 劉沅：《古本大學質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5。 
95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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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然；心囿於質，後天則然。存有覺之心，養無爲之性，馴至乎天人合一，

則心無非性，氣質不得而累之，萬物不得而淆之矣。96 

 

「存有為之心，養無為之性」是《孟子》中「存心養性」的進一步的說明。心有

爲，性無爲；心的功夫是存，性的功夫在於養：在在可見心與性間的區別。達到

天人合一境界時，心與性間的差別被消除了，心無非性，亦可看出心與性間的關

聯。 

 

「心」與「性」既相區別又相關聯的關係，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有相當重

要的地位。《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把心、性分開而言，劉沅認

為此章揭示了心與性間的關係，對此章給予相當高的重視。附解曰：「此章爲當

時言心性者，直揭其表裏，語簡而義該。全部《大學》、《中庸》、歷代聖人心法，

皆具於此。直是渾成雪亮。而猶有謂孟子之文不簡密者，何哉？」97不管從義理

上，還是文章手法上，此章都是《孟子》的典範。從反面來說，宋明理學家之所

以類禪宗，即由於不能明辨心與性的關係。《論語恒解》： 

 

自宋而來，儒者知聖學不外乎心矣，而不明心有先天後天之分，故力

辨禪宗守心，而亦未免以心為性。98 

 

《孟子恒解》： 

 

蓋人之所以承天而不朽者，心也。其實則性也。心與性辨在毫釐。自

宋儒以心爲性，後之論者，謂心外別無性，不知性非心比也。先天心即性，

後天心夾陰識，不盡爲性。
99
 

 

儒者明白「心」的重要地位，卻不能分辨心與性的差別。其中「以心為性」的指

責，不但指明顯地把心性等同的陽明學，亦包括程朱理學。《孟子恒解》：「自宋

以來，朱陸分門，以陽明為陸派。其實朱陸皆以心為性者也。」100 

                                                        
96

 劉沅：《論語恒解》，頁 224。 
97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1。 
98

 劉沅：《論語恒解》，頁 204。 
99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0。 
10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9。 



161 

 

 

朱熹認為「心統性情」，「心」與「性」明明不等同，而劉沅卻指責朱熹「以

心為性」。現代學者對於劉沅的這一論斷不知所以然，認為這是劉沅思想「需要

提出疑問的可議之處」。101事實上，相比於劉沅是否誤解了朱熹心性學說，更重

要的問題是劉沅為何要誤解朱熹的心性之說。「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在劉

沅的天人合一說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朱熹「心統性情」說中「心」為實

然之心，即劉沅所說「後天之心」，後天之心統攝性與情。其心的概念之中，並

沒有「先天之心」的這一層面，亦沒有把後天之心與性的差別明言，只籠統認為

「心統性情」，因而劉沅指責其混同心性。對朱熹的誤讀，源於心性關係在其天

人合一系統中的重要性。如此，方能同情地理解劉沅對朱熹的誤讀。 

 

總的來說，「人身一小天地」是劉沅用來安頓天人關係的最基本的結構。人

身與天地間的「小」的關係，一方面肯定了天道與人道間的共通性，人道與天道

在本質上來說，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則表明了人道與天道的不可等同，人道需要

經過後天的修養，才能與天道合一。 

 

天道之太極函三元，在人道中有相應的體現 。天道之太極與人道的性相通，

這是天人可以合一的前提。天道之三元與人道之三凡並不相同，這是天人之間的

區別。天道與人道的中介是心。劉沅把心分爲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分居天人兩

側。通過修養功夫，使得後天之心返還先天之心，以達到盡人合天的方法，稱作

復性。所謂復性的功夫，既可用儒家存心養性來表達，亦可用道教取坎填離來表

示。復性的功夫是儒道共通的。 

 

 

 

                                                        
101

 蔡方鹿〈劉沅的先天後天說〉：「實際上，劉沅的觀點與朱熹的思想比較接近，

均主張心性有別，批評心即性之說，但不知為何劉沅卻把朱熹混同於陸王而認為

他們都是主以心爲性之說的心即性觀點的持有者，這是需要提出疑問的可議之

處。」（《社會科學戰線》，2012 年第 4 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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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人合天：復性功夫 

 

心是天人之間的中介，從方法論上說，以人合天的關鍵亦在於「心」。先天

之心爲性，使得後天之心回復到先天的狀態的過程，被稱作「復性」。 

 

《論語·顏淵第十二》：「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劉沅附解曰：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即性也，在天曰太極……為仁者，以安止之法，

求放心而歸於中極，至虛至靜以生浩然之氣。由有諸己而充實而光輝而化

神，有許多功夫次第。心非可以強制也，必虛靜而養之。克己者，天理充

實之後，渾然在抱，陰私之氣全無，有覺之心，悉聽命於純一之天性，如

克而勝之耳，非天人交戰。102 

 

把「爲仁」之「爲」，解釋成動詞「作為」，而非系詞「是」。「爲仁」的方法，即

是使得後天之心回復先天之心的復性之法。安者，《大學》「定而後能靜，靜而後

能安」之「安」也。止者，止於至善也之「止」也。然後，求其放心，而回到止

虛至靜的狀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連用了四個「勿」，本來是指

通過克制非禮的行為，以達到復禮的結構。但是，劉沅卻認為克己之「克」，並

不是強制克制之意。強制是指強制心中不好的念頭，但是「克己」用的是涵養心

中好的念頭，天理充實，則私欲自然消失了。「求放心」、「養心」都是著意於「心」

的功夫。 

 

《孟子》中曰：「存其心，養其性」，復性功夫，在存心之外，亦有「養性」

之功： 

 

先儒亦言復性，而但知克治其私，擴充其善。夫克治擴充亦存心之要

也，而不足盡復性之事。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於心

言存，於性言養，其義始周。103 

                                                        
102

 劉沅：《論語恒解》，頁 286-287。 
103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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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治擴充只是「存心」的功夫，在存心之外，尚有「養性」之功。所謂養性，即

存養先天渾然之性： 

 

存其知覺之靈，不使逐物而紛；養其本然之性，不使為心所伇。久久

則後天有覺之心，皆純乎義理，而為先天渾然之性。天之所以予我者始全。
104 

 

劉沅之所以強調存心養性兩者不可偏廢，是因為他認為心不等同於性。有覺之

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如果單單存後天之心，則會流為僧流，不能得孔孟之正道。

所以存心之外，尚要養性，養先天渾然之性，才能回復到天之予人之全，才是復

性的完整含義。 

 

作為以人合天的修養功夫，「復性」並不僅限於儒家思想範疇之內，亦不僅

限於理性的方法。對此，余英時〈「天人合一」的歷史演變〉一文已經做了「一

次根本的澄清」。
105
劉沅以人合天的修養功夫也不僅局限於儒家理性範疇，另外

從道教範疇加以說明。《孟子》「養浩然之氣」章中，劉沅強調養氣是復性的入手

功夫，其中所謂「養氣」指道教養氣功夫論。《孟子恒解》：「此章（案：即養浩

然之氣章）言養氣，則以清乎心之源，而復乎性之初也。」106養氣，是復性最初

的功夫。「氣」是三元之一，養氣便又回到了「太極函三」的結構之中：「存其心，

養其性者，一元之神生一元之氣，久久充實而漸化神。」107由元神而生元氣，元

神與元氣凝聚成元精，三者匯合即回復道太極的狀態。《論語恒解》曰： 

 

                                                        
104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1。 
105

 余英時：「這裡我必須對精神修養的性質作一次根本的澄清。我要著重地指

出，精神修養（無論稱之爲『修身』、『修己』或其他名目）只是一種方法，在價

值上是中立的。但精神修養之爲方法與一般所謂治學方法或思維方法不屬於同一

範疇；後者是純理性的產品，前者則包含了超理性的成分。『超理性』為什麼會

介入精神修養呢？這是因為精神修養是導致『心』、『道』合一的唯一途徑；而怎

樣將流行於宇宙之間的精神實有——『道』——引入『心』中，則不是理性所能

單獨完成的。」見氏著《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頁 202-203。 
10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107

 劉沅：《俗言》，頁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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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遷虛，煉虛合道之說，祗是存心養氣，

本末之功用，而特異其名耳。本二五之精生先天之元氣，積浩然之氣，養

先天之道心。108 

 

精氣神三者指先天之元精、元氣、元神，而非後天的凡精、凡氣、凡神。煉精氣

神三者，至於遷虛合道，是三元回復太極的過程，與《孟子》中的存心養氣，其

實是異名而同功。 

 

復性，在儒家的知識體系中，是「克己復禮」、「正心誠意」等功夫，同時，

劉沅亦用道教的概念系統來闡釋復性之功夫。「老子言抱一守中，是存心養性之

旨也。」109老子的抱一守中，即是存心養性之旨。更為重要的是，劉沅用道教

先天乾坤，後天坎離的結構來解釋復性的過程。劉沅《正譌》： 

 

性為乾金。後天乾元真氣入於坤宮，而為坎。故坎中一陽本先天之乾

性，道家言取坎填離，謂取坎中之陽填滿離中之陰，則後天坎離仍成先天

乾坤，此復性之功也。110 

 

《易》之「坎」卦為上坎下坎，二爻、四爻為陽，其餘為陰，劉沅認為坎為「乾

宮真陽所寓」，111「離」卦上離下離，劉沅認為「離」卦二陽中之一陰，為「離

中之陰私」，此陰私不除，則天理難全。112道家取坎填離的功夫，即與乾坤坎離

四卦密切相關： 

 

 乾坤交而坎離分，天地之所以生生而不窮；坎離合而天地泰，乾坤

所以一元而不息。在天地則有分有合，實無合無分，而在物則分者難合，

合者竟分，故復性之功，非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無以全性也。113 

 

乾坤相交，而坎離分，是天地生長萬物的過程，天地看似分開，實際上並無分合，

也可理解為沒有天地之合在前，即沒有天地之分在後。而坎離交合而天地泰，而

                                                        
108

 劉沅：《論語恒解》，頁 465。 
109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3。 
110

 劉沅：《正譌》，頁 3503。 
111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6。 
112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8。 
113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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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乾坤保持一元之狀態。在此，劉沅並非在儒家《周易》的系統裡解釋卦象，

在《周易》中，坎、離結合得到的卦是「既濟」、「未濟」，而劉沅坎離合得到的

天地之「泰」，從道教的義理來解釋，並非是儒家卦象的變化。在萬物來說，易

分而難合。只有掌握了天地之德，才能確切地理解復性的功夫。因此，可以說把

道家之天地離合觀點與《易》之卦象系統結合起來解釋復性，是對復性之功的最

融通的解釋。 

     

所謂「坎中一陽」、「離中之陰」，已經帶有明顯的道教的色彩了。劉沅《子

問》中，曾把復性的功夫描述如下： 

 

 復性之功，始以養氣，終於神化，由後天而復還先天，仍是乾坤本

體。其初用功也，必以虛無之神生虛無之氣，使坎中一陽上升，水火會於

中黃，迨元性有基，加以涵養擴充而光輝，而化神。天地位矣。是為採坎

中之陽，補離中之陰，故曰採補。離中女也，名曰姹女，坎中男也，名曰

嬰兒。始焉，男女會於中黃，而性有基，繼焉，性益純，氣益盛，復還先

天本位，而為乾坤。此克己復禮，盡人合天之學。114 

 

其中涵養擴充而光輝，而化神，來自儒家。但「姹女」、「陰陽」、「採坎中之陽，

補離中之陰」則明顯已經是道教的概念體系了。劉沅亦用道教的體系來解釋復性

之功夫。南北朝太清真人述《神仙九丹經》：「河上姹女者，鉛黃華也。子明媒之，

使共居也。賢士者，水銀。子明媒之，使共居者。言取鉛黃華一斤置鐵器中，以

炭火之，即復取水銀七斤投鉛中，猛火煴之。」115姹女表示鉛，賢士表示水銀。

用炭火加熱鉛和水銀，便得到了所謂金丹。後蜀彭曉撰〈周易參同契通貞義序〉：

「水銀與姹女同居，朱汞共嬰兒合躰。」
116
即表明姹女為水銀，朱汞是嬰兒。姹

女、嬰兒原是道教煉丹中的術語，後來主內丹學說者亦用來表示修煉內丹的方

法。元代蕭廷芝《金丹大成集·金丹問答》： 

 

問曰：「嬰兒姹女，正在何處？」答曰：「嬰兒在腎，姹女在心。」 

                                                        
114

 劉沅：《子問》，頁 3847。 
115

 太清真人述：《神仙九丹經》，明正統道藏本，頁 9。 
116

 [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4。[宋]胡一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引用之以翼《周易本義》，見《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 22 冊，頁 3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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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腎屬水，為陰，嬰兒屬陽；心屬火，為陽，姹女屬陰，何緣

乃眞陰也。」117 

 

嬰兒是坎中之陽，真陽也；姹女是陽中之陰，真陰也。《金丹大成集》中尚有《槖

籥歌》曰：「嬰兒姹女相追隨。」真陰真陽的交匯，便能煉成人體自身內的金丹。

劉沅先以虛無元神生虛無元氣，然後運氣於嬰兒所在之腎，腎中之一陽上升，會

於姹女所在之心。離中女，坎中男，會於中黃。這個過程和道教內丹學說運氣煉

丹之方法極其相似。可見，劉沅的復性說，並不是純粹的儒家的學問，而是與道

教內丹學說相融合。 

 

總的來說，劉沅從儒道兩方面來解釋復性功夫，儒家之道德實踐與道教的煉

精氣神的方法融為一體。通過復性功夫，所要回復的天道境界，亦有儒道兩方面

的思想來源。從中可見，通過和會三教，劉沅重鑄了儒道和會的實踐功夫。 

 

本文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辨析與復性說相關的的每一個概念與結構的來源，是

爲了在天人關係這一最深妙又最基本的結構中，展現劉沅的「復性功夫」中，儒

道知識是如何融會而構成新的體系的。從中，可以看到不僅是「太極」「三元」

「函」等概念由儒道思想雜糅而成，而且太極與三元中的一三結構，先天後天的

二分結構，甚而天人合一的結構，本身亦受到儒道兩家思想的形成。在這樣的融

合之中，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劉沅的「和會三教」的思想體系並非是簡單的把

三教因素並列、齊同或者如論者所說的部分化的組合，而是從概念、結構上重新

熔鑄成為一個新的思想體系。第二，在劉沅建構的新思想體系中，儒家、道教本

身的思想都經過相應的創造性詮釋，如此方可融合在新的體系之中。

                                                        
117

 [元]蕭廷芝：《金丹大成集》卷二，明正統道藏本，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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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解經方法——以「身心實功」爲基礎的經解之

道 

 

功夫論的重鑄，是劉沅「和會三教」思想體系的核心所在。此復性功夫，在

對經典的詮釋之中形成，反過來，亦對解釋經典的方式產生一定的影響。重視功

夫實踐的特點，亦影響了詮釋儒家經典的方法。用劉咸炘的話來說，「先祖之和

會三教，乃有身心實功」，劉沅的解經方法，可稱作「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

本章著重探討劉沅重鑄之功夫論對於儒家解經方法帶來的變化。 

 

劉沅自述其學，曰：「愚雖魯鈍，然苦志參求，五十八年矣。體諸身心，驗

於日用倫常，覺聖人言行，皆人生常理，無不易知易行。特傳註多誤，阻後人以

嚮方。」1體諸身心，驗於日用倫常，才能明白聖人之義。《子問》作於咸豐二年

（1852 年），其時，劉沅已經 84 歲。所言解經方法，是劉沅五十八年來的心得。

其後，劉咸炘總結祖父的學問時，認為「先祖之和會三教，乃有身心實功。以明

以來學風大勢觀之，此止更進一步，而非別為怪異。」2劉沅之學，重在「身心

實功」，並認為此種身心實功的思想，在學術史上看，是有進步的，是劉沅思想

的獨創性。劉沅重身心實功的思想特色，無疑會影響到他的解經方法。 

 

另外，劉咸炘〈評戴潘〉曰： 

 

東原〈答彭尺木書〉曰：『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

孟之書本文云何。』吾亦欲告東原曰：『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

會日用間情知之用云何。』靜存之術正以答此問題。3  

 

清人不滿宋人以義理解經，批評離經文而言道的解經方法，提倡要返回孔孟本

文，即從訓詁中尋找孔孟真義。劉咸炘針對這種思潮，認為還諸六經本文，不如

                                                        
1
 劉沅：《子問》，頁 3888。 

2
 劉咸炘：〈經今文學論〉，見《推十書》，頁 2208。 

3
 劉咸炘：《推十書》，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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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諸日用情知之用。所謂日用情知之用，即下文「靜存之術」，亦是沿用其祖父

的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提倡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亦可看出劉沅對清代考據學

思潮以及由此而來的漢宋之爭的回應。 

 

重「身心實功」與「體會日用間情知之用」，在清代解經方式不宗漢學，即

宗宋學的分類中，歸屬於宋學。學者亦普遍認為劉沅的解經方法是「重尚義理的

解經方法」，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劉沅的思想久未得到學界的注意。4然而，劉沅

本人評價自己的解經是「就本文訓詁」
5
、「解經辨難，甘爲訓詁」

6
。並批評宋人

義理解經的方法「以己意參之，而按諸天理身心不合」。7由此可見，劉沅的解經

方法，或並不能以訓詁、義理二分的結構去歸類。 

 

解經方法所與解經者本人的經典觀有密切關係，不同的解經方法體現不同的

經典觀。因此，本文首先探討劉沅的經典觀。繼而，分析劉沅對於訓詁、義理的

解經方法的看法。劉沅所謂的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並非憑空而來，源於對於訓

詁與義理解經的反思。他覺得文字聲韻的訓詁方法不可靠，義理的方法多臆測，

多不得聖人之義。然而，又把自己的解經行爲稱作「訓詁而已」。最後，分析劉

沅的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的定義、釋例，以及與訓詁、義理的解經方法的聯繫與

不同。  

第一節 劉沅的經典觀 

一、尊經立場 

 

宗經的立場，首先體現在劉沅判斷解經正確與否的首要依據是「本文語義」，

即經文的語義。如《易經恒解》中「四德說」，他解釋完對「元亨利貞」的解釋，

                                                        
4
 蔣秋華：〈劉沅《詩經恒解》的聖人論述〉，頁 310。蔣秋華〈劉沅《書經恒解》

研究〉：「所以可以將其歸屬於宋學系統的經說。」（《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10。） 
5
 劉沅：《詩經恒解》，頁 626。 

6
 劉沅：《子問》，頁 3895。 

7
 劉沅：《中庸恒解》，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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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解的最後，加以斷語「學者但熟玩本文，求其貫通，則知愚言之不謬矣。」

8熟完「本文」，則知其所言不誤。因此，可以說經文「本文」是他判斷對經文解

釋是否正確的最有力的標準。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總結為「尊經不重注」的解經

立場。 

 

在經解的凡例中，劉沅亦有多處表示他的經解以經文為主，如《禮記恒解·

凡例》： 

本書所載，若郊、禘等大事，前人爭訟累千萬言，今只各就本文章句

簡要解之，不暇為之反復詳辨。以本文自明，無庸別生支節。9 

 

在前人反覆爭訟處，劉沅強調《禮記恒解》以本文為主，簡要解釋。推崇「本文」，

並不辨析前人的不同註釋。《周易恒解·屯卦》附解曰：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不可執一而談也。歷代諸儒各以意說經，

得者多而失者亦復不少。平心而論，惟以聖經自然之文義解之，則不必求

多於本文之外，且求本文字句無負，可也。10 

 

對《易》的解釋，諸儒以意說經，得失參半。劉沅的經解求於本文字句無負，表

明了他尊經而不重注的立場。 

 

在具體經解之中，有爭辯之處，他往往是以本文為主。如《孟子·公孫丑上》

對於「七十子」的解釋，《孟子恒解》曰： 

 

 七十子約舉其成數，或以為七十二，或以為七十七、七十九，世遠

難稽，不如仍以孟子之言為斷。
11
 

 

對於「七十子」的解釋，由於年代久遠，已很難得到確解，因此不如以孟子之言

為準。而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章，劉沅曰： 

 

                                                        
8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84。 

9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66。 

1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90。 

11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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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孟子》為正，他書不必信也。
12
 

 

對經文的解釋，要以《孟子》為正，他書不足據。 

 

《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居天下之廣居

正位。」 

《孟子趙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

義之道也。」13 

朱熹《四書章句》：「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劉沅《孟子恒解》：至廣居正位大道，朱子分仁禮義亦佳，但孟子口中無仁

禮義字眼。只按切本文形容為是。14 

 

趙岐用純乾正陽之位，仁義之道來解釋「廣居」、「正位」，朱熹用仁禮來解釋廣

居、正位。但劉沅認為仁、義等字眼是本文中所沒有的，不必作過度的闡釋，即

保留廣居、正位的原本含義即可。 

 

劉沅解經時尊經不重注，首先是因為年代的不同，經書寫成的年代，與據以

解經的材料的年代不同，文章制度等都有相應的變化，不可據後代之事以解前代

之事。如《孟子恒解·盡心下》：「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伇之征。」

劉沅《孟子恒解》曰： 

 

兩稅三輸之法，始於唐楊炎，……故朱子云今兩稅三限法也。然楊炎

之法與宋不同，尤與孟子所言不同，不可混視而據以解經。15 

 

朱子用楊炎「兩稅三限法」來解釋《孟子》，用唐代的制度來解釋先秦經典，顯

然是混亂了不同時代的典制，因此不可從。 

 

另外，經是聖人所作，與傳有本質上的不同。劉沅推崇聖人的態度，使得經

                                                        
12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0。 
13

 [漢]趙岐：《孟子趙注》，無求備齋孟子十書第一函，卷六，頁 3。 
14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7。 
15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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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有著必然的正確性。如《孟子·盡心下》：「盡信書不如無書」。程子注曰：

「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茍執於辭，則時或有害

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16從辭與義的關係入手，認為經典之辭或有誇飾，應

以經典的義理爲準。「茍執於辭」中，「茍」一字，有假設之義。在程子的解釋中，

「盡信書不如無書」是一假設的情況，如果執著於經書之辭，而不理解經書之義，

則不如無書。但是，劉沅並不認可把「盡信書不如無書」情境化的解釋。《孟子

恒解》曰： 

 

「書」字自不必定指《書經》，蓋其意雖為下文作引，然乃大概而言。

凡記載之文，未必盡出聖人之手，則其言即不可盡信。…程子明孟子之心

極妙，但謂設為是言，亦非。當就書本意述而辨之，乃知孟子之言，自有

不誤，無容迴護。…孟子直斷以至仁無敵之理，決其為誣。蓋信其以聖人

之德，而不信載籍。浮詞為戰國而言，然其論古之識為已精矣。若謂為設

言，顯與書文相戾。反覺孟子不顧文義之安，而竟昧本旨，即聽者亦不服

也。故宜就書本文而言其不足信，乃兩得之。17 

 

認可程子體貼孟子之心而做出的解釋，然而，「謂設爲是言，亦非」。在劉沅的解

釋中，書本所記載之文，並不一定是出於聖人之手，因此不盡可信。信經是因為

經是聖人所作，有不容置疑處。浮詞載籍，與聖人之著述不同，由此，益發凸顯

劉沅對經典文本的尊崇。 

 

二、不可言傳 

 

經，固然重要，然而，經典的義理不能僅從文字中尋取。相反，聖人最精微

的道理都是文字所無法傳遞的，一定要通過明師的傳授才能得知。《正譌》曰： 

  

中之地，最難識。聖人亦未直言，以雖言之，而非深造有得，仍不能

知。徒洩天地之秘，使庸妄藉口耳。18 

 

                                                        
1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64。 
17

 劉沅：《孟子恒解·盡心下》，頁 600。 
18

 劉沅：《正譌》，頁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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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微的道理不容易被聽者接受，所以聖人不言之。聖人如果直言難以理解的義

理，則聽者不能明白，達不到傳道的效果。反而使得庸妄之徒有誣枉聖人的藉口。

同時，還有洩露天機之過。直言招致此三種嚴重後果，則聖人選擇不直言。《子

問》： 

「然而子注四子六經，尚有不盡言者何故？」曰：「不能以文字傳者

耳。」 19 

 

被問及經解不能盡言的原因，劉沅回答是因為有不能通過文字傳授的道理。經未

言精微的道理，傳亦然。大道有在於文字之外者。 

 

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為例，劉沅曰： 

 

大學之道一章，乃自古聖人教人為聖賢之法……孔子恐其失傳，乃約

舉大要，以示曾子。其功夫條目之細，則面授文人，以其非文字所可傳也。
20 

 

《大學》中之三綱領，八條目，歷來被學者認為是聖人之學的門徑，但是劉沅認

為《大學》首章只是舉學聖人之條目要點，並不是具體的功夫。 

 

《孟子》所講集義生氣，養浩然之氣的方法，也不能通過口耳文字相傳： 

 

養氣不動心，自古聖人皆然。第其功至詳且密，非口耳文字所能傳，

必得明師及有恒之士面為授受，次第實踐，至於不動心。21 

 

孟子擅長養浩然之氣，以至於四十不動心。劉沅認為自古以來，聖人便是通過這

樣的方法而成聖的。只是，功夫相當詳密，不是口耳相授或者閱讀文字能得到的。

一定要有明師及持久修行的人的當面傳授，再加以實踐，才有可能達到不動心的

境界。 

 

總的來說，學聖人的功夫，只能通過面授，不能寫成文字。因此，誦讀四子

                                                        
19

 劉沅：《子問》，頁 3870。 
20

 劉沅：《正譌》，頁 3594。 
21

 劉沅：《正譌》，頁 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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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並不能得到學聖的方法： 

 

聖賢之學，不外修身，然非聖師不授，其功夫次第不能悉著於文，故

四子六經，人人誦之，人罕能之。22 

 

聖賢修身之道，一定要靠聖師親授，功夫次第不能通過誦讀文字來傳授。因此，

雖然人人誦讀四書五經，但是能學為聖人者少之又少。 

 

三、譬喻明道 

 

聖人的真義不能形諸文字，則，經書可廢嗎？與上文所言的尊經態度是否矛

盾？如果經書如上文所言如此重要，那麼，經書所記載的是什麼？經書對於傳承

與理解聖人之道有什麼幫助？ 

 

劉沅認爲三教中的得道者不敢明言大道，而通過譬喻把聖人真義表現在經書

中。《恒言》曰：「六經言性命之理，皆形容罕譬。」23其中，「罕譬」一詞 ，出

於《禮記·學記》：「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罕譬」

注云：「譬雖罕少，而聽者皆曉」。24表示用精簡的譬喻方式，使得微妙的道理得

以表達。 

 

在儒家經典中，劉沅特別表彰的譬喻是《孟子》中「江漢」「秋陽」之喻。《孟

子·滕文公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劉沅注曰： 

 

江漢，水廣而清；秋陽，燥而清剛，皆言性體也。蓋聖人形神精氣無

一不與天相似，而門人皆以有若似之於外，曾子言難以似其中也。二句喻

其純粹剛健。25 

 
                                                        
2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27。 
23

 劉沅：《恒言》，頁 3649。 
24

 劉沅：《禮記恒解》，卷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 105 冊，頁 198 下。 
2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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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解曰： 

江漢秋陽二句譬喻太奇。……江漢濯，喻其清；秋陽暴，喻其明。……

濯與暴之皜皜，寧非乾元之喻乎？僧道之見道者，亦喻性為金丹，金剛身。

其徒不解而謬說，儒者概斥為異端，不知理本無二，天地與人皆然。弗得

其真，則此章取譬亦為支離。26 

 

《子問》中，又申言道： 

 

故身心之道，亦可以天地之理喻……曾子知夫子之道，而難以言顯，

乃假天地之妙以形之。水即月也，日即火也，水流行於地下，實本通乎天

上，日昭回於天上，亦藏精於地下。……聖人之心體，統乎天地，即形氣

亦浮盡而晶瑩，江漢濯則清潔之至，無一毫渣滓，秋陽暴則光明之至，無

纖微弗照。江漢之水常清，三秋之陽最爽，以此為喻。27 

 

認為孟子以「江漢」「秋陽」來比喻聖人之「性體」、「心體」、「乾元之性」等。

其中，有以下幾方面的比喻義：第一，聖人之心體、性體如江漢般清，如秋陽般

明。第二，江漢在地上，江漢之水源於天，亦歸於天；秋陽在天上，日之精華源

於地：江漢、秋陽體現了天地間陰陽相交的狀態。聖人精氣神亦與天地相似。第

三，儒家以江漢、秋陽喻心體、性體，與道教、佛教的金丹、金剛身之喻相類似。 

 

對儒家經典中譬喻的重視，源於劉沅對三教的關懷。他試圖和會三教，然而，

三教的文字記錄中的歧義之處，該如何協調？劉沅用譬喻的方法來解釋。文字的

差異，只是因為所選用的喻體不同，其本體卻相同。對此，《雜問》中有言： 

 

道之秘者，不可顯言。前人多擬譬喻。如人身太極之所，佛則曰空虛

藏，如來藏，安樂國、不動道場、淨土、蓮臺，不一而足也。道則曰元牝、

土釜、丹鑪、黃金鼎、紫雲房，亦不一其名。一性也，而曰舍利、金丹、

金剛身、鐵羅漢、長生藥、九還丹。儒言穆穆淵淵浩浩，江漢秋陽、上律

下襲，皆身中自然之理。觀者弗知，生許多邪妄，尤可笑者，錬石補天，

黃土摶人，月中丹桂，日中金烏，牛女渡河，點石成金，文人且作典故用

矣。至誤如採陰補陽，流爲房中之術，金丹卻老，爲亡身殞命之端，以借

喻之言爲實有之理。28 

 

                                                        
2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2。 
27

 劉沅：《子問》，頁 3871。 
28

 劉沅：《雜問》，頁 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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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軒約言》曰： 

 

道言金丹、黍米珠子，佛言舍利子、金剛身，種種異名，均謂乾元天

性耳。由其語多隱寓，遂使人益生疑。吾子上律下襲，江漢秋陽，神明之

罕譬，有非可以言宣者多矣，豈獨佛老之書哉？29 

 

認爲道教的「金丹」「丹黍米珠子」，佛教的「舍利子」，所表示的皆儒家所謂「乾

元天性」。但是，由於採用了隱喻的方法，而使得讀者困惑。隱喻不僅是佛道兩

家使用，儒家亦然。「上律下襲」，語出《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劉沅認爲《中庸》的文字「擬其（仲尼）心體，推極其用」。

30「擬」解作模擬、比擬，是譬喻的手法。「江漢秋陽」的譬喻，亦是擬孔子之心

體。 

 

從反面來說，三教間的樊籬，亦是因為對譬喻的不理解。《大學恒解》曰： 

 

後世三教分門，互相菲薄，其實真知至善之所者，百無一二。佛道之

高明者，雖知而不敢明言，廣為譬喻，儒生以為異端而入手既錯，縱身困

於境物。31 

 

《中庸恒解》曰： 

 

後人罕造盡性之全功，以為道盡於形色之間，而人身中和並育之理莫

得其實。佛老之徒，其高者廣設譬喻，人鮮能知，遂以為恍惚離奇，不可

以為訓。32 

 

儒生不能明曉佛老所用的譬喻的方法，以佛老爲異端。 

 

劉沅認為儒家經典中的文字是譬喻，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受道教的影響

而來。道教的內丹道援用外丹的術語，用繁複的比喻來說明修煉的因素與過程。

                                                        
29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22。 
30

 劉沅：《中庸恒解》，頁 115。 
31

 劉沅：《大學恒解》，頁 33。 
32

 劉沅：《中庸恒解》，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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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中姹女、嬰兒是指人身中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兩股氣。然而，由於有性

別的區別，亦被房中術所沿用。劉沅亦用隱喻的系統來解釋姹女、嬰兒，批評按

照表面意思來解釋的學者。《子問》曰： 

 

問：「然則採補及房中術，入胎出胎等說何居？」曰：「房內喻先天一

竅受生之始，姓（筆者案：疑作性）命渾於太極在是，復性之功，水火聚

於中黃亦在是。離中陰曰姹女，坎中陽曰嬰兒。火為中女，木之所生曰東

家女，水為中男，金之所產曰西家郎。土名黃婆，和合水火入於祖竅為入

洞房，蓋水火不相能也，賴土以和之。坎中有戊土，離中有巳土，如媒人

和合二姓為婚，豈謂色慾汙賤之事哉？出胎入胎，靜極而動，動極而靜，

如日月之往來，為變化之根本，亦非果有所胎，其喻以胎者，人身必朽，

而神明不朽，故以先天真性為真人，有諸己則如初結胎元矣。充實而有光

輝，變化而生焉。……今愚詳繹前人寓言之義，正謂為傳偽已久，不亟明

之，其禍將無窮耳。」34 

 

「喻」、「如」、「寓言」等字，表明男、女、媒人都是復性之功的喻體，不能按照

表面意思來理解。單取字面意思而形成的採補、房中之術是偽妄之學。 

 

道教中人誤解嬰兒、姹女，中女、中男等譬喻，而房中之術盛行。佛教中人，

則誤解以身飼虎等行為。《論語恒解》：「即如捨身飼虎，乃喻言，涵養心性，以

性爲乾金，養於坤土，謂之乳哺西金，而竟作實事！」35 

 

譬喻之所以會帶來後人的誤解，一方面是由於後人將譬喻之言當作真實之

言，膠著於表面文字，而不去追尋比喻之義。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譬喻本身具有含

糊以及多義性。以江漢秋陽為例，歷代注家對「江漢」、「秋陽」之喻多無異議。

朱子曰：「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裂，言暴之乾也。夫子道德明著，光

                                                        
33

 柳存仁〈民國以來之道教史研究〉：「內丹的丹經裡面襲用了外丹經典用的，

不想外人知道的一些隱語，譬如代表想象中從人體的心臟部位引導下來走向腹部

的那一股氣，有汞、日魂、火、陽中之陰，青龍、姹女、白雪、碧眼胡兒一大串

幾十個異名，指的都是這一個行動，也有一個總的名稱，叫做『離』（《易經》的

離卦）。代表想象中從人體的會陰一帶的部位引導上去走向腹部的和上述下降的

氣會合的另一股氣，也有（和上文相對的）鉛、月魄、水、陰中之陽、白虎、嬰

兒、黃芽、白頭老子另一大串幾十個異名，指的都是這一個上升的行動，也有一

個總的名稱叫做『坎』（《易經》的坎卦）。」（《和風堂新文集》，頁 585） 
34

 劉沅：《子問》，頁 3885。 
35

 劉沅：《論語恒解》，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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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佛也。」
36
《黃氏日鈔》曰：「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

前人註疏中江漢秋陽並非如劉沅所指的是「心體」、「性體」，而是「夫子之道德」。

同樣的喻體，可指不同的本體。劉沅用譬喻的這兩個特徵來建立「和會三教」的

思想體系。由於喻體的含糊性，對江漢秋陽能有不同的解釋，不必盡如朱子所講，

指聖人之德。同時由於喻體的多樣性，用江漢秋陽，或是舍利子，所指的都是聖

人的性體。劉沅通過這樣的邏輯，把三教的思想通融起來。 

 

譬喻雖然會招致誤解，卻不得不採用。因為經書中微妙的原理，不能用文字

直接表達出來，只能通過譬喻。對此，正所謂「不罕譬，何以明之」？被子輩追

問為何不直言，而用比喻，使得後人易生誤會時，劉沅從理的精微不可直言來辯

護。《子問》曰： 

 

問：「坎離交，其水火既濟乎？乾坤交，其天地交泰乎？」曰：「然。」

「然則何不質言之，而喻以交媾，致生無限邪說乎？」曰：「理有顯微，

顯者可言，微者難言。精微而至天地與人身之性命無以加矣。不罕譬，何

以明之？……而生化之原，何由而窺，則不得不罕譬之矣。闔闢渾於無形，

生化自然不息，太極之妙無可名言，而男女媾精，理氣相感，可以略為取

似。」37 

 

精微的道理，性命生化之原不能明言，只能通過譬喻來說明。 

 

儒家經典中江漢、秋陽之喻，神明之罕譬者也；佛道之高明者，廣設譬喻。

經書中的文字，在劉沅看來，是一個譬喻的結構。那麼，解經並不能棄此譬喻系

統於不管，亦不能拘泥於字面的意思，而是要去體悟經文這個譬喻系統所指向的

真正的意思。此經典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解經方法。同時，也可以看出「和

會三教」的思想傾向，是其經典觀中不可磨滅的底色。 

 

總的來說，劉沅的經典觀以經爲本。雖說聖人真義，有不能通過文字記載相

傳者，然而，舍文字無以得聖人之真義。經典文本是聖人之道的喻體：「蓋道理，

                                                        
3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60。 
37

 劉沅：《子問》，頁 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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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已是說盡。」
38
後人解經時，要以經書本文爲準，不必另立己義。同時，道

理有不能明言者，聖人不在經文直說，而是採用譬喻的方式表達。以經書本文爲

主，則宋明理學家改經文來就己義的方法不得聖人真義。道理有在經文之外者，

則考據學家通訓詁，亦不能明白經文真義。因此，劉沅在解經時，要在宋明理學

家以義理解經與清代考據學家以訓詁解經之外，另闢蹊徑。 

 

第二節 對訓詁、義理解經方法的評價 

 

訓詁與義理是兩種不同理路的解經方法。經學史上調和二者間矛盾的說法並

不少見。39「無考據訓詁，則義理何以出？考據訓詁而不宗於義理，則學何以成？」

40認為考據是義理的方法，義理是考據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廢，是一種平情之論。

41錢大昕曰：「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

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雖主訓詁，卻以義理爲鵠的，聲稱為學不專主一

家。然而，在實際的解經之中，往往做不到訓詁與義理的統一。方東樹《漢學商

兌》：「此論甚正，但宗旨所偏重，則流為詖邪害事。……其故在深嫉義理，而偽

云求諸實，非聖人之真也。」42為學宗旨的不同，導致了訓詁與義理的分歧。主

考據者認為從聲音文字，能得到聖人的義理；主義理者認為義理有在訓詁之外

者。進而，主考據者認為義理虛妄，主義理者認為考據支離：考據與義理之間始

                                                        
38

 劉沅：《中庸恒解》，頁 55。 
39

 何佑森〈清代漢宋之爭平議〉認為：「宋學可以補漢學之偏，漢學也可救宋學

之弊……其時漢學與宋學關係極爲密切，惟有深通漢學才知宋學的可貴，也惟有

深通宋學才知漢學的可貴。見氏著《清代學術思潮》，（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年 4 月，頁 147。） 
40

 黃彭年：《陶樓文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第 1553 冊，頁 83 上。 
41

 龔鵬程〈訓詁與義理〉認為與其認為訓詁明而義理明，不如宣稱義理明而後

訓詁明。氏曰：「訓詁性的活動，無不關聯意義系統的理解而運作，因為它涵屬

於其中；脫離了意義系統，一切活動就都成爲浮萍落葉，漂盪游疑，毫無意義與

作用。」筆者認同龔氏的觀點，然本文並非討論訓詁與義理本身的關係，只是對

清代的訓詁義理之爭作一思想史的說明，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劉沅的觀點。見《鵝

湖月刊》，第 107 期，（1984 年 5 月），頁 36-43。 
42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清光緒十一年刻本，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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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43
 

  

職此可知，訓詁與義理間的矛盾是為學宗旨和方法的矛盾。從方法論上說，

訓詁者注重漢儒的經解，推崇《說文》等文字聲韻之書。主義理者，則認可宋儒

的經解，認為通過《說文》等字書的訓詁，不能得到聖賢之道。而在為學宗旨上，

訓詁者並非不講義理，只是強調通過訓詁以求義理，不以義理為宗。同樣，主義

理者，並非不訓詁，只是強調義理有在訓詁之外者，不以訓詁為尚。44有清一代，

訓詁與義理之爭，應作如是觀。 

 

反觀劉沅的解經方法，他並非不訓詁，亦非不求義理。然而，二者在他的解

經方法中，都不是核心因素。「知聖賢之理，必先能實踐聖人之事」，他推崇的是

的強調實踐的解經方法，本文稱作「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訓詁、義理的解經

方法如何體現在在他的經解中？何為「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三種不同解經方

法的思想內涵是什麼？這些是本節要關注的問題。 

 

一、訓詁：字書訓義多欠安者 

 

清代考據學興起，學者認為從文字、聲韻、訓詁的途徑，能解聖人之經。劉

沅並不反對「訓詁」之法，然而對何謂「訓詁」的定義與清儒大不相同，對清儒

重字書，重聲韻的態度也不認同。   

 

                                                        
43

 關於義理與考據間爭論的不可調和，鄭吉雄〈從乾嘉學者經典詮釋論清代儒

學思想的屬性〉認為義理與考據兩種方法論代表著普遍的價值與殊別的價值兩種

價值認同，知識分子對這兩種價值的認知和信仰的歧義，是「永遠無法平息的爭

議」。（見氏著《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頁 309。）現代學者的義理與

訓詁（考據）之爭，可參考張崑將：〈徐復觀與當代學者關於『考據』與『義理』

之論爭及評議〉，《東吳中文學報》第二十七期，2014 年 5 月，頁 237-266。 
44

 曹美秀〈朱一新與晚清漢、宋學〉中亦認爲「所以說，如果義理與考據有所

『爭』，那麼所爭當是先後、主從的問題，而不是義理或考據的選擇題」。見氏著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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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把自己的解經方法稱作「訓詁」：「今既就本文訓詁。」
45
  所表現

出來的是尊經的態度。《子問》中，弟子輩對他只是訓詁文義的解經方法提出疑

問。劉沅答曰：「其解經辨難，甘為訓詁者，聖道大明，本無庸贅說，特傳註多

譌，學者或至迷於趨嚮。」46經中之義理，明晰可見，所以只需加以訓詁便能明

白。經書之愈解愈難明，皆是因為經學史上的訓詁不明。 

 

其次，在訓詁的具體方法上，清儒所說的訓詁，指從文字、聲韻、制度等方

面去詮釋經典。然而，劉沅對文字、聲韻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對《大學》篇「格

物」的解釋中，劉沅曰： 「毛西河謂扞格之格，與今讀音義不同，然字書訓義

多欠安者。」47毛奇齡《大學證文》從《說文》對「格」字的釋義說起，對「格」

字有詳盡的辨析，認為把格物解釋作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音閣，與「扞格」之「格」

音洛，音義俱不同。48劉沅並沒有多加辨析，只是下一斷語，認為字書的訓義大

多不正確。對於清儒推崇的漢人，他亦不以為然。《中庸》「今天下車同軌」句，

關於「軌」的解釋，他認為「自許慎而後，人因之，不可復正」。49許慎之《說文》，

不但沒有解釋清楚聖人之道，反而使得後人因循其錯誤的解釋，造成糾正的困難。 

 

具體來說，對於《孟子恒解》中「君子不亮，惡乎執」的解釋中，朱子以《說

文》中無「亮」字，而把「亮」通假為「諒」。劉沅卻認為：「亮，公平正直之意。」

附解曰： 

朱子謂考之《說文》，古無亮字，故以為與諒通。然夫子言貞而不諒，

匹夫匹婦之為諒，是諒非美名。又言友諒，則諒為好字。一字數義，固所

常有，無足怪焉。獨是本文已明是亮字，而因《說文》無有，並疑本文，

安知非《說文》之漏耶？《書》曰：亮天工，寅亮天地，弼亮四世。漢諸

葛亮字孔明，未嘗專作信字解也。此章亮字當以《書》意通之，猶云貞明

之意而誠信在其中矣。若不如此，是一糊塗苟且人，尚何以為應事之本。
50  

 

                                                        
45

 劉沅：《詩經恒解》，頁 626。 
46

 劉沅：《子問》，頁 3895。 
47

 劉沅：《大學恒解》，頁 23。 
48

 [清]毛奇齡：《大學證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0 冊，頁 284 下-285

上。 
49

 劉沅：《中庸恒解》，頁 112。 
5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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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中並非沒有「亮」字，宋人戴侗《六書故》中已經說明「徐本《說文》

無亮字，唐本曰：『明也。從几，從髙省。』」51但是，劉沅並沒有從文獻的有無

中加以辯護，而是直接從方法論上來說，以字書來疑經文的方法是荒誕的。繼而，

用經文互相證明。《書·周官》 「寅亮天地」，陳櫟《尚書集傳纂疏》注曰：「寅

亮者，敬而明之也。」52劉沅《尚書恒解》曰：「寅，敬。亮，明。」53用「明」

來解「亮」，在經典之中有依據，在文義上亦可同，所以不必改經，亦不必遵信

字書。 

 

文字之外，在聲韻上，亦認為聲韻學上的成果，不可盡信。《詩經恒解·凡例》

曰： 

 

詩韻以協音律最為緊要，然古字未有反切。魏孫炎始作反切。其源實

出於西域梵學。自聲韻日盛。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

聲譜》。繼是若夏侯該、孫愐等韻書之作，韻學紛然矣。朱子集傳用吳才

老韻，然按之本文，多有不合。議者頗多。夫聲韻本人身自然之天籟，聲

成文，謂之音，然五方風土不同，音遂各異。又時代變嬗，即目前名物稱

謂迥殊而音亦弗侔。故古人之詩，與今韻大別。好學者博考先秦諸書，比

類以求，其合如陳氏第、顧炎武考正古音，多所發明。然亦不盡合也。今

擇其可從者著於篇。54 

 

對聲韻學說的發展，並不陌生。然而用「按之本文」的標準來看，聲韻的成果不

盡可信。繼而考慮到時間風土的不同，則聲韻亦不可盡考。可見，他的為學的立

場與清儒考據學的不相同。 

 

復次，對於清儒所推崇的漢儒，劉沅也多有微詞。《儀禮恒解·凡例》：「漢儒

彙集遺經，校定成書，其功不可沒。特得聖人之大道者鮮。故循其節末，失其本

原。名物象數之制詳，而隨時處中之道略。」55漢儒只著力於名物象數，未得聖

人大道。 

                                                        
51

 [宋]戴侗：《六書故》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6 冊，頁 148 上。  
52

 [元]陳櫟《尚書集傳纂疏》，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 冊，頁 414

上。 
53

 劉沅：《尚書恒解》，頁 1025。 
54

 劉沅：《詩經恒解》，頁 627。 
55

 劉沅：《儀禮恒解》，頁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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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劉沅稱自己的解經方法是「訓詁」，卻不信從字書與聲韻，那麼，他是

如何訓詁的呢？以劉沅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心性二字的不同為例。他的訓詁方法

確實別樹一格。《正譌》曰： 

 

凡物之名，皆由人造，有出於聖賢者，有出於常人者。制字亦然。此

四名（天、道、性、心）則不出於凡人，而出於聖賢，即其字義而可知矣。

天一大也，至一而至大，無有大於是者。……性，中正之心，人所以生而

異於禽獸者；心，不正之心。昔人云三點如星布，橫鈎似月斜，披毛從此

起，作聖亦由他，曲盡其義也。56 

 

從字的產生方法來說，天、道、心、性等字，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都至關重要，

是由聖人而制的。從字形上便能看出字義：天，由一與大組成，是至一至大的；

「性」中之豎立之心，是中正之心；「心」字形的不正，便顯示了字義的不正之

心。《孟子·盡心上》中有更詳細的解釋，曰： 

 

姑即二字形義言之。性字從生從立心，蓋人所得於天之正理，以為心

者也。心字，從三點斜鉤，蓋人既生以後囿於質，蔽於欲而不能豎立之心

也。昔人有言，三點如星布，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起，作聖也由他。57 

 

心不等同與性，是劉沅屢次強調的命題。而這個重要命題，即可從心、性而字的

字形表露出來。孟子盡心的精微，亦在兩字的字形中顯示出來。此為劉沅的「訓

詁」方法。 

  

清人對於心、性二字的訓詁，可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為代表。許慎《說

文解字》：「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段玉裁在「象

形」下注曰：「息林切，七部。」「火藏」後，注曰：「土藏者，古文尚書說；火

藏者，今文家說。詳肉部肺下。」58對心字的聲韻，以及心歸於土或火之說法的

來源加以申明。至於「性」，許慎《說文解字》：「人之易氣性，善者也。從心，

生聲。」段玉裁注在性字後註明「句」，加以句讀。「善者也」後，注云：「《論語》

                                                        
56

 劉沅：《正譌》，頁 3542。 
57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3。 
58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蘭臺書局，1973 年），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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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性相近。』《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董仲舒曰：『性者，

生之質也。質樸之謂性。』」在「生聲」後，注曰：「息正切，十一部。」59同樣，

注重性字的聲韻以及在儒家語境中的解釋。用現代學術語言來說，心爲象形字，

讀音爲息林切，歸於七部；性爲形聲字，讀音爲息正切，歸於十一部。 

 

相比之下，劉沅對心、性二字的訓詁與清人的訓詁大相徑庭。劉沅的訓詁從

「字形」而來，全然不顧聲韻以及象形形聲等分類。這種因字形而求字義的方法，

其實是受道教影響。道教解經，常使用字源附會學（folk etymology）。60如《太

上老君說常清淨經註》中對「欲」的釋義爲： 

 

欲，生也。故欲字從谷從欠。谷者，無漏之稱。欠者，不足之號。神

有所愛爲之情，心有所欲爲之貪。61 

 

把「欲」字分拆爲「谷」與「欠」兩部分，再分別解釋谷、欠之義，在此基礎上，

再引申而論欲。其所用的方法，與劉沅把「天」分爲「一」、 「大」， 「性」分

爲「心」、「生」如出一轍。 

 

對心的解釋，亦受到佛教的影響。劉沅注中所引「昔人有言，三點如星布，

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起，作聖也由他」，透露中重要信息。此三點、橫鈎的說

法，原本即爲佛教中有明的偈頌。虞淳熙〈龍井寺募建禪堂疏〉：「聞群雛念星象

月斜，披毛作佛之偈。」62其中所指之偈即爲劉沅所引「昔人之言」。明人屠龍所

作《曇花記》第三十齣中，劇中人物隨口即唱出「三點疎星曲，一灣新月斜。披

毛從此得，作佛也由他」。63可見，此偈頌廣為流傳。時至今日，佛教傳播中，依

                                                        
59

 同上。 
60

 關於道教解經的這一特點，可參考勞悅強：<說經注我——從無名氏《太上老

君說常清淨經註》看道教講經>，見氏著《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

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 年 6 月），頁 193。勞氏一文還提示出道教這

一解經方法與王安石《字說》的關係。 
61

 《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註》，見《道藏》，第 17 冊，頁 150。 
62

 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卷十九，見《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166 冊，（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440 上。 
63

  屠龍：《曇花記》，見毛晉編《六十種曲》，第 1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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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強調此頌，如宣化上人開講錄。
64
 

 

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劉沅把原偈頌中「作佛也由他」，改爲「作聖也由他」。 

「佛」 「聖」一字之轉，體現了劉沅雖然沿用佛教的思想資源，但始終以建立

聖學正統爲主要關懷，對佛教文獻加以創作性詮釋。 

 

訓詁固然重要，卻不是解經的至關鍵因素。「後人影響訓詁，晦其真詮，有

誠身之君子，其必於愚見有所採乎？」
65
如影隨形，如回聲一般追隨訓詁，反而

使得經書之道晦澀不清。判斷經解的真確與否的關鍵，在於解經者本身的「誠

身」。 

 

二、義理：強經文以就己義 

 

與文字訓詁的解經方法相應的是以義理解經。以義理解經，認為聖人之義有

在於訓詁之外者，不必拘泥於經書中的文字記載。因此，解經時會強經典以就己

義，最極端者會修改經典原文。朱熹《大學》改本便是突出例子。宋儒是以義理

解經的典型，鄭吉雄把這種解經方法總結為「以理解經」66。 

 

本文「義理」一詞，並不專指宋儒的道學，而是指與著意與文字訓詁以解經

的方法不同，在考據方法之外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的解經方法。其中，「斷以己

                                                        
64

 宣化上人講述：《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台北：法界佛教總會中文出版社，

2005 年 8 月），頁 200。 
65

 劉沅：《中庸恒解》，頁 115。 
66

 鄭吉雄：「宋明理學家解釋經典的字詞句意，從宇宙的視界，用道德價值系統，

說明自然世界「一草一木」、「夜氣」、「太古氣象」，甚至「日月風雷山川民物」

之類概念的含義。有時，他們討論儒家經典中的一字一詞，也直接運用道德修養

功夫的個人體驗加以解釋。……人的德性生命的根源和宇宙自然生命的根源問

題，才是理學家最所關心的。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必要時甚至經典中的內容都可

以被任意修改，所謂『疑經』、『改經』者即指此。」 （〈從乾嘉學者經典詮釋論

清代儒學的屬性〉，見彭林主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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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以理解經的核心特點，
67
解經者要超出文字訓詁之外解釋經文，能條列各

家說法，以自身的義理體系爲評判標準。朱熹從科舉考試這一能改變學術風氣的

角度，對解經者提出斷以己意的要求，《近思錄》： 

 

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並通貫經文，條舉眾說，

而斷以己意。68 

 

顧炎武《日知錄》十分認同朱子所提出的改革方法，「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

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69朱子的反對者，亦以此形容理學家的解經

特點： 

 

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概詆爲妄作，祗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

說。（《經義考·詩》卷九十九，引郝敬言）70 

 

「斷以己義」一詞本身是中性的，從肯定的方面來說，可認為論者有自己的觀點，

敢於立言；從否定的方面來說，則可批評論者師心自用，不顧經文原義。 

 

劉沅並不認同以義理解經的方法。他認為解經應以經典的原文為準，批評先

儒以意說經：「歷代諸儒，各以意說經，得者多，失者亦復不少。平心而論，惟

以聖經自然之文義解之，則不必求多於本文之外。且求本文字句無負可也。」71不

顧本文語義而解經者，受到他的批評：「若近世孫鍾元、黃宗羲等則以私見強經

就己，而不顧本文語義，尤不足論也。」72 

 

 宋儒以理解經，以至改經文以就己義，被劉沅批評。「（伊川）於孔孟實際，

多憑心揣測，往往似是而非，最可疵者，擅改《大學》，創爲格物之說，大悖孔

                                                        
67

 蔡方鹿〈論宋明理學的經學觀〉一文，認為「以己意說經」是宋明理學經學

觀的特質。（《四川師範大學學報》，36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42-48。） 
68

 [清]陳沆：《近思錄補注》卷九，清稿本，頁 377。 
69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頁 946。 
70

 [清]朱彝尊：《經義考》，文淵閣四庫本，頁 4409。 
71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90。 
72

 劉沅：《孟子恒解》，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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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73
以義理解經，往往是悖於經文的原義。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劉沅附解曰： 

 

前人謂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其誤，愚已於《周易·乾

卦·文言》明之。又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者，陰陽循環

消長之機，一誠所貫。義無大失，而以元亨利貞分貼則難通。蓋道理，聖

人已是說盡，必另立名目，以己意參之，而按諸天理身心不合，則為臆說。

故愚常言，凡言道，必如王天下章所言，本諸身六句均一一符合，方是大

道。稍有不合，即為偏駁也。74 

 

「前人」指朱子。朱子《中庸或問》中以元亨利貞與仁義禮智來解釋性命。75「義

無大失」句表明劉沅所反對的並不是解經的內容，而是用《中庸》文本中所無的

「元亨利貞」來解經的方法。聖人所說為道理，解經者另立名目，摻雜自己的意

見，則是臆說。臆說與天理間的判斷標準是「按諸天理身心」，用身心的實踐來

解經才能解到聖人之道理，而不是自己的臆說。批評前人以「臆說」解經與戴東

原批評宋儒以意見為天理相似。
76
至於「本諸身六句」，考《中庸》王天下章：「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77符合此六種標準的方可稱作道，六種標準以「本

諸身」為起點，依次往外推演，達到貫通天地鬼神的效果。道理，聖人已經說盡

了。解經者如果明白聖人所說的道理，就能體會到王天下章所說的境界。 

 

以義理解經，又被稱作「六經注我」78，與訓詁解經被稱作「我注六經」相

                                                        
73

 劉沅：《正譌》，頁 3602。 
74

 劉沅：《中庸恒解》，頁 55。 
75

 朱熹《中庸或問》：「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

曰：『……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見朱傑

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550。） 
76

 戴東原〈答彭進士允初書〉：「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

見《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69。 
77

 劉沅：《中庸恒解》，頁 112。 
78

 參考劉笑敢〈「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再論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兩種定

向〉，見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五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6 月），頁 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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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於「六經注我」的解經方法，劉沅也加以批評。《子問》曰： 

 

問：「象山云『六經皆我注腳』……是然歟否歟？」曰：「此過高之論

也。六經該天人萬物之理，非至誠至聖，豈能一一身體而知之。象山不及

此也。」79 

  

並沒有否定六經注我的方式，但是卻對解經的這一主體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至

誠至聖」的人才有可能身體而知之。換言之，「六經注我」不能成為普適性的解

經原則。 

 

 

第三節 「身心實功」與「窮理盡性」 

 

在對訓詁、義理解經的評析之中，已能約略看出劉沅對「按諸天理身心」、「一

一身體而知之」的強調。身體、身心兩詞反映出劉沅認為衡量解經能否得到聖人

之義的根本標準不在訓詁，亦不在義理，而是在所謂「身心」之中。他所用的方

法，可概括爲「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 

 

要說明劉沅的「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本節將漸次探討以下問題：劉沅是

如何提出「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的？在此種解經方法中，解經者與經之間的關

係是什麼？這種解經方法如何體現在劉沅的經解之中？ 

 

一、「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 

 

《古文尚書》的真偽，是清代經學中聚訟紛紜的問題。主義理者，如宋明儒，

發揮十六字心法的義理，以強調道統；主訓詁者，如清儒，則從文獻真偽來反駁

宋儒所闡發的義理。由此，能看出解經者的立場，本文亦從此出發考辨劉沅的解

                                                        
79

 劉沅：《子問》，頁 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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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法。《書經恒解·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章，劉沅附解曰： 

 

此篇因今文所無，議之者多，而莫甚於梅鷟、閻百詩，謂篇中皆摹彷

古人偽造之語，搜採他書，字句不以聖人正義，詳繹字句而索垢求瘢。其

言甚辨，實乃無識妄言耳。至黃宗羲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荀子性

惡宗旨。孟子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

從心不踰，只是不失人心。以十六字為理學之蠹。噫！何其誕且肆也！夫

求聖賢之書，必當知聖賢之理，知聖賢之理，必先能實踐聖賢之事。80 

 

其中，梅鷟、閻百詩用訓詁的方法，從文字的釋義來質疑〈大禹謨〉是偽書。黃

宗羲從義理方法分析，認為十六字心法所講的義理並非孔孟之真諦，因此質疑〈大

禹謨〉是後人偽造之書。梅、閻二氏的方法是漢儒所提倡的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

方法，素來被認為是「實學」。81黃宗羲的方法，亦通過對經書義理的比對，從義

理上判斷文本的真偽，亦是有根據之言。然而，劉沅批評他們「妄」、「誕且肆」。

所謂妄誕，首先是指他們質疑聖賢之書的真偽。其次，是指他們解經方法的錯誤。

在劉沅看來，讀聖人之書的根本是要能先實踐聖賢之事，倡導一種從「實踐」來

解讀聖賢之書的解經方法，即劉咸炘所說的「身心實功」。 

 

強調解經者「實踐聖人之事」，才能解釋經書含義的語句，在劉沅的經解中

頻繁出現。擇要列舉於下： 

 

1、（格物、誠意、致知）各有實功，須身體乃知，非可求諸文字，亦非空言

所能爭也。82（《大學恒解》） 

2、學者勿徒求諸文字，而返諸身心，一一求其實地，則書理始能瞭然。83（《中

庸恒解》） 

3、語意直截了當，本無難解，後儒紛紛議論，不本諸天理實踐，而求諸語

                                                        
80

 劉沅：《尚書恒解》，頁 898。 
8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要之，清學以提倡一『實』字而盛，以不能貫徹

一『實』字而衰，自業自得，固其所矣。」（《清代學術概論》，頁 58。） 
82

 劉沅：《大學恒解》，頁 24。 
83

 劉沅：《中庸恒解》，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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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愈辨愈惑，轉令本文塵封。
84
（《中庸恒解》） 

4、蓋其義非可以空言曉，亦非可以文字求，必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後

知此書所言莫非吾身實理。85（《中庸恒解》） 

5、樂之實，惟自喻之，而自亦不能言之。其妙無窮，須一步步實踐，則其

樂之深淺自知。86（《論語恒解》） 

6、夫心本動也，何以不動，且心與氣何以相關，此非實致其功者不能知也。

87
（《孟子恒解》） 

7、心、性、命三字，道得十分了然，而人無實功，徒以臆測，分首節爲知，

次節爲行，末節疑爲另是一意，煞是謬妄。88（《孟子恒解》） 

8、心與性之分，天與人合一之故不明，實由孔孟之言未得諸身而晰其源流

耳。89（《孟子恒解》） 

9、學者若無窮理盡性之功，而但求諸文字，其不穿鑿矯勉而失真者幾希。90

（《周易恒解·凡例》） 

10、解經非徒為誦記，固當通其義而力行之。91 （《禮記恒解》） 

11、若有奇異，即非中庸；理雖中庸，又實神秘，必一一實體之於身心，以

誠以敬，以不惑，死而後已，深造自得，非徒求諸語言文字也。92（《雜問》） 

 

所用的詞語不一致，或曰「窮理盡性之功」，或曰「實致其功」，或曰「一步步實

踐」，或曰「反諸身心，求其實地」，或僅曰「實功」。根據這些詞彙所表達的意

思，可以用劉咸炘形容乃祖「先祖於和會三教，有身心實功」中「身心實功」一

詞，來概括劉沅的解經方法。  他所強調的是解經，不僅要從經書的文字來解，

                                                        
84

 劉沅：《中庸恒解》，頁 54-55。 
85

 劉沅：《中庸恒解》，頁 51。 
86

 劉沅：《論語恒解》，頁 206。 
87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88

 劉沅：《孟子恒解》，頁 571-572。 
89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9。 
9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059。 
91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67。 
92

 劉沅：《雜問》，頁 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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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回到自身的「身心」，從身心中求到經書之理與身心之理相契合之處，如

此才能明白書中的道理，才是解經的正確方法。 「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中，

身指躬身實踐，所對應的實功從行事上說（如例子 10 中，表示解經的目的是爲

了力行）；心指存心養性，所對應的實功則從盡性上說（如例子 4、9 則尤其強調

窮理盡性的功夫）。前者既指解經前要通過實踐聖人之事以明聖人之理，亦指明

聖人之理後要實踐聖人之事，不只是誦讀文字。 

 

身心實功，在例子 4、9 中，指「窮理盡性」。「窮理盡性」語出《周易·說卦

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劉沅在《周易恒解》中強調「內外交養，本末交修」。

由此，也可以看到劉沅的解經方法是他提倡的修養方法在文本之上的體現。另

外，其經典觀認為「義理，聖人已經說盡了」，義理卻有在經書之外者。經書之

外的義理是不可言說的，經書是一個譬喻結構，指向文本之外的義理。因此，後

人解經時，要去體悟經書這一譬喻結構的言外之義。 

 

所謂「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是指解經的第一原則是身心實功。只有通過

身心實功的體會，纔有可能準確獲知聖人之義。如果未通過身心實踐而達到聖賢

的境界，則不可能準確地解釋經文：「有一分實得功夫，纔知得一分義理。故必

聖人乃知聖人。不是未實踐功夫，便可猜想而得。」93強調解經的主體本身需要

達到聖人的境界纔能解經。《論語》：「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劉沅曰：「朱

子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最說得好！」94解經者自己有德，才能體會經

書中所言之德。 

 

解經正確與否的標準也是身心實功。《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劉

沅附解曰： 

朱註各節意氣不甚分明。學者試即愚說身體之，自見。若不實力用功，

而第向文字索解，徒增惑耳。95 

 

「身體之」即可見出朱熹的註解與劉沅註解孰優孰劣。 

                                                        
93

 劉沅：《正譌》，頁 3578。 
94

 劉沅：《論語恒解》，頁 332。 
95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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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謂「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中，解經者並非閱讀經書，而是體會經書，

體會的結果是使得經書的義理爲我所有。《中庸恒解》：「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劉沅注曰： 

 

體道者當由明善而入，以起下文。自誠明者，實有自能真知；自明誠

者，真知即能實有。96 

 

閱讀經書的主體，被稱作「體道者」。解經，要達到體道的目的。「誠」解作「實

有」，「明」解作「真知」。誠者，是身中本來即有的，因此，解經要用此實有之

誠來解經書之理。《論語》：「子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劉沅附解曰： 

 

故曰『是禮也』，言我固非知禮，然今之問乃理所當然，不敢忽也，

非自言己即知禮。須善體會。」 

 

「我」、「自」「己」都是第一人稱的詞語，表示解經時要切身體會聖人「每事問」

時的心理活動，以及要躬行聖人之禮的行為。體會一詞，體與會並重，身體力行

與會意結合，是他所謂「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 

 

《論語》：「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劉沅注曰： 

 

溫故知新，不徒作讀書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書，書非可忽也。

第書中之理，皆吾身之理，又皆天地萬物之理，欲一以貫之，必也內盡其

性，外博其識。文行交修，本末交養，一步步循序實踐，積之既久，誠明

合一，貫通天人，乃能古今事物之理無不明，聖賢之書皆我有。
97
 

 

在此語境中，「書」專指聖賢之書，即經書。「經書之理，皆吾身之理，又皆天地

萬物之理」是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的理論依據。因為三者之理相等，所以解經者

可以通過實踐「吾身」之理，來解釋經書之理；也只有循序實踐，才能理解經書

之理。用「有」字，表示讀聖賢之書，最終要使得書中之理、吾身之理、天地之

理都內化於身，達到融匯一身的境界。讀書（解經）、貫理、實踐三者之間的層

                                                        
96

 劉沅：《中庸恒解》，頁 88。 
9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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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關係，與上文所說的「求聖賢之書，必當知聖賢之理，知聖賢之理，必先能實

踐聖人之事」一致，所強調的是重視實踐聖人之事的解經方法。同時，強調「溫

故知新」章是「夫子特爲指出自得之學」。98夫子「自得」天地萬物之理而形諸經

書，後人亦可以通過「自得」而解釋經書之理。 

 

《論語·述而第七》：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曰：「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99默而識之，

朱子解釋作對知識的記憶。劉沅曰： 

 

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但須一步步著實踐履，體諸身，果有實

得，則此心浹洽，默自喻其旨趣，非有心記憶之謂也…特為門人謙以示之，

使自得其實境耳。100 

 

認為默而知之，並非強調對知識的記憶，而是通過實踐天地萬物之理，心與理相

浹洽，而體會到的深層次的樂趣。進一步強調，孔子謙和地用自己的實踐，給弟

子模擬出「實境」。天地之理與吾身中之理相等同，文中並沒有強調經書之理，

而把「身心實功」的具體過程恰當地描述出來，並強調此是聖人孔子之教。 

 

二、釋例 

 

上文已指出「書中之理，皆吾身之理」是劉沅提出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的理

論基礎，則劉沅解經時，須論證兩方面內容。首先，書中之理，確是聖人之身心

實功。其次，後人在解經時，要在身心中體會吾身之理，以之與書中之理印證。 

 

（一）經文之身心實功 

 

經文之身心實功，即經中所記載的，是聖賢的身心實功。身心實功，在經文

                                                        
98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8。 
9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93。 
100

 劉沅：《論語恒解》，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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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境中確實存在，並非解經者強加於經文。劉沅認為把經文中明言或暗喻的聖

人身心實功解釋出來，是解經者的任務。據此，他的《大學古本質言》批評真德

秀《大學衍義》沒有表彰聖人力行天理的事跡： 

 

其書名為《大學衍義》，而不就《大學》本文一字一句發揮，已為名

實不符；且未從羲農以來凡聖人力行大學之實一一印證。101 

 

聖人之力行，應是解經者關注的問題，而真氏沒有留意。劉沅本人在解經時，首

先從經文中尋找古聖賢重視身心實功的例子，證明經中所言都是聖賢身心實功的

記錄。 

 

1、《論語》：「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劉沅注

曰：「其爲夫子，告以隨地集益，則居敬窮理，反己自修之功密焉。」附

解曰：「舊注嚴憚切磋，是下學淺一層功夫。若子貢則必深觀乎賢與仁之

實，一一返諸身心，究其精微之致，稍有未能，刻責無以容身，隨處皆然，

則隱微存主之地，純粹無疵，而一言一行，莫非吾心之助。」102 

 

案：劉沅把事賢大夫，友仁士解釋爲反己自修的功夫。子貢反己自修的具體功夫

是觀察賢者與仁士的行為，返諸身心。 

 

2、《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劉沅附解曰：「孟子特爲

指明，言聖人雖遠，茍能即其遺言遺行，身體力行，久久深造，便知聖人

之實，不過日用倫常，俱從天理做出，無事不與天相似耳。」103 

 

案：聖人從天理做出，使得日用倫常，與天相似。所以說，經文中所記載的即是

聖人的身心實功。 

 

另外，身心實功雖然不在經文之中明確表明，亦隱藏在經文之中。經文中，

聖人難言不言之處，即暗示聽者缺乏身心實功，所以聖人不能明言。 

 

3、《孟子·公孫丑上》：「敢問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劉沅注： 「孟

                                                        
101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76。 
102

 劉沅：《論語恒解》，頁 335。 
103

 劉沅：《孟子恒解》，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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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難言之，以其身心所獨喻，而不可以迹象言語求也。」
104
 

 

案：把《孟子》原文中浩然之氣難言的原因解釋爲浩然之氣是身心獨喻所得，不

是可以通過言語講授的。 

 

4、《孟子·告子上》：「蓋告子是僧流宗祖，以氣質之心為性，而又以

心之虛靈為無有，故有此論。孟子第就其說折之，不與深言，以素無復性

之功，即言之，而亦不知也。下章放此。」105 

 

案：在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之中，孟子沒有深入地與他爭論，因為告子並沒有復性

的實功，把復性之義理告訴他，告子亦不能領會。 

 

5、《孟子·盡心下》：「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劉沅附解曰：「然而往往不能充者，何哉？以其不返諸自心之良，實實克

治擴充，遂使此心旋起旋滅，故當就天良發見時，實心擴充，……凡事求

其反心無愧，則事皆天理，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節指用功之要。」
106 

 

案：《孟子》經文從正面立論，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能行事皆能符合義的標準。

劉沅從反面來闡發，認為今人往往不能充實此心，是沒有返諸自心，實踐擴充存

養的過程。最後認為此章所講是學者用功的要點。時刻強調身心實功在經文中的

重要地位。 

 

（二）劉沅經解中的身心實功 

 

1、「知止，而後有定」 

 

《大學》：「知止，而後有定。」朱子注曰：「止者，所當指之地，即至善之

所在也。知之，則知有定向。」107認爲知有定向則能定，從義理上加以闡發。《四

書或問》中進一步闡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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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孟子恒解》，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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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孟子恒解》，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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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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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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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

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108 

 

「定」，被解釋爲「定理」。知止被放置在格物致知的基礎之上，認爲通過格物致

知，把握了天下事物的至善之處，則事事物物都有定理可循。朱子的解釋，體現

了理學家以義理解經，屈經義以就其義理體系的特點。劉沅《大學古本質言》曰： 

 

不曰『能定』，而曰『有定』者，心善動如子午定盤鍼，即至靜亦有

動意，惟聖人性定而心不動，乃能常定。初學方知止時，只好一息神凝，

有一息之定，兩息神凝，有兩息之定。譬如靜坐一時共八刻，十二分有一

二分定時即爲妙境。109 

 

從修煉實際來解釋「有定」之「有」。能，表示一種能力；有，表示一種狀態。

前者是聖人的境界，後者，是初學者的狀態。繼而用靜坐時的具體體驗，來解釋

「有定」的狀態，只要能有一二分心定時，就是有定，而非能定。 

 

2、「禹聞善言則拜」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於人者。」 子路聞過則喜；禹不必有過，聞善言則拜；舜善與人同。以

訓詁解經者，在此則辨析「善言」之「善」字，在不同版本中的表達。焦循

（1763-1820）《孟子正義》曰：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

尚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

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

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

黨言而為之言傍，謂之正俗字， 可。」盧氏文弨校《逸周書·祭公解》

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108

 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四書或問》，《朱子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2002 年），第六冊，頁 510。 
109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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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110 

 

以《尚書·皋陶謨》 「禹拜昌言」來解釋《孟子》「禹聞善言則拜」，善言，昌言

也。《尚書》中「昌言」，另作「黨言」。「黨」與「昌」，爲假借字，「黨」與「讜」，

古字通。黨、讜、昌、善古字義相通。最後，《荀子》中黨解作「直言」，則黨、

讜、昌、善，皆解作「直言」。通過經典中的異文，來證明古文字的假借、通假、

正俗等關係，用文字學的方法來釋義，是典型的訓詁解經的方法。 

 

以義理解經，則從經文中解讀出注家欲建構的義理。朱熹「言舜之所爲，又

有大於禹與子路者」111，認為從子路、禹到舜，三人代表了義理層次上的三種不

同境界。其後注家往往在此分辨子路、禹、舜三人的境界的差別，如： 

禹舜雖皆聖人，然禹學而知之者，舜生而知之者。故亦不無大小之別。
112（[宋]趙順孫《四書纂疏》） 

但其中自不能無聖賢分量淺深之異，故曰大舜有大焉。113（[元]胡炳文

《四書通》） 

子路以改過為已之善，喜人告而改之，是猶知善之在已，而未能忘已；

禹以善言為人之善，感人言而拜之，是猶知善之在人，而未能忘人，人己

異視，非善與人同者也；舜則視人猶已，而不以善為在人，視己猶人而不

以善為在己，絶無一亳形跡之拘，絶無一些爾我之分，渾然一體，而善與

人同，故舍已從人而樂取於人以為善。114（[明]焦竑《焦氏四書講錄》） 

 

分別認為禹學而知之，舜生而知之；或者，子路未能忘己，禹未能忘人，舜則無

人我之分，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了子路、禹、舜三人的等級。 

 

劉沅附解曰： 

此章借子路與禹舜指明爲善功夫次第，非較論聖賢優劣也。自來講家

多誤。蓋欲爲善者，必先寡過。若惡聞己過，則隱慝日滋，爲善種子便已

斷絕，此不可與言聖賢事矣。故初學必當以子路爲法，至改過日久，漸漸

無過可改，則天理純熟，便覺一言一行之善，乍見乍聞，自與此心相契。

其於善，有不覺喜之，甚而服之真者。如是涵養省察，無時稍懈，樂善之

                                                        
110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七，清焦氏叢書本，頁 435。 
11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9。 
112

  [宋]趙順孫：《四書纂疏》，卷三，（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 年），頁 398

上。 
113

  [元]胡炳文：《四書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3 冊，頁 439 下。 
114

  [清]焦竑：《焦氏四書講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 冊，頁 23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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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日增，義理之途日廣，自能隨處集益，不遺葑菲，不分人我，樂取於人

以爲善，乃天性中之投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115 

 

然而，劉沅認為三人代表了修養過程中的三個不同階段。他強調學者應由聞過則

喜的初級階段，進而聞善則拜，進而善與人同。並且，對三個不同階段加以精微

的描述，描述出修養的過程。 

 

3、「養心莫善於寡欲」 

 

《孟子·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言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焦循（1763-1820）《孟子正義》云： 

 

《周禮·天官》云：「疾，醫以五味五榖五藥養其病。」注云：「養，

猶治也。」《說文·宀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 

 

從經書以及字書的釋義中，解釋「養」、「寡」、「存」等字的字義，是一種典型的

以訓詁解經的方法，認為字義解釋清楚，則經典的義理即可接。所以，在焦循看

來，此句的解釋是治心的最好方法是少欲。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

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116 

 

朱熹在此提醒學者要警惕欲多而不節，將導致失其本心。解釋的重點在於「寡」

字。《朱子語類》中有更詳細的說明，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

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

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117節制欲望，漸至於無欲。朱子的解

釋，得出這一義理後，再下一警惕語，提示「學者所當深戒也」！在經解的結構

上，也顯示了先解義理，再指導實踐的前後關係。 

                                                        
11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7。 
11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74。 
117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1475、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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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附解曰： 

 

此章言欲之與心相關最切，養之與寡不可稍離。語似淺而理至精微。

學者試靜念此心一日之內安置在何處，如何是存，如何是養。欲之來也猶

是此心，如何卻不是心之本體，又如何不可無存其義理之心，節制嗜欲之

心；如何而後天理可存，不爲物累。其中功夫次第，豈可無師而知，淺嘗

而得？118 

 

對於「養心」與「寡欲」這兩種狀態，不解釋文字訓詁是如何，亦不從相關經文

中摘尋義理來說明，而是提醒解經者「靜念此心」，去體會如何使心的本體，如

何存天理。與朱熹的經解相比，劉沅強調學者在實踐的過程中，體悟經文的意義。 

 

4、四端說 

 

《孟子·公孫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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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朱子《四書章句集注》：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

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119 

 

劉沅附解曰： 

此章爲當時諸侯指出不忍之心，令其自家體察此心，擴充以保民，乃

救時之意也，而其理通於凡爲人矣……孟子教人察其端而擴充之，然非實

能返躬內叩，念念克己，豈能爲之？爲時君言，且先告以擴充，果能擴充，

則行之久久，勉強歸於自然。若學者希聖希天，則靜存動察，有許多功夫

在。此章因當時人君兵爭忍於害民而發，非爲學者言性理。120 

 

擴充四端，達到仁義禮智，是朱子所提倡的修養方法。「著意讀《孟子》四端之

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121而劉沅在此，試圖否定這種方法，認為

                                                        
118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9。 
11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8。 
120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6。 
12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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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及其後長時期的力行，只能「勉強歸於自然」。希聖希天，則另有許多功夫。

所以，把此章只解作孟子對時君的進言，非言性理。朱子認為學者可由此領悟天

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劉沅針鋒相對地指明「非爲學者言性理」。 

 

從對經文的章句結構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沅與朱熹解經方法的極微妙的差

異。朱子先總結此章爲對人之性情、心之體用的條理的論述，已先總結出一義理

結構。然後，認為學者以此義理來反求諸身，擴充而實踐。「知皆擴而充之矣」，

《朱子語類》中解作「知去擴充」。
122
從認識的角度說，學者有意識（知）要去

擴充四端，則如火始燃，有擴充的趨勢。「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反求者，反求於

身心。默識者，用《論語》中的解釋「識，記也。不言而存諸心」。「之」指前文

所提到的義理結構，是一個外在的對象。因此，朱熹的解經方法是先從經文中知

道義理，進而，用義理來體諸身心，推諸實踐。義理是外在的，先於人的認識而

存在的。《大學或問》所言，亦可佐證此結論，曰：「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

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123反身，是窮理之後之事，已經把握了

理，才反身而誠。而劉沅把「知皆擴而充之矣」解作「察其端而擴充之」，察覺

四端，進而擴充四端。首先，強調「非實能返躬內叩，念念克己，豈能爲之」，

不內返躬，則不能察端與擴充。所謂察其端的功夫，不在於外在地認識義理，而

是內在地反躬自省。其次，擴充只能是在外收取實效，非在內之功。把此章解釋

爲諸侯反求自身，而有益於民眾，非有利于諸侯本人的希天希聖的修養功夫。往

外擴充的功夫，朱子認為可以體認性理，而劉沅認為僅可以有益于民生，對體認

性理無幫助。 

 

                                                        
122

 《朱子語類》曰：「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

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茍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

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上只說『知

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頁 1291。） 
123

 朱熹注，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大學或問》，《朱子全書》第 6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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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義理與訓詁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124本文所強調的「身心實功」也並非要在

訓詁與義理之外開出第三條解經的路徑，而是強調義理、訓詁的解經方法，皆不

能明確地指稱劉沅對經典文本的認知方法。從解經的宗旨來看，劉沅「身心實功」

的解經方法與訓詁較為接近，這也是他把自己的經解稱為「訓詁」的原因。而從

解經方法來看，與義理解經較為相似，因此，他亦稱讚朱熹「非己有之，不能知

其意味之實」說得最好。（參考注 90）以義理解經者雖然在實踐上往往表現為以

己義說經，即戴震所說的以「意見」解經與劉沅批評的以「臆說」解經。但是，

在理論上，他們無不標榜所謂「意見」與「臆說」就是聖人之道。 125 同時，從

經學史上說，劉沅聲稱身心實功體會出來的聖人之道，亦何嘗不是「臆說」？另

外，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亦強調實踐聖人之道。126 

 

劉沅強調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與以朱熹爲代表的以義理解經的方法不同。

朱熹〈答鄭仲禮〉：「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

尋義理，見諸行事。」127「固」字反應了朱熹所持的「讀書已是第二義」128的思

想，與劉沅「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書，書不可忽也」 的尊經立場不同。朱子

修改經文的做法，遭到劉沅批評，並被認為是由於不能身心實踐：「學者不能實

行大學之道，則觀之如五花八門，迷惘莫知向方，所以朱子不得其解，妄爲改竄。」

                                                        
124

 參考王小婷：〈『義理』、『考據』辨〉：「『義理』和『考據』，原非一對範疇，

其原初含義很不對等……『義理』和『考據』，既然不屬於同一對範疇，不是非

此即彼，邏輯上，就存在發生交集的可能。」（《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8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146-149。） 
125

 《朱子語類》：「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通貫處，爲之解

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朱子語類》卷 52） 
126鄭吉雄認為宋明儒通過種種道德修持的方法去求古聖賢之道，包括靜坐、主敬

一類的功夫，清儒批評這種方法缺乏「知識」的保證。（《戴震經典詮釋的思想史

探索》，頁 294。） 
127朱熹：〈答鄭仲禮〉，見《晦庵集》卷第五十，載《朱子全書》，第 22 冊，頁

2319。 
128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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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以經爲主，實功是爲了解經；義理解經的方法，以義理爲

主，解經是爲了說明義理。對待「經」的態度有極大的不同，此爲其一。在朱熹

的結構中，立敬與立志、推尋義理、見諸行事三者是連貫的三個步驟，推尋義理

是解經的主要方法，前者為基礎，後者為印證。然而，劉沅的身心實功是渾然一

體的解經的方法。朱熹解經是為了實踐，130而劉沅強調實功方能解經，解經後亦

須實功，解經與實功間是雙向的關係。此為其二。 

 

劉沅與宋儒認為解經與實踐間關係的不同，是因為劉沅所言「身心實功」的

定義與宋儒「實踐」的不同。劉沅與朱熹在解經方法上的差異，是因爲二者的修

養方法不同。上文已經提到，劉沅批評程朱的功夫論是空空養心之論，爲了區別

與禪宗的不同，再加上格物致知的功夫。因此，存心養性和實踐分爲兩事。劉沅

的修養方法則存心養性和實踐是內外兼修的。《正譌》批評程頤「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似是而非，認為宋儒所謂「實踐」，「用敬」和「致知」分爲兩端功

夫。在內之功夫（用敬），只是用強力抑制心的浮動，在外之功夫（致知），則但

循其迹，其心不可知，「雖實皆虛矣」。
131
劉沅推崇的 「身心實功」本末兼行，

內外交修。「平日內外居敬時，私欲早除，然後靜養之時，此心易定。孟子所謂

『集義生氣』即此也。」居敬已包含內外的功夫，則涵養不必強制心的浮動，而

是「不思善不思惡，意念不起空空然，寂寂然。佛老所謂虛無清淨，吾儒所謂寂

然不動，無思無為」。132所謂「身心實功」，本身在方法論上已經顯示了包容佛老

思想的傾向。 

 

用知行關係來表述，朱熹之實踐爲知而後行，劉沅之實功則不行不知。以上

文「四端說」中提到的劉沅與朱熹解經方法的不同爲例。朱熹強調「知去擴充之」

表示「知」，繼而「苟能擴充之」，是行。先知而後行。而劉沅「非實能返躬內叩，

                                                        
129

 劉沅：《又問》，頁 3927。 
130

 朱熹〈答沈書晦〉：「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

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晦庵集》卷五十三。徐復觀也認為「義

理之學，雖不廢讀書，但就其根本意義來說，卻是直接以社會生活，個人生活為

對象，為出發點，為歸結點；典籍只居輔助啟發的地位。」（徐復觀：〈兩篇難懂

的文章〉，，《民主評論》，第 8 卷第 1 期，1957 年，頁 482。） 
131

 參考《正譌》，頁 3601、3602。 
132

 劉沅：《正譌》，頁 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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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克己，豈能爲之」返躬爲行，先有身心之功，才能爲「察而擴充」的行為，

其中「察」是知識上的察覺。劉沅對宋儒的批評並非過論。朱熹從「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中解讀出來的即是先知後行。《朱子語類》載：「致知、力行，用功

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分

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

爲重。」133劉沅與朱熹解經方法的兩個不同，都可以在這段話中得到印證。致知

爲先，則知與行分爲兩截功夫；力行爲重，則解經的目的是力行。134 

 

對《論語》「默而識之」章的解讀，可較為清晰地區分劉沅與朱熹解經方法

的不同。從上文釋例中可知，劉沅解經往往用反問的句子來督促學者解經時體諸

身心實功。《朱子語類·默而識之》章亦用了同樣的反問方法，曰：「今學者須是

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莫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135學者已是知道了如何是默識，如何是學不厭，如何是教不倦，再用此標準來返

躬自省。而如果用劉沅的提問方式，他所問的問題將是：如何是默識？如何是學

不厭？如何是教不倦？朱氏關注把知實踐到行為中，劉沅關注的是如何在行爲中

體悟知。 

 

解經方法的差異，反映了思想觀念的不同。136鄭吉雄曾總結清儒和宋儒的解

經方法反映出來的思想的差別，認為宋儒追求普遍的價值，而清儒追求殊別的價

值。137換言之，宋儒認同「一本」，而清儒認同「萬殊」。這是導致兩種解經方法

                                                        
133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 148。 
134

 那麼，劉沅的身心實功，是不是即是王陽明所言之「知行合一」？王陽明知

行合一的功夫，學者歸納爲無事與有事時皆念念存天理去人欲。（參考陳來《有

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頁 113。）陽明知行合一的功夫，在「念」即意

上做功夫，與劉沅的身心實功亦不同，已辨析於前。 
13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856。 
136

 鄭吉雄認為宋明理學家與清代學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對「知識」和「真理」在

本質上的理解不同，明清間思想轉型要從此處分析。對「知識」的不同理解，導

致了求知方法的不同。用經學史術語來表達，則經義、經書以及解經方法是密切

相關的。見氏著《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

年），頁 311。 
137

 鄭吉雄：《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年），

頁 309。 



203 

 

不可調和的本質原因。 

 

訓詁的方法，通過訓詁經典的字句，尋求聖人之義，此中體現的是「由萬殊

而一本」的思想；而義理的方法，認為解經要先把握義理之本，字句訓詁為末，

則體現「由一本而萬殊」的思想。劉沅「身心實功」的解經方法，則體現了上一

章提到「由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循環往復的思想。劉沅曾以「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來解釋身心實功的具體方法。《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劉沅附解曰： 

 

本天而爲性者，一本也；率性而散見於事物者，萬殊也。窮盡事物之

理，一一返求諸身，內外交養，本末交修，久之而性盡命立，則天命之原

在吾身矣。138 

 

一本爲內者（性），萬殊爲外者（事物之理）。學者窮盡事物之理爲由外而內，由

萬殊而一本。然而，此由外養內，非「內外交養」之全功，還需要由一本而萬殊，

在事物中，實踐性命，由一本而萬殊。他不在訓詁與義理的二維結構中，而是從

「實踐」的角度探討聖人著經與解經者解經的關係。聖人由身心實功而體會到道

理，解經者再通過實踐聖人之事而體會經典的義理。經書的寫作與解讀都在同樣

的實踐之中，因此，解經者需要通過與聖人達致同樣之「事」，方能理解聖人之

理。

                                                        
138

 劉沅：《周易恒解》，頁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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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聖學功夫——三教修養方法匯流 

 

閱讀經典，與日常實踐中的修養，是儒家思想中互為表裡的兩部分。劉沅和

會三教，重鑄功夫論，對儒家的修養功夫的闡釋也發生一定的變化。 

 

本節以劉沅的修養方法爲研究對象，然並不僅是把內外交修的內容加以說

明，而是將其放置在儒家的知識結構之中，探究所謂「聖學功夫」的建構，對儒

家傳統知識結構帶來怎樣的變化：從內的方面來說，是否及如何改寫儒家的心性

之學；從外的方面來說，對儒家的禮儀秩序帶來什麼變化？從中可看出劉沅與以

往三教論者有什麼不同？漸次論證以下四個觀點：第一，劉沅的修養方法，稱作

「聖學功夫」，在其「和會三教」體系中有關鍵地位。第二，「聖學功夫」的基本

特點是內外交修，既強調在內之心性修養，又強調在外之行為規範。第三，從內

的方面來說，內求諸盡性。盡性的功夫與道教內丹修養方法相通，儒家克己復禮、

尊德性、道問學、溫故知新等方法被重新詮釋。第四，從外在的方面來說，外求

諸敦倫，劉沅從情理上強調倫常關係的重要，並相應地重整禮秩。其中，母族、

妻族的至親之情受到重視。母族、妻族在服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卻依然低於父

族。 

 

繼而，在儒家的修養方法以外，分別以內而盡性，外而敦倫的結構，對應於

儒家與道教、佛教修養方法的匯流。儒家與道教間，強調盡性可達致長壽，與道

教延壽的目的一致，同時，認為長壽只是聖學之「小效」，在與道教的會通中，

盡可能地淡化其中修命的方面，而強調修性。儒家與佛教間，一方面明確儒家與

佛教在敦倫方面的界限，在此基礎上，用儒家倫常來定義佛教聖人。另一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佛教喪葬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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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內外交修」的提出 

 

一、對三教修養方法的評價 

 

在重新提出新的修養方法之前，劉沅有必要說明固有的修養方法的不足。 他

主要針對的是所謂僧流、道流與程朱理學的修養方法，道流養氣，僧流養心，程

朱格物的方法，俱不得聖學修養方法的真諦。 

 

《孟子·公孫丑上》「四十不動心」章，被劉沅認爲是「孟子發明聖功之要，

爲後世立千仞之藩」1，在此，他著意辨析三教修養方法的差別。此章以北宮黝、

孟施舍二勇士養勇的方法比喻曾子、子夏養氣以及告子不動心的方法。「孟施舍

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劉沅注

云：「曾子、子夏亦養氣者，而得力不同。子夏惟恐物欲相侵，曾子自然守一不

渝，黝、舍略相似焉，以舍爲較優，爲其求諸己耳。」2曾子養氣和孟施舍養勇

相似，都是在內用功，不求必勝；子夏養氣和北宮黝養勇相似，在外用功，用強

制的方法，但求必勝。3相對而言，曾子的方法爲優。告子言「不得於志，勿求

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劉沅注云：「勿求於心，恐思慮而動心；勿求於氣，

恐調氣而動心。蓋其㝠然寂守，惟恃毅然強制也。」4告子之所以不動心，也是

採用強制的方法使得此心不動。5劉沅認為無論子夏、曾子或是告子，都未得到

                                                        
1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0。 

2
 劉沅：《孟子恒解》，頁 428。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認爲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舍力戰之士，以無懼

爲主。（頁 229） 
4
 劉沅：《孟子恒解》，頁 428。 

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而已矣。」（頁 231）孟子之不動心，由於明白道義，並能配道義，因

此，能擔當大任，而不動心。然而，告子之不動心，由對義理的無知覺而來。（頁

231）[宋]蔡模《孟子集疏》曰：「北宮黝、孟施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

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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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養氣養心的方法。《孟子恒解》曰： 

 

三代下，三教分門，僧流靜心，有似告子。羽流養氣，則似黝、舍。

其所守者，後天虛靈之心，非純一不已之性。其所養者，後天血氣之質，

非乾元太和之氣。而儒者亦以心爲性，其所謂不動心者，亦強制頑空而已。

孟子……先言黝、舍之養勇，是後世養後天之氣者類也，次言告子之不動

心，是後世養後天之心者類也。然後，言己之不動心，由於養氣而原其剛

大之本體，申以必配道義。蓋內養其虛明之本，外謹其言動之宜。有體有

用，盡人合天。末篇所謂美大聖神之詣皆在其中。以漸而幾，積久而誠，

非可以文字曉也。6 

 

以北宮黝、孟賁、告子、孟子四人的不動心方法分別比喻道流、僧流與聖人的不

動心方法。從心、氣兩方面分別辨析僧流與道流的修養方法與孟子所言養氣不動

心的功夫的差異。以先天與後天作為標準。僧流養心，僅養後天虛靈之心；道流

養氣，僅養後天血質中的呼吸之氣。僧流的養心的功夫，只相當於告子養心的功

夫；道流養氣的的功夫，只相當於北宮黝、孟賁的養勇功夫：二者都沒有達到孟

子不動心的境界。至於孟子的修養方法，要兼即內外、體用、人天等關係，由美

而大而聖而神，逐漸趨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的最高境界。 

 

道教養氣的功夫，被指責爲養後天之氣，而非先天養浩然之氣。養後天之氣，

固然可以長壽，然而不能體會大道，是異端之學。養浩然之氣，則長壽只是小功。

《雜問》曰：「道流言精氣神，亦不知先後天之分，故以延年駐世，神奇變化爲

務，而不知其非本始……精氣神之在先天者，養之而聖，在後天者，養之而亦壽。

但求長年，必不能達乎天命之原，周知萬物之理。故知先天之精氣神，而心性之

理乃得其正也。」7道士養後天之精氣神，固然能達到長壽的結果，然而，對於

天命之原、心性之理卻茫然無知。 

 

僧流守心的功夫，被指責爲守空空之心，不實踐日用倫常。僧流的方法，對

天資高者尚且有用。劉沅《正譌》曰： 

 

                                                        
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7
 劉沅：《雜問》，頁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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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亦收心靜坐，然不得受中之所，則雖言艮止，而不能復性。天資

高者，心中少私妄，則能靜心，便能安恬，百日通靈。8 

 

通過禪宗的靜坐功夫，僅可以使得天資高者靜心。然而，天資高者，僅靜心亦未

能達到復性的功夫。 

 

而程朱的修養方法，被劉沅指責為類似禪宗。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君

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劉沅曰：

「所謂明諸心者，豈非僧流空空守靜，不管天地民物之意乎？」程頤所提倡的學

君子入手處——明諸心，被批評爲僧人的修養方法。程頤繼以「力行」，劉沅則

批評道： 

 

程朱襲僧流養心之法，遂以爲克復之功，而又嫌寂守不能有爲，乃加

以格物窮理之學，此謂知所養，然後力行者也。其分內外爲兩學，即告子

之道，陋劣禪宗所本。9 

 

從對程朱襲禪宗，卻力辨與禪宗之差異的基本判斷出發，他認為程朱學禪宗空空

守靜的靜心方法，然而，又爲了劃清與禪宗界限，故在靜心方法之後，加上力行

的功夫。對於程朱的心態，在下文中，他描述爲「又欲遠於禪宗，不廢倫常，遂

爲儒宗」。程朱內在的靜心功夫，與在外在的力行功夫，分作兩截，似是而非。

然而，程朱之學有「力行」功夫，畢竟優於禪宗： 「其（程朱）優於禪家者，

禪家祗養其空空之心，並不研究物理，而程朱必事事敬謹，物物研究，所以切實

而不至蹈虛。」10格物的功夫，使得程朱在行爲上不蹈虛。 

 

劉沅對道流、僧流、程朱的指責，是在「三代下，三教分門」的前提下進行

的，其中隱含的意思是「三代以前」，聖學的功夫並非如此。從歷史的流變上說，

三教分開，則囿於門戶之見，使得學聖的功夫不明晰。《中庸恒解》曰：「三代後，

儒者莫明養氣，而黃冠吐納又亂之，遂使聖賢種子斷絕，入手功夫不明。」11《槐

                                                        
8
 劉沅：《正譌》，頁 3591。 

9
 劉沅：《正譌》，頁 3595。 

10
 劉沅：《孟子恒解》，頁 580。 

11
 劉沅：《中庸恒解》，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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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約言》曰： 

 

秦漢後，三教分門，言理者純雜互見，則以未嘗兼涉三家，實致其功。

是以文字異同之迹不化，牛鬼蛇神之術彌多，而吾身中真義理遂亂於外說

矣。12 

 

三代以後，儒道釋三家門戶森嚴，各自固執於一隅之見。其實，三教用不同的文

字，指涉同樣的功夫，然而學者被表面的不同所迷惑，而不去探求根本的相同。

三代以前，「兼涉三家」，可「實致其功」。用復古的方法，劉沅又爲兼涉三家的

方法論找到歷史依據。化解「文字異同之迹」，則為後文創造性詮釋儒家的修養

方法埋下了伏筆。 

 

二、內外交修的「聖學功夫」 

 

劉沅對僧、道、程朱的指責雖未必公允，而他之所以對其時三教的修養方法

加以指責，是爲了要提出內外交養的聖學功夫。其中，程朱的修養方法，被批評

作「分內外爲兩學」，把在內之修養心性方法與在外之行為規範分開，與劉沅本

人提倡的內外交修完全相悖。上引《孟子恒解》中詮釋孟子不動心方法，曰「內

養其虛明之本，外謹其言動之宜」，內外兼備之方法才是「聖學功夫」的真義。

在其著述中，表明聖人之學內外交修兼備的句子俯仰皆是，如： 

 

心性倫常，內外一原，必本末交修，隨時處中。
13
（《俗言》） 

特內外交脩，本末交養，其理即在日用倫常之間，其事該慎疾脩身之

全，非他術可比。14（《家言》） 

然必心性倫常，內外本末，一一踐其實功，積久而後自得，非可以空

言託也。15（《正譌》） 

不知顏子明言其目，爲仁之功，內外交脩，固須動而循禮以致和，尤

必靜而存養以致中。（《正譌》）16 

                                                        
1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3。 
13

 劉沅：《俗言》，頁 3977。 
14

 劉沅：《家言》，頁 3670。 
15

 劉沅：《正譌》，頁 3514。 
16

 劉沅：《正譌》，頁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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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六行在心性倫常處自修，不盡顯然，惟六藝較著，然非本末交飭，

內外交修，亦不能工也。17（《論語恒解》） 

 

聖人的修養方法，必須兼備內外本末兩端。從前後文語境中，可推斷所謂「內」

與「本」，指「心性」，「外」與「末」，指「倫常」。因而，劉沅提倡的內外交修

之學，靜而存養，動而循禮，「盡性」與「敦倫」兩端相結合。 

 

在經解中，他往往把「盡性」「敦倫」連用，以表明其內外本末，兩端不可

偏廢的態度。如： 

 

夫經者，豈非三綱五常，敦倫盡性之實乎？（《周官恒解》）18  

故知道之實，不外心性倫常，則盡性敦倫之外，並無學術。（《正譌》）
19  

至道之實功，則博文約禮，盡性踐倫，不愧不怍而已，非生死幻滅之

謂。（《論語·里仁第四》）20。 

道不外五倫，敦倫必由盡性。盡性敦倫則文皆至文，否則，何足貴焉？
21（《子問》） 

 

「盡性」、「敦倫」兩詞並列出現，分別是修養方法的內外之功。從中亦可看出，

盡性與敦倫在劉沅思想中相當重要：既是用來對經加以定義的本質性行為，又可

以囊括學術的全部內涵。 

 

總的來說，劉沅的修養方法，可以用《禮記恒解》中所言來概括，曰： 

 

讀是篇者，當師其毋不敬之言，而內求諸盡性，外求諸敦倫。22（《禮

記恒解》） 

 

以下分別從「內求諸盡性」、「外求諸敦倫」兩方面討論劉沅的修養方法。 

 

                                                        
1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2。 
18

 劉沅：《周官恒解》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334 上。 
19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13。 
20

 劉沅：《論語恒解》，頁 183。 
21

 劉沅：《子問》，頁 3827。 
22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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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求諸盡性：對儒家修養方法的詮釋 

 

儒家的修養方法，兼顧內在之道德修養與外在之道德實踐。劉沅所謂「內求

諸盡性」對應的是內在的道德修養。其相關論述，悉在儒家經典範疇中加以展開：

「格致，便是內外交養之功。」23用《大學》之格物致知來解釋內外交養之功夫

論。但由於劉沅提倡「和會三教」，道、佛的思想資源的引入，必將改寫儒學傳

統的原有結構。本節將探究，在劉沅和會三教的思想體系之中，「內求諸盡性」

之「盡性」的含義發生什麼變化？在此基礎上，傳統儒家修養方法如克己復禮、

尊德性、道問學、溫故知新是否也發生變化？ 

  

在開始討論前，首先要明確在劉沅看來，何爲盡性？如何盡性？「盡性」一

詞，源於《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劉沅《周易恒解》曰：「窮究事物之理，

一一返求諸身，內外交養，本末兼修，久之而性盡命立……此中有許多功夫，未

可以空言曉，未可以文字傳。」在劉沅的解釋中，將「窮理」與「盡性以至於命」

分作兩截，「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再反求諸身，是實際的修養方法，而「盡性」

倒過來，作「性盡」，所指是一種狀態，而非實踐方法。繼而，強調此功夫不可

以通過文字傳達，使得盡性的功夫，顯得深遠神秘。 

 

但是，我們從另外的地方可看出此中不可以文字或空言傳達的內容。在晚年

所作《又問》中，他把「內而求諸盡性」，用意思更明確的詞語表達出來，曰： 

 

士者，從事大學之道，內而存養心性，外而實踐倫常，便把治國平天

下經綸全行學習。24（《又問》） 

 

但人人皆有天理，能盡其日用之所當爲，內而存養，外而敦倫。果然

欲凈理純，即可無愧爲人，無愧於天耳。25（《又問》） 

 

在內而盡性，外而敦倫的固定結構中，「盡性」被替換作「存養」「存養心性」。

                                                        
23

 劉沅：《俗言》，頁 3957。 
24

 劉沅：《又問》，頁 3925。 
25

 劉沅：《又問》，頁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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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存養」其實是「盡性」的本質功夫。《國史館本傳》中「更求存養之功，

內外交修。」26所謂「存養之功」，即是「盡性」。 

 

對於「存養之功」，劉沅則有明確得多的說明。《子問》曰： 

 

心爲離，腎爲坎，以虛無之意，凝神調息，歸於中黃。使心腎相交，

即爲水火既濟。土爲黃婆：黃，土之色；婆，取婆心之意。心、腎亦非以

形質言，謂理氣之粹，即有象以明無象耳。水火交，而金木在乎其中。昔

人謂和合四象，攢簇五行。蓋返本還原，歸於抱一，乃存養之實功，養氣

之要義。27 

 

《周易》卦象與人的身體結構結合起來。在《周易》的系統中，坎離相交爲既濟

卦。但文中更重要的是指出心腎相交，則能使得虛無之氣歸於中黃。所用的詞彙

「黃婆」「心腎」等，以及調息的方法，明顯來自於道教內丹修煉。 

 

可見，所謂「盡性」的內涵，已不單純是在《周易恒解》中所言性盡命立的

方法，更包括了道教存養之功。此道教功夫的引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寫

了儒家傳統的內在修養方法？以下則以儒學的基本修養功夫「克己復禮」、「尊德

性」「道問學」「溫故知新」爲例，探析劉沅的創造性闡釋。從中，亦可看出劉沅

「盡性」功夫對儒家修養方法的新變。 

 

一、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是清代思想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學界對此有很豐富的研究

成果，28並認為「清儒有關克己復禮的重新詮釋，已成為觀察清代學術思想轉向

                                                        
26

 劉沅：《禮記恒解》，頁 1262。 
27

 劉沅：《子問》，頁 3862。 
28

 相關的研究成果有龔鵬程〈克己復禮的路向——晚明思潮的再考察〉，見氏著

《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20-34。林月惠〈陽明後學的

「克己復禮」解及其工夫論之意涵〉，見氏著《詮釋與工夫：宋明理學的超越蘄

嚮與內在辨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專刊，2008 年，頁 217-275。）。

周啟榮《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儒家禮教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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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重要指標，並漸爲學界所重視」。
29
從劉沅對於「克己復禮」的詮釋中，可

以看出劉沅的思想與同時代學者的不同。 

 

「克己復禮」是劉沅最重視的概念，也是修養方法的入手之處。《周易恒解·

謙卦》：「學者若非從克己復禮用功，亦不能全其道。」30對克己復禮的解釋，既

是聖學的源頭，又是異端邪說的依託。正統與異端的分別就在於對此過程的解釋

之中。 

 

《論語·顏淵第十二》：「克己復禮為仁。」《論語恒解》曰：「其克復實功，

必親相授受，不能悉著於文。夫子必為顏子示之，而記者略之，非故為略之，實

不能以文字傳之也。」31認為所謂克己復禮的實際功夫，聖人傳授給顔回，並沒

有表露在文本之中。因此，就可以從文字記載之外解釋「克己」與「復禮」。劉

沅賦予「克己」、「復禮」全新的詮釋。他在《槐軒約言》中解釋道：「克己則汰

離陰而得元神，復禮則定元性而循規矩。」並自注曰： 

 

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即謂去盡心中陰神，得其先天元性。元性既得，

誠中達外，又能踐行禮樂，故曰仁也。老子不曰克己復禮，而曰取坎填離，

從其理之所自出言之，惜乎人多誤解也。32 

 

克己是指去盡心中陰神，復禮是恢復先天元性。所用的「陰神」「元性」等詞，

都不曾在儒家經典中出現過。另外，「克己復禮」與「取坎填離」的修煉方法一

致。在〈跋愛蓮說〉中，劉沅再次用「取坎填離」來解釋「克己復禮」：「故取坎

填離者，去陰私而復乾性，夫子所謂克己復禮之義也。不幸流為方外，奇衺多端，

儒者遂諱言之。」33取坎填離這一道家修煉的過程，儼然成為了克己復禮這一儒

家概念的精髓。 

                                                                                                                                                               

註意到顏元對朱熹對「克己復禮」的解釋提出不同意見。（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age 68）。 
29

 張壽安、呂妙芬：〈明清情欲論述與禮秩重省〉，《漢學研究通訊》，總 78 期，

頁 7。 
3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11。 
31

 劉沅：《論語恒解》，頁 287。 
32

 劉沅：《槐軒約言》，頁 3706。 
33

 劉沅：〈跋愛蓮說〉，《槐軒雜著》，卷四，致福樓本，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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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天理人欲二元對立的義理機構中，「克己」與「復禮」是兩個相對的

概念。「己」與「禮」，朱熹分別解釋作「身之私欲」與「天理之節文」。34劉沅把

「己」解作「心中陰神」，「禮」解作「先天元性」。陰神、元性在劉沅的經解中

也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先天心即性，後天心夾陰識，不盡爲性。」35陰神、元性

還有其他的表述方式。如《孟子恒解》曰：「克己復禮，即克去陰質之私，而復

乎乾元之性。」36「禮」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劉沅解釋作「元性」「乾元之性」。

對此，他解釋道： 

 

四子書，禮字有數解。對仁義智信而言，一端也。克己復禮，全體也。

禮云禮云，與樂對舉，威儀度數節文也。37 

 

禮有三個層次的意思：與樂相對的禮儀義是其一，與仁義智信相對的品行義是其

二，克己復禮之元性義是其三。三者之間是由淺而深，由偏而全的遞進關係。「禮」

解作「元性」，與儒家舊義並無矛盾，反而是最全面的解釋。而「元性」本是道

教的概念。《性命圭旨》：「丹田喻心中元性。」元性指的就是道教所要修煉的金

丹。可見，劉沅用道教的修煉功夫來解釋儒家的克己復禮。  

 

 在具體的闡釋方法上，則通過《周易》卦象的象征意義的多重性解釋，把

道教修煉、儒家經典的解釋融為一體。《子問》曰： 

 

故道家言取坎填離，即克己復禮之義耳。授受失真，流爲邪妄，儒者

不知其實，以邪妄之說遂爲老氏之本來，而克己復禮亦不過防閑此心，動

循禮度已耳。假之流爲採補金丹，種種謬妄。夫坎中一陽，本乾之真陽，

人心所秉。以其純乎天理，曰性，變爲中女，則陰體矣。而外二爻，猶是

乾爻，故人心不盡無良，然良心偶見，不久而仍失之。以陰神浮動，妄念

難除也。……嘆其真陽下陷，爲陷之至，然坎雖險，而水實流行，天上天

下皆水也。周流而不盈，其故何哉？天高地卑，原非判然不相屬，真陽雖

陷於坎中，固可以出險也。文王言心亨，謂其爲乾之本體，果出險而復於

其初，則無心非性，心乃亨矣。行有尚者，即出險之義。得返本還原之法，

                                                        
3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1。 
35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0。 
36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1。 
37

 劉沅：《論語恒解》，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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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陽上升，往從其類，則往必有功。是文王孔子已將克己復禮之功寓於

此卦。38 

 

首先明言「取坎填離」與「克己復禮」的等同。對此關係不明，造成對儒家與道

教思想雙方的誤解。對道教來說，老子思想不明，產生了種種謬妄之說；對儒家

來說，使得克己復禮只是對心的約束，遵守禮法而已。「亦不過」三字，表示動

循禮法等闡釋，只不過是克己復禮的粗淺的解釋，精髓部分在於「取坎填離」中。

繼而，用《周易》「坎卦」來闡釋克己復禮與取坎填離的內涵。《周易恒解》中，

從乾坤與性命兩方面來解釋坎卦所象征的意義。「乾坤爲老父母，而乾交于坤，

坤中孕乾，則為坎。水行于地中，實來于天上，天施而地所以生也。于人則身中

有性，陰中含陽，為義理之心所寓。」39坎卦是乾與坤相交的結果，是乾坤之正

體。並且六十四卦中，只有坎卦彖辭曰「維心亨，行有尚」，其中有「心」，正所

謂「惟此卦指心示人」40。因此，用坎卦來解釋人心與良心（人心與道心）的關

係，是最適合不過的了。在道教修煉之中，坎卦代表了真陽被困的狀況。取坎中

一陽，填補離中一陰，再回復到乾坤的純陽純陰的狀態。在劉沅的解釋之中，坎

卦與取坎填離的關係是直接可見的，與克己復禮則曲折牽強。把「己」解釋作心

中陰私，「禮」解釋作先天元性，沒有訓詁與義理上的依據，再通過「指心示人」

與坎卦相聯繫起來。 

 

二、尊德性與道問學 

 

「尊德性」與「道問學」也是儒家思想中一對相當重要的概念，貫穿於宋、

明、清三代。余英時認為宋代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的時代，明代是「尊

德性」爲主導的時代，清代是「道問學」獨霸的時代。41其中「尊德性」原指陸

象山之學，偏重品德心性上的修爲；「道問學」原指朱熹之學，偏重學問知識的

                                                        
38

 劉沅：《子問》，頁 3844-3845。 
39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4。 
40

 劉沅：《周易恒解》，頁 1136。 
41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見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

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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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劉沅對此重要概念的詮釋，結合儒家和道家兩方面的思想資源，擴大了概

念的外延。 

 

《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劉沅注曰： 

 

尊德性，敬存天命，好仁無以尚之，所以正其原。道問學，窮究古今，

折衷以求至是，所以極其用。二者不可偏廢。…佛家自數傳以後僅得其偏。

海嚴和尚以授濂溪，程朱衍之，謂為聖學之全。同時陸象山及後王陽明，

其言性學皆如此。但陸王教人先存心，朱子教人先窮理。門人各師其傅，

遂分出一禪一儒，其實本原心性之分均未透徹。是以按之孔孟不符合…尊

德性以養其體，道問學以博其用。內外交修，本末一貫。尊德行有許多功

夫次第，若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循序深造，非空空存一虛

靈之心可了。道問學亦有許多功夫次第，若上文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二者均有知行並進功夫。……《中庸》特舉兩相形而易偏者，以狀其

功之細密，而豈謂存心致知而已哉？42 

 

陸王與程朱的知識論，分別被稱作「尊德性」與「道問學」。根據現代學者研究，

二者只是入手功夫的不同，本質上都是道德實踐之學。陸王並非不講道問學，只

是以尊德性為先；程朱並非不講尊德性，只是側重道問學。43劉沅認為陸王與程

朱之學並無本質差別，都是未能明白「本原心性之分」。可見，不能僅從儒家思

想的角度來解讀「尊德性」和「道問學」。繼而，他提倡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不

可偏廢的修養方法。其中，尊德性為原，道問學為用。尊德性與道問學都有許多

功夫，要次第用功，才是完整的修養方法。 

 

尊德性的功夫，用《孟子·盡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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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的功夫次第

來解釋。關於尊德性由善而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的功夫步驟，劉沅附解曰： 

 

聖人教人，令其以先天虛靜之神，養其先天浩然之氣，陰陽闔闢，保

合太和。先天一元之氣，漸有其基，所謂有諸己也。由是靜存動察，涵養

                                                        
42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4-106。 
43

 參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頁 23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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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馴致乎五官百體，莫非乾元真氣所周浹，則充實之謂美也。《易》

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

之至也。」即是此義。功夫至此，言行動靜蓋已合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第其充實者，猶未必粹然光華。茍一息稍閒，而性體即黯。故必刻刻兢業，

無貳無雜，恒久而不已焉，則至德日新，其在於身則赫兮咺兮，睟面盎背。

四體不言而喻。其見於行，則正大光明，神采煥發。儼然靄然而可親可敬，

故曰大也。學至於大，已是四十不惑之候，體用大段已全。第神明之中，

空明一片，觸處洞然，則猶或未也。迨養之之久，而至於化，則向之規矩

法度，森然凜然者，今則從心而不踰。形體志慮，以清以寧者，今更泊然

而無為。其存於心，則物來畢照，而無一毫之障礙，其見於行，則因物付

物，而無一毫之勉強。學至於此，人道已全，更無纖毫渣滓，故曰聖人。…

人道盡，而天猶與我不相通，則終有形骸之累。…由其化者而熟之，其道

不外乎致中和，但不似前此之有意著力，內而渾然粹然。性體之無聲無臭

者，文王之純一，天之於穆也，外而肫然秩然，功用之時中周徧者。精義

入神，一天之生成也……由聖人而爲神人，固亦非難，而功用所極，實未

易臻。44 

 

混用《論語》、《周易》、《詩經》中的語句來解釋《孟子》。劉沅引用儒家經典來

表示《孟子》文中所表示的境界。如《周易》「黃中通理」，指「美」的境界；《論

語》「四十不惑」，《詩經》中「赫兮咺兮」，指「大」的境界；《論語》「七十從心

而不逾」，指「聖」的境界；《周易》「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經》「文王之德

之純」，指「神」的境界。《論語》從四十不惑，而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中的「學」

的功夫全然不提。與朱熹強調「天下之理，其善必可欲」「凡所謂善，皆實有之」，

「力行其善」等為善的功夫不同，45劉沅由美而大而聖而神之間的修養方法，則

純粹是道教的功夫。「以先天虛精之神養先天浩然之氣」，繼而「靜存動察，涵養

深造」，繼而「刻刻兢業，無貳無雜」，「泊然而無爲」，所描述的是道教「養先天

之氣」的過程。對此，他亦不諱言。在下文中， 劉沅注曰：「後世道家有錬精化

氣，錬氣化神，錬神還虛，錬虛合道之語。人多斥之，不知其言學聖之功夫始末，

確有至理也。」46並對此有更加清晰的解釋。《孟子恒解》曰：「錬二五之精，以

生乾元之氣，即有諸己之意也。由是涵養擴充，至於美也，大也，是從先天真氣

中化出先天元神。」47錬精化氣，是善、信的功夫；錬氣化神，是美、大的功夫；

錬神還虛，是聖與神的功夫。在劉沅的創作性詮釋中，《中庸》尊德性的功夫，

                                                        
44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1。 
45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70。 
46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2。 
47

 劉沅：《孟子恒解》，頁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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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被詮釋作道教養氣的修養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學所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境界，只是「美」的境

界，尚未達到大、聖與神的境界。《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劉沅

附解曰：「後世聰明之士不少，第其志學時即未得聖人真路，後雖自愛自修，只

是仿佛依稀身心之業，必不能至不惑以上境界。其大段有成，亦或足以垂芳建業

矣。然使上而興禮定樂，下而垂範明倫，蓋未有勝任而愉快者。」48人欲去盡，

天理純全時，亦達不到四十不惑的境界，原因在於志學時就出錯。可見，理學並

不是「聖人真路」，道教的修養功夫反而是真路。49 

 

道問學的功夫，用《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來解釋。《中庸》博學節具體說明「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而博學與弗學

的功夫能得到「果能得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的效果。劉沅附解曰： 

 

博學節，指出擇執之目。有弗節乃實言求誠之功。困勉如是，學利亦

必如是。學聖人無二功。若謂困勉如此，我不必如此，則非理矣。愚明易

解，柔強難解。如何柔，如何強。理實氣充，心即天心，氣亦天氣。孟子

所謂塞於天地之間，精明強固，不待言矣。後世盡性之實功罕究，……50 

 

雖肯定道問學功夫，卻認為「弗學」節才是實際言求誠的功夫的。《論語》「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章，劉沅附解曰：「然學也，問也，當先明夫子有弗學，

有弗思之義。」51「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劉沅注曰：「有弗學，有不必

學者也。……惟有弗爲，所以爲擇善弗措，即固執。」52求誠功夫中的「擇善」

本身就表明了所學的內容是有所選擇的。如果所有的東西都要學習，則爲學日益

支離。在此，劉沅還強調不管是困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學聖人只有一種修養方法。這種修養方法，又回到《孟子》中「塞於天地之

                                                        
48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5。 
49

 劉沅《論語恒解》曰：若養其未發之中，謹其已發之和。由知止而得止，馴

至乎美大聖神，用心之功豈一端而已哉。（頁 372。） 
50

 劉沅：《中庸恒解》，頁 87。 
51

 劉沅：《論語恒解》，頁 384。 
52

 劉沅：《中庸恒解》，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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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浩然之氣」的養氣說。 

 

三、溫故知新 

 

在《中庸》的語境之中，「溫故而知新」句具體解釋如何尊德性和道問學兩

者不可偏廢。《朱子語類》：「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53王陽明針

對朱熹此說，所闡發的焦點在於知行關係。王陽明〈答顧東橋書〉：「溫故知新，

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行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

乃所以知新，則以可以驗知行非兩節矣。」54 

 

而劉沅對溫故知新的解釋，焦點則在「溫」。「溫」是此中的功夫實踐處，如

何溫而能知新？《中庸恒解》曰：「凡性天之理，得於己者，謂之故。守之不渝，

日加燖溫，而其中新趣日引月長，觸類旁通，體用一原，本末交盡，自有日進於

無疆者也。」
55
其中，對於「故」、「新」的解釋皆與傳統解釋不同，《中庸恒解》

曰： 

 

溫故，故字即天命之性。凝道者，凝此而已。由有諸己而至化神，有

一分功夫，有一分效驗。時時習之，即溫字之義。朱子訓為燖溫之溫，甚

妙。如溫鼎爐，從容涵養，性日堅定，則知識日清明。故自然知新。……

此章細言修凝功夫如此。56 

 

《論語·為政第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舊解作「古之道」、「舊

所聞」「已然之迹」。「新」則對應的是「己之新意」、「今所得」、「當時之事」。57「故」

指古代存在的道、前所聽聞的知識、過去的陳跡。而新指從過去的知識、道、陳

                                                        
53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2520。 
54

 王陽明：《傳習錄》，頁 187。 
55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2。 
56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7。 
57

 程樹德：《論語集釋》，頁 94-95。皇侃《論語義疏》認為「故，謂所學已得之

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

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

師也。」（《論語義疏》，頁 33）在教與學的語境中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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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中所領會到的新的意義、體悟、今事。溫故而知新，強調從過去的經驗中領悟

新的道理，以解決當前的問題。然而，劉沅《中庸恒解》把「故」解釋作「天命

之性」。《論語恒解》曰：「天命之性，得之生初，故也。即聞見所得之善，亦是。」

58天命之性和聞見之善都是「故」。但其中明顯的側重於天命之性。《中庸恒解》

曰：「若但以智能見聞之跡為故，豈足盡聖道之妙哉？」59「故」的微妙處在於天

命之性中。至於「新」，《論語恒解》曰：「新指會悟貫通者而言。」60指的是溫故

後，貫通融匯時體會到的日新的境界。「新」與「舊」的關係，在於「而」字，

劉沅認為此「而」與上兩句表示並列的連詞「而」不同。則「溫故也，而知新即

在其中」「新固從故中出，而故者不必若新」61新在舊中，卻比舊更有一番樂趣。 

 

總而言之，溫故知新者，「義理之得於己者，內而性天之旨，外而倫常之道。

靜則養其未發之中，如火溫爐，太和日益，心以定靜而倍虛明。天機洋溢，有日

新無窮之趣。動則循其天理之和。時時溫習，從心不逾理，以純熟而多快慰。俯

仰泰然，有隨時浹洽之妙。」62在劉沅的解釋中，道教的「如火溫爐」與儒家「七

十不逾理（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道教如火溫爐的修煉方法，能達到七十不

逾矩的效果。 

 

四、小結 

 

劉沅提倡的內外本末兼修的修養方法，很明顯地採用了道教修煉內丹的方

法。佛教的修養方法，劉沅雖無明確借鑒，但由對尊德性的解釋中能達到的「空

明一片，觸處洞然」的描述，可以看出其與佛教功夫所達到的境界是一致的。在

修養方法中，援用道教佛教因素，此可以看作他的思想的獨特之處。 

 

劉沅的修養方法與同時代的非三教論者有別，與前代的三教論者相比，亦有

                                                        
58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8。 
59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5。 
60

 劉沅：《論語恒解》，頁 158。 
61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5。 
62

 劉沅：《中庸恒解》，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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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獨特性。眾所周知，明末思想界曾有三教合一的思潮，然而，彼時學者並

不從道教養氣的功夫入手，和會儒家道家修養方法。以明末三教合一思潮中的焦

竑與管東溟二人對《孟子》「四十不動心」章的解釋爲對比，可看出劉沅之和會

三教與明末人的不同。焦竑《焦氏四書講錄》把不動心的功夫落在「志」中，雖

不貶斥「氣」，然而，「氣」並不是主要因素。他認為《孟子》「持其志，毋暴其

氣，語雖相兼，而意實以志爲重。……只一持志，自然無暴氣了，故持志是一了

百當的功夫。……孟子之不動心，便直從此心元不動處分曉。」養浩然之氣，也

側重在集義上，其中並無一言提及道教養氣的功夫。管東溟《孟義訂測·公孫丑

上》管氏認為《孟子》此章體現了孟子學問中雜糅了「性學」與「氣學」，「言養

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63養氣已落第二義了，道教

徒「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方法，更是等而下之：「玄門復有煉精

化氣，煉氣化神之法，……而孟子不爲焉……孟子超入上界久矣，何以煉精煉氣

爲？」64孟子雖養氣，但不採用道教徒養生的方法。「養生家之專氣致柔者，亦非

大悖於聖學，而吾儒必異端之，風下矣。」修養家養氣的方法，之所以被儒家視

為「異端」，並非因為其義理與儒家聖人之學有很大差別，而是因為講修養，養

生，本來就是風格很低下的行爲。 

 

在「和會三教」思想之中，儒家與道教的融合是最困難的。管東溟曰：「儒

玄二門，其教每不相入。」65道出了三教交融思想中，儒家與道家思想的難以協

調。秋月觀暎研究凈明道，亦認為：「儒教和佛教，道教與佛教的調和比較圓滑，

而道教和儒教之間的調和則基調極低，這就構成了阻礙三教調和實現的很大障

礙。」
66
 

 

劉沅並不認爲道教求長生，講養氣是風格低下的行為，反而在經解中大力強

調道教「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功夫，與《孟子》美大聖神的功夫

是一樣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劉沅也並不因爲採用了道教的養氣功夫而使得其解

                                                        
63

 管東溟：《孟義訂測》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57 冊，頁 526。 
64

 管東溟：《孟義訂測》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57 冊，頁 516。 
65

 管東溟：《孟義訂測》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57 冊，頁 527。 
66

 [日]秋月觀暎，丁培仁譯：《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凈明道的基礎研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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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變成風格低下之作。縱觀劉沅的經解，他從不採用符箓、法術、房中術等道教

的內容，反而加以嚴厲的批評。他「和會三教」思想中，比而同之的框架下，辨

而正之的努力，使得他的思想不因爲三教的混同，而雜入庸劣的成分，反而是保

證了思想體系的完整。因此可以說，劉沅的思想在三教交融的思想史上有獨特之

處，融合儒道兩方面思想的嘗試，使得三教合一的思想更全面，脈絡也更加理性

清晰。 

 

而在聖學修養方法上，在明代，儒學的修養方法較為含糊。程朱理學的修養

方法，重格物，而有支離之弊。而陸王心學，重良知，欲拔本塞源，往往虛玄不

得入手處。〈答陸原靜書〉中，陸原靜對清心寡欲有疑問，曰：「盡欲爲此之功，

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眾欲未

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想要在「未萌之先」用功，拔本塞源，卻無從下手，

是陽明後學的疑惑。而陽明的回答中，只是重申了「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

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67如此答覆，學者依然茫然不知用功

處。致良知的功夫，陽明後學亦有不少疑惑。《傳習錄》記載「一友問功夫不切」。

友人追問王陽明「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說明」，陽明只是回答「既知致良

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最後，竟引用禪師說法的例子來說明良知的

不可講明。68從朋友的疑問，以及王陽明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致良知的功夫不能

（不可、不必）明言，致良知的功夫模糊而難以實行。 

 

這種修養方法上的困境，正是劉沅所強調的「令聖學功夫次第不明」。劉沅

「和會三教」的思想由此而出發，得到了內外交融、儒道融通的修養方法。不可

諱言，他的修養方法與儒家傳統修養方法有極大的不同，是聖學的功夫道教化的

解釋。但卻比致良知的功夫更加容易入手，從具體實施情況上來看，劉沅的修養

方法在當時，確實得到不少門生認可。因此，現代學術史上，亦不應忽視劉沅對

儒家修養方法的貢獻。 

 

                                                        
67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 227。 
68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 335。 



222 

 

第三節 外求諸敦倫：「三族」、「九族」中倫常秩序的安頓 

 

所謂內外交修，「內求諸盡性」之外，還要「外求諸敦倫」。 「敦倫」，自然

是指外在的行為規範符合禮制的要求。劉沅相當強調倫常的重要性，僧流、道流

即因蔑棄人倫，而遭到嚴厲的批評。他一方面從「情理」上強調敦倫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從制度上安頓倫常之情。 

 

本節將以「三族」、「九族」爲研究對象，傳統思想史認為九族由三族延展而

來，因而，矛盾集中在對「三族」的定義中。一種觀點認為三族為父族、母族、

妻族，以人的至親之情為主要考慮，體現了親親本位的思考方式；另一種觀點認

為三族為父、子、孫，以本宗族間的合族目的為主要考慮，體現了合族本位的思

考方式。劉沅試圖調和合族與親親之間的矛盾，認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九族是由高祖至玄孫。把九族以三族為本而推衍的關係打破，導致了三族、九族

的分類標準不一致的矛盾。在劉沅重整的禮秩中，母族、妻族的地位有所提高，

卻依然低於父族。 

 

一、合族或親親：「三族」的背景 

 

儒家的親屬關係以宗法爲主幹，正如《禮記》所言「上治祖禰，尊尊也；下

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以父子間的血緣關係為中

心，推及兄弟。同姓親屬之間通過親親、尊尊兩種關係，也組成一個龐大的宗族

體系。然而，在這一宗族結構中，同樣有血緣關係的母子關係，及父子關係得以

成立的夫妻關係，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體現。從人情上說，人皆是親近己之至親或

共同生活感情深厚之親屬。宗族繁衍久了，同宗的親戚有些已經相當疏遠。那麼，

體現在服制之中，爲疏遠的族親尚且有服，至親的外親卻無服。這種情況背離了

人的情感，自然有人提出異議。以九族爲例，同高祖父的族兄弟尚且在五服之中。

外親之中，母姊妹子已經無服。妻親之中，妻之祖父母、伯叔、姑、兄弟、姊妹

均無服。在這種情況下，同五世祖的族兄弟有服，同二世外祖的姨表兄弟無服。



223 

 

族人素不相識亦有服，外親朝夕共處亦無服。同時，爲母、妻之親屬又服疏遠之

服（僅爲妻之父母服緦麻）。此中的矛盾，借用傳統「親親」「合族」的詞語可歸

結爲親親與合族間的矛盾。親親者，強調與母族、妻族間的至親之情；合族者，

首重尊祖收族的宗親之情。 

  

思想史上關於「三族」的聚訟，本質上也是親親與合族矛盾的體現。「三族」

的主要觀點有二：其一，三族爲父、子、孫；其二，三族爲父、母、妻。69以父

子孫爲三族的說法，長期占主流。這一現象，體現在喪服制度中，「喪服制度中，

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以男性宗族爲本親而抑制母族與妻族的現象。」70 

 

清代學者持父子孫的觀點者爲多。顧炎武71、陳祥道的觀點一再被稱引。禮

學大家秦蕙田72、徐乾學73、江永74、黃以周75皆認為三族指父子孫。清代官方禮書

亦以父子孫爲三族。《欽定大清會典·禮三十》其中「九族五服正服圖」顯示其所

持九族爲以父子孫三族爲核心而延伸出來的宗族。另亦有人持三族爲父母妻者，

如程瑤田
76
與陳壽祺

77
。 

                                                        
69

 關於三族在清以前的不同觀點，可參考芮逸夫〈九族制與爾雅釋親〉，《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1950 年 7 月，頁 209-232。 

70 林素英：《喪服制度的文化意義——以《儀禮·喪服》爲討論中心》，（台北：

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267。 
71

 顧炎武《日知錄》：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

（頁 60。） 
72

 秦蕙田《五禮通考》：九族，馬鄭說是也。陳氏、顧氏辨尤詳明，不可易。（《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 冊，頁 397 上。） 
73

 徐乾學《讀禮通考》：引用陳祥道，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

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 冊，頁 593 下。） 
74

 江永《禮書綱目》：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33 冊，頁 94 上。） 
75

 黃以周《禮書通故》：以周案：鄭駁昰也。家南山先生曰九族，止謂本宗九世，

豈有外姻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

年），頁 164。） 
76

 程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

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清

嘉慶刻通藝錄本，頁 191。） 
77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徵引程瑤田之文，與程立論完全一致。（清嘉慶刻本，

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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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族」由「三族」推衍而來。78父子孫三族，再往上追溯三世，往下追溯

三世，則成了從高曾祖至玄孫之九族。而父母妻三族，則形成了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的九族關係。兩種不同的「三族」以至「九族」觀的分歧在於同姓與異姓。

以父子孫爲三族者認為禮以同姓爲親，故三族內不應有異姓。異姓稱「黨」，不

稱「族」，如毛奇齡所言「蓋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

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反葬女氏之黨，無稱族者。」 

79
而主張父母妻爲三族者認為，母、妻爲至親。三族與喪服制度爲表裡，從感情

上說，母妻不應無服，則母妻應在三族中。前者重「族」，後者重「親」，兩種三

族說，體現了合族與親親間的矛盾。 

 

兩種觀點各有不合理之處，清人楊椿（1675-1753）對此有平情之論。〈九族

論〉「夏侯、杜氏之說疏矣，而孔、鄭說亦有不可通者。」夏侯、杜預認為三族

爲父母妻，孔穎達、鄭玄認為三族爲父子孫，楊椿認為兩種說法皆不對，列舉了

兩種方法各自不合情理之處，持平情之論。其中，父子孫爲三族者，其弊端在於

每一族中，僅及父祖，而不及伯叔，而且曾祖與玄孫不可能相及。80父母妻爲三

族者，其弊端在於父族的僅是五屬之內的親戚，而母族妻族，兼及同姓。母妻族

尤親於父族，另外，母妻一族中異姓過多，其三，母妻之父母各爲一族，而父祖

之母族不爲一族。81繼而，楊氏認為一族爲一世：「蓋一世一族，惟無子及無兄弟

                                                        
78

 顧頡剛認為歷史上只存在「三族」，而無「九族」。「九族」是「禮家幻想，本

無事實」。（《顧頡剛讀書筆記》，第 4 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頁 2651。）他從推求歷史真相的角度出發而研究「三族」與「九族」。然本文所

關注的並非三族、九族的歷史真相，而是顧氏所否定的「禮家幻想」，並由此而

推衍出來的倫理秩序。 

79毛奇齡：《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1 冊，頁

318 下。 

80楊椿〈九族論〉：「夫族者，屬也。高祖之族吾曾祖，而外曾伯叔祖以下也；曾

祖之族吾祖，而外伯叔祖以下也；祖之族吾父，而外伯叔父以下也。父之族吾身，

而外吾兄弟以下也。若子若孫若曾元，吾尚在其族，於何屬乎？」「且人之生，

安能逮高祖之世，自分爲族耶？……無論高元不易相逮，相逮亦不爲族，明矣。」

（見氏著《孟鄰堂文鈔》，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3 冊，頁 87 上。） 

81楊椿〈九族論〉：「父族尚止五屬，母妻之族反各及其同姓，不所厚者薄，所薄

者厚乎？」「父女昆弟或一人，或二人，多或十餘人，所適必非一姓，己女昆弟，

己女子子，母女昆弟亦然，則姓不太多而族不太雜乎？」「母之父母、妻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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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之……蓋自同姓言之爲九族，合同異姓言之則三族也。」試圖調和兩種說法。

用「世」來定義「族」，一代人爲一族。自同姓而言，上下貫通至九族，自異姓

言，則左右旁通至三族。如此一來，則九族不必然與三族有關，親親與合族之情

都能得到安頓。楊氏之說，體現了時人調和合族、親親矛盾雙方的努力，劉沅的

三族觀也正是在此思想趨勢下而形成。 

 

二、劉沅「三族」、「九族」中的矛盾 

 

劉沅本人，著重強調所謂「三族」，指的是父母妻。《禮記恒解·仲尼燕居》

卷二十八：「故三族和也。」劉沅注： 

 

三族，諸儒說各不同，以父族、母族、妻族爲是，蓋族，類也。母、妻異姓

而爲至親，自當別爲一族。禮有親  殺，各如其分，故和。82 

 

《儀禮恒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劉沅注：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舊以爲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然祗一族之人

而分言之，於義不安。83 

 

《周官》：「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劉沅注：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舊以父子孫爲三族，不知父子孫，服有

隆殺，誼原一本，皆親也。母族、妻族，後人徒見外戚專□力爲擯棄，然

因父而及父族，因母而及母族，因重夫婦之禮而及妻族，其誼相屬，其族

則疏。若止父子及孫，則一族而已，何云三族，又何云辨親疏耶？正室，

主家者也，親族別而禮有隆殺，皆令門子掌其政，令以施之於其族，此可

                                                                                                                                                               

尚各爲族，何以處父祖、曾高之母族，從母之子爲族，何以處父祖曾高之姑子，

父祖曾高之從母昆弟乎？」（見氏著《孟鄰堂文鈔》，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3 冊，頁 87 上。） 
82

 劉沅：《禮記恒解》，卷二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 105 冊，頁 262 上。 
83

 劉沅：《儀禮恒解》，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 91 冊，頁 34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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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母妻之族，雖同列於三族，而禮別親疏，不相絕，亦不相干也，胡爲不

達聖人之意而妄疑乎？84 

 

所謂「三族之別」，在《周官》的文本中，指的是「親疏之別」，即三族內的親疏

遠近的關係。然而，在劉沅的詮釋中，卻變成三族間情誼之別。父子孫之間源於

同姓血緣關係，情誼相同。母雖異姓，與子亦的關係也是血緣關係。夫妻關係，

是父子、母子關係得以成立的基礎，是禮儀的關鍵。關於夫妻關係的成立，《禮

記·郊特牲》曰：「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認為夫

妻關係的成立，由婿親迎而確立。對此，劉沅注曰：「而情誼一切自此皆屬至親

也。……女異姓，本疏，親之而聯爲一體，帥之而使齊其德。」85男女異姓，本

來極疏遠，而通過婚姻，使得夫妻情誼「至親」、「齊德」。 「其誼相屬，其族則

疏」一句中，「其誼相屬」，表示夫妻、母子間的情誼與父子間情誼同屬至親之親；

「其族則疏」，表示母族、妻族與父族相比，始終是屬於較為疏遠的關係。這一

差別，亦體現在「九族」的解釋中。 

 

劉沅在注釋「九族」時，依然用由曾祖至玄孫的同姓親屬來解釋九族。釋例

如下： 

 

（1）、《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劉沅注：九族，高祖至元孫之屬，而凡與九族相屬者，皆以次親之。86 

 

（2）、《周官恒解》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

恤 

劉沅注：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87 

 

（3）、《周官恒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 

劉沅注曰：親，一本九族之親。88 

                                                        
84

 劉沅：《周官恒解》，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305 上。 
85

 劉沅：《禮記恒解》，頁 1410。 
86

 劉沅：《書經恒解》，頁 883。 
87

 劉沅：《周官恒解》，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27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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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禮記恒解·燕義》 

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兄弟朋友之親。89 

 

其中例（1）明確認為九族爲高祖至玄孫，（2）中以九族和外親對舉，九族

爲同姓，外親爲異姓，（3）者九族爲親，（4）引用陳祥道之言，陳祥道認為三族

爲父子孫。 

 

劉沅認為三族爲父母妻，九族爲從高祖至玄孫，體現了兩個要點。其一，他

把三族與九族分開，九族並非由三族推衍擴展而成。其二，劉沅的三族、九族觀

有其不能協調之處，用他反駁父子孫爲三族的觀點「若止父子及孫，則一族而已，

何云三族，又何云辨親疏耶」來說，他所認可的由曾祖而玄孫的九族，一族而已，

何云九族？ 

 

三、合族與親親：劉沅「三族」內涵詳解 

 

從其解釋三族、九族的齟齬之處可見，劉沅意識到母親、妻族為至親，推及

而言，母族、妻族亦相當重要。他有意於提高母族、妻族的地位，然其對同姓親

人的重視依然占更重要地位。 

 

母族、妻族源於親親之情。劉沅《子問》中強調：「妻父母愛婿不亞於子，

愛外孫不亞於孫，而必薄視之，以爲遠嫌，實無以教孝矣。」90岳父母與女婿，

外祖父與外孫女間，親愛如父母與子，祖父母與孫子。「母族妻族，敦厚以禮之，

審輕重以行之，要必自親親長長而推。」91劉沅把母族、妻族納入三族體系中，

體現了對子與母，子與妻間至親之情的重視。同時，他認為母族、妻族雖在三族

                                                                                                                                                               
88

 劉沅：《周官恒解》，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237 上。 
89

 劉沅：《禮記恒解》，卷四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 105 冊，頁 310 上。 
90

 劉沅：《子問》，頁 3858。 
91

 劉沅：《又問》，頁 3917-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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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禮卻比宗族之情爲輕：「所以禮制母族、妻族遜於父族者，重本之義，而

由親親以推，敬老，爲其近於父，敬長，爲其近於兄。凡與父兄近者，不可忽也。」

92與母子、夫妻間親親之情不同，父子間親親之親往外而推，近於父兄者（從兄，

從叔）之間的親敬之情得以確立，「重本」之合族秩序亦得以確立。可見，劉沅

解釋「三族」、「九族」間的矛盾齟齬之處，是由於他試圖調和合族與親親間的矛

盾而產生。 

 

雖說三族以至親之情為本，然親親之情，始終要受到合族中的其他關係的影

響。父子、母子、夫妻之情都相應地受到制約。父子之情，以為人後者與本生父

之情為例，則要顧及父子之情與祖宗之情；母子之情，以宗子與出母為例，強調

宗親之情不能壓抑母子之情；夫妻之間，則強調夫妻之別，夫妻之情需要兼及在

上之父母之情，在下之子女之情。合族與親親之情間的協調，始終是劉沅重整三

族之情的目的。體現在服制之上，則母族、妻族之地位有所提高，卻依然低於父

族。 

 

（一）父族：父子之情與祖宗之情 

 

在父族關係中，引起歷代禮學家討論的，是為人後者與所後父及本生父母的

關係。《大清會典》認為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服三年，爲本生父服期年。這種禮

制重於父子之情的觀點，在清代並不被接受。清初毛奇齡認同為人後者是一種禮

身份，只在祭祀場合實行即可： 

 

是凡爲後者，無非爲主祀之故，故適子不爲後，以適子自有祀也。庶

子不祭無後者，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以宗子主祀，庶子不主祀也。故春

秋大夫其云爲後者，則皆以主祀之說行之，而不以爵位爲辭。……所謂置

後者，謂請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而喪畢即輟，非如君卿世大夫之得以長

有後也。然則，爲後之爲法，其嚴如此。93 

 

毛氏的解釋，在清代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正如張壽安所說：「毛氏大禮議之

                                                        
92

 劉沅：《又問》，頁 3917。 
93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0 冊，頁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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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在清初仍居開學術辯論之先聲地位，乾嘉學者多有承毛氏緒論而益趨轉精

者。」94然而，劉沅對於毛奇齡的說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曰：「至毛大可（毛

奇齡）則竟謂古無爲人後之禮，何其悖且肆也。」 

 

毛氏及其追隨者之所以把為人後解釋作禮身份，是爲了體貼爲人子者對本生

父母之情，不因理而泯滅情。劉沅亦強調其倫常以情爲起點，然而，兩者所指的

「情」並不相同，毛氏所指爲爲人子之情，而劉氏所指爲祖宗父母之情。 

 

《儀禮恒解·喪服》：「爲人後者。」 

 

愚按：爲人後，即今過房爲繼之說。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者，以祖宗父

母，無不願其子之有後，而人生秉質特異，或男或女，有終身不能生育者，

故以其昆弟或本宗之子爲之後，使其祖宗父母欣然于子之皆有後。本一體

所分，而選以繼其宗祧。在以子爲人後者，爲大孝；在爲人後者，承先人

之遺，亦爲至孝。近人不知，甚或覬覦產業，互相爭論，又或始過繼而後

復有歸，蔑禮傷倫，莫甚於斯。95 

 

祖宗父母出於愛子之情，希望子皆有後，所以爲人子者，體貼祖宗父母之情，多

子者過繼作無子者之後。在祖宗父母看來，則無論以子爲後者或爲人後者，都是

孝。 

 

為人後，不僅體現了體恤祖宗父母之情，亦體現收族之義。如《儀禮恒解·

喪服》：「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劉沅注： 

 

歷言大宗之貴，所以子孫有無後者，皆先祖之所恫，必爲之後，不可

以絕，以是爲收族之義云爾。故凡族人皆可以支子爲人後，惟適子不可爲

人後耳。世人誤解，遂有謂宗子無後，當立後，而支子均不爲立後，其不

達于禮甚矣。蓋天子、諸侯、大夫則以繼統爲重耳。96 

 

所謂「收族之義」，體現在嫡子不爲人後，而非爲大宗無子者立後，小宗無子者

                                                        
94

 張壽安：〈「爲人後」：清儒論「君統」之獨立〉，見《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

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頁 171。 
95

 劉沅：《儀禮恒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1 冊，頁 428 上。 
96

 劉沅：《儀禮恒解》，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91 冊，頁 43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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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爲立後。 

 

因此，父子之情固然重要，卻必須與整個宗族間的其他關係相協調。叔伯無

子，則祖宗父母之情不得體貼；大宗無子，則合族之義不得體現。在這些情況之

下，父子之情要讓位於宗族間之情。 

 

（二）母族：母子之情與為人後 

 

母族以母子關係爲本，推衍而來。關於父母子的關係，劉沅強調「父母並尊」。

因而，父在爲母期，並不能代表父尊於母，「父母，人子所同尊也，而古人父在

爲母期年者，非薄于母也」。97「父母竝尊而母統於父」（《儀禮恒解·喪服》），對

於作為人子者而言，父母地位平等，不應厚此薄彼。 

 

其中，子與出母的關係是劉沅討論的重點。《儀禮》言子爲出母無服，表示

出母已爲子之私親，因此，不爲其服喪服。對此，劉沅嚴厲批評。《禮記恒解》：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劉沅注：「然夫妻判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

98母子至親，無絕族之可能。 

 

《儀禮恒解》：「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劉沅注曰： 

 

父固尊，而母亦非不尊。子尊其母，不得爲私親也。子身從何而來，

與父一體，而即賤其母，于天理不順。父之出母，賤之也，而子亦可賤其

母乎？前人泥宗子之法，于解經過爲分別，不知周家所以重宗子之故

也。……此言其世及之常耳。至出母之事，則人倫之變者。夫其父母不諧，

子而已冠歟，則所以委曲善全其父母者，必自有道，而不得坐視其母之出。

子而未冠歟，既而知其母被出，則號泣思慕，所以挽救于已然者，亦必有

方。惟母被出而改嫁，則無如何耳。否則，不至違父，亦不至悖母。聖賢

處此，宜何如得親順親者。此節云與父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夫子爲母

之所生，一體乎身，爲母出而與父一體，遂絕其母，目之爲私親，天理人

情其有是乎？孔孟未嘗言及此。《易》、《書》、《詩》、《禮》亦無之。惟此

書云云，其非聖人之制明矣。母即得罪于其夫，未得罪于其子，不能善全

                                                        
97

 同上。 
98

 劉沅：《禮記恒解》，卷十五，清道光刻本，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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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歡，抱罪已多，而忍爲此歟？
99
 

 

子與母的關係，不因爲父母間夫妻關係的斷裂而斷裂，劉沅強調以出母爲私親，

是天理人情所不容許的，以至於竟因此而否定《儀禮》文本的權威性。對於周人

宗子之法的解釋，認為宗子的特殊地位是由於周代的制度使然，並非放之四海而

皆準的普世標準，取消了宗族的絕對權威。「言其世及之常」的宗子之法，尤其

不適用於人倫之變的出母問題。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子如何爲出母服喪服？ 《禮記恒解》：「絕族無移服，親

者屬也。」 劉沅注：「故爲出母期。」100《儀禮恒解》：「出妻之子爲母」，劉沅

注：「夫雖絕妻，子不可以絕母，故爲期且杖。」101子爲出母服期年是常態，對

於非常態，則有非常態之禮。劉沅經解中探討的是「爲父後者」該如何爲出母服

喪服。 

 

《禮記恒解》：「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清道光刻本，劉沅注： 

 

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爲父後者不爲之服，重嫡嗣也。若父在則亦

爲出母期，眾子則亦有服。又按先王正身齊家，以禮律己，然後以禮制人，

其制服如此，蓋謂當出而出者。後世或以私廢倫，不當於理，則其所以權

其中而處之者，必待君子矣。102 

 

然作於道光八年，標誌有「晚年定本」的《槐軒全書》本，劉沅在前引鄭玄說法

後，加案語曰： 

 

先儒言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爲父後者不爲之服，重嫡嗣也。然有

子不出，則爲父後者，謂養子耳。爲人後者爲之服，或母早被出，則爲出

母無服，而但心喪。無服者，順於父也。心喪者，禮於母也。若有子被出

而子以爲父後，故視母如無，豈天理人情乎？103 

 

                                                        
99

 劉沅：《儀禮恒解》，卷十一，民國十五年致福樓重刊本，頁 414。 
100

 劉沅：《禮記恒解》，卷十五，頁 629。 
101

 劉沅：《儀禮恒解》，卷十一，頁 414。 
102

 劉沅：《禮記恒解》，卷十五，清道光刻本，頁 595。 
103

 劉沅：《禮記恒解》，《槐軒全書》，頁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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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兩相比較，可以發現道光刻本中，劉沅僅直接明了地表明父在則爲出母期，

父沒則爲出母無服。而晚年定本中，論辯的意味更重。並且更體貼具體情境。道

光刻本中所肯定的先儒所言，在晚年定本中成了被反駁的對象。其中，「重嫡嗣」

顯示了對嫡子祭祀身份的重視，在前人的解釋中，嫡子的宗族身份重於母子之

情。對此，劉沅並不認可。 

 

《禮記恒解》：「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劉沅注： 

 

此述前文之義，明無服，非竟不服也。因為父後，有祭祀之責。鄭康

成曰：『以宗廟爲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是也！然猶服心

喪三年，子無絕母之禮也。104 

 

《槐軒全書》本中，劉沅注： 

 

愚按：爲出母無服，厭於父也。父出母而子服母，嫌與父抗而懟矣。

故但服心喪，以致哀，無服以順父，而豈爲祭之故乎？此記者，釋禮之妄

也，然有子不出，無所歸不出，其子已爲父後，母何以出？此爲父後，當

是養子。前文已詳，要之，夫婦爲人倫之始，夫爲妻綱，無輕出其妻之禮，

有子承祧而母被出，不養死無服，聖人制禮豈如是？105 

 

案：此注語氣更是激烈，並直接反駁父在，子爲出母無服，是由於祭祀的緣故。

把宗廟祭祀與母子之情的矛盾，轉移至母子之情與父子之情的矛盾。可見，劉沅

純粹從爲人子者的感情出發，來解釋子應爲出母服何服。甚至，劉沅從根本上否

定有子而出母，取消了「子爲出母」服何服這一問題的合理性。然古人七出中有

「無子出」，三不去中，並無有子不去一條。106劉沅「有子不出」的結論由七出

中「無子出」的反面推論而來，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104

 劉沅：《禮記恒解》，卷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第 105 冊，頁 187 上。 
105

 劉沅：《禮記恒解》，頁 1451。 
106

 《孔子家語》卷六：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

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盜竊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

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台北：

拔提書局，1956 年），頁 254-255。）劉沅《禮記恒解》卷二十曰：「七出見於《家

語》。」可見，他對七出三不去的理解出於《孔子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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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處經解中，劉沅前後態度的轉變，可看出其對子爲出母有服的堅持。亦

可看出在劉沅對母子間親親之情的重視，不為宗子的特殊地位，而壓抑母子之情。 

 

（三）妻族：夫妻之情與別 

 

夫妻爲至親者，如上文所引「母、妻異姓而爲至親，自當別爲一族。」107夫

妻雖至親，夫妻之間，最重要的卻是禮，亦如上文所引「因重夫婦之禮而及妻族」 

108
。因而，《儀禮·喪服》：「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劉沅注云： 

 

故其服當三年，因別于母，則期年，而必三年而後娶，亦終服三年之

意。此云親也，第以其分而言，未及其本。所以此書非聖人之言也。109 

 

夫妻至親，夫當爲妻當服三年，而為了與母區分開來，而服期年。夫妻之間雖親，

然親並非其「本」。言下之意，夫妻之本在於禮。於禮，夫妻有別。此爲劉沅著

重強調的。 

 

夫妻間之本，並非是「親」，而是「別」。對於夫妻之別，劉沅亦有新的解釋。

對此，《子問》中強調曰： 

 

五倫之義，獨夫妻曰有別。異室異床，節慾保身，相勉以正，各修其

身，即別之義。若重色忘義，狎昵而徒燕好，則無以守身延年，不特爲父

母之罪人，亦違禽獸不遠矣。110 

 

夫妻之別，強調的是「室」、「床」的別，要達到的目的是「守身延年」，明顯是

來自道教的清修。劉沅之強調夫妻有別，並不純粹出於儒家禮法。《家言》曰：「而

又存養有功，比匪無誚，房闈之正，且節而又節，外色之禁，絕不待言矣。」111

「又如酒色財氣四字，聖人亦不能離……自家夫婦亦以禮寡慾，若外人子女，便

                                                        
107

 劉沅：《禮記恒解》，卷二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 105 冊，頁 262 上。 
108

 劉沅：《周官恒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305 上。 
109

 劉沅：《儀禮恒解》，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91 冊，頁 430 上。 
110

 劉沅：《子問》，頁 3856。 
111

 劉沅：《家言》，頁 3670。 



234 

 

不看不說，竝不敢一毫妄想了。」
112
夫妻之間，要「以禮寡慾」，強調夫婦之間

的節慾。對於不以禮節慾之行為，則加以批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以其爲

風化之本也，豈情慾哉？夫不克正其妻，妻不克規其夫，相狎愛而不能久相保。

堂上白髮，膝下黃口，置之不顧，至愚至不肖，可慟也。」113對夫婦間的行為規

範，強調夫妻之間以禮相待，出於發乎情止乎禮的儒家傳統，而強調夫妻壽命的

修養，則是出於清修的道教傳統。 

 

強調夫妻之別，延壽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尤其強調夫妻的延壽功夫，

是因為夫妻是家庭的主幹，夫妻要顧及「堂上白髮，膝下黃口」，不能因為夫妻

之情，而置父母、子女於不顧。整個家庭的完整，是夫妻之情所要顧及的。 

 

（四）三族服制 

 

三族間的親疏遠近的關係體現在服制之中。劉沅從感情上肯定與妻族、母族

的感情與父族的感情同等，在服制上亦做出了調整。子弟問及母族、妻族的服制

該如何安頓時，劉沅曰： 

 

外祖父母與祖父母爲行，降而大功，母舅與父爲行，降而小功，中表

弟兄，緦麻；妻曾祖父母，緦麻，祖父母小功，父母大功，此其正也。114 

 

外祖父母、母舅、中表兄弟，屬於母族的親屬，在服制上，比父族同等級的親屬

悉降幾等。如嫡孫爲祖父母斬衰三年，爲外祖父母大功，則降二等。子爲父服斬

衰三年，爲母舅則服小功，則降三等。在妻族中，按照《欽定大清會典》，夫爲

妻之父母服緦麻三月，劉沅將之提高到大功，已是升了二等。雖然從感情上強調

與母族、妻族的至親，在服制上，亦相應地提高了母族、妻族親屬的地位，但是

母族、妻族與父族的地位始終不平等。妻爲夫之父母服斬衰三年，夫卻爲妻之父

母服大功。 

 

                                                        
112

 劉沅：《俗語》，頁 3968。 
113

 劉沅：《家言》，頁 3670。 
114

 劉沅：《子問》，頁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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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服制 《欽定大清會

典》 

劉沅 對比 

外祖父母 小功 大功 升一等 

母舅 小功 小功 相同 

中表兄弟 緦麻 緦麻 相同 

妻曾祖父母 無服 緦麻 升一等 

妻祖父母 無服 小功 升二等 

妻父母 緦麻 大功 升二等 

 

母族同等親疏的親屬來看，母族親戚比父族的服制要降幾等。如下表所示，

外祖父母比祖父母降二等，母舅比伯叔父母降二等，中表兄弟比從兄弟降二等。

由此可見，劉沅雖提高了母族親戚的地位，但是母族親戚依然低於父族，同宗親

人的重要性被沒有收到動搖。 

 

外祖父母 祖父母 對比 

小功 齊衰不杖期 母族降二等 

母舅 伯叔父母  

小功  齊衰不杖期 母族降二等 

中表兄弟 從兄弟  

緦麻 大功 母族降二等 

  

劉沅重新確定的服制本身依然是較為粗疏的。傳統禮儀身份相當繁多，以

「子」一項爲例，有「嫡子」、「庶子」、「爲人後」之別，服制亦相應地有差別，

但是劉沅的服制中並不作這樣的區分，只用寥寥幾句來說明對母族、妻族的服

制。另外，對於母族、妻族的服制，並沒有與父族的服制相對應，各自屬於單獨

的系統。母族中，有服者是母之父母、兄弟、侄子；妻族中，有服者是妻之父母、

祖父母、曾祖父母。母族往下延伸，妻族往上追溯。母族、妻族中，以與母親或

妻子的關係遠近而由緦麻至小功至大功，最親者（母、妻之父母）亦不超過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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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服制粗疏的原因，在於制度的重整本非劉沅立論的重點。在簡略安頓妻

族母族間的服制之後，他更加強調的是「禮存其常，權而得中，乃無流弊。或誼

本當服而情誼乖離，則不服矣。雖疏族而患難周恤，則又當服。」115在他看來，

服制本無定法，根據情誼的深淺而變易。 

 

四、小結 

典章制度之學，是清代中期學術思想最爲突出的部分。戴震、凌廷堪等人即

提綱挈領地主張「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116清人禮秩

重整之中，體現了親親、尊尊兩種原則間的張力以致衝突。反觀劉沅之學，焦點

在於家族內部的親親與合族的矛盾。從感情上說，他肯定母族、妻族間的親親之

情，卻不逾越合族之情。從制度上說，相應地提高了母族、妻族的地位，卻依然

以父族為族。此爲劉沅與同時代禮學家重整禮制的思潮對話之處。 

 

劉沅對母族、妻族的重視，與清代禮學家程瑤田、陳壽祺的觀點一致。考三

人生平，在時間上有重合，然從地域上說，程爲安徽歙縣人、陳爲福建侯官人。

三人並無交游，從劉沅的經解中，亦沒有徵引二人觀點之處。因此，在有確定的

文獻加以佐證之前，本文並不輕易斷定劉沅受到程、陳二人的影響。至於三人間

的觀點的相似，或可用錢鐘書所言「造境既同，因勢生情，遂復肖似，未必有意

踵事相師」117加以解釋。在《聖學正統》一章中，已指出劉沅的學術思想與清代

學人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即重新思考宋明理學是否即是孔孟之真。劉沅與清代

考據學者取徑不同，後者嚴辨佛老與儒之別，前者則認為佛老與孔孟相通。但是，

從對理學家好言理，崇天理而去人欲的反思出發，清人顯示出對情與欲的認同。

沿此思路，則劉沅與同時期學者共同表現出肯定母子、夫妻之情，而提高母族、

妻族的地位，亦可以得到解釋。從這個層面上說，劉沅與清代考證學者，亦可謂

是殊途而同歸。 

                                                        
115

 劉沅：《子問》，頁 3859。 
116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全書》第 6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頁 504。參考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

重省·緒論》，（北京：北大出版社，2005 年），頁 9-12。 
117

 錢鐘書：《管錐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頁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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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交修的「聖學功夫」，在劉沅的教學之中，體現為靜坐功與不廢人倫兩

個方面。關於靜坐功118，劉沅的經解中未見此記錄，然現代學者普遍認為劉門有

靜坐功：「還要門人每日誦習道教經典，以及朝夕靜坐，修煉道家養生的內功」119、

「劉門靜坐每天有早午晚三次，，每次一時辰」120。從劉沅內求諸盡性的詮釋來

看，強調靜坐亦是題中應有之義。外求諸敦倫方面，劉沅及其門弟子亦有相當大

的貢獻。〈國史館本傳〉記載「其（劉沅）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間

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出。侄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宗族鄰里，助其

婚嫁喪葬者，不一而足。」「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

屈。」121內外交修的「聖賢功夫」確爲劉沅教學的特色，並貫穿於劉沅及其門弟

子的實踐之中。 

 

第四節 三教間的會通與界限 

 

劉沅的聖學功夫，對儒家內外修養功夫的改變，已如上述。本節擴而言之，

仍以劉沅思想中的 「盡性」「敦倫」爲結構，分別辨析在劉沅的思想系統中，儒

家與道教、佛教的界限與會通。首先，對於外在之敦倫，劉沅既堅守儒家注重日

用倫常的立場，又從生死禮儀上會通佛教。其次，對於內在之盡性，從儒家方面

來說，認為通過盡性可以延長壽命。從道教方面來說，批評道教徒修命而長壽的

方法，而認可修性而長壽的方法。概而言之，敦倫是三教交涉時的絕不退讓的極

限處，相應地，劉沅用儒家孝的觀念來解釋佛教的喪葬禮儀。佛教思想在劉沅的

詮釋中，亦帶上敦倫的特色。盡性則更多地體現了儒道間的會通，儒家心性的修

養亦能達到長壽。道教以長壽爲目的，對於道教修養長生的方法，劉沅否定修命

的方法，而凸顯修性的方法。 

 

                                                        
118

 關於靜坐功夫，可參考楊儒賓、馬淵昌也、艾皓德編：《東亞的靜坐傳統》，

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5 月。 
119

 蔣秋華：〈劉沅《書經恒解》研究〉，《經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21。 
120

 鍾肇鵬：〈雙流劉氏學術述贊〉，《中華文化論壇》，1997 年第 1 期，頁 25-28。 
121

 〈國史館本傳〉，《周易恒解》，頁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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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性：儒道間的會通與界限 

 

（一）盡性而長壽：儒家德行的宗教化 

 

「盡性」出自《周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劉沅注曰：「性即理

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盡性指的是以人合天的方法。對此，劉沅強調通過

心性的修養，可以長壽。《論語恒解》曰： 

 

聖人教人，存心養性，內以固其精神，外以驅其邪妄。馴至於浩然之

氣充實而有光輝，則柔者亦強，病者可愈矣。122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仁者壽，大德必壽，以及餘慶餘殃，種種言語，

皆言人盡性可以立命，而迴氣數也。123 

 

存心養性，可以醫病延年。盡性可以立命，立命則迴轉氣數，最後達到大德必壽

的結果。《大學古本質言》曰： 

 

脩身必先守身，身脩即誠身，盡性至命，與天合德，而何不能挽迴氣

數？故聖人之學去病延齡，免於飢寒，乃其小效，惜乎人罕行之耳。124 

 

盡性者，最後與天合德，能修德長壽。儒家盡性之學，亦可以達到方外修養長壽

的效果。 

 

與盡性而迴氣數相近的命題是「大德必壽」。劉沅在經解中，不斷地強調這

一命題，如： 

 

然自古聖人無不長年。仁者壽，大德必壽，孔子已言之矣。125（《家言》） 

然聖人必得其壽，乃因大德。126（《正譌》） 

                                                        
122

 劉沅：《論語恒解》，頁 192。 
123

 劉沅：《論語恒解》，頁 395。 
124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26。 
125

 劉沅：《家言》，頁 3669。 
126

 劉沅：《正譌》，頁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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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所以言仁者壽，大德必壽，此理先儒不知。
127
（《又問》） 

 

《論語》中「仁者壽」，《中庸》中「大德必壽」，歷代註疏並沒有強調壽命的延

長。劉沅不但強調「壽」是指壽命之長，而且強調大德與壽間的必然關係。 

 

由存心養性推斷出德行與壽命間的因果關係。《孟子·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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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孟子恒解》曰： 

 

果能有諸己而充實，則精明強固，血氣亦豐，卻病延年已可決矣。況

養氣之功，全在集義。內無毫髮之私偽，外無怠肆之偶乘。心依於仁，動

循乎理，而凡嗜欲戕賊之事，自斷斷不為。仁者壽，大德必壽，職此其由

也。128 

 

大德必壽有兩個層次的原因：從較表面的層次來說，從物質身體上說，血氣豐滿，

則卻病延年。這是道教徒最為擅長的。劉沅曾將次評價爲「小效」。從較深的層

次來說，通過集義生氣，以仁義爲依歸，德行修為能帶來長壽的結果。因此他在

《論語》「仁者壽」後加上「大德必壽」，其中「必」強調德與壽間的必然關係。

一再強調「大德則祿位名壽必得」129。認為有德之人，必定能得到長壽、財富、

名聲、地位等世俗的功利。 

 

同時，劉沅從儒家經典文本中尋找理據，以證明盡性而長壽，或說大德必壽

並非他自己向壁虛造而成。《大學古本質言》曰： 

 

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夫子嘗言之。

氣數不齊則貧困短折，固所常有。學道者內而存養，清其神明；外而檢攝，

踐乎倫理；夭者壽，愚者智，貧困者安全，此聖人所以補造化之窮，安有

盡人合天之學而尚不能延年且餓殍乎？孔孟不如此云也，曰：「學也祿在

其中」，「仁者壽」，「大德必壽」，大德則祿位名壽必得，「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至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及吉凶悔吝，大《易》尤多言之。若仰事

俯畜俱無所資，一家飢寒而置之不顧，曰「吾樂道也」，有此不近人情之

                                                        
127

 劉沅：《又問》，頁 3927。 
128

 劉沅：《孟子恒解》，頁 554。 
129

 劉沅：《正譌》，頁 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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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學乎？
130
 

 

用《論語》、《周易》中的句子來證明大德者必壽。學習聖人之道，不僅可以長壽，

還可以避免愚蠢與貧窮之苦。 

 

然而，盡性而長壽，大德必壽的邏輯在儒家思想中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困境：

作為孔門德行之首的顔回，備受孔子稱讚，何以短命？劉沅明白此問題足以顛覆

他的觀點：「若止推尊顏子以為聖人仁人，不特『仁者壽』『大德必壽』夫子之言

不信，且令天下後世皆諉於資遜顏子，畏阻前修，其爲世教害，非淺鮮也。」131

對顏子的評價問題，關涉到整個「世教」，可以動搖劉沅的思想體系。劉沅對此

費盡口舌加以解釋。《大學古本質言》曰： 

 

至謂顏子仁人，聖人不免短命，學道為無益。……顏子年二十八，頭

髮盡白，其短命也，由秉質太弱，且其學有諸己而未充實。簞瓢陋巷不改

其樂，夫子表其「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意，以勵門人。其時顏子有郭

內外之田，何嘗極貧？因其敏而好學，故夫子屢爲嘉賞，使天假之年，聖

人故自易易。夫子止言其「三月不違仁」、「見其進，未見其止」，未嘗言

已仁已聖。誤解而致阻人學道，故不得不反復而辯論之，豈妄薄顏子哉？

脩身必先守身，身脩即誠身，盡性至命，與天合德，而何不能挽迴起數？

故聖人之學去病延齡，免於飢寒，乃其小效，惜乎人罕行之耳。132 

 

顏子短命，是由於天生體質太差，而後天的修養只達到《孟子》中「有諸己」的

境界。把顏子的形象定位爲「成賢易易」，而非「已聖」；「不違仁」，而非「已仁」。

另外，聲明顏子雖不能延壽，卻避免了貧窮之苦。顏子豐厚的田產，因此並不貧

困。至少從一方面，否定了顏子既窮且夭的形象。 

 

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亦認爲「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在孟

子大、聖、神的等級序列中，顏子只是達到了大，而未達聖與神的境界。以批判

理學道統爲任的《正譌》一書，在此對程子之說並無異議。在張載認爲顏子「富

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處，則直接反駁，認爲

                                                        
130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26。 
131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59。 
132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26。 



241 

 

顔回並非聖人，曰： 

 

未嘗云其（顔回）已為聖人也。自濂溪極推之，而人遂以為仁人聖人。

且仁聖不免短命，又謂顏子甚貧，則為聖人亦不免於貧。貧窮短命，人所

畏也。於是，以聖為不必學矣。愚恒力辨其非，豈故薄顏子而反先儒哉？

為學道者破其疑障耳。富貴貧賤，處之如一，不必是聖賢。凡知趣高明，

性情澹定者，即能之。如此亦不得齊聖，謂化富貴貧賤，即與聖齊，又太

淺視聖矣。133 

 

對顔回的評價與張載大相徑庭，認為顔回只是能安貧樂道，並未能達到聖人賢人

的境界。134只要性情澹泊，即可以安貧樂道，安貧樂道卻不等於聖人。聖人大德

必壽，必有福祿，所以顔回並不是聖人。因此，顔回的短命以及貧困，並不能否

定大德必壽的必然邏輯。 

 

德行與福禍之間的關係，是儒家長期以來不能解答的難題。在《史記·伯夷

叔齊列傳》中，司馬遷即感慨道：「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135伯

夷、叔齊、顏回等善人，或餓死或早夭；盜跖卻能壽終：為何實踐儒家儒家禮法

的人，卻不能得到應有的福？這是儒者難以回答的命題。 

 

如何解釋德與福間的不相稱成為儒學史上一個重要命題，大德必壽出自《中

庸》。《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從上下文語義

來看，壽指的並非性命的長壽，而是德行永存。呂柟《四書因問》曰：「名即德

                                                        
133

 劉沅：《正譌》，頁 3521。 
134

 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亦認爲「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朱熹亦曰：「顏

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朱子語類》三，頁 969。）然而程、朱二氏認為顏子

和聖人的差別在於聖人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而顏子必勉而後中，是修養境界的

差別，而非從壽命長短上來說。 
135

 [漢]司馬遷著：《史記》，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58

年），頁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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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人，位即尊為天子，祿即富有四海之內，壽即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136
享

有祭祀，即是長壽。朱熹注曰：「舜年百有十歲。」137孫希旦《禮記集解》138、王

夫之《禮記章句》沿用朱熹的注釋。139前人的解释並不強調德與長壽之間的必然

關係，《四書大全》曰： 

 

問大徳者必得位祿名夀，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徳而不得位、祿與夀，

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

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徳必得之驗也。140 

 

壽命、富貴，由氣數流變而決定，聖人亦無法決定。大德如孔子，也只有聖

人之名，而無位、祿、壽。因此，《四書大全》中強調大德必壽者，指的是

聖人之教化流傳千萬年，受到千秋萬代人的祭祀，並不是壽命的長。 

 

而劉沅《中庸恒解》曰： 

 

故凡大德之人，必有大德之報，即如位也，祿也，名也，壽也，皆人

世所希倖而難必者。大德則必得之，其故何哉？位祿名壽，皆非可以人為

也，天實主之。天亦何私，惟其人自為。141 

 

關於「壽」，朱熹等人只強調「舜年百有十歲」，而劉沅強調德與壽之間的必然聯

繫。大德如舜者，一定能長壽。從更深一層講，人的壽命由天決定，天的判斷標

準則是人的德行。因此，有大德者，天會讓其長壽。德與壽之間是必然的因果關

係。因此，古代聖人必然長壽。劉沅認為孟子、子夏皆長壽：「以《史記》考之，

孟子年實百四十歲……子夏年百四十歲。」
142

 

 

可見，面對有德者短命，善行終有惡報的現象，傳統儒者的解釋是用較為超

                                                        
136

 [明]呂柟：《四書因問》，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6 冊，頁 780

上。 
13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5。 
138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1296。 
139

 [清]王夫之《禮記章句》卷三十一，（長沙：嶽麓書社，2011 年），頁 1273。 
140

  [明]胡廣：《四書大全》，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3525。 
141

 劉沅：《中庸恒解》，頁 73。 
142

 劉沅：《孟子恒解》，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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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後代的功名取代眼前的功利，認為長壽、名位利祿是短暫的，不及千秋後世

名。儒學並不承諾有德行之人一定長壽。而劉沅用「盡性而長壽」、「大德必壽」

的命題，把德行與長壽間的關係必然化，這樣一來，實踐儒家倫常，並非僅是一

種理性的行為，也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信仰相結合，用福禍報應來強調

德行，使得儒家所強調的德行帶有了明顯的宗教性色彩。 

 

（二）盡性而長壽與道教養生方法 

 

劉沅強調盡性而長壽，大德必壽的命題，卻同時強調長壽只是「小效」，學

習聖人之學可以長壽，但長壽並非最高的目標。這是劉沅和道教修煉的不同，並

且，用此評價標準，對道教養生方法加以批評。 

 

在儒道釋三者中，最注重養生延壽的是道教，然而，道教養生的取徑本身與

劉沅大德必壽是不同的。道教通過胎息、煉丹等方法來修煉長生，並非通過德行

以求長生。針對這種情況，劉沅採取的詮釋策略是：一方面強調儒道的相通，另

一方面在道教性命雙修的養生方法之中，強化儒道共有的性的修養，淡化道教徒

在延長生命的方面的功夫。體現了以儒家爲基本立場，用儒家的標準來重新詮釋

道教思想的思路。 

 

劉沅在儒家經典註疏中所體現的修養功夫，有著濃厚的道教背景。路遇野雲

老人時，他便感慨道教的修養之道和儒家相同：「談修養之道，訝其與吾儒同。」

143在儒家十三經之外，劉沅注有道教經典《南北斗經》。此經「言南北二斗，諸

天星辰，靈光皆自一炁而生。斗母瑤輝，普燭三界，因而旋樞。人之成性成形，

暨於生死根系，悉由乎此矣。」144認為人的生成與死亡，都是由於南北斗的旋轉

移動，因此通過誦念《南北斗》經文可以延年益壽。《南北斗經》曰：「北斗九皇

君，七政綱維繫，在在發光芒，榮枯千古意。南極老人翁，壽考維祺祀。有命自

天申，大德無終既。」劉沅注曰： 

 

                                                        
143

 劉沅：〈自敘示子〉，《槐軒雜錄》，卷三，致福樓刊本，頁 391-394。 
144

 劉沅：《南北斗經》，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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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九皇，綱維七政。而南極老人，壽考維祺。天光下照，地德上承。

命自天申，德由自作。二極周迴，人之性原根本，於茲紀別。茍能思受氣

之不偶，返維皇降衷之本然，則大德必壽。145 

 

由南北二斗的運行，念及人的受氣成形，則能大德必壽。南北斗屬於道教信仰，

而「命自天申，德由自作」一句中，已經透露出強調人之德的意味。 

 

延壽，固然是修道的目標，也是劉沅認爲儒道兩家可以會通的地方。然而，

「大德必壽」中，重點並不是「壽」，而是「大德」與「壽」間的關係。在道教

發展史上，有修性與修命之分，其中修性的部分與儒教更有共通之處。劉沅強調

修性比修命要重要。延壽，只是修道之小功也。「《禮》曰：『四體既正，膚革充

盈』，小則卻病延年，大則精明強固。」146所謂長生，並非指形體生命的無窮盡：

「形骸有盡，神明無盡，則爲長生。」（《雜問》）147其後，劉咸炘從道教史的角

度強調修長生，只是漢唐之小道。「（長生）意非謂形也。執形之長生，惟漢唐俗

道士乃然耳。」148因此，劉沅在註解道教經典時，把其中修長生之意，解作修性。 

 

《南北斗經》是道教實踐中的經文，對信眾有明確的可延長壽命的承諾，經

曰：「如有自念星災，投誠帝闕。每於清嚴所在，高瞻北辰，遐企南極，虔禮星

真，毋忘對越，自得神魂歸位，壽命延長。」劉沅注曰：「有悔過遷善者，必虔

恭對越，克己滌殃，方可迴星光而安神魂也。」149著重點落在安神魂，而不在壽

命延長。 

 

《南北斗經》曰：「天靈接運，愿保長生。」劉沅注云： 

 

接運，接續其命運。長生，性真不朽之名。……看誦經者，心口相維，

有實功而後可。聖賢不言福利，而曰得福無量者，德至者慶自來。夫子繫

                                                        
145

 劉沅：《南北斗經》，頁 16。 
146

 劉沅：《大學古本質言》，頁 45。 
147

 劉沅：《雜問》，頁 3688。 
148

 劉咸炘：〈內書·養氣〉，見《推十書》，頁 531。 
149

 劉沅：《南北斗經》，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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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以三致意也。
150
 

 

把「長生」解作性真不朽，是道教修性思想的體現。修道固然可以長生，但更高

層次的是修煉真性。「養性也，而養身在其中矣。」 151再次把道教修性與《周易》

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思想聯繫起來。天體的運動，可以接續人的命運，

最後得到性真不朽的最高境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道教思想與儒家的會通。 

 

《正譌》曰： 

 

老子曰：「人壽不過百年，節省之可至千歲。」人以其長年駐世，謂

為神仙之祖，不知聖人之道，存養浩然，神氣之粹然者，與天通，其粗者，

亦可以壽。仁者壽，大德必壽，故卻病延年，乃大學之小效耳。豈有壽考

康寧，反為異端乎？152 

 

「人壽不過百年」之言出自《養性延命錄》，並不在《老子》經文中。而劉沅在

此把養氣的思想與養性延命思想結合，強調儒家的養氣養性等說與道教延壽的思

想相通。 

 

在道教經典之中，劉沅之所以一方面強調大德必壽，另一方面又強調壽並非

指命的延長，而是性的修煉，是因爲其時風俗以追求神仙之學爲尚，不務儒家聖

賢之學。道教徒棄倫常而錬金丹，與儒家之倫常相悖，所以，劉沅在儒家經典之

中，挖掘出長生的思想資源，以期與世俗神仙之學想對抗。《恒言》曰： 

 

顏子之學，豈易能哉？世人以其短命而謂有德與仁，不必皆壽。由

是求福澤於《中庸》之外。長生也，金丹也，棄倫常也。甚且邪術百端。

是以不得不明辨之，而豈以薄顏子歟？153 

 

既德且仁者如顏子，亦短命。學者由此而認為孔孟之學，不能使人長壽，轉而修

煉神仙之學，導致邪術百端。因此，劉沅凸顯「大德必壽」，倡言學儒學亦可以

                                                        
150

 劉沅：《南北斗經》，頁 17。 
151

 劉沅：《孟子恒解》，頁 554。 
152

 劉沅：《正譌》，頁 3489。 
153

 劉沅：《恒言》，頁 3652-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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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長壽的結果，不必學煉丹、棄倫常。 

 

把道教的經典《南北斗經》與《周易》、《論語》中的思想結合起來，認為道

教之學，不是「異端」，而是與儒家經典中的思想相一致的。道教的思想是劉沅

「大德必壽」的思想資源。但因道教追求養生，在社會風氣上已經造成棄置倫常

的結果，所以，劉沅同時又用儒家思想對道教養生的說法加以創造性闡釋，更加

強調養性的方面，而非壽命的延長。 

 

二、敦倫：儒佛間的會通與界限 

 

（一）三教思想差異的極限處——敦倫 

 

雖然三教思想混雜在劉沅的思想體系中，但他始終把自己定位為儒家。在三

教融合的思想體系中，他時常強調自己的儒家立場。然而，引用道教、佛教的知

識資源，儒家本身的思想自然也會產生變化。譬如爲了與道釋思想會通，劉沅的

儒者形象也發生變化，爲了造化民眾，儒者可以格風雷，通神天：「高僧高道每

留異蹟，然皆為國為民禦災捍患……禹除神姦，周公驅虎象，澹臺子羽斬蛟，心

性倫常克盡，通神天，格風雷，固學之常事。仙佛然，吾儒何獨不然。」154把儒

者神化成仙佛一樣的人物。他所謂的儒，並不是純粹的孔孟之學。但是，從「吾

儒」這一身份定位可以看出，儘管他的思想中夾雜很多道釋的內容，但是，亦有

堅守儒家立場的界限所在。在此界限之內，道釋的思想被劉沅用吾儒的標準加以

篩選，繼而和會進新的思想體系中。在其「和會三教」思想之中，儒家首重的倫

常關係依然是最基本的支點，此為溝口雄三（1932-2010）所說的儒與道佛思想

差異的極限處。 

 

溝口氏論及陽明後學王龍溪融合儒佛的思想時，認為佛教與儒家思想並非

「互不相融的異質的思想」。自漢朝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思想不斷融入儒家思

                                                        
154

 劉沅：《子問》，頁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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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已經是中國思想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宋明以後，要在中國思想中嚴格分清儒

道釋思想已是不可能，也沒有意義。反而，從融合三教的思想中，能看到三教思

想間的「差異的極限處」，即三教論者認為三教間絕對不能退讓的界限。在王龍

溪的思想中，溝口氏認為此極限處在於「理的客觀實在性」。王龍溪把理事不二、

體用相即等儒佛一體的中國思想向「無」的路線推進，然而，對於「理」的客觀

實在性的認定絕不退讓。這是他認為儒家思想與佛家思想的最極限處的差異。儒

家理的實在性，與佛教理的虛無性，兩者之間的界限絕不能混淆。155 

 

溝口氏的觀點對於研究三教合一的思想很有啓發性。反觀劉沅的思想，他認

為「天地一理」「聖人一道」，認為《大學》「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所達到

的境界與佛老的空、無所表示的境界相同。對道釋的虛無、空、養氣等概念欣然

接受，並認為與聖人之道相通。與王龍溪堅守儒家理之實有性不同，劉沅放棄了

儒家「理之實有」的立場，認為宇宙的根源無極而太極是即有即無的。156《恒言》

中明言：「太虛無物，而理氣充焉。萬物由斯出焉。聖人之心亦然。」157「虛無

者，性之本體。」
158
（《恒言》）然而，他外在行為上，他絕不認可道流與僧流離

棄人倫的行為。換言之，他的儒與道釋的差異的極限處在於儒家倫常。 

 

在劉沅看來，儒家思想中，道的內涵是五倫：「道不過日用倫常。」159「實

踐倫常，道無餘矣。」160「道莫大於五倫，凡禮樂制度皆所以維持五倫而五倫本

於身心。」161五倫在外需要禮樂制度的維持，在內以身心性命為本。「若離卻五

倫五性，別有妙學，即時習終身，皆異端也。」162五性五倫，是非異端的學問的

根本因素。《雜問》中記載，在被子弟問及「更願聞其至要」時，劉沅把道的「至

                                                        
155

 溝口雄三著，龔穎譯：《中國前近代的曲折展開》，（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11 年），頁 207-213。 
156

 可參考黃開國 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446。 
157

 劉沅：《恒言》，頁 3631。 
158

 劉沅：《恒言》，頁 3630。 
159

 劉沅：《孟子恒解》，頁 596。 
160

 劉沅：《恒言》，頁 3651。 
161

 劉沅：《大學恒解》，頁 24。 
162

 劉沅：《論語恒解》，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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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總結爲「道在五倫」。儒家提倡之倫理在他的思想中佔有至高的地位。 

 

同時，劉沅以儒家人倫的標準來衡量佛老與僧道：「愚嘗謂僧道可闢，佛老

不可闢，以其皆有人倫也。」163在道釋兩家思想中，認為真的仙和佛，都是注重

人倫的：「仙佛之真者，未有不從人倫作起。」164他首先把老子和釋迦牟尼佛定

位為不棄人倫之人，曰： 

 

佛老固非滅人論，守枯寂也。……老子之子為中山將，文佛妻曰耶輪

陀，子曰摩睺羅，十八歲生子，入檀特山靜養十二年而歸，妻子完聚，壽

八十二而終，曷嘗廢人倫乎？……西番之棄人倫也，乃其舊俗，惜佛後無

佛正之。165 

 

老子有子，釋迦牟尼佛有妻子，自然沒有拋棄倫常。從源頭上，把道釋兩家定位

為與儒家一樣重視倫常。然而，《佛祖統紀》曰：「四十二年，王為太子迎婆羅門

女耶輸陀羅為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有夫婦道。」166佛教徒本身強調佛祖雖有

妻，卻專注修養，未有夫婦之倫。繼而，把在歷史中實際存在的僧人和道士出家

修行的行為解釋為不得已的行為。事實上，在清代僧道出家，拋棄倫常者必不少

見。因而，劉沅的說法時常受到質疑。《子問》：「今僧道必出家，西方活佛亦不

畜妻孥矣，子言何以信乎？」劉沅先是回答「此言吾屢言之，女何以不明歟？」

從劉沅屢次申明佛老的不悖人倫，而其子依然提出質問，可以看出劉沅的說法與

實際情況相悖，有不能服眾之處，而其肯定的語氣則表明對此觀點的信心。他闡

發道： 

 

中華僧道藉以養無告之窮民，幸免飢寒，勢難更畜妻子。外夷之無人

倫，乃其舊俗，佛後無佛，故不能相繼而興禮教。……誰謂出家便無父母

乎？至於不畜妻子，不務葷酒，固情勢不得不然。167 

 

僧人和道士無妻子，是因為經濟情勢的不得已。但是，出家修行依然要孝敬父母，

                                                        
163

 劉沅：〈老子考辨〉，見《道藏輯要》，頁 12。 
164

 劉沅：《論語恒解》，頁 234。 
165

 劉沅：《大學恒解》，頁 23。 
166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經本，頁 581。 
167

 劉沅：《子問》，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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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沅甚至用「溫邑大覺寺僧母貧老而不孝養，被雷震死」
168
等事蹟來震懾僧人道

士雖出家修行，也不能廢棄人倫。 

 

（二）敦倫與佛教喪葬禮儀的會通與界限 

 

倫常的最核心的體現是外在禮法的施行。以喪葬之禮爲例，儒家慎終追遠之

喪葬，早已摻入不少的道教、佛教因素，連篤信儒學的士大夫本身也不能免俗。

169晚明佛教禮俗大量混入儒禮，清代儒者強烈反對在喪葬中使用佛教禮儀，170劉

沅思想與他們有明顯的不同。劉沅本身的佛教修養並不高深，171並不從義理上和

會儒佛思想，對佛教的融會，主要體現爲不反對在喪葬上採用佛家的禮儀。 

 

首先，他從孝道的角度和會佛教與儒教的生死觀。儒家喪葬之禮，出於孝子

之心。孝敬父母之心，不忍心看到他們死後無所歸葬，則發展而成為喪葬之禮。

《孟子·滕文公上》曰： 

 

蓋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嘬之。……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172 

 

由投諸溝壑，而發展到複雜的喪禮，體現的即是孝子之心。喪葬之禮，亦成為儒

家孝的觀念的重要部份。《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加地伸行認為孝是孔子創立儒教中的重要因素，曰：「孔子出現以

                                                        
168

 劉沅：《子問》，頁 3841。 
169

 可參考張壽安〈十七世紀中國儒學思想與大眾文化間的衝突——以喪葬禮俗

爲例的探討〉，見《漢學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1993 年 12 月，頁 69-80。 
170

 參考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3。認為「儒者振臂疾呼，高揭『以古禮正今俗』，

更是明顯的學術發展事實，尤其在觀察了清代的禮學走勢之後」。 
171

 葛兆光認為 19 世紀中期，佛教似乎已經到了他進入中國後的最衰弱時期。時

人的佛學修養普遍不高。「在嘉慶、道光之時，就連號稱精通佛學的彭紹升、魏

源、龔自珍，其佛學修養也不過如此，更不必說咸豐、同治之際等而下之者了」。

（《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頁 77-78。） 
172

 《孟子·滕文公上》，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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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作為生命論，認識到孝的存在。在對之進行概括的過程中，創立了儒教。」

173儒家的生死觀，以孝為核心，祭拜父母為基本禮儀。 

 

佛教生死觀本與儒家的大不相同。佛教認為人處在輪迴之中，死後或進入新

的輪迴，或者逃脫輪迴，進入西方極樂世界。因此，佛教對死本不重視，亦不傷

悲，反而以為是得大解脫。《中論》卷第一，開篇即曰：「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

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對偈語的問答中，龍樹菩薩曰：「生相決定不

可得故不生。不滅者，若無生，何以得有滅？以無生無滅故，餘六事亦無。」
174

佛教之生死，其實不生不死。 

 

儒家與佛教的生死觀本不相同，劉沅如何把兩者會通的呢？首先，在禮儀

上，他並不認爲一定要固守古禮，提倡因時而變。《儀禮恒解·士喪禮》曰：「古

今俗尚不同，由其宮室衣服器具等均與古異，當隨其宜而立之制，不必大違世俗，

即其所行而損益之，衷於中正，豈於天理人情毫髮無憾，則古禮有不可拘而俗尚

有不可徇者。」
175
當代的禮儀，不必拘泥於古禮，也不必徇從世俗，而是要以情

理爲標準加以衡量，變通而行。如此解釋，則從理論上說，佛教的禮儀只要符合

人之情理，即可被使用。其次，《論語》曰：「未知生，焉知死。」在儒家看來，

知生方知死，死亡從反面來體現對生的要求。從這個標準來看，佛教雖然對待死

的態度與儒家不同，但是從中反映出來的對生的要求卻是相通的。儒家生死觀講

究孝，則反過來要求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大孝如曾子，易簀

前，啟手，啟足，然後感慨「從今而後，吾知免夫」。而佛教輪迴觀念中，亦著

重今世的積善。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對個人德行的約束卻相同。儒家爲了盡孝而

脩身，佛教爲了無愧於死，所以生時慎行。劉沅《恒言》曰：「盡性立命，全而

受者，全而歸。聖人所以爲大孝也。」176《子問》亦曰：「聖人教人，修身立命

以全受全歸，為大孝。佛言因果及不生不滅，亦謂無愧於生，始無愧於死。」177

在劉沅的詮釋中，儒家以孝為中心的生死觀，與佛教不生不滅的生死觀相通。 

                                                        
173

 [日]加地申行著，于時化譯：《論儒教》，（濟南：齊魯書社，1993 年），頁 51。 
174

 龍樹菩薩造，梵志青目釋，鳩摩羅什譯：《中論》，大正新修大藏經本，頁 9。 
175

 劉沅：《儀禮恒解》，頁 2268。 
176

 劉沅：《恒言》，頁 3652。 
177

 劉沅：《子問》，頁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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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他並不反對用佛教的禮儀來祭拜先祖。《子問》中，弟子問曰：「世俗

倩僧羽誦經禮懺，謂迎亡者而祭薦，先儒非之，而世俗猶習為之，其得失何如？」

178由弟子之問，可知當時以佛道之禮葬親的風氣很盛行，並且，儒者禁而不止。

但是，劉沅卻認為：「愚民無知，謂人生死必有知，陽世罪則有殃，善則有福。

親沒，恐其不無罪咎，不忍其親，為誦經禮懺，代親悔罪，亦人子之心，君子不

深罪也。」179從為人子者體貼父母之孝心出發，認為用佛道的禮儀，為去世的親

人誦經禮懺，應該被包容。佛教禮儀的內涵與儒家的本不一樣，佛教喪葬之儀式，

是爲了超度亡者，達到淨土，180然而劉沅從佛教禮儀中體貼出儒家孝之理，故認

為可採用佛教的喪葬禮儀。 

 

然而，在對佛教喪葬禮儀的接受上，劉沅是有選擇性的。喪葬上請僧人念經，

可接受者。火葬等佛教禮俗，則不可接受者也。《孟子恒解·滕文公上》，劉沅注

曰： 

 

聖人事親如事天，敬愛本於至誠，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附身附

棺，一切必致其精詳……若夫不擇地，不用棺，或水或火葬，此夷俗，不

足辨。儒生未知天地人一氣相通之理，棄親於腐，粉飾繁文，亦曷有當。
181 

 

佛教徒所提倡的水葬、火葬等毀壞先人身體的行為，則表示絕不認同。「至誠」、

「養」、「禮」等詞彙表示劉沅用以衡量某種禮俗接受與否的標準是儒家孝、誠的

標準。符合此標準的禮俗，不管在三教中歸屬哪一家都可接受，否則，則出於儒

家，也不可接受。 

 

進而，他肯定經咒等方法，對活著的人的修行也大有幫助。《子問》曰： 

                                                        
178

 劉沅：《子問》，頁 3859。 
179

 劉沅：《子問》，頁 3859。 
180

 龔鵬程〈宗教與生命禮俗〉認為：「它（佛教）也非常重視死亡的禮儀，但注

重的原因卻和儒道不同，旨在超渡消除亡者的罪業，使其能夠往生；即使無法往

生凈土亦因使之免墮惡道輪迴。」見氏著《佛家與佛教》，頁 496。 
181

 劉沅：《孟子恒解》，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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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佛家清規戒條多至百餘件，皆吾儒義理之事。……其法戒詳備，不

亞吾儒，而其甘心澹泊，一意清淨，則若反勝於吾儒，亦經呪可以收心，

禪定久而恭安也。182 

 

清規戒律、經咒等佛教行為，從本質上說與儒家義理相同。儒家用禮法來約束人

的行為，佛教的戒律有勝於禮法者。 

 

佛教經文與懺文，他也認為是與儒家修身改過的旨意是一致的。《子問》曰： 

 

其（佛）文大抵皆修身養性改過之義，懺文則臚舉不善之事，使其一

一返躬，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與吾儒改過修身之義，亦本無殊。儒者罕

詳繹其書，末俗又弗踐其實。於是誦經念咒祈禱等事，流為矯誣矣。
183
 

 

誦經念咒祈禱等宗教性行為，亦被他納入儒教中。 

 

劉沅堅持儒家敦倫的立場，認為佛教也強調倫常關係。同時從孝子之心的角

度來解釋佛教喪葬禮儀的合理性。儒與佛間的差異本來很大，對人的行為要求也

不同。然而，在劉沅的詮釋之中，二者可以會通。 

 

第五節 小結 

 

在實踐功夫上，劉沅認為道教羽流、佛教僧流，以致宋明理學，或僅注重內

在的修養，或把內外的修養功夫兩分，三教都不能得到「聖學功夫」的真諦。他

重鑄功夫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儒家傳統的修養方法。在對儒家經書的註解

中，他強調「聖學功夫」必須要內外交修。在內而求諸盡性的方法，儒家克己復

禮、尊德性、道問學、溫故知新等修養方法都被加以創造性闡釋。在外而求諸敦

倫方面，劉沅提高母族與妻族的地位，試圖調和同姓親屬間的合族之情與異姓親

屬（母、妻）間的親親之情。相應地，在服制上，他以父族爲本，同時，提高了

                                                        
182

 劉沅：《子問》，頁 3874。 
183

 劉沅：《子問》，頁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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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族與母族的地位。 

 

擴而言之，在儒家之外，佛教、道教的修養方法與經劉沅重新闡釋過的儒家

修養方法，既有會通之處，又有不能會通之極限處。儒家與道教間，強調儒家盡

性的修養方法，可使人長壽。與此同時，又強調長壽只是聖學之「小效」，淡化

道教中修命而長壽的方法，而突出與儒家相通的修性方法。儒家與道教間，一方

面，明確儒家與佛教間差異的極限處——敦倫。用儒家的標準來衡量佛教，認為

佛教聖人並非廢絕倫常之徒。另一方面，在世俗喪葬之禮上，又容納了部分佛教

的喪葬禮儀。儒與道、佛間，在不廢倫常的範圍之內，可以會通。同時，由於劉

沅時時堅持儒家的立場，三教間亦有較為明顯的界限。 

 

總的來說，劉沅和會三教，擴大了儒家的內涵，使得儒學的內涵更加豐富，

儒學的某些特質亦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同時，儒與道佛間亦並非沒有界限，對於

佛道中那些因素可被和會，哪些因素絕不認同，劉沅有清晰的界限。這是劉沅和

會三教在方法論上的特色所在，亦正可回應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劉沅和會三教

的出發點，是重建聖學正統，在把三教比而同之的行為中，蘊含著辨而正之的學

術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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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劉沅和會三教的特質及方法 

 

本文以劉沅的學術思想爲研究對象，對其加以明確的定位，並從中探討晚清

儒學的轉變。 

 

「和會三教」是劉沅學術思想最突出的特徵。本文開宗明義地表明，重建聖

學正統，是其和會三教的出發點。在三教中，佛、老非異端，佛、老的末流——

僧流與羽流是異端。則佛老與儒家孔孟之學，可並存在聖學正統中。爲了證成三

教（以儒道爲主）和會的聖學正統，劉沅從老子和孔子間的師承關係尋求合理性。

儒家聖人孔子，道教聖人老子的形象在劉沅的詮釋中，融合爲一體。分別作為儒、

道思想典範的孔子與老子間有師承關係，二人的形象亦儒亦道，則聖學正統的學

術譜系亦有了合理性。 

 

三教和會思想的合理性，是劉沅重構新的思想體系的平台。在此基礎上，劉

沅拓展了功夫論的思想內涵，並對儒學傳統命題加以改造。本體論的建構並非劉

沅著重之處，他對朱熹、王陽明的心、性關係，以及先天之心，後天之心的關係

判斷，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和會三教」思想的核心在於功夫實踐的展開。在功

夫上，反思宋明理學的功夫論，從儒家、道教、佛教三者中選取思想資源，重鑄

功夫論。在此基礎上，劉沅重鑄復性功夫。他所詮釋的復性功夫中，既有儒家道

德心性的因素，亦有道教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因素。儒道思想融合

一體，使得傳統儒學的兩個命題——解經方法、修養方法都產生了變化。解經方

法方面，受道教譬喻的影響，而認為儒家經典也是譬喻系統，在此經典觀下，通

過訓詁與義理的解經方法，都不能得到經書的真義。他提出「身心實功」的修養

方法，實踐聖人之事，方可得到經書之理。修養方法方面，內在心性上，儒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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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復禮、尊德性、道問學、溫故知新等方法，都被用道教煉精氣神的方法加以創

造性詮釋。外在倫常方面，提高了母族、妻族的地位。 

 

總的來說，劉沅「和會三教」思想，以儒家思想爲主幹，會通道教、佛教思

想，其中儒道間和會爲多。其和會三教的著重之處在於功夫的和會，從三教中選

取思想資源，重鑄功夫論。對於儒家傳統命題——解經與修養方法都帶來了轉變。 

 

劉沅「和會三教」思想，本身是在於晚清儒學轉變的語境中形成的，相比於

宋明以及乾嘉漢學而言，有其新變之處。由劉沅的「和會三教」思想推衍而言，

體現了地域與時代的特色。 

 

第二節 蜀地的學術特色 

 

蜀地的地理位置對劉沅學術特色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首先，由於蜀地本不

屬於中原正統地域，在儒家的正統論述中，蜀地屬於邊緣的、未開化的、非文明

的蠻夷之地。因此，在解釋正統儒學中的蠻夷論述時，劉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論語恒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劉沅附解： 

 

天地運會，以漸而開，輿土亦以漸而廣。……今之江浙、川、廣、雲、

貴、甘、閩，周時皆齒蠻荒，故夫夷夏之分，視乎心理之是非，而不在疆

域之中外。1 

 

在《論語》文本寫成之時，四川依然是在諸夏之外的蠻夷之分。因而，劉沅對夷

夏的區分不以實際地理位置爲尚，而是從心理來分。更進一步來說，義理的正確

與否也不以地域爲標準，那麼所謂中夏的儒家闡釋本身並不佔有不可置疑的正統

地位。《恒言》曰： 

 

中夏爲禮樂之邦，自羲農以來，聖人之功用宏也，而極地址博，中夏

                                                        
1
 劉沅：《論語恒解》，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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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其一隅，執耳目以言天地，先儒所以多失。
2
 

 

中夏僅是天地的「一隅」，所謂儒學的正統解釋，也只是一隅之見。更有甚者，

執著於中夏的正統觀，無異於「執耳目以言天地」。中夏的儒學觀點，不僅不能

稱作正統，反而是有錯失的。這是由於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導致對儒家經典闡釋

的變化。 

 

處於諸夏之外的地理位置，使得四川除了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之外，更能接觸

所謂域外的文化。《子問》曰： 

 

吾蜀去西域較近，來往其地者多。嘗詳考而詢其民俗。蓋其地民以出

家爲常，不畜妻子者多，雖不無悖妄之徒，而守清規，務清修者頗眾。是

以外夷習而化遠者，且慕效之。……計崇重佛法，不敢妄爲者，幾百十餘

國。3 

 

與西域的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蜀地學者對於佛教有更多理解。佛教雖然不畜妻

子，與儒家文化強調的家庭倫常關係相悖，但是佛教使得民眾守清規，務清修，

對於教化民眾亦有功焉。因此，劉沅本人對儒家之外的文化有更多的同情與包容。 

 

蜀地本身有著與中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儒家文化在蜀地，與當地的文化

結合，會產生所謂「妥協性」的權變4。這也是劉沅的「通丹道之儒學」得以形

成的一個重要原因。蜀地道教、佛教的興盛，早已受到學者的關注。蘇轍

（1039-1112）的思想即被四庫館臣評爲「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5蜀人唐甄

（1630-1704）：「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

                                                        
2
 劉沅：《恒言》，頁 3633。 

3
 劉沅：《子問》，頁 3841。 

4
 葛兆光認為從「唐宋」到「宋明」，「展現了研究思路從關注『創造性思想』的

唐宋，到關注『妥協性思想的宋明』的轉變」。所謂「妥協性思想」指創造性思

想在落實到大眾文化或者制度上時，所發生的「權」變。見氏著〈「唐宋」抑或

「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視域變化的意義〉，見《歷史研究》，2004 年

第 1 期，頁 18-32。 
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一》，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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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是非者愚。」
6
不管是讚同或反對會通三教，三教交涉問題是蜀地學術思想的

背景。 

 

對於蜀地的學風，四川本地的學者亦加以總結。由此，我們不僅可以把握蜀

地學風，還可從中看出蜀地學者深受佛道影響，處在儒家文化的邊緣的特殊處境

中的心態。蜀地之學風，劉咸炘總結作「玄而不虛」，劉沅是蜀地學風的典型代

表。劉咸炘〈蜀學〉篇：「蜀學崇實，雖玄而不虛也。」7所謂「虛」與「實」本

來即是相對而言的兩個概念，不同學者認可的虛實大相徑庭。以清代漢宋之爭爲

例，漢學家認為考文知音是實，宋學家則認為道德義理是實。8古代思想上的虛

實之辨，主要針對佛老的空虛而言，儒學爲實學。劉沅雖和會三教，其思想中有

不少源自佛老的「空虛之言」，但其本人卻強調其學問是「實學」。 「實學」或

「實功」等詞，在劉沅經解中反覆出現：「孔孟實學」9「大學實功」10「養氣實

功」11「復性之事，好學之實功。」12「養氣修身實功」13「盡性之實功」14「聖人

為學實功」15。在他看來，孔孟之學是實學，大學、養氣、復性、養氣、盡性等

都是「實功」。進而，他本人所著之儒家經解，無一不是「實學」。而「實學」之

中由於丹道思想的融入，增加了玄妙的色彩。可見，劉咸炘所言「玄而不虛」，

是可以準確定位蜀學的特點。從中，亦可以看出蜀地讀書人雖受佛老思想影響，

卻堅持儒家身份認同的心態。 

 

 

                                                        
6
 唐甄：《潛書·性功篇》，清康熙刻本，頁 75。 

7
 劉咸炘：《推十書》，頁 2101。 

8
 何佑森：〈明末清初的實學〉，見氏著：《清代學術思潮》，頁 75。 

9
 劉沅：《正譌》，頁 3593。 

10
 劉沅：《正譌》，頁 3594。 

11
 劉沅：《正譌》，頁 3601。 

12 劉沅：《論語恒解》，頁 202。 
13

 劉沅：《論語恒解》，頁 185。 
14

 劉沅：《中庸恒解》，頁 87。 
15

 劉沅：《正譌》，頁 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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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晚清儒學轉變中儒道融合的路徑 

 

劉沅的思想體系，在晚清中西文化激蕩的背景中形成，反映了在晚清儒學轉

變中的儒道融合的路徑。劉沅在晚清儒學面臨外來文化衝擊之時，重提和會三教

之議題，本身對於強調道教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尤其是在面臨外來文化衝擊時

展現出來的重要性有很大的作用。三教和會，尤其是儒道和會的路徑，用陳寅恪

的觀點來說，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 

 

道教在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譜系中居於邊緣地位，其對於儒家經典的影響長

期被忽略。劉沅思想強調道教與儒家的會通，甚至用道教的思想來改寫了儒家思

想，凸顯了道教在學術譜系中的重要性。在古代類書所反映出來的觀念中，儒家

與道佛兩家的地位並不平等。《古今圖書集成》緯目的分類「聖經中單詞片句，

倂註疏皆錄於前，蓋立論要以聖經賢傳為主也」，對儒家經典相當重視，而「百

家及二氏之書，所紀有荒唐難信，及寄寓譬託之辭，臆造之說，錄之則無稽，棄

之又疑於掛漏，故另入於外編」16。儒家經典片言隻語都應奉為圭臬，而二氏之

書，大多是無稽之談，因此，儒家經典列於總論，道佛二家的著作列於外篇，反

映了在清代的官方觀念中，儒家的地位是遠高於道家的，而經學註疏中亦往往以

儒家思想為正統。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佛、道兩家對儒家注經的影響往往被忽

略了。然而，佛、道思想本身對於儒家思想的影響乃至中國文化的進程有重要意

義，陳寅恪即指出： 

 

佛教經典言：「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

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爲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

產生，及其傳衍而已。……然新儒家之產生，關於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

學說，其所受影響甚深且遠，自來述之者，皆無愜意之作。近日當盤大定

推論儒道之關係，所說甚繁，（東洋文庫本），仍多未能解決之問題。蓋《道

藏》之秘笈，迄今無專治之人，而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數百年間，

道教變遷傳衍之始末，及其與儒佛二家互相關係之事實，尚有待於研究。

                                                        
16

 陳夢蕾、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第一冊，（揚州：廣陵書社，2011 年），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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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吾國思想史上前修所遺之缺憾，更有俟於後賢追補也。
17
 

 

他認為，宋代理學的形成以及傳播影響，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而其中，最

被學界忽略的是道教對儒家的影響。龔鵬程〈道教影響下的儒家經學〉一文，認

為道教與儒家經學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其中道教思想對儒家經學的影響這個層面

未能得到學界的關注。從道、佛兩家對於儒家經典註疏的影響這個角度來說，劉

沅的思想對目前三教交涉思想研究亦有推動。 

 

從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上來說，道教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陳寅恪對比中國本土儒道思想，認為儒家偏重政治社會制度，不易變通。相

反，道教不重制度建設，而且道教本身強調變化。因此，面對外來文化，如佛教、

摩尼教等，道教是使得外來文化中國化的重要中介。新儒家的形成，正是因為道

教以及道教化的佛教為轉化佛教心性之學的中介。由於此觀點對於評價道教在中

國文化結構中的作用相當重要，也是認識劉沅的「和會三教」思想重要性的前提，

因此，不嫌文煩，徵錄於下： 

 

六朝以後之道教，包羅至廣，演變至繁。不以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

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

關之佛教爲之先導。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

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儘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

來之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學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

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

成。從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者。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

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學，在吾國思想

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稱系

統，有所創獲者，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

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

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18 

 

陳氏之言，固然有個人面對中西學術間的碰撞所展示出來的焦慮與思考，更重要

的是，他指出了道家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中有主導性的地位。道教面

                                                        
17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評審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82。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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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來文化，一方面能吸收，另一方面又能維持本民族的立場，對外來思想文化

加以轉化性吸收。陳氏之言寄希望於同時代學人發揮這種「道教真精神」，在東

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既「吸收輸入外來之說」，又「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新

思想。19 

 

返諸劉沅的思想，在劉沅的時代，中西文化的碰撞遠不如陳寅恪的時代激

烈。然而，劉沅亦敏感地察覺到天主教等宗教知識，地理疆域的擴大對中國固有

思想可能帶來的衝擊。雖然，他並不能如後代學者一樣在知識上更了解西方，作

出更有影響的回應，僅是在中國傳統知識範疇內，和會儒道釋三教思想，以期回

應其時思想文化以及宗教上的困境。但是，他的「和會三教」思想中所展示的用

佛教、道教思想（以道教思想為主）來改寫儒家思想，體現了以傳統思想為主體，

以應對外來文化的思路。可視作中國傳統文化因應西方文化而變化，新的學術形

態以及學術譜系形成的萌芽。這種思路在劉咸炘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發揚，

這也正是陳寅恪推崇劉咸炘的原因。 

 

和會二教、三教以應對外來文化，本是一學術傳統，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皆

由此而興起。但是，晚清西方文化的衝擊力遠甚於魏晉與宋代，其時，儒學所賴

以存在的制度全盤崩潰，儒學的觀念受到質疑。劉沅祖孫倡議的傳統進路雖有悠

久歷史，本身亦是一有潛力的和會外來文化的路徑，然終致失敗。而他們學說的

意義正在於此失敗中。他們的失敗體現了儒學在晚清時期的困境，儒道融合以產

生既立足於民族本位，又能包容外來文化的這一路徑，成為學術思想史中的潛

流，從深層影響著儒學的走向。 

 

                                                        
19

 對於道教的融攝其他思想的特質，柳存仁亦從三教交涉的角度加以說明：“三

教交融的局面下，有力量潛移默化的是道教，佛教的禪宗也能起相當的滲透作

用，而儒家們僅能捧著傳統的祀神典禮、科舉考試的應試講章，以及一般士大夫

們發揮聖賢的理論的講會……這些表面的幌子，以爲便算是維持聖道於不墮，這

真的太天真了。”見氏著〈明儒與道教〉，《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1 年），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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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來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一、雙流劉氏家學研究 

 

在緒論中已提及，雙流劉氏是一個科舉世家，劉沅之父祖，以及子孫輩在學

術上都有一定的造詣。由於文獻的不足，目前來說，只有劉沅、劉咸炘兩人得到

學術界的關注。 

 

劉沅之孫劉咸炘被稱為天才型學人，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尤為卓越。現代學

者虞萬里認為劉咸炘〈漢後唐前學系考〉、〈魏晉名士論〉〈宋元明實學論〉等文

章，「完全是當今撰述學術史之重要節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經有了系統的規

劃撰述」。20對劉咸炘在學術史上的卓識加以推崇。以下將簡要探究劉沅、劉咸炘

二人在學術觀上的傳承，以凸顯劉沅的思想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及雙流劉氏在家

學上的傳承。 

 

劉沅「和會三教」思想以儒道爲主幹，劉咸炘亦然：「愚好道家，不甚喜佛。

近年讀《老》、《莊》，沉漫如有癖」（〈復徐季廣書〉）21「余好道家」（《唐迪風別

傳》）22因而，劉咸炘的為學方法綜合儒道兩家，〈自述〉：「因者觀變，道家法也；

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觀變而後用中，此其方法也。」23其從學術史角度，整

理道教學術史，是道教研究中的重要嘗試。《道教徵略序》：「以史傳校讎之法整

理之。……自來史家、目錄家、沿宋儒之說，不詳二教，實爲偏謬。」24體現了

其學術思想體系中對儒家以外文獻的重視。同時，在其學術史著作中，有兩個特

點是繼承乃祖父而加以闡發的。其一是諸子之分門，以其體，不以其義。其二是

                                                        
20

 虞萬里：〈劉咸炘與《推十書》散論〉，《文匯讀書週報》，2007 年 6 月 28 日。 
21劉咸炘：《劉咸炘詩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182。 
22

 劉咸炘：《劉咸炘詩文集》，頁 44。 
23

 劉咸炘：《劉咸炘詩文集》，頁 42。 
24

 劉咸炘：《道教征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 9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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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之學說要執統以通方辨異。 

 

其一，關於諸子分門別類的標準，《續校讎通義》曰： 

 

然子部雖以義，而子之爲子，其體固異於史集……茍以其義，則六部

同出於聖人，亦無庸分爲六門矣。後世不知辨體而執辨義，往往以義混體，

如子部之所收是也。……釋道二家尤爲不可解，釋家有經律論，道家有經

戒科箓、語錄、丹訣，固子類矣。佛祖通載，雜史也；釋迦譜、三藏法師

傳，別傳也；高僧傳、列仙傳，匯傳也；眾經音義，小學也；法苑珠林，

類書也；宏明集，總集也；開元釋教錄、道藏目錄、詳注目錄也；乃歸之

於子部，謂外之邪？25 

 

在經史子集的分目，尤其在其定義中作為主體的「子史」分目之中，強調分類的

標準是「體」而非「義」。以「體」而分，把儒釋道三家的文章分屬與經史子集

各部分。不以「義」來區分子部作品，體現了他認為諸子之學，同爲聖人之學，

並不作高下軒輊之分。繼而，對於歷代目錄學著作中，把釋道二家列於子部之外，

他認為「釋道二教，或仍阮錄、隋志之例而別記都數，不入四部，或收於子部而

別其傳記、目錄諸書入史部」。26認可釋道作品可以與儒家作品並列而置於子部，

肯定了釋道作品作為「聖人之道」的地位。 

 

其二，劉咸炘認為在辨別各家學術時，應執統以通方辨異。〈舊書別錄·趙文

肅集〉中評騭三教論者趙大洲三教融合觀點時，認為趙氏關於儒道釋三家「道術

之可一也」的觀點「善矣」，然而，認為「顧孔子何所持以合異，而異之合者何

由，不可以空言了也。大洲亦未必通也，然其所見則是矣」。27趙大洲知道三教

可以會通，卻沒有把握會通的方法，最終導致其學問「廣而濫」。同時且強調三

教思想間的差異： 

 

《易》曰：「君子以同而異。」豈有通方而遂不辨異者哉？夫所以通

方者，必觀其源流，察其源則同者可以通，尋其流，則異者不得不嚴辨。…

亦可見所謂通者，固非全無去取，如大洲之所謂者……蓋所以通同者，必

                                                        
25

 劉咸炘：《推十書》，頁 1593。 
26

 劉咸炘：《推十書》，頁 1637。 
27

 劉咸炘：《推十書》，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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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統，若舉其全不可容者而皆容，是乃慎到之椎拍輐斷，鄉愿之無舉無

刺者耳，道固若是與？……三代以前之所以通者，以有統也，三代以後之

不通者，以無統也。……吾故持通方之論者，於大洲之論，有跫然足音之

喜，顧必詳辨其非者，通方而濫，則不如不通之爲愈耳。……荀卿所謂「略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施之大洲，蓋尤確矣！28 

 

對趙大洲的評價，認可其「通方」的立場，然而在方法上，趙大洲之「通方」最

終引致學術的泛濫無歸，因為趙氏「通方」未「辨異」，究根到底，由於其學未

能「執統」。同時，劉咸炘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亦爲「通方」。然而，嚴辨通方

之學，並非無所謂好惡的鄉愿之學，而是在通方的過程之中，執統而辨異。劉咸

炘之「通方」乃祖之「比而同之時，辨而正之」，在學術立場與方法上皆一脈相

承。 

 

對於其學術思想受到乃祖的影響，劉咸炘從不諱言。然而，由於劉沅學術所

呈現的狀態與劉咸炘有較大的不同，學界往往忽視了祖孫二人在學術思想上的傳

承。對於劉咸炘的學術立場，其〈自述〉曰： 

 

吾之學……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槐

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

過同於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

略於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止明類而已。……故槐軒言同，吾

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而

已。29 

 

槐軒之學明統，而略於辨異。由於其執統，因而，劉咸炘稱之爲「言本」之學。

反之，章實齋之學，雖言統，其統只是門類。由此可見，雖然章實齋與劉咸炘在

學術著述中，有更加明顯的相似。劉咸炘所著《續校讎通義》、《校讎述林》等，

明顯展示了這種學術的承繼。然而，根據「執統」在劉咸炘學術思想中的重要地

位，可知在劉咸炘的學術思想中，乃祖劉沅執統之說，是不可忽視的。同時，值

得注意的是，劉咸炘與劉沅的學問同中有異。劉沅明先天（統），重於言同（通

方），疏於言異（辨異），劉咸炘則重於言後天之類與異。劉沅重先天之學術體系，

                                                        
28

 同上。 
29

 劉咸炘：《劉咸炘詩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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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劉咸炘重後天之體系，確是較為粗疏。劉咸炘另外從其所不重視的地方補

足和發揮了劉沅的學術思想。 

 

學界並未關注劉沅對劉咸炘學術史觀的影響。虞萬里〈劉咸炘與《推十書》

散論〉：「咸炘之整個學術體系，系以深厚的國學爲其基礎，上承浙東史學，以章

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爲其治學方法，復又融入了西來的哲學和史學因子。」30只

從受到章實齋的影響方面來說劉咸炘的學術思想，與劉咸炘本人所認為的「家學

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已不相符合，從中亦可以看到目前學界對劉沅

本人的學術史意義的忽略，及雙流劉氏在學術史上的開拓意義。 

 

二、儒學之「日用」的研究 

 

儒學是講究日用事爲之學，《論語》中即言：「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僅是文字的誦讀，並非儒學的真義。

然而，《詩》三百篇被流傳下來，而用《詩》以達政、專對的事跡大多已湮沒在

歷史中。儒學義理闡發的文字資料非常豐富，儒學之日用事爲的材料卻鮮少。因

而，學界對儒學的研究亦以文字資料記載的儒學之義理為主，儒學之用亦少見。 

 

文字資料記載的不足，是儒學之「日用」在儒學研究中缺席的原因。
31
強調

儒學之「日用」的學者往往並不措意於文字的記載。劉沅之「和會三教」也是以

身心修養爲重的學問，不強調文字的著述。對此，劉咸炘總結道： 

 

吾先大父徧注六經，自著書十餘種，而高弟子無著書者。有一二注《易》

者，皆斥以爲不必。或謂槐軒之學所以未廣傳者，由文儒太少。夫聖道在

力行，豈必著述哉？32 

 

力行與著述在劉沅祖孫看來，是互相對立的關係。用功於力行多，則著述少，相

                                                        
30

 虞萬里：〈劉咸炘與《推十書》散論〉，《文匯讀書週報》，2007 年 6 月 28 日。 
31

 參考楊儒賓、艾皓德、馬淵昌也：《東亞的靜坐傳統·導論》，（台北：臺大出版

中心，2013 年 2 月）。 
32

 劉咸炘：《推十書》，頁 703-704。 



265 

 

反，用功於著述多，則力行少。劉沅即是因為教導子弟要用功於力行而非著述，

而使得槐軒之學在後世傳播未廣。也因爲這樣，槐軒之學長久被後世學術史忽視。 

 

強調儒學之「日用」，並非要否定儒學義理之學這一層面的研究。只是，需

要知道義理的闡發，並非儒學的全貌，儒學另有強調日用事爲的一面。落實到「用」

（力行）的層面，儒學則需要與實際的社會結構、制度以及社會風俗、信仰等方

面結合。 

 

一種學術形態在理念狀態之中，能保持完善的狀態，然而，在具體實踐上，

即因為現實語境的影響而呈現出種種不完善卻豐富的狀態。這種豐富的形態，是

歷史中實存的儒學，相比於經典著述中的完美理念，不完善卻真實的儒學形態，

更能反映歷史中儒學的形態。在用的層面上，儒學往往不能保持義理（著述）上

的純粹性，但是亦放棄了高頭講章式的嚴肅面孔，而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狀態。並

且，這種成分不純之儒學，很有可能就是儒學在歷史中的真實面貌。 

 

三、三教交涉的理論建構 

 

儒學之「日用」的一個方面，即是與佛老思想的不斷對話與融合。中國古代

思想以儒道佛三教為主軸，已是學界共識。但是，三教的交融，往往被認為是停

留在民間的、下層的、宗教性的層面，比如三教合一的廟宇。33然而，陳寅恪早

已強調「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儒家）關於

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34三教交涉，並不僅止於民間實用性

的層次，還在學說思想的理論層次上。 

 

                                                        
33

 葛兆光〈中國文化的五個典型特徵〉一文認為「三教合一」是中國文化的特

徵。但他從宗教方面來說，「不同宗教卻能夠在政治力量下彼此共處，或者混融。

孔子、老子和佛陀可以坐在一起。」《師道》，2012 年第 3 期，頁 58。〈疊加與凝

固——重思中國文化史的中心與主軸〉一文，又更加強調「『三教混融』的實用

性宗教觀念」。《文史哲》，2014 年第 2 期，頁 8。 
34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評審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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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三教交涉的歷史上，三教間互相攻擊的部分往往是禮俗等外在形

式因素，互相和會的部分，是內在理趣的部分。對此，龔鵬程有扼要的總結，曰： 

 

佛入震旦，實在東漢，洎自隋唐，並崇三教，三教之間，相攻而亦相

紊。宋明崛興，謗斥佛老，而又資取其義理，固與隋唐不殊也。顧魏晉以

來，格已興而玄學盛，儒者攻玉他山，瀹我靈明。偶或倡言排擊，不過如

顧歡之類，聲弱力微，所擊又僅限于禮俗宗教諸形式之粗跡，於其理趣，

訾議者尟。35 

 

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無不是與佛老義理融合而形成。36三教之相攻相紊，是中國

古代思想史中的基本基調。其中，相攻擊的是「形式之粗跡」，理趣方面，則融

合者多。研究的視野由禮俗宗教轉而向理論之建構，將會更準確地把握三教交涉

這一思想融匯的過程。 

 

三教之交涉，並不停留在民間的、宗教的層面，而是可上升到帝王的治國策

略、士人的經典解釋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則並非田野調查以及民間宗教的視

野所可以囊括，需要從思想史的脈絡中重整三教交涉在理論層面上的建構。從哲

學上來說，三教交涉在理論上如何可能？對於三教交涉究竟是以一家來統攝二

家，或是三教同源說，是折衷還是會通等問題，依然有較大的研究空間。37從歷

史的角度，三教交涉在歷史上之所以不斷被重提，是因為儒道佛任何一家的理

論，都不能解決其時思想界所面臨的問題。如儒家始終不能解決的生死問題，佛

教、道教不能解決政治人倫秩序的安頓問題。因而，三教交涉在不同的時代被提

出，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思想困境。魏月萍的新書《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

                                                        
35

 龔鵬程：《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頁 129。 
36

 對此，亦可參考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北京：法律出

版社，2015 年 7 月）。其中，第三講爲〈魏晉玄學與常識理性的形成——中國文

化第一次受外來衝擊〉，第五講爲〈宋明理學與第一次文化融合〉。 
37

 可參考錢新祖（Edward T. Ch’ien）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

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 5 月）。錢氏認為焦竑首先提出三教融合的

非區隔化立場（noncompartmentalization）,余英時認為此種傾向並不從焦竑開始。

彭國翔認為「從陽明到龍溪，或者至少說龍溪，已經爲焦竑的思想開闢了道路。

不過，以非區隔化來形容焦竑三教融合論的思想內涵，認為焦竑不預設儒道釋三

教作為三種「道」的區隔，倒不失爲正確的觀察」。（《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

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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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述》
38
，即論證了晚明士大夫面臨王學末流空虛的困境，試圖把君統置於道

統之上，以重整學術風氣與社會秩序的企圖。探討不同時代重提三教交涉這一議

題，背後所隱藏的問題意識與思想關懷，也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議題。39本文第二

章特別指出劉沅「和會三教」思想受到清代學統重建的學風影響，而具有辨而正

之的學術史關懷，亦可看作三教交涉理論建構上的一個嘗試。 

 

從儒學的立場來看，雖說在傳統文化的價值譜系之中，儒學一直佔據正統的

地位。然而，儒學與佛、道二家的交涉過程中，儒學本身也在不斷改寫。葛兆光

曾呼籲學界關注這一思想現象，曰： 

 

在上述伊佩霞的論文中提及，她之所以對於各種社會裡面的非儒家成

分有興趣，是因為它可能是妥協性思想的來源和原因……上層的文化與思

想在進入民間的時候，也會向原來根深蒂固的信仰和習慣作一些讓步。所

以，當我們注意到這一點以後，原來聚焦在儒家與新儒家的注意力，就要

適當地分給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間信仰等等上面，因為這些宗教信仰在

民眾社會生活中間，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40 

 

所謂上層文化和民間文化的二分，或並不如葛氏所言般分明。41即使我們堅持上

層與民間二分法，文化與思想的交流並非單方面的，上層文化思想進入民間，民

間的文化思想亦會影響到上層的文化思想。葛氏道出了儒家思想在實際生活中，

要不斷與佛、道思想對話的境況。在這些對話之中，雙方的思想都要做出調整。

作為弱勢一方的佛、道思想要加以改變，而作為強勢一方的儒家思想亦然。所引

                                                        
38

 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 7 月）。 
39

 彭國翔〈中晚明的陽明學與三教融合〉一文亦強調「對三教關係史的研究尚

有待於進一步的開拓」。見氏著《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

頁 472。 
40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視域變化的意義〉，

《歷史研究》，頁 24。所引述伊佩霞的文章爲 Patricia Buckley Ebrey,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 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 

No.1(1986).  
41

 羅威廉(William T. Rowe)曾指出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間的隔閡，並試圖彌

合此間的隔閡。他認為：“One of the highest items on my agenda here is to bridge the 

rather enormous gap betwee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that has 

characterized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with but a few recent exceptions)over the 

past decades.”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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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伊佩霞的研究，也證明了學界已經注意到儒家思想在與佛、道思想對話中被不

斷改寫。 

 

從三教理論交涉的角度，我們對一些傳統問題亦會有新的解釋。比如儒學界

如何回應清代「白蓮教」運動，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與宗教問題相關

的重大事件。另外，清末康有為等人的儒學神聖化的思潮，是否在清代已早有伏

筆？42從明末而清末，儒學的宗教性建構過程是如何展開的？ 

 

另外，三教交涉命題往往與儒學的宗教性命題相關聯。在與佛、道教的融會

過程中，儒學的宗教性建構日漸完善。關於中國在地「宗教」，近代學者的研究

已經有了重要的進展。學界開始反思用西方宗教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宗教思想的研

究方法。日本學者加地伸行《論儒教》即提出要從基督教為中心的宗教學束縛中

解放出來，認為宗教的基本問題是「關於死和死後的解釋」問題。43黃進興受到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晚期思想的影響，用「家族類似性」的概念，

取代「本質性定義」，繞開了對儒教定義的糾葛，而探討儒家的宗教性格。44蒲

慕州認為中國古代宗教的核心內容是「人對於人之外的力量的信仰」。45宗教是

一個內涵隨著歷史而變化的概念，用某一時或某一地的標準作為絕對的標準，並

不能把握宗教的特殊性。 

 

在劉沅和會三教的學說之中，亦體現了儒學的宗教性。以「天人合一」命題

爲例，劉沅在闡發天人合一中的人形象，與合一的理論基礎時，已經具有宗教性。 

                                                        
42

 張灝〈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一文中指出康有為的保教運動和新儒

家都有視儒家爲「宗教道德的信仰」的傾向。二者的不同，在於「康氏從今文漢

學汲取其對儒家的宗教性詮釋，新儒家則從宋明理學裡建立儒學的宗教觀」。（《張

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83。）今文經學與宋明理學

確實是古代思想中可論證儒家宗教性的資源，然而，二者之外，似更有可探索的

因素。如康有為（1858-1927）的思想受到廖平（1852-1932）影響極大，廖平與

本文研究對象劉沅同爲四川人。唐君毅之父唐迪風（1886-1931）爲劉沅之孫劉

咸炘（1896-1932）的好友。此間或另有更直接的關聯可尋。 
43

 [日]加地申行著，于時化譯：《論儒教》，（濟南：齊魯書社，1993 年）。 
44

 黃進興：〈研究儒教的反思〉，見氏著《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

的轉化》，（台北：允晨文化，2013 年），頁 237-238。 
45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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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貫通天人的人，具有宗教性的特點。以儒家聖人孔子爲例，孔子形

象不單在於仁義道德之渾全，更能參天地。《孟子·盡心下》：「仁也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劉沅注曰：「人之所以爲人，即天之所以爲天。天理具於人身，

全此天理而措於萬事萬物，則曰道。」進而，在附解中，加以更加詳細的說明，

曰： 

 

故孟子特地指出言仁也者，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理即是天理。果

能內外交修，本末交養，使天理渾全，則根心生色，誠中形外，無念非仁，

即無事非道。合者，形神精氣，日用事爲，悉如天之渾倫。元氣著則爲時

行物生。孔子上律下襲，如天地之覆載，如四時日月，即此義也。46 

 

孔子以人道合天道之後，形質上的形神精氣，以及日常行事，都能達到「如天渾

淪」的境界。天由元氣而化生萬物，孔子則由道德而教化天下。「如天地之覆載」、

「如四時日月」等特點，皆是學者強調儒家的宗教性時所強調的。 

 

其次，天人合一中，天人相感的理論基礎，與宗教中的福禍報應說，亦有一

定聯繫。《孟子·公孫丑上》：「仁則榮，不仁則辱。」劉沅附解曰： 

 

順天理而行，自與天合。天祗是一團善氣，善與善相感而天自親之，

故必有福。……豈知人道即天道，天人同此理，即同此徵。47 

 

天之善氣，與人之善行相感應，則爲善者必有福，爲惡者，必有禍。其中善惡福

禍間的對等關係，與宗教中的善有好報，惡有惡報的報應思想相類。 

 

三教交涉，並不必然使得儒家與道教、佛教性質完全等同，儒家的宗教性也

不必然是由三教交涉而來。但是，從三教論者的論述之中，可以看到三教是在什

麼基礎之上互相和會的，由於與佛、道兩種宗教思想融合，傳統儒家思想發生怎

樣的變化？在三教交涉的過程中，儒家的宗教性是否以及如何建構與展開？這些

問題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46

 劉沅：《孟子恒解》，頁 607。 
47

 劉沅：《孟子恒解》，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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