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全球化時代朱子「理一分殊」說

的新意義與新挑戰 

黃俊傑 *  

一、引言 

人類進入 21 世紀之後，工業革命後逐漸形成，而茁壯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化潮流加速發展，蔚為新時代歷史之主

流。全球化時代的發展趨勢甚多，如知識本身成為生產資材的

「知識經濟」，即是一個新的趨勢。全球化時代另一項主流趨

勢就是當代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所

說的，全球化創造了一種世界各地區之間的相互連結性（inter- 

connectedness）。1全球各地「相互連結性」的日益加強，固

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資與資金的流通更加通暢，但卻也意

味著各地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利益衝突的可能性大幅提昇。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兼院長；「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總主持人；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合聘研究員。 
1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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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11 事件以及後美國在世界各地所展開的反恐行動，

都印證全球化時代文明衝突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時代各地互動的新脈絡中，面臨諸多新的挑

戰，為了因應在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我們可以躍入

傳統的巨流中，汲取新時代的靈感。在中華文化與思想傳統之

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的「理一分殊」可說

有其 21 世紀的新意涵。本文循朱子學之思路探討全球化發展

之相關問題，並提出「理一分殊」說在新時代的意義及其轉化

的可能性。 

二、朱子學中「理一」與「分殊」之關係： 

兼論「理」的詭譎性 

（1）「理一」與「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子學的核心概念，朱子說： 

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

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

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2 

「理一」與「分殊」並不是一種對抗的關係，而是指「理一」

                                                      

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5）》，收入《朱子全書》（上海與合

肥：上海古籍出版社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18 冊，卷 136，
頁 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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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在於作為「分殊」的萬事萬物之中。朱子說：3 

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蓋乾之

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

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

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

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

之，所謂分殊者也。 

在朱子的「理一分殊」論中，「理一」與「分殊」並不相離，

「理一」融滲於「分殊」之中。換言之，只有從具體而特殊的

「事」之中，才能觀察並抽離出抽象而普遍的「理」。也就是

說，「共相」存在於「殊相」之中。 

朱子在所有著述以及言談中，屢次申論「理一」與「分

殊」不相離，例如他在《中庸或問》中說：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

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

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

〔……〕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

                                                      

3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與郭沖晦》，收入《朱子全書》，第 12
冊，卷 37，頁 1635-1640，引文見頁 1639。關於「理一」與「分殊」的

の關係的討論，參看市川安司：〈朱晦庵 理一分殊解〉，收入氏著：

《朱子哲學論考》（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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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4 

朱子在這一段話中，為「理一」與「分殊」的必然性安立一個

宇宙論的基礎。朱子認為人間秩序本於宇宙秩序而生成發展，

此所謂「理一」，但「理一」之具體之表現方式則多元多樣，

互不相同，此所謂「分殊」。 

為了進一步說明朱子思想中「理一」與「分殊」的關係

及其方法論問題，我們可以從朱子對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

之」一語的解釋開始。 

朱子針對孔子在《論語．里仁．15》所說「吾道一以貫

之」一語，提出以下的解釋：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

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

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

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

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5 

朱子這一段解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

                                                      

4 朱熹：《中庸或問》，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595-596。 
5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卷 2，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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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萬殊也」這句話。6朱子以「體」與「用」之關係說明

「一本」與「萬殊」之不相分離，對 13 世紀以後東亞思想界

影響很大，幾乎主導了主要的解釋。南宋真德秀（景元，希

元，景希，文忠，1178-1235）說：「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

理」。7明代薛瑄（德溫，1389-1464）說：「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8都可以視為朱子以「理一分

殊」說解釋孔學的進一步推衍，足證朱子之解釋對後學影響深

遠。除中國的儒者之外，亦可見朝鮮時代（1392-1910）的朝

鮮儒者也完全浸潤在朱子學的詮釋典範之中。 

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朱子對「理一」與「分殊」的解

釋，實潛藏著某種方法論的個體論之思維傾向。《朱子語類》

卷 27及卷 45解釋「吾道一以貫之」時，充分展現方法論的個

體論傾向。朱子說： 

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

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9 

朱子以銅錢與繩索作比喻，主張必先積得許多銅錢，才有物可

「貫」。朱子進一步解釋說： 

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卻不知貫個甚麼？聖人直

                                                      

6 同上書，引文見頁 96。 
7 真德秀撰、劉承輯：《論語集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1983年），卷 2，頁 20。 
8 薛瑄：《讀書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83年），卷 6，頁 11。 
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2）》，收入《朱子全書》，第 15 冊，

卷 27，頁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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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

去貫得它。〔……〕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

度，卻都不曾理會個根本。一旦臨利害，那個都未有用

處，卻都不濟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

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考史。如陸子靜又只說個

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

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

徧。10 

朱子在上文中一方面批評永嘉學派諸君子論史只考制度，而忽

略人心等根本問題，可謂失之瑣碎；但朱子另一方面又批評陸

九淵（象山，1139-1193）只說「虛靜」，不理會分殊之理。 

再從朱子「理一分殊」說的整體特質來看，朱子也具有

某種程度的「知識主義」的思想傾向，而與他的「理一分殊」

及「格物窮理」等學說互相呼應。朱子說： 

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

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

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11 

                                                      

10 同上書，卷 45，頁 1584-1585，夔孫錄。朱子又說：「所謂一貫，須是

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

來穿！吾儒且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

麼來穿。」（卷 27，頁 983），亦同此意。 
1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2）》，收入《朱子全書》，第 1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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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在「分殊」之中才能覓得「理一」的消息。誠如朱子所

說，作為「普遍之理」的「太極」，實寓於作為「分殊之理」

的「兩儀」、「四象」或「八卦」之中。12 

（2）朱子學中「理」的詭譎性 

細繹朱子「理一分殊」說有關「理」的細部論述，我們

可以歸納朱子思想中的「理」具有以下特點：首先，「理」是

抽象而一元的概念；其次，「理」可以在林林總總的具體事實

之中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第三，「理」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存在，永不滅絕；第四，「理」的延續或發展，有待於聖賢的

心的覺醒與倡導；最後，在具體的歷史流變之中所滲透出來的

「理」具有雙重性格，「理」既是規律又是規範，既是「所以

然」又是「所當然」。朱子學中的「理」既屬道德學與倫理

學，又屬宇宙論的範疇，而且兩者融合為一。13 

從「理」的發生程序與本質狀態來看，朱子學中抽象而

普遍的「理一」是從具體而特殊的「分殊」之中生成的，但

是，一旦「理」被聖人從「事」中抽離而出或如朱子所說「流

                                                                                                                

卷 27，頁 975。 
12 朱子說：「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

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見《朱子語

類（2）》，卷 27，頁 967。 
13 參看黃俊傑：〈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收入《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

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 年），下冊，頁 1083-
1114，尤其是頁 1098；Chun-chieh Huang: “Imperial Rulership in Cultural 
History: Chu Hsi’s Interpretation,” in Frederick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p. 18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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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14之後，「理」就取得了獨立性與自主性，而不再受

「事」所拘束，成為「多」之上的「一」（the one over the 

many），因而對「多」具有支配力與宰制力。 

三、全球化時代朱子「理一分殊」說的 

新啟示與新挑戰 

（1）新啟示 

從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的觀點來看，朱子「理一分殊」說

最重要的新啟示是：抽象而普世的規範，必須在具體而特殊的

情境之中自然生成。我們從「全球化」的本質談起。正如本文

起首所論，全球化發展趨勢強化了世界各地之間的「相互關連

性」，紐約股市的變化連帶影響東京、台北或上海的股票市

場。全球化發展創造了表面的一體感，但在「地球村」的口號

與榮景之下，卻潛藏著巨大的壓迫與宰制——全球化發展促使

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對於居於全球化邊陲位置的國

家，更肆無忌憚的剝削與控制。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掌

控國際性政治組織如聯合國、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也掌控全球最先進的航太科技、生命科學知識等，使全球化

                                                      

1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4）》，收入《朱子全書》，第 17 冊，

卷 98，〈張子之書一〉，頁 3320。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

「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先

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

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義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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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國家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 

全球化趨勢加速發展之後，不論在國際間或是在國內脈

絡，所得分配的不平等也更加嚴重。經濟學者研究告訴我們：

從 1980 年代以降，因全球化而帶來的不平等日益嚴重，1980

年代以後在壽命與教育方面雖然看似減緩了不平等的趨勢，但

是實際上可能只是假象而已。15「全球化」已儼然成為全球化

發展的「中心」國家宰制「邊陲」國家的憑藉。 

「全球化」趨勢發展至今，之所以成為強凌弱、眾暴寡

的工具，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成為抽離於世

界各國之具體互動脈絡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機制，

而不是處在於世界各國互動的具體脈絡之中，而與時俱進、隨

時修正的潮流。 

針對「全球化」趨勢所創造的國際間以及各國國內的不

平等現象，朱子學的「理一分殊」說有其新時代的啟示。朱子

強調「所謂理一者，貫於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16這句

話啟示我們：作為一種理念或某種機制的所謂「全球化」，應

該只能存在於各國的互動關係之中。換言之，作為抽象性的

「全球化」，只能存在於具體性的國際關係之中，才能隨時調

整，與時俱進，才能免於成為國際上強權壓制弱國，國內的資

產階級壓迫農工階級的藉口。 

                                                      

15 Bob Sutcliffe: “World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0, no. 1, 2004, pp. 15-37. 

1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第 12 冊，卷

37，〈與郭仲晦〉，頁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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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挑戰 

從 21 世紀的世局來看，「全球化」顯然已成為抽離於

各國具體的國際關係之上具有宰制力的論述與機制，而被全

球化的「中心」國家所壟斷。「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與

範圍內，等同於「美國化」。早在 1991 年就有人為文指

出：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性跨國大公司的領導階層，只有

2%不具有美國國籍的事實。17這種狀態在 21 世紀的今日，

並無重大改變。 

正如朱子「理一分殊」說中「理」的吊詭性一樣，「全

球化」論述就好像朱子的「理一」，一旦被從「分殊」之中抽

離出來之後，就取得了獨立性，而被強者所壟斷，成為壓迫

「邊陲」國家與人民的工具。這種情況很像 18 世紀戴震（東

原，1724-1777）痛批「理」學被統治者所利用而成為殺人之

工具，戴震說：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

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而及其責以理

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

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

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

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

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

                                                      

17 參看 Peter Beinart: “An Illusion for Our Time,” The New Republic, Vol. 217 
(October 20, 1997) , pp.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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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死於理，其誰憐之？18 

二百年前戴東原所謂「今之治人者」以「理」殺人的狀況，很

近似於 21 世紀的今天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以

「全球化」這個「理」作為控制「邊陲」國家的情形。用朱子

的語言來說，「全球化」這個「理一」已經從世界各國的「分

殊」這個具體情況中剝離出來，而成為全球政經秩序的掌權者

手中玩弄的工具。「全球化」的弔詭性與朱子「理」的弔詭

性，如出一轍。 

為了進一步思考作為 21 世紀之「理」的「全球化」價值

理念之吊詭性，我們可以再回到朱子「理一分殊」說中「理」

與「心」之關係。朱子一向強調經由「格物致知」的程序之

後，人的「心」可以有效地掌握並理解萬物及宇宙之「理」，

甚至可以達到他在〈大學格物補傳〉所謂「至於用力之久，而

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矣」的境界。19 

朱子強調以人「心」掌握萬物之「理」的這項思想遺

產，對朝鮮時代（1392-1911）的朝鮮思想界影響極為深遠，

亦衍伸出兩個命題。20朝鮮儒者從朱子學中整理出的第一項命

題是：以「吾心之理」貫通「萬物之理」。朱子在《朱子語

類》中即提出「心裡盡包這萬理」、21「一心具萬理」、22

                                                      

18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收入《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1991年），卷上，〈理〉，頁 161。 
19 朱熹：《大學章句》，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20。 
20 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

年），第 7 章，頁 249-254。 
2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1）》，收入《朱子全書》，第 1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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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之說。23金謹行（字敬甫，號庸

齋，1712-？）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者，一者，理也。

貫者，心之事也。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貫乎萬

物之理也。24 

朝鮮儒者金謹行將孔子的「一以貫之」解釋為「理在吾

心，以吾心之理貫乎萬物之理」，所謂「理在吾心」一語顯示

相對於朱子的「窮理」之學而言的更進一步「內轉」。 

朝鮮儒者從朱子學所發揮的第二項命題是強調「一本」

與「萬殊」皆本於心。17 世紀朝鮮儒者朴知誡（字仁之，號

潛治，1573-1635）說：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朱子曰：「人之為學，心

與理而已」。「心」即「一本」也；「理」即「萬殊」

也。古聖人垂教之說，無非一與萬而已。從事於小學而

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者，從一上做工也；從事於格

致，而窮眾理之妙者，從萬上做工也。〔……〕自一而

萬，自萬而一，復自一而為萬，乃聖人之學也。一本萬

殊，兩儀之象也。知上行上皆有此兩端。知覺不昧之在

                                                                                                                

卷 9，頁 306。 
2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2）》，收入《朱子全書》，第 15 冊，

卷 27，頁 974。 
23 同上註。 
24 金謹行：《論語剳疑》，《順菴先生文集》卷 11，收入《韓國經學資料

集成》23（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90 年），論語

（六），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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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曰：「知上之一本」。明燭事物之理，曰：「知

上之萬殊」，一心之渾然在中，曰：「行上之一

本」；躬行踐履之在事物，曰：「行上之萬殊」，所

謂忠恕是也。25 

朴知誡所說的這一段解釋之特殊之處，在於將朱子的「一本」

與「萬殊」，再細分為「知上之一本」與「知上之萬殊」，以

及「行上之一本」與「行上之萬殊」，而歸結在「心」的作用

之上。金謹行進一步發揮朝鮮儒者將「一本」與「萬殊」匯歸

於「心」之上的解釋立場，他說： 

以道之總在一心者貫之於萬事，則為散殊之道。以道之

散在萬事者本之於一心，則為總會之道。26 

金謹行以「心」將「散殊之道」與「總會之道」加以統一，確

較朱子之解釋更進一層。 

從朝鮮朱子學者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朱子「理一分

殊」說中的「理」，如果完全歸結於人（尤其是聖人）的

「心」的解釋與掌握，就難以避免「理」的解釋之任意性，並

且使「理」失卻其客觀性，易於被少數人所掌握與宰制。21

世紀的「全球化」的解釋權之被強權國家所宰制，在某種意義

上正與朱子與宋儒的「理」在 18 世紀中國之被統治階級所掌

握相似。 

                                                      

25 朴知誡：《剳錄──論語》，《潛治集》卷 10，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

成》18（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90 年），論語

（一），頁 232-234。 
26 金謹行：《論語剳疑》，頁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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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理一分殊」說中的「理」之有其被壟斷這項危險

性，更因朱子的「理」之同源性而大大提高。在《朱子語類》

卷 18，就有學生請教有關「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

原」這個問題，朱子回答說： 

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

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

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

一理之流行也。27 

朱子雖然強調「理」的同源性（「理皆同出一原」），但

是，他也同時強調在實際運作的層次上，各種事物的「理之

用」則有互不相同的特殊之理，而且各個具體的事物又分享

普遍的「一理」。 

從朱子的理論來看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趨勢，我們可以

說，不僅各個不同的文明或國家的分殊之「理」劇烈碰撞，甚

至「理」的解釋權又被居於全球化的「中心」位置的國家所壟

斷，「全球化」發展竟為人類前途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那麼，如何從朱子的「理一分殊」說中提煉新意義以因

應 21 世紀「全球化」的這項新挑戰呢？21 世紀全球化發展使

世界各文明、各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與日俱增，各種源

自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的「理」也互相碰撞激烈衝突。因此，

如果朱子的「理一」只有一人或少數人的「心」才能加以解釋

或掌握，恐難以適應新時代的挑戰，而必須別創新解。 

                                                      

2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8，收入《朱子全書》，第 14 冊，

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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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在諸多「理」之中求同存異 

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通過朱子的「理一分殊」說，分

析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中，諸多的國家之「理」互相衝突而並

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國家所控制，以致成為壓制

「邊陲」國家的工具。我們也指出，朱子「理一分殊」說中的

「理」貫通並浸潤在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弔詭的

是，一旦「理」從「事」中「流出來」（朱子用語）之後，

「理」取得了獨立性，因而容易因為「去脈絡化」而被少數人

或強權所控制，而反過來壓制分殊的「事」。因此，本來是

「多」中的「一」，遂轉化成為「多」上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裡，「理一」可

能必須轉化為諸多分殊而並存之「理」，才能適應不同的文化

傳統在文明對話新時代的需求。而且，我們也必須將朱子學中

的「理一」所潛藏的從屬原則（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

—指文化中的諸多主體（如社會、經濟等主體）均服從於單一

主體（如政治主體）的支配——逐漸轉化為「並立原則」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諸多主體處於並

立及競爭之狀態。28 

在 21 世紀各文化傳統所蘊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對話的

新時代中，求同存異是一條必然的道路。傳統中華文化重視

「同」而忽視「異」。古代儒家就非常強調「同」的價值。孟

                                                      

28 「從屬原則」與「並立原則」是牟宗三（1909-1995）先生所創之名詞。

參看牟宗三：《中國文化的省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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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談到舜的美德時曾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孟子．公孫丑．8》）他又認為「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離婁下．6》）。誠如余英時（1930-）所指出的，

在中國思想史上，「同」之作為一個價值意識一直受到強調，

到了漢末，「異」之作為價值意識才受到重視，這與漢末儒學

衰微，新道家興起，「個人」被重新發現等發展都有關係。29

因此，就 21 世紀大中華文化圈及其與世界之互動而言，如何

開發求「同」而存「異」的價值觀，如何落實宋儒陳亮（同

甫，1143-1194）所謂「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

間」，30如何實踐明儒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1465-1517）

所說的「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31的原則，就成為一個值

得我們深思的課題。 

                                                      

29  Ying-shih Yü: “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Taoist Movement in Wei-chin 
China,” in Donald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
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pp. 
121-156. 

30 陳亮：〈勉彊行道大有功〉，收入《龍川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卷 9，頁 10。 
31 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年），卷上，頁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