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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朱子哲學中存有論部分的「理」的基本涵義，具體來說是要對

兩種詮釋做比較：到底「理」的根本身分較宜詮釋為「萬物憑之而有其存在」

的「存在之理」（存在的根據或「所以然」），還是「萬物依循之而運作、

運行」，近期有英語著作譯為 “Pattern”（P 為大寫）的「總文路」？本文認

為，「總文路」的詮釋對朱子有關「理」的界說和圍繞著「理」的一系列存

有論觀點，皆能給出言之成理的說明。反觀「存在之理」的詮釋，則或未足

夠相應其中三項，即「理有偏全：上下兩層之理有內容上的連繫」、「理非

一物」、「理為形而上，氣為形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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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Pattern” P 1 

2017

 (1909-1995) 

 (Yunk Sik Kim) 

 
1  這裡需作兩點說明。第一，朱子哲學存有論部分之「理」的詮釋固然遠不止兩種，

像（藤井倫明，2011）的附錄一：〈朱子學的諸相──以「理」之解釋為考察中心〉，

即述及多種日本學界和中文學界對朱子之「理」的詮釋。本文選擇比較「存在之理」

和「總文路」兩種詮釋，主觀上肇因於筆者的學思歷程：筆者過往一直採取「存在

之理」的詮釋，至發現「總文路」的詮釋有其不容忽視之見地後，乃立意再思朱子

之「理」；客觀上的考慮則是此「總文路」的詮釋乃一種近期出現於英文學界的觀

點，值得引進來中文學界以促進有關朱子哲學的進一步討論。第二，本文僅從一眾

朱子之「理」的詮釋中選取兩種作比觀，這種視野上的局限的確引起兩位匿名審稿

人的關注。兩位先生不約而同指出，相較於「存在之理」和「總文路」兩種詮釋，

唐君毅 (1909-1978) 對朱子之「理」的理解或更為優勝。依他們提議，筆者遂重溫唐

氏的相關研究，果真受到始料未及的啟發。但為免影響正文的論述架構，有關唐氏

見解的討論皆將放入註腳。讀者把以下註腳 6、11、12、13、14、15 的內容加以整合，

即可得一唐君毅對朱子之「理」的詮釋的大致輪廓。筆者之見，唐氏的見解有兩點

值得注意：(1) 唐氏特能從朱子之「理」的「所當然」一義切入，而把「所以然」一

義放在次要。可以說，唐氏是「以『所當然』領『所以然』」。(2) 唐氏承認朱子之

「理」為「形而上」之餘，並不將「理」視為一「形上實體」。換言之，他給予朱

子之「理」一種「非實體化」的解讀，而仍能解釋此「理」如何謂之「形而上」。

筆者目前認為，相較於「存在之理」和「總文路」兩種詮釋，「以『所當然』領『所

以然』」一點確為唐氏詮釋之獨當一面處（惟筆者暫時尚未有定論說唐氏的詮釋一

定優於「存在之理」和「總文路」兩種，此需俟來日再作細究），但第二點卻顯示

出，唐氏詮釋實有親和於「總文路」詮釋之處。是故，在「存在之理」、「總文路」、

唐氏詮釋三者所構成的光譜上，筆者現時的判斷是：唐氏詮釋乃近於「總文路」，

而遠於「存在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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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tephen C. Angle)  

(Justin Tiwald) (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Pattern” P

 

 “Way”

 (Bruce)  “law”  (Chan 

Wing-tsit)  “principle”  (A. C. 

Graham)  “pattern”  (R. Ames) 

 “rule” 2003: 

36  “pattern” 3 

“pattern” 

 (ontological status)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2  「存在之理」一詞由牟宗三提出，詳細引文見本文第參節。金永植雖未有使用此詞，

但其對「理」的詮釋實際上與牟宗三的「存在之理」一致，詳論亦見第參節。 
3  筆者平常較為贊成的英譯倒不在陳來的列舉之中，此即賈德訥 (Daniel K. Gardner) 所

常用之 “reason”（理由），詳見其《朱子語類》英文選譯 (Gardner, 1990)。惟依筆者

之見，“reason” 一譯詞較適宜於工夫論的脈絡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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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ern”  P 

 “pattern(s)”  p  

“Pattern” 

4  “Pattern”  “pattern(s)”

 

 “Pattern”

 “pattern(s)”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

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

挨著理了行。（朱熹，1994: 100） 

 (1895-1990) 

2011: 272

(Pattern) 

patterns

 

 
4  當然，保得住與否，關鍵是此所謂「兩層性」乃至「理是形而上者」一義應如何理

解，這將是本文其中一個重點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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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ho Baba) 

5 

 

 (patterns)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

「如木理相似？」曰：「是。」（朱熹，1994: 99）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

「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

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股理。」（朱熹，1994: 100）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

名以此。」（朱熹，1994: 3000） 

 
5  馬場榮 (Eiho Baba) 現任教於美國傅爾曼大學 (Furman University)，本身為臺日混

血兒，既有日人姓氏「馬場」(Baba)，亦有華人姓氏「張」（張榮，Rong-Fong Chang）。

筆者曾就其中文稱謂以電郵向他查詢，所得答覆是：由於其英文學術著作均以日本

姓名 Eiho Baba 發表，為一致起見，中文稱謂亦以馬場榮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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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72

 

(patterns) 

 

58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

在人而具此理者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

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

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

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

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

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

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

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朱熹，2010: 

2767-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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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62

 

2010: 2768

49

2010: 2259

 

46

」 20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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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朱熹，2001: 8） 

 

 

吾人平常說「所以然」即是「所以然之理」。「所以然」即是「所

以之而然者」，此自然指示一個「理」字 (Reason)。故理字是由

「所以然」而自然帶上去的。依孔子前之老傳統，「性者生也」

之古訓，性生兩字雖可互易，然既有「性」字出現，亦畢竟是兩

個概念。就兩個概念說，「性者生也」，「生之謂性」，雖直就

生之實說性，性很逼近生之實，然字面上「性」字即是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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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所以然」。故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此直就「生之所以然」說性也。〔……〕此一傳統中所說之「所

以然」即「自然」義，並無超越的意義。此種自然義、描述義、

形下義的「所以然之理」，吾人名之曰「形構原則」(Principle of 

Formation)，即作為形構原則的理，簡之亦即曰「形構之理」也。

言依此理可以形成或構成一自然生命之特徵也。亦可以說依此原

則可以抒表出一自然生命之自然徵象，此即其所以然之理，亦即

當作自然生命看的個體之性也。 

但伊川朱子所說的「所以然之理」則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體

論的推證的、異質異層的「所以然之理」。此理不抒表一存在物

或事之內容的曲曲折折之徵象，而單是抒表一「存在之然」之存

在，單是超越地、靜態地、形式地說明其存在，不是內在地、實

際地說明其徵象，故此「所以然之理」即曰「存在之理」 (Principle 

of Existence)，亦曰「實現之理」 (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

此靜態的存在之理或實現之理其分際相當于來布尼茲所說之「充

足理由原則」，是說明一現實存在何以單單如此而不如彼者。來

氏之「充足理由」最後是指上帝說，而在朱子則即是太極。（伊

川未說太極，亦無碍）。上帝、太極固非形構之理也。〔……〕 

依朱子，此理只是一理，一太極，一個絕對普遍的、存有論的、

純一的極至之理。所謂百理、萬理實只是一極至之理對應個別的

存在之然而顯見（界劃出）為多相，實並無定多之理也。存在之

然是多，而超越的所以然則是一。太極涵萬理實只是對存在之然

顯現為多相再收攝回來而權言耳。〔……〕故「統體一太極，物

物一太極」，實只是一太極，並無多太極也，只是一「存在之理」，

存在之理並無曲折之殊也。曲折之殊是在形構之理處。依朱子，

即氣之凝聚所呈現之質性（徵象）也。是故形構之理是「類概念」，

是氣之凝聚結構之性，是多，而存在之理則不是類概念，是純一

而非多，此即所謂超越的義理之性或本然之性也。枯槁亦有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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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性，即有其存在之理，此相應「物物一太極」而言也。（牟

宗三，1968: 87-91） 

2003: 142

6 

 
6  唐君毅在詮釋程顥 (1032-1085) 之「理」（兼及朱子之「理」）時用上「創造原理」、

「生之理」等詞（唐君毅，1991: 357），但其涵義跟牟宗三的「存在之理」大異。牟

氏的詮釋視「所以然」為朱子之「理」的首要義。由是，「理」在朱子存有論（牟

氏稱為本體論）裡就是由當前現實之「然」（指萬物存在這一事實）所逆向推證出

來的、作為保證事物存在或解釋事物之所以有其存在而非不存在的「所以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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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2000)7 

 
較於唐氏，牟氏所詮釋之「理」，其功能不妨稱為在事物的現成之然之「在後為據」

──身居現前存在之物的背後而為其存在之底據或支撐，以與唐氏用以形容「理」的

首要功能之「在前為導」（唐君毅，1991: 355）相對照。「在前為導」之意，比如當

一個人並未成為一完人，此即表示他在「成為完人」的道路上尚未走到盡處極處，

亦即「成為完人」這個「理」尚未充分實現於他的生命中，而仍為其生命道路之前

景，繼續引導著其發展前行。在此意義上，唐君毅說此理為「『去生』之理」、「創

造原理」或「生之理」：「此理、此道，雖不離已成之事物或氣，而為此氣之『去

生』之理；然亦不能說此『去生』，即在已成事物或氣之中，而為附屬於此已成事

物或氣者。〔……〕此『去生』，只是一『創造原理』，即只是一『生之理』」（唐

君毅，1991: 357）。是故，唐氏的「創造原理」等詞，表面看雖或與牟氏的「存在之

理」意義相近，實際卻大不同。牟氏的「存在之理」乃從眼前萬物存在這個已成之

「然」逆向推證出來，作為存在之然的所以然──各式人物存在之保證者。唐氏的「創

造原理」則從人物之現狀作順向前瞻而見得，作為指示人物之繼續發展自己、完成

自己（日新又新而止於至善）的引導者、指示方向者（是故唐氏所詮釋之「理」含

「道路」義，牟氏的「存在之理」則不含「道路」義）。簡言之，「存在之理」說

明「已然存在之人物何以有其存在」，「創造原理」說明「已然存在之人物應當續

往何方向去完成或理想化、圓滿化其存在」。由此觀之，牟宗三乃從朱子之「理」

的「所以然」一義切入，而唐君毅則首重「理」之「所當然」一義，以「當然」表

「應當實現而可尚未實現、有待未來實現」之故。正如唐氏剖析程顥的「仁」概念

時說：「仁乃是一當然之理〔……〕。然說人之當然之理，則可不從人所實已有者

上說。說人有當仁之理，不是說人實已全仁，卻恒因人尚未全仁，仁尚未全實現於

存在，方說當仁。當吾人自己尚未全仁時，此仁之理不能說已屬於我」（唐君毅，1986: 

73）。亦因此，唐氏剖析程顥之「理」時，特援引朱子與高弟陳淳 (1159-1223) 論「理」

之答問為輔助，表示「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之義，而朱子以當然為四義

中之切要處（唐君毅，1991: 357-358）。這固然不是說，唐氏的詮釋取消了「理」之

「所以然」一義。正如一個人之所以最終成仁全仁，亦是由「當仁之理」所成就；

無此「當仁之理」在前為導，其人亦無以前行奮進而最終成仁全仁。唐氏說：「要

之理，是指一去有所然，以有所生，而非指已有之實然，此為宋明儒凡言理者之公

義」（唐君毅，1991: 358）。「去有所然」四字，其實即表「所以然」之義。筆者只

是主張，在唐氏的詮釋下，「理」雖亦為人之日新又新之所以然，但其本身首先乃

一當然之理；換言之，「所當然」方為唐氏所詮釋之「理」的首要義。此所以筆者

曾在註腳 1 表示，唐氏是「以『所當然』領『所以然』」。至於牟宗三又如何由「所

以然」入手而通「所當然」，則可參閱拙著（吳啟超，2017: 48-54）。以「所當然」

領「所以然」，不唯是唐君毅詮釋「理」之異於牟宗三處，亦其異於安靖如與蒂沃

德者，詳見以下註腳 11。 
7  中譯本見金永植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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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說明一種理由，事物因之而存在，現象因之而發生，「存

在」或「發生」只是因為而且只有因為有了「理」。用朱熹的話

來說就是，「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個種子方生出草木」。

〔……〕這樣，事物要存在就必須先有「理」，例如有了天地之

理才有天地，有了「氣」的理才有「氣」。〔……〕這一點在朱

熹關於「理」的想法中幾乎無處不在，因而他說的「有此理」就

意味著「此」能存在，能發生，或簡單地說，「此」是真的。〔……〕

事實上，對某一事物來說，理指的是事物整體和全部。複雜事物

的理並不是可用來分析解釋該事物的簡單條條。說到「理」，無

非是說明或保證此事此物確實存在或發生。〔……〕當他說到「陰

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時，這「理」的概念似乎更概括了，

然而除了說明這「條緒」存在外其實什麼都沒說。（金永植，2003: 

29-30）8 

 

 
8  對應英文原著 Kim (2000: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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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先，經過上一節的討論，已知朱子的「理有偏全」一說預認了：

上層那「一原之理」與下層那些「文路子們」（

(whiteness)

10 

 
9  以上由牟宗三論「所以然」的引文到這裡，除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以及註腳 6 詳說唐君

毅的「創造原理」外，內容基本引錄自拙著（吳啟超，2017: 43-48）。 
10  當然，「白」顯然是一種屬性，但「存在」則或不應視為一種屬性。所以這裡只是

「姑如是說」，重點是考察在「存在之理」的詮釋下，上、下兩層之理是否有內容

上的連繫，以符合朱子本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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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

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

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

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

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

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

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

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朱熹，199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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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

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

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朱熹，1994: 111） 

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

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

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

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

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朱熹，1994: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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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

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

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朱熹，1994: 3） 

 

pattern

“p” 

Pattern “P”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Li as Emergent Patterns of Qi: a Nonre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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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Baba, 2015)  

“pattern” 

 

(inseparable) (unmingled) (Baba, 2015: 198)

(two 

irreducible substances of the cosmos)

(entity) (Baba, 2015: 198)

(an abstract nonspatiotemporal entity)

 (a concrete spatiotemporal entity) (Baba, 

2015: 198)

 (unlocated in) 

 (located in) 

 (Baba, 2015: 198)  

(substance) (entity)

 (1159-1223)  

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

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朱

熹，1994: 1） 

 “corporeal forms”  (Baba, 

2015: 209)

(figurative 

appellation) (Baba, 201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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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physical entity)

 (conditional state)

 (Baba, 2015: 210)  

 

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

著。（朱熹，1994: 3） 

 

(Baba, 2015: 212)

 

 (emerges out)  (systemic 

pattern) (Baba, 2015: 212) (out) 

(woven out)  (Baba, 201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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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enient on)  (Baba, 2015: 215)  



 

pattern  patterns “p” 



(li-patterns) (qi-processes) 

 (constitute genuinely novel 

features) (Baba, 2015: 215)

(ontologically reducible) (Baba, 2015: 215) 

 (Kung Pao Chicken) 

(synergy) (numerical sum) 

(Baba, 201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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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patterns) 

 

 (Stephen C. Angle)  (Justin 

Tiwald) 

 

(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Pattern and Vital 

Stuff)  

“Pattern”  “P”  (a deep truth)

 (an independent ontological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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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 Tiwald , 2017: 31)

 “patterns”

 

(One and Many) 

 (ultimately one)

 (Angle & Tiwald , 2017: 31)

 (1033-1107) 

 

各各物相互不同，此乃由其氣之配置  (configurations) 不同使

然。亦因此，當總文路（理）體現在一具體之物時，其最顯著之

處也會與他物不同，但此總文路之整體在每一物中均是同等地真

實和存在的。事實上，正是總文路的統一性賦予了任一現成呈現

的「總文路之面向」以確定性；我們可將這現成的「總文路之面

向」設想成一「次文路」(sub-pattern)。(Angle & Tiwald , 201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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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erns”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pattern

(reality) 

 (underlying aspect)

(Angle & Tiwald , 2017: 36)

 (prescriptive)

(Angle 

& Tiwald , 2017: 36)11  

 
 

11  此見安靖如與蒂沃德跟牟宗三一樣，均從「理」之「所以然」說起，再及其「所當

然」，而異於唐君毅之以「所當然」領「所以然」的詮釋進路。兩位匿名審稿人皆

指出，「總文路」的詮釋難以安立「所當然」（審稿人二稱為「道德之理」；審稿

人一更表示即連「存在之理」的詮釋亦「只達到所以然而已」）。筆者同意，「總

文路」的詮釋若要成功從「所以然」通徹「所當然」，需提出比現時更為精細的論

述。然而一方面，唐氏之以「所當然」領「所以然」，放在朱子理論系統中來看，

似亦非毫無困難，拙著即曾約略提及（吳啟超，2017: 54-56）。簡言之，以「所當然」

領「所以然」這一進路特長於說明吾人生命之向上提升，以達高明、以致廣大（唐

君毅，1991: 354），卻似未易說明山河大地等非人的存在之所從來，尤其若我們承認

人以外之萬物首先並不存在於吾人的道德世界、人文世界或價值世界。另一方面，

就本文的任務來說，我們且先集中比較「存在之理」與「總文路」兩種詮釋。至於

兩者是否一皆遜於唐君毅的詮釋，可先存而不論，俟來日再行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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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s 

over Pattern’s relation to vital stuff)  

(1465-1547)  (1619-1692)  (1724-1777) 

(internal logic)

1982: 

3

 

(a quasi-independent existence) (Angle & Tiwald , 2017: 38)  

(entity) (substance)

 

(asymmetrical co-dependence) (Angle & Tiwald , 2017: 38)

(Angle & Tiwald , 2017: 39)

1994: 2

19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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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3  

1994: 4

(explanatory priority) (Angle & Tiwald , 2017: 40)

(structuring)  (Angle 

& Tiwald , 2017: 40)

12 

 
12  審稿人二即借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哲學來指出，這種目的論宇宙觀「是

以合目的性原則作根據而給出的目的論判斷」。此判斷「是為了讓自己覺得天地萬

物的存在有其條理，即有自然的合目的性而已」；施加在事物上的話，即只成「虛

的判斷」。筆者同意，以「總文路」詮釋來看朱子哲學，確然會引出這種問題：朱

子憑什麼相信「宇宙大目的」或「宇宙總方向」是「生生」？此亦當再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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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ality) 

 (underlying aspect)

 

(structuring)

 

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

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又如父子，若

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朱

熹，1994: 71） 

 (orients) 

 (Angle & Tiwald, 2017: 41)

 
13  此「軌道」義其實亦屢見於唐君毅關於程顥以及朱子之「理」的論述中。如說「有

如人只面對任何之道路而觀，皆可覺其空虛無物。唯有緣此道路，以前行遙望，然

後見此道路，乃可引人以無遠弗屆，而瞻顧四方者」（唐君毅，1991: 354）。如說「此

性、此道、此理，亦即不能說為我所私有；而當說為我之生命與天地萬物之生命之

共同的生生之道、生生之理，或所謂天道、天理」（唐君毅，1991: 355-356）。如說

「人物之存在所循之道路、或一道、一理」（唐君毅，1991: 357）。如說「由此而一

切物之相繼，即可說為一純一的生之性、生之理之所貫徹；而見此性、此理之為一

生生不息之性之理。於是一切物皆同此一理、一性，同循之以為其生命前行之路道，

以為一生之道；於此又即可見萬物之同源於一理、一道，同出於一本，而為一體」

（唐君毅，1991: 357-358）。由此可見，唐君毅的詮釋確有親和於「總文路」詮釋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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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lays down the rules of the 

game and the means of success, but it does not make us play well) (Angle & 

Tiwald, 2017: 41)

1994: 3

(Pattern is 

something that is natural to follow, not an order that must be obeyed) (Angle 

& Tiwald , 2017: 42)14  

 “pattern(s)” 

 “Pattern”

 

 

 

朱子論宇宙萬物本體，必兼言「理」、「氣」。然朱子言理氣，

乃謂其一體渾成而可兩分言之，非謂是兩體對立而合一言之也。

此層最當明辨，而後可以無失朱子立言之宗旨。（錢穆，2011: 255） 

 
14  這裡唐君毅的見解又有不同：「我覺此當仁之理時，此理即能命我去行此仁存此仁，

我亦願去行此仁存此仁。則此天理兼對我顯為天命，而為對我有實作用之理。依朱

子說，即能生氣之理」（唐君毅，1986: 73）。此「理」能生「氣」一義當亦為唐氏

那以「所當然」領「所以然」的詮釋進路下自然而有之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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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理只是宇宙大氣中之條理、界瓣、文路子相似，這是從氣言理。

若擴大向大氣整體看，則理又是此大氣整體一箇大匡郭、大架

構。（錢穆，2011: 272）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朱熹，1994: 99）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朱熹，1994: 99） 

「道」字宏大，「理」字精密。（朱熹，1994: 99） 

 

46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

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

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

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朱熹，20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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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既不主專從處處脫離事物求理，但亦不許專就實處，只就氣

上認理，不向上求。〔……〕謂「理氣決是二物」，此語不可拘，

細看前後可知。（錢穆，2011: 267）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朱熹，1994: 1） 

太極卻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朱熹，1994: 1931）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

非有物耳。（朱熹，1994: 2366） 

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

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朱熹，

1994: 2365-2366） 

 

若謂物物者亦必是一物，則上帝造物，上帝亦猶一物也。今謂物

之前更無他有，故曰「以理言則不可謂之有」。然物不能自為物，

必有所由，故曰「以物言則不可謂之無」。（錢穆，2011: 286）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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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

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

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

有分別而不相離也。」（朱熹，1994: 1935）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

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朱熹，1994: 1935） 

(aspects)

 

15 

 
15  唐君毅亦採取「非實體化」的角度來說明宋明理學家之「理」的「形而上」性格。

具體來說，他是就「理」之道路義和所當然義來說其形而上。如說「而尅就一道、

一理之在前為導，而尚未為我所踐行言，此道、此理，即為純形而上，亦尚未全實

現於我之生命之氣之中者」（唐君毅，1991: 355）。如說「從現實存在上看，除非我

是聖人，此理恒只是對我顯為一當然之理，而對我之存心與行為有所命，為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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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

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

天地是箇皮殼。（朱熹，1994: 1701） 

2011: 263

 

 

(patterns) 

(Pattern)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為存心之一內在趨向。此理是在逐漸實現之歷程中，而未完全實現者。故此理本身，

總是有超現實之意義者，亦總是形而上者」（唐君毅，198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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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3) 

(7) (8) 

 

 (3)

 

 (7)  (8)

 (substance)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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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

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

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程顥、程頤，2004: 

4）16 

 

 

 
16  此段出自《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二先生語一〉，未註明屬程顥語或程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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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Zhu Xi’s Li:  
“Principle of Existence” or “Pattern”? 

Kai-Chiu Ng  

Abstract 

In interpreting Zhu Xi’s (1130-1200) primary ontological concept, li, I used to 
adopt “principle of existence” (PoE) proposed by Mou Zongsan (1909-1995) and, in 
a sense, also by Yung Sik Kim. PoE denotes the ontological ground of all beings, 
without which nothing can exist. However, Stephen C. Angle and Justin Tiwald’s 
recent book, 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has made me reconsider my 
view. Previously, a popular interpretation of li as pattern(s) (p is lowercase and can be 
plural) deterred me with its reductionism that there are only qi’s or things’ patterns – 
empirical lis – and thus misses Zhu Xi’s view that li is ultimately “above form” or 
metaphysical. Angle and Tiwald make a breakthrough by interpreting li as Pattern (P 
is uppercase and can only be singular) to indicate that above various empirical things’ 
patterns there is one highest and common Pattern, namely,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to guide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By regarding different patterns as various particular 
manifestations of the one Pattern, Zhu Xi’s two-tier worldview is thus preserved. 
This paper therefore rethinks Zhu Xi’s li by comparing this refined li-as-Pattern with 
li-as-PoE I used to advocate. It concludes that li-as-Pattern is a superior 
interpretation as it captures better three of Zhu Xi’s ontological views: “li can be 
partial or complete”, “li is not an entity”, and “li is abov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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