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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丁若镛的心性论： 

人心道心的重释与性嗜好说 

 

李幸勳(翰林大學校翰林科學院HK敎授) 

 

1、序言 

 

茶山丁若镛（1762―1836）是韩国儒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实学家，还是一位展开具

有独创性的心性论的人物。因“性嗜好”说而脍炙人口的心性论，是以先秦儒学→宋代新

儒学→明清时期的中国经学传统、朝鲜性理学以及从星湖学派学来的西学为背景的。他

在《自撰墓志铭》中叙述：探究六经四书，收集和考证了自汉代至明清的儒说中可以补充

经典的著述多达232卷， 396 可见他为经典的考证倾注了多少心血。他之所以对当时的主

流――性理学表示怀疑，重新解释心性论，正是因为这种工作为其奠定了基础。 

茶山虽然赞赏朱熹的业绩是中兴了在孟子以后断绝的道脉， 397 但还是对性理学的许

多见解提出了疑问。那么，他拒绝被朝鲜视为最高权威者的朱熹的解释，而提出新的解

释，仅仅是考证的结果吗？否定“性即理”命题而主张“以嗜好为性”，是和宋代新儒学建立

的整个心性论相关的。宋代的儒学者们把警戒人心、确立道心的圣贤之心法延伸到人性

的议论，朱熹则在《中庸章句序》中说，重新解释人心道心，以继承儒家的道统。 

                                           
396

 《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取六經四書，沈潛究索，凡漢魏以來，下逮明淸，其儒說之有補經典者，廣蒐博考，以定訛謬，著其取舍，用備

一家之言。以先大王所批毛詩講義十二卷爲首，而別作講義補三卷，梅氏尙書平九卷，尙書古訓六卷，尙書知遠錄七卷，喪禮四箋五十卷，喪禮外編十二

卷，四禮家式九卷，樂書孤存十二卷，周易心箋二十四卷，易學緖言十二卷，春秋考徵十二卷，論語古今注四十卷，孟子要義九卷，中庸自箴三卷，中庸

講義補六卷，大學公議三卷，熙政堂大學講錄一卷，小學補箋一卷，心經密驗一卷，已上經集共二百三十二卷。” 

397
 《經集》12，《論語古今註》：“孟子之沒，道脈遂絶。……朱子之爲吾道中興之祖者，亦非他故，其作中庸之序，能發明此理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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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398是儒家哲学很久以

来的话题。以“内圣外王”、“修己安民”为目标的儒家哲学认为，人心道心的议论是解释人

这一“类存在”的关键，所以无论是中国儒学还是韩国儒学，都给予了关心。其核心是，

怎样才能克服无法从受外物牵引的自然状态――“形体”所产生的生理欲望中摆脱出来的

人的不完全性，从而使道德健全。朱熹认为，因为人具有肉体，所以即使是圣人也只能

有人心，而且因为人人都禀赋了善的本性，所以都有源于性命的道心。同时具有形气和

性命的人，其先天的困境正是人心道心的出发。解决方法是让人心听从道心的命令。 

茶山认为，无论圣人还是凡人，都要面对在道心和人心之间不断抉择的瞬间。只是

因为人的品性具有好善恶恶、判断是非和自己选择善恶的自主权而能够实现道德性，所

以从本质上和其他事物有所区别。因此，善行和恶行的功过也完全归属于行为的主体，

仁义礼智之德并非内在于人的本性中，而是根据行为的结果而获得的。本文将考察否定

把人心道心扩大到心性议论的宋代性理学前提的根据是什么，阐明“以嗜好为性”与主体

的道德实践性是怎样连接起来的。 

 

2、对人心道心的重释 

 

《论语》和《孟子》里看不到直接引用“人心道心”的事例。《荀子․解蔽篇》里虽然出现

“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399 的句子，但是

《道经》是什么并不明确。400张载(1020－1077)的《正蒙》把人心和道心解释为天理和人欲，

                                           
398

 書經․大禹謨》。 

399
 荀子․解蔽》：“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400
 被统称为《书经》的《尚书》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等版本。在朝鲜广为流传的《书经集注》是东晋․梅赜以《今文尚书》为底

本而著述的。丁若镛在考证《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的儒林传和经籍志等书之后，批判梅赜的《尚书》二十五篇为伪作

。而且认为，因为道心、人心出自《道经》，唯一、唯精出自《荀子》，所以含义互不相连。(《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其爲書則曰，梅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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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程颐(1033－1107)让人心道心成为心性论的核心概念。他说：“心，道之所在”， 402 认

为人人都有道心，把人心和道心区分为私欲和正心。 403 朱熹认为，根据心知觉到的是天

理的纯粹本性的共鸣，还是从形气中产生的欲望而分为人心和道心。 404 知觉是心的能力

。换句话说，虽然虚灵知觉的心只有一个，但是会因为它是“生于形气之私”，还是“原于

性命之正”而被区分为人心和道心。405 

人心和道心还指称由于心的不同作用而产生的形态。为了在人心道心交织的情况下，

不被外物所迷惑而发现纯善的本性，就需要修养。通过修养，能用道心控制人心的人，

被儒家称之为圣人、君子、大人。孔子告诫人们，虽然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是会因为

习惯不同而变远，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孟子虽然强辩，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

以人人都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但是会根据“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而分为大人和小

人。虽然同样都是人，但是因为大人先确立了大体，所以大体不会因小体的蠢动而有所

动摇。406 

茶山认为，当精神和形体合一而成为人时，二者妙合的枢纽是心，孟子的所谓“大体”

就是指心。407顺从无形之灵明的大体是“率性”，顺从有形之躯壳的小体是“循欲”。值得注

意的是耳目和小体的区别。他说，决断顺从纯善的性还是顺从欲望是心的思考能力，不

                                                                                                                            

二十五篇僞也。考史記兩漢書及晉隋書儒林經籍之志，而其僞顯然，不可以不黜也。”《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道心人心，出道經。唯一唯

精，出荀子，義不可相連也。”) 

401
 正蒙․誠明》：“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402
 河南程氏遺書》21：“心，道之所在。” 

403
 河南程氏遺書》19：“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404
 《朱子語類》62：“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 

405
 《中庸章句》：“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406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407
 集經》5，《孟子要義》：“神形妙合，乃成爲人。神則無形，亦尙無名，以其無形，故借名曰神，借鬼神之神。心爲血府，爲妙合之樞紐，故借名曰心，

心本五臟，字與肝肺同，死而離形，乃名曰魂，孟子謂之大體，佛家謂之法身，其在文字，無專名也。” 經集》5，《孟子要義》：“心者吾人大體之借名也，

性者心之所嗜好也。” 



2015 栗谷学北京论坛 

 

- 202 - 

 

是耳目所能担当的事情。耳目只是把接触事物时知觉到的声与色传达给心。判断通过感

觉器官传达来的信息是否正确，决定行动与否是心的思考能力。 408 之所以把耳目规定为

感觉传达器官，和小体加以区分，是因为小体的欲望本身并不是恶的。“人心惟危”是对

源于形气的欲望可陷于恶的警告，人心本身并不是恶的。他在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时，

把寡欲的对象局限在谋取私利上，反而说没有欲望的人做不了世间所有的事情。409 

道心好德，人心好色(生理欲望)。410孟子所说的欲望，是指无论多么优秀的人都无法

消除的肉体的欲望。然而茶山在这里更进一步说：“能循正理則不害其爲善，專循私意則

乃至於陷惡。故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善惡未判之境也。” 411 “人心從小體發，道心從大體

發。” 412 并不是说“人心从小体发”，人心就是恶的。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追求富贵

荣华的欲望也不是恶的。只是危殆而已。因为人心的欲望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所以是危

殆的。为了提前防止违背礼仪的可能性，就要聆听道心的命令。茶山说，性发的是道心，

听顺道心所向就等于是“循天命”。 

 

不義之食在前，口腹之慾溢發，心告之曰勿食哉，是不義之食也，我乃順其所告，

郤之勿食，玆之謂率性，率性者，循天命也。四體薾然，常欲疲臥，道心告之曰勿偃

                                           
408

 《經集》6，《孟子要義》：“大體者，無形之靈明也，小體者，有形之軀殼也。從其大體者，率性者也，從其小體者，循欲者也。道心常欲養大，而人心

常欲養小。樂天知命則培養道心矣，克己復禮則制伏人心矣，此善惡之判也。耳目非以小體言也，物與我之相接，其門路在於耳目，耳收聲而納之於心，

目收色而納之於心，是其職耳，耳目但修其職分而已。……其能或從而或違者，以心官之能思也。苟一思之，必不可從小而違大，養小而害大，苟不思之，

必至陷溺其心而失其從違之正，心之能思，豈非幸歟，於是乎讚美之曰此天之所以予我者。” 

409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案吾人靈體之內，本有願欲一端，若無此欲心，卽天下萬事，都無可做，唯其喩於

利者，欲心從利祿上穿去，其喩於義者，欲心從道義上穿去，欲之至極，二者皆能殺身而無悔，所謂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也，余嘗見一種人，其心泊然無

欲，不能爲善，不能爲惡，不能爲文詞，不能爲産業，直一天地間棄物，人可以無慾哉，孟子所指，蓋利祿之慾耳。” 

410
 經集》14，《論語古今註》：“德者，道心之所好也，色者，人心之所好也。” 

411
 《集經》4，《中庸講義補》：“孟子所謂耳口目鼻四肢之欲，固上聖之所不能無者。然我之所以答是欲者，能循正理則不害其爲善，專循私意則乃至於陷

惡。故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善惡未判之境也。” 

412
 《經集》8，《論語古今註》：“人心從小體發，道心從大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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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是怠慢之習也，我乃順其所告，蹶然起坐，玆之謂率性，率性者，循天命也。413 

 

在“欲也”之人心与“勿也”之道心的交战中，道心克服人心所要做的就是“克己”。 414 克

己复礼即是仁，它完全取决于自己。就像有大体和小体一样，心也有人心和道心，如果

道心能克服人心，大体就能克服小体。 415 茶山在考察先儒们所议论的心性论的根据时说，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好德而耻恶，这是天命，也是本性。所谓“率性之謂道，故性之所

發，謂之道心”，是以性的纯善为前提的。因为被包围在形躯中，有时会“沮善陷恶”，但

是人的本性是好善而耻恶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性是纯善的，只有孟子符合性的本意

。416 

茶山毫不犹豫地将大体、小体分别与道心、人心相联结，但是却反对把人心和道心

理解为性。因为如果以人心为气质之性、以道心为义理之性，就会忽视心与性的差异。

所谓“性”，只是好善恶恶的属性。 417 主张道心和人心是心，性是人的一种嗜好，正是茶

山的立场。他说，“性”字本来是指“嗜好之欲”，但是因为后世的学者们对性的解释过于夸

张，所以无法了解本来的意思。“性”作为好善恶恶的嗜好，生于心。418“性生于心”的说法

看似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是背驰的。但是茶山所说的天命是上帝的命令，它寓于人

                                           
413

 《經集》3，《中庸自箴》：“率性之謂道，故性之所發，謂之道心。性生於心，故從心從生。道心常欲爲善，又能擇善，一聽道心之所欲爲，循其欲玆之

謂率性，率性者，循天命也。不義之食在前，口腹之慾溢發，心告之曰勿食哉，是不義之食也，我乃順其所告，郤之勿食，玆之謂率性，率性者，循天命

也。四體薾然，常欲疲臥，道心告之曰勿偃哉，是怠慢之習也，我乃順其所告，蹶然起坐，玆之謂率性，率性者，循天命也。” 

414
 《經集》12，《論語古今註》：“欲也者，人心欲之也，勿也者，道心勿之也，彼欲此勿，兩相交戰，勿者克之則謂之克己。” 

415
 《經集》12，《論語古今註》：“我有二體，亦有二心，道心克人心，則大體克小體也。” 

416
 《經集》15，《論語古今註》：“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好德而恥惡，此天命也，此本性也。惟其形軀相囿，爲沮善陷惡之具也。故人心得橫發於其間，

而道心爲之陷溺，是豈本性也哉。……夫惟好德而恥惡，曷不謂之純善乎。此孟子之言，所以獨得其本者也。孟子以性爲性，荀揚公孫以性與形爲性，孰

得而孰失乎。” 

417
 《集經》5，《孟子要義》：“今人以人心爲氣質之性，以道心爲義理之性，不知心之與性，所指不同。性之爲字，專主好惡而言，豈可以心而爲性乎。” 

418
 《經集》32，《梅氏書平》10，《南雷黃宗羲序》：“後世學者，看性字太重，乃以性字，爲靈知大體之專，稱曰心統性情則謂心大性小，曰推原性命則

謂心小性大，曰理曰氣，曰同曰異，千頭萬緖，七藤八葛，今爲天地間不可究詰之物，今若脫身於膠漆盆中，超然上觀乎先古聖賢之言，則性之爲字，本

指嗜好之欲，嗜好者，生於心者也，生於心，非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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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中。 

 

3、本然、气质构图的解体与“性嗜好”说 

 

众所周知，茶山受西学的影响，重新解释先秦儒学的“天”，把它解释为创造和主宰万

物的人格天。对于用太极和阴阳五行来说明万物生成的“理法天”观的否定，导致了“以性

为理”的性理学基本前提的龟裂。他认为，自己的“性嗜好”说并不是新的主张，很久以前

就已经是那么理解的。但是因为新儒学把品性分为本然和气质，所以出现了理气的异同

、心性的大小、已发和未发、单指和兼指等无数学说，使人摸不着头绪；又因为把太极

和阴阳五行的作用与心性论相联结，所以让学者们更加恍惚。 419 他尤其是反对把品性分

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 

对性理学心性论的基本构图的怀疑，是从分析“本然”一词的起源和含义开始的。“本

然”一词在六经四书中无法找到，却见于佛家的《楞严经》。他认为，是因为宋代儒者援用

了佛教用语，所以导致了心性议论上的混乱和弊害。佛家所说的“本然”是“无始自在”，而

儒家所说的“本然”是“禀命于天”，二者的意思是不同的。 420 佛家的“本然”如同“清净法身”，

无始而原本自在，不接受天的帮助，无始无终，本来自然。但是儒家的“本然”，因为精

血受之父母、性灵受之天命，所以不能说是本然。 421 佛教使用的“本然”一词在被性理学

                                           
419

 《詩文集》19，《答李汝弘》：“二千年來，恒言俗語，茶飯話頭，開口便以嗜好爲性，獨於經學家論性處，必捨嗜好二字，乃取本然氣質兩大柱曰理同

氣異，曰氣同理異，曰心大性小，曰心小性大，曰已發未發，曰單指兼指，千頭萬緖，棼然淆亂，又遠取太極一元之圈，先天二五之妙，曰心曰性，使學

者恍兮忽兮，莫知其入頭下手之處，豈非枉勞苦乎。”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今人推尊性字，奉之爲天樣大物，混之以太極陰陽之說，雜

之以本然氣質之論，眇芒幽遠，恍忽夸誕，自以爲毫分縷析，窮天人不發之秘，而卒之無補於日用常行之則，亦何益之有矣，斯不可以不辨。” 

420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本然之義，世多不曉，據佛書，本然者，無始自在之意也。儒家謂吾人稟命於天，佛氏謂本然之性，無所稟命，無

所始生，自在天地之間，輪轉不窮，人死爲牛，牛死爲犬，犬死爲人，而其本然之體，瀅澈自在，此所謂本然之性也。逆天慢命，悖理傷善，未有甚於本

然之說，先儒偶一備用，今人不明來歷，開口便道本然之性，本然二字，旣於六經四書諸子百家之書，都無出處，唯首楞嚴經重言復言，安望其與古聖人

所言，沕然相合耶。” 

421
 《經集》15，《論語古今註》9：“佛家謂淸淨法身，自無始時，本來自在，不受天造，無始無終，故名之曰本然，謂本來自然也。然形軀受之父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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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的过程中发生了概念上的转移。既然它们的含义不同，为什么还要区分本然和气质？

茶山认为，是因为宋代的新儒学者们强调灵体的纯善，所以用本然和气质来区分品性，

把现实中的恶归属于气质之性。就是说，为了区分气质之性以确保本性的无缺陷性，而

借用了“本然”一词。茶山判断，《楞严经》所谓“本然之性，純善無惡，無纖毫塵滓，瀅澈

光明，特以血氣新薰之故，陷於罪惡”是性理学命题的原型思维。可是茶山就连这个也加

以否定。人之灵体，以嗜好论，则乐善而耻恶；以权衡论，则可善可恶。所以危而不安，

不能说是纯善而无恶。 422 纯粹的灵体，即人所禀赋的品性只有嗜好。所谓“权衡”，是指

能够选择善与恶的自律能力。虽然人的品性具有追求本善的属性，但是由于“权衡”有时

也会行恶。 

如果像性理学那样认为本然之性纯善无恶，恶取决于气质之性，那么看似在行为之

前善恶就已经被决定了。人们基本上以为，纯粹的是义理之性，由来于形气的是气质之

性，所以千万种罪恶都由来于食色与安逸。如果把恶都归属于形气，虚灵不昧的本体只

是纤微的，没有丝毫恶，那么会根据气质之性的先天差异而可善可恶。如果善恶是先天

决定的，那么还有谁会努力行善？这正是茶山要解体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图的理由。

他主张，虚灵本体纯善是佛家的理论，虚灵不昧的本体也潜在着恶的因素。与源于肉体

欲望的恶不同的是，骄慢自尊的罪源于虚灵的本体，所以虚灵本体已经内在着恶的可能

性。 423 茶山的分析是，将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分属于善恶的观念是倾倒于佛家的儒学者

们所提出的，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佛家理论是错误的。 

                                                                                                                            

曰無始也，性靈受之天命，不可曰無始也，不可曰無始，則不可曰本然。” 

422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佛氏謂如來藏性，淸淨本然，楞嚴經謂本然之性，純善無惡，無纖毫塵滓，瀅澈光明，特以血氣新薰之故，陷於罪

惡，有宋諸先生皆從此說，然吾人靈體，若論其嗜好，則樂善而恥惡，若論其權衡，則可善可惡，危而不安，惡得云純善而無惡乎。” 

423
 《集經》5，《孟子要義》：“今人以純乎虛靈者爲義理之性，以由乎形氣者爲氣質之性，千罪萬惡，皆由於食色安逸，故凡惡皆歸之於形氣，而虛靈不昧

之體，認之爲但具衆美，都無纖惡，殊不然也，虛靈之物，不能爲惡，則彼無形之鬼神，又何以有明神惡鬼哉，食色安逸之欲，皆由形氣，而凡驕傲自尊

之罪，是從虛靈邊出來，不可曰虛靈之體，無可惡之理也，人有以道學文章自尊者，譽之則喜，毁之則怒，是於形氣有甚關係，凡以虛靈之體，謂純善無

可惡之理者，拂氏之論也，惟性純善，餘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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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学的修养论以人心为气质之性、以道心为义理之性，把恢复被气质之性所蔽的

本性的纯善作为目标。在此延长线上，他批判孟子的论说虽然言及本然之性，但是对气

质之性的议论并不全面。但是茶山判断，如果说义理之性主乎善、气质之性主乎恶，就

是扬雄的“善恶浑在”说成为正论，如果单言气质之性，就是荀卿的“性恶”说成为正论，所

以孔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是不能成立的。 424 因为虚灵不昧的本体也潜在着恶的因素，

所以否定本然之性的纯善无恶，他主张行善或行恶是“权衡”，而不是气质之性。他强辩，

因为孔子→子思→孟子道统的核心是“以嗜好为性”，都是用嗜好来证明性，所以“舍嗜好

而言性”就不是洙泗的学问。425 

接下来，茶山通过人与禽兽禀受的品性是不同的主张，反复解体本然之性和气质之

性的构图。性理学者始终“以性为理”，因为人与物生成时同样得到天地之理而为性，所

以称之为“本然之性”。就是说，虽然人与禽兽的本然之性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因为只有

人得到“形气之正”而完整无缺，所以不同于禽兽。 426 茶山主张，人与禽兽的本然之性本

来就是不同的。他认为，生物可分为三个等级，草木有生成而无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无

灵明，只有人的大体有生成有知觉，而且具有灵明神妙的作用。 427 因为只有人具有生成

、知觉和灵明，所以说本然之性相同是错误的。生成、知觉、灵明的作用和能力是人独

有的特性。 

                                           
424

 《集經》5，《孟子要義》：“性有善有惡，而孟子單言性善，則孟子不知性矣，孟子不知性，而復有知性者乎，據云義理之性，主乎善，氣質之性，主乎

惡，二性相合，乃爲全性，則揚子雲善惡渾之說，爲正論也，單言氣質之性，則荀卿子性惡之說，爲正論也，然則孔子子思之統，當在荀揚，豈得復以孟

氏爲宗乎，道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人以人心爲氣質之性，以道心爲義理之性，不知心之與性，所指不同。性之爲字，專主好惡而言，豈可以心而

爲性乎。” 

425
 《經集》3，《中庸自箴》1：“人固以嗜好爲性也，故孟子論性善之理，輒以嗜好明之，見告子盡心孔子引秉彝好德之詩，以證人性，舍嗜好而言性者，

非洙泗之舊也。” 

426
 《經集》5，《孟子要義》：“性理家每以性爲理，故集注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爲性，此所謂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無有大小尊卑之差等，特因所

稟形質有淸有濁有偏有正，故理寓於氣，不得不隨而不同。集注曰人於其間，獨得形氣之正爲小異，亦此說也，審如是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形

氣，不在於性靈。庶民去形氣，君子存形氣，豈孟子之本旨乎。形氣者體質也，與生俱生，死而後腐焉，庶民獨安得去之乎。性理家謂本然之性之寓於形

氣也，如水之注器，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是明明把人性獸性打成一物。” 

427
 《經集》15，《論語古今註》9：“凡天下有生有死之物，止有三等，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靈，人之大體，旣生旣知，復有靈明神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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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为《中庸》加上注释：“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他认为，

“理”作为本然之性，是人与物同时获得的。而茶山却说，虽然人通过知觉运动来追求食

色与禽兽没有区别，但是灵明通慧的道心寓于气质而以为主宰的特性是人独有的。孟子

所说的“道义之性”是人独有的，告子所说的“气质之性”是人与物皆有的。因此，朱熹认为

人与物同时获得本然之性的主张不仅和孟子不相符，而且是错误的。 428 因为只有人具有

和草木、禽兽有所不同的“道义之性”，所以能实践仁，这也是区分人与物、人之所以为

人的根据。 429 并且，人合道义、气质而为一性，但对于只有气质之性的动物来说，气质

之性就是本然之性，没有必要把本然和气质对比而言。 430这种主张与“本然之性相同、气

质之性不同”的性理学的心性论是相反的。于是茶山为了消除概念上的混乱，用天命之性

和道义之性来取代本然之性。天命之性是道义和气质的合称，道义之性主要是用来和气

质之性进行对比。431 

天命之性也是嗜好。 432 茶山认为，性不是人的本性或实体，而是一种乐善耻恶的嗜

好。他说：“性者，人心之嗜好也。如蔬菜之嗜糞，如芙蕖之嗜水。” 433 正如蔬菜有嗜糞

的特性、芙蕖有嗜水的特性，人有好善的特性。所谓“性善”，是指人的本心乐善耻恶。

                                           
428

 《經集》6，《孟子要義》：“本然氣質之說，不見六經，不見四書，然朱子中庸之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所謂本然之性，

謂賦生之初，其理本然，此所謂人物同得也，然臣獨以爲本然之性，原各不同。……大抵人之所以知覺運動，趨於食色者，與禽獸毫無所異，惟其道心所

發，無形無質，靈明通慧者，寓於氣質，以爲主宰，故粵自上古，已有人心道心之說，人心者氣質之所發也，道心者道義之所發也，人則可有此二心，若

禽獸者，本所受者氣質之性而已。除此一性之外，又安有超形之性，寓於其體乎，氣質之性，卽其本然也。然則孟子所言者，道義之性也，人之所獨有。

告子所言者，氣質之性也，人物所同得。朱子之言，自與孟子不合而已。孟子之時，本無本然之說，豈可執後出之謬名，欲以解先聖之微言乎。” 

429
 认为只有人具有道义之性的主张是受了星湖学派的影响。星湖虽然继承了朱子学“性即理”的基本命题，但是确实与朱子学不同是，认为人不但有草木的生

长和禽兽的知觉，还有义理之性，所以它们的性是不同的。(《星湖先生全集》41，雜著，《心說》：“人也者，草木之生長，禽獸之知覺，並有而又御之

以義理之心焉。”) 

430
 《經集》6，《孟子要義》：“蓋人性者，合道義氣質二者而爲一性者也，禽獸性者，純是氣質之性而已。……臣謂人性卽人性，犬牛之性卽禽獸性，至論

本然之性，人之合道義氣質而爲一性者，是本然也，禽獸之單有氣質之性，亦本然也，何必與氣質對言之乎。” 

431
 正如“人心者，氣質之所發也。道心者，道義之所發也”(《經集》6，《孟子要義》)，是区分人心/道心、道义/气质的时候。 

432
 《經集》3，《中庸自箴》1：“天命之性，亦可以嗜好言。” 

433
 《經集》2，《大學講義》：“性者，人心之嗜好也。如蔬菜之嗜糞，如芙蕖之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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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诗经》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就意味着性是先天的嗜好。人的本性好善和水好就

下、火好就上的属性一样，是生来禀命于天的。435 

 

今人以心性二字，作爲大訟，或云心大而性小，或云性大而心小，謂心統性情則心

爲大，謂性是理而心是氣則性爲大，以心爲大者，主神形妨合，只有一心而言之也，

以性爲大者，把此性字，以爲大體法身之專稱也。然若必欲假借一字，以爲大體之專

名，則心猶近之，性則不可，性之爲字，當讀之如雉性鹿性草性木性，本以嗜好立名，

不可作高遠廣大說也。436 

 

茶山解体人心―气质之性、道心―义理之性的构图，断定源于形气的自然欲望――

人心也是嗜好，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也是嗜好。437只是把嗜好区分为耳目口体所好的“形

躯之嗜好”和天命、天道、性善等议论的“灵知之嗜好”。 

 

曰性者嗜好也，有形軀之嗜，有靈知之嗜，均謂之性。故召誥曰節性，王制曰節民

性，孟子曰動心忍性，又以耳目口體之嗜爲性，此形軀之嗜好也。天命之性，性與天

道，性善盡性之性，此靈知之嗜好也。曰本然之性，原出佛書，與吾儒天命之性，相

                                           
434

 《詩文集》19，《答李汝弘》：“人之本心，樂善恥惡，卽所謂性善也。” 

435
 《經集》5，《孟子要義》：“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性之謂秉彝，而必以好德爲說。性之字義，其不在於嗜好乎。人性之必好爲善，如水性之必好就

下，火性之必好就上。賦生之初，天命之以此性。” 

436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今人以心性二字，作爲大訟，或云心大而性小，或云性大而心小，謂心統性情則心爲大，謂性是理而心是氣則性爲

大，以心爲大者，主神形妨合，只有一心而言之也，以性爲大者，把此性字，以爲大體法身之專稱也。然若必欲假借一字，以爲大體之專名，則心猶近之，

性則不可，性之爲字，當讀之如雉性鹿性草性木性，本以嗜好立名，不可作高遠廣大說也。” 

437
 《經集》5，《孟子要義》：“故孟子論性，必以嗜好言之，其言曰口之於味，同所嗜，耳之於聲，同所好，目之於色，同所悅，告子上皆所以明性之於善，

同所好也，性之本義，非在嗜好乎。……人性之必好爲善，如水性之必好就下，火性之必好就上。……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蔡云節其驕淫之性，王制曰

修六禮以節民性，孟子曰動心忍性，此所云性者，人心之嗜好也，商書祖伊之言曰不虞天性，子思曰率性，孟子曰性善，此所云性者，道心之嗜好也，雖

其所主不同，其以嗜好爲性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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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氷炭，不可道也。438 

 

虽然按照不同的嗜好进行区分，但是都是性的嗜好。 

 

氣質之性，嗜甘而惡苦，嗜香而惡臭，天命之性，嗜善而惡惡，嗜義而惡貪，嗜好

之名雖同，乃其所嗜好不同。……所謂氣質之性，天命之性，非皆以嗜好得名者乎。

……獨於論性之席，撇去嗜好，必蒼蒼然玄遠，太極理氣，陰陽五行，別作艱深之論，

豈孟子論性之法，不足憑信歟。439 

 

茶山从两个方面提出人性嗜善、乐善的证据。一个是“现在之征验”，即使是盗贼或娼

妓也会乐善恶恶，另一个是“毕竟之功效”，善事和义举日积月累，即使在富贵、贫贱、

威武面前也决不屈服。 440 虽然消除了因气质不同而产生的先天制约，但是为了成为圣人，

还是不能乐观地看待性善。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保存微乎甚微的道心。因为如果

说保存道心的能力是性善，人就要终生为完整地保存道心而不断努力。441 

 

                                           
438

 《詩文集》，文集，《自撰墓誌銘》：“曰性者嗜好也，有形軀之嗜，有靈知之嗜，均謂之性。故召誥曰節性，王制曰節民性，孟子曰動心忍性，又以耳目

口體之嗜爲性，此形軀之嗜好也。天命之性，性與天道，性善盡性之性，此靈知之嗜好也。曰本然之性，原出佛書，與吾儒天命之性，相爲氷炭，不可道

也。” 

439
 《經集》32，《梅氏書平》10，《南雷黃宗羲序》：“氣質之性，嗜甘而惡苦，嗜香而惡臭，天命之性，嗜善而惡惡，嗜義而惡貪，嗜好之名雖同，乃其

所嗜好不同。……所謂氣質之性，天命之性，非皆以嗜好得名者乎。……獨於論性之席，撇去嗜好，必蒼蒼然玄遠，太極理氣，陰陽五行，別作艱深之論，

豈孟子論性之法，不足憑信歟。” 

440
 詩文集》19，《答李汝弘》：“人性嗜善樂善，厥證有二，其一卽見在之徵驗，其一卽畢竟之功效也，盜賊陷溺而爲惡，人有不知者，譽之以廉潔則悅，

其性之樂善如是也，娼妓陷溺而爲惡，人有切責者，罵之以淫穢則愧，其性之惡惡如是也，諸如此類，是見在之徵驗也。……人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

義擧，集義積善，積之至久，則心廣體胖，睟面盎背，而浩然之氣，與之滋長，至剛至大，塞乎天地之間，於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畢竟之功效也，性之爲字，本用於嗜好處，無可疑者。” 

441
 《經集》6，《孟子要義》：“道心猶有存者則人也，道心無攸存者則禽獸也，道心全存而不亡則聖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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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体的道德实践 

 

茶山否定，“太极”这个根源性的实体通过阴阳五行的运动和变化生成万物的世界观。

他把自然天和创造万物的神加以区别，认为天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上帝本身。而

且《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指天道，而不是指人道。所以没有把“率性之道”归属于

“一阴一阳之道”。他宣言不可以把“率性之道”归属于“一阴一阳之道”。 442这种主张是通过

解体从自然的法则性摸索人伦之道的构图来区分自然的物理法则与人的道德规范。在规

范自然的天理的位置上放上天命，为其置换了创造世界的上天主宰者的权能。 

 

君子處暗室之中，戰戰栗栗，不敢爲惡，知其有上帝臨女也，今以命性道敎，悉歸

之於一理，則理本無知，亦無威能，何所戒而愼之，何所恐而懼之乎。443 

 

茶山否认本然之性，即天理内在于人心。他反问，对于格物致知，穷理还有何用？

444 这是因为生成万物的理和人的道德原理是无关的。 445因为理无作为，所以理本身不能

实现道德，是有好善恶恶之性的人提供了一个能够自觉地选择善、实践善的自主的人型

。这种能力是源于上帝赋予人的灵明。因此人要每时每刻聆听“寄在道心”的天的声音。

                                           
442

 《經集》6，《孟子要義》：“若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本之易傳，則是言天道，不是人道，是言易道，不是天道。豈可以吾人率性之道，歸之於一陰一陽乎

。” 

443
 《經集》3，《中庸自箴》：“君子處暗室之中，戰戰栗栗，不敢爲惡，知其有上帝臨女也，今以命性道敎，悉歸之於一理，則理本無知，亦無威能，何所

戒而愼之，何所恐而懼之乎。” 

444
 《經集》6，《孟子要義》：“至於大學之格物致知，所格者物有本末之物，所致者知所先后之知，身與物爲本末，修與治爲先後，此與知性知天之論，原

不相干，且所謂知性者，欲知吾性之能樂善恥惡，一念之萌，察其善惡，以率以修，以達天德也，若以理爲性，以窮理爲知性，以知理之所從出爲知天，

遂以知理之所從出爲盡心，則吾人一生事業，惟有窮理一事而已，窮理將何用矣，夫以理爲性，則凡天下之物，水火土石草木禽獸之理皆性也，畢生窮此

理而知此性，仍於事親敬長忠君牧民，禮樂刑政，軍旅財賦，實踐實用之學，不無多小缺欠，知性知天，無或近於高遠而無實乎，先聖之學，斷不如此。” 

445
 《經集》4，《中庸講義補》：“萬物生成之理，於我何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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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心的警告就是皇天的命令和告诫，顺应道心就是顺应天命。 446 这里很难否认受到

了西学的影响，但是可以判断这不是宗教或信仰的层面，而是因为需要一个代替天理的

绝对权威而借用的。因为无论是天赋予的道德命令还是自律能力，最终善的实现毕竟都

是主体的问题。 

认为自然生成万物的德――“仁”内在于人心的传统论法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仁义礼智

的四端是先验的，那么该从何处去寻找实践的契机？在强调主体的道德实践的理论中，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仁义礼智是通过行为的结果而获得的。 447 这种观点和朱熹把本性的恢

复设定为学习的目标是相反的。因为克己复礼后方有“仁”，并不是在克己复礼之前就已

经有“仁”了，所以朱熹认为仁义礼智之理内在于性的见解被否定。 448 不仅仁义礼智，而

且所有的德都是通过人与人建立关系的结果而获得的。449 

人心中的理本身并不是德。“直心所行”，表现为实际行动时才能说是德。心体的湛然

虚明不是德，人心本来就没有德。 450 “善之积为德。”正如《论语》所说“德者得也”，古人

不曾把内在的心性称之为德。如果不表现为事情和行为，就不能成为德。 451 值得注意的

是，把德视为生而得之的，还是通过实践善而后天获得的。在“以嗜好为性”的茶山心性

论的结构中，仁义礼智不是内在于人心中的理，而是通过努力而完成的。对于朱熹把心

未发以前的状态谓之“中”、已发而合乎理的状态谓之“和”，也同样主张二者都是需要努力

                                           
446

 《經集》3，《中庸自箴》1：“天之喉舌，寄在道心，道心之所儆告，皇天之所命戒也，人所不聞，而己獨諦聽，莫詳莫嚴，如詔如誨，奚但諄諄已乎，

事之不善，道心愧之，愧怍之發，諄諄乎天命也，行有不善，道心悔之，悔恨之發，諄諄乎天命也。” 

447
 《茶山詩文集》21，《示兩兒》：“仁義禮智者，施諸行事而後，方有是名。” 

448
 《朱子語類》，性理1，《人物之性氣質之性》：“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 

449
 《經集》5，《孟子要義》：“仁義禮智之名，成於行事之後，故愛人而後謂之仁，愛人之先，仁之名未立也，善我而後謂之義，善我之先，義之名未立也，

賓主拜揖而後禮之名立焉，事物辨明而後智之名立焉，豈有仁義禮智四顆，磊磊落落，如桃仁杏仁，伏於人心之中者乎，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明仁之爲物，成於人功，非賦生之初，天造一顆仁塊，插于人心也，克己復禮之時，豈不費許多人力乎。” 

450
 《經集》6，《孟子要義》：“在心之理，安得爲仁乎。唯德亦然，直心所行，斯謂之德。故大學以孝弟慈爲明德，論語以讓國爲至德，實行旣著，乃稱爲

德，心體之湛然虛明者，安有德乎，心本無德，況於仁乎。” 

451
 茶山詩文集》18，《上弇園書》：“噫。善之積爲德。傳曰德者得也，古人未有以在內之心性稱德者，蓋不顯於事爲則不可爲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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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获得的。452 

在运用人与人的关系解释“仁”的构成原理时，主张“事父孝”、“事兄恭”、“事君忠”、

“与友信”、“牧民慈”就是仁，反对把自然的“生物之理”和天地的“至公之心”解释为仁的传

统。获得仁的最好方法是行“恕”，“诚”与“敬”是修养的方法。因此他说：“然恐懼戒愼，昭

事上帝則可以爲仁，虛尊太極，以理爲天則不可以爲仁，歸事天而已。”453 

朱熹认为，即使是圣人也只能有人心，因为人人天生具有善的本性，所以有源于性

命的道心。 454 茶山也明确一点，因为人有形体，所以无论多么优秀的人(上知)都不能没

有人心。于是批判前汉时代的刘向说“上知全无人心，下愚全无道心”的主张是错误的，

他混淆了“性善”和“人善”。 455 因为“性善”是好善的嗜好，“人善”是涵养保存道心的结果。

所以不能用人心和道心来区分上知和下愚。因为上知和下愚是根据自身的努力而产生的

优劣，性虽相近却因所习而有所不同，所以品性本身并没有等级。456 

茶山认为，君子和小人也不是天命所决定的，而是通过义理的称量而辨别的。 457 对

于《论语》的“性相近习相远”，则解释为性是“本心之好恶”，习是“闻见之惯熟”。就是说，

因为圣人与凡人的好德耻恶的品性是相同的，所以性是相近的。 458 换句话说，上知和下

愚只是指习惯于善的人和不改变恶习的人。即使是圣人，如果不思考就能成为狂人；即

                                           
452

 經集》3，《中庸自箴》：“但天命之性，雖聖愚同得，而中和二字，乃成德之美名，必用力推致而後，乃爲吾有，豈可於不用力之前，先有中和之德。” 

453
 《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二人爲仁，事父孝仁也，事兄恭仁也，事君忠仁也，與友信仁也，牧民慈仁也，東方生物之理，天地至公之心，

不可以訓仁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故曾子學道，告以一貫，子貢問道，告以一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貫之以恕，爲仁由己，克己復禮，此孔門之

正旨也。誠也者，誠乎恕也，敬也者，復乎禮也，以之爲仁者，誠與敬也。然恐懼戒愼，昭事上帝則可以爲仁，虛尊太極，以理爲天則不可以爲仁，歸事

天而已。” 

454
 《集經》4，《中庸講義補》：“然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455
 《經集》15，《論語古今註》：“劉向之說，理所不通，性善與人善不同，性善者謂天賦之性，好德而恥惡……人善者率此善性，正心修身，畢竟行義而

成仁，以全其德者也。……劉氏之說，有若上知全無人心，下愚全無道心，豈可曰知性者乎。” 

456
 《經集》15，《論語古今註》9：“智愚者，謀身之工拙，豈性之品乎。性相近，只是一等而已，安有上中下三等乎。” 

457
 經集》6，《孟子要義》：“若云稟命之初，其分已定，則君子小人，孰不分定，分定者正是自家心中，秤量義理，自定其分也。” 

458
 經集》15，《論語古今註》9：“性者，本心之好惡也，習者，聞見之慣熟也。好德恥惡之性，聖凡皆同。以此之故，本相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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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狂人，如果思考就能成为圣人。 459 若是能根据自身的努力而发生变化，那么圣人也

要不断地实践善，狂人也会产生只要不放弃、努力就行的动机。 

孟子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但是有时行“不善”，是因为受到财利、酒色等

外物的诱惑。宋代儒学者们虽然承认“性善”，但是却从气质上寻找“不善”的原因。如果天

赋的气质是“不善”的原因，那么先天具有不利气质的人就从根本上被切断了善的可能性

。因此茶山认为，天赋的气质不能决定道德性，460而是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的产物。 

 

孟子論性，以不善歸之於陷溺，宋儒論性，以不善歸之於氣質。陷溺由己，其救有

術，氣質由天，其脫無路。人孰不自暴自棄，甘自歸於下流之賤乎。天之賦予，原自

不均，或予之以純美純淸之氣質，使之爲堯爲舜，或予之以純惡純濁之氣質，使之爲

桀爲跖，天之不公，胡至是也。461 

 

人虽有好善耻恶的天性，但有时会行恶。恶不是由气质所决定的，而是人自己选择

的。如果善恶已经被决定，那么涵养、保存、实践道德性的理由就会消失。因为性是嗜

好，所以可善可恶。这是因为天赋予人自主之权，使人能够选择善恶。选择和实行善恶

作为人心固有的权限(权衡)，是人独有的特性。于是为善则成为功，为恶则成为罪。 462

设定自主之权的理由大致有两个。第一，辨别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是人人皆有的；第二、

                                           
459

 《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上智下愚，非性品之名。守善者雖與惡相押習，不爲所移，故名曰上智。安惡者雖與善相狎習，不爲所移，故名

曰下愚。若云人性原有不移之品，則周公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爲不知性者也。” 

460
 《經集》6，《孟子要義》：“人之善惡，不係氣稟之淸濁。” 

461
 經集》6，《孟子要義》：“孟子論性，以不善歸之於陷溺，宋儒論性，以不善歸之於氣質。陷溺由己，其救有術，氣質由天，其脫無路。人孰不自暴自棄，

甘自歸於下流之賤乎。天之賦予，原自不均，或予之以純美純淸之氣質，使之爲堯爲舜，或予之以純惡純濁之氣質，使之爲桀爲跖，天之不公，胡至是也

。” 

462
 《集經》5，《孟子要義》：“若所謂善惡渾者，天之賦性旣如此，則人之行善，如水之就下，火之就上，不足爲功能，故天之於人，予之以自主之權，使

其欲善則爲善，欲惡則爲惡，游移不定，其權在己，不似禽獸之有定心，故爲善則實爲己功，爲惡則實爲己罪，此心之權也，非所謂性也。揚雄誤以爲性，

故乃謂之善惡渾。……人則異於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主張由己，活動不定，故善斯爲功，惡斯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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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结果的责任是在于自己的。不被天赋的气质所左右，根据自身的努力与否可善可恶

的正是人，只有在艰难的情况下也能不失去良心，才是真正的人。认为无论谁都能想善

就善、想恶就恶的“自主之权”是继“性嗜好”说之后茶山心性论的核心。 

人是在结束生命那一时刻也要判断和选择善恶的存在。人心与道心的交战每时每刻

在进行，不仅是凡人，圣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情况。463人心与道心交战，一旦“义”战胜“欲”，

就能“适道”。 464 尽管如此，也没有乐观地看待道心的胜利。因为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是说人虽好善，但是对善恶的选择是自觉形成的。465认为中和的境界只有君子才能

达到，也是在说明这条路的艰险。茶山还用才、势、性来说明。即，“可善可恶”的是才，

“难善易恶”是势，“乐善耻恶”是性。反正只要“率性而无违”，就能“适道”，所以是“性善”

。466 

 

5、结语 

 

茶山曾经对退溪和栗谷的四端七情论辩进行过评价。强调理气不杂的退溪接受朱熹

“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467的主张，提出“理气互发”。相反，栗谷则从理气不离的

观点出发，只认同“气发理乘”。茶山对“四端七情分属于理气之发”提出疑问。他认为，虽

然所以发之者是理，但是发之者只有气，理不能自己发之。所以虽然肯定“气发理乘”，

                                           
463

 郑素伊认为，茶山称颂朱熹的理由是：“即使是圣人也不是天生完美无缺的。他也和凡人一样有需要克服的私念、私欲等欲望。从而要求人们进行具体而持

久的道德行动。”(《茶山丁若镛的人心道心论》，《茶山学》第18号，2011，第284－285页。) 

464
 《經集》6，《孟子要義》：“人心道心之交戰，義勝欲勝之判決，人能於是乎猛省而力克之則近道矣。” 

465
 《經集》2，《心經密驗․心性總義》：“人心惟危者，吾之所謂權衡也，心之權衡，可善可惡，天下之危殆不安，未有甚於是者，道心惟微者，吾之所謂性

好也。” 

466
 《茶山詩文集》16，《自撰墓誌銘》：“可善可惡者才也，難善易惡者勢也，樂善恥惡者性也，率此性而無違，可以適道，故曰性善也。” 

《梅氏書評》10：“才者其能其權也。……人則其才可善可惡，能在乎自力，權在乎自主，故善則讚之，惡則訾之。……勢者其地其機也。食色誘於內，名利引於外

。又氣質之私，好逸惡勢，故其勢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嗚呼。言乎其才，則可善可惡，言乎其勢，則難善易惡。” 

467
 《朱子語類》53：“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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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定“理发气随”。468然而并没有说“理气互发”是错误的。因为退溪主张道心和四端是

理之发、人心和七情是气之发是心性的层面，而栗谷否定理之发、肯定气之发是将道和

气综合起来看的，他们只是观点不同而已。469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茶山切断了理气论和心性论的连接纽带。其契机可以说是，随

着西学这一外部因素与朝鲜后期社会阶层的变化、性理学社会功能的减弱而提出的内部

创新。虽然茶山用“理法天”代替“人格天”的契机来自于外部，但是其心性论的基本构图是

在仔细辩证儒家心性论走向的过程中建立的。对于从先秦儒学到新儒学，以及同时代中

国和日本的注释逐一进行研究考证，加以集大成正是茶山学问的本领。用上帝代替性理

学的天理、强调要聆听上帝的命令――道心的主张并不是宗教和信仰的层面，而是一种

推动主体道德性实现的装置。因为无论如何，善的实现和恶的陷溺都完全取决于个人的

选择。由此看来，天命并非与自主权相冲突，在广义上可以解读为一个触发主体实践的

机制。 

茶山心性论的最大特点是将赋予人的天命视为嗜好，而不视为理。将“以理为性”的性

理学前提改为“以嗜好为性”的原因可以从规范自然的知识和常识的地平线延伸到新的地

平线上找到。“生物须天，用物须人” 470 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这分明意味着富涵于性理学

命题中的道德情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所以将它和“人与自然的分离”这一机械论的思考

模式进行类比。事实上，不能否认科学技术的发达驱逐了许多对自然的敬畏。但是从气

质上来看，比禽兽不利于生存的“类存在”――人类至今还能够生存在地球上的理由也正

                                           
468

 《集經》4，《中庸講義補》：“四端屬理發，七情屬氣發之說，有宿疑焉。若不汨沒於紛紜之說，超坐而公觀之，則或易辨破。蓋氣是自有之物，理是依

附之品，而依附者必依於自有者，故纔有氣發，便有是理，然則謂之氣發而理乘之可，謂之理發而氣隨之不可，何者。理非自植者，故無先發之道也，未

發之前，雖先有理，方其發也，氣必先之。東儒所云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之說，眞眞確確，誰得以易之乎。臣妄以謂四端七情，一言以蔽之曰氣發

而理乘之，不必分屬於理氣也。” 

469
 《茶山詩文集》21，《示兩兒》：“退溪專主心性，故有理發有氣發，道心是理發，人心是氣發，四七亦然，栗谷通論道器，故有氣發，無理發，兩賢所

指各殊，不害其言之不同，而東人先輩斥之以認氣爲性過矣。” 

470
 《詩文集》22，《擊蛇解》：“生物須天，用物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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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此。人使用物的“灵明”就像老虎猎食食草动物一样，没有别的理由。因为生来就不

能像食草动物那样用草来维持生命是老虎的本然之性，所以不能用善恶去判断。如果食

肉动物不去危害食草动物，就只能死亡，这不能说是道心。茶山的见解是，禽兽本来只

有气质之性而没有道心。而且佛教禁止杀生是“仁于物”，墨翟的兼爱是“亲于人”，违背了

孟子“亲亲仁人爱物”的精神，原本不是儒教的道理。 471 在重视环境的现代社会里，性理

学的命题看起来更有用途，但实际上茶山的主张为当代提示了一个必要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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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經集》6，《孟子要義》：“二人爲仁，人與人相接，方可有仁之名，於物不當仁也。佛氏之禁殺，是仁於物也，墨氏之兼愛，是親於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