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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時中」的重取客觀面向 
－試論「時中」與「中庸」、 

「中和」之差異∗ 
施盈佑∗∗ 

【提要】  

  明末清初大儒之一的王船山，因其義理精深博閎，歷來學者給予不少關

注，且造就了豐碩的研究成果。不過筆者發現，船山對「時中」的別具用心，

卻鮮少受到討論，這是較為可惜之處。因此，本文欲針對船山「時中」進行

探討，藉由其與「中庸」、「中和」的差異比較，揭示「時中」乃有重取客

觀的關注面向，並延伸說明重取客觀又牽動正面承擔困境與展開人文歷史。

要言之，船山所承繼的儒學傳統之「中道」，固然包涵「中庸」、「中和」

與「時中」，但尤以「時中」的重取客觀，更加契合船山義理所慮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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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王船山（1619-1692），乃明末清初大儒之一。然因晚年隱居山林，故本

不聞名於世，直待道光十九年（西元 1839 年），船山六世孫王世全與鄧顯鶴

（1777-1851）搜羅散佚作品，並刻成《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之後又陸續

有曾國藩重刻本、劉人熙補刻本、譚延闓等人重刻本、臺北船山學會重印《船山

遺書全集》、中華書局校印本、嶽麓書社印行《船山全書》等，「王船山」此名

方顯。若再綜觀現今船山研究的豐富成果，更可知名顯於世，實是義理具有精深

獨特處。至於精深獨特處為何？筆者認為在重取客觀的道德觀，如即器言道、即

氣言理、即用言體、即形下言形上，皆屬此趣向。而其對「時中」的特別關注，

 正呈現出重取客觀面向的道德論，但可惜的是，前賢研究甚少，多數情況是毫

無討論，或偶述旁及，未有深論。  是故，本文旨在揭示船山「時中」的重取客

觀面向，討論以「時中」與「中庸」、「中和」的差異契入，而全文分就「『時』

非『中』之體用」、「時之變」及「『現實困境』與『人文歷史』」三階段。 

                                                 
   有關船山對「時中」的特別關注，可見之於晚年代表作品之一的《張子正蒙注》，是書與張橫渠《正蒙》，乃

至於與劉璣《正蒙會稿》（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臺北：商務印書館，1936 年）、李光地《注解正

蒙》（《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7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頁 1 至 412）比較，顯然給予「時中」

更多且更深刻的關注。另外，必須再說明的是，本文不斷強調船山「時中」是重取客觀，然此說易生質疑，因

為縱使不從船山義理言之，「時中」本即具備濃厚的客觀現實意義，所以不該說是船山「時中」觀特重客觀現

實，而是「時中」特重客觀現實。對此疑此問，本文的回應是：若言「時中」本具客觀現實的關注，而船山「時

中」觀僅為順承，甚至無有討論之必要。此說法不夠嚴謹，因為船山「時中」觀的特重客觀現實，確實必須是

「時中」本有之可能內涵，否則船山詮解方式已悖離「時中」。但，船山言前人所曾言之「時中」，即代表船

山所言「時中」，縱使特重客觀現實，亦無任何學術討論的價值，顯然說法過於粗糙。船山「時中」觀是否具

有討論價值，或是有無重要意義，應該直接針對船山義理，能否完整呈現「時中」來界定。若是能夠完整呈現，

船山「時中」觀不僅有討論意義，更是認知儒學「時中」的重要路徑。更何況，最早提及「時中」者，其「時

中」內涵固有關注客觀現實，但這亦不能抹殺後出轉精的可能，所以船山「時中」是否對「重取客觀」有縝密

思維，方是這項議題討論的樞紐。 
   對於王船山「時中」觀的討論，較為直接涉及的論著有二，陳贇《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的哲學闡釋》（上

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7 年）與韓振華〈「日生日動」與生存的時間性命題-王船山「時」觀解析〉（《中

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2 期，2009 年 4 月，頁 170 至 174），陳贇運用「存在與時間」來解

析王船山「時中」，提出不少精闢的論點；至於韓振華的單篇論文，其所論多類同於陳贇，或許受限於短篇幅

論述的影響，論點沒有得到深度抉發。議論未深者如鄧輝《王船山歷史哲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4
年），其文旨在闡明「道是在時間中開展自己的，道與時間性是結合為一的」（頁 137），是文或有所見，但

「時中」非用力處；再如劉梁劍《天‧人‧際：對王船山的形而上學闡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年），該書第五章「天人之際」設有「知與時中」的討論，但細讀其文之後，詮釋主要緊扣著「知」，如「時

中構成了實踐知識的知性。換言之，實踐領域的知具有時中性。」（頁 159），或「時中構成了知的內在品格」

（頁 160）等等，而船山義理的「時中」觀，實未被真正理解。不過，必須申明的是，此處所謂議論未深的評

論，並不是專指其未有能力深入研究，亦有可能是研究主題的各有所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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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非「中」之體用 

  首先，略說為何要「時中」、「中庸」及「中和」三者並論？理由有二：

一是，船山《讀四書大全說‧中庸‧名篇大旨》曾討論「時中」與「中庸」、

「中和」三者，也正因為這段文獻的訊息，我們能夠清楚明白船山是有意識地

辨析三者同異，這即為三者並論的起始點。二是，「時中」與「中庸」、「中

和」三者，其實皆從「中」延伸而來，因此廣義言，三者本為同實異名。因為，

作為儒學傳統義理的  「中」或「中道  」，本即能涵概「中和」、「中庸」

及「時中」，「中」若無「和」、無「庸」、無「時」，亦已非「中」。甚至

應該如此說，「中庸」當下即有「中和」、「時中」，「中和」當下即有「中

庸」、「時中」，「時中」當下即有「中庸」、「中和」。但若細辨之，三者

既屬異名，異名則必是各有所言，甚至是各有關注層面，否則異名意義無存。

換言之，倘若三者是完全等同，以「中」表示即可，歷來何必分論為三。而三

者既是分論，縱使「中」已涵概三者，  乃至於三者可彼此涵概，但三者終

究是各有關注。基本上，從貫通不二處言，當然有其意義與價值，可是卻不能

因此漠視「時中」的獨特性。簡單來說，「時中」是即「時」言「中」的思維

方式，與「中和」、「中庸」存在著區別性。不過，所謂即「時」言「中」，

非是要將道德視為次要問題，倒逆成以客觀現實為首要。  此如同即「器」

言「道」，或即「氣」言「理」，重取「器」與「氣」，並非停滯在器與氣，

而是認為「道」與「理」的真實體現，必然是在器與氣上。也就是說，船山所

                                                 
   船山於《張子正蒙注‧中正篇》有是言，「其云中道者，即堯、舜以來相傳之極致」（《船山全書》第 12 冊，

長沙：嶽麓書社，1998 年。頁 156），顯見船山亦認為「中」或「中道」，乃是儒學義理的重要問題。另外，

本文將多次引用《船山全書》，為了避免註腳繁雜，其下皆以「冊數-頁碼」標明，如「（12-156）」。 
   事實上，「中」本已具有「時」意，這是說明「中」的最整全意涵，然諸儒皆會重取「時」嗎？例如諸儒亦皆

言「心」，世人為何獨標陸王為「心學」？程、朱亦皆言「氣」，我們又為何不將歸為重「氣」論者？顯然非

是有無的問題，而是關注比重，或是如何言的問題。這種非一刀兩斷的細微分析，前賢已多有提醒，如唐君毅

對陸象山與朱子的異同討論（參見《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 年，頁 549 至 661），

再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氣」的討論，「而這種氣的哲學，並非以有時遭到誤解的『氣的優位』或否定理的

『氣的確立』為其志向，而是以氣的比重擴大，或氣的浸透而造成理的內在本質的變革為志向。」（《中國前

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37）。 
   陳贇於《中庸的思想》一書中，曾強調「中庸之道在歷代聖賢那裡有著不同的表述，例如，『允執厥中』、『執

中』、『中庸』、『時中』等等，但這不同的詞語，不過是同一個內涵的不同打開方式，而在這不同的打開中，

『中』作為一個關鍵詞或中心詞的位置始終被保持著」（北京：三聯書店，2007 年，頁 27）。原則上，筆者

是認同陳先生所論，但必須補充說明的是，所謂「不過是同一個內涵的不同打開方式」的論述方式，明顯偏重

以「中」為核心；倘若據此來討論王船山的「時中」觀，或許即會消減「時中」之「時」的意義，因此本文從

「中」作為不同詞語的貫通不二，但又必然要延伸至關注不同，實即為了揭示王船山對「時中」之「時」的重

視，申明「時」不僅是「同一個內涵的不同打開方式」，「時」反而應是與「中」並建並重者。 



．東海中文學報． 

 ．116．

以重視「時中」，正因為「時中」是即「時」言「中」，意即「中」必然要呈

現在「時」。這種思維方式，旨在凸顯客觀現實必須得到關注，而不再只是將

道德修養扭曲成人之為人的唯一，甚至狂妄自大地認為，把握道德本心之後，

便能主宰客觀現實。由此可知，對於「時中」與「中庸」、「中和」的差異辨

析，實能幫助我們去理解「時中」的關注層面為何。  

  有關「時中」與「中和」、「中庸」的關注不同，我們可先聚焦在「時」

非「中」之體用。因為，無論如何詮解「中和」、「中庸」，至少有一事不變，

「和」與「庸」必定屬「中」之體用。而且，從「中」言「和」、「庸」，皆

是人可全然掌握處，但從「時」言「中」，卻已非人可全然掌握，意即「時中」

不再只是關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同時也關注當下的客觀現實。試

引船山對「中」的解釋：  

中，本訓云：和也。其次从口，而上下貫通，調和而無偏勝，適與相宜，故

周子曰：「中也者，和也。」酌之以中，所以和順義理，而苟得其中，自無

乖戾也。中為體，和為用，用者即用其體，故中、和一也。東西南北之無倚，

上下之皆貫，則居事物之裏矣，故又為內也，與外相對。唯其在內，故不偏

倚於一方，不偏不倚，必貫其內矣，其義一也。不偏而和，則與事物恰合，

故又為當也，「發而皆中節」，當其節也。俗有「中用」之語，意正如此。

（9-240） 

船山以「和」訓「中」，並申明「中為體，和為用」，最後透過「用者即用其

體」的轉化，將「中」與「和」歸併為一。所以，船山《讀四書大全說‧中庸》

的「和固為體」（6-450），此「和」不僅是「用」，又可為「體」，其實就

是「統乎一中以有體」（6-450）。要言之，無論「和」是體、是用，皆是緊

扣著「中」之體用。甚至如《張子正蒙注‧至當篇》所言，「得中而無不和……

蓋中和一致，中本於和而中則和」（12-199），「中」即「和」，「和」即「中」，

「中」與「和」本是一致。至於「庸」字，船山雖於《說文廣義》並無說解，

但據《讀四書大全說‧中庸》所論，應是認同《說文解字》「庸，用也」的說

法；  而且，以「用」言「庸」的思維，同時也反映在「中庸」之「庸」，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上冊，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頁 582。 
   《讀四書大全說‧中庸‧名篇大旨》「若夫庸之為義，在《說文》則云『庸，用也』；《尚書》之言庸者，無

不與用義同。自朱子以前，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易‧文言》所云『庸行』『庸言』者，亦但謂有用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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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夫唯中之為義，專就體而言，而中之為用，則不得不以『庸』字顯之」

（6-452）或「故知曰『中庸』者，言中之用也。」（6-453）。大體來說，「中

庸」之「庸」，即是專就「中之為用」而論。由前述可知，「中和」之「和」

與「中庸」之「庸」，兩者皆必歸復於「中」之體用。  

  那麼試問，在船山的理解，「庸」、「和」既必歸復於「中」之體用，「時

中」之「時」呢？是否亦為「中」之體用？還是說，「時」是「中」之體用之

外的問題？我們先徵引《說文廣義》論「時」之文字：  

時，本四時也。古以天統紀曆，自至嚮分，自分嚮至，往返以黃道為次舍之

限，故時从寺。通為適得其會之辭，生長收藏，温涼寒暑，當其時而不爽；

物之所會，事之所就，人之所為，愜如其當然，則如天時之適也。轉為「是」

也者，適在其時也；是者，日之正，正此日也，義自相通。若俗以一日十二

辰為十二時，於義乖舛。辰可謂之時，日可謂之歲乎？（9-356） 

觀此文所示，吾人可察見兩項重要訊息：其一，船山將「時」分成三層次，原

初本義乃是「四時」之「時」，進而言「通義」為「適得其會」，也就是「天

時之適」，最後轉化為「適在其時」之「是」  。再推衍而論，「時」的三

層轉出，其實意味著「時中」之「時」，亦可兼涵此三層的義蘊，即含載「時」

至「是」的複染內容；船山從「時」至「是」的認知，凸顯出「時中」之「時」，

乃是從客觀世界至道德主體的思維，此異於「中和」、「中庸」從道德主體至

客觀世界。  要言之，「中和」與「中庸」，較偏重於由道德主體觀照客觀

現實，「時中」是從客觀現實去認知道德主體。相形之下，船山偏好「時中」

的思維方式，其具有較強烈的道德與客觀現實的錯綜互滲。  

  其二，船山於此文所言之「時」，並未明確涉及「中」的問題，亦不曾詮

                                                                                                                                      
有用之言也。蓋以庸為日用則可，而於日用之下加『尋常』二字，則贅矣。道之見於事物者，日用而不窮，在

常而常，在變而變，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為之體而見乎用，非但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6-452）。 
   以「是」訓「適在其時」之「時」字，在《詩經》的詮解上，乃是常見之事。如《詩經‧周頌‧清廟之什‧我

將》「畏天之命，于時保之。」屈萬里《詩經詮釋》言「時，是也。」（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06 年，頁

562）；裴普賢《詩經評註讀本（下）》言「于時：於是。」（臺北：三民書局，1997 年，頁 594）；呂珍玉

《詩經詳析》言「時，是。」（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0 年，頁 588）。其它如《詩經‧國風‧秦‧駟

驖》「奉時辰牡」之「時」，《詩經‧小雅‧節南山之什‧十月之交》「抑此皇父，豈曰不時？」之「時」，

《詩經‧小雅‧谷風之什》「永錫爾極。時萬時億」之「時」等等，亦有「是」之意。 
   船山於《四書訓義‧中庸》曾言，「夫欲定一王之大典，而為天下之共遵，則有三焉：德也，位也，時也。三

者缺一焉，不足以乘權而建極矣。」（7-213），顯然「德」與「時」，乃是分論不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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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時」是中之體或用；顯然地，「時」之於「中」的關係，與「庸」、「和」

有所區別，「時」絕非直接落在「中」之體用上。又，船山將「和」與「庸」

視為中之體用，甚至可說作為「中」之「用」，此仍舊緊扣著道德主體而言。

蓋因「中和」、「中庸」是緊扣道德主體，所以就較關注在道德主體的創造能

動上，試從「中庸」與「時中」的差異去討論。「中庸」是關注在人自身之用

的最大可能，旨在揭示「中」之創造能動之絕對，而「時中」雖亦關注人自身

之用的最大可能，但同時卻也申明人自身之用的最大限制，創造能動與客觀限

制是並存而論。換言之，「時中」並建的思維上，人顯然不再是絕對的創造能

動，而是有條件限制的創造能動，或者言，更重視當下條件與人之創造能動的

關係。正如同前項討論所述，「時」是指出道德主體或道德主體之用，如何處

在客觀世界的問題；或言，如何能夠在客觀世界去彰顯體之大用。船山於《四

書訓義‧中庸‧第三十一章》有是言，「體皆原於性，用皆根於心，其有本而

泉乎！惟其積於中者如是其盛，則在吾心見為至足者，在天下而無不足。時而

容，則容以臨之；時而執，則執以臨之；時而敬，則敬以臨之；時而別，則別

以臨之；而臨天下之大用顯矣。」（7-227）其所言之「時」，無疑是關注在

「臨天下」之「臨」，缺乏「臨天下」的現實性，體之大用豈能彰顯？而大用

不顯，體又何以立？試觀船山在孔子「從周」  問題上的思考：  

《章句》「孔子不得位，則從周而已」，語有疵。在孔子之必從周者，以時

也。孔子即大用於當時，亦不得擅改周制。必若周公居鼎革之際，方得成其

制作之功。然無位而擅為斟酌損益，亦是自專。若能說夏禮，便純用夏禮，

既學殷禮，便純用殷禮，方是反古。（6-566）。 

對於朱子言「孔子不得位，則從周而已」，船山顯然無法完全認同，因為「孔

子之必從周者」，實乃奠基在「以時也」。推衍而論，聖之時者的孔子，覺察

到「不得擅改周制」，即印證其能夠真正具備「臨天下」之「臨」，因此遂不

會執泥於夏禮或殷禮。要言之，「時」非僅是體用的問題，孔子更深慮所面臨

的「當時」  ，意即道德主體與客觀世界之間的種種條件。然復須知，「時」

                                                 
   《論語‧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7-336）。 
   《四書訓義‧論語‧八佾》「乃吾深攷於周之所以立一代之禮者，而以審吾之從焉。前乎周而二代之禮尚存也。

周有同於二代者矣，抑有異於二代者矣。乃其同者，非相襲也，監於其得而不得不因也；異者，非好創也，監

於其失而不得不革也。」（7-337）所謂「不得不因」與「不得不革」，其實也反映出當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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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直接落在「中」之體用，但「時」於「是」或「適在其時」的意涵裡，則

又必然與「中」密不可分。此處必須注意的是，船山未有從「中」之體用去言

「時」，這充分顯示船山有某種自覺，意即當我們不斷深入探究「中」之體用，

「時」理應被正視，且必須被置放入義理架構上。  

  事實上，將「中」析分成「中之體」與「中之用」，進而窮索體用的貫通

與否，可能會導致人對現實狀況的漠視，甚至是割裂人與現實的真實聯結。簡

單來說，也就是「中和」可以單純落在人的存養省察上言之，這明顯是從人自

身的能動性去契入，容易將現實問題暫且擱下。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說法可

能被扭曲成：現實問題已在「中和」裡，被「完善」地收攝於其中；倘若如此，

遂使得「中」與現實之間的緊張衝突，無法直接呈現於吾人眼前。在「中和為

德成之用，而非成德之功者」（6-489）的申明上，亦可能產生此種疑慮：「中

和」乃說明聖人所成就的道德圓成之境界，意即已為完善具足的一種體用呈

現。進一步而言，這種完善具足的「中和」，意味著從「中之體」到「中之用」

的過程，彷彿純粹是道德工夫的修養，由體而用是直接且沒有涉及其它問題；

可是，道德主體必然有存在場域，所以獨論由體而用的無礙路徑，容易讓人忽

略現實狀況所影響而產生的變化異動，此即要說明「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再援引《讀四書大全說‧中庸》所言之「中庸」，「子思於此，但以明中庸之

道藏密而用顯，示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亦無暇與異端爭是非也。」（6-457）

「中庸」是展示了一種「內外一貫」，「內外一貫」如同前述「中和」，亦為

完善具足之謂。然而，船山對於「中」的關注，不僅僅是這種體用不二、內外

一貫的完善具足，在「時中」的思考中，更洞察到在「中」與現實的衝突矛盾。

而當船山在《讀四書大全說‧中庸‧第一章》分析「中」、「中和」、「中庸」

及「時中」，即隱約顯露出這種擔慮，其言「子思之旨，本以言道之易修，而

要非謂夫人之現前而已具足」（6-472），「中和」與「中庸」的抉發，旨在

明白指出「道之易修」，不過船山卻提醒吾人，不可陷溺於「現前而已具足」

的執障。正因如此，船山在中之體用的考量之外，更有不少對「時」的關注，

也就是「時中」的關注。總之，船山所省思的「時中」之「時」，並不是在「體

-用」的義理架構之外，而是落實在「體-時-用」上，如「中，體也；時而措之，

然後其為用也」（6-450），抑或「用者，用其體，唯隨時而異動爾」（1-587），

其所謂「時」非「中」之體用問題，蓋因「時」是「中」之體用「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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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之間」，正指出「時」與「中」的相對位置，具有一種特殊性。特

殊性的原因，則在於「和」與「庸」是可以被「中」所收攝，但是「時」與「中」

的關係，明顯不能僅是被收攝者。  換言之，「時」與「中」的相對位置，

比較屬於是並建型態，  意即道德與客觀現實的並建，如船山《周易外傳‧

雜卦傳》曾提及，「道之所凝者性也；道之所行者時也；性之所承者善也；時

之所乘者變也，性載善而一本，道因時而萬殊也。」（1-1112）抑或是「充天

地之位，皆我性也；試天地之化，皆我時也。」（1-1114）船山對於「道」的

觀照，分從「所凝」與「所行」兩面向去揭示，此兩面向又是「性」與「時」；

而，相似的詮解思維，亦豁顯在以性、時言天地之位、化。若將兩段文字所論

者，再與「所謂性者，中之本體也」進行相互對照，「時」之於「中」的關係，

確實不能僅是被「中」所收攝者，反而是彼此依存的平起平坐。  

  有關「時中」與「中和」、「中庸」的關注不同，亦可從船山解讀《讀四

書大全說‧中庸‧第一章》的一段文字中獲得輔證：  

所謂性者，中之本體也；道者，中和之大用也；教者，中庸之成能也。然自

此以後，凡言道皆是說教，聖人修道以立教，賢人繇教以入道也。生聖人之

後，前聖已修之為教矣，乃不謂之教而謂之道，則以教立則道即在教，而聖

人之修明之者，一肖夫道而非有加也。（6-458） 

此段文字是針對《中庸》「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進行議論，

然而船山在「命」、「性」、「道」及「教」的問題中，同時也說明「中之本

體」、「中和之大用」及「中庸之成能」的聯結性。這種詮解方式的呈現，究

竟有何意義？首先，「天命之謂性」三句，正可澈見「中」的「本體」、「大

                                                 
   王船山所敬重的張橫渠，其於《正蒙》曾言及，「不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12-165）顯然

地，「擇乎中庸」之「中庸」，並不能保證「時措之宜」的「時」，意即「中庸」是指「時中」之「中」。也

就是說，「時中」不僅只是「中庸」的把握，更有「時」的關注問題。 
   有關船山「時中」觀的「並建」型態，筆者將另文處理，此處略為說明如下。船山的「並建」思維，尤以「乾

坤並建」最為人熟知，如「《易》者，互相推移以摩盪之謂。《周易》之書，〈乾〉、〈坤〉並建以為首，《易》

之體也。」（1-41），或是「太極一圖，所以開示〈乾〉〈坤〉並建之實，為人道之所自立，而知之者鮮矣！」

（1-659）再根據船山《周易內傳》所強調的，「乾坤並建，為《周易》之綱宗」（1-657），足見「乾坤並建」

是船山《易》學義理的結穴。而所謂「乾坤並建」之「並建」，究竟說明「乾坤」何種關係？依船山自述，其

旨在揭示「乾坤」是「相峙以並立」（1-41）的特殊關係，又「相峙以並立」的乾坤兩立，乃是「繇兩而見一」

（12-37）或「兩立而一見」（12-39）。換言之，「並建」是窺見「一」的門戶，「一」是一種「整體」的觀

照或體認。此種「相峙以並立」的整體觀照，即可用於分析船山的「時中」觀。因為，「時中」是在道德與客

觀現實的「兩」，呈現出「人」這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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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成能」三種面向。又，船山認為三句最末的「修道之為教」，乃是彰

顯「中庸」（6-458），且修道工夫於此尋得；至於「率性之謂道」，則是「三

句一直趕下」的「脈絡」（6-458），不可視作工夫覓處。要言之，「天命之

謂性」三句，最終歸於「修道之謂教」。其次，既言「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是上下貫通，那麼「中之本體-中和之大用-中庸之成能」自亦

如是觀，即與「性-道-教」一樣是上下貫通的三者。換言之，作為本體的「中」，

與「中和之大用」、「中庸之成能」的關係，其實是可以直接貫通，即「中」

與「庸」、「和」的直接貫通。然而，必須有所提醒的是，在這種義理架構的

呈現上，由「中」言「庸」或「和」，皆是緊扣著正面言「德之體用」（6-461），

其所論可謂是立教言學的理想樣態。所以，縱使「時」並未被摒棄且本已存在

於此理想的「德之體用」上，但無可諱言的，在「中和」與「中庸」的義理結

構中，「和」與「庸」方是首要考量者，「德之體用」方為首要關注處；  

甚至，「中和」與「中庸」既是緊扣「德之體用」而發，即如同唐君毅曾申明

的，「故言道德不必包含其道德之表現于客觀社會」  。是故，在「中和」

與「中庸」的義理架構中，「時」必然位處於次要位階上。由此觀之，「時中」

之「時」，明顯與「中和」、「中庸」有著不同的關注。 

  剋就外緣因素而言，船山之所以會正視「時中」之「時」，理由不難推敲。

船山身處明清鼎革之際，面臨天崩地解的現實困境，豈不會對道德修養進行重

新思考？約而言之，船山所找到的出路，非是方以智的逃禪，亦非莊子的逍遙

遊，  而是抉發闡明儒學本有的「時中」。「時中」之「時」，正是對客觀

                                                 
   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有是言，「至於船山之不以氣質之偏剛偏柔為不善，亦原於其重取客觀的

觀照，以觀人所具之性之表現之故。……船山所謂『以陽繼陽而剛不餒，以陰繼陰而柔不孤』是也。此船山之

言，與昔之宋明儒者喜言中正中和，若只以中正中和之表現為善，亦可謂大有不同。」（頁 506）誠如唐先生

所言，船山固然重視中正中和，但因對「客觀」的關注，因此必然也會與前儒「大有不同」。而此論亦可作為

本文解讀船山關注「時中」之「時」的呼應。至於，與前儒「大有不同」之說，可援引朱子論「時中」為例，

據《朱子語類》卷 67 所記載（頁 1522 至 1523），其關注於「中重於正，正未必中」及「中須以正為先」，而

林麗真《義理易學鉤玄》解讀為，「可知朱熹所謂『時中』，實以『正』為其先決條件與基本內涵；但『中』

能斟酌、度量，『正』則未必。故『中』係指臨事時能對是非邪正有所權衡、剖決與定奪！」（臺北：大安出

版社，2004 年，頁 30）顯見朱子主要從「中正」問題去檢視「時中」，並非如船山多從「時」言「時中」。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頁 625。 
   相較於釋、老之說，船山對莊書有更多的正面肯定，如《莊子解‧則陽》「故以『若喪其一』、以『隨成』為

師天之大用，而『寓庸』以『逍遙』，得矣。其言較老氏橐籥之說，特為當理。周子《太極圖》，張子『清虛

一大』之說，亦未嘗非環中之旨。」（13-395）然而，縱使「莊生之說，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13-493），

但畢竟非是船山最終歸處，其言「但君子之學，不鹵莽以師天，而近思人所自生純粹以精之理，立人道之極；

則彼知之所不察，而憚於力行者也。」（13-395）。有關船山義理所呈現的儒、莊會通或歧異，專著或論文已

有不少精闢討論，如徐聖心《青天無處不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臺北：臺灣大學出版社，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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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終極認知，也賦予「中」成為具體且真實，而不成為孤懸架空的道德理

論，此與逃禪、逍遙遊是「壁立萬仞，止爭一線」（12-478）。因為，「中」

作為道德修養最根本、最核心者，必定要落實到當下活生生的存在場域，面對

現實世界的種種可能。在道德主體面對現實世界的種種可能之時，當然也可能

包括最嚴厲的衝擊，此時，志道未堅者即會動搖不定，而「時」申明以立中道

的主體與現實之間，除了有「乘時」的可能，也必然會有「時之窮」（1-829）

或「不得志於時」（6-811）的可能。不過，「時窮」僅是「中」的最嚴峻、

最大的限制性，當然也無法扼殺「中」的主動性或能動性之可能，這也是船山

作為儒者的自覺。總而言之，「時中」之「時」，一方面是認知「現實」或「限

制」，但在另一方面，則體現出面對限制的勇氣、智慧與承擔。在這種雙面意

涵中，人之為人，方不會陷溺於無所不能的狂妄自大，也不會退縮在無所作為

的安時處順。正因如此，「時中」與「中和」、「中庸」，存在著一種關注上

的差異性，「時中」是關注在道德主體與現實世界的每個交錯當下，意即道德

主體的真正完成，必在大化流行的天地之間。 

  總之，在「『時』非『中』之體用」的討論，我們識察到「時中」與「中

和」、「中庸」的關注不同。不過，此處僅是簡單說明「時」非「中」之體用，

有關「時中」之「時」的關注處，尚未有較為詳細的探究。因此，進一步所欲

釐清的是，當「時」作為「中」之體用「之間」的問題，究竟是關注了什麼？

下文即轉進「時之變」的討論。  

三、時之變 

  船山於《詩廣傳‧小雅》曾提及：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時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亦時也。夫天

下之萬變，時而已矣；君子之貞一，時而已矣。變以萬，與變俱萬而要之以

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無不括，斯一也。時之變，不可知也。

欲知其不可知，意者其游情以測之乎？君子所惡於測道者，無有甚於游者

                                                                                                                                      
頁 113 至 158）、謝明陽《明遺民莊子定位論題》（臺北：臺灣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251 至 299）、施盈

佑〈王船山莊學之「德凝」觀－評騭莊學為何通君子之道而又未立人道之極〉（《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19
期，2009 年 12 月，頁 281 至 30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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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老子曰：「反者道之動」，游也。於其在淵，而測其于渚；於其于渚，

而測其在淵也。莊周曰：「緣督以為經」，游也。不迎之淵，則不失之渚；

不隨之渚，則不失之淵也。嗚呼！與道俱動，則豈有能及道者哉！逐道俱動，

而恆躡其末塵，亦窮年而未窺道之際矣。故君子之時，君子之一也。「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行之」，括天下之變而一之以時，則時乎

淵而我得之淵，時乎渚而我得之渚矣，惡乎游而不歸，惡乎動而不靜哉！是

故君子之與道相及也，一者全而萬者不迷也；其次，專一而已矣。期之於淵，

雖或於渚而不恤也，然而又已潛於淵，則得之也；期之於渚，雖或在淵而不

慮也，然而又已在于渚，則得之也。（3-405） 

此處概分成三點來探討：第一，為何要言「時」？為何要言「時中」之「時」？

船山認為「時」，即是「天下之萬變」的現實狀況，故言「天下之萬變，時而

已矣」或「變以萬，與變俱萬而要之以時」。此項甚為重要，因為人作為道德

主體而應世，道德主體雖然是有貞定不移者，但卻不能無視現實狀況的「變」，

必須要「隨時」，必須要「隨時」以「變」。倘若只是「據現在之境遇而執之

也」（12-207），則不能「知將來之變不可測而守其中道」（12-207）。由此

可見，孔子之所以為「聖之時者」（8-619），蓋因能夠保有「仕、行、久、

速」，意即應對客觀現實之「變」，且觀船山《四書訓義‧孟子‧萬章下》之

評議：  

凡孔子之去就，理之所當然，事之所不得不然，情之所固然，義之所必然，

皆有其可者焉。可以速去，而無容濡滯也，因之而速矣；可以久居，而無事

急迫也；因之而久矣；道未可行，而處不為忘世也，因之而處矣；世有可用，

而仕不為屈道也，因之而仕矣。（8-623） 

孔子因應「時之變」，遂有客觀現實的仕、行、久、速，而且這種客觀現實的

去就應對，乃是合乎理、事、情、義。要言之，以「聖之時者」言「孔子」，

此「時」必然不僅是「隨時」，亦有「處中」，也就是「時」即「時中」。所

以，當孔子自述「無可無不可」（7-950），其實正是要說明客觀現實的應對

之變，亦即澈見「時之變」的另一種見證。據此可知，所謂「聖之時」，所謂

可速、可久、可處、可仕之「時」，「時」皆是「時中」並建，非僅孤立獨觀

的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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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所謂「時之變」，固然可以是「魚潛在淵」或「魚在于渚」，但船

山申明此種面對「不可知」的隨時以變，絕不能等同於老、莊之「游」，無論

是「反者道之動」或「緣督以為經」，皆屬「測道者」，並未真正體現「時」

之意蘊。是以，《張子正蒙注‧中正篇》在言孔子之聖，遂有「順性而自止於

大中，因天道而自合其時中，不以道自任，故化不可測」（12-164），「時中」

是「因天道」且「不以道自任」，「不以道自任」是與老、莊的「與道俱動」，

產生根本上的歧異。至於「君子之時」，既有「時之變」或「天下之萬變」的

覺察，亦會有所「專一」，此正為「一者全而萬者不迷也」。另外，船山詮解

《四書訓義‧論語‧微子》，更進一步判明，孔子「或去或止或久或速」的「以

時進退」（7-952），與虞仲等逸民是「迹同而心異」（7-951）；所謂「心異」，

乃是「夫子之道，夫子之志，則始終不為逸」（7-951）的「專一」。由是言

之，船山認知的聖人君子之「時」，乃是從志道依仁強調「時之變」，即「時

中並建」之「時」。  

  第三，統觀前文所述，筆者欲再推衍其義。船山既言「時」是「天下之萬

變」，而當君子面對此「天下之萬變」，又能「專一」，這種強調隨時以變，

又要貞定專一的說法，即為「隨時處中」或「時中」。然而，透過「時之變」

的思考，作為「中」之體用之間的「時」，具有何種特殊意涵？正如同前文所

提及的，船山亦言老、莊有處世之變，而老、莊的處世之變，表面上也是一種

「隨時」；但是，相較於儒學「時中」之「時」而言，老、莊的「隨時」，實

是一種「未窺道之際」的「隨時」  。是故，此種扭曲的「隨時」義理，體

發而為用的「用」，並未豁顯在真正的大用上，反倒是衍生出妄動的「用」。

換個角度來說，「中之用」固然是緊扣著「中之體」，但「中之用」所呈現出

來的多種可能，影響關鍵在於「時之變」。船山於《讀四書大全說‧孟子‧公

孫丑上》如此言道，「仕、止、久、速之可者，初無定可，而孔子之『則仕』、

『則止』、『則久』、『則速』也，自其義精仁熟，繇誠達幾，繇幾入神之妙。

倘無其聖功，而徒髣髴其化，則亦王莽之學周公矣。」（6-939）「仕、止、

久、速之可者」為何是「初無定」？「無定」乃是緣於「時之變」，意即「仕、

                                                 
   《莊子解‧天運》「勉而役者，不過因已往之陳迹，踶跂蹩躠以為仁義，執之愈固而德愈小，勞己以勞天下，

執一而不應乎時變。老子所欲『絕聖棄知』者此也。」（13-247）。據引文所示，顯見船山對於老子的認知，

乃是「執一而不應乎時變」者，故非真正的「隨時」，非儒學「隨時處中」之「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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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久、速」的「用」，端視「時之變」而決定，意即「不立矩則」（12-80）。

此義在《周易內傳》也能獲得印證，「文王於〈明夷〉而言『貞』，周公於〈明

夷〉而言『拯』、言『狩』，各以其時，可以見《易》之為道，變動不居，然

而文王之德至矣。」（1-306）。相同的〈明夷〉，文王與周公卻有「言貞」、

「言拯言狩」之歧異，其因正在「各以其時」。那麼，從「時中」之「時」去

觀照「中」之體用，開闢了一條契入體用關係的重要路徑；「時」方是給予由

體而用的多樣性的關鍵處，而這種多樣性的產生，不在體用本身的聯結關係

上，而是在當下的現實世界之中。 

  接下來，針對「時之變」是「不可知」（3-405），嘗試給予一些說明；

因為，「不可知」亦能抉發「時中」與「中庸」、「中和」的關注差異。在開

始進入討論之前，先釐清「不可知」的意涵，船山於《讀四書大全說‧孟子‧

萬章下》如此陳述：  

孟子之答浩生不害，於聖上又加神之一位，蓋以三子為聖，而孔子為神。曰

「聖之時」，時則天，天一神矣。《易》曰「化不可知」，化自有可知者，

有不可知者。如春之必温，秋之必涼，木之必落，草之必榮，化之可知者也，

三子所得與之化也；物之品物流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

和，元亨利貞用於至微而體於至顯，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無其專氣，化之不

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獨也。孔子之異於三子，不於其廣大高明之性，而於其

中庸精微之德（6-1044） 

化則聖也，不可知則聖之時也。化則力之至也，不可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

也。（6-1045） 

按引文所示，船山闡明「聖之時」的「時」字，可與「天」、「神」及「化」

相互貫通，進而指出有「可知者」和「不可知者」兩種層面。然而，何為「不

可知」？船山認為，「不可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也」（6-1045），以及「『不

可知』只是不易見，非見之而不可識也。人之所不易見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

（6-1045）；所以，「不可知」並非專言「無形者」的不可見，而是洞察到「時」

是「至精至密者」而「不易見」。由此觀之，船山雖然強調「時之變」是「不

可知」，絕非是將「時」視為「幻異」（12-88），畢竟「聖賢學問，縱教聖

不可知，亦只是一實。」（6-712）。  



．東海中文學報． 

 ．126．

  再回到原本所論，船山從「不可知」審視「時」，「時」即非道德主體可

以完全掌控左右者；是以，道德主體在「時中」的思維進路上，展現出來的能

動性，稍異於「中庸」與「中和」。簡言之，「中庸」與「中和」的思維，較

為關注在道德主體的能動性，而「時中」的思維，則在不詆毀道德主體具有能

動性的情況下，同時也關注一種人的正面限制性。  首先，援引《周易外傳‧

旅》的一段文字：  

聖人仁不求功，智不求名，仁智非以有所期而成。然功名者，亦非聖人之所

廢。非功非名，无與于萬物，而萬物亦无恃以立也。雖然，亦因其時而已矣。

時之盛也，則聖人主時，仁成而功溥，智成而名彰，谷應川流，萬物繁然以

顯其榮澤，功名捷得而不爽，聖人亦終不爽其无求功名之志。時之衰也，則

時賓聖人，仁无託以成功，智无麗以成名，聖人為物憂患，將爽其志以利用

夫功名，然且闇然揜其仁智之榮澤，故勳業寓於文章，文章存乎憂患。此則

聖人之難也。（1-960） 

此段主要是評論「時」與「聖人」，船山認為聖人亦必須「因其時」，而「時」

又有「時之盛」與「時之衰」兩種情況。試問，「聖人」不是「因天道而自合

其時中」（12-164）者嗎？不是「臻時中之妙」（12-165）者嗎？那麼，「臻

時中之妙」的「聖人」，既能「隨時處中」之「隨時」，為何會有「時之衰」？

顯然地，「時」之「盛」或「衰」，並非聖人可以決定；換言之，聖人當然是

能夠執中以存誠，當然是能夠貞定中道而行，但卻不代表「隨時」或「因時」

之「時」，必會是「時之盛」，亦可能是「時之衰」。由此而言，「時」之或

盛或衰，影響了「聖人主時」或「時賓聖人」的區別，進而有「仁成而功溥，

智成而名彰」與「仁无託以成功，智无麗以成名」的差異，這即是「時」對於

道德主體所呈現的某種限制性。要言之，「時中」的「時」，並非單純指出人

能處「中」，必可「功溥名彰」；在「時之衰」情況上，客觀現實將會給予人

某些限制，造成功名或行道於天下的無法成就，所以或有轉向著書立言者。那

麼，「時」已不僅有「不可知」的層面，在「時」之盛衰上，更衍生出人於某

些層面的不可為。  

                                                 
   何謂「正面限制性」？意即「時中」之「時」，既有創造性，亦有限制性。且此限制非是負面扼殺人的能動，

反而激發人對能動的深刻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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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承前所述，「時」之於「人」，實有某些限制性，而此限制性即彰

顯在「莫能違者」、「待時」或「時之未至」的論述上： 

夫君子於《易》也，取法各有其時。時者，莫能違者也。（1-375） 

所待在時，而必先有動而不括之道，乃可以時至而必動。（1-594） 

處盛功者不勞，極通變者无吝，故于上有待時之辭焉。然則四其時之未至

乎！時未至，而援劍叱車，濯馮生之憂患，故終歎四德之盛，非聖人不足

以當之。（1-923） 

時至則聖人不違爾。（12-290） 

當人面對「時」，或存在於「時」這個場域之中，就必然會受到「時」的影響，

甚至是約束。倘若「時未至」，即要「待時」或「時至而動」，所以聖如孔子，

亦言「待時而動」（1-332）；倘若「時未至」而妄動，則屬「違時妄動」（1-241），

而「違時妄動」將會引禍上身，正如《讀通鑑論‧宋孝武帝‧一》所謂「違時

任意，則禍必及」（10-578）。再者，與「時未至」相對而言的「時至」，「時

至」之動，亦非人執持私意的妄動，此動乃是「隨時」的「不違」。是以，我

們藉由提舉上述的義理，標明且逼顯出「時」之於「人」的關係，保留一種不

確定的緊張性。這種不確定的緊張性，在道德主體的體用問題上，並非是主要

關注處；或者應該這麼說，若是道德主體的體用，出現了不確定的緊張性，實

是「時」給予道德主體的影響。相對於「時中」直接明白地呈現人之正面限制

性，「中和」與「中庸」二者的思維方式，顯非如此，試以「中庸」為例：  

古之聖人，本其性之至善者而盡存養省察之功，為內治密藏之極致，乃以發

為日用之所當為者，皆得乎大中至正之道，而無過不及。存之為誠，成之為

知仁勇，發之為言行動，施之為禮樂刑政。於是功化之極，與天地合德，而

民物受治焉。其內外合一之至德，名之曰中庸。吾夫子體之，子思述之以詔

學者。謂夫今欲知中庸之學所自始，而為君子之所必體，則必原本於道之所

自出，而後知其功之不可略；而能知中庸之德所自有，而為天下之所必資，

則可推極於道之所必備，而後知其業之為有所本。（7-104 至 105） 

引文從「存之為誠」一路至「施之為禮樂刑政」，可謂是貫通無礙，似乎未有

明白指出人之「限制」。其實這也無錯，因為「中庸」關注在人對道德本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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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並由道德本心發而為用，體用本可貫通無礙。至於客觀現實的問題，雖

未直接明白豁顯出來，但必已收攝涵概。而理解「中和」的客觀現實問題，亦

類同「中庸」，船山言「要以中庸之所謂和，乃本然德體之天則，此之謂和。」

（6-593），「和」是「本然德體之天則」，在此論中，自當有「不可強合為

一」的現實問題，但「和」之宗旨，畢竟在申明人之道德主體，實承天則之和。

換言之，這是主體的活潑生命的依據，問題核心並非關注於「人」與「現實」。

當然，若要再說的完整些，「中和」既是「本然德體之天則」，人依此，遂能

「中庸」、「時中」。在細緻的義理討論上，「中和」能夠延伸說「時中」，

這是一種層面；然而，「中和」的關注重心，旨在揭示「本然德體之天則」，

而「時中」則又有其它關注重心，這又屬於另一種層面。復觀「時中」卻是關

注人在客觀實現上，如何把握道德本心，直接從兩者間的複雜關係進行觀照，

這是更加關注客觀現實之於「人」的各種可能。當然，這種關注的差異，必然

又要回扣「時」非「中之體用」。總之，「時」給予人的正面限制或緊張不確

定，乃是指出「時」有「時至」與「時未至」，非是人所能左右控制者如同已

提及的「待時」，「待」含載著限制的意味，遂使得「時」有別於「和」、「庸」。

「和」即「和」，「庸」即「庸」，若是「不和」或「不庸」，即是未能「中」。

然而，「時」卻非如此，縱使已「處中」，但其所顯現的「隨時」，依舊是有

「時至」與「時未至」的雙面性，此即非人能左右控制的不確定。  是故，

《周易外傳》有言「時窮於天，事貞於變，賢者固有不能及之理，聖人亦有不

得盡之功。」（1-849），此「不能」或「不得」，即豁顯出「時」的特殊意

涵。  

  正因為澈見「時中」之「時」，當人面對「時窮」之際，方能夠更加坦然

以對：  

                                                 
   船山於《四書訓義‧中庸》曾言及，「由夫子之言觀之，則道不離於人，而或過、或不及者，求合而卒離之。

然則君子之體中庸也，明行合德，必有所待矣。」（7-114）。船山言「中庸」，重在「道不離於人」，亦即

人與道彼此間的聯結。更重要的是，船山言「中庸」乃是「明行合德」，而且「必有所待」，若是「中庸」已

完善至足，為何要言「必有所待」？要言之，「中庸」是道德主體的完善，而「必有所待」則涉及了「時」的

問題。再引「是以君子樂觀其雜以學《易》，廣矣，大矣，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充天地之位，皆我性也；試

天地之化，皆我時也。是故歷憂患而不窮，處死生而不亂，故人極立而道術正。《傳》曰「苟非其人，道不虛

行。」聖人贊《易》以竢後之君子，豈有妄哉！豈有妄哉！」（1-1114）合觀，「和」與「庸」是「不窮」、

「不亂」的層面，而「憂患」與「死生」則是屬於「時」的層面，所以「和」與「庸」旨在主體立於中道，是

以中之體能夠貞定，中之用則可無不可用。至於「時」，卻指出人的存在場域，意即是人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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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類靈頑之不齊，氣運否泰之相乘，天之神化廣大，不能擇其善者而已其不

善者，故君子或窮，小人或泰，各因其時而受之，然其所受之中，自有使人

各得其正之理，則生理之良能自感於倫物而必動，性貫乎所受不齊之中而皆

可盡，此君子之所以有事於性，無事於命也。（12-122） 

「時之變」既是「不可知」，那麼「時」之於君子、小人，也就非是君子必「泰」

必「達」，亦非小人必「否」必「窮」；而且，更有可能是完全背反的情況，

即「君子或窮」或「小人或泰」。不過，若有「時中」的體現，遂能明白「或

窮或泰」是「各因其時而受之」，無須讓自我陷溺於此泥淖之中；此義在船山

其它的詮解文字上，皆可得到不少證例，如「時有否泰而身安，恆一於義，而

心日廣，德日潤矣。」（12-88），再如「自有其樂，進退屈伸因時而不累其

心，皆得其中，允為行藏之法。」（12-263），或是「塞乎天地，須窮時索與

他窮，須困時索與他困，乃至須死時亦索與他死，方得培壅此羞惡之心，與氣

配而成其浩然」（6-933）。換言之，「時窮」僅是言及外在現實的窮，非落

在道德主體本身而言；再進一步來說，此「時窮」亦非必然是負面者，「時窮」

是可以得到轉化的，如船山曾言「時之窮，窮則災矣。然而先天而勿違，則有

以消其窮；後天而奉時者，則有以善其災。」（1-829）在「先天而勿違」與

「後天而奉時」的坦然面對之中，即能「消其窮」與「善其災」  ，這方是

儒者面對客觀現實的積極承擔。最後，必須再次強調「時中」之「時」，固然

對道德主體有限制性，但此限制性非是禁錮「處中」、「盡性」或「存誠」等

等可能；而是，對於道德主體所存在的現實世界，秉持著一種謹慎  的態度，

在此種謹慎之中，道德主體方不會過度膨脹到恣意妄動。 

四、「現實困境」與「人文歷史」 

  前已說明「時中」與「中和」、「中庸」的差異，乃是「時」非「中」之

體用，因此「時中」特別關注「時之變」。而「時之變」的關注，則又意味著

                                                 
   此處雖言「時窮」可以得到轉化，但轉化之謂，乃是「勿違」與「奉時」，並非與時有違。若是違時，任何作

為皆是「窮」，絕無「消其窮」的可能。有關違時而作用亦窮的說法，可見之於《正蒙注‧神化篇》，其言「非

時則己之氣與物氣相忤，而施亦窮。」（12-81）。 
   周敦頤於《通書‧蒙艮》有言，「『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亂，亂不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 43）從「慎哉」與「時中」的聯結，亦可印證內文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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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的重取客觀現實，相較於「中和」、「中庸」二者，更用心於謹慎面

對客觀現實。然復須知，豐富的客觀現實內涵，乃是船山關注「時中」的第一

理由，若延伸再論，船山所重視的「人文歷史」，或者自身所歷經的「現實困

境」，實可從「時中」之「時」得到直接的豁顯，不必如「中和」、「中庸」

的層層轉折，這則是船山關注「時中」的第二個理由。  

  先就「現實困境」而言。「時中」對身處明清鼎革的船山來說，實較「中

和」、「中庸」更具吸引力，原因即在，「時中」所關注的客觀現實，包括人

不得不面對的「困境」。基本上，「中和」與「中庸」主要是道德本心的鞏固

確立，在此理想的道德狀態上，所有客觀現實的問題，皆次要於道德本心的把

握。是以，客觀現實的「困境」，自然非是主要關注之處。然而，「時中」乃

即「時」言「中」，道德與客觀現實是並存，客觀現實的順境或困境，皆在「時」

上得到豁顯。更重要的是，當我們特別關注客觀現實與道德本心的複雜錯綜，

泰半不會是順境之時，因為順境的客觀現實，往往是推波助瀾的加分，人很容

易在「隨時」完成「處中」。反過來看，當人身處逆境或困境之時，客觀現實

的限制性，就會深刻烙印在人，《易經‧蒙卦》不是曾言，「山下有險，險而

止」（1-100），「山下有險」是客觀現實，人的遇「險而止」之「止」，既

是道德活動的一種表現，卻也能視為是對應客觀現實的困境。畢竟，若是道德

活動無有任何客觀現實的限制，我們就不必言「止」，顯然「止」非僅是道德

本心把握的問題而已。  要言之，重取客觀面向的「時中」，不僅正視了客

觀現實，更是正視了客觀現實給予人之困境，而船山身為明朝遺民的苦痛與無

奈，必然於此體會甚深。  

  進而再言，當人面對困境時，除了排斥逃避之外，亦容易將道德本心進行

無限擴大。因為，突破困境的最直接力道，首要即在道德本心的自覺與貞定，

此種自覺遂使「困境」無法動搖人之存在價值。無可諱言，人從道德本心的把

握，確實可以直接且充分地呈現人的自主能動，這當然是極具意義。然而，若

從另一個角度來說，將自我生命全然委任於道德本心，究竟是積極承擔客觀現

                                                 
   王陽明在 1507 年時，曾被流放至貴州，而在前往貴州的路途上，朝廷敵對者試圖派人暗殺陽明，雖然他避開

了這一次的殺身之禍，但卻又擔心其父受到波及，於是陽明占卜尋找解答。此處特別提及這段事蹟，當然無意

將陽明視為妄目求神問卜者，而是要申明陽明的道德本心之把握，縱然能夠「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傳習

錄》，《王陽明全集》上冊，頁 104），但客觀現實的困境，其實也是不得不面對，且可能無法得到妥善解決。

而這個「困境」的面向，其實是在陽明的良知說上，較少會被提及，甚至作為關注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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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困境」？還是積極瓦解客觀現實的「困境」？承擔與瓦解兩者，在面對

客觀現實上，存在著基本的差異。船山所關注的「時中」，顯然是要積極承擔

客觀現實的困境，若非關注「時中」，「困境」只是由道德本心發而為用之後，

必可與客觀現實相應無礙的「困境」。船山或許不會否定如此觀照「困境」，

但這種面對「困境」的方式，卻缺乏積極應對「困境」的人道展開。意即，人

對道德本心的全然把握，固然可以應對「困境」，但此應對並非在第一時間去

正視客觀現實的困境。例如，有人酒駕撞死了至親，第一種情況是不能接受至

親過逝的逃避，第二種情況是以道德本心去應對至親過逝的客觀現實，第三種

情況則是在至親過逝的客觀現實上，完成人所當為。而船山之所會關注「時

中」，即因「時中」屬於第三種情況。因為，第一種的逃避方式，已失去道德

本心的把握，故不列入考量。第二種應對方式，客觀現實是次要於道德本心的

把握，那麼人若無法接受或突破這個客觀現實，難道就是無有把握道德本心

嗎？或言，倘若把握道德本心，是否又意味著可以突破客觀現實的困境？對於

船山而言，人的道德本心之把握，必然要對應著客觀現實，所以有些客觀現實

的困境，不可能被我們解決。是故，第三種情況才是船山認知的「時中」。畢

竟，親人逝世即是無法解決的客觀現實之困境，甚至對於酒駕者的氣憤，也可

能終生不忘，正如《論語‧憲問篇》的「以直報怨」，此「直」字即在客觀現

實完成道德本心之把握，當下即是道德本心與客觀現實的並建，客觀現實絕非

是道德本心把握後的次要問題。  

  其次，再就「人文歷史」而言。倘若只從道德本心去觀照人之為人，當然

可以成就人之為人的存在價值，但卻容易忽略人在人文歷史的角色，或是人如

何去助益人文歷史。當我們言「中和」、言「中庸」，仍舊是緊扣著道德，這

是本心把握與由體貫用的問題，偏重在個人的道德修養。但「時中」的「時」，

除了是道德的當下應對問題，更因船山從氣之往來伸屈認知「時」的關係，己

所呈現的「時中」，不僅涉及自我的過往與未來，更聯結人文歷史的過往與未

來，此具有濃厚的人文歷史意味。簡言之，道德的當下應對，又將匯整成人之

一生的道德，此一生之道德，則會影響整個人文歷史。也正因為船山將人之為

人，置放在人文歷史上，所以人之實踐工夫，雖包涵了當下即是的志道依仁，

不過卻更重視志道依仁，必須如何落實在每個當下之「時」。復觀「中和」與

「中庸」二者，則是關注在當下的志道依仁，而此當下遂即有志道依仁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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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這將心力全部投入在每個當下。換言之，「時中」是謹慎地將當下即是

的工夫，與其它「時」的當下即是進行合觀，這或許對於偏重道德本心者，難

免有畫蛇添足之譏，然船山則認為是必要的認知，甚至可謂是認知人之為人的

整體。因此，未重取客觀現實者，將把握道德本心即視為澈見人之整體，而重

取客觀現實的船山，強調應對每個客觀現實的道德本心，方是體現人之整體。

總而言之，「時中」較之於「中和」、「中庸」，其實更加貼近船山所重視的

人文歷史。 

  另外，船山對「困境」的有所正視，亦可說明人必須尊重人文歷史。因為，

道德本心的威力，當下既是貞固人之存在價值，同時也可能瓦解人文歷史。怎

麼說？道德本心原即要緊扣著人文歷史，但人文歷史的保存與延續，往往又因

各種客觀現實的影響，使之質變而徒然空有虛殼，這種虛偽造作的人文內容，

又是把握道德本心者必然要唾棄，甚至是摧毀。在此種緊張關係上，人易將道

德本心扭曲誤解成一己之道德本心，此或許尚能揭露了人文歷史的虛偽造作，

卻也可能賊害了人文歷史的真實。以李卓吾為例，其所採取的方式，即是衝突

儒學傳統。  而當卓吾斥罵儒學傳統，藉之省思儒學傳統延伸出來的種種虛

偽，這種面對儒學困境的方式，固然亦有意義或必要性。但，船山不走卓吾之

路，揭剝俗儒之偽善造作，不在瓦解人文歷史，而應是進入人文歷史的困境，

或言投入承擔儒學困境之行列。要言之，船山之路是一種儒者的承擔，雖是身

處困境，仍舊是承擔，非要排斥、逃避或瓦解。更重要的是，當人可正視人之

為人的困境，遂可承擔人文歷史的負面內涵，並與人文歷史有真實聯結，而非

是去解構人文歷史。有關人必須承擔人文歷史的不真實，可再從儒學理想與政

治的關係去理解。美國漢學研究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曾強

調，儒家困境是因為一開始即與政治有密切結合，  顯然儒者困境最容易產

生在，當理想無法透過政治達成，此間涉及儒者是否能夠藉由科舉選才而出

仕？出仕之後又是否能遇聖王明主？即使有聖王有意行道，但當下政治環境是

否為有道之世？不過，有承擔且正視困境的儒者，縱使面臨無道之世，縱使最

終由仕而隱，但卻不會以瓦解政治為跳脫困境的首要課題。換言之，儒者應當

                                                 
   李卓吾對儒學的種種質疑批評，參見《焚書》與《續焚書》（劉幼生整理：《李贄文集》，北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0 年）。不過，卓吾雖然衝突偽儒，但仍舊以「實儒」自居（《初潭集‧初潭集序》，北京：中

華書局，2009 年，頁 1）。 
   相關說法參見狄百瑞《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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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是，理想與政治之間，如何有彈性的聯結，當政治無法作為置放理想的

平台時，儒者又要如何去完成理想？如何在非「政治」舞台上完成「理想」？

這非是要理想與政治斷裂，因為理想與政治斷裂為二，理想亦不必然保存或完

成開展，而是重新去檢視與客觀現實的聯結，除了政治這條重要路徑之外，尚

有何種可能性？此為重新正視「理想」與「政治」的多種可能性（本即存在著

仕隱問題），所以「政治」仍舊是重要元素之一。概要而言，政治固然是實現

理想的重要途徑，但非是唯一途徑。所以，若從「時中」去說明「內聖外王」

 ，「外王」不再是聚焦或框限在政治，而是推衍至人文歷史上。至此，我

們不難察見船山對「時中」的關注，乃是重視承擔困境與尊重人文歷史之故。 

  歸結本節的討論，有關「時中」與「中庸」、「中和」的關注不同，我們

試藉荒木見悟的「本來性」與「現實性」進行說明。首先，「中和」是直指道

德主體的道德本心，即從「中」言「和」。這是關注在「中」之體用，意即從

「本來性」言「中」。其次，「中庸」由體至用的本心運用，「用」是必然的，

即從「中」言「用」。這亦是關注在「中」之體用，即從「本來性」收攝「現

實性」言「中」。最後，「時中」之「中」本已是落在「用」上（體用不二之

用），所以是即「時」言「中」，這是從「現實性」完成「本來性」言「中」。

也就是說，三者之異，正在「中和」直指本來性，「中庸」是由本來性收攝現

實性，「時中」則關注如何從現實性體現本來性。而且，因為「時中」是從客

觀現實去體現道德本心，所以特別重視「時之變」，並更加正視客觀現實給予

人之困境，以及無論人身處何種處境，人皆必須尊重人文歷史。  

五、結論 

  唐君毅先生於《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如此道：  

唯船山為矯宋明儒者之偏於本向內反省之態度以立言者，乃重取客觀的觀

                                                 
   儒學原本就講究「內聖外王」，而在內聖的部份，宋明儒學已經開展到極至，而且佛道的心性論述，或者人之

內在的剖析，其實已無法讓儒學與佛、道二家，產生完全的區隔，乃至於無法提供人之為人的真實選擇。那麼，

「時中」的客觀與道德並建，顯然在「道德」的論述上，多加注了一項強而有力的元素，即是客觀。這個武器

是宋明儒學所缺乏的，縱使有談及這個部份，但終究是道德先行之後的次要問題。或許，有些宋明儒者會強調，

道德必然是成就在客觀世界上，但這種強調畢竟是在，道德論述作為核心的第二位階問題，此處固然不是道德

與客觀的斷裂，但客觀現實顯然不能在道德論述上，得到深刻的正視，而船山則從客觀現實去談論道德本心，

意圖同時將二者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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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觀此性在天地間之地位，故有此道大善小，善大性小之論耳。固非其

說既立而程朱陸王之義可廢之謂也。   

此論正可作為研究船山「時中」觀的用力處，「時」即是「重取客觀的觀點」，

「中」則為「此性在天地間之地位」；而「時中」既貫通前儒所重之「性」，

卻又關注於「客觀」。船山《尚書引義‧堯典二》曾評述（2-243），顓頊佐

少昊十年而代之，高辛佐顓頊二十五年而代之，堯佐帝摯五年而代之，因此，

堯之所以七十載而未有相，亦只是「因法而從時」；無論是十年、二十五年、

五年有人代之，或是七十載而無人代之，問題癥結不僅在人是否能「中和」或

「中庸」，更明顯環繞在「時中」上。要言之，「時中」對於船山義理而言，

固然不是悖離道德主體的修養問題，卻也不僅僅是道德主體的修養問題而已，

此即重取客觀面向。最後，有關「時中」與「中庸」、「中和」的差異辨析，

茲以圖示說明：  

 

從三者貫通處言之，船山所理解的「中」，乃是體用不二，也就是無論「中和」、

「中庸」或「時中」，三者皆由體用不二之「中」所導出。因此，三者其實是

可以貫通不二。然而，若從三者關注不同處言之，三者畢竟殊別，分三點來說：

一是，「時」非「中」之體用。「時」是「中」之體用之間的問題，意即當此

體用一貫而去面臨現實的問題。二是，在「時」是「天下之萬變」的認知中，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506。 



．王船山「時中」的重取客觀面向－試論「時中」與「中庸」、「中和」之差異． 

 ．135．

導衍出「時之變」的「不可知」；正因為「不可知」，所以會有「時達/時窮」、

「時盛 /時衰」的兩種可能，這是體用不二之「中」，與現實之間的衝突、矛

盾或緊張關係。三是，前述訊息皆傳遞出「時」的關注處，乃是在道德主體與

現實場域的接軌上，且「時」有別於「庸」、「和」單純從正面去體現人之能

動性，「時」亦揭示了人在負面否定的現實場域之中，如何保存本有的能動性。

要言之，「時中」不止於道德主體的體用一貫，更關注於體用一貫的道德主體，

與現實世界交接後的複染性。正因如此，人才會更能夠面對「困境」，才會更

加重視「人文歷史」。由此即知，船山為何要特別關注重取客觀面向的「時中」，

或言船山「時中」的重取客觀面向，為何能夠讓我們視為獨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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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ining Objectivity and Wang 
Chuan- Shan's Idea"Shi Zho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i Zho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 Zhong He" 

Shih Ying-Yo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Wang Chuan-shan has attracted continuous attention because of his 

great thoughts. Scholarship on Wang abounds, but this author finds that Wang's 

idea "Shi Zhong," with its special intents and purposes, has never been fully 

discussed.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dea "Shi Zhong" in contrast 

to thos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 Zhong He," and reveals the inherent 

concern about objectivity. In Wang’s thought, regaining objectivity also involves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dilemma and predicament, as well as undertaking a 

return to human histo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Wang’s inheritance of the 

Confucian "Zhong Dao" surely contains the though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 Zhong He," and "Shi Zhong," but "Shi Zhong" in particular contains the idea of 

regaining objectivity, which accords more generally with Quan Shan's thought in 

its entirety. 
 

Key words: objectivity "Shi Zho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ang Chuan-shan "Zhong Dao" " Zhong He" 

                                                 
∗  Adjunct Lec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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