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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1 

壹、緒 論 

一、問題之提出 
耿定向（1524-1596），字在倫，號楚侗，又號天臺，湖北黃安

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告歸後家居七年，

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明儒學案》列入泰州學派。 
李贄（1527-1602），初名載贄，字宏甫，號卓吾，又號溫陵居

士，福建泉州晉江縣人。二十六歲舉於鄉，五十一歲出為雲南姚安

知府，為官政令清簡，五十四歲任滿致仕，不再為官，歸時士民攀

轅臥道，車不能發。卓吾四十歲始接觸陽明心學，致仕後走湖北黃

安，依學友耿定理（字子庸，號楚倥，1534-1584），並識其兄定
向。五十八歲定理卒，與定向論學不合，遂至麻城龍湖，築芝佛院

以居。六十二歲薙髮為僧，然不斷葷血；所著《焚書》、《藏書》

等，議論頗與時異，一時風靡；凡此特異言行，亦引發當道有「左

道惑眾」之逐。神宗萬曆三十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1625）上
疏彈劾，言其惑亂人心，神宗降旨緝拿下獄。一日，呼侍者薙髮，

遂持刀自割其喉，經二日氣絕，年七十六。1 
                                                             
1 以上傳略參考各種相關資料而成，張建業等編，《李贄全集注》第 26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收羅有關李贄傳記資料多種，後文亦多
引據之。如其姚安治績，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李贄傳〉（收

入該書頁 329-330），及道光《雲南通志》卷一三○〈秩官志．循吏
下〉（頁 328）。張問達奏疏見《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九（收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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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要討論的兩位主角：耿定向與李卓吾，身處晚明其時，

一個是史稱「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2的一代宗師；另一個
則是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3的罪名被補下獄，其後自殺身亡的
異端思想家。然而在後世，前者飽受貶抑冷落，後者卻在五四以來

備受關注推崇，這樣巨大的反差，無疑與兩人之間曾有的曠日持久

的論爭有極大關係。如袁中道（1570-1623）所言：「（李）與耿公
往復辯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

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4而
錢謙益（1582-1664）則更進一步言：「（李）掊擊道學，抉摘情
偽，與耿天臺往復書，累累萬言，胥天下之為偽學者，莫不膽張心

動，惡其害己。」5可見李卓吾與耿定向論辯書信之內容，正是造就
他「反道學」之異端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因此在五四以降的反

傳統思潮中備受稱揚；而另一方面，《明史》則言：「贄小有才，

機辨，定向不能勝也。」6《明儒學案》亦曰：「（耿定向）因李卓
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為主，苦口匡救。然又

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7耿定向在論爭
中既被判定為屈居下風，無疑即後世學者無視其曾令當世「雲附景

從」的地位而輕忽其學術的根本原因。尤其如錢謙益逕以道學為

                                                                                                                                    
書頁326）。 

2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五〈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黃宗羲全
集．八》（臺北：里仁，1987），頁849。 

3 《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九。《李贄全集注》第26冊，頁326。 
4 〈李溫陵傳〉，《李贄全集注》第26冊，頁158。 
5 錢謙益，〈卓吾先生李贄〉，《列朝詩集小傳》閏集，《李贄全集注》
第26冊，頁231。 

6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二一（《斷句本二十五史》第49冊，臺北：新
文豐，1975），頁2409。 

7 《明儒學案》卷三五〈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頁8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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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學」，8於是耿定向與李卓吾的論爭，在後世也就被解讀為「偽
道學」與「反道學」的對立。如張建業言：「（李卓吾〈答耿司

寇〉）是一篇全面批判儒家仁德說教，揭露理學家偽善面目的重要

論文。」9在許多申述李卓吾之反傳統精神的論著中，耿定向就是最
容易被「對號入座」的「偽道學」代表。 

如果耿定向、李卓吾兩造論爭之本質，便是「偽道學」與「反

道學」的對立，則其中恐怕不會有太多值得深究的價值。然而，這

樣簡單的二分法，若證諸史實，第一個不可解的矛盾，便是二人在

激烈論爭之後晚年卻能復合，其因安在？依常理來看，「偽道學」

打壓論敵不應手軟，史上以細故而必置人於死者多矣，做為掌握權

勢且名譽受損的一方，耿定向大可以追究到底，又何必和解？再就

李卓吾的性格來看，他不惜自刎獄中的烈性，又為何要與「偽道

學」復合？李卓吾「童心：真心」的堅持，即其生命學術之一貫，
10若竟與其眼中的「偽道學」復合，不等於對自身生命學術之否定
與背叛嗎？他曾再三強調：「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11

「我若告饒，即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

我身不可辱。」12 因此，他之尋求和解，絕非「求庇」、「告饒」

                                                             
8 晚明文人普遍感受文人與道學之對立，此可參見黃明理，《「晚明文
人」型態之研究》（收入《古典文學研究輯刊》三編，第 11 冊，新北
市：花木蘭文化，2011）第三章之討論，錢謙益逕以道學為「偽學」，
亦此對立意識下的主觀立場，未可據以為對耿定向個人之評論。 

9 張建業，《李贄評傳》（福州：福建人民，1981），頁80。 
10 參見拙著，〈道德或反道德？──李贄及其「童心說」的再詮釋〉，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期（臺北，2007）。 

11 〈與耿克念〉，《續焚書》卷一，《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2000），頁 18-19。案：本書所引李贄著作，除另行標註者
外，皆採用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全七卷，僅在第一次引用時註明卷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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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屈於現實，那麼，又是為了什麼呢？總之，相較於世俗間至親好

友因各種衝突以至決裂者，往往就此老死不相往來；激烈論爭之後的

耿、李二人卻終能復合，豈是常人所能？「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

不欲」13 的李卓吾能有此言行表現，絕不當輕易論定他僅是屈服於世
俗壓力；14 而受批判乃至名譽受損的耿定向，作為擁有權勢的一方，
卻能選擇原諒包容，更不應看輕其涵養與胸襟。雖然，在李卓吾

《焚書》刊行，將二人書信公諸於世後，確曾引起耿氏震怒，且為

作〈求儆書〉，15 耿氏弟子蔡弘甫（蔡毅中，1548-1631）亦作《焚
書辨》攻擊李卓吾。16 然而，作為名譽受損且擁有權勢的一方，依
世俗常情，耿定向亦大可採取毫不寬容、追究到底的態度，但他畢

竟沒有，其胸襟氣度可見一斑。耿、李二人於 1594 年底復合後，17

耿定向即在兩年後去世，故李卓吾此後所遭到的打壓與迫害，與耿

氏並不相干；18 相反地，二人復合後之書信交流，皆可見彼此之真 12131415161718 
                                                             
12 〈與耿克念〉，《續焚書》卷一，頁22-23。 
13 袁中道，〈李溫陵傳〉，《李贄全集注》第26冊，頁157。 
14 當然，李卓吾必然也面對極大壓力，某些研究對此亦著墨不少，筆者並
非否認其說，然而證諸前引〈與耿克念〉等相關內容，筆者以為，外在

壓力縱使存在，但他與耿定向和解，亦絕非屈從於壓力，而必出於其主

觀意願之真誠。 
15 〈求儆書〉，《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六。案：筆者手邊所據、亦本書引
用《耿天臺先生文集》之版本，乃臺北：文海，明萬曆二十六年刊本，

共四冊。然而該書之〈求儆書〉一文由頁 696 至頁 700，而頁 699-700
兩頁空白，故〈求儆書〉一文又參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

嚴文化，1997）集部．別集類（131），頁 172-173。又：二版本之其他
缺漏字亦有不同，正好對參互補。 

16 同前註，〈求儆書〉，《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六，頁697。 
17 耿、李復合之年月，或稱1594，或曰1595，此以林其賢說為據，見氏著
《李卓吾事蹟繫年》（臺北：文津，1988），頁120。 

18 實則不單是耿定向死後，即使是定向生前，耿氏弟子對李卓吾的打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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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因此，若逕以耿定向為「偽道學」，面對兩人復合之史實，如何

能得一充分而合理的解釋呢？ 
此外，雖然李卓吾長期被視為異端，但他真的「反道學」嗎？

經由學界長期關注李卓吾所累積而來的大量研究之後，近二十多年

來，學界已跳脫了「反傳統」的意識型態，而重新闡明李卓吾的

「反道學」實在於提倡「真道學」，如李焯然所言：「李贄只反假

儒、假道學。……他是要辯明『真』儒與『偽』儒之別。」19如許
建平：《李贄思想演變史》亦特別立一標題申述「李贄非反孔

辨」。20因此，種種視李卓吾為「反道學」的刻板印象，實不免如
龔鵬程所評論的，為「畫歪了臉譜」21的誤解。除了李卓吾之「真
道學」與儒學、陽明心學之關係已被重新認識外，長期附屬於李卓

                                                                                                                                    
復，也並不出於耿定向之主使，如李卓吾〈與楊定見〉所言：「侗老原

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

朝夕在武昌倡為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彰我之名。恐此老

不知，終始為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

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為耿氏累甚不少也。」（《焚書》卷二，頁 60）此
信乃致友楊定見，並請轉致古愚（耿定向長子，耿汝愚，字克明，號古

愚，參《李贄全集注．焚書注（一）》，頁 158，註 11），文中不但未
將那些對他個人的攻擊歸咎於耿定向，反而擔心定向受不肖弟子的拖累

而承擔惡名。由文中內容一方面可看出李卓吾對耿定向人格的信任，此

外，對於現實生命的複雜曲折，他亦有極為細膩的體察與同情的理解。

但學者以成見視耿定向為打壓異端之偽道學，對此類文本皆視而不見，

仍要將卓吾「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的擔憂，曲解為「直指耿定向即幕

後主使者」。難道他們認為李卓吾這封寫給雙方親友的書信內容，也只

是自欺欺人的場面話嗎？若如此之言行，與其所倡言的「童心」之

「真」豈不矛盾？又與他所批判的偽道學有何本質的不同呢？ 
19 〈論李贄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氏著《明史散論》（臺北：允晨，

1987），頁160。 
20 許建平，《李贄思想演變史》（北京：人民，2005），頁266-269。 
21 龔鵬程，《晚明思潮》（臺北：里仁，1994），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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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研究中扮演「偽道學」代表的耿定向，亦漸有若干學者重新正視

其令「海內雲附景從」的歷史地位，並肯定其學術在王學發展上之積

極意義。22如陳瑞生《李贄新論》已強調耿定向不是偽道學，而是
一位「清正廉明的官吏」，「很有威望的理學家」，而二人的論爭

本質實為「師友論學」；23羅福惠〈兩捨則兩從，兩守則兩病──
耿定向與李贄「論道相左」新解〉，24亦對長期以來耿定向之形象
與二人「論道相左」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所遭到的扭曲誤解，重新做

了闡釋，還原二人「是彼此存有分歧和爭論的朋友」的本質。25而
當李卓吾未必是「反道學」的異端，且耿定向亦不是不值一顧的「偽

道學」時，則兩人曠日持久的論爭，當不是立場迥異、沒有交集的意

氣之爭，但如果彼此既可以「兩捨則兩從」，雙方又究竟為了什麼

而爭呢？ 
                                                             
22 如池勝昌，《耿定向與泰州學派》（臺北：臺師大歷史所，1989）；江
宜芳，《明儒耿定向對王學的批評與修正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

所碩士論文，1992）。 
23 陳瑞生，《李贄新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1992），頁 54。按：其
書發表甚早，但筆者直至 2014 年中方購得一本二手書，其中〈談李贄
與耿定向的論戰〉（頁 51-66）之基本立場與本書的視角甚為相近，只
因篇幅有限，對於諸多論題未作深入探討，且其流傳不廣，其後涉及耿

李論爭之諸多論著亦未見徵引、採納其說，其後二十多年來的研究，仍

以視耿定向為「偽道學」者為大宗，甚為可惜。 
24 《湖北文獻》第 153 期（臺北：2004）。案：「兩捨則兩從，兩守則兩
病」，語出李卓吾，〈耿楚倥先生傳〉（《焚書》卷四，頁 133），李
卓吾在該篇文章中，對與耿論爭終而復合之始末，有情理交融的詳實敘

述。又案：在筆者初關注此一議題之時，羅福惠之論文實為少數得以參

考之研究，然而近年來大陸已有不少期刊文章以耿、李論爭為主題，其

觀點與本書有異有同，亦有值得參考或可相互印證者，但畢竟單篇論文

所論較略，且見及諸文時，本書前幾章已先完成，故不作徵引討論，僅

列入參考文獻中。 
25 《湖北文獻》第153期，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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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耿李雙方長期之不得不爭而又終能復合之矛盾疑

點，唯有正視李卓吾的一段自述，方能得一恰當的理解： 
我與天臺所爭者問學耳。既無辨，即如初矣，彼我同為聖賢，此

心事天日可表也。26 
若相信李卓吾「童心：真心」即其生命學術之一貫，則不可不鄭重

看待此一「天日可表」的真誠告白。「彼我同為聖賢」，在李卓吾

心中，耿定向不是「偽道學」，他自己更不是「反道學」，二人的

論爭，是真誠的「問學」之爭，即使學術立場歧異，皆不能損及其

「如初」的情誼！然而，倘若「同為聖賢」，何必爭之不已？不得

不爭，則其「問學」之內涵，又豈可不深究？須知耿、李二人的論

爭，對雙方之命運乃至歷史評價造成重大影響，即使日後復合，但

其論爭書信的刊刻，卻已造成無法挽回的結局：從此李卓吾被正統

道學家嫉之如仇，最終以身殉之，成其烈烈之名；而耿定向卻因此

橫遭後人貶抑冷落，甚且視為「偽道學」，不稱其生前名望。雖然

這樣的結果，在二人論爭之初，絕對無法逆料；但若彼此學術本旨

本可「兩舍兩從」，僅在無關閎旨的歧異上作無謂的口舌之爭，卻

竟付出這樣龐大的代價，豈不過於荒謬而可悲！證諸晚近研究中對

兩人學術之重新定位與肯定，則其論爭，難道不應存在某些值得深

究的意義與價值嗎？ 
本書所要申明者，便是耿、李二人之論爭，絕非私人之意氣與

情緒，而確實存有客觀的學術意義與價值，其中的內涵精神，值得

吾人深入發掘與探討，而本書欲闡明兩人「問學」之內涵及其意

義，便以正視李卓吾「天日可表」的自述為前提，即： 
（一）李卓吾不是「反道學」； 

                                                             
26 〈答來書〉，《續焚書》卷一，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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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耿定向不是「偽道學」； 
（三）耿、李論爭是「同為聖賢」的問學之爭。 
長期以來視耿、李二人為「偽道學」與「反道學」之誤解，即

二人之論爭無法被相應了解並充分探討的主因，雖然近年來的研

究，已陸續有學者申明李卓吾非「反道學」，亦有肯定耿定向之學

術者，但面對大量的反面論述，上述三點彷彿是對既有的刻板印象

之「翻案」，故將於後文作一專章申述，以下先就既有之研究成果

作一考察。 

二、前人研究成果之考察 
李卓吾的研究自五四以來便備受學界關注，至今仍方興未艾，

稱之為顯學亦不為過。尤其在大陸，不唯諸哲學史中多列入專章介

紹，以李卓吾為主題之各種專書論著亦已累積不下一、二十種。文

革前後囿於意識型態之研究姑不置論，近二、三十年來亦累積了許

多具有學術意義與價值的研究成果。稍早如張建業《李贄評傳》、

林海權《李贄年譜考略》27等，對相關史料之蒐羅考訂已甚豐富詳
明，此後更有諸多論著闡明其思想學術。如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

學思想》曾獲多項學術獎項，28而許蘇民繼 1998 年出版《李贄的真
與奇》後，2006 年又有《李贄評傳》問世；29許建平則於 2004、
2005 連續兩年出版《李卓吾傳》與《李贄思想演變史》，30皆可見
                                                             
27 福州：福建人民，1992。 
28 天津：天津人民，1997。其獲獎事蹟見氏著《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北京：人民文學，2000），作者簡介。 

29 分別由南京出版社與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 
30 分別由北京：東方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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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之勤；而即使李卓吾研究已有了這許多優秀學者的專著，但

2007 年依舊有傅小凡《李贄哲學思想研究》、傅秋濤《李卓吾
傳》、屈小強《自然與自我：從老莊到李贄》、秦學智《李贄大學

明德精神論》、王均江《衝突與和諧：李贄思想研究》、2009 年有
張再林《車過麻城：再晤李贄》、2010 年有司馬朔《一個異端思想
家的心靈史：李贄評傳》、2012 年又有王寶峰《李贄儒學思想研
究》等等新作出版；31此外，張建業教授主編《李贄文集》全七卷
於 2000 年出版後，又主編《李贄全集注》全二十六冊於 2009 年出
版，是大陸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之重點專案之一，且除了首都師範大

學有「李贄研究中心」外，更在河南籌建「李贄書院」，並多次舉

辦以李贄為主題之大型學術研討會，凡此皆可見李卓吾研究在大陸

學界之盛況。相較而言，臺灣方面對李卓吾之研究未如大陸之盛

行，然而博、碩士論文中以李卓吾為主題者實亦不少，而已出版之

專書，如林其賢《李卓吾事蹟繫年》與《李卓吾的佛學與世學》，
32陳清輝《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與《李贄思想探賾》，33劉季
倫《李卓吾》34等研究論著，實亦已達相當之成就。相較於海峽兩
岸的學者或關注於李卓吾之文學、史學或佛學思想，且較多以「反

傳統」、「反道學」的角度觀察李卓吾，美國漢學家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則肯定李卓吾的思想合於宋明新儒學
發展的脈絡，35 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溝口雄三等人的研究，更彰明

                                                             
31 依序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濟南出版社、北京：中國傳
媒大學，及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北京：人民等出版社刊行。此外，2010 年張建業教授亦有《李
贄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乃多年散論之結集。 

32 臺北：文津，1988、1992。 
33 臺北：文津，1993、2003。 
34 臺北：東大，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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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李卓吾學術在晚明儒學發展上超越時代的意義，36 凡此論述之開
展，亦使當代的李卓吾研究，不只是過去歷史的探索，亦可與新世

紀的思想展開對話。37353637 
由於「耿、李之爭」即李卓吾生平與學術之重要關鍵，故相關

論著中，除限於自身主題重心或單篇論文有限之篇幅外，任何全面

探討李卓吾生平與思想之著作，幾乎無可避免地都會論及二人論爭

之始末及其影響，自然亦已累積許多研究成果。兩人曠日費時的論

爭過程，如林其賢《李卓吾事蹟繫年》、林海權《李贄年譜考略》
                                                             
35 狄百瑞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1983），頁

45：「十六世紀的明代思想家有一種個人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在他們
自己的時代裡被認為激進……但是，就他們的激進思想而言，王陽明門

下的泰州學派諸子，尤其是李贄，似乎仍是只有把他們當作新儒學長期

發展的結果才能理解。」 
36 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惟的挫折》（甘萬萍譯，南京：江蘇人民，

2005，原書名《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
1949 初版，1970 改訂新版）、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
（林右崇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4，原書名《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

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而溝口氏之專論《李卓
吾：正統を步む異端》（東京：集英社，1985）一書，劉季倫譽為「是
當世卓吾研究之高峰」（《李卓吾》，頁 6）。又，其書最近大陸已有
翻譯出版，由孫軍悅譯，題名：《李卓吾：一個正統的異端》（收入

《李卓吾．兩種陽明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 

37 如周昌龍有〈明清之際新自由傳統的建立〉（《二十一世紀》第 67 期
（香港：2001））與〈明清時期中國近代新自由傳統的建立：以李卓吾
為中心的研究〉（收入劉青峰、岑國良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

統》，香港：中文大學，2002），即以李卓吾學術與「自由主義」作對
話；而歐崇敬《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學卷》（臺北：

洪葉，2003）亦站在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的角度，推崇李卓吾為「一
位先行的勇者」。（頁 235-236）簡言之，站在新世紀思潮的角度看待
李卓吾，皆必然給予其高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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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論著，對於相關史料之排比考證已十分詳盡；而如左東嶺《李贄

與晚明文學思想》，便以二人論爭作為李卓吾人格心態發展的分期

與標誌，38亦充分凸顯此一論爭於其生命學術發展之重要性。其他
眾多論著對耿、李論爭過程之鋪敘或許詳略互見，亦不乏其獨到之

見解，無法一一列舉，總而言之，在既有的研究中，對耿、李論爭

之始末及其相關史料之發掘整理，可以說已經十分豐碩。然而，關

於史料的排比整理，僅是澄清問題的基礎，在有了豐富的史料與詳

密的考訂後，「如何」解讀史料的內容，並探討背後隱含的問題及

其意義，才是進一步解決問題的開始。眾多論著的獨到之見，若排

比而觀，則亦可見其中尚有許多討論的空間：若拿甲論著引證的史

料，去對照乙論著依循其他材料所作的評論，往往便可發現某些彼

此矛盾的疑點，尚未能輕易給予定論。因此，站在前輩學者已有的

基礎上，如何掌握更全面而非片斷的史料，並給予更客觀公正且

「相應」的理解詮釋，仍是後學所當致力的。 
因為，欲探討耿、李論爭的內涵，應先對雙方學術作等量齊

觀，然而長期以來對耿定向的了解，多附於李卓吾之研究中被連帶

提及，相較於李卓吾研究所受到的關注，以耿定向為主題的研究，

則嫌太過單薄。以李卓吾為主題的研究，多站在李卓吾之角度看待

耿、李兩人的論爭，對耿定向的理解與詮釋，則未必皆能客觀且相

應，多數著作只站在支持李卓吾的角度，對耿定向多所貶抑與批

判；晚近學者擺脫了視李卓吾為「反道學」，且重新正視其儒學本

質後，對耿定向之看法，才漸有較為客觀平情之了解。如左東嶺

《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中，對耿定向之心態與立場已有較平情的

詮釋，但終究仍視李卓吾晚年乃「被迫」與定向復合，39而未對李

                                                             
38 該書第二章第四節。 
39 該書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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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吾亦肯定耿定向「同為聖賢」等相關文字有所說解。除此之外，

各種論著中對二人論爭之詳情與其原因、性質、內涵等之探討，大

抵著重於史實之考訂與澄清，至於論爭之內容、涉及之論題及其論

辯之意義所在，深入討論者尚不多見。尤其在眾多對耿定向的負面

評價中，二人的論爭似乎只是情緒與意氣，或正統與異端、進步與

反動的對立，而不見值得深入探討的價值。然而備受讚譽、強調童

心之「真」的李卓吾，他那「我與天臺所爭者問學耳」、「彼我同

為聖賢」、「此心事天日可表」的告白，竟只是一段無「真」可言

的空口白話嗎？ 
多年以來，大陸方面諸哲學史對李卓吾多有專章討論，但僅就

筆者所見大陸十數種的哲學史（思想史、儒學史）著作中，卻幾乎

完全略過耿定向（至於港臺方面的哲學史、思想史對陽明後學一向

所言甚略，耿、李二人多未在討論之列，但較之耿定向，李卓吾仍

偶被提及）；40又如侯外廬等主編之《宋明理學史》41上下二鉅冊
中，明代理學家有獨立章節論述者近三十人，「李贄的反道學」亦

據一席之地（第十七章第三節），但耿定向不但沒有專章討論，且

僅在李贄生平事蹟中扮演一個加害李贄的反派小配角。此外如《中

國儒學百科全書》42中二人資料之詳略也可做一對比：其中「耿定
向」條的內容僅寥寥 15 行（頁 735），而關於李卓吾則不單有「李
                                                             
40 如吳怡，《中國哲學發展史》（臺北：三民，2009），頁 406；張麗珠
《中國哲學史三十講》（臺北：里仁，2007），頁 423，綜論陽明後學
處尚提及李贄之名。而歐崇敬《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的新儒學與實

學卷》則為筆者所見臺灣地區的哲學史中唯一一部有獨立標題討論李卓

吾者（第三篇第六節，頁 223-237）。至於耿定向，則上述諸書皆無一
語及之。 

41 北京：人民，1984。 
42 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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贄」條（頁 735-736，分量是耿氏內容之六、七倍），且其下更有
「焚書」等七個詞條介紹其重要作品與思想要點（頁 736-737），
由此亦可對比出相較於李卓吾，耿氏所受之輕忽何如。其他專論明

代思想或晚明王學的相關研究亦甚豐，而其中有專題討論耿定向者

亦屬少數，如楊天石《泰州學派》43、張學智《明代哲學史》44、龔
杰《王艮評傳》45、吳震《陽明後學研究》46、鄧志峰《王學與晚明
師道復興運動》47、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
48、陸冠州《泰州學派化俗思想研究》49、潘玉愛《王心齋與中晚明
儒學的轉折──兼論道德自我與社會人倫的衝突與和諧》50，乃至
日人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51、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
                                                             
43 北京：中華，1980，第五章〈耿定向對於李贄思想的反撲〉，頁

151-171。 
44 北京大學，2000，第十八章〈耿定向的「不容已」之學〉，頁268-282。 
45 南京大學，2001，第十章第三節〈耿定向與泰州學派〉，頁265-272。 
46 上海：人民，2003，第八章〈耿天臺論〉，頁 367-420。吳震前此之論
著如《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3）已涉及不少耿定向講學之史料，另外，吳氏在〈泰州學案的重新
釐定〉（收入《泰州學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一文中，亦對耿定向之學術性格再加分判。扣除臺灣方面的兩部碩士論

文以外，吳氏論述之質與量，已可視為當今學界對耿定向之研究著力最

深之學者。 
47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下編：在朝王學〉第一章第二節〈理論
代表：耿定向〉，頁327-357。 

48 上海：復旦大學，2005，第四章第一節〈世界心重：論耿定向〉，頁
147-155。 

49 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3，第三章第三節〈泰州學人對良知現成
的主張（二）〉，〈二、以「慎術」說作為入聖工夫的耿定向〉，頁
154-160。 

50 輔仁大學哲學所博士論文，2005，第五章第一節〈泰州學的群己觀〉，
〈三、耿定向主「虛實」：兼融並蓄〉，頁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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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52 等，是筆者所見少數有獨立標題論及耿定向者，但其他大
部分的論著，無論是論晚明儒學、陽明後學、或泰州學派，則多未

將耿定向列入討論。真正以耿定向為主題的專著，筆者僅見兩本臺

灣地區的碩士論文：池勝昌的《耿定向與泰州學派》，以及江宜芳

的《明儒耿定向對王學的批評與修正研究》。53 即使如此，諸研究
對於耿定向的生平與學術之相關考證與分析討論，已可證明耿定向

在晚明泰州王學之流布與思想發展上，不單有其歷史上客觀存在、

不容輕忽的地位，且其學術亦有其積極的意義與值得深究的價值。 
515253以李卓吾研究為主的論著，多僅將耿、李論爭作為李卓吾學術
發展的一段「過程」，而二人論爭之內涵與意義的探討，則已非所

論之重點；54而以耿定向為主題的論著，則因兩篇碩士論文皆成於
十數年前，未及納入近年來關於李卓吾研究中所提出之新材料與見

                                                             
51 東京創文社，1979，〈二 東溟と耿天臺〉，頁82-122。 
52 屠承先譯，上海古籍，2000，第四章第四節〈耿天臺〉，頁193-204。 
53 已見註 22。另外，大陸在 2011 年亦有楊麗華，《耿定向的思想變化及
其原因探析》（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然卻未針對耿、李之論爭作

探討。 
54 王寶峰《李贄儒學思想研究》第六章〈四、正統與異端：耿李論戰〉
（頁 144-164）算是目前在以李卓吾為主題的研究中，極少數非敘述或
考證「過程」，而是正面討論二人論爭之內容者，該篇分七點申述耿、

李二人在「功名與求道」、「孔學之『術』」……等立場觀點之不同，

而結論則以為二人「立場與學術基礎根本不同……總體上表現出自說自

話，各言其所見的特點。」（頁 164）雖然較之以往忽略二人論爭內容
且一味貶抑耿定向之研究，其說已較詳實，亦較為平情客觀，卻仍然無

法解答筆者之困惑：李卓吾所自言「彼我同為聖賢」，是真實語，或應

酬語？且「立場與學術基礎根本不同」與所謂「同為聖賢」，又是否有

所矛盾？而在此狀況下，二人最終復合的基礎又何在？李卓吾自謂二人

「所爭問學」，然則除了「自說自話」外，彼此之論辯難道沒有客觀的

學術意義嗎？凡此種種困惑未解，皆是本書所欲進一步探討釐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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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至於其他單篇論文篇幅有限，自是針對自身主題申述，而未必

著眼於兩人論爭，亦不可能對諸多李卓吾研究中對耿定向褒貶互異

之說法提出辯難。若對照耿定向研究中所發掘之史料及對耿氏學術

地位之肯定，與李卓吾研究中對耿氏之批判，則可發現其中仍存在

諸多矛盾尚待釐清。對此，學者亦有所見，如羅福惠〈兩捨則兩

從，兩守則兩病──耿定向與李贄「論道相左」新解〉一文，重新

審視耿、李之爭之性質與定位，便指出長期以來學界之偏見：「以

李贄的是非為是非的判斷失之簡單，耿、李『論道相左』的性質和

嚴重程度都因『鬥爭哲學』的影響而有扭曲而誇大之處。」55然
而，在重新導正看待耿氏與二人論爭的角度之後，如何詮釋二人必

爭之不已的原因，以及背後隱含之學術問題所在，則仍有極大的討

論空間。陸冠州《泰州學派化俗思想研究》、潘玉愛《王心齋與中

晚明儒學的轉折──兼論道德自我與社會人倫的衝突與和諧》，已

將耿、李二人論爭之內涵，作為考察其研究主題「泰州化俗思想」

與「晚明儒學中道德自我與社會人倫的衝突與和諧」的重點之一；

張育齊《思想人物與地方社會的交涉──以晚明湖北麻城、黃安為

例》則以耿、李之思想交會作為觀察晚明城市社會與文化現象的一

個聚點，56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亦由耿、李論爭思考
陽明心學面對「情欲」問題之疑難困境。57凡此亦可見二人之論爭
及其內涵在晚明儒學的發展上確有值得考察之客觀意義，站在前人

成果的基礎上，以二人論爭為核心的研究，應可更完整地呈現其論

爭之於儒學發展的積極貢獻。 
耿、李論爭之始末，既已有眾多研究成果為基礎，關於「史

                                                             
55 《湖北文獻》153期，頁 1。 
56 臺大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 
57 天津：南開大學，2006，第五章第二節、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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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陳述似乎沒有重新敘說的必要，本書站在既有研究的基礎

上，乃以二人論爭之內涵及其意義作為討論重點，以下僅就前人探

討二人論爭起因的幾種異說作一澄清： 
關於耿、李論爭的原因，除了逕指為「偽道學」與「反道學」

之思想論戰者外，還原歷史的真相，大多數論著，乃以如袁中道

〈李溫陵傳〉所言「子庸死（萬曆十二年），子庸之兄天臺公惜其

（卓吾）超脫，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58的角度，看待二人論爭
之起。如林其賢則更具體指出，萬曆十四年耿定向作〈二鳥賦〉59

微諷卓吾（即所謂的「箴切」），而卓吾批繳之，60即二人隙生之
始。61然而，二人學術之歧異，於耿定理在世時已然顯見，故二人
論爭之起，亦可追溯至更早的因由，如林海權《李贄年譜考略》，

便指出萬曆十一年，由耿、李對鄧豁渠（1489-1578 前後）之學術
截然不同的態度，二人觀點分歧已逐步公開化；62荒木見悟亦以為

                                                             
58 〈李溫陵傳〉，《李贄全集注》第26冊，頁158。 
59 即〈春鳥秋蟲解嘲賦〉，《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頁92-98。 
60 〈與焦弱侯太史〉：「楚侗令師近有〈二鳥賦〉，兄曾見否？弟實感此
老不忘我針砭也，當時遂妄肆批題，繳而還之。」（《續焚書》卷一，

頁15） 
61 《李卓吾事蹟繫年》，頁54。 
62 《李贄年譜考略》，頁 137。當然，林海權仍以耿定理死後，耿定向
「恐子侄效之」的心態與言行做為耿、李論戰之正式開始，然舉耿定向

〈又與周柳塘〉第十九書之內容為說，而訂於萬曆十二年起（頁
143）。此外，林海權與林其賢二先生對史料之考訂互有詳略，論斷亦
不盡相同，本書借用前輩學者史料考訂之成果，但對各家學者之異見則

不多作分辨，畢竟本書之重點不在考證耿、李二人是在什麼時候說了什

麼、寫了什麼，而是探討他們各自堅持的主張究竟是什麼，不得不爭的

背後究竟有何學術意義，其中又隱含著什麼學術疑難等等。然耿定向

「恐子侄效之」的「箴切」態度，在耿、李二人而言，當然都不只有客

觀的學術問題，而必有主觀的情感與情緒摻雜其中，其中隱含的諸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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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鄧豁渠看法之分歧，或即耿、李二人後來走向決裂的導火線。63

對此兩種不盡相同的說法，並不必分辨此是彼非，相反地，以前輩

學者們站在不同角度的觀察為基礎，綜合兩人在不同事件上之論點

分歧，後學亦得以更全面地理解二人學術的根本歧異，然則其始何

以不得不爭，而最終又何以能「兩舍兩從」，亦可有更深刻的思

考。 
然而，耿、李論爭之因，尚有一被廣為引用的史料，即《明儒

學案》以耿定向未救何心隱（1517-1579）一事，作為李卓吾與耿定
向決裂的主因，亦使許多學者據以為證，並坐實耿定向「偽道學」

的形象。由於此一史料涉及對二人論爭本質的理解，以及耿定向是

否不免為「偽道學」之譏的判定，故以下先作一討論。《明儒學

案》載： 
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耿定向）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

（張居正，1525-1582）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李幼滋，

1514-1584），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

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為宗，斯其可已者

耶？64 
何心隱是李卓吾極為推重的一位泰州先輩，曾作〈何心隱論〉表彰

其精神。對於何心隱被冤殺，李卓吾在文中批判曰： 
時無張子房，誰為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為脫季布？吾又因是

                                                                                                                                    
題皆將在第參章再加分析與澄清。 

63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
2006），頁 212。關於耿、李對鄧豁渠之態度歧異，本書將於第肆章申
明二人論爭之意義時再加申述。 

64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頁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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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

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聚徒講學之人。65 
其次，在〈答耿司寇〉一篇長文中，則又直言批評耿定向曰： 

且東廓先生，非公之所得而擬也。東廓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

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為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

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66 
上述材料，即學者據以印證《明儒學案》之說的主要文本。 

然而，〈何心隱論〉中所謂「談道者之假」，批判的具體對象

當然是指媚於江陵而主殺心隱之李義河等人，文中實未有確據即針

對耿定向而發；至於批判耿定向無法做到「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

急」，似可暗指心隱事，但耿定向雖未能挽救何心隱於免死，卻絕

非如《明儒學案》所言之「不敢沾手」，67耿定向有〈里中三異
傳〉述心隱事，68亦明言自己曾致書李義河為之解，卻不為李所接

                                                             
65 《焚書》卷三，頁83-84。 
66 《焚書》卷一，頁30。 
67 如左東嶺亦已引證，耿定向即使救何心隱不力，卻亦曾設法挽救，絕非
「不敢沾手」。故左氏澄清何心隱事並非二人論爭的主因。（《李贄與

晚明文學思想》，頁 105）另外，吳震在〈泰州學案的重新釐定〉中亦
引多方論據，而對《明儒學案》之說有所反駁與澄清（《泰州學派研

究》，頁28），可以參看，簡而言之，《明儒學案》此說實為誤解。 
68 〈里中三異傳〉（《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六，頁 1621-1648），論何
心隱、鄧豁渠、方湛一，心隱事蹟見頁 1621-1632，文中稱心隱為「何
狂」，並述其弟定理曾對何心隱當面評論之曰：「孔氏求仁，子不仁，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直緣木求魚哉，後災且不免矣。」故在耿定向

眼中，何心隱的學術「蓋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然而亦辨其它罪名

皆是「重誣也」（以上引文見頁 1629），故亦設法為其脫罪，既未「不
敢沾手」，更未「從而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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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69其實當事者有必殺心隱之心，亦有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
何心隱「非名教之所能覊絡」70的學術本身，對於專制皇朝既有的
權威秩序是一種隱然威脅，也是耿定向為何心隱說情卻不被接受的

主要原因，故亦非如《學案》所說「斯時救之固不難」般地簡單。

這一點包括李卓吾也看得清，即如他在〈答鄧明府〉一文所申論

的：「應城（即李義河，應城人）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

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

不死，又安可得耶？」因此他說「何公死，不關江陵事」，甚至認

為何心隱其實是死在他自己所宣稱的「此人（張居正）必當國，當

國必殺我」的預言之下。71在此情況下，即使李卓吾批判耿定向未
能「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確是暗指何心隱之事而發，也只能

說是一種求全責備，絕不等於把心隱之死歸罪於定向之「不敢沾

手」。總之，何心隱死於萬曆七年，早在李卓吾姚安任上、未至耿

家之時，故此事既非論爭之起因，亦非二人論學所爭之重點。在

〈答耿司寇〉一篇長文中，李卓吾對耿定向種種直言批判甚多，上

述一小段文字非但不是論辯的主軸，甚且只能算是枝微末節。李卓

吾直指耿定向不能「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且要他切勿說謊反

                                                             
69 〈里中三異傳〉中，耿定向明言當時即曾「寓書李司空託為解」，但前
此耿定向已為心隱說解，且早已引發朝中訾議，故李義河譏其自顧且不

暇，尚欲「從井救人」。（頁1630） 
70 《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案一〉，頁703。 
71 以上皆〈答鄧明府〉，《焚書》卷一，頁 14。然而，耿定力（定向季
弟，1541-？）在〈胡時中義田記〉（收入《何心隱集》，北京：中華，
1981）中言殺心隱以媚江陵者乃巡撫王之垣（1527-1604），而非李義
河，「李氏《焚書》謂由李應城意，則傳者之誤也。」（頁 142）。然
從耿定向〈里中三異傳〉中，亦可見義河不救心隱的態度，故李卓吾之

說即便對李義河有所誤解與苛責，亦更可見其一貫以「春秋責賢者」的

高標準對待道學家，不獨對耿定向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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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此說，與其說他旨在貶抑耿定向為一個言行相違的「偽道學」，

不如說李卓吾是以春秋責賢者的高標準，要求耿定向真誠面對種種

「己之未能」，則能以更宏闊的心胸包容各種與己不同（如李卓

吾）的學術。該文以「東廓先生」乃能「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

者，又說「近時唯龍谿先生足以繼之，近谿先生稍能繼之」，72若
依此論定耿定向為偽道學，則除了東廓（鄒守益，1491-1562）、龍
谿（王畿，1498-1583）、近谿（羅汝芳，1515-1588）之外，「偽
道學」豈不亦滔滔者天下皆是嗎？ 

總而言之，關於耿、李論爭之原因與本質，以及耿定向之學術

與人格如何判定等問題，固然尚有許多疑點必須再作澄清，下章將

再引述其他史料詳加申論，但《明儒學案》以何心隱事作為二人論

爭之起因與重點實屬誤解，而又為諸多研究所據，故以上先作一辨

析。關於《明儒學案》之說，前輩學者如左東嶺、吳震等人，亦已

有所辨正，而其他以何心隱事看待二人論爭，並據以論證耿定向之

為「偽道學」者，則不免於受到《明儒學案》之誤導，故對文獻之

徵引，難免因先入為主之故，而有斷章取義、過度推論之嫌，本書

亦不必一一析辨。僅再引述沈鈇（1550-1634）〈李卓吾傳〉所載的
一段史料，申明本書立論之角度，曰： 

定向有〈四求未能論〉，載贄駁之曰：「子臣弟友，吾人分內物

也，何待於求？添一求便著一色相，非道本體矣。」士之好奇

者，翕然以為真的，且簡易可從也。定向憂之，每於議論中明經

旨以端士心，於行事間加檢束以挽士習。兩家門徒，標榜角立，

而耿、李分敵國。此曰：「吾師聖人也。」彼亦曰：「吾師聖人

也。」載贄曰：「彼以耿為南方聖人乎，吾將為西方聖人矣。」

73 
                                                             
72 〈答耿司寇〉，頁31。 



壹、緒 論 21 
本段文字可具體印證李卓吾所謂「我與天臺所爭者問學」的內涵，

與「彼我同為聖賢」的態度，可見二人之論爭，非關情緒與意氣，

而確實是站在不同學術立場而各有其客觀理據的堅持；而「兩家門

徒，標榜角立，而耿、李分敵國」的現象，更可見彼此的學術各有

支持者，乃能分庭抗禮，故任何一方皆不存在一面倒的優勢。此類

史料絕非孤證，亦為所有研究者所共見，然而歷來卻少有能站在

耿、李「同為聖賢」的角度，將雙方作等量齊觀，進而析論二人論

爭內涵及其背後的意義者，故重新申明二人學術之本旨，並探究其

論爭之於儒學發展之積極意義與價值，此即本書撰作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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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二〈畜德志〉上，《李贄全集注》第 26 冊， 

頁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