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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陳序

近年來漢語界對陽明後學之研究相當蓬勃，尤其《陽明後學文獻叢

書》之刊行，更加速這方面的進展。其中關於王塘南思想的研究方面，

已不斷有新作湧現。而本書便是此系列專著中的一新穎成果。

基本上，自從牟宗三先生提出宋明儒學之「三系說」，即已下開一

以嶄新的觀點來重新闡釋王塘南思想的可能性。質言之，此中蘊含超越

「以陽明心學為中心」或「以程朱理學為中心」來為王塘南思想定性與

定位的局限之方向。不過，牟宗三先生本人即使已經指出 : 王塘南應歸

趨劉蕺山的「以心著性」之一路，但終仍以「良知學之異端」的方式為

之定位，並以其分解之思路言性只近乎朱子的局限之立場來加以否定。

與此相反，陳儀博士於本書之中，力圖以一同情與深究的態度來論証王

塘南與劉蕺山的思想同質。其主旨便在於顯示：王塘南雖以「分解的

思維方式」作為思考與言說的起點，然而却非僅停留於「分解」，而能

進至一「體在用中的思維方式」以肯定「心」「性」的合一。因而，於

實踐路向上可以見出王塘南思想的確具有劉蕺山式「以心著性」特徵。

此外，與陽明強調對於本體的「知」，即於「良知之明覺」的發用、表

現中掌握本體這種重「顯」的立場殊異，王塘南則強調對於本體的「默

悟」，此種重「密」的路數亦近乎蕺山「歸顯於密」之主張。另一方

面，唐君毅先生於討論王塘南思想時，著重在王塘南的「意」一概念。

他指出王塘南的「以意為心之主宰」的創見下開了劉蕺山「重意」的思

想。特別是於批判王學之「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

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用恥為不

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一弊端上，其要義同於劉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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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所宣稱的「情識而肆」、「玄虛而蕩」之失。正面而言，唐君毅先生

認為王塘南能夠表示出「此意之在一般所謂意念之先，而主于用此誠意

工夫為立本之學」。本書於承繼唐君毅先生此一洞見上却同時指出：唐

君毅先生仍主要將王塘南學說置放在陽明良知學的脈絡下討論，以致不

但認為王塘南「意」指的是「良知的默運」，而且生出「其雖不以意為

念，又謂意必化為念，則于意與念，亦斬截得不分明」之抱怨。針對於

此點，本書亦試圖為王塘南作出了回應。

相當清楚，若單從一「良知學的觀點」來看，便只易於得出一負面

的「塘南思想」圖像。本書則孜孜於從「第三系」的立場出發，積極地

突顯出一正面的「塘南思想」形象。可以說，其目標在於能夠結合和嘗

試超出牟宗三與唐君毅兩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而提出了一更完備的「塘南

解」。

於方法論上本書矢志遵循 Gadamer的詮釋學進路。依 Gadamer，

首先應按「完備性的預期」（Anticipation of Completeness）去理解一文

本。這是說，在與一文本進行對話時，必須假定其內容是自身一致的。

其次，應按「善意原則」（Principle of Good Will）去理解一文本。這是

說，在與一文本進行對話時，必須要常認可對方的立場為正確、甚至是

更為優勝之可能性。讀者可從此兩原則出發檢視本書所提出之「塘南

解」的強度。

無疑，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王塘南尚欠缺「純情」之概念。

因此，其「研幾」的思想有未能追及劉蕺山言「歸顯於密」之處。而即

使王塘南早倡說「盈宇宙一氣」，但亦未能做到劉蕺山般高看「氣」。所

以，其「透性」的思想仍只屬邁向劉蕺山「以心著性」立場之中途站。

總括而言，本書之結論可以幫助見出：在揚棄「陽明心學」與「程朱理

學」之對立而趨往「蕺山性學」的開出上，出身自「江右王門」的王塘

南，藉著對聶雙江與羅念菴的「未發思想」之遙傳，扮演了一「承先啟

後」的角色。

於當代西方哲學中，德國哲學家 Heidegger之言「此在」（Da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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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 「存有」（Sein），與劉蕺山「以心著性」立場在結構上相類。而

法國哲學家Michel Henry的「從可見的（visible）向度回到不可見的

（invisible）向度」一現象學原則，於方法論上近乎劉蕺山式「歸顯於

密」之進路。在與這兩股西方思想進行對話中，作為劉蕺山「性學」之

先導，王塘南的「研幾透性」思想仍當可發揮一中介性之功能。本書恰

能為此方面之進一步探究提供線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在楊袓漢教授之主持下，中央大學

「當代儒學中心」有一令人矚目的發展方向。就是指導研究生對黃宗羲

《明儒學案》中所收輯之儒者思想作深入的探討與開發。本書便屬其芸

芸成果中之一皎皎者。對傳統思想之學術研究往往只能如細水長流，但

卻正正是 Gadamer所強調之「文化連續性」的基礎所在。

2016年 5月中旬　於尼亞加拉湖畔

陳榮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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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序

陳儀博士這本論文得到政大思源博士論文獎哲學學門的首獎，又通

過嚴格的審查，修訂後獲政大出版社接受其出版，這是十分難得的。陳

儀的碩士論文研究聶雙江，也是我指導的。她長期用心於宋明儒學，尤

專注於明儒江右王門的研究。江右王門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聶雙江、羅念

菴等的思想不一定符合陽明學的本意，他們與浙中王門的王龍溪有多次

的論辯，一般都認為龍溪得陽明的真傳，雙江、念菴等思想於王門是岐

出的。當然，龍溪也有其蕩越處。有關這方面的論辯，牟宗三先生給出

了相當明白的分疏，牟先生的詮釋是當代的典範，學者甚難超越。陳儀

既研究聶雙江，又進一步闡發在思想上與雙江、念菴相近的江右王門的

二代弟子王塘南的見解，既證明了她對儒家成德之教具有內在的興趣，

也顯示了她希望對牟先生的詮釋作補充，或甚至超越的企圖心。

塘南的思想至其晚年方成熟確定，雖自認為王門弟子，而自有一

套獨特的見解。在本論文中，對此有明白的分析。陳儀認為：「塘南的

思想並非單純承繼陽明良知學，而是顯現一種良知學的辯證發展型態，

塘南不遵從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的規範，將良知理解為『發竅』、『先天

之子，後天之母』，既為至善之體，亦為明覺之用，以調和龍溪、近溪

對於『見成良知』的過度信任，以及雙江對於見成良知的過度懷疑。同

時，強調良知具有『兼屬先天後天』、『兼屬體用』的特殊性格，既保留

龍溪、近溪所欲肯定的活動性，強調良知呈現不離開於經驗活動，亦保

留雙江、念菴所欲肯定的超越性，強調良知呈現不等同於經驗活動，成

為在經過王門後學對於見成良知的肯定、否認的發展歷程後，對於陽明

良知學的一種辯證性理解。」她此一對塘南思想的衡定，很有新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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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後王學的發展脈絡有中肯的掌握，也有文獻上的根據，很可能是對

王塘南思想的一種合理的詮釋，相當有學術價值。

當然如果以陽明、龍溪的思想為準，不論聶雙江所認為的致良知

是致虛，要回到良知的未發之體；或塘南繼承劉兩峰、劉師泉的以性為

首出，強調悟性修命，又認為良知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即良知並非

未發的本體，但又不墮於形氣，這些見解都是不切或不合陽明學原意

的。陽明所說的良知即是本心，亦是天理。若要說作為一切存在的客觀

根據的天道性體，則良知就是性與天道，二者並沒有距離。牟先生對此

有非常明確而且有文獻根據的判斷。但是否因此就不能提出另外的詮釋

觀點，來體貼或闡發江右王門的真實體會，與他們工夫的合理性呢？我

近年試圖用康德的道德哲學的一些說法，來詮釋伊川、朱子的格物致知

說，似可以補充或甚至突破牟先生對朱子學的衡定，也似乎可以藉以說

明塘南所理解的良知的意義，或塘南思想的特性。康德認為人對道德法

則是本有了解的，此種了解是先驗性的知識，並非從經驗而來，我認為

此如程伊川所說三尺童子亦對老虎之可怕有所知﹔但人如果只停留在

此對道德的本有的了解，而不求進一步的加強，則很容易因為感性慾望

的反彈，而保不住此知，於是道德行動便不能貫徹下來，或甚至會順著

感性慾望的要求，使虛靈的心知用於求滿足感性慾望上，於是人就會逐

漸下墮而為惡。我藉康德此一講法，來詮釋程伊川及朱子的成德理論，

認為可以為伊川所說的從常知必須進至真知（如田夫之「談虎色變」），

及朱子所詮解的大學格物致知是「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

極」，給出比較順當而自然的解釋。由於程、朱的許多文獻都主張人對

性理（道德法則）是本有所知的，而要人根據此本知進一步的格物窮

理，故我認為可藉康德之說將程朱理論的原意更清楚地表達出來。牟先

生判朱子為別子為宗，認為朱子之說是要用認知心對事事物物作「從然

推證所以然」的窮理工夫，而這種做法只能得「超越的所以然」之理，

此是存有論意義的理，是空洞的，不能保證是道德之理。故伊川、朱子

是他律之倫理學的型態。牟先生認為只有陸、王的肯定「心即理」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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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發明本心或致良知之工夫，才能讓本心仁體當下體現出來，而給出

真正的道德行動，此所謂逆覺體證的工夫。我認為如果程、朱有康德所

說的人對道德法則本有所知之肯定，而致知的工夫是據對道德之本知進

至真知，則程朱的致知窮理的工夫，對於明白道德之理是有成效的，且

不必是他律的倫理學。又由於心本知理，故以敬涵養也可以加強人的道

德意識，即把本知之理的意義貞定並以此作為靜時生命的主宰，此工天

亦並非如牟先生所說的空頭的涵養。同樣，王塘南說良知是先天之子、

後天之母，又說良知是發竅，也可以用從常知到真知的理論來說明。

在塘南的文集中也有對「真知」的強調。（見〈答錢啟新邑侯六首‧其

二〉，《王時槐集》，頁 356-357。）

塘南對良知的理解固有其特別的體會，如上述陳儀所說，但仍然是

不符合陽明本意的。陽明所說的良知本身就是本體，此體就是心，也是

理，所謂心即理也。所以如果對此當下呈現的良知不能信任，另找一未

發的良知本體或性體做為根據，便對於陸王所說的心即理、良知即天理

之義沒有恰當的理解。陽明提出良知，讓人在時刻可以呈現、可以發見

的知是知非處，當下洞見本體，這是陽明提出良知教的特別貢獻，及其

學說的精采所在。江右王門諸子對此義的了解實在不夠真切，或甚至不

正確。但人雖可當下呈現其良知，如果不用真切篤實的工夫，則良知是

否能真實的呈現，或繼續不已地發用，是有問題的。假如以當下呈現的

良知為自足，不用推致、擴充的工夫，則此眼前的良知就不可恃。因為

如康德所說，當人顯發其道德意識，要求自己依無條件律令而為善時，

感性慾望就會起來反彈，要求無條件為善的道德行為，也要照顧感性慾

望的要求，此所謂「自然的辯證」。此「自然的辯證」會使無條件為善

的存心，轉成為條件的。如果不克服此與道德意識或良知本心同時生起

的感性慾望的反彈，則良知本心的呈現很難不中斷，而人的踐德也成為

不可能。塘南所說我認為是有上述之意者。他既肯定當前的良知是良知

本體的發用，所謂「發竅」，但此與良知本體本身仍有分別，故曰先天

之子，後天之母；其言工夫，並不從良知之發而當下體證擴充，而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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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幾。他的文集中對師友的祝壽或追念之文，對盡性、悟性，於未發

之中求良知之義，言之不已，此可見其真實之體會。即他對良知有既肯

定，但又不可恃的體會。故可說塘南見解不合良知教本旨，但雖不合，

亦有其道理。因為人的感性生命的作用會隨時起來干擾良知的呈現，良

知是否能維持其自己、是否能不容已的起作用，必須要用工夫，而此工

夫除了陽明所說的致良知，即順著良知之發而充分實現之，所謂承體起

用之外，以透性、悟性的工夫，以求體會良知的本體，又往內體證生命

中的仁體，從與物為一體處體證此本體，這塘南所強調的工夫也應該有

其合理性。這亦如牟先生所說，是走向以性、天範域良知之途。塘南的

思想或可說是「從常知至真知」的理論用在王門的良知學上，此一型態

的想法是既肯定人對道德法則有所知，以此知作為踐德之根據，但又認

為此知不可恃。塘南個人對良知的特別了解及規定，固然不合陽明，而

且有奇怪難明處，但如果以上面的說法來疏通，亦可明白其用心，並見

出其說之合理處。即塘南所說良知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雖非良知學

本意，但在義理上也可以自成一套，他的工夫論也可以是成德之教有效

的工夫。塘南之說雖然不是當下逆覺良知而讓其充分實現，而是要把眼

前的良知與良知的本體作出區分，不滿足於眼前的良知，要體悟良知本

體或性體，此說一方面有當前的良知作根據，另一方面則不認為當下的

良知可以自足。這是既明白給出實踐根據，又理解到人現實生命容易干

擾良知的發用的事實之說。

以上是藉介紹陳儀同學的論文大意，及據我閱讀《王時槐集》所觸

發，提出了我個人對塘南思想的一些想法。此未必同於陳儀本論文之所

說，但也可能是對塘南思想的一種同情的理解。由此亦可看到朱子與陽

明學的發展，會遇到共同的生命實踐上之問題，從此處思考，二系或可

有會通之道。不揣淺陋，提出來供學界參考。是為序。

2016年 7月　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楊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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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001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問題緣起

本篇論文題目為「王塘南思想研究─明代中晚期良知學的辯證發

展」，內容主要探討明代中晚期儒者王塘南1（名時槐，1522-1605）的學

說思想，以及其學說思想所展現出的良知學之一種辯證性的發展路向。

之所以擬定此研究議題，乃出於兩點研究關懷，一為對於當代陽明後學

研究方法之思考；另一為對於塘南思想其他可能理解之思考。前者涉及

詮釋學的問題；後者則涉及塘南文獻詮釋、理論架構與思想體系歸判的

問題。以下依此兩點來進行說明。

一、一種詮釋學的反省：對於當代陽明後學研究方法之思考

學界現有關於陽明後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就研究對象來

說，大致可分為：專家研究，以單一儒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派研究，

以學派為主要研究對象；脈絡研究，以學術脈絡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

就研究議題來說，大致可分為哲學的研究，以研究對象的概念分析、理

1 關於塘南的生平，梨洲記載道：「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

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

道。陞尚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為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曆辛

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

日卒，年八十四。」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上）（北京市：中華書

局，2008年），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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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成為主要研究議題；學術史的研究，以研究對象的學思歷程、交遊

歷練、時代背景為主要研究議題。

若觀實際的研究工作，常呈現混合的型態，其原因與「陽明後學」

這塊研究領域本身的性質密切相關。「陽明後學」一概念，通常有兩種

理解方式，一是理解為「人」，另一是理解為「思想」。就前者而言，

「陽明後學」乃指陽明弟子們在陽明倡「致知」之學時，或在陽明歿

後，所各自開展出的學說；而所謂的「陽明弟子們」，不惟指陽明的親

傳弟子，同時亦包括了陽明的非親傳弟子與再傳弟子。就後者而言，

「陽明後學」乃指以陽明學說為歸宗的學群，有時或稱為「王學」、「陽

明學」，強調以陽明作為共師；有時或稱為「良知學」、「致良知教」，強

調以陽明學說作為思想源頭。

由此可知，「陽明後學」這塊研究領域實際上混合了「人」與「思

想」兩種成素。在「人」的研究工作方面，常重在刻劃「人」的生命圖

像，包括其人生命情懷、生平遊歷、師承學派、政治思想等；而在「思

想」的研究工作方面，常重在闡發「思想」的概念本身，包括其思想基

本涵義、理論架構、分析比較、形成發展等。而既然「陽明後學」混合

了「人」與「思想」兩種成素，故有關「陽明後學」的研究工作，在實

際執行上便難以有「人」與「思想」的清楚劃分。並且又由於「人」與

「思想」常實處在互相影響的動態歷程中，「人」與「思想」具有著複

雜性，故有關「陽明後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議題常有跨越的情形，使

得實際的研究成果亦常呈現混合型態。

由於「陽明後學」這塊領域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議題相當多元、複

雜，故在研究對象與研究議題的設定上，便顯得十分重要。不同的研究

對象與研究議題，將凝聚為不同的研究視點；而從不同的研究視點出

發，將觀看到不同的研究風景，並開展出不同的研究成果，此一現象正

是研究進路的問題。由此可說，在「陽明後學」這塊研究領域中，基於

研究進路的不同設定，使得有關「陽明後學」的研究工作在理解「人」

或「思想」時，只要在自我研究脈絡中論述得當，便可獲得有關「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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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這塊領域的研究合法性；此意味著，即便這些研究成果有時會出

現彼此牴觸的情況，亦不代表在相牴觸的論述中，必有一方為錯誤理

解。

林月惠在《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一書中，

提出了對於「陽明後學」一領域研究進路的深入思考。該書不但可作為

「陽明後學」研究的成功範式，其以高達美的哲學解釋學來作為討論

「陽明後學」的理論媒介，亦是相當值得習效的研究方式。林月惠在該

書中，關注陽明歿後的「王學分化」現象，並以「王學分化」作為問題

意識，切入探討江右王門中的聶雙江、羅念菴二人思想；在研究進路

上，林月惠先不談判教、調和或分別王學各派思想特色，而是將重點放

在「王門諸子與陽明致良知教的互動關係」，以了解王門諸子如何「理

解」、「詮釋」與「實踐」陽明思想的過程。2

林月惠所謂「王門諸子與陽明致良知教的互動關係」，指的是王門

諸子與陽明致良知教之間的一種「思想對話」關係，此「思想對話」可

經由當機指點、文獻閱讀兩種方式進行，前者以「啟發語言」3來提出概

念的分析或理論的證成，並注意對話時的言說情境與理解經驗；後者則

將《傳習錄》視為「文本」（text） 4，並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與文本產

2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臺北市：臺大出版中

心，2005年），頁 24-28。
3 林月惠在註中提到，「啟發語言」出於唐君毅的說法，指在「科學語言」、「情感

語言」之外，用來表達理性與內容真理的語言。對於「啟發語言」的性質與意

義，牟宗三認為，邏輯實證論者將真理限定為一種，故將語言二分，一為「科學

語言」，另一為「情感語言」，在語言二分的區分下，形上學的語言被視為其後一

種只滿足於主觀情感的情感語言；然而若依照唐君毅的看法，道家、儒家所談論

的學問，並不屬於科學，亦不屬於情感，故唐君毅認為應當將語言三分，除「科

學語言」、「情感語言」外，另有一種「啟發語言」（heuristic language），以表示道
家、儒家學問中的真理、理性，即從價值的判斷中，恢復人的主體性，呈顯人生

命之「明」（enlightment）。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83年）。

4 林月惠在註中提到，所用的「文本」一詞乃採用洪漢鼎的翻譯，洪漢鼎：《真理與

方法》；而對於「文本」的定義則引自《解釋學簡論》：指「某一個作者對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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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驗性接觸」 5，以獲得「體驗」與「實踐」。6可知，對於「王門諸

子與陽明致良知教的互動關係」一議題，林月惠尤為聚焦在「實踐」之

上，此便涉及到工夫論的問題，也因此林月惠在研究雙江、念菴二人思

想時，「如何『致』良知」即成為其論述重心之一。7

林月惠所採取的研究方式，即以展現王門諸子與陽明致良知教之

間思想互動過程的原貌為研究進路，以及以「實踐」為研究視點來理解

王門諸子與陽明致良知教思想互動過程下所衍生的諸問題，十分具參考

性。承續林月惠的思考，在此可進一步確立幾項思考：第一、儒家思想

乃以「實踐」為主要基調；第二、儒者對於儒家思想的闡釋，便是儒者

自身對於道德真理的理解；第三、儒者自身對於道德真理的理解，便是

儒者的「自我詮釋」，即儒者自身通過經典閱讀、知覺思考、工夫實踐

所獲得的「體悟」、「實感」；第四、儒者的「體悟」、「實感」處，便是

儒家真理的揭露處。

在面對儒者「體悟」、「實感」處所呈現的對真理的揭露時，當代研

究者可有兩種基本的理解立場：「呈現」與「構造」。前者為研究者對於

儒者「體悟」、「實感」所給出的實踐性理解，即以貼近儒者「人」、「思

想」為務，還原儒者的生命圖像、精神依歸、概念運用或文獻語脈等，

嘗試讓儒者的精魂復活於當代，凸顯儒者其人、其思想；後者為研究者

對於儒者「體悟」、「實感」所給出的批判性理解，即運用當代文化思考

或哲學主張，對儒者「人」、「思想」加以釐清、分析、評議、定位，讓

當代研究與儒者理論發生嵌結，並獲得新的論述，以助於反省、疏通、

解決當代問題。

條件下的讀者（或觀眾、聽眾）所發出的一種有一定具體內容的對話信息。」高

宣揚：《解釋學簡論》（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頁 46。
5 林月惠在註中提到，「經驗性接觸」出於杜維明的說法，指宋明儒學所運用的方

法，乃是一系列對於文獻經驗性的接觸，以理解這些文獻的最初洞察。杜維明：

《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頁 122。
6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28-41。
7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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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高達美（Gadamer, Hans-Georg）所指出的「詮釋學處境」，當

人去「詮釋」文本時，即帶有自身「前見」之規定，此是「現在」的侷

限性，故在「詮釋」的活動中，「視域融合」是重要的一環，「我」如

何能離開「固定不變的意見與評價」而與「文本」對話、辯證，從而達

到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便構成一種詮釋學的任務。8因此，站在當

代研究者的立場，在此將採用「呈現」的理解立場，以王時槐作為主要

研究對象，以其思想作為主要研究議題，試圖參與塘南文獻，貼近文獻

語脈，期能對塘南思想達到一致且適當的理解，並得到當代性的詮釋意

義。

塘南身為「陽明後學」之一員，其思想雖然孕育於陽明思想，但當

塘南對陽明思想提出「理解」時，便已自陽明思想處脫胎，而有了自身

的思考，成為一種「自我詮釋」。因此，當將研究對象設定於塘南，研

究議題設定於對其思想的研究，並採取「呈現」的理解立場時，雖然通

8 高達美：「所以，理解一種傳統無疑需要一種歷史視域。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是

靠著把自身置入一種歷史處境中而獲得這種視域的。情況正相反，我們為了能這

樣把自身置入一種處境裡，我們總是必須已經具有一種視域。⋯⋯這樣一種自身

置入，既不是一個個性移入另一個個性中，也不是另一個人受制於我們自己的標

準，而總是意味著向一個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這種普遍性不僅克服了我們自己

的個別性，而且也克服了那個他人的個別性。」「因此，一切突出都使得原本是

突出某物的東西得以可見。我們前面已把這稱之為前見的作用（Ins-Spiel-bringen 
der Vorurteile）。我們開始原是這樣說的，即一種詮釋學處境是由我們自己帶來的
各種前見所規定的。就此而言，這些前見構成了某個現在的視域，因為它們表現

了那種我們不能超出其去觀看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需要避免這樣一種錯誤，好

像那規定和限定現在視域的乃是一套固定不變的意見和評價，而過去的他在好像

是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根基上被突出出來的。」「其實，只要我們不斷地檢驗我們的

所有前見，那麼，現在視域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的一個

重要部分就是與過去的照面（Begegnung），以及對我們由之而來的那種傳統的理
解。」「與歷史意識一起進行的每一種與傳承物的照面，本身都經驗著文本與現

在之間的緊張關係。詮釋學的任務就在於不以一種樸素的同化去掩蓋這種緊張關

係，而是有意識地去暴露這種緊張關係。正是由於這種理由，詮釋學的活動就是

籌畫一種不同於現在視域的歷史視域。」﹝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詮釋學

I、II：真理與方法》（修訂譯本）（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40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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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塘南思想與陽明思想的比較，可以依照二人概念、論述的相似性或差

異性，而對塘南思想有更清楚的描繪，如同光與影去凸顯對象物；然若

依照「呈現」的理解立場，將就塘南本身的文獻脈絡、思想內涵、理論

架構來加以探究，而不以陽明思想為標準，來對塘南思想進行衡量、評

議、定位。此一作法或較有助於還原、呈現塘南思想的面貌。

進一步地說，在「構造」的理解立場下所提出的批判性理解，可再

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依照自身建構出的當代性哲學詮釋理論提出的批判

性理解，另一種是依照既有的當代哲學詮釋理論所提出的批判性理解。

在前者情況中，由於研究者自身的當代性哲學詮釋理論乃實際得於傳統

文獻之義理，並非無中生有，故與其研究對象或文獻的關係較為緊密，

並與「呈現」的理解立場存在交涉處。而在後者情況中，研究者乃依靠

既有的當代哲學詮釋理論來面對其研究對象或進行文獻詮釋，在此之

下，其「理解」活動往往以當代哲學詮釋理論之證成、檢討、增補或批

判為首要目標，如此一來便與其研究對象或文獻的關係較為疏遠，而大

不同於「呈現」的理解立場。

具體地說，目前學界既有的當代哲學詮釋理論，表明了當代研究

者對於儒學義理的「理解」，此可能包括了「道」、「理」該如何被較好

地界定、表述，或較好地被獲得、實踐；就此當代哲學詮釋理論本身而

言，無疑具有「意義」與「價值」，並十分有助於闡發或衡定傳統的研

究對象與議題，得到當代性的啟發與貢獻。然而，當研究者在「構造」

的理解立場下，並依靠既有的當代哲學詮釋理論來面對傳統的研究對象

或文獻時，其雖欲獲得對於研究對象或文獻的真正「理解」，然在實際

的「理解」活動中常將受到來自既有的當代哲學詮釋理論中「固定不變

的意見與評價」的影響，讓既有的理論模型放在文本詮釋之前，並以為

是文本詮釋得到的結果。雖然就「理解」本身而言，每個「理解」皆具

有「意義」與「價值」，然若誤解了自身「理解」活動的發生場域，不

明瞭自身「理解」活動的限制所在，往往將得到與其研究目的過度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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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考量，本書將參考林月惠於《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

羅念菴思想之研究》一書中的作法，不以判教、調和或分別王學各派思

想特色為研究的首要考量，而專注於展現生成在陽明致良知教脈絡下的

一種思考，即塘南思想本身的內容與特色。在此研究工作中，將盡可能

地靠近塘南語脈，協助塘南理論自我證成，並從中了解塘南在「自我詮

釋」的過程中所理解的儒家思想面向。

觀察學界現有關於塘南思想的研究成果，依照研究者問題意識及研

究進路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論述與評議。在這些研究成果中，以塘南

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其思想作為主要研究議題，並採取「呈現」的理

解立場作為研究進路的研究工作，則是相對較少的。因此依上述想法，

將聚焦於塘南文獻本身進行相關討論，期對塘南思想本身有一較好的還

原與呈現，於此研究工作之後，進而再參照當代重要詮釋理論來對塘南

思想作出分析，藉此以對塘南思想的意義與價值有一較好的評議。

二、一種學術義理脈絡的反省：對於塘南的良知學理解之思考

塘南為王陽明（名守仁，1472-1529）的再傳弟子。其幼時受

教於父親與塾師，習《四書》、《詩》、《易》、《性理大全》等典籍；

二十三歲時，師從劉兩峰（名文敏，1490-1572），習羅整菴（名欽

順，1465-1547）《困知記》與程朱「居敬窮理」之學，而不能盡信；

二十六歲時，隨劉師泉（名邦采，1492-1578）學習，對於「良知見

成」一說萌生批判的想法；往後至五十歲年間，受錢緒山（名德洪，

1496-1597）、金存庵（名立敬）、陸光祖（名五台，1521-1597）、羅

近溪（名汝芳，1515-1588）、羅念菴（名洪先，1504-1564）與萬思默

（名廷言）等學者影響；五十歲致仕後，致力於講會與著述，其間與李

見羅（名材，1519-1595）、胡廬山（名直，1517-1585）、錢啟新（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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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539-1610）等學者交流往來，學問亦於講學活動中更為精進。9

黃梨洲（名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學案》中，將塘南歸於江

右王門一系，並提到塘南思想歷經三階段變化：第一階段約為二十歲至

五十歲，此時塘南仕宦任職，刻苦為學，然於學問上未有特殊心得；10

第二階段約為五十歲至六十歲，此時塘南辭官歸鄉，反躬密體，見得

「空寂之體」；11第三階段約為六十歲至卒，此時則漸悟「生生真機」，

不從念慮起滅處為學，體會到「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其「以透

性為宗，研幾為要」的思想型態於此確立。12梨洲亦引高景逸（名攀

龍，1562-1626）語：「塘南之學，八十磨勘至此。」13說明了塘南思想於

晚年歸於醇熟之定型。14

從塘南的學思歷程可以見到，塘南雖為陽明再傳弟子，然其學問並

9 關於塘南學習交友的歷程，參見程海霞：〈江右思想家王時槐考述〉，收錄於錢

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464-477。以及
張學智：〈江右王門王塘南的哲學思想〉，《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8卷，第 2期
（2008年 6月），頁 97-98。

10 梨洲：「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峰，刻意為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

怠，終不敢以為自得。」黃宗羲：《明儒學案》（上），頁 467。
11 梨洲：「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黃宗

羲：《明儒學案》（上），頁 467。
12 梨洲：「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

入微，故以透性為宗，研幾為要。」黃宗羲：《明儒學案》（上），頁 467。
13 黃宗羲：《明儒學案》（上），頁 467。
14 塘南曾自謂：「予初未有著述，年六十三偶出《三益軒會語》，七十以後出《仰慈

膚見》、《瑞華剩語》、《靜攝寤言》、《朝聞臆說》及《存稿》、《續稿》，誤為同志

相知者梓行。」王時槐：〈塘南居士自撰墓誌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7，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重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4
冊（臺南市：莊嚴文化，1997年），頁 327。可知塘南著述甚晚，故雖然依照其學
思歷程可有三階段的分期，然可以其晚年思想作為學說之總成。並且，在程海霞

對於塘南著述的研究中提到：「塘南著述的刊行過程，還有一個與眾不同處，就是

過若干年塘南便把各類著述的單行本結集合刻一次，好像很擔心這些單行本或未

刻本失傳似的。」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77。由此可知，現存的塘
南文獻確可視為塘南思想的定論。關於塘南對自身文章編刻的細節，可參見程海

霞的研究，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7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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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單純承繼陽明「致良知」之學。塘南早年習程朱、整庵學，後來於慈

湖「不起意」、緒山「心無內外」、五台靜坐工夫、思默「艮背之學」、

近溪「孝弟慈」，以及佛道思想處，皆有得益。經年累月的廣泛學習，

加上個人親身修養的體會，積累形成塘南在面對陽明良知學時的理解前

見，使得塘南對於「良知」與「致知」的體會皆有個人自身的把握，與

陽明思想不盡相同，而透顯出不同於陽明思想的另一種良知學發展路

向。

進一步地，若就陽明良知學義理發展的脈絡下來談，塘南思想所

透顯的良知學發展路向，亦反映了良知學內部的義理問題。陽明晚年

揭「致良知」15與「四句教」16，對於後學者而言，本是至簡至易的為學

方法，後學者依陽明教法，實事修養，理當能有心得，然事實的情形

卻是，後學之間仍舊存在許多辯論。於陽明在世時，曾有緒山與龍溪

（名畿，1498-1582）間四有、四無的爭論。在此爭論中，緒山強調由

工夫復本體，龍溪則強調悟本體即工夫。若依陽明的講法，知是知非

之「知」，既是心之本體，亦是工夫之入處，故四有、四無兩種說法皆

可被「四句教」所涵攝，陽明亦以「利根」、「其次」的區分來調和二

說。17然細究之，陽明「致良知」之教實重視「格物」工夫，即重視

15 陽明：「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

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

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陽明：

〈答顧東橋書〉，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98年），頁 172。
16 陽明：「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

物。」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360。
17 陽明：「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

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

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姑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

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

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

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

評》，頁 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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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磨練」的修養，故陽明面對二人爭論，乃持守「四句教」，亦即

四有的說法，欲人「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非「只去懸空想箇

本體」18。於此可以見到，儘管陽明明確立下教法規範，然其所揭示的

良知學，確實隱含了「由工夫復本體」與「悟本體即工夫」二種可有

的理解路向，此良說學之雙重詮釋性亦成為後來良知學異化發展的源

頭。19

陽明歿後，則有整菴與歐陽南野（名德，1495-1554）的辯論。20整

菴學承朱子（名熹，1130-1200），南野學承陽明，二人學脈不同，使得

二人對於「良知」的體會亦產生差異。對此差異，林月惠認為，整菴觀

念中有明確的「心性之辨」，「心」的「知覺」活動，屬於形而下之氣；

「性」則為形而上之理，「心」「性」存在異層的差距，不容混淆，故陽

明「良知即天理」21之論，在整菴看來，實為「認氣為理」，亦是「以

18 陽明：「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

事為，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360。
19 關於「天泉證道」的爭論，鍾彩鈞有仔細的討論，提到：「四有說與四無說的差

異，最顯著的固然是『習心』有無的問題，此即『有善有惡意之動』與『無善無

惡意之動』的差別。但我們還可以問，為什麼四無說會有認欲作理及無視習心存

在的流弊？我們細想，必然會發現到四有說注意良知的批判性，四無說則無，此

即『知善知惡是良知』與『無善無惡知之良』之別，我以為這是二說最重要的區

別，也是王門諸子分派的關鍵，這種區別從陽明思想發展上看，是極易理解的。

陽明從誠意工夫中體會到原有個判斷是非的良知，於是良知應是批判性的。但另

一方面，陽明有心即理之悟、心體之悟，亦即認識了心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心之

本體是知，於是良知是無善無惡心體的自我昭顯。陽明晚年專講良知，少談誠

意，於是無善無惡的傾向似乎較強。」鍾彩鈞：《王陽明思想之進展》（臺北市：

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 143。相關細節參見鍾彩鈞：《王陽明思想之進展》，
頁 123-148。

20 林月惠：「整菴與歐陽南野的論辯，始於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時整菴七十
歲，南野三十九歲。」林月惠：〈良知與知覺─析論羅整菴與歐陽南野的論

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4期（2009年 3月），頁 289。當整菴與南野展開
辯論時，陽明已於嘉靖七年（1529）辭世。

21 陽明：「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陽明：〈答顧東橋書〉，陳榮捷：《王陽明

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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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為性」。22至於南野，則扣緊師說，認為良知當下之明覺，便是良

知本體，亦即天理， 23故南野對於陽明「良知即天理」之論實能加以肯

定。若比對二人說法，可以見到，在整菴處，良知之「覺」為形下意義

的「知覺」，非形上意義的天理；而在南野處，良知之「覺」則為形上

意義的「明覺」、「天理」，非形下意義的「知覺」。二人說法之不同，雖

可通過朱子學與陽明學不同前見之溯源來加以釐清，然二人爭論仍反映

出陽明良知學所隱含的另一項重要議題，即「良知即知覺」與「良知即

明覺」二說之對反。

在四有、四無的爭論中，導出「由工夫復本體」與「悟本體即工

夫」二種良知學理解路向，路向雖不同，然緒山與龍溪皆肯定「良知即

天理」之論，只是緒山重視「習心」的影響，故於工夫上不採「悟本

體」一路。相較之下，整菴與南野的爭論則非僅止於良知學理解路向之

不同，而是進至工夫型態之不同。整菴持「良知即知覺」，故工夫不在

「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24，而在「存養」未發之中，使「心」能

22 整菴曾批評：「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

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

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為性之謬耳。」黃宗羲：《明儒學案》（下），頁 1121。又：
「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

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整菴：〈答歐陽少司成〉，黃宗羲：《明儒學

案》（下），頁 1121。林月惠對此討論言：「換言之，陽明的『良知即天理』，從整
菴的理氣論來看，是『認氣為理』；就心性論而言，則是『認心以為性』，更精確

的描述，就是『以知覺為性』。」林月惠：〈良知與知覺─析論羅整菴與歐陽南

野的論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4期，頁 291。
23 南野曾回應整菴的說法：「《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此言

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嘗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

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

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

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

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南野：〈辨整菴困知記〉，黃宗羲：《明

儒學案》（上），頁 361。
24 陽明：〈答顧東橋書〉，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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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於「性」；25南野則持「良知即明覺」，故工夫在於去除「意」

之雜私，使人在一切感應中「念念皆真誠惻怛」。26依照二人工夫論說

法，南野屬於陽明良知學的型態無疑，整菴實較傾近於朱子學；27然

而，即使整菴較近朱子學，整菴所提出的「良知即知覺」的論點，依然

可對良知學形成挑戰，即：知是知非、知善知惡之「知」，如何能與有

善有惡之「意」劃清界線？此亦即是說：人如何能確認「心」所發出之

意識，究竟為雜私之「知覺」？抑或天理之「明覺」？而若追問到底，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人如何能察識顯此天理之「明覺」的意識？以

及，人如何有此天理之「明覺」的意識？在此，便由工夫論的問題轉成

本體論的問題。

順著以上提問，在良知學發展的脈絡中，另當注意龍溪與雙江（名

豹，1487-1563）、念菴之間的爭論。龍溪主張「見在良知」28，「見」指

良知的呈現，良知能當下自發地表現出來；「在」指良知的存在，良知

25 整菴：「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睹，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

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為天下之大本，

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整

菴：《困知記》，黃宗羲：《明儒學案》（下），頁 1112。又：「學者於未發之中，誠
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整菴：

《困知記》，黃宗羲：《明儒學案》（下），頁 1113。
26 南野：「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為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

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南

野：〈答胡仰齋〉，黃宗羲：《明儒學案》（上），頁 362。
27 林月惠：「簡言之，整菴謹守朱子學心性論的義理間架，嚴分『心性之辨』，以

『知覺』來理解陽明所謂的『良知』，將陽明的『良知即天理』視之為『以知覺

為性』，力辯『良知非天理』。相對地，南野善於掌握陽明『體用一源』的辯證

思維，說明『良知』與『知覺』二者『不離不雜』的關係，反對『以知覺為良

知』，申明『良知即天理』。」林月惠：〈良知與知覺─析論羅整菴與歐陽南野

的論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4期，頁 289。相關細節參見林月惠：〈良知
與知覺─析論羅整菴與歐陽南野的論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4期，頁
287-317。

28 龍溪：「先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在而言，見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所不同

者，能致與不能致耳。」王畿：〈與獅泉劉子問答〉，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

畿集》（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 4，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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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發用便是良知本體。龍溪以「見在」規範良知，便是強調對於良

知的自發活動與圓滿具足之肯認。29龍溪此說可於陽明處找到支持，故

與陽明良知學義理相通；然當龍溪著重強調良知本體的「見在」性時，

對於雙江、念菴而言，便是忽略了人作為實踐主體的表現活動有混雜情

慾的可能，故雙江在本體論上反對「以知覺為本體」，在工夫論上則反

對「以不學不慮為工夫」。30事實上，雙江、念菴皆未欲否認良知的自

發活動與圓滿具足，但基於對人之經驗意識、活動的不信任，而拒絕肯

認「見在良知」，亦拒絕以「悟本體」為工夫。31可以發現，雙江、念

菴對於龍溪的批評，與整菴對於南野的批評相似，於是龍溪等三人之間

的爭論又可歸結到前文所列之諸問題上。

進一步地說，整菴承朱子學，故當整菴以朱子學理氣、體用二分的

架構來對良知學提出反省時，只要整菴能提出一致且適當的理論，便可

自成一套學說，不必謹守陽明對於良知的規定。然而雙江、念菴承陽明

學，故二人對於龍溪的批評受到良知學的規範所限制。當雙江、念菴以

體用、寂感、性情、未發已發的區分方式來說明「良知」時，便使「良

知」一概念拆解為二，此雖凸顯良知的超越性，然卻取消了良知自發活

動與圓滿具足的特性，從而遠離良知學。32若再仔細分別，念菴思想架

29 高瑋謙以「即體見用」之「能動性」與「即用見體」之「圓滿性」來說明龍溪

「見在良知」的涵義，十分清楚而適當。參見高瑋謙：《王龍溪哲學系統之建構

─以「見在良知」說為中心》（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頁 149。
30 雙江：「今夫以愛敬為良知，則將以知覺為本體；以知覺為本體，則將以不學不

慮為工夫。其流之弊：淺陋者將恣意玩情，拘迫者病己而稿苗，入高虛者遺棄

簡曠，以耘為無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於外一

也。」聶豹：〈送王惟中歸泉州序〉，《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4，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吳鳳瑞刻隆慶六年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2冊
（臺南市：莊嚴文化，1997年），頁 296b-297a。

31 關於雙江、念菴的思想，即二人對於龍溪的批評，參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

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199-203、289-265。
32 關於雙江思想，參見陳儀：《聶雙江歸寂思想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17
編，第 24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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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雖近雙江，然對雙江區分的思路亦有反省，其「悟體」與晚年「收攝

保聚」、「言幾」的工夫主張，實走向與雙江不同的工夫型態，而能與良

知學在一定程度上相諧和。33

塘南身為良知學第二代詮釋者，師從兩峰、師泉，習整菴學問，又

與念菴交遊，並經歷王門弟子之間多次的辯論，在長期師友的薰陶下，

接受了前儒對於良知學的檢討，同樣也批評龍溪「四無說」與「見在良

知」的主張；34反省「良知」與「知覺」的關係；35且對應近溪學，明

辨「良知」與「情識」、「習氣」的差別。36除此之外，塘南亦並不滿意

雙江、念菴通過未發已發區分的方式，來凸顯良知的超越地位，以對

治「見在良知」之流弊的思想型態，塘南認為此有「頭上安頭」的問

題。37由此可見，塘南在良知學義理發展的脈絡中，吸納前儒的批評意

33 關於念菴思想，參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241-401。而林月惠總評念菴思想言：「念菴在與王門諸子長期的思想對話後，他
所提出的『收攝保聚』說可謂是對陽明『致良知』的另一種理論、詮釋與實踐。

雖然，此說也許與陽明言『致良知』的工夫取向有別，但卻也觸及了王門重要的

工夫論問題─第一義的工夫，即本體便是工夫。」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

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400。
34 塘南：「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又依憑此語，如

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為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天下，正

以中此毒而然也。」王時槐：《三益軒會語》，《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4，
頁 258b。

35 塘南：「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為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

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也。」王時槐：《三益軒會語》，《塘南王先生友

慶堂合稿》，卷 4，頁 252a。
36 塘南：「孔顏真樂，乃是得其本心，自無纖芥之累，強名曰樂。此樂非可以氣魄情

興得也。後儒有以樂為學者，致其流弊，猖狂縱恣，大壞名教，乃知程子謂『敬

則自然和樂』真至言也。」王時槐：《三益軒會語》，《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

卷 4，頁 261a-b。又：「承諭羅近溪不學不慮之說，以此言性，則是也。在上智固
能默契之，第中下根人不無習氣之蔽，若一切冒認習氣，以為不學不慮之性，正

是認賊作子，後學遂至於蕩恣而叛道者，多矣。」王時槐：〈答按院吳安節公〉，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2，頁 212a。
37 塘南：「致良知一語，是陽明先生直示心髓，惜先生發此語於晚年，未及與學者

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為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念菴

先生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夫所謂良知者，即本性不慮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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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學問型態，轉化為個人新的問題意識，並從新的問題意識出發，提

出對於良知學的理解，並建構自身的思想理論。仔細地說，塘南處在自

身視域中，所注意到的問題不僅是對於「見在良知」的反對；塘南更在

意的是，當標舉「見在良知」不足作為工夫之憑依、資藉時，該如何對

良知學提出較好的理解？尤其重要的是，該如何提出一套較好的工夫修

養論？38此即塘南的學術課題，而在塘南的解決中，陽明之後的良知學

另一種發展路向，遂隨之顯現。

塘南思想中所顯現的良知學另一種發展路向，在現今學界中已逐漸

為學者所注意。唐君毅認為，塘南以「意」補足了陽明所言之「知」的

疏漏，使良知學朝向蕺山「誠意」之學的型態發展；39錢明認為，塘南

強調「意」、「幾」、「獨」，修正了良知學，使良知學朝向蕺山學派與東

林學派發展；40侯潔之認為，塘南在本體論上由對「心」的強調轉成對

「性」的強調，以「性」言「心」，修正陽明學易有的誇大人「心」之

毛病，而從「心」體本位的義理系統，轉向成「宗性」思想脈絡。41由

此可見，塘南在個人問題意識底下，確實對良知學提出了新的理解，使

良知學發生路向上之變化，而發展出另一種思想脈絡，並對後來學者產

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別者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王時槐：《三益軒會語》，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4，頁 256b-257a。
38 對於塘南的問題意識，侯潔之討論到：「除了對於龍溪學的態度有別於師泉，我

們從塘南對於流弊的聚焦處可發現，相較於師泉將重心鎖定於『見在良知』說，

塘南則無意涉入理論的辨正與論難，而是擴大責弊範圍，將流弊的氾濫歸咎於工

夫的導向。」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臺北市：政大出版社，

2012年），頁 110。侯潔之注意到塘南面對「見在良知」的態度不同於前儒，以及
塘南學問用力不在論難，而在討論工夫型態，此一觀點，確有慧見。然塘南對於

良知學理論的詮釋，以及其對於工夫路向的確立，兩者乃是密切相關的，就此而

言，塘南對於良知學「理論的辨正」一事，應亦是相當重視的。
39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唐君毅全集》，卷

17（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頁 473-479。
40 參見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504-510。
41 參見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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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

經由以上對於當代陽明後學研究方法，以及對於塘南的良知學理解

所提出的思考與反省，相信通過對於塘南思想的還原與呈現，以提出相

應的理解與評議，確有助於探究良知學範域中相關概念與議題的內涵與

意義，並展現明代中晚期良知學發展的情形，從而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義

理問題。因此，本書將以此為主題，嘗試討論塘南思想與其思想所展現

出的良知學發展路向。

第二節　現有研究成果展示與分析

在本節中，將展示學界現有關於塘南學說，且具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分點說明如下：

一、島田虔次〈淺議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1964年

島田虔次〈淺議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一文，收錄在《中國思想史

研究》42，為其舊作〈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

思想〉43一文的續篇。島田虔次在文中基於對明代「生生」思想基調的

鋪陳開展，而對塘南學說中的「生幾」有所討論。

島田虔次認為，「『生』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國固有思想的普遍基 

調」44，然首先將「仁」與「萬物一體之仁」結合在一起的是明道， 45於

42 原文出版於《東方學報》（京都，1964年），此處引自島田虔次著，鄭紅譯：《中國
思想史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3 島田虔次：〈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

研究》，頁 3-66。
44 島田虔次：〈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

研究》，頁 10。
45 島田虔次：「這裡所說的『萬物一體思想』，正確地說是『萬物一體之仁』的思

想，最早是由北宋的程明道提出來的。」島田虔次：〈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

─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3。又：「然明道卻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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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宋代學者皆不否認「生生之仁」此一命題。46此「生生」命題發展

至明代，明代思想著述中更是充滿了「生生」以及與「生生」相關的語

言，此情形於陽明學派中尤然，反應出陽明學派將「良知」與「萬物一

體之仁」結合的義理特徵， 47可視為一種明代思想的基調。48

島田虔次指出，在「生」或「生生」的語言使用上，陽明仍未逾

出「生生之仁」的命題；49但在陽明後學處，不僅於使用上發生變化，

於義理上亦有改變，可分為三點來說明：第一，「『生』或『生生』等

字眼被無限制地放肆地使用」50；第二，「『生』或者『生生』和『機』

的立場推論出了『萬物一體』之獨特見解。說是推斷出來的可能有些過分。萬物

一體在明道那裡，與其說是理論思辯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明確的直觀。對明道而

言，『生生』與『萬物一體』是合二為一的同時性直觀。但如果從邏輯關聯而言，

還是推論出來的；而推論出來的『萬物一體』之觀點，反之也強調生的立場。」

島田虔次：〈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

研究》，頁 10-11。
46 島田虔次：「宋代以後的儒家、理學者，或者是朱子學教養培養出來的一般士大

夫，誰也不會否認貫穿天人『生生之仁』這個根本命題的。」島田虔次：〈淺談明

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4。
47 島田虔次：「我以為，迄今思想史都只關注『心即理』、『良知』之類眾所周知的口

號，但是如果忽視了這個問題則是不充分的。『生生不容已』成為時代思想激情

所在的原因，從思想根源的淵源來說，則可以從『良知』和『萬物一體之仁』結

合之處找到。『生生不容已』同時也是『一體不容已』，總之是『一體不容已之生

機』（《龍溪王先生全集》四，《留都會紀》）。」島田虔此：〈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

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30。
48 島田虔次：「我想指出的是，『生生』、『生生不容已』、『不容已』在字面上，是表

現陽明以後明代思想界基調的最具有特徵的語言。在讀了嘉靖、萬曆時代的，特

別是陽明派思想家的著述之後（請翻一下《明儒學案》第十一卷以後的文章吧），

印象最深的，便是『良知』一語基本上和萬物一體連在一起講，『生生不容已』

或『生生』、『不容已』之外，還有『生生不息』、『生幾』、『本根生意』、『生生之

機』、『本來生機』、『本來性命生機』、『生生命脈』、『心之生理』、『知之生生』等

等之類的語言充斥而頻繁地出現。」島田虔此：〈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

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30。
49 島田虔次認為，陽明「沿著仁＝生生（天地之大德）之根本命題的說法，可說是

非常穩當的用法。然而，在他的直接或間接的弟子們那裡，情況發生了變化。」

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5。
50 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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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結合或與之呼應的例子也變得多了起來」51；第三，「不僅適用於

天地、造化，也使用於心（人之心）」52。在二、三點的討論中，島田

虔次認為，「生生」一命題從宋學對於自然的直觀，於明代時轉成對於

人的「意」，亦即思慮活動的把握，並由此開展出對於「氣」的思考；

而「氣」在陽明學派中，是與「良知」相關聯的。53島田虔次亦由此

提出，陽明學派具有傾向於「唯物論」，或是說「氣之哲學」的可能情

況。54

在此對於明代思想的理解背景下，島田虔次注意到塘南學說。認為

塘南學說中「生幾」的宗旨，便是一種「生生」思想基調的表現；並引

用塘南「生生之真幾」55一段文獻，指出當中的「幾」具有「生生」的

性格：

文中所說「幾」和《繫辭傳》中的「幾」、「生幾」一樣，帶

有一瞬也不停止的、意念的任何微分56片也帶有「生生」的

性格。「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也」。像這種以「心的活動」（可說是「持續」的吧！）的微分

51 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6。
52 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8。
53 島田虔次：「在陽明那裡很少見到的『氣』字，作為思想家的語言又明顯地復

活，和理結合在一起了。『天地間一氣而已。⋯⋯其氣之靈謂良知』、『良知天地

之靈氣』、『良知人身之靈氣』、『良知流行即所謂氣』等都是王龍溪的話。」島田

虔此：〈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研

究》，頁 32。
54 島田虔次：「良知為『氣之靈』、『靈氣』、『心』作為中國哲學本來就應該如此，

所以萬物一體說包含此『心』的主張，當然就有可能傾向於唯物論（以氣為第一

性的）了，而將上述諸例的話移到理氣論的話，恐怕就只能是『理，氣之條理；

氣，理之運用』之意了。」島田虔此：〈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

之仁的思想〉，《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32。
55 塘南：「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隱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

之真幾，所謂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王時

槐：〈答錢啟新邑侯〉，《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1，頁 172b。
56 參照下文，此處應補入「截」字，意義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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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片為本來的活動，而且以其帶有宇宙「道」之性格的語言

「生生」而放在肯定性對等位置，這就是「生幾」。57

島田虔次將塘南所言的「幾」，理解成「心」的活動，亦即「意」的細

微片刻；並將運用於天地、造化處的「生生」一概念賦予於「幾」處。

島田虔次認為，由此可見到塘南重視「生生」，且將「生生」與「心」

的活動聯繫在一起的思想特徵，而此思想特徵正可呼應明代「生生」的

思想基調。進而，島田虔次又引塘南「盈宇宙間一氣」一段文獻，認為

此段文獻明顯具有「唯物論」性格，故若不將塘南學說視為傾向於「唯

物論」，便須對「唯物論」一詞有更仔細的商榷。58

由於島田虔次的問題意識在於開展明代「生生」思想基調，在面對

塘南學說時，並不重在闡述塘南學說的細節，或其中的義理，而是聚焦

在塘南對於「生生」、「幾」的重視，故在對於塘南學說的評議上，便少

文獻依據及義理論述。然而，島田虔次基於其問題意識，確凸顯了塘南

學說重視「生生」、「幾」的思想特徵；並且，藉由塘南「心」、「意」、

「幾」等概念，從而反省了陽明學下「理」「氣」關係的問題，注意到

晚明陽明學的論述重心，逐漸由「心」移轉至「氣」的趨向，這些部分

皆值得回到塘南學說內部加以深論。

二、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1972年

牟宗三在《從陸象山到劉蕺山》59一書中，將江右儒者雙江、念菴

57 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思想史研究》，頁 169。
58 島田虔次：「如此說『氣』，說它是所謂唯物論的標準版本也不過分吧。同一個思

想家，同時講極端的唯心論和典型的唯物論，難道不是矛盾的嗎？或者是我們使

用的唯物論、唯心論一類的語言，本身欠缺適當地思考這種思想的視角呢？這還

是一個值得縝密思考的問題吧。」島田虔次：〈淺談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中國

思想史研究》，頁 170。
59 根據李明輝對於牟宗三著作的編年整理，此篇原初應為〈王學的分化與發展〉一

文，發表於《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14期（1972年 9月），後收錄於《從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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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為「橫生曲折」者，不能契合於陽明「致良知」宗旨， 60而在討論塘

南學說時，同樣也將塘南視為偏離陽明學的思路：

王學之歸于非王學自雙江念菴之誤解始。雙江念菴猶在良知內

糾纏也。自兩峯師泉以至王塘南則歸于以道體性命為首出，以

之範域良知，由此，遂顯向劉蕺山之「以心著性，歸顯於密」

之路而趨之趨勢。61

牟宗三認為，自從雙江、念菴橫生曲折而言歸寂後，陽明良知教遂漸別

開一條偏離路線，此路線啟機於劉兩峯，顯著於劉師泉，特點在於「以

性命為首出，以之範域良知，而復以心知形著性命」，顯示出雙江、念

菴二人不能相信良知自足，而須將良知歸本於密體而後可的學術心態。

牟宗三認為，此路線雖偏離王學，但具有通往「以心著性」一路的可能

性，而能「至少可不喪失良知教之本旨而彰其著性成性之作用」62，原

則上可歸於五峯、蕺山「以心著性」一系中。

然牟宗三指出，塘南處在此路線中，並不能依從師泉學說，通向

「以心著性」一路；反而採取分解方式，視「性」為「體」，「良知」為

「體用之間」，將「良知之當機表現為受限者」誤視為「見在良知為不

山到劉蕺山》。李明輝：〈牟宗三著作編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卷，第 3
期（1999年 9月），頁 125-175。

60 牟宗三：「雙江與念菴底主要論點是以已發未發之格式想良知，把良知亦分成有已

發與未發。以為表現為知善知惡之良知是已發的良知，尚不足恃，必須通過致虛

守寂底工夫，歸到那未發之寂體，方是真良知；⋯⋯」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

山》（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 299。又：「依陽明，獨知是良知，知
善知惡是良知，良知隨時有表現，即就其表現當下肯認而致之，故眼前呈現之良

知與良知自體本質上無二無別，因此有王龍溪之『以見在為具足』。然而聶雙江則

以『見在』者為已發，此不能算數，必致虛守寂才算真良知。此非陽明義，蓋因

把良知分成已發與未發之兩節故。」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304。
61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405。
62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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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恃」63，以為「良知」為已發，為後天，屬命；「性」則為先天之理，

且「性」無為，不可言，因此主張「悟性修命」、「透性言機」的工夫，

而不能契合陽明的「致良知」，亦不能通向蕺山的「以心著性」，如此一

來，便偏離了心學本旨。並且，牟宗三亦認為，塘南在分解方式下所得

到的對「性」的體悟，只是「存有論的體悟」64，並非視道體為「即存

有即活動」者，由此說來，塘南學說反較近於朱子學說，然卻又不如朱

子學說一般清楚一貫。

牟宗三對於塘南思想的評價，與其宋明理學詮釋密切相關，因此若

要對此處論述給出合理且相應的檢討，必須回到牟宗三哲學系統本身來

討論。而此問題實牽涉甚廣，將於第五章處再行深入討論。

三、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1975年

唐君毅討論塘南思想時，著重在塘南的「意」一概念：

此塘南之言意，直自良知之默運言。凡有知之默運處，即有此

意。則龍溪所謂一點靈明之默運，或自加參就之中，亦即不

能無此意也。近溪之性體平常而「常」在處，與雙江、念菴之

虛寂心體之恒虛寂，或恒「虛而通」之「恒」處，以及一切言

心性之論，謂此心性之用之不息處，皆同必有一「意」貫乎其

中，主宰其中，方成其常而不斷，恒而不息。則言心性之學，

忽略此意之在，而離意或無意，以言心性之學，斷斷乎其不

可。由塘南之言而明矣。65

唐君毅將塘南學說置放在陽明良知學的脈絡下討論，認為塘南所言的

63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426。
64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406。
6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唐君毅全集》，卷 17，
頁 47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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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良知之默運」，而若「意」指的是「良知的默運，則良知

學系統中，凡論及「良知之默運」的說法，如龍溪所言「一點靈明的默

運」、近溪所言「性體」的「常」、雙江與念菴所言「心體」的「恆」

處，皆有此「意」貫於其中。唐君毅認為，塘南重視「意」一概念，

便是理解到學者必須在「心」「性」的發用中，肯定有一「意」貫於其

中，以作為「心」「性」發用的主宰，如此才能成就心性之學。

此外，唐君毅進一步地說，雖然對於良知學系統而言，「意」一概

念的肯定是很重要的，然陽明本人卻未對「意」有清楚的辨析。依照唐

君毅的想法，陽明「致良知」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良知」本身即知

善知惡，同時也好善惡惡，因此，人有「良知」，便能定向於善，順知

善知惡、好善惡惡的「良知」，真實地為善去惡，此便是存天理、去人

欲的學問工夫，亦即「致良知」的涵義；66而此所謂「良知」本身具有

的好善惡惡的定向，便是「良知之意」。67

若觀陽明的說法，陽明言：「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

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

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

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

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68

66 唐君毅：「陽明之所以能發明此義，則又由於其良知之知善知惡，同時能好善惡

惡，即自然見得此良知之有此善善惡惡、反反正正，而唯定向在善之至善之性。

此心之良知，對善惡之於知中，同時有對善惡之好惡之情在。必具此情，方實有

此知。故吾人可即此情以觀其知，然後此良知之性之為善善惡惡，而定向於善

者，乃必然而無礙，而性善之義，乃可一論而論定。」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原性篇：中國哲學中人性思想之發展》，《唐君毅全集》，卷 13（臺北市：學生書
局，1991年），頁 461-462。

67 唐君毅：「所謂此意當為心之主宰，為陽明之學之所涵者，即陽明之致良知，原是

一知善知惡，而好善惡惡之事，而好善惡惡即是良知之意。」唐君毅：《中國哲學

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頁 473。
68 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上海市：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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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陽明認為，「致良知」工夫是用在心之發動處，亦即「意」處。若

好善之「意」發，便順好善之「意」篤實好善；若惡惡之「意」發，

便順惡惡之「意」篤實惡惡，此即是「致良知」；換言之，此處所言的

「意」其本身便能好善惡惡，並非一般現實上的意念，而此正是唐君毅

所認為的可作為「良知」主宰的「良知之意」，由此可知，對於「意」

一概念的肯定，正是陽明「致良知」與「誠意」之學所以可以成立的原

因。69

但陽明四句教中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70，可見此處所言之「意」，乃有善有惡

者，即是現實經驗的意念，是需要施以「誠意」之功的對象，並非唐

先生所說的好善惡惡的「良知之意」。是故可以發現，陽明學說中存在

兩種不同涵義的「意」：一是「好善惡惡之意」，另一是「有善有惡之

意」。

唐君毅認為，陽明學說雖存在兩種不同涵義的「意」，但陽明本人

對此並沒有清楚的體認與分別，尤未能對「好善惡惡之意」有真切認

識，如此一來，不但使陽明將「心體」理解為「無善無惡」者，亦使龍

溪於後順此提出「無善無惡」之說。71基於此緣故，塘南對於「意」的

重視，確可補陽明學說缺處，藉由對於「意」的辨析與肯定，使心性之

學成立。

另外，唐君毅關注到塘南將「性」、「知覺」、「意」、「念」作了四層

69 唐君毅：「故陽明亦言『大學之教，誠意而已矣』。蕺山亦嘗依此而謂陽明之學，

原以誠意為本旨。」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頁

473。
70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359-360。
71 唐君毅：「然陽明于此未析，乃更由心體之無此有善有惡之意，以言心之無善無

惡。王龍溪更見此善惡相對之可厭，遂專欣慕此『無善惡之意之相對』之一境。

此在蕺山觀之，即成陽明之學之歧出。而其原，則在於陽明于此二『意』之義，

原未分別；亦即見陽明于此『好善惡惡之意』，尚或認識不真。」唐君毅：《中國

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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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然塘南又言知覺意念，皆屬命、流行，而為性之呈露。性即

理，為先天，性不容言，只可悟。知覺則先天之子，後天之

母。于知之默運處，方得言意念，則意念當在後天上言。此則

將此性、知覺、意、念作上下四層以觀，而工夫則在由知之默

運之意中，悟此先天之性理。此則仍是其師劉師泉「于流行識

主宰」之路數。其雖不以意為念，又謂意必化為念，則于意與

念，亦斬截得不分明。而蕺山之言意，則又有更進乎此，亦進

乎王一菴之言意者也。72

「性」為先天之理；「知覺」為「先天之子，後天之母」；「意念」為

「知」的默運處，為後天者；而工夫只用在「意」處，從「意」上悟先

天之理。依照唐君毅的理解，塘南學說如此便分割成為四層的存有論，

而塘南於「意」上悟先天之理的工夫路數，乃同於師泉「于流行識主

宰」的工夫主張。唐君毅也提到，即便塘南注意到「意」與「念」的不

同；同時也認為工夫當落在「意」處言，非落在「念」處言，但塘南終

究不能將「意」與「念」明確區分開，即唐君毅所言「意必化為念」，

因此儒者對於「意」的真正重視，仍須待於蕺山。

依上，唐君毅認為塘南思想大抵表示出「此意之在一般所謂意念之

先，而主于用此誠意工夫為立本之學」73的意思；即，唐君毅認為，塘

南能重視陽明未能辨析透徹的「意」一概念，明白「意」並不同於現實

經驗意念，而實居於現實經驗意念之先在地位，為「心」的主宰。基於

此種對於「意」的理解，塘南能將陽明「致良知」歸於「誠意」立本之

學，而避免將「心體」、「意」皆視為無善無惡者，亦避免讓「致良知」

原本當有的切實工夫，落為任情虛玄。

7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頁 476。
7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宋明儒思想之發展》，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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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說法點出了塘南學說有重「意」的特色，且能對塘南重

「意」所具有的義理意義，有很好的說明。然而唐君毅的討論方式，乃

以「意」一概念切入討論塘南、陽明與蕺山三人學說之間的差別，因此

關於塘南思想所具有的特色與意義，是在將塘南思想置於陽明學與蕺山

學之間以進行比較時，才被顯示出來的；即，藉由塘南、陽明與蕺山三

人思想的對比，方見到塘南比陽明更為重視「意」，而不如蕺山一般對

「意」分析精當，從而形成與陽明學、蕺山學皆不同的學問型態。

無論是討論方式，或是所得到的論點，以上論述皆很有意義。然

而，由於唐君毅側重於討論陽明「致良知」學轉至蕺山「誠意」學此一

學術發展脈絡的義理性，故對陽明文獻與蕺山文獻有較多分析，卻對

塘南文獻則較少梳理、說解。因此，其所未及討論的部分，如塘南的

「性」、「氣」、「心」、「情」、「良知」等概念，皆值得再予深入討論，並

作充分闡述，以更全面地了解塘南思想的特色與學術意義。特別地是，

唐君毅雖能注意到塘南思想具有「不以意為念」的特色，卻又認為在塘

南思想中，「意必化為念，則于意與念，亦斬截得不分明」，唐君毅從而

推斷塘南思想不夠明晰，然事實上，塘南對於「意」「念」的區分可能

是很清楚的，對此問題，也須回到塘南文獻中來仔細辨察。

四、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1993年

于化民在《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一書中，將塘南歸屬在王

門後學中一批向程朱靠攏的學者中， 74認為這批學者在良知本體的問題

74 于化民：「程朱與陸王的對立，是客觀唯心論與主觀唯心論的對立。兩者都承認一

個獨立於物質世界的精神主體的存在，並承認這個精神主體所具的本源性，即對

物質存在的決定意義，因而兩者在唯心論的大前提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程朱言

天理以外，也說到本心的神秘和對萬物的主宰。陸王言心與良知以外，也屢屢言

及天理，並提出『心即理』的主張。程朱與陸王在唯心論上的一致，使得王門後

學的一部分有可能向程朱靠攏。⋯⋯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錢德洪、鄒守益、歐陽

德和王時槐、李材等，還包括初信篤陽明，後轉向程朱的黃綰。」于化民：《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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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然堅持陽明的觀點，但他們更注意在事物上磨練，強調實際道德

修養工夫，這種立場實與程朱接近。75于化民也認為，在這一批學者的

基礎上，後來發展出代表心、理學合流趨向的蕺山哲學 。76

在討論陸王學說與程朱學說之間的同異問題時，于化民基本上認為

陸王學說與程朱學說之間具有「對立」關係。此「對立」關係表現在兩

方面：一是本體論上的對立，另一是認識論上的對立。在前一方面，朱

子以客觀的「天理」規定宇宙本體，陽明則是用主觀的「心」規定之，

故兩派說法是相對立的；在後一方面，朱子以事物之理去認識宇宙之

理，使「知」「行」分裂，而陽明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則是

矯枉過正，使「知」代「行」，「行」遂被取消了。

以上是于化民對於陸王學說與程朱學說之間「對立」關係的說 

明， 77其見解大致上展現了陸王學說與程朱學說之間重要的差別。然細

究之，于化民並未就陽明、朱子思想中的概念作仔細的闡釋，致使在討

論兩派學說的對立關係時，稍嫌簡略，其論述的細節部分仍有討論空

間。然而，雖然于化民對於陸王與程朱學說間的同異問題需要再作商

榷，但其主張塘南學說是在陸王、程朱兩派學說的「對立」關係中發生

的，此一觀點仍相當有意義。塘南確實是有意識地擷取陸王、程朱兩派

說法，建立起一種「合流」學說，而這種「合流」的學術傾向，也影響

到後來的蕺山學說。

對於塘南「合流」的學說特色，于化民進一步提出說明：

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 64。
75 于化民：「當然，上述諸人都出自陽明，思想也是由陽明學說生發的，所以在其基

本立場上，如在良知本體問題上，依然堅持了王守仁的觀點。此處說他們與程朱

接近，主要指他們較王畿、聶豹與泰州學派更注重在事物上磨練，強調實際的道

德修養工夫。」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64-65。
76 于化民：「以後在這一派的基礎上，發展出代表心、理合流趨向的劉宗周哲學。」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64。
77 關於詳細的論述，參見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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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襲陽明學，強調「良知」至上性、涵容性

于化民認為，塘南沿襲了陽明學說，但在闡釋「良知」概念時更重

視「至上性」和「涵容性」：

性命說是王時槐的思想核心。他說良知，側重於良知的至上性

和涵容性。78

于化民在此並未就「性命說」一詞加以說明，但「性命說」可能是指塘

南「悟性修命」的說法；「至上性」應是指「良知」作為本體的主宰作

用；「涵容性」的意義不明朗，但也許與後文提到的「合一性」有關。

于化民於後列舉了數條文獻，來說明塘南的「良知」涵義。79主

要地說，于化民認為，塘南沿襲陽明的看法，強調「未發」「已發」、

「寂」「感」、「無」「有」以及「心」「事」等「對立範疇的合一性」80，

「突出主觀本體即寂體、未發的決定意義」81。

于化民注意到，塘南以「良知」一概念將宋明理學脈絡中的幾組

78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5。
79 于化民：「『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

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明儒學案》

卷二十）良知內不倚於空寂，是針對聶豹、羅洪先的主寂之學而發；外不墮於形

氣，是針對朱學事上用功而發。形氣並不是指客觀物質的存在形式，而是兼一切

而可聞可見、變幻無常的各種現象統言之。良知內無倚，外無墮，因此兼已發未

發。『未發之中固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百事皆性矣，皆中

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為枯槁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

中也。』（同上）未發已發都是性，不能捨棄已發而別求未發。未發已發的關係即

寂與感的關係。『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

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

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一字盡之。』（同上）『幾』含義極微妙，指本體欲

發未發剎那間的狀態。此時的本體是兼有寂感體用的。由此推衍，心與事的關係

也如此。『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生而言，即謂之事。故心無一刻不生，即無一

刻無事。事即本心，故視聽言動，辭受取予皆心也。』（同上）」于化民：《明中晚

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5-76。
80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6。
81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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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概念予以融貫合一，然塘南在其融貫合一的立場下所開展出的「良

知」理論有何特色？重要性為何？其學說是否合理適切？這些問題則尚

未深論，須再作探討。

（二）融合程朱學，「良知」轉化成「性」、「天理」

承前，于化民認為塘南重視「良知」的「至上性」，此處于化民進

一步提到，當塘南過度強調「良知」的至上屬性時，便為「良知」賦予

了客觀意義：

王時槐吸收程朱學說，主要體現在他的性論上。王時槐以心和

良知為絕對的精神本體，但當他過分強調主觀精神的至上屬性

時，不可避免地賦予它客觀的意義，良知就變成了程朱的天理

或性。82

此處是一種過於簡單的推理，即，若強調主觀精神的至上屬性，則主觀

精神將被賦予了客觀意義；若主觀精神被賦予了客觀意義，則主觀精

神便轉成為客觀精神，即是說，「良知」便轉成為「天理」或「性」；

因此，當強調主觀精神的至上屬性，則「良知」便轉成為「天理」或

「性」。

然而，強調主觀精神的至上屬性，主觀精神並不會因此被賦予客觀

意義，反而有發展出更強烈的主觀意義的可能；又，當主觀精神被賦予

了客觀意義，也不代表主觀精神便被取消，轉成為客觀精神，且若是主

觀精神可被客觀精神取代，也許此主觀精神並非是與客觀精神絕對相對

立的主觀精神。因此，即便強調主觀精神的至上屬性，也不代表主觀精

神便會轉成為客觀精神；即是說，不代表「良知」便會轉成為「天理」

或「性」。因此，此處的推理需要更謹慎的思考，並且關於「主觀」「客

觀」的涵義也需要更清楚的說明，以避免與「主體」「客體」的概念相

82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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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

在討論塘南「性」與「知」的關係時，于化民說道：

知在先天後天之間，在知上有個先天的絕對的本體，那就是

理。從而產生了超出主觀本體之上的客觀本體。性理才是天地

萬物的最高主宰。83

王時槐把性與良知同視為人心靈明，然後根據性即理置換出良

知即理的結論。良知與天理同為宇宙萬物主宰，不分內外，因

此可以說它們是同體的。這樣王時槐就抹煞了程朱與陸王最本

質的區別，宣稱程朱求天理非逐物，陽明致良知非執內。

前文于化民提到「良知就變成了程朱的天理或性」，在此卻認為「性

理」在「良知」之上，而「性理」才是天地萬物的最高主宰；又稱「良

知」與「天理」同為人心靈明，同為宇宙萬物主宰。可以發現，這三處

言論大有不協，從而也可以了解，塘南所言的「良知」處於先天與後天

之間，是相當特別的說法，需要仔細研究。其學說中的「合流」特色，

亦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較適當的說明與衡定，才能給予塘南學說一較合

理的評斷。

五、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2001年

吳震與牟宗三同樣將塘南置放於陽明學的脈絡下來討論，但吳震不

從偏離的角度來看塘南對陽明學說的理解，而是重視塘南對陽明學的反

省。

吳震指出，塘南見到陽明後學中存在諸種思想弊端，故對陽明「無

善無惡」的說法作了重大修正，塘南認為「無善無惡」只能用來形容

「性之體」，而不能形容「心之體」，故塘南說性體乃「無可言狀」，此

83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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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欲提高性體的絕對性；而言心則是「有善有惡」者，有人心道心之分

別，此便是對心作出了限制。吳震認為，從塘南思想中，固然可以見

到「由『心學』向『性學』的傾斜」84，但從其「性存乎悟」、「悟由修

得」的工夫主張來看，塘南雖對陽明心學的觀點有所修正，總體而觀，

「其基本特徵仍屬於心學，似無可疑」85。

吳震也提到，塘南思想的主要傾向在於「主靜」，而這種「主靜」

思想又比雙江、念菴顯得更為圓熟。其原因在於，塘南雖有偏靜的傾

向，但塘南言「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因此實際上並未存在一條回

歸虛寂本體的途徑，工夫惟在「直透本性」，這是一種對性體的直覺把

握，故較雙江、念菴之說更為徹底。除此之外，吳震更進一步提到，塘

南強調「悟」，從而便衍生出「修」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來，「塘南所強

調的『悟由修得』，似乎是把兩者看作先後之關係，其實大不然也」86，

原因在於塘南通過「即性是修」和「即修是性」兩個命題，可導出「修

悟合一」的圓滿工夫主張。然而，通過這種工夫主張，最後是否可以達

致「透性」的終極目的，這部分的問題，吳震是存疑未論的。

吳震注意到塘南思想中的「主靜」傾向，並注意到塘南思想的「主

靜」特色，乃關聯於「直透本性」而言，確實凸顯出存在於塘南工夫論

思想中的「主靜」、「透性」兩個重要概念。塘南文獻中關於此二概念的

討論甚多，這些文獻將逐步被展示、分析，以更完整地展現塘南思想的

「主靜」特色。另外，吳震亦注意到塘南對於「心」一概念的修正，與

「修悟合一」工夫主張的提出。這兩個部分亦是塘南思想的重點，本書

將對此提出更充分的說解。

84 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291。
85 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頁 293。
86 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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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2009年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一書，對於塘南的學行、著述作了仔

細的考辨，徵引豐富，論述詳盡，具有學術史研究的參考價值。

此書的特點在於，錢明從傳播的角度切入討論陽明學的發展， 87強

調「傳播」與「地域」在陽明學發展上具有重大影響。陽明本人的傳播

行為、陽明學生群的接受行為，與傳播場域的當地文化背景，三項因素

綜合起來，讓王學發展出不同的學說特色，同時也使陽明後學開展出不

同的學問派別。若相較於牟宗三欲為王學找到本質性的思想核心，錢明

的研究方式則較著重勾勒出王學的傳播現象，與王學在各地區域中的流

變實況。

基於對「傳播」與「地域」的重視，錢明檢討《明儒學案》的王門

學派劃分，認為黃宗羲的學派分類「失之粗糙」88，不能充分「揭示中

國地域文化的複雜性與陽明學的多樣性」89。故在討論王門學派時，錢

87 錢明：「王學傳播史，就其過程來說，首先與王陽明的講學歷程和講學方式有非常

密切的關係；其次又與陽明門人後學的傳承力度和會聚強度密切相關；最後還與

各地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存有互動關係。」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276。又：「因王陽明的講學背景、傳道心境尤其是各地文化資源、吸收消化程度
的不同，而顯示出各自的地域特色，因而無論在致思取向上還是在學派陣勢上，

都存在不小的差異。」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277。
88 錢明：「綜合來看，由於錢德洪、黃宗羲的原因而被《明儒學案》『遺忘』的黔中

王門，不僅可單獨立門戶，還可作為王學向文化邊緣地區傳播的成功範例；閔中

被納入粵中也有點勉強，對閔中王門的挖掘工作，還遠遠不夠；皖中王門被《明

儒學案》納入南中王門，更是難以自圓其說，無論從陽明皖中講學的頻率看，還

是從皖中王學的聲勢看，都能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地域流派而做專門研究；蜀中

王門的傳人都被納入泰州學派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樣不能反映蜀中王學者

的獨特個性；楚中王門雖被單獨立項，但人物、學派研究都很不充分，尤其是將

其代表人物也歸入泰州學派，不僅使泰州學派陡增分歧，而且楚中學術大傷元

氣；至於北方王門，更是籠統有餘而細化不足，它實際應包括山東、北京、河

北、陝西等地，如此概括，顯然失之粗糙。」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280。
89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280-281。



王塘南思想研究─明代中晚期良知學的辯證發展032

明不採《明儒學案》的劃分，而是依照「地域」將王門分為：粵學、黔

學、閩學、徽學、浙學與贛學等。90當中的「贛學」，大體上可對應於

《明儒學案》中的「江右王門」；特別的是，在「贛學」一章裡，錢明

單只討論塘南一人，認為塘南是江右學者的重要代表，並以塘南為例來

「闡釋陽明學在江右的傳播與發展」。91由此可看出錢明對於塘南學說

的重視。

在實際的論述中，錢明認為塘南的思想性格與學術興趣具有：學無

常師，自求自試；出入佛老，心師楊羅；自省自考，舉會鄉里；修正王

學，開啟東林等四項特色。92在這些論述中，錢明清楚表達了塘南思想

形成的可能緣由、發展歷程與對後世學者的影響，這些見解很能彰顯塘

南學說的特色與價值。

在錢明的研究成果中，以下三點尤為重要：

（一）討論典範從《古本大學》移轉到《石經大學》

錢明注意到，塘南的學習歷程不像一般王門弟子學有專從，而是聞

道多方，學從多師。但即使塘南不專承一學，其主要的思想趨向仍最近

於陽明。93基於對陽明學的理解，塘南明白陽明學主要的根基在於《大

學》，在塘南早期思想中，塘南重視陽明的《大學》詮釋，但到了晚

期，塘南開始批判陽明學說。94此一學術立場的改變，可以從其討論典

90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3。
91 錢明：「眾所周知，江右地區是陽明學傳播的主要區域。本章即擬以江右王門的重

要代表王時槐為例，闡釋陽明學在江右的傳播與發展，而所謂『滑轉』，則意指江

右學者對陽明學的重構與改鑄。」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63。
92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1-510。
93 錢明：「塘南與王門道友的最大區別，即在於後者基本師出有門、學有所從，而塘

南雖曾求救過諸多名師，但不是『未有聞焉』，就是『莫知適從』。於是只好『效

古先儒之飭行』，試圖經過『自求自試』，來達到聞道之目的。所以塘南之學，可

以說是慈湖、白沙、陽明、甘泉、整庵、念庵、兩峰、師泉、近溪、思默、存

庵、魯源至於佛道思想的大雜燴。但比較而言，塘南的致思趨向最近於陽明。」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2-493。
94 錢明：「但是，到了晚年，隨著塘南自主自立意識的日趨增強，使之對自己最為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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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轉移中看出，塘南開始不滿意陽明所重視的《大學》古本，以及朱

子所重視的《大學》改本，而推尊《石經大學》。

對此錢明說道：

塘南還另闢蹊徑，表現出另求學術典範─由《古本大學》到

《石經大學》、由強調「致知」到強調「修身」─的強烈渴

望。《石經大學》既不同於朱子《大學》改本，又不同於陽明

《大學》古本，它雖為豐坊之偽作，但在嘉靖至萬曆年間，卻

得到唐伯元、鄭曉、王文祿、耿定向、管志道等人的信奉。而

從這些信奉者的學術立場看，修正或批評陽明學可謂他們共同

的思想基礎。95

可知錢明認為塘南對於《大學》討論典範的移轉情況，實與其對陽明學

說的批判立場密切相關。在宋明理學的學術研究脈絡中，《大學》文本

的詮釋是一相當重要的議題。一方面，儒者對於《大學》文本中諸多概

念的理解，深切影響到儒者對於自身學說理論的建立；另一方面，當後

來的研究者對儒者的《大學》詮釋進行研究時，亦能從中對儒者思想本

身有具體的掌握。

因此，塘南學說雖以陽明學為主要趨歸，但若塘南重視的《大學》

文本與陽明所重視的文本不同，或許便代表了塘南對《大學》的詮釋與

陽明的詮釋不盡相同，而此亦正顯示塘南學說與陽明學說或有相異之

處。基於此原因，此一討論典範轉移的情況，確是需要仔細辨析的議

題。

拜的陽明之說亦逐漸發生了變化，比如他批評陽明的『事上磨練』說⋯⋯。」錢

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4。
95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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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開佛道，推崇江右

錢明提到，雖然塘南的家學中並無佛老色彩， 96但在塘南的聞道歷

程中，對於佛教、道家及老莊思想皆有接觸，並對其思想產生影響。錢

明說道：

而從塘南務實學風分析，亦可謂與佛老之學有天壤之別。那

麼，為何還要說他「出入佛老」呢？這大概是因為塘南喜歡習

靜，在學問境界上帶有明顯的佛老氣象吧。97

塘南的聞道過程與其登第前後的道觀生活與道士點播是有相當

密切關係的。⋯⋯與此相關，塘南的佛學影響亦十分明顯，此

不僅表現其為學觀點中對於佛學觀點的認同以及對於儒佛所作

的會通，還表現在其與當時的佛學名士陸五台的交往。98

根據這段言論，有兩個問題需要釐清。首先，所謂的「佛老氣象」一概

念是否有明確的界定？其人思想中存在「習靜」，或是其他與佛老之學

相近的概念，是否便足以說明其學問帶有「佛老氣象」？再者，若其人

在學習上或生活中存在接觸佛老之學的經驗，是否便能據此判斷其學問

受到佛老之學的影響？上述兩個問題，是錢明在討論塘南「出入佛老」

的思想特色時，未有仔細考慮的。錢明以史實資料作為論述證據，固然

可以描繪出塘南實際經歷，但史實資料未必能定奪、評議塘南學術思想

的內容及特點。因此，在討論兩種或兩種以上學說之間交涉、影響的狀

況時，或可參以哲學性的考察分析來釐清問題，這是可接續討論之處。

錢明續提到，基於塘南受到佛老之學影響的緣故，塘南對於與老莊

96 錢明：「實際上，從塘南的家學傳統來看，並無道、釋之基因，如其父積齋公，

『生平不喜浮屠、老子教』，故塘南所謂『先考雅，不喜釋老而尊信程朱，時時舉

孝悌忠信、先賢實行以示某』，應該說是符合實情的。」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

論考》，頁 496-497。
97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7。
98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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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接近的儒者學說，如慈湖、白沙、雙江、念庵等人亦較青睞。錢明

說道：

與出入佛老的思想傾向相一致，塘南對與老莊之學頗為相近的

慈湖之學以及白沙、雙江、念庵之學亦頗為傾心，其中尤以慈

湖、念庵為甚。99

若參考塘南文獻，確實可發現塘南對於上述儒者有特別興趣，但塘南特

別傾心於上述儒者，也許與老莊之學無關，而是單純地因為他們的學說

本身含有相同的關懷或見解；即是說，他們的學說皆具有近於老莊之學

的風格，但這也許不表示他們的學說便與老莊之學相似，甚至說他們受

到老莊之學影響。

錢明雖未明言其中細微處，但確實發現塘南思想存在與老莊之學不

同之處：

不過，塘南在為學的過程中，或者說在習靜的過程中，仍然比

較重視實行與實修。一如宋明之大儒，修身養性的「靜」與

為學行事的「實」在塘南那裡是並行不悖的。正是基於此，使

塘南最終走出了佛老、慈湖之學的影子。實行實修本身亦是塘

南極為認同又極為推崇的江右學風的最大特徵，而被塘南視為

江右先賢的羅念庵，又是其學風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

節。因此，習靜與實行實修在塘南的觀念中，可以說是有機統

一的。100

錢明認為，塘南學說具有一項特點，即「習靜」與「實行實修」的統

一，基於此，塘南能夠離開老莊之學，而向江右學風靠近。錢明此一見

99 錢明：「與出入佛老的思想傾向相一致，塘南對與老莊之學頗為相近的慈湖之學以

及白沙、雙江、念庵之學亦頗為傾心，其中尤以慈湖、念庵為甚。」錢明：《王陽

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497。
100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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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確實點出重要的觀念，然錢明於此並未仔細說明塘南思想中「習靜」

和「實行實修」的涵義，亦未解釋塘南如何將「習靜」和「實行實修」

統一於學說之中，若能於此處作良好補充，或許便能更清楚地了解塘南

與佛老之間的關係，並從中見到塘南對江右學風的繼承，與對陽明學的

批判、及對蕺山學的新啟，故此一問題確值得予以深究。

（三）修正陽明學，開啟東林學

錢明認為，塘南對於陽明學說採取折衷和修正的立場，錢明同時

指出，塘南基於折衷立場，對於同為折衷派的許孚遠表示敬重；而基

於修正立場，塘南嚴辨陽明學與王學末流的不同，強調「意」、「幾」、

「獨」，使塘南的本體論與工夫論不同於陽明學，而與蕺山學相似。錢

明說道：

王塘南在陽明後學中是較典型的修正說之代表，其思想性格帶

有非常明顯的折衷諸家的傾向，所以他對主張折中湛（甘泉）

王（陽明）思想的浙西學者許孚遠亦表現出相當的敬重。101

而從塘南的折中立場以及嚴格區分陽明本人與王學末流的態

度來看，應該說與劉宗周也是不謀而合。若再從塘南傾心於

「意」、「幾」、「獨」等概念之分析推斷，其與劉宗周完全可以

說是晚明浙中和江右兩地王學批評論與修正論的主要代表或領

軍人物。102

錢明注意到，塘南身為陽明後學之一員，對於陽明學說並未採取全盤接

受的態度，而是有所檢討，並依照自我意見予以詮釋；而塘南經過檢討

與自我詮釋所建構出的學說，與陽明學說並不相似，卻與蕺山學說較為

一致。

101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4。
102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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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明的看法大抵允當，然而在論述過程中，錢明並未對所舉塘南文

獻給出解讀，亦未針對義理內容加以討論，同時也未深究塘南、陽明、

蕺山三人學說的同異問題，若能針對這些部分加以詳密的分析考察，應

更有助於了解塘南學說本身的義理內容，也更能掌握塘南學說與陽明、

蕺山學說之間的關係。

另外，錢明在〈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一文中，對

於塘南學說中「意」的涵義有較多討論。錢明提到，塘南言「意」從

早年的「不起意」之「意」轉向後來的「研幾」之「意」， 103「意」與

「幾」在形態上皆具有「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特徵，但錢明認為

「意」與「幾」在塘南學說中是有區分的， 104「具有生生不息之特性的

是『意根』，而非『真幾』。故『意』可名之為『獨』，而『幾』則只能

說『非有非無』」。105然而，塘南學說中「意」與「幾」的涵義應可再作

討論。比方，塘南言：「故意之所在為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

也」， 106又：「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強而名之曰幾」107可知

其「意」、「幾」與本心的關聯性都很密切，之間的異同需多作考慮。並

且，錢明又提到「『意』字在塘南那裡畢竟是要比『性之體』低一層次

的概念」， 108並據此判斷塘南「不怎麼看重『意』」109，由此可見，這些

103 錢明：〈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吳光主編：《黃宗羲與明清思想》，《中

華文化研究集刊》第 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 238-239。
104 錢明：「如果說『幾』表述的是本心『至微至密』、『生而無生』的神妙狀態，那

麼『意』表述的便是『中道』、『生生不息』、『不落兩邊』、『為物不二』的自性實

存。」錢明：〈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吳光主編：《黃宗羲與明清思

想》，頁 240。
105 錢明：〈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吳光主編：《黃宗羲與明清思想》，頁

240。
106 王時槐：《三益軒會語》，《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4，頁 252b。
107 王時槐：《三益軒會語》，《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4，頁 262a。
108 錢明：〈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吳光主編：《黃宗羲與明清思想》，頁

240。
109 錢明：〈明代「主意」學說的展開與終結〉，吳光主編：《黃宗羲與明清思想》，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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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論述都需要再詳加斟酌。

除了蕺山之外，錢明也提到塘南對於東林學者的影響， 110甚至認為

「在陽明學派向蕺山學派和東林學派過度期間發揮過舉足輕重作用的，

首當其衝的應是王塘南」111。但同樣地，錢明雖然有獨到的見解，但在

論述上僅就東林學者對於塘南的評語來作說明，並未討論到學說的義理

內容，這是較為缺憾的。

七、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2012年

侯潔之在《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一書中，將塘南學說

置放在陽明之後「由心轉性」的「宗性」思想脈絡下來討論，認為從塘

南與劉師泉、李見羅、楊晉菴等四人學說中，可見到晚明陽明學由「宗

心」開始向「宗性」傾斜的情形。此情形對後來明末清初的實學與氣論

起了引導作用，故此四位學者可被定位為從陽明學過渡至東林學的思想

接軌之一脈。112

侯潔之認為，「宗性」思想脈絡具有「心性漸分的發展取向」、「良

知內涵的異化」與「體用工夫的開合」三項義理特徵，此是塘南、師

110 錢明：「王塘南的過世，固然使江右王學大受影響，但他的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卻

在江左的東林學派那裡得到了承續。」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6。
又：「顧憲成、高攀龍二人對塘南思想的不同詮釋，恰好表明了塘南思想的多變性

與複雜性及其在江右乃至江左學者圈中所處的王學修正派的角色。」錢明：《王陽

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8。
111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頁 509。
112 侯潔之：「就思想的定位來看，若以陽明與作為晚明思想代表之一的東林學為縱軸

的兩端，我們會發現劉、王、李、楊的學說在許多層面上具有思想的過渡意義。

如：基於對於朱、王學的反思而另尋救二者之偏的新出路、對於現成良知、四無

說、末流蕩肆風氣等批判、至善屬性不屬心的宗性主張、悟修兼提相成的工夫取

向等，這些皆在不同程度上為東林學派所取法。⋯⋯從脈絡的伸展綜觀，以四人

為中心所構築出的宗性思想，在不同層面已成為陽明學者接軌並加以拓展的議

題，於此面向上，我們或許可以將其定位為由陽明學過渡至明末東林等學說的思

想銜接軌道之一。」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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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見羅、晉菴四人學說的通義，而四人又以各自的不同學思，發展出

各自不同的性體詮釋與「宗性」工夫。113

塘南學說於此思想脈絡中所具有的意義為，「將『性』獨立出來作

為本體論的核心概念，心以其發用上的變動性而被取消了存有超越義，

以性為宗的立場宣告確立」114，此一對於塘南學說的評議，亦即是侯潔

之對塘南學說的核心理解。

對於塘南建構「以性為宗」學說的實際情形，侯潔之提出五點說

明：

宗性思潮的醞釀至塘南漸趨成熟，復性的口號與宗性的主張被

明確提出，本文並指出其性學體系的建構突破王學藩籬的層面

有三：其一是宗性的確立，在晚明王學有脫離心體本位的里程

碑意義；其二是心性的分殊，心不再是理論體系的必要概念；

其三是將「心」析為人心、道心，心在分化中背反了陽明由純

粹道德理性論心的取向；其四是良知地位的轉變，成為根源性

的導出概念，並下降為體用之間的存在；其五是實踐以復性為

方向，在宗性的基礎上開出透性研幾的工夫。115

若細察之，此五項要點可歸約為一項，即「心性分二」。侯潔之認為，

塘南將陽明學中的「心」一概念，亦即「良知」，分解為「心」「性」二

者。其中「心」包含了「道心」、「人心」，亦即性體、感性知覺；116而

「性」則專就本體言。如此一來，便將陽明學對於「心」的重視，轉變

為對「性」的重視；同時，「良知」一概念亦不再具有本體地位，而轉

113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414。
114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414。
115 此段引文提到：「本文並指出其性學體系的建構突破王學藩籬的層面有三」，然而

後文卻列出五項層面，此應為作者筆誤。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

釋》，頁 406。
116 侯潔之：「塘南將心分析為道心與人心，呈現出性體（道心）與感性知覺（人心）

的體用對立關係。」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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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處於體用之間者。並且，基於本體論的重心移轉至「性」，工夫遂

亦轉變為「透性」、「復性」的型態，此即是侯潔之所謂的「宗性」工

夫。

侯潔之在分析塘南本體論與工夫論思想時，將塘南學說判為「心性

為二」的思想型態，並判塘南「心性為二」的思想型態並不合於陽明對

於「良知」、「本心」的把握，此義乃與牟宗三、蔡仁厚二位主張相同。

若細究之，牟宗三對塘南學說的評斷，乃具有個人學術觀點和分系意

識，蔡仁厚的觀點亦是隨牟宗三的觀點而發展出。當侯潔之依從牟宗三

評斷塘南為「心性為二」的主張時，實際上已採用牟宗三對於陽明良知

學的分析，並接受牟宗三對於陽明良知學的分析中所蘊含的牟宗三本人

的哲學思維。

此本無礙，且若能將前哲研究成果予以合理、適當地運用，亦是

相當深厚、有意義的研究工作。然而侯潔之在書中提到，目前學界對於

陽明後學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可分為以分派為研究主題，及以個別學者

為研究主體兩種，而目前對於塘南等四人的研究，「大多籠罩在分派研

究中，而不免以陽明學為判衡基準，估量師泉等人在王學詮釋上的歧

出」117，可以發現，侯潔之並不贊成以陽明學作為衡量基準以論斷、判

別塘南學說的研究方式。然觀侯潔之的實際研究工作，卻屢以陽明學中

的概念來檢討塘南的本體論與工夫論思想，在方法上便顯得矛盾。

並且，由於侯潔之對於陽明學的理解，乃採用牟宗三的研究成果，

使得在闡述塘南學說時，較難逾出牟宗三的詮釋之外；即便侯潔之的問

題意識乃欲為塘南等四人尋求於陽明學體系之外的另條詮釋路徑，卻不

免又回到陽明學體系中來詮釋塘南等人的學說，在執行上亦顯得窘困。

實際上，侯潔之一書的問題意識在於，從師泉、塘南、見羅與晉菴

四人學說來了解晚明陽明學由「宗心」轉變至「宗性」的情形，故在詮

釋塘南學說時，若能將重心放在凸顯塘南學說中的「宗性」特色，即塘

117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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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以「性」為宗、以「透性」、「悟性」為學的思想特徵，並將塘南學說

視作具有自身一致性與適當性的理論系統，以全面且完整地理解塘南文

獻為務，或許能為塘南學說擺脫陽明良知學的理論囿限，還原塘南學說

本身義理，而對原初的問題意識有較好的回應。

除此之外，由於侯潔之以「『宗性』思想脈絡的發展」作為問題意

識，故在研究時，意欲凸顯塘南學說於此脈絡中所具有的階段性意義，

在此之下，一方面遂傾向於強調塘南學說與其他三人學說皆具有「『宗

性』思想脈絡」的義理特徵；另一方面遂亦傾向於凸顯塘南學說與其他

三人學說存在義理細節上的差異。如此衍生的問題可能便是，較不能貼

緊塘南文獻來給出適切於塘南思想的理解，從而亦較不能呈現塘南學說

的完整面貌與思想關鍵。

根據上文分析，侯潔之依照自身的問題意識，對塘南與其他四位儒

者學說，確實提出了豐富且切合題旨的研究成果。但若離開宏觀的研究

視域，從學說的細部來看的話，或許能發現塘南學說不一樣的面向。可

從以下幾點切入討論：

（一）「性」體為靜態的存有根據

當塘南學說的重心從「心」轉變為「性」時，侯潔之認為，塘南採

用《中庸》「發」與「未發」，與《易經》「後天」與「先天」的說法，配

合「本體」與「發用」對立的模式，來分析「性」一概念的內在結構，

並將「性」歸屬於「未發」、「先天」一邊。118侯潔之提到：

與「未發之性」的處理模式相同，塘南以「先天之性」彰顯性

體的超越地位。至於先天後天的區別，則以「形生神發」、「動

而生陽」與否為判衡。「先天」意謂形氣生發以前有一作為超

118 侯潔之：「塘南從『發與未發』及『先後天』兩方面綜合開展出性體的內在結構，

而二者之間的關聯則經由『性分體用』的義理模式綰合起來。」侯潔之：《晚明王

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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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實有的性理，「後天」則謂與現象界各種形氣表現相關的活

動力。據此理解「發與未發」的實義，可知「發」指的是氣的

活動作用，只要涉及氣的運作變化，一概屬於「有方所」的後

天。則以「未發」言性，目的顯然在指出性體是超越氣化往來

的先天之理，無可名狀、不可睹聞，只能作為氣化往來的根

據。易言之，「發」與「未發」的對舉，意在處理性體能動與

否的問題。「未發」指的是性當體之靜存不動，「已發」指的是

在性靜態貞定下而有的氣動流行。在此界定上，由「無為」、

「常靜」、「常不發」、「本止本潛」的反覆指稱所歸結出「性

本寂」的內涵，乃具體呈現在性體本身是靜存不活動的意義

上。119

依照引文的想法，「先天」即超越性，「後天」即經驗性；「未發」即本

體靜存，「發」即氣動流行，而由於塘南屢以「先天」、「未發」、「寂」、

「靜」等詞語來言「性」，故侯潔之認為，塘南所言的「性」為超越而

不活動的理。換言之，「性」是氣化流行的靜存根據，而活動者乃是

氣；同時在體用對立的關係下，「性」便成為與氣化流行完全隔絕的超

越本體， 120而「性之用」則是天地萬物靜態地根據性體呈現其理。121進

一步地，侯潔之亦認為，塘南偏於以「未發」、「寂」來言「性」，「無法

119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18。
120 侯潔之：「隨著體用分裂為兩段，未發與發也就不可視為性一體之渾然與開展的

分析關係，反而隨著先天／後天、未發／已發、形而上／形而下、性體／神發在

對列中拉開了距離，並明確地區分開來。性之活動義剝落，反之，超越義、根據

義、存有義凸顯。易言之，在塘南的思維中，體用間的交涉乃建立在靜態的異質

異層之直線關係上，而非動態地同質同層之平行關係。」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

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20。
121 侯潔之：「此意既立，據此審視王塘南綰合體用與發、未發的表述，可發現性體既

然靜寂不動，則性之用就不可視為性體動態地開展其自己之內容，而是靜態地根

據性體呈現其理，故曰『為天地萬物之根』。」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

體詮釋》，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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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彰顯性體的道德性」122，此是「塘南性論虛歉之處」123。

侯潔之對於塘南「體用二分」、「心性二分」的判定，可與牟宗三

的主張合觀；而其所提到的「靜存而不活動」，亦應是牟宗三「超越而

不活動」之義。對於本體的討論，確實可有「超越而活動」與「超越而

不活動」的區分，然塘南的「性」論是否當被歸於「超越而不活動」一

邊？或許還有討論空間。

如同侯潔之在書中亦提及的，塘南有些論「性」的說法，從表面

上看來實具有「超越而活動」的特徵，如「性本生生」、「性能生氣」、

「性非在氣外」、「性非在天地萬物之外」等， 124面對這些文獻，該如何

安置？侯潔之在書中以「靜存而不活動」一旨概括文獻，固能合成一

論；但若在理解塘南文獻前，不以既定概念先行，而先貼緊文獻，還原

語脈，推想文義，如此是否仍能導出「靜存而不活動」一旨？這是很重

要的問題。

並且，侯潔之提到，「未發」一概念乃出《中庸》， 125另外「寂」當

出於《繫辭》，若論及「未發」、「寂」等概念將減損義理的道德性，是

否意味著《中庸》、《繫辭》的道德意味淡薄？實際上，概念的意義乃

是依靠著說話者的意圖與言談脈絡而賦予於概念上的，從概念本身並

不能直接獲得概念的涵義；此即是說，即使塘南以「未發」、「寂」言

「性」，一方面不必然表示「性」便與「發」、「感」隔絕，另一方面不

必然表示其學說的道德性不能正面彰顯。如此一來，便不能因塘南以

「未發」、「寂」言「性」，其學說便會有「虛歉」的問題。對於此義的

細節還須依靠文獻來辨析，方能有更適切的闡述。

122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8。
123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8。
124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21-124。
125 侯潔之：「『發』與『未發』的說法源於《中庸》。」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

的本體詮釋》，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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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悟性」工夫存在實踐困境

當侯潔之將塘南的「性」一概念理解為「靜存而不活動」的理時，

隨之而來的便是工夫論的問題。侯潔之認為，由於塘南以「未發」、

「寂」來言「性」，導致其工夫論受到「性」論內容與架構的囿限，而

具有實踐困境。126侯潔之說道：

塘南義理格局近似朱子，卻無法走成即物窮理的路途。延伸至

工夫上，以宇宙本原義詮釋性體，除了決定逆返從出之源的根

本趨向，也無形中否決了自其他進路入手的餘地，至於唯一可

行的本體工夫，卻又是從未發契入，基於工夫、理境皆由本體

開顯的貫通義，吾人不禁要問：以形式確立的本質如何能開顯

出實證的體段？即便真能悟入，未發的心境是否必然是儒家追

求的道德精神？就算合乎道德價值，未發德性也必然與現實生

命拉開極大距離，那麼又如何可能解決蕩肆的風氣？無怪乎塘

南論工夫，有時援釋氏之學以證，有時又標舉收斂逆返之道，

但談到實踐方法，卻只能反覆地以「透至山窮水盡」、「不容擬

議湊駁」等境界之語點撥，缺乏具體實踐進程的說明，這些其

實都是以未發言性必然產生的思想困局。由此觀之，不論是穿

透形上的「悟性」，抑或煎銷習氣的「研幾」，終究只能流於理

想化的虛位工夫，至於蕩肆的末流之弊，自然也無法在內部義

理上切中要處，更遑論發揮有力的防堵之效了。127

126 侯潔之：「由於性體寂然，所以把握性體的方式只能在於『悟』，其言云：『性貴

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即屬染污矣。』」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

的本體詮釋》，頁 158。又言：「塘南以『悟性』定其工夫旨要，是義理建構下必
然的走向，推其原有三：其一，體用異質的架構；其二，知根於性的從屬關係；

其三，以根本義言性的進路。」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59。以及：「以未發論性，導致性體只能體現形式之道，而塘南又硬要於此處設
立本體工夫，使得虛化的問題全然俱結於工夫上，更為顯著。」侯潔之：《晚明王

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8。
127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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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引文的想法，由於塘南所言的「性」只是一「靜存不活動」的理，

此理只是形式之理，其「本質」為「未發」， 128並不具有道德實義。129

在此形式之理上所提出的「透性」工夫，亦將流於形式，不是真切可行

的本體工夫。

關於侯潔之對於塘南「性」論的理解，已於前文討論，此處不再

贅言；而若是塘南所言的「性」，只是「形式之理」，則侯潔之認為「透

性」只能是「虛位工夫」，亦是可理解的想法。然細究之，侯潔之對於

「透性」的分析，似有過於簡略之嫌。

侯潔之在書中並未對「透性」給出確切的定義，只提到「悟」的方

法可約分為四點：「其一，由『知止』直透真性」；「其二，由『格物致

知』悟性之為本」；「其三，以宿因之修入悟」；「其四，放下識神密密體

認」，且未對四點各自的徵引文獻提出闡述，故不能對四點有清楚的理

解。130而若觀四點所引文獻，第一點言「直透吾萬物一體之真性」，第

二點言「悟此性之為本」，此二點義理有相似性，然侯潔之卻區分為兩

點，應加以說明；又，第三點言「修極而悟」，旨在說明「透性」工夫

需要用功極深，方為「真悟」，而「以宿因之修入悟」一語乃是問者所

問，非塘南所欲強調的想法，不能列入「悟」的方法；最末，第四點言

「放下此識神」、「密密體認父母未生以前」、「收斂凝聚」，侯潔之並未

能對這些文獻有適當的理解，反而將這些文獻視作「釋氏之學」，一來

違反塘南自身對於釋氏之學的劃清，二來不能將塘南學說的精微要義展

128 侯潔之：「顯然地，『未發』在塘南的運用中，並非用來形容性體的『狀態』，而是

立足於本體意義上對於內容的規定，說明性體內在不可移易的『本質』。『未發』

本身即指向性體的本然面貌、內在特徵，具有超越的形上意義。」侯潔之：《晚明

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17。
129 侯潔之：「『未發』是遮詮的表述，『寂然』是形式的指稱，不論何者，皆無法正面

彰顯性體的道德性。⋯⋯因此，表詮本體可以側重如仁、誠、敬、中、知等不同

的面向，但絕不可以以形式立言，一旦本體內容流於形式，就無法穩固地確守道

德實義。」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8。
130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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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於此復可見侯潔之以概念先行，文獻後從的研究方法所衍生的

問題。

回到引文，由於侯潔之不認同塘南所言的「性」具有道德實義，亦

不認同「密密體認」、「收斂凝聚」的工夫進路，故遂不認同「透性」工

夫具有道德性與可實踐性，從而判定塘南工夫論存在實踐困境。然而，

若是能證成塘南所言的「性」具有道德涵義，且「體認」、「收斂」的工

夫進路為可行的本體工夫，那麼侯潔之此處的判定便有可修改的空間。

除了以上兩點，侯潔之對於「心」、「良知」、「研幾」、「悟修」等

概念亦有討論，由於這些討論乃以上述兩點為基底，故不在此逐一討

論。131而根據以上的分析，侯潔之著眼於晚明陽明學從對「心」的重視

轉變為對「性」的重視此一發展脈絡，於此肯定塘南矯正時弊的用心，

然基於塘南「心性分二」與「以『未發』言『性』」的核心論點，侯潔

之認為塘南學說不可避免地具有內部瑕疵，而難成立。132這些論點是在

個人問題意識切入探討塘南學說之下所得到的判定，其初始便受限於

「宗性思想脈絡」的證成企圖，而在實際研究時，又束縛於陽明學的先

行詮釋，故雖能獲得關於師泉、塘南、見羅、晉菴四人學說脈絡性的詮

釋，卻未能對塘南學說的細節有足夠的闡釋，以致未對塘南學說達到較

深入且全面的理解，亦未協助塘南學說建構出一致且適當的理論架構。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根據以上現有研究成果展示與分析，可知目前有關塘南的研究工

作，較多是以學派或學術脈絡為研究視點，將塘南放在學派或學術脈絡

131 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33-174。
132 侯潔之：「塘南學以性特出，又以性侷促，正是因為他的著眼點是在矯正各家尤其

是現成良知的流弊。為了對應各陷一偏的思維傾斜，他只能就其缺以顯其立、就

其偏以扶其正，導致理論設立在構成之初便處處受限。」侯潔之：《晚明王學由心

轉性的本體詮釋》，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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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進行研究考察，前者如牟宗三、吳震、錢明等學者，著重從陽明學

的角度來反省、檢討塘南學說，以見到塘南與陽明之間的異同；後者如

島田虔次、唐君毅、于化民、侯潔之等學者著重從陽明學至蕺山學此一

學術脈絡的角度來討論、凸顯塘南學說的特色，以見到塘南居於陽明至

蕺山之間的意義與定位。其中若再以研究議題來區分的話，島田虔次、

牟宗三、唐君毅、于化民、吳震、侯潔之等學者偏向哲學的研究工作，

而錢明則偏向學術史的研究工作。

以學派或學術脈絡為研究視點，確可獲得較宏觀的研究成果，前

者展現了橫向性的比較結果，後者展現了縱向性的發展路線。而於此同

時，當研究視點置放在較宏觀處時，容易有缺於對塘南思想作較全面且

仔細的疏清與探究，或者容易對塘南思想作出過多的理解與評議。另一

方面，在島田虔次、牟宗三、唐君毅的研究工作中，可以清楚見到三位

先生對於塘南進行的是哲學的研究，故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展現了有關

塘南思想的清晰理解；反之，當研究議題未有明確的界定時，容易混合

了哲學的理解與學術史的理解，並嘗試以學術史的原因來解釋哲學的問

題，這樣的情形可於錢明、侯潔之的研究工作中見到，如此雖可對塘南

思想提出立體的研究成果，卻含有研究者的推理，而較不得到可信的理

解。

因此，本書將聚焦於塘南思想本身，以塘南文獻作為主要研究材

料，以「呈現」塘南文獻中所蘊含的思想為研究方式；而在實際的研究

中，亦將對現有研究成果所關注的概念，如：「心」、「性」、「良知」、

「幾」、「意」等，以及問題，如：「心」「性」分二、體用區分、對於

「良知」的體用分析、對於「意」的反省、對於「靜」的強調、「研幾

透性」的工夫證成等，提出相應的理解與解決方式，期能在此研究進路

下，對塘南思想提出一致且適當的理解，協助塘南證成其理論架構，進

而參照當代重要的詮釋理論，對塘南思想的意義與價值作出一較好的分

析與評議，以補現有研究成果中未盡的工作。

依照此研究進路與目標，擬定的研究步驟與章節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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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反省目前學界研究塘南思想時所採用的進路與方

法，並對現有研究成果予以展示與分析，進而提出研究方法與目的，並

擬定相應的研究步驟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塘南的本體論思想」中，將以「性」作為討論核心，探討

塘南思想中的本體論內涵。

第三章「工夫論的實踐根據」，將以「心」、「性」、「知」、「情」作

為討論核心，探討塘南思想中的這些概念的內涵，作為其後工夫論論述

的奠基。

第四章「工夫論的實踐架構」，將說明塘南思想中實踐工夫的基本

關懷與立場，進而據此討論塘南所主張的初始為學方法與實際的工夫理

論，同時貫串前兩章的討論內容，呈現工夫論的整體架構。

第五章「從當代詮釋理論探討塘南思想的特徵與意義」，檢討牟宗

三對於塘南思想的判定，以及在牟宗三的宋明理學詮釋下塘南思想應具

有的定位，進而將探討塘南對於陽明「良知」的詮釋與發展，並與陽明

思想作一對照，以說明塘南思想的特徵與意義，與塘南思想所展現出的

一種良知學發展路向。

第六章「結論」，將依照實際研究內容提出總結性論述，並說明研

究限制與不備之處，進而提出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與可能性。

以上為章節擬定與討論內容之說明，以下進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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