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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學術研究群成果報告 

 

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學術研究群 

中文摘要： 

本計劃乃以「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關係為主題，籌組學術研究社群，並進

一步邀請相關學界專家，就「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對話如何可能｣此一議題，進行視

域融合的交流。藉由學術研究社群的對話交流，可以看出古典文論不能脫離傳統性命之學

而論。若欲理解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古典文藝理論深層意涵，可以理學家的氣觀為主軸，

發展出的理學家性情觀，甚至是文學觀，此乃為一條可探看古典文論的研究進路。此外，

透過理學家的詩歌研究，探究理學家體悟的性情或道的世界，亦有助吾人理解深受理學影

響的古典文論意義。再者，明代理學家王龍溪的四無句蘊含很高的藝術精神，從四無句開

出古典文藝美學理論，並與當時或之後的文論相參照，應可挖掘出古典文論深刻之底蘊。

最後，目前宋明理學及其相關文論研究，多半忽略江右學術，正視江西地帶的理學與文論

之發展，方能勾勒出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更完整的圖像。 

 

關鍵詞： 

宋明理學   古典文藝理論   性命之學   理學詩  四無句    江右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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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學術研究群成果報告 

 

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學術研究群 

 

報告內容 

一、每個場次討論之題目 

首先，本結案報告先將每個場次討論之題目條列如下 

 

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人 

11/7(一) 另類的抒情傳統 
國立清華大學 

楊儒賓 教授 

11/8(二) 宋明理學傳統的「心─氣」理論 
國立清華大學 

楊儒賓 教授 

11/8(二) 
宋明理學傳統的「心─氣」理論及其

與古典文藝理論對話可能性的思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金原泰介 助理教授 

11/15(二) 朱子思想新詮 
國立中央大學 

楊祖漢 教授 

11/15(三) 牟宗三宋明理學研究的理論架構 
國立中央大學 

楊祖漢 教授 

11/15(三) 
牟宗三宋明理學研究及其與古典文

藝理論對話可能性的思考 

南華大學  

陳章錫 副教授 

12/19(一) 宋明理學家思想的「情」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李明輝 教授 

12/19(一) 
宋明理學家思想的「情」及其與古典

文藝理論對話可能性的思考 

南華大學  

廖俊裕 副教授 

12/20(二) 晚明的情論：以劉蕺山為例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李明輝 教授 

12/22(四) 當代宋明理學研究之論爭 
中正大學  

陳佳銘 副教授 

12/23(五) 當代宋明理學研究概況 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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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銘 副教授 

12/23(五) 
當代宋明理學研及其與古典文藝 

文論對話可能性的思考 

東海大學  

黃繼立 助理教授 

4/1(六) 
情感主體之成立條件--抒情傳統作者

論商榷 

國立清華大學 

簡良如 副教授 

4/1(六) 陳世驤「抒情傳統」中的「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美娟 副教授 

5/11(四) 
心學、文學復古與制藝文社：明末清

初江西社集活動 

國立交通大學 

張藝曦 副教授 

5/12(五) 明末清初江西社集活動 
國立交通大學 

張藝曦 副教授 

5/12(五) 
從史學觀點看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論

關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美娟 副教授 

5/25(四) 詩人思想家：邵雍 
國立清華大學 

祝平次 副教授 

5/25(四) 宋代理學詩派─邵雍思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金原泰介 助理教授 

6/8(四) 
《西遊》「心」解：以孫悟空為中心

考察 

中正大學 

謝明勳 教授 

6/9(五) 
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激盪下的

古典文學作品觀察 

中正大學 

謝明勳 教授 

6/9(五) 對《西遊》「心」解的思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美娟 副教授 

 

 

二、內容摘要 

    本計畫擬選擇在中文學門中，屬於中國哲學領域的｢宋明理學｣，與被歸為古典文學領域的

｢古典文藝理論｣，作為學術研究社群進行對話的聚焦點。希望｢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

之間，原本就存在著的豐富意義交涉關係，藉由學術研究社群的對話交流，能得以開顯出來。

本計畫規劃每次聚會，均有一個學術子議題，向來演講的演講者進行請益與討論。也就是，除

了學界專家自訂的主題演講外，該次學術聚會，亦將由學術研究社群其中成員代表，邀請演講

的專家學者，與學術研究社群成員，一起進行思考、論辨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交流如何可

能的學術議題，以凝聚相關議題的可能共識。目前學術研究社群執行的議題討論如下： 

   首先，楊儒賓老師就此一議題提出目前古典文論所聚焦討論的｢抒情｣概念，在先秦詩經或

屈騷時期均非私人性的情感概念，此情可通於天道，到了宋明理學時期，陽明學注重的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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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歷程中，｢情｣是需要內反收攝的，由此性命之學的情所構成的文學乃至文藝理論，與目前

海外高友工陳世驤所論的抒情傳統重視私人性情感有相當的不同。 

    也就是，楊儒賓老師乃清華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身體理論、神話思想、宋明

理學。楊老師為目前宋明理學「心－氣」理論研究的力倡者，並有多篇精采的論文闡述此一論

點。近來楊老師雖也跨域發表古典文藝理論相關論文，但乃以魏晉文論為主。第一次學術聚會

中，楊老師除發表先秦思想的明暗象徵論文外，亦主講古典文化中道與文之關係。而此次學術

研究社群成員代表－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金原泰介老師，除將與楊教授討論演講相關議題外，

亦針對此次學術社群主題向楊教授請益，而楊教授做了以上的回應。 

    另外，對於陳世驤所論的抒情傳統，簡良如老師在第五次學術聚會中亦指出，陳氏抒情傳

統講究個人心靈的真實感受，屈騷談自己生命侷限性及謝靈運歌詠山水自然便成了兩大歌詠對

象，此兩者共同點在都呈現一種生命有限性的悲怨之感，然中國文學傳統真只有呈現此美感，

無不令人懷疑。鄭毓瑜對此從個人心靈弦音角度擴大談人身體之氣概念，認為人相當於通氣

孔，人可與萬物相流通，順應於對象，人便有相對應的喜怒哀樂之情，人為天地一份子，其孤

獨感是可引起天地共鳴，人之悲哀的有限性情感因此在此共通感中獲得淨化作用。然簡良如教

授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心｣才具有主導地位。鄭毓瑜所提出的人之體氣概念，與宋明理學家

提出的心氣、靈氣概念不同，其實與｢欲｣是連在一起的，如此將導致心靈庸俗化，文學亦將世

俗化。這 

    也就是，簡良如老師乃清華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詩經》研究、《文心雕龍》

與文論、先秦經學與先秦思想。承如前文所言，目前古典文論主要詮釋系統大宗，乃是由陳世

驤所開出的「抒情傳統」。陳國球先生甚至將之形容為「大陸以外地區最重要的解釋體系」 。

簡老師出身台大，對於台大老師所極力推闡的陳世驤「抒情傳統」有其一定的熟悉度，並曾執

行過相關的科技部計畫—「抒情主體的第三種可能：對抒情傳統論述中作者論的商榷與建構」

（102-2410-H-007-049-）。第五次學術聚會中，簡老師除了介紹陳世驤「抒情傳統」中的「情」

特徵與意涵，及由此「情」所建構的古典文藝傳統外，並對此次學術社群主題―陳世驤「抒情

傳統」中的「情」與宋明理學對話可能的依據為何之議題，做了以上之回應。 

    而在第四次學術聚會中，黃繼立老師在陳佳銘老師講演牟先生宋明理學整體理論架構後便

問道，是否有可能從牟宗三先生理論發展出適用於文藝理論的模型，陳教授表示理學家的情，

是以性主導情，可以從理學家的詩中去發展出理學家的抒情傳統。 

    也就是，陳佳銘老師乃中正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宋明理學、易經哲學、先秦

諸子、意義治療學、儒家形上學。陳老師為目前宋明理學研究新銳，多篇論文均發表於中文界

著名期刊。目前已升等為副教授，對宋明理學研究概況有一定了解。黃繼立老師乃東海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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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身體哲學、中國文學理論、宋明儒學。黃繼立老師亦是宋明理學研

究生力軍。第四次學術聚會，在陳佳銘老師自訂的學術主題演講外，由學術研究社群成員代表

－黃繼立老師，邀請陳佳銘老師，與學術研究社群成員一起進行思考、聚焦討論本學術社群主

要議題，陳老師做了以上回應，以期能開啟古典文論與宋明理學相互對話視窗的一種新嘗試。 

而無獨有偶，第七次學術聚會中，祝平次老師便認為理學家邵雍乃詩人哲學家，因此特別

討論其人其詩與其皇極經世思想，南宋朱熹曾言「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

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宋史．道學傳》）不過，牟宗三、土田健次郎、陳來等人，卻未

將身為理學家之身分的邵雍，納入其作品中討論。身為詩人的邵雍，曾著作詩集《擊壤集》。「擊」

為打擊、「壤」為土壤，打擊土壤，指涉人類未有文明、被聖王統治之時，其生活無憂無慮，

只要享受自然，敲擊土壤歌舞。換言之，是一種代表理想世界的隱喻。而其理想世界有其「原

始性」──對於人類應有的原型樣貌的想像。而邵雍的擊壤體，其平鋪直述、帶有勸世寓意。 

要了解邵雍，可將其詩集當作來源依據；因其詩被作為記敘日常之載體。邵雍出版了詩集《伊

川擊壤集》。對邵雍來說，詩是流於自然情感的產物，另一方面也等於是邵雍的日記，可以從

詩中看到邵雍的日常雜感。 

    像邵雍如此重視詩的理學家，其實不在少數，如在第二次學術聚會中，楊祖漢老師在講演

自己規劃之主題外，便指出程明道詩文即是美之所在。針對陳章錫老師提出的有些理學家肯定

詩的價值，理學與文論如何進行會通一事，楊老師特別指出，由王龍溪的四無說最有可能發展

出古典文藝美學的理論。 

    也就是，楊祖漢老師乃中央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儒學、康德哲學。楊老師對

於牟宗三宋明理學研究的理論架構甚是熟悉。本次聚會將邀請南華大學文學系系主任－陳章錫

老師與楊老師一起進行討論。陳章錫老師研究專長為王船山美學與禮學，對明代時期的美學有

所關注，透過兩位同為新儒家學門師友的論辨，譜出了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對話可能的一

條道路。 

    關於王龍溪的四無句，其乃是以｢無心｣為最高境界，而在第九次學術聚會中，中正大學中

文系謝明勳老師所提出的《西遊》「心」解，將西遊記中孫悟空一生歷程，統整為由｢無心｣生

心到｢有心｣，再由收降｢二心｣、｢多心｣，最後又回歸到｢一心｣、｢無心｣之完整過程。謝老師這

樣的西遊的心之研究，實為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關係之研究者帶來相當有意思的訊息。雖然謝

老師不認為此一作品為吳承恩所寫，但透過謝老師的研究，此一作品之形成，受宋明理學之影

響，可說是確鑿的。楊祖漢老師認為以｢無心｣為最高境界的王龍溪的四無句，可發展出宋明理

學與古典文論對話的可能性，這樣的觀點，經由謝老師西遊的見解，可以看出其具相當大的發

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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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第三次學術聚會中，李明輝老師透過其相當精密嚴謹的文獻分析，反省了近代對明

清「情欲解放」思想譜系建立的待商榷性，也就是李老師透過劉蕺山文獻分析指出，劉蕺山思

想中的「情」，絕非｢欲｣之概念，將情欲解放與劉蕺山思想勾連在一起，對劉蕺山是欠公允的。

至於針對學術研究社群成員代表－廖俊裕老師所詢問的，如何從像劉蕺山這樣的情觀念發展出

文學理論，李老師認為進行跨領域的對話是相當重要的。 

    也就是，李明輝老師乃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研究專長為儒家哲學、康德哲學、倫理學。

第三次學術聚會，李老師專談《情欲明清－達情篇》書中〈「情欲解放」乎：論劉蕺山思想中

的「情」〉一文。由學術研究社群成員代表－廖俊裕老師，邀請李明輝老師，與學術研究社群

成員一起進行思考、聚焦討論本學術社群議題。廖俊裕老師為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研究專長

在宋明理學、新儒家與自然醫學，博士論文為《道德實踐與歷史性－關於蕺山學的討論》，對

於蕺山學有其獨到見解，藉由其與李明輝老師的對話，交織出可藉由劉蕺山所談的氣與情觀念

看出其與文學會通可能性的新論點。 

     第八次學術聚會中，史學出身的張藝曦老師則指出目前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研究，

受明儒學案影響，主要研究對象多集中江南一帶的士林文人，卻忽略了江西一帶學術研究。 

江西學術主要由心學、文學復古與八股文三大學術社群組成。以鄒守益、羅洪先為主江右學派

講學，主要是陽明學的心性解經，演講之際，常有百餘位聽眾聚集，聲勢相當浩大。後來萬曆

年間諸子學復興，使得陽明心學受到很大挑戰。此時後七子的文學復古，出版業的興盛，造成

古籍校訂與刊刻的流行。而八股文的學術社群則提出反心學、後七子的相關理念。在萬曆年間，

八股文的學術社群結成文社，提倡回到五經經典脈絡進行文句解經，並將他們解經心得與對世

道人心看法結合起來寫成詩，這八股文社群所組成詩社文社及其提倡的文學理念均須做更進一

步的研究，方能勾勒出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更完整的圖像。 

 

四、 計畫執行之心得或收穫 

 

本計畫執行心得可統整為以下五點： 

1. 中國文論傳統均離不開道的傳統，也就是與傳統文化的性命之學、人品涵養息息相關，古

典文論的情觀念，不能解作情欲的抒發。 

2. 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古典文藝理論，若要揭示其深層的理學意涵，誠如李明輝與廖俊裕老

師對話所得出的―以理學家的氣觀為主軸，發展出的理學家性情觀，甚至是文學觀，是一

條可探看深受理學影響的古典文論的研究進路。由陳世驤所開出、鄭毓瑜所光大的抒情傳

統中的體氣概念，若能進行更富哲理性的思考，相信更能銜接傳統固有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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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理學家的詩歌研究，可探究理學家身心真正體悟的性情或道的世界。接著，進一步藉

由理學家性情或對道體悟去理解深受理學影響的古典文論意義世界，亦有其可能性。 

4. 明代理學家王龍溪的四無句，被牟宗三視為儒家圓教最高境界。此四無的無心境界蘊含很

高的藝術精神，當時或之後的文論與文學作品多半都受此觀念影響。從王龍溪的四無句開

出古典文藝美學理論，並與當時或之後的文論相參照，相信更能挖掘古典文藝理論的深層

意義。 

5. 目前宋明理學研究，多半受明儒學案影響而成，然明儒學案多以江南學術為主，此時江右

地區的理學與文論研究，大都受到忽略，正視江西地帶的理學與文論之發展，方能勾勒出

宋明理學與古典文藝理論更完整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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