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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及其工夫論

之意涵

林月怠

提要

《論語﹒顏淵》的「克己復禮」應如何理解與詮釋，受到古今學者熱烈的討

論。值得注意的是，從明中葉的陽明弟子(如鄒東廓、王龍溪與羅近溪)至清代

的思想家(如顏元、李棒、戴震) ，大都質疑朱熹對此章的詮釋。針對此一思想

趨勢，日本著名學者溝口雄三以「人欲」的肯定來解讀。本文對此論斷提出質

疑，並透過鄒東廓、王龍溪與羅近溪對「克己復禮」的解釋與論證，指出「陽明

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其義理脈絡與問題意識與清代思想家不同，有其獨特

的工夫論意涵。

本文詳加分析鄒東廓、王龍溪與羅近溪對「克己復禮」的詮釋，指出此三人

的解釋雖有不同，但他們都以王陽明的「致良知」為理據，援引《易» (復〉卦

為思想資源，反對朱熹對此章的詮釋。尤其，在他們反對朱熹「克去己私」的詮

釋中，特別肯定「己 J (self)作為道德實踐之行動主體的重要性與不可消解性。

而且，藉由「克己復禮」的詮釋，陽明後學重新建構「顏子之學 J '強調「第一

義工夫 J '指出「存天理」比「去人欲」在工夫的實踐上，更具優先性。

關鍵詞:陽明後學，朱熹，克己復禮，顏子之學，第一義工夫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162 林月怠

甘、

一、日l 言

二、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

三、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的工夫論意涵

四、結語

一、前言

《論語﹒顏淵》首章載云:

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歷來學者對此章的討論，極為熱烈;有涉及訓話與義理的漢宋之爭，l 亦有

歷史與哲學進路的不同理解，2甚至日本德川時代儒者也對此章有不同的詮釋。3

諸家論辯的問題意識雖不盡相同，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明中葉後，王

陽明(守仁， 1472-1529) 的第一代弟子如鄒東廓(守益， 1491-1562) 、王龍溪

(錢， 1498-1583) 等人，根據陽明的致良知教，對朱熹(晦尾，1130-1200) 的

詮釋，提出「別解」。自此之後，針對朱注，一片提伐之聲送起，降至明末清初

的思想界，乃至清代中葉的戴震(東原，1723-1777) ，都對「克己復禮」提出不

l 如程樹德( 1877-1944) 就說: r此章為漢學、宋學之爭點。 J «論語集釋»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年) ，頁 818 。

2 如自 1991 年 12 月匙，歷史學者何炳樣便對旅美當代新儒家學者杜維明的「克己復禮」加以質

疑，由此展開長達一年的辯論。參與討論的學者，除何、杜兩人外，尚有當代新儒家學者劉述

先、唐宋社會史專家孫國棟。相關辯論文章均載於《二十一世紀》第8 、 9 、 10 、 11 、 12 、 13

期 (1991 年 12 月 ~1992年 12 月)。

3 參張崑將: <朱子對《論語﹒顏淵» r克己復禮」章的詮釋及其爭議>， «臺大歷史學報》第 27

期 (2001 年 6 月) ，頁的-124 。該文也論及日本德川時代古學儒者荻生很侏(茂卿， 1666-1728)

與懷德堂考證學者中并屐軒(積德， 1732-1817) 對朱子「克己復禮」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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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理解，企圖瓦解朱熹的權威。不少學者都注意到此現象，但提出的解釋卻

不同。 4研究明清思想史頗真代表性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 1932-) 在其《中國前

近代思想的屈折 k展開》一書中，即專章從明末清初「克己復禮」解的展開來看

清代前期新理觀的確立。在他的論述中，將陽明後學(以鄒東廓、王龍溪、羅近

溪為代表)的「克己復禮」解與清初顏元 (1635-1704 )、李珠 (1659-1733) ，及

清中葉戴震等人的「克己復禮」解視為同一思想趨勢與系譜，認為從陽明後學到

戴震的「克己復禮」解，皆在哲理上肯定「人欲 J '朝向將「己欲」與「他欲」

統攝於萬物一體的方向上展開。尤有進者，溝口還將此「克己復禮」解對應於

「里甲制」的解體與地主、個戶間土地所有權問題，予以社會經濟層面的解讀。 5

雖然從思想現象的關聯來看，陽明後學與清代顏元、李珠、戴震等人都反對朱熹

的「克己復禮」解，但細繹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後，即可發現其其義理脈

絡與問題意識與清代的「克己復禮」解絕不相伴，且就陽明後學言， r克己復禮」

解乃工夫論述，與社會經濟之關聯甚微，溝口之論斷，有待商榷。換言之，哲學

思想有其本身的義理發展脈絡，不能化約到社會經濟現象或結構來解讀。不過，

本文的重點不在於逐一辯駁溝口的論證，而在於深入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的

義理脈絡。本文同樣以鄒東廓、王龍溪、羅近溪(汝芳， 1515-1588) 為代表，

分析三人對「克己復禮」的詮釋，由此顯示其工夫論的意涵。

二、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

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學論述中，朱熹對「克己復禮」的理解與詮

釋，有其思理，少有爭議。即使是與朱熹立場對立的王陽明，也未質疑朱熹此章

4 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 «中國前近代思想仿屈折主展開» (東京:采京大學出版會， 1980 年) ,

以專章討論明中葉至清中業的「克己彼禮」解，參下論第三章(清代前葉江扣 tt 志新L. P理觀

份確立一一克己復禮解仿展開力， Gτ> '頁 283-331 。中譯本可參林右崇譯: «中國前近代思想

的轉變» (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4 年卜陳耀文譯: «中國近代思想之屈折與展開»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卜索介然、龔穎譯: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又如臺灣學者龔鵬程(克己復禮的路向:晚明思潮的再考察〉、(羅近溪與晚明王學的發

展)二文，即注意到「克己復禮」解與曉明思潮之關 f系，收入氏著《晚明思潮» (臺北:里仁書

局， 1994 年) ，頁 1-72 。

5 參溝口雄三: «中函前近代思想仿屈折主展開» '頁 326-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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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克己復禮」的解釋。 6因此，在討論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之前，我

們有必要先理解朱熹對「彥頁淵問仁」章的解釋。朱熹於此章注云: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 1友，反也。禮者，天

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

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貝 IJ 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

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丸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

可勝用矣。程子曰: I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

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 I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

下歸仁。」謝氏曰: I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7

其實，朱熹這一大段註解，解釋《論語》文本的三句話。一是「克己復禮為

仁J '二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J '三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顯

然地，在此註解中，朱熹一再強調的是「私欲」與「天理」的對反。因而，朱熹

所理解的「克己復禮為仁 J '即是:克「己」復「禮」謂之「仁」。就此文句言，

「仁」既是「本心之全德 J '必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是， I己」

與「禮」相對而言，視之為「非禮」與「禮」的對反，善惡的二元性藉此凸顯，

由此也逼顯「克盡己私」之意。換言之，在此義理脈絡下， I克己復禮」之

「己 J '實際上就特指與「天理」對反的「人欲 J' I己」必須盡除，才能反(返)

於「禮」。因而， I克己」之「克 J '與其以「治」解之，不如以「勝」解之來得

恰當，誠如朱熹所言: I治字緩了。且如握得一分也是治，握得二分也是治。

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J 8故在「存天理，去人欲」的義理間架下， I克己」、

「復禮」只是一事，所謂: I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

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J 9據此， I勝私欲而復於禮 J (勝私復禮)方可謂之

「仁 J '就是朱熹對「克己復禮為仁」的解釋。就此而言，朱熹以「身之私欲」、

6 陽明曾討論至 Ij 朱熹的「克己復禮」解，他只指出朱熹把「天下歸仁」作「效驗」解的不當。見

《傳習錄》下卷第 205 條。几本文所引〔明〕玉守仁: «傳習錄》文，皆以 l來榮捷: «王陽明傳

習錄詳註集評»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3 年)為據，卷數與編號亦從該書。

7 點校新編朱熹《四書章句集三主» (臺北:鵝湖出版社， 1984 年) ，頁 131-132 。

8 «朱子手吾類» ，卷 41 '頁 1045 。

9«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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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私意」、「己私 J (己之私欲)來解釋「克己復禮」之「己 J '實乃理

之所必至，有其邏輯上的一致性，義理圓足洽淚。故自朱熹以降， r克去己私」

成為「克己」的主流解釋， lo連陽明也沿用這種解釋。其次，朱熹把「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理解為「工夫」與「效驗」的關係，故注云: r一日克己復

禮，貝IJ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亦即一旦作「克己復禮」

之工夫，天下之人皆會以「仁」稱許之。當朱熹以「與」解釋「歸」時，則「天

下歸仁」就是「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 J 0 II 更完整的解釋是: r非禮即己，克己

便復禮。『克己復禮』便是『仁j] 0 IF 天下歸仁j] ，天下以仁歸之。 J 12不過，在

朱熹的解釋下， r克己復禮」與「天下歸仁」由「工夫」與「效驗」的關係，也

含有「名 J r實」之關聯，故朱熹也說: r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

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 J 13 至於第三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解

釋，少有爭議。因為從《論語》本文來看，字句文義上已經顯示「己」與「人」

(他人)相對而言，故從朱熹「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其機之在我而無難

也」的註解來看，朱熹本不悸文義。

問題是，歷來對朱熹「克己復禮」解提出質疑的學者，都圍繞在前後兩「己」

字發難，只是所提的論據各不相同。大抵而言，朱熹「克己復禮為仁」之「己」

以「己私」解之，此「己」乃是道德實踐中必須克除的對象; r為仁由己」之

「己」乃道德實踐的行動主體，必須確立。如是，一章之中，前後兩「己」字訓

解不一， r克己復禮」之「己」必「去J' r為仁由己」之「己」必「存J '朱熹

似乎難以自圓其說。面對這樣的質疑，朱熹不難回應。因為， r克己復禮為仁」

之「己J '文句上也可視之為「己」與「禮」對立而言， 14此與第三旬「為仁由

己」之「己」由人、我相對言不同，其義當然有別。就如同「克己復禮為仁」之

「為仁 J '其義也與「為仁由己」之「為仁」不同，前者解釋為「謂之仁J '的後

10 朱熹除了在《四書章句集吉主》解釋「克己才是禮」之義外，也以「克去己私」一語解釋「克己 J '

見朱熹〈仁說) : r其言有曰: [j'克己復禮為仁Jl '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如l 此心之種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見陳俊民校訂: «朱子文集» (台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

2000 年) ，第 7 冊，卷的，頁 3391 。

11«朱子話類» ，卷 41 '頁 1051 。

12 (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50 。

13«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日。

14 朱熹說: r 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見《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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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以「行仁J (實踐「仁J) 解釋之，前後「為仁」義顯然不同。因此，不論從

字義訓詰或義理上言，朱熹有堅實的理據，難以駁斥。由此推之，若僅拘泥於文

旬字義之不同來挑戰朱熹「克己復禮」解，很難奏效。因此，在前後兩「己」字

的爭論之上，我們必須關注的是:反對朱注者的義理論據。

儘管陽明並未質疑朱熹對「克己復禮」的解釋，但陽明逝世後，其第一代弟

子已在講會中對朱熹的解釋提出質疑。的事實上，陽明後學對「克己復禮」的討

論，首先出現於王門諸子的講會中。嘉靖二十八年(1542) ，王門諸子於江西省

玄潭龍虎山沖玄(元)觀舉行盛大的講會，此即王門初期講學活動中頗具代表性

的「沖玄(元)之會」。此次講會乃跨區域性的盛會，集合了漸江、安徽、江西

的王門同志齊聚一堂，參與者百人，陽明第一代親炙弟子如王龍溪、錢緒山(德

洪， 1496-1574) 、鄒東廓、陳明水(九川， 1492-1574) 、劉師泉(邦采，嘉靖七

年 1528 當鄉試)、聶雙江(豹， 1487-1563) 等人都共襄盛舉;連因故缺席的羅

念蓄(洪先，的04-1564) ，也在會後翠年看過東廓的會語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參與討論。 17此次講會的會語資料，東廓、龍溪都有記載，詳略不同。18我們從

東廓的(沖玄錄〉就看到「克己復禮」的討論:

i僕致昭問: r克去己私，如何以授顏子? J (東廓)曰: r顏子深潛純

粹，比蟲鄙近利者殊科。居處恭，執事敬，典人忠，猶直指本體，不曾從

15 朱熹就指出「為仁」之義不同: frr 克己復禮為仁.J] ，與『可以為仁矣』之『為.J] ，如『謂之』相

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見《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43 。

16 有關陽明後學的講學活動與講會，可參參拙作: «良知學的轉折一一聶雙江與羅念巷思想之研

究»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5 年) ;吳宣德: «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 (南

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呂妙芬: «陽明學士人才土群一一歷史、思想與實踐» (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 ;吳震: ((陽明後學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3 年)、《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 1522-1602» (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3 年)、陳

來: <明嘉靖時期五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收入氏著《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 (北京:商務印

書館， 2003 年) ，頁 338-408 ;日本學者中純夫: (王幾ω講學活動)， «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

委》第 26號(1997 年 3 月) ，頁 1-81 。

17 羅洪先: «石蓮洞羅先生文集» (明藹曆丙辰44年，陳于廷文江于IJ 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微

卷 12048) ，卷 8' (刻;中玄錄序) ，頁 34b-26b 0

18 參五錢;: «龍給王先生全集» (京都:中文出版社;以下引注此書均簡稱《龍給全集») ，卷 1 '

〈沖元會主的，頁 100-104 。又參鄒守益: «采廓鄒先生文集»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 年;以下引注此書均簡稱《采廓文集»)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6冊，卷 7 '頁 27a

36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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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私上著腳。觀出門使民參前倚衡，可驗聖學腺絡。某常看『克己復禮』

便是『修己以敬Jl' Ii'天下歸仁』便是『安人』、『安百姓Jl '盎然一團仁

體，故曰『為仁由己』。認得由己，一毫安肆因循不得，自然非禮勿履。」

曰: I如何是『非禮Jl ? J 曰: I敬則復禮，不敬則非禮。」少湖子常

問: I非禮勿視、聽、言、動，此『非禮』屬物不屬物 ?J 某亦問少湖子

曰 :IIF克己復禮Jl '此『禮』屬物不屬物 ?J 徐子?曰: Iii'禮』不在物。」

某亦?曰: Iii'非禮』不在物。 J 19

從會語的記載，我們看到與會者對「顏淵問仁」章的體驗與講論。根據東廓的回

答，此章的詮釋有三要點:一是反對以「克去己私」來解釋顏淵的「克己復禮為

仁J '亦即顏淵「克己復禮」的工夫是「直指本體 J '不從「去私」入手。二是以

《論語﹒憲問» I子路問君子」章的「修己以敬」來解釋「克己復禮 J '以「修己

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來解釋「天下歸仁 J 0 20三是藉由「復禮」與可抖豐」

的討論，指出「禮」與「非禮」皆不在「物」。顯然地，第一點是針對朱熹的解

釋而發，隱含陽明後學對「克己復禮」工夫的體驗與理解，已經有所轉向。第二

點則由「以經解經」的方式，顯示鄒東廓對「克己復禮」的創造性詮釋。第三點

乃進一步追問「禮」與「非禮」如何界定?亦即如何辨明道德實踐中「善」與

「惡」之問題。此三個要點在義理上彼此相關聯，也標示陽明後學與朱熹對此章

解釋的分歧所在，我們將在東廓、龍溪與近溪的「克己復禮」解中，展開更清晰

的理路。此處只是將「克己復禮」的講論，還原於講會的脈絡，指出道德實踐的

參究與請益，是講會中最常見的問題。而在講會中，與會者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除字義、字旬的解釋外，如何以自家實踐所得而與經典相印證，更是他們切身關

懷所在。僅就此「顏淵問仁」章的討論言，不僅要善會顏子「沈潛純粹」的生命

氣象，還要與《論語》其他篇章默識而觀，提出自己體驗所得，並在答問中引發

更深刻的問題。如此一來，經典的生命，即在活生生的生命印證與交相論難中，

得以再現而顯示其豐富的意義。我們實在很難在此討論中，直接看出東廓的「克

己復禮」解與「酌貧富均里甲」的社會秩序重編有任何關聯。 21換言之，陽明後

學的「克己復禮」解，原是工夫論的論述，捨此而另作他解，恐怕是失焦的討

的《束廓全集» ，卷7' <)中玄錄> '頁 29a 。

20 子路問君子。子曰: I倚己以敬。」曰: I去。斯而已乎 ?J 曰: I倚己以安人。」曰: I如斯

而已乎 ?J 曰: I倚己以安百姓。倚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J (<<論語﹒憲問»)

21 參溝口雄三: «中國前近代思想。〉屈折主展開» ，頁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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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公、
面惘 。

(一)鄒東廓的「克己復禮」解

如前所述，東廓在「沖玄之會」中，曾就「修己以敬」對「克己復禮」做出

獨特的詮釋。但更細密的義理分析，則見於他的(論克己復禮章〉。東廓開宗明

義指出: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蒸氏所同也。聖人率性而行，無非天然自有之中。

其次則感物而動，有過有不及，故曰「修道」、曰「修身」、曰「修己」、

其功一也。「克己復禮」即「修己以敬」。禮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非禮

者，其過不及也。克己復禮，貝 IJ 天下歸仁。修己以敬，貝 IJ 安人、安百姓。

戒慎恐懼，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二致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

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

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卸視、聽、言、動，更無己矣。「禮」也者，己

之所本有也，故曰「復 J 0 r非禮」者，己之所本無也，故曰「勿」。今以

「非禮」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J '則不可。若曰: r 己便

是真路，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齋。」 22 則去。尸、如

齋，非己其誰為之乎? 23

根據此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東廓以「修己以敬」來詮釋「克己復禮」的理

據與思路。首先，東廓指出吾人之所以需要作工夫，乃是純粹至善的本性，一旦

在現實生活中「感物而動」時，便有「過」與「不及」的偏失;因此， r修道之

謂教」有其必要性。在這個意義下， r克己」與「修道」、「修身」、「修己」之

意相同，皆意謂道德實踐之「工夫 J (修道之謂「教 J) 。然而，工夫的必要性也

必蘊含「道德生活中之二元性 J (ethical duality) , 24此即「禮J (善)與「非禮」

(惡)的對揚。根據東廓的理解， r禮」是「天然自有之中J '亦即是「己之所本

有」的「天命之性J ;若依陽明「心之本體，原只是天理，原無非禮」詣的表

22 朱熹回答門人亞夫問「克己復禮」章云: iii'己』字典『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

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其路，禮便是『坐去。戶~ ;己便是放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

見。 JJ 見〔宋〕黎靖德: «朱子語類»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6 年) ，卷 41 '頁 1045

1046 。

23 «采廓文集» ，卷 6' (論克己復禮章〉頁 26a-b 。

24 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 (香港:友聯出版社， 1980 年) ，第 3 卷上，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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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I禮」即是「心之本體」、「天理」、「良知」。故工夫的著力點就在於「復

歸」於「禮 J (復禮)。換言之，從宋明理學工夫論的共法言， I復禮」即是「復

初」、「復性 J ;就陽明學的教法言， I復禮」即是「復良知本體」、「致良

知」。相對地， I非禮」乃就吾人體現「禮」而有「過、不及」的狀態來說，它

(非禮、惡)本身沒有實在性 (reality) 可言，故云: I非禮者，己之所本無

也。 J 更深入地看，如前述「沖玄之會」所討論的: I禮」不在物， I非禮」亦

不在物。既然「禮」從「本體 J (心之本體)來界定，那麼「非禮」乃意味著

「本體」之放失，而不是有一作為客體外物的「非禮」來與「禮」相對。因而，

「禮」與「非禮」的善惡二元性，均繫於道德實踐主體(心)之「主宰」與「放

失」。此思路，陽明《傳習錄》上卷「侃去花間草」一段言之最切，意即:善惡

全不在物，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 26 如是， I心」之存/亡與宰

/不宰，即是工夫的樞紐所在;舉凡工夫皆在「心」上用功。事實上， I禮」與

「非禮」的善惡二元性，在宋明理學中更為普遍的表述即是「天理」與「人欲」

的對反。故朱熹乃言: I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

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 J 27 又說: I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

只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 J 28 陽明也指出: I天理、人欲不並立」、 29 I心即理

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 J 3。而且屢屢強調「去人欲

而存天理 J 0 31 因此， I克己復禮」在理學家的討論中，儘管有不同的詮釋，但

皆預設「存天理、去人欲」的共法。換言之，天理、人欲對反不並立，沒有第三

種游移於「天理」、「人欲」之間的可能。沒有此善惡二元性的說明，道德實踐

工夫也無從建立。在這個意義下， I存天理、去人欲」之「人欲J '在宋明理學

論述中有獨特的意涵，它不是泛指一般日常語言使用脈絡下的「欲望J (如飢飽

寒媛、口鼻耳目之自然欲望) ，而是特指「天理」之「闕如J (吾人體現天理而有

「過、不及」之狀況，而使天理不能作主) ，更嚴格地說，即是程明道所言: I所

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J 32 因為吾心一旦有所「陷溺」、「有所向 J '即

25 «傳習錄》上: 122 。

26 «傳習錄》上: 101 。

27« 朱子語類» '卷 41 '頁 1047 。

28 «朱子語類» '卷 13' 頁 230 。

29 «傳習錄》上 :10 。

30 «傳習錄》上: 3 。

31 «傳習錄》上: 2 、 3 、 10 、 11 、 16 、 28 、 76 、 96 、 99 、 101 、 111 、 12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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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心之放失，不能自作主宰， I惡」因而萌生。故舉凡「私欲」、「私意」、

「人欲之私」、「己私」、「私心」、「情識」、「意念」等，都是「人欲」。是以周

擁溪肯斷「聖可學」而必以「無欲 J (無一毫私欲撓之) 33為要。擴而言之，如

果不明暸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有其哲學理據，動輒抨擊宋明理學反對人

的所有欲望， 34直是對塔說相輪，誤解多於理解。

由前述「禮」與「非禮」的對反，顯示「復禮 J (復歸本體、存天理)在工

夫的「理論」與「實踐」上，都真有優先性，故東廓詮釋顏淵的「克己復禮」強

調「直指本體」。值得注意的是，依東廓「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的解釋， I復

禮」之「禮」已經「內在化」與「本體化」了。就「心即理」與「致良知」教的

義理言， I禮」之「內在化」意謂「即心言禮 J '禮是心之理;而「禮」之「本

體化」意謂「即性言禮 J '禮是天命之性、良知本體、仁體。這樣的思路，陽明

在(禮記饗言序〉中有鎮密的分析，其言云: I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

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lI '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架然而條理

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

也，無一而非性也。 J 35陽明在此文中，批評老、莊之徒， I外禮以言性 J ;世

儒之說， I外性以求禮 J '其結果「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

響形迦 J '反而失卻「禮云禮云，玉鼎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 J 的精

神。因此，根據陽明心學的精神，陽明後學在詮釋「克己復禮」之「禮」時，皆

強調「禮之本」 仁。如是， I禮」即是「仁J' I復禮」即是「識仁」。如此

將「禮」轉為「內在化」與「本體化」的思路，的確是晚明或陽明後學詮釋「克

32 if呈毅、程頤: «二程集» (臺北:溪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 «河南程氏遺書» '卷

的，頁 145 。

33 周敦頤: «通書﹒聖學» : r 聖可學乎? J 曰: r可。」曰: r有要乎? J 曰: r有。」請開

焉。曰: r一為耍。一者，無欲也，無欲貝IJ 靜虛、動直。靜虛貝IJ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貝IJ

埠。明通公縛，庶矣乎! J 見《周教頤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年) ，頁 29-30 。

34 如姜廣輝於 <r理欲之辨」求是)一文中，即批評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過份壓抑

人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並指出此觀點的產生，有其君主專制制度、家族本位制度與惟道德論為

主導等特定的歷史條件。收入苑淑娃主編: «中國觀念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頁

486-506 。此批評乃忽略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是一道德哲學的命題，其意含在於善惡二元

性的彰顯，故「存天理滅人欲」意謂「為善去惡」。就此而言，宋明理學並不反對也不取消合理

的欲望。

35 玉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 «玉陽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頁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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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復禮」的主要路向。 36

當然，以陽明後學對「致良知」教的理解， I復禮」與「致良知 J '名異而

實同，東廓也不例外。表面上，東廓雖以《論語》本文的「修己以敬」來解釋

「克己復禮 J '但事實上，他是以「致良知 J 為綱領，來連結「克己復禮」與「修

己以敬」。因而，對於「克己 J '東廓質疑朱熹的解釋(以「己」為私欲， I己」

與「禮」對立) ，而以「修己 J (I修身 J) 解釋之(論證詳見下文) ;對於「復禮」

之「禮 J '由「禮者，天然自有之中也 J '轉為「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 J ; 37 而

東廓所謂的「敬J '是以「良知」為內涵，所謂: I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

以塵俗也。 J 38在王門諸子中，東廓以「敬」來體驗「良知」本體，強調「戒慎

恐懼」為「致良知」工夫，頗具特色， 39此亦是東廓為學宗旨所在。如是，依東

廓之理解， I修己以敬」乃意謂以「良知」來修己而復歸於良知本體，此乃「克

己復禮」之義。平心而論，東廓如此詮釋「克己復禮J '純就義理的融貫言，自

成恩理。因為，此思路顯示「克己復禮」、「修己以敬」與「致良知J '都指向工

夫的肯緊處在於「復」返「本體」。

不過，相對於朱熹的「克己復禮」解，東廓與朱熹的差異，與其說是「復

禮J '不如說是「克己」。因為，從朱熹「禮者，天理之節文」的註解來看， I克

己復禮」之「禮J '仍是以「禮之本」為主。但涉及「克己」的理解，雙方的歧

見就顯示出來。歷來學者對朱熹「克己復禮」解的質疑，也聚焦於「己」字，東

廓亦然。東廓的質疑，實涵蓋「字義」與「義理」兩方面的辯難。如前所述，東

廓反對朱熹「克己」之解釋，進而證明「克己」乃「修己」、「修身」之義。東

廓的論證，除質疑朱熹兩「己」字之不一致外，更援引陽明之言與《易» <復〉

卦象傳來申明己說:

先師之言曰: I心之本體，原只是天理，原無非禮。戒慎不說，恐懼不

間，惟恐一毫虧損了他一些。才有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

36 參龔鵬程: <克己復禮的路向一一晚明思潮的再考察〉、〈羅近溪與晚明王學的發展> '收入

《晚明思潮» (臺北:里仁書局， 1994 年) ，頁 1-72 。

37 «采廓文集» '卷 4' <克復堂記> '頁 68a 。

38 «采廓文集» '卷 5' <簡胡鹿崖巨卿> '頁 18a 。

39 黃宗義就指出: I先生之學，得力於斂。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見《明儒學

案» (臺北:華世出版社， 1987 年) ，卷 16 '頁 334 。劉裁山也說: I來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

懼慎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見《明儒學案﹒師

說» '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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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志，方能克已。 J 40正與「修

道」、「修己」一笛塗轍。故身外無道，己外無理， ?稽古訓，曰「為

己 J '曰「正己 J '曰「求諸己 J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J '未有以己為

私欲者。「問仁J 本章，三言「己」字，曰「為仁由己 J '正指「己」為

用力處。在《易» <復〉卦，以「不遠復」歸顏氏子，而象之辭曰「以修

身」。則「修身」之為「克己 J '自是明證。 41

首先，東廓對朱熹將「克己復禮」之「己」作「私欲J (己之私欲)解，深

表懷疑。他於前述(論克己復禮章〉已質問: I今以『非禮』為『己之私』則

可，以『己』為『私欲.iI '則不可。若曰: IT'己便是其掘，禮便是坐如尸。己便

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齋。』則如尸、如齋，非己其誰為之乎 ?J 又於(克復堂記〉

說道: I子所雅言，日「為己」、日「正己」、日「求諸己 J '皆對人而稱也。

「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為私己，一以為真己，則何居? J 42析言之，

東廓也贊同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的共法，故「禮」與「非禮」必對反而

言。因而，朱熹以「非禮」為「己之私J (己之私欲)的看法， 43 東廓並無異

議。但東廓認為首句「克己復禮為仁」文脈中，並未凸顯「非禮」與「禮」的對

反。東廓就舉朱熹曾說的「己便是其掘，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

如齋」之例反問: I復禮J (坐如尸、立如齋)的行動主體不就是「己」嗎?且

東廓從《論語》更大文脈來考察，如「為己」、「正己」、「求諸己」、「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等「己」字，都是與「人J (他人，他者)相對而言，指涉道德

實踐行動的主體。同理， I克己復禮」之「己J '並不與「禮」相對反，實難以

「非禮」之「私欲」來指涉之，它同樣是指道德實踐行動的主體。即使從「顏淵

問仁」本章來看，東廓也指出:若「克己復禮」之「己」為「私己J' I為仁由

己」之「己」為「真己J '則是自相矛盾。其實，東廓之所以反對朱熹「以己為

40 陽明回答其弟子蕭蔥有關「己私難克」的困擾時，答云: r這心之本禮，厚、只是個天理，厚、無

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

無之即死。;女若真為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個真己，使須常常保守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

不貌，恐懼不閉，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

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已。見《傳習錄》上: 122 。

41 «采廓文集»，卷 7' <論克己復禮章) ，頁 27a 。

42 «采廓文集» '卷 4' <克復堂記) ，頁 67b 。

的朱注: r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

勝，如l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見《四書章句集說» '頁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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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解，並不意味著東廓贊成「私欲」的合法性，而在於強調「己 J (self)在

道德實踐上的重要性:主體末挺立，何來道德實踐可言?一言以蔽之， r克己復

禮」之「己 J : r正指『己』為用力處」。

值得注意的是，東廓根據陽明的說法，又彰顯「己」的重要性。東廓援引的

陽明之語，詳見於《傳習錄》上卷。陽明面對弟子蕭蕙「己私難克」的困擾，有

一生動的當機指點。陽明指出: r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

己。」在二人的對話中，逼顯「軀殼的己」與「真己」的不同。所謂「軀殼的己」

是指「耳目口鼻四肢J' r真己」是指「心之本體」。陽明一方面指出「真己何曾

離著軀殼? J 另一方面也指出「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

殼。」陽明認為， r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

四肢 J '亦即「耳、目、口、鼻、四肢」等軀殼之「己J '若要成其「視、聽、

言、動」之用，必須以「真己J (心)為主宰。因為，僅順「耳、目、口、鼻、

四肢」自身之本能而行，將導致「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J '其結果， r軀殼之己」也不能自我保存而發揮其當有

之功能。為此，陽明強調「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J '又說: r所謂汝

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

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

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

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

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 J 44在陽明與蕭蕙的對話中，

陽明一再強調唯有「真己」作主宰，才能成就「軀殼之己」的價值。顯然地，陽

明並末將可阿望」歸咎於「軀殼之己J '相對地，陽明認為「真己」必須在「軀

殼之己」上作主宰、起作用，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實踐活動。依此思路，雖然

「真己」對「軀殼之己」有主宰性，但「軀殼之己」也是「真己」得以發用的具

體載體，故陽明也說: r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

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另IJ有個去說去行? J 0 45 在陽

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的思考下，相對於朱子學的論述， r軀殼之己J (氣

質)具有積極的意義。據此，東廓乃主張「道器無二，性在氣質 J '“具體地

44 «傳習錄》上: 122 。

45 «傳習錄》下: 242 。

46 «明儒學案» '卷 16 '頁 324 。



174 林月患

說，天命之性即在氣質中流行，故云: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

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由此

處流行。 J 0 47換言之，對陽明與東廓來說，他們對於道德實踐的行動主體一一

「己 J (self) ，並不採取「軀殼之己J (氣質)與「真己J (天性)對立的二元性思

考，而是強調「真己」作主宰。明白「己」字在陽明學的獨特性，就可以理解東

廓為何強烈反對朱熹將「克己復禮」之「己」作「私欲」解的原因。因為，若

「己」作「私欲」解，作工夫時必須盡除;但無論是「軀殼之己J (氣質)或「真

己 J (天性)之「己J '對道德實踐言，皆須確立。因而，東廓才指出:，視、

聽、言、動，己之目也J' ，克己」之作「修己」解，即意謂「修己之目J (修治

己之視、聽、言、動)，此即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換句話說，

「視、聽、言、動」之所以成為「非禮J '乃因「真己」未能作主，故東廓必得言

「修己以敬J '以凸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之「真己」作主。要

言之，東廓認為「顏淵問仁」章的「克己復禮J '實指「非禮勿視、聽、言、

動J '故「克己」工夫在於「修己之目J ; 48進一步說，必須以「真己J (心之本

體、良知、敬)作主，才能修己之目。就此而言，以「修己以敬」來詮釋「克己

復禮J '即意謂:以「敬」修治「己之目」而復歸於「禮J (天然自有之中，天然

自有之敬)。在東廓如此創造性的詮釋中，不難察覺陽明「致良知」教中「以良

知致良知」妙的義理法度。因此，東廓的「克己復禮」解，實際上是以「致良知」

教為根抵。王龍溪、羅近溪的「克己復禮」解亦然。

有趣的是，東廓不僅以陽明之言來申明「克己」之為「修己J '也引用《易》

〈復〉卦象傳來證成「克己」作「修身」解之義。東廓的理據，在於: ，聖人繫

《易» '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子，而其象曰: IF不遠之復，以修身也J] ，貝IJ修

身之為克己，其較章明已乎。 J 50 (復〉卦初九之交辭為: ，不遠復，元抵悔，

元吉。」而小象解釋交辭之義為: ，IF 不遠J] J 之『復J] ，以修身也。」至於《繫

47 «采廓鄒先生遺稿» (明嘉靖末年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微卷 11823) ，卷 8' (濃致昭錄

會看吾) ，頁 27b 。

48 采廓說: r故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去 p視、

聽、吉、動，便無身矣。 J «采廓文集» ，卷 4' (克復堂記) ，頁 68a 0

49 羅念苓批評玉龍溪: r然其謂工夫又都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Jl 0 J 見《念巷文

集»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集部 387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卷 3' (與雙江公) ，頁

86a 。此言蓋在指音色溪，但鄒采廊、歐陽南野等陽明親炙弟子都依據此義理法度。

50 «來廓文集» ，卷 4' (克彼堂記) ，頁 6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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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傳更舉顏淵為例，閻明「不遠之復」為「修身」之義，故云: r子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抵

悔，元吉。」實則， (復〉卦之「復」乃作「復返」解， «繫辭》傳之意，乃讚

許顏淵有過必知，知之必改，此「不貳過」即是顏淵「修身」工夫的具體表現。

東廓進一步將《論語» r克己復禮」的顏淵，與《繫辭》傳「不貳過」的顏淵加

以結合，深究「復」乃「復返」本體之義，此亦是「修身」之實義。因此，東廓

認為，即使透過「克己復禮」之「復」的深究，也得出「克己」乃「修身」、

「修己」之義。平心而論，東廓藉〈復〉卦所作的論證'義理雖通，文旬的解釋

卻顯繳繞。不過，我們仍可以清楚意識到，東廓亟欲以「修己以敬 J 詮釋「克己

復禮」的用心。甚至在東廓看來， r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 J 0 51

東廓除了反對朱熹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外，同時也質疑朱熹以「天下歸仁」

為工夫「效驗」的解釋。此一質疑，在陽明後學的論述中，也一再成為講論的主

題。對朱熹而言， r克己復禮」與「天下歸仁」既是「工夫」與「效驗」的關

係，也是「實」與「名」的關係;簡言之，二者是一靜態「因」、「果」關係的

陳述。但對東廓而言， r克己復禮」與「天下歸仁」是一動態實踐仁體的過程。

因此，東廓以「修己以敬」詮釋「克己復禮 J '繼之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

安百姓」來詮釋「天下歸仁」。東廓如此詮釋的理據，也是來自陽明「以天地萬

為物一體」的儒者本懷。東廓於(克復堂記〉就提及: r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莫非己也。故親無弗親，民無弗仁，物無弗愛。自腹心手足至於齒髮爪甲，

無弗在所養者，是之謂仁體。 J 52 而陽明在《傳習錄》之(答聶文蔚〉第一書

中，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來體會孔子「以斯道自任」之心 ;53 而其〈大學問〉

開宗明義就闡發「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義蘊。換言之，儒者之「克己

復禮 J '不以 rj蜀善其身」自限，而必有「達其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志。故陽明

乃云: r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天

下人之父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推而言之， r君臣

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

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J 54根據此「一

51 «采廓文集» ，卷 5' (簡胡鹿崖巨卿)頁 18b 0

52 «采廓文集» ，卷 4' (克復堂記) ，頁 67a 。

53 «傳習錄》中: 182 。

54 «王陽明全集» ，頁 968-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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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仁」的論述，由「親親」、「仁民」以擴至「愛物J '乃是一無止息的實踐過

程。儘管在實踐上有其現實的限制(r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J) ，但卻彰

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宏願本懷。因此，若如朱熹之以「天下歸仁」為「效

驗」、為「名J '則「克己復禮」工夫之實踐，豈不陷入「名和JJ 棄臼之計較?如

是，夫子之汲汲惶惶，暇不席媛，卻不免陳蔡絕糧，不就是現實的失敗者?何來

「天下歸仁」之「效」、之「名J ?據此，東廓反問道: r果以『歸仁』為效，則

畏于匡、微服于宋、絕糧于陳蔡，匪不與而顧妝之?其果吾道非耶?J 55姑且不

論朱熹以「天下歸仁」為「效驗」是否會造成實踐上的流弊，但陽明後學以「一

體之仁」來闡明「天下歸仁」之義，在義理的詮釋上，比朱熹的理解更為豐富，

更為殊勝!

從以上的探究，我們察覺到東廓的「克己復禮」解，顯現出陽明學與朱子學

的義理攻錯。一方面，東廓以其對陽明致良知教的詮釋，藉「修己以敬」來解釋

「克己復禮」之義;並以陽明倡言的「一體之仁」來詮釋「天下歸仁」。另一方

面，東廓質疑朱熹的「克己復禮」解，指出朱熹「以己為私欲」在字義與義理上

的不當，也反對朱熹以「天下歸仁」為「效驗」的不妥。而在東廓的論證中，也

援引《易﹒繫辭》對〈復〉卦上九的詮釋來加強「克己」之為「修己」、「修身」

之義。自此之後， <復〉卦的 rlF不遠』之『復j) ，以修身也J 也成為陽明後學

「克己復禮」解的重要思想資源。以下，王龍溪與羅近溪的「克己復禮」解，其

論據與東廓大抵相近，但因個人所發揮的義理重點有別， r克己復禮」解也有豐

富的意涵。

(司王龍溪的「克己復禮」

與東廓同時的另一陽明高弟王龍溪，也反對朱熹的「克己復禮」解，並根據

他對陽明致良知教的理解，進行對「克己復禮」的詮釋。與東廓一樣，龍溪也反

對朱熹對「克己復禮」與「天下歸仁」的解釋。故龍溪也說: r IF克己』猶云

『修己j) ，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己j) ，傳以『己』為『身之私j) ，既

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天下歸仁j) ，言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是為仁

之『功j) ，非與之以『效』言也。為仁由己，反己之學也。 J 56不過，與東廓不

同的是，他由「非禮」的深究，進一步將「克己復禮」之「克己」解釋為「無

55 «采廓文集» ，卷4' <克復堂記) ，頁 67b-68a 。

56 «龍給全集» ，卷 3' <書累語簡端錄) ，頁 293-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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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忘己」工夫，並強調〈復〉卦顏淵「不遠」之「復」的義理內涵。關於

均計豐J '龍溪說道:

視、聽、言、動，所謂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之功。非

禮，非淫聲惡色之謂，只一念妄動而言。顏子視、聽、非無禮。繞動即覺，

繞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禮也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也。四

勿，正是竭才用力字義，不必改勿為弗。復禮所以為仁也。顏子合下信得

仁體，靚體承當，所以為乾道也。仲守未能合下承當，須從敬恕求之而後

得，所以為坤道也。 57

「非禮」的另一表述則為「私欲 J '故龍溪也申論道:

即如孟子所謂「物交物 J '語意在「引之」然後為「欲 J '亦未嘗即以「物」

訓「欲」也。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聽，物也;非禮之視、聽，

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克已無欲功夫，亦非并視聽為欲，而欲格去之

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

己之己，本非二義。 58

龍溪認為， r克己」乃意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工夫;就「視、

聽、言、動」之為「己」言，本無道德的善惡可言，它不能理解為必須去除的

「欲 J (私欲)。只有「非禮之視、聽 J '才是道德的惡， r方謂之欲」。那麼，

「非禮之視、聽、言、動 J (非禮之己)如何形成?龍溪的答案指向: r非禮非外

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 J 59龍溪指出，可計量」並不從外在具體可見的「淫

聲惡色」來界定，其根源乃在當下的「一念妄動」。以孟子「大體」與「小體」

的對揚而言， r耳目之官」之為「小體 J '它本身不能主宰自己而容易被外物所

牽引。即使就「物交物」言，亦是本能機括，無所謂「惡」可言。只有當作為

「大體」的「心之官 J r不思」時， r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才有可能發生。換言

之，可抖豐」、「私欲 J (皆指涉「道德之惡 J) 之萌生，乃在於「心」之放失。

57 «龍給全集» ，卷 3' <書累語簡端錄) ，頁 294自295 。

58 «龍海全集» ，卷 6' <格物問答原旨) ，頁 481-482 。

59 «龍終全集» ，卷 5' <竹堂會語) ，頁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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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下， r天理人欲同行而異 i育 J ' 60 r禮」與「非禮」不就「外物」

言，乃內轉於「心」上究分明。此亦即陽明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

濁清J 61 之深意，東廓、龍溪於此皆守師門矩煌。

根據龍溪的理解， r非禮」既然從「一念妄動」來深究，那麼， r復禮」亦

即從「一念靈明之覺」來體會。龍溪指出，即使是顏淵之純粹，仍不可兔於「一

念妄動」之現實處境;然而，龍溪諭揚顏淵的重點在於「不遠」之「復」。具體

的說，即是: r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龍溪常將顏淵此工夫

以「攪動即覺，續覺即化」來描述。事實上，在現實生命中， <坤〉卦所言「先

迷後得主 J62是每一個人道德實踐的存在處境，但對於顏淵來說，他的「迷途知

返」是「不遠 J (行之不遠)而「復 J (復返)。換句話說，顏淵之所以能從「一

念妄動」中當下翻轉為「一念靈明之覺 J '乃在於顏淵「合下信得仁體，靚體承

當」。亦即只有當下承當「仁體 J '復返「本體 J '才能「無妄 J' r無妄」即是

「無欲」。就此而言，龍溪所解釋的「克己」即是「無欲 J '亦即是「復禮 J '是以

龍溪乃言: r妄復則無妄，是之謂的夏禮J) ，而仁在其中矣。」的而龍溪如此的

詮釋，與其「信得及良知」、強調「一念之微」的致良知工夫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龍溪的「四無」說，代表著他對陽明「致良知」教的理解與詮

釋。因此，與東廓一樣，龍溪的「克己復禮」解，也顯現其自家「四無」說的思

理。本文不擬分析龍溪「四無」說的義理， 64只是指出，就王門天泉證道而轉出

60 朱熹《胡子知言疑義》引胡五峰(宏， 1105-1661) «知言》云: I"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

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i IJ 焉。」見《胡宏集» (北京:新華書局， 1987 年) ，頁 329 。胡五峰之

說，陽明後學多能善解，如鄒束廓就說: I"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比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

明流行，貝IJ 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玉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以私欲，貝 'J桓文之救魯、救衛、

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 j男;青』噗緊為仁正在於此。」

見《束廓文集» '卷 5' <答余汝定) ，頁 32b 。

61 陽明〈次謙之韻) : I"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

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技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見《王陽明全

集» '頁 785 。

62 «易﹒坤» : I"元亨。利北馬之員。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

貞吉。」

的《龍給全集» '卷5' <竹堂會語) ，頁 390 。

64 有關龍溪「四無說」的研究，可參彭國翔: «良知學的展開一一玉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 (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3 年) ，第四章(王龍溪的四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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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龍溪「四無」說，在工夫論的論述上，強調先天正心之學對比於後天誠意之學

有其優先性。要言之，龍溪認為，從先天本體悟入的工夫，較諸後天念起後的對

治工夫更為根本。此先天正心的工夫，陽明描述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

I-'悟本體，即是工夫 J '的龍溪稱之為「即本體以為工夫 J '“本文稱之為「第

一義」工夫。換言之，工夫的著力點從「有善有惡意之動」的對治，轉向「無善

無惡心之體」的悟入。如何在先天心體(本體)上用功，成為陽明後學工夫論述

的主要問題意識。對龍溪而言，此先天正心之工夫，乃從良知心體發用之「最初

無欲一念」入手，所謂: I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脈

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 J 67龍溪認為，顏淵

的「克己」工夫即從此「最初一念」著力，他分析說:

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恍惕側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之念，所謂元也。

轉念則為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流於欲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負正

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見其

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

初一念，不遠而復，繞動即覺，繞覺即化，故曰: I顏于其庶幾乎 ?J 學

之的也。的

在龍溪看來，顏淵「克己」工夫乃從復返「最初無欲之念」入手，此「最初

無欲之念」即是良知心體之發用處，故又謂「一念靈明」。就龍溪的「克己復禮」

解看，可防車」指「一念妄動 J' I復禮」指「一念靈明之復 J '故先天工夫吃緊

處在於細察此「一念之微」。是以龍溪屢屢強調: I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

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紋，故日一念萬年，此

精一之傳也。 J 69又說: I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而已。一念明定，便

是緝熙之學。 J 70換言之，相應於可阿望」與「禮」皆不在外物言，凡、聖也只

在一念之迷與悟而已。故龍溪也說: I凡與聖，只在一念轉移之間。似手反覆，

如人醉醒。迷之則成凡，悟之則證聖。迷亦是心，物亦是心，但時節因緣有異

的《傳習錄》下: 315 。

66 «龍華屆全集» ，卷 2' (松原瞎話) ，頁 208 。

的《龍為全集» ，卷 16' (書查子警卷) ，頁 1297 0

的《龍海全集»，卷 5' (南雍諸友雞鳴退虛閣會語)。

69 «龍給全集»，卷 16' (Ji IJ 曾見臺漫話摘略) ，頁 1261 。

70 «龍給全集» ，卷 15' (趨庭護吉吾付應斌兒) ，頁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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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7l這又是「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的另一表述。如何保任此「最初無欲之念」

(一念靈明)呢?龍溪根據陽明「念念致良知J 72的說法加以發揮:

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並

皇帝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

勝於業力，習氣自無從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

宗要也。 73

龍溪所謂的「最初無欲一念」、「一念靈明」、「此念綿密」之「念J '皆指

良知心體初發之機，此乃純粹至善的意識，龍溪稱之為「正念」、「本念」。相對

於此「正念J '不是良知心體直接發用的念頭，則是「邪念」、「欲念」、「雜

念」、「妄念」。先天正心的工夫，全幅精神在於保任「一念靈明」綿密不斷，不

措意於雜念之對治。因為，唯有正念綿密不斷，時時發用，雜念才無從生。故針

對此在先天至善心體上立根的工夫，龍溪謂之「端本澄源第一義」。

比較特別的是，龍溪除了強調時時保任此一念靈明外，還闡發「無工夫中真

工夫J 之義。前者從「心體立根」談先天正心之學的內容，後者從「無中生有」

來談先天正心之學更真體、更細微的內容。簡言之，相應於「無善無惡心之體」

的良知本體，龍溪思考如何讓良知順其自然之發用?龍溪認為，在一念入微時時

致良知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保任良知的「自然」發用，此過程容不得一毫「人為」

之執著與擬議，故保任良知的工夫即是「不著纖毫力」。此工夫龍溪稱之為「無

工夫中真工夫J '其真體所指為「好惡無所作」、「何思何慮」、「忘無可忘」等

工夫，亦即從「去執」的角度來保任良知之發用。就以「好惡無所作」來說，陽

明曾經明示學者: r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 )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

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J 74因此，在致良知時

能「無有作好、無有作惡J '才能使良知真正發揮其「好善惡惡」、「知善知惡」

的自然明覺之用。同樣地，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因而「何思何慮」的工

夫， r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75在這個

71«龍給全集» '卷 12' (答殷秋i冥> '頁 882-883 。

72«傳習錄》下: 222 。

73«龍給全集» '卷 11' (答李漸港> '頁 800 。

74 «傳習錄》下: 335 。

75 «龍海全集» '卷 3' (答南明汪子問> '頁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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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下，只有在「好惡無所作」、「何思何慮」這種以「去執」為主的「無」之

工夫作用下，良知才能順其「自然」之發用，而保有其「知是知非」的本質內容

與實在性(有)。換言之，龍溪是透過「無 J (去執)的工夫來保任良知本體之

「有 J (實在性) ，這就是龍溪所謂「無中生有」的工夫。而與「好惡無所作」、

11可思何慮」同屬於同一型態的工夫，還有「忘無可忘」

忘好惡，方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同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

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牟其

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

道者，默而識之。 76

依據龍溪的說明，此「忘無可忘」與「好惡無所作」相同，皆是透過「去執」

工夫，進一步彰顯良知明覺自然之用。此過程有一辯證的開展，即「知是知非」

而「忘是忘非 J' I能好惡」而「忘好惡 J '如此，良知才能真正承體起用一一同

好惡、同是非。這種「忘無可忘」的工夫，最能顯現龍溪「四無」說的工夫論特

色。尤有甚者，龍溪將顏淵「屢空」的形象與「莫由也已」的自白，理解為「忘

無可忘」工夫的體現，故龍溪稱道顏淵: I顏子則啟乎不扁之騙，由乎無徹之

途，庶乎屢空。故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無所用力也。然此非有幻冥玄秘之

術，功夫只在目前。夫子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只是循循博

約之訓，竭才無可歇手處。一毫不可自欺，故能不遠而復。有用力處，然後有無

可用力處，非可臘等而致也。」 77

明白龍溪「忘無可忘」工夫之所指，就可以理解龍溪對「天下歸仁」的詮

釋。與東廓一樣，龍溪反對朱熹以「天下歸仁」為「效驗」的解釋，同時他也從

「一體之仁」來闡釋「天下歸仁」之義。不過，在他「四無」說的思路下，其詮

釋重點與東廓有別。龍溪申論說:

仁者與物同體。孔子告顏子為仁之功曰「克己復禮 J '克己而後能忘己，

忘己則與物為體，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矣，非以效言也。 78

又說:

76 «龍諮仝集» ，卷 1 ' <三山麗澤錄) ，頁 123-124 。

77«龍海仝集» ，卷 20' <鄉貢士陸君與中傳略) ，頁 1659-1660 。

78 «龍海全集» ，卷 5' <竹堂會語) ，頁 390 。



182 林月患

夫子克己歸仁之旨，克己者，修己也，一日而成，乃是頓教，非以效為言

也。(-..)為仁由己，須從一念入微實致其知，從心悟入，不從見解意識

揣摩，始為自得耳。"

對於「一體之仁」的體驗，龍溪強調的是: I無私欲之蔽」才能與天地萬物

一體相關。誠如陽明所言: I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

人也;一有私欲之蔽，貝IJ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也。故夫為大人之學

者，亦為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

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J 80只是對於「無私欲之蔽」的理解，龍溪從「克己

而後能忘己，忘己則與物為體」來作更細微的體會，如是， I天下歸仁」意謂:

天下萬物皆歸於吾之仁體而真實朗現。換言之，龍溪所詮釋的「天下歸仁J '即

是《孟子» I萬物皆備於我」之義。這樣的詮釋，若與前述從「一念之微」來解

釋「克己復禮」相聯結，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便意謂「頓教」工

夫。實則，我們從《論語》本文「克己」之字義，很難與「忘己」相關;而以

「官員教」來詮釋「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ν 龍溪之前，似無此解，可謂「發前人

所未發」之解。據此，我們可以說，龍溪的「克己復禮」解，彰顯的正是其先天

正心之學的獨特論述方式與哲學理境。

(三)羅近溪的「克己復禮」解

繼東廓、龍溪之後，王門的第三代弟子羅近溪，也反對朱熹的「克己復禮」

解，轉而以《易》之〈復〉卦來詮釋《論語》的「克己復禮」。茲舉近溪《明道

錄》會語記載而詳加分析:

問: I顏子『復禮』之『復jJ ，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jJ ;不徒曰『復禮jJ ，而必曰『克己』者，何也?J

子(近溪)曰: lIT'復』本諸《易» '則台II 釋必取諸《易》也。《易》曰

『中行獨復jJ ，又曰『復以自知jJ' IT'獨』與『自』即『己』也， IT'中行』

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jJ，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

身矣， IT'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jJ，則散一己之精神而

通之天地民物矣， IT'復』安得而不『禮』乎。故觀一日『天下歸仁jJ，則

79 «龍給全集» ，卷 20' <鄉貢士陸君與中傳略) ，頁 1661 。

80 «王陽明全集»， <大學問) ，頁 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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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由己而健行

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

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己，何所不至?.!J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信皆仁也.!J '似得顏于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J '能以身復手禮，似

得孔子當時口氣。 J 81

雖然在「克己復禮」的詮釋上，東廓與龍溪都曾援引《易》之〈復〉卦作為

輔助性的論據，但他們仍以《論語》之「克己復禮」為講論的主題。然而，近溪

卻易客為主，直接從「復」之深義切入，認為綜合語» I克己復禮」之「復 J '其

訓釋必取諸《易》才得以明其實義。相對於東廓、龍溪之重視〈復〉卦初九「不

遠復」之義，近溪則強調六四之「中行獨復 J '以及《繫辭》之「復以自知」。合

此二者，近溪首先指出「獨」與「自」皆意謂「己」而言，因而推知「復」之行

動主體乃在於「己」。不過，近溪所謂的「己 J (I獨」與「自 J) ，乃「聚天地民

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的「身」。在這個意義下， I己」是從《大學》之「大人

之學」的角度說，亦即「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 J 82之「身」。也許受王心齋

「准南格物」說之重「安身」的影響，近溪極為重視「身 J '所謂: I盈天地之生

而莫非吾身之生，盈天地之化而莫非吾身之化。冒乾坤而獨露，互宇宙而長存。

此身所以為極貴，而人所以為至大也。」 83我們可以說，在近溪的論述中， I身」

字、「己」字無別，故近溪又以「己身」一詞稱之。此「己身」乃是道德實踐的

行動主體，因而，近溪強調: I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俟他

求而有餘裕也。 J 84

至於「復」字之義，就(復〉卦言，當是「返復」之義，就工夫來說，則是

「反觀」之義，故近溪有言: I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

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此「反觀」之「復 J '就卦象言，乃

一陽之氣從地中復，故近溪乃謂: I乾知大始處，便名日『復.!J J 。據此， <復〉

卦之「復 J '實指「復善 J (復善之長) 0 85此義從〈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

81 羅;女芳: «明道錄» (臺北:廣文書局， 1987 年) ，卷 2 。又近溪的「克己從禮」解，亦見《時

壇直詮» (臺北:廣文書局， 1977 年)。

82 «時壇直詮»，上卷，頁 3 。

83 (呀壇直詮» ，上卷，頁 12 0

84 «時壇直詮» ，上卷，頁的。

85 «時壇直詮» ，上卷，頁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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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的卦義來看，義理更進一層。近溪認為，孔子以「復禮」答顏淵「問仁 J '

此即顯示: r學《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 u'生生之謂

易。』而非復何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 u'復，其見天地之心。叫“依近溪的

理解， r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J '此「生

理」即是「天地之仁J '亦即是「天地之心」。再就「天地以生物為心」言，近溪

也說: r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 )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

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

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 J 87顯然地，近溪認為， rU'復，其見

天地之心」與「求仁」之旨相同，皆在返復「天心J (天地生物之心)。因此，就

〈復〉卦之「復」而言的「復禮J' r禮」亦當以「仁」之「生理」來體會(仁以

根禮) ，故一方面近溪以「中行獨復」、「復以自知」之「中行J (中道卜「知」

(良知)來指涉「禮J '另一方面，近溪也贊同: r顏子克己復禮，今解作復卦之

復，貝IJ禮由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 J 88換言之，從「復以自知」而推知

「禮由中出 J '就此而言，近溪與東廓、龍溪一樣，皆將「復禮」之「禮」內在化

與本體論化了，與《禮記﹒樂記» r禮由外作」的傳統理解不同。"在這個意義

下， r復禮」之「禮J '即是「天之根」、「禮之源J 0 90雖然如此，近溪也強調

作為「天之根」的「禮之源」必須如「天之運」般地發揮其「禮之出」的作用，

即前述引文所謂: r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如此一來， r復禮」即

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J '天下萬物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據此理解，

「易」、「仁」、「禮」三者名異而實同， r復禮」之義也涵蓋「天下歸仁」之

義。「天下歸仁」不僅意謂「禮自復而而充周也J '也是「萬物皆備於我」之

義。

有趣的是，近溪也與龍溪一樣，以「萬物皆備於我」來詮釋「天下歸仁J '

但近溪卻由此凸顯「反身而誠」之「身」與「為仁由己」之「己」的同一性。並

87 «時壇直詮» '上卷，頁 80 。

88 «時壇直詮» '上卷，頁 38 。

89 «禮記﹒樂記» : I"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90 近溪云: I"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及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dI '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

捏，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及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 J 見《時壇直詮» '

下卷，頁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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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舉明道「認得為己，何所不至? J 、象山「能以身復乎禮 J 91 的說法，再次強

調「身」、「己」作為「復禮」、「為仁」之道德實踐行動主體之重要性。不過，

《論語》的「克己復禮」經由近溪以《易》之〈復〉卦的深究後， I克己復禮」

意謂「由己復禮 J '亦即是「為仁由己」之義。如此的詮釋，就文脈而言，似與

《論語》稍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字義的訓解上，近溪必須面對「克己」之

「克」的重新解釋。

由於近溪以「為仁由己」來解釋「克己復禮 J '加上他對「己身」的重視，

致使他對於「克己」之「克」的理解，不可能採取朱熹「勝私復禮」與「克去己

私」的解釋，也無法採取東廓以「克」為「修治」、龍溪以「克」為「克治」的

解釋。因此，在會語中，弟子繼續追問:

曰:1Ii'克去己私j) ，漢儒皆作此訓，今遲不從，何也 ?J

曰: I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j) ，亦『克己j) IF 己』字也，

如何作得做『由己私j) ? «大學» IF 克明德』、『克明咬德j) ，亦『克己』

『丸』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

作『勝』、作『能j) ，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

自知j) ，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

經》相通也。"

就「克」作「克去己私」解，本於漢儒揚雄(子雲， 53B.C - A.DI8) «法言》

所言「勝己之私之為克J '此解經由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的共法得以深

化，是以「己之私欲」必「去」。因而， I克己」之「克」作「去J (去除)解，

是經由訓解而轉向義理的解釋結果。但近溪除重複東廓、龍溪所指「己」之兩訓

的不一致外，他也藉由《大學»I克明德」、「克明峻德」之「克」來訓解「克己」

之「克」。他認為「克」字之正解當作「能」、「勝J (勝任之勝，不是勝敗之

勝) ，若作「去」義解，則《大學»I克明德」、「克明峻德」皆無法解釋，於理

不通。再加上近溪所理解的《易》之「中行獨復」、「復以自知J '皆緊扣「己J

字而言，不待外求;因此，近溪更加確信「克己」之「克」當作「能」、「勝」

解。如是，近溪的「克己復禮」即是「能己復禮J '象山的「能以身復乎禮」最

能深得近溪之意。論述至此，近溪分別對「克」、「己」、「復」、「禮」四字所

91 筆者追查《象山先生全集»，卻不見比1吾與相近的說法，不知近溪所據為何?

92«明這錄» ，卷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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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訓解與義理闡釋可說已然完成，其續密而迂迴的論證方式與義理內涵，自有

特色與精彩處。

不過，當近溪將「克己復禮」解為「能以身復乎禮」時， I禮」與「非

禮J' I天理」與「人欲」的對反，在近溪的論述中，幾乎隱而不顯。因而，近

溪對〈顏淵問仁〉章之「請問其目 J '也有不同的詮釋:

曰: I顏子『請問其目dI '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d1J' ~非禮』不是『己

私dI '對何?

曰: I此條卻是象山所云『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

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

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

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dI '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

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

對於朱熹而言，善惡二元性，是建立在「克己復禮」之「己」與「禮」的對

反。而東廓與龍溪，則是就「禮」與「非禮」來談「天理」與「人欲」不並立。

故朱熹與東廓、龍溪的「克己復禮」解雖然不同，但以可防車」為「己私J (己

之私欲)這一論斷，並無異議。近溪則不然，他反對以「非禮」為「己私」的解

釋，並對「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出別解。近溪認為， I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

「克己復禮」的具體表現。既然「克己復禮」是「能以身復禮J '那麼，復禮必須

憑藉「身」才能具體展開實踐活動。故「視聽言動」皆是「己身J '當吾人能以

己身復禮時，視聽言動無不是禮，非禮之視聽言動自然不存在。因此，吾人實乃

就可件豐」之視聽言動的不存在，反見渾身之視聽言動全是禮的體現。這就是近

溪所謂的「反言以見正意」的詮釋方法。姑且不論， «論語》本文是否有此「反

言以見正意」的解經方法，但從近溪所舉「恕」之例證中，即有義理的滑轉與邏

輯的轉縫。因為， I己所不欲，勿施於人J '並不一定導致「己所欲而施於人」。

雖然如此，近溪重視「己身」之義，再度躍然紙上。

總之，在近溪的「克己復禮」解中，不論就訓解與義理言， «易》經〈復〉

卦都居於主導性的解經位置。若與東廓、龍溪相較，近溪一則重視「己身J '再

則強調「復禮」為先。茲分析如下:

前已述及，從陽明與蕭蕙關於「己私難克」的答問中，我們看到「軀殼之己」

的《明道錄»，卷 2 ;又見《好壇直詮» '卷上，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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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己J 的密不可分，不可消解;而從東廓「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的主張

中，也得知天性必須即氣質而呈現。換言之，陽明及其弟子，並未以「身心二分」

的思路來理解「克己復禮」之「己」。同樣地，他們也不把「惡」與「非禮」的

產生歸咎於「氣質之性J '故「非禮」不在「物」之干擾，而在於「心」之放失

與不宰。在這個意義下，陽明後學是從「身心一如」的思路來理解「己 J '並給

予「氣質之性」所構成的「身J '有其正面且積極的意義。而近溪論學「以明明

德於天下為宗旨，以孝弟慈為實際，以不學不慮之知能為運用 J ' 94 闡揚大《易》

「生生之德」。因此，近溪所謂的「身J '也擴大從「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來看，

此即「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之「身」。然而，最能彰顯近溪對「身J (己)

之積極意義的論述，則在於近溪對《孟子» I形色，天性J (<<盡心﹒上» 38 章)

的詮釋:

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

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貝IJ 為之。耳目肢體而視

聽起居者，質則為之。于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

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主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

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

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

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

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的

近溪修正宋儒「天命之性J I氣質之性」的區分，而將「氣質」之性溯源

《孟子» I形色，天'I生也」來申論。「形色」即是「氣質」之在人身的其體呈現，

如是，吾人得以成為一真體存在的個體。此具體實存的氣質之「身J '是不可能

屏去消解的，否則一切活動俱為不可能。再者，天命之性不可見，其生生不息之

生機，必須透過此氣質之「身」得以呈現而感通。換言之， I形色」即是「氣

質 J '它是個體形成與天命流行之充分必要條件。在這個意義下， I形色」與

「五性」、「四端J '同為「天性J (天命流行之性) , 96二者渾然呈現落實於「己

94 «時壇直詮»， <銷時壇直詮序) ，頁 1 。

95 «明這錄» '卷 4 。

96 近溪說: I"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俠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好壇

直詮» '卷上，頁 80 0 )可見近溪仍保有「天命之性」對「形色J (氣質之性)的主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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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固然純就「氣質」構成之「身」而表現為「形色」而言，它本無道德的

「善」、「惡」可言;但就「形色」作為「天命之性」呈露不可或缺的載體來說，

「形色」就具有道德的意涵。就此而言， I四端」、「五性」之「天性」無不善，

則「形色 J 亦無不善。在近溪如此地詮釋下， I形色」與「天命之性」同是「天

性J '與生俱來;再則， 1'1生」善， I氣」亦善。「氣質之性」由「無善 J (無善

惡可言)轉而為「無不善 J (渾身是善)。據此，近溪喜言「赤子之心 J '因為，

「赤子之心」最能表現性善氣亦善的渾然天機。所以近溪認為當「赤子之心」心

思呈露時，只在「耳目視聽身動口叫」也， I於此看心，方見渾然無二之真體，

方識純然至善之天機」。由此可見，近溪所指之「己」、「身」、「心」皆不能以

「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二分的架構來理解;而由「氣質之性」之「無不

善J '近溪所言之「己身 J '取得豐富的哲學與道德意涵。

既然，近溪賦予「己身」無不善的道德意涵， I克己復禮」之「己」便有積

極的意義，成為道德實踐的真正行動主體。如此一來，朱熹以來，連東廓、龍溪

都關注的「天理」與「人欲」之對反，在近溪的思考中就淡化了。如是， I復禮」

(識仁)的優先性，成為近溪再三致意的重點。此與東廓強調「直承本體」、龍溪

從先天心體用工夫的思路，前後相承。不過，較之龍溪之從「一念之微」悟入心

體，近溪轉向由「己 J (身)立命， I↑生地為先 J 0 «肝壇直詮》載云:

師嘗曰: I人能體仁則欲自制。」傳曰: I太陽一照，魎魎潛消」是矣。

若云，克去己私是原憲宗旨，不是孔顏宗旨。蓋孔氏求仁，其直指名仁，

惟曰: I仁者，人也。」夫「己」非所謂「仁」耶? (.. ....)今有將「克

己 J I 己」字必欲守定舊解，殊不知認識「己」字一錯，則編地荊棒，令

人何處安身而立命也? 97

另一處也記載:

師曰: I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為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個執持，

不惟己可自考，亦且眾共見聞。若性地為先，貝 IJ 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

平淡。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更深，即己亦無從驗

其長孟。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趨彼矣。然明眼見之，貝 IJ 真假易辨

也。 J 98

97 «呀壇直詮» ，下卷，頁 187 。

98 «時壇直詮» ，下卷，頁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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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記載，顯示近溪與龍溪一樣，認為工夫修養原有兩個路向，一是在意

念上對治，一是順承本體(良知心體、天命之性、赤子之心)自然明覺之用。但

近溪重視後者甚於前者，因為前者使人拘迫，易犯把、捉助長之病。近溪從其自

身的工夫實踐經驗與義理深究上，都證實工夫的重點在於「識仁J '不在於掃除

私欲。如近溪早年感於「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J '乃靜坐以去除私欲雜

念，其結果不僅無所得，反而導致「心火」害「身J ;直至顏山農以「是制欲，

非體仁也」指點，才如大夢初醒，工夫始有受用處。在近溪與顏山農的對話中，

可以得知「制欲」與「體仁」的關係。近溪原先認為: r克去己私，復還天理，

非制欲，安能體仁 ?J 依此理解， r制欲」是「體仁」的必要條件，若不「克去

己私J '則無法「復還天理」。山農的回答則是: r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

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

知，勿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 J 99顯然地，山農認為「體仁」不一定要透過「制

欲」才能體現，相反的，天命之性生生不息，於此用功方是易簡之道。換言之，

「制欲」不一定能「體仁J '但「體仁」則必能「制欲J '所謂: r太陽一照，魎

魎潛消。」實則，這樣的工夫論，是陽明後學共同的主張，其工夫論意涵，值得

深究。

三、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的工夫論意涵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看到東廓、龍溪與近溪等陽明後學的傑出學者，均有意

識地對反對朱熹的「克己復禮」解，從而提出他們對「克己復禮」的詮釋。值得

注意的是，他們的詮釋儘管有些差異，但就他們反對朱熹之解釋，運用《易》之

(復〉卦作為資源，並以他們所踐行的陽明「致良知」教為義理論據而言，立場

大抵相同。這樣的詮釋路向，不僅止於經典詮釋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透過《論

語» r克己復禮J 解，陽明後學對於宋明理學工夫論的討論，有一新的轉向。此

轉向由「顏氏之學」的掘發，豁顯第一義工夫的重要性，這是在陽明之前，未曾

主題化的 (thematic) 儒學課題。

99 «明儒學案» '卷 34 '頁 760-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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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子(回)之學

在宋明理學的聖學脈絡中，雖然會提及顏淵，但除讚揚他卓絕高超的德行

外，我們看不到顏淵之學的講論，這當然與他早逝且無著作傳世有關。因此，宋

明理學家所建構的儒學道統系譜，徒有「孔、顏」並稱之名，而顏淵並沒有獨立

的地位與實質的意義。即使陽明在論及「聖人之學，心學也J 100的承傳時，雖

提及「孔、顏之宗J '但對顏淵之學，仍無實質的論述。然而，陽明逝世後，東

廓、龍溪與近溪等陽明後學，卻透過「克己復禮」解的詮釋，從工夫論的角度，

賦予顏淵之學實質的內容與獨立的地位。如東廓就宣稱: I顏子『克己復禮』一

章，是聖鬥傳授正跡。」叫並強調「克己復禮」乃「音者孔顏之授受，千聖心

法之要也。 J 102 東廓如此的宣稱，是陽明後學的共識。換言之， I克己復禮」

是顏淵之學的實質內容， I聖門傳授正脈」即意謂顏子之學為孔門摘傳，此乃顏

子之學的定位。陽明後學如此建構「顏子之學」的努力，不能僅從王學與朱學爭

取學術正統的競爭角度來解釋， lO3否則，將忽略陽明後學詮釋「顏子之學」的

豐富工夫論意涵。

事實上，陽明於四十歲所寫的〈別湛甘泉序〉曾說「顏子沒而聖人之學

亡J '即但他並未詳加詮釋說明。直到弟子陸澄追問此意時，陽明才有如下的回

答:

見聖道之仝者惟顏子。觀唷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J '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

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J '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

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即

100«玉陽明全集»， (象山文集序> '頁 245 。

101 «東廓先生遺稿» ，卷 8' (復古答劉讓甫問四條> '頁 15b 。

102«束廓文集»，卷 5' (廣德州新修復初書院記> '頁 4a 。

103 呂妙芬即從陽明學派與朱子學派競爭學術正統的角度，來解釋陽明後學對「顏子之學」的重

視。參氏著: «陽明學士人才土群一一一歷史、思想與實踐» ，頁 270-294 。

104 陽明(別湛甘泉序> : I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音傳之孟軒，終又二千餘年而

周、手呈績。」見《玉陽明全集» ，頁 230 。

105«傳習錄》上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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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顯然沒有從「克己復禮」來舉揚顏淵，而是從「望道未見，乃是真見」

來體會顏淵的德行。言下之意，顏淵之德行如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J '故顏子可

謂「見聖道之全」。然而顏子亦如「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一樣，雖已

見道之全體，卻不自以為足，仍終日乾乾晶勉於學，工夫永不止息。當然， I望

道未見，乃是真見」也可以理解為:既已見道之全體，但並不執持此見，故望之

猶若未見。龍溪即是從從「去執」的工夫來理解顏淵之學，故顏淵之「克己」必

以「忘己」為究竟。儘管如此，陽明生前，除以此簡短的一句話一一「望道未

見，乃是真見」一一來詮釋顏子之學，藉以說明「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外，並

未詳加闡釋其中的義理。

有趣的是，陽明逝世後，東廓、龍溪皆從「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這一論

斷，來彰顯顏子之學為聖學正跡，並從顏淵的「克己復禮」來建構顏淵之學的實

質內涵。在陽明後學的思考裡，顏淵的「克己復禮」工夫，另 IJ出於其他孔門弟子

之上，有獨立的意義。因此，在東廓、龍溪與近溪的「克己復禮」解中，我們都

可以看到顏淵與其他孔門弟子的對比，如東廓與歐陽南野討論「聖門高弟亦各有

病症」就說:

近來見得聖門高弟亦各有病症( J 介自檢不肯於事上放過，而本體未

能潔淨，此原氏之學也，故不許其仁。篤信謹守，獨立規模，遲遲然而不

可田，此 l、氏之學也。故以小人之儒戒之。穎睿多聞，以意見測度想像，

亦時復得之，此端木氏之學也。故斥其億則屢中，與辟、哼同科。則

與此品評相對的則是:

由哼師辟，終是未融化，與屢空之田，畢竟殊科。即

用舍無恆，行藏有定，粹然一出於正，而無一毫係累，孔顏自許，正是本

體潔淨，非群弟子所及。世俗通病，只認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

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著述的聖人。 108

東廓似乎將孔門高弟分為三個等級:一是子張之便辟(師辟)、子路之粗率

106«采廓文集» ，卷 5' <簡歐南全崇一) ，頁 27a-b 。

107«束廓文集» ，卷 5' <答洪子明) ，頁 31b 。

108«采廓文集» ，卷 5' <再簡洪吸之) ，頁 3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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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塘) ;二是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 109子夏之「不及」、 110子貢之

「多學J ; III 三是顏回之「屢空」。其中， I由曙師辟」乃任氣質之偏，原憲、

子夏、子貢雖用工夫，但或「檢點於事為，照管於念慮J ' 112 或求之於外，對於

孔門聖道，乃「以跡求而遺其神J 0 113 只有顏回之「屢空 J (I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J) ，直承本體用功，保任「本體潔淨J '才是對孔門聖道有心領神會的體驗。

在這個意義上，顏淵這位「無技能、無著述」的聖人，可謂「聖學正脈」。

東廓上述的看法，龍溪亦贊同，所以龍溪也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J '便是先天易簡之學;原憲

「克伐怨欲不行J '便是後天繁難之學，不可不辨也。 114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J '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

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繞動即覺，繞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

機，故曰「不遠役，元社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

反。顏于沒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猶未已

也。 ll5

之後的近溪也持類似的看法:

田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徑卻分兩樣。......顏子

於其(孔子)言語無所不悅，故來問仁，即告之以「能己復禮J '則「天

下歸仁」。能復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則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卻也久在求

仁，然心尚滯於形跡，自忠心之不仁，只為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

109 憲問恥。子曰: [""邦有道毅，邦無道毅，恥也。 J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J

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見《論語﹒憲問》。

110 朱熹於《論語﹒先進» [""師也過，商也不及」注云: : [""子夏篤性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

及。」見《四書章句集註» '頁 126 。

III 子曰: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J 對曰: [""然。非與 ?J 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見《論語﹒衛靈公》。

112«采廓文集» '卷 6' (簡余柳溪) ，頁 14b 。

113 采廓云: [""夫子以神言而顏淵以神會。惜也，群弟子以跡求而遠其神。」見《采廓文集» '卷

6' (簡陳春元崇吉)，頁lO b 。

114«龍是屆全集» '卷 l' (三山麗;華錄)，頁 119-120 。

I1S«龍給全集» '卷 6' (致知議略〉卷 6 '頁 446-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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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斬伐，已到二端都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俱不敢行

去處，仁將不庶幾乎? 116

與東廓之品評孔門弟子相較，在龍溪與近溪的論述中，已逐漸將顏淵「克己

復禮」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對比而觀。對龍溪而言，顏淵之「克己復

禮」是「在先天心體上立根 J '心體已復，意念之動無不善，故是易簡之學。而

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 J '是「在後天動意上立根 J '心體未復，徒用力於

念慮之對治，充其量讓「克、伐、怨、欲」諸意念行為不起不行，此是暫時的

「制欲」工夫，心體終未潔淨。意念之純化，備覺困難，故是繁難之學。同樣

地，近溪認為，孔子之教，以仁為宗，強調「生生不已」之德 117 。然而，孔子

及門之徒，只有顏淵能善會此意，故其「克己復禮」即是「能己復禮 J '直契

「生生不已」之德。相反的，近溪以「人能伐治怨、欲俱不敢行」來解釋原憲

「克伐怨、欲不行」之義，叫此解雖異於傳統說法，但在義理上，仍是凸顯原憲

求仁之功，只在怨、欲等念慮上對治，依舊無涉於「生生之仁」的自復自立。由

此可見，透過顏淵「克己復禮」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的對比，陽明後

學重構了「顏子之學」的義理內涵，指出在工夫的實踐中，積極地復返本體(復

禮、體仁) ，發揮心體自然明覺之用，遠比消極地對治意念(克去私欲、制欲)

更為根本究竟，且在實踐上更具優先性。誠如東廓所言: I古人發育峻極，只從

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

點。」 ll9

已)第一義工夫

從前述顏淵「克己復禮」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的對比中，我們察

覺到陽明後學大都意識到孔門之工夫有兩路，一是在先天心體上用功，一是在後

天意念上對治。事實上，陽明後學在體驗與詮釋陽明良知學的過程中，也都實際

經歷過此兩種工夫入路的取捨。如東廓就自述其以「戒慎恐懼」體會致良知工夫

116«時壇直詮» ，上卷，頁 44-46 。

117 近溪說: r孟子曰: 1/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

;昆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生之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美甚焉。不善觀者，生不

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美甚焉。」見《時壇直詮» ，上卷，頁 44-45 。

118 如此解釋，使「克己復禮」與「克伐怨欲」之「克 J '得到以「能」解釋的一致性。

119«采廓文集» ，卷7' <龍華會語> '頁 I5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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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變過程云: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命意則 $IJ 。出告反面，服勞奉養，珍宅兆而

肅蒸，嘗戒懼於事為也。思貝台令名，必果為善，思胎羞辱，必不果為不

善，戒懼於念慮、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全生而歸之，戒懼於本體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間，帝規帝矩，常虛常靈，貝 1J ;中漠無朕。未應非先，萬

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事親事天仁孝之極。 120

從「戒懼於事為」、「戒懼於念慮」直到「戒懼於本體 J '工夫愈見細微，只

有在「本體」上用功，才是根本究竟工夫。

同樣地，龍溪也說:

懲欲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

事上是通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欲，

方是本原簡易工夫。在意與事上過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121

龍溪更清楚說明在「事」、「念」、「心」上用功的不同，與東廓之體驗如出

一轍，即使「忿、欲」不行的工夫，仍須從「心」上用功，才能徹底根除欲念。

而前述近溪為學過程中，由「制欲 J 到「體仁」的轉變，更印證: r聖賢之道，

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不容已。」山

上述強調在「本體 J (良知心體)上用功的路向，陽明親炙弟子陳明水與歐

陽南野，也都有同樣的體驗與見解。不僅如此，連與東廓、龍溪立論不同而展開

激烈辯論的聶雙江，也強調此工夫路向，雙江說:

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第二義矣。

而雙江也稱道顏淵之「屢空」在於善復虛靜之本體，故謂:

復者，復其本體也。天地之心，便是未發之中，夜氣清明，敬以持之，而

不桔於旦畫之所為者，其於天地之心，殆庶幾乎!此等處，卻要體認真

120«采廓文集»，卷 8' <書謝青岡卷) ，頁 34a-b 。

121 «龍要屆全集» ，卷 4' <留都會紀) ，頁 354 。

122«好壇直詮» ，上卷，頁 22 。

123 轉引自《明儒學案» ，卷 17 '頁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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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然後工夫不走作。

此外，出入於王門的湛甘泉弟子唐樞也表達了與陽明後學相同的看法:

工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才是真工夫。若以去人

欲，作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 J '惟其「禮 J '故

「己克 J ;所謂「閑邪存誠J '惟其誠，故「閑牙利。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

下手處。茍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使矯枉過

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押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為據乎? 124

由以上所舉諸例來看， 1在本體上做工夫 J '幾乎是陽明後學共同的工夫論

要求，它已形成陽明後學交相切磋、相互辯難的主要問題意識。不明白此問題意

識，就難以掌握陽明後學分化的內在義理因素。

龍溪甚至將此兩路工夫以「頓」、「漸」來表述:

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為工夫，天機

常運，終日競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使化，不致為累，所謂

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彼本體，終日掃蕩欲根，卻除雜念，以求順

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 125

在龍溪的概括下，在本體上做工夫，是從「頓入 J '謂之「即本體以為工

夫 J ;若本體受蔽，而在意念上為善去惡、掃蕩欲根以求復本體，是從「漸

入J '謂之「用工夫以復本體」。龍溪用禪宗頓/漸的範式 (paradigm) 來說明上

述兩種工夫路向，使陽明後學的工夫論問題，從教法的不同，提高到哲學的高度

來思考。如此一來，孔門顏淵「克己復禮」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的對

比、《孟子》堯舜 1 '1'1之」與湯武「反之」的說法、 126 陽明「天泉證道」的兩

種教法、 127 龍溪「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的區分，都與頓/漸範

式有「家族類似性」。換言之，儒門工夫教法亦有頓/漸之別，此問題意識從陽

明晚年的「四句教」法的詮釋啟其端，至陽明後學而成為清楚的問題意識，影響

至明末劉窮山「慎獨」之學的建構，故窮山乃謂: 1只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個

124 唐樞: «木鐘台集» ，亨卷， <景行館論﹒論功夫〉。

125«龍絡全集» ，卷4' <松原睡語) ，頁 208-209 。

126«孟子﹒盡心下» : r堯舜，性者也;湯式，反之也。」

127«傳習錄》下: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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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與所謂『只於根本討生死，莫向支流辨清濁』之

旬，不免自相矛盾。 J 128 因此，相對於「念起念滅」之功「非究竟一著」言，

在本體上做工夫是「究竟工夫 J ;同樣地，對比於在意念上為善去惡為「已落第

二義」言，於本體上用功是「第一義工夫」。就此而言，重視「第一義工夫」是

陽明後學的主要問題意識。 129 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所凸顯的無非是此

「第一義工夫」。故即使對「克己復禮」解與陽明後學稍異的劉窮山，也宣稱:

「子曰: II克己復禮為仁。』此孔門論學第一義，克復是求仁第一義。」 l30

不過，上述龍溪的頓/漸之區分，不若禪宗「南頓北漸」般的截然二分，或

其強烈的宗派意識。因此，龍溪乃言: I頓漸之別，亦概言之耳。頓漸一機，虛

實之辨;乾坤一道，剛柔之節也。」又說: I理乘頓悟，事屬漸修;悟以啟修，

修以證悟。 J 131 而龍溪頓漸相取為用的說法，除實際工夫所得外，實本於陽明

的提醒: I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工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

當，豈可輕易望人 ?J 徵諸陽明後學有關第一義工夫的論辯，我們可以有以下的

分析。

首先，陽明之時，其工夫論的對詩對象，主要是朱熹格物窮理工夫的「求之

於外」與「支離 J ;故陽明關注的是工夫的「入路」問題。因此，陽明的「致良

知」即是從本體論與工夫論來建構其完整的體系，瓦解朱熹的權威。故黃宗羲就

指出: I 自姚江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 JI '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

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眛絕矣。」 132 而劉龍山說得更為中的: I先生承絕學於

詞章訓話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

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固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

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驚，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

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凹

128 劉宗周撰'戴過 1章、吳光主編: «劉宗周全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6

年) ，第三冊上，頁 422 。

129 參拙文: <本體與工夫:陽明學的反聞與轉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于'l»第 26 期

(2005 年 3 月) ，頁 376-384 。

130 同前泣，頁 366 。

131 «龍給全集» '卷 17' <漸特說) ，頁 1352 。

132«明儒學案» '卷 10' 頁 179 。

133«明儒學案﹒師說» '頁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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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敘述，就工夫論言，陽明回應的是工夫的「入路」問題。而在陽

明的教導下，儘管陽明後學立論各有不同，但對於「良知本體」之肯認並無異

議。問題是，在王門諸子對「致良知」工夫的體驗參究中，他們都經驗到在意念

上用工夫的繁難與弊端，因此， r致良知」工夫必須在「良知本體」上用功。在

這個意義下， r致良知」工夫乃轉為「保任本體」或是「致知存乎心悟J 134 的

問題。大體而言，王門諸子都肯認良知本體需「自修自悟J '也知道識得本體，

方能做工夫。就此而言，追求第一義工夫的陽明後學，都可說是「頓」教;都可

說是「即本體以為工夫J '因為，本體必須頓悟，所謂「理乘頓I[吾」。但對於如何

在本體上施以保任之功，陽明後學的看法就不同了。如龍溪、近溪比較偏向「頓

悟頓修J '在工夫上無「次第J (sequence) 可言，強調「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

之力」。而如東廓從「戒懼」著手，聶雙江主張「歸寂J '羅念巷下「收攝保緊」

之功，乃偏向「頓悟漸修J '似有工夫次第可循。陽明後學關於「第一義工夫」

的辯難，大抵以此兩種型態為主。換言之，如何在本體上做工夫乃成為明代中葉

到明末的重要工夫論課題。因此，明末理學巨壁劉最山就說: r慎獨之功，只向

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焚然，與天地合德。J 135 又說: r天下未有

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道生者，工夫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 Ii'勿忘

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J 136 因

此，從陽明後學到最山學的發展，我們看到「第一義工夫」作為問題意識的主

導，藉此，才可理解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在陽明學的開展與轉折中，為何

不斷受到青睞，成為一個主要的課題。

更重要的是，透過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所強調的「第一義工夫J '我們

發現不論從教法的實踐，或是義理本身的內在邏輯結構，乃至價值的判定上，

「第一義工夫」都有優先性。因而， r克己復禮」工夫的對治性意義，到了近溪

的解釋中，幾乎弱化而轉為「為仁由己」的詮釋。用一形象化的比喻來說，近溪

打破以往儒者常用的「磨鏡」凹或「浮雲蔽日J 138等工夫比喻，轉而以「水冰」

134 陽明(大學古本序〉云: r噫!乃若致知，如l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見《玉陽明全集» ,

頁 243 。

135«劉宗周全集» ，第 2 冊，頁 307 。

136 «聲IJ 宗周全集» ，第 2 冊，頁 354 。

137 曰仁曰: r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錢，常人之心如昏錢。盡是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

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

照。」見《傳習錄》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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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喻代之，他所根據的理由是:

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

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貝IJ 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

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

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對冰之與水，猶為相

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

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

冰之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

珠，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

無二、無息者也。凹

對於「天理人欲不並存」的宋明理學共法，近溪並未反對。但從「天理」與

「人欲」只是一心之「迷」、「悟」言， r禮 J (善)與「非禮J (惡)皆從「心」

上說，近溪的「冰之於水」的比喻，更貼近陽明「心即理」義理主軸下「致良知」

的工夫教法。如是，第一義工夫所強調的與其是私欲雜念的克除，毋寧說是良知

心體不閒斷地發用。故近溪乃言: r工夫得不閒斷，方是聖體。」又說: r故學

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閒斷、不閒斷耳。 J 140

四、結語

研究明清思想的學者，不難察覺到自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間，興起一股反對

朱熹「克己復禮」解的思想脈動;而若從思想變化的外在面貌來觀察，很容易將

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與清代顏元、李蝶、戴震等人的「克己復禮」解視為

同調。如溝口就因陽明後學反對朱熹「克去己私」、「己」不作「私欲」解的角

度，便認為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已透露對「人欲 J (私欲:個體欲望)

肯定的立場。並將陽明後學依「一體之仁」所詮釋的「天下歸仁 J '理解為「己

138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傳習錄》

下: 290) ;先生曰: I~死去惡念便是善念，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

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卻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J ((傳習錄》下: 237)

139 轉引自《明儒學案»'卷34 '頁 765 。

140«好壇直詮» '上卷，頁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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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與「他欲」的統攝。尤有甚者，還把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當作與「里

甲制」解體相關的社會經濟論述。然而，經由本文對東廓、龍溪與近溪等陽明後

學「克己復禮」解的義理解析來看，溝口之論斷，實有待商榷。因為，從陽明後

學「克己復禮」解所源自的王門講會語境來說， I克己復禮」是內在於宋明理學

的工夫論論述。再者，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其內在義理並未背離宋明理

學「存天理、去人欲」以臻至「無欲」的共法，皆能正視道德生活中的善惡二元

性。因此，陽明後學雖反對朱熹「克己復禮」之「己」作「己私 J (己之私欲)

解而必去除之(克去己私)的詮釋，但並不意昧著陽明後學就肯定「私欲 J ;相

對地，陽明後學之所以反對朱熹「己」作「己私」解，就是要藉由「克己復禮」

之「己」與「為仁由己」之「己」在訓解釋上的一致性，強調「己 J (self)作為

道德實踐之行動主體的重要性與不可消解性。尤有進者，如近溪甚至以「己身」

來指涉「己 J '並從「身心一如」、 III生善氣亦善」的角度，賦予「己身」作為

「形色，天性也」的積極道德意涵。此與朱熹「理氣二分」、宋明理學區分「義理

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思路，迴異其趣。另一方面，我們從陽明後學的「克己

復禮」解，看到他們追求「第一義工夫」的一致主張。而從陽明後學之重視第一

義工夫，我們看到他們重新建構「顏氏之學」的豐富義理內涵，也逼顯出宋明理

學內部類似禪宗頓/漸工夫論的擇取問題。要言之，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的

工夫論意涵即在於:道德實踐的本質，原是落在本體的呈露覺悟與保任護持上，

而非只是念慮雜恩的克除。

此外，與「克己復禮」相關的「天下歸仁」之理解，陽明後學均以陽明的

「一體之仁」來詮釋，他們力排朱熹「效驗」說的解釋，充分彰顯儒家道德理想

主義的宏願，以及「頓教」當下圓成的理境，此義顯然不能理解為「己欲」與

「他欲」的統攝問題。因為，宋明理學從未取消個體欲望的實在性，他們所謂的

「人欲」不意味著個體欲望，而是與「天理 J (善)對反不並立的「私欲 J (惡)。

在這個意義下，宋明理學關切的是「天理 J (心體、本體)自作主宰，藉以順成

個體欲望的合理安排與價值顯現。陽明後學的「克己復禮」解，也透顯此義。

最後，陽明後學「克己復禮」解所強調的「第一義工夫 J '可以讓我們重新

省思修養工夫與生活實踐的關係。近溪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況「氏之秉拜，好是懿德 J '貝IJ 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操，

而王道蕩平，終身由之，而何有於崎山區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

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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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

開以崎山區而迴轍;行舟者，亦數千百人，未開以灘瀨而倚撓。而吾學聖賢

者，則車未曾推、舟未曾發，而預愁崎山區之阻、灘瀨之艱，此豈途路之陀

於吾人哉?亦呆吾人之自阮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叫

誠如近溪所言: r蓋大體、小體兼備，方是全人;視、聽、言、動、思兼

舉，方是全心。 J 142 貝IJ r第一義工夫」必以「己身」為道德實踐的行動主體，

以求本心的覺悟與保任。如是，吾人從事工夫修養時，身心的一體護持是必要

的，而工夫的緊要處，就不在於「追究既往 J '也不在「以逆將來 J '而在於「只

論目前」凶。易言之，顏淵「克己復禮」即是「當下」工夫，意在斯焉!

後記:本文初稿曾先後在「東亞思想傳統中的身心關係修養功夫與生活實踐」學

術研討會、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講演會中宣讀，承蒙與會學者與師友的指

正，謹此致謝。

141 «時壇直詮» ，上卷，頁 114-115 。

142 轉引自《明儒學案» ，卷 34 '頁 769 。

143«時壇直詮» ，上卷，頁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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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Yangming School Interpretations of

“kejifuli"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Culitivation

Yueh-hui Lin

Abstract

How best to interpret the passage,“master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k句iifuli克己復禮) (Analects) ,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oth past and

present. In this respect, i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ree mid

Ming dynasty disciples of Wang Yangming: Zou Dongguo, Wang Longxi and Luo

Jinxi; and to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ree Qing Dynasty thinkers: Yan Yuan, Li Gong,

and Dai Zhen. Both of these groups doubted the validity of Zhu Xi's inte叩retation of

the above passage. In evaluating Ming-Qing intellectual trends , the Japanese scholar

Mizoguchi Yuuzou lumps all six thinkers together and interprets their posit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a旺irming desire.

However, in this study I express doubts about Mizoguchi 's claims. It is my

assertion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of late Ming Yangming

disciples and Qing thinkers with respect to philosophical trends and awareness of

certain intellectual questions.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nd proofs Zou Dongguo, Wang Longxi and Luo Jinxi give to the passage

“master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which reflects their own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ories on cultivation-a position quite unlike that of Yan Yuan, Li Gong, and Dai

Zhen.

This study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Zou Dongguo, Wang Longxi, and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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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xi's interpretation of “master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Although each alters

the meaning of this passage, all three thinkers take Wang Yangmi嗯's idea of extending

innate knowing as the basis, and use the “Fu" symbol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 as the root of this thought to oppose Zhu Xi 's interpretation of “overcoming

and eliminating selfishness" (kequyisi克去己私). They especial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and necessity of the self in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moral im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master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these

Yangming schoolmen revived the idea of “ the learning of Yanhui “(顏子之學)，

strongly emphasizing its importance as the primary method of cultivation (第一義工

夫) and asserted that in practice, preserving heavenly principle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elimination selfishness.

Keywords: Yangming Scholl, Zhu Xi, Kejifuli, the learning of Yan Hui, the primary

method of cul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