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王畿，字汝中，別號龍溪，乃王陽明的學生。「象山之後不能無慈湖，文成

之後不能無龍溪」1。此語乃黃宗羲對王龍溪思想所作之評價。雖然他認為王龍

溪思想近於佛老2，但他也不得不承認王龍溪對於王陽明之學多有發明3。王龍溪

之學是否近於禪、老我們可以暫且不論，但光憑黃宗羲對王龍溪思想的評價，我

們就可以知道王龍溪做為陽明後學的一員，其重要性是不言而喻的，我們若要對

陽明學有更深入之理解，那麼對王龍溪的思想也要做一番理解便是免不了的了。 
自王陽明死後，原本至簡至易的「致良知」教，反而成為爭端，成為一個最

難解的問題了。然就此爭端而論，若究其原始，在陽明生前便已經開始了，而開

啟此爭端者便是王龍溪與錢緒山4。乃至於到王陽明死後，因王陽明的諸位學生

對於良知的理解不同，良知如何「致」更成為諸位後學論爭不已的問題，而龍溪

以其才高，更成為諸家所攻詰的對象。而王龍溪於王陽明死後所產生的諸多良知

說多有所掌握並於以回應，這便對於我們了解陽明後學提供了一個進路，而且我

們更可從王龍溪與他人的論辯中，清楚的理解他的思路與其思想，這就讓我們能

更方便的去了解王龍溪與王陽明思想中的關聯，進而推斷王龍溪是否真於陽明學

有所發展，抑或是有所蕩越。更重要的是，這使我們對於陽明學所涵蘊的義理能

有更進一層的理解。 

                                                 
1 參《黃宗羲全集》（臺北：里仁書局，民國 76 年 4 月）冊 7，〈明儒學案〉上，頁 240。以下簡

稱《明儒學案》，上冊。 
2 參《明儒學案》，上冊，頁 239，其言：「夫良知既為知覺之流行，不落方所，不為典要，一著

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不得不近於禪。流行即是主宰，懸崖灑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

依為權法，是不得不近於老。」 
3參《明儒學案》，上冊，頁 240，「象山之後不能無慈湖，文成之後不能無龍溪［……］而先生

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多有發明也。」此先生即指王龍溪。 
4 其事載於「天泉證道」紀裡。得見於《陽明年譜》、《傳習錄》卷 3、《王龍溪全集‧天泉證道

紀》、《東廓文集‧青原贈處》。 



先天正心學之衡定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一、黃宗羲先生 

黃宗羲先生認為「若心體既無善惡，則意知物之惡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

既妄，安得謂之復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獨先生言之耳。」
5又「以四無論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曰從心上立根，是可以無視

乎意矣！而意上立根者為中下根人而設，將《大學》有此兩樣工夫歟？抑只為中

下人立教乎？」6蓋黃宗羲先生不認為「無善無惡心之體」為陽明之主張，所以

於龍溪之「四無」更不以為然。更重要的是，他把龍溪之先天正心學放在大學的

脈絡下看待，以為龍溪之說有背於《大學》，甚至以《大學》為下乘，此中含意

不言而喻。 

二、牟宗三先生 

   牟宗三先生認為王龍溪之「四無」於陽明學中亦是有本，只是四無乃為實踐

對治所至之化境，不能做一客觀的教法。「四有」方是實踐之常則，是徹上徹下

之教法。「致良知」只能於四有句上成立，在四無上因無對治，故並沒有「致」

的工夫可言。四有雖於意上立根，然誠意工夫卻不是後天展轉的對治，誠意之所

以可能，在於其有先天的良知作為其超越之根據，故其並非徹底的漸教。四有之

為漸是因有對治而為漸，這種漸因有超越之根據，故有頓之可能根據。牟先生認

為王龍溪將先天之學看的太容易，又把四句教只看為後天，而忽略了致良知之先

天義，因此成了蕩越。除此之外，王龍溪的其他說法，大體皆是守著陽明的規範

而發揮的。7

三、唐君毅先生 

  唐君毅先生認為王龍溪的先天正心之學，在使一超於善惡意念之上的無善無

惡之心體能呈現的意義下，於陽明學中有其本；而在「別意於心，心之在善惡意

念之上一層」來說「心之無善無惡之至善」，與「在心上立根之學，乃在意上立

                                                 
5 參《黃宗羲全集》冊七，〈明儒學案〉上，頁 239。 
6 參閱同上，頁 239。 
7 參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9 年），頁 27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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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之上一層次」者，便與陽明未嘗別意於心不同，亦異於陽明所言之「無善無惡

心之體」。8所以唐先生並不否認先天正心學為一教法，他說「此乃明是天資高者，

由極高明以道中庸之工夫路數。」9但他亦不認為此教為必然，且若有人「發得

此觀解，亦可于此所觀解者，作玄理境界玩弄，阻其即此所悟以起工夫。此則其

幾至微，人乃或道愈高而魔愈大。」10認為此乃龍溪之教不能無弊之故，而非龍

溪之學先有此弊也。 

四、勞思光先生  

勞思光先生認為王龍溪別有「在先天心體上立根」之工夫，大異於陽明「致

知格物」之旨。又以「復」、「日減」、「悟」為心體工夫，這已非道德實踐義之工

夫，而是自我覺悟義之工夫。又王龍溪屢將悟入工夫與悟後境界相混，使人以為

「悟入」處即最高境界所在，因此使工夫過程無法安立。所以論其悟境，龍溪已

入禪門，背離了儒家宗旨。11

五、彭國翔先生  

    彭國翔先生認為王陽明《大學》誠意工夫對於「本體上何處用得工？」這問

題並沒有具體之討論，而龍溪的先天正心之學正是處理這問題，由此將 1）心體

立根（其下工夫條目分為：操心與養心、不失其初心；慎獨；立志）與 2）無中

生有（其下工夫條目分為：好惡無所作；何思何慮；忘）視為「先天正心之學」

之工夫12。而更以龍溪的一念工夫統攝「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

認為「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這兩套工夫都可以收到一念之微的實踐上。」
13而以為「從作為良知心體端倪的『一念之微』與『幾』處作工夫，其實也就等

於心體立根的先天正心之學」14。 

                                                 
8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8 年），頁 477。 
9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9 年），頁 382。 
10 參閱同上，頁 382。 
11 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灣：三民書局，民國 86 年），三上，頁 455-458。 
12 參彭國翔：《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頁 105-125。 
13 參閱同上，頁 148。 
14 參閱同上，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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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一、研究方法與進路 

以問題作為本論文之導向，以對比的方式作為本論文論述之方法。由前者，

筆者所要處理的是「先天正心之學」的成立如何可能的問題，而這更基本的關涉

到王龍溪所提出的四無究竟是一個理境15抑或是個教法16，因為筆者以為若四無

為一個理境，則「先天正心之學」便沒有必然存在的需要；而四無若是一個教法，

則雖然它可以涵涉攝「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個工夫，然它於陽明學的脈絡下又

是如何可能呢？而若在陽明學下此一工夫若不可能，那麼我們便可以追問這樣一

個教法和工夫是個怎樣的教法和工夫。由後者，筆者以原典為中心，一方面由王

龍溪與陽明諸後學的論辯中，抽繹王龍溪對於陽明學之理解；一方面對於王龍溪

以及王陽明的基本思想做一番比較，再由此檢視王龍溪所獨有之見解是否為陽明

學甚至是儒學能在邏輯上所蘊涵者。經過如此檢証，一方面可以清楚的展現王龍

溪的思想，一方面又能對其思想保持一個適當的距離，進而加以評判。 

二、研究目的 

若四無作為一個理境，那麼四句教似乎更是徹上徹下的工夫17，為達到四無

的充分且必要條件，相反的，「先天正心之學」只能是四無的充分條件。而若四

無作為一教法，那麼「先天正心之學」便是一個充分且必要之工夫，而且可與四

句教分庭抗禮，然而它又不得不讓人有所懷疑而起爭議，而使王龍溪在王陽明死

後，不得不成為眾人爭論之對象。所以筆者想要釐清先天正心學作為一門工夫是

否能為陽明學甚至是儒學所蘊含，更進一步問這是如何可能。因為若是「先天正

心之學」能為陽明學所蘊含而不能為儒學所蘊含，那麼便會牽扯到陽明學的定位

問題。而其可不可能的問題則牽扯到四無作為一個教法能否成立的問題，也關係

到王陽明對四無之評價是否正確的問題。 
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位先生作過相關的研究，然而各位先生對於「先天

                                                 
15 王龍溪云：「若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心，意即是無善無惡之意，知即是無善無惡之知，物即是

無善無惡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筆

者以為除了「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心」為工夫語外，其他皆為境界語。參《王龍溪全集》（臺北：

華文書局，民國 59 年），冊 1，卷 1，〈天泉證道紀〉，頁 89。 
16 王陽明於天泉證道中云吾教法原有此兩種：「四無之說爲上根人立教，四有之說爲中根以下人

立教。」依王陽明的理解四無為一教法。參閱同上，〈天泉證道紀〉，頁 91， 
17 王陽明云：「但吾人凡心未了，雖已得悟，仍當隨時用漸修工夫。不如此不足以超凡入聖，所

謂上乘兼修中下也。」參閱同上，〈天泉證道紀〉，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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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之學」的評價並無一致，足見這其中還有文章可作，筆者也會隨著論文的進

行，對諸位先生與筆者立場同與不同處作一一的討論。再者，吾人還未曾見到有

人將王陽明與王龍溪師生二人間的思想作一一對比的研究，所以筆者希望能藉此

研究，將王陽明與王龍溪二人思想間的關係做更進一步的釐清。 

第四節  論文大要 

一、論域 

此論文討論的是王陽明「致良知」教的繼承與發展，然而這並不是討論所有

王陽明之後的良知教，而特以王龍溪作為討論的對象，雖然我們為了能掌握王龍

溪學問的核心「先天正心之學」，必須討論王龍溪對當時「良知意見」的爭論。

而這邊所謂的繼承與發展，如題所說，是關於「致良知」教的繼承與發展，而不

是其他的發展，如三教合一的發展。而龍溪對於王陽明的繼承，表現在《大學》

工夫上，即所謂的「先天之學」。而於此「致良知」教上更有發展，其發展表現

在三個面向，一是提出了更精緻的心理分析，而這表現在對於「良知與知識」18

的分別上；一是提出了更精緻的工夫論，即一念工夫與「先天正心之學」的提出；

一是將身體納入了良知的討論範圍，而有一個關於良知身體觀的發展19。對於這

                                                 
18 這邊所謂「知識」在較窄的意思上，指的是認識心；在廣義上，還包括了聞見之知，即現在

一般意義下的知識。 
19 如龍溪說：「聖人微言，見于大《易》。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便是吾儒說虛的精髓。

『無思也，無為也，寂然不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便是吾儒說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

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兩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徃來，謂之火候。

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

一切藥物老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

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不能違焉。不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丹經，有

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是不思不為，念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

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

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不求脫離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易》，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

乎？先師提出良知兩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

騁不得一些精采，活佛活老子至此弄不得一些伎倆。［……］」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4，〈東

遊會語〉，頁 292-294。又如龍溪云：「醫家以喜怒過縱為內傷，憂思過鬱為內傷。縱則神馳，鬱

則神滯，皆足以致疾，眼看色不知節，神便着在色上；耳聽聲不知節，神便着在聲上，久久皆足

以損神致疾，但人不自覺耳。惟戒慎不睹、恐懼不聞，聰明內守，不着於外，始有未發之中；有

未發之中，始有發而中節之和。神凝氣裕，沖衍訢合，天地萬物且不能違，宿疾普消，特其餘事

耳。此保命安身第一義。」參閱同上，冊 1，卷 4，〈留都會紀〉，頁 313。龍溪將心屬神，將身

屬氣，對於身心之間的交互關係提出說明，而以致良知正足以保身養生，將致良知與道教丹經之

義作結合。其中關於良知與我們的身體間的論述，便是筆者於此所說的身體觀的意思。而這個發

展亦非龍溪自創，其實在陽明的思想中已見端倪。如陽明云：「夫良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

神，以其流行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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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面向，我們只討論前面二個面向，而不討論第三個面向，原因有三，一是筆

者學力限制的問題，因為若要對此身體作一論述，則必須要對《周易參同契》等

典籍有一定的了解，而以筆者的學力來看，目前並不及此；一是這也與三教合一

的發展相關，而因為三教合一並不在此論文討論的範圍內，所以若要勉強討論，

亦不整全；最後，此良知身體觀的地位，乃附屬於「致良知」教之下的，是「致

良知」教次一級的問題，所以對「致良知」教的討論是首要而優先的。因此，本

論文便不討論這關於身體的問題，儘管它也是了解王陽明「致良知」教之發展的

一個重要問題。而龍溪對王學之發展，一念工夫固然為《大學》工夫的更細緻的

說明而為我們所認可，然而「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發展便有問題，而本論文便

是要討論「先天正心之學」所引發的問題，並對之作一在王學本體論與工夫論之

判定，而此衡定之標準，一是來自於孟子，一是來自於王陽明，一是來自於王龍

溪本身20。 

二、天泉證道 

前面說首開爭端者是王龍溪與錢緒山。而其事便載於「天泉證道」紀裡21。

蓋錢緒山認為陽明教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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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句為法，而龍溪認為陽明立教隨時，實無定法，更以體用關

係貫徹四句教，以為心意知物為一事而提出四無，此即「若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

心，意即是無善無惡之意，知即是無善無惡之知，物即是無善無惡之物。」二人

持論不同，於是便請証於王陽明。陽明云： 

                                                                                                                                            
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良知之說明，即凡若此類

皆可以不言而喻。不然，則如來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王陽明

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上冊，卷 2〈語錄 2〉，頁 62。另外，陽明亦將孟子

的「集義」、「養氣」收到致良知說中，他說：「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良知。說集

義則一時末見頭腦，說致良知即當下便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說致良知，［……］若時時刻

刻就自心上集義，則良知之體洞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不得於言，勿求於心，

不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說，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立方，說得大段；

不若《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易，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參閱同上，卷 2〈語

錄 2〉，頁 83-84。由此可見，傳統儒家與當時道教資源的結合，在陽明身上已有發端，而龍溪作

為其弟子，顯然的對此結合亦延續了師教，而有其看法。 
20 這邊所謂的判準來自於王龍溪本身，乃就龍溪所分判之良知異見而言。即將「先天正心之學」

劃入良知意見中，分判其為何種良知意見。此所以筆者要處理「良知異見」的原因。 
21 天泉證道一事於《陽明年譜》、《傳習錄》卷三、《王龍溪全集‧天泉證道紀》、《東廓文集‧青

原贈處》等處皆有載，四者所記略有出入，例如在《東廓文集》中所記之四有為「至善無惡者心，

有善有惡者意，知善知惡是良知，爲善去惡是格物」。而四無為「心無善而無惡，意無善而無惡，

知無善而無惡，物無善而無惡」。又如《王龍溪全集》所記較其他二版本多了「無心之心則藏密，

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一句；而且在文後陽明對於四無的評價

上，此版本亦多了「此是傳心秘藏，顔子明道所不敢言者，今既已說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豈

容復秘？」這樣的評語。本論文一方面因所現在所論者為王龍溪，一方面因此四版本對於我們現

在了解天泉證道一事，不會在義理上造成太大的困擾，故先取《王龍溪全集》所載者，其餘者相

資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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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兩種：四無之說為上根人立教，四有之

說為中根以下人立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惡心體，便從無處立根基，

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了百當，即本體便是工夫，易簡直截，更無剩欠，

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惡上立根基，

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惡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

有以歸於無，復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不易得，只得就中根

以下人立教，通此一路。汝中所見，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見，是接中

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見，我久欲發，恐人信不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

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不敢言者，今既已說破，亦是天機

該發泄時，豈容複秘，然此中不可執著。若執四無之見，不通得眾人之意，

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若執四有之見，認定意是有善有惡

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了，雖已得悟，

仍當隨時用漸修工夫，不如此不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

中此意，正好保任，不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漏泄。德洪却須進此

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沈毅，汝中資性明朗，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

若能互相取益，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22

 
雖然陽明對於四有與四無23皆有所肯定，認為四無可接上根人，而四有可接

中下根人，但在此處，陽明對四無之肯定似乎是無可復加的了，認為它是「傳心

秘藏，顔子、明道所不敢言者」。因此文載於《王龍溪全集》，是否有龍溪自讚自

美的嫌疑我們不知道，也無法知道；但我們卻可從錢緒山與王龍溪的這番論學與

王陽明對此二人論學之評斷知道，在四句教的背後，隱藏了一個對於四句教在邏

輯上的可能發展，而這個發展便是龍溪所說的「若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心，意即

是無善無惡之意，知即是無善無惡之知，物即是無善無惡之物。」以及陽明所說

的「悟得無善無惡心體，便從無處立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了百當，即

本體便是工夫，易簡直截，更無剩欠，頓悟之學也。」這以頓悟為基礎的四無教。 
然而，這個發展如何可能呢？因為我們知道，王陽明學問的基礎在《大學》

                                                 
22 參閱同上，頁 91-93。 
23 四無與四有之說，在諸「天泉證道」的紀錄中，只《王龍溪全集》有此分說，據陳來先生的

說法，四無「若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心，意即是無善無惡之意，知即是無善無惡之知，物即是無

善無惡之物 」為王龍溪了立場。四有「至善無惡者心，有善有惡者意，知善知惡是良知，爲善

去惡是格物」雖為鄒東廓所錄，但更說明了錢緒山的立場。而王陽明的立場即是有無合一四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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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陳來《有無之境》

（臺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9 年），頁 300。然而於《陽明年譜》、《傳習錄》卷 3、《王

龍溪全集‧天泉證道紀》所記，錢緒山皆以陽明四句為持論，且陽明於記中皆說明了他的教法原

有兩種，一個是四句，一個是四無。因此，筆者於第四章將會提出論證，說明四有並非如鄒東廓

所錄者，而四有所論之「心」當為有善有惡之心，為龍溪為突顯出四無作為教法而對四句教所作

的曲解，而姑且不論錢緒山個人對四句教的理解為何，至少他於天泉證道中是以陽明之四句與龍

溪相論。而在此章中，為了論述上的方便，暫時取用王龍溪所分判的四有與四無來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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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正心工夫是要在誠意上用的，正心並無特別一段工夫24。又王陽明一向強

調必有事焉的致良知工夫，認為上達只在下學裡25。所以王陽明於天泉證道中所

提出的以四無作為接引上根人之教法的說法，在我們考之陽明平時的種種立說

後，似乎頗有可議之處。相反的若我們將四無作為一理境看待，反而於陽明平時

之立說有相契合之處。例如： 
 

蓋不睹不聞是良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良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

常覩其所不覩，常聞其所不聞，工夫方有個實落處。久久成熟後，

則不須著力，不待防檢，而真性自不息矣。26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

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理，便是吾良知的流行不息。致良知

便是必有事的工夫。此理非惟不可離，實亦不得而離也；無往而非

道，無往而非工夫。」27

 
「不須著力，不待防檢，而真性自不息矣」、「良知的流行不息」，都是做工夫到

了熟處而有之境界，而陽明於此還猶強調致知工夫不可離，一如陽明於天泉證道

中所謂上乘兼修中下，否則不足以超凡入聖。而在《陽明年譜》、《傳習錄》的記

載中，陽明更強調四句方是徹上徹下的工夫，認為「四無」本體工夫一齊盡透，

乃明道、顏子所不敢承擔者。若空想本體，而不於良知上實用為善去惡的工夫，

便有病痛。所以四無於天泉證道中王陽明雖以它為一教法，然而於王陽明學平時

的論學中它更像是一個境界，即由致知之漸修而達至之化境。 

三、先天正心之學 

上面說王陽明在《大學》的架構中論工夫，因而於正心一段並無工夫可做，

正心工夫實落於誠意上。而若於《大學》下論正心，那麼王龍溪於此亦不會有意

見28。然而王龍溪的「正心」卻還另有一個意思： 
 

                                                 
24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9。陽明云：「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

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力也。心之發動不能無不善，故須就此處著力，便是在誠意。」 
25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裡。凡聖人所說，雖極精微，

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裡用功，自然上達去，不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參《王陽明全集》上

冊，卷 1，〈語錄 1〉，頁 13。 
26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23。 
27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23。 
28 王龍溪云：「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即屬於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於

意，始有善有不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參閱《王龍溪全集》，冊 2，卷 8，〈大學首

章義解〉，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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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良知者，不學不慮，存體應用，

周萬物而不過其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人之心體，本

無不善，動於意使有不善，一切世情見解嗜慾，皆從意生。人之根器不同，

功夫難易，亦因以異。從先天立根則動無不善，見解嗜慾，自無所容，而

致知之功易。從後天立根，則不免有世情之雜，生滅牽擾，未易消融，而

致知之功難，勢使然也。29

 
人之根器原有兩種。意即心之流行，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

立根，無善無惡之心，即是無善無惡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若

從意上立根，不免有善惡兩端之決擇，而心亦不能無雜，是後天復先天，

中根以下之器也。30

 
以先天之學31來形容正心工夫，乃是與作為後天之學的誠意工夫對舉，前者因未

有經驗參雜其中，故在工夫上較後者更為簡易，所以王龍溪要我們於先天心體上

立根。這樣的正心意涵是承著四無教而來的，只是既然王龍溪以正心有一段立根

的工夫，那麼先天正心一段實功為何呢？因為既然講的是成德之學，則必然要有

一成德的的工夫，王龍溪於此只以根器做解釋，並不能給予我們滿意的回答。因

為，我們固然可以承認對於不同根器的人可以有不同的教法，然而教法本身必須

要有內容，才能讓我們有所依循。我們再往下看。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立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良知

是徹上徹下真種子，智雖頓悟，行則漸脩。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

根本智，所謂頓也。在普賢行門，參德雲五十三善知識盡差別智，

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不開，無以徵學。

然悟不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若真信

良知，從一念入微承當，不落揀擇商量，一念萬年，方是變識為智，

方是師門真血脈路。32

 
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龍溪的先天正心工夫便是他在天泉證道時所提之

「悟」字。悟自然是悟得良知真種子，即所謂在先天立根也。只是所謂頓悟漸修

在此脈絡下，亦不離人之根器。這樣，王龍溪還是沒有回告訴我們關於如何頓悟

                                                 
29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陸五臺贈言〉，頁 1109。 
30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0，〈答馮緯川〉，頁 668。 
31 先天之學一如「正心」，在龍溪學裡有兩個意思。一個是依《大學》的意義來講的。他說：「夫

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先天是心，

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便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便已屬於意。欲正

其心，先誠其意，猶云捨了誠意，更無正心工夫可用也［……］」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

〈致知議辨〉，頁 412-413。另一個先天之學的意思如上文所引者，是相對於後天誠意之學而顯出

的先天正心之學。 
32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2，〈答程方峰〉，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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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而若這樣的工夫沒有一個下手之處，又將頓悟的可能歸之於根器，則他

所謂的簡易工夫，便很難說是一個工夫，因為它並非一般人所能實踐的成徳之

教。而且就以此學是對上根人立教的角度來看，先天正心之學若無工夫下手處，

而只以根器作為此學成立之根據，則先天正心之學似乎只回答了一件事，即，因

為你是上根人，所以你就能頓入心體。若真是如此，則先天正心之學的成立甚為

空洞，因為它還是沒有告訴上根之人如何頓入心體。而就上根人來說，我們不禁

要問，既然已是如堯舜般能「性之」的人物，還真的需要一段先天正心的工夫嗎
33？ 

再看王龍溪怎麼說「悟」，他說：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不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

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鍊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

印証，未離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己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証悟。收

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易於淆動。

得於鍊習者，為之徹悟，磨礱煅鍊，左右逢源；譬之湛體冷然，本來晶瑩，

愈震蕩愈凝寂，不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易，

及其成功一也。34

 
由這段引文來看，「悟」有三種，而此三種並非同一工夫之三個歷程，至少我們

看不出王龍溪有這樣的想法，雖然他於文後說王陽明之學「其始從言入，已而從

靜中取証，即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切經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
35再加上他又有「根有大小，故蔽有深淺，而學有難易，及其成功一也。」這樣

的說明，所以我們可以說這只是三種「悟」的進路，而王龍溪自然最是推崇第三

種，即「徹悟」。因為「解悟」與「証悟」都不夠究竟，所以我們只要討論「徹

悟」即可。然而他所謂的「徹悟」乃是從人情事變習鍊而有的悟，這種悟顯然與

天正心之學所說的頓悟不同。「徹悟」乃是由人情事變而得，這正是陽明《大學》

所謂的「必有事焉」的致知工夫，即透過事上磨練的工夫歷程即可達到。可是此

悟若放在王龍溪「先天正心之學」的脈落下看，便啟人疑竇。因為「先天正心之

學」所謂在先天心體立根、悟得良知真種子的「頓悟」工夫，並沒有要求我們從

事事上磨練的工夫，甚至沒有告訴我們入悟的方法。當然，「先天正心之學」並

非《大學》致知工夫，因為《大學》工夫並非要我們以頓悟本體為事，而在王陽

明的致良知教中，我們也看不到陽明有只有上根之人才作「事上磨練」工夫的思

想。由此可見，在龍溪的思想中有著兩個不同的成德系統，一是承陽明而來的致

良知之教，一是其自身所有的「先天正心之學」，而此二學在龍溪的思想中所扮

演的角色，與其在論學上與研究上所造成的的理論後果，便是此論文所要探討的。 
                                                 
33 牟宗三先生認為「此一教法似乎只對上根人之『性之』而說，所謂天縱之聖，然既是『性之』，

又是天縱，又如何可說是教法呢？」參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281。 
34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7，〈悟說〉，頁 1224。 
35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7，〈悟說〉，頁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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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導論 

四、結論 

由上，我們可以知道，王龍溪所言的「顏子不遠復，纔動即覺，纔覺即化，

便是先天之學；其餘頻失頻復，失則吝，復則無咎，便是後天之學。」36先天與

後天工夫的區分，首先因它將之放在根器的架構下來討論，基本上便是失敗了。

又，「悟」是一工夫抑或一境界，王龍溪亦不能有清楚的說明。而筆者欲指出，

龍溪學的系統內部之所以有以上的問題，原因便在於龍溪學是由兩個工夫系統所

組成的，一個便是架構於《大學》的陽明學，另一個便是由四無教而開出的先天

正心之學。若我們分別的看龍溪學裡面的這兩個系統，我們會發現，其實這兩個

系統可以是各自獨立的。然而王龍溪並沒有將此兩系統間的關係作一清楚的辨析

與說明，只以根器作為兩學之間的橋樑，如此一來，四無教與四句教、先天正心

工夫與後天誠意工夫便判為兩途，這是個問題，而王龍溪竟僅以權法視之37，所

以不能不在其系統內部出現矛盾。所以先天正心之學是否真的可以築基於陽明學

上而為陽明學的發展，實還有待考量，而此亦為筆者於論文中所要探討的。 
 

 

 

 

 

 

 

 

 

 

 

 

 

 

 

 

 

 

 

 
                                                 
36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陸五臺贈言〉，頁 1110。 
37 對於四句與四無，王龍溪認為「學須自証自悟，不從人腳跟轉，若執著師門權法以為定本，

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1，〈天泉證道紀〉，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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