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良知異見 

第一節  前言 

此章筆者所要處理的是龍溪的良知觀。蓋陽明去世後，良知紛成意見，陽明

的弟子們皆有其對良知教1的看法，莫衷一是。然而這種情形亦非陽明去世後才

出現的，其生前著名的便有龍溪與錢緒山的四有四無之辯，只是其過世後，這種

情況方更為明顯起來。而我們從王龍溪所記載下來的良知異見來看，對於良知與

致良知便有八種不同看法，若加上龍溪自己的意見，便有九種良知意見。足見當

時議論之紛紛確實不是沒有理由的。然而與其說筆者於此章的目的是要一一的來

剖析各種對良知與致良知的不同見解，倒不如說筆者想由此抽繹龍溪哲學思想的

前提，也就是他對良知作為良知與致良知究竟有怎樣的認知與體會。因為心學家

論學，並不是對理論本身有一純粹的興趣，理論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實踐的延伸，

理論乃立基於實踐上，是有著實踐的目的的，也因此理論的呈現即其所學的呈

現。所以知道了龍溪對良知與致良知的見解（或者說認知），便知道了龍溪對良

知與致良知的體會。而基於這樣的目的，本文雖然題為「良知異見」，而且將會

大量觸及龍溪以外的良知教，但除了關於良知的理論外，並不打算旁生枝節，於

龍溪之外的良知諸說作一深入的背景上的考察，而詳細地枚舉出何種良知的見解

為誰所主張，因為這樣的做法一方面過於瑣碎，非筆者所長；一方面在文獻上，

我們也很難將某一個良知的命題直接的歸屬於某個確定的人；而事實是，各個良

知意見彼此未必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們於下文中很快的就會發現一種情況，即

持不同良知意見的人在同一個良知意見上是會有交集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這樣做並不會為本文的目的帶來更清晰的結論。因此，此章除了將要處理的幾個

重要的命題之外，筆者並不打算屑屑於對何種良知或致良知說為何人所提出的這

樣細瑣的考察作過多的著墨，而於此願批判地沿用前人之研究，蓋此章的重點不

在此也。而為了達到明瞭龍溪對良知與致良知的見解的這個目的，筆者將以對比

                                                 
1 此所謂良知教包括了對良知與致良知的見解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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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行論述，以突顯研究對象的思路，這也是筆者要處理「良知異見」2這

個題目的原因。龍溪的論敵多，且他對於敵論亦不輕易含糊錯過，故欲從其論辯

之中抽繹其思想理路相對容易。以下筆者就由論良知異見始，而以龍溪的良知觀

作終。 

第二節  良知異見 

我們於龍溪全集中可見到兩段對良知意見所做的描述與評斷，筆者將之整理

如下： 
 

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見所聞，未免各以性

之所近為學。又無先師許大罏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良知宗旨

不敢有違，而擬意卜度，攙和補湊，不免紛成異說。有謂良知落空，必

須聞見以助發之；良知必用天理則非空知。此沿襲之說也。有謂良知不

學而知，不須更用致知；良知當下圓成無病，不須更用消欲功夫。此凌

躐之論也。有謂良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是自窒其用也；有謂

良知主於明覺，而以虛寂為沉空，是自汨其體也。蓋良知原是無中生有，

無知而無不知。致良知功夫原為未悟者設，爲有欲者設。虛寂原是良知

之體，明覺原是良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後之分。3

 
此文為龍溪於〈滁陽會語〉中所論良知異見。從文中我們可以整理出四種對

良知與致良知不同的看法，如下： 
一、有謂良知落空，必須聞見以助發之；良知必用天理則非空知。 
二、有謂良知不學而知，不須更用致知；良知當下圓成無病，不須更用消欲功夫。 
三、有謂良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 
四、有謂良知主於明覺而已，而以虛寂為沉空。 
而於〈撫州擬峴台會語〉中，亦有論及良知異見，其文曰： 
 

先師首揭良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

門，得於見聞所及者，雖良知宗說不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

議攙和，紛成異見。有謂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如鏡之照物，

                                                 
2 龍溪對於其他不同的良知見解，題為良知「異見」。而筆者使用「良知異見」，其意與龍溪稍異。

蓋龍溪以其學為陽明之正傳，故稱其他人之良知意見為「異見」。而筆者所謂「異見」乃相對於

龍溪之外的主張而言，即與龍溪差異之見解。因為此章的目的乃在釐清龍溪的良知觀，而非其他

人的觀點，因此，雖然筆者將會詳細的說明其他主張在說些什麼，但無疑地，筆者的目的是想藉

彼顯此，讓我們能更清楚地知道龍溪的主張。而龍溪之學是否為陽明正傳是有待證明的，亦為此

章所要探討的。 
3 參《王龍溪全集》（臺北：華文書局，民國 59 年），冊 1，卷 2，〈滁陽會語〉，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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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而明反眩矣。有謂良知無見成，由於修

証而始全。如金之在鑛，非火符鍛鍊，則金不可得而成也。有謂良知是

從已發立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良知本來無欲，直心以動，無不

是道，不待復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流行。主宰所以立性，流

行所以立命，而以良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

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論學同異之見［……］不容以不辨者也。寂

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見入井之

孺子而惻隱、見嘑蹴之食而羞惡，仁義之心，本來完具，感觸神應，不

學而能也，若謂良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良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

而無不知，若良知之前復求未發，即為沉空之見矣。古人立教，原為有

欲者設，銷欲正所以復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流行之體，流

行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不可得而分，分則離矣。所求即得之之因，

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不可得而別，別則支矣。4

 
由此文中我們亦可整理出六種對良知與致良知的不同看法： 
一、有謂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 
二、有謂良知無現成，由於修証而始全。 
三、有謂良知是從已發立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 
四、有謂良知本來無欲，直心以動，無不是道，不待復加銷欲之功。 
五、有謂學有主宰、有流行。主宰所以立性，流行所以立命，而以良知分體用。 
六、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然而此二文對於良知與致良知的各種說法頗有重複之處，如〈撫州擬峴台會語〉

的（一）「有謂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與〈滁陽會語〉中的（三）「有

謂良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明為同一種看法；又〈撫州擬峴台會語〉

的（四）「有謂良知本來無欲，直心以動，無不是道，不待復加銷欲之功。」與

〈滁陽會語〉中的（二）「有謂良知不學而知，不須更用致知；良知當下圓成無

病，不須更用消欲功夫。」亦同。故綜合以上種種看法，我們可以整理出八種良

知異見： 
一、有謂良知落空，必須聞見以助發之；良知必用天理則非空知。 
二、有謂良知不學而知，不須更用致知；良知當下圓成無病，不須更用消欲功夫。

即良知本來無欲，直心以動，無不是道，不待復加銷欲之功。 
三、有謂良知無現成，由於修証而始全。 
四、有謂良知主於明覺而已，而以虛寂為沉空。 
五、有謂良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即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 
六、有謂良知是從已發立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 
七、有謂學有主宰、有流行。主宰所以立性，流行所以立命，而以良知分體用。 
八、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4 同上，卷 1，〈撫州擬峴台會語〉，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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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面所述，筆者於此章的重點並不是要指出何人主張了何種命題。一方

面這於此章的目的沒有直接的相關；一方面也因為在文獻上有一些主張是我們無

法直接作一歸納，而明白的歸與其人的，因為此八個主張，未必是互相矛盾的，

例如主張（五）的聶雙江、羅念菴亦主張（三）與（六）；而主張（七）的劉師

泉亦主張（三）。所以在此筆者所要闡明的是於這些主張背後所透顯的問題，即

「良知與知識」、「良知與天理」、「有無現成良知」、「現成良知與致良知」、「明覺

與知覺」、「已發與未發」、「虛寂與明覺」、「主宰與流行」、「良知為一己之學或一

體之學」等。然而對於這些命題到底說了什麼，何以我們可以將之歸諸於上述九

種命題，我們依然要有一先行的理解，因此筆者有必要對這九個命題作一分析。

又龍溪於綜述各種良知意見後，皆以自己對良知與致良知的認知與體會作了回

應，這就讓我們能更清楚的掌握這些良知意見了。當然，在這同時我們亦對龍溪

的思路可以有一番了解。為了清楚的知道龍溪的主張，筆者將不會依照上面所列

良知意見的順序作為下面論述的順序，而將以問題為線索，用推演的方式作為行

文之準。 

一、良知與知識 

「有謂良知落空，必須聞見以助發之；良知必用天理則非空知。」此皆以為

良知落於「空」，然而說「必須聞見以助發之」與「必用天理」則是兩種看法。

前者指的是南宋朱子以來的一般看法；後者指的是湛甘泉的看法。此乃龍溪言「沿

襲之說」之因。 
自前者而言，陽明生前便已遭遇到了不少的問難。如《傳習錄》上所載：「愛

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理』，似與先生之說相戾。先

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5蓋朱子以為理在物上，而以格物

窮理為學問之工夫，其學重在明物理也。而於龍溪時，想必此種問難亦時出不窮，

唐君毅先生亦曾指出〈甘泉學案二〉中呂巾石〈復王損齋〉書中有此問難6，其

書中云：「來諭：『性無氣質，知有聞見，氣質不能累性，良知必藉見聞而後致。』

愚不敢以為然。」7此雖為甘泉學派內的討論，但朱子學在當時影響力亦可見一

                                                 
5 參《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上冊，卷 1，〈語錄 1〉，頁 2。 
6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9 年），頁 363。其中唐先

生以王損齋為黃損齋，此錯誤彭國翔先生已於其專書《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

中指出。此外，彭先生以為唐君毅先生誤認「良知必藉見聞而後致」為呂巾石之主張，筆者則以

為未免推論太過。蓋唐先生於書中寫道「謂良知必賴聞見之知，則明儒學案之甘泉學案中，呂巾

石復黃損齋書，明有此言。」我們可以看到，確實於〈復王損齋〉書中有「良知必藉見聞而後致」

這一句話出現，至於它是不是呂巾石的主張，我們其實並不能於唐先生的文句中看出的。彭國翔

先生對此的討論，可以參看其《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臺北：臺灣學生書

局，2003 年），頁 343。 
7 參《黃宗羲全集》冊七，〈明儒學案〉（臺北：里仁書局，民國 76 年 4 月），下冊，卷 38，〈甘

泉學案 1〉，頁 916。以簡稱《明儒學案》，下冊。《明儒學案》上冊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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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龍溪於此雖只以「沿襲之說」帶過，連回應都沒回應，但我們綜觀整個龍溪

全集，對於此問題實多有著墨，不但為此「良知／聞見（還有知識）」的關係做

了原因的說明，還做了理由的說明8。我們先看龍溪對於良知與聞見之知的說明。

他說： 
 
良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識識，是知識之知，而非良知也。良知本

無不知，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見而識之，是聞見之知，非良知也。是皆

不能自信其良知，疑其不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

聖人立教，皆助道法耳。良知亦法也，果能自悟，不滯於法，知即良知之

知，識即良知之識，聞見即良知之聞見，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9

  
這裡，龍溪提出了分別提出了良知、知識之知、聞見之知三個概念。良知有兩個

面向，一是對知識之知而發，一是對聞見之知而發。就前者而言良知無知，就後

者而言，良知無不知。然而良知既無知又無不知豈不是矛盾嗎﹖當然不是。其實

我們只要知道良知無知與良知無不知是對同一對象──良知，所做的不同層次的

描述──良知無知是對本體而說；良知無不知是對作用而說，那一切的困惑便會

迎刃而解。「良知無知」無非是就著良知作為能判斷是非的本體自身之特性來說

的，良知作為一能判斷是非的本體，其本身是不能以是非判斷的作用與內容來定

義和描述的。要說明此中關係，我們先看一段引文： 
 

凡一切應感有分別者，識也。無分別者，知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

媸清濁，了然不爽，是名為識。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不於一

法而生分別，是名為知。識變為知，非是去識以全知。耳目不離聲色而一

毫不為所引，天聰明也，是為默識。10

 
由龍溪所舉之耳目能清楚的辨別聲色的例子來看，其重點放在能分別或有分別

上，此所謂的「識」，即上面所說的「知識」，很清楚是一種分別的作用，或者說

是一種認識的功能。而以耳目／聲色的對舉來看，龍溪是把良知的地位類比於耳

目本身的，相對於能分別的作用，耳目乃是造成能分別聲色的根源或原因，則我

們把良知作為能判斷是非的本體本身是沒有錯的。由這兩段引文，則我們可得知

1）凡分別的作用或認識的功能並非良知本身。一如耳目能別聲色，但能別聲色

                                                 
8 我們都知道自張載提出「見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行所知；德行所知，不萌於見聞。」參

《張載集》（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2 年），〈正蒙‧大心篇〉，頁 24。德行之知與聞見

之知的間架一直為宋明理學家所沿用。龍溪亦是，龍溪說：「知亦有二。有德行之知，有聞見之

知。德行之知求諸己，所謂良知也；聞見之知緣於外，所謂知識也。」參《王龍溪全集》，冊 1，

卷 2，〈水西同志會籍〉，頁 177。而龍溪於此更進一步地為聞見之知提出了原因的說明，指出聞

見之知乃出於識，或者用龍溪的另一個說法──知識，而為聞見之知找到了在心理學上的根源。

而對於良知與知識之間的區分與關係亦提出了理由以說明之。 
9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3，〈歐陽南野文選序〉，頁 886。 
10 同上，冊 2，卷 11，〈與屠坪石〉，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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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並非耳目本身一般。2）凡可以以我們的分別作用或認識功能去知道的、

去做分判的，都不是良知，而只是分別或認識作用下的結果。一如耳目並非其分

別作用下產生的聲色一般。這也就是說，良知就其作為一本體而言，是一純粹的、

形式的能判斷是非的本體，它不是判斷是非的作用，也不是認識功能，亦不雜以

我們現在所謂的知識，即下面所要闡明的「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見而識之」的

聞見之知。相對於良知，此聞見之知在這邊我們也可以說是是非判斷的內容或是

非判斷的知識（即道德知識）。雖然如此，就像「耳目不離聲色」一樣，良知亦

不離開認識的功能或分別的作用與其所造成的結果，所謂「良知不由知識聞見而

有，而知識聞見莫非良知之用」11，而重點是良知不能被這樣的作用與其結果所

牽引，這樣就是龍溪所說的「識變為知」或「知即良知之知，識即良知之識」， 而

這樣的「識」也就是「默識」。 
    由上面的說明，則「良知無不知」便更容易了解了。相對於「知識之知」做

為認識的作用與其結果，「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見而識之」的「聞見之知」是

被動的，而且其涵義是更窄的，只有「知識之知」做為認識結果這一內容而已。

認識的結果或聞見之知並不是良知這一個意思，我們已於上面做了解釋。然而相

對於「良知無知」強調道德主體的純粹性與形式性，「良知無不知」這命題所要

強調的乃是「良知不學不慮，本來具足」12的這一面向，即良知作為一本體是真

正能判斷是非這一個層面，即其作用的層面來說的。可是我們要如何了解良知不

學不慮卻又具足呢﹖即我們要如何理解良知真的能判斷是非呢？因為上面明明

說良知只是一形式、純粹的道德主體而不雜以內容的，那良知的具足是具足了什

麼呢？龍溪云： 
 

或謂心之良知，非假事物之理為之証，師心自用，疑於落空。此正所謂毫

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

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不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

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類情。茍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黑白，聒之以

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為應物之準，豈惟不足以取証，聰明塞而睿知昏，

其不至於聾聵而眩者幾兮矣。13

 
龍溪以為良知雖然不以聞見之知為其証立之內容，但它並不會空無作用。怎麼說

呢？就像耳目雖然是空無聲色，但也因為其空無聲色，所以才能別聲鑒色，方能

備萬物之聲色。若以為其內無聲色而不能辨聲色，反強加聲色於其上，則其聾聵

而眩也！真不能有任何作用了。若懷疑良知內無聞見之內容，而欲強加聞見之內

容於良知之上，那麼良知真不能與萬物相應感，而本來的聰明與睿知亦不免蔽塞

而昏庸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良知因為「空」，即它是形式、純粹的，所以確

                                                 
11 同上，冊 2，卷 13，〈陽明先生年譜序〉，頁 868。 
12 同上，冊 1，卷 5，〈與陽和張子問答〉，頁 400。 
13 同上，冊 2，卷 9，〈答吳悟齋〉，頁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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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不由學慮而有。而良知的具足，並非真是具足「應物之準」，即上面所說的是

非判斷的內容或是非判斷的知識，它的具足是就著它是形式、純粹的，所以它反

而可以真直行其作用，以之類萬物之情，一如耳目一般來說的。良知要能斷盡天

下之是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只有在此條件下方能成立。然而若以為良知

不學不慮，本來具足，便廢了學慮，那就又錯了。龍溪云： 
 

良知不學不慮，本來具足，眾人之心與堯舜同。辟之眾人之目本來光明，

與離婁同。然利欲交蔽，夜氣不足以存，失其本體之良，必須絕利去欲，

而後能復其初心，非茍然而已也。今謂眾人之目與離婁異，是自誣也。障

翳之目，自謂與離婁同，是自欺也。夫致知之功，非有加于性分之外。學

者，復其不學之體而已；慮者，復其不慮之體而已。若外性分而別求物理，

務為多學，而忘德性之知，是猶病目之人，不務服藥調理，以復其光明，

倀倀然求明于外，祇益盲聵而已。14

 
一如眾人之目本來與離婁一般光明，眾人之心亦與堯舜相同。之所以後來會不

同，乃因眾人為利欲所障蔽，自失其良。所以一如良知非「知識」又不離「知識」

一般，良知雖不學不慮，但我們依然要學慮，所以還是要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行15，只是學慮的目的不在求得物理，重點在回復我們不學不慮的良知，

如此即是上文所謂「聞見即良知之聞見」。然而雖是要學慮，但若外於良知的指

導而學慮，就如病目之人不去服藥調理，反而以為光明在外而向外求光明一樣，

只會讓病情更加嚴重而已。 
由上我們可知，良知是純粹的主體，所以說是「無知」的。而且因其是純粹

的，所以能真成其做為判斷是非的作用，所以說是「無不知」的。就前者而言也

可以說「良知無是無非」，就後者而言也可以說「良知知是知非」，綜而言之，即

龍溪所說：「良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不壞分別之相；無是

無非者，無心之應。」16因為有良知的無心之應，所以良知在下其道德判斷時，

方能不落是非兩邊，產生分別。然而龍溪說良知「知是知非」就是「無是無非」，

可見這兩者的關係，並不能理解為一種因果上的體用關係。龍溪提到： 
 
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

若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也。良知知是知非，原是

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意，非以為從無是無非中來［……］譬諸日月

之徃來，自然徃來，即是無徃無來。若謂有箇無徃無來之體，則日月有停

                                                 
14 參閱同上，冊 1，卷 5，〈與陽和張子問答〉，頁 400。 
15 問曰：「然則廢學與聞見，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個主腦。古今事變無

窮，得了主腦，隨處是學，多識前言往行，所以畜德，畜德便是致良知。」參閱同上，冊 1，卷

7，〈南游會紀〉，頁 474。又云：「此學未嘗廢聞見，但屬第二義。能致良知，則聞見莫非良知之

用。」參閱同上，冊 2，卷 11，〈與莫中江〉，頁 748。 
16 參閱同上，冊 2，卷 14，〈從心篇授平泉陸公〉，頁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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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非徃來生明之旨矣。17

 
什麼是因果上的體用關係呢﹖這便是龍溪所說的，有一個與發而中節相對的未發

之中，以一個屬用，一個屬體，而以為先有一個未發時的體，而後方有一個已發

時的用與之相應，然若以為先有一個在未發之時的「中」體（此即在中之中），

方有已發之時這個「和」用與之相應的話，那麼便是二本，體用各有根源，非體

用一源。就像日月自然會往來，若有個無往無來時的體，方成其有往來時之用，

則日月不也有停止運行的時候嗎？這是很荒謬的。日月的自然往來就是無往無

來。同樣的，良知「無不知」，不需要「聞見之知」，它本來就會知是知非，良知

此種自然的發用就是「無是無非」；而良知「無知」，只要不認「識」為知，則其

自能識得真是真非，即體即用。此二者是相互定義的，若用我們上面的話來說，

即良知做為一個即其自身就能判斷是非的主體，它就是純粹的；而良知做為一純

粹的主體，它就能判斷真的是非。 

二、良知與天理 

自後者而言，雖然湛甘泉本與王陽明同倡「心即理」，但兩者並不同調18，

陽明多言良知即天理19，對於這一點甘泉雖然不以為非，但他更喜歡從工夫的觀

點上講「體認天理」。我們來看一段引文： 
 

衝問：「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便是良知，亦便是天理。』

［……］然而，外人多言先生不欲學者之言良知者，豈慮其體察未到，將

誤認于理欲之間，遂以為真知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

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為不善，見君子即知掩不善，又知著

其善，又知自愧怍，人視己如見肺肝；又如賊盜至為不道，使其乍見孺子

將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豈不是良知？良知二字，自孟子發之，豈不

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為言，又言得別了，皆說心知是非皆良知，

知的是便行到底，知得非便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

辨篤行，乃為善致。」20

 

                                                 
17 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耿楚侗〉，頁 666。此段原本談的是已發與未發的問題，但因涉及

現在正在討論的問題，故援為引用。 
18 黃宗羲於《明儒學案‧甘泉學案 1》論湛甘泉與王陽明之學云：「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

宗旨致良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理［……］然先生論格物，條陽明之說四不可。陽明亦言隨處

體認天理為求之於外，是終不可強之使合也。」參《明儒學案》，下冊，卷 37，〈甘泉學案 1〉，

頁 876-877。 
19 如陽明云：「吾心之良知，即所謂天理也。」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2，〈語錄 2〉，頁 45。 
20 參《明儒學案》，下冊，卷 37，〈甘泉學案 1〉，頁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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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甘泉並不是認為良知不是天理，只是他認為 1）小人與盜賊何嘗沒有良知，何

嘗不知其不善，何嘗不知當去其不善，但其終是小人、終是盜賊，終是沒有改過

遷善。2）學者空談良知，更進者以其心所知之是非「皆」為良知，一意孤行。

以此言致良知，恐怕是師一己之私心以為用，認欲為理，以此為真知，所以還是

要學問思辨篤行，即體認天理21，以破除人氣質與習氣的障敝，警醒人的良知良

能。他說： 
 

吾之所謂隨處云者［……］而皆不離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

天理也，至善也，物也，而為求知於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

天理也，至善也，物也，乃吾心之良知良能也，不假外求也。但人為氣習

所敝，故生而蒙，長而不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行諸訓，所以破其愚，去

其敝，警發其良知良能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力也。如人之夢

寐，人能喚之惺耳，非有外與之惺也。」22

 
由此可知，體認天理乃體認我們心中本有之天理，也就是我們本有的良知良能。

甘泉此說看似備矣！天理良知，學問篤行，內外兼顧，讓人難有辯駁的餘地。而

面對這種問題，龍溪會怎麼回應呢？龍溪言： 
 

良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理［……］獨知便是本體，慎獨便是工夫［……］

只此便是先天未發之學，非有二也［……］若謂良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

得力，須見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見在，

豈敢便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念獨知，未嘗不明，

只此便是天之明命，不容磨滅所在。故為今日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

不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於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不可；謂獨知即是

天理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理，為若二物則不可［……］所謂隨處體認，

須令動容周旋中禮，此非人為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

便是立誠功夫，便是達天德。只此便是收拾處，亦便是歸宿處，非可以他

求者也。23

 
良知就是獨知，也就是天理。慎獨也就是工夫。甘泉說的對，人皆有良知，但因

氣質與習氣障敝，而不能顯其良。然而良知在人就這麼沒有力量嗎？甘泉也說小

人未必不知其不善，盜賊也有惻隱之心。可見良知在氣蔽欲障之中，應當自有其

                                                 
21 甘泉云：「格即造詣之義，格物即造道也。知行並進，學問思辨行，所以造道也，故讀書、親

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理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參閱同上，頁 882。其又云：

「格物云者，體認天理而存之也。」參閱同上，頁 882-883。 
22 參閱同上〈甘泉學案 1‧答陽明論格物〉，頁 887。 
23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0〈答洪覺山〉，頁 714-715。洪覺山乃甘泉先生之學生，筆者於

此藉龍溪之觀點與甘泉作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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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可以自我警醒24。一如龍溪所說：「若信得良知及時，時時從良知照察。有

如太陽一出，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為患乎。」所以面對甘泉所

提出的第一個疑問，我們可以說，這並不是通過學問思辨篤行來體驗內心的天理

便可以解決的。孟子云：「君子所以異於人者，以其存心也。」25又說「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26君子與小人之辨乃在其存心，良知人人皆有，因此重點根本

不在小人盜賊有良知，而在於其是否能「先立乎其大」而「盡其才」。而更進一

步的說，1）既然良知可以自我警醒，那麼以甘泉所說的以學問思辨篤行來警醒

我們的良知這樣的工夫，便不具有必然性了。而且我們「良知與知識」的討論中，

亦得知了「凡可以知知，可以識識，是知識之知」與「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見

而識之，是聞見之知」兩個與良知相關但不相同的概念，而將此二者放在甘泉的

脈落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所謂學問思辨篤行的工夫其實並不脫離這兩個範疇，

因此其工夫非但不具喚醒良知的必然性，其所以為能喚醒之良知實亦不脫離「知

識之知」與「聞見之知」。2）站在工夫的角度上，一如我們於前面頁 19 亦曾說

過良知雖非由學慮而得，卻也是不離學慮的，然若外良知而學慮，就如病目之人，

不務調理而求明於外一樣，只會加重病情而已。我們並不是不要學問思辨篤行，

只是我們不能外於良知而學問思辨篤行。然而甘泉以學問思辨篤行為工夫來警醒

良知，雖以回復本有良知為目的，然不免有內外二分，以良知為內，以工夫為外，

使工夫失卻主腦，即，其學問思辨篤行並非根於良知本身而學問思辨篤行，如龍

溪所說「聞見即良知之聞見」，而僅僅是以回復良知為目的的學問思辨篤行。這

樣的工夫雖然其目標是正確的，然而如上面所說的因犯了求明於外的毛病，故其

方法是錯的，而且亦不免於讓人有天理在外不在內的疑問，是以陽明懷疑甘泉的

體驗天理為義外，實在不是沒有理據27。更嚴格的說，當其於學問思辨篤行時，

其良知與天理何在呢？因此，龍溪說「謂獨知即是天理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

理，為若二物則不可」，確實有理。良知就是天理，良知自會戒懼，不需透過學

問思辨篤行來警醒它。  
由此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解決甘泉的第二個問題，即學者可能認欲為理而師

心自用的問題。然而我們也可以說甘泉所謂的學問思辨篤行一樣不能解決這樣的

問題，而且以這樣的問題來說，雖然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然而這無疑地連良知

能不能發生作用都懷疑了，這等於是將良知、氣質、欲望與習氣放在同一個地位，

將良知的超越性給滑落了。引文中龍溪所說：「若謂良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

力，須見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對於甘泉這樣的主張，

                                                 
24 陽明亦云：「凡意念之發，吾心之良知吾有不自知者［……］故雖小人之為不善，既已無所不

至，然其見君子，則必厭然揜其不善，而著其善，是亦可以見其良知之有不容於自昧者也。」參

《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26，〈續編 1〉，頁 971-972。 
25 參《四書章句集注‧孟子集注》（臺北：大安出版社，民國 85 年），卷 8，〈離婁下〉，頁 417。

以下簡稱《孟子集注》。 
26 參閱同上，卷 11，〈告子上〉，頁 460。 
27 甘泉云：「陽明謂隨處體認天理，是求於外。」參閱《明儒學案下》，下冊，卷 37，〈甘泉學案

1‧答楊少默〉，頁 884。又云：「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理之說，為求於外。若然，

不幾於義外之說乎？」參閱同上，卷 37，〈甘泉學案 1‧答陽明論格物〉，頁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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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是個切當的評斷。甘泉雖說良知即天理，良知當是先天的，然而他卻不信良

知可自我警醒，能於氣質、慾望與習氣中自我超拔出來，需用學問思辨篤行來喚

醒良知，如此則如同上面所說的，天理頗有在良知之外的嫌疑。而若天理在良知

之外的命題成立的話，而良知又與氣質、欲望與習氣等處在同一層級，則反而真

會面臨良知是屬於先天還是後天的分判問題了。然而在理欲之間的分判，當如龍

溪所言「吾人今日見在，豈敢便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念

獨知，未嘗不明，只此便是天之明命，不容磨滅所在。」我們能分判得理欲，方

有所謂工夫可言，捨卻良知而言學問思辨篤行，未必便能達到致此良知的目的，

所以甘泉提出的方案並不是解決此問題的最好方法。而龍溪也並不是沒有認識到

這個問題，所以他說「故為今日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不能沉機密察，掃

蕩欲根以歸於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不可。」如果甘泉以獨知為良知，則他自然

也不會認為獨知是有欲的，只是他認為良知不能超拔於欲望之中，而與欲望處於

同一個層級上。而這邊的重點無疑的也不在是否做了工夫就無欲了，而是要知道

良知乃在欲望之上而且有其力量。所以面對這第二個問題，陽明的方案比之甘泉

是更有效的。陽明說：「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良知現在如此，只

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良知又有開悟，便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

一工夫。」28我們確實不能保證我們當下便是沒有欲望的，但良知處在這樣的境

地它未嘗不明白，只要隨良知現下所知而著實地作工夫，便是精一工夫，即致知

工夫。而這也就是龍溪所說：「所謂隨處體認，須令動容周旋中禮，此非人為之

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便是立誠功夫，便是達天德。只此便是

收拾處，亦便是歸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若要說隨處體認，只有這種以良知

為根源的體認，即由良知自己發動、自己完成之體認，方是真正的體認，方是天

德自然。現在我們反過來看甘泉如何談慎獨。 
 

先生曰：「體認天理與慎獨，其工夫俱同。獨者，獨知之理，若以為獨知

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理也。此理為己自知，不但暗室

屋漏，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29

 
以「獨」為獨知之地乃朱子的看法30。甘泉修改朱子的見解，以「獨」為天理，

又「獨知」為此天理為己自知，而以「慎」為體認此為己自知之天理。以這樣理

解《中庸》「慎獨」之意看來，甘泉顯然不以獨知為良知，只以「知」為良知，「獨

知」便是天理為良知所自知。而以「慎獨」為體認「天理為良知所自知」這件事，

體認的方法是學問思辨篤行，即以學問思辨篤行來體認「天理為良知所自知」，

然而甘泉既然都說了「天理為良知所自知」，又何需施以學問思辨篤行來警醒良

知呢？以良知知得天理的前提來看，學問思辨篤行當是能根源於良知而致此良知

                                                 
28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96。 
29 參《明儒學案》，下冊，卷 37，〈甘泉學案 1〉，頁 889。 
30 參朱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朱子言：「獨者，人所不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四

書章句集注‧中庸章句》（臺北：大安出版社，民國 85 年），頁 22。以下簡稱《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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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夫，然而甘泉卻又不信良知能超脫於氣質、欲望之上，反而一再強調以學問

思辨篤行警醒良知的重要性，如此良知所知的天理反而真讓人有不是本然之知的

懷疑。甘泉以良知知得天理，良知當分屬先天，然而又不信其先天之良，則從我

們在上面的辨析可知：1）龍溪以甘泉學派之良知為後天並非無中生有，而若甘

泉還主張良知是先天的，那還真是頭上安頭。2）以學問思辨篤行為工夫來體認

「天理為良知所自知」，則雖然以此來達到警醒良知的目的，卻不免有內外二分，

以良知為內，以工夫為外，使工夫失卻主腦。3）又這樣的工夫雖然其目標是正

確的，然而因其學問思辨篤行的工夫並非根源於良知自身，工夫失卻主腦，所以

方法是錯的。而且不免於讓人有天理在外不在內的疑問。此是以良知必用天理為

非之故。 

三、良知是否現成 

從上文看來，不論是主張良知必用聞見或良知必用天理，其實都隱含了對良

知不信任，認為良知還少了些什麼。而劉師泉所提出的良知意見，即龍溪所說「有

謂良知無現成，由於修証而始全。如金之在鑛，非火符鍛鍊，則金不可的而成也。」

若站在不信良知的觀點上，是沒有不同的。然而此命題卻還是與這兩種類型有

別。若我們說前面那兩命題是對於良知本體的懷疑，那麼劉師泉並不是不信良知

本體不完全，只是不認為在現下所呈現的良知是完全的31。我們來看下面的引文： 
 

龍溪問：「見在良知與聖人同異？」師泉：「不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

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煉，不可名金。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

何啻千里！是何也？為其純陰而無真陽也。復真陽者，更須開天闢地，鼎

立乾坤，乃能得之。以見在良知為主，絕無入道之期矣。」龍溪曰：「謂

見在良知便是聖人體段，誠不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為決非照臨四表之光，

亦所不可。譬之今日之日，非本不光，却為雲氣掩蔽，以愚夫愚婦為純陰

者，何以異此。」32

 
此文乃出於《明儒學案》羅念菴學案中龍溪與劉師泉間的對答。在解讀這段文字

前，我們有必要先了解一件事，即現在良知、見在良知與現成良知所指涉的內容

                                                 
31 持此看法的還有羅念菴與聶雙江。羅念菴與聶雙江同調，二者皆以良知未發之前為良，良知

一發即有污染而不能良，而主歸寂之說。羅念菴說：「良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

本不虛則知不能良，知其發也，其未發則良。」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

頁 421。又說：「良知猶良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

雜真妄而出之者也［……］譬之於水。良知，源泉也；知覺，其流也，流不能雜於物，故須靜以

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不能以不殊。此雙江公所為辨也。」參閱同上，卷 18，〈江右王門

學案 3〉，頁 422。聶雙江亦云：「良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不可遂以知發為良知，

而忘其發知所自也。」參閱同上，卷 17，〈江右王門學案 2〉，頁 374。 
32 參閱同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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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龍溪是否有差別。因為我們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中亦可看到王艮、王東崕

使用現成33、羅近溪使用見在34，而黃宗羲對於這種「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想法，

提出了一個錯把尚待於實現的本體當作已實現的境界的批評35。先不論黃宗羲對

他們的評論是否正確，但至少我們於此得了個有用的訊息，即現在、見在與現成，

在王門中除了在時間上的「現在或當下」的意思外，還有一個在工夫上的「本體

或境界」意涵。因此了解龍溪對於這些字辭的使用，對於現在的討論是優先而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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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原無差別，但限於所見，故

有大小之殊。36

 

至謂世間無有現成良知，非萬死工夫，斷不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見附和

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若必以現在良知與堯舜不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

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

欲就正之苦心也。37

 

其謂世間無有現成良知，知非萬死功夫，斷不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見附

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若必以現成良知與堯舜不同，必待功夫修證而

後可得，則未免于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

每欲就正之苦心也。38

 
包括上面羅念菴學案中的文字，共四段文字來看，龍溪與劉師泉的對話中，所謂

「見在良知」皆指當下所呈現的良知。而同是〈松原晤語〉，龍溪於念菴所說的

「現成良知」沒有改易，而他自己雖然使用了「現在良知」與「現成良知」兩個

不同的辭，前者指的是當下所呈現的良知，後者更有一個意思，即當下所呈現的

良知是完全的，然而卻是放在同一語脈做使用，皆將其與堯舜作類比，那麼這兩

                                                 
33 王艮云：「道一而已矣。中也，良知也，性也，一也。識得此理，則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即

此不失，便是莊敬；即此常存，便是持養，真不須防檢。不識此理，莊敬未免着意，纔着意，便

是私心。」參閱同上，下冊，卷 32，〈泰州學案 1〉，頁 716。王東崕云：「纔提一個學字，却似

便要起幾層意思，不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此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自暮，動作施為，何

者非道？更要如何，便是與蛇畫足。」參閱同上，卷 32，〈泰州學案 1〉，頁 721。 
34 羅近溪云：「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不學不慮的見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久久便

自然成個不思不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參閱同上，卷 34，〈泰州學案 3〉，頁 764。 
35 黃宗羲於王東崕學案中，舉了白沙語「色色信他本來，何用爾腳勞手攘？舞雩三三兩兩，正

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來，便都是淵飛魚躍。若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

以曾點見趨，一似說夢［……］」又說「然而此處最難理會，稍差便入狂蕩一路。」而評王東崕

之學「未免在光景做活計也。」這無疑是說，王東崕錯把未實現的當已實現的，錯把境界當成現

實。參閱同上，卷 32，〈泰州學案 1〉，頁 719。 
36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4，〈與獅泉劉子問答〉，頁 284-285。 
37 參閱同上，冊 1，卷 2，〈松原晤語〉，頁 192。 
38 參閱同上，冊 2，卷 14，〈松原晤語壽念菴羅文〉，頁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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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意思其實也是相同的。當然，說「見在良知」與聖人未嘗不同，也是指出了

良知是完全的意思。由此我們發現「現成良知」是更完整的表達出了龍溪之意。

再加上龍溪所作之「天」的比喻皆同，我們現在可以很放心的說，「見在良知」、

「現在良知」與「現成良知」在龍溪的思想中是沒有歧義的，皆指當下所呈現的

良知（是完全的），而沒有「境界」之意。 
然而我們發現到龍溪於上面亦說「謂見在良知便是聖人體段，誠不可。」這

又是怎麼回事呢？很簡單，那正可以說龍溪並沒有犯上黃宗羲所指出的錯把本體

當境界的毛病。他說： 
 
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不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

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率性而行，無不是道，故曰：「誠者，天之

道也。」賢人以下，不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深淺，雖欲率性而行，為

欲所礙，不能即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

人之道也。」39

 
良知於當下的呈現固然是完全的，然而我們並不能如聖人般無欲，良知畢竟是處

於被遮蔽的狀態，所以不能如聖人一般光被四表，所以還是要致良知。良知的完

全，並不能保證擁有良知的眾人們本身的存在狀態也是完全的。然而劉師泉、羅

念菴與聶雙江二人的思路便不是如此，他們反而以人現實存在狀態的不完滿來反

証良知在當下呈現的不完滿，這反而犯了黃宗羲對泰州派所做的錯把尚待於實現

的本體當作已實現的境界的批評。我們現在就來分析龍溪與劉師泉的對話。 
師泉以為人的知能若未經一番鍛鍊，則不能是良知良能。從我們上面對師泉

等人的批評即可知道，這句話似是而非。要知道「百姓日用而不知」，人之良知

或許因為氣質或欲望的影響而不能於我們日常的知能中全然的顯現，然而卻不能

說我們日常的知能中良知皆沒有呈顯40，如師泉所謂「純陰而無陽」。而良知在

吾人氣質與欲望的障蔽下雖然不能完全呈現，可是此一隙之光，便是良知之體的

發用處，乃為完完全全的良知所發41。若以此光只是一隙光明，便懷疑發此光之

本體亦不完全，以為其非良知本身，而要別求良知42，那麼，我們是不是也要懷

疑被雲霧所遮蔽的日光亦非太陽所發，而要另求一個太陽呢？！顯然地，劉師泉

等正是這種想法，所以他們才會主張於此種境況中「開天闢地，鼎立乾坤」，這

                                                 
39 參閱同上，冊 2，卷 8，〈中庸首章解義〉，頁 526。 
40 龍溪云：「謂知識非良知則可，謂良知外於知覺則不可」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畧〉，

頁 410。 
41 龍溪言：「愚則謂良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茍能一念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

明，偶為雲霧之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見，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見在具足，

不犯做手本領工夫。人之可以為堯舜，小人之可以使為君子，舍此便無從入之路。」參閱同上，

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6。 
42 羅念菴云：「［……］故知善知惡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現焉耳。一時發現，未可盡指

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參閱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

案 3〉，頁 416。此意實與劉師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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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是捨近求遠，而且才真的是「絕無入道之期矣」。若頑鐵中無真金，任我們

如何鍛鍊，也是無法鍛鍊出真金來的；若我們真是純陰無陽，那縱使我們在如何

的努力，亦不可能復陽的。龍溪亦有金鑛與復陽之喻，他說： 
 
自先師拈出良知教旨，學者皆知此事本來具足，無待外求。譬諸木中有火、

鑛中有金，無待於外爍也。然而火藏於木，非鑽研則不出；金伏於鑛，非

鍛鍊則不精。良知之蔽於染習，猶夫金與火也。43

 
吾人本來真性，久被世情嗜慾，封閉埋沒，不得出頭。譬如金之在鑛，質

性混雜，同於頑石，不從烈火中急烹猛煉，令其銷鎔超脫，斷未有出鑛時

也。44

 

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精專接續，如雞抱卵。先正嘗有是言。然必卵

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若是無陽之卵，抱之雖勤，終成假卵。學

者須識得真種子，方不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識仁。』吾人心中

一點靈明便是真種子，原是生生不息之機。」45

 

我們雖然不能忽略氣質與欲望對我們的影響，但我們亦不能不承認在我們的氣質

與欲望內還有一個良知，若以氣質與欲望蔽人之深，便連在其中作用呈顯之良知

都否定了，不識此真陽種子，而要另求一個完全的良知，那就走錯了路頭，不免

如龍溪所說「抱之雖勤，終成假卵」，枉費工夫。是以龍溪評此良知意見曰：「見

入井之孺子而惻隱、見嘑蹴之食而羞惡，仁義之心，本來完具，感觸神應，不學

而能也，若謂良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火就在木中，金就在鑛中，良知就

在氣質與欲望中，原本完具，若捨棄這個於氣質與欲望中所呈現的良知，而以為

別有良知，不亦惑乎。 

四、現成良知與致良知 

「有謂良知不學而知，不須更用致知；良知當下圓成無病，不須更用消欲功

夫。即良知本來無欲，直心以動，無不是道，不待復加銷欲之功。」46這個良知

意見，而正好與上面的良知意見「有謂良知無現成，由於修証而始全。」相反。

                                                 
43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7，〈南遊會紀〉，頁 463-464。 
44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南譙別言〉，頁 1116-1117。 
45 參閱同上，冊 1，卷 4，〈留都會紀〉，頁 329。 
46 唐君毅先生以此意見為孟我疆所主張。唐君毅先生云：「其謂良知本來無欲，則北方孟我疆明

有是言。」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頁 363。然而若說良知無欲，則龍溪亦作此主

張。此說的重點當在良知雖然無欲，但是不是因此就不用作消欲工夫的問題上，而不在良知有沒

有欲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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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主張良知無現成者並不是不信良知本體不完全，只是不認

為在現下所呈現的良知是完全的。而此意見不管是「良知不學而知」、「良知當下

圓成無病」或「良知本來無欲」自然也都相信良知本體的完全，而且說到「直心

以動，無不是道」良知之發用亦自然如是，然而若據此便主張不用致知、不須消

欲，則未免推論過快。前面曾經提到「良知於當下的呈現固然是完全的，然而我

們並不能如聖人般無欲，良知畢竟是處於被遮蔽的狀態，所以不能如聖人一般光

被四表，所以還是要致良知。良知的完全，並不能保證擁有良知的眾人們本身的

存在狀態也是完全的。」47而此良知意見不免也犯了這樣的錯誤，雖然與劉師泉

等人的主張相反，然而卻分屬同一種思維。劉師泉等是以人現實存在狀態的不完

滿來反証良知在當下呈現的不完滿，而他們是以良知在當下呈現的完滿來証成人

現實存在狀態的完滿，而同樣的犯了黃宗羲指出的錯把尚待於實現的本體當作已

實現的境界的批評。我們看龍溪怎麼說： 
 
夫良知本來是真，不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累，

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即本體便是工夫，所謂性

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工夫求復本體，所謂反之之學，

其用力雖有難易深淺不同，而於良知本來，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聖賢

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沸騰之中，若肯反諸一念良知，其真是真非，

炯然未嘗不明，只此便是天命不容滅息所在，只此便是人心不容蔽昧所

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路頭，舍此更無下手用力處矣。48

 
良知之完全雖無間於聖凡，然而於意欲萌動後，良知本體受昏蔽的情況亦是無間

於聖凡的。聖人雖然已是無欲體段，亦是要用困勉工夫49，以保任其無欲之體。

若我們以為良知本自具足，便不須用力於消欲工夫以復還無欲之體，未免托大
50。所以以消欲為學的，不只眾人如此，聖賢亦不例外。此正所以龍溪對此良知

意見下「古人立教，原為有欲者設，銷欲正所以復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

之評斷。 

五、良知即虛寂即明覺；即未發即已發 

從「有謂良知主於明覺而已，而以虛寂為沉空。」與「有謂良知主於虛寂，而以

明覺為緣境；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兩個命題來看，主張良知主於明

                                                 
47 見此章頁 24。 
48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9，〈達茅治卿〉，頁 642。 
49 龍溪云：「論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論本體，眾人亦是生知安行，方是真機直

達。」參閱同上，冊 1，卷 7，〈水西精舍會語〉，頁 235。 
50 龍溪云：「茍徒恃現在為具足，不加鑽研之力，知所用力矣，不達天然之義，皆非所為善學也。」 
參閱同上，冊 1，卷 7，〈南遊會紀〉，頁 464。 

 28



第二章 良知異見 

覺與主於虛寂，是二個對反的命題，主張彼即反對此。可是這種對立的狀況，當

筆者對其做一仔細的考察後發現，龍溪本人雖然認為良知為自然之明覺51，但他

亦認為此自然之覺本身就是虛寂之體，並不執於一邊52。明覺與虛寂這種不能兩

立的關係，只有在羅念菴與聶雙江的學說中出現，而且我們從他們與龍溪的辯論

中發現，他們並不使用明覺這個詞與虛寂相對，因為他們並不認為龍溪等所言的

良知自然之覺是一明覺53，而只認為其為污壞之知覺，所以他們反而取用「知覺」

與「虛寂」作為相對的一組概念54，所以這兩個良知意見基本上是由他們的觀點

而推演出的來出者。既然他們以為龍溪所說的明覺只能是知覺，而龍溪等又站在

良知明覺本身就是虛寂之體立場而評他們於此良知之外求一未發之中為沉空
55，故有「有謂良知主於明覺而已，而以虛寂為沉空。」的良知意見，良知主於

明覺還是龍溪自道，若以羅念菴、聶雙江之意，則此良知意見當為「有謂良知主

於知覺而已，而以虛寂為沉空。」方是。而另一個良知意見「有謂良知主於虛寂，

而以明覺為緣境；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或者說「有謂良知主於虛寂，

而以知覺為緣境；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則方為羅念菴、聶雙江的正

命題。 

5.1、明覺與知覺 

良知明覺與知覺二個概念，龍溪少言之，我們只能於龍溪全集中見到二次。

他曾於〈致知議畧〉說過「謂知識非良知則可，謂良知外於知覺則不可」56，另

                                                 
51龍溪云：「良知者，無思無為，自然之明覺。」參閱同上，冊 1，卷 5，〈致知議畧〉，頁 407。

又云：「良知自然之明覺，警惕者，自然之用。」參閱同上，冊 1，卷 5，〈與陽何張子問答〉，頁

391。 
52 龍溪云：「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不動之體。」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20。 
53 這並不是說他們便認為沒有自然之明覺。羅念菴云：「故知善知惡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

發現焉耳。一時之發現，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因當反求其根源。」參《明儒學案》，

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16。聶雙江云：「良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

當先養性。」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28。只是他們不認為龍溪所說的

良知自然之明覺為自然之明覺，他們所謂的自然之明覺要歸寂始得，龍溪所說者，在他們看來只

能說是知覺。 
54 羅念菴說：「良知猶良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

真妄而出之者也［……］譬之於水。良知，源泉也；知覺，其流也，流不能雜於物，故須靜以澄

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不能以不殊。此雙江公所為辨也。」參閱《明儒學案》，上冊，卷 18，

〈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22。聶雙江亦云：「良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不可遂以

知發為良知，而忘其發知所自也。」參閱同上，卷 17，〈江右王門學案 2〉，頁 374。有此可知，

羅念菴與聶雙江之所以不以良知之知為明覺者，乃因其認為良知既然發用了，就已污壞而不是良

知本身了，所以只能說是知覺，良知非知覺。 
55 龍溪云：「良知即是未發之中，若復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參閱《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5。 
56 龍溪云：「學，覺而已。自然之覺，良知也。覺是性體，良知即是天命之性，良知二字，性命

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見之行，隨事致此良知，使不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識非良知

則可，謂良知外於知覺則不可。」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畧〉，頁 410。此足見龍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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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答羅念菴〉他說「良知非知覺之謂，然捨知覺無良知」，此二知覺皆指

羅念菴與聶雙江所說的知覺而言57。然筆者要問，知覺與明覺在龍溪時的實意究

竟如何？能解答此問題，就能明白這兩個命題的意思為何？知識不是良知，我們

已經處理過了，然而說良知不是知覺，又說捨知覺無良知，便需要一番解釋。而

既然對於良知自然之覺與知覺的關係龍溪所言不多，那麼為了要明白這兩個概念

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借助龍溪以外的陽明弟子的觀點。而筆者發現江右王門

的歐陽南野因為與朱子學學者羅整菴以及聶雙江辯論此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於他

的學說中清楚的見到他對於這兩個概念之分疏，所以為了對這兩個良知意見有清

楚的了解，我們有必要對歐陽南野的看法做一剖析。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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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條理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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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知覺與良知雖然都是知，然而有分別。所謂視、聽、言、動乃泛稱人的各種活動，

而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為知覺，故其指的乃是人的心理活動，而於此心理

活動又說其未必皆善，則此所謂知覺乃與人於心理上對於視、聽、言、動等人的

各種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欲求與欲望相關。而既然人的種種欲求與欲望未必都是

恰當的，又良知之知惻隱、羞惡、恭敬、是非為本然之善，則良知乃為於種種欲

求與欲望中所呈顯之明覺、天理或者說是合理的要求，因為良知明覺於欲求與欲

望中呈顯，所以說「本然之善，以知為體，不能離知而別有體。」而良知因為以

知覺為其體，所以歐陽南野說它們是同一個知，他說：  
 

某之所聞，非謂知覺有二也，惻隱、羞惡、恭敬、是非之知，不離乎視、

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惡之本然者。故就視、

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惡而言，乃見其所謂良者。

                                                                                                                                            
邊所言之知覺乃指「自然之覺」，而非羅念菴、聶雙江所言之「知覺」。 
57 龍溪云：「良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良知。良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

見在感應，隨物流轉，固是失却主宰。若曰：『我惟於此收斂握固，便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

之實，未免猶落內外二見［……］」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羅念菴〉，頁 651-652。羅念菴

回復龍溪說：「來教云：『良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良知；良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

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夫謂知覺即主宰，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能主

宰亦即自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不能主宰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著淵寂耶？

其不淵寂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識淵寂者，可復容執著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

所以救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功夫，固當合一，原頭與見在，終難盡同。弟平日

持原頭本體之見解，遂一任知覺之流行，而於見在功夫之持行，不識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

卒無所成。［……］。」參閱《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頁 396。我們於此

可見龍溪於這邊所使用之「知覺」概念乃羅念菴所使用者。 
58 參閱同上，卷 17，〈江右王門學案 2〉，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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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理。知之良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

而通，自有條理，乃所謂天之理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

質非有二性，源頭、支流非有二水。59

 
惻隱、羞惡、恭敬、是非之知，即良知，乃所謂的知覺之良者。或許有人會誤會

歐陽南野這裡的的意思，以為良知只是人的各種活動中善的或合理的那一部份，

而質問良知與知覺、真與妄如何而分呢？首先，上面已經提過，良知與知覺是同

名而實異的，所以他們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良知既然以是以知覺為體，那麼它

就會在知覺上呈顯，也就是說它會在我們的生理活動或心理活動中呈顯，而不管

這些活動本身是否是善的或不是善的、恰當或不恰當的，此所以良知為明覺之故
60。再者，其實這只是語詞運用的問題。歐陽南野在這邊說知覺只有一個，然而

他將知覺中未必得其本然之善的視、聽、言、動等各種人的活動統稱為知覺，而

將在視、聽、言、動等活動中呈顯的合理要求稱為良知，所以良知與知覺皆是知

覺下的子概念，良知與知覺是同類而不同質的，所以他才會舉道心與人心非有二

心等例子作說明。而由此我們也可以理解「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理」與「良

知者，天理之明覺，知覺不足以言之也」的意思，因為若把我們的生理活動或心

理活動中善的或合理的那一部分當作良知，那良知與知覺便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而若它們是同質的，良知若為明覺、天理，何以「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理」、

「良知者，天理之明覺，知覺不足以言之也。」又若它們是同質的，則良知亦不

需要不離開視、聽、言、動等知覺，所謂「以知為體」，因為它本身應該就是體、

就是知覺。 
    由南野的區分，幫助了我們清楚的知道，良知與知覺的內容為何，而由此，

我們發現龍溪雖然沒有對良知與知覺這一組概念作一直接的分析，然而他卻曾對

「良知與知」作過分析，而內容跟南野所說如出一徹。他說：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不善，故知無不良。感物而動，即為欲，非

生理之本然矣。見食知食，見色知好，可謂之知，不得謂之良知。良知自

有天則，隨時酌損，不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性

也。然有命焉，立命正所以盡性。」故曰：「天命之謂性」。若徒知食色為

生之性，而不知性之出于天，將流於欲而無節，君子不謂之性也［……］

若知性之本善，一念靈明，自見天則。如水之就下，不可決之而流也。知

一也，不動於欲，則為天性之知，動於欲則非良矣。61

 

                                                 
59 參閱同上，上冊，卷 17，〈江右王門學案 2〉，頁 363。 
60 南野云：「［……］物也者，視、聽、言、動、喜、怒、哀、樂之類，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

也。視聽、喜怒之類，有禮有非禮，有中節有不中節。苟密察其心之不可欺者，則莫不自知之。

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理，無過不及者也［……］」參閱同上，上冊，卷 17，〈江右王門

學案 2〉，頁 367。 
61 參閱《王龍溪全集》，冊 1，卷 3，〈答中淮吳子問〉，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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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食知食，見色知好，皆指人的生理活動，而人不免於其中產生欲求，欲求有過

有不及，這生理與心理的活動皆名為「知」。良知乃為天則，在這些心理與生理

的活動中呈顯一合理之要求，令其有所節制。若只徒讓這些生理與心理的活動無

止盡的擴張，則君子亦不以之為性。反之，若我們能在這些生理與心理的活動，

順此合理之要求，不過其則，不為欲望所動，方是盡性。知只有一個，動於欲則

為「知」，不動於欲，則為良知。良知為天則，知為生理與心理的活動，從這邊

我們可以知道，龍溪所謂的「知」，就是指知覺而言。而良知在知覺中呈顯，則

龍溪所謂的良知，亦是「以知為體」的。 
 

良知以知為體，不離知覺，但良知是明覺，不是知覺，龍溪、南野辨之甚明。

然而當我們反觀聶雙江對南野的論學書發現，聶雙江站在未發與已發的觀點上，

始終堅持未發不是已發，已發亦不是未發，認為南野是「以已發作未發」，而「以

知覺為良知」62，他說： 
 

良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不可遂以知發為良知，而忘其發

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不可以其外應者為心，

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

也［……］今不致感應變化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

月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63

 
聶雙江認為良知是一寂然不動之體，其與物交感後，便有知覺之發用，知覺雖為

良知所發者，但它並不是良知，它只是良知的影子，若說要致良知，便要致發此

知覺之良知，而非即此知覺來致良知64，此所以「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

故以聶雙江的意思來看，他也可以說良知是明覺而不是知覺65，只是他所謂的良

知是不以知覺為體而自為一體的良知，知覺雖然是它所發出者，但因它不免與我

們的各種欲求相雜，因此它畢竟與良知這無污壞的明覺本體不同66，而良知明覺

要求之於吾心寂然未發之體始能得之。因此，南野所說的以知為體，即著知覺來

展現的其明覺的良知，在雙江，一如羅念菴所說的：「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

出之者也。」67就只能是他所說的知覺。而依此真妄錯雜的知覺作致知工夫，不

                                                 
62 聶雙江云：「夫以知覺為良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行為致知，是以助長為養苗。王霸集襲

之分，舍此無復有毫釐之辯也。夫動，已發者也，發，斯妄矣［……］」參閱《雙江聶文集》，卷

8，〈荅歐陽南野 3〉，頁 390。出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年），集部 72。以下簡稱《雙江聶文集》。 
63 參閱同上，卷 8，〈荅歐陽南野 3〉，頁 390-391。 
64 羅念菴的見解亦同於雙江。他說：「致良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

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為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良則其未發，所謂虛靜

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不及感，亦可也。」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

門學案 3〉，頁 423。 
65 參閱此章註 53。 
66 參閱此章註 54。 
67 參閱《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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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求心於外。再者，好一點的情況，如聶雙江所說：「縱令良知念念精明，亦只

於發處理會得一箇善惡而去取之。」可是他認為這樣對於「未發之中，粹然至善

之體」亦無歸復之期68。 
聶雙江對龍溪亦有同樣的批評。他說：  
 
來諭又謂：「良知本寂。」誠然！誠然！此非先師之言乎？師云：「良知是

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但不知是指其賦畀之初者言之耶？亦以其

見在者言之也？如以其見在者言之，則氣拘物蔽之後，吾非故吾也。譬之

昬蝕之鏡，虗明之體，未嘗不在，然磨盪之功未加，而遽已昬蝕之照為精

明之體之所發，世固有認賊作子者，此類是也。又云：「若不悟良知本寂，

而於知覺之外，別求寂然之體，未免有反鑑索照之病。」其差毫釐，其失

乃至千里，不可以不辨也。［……］。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

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異，謂是為反

鑑而索照非耶？［……］。而以知覺為良知，不幾於逐聲與塊乎。69

 
雙江這邊所謂「賦畀之初者」所指的便是未發時的良知，此時良知寂然不動，而

此良知落於現在已發時候，因為氣質欲望的遮蔽，現在的良知便不是未發時的良

知了，而以為即知覺求寂體，即同於即照而求虛明者一般。我們已經作過分析，

知道明覺並不是知覺，然而從這兩個批評看來，只是說明覺不是知覺顯然是不夠

的，因為就如同上面所說，雙江也可以說良知是明覺而不是知覺，所以問題的焦

點反而是「以知為體」或「離知而別有體」的問題了。既然雙江在看待彼此的差

異時，是用「已發與未發」作為明覺與知覺的判準，那麼爲了更進一步的了解這

個問題，我們要先討論已發與未發這一問題。 
 
 
 
 
  

5.2、已發與未發 

    《中庸》云：「喜怒哀樂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朱熹註：

「喜怒哀樂，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情之

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70未發言性與已發言情，未發已發乃在討論性與

                                                 
68 參閱《雙江聶文集》，卷 8，〈荅歐陽南野 3〉，頁 394。 
69 參閱同上，卷 8，〈寄王龍溪二首 2〉，頁 408-409。 
70 參《四書章句集註》，〈中庸章句〉，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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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問題。陽明云：「性無不善，故知無不良。」71良知乃由性善來定義的，可

見性與情的問題相對於良知而言，是更根本的。雙江以此立論來反駁龍溪，可謂

切當。至於他的反駁是否成功，便是值得討論的了。我們來看龍溪如何談已發與

未發這個問題。他說： 
 

聖人之學，務在理會性情。性者，心之生理，情則其所乘以生之機，命之

屬也。故曰：喜怒哀樂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性情

之則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立本已達其機，中和所以出焉者也。有未發

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中和一道也。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孔門謂之

寂，此聖學之宗也。72

 
說「性」為「心」生生發展之理，「情」則此「性」理所得以乘之機，則此「性」

乃就著「情」來表現其生理。可是說「情」屬「命」，是什麼意思呢？ 
 

性與命本來是一。孟子論性，蓋本於〈繫辭〉繼善成性之說。繼之者善，

是天命流行；成之者性，人生而靜以上不容說［……］性是心之生理。性

善之端，須從發上始見，惻隱羞惡之心，即是氣，無氣亦無性之可名矣。

［……］甘食說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若一向任了欲

去，不成世界，立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論性而不及命，君子不

謂之性也。仁於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若一向諉於自

然，也不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論命而不及性，君子

不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為性，以甘食悅色為生理，而甘之悅之，昧了天則

之自然，便是不知命。諉命於遇，以白與長為自然，而白之長之，昧了本

心之生理，便是不知性。73

 
此段引文乃是龍溪討論孟子性命之說。甘食悅色等欲望固然是性，可是其中有個

自然之則，若只依此等欲望而行，而無視於其中之天則，便是不知命，以天則為

命，則此命乃為天命。而若不知此天命，以欲為性，則亦可說其不知真性，能於

欲望中立起天命，方是盡得真性。仁於父子、義於君臣、禮於賓主、智於賢者、

天道於聖人，固然是天所秉賦予人的，是注定的，可是就如同父子天性本來當親，

人的天性亦該是如此，若只任其所秉天賦之厚薄而行，不仁不義恆不仁不義，愚

者恆愚，聖者恆聖，而無視於人本有之天性，便是不知性。告子以欲為性，昧於

天則，故其不知天命。又因其只認人的遭遇為命，以為仁義外在，故其不知人本

有之天性。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命有天命之命，有天賦之命，有遭遇之命；性有物

性，有天性。《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天命之命，即天則，其實就是我們的

                                                 
71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2，〈語錄 2〉，頁 62。 
72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遺徐紫崖語畧〉，頁 1146。 
73 參閱同上，冊 2，卷 8，〈性命合一說〉，頁 547。 

 34



第二章 良知異見 

天性74，所謂性命合一，因為性命是一，所以才能說「立命正所以盡性」，「盡性

正所以至命」。所謂：「性善之端，須由發上始見」，天則呈露處，便是天性表現

處。能挺立起於我們的物性、天賦與遭遇中所呈露的天則，便是盡了我們的天性，

而盡了我們的天性，方能讓我們於物性的牽引、天賦與遭遇的限制中超拔出來。 
龍溪說「情」屬命，怎麼說呢？龍溪言：「吾人處世，事雖萬變，所以應之，

不過喜怒哀樂四者而已。」75面對我們的物性、天賦與遭遇，我們所用以應之的

便是我們的情感，其雖是性之所發，然而究竟是應境而生，所以說情是命之屬也。

既然如此，則我們可以推說「情」亦當有本然之情，天賦之情與遭遇之情。本然

之情所指的當是發而皆中節的情感，即皆合於天則的情感76，如惻隱之心，一如

天則，亦為天性的呈露處。天賦之情指的是我們天生的氣質傾向，如易怒之人。

遭遇之情指的是我們因著境遇而表現出的情感。因此，方才說要我們要於物性、

天賦與遭遇中挺立所呈露的天則，現在可以更具體的說，我們要於情上挺立起天

則，此情所以為性所乘之機，性乃就著情來表現其生理，所以說「故君子之學，

莫大於理會性情。性情得其正，大本所由以立，位育之化，所由以成也。」77而

性有物性、有天性，情有本然之情、天賦之情與遭遇之情，說以中和為性情之則，

其實就是以天性與本然之情為之則。他說： 
 

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復矣。

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後

生感也［……］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不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瘧之

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更

有可約，即為着空；謹獨之外，更有可精，即為緣物。中和原是一道［……］

聖學只論見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或失之則漓。78

 
未發之中即性體，性體即上所說之天性，有此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良

知便是天則，所謂中節，便是中此天則，便是循此天則而不過也，而此天則就是

未發之中79。由天性與天則之分、已發與未發之分，良知似乎是就已發處說的，

然而龍溪又說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說未發之中就是良知，是什麼意思呢？ 
 

何謂良知心之本體。良知者，性之靈，性無不善，故知無不良。良知即是

未發之中［……］良知之外更無知，致知之外更無學矣。兄謂：「吾心原

                                                 
74 王陽明云：「『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

頁 105。 
75 參閱《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4，〈贈莊侯陽山入覲序〉，頁 962。 
76 龍溪云：「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不過也。」參閱同上，冊 1，，

卷 6，〈致知議辨〉，頁 414。 
77 同上，冊 2，卷 14，〈贈莊侯陽山入覲序〉，頁 962。 
78 參閱同上，冊 2，卷 8，〈中庸首章解義〉，頁 528-529。 
79 龍溪云：「良知是天然之則［……］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不

過也。」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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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一片不見不聞，無思無為明白地，乃人之靈氣，結而為心，所謂中也，

當是時，何有良知可言。若良知，則是此點靈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

人之生機，故曰良知良能皆屬用，非靈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

異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不見不聞為己所不知，屬靜，

以獨知為人所不知，屬動；或又以不見不聞為天根，獨知為天機，是即動

靜之說也。若先師之意，則以為不見不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

不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易》稱「復其見天地之心」，程子謂「靜見天

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

動，所謂復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異而實則一，不可

以動靜分疏。若以天根為未發之體，天機為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省

察，二用其功，二則支而離矣。80

 
良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性體。若以良知既為性體，則已發處之知就不是良知，

那就又落入動靜之說。什麼是動靜之說呢？便是認為人有己所不知之時，此時屬

靜；有己獨知而他人不知之時，既然已知，則屬動。又有以前者為天根，屬性，

後者為天機，屬命。此二者皆以良知屬動，屬已發，而非未發之本體也，而龍溪

反駁這種說法。他以為不見不聞便是指獨知來說的，獨知即是良知，而獨知便是

「誠」這個性體之不可掩者，是性體之呈顯，所謂「微之顯」。他說「未發就在

已發中」，此是指性體在獨知之中，又說「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這即

是說明了在獨知以外，沒有一個獨立自存的性體存在。由此兩點，我們可以說，

只獨知便具足了性體，獨知便是性體本身。說以他舉〈復〉卦與邵康節解釋「天

根」的例子，此二者以一陽初動指示性體所在，所謂「復其見天地之心」。而他

亦舉程子「靜見天地之心」的例子，可見我們於靜時，此獨知未嘗不在，未嘗不

呈顯。不見不聞既是獨知，則此說明我們並沒有所謂不見不聞，己所不知之時。

怎麼說呢？龍溪既然以陽明之說作解釋，我們就來看陽明的說法。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不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說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若不知

於此獨知之地用力，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便是作偽，便是見君子而後厭

然。此獨知處便是誠的萌芽，此處不論善念惡念，更無虛假［……］於此

一立立定，便是端本澄源，便是立誠［……］今若又分戒懼為己所不知，

即工夫便支離，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若不知，是誰戒懼？如此見

解，便要流入斷滅禪定。」曰：「不論善念惡念，更無虛假，則獨知之地

更無無念時邪﹖」曰：「戒懼亦是念。戒懼之念無時可息。若戒懼之心稍

有不存，不是昏瞶，便已流入惡念。自朝自暮，自少自老，若要無念，即

                                                 
80 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吳悟齋〉，頁 68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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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己不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81

 
不論有事無事，自己都是知道的，而說自己都是知道的，其實指的便是良知皆知，

此獨知或者說良知，便是性體之萌芽，而既然說獨知便是性體之萌芽，則獨知完

完全全的便是性體之表現，因此不論善念惡念皆為獨知所昭察，能於獨知處用

力，立定腳根，便是回復性體，挺立了性體。既然有事無事皆是獨知，因此沒有

己所不知之時，而沒有己所不知之時，便沒有己所不知之時的工夫。所以對於以

戒懼為己所不知時的工夫的主張，陽明說的對，「既戒懼即是知，己若不知，是

誰戒懼？」而既然獨知沒有不知之時，因此也就沒有無念的時候，所以戒懼之功

不分有事無事，亦不分動靜。而因為獨知便是性體，所以龍溪說「天根如樹之根，

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異而實則一，不可以動靜分疏。」以有事無事來分動分靜，

其實動靜只是時間概念，而性體與獨知卻是本體論的概念，以時間概念來論本體

是不恰當的82。站在著個角度來看存養省察的工夫，陽明的話可以為我們下一個

很好的註腳，他說：「省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省察。」83不論有事無

事，獨知無不知，只要於獨知處用功，便是存養性體本身。 
    由以上的說明，我們可以知道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所謂「即寂而感，非

寂而後生感也」，良知即是性體，不需要於良知之外，另求一個性體。良知就是

未發之中，也是已發之和。既然如此，良知不是人人皆具有的嗎？何以又說未發

之中，不可謂常人具有呢？龍溪說陽明有病瘧之喻，我們來看陽明的說法。  
 

澄問：「喜怒哀樂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不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怒者，

平時無有喜怒之心，至其臨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

「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

是人人原有的，豈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

見，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不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不

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立天下之大本」［……］曰：「天

理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

「如明鏡然。全體瑩徹，略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著着。如

                                                 
81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1，〈語錄 1〉，頁 34-35。 
82 陽明云：「『未發之中』，即良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

良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良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

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理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理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

一念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

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不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

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不可以動靜分者也。」

參閱同上，卷 2，〈語錄 2〉，頁 64。有事無事、寂然感通可言動靜，而動靜乃所遇之時也。吾心

之本體，有事時感通，可以言動，可是對於寂然者亦沒有增加了些什麼。無事而寂然，雖然可以

言靜，然而對於感通者亦沒有減少了些什麼。本體無分動靜，方能至誠無息。因此在工夫上，我

們雖然可以說有事無事，有動有靜，但我們並不能以動靜來區分本體。 
83 參閱同上，卷 1，〈語錄 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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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好色、好利、好名等項上，方見得偏倚；若未發時，美色名利皆未相

着，何以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利、好名

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不可謂無偏倚。

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不發，而病根原不曾除，則亦不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須是平日好色、好利、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復纖毫留滯，而此

心全體廓然，純是天理，方可謂之喜怒哀樂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84

 
在本體上，良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已發之和，中和自然是人人皆有的，只是就

人作為一存在而言，不能無欲，就境界上便不能說未發之中是常人所具有，所以，

雖然我們有時候也能體會到所謂未發之中的境界，然畢竟只是偶然的，所以也不

能說我們已經立了天下之大本，行天下之達道了。若要說大本達道，則非能至誠

不息者不能言之。然而我們要如何到達此未發之中，至誠不息的境地呢？獨知無

有不知，所以除了在欲望發現處戒懼外，在欲望未發時，亦要心存戒懼，如此直

到心純是天理，方可謂是未發之中，大本達道之聖人境地。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說，聶雙江用未發與已發的作為明覺與知覺的判準

來批評龍溪與南野這種「以知為體」的良知學，是不充分的。我們可以看到，一

方面陽明與龍溪在已發未發的問題上，其看法是一致的。在本體上，已發未發是

一個本體，時時呈露；在工夫上，有事無事固可以分動分靜，但工夫無間於動靜；

境界上，未發之中非常人具有。而聶雙江站在境界上，以為未發之中非常人具有，

所以便推論在本體上良知非於知覺上所呈顯者，良知當於於未發之時別有一體
85，而於工夫上別求一個未發時之良知中體86。此種於「已發外別有未發」的良

知學型態，是與陽明、龍溪「即已發即未發」的良知學型態不同的。一方面，就

理論效果來說，陽明龍溪「即已發即未發」的良知學型態，從本體、工夫到境界，

都有合理的安排，讓人有所持循。反觀雙江的良知學型態，因為雙江以為在本體

上有一個未發之中，在境界上便要有已發之和，而不認為當下的於知覺上呈現者

便是未發之中，而僅將其視為知覺，而要另求未發之中，就如陽明曾對雙江說的

「今却不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鍋內

不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不知畢竟煑出個甚麼物來。吾恐火候未及調

停，而鍋已先破裂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

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落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

得個沈空守寂，學成一個癡騃漢，才遇些子事來，即便牽滯紛擾，不復能經綸宰

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勞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

矣！」87因為不認為當下在知覺上所呈現者便是未發之中，所以當下便無工夫可

                                                 
84 參閱同上，卷 1，〈語錄 1〉，頁 23。 
85 雙江云：「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見吾之寂體；發非和也，言發而吾之體凝然不動，萬感

因之以為節，故曰『中也者，和也。』」參《雙江聶文集》，卷 8，〈荅歐陽南野〉，頁 394。 
86 關於這點，我們亦於頁 26 論「良知是否現成」處做過討論，可互相參考。 
87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2〈語錄 2〉，頁 83。龍溪的立場亦同。他說：「若捨却必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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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此即龍溪所說：「聖學只論見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或失之則漓。」畢竟

良知作為本體，本是工夫之指導者，如今良知本體無呈現處，工夫如何而下呢？

因此不論是說「致虛守寂」88，或說「養性」89都落了空。而若這樣無主腦的下

工夫，雖然不知會體認出什麼來，但其絕不會是陽明所謂的良知！ 

5.3、良知與虛寂 

    既然已發與未發的關係已經確立。我們便可以運用上面所得到的結論，繼續

討論虛寂的意涵。未發與已發在本體論上是不分的，因為良知作為一個本體，就

有其發用處。龍溪所謂「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90良

知作為一明覺的本體，明覺指的便是其發用處，那麼說良知未發時是虛寂的是什

麼意思呢？ 
  

見臺問良知虛寂之意。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良知知是知非，原只無

是無非，無即虛寂之謂也。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寂存焉，寂

而感也。即知是知非而虛寂行乎其間，即體即用，無知而無不知，和內外

之道也。若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之流行，終成二見，二則息

矣。91

 
我們曾於談論良知與知識的關係時說過，良知無是無非就是知是知非。良知

無是無非乃相對於知識來說的，知識這個概念包括了分別的作用、認識功能與聞

見之知，此言乎良知本體是純粹的、形式的，它不是分別的作用、認識功能與聞

見之知。良知知是知非乃相對於聞見之知而說的，此是說良知雖然是純粹的、形

式的，但是良知依然有作用。良知固然不具聞見之知，即今所謂的知識，作為它

的內容，然而就因為它不具聞見之知，它反而足以斷盡天下之是非。而良知雖然

「不由知識聞見而有，而知識聞見莫非良知之用」92，良知雖然不是知識，也不

是聞見之知，但其呈現不離知識聞見。而我們現在要討論的虛寂概念，便是良知

無是無非的這一面，龍溪說：「無即虛寂之謂也。」虛寂乃「無」的具體內容。

說「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則虛與寂是兩個不

同的概念。龍溪說：「致知之功，存乎一念之微。虛以適變，不為典要；寂以通

                                                                                                                                            
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可以自悟矣。」參《王龍溪全集》《王龍溪全

集》，冊 2，卷 8〈孟子告子之學〉，頁 552。 
88 雙江云：「致虛守寂，方是不睹不聞之學，歸根復命之要。」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

辨〉，頁 418。 
89 雙江云：「良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同上，頁 428。 
90 參閱同上，冊 1，卷 7〈南遊會紀〉，頁 459。 
91 參閱同上，冊 3，卷 16〈別曾見臺謾語摘畧〉，頁 1153。 
92 參閱同上，冊 2，卷 13〈陽明先生年譜序〉，頁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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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不涉思為。」93，又說：「夫學，心學也。人心之靈，變動周流，寂而能感，

未嘗不通也；虛而能照，未嘗不明也。」94「虛」是良知面對變化時「明」的根

據，其討論的是良知與欲望和聞見之知的關係；而「寂」是面對變化時「感」的

根據，其討論的是良知與思慮的關係。我們先來談「虛」。 
  

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

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

之良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

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行，萬物

之變，不可勝窮，無不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良知也。夫目之能

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良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

欲之間，吾之良知自與萬物相為流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

反疑良知涉虛，不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行之迹，指為典

要，揣摩依彷，執為應物之則，而不復知有變動周流之義，是疑目之不能

辨五色，而先塗之以丹雘；耳之不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羽。豈惟失却

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不至于聾且瞶者，幾希［……］學者茍

能不泥于舊聞，務實致其良知，去物欲之間，以求復其虛體，其于萬物之

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不屑屑于典要，而自不過其則。如目遇色而

明無不見也；如耳遇聲，而聰無不聞也。是故致良知之外無學矣。95

 
耳目能備萬物之聲色，以其虛也。同樣的，良知在面對各種事變時，也能對各種

所遇之對象與情況給予適當之回應，所以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良知也。」而良

知之所以有這樣的作用，亦因爲良知具有「虛」的品格。良知本來就是「虛」的，

就其自身便能與萬物相應感而給予適當的回應。然而因為兩種原因使得良知這種

「虛」的品性喪失了，一是欲望，二是聞見之知。由之前的討論，我們知道欲望

乃由我們生理與心理的種種知覺運動而生的。知覺運動亦是人之性，然而有過與

不及，所以便有欲望的產生。欲望之於良知，就好像耳楔、沙塵之於耳目一般，

只要我們能依我們的良知天則做寡欲工夫，便能致良知本體之虛96。而聞見之知

乃由我們的認知活動下的產物，認知活動在人亦是自然會有的，只是我們亦不免

對良知信心不足，而在知識活動上做活計97，反將過去古人的嘉言懿行視為典

範，以之為行動之依據，忘了良知方是學問的頭腦，反以知識為良知，這就好像

懷疑耳目不能辨聲色，而先塗色彈聲予耳目，以作為應物之準一般，是很荒謬的。

良知之「虛」乃是「明」的根據，虛則明。龍溪說：「無欲之謂仁。仁，人心也。

                                                 
93 參閱同上，冊 3，卷 17〈漸菴說〉，頁 1237。 
94 參閱同上，冊 2，卷 13〈國琛集序〉，頁 898。 
95 參閱同上，冊 1，卷 2〈宛陵會語〉，頁 195-197。 
96 龍溪云：「人心本虛，有不虛者，欲累之也。心之有欲，如目之有塵，耳之有楔也。君子寡欲

以致虛也。如去塵拔楔而復其聰明之用也。」參閱同上，冊 3，卷 17〈虛谷說〉，頁 1230-1231。 
97 龍溪云：「子貢、子張多學多見而識，良知亦未嘗不行於其間，但是信心不及，未免在多學多

見上討幫補，失卻學問頭腦。」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吳悟齋〉，頁 69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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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知之明覺，一體之仁也。」98又說：「惟能寡欲，以復吾一體之仁，則獨往獨

來，超然自得，天地所不能困，萬物所不能撓，而常伸於天地萬物之上，是之謂

榮；不然，則屈於物欲，纏於套數，祇見其辱也已。」99致虛，然後充分體現良

知之明覺，方能超脫于物欲與格套，獲得真正的自由，獨來獨往，挺立于天地萬

物之間。 
若說「虛」是所討論的是，良知何以是明覺的問題，那麼「寂」討論的便是

良知作為一明覺的樣態問題。我們來看龍溪的說法。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為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

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睿也。《詩》言：「思無邪」，言

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以少哉？而《易》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

「易，無思也」，若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不決之

疑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夫何思何慮，非不思不慮也。所思所

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

徃來 ，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

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不思

也，無思而無不通，寂而感也。不思則不能通微，不通微，則不能無不通，

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良知之思，自

然明白簡易，睿之謂也。良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

「不思善，不思惡，却又不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不二法門。100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典出於孟子答公都子問何以同樣是人，卻有從

大體之大人與從小體之小人的分別，孟子回答說：「耳目之官不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不思則不得也。此天之所與我

者，先立乎其大者，則其小者不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101由此，我們知道

此「思」並非認知意義之思，而為道德意義之思，其意與孟子說仁義禮智等四端，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102同，所以說「先立乎其大者，則其小者不能奪也」，

而這邊所立「大者」，乃指仁義禮智而言。龍溪又舉《尚書‧洪範》敬用五事中

「思曰睿，睿作聖」為例。蓋〈洪範〉之五事──貌、言、視、聽、思皆指人存

在的基本活動，然而我們卻於這些活動中中產生恭、從、明、聰、睿的要求，進

而有了肅、乂、哲、謀、聖的人格境界之嚮往103。此「思」本來指一般的認知活

動，然而說思之本於睿，則此「思」在此亦為道德意義之思。又舉孔子從《詩‧

駉》中所截取，用來論斷《詩》的「思無邪」一句，來說思之本於正，則此「思」

                                                 
98 參閱同上，冊 3，卷 17〈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頁 1044。 
99 參閱同上，冊 3，卷 17〈子榮惟仁說〉，頁 1253-1254。 
100 參閱同上，冊 1，卷 3〈答南明汪子問〉，頁 246-248。 
101 參《孟子集注》，卷 11，頁 469。 
102參閱同上，頁 459-460。 
103 參《尚書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年），〈洪範〉，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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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道德意義之思。什麼是道德意義之思呢？龍溪說：「良知之思，自然明白簡

易，睿之謂也。良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道德意義之思，指的

便是良知之思，即「根於良知而思」的「思」，而「睿」與「正」乃良知之思的

特性，可見此良知之思展現在我們的認知活動與知覺運動之中。而此良知之思是

怎樣的思呢？ 
 

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神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意，何所當也？」

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

也。思是心之職，不思便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

嘗有所思慮，非不思不慮也。《易‧大象》曰：『君子思不出其位』，不出

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神便可測

識，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靈機，變動周流，為道屢遷而常體不易。譬

之日月之明，徃來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

矣。［……］」104

 
《繫辭上傳》曰：「易，無思也，無為也，寂然不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繫辭下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這是說，良知當有不思之時嗎？可是我們從前面「已發未發」的探討可知，

良知的呈顯並無間斷，良知是沒有不思之時的。因此龍溪於此說「思是心之職，

不思便是失職」是沒有錯的。那要如何解釋《繫辭傳》的這兩句話呢？龍溪說「無

思無為」與「何思何慮」並非指不思不慮而言，而是指「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

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焉。」良知自然會「思」，未嘗「有所思慮」，就像

日月自然往來而無物不照，不會有所照，有所不照。此便是未嘗有所動，便是未

起的狀態。說良知之思未嘗「有所思慮」，是說良知之思乃為不出其位之思，不

生分別，這種自然之思慮狀態就是未起之思，就是「寂」。什麼是不出其位之思

呢？我們來看龍溪舉的例子。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說，平居猶可取證。至如見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

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了，安得謂之未起。」予

謂：「此等處正好默識。若不轉念，一切運謀設法，皆是良知妙用，皆未

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惡聲之心，即為轉念，

方是起了。〈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曰睿者，正是良知明白簡易

之思，入聖之脈路，才有轉念，便覺煩難紛擾，便不是睿，便不能作聖。

此千古學術，毫釐之辨也。」105

 
問者以為思慮未起，未嘗「有所思慮」，這種狀態，就平時無事時還可以了解，

                                                 
104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書見羅卷兼贈思默〉，頁 1173-1174。 
105 參閱同上，冊 3，卷 16〈書見羅卷兼贈思默〉，頁 1174-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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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事時就不一定了。因此他舉了孺子入井的狀況來說明，我們在有事時，思慮

分明就是起了，分明是「有所思慮」。龍溪說，只要我們的思慮是直心以動，則

「一切運謀設法，皆是良知妙用」，就是不曾「有所起」，此即是「一致而百慮」
106。若換了個念頭，有了納交要譽惡聲之心，才是「有所起」。納交要譽惡聲之

心本來是就與救人之事無關，在救人之事之外別用心思，便是「有所起」。若所

思所慮不過救人以外，即是不出位之思。其實這並不難理解，若別有用心，則不

免於被引起此心思的欲望的牽引，救人之事只是一時的，然而內心的欲望卻是無

盡的，所以龍溪說「才有轉念，便覺煩難紛擾」；若所思皆不出位，則事過，思

亦過，此所以良知之思，明白簡易而明通公溥。前舉日月往來之譬，可謂善也。

因為日月對萬物無「所」偏，故未嘗有所動，而容光必照；同樣的，良知明覺無

「所」偏，故寂然，而能與萬物相感通。 
「無思者，非不思也，無思而無不通，寂而感也。不思則不能通微，不通微，

則不能無不通，感而寂也」良知無思，故無不通；良知無不思，故能通天下之故。

寂而感，感而寂，即未發即已發，即已發即未發，即體即用，此謂體用一原，非

二事也。若論工夫即此便是工夫，不需要先求一個虛寂之體，而後方有明覺之用。

而若有專講明覺，不知明覺之所以是明覺，乃由其體之虛寂，如「有謂良知主於

明覺而已」這種良知意見所說，則也確實如龍溪所評的，是「自汨其體也。」 
經過以上種種辨析，我們現在再回頭來看聶雙江對南野和龍溪的批評，便可

以發現其實不管是南野還是龍溪，他們對良知本體的認識，不論是「以知為體」

還是「即已發即未發」的立場，都是與陽明相同的。而在工夫上，雙江批評南野

「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批評龍溪「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

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異，謂是為反鑑而索照非耶？」未免是一個失焦的

批評，即照求明；即知覺而求明，龍溪等亦不會贊成107。兩者的爭議說到底還是

源於雙江對良知本體認識的錯誤而來的。龍溪對雙江的這種看法曾做過很好的評

論，他說： 
 
吾人致知之學，不能入微，未免攙入意見知識，無以充其自然之良，則誠

有所不免。若謂自然之良，未足以盡學，復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

發，亦不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復為

偏，不可以不察也。108

 
 

                                                 
106 陽明有一段話，可以讓我們更了解這意思，陽明云：「若論本體，元是無出入的。若論出入，

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參《王陽明全集》

上冊，卷 1〈語錄 1〉，頁 18。 
107 龍溪亦說：「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

千里。」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8〈艮止精一之旨〉，頁 539-540。 
108 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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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批評，對於雙江之學可謂公允。相對於雙江的看法，我們最後用龍溪的一段

文字作為結束。 
 
寂是心之本體，不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曰：「無

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

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即寂也。良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

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不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

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

原於專翕，專翕即寂也。直與闢即是寂體之流行，非有二也。自然之知，

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故謂之茫昧支離，

非以寂感為支離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不動」，是矣。「周乎物而不過」，

是性體之流行，便以為意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109

 
寂與定即是心之本體，動靜有時，而本體無分於動靜，不可以時言。良知如

明鏡，明鏡無時不明，無分在匣､在臺，豈有在匣時鏡才是明，在臺就不明了的

情況呢！然而我們看雙江的想法，便是如此。所以龍溪論「有謂良知主於虛寂，

而以明覺為緣境；良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始得。」這種良知意見，說其是「乖

其用」、「自窒其用」，甚是。良知無時不明，本體與流行是一個本體，非有二也，

故必有事焉。 

六、良知即主宰即流行 

由前面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雙江和龍溪的差異，無疑是其體用觀的差異所

造成的。陽明說：「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110「即體而言用在體。即

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111與龍溪所主張「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

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即體即用」皆相同。而我們於討論「良知與知識」

處曾提到一種因果上的體用論，其實便是聶雙江這類的體用觀，雖然這類型的體

用論亦認為「有是體即有是用」，但卻不贊成「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

用。」而以為體用有先後之分112，體立而後用自生。聶雙江此種體用觀，自然也

                                                 
109 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32。 
110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1〈語錄 1〉，頁 17。 
111 參閱同上，上冊，卷 1〈語錄 1〉，頁 31。 
112 雙江云：「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

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惡分也。『良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若曰『良知亦即是發而中

節之和』，詞涉迫促［……］《易》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曰無內外；《易》言先後，《大

學》亦言先後，今曰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論種樹，而不原枝葉之碩茂，由

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累。此鄙人內外先後之說也。」參《王龍溪全集》，

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1-412。而羅念菴認為這種體用先後觀就是「體用一源」。他說：「夫

體能發用，用不離體，所謂體用一源也。今夫舟車譬則體也，往來於水陸則其用也，欲泥一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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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成一說，然在其持論下所言的致知工夫上，不免造成工夫無下手之處的後

果。空說一個歸寂，不足以言良知。而若以陽明，龍溪「體用一原」的觀點視之，

又不免在本體上有自窒其用；在工夫上有沉空的後果。而下一個良知意見「有謂

學有主宰、有流行。主宰所以立性，流行所以立命，而以良知分體用。」就如同

龍溪所說的，將良知分體分用。這個一個良知意見是劉師泉所提出的，我們在「良

知是否現成」的討論中，曾指出他與聶雙江、羅念菴皆不認為人有現成良知。聶

雙江與羅念菴站在體用先後觀上，以為本體的圓滿，就代表存在與境界的圓滿，

從這個觀點出發，而認為人的存在既然不圓滿，那麼現在吾人的未發之中必定是

不完全的，所以必定沒有現成良知，故由此發展出其歸寂之說。然而我們於上面

的討論中已知陽明說未發之中未能全得，只是說就人作為一存在而言，不能無

欲，所以就境界上便不能說未發之中是常人所具有，並不是說人的當下所呈現的

本體，即現在良知是不完全的。而劉師泉持論的出發點，和聶雙江、羅念菴是相

同的，但因為體用觀（劉師泉主張體用相資）的差異，卻發展了另一個系統，即

「悟性修命」說。 
 

劉師泉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為，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

而後可以為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立其

體。吾心流行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不落

念，是吾立體之功；常運（過）不成念，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不可相離

（雜）。蓋常知止而念常微也。是說也，吾為見在良知所誤，極探而得之。」

龍溪問：「見在良知與聖人同異？」先生曰：「不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

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煉，不可名金。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

何啻千里！是何也﹖為其純陰而無真陽也。復真陽者，更須開天闢地，鼎

立乾坤，乃能得之。以見在良知為主，絕無入道之期矣。」113

 
師泉如同雙江、念菴，都不信現成良知，所以都回到比良知更基本的立場來

做討論。師泉認為既然人的存在有兩部分，一是性，一是命，而兩者的特性本來

不同，性是無聲無臭，純粹無雜，又能妙運萬物的本體；命雖已成質，然也因為

如此而不免有雜，而成滯礙。那麼就要在性、命兩邊各下工夫，方可以為學。在

性上作工夫，目的是要挺立吾心之主宰，即性體；在命上作工夫，目的是要突破

                                                                                                                                            
語，而惡學者之主寂，是猶舍車舟而適江湖與康莊也，烏可乎！」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
〈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00。 
113 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17-418。此引文亦見於《王龍溪全集》，

冊 1，卷 4〈與獅泉劉子問答〉，頁 284-285，但較為簡略。此引文中「常知不落念，是吾立體之

功，常運（過）不成念，是吾致用之功，二者不可相離（雜）」一句，此版《明儒學案》原作「常

知不落念，是吾立體之功，常過不成念，是吾致用之功，二者不可相雜」，然《王龍溪全集》記

為「常知不落念，所以立體也，常運不成念，所以致用也，二者不可相離」。今依義理，筆者以

為不管是「常過不成念」或「常運不成念」，皆是講修命之事，而「過」要不成念，必然要以「運」

命為工夫，因此說「常運不成念」是較「常過不成念」更為根本的。而且說立體、致用「二者不

可相離」或「二者不可相雜」並無矛盾。故為討論之方便，此二工夫語筆者暫取龍溪之紀錄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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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之命、遭遇之命與物性給予給予我們的限制。那我們要如何做工夫呢？便是

悟性、修命114。師泉既然不認為有現成良知，則性因為無聲無臭，無呈露處，所

以只能以「悟」的方式體會性體，這類似雙江與念菴「歸寂」的工夫；而命本身

就有表現，故可以在命上作工夫。然而，師泉要如何安置良知呢？他說：「常知

不落念，是吾立體之功；常運不成念，是吾致用之功，二者不可相離。」時時練

習此吾人之良知，令其時時昭察，而使之不落意念之紛雜，便是立本體的工夫；

時時運化吾人之命，讓各種欲望不成紛紛之意念。一個是要樹立良知的超越性，

一個是要防範於欲望未萌之先，兩者不能相離，體用相資。而這似乎是說若我們

可以「常知不落念」的話，便可以悟到性體了，然而良知與性體，即良知與良知

本體在師泉的學說中，其內容一樣的嗎？筆者以為，若要貫徹師泉的學說，則良

知應當不是性體，因為 1）良知若是性體，則依師泉對性體的規定，良知便無所

表現，只能如上面所說的，以悟的方式體會。而此亦同於雙江與念菴的思路。2）

良知若為性體，而良知又有呈露表現處，則良知應當就已經是「常知不落念」的

現成良知，不需要以「常知不落念」的方式來立體，只要致良知便是立體之工，

此即陽明、龍溪的思路。而現在的情況是劉師泉的良知，既不屬於第一種，也不

是第二種，反而是如同聶雙江、羅念菴所認為的真妄錯雜的知覺。聶雙江、羅念

菴直接捨棄此知覺，不在其上作工夫，徹底的貫徹其反對現成良知的立場。劉師

泉雖然也反對現成良知，但卻不能貫徹這個想法，未免放不下現在良知，因此方

有練習良知以立體的想法，可是若以這樣的想法，便真的落實了雙江對歐陽南野

以知覺為良知的批評，他說「縱令良知念念精明，亦只於發處理會得一箇善惡而

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粹然至善之體更無歸復之期。」115再者，師泉又主張「常

運不成念」，然而該要如何運化吾命，防範於未萌之先呢？若依聶雙江、羅念菴

的見解，歸寂立體後，便自能達用；而依陽明、龍溪的見解，只致良知便足以運

化吾命，防範於未萌之先。而依師泉，性體既還未挺立，現成良知又不足恃，內

無依據，故只能外求了。他說： 
 

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禮行，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

不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

萬事而無情也。116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即是上面說「常知不落念」的工夫，故不

再述。然以「義質禮行，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為運命之方，即透過外在行為的

                                                 
114 劉師泉云：「夫學何為者也？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往來交錯，庶物露生，寂者無

失其一也；沖廓無為，淵穆其容，賾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大；惟修也，故能體

天地之塞。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陰而弗窒也。性隱於命，精儲於魄，

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不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不伏諸性也，原始反終，知之至也。」參

《明儒學案》，上冊，卷 19〈江右王門學案 4〉，頁 440。 
115 同註 68。雙江對南野的批評，可參閱頁 30。 
116 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9〈江右王門學案 4〉，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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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漸漸的讓欲望消弭。可是這豈不成為了雙江與龍溪等所批評的「義襲而取」

的路子了。 
因此，筆者以為劉師泉架構在「虛實相生」、「體用相資」的「悟性、修命」

之說，看似完備，然而因為不承認現成良知，所以上不能達陽明、龍溪的思路；

因為放不下現在良知，所以下亦不及聶雙江、羅念菴的一貫。以致於工夫全都落

了空。其實依劉師泉的系統，只要依龍溪的指點，承認了現成良知，則立體達用，

便歸管一路，成為簡易之學，不需分體分用，又與良知糾纏不清。龍溪回應劉師

泉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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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原無差別，但限於所見，故有

小大之殊［……］良知即是主宰，即是流行，良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

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若說要出脫運化，要不落念，不成念，如此分疏，

即是二用。二即是支離，只成意象紛紛，到底不能歸一，到底未有脫手之

期。117

 
劉師泉只要承認了現成良知，則良知自然是性體之呈現，那麼只要一個致良知工

夫，便自然體用相資，虛實相生。體用二分，各用工夫，只是多生攪擾而已。 

七、良知與萬物為一體 

最後一個良知意見「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

始終。」我們不知道是誰所提出的。唐君毅先生以為是泰州學派「安身為本，齊

家治國治國平天下為末之論也。」118然而王艮此種看法，龍溪未始不同意。王艮

說：「明明德以立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安身者，立天下之大本也，

本治而末治，正己而正物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

萬物末也［……］故《易》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119而龍溪說：「明

德所以治身，立吾一體之體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達吾一體之用也，故曰：

『物有本末』，正指身與國家天下而言。物一也，而有本末之分，必修身以立本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表正萬邦而天下可平，天下不歸，身不可得而正也。

無內外，無精粗，是為大人之學。」120雖然修身與安身兩個概念未必相同，但兩

者對物有本末的看法卻是一致的，所以這一個良知意見應該不是指王艮的看法。

所以筆者認為此良知意見的重點應在「以致知別終始」上，那這是指怎樣的看法

                                                 
117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4〈與獅泉劉子問答〉，頁 284-285。 
118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頁 363。 
119 參《王心齋全集》（臺北：廣文書局，民國 76 年。），卷 3〈語錄下〉，頁 71。 
120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3〈贈憲伯太谷朱使君平宼序〉，頁 93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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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筆者推測，這應該是龍溪批評「君子之學，以至道治身，以其餘治天下國家」

的看法。 
 

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约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

［……］而世之儒者，未免溺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禮樂為

神奇，浴沂風詠為臭腐，是不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禮樂為

臭腐，浴沂風詠為神奇，是去輻而求車之用也。間有畧知二者之偏，而思

有以易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

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為天下國

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離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

二者混而為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諸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此孔門家法也。121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此典出於《莊子‧

讓王》，主張「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122，而視國家天下為緒餘。儒學既主

於經世，而經世的方法，亦不脫「主於道」與「主於事」兩種。主張實學者，棄

道學；主張道學者，瞧不起實學。而龍溪批評前者不知有「無」之體方有「有」

之用也；後者不知「有」之用正所以全「無」之體也。進而有持中道者便主張兩

不偏廢，以道學治身，以實學治天下國家，而以治身為主，治天下國家為從，因

此說治天下國家乃治身之餘事耳。其實，這看法到今日都還是一個普遍的看法，

更何況龍溪所處之時。當時必定有人作此主張，而以致知為治身之法，天下國家

為致知之餘事也，此即「以致知別始終」之義123。龍溪站在道事為一的立場，批

評這種看法，他說：「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以其緒餘土苴為天下國家，

緒餘土苴孰非道耶？」然而這道事為一的立場和良知有什麼關係呢？ 
 

古語云：「君子之學，以至道治身，以其餘治天下國家」，此未見性之言也。

                                                 
121 同上，冊 2，卷 14〈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頁 947-949。 
122 參《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頁 972。 
123 其實這個看法極有可能是以朱子學派的觀點來討論陽明致良知教所產生的。在陽明〈大學問〉

中，便論及有人對王陽明《大學》明德親民的解釋與朱子明德新民的解釋不同，因而質疑其不贊

成物有本末之說。其文如下。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兩物而內外相對也。

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說，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

之說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說，大略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

其說亦未嘗不可，但不當分本末為兩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

是以謂之本末。若曰兩物，則既為兩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不同，則明

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若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兩乎？

先儒之說，是蓋不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兩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不得

不分為兩物也。」參閱《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26〈續編 1〉，頁 970。文中，陽明反而質疑

朱子將親民解釋為新民，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將明德親民分做兩事，造成本末分為二物，

而非一物的結果。進而主張明德親民為一事，認為明德正所以親民；親民正所以明明德，如此方

為本末之說。由此看來，正與龍溪回應「君子之學，以至道治身，以其餘治天下國家」的意見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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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者，心之生理，所謂仁也。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國家，莫

非我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而其精蕴見於《大學》一書，曰：明德親

民。明德所以治身，立吾一體之體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達吾一體之

用也，故曰：『物有本末』，正指身與國家天下而言。物一也，而有本末之

分，必修身以立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表正萬邦而天下可平，天

下不歸，身不可得而正也。無內外，無精粗，是為大人之學。若以身屬至

道，以家國天下屬之緒餘，精神所注，固已視萬物為異己，未免有內外精

粗之分。兩歧則不貫，不貫則不攝，非一體之謂也［……］良知者，心之

靈氣，萬物一體之根。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悌；遇赤子入井，自之怵惕；

遇堂下之牛，自知觳觫。肯綮低昂，感觸神應，無非吾一體之用。手足痿

痺，則謂之不仁，靈氣有所不貫也。惟其視萬物一體，故能以天下為一家，

以中國為一人，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一體之心始盡。124

 
「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天下國家亦道也；「其視天下國家，莫非我也。」

治身亦事也。道事為一，若以身與天下國家來分道分事，則非《大學》本旨。明

德與親民、身與天下國家本末之分，是為學的先後之分，而非為學的主從之分。

而此為學的先後之分，乃是邏輯的先後之分，不是先明德後再去親民，若是先明

德後再去親民，則亦不脫離以治身為主，治天下國家為從的看法。又若以身屬至

道，以家國天下為緒餘，則吾人精神所用便都在自己身上，不免將天下國家視為

異己，而有內外之分，此便非仁體之本然也。要知道明德正所以親民，親民正所

以明明德，天下不歸，身亦不可得而正也。而良知正是仁體，亦正是仁體的展現，

即體即用，正是為學下手處。 
 

予惟《大學》之教，源於〈洪範〉。自誠意以及平天下，皆不出於好惡，

盡天下之好惡，皆不出于一念之是非。良知者，本心之明，是非之則也。

明道云：「有天德便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洪範〉敬用五事，曰：

「貌、言、視、聽、思。」思者心之官，貌、言、視、聽之準，肅、乂、

哲、謀所由以作也。心之良知是謂聖，謹獨所以致良知也，良知致，則能

周乎物而不過，好惡自無所作。譬諸鑑之空而妍媸自辨；衡之平而輕重自

審；天德達而王道行，極之所由以建，民之所由以會而歸也。125

 
天下之事不出於好惡，而天下之好惡不出於吾心之是非，而良知便是是非之則。 
良知天則便展現在情感、認知活動與知覺運動等吾人存在活動中，道與事原本就

相互流貫，若實致吾人之良知，好惡自無所作，自能周乎物而不過。致良知便是

無內外，終始一貫之學。只以致知為始，治天下國家為終，便是不明良知一體之

                                                 
124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14〈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頁 936-938。 
125 參閱同上，冊 2，卷 14〈贈紹坪彭侯入覲序〉，頁 95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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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正心學之衡定 

義126，此所以龍溪評斷此良知意見說：「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

終一貫，不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第三節  龍溪的良知觀 

綜觀整個辯論，我們可以說龍溪雖然分出八種不同的良知意見，然而實際上

的良知意見，包括龍溪的意見在內，共乃有九種。第一種主張知識即良知，此種

看法或是將良知視為知是知非的作用；或是將良知視為認知作用；或是將良知視

為聞見之知，然而此三者皆非良知本體；第二種雖不以知識為良知，然而卻忽略

了良知的主動性與超越性，認為我們要體會得良知，便只有體認天理一途，將良

知與天理打成兩闕。第三種雖然認為良知就是天理，但是認為沒有現成良知，即

良知未發時是純粹完全的，已發時就是真妄錯雜的，而由之分出（一）歸寂說與

（二）悟性修命說。主張歸寂說的視當下已發的良知為知覺，完全放棄在現在工

夫，而以為致知當主於良知這個未發時的虛寂之體；主張悟性修命說的因放不下

當下已發的良知，故在其看來真妄錯雜的現在良知，卻又成為悟性修命的下手

處，不免與其立說的前提產生矛盾。第四種也認為良知就是天理，而且主張有現

成良知，此一看法亦分成兩類。（一）認為良知既然現成，就不需要消欲了。此

種看法完全忽略了人的存在性，只見得人的理想性。（二）認為良知雖然是現成

的，但認為人作為一個存在，不免有氣質之雜，故不免有種種欲望，然而縱使人

有種種欲望，但其亦無法遮掩良知之光，不能以為良知為欲望所蔽，就認為沒有

現成良知。而透過當下呈顯的良知，以之為工夫之根據，自然可以讓良知全幅展

現。而主張這第二類現成良知者，認為良知本體既然即虛寂即明覺；即已發即未

發，便批評了主張良知只主於未發時的虛寂者或只主於已發時的明覺者，以前者

為沉空，後者為緣物。而主張歸寂說者既認為現在已發之良知未免是真妄錯雜認

的，便只以主張現成良知者之良知明覺為已發之知覺，而評其為緣境；評其不知

未發無知之本旨。因此第五種良知意見，不論是主於已發或主於未發；與第六種

良知意見，不論是主於明覺或主於知覺，實在是現成良知說與歸寂說的副產物。

第七種良知意見，以為良知只是修身之道，修身有餘方理會治天下國家之事，而

將道與事；將己身與天下國家分成兩闕。此良知意見實不明良知乃是與天下萬物

相感通，與萬物為一體的。明德正所以親民，身本不離於天下國家，離卻天下國

家，又如何修身呢？ 
而龍溪的主張正屬於第四種的第二類，即認為良知是現成的，良知並不是知

識，而是天理本身，此良知即已發即未發，即虛寂靈即明覺，即主宰即流行，而

與萬物為一體，當下便可以呈現。而由這些主張我們可以知道，龍溪與陽明皆站

                                                 
126 彭國翔先生以為此良知意見「主要是從致良知工夫的角度立論，嚴格說來並不能反映對良知

本體的看法。」參閱彭國翔：《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頁 343。而筆者以為，

說此良知意見是從致良知工夫的角度立論並沒有錯，然而卻正反映了對良知本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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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良知異見 

在同一立場，故觀其與當時的良知意見相辯，真如同陽明與之相辯一般。然而值

得一提的是，龍溪較陽明作出了更細密的心理分析，爲吾人之聞見之知找到了心

理學上的根源，即「知識」的提出，更對「知識」與良知的關係與差異作了詳細

的論說，此可為陽明心學理論的發展與精緻化127。 
 
 
 
 
 
 
 
 
 
 
 
 
 
 
 
 
 
 
 
 
 
 
 
 
 
 
 
 
 
 

                                                 
127 陽明云：「孔子有鄙夫來問，未嘗先有知識以應之，其只心空空而已［……］」參閱《王陽明

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2。又云：「『致知』云者，非若後儒所謂充其知識之謂也，

致吾心之良知焉耳。」參閱同上，卷 26〈續編 1〉，頁 971。由此可見，「知識」一詞在陽明僅僅

為一般的意思，意指聞見之知。然在龍溪的系統中已經成為一心理學的解釋，而為聞見之知的來

源。詳情可參「良知與知識」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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