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四句到四無──本體、存在到境界的開展 

 
上一章提到良知貫穿吾人所有的存在活動，臨照在吾人情感、認知活動與知

覺運動上，將吾人與天下國家聯成一個不可分的整體。然而良知與情感、認知活

動與知覺運動的對舉，只是心理學上的區分，可是就人作為一個在天下國家中的

存在來說，良知本體在吾人存在的架構上，佔了一個什麼樣的地位呢？它是以怎

樣的方式在吾人身心上進行運作呢？又，就人作為一個存在而言，我們要如何致

此良知呢？為了要了解這個問題，便要討論陽明心學之本──《大學》。陽明心

學的開出，一開始便是陽明扭轉了朱子對《大學》的解釋，提出了對《大學》的

格物致知的新解釋，而由之發展出他認為足以徹上徹下的教法──四句教。而龍

溪之學雖本於陽明，對陽明四句教卻有自己的一番見解，此即其四無教的開出。

由此，本章的目的，除了要了解龍溪的致良知教與陽明致良知教的相承之處外，

還希望透過對四句與四無教的解析，找出龍溪與陽明的差異處，並指明造成此差

異的可能性原因。 

第一節  論心、意、知、物──龍溪與陽明比論 

前面說要了解良知在吾人存有學中的位置，以及致良知的方法，便要討論《大

學》。龍溪跟陽明一樣，對《大學》做了自己的解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己任，

不如此便流於私心小智而為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於天下

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於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於家須先修其身，身者，

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靈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

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禮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

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

發竅於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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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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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云者，真無惡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

善惡之機則在於良知。良知者，是非之心，善惡之則。不致其知，則真妄

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不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

知云者，非若擴充其知識之謂也，致吾心之良知焉爾。致者至也，《易》

言「知至至之」，知至者，良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

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良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有

本末」之物，不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

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

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

於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

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復其本體，

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於禮，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為

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諸侯以一國為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

為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

於末，始而終也。夫良知者，性之靈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

好惡之實也。好惡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惡，毋自欺其良知而已。正心

者，好惡無所作，復其良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惡無所偏，著其良知之

用而已。好惡同於一家則家可齊，好惡同於一國則國可治，好惡同於天下

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惡盡之矣！好惡之實，是非盡之矣！

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易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於庶人

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於規矩之外，其孰能與於此乎？
1

 
在正式討論龍溪的《大學》論之前，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我們在第二章所討

論良知與情感、認知活動、知覺運動以及這些活動所造成的欲望之區分，乃是一

心理學上的區分；而《大學》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的區分，乃是

一存有學的區分，它說明了人的存在結構──心、意、知、物，以及人與世界的

關係──身、家、國、天下，進而提出了我們身處於世界的立身之道──修、齊、

治、平，以及如何立身的方法──格、致、誠、正。前者談的是本體，後者論的

是存在，兩者是不同的論理範疇。再者，第二章論「良知與萬物為一體」時提到

明德與親民、身與天下國家本末之分，是為學的先後之分，而這為學的先後之分

乃是邏輯的先後之分。明明德正所以親民、修身正所以治家國天下，在具體的情

況下，明明德與親民、修身與天下國家兩者是不分的，只是在論理上，我們必須

肯定明明德與修身的先在。而這種論理關係，在下面所要討論的身心意知物與格

致誠正的問題上亦是。由於人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其立身之道，我們已經於「良知

                                                 
1 參《王龍溪全集》（臺北：華文書局，民國 59 年），冊 2，卷 8，〈大學首章解義〉，頁 5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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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萬物為一體」做過論述，此不贅述。我們現在關心的是人的存在架構及其立身

的方法，而這兩者具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現在便進行下面的討論。 

一、論心 

心乃為身之本也，心為身之主宰，此心乃為一主體概念。而視聽言動等屬於

身這一方面的知覺運動正是內心活動的展現，而吾人內心的活動──包括認知活

動、情感活動與道德活動──都在身上得以落實，而以「非禮勿視聽言動」作為

修身之要，則是以吾人內心的道德活動來統攝認知活動、情感活動。若以心作為

主體概念而言之，則可以說是以道德主體來統攝認知主體與情感主體2。這與我

們在上一章所討論的良知貫穿吾人所有生理與心理等種種活動的立場乃是一貫

的，其實這亦是儒學的基本立場。而就因為以道德主體為作為心的首要概念，所

以我們可以看到，龍溪論心常常是與良知不分的，這種情況，不論是他在講本心

時，或是談心之本體時，皆可以看到。本心與心之本體的差異何在呢？本心乃為

心的本質規定，而心之本體指的是心的本然狀態。龍溪云：「天之所與我，人之

所以異於禽獸，為此一點靈明，不容自昧，所謂本心。心之本體未嘗不善，高明

廣大，變化周流，古今聖凡之所同也。」3既然道德主體為心的首出概念，龍溪

便以良知來說本心4。那什麼是心之的本然狀態呢？龍溪用了很多詞彙來說明心

的本然狀態，例如：「樂是心之本體」5、「淡是心之本體」6、「靜者，心之本體」
7、「定者，心之本體」、「寂是心之本體」8、「知者，心之本體」9、「止者，心之

                                                 
2 龍溪云：「視聽言動，所謂己也。非禮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之功［……］禮也者，理也。天

理之節文，四勿正是竭才用力字義［……］」又云：「克己，猶云修己，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

己。〈傳〉以己為身之私，既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為仁由己，反己之學也。」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3，〈書累語簡端錄〉，頁 269。說「視聽言動，所謂己也。」視聽言

動既為內心活動之展現，而吾人內心之活動不出認知活動、情感活動與道德活動，以這些活動為

己，則其皆為主體的概念。而禮為天理之節文，正指良知而言，故以「非禮勿視聽言動」為克己

之要，則是以吾人之道德主體為首出，以之統攝認知主體與情感主體。克己即是依良知天則，而

將吾人由認知活動、情感活動與道德活動放失而造成的欲望克去，回復心之本然。若說認知活動、

情感活動有所放失，或許較好理解，何以道德活動亦會有所放失呢？在第二章「良知與知識」、「良

知與天理」中已做過討論過，此二者之蔽，將造成玩物喪志與義襲而取的毛病。 
3 參閱同上，冊 1，卷 2，〈約會同志書疏〉，頁 218。 
4 例如龍溪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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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6。又云：「平旦虛明之氣，好惡與人相近，便是是非本

心。」參閱同上，冊 1，卷 7，〈華陽明倫堂會語〉，頁 483。 
5 龍溪云：「樂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為流通，才有一毫意必之私，便與天地

不相似。」參閱同上，冊 2，卷 8，〈憤樂說〉，頁 562。又云：「樂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

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不失此活潑脫灑之機，

非有所加也」，參閱同上，冊 1，卷 3，〈答南明汪子問〉，頁 249。 
6 龍溪云：「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切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立定腳跟第一義［……］淡原是心

之本體，有何可厭。為心體上淡得下，便無許多醲釅勞攘，便自明白，便能知幾［……］」，參閱

同上，冊 1，卷 1，〈沖元會紀〉，頁 97。 
7 龍溪云：「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為要，一者無欲也。」，參閱同上，冊 1，卷 3，

〈答中淮吳子問〉，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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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10、「微是心之本體」11等等。「樂」與「淡」皆是吾人情感方面的用語，

而「靜」、「定」、「寂」，則是與吾人思慮狀態相關的用語12，「知」、「止」、「微」

則皆是用於描繪良知的。由此，足見龍溪以為吾人心的本然狀態是認知活動、情

感活動與道德活動渾然不分的，只是我們會因為此三種活動所產生的欲望而使得

心的本然狀態變質，然而對於我們該如何保任心之本體，則龍溪莫不自吾人內心

之道德主體──良知來立論。因此，若說心是一個主體的概念，而龍溪又以道德

主體來定義心，則此心亦為一道德主體。因為心這個概念雖然亦函括了認知主體

與情感主體，然而道德主體方是其本質規定，道德主體統攝了認知主體與情感主

體。因此，龍溪講心，便通常與良知不分13。 

二、論意 

    而心既為身之主宰，則「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然而，因為一方面，

心只是一個主體的概念，它是形式的而無內容的，所以龍溪說「心無形體，無從

而正」；另一方面，就因為心是形式的，所以它是至善的14，故龍溪說「心本至

善，動於意始有善有不善」。由此，正心之正，並無實意，心無可修正，而說心

無可修正，其實也可以說是良知無可修正（因為良知與欲望的對舉，在人的存在

架構上，成為了心與意的對舉），故說若要正心，其實便已屬於意上面的事了。

意是心之所發，「動於意使有善有不善」，怎麼說呢？ 
 

先生曰：「知慈湖不起意之義，則知良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

鑒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離心而起意，則為妄，

千過萬惡，皆從意生。不起意是塞其過惡之原，所謂防於未萌之欲也［……］

                                                                                                                                            
8 龍溪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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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32。 
9 龍溪云：「知者心之本體，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本明，不須假借，隨

感而應，莫非自然。」，參閱同上，冊 1，卷 4，〈答退齋林子問〉，頁 286。 
10 龍溪云：「〈謙〉者，內止於理，而外順於事。止者，心之本體。」，參閱同上，冊 1，卷 4，〈留

都會紀〉，頁 314。 
11 龍溪云：「虞廷謂之道心之微，不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不能使之著，天地亦不能

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參閱同上，冊 1，卷 7，〈南遊會紀〉，頁 472。 
12 可參第二章 5.3「良知與虛寂」的討論。 
13 例如，龍溪說：「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不感，雖感而未嘗不寂，謂之一貫［……］遺事

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逐吾心於事物，將無陷於支離。」此心正指良知而言。參《王龍溪全集》，

冊 2，卷 10〈與孫淮海〉，頁 660。又如，引文中說：「以其虛靈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

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無心則無身矣。」而在其他地方龍溪亦說：「知是身之靈明主

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參閱同上，卷 12，〈與李見羅〉，

頁 802。此亦足見，心這個主體概念，到了良知方有其實義。 
14龍溪云：「性無不善，故知無不良。善與惡，相對待之義，無善無惡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

本體也。」參閱同上，冊 1，卷 5，〈與陽和張子問答〉，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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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子曰：「或以不起意為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

不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不起意為不起惡意何如？」

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惡。不起意，雖善意不可得而名，是為至善。

起即為妄。雖起善意，已離本心，是為義襲，誠僞之所分也。」15

 
心是一個主體概念，意既然是心之所發，則我們內心的情感、認知活動與知覺運

動，便都是在意上作表現。然而我們內心的情感、認知活動與知覺運動未必都是

不善的，只有此中所產生的過與不及的欲望方是不善的，所以我們也可以說，並

不是所有的意都是不善的，只有離心而起之意，即「有所動」之意，方是不善的。

龍溪說： 
 

人心莫不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見天則，德性之知也。泥

於意識，始乖始離。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識則其分

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識。意勝則心劣，識顯則知隱。故聖學之

要，莫先於絕意去識。絕意非無意也，去識非無識也。意統於心，心為之

主，則意為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識根於知，知為之主，則識為默識，

非識神之恍惚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若有

影迹留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為所蔽，所謂意識也。孔門之學，顏子有不善

未嘗不知，知之未嘗復行，此德性之知，謂之屢空，空其意識，不遠之復

也。子貢多學而億中，以學為識，以聞為知，意識累之也。此古今學術毫

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良知之旨惟在復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離

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立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良知在人，千古

一日，譬之古鑒翳於塵沙，明本未嘗亡，一念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

也。16

 
意是心感應之跡，識是知分別之影，意與識、影與跡在我們於外界應感時原本就

會有，否則我們無法應世，然而說「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識」，乃是此意此識

離心與知而「有所起」了。就好像「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此中莫不

有意與識，只是因為此意此識之發動並不脫離心與知的規範，故為誠意與默識。

然而若有一種情況，即我們的意、識為外物所牽引，導致意、識脫離了心與知的

規範而起，造成了意象紛紛、與識神恍惚的狀況，則「虛明之體反為所蔽」。此

時，我們便要做「絕意去識」的工夫，要注意的是「絕意非無意也，去識非無識

也」，只是要讓意、識回歸心與知的規範而再為誠意與默識。而龍溪以為楊慈湖

所謂的「不起意」工夫，便是這樣的一種工夫，能做此工夫，自然能防於欲望未

萌之先。同樣的「不起意」的意思並非消滅所有的意，也不是不起惡意，更不是

要起善意。因為只要是「有所」起的意，就不是根於心而發的意，不管是善意或

                                                 
15 參閱同上，冊 1，卷 5，〈慈湖精舍會語〉，頁 362-364。 
16 參《王龍溪全集》，冊 2，卷 8，〈意識解〉，頁 5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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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惡意。而若是由心所發的意，本來就無所起，因此也沒有滅意與不滅意的問題。

因此，「不起意」的工夫──即《大學》中的「誠意」工夫，只是要讓意根於心

而無所起，讓意為誠意。而這樣的工夫便是致知工夫。怎麼說呢？因為分辨善意

與惡意的機括便在良知17。 

三、論知 

    龍溪云：「致知云者，非若擴充其知識之謂也，致吾心之良知焉爾。致者至

也，《易》言「知至至之」，知至者，良知也，至之者，致也。」良知非知識，我

們於第二章論之詳矣。而良知既然不是知識，則致「知」，很明顯的便跟擴充我

們的知識，即擴充聞見之知無關。以「知至至之」為「良知致」，則亦符合龍溪

現成良知的觀點，怎麼說呢？良知本自完具，只是為欲望所蔽，然而此自欲望所

透露出來的一隙光明，便是完完全全的良知所發，本來便是現成的。若說要致此

良知，破除障蔽，回復其本體，其根據自然還是在良知自身。此點我們已於第二

章「良知是否現成」的討論中，分說明白了。因此說致良知，其實是良知自致，

而非在現在呈現的良知外另求一個根據來致它。主張在現在良知外另求一個根據

來致良知的劉師泉、聶雙江等，在理論上都不夠完備而失敗了。 
    然而說致良知，又該自何處下手呢？龍溪云：「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

是必有其事矣。」良知固然能辨別真善真惡，然而說致良知，便不只是要於意上

分辨其善惡而已，還要有所行動，對於善意要真好之，對於惡意要真惡之，方是

致知，方真是做得誠意工夫，所以說「必有其事矣」。而「事」便是「物」。 

四、論物 

說「事」是「物」是什麼意思呢？龍溪云：「物者，事也，良知之感應謂之物，

物即『物有本末』之物，不誠則無物矣。」此中「物有本末」之物便是指身家國

天下，而身家國天下乃是我們所欲修齊治平者，所以在工夫的角度上，有身這一

物，便有修之一事；有家這一物，便有齊之一事；有國這一物，便有治之一事；

有天下這一物，便有平之一事等等，所以說物者，事也18。然而這並不代表這些

物事彼此間便是分離而不相屬的，我們曾於前面說過，身與天下國家本末之分，

是為學上邏輯的先後之分，在具體的情況下，身的存在是與天下國家是不分的。

                                                 
17 龍溪云：「心無不善，意方有善有不善。善真好，惡真惡，謂之誠意。意有善有不善，孰從而

辨之？所以分別善惡之機在良知。」參閱同上，冊 1，卷 5〈穎賓書院會紀〉，頁 369。 
18 龍溪云：「大學之道，致知在格物，人人有此良知，不由於聞見，只是不曾致得。人生在世，

有喜怒哀樂之情，有視聽言動之發，有人倫家國天下之施，未有無事之人，物即事也。」參閱同

上，冊 3，卷 15〈雲間樂聚冊後語〉，頁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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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良知天則就展現在我們的情感、認知活動與知覺運動等存在活動中，這不啻說

良知貫穿了我們所有的存在活動，使我們與天下國家聯成一個不可分的整體，所

以說修身正所以治家國天下，天下不歸，身亦不可得而正也19。由此，站在工夫

的角度看，身家國天下皆在良知的感應之中，故說「良知之感應謂之物」。然而

說「良知之感應謂之物」，不是從本體來說物嗎20？自存在而言，不是應當說「意

之所用為物」嗎21？我們來看一段引文： 
 

或問格物之義。或以格物為至其理，或以格物訓作無欲，其旨如何？先生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良知是自然之則，物是倫物所感之應跡，如

有父子之物，斯有孝慈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應感迹上，循

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理，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理也。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便易流於欲，故須

在應迹上用寡欲功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

也。夫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只是一事。身之主宰為心，

心之發動為意，意之明覺為知，知之感應為物。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

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此虞廷精一之旨，合內外之道。物從意生，意

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理，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不及。」
22

 
意是心之所發，我們內心的所有活動固然與外界有著不分不離的關係，然而若自

人的存在結構來看，這些活動莫不在意上展現，所以我們也可以直接說是意跟外

界有不分不離的關係，因此龍溪雖然直接的說「良知之感應謂之物」，然而也未

始不知此分際，故他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所乘之機」23，

知與物雖然是體用的關係，然而意乃是此兩者所乘之機括，唯有透過意，知與物

方可以相接；唯知與物能相接，格物致知的工夫才有可能，如引文中所謂「應感

跡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理，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理也。」。因

此就人的存在而言，應當要說「意之所用為物」。雖然如此，「良知之感應謂之物」

還是可以就存在的角度來立論，只是它與「意之所用為物」有一點細微的差別，

即前者乃就「誠意」而言，而後者則指一般的意來說的。就前者而言，所謂「良

知之感應謂之物」指的是於物上直接順應良知天則之自然，而物便得其理。就後

者而言，所謂「意之所用為物」，意雖為心之所發，可是意卻可以脫離心的規範，

                                                 
19 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第二章論「良知與萬物為一體」的時候做過討論了，參頁 47-50。 
20 龍溪云：「有諸己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怒，那些不是良知覺照所在？應感

上致此良知便是格物，一時不致良知，視便妄視、聽便妄聽、喜便妄喜、怒便妄怒，便不是格物

之學。推之一切應感，食息動靜、出處去就無不皆然。」參閱同上，冊 1，卷 6〈南遊會紀〉，頁

471-472。 
21 龍溪云：「意之所用為物，良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良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

不過其則，謂之格物。」參閱同上，冊 1，卷 5〈穎賓書院會紀〉，頁 369-370。 
22 參閱同上，冊 1，卷 7，〈新安斗山書院會語〉，頁 488-489。 
23 參閱同上，冊 1，卷 6，〈格物問答原旨答敬所王子〉，頁 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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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說脫離良知的規範而流於欲，在這個此層次上說「物從意生，意正則物

正，意邪則物邪」，故須用寡欲功夫完復其無欲之體。而既然欲是隨意而生，所

以要寡欲，就要誠其意，而誠意工夫如上面所說的，還是要以良知作為工夫之根

據，而寡欲的方法，或者說致知的方法乃在格物上。然而就前者而言，雖說用良

知之感應來說物，可是意乃為良知與物所乘之機，「無意則無物矣」24 ，良知之

發用亦要落在意上來說，所以說良知感應之物，畢竟還是意所用之物，只是此意

不同於一般的意，而是前面所說，為根於心而發動的的不起之意──「誠意」，

而「誠意」所在之物，即為正物。例如子女順其良知之發動，而自然地成就其孝

親之天則，則其孝親之事，便得其理，而真為孝親之行為，此真的孝親之行為即

是所謂的正物。就後者而言，因為意脫離了心的規範而流於欲，故為不善，而此

不善之意所在之物，亦不得其理，以上述中的例子而言，則可以說子女的孝親行

為並不是出於衷心而為虛偽的，為假的孝親行為，此假的孝親之行為即是所謂的

邪物。就前者而言，意與物皆從心而發，或者說從良知而發，意已為「誠意」，

物已為正物，本體與存在是同一的，故沒有工夫可言。自後者而言，意因為脫離

心，或者說脫離良知而發，而為善惡錯雜的意，而物因之而為邪物，本體與存在

分離了，所以要下工夫，然而作工夫的目的，亦是要回復心之本體，使我們的存

在與本體為一。而不論是從良知之感應來說物或從意之所用說物，物都不會是

「理」，也不會是「欲」。「理」乃是良知付與物的，如上面孝親的例子，孝親之

事是否真成其為孝親之事，要看此事是否由良知而發，而不是孝親這一件事情本

身就具有真偽的性質。而以物本身便具有真偽的性質，以為格物是窮盡物之理，

即，以格物為去窮盡各種孝親之規則，則不免太過，因為縱使孝親有再多的規則，

若孝親之事不出於真心，我們亦不會以之為行孝親之事。而「欲」乃出自於意，

物本身並不會有欲，這是明白的。而以欲為物，以格物為無欲，也確實是不夠的，

因為這樣的解釋，並沒有跟我們交代工夫的落實處，工夫無從做起。怎麼說呢？

我們之所以要誠意，便是因為欲望皆由意動而起，誠意的目的就是要無欲，而良

知便是辨別善意與惡意的標準，而至於我們如何知道我們自己是真的好善而惡惡

了呢？便是在行為上，看我們是否真的作了好善惡惡的格物工夫，即良知以為善

的便去行，良知以為惡的，便不去行，如此方是知致而意誠。而真若訓物為欲，

則在工夫上只能說到誠意一段，即此格物的意思只能在內涵上與龍溪所謂的誠意

相同，不能下達于龍溪所謂的致知格物一段，工夫是沒有下落的，故以格物為無

欲，實為不及也。 
或許還有人會問，既然一切的惡都是由意所生起的，那不是只要誠意就好

了，何必格物呢？前面已經說過了，意的不善，良知固然皆知，然而說致良知，

並不只是於意上分辨其善惡而已，還要有所行動，對於善意要真好之，對於惡意

要真惡之，方是致知。那要如何才是真好真惡呢？便是龍溪所說的「致知在格物

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即，要依循良知天則的指導來

行事，不順從意的指導而行事。能順從良知的指導行事，便是格物；物格之後，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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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順從良知的指導行事，方才是致了此良知；而致了良知，方是真好善意，真

惡惡意，方是誠了意。 意誠了，則意又為心所統，心為正心，心正則身修矣。

由此，若為士庶之人，因為以家之事為感應，故說其身修，則其必已經完成其家

之事，而家齊。以此推之於天子平天下之事莫不是如此，而其關鍵都在良知本體

上。 
以上便是龍溪對《大學》心意知物及其工夫的闡釋。然而筆者要問龍溪對《大

學》的理解與王陽明對《大學》理解相同嗎？我們接下來便來看陽明對《大學》

的詮解。 

五、龍溪與陽明《大學》比論與一念功夫之提出 

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理，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

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理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

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靈明？主宰

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惡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惡乎？必其靈

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惡，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惡也。故欲修其

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不善，則心之本體本

無不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不正，自其意念發

動，而後有不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念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念

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念而惡也，惡之真如惡惡臭，則意無不誠，

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惡，不有以明其善惡之分，亦將真妄錯

雜，雖欲誠之，不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

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易》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

者，致也。「致知」云者，非若後儒所謂充廣其知識之謂也，致吾心之良

知焉耳。良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不

待慮而知，不待學而能，是故謂之良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

然靈昭明覺者也。凡意念之發，吾心之良知無有不自知者。其善歟，惟吾

心之良知自知之，其不善歟，亦惟吾心之良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

者也。故雖小人為不善，既已無所不至，然其見君子，則必厭然揜其不善，

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見其良知之有不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惡以誠其

意，惟在致其良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念之發，吾心之良知既知其為善

矣，使其不能誠有以好之，而復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惡，而自昧其知善

之良知矣。意念之所發，吾之良知既知其為不善矣，使其不能誠有以惡之，

而復蹈而為之，則是以惡為善，而自昧其知惡之良知矣。若是，則雖曰知

之，猶不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良知之善惡者，無不誠好而誠惡之，

則不自欺其良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良知，亦豈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

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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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不正以歸於正之謂也。

正其不正者，去惡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

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良知

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不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

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良知所知之惡，雖誠欲惡之矣，苟不即

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惡之之意猶為未誠也。

今焉於其良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不盡。於

其良知所知之惡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不盡。然後物無

不格，而吾良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

快然無復有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

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蓋其功夫條理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

之可分。其條理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精，固有纖毫不可

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說，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25

 
以上文章乃為陽明〈大學問〉中所摘取出者。說身心意知物是工夫所用之條

理而雖各有其所，其實只是一物，這與我們前面所說的一樣，乃是一為學的邏輯

的先後之分，而身心意知物在具體的存在情況下是不分的，於其上所做的工夫，

彼此間的關係亦同。陽明以為善去惡為修身工夫，而身不能自己作為善去惡的工

夫，必身之主宰──心──欲為善去惡，身方有為善去惡之可能，所以欲修其身

者要先正其心。然而心本來就是善的，無從而正，意念之發動方有善與不善的情

況發生，所以要正心，必就其意之發動而正之。然而要誠意，若不能辨別真善真

惡，則意念紛紛，不免真妄錯雜，所以要誠意，必先致其知，因為意念之發動之

善惡，良知無不知。而於意念發動之善惡，誠好善惡惡，方是不欺己身之良知，

方是誠意，方是致知。然而隨良知明覺而好善惡惡，並非只是空說而無實際之作

為，必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格物。「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

物就是事，格為「正」之意，格物即是正事。什麼是正事呢？方才說我們要隨良

知明覺而好善惡惡，然而若不即其意所在之物──事──而為善去惡，則亦不能

說我們已經致知而誠意了，一定要在事上依良知所知之善惡，著實的作為善去惡

的工夫，方是格物，方是知致而意誠。 
從上面的解析，我們可以知道，龍溪與陽明對《大學》心意知物及其工夫的

闡釋，與陽明實在是大同而小異，兩者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唯有一點不一樣，即

龍溪解「格」為「天然之格式」，以之為天則；陽明解「格」為「正」。然而觀龍

溪解釋格物，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

是之謂格物」，則於義理上與陽明沒有什麼不同，因為不管是以「格」為正或為

天然之格式，「格物」指的都是要依據良知而於事上來做好善惡惡的工夫，只是

龍溪的解釋更強調了良知在格物中的指導地位而已，此小異並不妨礙龍溪與陽明

                                                 
25 參《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26，〈續編 1‧大學問〉，頁 9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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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龍溪站在這樣的基礎，對於致知工夫有一更精緻

的發展。我們由第二章的討論知道，龍溪與陽明皆認為良知的呈顯是當下而是完

具的，我們的致知工夫，因為良知的這個特性，當下便有所持循，而不會落入意

念與識神之紛擾，成為義襲之學。而由此，龍溪提出了其一念工夫。他說： 
 
人惟一心，心惟一念，念者心之用。念有二義：今心為念，是為見在心，

所謂正念也；二心為念，是為將迎心，所謂邪念也。正與邪，本體之明，

未嘗不知，所謂良知也。念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為見在之心，則

念為見在之念，知為見在之知，而物為見在之物。致知格物者，克念之功

也，見在則無將迎而一之矣［……］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必有事者，念念致其良知也；勿忘者，勿忘此一念之謂

也；勿助者，無所意必，以無念為念之謂也。26

 
因為良知的呈顯是當下完具的，所謂「吾人終日應酬，不離見在」27，從這邊龍

溪提出了意的更小單位──念，若意指的是一般在我們心中流轉的意識來說，則

念指的乃是當下所呈顯的意識，而我們當下所呈顯的意識──念，有兩種，一是

正念，一是邪念，而對於這兩者，良知未嘗不知，龍溪特稱此在當下於念上所呈

顯的良知為「一念之微」28。而致知，亦是要就念所在之物而格之。此皆同於龍

溪對《大學》的解釋，只是將時間的因素放入《大學》的工夫中，而這樣的解釋，

讓所謂「必有事焉」致知工夫，有了更完善的說明。 
從第二章討論良知本體，到目前所討論的《大學》，從本體到存在，以及如

何自存在回復本體的工夫，龍溪與陽明可謂並無二致，龍溪可謂繼承了陽明的學

問，而龍溪於陽明學問的基礎上，反而有所發明──此即其對於「知識」的詮解，

更將陽明的工夫細緻化──此即一念工夫的提出。由上，龍溪固然站在陽明學的

基礎而有所繼承與發展，然而若我們以為龍溪的成就僅止於此，那似乎又太小看

他了。陽明晚年將《大學》裡的工夫，濃縮呈一個命題來表示，此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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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句教，然而

龍溪更指出此四句教的發展，此即是其所提出的四無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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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便要討論龍溪這對陽明學的另一個發展，而對此四句與四無的討論，乃出於

龍溪與其同門錢緒山的辯論，此亦是陽明後學間的第一場辯論，即有名的「天泉

證道」。 

                                                 
26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7，〈念堂說〉，頁 1240。 
27 龍溪云：「夫今心為念。念者，見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不離見在，千緒萬端，皆此一念為

之主宰，念歸於一，精神自不至流散。」參閱同上，冊 2，卷 15，〈趨庭謾語副應斌兒〉，頁 1098。 
28 龍溪云：「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念克與妄之間而已，一念明定，便是緝熙之學。一念者，無

念也，即念而離念也，故君子之學，以無念為宗。然此非見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

從一念入微，歸根反證，不作些子漏泄，動靜二相，了然不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不至逐物；

無事時，主宰惺惺，自不至著空。時時習靜，察識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

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參閱同上，冊 2，卷 15，頁 1098-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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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天泉證道 

前面說在陽明後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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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陽明夫子之學，以良知為宗，每與門人論學，提四句為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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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循此用

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不可更易。先生謂：

夫子立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

只是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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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性粹然至善，神感神應，其機

自不容已，無善可名。惡固本無，善亦不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惡。若

有善有惡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流行，着於有矣。自性流行者，動而無動，

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若是有善有惡之意，則知與物一齊

皆有，心亦不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若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

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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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夫子將有兩廣之行，錢子謂曰：吾二人所見不

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見請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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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句教為法，而若從我們自第二節以來的討論來看，緒山所言

者，確實當為陽明之說，而以龍溪對《大學》的詮解來看，龍溪亦應當會肯認緒

山的說法才是，然而龍溪也並不是不肯認四句之教，只是認為陽明立教隨時，實

無定法，故他只視四句教為一權法而已，而以為於四句教之上，當有一更好的教

法──四無教。什麼是四無教呢？便是「若悟得心是無善無惡之心，意即是無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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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陳來先生認為《王龍溪全集》裡所記載之〈天泉證道紀〉乃為「龍

溪門人將龍溪平日會語、文字中關於四句教者合籑而成的，並非出於龍溪之手［……］不得作為

天泉證道的史料，只能作為研究王龍溪個人對四句教理解的資料來運用。」而「《年譜》所載述

者，為錢、王所共同肯認，其價值為最高。」參閱陳來：《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北京：商務印

書館， 2003 年），頁 588。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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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陽明對天泉證道的看法，則以《年譜》所記為主，其餘相資為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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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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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惡之意，知即是無善無惡之知，物即是無善無惡之物。」既然二人持論不同，

於是便請証於王陽明。陽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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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雖然陽明對於四句與四無32皆有所肯定，認為四無可接上根人，而四句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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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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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參閱同上，頁 91-9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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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出版，民國 89 年），頁 300。然而於《陽明年譜》、《傳習錄》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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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借用王龍溪所分判的四有與四無來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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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然而，這個發展如何可能呢？因為我們由上第二節的討論知道，王陽明學問

的基礎在《大學》中，而雖然說正心工夫是要在誠意上用的，然而心體本來就是

至善的，正心工夫只是一虛說，正心並無特別一段工夫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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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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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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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問：「先如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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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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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傳習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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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之王陽明

學平時之論學，它更像是一個境界，即由致知之漸修而達至之化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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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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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3，〈語錄 3〉，頁 123。 
36 參閱同上，上冊，卷 3，〈語錄 3〉，頁 123。 
37 陽明云：「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

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二君以後再不可更此四句宗旨。此四句中人上下

無不接着。我年來立教，亦更幾番，今始立此四句。人心自有知識以來，已為習俗所染，今不教

他在良知上實用為善去惡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切事為，俱不著實。此病痛不是小小，不

可不早說破。」參閱同上，下冊，卷 35，〈年譜 3〉，頁 1307。 
38 陽明云：「已後與朋友講學，切不可失了我的宗旨：無善無惡是心之體，有善有惡是意之動，

知善知惡的是良知，為善去惡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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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習

心，不教他在良知上實用為善去惡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切事為俱不著實，不過養成一個

虛寂。此個病痛不是小小，不可不早說破。」參閱同上，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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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句到四無──本體、存在到境界的開展 

    而今，龍溪既然以為有此一四無之教，則此教之實意與內容究竟如何，此便

是龍溪所提出的關於陽明學的另一個發展──先天正心之學。由此我們便轉入下

一章關於「先天正心之學」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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