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四無是教法或境界──先天正心學之衡定 

第一節  龍溪論四無教成立之理由 

一、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 

上一章提到，若考之陽明平時之言論，四無可以說更像是一個由致知而臻至

之境界。而龍溪既然以之為教法，則他的理由為何，我們便要做一番考察。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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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的，「體

用顯微，只是一機」與「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是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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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句成立

的前提，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對前面這兩個命題作一檢視。 
我們先來看第一個命題。這第一個命題在說什麼呢？「機」有機要之意1，

而龍溪又曾以「生機」2、「真機」3、「天機」4等指稱良知。而說體與用、顯與微，

都只是一個「機」，則此「機」之意為何呢？我們曾於第二章指出，龍溪所謂的

良知，本身便是即虛寂即明覺；即已發即未發；即體即用的，良知雖有呈露，然

                                                 
1 例如，龍溪說：「《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其機原於一念之微。」參《王龍溪全集》（臺北：

華文書局，民國 59 年），冊 1，卷 5，〈竹堂會語〉，頁 355。 
2 例如，龍溪云：「獨知者，本來不息之生機也。」參閱同上，冊 1，卷 3，〈周潭汪子晤語〉，頁

228。 
3 例如，龍溪云：「真機透露即是凝。若真機透露前有個凝的工夫，便是沉空守寂。」參閱同上，

冊 1，卷 3，〈水西經舍會語〉，頁 236。 
4 例如，龍溪云：「良知者，性之靈，性無不善，故知無不良。良知即是未發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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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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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吳悟齋〉，頁 68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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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呈露便是良知本體自身，因此他特以「幾」來描述良知本體這種靈動的特性
5。因此說「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則此「機」若是機要之意，則亦是指良知而

言，唯良知能貫穿體用顯微之間。而第二個命題「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我們

亦於上一章討論《大學》時指出，心意知物之區分，是存在架構之區分，在存在

的實際樣態上，四者是不分的。而依此四者而有的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四個

工夫的分別，乃為學邏輯上的區分，實際上亦一事便了。而此一事，指的便是致

良知這一事，怎麼說呢？雖然說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正心、

誠意、致知的工夫皆在格物上方得以落實，所謂「必有事焉」，否則只是空說，

而物格了，知便致了，意便誠了，心也就正了。然而其中關鍵還是在良知，依良

知著實的好善惡惡方是格物，外於良知而格物，結果不免認物為理，以為格物便

是於事上求正，而落入義襲。表面上看來，格物方是重點，實際上良知更具關鍵

地位，說致良知，便包含了格物。 
    而由這兩個命題來看，良知與致良知乃是工夫的重點，由此，龍溪便推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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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結論。心體的無善無惡並不是指立基於經驗上善惡相待

而成立的看法，即它不是 1）性本無善無不善；2）可以為善、為不善；3）有性

善，有性不善這三種看法。這邊所說的無善無惡乃指非經驗之善惡可以形容之至

善而言，所謂「惡固本無，善亦不可得而有也」6。而說悟得心是無善無惡的，

意即是無善無惡的，知即是無善無惡的，物即是無善無惡的，我們曾於上一章「論

物」提到，從人的存在上，我們可以從兩個角度來說物，一是從意來說，一是從

說良知之感應來說，自前者來說，心雖然是至善的，然而意卻不免離心而有所動，

本體與存在分離了，因此物為邪物，必須順從良知的發動作格物的工夫，以還復

本體。自後者而言，因為意與物皆從心一體而發，意已為「誠意」，物已為正物，

                                                 
5 例如，龍溪云：「良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見，所謂幾也。良知之實體為誠，良知之

妙用為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

良知是未發之中，良知自能知幾，非良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為能守而後幾可見也。《大學》所謂

誠意，《中庸》所謂復性，皆以慎獨為要，獨即幾也。」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

頁 423。 
6 龍溪云：「孟子道性善，本於大《易》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為下愚立法。先師無善

無惡之旨，善與惡對，性本無惡，善亦不可得而名，無善無惡是為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

之也。［……］性無善無不善，似指本體而言；可以為善、為不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

性不善，似指流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立言，不為無所見，但執見不忘，如群盲摸象，

各得一端，不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不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

不移三言，又孟軻氏論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說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

說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不善，既可以言善，亦

可以言惡，有善有惡，亦可以言善惡混，而性善之論若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為性，不得孟子立言

之本旨。先師性無善無惡之說，正所以破諸子之執見，而歸於大同，不得已之苦心也。」參閱同

上，冊 1，卷 3，〈答中淮吳子問〉，頁 256-258。心體之善，不是經驗上的善，經驗上的善與經

驗上的惡是相互依待而存的，所以王陽明以無善無惡為至善來說明心體，並不是在經驗上作考

量，因為若是如此，則不面又落入三種在經驗上對性的善惡作會通的看法，此三種看法即 1）性

本無善無不善；2）可以為善、為不善；3）有性善，有性不善。孟子發性善之論，亦非為救時蔽

而提出另一種論性的極端看法，而是陳述性作為性的本質。而龍溪以為王陽明以無善無惡說性，

不但說明了性善之可能，更足以擊破各種性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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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與存在是同一的，而為一個天理流行的境界。顯然龍溪所說的心意知物皆為

無善無惡的情況，便是以後者本體與存在同一的角度而言。前者乃是建基《大學》

的致良知工夫，其目的便是為了要回復心體，達到後者所謂本體與存在同一的天

理流行境界而立說的。而現在的爭論，並不在於能不能回復心體這個問題上，而

是在於回復心體的方法上。我們從第二章觀龍溪與陽明後學即其他學者辯，一直

到第三章將其辯論之結果歸之於《大學》致知工夫，龍溪可謂立場一貫。而龍溪

現在卻提出了不同於《大學》致知工夫的頓悟工夫，要人直悟心體，而將原本的

《大學》工夫視為權法，此中不免啟人疑竇。然而以這個頓入心體的工夫成立之

前提來看，我們似乎也沒有反駁它的理由。可是相反的，這個工夫成立的前提，

何嘗不適用於《大學》的致良知工夫呢？《大學》致良知的關鍵亦在良知，而《大

學》心意知物，格致誠正，又何嘗不是一件事呢？因此光是以這兩個前提並不足

以作為四無教成立的充分條件。因此我們再來檢視四無教成立的另一個理由，也

就是龍溪對於四句的看法「若有善有惡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流行，著于有矣。

自性流行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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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善有惡之意為心之所發 

意動於物，確實便非心體自然之流行而著於有，所謂動而動者。意雖然亦是心之

所發，然而我們曾於上一章「論意」時說道，意有可能離心而「有所起」，而意

所在為物，意邪則物不免也因此而為邪物，然而若據此有善有惡之意，以為此意

為心之所發，便將心與知皆視為是有善有惡的，不免忽略了意有可能離心而「有

所起」的情況。而將有善有惡之意視為心之所發，以為心與知皆有善有惡而真妄

錯雜，則《大學》的致良知工夫將成為不可能，因為我們將失去工夫的根據，龍

溪論《大學》時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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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對這種情況最好的說明。由此，龍溪於此所說的四

句，並非由《大學》歸結出的四句本身之義理，而為另一種看法，龍溪以之為四

句而作為四無為一較優越的教法成立的理由，以龍溪對《大學》的理解，不免是

自立稻草人。對於龍溪這番對四句的理解與其四無的提出，陽明亦有其理解，我

們現在便要對陽明的理解作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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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陽明對四無教的評斷 

一、《王龍溪全集》中陽明之評斷 

《王龍溪全集》所記陽明對於天泉證道的之評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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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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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洪卻須進此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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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若依此記載，則陽明以為 1）四無是為上根人所設之教法，是頓悟之學；四有是

為中下根人所設之教法，是漸悟之學；2）四無即本體便是工夫；四有是用工夫

復還本體。可見陽明亦認為有四無之教，我們以下便對陽明的看法作分析。 
首先，陽明對四無作為頓悟之學的看法則與龍溪相同，然而陽明雖然認為四

無是一易簡之學，只是不同於王龍溪的是，王龍溪以為四無是比四有更好的教

法，而王陽明只以其為接引上根人之教法。而對於四有，王陽明則亦與王龍溪的

見解一樣，只是陽明亦沒有認為四有為低於四無之教法，只是認為四有是接引中

下根人之教法。四無與四有的差別，在於有沒有對治，前者頓入本體而無對治；

後者由對治入手8，然而不管是四無或四有，其最終的效果皆同，所以說「及其

成功一也」。然而陽明雖以為對於根器不同的人有兩個不同的教法，但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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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是說四無與四有當相資為用，而說得悟後，還需用漸修

                                                 
7 參閱同上，冊 1，卷 1，〈天泉證道紀〉，頁 91-93。 
8 參閱此章註 9，牟宗三先生對四有與四無之合會。牟先生的看法為筆者所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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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夫，此即是說得悟後還須保任此悟後之境界，而四有正是保任此境界之工

夫。陽明在這裡比起龍溪作出了更清楚的分疏，將四無歸之於上根人之教法，將

四有歸之於下根人之教法。對於不同的根器有不同的教法，這是符合常識的。然

而我們雖然不能反駁有頓悟之學這一事，可是由上述陽明的說明，我們發現，頓

悟之後居然還要用四有作為保任工夫，則我們不禁要問四無作為一上根人的教

法，何以上根人不能時時以此四無之教作為保任工夫，反要以四有作為保任工夫

呢？那這是不是說四有方是徹上徹下之工夫呢？而若四有方是徹上徹下之工

夫，則四無的地位是什麼呢？若只是以頓悟作為四無的內容，則我們是不是以根

器作為說明頓悟的可能性原因就可以了，而不必以頓悟為學，在四有外另立一個

教法呢？又，我們亦曾於四無成立的第二個理由指出，將有善有惡之意視為心之

所發，以為心與知皆有善有惡而真妄錯雜所謂「心與知物，皆從有生」的看法，

是不同於由《大學》所歸結出的四句本身，則豈陽明亦會犯上這種錯誤，而我們

於《年譜》、《傳習錄》，並不見陽明附和龍溪對於四句之理解，因此《王龍溪全

集》中陽明之評斷還有再檢討的餘地。 
再者，所謂「即本體便是工夫」，「用工夫復還本體」的分別是指什麼呢？說

頓入心體後，即著心體就是工夫，因為文中並沒有其他的說明，原本我們無法推

斷此工夫為何？然而從上面我們對陽明「雖已得悟，仍當隨時用漸修工夫」的分

析來看，此工夫自然是四有工夫，也就是說，當我們頓入了心體，便自然有四有

這個保任工夫，然而若照著這個解釋，我們已於上面提出來了，若四無作為一教

法的實義只是在頓悟之一事上，那麼我們只要用根器作為頓悟這件事情的可能性

原因即可，何必以之為教法呢？而四有「用工夫復還本體」，其工夫之可能性根

據，從陽明對《大學》之解釋來看，其根據自然是良知，說致良知其實是良知自

致，自存在與本體分離的情況，回復到存在與本體同一的情況，此又何嘗不是「即

本體便是工夫」呢？然而現在若以中下根人「未嘗悟得本體」，則陽明《大學》

的誠意工夫之根據為何，我們便很難說明。而且依陽明對《大學》之解釋，工夫

的成立，並不需要我們有悟得本體的這一段工夫，因為良知作為一個本體，它就

是會在我們心理上的各種活動中呈顯，只要我們一念自反，即得本心，重點在於

我們是不是能依良知而著實的好善惡惡。由此，我們可以說，1）《大學》的誠意

工夫不需要我們去先悟本體才能從事，因為本體無時不顯；2）若《大學》的誠

意工夫需要我們去先悟本體，以大學作為一普遍的教法來看，則我們可以說，中

下根人亦悟得本體；3）若以中下根人亦悟得本體，則依上下根人而成立的四無

教與四有教的區分，便無意義。4）而若這樣的區分無意義，則四有方是徹上徹

下的教法，上下根人皆要從事。而所謂的四無，我們用境界來說明會更合理。因

為資質的關係，上根人先悟得四無境界，中下根人，後悟得四無境界，然而不論

上中下根人，悟得四無境界後，皆要持續的作四有工夫以保任此四無境界。而我

們這樣的理解四有與四無，是更符合《年譜》、《傳習錄》的記載的9。我們現在

                                                 
9 牟宗三先生對於四有與四無亦曾作出和會。他首先分析在四有中，心與良知之「有」與意、物

的有善有惡之「有」不同，心與良知之「有」並非有善有惡之有，而是有對治之「有」。認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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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來看《傳習錄》與《年譜》中陽明對於天泉證道的評斷。 

二、《傳習錄》與《年譜》中陽明之評斷 

    《傳習錄》中陽明對於天泉證道的評斷云： 
 

［……］二君之見，正好相資為用，不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

二種。利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瑩無滯的，原是個未

發之中。利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了。其次不

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念上實落為善去惡，功夫熟後，渣滓

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了。汝中之見，是我這裡接利根人的；德洪之見，

是我這裡為其次立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若各

執一邊，眼前便有失人，便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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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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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年譜》中陽明對於天泉證道的評斷云： 
 

先生喜曰：「［……］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為

                                                                                                                                            
有句之為有，關鍵在有對治，無對治便是四無。由此，牟先生說：「只以『悟得』與『未悟得』

來對翻，這是不妥當的。如果四有句是屬于中根以下之人，則如果他們『未嘗悟得本體』，則他

們如何能致良知？而且與『致知存乎心悟』這句話亦相矛盾！是以四有四無俱需悟得本體（悟得

良知即是悟得心之本體），上下根之分不在悟得與未悟得，而在有無對治。因此，那個會和底說

法似乎當該這樣修改，即：『上根之人頓悟得無善無惡心體，便從無處立根基，一體而化，無所

對治。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云云。『中根以人雖亦悟得本體，然因有所對治，不免在有善有惡上

著眼或下手，因而在有上立根即立足，是以心與知物皆從有生』云云。［……］因此，四有句便

不是徹底的漸教，亦不是徹底的後天之學。著眼於動亦是後天，然其對治底根據是良知，則又是

先天。其為漸是因有所對治而為漸。這種漸是有超越根據的，因而含有頓之可能根據。（頓教必

承認有超越的本心始可能。無超越的本心，便只有是徹底的漸教與後天之學，此如朱子與唯識宗。）

［……］而同時四句教亦可以說是徹上徹下的教法，是實踐之常則，因縱使是上根人亦不能無對

治，亦不能無世情嗜欲之雜，不過少而易化而已。因此，四無乃是實踐對治所致之化境，似不可

以作一客觀之教法。」以上牟先生的意見，請參閱《從陸象山到劉蕺山》（臺北：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 79 年），頁 268-279；引文的部分請參閱同上，頁 279-280。牟先生對於四有的認定雖與筆

者不同，但在對於四無與四有所提出的疑問與評判方面，卻與筆者相一致。而筆者將於後面的文

章中接著提出，其實在龍溪的思想中，四無、四有與四句是有分別的，如此，便不需要如牟先生

般費力的為四有說明其先天根據之所在，而將牟先生所以為的四有直接歸與四句。 
10 參《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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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吾學更無遺念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良知本體

原來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辰，風雨露雷，陰霾饐氣，

何物不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復如是。太虛無形，一

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力？德洪功夫須要如此，便是合得本體功夫。」畿

請問。先生曰：「汝中見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不可執以接人。上根之

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見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

道不敢承當，豈可輕易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句宗旨：無

善無惡是心之體，有善有惡是意之動，知善知惡是良知，為善去惡是格物。

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更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

四句宗旨何如？」先生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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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重囑付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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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這兩段紀錄看來，陽明確實認為有四無的頓悟工夫，也以上中下根人為四無與

四句作分疏。然而對四句的說明，是更合於陽明與我們於第二、三章中龍溪的看

法，我們可以看到不論在《傳習錄》或《年譜》中，陽明並沒有將人有習心，本

體受蔽，或者依龍溪的說法──意是有善有惡的狀況，就推論到良知本體也是真

妄錯雜的，是有善有惡的，反而認為若因此有人認為良知本體也是有善有惡的，

則這種看法亦是那人自己以為的，所謂「有只是你自有」，並非是良知本體的實

際描述，這也就是說，陽明在此並沒由犯上我們於第二章討論「良知是否現成」

時所提出的「將尚未實現的本體，當作已實現的境界」的謬誤，反而龍溪於此卻

不免思考不清，犯上這個謬誤。而因為犯上了這個謬誤，以頓悟為學，其思路不

免與聶雙江與羅念菴相同，故陽明亦提出了與聶雙江論學時同樣的警告，認為若

懸空想個本體，則不過是養個虛寂；諷刺的是，龍溪亦曾評聶雙江與羅念菴的歸

寂說為沉空之學，而他自己亦不免走上相同的道路。然而我們若以為天泉證道是

龍溪早年的思想，而論「良知意見」乃其晚年之事，便以為龍溪對這問題的思考

已經有所轉向，那麼我們會很失望，因為我們將於下面論「先天正心學」發現，

龍溪到其晚年，亦抱持著與天泉證道時同樣的看法，而與其平常與人論學時所堅

持的陽明思想實為兩路。又依《傳習錄》或《年譜》中陽明對四句的看法，明顯

的與《王龍溪全集》中所記者不同，《傳習錄》固為錢緒山所記，然《年譜》乃

錢緒山與王龍溪共同肯認者，因此於其中陽明對於四句的理解是可信的。而前者

《王龍溪全集》中所記陽明對四句的見解，顯然是以龍溪的觀點來記述的，並不

符合陽明的看法。又所謂四有與四句，於此三者的記錄中，只見《王龍溪全集》

所記者以四有來稱四句，而四有的解釋亦符合龍溪對四句之陳述，故筆者以為，

                                                 
11 參《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35，〈年譜 3〉，頁 130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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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乃是依龍溪的理解而有，未必便是錢緒山的觀點，反而錢緒山的觀點正與陽

明與龍溪平日的觀點相同12。 
另外，在《王龍溪全集》中所隱涵的觀點，即四有方為徹上徹下的觀點，陽

明於這兩篇記載中，皆有著明確的表示，然而有趣的是，陽明雖然以根器的區分

作為四無與四句成立之根據，然而卻認為四句教上中下根人皆可接引，而且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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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陽明不免是自打嘴巴，或許陽明也已經隱然的意識

到了他對於四無作為工夫，即以頓悟作為工夫的評價，有些不當。畢竟頓悟與漸

悟的分別與根器有關，而非工夫的分別，而若要以根器的不同來分別証成四句與

四無，則當無所謂徹上徹下之教法，應以其根器而各自安於因其根器所成立之工

夫才是。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是，已經是以根器的不同分別的証立了四句與四無，

卻又以四句為徹上徹下之教，如此四無教的成立甚為空洞，因為它除了能說明頓

悟的根據，即根器，它已經沒有其他內容了。而若以筆者於上面所提出的觀點─

─因為資質的關係，上根人先悟得四無境界，中下根人，後悟得四無境界，然而

不論上中下根人，悟得四無境界後，皆要持續的作四句工夫以保任此四無境界─

─來解釋，即以四無為四句工夫所達到的境界，就能解決此中的矛盾，而且也如

同我們於第三章所說的，更能符合陽明平時論學的說法。 
綜合上面所述，於天泉證道中，龍溪與陽明在立說上，不免都有與平日論學

觀點相互矛盾之處。陽明只是於四無是否能作為教法的問題上思之不審，然而似

乎也意識到了這個問題。然而龍溪卻一反其平時對陽明學的理解與闡述，直以四

句為四有，認為若意有善有惡，則心亦有善有惡，而以四無為最理想簡截之教法，

                                                 
12 陳來先生以為，1）「四有」應當不贊成「無善無惡心之體」，而主張心體有善無惡；2）依〈年

譜〉所錄之天泉證道看，陽明著重向錢緒山解釋為什麼說「無善無惡心之體」，故錢緒山對於四

句中的本體原是有疑問的，故將「四有」之說，歸之於錢緒山。參閱陳來《有無之境──王陽明

哲學的精神》。（臺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9 年），頁 301。對於第二點，我們可以看

到錢緒山於〈傳習錄〉云：「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惡的。但人有習心，意念上見有善惡

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復那性體功夫。若原無善惡，功夫亦不消說矣。」參《王陽明全集》。

上冊，卷 3〈語錄 3〉，頁 117。又於〈年譜〉言：「心體原來無善無惡，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

見有善惡在，為善去惡，正是復那本體功夫。若見得本體如此，只說無功夫可用，恐只是見耳。」

參《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35〈年譜 3〉，頁 1306。此足見緒山未必不知道心體是無善無惡的。

而以陽明對緒山解釋何謂「無善無惡心之體」，就推論錢緒山對於「四句」中的本體原是有疑問

的，而將「四有」歸之於錢緒山，筆者以為這並不是是充分的說法，因為錢緒山固然可以對「四

句」中的本體有疑問，然而在他與龍溪的問答中，他畢竟是堅持「四句」的立場而與龍溪產生了

辯論，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所謂的「四有」乃是依龍溪對於「四句」的理解而有，所

以「四有」應當以龍溪對四句的解釋，即他在〈天泉證道紀〉所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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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而對於第一點，我們從龍溪的角度來

看，說「四有」不贊成「無善無惡心之體」是對的，然進而認為此心體之「有」為有善無惡，即

心體是至善無惡的，則不然。因為龍溪正是以「無善無惡」為至善的表達，龍溪並非不知心體為

至善之意，他在這裡指出的是，意若為心之所發，而意又是有善有惡的，則心也會是有善有惡的。

而筆者已於上面提出了說明，認為龍溪於此忽略了意本身會有離心而「有所起」的情況，而若將

意的有善有惡，推之於心也是有善有惡的，便犯了「將尚未實現的本體，當作已實現的境界」的

謬誤，此即由存在的不完全，推論到本體的不完全，而混淆了存在與本體兩個不同的範疇。故若

將「四有」視為龍溪對四句的看法，不管在文獻上，亦或是在論理上，都將會更為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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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費解。而以龍溪這樣將四句視為四有之曲解，於此天泉證道的諸記載中，筆

者發現，反而是錢緒山對於四句做為陽明教法定本的觀點上，最能符合陽明最終

的判斷。 

第三節  「先天正心之學」與「先天之學」 

從上面的分析看來，龍溪四無教的成立實在有待商榷。陽明雖然站在根器的

角度上，認為應當有四無與四句教之分疏，然而最後仍以四句為徹上徹下的教

法。龍溪在陽明去世後，從我們第二、三章的討論來看，龍溪對陽明的學問可謂

精熟，不但掌握了當時的良知諸說，更能對這些良知異見作出清楚的分判，而指

出其理論之缺失。而且能將陽明的學問往前推進，使陽明學有了更精緻的發展。

雖然如此，龍溪似乎並沒有放棄他在天泉證道時的想法，只是他不再堅持四無是

一普遍的教法，但他依然堅持四無與四有之分，而且仍然認為四無為較好的教

法，只是他採納了陽明對四有與四無得以成立的根器之分，認為四無這一較好的

教法為上根人所從事，四有這一繁難之學為中下根人所從事（而不同於陽明的是

龍溪並沒有將四有視為徹上徹下之教，這可以說是龍溪較陽明徹底的地方）。龍

溪稱前者為「先天之學」，稱後者為「後天之學」，以前者為正心一段工夫，以後

者為誠意一段工夫；又因為龍溪與他人相辯時屢稱陽明的《大學》工夫──即四

句──為「先天之學」，所以造成了在當時論學，與近代研究上的一些混淆。而

為了在討論上的方便，我們稱以四無這一先天的正心工夫為「先天正心之學」；

以四有這一的後天的誠意工夫為「後天誠意之學」；而將正心誠意工夫打併為一

的四句稱為「先天之學」。 

一、「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 

先生謂遵巖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遵巖子曰﹕

「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切世情嗜慾，皆

從意生。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不善。若能在先天心體上立根，則意所動

自無不善，一切世情嗜慾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易簡省力，所謂後天而

奉天時也。若在後天動意上立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纔落牽纏便費斬

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難，欲復先天心體便有許多費力處。顏子有不善未嘗

不知，知之未嘗復行，便是先天易簡之學。原憲克伐怨慾不行，便是後天

繁難之學。不可不辨也。」13

 
                                                 
13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1，〈三山麗澤錄〉，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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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三山麗澤錄〉，彭國翔先生的考證指出，此乃是龍溪 60 歲時與王

遵巖所作之問答14。龍溪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而認為若能在先

天心體立根，則後天之意便自然無不善；而若在後天意動上立根，則不免世情之

雜，致知工夫便見繁難。而從這邊所謂在先天心體立根的「先天正心之學」與在

後天意動上立根的「後天誠意之學」的表達看來，此「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

誠意之學」其實就是龍溪在天泉證道所提出的「四無」教與「四有」教的另一種

表達方式，即將「四無」與「四有」之教架構到《大學》後而有的表達方式。此

足見龍溪到了晚年依然堅持其「四無」與「四有」之分。而此「四無」與「四有」

的工夫意義對於龍溪來說，並不僅止於簡易與繁難而已，若此二者工夫之分只是

簡易與繁難之別，則龍溪可以將「先天正心之學」視為普遍的教法，而要大家從

事於此簡易工夫，一如他在天泉證道時提出「四無」教的初衷一般。然而對龍溪

而言，此「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的對舉，一如我們於《王龍溪全

集》中所見陽明對「四無」與「四有」的會通一樣，還有依根器施教的意義，即

「先天正心之學」為上根人所從事，「後天誠意之學」為中下根人所從事。龍溪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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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說「人之根器不同，工夫難易，亦因以異」，這不啻說「先天正心之學」這易簡

之學為上根人的專利，而中下根人只能從事於繁難的「後天誠意之學」。而對於

這樣的論點，龍溪還有一更明顯的表示，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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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此，龍溪認為有一上根人所從事的「先天正心之學」與有一中下根人所從事的

「後天誠意之學」的區分已經可以確立。而以龍溪這樣的區分，我們更可以反証

獨獨於《王龍溪全集》所記之天泉證道的「四無」與「四有」之分，確實為龍溪

                                                 
14 參彭國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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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15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6，〈陸五臺贈言〉，頁 1109。 
16 參閱同上，冊 2，卷 10，〈答馮緯川〉，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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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見。 
    然而在龍溪的思想中，並不只有此二學，正如同我們於前面第二、三章所見，

還有一個繼承陽明而來的《大學》致知工夫，龍溪稱此工夫為「先天之學」。 

二、「先天之學」 

先生曰：「［……］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却在發上

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領工夫，却於已發

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若說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

得其旨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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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云舍了

誠意更無正心工夫可用也。良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

所乘之幾也。知之與物，無復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

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離了親民更無學也。良知是

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良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

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

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怒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

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不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

之學是矣。後天而奉天時者，乘天時行，人力不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

養之之功，若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復性之

旨為有間矣。即寂而感行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不

感，無時不歸於寂也。若以此為見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為用也？

［……］良知之前無未發者，良知即是未發之中，若復求未發，則所謂沉

空也。良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良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若別有已發，即

所謂依識也。［……］愚則謂良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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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可使為君子，舍此更無從入之路、可變之幾，固

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17

 
此乃〈致知議辨〉龍溪與聶雙江的第一辨。龍溪說「先天是心，後天是意」，

此區分乍看之下，彷若已有「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的規模出現，

然而若我們再往下看，將會發現此論與其「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

的論述決然不同。1）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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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云舍了誠意更無正心工夫可

用也。」說至善是心之本體；說才要正心，便有正心之病；說捨了誠意更無正心

                                                 
17 參閱同上，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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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可用。此點已足以說明這邊所說的「正心」並非「先天正心之學」之正心。

這邊的正心工夫要在誠意上用；而「先天正心之學」之正心乃頓入心體之謂也。

前者的正心，因為心體本正，所以正心一段工夫只是順著《大學》文本而虛說的，

其真實的意涵在於誠意工夫上；而「先天正心之學」之正心乃指著一段頓入心體

的工夫，正心並非虛說。由此可見，此二「正心」並不是指同一件事。2）這裡

的誠意，亦非「後天誠意之學」所說的誠意。這邊所說的「誠意」，乃是有良知

作為指導的誠意工夫，依著良知在事事物物上作致知格物的工夫，便是誠意。而

「後天誠意之學」的誠意乃是在意上立根，失卻良知指導的誠意工夫，所以不免

落入世情之牽纏。龍溪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怒之末，

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不過也。」

此正是陽明《大學》所說的誠意，若以「後天誠意之學」的誠意工夫來看，正是

此中「矯強矜飾於喜怒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3）龍溪說「養於未發之豫，先

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天時者，乘天時行，人力不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

之功，若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復性之旨為有間矣。

即寂而感行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不感，無時不歸於寂也。」

說養於未發之豫是先天之學，此似乎亦同於「先天正心之學」，然而此養之之法

乃在後天上，所謂「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這也就是呼應了前面所說正心

在誠意的說法，而龍溪以為除此之外再無養法，若另有養法，則已遺物而遠人情，

非儒家復性之旨18。由此可見，此基於《大學》的「先天之學」是不同於「先天

正心之學」，若「先天正心之學」，則以頓悟為事，若能頓入心體，則心意知物皆

從無生，便是天理流行之境，此中並沒有以「後天誠意之學」作為此「先天正心

之學」之工夫，因為「後天誠意之學」是繁難的，而「先天正心之學」是簡易的；

「後天誠意之學」是中下根人所從事的，而「先天正心之學」是上根人所從事的。

4）龍溪在此以為「良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一念自反，即得本心」；以

為「此原是人人見在具足、不犯做手本領工夫，人之可以為堯舜、小人之可使為

君子，舍此更無從入之路、可變之幾。」這即是說，良知心體並不會因為存在狀

態的不完滿，因此也變的不完滿，認為捨此良知更無從入之路，此立場亦同於龍

溪對於《大學》的解釋19，由此，很明顯的「先天之學」並不是「後天誠意之學」，

因為「先天之學」乃是有良知作為誠意的依據，良知心體並不會因為意的有善有

惡而亦有善有惡，而說人可以為堯舜、小人可以為君子只此一路，則《大學》的

「先天之學」實為一普遍的教法，而此中並不見有所謂以上中下根人的區分而將

工夫分成兩截者，一如「先天正心學」與「後天誠意之學」一般。 

                                                 
18 龍溪在其他地方亦有相同的表示，如他說：「［……］所謂如龍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

亦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煉，收斂翕聚，以求超脫，只此便是養之之法。吾儒與二氏所學不同，

千里毫釐，其辨在此。［……］吾人但知良知靈明脫洒而倏乎存亡，不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

頭，而不知於人情事變煅煉超脫即為養之之法，所以不免有二學［……］若果信得良知及時，只

此知是本體，只此知便是功夫。良知之外更無致法，致良知之外，更無養法［……］」參閱同上，

冊 3，卷 16〈魯江草堂別言〉，頁 1135-1137。 
19 龍溪於〈大學首章解義〉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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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閱同上，冊 2，卷 8，〈大學首章解義〉，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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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四點，我們可以說，《大學》的「先天之學」比之「先天正心學」與

「後天誠意之學」絕不相同20。「先天之學」不是「先天正心學」，也不是「後天

誠意之學」，此三者在龍溪的思想裡其實是很清楚的。這也就是說天泉證道之後，

龍溪也未始不知「四無」、「四有」與「四句」在義理上的不同，然而為什麼在他

論及「先天正心之學」時，卻將「先天之學」曲解為「後天誠意之學」，一如他

在天泉證道時對「四句」作出「四有」詮釋一般，便令人費解，唯一的解釋只能

說，在龍溪的心裡「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教法，就是比「先天之學」好，雖然

主張「先天正心之學」會落入他在這裡所說的「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復性之

旨為有間矣」的理論後果，亦會落入陽明於天泉證道時對他所提出的警告「只去

懸空想個本體，一切事為俱不著實，不過養成一個虛寂」。 
而現在麻煩的是，一如我們於第二章所見的，龍溪面對論敵的提問，其所回

答者，皆是亭亭當當的陽明學之義理，包括此〈致知議辨〉與雙江之答辨。可是

龍溪心中實在還有一個立基於根器上的，他認為較「先天之學」為優的「先天正

心之學」，也因為此兩者在龍溪皆稱為先天之學──儘管其內容絕不相同，因此

造成了他與同門論學的混淆。以上面所引〈致知議辨〉為例。雙江質疑龍溪「高

明過人，自來論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見在為具足、不犯做手為

妙悟，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21若以立基於《大學》的「先

天之學」來看，固然也是自「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之，也是以現在為具足，

然此是自本體來說，自存在來看，便未必是如此，故要依良知本體而行為善去惡

之工，並不至於會有「不犯做手為妙悟」的情形出現，更非中人以下所不能即者。

而雙江在此以「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不犯做手為妙悟」論龍溪的學問風格，

由龍溪持兩套先天之學來看，又以「先天正心之學」為優的觀點來看，雙江的質

問未必是無的放矢。然而我們可以看到，龍溪對雙江的回答是： 
 

然竊窺立言之意，却實以混淪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認也，觀後條

於告子身上發例可見矣。愚則謂良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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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可使為君子，舍此更無從入之路、可變之幾，固

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以下所能及也。22

 
龍溪先質疑雙江以現在良知為污壞而非本體的立場，然後便以陽明學的一貫立場

予以回應，而依陽明學的立場，自然龍溪可以說他「固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

                                                 
20 黃宗羲先生在這點上，與筆者的觀察相同。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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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明儒學案》，上冊，〈浙中王門學案 2〉，頁 239。筆者於此

正好為黃宗羲的質疑作了解釋，因為「四無」與「四有」，或者說「先天正心學」與「後天誠意

之學」根本與「四句」，即《大學》的「先天之學」不類。 
21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2。 
22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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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嘗謂非中以下所能及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到，龍溪持兩個在內涵上大異

其趣的先天之學所造成的在論學上之混淆。而這種混淆，不止見於當時，我們可

以說，在近代的研究上亦有此種認「先天正心之學」為「先天之學」的混淆，而

因為龍溪將「四句」曲解為「四有」的關係，所以亦有認「後天誠意之學」為「先

天之學」的混淆。我們以下便轉而論述這些研究。 

第四節  對近人研究之檢討 

    上面提到，在近代的研究上，亦不免於認「先天正心學」為「先天之學」或

認「後天誠意之學」為「先天之學」的混淆，我們以下便來對之作一探討： 

一、在同樣作為先天之學的情況下，混淆了「先天正心之學」與「先

天之學」 

以「先天正心學」為「先天之學」，這也可以說是將四無當四句。這種情況

比較複雜，照理說應當是不會發生的，因為龍溪明明將四句視為四有，所以應當

不會有將四句視為四無的情況。然而就因為 1）龍溪將四句視為四有，視為「後

天誠意之學」，又 2）因為龍溪將「先天正心學」與「先天之學」都稱為先天之

學的結果，便出現了這種 1）「先天之學」因為作為四句，所以被歸屬於「後天

誠意之學」；2）因為作為先天之學，所以被歸屬於「先天正心之學」的情況。而

這種既先天又後天的情況可以這樣說，即對於第一種情況，「先天之學」在作為

教法上它是被視為後天的，所以在討論王龍溪的思想時便被視為次要的，由此便

產生了第二種情況，即原本屬於「先天之學」的工夫，便被歸納到「先天正心之

學」底下去，而成了「先天正心之學」的工夫。以彭國翔先生為例，彭先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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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然而這些所

謂心體工夫都只具有形式的意義，或者說明我們若我們能於心體用功則如何如

何，或者說明工夫所至之境界，並沒有告訴我們其下手處為何？如此很難說服我

們何以這些心體工夫不是陽明《大學》工夫所能涵攝者，而獨獨將之歸之於「先

天正心之學」24？又，彭先生將 3）一念工夫亦視為「先天正心之學」的工夫，

                                                 
23 參彭國翔：《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頁 105-125。 
24 王陽明亦有對 1）「養心」作出說明。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不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離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

幻相，漸入虛寂去了。與世間若無些子交涉，所以不可冶天下。」參《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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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亦發現了若以一念工夫作為「先天正心之學」的工夫會與龍溪的思想產生

矛盾。他舉出龍溪於其《全集》卷五〈竹堂會語〉的一句話：「大學之要，在於

誠意，其機原於一念之微」，而對於龍溪這樣的看法他說：「由此我們並不能得出

這樣的結論：一念之微的工夫即是誠意工夫，只不過前者是後者的細密化。因為

如果這樣，我們就很難理解：龍溪在相對於誠意之學而提出其先天正心之學並以

後者為根本的情況下，為什麼還會一在強調一念入微的工夫是『端本澄源第一義』

的『宗要』。」25而最後他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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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這個觀點，來銷解龍溪思

想中的矛盾，又以之來以銷解「後天誠意之學」與「先天正心之學」之對立，他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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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一念都能夠作為良知心體直接與當下的發動，則每一念都是『最

初無欲之一念』，都是作為良知心體端倪與萌芽的『幾』，這時一念工夫實

無異於心體立根，［……］當經驗意識受到後天物欲的干擾而偏離了良知

心體，這時的一念工夫就是要對經驗意識加以澄治的誠意之學。只不過從

一念入微入手的誠意工夫是深入到經驗意識作用的每一個瞬時狀態，依賴

                                                                                                                                            
3，〈語錄 3〉，頁 106。其中先生便是指王陽明，此不但說明了養心，更提出了工夫。對於 2）「慎

獨」，陽明說：「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此獨知處便是誠的

萌芽。此處不論善念惡念，更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利誠偽善惡界頭。於此

一立立定，便是端本澄源，便是立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虛。真是莫見

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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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至暮，自少至老，若要無念，即是己不知，此除是

昏睡，除是槁木死灰。」參閱同上，卷 1，〈語錄 2〉，頁 34-35。又，陽明對於 3）「立志」亦有

說明，他說：「［……］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惱，只是立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切。

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切耳。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

得痛癢，自家須不能不搔摩得；佛家謂之方便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力，亦更無

別法可設也。」參閱同上，卷 2，〈語錄 2〉，頁 57-58。而對於 4）「好惡無所作」的問題，陽明

曰：「不作好惡，非是全無好惡，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不作者，只是好惡一循於理。不去又着

一分意思。如此，即是不曾好惡一般［……］」而認為如好好色，如惡惡臭這等好惡之意，陽明

認為「却是誠意，不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理。雖是循天理，亦著不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樂，

則不得其正，須是廓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參閱同上，卷 1，〈語錄 1〉，

頁 29-30。而對於 5）「何思何慮」的問題，陽明說：「［……］《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

慮只是一個天理，更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理，天理只是一個，

更有何可思慮得？天理原自寂然不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復他本來體

用而已，不是以私意去安排思索出來；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若廓然而大公，物來而順應。』

若以私意去安排思索，便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便是自然的：在學者

分上便是勉然的。」參閱同上，卷 2，〈語錄 2〉，頁 58。對於 6）「忘」，陽明曰：「［……］認得

良知頭惱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便是內外兩忘，又何心事不合一？」參閱同上，卷

3，〈語錄 3〉，頁 105。由上面的枚舉可見，陽明並不是沒有討論到這些工夫，因此以之為龍溪「先

天正心之學」所有之工夫，並不能與陽明的《大學》誠意工夫作簡別。 
25 參閱彭國翔：《良知學的展開──王龍溪與中晚明陽明學》，頁 133。 
26 參閱同上，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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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知心體本身的力量截斷念念相續的意識之流，使之回到良知心體，作為

良知心體的直接與當下發用再次呈現到經驗意識的『見在』之中。［……］

則這一念入微的誠意工夫便又轉化成了心體立根的先天工夫。27

 
然而我們同樣的可以追問，除了念作為意的較小單位外，這樣的工夫與王陽明《大

學》誠意工夫，有何不同？這種每一個意念都是良知當下直接發動的情況，陽明

就稱之為誠意了。 
 

曰：「『如好好色，如惡惡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理；是天理

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惡。」曰：「『如好好色，如惡惡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誠意，不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理。雖是循天理，亦着不得一

分意，故有所忿懥好樂，則不得其正，須是廓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

此即知未發之中。」28

 
好色本自好了，惡臭本自惡了，好惡一循於理，此好惡之意皆出於良知心體，若

以彭先生的詮釋，則此不就是在心體立根了嗎？而對於念念皆由良知發動的情

況，陽明亦有類似的說法，他說： 
 

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此獨知處便

是誠的萌芽。此處不論善念惡念，更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

王霸義利誠偽善惡界頭。於此一立立定，便是端本澄源，便是立誠。古人

許多誠身的工夫，精神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見莫顯，無時無處，無

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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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至暮，自少至老，若要無

念，即是己不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29

 
有事時獨知，無事時亦獨知，戒懼亦是念，此念無時可息，此不就彭先生所謂「當

每一念都能夠作為良知心體直接與當下的發動，則每一念都是『最初無欲之一

念』，都是作為良知心體端倪與萌芽的『幾』」的一念工夫嗎？陽明雖然不如龍溪

一般有意識的對念作出解析，然而龍溪一念工夫的提出，自此來看，在陽明學中

已可找到發展的端倪了。而以一念工夫收攝「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

來說，其實也同樣是陽明《大學》的誠意工夫，陽明之所以要說致知在格物，就

是對著誠意來說的。我們之所以要誠意，便是因為欲望皆由意動而起，誠意的目

                                                 
27 參閱同上，頁 148-149。 
28 參閱《王陽明全集》，上冊，卷 1〈語錄 1〉，頁 29-30。 
29 參閱同上，卷 1，〈語錄 2〉，頁 34-35。 

 84



第四章 四無是教法或境界──先天正心學之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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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不就是由良知本身的力量發動截斷意識之流放，而再度回到良知本身嗎？而

對於所謂在本體立根與誠意的工夫的關係，在我們前面所引的〈致知議辨〉中，

龍溪就已經說了：「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天時者，乘天時行，

人力不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若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

遠於人情，與聖門復性之旨為有間矣。」所謂在心體立根的工夫就是誠意工夫，

離此就無所謂的心體工夫。由此，彭先生對於龍溪「先天正心之學」的詮釋，最

後還是不出於陽明《大學》的誠意工夫與龍溪所謂「先天之學」的範疇。若單單

以心體立根、無中生有與一念工夫作為「先天正心之學」的工夫，因為不能說明

其下手處，所以並不足以回答「本體上何處用得工？」的問題，而這樣的困難在

於，陽明以及龍溪對於這些工夫的說明，最後都歸結於《大學》或「先天之學」

上30。而以「先天正心之學」來說，其工夫亦只有立基於根器的頓悟而已，其他

的工夫在龍溪的系統中，都不離「先天之學」。 

二、以「先天正心之學」為「先天之學」 

這種情況與上面的情況相似。同樣先將「先天正心之學」當作龍溪思想的中

心，進而將龍溪所說的工夫都當作「先天正心之學」所有之工夫，而忽略了龍溪

思想中，繼承了陽明《大學》「先天之學」的這個面向。以勞思光先生為例，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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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龍溪相同於陽明所說的「復」、「日減」的說法，當成自我覺悟義之工

夫，而非陽明道德實踐義工夫，進而推斷龍溪心目中之工夫，全在「悟」字上31。

對於勞先生的看法，我們可以說，龍溪的心中雖然確實以「先天正心之學」、以

「悟」為其心目中較優良的工夫，然而，我們也不能忽略了在龍溪的思想中有一

個繼承陽明學的《大學》系統在，當龍溪說「復」與「日減」時，其實背後還是

以致良知作為工夫的。龍溪云： 
 
某所請教，不是謂工夫為可無。良知不學不慮，終日學，只是復他不學之

體；終日慮，只是復他不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

求日減，不求日增。減得盡，便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

終日勤勞，更益其病。果能一念惺惺，泠然自然，窮其用處，了不可得。

                                                 
30 如陽明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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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也就是說，陽明並非沒有意識到這問題，只是他認為誠意便是本體之功夫。 
31 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灣：三民書局，民國 86 年），三上，頁 455-456。 

 85



先天正心學之衡定 

此便是究竟語。32

 
良知泠然自善，原本就是無可修正，所以說「無工夫」，然而人作為一個存在，

不免有各種欲望之雜染，所以便有復性工夫，然而此復性工夫的依據，卻又來自

良知本身，所以說「無工夫中真工夫」。此工夫乃依良知自身之要求而有，因此

說「非有所加也」。而此工夫乃指致良知而言，他說： 
 

吾人若真發心為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良知，便是盡性，

便是終身保命之符，不可須臾離者也。［……］只從省力處做，惟求日減，

不求日增，省力處便是得力處。33

 
龍溪正是以致良知為日減工夫，而說「隨事隨物致此良知」，則其在如何回復心

體的立場，除了其「先天正心之學」外，未嘗與陽明不同。 

三、將「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直接當成了「先天之學」，

而以「先天正心之學」作為「後天誠意之學」的先行工夫。 

這種情況，與第一種情況一樣，本來也應當是不會出現的，因為「先天正心

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之分在龍溪是很清楚的，然而就因為龍溪於討論「先

天之學」時，有所謂的「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的

說法，因此產生了這種混淆。以唐君毅先生為例，他說： 
 

［……］此良知之自見自悟，乃直接之自見自悟。由不悟至悟，不經媒介，

不立階梯，故名之為頓。時時自見自悟，即時時為頓。故非謂有此一頓，

則學聖賢之事，一了百了。只是有此一頓，即有此一點之靈明之自明，人

即可緣此以日充其明。故此頓，正所以成一悟後工夫。在此工夫中，亦自

有銷化嗜欲，以開障蔽之事在。［……］此即由悟先天之心體之為虛寂的

靈明，原是「有而非有」，而能感之心知；「即致此知于其「貫寂感之意」

之「所感之物」；以由「先天之心之自正而致知」，已成其「後天之誠意而

格物」之工夫者也。此即其言「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未發之功，

只在發上用」（語錄卷六致知議辨）之切義也。 

此龍溪之學，其要點只在悟先天心體之為虛寂的靈明，而原自正，以為先

天正心之學。依此悟，以致知誠意格物之事，及其後後天之誠意之學。此

誠意之學，亦無異自運致此心體之虛寂，以至于其用之見于知意物者，皆

無不虛寂。此工夫之「簡易省力」，在于在本體能頓見頓悟，而自信得及。

                                                 
32 參閱《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與存齋徐子問答〉，頁 447。 
33 參閱同上，冊 1，卷 5，〈申約後語〉，頁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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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明是天資高者，由極高明以道中庸之工夫路數。34

 
原本唐先生對於「先天正心之學」頓悟的工夫的理解是很正確的，龍溪「先天正

心之學」既以頓入良知為學，則當如唐先生所言「時時自見自悟，即時時為頓」，

以此頓法作為四無境界的保任工夫，而「非謂有此一頓，則學聖賢之事，一了百

了」。然而唐先生接著就為龍溪「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未發之功，只在

發上用」的說法給混淆了，而將此頓法連結到了「後天誠意之學」，以為龍溪之

意乃在先悟得本體，再以之行誠意致知格物之事。然而以這種角度來了解龍溪的

「先天正心之學」則不免有誤，因為龍溪的「先天正心之學」的重點在於悟得心

體，在心體立根後則「先天統後天」，而非在先天之外，另有一後天工夫，而謂

「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以先天之功在後天上用的工夫型態，乃《大學》

所有之工夫型態。 

四、以「先天之學」為「後天誠意之學」 

以「後天誠意之學」為「先天之學」，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龍溪於天泉證

道把四句詮釋為四有所產生的。以牟宗三先生為例。牟先生因為順著龍溪的理

解，站在四無與四有的區分下，認為王龍溪以頓悟為根據的「先天正心之學」便

是其先天之學，所以將《大學》「先天之學」視為「後天誠意之學」。因此之故，

雖然以牟先生的明辨，最後亦能跳出龍溪的思路，然而為了替四有作出合理的評

斷，他亦費了很多的功夫說明「後天誠意之學」並非無良知這個超越根據而失去

頓的可能，他說：「四有之所以為有，其關鍵為在有對治，無對治即是四無。［……］

上下根之分不在悟得與未悟得，而在有無對治［……］四有句便不是徹底的漸教，

亦不是徹底的後天之學。著眼於動亦是後天，然其對治底根據是良知，則又是先

天。其為漸是因有所對治而為漸。這種漸是有超越根據的，因而含有頓之可能根

據。」35然而這最後對四有的解說，其實便是四句的義理，即《大學》這「先天

之學」所闡述者，而此如筆者所指出者，實亦為龍溪所熟稔者。 
從上面所論四種近代對於「先天正心之學」、「後天誠意之學」與「先天之學」

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研究上的混淆都是出於龍溪自身系統的不一致，龍溪

學的系統內部之所以有以上的問題，原因便在於 1）龍溪學其實是由兩個工夫系

統所組成的，一個便是架構於《大學》的陽明學，即「先天之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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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龍溪雖以「先天正心

之學」為一較好的教法，但他並沒有為「先天正心之學」與他所繼承的陽明「先

                                                 
34 參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9 年），頁 381-382。 
35 以上牟先生的意見，請參照《從陸象山到劉蕺山》，頁 276-278；引文的部分請參閱同上，頁

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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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學」這兩系統間的關係作一清楚的辨析與說明，反而在談論「先天正心之學」

時，將「先天之學」曲解為失去良知心體作主宰的「後天誠意之學」作對舉，又

僅僅以根器作為兩學之間的橋樑，如此一來，四無教與四句教或先天正心工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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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所以不能

不在其系統內部出現矛盾。2）又因為龍溪沒有為「先天正心之學」與「先天之

學」間的關係作出清楚的辨析與說明，而又將此二兩個不同的工夫系統，皆稱為

先天之學，所以在理解龍溪時，便不免產生了種種混淆。 

第五節  由「先天正心之學」所涵攝之工夫，論其如

何可能的問題 

雖然「先天正心之學」的成立不免產生一些問題，然而它作為一個學，在龍

溪的系統中畢竟是很有份量的，因此我們還是要對其所涵攝之工夫作討論。而從

上面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與《大學》致知工夫同樣作為先天之學的「先天正

心之學」所涵攝之工夫，其實便只有立基於根器上而成立之頓悟而已，而對於「悟」

這一件事，龍溪亦有一些討論。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見不同，約而言之，不出兩端：論本體者

有二，論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識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

認識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不犯纖毫力者；有百倍工夫研究，

始能達者。」先生曰：「此可兩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

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法也。芽苗增長，

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

頓，存乎根器之有利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

凡見解上揣摩，知識上湊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

格套上模擬，皆是泥象，非真修也。實悟者，識自本心，如啞子得夣，意

中了了，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念中切切，無等待

處。悟而不修，玩弄精魂；修而不悟，增益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

之，致良知三字盡之。良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即是悟；致知是工

夫，於此能勿助勿妄，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良知慣熟，說得致知容易，

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37

 
從上面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龍溪對於本體、工夫與工夫所用之方法皆作了頓與

                                                 
36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1，〈天泉證道紀〉，頁 89-90。對於四句與四無，王龍溪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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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4，〈留都會紀〉，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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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的分別，對本體有頓悟與漸悟；在工夫上有漸修與頓修或者說在方法上有頓法

與漸法。然而從其文章後面的討論看來，龍溪並沒有對於工夫或方法上的頓漸作

說明，只是將修持的方法歸於致良知上，因此我們可以暫時不考慮工夫或方法的

頓漸問題。由此，龍溪說「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

存乎根器之有利鈍」這句話，我們便可以拋開工夫的頓漸問題，而直接以其作為

頓悟與漸悟的說明，因此，這句話可以理解為：對本體上的頓悟或漸悟乃與根器

的利鈍相關。這也就是說，雖然人作為一個存在，不免有根器上的差別，因此在

悟得本體這件事上，就有快慢的分別，即所謂頓悟與漸悟。但是，若我們要悟得

良知本體，達到本體與存在同一的境界，就只有致良知一個方法，只有通過致良

知，方是真修，方是實悟。龍溪還有一篇〈悟說〉，論調與上文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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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證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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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龍溪分別悟的三種形式，即解悟、証悟與徹悟。解悟因為只是透過聽聞此良知之

理而得之於心，或只是認為良知之理是合乎道理而宣說此理，或是依自己的理解

來詮釋此理，所以龍溪以為這種狀況只能說此良知的道理對乎聽聞此理或口說此

理的人，僅為一種觸發，良知之理對於這些人就好像是一件大家公認的寶物而

已，並不把它當成自己所本有的。由靜坐而証悟者，因為其不免離開人情事物而

歸寂枯槁一番，因此說其猶有待於境，而一離此境，則內心又不免受到人事之動

搖，無法應世39。惟有自人情事變而入的徹悟，方是實悟，所謂「湛體冷然，本

來晶瑩，愈震蕩愈凝寂，不可得而澄淆也」，而說人情事變而入，這正是陽明《大

學》所謂的「必有事焉」的致知工夫。而說因為根器的關係，在存在上便有障蔽

深淺的問題，因此為學上便有難易的分別，但及其成功一也，則如同我們上面所

作的解釋一般。 
    從上面兩段解釋看來，龍溪不但將入悟的工夫收攝到致良知上，在如何悟的

評價上，亦最推崇由人情事變得悟的致良知工夫，那麼對於只以頓悟作為工夫的

「先天正心之學」，龍溪又如何看待呢？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下亦難識，非上根不

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來挨去，忽然得箇着落便是小歇腳，從此脫化，

                                                 
38 參《王龍溪全集》，冊 3，卷 17，〈悟說〉，頁 1224。 
39 此可見於於陽明與龍溪對雙江的批評，可參閱本論文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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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觸處逢源時在，不但當下認識而已。若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

上根不能也。」40

 
這一段文字是前面楚侗子與龍溪的問答的延續。楚侗子問當下是否亦有未認處，

此未認處指的當然是良知本體，而龍溪以為在當下就要識得本體，即，契入本體

是很難的，只有上根人才辦得到，一般人只能透過工夫慢慢入悟，龍溪所謂「自

有觸處逢源時在」，而若要不透過機緣入悟，或不用透過方法的修証便能得悟者，

只有上上根才有可能了。從龍溪這裡的解釋看來，「先天正心之學」所謂的頓入

心體，因為龍溪始終將之歸之於上根人所從事的工夫，又一直沒有交代這個工夫

的下手之處，則他似乎就是指這種「無緣起悟」、「無法證修」的情況，若此，既

然沒有機緣的觸發，也沒有方法的持循，那麼我們可以問「先天正心之學」真的

是一個學，真是一個工夫嗎41？最後我們以一段龍溪的文字作為結束。 
 

［……］「從心所欲不踰矩」。從心者，縱心也。神斯化矣，不神不化，心

不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

不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

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

發，無不中的，不習而無不利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加也。42

 
所謂「惟欲即矩，惟矩即欲」的天縱之者，既然都已經是「不習而無不利」，又

何必以此成立一個「先天正心之學」作為教法，真正的教法當只有一個，即繫心

中的致知之教，或者說「先天之學」。 
從上面的種種說明來看，「先天正心之學」的成立是不可能，因為它只說明

天縱之聖「無緣起悟」、「無法證修」的高明境界，而他們之所以能「無緣起悟」、

「無法證修」除了因為它們是天生的上根之人，別無原因，這也就是說「先天正

心之學」成立的可能性條件，就祇是根器而已，然而根器這一條件並不足以支持

它作為一個學。而若我們退一步，把「先天正心之學」當作解釋頓悟的學，然而

我們可以說，若其以根器來作為頓悟的可能性原因來與「先天之學」作相區隔的

理由，那麼這樣的解釋是不充分的。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1）「先天之學」就足以

說明這件事；而且 2）在工夫上，「先天之學」有讓人足以持循的地方，而「先

天正心之學」卻只是要我們頓悟心體，然而對於要如何頓悟心體，則先天正心之

學還是沒有解釋，而這對於一個學來說，「先天正心之學」是不完備的。又，3）

在適用範圍上，「先天之學」是普遍的，上中下根人皆可從事，而「先天正心之

學」只為上根人的專利，可是就其所欲達到理論的效果來看，兩者卻又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可以說，「先天正心之學」並不是一個學；而若它是一個學，則它只是

                                                 
40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4，〈留都會紀〉，頁 304-305。 
41 牟宗三先生亦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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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參閱同上，冊 2，卷 14，〈從心篇壽平泉陸公〉，頁 99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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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先天之學」適用範圍更窄的教法，而且還是個不完備的教法，不但如此，在

其所欲達到理論的效果上又相同於「先天之學」。因此，若以一個學來作論斷，

則「先天之學」依然優良於「先天正心之學」，雖然「先天正心之學」並不是一

個學。 

第六節  「先天正心之學」之衡定 

一、「先天正心之學」的建立是不成功的 

從上面的種種討論看來，「先天正心之學」的成立，確實有許多的問題。首

先，它作為簡易工夫的這個特色，乃是與「後天誠意之學」之學作為對照後透出

的，即以「後天誠意之學」之繁難，顯示出「先天正心之學」似乎真是簡單的，

然而「後天誠意之學」並非是後天的，它是有先天的根據──良知──作為工夫

的主腦的，而也因為有良知這個先天根據作為主腦，所以它並不是繁難的。再者，

龍溪又以根器作為當有「先天正心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之分的理由，乍看

之下確實是合理的而符合我們的常識的，然而，若我們進一步追問龍溪「先天正

心之學」所涵有之工夫為何，則我們發現龍溪只能給我們頓悟這個答案，然而我

們已經知道上根人因其根器的緣故，所以能較一般人更快的頓入心體，所以這個

答案並不能為我們所滿意，因為既然要為上根人成立一個學，則總要有一個如何

學的方法，然而龍溪在這點上卻不能給我們一個說明。就因為這樣，「先天正心

之學」是不是能成為一個學便有疑問，我們最多只能說它是一個龍溪認為應該有

而未能成功建構出來的一個屬於上根人的學。 

二、「先天之學」較「先天正心之學」更為優良 

而在理論上，筆者以為造成「先天正心之學」、「後天誠意之學」與「先天之

學」兩個系統的問題關鍵點，其實就是有沒有現成良知的的問題上。「先天正心

之學」與「後天誠意之學」的對舉之所以能成立，乃在其預設了現在良知的不呈

顯。若承認有現成良知，則當無「後天誠意之學」，亦不需要以悟得良知作為工

夫，而成立「先天正心之學」。若承認現成良知，則因為本體無時不顯，一念自

反，即得本心，只要依此良知在必有事上作工夫，則即此便是誠意的工夫，亦即

此便是悟得良知的方法。這也就是說，以現成良知作為工夫起點的「先天之學」

顯然是更為完備的教法，它可以使「後天誠意之學」不失其先天根據，也可滿足

「先天正心之學」對於心體徹悟的要求，而且「先天之學」作為一個普遍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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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不限於根器，不但上中下根之人未徹悟心體前皆可從事，而徹悟心體之後，保

任心體的方法亦不離此，所謂徹上徹下。根器在「先天之學」中亦可獲得說明，

即作為何以有頓悟與漸悟區別的說明。 

三、「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個學，乃為第十種良知意見  

我們曾於第二章歸納出包括龍溪在內的九種良知意見，而我們曾經將聶雙江

的「歸寂」說與劉師泉的「悟性修命」說分屬於不主張有現成良知這一類說法的

兩大工夫型態，而以「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個學來看，由上面所作的批判，則

此學作為一個沒有現成良知作為指導，而反要上根人去悟本體的工夫型態，因為

在理論上應當不能主張有現成良知（否則就不需要以頓悟良知為學），所以與「歸

寂」說及「悟性修命」說在是否有現成良知的問題上面亦當屬同一陣線。然而因

為「先天正心之學」作為一個學，畢竟與「歸寂」說及「悟性修命」說不同，所

以當為不主張有現成良知這一類說法的第三種工夫型態。怎麼說「先天正心之學」

與「歸寂」說及「悟性修命」說不同呢？聶雙江「歸寂」說要求我們「自其主乎

內之寂然者求之」43，此類乎「先天正心之學」要人去頓悟心體，但「先天正心

之學」卻有適用範圍上的限制，即它是上根人所從事的教法，因此，我們並不能

將之同於「歸寂」說。而「先天正心之學」也不同於劉師泉的「悟性修命」說，

因為「悟性修命」說要求我們在內心的修持上要「常知不落念」，時時練習良知，

令其昭察，使良知超拔於意念之上；在行為上的修持要「常過不成念」，透過外

在的規範，消弭我們的欲望，進而使這些欲望不會呈落入紛呈的意念之中44。而

以前者為「悟性」工夫，以後者為「修命」工夫。然而不論是「常知不落念」或

是「常過不成念」的工夫，因為不免在意上著眼，因此反而類似於龍溪所謂在意

上立根的「後天誠意之學」45，而與「先天正心之學」不同。而同於「歸寂」說

的是，劉師泉也沒有將其工夫劃定適用範圍，但「先天正心之學」在這方面有其

限制。因此，「先天正心之學」乃為不主張有現成良知這一類說法的第三種工夫

型態。 

四、「先天正心之學」將頓悟視為易簡之學，又將此易簡之學歸諸上

                                                 
43 雙江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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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雙江聶文集》，卷 8〈荅歐

陽南野 3〉，頁 390-391。 
44 劉師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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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知

常止，而念常微也。是說也，吾為見在良知所誤，極探而得之。」參《明儒學案》，上冊，卷 18
〈江右王門學案 3〉，頁 417。 
45 龍溪云：「若在後天動意上立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纔落牽纏便費斬截，致知工夫轉覺繁

難，欲復先天心體便有許多費力處。」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1，〈三山麗澤錄〉，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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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人，則已非儒家之工夫。 

孟子云：「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不能者，自賊者也」46；

又云：「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47；又曰：「夫道，若大路然，豈難知哉？人病不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48。良知乃人人本有，此學如大路然，本自易簡，工夫只在於人致不致

此良知而已，而今龍溪反而以良知為工夫之對象，要上根人以頓悟此良知為事，

所謂在心上立根，如此良知則成為我們要去契悟的對象，而成為一個「難知」的

本體，如何能說「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如何成為指導我們行事的定盤針

呢？而前面曾經提到「先天正心之學」與「先天之學」在龍溪系統中的混淆，若

有人真以儒家的易簡之學為「先天正心之學」，而以為龍溪之意在於從事儒家之

學者皆為上根之人，進而以悟本體為工夫，則不免陽明在天泉證道中對四無作為

教法「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切事為，俱不著實」的疑慮49，亦不免於龍溪對雙

江歸寂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復性之旨為有間矣」的批評50。而語其實際，

則以頓悟為工夫的「先天正心之學」實已非儒家之學也。 

                                                 
46 參《孟子集注》，卷 3，〈公孫丑上〉，頁 329。 
47 參閱同上，卷 11，〈告子上〉，頁 459-460。 
48 參閱同上，卷 12，〈告子下〉，頁 475。 
49 參《王陽明全集》，下冊，卷 35，〈年譜 3〉，頁 1307。 
50 參《王龍溪全集》，冊 1，卷 6，〈致知議辨〉，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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