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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 論 

該如何面對時代？特別是身處在一個「天崩地解」的亂世。 

這個答案，不獨今人想知道，事實上，對於曾經生活在明清鼎革

之際的天下蒼生來說，這個答案不是坐在案前推敲，而是耗盡一次次

苦樂交集的生命熱度去尋找的。人類畢竟無法脫離當下的時代思考，

即便有遠見，有短視，有視而不見，但無論張不張開眼，我們都已經

踏定了生命的腳步。也許有人會想到「制約」這一個詞，而認為時代

制約了人類的主體思考，但這樣的看法還是略顯消極，或許可以換個

方式來說吧──我們在牢籠中打量著突圍的方式，而思考本身便「超

越」了時代的「制約」。有了「制約」的環境，才能產生「超越」的

心靈；而「超越」的本質，正來自於「制約」的束縛。這個觀點，若

套句方以智的話來說，就是「火固烈於薪，欲絕物以存心，猶絕薪而

舉火也，烏乎可？」
1
 

同樣的，對於生當亂世的明遺民來說，不管他所選擇的「超越」

方式是入世還是出世，其思想成分都不可能完全脫離時代「制約」的

現實因素；尤其是那些「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里江山」的經世學者

，要令他們在思想活動上學術歸學術、心志歸心志地一刀兩斷，其實

是一件讓人難以想像之事。本文所研究的對象「藥地愚者」方以智，

也正是如此。前人稱方以智「其志節足以結明局之終，其學術足以開

清儒之始」
2
，那麼「學術」的部份，方以智終究是得到了歷史的平反

，但「志節」的部份呢？「心志」的勾稽，不能只是隨附在學術討論

                                                 
1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龐樸：《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書局，

2001），頁172。 
2
 《安徽通志稿‧方以智傳》（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贊語，頁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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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概述其生平始末，且聊表遺憾之意而已；那樣的生命質量太過

輕盈，輕盈地像是後人披閱東坡的詞集時，讀者隨手翻過的一頁，卻

可能是東坡痛苦煎熬的十年。過度精細地操作著古之人的思想邏輯，

是不是反而磨損了他們曾經如此熱切地回應時代的那份誠摯的心靈，

這是我近幾年來的求學生涯中，始終感到惴惴不安之處。因此，本文

嘗試從「心志」的角度入手，只是如今已無法請到三百年前的「當事

人」一吐衷腸，唯一的方法，便是從方以智的思想言論中加以爬梳，

藉由「超越」各別著作與單一學科研究等既有範疇的「制約」，期望

從中彰顯出方以智遺民心志的潛德幽光；更何況，就很大的比例來看

，方以智的心志其實是主導他整體學術走向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至於本文的論述過程之中，若不慎也發生了「過度精細」的情形，則

才疏識淺，某知罪矣。 

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是研究方以智心志問題的著力之處，原因

無他，此因明遺民普遍追求的「立德」、「立功」、「立言」的「三

不朽」的生命價值，方以智則一皆畢志於此。青原之學向來有禪學與

心學兩大傳統，不過真正使其結出無愧乎當代的學術果實者，一在於

覺浪道盛的莊學論述，一在於桐城方氏的象數易學；而青原學風便是

在這一顆「《易》變而《莊》」的學術果實中，播揚其「三教歸易」

的心志種子。綜合本文各節所述，可知「三教歸易」的理論體系──

著重在「心志」方面，而非「學術」方面的
3
──實是由以下四項學說

所相互聯繫而成： 

一、「托孤」：其旨在勘破生死行跡的困境，這是青原學風心志

事業的起點。覺浪道盛在他的莊學論述中神奇地化用了「趙氏立孤」

                                                 
3
 本文曾經強調，若從思想規模來看，則「三教歸易」的學術架構其實早已
呈現在《東西均》一書的思想體系中；其說可參見第三章第一節第一小節

「全均東西」第二點「思想規模」中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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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故，以「死節易，立孤難」
4
一語，期許明遺民在「生死」抉擇上

保全性命、為國珍重，又以「易其名，變其狀」
5
一語，鼓勵明遺民在

「行跡」取捨上權且逃禪、以圖大計；此種深深打動亂世人心的學說

不但確實拯救了方以智一度陷入掙扎與衝突的苦難靈魂，同時也成了

日後方以智弘法青原時接引遺民以抒解其生命困境的首要心志開示。 

二、「遊息」：其旨在解脫身心性命的束縛，這是青原學風內聖

之學的總綱。方以智援用《禮記》中的「息焉、遊焉」
6
一說，並將它

賦予新的時代詮釋：「遊」是「與時偕行」的「時乘」之道，「息」

是「自立」、「匡救」的「素逝」之志。而從此種「遊息」之說出發

，明遺民自當韜晦於「潛龍勿用」之德以藏身礪節，此為亂世之「立

命」；又當以「隨寓」之旨善處人群，而以「畜遯」之法安處山林，

此為亂世之「安身」；此外，明遺民又當於「哀樂反因」之間上達其

「好學」之性，於「節宣回互」之中宣揚其「持志」之情，此為亂世

之「率性」；更當以「怨行正氣」的心志力量奮發圖強，並以「怨怒

中和」的精神防線堅守氣節，此為亂世之「從心」。於是，在此「遊

息」之說的規範之下，明遺民痛憤身心性命無所憑依的亂世飄萍之感

，至此也都可以在這一股青原學風之中，獲得自我安頓的生命踏實。 

三、「炮藥」：其旨在強調苦心善世的權救，這是青原學風外王

之學的肇端。方以智以「炮」的調合意旨，結合「藥」的崇實意涵，

然後透過「炮藥」之說，一方面從「應病予藥」的觀點，進行「三教

                                                 
4
 覺浪道盛：《莊子提正‧正莊為堯孔真孤》；覺浪道盛述，大成、大然等

較：《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中華大藏經》本（台北：修定中華大藏

經會，1968），卷三十，頁57909。 
5
 覺浪道盛：《莊子提正‧正莊為堯孔真孤》，《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

卷三十，頁57909。 
6
 見《禮記‧學記》；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

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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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義理折中，另一方面則以「好學勿藥」的理念，鼓吹「以實

救虛」的實學精神；至於此「炮藥」之說落實於心志層面的用意，乃

是期望藉由「三教合一」的「合」來止息門戶之爭、團結離散之心，

並經由「以實救虛」的「實」來力矯蹈虛之弊、重振士林之風。可知

方以智「學術救國」之意的基本策略，正是倚靠在青原學風「調合」

與「崇實」之旨所能產生轉熏人心的學術功效上。 

四、「藏火」：其旨在傳承隱忍復明的寄託，這是青原學風經世

志業的目標。方以智吸收了方氏易學與覺浪道盛「五行尊火」的思想

意義，並將其落實成「藏悟于學」的崇實精神與「藏鋒救世」的堅忍

心志；於是，方以智深信：透過「君道全在師道中」
7
以實現「火傳」

之志的「學術救國」事業，明亡以來隱忍於「核仁」之中的明遺民，

必定得以在「冬煉三時傳舊火，天留一磬擊新聲」
8
的復明行動之下，

重新回到「全樹」皆春的大明盛世。今觀方以智深藏於青原學風裏的

遺民心志，正當以此「舊火新聲」為其畢生志業的最終寄託。 

《青原志略》是如今記錄青原學風相關事蹟最詳盡的一本著作，

而方以智也曾經為此書寫下了深具思想脈絡的「發凡」七論；其中，

〈道場〉一篇提到： 

杖人嘗以道場表法，衍七七五五之圖；愚者約為中五四維，而

八卦布焉。
9
 

這是在宣示自己正是覺浪道盛的心志傳人，同時易學乃是此一「青原

                                                 
7
 方以智：《藥地炮莊》（台北：廣文書局，1975），卷三，〈應帝王〉引
覺浪道盛之語，頁397。 

8
 方以智述，方中通、興斧合編：《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中華大藏經》
本（台北：修定中華大藏經會，1968），卷一「上堂」，頁58019-58020。 

9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道場〉；倪嘉慶、方以智等編：《青原志略》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本（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卷首，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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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所標舉的中心思想。〈山水〉一篇又說： 

《潛草》曰：「貞一必用兩，流、峙之相鮮也，剛、柔之四克

也，學、悟之泯薪火也。精無人，必親己而疏物；神無我，必

用外以為內，皆二而一也。」天遊養中，格致亦酬酢也；因其

本無情識，而天性有則，故俯仰引觸，而舉隅可以通萬矣。素

逝之士，山水通畫夜而知，可乎？故合「山水」、「道場」以

為一卷。
10

 

這是從方氏易學的觀點將「山」、「水」視為「反因」，將「道場」

視為「公因」：基於「一在二中」的原則，是故明亡以來不得不遁跡

山林的明遺民，此時正當以「遊息轉風，隨寓山水」
11
的生涯來作為

安身立命的「道場」；又基於「因二貞一」的原則，是故明遺民此時

更當藉由「天山山天，畜遯無悶」
12
的潛心學問來實踐「素逝之士」

「自立」與「匡救」的「學術救國」之「道」。若對照黎元寬所言：

「杖人翁嘗言：世尊堯、孔，並有托孤。此意在人，亦在山水。」
13
則

可知〈山水〉一篇的寓意，正是要以此「青原山水」作為心志基地，

上承「托孤」的遺民氣節，下開「遊息」的立命知時與「炮藥」的核

實闢虛，而最終收歸於「藏火」之隱忍復明的「學術救國」大業。因

此，〈僧傳〉一篇提到： 

                                                 
10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山水〉，《青原志略》，卷首，頁35-36。《潛
草》或作《潛艸》，為方孔炤的治學筆記；又《青原志略》卷一的標目即為

「山水道場」。 
11

 方以智：《禪樂府》（方叔文、方鴻壽校刊本，1935），青原學人楊學悊
〈題跋〉，頁7。 

12
 興畜：〈青原廡下答白門士〉，《青原志略》，卷八，頁429。 

13
 黎元寬：〈青原志略序〉，《青原志略》，卷首，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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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其虛空，止一事實，安蓮花之法位，盡今而已。
14

 

這是在禪門中吹起崇實之風；〈書院〉一篇也說： 

太枯不能，太濫不切，使人虛掠高玄，豈若大泯于薪火；故曰

：藏理學於經學。
15

 

這是在儒門中燃起崇實之火。此外，〈詩歌〉一篇則提到： 

樂未畢也，哀又繼之，哀亦樂也。詩不欺志，思故無邪。
16

 

這是以「哀樂反因」之情來傳揚「持志」的救國詩學；〈文章〉一篇

也說： 

千世上之心，與千世下之心，引觸感發，恩力在何處耶？
17

 

這是以「文章薪火」之志來發揮「立言」的經世文學。然而，寄寓在

「藏理學於經學」裏的崇實之意與託付在「文章薪火」事業下的復明

之心，最終都必須落實到「藏密同患」的「在山水間，善遊以息」
18
，

因此「發凡」七論最後一篇〈雜記〉說： 

閒居林泉，枕藉今古；蔬食無悶，朋自遠來。即薪泯火，亦不

虛過。
19

 

                                                 
14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僧傳〉，《青原志略》，卷首，頁36-37。 
15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書院〉，《青原志略》，卷首，頁40。 
16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詩歌〉，《青原志略》，卷首，頁42。 
17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文章〉，《青原志略》，卷首，頁42。 
18

 方以智：〈箛 竹杖銘〉，《浮山此藏軒別集》，《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二，頁719。 
19

 方以智：〈青原志略發凡‧雜記〉，《青原志略》，卷首，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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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遊以息」的「山川全核室」
20
中，期待著「冬煉三時」的薪火

復燃；於是，青原學風的心志體系，便在方以智「發凡」七論的思想

脈絡之下，相當有層次地鋪展了開來： 

  道 場   

   【托孤】  

 （外王） 山 水 （內聖）  

     

 僧 傳  詩 歌  

【炮藥】      【遊息】 

 書 院  文 章  

  （學術救國）   

  雜 記   

  【藏火】   

在青原學風的心志體系裏，「公因反因」的象數易學無疑是貫串

整體思想理路的精神骨幹。因此，在「托孤」中，方以智以「隨泯統

三因」的「∴」圖模型來統整他對於「生死」與「行跡」問題的深切

思考；在「遊息」中，方以智透過「《易》變而《莊》」的觀點詮釋

三教義理以結合成「兩折三翻，交輪合一」
21
的「時乘六龍」之說，

並由此發而為「身心性命」等問題的抒解之道；同時，在「炮藥」中

，方以智一方面以「三教歸易」的概念會通來傳達其「三教合一」的

                                                 
20

 宋元登〈題歸雲閣〉：「山川全核室，天地一荊扉。」見《青原志略》，
卷十一，頁641。 

21
 余颺：〈寄藥地尊者〉，《青原志略》，卷八，頁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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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止爭，一方面以「學易極物」的窮究萬理來倡導其「以實救虛」

的力學致用；最後，在「藏火」中，方以智本諸「五行尊火」的象數

思想，並根據〈繫辭〉所記載的聖人訓示，於是藉由「顯仁藏用」的

崇實學問，以寄託著「藏密同患」的復明心志。由此觀之，今人陳述

方以智的晚年思想，雖習以「三教歸易」一詞論之，但若就青原學人

的眼光來看，則即便稱之為「萬法歸易」，亦不為過。方中通便曾經

追述方以智的畢生學術謂： 

固有性命之學，有象數之學，有考究之學，有經濟之學，有三

才物理之學，有五行醫卜之學，有聲音之學，有六書之學；老

父窮盡一切，而一徵之於「河」、「洛」，破千年之天荒，傳

三聖之心法，準不亂而享神無方，必有事而歸行無事。
22

 

老實說，只要稍微披閱過方以智所遺留下來的浩繁著作──即使亡佚

頗多，便能相信方中通此言，絕不是為了舉揚親志所寫的溢美之詞。

的確，方以智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這也是他所以有「百科全書派

大哲學家」
23
之稱的原因；不過，細察方以智晚年所強調「終以志事

託之斯文」
24
的「文章薪火」事業，那麼在他的眾多著述當中，深切

盼望以「千世上之心，與千世下之心，引觸感發」的「立言」之意與

「火傳」之旨，又當落於何處呢？清人學重考據，因此推崇方以智的

                                                 
22

 方中通《陪詩》卷四〈惶恐集‧哀述〉序言。見汪世清：《方中通「陪詩

」選抄》；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
「附錄」，頁327-328引。 

23
 按侯外廬先生撰有〈方以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歷史研
究》1957年6、7月）一文，為近代以來的方以智研究開啟了先聲。 

24
 見方以智：《通雅》，《方以智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卷首三，〈文章薪火〉引王宣之言，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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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雅》
25
，但方以智晚年實已將《通雅》「故紙視之」

26
；而近人與

西方思潮接軌，是故重視方以智的《物理小識》
27
，但方以智晚年視

《物理小識》亦不過「隨人集証」
28
而已。如此看來，方以智自認其

畢生的學術成就──或說心志實踐，無疑是放在《周易時論合編》與

《藥地炮莊》一以貫之的「三教歸易」之論了。試觀方以智所言：
29

 

《時論》以秩序變化、寂歷同時為宗，方圓同時，奇恒之府，

即多是一，皆統類於此矣。……《炮莊》是遣放之書，消心最

玅者，不執也，不計也，玅于藏鋒，無所不具，可細心看之。 

當然，若單就《周易時論合編》一書來談，則方氏易學具有總結象數

學派理論發展之大成的學術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30
；可是若從「三教

                                                 
25

 〈通雅提要〉云：「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
，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

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溯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據家中，可謂卓

然獨立矣。」紀 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卷一百一十九「子部‧雜家類三」，頁587。 

26
 事見錢澄之：〈康熙刻本錢澄序〉，《通雅》，《方以智全書》本，附錄
，頁1588。 

27
 例如劉君燦先生曾經針對《物理小識》一書表示：「不過這是現代科學哲
學歷經近半個世紀才醒悟者，方以智在三百多年以前就能有近乎的精密思

考，實在難得，甚至超過當時的西方學界。」見《方以智》（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1988），第二章第三節「『質測』貫『通幾』的方法論與自然
秩序架構」，頁31。 

28
 方以智〈示侍子中履〉：「物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為己有；力惡其不出于
己也，不必為己。此《物理小識》之隨人集証也。」見《青原愚者智禪師

語錄》，卷三，頁58042。 
29

 方以智：〈示侍子中履〉，《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頁58042。 
30

 朱伯崑先生指出：「明朝末年，出現了總結象數之學的重要著作，即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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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易」的精神來看，則《周易時論合編》「秩序變化、寂歷同時」的

理論基礎，原是為了導引出《藥地炮莊》「玅于藏鋒，無所不具」的

思想主張。那麼，試觀清人對於《藥地炮莊》的批評： 

大旨詮以佛理，借滉洋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蓋有托而言，

非《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見，真謂《莊子》當如是解

也。
31

 

事實上，若執定「學術」的立場，則上述的價值判斷皆可謂之合理；

但如果轉一個角度，改以「心志」的眼光來觀照，那麼此說沒有交代

的一個重點是：「有托而言」的難言之隱，究竟是什麼？同樣情形，

邏輯縝密的王夫之可以說是當時最能一針見血地點中方以智許多思想

關穴的學術知交，而他便曾經準確地質疑方以智的治學方式道： 

密翁似以「知和」之和為「太和」，故深取莊子「兩行」之說

以為妙用；意熊掌與魚可以兼取，則兼不得時，必兩失也。
32

 

「王夫之指出，方以智以『知和之和為太和』。這說明他已經清楚地

認識到方以智所謂的『和』，已不具有本體論的含義，只可從認識論

                                                                                                                         
智同其父方孔炤合編的《周易時論合編》。此書進一步吸收了元明以來象

數之學的成果，並在其基礎上作出新的發展，終于完成了象數學派本體論

的體系。」見《易學哲學史》（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91），第三卷第
四編第八章第四節「明代象數之學的發展」，頁309。 

31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七「子部‧道家類存目」，〈藥地炮莊

提要〉，頁1108。 
32

 王夫之：《搔首問》，《船山遺書全集》本（台北：中國船山學會、自由
出版社，1972），頁9909。按「兩行」之說，原出自《莊子‧齊物論》，

其意為泯滅是非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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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上去把握它的內涵。此真可謂深有見地。」
33
方以智以「知」

為「和」的調合思想，固然與他重智的學術色彩與易學的認識論基礎

有很大的關聯，但這是否表示方以智本人並沒有意識到「兼不得時，

必兩失也」的治學「疏漏」呢？答案是否定的，方以智在逃禪之初，

就已經明白發現儒、釋兩家在學理上實有其「兼不得」之處；他說： 

論氣之幾幾，如泉之滴滴，既有前後，亦名生死。然其際處泯

合，如塵世為塵塵相合，則虛空亦空空相合；謂之曰「無」，

亦是無無相合。蓋其形如此，其影必如此，則「空」亦有生死

矣，是故存而不論。
34

 

道家以「無」為本，而「無」原是一種「其精甚真，其中有信」
35
的

道體內蘊，故就儒者而言，可以將它視為「理」的某一種狀態描述，

問題不大；重點在於佛家與儒家雖然都肯定俗世的真實性，但是佛學

以「空」為歸，其理路走的是步步收攝的「滅」，故「空」的本質是

泯除生死對立；而儒學以「理」為宗，其理路則是層層演化的「生」

，故「理」的本質乃兼具動靜二元。至於這一種本體差異，若是放在

「月印萬川」式的一多不即不離來看，尚且還能找到「各自表述」的

空間；然而一旦要以「一在二中」的架構來牽合「無二」與「因二」

的懸絕之「一」，則「兼不得」的理路扞格便必然是在所難免的了。

不過，方以智並沒有繼續就學理上找出解決之道，而是轉以概念會通

的方式，藉由易學思想來詮釋三教義理；他的想法是：如果Ｄ＝Ａ，

Ｄ＝Ｂ，Ｄ＝Ｃ，那麼就Ｄ來看，則自然Ａ＝Ｂ＝Ｃ；其中，Ｄ正是

易學，而Ａ、Ｂ、Ｃ則是三教。由此觀之，方以智所謂以「知和之和

                                                 
33

 蔣國保：〈評王夫之論方以智〉（《中國文化月刊》第163期），頁26。 
34

 方以智：《東西均‧所以：聲氣不壞說》；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29。 
35

 見《老子》二十一章；任繼愈：《老子今譯》，《老子釋譯》本（台北：
里仁書局，1985），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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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太和」的治學方式，不但是出自於一種高度的自覺，甚至他寧可讓

本體扞格的「兩失」之譏「存而不論」，也堅持要完成「三教合一」

的「調停」工作，那麼，此時方以智心中所自任的時代使命，又豈是

「學術」一事之所能盡括？因此，其後方以智「既為僧青原，以書招

夫之甚勤，最後有時乎不再來之促。」
36
試問：若是清淨六根、皈依

我佛，此等自我追求之事，則與「時乎不再來」有何干係？既有「不

再來」之「時」，則方以智於此時此刻欲藉青原學風以暗中宣揚復明

理念的遺民心志，又豈非盡在不言中？換言之，如果後人願意用「心

志」的角度來看待方以智的思想，當可以發現他所以「深取莊子『兩

行』之說以為妙用」，其用意在於一方面就「內聖」上解決生命困境

，亦即生死齊一、出入無礙──全生是為了守死報國，而出世是為了

藏身經世；另一方面則就「外王」上以調合思想提倡「三教合一」，

期望藉此止息門戶之爭，並進而團結離散之心。至於此種「熊掌與魚

可以兼取」的觀點，方以智將它稱之為「兩行貞一」
37
，也就是說，

莊子所謂「兩行」，其實仍舊是不離方氏易學的「因二貞一」之論。

同時，既知「學術救國」的心志正是青原學風「有托而言」的深意，

那麼方以智──甚至覺浪道盛──動輒以「自攄其意」的方式，隨性

跳脫文意來詮解三教經典，則此種就「學術」而言不免淪於「借滉洋

恣肆之談」的現象，若從「心志」的角度來看，又豈非「藏鋒於福羽

禍地之歌，以密傳忠恕之淚者乎？」
38
現代詮釋學有以「刻意誤讀」

來創造更豐富的文意精神者，然則三百年前的方以智，又豈不是正以

                                                 
36

 黃宅中等修、鄧顯鶴等纂：《寶慶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卷一百二十六，〈勝朝耆舊傳‧遷客〉「方以知」條，頁1800。 

37
 按方以智曾以「公因反因」的觀念「復予蓍筒而銘之，曰：『蓍卦之德，
退藏于密；即方是圓，兩行貞一。』」《藥地炮莊》，卷一，〈齊物論〉

識語，頁245-246。 
38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下，〈人間世總炮〉，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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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來寄託並且傳達更積極的心志意義？總而言之，站在青原學風的

學術制高點上，一方面以象數易學為思想根柢，一方面藉莊子之卮寓

與禪門之機鋒為「隱語系統」，而最終則透過「托孤」、「遊息」、

「炮藥」、「藏火」的「三教歸易」之旨以密傳「學術救國」的復明

事業；今若從「心志」層面來觀照方以智思想在明清之際經世思潮中

的時代價值，則自當作如是之定位。 

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主要以江西為重心，並且傳揚至福建一帶

；這個影響範圍並不令人意外，因為當時江西、福建、廣東原本就是

曹洞禪盛行的地區。不過，三藩叛清以後，明鄭攻入福建，吳軍直指

江西，再加上昔日方以智「粵難」的案發之所正在廣東，如此看來，

青原學風所及之處竟全為反清復明的「是非」之地，這一點巧合實在

不能不引人「過度」聯想。只不過，令人不解的是，這個由現存資料

中依稀可以見出其龐大身影的一時之學，彷彿就像是古樓蘭王國一樣

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大多數清初士大夫的記憶裏；就如今所能見到有關

青原學風的記載，與記載中所推斷當時青原學風的規模，兩者之間，

其實是相當不符合「比例原則」的。至於這個原因，不太容易舉證，

但也並不難想像：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政治因素，也就是「粵難」所

帶來的寒蟬效應。其次則是學術因素，試觀前人評方以智謂「嗚呼！

孔不以為儒，彼浮屠之宗主，亦烏取其人」
39
，可知儒生以方以智為

逃禪背儒之人，故懶傳其言，而禪徒以方以智本僧服避禍之客，故亦

不載其事；如此一來，方以智的青原事蹟便在儒、佛兩面夾殺的學術

窘境下，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今觀方以智生前每自嘲為「三不收之

廢人」
40
，由此看來，其沈痛當不知幾許！ 

所有閱讀歷史的人都喜歡作「假設性」的推理──如果「粵難」

沒有發生，如果青原學風繼續傳揚，清代的歷史會不會因此而改變？

                                                 
39

 見《安徽通志稿‧方以智傳》贊語，頁5919。 
40

 事見王辰：〈青原志序〉，《青原志略》，卷首，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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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對於這項假設，本文要採取比較保留的態度。為什麼呢？

這可以分成幾個方向來討論： 

第一，青原學風的基本宗旨是「三教合一」，但是「三教合一」

在清初的發展空間勢必愈來愈小。從政治上來看，清廷雖然變相鼓勵

遺民逃禪，但同時也加強了對於宗門的掌控
41
；徐芳曾經提醒方以智

說：「夫高座方外之『見』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

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六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
42
這

是以方以智的「時乘六龍」之說反責其不達「潛龍勿用」之時義，可

知徐芳的話雖重，但其實是在強烈暗示方以智不要身陷清廷的羅網而

不自知。事實上，基於管控的需要，讓儒歸儒業、禪歸禪修的緇素分

流，其實是比較符合清朝的統治利益的；換言之，青原學風所強調「

集大成」的「三教合一」，這種「素王」式的思識型態，無論如何都

必定不能久容於清人的耳目。何況，從學術上來看，明清之際吹的是

一股返經的風潮，而青原學風也抱持著同樣的立場。不過，方以智不

知可曾意識到：「三教合一」的前提，首先是要讓三教走出既有的經

典匡架，然後才有可能進一步就理論層面或精神層面來與其他教義進

行思想對話；換言之，「返經窮理」與「三教合一」基本上是背道而

馳的兩種趨勢，一旦三教學者各自回到既有的經典去作學問，那麼「

三教合一」的理想便必然要為之夢碎了。 

第二，青原學風在形式上是禪門宗法，在內容上是象數易學，而

這兩點都不能為絕大多數的士大夫接受。就禪門宗法而言，其實在此

不必贅述他例，只須單看方以智於逃禪過程中痛苦煎熬的心路歷程，

                                                 
41

 按有關此一現象，請參閱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國立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第四章第三節「清廷政府的
鼓吹與僧官制度」中的論述。 

42
 徐芳：〈寄木公四丙午〉，《懸榻編》，《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卷五，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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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可以推想青原學風在吸納人才、延攬同志時所可能遭遇到的挫折。

當然，士大夫是樂意和青原學人往來的，但是要他們放下儒者身段而

投入講學運作──即便是寓居於青原會館中，都不能不有禮佛棄儒的

行跡疑慮。因此，如王夫之雖然明白方以智「其存主處，與沈溺異端

者自別」
43
，也清楚「其談說借莊、釋而欲檠之以正」

44
，但面對好友

的一再招手，王夫之終究也只能「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
45
。

其次，就象數易學而言，「就明末清初的易學史看，以方氏為代表的

象數之學，由于以河洛之學和先後天易學，解釋《周易》經傳，又將

象數之學推向極端，遭到義理學派和考據學派的抨擊。」
46
方以智向

以邵雍數學派的繼承人自居，然而與他皆有交情的清初三大儒卻不約

而同地大加攻伐邵雍易學：黃宗羲曾經批評朱熹治《易》「奈何添入

康節（邵雍）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數，以為絕學，故

為所欺。」
47
王夫之則稱：「潔靜精微，《易》教也。乃一亂於京房

，再亂於邵子。」
48
顧炎武也說：「希夷（陳摶）之圖，康節之書，

道家之《易》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 於

其中以為《易》；而其《易》為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

之遠矣。」
49
由此觀之，基於明清之際所興起的返經風潮，無疑將使

                                                 
43

 見王夫之：《搔首問》，《船山遺書全集》本，頁9909。 
44

 見王夫之：《搔首問》，《船山遺書全集》本，頁9909。 
45

 見王夫之：《南窗漫記》，《船山遺書全集》本，頁11627。 
46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卷第四編第八章第五節「方以智與《周易
時論合編》」，頁395。 

47
 黃宗羲：《易學象數論‧自序》，《黃宗羲全集》本（浙江：浙江古籍出

版社，1992），頁2。 
48

 王夫之：《周易內傳》，《船山遺書全集》本，卷五，〈繫辭上傳‧第九

章〉，頁545。 
4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91），卷



從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論方以智晚年思想中的遺民心志 436 

象數易學的成就再度受到義理易學的壓制；而象數易學一旦為士大夫

視若敝屣，那麼也必然會使青原學風的思想根基連帶地產生動搖了。 

第三，任何學風所以流行廣遠，一則有出類拔萃的人才，二則有

明晰可循的典籍，而青原學風於此兩者皆有缺憾。首先，就人才方面

，老實說，青原學人中不乏欽崎磊落、耿介不群之士，只可惜許多人

的隱士性格太過於強烈，例如深受方以智器重的郭林，其生平之願，

竟然是「且匿巖穴，以書自娛；種植資生，此僕不負。」
50
如此「淡

泊」的心志，雖說高舉遠慕，猶有遺世而獨立之意，但面對青原學風

以「學術」實踐「救國」之志的薪火事業，則不免兩無所當。此外，

如左銳在青原講學中雖然具有相當於「助講」的地位，但是他的思想

卻無法承繼方以智而有所開創；那麼「助講」尚且如此，則一般學人

的治學情況自然不難想見。其次，就典籍方面，錢澄之曾表示：「今

道人（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猶不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好作禪語，

而會通以《莊》、《易》之旨；學者驟讀之，多不可解，而道人直欲

以之導世。」
51
至於方以智「好作禪語」的原因，或牽於禪門通例，

或發於才思難掩，或是藉由詼詭曼衍之語，以密傳不可言喻之心志；

但無論如何，如果連錢澄之這位與他相互扶持、情同手足的知交，都

明顯表達對此種旁人看來「多作禪語，自喻而已，不期人解也」
52
的

「導世」方式有所疑慮的話，那麼青原學風想要透過像《藥地炮莊》

這種「徒使惘惘慰睯於不可解之書」
53
以流傳後世，又豈能不有緣木

                                                                                                                         
一，〈孔子論易〉，頁19。 

50
 方以智：〈隨寓說〉，《青原志略》，卷五，頁282。 

51
 見錢澄之：〈康熙刻本錢澄序〉，《通雅》，《方以智全書》本，附錄，
頁1588。 

52
 周亮工：《讀畫錄》，《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
卷二，〈釋無可〉，頁31。 

53
 見錢澄之：〈康熙刻本錢澄序〉，《通雅》，《方以智全書》本，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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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魚之憾？ 

總而言之，綜觀方以智在明清之際所引領的這股青原學風，可知

其雖念念以復明之志業為心，卻不幸橫遭政治整肅的命運，此為遺憾

之一；其鼓吹返經窮理之風以提倡崇實治學，卻不知與「三教合一」

之旨背道而馳，此為遺憾之二；其別路旁行、託身禪門以寄寓儒者之

心志，卻未必能獲得士大夫的認同，此為遺憾之三；其以方氏易學來

建立「綜百家，貫六經」
54
的學術基業，卻顯然違逆推倒象數之學的

返經思潮，此為遺憾之四；其以青原山水作為延接遺民、糾合志士的

經世基地，卻不料意在江湖者多而心在天下者少，此為遺憾之五；其

權藉莊、禪之寓言機鋒以為密傳心志之「隱語」，卻反倒使後世之人

茫昧不得其實旨，而終不能盡達其「火傳」之真諦，此為遺憾之六。

今觀方氏之學每以「方圓同時」為說，然而「時」乎當世，而方以智

所引領的青原學風乃往往與明清之際的時代脈動產生「方枘圓鑿」的

相互抵觸，然則此種「時也！非人也」
55
的「時命」之悲，或許才是

足以道盡前述六項遺憾的一個最終的歷史遺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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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張自烈：〈閱炮莊與滕公剡語〉；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

3。 
55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方中通〈跋〉，頁5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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