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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該如何面對時代？特別是身處在一個「天崩地解」
1
的亂世。 

明思宗崇禎十七年（1644），歲次甲申；這一年，明帝國在黨禍

、兵禍內外交逼的險惡局勢下，終於全面失控地步上了崩潰解體的道

路。這當然不是中國歷史上第一個黯然下台的王朝，也不是經典記載

裏第一則亡國破家的教訓，但是，對於終日吟哦於四書五經的士大夫

來說，這卻是第一次如此有血有肉地，在顛沛流離的悔恨中猛然領悟

「天命靡常」，在慷慨悲歌的滄涼裏驀地體會「黍離之悲」。於是，

當昔日的生活秩序面臨土崩瓦解，他們開始焦慮地在茫然的未來裏尋

找一條可以順應時變的人生出路。 

抵抗，還是屈服？殉身，還是俟命？入世，還是出世？人生固然

是一連串選擇的總集合，但從未有如此時被迫在生死存亡、榮辱毀譽

之間作一抉擇要來的沈重不堪。因此，就在一念之際，選擇靦顏事仇

、保身全祿的人，便成了擇木而棲的貳臣；選擇殺身成仁、捨生取義

的人，便成了見危授命的忠良；至於那些寧可背負著無可遏抑的屈辱

                                                 
1
 見黃宗羲：〈留別海昌同學序〉，《南雷文定‧前集》（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1970），卷一，頁16。此語今已成為描述明清之際時局動盪、中
原淪亡的代名詞，而當日的士大夫亦多有類似的沈痛感慨，如劉宗周所謂

「天崩地坼」（《劉子全書》〔台北：華文書局，1969〕，卷四十，董瑒
編〈年譜〉下，頁3705）、陳確所謂「乾坤方翻覆」（〈朝入城東門〉，
《陳確集‧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二，頁638）等。至於
同時的方以智則有「天地已顛覆，行路平安否」之句（《方以智密之詩抄

‧瞻旻‧紀難》；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頁125引），足見這場宗廟頹圮、山河變色的時代悲劇，對明亡士大夫
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實可謂創巨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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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怨怒，在殘山賸水之間，或者奔走呼號、或者隱遁不仕、或者著書

立說，一方面深切地思索著足以無愧餘年的生命價值，一方面發憤地

以事功、氣節或興寄來補綴著早已支離其德的世道人心，這一些人，

懷抱著永矢無悔的心志，而成了隱忍守窮、刻苦自勵的明遺民
2
。 

一、方以智的生平 

生當明清鼎革之際的方以智（明神宗萬曆三十九年～清聖祖康熙

十年，1611－1671），是本文探討明遺民心志所之的主要觀照對象。

方以智的一生極富傳奇性
3
，他出生在一個儒學世家，曾祖方學漸、祖

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皆是名重一時的碩儒公卿；青年時，他積極

參與黨社活動，「與陳臥子（子龍）、吳次尾（應箕）、侯朝宗（方

域）諸公，接武東林，主盟復社」
4
，自許為清流領袖；三十歲時，由

於身懷血疏為父訟冤的孝行，深獲崇禎帝的賞識，從此展開他一生中

短暫的仕宦生涯
5
。三年後，甲申難作，方以智不幸為流賊所俘，幾經

                                                 
2
 謝正光先生曾經定義「明遺民者，生於明而拒仕於清，舉凡著仕籍或未著
仕籍、曾應試或未及應試於明，無論僧道、閨閣，或以事功、或以學術、

或以文藝、或以家世，其有一事足記、而能直接或間接表現其政治原則與

立場者也。」見《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敘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0），頁1。按此說對於明遺民的定義、範圍、特徵與內涵，皆有相
當扼要的陳述，特別是所謂「間接表現其政治原則與立場」的說法，正是

本論文所欲彰顯明遺民心志之潛德幽光的大旨所在。 
3
 關於方以智生平事跡的詳細資料，可參閱任道斌先生《方以智年譜》。 

4
 王士禎著、盧見曾補傳：《漁洋山人感舊集》，《清代傳記叢刊》本（台
北：明文書局，1986），卷三，「釋宏智」條引張中畯之言，頁145。 

5
 《安徽通志稿‧方以智傳》：「一日，懷宗（崇禎帝）退朝，歎息語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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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掠，終於乘隙逃抵南京（今屬江蘇省南京市）；不料弘光朝馬士英

、阮大鋮交相亂政，閹黨阮大鋮挾其私怨搜捕南歸朝臣
6
，迫使他倉皇

間再次亡命南奔，孑然一身流離於嶺南各地；其後永曆帝即位於肇慶

（今屬廣東省肇慶市），他雖然以擁戴之功再度出仕，但不出一個月

又因宦官王坤弄權而掛冠求去。也許是逐漸體認到無力回天的殘酷事

實，方以智開始在生死、出處、忠孝、行跡等人生抉擇上面臨著極大

的矛盾與衝突，他曾經痛苦地說：「吾歸則負君，出則有親，吾其緇

乎？」
7
當然，他不可能披緇為僧，因為「子孫不得事苾芻」

8
向來是

方氏一門篤守的家訓；於是，他只好選擇「恣意浪遊」
9
，佯狂避世，

藉著老莊身退之旨來排遣自己苦悶的靈魂；其間，永曆帝曾經十度以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河南巡撫某，坐失機問大辟，其子為講官，

薰衣飾容止，陽陽如平常。今進士方以智，父入獄，顧哀痛若是，是亦人

子也。』於是詔斬某巡撫而釋孔炤。以智故舉庚辰進士，至是擢檢討。」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5913）按原事詳載錢澄之：〈長干寺遇舊
中官述往事紀〉，《田間文集》，《錢澄之全集》本（合肥：黃山書社，

1998），卷二十六。 
6
 阮大鋮與方以智俱為桐城人，昔日阮大鋮組織中江社，隱然為復社公敵，
而同邑方以智攻之最烈，中江社因而式微，阮大鋮於是忌恨方以智尤深。

關於方、阮二人的夙怨，可參閱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中央研

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一本第2分。 
7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六，〈方密之
先生傳〉，頁303。 

8
 方以智《象環寤記》：「不肖少讀明善先生之訓，子孫不得事苾芻。」見
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上海：中華書局，1962）附，頁156。按明善
先生即方以智的曾祖方學漸，而「苾芻」與「比丘」同為梵語「bhiksu」
的音譯，指的是佛教徒。 

9
 根據王夫之《搔首問》記載：「方密之閣學之在粵，恣意浪遊，節吳歈，
鬥葉子，謔笑不立崖岸，人皆以通脫短之。」《船山遺書全集》本（台北

：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1972），頁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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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大學士之職詔起，但是他十詔十辭，絕意仕進。 

過了六年流離嶺南的生活，在方以智四十歲那年，清軍終於攻陷

了兩粵；他寧死不屈的氣節，贏得清帥馬蛟麟的敬重，隨即送往梧州

（今屬廣西省梧州市）雲蓋寺聽任出家
10
；然而，這個決定，卻近乎

諷刺地使他成為一個既未能殉節盡忠、又不能事親盡孝的儒門罪人。

因此，為了尋求心靈的安頓，方以智在懸命一線之際，極盡煎熬地思

索著自身的定位；於是，就彷彿「縣崖重甦」
11
一般，他在置之死地

而後生的坎坷境遇中，豁然參透「貴得其神，勿泥其 」
12
的精神真

諦，並為自己找到了一條出入無礙的人生進路；為此，當他自梧州脫

困返鄉，道經廬山五老峰之時，不禁慨然而呼：「今而後，儒之、釋

之、老之，皆不任受也！皆不閡受也！」
13
回到桐城（今安徽省桐城

市）的方以智，在故鄉重溫了睽違已久的天倫之樂，但僅僅一個月，

                                                 
10

 據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記載：「未幾，（方以智）就縶平樂。其帥（馬
蛟麟）欲降之，令冠服置左，白刃置右，惟所擇；先生辭左受右。帥更加

敬禮，解其縛，始聽為僧。」見卷六，〈方密之先生傳〉，頁303。 
11

 方以智《東西均‧盡心》：「上者解悟，其次證悟；不能，必大困而後徹

。不至縣崖，又安有重甦之事哉？」見龐樸：《東西均注釋》（北京：中

華書局，2001），頁70。按此處所謂「縣崖重甦」云云，當為方以智豁然
悟道的心靈自白。 

12
 方以智在《象環寤記》中曾自述其當日的心靈解脫之道曰：「知必不免，
以祗（袛）支為避路，即為歸路；苟得所歸，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訓也。

家訓嘗提『善世、盡心、知命』六字，貴得其神，勿泥其 。」見李學勤

校點本《東西均》附，頁156。按「袛支」即覆腋衣，僧服的一種；參見
方以智：《通雅》，《方以智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三十六，〈衣服‧彩服〉，頁1114。 

13
 方以智：《東西均‧神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0。按方以智
當時於廬山五老峰著成《東西均》一書，為他晚年的思想規模奠定了大要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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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官吏即兩度逼迫他效力新朝
14
；他為了表明心跡，於是直奔南京

天界寺禮名僧覺浪道盛為師，並隨即閉關於高座寺看竹軒。覺浪道盛

是當日「以忠孝名天下」
15
的愛國僧人，在遺民社會中享有極崇高的

地位；方以智拜入門下之後，「刳心濯骨，渙然冰釋於性命之旨」
16
，

無論思想或心志上都深受這位精神導師的影響和啟發。 

當方以智閉關近三年的時候，不幸傳來父親方孔炤過世的消息，

他哀慟不已，立刻破關奔喪，並依照儒家禮節廬墓於合山墓側三年；

期間，他除了殫力著述之外，又開始聚徒授業、傳承思想；服喪期滿

之後，他並未繼續閉關，而是選擇在江西一帶遊歷，講學於四方名剎

，並廣結十方善緣。五十四歲那年，方以智為了完成其師覺浪道盛未

竟的志業，於是乃應于藻、倪震與吉安（今屬江西省吉安市）士人的

邀請，正式主持青原山淨居寺法席。淨居寺（古稱安隱寺）在唐代本

為禪宗七祖行思禪師的開山弘法之所，到了明代又成為陽明心學江右

一派的修習傳心之處，故青原學風在當日的學術界原以儒、釋會通的

思想特色聞名；此時，就彷彿相應著這個「枯荊再發」
17
的時節因緣

                                                 
14

 根據方以智之子方中通《陪詩》卷一〈迎親集‧癸巳春省親竹關〉的記載

：「操撫李公，迎老父入皖，贈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時杖人翁

（覺浪道盛）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馬公又欲特薦，屬父執劉阮仙趨行；杖

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腳跟！』借以得免。」據任道斌

：《方以智年譜》，頁182引。 
15

 魏禧〈高士汪渢傳〉：「愚庵僧明盂，兩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
靈巖繼起，以忠孝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四庫禁毀書叢刊》

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十七，頁161。 
16

 施閏章：〈無可大師六十序〉，《施愚山集‧文集》（合肥：黃山書社，

1992），卷九，頁166。 
17

 滕楫〈枯荊再發詩〉序言：「七祖倒插荊，近已枯矣。丁酉，笑峰和上來
此，枯枝忽生；甲辰，藥地本師來，枯蘗復生三枝。寂感之蘊，受命如響

；遇緣即宗，不可思議。」見倪嘉慶、方以智等編《青原志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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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歷盡特殊生涯的「三不收之廢人」
18
，選擇了一個具有特殊意

義的宗門聖地，在這個陷入特殊動盪的黑暗時代，重新燃起他此生的

殘焰，試圖為這個天崩地解的亂世，傳遞一絲復明的希望。方以智，

這位時人口中的藥地和尚、愚者大師，此時站在青原學風的學術制高

點上，投身於明清之際那股沛然莫之能禦的經世思潮，而找到了一個

足以使自己無愧於時代的生命舞台。 

二、「藥地愚者」的別號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一生別號甚多，「居浮山稱愚者，在

天界為無可，入匡廬為五老，在壽昌為墨立、為藥地。」
19
當方以智

皈依覺浪道盛之後，正式的法名為無可大智（一稱弘智），但這似乎

沒有他另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別號──「藥地愚者」
20
來得響亮。關於

                                                                                                                         
佛寺史志彙刊》本（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卷十，頁553。按倒
插荊在舊普同塔之下，為當年行思禪師親手所植；此時枯荊重發，學人咸

以為一陽來復之兆。 
18

 王辰〈青原志序〉：「余嘗與同志私許近代人無出老人（方以智）右者，
一日，以質老人；老人曰：『三不收之廢人，有何長耶？只是不見人短。

』」見《青原志略》，卷首，頁29。按「三不收之廢人」乃方以智自諷其
畢生出入於三教之間，似儒、似道、似佛，但又非儒、非道、非佛。 

19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六，〈方密之先生傳〉，頁303。按方以智
較著名的別號已概見於此，至於其他的稱呼可以參閱任道斌先生《方以智

年譜》卷首「傳略」中的詳細羅列。 
20

 「藥地」與「愚者」原為兩個別名，但方以智有時以「藥地」為號，「愚
者」為字，因而自稱「藥地愚者」，如方以智的《浮山文集後編》即署名

為「藥地愚者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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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地」的稱號，按照孫晉的說法：「宓山無可大師，蹋翻南北，從

劍刃上悟性命之因，印心杖門；于欒廬時，得藥地圖章，因隨所在，

名為藥地愚者。」
21
然而「藥地」此號，其實具有更深一層的涵義；

方以智的弟子慈炳在為《藥地炮莊》所寫的〈炮莊後跋〉裏提到： 

道法舛馳，瞞頇莽蕩；豈盡庸醫誤之？而奇醫更誤之也。傷哉

！百姓日用而不知耳。吾師藥地老人，痛傷其心，發大悲憫，

不忍坐視流毒，乃拈一莖草，爛燒冷灶，炮製君臣五味，殺活

古今；因法救法，廣施針艾，用醫天下後世之誤中鉤吻、烏頭

者。
22

 

可知「藥地」這個別號，其實是象徵方以智在面對「道法舛馳，瞞頇

莽蕩」的時代紛擾時，期望能炮融天下學術，「因法救法」、「應病

予藥」
23
的一種苦心善世的思想宏願。 

                                                 
21

 孫晉：〈藥樹堂碑文〉，《青原志略》，卷四，頁242。同時，根據任道
斌先生《方以智年譜》所載，方以智曾於其〈意在筆先圖〉上自題「壬辰

（1652）冬日藥地頭陀寫」（頁182），然則「藥地」稱號，並非至欒廬
合山（1655－1658）之後才有。龐樸先生於《東西均注釋》序言中曾謂方
以智於〈東西均記〉篇末「誶曰」的八句四言詩裏暗寓「明人方以智」五

字，同時於〈易餘引〉篇末的「筮餘之繇曰：爰有一人，合觀烏兔；在旁

之中，不圜何住？無人相似，矢口有自；因樹無別，與天無二」八句裏亦

潛藏「大明方以智○○」七字（頁2-5）；今頗疑「因樹無別」即「藥」，
「與天無二」指「地」，睽諸《易餘》與《東西均》同樣成於壬辰前後，

則此不但可證「藥地」別號之早出，同時亦可知「藥地」一詞與方以智的

心志寄託，實有密切的聯繫。 
22

 慈炳：〈炮莊後跋〉；方以智：《藥地炮莊》（台北：廣文書局，1975
），頁11。按「一莖草」指文殊拈一莖草而謂只此能殺人、能活人的佛教
典故；「君臣五味」指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之說；鉤吻、烏頭則皆為有

毒藥材。 
23

 方中通曰：「所謂透過向上，打殺向上；同患盡分，決於中節。然後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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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愚者」的稱號，則是他自年少誦讀於桐城南山時，便自號

為「浮山愚者」、「龍眠愚者」、「宓山愚者」等等；從此以後，無

論他的生命情境面臨多大的變化，都未曾放棄這個與他「以智」之名

「相反相因」的「愚者」之號
24
。方以智晚年弘法青原時，弟子為他

編輯的語錄稱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錄》，然而若是依照宗門慣例，

則此書應當稱作《青原無可智禪師語錄》，一如覺浪道盛的語錄稱之

為《天界覺浪盛禪師全錄》一般；那麼，此處稱謂若果真另有深意，

則或許方以智的摯友施閏章可以為他一吐衷腸： 

夫藥公非僧也，卒以僧老；其於儒言儒行，無須臾忘也。舫翁

溷僧，而儒言儒行，未之或改也。二人者，其皆有托而逃耶

？
25

 

有關明遺民心志的研究，向來有其「實證」上的困難之處；關於這點

，余英時先生在《方以智晚節考》中說得十分透闢： 

唯余考密之晚節尚別有一重困難而為通常考證之所無者，即隱

語系統之破解是已。以隱語傳心曲，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蓋

易代之際極多可歌可泣之事，勝國遺民既不忍隱沒其實，又不

敢直道其事，方中履所謂「諱忌而不敢語，語焉而不敢詳」者

                                                                                                                         
王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也。」見方以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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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通〈跋〉，頁58055-58056。按時人每以「醫王」來稱頌主張「三
教歸易」的方以智，如文德翼〈補堂炮莊序〉謂「蓋醫能醫病，藥地能醫

醫，是曰醫王。」見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8。 
24

 其後方以智流離嶺南時曾自稱「愚道人」，晚年披緇弘法時則自稱「藥地
愚者」。 

25
 施閏章：〈吳舫翁集序〉，《施愚山集‧文集》，卷五，頁95。按吳舫翁
即吳雲，明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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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物不得其平而又不能鳴，其聲迴盪曲折，於是隱語之

系統出焉。 

面對這種困境，疏解之道，「惟有實證與詮釋參伍以求、交互為用，

庶幾有以知古人之言，而見古人之心耳。」
26
基於此故，本文乃選擇

以託寄尤深的「藥地愚者」之號，冠於「方以智」之前，同時亦將甘

「冒推求過深之諱權為解人」
27
，試圖從方以智的學術思想中，尋繹

他身為明遺民的堅忍心志。蓋方以智有所謂「質測通幾」之學，一曰

「質測即藏通幾者也」
28
，一曰「以通幾護質測之窮」

29
，同理相證，

則「詮釋」之效，必藏於「實證」之能；「實證」之窮，必護以「詮

釋」之興；如此一來，則或能知人論世、發微探幽，泰然彰顯方以智

「善世、盡心、知命」
30
的遺民心志於萬一。 

三、青原學風的心志內涵 

                                                 
26

 上下兩段引文俱見余英時先生《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台北：允

晨文化公司，1986），頁5。 
27

 廖肇亨先生指出：「清初文網嚴密，明遺民心曲往往難以明言，而須假借
比興，言在此而意在彼，詩文亦往往別有所寄，縱博學如陳寅恪或陳垣者

，亦歎其情難測。故或不得不從某些細微的脈絡中，冒推求過深之諱權為

解人。然非如此，或不足以發明當時遺民之心曲也。」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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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緒論」，頁7。 

28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1。 

29
 方以智：〈示侍子中履〉，《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頁58042。 

30
 方以智：《象環寤記》，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附，頁156；原文參見
〔註12〕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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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所謂「三不朽」的生命價值，亦即「立德」、「立功」與

「立言」
31
，而這也正是明遺民在面臨崩解的生活秩序時益加急切地

想要追尋的人生內涵
32
。方以智弘法青原期間（1664－1671），往來

之人不乏僧道遺逸、俗儒官紳，然而其「所延接者，類皆清孤不屈之

人士」
33
；及至晚年橫遭清廷整肅，遠自江西押赴嶺南受審，當舟次

萬安（今江西省萬安縣）縣境時，方以智即選擇自沈於惶恐灘頭
34
，

全節以終。對此，他的弟子興斧曾經含悲稱頌道：
35

 

吾師藥地老人，臨難捨身；踏完天地而歸不二，窮盡一切而秉

中和。以大才而成大孝，移大孝而持大節，全大節而秉大願。 

                                                 
31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大夫叔孫豹之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杜預注、孔穎達疏：《春

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609。 
32

 謝明陽先生指出：「『立德』、『立功』、『立言』的涵蓋範圍甚廣，明
遺民欲創造生命的永恆意義，同樣也不脫這三大方向。此三不朽的建立，

在明遺民的生命情境中更有其特定的模式，即：追尋『立德』則隱居不仕

，追尋『立功』則力圖恢復，追尋『立言』則著書立說；如此的生命內涵

，正是明遺民們被視為共同群體的主要特徵之所在。」見《明遺民的莊子

定位論題》（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第一章第
二節「明遺民生命價值的追尋」，頁11。 

33
 王夫之：《搔首問》，《船山遺書全集》本，頁9909。而同書他條又載：
「青原極丸老人（方以智）書來，道吉安人士孤貞自守者，如劉安禮、周

疇五，皆夙聞其風操；別有魏冰叔、林确菴，亦鼎鼎非此世界中人；又有

郭ㄇ，字林外，不婚不就試，好鈔錄奇書，孤僻自遂，亦奇士也。」（頁

9896）按此又別為一證。 
34

 關於方以智的死因，向來有「病死」與「自沈」二說，其中以余英時先生
所著《方以智晚節考》，力主「自沈」之論，旁徵博引，發微探幽，詮釋

最為精覈，今從其說。 
35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興斧〈跋〉，頁5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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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方以智雖然託跡方外，但其平居清操自持，臨難之際慨然殉身，

其守節、死節而終至全節的堅貞心志，足以使天下後世人「為之流連

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厲」
36
。因此，青原山的叢林山水，實則為

方以智砥礪氣節、留取丹心的「立德」之地。 

其次，方以智駐錫青原之時並未面壁參禪，反而還與遺民士大夫

過從甚密；康熙六年（1667），五十七歲的他遠遊至明鄭活動頻繁的

福建一帶，卻毫不避嫌地四處尋訪當地的高士名流，而他的昔日座師

余颺當時正隱居在莆田（今屬福建省莆田市），事後曾經回憶方以智

對他所說的這一段話： 

藥地常語我曰：「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內之人不可不識四方之

勢，不可不知山川謠俗，紛亂變故亦不可不詳也。先生二子，

以一人侍，一人游，毋不可者！何故局局圜闠，守一廬、讀一

經為也？且游亦何礙讀書事？太史公游名山大川，歸而作《史

記》；王伯安匹馬走南北，遂以知地形扼塞、士馬強弱。一旦

天下有事，吾當其任，處分經略，取之眼中手中，可以猝辦。

即不然，退而著書，道古兵甲武庫，亦取腹笥裕如也。游亦何

礙讀書哉！」予每然其言。
37

 

所謂「一旦天下有事，吾當其任」云云，余英時先生曾經大膽推測：

「故余頗疑密之丁未福建之行，亦如十年前金陵之行然，蓋相機從事

                                                 
36

 彭士望於〈首山濯樓記〉紀念方以智之死難曰：「此蓋天欲天下後世人知
其如此而生，如此而僧，如此而死；為之流連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厲

。即五雲一步地，猶得與廬陵古道相望顏色，日夕聞惶恐灘聲，灑滌志氣

，以不沒勞人于地下；亦豈必安禪示寂以終斯樓之為愉快也。」見《恥躬

堂文鈔》，《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八，
頁147。 

37
 余颺《蘆中全集‧送佺兒游粵序》；據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25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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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動。此時鄭延平雖已死，鄭氏在漳、泉一帶仍有據點。」更進

一步來說，「大抵密之之復明活動常居幕後為暗地之策劃，而實際之

執行連絡或皆由其三子為之。」
38
由此觀之，則青原山的講堂道場，

又何嘗不是方以智隱忍潛伏、臥薪待復的「立功」之所！ 

最後，從學術思想上來看，方以智主持青原法席時，登壇說法，

講的全是苦心善世、匯集大成的「三教歸易」之說
39
；施閏章在寫給

方以智六十大壽的賀序中曾經這樣形容： 

（方以智）以為《易》理通乎佛氏，又通乎老、莊；每語人曰

：「教無所謂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宅然，雖有

堂、奧、樓、閣之區分，其實一宅也；門徑相殊，而通相為用

者也。」故嘗有《周易時論》、《炮莊》等書，其說無所不備

                                                 
38

 余英時：〈方以智自沈惶恐灘考〉七「餘論──復明活動發微」，《方以
智晚節考》，頁245、246。按方以智涉入復明活動之說，自余英時先生倡
發以來，隨著史料的佐證與學者的闡釋日益豐富，如今觀之，當為確論；

謝明陽先生撰有《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

智、錢澄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一書，其中第三章第四節「怨
的復明內涵：冬煉三時傳舊火」，頗能羽翼余英時先生之說。此外，根據

中央社2000.11.24所發布的報導裏指出：大陸學者陳江在新著《「洪門」
考源》一書中表示，明清之際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洪門」組織（俗

稱「天地會」），其發源地正在方以智晚年往來頻繁的江西省南城縣，而

它早期的核心成員除了明朝宗室子弟之外，又吸收了方以智、艾南英、陳

孝逸等逃禪遁道、誓不降清的江南名士參盟，並憑藉他們的影響力而使得

「洪門」的聲勢得以壯大。按如果此說不誣，則當是印證方以智參與復明

活動最直接的一次論證。 
39

 「三教歸易」一詞，原自方以智《象環寤記》中言及儒、釋、道三教「泝
其原同，則歸於《易》耳」（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附，頁160）一語
化約而來。今本論文若提及「三教歸易」、「易學」或「易理」等等，皆

作特定理論詞彙使用，為求行文簡潔，於「易」字將不加註書名號；此外

，它如「莊學」、「老學」等相關用詞，亦採同一標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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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以為汪洋若河漢；而參伍錯綜，條理畢貫。《易》曰：

「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殆謂此也。
40

 

其中，作為「三教歸易」論之理論基礎的《周易時論合編》
41
與作為

「三教歸易」論之思想主張的《藥地炮莊》，都在康熙六年（1667）

前後陸續刊行傳世，同時印刷的還有方以智昔日博物學的代表作之一

《物理小識》，至於標幟他早年學術成就的《通雅》，此時也已接近

刊刻完畢
42
；其他如記載方以智青原傳道時思想言論的《青原愚者智

禪師語錄》，或是記錄青原山山水勝景與人文精神的《青原志略》等

著作，也都在此時一一編輯完成
43
。由此可知，方以智一生雖然著述

                                                 
40

 施閏章：〈無可大師六十序〉，《施愚山集‧文集》，卷九，頁166-167。 
41

 《周易時論合編》十五卷原為方孔炤的著作，其死後，方以智於廬墓時期
乃與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紹承父業，重訂《周易時論合編》，並

增錄《圖象幾表》八卷，而成為今本所見《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三卷；故

本書實可視為方氏五代易學（自方學漸以下）的集大成之作。 
42

 任道斌先生《方以智年譜》「康熙六年丁未」一條，錄有方中通《陪詩》
卷三〈省親集‧憶親閩中〉詩，詩注曰：「書坊熊、鄭諸公皆皈依老父，

《周易時論》、《藥地炮莊》、《物理小識》三種書板，游子六向寄熊叔

明、熊長吉家，刷行後，揭子宣轉托鄭玉友，并寄《通雅》，板已刊十之

七八矣。」（頁253）按《周易時論合編》於順治十七年（1660）已先有
刊本，此時再次刷行，實為以廣流傳。至於《藥地炮莊》，或謂刊於甲辰

（1664），或謂刊於丙午（1666），此因捐資刊刻之人蕭伯升（字孟昉）
於甲辰撰有〈刻炮莊緣起〉（《藥地炮莊》，頁9），而方中通又作〈蕭
孟昉捐資為老父刻藥地炮莊感賦〉詩（《方以智年譜》，頁246引）於丙
午之故；然而刊本《藥地炮莊》收有〈炮莊詠二十四韻〉序，署名為「丁

未純昜月閏之朔楞華狂屈蕃具草」（《藥地炮莊》，「序文」，頁12），
可知《藥地炮莊》的刻成，當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前後。 

43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於康熙九年（1670）已大略輯成，後收入《嘉興
藏》刊行傳世；《青原志略》則編成於康熙八年（1669），並且由當時的



從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論方以智晚年思想中的遺民心志 14 

宏富，但因屢遭變難，流傳不易；若非晚年扇教於青原，則後世之人

將無以觀其言而知其人、逆其志而傳其心。自是而論，則青原山的經

閣書院，又豈不是方以智發憤撰述、託寄抱負的「立言」之處！ 

綜上所述，可知若欲評價方以智其人，無論是就心志而申其「立

德」之昭彰、「立功」之隱微，還是就學問而論其「立言」之善教、

哲理之錯綜，皆必須在象徵方以智精神思想的明清之際青原學風之中

才能找到一個適當的定位；更何況，身為一個苦心孤詣的亡國遺民，

則方以智精深的學問自必導因其懷生憂世的心志所倡發，而他堅忍的

心志，亦必寄託於其博大圓融的學問而得以彰顯。這正是本論文試圖

透過「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來探究方以智遺民心志的主要研究動機

與學術意義之所在。 

四、遺民論題的研究方向 

近代對於方以智思想的重視，實自大陸學者侯外廬先生於1957年

在《歷史研究》中發表的〈方以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

一文肇端
44
；不過受限於意識形態的影響，大陸方面的研究始終傾向

將方以智早年的崇實學風（如《通雅》、《物理小識》）歸類為唯物

主義，又將他中年由實入虛的「合二而一」說（如《東西均》）解釋

成樸素辯證法，最後再將他晚年「三教歸易」的主張（如《周易時論

                                                                                                                         
廬陵知縣于藻捐資刊刻。關於方以智各類著作的詳細資料，可參閱蔣國保

：《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三章「方以
智著作索考」。 

44
 關於近代以前有關方以智研究的文獻檢討，可參閱張永堂：《方以智研究
初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近代史組碩士論文，1973），第一篇
「評介近三百年來的方以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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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編》、《藥地炮莊》），視為神祕數術與唯心主義的糟粕。當然，

這其中也有極具參考價值或是研究意義的學術力作，例如任道斌先生

的《方以智年譜》（1983）、蔣國保先生的《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

（1987）等等，只不過這些著作都尚未能針對方以智後期的思想演變

給予一個適當的學術定位。反觀台灣方面的研究，當以張永堂先生碩

、博士論文《方以智研究初編》（1973）、《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

（1977）貢獻最大，對於方以智研究實具有奠基之功
45
；李素娓先生

碩士論文《方以智「藥地炮莊」中的儒道思想》（1978）雖論及方以

智後期學術，但重點仍放在對於儒、道思想的辨析；其中真正對方以

智弘法青原時的學風有所引述者，唯有余英時先生《方以智晚節考》

（1986）一書，可惜僅是點到為止。針對這個研究缺憾，個人曾經以

《方以智「東西均」思想研究》（1997）為題發表碩士論文
46
，強調

《東西均》一書是銜接方以智前、後期思想的虛實轉關，而他晚年所

提倡的「三教歸易」論也實自《東西均》即已大致建立其思想規模。 

近年來，隨著大陸當局的改革開放，如羅熾先生《方以智評傳》

（1998）等研究方以智的相關著作，都能夠以較為客觀而持平的學術

眼光來看待方以智晚年思想演變的精神內涵；值得一提的是龐樸先生

《東西均注釋》（2001）一書的問世，為有志研究方以智思想的學者

提供了極佳的入門之階
47
。於此同時，台灣方面對於方以智的研究，

                                                 
45

 另有劉君燦先生《方以智》（1988）一書，亦對方以智思想作過大略介紹
。至於其他如黃學堂先生碩士論文《方以智「切韻聲原」研究》（1989）
、鍾月岑先生碩士論文《中國近代史上對傳統科學的呈現：以方以智研究

為焦點》（1991）等等，因不屬於思想領域，故不在引述範圍之內。 
46

 同一時期尚有兩本論文發表：一為謝仁真先生博士論文《方以智哲學方法
學研究》（1995），一為李宛玲先生碩士論文《方以智「藥地炮莊」思想
研究》（1998）；前者主要在釐析方以智所使用的學術符號，後者則謹守
前人的理論規度。 

47
 方以智的著作向來以難解著稱，不但語法恢詭，同時出典冷僻。龐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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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趨勢，那就是將明遺民視為一組觀照的群體

，或者研究其出處行跡，或者研究其思想寄託，前者如廖肇亨先生的

碩士論文《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1994），而後者如謝明陽

先生的博士論文《明遺民的莊子定位論題》（2000）；其中，以覺浪

道盛為核心而圍繞著一組遺民士大夫以及一系列的思想命題，便實與

方以智晚年的心志和學問環環相涉
48
。至於這樣的一種研究趨勢，適

足以提供本文三個論述上的準則： 

第一，任何思想活動都必然受到內在理路與外在時局的雙重影響

，文教昌明之世則前者影響為多，山河沈淪之時則後者影響為深，而

明遺民的思想活動顯然屬於後者；因此，若不能從時局興衰的角度來

探究明遺民思想的相對演變，則當無法重建其學術脈動的與時遷移。 

第二，任何思想活動若是受到外在時局的影響明顯超越內在理路

時，則其思想中主觀心志的成分將增強，而客觀思辯的成分則減低，

明遺民的思想活動即屬於此類；因此，若不能從明遺民的言論著述中

闡發其心志學問的潛德幽光，則當無法掌握其學術精神的實質內涵。 

第三，明遺民的思想活動既然主要是相對於時局的變化而試圖以

其強烈的心志來回應自身所處時代的一種學術寄託，那麼，單純依據

內在理路的合理性、或是客觀思辯的邏輯性，便直接評價其思想活動

之優劣精粗的努力，其實是無法給予明遺民一個適當的學術定位的。 

有鑑於上述三項原則，因此本論文將嘗試朝下列三個方向來進行

討論： 

                                                                                                                         
《東西均注釋》問世之前，學者僅能以1962年出版李學勤先生《東西均》
校點本為準；疏解文句，曠日廢時，而又未必能通曉其旨，故每有「可憐

無補費精神」之嘆。 
48

 廖肇亨先生又譯有日本學者荒木見悟的〈覺浪道盛初探〉一文，而謝明陽
先生亦著有《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

錢澄之》一書，二者皆可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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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方以智思想相應於時局變化的理路發展。 

二、闡發方以智思想寄託於學問事業的心志宏願。 

三、評價方以智在明清思潮中所應有的學術定位。 

知其人以論其學，斷其學以申其志，立其志以定其名，這正是本

論文嘗試藉由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來勾稽「方以智晚年思想中的遺民

心志」的主要研究目的與學術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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