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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炮藥」：苦心善世的權救 

藉由「托孤」說勘破生死行跡的困境，透過「遊息」說解脫身心

性命的束縛，這是青原學風為亂世遺民所提供的內聖修己之學；根據

覺浪道盛的囑託，明遺民一旦能落實自我的安頓，接下來便必須著手

進行「學術救國」的外王治人之業。身為覺浪道盛薪火傳人的方以智

曾說：「痛念杖人借《莊》托孤，乃與竹關約期炮集；既化死水枯椿

，尤悼惡空莽蕩。」
1
於是，他懷抱著「化死水枯椿」的「調合」之志

，與「悼惡空莽蕩」的「崇實」之心，開始了所謂「恰遇漆園藥材，

又有諸公炮製，正可旁通一線，各各就路還家」
2
的炮《莊》集大成的

學術事業，期望權藉以《莊》破執、以《易》統宗的「三教歸易」的

理論規度，為這個紛爭擾攘、逃玄競高的亂世帶來一絲「三教會通」

的和諧之光與一陣「以實救虛」的醒鐸之聲。青原學人興禮曾經傳述

其師方以智的此種苦心善世的學術宏願云：「雪爐炮藥窮知變，山水

藏舟興有餘；聖域祖關揮兩袖，時行鳥道破空虛。」
3
「揮兩袖」者，

旨在儒、釋偕行；「破空虛」者，意在力學崇實。由此觀之，方以智

這個講究「合」與「實」的「炮藥」之說，自然也成了繼「托孤」和

「遊息」的亂世內聖之學以後，象徵青原學風以其經世外王之志積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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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小參」，頁58029。
按「竹關」即方以智。 

2
 見方以智：《藥地炮莊》（台北：廣文書局，1975），卷三，〈大宗師〉
拈提，頁338-339。按「漆園」即莊子。 

3
 興禮：〈上筍參老人〉；見倪嘉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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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頁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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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明清之際時代課題的第三個重要的思想標誌。 

第一節 「炮」的調合意旨 

所謂「炮」是中醫製藥的方法，其目的在用火精煉，以求能去除

各味藥材的偏性。覺浪道盛曾說：「古人著作如醫書，雖一家法，有

各善者：或著脈經，或著病機，或著藥性，或著炮製，或著成方，或

著醫案，必須合異為同，而用之則神，更有善於著作者；則取其親切

要玅以會通之，如煉成金丹，只待人解吞耳。」
4
這就是以所謂「煉成

金丹」的「炮藥」之喻來描繪其「集大成」思想的一種比方。方以智

也有這樣的論點，甚至運用的比覺浪道盛還徹底，這是因為方氏之學

歷來通於醫理
5
，而方以智本人更有極高的醫學造詣

6
，故從知識背景

的引證出發，方以智在《東西均》時期便曾經提出「劈眾均以為薪，

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

，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
7
的治學信念。由此可知，方以智之與

                                                 
4
 覺浪道盛：〈麗化說〉；見覺浪道盛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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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頁57837。 

5
 方以智曰：「藥知其故，乃能用之；反因約類，盡變不難。先曾祖本菴公
（方學漸）知醫具三才之故，廷尉公（方大鎮）、中丞公（方孔炤）皆留心

紀驗；不肖以智，有窮理極物之僻，間嘗約之。」見方以智：《物理小識》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卷五「醫藥類」，〈何往非藥〉，頁

108。 
6
 可參閱蔣國保：〈方以智的易學與醫學〉（《中國文化月刊》第149期）一
文。 

7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龐樸：《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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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浪道盛「約期炮集」而著《藥地炮莊》，其有關「炮」的理論基礎

，至少應追溯至《東西均》一書中的思想論述。 

一、以全容偏 

方以智在「逢場烹飪，煮材適用」的「炮藥」之喻中曾提出「劈

眾均以為薪」的說法，其中「均」是調合折中使之均衡之意
8
，而所謂

「眾均」，方以智描述： 

開闢七萬七千年而有達巷之大成均，同時有混成均；後有鄒均

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實以尊大成為天宗也。其退虛而乘物

，託不得已以養中者，東收之；堅忍而外之者，西專之；長生

者，黃冠私祖之矣。千年而有乾毒之空均來，又千年而有壁雪

之別均來，至宋而有濂、洛、關、閩之獨均；獨均與別均，號

為專門性命均，而經論均猶之傳注均。惟大成明備，集允中之

心均，而苦心善世，以學為旋甄和聲之門，彌綸乎大一而用萬

即一之一，知之樂之，真天不息，而容天下。後分專門性命、

專門事業、專門象數、專門考辨、專門文章，皆小均，而非全

均也。
9
 

                                                                                                                         
書局，2001），頁20。 

8
 方以智在《東西均‧東西均開章》中解釋「均」的名義曰：「均者，造瓦

之具，旋轉者也。董江都曰：『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為。』因之為均平

，為均聲。」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 
9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7-8。按
「東」指儒學，「西」指佛學，方以智認為：莊子之學（蒙均）其「託不

得已以養中」之論應收歸於儒學的立法之教，同時其「堅忍而外之」之處

則專通於日後佛學的破法之道；至於道教中有託名莊子「長生久視」之說

的仙定煉丹之術，但這已不是莊子思想的原意所在了。又「蒙均尊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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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歷數古往今來的學術流變，並肯定其中無論是老學（混成均）

、孟學（鄒均）、莊學（蒙均）、佛學（空均）、禪學（別均）、理

學（獨均）、經學（經論均）、心學（心均），若就切合世用的立場

來看，其實全都是一種「偏而精者，小亦自全」
10
的專門偏救、補全

時漏的「小均」的自足之學；不過，藥能治病，亦能殺人，一旦各種

「專門」之藥達於已甚而流於末法之後，勢必將形成下一波學術弊病

的肇端。因此，權救之道，唯有因法救法、以鑿救鑿，也就是「容其

太甚之藥」，以「藥其太甚之病」
11
，一如方以智所自言：「智嘗以

醫學喻醫王，而表醫醫之願焉。」
12
至於自天地開闢以來，唯一足以

「全均」天下學術而能為「醫醫」之「醫王」典範的，正只有懷抱著

「苦心善世」的精神，「知之樂之，真天不息」地以下學上達之道而

「容天下」之專門學問以「相捄相勝而相成也」
13
的孔子「集大成」

之學（大成均）。方以智表示： 

有大全，有小全。專門之偏，以求精也，精偏者小全。今不精

                                                                                                                         
而實以尊大成為天宗也」的說法，顯現方以智在拜入覺浪道盛的門下之前

，應該便已受到其「久布寓內」的「托孤」說的學術影響。此外，「獨均

與別均，號為專門性命均，而經論均猶之傳注均」的見解，可知在方以智

的眼中，理學與禪學都只是專談心性方面的學問（專門性命均），而當時

的經學則是專務於章句訓詁的知識傳授（傳注均）。 
10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0。 
11

 方以智《東西均‧名教》：「聖人藥其太甚之病，而亦容其太甚之藥，自

足相濟，豈在執充類之律，使合藥者無容身之地耶？」見龐樸：《東西均

注釋》，頁252。 
12

 方以智：〈杖人全集跋〉；見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附錄
，《杖門隨集》下，頁57988。 

13
 方以智《東西均‧反因》：「所謂相反相因者，相捄相勝而相成也。」見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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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偏，必執黑路勝白路，而曾知黑、白之因於大白乎？入險則

出奇，愈險則愈奇，而究竟無逃於庸也。惟全者能容偏，惟大

全者能容小全；而專必厭全，小全必厭大全。大全隨人之不見

是，而專者摧人以自尊。大全因物以作法，法行而無功，天下

皆其功，而各不相知；專者必自露得法，而不容一法在己之上

，以故聞者屈於其迅利，遂以為大全誠讓專偏一等矣。
14

 

方以智形容「全均」之學為「大全」，而「小均」之學為「小全」。

「大全」講求兼容百家，其義在「博大」；「小全」強調專研一法，

其義在「精深」。「大全」、「小全」本來互有所長，但最大的差別

在於「小全」所可能導致的流弊實遠較「大全」為烈。對此，方以智

提出了三個理由：第一，所謂「凡學非專門不精，而專必偏，然不偏

即不專」
15
，是故「小全」強調「專門之偏，以求精也」，本是無可

厚非；然而，專偏求精一旦充類至盡，很容易便會造成「偏」則已矣

、「精」則未至的走火入魔。例如當日普遍風行直窮本心的學說，這

原是為了要令人破除知見葛藟，但過度強調用心於內的結果，卻反而

導致「必執黑路勝白路」的尊悟廢學之弊；因此，方以智認為「以學

為旋甄和聲之門」的「大全」之教即便看似平庸無奇，但它至少可以

使「人之於世也，憤以樂之而已矣，故其充實不可以已」
16
地感受到

樂學不息的生命踏實。第二，「小全」專研一法，自求高深，然既以

一技見長，不能兼通他學，故其末流「必自露得法，而不容一法在己

之上」，唯有如此，方能使「聞者屈於其迅利」而為之心折；因此，

                                                 
14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8-19。按
曹洞禪法以黑白喻體用，故「黑路」指直窮本體的「頓悟」，「白路」指

切致實用的「漸學」，而「大白」則是即用藏體的頓漸一如。 
15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0。 
16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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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專必厭全，小全必厭大全」的現象，方以智認為「偏而精者，

小亦自全，然不可暱小之足全，而害大之周於全也。」
17
換句話說，

若不能擴充「大全」之教所謂「惟全者能容偏，惟大全者能容小全」

的規模，以「聽百家之各專互勝，而統常、變之大常者」
18
，那麼，

「暱小之足全」的結果，只會使天下學術在門戶壁壘中各各成了夜郎

自大的「井蛙」
19
之學。第三，「小全」既「不容一法在己之上」，

其末流必定逞譎智、鬥險狠，而「專者摧人以自尊」，正所謂「聖人

表中正以與萬世化，諸子各出一奇以與天下爭」
20
，諸子如「小全」

入險出奇而爭掛單方藥單，不辨物性，不審徵候，以致得活者雖眾，

誤殺者亦不少；因此，面對這種「精偏日變，其變亦精。疾舞也，快

口也，齒便嚼舌，手便自擊，而愛疾快為捷法；既傳捷法，即是不精

之死法，而自以其偏，求勝天下，自尊於天地」
21
的「專門」偏弊， 

方以智認為唯有學習「大全因物以作法，法行而無功，天下皆其功，

而各不相知」的聖人治化，以「犯病合治藥之藥」
22
的「逢場烹飪，

煮材適用」之「炮」，令天下「精偏」之「小全」皆能「東西互濟，

                                                 
17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0。 
18

 方以智：《東西均‧三徵》；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8。 
19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其（公全）立法也，因萬物之自為法，極高

深而無高深可見，無中、邊而中道立，平為表而備縱衡，一切容之，一切

集之，一切化之，厭我亦聽，駕我亦聽，天之用日月也，土之用五行也。

世遂以公全不如偏精，井蛙耳！」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0。按
「公全」即「大全」，「偏精」即「小全」。 

20
 見方以智：《通雅》，《方以智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卷首二，〈讀書類略提語〉引白瑜之言，頁33。 

21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1。 

22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世無非病，病亦是藥；以藥治藥，豈

能無病？犯病合治藥之藥，誠非得已。」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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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因對治」，如此一來，方能藥病俱泯地「坐收無為之治」，這就是

「因時變變，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權」
23
的「全偏」之道，

也正是「全而偏者，鋒其耑，利其幾，激以為捄，過而合中也」
24
的

「大全」之妙。 

總之，方以智在《東西均》中所謂「合并諸偏，偏亦不偏」
25
的

「以全容偏」之說，主要乃是為其日後「炮藥」說中的「炮」的調合

意旨，確立了三項理論原則：一、「全」能以「庸」行權，故不致有

「偏」之「奇」弊。二、「全」能合「偏」之用，而不拘於「偏」之

專門。三、「全」能使「偏」互救，故不流於「偏」之爭勝。於是，

方以智在其「恰遇漆園藥材，又有諸公炮製」所撰著的《藥地炮莊》

一書中，不但繼續強調他所謂「見大全者，何妨有偏得之用耶」
26
的

「以全容偏」之說，同時，他又徵引諸家論述來共同「炮製」這個欲

廣收天下學術於一爐，以求能因法救法、應病予藥的大成貴集之論。

例如，方以智引用其父方孔炤的《潛艸》表示： 

人皆好奇而暱庸，好勝而護短。是真奇人，亦不可禁，惟聖人

能化之；數度倫理，《易》之端幾，協藝樂業，足以竭其智力

，彼究安能欺耶？
27

 

「好奇而暱庸，好勝而護短」，此乃人之常情；然「奇」則能「專」

，「專」則能「精」，是故「真奇人，亦不可禁」，當唯有令其向下

歸於聖人「協藝樂業」之「庸」法，如此一來，方能使人在「毋自欺

                                                 
23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0-11。 
24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1。 
25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39。 
26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下，〈養生主總炮〉拈提，頁138。 
27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九，〈天下〉，頁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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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學」
28
中，「知其所以為庸人者，真奇人矣！」

29
至於此處方孔炤

化「奇」之弊為「庸」之利的說法，正是方以智藉之以闡釋其「炮」

的第一項理論原則。同時，方以智又引述其父執──泰和蕭士瑋的意

見說： 

各爭其半，則互舉其全矣。故折獄者，單辭弗讞也，必合辭以

聽之。對簿之家，護此之意益甚，則尋彼之訟益力；苟保殘守

缺，挾恐見破之私意，將隱情惜己之不暇，敢以其身輕試於吏

議哉？
30

 

蕭士瑋將「百家之各專互勝」比喻成對簿公堂的兩造，是故雙方為求

勝訴，必定「護此之意益甚，則尋彼之訟益力」；因此，「大全」者

無須憂慮爭訟者「必自露得法，而不容一法在己之上」的飛揚跋扈，

反而應讓彼我雙方竭其智力、各暢其懷，然後「合辭以聽之」，如此

方能以公正超然的立場居中調合，甚或以明斷是非的態度興利除弊。

至於蕭士瑋此種「各爭其半，則互舉其全」的看法，正是方以智藉之

以闡釋其「炮」的第二項理論原則。此外，方以智又徵引其心志導師

覺浪道盛的禪語提點曰： 

如得其符而 妖捉怪，且使妖怪為我驅役始玅，不則此人間世

不易處也。
31

 

這番話，其實也就是覺浪道盛所謂「是望人以道大同於天下，必不使

                                                 
28

 方以智：《東西均‧奇庸》；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37。 
29

 方以智：《東西均‧奇庸》；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35。 
30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集漢唐宋至今諸家論說〉注語，頁25。 
31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二，〈人間世〉拈提，頁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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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端之終為異端也」
32
之意；換言之，「以全容偏」並不能僅是一種

泯除人我成見、消弭是非界線的聽任無事，而是必須以「必知其全，

偏乃合權」的精神為「符」，進而「驅役」所謂「專者摧人以自尊」

的偏勝之「妖」而使其「激以為捄，過而合中」地「大同」於「聖人

表中正以與萬世化」的「法行而無功」之道。至於覺浪道盛此種看似

荒誕的「得符驅妖」之喻，其實也正是方以智藉之以闡釋其「炮」的

第三項理論原則。總而言之，以「以全容偏」三原則作為理論基礎的

「炮藥」說，其調合意旨大抵如方以智所自言： 

後人不知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乃囂囂然倚一家而執之，

豈不蔽哉！況以媮心便其苟簡，易以驩門，以惏心縱其恣雎，

詭以障世，又挾單方燒《靈》、《素》乎？我杖人橫身于刀兵

水火，求天下大傷心人，與之擔荷，傳真宗旨。時至此時，喙

鳴矯亂，必通其故，必集大成，方能知天下分科專門之利害而

用之。
33

 

以「集大成」之「全」，一難「苟簡」、「恣雎」之奇險「偏」弊，

此其一；二責「囂囂然倚一家」之專門「單方」，此其二；三望後世

「能知天下分科專門之利害而用之」以實現「應病予藥」的救世宏願

，此其三。今觀方以智所謂「炮」的思想要義，大類不出乎此。 

二、名殊實一 

                                                 
32

 見大別撰、興月錄：〈炮莊發凡〉；方以智：《藥地炮莊》，頁3。 
33

 方以智：〈杖人全集跋〉；見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附錄
，《杖門隨集》下，頁57988。按《靈》、《素》指《靈樞》、《素問》
兩部醫書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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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以全容偏」的原則之外，方以智「炮藥」說的另一個值得

關注的問題是：所謂「炮」的調合方式究竟為何？也就是說，「炮」

的用意既然是在大集天下之學術藥方以求能應病救治，那麼「炮」的

目的究竟是要解消諸家、提煉新藥，以自成一家之言？還是但求融通

眾說、萃取舊方，而化用偏說於中和？換言之，「三教合一」到底是

以「三教」教義「合」出「一」條理兼具的「第四教」，還是在提供

「一」理論平台來「合」全「三教」義理以觀其「道通為一」？對此

，方以智在《東西均》一書裏曾經明白地表示： 

氣也，理也，太極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不得已而立

之名字也。聖人親見天地未分前之理，而以文表之；盡兩間，

灰萬古，乃文理名字海，無汝逃處也。尊名教者，執正名正詞

之例，方以離倫物、首上安首者為偏枯外道；而習心宗者，執

反名破執之執，又以自然、太極、言理氣者為無因外道。詆訶

相罵，各尊其名，夫烏知名殊而實本一乎？
34

 

方以智認為「百家之各專互勝」以至於「詆訶相罵」，主要乃是基於

「各尊其名」的「囂囂然倚一家而執之」的緣故；同時所謂「氣也，

理也，太極也，自然也，心宗也」的各項理論用詞，皆是形容「聖人

親見天地未分前之理，而以文表之」的「所以然」之至理，只是歷代

賢智各自面對不同的時代偏弊，因而乃以「近而呼之，逼而醒之」
35
的

                                                 
34

 方以智：《東西均‧所以》；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16。 
35

 方以智《東西均‧所以》：「心本無心，『無』豈有二？人猶有膠擾者，

謂之『所以然』，『所以然』豈有二哉？老莊之指，以無知知，無為而無

不為，歸於自然，即因於自然，『自然』豈非『所以然』乎？『所以然』

即陰陽動靜之不得不然，中而雙表，概見於形、氣。形本氣也，言『氣』

而氣有清濁，恐人執之，不如言『虛』；虛無所指，不如言『理』；理求

其切於人，則何如直言『心宗』乎？近而呼之，逼而醒之，便矣。」龐樸

：《東西均注釋》，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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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措之宜，權立一「不得已而立之名字」以求能破解人心對於文理名

相的拘泥與執著。換句話說，學術的爭端本身並非導因於各家思想有

何高下精粗的缺陷，而是來自於後學末流不知其所「摧人以自尊」的

「專門」論據其實皆是「名殊而實本一」的「因時設施」。因此，止

息門戶之爭的方法，不在跳脫門戶以自立新說，而是在深入門戶以折

中義理；同時，折中的目的並不在批判或裁制諸家「小亦自全」的精

神本旨，而是要透過概念通譯的方式來為不同的理論流派搭建一條可

以相互對話的溝通管道。方以智曾說： 

《爾雅》之「檟」，古謂之「荼」，西域謂之「陀」，亦謂之

「擇」，吳謂之「矬」，閩謂之「德」，中原謂之「茶」，是

皆一物也，方言時變異耳（古無「家」、「麻」韻，《漢書》「荼陵」即

今「茶陵」；《華嚴》「陀」字，《大品般若》作「茶」，《觀經》作「擇」；「

曼陀羅」作「曼荼羅」，可證）。「太極」也，「精一」也，「時中

」也，「混成」也，「環中」也，「真如」也，「圓相」也，

皆一心也，皆一宗也，因時設施異耳。
36

 

所謂「太極」、「精一」、「時中」，是儒家思想的理論概念；「混

成」、「環中」，是道家思想的理論術語；「真如」、「圓相」，是

佛家思想的理論用詞。方以智認為從「所以然」之至理的角度觀之，

上述各項稱謂其實都是用來描述無所不包、無所不在之「天地未分前

之理」的某個思想面向上的呈現，只是原本不落言詮的至理如果一旦

落實在「不得已而立之名字」的符號用詞中，那麼便勢必衍生出某種

概念指涉的界範與限制；因此，為了不使此種有如「方言時變異耳」

的「文理名字海」竟因「語言」隔閡而產生「詆訶相罵，各尊其名」

的無謂爭辯，是故針對三教百家的理論術語進行一番概念上的溯源與

通譯，便成了實踐「炮」的調合意旨時必先確立的基本前提。對此，

                                                 
36

 方以智：《東西均‧擴信》；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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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在《東西均》一書中乃特立〈譯諸名〉一篇來陳述其所謂「化

本同而無不異，異必譯以同之」
37
的「名殊實一」的概念會通

38
；文中

提到： 

通言之，則偏滿者「性」，即 滿者「心」；未有天地，先有

此心。邈邈言之，則可曰「太極」，可曰「太一」，可曰「太

無」，可曰「妙有」，可曰「虛滿」，可曰「實父」，可曰「

時中」，可曰「環中」，可曰「神氣」，可曰「 熅」，可曰

「混成」，可曰「玄同」。此其無所不稟，則謂之為「命」；

以其無所不生，則謂之為「心」；以其無所不主，則謂之為「

天」──天亦虛也，物物皆有天，勿泥蒼蒼也。故釋之曰「真

我」，曰「法身」，曰「真常」，曰「正法眼藏」，曰「無位

真人」，曰「空劫以前自己」。從此而因事表理，因呼立名，

因名立字，則千百億名、千百億化身，皆法身也，豈有二哉？

人或執其名字而不知其一，故不能貫，好自以為貫；又或執名

字而翻之播之，以新人之耳目，以自尊一宗，狸之首以虎，鼮

之尾以豹，無不可者。夫烏知一之本千萬，聽其千萬之本一乎

？
39

 

站在「名殊實一」的理論前提上，方以智將各式各樣的思想詞彙全部

「追溯」至「未有天地」前的形上層次，藉由本體意義的絕對不二，

賦予這些「一之本千萬」的「名殊」概念一個「千萬之本一」的「實

一」的精神價值。由此可知，方以智「譯諸名」的概念會通，其實並

不是一種訴諸學理詮析之下的異中求同；反之，它是採取類似「得意

                                                 
37

 方以智：《東西均‧譯諸名》；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2。 
38

 方以智《東西均‧譯諸名》開宗明義道：「譯者，釋也，鐸也；譯諸名者

，一諸名也。」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2。 
39

 方以智：《東西均‧譯諸名》；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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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言」的論述模式，而將所有「不得已而立」的思想詞彙，一皆統整

在一個「所以然生不得不然，而與之同處」
40
的理論框架中。於是，

當一切的概念指涉都不免落於「因事表理，因呼立名，因名立字」的

「不得不然」時，則百家針對「名殊」所產生的爭執自然也成了毫無

意義的行為；同時，基於所謂「千百億名、千百億化身，皆法身也，

豈有二哉」的「不得不然」即「所以然」，則三教推本於「實一」所

達成的會通，自然也就屬於一種毫無疑問的必然了。 

不可否認的是，方以智根據「名殊實一」的前提直接打消了各種

思想詞彙之間所可能造成隔閡的詮釋壁壘，或許有助於消弭學術方面

的爭議，但是此種從根本上「消滅」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作法，

其實只會使這些原已獨立演化出一系列邏輯論述的哲理概念更加顯得

含混模糊。不過，正如覺浪道盛所言：「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精

差別，豈能隨物盡變？」
41
可知明遺民強調學術「集大成」的呼聲，

很大的原因是來自於對時局混亂、人心離散的深切憂慮，並非全然出

自於一股「精差別」的治學熱忱。因此，當方以智晚年繼承覺浪道盛

的遺志而在青原山弘揚其所謂「炮藥」救世的「集大成」思想時，所

採取的依然是他在《東西均》中所提到的「名殊實一」的調合方式；

方以智表示： 

不昧同體之仁，善用差別之智，乃能決之。辟之水然：全盂是

水，此水之質也；或言全盂是潤，可乎？或言全盂是清，可乎

？或言全盂是光，可乎？或言全盂是甘，可乎？或言水之味非

甘苦之所能到也，謂之無甘無苦，可乎？或言水之清雖入污淖

，而水性自如故也，再（當作「可」）乎？因而質正之曰：水

                                                 
40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按此
即方氏易學的「一在二中，寂歷同時」之旨。 

41
 見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弘庸〈序〉，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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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甘，非世間五味之甘，然不得謂之苦，決曰無甘無苦，謂

之至甘，可乎？清非濁所能失，謂之清統清、濁，可乎？雖曰

清非濁所能失，然正用以瀹茗、和羹必取清水，不則礬澄之、

火洗之，可乎？抑將曰牛溲、馬浡有時捄渴，而謂瀹茗、和羹

不必清水也，可乎？凡此諸說，皆無在、無不在者也；曰「無

在」，曰「無不在」，即相反矣，何待執潤、執清、執光、執

甘之說，各伸其是而淆 耶？時取一說，以解人之執，古有之

矣，實則本不相礙者也。
42

 

方以智以「水」作為取喻的對象：所謂「水之質也」是「實一」，而

所謂「潤」、「清」、「光」、「甘」則是「因事表理，因呼立名，

因名立字」的「名殊」；故從「全盂是水」的本質來看，四者「實則

本不相礙者也」。不過，「不昧同體之仁」仍須「善用差別之智」，

也就是說，「實一」雖然不礙於「天地本無此稱謂，而可以自我稱謂

之」
43
的「因時設施」，但「名殊」的「變易無定之權」則自當「有

一定不易之權」
44
，那就是「時取一說，以解人之執」，而使人盡知

                                                 
42

 《青原志略》，卷十三，〈兼室決語〉，頁727-728。按「牛溲」、「馬
浡」指牛尿、馬尿。 

43
 方以智《東西均‧擴信》：「各有方言，各記成書，各有稱謂。此尊此之

稱謂，彼尊彼之稱謂，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則何不信天地本無此

稱謂，而可以自我稱謂之耶？何不信天地本無法，而可以自我憑空一畫畫

出耶？」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0。 
44

 方以智《東西均‧顛倒》：「由此論之，於變易無定之權，而有一定不易

之權，則此天統地、陽統陰、夫統妻、君統臣、體統用、善統惡之權也；

謂之統天地、統陰陽、統君臣、統夫妻、統體用、統善惡，亦此權也。重

體賤用，而無不用之體；重陽賤陰，而必用陰；君尊臣卑，而必使臣；重

善賤惡，而必用惡；猶重君子賤小人，而必用小人。不統而用之，則惡既

為惡，而善亦為惡；以用救用，道豈可少哉？」見龐樸：《東西均注釋》

，頁116。按方以智所謂「無甘無苦，謂之至甘」、「清非濁所能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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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瀹茗、和羹必取清水」之「正用」，終不致以「牛溲」、「馬浡」

之偏說「執名字而翻之播之，以新人之耳目，以自尊一宗」。總之，

所謂「名殊實一」的精神，正如方以智講學於青原會館時所云： 

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稱謂有方語，正宜通而互徵之

。……圓機之士，分合皆可；乘願補救，正須互窮。宇宙內事

，皆吾分內事；參過甚深之宗，乃知層層利害，不為人惑，而

時用為藥耳。
45

 

人人「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此為「實一」，然而「稱謂

有方語」，此為「名殊」，故唯有以「炮」之意旨「通而互徵之」，

然後始得以發此「乘願補救」之心，「不為人惑，而時用為藥耳」地

善盡於「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的「炮藥」救世的學術宏願。由此

觀之，雖然方以智的「炮藥」說中每每有「煉丹」、「煉藥」之喻，

但所謂「炮」的調合方式並不是要透過學理上的詮釋與析合來提煉出

什麼邏輯嚴整、思辯細密的「萬靈丹」，而是根據所謂「名殊實一」

的理論前提，藉由「通而互徵之」的概念會通，一方面「時取一說，

以解人之執」地止息學術紛爭，一方面「能知天下分科專門之利害而

用之」地迴挽學術偏弊；至於此種「實用性」遠遠強過「學術性」的

理論精神，則是今人在看待方以智所謂「炮」的調合意旨時，不能不

特別予以重視的一個深具時代意義的思想特徵。 

第二節 「藥」的崇實意涵 

                                                                                                                         
之清統清、濁」云云，其要義本通乎此。 

45
 《青原志略》，卷三「書院」，〈仁樹樓別錄〉，頁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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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說：「有病治病，無病強身。」這是傳統上對於中藥功效的

兩種認知。有趣的是，方以智「炮藥」說中的「藥」同時也傳達出了

這兩方面的意涵：就「治病」而言，方以智說：「倘有人焉，看破世

間，又看破出世間，翛翛獨行，則合取兩片皮已矣。其或寓藝以遊，

隨場賣藥，何嘗不時發悲憫，旁觀指點也耶？」
46
這就是說，若不能

以苦心善世的精神應病予藥、權救時弊，則所謂世、出世法雙破雙融

的超然印心，亦不過是空口白話的大言無實。另外，就「強身」而言

，方以智說：「立教者惟在自強不息，強其元氣而病自不能為害。」
47

又云：「以天下萬世為心，毋自欺而好學，則在藥病中，風吹不著矣

。」
48
這就是說，與其病而後藥、藥而後病，減少流弊錯出的最佳方

式，便是改善學術體質，增強學術元氣；至於這帖補藥的配方無他，

正在好學不息的實學不欺而已。由此觀之，無論是「治病」也好，「

強身」也好，方以智想要透過其「炮藥」說所販賣的「藥」，其實也

就是一帖名喚「崇實」的中和良方。 

一、應病予藥 

根據方以智「炮藥」說所謂「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的說法

，可知在「炮」之旨的「集大成」之後，便必須繼之以「藥」之意的

「應病予藥」。至於此處「藥」的思想內容，就「治病」方面而言，

可以分成四個理論層次來談： 

第一，病亦是藥。所謂「藥」指救世之「法」，而「病」指執法

之「弊」；方以智表示： 

                                                 
46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黃林合錄〉拈提，頁102。按「合取
兩片皮」猶今言「只剩一張嘴」。 

47
 方以智：《東西均‧容遁》；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37-238。 

48
 方以智：《東西均‧奇庸》；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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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即病，病亦是藥；增藥增病，不以增病而廢藥。有法即弊

，弊亦是法；無法即弊，而有無法之法。
49

 

「有人即病」比喻學術發展所產生的偏弊，方以智認為任何理論流派

其實都是一種「不得不然」的「因時設施」，故人若「囂囂然倚一家

而執之」則自然成「病」，但這並不能否定各家思想的本旨原先皆是

一種為求「乘願補救」而大力開創出的「藥」；換言之，「法」本是

「藥」，但「執」則成「病」，故今日之「病」皆是往日之「藥」，

而今日之「藥」則將為來日之「病」，這就是所謂的「病亦是藥」。

更重要的是，「藥」雖然有偏性，但既然「病」象已生，則不能「廢

藥」不治，故唯有「炮製」諸方而「時用為藥」，一如「有法之弊」

則以「無法之法」化之，「無法之弊」則以「有法之法」救之，這就

是所謂「空藥醫世病，玅藥醫空病」
50
；「有」、「無」、「空」、

「玅」，皆「病」皆「藥」，自當合而用之，切不可懼其「病」灶而

棄其「藥」效。因此，方以智又說： 

充類言之：天地，病根也；病則俱病，藥則俱藥。聖人藥其太

甚之病，而亦容其太甚之藥，自足相濟，豈在執充類之律，使

合藥者無容身之地耶？
51

 

面對天地間「無汝逃處」的「文理名字海」，是知「法」不可少，而

「弊」不可逃，故唯有體認「病亦是藥」而「容其太甚之藥」以「藥

其太甚之病」，如此一來，方能使「藥」、「病」之間「自足相濟」

，而終抵於「藥」、「病」俱泯的「無為之治」；由此觀之，方以智

所謂「病亦是藥」的說法，其實乃與其「以全容偏」的「炮」的理論

                                                 
49

 方以智：《東西均‧反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92。 
50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鼓山寱言一則〉拈提，頁59。 
51

 方以智：《東西均‧名教》；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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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有著內在理路的關聯性。 

第二，知病知藥。既知「病亦是藥」而使其「自足相濟」，那麼

針對「藥」、「病」之間的「層層利害」，則應當「必通其故，必集

大成」，然後「方能知天下分科專門之利害而用之」；因此，方以智

表示： 

應病予藥，當審其症與藥性也。
52

 

又說： 

天人本無分合，執二執一皆非；大宗師應病予藥，神在知症，

知症神于知故。……知則不為一切琦辨奧理所惑，而我可以轉

之；不知則一端闇合，而他端又紗縠矣。
53

 

這就是說，要能「應病予藥」，則須知「病症」之所由與「藥性」之

所至，然後才能「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地對症下藥。

至於「知病」方面，方以智認為學術之弊，主要來自後學末流「詆訶

相罵，各尊其名」，而不知「名殊而實本一」；同時「知藥」方面，

方以智認為權救之法，則必使人人「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

，而雖「稱謂有方語，正宜通而互徵之」。由此可知，無論「知病」

還是「知藥」，其關鍵之處正在於「神于知故」而已；所謂「知故」

，即是知「所以然」之理，而所謂「神于知故」，則是知「所以然生

不得不然，而與之同處」的「一在二中」之旨。換言之，基於「天人

本無分合」的「一在二中」之「故」，是故「執二」之「世病」，則

必以「執一」之「知病」轉化為「貞一」之「知藥」以治之，而「執

一」之「空病」，則必以「執二」之「知病」轉化為「因二」之「知

                                                 
52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七，〈徐無鬼〉注語，頁719。 
53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三，〈大宗師〉，頁340-341。按「紗縠」指
縐紋，其意猶今言「擺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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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以療之；「執二」、「執一」，皆是「各尊其名」之「病」，故

唯有以「名殊實一」之「藥」「通而互徵之」，然後方得以「因二」

、「貞一」之隨法破執「時用為藥耳」，這就是所謂「神于知故」的

理論真義所在。由此觀之，方以智此種「知病知藥」的說法，其實乃

與其「名殊實一」的「炮」的理論前提具有極密切的理路聯繫。 

第三，藥病代錯。也就是在「知病知藥」之後，一方面以「應供

而化出」之「藥」治當下之「病」，另一方面亦能收轉當下之「病」

為「藥」，以留救來日因「藥」之已甚所不得不衍生出的偏「病」。

方以智表示： 

吾每繹子思「代明」、「錯行」二語，而悟相害者乃並育也，

相悖者乃並行也。
54

 

「藥」、「病」之間，「對治」則相反，「互濟」則相因，是故處此

因名設教的「天地，病根也」，唯有令其「藥」而後「病」、「病」

而後「藥」地代錯不息，然後方能使這種「病則俱病，藥則俱藥」的

「病亦是藥」，在「反因輪起公因」的「激以為捄，過而合中」下，

達到「吾所謂補救其弊者，正以代明錯行無一不可」
55
的救世目的。

因此，方以智曾經提到： 

古人鍼砭古人，原為後人下藥，偏詞冷語，都是中和；後人偷

                                                 
54

 方以智：《東西均‧反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90。按《中庸》
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見

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中庸新解》，《四書讀本》本（台北：啟明書

局，1952），頁43-44。 
55

 方以智：《東西均‧神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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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冤賢躲跟。
56

 

這就是說，古人鍼砭時弊，其詞或偏，然終不失為救世之「藥」，但

後人執偏爭勝，快口冤賢，而「藥」遂不免成「病」；故今日且不妨

容其「偏詞冷語」之「病」，「炮」去偏性，化歸「中和」，而使之

重為「後人下藥」，如此一來，則在「藥病代錯」的「自足相濟」中

，當可坐收「相害者乃並育也，相悖者乃並行也」的「無為之治」。 

第四，以藥治藥。所謂「以藥治藥」的內涵，其實並不脫「藥病

代錯」的理論本旨，只不過它在論述條件上則更加強調所謂「人生過

偏於此，故過偏於彼救之」
57
的「以過救過」、「以錯救錯」之意。

方以智表示： 

然而人心下流，執平言平，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理，而教人

取法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行，鄉愿難免；思得狂狷，文以

禮樂。放眼看來，皆病皆藥，只在知症予方而已。
58

 

方以智認為世教隳壞，人心讒險，正如病入膏肓之人，若不能以猛藥

對治，痛砭沈痾，則徒以尋常湯劑調理，根本無濟於事；學術亦然，

面對邪偽橫行，偏弊叢生，與其「執平言平」，行如「鄉愿」，不如

矯枉權救，自比「狂狷」，正所謂「惟過乃以捄過，而使之平；執平

言平，安能平乎？」
59
對此，方以智曾經作過一個極生動的比喻： 

有病目者，赤腫昏眵，見日如刺，哭而躁。藥以散之，火上炎

                                                 
56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下，〈惠子與莊子書〉拈提，頁128。 
57

 方以智：《東西均‧全偏》；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42。 
58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八，〈讓王〉，頁796。 
59

 方孔炤著、方以智編：《周易時論合編》（台北：文鏡文化公司，1983
），卷四，〈澤風大過〉方以智語，頁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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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躁益甚；醫者百，不能治。一人入診之曰：「治目易耳。

察脈中，旬日當左足上生疽，疽發必危，有性命之憂。」其人

惶恐再三，診者曰：「有一法，能聽我乎？」曰：「唯！」曰

：「靜坐，盂之（當作「水」），置左足其上，注目視之；如

此一月，可救矣。」其人從之而目愈。診者笑曰：「足何嘗有

疽哉？」宋文摯怒登床而齊王痊，皇子告敖敘澤鬼而桓公霸，

此即以錯救錯之妙也。
60

 

所謂「烏、附足以殺人，而收參、苓之效，用之妙也。」
61
可知一切

如同毒藥般的偏說，唯在知所善「用」，則無不可兼容其惡性而使之

代錯互救地達到「以過救過」、「以錯救錯」的「以藥治藥」之妙；

畢竟從「治病」的最終目的而言，則執「藥」是「病」，而執不用之

「藥」更是「病」。因此，方以智不禁感嘆：「曾知將錯就錯以救錯

之苦心大願乎？」
62
至於「以藥治藥」之妙用，按照方以智的說法，

必當建立在「放眼看來，皆病皆藥，只在知症予方」的獨具隻眼上；

對此，方以智表示： 

世無非病，病亦是藥；以藥治藥，豈能無病？犯病合治藥之藥

，誠非得已。
63

 

                                                 
60

 方以智：《東西均‧容遁》；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36。按傳說中
宋國名醫文摯曾以激怒之法治癒齊閔王之痼疾，事見《呂氏春秋‧至忠》

；而皇子告敖則曾「虛以委蛇」以振作齊桓公的圖霸之心，事見《莊子‧

達生》。 
61

 《周易時論合編》，卷八，〈上下皆巽〉引方大鎮《易意》，頁1220。按
「烏」指烏頭，「附」指附子，二者皆為性毒之藥，但炮製之後則可用以

溫補；而「參」即人蔘，「苓」即茯苓，性平味甘，可為補藥。 
62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黃林合錄〉，頁75-76。 
63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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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說，要達到「以藥治藥」，則必知「病亦是藥」而能「犯病合

治藥之藥」；而既知「病亦是藥」，則必當「知病知藥」而能「知症

予方」地達到「藥病代錯」的「藥」、「病」俱泯之治。由此可知，

就在這「病亦是藥」──「知病知藥」──「藥病代錯」──「以藥

治藥」的理路循環中，方以智的「應病予藥」說乃自成一種圓融周延

的救世理論，正如他晚年在青原山開示學人時所提到的： 

從上應病予藥，莫是隨其顛倒、就藥捄藥麼？須知善用皆是藥

，不善用皆是病；湯頭隨症，不執古方，亦用古方。
64

 

知「病亦是藥」，故能「隨其顛倒」；能「知病知藥」，故可「湯頭

隨症」；令其「藥病代錯」，故當「不執古方，亦用古方」；而唯有

「以藥治藥」，故終能抵於「就藥捄藥」之「惟過乃以捄過，而使之

平」的「藥」、「病」中和之境。由此觀之，無論是「病亦是藥」的

「容」，「知病知藥」的「知」，「藥病代錯」的「和」，或「以藥

治藥」的「救」，貫串方以智這一整套「應病予藥」之論的精神主旨

，則唯在「善用皆是藥，不善用皆是病」的「善用」二字而已；今觀

「炮藥」說中所謂「藥」在「治病」方面的崇實意涵，正應當從此種

「善用」諸法以權救時弊的理論精神上來加以掌握。 

二、好學勿藥 

根據方以智「應病予藥」的觀點，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時代責任，

便是廣收天下學術，通其所長，知其所短，然後使之代錯相濟，最終

實踐聖人權救時弊的「苦心善世」之意。只不過，方以智所謂「人生

過偏於此，故過偏於彼救之」的權救之道，無異是「默認」學術發展

                                                 
64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二「小參」，頁5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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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只能病而後藥、藥而後病地擺盪在「太甚之藥」與「太甚之病」的

兩個極端之間；而如果學術的「光明遠景」終究也不過是永無寧日的

「機械式」往復，那麼方以智的這帖「應病予藥」的救世處方，似乎

也只是一種令「打擺子」的患者「一息尚存」的「治標」之法而已。

當然，方以智本人也絕對明白這一點；因此，在他的「炮藥」說中，

「藥」除了有挽救學術偏弊的「治病」的作用之外，同時還兼具改善

學術體質、增強學術元氣的「強身」的「治本」功效。對此，方以智

曾經引述其祖父方大鎮所著的《野同錄》表示： 

充類致盡，心為病根；有心是疾，無心亦邪。掃天地而還混沌

，混沌亦大疾也；以自然為天而任之，天亦是疾矣。……如以

為疾，寧害明倫好學之疾，轍環韋編，至老不休，即此飲食，

即此為藥，即此為勿藥。
65

 

這段話顯然為方以智的「炮藥」說帶來了相當程度的啟發：首先，從

「有心是疾，無心亦邪」而言，此處的「有心」，指的是「執實」的

「博學之病」，而所謂「無心」，則是指「蹈虛」的「悟門之病」；

方大鎮刻意點名「掃天地而還混沌」與「以自然為天而任之」的兩種

「無心」之疾，又特別強調「如以為疾，寧害明倫好學之疾」，也就

是說，「執實」、「蹈虛」雖然同樣是「病」，但若兩害相權取其輕

，則寧可世人「好學」成痴，也絕不容許邪人「掃物」廢學。方以智

曾經針對這一點大加闡釋道： 

即博學之病，病不過老牖下，孰與悟門之病，誑惑橫行，而僣

第一坐乎？……欲挽虛竊，必重實學，即大悟者以學為養。中

                                                 
65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四，〈天雷無妄〉，頁582。按「勿藥」一詞乃
源自《周易‧無妄》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見王弼、韓康伯

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9），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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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多，教主廣被，烏有攷鐘伐鼓，日日拈花，而鞭掃日星理

數之學，賤而棄之，乃為尊乎？
66

 

「博學之病」，僅止一身，但「悟門之病」，則「誑惑橫行」，遺禍

世人；因此，方以智不禁疾呼「欲挽虛竊，必重實學」。若從「應病

予藥」的觀點來看，則「實學」雖可能形成老死牖下的偏病，但既然

就「層層利害」上相較，尚不及「虛竊」的為禍之烈，故此時唯有以

「代明錯行無一不可」的補救原則，而令「大悟者以學為養」，如此

一來，方能坐收「以實救虛」的「以藥治藥」之效。 

其次，從「即此飲食，即此為藥」而言，方大鎮將孔子轍環刪述

、韋編三絕，「發憤忘食，樂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
67
的治學精神

，比喻成日常飲食一般的必然之事；如此一來，「好學」既然指的是

飲食方面的調養，那麼「即此飲食，即此為藥」的「藥」，便不再是

「增藥增病」的「治病」之藥，而是一種「以學為養」的「強身」之

藥了。對此，方以智更有一番詳盡的解釋： 

虛高者以學為習氣，不知人生以後，一切皆有，而無在其中，

性在習中。……一切皆病，一切皆藥，學正回習還天之藥。
68

 

佛教稱一切行為所累積的潛在業力為「習氣」，這可以說是人生煩惱

的殘餘影響。充類言之，學習的「念頭」本身也是一種潛在「習氣」

的煩惱，但方以智根據「一在二中」的原則，而認為「人性」必當自

形成「習氣」的後天行為中方能獲得完整體現；同時，方以智將「人

性」定義成兼具知覺本能與學習本能的「無所不學則無所不能」之性

                                                 
66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82。 
67

 《論語‧述而》；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論語新解》，《四書讀本》

本（台北：啟明書局，1952），頁95。 
68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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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以學為養」不但不會造成「習氣」的糾葛，相反的，它還是

一種足以使人「率性」的「回習還天之藥」。從這個角度來看，即便

「即此為藥」的「好學」仍舊被方以智視為「一切皆病，一切皆藥」

的「病即是藥」，但它的性質卻顯然已經和「以藥治藥」的對症之法

有所不同，而是指一種與日常飲食同樣源自人性自然需求之下的調養

之道。因此，方以智曾說： 

己饑己渴，是自求口實之大藥也；要當以簞瓢發憤為甘露，烹

此藥耳。
69

 

「饑」則欲食，「渴」則欲飲，正如人性中亦有亟欲求知的知覺本能

與學習本能，是故「好學」這個「自求口實之大藥」，自然也就成了

「即此飲食」的一種人生的必然需求。由此觀之，此處所謂當以簞食

瓢飲、發憤忘食的樂學精神善加烹炮的「好學」之「藥」，在方以智

的眼中，實際上也就是中醫所謂「食補」的觀念──只要飲食均衡，

調養得宜，自然便能百病不侵；換句話說，面對此種紛爭不斷、權救

難免的學術雜症，唯一足以改善體質、增強元氣，而禦一切之「病」

、消一切之「藥」的「自求口實之大藥」，正是這個「以學為養」的

「回習還天之藥」。方以智又說： 

盡天地無非毒藥，三百八十四，各具隨時丸散，但飲絕韋枕肱

之水以下之，而萬世之蠱消矣。
70

 

百家眾技，皆可濟世，亦有偏弊；正如毒藥，善用之則救人，不善用

則殺人。因此，方以智認為唯有以極物通變的易理「炮集」百家眾技

                                                 
69

 《周易時論合編》，卷四，〈山雷頤〉，頁633。 
70

 《周易時論合編》，卷三，〈山風蠱〉，頁454。按「三百八十四」，指
六十四卦共計三百八十四爻，此處用以代稱易理；又「蠱」原為百毒聚集

之狀，故此處乃取意之〈蠱〉卦的紛爭亂治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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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煉成各式「隨時丸散」，並佐以韋編三絕、曲肱枕之的「好學」之

水服之，如此一來，方能在病而後藥、藥而後病的「誠非得已」中，

期待有朝一日終能盡消萬世以來不得不「以藥治藥」而「增藥增病」

的學術蠱爭。由此可知，方以智「炮藥」說中的「藥」，除了「應病

予藥」的「治病」處方之外，另外還包括了一帖講究飲食調養以達到

「毋自欺而好學」故「強其元氣而病自不能為害」的「強身」藥單。 

最後，從「即此為藥，即此為勿藥」而言，「好學」既然是一種

「即此飲食」的調養生理之道，是故只要不致因「過食」而造成「溺

學」之病，或是因「節食」而導致「忌學」之症
71
，那麼飲食均衡，

調養得宜，何往而非養身健體之「為藥」？而飲食天性，日用不知，

又何往而非離病遠藥之「勿藥」？因此，方大鎮表示：
72

 

聖人知人必不免，故因意見消意見，使之各安生理，好學食力

，樂其天倫，自可不欺。故以卦蓍禮樂傳其薪火，而天下相忘

于所立之道矣。神而明之，存乎其人，善世為願，究不出此。 

所謂「因意見消意見」，即「以藥治藥」的「應病予藥」，而「各安

生理，好學食力」，則是「以學為養」的「好學勿藥」。由此觀之，

所謂「勿藥」的「強身」之法，也就是要以「卦蓍禮樂傳其薪火」的

「好學」為「自求口實之大藥」，而讓世人在飲食日用的學問不息中

，自然「相忘于所立之道」地達到藥病俱泯的「無為之治」，這就是

方以智「炮藥」說所致力實現的最高理想。不過，正所謂「醫理本明

                                                 
71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云：「溺學者，藥病也；而忌學者，根病與藥病

相投，其病難治，故須以聖人中道藥之。」（龐樸：《東西均注釋》，頁

186）可知方以智將「溺學」視為一種後天的飲食失調，故其病尚淺，而
「忌學」則是先天的生理失衡加上後天的飲食失調，故其病則深；此亦是

方以智「欲挽虛竊，必重實學」的一種思想表現。 
72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十三，〈說卦傳‧第二章〉引，頁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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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症辨藥，無病各安茶飯，須申盥漱家常」
73
，若從「醫理」的大

原則來看，則「歷症辨藥」的「予藥」之法，與「各安茶飯」的「勿

藥」之法，必須雙管齊下，畢竟「人心下流」，偏疾難消，切不可自

恃「強身」為「無病」之家常，而盡棄「治病」以「歷症」之處方。

方以智曾經提到：
74

 

惟其病病，是以不病；厭學而侈絕學之極，則是養癰也。故以

志學為砥石，不被外轉。倫之經之，始能立本；自為藥樹，乃

能勿藥。知而從之，從其志矣。大成之苑，何往而非天游乎？ 

這就是說，「勿藥」之法，並非空言「不病」以掩其「厭學而侈絕學

之極」，而是當「以志學為砥石」，「倫之經之」而日用不息；同時

，「好學」之志，最終乃須以孔子的「大成之苑」為歸向，而「必通

其故，必集大成」的目的，則是為了能夠盡「知天下分科專門之利害

而用之」，換言之，也就是要達到「應病予藥」的「惟其病病，是以

不病」的藥病俱泯之治。由此可知，基於「勿藥」須得「好學」，而

「好學」須得「大成」，且「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故「此一

勿藥之藥，惟善用藥、善辨藥、善製藥者知之」
75
，也就是說，若非

窮究於「應病予藥」的「集大成」之學，則「好學勿藥」的「強身」

之法將失去其工夫的落實之處，這就是「自為藥樹，乃能勿藥」之意

；反之，基於「大成」乃能「予藥」，而「予藥」乃能「應病」，且

「一切皆病，一切皆藥，學正回習還天之藥」，是故「應病予藥」的

「治病」之法，也必須藉由「集大成」的學問不息而在「好學勿藥」

的「以學為養」中，找到「病病不病」而「天下相忘于所立之道」的

                                                 
73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三，〈大宗師〉拈題，頁395。 
74

 方以智：〈易餘引〉，《浮山文集後編》，《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頁670。 

75
 《周易時論合編》，卷四，〈天雷無妄〉方以智語，頁58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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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依歸，這就是「倫之經之，始能立本」之旨。總而言之，方以智

認為病而後藥、藥而後病的「以藥治藥」，原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權救

之法，但是透過「以學為養」的學風改良，則可以使藥病兩端之間的

擺盪幅度逐漸地縮小，而最終得以在「歷症辨藥」與「各安茶飯」的

相輔相成中，達到如「須申盥漱家常」一般的「無為之治」，這就是

方以智「炮藥」說之以「予藥」蘊製「勿藥」之藥，並且以「勿藥」

緩解「予藥」之病的一種強調「治病」、「強身」交輪並進的「藥」

的理論規度。 

總體而言，方以智「炮藥」說中的「藥」，本具有「應病予藥」

和「好學勿藥」的兩條論述主軸：前者強調「以藥治藥」，屬於一種

「治病」之法，而後者講求「以學為養」，屬於一種「強身」之法；

同時，「治病」之法，主張「皆病皆藥」，其崇實之意在「善用」，

而「強身」之法，力陳「好學食力」，其崇實之意在「志學」；至於

「善用」之道，在「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而「志學」之本，

則在「大成之苑，何往而非天游乎」，由此可知，無論「應病予藥」

還是「好學勿藥」，最終都必須以「集大成」思想為其立論的根基，

唯有如此，則「藥」的崇實意涵方能與「炮」的調合意旨緊密結合，

而方以智的「炮藥」說，至此也才能真正完備其所謂「苦心善世」的

理論生命。 

第三節 「炮藥」的三教合一觀 

強調「三教合一」的觀點，是晚明學術界普遍存在的思想風氣；

陳垣先生曾經說明此一風氣的形成原因：「其始由一二儒生參究教乘

，以禪學講心學，其繼禪門宗匠，亦間以釋典附會書傳，冀衍宗風，

於是《中庸直解》、《老子解》、《周易禪解》、《漆園指通》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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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然雜出。國變既亟，遺臣又多遁空寂，老莊儒釋，遂並為一談。

宗門雖盛，名山老宿，反有大法淪墮之憂。」
76
毫無疑問，晚明以來

的「三教合一」風氣，原是順應學術發展的趨勢所衍生出的一股思想

潮流
77
，但值得關切的是：何以「三教合一」之風會在「國變既亟，

遺臣又多遁空寂」的時代條件下達到了發展的高峰？又何以逃禪遺民

必欲提倡此種「老莊儒釋，遂並為一談」的三教會通之論，進而乃使

當日的宗門耆宿竟不免「反有大法淪墮之憂」？凡此疑義，顯然無法

全然自學術的角度獲得完整的解釋，因為逃禪遺民之所以「選擇這種

『集大成』的學風作為論學的基調，並不是單純的繼承晚明的思想遺

產而已，而與當時特殊的時空條件有著緊密的互動關係」
78
，換言之

，也就是當以遺民的心志來作為深入此一論題核心的觀照角度。 

一、源分流合 

施閏章曾經形容青原弘法的方以智云：「師既負殊穎，喜深思，

其學務窮差別，觀其會通；凡天地、人物、象數、歷律、醫卜之學，

                                                 
76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台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卷三「僧徒
之外學」，頁108。 

77
 例如荒木見悟先生曾經就晚明佛教界的發展趨勢指出：「當時人本來對宗
門多有期待，但宗門中人依然不斷重複那些僵化的儀式作法，徒耍表面的

公案棒喝，到處盡是徒事念經誦佛，當時的有識之士對佛教界的情勢表示

了極大的不滿。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萬曆三高僧三人都同時必須採取混合教

學的形態，就表示出只有單純教學的復活或複製，畢竟不能夠超越時代的

潮流。」見荒木見悟撰、廖肇亨譯：〈覺浪道盛初探〉（《中國文哲研究

通訊》第九卷第4期），二「『怨』的禪法」，頁7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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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一節「逃禪遺民論學特色──『儒釋一致』
」，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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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皆神解默識，遇事成書。善《易》者不言《易》，善禪者不執禪；

其汲汲與人開說，囊括百家，掀揭三乘，若風發泉湧，午夜不輟。」
79

至於方以智此時「務窮差別，觀其會通」而「汲汲與人開說」的，自

然是他號稱「囊括百家，掀揭三乘」的「三教歸易」之論；不過，今

欲直探方以智對於「三教合一」所抱持的基本態度，則必須將焦點倒

回到他首次面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清晰而明朗的思考方向──亦即其

所謂「今而後，儒之、釋之、老之，皆不任受也！皆不閡受也」
80
的

《東西均》時期。 

根據前章針對「托孤」說的討論，可知在方以智的患難生涯裏，

「三教合一」的思考並非源自於「學而知之」的哲理探索，而是為了

能夠「困而知之」地解決一種現實生命中的行跡衝突。當時方以智用

「以神化 」的說法使自己得以從逃禪為僧的窘境下「絕處逢生」，

而從此種以三教門庭為「 」、三教本旨為「神」的論述出發，於是

方以智在《東西均》中乃特別以「源分流合」的「例證」來描述他所

認知的「三教合一」的關係： 

客語源流，而詰吾反因之說。 

曰：「吾便反源流而明之。向來言源一而流分矣，吾獨言源分

而流一，可乎？」 

聞者大駴，問源何以反分？流何以反一？ 

曰：「山則根一而枝分，崑崙入中國，分三枝以千萬枝，君所

信也；水至大海而合，又君所信也。其始發源也，皆兩山

之間，泉出於山之凹，一山十凹則十溪，則始源之多也無

量數。漸流至麓而成溪，溪與溪合，出與別河合，漸合漸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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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80

 方以智：《東西均‧神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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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始與四瀆合，然後乎海，豈非源分而流一乎？」 

聞者曰：「果然，然古人何以言源一而流分？」 

曰：「此有地心之理，古人未闡，俟人悟耳。人知水自上而流

下也，豈知水自下而流上乎？一身之血，猶大地之水也；

人屹爾而立，則血當流足掌矣，腦豈不乾？然地不聞崑崙

之頂乾也，何其怪哉？地在天中，毬也；四周六合，各以

所履為下，首立為上，氣鼓之而然，漸阤以轉，人如蟻不

知耳。……向謂地浮水上，地升降而溢落，此似之而非也

；彼尚不知地毬之說也，乃地心與天氣相呼吸而然也。由

此推之，各海皆吸入地心，地心轉經絡而上升，各沁於各

山之頂，而總須彌之頂亦一頂也。源而流，流復為源，乃

一輪也。合邪穌及佛菻僧之說測之，是知源之一者，多源

皆本於地心之源，故曰一也。」
81

 

方以智認為三教乃至於百家，彼此原是一種「相害者乃並育也，相悖

者乃並行也」的「反因」共存；基於「反因」不能不輪起「公因」，

是故三教百家也必然能「代明錯行無一不可」地觀其「道通為一」。

不過，由於傳統上過度強調「源一流分」的觀念，無異將造成「百家

往而不反，必不合矣」而「道術將為天下裂」
82
的末法現象；於是，

方以智乃特別以西方傳入的「地圓說」等「質測」知識為證，而用來

                                                 
81

 方以智：《東西均‧源流》；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73、274。「四
瀆」指長江、黃河、淮河、濟水；「總須彌」為佛教世界中的中央大山；

「邪穌」即耶穌會，而「佛菻」即東羅馬帝國，故「邪穌及佛菻僧」乃指

西方傳教士。 
82

 《莊子‧天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王先謙：《莊子集解》

（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頁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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說明其所欲強調的「通幾」之理
83
。方以智認為：傳統上所謂「源一

流分」之說，其實本是海水吸入地心之後再以「毛細現象」沁至各山

山頂的一個過程，但就整個「地毬之說」而言，這部份是屬於「俟人

悟耳」的「上達」之理，並非飲食日用的「下學」之知；因此，學者

的工力應該放在「地表」而非「地心」的「源分流一」之說上，致力

使三教百家各據山頭、各擁門戶的「源分」之見，皆能「溪與溪合，

出與別河合，漸合漸大，始與四瀆合，然後乎海」地達到「集大成」

的「流一」之境，如此一來，三教之「神」的學術本旨既然能夠流合

無分，那麼百家之「 」的門庭齟齬自然也就得以平心止爭了。當然

，此處的「地心之理」若就今日的科學水平來看，已不能完全成立，

不過當時方以智卻對這個「質測即藏通幾」
84
的見解顯得相當自信，

他在日後幾本重要的著作裏不斷地提起此一觀點
85
，例如《周易時論

合編》中便談到： 

愚嘗言源分而流合，其所以一者在地心，發于山頂，則已分矣

；故分即是合。
86

 

此處所謂「分即是合」的說法，其實也就是方以智透過「源分流合」

的「例證」所想要傳達的思想重點。首先，從「流合」的觀點來看，

「源」雖「分三枝以千萬枝」，但「流」則必定「水至大海而合」；

換言之，三教門戶雖分，但吾人必使之「漸合漸大」以「然後乎海」

，這就印證了「炮藥」說所謂「以全容偏」的原則。方以智表示： 

                                                 
83

 方以智曾言：「故有源分流合之說、海流為源之說，此質測也，而通幾寓
焉。」《青原志略》，卷十二，〈自雨巖水入地中與前溪合〉，頁670。 

84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頁1。 

85
 除了前引《東西均》、《青原志略》，以及下述《周易時論合編》之外，
此例尚於《藥地炮莊》卷五〈秋水〉中有詳細的敘述。 

86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一，〈山水蒙〉方以智語，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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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復生，必以老子之龍予佛；佛入中國，必喜讀孔子之書，

此吾之所信也！
87

 

三教聖人若會合於一地，必相視如莫逆，則三教後學定欲執分言分，

豈不茫然自失其所恃？此故謂「分即是合」，此所以「必知其全」。

其次，從「源分」的觀點來看，雖「始源之多也無量數」，但「多源

皆本於地心之源」，故從「地心之理」察之，則「源分」亦本自「源

一」；換言之，三教源流各異，但吾人必通其溪麓、究其流衍，使之

「出與別河合」，而最終聽其「源而流，流復為源」地匯聚於「所以

一者」，這就印證了「炮藥」說所謂「名殊實一」的前提。方以智又

表示： 

佛生西，孔生東，老生東而遊西，而三姓為一人。人猶有疑者

，謂東異於西，西異于東，人豈信乎？是謂大同。
88

 

三教聖人源起有別，流派亦分，但若從立教本旨實乃「大同」而言，

則三教聖人猶如至道之「一人」三身，此為「實一」；又三教門庭亦

不過是「不得已而立」之「三姓」人家，此為「名殊」。而「名殊」

本是「實一」的「因時設施」，是故「愚故以天地信自然之公，以自

心信東、西之同。同自生異，異歸于同；即異即同，是知大同。」
89
所

謂「同自生異」者，正猶「方言時變異耳」；而「異歸于同」者，「

正宜通而互徵之」。 

總之，根據「源分流合」的觀點，可知方以智對於「三教合一」

                                                 
87

 方以智：《東西均‧擴信》；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2。按孔子曾以
龍德賞譽老子，事見《莊子‧天運》。 

88
 方以智：《象環寤記》，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附（上海：中華書局，

1962），頁162。 
89

 方以智：《東西均‧擴信》；龐樸：《東西均注釋》，頁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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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態度，其實就表現在他所謂「炮」的調合意旨上；今觀其所著

《藥地炮莊》──這部以易學思想傳達「三教合一」觀的代表作品，

不難發現本書的撰著體例實際上也就反映了方以智的此種治學立場：

一、基於「以全容偏」的原則，因此必當廣收諸家見解，特別是歷來

強調「三教合一」的相關論述；二、基於「名殊實一」的前提，因此

不妨列比三教義理，但觀其會通，而無須批駁
90
。陳丹衷在為《藥地

炮莊》所寫的序文中提到： 

藥地大師之《炮莊》也，列諸病症，而使醫工自飲上池，視垣

外焉。
91

 

何三省在為《藥地炮莊》所寫的序文中也說： 

炮《莊》製藥，列諸症變，使人參省而自適其當焉。
92

 

二者皆謂《藥地炮莊》乃「列諸病症（症變）」，這是「以全容偏」

的原則；兩人亦稱讀此書時乃須「自飲上池」、「自適其當」，這是

「名殊實一」的前提。於是，今觀《藥地炮莊》針對「三教合一」的

討論，原是以其「《易》變而《莊》」的「創造性」詮釋而對三教的

思想本旨進行一種「即異即同，是知大同」的精神交流，至於三教的

                                                 
90

 大別撰、興月錄〈炮莊發凡〉曰：「訓詞注之於下，諸家議論彙之于後，
別路拈提列之于上；然時有互見重言者，此荃蹄也。所貴切己勿欺，徹首

徹尾耳。」按此即第一說。其文又云：「聖學、宗教，各各會通；且得平

心，面面可入。如或各得所近，各執師說，一任世、出世間，大小偏全，

幢旛飯碗，莊子祗是本色閒人，不來攙行奪市。」按此即第二說。見方以

智：《藥地炮莊》，頁1。 
91

 陳丹衷：〈藥地炮莊序〉；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1。按
「上池」為主治心疾狂邪之藥，而「視垣外焉」猶言「打破藩籬」。 

92
 何三省：〈藥地炮莊序〉；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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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統整則或因「廣收見解」而略顯瑣碎，同時三教的條理析合亦因

「但觀會通」而不免相對闕如；換言之，如果三教之間的門庭齟齬，

猶如三源之水因淤積而不能合流，那麼方以智的「源分流合」之道，

並不是從三教理路上進行「疏濬」的工作，而是藉由象數易學來開鑿

「運河」，且讓三源之水皆可以在這個「三教歸易」的水系網絡中，

往來自在，流合無分。也因此，今人在研究《藥地炮莊》之時，不難

察覺此書所欲傳達的重點其實乃是為了宣揚一種三教「必然」合一的

治學精神，而並非就儒、釋、道的思想本質來闡述三教「何以」合一

的學理思辯；至於此種「精神」重於「思辯」的特徵，不獨今人有所

感觸，即使是當世之人亦早已有所察覺，例如弘敏在〈讀青原炮莊〉

一詩中便提到： 

四洲睹晦明，晝夜為地隔；心天南北冥，磊塊千古釋。大地皆

藥病，所貴識經脈；雜而炮製之，應症惟所適。偶舉曹山墮，

聊塞青原責；尚有緩急在，折合煮湯液。
93

 

弘敏稱方以智「偶舉曹山墮，聊塞青原責」，其中可能包含兩種意思

：第一，方以智雖然身在禪門，但骨子裏卻是個儒者（此詳下節）；

第二，辨名析義、談玄論理並非方以智的真正用心，其《藥地炮莊》

中「折合煮湯液」的「三教合一」觀自當「尚有緩急在」，此即覺浪

道盛所謂「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精差別，豈能隨物盡變」之意。

那麼，方以智在此「四洲睹晦明，晝夜為地隔」
94
之時必欲「集大成

                                                 
93

 弘敏：〈讀青原炮莊〉；《青原志略》，卷十一，頁624-625。弘敏生平
不詳，觀其「弘」字法名，或亦為覺浪道盛的弟子之一。又「曹山墮」指

曹山本寂禪師「隨墮」、「類墮」、「尊貴墮」的「三墮」禪法。 
94

 按「四洲」在佛教觀念中即指「全天下」，而「晦明」者，喻「明亡」；
又「晝夜為地隔」乃指晝、夜懸絕，「日」、「月」崩離，此亦隱含明朝

覆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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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精差別」地強調「三教合一」觀的「緩急」之處又何在呢？試觀

《藥地炮莊》中這段耐人尋味的「無端崖之辭」： 

中道成章，奈不聽何！有一臠卷筵席，便爾攘臂相爭，忽然推

倒桌子，大家且討一個散場。
95

 

這段發言，顯然不屬於學術論述，而十足是一種心志訓示。畢竟，自

明末以來因儒者之間黨同伐異的惡質鬥爭而導致政局混亂、強敵入侵

的亡國慘劇，早已是遺民士大夫追悔不已的心靈創痛
96
；不僅如此，

即便方外的清淨宗門此時亦是分燈流派彼此角立，而識者亦何嘗不知

此乃「清政府刻意製造佛教內部的紛爭，進而分化抗清的力量。」
97
因

此，面對家國社稷長期陷於「分而不合」的「攘臂相爭」，此時為堅

持忠貞心志而逃禪為僧的明遺民，自然將大力宣揚「分即是合」的「

集大成」理念，而「『集大成』首要的目的當然是籠絡人心。明祚所

以覆亡，不同學派之間的相互鬥爭難辭其咎，如果人人固執己見，復

國豈有望焉？捨小異而求大同，才能凝聚力量，一致對外。」
98
由此

可知，方以智之所以用「源分流合」的觀點來進行「三教合一」的會

                                                 
95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四，〈在宥〉拈題，頁469。 
96

 《藥地炮莊》中曾引述余颺之言曰：「〈泰〉未嘗無小人，而君子包之；
〈否〉未嘗無君子，而小人馮之。勢分而各有欲，則君子、小人并多事矣

。明道（程顥）曰：『新法之行，吾黨亦當分任其咎。』惜乎無有以『素

樸』告之者。」這段話可以視為明遺民對於明末黨爭之禍的一種反省。見

卷四，〈馬蹄〉拈提，頁447。 
97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第四章第三節「清廷政府的鼓
吹與僧官制度」，頁80。有關清初宗門之間權藉政治勢力相互鬥爭的現象
，可參閱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三「新舊
勢力之諍」。 

98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第六章第一節「逃禪遺民論學
特色──『儒釋一致』」，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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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其本意原不在追溯學術思想的「源流」，而是在團結「分合」已

久的世道人心；因此，方以智不禁感慨地呼籲： 

嗟乎！士誠難相與於此時。有心者，誠不得不重相與於此時；

此時而明其相與於無相與者，善其大同，以振捄此千年將絕之

一線。
99

 

至於方以智此種「善其大同」的心志，則在深受覺浪道盛的影響之下

，開始由早先期望以學問著述來善盡餘年的「坐而言」，轉變為晚年

決心以弘法講學來傳揚「學術救國」薪火的「起而行」。方以智曾經

建議當日駐錫青原的笑峰大然說： 

吉州氣骨不乏，俱可困煉井收，使其發揮旁播，徒推拒之、錮

限之乎？……近日理家惟貴挈缾，先以《天界紀聞》投之，使

知正大，然後可熏鼓也；才人則以《提莊》投之，薑棗何能逃

哉？
100

 

以《天界紀聞》淬厲遺民的心志、安頓遺民的身心，然後再以《莊子

提正》的「集大成」之學囑付明遺民進行一番「學術救國」的事業，

這是方以智「炮藥」說的初衷，也是他對於「三教合一」一事的心志

本懷。其後，這項炮製「薑棗」的工作自然匯集到方以智為繼承覺浪

道盛的遺命所撰著的《藥地炮莊》之上；他的同門弘庸曾經表示： 

                                                 
99

 方以智：〈書顧人正幅〉，《浮山文集後編》，卷一，頁660。 
100

 方以智：〈致青原笑和上〉，《青原志略》，卷八，頁411。按「挈缾」
猶言執守空瓶，不知善用；《天界紀聞》今收入《杖門隨集》上，其首篇

〈三大恩人〉所言即與「托孤」有關的「以死養生」之事，又諸如〈以德

報怨章〉、〈論怨〉等與「遊息」有關的「怨怒從心」之說，亦收在此一

範圍之內；《提莊》即覺浪道盛的《莊子提正》；「薑棗」為藥引，此指

廣收志士以為「發揮旁播」此「學術救國」之「藥性」的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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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天地之罏 ，刀鋒萬里，歷盡坎窞，狹路托孤，有誰知其同

患藏密之苦心者乎？當此末法，鬥諍堅固，非愚即蕩，直告不

信，杖人評《莊》，正欲別路醒之；藥地《炮莊》，合古今之

評以顯杖人之正，玅在聽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吞吐之。
101

 

弘庸說得十分明白，從覺浪道盛的《莊子提正》，到方以智的《藥地

炮莊》，其立言的目的乃是為了點醒天下之人「各各平心」，以消弭

有害心志大同的「鬥諍堅固」的學術亂象；至於其立言的精神本旨，

則是出自於一種「同患藏密」以力圖隱忍復國的「托孤」苦心。由此

觀之，「三教合一」的風氣之所以在「國變既亟，遺臣又多遁空寂」

的動盪局勢下掀起一波高潮，其中一個原因便是由於逃禪遺民將他們

嘗試扭轉局勢、力挽狂瀾的救國心志，寄託在眼前僅存的學術自由中

所使然；換言之，明遺民「三教合一」觀的動因是來自於心志寄託，

而與晚明出自學術內在需求的情況並不相同，這是今人在看待明遺民

有關「三教合一」的論述──包括方以智以所謂「源分流合」之說來

強調三教「必然」、也「必須」予以全面會通之時，不能不詳加辨析

的一個深具時代意義的治學特徵。 

二、三教互療 

除了採取「源分流合」的觀點來強調會通三教的時代必要之外，

方以智關於「三教合一」最具有特色的論述，是他根據其「炮藥」說

所謂「應病予藥」的「藥」所提出的「三教互療」的見解。方以智在

《東西均》時期便曾經說到： 

惟我獨尊之弊，可以知白守黑之藥柔之，是謂以老救釋。然曳

                                                 
101

 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弘庸〈序〉，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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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全生之說既深，惟有退縮、死於安樂者，偃溷偷匿，匿焉已

？又藉口谿谷之學，以苟免為明哲，悲乎！悲化山河大地而肉

矣，是謂以釋救老。
102

 

方以智認為佛家末流之「病」，在於自命圓教而不容他法，是故當以

道家退虛守窮之意「藥」之，此之謂「以老救釋」；至於道家末流之

「病」，則在甘於人下而不免苟安，是故當以佛家悲憫眾生的濟世之

心「藥」之，此之謂「以釋救老」。不過，說「釋道互救」畢竟陳義

太古，此因晚明以來爭執最烈的還是儒家中的理學與佛家中的禪學；

對此，方以智表示： 

自立地之法盛行，可以今日入此門，明日便鞭笞百家，而自掩

其畏難失學之病，故往往假托於此；而理學家先揮文章、事業

二者於門外，天下聰明智能多半盡此二者，不畜之而敺之，此

白椎所以日轟轟，而杏壇所以日灰冷也。愚故欲以橫豎包羅、

逼激機用，補理學之拘膠，而又欲以孔子之雅言、好學，捄守

悟之鬼話，則錯行環輪，庶可一觀其全矣。
103

 

方以智認為理學末流之弊，在專崇「德行」之知，又拘泥「語錄」之

言，以至人才流失，治學僵化
104
，故當以禪學縱橫奇變的思路與隨類

                                                 
102

 方以智：《東西均‧神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58。按「惟我
獨尊」原為教人體現自我佛性的佛教典故，不過日後則引申有妄自尊大、

目空一切之意；「知白守黑」與「谿谷之學」皆出自《老子》二十八章，

前者指雖知榮光，寧甘暗昧，而後者指安居卑下，不與人爭；至於「曳尾

全生」出自《莊子‧秋水》，其意頗近於「谿谷之學」。 
103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85-186。「立
地之法」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說，此謂直指見性的悟教法門；又

「白椎」代指禪宗，其意可參見第四章〔註164〕的解釋。 
104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理學怒詞章、訓故之汩沒，是也。慕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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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機的開示來刺激他們久已因循麻痺的大腦，此之謂「以禪激理學」
105

；而禪學末流之弊，則在執守「自性」空悟，又好藉「機鋒」爭勝，

以至掃物廢學，目中無人
106
，是故當以理學有物有則之次第與文質博

約之涵養來刺激他們縱逸失節的內心，此之謂「以理學激禪」
107
。至

於方以智此種令三教彼此「錯行環輪」以「互激互救」的觀點，在他

拜入覺浪道盛的門下並受其「學術救國」之志的精神灑滌之後，則展

現出了更加強烈的企圖心；方以智在南京閉關時曾經寫道： 

不通其全，安得有平懷同歸、因時通變、補捄折中、療教之人

出乎？此吾所以思毒以療之，而不禁口之毒毒也。以正毒攻偏

毒，偏病見症，則全方見矣。……吾故望有知其全者以療教，

則必集大成以為主，非可平分也。泝其原同，則歸於《易》耳

。……既有全神，何惜補不全之 乎？留輪迴之因以助神道之

教，以縱橫之逼激補正告之拘牽，以濡弱制獨尊之矜悍，而以

                                                                                                                         
之玄，務偏上以競高，遂峻誦讀為玩物之律；流至竊取一橛，守臆藐視，

驅弦歌於門外，六經委草。禮樂精義，芒不能舉；天人象數，束手無聞。

俊髦遠走，惟收樵販。由是觀之，理學之汩沒於語錄也，猶之詞章、訓故

也。」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77。 
105

 方以智《東西均‧神 》：「厚貌飾情，方領矩步，食物不化，執常不

變，因因循循，汩汩沒沒，非霹靂 磹以汋發之，縱橫側出以波翻之，坐

牛皮中，幾時抑搔苛癢乎？是謂以禪激理學。」龐樸：《東西均注釋》，

頁158。 
106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禪宗笑理學，而禪宗之汩沒於機鋒也，猶

之詞章、訓故也。所謂切者，槁木耳；自謂脫者，野獸耳。夫豈知一張一

弛、外皆是內之真易簡，絕待貫待、以公統私之真無礙乎？」龐樸：《東

西均注釋》，頁177。 
107

 方以智《東西均‧神 》：「悟同未悟，本無所住，《易》、《莊》原

通，象數取證，明法謂之無法，猶心即無心也，何故諱學，以陋橛株？是

謂〔以理學〕激禪。」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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棓喝迫曳尾之退避。
108

 

不難見出，方以智此處提到的「三教互療」的見解，所謂「知其全者

以療教」，亦即「以全容偏」的「炮」，而所謂「以正毒攻偏毒」，

亦即「應病予藥」的「藥」；由此觀之，方以智晚年於青原山所宣揚

的「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的「炮藥」說，在《東西均》思想的

蘊釀與覺浪道盛的心志加持之下，至此已逐漸形成一種方法與目標都

日益完備的救世理論。同時，方以智所謂「集大成」必「泝其原同，

則歸於《易》耳」的說法，實際上也就開啟了他日後以「三教歸易」

會通三教、補救三教的「苦心善世」的學術志業；方以智弘法青原時

曾經提點學人道： 

儒者人事處分，株守常格，至于俯仰遠近，曆律醫占，會通神

明，多半茫然；夫物物一太極，即物物一「河」、「洛」，而

信不及乎？宗門止提了心方便，而一切實法置為不屑；夫法住

法位，五明一貫，原自玅 ，時人得少為足耳。惟《易》統之

，以費知隱，以隱行費，即無費、隱矣；逆幾于先，順理於後

，即無先、後矣。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繼之以法

，因物用物，是真無我；大我至尊，深幾神哉！
109

 

                                                 
108

 方以智：《象環寤記》，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附，頁160、161。按
「毒」指可以迫人醒悟而善用皆藥、不善用皆病的「以藥治藥」（毒毒）

之學；又「留輪迴之因以助神道之教」即「以釋救儒」，「以縱橫之逼激

補正告之拘牽」即「以禪激理學」，「以濡弱制獨尊之矜悍」即「以老救

釋」，「以棓喝迫曳尾之退避」即「以釋救老」。 
109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示蕭虎符學易〉，頁58038
。「河」、「洛」指象數易學中的「河圖」與「洛書」；「五明」指佛教

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五種學問；「費」、「隱」之說出自

《中庸》，請參閱第三章〔註33〕中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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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托孤」說，莊子原是儒家的「教外別傳」，而老子亦為「儒者

之逸流」
110
；至於當世儒者，自然是與佛門禪宗相峙而立的理學家。

因此，方以智認為「三教互療」的緊要處，須先挽救「禪、儒互詆，

世、出世同病」的時代偏弊──「以禪激理學」而使「處世膠柱者，

知有超出之一門」，「以理學激禪」而使「出世但空者，不昧秩序之

法位」，如此一來，方能使「書生奉中和之俎豆」而「昏貪可醒」，

使「緇流安本來之衣缽」而「莽蕩誰逞乎」
111
！至於「三教互療」的

準的，則是將「源分流合」的三教源流一皆匯歸於足以「泝其原同」

的易學水系之中，進而使三教支脈俱能在盈虛自平、損益自均的「水

平」深幾裏，或「以費知隱」、或「以隱行費」、或「逆幾于先」、

或「順理於後」地以「全神」補「不全之 」，而最終達到即費隱無

費隱、即先後無先後的神明化境，這就是方以智以「三教歸易」實踐

其「炮藥」的「三教合一」觀的一種極致理念。 

值得留意的是，方以智「炮藥」說的「藥」，除了「應病予藥」

之外，還有「好學勿藥」的涵義；並且從理論規度上來看，飲食調理

的「勿藥」之道才是改善學術體質、增強學術元氣的「強本」之學。

方以智曾經提到： 

言怒飛，言空劫，皆寥闊以發汗者也；言守黑，言死心，皆暫

歇以息喘者也。總在《易》籠，用藥製藥，變化無方，而汗下

歸于調理；知調理者，可以勿藥，即病亦自愈也。賣奇方者，

                                                 
110

 覺浪道盛曾云：「昔有一大聖，亦嘗言老莊全不似道家玄學，乃儒者之
逸流，此誠千古特見！」見《莊子提正‧正莊為堯孔真孤》，《天界覺浪

盛禪師全錄》，卷三十，頁57910。 
111

 王辰〈青原志序〉：「禪、儒互詆，世、出世同病。藥地大醫，劑調惟
均，使緇流安本來之衣缽，書生奉中和之俎豆。實欲使處世膠柱者，知有

超出之一門，而昏貪可醒；出世但空者，不昧秩序之法位，而莽蕩誰逞乎

！」見《青原志略》，卷首，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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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求所以汗下迅捷者耳。
112

 

方以智此言，儼然將釋、道之學視為「應病予藥」時「巧求所以汗下

迅捷者耳」的「奇方」，而「汗下歸于調理」的「勿藥」之法，自然

是所謂「轍環韋編，至老不休，即此飲食，即此為藥，即此為勿藥」

的孔門至教。那麼，由此衍生出的一個問題是，在方以智「炮藥」的

「三教合一」觀中，是否有「主客」之間的區別呢？前文曾經提到，

方以智在《東西均》時期原以其「∴」圖的「隨泯統三因」來定位儒

、釋、道三教之間的關係為：下學的君子居位「隨」位，上達的釋、

道居於「泯」位，而下學上達的儒聖則居於「統」位
113
。然而，這個

評價在方以智再次遁入空門之後是不是會有一些相應的調整呢？答案

是否定的。試看方以智在南京閉關時所寫的這篇思想寓言： 

隱几而眛，彷彷彿彿，登三楹堂，入一室，有三老人。……諦

視之：上者，余祖廷尉公也；左，豫章王虛舟先生；右，外祖

吳觀我太史公也。
114

 

在這一個刻意安排的座次中，象徵正統儒學的方大鎮居上，象徵釋、

道兼通的吳應賓居右，而象徵博物君子的王宣則居左；毫無疑問的，

                                                 
112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八，〈渙／節〉，頁1256。按「怒飛」、「守
黑」分指莊學與老學，而「空劫」、「死心」則分指佛學與禪學。 

113
 請參見第四章第四節第二小節「行跡勘破」中的論述。方以智《東西均
‧疑信》：「至人粹之，君子繩之，聖人時之，三者本一而不妨三之。」

（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62）按此又別為一證。 
114

 方以智：《象環寤記》，李學勤校點本《東西均》附，頁156。按《青原
志略》記載：「皖桐方君靜廷尉公（大鎮，萬曆己丑進士；魏璫時罷，號野同），與

吳觀我太史辨析二十年，而王虛舟先生合之（金谿王宣化卿）。」可知方以智

此一寓言即是在為先人的論辯作一會通三教的思想評價；見卷三，〈仁樹

樓別錄〉左銳語，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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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一種以儒學為「統」，以釋、道為「泯」，以君子為「隨」的

「∴」圖的理論模型。其後，方以智不顧佛門規式而執意破關奔喪，

笑峰大然曾經寄與「豈因學佛始知儒，大段難將小節拘」的同情理解

來勸慰他繼續「垢衣忍辱」
115
以弘揚大法；而方以智入主青原法席的

前夕，曾與昔日座師余颺夜坐深談，並且令余颺喜悅地表示：「三一

異同辨方起，老夫拍掌大笑曰：是皆吾門之弟子！」
116
至於當方以智

駐錫弘法之後，在青原講學中彷彿有「助講」地位的左銳也提到：
117

 

莊子以向上一著，神而藏之，形容相反而實相成。其說往往流

於養生，以世人惟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利之楔，亦猶佛知人

之畏死，而終日為生死之說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行而已矣。 

這是從思想上呼應方以智以釋、道之學為攻症之「奇方」，而以儒聖

之學為調理之「飲食」的一種三教立場的權衡。尤有甚者，在方以智

人生旅程的最後一年中，曾經委任李鶴鳴為《天界覺浪盛禪師全錄》

                                                 
115

 笑峰大然〈柬無可合山墓廬二首〉之一：「豈因學佛始知儒，大段難將
小節拘；水盡山窮須是轉，天高地迥是人趨。垢衣忍辱宜偏袒，糲食安貧

用缽盂；一劇百年翻粉本，下場依舊赤胡鬚。」見《青原志略》，卷十，

頁519。 
116

 余颺〈夜宿青原與二愚對坐戲作儒道釋行〉：「儒何儒？白頭赤笠無安
居。道何道？籜冠藥裹馳前導。釋何釋？袛支大縫兩袖黑。胡為相聚一堂

上，孔、李、牟尼圖洗象；生天生地均男子，出身青雲誰相讓。延秋門外

樹烏噪，驚散同群跡如掃；我自墮落爾出世，講堂高峙釋宮墺。要參三教

為一原，啞鐘擊磬山水喧；紛紛門下互比擬，道者之言無乃是。有客上堂

談娓娓，蝴蝶且吞金翅矣；三一異同辨方起，老夫拍掌大笑曰：是皆吾門

之弟子！」見《青原志略》，卷十，頁548-549。按「二愚」即方以智與施
閏章。 

117
 見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九，〈天下〉引，頁85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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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序
118
，於是李鶴鳴便以「青原學人」的身份，提筆寫下： 

乃孔子之道，亦有時而窮，而佛氏之教，又起而翼之，斯道遂

無復有遺恨矣。……程、朱懼儒門之淡泊也，故闢佛以存儒；

然使天下之儒皆如程、朱，則佛且不作矣，又何闢焉？天地仁

愛之心，知後世之儒必不皆如程、朱也，故復生一佛教以翼之

，佛氏之有功於孔門者，大矣！
119

 

以儒學為正道，以佛學為翼教，這是以儒家為中心的「以儒知佛」；

若相較於覺浪道盛所謂「儒童菩薩，為佛法前矛」
120
的「學佛知儒」

，則可知由方以智領導的青原學風，在「三教合一」的精神內涵上，

其實已無疑是對天界師旨進行了一番「入室操戈」的「主客」易位。

由此觀之，如果明亡以來，逃禪遺民個個頂著宗門傳燈的弘法之責，

卻人人懷抱「天下之儒皆如程、朱，則佛且不作矣」的心態，甚至在

參禪論道的場合中，也只是「偶舉曹山墮，聊塞青原責」似地「男兒

志在他鄉」，那麼從佛教的立場來看，此時「宗門雖盛」，但「名山

老宿」又豈能不「反有大法淪墮之憂」？不過，從另一個角度而言，

則逃禪遺民既然身在佛門、心懷儒業，又為何必須「老莊儒釋，遂並

為一談」地大力宣揚一種三教會通之論呢？「事實上，我們不難發現

                                                 
118

 李鶴鳴〈天界浪杖人全錄序〉：「辛亥（1671）春入青原，與藥地和尚
坐語移日，和上命作《杖人全錄》序。」見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

全錄》，附錄，《杖門隨集》上，頁57958。「辛亥」即清聖祖康熙十年
，方以智即於該年夏天因案被補，並於冬天自沈身亡；又李鶴鳴為青原學

人中的重要成員，曾經參與《青原志略》一書的編纂工作，並非至辛亥年

始入青原，可參見《青原志略》卷首〈青原學人與志書采訪者〉的記載。 
119

 李鶴鳴：〈天界浪杖人全錄序〉；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
，附錄，《杖門隨集》上，頁57957。 

120
 覺浪道盛：〈皈戒說〉，《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二十六，頁5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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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禪遺民如此側重『儒佛不二』的教旨，背後存有一種特殊的邏輯

：既然儒釋不二，那麼出家也不礙儒業，何況當時儒家原初兼善天下

的理想早已敗壞，而滿清入關以後，青矜儒冠更無異為虎作倀。如此

一來，『不禮王者』的佛教沙門反而保存了儒家的理想，所謂『禮失

求諸野』之意也。」
121
換句話說，除了用來作為終止紛爭以團結人心

的救國呼籲之外，「三教合一」的風氣之所以會在明清之際廣泛漫延

於各大叢林之間，另一個心志上的重要原因，便是逃禪遺民試圖藉由

這樣的主張來展現自己的「儒者本色」，一方面紓解內心對於「屈身

異教」的焦慮煎熬，一方面也可以在儒門同志的眼中取得一種「有託

而逃」的行為諒解甚或是思想認同；至於這個面向，則是今人在看待

清初逃禪遺民對於「三教合一」的普遍熱衷時，不能不從時代因素上

為他們設身處地考量的一種屬於心志保全的觀照角度。 

今觀方以智雖然以僧服終老，但是其思想言論中則無處不流露出

一種儒者自命的精神堅持；施閏章在為他慶祝六十大壽所寫的賀序中

開首即言：「無可大師，儒者也！」
122
即此七字，不但為方以智畢生

的心志歸趨定了調，相信也是方以智從這位摯友的手中所收到的一份

最感人的壽禮。翌年冬，方以智帶著「炮藥」救世的遺願，結束了他

「僧服儒行」的餘生，而與其同樣選擇「儒釋雙行」的孝子方中通，

則嘗試為方以智晚年的弘法生涯，善盡其繼志述事的「蓋棺論定」： 

孔子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藥地老人集諸佛祖師

之大成，時也！非人也！孔子時無諸佛祖師之教，故集堯、舜

、禹、湯、文、周之大成，而諸佛祖師之教寓其中；老人本傳

堯、舜、禹、湯、文、周之道，轉而集諸佛祖師之大成，而堯

                                                 
121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第六章第一節「逃禪遺民論
學特色──『儒釋一致』」，頁128。 

122
 施閏章：〈無可大師六十序〉，《施愚山集‧文集》，卷九，頁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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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禹、湯、文、周之道寓其中，時也！非人也！教以時起

，道以時行，何莫非異類中行乎？何莫非因法救法乎？何莫非

乘午會、 兼中乎？杖人翁於刀兵水火，求天下大傷心人為之

托孤。……老人為杖人托孤，即為諸佛祖師托孤，即為堯、舜

、禹、湯、文、周托孤，而實為孔子托孤也。
123

 

於是，就在這一聲聲「時也！非人也」的悲嘆中，方以智晚年選擇以

「尼山心向別峰傳」
124
的「垢衣忍辱」而為當代留下一段權藉「三教

合一」以「炮藥」救世的「苦心善世」之志，至此則或許可以在這個

「實為孔子托孤也」的後人追述裏，獲得某種心志孺慕的精神救贖。 

第四節 「炮藥」的以實救虛說 

根據「炮藥」說的理論規度，不同學派衍生出的思想流弊，可以

藉由彼此之間的盈虛損益來達到「應病予藥」的「互療」效果；不過

，除了各別偏症以外，整體學術環境也可能會因「增藥增病」而導致

全面性的體質虛弱，此時則必須要以「好學勿藥」的飲食調養來徹底

改善不良的治學風氣。至於明末以來，學術界普遍瀰漫著一股「道法

舛馳，瞞頇莽蕩」
125
的「蹈虛」傾向，而士大夫束書不觀、游談無根

                                                 
123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方中通〈跋〉，頁58055、58056。 
124

 方中通《陪詩》卷四〈惶恐集‧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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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引。 

125
 慈炳〈炮莊後跋〉：「道法舛馳，瞞頇莽蕩；豈盡庸醫誤之？而奇醫更
誤之也。」見方以智：《藥地炮莊》，頁11。按此處「庸醫」指「博學」
之病，而「奇醫」指「悟門」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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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尚，更是令有識之士每每產生國本蠹蝕的衰世之憂；方孔炤曾言

：「生此天地中土之時位，君民政教，皆賴士風。世即出世，惟有在

世言世，觀會通以行典禮，制數度以議德行；不能博約明察，何由知

聖人財成天地，而時措宜民哉？以畏難暱便之情，襲偏上末流之說，

為糞除之黃葉所訑，而顛頤迷浚，動掃考亭，杜撰狂談，掩其固陋，

群廢開物成務之實法，朝野職學，均何賴焉！」
126
基於「君民政教，

皆賴士風」的理由，是故士大夫的治學風氣，不但攸關乎社會責任，

甚至是一種政治責任，這是傳統知識份子普遍的認知；於是，承繼了

方氏家學「崇實」的主張，方以智於《東西均》時期便曾經明白提出

「欲挽虛竊，必重實學」的時代呼籲，至於此種「良工繪實不繪虛」
127

的「以實救虛」的觀念，日後自然也成了他以「炮藥」說力矯時代偏

弊的一項重要的救世精神。 

一、藥遊勸學 

天界門人陳丹衷曾經以方以智「炮藥」說「病亦是藥」的觀點為

喻，深感憂慮地表示： 

世無真病，安有真藥！果其尚志貴精，何妨刻意。今全無刻意

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乎？
128

 

                                                 
126

 見方孔炤著、方以智編：《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台北：文鏡文化
公司，1983），卷七，〈兩間質約〉，頁648-649。按「黃葉」出自佛教的
「黃葉止啼」之喻，此謂糞掃典籍的空執虛悟；又「考亭」乃指朱熹。 

127
 鄭作霖〈題青原山圖呈藥地和上〉一詩有句云：「青原崒嵂與天咫，展
卷觀圖復如是；良工繪實不繪虛，雲煙淡蕩誰卷舒。」見《青原志略》，

卷十一，頁644。 
128

 見方以智：《藥地炮莊》，卷五，〈刻意〉引，頁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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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方以智的說法，導致「偏病」的「偏藥」，原是一種「專門之偏

，以求精也」的「刻意學問」，是故「精偏者」雖不免流弊，但就其

「小亦自全」的學術內涵而言，猶不失為留救後世偏症的一帖良藥；

然而，如果某種學說本質上根本就是一種空洞無物的「不精而偏」，

那麼它既然沒有「學問」作底子的「真病」，自然也就不能成為什麼

權救時弊的「真藥」了。不幸的是，陳丹衷認為晚明以來的學術界，

正是充斥著此種「膺藥殺人，不可指數」
129
的禍世之學；他說： 

末世學者不發願力，不究實用，則或以倍譎標新，或以椎拂裝

面，相率逃學；嫉法而以道為掠虛鬥勝之技，煉佷護短，無當

中和，不可憫耶！
130

 

陳丹衷點出明末治學風氣的兩大弊端：一是「不究實用」，結果造成

學術精神的淪喪；二是「掠虛鬥勝」，結果更導致社會價值的崩潰。

對此，桐城方氏很早便提出了一連串語重心長的警示；方大鎮曾謂： 

竊仁義，猶有揜著之良；竊混沌，則公然亂堯、舜之法，而混

人禽矣。既已開闢，混沌即化為天地，豈能舍天地別有混沌可

守哉？仁義，則天地可宰也，聖人于用中表此名焉；執無名，

則廢表而民倀倀矣。
131

 

方大鎮針對「掠虛鬥勝」的歪風指出：如果有人滿口仁義道德而欺世

盜名，至少他還肯定了仁義道德的社會價值；但如果鎮日與人周旋在

心體性理的形上層次，而日益「倍譎標新」地比較誰能夠將當然事理

                                                 
129

 晦山戒顯〈炮莊序〉：「至今日藥肆糅雜，醫師氾濫，或以毒井誤為上
池，贗藥殺人，不可指數。」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16。 

130
 陳丹衷：〈藥地炮莊序〉；方以智：《藥地炮莊》，「序文」，頁1。 

131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十三，〈說卦傳‧第二章〉引，頁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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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攝至先天本體的絕對極致，那麼不斷強調無善無惡、本無是非之理

，並將一切後天規範都視為第二義的結果，終究只會形成淫殺盜妄與

禮義廉恥皆不礙道的價值混淆
132
，這就是方大鎮之所以有「混人禽」

之懼的主要原因。其後，方孔炤也表示： 

因有竊食賤耕、諱疾忌醫之學，巧掠虛空，以掩固陋。言謬行

穢，曰本無妄也；質古今而不知，曰天何言哉！先罪繩轡，不

許鞭策，則天下皆無用之牛馬，而封豕且食人矣。不講學問之

弊，遂至是乎！
133

 

「巧掠虛空」的後果，便是造成「竊食賤耕」者藉其「言謬行穢」以

「公然亂堯、舜之法」，而終於導致「封豕食人」的禮教崩潰；至於

「諱疾忌醫」者眼見掠虛者橫得暴名，也必然相率沿波，「竊混沌」

、「執無名」「以掩固陋」，然實則「質古今而不知」，而究已使人

「相率逃學」，於是萬民有賴的士大夫，竟如滿街「無用之牛馬」，

這也不免使方孔炤深憂道：「不講學問之弊，遂至是乎！」就在此種

崇實家風的薰陶之下，方以智於廬山五老峰撰著《東西均》一書時，

便決心要以發憤著述、好學窮年的餘生為後世留下一個「欲挽虛竊，

必重實學」的哲人典型；不過，當他拜入覺浪道盛的門下之後，卻更

被其「當此之際，不出真方而救危亡，尚可自謂能為士哉」
134
的救世

                                                 
132

 按方以智曾經對此發揮道：「淫殺盜妄，天下之公非也。深言之曰：一
有滲心即淫，一有偷心即盜，一起妄心即殺，依真而起即妄。且曰：達惡

則於惡得自在，而有心持戒者仍為破戒，此一說也；然世人之遁公非者，

樂得假此以飾之。所析之深者，犯之猶不失於賢豪，而乃可以肆然於公非

之上。……論見地而略行履，爭機鋒而掃學問；且言殺種淫胎皆不礙道，
則淫、殺、盜皆寬，而第一流之見地機鋒，乃第一禍萬世之大妄賊矣！」

見《東西均‧容遁》；龐樸：《東西均注釋》，頁233。 
133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四，〈山天大畜〉，頁610。 
134

 覺浪道盛：〈士為治本論〉，《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二十，頁5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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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深深打動。覺浪道盛曾經一再以「天下興亡」期勉士大夫說： 

士之所以為士，可一日虛食此名哉？名無實不成，不成之名，

誰能久保？若欲久保此名，必須真實出治，以扶天下之危，以

安天下之生，以成天下之業，以固天下之本，則天下萬世，皆

食士之功也。
135

 

於是，當方以智服喪期滿之後，他既沒有順勢還俗為儒，也未曾繼續

閉關參禪，而是選擇以「藥地大師」的角色，各方遊歷，四處講學，

期望憑藉著一己之力，為這個「痴人說夢」的浮生亂世，投下一個以

「學問」為「真藥」、以「好學」為「勿藥」的救世處方；至於此種

人生志向，方以智將它稱之為「藥遊」。方以智曾以近似寓言的方式

來表達他當時的心境謂： 

適在浮山藥地，夢五老為五嶽之老，題余杖以「藥遊」。嗟乎

！夢何能已？藥何能已？遊又何能已？……五嶽之老歌曰：「

鉏灑得力，山天不知；我則隨風，藥遊 之。」醒而如約，是

亦哀樂不入之藥夢也。聊當邪許，自有和者。
136

 

「夢」是虛，「藥」是實，而「遊」是以「時中」之道「以實救虛」

的立命出路。由此可知，方以智以昔日在五老峰頭所定下的好學之志

為期許，希望進一步透過「聊當邪許，自有和者」的「藥遊」弘法，

而向世人宣揚一種「鉏灑得力，山天不知」的實學精神，如此一來，

                                                 
135

 覺浪道盛：〈士為治本論〉，《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二十，頁57762。 
136

 方以智：〈五老約引〉，《浮山文集後編》，卷二，頁672。按「藥地」
在此指方以智「因隨所在」的浮山寓所；「鉏灑得力」比喻今日播下好學

的種子，以待來日收成學問的果實；「山天不知」指當以「天在山中」的

〈大畜〉之象，鼓勵日用不知的下學存養；「邪許」為舉木勸力之聲，猶

今言「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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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夢何能已？藥何能已」的「蹈虛」之「病」，或許也可以在這個

「遊又何能已」的「以實救虛」之「藥」的權救之下，療癒於「耕者

耕，讀者讀」
137
以好學不息的「哀樂不入」之「藥夢」中。因此，當

方以智晚年決心以青原山作為傳承「學術救國」之薪火的根據地時，

此種強調士大夫必須將「出真方而救危亡」的心志落實於學問修行的

實際行動中的「藥遊」勸學之道，自然也就成了方以智弘法講學時的

一個重要的精神旨歸
138
；方以智曾經在青原道場中開門見山地宣示： 

休論其名，止貴其實；只在真切，豈是牢籠。者裏不要參機鋒

棒喝禪，不要參佛祖玄玅禪，只要參自己本分禪。
139

 

至於何謂「自己本分禪」，方以智開示弟子興偉說： 

處事平實為貴，不可認著慌忽一切，便流入莽蕩矣。及盡今時

，惟在知有而奉重自己；閒居鼓舞，只以學問為茶飯。
140

 

此言「處事平實為貴」，正是針對「掠虛鬥勝」之弊而發。所謂「轉

山河大地歸自己則易，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
141
，將客觀事理化約

                                                 
137

 方以智《藥地炮莊》云：「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人生世間，幾開笑口
？或問：『不能禦，不能止，此悲難免。』曰：『聖人自有免法。』曰：

『何法？』曰：『耕者耕，讀者讀。』」見卷六，〈知北遊〉拈提。 
138

 按方以智曾在青原山試劍石上篆書「天在山中」四字，以表徵其自「藥
遊」生涯以來所鼓吹「鉏灑得力，山天不知」的〈大畜〉勸學之志；其事

可參見《青原志略》，卷一「山水道場」，〈試劍石〉。 
139

 方以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二「示眾」，頁58034。 
140

 方以智：〈示即幾偉侍者〉，《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頁58040。 
141

 方以智〈示王若先居士并引〉引言：「萬物皆備于我，萬我皆備于物；轉
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見《青原愚者智禪師語

錄》，卷三，頁5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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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心性本體而談「心外無法」，難免「慌忽一切，便流入莽蕩矣」，

但是將本體認知體現在事理日用而談「法外無心」，則非平實之工夫

不為功；因此，方以智對弟子興賢說：「法外無心，即是心外無法，

而法中之秩序，物則之差別，其可茫然混用乎？」
142
同時，此言「以

學問為茶飯」，則是針對「不究實用」之弊而發。所謂「悟心識法，

止有一事實」
143
，談「心外無法」妙在「虛悟」，而談「法外無心」

旨在「實學」；「虛悟」必以「實學」為基礎而不致「蹈空」，是故

方以智對弟子興鑒說：「不自欺為種，以學問為茶飯，而神化豈筆舌

所可言乎！」
144
由此可知，處事平實而學問不息，正是方以智欲提點

學人的「自己本分禪」。除此之外，方以智在書院講學時也曾經訓勉

受業儒生說： 

學者立志，養則付天，學則責己。心虛而事寔，心流而境限；

時以境死其心，時以事活其心。心境兩忘，火候不昧也。本來

證空，日用安理；學泯薪火，天機自暢。
145

 

標「心」則虛，漫無準的；責「事」則實，有物有則。是故高蹈心性

「掠虛鬥勝」者，必以物則條理死其偷心；袖手心性「不究實用」者

，必以學問事理活其槁心。正所謂「火固烈於薪，欲絕物以存心，猶

絕薪而舉火也，烏乎可？」
146
可知學者欲存養「心虛」之火，則工夫

全在以「學」為「事寔」之薪；至於此種「養則付天，學則責己」的

                                                 
142

 方以智：〈示中千賢監院〉，《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頁58040。 
143

 方以智：〈命山足斧為浮山監院〉，《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
頁58041。 

144
 方以智：〈示當人鑒副寺〉，《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頁58041。 

145
 見《青原志略》，卷三「書院」，〈仁樹樓別錄〉，頁168。按「境」本
佛學術語，意指客觀事物。 

146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龐樸：《東西均注釋》，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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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泯薪火」之論，也正是方以智欲傳達學人「日用安理」而「止有

一事實」的實學精神。 

總之，回首晚明以來「掠虛鬥勝」而高談心性與「不究實用」而

空疏不學的「蹈虛」風氣，痛失家國的士大夫不能不對此而有「清談

誤國」
147
的深切感慨；而如今天心已微，山河待復，若是明遺民持續

專守虛悟，不重實學，那麼富有天下而尚不免危亡，更何況遁跡山林

、老死江湖，則空有興復之意，又何望乎？因此，從「學術救國」的

立場出發，方以智以其「藥遊」之志勸學濟世，不欲人就辨名析理上

「倍譎標新」，只望人在學問修行中「日用安理」；至於此種以講求

「遊」的「時中」之道而為「蹈虛」的亂世開立一帖「以實救虛」的

「崇實」之「藥」的救世心志，也正是方以智「炮藥」說所謂「苦心

善世」的一種精神體現。 

二、學易極物 

「勸學」是方以智為救「蹈虛」之病所開的一帖「崇實」之藥，

不過「學海無涯」，學者當「以學問為茶飯」的「學問」，究竟該用

什麼方式掌握呢？方以智表示： 

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心窮心，愈窮愈倏忽，迅不停幾，故

謂如幻；而心所造之事物，反自森明，物中之則，事中之理，

                                                 
147

 例如顧炎武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
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

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

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

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

州蕩覆，宗社丘墟。」見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台北

：世界書局，1991），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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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不亂也。譬如目視日則炫，以水映之，則日之五色可辨；以

勾股測表影，則日輪大小高低皆準。
148

 

由此可知，方以智認為「以心窮心」的用心於內，本是一種主觀神秘

的心靈活動，而缺乏客觀知識的檢證，因此容易「倏忽如幻」地流於

漫無準的的「慌忽莽蕩」，晚明以來的「蹈虛」之弊，即導因於此；

至於「以物觀物」
149
的窮理於外，則是一種客觀實在的知識呈現，以

其有物有則、絲毫不亂，故足以作為學者追求「上達」的深層體悟時

一個啟發觸類通達之幾的「下學」觸緣
150
。換言之，方以智「勸學」

的用意，即是要人將學問的方式，由主觀的「窮心」之虛，轉為客觀

的「極物」之實。所謂「極物」，方以智曾謂：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見

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利用以安其生，因表理

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

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不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

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神神之深幾也。
151

 

                                                 
148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憨山影響論〉跋語，頁58。按此處
「心所造之事物」的「造」，當作「及」解，而指認識能力所及之事物，

並非「境由心造」的唯心之意；又「勾股」者，即今所謂「三角定理」。 
149

 方以智《東西均‧道藝》：「心有天游，乘物以游心，志道而終游藝者

，天載於地，火麗於薪，以物觀物，即以道觀道也。」見龐樸：《東西均

注釋》，頁172。 
150

 方以智曾言：「蓋謂道不離器，律襲裁成，體撰尚象，處處引觸。荊川
曰：『古人游藝以養性，便可上達天道，而但作玩物好勝之具乎？』專門

深入，一切且置，而執毒藥者，懲咽廢食矣。」《青原志略》，卷三「書

院」，〈仁樹樓別錄〉，頁169-170。 
151

 見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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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方以智所謂的「物」，不但是「器固物也」的「物理」、

「事一物也」的「事理」，同時是「性命一物也」的「性理」，甚至

是「天地一物也」的「至理」；換句話說，方以智的「物」其實是指

認識能力所及的一切，亦即所謂「心所造之事物」之意。從這個角度

來看，「極物」之旨，正是要人以格物窮理的精神而對森羅萬象發動

一切的認識能力，並藉此以矯正士大夫長期以來「巧掠虛空」而竟致

「質古今而不知」的空疏不學。對此，方以智曾言： 

山林晦，夜不見，乃人目不見，而山林如故也；理無斷滅，但

有顯晦耳。以《易》徵之：一不壞，二亦不壞。
152

 

這就是說，無論收攝保任的心性工夫做得如何徹底，也只能改變主體

對客體的「顯晦」認知，並無法「斷滅」──亦即否定客體實際存在

的當然之理。從「公因反因」說的論證而言，既然「大一」至理絕對

不壞，那麼「所以然生不得不然」的「大二」事物也只會有盈虛成毀

的變化現象，然其本身則是一種「一在二中」的永恒存在。除此之外

，基於「因二貞一」的認識原則，一切「推而至于不可知」──亦即

不落言詮的性理或至理，皆必須「轉以可知者攝之」；也就是說，求

「虛理」不可單憑「虛悟」，而必當致力於有物有則的「實學」中，

這就是方以智強調「以費知隱，重玄一實」的「極物」之旨，也是他

所謂「欲挽虛竊，必重實學」的「以實救虛」的精神。 

於是，「極物」的學問方式既已明悉，那麼面對「盈天地間皆物

也」的汗漫知識，學者又當從何入手而不致支離其學呢？方以智說： 

世間所目，不過道德、經濟、文章，而切言之，為生死、性命

；《易》以象數端幾徵性中天命之秩序，非文詞、理語、情識

、機鋒之所能增減造作也。率其秩序，因物還物，生死還生死

                                                 
152

 見《青原志略》，卷三「書院」，〈仁樹樓別錄〉，頁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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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動心，總一大物理而已。
153

 

毫無疑問，「學《易》」在方以智心中自然是窮究此「一大物理」的

最佳入手之處；其晚年在青原山大暢「三教歸易」之風，而易學思想

當然也就成了他講學弘法時的「座上常客」。方以智的學生曾經向他

請益道： 

問曰：「尼山不輕與門人言《易》，而今每言『學《易》』，

何也？」 

曰：「《易》本不可須臾離也。賢者執見難化，惟以《易》與

造化親，久之乃自平其一切見耳。」 

方以智其實並沒有正面回答為何自己比孔子還要重視「學《易》」的

必要性，但是他強調易理可以使人親見「性中天命之秩序」，而此種

「秩序」乃是一個全然客觀的知識，並「非文詞、理語、情識、機鋒

之所能增減造作也」；因此，學《易》之人只需「率其秩序，因物還

物」，而「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如此一來，便能在「我不動心」的

極深研幾中，「久之乃自平其一切見」地破除與人爭勝的我見執著。

接著，學生又進一步請教： 

曰：「必言象數，何也？」 

曰：「《易》以象數為端幾而作者也。虛理尚可冒曼言之，象

數則一毫不精，立見舛謬。蓋出天然秩序，而有損益乘除

之玅，非人力可以強飾也；本寂而中節，確不可欺者也。」 

易學向有象數、義理兩系，但自從王弼《易》注取得官學地位以後，

義理易學便成了正統，而象數易學反成了左道。方以智既以象數學派

                                                 
153

 見《青原志略》，卷三「書院」，〈仁樹樓別錄〉，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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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揚者自命
154
，因而在他的眼中，以象數邏輯求證「天然秩序」之

「端幾」，自有其當當然然「確不可欺」的標準度限，並非如掃象數

以言「虛理」者乃可以隨口空談的「冒曼言之」；因此，方以智表示

：「為物不二之至理，隱不可見；質皆氣也，徵其端幾，不離象數。

彼掃器言道、離費窮隱者，偏權也！」
155
於是，學生更進一步提問： 

曰：「多言歷律醫占，何也？」 

曰：「徵幾也。不以實徵，則何以知天地四時之筋節、人身運

氣經脈之代錯乎？上古無書，即以天地身物為現成律襲之

秘本，而神明在其中。堯、舜、三代以此相授，漢來董（

仲舒）、賈（誼）、鄭（玄）、蔡（邕）輩皆明歷律，邵

子玩圖數十年，朱子從蔡西山講求；後人偷懶，而以虛言

冒之，云不屑耳。愚民使由，不可語上也；高明得少，畏

數逃玄，正宜以寔學，欺不得者。……凡夫訕聖人多事矣

，周、孔之徒，不知律襲三才，所謂百官、宗廟，專恃虛

言杜撰乎？除卻鬼窟，火不離薪；寔學虛悟，志士兼中。

故曰：『河』、『洛』中五之綱，乃羲、農、堯、舜、禹

、文、周、孔徵信秩序之天符也。」
156

 

曆法、音律、醫技、占筮等與象數有關的知識，在傳統儒者的眼中乃

屬於「算手疇人」之「術」，而不是「博聞鴻儒」之「學」；不過，

方以智認為從「盈天地間皆物也」的觀點來看，萬象萬殊其實皆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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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云：「智每因邵（雍）、蔡（元定）為嚆矢，徵『河』、『洛』
之通符，借遠西為郯子，申禹、周之矩積。」見《物理小識‧總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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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天類」，〈象數理氣徵幾論〉，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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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以上三段問答，俱見《青原志略》，卷三「書院」，〈仁樹樓別錄〉
，頁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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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二中」的「物物神神之深幾」，是故「極物」以窮理，其知識

又豈有貴賤之別？更何況曆法、音律、醫技、占筮皆是紮實的學問，

而後世學者之所以「畏數逃玄」，原不過是「虛言冒之，云不屑耳」

的一種「以掩固陋」的「偷懶」心態罷了；因此，為了「除卻鬼窟」

以「捄守悟之鬼話」，此時正宜提倡「火不離薪」的「學泯薪火」之

「寔學」，而以象數考證的紮實學問窮究包含「天地身物」一切客觀

知識在內的「一大物理」，如此一來，庶幾能使天下之賢士大夫，其

語下者知所依循，而語上者核實不欺。 

總之，如果「勸學」是方以智為針砭學術時弊所開的一帖藥方，

那麼「學《易》」便是作為導行藥性之用的藥引，因為此味藥引中所

具備的象數成分含有「客觀」、「標準」、「紮實」的功效，故可自

「極物」窮理的多方藥材中激萃出「崇實」的藥性，並以此對治明末

以來膏肓已久的「蹈虛」沈痾，這就是方以智期望藉由「三教歸易」

的青原學風來實現「炮藥」說「出真方而救危亡」的一種強調「以實

救虛」的時代使命。 

【小結】 

綜合前述，可知方以智初成於《東西均》而圓熟於《藥地炮莊》

的「炮藥」說，其思想要義不外乎以「炮」表徵「調合」的意旨，並

以「藥」深化「崇實」的意涵；由此出發，方以智一方面透過以易理

詮釋三教精神的學術工作，期望藉由「三教歸易」的「三教合一」來

宣揚折中三教義理、止息門戶之爭的心志理想，另一方面則又鼓吹以

學《易》力行日用安理的學術目標，期望藉由「藥遊勸學」的「以實

救虛」來落實強調實學致用、力矯蹈虛之弊的心志主張。畢竟，如果

明遺民連在僅存的「學術」空間裏都無法以「調合」意旨團結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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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實」意涵承擔使命，那麼「學術救國」的薪火事業，又豈能有

真正實現的一天？覺浪道盛在以心志砥礪方以智的〈破籃莖草頌〉中

引用了佛教「一莖草」的典故說： 

文殊與善財採藥，殊曰：「是藥者，採將來。」財曰：「盡大

地無有是藥者。」殊曰：「不是藥者，採將來。」財曰：「盡

天地無有不是藥者。」殊信手拈起一莖草曰：「只此能殺人、

能活人。」……藥物之辨性味，其殺人、活人，原在人而不在

藥，出入之機，各有親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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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無非病，病亦是藥」，善用之則皆藥，不善用則皆病，「其

殺人、活人，原在人而不在藥」，故唯在所以用之。因此，面對門戶 

爭勝、人心離散的時代偏症，而「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精差別，

豈能隨物盡變？」這就炮製出了「炮藥」說「三教合一」的「調合」

之藥；同時，面對袖手無用、人心逃虛的時代偏病，而「當此之際，

不出真方而救危亡，尚可自謂能為士哉？」這就炮製出了「炮藥」說

「以實救虛」的「崇實」之藥。今觀方氏家訓「善世、盡心、知命」

的精神，則方以智「苦心善世」的「炮藥」救世之學，不僅已無愧於

「善世」之旨的諄諄庭訓，至於其先祖欲其效法「聖人以善世為志，

即天命也」
158
的「善世」之志，自然也就成了繼「遊息」的「知命」

之旨以後，方以智以「欲挽虛竊，必重實學」的精神來標舉青原學風

經世致用之學的第三面思想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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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覺浪道盛：〈破籃莖草頌有序。癸巳孟冬書付竹關〉，《天界覺浪盛禪師全
錄》，卷十二，頁57672-57673。 

158
 見《周易時論合編》，卷六，〈天風姤〉引方大鎮《易意》，頁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