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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周汝登(1547-1629)，字繼元，號海門，嵊縣人，明萬曆丁丑(1577)進士，屬

陽明學派的晚期人物。其最為人所熟知之事乃萬曆二十年(1592)前後，與許孚遠

(字孟中，號敬菴，1535-1604)在南都會講上的「九諦九解」，在當時引起不小的

注意，並成為王學史上不可忽略的論辯之一。
1
除此之外，周氏在當時的浙江一

地還擁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影響力，如《嵊縣志．人物志》記載周汝登申說九解後︰

「弟子日益進，執贄者千餘人」
2
，且《嵊縣志．人物志．儒林》所載錄的明代

人物，近半數都是周汝登的弟子或友人，
3
足以證明周汝登在晚明的浙江嵊縣一

地，確實發揚王學並造成影響。此外，當代著名的儒者亦對周汝登傳承、發揚王

學有所記錄，如名重晚林且為周氏好友的鄒元標(1551-1624)說︰「繼元(周汝登)

後龍溪而出者，雙目炯炯，橫衝直撞。所至令人膽落心驚，亦能使人神怡情曠。

東越(今浙江)之學，從今益顯益光者，非繼元氏乎？」
4
此段說明周汝登是繼承龍

溪(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1497-1582)之學，在浙江發揚王學的重要學者。而

稍後的劉宗周(1578-1645)寫有〈祭海門先生文〉，表達對周汝登的景仰之情與未

能求教於門下的遺憾︰「嗚呼！斯道之不傳於世，蓋千有餘年。而吾越陽明子以

良知之說為天下。及門之士，於吾越最著者為龍溪先生；又百年，龍溪之門於吾

越最著者為先生(周汝登)。先生於陽明之學，篤信而謹守之。由禰而祖，一嫡相

傳。」
5
清楚說明周汝登是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相傳而下，在浙江的重要承繼者。

以上資料顯示周汝登至少在浙江一地，被儒者視為是承襲陽明學的第二代重要弟

                                                 
1 「九諦九解」全文載錄於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而黃氏對此辯始末說明如下︰「南都舊有講

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天泉證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

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為九解復之。」見[清]黃宗羲著，

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1 月第 2 版)，卷三十六，頁 861-868。 
2 牛蔭麐修，丁謙等纂︰《嵊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影印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第

四冊，頁 988。  
3 如王三台、袁祖乾、袁祖憲、吳振尹、尹志賡、丁彥伯、吳應雷等皆師事周汝登，吳伯化、吳

調元等與周汝登交游。見牛蔭麐修，丁謙等纂︰《嵊縣志》，第四冊，頁 1001-1012。 
4 [明]鄒元標︰〈東越證學錄序〉，[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影

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卅三年(1605)刊本)，頁 18-19。 
5 [明]劉宗周︰《劉宗周全集》(臺北︰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年)，頁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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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足以說明周汝登在當時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力；另外，資料描述周汝登承繼王

龍溪之後，出於龍溪之門，此與黃宗羲《明儒學案》中敘述周氏師事羅汝芳有所

出入
6
，關於此師承問題，今已有彭國翔等人撰文進行澄說釐清

7
；筆者參考彭氏

等文，再根據周汝登屢稱王龍溪為先師的記載，
8
認為周氏師承王龍溪應是較為

近真的說法。但無論是師事王龍溪或羅汝芳，都無法抹煞周汝登為陽明後學中重

要人物的身份，尤其在浙江一地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地位與影響力。 

周汝登一生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九解〉一文之外，還有《程門微旨》、《東越

證學錄》、《聖學宗傳》、《王門宗旨》、《助道微機》、《四書宗旨》等。
9
歷來對周

汝登的研究多集中在九諦九解之說，以明其無善無惡論
10
，或檢視其融佛涉禪的

思想面向
11
；另外則多關注《聖學宗傳》以說明周氏雜揉儒禪的學術史解釋觀點

12
。

這些研究的確能對周汝登無善無惡的思想有更細膩的釐清，並對其融合儒釋的思

想有所瞭解，實有相當貢獻。但檢視這些研究成果，筆者發現，前人似乎遺漏了

周汝登相當重視的《四書》部分，而未對其《四書》專書—《四書宗旨》進行深

                                                 
6 黃宗羲言︰「先生(周汝登)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

儒學案》，卷三十六，頁 853。 
7 參見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清華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339-374；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241-242。  
8 周汝登自言其於王龍溪是「及門而未受業，受業而非及門矣」，意指周汝登曾聽聞王龍溪講學，

不過當時未能領略其說，後來讀其會語方有所契悟，但此時王龍溪已逝世。此外，周汝登於文中

稱呼王龍溪為「龍溪先師」。見[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431-432、497。  
9 參考張克偉︰〈周汝登生明及其著述論略〉，《中國書目季刊》第 22 卷第 4 期(1989 年 3 月)，
頁 53-62；劉哲浩︰《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臺北縣︰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3-8。 
10 林洪兌︰〈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儒教文化研究》

第 4 期(2004 年 2 月)，頁 149-159；鄭燦山︰〈許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國立編譯館館

刊》第 25 卷第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143-159；蔡仁厚︰〈王門天泉「四無」宗旨之論辯—周

海門「九諦九解之辯」的疏解(上)〉，《鵝湖》第 1 卷第 4 期(1975 年 10 月)，頁 11-20；蔡仁厚︰

〈王門天泉「四無」宗旨之論辯—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的疏解(下)〉，《鵝湖》第 1 卷第 5 期

(1975 年 11 月)，頁 20-26；麥仲貴︰〈附論︰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收入麥仲

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3 年)，頁 223-230；王湘齡︰《許

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義理研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等。 
11 黃文樹︰〈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樹德科技學報》第 1 卷第 1 期 (1999 年 6 月)，頁 233-256；

孫中曾︰〈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國際佛學研究》第 2 期 (1992 年 12 月)，頁

141-176；張克偉︰〈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齊魯學刊》第 9 期 (1998 年)，頁 90-97
等。 
12 嵇文甫︰《左派王學》(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頁 61-63；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20、328；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臺北︰

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頁 355；許馨元︰《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臺北︰私

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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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實有缺憾。此書應是研究周汝登整體學術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因

為周汝登對《四書》相當重視，認為《四書》能直截地傳達聖賢之道，為孔門傳

道之書，
13
因此於生前最後幾年，將精力投注在《四書》的詮釋上，完成人生最

後的著作《四書宗旨》，
14
代表其一生窮究《四書》的最後成果。而周汝登選擇於

晚年撰作此書，也顯示他有意將一生的思想透過詮釋《四書》加以呈現，藉由《四

書》來證成自己的學問，表明終生企慕大道的心志。由此可知《四書宗旨》在周

汝登的整體學術中，佔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若欲更完整深入地把握其學術內

涵，必不能忽略此書的研究。《四書宗旨》除了在研究周汝登學術上相當重要外，

在學術史上亦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因為透過此書的研究，能觀察晚明的陽明學

者如何理解、詮釋《四書》，其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融涉，對理解晚明的《四書》

詮釋，尤其是陽明學派的部分有一定幫助。 

但至目前為止，關於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研究，僅有佐野公治(1936-)〈周

汝登の四書學〉
15
一文。此文透過《四書宗旨》來探討周汝登的《四書》學，獲

致周氏在論述、詮釋《四書》上，具有當下悟得、對朱註的部分肯定、融通儒釋

的解釋等特色。此文已大致觀察出周汝登詮釋《四書》的特性，卻未對詮釋下的

義理內涵進行更深一層之研究，因此無法看出周氏窮究一生的《四書》理解為何，

即其如何把握《四書》義理；此外，對周氏的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融涉，對經文

解讀產生什麼影響，亦未予以探究。故本文欲在前人初步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

層，對《四書宗旨》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討，以瞭解周汝登詮釋《四書》的內容

和策略；透過分析其中的義理內涵，以掌握周氏的《四書》理解，進而觀察周氏

思想對經文理解產生的影響；並探討周氏詮解經文的方法，以瞭解其解經策略。

希冀透過《四書宗旨》的研究，能達成以下幾個目的︰第一，對周汝登的《四書》

學行補強，完整呈現周氏詮釋《四書》的義理內涵與架構，並瞭解其解經方式；

第二，透過此書，觀察一位陽明學者如何詮解《四書》，其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

融涉，如何影響經文解讀，以對陽明學者的《四書》詮釋有所瞭解；第三，綜合

以上成果，呈現周汝登《四書宗旨》在學術史上具有的意義和價值。 

 

                                                 
13 周汝登指明《四書》的微妙處、切實處、直截處；視《大學》、《中庸》為孔門傳道之書；《論

語》包含《六經》之要；讚揚《孟子》載有曠絕千古之識。以上依序見於周汝登︰《東越證學錄》，

頁 302-304、483、265、281。 
14 依《四書宗旨》的序文可知周汝登是在人生最後六年完成此書，詳細論述見本章「第三節的

研究範圍」。 
15 [日]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硏究》(東京都︰創文社，昭和 63 年(1988))，頁 32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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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至目前為止筆者寓目所見，有關周汝登的研究成果，依內容性質和偏向，大

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對周汝登的整體思想進行介紹，包括著作、思想概述和學派定位︰

首先，在著作方面，有張克偉〈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論畧〉16，對周汝登絕大部

分著作的著錄情形、版本與內容進行介紹，搜羅詳盡，可見作者用心。而在周汝

登的所有著作中，則以《聖學宗傳》受到最多關注和研究，如陳榮捷《宋明理學

之概念與歷史》17，評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屬王學立場，言此書「學術精神不

足，而門戶之見有餘，不可不謂學術史之大不幸也。」
18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

19
，將周汝登定位為公然宣揚禪學思想的泰州人物，在學脈傳承圖表中，把耿定

性(耿定向)
20
、王龍溪與周汝登做師承繫聯；評論周汝登的《聖學宗傳》是「以禪

者觀點解釋中國所有先賢，這部書雜揉了佛家和儒家」
21
、「是以佛家觀點解釋的

中國哲學史」
22
。嵇文甫《左派王學》，認為《聖學宗傳》把經傳用禪意解之，解

得「洞然豁然」，是「信手拈來，一片禪機」
23
，代表思想的解放，打破儒釋界限。

許馨元《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24，主要對周汝登《聖學宗傳》一書的內容

進行探討與分析。其次，概述周汝登思想方面的研究，有荒木見悟〈周海門の思

想〉
25
一文，分列五點︰首先談周汝登與王龍溪的師承關係，其次探討周氏對無

善無惡論的提倡，接著說明周氏與釋者憨山德清等人的交游，再則論述周氏的社

會觀與思想史觀，最後敘述周氏思想的承繼發揚者陶望齡。岡田武彥《王陽明與

                                                 
16 張克偉︰〈周汝登生明及其著述論略〉，《中國書目季刊》第 22 卷第 4 期(1989 年 3 月)，頁 53-62；
但文中未將周汝登的《佛法正輪》二卷納入，此書可見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美

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33 冊，頁 105-133。 
17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頁 319-323、325-328。 
18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頁 355。 
19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頁 311-328、354-355。 
20 按︰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頁 316 的「耿定性」是誤名，應作「耿定向」。 
21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頁 320。 
22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頁 328。 
23 嵇文甫︰《左派王學》，頁 61-63。 
24 許馨元︰《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25 [日]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東京都︰創文社，昭和 47 年(1972))，頁 22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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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儒學》
26
，對周汝登思想的論述如下︰其一，周氏的「現成」本體觀導致其

「當下承當、當下受用、當下之信」的工夫論；其二，周氏「以渾淪為宗，排斥

分疏」
27
的主張，顯示在對「悟修」、「頓漸」、「心知」的看法上；其三，周氏「貴

自得」，在為學方面強調「自得為學之入門究竟」
28
、「學即覺」，「覺」即是「當

下自身受用、直承悟入」
29
和「本體的默識自得」

30
；其四，周氏雖提倡自得，卻

未廢棄讀書窮理，其謂讀書在於能「通微」、「默契微旨」，此「微旨」即是「超

越言詮的真體之旨」
31
；其五，周氏強調「貴自信」，要求直信自我，將天地萬物、

仁義德目皆歸諸「自身」，是吾心自得；其六，分析周氏〈九解〉的無善無惡論；

其七，論述周氏主合不主分、不拘泥界線的儒釋主張。今井宇三郎等人在《陽明

學大系第七卷‧陽明門下(下)》中撰有〈周海門〉
32
一文，分別對周汝登的學統、

無善無惡的主張、與佛者的交流、社會思想等進行介紹，但文中敘述多是參考援

引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和岡田武彥《王陽明と明末の儒学》的研究成果。

劉哲浩《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33，介紹周汝登的本體論、性論、無善無惡論、

惟心論、心上工夫論等，大致已提點出周氏思想中較重要的概念，並進行哲學式

的討論與剖析。最後，論及周汝登學派定位的研究，則有呂妙芬在〈浙中地區的

講學活動〉
34
中，說明周汝登在晚明浙中一地是重要的王學傳播者︰「當時學者

確實以周汝登為王畿之後浙中最重要的陽明講學領袖」
35
，指明浙中一地是「王

陽明—王龍溪—周汝登」的王學脈絡。彭國翔分別撰有〈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

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
36
和〈周海門學派歸屬辨〉

37
二文，後文是前文的簡要

版，文中並不同意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周汝登視作羅近溪的弟子而歸入泰

州學案，分別從地域、思想傳承和自我認同提出證明，說明周汝登應是王龍溪的

                                                 
26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81-193、163-167。 
27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83。 
28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85。 
29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83。 
30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83。 
31 [日]岡田武彥著，吳光等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86。  
32 [日]宇野哲人、安岡正篤監修，荒木見悟等編︰《陽明學大系第七卷︰陽明門下(下)》(東京都︰

明徳出版社，昭和 49 年(1974))，頁 44-58。  
33 劉哲浩︰《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臺北縣︰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 
34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頁 231-249。 
35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頁 242。 
36 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清華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

(2001 年 9 月)，頁 339-374。 
37 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辨〉，《浙江社會科學》第 4 期(2002 年 7 月)，頁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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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應當歸入浙中王門。 

 

第二類，闡述周汝登的心學思想，包括九諦九解和無善無惡論︰如張君勱《新

儒家思想史》
38
，說明周汝登深受王龍溪影響並重視無善無惡說，其回應許孚遠

的〈九解〉充滿禪學色彩，以此作為禪學深入陽明學的例證；嵇文甫《左派王學》

39
，認為周氏的無善無惡論發揮妙義，是超越善惡的至善義。程發軔《理學概要》

40
，論述周汝登的此心自得則無入而不自得，和世界的缺陷、滿足皆在一心的主

張。王湘齡《許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義理研究》41，則對「九諦九解」的

思想背景，所含的本體論、工夫論、四有四無進行分析、論述。彭國翔在《良知

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42中論及周汝登的部分，主要可分成三

點︰第一，周汝登之所以會闡揚無善無惡論與其對禪宗思想的吸收有關；第二，

周汝登對生死問題的看法是「生死俱是心。心放下，有甚生死可了。」將生死解

脫之道歸諸於主體的自我意識和當下對生命意義的覺悟；第三，周汝登強調良知

心體的自覺自信和「信能及者，當下即是」的主張，是屬儒學宗教化的形態。楊

正顯《陶望齡與晚明思想》43，對周汝登的九諦九解之辨和良知了生死的看法進

行論述。呂妙芬〈浙中地區的講學活動〉
44
，解說周汝登的無善無惡義，認為周

氏〈九解〉充分發揮王龍溪「無善無惡」之旨，在當時造成重大影響。岡田武彥

〈明末儒學的發展〉45，說明周汝登信奉王龍溪的無善說(四無說)和強調自我的

現成。林洪兌〈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46，

對〈九諦九解〉進行分析、論說，認為周汝登的無善無惡說並不排斥為善去惡的

工夫；鄭燦山〈許敬庵、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47，透過對九諦九解原文作疏解，

說明周、許二人在思路、觀點上的歧異導致雙方對心體的瞭解截然不同，周氏主

                                                 
38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頁 311-328、354-355。 
39 嵇文甫︰《左派王學》，頁 59-63、85。 
40 程發軔︰《理學概要》(臺北︰中正書局，1971 年)，頁 157。 
41 王湘齡︰《許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義理研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2 年)。 
42 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頁 471-552。 
43 楊正顯︰《陶望齡與晚明思想》(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44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頁 231-249。 
45 [日]岡田武彥著，屠承先譯︰〈明末儒學的發展〉，《哲學譯叢》第 3 期 (1989 年 5 月)，頁 73-77。 
46 林洪兌︰〈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儒教文化研究》

第 4 期(2004 年 2 月)，頁 149-159。  
47 鄭燦山︰〈許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5 卷第 2 期(1996 年 12 月)，
頁 14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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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無善無惡是屬境界義、工夫化境義；而許氏則是從實有義立場出發得出心體

本善，故必須為善去惡；作者最後又從個性、成學經歷來探討形成此理解差異的

原因。蔡仁厚〈王門天泉「四無」宗旨之論辯—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辨」的疏解

(上)(下)〉48，認為周汝登的〈九解〉實能掌握四無說的真切處，雖不免疏闊欠分

明，卻能倡明天泉宗旨；古清美在〈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49中，認為周汝登

的〈九解〉已完全悖離王陽明的良知之教，將無善無惡之論帶往空寂玄虛，使儒

家與佛老的界限混淆不辨。麥仲貴〈附論︰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

50一文，討論兩者之說，但以殊不易言而未下論斷。步近智〈晚明時期儒學的演

變與影響〉51，探討周汝登與許孚遠間的論辯，認為周汝登、管志道等人把本體

與工夫分離為二，許孚遠、馮從吾等人視本體與工夫是合一的。歩近智所見與其

他人觀點不同，顯見辨析周汝登的心學內涵，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此若能回

歸經典詮釋的研究，當可深究精微、有助釐清。

 

第三類，將論述集中在周汝登的佛釋關係與融佛思想上︰如黃文樹〈泰州學

派與禪宗思想〉52一文，說明周汝登與當時佛教大師憨山德清、雲棲祩宏、達觀

真可都有交情；治學上以會合儒釋而貫通之為職志，為晚明三教合一說的提倡

者。黃文樹的另一篇文章〈王門弟子與佛教〉53，論及周汝登的部分大體與上述

一致，言周氏與佛教合流，導致其儒學思想產生質變。孫中曾〈明末禪宗在浙東

興盛之緣由探討〉54，認為周汝登破除名相、直指本質的論道方式，提供儒釋道

三教會通的基礎，此外，他主張無善無惡的本體論和以簡易直截為工夫的思想，

皆與禪宗有若干契合相通之處，而他又與湛然澄等佛門人士交游論學，以上種種

因素皆導致禪宗得以進入浙東，形成晚明浙東的宗風大盛。張克偉〈論泰州王門

                                                 
48 蔡仁厚︰〈王門天泉「四無」宗旨之論辯—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的疏解(上)〉，《鵝湖》第

1 卷第 4 期(1975 年 10 月)，頁 11-20；蔡仁厚︰〈王門天泉「四無」宗旨之論辯—周海門「九諦

九解之辯」的疏解(下)〉，《鵝湖》第 1 卷第 5 期(1975 年 11 月)，頁 20-26。  
49 古清美︰〈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收入古清美︰《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0 年)，頁 89-139。 
50 麥仲貴︰〈附論︰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收入麥仲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

之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3 年)，頁 223-230。 
51 步近智︰〈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與影響〉，《中國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總第 41 期)，頁 144-152。  
52 黃文樹︰〈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樹德科技學報》第 1 卷第 1 期 (1999 年 6 月)，頁 233-256。 
53 黃文樹︰〈王門弟子與佛教〉，《正觀雜誌》第 29 期 (2004 年 6 月)，頁 137-214。 
54 孫中曾︰〈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國際佛學研究》第 2 期 (1992 年 12 月)，頁

1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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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55，說明周汝登的思想是儒佛兼攝︰「以真心一元論融

合《金剛》、《般若》經的性空緣起、一切皆空說的正統禪宗與儒家學說融合以完

成其學說體系」56。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

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57，談到周汝登與晚明部分理學家一樣，將生死

議題納入儒學意涵，並以修養工夫去對治生死。對於儒釋的交融，周汝登更為開

闊的態度，當有助於深化儒學之內涵。 

 

綜上所論可知，關於周汝登思想的研究，多從九諦九解說和無善無惡論出

發，以論析其心學思想，或闡述周氏融佛攝禪的部分，大致上勾勒出周氏的整體

思想樣貌，但在某些關鍵處仍有待更細膩、深入地釐清和研究。如周氏思想中的

「心體」除了具有「無善無惡」境界義外，還有沒有其他內涵？其次，在此心體

意義下的修養工夫又是如何？即周氏主張透過什麼具體工夫去識察無善無惡的

心體，進而透過心體與工夫的配合以為學成道？此部分屬儒學的關鍵性問題，然

前人的研究尚未深入，故本文將於此處特別著力。至於討論周汝登《四書宗旨》

的相關文獻僅有佐野公治〈周汝登の四書學〉
58
一文，此文透過《四書宗旨》來

探討周氏的《四書》學，指出特色在以當下悟得的視角進行經文解讀、對助詞進

行解釋、援引漢宋注疏、對朱註有部分肯定、以禪的機鋒進行解釋等。然而以上

這些特點較屬於詮釋方法和特色，對《四書宗旨》的義理內涵尚未進行全面探討，

故無法完整理解周氏的《四書》觀點和成就。故本文擬對《四書宗旨》進行深入

研究，架構周汝登關於《四書》的義理內涵，觀察周氏如何理解《四書》和其中

的重要概念，以及其思想如何對經文的理解與詮釋產生影響，進而彰顯《四書宗

旨》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章節說明 

 

(一)研究範圍 

                                                 
55 張克偉︰〈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齊魯學刊》第 9 期 (1998 年)，頁 90-97。   
56 張克偉︰〈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齊魯學刊》第 9 期 (1998 年)，頁 95-96。 
57 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

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2 期 (1999 年 12 月)，頁 165-207。  
58 [日]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硏究》，頁 32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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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周汝登的《四書宗旨》為研究範圍，此書是周氏詮釋《四書》的著

作。根據門人鄭重耀(?-?)寫於崇禎己巳年(1629)的書前序文〈四書宗旨紀事〉，可

知此書的撰作緣由與經過︰「耀(鄭重耀)自甲子歲後日侍吾師，諄諄提耳，隨以

平日所闡四子微宗指示。耀曰︰『吾師惓惓接引後學，著解發宋儒所未發。盍梓

是編即舉子業，引入聖域不更捷乎！』師曰︰『此予夙願，第遺漏尚多，還須一

緝理耳。』今年春，師乃纂補裁定手書一秩，於浹月間竣事，題曰《四書宗旨》，

真完璧也，即絕筆也，嗚呼！吾師秘密全呈，重開聖賢生面，讀者會通其妙，以

洗臭腐陳詮。」
59
文中的「甲子歲」應是「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而「四子」

即是《四書》。由序文可知周汝登相當重視《四書》，詮解《四書》以引人進入聖

賢之道，是他一直以來的「夙願」，而《四書宗旨》正是此願望的具體成果。天

啟四年(1624)，七十八歲的周汝登對門人後學的教育即是闡發《四書》義理，其

解說與宋儒不盡相同，發前人所未發，此時講學《四書》的內容或講義，正是形

成《四書宗旨》的初稿；後來，周汝登再將平日闡示的《四書》內容或講義加以

刪補整理，終在崇禎己巳年(1629)，生前最後一年，完成「纂補裁定手書一秩」，

題名為《四書宗旨》。可見《四書宗旨》從平日的闡學內容到整理成書，共經六

年的時間，是在周汝登人生的最後六年完成，不僅顯示周氏對《四書》相當重視，

亦可說周氏有意將其一生的思想透過詮釋《四書》來呈現。此外，周氏以「宗旨」

二字命名此書，是陽明學者受禪宗影響，以此詞標舉學問大要的普遍方式；如王

陽明常要弟子懂得學問的「宗旨」處，或抓住其言的要緊處︰「若不知立言宗旨，

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60
又說「此須識我立言宗旨」

61
、「諸君要識得我

立言宗旨」
62
；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亦處處可見「宗旨」之語，如「大

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

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

63
顯示「宗旨」二字是學問提綱挈領的大要標舉，它成為明代中晚期，流轉於宗

                                                 
59 周汝登︰《四書宗旨》(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年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明]崇禎己巳年(1629)鄭重耀刊本)，頁 239-240。案︰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將[元]張存中

《四書通證》與周汝登《四書宗旨》合成一書，故《四書宗旨》在此書的頁數是 235-672 頁。 
6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4。 
6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 
62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21。 
63 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三十六，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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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者間的重要概念，亦反映陽明後學追求簡易直捷的學風傾向。
64
由此可見，

周氏取《四書宗旨》之名，應是有意透過陽明學的思想來掘發、呈顯《四書》要

義，指示義理的核心緊要處。   

在版本方面，今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崇禎己巳年(1629)鄭重耀刊本」，

內容和排序分別是「大學」、「中庸」、「上論」、「下論」、「上孟」、「下孟」，《論語》

和《孟子》因內容較多而分成上下卷；在內容方面，並無《四書》經文，皆是篇

章名加詮釋文字，如《大學》部分的開頭是〈天命章〉，後一行就是周氏的詮釋

文字，接著是〈時中章〉和此章的詮釋。民國六十七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

基金會根據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崇禎己巳年(1629)鄭重耀刊本」影印出版，

本文將採此影印本進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檢視前人關於周汝登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以理學或陽明心學的角度切入，

對周氏思想或著作進行研究，以說明其心學價值和學術定位，卻忽略了從「經學」

角度去檢視周氏的整體學術，因而遺漏了周氏相當重要的經典詮釋作品—《四書

宗旨》。故本文欲從前人未注意的「經學史」角度切入，發掘周氏《四書宗旨》

在經典詮釋上的內涵與價值，期以呈顯此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本文以周汝登的《四書宗旨》為研究範圍，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此書的《四

書》論述和詮釋進行細密深入地閱讀、理解，接著透過歸納整理與整體分析，提

點出周汝登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談論最多的核心概念或議

題，以進行深入的分析、條理；而透過核心概念的內涵梳理和議題的組織，呈顯

周氏的《四書》義理以架構出《四書》體系；在此過程中，亦觀察周氏思想在理

解與詮釋經文上產生如何的影響，並掌握其《四書》方面的獨特思考理路與詮釋

方式；最後，再將周汝登的《四書宗旨》放入學術史的脈絡中，掘發其價值。另

外有一點必須說明，即在《四書》的研究順序上，基本按照《四書宗旨》中《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排序進行，周氏並未在書中說明此排序的用意，

但推測應與當時的書商刊刻習慣有關
65
；因此本文將在《大學》、《中庸》、《論語》、

                                                 
64 參見王汎森︰〈明末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大陸雜誌》第 94 卷第 4 期(1997 年 4 月)，頁

1-4。   
65 陳逢源老師︰「就以朱熹撰成《四書章句集注》之後，歷來有關四書的排列，仍有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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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這樣的排序下，以《大學》、《中庸》合為一章，《論語》、《孟子》合為

一章來進行研究，因為《大學》、《中庸》的內容屬系統性的義理論述，因此透過

周氏的《大學》、《中庸》詮釋，可先大致掌握其關於天道、人性等基本而重要的

詮釋架構；這對於《論語》、《孟子》較鬆散的語錄式論述，會有深入精準地把握

和理解。 

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周汝登的《四書宗旨》為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外，周

氏的其他著作如《東越證學錄》、《聖學宗傳》、《王門宗旨》等，凡載有相關的《四

書》論述，對釐清和理解《四書宗旨》有所幫助，或可考見其思考之軌跡者，也

將依需要納入參考、運用；另外，《四書》學的相關著作如鄭玄、孔穎達的《禮

記注疏》，何晏、邢昺的《論語注疏》，趙岐、孫奭的《孟子注疏》，朱熹《四書

章句集注》等宋、明諸儒詮解《四書》的成果，皆是本論文進行義理內涵探究、

釐清，或思想淵源考察等過程中，需要援據參考的文獻；期望透過以上資料的綜

合運用，能使周汝登《四書宗旨》的內涵和價值掘發而出。 

 

    本文以周汝登《四書宗旨》為研究主題，其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檢

討，然後說明本文的研究範圍、方法和章節安排。 

 

第二章「周汝登生平、著作與學術思想」，首先概述周汝登的生平，其次介

紹包括《四書宗旨》在內的所有著作；最後論述周氏的學術思想，包含其本體論

和工夫論，並探討周氏對佛釋的看法，以對其整體思想有深入的掌握。 

 

第三章「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探討周汝登如何

理解、詮釋《大學》的「明德親民」、「格物」、「誠意正心」等重要概念，賦予《中

庸》的「天、性、道、教」、「致中和」與「誠」如何的義理內涵；以此發現周汝

登詮釋《大學》、《中庸》義理的重要核心為何。 

                                                                                                                                            
的安排情形，最常見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包括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

《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詹道傳《四書纂箋》、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

據《四書全書總目》『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倂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

語》前』的說法，其中純就刊刻編輯方便，實在無關宏旨」見陳逢源老師︰《朱熹與四書章句集

注》( 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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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周汝登《四書宗旨》—《論語》、《孟子》部分」，透過歸納、分析

以瞭解周汝登對《論語》中「仁」、「禮」的內涵理解和工夫實踐，並探討其對孔

子與弟子為學方面的看法；在《孟子》部方，將觀察周汝登如何闡發孟子的性善

論、四端說和修養工夫等，在論「性」、「知言養氣」上，賦予如何的獨特意涵。 

 

第五章「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透過上述的整理、分

析，得以歸納出周汝登使用的詮釋方法，和《四書宗旨》的整體義理聯繫，以及

周汝登用以貫穿《四書》詮釋的核心思想，進而得出此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第六章「結論」，綜論以上的研究成果，並檢討本論文的不足之處，並提出

可再發展的研究空間。 

 

期透過以上六章，瞭解身為晚明重要的陽明學者的周汝登，是如何運用其本身思

想去理解、詮釋《四書》，呈顯此書在晚明《四書》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