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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 

  

    透過以上各章節的整理、分析，已大致瞭解汝登詮釋《四書宗旨》的思想基

礎，所呈現的《四書》義理內涵，和使用的詮釋方法。在詮釋方法上，汝登受陽

明心學強調由己心出發的路徑影響，在方法的運用上顯得自由開放，主要以下三

種方式呈現︰己心為準的個人體悟、漢注與宋明儒說兼採、三教之說的互援融

通。在義理方面，則主要以陽明的心即理、本心良知為思想基礎進行詮釋，認為

明德、天道、仁禮等概念皆是本心良知的異名；然後以去除人為執意造作的「無」

作用作為實踐工夫，以確保本心良知的完全主宰和發用。綜整以上所言，將《四

書宗旨》放置《四書》學史的脈絡中，可看出其強調返求己心，讓聖人之道與仁

義道德切切實實地從自家生命湧現的主體性精神，能端治學問、個人分作兩端的

學習風氣，提供刺激、反思的可能；此外，《四書宗旨》透露出汝登思想傾向，

如「無」作用的工夫義，和毫無等待、無有等待等頓悟式論述，足以證明汝登在

《四書》詮釋上，所運用的思想接近陽明、龍溪這一脈；而汝登《四書宗旨》的

完成，亦補足陽明、龍溪在《四書》著述未完足的缺憾。 

 

第一節 《四書宗旨》的解經方法 

 

    汝登的《四書宗旨》受陽明心學和晚明時代風氣的影響，不僅義理上擺脫程

朱理學的觀點，在注解方法上，也不同於朱注，展現相當自由開放的面貌，如強

調讀經或解經者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再徵引前說上，從宋明儒說往上擴及漢唐注

疏，並打破儒、釋、道的學說界限，互相援用融通，呈現晚明獨有的「新四書學」

1
風貌。而周汝登所展現的「新四書學」精神，在佐野公治的《四書學史の硏究》

裡，被歸納出幾個要項，如當下承當領悟、近似禪宗的機鋒，儒佛同旨的確立，

重視助辭、指示詞的解釋，以及屢引漢疏進行再評價等特色。2這幾點也的確是

汝登《四書宗旨》所表現的詮釋特色，因此本節以佐野公治之說為基礎，再加入

筆者的觀察、整理與分析，將汝登《四書宗旨》的解經方法概括為「己心為準的

個人體悟」、「漢注與宋明儒說兼採」和「三教之說的互援融通」三點，分別進行

                                                 
1 「新四書學」由荒木見悟提出，見《明代思想硏究》(東京都︰創文社，昭和 47 年(1972))一書。 
2 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硏究》(東京都︰創文社，昭和 63 年(1988))，頁 32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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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期以呈現汝登獨特的詮釋方法。 

 

一、己心為準的個人體悟 

 

    汝登之所以在《四書宗旨》裡能兼採前人眾說，融通釋道說法，展現自由靈

活開放、不受拘束的詮釋風格，根本原因在於接受王陽明心即理的思想，和其堅

持透過此心去體會領悟經書上的聖賢道理︰「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

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

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3
因此，汝登承繼了

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的思想，在面對儒家經典時，發展出講求個人體證的神解

心悟之說。對於《四書》義理，汝登說︰ 

 

      但可以心悟而不可以意識，可以默喻而不可以言宣，悟至此，方可謂得孔

子、曾子、子思、孟子之神。4
 

 

指出孔孟聖賢的道理經義，若經由表層的意識或言語，是無法真切理解的，惟有

透過己心去體悟契會，方能真正掌握。承繼除了《四書》之外，閱讀《五經》也

應如此︰ 

 

      以意見擬議、言詞訓詁而稱了然者，亦不可謂了然也，須自神解始得。
5
       

 

汝登認為讀通文義、訓釋字詞並不能算是讀通經文，只有己心有所領會、感受，

方是謂明白了然。由此可見，汝登面對經典，要求以己心讀之，相信透過神解心

悟方能體會經書的涵意、聖賢的道理；至此，經典的詮釋除了瞭解與實踐的路數

外，還開出頗具佛家意味的妙契神悟一路。此種對己心的自信，實源於心即理的

認定，以及人人包括聖賢與我，皆是此一心，同是即天理的心體，因此當然能透

過己心毫無隔礙地去體會經文中所要傳達的聖賢之意。汝登說︰ 

 

                                                 
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76。 
4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304。 
5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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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聖人只同一竅，而我與千聖不隔絲毫，我竅既通千聖，自不能違，猶

之目竅通而青黃赤白必無異視耳，竅通而高下清濁必無異聽，舌竅通而辛

酸甘苦必無異嘗，不費一毫揣摩而自然彼此合轍。故凡不謬、不惑而不能

異者，不謬、不惑、不易於自心而已，非求在前王後聖者也。用是窮經，

是為經註我而非我註經，我轉經而非經轉我。此直截信心之學，實難為支

離徇外者道也。6
         

         

汝登「經註我而非我註經，我轉經而非經轉我」這句話，算是將陽明「這心體即

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的精神徹底發揮，產生以己心為依準的解經態度，其

推展陽明的思惟於此可見。 

    因此在詮釋《四書》時，汝登便稟持神解心悟、以己心為依準的態度去理解

經文，而產生一些新解創見或獨特看法，充分顯現解經者個人的思考特色。如詮

釋《論語．述而篇》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7
，汝登說︰  

 

      此門人所記，不知言者也。夫子止言知禮、學禮、復禮，並無執禮之言。

8
  

 

汝登認為此篇是孔門弟子所記，但弟子沒有弄清楚「言」字之意，所以才會有「執

禮」句；若推究孔子原意，應無執禮之言。汝登此說實是個人獨有的創見，因為

無論是何晏的《論語集解》
9
、邢昺的《論語正義》

10
，還是朱子的《四書章句集

注》11，都未懷疑或否定「執禮」句。可見此說應是汝登透過己心去理解、思考

後的個人經解。又如《論語．陽貨篇》的「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
12
，汝登詮釋云︰ 

 

                                                 
6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475-476。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1。 
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73。 
9 何晏《論語集解》︰「鄭曰︰『禮不誦，故言執。』」見《論語注疏》，頁 303。 
10 邢昺《論語正義》︰「禮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見《論語注

疏》，頁 304。 
11 朱熹︰「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131。 
1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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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是大醫王，隨病製方自可療治；乃變症非常，則醫王束手，是以嘆之。

13
       

 

將孔子形容成醫王，世人之蔽是疾病，汝登以醫生、疾病來詮解此章，顯得自然

生動，是其個人理解下的別出心裁之見。又如《論語．為政篇》「子曰︰『人而

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14
，汝登詮釋云︰ 

 

      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不得。今夫子之所謂信，蓋勉人以自信耳。

15
    

 

汝登將此章的「信」解作「自信」，亦是出自個人體悟的心得，與一般照字面文

句而將之解作信用或守信之意不同。 

    透過以上說明，可知汝登透過己心理解、以己心為準的態度，的確產生個人

性的創見與心得，並以此來詮釋經文，形成充滿個人特色與風格的詮解內容。 

 

二、漢注與宋明儒說兼採 

 

    自宋以來，興起一片疑經改經之風，對流傳千年的漢唐注疏多所檢討與懷

疑，
16
認為古注疏的瑣碎曲說根本沒有傳達聖人之道，因而重新注解經書、闡示

經義，形成許多宋元新注，並在官學的規範下流行普遍。但此一摒棄漢唐注疏、

採用宋元新注的情況，到了明中葉以後有了改變，明人開始檢討漢人解經與宋人

解經的優劣，對漢唐注疏重新評價、給予肯定。隨著復興漢人經學的風氣下，當

時的經書注解開始兼採漢儒之說，有意彰顯漢注，甚至以漢注取代宋說。17此種

現象也出現在汝登的《四書宗旨》中，他不僅徵引宋明儒者的說法，也屢用漢注，

然後用自己的思想、觀點進行評價，以助經義的詮釋和闡明。在漢注與宋明儒說

當中，汝登對宋儒經說多所譏評，對明儒的評價最高，他說︰ 

 

                                                 
1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511。 
1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8。 
1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07。 
16 可參考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部，1980 年)。  
17 參見林慶彰︰〈明代的漢宋學問題〉、〈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二文，收入林慶彰︰《明代經

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1-31、7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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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宋儒之學，失孔子之旨多矣。18
 

 

      蓋漢唐註疏解在字句，而宋儒稍入義理，又為義理所障。此學至我朝諸儒

始大著明，舊時窠臼翻卻殆盡。19
 

 

若深入檢視、分析汝登在《四書宗旨》的徵引，可發現他對「解在字句」的漢注，

有相當程度的重視與肯定，從他在詮釋過程中援引漢注作說明，就可知他對古注

疏的態度，的確反映中晚明學者重估並彰顯漢學的趨向。另外，汝登對宋儒之學

的不滿，也非全部，其絕大部分是指向朱子的學說，對陸九淵、楊簡等心學一派

的學者則持肯定態度，此種趨向實源於汝登的思想傾向和門派意識。最後，對陽

明心學的肯定和奉行，讓汝登認為只有陽明一派的學者最能契合、顯明聖人之

道，具有打破、超越前代經說義理的成就。正在如此的思考下，汝登遂兼採漢宋

明儒的注解經說，以凸出朱注的缺失不足，進而彰顯陸王一系、陽明一派的解經

成就。接下來將舉實例進行說明、分析，以呈現汝登兼採漢注與宋明儒說的詮釋

特色和傾向。 

    明儒表彰漢學和古注疏的口號是漢儒去古未遠，
20
汝登也在徵引過程中使用

此句話，以強調漢注之說為是。如詮釋《孟子‧盡心上篇》的「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21
章，汝登說︰ 

 

      漢注疏良訓甚也，如太極太字，至善、至誠、至德等至字，皆名言思慮之

所不能及也。漢時去古未遠，必有所本。朱子不從，改註曰︰良者，本然

之善也。夫以本然二字訓良則多善字，以善字訓良則多本然二字矣，朱子

蓋自陳其所見已耳。
22
   

 

對於良能、良知的「良」字解釋，汝登認同漢代趙岐的注︰「不學而能，性所自

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認為趙氏用「甚」注「良」，

能夠表達良能、良知的不可思慮性，並拿「漢時去古未遠，必有所本」來堅固此

                                                 
1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25。 
19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802。 
20 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 94。 
2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95。 
2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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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以駁亦朱子的「良者，本然之善」解。姑且不論汝登把漢注的「甚」字理解

成「思慮之所不能及」是否符合趙氏原意；從「漢時去古未遠，必有所本」這一

句，就可知道汝登已意識到漢儒較宋儒更接近孔孟時代，因此漢注相較於朱注，

應該更為可靠正確。所以在其他處的詮釋中，汝登常作出朱注不及漢注，應採從

漢注的判定，如詮釋《論語‧衛靈公篇》的「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23
，汝

登說︰ 

 

      夫子告顏子天下仁一語已足盡為邦之道，故於此問特告之以制度因革之宜

而已。服周之冕，古註云︰「取其取其黈纊塞耳，不任視聽。」欲使無為

清淨以化其民也，此意亦好，朱註不入。 24 

 

文中的古註是指魏何晏《論語集解》中的包咸之說，包氏原句是︰「冕，禮冠。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25
汝登認為此古注甚好，為何朱

子不採用入《集注》，而要另作他說。又如詮釋《論語‧陽貨篇》的「公山弗擾

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26
，汝登說︰     

 

      「末之也已」言無所之則當已耳。古註亦云「無可之則止」，當從此解。

朱註未是。
27
  

 

文中的古註是指魏何晏《論語集解》中的孔安國之說，孔氏原說是︰「之，適也。

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
28
汝登同樣稱允古注，視朱注未妥。  

    除了徵引古注外，汝登也多方引用宋明儒說，其中屢屢出現的是朱子注解。

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和一脈而下的《四書大全》，在明代官學的規範下，流

行普遍、影響廣大，因此研讀《四書》，無法略去朱注不讀，或完全免除朱注的

影響。身處明代又經歷過科考的汝登，必定對《四書章句集注》和《四書大全》

                                                 
2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29。  
2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84。 
25 [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53。 
2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47。 
2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507。  
28 [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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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從他在《四書宗旨》中頻繁徵引朱注就可證明。但與程朱理

學相異的心學傾向，讓汝登對朱注的態度是批評多過稱允，且批評幾乎集中在《四

書章句集注》上。如詮釋《論語‧為政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29
章，汝

登說︰ 

 

      註中強不知以為知，可謂故入人罪；無自欺之蔽與是知也，意不相合，不

害其為知，不害二字欠通；由此求之二句，更自蛇足。全非聖人宗旨。30 

 

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的解釋是︰「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

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

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

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31
汝登首先認為經文中並沒有說子

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所以朱子的說法可議；再者，經文的「是知也」是

一種求知態度的肯認，與「無自欺之蔽」的意思並不相合，而且「不害其為知」

的說法也欠順當；最後，「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是溢出經文外、多

此一舉的說明。可見汝登幾乎完全否定朱注，給予「全非聖人宗旨」的嚴厲批評。

除了此處外，在《中庸》也有相類的批評，汝登說︰ 

 

      精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神之情狀。《易經》言之甚明，而朱子又另

作註解，何耶？且屈伸至反功用良能等語支離晦滯，詞費而義難明也。
32
  

    

汝登用他經說法來反駁朱注，認為朱子的注解支離多餘且語義難明。相較於《四

書章句集注》的多所不滿和批評，汝登對《四書大全》的態度顯得緩和，甚至常

稱允《四書大全》中的朱子說法，發出朱子在撰寫《四書章句集注》時，為何不

採用此說的疑難。如詮釋《論語‧泰伯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33
，汝登說︰ 

 

      此章專重道字。惟有得於道，則容貌、顏色、辭氣無不中禮。斯字根道字

                                                 
2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6。 
3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05。 
3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6。 
3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66。 
3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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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此君子之所以貴道。朱子小註亦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

自然便會遠暴慢，正顏色自然便會近信，出辭氣自然便會遠鄙倍。所以貴

乎道者此也。」此註極妙，不知何以不從。根本在道，工夫在道，只一而

已。若從三者上用功，支離之甚，何可云修身之要、為政之本。道字與事

字相對，本末不同，故有事、道之分，道字、事字須要明白，註中言三事

謬矣。34
     

 

汝登認為「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道一而已，而道可在三事(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中顯現，因此工夫只在力求此道，只要此道求得，自然會貫徹於三事之

中。因此汝登反對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說法︰「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

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35
，他認為這段話有「從三者上用功，支離之甚」的毛病。

但反觀《四書大全》的朱子說法，就是汝登文中說的「朱子小註」
36
，卻非如此，

其說表現了只要用功於道，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上，就「自然便會」遠暴

慢、近於信、遠鄙倍的意思，這正與汝登的「根本在道，工夫在道」說法相合，

所以汝登才會說《四書大全》的朱注極好，為何朱子不將之納入《四書章句集注》

中。另外，在《論語‧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37
章，汝登同樣拿《四書大

全》之說來批駁《四書章句集注》的解釋。汝登說︰ 

 

      雪峯胡氏曰︰「自遙舜以至天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新安陳氏曰︰「始

終惟一心學」解此章為肯綮。要之，心何可指，覺即是心。十五志學，求

覺而已；三十而立，只是志不移，至此方可謂之立志；不惑，覺矣；知命，

覺益深矣；耳順即所謂聞道，不覺之覺也；從心所欲不踰矩，形容本覺之

妙而已矣。三十而立，朱註無所事志，大謬。朱子嘗曰︰「孔子只十五歲

時，便斷然以聖人為志」志字最要緊，直須結果在從心不踰矩上。此言志

貫終身，而遂云無所事志，何自相悖耶？38
    

              

汝登先援引《四書大全》中的雪峯胡氏和新安陳氏二說，以明聖人終身立志和所

                                                 
3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89。 
3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9。 
36 汝登在文中所引的「朱子小註」，應先見於《朱子語類》卷 35，後被胡廣等人輯入《四書大全》。    
3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0-71。 
3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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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只在此心而已；後面的「朱子嘗曰」一說，出自《四書大全》中，汝登以此說

疑難《四書章句集注》中「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39
句。意即《四

書大全》中，朱說孔子在十五歲便立志為聖；但《四書章句集注》解「三十而立」

的文句，則是「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汝登認為一說是十五立志，一說則無所

事志，兩說同出自朱子，卻互異相悖，以此突顯朱子說法似有前後不一、不盡圓

滿之嫌。汝登雖對《四書章句集注》多所批評，但也非盡是如此，亦有稱允之時。

如詮釋《論語‧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40
章，汝登說︰ 

 

      註中無心有意四字好。
41
  

 

朱注原是「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42
，汝登以「無心、有意」

解之，符合其心學的思想，故稱允之。另外，在詮釋《論語‧衛靈公篇》「君子

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43
章，汝登亦從「心、意」角度去看朱注，故予以贊同︰           

     

      成德之人自然如此。註中本心與意甚透。44
 

 

朱注原是「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

意，故不黨。」
45
汝登從其心學傾向的思考模式去看待、解釋朱注，所以才會著

眼於「心、意」二字，而有「甚透」的佳評。 

    除了古注疏和朱注的徵引外，汝登還屢屢援引屬陸王一系的宋明儒者之說，

以助經文詮釋和闡明。引用的宋儒有周濂溪、陸象山、楊慈湖、楊龜山、張九成

等；明儒則有王陽明、王龍溪、鄒元標、袁了凡等。以下試舉幾例說明之。在《論

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
46
章，汝登說︰ 

      

      象山陸子曰︰「《論語》中多有無頭柄的說話，如學而時習之，不知言所

                                                 
3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1。 
4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04。 
4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55。 
4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04。 
4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2。 
4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89。 
4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2。 
4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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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何事？」慈湖楊子曰︰「學者多疑，所習者必有其說。吁！使所習之

有說，則必不能時習矣。」使所習有說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

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而習。47
   

 

引陸象山和其弟子楊慈湖之說，說明「學而時習之」並沒有一個固定或確切的對

象，因為一旦設立出對象，就會形成追尋上的有意，一旦有作為的態度，就非自

然而然的履行，而有停歇的可能，也就不是時習之意了；因此惟有無意、自然而

然地做去，方能達到「學而時習之」的意義。又如詮釋《論語‧述而篇》「子溫

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48
章，汝登引張九成的「頌」加強說解︰ 

 

      子韶頌云︰「欲識畫工真妙手，畫人須是畫精神，孔門弟子工無比，畫出

當時活聖人。」此皆聖人自然之德容，非相濟之謂也。善學聖人者，須溯

其根原，必由中以達外。49
  

 

又如《孟子‧萬章上篇》「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50
章，汝登分別引楊

龜山和陸象山之說解之︰ 

 

      龜山云︰「堯舜知道豈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語深明堯

舜之道，深知伊尹之樂。註中乃以誦詩讀書當之。象山云︰「羲皇以前無

書可讀，難道便無聖人？」此晦翁不逮二公處也。
51
   

 

以上是徵引宋儒之說，在明儒方面則有王陽明，如《論語‧憲問篇》「修己以敬」

52
章，汝登引陽明之說論安百姓在修己之內︰ 

 

      修己以安百姓，非修己去安之也。陽明言明明德只在親民上，故安人、安

百姓只在修己內也。53
  

                                                 
4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9-280。 
4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7。 
4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85。 
5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33。 
5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10-611。 
5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22。 
5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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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孟子‧盡心上篇》「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

知也」
54
章，論及孟子同提良能、良知，為何王陽明僅言良知，不言良能；汝登

引王龍溪對此章的說解回答之︰ 

 

      或問龍溪子︰「孟子言良知、良能，而陽明何獨舉良知？」龍溪子曰︰「下

文不兼言能愛、能敬，而單言無不知愛、無不知敬，則『知』足兼『能』

可見矣。」55
  

 

在《論語‧為政篇》「父母唯其疾之憂」
56
章的詮釋中，汝登引入鄒元標之說︰ 

 

      南皐鄒氏曰︰「疾字談得廣，人皆可為堯舜。諉不肯為是犯虛怯疾；此身

不知簡束，任情放縱是犯顛狂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犯飽脹疾，仁人

孝子能不於此猛省耶？」此解甚圓。57
         

 

在詮釋《大學》「釋誠意」
58
章，汝登引了袁了凡的說法，以明誠意乃無意之謂︰ 

 

      如惡二句直指當下。袁了凡云︰「遇惡臭而惡，見好色而好，不假安排，

不落擬議，與見孺子入井景象一般真切。今增出好善惡惡，又云皆務決去

而求必得之，全屬安排布置，不誠甚矣。」此袁公看得是。
59
  

 

    整體而論，汝登徵引古注除了受當時檢討宋學、重評漢學的學術風氣影響

外，推究其原因，應是希望透過古注的字句訓詁，來加強、證明其義理詮釋的闡

說；如引漢注的「良訓甚也」，是為了加強其思慮不能及的說法。至於在宋明儒

經說，汝登屢批朱注，而肯認或發揮陸象山、王陽明、鄒元標等陸王學者的說法，

除了顯示其心學思想傾向會影響徵引的選取和判定外，亦從而彰顯、突出心學一

脈或陽明學者的解經價值和成就。  

                                                 
5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95。 
5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43-644。 
5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2。 
5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98。 
5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5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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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教之說的同旨互援 

 

    在《四書宗旨》裡，經常可見汝登引佛、道說法來詮解、闡發經文，這與晚

明三教合一的風潮有所關係，亦與他同佛門人士交游往來有關
60
，但在某些程度

上，這些開放接納釋、道，會通三教的行為，其實與其主張透過自己身心來體悟

道理的思想有很大關係。汝登認為「辨別」儒釋異同並不是首要之務，最重要的

是將學說或思想透過自己身心來檢視、體證，看是否對自己有所幫助。他說︰ 

 

      辨釋氏同異不是急務，二賢初疑不同，只是聞人說，今知是亦只是隨人轉，

俱於自身無干，但能知得人之所以為人，則或同或異不著問，亦不著辨，

方為自得之學也。61
 

 

      儒佛之辨不諍為是，兩者是非不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不知多少；驅闢異

端亦不自今日矣，前時斥逐亦不知幾遍。有能真為自己性命者究到精微去

處，自然曉得同異。不然浮游之徒，與言何益？但只照管自身，其餘一切

付之東流可也。62
 

 

可見汝登不是先把儒教與佛教分在二端，然後進行同異比較；他是先立己心作依

準，然後才進行判斷、分疏，相信若能返歸己心，體現本性，自能有所分判。因

此，相較於先立儒釋相異的成見或隨人言說，汝登更強調照管自身的「自得之

學」，透過自己的身心去體悟、判斷佛家之說是否合於儒道，於己是否有益、有

得，這才是最根本且要關心的重點。 

    因此，汝登就在以己身心為依準的思想基礎上，用不立成見的開放態度去看

待釋、道之說，然後將之援引入《四書》的詮釋，以助經義的理解和說明。經過

整理、歸納《四書宗旨》中援引釋、道注解的例子，發現汝登會通三教的方式，

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屬於詞彙、語句的引用或譬喻，一則偏於義理、境界上的

                                                 
60 周汝登與晚明的佛教大師憨山德清、雲棲祩宏、紫柏真可等皆有往來，由其〈與憨山上人書〉、

〈達觀大師像贊〉等文可證，見《東越證學錄》，頁 812、813、969。參見孫中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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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介紹汝登與

佛門人士的往來，並探討其對浙東一地儒佛融合風氣的影響。   
61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348-349。 
62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87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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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或比擬。關於單純援用詞彙、語句，以助經文詮釋、理解的例子如下︰ 

 

      夫子聞之，承當不得，推遜不得，難於措語，巧為遜謝，鏡花水月，大類

佛門之禪機。63
          

 

      堯欽明文……夫子溫良恭儉讓，此皆鏡花水月，非內非外，可神遇而不可

跡求。64
 

 

「鏡花水月」一語出自《遠什大乘要義問答．卷上．辯法身如幻常光泥洹三義》，

用以比喻虛幻不實在。汝登引用「鏡花水月」，是為了形容聖賢之言或外在形象

只是一種表象，其另有深意或真精神在內，值得推究。又如︰ 

 

      夫子之問，子淵之對，皆是闡播機鋒，形容妙趣。65
 

 

「機鋒」是禪宗以含意深刻、不落跡象的言語彼此問答，互相啟發，有如弩箭觸

機而發其鋒銳，被汝登拿來形容孔子與顏淵間，一問一答的對話情況。又如「只

完得自己事，自了漢耳」
66
、「上章直截之旨，取譬章又設一方便法門」

67
、「夫子

借詩詞以明妙理，大類禪機」
68
等，都屬於單純的詞語引用或表層的形容、譬喻，

較無牽涉義理的會通；顯示了明代三教合一的風潮，佛教。   

    另一種則是偏於義理、境界上的相通或比擬，關涉到較深層的意義。如汝登

在詮釋《中庸》的已發、未發段，說︰ 

 

      未發、已發不以時言，朱子亦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本體未嘗

不寂然。」此言極透，乃不入集註。楊龜山曰︰「孔子之慟，孟子之喜，

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中固自若也。」莊子所謂出怒不怒，

則怒出於不怒；出為不為，則為出於不為。皆明未發、已發不以時言。69
 

                                                 
6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874-875。 
6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90。 
6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29。 
6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22。 
6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62-363。 
6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15。 
6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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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中「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70
來說明無論已發或未發，本體本身都是寂然不動的，

71

此乃屬於借道家相似的說法來闡明自己的詮釋觀點。又如《論語‧述而篇》「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72
，汝登說︰ 

 

      註中二人者，一善一惡太泥。重在擇字，即一人之身亦有善惡。老子云︰

善人，不善人之師；不善人，善人之資。改之即是資也。73
  

 

引用《老子》第二十七章中「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74
之句，以其內涵相似來說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道理，屬

義理相通的詮釋。再如《論語‧公治長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
75
汝登說︰ 

 

      《壇經》云︰常自見己過，與道即相當。自字、見字，彼此一轍，乃見儒

禪無二旨。76
        

 

是引用《六祖壇經》一首偈︰「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

相當。」
77
中的後兩句。汝登認為孔子之道是「見其過而內自訟」，而禪宗慧能說

「常自見己過，與道極相當」，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是「儒禪無二旨」。相較於

第一種單純的詞語引用或表層的形容、譬喻，此類的釋、道文句引用，多傾向義

理上的相類與相合，以幫助詮釋下的義理闡明。 

 

第二節 《四書宗旨》的義理系統 

 

                                                 
70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頁 815。 
71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7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2。 
7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75。 
74 [魏]王弼注，袁保新導讀︰《老子》(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 年)，頁 92。  
7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12。 
7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44。 
77 慧能著，張火慶導讀︰《六祖壇經》(臺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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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宗旨》以《大學》、《中庸》在前，《論語》、《孟子》在後，推測除了

與當時的書商刊刻習慣有關外，亦顯示汝登可能有意先透過《大學》、《中庸》的

系統性論述，展開心學式的義理詮釋，架構出以本心良知為核心的本體內涵與成

就工夫，進而貫串於《四書》的詮釋；透過《論語》、《孟子》進行深化，強調本

心的道德主體性，是一切價值的根源，以及道德實踐活動的必要，也就是將本心

良知應用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進行體證的思考方式。 

 

一、整體聯繫的義理系統 

     

    首先，在《大學》詮釋中，汝登釋「明德」為虛靈不昧，如明鏡般可映照、

辨析萬事萬物的心體，顯示本心具有道德、價值判斷的能力。然後以此靈昭不昧

的心體作為成聖修德的唯一依準與入手處，定義「大人之學」為心體參証的學問。

正因如此，汝登特別標舉「知止」的重要，認為「大學之道一知止盡之矣」，因

為「知止」就是「知止於吾心至善之良知」，汝登相信，一旦本心被把握住，良

知朗現後，明德、親民自在其中，接下來的定、靜、安、慮亦能毫無等待地相因

而得。但要「如何」才能把握本心，使良知作用，以達成如此直截立成的工夫成

果？汝登用「誠意正心」的詮釋作說明，以「無意」釋「誠意」，「無在之在」釋

「正心」，認為確保本心呈現、良知主宰的關鍵處，在於去除人為的執意、思慮

和造作，因為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是靈昭不昧的，因此本體一切俱足，只要去

掉會干涉妨礙本心良知運作的人為私智小慮，本心良知就能完全作主而顯露發

動，一切將依循如天理般的良知而行，自能完成定、靜、安、慮的步驟，並達成

明明德與親民。 

    《大學》展現的虛靈不昧、即天理的本體觀，和去除人為執意的「無」工夫，

延續貫通至《中庸》的詮釋。汝登透過「天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教即

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
78
的闡示，愈益確立本體源於天、等同天理

的超越性，具有如天一般的「莫為莫致、無思無為」性質；並以「未發、已發不

以時言」
79
說明本體無論是否發用，其本質都是寂然不動的，是「中固自若、不

怒不為」的，以展現本體(性、心)精純靜寂、純粹天理的存有面。正因本體是天

命所賦，因此依循本性、本心而行即是天理，故汝登強調「率性之謂道」的「不

                                                 
7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7。 
7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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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著意，不可為道」的工夫意涵，以有意、無意之著意與否的角度分判「率性」

與「修道」，相信只要「率性」，自會做到慎獨與致中，強調儒學本然自足、內在

於心的價值，成為汝登義理詮解的核心主軸。除了延續《大學》的即天理之本體

和「無」工夫的運用，汝登還在「至誠盡性」的詮釋上，以「盡人物之性及贊參

天地，俱已完在盡性內，無有一毫等待漸次」的本體即工夫觀點，說明推致本體、

良知發用後，就能直截立成的成物化育、成就一切。 

    到了《論語》詮釋，汝登開始展現虛靈不昧、等同天理之本體的另一面，即

本體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主體性。汝登以「仁，人心也。心之所安便是仁」
80
和

「禮者，吾心之天則」
81
、「禮本于心而已」

82
，說明本心為一切道德價值的根源，

天理透過本心展露為德性、德行，是「己也，禮也，仁也，三者一體而異名，無

有二也」
83
，此一體異名的理解，使儒學的道德本體論述更為直截明快。因為仁、

禮出自本心，因此下手的工夫處不在他方，就在心體上，汝登認為「克己復禮為

仁」，是要人將包括心之念慮在內的視聽言動都收歸導正於良知，並言「此心儆

省收歛便是(仁)」；至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是要人「歸於己約」，以上的

仁、禮工夫，相較於《大學》、《中庸》的「無意、不著、不為」，顯然著重在本

心良知的返求和直入本體的掌握，讓良知作用以顯仁呈禮。除了使道德呈顯的本

體工夫外，汝登還有「心參境驗」的主張，要求將本心良知呈發而出的德性，落

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確保本體之善能在生活中成就事物，使聖賢道理、己心、

實際生活三者有所聯繫，完成心知力行的體證。  

    最後，在《孟子》詮釋中，汝登承繼王陽明「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觀

點
84
，重新詮釋孟子的性善說，用人性未動與人性發動的框架，涵容安頓性之無

善無惡與性之善二說，展現陽明學派對本體(性體)至善的特殊思考。汝登認為性

體在未動未萌時，是超越善惡、無善惡相對的絕對至善，屬純然本體的狀態；直

到發動時，則無有不善，即孟子的「人性之善」，因此孟子所謂的「善」，僅指人

性發動時，並不包括也不可形容人性未動的無善無惡之至善狀態。至於人性發動

而出的「善」，則會透過「心」的活動、覺知來呈顯，換言之，「人性之善」是由

「四端之心」來表現的，而此四端之心正是仁、義、禮、智的發端。汝登在詮釋

                                                 
8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71。 
8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387。 
8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00。 
8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32。 
84 可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孟子》的詮釋」中「論性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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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時，除了說明仁義禮智根源於心之外，他顯然更注意並有意識地強調仁義

禮智的「名號性」，認為仁義禮智由心而出，但不等於心，不可以仁義禮智為心，

即不可把「美名」當作「本體」。此種強調與他重視本體(性或心)的主體性有關，

是為了確保本體(性或心)純粹天理、虛靈不昧的性質，故才說「心本至虛，何處

著得仁禮？」
85
對於可呈發仁義禮智的本心，要「如何」把握方才恰當？汝登延

續《大學》、《中庸》的「無意、不著、不為」工夫主張，以「勿助勿忘」、「一毫

無容外假、無容造作」來確保本心的主宰性與完整性，相信本心會在純然至善的

本性主導下，自然順當地顯發良善德性。  

    整體而言，汝登在《四書宗旨》中，是用心即理、心之良知的本體觀作為詮

釋的思想基礎，並極相信本體的自發能動性，認為唯有去除人為私意造作，方能

確保本體的主宰、作用，而呈發仁義道德，並直截立成地成就一切事物。 

 

二、心學觀點的思想脈絡  

 

    透過以上的整理與分析，可概括出汝登是以兩個重要的心學思想，來貫通聯

繫他的《四書》詮釋，讓《四書宗旨》成為一部具有濃厚陽明心學色彩的《四書》

著作。這兩個重要的心學思想，分別是本心良知的思想基礎和「無」工夫的實踐

方法，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本心良知的思想基礎   

     

    身為陽明後學，汝登在心、性的理解與認知上，實承襲王陽明的觀點。王陽

明主張「心即理」，說「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

不動，理元不動」
86
，認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87
，在王陽明思想中，心

即性即理，三者通同無分別。就如蔡仁厚所言︰ 

 

      在孟子和陸象山、王陽明的思想系統中，心、是實體性的道德心(本心)，

性、是實體性的道德性，本心即是性，二者同質同層，而心性實體原本含

                                                 
8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05。 
86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4。 
87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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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道德的理則，故性是理，心亦是理，「性即理」與「心即理」同時成立。……

陸王系統中的道德實體，同時是心，同時是性，亦同時是理，乃「即心即

性即理」者，心、性、理三者直下通而為一。88
    

      

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用「良知」來指明「天理」內在於「心」的存在，意即本心

良知處的發見，就是天理的朗現。故「良知」、「天理」名異而實同，所以王陽明

說「良知之天理」，又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是心即理、心外無理、

良知即天理之意。
89
 陽明的心之良知即天理說，其「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

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它本體」
90
，是為了彌合朱子的心性二分和心

理二分，說明天理不是懸隔在心之外的抽象之理，而是內具於本心真誠惻怛的良

知處，換言之，良知的真誠惻怛就是天理，天理就在良知的真誠惻怛處
91
。如此

一來，本心即是「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
92
，「虛靈不昧」正是形容良知的

虛靈明覺和活活潑潑，其明覺朗現處就是天理，故本心是一「即活動即存有」
93
的

本體，意即本心良知的活動、作用，就是形上天理的顯現。因此，王陽明的「心

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
94
和「人

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
95
，是說明心理為一，人之心、

性本體具有感通的活動性和純理的存有性
96
。 

    汝登就在陽明此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即活動即存有的人之本體觀下，

去詮釋《四書》的相關部分。在《大學》裡，他以「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

                                                 
88 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臺北︰文津出版上，1990 年)，頁 27。   
89 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頁 190。 
9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84。 
91 張亨︰《王陽明與致良知》(臺北︰中央研究院，2002 年)，頁 175。 
92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5。 
93 牟宗三︰「宋明儒對道體的體會有兩種不同形態︰一種是『即活動即存有』；另一種是『只存

有而不活動』。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胡五峰、劉蕺山、陸象山、王陽明所了解的道體，都

是『即活動即存有』，因為他們都講『心理為一』，活動性沒有脫落。朱夫子所了解的道體是『只

存有而不活動』，朱夫子講性、理、太極，只成一個泛存有論的概念。」見牟宗三︰《宋明儒學

的問題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64。  
9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4。 
9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22。 
96 參考牟宗三︰「王學之精髓是『心即理』、『心外無理』、心與理一。(此心是道德實踐的心、分

認識的心，亦非只寂照的心。理亦是形上的道德實踐的理，非知識所對之萬物之理也。)如是而

後道德實踐之成聖成賢之學成。……心之所以為心亦在明覺，亦在天理。明覺與天理合一，天理

即內在良知之明覺中。故陽明總說『良知之天理』。」見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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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明」
97
去詮釋「明德」；在《中庸》裡，認為「天、性、

道、教」同一，「性」與天、道一樣，是莫為莫致、無思無為之體。如此的詮釋，

正是描述人之本體(心、性)寂然不動、純粹天理的那一面，突顯本體的存有性。

到了《論語》、《孟子》，則轉而突顯人之本體(心、性)的道德活動性，如在《論語》

裡，主張「己也，禮也，仁也，三者一體而異名，無有二也」
98
；在《孟子》裡，

強調仁、義、禮、智根於心等，都在於說明人之本體(心、性)能感而遂通地呈發

出仁義道德，展現本體的活動面。
99
另外，在《孟子》的人性論部分，汝登用未

動與發動的框架，去涵容安頓性之無善無惡與性善二說，表達本體既是純粹至善

的天理，也是發動出善性的良知，
100

因此透過重新詮釋孟子的性善論，汝登展現

心學思考下，人之本體既活動又具理的觀點。 

 

(二)「無」工夫的實踐方法 

 

    綜觀汝登在《四書宗旨》中論及實踐工夫的部分，主要以去除人為執意與造

作的「無意、不著、不為」工夫最為主要，在全書中反覆論述。如在《大學》裡，

汝登以「無意」釋「誠意」，以「無在之在」釋「正心」，認為「誠意乃無意之謂，

周子曰誠無思，誠無為，解誠字分明；好好色，惡惡臭，觸著便應，曾容得一毫

意乎？」
101

並說「有而不有，乃為得其正也。……心有所著則本心失……是必悟

無在之在為心在，心在斯心正也。」
102

在《中庸》裡，對「率性之謂道」特別關

注與闡說，強調不要著意或加意防檢，只要率循此天賦之性而行即是道。在《孟

子》裡，對仁義禮智的彰顯和知言養氣的涵養，亦以「勿助勿忘」
103

、「一毫無

容外假、無容造作」
104

、「真不動心者，動而不動，強制者非也」
105

。以上詮釋，

說明汝登在工夫實踐上，極力避免、去除人為的有意強加和思慮造作，這與其心

體至善、良知靈明不昧的認定有很大關係。因為汝登相信心體有其自發能動性，

良知自能發動、作用以進行正確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實踐；因此一切的行為或判斷

                                                 
9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1-242。 
9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432。 
99 可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孟子》的詮釋 」中「論四端」一段。 
100 可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孟子》的詮釋 」中「論性善」一段。 
10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7-248。 
10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8-249。 
10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29。 
10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628。 
10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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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順從本心良知的自然直接反應，如此才能充分實現良知好善惡惡與為善去惡

的能力。一旦有所著意或刻意作做，就會破壞本心良知的充分主宰，讓良知的發

用陷入膠著黏滯，不能順暢。因此汝登反覆強調人為執意、思慮、造作的化除與

避免，以讓本心良知完全主宰、發用，以成就正確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實踐。 

    汝登強調「無意、不著、不為」的工夫論點，實有陽明學派的思想線索可循。

王陽明曾對此有所論及
106

，但似乎非陽明強調的主要工夫路線，其工夫重點仍在

「去人欲，存天理」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上。陽明之後，強調工夫上無

執無著的作用乃是王龍溪，他提出「好惡無所作」、「何思何慮」和「忘」等相關

論說，以「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

神」
107

等句，展現工夫作用上的「無」義。這些說法都是為了闡明一個工夫論點，

就是「無中生有」的涵意。
108

如王龍溪說︰  

 

      予讀《洪範》，至無有作好作惡，王道蕩蕩平平之說，喟然而歎曰︰斯固

古人經世之學乎？夫心本平平，本能好惡，譬諸鑒之別妍媸，衡之能權輕

重，非有假於外也，一有作焉，始不得其平。109
  

 

      忘好惡，方能同好惡；忘是非，方能同是非。蓋好惡是非，原是本心自然

之用，惟作好惡，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率其

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110
 

 

正如彭國翔所說︰「本心不僅是靜態的道德法則，也是動態的實踐機制。它本身

自然有呈現自己以為行為主宰的力量，如果不能順本心之自然，著意為之，加入

思慮造作，就會脫離本心無執無著的自然狀態，流於安排與算計。」
111

，又「王

龍溪主張的「無中生有」工夫，就是要人在到德實踐中化除執著，讓心體良知自

                                                 
106 王陽明︰「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不

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見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

陽明全集》，頁 99、34。   
107 王畿︰〈天泉證道紀〉，收入《王畿集》，頁 1。  
108 可參見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頁 119-127，當中對王龍溪的「無中生有」工夫主張，分成「好惡無所作」、「何思何慮」、「忘」

三部分進行說明。 
109 王畿︰《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卷十四。 
110 王畿︰《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卷一。 
111 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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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呈現並起主宰的作用，因此「無」是作動詞看，有化除、忘卻之意，又可說「無」

去執著，不有心作做後所達至的無執不滯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消解

了心靈執著與造作的情況下，至善的心體良知作為最真實的存在—「有」，才能

朗現呈現出來，真正的道德實踐—「有」，也才得以可能。」
112

由此可見，汝登

將王龍溪思想中的「無」作用之工夫義，融入《四書》詮釋中，用以闡釋工夫實

踐，充分展現陽明學派，尤其是王龍溪這一脈的工夫色彩。     

 

    大體而言，汝登是以陽明的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作為詮釋的思想基礎，視《四

書》中的重要概念如明德、知止、仁、禮等，為本心良知的展現與活動；因此，

本心作主、良知朗現就為展現天道、實現天人合一和成就道德的唯一關鍵處，但

要「如何」使良知本體呈顯、作用？這就屬工夫論的問題。在工夫上，陽明主張

「去人欲，存天理」，認為「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

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

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113

，只要此心無私欲遮蔽就是天

理，因此工夫重點在去除人欲，以保有無私欲遮蔽的天理之心。反觀汝登對工夫

實踐的詮釋，顯然很少從去除私欲的角度去做論述，而是在去除人為執意與造作

的「無意、不著、不為」處反覆強調；此種「無」作用的工夫義正是陽明第一代

弟子王龍溪的思想特色，由其「四無」句可證明之。
114

另外，對於工夫的程序和

個人德性開展出的外王成就，汝登傾向以「毫無等待」
115

、「無有等待」
116

的直截

立成、幾近頓悟的方式去表述，亦充滿王龍溪思想中「直悟本體，一悟全悟，良

知本體一時頓現，其所感應之事與物亦一時全現」
117

之「一體而化」的色彩。故

可說汝登在承繼陽明思想及其相關的《四書》觀點之餘，還融入王龍溪的工夫論

點，轉化出兼具陽明與龍溪思想特色的《四書》詮釋內涵。 

 

第三節 《四書宗旨》的學術史意義 

     

                                                 
112 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頁 124-125。 
11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 
114 參見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頁 266-282。 
115 如「知止至能得，毫無等待」，見第三章第一節「《大學》的詮釋」。   
116 如「即致、即位、即育，不是功效，無有等待」，見第三章第二節「《中庸》的詮釋」。 
117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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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子窮盡一生、有意為之的著作，用以寄托其道統思想

和為學進程的理念。
118

隨著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朝廷定為科考範本後，就一直

延續至明代，為官方支持的學說思想。至明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四書大全》

的頒布，更加確立朱子《四書》學的典範地位，主導所有讀書人的學習內容和方

向，影響深遠廣大。再加上八股為文的制度，讓士子們不僅在內容上必須以朱說

為準，連行文成章上亦有一定的範式，就在內容、形式的雙重制約，和考取功名

的目標追逐下，讀書人逐漸遠離朱子的精神，朱說與《四書章句集注》所要傳遞

的聖人之道與價值，漸凋零殆盡，明代學者黃綰(1477-1551)曾對此現象進行描

述︰ 

 

      今之人不可謂不學經也，究其所以，不過割裂文義，俳優其語言，以為場

屋謀身之資，甚者假以為濟惡文身之具，反俾四子之道晦而不顯，六經四

子之道不亡于秦火，而亡于今日。119
 

 

這種情況，到了王陽明始有改變，《明儒學案》說︰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說，未嘗反身理會，推見至隱，所謂「此亦

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呂涇野語錄中，皆無甚

透悟。」亦為是也。自姚江指點出「良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便

人人有個作聖之路。故無姚江，則古來之學脈絕矣。
120

     

 

王陽明提倡心即理說，反對朱子理學，對朱子用來建構其理學思維的《四書章句

集注》多所不滿，但陽明終其一生，並未撰作《四書》詮釋的著作，其對《四書》

的看法多散見於文章或講學記錄中；僅有《大學》部分有具體的成書和撰文，即

〈大學古本旁釋〉、〈大學問〉等。
121

但陽明以後的弟子，受其精神影響，陸續以

                                                 
118 參見陳逢源老師〈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二文，見陳逢源老師︰《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119 黃綰︰《石龍集》，卷十五，頁 10。 
120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頁 178。  
121 吳伯曜︰「王陽明著作中與《四書》有關之論著，僅《大學》方面有專文著作，分別是︰〈大

學古本傍釋〉、〈大學古本原序〉、〈大學古本序〉以及〈大學問〉四篇，其餘大多是針對《四書》

各思想主題，作意義探討與義理發揮的散論。陽明的《大學》專著，由於題目明確，可從《王陽

明全集》當中輕易查索而得。至於其《四書》散論部分，有些是陽明講學時對《四書》義理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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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角度來詮釋《四書》，形成陽明學派的《四書》著作，或承續、或發展陽明

對《四書》的說解與看法。因此，陽明雖沒有完整的《四書》著作，但可透過其

後學的《四書》詮釋，來瞭解陽明思想及精神在《四書》詮釋中的影響和發展。

身為陽明第二代重要弟子的周汝登，正是在陽明逝世百年之際，完成《四書宗旨》

一書。書中以陽明的心即理、良知說為思想基礎，視明德、天道、誠體、仁義禮

智為本心良知的展現與活動，與良知是一體異名的；只要返求己心、良知朗現，

就能實現天道誠體、成就德性德行。此種本心良知的強調，正是一種「道德主體

性」精神的彰顯，說明儒典中的聖人之道和天道天理，並非隔絕於自身以外，而

是吾人心中內在本有的，重點在於人是否有意識到自身的本心良知，及其純然天

理的本質。此種道德主體性的反覆申說與強調，若置於朱子《四書》學因科舉利

祿而導致原有精神、價值剝落殆盡的脈絡下來看，就顯出此精神對當時學風的刺

激與反思。長期的官方朱學規範下，讀書人普遍思想窄化、受限，其思考、懷疑、

反省的能力漸失；為了考取功名，對標準答案的追求讓《四書》義理成了客觀化

的記誦對象，遑論深入探究聖人之道，或將之內化、落實於人己的生命中。因此，

汝登本於陽明的本心良知說以詮釋《四書》，正是為了對治、反省、彌合經書義

理、聖人之道與自己身心懸隔兩橛的情況。透過道德主體性的彰顯，讓人知道天

理、道德的求得，並不在密麻字句、記憶背誦的彼端處，而在於吾心良知內，因

此根本之道就在返求自身，瞭解仁義道德與己心是一非二的同一性；如此一來，

就能讓聖賢道理、仁義禮智切切實實地從自家生命中湧現而出，而非是與己隔絕

的紙上學問，或淪為追名逐利的科考工具。此種返求己心、由己心出發的主體性

彰顯，除了能讓人迴向自身，直接透過己心發出仁義道德、踐履聖人之道外，亦

有打開受規範所限的僵固思考模式，讓人們重新透過天理本具的本心，去思考、

反省、判斷一切。因此汝登在書中不受限地融通三教、兼採漢宋明儒經說，以及

神解心悟的詮解，除了受晚明三教合一的風氣，以及學術上興起檢討宋學、復興

漢學的風潮影響外，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受主體性精神的引導下而形成的解經方

式，也持續陽明一派對《四書》的探究。 

    雖然心即理、良知說的主體性精神，是由陽明開啟、倡導之，但其未寫出完

整《四書》詮釋之作來貫徹此精神，故沒有留下像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一樣的

                                                                                                                                            
述與闡釋，有些則是陽明與友人論學以及陽明撰寫之題序、贈序、說記等文章論及《四書》義理

者，這些都是陽明未寫成專著的《四書》說，而保存在陽明的講學語錄—《傳習錄》一書以及今

人所編纂的《王陽明全集》當中。」見吳伯曜︰《王陽明四書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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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可為後人遵循。其後學承繼了此主體性精神，在「學貴得之心」、「《四書》、

《五經》說不過這心體」和「心體明即是道明」等啟發下，隨個人的思想傾向和

己心的理解體悟去詮釋經文，形成主體性成分濃厚的《四書》之作。因此，陽明

學派的《四書》著作，相較於依歸朱說而成的《四書》著作，作者的思想和特色

更容易滲入其中，成為詮釋的基底與架構。此種情況對於掌握陽明後學的思想發

展，和學派定位等相關研究，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汝登在《四書宗旨》

的詮釋內容中，尤其在工夫實踐的論述上，主張「無意、不著、不為」的「無」

作用之工夫義，和傾向以「毫無等待」、「無有等待」等直截立成、幾近頓悟的方

式，去表述工夫程序完成和開展而出的外王成就，就明顯展露近似王龍溪思想的

特色。此一透過經學義理分析而觀察出的思想傾向和承繼，再加上汝登的「九諦

九解」之說，明顯源自王龍溪的無善無惡論，以及今人彭國翔、呂妙芬等人根據

汝登自言和當時人的看法，說明汝登應師承王龍溪的論證，就應該可以證明黃宗

羲在《明儒學案》中，將之師承羅汝芳、歸入泰州學派的定位應屬失實，汝登應

該歸入浙中學派的王龍溪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