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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旨是闡釋王龍溪如何繼承與發展陽明的良知說。龍溪以一念靈明

來為本體奠基，天地人事由此而實踐地創生；只有一個氣質之性，其中良知

與氣渾然一體而規範之；相應於其本體論，有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工夫。

龍溪在這些地方對王陽明學說雖有發展，基本上繼承其體用合一的特色。龍

溪思想中還有相當部分跨過倫理學的界限，比陽明更接近佛老。龍溪重「藏

密」一義，不僅是道德的無執，更向終極本體回歸。龍溪將調息與致良知相

結合，更從一念超脫處體悟靈明的超生死。他又以良知無善無惡打破佛境魔

境的區別，對塵世作全然的肯定，卻仍尋求道德的進步。這些地方顯示了龍

溪以儒家道德立場融攝道、釋二教。 

 

 

關鍵詞：心學 王畿 良知 三教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 本文初稿〈王龍溪的工夫論〉曾於 2009 年 11 月 7 日在杭州「陽明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修訂稿將刊載

於會議論文集。今再加上「本體論」一節，在本刊先行發表。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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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明理學以道德實踐為職志，其於宇宙人生本體的探討，主要是為了說明

實踐工夫的理由與目的。王陽明提出良知說之後，由於良知是工夫的依據，又

是本體的呈現，本體與工夫的關係更拉進了一步。本體不止是實踐工夫的理論

預設，更是可以體驗的  ，因此隨著王學出現，對於本體、工夫與二者的關

係的認識，都進了一大步。  

  陽明弟子中，王龍溪（名畿，字汝中，1498-1583）以發揚陽明良知說為

志業，自述「耿耿苦心，惕然不容自已者有二」，即將師門晚年宗說，尋找高

才傳授下去，以及將所聞大旨奧義纂輯成書，以俟後聖  。林月惠從本體工

夫關係角度，指出陽明後學分化的關鍵是對良知本體湊泊的方式。本體工夫的

關係可歸結為「即本體為工夫」與「由工夫以復本體」兩路，然而陽明後學皆

以追求第一義工夫為志向，亦即皆重本體的契悟，同時皆不忽略為善去惡工

夫。因此，與其區分本體或工夫孰重，不如探討契入本體的不同方式，更能掌

握陽明後學分派的特色  。  

  現今王龍溪研究多注意其悟本體而兼重工夫的特色。但筆者以為在探討本

體與工夫如何互相支援之外，進一步探討兩者發展出的新面貌，也是饒富意義

的。筆者以為，龍溪在本體論上與佛老對話，使儒家在晚明濃厚的宗教氣氛中

及時列席。在工夫論上則貫通並超越道德，而尋求生命的終極歸宿。 

                                                 
   高瑋謙認為四句教的討論中，錢緒山對「無善無惡心之體」的理解尚在理論預設的層次，因此不但不如龍溪的

四無說，也未得陽明四句教的精義，陽明與龍溪對「無善無惡心之體」都有本體的契悟。見所著〈牟宗三先生

論「天泉證道」之檢討〉，李明輝主編，《牟宗三先生與中國哲學之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頁 209-243。 
  見〔明〕王畿，〈自訟長語示兒輩〉，《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3 月），卷 15，頁 427。下引

此書只注篇名卷頁。  
  參看林月惠，〈本體與工夫合一──陽明學的展開與轉折〉，《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頁 663-681。龍溪本體工夫關係兩路，見〈松原晤語〉，卷 1，
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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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體論 

（一）道不外求 
  明代心學建立的關鍵在求道方向的內轉，而體悟心性是道。陳白沙博求書

冊無得，「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

隱然呈露，常若有物」  。陽明身處龍場蠻荒絕境，在無可施為之際，悟及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  這兩件明代心學史的

大事，都是經由心性的體驗，重新為天人之道奠定了基礎。龍溪對陽明良知說

的發明，在本體論上重要的是從一念靈明奠定天人之道。茲先從「道不外求」

說起，他解釋〈顏淵喟然歎〉章云：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

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

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

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幾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

道理隱然呈露，非有非無，卓然如立於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

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書累語簡端錄〉，卷 3，頁

74） 

道無窮盡無方體，求道者自然容易向外，但龍溪強調須求之於己。這段話中「隱

然呈露」一語與陳白沙相同，正可以作比較。如果從白沙立場看，會認為顏子

上下求索中包括了據書冊求道，而無所得，於是轉而求之於己，惟在靜坐。但

對龍溪而言，反己不在靜坐，亦不以博文約禮為外馳，而是在其中印證與涵養

心體。如果說白沙見到心體，則龍溪進一步指出心體的無窮盡、無方體。龍溪

論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云：「端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

然非靜養則不可見。……不如直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

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至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南遊會紀〉，

卷 7，頁 152）就是說，心體既是變動不居，則不能只靠靜中的光明，而是不

                                                 
  〔明〕陳獻章，《白沙子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乾隆碧玉樓刊本，1974 年 9 月），卷 3，頁 420。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年譜．三十七歲〉，《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2
月），卷 33，頁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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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動靜都要體會與涵養。於是可以說，龍溪以陽明的方式修正了白沙的反己體

驗之說。  

  如果道體在己，變動不居，那麼傳統的天道觀可從自己來理解。龍溪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沖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

「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

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於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沖和之

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

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

則聖可幾矣。（〈南遊會紀〉，卷 7，頁 155） 

「一陰一陽」三句出自《周易．繫辭上．5 章》，是理學家論天人關係的標準

依據。龍溪的解說並不是推翻天道，而是驗之於己。後天的性中有先天的道與

善，因此只要在人身上，便可體會本體與真機，外求反而是不得其要。這種自

求還可在其對《孟子．盡心下．24 章》的解說看到：   

「口之於味也」一章○此是孟子發明性命合一之學。性是心之生機，命是心

之天則。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五者，

性之不容已者也。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盡性。苟縱其性而不知節，則天則

毀矣。是認欲為性，不知天命之性，故曰「不謂性也」。仁屬於父子，義屬

於君臣，禮屬於賓主，智屬於賢者，聖人、信屬於天道，五者，命之不容已

者也。然有性存焉，盡性所以立命。苟委於命而不知反，則生機息，是認數

為命，而不知天性之命，故曰「不謂命也」。由前言之，以命為重，而性歸

於命，不可得而縱也；由後言之，以性為重，而命歸於性，不可得而委也。

抑揚反覆，見性之本善，力救告子、楊、墨詖淫蔽陷之失。（〈書累語簡端

錄〉，卷 3，頁 77） 

一般觀念以為性在我而命在外，龍溪則以為「性命合一」，皆從心上說，「性

是心之生機，命是心之天則」，因此不論是味臭聲色或仁義禮智，都是心的生

機，也都要服從心之天則，君子對前者「不謂性也」，對後者「不謂命也」，

並非否認其為性、命，而是增加另一面的比重。由此可見命與性，亦即天與人

的貫通，其實都在心上說。龍溪又有云：「因世之人認欲為性，故以性歸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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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

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中庸首章解義〉，卷 8，頁 178-179）天命、性、誠皆就無欲之體說，而

不待於外求。  

（二）一念靈明 

  前文說到龍溪對於道的求之於我，亦即求之於心的主張。本節進一步說其

求之於一念靈明。  

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

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

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

未嘗息也。（〈龍南山居會語〉，卷 7，頁 167） 

此文以為一念靈明是天地聖人的根本。一念靈明須求於當下之心，是心的最根

本最真實處。天地聖人會消散，而一念靈明則永存而為其本體  。龍溪畢生

以提倡陽明良知說為職志，陽明有云：「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

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  」以良知為天道的基礎，龍

溪乃是以「一念」來發明良知本體，同樣有存有論的創生意義。他說：  

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本諸一念之微，徵諸愛敬而達諸天下，乃千古經綸之靈

樞。諸君果信得良知及時，只從一念上理會照察，安本末之分，循始終之則，

從心悟入，從身發明，更不從前種種向外尋求，篤其近而遠自舉，守其易而

難自乘。王伯之略、古今之宜、天地鬼神之奧，皆舉之矣。天樞之運不息而

未嘗離垣，靈樞之運亦不息而未嘗離位，此究竟之義也。（〈聞講書院會語〉，

卷 1，頁 6） 

良知本於一念，一念即是良知，甚至是良知根本，良知從一念而達諸天下，故

工夫在一念中理會照察，循本末始終而推展，一念靈明顯然具有存有論的創生

                                                 
  龍溪此處對天地聖人的描述乃依據陽明五十六歲征兩廣途中所作的〈長生〉詩：「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

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

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見〔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20，頁 796；卷 35，
頁 1308。詩言求長生不得，輾轉悟得良知無生死，而為天地聖人的根基。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卷 3，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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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但這種創生不是造物自然，而是具有道德實踐的性格，這是龍溪本體論

的特殊性格。龍溪有云：  

念有二義，今心為念，是為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為念，是為將迎心，

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心為見在之心，

則念為見在之念，知為見在之知，而物為見在之物。（〈念堂說〉，卷 17，

頁 501-502） 

一念靈明是真正的起點、立足點。一念之間辨認真假，即是本體的奠基之處。

一念之中體用全具，此即是體，而用則從此流出。其實見在心、將迎心都是現

在，辨認真假是當下肯定不將迎者，而這也是良知本體之明的自我判定。因此

有云：「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

不容磨滅所在。」（〈答洪覺山〉，卷 10，頁 262）「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

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

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

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答李漸庵〉，卷 11，頁 271）也就

是說，一念靈明雖是天人共同源頭，但天不容偽，人則有真假。天人由此而分，

然而他不是拿外在的天道作為標準，而是以內在的一念靈明來自我照察。照察

之下，不但區別真假，而且化假為真，因此照察具有實踐性格。在見在心照察

之下，念（意）、知、物皆見在，也就是由內而外，亦得到實踐的肯定。雖然

可說天地人事都是一念靈明自然創生的，但天地創生是真正自然，人事創生則

每一念皆有真假的抉擇，是為道德實踐的自然，未經道德實踐的人事可以全屬

虛妄。  

（三）理氣 
  《孟子》「口之於味」一章深受龍溪重視，《王畿集》中有數處討論。前

文討論道不外求時曾引用過其中一條，此處引另一條來看：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於〈繫辭〉繼善成性說。繼之者善，是天

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即已屬在氣，非

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

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為救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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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為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以欲為性，即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為性，

以諉於所遇為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

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性命合一說〉，卷 8，頁 188） 

性與命本來是一，實然地說只是一個氣質之性，但性不只欲動而已，其中有自

然的生理，就是天命流行、性之本然、義理。孟子將性、命對翻說，將食色順

服天命限制，仁義回歸本性，是「從重處立法」，就是本然地說只是一個天命

之性。此與劉蕺山的說法：「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

所以為性也。  」似乎相近，但就性的內涵言，龍溪以義理為重點而蕺山以

氣質為重點，故有不同。龍溪的本然是雖內在而實超越的靈明，即是良知，即

是性，因此說：「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是天命之性。」（〈致

知議略〉，卷 6，頁 132）  

  以上從性命談到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的問題。龍溪對理氣又有以下說法：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義」是心之制，「道」是心之通，所謂理也。

「配」如妻配夫之配。心之聰，發竅於耳而能聽；心之明，發竅於目而能視。

耳目視聽配乎心之聰明，非視聽則聰明之用息。故曰：「無是，餒也。」理

乘乎氣，氣承乎理，不可得而離也。（〈孟子告子之學〉，卷 8，頁 189） 

龍溪謂理氣相乘承，然而這理與朱子全然客觀、相對於心的理不同，乃是就「心

之制」、「心之通」、亦即就心自身的理則而言。理氣關係猶如聰明寄於耳目、

心憑藉於身，也包括良知發見於行為與事物。關於良知與氣的關係，他說：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

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天地之道，

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為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易

與天地准一章大旨〉，卷 8，頁 182） 

氣流行而道存其中。良知為氣之靈，雖不等於氣，而隨著氣而處處皆在，故說

「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知仁是天地的知仁，有超越我的存

                                                 
  〔明〕劉宗周著，戴璉璋、吳光主編，〈中庸首章說〉，《劉宗周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6 年 6 月），冊 2，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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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靈氣貫通即仁，痿痺不通即不仁。良知與氣永相結合，然而良知永遠超

越而規範著氣。  

（四）真息 
  由前述，龍溪有靈氣觀念，如云：「夫天地靈氣，結而為心。……天地靈

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南雍諸友鷄鳴憑虛閣會語〉，卷 5，頁

112）靈氣也是氣，但究竟與一般之氣有別，由此建立心身二而一、一而二的

關係。龍溪更進一步因道教的影響，而上推到元神元氣的概念：  

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

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

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幾，性命合一之宗。（〈東遊會語〉，卷 4，

頁 85）。 

道教的氣功是以意運作，使腎水上提，心火下降。這種循環有一定的節奏，稱

為火候。不斷循環，使神氣由後天化為先天，最後成丹，即是藥物。從這段話

看起來，龍溪並非做道教氣功，而是藉以說明心身一體的關係。良知是靈氣，

就好像身心經過修煉後所復返的元神元氣。神氣互相循環，乃是就動靜互相滲

透而言。神動氣靜，神推動氣，氣收攝神，動靜相涵而轉化對方。變化氣質是

以神轉化氣，氣質澄清而神不虛懸。  

  龍溪有〈調息法〉，為學者所熟知。其重要文句有：「息有四種相：一風，

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委心虛無，不沉不亂，

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

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調息法〉，卷 15，頁 424）

乃是以調息與心定的相互作用來說明神氣往來，最後回到心息尚未分離的狀

態。這就不止道德實踐，而且有養生的意義。但調息的目的仍不在氣的修煉，

而在心的安定，因此終究要說：「吾儒致知以神為主，養生家以氣為主。」（〈三

山麗澤錄〉，卷 1，頁 12）  

  然而調息何以必要？耿楚侗曾舉羅近溪反對調息之說：「吾人自咽喉以下

是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

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近溪以為心神廣大同天，不應拘拘於身體修煉。龍

溪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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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

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

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

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

學一段工夫也。（〈答楚侗耿子問〉，卷 4，頁 101） 

就是說學問目的在性情，然而真我不離軀殼，調息有助於真我的自覺。  

  以上將調息作為致良知的預備工夫，但龍溪有時又否認調息的必要。龍溪

云：「千古聖學，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靈機。知得致良知，則真息自調，

性命自復，原非兩事。」（〈留都會紀〉，卷 4，頁 97）以為致良知就是調息。

對於「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之問，龍溪說：「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

方抱得成，……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

是生生不息之機。」（〈留都會紀〉卷 4，頁 98-99）「戒慎恐懼迺是孔門真

火候，不睹不聞迺是先天真藥物。」（〈示宜中夏生說〉，卷 17，頁 510）「神

為性，氣為命，良知者，神氣之奧，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

全，其機不外乎一念之微。」（〈同泰伯交說〉，卷 17，頁 508）上引諸條，

雖然將良知等同真息，但工夫只是於一念上涵養、戒懼，並不特別要求調息。 

  綜合龍溪自己的正反意見，就如上一小節的性、命關係一樣，良知比息更

為根本，因此致良知便不必調息。然而基於理氣的體用關係，致知格物的工夫

運用在生命自身之上時，致良知不但不必離開調息，而且調息所以使心安定，

正有助於良知的自覺。如果說致知格物運用在社會國家，尚屬倫理學範圍的

話，則運用到生命自身時，不僅關係於個人身心修煉，更步入生死的關懷，開

啟了宗教對話的契機。此點在工夫論處討論。 

三、工夫論 

（一）真我的發掘 
  龍溪一生周流各地主持講會，這些講會是各地紳士與學子追求身心性命之

學的自由結合，龍溪演講時每每鼓勵他們端正志向，指點向上一機，而這正是

良知呈現之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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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三者所志不同，而

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為建立，

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

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

皆非茍然者也。……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

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道山亭會語〉，卷 2，頁 31） 

富貴、功名、道德三種志向，都是真正發心要做，但卻有由外至內的不同層級。

唯有道德不倚靠外在條件，對外界亦無所貪求，因此是從真正的內在心體發出

的。內外、輕重是自覺的判準，使人知所抉擇而趨於道德。在這裡可看見良知

及其運作。在良知運作中，又可作如下的觀察：  

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

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樸實理會，自省自訟，時

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

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為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

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為未得本原、無補於性命，則一而已。（〈水西會約

題詞〉，卷 2，頁 29） 

如果良知是內在真正的心體，則致良知即心體的自致，其方法是從一念獨知處

自省自訟，改過遷善。如果向外求道理，則流於憑藉氣魄、知解、格套，雖然

與功名富貴的追求稍有不同，這些仍非心體，仍是須化除的私欲。由此例，可

知龍溪所以視良知心體為虛寂、無善無惡的緣故了。  

  龍溪主張悟心體，每引來脫略工夫之疑，其實可作另一種觀察。龍溪晚年，

作〈遺言付應斌應吉兒〉論良知與恕的關係云：  

我平生得個恕字受用，持己待人，兩無妨礙，恕便是保命符。人心不平，責

人常過，反己常不及，便是不恕。自聖學不明，人人失其本心，世之所謂道

誼者，未免從功利起根，道誼裝綴枝葉耳。雖在豪傑，非超然自信本心，未

有能脫其窠臼者。……師門致良知三字，人孰不聞？惟我信得及。致良知功

夫，徹首徹尾，更無假借，更無包藏掩護。本諸身，根於心也；徵諸庶民，

不待安排也。真是千聖相傳密藏，舍此皆曲學小說矣。……此知常惺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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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內照，自有許多未盡善處，無暇責辦他人。所謂強恕而行，終身無礙之

道也。（卷 15，頁 442-443） 

良知的功能在辨義利，須以道義為心而去除利欲，而不是以利欲為心而粧點道

義，這是本心。本心能自知，豪傑常人之別乃在於前者能自信本心。龍溪這段

遺言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要點，就是反己多於責人。致良知工夫的不包藏掩

護，乃是用於反觀內照自己未盡善處，於是無暇責人，而與恕道結合。對於龍

溪包荒、門牆不謹的批評，或者因為不理解其躬自厚而不責人的態度  。  

  龍溪說：「良知本虛本寂，不學不慮，天植靈根，天濬靈源，萬事萬化皆

從此出，無待於外也。」（〈漸庵說〉卷 17，頁 500）良知是真我，因而以「靈

根」、「靈源」稱之，而為創造萬事的基礎。然而這不僅是本體論，也直接帶

出工夫，龍溪以人心如泉之喻來說明：  

〈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者曰：「山下出泉，

靜而清也。」夫人之體，本自清靜，汨於欲，始塞始汙。果行育德，所以防

未萌而保自然也。溥博淵泉，以時出之，行成而德全矣。此混沌初開第一義，

聖功之所由生。……自此義不顯於世，世之人浸趨於欲，不知所以自養。卑

者動於聲利，而高者動於功能。間有覺其非而思反之者，則復溺於聞見，滯

於格套，激於意氣，矯持於末流，而忘其本原之所自。是汨其清靜之體，而

窒其時出之用，所趨雖殊，其為失養則一而已。夫君子之學貴於自然，無所

澄而自不汨也，無所導而自不窒也，而其幾存乎一念之微。（〈心泉說〉，

卷 17，頁 503-504） 

人心如泉，私欲是後起的污濁。修養的第一義是「防未萌而保自然」。私欲既

起，洵至聲利功能的追逐，對私欲的醒覺克制即所謂學。學應該是返本還原，

但世人之學包括聞見、格套、意氣等，乃是在末流處強制，反而添加了本原所

無之物，雖然其志可嘉，卻與私欲殊途同歸。因此學問要點在去除非本原者，

不但私欲，連「強制之學」也要去除。這學問乃基於對心體的無限信任，但亦

                                                 
  龍溪的態度還可參考以下資料。「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

（〈書累語簡端錄〉，卷 3，頁 76）「虎狼蛇蠍，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為

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水西精舍會語〉，卷 3，頁 60）另外，龍溪還自道包荒的個性：「不肖性頗

夷略，朋類易親，過於任率，漸流和混，誠則有之，此亦氣質未化之病。」（〈盟心會約〉，卷 15，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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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即現在心而得到清靜之體、時出之用才可，龍溪指出一念之微是其關鍵。由

於這是完全的本然，沒有一絲後天加工外來之物，因此是「無心之心」，是「無

善無惡」。 

（二）正心誠意 
  前節已論真我的探求，良知是靈根、靈源、心泉，是不可磨滅、不可隱藏

的萬事萬化之源。然而吾人一生在習染之中，則良知本體的呈現，須伴隨著習

心人欲的消除，因而有正心、誠意之學。  

  丁亥年 1527，錢緒山與王龍溪尚是陽明門下青年學子，即有四句教的爭

辯，陽明調停二人，認為四無說是利根之人的工夫：「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

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

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  」據此，利根之人指沒有習心的人。龍溪獨

立講學後，其實很少提四無說，但常提對應於上根、中下根的正心、誠意之學，

以下舉一例：  

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良知者，不學不慮，存體應用，周

萬物而不過其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人心之體，本

無不善，動於意始有不善，一切世情見解嗜慾，皆從意生。人之根器不同，

功夫難易亦因以異。從先天立根，則動無不善，見解嗜慾自無所容，而致知

之功易。從後天立根，則不免有世情之雜，生滅牽擾，未易消融，而致知之

功難。勢使然也。顏子不遠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便是先天之學。其餘

頻失頻復，失則吝，復則無咎，便是後天之學。（〈陸五臺贈言〉，卷 16，

頁 445） 

陽明說利根之人悟本體即工夫，中下之人有習心，有善有惡，故須隨處對治。

對照著看龍溪之言，正心、誠意之學的差別似乎在於前者悟得至善本體，不須

為善去惡的工夫。但龍溪著作中，去除私欲是隨處可見的主題。對於陽明後學

「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的看法，龍

溪便表示：「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撫州擬峴臺會語〉，卷 1，頁 26-27）。

又說明立志之方云：「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卷 3，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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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

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斗山會語〉，卷

2，頁 28）「從混沌中立根基」即是正心之學，卻與去除私欲不可分開。因此

龍溪有云：「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功夫，……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

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松原晤語〉，卷 2，

頁 42-43）不論頓漸皆是去欲復性的學問，因此以私欲習心是否存在，來區分

正心、誠意之學的看法，有必要再加檢討。  

  當前學者大體也都注意龍溪對於去除私欲的重視，於是一方面維持正心之

學不待去欲的看法，一方面則加強正心與誠意的連繫，「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

（〈東遊問答〉，《王畿集．龍溪會語》卷 3，頁 721）而龍溪所提倡的「一

念入微」，即是正心與誠意工夫的統一  。這種說法固然合理，但筆者以為

正心之學還可以看得低一點。陽明對四無說的解釋是「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

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似無低講的可能，但龍溪的正心之學則不

全如此。龍溪雖亦曾言：「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使從無處立根基，意

與知物皆從無生，……即本體便是功夫，只從無處一了百當，易簡直截，更無

剩欠，頓悟之學也。」然而又說：「上根之人絕少，此等悟處，顏子、明道所

不敢言，先師亦未嘗輕以語人。」這是對陽明天泉問答的解說  ，且語帶保

留，因此龍溪自己的正心之學可以低講。良知「存體應用，周萬物而不過其則」，

亦即兼先後天，而皆以照察化除良知之外的私欲為工夫  。龍溪所舉先天正

心之學的代表是顏子，據他描述，「顏子不遠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便是

先天之學。」因此先天正心工夫面對的並不是無失誤的心，而是在失誤形成以

                                                 
  彭國翔對此多所發揮，見所著《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 1
月），頁 141-147。  

  引文是龍溪對天泉問答的解說，見〈東遊問答〉《王畿集‧龍溪會語》卷 3，頁 721。這段話成為〈天泉證道

記〉中陽明之言的來源，見陳來，〈天泉證道記之史料價值〉《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10 月），頁 575-588。該文認為〈天泉證道記〉是龍溪弟子依據幾種材料編輯而成的，因此缺乏史料

價值。 
  唐君毅解說龍溪的「即本體以為工夫」為「悟本體而作工夫」。龍溪批評陽明後學流弊中的「良知當下圓成無

病，不須更用消欲工夫，此凌躐之論也。」（〈滁陽會語〉，卷 2，頁 35）凌躐即自視太高，唐先生解說道：

「此自視太高，則由其只于其良知之呈現中，觀良知之呈現；而不能依此良知以觀其良知之呈現處之外圍，或

底層中之障蔽與嗜欲之仍在。即其良知之呈現，自限自蔽于此呈現之處，而不能更廣大呈現，以知其呈現處之

外之下，障蔽嗜欲之在。此即其良知之呈現之不足。」因此認為其現成良知是：「然實則龍溪言現成良知，乃

悟本體，而即此本體以為工夫；非悟本體後，更無去蔽障嗜欲之工夫者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香

港：新亞研究所，1975 年 1 月），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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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先消除，後天誠意工夫則是失誤形成以後才求改過。因此「先天立根則動

無不善」，與「後天立根」的「未易消融」的區別，不在於世情見解嗜慾是否

興起，而在其是否凝結而成為習氣過錯。龍溪曾告訴萬鹿園（名表，字民望，

1498-1556）以悟修消除應酬煩悶、思慮耗竭的苦惱：「若論頓法，酬應思慮，

覿體瑩然，煩悶耗竭從何得來？總有煩耗，乃是習氣消化未盡。照破即了，更

無回換，亦是頓法，須是真悟真修始得，非言語所能湊泊也。」（〈鹿園萬公

行狀〉，卷 20，頁 604）所舉頓法兼有二義，一是覿體瑩然，一是照破殘餘的

習氣。這故事也說明先天之學可以包含照察消除的工夫。 

（三）致知格物 
  前面「正心誠意」一節介紹龍溪悟心體去私欲的工夫，與本體論的「一念

靈明」一節遙相呼應。本節進而討論靈明與人情事變的牽涉，則與本體論的「理

氣」一節相呼應。  

  龍溪之學和江右聶雙江、羅念菴的最大區別，在於江右主張「有未發之中，

而後有中節之和」，而主張在心體上隔離地做工夫；龍溪則主張即用見體，在

人情事變之中體悟未發之中，實現已發之和。 

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為極粗，

人面前便不肯出口。……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

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汙，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

極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真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沖元

會記〉卷 1，頁 3） 

龍溪反對講學時離粗言精，但也不是離精言粗，而是於粗見精，進而化粗為精，

「超脫得淨」。這就是緒山、龍溪主張「即用見體」，而不同於雙江、念菴之

處。龍溪又談到一念靈明與人情事變：  

魯江兄自嘉靖丙戌（1526）聞學以來，深信良知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法，

時時只從人情事變上理會。三十年來，未嘗轉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

上照察，煉銷融，以求復此靈明之體，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

玄妙見解上借入頭，可謂卓然獨立不懼者矣。（〈魯江  草堂別言〉，卷

                                                 
  魯江姓裘，龍溪有〈留別裘魯江用石雲韻〉，卷 18，頁 543。隆慶本《念菴羅先生文集》別卷 2 有〈與裘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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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頁 455-456） 

一念靈明與人情事變合一，用《大學》的術語說是致知在格物。一念靈明運行

於人情事變之上，在人情事變中反省自身意欲未化，於是煉消融以復靈明之

體，這完全是陽明知行合一的說法。但靈明之體講求超脫，人情事變講求軌範，

二者或有不能融會之處。魯江因此提出「忘機快活與終落塗轍，是生熟老少有

二學」的問題，龍溪答覆指出兩點，一則曰： 

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斂翕聚，以求超脫，只此便是養之之法。……

吾人欲求快樂，而不免於塗轍之累，不能如幼時之脫灑者，以機心尚在，不

能盡忘也。嬰兒應物，曾有知識否？曾有計算否？此可以默識矣。 

龍溪指出良知與人情事變本相結合，無礙其脫灑，唯因害怕事累才失去脫灑

 ，故稱為機心、知識、計算。龍溪接著要他安心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  

夫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

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蓋良知即道即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為

我有，命終不為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

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煉超脫即為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

二學。夫養深則化自顯，機忘則樂自生。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

只此知便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卷 16，頁

456。同樣意見又見〈不二齋說〉卷 17，頁 492-493） 

良知靈明是體，人情事變是用。良知靈明脫灑，倏忽存亡，如果放任不管，每

受人情事變影響，就是「隨物」，因此良知靈明須有「凝道」、「凝命」的工

夫。然而這工夫同樣不離人情事變，只是自作主宰，化被動為主動，在發用處

自省去除一切私欲、意見、格套、氣魄等，此即「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

收斂翕聚，以求超脫」，此即是「養」。由此而「化（良知變化）自顯」、「樂

自生」，而得到超脫。 

  從龍溪的格物說可以見到對行的重視：  

                                                 
  程子有「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之說，謂心欲避事以求不動，反而不能不動，有助於理解龍溪此處的意思。

見〔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二程遺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年 5 月）卷 3，頁 6 上，9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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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格物之義，或以格物為至其理，或以格物訓作無欲，其旨何如？先生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之應跡。如有父子之

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應感跡上，循其天則之自

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便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跡上用寡

欲功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物從意

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不及，

皆非格物之原旨也。（〈新安斗山書院會語〉，卷 7，頁 163） 

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不及」，亦

即物是中性的，其價值之賦與，有待於依循良知的天則或應跡上的寡欲。這是

「物」與「格物」的區別。有問致知格物之義尚信不及的，龍溪告曰：「日逐

應感，視聽言動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一時不

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南

遊會紀〉，卷 7，頁 156）也就是說，價值是實踐的結果，未經實踐，是「物」

而不是「格物」，物是中性的，隨時有流於妄與欲的可能。若經實踐，物得其

理而無妄，是為格物。 

  另外，一念是活動，已具知行。〈華陽明倫堂會語〉中，諸生請問知行合

一之旨。龍溪的解說承陽明而言「本體原是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

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卷 7，頁 159）此本體指知行本來面貌，然須

在一念中得到肯認。但雖可一念取證，若不推行，亦是懸空，故云：「學以不

失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答吳悟

齋〉，卷 10，頁 252）行屬物，知行合一即致知在格物。知行的合一是綜合地

合一，行不能化約為知，「盡其功」、「格物」皆不可少，亦即有實踐的必要

性。 

  萬鹿園曾與龍溪論格物說，其言云：「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

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千

態萬狀，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謂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

答云：  

君所說格物，正是說了致知。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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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

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明明德在於親民，明德即所謂致知，親民即所

謂格物。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奉勑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鹿園萬公行狀〉，卷 20，頁 602-623） 

鹿園以格去物欲為格物，格物而吾心本體呈露。龍溪則說這是致知，因為去除

氣魄、意見、格套等不屬良知者，而後良知呈現，故格去物欲是致知。然而龍

溪進而指出致知不離事物，格物指事物上的工夫。此處須辨者在「良知之感應

謂之物」以下幾句。陽明謂「明覺之感應為物」，今日學者多以此為「四無」

根源，以說明物上無工夫，同時也相似於雙江格物上無工夫，格物只是說致知

的效驗、感通。於是龍溪與雙江雖往復辯論良苦，似乎都在心上做工夫，只是

做工夫時有即物與離物的不同而已，物上不曾用力則是相同的。然而筆者認為

這段話正說明了致知有待於物上用力，「物」是「感應」，「格物」卻是「實

下手處」，不止「即物」而已。  

（四）有無相生 
  前兩節討論了龍溪對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見解，本節則貫串起來，

討論著名的四句教與四無說。陽明晚年四句教的幾種記載中，龍溪的〈天泉證

道記〉（卷 1，頁 1-2）最詳細，但也最缺乏史料價值。然而正因為由多種材

料編輯，其內容就不止於龍溪早年思想，而有足以代表其成熟見解者。龍溪曾

說：  

陽明夫子倡道東南，傳千聖學脈，予聞教悟入，超然遐覽，自謂可以立躋聖

地。悠悠歲月，四五十年來，徒抱定志，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誠為辜負此

翁。（〈冊付應吉兒收受〉，卷 15，頁 436） 

據陽明年譜，陽明在正德十六年辛巳 1521 歸越，龍溪諸傳記皆謂其從學陽明

在正德、嘉靖間，大約陽明歸越即來從學，時二十四歲。丁亥 1527 陽明出征

思、田之前，龍溪提出四無說，是時才三十歲。龍溪所說的「聞教悟入，超然

遐覽，自謂可以立躋聖地」，指這幾年有契良知之旨，而以四無說的提出為最

高峰。但值得注意的是「辜負此翁」之言。他一生從事講學著述活動，但並不

以做一教授為滿足，而思將所悟實踐到生命之中，才會有有志未就之感。錢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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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也指出龍溪與己相取為益，而日就平實的情形  。於是弟子彙集的〈天泉

證道記〉一文包含了一生工夫的結晶，筆者以為其中最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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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  

  上一節「於人情事變求超脫」的說法，相當於四無說中表達作用的兩句：

「無意之意則應圓」與「無物之物則用神」。陽明有「格物以誠意」之說，物

在外而意在內，因此「無意之意則應圓」與「無物之物則用神」兩句可以並觀。

意與物，可就經驗內容而言，而有對治義；也可提高至心體良知的流行而言，

此時即與心體良知一體而化，沒有對治義。「無意之意則應圓」與「無物之物

則用神」指的是後一義，意與物實就心體良知的直接發用而言，不論指工夫或

境界，都是無執而化，因此可稱之為「無」，學者對此已多申論，皆言而有據

 ，其中林月惠「工夫的無執」說最值得重視，茲繼續申論如下。  

  陽明晚年，與龍溪、緒山有關本體工夫的討論，除了天泉問答外，最著名

的是嚴灘問答。一般皆以《傳習錄》所載為據，筆者則以為龍溪為緒山作的〈行

狀〉，敘述更為清楚  ：  

夫子赴兩廣，予與君送至嚴灘。夫子復申前說，二人正好互相為用，弗失吾

宗。因舉「有心是實相，無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無心是實相」為問，君

擬議未及答，予曰：「前所舉是即本體證功夫，後所舉是用功夫合本體。有

無之間，不可以致詰。」（〈刑部陜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

錢君行狀〉，卷 20，頁 586） 

                                                 
  錢緒山〈與張浮峰〉：「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先師遺命相取為

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

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群情

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見〔明〕黃宗羲，〈浙中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卷 11，
頁 235-236。  

   牟宗三以陽明思想中「意之所在為物」與「明覺之感應為物」的歧義為四有、四無說的兩源，龍溪的兩種教法

之說有蕩越處，事實上只應有四句教一教法，四無言其化境。見《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9 年 8 月），頁 231-244，266-282。彭國翔指出四無說是將心、知、意、物視為體用關係和一個演繹結構，

包括存有論的實相和境界論的無執。見《良知學的展開》，頁 181、193-207。林月惠以為四無說是兢業保任本

體，而為工夫的無執，見《良知學的轉折》，頁 684-687。又，牟宗三解釋嚴灘問答，以「有心俱是實」為肯

定本體之實有，「無心俱是實」為作用上之無心，見前引書頁 55。其言「作用上之無心」可兼含「境界論的無

執」與「工夫的無執」。 
  關於嚴灘問答有四種記載，詳細的分析論述見鄧克銘，〈王陽明心學中之「無心」的意義〉《鵝湖學誌》33
期（2004 年 12 月）。鄧先生先引牟宗三有心為本體、無心為作用兩層之分，指出陽明的無心說更從作用推展

至本體。筆者以下論述則以本體為無心，作用兼有心無心，亦採納鄧先生見解，但論證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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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是實相」是「即本體證功夫」，意謂本體雖無而工夫須是有的；「無心

是實相」是「用功夫合本體」，意謂由實有工夫復還自然本體。這個解釋請參

證以下引文：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掛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

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懼是

祖述憲章之心法。……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合本體工夫，有所恐懼

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灑由於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於戒

慎恐懼之無間。（〈答南明汪子問〉，卷 3，頁 66） 

與〈緒山行狀〉合看，「無心」指本體的活潑脫灑，無掛礙繫縛。「即本體證

功夫」，指兢業翼乾地保任此體，有工夫是「有心」。「用功夫合本體」則指

戒慎恐懼以合於不睹不聞的本體，合本體是「無心」。  

  「即本體證功夫」與「用功夫合本體」二語有豐富涵蘊，可舉出三種高下

不同的解釋，由於龍溪論學面對諸乘，有較寬廣的當機性，三種似皆可以包容。

第一種是將二語視為高下兩個階級，前者已悟，是「上乘而兼修中下」，後者

未悟，由戒懼而漸入自然。第二種可能的關係，是視之為同屬悟道階段的境界

與工夫，龍溪說「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似乎指此而言。但還有第三種可

能，就是皆視為尚未悟道的階段，於是「無心」是一開始就要做「無執」的工

夫，而不僅是道德已成者最後一番消融淘汰而已。如果採第三種解說，〈天泉

證道記〉中言本體的兩句「無心之心則藏密」、「無知之知則體寂」還有發揮

的餘裕。 

  龍溪有云：   

密為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

言之，則為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為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

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

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

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

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牿於聞見，

涉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良

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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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也。……無知之知，是為真知，罔覺之修，是為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

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

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

遺寂，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即是道，若欲從之，是

猶二也，二則支矣。（〈藏密軒說〉，卷 17，頁 496） 

「藏密」典出《周易．繫辭上．11 章》「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因此和

工夫有關。洗心是汰除不屬於心本身的一切聞見聲臭支離之物，這工夫即齋

戒，「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蕩滌以至於無物可得，即是密。

密是未發之中，是真正的心體，才能發為真正的心用。而這種由體達用，即良

知之無是無非發為知是知非，但無是無非不是知是知非之外的一物，知是知非

即無是無非，所謂體用合一。無是無非即是「無知之知則體寂」，因此四無說

的一、三兩句同指本體，只是就「本體自身」與「發而不發的本體」分言，有

不同的表述。「隨時變易以從道」，語出《伊川易傳．序》，龍溪以為其言謂

於用處變動以求合道，是體用割裂。如果有道可跟從，則道在事外而且可見，

即不是「藏密」，「（變）易即是道」才是真理，則心體離發用亦不可得，才

是藏密。知是知非的良知有完全不可見的根原，是為「藏密」。龍溪又云：  

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為鬼神覻破，便是修行無力，非退

藏密機。不肖於此頗見有用力處，亦見得有得力處。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

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覿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

譏逆順不入於心，所以終日交承，雖冗而不覺勞，終日論說，雖費而不覺擾。

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跡雖混於世塵，心若超於太古。（〈萬履庵漫語〉，

卷 16，頁 462） 

這鬼神不可窺的退藏密機就是「無心之心則藏密」。「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

對」，在已起處見到未起，一念應感而凝然灑然。也就是本著此心天則而行，

完全不知有毀譽得失  。又如：  

見臺問良知虛寂之義。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知非，原只無是無

                                                 
   另一個意思是從無私欲說「思慮未起」。因此龍溪對於「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

設法救拯他」，說：「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

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即為轉念，方是起了。」（〈書見羅卷兼贈思默〉，卷 1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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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即虛寂之謂也。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

即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即體即用，無知而無不知，合內外之道也。

若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二則息矣。（〈別

曾見臺漫語摘略〉，卷 16，頁 464） 

無是無非與知是知非，虛與明，寂與感，是同時成立的。此條是說「無知之知

則體寂」，其結構同於「無心之心則藏密」，指合內外之道而不可息。  

  上舉諸條從體用不二而體不可見言「藏密」、「體寂」，無善無惡即是本

體即是工夫，不止是就有善有惡之無執而說的。唯因寂、密無可得而尋，只好

從用上看，而說體在用之無執上見到。體是神秘的、無窮的、不可竭的泉源，

而表現於用的流行。化除偏執是恢復原初體用，因為無執之體本來就有，且不

就「化除偏執」而言。「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

不起」，是以原無偏執的本體來應感，所以「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跡雖混於

世塵，心若超於太古」。  

  關於「藏密」、「體寂」作為入手工夫，可從下舉克己復禮的討論見之。 

與中復以其餘力，究心內典，若有所得，請質於予：「師門所謂良知，即佛

氏所謂覺。其間頓漸之說、有念無念、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種種同異，於師

門何所當也？願扣密義。」予笑曰：「彼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前所舉顏

氏之學，已盡其義。夫子克己歸仁之旨，克己者，修己也，一日而成，乃是

頓教，非以效言也。有念為邪，無念為正。四勿諸根互用，是從一念攝歸無

念，即所謂屢空也。循循欲罷而不能，即不盡有為也。修無念，不以無念為

證；修空，不以空為證，即不住無為也。纔滯言詮，即落窠臼。為仁由己，

須從一念入微，實致其知，從心悟入，不從見解意識揣摩，始為自得耳。」

（〈鄉貢士陸君與中傳略〉，卷 20，頁 643） 

文中「非以效言也」，指「天下歸仁」是工夫而不是效驗  。就是說，克己

工夫下手即納天下於胸中，克治即超越，其實只是一念攝歸無念。龍溪隨之又

                                                 
   「效驗」是朱子之說，其言云：「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按，稱許之意）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

而至大也。」見〔宋〕朱熹，〈顏淵．1 章〉《四書集註．論語集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4 月），

卷 6，頁 11 上。陽明則以為指全得仁體的工夫：「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為體，不

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見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傳習錄下．黃修易錄〉《王陽明全集》，卷 3，頁 110。龍溪發揮陽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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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工夫本體之相成，如頓－漸、有念－無念、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本體是

工夫的超越面。亦即前述的，雖然尚未悟道，起手就要「無執」，初步即是究

竟，漸就是頓。以下再舉兩例來申述：  

公深於竺典，余嘗戲曰：「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

為魔境，眾為魔黨，不屑混跡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為對法，非究竟

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即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背即觸，

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

而谷與鏡未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非者，不

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從心篇

壽平泉陸公〉，卷 14，頁 395） 

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

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

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問答〉，卷 15，頁 433） 

混跡同塵、無禍福，就是無善無惡，亦即無是無非。然而這和知禍福，亦即有

區別的道德世界，是同時成立的，龍溪稱為天人之際。從道德實踐進程來看，

應該先有平等的塵世，歷經不平等的道德修為，最終到平等的境界。魔境是塵

世，是道德行為所要超越的，再通過有差異的道德世界，終至超然平等的佛境。

龍溪同時講四句教與四無說（「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如果這是

有差異的道德世界與超然平等的佛境並存，並不難解。但龍溪卻說佛境與魔境

無別，表面看來，這是混淆了無道德的塵世與超道德的宗教境界。但筆者認為，

龍溪把道德實踐的化境放回原來的起點，正是其深意所在，故稱之為「立志之

辨」，即真正的、終極的志向。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本心與良知所表現的心

學精神，乃是把道德實踐的起點與終點合一，使實踐有當下依據，使聖境不是

無法達到的理想。但這仍然是在真實心地上說，龍溪的混跡同塵則就一般表現

上說，一日克己復禮，便於一切境不起不染，這是吸收了佛教以無執為至善，

與眾生平等的全然肯定，在道德實踐的初階即達於終極化境。然而，龍溪又將

至善伴隨著真知，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無心應世之中彰顯道德差異。這種方

式能使塵世肯定自己，又有持續進步的空間，先肯定一切再求取進步。龍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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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則無分別心，在塵世中寄託終極境界，這是真正的「藏密」。  

（五）晝夜 
  龍溪對於良知的討論，除了倫理學，更跨入身心性命的領域。讀《王畿集》，

可看到有許多友人從事道教養生，龍溪則以良知說與之對話。前文所舉〈調息

法〉中已作理論說明，本節再敘述其實際的運作。首先是龍溪對睡眠的討論。 

先生會宿山窩，子充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精神保合，血氣安和，

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

神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彀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

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

無動，是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

平旦清明之氣不使為旦晝之所牿亡，蓋幾之矣。（〈天柱山房會語〉卷 5，

頁 119） 

龍溪從睡眠與長壽的關係，進而談真息的問題。龍溪的見解與今人熟睡有益健

康的觀點截然不同。他以為常人的熟睡是氣濁的表現，他曾說：「世人終日擾

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

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三山麗澤錄〉，卷

1，頁 13）以為世人憑著後天昏氣過活，白天食用「後天渣滓厚味」以度日，

夜間「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亦即熟睡以恢復力量，而備次日之用。 

  龍溪續論至人則「有息無睡」，在此須先討論常人與至人的中間階段。《湛

甘泉先生文集‧天關語通錄》載有龍溪論睡法云：「睡有安樂法，是於靜中得

之。時醒而醒，時寐而寐。其醒也陽噓，其寐也陽藏。濁氣弗侵，元神不動，

與天同體。蓋坎離各得其位，陰陽之用也。故安樂。」這是與至人「有息無睡」

相對的前一階段  。龍溪自述境界，也是屬於中間階段的安樂法。龍溪與一

位以道教養生的朋友談論自己以良知養生：  

弟年來於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

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於緣物，一切命術是煉性之法，不過收攝

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為之收攝，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

                                                 
   〈《湛甘泉先生文集》中的龍溪語〉，《王畿集．附錄三．逸文輯佚》，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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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相禪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歸於命；自望至朔，

命伏於性。返照逆流，水火交姤，升降消息，自然之所為，乃真境界。若非

真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與呂沃洲〉，卷 9，頁 218） 

常人只憑濁氣，晝食厚味，夜則沈睡，始能挨排度日。龍溪的養生則將晝醒夜

睡視為自然的循環。此條中，性、命分別指陽、陰，猶良知與氣息，或精神與

身體的分別。一個月中以朔、望為陽、陰全盛的兩端，從朔至望，即陰陽的逐

漸替換的行程。如果縮短為晝夜，則正午、子夜是陽、陰全盛的兩端，晝夜循

環是陰陽的逐漸替換，這樣才能說明人何以有醒睡的循環，而在這歷程中得到

心息相依的修養。龍溪又答寤寐之問云：「寤以形接，寐而神交。……故闔為

入機，形疲之寐，非自然也；闢為出機，神馳之寤，非自然也。」（〈別曾見

臺漫語摘略〉，卷 16，頁 464）也是以為寤寐循環須符合自然的天時，而不是

濁氣用事，隨著疲勞或興奮而睡醒。  

  關於更高一層的有息無睡，茲引用另一段資料並觀： 

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

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

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

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息，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

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

是謂殺機。生機為順，殺機為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炯然，自由自在，先

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

此念寂然，不為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與

李原野〉，卷 9，頁 204） 

解讀此段文字最重要的關鍵是良知與息的關係。從良知是靈氣的觀點來說，良

知是大化的根源  ，而氣是大化的流行。良知永遠在流行中放著光明，先天

清氣與後天濁氣是流行的兩個階段，與良知的距離有遠近之殊。清氣（息）雖

非良知而不離良知，所以清氣的運行，晝則形開魂興，夜則形閉魂藏，對良知

                                                 
   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即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大始。（〈答

季彭山龍鏡書〉，卷 9，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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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彰顯與保護的功用，因此醒時「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為緣轉」，

睡時「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炯然，自由自在」。濁氣同樣有生機殺機，

然而缺乏與良知互相涵養的工夫，白日則氣魄用事，夜間倦極沈睡，濁氣掩蓋

良知，只能有限度地恢復生理疲勞。這裡涉及氣功養生的問題，筆者身為門外

漢，本不應輕置一詞，然而筆者以為龍溪此處的工夫與其說是養氣，不如說是

心氣交養，甚至只說養心亦可。他知道活動與休息的主體是精神，而不是身體。

身心活動應有節奏，對深層的良知不動應有自覺。良知如水鏡，「水鏡之喻，

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

水鏡無與焉。」（〈答季彭山龍鏡書〉，卷 9，頁 211-212）就是事務再多也

不帶來精神的紛擾。調息與其說是身體性上的氣功，不如說是藉著調節呼吸來

安定精神，進而促成良知的自覺。沒有這種自覺，只憑身體與思慮去生活的人，

白日活動固然失去步驟，夜間睡眠時，活動的刻痕仍然繼續著，超過一定程度

則有夢魘、夢遊等行為，而無法真正好眠。但至人良知自覺，並不是不睡眠。

龍溪回答王遵巖（名慎中，1509-1559）「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

之問，說：「若知燕息之法，當嚮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

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

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千百。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三山麗澤

錄〉，卷 1，頁 13）一點元神指良知，是常知覺的深層意識，比於「種火」，

則又是生命根源，其熄滅是生命的終止。靜坐或氣功程度高深的人不需睡眠，

這種說法是有的，但筆者以為龍溪言論重點在於陽明用心如鏡，故軍務倥傯而

不覺疲累。懂得燕息之法，白日固然應物不倦，夜間意識亦能完全休息，獨留

一點元神而已。  

  龍溪曾遊蘇州報恩佛寺，兩登佛塔至第八層，而毫無倦意，而有如下的問

答。  

蔡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餉間兩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

道乎？」予曰：「昔嘗從陽明先師遊，登香爐峰，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

聲振林麓。眾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

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千仞

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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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

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

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跡亦若是而已。」

（〈報恩臥佛寺德性住持序〉，卷 14，頁 407-408） 

在朱得之對陽明登香爐峰的記載中，陽明對登高如履平地的解釋只有一句：「我

登山不論幾許高，只登一步。  」因此魂魄關係是龍溪的發揮。魂與魄，猶

前述神與氣，良知與息，心與身的關係。龍溪把這養生觀念用於登樓，且是活

動的運用。從身體說，原來是孤獨的腳步上，現在有心靈的陪伴與潤澤，腳

步隨之輕軟。從心靈說，原來是急躁憂，欲速不能，現在則注心當下，而有

步步高昇的愉悅。原來是心上身下而相分離，現在心下身上而相結合。這是從

「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向「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的轉化。「神滯」一

詞值得玩味。心是靈明，其活動不受身體限制，似應是活潑無滯的。但「神」

是「氣之神」，如果心思離開身體的憑藉，飛到山頂又墜落山下，便是由「神

馳」而「神滯」  。由此觀之，良知靈明不僅是修養的指導者，也是修養的

對象。作為指導者，良知注念於當下情境，由妥善的應對而良知得致。作為對

象，則靈明本身雖不待修養，但作為氣之神，卻須借徑於氣的修養。龍溪在道

德實踐的場合強調「致知在格物」，在身心的場合又何嘗不是如此。心神的修

養必須憑藉身體與氣，而身體與氣亦得其養。 

（六）生死 
  在前節討論睡眠的主要引文之後，龍溪又討論生死的問題：  

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

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

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

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

久生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

                                                 
   〔明〕朱得之述，《稽山承語》，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 卷，3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8 年 9 月），34 條，65 頁。 
   龍溪有言：「醫家以喜怒過縱為內傷，憂思過鬱為內傷。縱則神馳，鬱則神滯，皆足以致疾。」（〈留都會記〉，

卷 4，頁 92）在登山活動中，幻想登頂之樂是「神馳」，因氣喘失望轉而憂慮是「神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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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

退以為進，沖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扃之鑰，啟乎無轍

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卮言，一以為懸

解，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

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用九不為首也。以沖為盈者，

滿損益謙，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

達天德，是為不殺之武。無扃鑰可守，無轍跡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為用

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天柱山房會語〉，

卷 5，頁 119-120） 

龍溪舉出任生死與超生死兩個層次。對一切毀譽得喪平等而觀，以至壽夭生死

如一，是任生死；生而無生，死而無死，一念萬年，是超生死。這兩個層次皆

有賴於良知的自覺，且是就「良知無是無非」一面而言。任生死者，即眼前時

光而無所動，如云：「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

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吾人生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

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捨，有欣有戚，有一毫

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答李漸庵〉，卷 11，頁 272）良知本來

不動，致良知至於不動心，一切放下，則死時亦能不動心，一切放下。至於超

生死的境界則在體悟良知的永恆。前引文謂「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

元神，本無生，本無死」，由於良知虛寂明通，雖應物而不動，對此深入體驗，

而知它是超越個人生死的不壞元神。龍溪解釋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云：

「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為之主宰。……知生即知死，一點靈明

與太虛同體，萬劫長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華陽明倫堂會語〉，

卷 7，頁 160）這也因為對龍溪而言，一念靈明是最真實的基點，連死生也是

從念頭起滅來定義的緣故。因為本無生死，行為超過了目的性，然而，其一任

自然卻不是順化（任生死可說是順化），而是行為雖合乎道德卻完全找不到道

德的痕跡，所謂「無扃鑰可守，無轍跡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為用也」，這

些語句要從四無說來理解，而為「藏密」的極致。最後再引一段相似的文字來

說明： 

(1)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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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為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

為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2)惟其隨

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為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為無，

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途惡道，皆緣應也。(3)自其不變言之，

凡即為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即為凡。冥權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

無他物。不可不慎也。（〈答王敬所〉，卷 11，頁 277）。 

筆者認為此段顯示龍溪在永恆靈明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佛教的超越性。分三

小段來看。(1)不變與隨緣兩項中，良知不變是永恆真理，緣屬外在，是中性

的。良知隨緣而不可污染，緣有起滅而良知無起滅，故良知通晝夜死生而未嘗

變。在本體論上，良知是永恆靈明，不但不同於空，亦不同於如來藏。(2)緣

是中性的，靈明的障蔽起於自己對緣的執著，因此有起滅存亡。然而靈明與緣

本來是完全並起，以為在緣之外有靈明，是「空裡生華」；以為緣即是靈明，

是「水中撈月」。如果執著至死，則緣應而輪迴。(3)緣是中性的，人永遠在

緣裡面，然而其中有良知虛體，因此聖凡同體。關鍵只在當念覺醒，悟則為妙

應隨緣，不悟則起滅憑物。於是，龍溪在立足於良知本體，又不否定事物（緣

是中性）的情形下，說明超脫死生的工夫。  

四、結語 

  本文分析王龍溪的本體論與工夫論，主旨在顯示他以「一念靈明」來繼承

與發展陽明的良知說。就真道德的辨別，良知真我，是是非非進於無是無非，

這些地方是對王陽明的繼承。但跨過倫理學的界限而與佛老對話，雖然也是發

端陽明，龍溪顯然是走得更遠。  

  當前對王龍溪的研究較集中於四無說的解釋，由於龍溪學說有即體即用與

隨機立教的特性，超越的體悟未曾離開事為，諸家解說都能成立，只是衡諸龍

溪眾多超潔精微的言談，不免有未盡其意之感。本文亦從龍溪的道德實踐開始

討論，並特重「藏密」的解說。除了道德實踐，當龍溪把致知格物用到自己生

命之上，就成了真息的體驗。他在一念上求超脫的結果，更是體悟到靈明的永

恆性。於是龍溪的「藏密」，不僅是道德上的無執，更是向終極本體的回歸。 

  本文指出良知除了作為道德實踐的根據外，又是「種火」，即生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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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吸收道教調息的修養，但又超越了身體修煉的層次。良知無善無惡之

極，打破佛境魔境的區別，對塵世有全然的肯定，而又不悖於道德的進步。這

些探討展示龍溪如何以儒家道德立場融攝道、釋二教，為龍溪所說的「良知兩

字，範圍三教之宗」（〈南遊會紀〉，卷 7，頁 154），提供了另一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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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ang Ji's Ontology  
and Theory of Practice 

Chung, Tsai-Ch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Wang Ji (Longxi, 1498-1583)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of Conscience. Wang Ji used “the 
occurrence of brilliant conscience” as his basic theory of ontology, by which 
heaven, earth, and myriad things are created in practice. In this theory there exists 
only man’s physical nature, which is regulated by Conscience permeated with 
Physical Force. Corresponding to his theory of ontology are practices executed by 
correcting mind-heart, purifying will, extending perception, and rectifying matters. 
In these respects Wang Ji developed his theories beyond Wang Yang-ming’s; 
however, he basically inherited Yang-ming’s philosophy characterized by a unity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A considerable part of Wang Ji’s thought crosses over 
the boundary of Ethics and comes closer than Yang-ming to Taoism and Buddhism. 
Wang Ji’s emphasis on “Hiding in Secrecy” is exemplary of not only 
non-attachment to morality, but also a return to the ultimate, the origin. He 
combines both the practice of breathing and extending conscience. From the 
thought of transcendence he understood that “brilliant conscience” transcended 
life and death. He annihila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uddhist realm and the 
evil realm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non-good, non-evil state of Conscience. By 
doing so he made complete affirmation of the mundane world while still in search 
of moral advancement. All of these demonstrate that Wang Ji incorporated Taoism 
and Buddhism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Confucian morality. 

 
Keywords: Mind-heart learning Wang Ji Conscience Three philoso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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