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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陽明後學此研究領域，在現今後出轉多的文獻、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與

頻繁地學術交流等因素下，儼然有脫離陽明，卓然獨立為一研究區塊之勢態。

本文即是在此前提下，擬揭示向來僅以「龍惕說」為人所知的季本思想，透

過董理季本曾散佚的文獻與經注，針對日前相關研究成果尚有爭議，或有待

商榷者：「龍惕說」所批判的對象、彭山心性論的發展，以及雙江、彭山相

近處等三個議題，進一步地釐清與探究，並藉此闡述季本思想的內涵，期能

補述日前相關研究之不足。 

 

 

關鍵詞：季本 戒懼 浙中王門 龍惕說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為作者國科會「王門後與『經典』研究（NSC98-2410-H-003-138-MY2）」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以

〈有關牟先生陽明後學之補述——以季本思想為例〉為題，發表於「《心體與性體》出版四十週年紀念」國際研

討會（2009.12.25），經大幅度修訂成本文內容，特此說明。此外，感謝審查委員詳細的評論與建議，筆者獲益

良多，於此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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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季彭山（本，字明德，1485-1563），浙江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

建寧府推官。宸濠反，自請往守。後召拜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歷位揭陽、

弋陽、蘇州、吉安，最後以長沙知府罷致。載書攜諸子就居禪寺誦讀，並著經

解十數種，卷百二十卷，累數百萬言。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  

  相較於王龍溪（1498-1573）、聶雙江（1487-1563）、王心齋（1483-1540）

等人的研究成果，彭山所受到的關注，顯然微不足道，這與早期的研究方法、

文獻之不足等主客觀因素不無關係。以研究方法而言，八○年代前，學者多以

陽明為主軸，即使有門人，乃至後學之專論，亦是以陽明為參照係數對比之，

透過此對照以突顯諸子思想之特色，這便造成眾多弟子中，只有光華奪目者方

受到青睞  ；就文獻而言，曾經一度散佚的《龍惕書》  、《四書私存》等

攸關彭山思想之重要著作  ，則導致研究者陷入「巧婦難為」的窘境  。筆

者透過國科會資助，得至對岸謄錄《龍惕書》、《四書私存》等臺灣未有館藏

之文獻，藉此閱讀、整理彭山之相關著作，略有所得，今不揣淺陋，針對日前

相關研究成果中尚待商榷，與未論及者探究之，並藉此闡述彭山思想，以就教

                                                 
   有關彭山的生平資料，可參：黃宗羲，〈浙中王門學案三〉，《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 年），

卷十三，頁 19-20；張元忭，〈季彭山先生傳〉，《不二齋文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卷五，頁 22a-27a；蕭良幹、張元忭等撰，〈人物志 理學〉，《紹興府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 年），卷

四十二，頁 10 下。 
   有關早期陽明學的研究方法，相關論文，請參：林月惠，〈緒論〉，《良知學的轉折》（臺北：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05 年），頁 1-23；另關於唐、牟二人對陽明後學的研究方法，可參考：林月惠，〈唐君毅、牟宗三

的陽明後學研究〉一文，發表於：「第八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百年儒學與當代東亞思潮」，臺北，

臺灣師範大學，2009.10.27。 
   季本，《龍惕書》（北京：北京圖書館縮微製品第 18019 號，明萬曆三十一年劉毅刻本）。 
   季本，《四書私存》（北京：北京圖書館縮微製品第 12761 號，得自林氏樸學齋藏本）。 
   由於《龍惕書》一度被認為失傳，故研究者若觸及「龍惕說」內涵時，僅能藉助彭山與諸子往來論辯的書信內

容，勉強地拼湊出其內容。即使善於翻查資料者，也僅能參考收錄在《季彭山先生文集》中〈贈都閫楊君擢清

浪參將序  月山〉一文，本文除了內容有涉及龍惕說部分主張以外，且由於楊月山（生卒年不詳）即是彭山撰

龍惕說首度貽書以贈者，獨具意義。請參：季本，〈贈都閫楊君擢清浪參將序  月山〉，《季彭山先生文集》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明別集類》第 106 冊，卷一，

頁 849b-d。然即使如此，終是尚隔一層，彭山主張到底為何仍未能盡吐為快。可參：張學智，〈黃綰的「艮止」

與季本的「龍惕」〉，《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55-159；彭國翔，〈中晚明

陽明學的本體與工夫之辨〉，《良知學的展開》（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頁 332；錢明，〈各流派的主

旨與糾葛〉，《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48-149；吳震，《明代知識

界講學活動繫年》（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年），「季彭山作《龍惕書》」條，頁 71-72；楊祖漢，〈王龍

溪與季彭山的論辯〉，《當代儒學研究》第一期（2007 年 1 月），頁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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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方家。  

二、季本思想舊說釐正 

（一）「龍惕說」針砭的對象 
  彭山著述充棟，然在王門中，最為人所熟稔者，即撰於嘉靖十五年（1536）

〈與楊月山龍惕書〉一書。此書所主張的「龍惕說」常被視為其學說宗旨──

 主戒懼之功。此說乃為針砭主自然者所發  ，準此，彭山被劃歸王門修證

派一支，自是理所當然  。不過「龍惕說」所批判的對象到底為何？至今說

法多有分歧，今就《龍惕書》內容試探究之。 

  如前所言，「龍惕說」是彭山批判「主自然」的王學門人所提出的法門，

所謂「門人」意指何人？楊祖漢、張學智、吉田公平皆以為是針對龍溪思想而

發  ，吳震根據胡今山（生卒年不詳）之言，認為是心齋一流  。觀彭山自

輯錄《龍惕書》內容，心齋並沒有參與，且龍溪不但致書與彭山激辯，亦與其

弟子，同時亦是彭山門人之張陽和討論「龍惕說」  ，加上龍溪明言「學當

                                                 
   如：牟宗三，〈王學之分化與發展〉，《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頁 309；唐

君毅，〈王學之論爭及王學之二流（下）〉，《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全

集校訂版），頁 369-370；張學智，〈黃綰的「艮止」與季本的「龍惕」〉，《明代哲學史》，頁 155-159；彭

國翔，〈中晚明陽明學的本體與工夫之辨〉，《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頁 332；錢明，

〈各流派的主旨與糾葛〉，《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頁 148-149 等皆以「龍惕」為彭山思想宗旨。 
   相關論文，可參考：楊祖漢，〈王龍溪與季彭山的論辯〉，《當代儒學研究》，頁 23-49。 
   這是依據早期岡田武彥的王門三派說。請參：氏著，吳光等譯，〈王門三派〉，《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03-159。 
   同前註，楊祖漢，〈王龍溪與季彭山的論辯〉，頁 24；張學智，〈黃綰的「艮止」與季本的「龍惕」〉，頁

157；吉田公平，〈季彭山の『說理会編』について〉，《漢意とは何か》（東京：東方書店，2001 年），頁

632。 
   吳震，〈序說─簡述陽明後學〉，《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9-30。胡

今山之語，見黃宗羲，〈浙中王門學案 五〉，《明儒學案》，卷十五，頁 51。然胡今山所言「汝中無善無惡

之悟……汝止以自然為宗」應不宜作為龍溪與心齋之別，因為龍溪本人也主張以「自然為宗」。職是之故，吳

震的說法便有待商榷。 
   歷來根據《明儒學案》所言：「先生（陽和）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浙中學案五〉，卷十五，

頁 46，以陽和得學於龍溪，然不甚契，師徒嘗數度論辯，然陽和良知學既然啟蒙於龍溪，何以又篤信四有教法

呢？似乎除了其個人根性的主觀因素外，沒有更好的解釋。今得《龍惕書》，內收錄〈張太史撰彭山季先生傳

略〉，其篇名下附誌「太史名元忭，字子藎，號陽和，門人，紹興府山陰縣人」數字，方知陽和亦為彭山門人，

準此，可解前惑，亦可明白何以昔日陽和執「龍惕書」就教龍溪之緣由，此事見：王畿，〈與陽和張子問答〉，

《王龍溪全集》，卷五，頁 390-394。而陽和在〈彭山季先生祠堂碑〉言：「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

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司馬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張元忭，《不二齋文選》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卷四，頁 60a，詳盡地描述自己比照雙江拜陽明於門下的方式，

成為彭山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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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為宗」，故「龍惕說」所批判者當為龍溪。然值得注意的是，彭山並不

是將「主率性自然」之流弊訴諸陽明，而是上溯至象山（1139-1192）門人楊

慈湖（1141-1226）  。他說：  

既而慈湖楊氏之書出，先師以其順性命之理，無所勉強，謂其得心體之本然，

偶有取焉，一時門人多習其說，語及學問率主自然，而勉強工夫輒為費力，

則若自然無與於工夫者。   

日前所見《慈湖遺書》之通行本，乃明人秦嶼湖（ 1482-1540）、周充之

（1474-1531）的輯刻本，至嘉靖十二年（1533）又有增訂本問世，而其思想

亦隨之流傳興盛  ，此事引起當時思想家的注意，尤其對「心即理」之主張

甚有異議之羅整菴（1465-1547）、湛甘泉（1466-1560）、崔後渠（1478-1541），

憂閑先聖之道，皆撰文攻訐之  。相較之下，陽明對慈湖的態度便寬和許多，

遍觀《王陽明全集》，僅見「楊慈湖不為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一語

 ，當然這與陽明生前，慈湖學說尚未盛傳不無關係，不過相較於其他批判

慈湖的明儒，陽明與慈湖的主張的確有其共通處—兩人都是在心即理的脈絡

下，各自提出其教說。兩人教說的差別在於陽明強調致良知須「必有事焉」方

顯—無論動靜、隨事隨物皆須精察此心，而慈湖則偏重洞然寂焉的「不起意」

工夫  。彭山並非不瞭解兩人的共通處  ，但他更著重兩人的差異處  ，以

為良知教要旨為主宰常惺，戒謹恐懼，反觀慈湖之說則貴自然而少警惕，因而

對其說批判甚為猛烈，甚至援整菴之說以入己說：  

                                                 
   這一點已為吉田公平所提出，見氏著，〈季彭山の『說理会編』について〉，《漢意とは何か》，頁 632-634。 
   季本，〈龍惕書自序〉，《龍惕書》，頁 2ab。 
   請參：趙燦鵬，〈宋儒楊慈湖著述考錄〉，《書目季刊》第 39 卷第 4 期（2006 年 3 月），頁 34-35。 
   相關論文：吳震，〈楊慈湖をめぐる陽明學の諸相〉，《東方學》第 97 期（1999 年 1 月），頁 68-81；游騰

達，〈陽儒陰釋：論羅整菴、湛甘泉對楊慈湖的評判〉，《中國文學研究》第 26 期（2008 年 6 月），頁 77-115。 
   王守仁，《傳習錄》第 310 條，頁 354。本文《傳習錄》所採用的版本為：陳榮捷，《王陽傳習錄詳註集評》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其中的條目編號亦採之，以便讀者翻查。 
   相關論文，請參：鍾彩鈞，〈楊慈湖心學概述〉，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7 期（2000 年 9 月），頁 289-338。 
   彭山言：「先師以其順性命之理，無所勉強，謂其得心體之本然，偶有取焉。」季本，〈龍惕書自序〉，《龍

惕書》，頁 2a。 
   吳震則以為探究慈湖重視「自然」的主張並非無意義，但十六世紀中期在南京興起「以自然為宗」的風潮之現

象，毋寧應歸諸陽明思想所致，職是之故，彭山反對自然乃有感於陽明學之定向有些微的偏差。請參：氏著：

〈楊慈湖をめぐる陽明學の諸相〉，第 97 期（1999 年 1 月），頁 4。言下之意，認為陽明思想亦是彭山批評

的對象之一，此說恐有待商榷。因為根據〈龍惕書〉內容，彭山將慈湖歸諸二氏之理，「聖學所以不取」，且

對師教帶有一份崇仰之敬意，曲意迴護，準此，與其說是批判陽明，毋寧說是力斥陽明後學中傾向慈湖主張者

更為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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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檢得整翁《困知記》內閱慈湖書有感，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

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其下又云：「鏡中之象與鏡

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一，收不隴，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此亦可

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這段引文是彭山在收到雙江的回信後，再度致書的內容。整菴是批判王學之程

朱大儒，他強調「理」才是一切存有之根據，以「理一分殊」解釋理與天地萬

物的關係—「太極則一，而分則殊」  ，故發育萬物乃天理造化之功，人亦

是在此造化之中，並沒有也不能參與其中。雖然如此，在「物物各具一太極」

的理論下，吾人亦具此理，惟必須透過窮理工夫，以至「盡心知性」之極致。

其心性論是以心之未發為道心，為性；心之已發則為人心，為情，「如理有未

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  ，執此對於象山、慈湖、陽明等主張心即理者，

一概視同禪學  —即皆「執靈覺以為至道」，「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者  。

彭山摘錄的這段文字，是整菴閱《慈湖遺書》後所撰之詩文，此詩批判慈湖所

主張的「天地萬物皆在吾性量之中」之說，與《楞嚴經》所言「山河大地，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並無二致  ，是欲以心法起滅天地。對整菴而言，人心變

化有生有滅，今欲以此生滅之心範圍天地，發育萬物，根本是「欲私造化以為

己物」之不自量力！乃「放言無忌」之說，疑誤後學不淺，故強烈批判之。整

菴在這首詩中，欲闡明天地萬物（鏡中萬象）與心（鏡）實不相干，若不能在

性理上參究，不過是意見作弄罷了。其所言「鏡中萬象原非實」並非否認天地

萬物之實存，而是依著慈湖的思路而言，若「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我性

中之形」的話，則天地萬物不過是「鏡象之虛」，何實之有哉？整菴嚴厲地批

判慈湖的主要理據，在於他反對心即理之說，更遑論以本心作為宇宙生化之根

                                                 
   季本，〈答聶雙江〉，《龍惕書》，頁 9b-10a。 
   相關論文，請參：請詳參：鍾彩鈞，〈羅整菴的理氣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6 期（1995 年 3 月），頁

199-220；鄧克銘，〈羅欽順「理氣為一物」說之理論效果〉，《漢學研究》第 19 期（2001 年 2 月），頁 33-57；
楊祖漢，〈羅整菴、李栗谷理氣論的涵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31 期（2007 年 7 月），頁 216-225。 

   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年），卷上，頁 22。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根據鄧克銘的研究，已經指出：整菴所謂「禪學」指的是禪宗的思維方式，而並不特定為

某一禪師或僧人，亦即其所謂「禪學」並不完全是佛教意義的禪宗。請參：氏著，〈明中葉羅欽順之禪學批評

的時代意義〉，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6 期（2000 年 3 月），頁 487-522。 
   羅欽順，《困知記》，卷下，頁 35。有關羅整菴的心性論，請參：鍾彩鈞，〈羅整菴的心性論與工夫論〉，收

入《鵝湖學誌》第 14 期（1996 年 12 月），頁 41-73；鄧克銘，〈明儒羅欽順心性論之形成與意義〉，《國立

編譯館館刊》29：1（2000 年 6 月），頁 191-208。 
   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年），續卷下，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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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嚴格說來，整菴之評論並無關涉「鏡喻說」的成立與否，今彭山引用其語，

不過欲取其「鏡中象與鏡非一貫」之語，作為己說之補充，殊不知整菴批判背

後的底薀，是連自己所依循的師教（陽明）也在其批判之列。彭山思路之不明

與對師教之不解，可見一斑。但據此亦可知，彭山主「龍惕說」乃欲批判慈湖

思想所引發之流弊  。  

  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慈湖遺書》簡明提要》說道：  

宋楊簡撰。陸九淵之學近乎禪而非禪，其全入於禪則自簡始，猶王守仁之一

傳為王畿也。然畿多空談，簡則有實用；畿不矜細行，簡則不失為正人。   

亦即在後人眼裡，陽明之於龍溪猶象山之於慈湖，而非心齋，再加上《龍惕書》

全書中，並不見心齋任何回應，足見「龍惕說」所批評的對象，遠為慈湖，近

則龍溪。準此，便可理解徐文長（1521-1593）所言：  

時講學者多習於慈湖之說，以自然為宗，懼其失良知本旨，因為〈龍惕說〉

以挽其敝，識者謂其有功於師門。   

這一段話的真意。  

（二）晚年心體說的修正 
  彭山特出於其他諸子處，即在其經學上的成就，這一點已逐漸受到研究者

的關注  。其精熟儒家經典，自有其淵源：  

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於鄉，尋丁父母憂，自是

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   

罷歸後，猶撰書、講學不輟，且涉獵群經，其著作含攝《五經》  ，其廣博、

                                                 
   日人吉田公平甚至以此作為彭山心性論的特色，請參：氏著，吉田公平，〈季彭山の『說理会編』について〉，

《漢意とは何か》，頁 633。不過吉田的研究主要是根據《說理會編》立言，本文之說可視為其主張的註腳。 
   〈《慈湖遺書》簡明提要〉，附楊簡著，周廣編，《慈湖遺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書首。 
   徐渭，〈先師彭山先生小傳〉，《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二十五，頁 629。 
   錢明在其新作中，提及「季本晚年重視儒家經典詮釋的為學特點，在陽明學派中，可能只有黃綰可與之比肩」

〈浙中陽明學者的個性特徵〉，《浙中王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01，並將兩

人合撰在同一章節，名之為「浙中王門的經學型態」。不過在此擬補充者，即錢氏雖注意到彭山重視儒家經典

此一事實，然其論據乃從其罷歸後，大量注經之舉而得的結論，此乃忽略彭山家學淵源之因素（否則陽明與南

野也不會如此地勸說之），故錢氏之說不無瑕疵。 
   蕭良幹、張元忭等纂，〈人物志 八理學〉，《紹興府志》，卷四十二，頁 10a。 
   彭山的經解，計有：《春秋私考》、《廟制考義》、《讀禮疑圖》、《四書私存》、《樂律纂要》、《詩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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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熟之程度，實王門中少見者。之所謂「少見」，乃有其理據。要在陽明所揭

示的良知教中，並不鼓勵人從文字入手。彭山在陽明生前，便曾為此而受指正： 

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

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

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

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   

亦受到堅守師說的南野指點  ：  

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默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脈，引

伸觸長，精研妙詣，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流注，恐未免習心根據其

中，將有潛滋密蔓，為廓然太公之累而不自覺者，亦未可以為小小疵病而不

之察也。   

從彭山晚年依舊致力於撰著經解，可見他並不契於師說與同儕所提醒的工夫進

路—此良知為天地萬物之存有，乃至德目、工夫的拱心石，不必依賴研讀經典

便能識得。準此可知，其思想自成一格，未必與陽明同路。  

  事實上，彭山雖然比龍溪、緒山、東廓、南野等人都還要早及門  ，然

其根器似乎不及諸子。從相關的文獻記載，可略窺一二： 

王（思）〔司〕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

曰：「吾觸之不動矣。」   

                                                                                                                                      
頤》、《易學四同》等十一種，可見其著作遍及四書、五經儒家經典文本，詳參：徐渭，〈先師彭山先生小傳〉，

《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628。 
   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答季明德丙戌〉，《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六，

頁 214。 
   彭山受到陽明與南野指正之事，亦為後人立傳中所提及：「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

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陽〕文莊，

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鄧元錫，〈心學述〉，《皇明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6 年），卷四十三，頁 17a。 
   歐陽德，〈答季彭山 二〉，《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頁 79。 
   根據彭山弟子徐文長所作的行狀，彭山是在陽明任太樸卿守制還越時，造門師事之。請見：徐渭：〈師長沙公

行狀〉，《徐渭集》，卷二十七，頁 644。考其時，當在正德七年至八年（1512-1513）間，不過在陽明年譜中，

並沒有記載此事，但在「九年甲戌」條中，載諸多弟子同聚師門，日夕講學不懈，彭山即在弟子之列。請見：

王守仁著，吳光等編：〈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頁 1237。據此可推知，彭山當是在正德九年

之前，拜陽明於座下。比起東廓、南野等人，至正德十一年之後，才陸續受業於陽明，彭山入門顯然要早得多。 
   王守仁著，吳光等編，〈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頁 1238。年譜中，所載「王思輿」，參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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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黃石龍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予曰：「見否？」則對曰：「見。」既而，以筯

隱之卓〔桌〕下，又問曰：「見否？」則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

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初亦不解，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

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

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

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   

彭山少師事王司輿（生卒年不詳），這一點在後文會再論及。這段對話正可說

明彭山在師事陽明後，仍與「前師」有所往來。這段紀錄見於陽明年譜正德十

一年「十月，歸省至越」條，當時彭山師事陽明已有兩年以上的時間，然對於

陽明平寇得成，彭山未能「信得及」，正顯示他對陽明為人、為學各方面的理

解尚不及非王門中人的王司輿。  

  第二段引文雖未能得知事發何時，然從鑑湖位於浙江紹興  ，及黃久菴

（1480-1554）在陽明平濠歸越時，拜訪之，聞致良知之教，大為嘆服，遂稱

門弟子等線索  ，可推知這段師生對話當介於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至

嘉靖六年（1527）年底（陽明受詔命征思田）之間  。陽明以 之隱顯問見

性之斷存  ，宜取材於佛教《楞嚴經》「擊鐘」  、「隨色摩尼珠」等公案

                                                                                                                                      
山為其師所撰〈王司輿傳〉，《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頁 896b-c，亦載此事，可知當作「王司輿」。 

   季本，〈聖功一〉，《說理會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卷三，頁 18b-19a。 
   明．彭大翼在指出某道觀的地理位置時，曾順帶提及鑑湖之所在地，可供參考：「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

十里，南北數里，縈郊帶廓，連屬峰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故謂之鑑湖。」〈道觀〉，《山堂

肆考》第十九冊，徵集宮室第三十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頁 287 頁。由於此書屬於明代地理文

獻類書，故可信度甚高。 
   黃宗羲，〈浙中王門學案三〉，《明儒學案》，卷十三，頁 25。 
   請參：王守仁著，吳光等編，〈年譜二、三〉，《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四、三十五，頁 1282-1312。 
   陽明援禪宗之教法，不僅用來教授門人，有時也用來印證前來就教的僧人，在佛典中，記載一段這樣的公案：

「（湖州法聚禪師）偶會王文成于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入袖中曰：見麼？師曰：

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五

燈全書（卷 34-120）》（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年），頁 140d。這段公案頗值得推敲，何以法聚初見陽

明，皆云「見」，卻未得陽明肯認？而後聞大顛禪師（732-824）法語，方釋然，是真得開悟否？由於此問題

非關本文閎旨，不擬在此探究，將來可另文論之。但此公案說明陽明的影響不僅在世俗的儒門中，還擴及出世

的佛門，不可謂不大。 
   佛言：「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

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謂汝聞聲生聲滅，

令汝聞性為有為無。」《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卷四，頁 124a。除撞鐘一事，經文中還引「夢事證聞性之常存」之事例，可一併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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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闡述吾人不睹不聞之良知（本心）於穆不已，無有生滅，故不為聞

見色聲所牽之意。彭山是在黃久菴的指點下，方透得師意。若參考前文所列陽

明致書的內容，提及他未能信得及良知一事  ，在在說明他當年從學於陽明

時，對心體的體證尚差一著。  

  待嘉靖十五年（1536）任吉安二守時，彭山便提出著名的「龍惕說」。本

於「一意《六經》」的精神  ，彭山援《易傳》之思路與詞彙以言心性。緣

筆者已有專文詳述，為避免重複  ，僅以兩項要點述之：（一）藉《易傳》

陽剛陰柔的思路言心性、理氣關係—在《說理會編》中，說得很清楚：「陰陽

合德則為道」，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而「陰」為「氣之藏」，「陽」

為「理之運」，如此一來，「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  。故論「道」

雖為陰陽渾然，但為強調理為主宰，刻意以陽為體，陰為用—「陽能主陰曰乾；

陰不撓陽曰坤。乾言確然堅剛不屈之意也，坤言隤然頽墮無為之意也。  」

（二）放在心性上說，則有近於朱子之論—以虛實言心性，「仁義禮智」為理

之實；「聰明睿智」為心之虛靈，學者欲心之「無所不聞」、「無所不見」，

必須理主於中  。準此，採《易傳．乾》九三之爻辭，以為「論心當以龍不

以鏡」，龍喻良知之惺惺、警惕，學者要在以警惕為主腦，能警惕遂得自然；

反之，恐失其主而流於欲，以此批判見成良知說可能導致的流弊。「龍惕說」

之所以受到當時友人的質疑，在於以陰陽分善惡，恐致理氣二分之虞。這一點

在王龍溪（1498-1573）與鄒東廓的書信中多所論及，可一併參看 51  。然彭山

                                                 
   《楞嚴經宗通》：「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

珠入袖，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汝何迷倒之甚？吾

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楞嚴經宗通》（臺

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卷四，頁 134a。 
   陽明說：「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

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

『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答季明德 丙戌〉，《王陽明全集》，卷六，頁 214。 
   此乃後人對彭山學思歷程的斷語：「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一意《六經》，潛心

體究。」收錄於：蕭良幹、張元忭等纂，〈人物志 八理學〉，《紹興府志》，卷四十二，頁 10a。 
   請參：朱湘鈺，〈《龍惕書》與「龍惕說議辯」〉，《儒學研究論叢》第二輯（2009 年 12 月），頁 161-202。 
   季本，〈性理一〉，《說理會編》，卷一，頁 3a。 
   同前註，頁 4b。 
   季本，〈性理一〉，《說理會編》，卷一，頁 8a。 
   彭山有「人能一於恭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之語，請參：氏著，〈性理二〉，同前註，卷二，頁 1b。 
 51   請見：王畿，〈答季彭山龍鏡書〉，《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卷九，頁 600-611；鄒守

益，〈復季彭山使君〉、〈再簡季彭山〉，《東廓鄒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卷五，頁 34a-35b。由後者的文獻可知，彭山與東廓還曾以書信往返論究。按照王、鄒兩人書信內容判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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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既然埋首於諸經解的撰述工作中，這對其思想是否有所影響？抑仍停留在

當時為眾人所疵議之「龍惕說」的境地 52  ？今擬進一步探究之。  

  在彭山文集中，有這樣一條紀錄：  

夫人之賢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人之不賢也，善者惡之，不善者好之，

好惡出於善者，此公論也，其出於不善者，非公論也。……自陽明王公講明

良知之學，而是非之心，人多不昧，如燎然於庭，而立於堂階者，其禮貌衣

冠合度與否，無不必照。故人畏公論不得肆也。 53   

這段文字是送王繼津（遴，1523-1608）任越州推官，三年考滿轉任他職時所

撰。按繼津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1547）推算，此書當寫於嘉靖三十年（1551）

以後，亦即距主「龍惕說」已有十五年！在此以火炬之明照喻良知，即強調心

體之感應朗照之發用，雖仍不違「龍惕說」主良知惺惺的思維，然與陽明鏡喻

說「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之意並無不同 54  ，亦即彭山言良

知亦包含體（明）用（照），不再偏執於前者。  

  另參考彭山晚年眾多經注中，最值得注意的《大學私存》 55  ，書中如是

闡述「格物」之功：  

敬者，惕然有警而不敢忽之謂。敬而止之，所以常明，此即致知在格物之意。

仁敬孝慈信，至善之大目，天理之在吾心，而有象可見者，所謂物也。行之

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則親民也。當明德下手用力之地，而即以親民之事言

之，以見德之不外於物，如此止之者，不動於欲而合於天，則所謂格也。 56   

                                                                                                                                      
廓僅言「以陰陽言善惡」之不當，較於龍溪針對龍喻鏡喻、以乾坤言善惡、警惕與自然等各議題提出批判，可

知東廓對「龍惕說」的反彈較小。 
 52   關於《龍惕書》一書之內容梗概，及龍惕說所引發之議辯，筆者另撰有〈《龍惕書》與龍惕說議辯〉一文（未

刊稿）。 
 53   季本，〈送節推王公祖考績詩序〉，《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一，頁 850d。 
 54   此即以聖人之心喻鏡之申釋，請參：《傳習錄》第 21 條，頁 59-60。 
 55   這裡之所以說「最值得注意」者，有兩點：其一，為《大學》自朱子以降，成為理學中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即

使在陽明學中亦不例外。致良知之教的提出，與陽明對《大學》苦心參究不無關係；且即使在揭示良知之教以

後，陽明仍「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大學問〉，《王陽明全集》，卷

二十六，頁 967。其次，在多數門人多承師教，以《大學》古本為教的同時，彭山居然擅作改本，此舉是否引

起諸多門人的撻伐，因日前文獻之不足，無由探究，但這或多或少地呈現出彭山思想的確與陽明有所捍隔，相

關研究，請參：水野實，〈季本の『大學』改定本再考〉，《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十二號（1995 年 3 月），

頁 19-39。 
 56   季本，《大學私存》，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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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野實所指出，彭山改本的特色之一，即將朱子作為「止至善」釋文一節配

置為古本中所無的「格致」傳釋 57  。這便是說，彭山以格致工夫釋「止至善」

此綱目。何謂格物？彭山先概括地解釋，格致工夫即是「敬止」之功；接著又

分析之：所謂「物」—「天理之在吾心，而有象可見者」，另有釋文：「知非

別為一物，故指其感應之理成象於心者，而謂之物」 58  、「天理之象，如至

善中之仁敬孝慈信，發於吾心而可見者是已」可一併參照 59  。意即吾心感應，

發而為理，此理所顯之「象」，即是「物」。為了劃分此「物」（顯發之理象）

非彼「物」（things），他說：  

凡物之以成形者，器也。心有所感象其物宜者，理也，理則物之動而未形者

也，以其不滯形器，故物以理言，《易》曰：「見乃謂之象」，正謂此耳。

60   

以「理之象」、「器」言物之「本」、「末」，這是彭山特殊的解法。其用意

為何？可分兩點說明之：其一，以「心所感而顯之象」言理、言物，這說明他

不再如早年主張龍惕說時，僅把持一「主宰」義言心，也關注到心之感應發用

處，甚至從感應發用處言理，顯示他對本心的理解有些許的調整—體用合一。

以心所感之象言物，近於陽明「意之所在便是物」的思路，只是彭山更進一步

地把此「意」往上提，把意在事親事君時，理解為良知感應—自然知孝知忠。

以「理之象」言心之發用，言格物之「物」，可見此時對心體的理解較為全面，

不再偏執於只講個「體」（戒懼）而不論「用」（自然）。  

  其次，所謂「理則物之動而未形者」，是就「心所感應之象，還未形於外」

的階段說，亦即在此感而未形於外之幾微處著力，此幾微處即是獨知之知，此

知幾之功 61  ，即是格物，而格物乃止於此理，故言「敬而止之，所以常明，

                                                 
 57   水野實，〈季本の「大学私存」の本文構造と意味〉，《斯文》第 107 號（1998 年 3 月），頁 24。這是根據

彭山將古本中「所謂誠其意者」這一大段經文中，末尾三條《詩》引文──即「邦畿千里」、「緡蠻黃鳥」、

「穆穆文王」等特立一段，且在註釋中標示「右申釋格物致知」〈大學私存〉，頁 13b。筆者另外在《季彭山

先生文集》中，找到這條材料：「夫有書必有章，章必有句。古人雖連篇累牘，不加圈別，然其章句固自若也，

後世註家始為章句，蓋科段而訓解之云耳。……朱子定大學為十一章，分中庸為三十三章，大抵推原程氏而附

以己見，皆不用舊本節次，故特自命為章句以別之也。」〈跋《大》、《中》章句後〉，《季彭山先生文集》，

卷四，頁 907b，足以證明彭山亦認同朱子斷以章句這樣的註解方式。 
 58   季本，《大學私存》，頁 6a。 
 59   同前註，頁 4ab。 
 60   同前註，頁 4b。 
 61   彭山曾說：「不欺獨知，則不在聲色上舉得，所以為微也；不睹不聞，是心中無聲色顯見處，此不可以為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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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致知在格物之意」、「物格則至善得止，是實功得力之地也」 62  。這與

陽明所言「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格物」義有所不同 63  。這必須就其工

夫論而言。以下細論之。 

（三）彭山與雙江思想之相近處──工夫論具歸寂色彩 
  如前一段引文所言，彭山以「敬止」言格物致知之功，且以「理之象」言

物之「本」，強調「理則物之動而未形者」，以此區別於成形之「器」（物之

「末」）。在此，所言「止」並非與動相對之「靜相」，而是指良知之寂然。

如〈大學私存〉序文所言：  

止至善者，明德親民之要也。在《易．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蓋心體之明，常應常靜，惟為物所動，則不止耳。 64   

採《易》艮卦以釋止於至善，在《易學四同》中，他如是解釋艮卦：「卦之艮

也，動而能止，然後不動於欲」 65  ，所謂「能止」要在依循良知本體，方能

「不動於欲」。由此可知，所謂「能止」、「敬止」與「止至善」之意同，皆

是以良知為最高道德主體，並非形下之相對意。理雖如此，其論及工夫時，卻

不可否認地帶有歸寂的色彩。在《說理會編》中，提及踐德工夫時，他說：  

聖賢論為學工夫只是獨知之地，不著於聲色。不著於聲色則微，微則歸於靜

虛之本體。故凡言工夫皆靜功也，一動則流行之勢遂不可遏。當其時，苟無

靜功以主之，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未有不著聲色者，雖於此謹之，亦

是聲色上著力，烏得謂之微哉？假使聞見歸本於微，而聲色自不大；以入於

至小，則聲色已動者也。動處不可以言道，何則？既動，則真體已非不顯，

雖細入秋毫亦是聲色，……用便近二之地，豈可遽以為真體哉？必「相在邇

室，尚不愧於屋漏」乃為不欺獨知耳！不欺獨知，則不在聲色上舉得，所以

為微也。 66   

                                                                                                                                      
然於此戒慎恐懼即是聞見之明，惕然不能自已處，則又不可謂之無矣。……幾隱於無，故謂之微，微處卻是獨

知，獨知之惕然知謹，正是至見至顯不可掩處。」〈聖功一〉，《說理會編》，卷三，頁 15ab。 
 62   同前註，頁 7b。 
 63   《傳習錄》第 85 條，頁 110。 
 64   季本，《大學私存》，序，頁 2a。 
 65   季本，〈周易下經〉，《易學四同》（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卷二，頁 63ab。 
 66   季本，〈聖功一〉，《說理會編》，卷三，頁 14b-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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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明白獨體「常靜，是靜亦定也；而靜中常應，則謂之動亦定」 67  ，但因

時時有一憂懼外邪障蔽之心，故在此不睹不聞上，還要再加個「謹」字工夫 68  。

彭山沿用朱子之「獨」意—「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來理解「獨知」 69  ，

要在指出此獨知乃「不著於聲色」—吾人必須在此不睹不聞處著力—「不欺獨

知」，方得性之真體。為了強調必須從「不睹不聞」處著手，故他直言為學工

夫是「歸於靜虛之體」之「靜功」。而此「靜功」確有歸寂的傾向，在同屬於

「謹獨」的節目下，他說：  

聖人論學，以謹獨為要，正恐明之有蔽也。心之官則思，官者，獨知之為主

於內者也。思其明之動也，思則得之謂本心不失，得其本體也，故獨知之地，

物不能蔽，若耳目之官，豈別有一官哉？ 70   

凡初學習靜，閉眼則所見在內，在內常遺外故易昏；開眼則所見在外，在外

常遺內故易散。若能閉而不昏，雖閉可也；開而不放，雖開可也，閉而不昏，

故能通乎夜之道而知；開而不放，故能通乎晝之道而知。蓋心體本合內外，

內外所乘之幾只在謹獨之處，故靜功惟在謹獨，謹獨工夫習熟，然後能合一

也。 71   

心之所以為心，在於獨知之為主宰，這是主張心即理的心學家之共法，然從彭

山所言「主於內」一語，可知其工夫論仍有一內外之別，並且以內外作為踐德

之次第—先於不睹不聞心體上著力，方能不蔽於物，而如理應物。再參看第二

段引文，這段是教學者靜坐，其偏靜的工夫論色彩更為強烈。對於初學者，不

論閉眼抑開眼，總有昏散之病。要在謹獨工夫習熟，便能不昏不散以合內外矣。

此處雖沒有明言習靜者之下手處，然結合第一段引文所言「獨知之為主於內者

也」，當先從以見於內的閉眼開始著手，待工夫熟練，自無眼開、闔之別。  

  將靜坐置於「謹獨」此節目下，頗值玩味。如前所言，彭山早年師事王司

輿，司輿因身弱多病而習靜 72  ，彭山在其祭文中，以為其學「治心為主」73  ，

                                                 
 67   同前註，頁 10a。 
 68   季本：「謹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正所謂惕然也。獨上何待加謹邪？蓋懼外邪之干己耳。」《大學私存》，

頁 15a。 
 69   朱熹，〈中庸〉，《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 年），頁 2。 
 70   季本，〈聖功一〉，《說理會編》，卷三，頁 16a。 
 71   同前註，頁 17b-18a。 
 72   《兩浙名賢錄》「王司輿」條記載：「王文轅，字司輿。山陰人。……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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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習靜之功甚相符應。不過，在他自己為老師作傳時，並沒有提及師善靜坐

之事 74  ，而意在凸顯司輿與陽明之交善。在《說理會編》卷末還作「陽明之

學由王司輿發端」之語 75  ，揣其用意，宜為自己後來轉事陽明作一合理化解

釋。這說明彭山欲說明自己後歸良知教，並沒有與司輿之學相悖，且可推測其

得力處當不在靜坐。不過從他將靜坐寫入謹獨工夫之中，可見他的確曾學習過

靜坐，且持續之，方能指導人。  

  綜上所論，彭山的工夫論的確具有歸寂色彩，這一點正可作為錢明所言：

季、聶二人思想相近的註腳。進而可以說明當年雙江在彭山提出「龍惕說」的

翌年夏天，入翠微山養病，與劉中山（生卒年不詳）論學時，言「不睹不聞者

其則也，戒懼者其功也 76  。」此所論「戒懼」的工夫內涵，雖為自己的體會

心得，然依前文所論，即使是順著彭山所言的工夫路徑，理應依舊會走上歸寂

之路，只是不可否認的，雙江比彭山走得更遠、更徹底。換言之，從這個角度

來詮解雙江後來走上歸寂之路，或許可以視為彭山思想「調適而上遂」之發展，

而非另闢蹊徑。準此，暫置研究方法、雙江與念菴兩人思想內涵之實情不論，

僅就歸寂說而言，彭山與雙江、念菴等人思想的距離，事實上，並沒有如牟先

生所認為的那樣遠 77  。於此，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在《龍惕書》中，彭山

所言「雙江聶子獨深信之，則為心龍之說以發其義」一事 78  ，為研究者視作

雙江早年思想的重要文獻之一 79  ，錢明更進而以此作為彭山與雙江思想相近

的論據，然這一點筆者已另撰文以為尚有待商榷處 80  ，在此不擬重複。亦即

彭山所言存養之功確有近於雙江，具歸寂趨內的傾向 81  ，只是不宜以《龍惕

                                                                                                                                      
鄉人咸樂親之。」參：徐象梅，〈儒碩〉，《兩浙名賢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二，頁

33ab。 
 73   季本，〈祭王黃轝先生文〉，《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頁 897c。 
 74   同前註，〈王司輿傳〉，卷三，頁 896b-c。 
 75   季本，〈諸儒〉，《說理會編》，卷十六，頁 10b。 
 76   聶豹，〈括言〉，《雙江聶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卷十三，頁 18a。 
 77   牟先生以彭山「主龍惕不主自然」，大抵「皆為的使良知能保任守住而常呈現也。此本是常行，不影響陽明之

義理。」對彭山思想持一肯定態度；反視他對雙江、念菴則嚴厲批判，以為其「致虛守寂」之說，「不過是抽

象地單顯知體之自己，並不能表示其即能順適地貫徹下來。」〈王學之分化與發展〉，《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頁 309-310。 
 78   季本，〈與楊月山龍惕書〉，《龍惕書》，頁 32b。 
 79   請參：錢明，〈浙中陽明學者的個性特徵〉，《浙中王學研究》，頁 102。吳震，〈附錄一 聶豹略年譜〉，《聶

豹、羅洪先評傳》，頁 305-306。 
 80   筆者已另撰〈「雙江獨信『龍惕說』」考辨〉一文（未刊稿）。 
 81   在本文中，以為彭山、雙江的思想有逐漸趨於同的傾向，這並不與另一拙文〈雙江獨信龍惕說考辨〉質疑「雙

江獨信『龍惕說』」的可信度之態度相悖。這是由於彭山言「雙江獨信『龍惕說』」的當時，實有欲說服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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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中所說的「雙江獨信龍惕說」為論據，必須參閱其諸多著作，方得下此

結論。而彭山工夫論具歸寂色彩實可從其保任良知惺惺的主張推得，故終其一

生皆如是說，只是在《龍惕書》中並無明言，至晚年著述方明講。 

三、結論 

  透過彭山文獻之整理，可以明確地理解其「龍惕說」既是針砭時弊，更因

當時大量發行慈湖遺書，以致其批判對象更遠溯慈湖，其甚不契言化境主自然

者，可見一斑。而從其援引王學論敵羅整菴之言，以批判主自然者，此舉不僅

說明他對師（陽明）教的理解尚隔一層，同時也意謂著在陽明生前，所強調與

朱學的差異，到了彭山，似乎遠不及與同門主自然者劃清界限來得重要。  

  彭山在早期提出「龍惕說」時，強調良知的「主宰」義，所謂「心本剛德，

本自惺惺」 82  、「知者，主也」 83  ，鮮言良知之感應、發用流行，以為一言

「道體自然之妙」，「恐犯履霜堅冰之戒」，故罕言之 84  。而參究其晚年的

經解著作，已不諱言從良知之感應發用上言道德主體，這看似已逐漸擺脫東廓

所批判「警惕而不自然」之病 85  。然就工夫論而言，則更強化、鞏固此良知

本體。他曾說：  

聖賢之學，存乎所養，養之為義，孟子發之盡矣！其要不外乎養心之一言，

而其說則本於《易》之「頤」也。夫「頤」之為卦，內體為「震」，其德動

也；外體為「艮」，其德止也。人心之動，不止則流，流則放矣。動而止者，

發而中節也，節而不過求，放心之道也，故養也者，所以養德也。……微言

既絕，易學不明，說「頤」者往往於養德之外，附以養生養形之說，而內動

外止之義，鮮有及焉者，於是小體疑於大體，而養道之要無所歸的矣！……

夫知之本體無動而動之謂良，動而止焉，不流於欲之謂致。汝中之學則既知

要矣，豈有不得其養者？余屬同門且同志，故為之疏頤義以歸之，願相與講

                                                                                                                                      
信服此說的目的性，且當時其思想仍著重「剛健、主宰」本體意，再加上雙江本人撰〈心龍說〉時，其思想實

尚未底定，故筆者認為「雙江獨信『龍惕說』」此語實說得勉強而未安。待兩人的思想皆有所修整、變化，言

兩人思想相近方有立腳處。 
 82   季本，〈與楊月山龍惕書〉，《龍惕書》，頁 3b。 
 83   同前註，頁 4b。 
 84   同前註，頁 4b。文中，彭山還引孔子之言，以示此說乃有所承。 
 85   鄒守益，〈再簡季彭山〉，《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五，頁 35b。 



．東海中文學報． 

 ．210．

明焉。頤卦疏義具《易學四同》。 86   

這是一篇送予友人田汝中（生卒年不詳）的贈序。在文末，以小字按語：「頤

卦疏義具《易學四同》」。《易學四同》作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仲夏 87  ，

彭山時年七十五歲，故此篇贈序當為晚年所撰。而彭山在《易學四同》中，對

「頤」卦象辭的說解： 

頤之為卦，外實中虛，有頤之象，而內動外止，動而止者，所以養德也。動

者，天理之動也；止則不動於慾矣。……貞者，養之正，正謂動而止也。養

德之道以貞靜為主，止則歸於貞靜，所以吉也。 88   

兩相參照，更為清楚明白。所謂「動而止者」，動指「天理之動」；止謂「不

動於欲」，故此言「止」並非言靜，彭山還斥責不明養德之本（大體），反求

養生養形之末（小體）之非。的確，彭山自始至終以本體為言行舉止之主宰—

良知本體「無動而動」，然鑑於良知常作不得主的實際踐德狀況，特別強調「時

時照管」的工夫，故「謹獨」一詞，即是在本明之體（獨知）上，加一「謹慎」

之功 89  ，故其所言「歸於貞靜」、「動而止者」，實皆為保任、存養之功，

其思想遂不可避免地帶有趨於「止靜」的色彩，以保任良知能「主於內」而不

受外擾 90  。這也是近人張學智以為其說「源於陽明早年『收斂為主，發散是

不得已』」 91  ；及水野認為其說乃存養之功，與陽明之「省察」成一對比之

因 92  。  

                                                 
 86   季本，〈養齋說〉，《季彭山先生文集》，卷四，頁 911ad。 
 87   季本，〈易學四同序〉，《易學四同》，序目，頁 2b。 
 88   同前註，〈周易上經〉，卷一，頁 78a。 
 89   季本，〈聖功一〉，《說理會編》，卷三，頁 9a。 
 90   同前註，頁 16a。 
 91   張學智，〈黃綰的「艮止」與季本的「龍惕」〉，《明代哲學史》，頁 159。在此要說明的是，張氏所作的結

論確有見地，然筆者以為有待商榷處有二：一為陽明後學所提出的主張，即使有類似之處，也不宜等同視之，

這是因為從陽明，至陽明後學，兩代所面對的問題意識已經有所不同，這部分，林月惠在其文中，已有精當的

剖析，不擬複述。請參：氏著，〈附錄二  本體與工夫合一〉，《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663-670；其次，張氏所言「陽明早年之功」即是「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者，這更可印證本文以為「彭山思想有趨靜色彩」此論點。只是由於張氏多採黃宗羲所摘錄

的文獻，且當時《龍惕書》、〈大學私存〉，乃至《易學四同》等等彭山的著作不易取得，故張氏在其文中，

以「貴主宰而惡自然」委曲地表達陽彭山與陽明早年思想的相似處。而今，若本文之論點可以成立，則張氏可

直言「默坐澄心」而無須諱矣（這是站在張氏的行文脈絡所言。如前所述，筆者並不認同可以把看似相同的主

張，將陽明後學的思想直接上溯至陽明這樣的思維）。然反過來說，張氏能夠在當時文獻缺乏的前提下，作此

結論，可謂見識高明，令人佩服！ 
 92   水野實，〈季本の「大学私存」の本文構造と意味〉，《東洋の思想と宗教》，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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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後出文獻的董理，使學術研究不斷地推陳出新。新材料的注入，不僅

止於「讓現實說話」，更為重要的是促使研究者重新反省前人，乃至自己所建

構的知識系統與歷史系譜。本文的論點或許還不足以撼動日前所建構的陽明學

發展史之脈絡，然期藉此跨出的一小步，得作為重新檢視王門後學發展的敲門

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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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valuating the Thought of Jiben  
of the Wang school of Zhe-zhong 

Zhu, Xiang-yu* 

【Abstract】 

In today’s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documents abound, research 

methods diversified, and scholarly exchanges frequent, the Post-Wang Yang-ming 

Studies seem to have departed from the study of Wang Yang-ming and become an 

independent area of research.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paper departs from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Jiben, which was limited to his theory of Longti, and 

re-evaluates the content of his thought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current scholarship on Jiben. By organizing and evaluating Jiben’s newly 

discovered documents and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that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in the theory of Longti, the 

development of Peng Shan’s theory on the Nature of Heart, an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Neo Bao and J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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