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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人文學專家著作研讀會」

英文中國哲學著作讀書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3/21 上午 9：00~13：0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蕭宏恩、黃信二

主題：

1. Later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2. The School of Mind (Xinxue 心學)

3. Wang Shouren 王守仁(Wang Yangming 王陽明, 1472-1529)

4. Later developments in the School of Mind:

  Gradualist epistemology (xiushen 修身)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instant

enlightenment (ligen 利根)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林正弘、蕭宏恩、黃信二、李賢中、吳進安、馬愷之、陳振崑、楊秀

宮、蔡政宏、黃偉雄、鍾曉彤、吳多揚、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主持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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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導讀成員，第二次研讀會由蕭宏恩教授、黃信二教授導讀，每一次討論將會

記錄，如有問題，可以與我們聯絡修正。

導讀與問題討論：

蕭宏恩教授導讀：

可以繼續討論幾個問題，如什麼是知識論？為什麼要有知識論？以醫學等所依據

的知識論，是以自然科學為準，但除了自然科學，還有哪些部份？哲學有助此問

題的討論。

本次研讀主題為：

I.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Epistemology── Uncovering a Hidden

Relationship

單元三 Later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單元四 The School of Mind (Xinxue 心學)

為羅亞娜教授著作第 29 頁到 43 頁。

單元三 後期概念的發展 (Later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1.為了了解現代中國知識論的源頭和發展，即需要對新儒學(Neo-Confucianism)

的基本特色與政治意義及其對社會的重大影響做一描述。

2.當代中國思想之指涉在於：致力於連結中國傳統特色與當代全面性之全球發展

的裂縫。

3.想要了解當代中國思想得有兩方面的認知：

(1) 思想上的新儒學系統。

(2) 宋朝之後的幾個世紀內，新儒學思想系統在中國文化內逐漸停滯與喪失其

獨特性的角色。

4.當今相關中國思想的幾點關連：

(1) 試圖借鏡外來（尤其是西方）的觀念賦予中國傳統一全新的價值。

(2) 當今中國思想，已然返回靈性省思(spiritual reflection)之路徑。

(3) 靈性省思之路徑，就在新儒學於認知上的整合之模式或形式下，已然明證

其再生中國(Middle Kingdom)真正的(authentic)文化與思想之潛力。

3.1 主觀與客觀知識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1.早期新儒家，如：邵雍，由對「物」（thing，客體 object）、「我」（me，

主體  subject）的理解而定義主觀與客觀知識。

(1) 「物」、「我」的同一(identity)與分歧(difference)正是在理解的本性

以及我們自己與所感知之物的關係中，得致主觀與客觀理解之基本知識論

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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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區別理解的主體與客體從而解釋主觀與客觀知識之特質：

A.由人之「性」的認知，「性」無所偏，知物之所以為物→客觀知識。

B.由人之「情」的認知，「情」有所偏，知物之一偏→主觀知識。

2.朱熹，新儒學思想系統的主要代表，承上之分辨（分判）發展而成適切理解

方法之極為重要的判準：

(1) 辨明並不得混淆主、客之間。

(2) 向外認知（知），獲知在己（得）；知與得必須要分清楚。

(3) 對理解的客體(the object of comprehension)之認知非由理解的主體

(the subject of comprehension)之既定觀之→作為主體之我與作為客體

之物的明辨。

李賢中教授提問：

靈性省思 spiritual reflection 相對於什麼？是否表示，兩漢多討論宇宙論，

而宋明儒多討論心性，而以心性為靈性？

蕭宏恩教授：

這種 spiritual，也許是指儒家正統。

楊秀宮教授：

兩漢常討論陰陽五行，遠離孟子的心性之學，而多受荀子影響，到明代王陽明討

論心即理，在返回靈性省思，靈性省思 spiritual reflection 應該是好的詞。

中國的靈性對應到天，spiritual 是通俗的用法。

但心學在此用 spiritual reflection，或許可再研商。尤其在此又提到當今，

可能也把清代納入考量，而不全是明代王陽明的心。

吳進安教授：

用 spiritual reflection 可能是不得已的翻譯。而這裡看來還未提到清代。

楊秀宮教授：

或是表示宋明指出整體性的重要，西方的 mind 與中國的心有所區分，西方的主

客對立強，中國的心性則指出整體。

李賢中教授：

這裡的 subject 是否能用 me？為什麼要用 me？

林正弘教授：

這可能是習慣用法。例如他們敲門會說“That’s me.”，而不用 I，在此 me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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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受格，所以可能是習慣用法。

蕭宏恩教授導讀：

3.2 Ultimate knowledge（zhizhi 致知）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ings（gewu

格物）

1.西方漢學(Western Sinology)將新儒家哲學區分為「實在論的」(realistic)

與「觀念論的」(idealistic)或「直觀論的」(intuitionalistic)兩種知識

論的思路，兩種思路各依據《禮記》(the Book of Rites)的不同部分而展開。

2.觀念論的思路：《大學》(the Great Learning)

(1) 進路：格物→致知

(2) 代表人物：朱熹、韓愈、周敦頤、程頤

(3) 朱熹：「格物」在「窮理」→「格物」、「致知」只是一事

3.新儒學知識論的知識直觀論(the intuitive theory of knowledge of

Neo-Confucian epistemology)：

(1) 起自《中庸》(the Doctrine of Mean)

(2) 方法：慎獨 (secluded meditation or concentration) ──內省

(introspection)→道(Dao)

(3) 代表人物：李翱、程顥

有問題的地方是，宋代新儒家，為何又提到唐代的韓愈？

李賢中教授：

可能是韓愈提出新儒家的道統與排佛等思想，影響了宋明儒學的發展。

陳振崑教授：

新儒家重視《大學》，而韓愈也是最早重視《大學》的人。

林正弘教授：

在宇野哲人的著作，也提到宋明可追溯到韓愈。

蕭宏恩教授：

這裡提到《中庸》的方法「慎獨」，但在此是「慎獨」？還是指「慎思」？這可

以再討論。

蔡政宏教授：

前面提到主體對客體，客體是指外在對象？還是指對象的理解？是否是文本在我

的理解範圍？羅亞娜教授是否有注意到，主客還有這一層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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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恩教授：

開始看起來，中國的二元不同西方的二元，但後面又不與西方的理解對立，如她

引邵雍「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性是本然，

情則不是，這種區分，看來不完全與西方主客的區分對立。

李賢中教授：

「性」應該與天道有關，這裡總預設整體，不像西方的區分。這裡指出主體在某

種與道合一情境下的理解，若只從個別理解，也得不到物的全貌，在此並不是主

客對立。

蕭宏恩教授：

這裡引朱熹「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雖然朱熹講理氣二元，但

仍不同西方的二元論，而仍是一元的立場。

而致知在此翻成 ultimate knowledge，是否適當？

蔡政宏教授：

是否可以翻 achieving knowledge？

蕭宏恩教授：

但是講致知，是否又是 ultimate knowledge 終極的知？

李賢中教授：

「知」可分「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在致知的過程，會提高德性之知，ultimate

突顯最高境界，知包含功夫在裡面。

楊秀宮教授：

知應該是窮理，是外理，而與心分為二，而德性之知則屬「性」，相對於王陽明，

朱熹更表現外在超越人之理。

蕭宏恩教授：

朱熹有功夫的進路，是否可用 ing 說明？

陳振崑教授：

知或許可用理解 understanding，來翻。朱熹講涵養與進學，知與行是合一，不

只有知識，也不只覺悟，而是兩邊一起進行。知是「格物」到「致知」，最終知

天理，天理才是 Ultimate。朱熹不省略實踐過程，才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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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宮教授：

朱熹講居敬、察識，朱熹不是證悟，而是格物，而王陽明則以為格物致知的方法

不順？

蔡政宏教授：

或者 ultimate 是至高，「致」則是動詞。32頁引用「至知」，是至高的知識，而

動作是 achieving，與「至」不同，在此看來沒有區分。

楊秀宮教授：

至知在中國的文本較少。

陳振崑教授：

知之至的說法仍有，但已是最終點。而用 understanding，也許能避開剛才的困

難。understanding 與 intellectual 不盡相同，朱熹是講道德本體，這裡不完

全是外理，在此與王陽明無不同，但朱熹也講氣，也講本心，朱熹是合內外的說

法。

李賢中教授：

在西方 understanding 是否有其它的內涵？

陳振崑教授：

明義理是 understanding，這不是指知識，而是道德之知，是踐履，但朱熹重視

格物以明義理，此又與陸象山不同。

蔡政宏教授：

一般所指的是命題知識，即是真與假的承載者，中國哲學並不是強調真或假，但

目前西方對非命題知識，也還未有的界定。

陳振崑教授：

這應是邏輯知識。而在此談的理解，較接近詮釋學，較接近道德。詮釋學的理解

與存在相合，理解是體會天理，只是朱熹又論氣，講道德處境的道德判斷。

蕭宏恩教授：

另一個問題是，the practice of secluded meditation or concentration 來

說《中庸》「慎獨」與內省，不知道是否合適？

楊秀宮教授：

「慎獨」在《中庸》已是專用的詞。



7

陳振崑教授：

這裡慎獨是內省，用此來講直觀，而相對於朱熹講對外格物致知。

蕭宏恩教授導讀：

3.3 作為理解之主要原則的「理」的概念 (The concept li as the main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on)

1.「理」的雙重性：整全性(holistic)與二元性(dualistic)

(1) 整全性：「理」在宇宙的統一(cosmic unity)。

(2) 二元性：「理」不但在宇宙的統一，也在具體的顯現(concrete

manifestation)。

2.「理」與「道」：

(1) 存在物依循其自身的效果原則(the principle of effect)→理

(2) 存在物依循其自身的規範(norm)→道

(3) 存在物之所以然即依於「理」與「道」而被限定。

(4) 「道」作為一抽象、無法為人直接掌握的基本形上力量(the elementary

metaphysical force)，卻在新儒學的思想中，藉著對「理」的探求，不

但可經由「直觀」(intuition)，亦可經由「理性」(reason)，而被認知。

A.「理」作為限定存在物之具體存有狀態的原理(the principle)。

B.「理」作為人類推理(human reasoning)之首要原理(the leading

principle)。

3.「理」的意義：

(1) 自然或外在實在界的原理(principles)→在理性(reason)的意義下，

「理」在結構上以同樣的方式運作。

(2) 同樣的一個原理(principle)而展現不同的功能(functions)。

(3) 認識或了解這些原理的方法(method)。

3.邵雍：

(1) 對於存在物之「理」的真實認知(true recognition)不容有主體性

（subjectivity，我）的摻入，否則即成為虛妄之術(false mysticism)。

(2) 在理解方法上，分為：經驗的(empirical)、靈性的(spiritual)與理性

的(rational)方法。唯「理性的方法」才是最為完美的，因為：

A.植基於「理」──原理。

B.引導我們獲致最為完美與最為客觀的理解。

4.朱熹：

(1) 「理」是為統御一切外在事物之存在的原理。

(2) 「理」是為人類心靈(human mind)必要且無可分離的部分。

(3) 「理」的靈性功能(spiritual functions)涉及：



8

A.人類的推理(human reasoning)。

B.人類對外在世界的知覺(perceive)與理解(comprehend)。

(4) 依循儒家與新儒家知識論內道德原則的優先性(the priority of moral

principles)，「理」作為中心與普遍原理(the central and universal

principle)，本然地內含倫理成份(ethical components)。

3.4 明朝期間新儒學的分裂 (The split in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1.朱熹在新儒學中的地位：

(1) 新儒學的開創者(the founder of the new)。

(2) (ancient Confucianism)

(3) 辟佛、道以維正統儒學(orthodox Confucianism)的護持者。

(4) 習孔子「述而不作」，即儒學之大成者(to sum up the most varied,

already extant ideas and incorporate them in a theoretically valid

way into a comprehensive and coherent system of thought.)

2.朱熹乃承孟子之學，孔子之正統，而非荀子之說的再詮釋。由此正統以傳，

在義理上有了分歧。

3.新儒學知識論(the epistemological discourses of Neo-Confucianism)的

分歧：

(1) 知識的觀念論(the idea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承《中庸》之

義理的論述。

A.以「內省」(introspection)為基礎。

B.內含眾多道家之學、甚而佛學的方法。

(2) 知識的實在論(the rea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承《大學》之義

理的論述。

A.尋求主觀與客觀理解的穩固區隔。

B.提供由「格物」而「致知」的方法。

4.朱熹之二元論正所以彌補中國古典哲學傳統整全世界觀之建構，在其當時代

所不足以詮釋之「觀念」（idea，理 principle）與「物質」（matter，氣

substantiality）以及存有之「形上」(metaphysical)與「形下」(physical)

形式之區分。vs. 陳良（an exaggerated pragmatism, Moist ethics）

羅亞娜教授文中的陳良，應是指陳亮。

5.在中國思想史上，對朱熹「實在論」(realism)之批判所形成的學派，稱為

「心學」(School of Mind)。朱熹一系亦以「理學」(School of principle)

著稱。

(1) 理學：「理」(idea, principle)與「氣」(matter, substantiality)二

元關係為基礎。

(2) 心學：「心」(mind, consciousness)之觀念為其關鍵概念(key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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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九淵一系

這裡有不一致之處，第二節(3.2)以《大學》為觀念論，第四節(3.4)卻以《中庸》

為觀念論，而以實在論是承《大學》。

楊秀宮教授：

3.4 以朱熹是承接孟子，雖然朱熹注孟子，但朱熹應與荀子較接近，朱熹講的心

應該是認知心，接近荀子。

陳振崑教授：

朱熹講心之本體，「性」是善，這與孟子性善無不同，不同孟子在於，朱熹又講

氣質之性，此是受張橫渠影響。

楊秀宮教授：

荀子除了講性惡外，也講心，心是認知心，去認知禮義。

陳振崑教授：

朱熹是集大成者，講格物的道德認知，可能與荀子相近，朱熹也講孟子反身而誠。

蕭宏恩教授：

羅亞娜教授著作中，《大學》是實在論還是觀念論？這是否不一致？

李賢中教授：

這是一個問題，可以問羅亞娜教授。

蕭宏恩教授導讀：

II 傳統的式微──專權與退縮至心性的內存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Despotism and the Escape into Inwardness)

單元四 The School of Mind（Xinxue 心學）

1.在中國歷史上，新儒學的發展歷經一番最為艱困與動盪的階段：

(1) 北宋落入異族（女真，蒙古）統治之下，宋朝偏安南方而為「南宋」。由

於文化上的差異，南宋即承襲著新儒學的發展。

(2) 蒙古統一中國後（元朝），新儒學的發展幾近停滯狀態。

2.兩種回應此種境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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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縮至心性內存，保持緘默卻不順服於時代亂象。

(2) 堅忍自持，訴諸高規格的個人英雄主義，起而反抗暴虐。

3.第一種回應方式促成了植根於宋朝觀念論之心學的成長。

4.1 陸九淵的足跡 (In the footsteps of Lu Jiuyuan, 1139-1193)

1.明朝心學派早期的開創者，為心學之先驅與第一位代表人物。

2.第一位於尋求失去的、全然之整全中，為意識與心靈之核心角色(the central

role of consciousness and mind)論辯的思想家。

3.依循佛家，尤其是中國禪宗(Chinese Chan Buddhism)之眼光，陸九淵在心

靈內見得一種由感官覺知存有的一線明光而來的聚焦、統一所有時空內的虛

妄。

(1) 依據知識論，陸九淵必須依於內省方法(the method of introspection)

而由心之本體(the entity of mind or consciousness)回到宇宙存在之

整體。

(2) 陸九淵所理解的「致知」(ultimate recognition)即像似禪宗的啟蒙

(enlightenment)，且以「明心」釋「心」。

(3) 附和禪宗：心乃天生，人心自明。

4.陸九淵在「理」、「氣」二極關係概念上，背離佛家的教化。

(1) 陸九淵不似新儒學實在論奠基於一種「氣」（matter，物質）與 「理」

（idea 觀念）相關連的二元論，而不將任何實際存在物(real existence)

歸於「氣」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ubstantiality)。

(2) 陸九淵將「理」之概念(the concept of principle)作為一種建構上的

連結，而與其「心」之觀念(his idea of mind)等同了起來→心即理。

5.縱使在陸九淵的教學中有佛學的成份，但在中國思想史上，陸九淵仍然被視

為新儒家。

(1) 他將新儒家堅定不移的「理」的概念含蘊於其觀念論的世界觀中。

(2) 他強調基於社會賢達之形式權威之階層結構倫理學的意義。

6.陸九淵對反實在論理、氣二元論之思潮，對「氣」的全然否定，標示出對新儒

家與佛家哲學之一全幅綜合(holistic synthesis)的一種新探究的起始。此探求

在兩個多世紀之後才被更清楚的論述，尤其是在心學派的激進思潮中。

楊秀宮教授提問：

4.1 第 3點提到，依據知識論，陸九淵必須依於內省方法，依據知識論，是否為

太強的說法？

蕭宏恩教授：

這裡是將 in terms of 來表示依據，不知道是否合適？這裡用依據知識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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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以西方為借鏡。

林正弘教授：

這裡應該是依據知識論的意思。

黃偉雄先生：

作者應該是表達，若心是認識主體，陸九淵如何以此建立他的體系，作者應該認

為這是一種知識論的問題。

楊秀宮教授：

作者把陸九淵與禪宗相比較，又與知識論比較，都放在一起討論，這樣的幅度是

否過大？

黃偉雄先生：

也有人以知識論談禪宗，只是禪宗的方法與其他佛教派別不同。

陳振崑教授：

陸九淵教學也是排佛，他是以實理排佛教空理，與禪宗比較，應該是因為方法上，

陸九淵是程明道的一本論，而禪宗也是頓教，相較之下，孟子重視盡心知性知天

的過程，程明道省略過程，所以陸九淵的教學方法，與禪宗相近，但內容不同。

黃信二教授導讀：

第五單元 Wang Shouren 王守仁 (Wang Yangming )

若只從一般知識論，王陽明的知識論並不成熟，但王陽明的學問有許多精彩之

處，而能流傳，這裡再提供幾個看的角度，來讀羅亞娜教授的著作。

而從王陽明的生平看，也可以看出陽明理論的比重，例如「知行合一」是比較前

面在談，而羅亞娜教授放在後面談。

P43 前言

補充說明 1：

1.1 陽明洞位於今貴州修文縣龍崗山，該洞為陽明澈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之地，他又在洞口左前方建亭，亭四周種竹名為君子亭。陽明以君子居之，何陋

之有，將這其屋取名為何陋軒。 此後陽明在此講學名聲不脛而走，甚至有學生

遠從中原到龍場驛學習。

1.2 羅亞娜教授以王陽明為主觀唯心論，唐君毅先生《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

表示，陸王的學問是否屬於唯心論，這要視唯心論的內涵究竟如何而論；重點在

於陸王的學問與一般西洋哲學由思辨建立的唯心論不同，他們並不重在樹立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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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論。「唯心論」這個名詞是否有誤導性？陽明與朱熹是否能分屬主觀唯心與客

觀唯心？

第一節 Life and work

P43-44

補充說明2：

2.1.陽明屬於官家與地主之族，年輕時除受儒學訓練外，同時亦專注於佛道之探

討，那是當時上流社會教育子弟之潮流。陽明個性積極，十二歲時即試圖寫信給

皇帝，批評時政之弊，並給予治國建議；所幸其信為父發現而未送出，否則將鑄

成大錯！但其個性未改，隨後得罪當權之劉瑾！

就哲學言，王知名理論為 (良知)致良知與知行合一；其著作由弟子集結為王

文成公全集。

p44 下-p45 第二節Theory of knowledge

補充說明3：

3.1 從知識論、本體論與價值哲學的角度探討陽明之「心」

陽明的「心」不但有知覺作用，更是透過其「本體論」，融合了知覺生命與

道德生命。使其「心」不落入主客二元對立之中，免除了物理吾心終判為二兩者

無法溝通的問題；亦免除了類似康德的西方哲學，將主體區分為認知主體（純粹

理性）與道德主體（實踐理性）之後，無法解決其不同體系兩者間融貫性之問題。

3.1A 從知識論而言「心」概念具有知覺與自覺的作用

(1)陽明的心是具有意識活動的精神體，陽明曾說：「心不是一塊血肉，凡知覺

處便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便是心」。

(2)心除了具有「知覺」與「支配」作用外，陽明之心更強調「心」有「自覺」

的能力。在給顧東橋的信中陽明說：「行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可見陽明

之「心」主導「知行合一」，即是根據人心本身具有的「自覺能力」而立說。即

人在道德行為上有應該或不應該之「自覺」，這亦是其「良知」的功能，亦是「心」

之超乎「知覺」的作用。

3.1B 從本體論分析陽明「心」觀念

陽明首先將「心」、「良知」二概念與宇宙太虛認同，以重新定義此二概念內容

的方式，設法使其學說提升到本體論的高度，以做為其安排宇宙與定位人生的方

法。例如陽明說：「良知之虛，便是天之太虛，良知之無，便是太極之無形」陽

明在其對宇宙本體的領悟下運用「心」觀念，建構了良知本體論；以良知之虛喻

天之太虛，再以天之太虛喻道德之良知。

進一步通過其良知本體論的基礎，貫通了宇宙論與道德世界。陽明就是在此一觀

點下立說，故能結論出「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靈明」的命題，指出此「人

心一點靈明」的觀念，即是其理論能從知識論進入、並上達本體世界之關鍵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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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 從價值論而言陽明的「心」是道德實踐原則的根據：陽明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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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是向外指出，向外使力。從反省的角

度向內反觀使能推動「發之」的基礎即是「心」，此心即是道德實踐的根據。故

牟宗三先生以「作用見性」定位陽明之心，「認為心是超越的道德本心，透過感

應與明覺，心可以引申出種種道德實踐之原則」。

3.2 秦家懿

秦家懿教認為陽明的「心」含有三種意義：第一、原始的、純潔的「本心」；第

二、受私欲所蔽的「人心」；第三、成聖者重新光復而得的「真心」；即陽明之

「心」有自決的、自善的能力，不求外助的特性。所以，可以推論出此「心」具

有價值之根源與真理準據之特性，真理的準據特性突顯出「心」在判斷上的可靠

性，例如陽明要人「信得良知」，人應信得過心之本體與良知之本體即有此意義。

3.3 岩中花，重點在對「心」與「物」概念之探討

3.3A 在秦家懿《王陽明》一書中，秦氏提出「岩中花」的討論說明王陽明是通

過知覺與道德等現實體驗，使人心可以與天地萬物合一；即陽明是以「人心」的

動靜感應，解釋「心外無物」之意，而並不否認所謂客觀現實世界，而只是強調

「人心『如何』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代表哲學家對「心」的自我詮釋方式！

代表哲學家重視詮釋者本身之主體性意義)即秦氏注意到：陽明在不否認客觀現

實的原則下使其「心」具有體用一源特性。

3.3B 羅亞娜除知識論層次外，部分文本的義理層次有所遺漏，即文本中指出應

確立「人的主體性地位」應加以強調。即陽明在詮釋儒家文本時，常以暗示該文

本背後確實存在某種真理之方式運用其文字，例如陽明言：「聖賢筆之書，如寫

真傳神，不過示人以形狀大略，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重視文字的暗示性，

以及主體的了解情形，重視詮釋之主體性意義，因此其詮釋過程實即為主客交融

的狀態。

3.3C 黃俊傑

指出陽明解釋孟子的最大特色在於「主客交融」，「主」是指經典解釋者，「客」

是指經典；在主客交融下使得中國詮釋學呈現兩項特徵，一是經典解釋成為一種

「體驗」之學，另一是經典經由這種類型的詮釋，即透過解經者的努力，而使文

本成為活潑而有生命力的存在類型。在這雙重特性下，可以發現陽明認為文本所

把握者，只是真理在某一個特定時空的訊息(屬於解經者的)，語言與真理兩者之

間有某種不相應性，這種推論觀點與(日)柴田篤教授的觀點相當一致。

3.4D 鍾彩鈞

在「心外無物」的觀點方面，鍾彩鈞教授所著《王陽明思想之進展》一書，對陽

明的「物」詳加定義，區分為三類：

第一類屬於人的行為，第二類屬於人的遭遇，第三類屬於人的意念，但綜合後皆

歸之於「人事」。依上述三大類分點考察與檢討，論證出陽明之「物」皆不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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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從「心外無物」推進至「心外無理」，同時，結論出第二類在「遭遇」性

質之人事問題，雖然有當下的外在性與獨立性，但陽明所指卻是面對外在遭遇時

吾人內心之理，即側重內心變化的處理。

3.5 Jana Rosker（羅亞娜）認為陽明繼承陸九淵(1139-1192A.D.)，強調「心外

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理，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但《陸九淵全集》中本無

此話，象山只說「此心、此理實不容有二」、「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理」最早

錯誤源頭是日本學者「三輪執齋」的版本。

3.6

According to Wang, mind or consciousness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perception, but also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on, i.e. of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and, thus, of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real"

within the physical world:

心之所發便是意，意之本體便是知，意之所在便是物The mind produces meanings,

the substance of meanings is knowledge and the realizations of meanings

are concrete things. (物之譯法與鍾彩鈞不同)

P46

補充說明4：p46 羅亞娜強調「心」在認知過程中的主導性

4.1A 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

4.1B 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不能。

4.1C 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塞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之處

言之，謂之心。

4.1D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物體，萬

物之臭為體，口物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物體，以天地萬物感應是非為體。

這裡可看出王陽明如何看待宇宙。

4.2

4.2A 原文錯別字：「目無體」之第二行，三個錯別字：「口物體」→「口無體」。

「心物體」→「心無體」

4.2B 牟宗三先生認為「心無體」之意義，在於心除以「感應之是非」為其本質

的內容以外，並無任何其它內容。它的「全部感應之是非之決定」就是它的體，

就是它的當體自己，它以是非之決定為其本質的內容即以是非之決定為其自己。

除此之外，並沒有一個隔離的寡頭的本體，亦即再找不到一個它自己。

4.2C「目無體」之「體」

王陽明強調耳目口鼻，因此，他不完全是唯心論者，而是身心互通。而王陽明強

調身心互通，若以physical substantiality來說，略顯單薄。而翻譯王陽明的

著作，需要帶有宇宙感，而羅亞娜教授翻譯，較少宇宙感。

馬愷之教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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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可能以英文講中國哲學？如柏拉圖本來是用希臘文表達，現在又用英文

講柏拉圖，未來是否可能以英文講中國哲學？

黃信二教授：

有可能，只是詮釋者需要保障詮釋的過程，能注意到歷史脈絡。這裡不反對用英

文講中國哲學，但最好先掌握文本的味道，再用自身熟悉語言傳達給自身文化。

李賢中教授：

羅亞娜教授可能有翻譯不恰當之處，或者她的原典掌握還未作到這裡，但羅亞娜

教授層層翻譯的努力，值得肯定，可使我們知道漢學家所了解的中國哲學為何。

從學術交流來看，異文化解讀的刺激，使我們可再度溝通，我們並不因為可能使

用不精確，而否定此工作的價值。如果有問題，可以記錄下來，此書如果有再版，

可以請羅亞娜教授再修改。

黃偉雄先生：

我們除了討論解讀方式，也可以去了解羅亞娜教授想表達什麼，在此她應該是表

達中國知識論的路線，羅亞娜教授不只是翻譯，例如她引用心、知、理，及心是

主宰，又透過耳目口鼻，羅亞娜教授應該是用這些概念，了解王守仁如何看待知

識，這些我們可以說這種思想體系是知識論，而不僅是翻譯。

黃信二教授：

從這裡，也許羅亞娜教授做得好，如用「心」、「知」談內在反觀，羅亞娜教授

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還需要更廣大的角度，例如47頁提到王陽明反對格物，反

對自然科學，把格物等同自然科學，但王陽明不一定反對自然科學，他主要講的

是正心，所以解釋還需要更廣大的角度。

黃信二教授導讀：

補充說明5：「心」與「天」的關連性、「良知」的定義

原文 p47 上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

Mind is identical with Dao, and Dao is identical with Nature. If we know

our mind,

we know Dao and hence Nature. (Wang Shouren l929.l. p.30a)

5.1 劉桂標先生的看法：〈論王陽明心即理說的主要觀念〉

陽明的心（良知）的意義，是其心性論方面的涵義，或即道德哲學方面的涵義，

此義自孟子起，一直是儒家的通義，只是陽明將此義發揮得最為充盡。

然而，儒家講的心的涵義並不只此，它尚有另一方面的涵義，此義在孟子時並不

明顯，到《中庸》、《易傳》時才顯現出來，到宋明儒學時才得到最大的闡發，

這就是心的天道論的涵義，用牟宗三先生的說話來說，也就是道德的形上學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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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孟子雖然有「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的說法，隱含了心與天的內容意義

是一的意思，但未明白指出心就是天。到了宋儒，「天道性命相貫通」的思想才

成為儒者的主流思想，心的天道論涵義才被充盡地發展出來。陽明的學說雖以心

性論為主，然而，他卻沒有忽略心的天道論的意義，他亦屢次指出了心的這種含

義。

5.2 黃俊傑在〈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指出：

必須掌握「心」、「性」、「天」三者有其同質性（homogeneity）。即從陽明

看來，孟子的「知心」、「知性」、「知天」只是「同一本質修養工夫」，在不

同階段的境界表現而已。

5.3 順從自己心上體認，不假外求，始得。p47

補充說明6：定義良知：

6.1A 良知之外便無知。There is no knowledge, outside of innate knowledge.

6.1B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靈明覺，即所謂本然之良知也。

The mind is the ruler of the body; its immaterial wisdom and clarity is

called innate

knowledge, which is elementary in itself.

6.1C 吾心之良知．即所謂天理(良知即天理)

The innate knowledge of my mind is the so-called principle of Nature

(Heavenly

reason).

P48 上

6.2A 知善知惡是良知 The recognition of good and evil is innate knowledge.

6.2B 良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惡。

Innate knowledge is the mind's awareness of true and false, and true and

false is

nothing other than good and evil.

6.2C 是非之心，不待慮而能，不待學而能．是故謂之良知。

The mind's awareness of true and false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reasoning, nor can

it be learned.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innate knowledge.

P48 中

6.2D 爾那一點良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念之處，他是便知是，他非便知非，

便瞞他一些不得。 爾只不要欺他，實實落落依著他，善便存，惡便去，他這裡

何等穩當快樂。若不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羅亞娜對「格物」的譯法，

可能與陽明「正心」之詮釋有落差)

6.2E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良知也。

All men possess a heart, which is able to distinguish true from fals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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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vil).

This is innate knowledge.

P48 下

6.3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 見父自然會孝．見兄自然會弟。此便是良知，

不假外求。

補充說明7：「致良知」之分析與考察──各種論述「良知」定義之方法與意義

當代研究良知之方式約分為四類：「理性之範疇」、「唯心一元論」、「良知即

天理」與「道德論與中和說」等四類，每一類又有細微差異。

一、以「理性」界定「良知」的看法：

(一)「良知」是一種理性意識 (耿寧與張再林)：

1. 從「意識自覺」的觀點側重良知的「自知」特性：耿寧認為良知為所有「意

識作用」的共同特徵，即每個意識作用都同時知道自己。陽明的「良知」即是「自

知」；是一種「意志」與「實踐」方面的自覺。同時，亦是一個「道德」方面的

評價，但不是對他人行為的一個道德評價，而是對自己意志的自知評價。

2.張再林則從知識論的觀點，強調陽明學中「心之所發便是意」的「意；重視「良

知」在「心之所發」狀況時的意義，並認為此「意」與西方現象學中之「意向」

概念可以認完全相同。他舉例證明王陽明的「意」與胡塞爾對「意向」的看法相

同，陽明說：「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又說「吾儒養心未嘗離卻事物」。

張氏認為這是陽明從一種先驗的意向論高度，即所謂「知行本體」的高度，對知

行的真正本質關係之深刻揭示。

3. 陽明說：「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又說「吾儒養心未嘗離卻事物」，

這種「意」指對象的「未嘗離卻」也，正是陽明所謂「意」之「應感而動」的特

性，表示「意」既是心之所發，又是物的產品。陽明說：我的靈明，便是天、地、

鬼、神的主宰，天沒有我的靈明，誰去仰他高？…離卻天、地、鬼、神、萬物，

亦沒有我的靈明；如此，便是「一氣流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意之所用，必

有其物，物即事也…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

即「意」雖然擔任一心、物（一氣流通）間關係的轉承角色；但其範疇應不限於

主體意向的活動與客體的對象二者。陽明的「意」對心、物的轉承功能不僅限於

主客二者關係，即「意」觀念的使用，應可使主客間的關係從二元分析，進一步

提升至主體或意（心之所發）、客體，以及做為主客體依據的天理三元間的連結

上立說。即僅從認識論上中西方「意」的相同，並不足以代表存在上「意」的本

質性之實質相同，這是本文與張再林及羅亞娜(譯為intention)看法的差別。

(二)從「實踐理性」與「知情意」觀點論「良知」(張君勱)「良知」有下列意義：

第一項從「實踐理性」的觀點：

(1)「良知」是指內在的認識能力，例如「良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即陽

明之「知」與道德上的良知、良心是同義的。

(2)「良知」是理或實在的部份，例如：「知是理之靈處，就其主宰處說便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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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良知即是天理」]。即「良知」功能是根據純粹及「實踐理性之作用」

而言。

第二項從「知情意」的觀點：

(1)「良知」包含「知、情、意」三個層面。首先論「意」：良知即是「意」，

例如「心之本體，無起無不起，雖妄念之發，而良知未嘗不在」；「心」有任何

活動或刺激時，「意」便應之而起，故控制「意」的方法在於以道德動機消除惡

意；這種「意」的理論內容與「知」有關，陽明的「良知」系統極為強調「意」

與「知」的關係。

(2)良知具有情感因素，例如「良知只是一箇天理自然明覺發見處，只是一箇真

誠惻怛」。

(3)「意」的重要性：王學良知體系的關鍵在於「物乃意之所對」，例如在有名

的岩中花樹問答即是一明顯之例證。

總之，張氏認為王陽明所要傳遞的訊息是：不管任何外在的或道德價值的知識，

首先必須存在於「心」的意識中，經歷思想的作用以成為其知識；而且心意識所

提供的知識的重要性並不在於它為「主觀」之故，而是在於「它涵有形而上的意

義」。

(三)「好善惡惡」是意志的品格，「知善知惡」是理智的品格(張學智)

張學智認為「良知」系統，亦可以說是理性提供的行為手段，以及對行為結果的

監督評價之全副系統。張氏指出良知有天賦的「好善惡惡」的趨勢；即先有「不

容己」的好善惡惡的情感（意志），才有「知善知惡」的現實判斷（理智）的發

生。唯張氏認為「良知」的理智判斷方式，陽明有前後期不同的分別；早期和提

出「致良知」宗旨以前，以理智的形式為主，以分析、推理、證明為主；後期「良

知」則因長期理性判斷的熟化而改變為「當下的直覺」，「有一種迅捷、直接的

優越性，不是對每一事都進行理性的思考、安排、綜合」。

(四) 「良知」是一種直覺判斷(張君勱、馮友蘭、勞思光、羅光、吳汝鈞)

「良知」是一種直覺判斷，不是知識判斷。

1. 張君勱除了上述以「實踐理性」定義「良知」的觀點外，張氏亦認為「良知」

的英譯應為「intuitive knowledge」（直觀的知識）；他認為陽明是根據孟子：

「人之所不學而能者，其良能也；所不慮而知者，其良知也」《孟子，盡心》而

說的。吳汝鈞則以「良知」是「道德語言」（moral language），不是「認知語

言」（cognitive

language）表達與張氏近似的意義。

2. 馮友蘭認為陽明的「良知」對善惡的辨別，是一種直覺的反應並不是一種道

德的判斷，不是經過思考而得到的命題。

3. 勞思光亦否認良知之「知」即指「知識」的看法。他認為陽明用「良知」一

詞即指「價值意識」或「價值判斷之能力」而言，屬於「道德語言」而非「認知

語言」。

以上這些研究所觀察陽明學的共同特色在於「良知」為一種「直覺」能力，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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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價值範疇；不離認知的能力，又不全然屬於認知範疇。觀察當代的研究，

對「良知」這種類型的研究，後學相當容易導入於「認知」（自然科學）或「超

認知」（神祕良知觀）兩極化的研究，在理解上必須有所警覺。(例如側重自然

科學方式的研究：王守益：〈基於現代視覺認知觀點檢討關於王陽明天地萬物為

一體等哲思的批評〉，《清華學報》，第22 卷，第1 期。(2)側重神秘良知觀的

研究：王欽賢：〈聖保羅與王陽明之神秘良知觀〉，《華岡文科學報》。)

二、以「唯心一元論」界定「良知」：

(一) 以張君勱為例：論述「十六世紀唯心主義哲學家──王陽明」。

(二) 方東美先生則以「機體主義」的哲學觀，以及「唯心論」的觀點點論述陽

明學說。

三、以「天理」界定「良知」：

錢穆、勞思光、唐君毅、吳汝鈞、張立文、張學智、楊國榮

(一) 錢穆認為「良知即天理」。天理只是分別善惡的總名，善惡

之標準只在人心的自然靈覺處，那個天理本源的人心，便叫「良知」。

(二) 勞思光認為「天理」內含於心中，是一超驗關係；「天理」

是存有意義之詞，「良知」則是能力意義之語。

(三) 唐君毅根據良知天理之即體即用義分析：已發、未發、心之中與心之和、

體與用、動與靜在義理上何以能相貫通之理由。

(四) 吳汝鈞認為「天理」在良知之中，天理是良知所照見的道德規範。

(五) 張立文強調「吾心之良知即所謂天理」之命題，強調天理、良知與心之關

係，突顯「心體」的主觀知覺功能。

(六) 張學智認為：「良知」與「天理」的限定保證了「良知」的純潔性，強調

「所性之覺」，認為良知的內容以「性」與「覺」為根本。

(七) 楊國榮認為：「理」有雙重意思，一指實理，二指道德律；

「心即理」含有普遍之理與個體形式的合一的意義。

四、從「道德論」角度界定「良知」：秦家懿、陳來、談遠平、牟宗三

(一) 秦家懿認為：陽明良知學說的「宇宙論」附屬於「道德論」，同時認為「良

知本體」是一種超概念的絕對體。

(二) 陳來認為：「天理」指「道德法則」，「良知即天理」的意義在於指出「良

知」是既先驗又普遍的道德法則，它指出人類社會的「普遍道德原理」，而不指

向宇宙存在、運動的普遍法則。

(三) 陳福濱認為：「良知」為「天賦的道德本體」，為一先驗的道德意識，就

人能知是非而論，良知是知善知惡的「心之本體」。

(四) 談遠平認為：「良知」為人的「內在道德判斷的標準」，具有指導、督正、

判斷的作用；良知亦是「道德情感的體驗」。

(五) 牟宗三認為：從「良知」與「中和」的關係對照上取証「良知」意義，「中」

即在「戒懼、謹獨」與「對天心天理的取証中」立說，而「致良知」便是「和」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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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說明8：以下為對善惡與知行合一之探討

8.1A 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惡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惡

8.1B 無善無惡，是心之體。有善有惡，是意(intentions)之動。知善知惡，是

良知，為善去惡，是格物。

論「知行合一」

P49 下

補充8.2：外心以求理，此知行之所以為二也。求理於吾心，此聖門知行合一之

教

8.2A 陽明三十七歲在龍場於生死之際，悟格物致知之學；次年主貴陽書院始論

「知行合一」，其後十年之中學問宗旨，主要是「誠意之教」。例如1513 年與

徐愛同舟歸越暢論《大學》宗旨，1518 年又刻古本大學，皆屬本時期事件，所

重視的是「大學誠意之教」。

8.2B 知行合一之「知」，指價值判斷或知善知惡之良知本體；「行」指由意念

展開至行為之整個歷程；「合一」乃就發動處講，取根源義。即陽明在方法上，

以良知為始點，強調「致知在格物」，並視兩者為不可分；又運用知行合一與誠

意教法，試圖使動靜能合一，使動亦定靜亦定，完成其事上磨練的理想。

8.2 知行合一之「知」是著重在從本體論的觀點而言，與見聞之知，或所謂知識

之「知」不同。知行之知是「良知」之知，是從形上本體的觀點立論；在這個角

度上，我們才可以理解陽明所謂「知行本體」之觀念，為何能夠分析出「只說一

個知，已自有行在」的結論。

8.2D 知行合一之「行」，也並不僅指外顯的行為而言，而是包含了良知本體所

屬之心理活動、思想意向在內的範疇。試觀陽明所云：問知行合一。先生曰：「此

須識我立言宗旨，…一念發動處，便即是行了；發動處有不善，就將這不善的念

克倒了，…不使那一念不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立言宗旨。」此已被私欲隔斷，

不是知行的本體了，未有知而不行者。

8.2E：陽明說：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

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張再林先生：可以說在「意」的統攝下，心與物成為「一氣流通」，難以「間隔」

的整體，所以「物即事也」；又當「物」成為「為我之物」時，陽明當然可以提

出「良知是造化的精靈」之觀點。同理，張氏可推論出「知行合一」的觀念，即

以「意」做為「行之始」。

P50

何謂「知」：知行合一之知

8.3A 未有知而不行者，知而未行，只是未知。

There is no knowledge without action. To know and not to act, means not

to know.

P5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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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B 知是行之始，行是知之成

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action, and action is the result of

knowledge.

第六單元 Later developments in the School of Mind:

(1)(修身) Gradualist epistemology (xiushen) and

(2) (利根) the epistemology of instant enlightenment (ligen)

P50 下

補充說明9：

秦家懿認為：陽明注意到了其學說可能產生的流弊，即王陽明當時已經向學生強

調應避免成為「狂者」，舉出「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為例，訓戒弟子王龍

溪不要「懸空想個本體」；同時，又不反對錢緒山以格、致、誠、正來講復性工

夫（道德論），顯示「心」是其本體論的基礎也是其工夫論的起點。

9.1A 無善無惡，是心之體；有善有惡，是意之動。知善知惡，是良知。為善去

惡，是格物。

德洪曰： 「此意如何？」

9.1B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若曰心體是無善無惡，意亦是無善無惡的

意，知意(亦)是無善無惡的知，物亦是無善無惡的物。若說意有善惡，畢竟心體

還有善惡在。」

9.1C 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惡的。

但人有習心，意念上見有善惡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復那性體功夫，若原

無善無惡，功夫亦不消說矣。」

補充9.2：

9.2A：陳來先生：認為陽明是在儒家「有」的本體論的基礎上，吸取佛、道兩家

的「無」的境界與工夫智慧，提出四句教義理，而完成「以有為體，以無為用」

的理論的融會，為儒學內部朱陸的爭議尋求一套新的詮釋體系。

9.2B：四句教中陽明「無善無惡心之體」所討論的問題與倫理的善惡無關，而是

強調「心」所本具的無滯性。由無滯性的觀點，所以才能說心之本體明瑩無滯，

是未發之中；即心之本體，其本體不是指某種本質，某種倫理原則，而是一種本

然的情感─心理狀態。

9.2C：陽明之「無善無惡」不是指混淆是非、不辨善惡，而是指「不著意思」、

「不動於氣」。當然人自身有所謂之好惡，但這種好惡除了依於理外，還應不動

於氣。

補充9.3：四句教為陽明晚年所立教法(黃信二)

9.3A 四句教的記載見於《傳習錄》下、《年譜》三，以及《王龍溪全集》卷一

〈天泉証道記〉；前二者是緒山（錢德洪）所記，後者則由龍溪（王汝中）所載。

9.3B〈年譜〉中對此師生對話之紀錄更為詳盡，較可以為看出陽明對緒山與龍溪

對話的評價與語氣。又因陽明所立的是四有，且他以四無為「此顏子、明道不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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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當，豈可輕易望人？」討論應以《傳習錄》與《年譜》為主。

9.3C「四句教」的內容，本來即分別是對上、下根器者而有的不同立論與分析；

陽明認為四句教的處理原則，在於使緒山與龍溪「二君（的觀點）相取為用」，

而其在目標則在於使「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

9.3D「四句教」之教法，以「無善無惡是心之體，有善有惡是意之動，知善知惡

是良知，為善去惡是格物」為內容。然因理解之角度有所不同，而引發「四有說」

與「四無說」之爭論；其中四有說，為錢緒山之主張，強調復那本體的功夫，反

對只見本體，說無功夫可用；這是基於多數人「今習染既久」而發的觀點。四無

說則為王龍溪之見解，強調心體既無善無惡，則心、意、知、物皆無善無惡，以

及良知本體原來無有；著重在本體論的形上觀點。

P52

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

9.4 先生曰 "我今將行，正要你們講破此意。二君之見，正好相資為用，不可各

執一邊，我這裡接人原有此二種利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瑩澄

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 利恨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即內外一齊俱透了。

其次不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念上實落為善去惡，功夫熟後，渣滓

去，去得盡時，本體亦明淨了。汝中之見，是我這裡接利根人的，德洪之見，是

我這裡為其次立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若各執一邊，

眼前便有失人，便於道體各有未盡。

其次不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念上實落為善去惡，功夫熟後，渣滓

去，去得盡時，本體亦明淨了。

補充9.5：

陽明為什麼將「心體」說成無善無惡，根據日籍學者岡田武彥的研究中發現：陽

明不言「至善是心之體」，而說「無善無惡心之體」；(1)從龍溪的觀點說，有

可能是因為當時學者認情為性，誤解了孟子性善說主旨，故為了打破當時學者執

於意見之弊，掃盡一切意見與情識，而直下悟得良知之無體，故有此說。(2)從

緒山的觀點而論，則是因為當時求至善者，學者多求事物之定理與規範，以為虛

靈內先有個善，所以反而窒其虛靈之體，塞其聰明之用，故陽明特意說心體無善

無惡就是為了匡救此弊。《明儒學案》中，錢緒山云：「故先師曰『無善無惡者

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理之學，先有乎善者立言也。因時設法，不得已之辭

焉耳」，可見陽明以「無善無惡」立論「心體」，確有其時代背景的考量與針砭

時局的迫切需要。

9.6 即而曰 ： 以後為朋友講學 切不可失了我的宗旨。

Then he added: "Later, when you spread my teachings among your friends,

do not forget what I have said!"

9.7 陽明教學方法之特性以最初設定的目標言，陽明所立之教法，其適用性範廣

大，從百姓至聖人，從中下根人至上智之人。但同時也顯示出其問題，即陽明所

說「二君以後再不可更此四句宗旨」；這似乎是限制了其後學進一步開展其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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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這裡我們可以做兩種推測：第一，有可能是因為陽明內心明白，其兩位

高徒的程度，仍未能真切地達到其最佳理想境地；即未能具有再創造儒學新體系

的實力，故發此語。第二，「不可更動此四句宗旨」一語，所指不可變者為傳至

陽明二千年的「儒學精神」，並非指儒學的表達形式。宋明理學的表達結構，基

本上是吸宗佛教語言與概念後的新表達形式，但在精神上仍舊上承先秦儒學精

神，並非更動。

馬愷之教授提問：

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關於羅亞娜教授的西文二手材料，多依賴Bauer，近代

許多研究王陽明的西文著作，如David Wang等，羅亞娜教授看來並沒有參考。

第二個問題是，以王陽明的誠意之教，來說明中國知識論，是否合適？

李賢中教授：

西方知識論，討論知的過程為何？知的目的為何？認知主體有哪些能力？主體與

客體的關係如何？有那些概念組成這些架構？…等等問題，而王守仁可能說我們

自然會知〈或直覺之知〉，從西方知識論的觀點則問王守仁之「知」的目的為何？

為什麼自然能知？其中仍然有些可比較的地方，我們可以找出兩邊共同的問題進

行比較，或不交集之處也可討論。中國哲學中的名家、墨家和西方知識論思路比

較相近，儒家關於這類的問題較少，可能也涉及本體的問題，或用遮撥的方式去

處理。不過，時至今日，我們對於道德之知的內涵還是需要用現今的語言盡可能

說清楚。

林正弘教授：

有幾點可以討論，首先，關於翻譯的問題，也許連中國的白話文，都不一定能翻

譯中國古代文獻，如果可以，或許英文也可能翻譯。白話文是可能詮釋，但應該

不能說翻譯，如果你不能解釋，代表你不理解。舉例來說，Thomas Kuhn是物理

博士，卻有不理解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問題，當時他本想以當時物理學的研究成

果，找古希臘物理學的問題，但看不懂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直到他試著忘掉他當

時的概念，才漸漸進入古希臘的原典，但又不一定真的進入。

如果哲學必然有其文化氛圍，而難以普遍，也許就將此種氛圍保留其中。

而知識論也可不必侷限在今天的知識論課本，只要和知識有關的問題，即是知識

論，如果就這個角度，中國早就有知識論，例如他們在反省直觀是否能反應真實。

而即使今天的知識論課本，也多是英美分析哲學的著作，曾有留歐的學者表示，

他們常是先讀哲學家的原典，再進行討論。

黃偉雄先生：

關於陳來先生所認為，陽明是在儒家「有」的本體論的基礎上，吸取佛、道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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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的境界與工夫智慧，提出四句教義理，完成「以有為體，以無為用」的

理論，其實王守仁四句教講得比陳來先生更清楚，例如佛教也有講「有」的本體，

而且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無」也是形容，如果把「無」獨立出來，如何能

討論？

而中國哲學的研究，似乎表示中國哲學沒有普遍化，而是個別學者詮釋，這是否

是中國哲學的本質？

楊秀宮教授：

如林正弘教授所說，我們也許把知識論抓太緊，羅亞娜教授也許是討論知的問

題，我們也許可以較寬鬆看待。羅亞娜教授刺激我們，以不同角度去看，而有不

同見解，也許我們要放下自己所學，而用「知」來讀王陽明。

黃信二教授：

誠如林正弘老師所說，西方也有不同的角度來談知識。

再如與會人員所提的，中國哲學的普遍性問題，其中有可以說與很難說的部份，

可以說的則盡可能說清楚，而不只是自己享用，轉出去的工作仍然需要。就如無

善無惡心之體，也許不可說，但仍然要表達。

而二手材料也有很多，也可能導致失焦，但材料過少，也可能難以看到全貌。這

裡就引其他學者的看法，也許能看見不同的觀點，而且不見得相衝突，在不同的

觀點下，可以看到他們認為文本最有價值之處，有助於使我們掌握文本得以流傳

的價值。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研讀會時間是四月三日，講員是孫長祥教授、馬愷之教授，四月十七日的

研讀會時間，是下午兩點到六點，講員是陳振崑教授和沈享民教授。五月一日的

時間，將調整到五月二日。五月十五日的時間，將調整到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

到六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