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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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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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長祥、馬愷之

主題：

1.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an Buddhism: Qian Dehong 錢德洪

(1496-1574) and Wang Ji 王畿 (1498-1583)

2. The Folk Confucian and the Chan Buddhist enfant terrible: Wang Gen 王艮

(1483-1540) and Li Zhi 李贄 (1562- 1540)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孫長祥、馬愷之、李賢中、邱建碩、劉貴傑、黃偉雄、周穎君、陳明威、汪翀名、

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主持人前言：

我們已經透過電子郵件，與本書作者羅亞娜教授取得聯繫，並將我們的會議記錄

寄給她，她表示對於我們討論她的著作，深感榮幸。會議記錄中，提出許多翻譯

的問題，與思想內容的問題也很深入，但是羅亞娜教授今年沒有時間來台灣，希

望以後有機會來台與大家共同研討，我們將持續與作者保持聯繫。

導讀與問題討論：

孫長祥教授導讀：

如主持人所提，外國學者對中文的理解，仍有問題，或可能對中文了解的熟悉度，

還不能使他們深刻討論中國哲學，或可能以自身宗教觀點理解，如 Hansen 等等。

而在國內，要使中國哲學發展，中文字辭也需要表達清晰，才能進而清楚的以英

文表達中國哲學，如果國內都表達不清，更何況不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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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an Buddhism: Qian Dehong 錢德

洪 (1496-1574) and Wang Ji 王畿 (1498-1583)

儒家與禪宗的融合：錢德洪（1496-1574）與王畿（1498-1583）

本著作大致上是以思想史方式表達。

頁 53

1. 陽明學派二位較著名的弟子，也代表理學認識論兩大基本思潮；對應於禪宗

拯救的教義中，與神學相關的知識論。明代中國化佛學的禪宗，不再嚴格的

與儒家對立。理學的教義已確立，此時期的官方哲學較之前的心胸更開放，

而較少獨斷與仇外的成分。當時的啟蒙代表王畿，也宣稱儒道釋三家的本質

相同。因此，即使王畿為陽明弟子，一般也將其列名在禪宗的主要理論家中。

這裡提到禪宗是「拯救」的教義，但禪宗與拯救的神學不相似。

2. 儘管理論不同，但錢德洪與王畿為知交密友，也同時被指定去教導能與陽明

相與問學之前的入門者。入門者需通過陽明學派著名弟子的初階課程，熟悉

新儒學［宋明理學］觀念論（Neo-Confucian idealism）的基礎進路，並從

非認為其所學為正統教義的偏見中解放出來。1532 年，陽明過世後三年，錢

王二人中進士，錢出版 25 卷本的緒山會語；王出版 22 卷本的王龍溪全集，

被認為是書院群體中具有強烈禪宗方向的奠基者。

這裡提到透過陽明弟子的初階課程，使他人先相信，王陽明不是反傳統與異

端，甚至崇拜學門，而著作裡常用「異端」一詞，但我不太用「異端」一詞，

「異端」一詞看起來對他人不寬容。

3. 若比較錢王二人的著作，錢的展現較王畿更近儒家正統與遵從儒家、尊敬陽

明；王則大膽冒險有創意。陽明死後，錢官職數遷，終招致皇帝黨羽之一的

不悅，被捕下獄。然卻使其有充裕的時間，對於在天泉橋與陽明對話時所體

悟的漸悟認識論，從事深刻的哲學沈思。在與王畿的書信中，錢承認從用事

到被拘禁隔離失去自由的經驗，使他更加體認到對任何本來真性的依附都是

徒勞無益的；也使其洞悉：為了獲得真誠的領悟，必須延長苦修。

這裡提到四句教中「良知」、「格物」等翻譯，與我們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樣。

4. 在其著作中錢展現出他是一位善於演申，而非有原創性的學者。撇開文學、

感受性的部分不論，其說大都是引述許多心學代表者的文句，並詳加注釋。

他的論述主要在經過仔細推敲、詳細解釋，並重述新儒學觀念論：如心的意

念（the notions of mind）、天賦知識（良知），及它們與新儒學中的核心觀

念──「理」的關係。

「良知天理原非二意，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

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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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到 notion of mind 的 notion，不知道如何翻譯，在此先譯成心的意念，但

後面又不像是意念，把 notion、idea 等混用，作者的用字區分看來不嚴格。

這裡又以 innate knowledge 翻譯良知，但良知是否是天賦，在近代哲學也是大

問題，例如近代經驗主義可對天賦知識作反對。

而「理」翻譯成 principle，也可再討論。

而 55 頁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翻成 knowledge，是否恰當？也可以討論。

李賢中教授：

心之靈虛昭察是否是動詞？如果是，而 knowledge 看起來是結果，才會看起來翻

得不太恰當。

孫長祥教授：

這可能是一個心理狀態，或說 mental state，這裡以看似結果的詞翻譯，看來

有問題。

而這裡又提到中國沒有講「虛」，然而，其實很早荀子已經提到，並講「知有所

合謂之智」，也就是心與對象有所合才叫知識。

邱建碩教授：

這裡恐怕不只是翻譯的問題，而是在她們知識的基礎上，加以補充。這裡可能涉

及宋明的「工夫」，表示心在什麼狀態，達到真正知識，她們也許可以表示，在

這個關於結果的字詞上，補充心在什麼狀態，才能達到真正知識，只是要考慮在

她們補充之後，與中國的真正知識有什麼區別，而不只是翻譯的問題。

孫長祥教授：

即使講到工夫，在哲學界仍然講得很含混。

黃偉雄助理：

關於翻譯的問題，p.55 這段文字是整句話，但作者翻譯卻不一致，作者可能不

夠仔細，例如，前面將良知翻成 innate knowledge，後面的「知」應該是良知，

但翻成 knowledge；而天理前面翻成 Natural laws，最後的理卻翻成 principle。

孫長祥教授：

不只是她們了解中文有問題，我們了解英文也有問題，例如，Natural law 就能

討論出三種意義，而且各有它們的歷史脈絡，如果用錯，會造成麻煩。

而這裡又常提到，工夫受到禪宗影響，但禪宗講的不是 mental state，而近於

mental process，對此禪宗也講出清楚的過程，而不含混，反而有許多研究，講

得含混，只說是當下體悟，這將走向懷疑論與神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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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碩教授：

這裡羅亞娜教授說是 innate knowledge，但這種說法有待商議，那又應該如何

說？而且各家說法不同，要如何去說？

孫長祥教授：

如果各家說法不同，也呈現多樣性，在此中則可以多方交換意見，使我們能接近

一致。

而在這裡作者談 true、false、right、wrong 等，但在哲學的討論，已說明事實

與價值的判斷有所區別，西方已在作分辨，中國哲學區分反而含糊，如王陽明談

判斷，也說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他是以善惡為對象，表示與道德

有關。而這裡的意應該不是意識，可能是 intention，或其他的字。

而如何能知道「良知」，如果只說天生就知道，那近代經驗主義則能反駁，所以

如何知道需要再反省，不能含混帶過。

李賢中教授：

這裡提到研讀的三個層面：

第一是我們如何理解原典？第二是翻譯的問題，我們討論羅亞娜教授如何理解中

國哲學，例如天理與理的翻譯不一致，或良知翻成 knowledge 也許不恰當，再看

有那裡可以補充。第三是態度問題，需要在彼此肯定中多方討論才能進入哲學問

題。

孫長祥教授：

認真弄清楚，是最重要的。反而有些研究常走向神秘主義。即使談「工夫」、「境

界」，如在佛典，看得見為境，聽得到為界，它是什麼意義，也要弄清楚。

孫長祥教授導讀：

5. 頁 55。錢的認識論強調，做為區辨真假或（理性的與倫理的）適當與錯誤行

動最高標準的天賦知識（良知）的功能。他對領悟的漸修方法的強調既特殊

又複雜；還加上其他的苦行與修身的實踐，但強調思行之中「誠」最重要。

只有完全獲得「誠」的性質才能真知。因為先天的知識才是道德善的本質。

問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

6. 當錢循著理學陳舊路線發展同時，王畿的哲學則伸向佛道爭辯的禁果。這位

只有理論的異教徒，則在豐富的儒釋道三家的話語基礎上，對不相關聯的概

念，進行整合、融貫建構精緻的系統。不管王的哲學貢獻，儒家的文獻學者

對其的評價較負面。王是少數納原始印度佛學的雙重否定邏輯於其學說系統

的傳統儒家學者，也與惠施的齊諾式的時空相對性的概念相關。

「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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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一處，是謂懸同。」

邱建碩教授提問：

這裡談「知則主宰乎事物」的「知」，中國哲學提「知」是否皆意味「良知」？

還是在其他地方是表示接近西方的知識？

孫長祥教授：

理解中國哲學的知識，應該是指 intelligence，是動態性的，但這裡的理解看

來是靜態的。

邱建碩教授：

用中國哲學在使用這些詞彙，他們是否有其一致性。

黃偉雄助理：

提到一致性，在王陽明，知應該是良知的意思，只是中文字常有簡省的使用，一

致性可能是作者要說明的。對於中文簡省的使用，最好先有精準的白話，透過白

話，再翻譯成他們理解的英文。

孫長祥教授：

當然英文也可刺激我們思考，因為他們有清楚的表達，我們也需要講述清楚。

孫長祥教授導讀：

7. 雖然王畿的認識論是循著心的觀念，而其中心性質則是道家與禪宗觀念的

「虛」（emptiness），王之前此詞不曾被用為在新儒學系統中。就王而言，經

驗到心的這個基本性質便是經驗到心的轉換到虛的狀態，是任何形式學習的

基礎，也是引向認知的第一步。「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無些子積

滯，方是學。」在他的看法中，虛的狀態即將心與天賦知識（良知）連結，

因此聯繫普遍與具象、當下與永恒。（p56 下引文）王也將等同天賦知識的觀

念與道家老子道德經 27 章的寂、靜（solitude or peace）概念等同。「引文：

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

問題：荀子：虛一而靜、大清明

荀子在以前不是已經用到「虛」？

問題：？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是謂神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七章，應該沒講「虛」、「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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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道德經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才提「寂」、「虛」。

邱建碩教授提問：

羅亞娜教授以為「虛」是受禪宗的影響，而沒注意到儒家荀子所說，羅亞娜教授

是如何作聯想？是否在國內學生，也少注意到儒家荀子所說的虛？或者，是否西

方理解道家與禪宗的「虛」較多，而對儒家的「虛」理解較少，以致於作者有這

層聯想？

孫長祥教授：

西方也曾提出 emptiness，到海德格才重視虛無，但虛無也是使存有成為存有，

西方理解的虛無仍是從有開始，這裡不同，因為佛教還是批判性思考，即指批判

以後才能知道，而言「虛」，可能與現象學較近，西方則多以「有」出發，且常

是物質性。

邱建碩教授：

但羅亞娜教授又是如何聯想？這也許如孫教授所說，是因為他們的背景，而以某

些理解，再聯想到禪宗。

孫長祥教授：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的母語，要理解對方的學問總是有困擾，正如我自己理解西洋

哲學有困擾。

56 頁下，用 linking 、connect，來談「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德。」，這樣

的等同看似有差別，可再討論。而「寂」要如何翻譯，也可討論。

李賢中教授：

在宋明常對認識的作用、狀態、境界作描述，因而講「虛」，而對如何達到的過

程少作描述，因此翻譯多從達到的結果來翻譯。而從註釋 12，也講到「虛」在

朱熹等實在論的儒家，與過去的儒家也較少談。

孫長祥教授：

但是在中國已有談，如荀子或莊子，而《朱子語類》中，朱熹也不是沒有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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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國內還是有很多討論空間，就如朱熹、王陽明，也是不斷的與學生對話，回

應學生的質疑，有不斷的修正過程。

李賢中教授：

「虛」、「寂」兩者關係又在哪？它們又如何等同「良知」？

邱建碩教授：

是否對宋明而言，有些東西真的講不清楚？

李賢中教授：

這裡我們就嘗試說清楚，我們讀一個著作，會預設它有一致的系統，再看它是裡

面哪個層次，例如，對「虛」、「寂」簡單詮釋，「虛」可能是前面階段，「寂」是

後來的階段。

這可能是受分析的思維影響，國內許多研究以為，分析會破壞系統的整全性，但

就學習的過程來看，先分析再綜合，才有助於我們理解。

孫長祥教授：

有些研究會講究一個體系，是封閉體系，但是連王陽明自身到死前，都還未完成

他的系統，如此又要如何說明他的系統？

李賢中教授：

也許王陽明並未完成其系統，理解者則先抓出理解結構，建立一致的解釋，再放

入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可能有問題或不一致，透過對話，才有助學術前進，而

不是排斥對話。

孫長祥教授：

這裡要說明哲學與建立系統科學的差別，哲學正是指出系統的限度，而不是建立

體系，西方在十九世紀後，也有很多人反系統哲學，John Searle 也指出，對科

學的界限作批評，才是哲學的任務，而非把所有知識納入一種系統。

邱建碩教授：

整合知識體系，成一個系統，雖然從橫向看，會成為龐大體系，造成是複雜化，

但去反省整合的可能性，應該也是哲學要探討的問題。

孫長祥教授：

現今確實走向整合與複雜化，但可能作簡要說明，也不宜胡思亂想，或走向神秘。

孫長祥教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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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頁 57 王畿觀念論的發展也酷似道家，在有虛心與良知之處也導向存有的核

心問題。「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著（者）自無而顯於有，

化著(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

無時不造，無時不化。」這個假設也導向另個完全觀念論的設定「萬物皆備

於我，非意之也？」而此也致使其提出對「格物」（exploring things）方法

的心學觀念論再解釋，而有別於理學派實在論式的解釋。王將此方法限定在

教養人格的倫理面向上，做為次要的修行之一。「若知物生於意（譯為

ideas？），格物正是誠意」。

問題 1.作者對「非意之也」理解有誤。意者臆也。「意」應該不是 in my

thought，而是猜測的意思。

問題 2.生物生於「意」譯為 ideas？

9. 雖然王運用心學的術語，而他的討論仍強似道釋的議論。而在他的著作中，

當他引用經典例子，以證明其哲學系統的確定元素時，才顯現純儒家傳統的

形式的文體。比如說，他引用陽明實質感官非存在的理論和他的關於在良知

概念中先天倫理性質本有（固有、天生），關聯到孟子對人性天賦善性的兩個

著名的辯論例子，說：

「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

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

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觳觫。」

第 8單元 The Folk Confucian and the Chan Buddhist enfant terrible: Wang

Gen 王艮 (1483-1540) and Li Zhi 李贄 (1562- 1540)

俗儒與早熟的禪宗頑童：王艮（1483-1540）與李贄（1527-1602）(本單

元 5.1 第二場報告)

頁 58 王艮

1.觀念論新儒學心學派受禪宗影響，也以自己的方式竭力發展出一種個人主義與

社會批判面向的思潮。當時正統新儒家的歷史文獻家一直視此為具有異端特徵的

思潮，他們的開展也因此受到審察。此思潮的典型代表即王艮與李贄，儘管二人

並不相同，但揭露了在新儒學觀念論中一些有趣與非正統的切線。雖然王艮經常

被認為在陽明弟子中，是有些反常的；事實上，從傳統的看法而言，王艮從未受

教於陽明。王艮少陽明三歲，而且他是設立自己的泰州學派開始他的哲學生涯。

他很晚才加入陽明的團體，而所有的說法都認為二王間是一種鬥爭的關係。可能

是因為窮鹽販之子王艮，實際在街頭受教，因此他創立的學派有種平民百姓質樸

的氣味，有時也像市場中的叫賣者。王艮的穿著打扮、車騎都十分特異，之所以

如此是想模仿孔子、想如聖人一般的言行。目的也在呈現他對傳統價值的尊敬，

也相信要遵循聖堯的言行，就必須依禮記的描述做與堯一般裝扮。(這裡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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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社會背景，這是本書思想史的作法，但是否如此，也不一定。)

問題：異端 heresy 的說法與西方不同，可否用在此？

2.王艮自小即愛書，七歲時其父讓他入村塾，但自小即隨其父在今山東開店，而

少有時間學習如何讀書寫作。而對學問的渴求，使他常隨身袖藏孝經、論語、大

學；遇有學問的人即請教他們有關他不了解的問題。當那些人不知正確的回答，

或不能提供適宜的解釋時，常令他感到十分困窘。那時他父母希望他能成為一個

生意人或醫生，以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而王艮卻只想成學者。這種志向從他的

名字可見端倪，父母為其取名王銀，希望他發財；而他自己卻讓他的第一位老師

改「銀」為「艮」，意謂「壯如山」。38 歲時，王艮初遇陽明，被收為門徒。不

久即被陽明指定為其門下兩大部門之一的首座弟子（另一為王畿）。和傳統的方

式一樣，王艮死後收集其語錄，編成「心齋語錄」，日後即輯作他更重要的著作

「王心齋全集」中。

3.頁 60 如同他依嚴格的傳統與古禮而過的反常生活風格，王艮的教義也十分

的具體而實用，他的認識論主要聚焦在「格物」的觀念上。當時實在論思潮以朱

子的「探究事物 exploring things」為主解釋「格物」，陽明心學則解為經由自

我的認知「趨向事物 approaching things」。而在王艮的理解中則以做為一種標

準、規範的「聯合」(compound 格)，視為「格」的第一特徵，因此解釋所有的

表現為「衡量、評判」(measurement)［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著作 60 頁中，「末」字打錯，打成「未」)

問題：「物有本末，故格物而後知本，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譯文與個

人理解不同。

而這裡不僅是翻譯問題，還包括如何理解。

之前曾使用 linking、connect，這邊使用 compound，作者要表達什麼意思，可

再討論。

邱建碩教授：

「格」也許有許多意義，有 exploring things，又有 approaching things，這

裡又用 compound，這裡是否要表示，王艮是偏向第一種理解？

孫長祥教授：

註釋 17，作者也少提到 compound，她的意思可能是，compound 代表一個標準，

與各個事物聯合，所以用 compound，但 linking、connect 也有連起來的意思，

作者用 compound，要表達什麼意思？這裡不清楚，可再討論。

而「知至」、「知止」，又當作是終極知識，為 ultimate knowledge，但是中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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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古注，看來不是這個意思。況且終極知識又如何被你掌握？

李賢中教授：

「知至」、「知止」也許是指理想，止於至善，是 ideal，而不是指得到終極知識。

孫長祥教授：

這裡試以西方哲學解釋，也許較接近原文，「物有本末」，講到外在，蘇格拉底以

後，外在世界有倫理轉向，若以這種解釋，可能較接近原文。

孫長祥教授導讀：

60 頁

在他認識論的關懷核心，有種持續的自我領悟，或人心性的最深層結構；因此王

艮領悟方法的基礎便是「內觀」（introspection）。在他的觀點中，「探究事物

exploring things」，並不涉及外在實在界的理性的、經驗的觀察，如邵雍的理

論進路，以及其後新儒學的實在論思潮的典型。就王艮言，「探究 exploration」

是立基在個體的自我反省。［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

這裡用 introspection，今天常用 reflection，「格物然後知反己」，應該接近西

方蘇格拉底對外在的倫理轉向，而不是終極知識。

邱建碩教授：

這裡提到人心性的最深層結構，是指主觀的深層結構，還是客觀的深層結構？

而這種最深層結構，是指人普遍的認知結構，還是人人不同的個別結構？

孫長祥教授：

還不能確定宋明指的意思為何，但這種深層結構，應該不是 psychological，也

不是平面的或外在的，也許像佛洛依德所假設的潛意識，雖然佛洛依德所說的潛

意識，只是一種假說，可能不適合討論哲學，但是深層挖掘，在西方大概是 Frued

或 Schopenhauer，才討論深層結構，這種結構與外在不同，也和 psychological

不同。

邱建碩教授：

這是否是指，王艮用的方法近朱熹的 exploring things，但終究轉向內在，王

艮仍是以陽明學的觀念論為根本？

孫長祥教授：

王陽明應該佔重要的地位。

孫長祥教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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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頁

陽明的良知概念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

排思索］像心學派的許多解說者，自我認知被倫理的決定，王艮的認識論也不能

與他的倫理學分開。［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己也。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此正己而正也，然後身安也。］宇宙秩序與自我命令的不可分離性，致使

他相信共生原理的自然調整的可能。［夫愛人者，人恒愛之……，此感應之道也。

］明顯的王艮哲學的前提建立在個體、家庭、國家全體(holisyic)的前提，或人

與社會的統一基礎上。［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

在王艮的觀點中，做為領悟核心的自我（the Self）是評價外在世界（特別是皇

帝和國家)的首要判準。關於這點，因為他的外表也在決定個體與外在實在界之

間關係的衡量之中，所以他的奇裝異服即能被視為具有一種社會批判的意味。這

些衡量也被視為社會互動的重要槓桿，以此儒家禮儀的形式不斷提升個體、社

會、世界，以達到更高的存有水平。如此一來，王艮的教義不被限制在新儒學實

在論的個體化，而是隱含社會批判的元素。至此王艮的理論不同於陽明，而可說

是一種分歧。原因可能是他們出生的社會背景不同，陽明出生顯貴的富裕家庭。

王艮心中經陽明感化變淡的造反元素，後來泰州學派在與受禪宗影響的龍溪學派

接觸時，才再度強烈的再浮現出來。

李賢中教授：

這裡「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是否與「萬物皆備於我」有關？

孫長祥教授：

這在中國哲學可以討論，如《論語》中，孔子講「仁者無敵」，是指沒有敵體的

對象，所有都是自我，或說這是他們的身體觀。

黃偉雄助理：

這也許是受《大學》影響，也就是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

同一等級。

孫長祥教授導讀：

頁 62 李贄

1. 與這個學派關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即李贄，他被視為泰州學派的追隨者，或

許也可勉強說是陽明的大弟子。當新儒學觀念論思潮盛行，很少人能凌駕思

潮或保留傳統、正統儒家之際，李贄挺身攻擊反對他認為那種普遍有效的道

德系統，攻擊那些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難以想像、不能理解，而

只是盲目崇拜的孔子學說。其實他只批判這些，卻被認為惡意中傷。李贄特

別遭受那些遵奉孔子學於是非善惡絕對有效的儒家獨斷論者的厭惡。［李贄引

文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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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王艮一般，李贄也出生在已破落貧窮的商人家庭，其父以教書維生。李贄

為極具批判的哲學家，自幼即具特別的懷疑精神，從陽明學派的記載中，可

以發現對李贄的描述（引文應為其自述）：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仙釋

等。撇開其懷疑論色彩不論，他參加過科舉，也曾為小吏，後則以教書維生。

他是位多產的作家，留存許多討論範圍廣博的哲學著作，而最多的領域則為

知識論。主要著作包括《藏書》、《焚書》及《初潭集》。

3. 李贄的哲學蘊涵許多道家的元素，事實上，其中尤其詳盡與發展社會批判主

義，其來源可以溯自莊子著作中的老子線索；同時他的著作中自發性個人主

義的尊重，而呈顯出不拘的自然主義與平等主義。在許多方面李贄也像魏晉

玄學的「大精神」（great spirits），在第三世紀時佛學思想在各方面已經準

備好進入中國領域，却未能把握任何誘出官方團體與權威的機會。當代中國

思想家夏甄陶對他的描述：［頁 63 下］

這裡特別把“great spirits”作括弧，不知道作者的用意何在？

4. 李贄的哲學立基在兩極相關性的原理上。他認為所有存在的基礎是二元、相

對的；他嚴厲的批判任何對單一性的讚美，而不管其是否以包含所有的終極

性太極概念的表現，或者是自然原則理性化的統一，如朱子理論化的說法：「夫

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

這裡的引文，不知道與作者要說明的東西，有什麼關係。

5. 像心學派的典型，李贄也嚴格遵守觀念論的公設。他認為，每一個存在本質

性的都是真心（real mind）。［引文頁 64 上，未見進一步說明］無論如何，

李贄並不反對具體現象的存在，而認為它們衝擊到「真心」，就像大海中的泡

沫一樣微不足道。它們的基本實體（泡沫本身是真心的一部分）是非物質的、

無形式的、不可思議的清淨本源（original purity），也不能被我們的感覺

所知覺。［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源矣。故謂山河大地即清淨本源可也。

］這裡的「真心」、real mind 看起來很含糊，不確定是表達什麼。

6. 由於存在的清淨本源非物質、無形式，因此也不能感官知覺所掌握；對其的

認知只有求助於表現出一種「真心」的基本形式──童心（the child-like

mind）［夫童心，真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這

個「真心」的根本形式，讓我們想起當心學發展時，老子知識論與新儒學的

良知（innate knowledge）概念。依李贄的看法，理性的分析具體現實意義

的「格物」，並不能讓我們有任何真誠的領悟理解。也不像佛教徒將看到的具

體現實當作「假相」（false illusions），李贄並不否定現象的實際存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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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言，包含範圍廣大的個體物體、河海、大地以及相似現象的實在界，並

不是表現一種障礙。無論如何，也不意謂他在這些現象中看到理想的對象，

如理學派的代表物。對他而言，具體物體、河流、土地、天空都是真實的、

做為一種認識基礎本體論的實體的資產。相較於新理學觀念論思潮的其他大

多數的典型，李贄理解的方法並不是限制在「內觀」（introspection），他理

解領悟的入路也必須通過外在世界的事物對象。［清淨本源……然則無時無處

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作阻礙而欲去之也。］

7. 不顧他對現實的關心，李贄 54 歲時，離妻棄官，退隱到一間禪宗的小廟中。

最後，在當局焚毀寺院，拘捕並控訴他蠱惑年輕人的時；他終於在對清淨本

源的沈思中，為他的傲慢無禮遭受到處罰。74 歲，在長期的監禁和不斷拷問

之後，他以理髮匠那裏偷來的一把剃刀割喉自殺。當時對這個中國哲學的早

熟頑童的主張仍在爭議，沒有人能控訴他的主張矛盾不一致；甚至他選擇死

亡的做法，也與他一生為擁護獨立自主的主張相一致。

8. 李贄，雖被新儒學歷史文獻描述為某一種怪物，但他開啟了一個新儒學開始

逐漸朝向它的終極的、觀念論困境發展的過程，引導它們漸漸的走向崩解、

毀滅。撇開他的熱情造反不論，李贄哲學在新儒學的本質中依然留存；即使

在他死亡當時，也可以將他的死，歸因於其他新儒學思潮為統治階層維護既

得利益與特權；他的理論也能被立基於朱子哲學系統的實在論者的代表們所

認同。

李賢中教授：

這裡說的玄學與「大精神」（great spirits），會不會是魏晉所談的「越名教而

任自然」，而「真心」是否接近郭象注莊所講的「獨化」？

孫長祥教授：

這也有可能，但這裡沒有什麼說明。

邱建碩教授：

這裡提到觀念論的公設 postulate，是什麼意思？postulate 應該是假設，由此

作論證的前題，但這裡是否為假設？還是不証自明的？

李賢中教授：

這裡講的應該是體證。

邱建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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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證」，看來在中國哲學，「真心」是很重要的，postulate 與此就有不同，

postulate 或「公理」是沒有這個東西亦可，如果用 postulate，似乎會忽略中

國哲學的一種特色。或者這是中國哲學公設的特色。

孫長祥教授：

這裡引用夏甄陶等討論，看來是簡單討論，與知識論的關係為何？或者作者是用

漢學的方式來討論。

李賢中教授：

這裡就可以看漢學家如何用英文表達，再看是否恰當，假設我自己用英文，也不

確定選什麼字表達較好。

邱建碩教授：

我們可由漢學來了解西方，但這裡有許多猜測，與直接閱讀西方思想上的作品，

什麼方法較佳？路徑非常多，取哪種方法是較佳的？

李賢中教授：

未來可考慮，先請國內熟悉這次主題的專家學者，講述其思想系統，再看看著作

的內容，雖然這種作法有難度。

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研讀會時間，是 4月 17 日下午 14：00~18：00，主講人是沈享民教授與

陳振崑教授，講述第 9、10、11、12 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