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夫論的角度論陽明哲學中良知與氣的關係
李 彬1

中文提要
當前學界對陽明哲學的研究以“良知”爲中心而漸次展開，宋明理學中“理氣”或
“性氣”的對立，在陽明心學中被轉換爲“良知”與“氣”的關係。“氣”在陽明哲學中的地
位相比宋代理學那裡，有了極大的提高。首先，良知“以其流行謂之氣”命題的提出；
其次，對“生之謂性”的重新評價，重申“性即氣，氣即性”，故良知發用不能“外了
氣”；再次，“萬物一體”以“同此一氣”或“一氣流通”爲前提。但經過進一步考察我們
發現，首先，“致良知”不致力於對治氣稟之雜，而是從本體上做工夫，自然達到“不動
氣”的效驗。其次，“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基礎仍然是“良知”，而非一般認爲的“氣”。再
次，良知雖不可離氣而言，但終究是良知決定氣，而非氣決定良知。因此，陽明雖然
重視“氣”，但他用“良知”吸納“氣”的做法，實際上消解了“氣”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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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當前學界對陽明學的研究以“良知”爲中心而展開。但應當注意的是，作
爲宋明道學的繼承者與批判者，陽明學需要置於宋明道學的整體學術脈絡
中來考察。這就意味著，陽明學的核心概念如“良知”，也需要置於與其他道
學核心概念如“理”、“氣”、“心”、“性”等的關係中來考察。
在明代心學那裡，對“析心與理而爲二”1 的不滿，導致對理氣、性氣二
分的不滿和批判，倡導“心即理”、重視“心”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評價“生之
謂性”、重提“以生釋仁”等思想傾向，都導致了“氣”的地位的提升。2
陽明固然不像朱子那樣過於重視討論理氣的關係問題，但朱子哲學中
的理、氣對舉基本上被陽明保留下來。3 但陽明用“良知”綜合了宋明道學
“理”、“氣”、“心”、“性”等諸多核心概念，並將之貫通爲一。“良知”的含義
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不僅“超越了一般所謂的意識範圍”，而且“徹上徹下，由
道德本體直通宇宙本體”，甚至“連意識所不及、而爲元氣元精元神所貫穿
之身體展現，也都是良知的變相”。4 而不管是“宇宙本體”還是“身體”，無疑
都指向“氣”。
因此，在陽明哲學中，“良知”與“氣”的關係應該得到考察。首先，在討論
“良知”的“造化”與“流行”時，“氣”不能被忽視。其次，在“萬物一體論”中，“同
此一氣”與“一氣流通”如何可能及其與“萬物一體”的關係，也應該是關注的
重點。再次，從工夫論上來看，在解釋惡的產生、以及討論對治氣稟的工夫
問題時，“氣”仍然是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因素，如何“循理”而不“動氣”，仍然
是陽明工夫論關心的問題。
1

2

3

4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
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王守仁，〈答顧東橋書〉，《傳習錄
中》，條135，文中引《傳習錄》所標條數，以鄧艾民《傳習錄註疏》爲準。
除了以氣學名家的王廷相、王夫之之外，像陽明及其後學亦極爲重視氣的地位和作用。此
外，一般被視爲“朱學後勁”、“紫陽功臣”的羅欽順，基於理氣是一、“理只是氣之理”(羅欽
順，《困知記》續卷上，頁89)的觀點，在理氣觀上也反對朱子，批評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
(羅欽順，《困知記》卷下，頁38)，故有“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強理弱”、“若無此氣，則此理
如何頓放”等“小有未合”的論斷(羅欽順，《困知錄》卷上，頁7)。關於“氣”在宋明理學中發展
演變的具體論述，可以參見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重點參見第七、第八章；楊儒賓，《異議
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重點參見第三、四、八章。
上田弘毅認爲：“王守仁對朱熹的區分心和理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而對理氣分離則未加批
判。即使在主要講究理氣一體的後期，也可發現幾處分離理氣作爲對立物的場所。” 上田弘
毅，〈明代哲學中的氣——王守仁和左派王學〉，《氣的思想》，頁429。我們認爲，“理氣”無論如何
一體，也首先是不同的，即使在主張心即理、理氣一體的良知說中，理和氣也不能被混淆成沒
有任何本質區別的東西，理無疑具有規範性的面相，而氣則更強調其活動性，理氣一體不過是
說在良知那裡，理氣不可截然二分，而是體用一如的，理與氣是良知的不同規定和面相。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頁305-307。

李彬 / 從工夫論的角度論陽明哲學中良知與氣的關係

177

可見，在宋儒那裡“理氣”或“性氣”的對立，在陽明這裡轉換爲“良知”與
“氣”的關係。不管是在本體、心性或工夫層面，考察“良知”與“氣”的關係，
對我們進一步理解陽明心學及其對宋代道學的繼承與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二、陽明論“心”及其與朱子的差異
王陽明對朱子的理氣論討論的並不多，他對朱子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後
者認理在外導致的“析心與理爲二”。更重要的是，在陽明那裡，“心”的內涵
及其與“理”的關係，其實已經大異於朱子。
簡單來說，不同於朱子那裡將“心”看作“氣之靈”，5 更多地強調其作爲
功能結構的作用而非實體性存在。6 陽明那裡的“心”不僅具有“虛靈不昧”的
結構狀態和“神明不測”的功能作用，不僅“含具衆理”、與理發生關係，而且
含納萬事萬物，既具有實體性存在，又具有本體論地位。
這個“衆理具而萬事出”7 之“心”，用更加具有陽明色彩的術語表達就是
“良知”，“良知”或“致良知”在陽明那裡即是學問的“大頭腦”。8 但心或良知還
有其他規定性，如“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
聚謂之精”，9 妙用、流行、凝聚都是良知的不同的發用或存在狀態，而神、
氣、精則是因事立名，對其不同狀態的描述，但最終指向的其實是一個東
西，即良知或心。10
5
6

7

8

9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5，頁85。
楊儒賓認爲：“朱熹說心是氣之靈，王陽明不一定會反對，但他反對氣之靈的‘氣’只是理氣二
分系統下的氣。如果氣指的是種流行，其地位略同《易傳》所謂‘神’，那麼，王陽明是會贊同朱
熹的觀點的。”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頁305。這一洞見無疑來自牟宗三，牟氏即認爲“心與
神決不可一條鞭地視爲氣”，而朱子言心、言神的問題亦即在此處(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二冊，頁19、24及以下)。但楊儒賓不同於牟宗三之處在於，牟氏強調的是“心、神”不僅可以
屬氣，亦可以屬體或道(同上，頁28-29)，但楊儒賓則是認爲即便是“氣”，本身就不僅是經驗
性的，也可以有一種“另類的氣”——即可以上下其講的“先天之氣”，屬“神”之氣。(對“先天之
氣”的具體闡述與辨析，楊儒賓，〈兩種氣學，兩種理學〉，《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
思潮》，頁127-168。這種看法起碼在明道那裡是有根據的，明道即言“氣外無神，神外無氣”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二程集》，頁121)強調神與氣的圓融不離。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王守仁，《傳習錄上》，條32。朱子《大學章
句》注“明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頁3。並在《語類》卷14中說：“禪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
事。”陽明此處顯然又從“心即理”的立場出發，更動了朱子之語，將此一命題改成了典型的心學
命題，正如佐藤一齋所說：“心外無理，故衆理具；心外無事，故萬事出。晦庵舊語，點鐵成
金。” 《傳習錄欄外書》頁32，鄧艾民，《傳習錄註疏》，頁34。
“‘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王守仁，〈答歐陽崇一〉，《傳習錄中》，條166。
“頭腦”這個說法雖然早已出現在朱熹那裡(如《語類》卷9：“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
明。”)，但得益于陽明的強調，使“頭腦”這個說法極具陽明色彩，陽明在《傳習錄》中也屢屢提
及，可以視爲良知的同義詞。如“先生謂學者：‘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 王守仁，
《傳習錄上》，條102。又“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 王守仁，〈答周通道
書〉，《傳習錄中》，條144。又如“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12。
王守仁，《傳習錄中》，條152。

178

儒教文化研究 第31輯 / 2019年 2月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在朱子哲學中具有首出性意義的理、
氣概念，在陽明那裡則成了第二位的，就像斯賓諾莎那裡思維和廣延不過是
上帝這一唯一實體的不同存在樣式，理、氣(包括其他的心、性、命、道、
精、神、誠、中、極、易等)也不過是對良知這一唯一本體的不同描述，11
良知本身是一切規定性的根據和來源，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
天理”。12
因此，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陽明在這裡所說的良知已經超出了人之德
性的範疇，而是指宇宙天地之精神，類同於‘天地之心’。”13 陽明那裡的良知
具有一種作爲事物和義理之根源的生生不息、發育生成萬物的“太虛本體”
的形象。良知指向的就不只是主觀的心靈或知覺，而是作爲宇宙之本體的大
全。在這個意義上，再去看陽明對良知的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甚至充滿神秘主
義的描述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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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復得他完完全無，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
間更有何樂可代！14
10

11

12
13
14

陽明關於“良知流行爲氣”的這一經典表述，實際上是爲了回應學生陸澄關於“元精、元氣、
元神”這一仙道內丹養生學上的具體問題，在道家內丹學、養生學和傳統的中醫理論看來，
“精、氣、神”應該是具有實存樣態之物，而不是單純的邏輯範疇或空洞的概念。但王陽明在
回信中，並沒有直接回應陸澄的問題，而是用自己的良知理論將陸澄的問題做了一個轉換，指
出道家內丹學所謂的“精、氣、神”不是別的，就是“良知”的一個面向而已，“妙用”、“流行”、
“凝聚”皆是“良知”的發用，三者“只是一件”，即只是一個“良知”。因此，不能像道家內丹學或
中醫理論所理解的那樣，將之看成三種有構成要素和能量狀態不同的身體之“丹藥”，故存在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個不同的修養煉化階段，而只需要做“致良知”的工
夫即可。因此，陽明用他的良知學，將道家內丹—養生學都進行了良知學轉化。具體來說，陽明
用“良知”將道家、養生家那裡的“氣”，進行“理氣論”的改造，“精、氣、神”這些道家內丹學最
重要的術語皆被宋明儒學“理氣”對舉下的“氣”概念所涵攝，進而又作爲“體用”對舉下的“用”
被作爲“體”的“良知”所容納，“氣”由於附屬或附隨於“良知”而地位得到了提升，而“良知”也由
於“氣”的納入，內涵變得豐富起來。關於王陽明與道家關係的進一步論述，可以參見柳存仁先
生《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三文。(收入柳存仁，《和風堂文集
(中冊)》)楊儒賓也注意到了道家內丹學與陽明心學中“氣”的關係，在《兩種氣學、兩種儒學》
中所劃分的“氣”的含義的第三種，即“性命之學所說的‘先天之氣’”，“如果更精緻的區分，即是
所謂的元精、元氣、元神”，“丹道之士往往視” “這種極精微的身體爲綰結天人之際的通道，
理學家一般不會將此種先天之氣當作工夫的最高層概念，但理學家(尤其是王陽明之後的儒
者)對此路數倒不陌生。依據晚近學者的研究，理學工夫論和丹道工夫論的關係比我們以往理
解的要深許多。” 楊儒賓，《異議的意義》，頁133。
“所謂‘心即理’也者，以其充塞氤氳而言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而言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而
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而言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而言謂之
神，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無妄而言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而言謂
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而言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而言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 《稽山承
語》條10，陳來，《〈遺言錄〉、〈稽山承語〉與王陽明語錄佚文》，《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頁
724-725、《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一 ·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明儒學案》，頁
585-586，文字有個別差異。
王守仁，《傳習錄中》，條167。
吳震，《〈傳習錄〉精讀》，頁137。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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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從“造化的精靈”角度論述“良知”，甚至從宇宙生成的角度界定良知
的功能：“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但這些說辭與其說是宇宙論或生成論的
如實表述，不如說是一種形象化的表達，用象語言來強調良知的本體地位和
作用：天地鬼神、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意味著良知是萬物之存在的本體論
基礎和意義的原初根源。但良知的“造化”生成必須是以實體之“氣”的形象展
開和出現的，“氣”在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陽明用“心”取代朱子哲學中“性”的地
位，也改造了“性”的性格：
在朱熹的用法中，性、氣絕對分開，性不可能有任何的活動義。但王
陽明既然可以用“心”稱呼兼具道德義與存在義的實體，可見他強調
的本心原本即具有活動義。而王陽明的用法中，任何形上、形下的活
動都可以用氣形容之，因此，心即理即氣。15

關於朱子哲學中性氣是否絕對分開、性是否不可能有任何活動義的問
題，我們暫且不論。但在陽明那裡，確實可以用“心”稱呼“兼具道德義與存在
義的實體”，因爲“心”在陽明那裡是具有實體性存在的。而良知本體毫無疑
問是具有“活動義”的，並且是以“氣”的形態發用流行。

三、陽明論“性氣關係”
陽明的“理論關心”雖然“並不在於宇宙論意義上的理氣問題”，16 但對於心
性論意義上的性氣關係問題，他還是傾注了不少的注意力，對宋儒關於性氣問
題的討論，陽明基於其良知學做了一系列的批判和總結。
如對於古來衆說紛紜的人性善惡問題，陽明即用其良知理論對諸種性
論做了一個綜合和評判：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
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
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
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孟子說性，直從
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
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
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
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17

15
16
17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頁371。
吳震，《〈傳習錄〉精讀》，頁205。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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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
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
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
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18

可見，陽明仍然是繼承了從先秦一直到宋代，學者關於性善性惡、以
及“氣質”問題的討論。在他看來，性只是一個性，但這個性並無一定之體，故
人由於所見不同，或見其本體、或見其發用、或見其源頭、或見其流弊，因
此有種種論斷，但從本體層次上来說，“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而對於
宋儒認爲孔子所言“性相近”之“性”乃是從氣質上說性的觀點，陽明提出了
反對，他認爲此相近之“性”，就是孟子“性善”之“性”。正因爲人性皆善，故才
能說“近”，否則從氣質上說，人性的剛、柔只能是對立的，而不能說相近。陽
明顯然只是在人性的剛柔、緩急這種經驗層面理解宋儒的“氣質之性”概
念。因此，他雖然反對宋儒“性相近”是說氣質之性，但還是承認宋儒說的人
之氣質有剛柔、厚薄之不同：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
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
浮雪，如何能作障蔽？19
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
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然其爲
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20

可見，王陽明認爲，從心性本體上講，一方面，氣質的美惡不同、渣滓
多少，固然會成爲良知的“障蔽”，另一方面，氣質的清濁、厚薄、強弱不
同，也會造成現實人性的善惡不齊。但“良知”或“性”都仍然在本體上未被沾
染或破壞：“良知本來自明”、“其爲性則一”。故從工夫上來說，要在源頭上
“加致知之功”，將本然之“性”“擴而充之”，21 即可恢復良知本來之“明”、人
18
19
20

21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313。
王守仁，〈答陸原靜〉，《傳習錄中》，條162。
陳榮捷，《傳習錄拾遺》，條31，頁329。陽明此段論性所舉的水與盛水之容器的例子，朱子亦
曾用過：“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
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4，頁58。不同的是，陽明強調“性之一”，注重“擴充”的工夫，朱子側重
“稟受”上的不同導致“理亦隨以異”。
這裡的工夫實際上包含了先天直悟本體的“頓教”和後天“漸教”的合一，首先，從源頭上入
手“加致知之功”，即是“從本源上悟入”、“一悟本體，即是工夫”的頓教，而“擴充”工夫無疑
是一種漸修，但陽明這裡的“漸修”也是從良知上用功，“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 王
守仁，《傳習錄下》，條293。所謂“上乘兼修中下。” 王畿，〈天泉證道記〉，《王畿集》卷一，頁
2。因此陽明“致良知”的工夫，固然是“即本體即工夫”的頓教工夫，但“頓不廢漸”，陽明“致良
知”的工夫，即包含著“擴充”的漸修工夫，只不過這裡要擴充的不是別的，就是作爲本體的
良知本身，亦可以說是良知的自我擴充。陽明在“良知”本體上做“漸修”之工夫的話頭極多，
如《傳習錄下》條189：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
操持常不得個恰好處，此乃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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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來之“性”。可見，陽明雖然亦承認“氣質”對人性的負面影響，但其在工
夫的取徑上則是直接從源頭或本體入手做工夫，而不是孜孜於對治氣稟。這
一工夫論取向無疑更接近由明道—象山一脈相傳而下的易簡直截、頓教的
工夫路數，與伊川、朱子的下學上達、漸修的工夫路數差別較大。22
同時在“性氣關係”的問題上，陽明也確實更傾向明道而非伊川、朱
子。如對於來自於告子的“生之謂性”這一在朱子學者看來判別是否正統儒
家的指標性命題，陽明一反朱子以來的否定性解釋而直追明道，對之進行了
重新肯定。針對“生之謂性”而展開的性氣關係的討論中，“氣”就不再只具有
消極的意義：
“生之謂性”，“生”字即“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
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
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
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23
一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
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
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
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
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
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24

陽明基於他的良知理論，在“見得自性明白”、“認得頭腦是當”的前提
下，重新肯定了告子“生之謂性”這一命題，並提出“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
無性氣之可分”、“氣亦性也，性亦氣也”的主張。伊川、朱子性、氣二分的

22

23
24

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個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可見，在陽明看來，
“致良知”的工夫，不能僅僅耳聽口說、理論上致思、“懸空想個本體”，而須實實在在的做工
夫去“體來”，方有“滋味”，不至於“忽易”，此良知之“要妙”“體到深處”，方能“日見不同”，良
知本體“無窮盡”，工夫自然也“無窮盡”。
明道是由“識仁”入手，先識仁體，然後“以誠敬存之”，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即從“直接體
認本體入手，即本體即是工夫”，而橫渠、伊川、朱子則基本上要求“以工夫湊合本體，以至
於非要在工夫之極致之後才能體會到本體”，(郭曉東，《識仁與定性》，頁113-114)故朱子反
對湖湘學派“先察識後涵養”的工夫路數。陽明“致良知”的工夫固然是從本體入手，但其不同
於明道之處在於，“良知”即是工夫所要指向的“本體”，同時也是做工夫的主體，而且在陽明
那裡，最根本的工夫即是“本體工夫”：“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如今正要講明功
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王守仁，《傳習錄下》，條182)本體是貫通“內外”、包含工夫
在內的，因此工夫不僅要在本體上做，而且做工夫的就是本體，故陽明反復申說：“合著本
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是本體。又曰：做得工夫，方見本體。又曰：做工夫的，便是本
體。” 《稽山承語》條20，《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頁726。對本體與工夫的探討愈加精微和綿
密，歸根結底，在陽明那裡，“本體是良知之本體，工夫是致良知之工夫”，故能“合一”、亦能
“原無內外”。
王守仁，〈答周道通書〉，《傳習錄中》，條148。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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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被陽明打破，重新回到了明道性氣一元的立場上。25
陽明將性氣重新綰合到一起，無疑使“氣”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
正如上面提到的，“性氣”合一的前提是“見得自性明白”或“曉得頭腦”、“認
得頭腦是當”，否則說“生之謂性”即是“認得一邊去了”。也就是說，陽明所肯
定的“生之謂性”，並不是自然意義上、不受任何倫理規定的“無分於善
惡”、“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的屬氣之“性”，這種“只落在”自然或生物本
能“一邊”、不受“良知”規範和約束，而倡言“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
心性出來”意義上的“生之謂性”，是“要有過差”的。因此，只有“認得頭腦是
當”或“見得自性明白”而能夠“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方才“自是停
當”。但同時，“良知”之“說”、之“性”，亦不能外得此“口”、此“身”，即不能
“外得氣”。“性”不外“氣”而在，故“氣亦性”，“性”或“良知”須主宰或約束“
氣”，故“性亦氣”。
可見，在宋儒那裡的性氣關係問題，在陽明這裡被轉化成“良知”與“氣”
的關係問題。而在朱子學那裡被嚴格分開的“性”和“氣”，也經由其良知理
論，被重新綰合在一起。附隨於“良知”，“氣”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而實際上
“良知”的內涵，也由於其與“氣”的密切關係，到了豐富和充實。

四、陽明論“萬物一體”
根據我們上文對“良知”與“氣”之關係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方
面，相對朱子學而言，“氣”的地位附隨“良知”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另一方
面，“良知”的內涵由於“氣”這一具有活動性和客觀性概念的引入，而變得更
加豐富。有學者指出，“氣作爲一種功能存在，爲良知——天地精神提供某種
介在作用，換言之，良知在表現形式上可以以氣的妙用、流行、凝聚等形態
出現。”26可見，氣在使陽明的良知概念“超出人之德性的範疇”方面，具有決
25

26

陽明將明道“性即氣，氣即性”的命題重新表述爲“氣即是性，性即是氣”，無疑否定了朱子站
在性氣二分的立場上，認爲明道“性即氣，氣即性”意謂“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
在上面”(黎靖德，《朱子語類》卷59，頁1388)的說法，也否定了牟宗三認爲明道那裡的“即”
字不能作判斷詞“是”解，而應作“不分離”解，因此要把“性即氣，氣即性”理解作天命之性與
氣質之性的不可分離性，即所謂“性氣滾在一起”、“性氣混雜、夾雜在一起”(牟宗三，《心體
與性體》第二冊，頁164)的說法，但這裡的“即”或“即是”也不能看成全稱命題式的、內涵和
外延完全一致的相等，而可以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術語，將之理解爲“圓頓之表示”，“即表示
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明道本身即有“氣外無神，神外無氣”(程顥、程頤，《遺書》卷11，《二
程集》，頁121)的說法(郭曉東，《識仁與定性》，頁93-94)，而陽明“心外無X”的說法更是其用
語的一大特色，晚年也有“事外無心”(《陽明先生遺言錄上》條36，《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
頁718)的提法。
吳震，《〈傳習錄〉精讀》，頁137-138。按照陽明的觀點，說氣爲良知提供“某種介在作用”，或說
“氣具有載體功能，能爲良知的發用流行提供一種外緣性助力”(同上)，其實已經有析良知與
氣爲二的嫌疑，氣並非良知的“載體”，良知須以氣的形態出現，氣乃良知之實體，無氣則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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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意義，正是由於良知以氣爲其實體而呈現，良知不再只是一個心性論
或道德哲學的主觀範疇，而是具有客觀性、超越性的本體概念。27在這個意
義上，可以理解陽明“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28 “自聖人
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
有不同”29 這類說辭。
但對陽明將良知天理化、或天道化的做法，即使在當時也並非沒有疑
問，如同時期的羅欽順就對此提出了質疑：
今以良知爲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
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遍舉，草木金石吾
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30

羅欽順實際上質疑陽明將良知實體化的傾向：“良知恐難做實體看”，
這提示我們“良知天理化”是有問題的，不同於“良知”的主觀性，天道、天理
的客觀性維度更強，故可說萬物皆有“理”，而很難說萬物皆有“良知”。“理”
可能只是萬物存在之合理性，之“宜”，不必指向“好惡是非”的判斷能力，而
這則是“良知”所具有的根本規定性。31
如果說羅欽順屬於“朱學後勁”，其質疑尚有可能出於學派立場的不
同，屬外部批評，但在心學內部，也有學生對良知是否遍在於一切事物提出
了自己的疑問：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

這個疑問其實跟上述羅欽順對“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草木
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的質疑如出一轍，都是認爲良知乃是屬人的，都對
陽明將良知泛化、普遍化提出了某種擔心。對此陽明答道：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
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
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

27

28
29
30
31

亦無可見，無法發用流行。氣也不是一種“外緣性的助力”，良知之發用流行乃是無須外力推
動、自我推動的，良知自身即是動力、目的，但良知雖然以氣的形態出現，但並非氣，而是氣
中的“頭腦”或“主宰”，是“神妙不測”的“氣之靈”，若無“頭腦”，則會“爲氣所亂”、“動氣”。
“良知”概念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子注
曰：“良，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朱熹，《四書
章句集注》，頁353)可見，即使在程朱那裡，“良知”也具有超越性的來源。
王守仁，〈答欧阳崇一〉，《傳習錄中》，條169。
王守仁，〈書朱守乾卷 · 乙酉〉，《王陽明全集》卷八，頁311。
羅欽順，〈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 又〉，《困知記》，頁160。
問題還是出在對“天理”的理解不同上。“天理”到底是什麼？“性即理”與“心即理”是兩個對
“理”的不同理解進路，陽明說“良知即天理”，無疑更加將天理向主觀性維度拉，陽明之工夫
強調“立志”，亦可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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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
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
通耳。32

學生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認爲有良知的前提是有“虛靈”，“虛靈明
覺”是陽明那裡心的特徵，33 也即是說，有心方才能有良知。因此，朱得之質
疑草木瓦石之類是否有“良知”，因爲無論如何，不能說草木瓦石之類有“虛
靈”之心。陽明對朱得之所認爲的有心才能有良知的觀點並未提出質疑，我
們有理由認爲，陽明不反對良知乃人所獨具，非草木瓦石之類所能有者。但
是他指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34 不唯如此，甚至草木瓦石之
爲草木瓦石、天地之爲天地，都要取決於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爲依歸：
“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
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則是“天地萬物與人原只
一體”，而“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人的良知”無他，即是此“人
心一點靈明”。
可見，良知天理化或者說萬物是否有良知，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良知”
或“靈明”與“萬物一體”的關係。而“氣”則只是陽明用來從經驗層面(五穀禽
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證明人與萬物之間能夠“相
通”或者說具有真實的實踐關聯的一個原因：“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
但“氣”顯然不是“萬物一體”中的決定性因素。
儘管天地萬物與人“原只一體”或“原是一體”，但陽明並沒有否認萬物
之間實然的差別：在此“一體”中“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
土石”的區別是實然存在、不容淆亂，並非混沌不分的無別之“一體”。因
此，這個“一體”並不是基於“氣”的同質化的“一體”，而是有差異的、分殊的
一體。也就是說，這種一體和分殊的統一，無法由“同此一氣”得到解釋，而只
能從“理”的層面得到解釋。
32
33

34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52。
吳震教授認爲朱得之此處“人有虛靈”的“虛靈”，乃是“實指而非狀態描述語”，且這個“實指”
所指向的不是別的，“當是指‘氣’而言”，如此，這個說法就變成了“人之有良知是由於人之有
‘氣’的緣故，換言之，良知與氣形成了某種結構關係。”(吳震，《〈傳習錄〉精讀》，頁135)吳教
授此處指出“良知與氣”的“某種結構關係”，誠爲有見。但朱氏此處的“虛靈”與其說“實指”向
“氣”，不如更具體的說是指向“心”，當然在朱子的理氣結構中，心是屬氣的，但由於“氣”的
含義太廣，不僅指有生命物而言，甚至一切有形之物都可以說是“氣”，萬物無非一氣流行，
如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荀子·王制》)，如果“虛靈”實際指“氣”，則“人有氣，方有良知”
的說法顯得不夠諦當。
這種觀點應該是宋明理學家共享的，《遺書》卷一，李端伯記云：“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
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
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程顥、程
頤，《二程集》，頁4)《朱子語類》中，游敬仲也記錄了“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
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卷4，頁59)的這句話，看來是朱子稱舉並贊同的。所不
同的是，程朱那裡的“自家心”主要是從“氣之靈”的角度而言，而陽明這裡的“良知”則是理氣
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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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不是別的，即是“良知即天理”意義上的“良知”或“天理”，不是
良知使天地萬物“生成”爲天地萬物，而是它使天地萬物“成其爲”，或曰“展
現爲”這一秩序井然的“一體”中，具有不同的規定性的天地萬物。因此，不管
是草木瓦石的“不可以爲草木瓦石”、還是天地的“不可爲天地”，都不是實
在論或存在者狀態意義上的“無法成爲”，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無法呈現其
爲“草木瓦石”或“天地”。
因此，就不難理解，當有人從經驗意義上、“血氣流通”的角度看待“人
心與物同體”的觀點時，陽明則提醒問者應該“在感應之機上看”：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
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
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機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
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什麼是
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麼教做心？”
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
形體自間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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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
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
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35

既然人心與萬物“同體”，需要從“感應之機”上看，而“感應之機”的關鍵
是心之“靈明”，甚至“充天塞地”的並非流通之“一氣”，而“只有這個靈明”。因
此，“一氣流通”的具體含義，也要落實到“感應之機”上去理解。在陽明上述
語境中，天地萬物“一氣流通”與否，要看“我的靈明”如何“主宰”“天地鬼神萬
物”，具體體現在：“我的靈明”如何仰天之高、俯地之深、辨鬼神之吉凶災
祥。可見，這裡“我的靈明”對於“天地鬼神萬物”之“主宰”，更多是指“天地鬼
神萬物”與“我的靈明”、即與人具有切近的實踐相關性，並非說“我的靈明”
具有造物主意義上的神或上帝的功能和地位。實際上，在中國古人眼中，沒
有客觀、自在意義上的天地萬物，一切都處在與人的實踐關聯中，處在一個
充滿意義、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中。而這個“意義”在陽明看來，無疑是由人
的“靈明”或“良知”來規定和揭示的。因此，陽明說“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
何與他間隔得？”“間隔”就是不通，明道認爲“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
得”，36 王陽明則認爲“萬物”之間是“一氣流通”的，不存在不能“推”的地方。
但是根本上來說，還是要在“感應之機”上看，這個“感應之機”則體現在具有
主體能動性的“靈明”或“良知”與萬物的感通無礙之上。
可見，不管是“同此一氣”還是“一氣流通”，“氣”在王陽明“萬物一體”的
結構中並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只成一虛脫之“一氣”，更多是在象
35
36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315。
程顥、程頤，《遺書》卷二上，《二程集》，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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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類比或經驗層面講“一氣流通”，而其實義則落在“良知”或“靈明”與“天
地萬物”的“感通”上。
由此可見，“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基礎與其說是“氣”，不如說是“良知”，
“靈明”或“良知”是那“同此一氣”或“一氣流通”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頭腦”或
“主宰”：“良知才是氣乃至於萬物之中的本體存在”。37

五、陽明論工夫
儘管如此，陽明時常借用橫渠氣論的“太虛”概念來描述“良知”的存在
狀態，可見他對良知的客觀、超越維度的強調：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
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
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
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38

在陽明看來，正如太虛之中無物不有，皆是有形有象之事物，也即只有
一氣流行造化萬千。同樣，在良知之虛中，也無非一氣流行，“衆理具而萬事
出”。39 理不外於事或氣而存在，理就體現在氣之流行發用之條理中：“理
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40；良知“豈能外得氣”，良知的“妙用”、“流
行”、“凝聚”都需要以“氣”的形式出現，良知就體現在氣之發用流行的條理
有序、無絲毫紊亂之中，乃是氣之發用流行的“主宰”或“頭腦”。良知“生天
生地，成鬼成帝”的造化，不是造物主式的無中生有或開天闢地，而是只看天
地鬼神、萬事萬物的如此這般的存在，即是良知造化的證明，若無良知在背
後爲之主宰，天地鬼神萬物之生成造化何故如此衝漠無朕、萬象森然？造
化最精妙之物莫過於人，因此說“人爲天地之心”，41 而良知也最突出的體現
在人身上。
但這不代表人的一切知覺、念頭、慾望都是良知的發用，陽明仍然在
某種程度上接受宋儒那裡理善氣惡的對舉。42 惡的產生是由於心之本體或

39

吳震，《〈傳習錄〉精讀》，頁138。關於陽明“萬物一體”思想的進一步討論，還可以參見拙文
《論明道與陽明的“萬物一體”思想——以“氣”與“仁”的關係爲中心》，待刊稿。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47。
王守仁，《傳習錄上》，條32。

40

王守仁，〈答陸原靜書〉，《傳習錄中》，條151。

41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 王守仁，〈答季明德 · 丙戌〉，《王陽明全
集》卷6，頁238。
如“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王守仁，〈答倫彥式〉，《明儒學
案》卷十，頁188。

37
3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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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被形氣之私引發的私慾或私意所遮蔽。因此，不能將人的主觀、任意的
私慾或私意冒充爲良知，43 或者說一旦被私慾或私意蔽隔，人的良知即不再
是作为“全體之知”44 的良知。表面看來，惡產生的根源仍然與宋儒所認爲的
一樣，主要來自於“氣”，關於“理氣”、“善惡”的討論，《傳習錄上》條101，薛
侃所錄“侃去花間草”一條頗堪玩味。
薛侃因除花間之草的行爲，發出“善難培”、“惡難去”的感慨，但在陽明
看來，薛侃如此看待善惡正是所謂的“從軀殼起念”，45 即基於一己之私心來
判斷對我有用或有利的爲善，對我無用或不利就是惡。而從“天地”大公無私
的角度來看，則只見“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並無“善惡之分”。但這是不是意
味著陽明否認善惡之間的界限，甚至贊同佛、老“無善無惡”的觀點？其實
不然，在陽明看來，佛、老認爲既然“無善無惡”就索性“一切皆不管”，消極
的怠惰“不可以治天下”，而“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
於氣”。而聖人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不是如“無知覺的人”那樣“全無
好惡”，而是“好惡一循於理”，如此即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誠意”，而
非“從軀殼起念”的“私意”，“誠意即是循天理”，即是“廓然大公”，如此“方是
心之本體”。這即是陽明“四句教”前兩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46 的具體所指。
因此，陽明並非否認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善惡的分別，而是否定那種出
於個人主觀私意的善惡之別。強調“無善無惡”其實是強調“天理”之公而無
私，只有在作爲大全的“天理”層面上，“善惡”的區別才具有實然的意義。陽
明並不過多強調“天理”的客觀超越維度，而是側重“心體”的“無善無惡”，進
而強調要從本體上做“循理”的工夫，自然能夠“不動於氣”，如此方能達到心
體“至善”的效驗和境界：“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
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47
因此，陽明一方面並不否定現實層面人的各種具體的實踐行爲：“草有
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另一方面，他又提醒人們在實踐活動中仍須保
持“心體”的“理之靜”：“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
43
44
45
46
47

“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 王
守仁，《傳習錄下》，條220。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00。
“軀殼上起意”爲陽明常用之語，明道即有此用法：“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
看得道理小了它底。” 程顥、程頤，《遺書》卷二上，《二程集》，頁33。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93。
陽明將心體看成“無善無惡”的，與明道所謂的“善惡皆天理”實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
陽明是從否定的意義上指出不能用價值判斷意義上的善惡來指稱“廓然大公”的“心之本
體”，而明道則是從肯定的意義上指出不管是原初意義上的善，還是派生意義上的惡，“皆共
同地來之於天理這一本源”，而“既然善具有一種原初性，那麼說作爲本源之天理爲純粹至
善亦無不可，如湖湘學派所認爲的，本然之善，不與惡對。” 郭曉東，《識仁與定性》，頁85、
頁86。陽明“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則是把“至善”看得超越於“意之動”產生的派生意義上的
的善惡。

儒教文化研究 第31輯 / 2019年 2月

188

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可見，陽明的工夫全在“心之本體”上做，不管是“循
理”還是“不著一分意思”、“不動於氣”，都是要努力使此心體保持“廓然大
公”的狀態。既然善惡“全不在物”、“只在汝心”，那麼世儒“捨心逐物”、“終
日馳求於外”，自然是“將格物之學看錯了”，最終“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支
離工夫。
因此，雖然人心“著了意思”，便易爲“氣”所“動”，不能“一循於理”，故所
行所爲不能皆善。但並不代表在陽明那裡“氣”本身即是惡的，或者有“氣”就
一定會產生惡，因爲正如我們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在性氣關係問題上，陽明
是贊同“性即是氣，氣即是性”48的，即使是“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
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49 而“不動於氣”關鍵不在於在“氣”上做持敬
涵養或省察克治的工夫，而只須在心體上做“致良知”的本源工夫，使吾心
“好惡一循於理”，自能“不動些子氣”。50 陽明那裡，工夫要在心體上做，而不
須在“氣”上做。“不動於氣”上並無工夫，而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著一分
意思”的自然效驗。看來，陽明那裡，千言萬語，終究是要使此氣質之身依理
而行，方可無礙。陽明固然將氣的地位提高了，但仍然是重理而非氣。
所以，表面看來，在陽明那裡，氣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爲本體宇宙
論意義上的，一爲人性氣質層面的，一爲積極，一爲消極。但實際上，兩個維
度的氣，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的，並非兩個氣，只是“一氣”，其貫通的關鍵在
於良知，良知既具有主觀維度，又具有客觀屬性，既是做工夫所指向的本
體，又是做工夫的主體。因此，不管哪種意義上的“氣”，關鍵看其能否依理或
良知而行。因此，良知雖不可離氣而言，但終究是良知決定氣，而非氣決定
良知。

六、結語
通過前文的考察，我們對陽明心學中“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定的認
識和把握。
首先，不同於宋儒，尤其是橫渠、伊川將“性、氣”看成對立的，陽明則
是像明道一樣，將性氣綰合爲一。氣、氣質、氣稟從與性、理相對的地位，
變成了從屬於良知、心的地位。“氣”變成了“性即氣，氣即性”之氣，“氣質變
成了良知之氣質”，而良知非他，不過是性氣一如、理氣一如的如如呈現。因
此，儘管陽明仍然接受宋儒尤其是朱子那裡理氣的對舉，認爲循理善，動氣
惡，但“氣”本身不是惡的或產生惡的根源，而工夫也不以對治氣稟爲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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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傳習錄中》，條148。
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20。
問“有所忿懥”一條。王守仁，《傳習錄下》，條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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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良知之“流行”謂其爲“氣”，以良知之“妙用”謂其爲“神”，以良知
之“凝聚”謂其爲“精”，實際上是以屬“氣”的精、氣、神三者因“良知”發用之
不同而稱名不同。精、氣、神只是用來形容或描述良知的不同的狀態和發
用，附屬於良知而不具有獨立的地位。不同於朱子那裡理氣二分的模式，“良
知”與“氣”是即體即用、體用一如的，因而工夫需要在“良知”上做，而做工
夫的主體亦即是良知本身。
再次，陽明借用張載的“太虛”概念類比“良知”：“良知之虛，便是天之
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而在橫渠看來“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因此，正如“太虛”是本體宇宙論意義上的“氣之本體”，良知亦是心性本體論
意義上氣的本體。因此，雖然在實然層面或在構成上，萬物皆是“同此一
氣”，因而在實踐層面上萬物之間可以“相通”，但“同此一氣”卻是以“萬物一
體”爲前提的，而非相反。而“一氣流通”也是基於良知或靈明與萬物的感應
才得以呈現。因此，恰恰是“良知”或“一體之仁”使“萬物一體”成其爲“一
體”，而非通常認爲的“同此一氣”或“一氣流通”之“氣”。也即是說，在陽明那
裡，“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基礎只能是“靈明”或“良知”而不是“氣”。
因此，最後，我們發現，在陽明的思想中，只能從心性工夫而非宇宙本
體上理解陽明的“良知即天理”，不能將良知冒充爲宇宙本體。在宇宙本體論
面，良知的客觀化、實體化實際上並不成功，良知無法徹底吞噬和吸納具有
客觀維度的“氣”。從思想史上來說，陽明思想中對“氣”的這種處理的不徹
底，也爲後世氣學思潮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 投稿日：2018.06.30 / 審查日：2018.06.30-2018.07.31 / 刊載決定日：2018.07.31

儒教文化研究 第31輯 / 2019年 2月

190

參考文獻

陳 来，《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0。
陳榮捷，《〈傳習錄〉詳注集評》，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鄧艾民，《傳習錄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郭曉东，《識仁與定性——工夫論視域下的程明道哲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6。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87。
上田弘毅，〈明代哲學中的氣——王守仁和左派王學〉，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
湧編、《氣的思想》，李慶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王 畿，〈天泉證道記〉，《王畿集》卷一，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吳 震，《〈傳習錄〉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臺北：臺北大學出版中心，2012。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李彬 / 從工夫論的角度論陽明哲學中良知與氣的關係

1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ce and Qi in
Yangming’s Philosophy
LI B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is centered on conscience 良知. But
“conscience” in Yangming’s philosophy is not a purely moral concept, but an
ontological concept. In the Neo 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qi 气 and li 理 or qi and “human nature” (xing 性) was conver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ce” and qi in Yangming’s philosophy. The
status of qi in Yangming philosoph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Song Dynasty. But for Yangming, “extending the conscience” (zhiliangzhi 致良知)
is not committed to change qi in the human body, but to extend the conscience itself.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all things share one body” can only be “conscience”
instead of qi. Therefore, conscienc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qi, but after all,
conscience determines qi rather than qi determines conscienc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ce” and q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further
grasp Yangming’s philosophy and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fore, although Yang m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qi, his attempt to absorb qi with his conscience actually
dispels the objectivity of qi.
Keywords: Yangming，conscience，qi，Noumenon (benti 本體)，teachings of selfcultivation (gongfulun 工夫論)，the unity of all things (wanwuyiti 萬物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