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對《大學》的理解
――以與朱熹比較為中心
1)林

玉 均

中文摘要
筆者在本論文中，作為理解王夫之經學的第一步，以《讀四書大全說》為
中心考察了王夫之對《大學》的理解。
對於《大學》八條目的關係，王夫之說《大學》只說“先後”而沒說“前
後”，認為在追求這八個條目的同時，只要區分緩急即可。因此把八條目
的相互關係概括為“理一分殊”。《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句
話開始。王夫之認為所謂“明德”，是指通過功夫來彰明的最高境界“心”，
而不是指“性”。因為性是不可加以明之的功夫。
王夫之把“知”分為兩種：一種是知道物件，另一種是知道善惡。他強
調朱熹所說的“知”應該解釋為徹底地知道善惡的“知”。因此，王夫之也理
所當然地把“知”理解為知道善惡。對於知與行的關係，朱熹主張“知先行
重”，王夫之則主張“知行並進”。他強烈主張不能從根本上把知與行分離
開，不但知需要行，而且行也需要知。對於王夫之來說，“誠意”不是在否
定意義上約束或壓制什麼，而相反是在肯定意義上使其充溢。讓“所知之
理”充滿心中，徹底貫穿物件，讓“意”從那裡出來。它既不是生來就能做到
的，也不是可以強求的，而是通過功夫達到一定境界時能自然而然做到
的。而且，王夫之認為自謙、好好色、惡惡臭並不像朱熹所說的那樣是對
意的說明，而是對心的說明。同時對於意和心的關係提出獨特的主張，即
意和心互為體用、互為內外，所謂“正心”的心就是“志”。他批判朱熹沒有
正確地理解“心”。
在東方的傳統社會中，很多時候把君主比喻為父親，把大臣和百姓比
喻為子女，對家庭和國家給予同等的地位。所以認為，就像父親在家庭裡
慈愛地對待子女一樣，君主要在國家裡慈愛地對待大臣和百姓。王夫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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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不能那麼做。如果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國家和家庭就沒有分別了。兩
者之間雖然具有相通的道理，但是分明家庭用的是“齊”，國家用的是“
治”，它們是有區別的。因此王夫之對“推”解釋說，不是把家庭的慈愛推衍
到國家的慈愛，而是把家庭中的教育內容推廣到國家教育之上。可以看
出，他把《大學》看作是一本徹底為教育而寫的書。
關鍵詞：八條目，理一分殊，明德，知行，誠意，家庭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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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學問界受到唯物史觀的諸多影響，發生了各種
各樣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以前不被世人所矚目的許多學者被推崇為唯物論
的先驅者。王夫之也是其中的一位。當然，現在是揚棄機械地將哲學史分為
唯心論和唯物論的敘述方式，但是即使脫離新中國以後的評價，王夫之也是
在朱熹以後建立了龐大的哲學體系的哲學家。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無論是受到了何種影響，對於王夫之的研究從1960年代以來都很活躍。
只不過令筆者惋惜的是沒有關於王夫之經學的先行研究。以《周易內傳》和
《周易外傳》為中心的研究較為活躍，儘管他在經學方面留下了許多業績，
但是對其經學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最大的原因在於他的文章比較難解。清代
考證學者的文章以難解著稱，而王夫之的文章比起清代的其他學者更是難上
加難。當他渴望的“恢復明朝”以失敗告終之後，即在三十歲以後就過著隱遁的
生活，全心致力於著述事業，使得他與當時學界的共同語言相隔絕。
源於這種結果，無論中國還是韓國、日本，都沒有一本關於王夫之著作
的翻譯書籍。只有幾本在原文上附加注釋的注釋書。筆者作為東洋思想研究
會的一員，從二十年以前開始研讀王夫之的《讀四書大全說》，已經讀完
《大學》,《中庸》和 《論語》部分，現在正在讀《孟子》。《大學》光讀就
用了五年的時間，為了出版韓文版又在翻譯、修改、講解上用了五年的時
間，共計十年。可見王夫之的文章有多麼難解。
可是在筆者看來，如果沒有對王夫之經學的先行研究，就不能真正瞭解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是他在讀《四書大全》時以筆記形式披瀝其想法的《讀
四書大全說》，對於這部著作的研究是理解王夫之思想所必需的先行研究。
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首先對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中的《大學》部
分進行研究。然後是《中庸》、《論語》、《孟子》的研究。因為《讀四書
大全說》綜合了朱熹以及後世學者們學說，自然王夫之在著述《讀四書大全
說》的時候，時而接受他們的學說，時而又批判他們的學說。但是王夫之的
爭論焦點仍然在朱熹身上。對於其他人的論述是次要的。所以本論文將以王
夫之對朱熹《大學章句》的論述為中心，考察《讀四書大全說-大學》中他對
《大學》的理解。

二、對《大學》的理解：理一分殊
朱熹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1) 雖然朱
熹只是在論述“致知”和“誠意”的順序，但是《大學》八條目的整體順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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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的。
王夫之也和朱熹一樣，認為沒有必要說“致知”和“誠意”的前後，對
《大學》八條目的關係明確下結論：“經言先後，不言前後。”2) 按照王夫
之的解釋，前後是時間順序，先後是緩急順序。3) 即是說，這不是按照時
間順序在前面做、在後面做的問題，而是根據重要程度先做急的、後做慢
的問題。當然王夫之的話也有問題。按照時間順序來看，急著要做的事情
終究要在前面進行。然而王夫之所要強調的是，不能嚴格地按照時間順序
上的“前後”來解釋《大學》的八條目。
事實上，如果嚴格地按照時間順序上的“前後”來解釋《大學》的八條
目，只有做完一個條目才能開始下一個條目的功夫，《大學》一書就不具
備可能性。單純窮究對象時間都不夠用。所以《大學》的這八個條目，實
際上是應該同時去追求的德目。
即便是同時發生的事情，其境界分明也是不同的。一個階段的完成是不
能保障其他階段的完成的。例如，不是窮究了對象就能自然地達到“致知”。
王夫之認為，如果那樣想，就會造成省略掉“致知”之“致”功夫的結果。4)
如果因為作用是一樣的，所以“窮究物件”等於“致知”，那麼“致知在於窮
究物件”這句話不過是同語反復罷了。那樣就絲毫沒有區分八條目的意義。
歸根結底，對於《大學》八條目的相互關係，王夫之的結論是“理一
分殊”。就是說，雖然能用一個道理去貫穿，但是不能用一個去自動地保
障另一個，而且包含著另一個層次的功夫和事情。因為王夫之是這樣理解
八條目關係的，所以把整篇《大學》理解為“理一分殊”。對此筆者將在以
下篇章進一步探討。

三、明德問題
《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5)一文開
始。首先討論“明德”問題。朱熹在《大學章句》中對“明德”這樣說明：

1) 黎靖德，《朱子語類》，4738頁。
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8頁：“經言先後，不言前後。前後者，昨今之謂也，先後
者，緩急之謂也。”
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8頁：“前後者，昨今之謂也，先後者，緩急之謂也。”
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0頁：“竟雲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功夫矣。”
5) 胡廣，《四書大全》，34頁。文章中的“新民”在《古本大學》裏爲“親民”，是朱熹接受程子之
說將“親民”改爲“新民”。這裏明確反映了一個士大夫把百姓當作要革新的對象的立場。王
陽明反對朱熹之說，主張要像《古本大學》那樣寫爲“親民”。對於“新民”的討論並非本論文
的主題，加以省略。由於本論文是在比較朱熹和王夫之，所以將以朱熹《大學章句》爲基
准，引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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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
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復其初也。6)

首先，朱熹對“明德”之“明”解釋為“明明之也”。可是王夫之更進一
步，將其分為“明”和“光”兩種。“明”是指內在的明亮，“光”是指外在的明
亮。王夫之認為，鏡子雖然有內在的明亮，卻不向外發出光芒。相反，火
雖然向外發出光芒，內部卻不存在明亮。7) 所以“明德只是體上明，到致
知知字上，則漸繇體達用，有光義矣。”8) 即是說，“明德”作為個人的心狀
態，只有當它進入致知的階段，才能對其他物件產生影響。
王夫之還主張，《大學》畢竟是關於個人修身的書，並不是關於治理
別人的書。用現代語言說，是道德教科書，而不是政治教科書。因此，“明
明德於天下”一語也不能解釋為明明德於一般百姓，9) 而應該解釋為廣泛
地明明德。10)
其次，按照上面引用的朱熹的話，朱熹把“明德”理解為“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的“心”。王夫之基本上接受朱熹的這個主張。他也把“明
德”理解為“心”。
王夫之把“心”看作是我們身上具備的所有“用”。“手能持”的能力，這
正是“心”。11) 這和現代將“用”與大腦聯繫起來進行思考的思維方式是有區
別的。如果按照王夫之的主張，就不能有脫離身體的“心”存在。雖然身和
心是不能分離的，但是無論怎樣身體都是主要的。正如不能脫離具體的事
物去思考某種功能，不能脫離身體去思考“心”。
但是王夫之認為，這個“心”與“正心”之“心”的意思是不同的。12) 它不
是要端正的對象“心”，而是把它作為基準去端正的“心”。因此王夫之強
調，只有“明德”才是人與蒙昧的動物之間的區別所在。就是說，人只有具
備了明德才能被稱之為人。13) 王夫之說：“繇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
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爲正。”14)
歸根結底，王夫之雖然承認“明德”不是本性而是“心”，但是這個“心”
胡廣，《四書大全》，34-35頁。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如鏡明而無光，火光而不明，內景外景之別也。”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3頁：“固如朱熹所雲規模須如此，亦自我之推致而言，非實
以其明明德者施教於民也。
10) 具體來說，正如在家庭進行孝道、恭遜、慈愛的教育，國家也應當廣泛進行教育。參照
第六章。
1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此處說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
都在裏面。
1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頁：“緣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熹直指爲心。但此所謂心，
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心字固別。”
1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頁：“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留不失，使人別於物之
蒙昧者也。”
1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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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朱熹所說的應萬事的“心”，而是作為最高境界去彰明的“心”。所以這
個“心”始終是要通過功夫去彰明的“心”。
因而，王夫之主張決不能對“明德”與“性”等同看待。他主張，因為只
有人具有“明德”，所以不能將“明德”視為“性”。因為“性”是陰陽五行之妙
合、凝結而成的，它是對自然賦予人的所有一切的統稱。15) 即是說，王
夫之把自然賦予人的“心”通過磨練而獲得的德性表現為“明德”，認為正是
這個“明德”使人成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人。因為單從“性”上看，無論人還
是動物，都是自然賦予給他們的。
王夫之對“明德”不能是“性”的理由這樣說明：人的本性不能被拘束或
遮蔽，終究要以某種形式顯露出來。孟子為說明人人都具有惻隱之心，舉
出無論誰看到將要掉進井裡的孩子都會瞬間產生惻隱之心的例子。這正是
“仁”的本性以惻隱的感情顯露出來。這是人奈何不得的。16) 而且《大學》
說“明明德”，“性”也不是“可加以明之”的功夫。17) 所以決不能把“明德”看
作是“性”。於是王夫之說，可拘蔽的是“心”，而且能通過格、致、誠、正
的功夫恢復原來之“明”的也是“心”。
朱熹把“明德”表現為“虛靈不昧”，王夫之則把“虛”解釋為“未有私
欲”，“靈”解釋為“鹹善”，所以“不可雲如虛空”，“不可作機警訓”。18) 這樣
看來，他是完全從價值論的角度去理解“心”的。而且把“不昧”解釋為將最
初得到的維持到最後，從外部得到的同樣延續到內部，所以不能按照佛教
方式把“不昧”解釋為“常惺惺”。19) 如果參照王夫之的這種解釋，那麼事實
上與其把“明德”解釋為明亮的德，不如解釋為純粹的德。
朱熹指出，因為明德“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所以要通
過功夫去“復其初”。但是王夫之卻不認為，“人生來就被上天賦予明命，在
生存的過程中受到外部影響而變得昏暗。因此要不懈地努力去明之”。王夫
之強調，這種觀點和以尋找本來面目為修養目標的佛教沒有什麼區別。他
反而認為，明命面對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所以需要不斷地追求。
在這種意義上看，王夫之比起在主張“性善”說的同時又主張“復初”的
孟子，更接近於在主張“性惡”說的同時又主張“積致”的荀子。事實上王夫
之認為，“性”不是生下來被賦予一次就結束了，而是每天都在被賦予。他
這樣說道：

15)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頁：“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
結得清爽，終留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
16)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性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奈他不何，有時還迸
露出來。[如乍見孺子入井等。]”
1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旣不可拘蔽，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
1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虛者，本未有私欲之謂也。[不可雲如虛空。] 靈者，
曲折洞達而鹹善也。[《尙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言仁術，此也。不可作機警訓。]”
1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不昧有初終表裏二義，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
得，裏亦不昧。[不可雲常惺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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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於周易尙書傳義中，說生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天命之謂
性，則亦日日成之爲性，其說似與先儒不合。今讀朱熹無時而不發現於
日用之閒一語，幸先得我心之所然。20)

這段文章充分體現出，王夫之是一位比“本體”更重視“作用”，比“靜”
更重視“動”的哲學家。他認為，“本性”並不是出生時就被固定下來，而是
在每天的運動中形成。“本性”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的這一發言，令一直以
來圍繞“本性”所展開的無數辯論變得黯然失色，至少可以說是與這些辯論
相提並論的一個“性論”。

四、知行關係
(一) 以價值論為中心的認識論：“知”是知道善惡
朱熹所說的“知”不是經驗的“知”，而是“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
兄；以至於饑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飮。”21)的原本已有的“知”。朱熹的“致
知”可以說是通過“格物”確認到天下萬物都具有仁義禮智的道理，知道這個
道理也存在於我的內心，需要不斷地實踐下去。22)
按照王夫之的說法，“知”有兩種：一種是知道物件，另一種是知道善
惡。前面朱熹所說的“知”指稱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客觀地知道物件並
不直接與自身的行為相關，只有通過研究物件去知道善惡，取得行為準
則，才可以說是朱熹的“知”。而王夫之批判，由於後世學者們在解釋朱熹
的時候，混淆了兩種“知”，從而造成了混亂。
王夫之強調，對於朱熹的“知”，應當從價值論的角度解釋為徹底地知
道善惡。而不是從存在論的角度解釋為通過研究知道物件。因此，朱熹的
“格物”雖然也是研究物件，但不是從客觀、科學的角度加以認識的。可以
說這不僅是朱熹思想的特徵，還是東方思想的普遍特徵。至於它帶來了什
麼結果，給予了什麼影響，又是另外一個問題。23)
正如我們從“強調在價值論的觀點上將朱熹的‘知’解釋為知道善惡”中
可以看出，王夫之本人的“知”也當然是知道善惡。即使王夫之所說的“知”
不是關於對象的客觀性的知，王夫之也認為有時關於物件的客觀性的知就
20)
21)
22)
2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3頁。
黎靖德，《朱子語類》，539-540頁。
林玉均，《戴震》，29頁。
通常認爲，將存在論還原爲價值論的東方思維造成科學思維的缺陷，致使東方在現代落
後於西方。可是，如果想一想不做任何邏輯上的探討、只追求“如實地說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現代科學和醫學不知道會帶來何種破滅，那麼把所有事物都與價
值聯系起來的東方思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上面引用的“如實地說明”是德國著名
的史學家蘭克所說的話。蘭克生活在一個人類的內心充滿希望的時期。所以史學界也認
爲可以如實地究明過去的事實，從而把它作爲學問的標語。

150

儒教文化研究 第23輯 / 2015年 2月

是知道善惡，這時的善惡就與物件相關。王夫之舉的例子正是知道“不能
與壞人交往”和“不能服用壞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壞的因素存在
於物件，所以窮究物件就能達到“致知”。可是，在我的心裡產生壞的想
法，決不是窮究物件所能知道的，只有在自身上求索才能知道。知道暴食
對身體不好也同樣是因為自己親身經歷過，所以才知道的事情。24) 無論
是知道存在於對象的善惡，還是知道存在於自身的善惡，最終可以總結為
王夫之所說的“知善知惡是知”。

(二) 知行並進
朱熹用比喻的方法說明必須同時需要知與行，“如目無足不行，足無
目不見”25)。即是說，當我們把某個地方指定為目標時，用眼睛觀察方向
和距離等，實際用腳去走才能到達目標，只憑一個是不能到達目標的。和
這個比喻相同，知與行都是我們所需要的。朱熹聽弟子說湖南有個先生只
教“行”，便反問道：“義理不明，如何踐履？”26)就是說，知得在先。
而另一方面，就像不能只用眼睛看，還要用腳去走，才能到達目標一
樣，只有“知”就不能稱之為學問，要加以“行”。因此朱熹承認“知”是為“行”
而存在，強調“行”的重要性。作為結論，他這樣說：“論先後，當以致知爲
先；論輕重，當以力行爲重。”27)朱熹對於知行關係的說明，一句話可以
說是“知先行重”。28)
可是王夫之卻批判朱熹，因為知與行是並進的，所以不能說知是先於
行的。王夫之的立場是，由於知與行緊密相連，所以不能從時間上論其先
後。就是說，不是“致知”以後才付之於行動。
例如，《大學》所說的定、靜、安、慮是一個邏輯順序，而不是時間
順序。它們不是依次進行，而是在相互關聯的基礎上同時進行。所以不是
按照結束“定”之後開始“靜”功夫的方式進行。因而王夫之說，沒有必要費
力氣去重新開始各自的功夫。29)只有按照這種方式下功夫，得到“條理”，
才能結束篤行的階段，而邁向另一個階段。
從王夫之的立場上看，反而不是得到條理之後去行事，而是行事之後
得到條理。即是說，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理論。可以說毛澤東的實踐論也
2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0-11頁：“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
不可與交，觀察他擧動詳細，則雖巧於藏奸，而無不洞見; 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
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固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念之非幾，但有媿於屋漏，
則卽與蹠爲徒，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只自家食量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於物格
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喩，則固分明不昧者也。”
25) 黎靖德，《朱子語類》，309頁。
26) 黎靖德，《朱子語類》，315-316頁。
27) 黎靖德，《朱子語類》，309頁。
28) 參見林玉均，《戴震》，41-42頁。
2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8頁：“定靜安慮相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更端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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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延長線上。之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後王夫之重新受到矚目，就是因為
王夫之的實踐觀給予了很大的影響。
按照王夫之的想法，因為我們所要知道的物件是無限的，所以既不能
知道所有的物件，也沒有必要都知道，況且就算充分知道了物件，把它付
之於行動時也不能保證肯定是對的。請看下面的文章。
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了方纔去行之理。使爾，無論事
到身上，繇你從容去致知不得；便儘有暇日，揣摩得十餘年，及至用
時，不相應者多矣。30)

王夫之主張：正是在這個部分上，儒學的功夫不同於異端佛教的參禪。
他認為，即使佛教徒按照這種方式參禪後達到“致知”，在實際行動時也只能
出現錯誤。要想達到知的最高境界，就必須終生不斷地研究。即便如此，也
不是把行動推到後面，而是通過反復的行動去驗證知，完成知(致知)。
因此王夫之主張，致知的功夫要有行功夫與之並行，才能成為真正致
知的功夫。舉例說明一下。我們在小的時候對“孝道”進行學習。其中最平常
的一句話就是“冬天使父母溫暖，夏天使父母涼爽”。但這不是孝道的原理，
只不過是一個“禮”而已，不能說那樣就盡完孝道了。其他行動準則也是如
此。如果按照“這種時候要這樣做”的方式定立孝道的準則，就會無窮無盡。
就算學了再多的孝道，如果不付之於行動，也就不能說他是真正盡孝道的
人。想要盡孝道的人必須用心去察看父母的心，將注意力集中在與父母相
關的事情上，盡自己的最大努力。這時自己所知道的關於孝道的知識就能
成為一個準則。但它不能告訴你關於孝道的所有一切。因此，按照王夫之
的話，想要盡孝道的人不能光滿足於知道孝道，還應該不付之於行動。只
有這樣，知才能成為真正的知。王夫之對此說：“是知中亦有行也。”31)
不僅是孝道，世上所有的人際關係和事情也都是如此。如何能對所有
的具體情況一一制定行動準則？可是人的認知能力具有一個特性，就是即
使不去窮究所有的物件和事情，也能通過對其中重要部分的窮究，領悟出
普遍的原理。這便是朱熹所說的“豁然貫通”。
與上述情況相反，從“誠意”到“平天下”，朱熹雖然把它們包括在“行”
之中，但是其中也會存在知的領域。32) 並不是盲目地用心去做，所有事
情就都能圓滿完成，必須要有事先知道以後再去做的事情。例如治理國家
的事情，不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就能得到最好的結果。只有瞭解治理國家
的方法和當前國家的現狀，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行動。所以，王
夫之認為“行”絕對需要“知”。
正是這樣，王夫之的思想中知與行不是一分為二的，而是合二為一
30)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7頁。
3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7頁。
3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頁：“知此，則誠意以下亦有知之之功，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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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東方思想家之中，提出最近似於辯證法理論(粗略概括為通過實踐驗
證理論，通過理論為實踐提供準則)和實踐邏輯的人可以說是王夫之。

五、誠意問題
(一) 毋自欺
《大學》的本文中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33)
可是王夫之卻解釋說，“毋自欺”不是對誠意下定義，而是通過相反一
面的說明突出誠意。就是說，想通過說明自欺之人的弊端，反過來形容誠
意。34) 就像我們不直接說A就是B，而是說A不是C、不是D、不是E來突出
A。孔子也是在說“仁”的時候，不直接說仁是這樣的，而是說這樣的不是
仁，從而間接地突出仁。
因此王夫之強調，絕對不能因為說“毋自欺”，就以為是對誠意的定
義，認為誠意具有在否定意義上所說的約束之意。所謂“誠意”，是指將
“意”只傾注在一個地方，而不是約束這個“意”。“意”也不是能約束的。意
不誠，心裡就無法樹立任何主觀。《中庸》把它表現為“不誠無物”。只有
意誠之時，心裡的主觀才能明確樹立，成為行動或說話的準則。否則，在
實際說話或行動的時候不能給予任何幫助。
因此，王夫之將“毋自欺”定義為：“如此撲滿條達，一直誠將去，更不
敎他中閒招致自欺，便謂之毋自欺也。”35) 然後繼續對“誠意”說：
要此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著意發時撞將去，敎他喫個滿懷；
及將吾固正之心，喫緊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符合穿徹，敎吾意便
從者上面發將出來，似竹筍般始終是者個則樣。36)

概括地說，王夫之所說的“誠意”結果就是，讓“所知之理”充滿心中，
徹底貫穿物件，讓“意”從那裡出來。
“誠意”不是在否定意義上約束或壓制什麼，而相反是在肯定意義上使
其充溢。王夫之用下面的例子來比喻它。即，誠意不是像窮人家那樣總是
擔心缺少什麼，而是像富人家那樣自由地使用充溢的東西。37) 就是說，
33) 胡廣，《四書大全》，79頁。
3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8頁：“傳文原非以｢毋自欺｣爲｢誠其意｣硬地作註腳，乃就意
不誠者轉念之弊而反形之。”
35)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8-19頁。
36)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18頁。
3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0頁：“若誠其意者，須是金粟充滿，而用之如流水，一無吝
嗇，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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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為要戒慎就把“誠意”理解為謹言慎行。當誠意充滿心中，形成一種
習慣，能自然行動時，才能把它稱之為“誠意”。
自然地體現“誠意”不是馬上能做到的，而是要通過功夫達到一定境界
的時候才具有可能性。要是想像“惡惡臭”和“好好色”那樣從一開始就會
做，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惡惡臭和好好色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誠意的階
段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人自然會做到。38) 但是，沒有達到這種程度的人硬
要去做是做不到的。一方面，全然沒有努力去做的人好比“閹宦”和“鼽窒
人”，既不會好好色，也不會惡惡臭。39)
可是“誠意”是關於功夫的說明，與母親精心地照顧子女是不同的。母
親精心照顧子女是出於天性，無須功夫也自然能做到。40) 但是“誠意”必
須要有戒欺、求謙、慎獨的功夫。王夫之強烈批判，同樣一個“誠”字能具
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就算是一樣的字，也不能不考慮前後文章的內容，認
為它具有同樣的含義。這和玩“拈字酒令”時，不考慮字的含義，只考慮字
的外形，是沒有區別的。41)

(二) 自謙、好好色、惡惡臭不是對功夫的表現，而是對心體的表現
朱熹對《大學》本文中的“自謙”加了這樣的注釋：“使其惡惡則如惡惡
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快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
但是，王夫之認為《大學》中的“自謙”不是對功夫過程的表現，而是
對通過功夫過程所獲得的心體(心狀態)的表現。因此，朱熹在《大學章
句》中使用的“務”和“求”是錯誤的表現。42) 這是因為它們是適合於表現功
夫過程的語言，而不是適合於表現通過功夫過程所獲得的心體的語言。
《孟子․公孫醜上》中有一個描寫“揠苗助長”的故事。43) “揠苗助長”
不是幫助禾苗成長，而是把禾苗弄死。王夫之批判，朱熹在說明“誠意”的
時候，說明“務快去而求必得之”，就和這個故事是一回事。王夫之認為，
朱熹的這個說明不僅不能讓人正確地掌握“誠意”的意思，反而會誤導那些
初學的人。就是說，好之者必求之、惡之者必去之的做法絕對不能成為
“誠”功夫。而且指出，“毋自欺”所表現的只是“誠意”的反面，並沒有提示
具體的功夫方法，是朱熹理解錯了。
3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0頁：“好好色惡惡臭，已然則不可按遏，未然則無假安排，
是以得謂之誠。”
3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0頁：“其不爾者，如閹宦之不好色，鼽窒人之不惡臭，豈有
所得用其力哉?”
40)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9頁：“凡母之於子，性自天者，皆本無不誠，非以｢誠｣字爲
功夫語。”
4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9頁：“此如拈字酒令，搭著卽與安上，更不顧理。”
4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0頁：“傳雲此之謂自謙，明是指點出誠好誠惡時心體，非用
功語。章句中務字求字，於語勢旣不符合。”
43) 胡廣，《四書大全》，2217頁：“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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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反而認為，《大學章句》中適合於“自謙”的表現是，“其雲內外昭
融，表裏澄徹，正是自謙時意象”。44)因為這段文章才是形容心體的表現。
而且按照王夫之所說，好好色、惡惡臭的主體不是“意”而是“心”。45)
這是因為“意”是主動的，能把自己的想法投影到物件上，而“心”卻是被動
的，只能接受物件其本身。46)於是王夫之認為，所謂好好色、惡惡臭，不
是把自己好惡的想法投影到好色和惡臭這兩個對象上，而只是當好色和惡
臭作為對象向我靠近時，把它接受為好與惡而已。所以它們不屬於“意”而
屬於“心”。
那麼，王夫之是怎樣理解“意”和“心”的關係，才這樣說的呢？下面將
更為仔細地考察這個問題。
《大學》的本文中說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即使不考慮時間順序，
單從邏輯順序來看，通常也會認為意在心之前，意為體、心為用。可是王
夫之卻說，不能被《大學》的這個順序所迷惑，做出錯誤的判斷。
王夫之的主張很獨特，他認為意和心互為體用、互為內外。即是說，
有時意為體、心為用，有時心為體、意為用，有時意為內、心為外，有時
心為內、意為外。
而且王夫之還認為，所謂“正心”的“心”接近於“志”。王夫之批判：“朱熹
於此心字，尙未的尋落處，不如程子全無忌諱，直下志字之爲了當。”47)。
論述志與意的關係時，王夫之首先說志為體、意為用。
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
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於不睹不聞之中。48)

根據這段文章，志為體、意為用。在王夫之看來，當我們具有某種志
的時候，它會以意的形式向外部表現。所以王夫之說，只有做到誠意和正
心之後，才能在此基礎上走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不正心，
就算有誠意也不能期待永久性，從而不能進行那之後的事情。這是因為沒
有正心作為其根本。49)
可是王夫之又說：“然意不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爲體，而以感通爲
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體。”50)，論述意也能成為體，心也能成
4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1頁。
45)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3頁：“且以本傳求之，則好好色․惡惡臭者，亦心而已。”
46)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3頁：“意則起念於此，而取境於彼。心則固有焉而不待起，
受境而非取境。”
4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0頁。
48)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8-9頁。
4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9頁：“不於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如雷龍之火，
無恒而易爲起滅。[故必欲正其心者，乃能於意求誠。] 乃於以修身，而及於家․國․天
下，固無本矣。”
50)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6頁。但是，因爲“意”不具有常體，所以在“體”的角度上不
能說是意→心→身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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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如此看來，王夫之在理解《大學》的時候，認為志和意的關係是可
以互相交替的。王夫之主張的獨創性就在於他認為二者的關係是可以互相
交替的。
對於心和意的內外問題，王夫之也持有獨特的見解。即，不能一概而
論地說心內意外或者心外意內，而是要說時而心內意外、時而心外意內。
首先王夫之承認心靜、意動，從因心發意的角度來看，說“心為體於
中”、“意發用於外”是對的。51)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意”是別人不知
道只有自己知道，相反“心”則是無論自己知道與否，都會被別人看穿。比
起對別人隱藏的意，心更容易向外表現，所以還可以說意為內、心為
外。52) 於是，王夫之最後主張說，心和意互為內外。

六、家庭與國家
《大學》的第八章《齊家章》借用《書經․康誥》之語，說道：“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王夫之解釋說，這段文章中的“如”字所強調的是，齊家和治國具有相通的
道理，不是脫離家庭另外樹立一個教導，而只在於推廣。53)
對上述《康誥》之語，朱熹注釋為：“此引書而釋之，又明立敎之
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王夫之認為朱熹的這個注釋裡需
要注意的是“耳”字，要求仔細觀察這個注釋。所謂“耳”是限定的意思，既
然說“推廣之耳”，就是限定在那裡。而且“推”也不是說像在家庭裡做的那
樣在國家進行。因為只是說“明立教之本”，所以就是說推廣家庭中的教育
內容，在國家裡進行同樣的教育。
在東方的傳統社會中，很多時候把家庭和國家等同看待。即，把君主
比喻為父親，把大臣和百姓比喻為兒女等等。可是按照王夫之的主張，這
種想法是錯誤的。“推”並不是說，推衍家庭中父親對子女的慈愛，君主在
國家裡慈愛地對待大臣和百姓們，只是說君主應該在國家裡對大臣和百姓
們教導父親在家庭中教育子女的內容。54)即是說，在家庭裡教導孝道、恭
敬、慈愛，在國家裡還是教導孝道、恭敬、慈愛。55)王夫之這樣反問：
5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5頁：“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心靜爲內，意
動爲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意，心先意後，先者爲體於中，後者發用於
外，固也。”
52)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26頁：“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者，意也。心則己所不睹不聞而
恒存矣。乃己之睹聞，雖所不及而心亦在。乃旣有其心，如好惡等 皆素志也。則天下皆得
而見之，是與夫意之爲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著故可雲外。”
53)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8頁：“所引書詞，斷章立義。但據一｢如｣字，明二者之相
如。而教有通理，但在推廣，而不待出家以別立一教。”
54)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8頁：“所謂推者，乃推教家以教國也，非君子推其慈於家者
以使國之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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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章句之旨不明，乃謂君子推其慈家之恩以慈國，其於經傳｢齊｣｢治｣二
字何與?56)

即，如果君子推慈愛家庭的恩惠去慈愛國家，家庭和國家就沒有分
別。那麼用齊家和治國把家庭和國家分開來說，就絲毫沒有意義。這種情
況，只要說齊家庭和國家，或者說治家庭和國家，不就足夠了嗎？王夫之
認為，既然《大學》本文中說家要齊、國要治，那麼兩者之間肯定是有差
別的。因此，不能推齊家去治國，只能推衍教育家裡人的內容，用這種教
導去治理國民。
正如我們從王夫之對家庭與國家關係的論述中所看到的，王夫之在解
釋《大學》的時候一再強調的是“理一分殊”。雖然個人、家庭、國家、世
界都具有相通的一個道理，但是它們分別屬於不同的層次，所以具有各自
的道理。因此，王夫之認為彰明一個個人之德，即便它是君主之德，也不
能直接延伸到治理好國家。因為治理國家需要的是與個人修養具有不同層
次的治理理論。因此，在王夫之看來，就像過去許多前輩學者們那樣，大
敵當前時也要求君主正其身心的行為，只不過是那些完全不懂得“理一分
殊”理論的人們的愚蠢行為。

七、結論
筆者在本論文中，作為理解王夫之經學的第一步，以《讀四書大全
說》為中心考察了王夫之對《大學》的理解。
對於《大學》八條目的關係，王夫之說《大學》只說“先後”而沒說“前
後”，認為在追求這八個條目的同時，只要區分緩急即可。因此把八條目
的相互關係概括為“理一分殊”。
《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句話開始。王夫之認為所謂“明
德”，是指通過功夫來彰明的最高境界“心”，而不是指“性”。因為性是不可
加以明之的功夫。
王夫之把“知”分為兩種：一種是知道物件，另一種是知道善惡。他強
調朱熹所說的“知”應該解釋為徹底地知道善惡的“知”。因此，王夫之也理
所當然地把“知”理解為知道善惡。對於知與行的關係，朱熹主張“知先行
55) 關於王夫之對孝道、恭敬、慈愛與明明德關系的想法，可以概括如下：明明德的事情只有
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全部完成之後，才有可能做到。但是孝道、恭敬、慈
愛並非如此。如果孝道、恭敬、慈愛像明明德那樣要求很高的水平，那麼永遠都無法實
現。另一方面，如果孝道、恭敬、慈愛就是明明德，就得承認大部分的人已經實現了明明
德。可是怎麼能說大部分的人已經實現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全部完成之
後，才有可能做到的明明德呢？因此不能承認孝道、恭敬、慈愛就是明明德的事情。
56)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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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王夫之則主張“知行並進”。他強烈主張不能從根本上把知與行分離
開，不但知需要行，而且行也需要知。
對於王夫之來說，“誠意”不是在否定意義上約束或壓制什麼，而相反
是在肯定意義上使其充溢。讓“所知之理”充滿心中，徹底貫穿物件，讓
“意”從那裡出來。它既不是生來就能做到的，也不是可以強求的，而是通
過功夫達到一定境界時能自然而然做到的。
而且，王夫之認為自謙、好好色、惡惡臭並不像朱熹所說的那樣是對
意的說明，而是對心的說明。同時對於意和心的關係提出獨特的主張，即
意和心互為體用、互為內外，所謂“正心”的心就是“志”。他批判朱熹沒有
正確地理解“心”。
在東方的傳統社會中，很多時候把君主比喻為父親，把大臣和百姓比
喻為子女，對家庭和國家給予同等的地位。所以認為，就像父親在家庭裡
慈愛地對待子女一樣，君主要在國家裡慈愛地對待大臣和百姓。王夫之卻
主張不能那麼做。如果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國家和家庭就沒有分別了。兩
者之間雖然具有相通的道理，但是分明家庭用的是“齊”，國家用的是“
治”，它們是有區別的。因此王夫之對“推”解釋說，不是把家庭的慈愛推衍
到國家的慈愛，而是把家庭中的教育內容推廣到國家教育之上。可以看
出，他把《大學》看作是一本徹底為教育而寫的書。
■ 投稿日：2014.10.31 / 審查日：2015.01.06-17 / 刊載決定日：201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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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Fuzi’s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Learning:
In Comparison to Zhu Xi’s Understanding
IM Ok-kyu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ang Fuzi’s 王夫之 understanding of the Daxue 大
學 (Great Learning). Wang interpreted the concept ba tiaomu 八條目
(eight steps of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Daxue as liyi fenshu 理一分殊
(one Principle and its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The Daxue begins with
the phrase: “The way of the Daxue is to brighten the luminous virtue.”
Wang Fuzi held that the luminous virtue belongs to xin 心 (mind), not
xing 性 (human nature), because xing has no ability to brighten
something.
Wang Fuzi argued that there are two sorts of knowledge: knowledge of
objects and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Wang held that Zhu Xi’s 朱熹
teachings about knowledge are the latter, and further argued that knowledge
and conduct are inseparable since knowledge requires conduct and conduct
requires knowledge.
Wang maintained that when xin is filled with li 理, yi 意 comes from
it.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ner self-cultivation.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xin and xing, Wang attempted to argue the following: In
some cases yi is ti 體 and xin is yong 用. In some cases yi is yong and xin
is ti. Sometimes yi is internal and xin is external. Sometimes yi is external
and xin is internal. Wang Fuzi also criticised Zhu Xi for misunderstanding
xin and insisted that xin in the phrase zhengxin 正心 refers to zhi 志.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 the state was often compared to the family.
The emperor of the state was also compared to the father in the family.
Wang Fuzi held they were different, but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ng them is
the same. Therefore, the contents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same both in
the state and in the family. To that end, Wang argued that the Daxue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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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on education, not on politics. In shor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ang
Fuzi's understanding of the Daxue wa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principle liyi
fenshu 理一分殊.
Keywords: ba tiaomu 八條目 (eight steps of moral cultivation), liyi fenshu
理一分殊 (one Principle and its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mingde 明德 (luminous virtue), chengyi 誠意 (sincerit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