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陽明提倡〈古本大學〉

在經學史上的意義

凌超煌

〔摘要〕

朱子〈四書章句》透過元、明科舉的影響，成為士子必讀之書，士子們皆熟習朱

子的《大學章句〉，對於《古本大學〉反倒忽略了。王陽明因實踐工夫未能契合，出

而提倡《古本大學〉，在恢復古籍原貌，打破程朱派義理的統治，對晚明經學復興運

動產生了正面的影響 3 另外，王陽明注解〈古木大學〉的方式也開出一種異於漢學的

解經方式，即是「六經註我，我註六經J 的新方式。以上兩點即王陽明提倡〈古本大

學〉在經學史上的意義。

〔關鍵詞〕：王陽明、〈古本大學〉、曉明經學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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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原為〈禮記〉的第四十二篇，現存最早的版本為唐孔穎達的《禮記正義〉

注疏本。《大學〉在主代之前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直到主代理學興起，才成為理

學家立論的重要典據，只是還不能算作一篇單行的文獻﹔直到南宋朱子〈四書章句〉

刻本行世，《大學》才得到獨立的地位。隨著孟盟兩代科舉以〈四書〉為考試內容，

〈大學章句〉遂取代了〈禮記正義〉中的版本，成為士子必讀之害，後者遂被稱作〈古

本大學〉，一直受到忽略。直到盟代中期主鐘盟出而提倡〈古本大學〉，此一情形才

得到改變。以下從「主蠱盟提倡〈古本大學〉的因素」、「對晚盟的經學復興運動具

有影響力」、「建立一種異於〈考據學〉的解經方式」三個章節去討論主盟盟提倡《古

本大學〉在經學史上的影響，最後再做一總結。

二、主重且提倡《古本大學》的原因

（－）主圭《大學章句》的出現

丞王〈大學章句〉是根據二程《大學改本〉而作，完成於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是

主代疑經改經風氣（註一）下的產物。室主認為《古本大學〉有錯簡，基於條理化及

嚴整結構的立場，對《大學〉作了改動。笠溢盛先生說：「他（指左王）不僅站在條理的

立場，更進一步站在嚴整結構的立場，來改編 r大學』和劃分 r大學』的章節斷落。

他發覺『大學』本身實呈現著一種結構：開始的一大段，大致是全文的提綱，表述『大

學之道』的綱領和條目，後面各段則是給這些綱領和條目所作的引證或說明﹔因此他

斷言開始的一段是經，後面各段是傳。」（《大學義理疏解｝ P.13 ）主王將〈大學〉從

﹛品）墓園基先生說：「其時（指丟盡歪歪年間）除監區盤外，豆矗立著繫詞說以為易繫詞非孔子自著，

又疑孟子 ，以為有後人竄入者。金君卿以為繫詞以下諸篇非孔子作。主進則作古易，更改通行本

周易 。 單Im則改尚書武成篇。一時公卿大夫之勇於疑經改經如此．．．．．．而其時在野學者，如主盟

疆、重E氏、噩噩等亦疑經改經，是京師以外之學者，以往往能聞其說而敢於變古。朝野相習成風，

終有室一代不絕，且愈趨激烈．．．．． 。 」（〈宋人疑經改經考〉第六章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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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開始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整段文字斷定為經，以為它

的主旨在揭示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三綱領」 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這是全文之童，心。經文以下的文字依其與三綱領、

八條目在解釋和引證上的對應關係’依次列為傳十章。其中第五章只有「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二句，左王認為有關艾，於是依二程的理學思想為之作了補傅，即〈格

致補傳〉。 （誌」） 主主對〈大學〉的改編本〈大學章句〉完成後，透過元、明科舉的推

波助瀾，成為士子必讀之書，直到主鹽盟出而提倡（古本大學〉，此一情形才有所改

變 。

（二）主矗盟對古本大學的提倡

主鐘盟於武宗正德十三年刻《古本大學〉’並為之作注，即〈大學古本傍釋〉（註三） ，

此外在 〈大學問〉和《傳習錄〉 中對〈大學〉 一書的義理亦多所闡釋 。

1.背景

主鎧盟生逢朱學盛行的時代，室主的《四書章句〉為士子必讀之害 。 朱學盛行於

明代主要是透過科舉，以及三部大全的頒布：

〈明史﹒選舉志〉：「科目者，沿度皇之蓄，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

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典型基所

定．．．．．，四書主主主集註’易主笙盔、生主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

永樂間，積四書五經大全，廢吉主疏不用。」

元仁宗皇固堅年間，明令科學以朱熹〈四書集註〉及五經的朱學傳注為思想準繩，

至明朝初期仍延用之 。 明成l祖永樂年間，由組盧等人所編集的三部大全一五經大全、

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的頒布，標識著朱學獨尊地位的確立，〈五經大全〉所據經注，

均屬朱學著作﹔（四書大全〉所收諸儒之說以基主的思想觀點為裁取標準，實際上是

〈四書集註〉的放大﹔〈性理大全〉其中所收的篇章或為主主所注（《正蒙〉、〈皇

( jt )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開嘗竊取單王之意以補之． ． ．．．．。」 （ ﹛大學章

句） P.6) 

叫） 見﹛年譜〉所述， P. 1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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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經世》例外），或為基王所作，或為主主門人所作。可見當時的讀書人對儒家經典

的理解都是透過朱子的理學思想而達成的，此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明代中期。〔詳見王

健所著《明代中國思想史〉〕

2.動機

故主鼓盟說：「孟王之時，天下之尊信盪、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學

尚朱說．．．．．．平生於主主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

忍．．．．．．不得已而與之牠梧者，道因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答

蘿整塵少宰書） P. 77) 

﹛年譜〉記載說：「先生在龍場時，疑金主主聖~~－非聖人本語，手

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

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傅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

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王陽明全集） P. 1254) 

由引文可提契出三個重點： 0主鐘盟反對主主將大學分為經、傳兩個部份。＠主區盟認

為主主所作的《格致補傳〉是多餘的。＠主氏不認同主王對《大學〉實踐工夫的解說。

結論：主監盟根本否定《大學章句〉的價值，認為它不符合儒家本旨。

就第一點而言，主鹽盟認為〈大學〉本為一篇思想前後相貫的完整經典﹔﹔室主將

《大學〉分成經、傳兩部份的作法，導致了聖人的話意被打斷，所欲傳達的旨意也就

隱晦不彰，故說：「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 」 （《王陽明全集﹒大學古本序｝ P.242) 

那麼，聖人所要傳達的旨意是什麼？此即「格物」、「致知」、「誠意」的工夫是一

體的，其中文以「誠意」為關鍵，所以聖人於「誠意」工夫反覆其詞（四）以申說﹔說

明了「誠意」工夫，則「格致」工夫乃至全體工夫皆可明白，故不需再對「格致」工

夫加以說明，室主所作的〈格致補傳〉在五鐘盟看來是多餘的，此為第二個重點。

在討論第三點之前，先引一段文字以輔助說明。主鐘盟說：「如新本先去窮格事

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

（叫） 指「如惠惡臭，如好好色」 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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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語錄一） P.39) 

此即針對室主「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四書饗疏） P.139 ）之

言而發。主監盟認為主主將「格物」解釋為窮格事物之理，是向外求索的知識活動，

與自己的身心修養無闕，所以生王只好添個「敬J 字以幫助解說，方才將「格物致知」

與「誠意」扯上關係。然而大學工夫本自完整一貫，不需要再添個「敬」字，故主隘

盟說：「合之以敬而益綴」（〈王陽明全集﹒大學古本序） P.242 ）。由前三點的論述

口J得出一個結論，即朱子的《大學章句〉不符合儒家本旨，這就是主鐘盟提倡《古本

大學〉的動機。

三、對晚明的經學復興運動具有影響力

晚明的經學復興運動指從盟代畫墮年間至盟亡這一百年間，出現了一批經學家，

著名者有盤盤、盤畫、盤盤等人，他們開始懷疑或批評宋人注解的可靠性，以實事求

是的態度，從語言文字、辨偽、輯俠、考訂名物制度等領域下手，注重證據的蒐集和

歸納，全面整理、考證儒家經典，獲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奠定了清代考據學的基礎。

主監盟提倡《古本大學〉的作法，在某種程度上對此一經學復興運動具有推動的

作用。整靈童先牛，說：「豔盟藉，恢復〈大學〉古本，以凸顯主主〈大學章句〉的不合

理，可看出他想突破主學範限，直探聖人本旨的用心。此點對往後考據之學的發展自

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蓋區盟所以欲恢復《大學〉古本，無非要解決義理上之糾紛，而

《大學〉古本正是孔門真傳。恰可決斷義理之是非。後來的學者逐漸體會出孔門之學

所以不得真相，乃因後代之偽經充斥所致，欲窺孔門真面目，必先點退偽經，清初之

群經辨偽也在這種機緣F產生。」（《明代經學研究論集﹒王陽明的經學思想） P.75) 

以下即作進一步的申述。

主矗盟說：「玄學古本乃至L門相傳之舊本耳。生主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

之 ο 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

文詞， 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攘而斷其此段之必

在於彼 ，使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役之如何而補 ？而遂改正補緝之，

無乃重於背生而輕於叛~巳乎？」（〈答羅整塵少宰書）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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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鐘盟認為《古本大學〉在文句上通順無滯礙，而書中所陳述的實踐工夫叉確實可行，

則主工所謂的脫誤現象並不存在，《大學章句〉中所作的改正補緝，實為一種沒有根

據的作法。古代經典在流傳久遠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脫誤的現象，因文義的不通順而

造成閱讀及理解上的困擾。在要求文義的通順以及思想的一貫性的前提下，可對原文

作出改動，但是仍然要有充分的證據時才能如此（如其他版本異文、前後文的對應等），

否則以保存原貌為最好的做法。所以主鐘盟恢復〈古本大學〉正顯示其對經典原貌的

重視，以及對益主擅改經書的不認同。

鐘邊說：「奎儒言之精者，吾何敢不取，顧丞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

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

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升華外集｝P. 809) 

盪：區是晚明經學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對經書原貌的重視和反對丞儒依己見改經的

看法，基本上與孟區盟相合。

另外，主鐘盟提倡〈古本大學〉亦具有否定丞主權威的意義，這對盪：區等經學家

「揚盪抑主」的工作而言是一種助力。正區盟提倡〈古本大學〉的動機，就是認為主

主《大學章句》不符合儒家本旨（已詳論於第一章第二節），提倡〈古本大學〉也就

是對主孟權威的否定。晚明經學復興運動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揚還抑丞」，即打

破丞學權威，恢復還盧經學。主學（指主主－派）在盟代中期時仍有相當大的勢力，

要恢復還車經學，就要先廓清三位學的影響，才有可能彰顯出選盧經學的精神。此所以

盤盤等經學家攻室學之不遺餘力。

盤靈童三先生說：「盟初以來，朱學的勢力籠罩整個學界。至盟中葉，起而反動者，

有盤盤章、主立1: 、盪：區等人。監童、主ι ，從義理上與朱學立異，遂創盟代心學一

派。鐘盟則從考證方面來反對主學和主學。聞風而起的有陸盟主、國盤盤、籃盔、陸

筆、靈童、翠監f工、單星星、主斗笠等人。」（〈明代經學研究論集﹒楊慎之經學｝ P.147) 

可見掃除丞學對坦代晚期學術界的影響，是主鐘盟與盤盤等人的共同目標﹔以主盟盟

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對鐘：區等人「揚還抑丞」的工作不異是一般有力的外援（註

（『： 1.11:J 「原夫明初諸懦，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禮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

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日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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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總之，玉盤盟在恢復古籍面貌的看法上與晚明經學運動可以相銜接﹔對主學權威

的否定，對經學家「揚遵抑丞」的工作而言是一種助力，所以主盟盟提倡〈古本大學〉

對中、晚盟的輕學復興運動具有一定的影響 。

四、建立一種異於考摟學的解經方式

主盟盟提倡《古本大學〉的其體作法之一就是為之作注解，值得注意的是主盟盟

注解（大學〉的方式為「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益的 ，意指主鐘盟用他自己的心學

思想去詮釋〈大學﹜，也用《大學〉來印證自己的思想，〈大學〉與他的思想並沒有

什麼分別，詮釋（大學〉的義理同時也是在闡揚自己的思想。這是一種沒有主客之分

的詮釋方式，與「考據學」的解經方式不同，「考據學」指由漢儒啟其端、至清代乾

嘉時期而集大成的一種淵源久遠的古籍知識學系統，考據學對經典的詮釋方式屬於一

種主客截然對立的認知形式。以下分別論之。

主墮盟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故主聖指個真知行典

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

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王陽明全集﹒語錄一｝ ) P. 4) 

主氏引用〈大學〉之交來說明其心學思想的重要觀念一「知行合一」’這是「以經書

來註我」 的作法：要讓所引的經文發揮註解的功效前，叉需先闡釋引文所含的義理，

所以主盟盟又用「知行合一」的思想觀念去解釋引文。本來主鐘盟是要用經文來注解

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體之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明史﹒儒林

傳﹒序） P.7221) 

( Jf ；， ﹞ 此為象山語 。「或間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陸九淵集﹒語錄上〉

P.399 ）本文乃借用其語，意義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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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想觀念，結果卻叉像是在替經文作註解，到底是誰注解誰已經分不清楚了。

由此可發覺主盟盟上述的作法已造成了解釋者與被解釋者的角色互換，更徹底地說，

己去除了解釋者與被解釋者的分別。所以解釋〈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義

理，同時也就是在闡揚主區盟的「知行合一」學說。

「考據學」的解經方式則與之不同，考據學家秉著客觀精神，透過歷史語言的考

索，以及歸納、分析方法的運用，企圖還原經典的原貌，屬於一種主客對立的知識活

動 。 戴震說：「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的心志 。 」（《戴震集﹒古

經解鉤沈序｝ P.191 ）可知考據學家解釋經典的作法是先研究文字的意義，進而將書面

文字轉換為實際的語言，再從語言中揭示古人的思想。噩噩叉說：「求之古經而遺艾

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訪問則古經明，古經則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

（《戴震集﹒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P.213 ) 

噩噩認為經書因時代久遠，今人在閱讀上會產生困難，所以必須先找出經書的義

解（即「故訓 J ），如此則經書之精神面貌可以明見，聖賢所欲闡揚之真理即不難知

曉。詳細言之，考據學家考求經書字義的方式，是先求出文字的本義，並將各種引申

義繫於其下，然後再全面去考察文字意義在歷代文獻中的演變，情形，同時也比較相同

時代的文獻中字義的差異﹔透過縱橫兩方面的考察，得出一套字義系統，以之作為解

釋經書字義的標準，則經書文字有其確義。然後再加上名物制度的考察工作，即可將

書面文字轉換為實際語言，從語言中可以了解古人的思想。總而言之，古人的思想存

於經典之中，為一客觀的對象，必須透過歷史語言的考察才能對之有清楚的認知，所

以考據學家的解經方式屬於一一種主客分明的認知活動。

主盟盟與考據學家的解經方式雖有明顯的差異，卻各有優點，有J相資為用。考據

學家的解經方式著重於歷史語言的考察，因此能維護經典文字的客觀性，避免望文生

訓的弊病﹔主鐘盟的解經方式著重於義理的領悟，透過跨越主客分際的理解方式，直

接進入真理的澄明境界。我們在閱讀、解釋經典時可以先運用前者，以便對經典有歷

史性的了解，然後再運用後者以達到對真理本源的理解，如此才能對經典作出最完整

的理解與解釋。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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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盟盟提倡《古本大學〉誠為經學史上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主氏在朱學盛

行的時代背景，因不滿意主主〈大學章句〉對大學原文的改動和解釋，所以主張恢復

大學原貌，大力提倡﹛古本大學〉。在維護經典原貌和打破主王的權威上，對中、晚

明的經學運動具有推動的作用﹔在詮釋〈大學〉的義理上，建立了一種跨越主客分際

的解經方式，這就是主鐘盟提倡古本大學在經學史上所真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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