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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近溪「破光景」義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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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儒學發展至陽明，在義理的分解上，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說的：「亦皆分解無

餘蘊矣。」是以今欲探討王學末流分歧的發展面向，關鍵之處即在於王門弟子如

何把握良知本體的問題。漸中學派王龍溪以「見成良知」闡發頓悟本體，其學說

直從「體」上說，重視良知絕對至善性﹔泰州學派從玉良（心齋）創始，更直接

從最根源處切入，簡易直截，直悟本體，所謂道即在眼前，主張日常的穿衣吃飯、

應對進退都有道在其中。由於泰州派的風格主平常、自然，無學究氣習，故門下

多有樵夫、陶匠、田夫之輩。然王學自此二派後便出現了情識而肆、玄虛而蕩之

弊病，作風怪誕。故出現了以欲為道，甚或以欲為樂的作風，流於「玩弄光景」

的弊端。其原因是缺乏工夫的修養，須知真正體悟良知本體應當落實在應事接物

之上，其所表現出的生命氣象是一平實純真境界。泰州學派傳至羅近溪，始對於

士人玩弄「光景」的現象，提出了「破光景」一說予以回應，使儒學義理再度回

歸精純。本文分為四章，第一章概述「光景」的提出與義涵的界定﹔第二章探討

王學發展到了漸中王龍溪、泰州王良父子的義理取向﹔第三章則就羅近溪「破光

景」之說做一駭實的探究﹔第四章擬就羅近溪的思想及其在陽明學中的地位作一

客觀的釐定。

【關鍵詞】羅近溪良知光景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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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儒學義理發展從孔子開端到主陽明為止，學說日趨嚴密，內涵不斷地擴充，

天理良知也經過了各種角度的探索、檢驗，發展出了宋明理學的義理系統，良知

本體常在日常中呈現，故吾人必須真切地去體認良知本體。儒學義理並不是靠著

對人生的欣賞、對人生的品味之美感揖取所建立起來的。美感只是電光石火一瞬

間地體會和感受，儒家義理學說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臨釀，慢慢建立起天人之學

的系統性架構。義理之學不是一套純知性的哲學，它相當注重實踐性，並且是以

道德天理作為生命的指導根據，所以也稱「實踐的道德學」。吾人往往會因為許

多複雜的因素在慘雜繳繞，所以未必能實踐合理的生命，牟宗三先生對此曾說

道：「這是人病，並非法病。」 l然正是因為生命之中有不斷的險阻，故更顯儒家

「實踐道德學J 之莊嚴，它是一以生命不斷的實踐，來驗證其內在義理之充實飽

滿的學說，並且也是一門具有永恆普遍性的學問。

陽明學發展到王龍溪，已經將良知義理推展到了極豆。龍漢的「四無說」、

「見成良知」、「 l!p本體便是功夫」等等見解，在在凸顯出道體無處不在，

當下即可掌握的特性。王良（心齋）創立泰卅學派，主張道在眼前，主平

常、主自然，直接掌握良知本體，並且透過講學吸引了許多社會大眾，鬥

下多有樵夫、陶匠、田夫等。洒脫、自然、快樂，從平常中見道的至高境

界，成為泰卅學派的特殊風格。從儒學義理的發展角度上來看，二家對陽

明學說確有推展﹔從陽明學之內容來說，也必然會朝如此的方向去發展。

然對儒學內在義理若沒有相當的體悟與信心，二家學說之深度是、易為人所

忽略。時人對於良知義理因受其表面風格影響而流於淺陋，對於生命中之

困難面、黑晴面未能予以正視，故形成情識而肆、玄虛而蕩、玩弄光景的

情況。

羅近溪雖然歸入泰州學派，有其洒脫、自然的風格，但他對於光景問題，認

識甚深。良知教是一安定生命的學說，有其思想理路與踐履方法，學者若偏重在

良知本體上的討論，對於踐履落實的一面沒有親身體悟，則討論也是拾人話頭。

因良知未能貫注在吾人生命之中成為主宰，最多只能感受良知學的氣氛，故無論

提出任何良知上的見解，都不能貼切良知，感受其真正精神，結果造成情肆而識、

玄虛而蕩的風氣，這便是光景。羅近溪對於這樣的情況，教導學者重視踐履，正

視生命中不合理處，以良知教將吾人生命從根處轉化，使人能真正安於平實、自

然，「破光景J 正是針對士人對於良知教產生誤解所提出之誠眨。

陽明學發展到王龍溪，在義理上的推閣，已是極盡精微，無出其右，然影響

卻是光景的產生 。羅近溪則提倡在工夫上的落實，使良知能在日常中呈現，破除

光景，使陽明學再度回歸精純，二家對於良知教均有極大貢獻。

l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酪山﹜（薑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3 年 3 月），頁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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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景產生之困

「光景」一辭，最早是出現在《楚辭﹒九章﹒惜往日》：「慰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洪興祖補注：「〈說文〉云：景，光也。此言己誠甚著，小人所

慰也。」 2 「光景」在良知學領域中的解釋是虛幻不實之物，是引申意。依照龔

鵬程先生解釋是說：「人若對良知有所誤解，即往往把良知當成一個對象或意念，

認此為良知，而不知此只是良知的影子，所以不得受用。 J 3光景的產生，在陸

王一系尤其易顯。陸王學說，先立其大，直悟心體，以簡易為主。若對內在義理

把握在疑似之間，叉不作貼切工夫，良知本體便不能融入吾人心中成為主宰。天

心仁髏雖當下一悟便是圓滿，然尚未真正成為吾心主宰，王陽明曾以「精金」為

喻，良知靈明若在日常中乍現，其足色便已與聖人相同，所差只是分兩，猶一兩

比之萬鐘，「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者以此。」 4故須以戒慎恐懼之態度以對，使之鍛鍊精純，不使此一點良知靈明

為人欲所遮迷。待良知貫注於吾人生命時，便自自然然呈現在日常之中，這亦是

一無限踐履過程。以良知為主宰，具體生命完全是一良知的呈現，則一切才能說

圓滿具足，與天地相似。簡言之，若無戒慎恐懼工夫，只憑一己之想像體悟，則

其所悟之體是不穩的，天心仁體投射於外，沈澱在下者仍然是情識流轉，若於此

時說自然、快樂、洒脫，便成猖狂蕩肆，只是一浪漫精神。

（一）王龍溪與泰州學派學說的影響

1 、王龍溪

光景之產生，與王龍溪和泰州學派玉良所提出的學說有關。特別在工夫論方

面，主張先立大本，直接以良知本體消融情識面，在指點人心處，側重在彰顯心

體之絕對至善性，試看以下王龍溪對於工夫論之態度：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為戒懼工夫﹔繞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

緩。此是是分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成慎恐懼，亦無內外，

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

本體之周流，自無比病矣。 5

此段回答便是彰顯良知至善，直從超越的良知本體上說。良知本是吾人性體，當

下即是，當機而發，故無內外、無方所，常為此心作主。若僅守一念靈明，還有

2 宋﹒洪輿租，〈楚辭補注》（薑北：藝丈印書館， 1968 年 l 1 月），頁 249 。
3 襲鵬程，〈晚明思潮〉（畫北：里仁書局， 1994 年），頁鈞。
4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 4 月），頁的。
5 ﹛王龍溪語錄﹒沖元會記》（薑北：廣文書局 1995 年 10 月），卷之 l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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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之分，便已落於二念，已非當下良知。事實上，執守一念靈明而有內外方所

之分，便已是「光景」。若能全體放下，在應事接物中以良知之當下呈現為主宰，

如此萬事萬物雖變化去為，吾人僅以一良知應對。再看：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

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比如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

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艘。博學、審問、慎忠、明辨、篤行，五

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言義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笠，其亦未之思耳。 6

所謂「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J ’便是＠P本體＠P工夫主張。所謂「知」是指

良知，是超越於善惡之上的至善之體，此本是人人所共有，一悟便全陪而復其本

體。然觀王龍溪語意，雖是聖人、學者二分，然「聖人J 與「學者J 心性本體原

自相同，且更無聖人生來便可當下頓悟良知本體。在頓悟良知本體前，均須有一

段集義之工夫，待至時機成熟，方能直下頓悟本體，使生命翻轉上來。王龍溪直

從彰顯心體之絕對至善性去說良知，本是無誤且叉能顯出儒家義理在體上的圓滿

透徹。文說：

先生謂遵巖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 J 道巖子曰：

「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

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土立根，則意所動自

無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簡省力：所謂後天而春

天時也。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繞落牽纏，使費斬

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雜﹔欲復先天心體，便有許多費力處。 7

由此段對答見王龍溪在修養工夫上主張從「先天心體上立根」’則「一切世情嗜

欲自無所容J ’所謂「正心，先天之學也J 之「心」是超越善惡之至善心體，是

超越義。吾人若能由「心J 著手，則由心所發之意念自無不善，一切世！育嗜欲自

然不生，生命中不合理處、黑暗面也都隨之消融。所謂「在先天心體上立根」以

對治後天的意，是王龍溪從超越的層面上言，此當是化境，也就是良知本體全幅

貫注在生命中，已達與物無隔、與天地相似、渾淪順適之境。然學者在尚未頓悟

良知時，郎使有時良知乍現而有﹛黨來一悟，仍會因世，情嗜欲的繳繞而不能永住於

一體之化境中 ，故所謂 「致良知J 之 「致」便是在此點上說，良知既已透露出一

隙之明，就當將此良知推致、擴充張大出去。在先天上立根則「致知工夫自然易

簡省力f 其理並無不通，若自然生命已與良知本體合一，則生命便是天理之全

幅展現，達「從心所欲不逾距J 之境。觀文中所言「在後天動意上立根」’語意

6 （王龍溪語錄﹒沖元會記﹜（畫北：廣文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卷之卜頁 2 。
7 ﹛王龍漢語錄﹒三山麗澤錄〉（畫北：廣丈出版社， 1995 年 IO 月），卷之 1 ，頁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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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似並不恰當，然實是與「在先天心體上立根」作一比較，表兩者是不同的方

向。陽明學是從良知這一方向上立根，以致良知對治後天的意，並非以經驗對治

經驗，這樣便會繁雜費力，亦失去了成聖根據。

王龍溪直從先天心體上立根，來消融生命中不合理處，一了百當，簡易省力。

此本是儒學入手處，亦是唯一能從根上轉化心性的方法，其立意本無不善。其「見

成良知」、「四無說J 、「部本體即工夫」等主張，均是極盡精微的儒學義理。然在

指點話頭處較側重在天理面，其影響後學便是忽略良知工夫。所謂情識而肆、玄

虛而蕩，便是指王學末流未能深刻體悟良知集義工夫處。所謂「集義」，即孟子

所云：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無走，餒也。是無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lt於心，貝1J

餒也。 8

在良知透露出一隙之明時，便是吾人心中存義之時，此時便須以戒慎恐懼的態度

護持此一點良知靈明，不使其為人欲所障覆。待得集義工夫純熟，浩然之氣強盛，

觸機一悟，良知便充滿吾人生命，此時所見、所闊無不是天理流行，此身亦與天

道融合為一。此段集義工夫在內聖踐履上是必要的，欲達與天地一體之化境，必

經此一過程。

2 、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從王良（號心齋）創始，其風格是以平常自然為主，此本是道體之

化境，這樣的風格可說源遠流長，可從曾點說起，《論語﹒先進篇〉中說到：

「點，繭何如？」鼓瑟希，鍾廟，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說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j斤，風乎舞奪，詠而歸。」夫子嗎然歎曰：「吾與點也！」

會奮所說的只表示一種輕鬆的樂趣，並沒什麼偉大的志向，道體流行的境界在這

襄也不是談話的主題，這可從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離開後，孔子與會當再度

討論的談話中得知。所以本文所呈現的只是曾哲單純的志向。然王良刻意將良知

本體與自然光景結合，予人一種輕鬆自適的樂趣，目的除顯良知能悅我心外，同

時也是說明放下良知執著後的悠遊心境。泰州學派主張直悟本體、當下即是，簡
易直截，所謂~p用顯體，王良仲子王畏（東崖）說：

繞提起一個學字，卻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厚、無一物，原 自現成，順明

8 ｛孟子﹒公孫丑上〉’十三經注疏（畫北：藝丈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3 ，頁 54～鈞。
9 ﹛論語﹒先進篇〉，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l l ，頁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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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自然之應而己。自朝至暮，動作施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

畫足！ 10 

將良知當作一門學問，一個境界在追求，便是執著，便是光景。惟有放下對良知

的追求，「順明覺自然之應」良知靈明便能當下呈現，才能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良知本體已非泰州學派所討論的重點，其焦點在如何呈現。玉良〈樂學歌〉叉說：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峙，良知選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

依舊樂。樂是無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

學，學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

學，何如此無？ JI 

若能使自然、生命與超越良知融為一體，自會處於常「樂」境界，此是一自得心境。

王良特別拈出「樂」字說明儒學境界，醒活許多人，此亦可說聖學教導之目的。

由於著重在「樂」處發揮，亦凸顯良知活動義之面向，良知是理亦是心，它本身

便有一種不容己地要湧現出來的力量，只有心才有此力量，也只有心才有此活動

義。良知呈現便是義理的呈現，義理悅心是因此理此心全完全實現且毫無障礙的

自我滿足，此時再談良知的分解便是多餘，所謂~p用顯體、當下呈現，故泰州風

格便是洒脫、自然、快樂。王東崖亦承此家風：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

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己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

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 J ....•. 

「如是則無亦有辨乎？」曰：「有。有有所倚而後樂者，無以人者也。一

失其所依，則保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

縈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 12

「樂者，心之本體也」，不但可從良知本體上說，亦可從踐履的角度上說。從本

體上看，所謂「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當生命與良知化為一體時，生

命盞是良知呈現，喜樂、滿足自會從心中生起，不須依靠外在事物的刺激。從踐

履的角度上看，儒家義理本是從人生艱難面中思考，正視生命中非理性部分，希

望從根處轉化人性黑暗面，雖然良知落實在實際的人事物上，或有許多困難要面
臨，然吾人仍有義務必然地要落實良知，快樂在此才能說得上。 所謂自律道德原

10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東崖語錄﹜（畫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2'
頁 320 。

II 王良，﹛王心齋全集〉，近世漢藉叢刊（臺北：中文出版社出版，廣丈書局印行，岡田武彥、
荒木見悟主編，據日本嘉永元年 (1846 ）和實j本影印），卷 4 ，頁 100 。

12 同注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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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良知本體中發出，故道德良知亦須在踐履中呈現，在無限踐履中得其樂處。

良知所呈現之快樂並非只能從正面說，亦可在實踐面上說，若要說快樂，當有一

曲折的反省，若只從正面說，會使人忽略良知踐履工夫而流於「情識而肆J O 再

看王東崖說：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闕，

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13

此是頓悟良知後所呈現的境界，拓充得閱，良知道體無處不在，然要如何拓充出

去？良知指點話頭若只側重在彰顯至善的本體上說快樂、說自然，難免落入光

景。體悟良知，須作集義工夫，且是一長串的過程，待時機成熟，便有豁然一悟，

此一悟便是證悟良知本體，生命境界已然向上提升。此後便是將良知落實在日用

的工夫，這亦是一無限踐履過程，在步步踐履中，體驗良知落實的快樂。故在良

知學中，踐履亦是一重要的面向，不可輕忽。

（二）依「識」為嫂的陷溺

王龍溪與王良、王東屋所說之理均是就「體」上說且並無不妥。義理之學本

質上是生命學間，不同氣質者所呈現的生命面向或許不同，王龍溪與王良父子或

許是因本身氣質的緣故，喜作「體」上的討論。然其影響不可謂不大，黃宗羲曾

就二派的影響說道：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

溪時時不滿其師說，並啟翟曇之秘而歸之師，蓋擠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

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叉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
赤手博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艾曰：
「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入。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

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

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控杖，便如愚人

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 14

王龍溪與泰州對陽明學說地推闡已是極致，陽明學確得二人之說風行天下。然因

偏重在本體道理的發明，致使後學對於良知實踐工夫的面向未能著重，對於本體

亦未必有深入的體悟，反受〈樂學歌〉、「見成良知」、「四無說」表面文字的影響，

13 清﹒黃宗載，﹛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東崖語錄﹜（畫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泣，
頁 320 。

”清﹒黃宗載，﹛明儒學案﹒泰州學案﹜（薑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2 ，頁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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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皆是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 15

所謂「一皆是良」’是指不辨良知與情識而認情識為良知，「夷良於賊」是指良知

與釋道所說無別。此現象之產生，是因後學未能證悟良知，叉受王龍溪、泰州學

派表面文字影響，對於良知，只是以氣魄承當，而未能以良知本體作為生命主宰，

故情識尚未轉化，一旦氣上不來，則生命便無法承當，面對生命不合理處，便只

能拾人話頭。此實是在後天動意上起用，無法消融生命中的黑晴面。

良知本體~p存有~p活動，百理具備，當機而發。王陽明在龍場親身證悟，體

認深刻，他說：

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

竟話頭。不得已，典人一口說畫，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

弄，辜負此知耳。 16

良知二字已是「學者究竟話頭」’人人均有此成聖根據，故吾人便該親身體證，

作貼切工夫，方不至陷入光景境地。「與人一口說盡」雖是作一指點，須知良知

雖為簡易、當下呈現，然的確不易真切體會，若不認真作一貼切工夫，其影響便
是認情識為本體。王陽明叉說：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

天理土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土考察，形遞上比擬﹔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17

陽明此論是針對朱熹所發，將學者之弊清楚說出。事實上，良知本體百理真備，

只須在心上用工夫，直至大徹大悟為止，此時見聖人許多言語，無不是吾心所悟、

所證。道德工夫直從心上體會用功方能見斂，若是繞出去「從冊子上鑽研，名物

上考察，形遞上比擬」便是理在心外，從仁義行，徒耗精力。所謂：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

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明！ 18 

此論亦是對朱熹而發，良知本體的體證工夫，須在心上作，是一逆覺。但朱熹叉

以＠P物而窮其理的方式去說道德，此是向外求理。若不與道德問題混雜，本可開

出一知識系統， 對於現象界存在的所以然之理亦是卓越貢獻。知識系統若牽涉到

的同上注，﹛明儒學案﹒鞍山學案﹒證學雜解〉，卷 62 ，頁 704 。
16 ﹛主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補選〉’（畫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 4 月），頁 176～177 。
17 （主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上），（薑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 4 月），頁的。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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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問題，便是向外追求一天理，再使吾人心氣發動及行為均如天理，如此，仍

是一他律道德，良知的活動義，那種不自覺的湧現力量便被抹殺。故道德問題仍

應從逆覺體證的方面上著手，對此，羅近溪認為應作慎獨工夫：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

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

隱至徽，其見其顯，精神歸一，無須史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 19

「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J ’此便是良知，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百理具備。此

段工夫亦是誠意之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20吾人若真切用功，則細微
之私欲，亦日見一日，愈見愈深，在本心呈露時，戒慎體認，自能去妄存真，依

真而立。

三、羅近溪「J破光景」之提出及其內涵

羅汝芳（西元一五一五～一五八八），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城南人，年七

十四。是顏鈞（山農）的弟子。牟先生認為近溪是「泰州派中唯一特出者J ’叉

讚其「清新俊逸，通透圓熟J 21 ，清新俊逸指其風格，通透團熟便是掌握了儒學

義理的精髓，能出能入，既能顯抽象的天心仁體亦不偏廢良知本體之踐履。羅近

溪之成學全憑一己之虛心與努力不懈，黃宗羲說：「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淘水，

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

十而間心於武夷先生。」 22十五從學直至七十，實有過人之向學精神，可謂好學

不倦，亦可見儒學義深廣無盡。羅近溪工夫著重於良知本體在事事物物上呈現，

不再就本體作分解立說，黃宗羲說羅近溪所體認之天理：「此理生生不息，不須

把持，不須接績，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 ~p以不屑湊泊為工夫。」 23此

「不屑湊、1EJ 便是已通過光景之破除，雖已體悟良知本體，然並不在此本體上再

耗費精神分解立說，而是將此良知天理真實地呈現在生命之中，轉化生命中不合

理處以達「渾淪順適」之境。

（一）「破光景」之內涵

光景之所以產生，除了輕忽「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上的工夫外，尚有對於良

知本體體認不真 ，例如：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薑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11 6 。
”﹛尚書﹒大禹讓三〉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艾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4 ，頁鈞。
21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鞍山〉（臺北：學生書局， 1993 年 3 月），頁 288 。
22 清﹒黃宗蟻，〈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三〉（臺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4 ，頁 335 。
2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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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一友用工，每生便閉目觀心。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

曰：「炯炯然也。但恐不能保守，奈何？」曰：「．．．．．．況聖人之學本諸赤子，

又徵諸庶民。若坐下心中炯炯，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眾亦不一般也。

蓋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為。」 24

會中友人見得心中「炯炯然」便認此為良知本體，一心執守惟恐失去，不知己落

入一光景中。良知是由凡成聖的根據，是普遍於萬物且超越善惡之上的，此「炯

炯然」之體本非一普遍性體，羅近溪一語便道出關鍵。雖說「不屑湊泊」’實己

真實地體認仁體，並能正視吾人生命中呈現良知的艱難面。其生命氣象已是以無
工夫之姿態呈現良知。以下分三點說明羅近溪破光景的內容。

卜體認「性J 之平常

「性」體在儒家的觀念中，都是將其看成「理性生命J ’也就是一個無限的

概念。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25雖沒有很清楚的表
示「性J 是無限，但心、性、天三者是有連繫的，憑此連繫便能知「性」是向這

樣的方向接近的。心若擴充到無限且充分盡其本心，便能知「性」’所以「性」

也是無限的。「知其性則知天J ’天道是無限的存有，故心性亦是無限存有。性體

雖是超越的，但它叉內在於吾人之中成為一理性生命，是一普遍的存有。此超越

之體在羅近溪看來，是普遍的，也極平常，他說：

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貝1J性不己，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
須史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j嗔｝I頃暢暢而和。

我今典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是自自然然，莫非

天機活潑也。 26

（中庸〉本是談性體之書，羅近溪將書名解作「平平常常」，其對性體之觀點已

甚明顯。這或是自宋明以來學者對於本體的探討甚多，羅近溪為免學者誤入光

景，對於本體問題不再作分解，只就當下指點 ， 性體不但平常且落實在生活上，

效用就是渾淪順暢、自然活潑。對於當時學者執持光景的情形，羅近溪有一段說

明：

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戚萬應而其究其根原， 渾渾淪淪而初

24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臺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97-98 。
25 （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本（薑北：藝艾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的上，頁 228 。
詢問注 25 ，頁 104～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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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

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

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

還是用著天然靈鈔渾淪的心。此心值在為他做主幹事，他卻嫌其不見光景

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一不己，望顯發靈

通以為宇太天光，用力愈勞，而違心愈遠矣。 27

由此可推想當時儒者在體悟良知時，均執守一虛幻之體為良知，文不能使良知在

日用間流行，並且已成一風氣。故羅近溪才提出「平常」二字以糾正時弊。

一廣文自敘平生為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

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

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己去聖遠矣。故吾

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

茶遜讓。羅子執茶鼠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鼠之事，今且未

見風面，安得遠論持鼠恭敬也？」曰：「我於瘋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

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 J

曰：「．．．．．．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央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

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

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

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如性，必先之以盡心，苟不能畫，則性不可知也，

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 28

聖凡同有此性，從赤子胞胎起便有，此是成聖根據，不囡「稍有知識J而失去，

並且時時呈現，故吾人不必刻意照管歸依，將此照管之心放下，一切回歸平常，

性體便能當機而發，如此才能恆常不離不失。性體雖平常易識，卻叉是一超越的

存在，此正是其所以難知之所在。孟子從盡心處說性體，心是無限心，故性是無

限性，心性無限，天道無限，性體百理具備，普遍恆常。從無限的概念中體認平

常之理，羅近溪曾說：

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

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另•1· ＂＂＂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

神愈會 ，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哉？ 29 

心、性、天三者在孟子看來既是有所聯繫’故心真則性真，性真則天道不凝’「不

27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臺北：廣文書局，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94 。
28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三〉（薑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4 ，頁 339-340 。
”間注 28 ，下卷，頁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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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由「時」見，事問萬事萬物均以「時」而動，以「時」而成，合時則「平常」’

天道便在這「平常」中成就萬事萬法。吾人也藉由此「平常J 之「時」以見天道，

見吾人之性。口︱生」除了有其超越性，也是成聖之根據：

君試反思之，前日工夫，果能說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

乎？若呆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

能常，持不久之弊？ 30 

羅近溪談性體平常易識，多是鼓勵語。目的除接引初學外，也是希望在人心田襄

種下一「仁種J ’所謂「蓋為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必以仁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 31他日經過儒學義理的灌溉，
便能成熟。

2 、悟本來面目

所謂「本來面目」是指良知心體，在體悟良知的當下，生命境界便已開始反

轉，吾人心中就有心體流行，便有所主，此是至簡至易。陸王心學本是以簡易為

主，此簡易是就立大本而言。（繫辭傳〉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32叉說：「夫

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隕然示人簡矣。 J 33人能知天道示人以易簡，艾知此
超越之理己內在為吾人之性，則大本己立。（繫辭傳〉接著說：「夫乾’天下之至

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驗。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J 34知險知阻，
方能瞭解良知本體在日常中呈現之不易，然憑其至健至順的性質，踐履叉是必然

的。故致良知實是以一義理承當，以義理承當，良知才能落實並充實吾人生命。

若以氣魄承當，只是憑一己之生命力支撐，此是玩弄光景，由於沒有轉化生命不

合理處，故當面臨現實之險阻時，氣魄若上不來便無法承當。

羅近溪教人識得本來面目，便是要在生命中立下大本，以此一點靈明良知，

克服險阻使得天理能夠呈現。然良知本體雖簡易，卻不易見：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

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卻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

「何以見之？」．．．．．．曰：「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自F在家，

而家院堂堂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 則便不見其體

30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三﹜（臺北：世界書屑， 1992 年 5 月）， 卷 34 ，頁 340 。
31 同上注，頁 348 。

32 ﹛周易﹒繫辭傳上〉﹒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7 ，頁 144 。
”同上注，（繫辭傳下卜頁 166 。
34 同上注，頁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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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

死而亡。」 35

說良知有個面目，目的是欲使人明瞭在日常之中便能落實，效用神妙，其本質是

為恆常不失且普遍的，只待人去體悟。羅近溪也知此良知體悟甚為不易，他說：

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使苦苦的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

他明則愈不明。．．．．．．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

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卻是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說虛，而其

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聰

語。 36

由於此本來面目是普遍的叉時時在為吾心做主幹事，萬不可以湊泊為工夫，若將

心思凝聚在一點上，認此為良知，則應事接物便會患得患失，一點良知靈明便會

被障蔽，此時反主為客，與良知隔絕，欲得良知反更求不得。故工夫便是放下，

無執無持，一切坦蕩，當下便能體會良知靈明主體流行。羅近溪對此體認最深，

指點話頭很多：

此心之體極是微妙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解事，卻使著許多益重手

腳，要去把捉搜尋。害之一泓定水，本可鑑天徹地。繞一動手，便波起明臂。世

人惟怪水體難澄，而不知自家亂去動手也。 37

泰州學派本是注重在平常中呈現良知本體，羅近溪亦是如此，吾人用心不必在良

知本體上頭，不論是分解它，或是執一炯炯然之光，此均是光景。今且一概放下，

莫動手腳，良知靈明自然會在日常中顯發，此既所謂即用顯體。羅近溪常以捧茶

童子為比喻：

子因一友謂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者，反復訂之而未

解。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子指而歎之曰：「君視此時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

得更無兩樣。」頃之，子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

光晶晶，無有沾滯。」子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日心中覺

光光晶晶，無有沾滯，說得叉自己翻帳也。」 38

學者體認良知本體最忌執著，所謂「炯炯然」、「光光晶晶」都不是普遍性的，並

35 間注 31 ，頁 349 。

36 ﹛黃宗羲全集〉（漸江古籍出版社，沈善宏主編， 1992 年 8 月），第八冊，卷 34 ，頁 48～49 。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畫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95 。
38 同上注，頁 9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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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無法落實在日常之中，認此玄虛不實之體為良知，便是玩弄光景，這或為當

時士人之間的通病。捧茶童子未必識字，無此虛妄見識，故羅近溪最喜以此為喻。

叉說：

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謂用功，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

說童子獻茶來時，隨眾起而受之，從容吸辜，童子來接峙，隨眾付而與之。

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

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

捧茶童子在捧茶時，就是在踐履良知，此時一切良知的系統相、專學相、格套相

都被消化而不見。為學處事，當以體現良知為目的，切勿成為分解良知之專家。

羅近溪能消化理學義理之專學相，故黃宗羲說：「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 40 ' 

能顯一「清新俊逸」之風格。

3 、「敬畏」為破光景工夫

宋明儒者之所以在義理之學上努力不懈，目的是為絕對的至善立下一標

準。人類的外在功業無論多大多成功，若無天理貫注，仍不算有意義價值 1惟有

在道德踐履上的不斷進展，方可說成就，此不但為人類立下存在的價值且亦是一

永恆的價值，儒家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便是在此說起。雖說天道當努力追尋，然如

孔子般德行，仍不敢以仁以聖自居（因當人自稱已成聖成賢，必有所不足處），

由此可知天道在儒學中地位之崇高莊嚴，顏淵就會讚嘆夫子的德行：

顏淵唷然而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說喝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J 41 

顏淵此語是感嘆自己的德行永遠無法與夫子並列，也等於說明天道高深莫測。明

瞭此身有不足處，故天理的尊嚴便凸顯出來。吾人當「敬畏」天道，便是深刻瞭

解道德的踐履永無止境，永遠有不足。此不足之感來自於對自身的期許，因知此

道德天理有無限的發展空間而不能自罷。孔子知此理，顏淵知此理，宋明理學家

們亦知此理。

由於天理 、實理的深遠化性質，故在體悟此良知天理的過程中 ，無論是在前

的「真積J 之 「漸」功或是觸機而發之忽然「頓悟J 本體，甚至將此頓悟之良知

本體呈現在日常中，均須以敬畏的態度面對，當知此是一無窮的進程。羅近溪曾

39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臺北：廣丈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99～100 。
40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三〉（畫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4 ，頁 336 。
41 ﹛論語﹒子罕篇﹜’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艾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9 ，頁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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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頓悟天道的情境以及頓悟後的態度說：

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

谷回春。此個機括暫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

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貞的漢子，際比景界，便心寒膽戰，恭敬奉持，如執

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使喚作研幾﹔斯須不敢瞞’使喚作慎獨。 42

覺悟後的境界誠然開朗，然自此當更須恭敬謹慎，若執著在此境，便叉是執著於

光景之中。良知工夫愈後愈見精微，所謂「研幾J、「’慎獨」便是在意念上下工夫，

能不昧、不瞞方可使良知靈明恆為吾心之主。叉說：

蓋比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

根器淺露，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卻是天淵，反致輕視此

理而無所忌悴，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中庸矣。 43

此段所言可作警戒語，吾人所有欲望均從此血肉之身而來，為故重滯。其根器亦

非上根利智，志力亦是怠緩。惟靠敬畏戒慎之心方能使天理常顯。羅近溪曾說自

己的學習過程：

師嘗語門人及子去至輩曰：「予三十年來，此道嘆緊關心，夜分方得令眼，

旋復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也。」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清

畫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困難典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J 44 

羅近溪雖歸入泰州學派，有其洒脫風格，觀其言方知自勉自勵真有過人之處。惟

真正體會天理、天道之莊嚴深遼者，方有此不安之心，永不滿足之態度。亦惟有

深刻瞭解體道之艱難、成道之險阻，方能在指點人心時，使人當下有所受用。試

看：

諸生中有言：「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者？」子詳發之曰：「萃胥進

退恭肅，內固不出，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如是寧靜

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也耶？．．．．．．曾不思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

庸解作平常，因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央不可離，固尋常時刻所常在也。」

42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臺北：廣丈書局，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52 ° 
43 同上注，頁 52～鈞。

“同注的，下卷，頁 206 。
“同注的，頁 154～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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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慎恐懼為敬畏天理之心，時時覺醒不使天理為人世險阻所蔽，亦不以此工夫為

最後境界。天道廣闊深遠，吾心既與天道相合，自是廣闊無涯，此本是一無限踐

履之過程。在此踐履過程中，良知本體在人世中克服重重險阻而被呈現，吾心當

然能得寧靜充實之感。良知本內在人心，立本於良知，常存敬畏之心且須與不離，

使良知真正成為心之主體，並在日常中，以平實之工夫充實自己，待工夫純熟，

其生命氣象自是與天地相似，為中庸境界。

敬畏之所以為破光景工夫，便是光景只是良知的影子，影子並不能融入吾人

心中成為主體，仍只是客體。故表面上似是良知呈現，然心中仍是情識流蕩。以

此客體表現在事物上便成玄虛而蕩、情識而肆。若能以戒懼敬畏之心再加用功，

則此光景當下便成主體、實體而本心常存。王陽明所說良知「已是說得十分下落，

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 J 46若以誠意轉化光景，並落實在現實中，則光景立

破。

（二）「破光景 J 與生生仁體

義理之學關鍵處是對於天心仁體之體會。此仁體生生不息，原自赤子帶來，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易簡普遍而深遼。然此身漸長，良知良能終為人欲所蔽，

故人遂忘此生生仁體。羅近溪說：

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

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生而靜後卻成物而動，

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開，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

化為物。甚而為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 47

赤子之心原「與天甚是相近」’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48
便是不失天理之心，非行為動作與赤子相似。體會天心仁體，亦可說是因復天心

仁體，仁體本為吾人之性，回復仁體並落實於現實生命之中，方能為一大人而不

落玩弄光景之境。

1 、「生生」與一體之仁

對於生生仁體，羅近溪會大加讚揚程明道的看法：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如何？」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於明道。而明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補遭），（薑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 4 月），頁 176 。
41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畫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下卷，頁 162 。
“﹛孟子﹒離賽篇下〉，十三經注疏本（薑北：藝丈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8 上，頁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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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先生入手，則全在 r學者須先識仁J ’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

於我一章。今學者能於孔門求仁宗當明了，則看孟子比章之說，其意使活

潑難窮矣。 49

程明道對於天理的體會是「百理具備」 50 ，亦即將平散在萬事萬物中的天理，收

攝於吾人之性體之中而為仁體。此因程明道對於人之一點秉費（人所秉持之常性）

確有實感，人在此一點秉捧上立定住，體悟天理、實理。天理為一常性，吾人之

寮鼻亦為常性，將天理收於吾人之常性之中，便是性體。性體容易以靜態面看待，

然性體不離心體發用，實是一「即存有即活動」之性體，此亦是天理之本質。天

理既為吾人之性體，故性體便具備萬物之理。但所謂「百理真備」’並非是有定

多之理存於此性體中，而只是一理之當機顯發，性體的本質原是「自P存有部活

動」’故性體顯發萬理便是當下動態、地顯發，不是靜態地顯見。所謂「萬物皆備

於我」便是從此角度上看。羅近溪說：

蓋天本無心，以生萬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重鈔而自生。故天地之間，

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而萬萬之生，亦

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 51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皆有天理仁體存於其中，不只人有此仁體，物亦有仁體，差別

在於能推與不能推， ~p希望明道所謂：「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 52故在

體會仁體時，須從萬物生生處入手，由萬物生而叉生之生生不息處默識天心仁

體，萬物生可說是天道使之生，萬物長可說是天道使之長，萬物之生生均是天理

流行，天理便是從萬物生長中體會。羅近溪推闡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閉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

又何有纖豪閒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

在己上去立，只立人gp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土去達，只達人gp所

以達己也。 53

天理既不離萬事萬物，且在事事物物之發展中見其天理。吾人當由此體會人我與

49 同注 48 ，上卷，頁 122 。

”「天理云者，這一笛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架亡。人得之者， 故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滅？是﹛它元無少欠，百理具備。」〈二程集﹒河南程氏
遺書〉（薑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卷 2 上，頁 31 。

SI 同注 51 ，頁 122～123 。
52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真來。『生生之謂易ν 生則一時生 ，皆完此理。人
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

看得道理小7f它底 。 」〈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
卷 2 上，頁 33 。

”同注 51 ，頁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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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之間亦毫無間隔，立人便是立我，達人便是達我，生生仁體之道德創生的渾

融，便在天道成就萬物中見其圓滿。羅近溪說：

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

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

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則如人之所以為天，知人之所以為天，

則如人之所以為大矣。 54

吾人生在天地之間，除感受天地之大，同時也當瞭解處在天地之間的萬物萬事，

有其生生之道並且是生生無盡。故知天地之大除了空間上的廣大，尚有創生萬物

之大道與生生不息之大德，由此便可體悟天地生生之仁，人能與天地一般的廣

大，便是有一能默識天理之心。此生生仁體，必然存在於人而為人之性體，萬事

萬物同樣領受天地生生仁體，人與萬物為一便從此仁體上說。

子曰：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貝1J 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

有心而物亦有心，何骨干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以生字代之。則在天之

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人之視德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

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宮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室內寄渾令，而天與地、我

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 55

所謂「復f 便是〈易〉之復卦，其卦象為震下坤上，也就是初交為陽，其餘交

位為陰，（卦辭〉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一陽復生於五陰之下，表一天道之反覆，生機鼓蕩，一陽始生，臺陰

將消，故此卦為一亨通之象。〈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56孔穎達正義：

「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

心也。 J 571比說明天地生養萬物之心之仁德，是從萬物之生生處見。生生仁體之
境，是待良知工夫純熟方能深刻體會，絕非玩弄光景者所能言。羅近溪所答，除

回應學生所間，同時也道出儒學義理之所以深廣無垠者，以此生生仁體之顯發導

正玩弄光景者。儒學義理不止可在良知本體上言說，在萬事萬物中均有天理良
知，且能一以貫之。

2 、赤子之心與孝弟慈

羅近溪對於赤子之心甚有體悟，所謂赤子之心便是渾淪天理之心，孝弟慈三

”明﹒羅近溪，﹛自于壇直詮﹜（華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31 。
SS 同上注，頁 121～122 。

S6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刊聾北：藝文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3 ，頁的上。
S1 同上注。

56 



羅近溪「破光景 l 品生組探索

者，是此心內容，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

問：〈大學〉宗誼。于曰：孔門此書，被孟子一語道盡。所云：「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按提之愛親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

是慈。此之孝弟慈原是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不

約而自同者也。 58

赤子之心是良知之當體，孝弟慈三項是良知之踐履，此三項本不學不慮而為人所

知所能者。《大學〉宗旨，便是將此三項道理推闡出去。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均不出此三項，〈大學〉所謂：「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 J 59事君、事長、使眾均為國事，然此三者也只是赤子之心的

擴大運用。羅近溪叉說：

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編夭鴿地，互古互今。試看此時

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有弗齊，而家家戶戶誰不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

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卻盡亂做，不

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靡。不知

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 60

孝弟慈並非後天學習，它原就存在吾人性體之中。家事、國事也只是此性體之當

機而發、當機而顯。羅近溪以孝弟慈三事指點先天之性，更有醒活人之作用，由

此也可看出泰州學派平易、自然的風格。

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史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於

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厚、雖弦

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

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是

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成慎，性動時惶惶然恐懼，於潛躍而常若吳天之

，現前，於徵晴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史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恆久

而不遷。 61

吾人性體原是至善無惡，後因人欲日增至使良知仁體漸蔽，縱使良知靈明乍現，

也因血肉重滯叉復障蔽。故在復其良知本體時，須時時體察良知靈明，並以戒慎

恐懼工夫護其一點靈明，直至吾人生命全為天理良知所貫注，此時赤子之心自能

恆久不失。

58 同注 55 ，頁 8 。

59 朱蕉，﹛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頁 20 。
ω 明﹒羅近溪，﹛野壇直詮〉（臺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上卷，頁 8-9 。
“同上注，頁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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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嘗曰：心為身主，身為心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令，苦於支離。故赤子

孩提欣欣然常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

使愁苦難當了也。．．．．．．方知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

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貼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構精以

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

認為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也。 62

良知靈明雖常為人欲所蔽，仍有乍現之機。羅近溪從孩提「生氣津津、靈機隱隱」

體會良知本體生生不息，天理仁心永恆常在，亦是指點良知處。年歲漸長，心思

愁苦愈增，良知遂為情識所覆，生命便會失去主宰，在面對生命不合理處時就無

法以一超越的意志力量（自律意志）消融，此時就須要外來的興趣來排解，此並

不能從根處徹底轉化，即使吾人性體中原有的良知靈明有所顯發，也會很快的為

人欲遮蔽。故人永不能體會孟子所說：「理義之悅我心，猶勢讀書之悅我口。」的良

知所自具之理義本就能悅我心，心亦因良知的落實而充實滿足。理義悅心，心亦

悅理義，此時生命全是良知作主宰，生命氣象便是羅近溪所謂「骨肉皮毛，渾身

透亮」“叉如上段所言「至是精神自來，貼體方寸」。赤子之心本來純善，孝弟

慈三者原是此心自然所發之仁義，並非他律，仁義之行為既由至善本心所發，所

行便是自然合理，有本有根而態度從容。

四、結語

羅近溪針對光景的弊端，提出了「敬畏J 與踐履的落實工夫加以對治，並不

側重在良知本體的分解，其分解在王龍溪已經完成。泰州學派注重實踐的工夫，
然其學說直接從正面處下手，在指點人心時，對於人生中不合理面向的解決方

法，話頭較少，多半從體上講或境界上講，例如〈樂學歌〉。此對於一般學者言，

或未能體悟透徹，且側重在體上的影響，會造成情肆而識、玄虛而蕩的結果，此

是對於良知本體的落實工夫面不夠所至。由於泰州學派的風格是主平常、主自

然，天心仁體就在日用之間流行，再加上交特別注重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一語，
若不能真正的以良知本體作為吾人生命的主宰，沒有從根上轉化生命中的黑暗

處，那麼只能拾人話頭，在表象上說良知如何如何，實際上在根本處仍是情識流

轉，這便是光景。羅近溪「破光景」思想、，便是針對這種誤解提出方法。

羅近溪重視在日常中將良知落實，將性體中本有的孝弟慈努力實踐出來。以

62 明﹒羅近溪，﹛昨壇直詮﹜（臺北：廣文書局，民 1996 年 3 月），下卷，頁 205-206 。
63 「口之於味也， 有同書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之所周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向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
搗讀書之悅我口。」心與口耳目相比，是不同層次之樂，此喻是方便法。﹛孟子﹒告子篇上〉，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 年 5 月），卷 11 上，頁 196 。
“同注的，頁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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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心體悟良知本體，戒慎恐懼地護住一點良知靈明，待生命翻轉，全是以良

知作為吾人生命之主宰，其境界便如黃宗羲所說：

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多頁接績，當下渾淪順遇。工夫難得淒泊。 gp

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

風張掉，無之非是。．．．．．．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的。

此時耳目所見所聞，無不是天理實注，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良知呈現。此

已脫離良知乍現郎滅的緊張，是一放下的輕鬆，以「即存有自H活動」、當機而顯

的良知本體，存在天地之間。天理生生不息，吾心主宰亦是生生不息地相應，當

下便是受用，生命氣象更是渾淪順適，解纜放索，順風張掉，無處不自得。

羅近溪對於玩弄光景的情況，認識甚深，故特別提出在日常中須敬畏小心、

努力實踐，他說：「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脈固為的確，而敬畏小心處，

未加緊切，故學者往往無所持循。 ｝6事實上在王陽明亦有提出玩弄光景的說法：

「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

頭。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辜負此

知耳。 J 67光景問題在心學中較易顯現，學者若不親自證悟良知，使良知成為吾

人主宰，則其所體會的天理是不穩的，此實是一氣魄承當，待其氣耗盡，便無從

著力，此為未落實敬畏工夫所致。故羅近溪在指點學者時，部從敬畏處入手，良

知本體永恆常在，隨時都有顯現契機，吾人當以戒慎恐懼工夫護守此一點靈明，

不使人欲障之，如此方是致良知工夫處，方能為學者所依循，他說：

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為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

真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常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妄耶？持守能終日

而不敢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

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

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為主，人

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 68

羅近﹔美將良知完全呈現在日常生活中，其自然、平常之風格，可說是泰卅

之學風。對於良知之落實，又特別加緊工夫，此為破光景之處。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師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圍， 孟方則7位方。」

孫懷智問 ：「師去後有何神通？」師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 ，我只平平。」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三﹜（薑北：世界書局， 1992 年 5 月），卷 34 ，頁 335-336 。
“明﹒羅近溪，﹛E于壇直詮〉（薑北：廣文書局， 1996 年 3 月），下卷，頁 178 。
67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補遍），（畫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 4 月），頁 176～177 。
“﹛黃宗羲全集》（漸江古籍出版社，沈善宏主編， 1992年 8 月），第八冊，卷 34 ，頁 51～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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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我只平平」是近溪替自己的一生所作的評語。玉龍溪替良知學在體上作出了極

致的分解，顯示了儒學的莊嚴深遼﹔羅近溪叉為良知學在落實上指出了工夫的進

路。牟先生替二溪做了一個結語，他說：「陽明後，唯王龍溪與羅近溪是王學之

調適而上進者。 J 70 「調適上遂J 是羅近溪在陽明學中最適當的地位。

ω 同注 66 ，上卷，頁 40 。
初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酪山〉（薑北：學生書局， 1993 年 3 月），頁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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