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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宗，倡明「歸儒宗孔」的立場。然而其學說畢

竟脫胎於心學，因而在對〈大學〉文本的詮釋過程

中亦體現了其思想心學本位的實質，儘管林兆恩

本人有意與陸王心學劃清界限，但他仍不可避免

的運用心學思想來為自己

的學說作辯護。如此〈大

學正義〉中也充斥了心學

思想的痕跡，通過與陽明

「大學」思想之比較可以

發現其「歸儒宗孔」的本

質還是在於「宗心」。

一、林兆恩思想的	

						心學淵源

明代中葉佔據官方

統治地位的仍然是程朱理

學，而陽明心學則在此時

逐漸崛起，成為明中後期

的思想主流意識。《明史·儒林傳》記載：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

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

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

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

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

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

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3]

這種學術的影響普遍波及在傳統的士大夫階

林兆恩〈大學正義〉
中的心學思想探析

— 兼與王陽明之比較
■	唐哲嘉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前言

林兆恩，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人，生於明正

德十二年(1517)，卒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享
年八十二歲。林兆恩是融

合儒、釋、道三教為一體

的思想家，一生宣導「三

教合一」的學說，並創立

三一教，其門徒尊稱其為

三教先生。

然其「三教合一」思

想在極大程度上乃是受

到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

形成的，因而心學可以說

是林氏儒學思想的基礎。

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

中將其稱為「姚江別

派」，顯然也認為林兆恩

之學乃出自陽明心學。而現代學者大多也持這一

觀點，正如鄭志明先生所指出的「就其整體觀念來

說，可以歸類於陸王一系的心學系統」[1]。而馬西

沙與韓秉芳先生合著的《中國民間宗教史》中也曾

提到「應該說，這一派是在陽明死後王學分化過程

中不可忽視的一支，在東南亞數省廣有影響」[2]。

由此可見，林兆恩思想與陽明心學之間的密切關

係。而其所作的〈大學正義〉乃是《四書正義》中

的一篇，林氏注解四書的主要目的在於彰顯儒學

摘 要：林兆恩所作的〈大學正義〉乃是其《四書
正義》中的一篇，林氏注解四書的主要目的在於

彰顯儒學之正宗，倡明「歸儒宗孔」的立場。然而

其學說畢竟脫胎於心學，因而在對〈大學〉文本

的詮釋過程中亦體現了其思想心學本位的實質。

通過對比王陽明對「大學」思想的闡發，可以發現

林兆恩雖然在三綱與八條目的詮釋上與王陽明不

盡相同，但究其思想之核心依舊屬於心學。

關鍵詞：林兆恩；〈大學正義〉；王陽明；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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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身上，無論是官場還是文壇幾乎都遍佈心學弟

子。心學的崛起與原本作為官學的理學，形成程朱

和陸王二學曠日持久的正統之爭，雙方都務實於

整理道統傳承來論證自為正統，在學理上造成的

「道學問」與「尊德性」的不同取向，進一步造成了

儒學的分化與割裂。而林兆恩思想的形成期恰逢

明代第一次哲學突破之後，亦即陽明心學流行天

下之時，林國平先生認為林兆恩的思想乃是直接

繼承了王陽明的心學[4]。

林兆恩所在福建本身具有深厚的儒學傳統，

八閩之地本是程朱理學傳播的一大陣營。首先，身

為程門四弟子之一的楊時本是福建人，楊時從學程

顥南歸後致力於傳播洛學，因而其所開創的「道

南學派」也廣泛傳播於福建等地。楊時之後朱熹成

為理學的集大成者，而朱熹亦出生於福建，一生在

閩北的建陽、武夷山等地講學長達四十年之久，因

而朱熹之學也被稱為閩學，由此在明代以前福建

地域基本為理學傳播之重要陣營。而到了明代以

後，福建文化中的心學色彩逐漸加重，心學之集大

成者王陽明本人更是於明正德二年（1507）與正德
十二年（1517）年兩次踏入閩地，王陽明的兩次閩
地之行成為心學在閩地傳播的契機。《明史》記載

「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

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5]福建莆田人馬明

衡授業於王陽明，成為閩地王學的開端。儘管黃宗

羲的《明儒學案》中曾列舉「粵閩王門」，但在行文

中又僅說「閩中自子莘（馬明衡）以外，無著者焉」
[6]。如此「閩中王門事」的說法似乎名存實亡，但事

實上陽明在閩地之時確有不少閩地官員與士人與

之交往，這些人很多都擁護陽明之學後來成為陽

明的閩籍門人，例如福州府的謝源、黃中、馬森，泉

州府的王慎中、鄭嶽、葉寬，興化府的林富、林俊、

林學道、陳大章等人都是是陽明在閩地的門人。因

而陽明之學在「閩中王門」的傳播下逐漸成為與朱

熹閩學相抗衡的重要思潮。

林兆恩本人出生於號稱「九牧林」的林氏家

族，林家俱有深厚的儒學傳統。而上述提到的興化

府林富乃是林兆恩之祖父，林富於弘治十五年中

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後官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巡撫兩廣。而根據錢明先生的考證，林富之

子亦即林兆恩之叔父林萬潮同樣與陽明弟子來往

密切，因而錢明先生認為：

「憑林家在福建莆田地區的較大影響力，他們父

子二人從王陽明及其弟子身上感染到的王學趣旨，是會

自覺或不自覺地擴散到整個莆田甚至周邊區域的。」[7]

可見林氏一族當為「閩中王門」中較為重要的

一支。而林富與王陽明的交往始於獄中。正德元年

（1506），林富應得罪宦官劉瑾而被捕下獄，在獄
中林富結識了同因得罪劉瑾而下獄的王陽明，兩

人都是正直之人又因同樣的罪名而下獄難免互生

好感。因而林富與王陽明在獄中相談甚歡，兩人互

相切磋學問並在獄中談《易》，林富曾作詩〈獄中

與王陽明講易〉記述此事「同患有儔侶，幸接心所

歡」[8]可見此時之林富乃是折服於陽明之學。到了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總督兩廣兼巡撫，入廣西
平定少數民族叛亂，而此時的林富恰任廣西右布

政使，此間林富協助王陽明平定了八寨瑤族起義。

王陽明病重後乃推薦林富代替自己的官職。可以

說林富與王陽明乃是有諸多密切的往來，而林富

罷官後退居莆田東岩山講學，一直致力於宣揚陽

明之學。林兆恩自小就是在其祖父林富的教導下

習舉子業，因而林兆恩可以說是自小便接觸了陽

明之學。根據《林子實行》記載，王陽明生前曾見

過年幼時的林兆恩，陽明於正德十五年（1520）造
訪林家並曾說：「此兒豐姿卓異，殆非科第中人，日

後福量過先生遠矣」儘管此說被證實為偽說，但

在一大程度上也說明了林氏思想與陽明心學的密

切之處。而成年後的林兆恩又與陽明後學代表人

物羅洪先、何心隱等人也有著密切的交往。因而可

以說陽明心學為他後來「三教合一」思想的發展與

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二、〈大學正義〉中詮釋方法的	

心學特色

林兆恩在〈大學正義〉之前作《大學統論》用

以闡明其詮釋〈大學〉的方法，這種方法論的探討

對於理解林氏的心學思想尤其重要，故在此作一

些簡單的論述。正如林氏所言曰：

「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

曾子之說釋者，有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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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

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

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

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

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

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

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

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

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

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9]

由此觀之，在詮釋的方法上林兆恩一方面注重

〈大學〉本義的探究，另一方面又致力於闡明其

「歸儒宗孔」的主張，因而在方法論上林氏兼採

「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雙重方法論。「六經

注我」與「我注六經」的思想實源於宋代心學大儒

陸九淵，按照《宋史》記載：「或勸九淵著書。曰：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注腳。』」[10]所謂「六經注我」其意在於掌握

義理之後把六經作為闡明我思想的注腳；而「我

注六經」則強調在語言文字上推敲和梳理六經的

義理。一方面林兆恩認為「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

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

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11]也就是說孔子與

曾子的時代過於遙遠，想要準確的把握他們的思

想必須要以孔子之經和曾子之傳作為思想的媒介，

即通過對文本內容的推敲、梳理來把還原孔子與

曾子的思想，這種解釋方法可以視為「我注六

經」。另一方面林氏又認為「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

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

之曾子之傳也。」[12]他認為不知我心之經、不知我

心之傳則無法通達孔子之經、曾子之傳，林氏以為

真正的釋經釋傳乃是以我之心而通於孔之心子、

曾子之心，孔子與曾子之思想本來就在我心中，而

經傳不過是我心中思想的注腳，這種詮釋理路則

合於「六經注我」的方法。從此中之論說來看林氏

之詮釋方法可以歸納為「以心釋經」，這種詮釋方

式恰恰是心學的詮釋模式，正如王陽明亦曾在

《嵇山書院尊經閣記》中提出：

「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

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

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

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

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13]

陽明認為吾心與六經的關係就像家中的府庫

與其中所珍藏的財產，六經不過是用來記載吾心

的典籍。因而對六經的掌握不在於考辨其中所內

涵的章句文義，而是與吾心相互印證，發明吾心，

因而王陽明本人亦是強調以吾心來通六經，正如

李承貴教授就曾指出，陽明所謂「以心釋經」是基

於「心即理」之上的「心學皆解經模式」[14]。由此

可見，林兆恩與王陽明都強調以「以心釋經」，其

詮釋方法乃是典型的心學解經模式。

從此中之論說來看林氏兼採兩種詮釋方法，

然實際上他更加注重「六經注我」的方法，凸顯出

以心傳心的特色。因而雖然從表面來看林兆恩的

詮釋立場既非理學亦非心學，但從其詮釋方法的

論述來看無疑是滲透著深厚心學的痕跡。

三、〈大學正義〉中三綱的詮釋

〈大學〉文本開篇便言三條目，即「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將三者

稱之為「大學之三綱領」。對「三綱領」的理解無

疑對於詮釋〈大學〉文本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林

兆恩亦十分注重對三綱的詮釋。儘管林兆恩對三

綱中「明德」內涵的解釋不同於王陽明，但與陽明

一樣都認為「明明德」與「親民」乃為一事並非如

朱熹那般分作兩件事。故而在林氏看來「明明德」

與「親民」又以「至善」為體，則「明明德」與「親

民」實為「至善」之用。

首先，林兆恩與陽明對三綱詮釋的差異主要

體現在「明明德」上。陽明在〈大學問〉中提出：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

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

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

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

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

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

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

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

[15]



哲
思
慧
語

唐
哲
嘉
：
林
兆
恩
〈
大
學
正
義
〉
中
的
心
學
思
想
探
析

３７

可見陽明對「明德」的解釋乃是貫穿了「萬物

一體」的思想。如此，按照陽明之解釋則「明德」

乃是萬物一體之心，所以「明明德」之意則為「去

掉蒙蔽此心的私欲，使萬物一體之仁心恢復。」而

林兆恩對「明德」的解釋則是：

「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16]

在林氏看來所謂的「明德」乃是儒家之「道」

的顯現，在林兆恩看來儒家的「道」所代表的乃是

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人倫準則。故而當有人問他

「五常」之時他回答道：

「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

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

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

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

『懿德』……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

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

禮。』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

之天，而為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

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

為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為天下萬世之所共由

也，而謂之道。」[17]

林兆恩將儒家之「道」理解為綱常性命，因而

他認為「命」、「德」、「性」、「道」實為同一事物，

一方面林兆恩以「命」、「性」來為儒家的三綱五常

尋找形而上的依據，另一方面他又以「德」、「道」

來賦予三綱五常以具體的內容和形態。宋代諸儒

在與佛道二教的爭論中吸收了二教的理論框架，

由此建構了極富思辨特徵的儒學新形態—理學。
理學的誕生在極大程度上彌補了儒學形上層面的

不足，而林兆恩對「明德」內涵的界定顯然在一定

程度上又消解了這種形而上的意味，轉而回歸先

秦儒家所強調的仁義道德。如此，再來看林兆恩理

解的「明明德」之意，林氏認為「德本明也，而曰

『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國家天下而見

之於行也」 [18]如此「明明德」之意即是將此「明

德」推廣於天下國家，使天下之人踐行儒家之人倫

準則。顯然，就「明德」的詮釋而言，林兆恩與陽明

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之處，陽明之「明德」實為人先

天所具備的道德本體，它本身具備「靈昭不昧」的

道德判斷功能，故其帶有突出的形而上色彩；而林

兆恩所理解的「明德」則為先秦儒家所宣導的仁

義道德，因而林氏之學則明顯偏重形而下的人倫日

用。

其次，關於〈大學〉三綱之間的關係問題。就

「明德」與「親民」來看，王陽明認為：「先儒之

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

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

物也。」[19]這裡所謂的先儒乃是針對朱熹而言，在

陽明看來朱熹將「明德」與「親民」分作兩件事乃

是以本末為兩物，實則割裂了內聖而外王之道。因

而他認為：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

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20]

由此觀之，「明德」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心而

「親民」則是對天地萬物之仁愛，因而「明德」是

體，「親民」為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體用關係。而

至於「至善」，王陽明則在《大學問》中將其釋為

「明德、親民之極則也」[21]，又在《大學古本序》中

又提出「至善者也，心之本體也。……有以復其本

體，是謂止至善。」 [22]如此在陽明看來三綱之中

「至善」實為「心之本體」，而「明德」與「親民」為

本體之發用，故而陽明對三綱的詮釋貫穿了雙重

的體用關係。而林兆恩對三綱關係的詮釋則有所

不同，〈大學正義〉中首先提出「在明明德，在親民

者，人己合一之學也」[23]可見「明明德」與「親民」

只是人己之別，從道德的主體來看是「明明德」，

而從道德的實踐對象來看則是「親民」。另外他在

解釋「親民」時認為「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

民，使之相親而和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24]如此則說

明「明明德」與「親民」實為一件事，二者是不可分

割的，實為內聖顯為外王的過程。而關於「明明

德」、「親民」與「至善」的關係，林氏以為「大學之

大道，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

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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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於三綱之中「明明德」與「親民」為用，而其

工夫所止則在於「至善」，這與陽明所謂「明德、

親民之極則本無差別」。因而從整體來說，儘管林

兆恩與陽明對三綱內涵的詮釋有所不同，但二者

對三綱之間關係的論述則實無本質差異。

四、〈大學正義〉中八條目的詮釋

在對八條目的詮釋中林兆恩特別強調「格

物」之說，認為〈大學〉工夫之要義在於「格物」，

而陽明則更加強調「誠意」工夫。因而在工夫次

第上林氏反對陽明以「誠意」為主的工夫，闡明了

「格致誠正」之工夫次序。但這並非是說林兆恩

對八條目的詮釋更加接近朱熹，相反林氏所闡發

的「格物」內涵恰恰是針對朱熹的「格物窮理」之

說。他的「格物」思想繼承了陽明之心學，強調「格

物」須在自家「心」上用力，因而他又對朱熹於事

事物物上「格物窮理」的工夫給予強烈的批判。

首先是關於工夫次第的問題。林氏明確提出

〈大學〉之工夫要義在於「格物」，如其言曰：「格

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

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

乎？」[26]若林氏所言〈大學〉之首要工夫即是「格

物」，因而他認為韓愈遺棄「格致」工夫實乃是丟

失了儒家聖經的根本要義。至於修行的工夫次第

林氏也認為應當始於「格物」而不能將「格致誠

正」之次序打亂，因此他對於陽明以「誠意」為主

的工夫亦有所批判。正如其在〈大學正義〉中記

載：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

『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為

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

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

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

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為得之。

今若果以誠意為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

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

明白？何為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

不宜錯用四個『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個『後』字，

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

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27]

根據此則記載，應當是有人造訪林兆恩時談

及〈大學〉中的工夫問題，後來林氏將其收入〈大

學正義〉的詮釋中以倡明工夫次第的問題。按照此

中所言之意，此人發問之意見乃是授於他人，而其

主要觀點有二：其一，〈大學〉工夫當以「誠意」為

主；其二，「格致誠正」本無先後次序之分，亦即實

為一物。按照此種觀點來看，此人之學問之源頭明

顯指向的是陽明之學。之所以這麼說，學理上來看

理由有二：第一，王明陽曾作《大學古本原序》認

為「大學之要，誠意而以」，另他又在《大學古本傍

釋》中多次強調「惟以誠意為主」，此外他還在回

應學生之時提出「〈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

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

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

落。」[28]由此可見陽明認為〈大學〉之工夫要義在

於「誠意」。第二，王陽明在晚年所作的《大學問》

中也曾提出「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

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

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

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29]如此按照陽明之解釋

「格致誠正」實是一物，故工夫本無先後之分。而

林兆恩所活動的時期恰逢陽明之後，心學流行天

下的時候，此時程朱之學已經凋敝而心學則大為

流行，因而這裡提到的時人之觀點應當是隱晦的

指向陽明心學。而林兆恩則堅決不同意陽明以「誠

意」為主的工夫，首先他認為「以平治齊修而本之

與格物，大學之道知所先矣。由格物而推之修齊治

平，大學之道知所後矣」[30]如此〈大學〉中工夫次

第的邏輯十分明確，工夫首先在於「格物」。其次

林氏認為若是〈大學〉工夫本無修行次第則原文中

四個「先」字與四個「後」字實屬多餘，豈不是〈大

學〉用字錯誤，因而林氏認為陽明的解釋並沒有遵

循〈大學〉之本義。

既然〈大學〉工夫之要義在於「格物」，那麼

再看林氏對「格物」內涵的詮釋。林氏所謂的「格

物」之意乃是「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31]，他始

終認為「心外無學」，因而其「格物」工夫也是圍繞

「心」這一主體展開的。在林兆恩看來，「心本無

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32]、「心猶鏡也，

虛而明者，本體也。」[33]林氏所謂的「心」顯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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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體意義上來說的，但必須明確的是其所謂的

「心」乃是指道德主體來談而非是知覺的主體，其

言曰：「而謂心之知以為心之本體也可乎？」[34]顯

然就〈大學〉文本而言，「知」的終極對象只能是

「至善」，因而他明確反對以耳目之「知」（外在的

物理知識）來作為「心」的根本作用。由此觀之，林

氏以「心」（道德主體）為本的為學立場與王陽明

是一致的，正如陽明在〈紫陽書院集序〉中說：

「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

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

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

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35]

可見，二人對「心外無學」、「求其放心」的為

學態度更毫無差別。因而林氏對「格物」工夫的闡

發乃是以心學為基本理論展開的。首先，關於「格

物」林氏有明確的界定，且如他所言：

「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

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之

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

格物也。格者，『格去』之義。」[36]

「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

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為物也，

而以其心之荒於色者，物之也；非以其禽之為物也，而

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37]

按照林氏以上之說法，顯然「物」的概念並非

是一般現實事物的意義，他將其稱之為「人化物之

物」，那麼「物」顯然不是與人無關的客觀存在，其

的特點在於「稍有絲毫意見以存其中焉，即名為

物。」[38]可見其所謂的「物」與陽明所謂的「意之所

在便是物」是十分相似的。王陽明的「心外無物」

與林氏的「人化物之物」的命題都表達了人之意識

必然有其對象存在，因而二人都認為「物」是一個

與「心」密切關聯的概念。但二者對「物」的理解依

舊存在有一定的差別，陽明認為「致知必在於格

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

事謂之物。」[39]可見陽明之「物」雖也是與主體相

關的，但其「物」的指向主要是「事」，「事」的概念

更多的還是偏向人類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活動，從

這個意義上來說意識的對象（物）不能脫離意識

（心）本身。而林兆恩雖然也以意識來定義「物」，

但其「物」的範圍卻比陽明要廣，相比陽明他認為

「砂礫物也，珠玉物也。」可見他所定義的「物」不

僅僅包括實踐過程中的事物，而且同樣包括自然

的存在，進入我意識範圍的一切都可以成為

「物」。此外，林氏曾明確提出「余之所謂物者，殆

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40]，「物」

是能使「心」沉迷的一切東西（包括事情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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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而，就「物」的範圍和指向而言，林兆恩所

謂的「物」範圍無疑更加廣大。而他所謂的「格」

乃是「格其心非之格」亦即格去的意思，所以「格

物」的目的是格除「心」上不正的欲念，故其言與

陽明所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復心體之本然」

的說法亦無不同。可見林兆恩對「格物」內涵的闡

發還是基於陽明心學，因而他對以朱熹為代表的

「格物」說有明顯的批判，其言曰：

「宋儒有言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

物可謂眾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為恥，而益窮之至於其極

邪？況其表也裡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

又況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

件，將何為耶？……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為恥，而天下

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為非聖人也，必不然矣。」[41]

朱熹本身於〈大學〉八條目中格外重視「格物

致知」之說，並做〈大學補傳〉以闡發其意。但在

《大學章句》中朱熹釋「格物」為：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

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42]

由此觀之，朱熹將「知」解釋為外在的知識，

因而其「格物」說強調的是向外窮理以拓展人之心

知。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朱熹所謂的「格物」即

是於事事物物上求物理之道，並且通過今日格一

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最後達到「豁然貫通」的境

地。然而其繁瑣的工夫也被同時期的陸九淵批評

為過於支離。林兆恩同樣持此種觀點，他認為朱熹

「格物窮理」的方法過於繁瑣，原因首先就在於天

下之物無窮無盡，且不同事物之間還存在表裡精

粗的不同，因而欲窮盡天下之物是不可能的。其

次，林氏認為「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為學，非學

也」[43]聖學本為心性之學，因而於外在的物理上

求所無益於心性之學。再來看其對司馬光的批判

則更為明瞭，正如其言「溫公扡禦之說，在物而不

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44]如此林

氏所謂的「格物」實際是在心上作工夫，所謂的

「物」乃是「心」上的物欲並非是現實之事物。由

此觀之，林兆恩雖然並不贊同陽明以「誠意」為主

的工夫，但其「格物」之內涵實與陽明之學無異。

五、結語

綜上所述，〈大學正義〉作為林兆恩儒學思想

的重要作品之一反映了其思想中心學的本質特

點。儘管林兆恩並非是主動站在心學立場來詮釋

〈大學〉，但從其思想淵源與詮釋的方法來看無

疑在極大程度上受到了心學的影響。通過對比王

陽明〈大學〉思想的闡發，可以發現林兆恩雖然在

三綱與八條目的詮釋上與王陽明不盡相同，但究

其思想之核心依舊屬於心學。正如韓秉芳先生所

言林兆恩的思想乃是「從王學左派思想紛爭中分

化出來的一個傍支並進而走向宗教的代表」[45]。

基金資助：江蘇省科研與實踐創新計畫項目

（項目編號：KYCX21_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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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Xinxue Thoughts in Lin 
Zhaoen’s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A 
comparison with Wang Yangming

Tang Zhejia(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Lin Zhaoen’s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is one of his “Explanation of the Four 
Books”. The main purpose of Lin’s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is to demonstrate the authenticity of Con-
fucianism and advocate the position of “returning to 
Confucianism”. However, his theory was born out of the 
theory of the Xinxue after all, so in the process of in-
terpreting the text of the Great Learn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the standard of his thought and mind. By 
comparing Wang Yangming’s elucid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thought, it can be found that although Lin 
Zhaoen is different from Wang Yangming in the inter-
pretation of the three outlines and eight item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s still belongs to the Xinxue. Therefore, it 
can be said that Lin Zhaoen’s Confucianism is definitely 
“A member of the “Wangmen of Central Fujian”.

Key Words: Lin Zhaoen,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Wang Yangming, Xinx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