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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思想研究的角度探析王陽明所論之「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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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心」為王陽明思想之核心概念，而在以體/用架構展開的王
陽明思想中，對與「心」
有直接關連的「本體」之理解，實相當成度地影響了如何理
解「心」。本研究即從陽明
「心」研究之角度切入陽明「本體」之研究，探討在此視角
下所理解的「心」、「本體」
及其間之關係。研究中除整理相關文獻的基本步驟外，主要
採取提問、論證、重組問
題關係的方法，重新梳理出妥適的觀點與理解脈絡，並著重
於相關問題之細部論證，
以期得到較有根據的論點，而對陽明之「本體」及「心」思
想有更完整、適切的理解。
中文關鍵詞： 王陽明 心 本體 性 形上學
英 文 摘 要 ： “Xin＂（心）is an important concept embedded i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The understanding of “Xin＂（心） can be resorted to
that how“Ben-Ti＂（本
體）is understood in his “Ti and Yung＂（體/用）
theory. In this research,
“Ben-Ti＂（本體）will be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Xin＂（心）.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Xin＂（心） and “Ben-Ti＂（本
體） will be illustrated.
Besid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ing is utilized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of those question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detail and restructured
in order to have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Xin＂
（心） and “Ben-Ti＂（本
體） of Wang yang-ming.
英文關鍵詞：

Wang yang-ming “Xin＂“Ben-Ti＂ “Xing＂ Metaphysics

報告內容

一、前言（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心」為王陽明思想之核心概念。考察陽明文獻中關於「心」的論述，其內容範圍涉及了
陽明思想體系裡最根本且普遍運用的「體/用」架構 1中之「本體」與「發用」兩大面向 2。字
面上直接的觀察還可見其具體的內容包含了「體/用」架構中相對於其他多數概念而言較為根
本的「性」3、
「理」4，以及創生萬物或萬物所以存在的根源 5，也包含了屬於「發用」面向日
常理解的情、思、知覺等等 6，而且，還包含了所謂的「物」7。雖然其中陽明所論之「本體」
、
「性」
、
「理」
、
「物」等內容仍有超出於日常理解之部分，且「心」之包含「物」也是現代「心
/物」二分觀念下較不易理解之處，都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釐清才能詳細予以界定說明，但由
這些觀察，已大致可以說，陽明關於「心」的論述，字面上已相當直接地指出了「心」對於
8
所謂「本體」與「發用」兩層的包含，以及，「心」對於所謂「本體」與「物」的包含 。此
顯示出「心」之廣闊的包含力以及在陽明理論系統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陽明往往被以「心
學」視之的重要現象之一。
由於陽明文獻中對於「心」的表述呈現出涵攝體用、涵攝萬物的意涵；以及學者理解陽明
時廣泛採用的「心學」、「唯心主義」之類的觀點，可算是明顯的顯示一定程度的認可了陽明
思想中「心」的內容大致包含了/涉及了/涵蓋了本體與萬物；甚至在心的工夫方面，所謂「復
其本體」9，也與「本體」息息相關，所以，陽明思想中，
「心」與「本體」密切關連。故，如
何理解「本體」，實相當成度地影響了如何理解「心」。
所謂「本體」
，是一個具有多重意涵的詞，即使在同一思想家中的不同文本中，因討論脈
絡之差異，也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在學者的論述中，
「本體」一詞常被指出的意涵可能有三類，
其一是在抽象/具體或根源/末節等相對性的脈絡中所談的意思，指出較為抽象、較為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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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蕭裕民：《
「樂」的智慧---王陽明「樂」思想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 年）
，第 2 章第 2 節，
〈陽
明思想以體用體系為基本展開架構〉
例如「性，心體也；情，心用也。」
（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
《王陽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1992
年初版 1997 年三刷，卷四〈答汪石潭內翰〉辛未，頁 146）
例如「心即性」
（陳榮捷：
《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臺北：學生書局，1983 年，第 33 條，頁 71。本文中《傳
習錄》文獻及條目編號皆依據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
例如「心即理也。」（
《傳習錄》卷上，第 3 條）
例如「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傳習錄》卷下，第 336 條）。又如屬於心之
內容的良知，陽明認為「良知是造化的精靈」
（《傳習錄》卷下，第 261 條）
。
例如「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
（《王陽明全集》卷四，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頁 146）既為心
之所發，亦不離於心。
例如「天下無心外之物。」（
《傳習錄》卷下，第 275 條，頁 332）
相較於《莊子》而言，某意義上與此類似的「心」含「道/物」，在《莊子》中的論述就沒有那麼直接。《莊子》
部分參見蕭裕民：
《
《莊子》
「心」思想研究：一個「道」
「物」兼含與「心」
「物」溶融之示例》
（臺北：文津出
版社，2013 年）
。
例如「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
（《王陽明全集》卷七，
〈大學古本序〉戊寅，頁 243）

一端。此解乃較為一般易解的意涵，為某些文獻中所用之義，但在某些文獻中「本體」一詞
有其他/或更多的意思。其二，指宇宙萬物在存有上的終極根源，例如筆者在《「樂」的智慧--王陽明「樂」思想研究》一書中對陽明所論之「本體」有針對性的探討 10。不過，雖然該處
討論引據相當的原文資料勾勒所謂「本體」
，然偏向於綱要式點出，缺乏較詳密的論證，在容
易造成分歧理解的「本體」議題上，說服力顯得較弱。而此又影響了與此理解相關的其他概
念（例如「心」、「樂」等）之詮釋的被接受度。而且，該部分也非以「心」為中心去展開理
解理路，也未以此對各相關議題做進一步的連結討論。此為其不足之處。其三，是採當體實
性之義理解所謂「本體」
。此為牟宗三關於「本體」影響頗大的觀點。牟宗三認為「凡言『本
體』皆是當體自己之實性之義，每一實性皆滲透於其他實性而徹盡一切實性。」11並認為「本
心具有種種實性，每一實性皆是其當體自己。」12此解在某些文本中或許成立，但是否論及「本
體」皆為此義，尚可斟酌。由此，可見「本體」之理解與詮釋分歧，且與「心」之理解關係
密切 13。
因「本體」之意涵多重，加上涉及之部分內容並非那麼具體可感知，故對其之理解以及對
其相關概念之詮釋容易有歧異，所以聚焦對其進行相關論證有其必要。然而，正因其涉及之
內容並非那麼明確具體，所以研究時根據文字再怎麼字斟句酌地考證都很難得到所謂確切的
結論，但是，也正因如此，可能是最需要以確切的原典引證與緊扣原典的論證來求取其較為
可能的理解，以減低各自體會各自為解的成分。而由於相關文獻本來就容易有歧解，所以各
論證自然不易達到絕對確認或絕對排除某些意涵的效果，故論證上必須留意上下文之關係，
及整篇文章所論之焦點，盡量將理解該字詞的焦點移動到適當的範圍與層次。並藉助多重路
14
徑指向同一結論的論證方式，提高所論之可信度，且可由此連結一個較綿密的理解網絡。
綜而言之，本研究將在聚焦於「心」的觀察角度下，將陽明所論之「本體」的內容，以及
「心」
、
「本體」乃至「物」等相關概念之間的連結脈絡與互相之間可能的含攝重疊關係等等，
予以釐清，以減少疑義，並對於「心」之內容及相關理路有更詳細的瞭解，進一步還可由所
得去連結、展開更完整的「心」思想之闡述。

二、成果簡述
本研究為筆者升等專書研究之一部分。以書籍為一整體之研究與撰寫過程，前後各章節
處在一個不斷變動調整的狀態。雖因應計畫申請切割出特定單元，但實際執行內容仍是以全
書為範圍，只是略集中於所申請之主題。

見該書第 2 章第 2 節第 2 項，
〈陽明思想中的「本體」〉
。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
，頁 222。
12
出處同前。
13
例如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
、
「定者心之本體」
、
「樂是心之本體」
，在牟宗三以「當體自己之實性之義」理解本
體之下，其對於「心」的理解是「心除以『感應之是非』為其本質的內容以外，並無任何其他內容。它的全部
感應之是非之決定就是它的體，就是它的當體自己，他以是非之決定為本質的內容即是以是非之決定為其自己。」
（牟宗三：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222）而陽明所論之「心」是否僅是此，應可再討論。
14
關於從原典出發及多面向論證，可再參見蕭裕民：
《《莊子》
「心」思想研究：一個「道」
「物」兼含與「心」
「物」
溶融之示例》，
《引論》第四節「方法方面諸議題」
，二及四。
10
11

本計畫年度研究成果主要有二：
1、修正、調整探討王陽明「心」思想之問題理路
經過本計畫進一步探析整理，將陽明心思想專書之主題軸線暫時調整為：略述心含本體
與萬物、本體之解析、陽明對於「心」及「物」的直接說明、釐清及界定「心」內容的重要
議題之討論、由新理解詮釋其他議題、陽明「心」思想總論、延伸議題討論、陽明思想總述
及結論。
2、「本體」相關之探究
A：關於「本體」之意涵：在概略的觀察中，所謂的「體」或「本體」
，可能的意涵至少有
以下七種：(1)、本身、當體自身。(2)、本然。亦即本來的性質、本來的樣態、本來樣態、
本來情狀、本來所具有的東西。(3)、
「體/用」之「體」意涵之一：體，指現象背後存有上之
根源：用，指本體的具體呈現、有形的現象。(4)、…(5)、…(6)…(7)…。且其中(3)意涵乃
陽明所論之「本體」的重要意涵之一，亦為與「心」有關的討論中須特別點明之處。
B：
「心」包含存有根源意涵之「本體」
：
「心」之本體對於眾多其他「東西」的包含，顯示
了「心」對於某種普遍意義的（也就是不只屬於某東西的）存有之包含。如此，則在此意義
下的「心」之所謂的「本體」
，不只是指某個相對而言的體用關係下之本體，而必須推至可成
為共同根源的本體。那麼，此本體應是不受個別性限制的存有上的共同根源，也就是存有根
源意涵的「本體」。此外，…。
C：終極存有意涵之「本體」及其虛實問題：從以下多點之討論予以說明（1）最終極層次
的存有應非有也非無：從邏輯推論上來說，追溯至最後的、最終極的存有根源，若落於某種
實有，仍會留下此「有」從何而來的追問；而若落於絕對的「無」
，則不免產生「無」如何能
產生「有」的問題。因此若要在語言與邏輯的最大限度內得到此問題的合理解答，將此問題
暫時停止在語言與邏輯所能達到的極限邊際（超過此就不是語言與邏輯所能回答或所能解決
的了。而關於此問題又必然地超出語言與邏輯所能達到的範圍）
，則所追溯到的最終極根源之
「有」必然不能是「有」，而必須是一種特殊的「有」；所追溯到的最終極根源之「無」也必
然不能是「無」，而必須是一種特殊的「無」。所以，最終極的存有根源，應非有也非無，應
是一種超出於任何經驗所能理解的「有」與「無」
，故不能以「有」或「無」稱之，故不宜以
某種實有理解之，故若以言語稱之，或只能姑且稱之為非有非無、非實非虛。雖然此種非實
非虛，以其相對於實有而言，姑且以虛無稱之，但實際上並非虛無。而雖然就其為萬物之源，
仿若源源不絕創生萬物，而或亦可以實有稱之，但是若非姑且稱之，而是以實有理解之，則
所理解之指向已非終極之存有根源。縱使不將其理解為「有」的層次、
「氣」的層次，縱使仍
將其理解為超越於「有」的層次的實有根源，仍然未及於存有之最終極根源 。故相較於實有
之存有根源，非有非無之存有根源應是最終極之存有根源（姑且以「終極存有」稱之）
。以上
所述之簡略圖示……。(2)去掉從人的角度解讀則本體非創生性的實體：……。(3)從萬物生
成的角度看，非從實有本體產生:……。(4)從陽明對本體的描述上看，以實體理解之較為不
妥：……。(5)從陽明被批評為佛的觀點上看：……。(6)…
D 由本體與工夫（心之工夫）之關係，看心之本體內容…

E 所謂「心」的內容必須涵攝存有本體這個層次的必要性…
F…
（說明：本研究為筆者升等專書之撰寫中稿件，由於涉及發展中論點與智慧財產權，出版發表
之前不便公開於網路，故內容有所節略）

三、結論與建議
本年度研究在陽明「心」專題研究上進行了進一步的資料分析，也書寫了一部分專書內
容，大致上合於預期進展，並於全書核心論點略有進展，惟須待寫就更多篇幅並於逐步調整
改寫的過程中，再做進一步突破。
研究過程中，雖然心中察覺有些新論點，但在寫出之前並不是那麼明確，須在不斷的琢磨
思考中使之具體成形。此時參考研究論述雖有參照、刺激思考之作用，也可快速增加可書寫
之內容，但也可能將思路帶向既成的觀點，難以跳脫。而若先以原典為主去做重新組織問題、
思考問題的工作，雖可先將新論點醞釀得具體，更有利於與既有研究觀點對話，但也可能缺
乏足夠的參照、刺激，影響觀點之形成，且醞釀凝聚的過程費時而具有不確定性，不利於定
期產量的制度需求。因此，其間的拿捏亦需思考。此外，自己所關心的問題與他人所關心的
問題不一定相同，或者脈絡不一定相似，則符應他人的討論與探究己想探知的問題之間，也
需要一些的權衡。
（更現實的問題是：著重切合當下學術圈的討論脈絡去做補綴修正的工作可
以有較具體明確的預期成果，但未必是自身認為時間投入最有價值與最有興趣之處。而著重
開發新理路雖較能發揮自身具有原創力的特點，但將虛空化為具體，費時又冒險，很難符合
量產、審查的需求）
研究以外，關於計畫流程，寫計畫申請書及結案報告書花費不少時間，所做的只是過程性
質的工作（拆解原來寫作中的書籍片段去符合申請及結案所需的格式）
，只有損耗並無累積。
且書籍研究撰寫過程面對許多未知，前前後後改來改去，局部局部完成，也不一定都能另花
時間一章一章改寫投稿發表，加上還有既有的學校工作，所以不僅書籍完成的時間不容易明
確掌握（所以除非快寫完了，否則不能確定能否趕得及申請專書寫作後的繳交期限）
，過程中
也可能卡在這本專書而沒有著作發表，影響後續之單年計畫的申請（若一面寫專書一面另起
爐灶寫單篇來申請計畫，則東做西做效率又大幅減低）
。所以，如果真的重視人文學科的專書
寫作，或許應在制度上做些調整，否則以專書做為研究規劃的壓力太大，驅使學者往單篇論
文的方向發展，專書寫作只能留待儲備更為充足、較無時間壓力、但體力與機緣未必能配合
的資深時期（也就是快退休啦）去做，變數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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