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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龍九撰成《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一書，出版在即請我作序，

熟知此書乃其民國九十八年於台灣大學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的修定稿。

約於民國九十三年，我受邀參加口試他在政治大學撰寫的有關高攀龍易學哲

學的碩士論文，這篇論文說理精確，論證嚴密而不落俗見，受到在座口試委

員的讚揚，我一時亦有「驚艷」之感。翌年他進入台大博士班深造，有機會

旁聽我在台大開設的課程，從而開始了師生的情緣。迨至他以本書名為博士

論文的題目，請杜保瑞教授和我共同指導，乃欣然應命。五年以來他力學深

思，博采旁搜，為了這篇論文，盡了很大的心力。如今樂觀其成之餘，僅就

其主題意義，略述一二，以饗讀者。 
自北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迄至王陽明（1472～1529），理學已

經蓬勃的發展了四百餘年，歷經了宋元明三個朝代。其間雖大家輩出、宗派

迭起；大要言之，可應歸為程朱與陸王兩大系統。又以朱熹（1130～1200）之

集北宋五子與南傳洛學之大成，綜統理學之綱維；王守仁遠祧孟子，中繼象

山，近承白沙，圓成心學之體用。兩大宗師極峯並峙；論宋學集成於朱熹，

論明學歸宗於陽明。從朱熹到陽明，在宋明理學史上，有一條迤邐展延的從

理學到心學之路，這條路簡明概括的說，在理學思想內容的共通性與區別性

來看，稱之為「朱陸異同」；從思想史的交融性與折衷性上看，稱之為「朱陸

會通」。前者起於朱熹與陸九淵（1139～1193）的鵝湖之會（1175）。自此二派

之門人、後學與信眾，各執己見，在「尊德行」和「道問學」、「易簡」和「支

離」、「近道」和「近禪」的各項議題上眾口紛競，攻訐不已。一直到十八世

紀中葉的戴東源著《孟子字義疏證》、章實齋有《文史通義》之「朱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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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爭論才漸形止息而「同歸於寂」。至於「朱陸會通」，則橫跨了有元一代，

從許衡到劉因，而以吳澄（1249～1333）為最顯著。號稱明初程學第一人的

曹月川（1376～1434）的「事心之學」，吳與弼（1391～1469）的「靜觀涵養」

與「以讀書為涵養本原功夫」，無疑的具有濃厚的陸學情調。而吳康齋的學生

無論是胡居仁或是婁諒，談本體、說功夫，出入於朱陸之間自不待言；而婁

諒則是青年王陽明的啟蒙師了。而實開有明一代心學之先的陳獻章（白沙先

生 1428～1500），其學號稱「江門心學」，就是吳康齋的高足弟子。陳白沙的

「江門傳人」湛甘泉，就是與王陽明共同切磋儒學印証心宗的終身契友。 
從歷史上看，單論「心學」，溯其淵源，則頭緒甚遠。若果專從「自理學

到心學」的途徑來談，則從朱陸「鵝湖之會」，由「朱陸異同」到「朱陸會通」

而大成於王陽明。心學到了王陽明，大綱宏旨，全盤建立。即使「天泉橋證

道」後，留了一些糾葛，如本體與工夫、先天與後天、四有與四無的爭論，

也不過是王學題內應有之論，由弟子門充分發揮為王門增光耀采而已。至於

王陽明自己的「成教」、「成德」之路，則有如黃宗羲《明儒學案》所謂的「前

三變」、「後三變」。再加上前述拙見，簡言之，一方面是「久合必分」、「久分

必合」的歷史自然趨向，另方面則有關陽明本人的「生命經驗」，從宗朱、述

朱、疑朱、反朱的老題目中翻出新文章來，從他十九歲聆教於餘干婁諒，得

知宋人格物之說到「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又「格竹成疾」，出入佛老，

終於居夷處困，有「龍場之悟」。所悟者即「格物致知」之理，轉而為「知行

合一」之教。在此之前，所以困惑於朱子格物之說，而積成心疾者，即在朱

子之格物之「判心與理為二」。龍場一悟，所以能解開心緒者，即以「格物」

為「格心」、「心外無理」、「心外無物」而歸結於「心外無善」—道德主體心

的自我立法、自我完善。舉個例子來說，朱子與陽明都講究「去人欲、明天

理」，陽明直截是良知自明其本心之天理，天理明則自然知是知非、知善知惡

而循是卻非、為善去惡，直截明快，一了百當；與陸象山易簡功夫之「發明

本心」相似。而朱熹則企圖混人心道心為一區，合知識與道德為一爐，工夫

門徑既要主敬，又要窮理，其終極境界雖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所謂「豁

然貫通」後的「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但在「即

物窮理」的前提制約下，其理論的二重性是不究的。 
我所以不厭其煩的如此說，就因為朱、陸、王皆求所謂「心與理合」，表

面上是殊途同歸，實際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本書作者為此新創了一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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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詞—「工夫心」，並以「工夫心」作為判準以衡定其異中之同、同中之異，

並以「心態」與「意志」為「工夫心」的實質內容，一方面藉以引述王陽明

「朱子晚年定論」的為學宗旨，他方面藉以綜結歷史上的「朱陸異同」之爭

辨。這「工夫心」不僅是一個創設的新名詞、新觀念，尤其是一個新思維、

新構想。其中勝義，讀後自見，就不容我過度解釋而越俎代庖了。 
《朱子晚年定論》乃陽明四十六歲時巡撫南贛任上所著之書，所謂「晚

年定論」乃取「朱陸異同」的一段爭議，而定朱熹中年以後自悔其失而與陸

象山的心學思想「早異晚同」之說。由於陽明在擇取朱子書信材料時，「早」、

「晚」的時間定位不明，在三十餘條「晚年」書信中，甚至有「早」在朱子

四十歲以前「中和舊說」時就已經出現的；這當然掀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

從與陽明同時的羅欽順、王廷相一直到撰寫《學蔀通辨》的陳建，皆據此指

責陽明的錯誤。尤其是清初的熊賜履、陸隴其、李光地……等「理學名臣」

皆據此嚴訐其說從而「尊朱黜王」，幾成「一鬨之市」。其中以張烈的《王學

質疑》與毛奇齡的辯諍，影響尤其深遠。其實，陽明此書與他的《象山文集

序》、《古本大學》撰作同時，其為他自己的心學思想定位、定性，其義甚明，

甚至也不諱言他在《定論》中的錯誤。套一句漢儒的話說，他是「備事明義」。

本書作者在本書二、三兩章中引經據典、巧說力辯，考據、義理兩得之，洵

屬不易，讀者請深賞之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乃是衡定朱陸早異晚同之論，牽涉到「朱陸異同」的

一段歷史掌故。本書作者為了探源述義，分列「調和者」與「反調和者」兩

大壁壘，列舉了從古到今的許多碩儒時賢。其文言近而指遠，博而能約。總

而論之，我認為這將是一本有功力、有份量的好書，值得推薦，是為之序。 

 
九十九年十月三日  張永儁  序於溫州街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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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哲學博士蔡龍九先生的博士論文《朱子晚年定論之相關探究》

一書，洋洋三十萬字，文中針對王陽明所撰《朱子晚年定論》一文，進行極

為詳盡的相關探究。 
陽明所著此文，旨在彰明心學要旨，重點在說明朱熹思想中已有豐富深

入的心學論旨，陽明藉由朱熹書信的檢選，挑出朱熹言談中涉及「自我反省」

的文字三十三篇而編成，陽明且謂之：「知其晚歲故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

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書既成，自明迄清，爭議陽明《定論》

之是非者不知凡幾。然此一問題，又根本上仍是南宋朱陸之爭的延伸，陽明

既有肯定象山之意，又有引晦翁為同道之想，雖朱陸一生最終勢如水火，陽

明先是以本心工夫肯定象山，後「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既兩收朱陸，

而更證己說之為真諦。然朱陸之爭，因兩人之門人弟子皆為數頗眾，當時即

勢如水火，而朱熹之學自元代列為官學之後，有明一代成為科舉考試之所依，

士大夫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卻精神盡失，陽明反省於後，重提象山精

神，以是否切實踐履為儒學精神之標竿，陽明因不解朱熹格物之旨，而盲目

格竹，又站在工夫踐履之立場，批評朱熹形上學意見為割心與理為二，則陽

明提朱熹晚年痛澈前非，且先得我心之同之言，又如何說服人心？此後，程

朱、陸王兩分之勢更形張目，迄至當代，猶有新儒家學者嚴分程朱、陸王為

衝突之兩造。一部《朱子晚年定論》，既未平抑朱陸，更造朱王之爭，是陽明

之所願耶？非陽明之所願耶？此一公案，迨至今日，學界仍無共識。則我華

族哲學慧命之延展，是衝突而更創造呼？抑渾沌而仍不明呼？ 
蔡龍九博士之大作，細繹此一公案之前前後後，將陽明而後對陽明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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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贊同與不贊同意見之所有論爭，皆詳細陳述，從而得以仔細疏理陽明所言

之定論之可取處及不可取處。不僅如此，本書更上溯朱熹與陸象山兩人衝突

之哲學義涵，並以當代學者之討論意見交互參看，而作者並不強勢折衝，而

是以工夫心概念，妥當處置朱王兩人之哲理之相同處與不相同處，簡言之，

工夫論上有其會通，而形上意旨上不強求其同。作者以極為慎重又詳盡的文

字，討論此一問題，深入儒學史的歷程，找出定位《定論》及解決朱王論爭

的方案，鑽研極深，是當代學界討論此一問題之佳作。 
筆者以為，朱陸之爭及朱王異同的問題，都應首先擺開朱陸兩人心理上

的意氣之爭，以及陽明為矯正時學而對朱學的片面認識，重新檢討。蔡博士

之論著已經指出兩人在工夫論上不應有異，然其形上思想部分是否仍應延續

心學理學、動態靜態、心性論形上學的紛爭之途呢？筆者不以為然。然而此

事卻需有更好的儒學研究工具之開發始能澄清，此一工程，既是儒學在二十

一世紀是否有新生命的重點問題之一，也是鼓舞新一代學人創作發明的最佳

動力。 

 
九十九年十月四日  杜保瑞  序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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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蔡龍九先生將近十年，剛認識他時，他是政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一

年級學生。第一次見面在貓空的山水客餐廳，他靜靜地坐在長桌的角落，偶

爾說兩句話，略帶著靦腆，樸質有華。那時候，我身體的情況不佳，常南下

就醫。接下來四、五年間，我跟龍九論學越來越密切，他的碩博士論文，我

都有幸拜讀。迄今，我還記得：在他家客廳裡，和他一起談論其論文計畫和

論文的那些情景。於此，我特別要致上我由衷感謝之意，龍九父母和家人惠

我良多。 
龍九先生為學篤實，為人誠懇，對於師長尤其敬重。這種多元價值的時

代裡，尤為難得。其於政大就學期間，龍九先生遊心於易學，受學於曾春海

教授之門，於高攀龍之易學思想，極有心得。 
其於台大博士班期間，則從學於吾師張永儁教授與同門兄杜保瑞教授，

他的博士論文經兩位教授之提攜點省，於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問題與

朱陸異同之辨之研究，精熟詳盡，超邁前人，折衷諸家之說，而歸宗於孔聖。

我久不讀中文書，少年時代所讀之書多不復記憶，於知天命之年，讀《《朱子

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感觸良多，謹此為序，推薦此作。 

 
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彭文林  序於指南山麓 



提    要

此書從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以㆘簡稱《定論》）出發來談論㆔個問題。第㆒；

《定論》本身的問題意識為何？第㆓；《定論》之立論是否合理。第㆔；《定論》造成何種

延伸問題。

筆者初步探究㆖述㆔問題之後導出幾個延伸談論。第㆒；「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

其「同異」的內容為何？第㆓；參與談論「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問題的㈻者各提出何

種看法？第㆔；「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在「調和」與「反調和」之間又造成何種問題、

如何釐清？第㆕；「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如何更清楚的說明？而共計㈦個主要議題㆗，

於本書㆗欲㆒㆒釐清之。

第㆓章即談論陽明對朱熹的批評與認同內容，且反省其㆗的合理性與《定論》造成的影響；

其㆗㆒㊠重大影響，即所謂「調和朱陸」或「反對調和」者紛紛表達立場而爭論不斷。因此即

於第㆔章㆗詳細談論「朱陸異同爭論史」，從元、明、清等多位㈻者的談論㆗，精要㆞列舉他

們的述說與其㆗之合理性。此外，此章的探究導出筆者㉂身對「朱陸異同爭論史」的問題歸結，

並依此得出解決問題的方向與方式。此即第㆕章再次衡定朱、陸、王的重要思想，對照爭論者

所提之「年㈹早晚」與「異同」的關聯性，來陳述㆔㆟思想的精要，可㉂然釐清「朱陸異同爭

論史」㆗某些㈻者提出的批評是否合理。最後，第㈤章筆者以「工夫心」此㆒新詞彙來論

說朱、陸、王於何種脈絡㆘可談「同」，而其「異」又如何面對之。

作者簡介

蔡龍㈨，民國 67年生，高雄市㆟；私立東吳大㈻哲㈻㈻士、國立政治大㈻哲㈻碩士、國立臺灣

大㈻哲㈻博士。著㈲《高攀龍易㈻思想研究》（碩士論文）《《朱子晚年定論》之相關探究》（博

士論文）、〈論陳建《㈻蔀通辨》之貢獻與失誤〉（國立臺灣大㈻哲㈻論評）、〈對孔、孟「論性」

之反省與「性善惡同俱」之述說嘗試〉（2009年 05㈪ 07㈰〜 2009年 05㈪ 09㈰「傳統㆗國形

㆖㈻的當㈹省思」國際㈻術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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