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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湛若水（1466 ～ 1560），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元年，從學於明

儒心學大成者陳白沙，於明孝宗弘治帝乙丑年間進士及第，於明世宗嘉靖皇帝年間擔任南京兵

部、禮部、吏部三部尚書之職位，於儒學上的傳承而言，亦是陳白沙心學之大成就者，其本體

工夫是以「勿忘勿助」為主要修行的方式，其教法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並以此進行本體

工夫之實踐，以「天理」為其最高本體概念之設定，認為天理本身是通天人而不二的究竟法，

其本質為「中正之氣」，其核心意義為「仁」，就其無所安排處稱之為「良」，就其不由於人之處

稱之為「天」，而能知之為「良」者，便是所謂天理的本體。

故在此設定下，便以天理為最高概念而能統攝「良知」與「良能」，而良能本身則是

以「神」的概念形容，以代表本體自我要求道德實踐的力量，其本質為中正之氣，故在此概念

的運設定下，便認為心之生理便是「性」，當觸物而發時便可以稱為「情」，當發而中正

之時，便是「真情」，所以不論是「天」或「人」之中，皆有那本具的中正之氣的存在。所以

「天理」與「中正之氣」的運作範圍，便因此皆可以說是遍一切處而無限的運作，此為湛若水對

於本體運作範圍之設定，也因此而反對王陽明及其後學氣外求性的態度，故其本體概念

的運作上，便針對此點，批評王陽明及其後學有流於佛老之風險，但是同時也就王陽明心學之

中對於「仁體」的體證進行對於湛王二家共法上的理解與融會，也因此而產生了於王陽明之間

的工夫辨義問題，其本體工夫之爭議處可以分為三大類之爭論，即本體的自覺義、習心之對治

義與境界上之自由義的討論。

以湛若水的觀點來看，其本體通工夫的運作歷程，可以分為「學」與「覺」兩大類之系統

的運作，從對於習心的對治進路來看，便是從有限的智境入手，以進行對於及欲念的初步收攝，

以古訓做為修行的參考典範，進行對於「習心」之對治，以成就其對治義，也就是「學」的工夫

之成就，同時亦利用靜坐的方式，使內在本具的心之生理得以顯現其自身的力量，以完成對於

本心之自覺義之修行，而成就「覺」之工夫。

就分解的角度而言，若在實修上偏於「學」，則會執著於經論之中而有偏於「外」之風險

產生，故需以「勿助」法進行境界上的提昇，以化解對於有限智境之執著，而過份注重靜坐而

徒守其心的方式則有偏於「內」之缺點，故以「勿忘」法之指點，使其免於理欲不分而忘失本

體之情況產生，故在湛若水的本體工夫便以「勿忘勿助法」為其求中之門，以通達內外而

合一，而進入遠離利害與欲望等經驗與他律的境界，此時便可成就其本體工夫中「自由義」。

而圓具自覺義、自由義與對治義於一身的工夫，也就是湛若水所言的「隨處體認天理」之

工夫，此為湛若水本體工夫之心要，其教法雖然高明，但是卻因為其重視學問之功的一面，而

被王陽明認為有偏於外之風險，而王陽明常就本體工夫自覺義與自由義之一處發揮，而被湛甘

泉批評其教法容易使其後學有輕視學問之功而流於放縱之風險，故湛若水與王陽明便因此而引

發工夫的辨義問題，而針對此類疑慮之分析，便成為了本文討論之焦點，而筆者亦在試圖從湛

若水的觀點出發，進行對於相關問題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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