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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直臣之冠魏象樞及其理學思想 

楊菁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魏象樞為清初有名的理學名儒，他仕宦於順治、康熙二朝，在位時，不僅正

直敢言，且提出許多具體的施政建言與措施，並重視君道、臣道及禮義教化的重

要，將儒者外王的理想具體地付諸實踐。在學問上，他以理學自持，不喜談本體

論等抽象及玄虛問題，強調實理實學，一生以躬行實踐為目標。在修養工夫上，

強調存天理、去人欲，毋自欺、重誠敬，以及學而時習的重要。他一生尚名節，

重道義，能將理學學養及儒者的理想性格貫徹於政治施為，實是清初有為有守的

直臣楷模。 
 

關鍵詞：魏象樞  寒松堂全集  清初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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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建國之初，雖以各種方式籠絡晚明遺老，但許多大儒

多選擇遠走他鄉，或隱居山林，他們終身不仕，以保持其清名節操。相較於那些

為後人所稱頌的節義之士，仍有許多讀書人選擇仕宦清朝，在新的朝廷奉獻所學，

並將儒者兼善天下的理想性格施展出來。在清順治及康熙朝初年，正因為有一批

熟稔儒家典籍及儒家精神的漢人，以其豐富的儒學素養入仕從政，除了以道德實

踐自期，並將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付諸實踐，進而影響帝王，成為百官

及士子的表率，及至清王朝日趨穩定，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儒家思想得以昭續，

這些儒臣的貢獻，實應加以肯定及褒揚。 
魏象樞被譽為清初的「直臣之冠」1，及為清初有名的「理學名儒」2，他仕

宦於順治、康熙二朝，在位時，不僅正直敢言，且提出許多具體的施政建言與措

施。他一生尚名節，重道義，認為讀書和研究學問應從實際出發，不尚空談，不

妄發議論。他所研究的課題，多為現實社會的實際問題，強調實理實學，主張經

世致用，反對空洞無用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平生立朝端勁，為人

望所歸，講學亦醇正篤實，無空談標榜之習，文章樸直，亦如其為人。」3他從政

時能以清節直聲為世所敬重；為學時，則能醇正篤實，身體力行，不僅人品風範，

可作為表率，對於清初穩定政權、肅清吏治，亦有其影響。 

二、魏象樞的生平及治績 
                                                      
1
 〈魏敏果公事略〉云：「公為本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

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清朝先正事略》，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

刊》，臺北：明文出版社，1985 年，卷 3，頁 133）。 
2【清】陳廷敬〈墓誌銘〉云：「國朝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版社，1985

年，卷 44，頁 747）。 
3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 月），卷 181，集

部 34，別集類存目 8，頁 4924－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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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象樞（1617－1687），字環溪，一字庸齋，晚年自號寒松老人，山西蔚州人。
生於明萬曆四十五年，康熙 26年卒，年七十一。雍正八年，詔入祀賢良祠。著作
有《寒松堂全集》4、《儒言錄》等。 

（一）人格風範 

魏象樞的生平志趣及人品操守，由他晚年所書的「卻病十法」可以概見，此

十法為： 
1.靜中觀我照見一切公私義利、是非得失、好醜邪正，去妄存真，譬如古鏡在前，
當下分明，毫無消沮，閉藏之意，一也。 

2.抑鬱滿懷，一時不能排遣，忽而聞一美政，見一高賢，欣然為世界稱慶，又遇
時和年豐，無水旱盜賊之憂，二也。 

3.常將吾身不能盡者，痛自鞭策，再將世界不能平者勉加補救，少一分缺陷，免
一分懊悔，三也。 

4.造物勞我以生，兀坐少閒，反生飽悶，不若勤學、勤政可以消食，四也。 
5.志甘清苦，謝絕交際，既省宴會酬應之繁，又少書柬裁答之苦，衣食粗惡，僮
僕怨望，歡然受之，五也。 

6.家庭和順，內無病人；朋友契合，外無世法。非理非分，必戒必懲，一言一行，
可法可傳，六也。 

7.日與孔、顏、思、孟相親，周、張、程、朱相近，常使胸中有翕然自得之趣，
而李、杜、韓、歐諸君子，偶一助興，不求甚工，七也。 

8.慎風寒、節飲食、嗜欲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求自適，無以相強，八
也。 

9.遇高明親友，真率士夫，談知人論世之學，講為善去惡之道，快心愜意，無嫌
無疑，九也。 

                                                      
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子魏學誠編此集時，「意在於先人手澤，一字無遺，遂細大不捐，幾

盈百卷，未免有榛楛勿翦之憾耳。」（頁 4825）《叢書集成初編》本有鑑於原集榛楛勿翦，故加以

刪節整理，成十二卷；然本文為呈現魏象樞著作原貌，仍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

文化出版社，1996 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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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毋以病為苦，但當防其病之來；毋以死為患，但當求其死之安，常令胸次寬和，
夢魂清安，十也。5 
由以上十法，可以看到一位誠篤慈譪長者的自述，他一生勤學、勤政，以理

自持，謹守義利之分、是非之辨及邪正之別，並時時切實反省，凡有不合於理者，

必自懲自戒。平日生活甘於簡樸、淡泊，日與孔、顏、思、孟相親，周、張、程、

朱相近，於其中體得翕然自得的趣味。他時與士大夫論學論道，與人無嫌隙，時

時胸次寬和、夢魂清安，不以病為苦，不以死為患。故知，魏象樞是以一生的生

命來踐履聖人之道，無論為學、從政，恭謹真誠之心，自然流露。誠如他自己所

說的，古人之為教，並非以繩墨約束人，而是引導其自適其志，所以只有本乎纏

綿懇篤之意，發為溫厚和平之言，方足以令人可法、可戒，欲哭而欲歌，這才是

真正的善立教者。6依此言，也可以說，象樞一生的品節風範，亦是作為善立教者

的典範。 

（二）重要治績 

魏象樞仕宦於順治、康熙兩朝，他是順治 3年（1646）的首科進士，先後任
刑科給事中、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均屬言官之職，由

於言官是主諫議的官，因此，魏象樞在任上時，皆能充分發揮直言敢諫的精神。

順治 4年，他任刑科給事中時，即骨鯁敢言，並特別注意當時人才的賢與不肖，
曾上疏建言督撫聽用的官吏太雜，道、府、州、縣的胥隸又太濫，請求皇帝加以

清理；又當時安徽巡撫王懩，徇庇受賄，魏象樞加以彈劾。順治 5年，任工科右
給事中時，請求更定會典，以明各司的職掌。平陰知縣王國柱違禁任意施予磔刑，

魏象樞亦上疏彈劾。8 年，世祖親政，有司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象樞上疏力陳
其弊，為防止地方官吏濫徵強派，頒行農戶易知單，請求下旨州縣依易知單造格

                                                      
5
【清】魏象樞口授、魏學謐等錄：《清魏敏公象樞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4 月），

頁 127－129。 
6
 【清】魏象樞〈傅氏家訓序〉曰：「古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

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道而已。大約本乎纏綿懇篤之意，發為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

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寒松堂全集》，臺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 年，《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 8，頁 3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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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冊，註明每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賬各清數，上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

定布政使會計之法，以杜絕欺隱；請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查稽滯，這些建

言皆見施行。其後又上疏，辭逼京畿輔臣，應盡啟沃之忠，以副保傅之責。7後又

因災變上言，謂天地之變，乃是人事反常所致。這些諫言，因直言不諱，已侵犯

到權貴，有人擔心他因此會招致災禍。10年，實施每三年對官吏施政的考察，他
又疏請重新糾拾舊制，認為言官糾拾未得當，不宜反坐8，下所司議著為令。又上

疏，言順治四年吏科左給事劉楗以糾拾被譴，宜予昭雪，楗因此得以復職。11年，
受陳名夏連累，降補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916年，象樞以母親年高多病，
辭官回鄉，結束第一場官場生涯。 

康熙 11年（1672），象樞母喪終，由於大學士馮溥的推薦，再度出仕，授貴
州道監察御史，他曾上疏言，若要明賞罰，則必須獎廉黜貪，請求甄別考察，並

以操守清廉為上等；又請增加俸祿以養廉，改罰俸為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

以昭萬世法守。10聖祖多予以褒納。此外，又上疏糾劾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

不當內升；給事中余司仁欺罔不法，皆下所司察治。其後，又屢有陳奏，主要言

王道首重教化，宜先崇臣僚之家教；治河之事甚極，宜蓄人才以備任使；正人心

宜戒淫巧，勵天下宜輯禮書；11是年冬天，擢左僉都御史。隔年二月，遷順天府

尹，上疏為吳三桂所誣陷的巡按御史郝浴辨白，甚至欲以其職讓之，後郝浴終被

起用為名臣。13年，擢戶部侍郎，保舉李士楨、王天鑑、鄭端、魏允升等人。17

                                                      
7
 〈魏敏果公事略〉云：「最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辭逼輔臣，略言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匪

同昔日，如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啟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鑾輿，以盡保

傅之職。」（《清朝先正事略》，卷 3，頁 129）。 
8
 誣告他人，其人應得何罪，則使誣告者反受之，稱為「反坐」。 

9
 順治 10 年，總兵任珍因落職怨望，並擅殺其家人，下九卿科道議罪，大學士陳名夏等二十八人，

別為一議，象樞參與其中。上責其徇黨負恩，下部議，罪應流，寬之，命留任。11 年，大學士

寧完我疏劾陳名夏，辭連象樞，謂象樞與名夏姻家牛射斗有連，象樞糾劾有誤，吏部議降級，名

夏改票罰俸，及逮問，象樞自陳素不識射斗，得免議。尋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舉發，各

科都給事中皆鐫秩，象樞降補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 
10
 〈魏敏果公事略〉云：「欲明賞罰，斷在獎廉黜貪，請甄別考察，並以操守清廉為上等，又請增

俸以養廉，改罰俸為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以昭萬世法守。」（《清朝先正事略》，卷 3，

頁 130）。 
11
 參〈國史館本傳〉，《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頁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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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授左都御史，成為專司風紀的總憲，上任後，即上〈申明憲綱等事〉一疏，

言：「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

願諸臣為百姓留膏血，為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為朝廷正紀綱。」12聖祖嘉其切

中時弊，立予施行。適逢徵博學鴻儒，象樞舉薦畢振姬、湯斌、王紫綬、馮雲驤、

白夢鼐等；又各直省舉劾屬吏多失當，江蘇嘉定知縣陸隴其有清名而被劾罷，象

樞疏薦之。鎮江知府劉鼎溺職無狀，提升糧道，及山西絳州知縣曹廷俞，劣跡顯

著，糾察不及，象樞皆疏劾之。又，磨勘順天鄉試卷，因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

監試御史；考核各直省學道，請據為考覈之實，舉學臣之賢者，如勞之辨、邵嘉；

劾其劣者，如盧元培、程汝璞，上如其議以為黜陟。 
18年，遷刑部尚書。象樞上疏，願效法漢臣汲黯，為朝廷整肅綱紀。又分疏

彈劾山西巡撫王克善、榷稅蕪湖主事劉源、學道盧元培貪污不法之事，皆坐黜。

七月，地震，象樞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13自請失職之罪，

上召象樞入對，請屏左右語移時，至泣下，言天變若此，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

黨市權，排擠忠良所致。隔年，索額圖被罷；27年，明珠為郭總憲琇劾罷，至 45
年春，聖祖始以象樞當日語諭群臣，二相之罷，實象樞最先發之。後詔舉廉吏，

象樞舉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寺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

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凡十人。19年，仍授刑部尚書。尋
命與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治理強橫狡猾不守法度之人，還奏稱旨。後象樞有疾，

上賜以人參及參膏，命內侍問飲食如何。23年，奏事乾清門，暈踣於地，即日上
疏乞休，再奏乃許，聖祖賜御書「寒松堂」額。25年，卒，年七十一，賜祭葬，
謚敏果。 

魏象樞一生為官清廉，直言敢諫，由以上事蹟，可知他為官時，特別重視吏

治的澄清，而為了使吏治澄清，他提出須釐清各司的職掌，如有鑑於明季的弊害，

他建言順治帝，將過於雜濫之督撫聽用之官及道、府、州、縣胥隸，加以清理；

並曾請求更定會典，以明各司的職掌等。當臣子皆能各司其職之後，又必須賞罰

公正，他曾上疏道：「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進退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

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

                                                      
12
 〈魏敏果公事略〉，《清朝先正事略》，卷 3，頁 130－131。 

13
 同前註，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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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共否也。」14進一步說國家對於臣子的進退賞罰，必須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

才能合於天下之公論，如此方能使天下人知道勸懲，使天下人明白是非可否，他

並引孔子「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語，強調只有賞罰

公正嚴明，才能使人民信服。 
除此之外，他極為注重人才賢不肖的甄別，他認為，身為臣子就應當謹守臣

子的分際，好好地事君，因此對於君子與小人的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15且

不餘遺力地糾彈溺職貪官，如上所述之安徽巡撫王懩、平陰知縣王國柱等，都為

他所彈劾，甚至如索額圖、明珠，兩位結黨營私的宰相，他也敢於揭發。他同時

向朝廷舉薦勤能的廉吏，湯斌16、陸隴其17、于成龍、張沐等，都在他的舉薦下得

到重用。誠如他在〈申明憲綱等事〉疏中所說，國家的根本在於百姓，而百姓的

安危在於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所以為了為百姓留膏血、

為國家培元氣，首先必須為朝廷正紀綱。朝廷綱紀正，才能真正造福百姓，基於

此一信念，他以言官及御史之責，勇於敢言，即使得罪權貴也無所畏懼。他又強

調只有督撫清廉，才能物阜民豐，因此重視為官者操守的清廉，但他並不是一味

以高標的口號要求為官者要清廉，他建議朝廷增俸養廉，並且改罰俸為記過，此

一建議，頗能顧及官員生活的基本需求，亦可謂通達人情。 
魏象樞整飭吏治的作風及剛直不阿的形象，對於順治、康熙朝的吏治清明及

廉吏輩出，起了推動作用，陸隴其曾稱讚他：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公倡之歟？公出而後在朝者

知以營私為恥，在野者知以干利為羞，雖未能盡知如公之志，而禮義廉恥，

一線不絕者，公之功也。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

                                                      
14
 【清】魏象樞：〈奏疏〉，《寒松堂全集》，卷 4，頁 210 上。 

15
〈魏敏果公事略〉載：「公為本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

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清朝先正事略》，卷 3，頁 133）。 
16 魏象樞曾於奏疏褒揚湯斌：「原任江西嶺北道參政告病湯斌，河南雎州進士，恂恂儒雅，

清謹可風，謝病歸田，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文詞尚實去浮。」（【清】魏

象樞：〈奏疏〉，《寒松堂全集》，卷 3，頁 206 上－下）。 
17
 魏象樞亦曾於奏疏讚賞陸隴其：「如原任江南嘉定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

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同

前註，卷 4，頁 2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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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之？而一心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

而不愧者，蓋難其人如公者，非閒氣所鍾哉！18 
 

陸隴其本身即為清初有名的清官，曾經為魏象樞所舉薦，亦極推崇魏象樞主持正

氣，使得正直之道不泯沒於當世；且認為後之在朝者，知以營私為可恥；在野者，

知以干祿為可羞，這些都是受到魏象樞光明洞達之心所影響。 
魏象樞除了對吏治清明有其影響之外，他兩度為官凡二十餘年，所上奏疏，

幾乎都研制有據，行之有效，在當時被奉為典範，除了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張以

才能和品行為標準，定期考核各級官員的治績，嚴懲徇庇受賄的貪官污吏，以及

選賢任能外；在經濟方面，他主張盡速整治河工，恢復農業生產，整頓稅收和關

稅制度，確估價值；在整飭社會風氣方面，他主張興教化、正人心，勵天下、戒

邪惡等。蔡世遠（文勤）復張伯行的書信中曾說： 
 
本朝人物之有定論者，魏蔚州、湯潛菴、陸平湖三先生也，三先生集，世

遠皆嘗讀而精思之，篤學力行，三先生所同，而規模氣量，要當以蔚州先

生為最。先生奏疏無慮數十，皆有關係，端教化一疏，所以厚風俗也；申

明憲綱一疏，所以肅官常也；科場學政諸疏，所以嚴始進、絕弊竇也；舉

十賢一疏，得以人事君之義，至其辭新命之尚書，處總憲之原職，慨然以

肅風紀自任，此皆古大臣之風，近今有不敢行者。19 
 

蔡世遠除了稱讚魏象樞在從政方面的規模器量勝於湯斌、陸隴其外，又說他所提

出的奏疏，對於端正教化、淳厚風俗、整肅官常，以及嚴防科場弊端、落實人才

選拔、疏明人臣事君之義等，都有其實效。唐鑑亦稱他： 
 

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

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懍懍焉，

                                                      
18
陸言輯：《政學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頁 819。 

19
【清】蔡世遠：〈復儀封張先生書〉，《二希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影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卷 7，頁 74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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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

於勿欺者也。20 
 

此亦盛讚象樞所上奏疏，對於國家的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

治積弊，民生疾苦等問題，皆周悉詳備；且舉薦清廉、參劾貪官，皆凜然無愧於

心，而這些亦皆源於象樞一生的學力，他主於誠、成於忠，且能終身存省，毋敢

自欺。 

三、魏象樞論為政之道 

魏象樞從政將近三十年，且正值順治朝及康熙朝前期。清王朝建立之初，政

治、經濟各方面，百廢待舉，因此他在為官期間，忠心耿耿，勤於政事，並竭力

為統治者獻上各種治國方針，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他除了在制度方面，強調要

重視法制和法治，即因時制宜地修正法典，以使循名責實，盡職盡責。在錢糧稅

收方面，亦要求要完善立法，使得法律明確，杜絕貪污。在經濟方面，他主張盡

快整治河工，整頓稅收和關稅制度；在整飭社會風氣方面，他主張興教化、正人

心，勵天下、戒邪惡。除了這些具體建議外，魏象樞亦提出許多為政的原則，由

這些原則亦可以看出一個儒者與理學家在外王實踐上的理想性格。以下可略歸納

數點： 

（一）論君道 

古代的傳統儒者，其一生的追求，除了本身內聖的道德修養外，幾乎無不期

待可以致君堯舜上，希冀躬逢聖主以實踐其外王理想。魏象樞仕於清朝，仍時時

以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進薦於皇帝，他說：「君明臣良，父慈子孝，

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21他認為君明臣良、

                                                      
20
 【清】唐鑑輯：《學案》，《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頁 821。 

21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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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慈子孝，當政治、家庭都能合於倫理的規範與軌道時，社會、國家自然會安定，

進而可達到天地位育。他曾提到人君必須自我修養，如在解釋《中庸》的「中和

位育」時，曾說： 
 
人君之喜怒哀樂，即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即雨暘燠寒

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

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

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

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

人無夭札，物無疵厲，則位育之象也。22 
 

此說人君的喜怒哀樂關乎禮樂政刑的制定；而人君所制定的禮樂政刑，又與大自

然的晴雨炎寒息息相關，故人君之喜怒哀樂必須合於節度，無偏無私，則天下人

自然效法之，使一切的好惡皆合於公正，如此則生所當生，殺所當殺，予所當予，

奪所當奪，殺之亦是生之，奪之亦是予之，推而廣之，則田疇得以治理，學校得

以興起，諸候順令而行，臣工安於所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進而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天道得以下濟，地道得以上行，人們不會罹患疫病而早死，萬物也不

會遭遇疾病及災疫，此即是天地位育之象。故又說：「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

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

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23這裏解釋天下之大本，乃

是指國君一人之修道，此為施教之事；達道則是指教化得以行於天下，此為立命

之事，亦為事天之事。故人君應謹慎其喜怒哀樂，使之合於節度，如此，則不須

憂心位育之不行。由此可知，魏象樞對於君道的要求，始自於切己的喜怒哀樂之

發的節制，是很實際的。此外，他又進而要求「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24，告誡

人君須以天地之心為己心，這則是較高層次的要求了，不過他之後又說：「人子以

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

                                                      
22
 【清】魏象樞：〈中和位育說〉，《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53 上。 

23
 同前註。 

24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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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無不一之事矣。」25可知，他最終要求的，是上下都能體認天道，並安於職

守，則天下一心，天下一事，自然可臻太平。魏象樞又提出，為君須有知人之明，

他說，歷觀自古以來的治亂安危之數，沒有不始於幾微而成於漸積的，故須小心

圖之，安不忘危，國家自然得以安定，不復動亂。故他對於當日君主，提出保泰

之策，其中：一、最急者，講生聚，撫瘡痍，以培元氣也；二、守險要，控邊海，

以壯神氣也；三、核兵餉、裁虛糜，以足國用也；四、興教化，抑奢僭，以重國

體。以上四點做到，「由此而民有雞犬桑麻矣，則父兄妻子可保也；士有禮義廉恥

矣，則紀綱法度可立也；盜賊雖多，可以潛消；刑獄雖繁，可以衰息，推之而水

旱之沴，天不為災矣。江河之行，地不為害矣。凡此者，蓋由上有保泰之君，而

下又有保泰之臣也。」26人民衣食得到飽足，則可以保父兄、妻子；讀書人重視

禮義廉恥，則紀綱法度可以建立，進而盜賊潛消、刑獄衰息，天不為水旱之災，

江河順行而不為害，這些都是因為上有保泰之君，下又有保泰之臣的緣故。魏象

樞又提出，若欲使臣子存心，沒有滿漢之偏、沒有宮府之私；臣子能夠崇節儉，

不結納夤緣，賄賂囑託，並以君父之心為心，使天下之士民，化其偏私，去其欺

罔，回心而嚮道，一德而同風，以上諸事之所由，「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之政在

人才，人才之效，在皇上知之明、用之當而已矣」27，故知朝廷之政的施行，最

重要的是人才；而人才能產生效用，則在於皇帝的知人善任。他進而又說： 
 

今者皇上用一人，其難其慎，何嘗不以皐、夔、稷、契待之？而其人返之

清夜，問之衾影，驗之言行，質之友朋，汗淫淫下曰：我不為皐、夔、稷、

契，上何以對堯、舜之君，下何以對堯、舜之民耶？持此心也，可以愧天

下之為臣而不皐、夔、稷、契者矣，所謂保泰之臣，其在斯乎？何慮不公

忠體國而秉心塞淵也，何慮不正色立朝而面折廷爭也，何慮不正己率屬而

造福萬姓也，何慮不推心置腹而嘉惠殘黎也。不特此也，可以推賢讓能，

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之風焉。可以攄忠報國，有刀踞在前、鼎鑊在後之

節焉，即或任勞任怨，多危多疑，不幸而為法受過，亦有事不辭難，罪不

                                                      
25
 同前註。 

26
 【清】魏象樞：〈保泰十二策跋〉，《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70 下。 

27
 同前註，頁 570 下－57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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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刑之義焉，此保泰之臣之實效乎。
28 

 
在此，魏象樞建議皇帝用人，應將每一個臣子都視為如皐、夔、稷、契般的輔臣，

如此，這些臣子必會產生自尊自重之心，回到家中，清夜自處時，或驗之言行、

質之友朋時，自會汗下淫淫，深怕對不起堯舜之君、堯舜之民。如果臣子都能保

有此心，這就是保泰之臣了，何必憂心臣子不公忠體國，以誠篤之心來謀畫國策？

何必憂心他們不正色立朝，勇於直諫？何必憂心他們不正己率屬，造福萬姓？又

何必憂心他們不推心置腹，嘉惠百姓？不僅如此，還可以推賢讓能，有內不避親，

外不避仇之風；亦可以攄忠報國，有刀踞在前、鼎鑊在後皆不畏懼之節操，能任

勞任怨，多危多疑，如果不幸為法受過，也會有事不辭難，罪不逃刑之節義，這

就是保泰之臣的實效。所以說：「以言道學，則躬行實踐，真道學也；以言經濟，

則建功立業，真經濟也，俾天下知一代人才之盛，上下交而志同有如此，君臣並

美，泰運重新，豈不休哉！」29
一個國家能得保泰之臣，則能得到躬行實踐的真道

學者，以及建功立業的真經濟者，如此，人才鼎盛，君臣並美，才能締造休美太

平之治世。 

（二）論臣道 

以上一段，魏象樞雖論為君之道，其實也在論為臣之道。由於所有具體政績

的實踐，都需選用賢能的官吏來實行，因此，他認為任用官吏須以才能和品行為

標準，應嚴格考核官吏的治績，評定功過，決定升降，並嚴懲貪官污吏。可以說，

魏象樞在為政方面的主張，特別強調臣道的重要性。他在文章及奏疏中，論臣道

部分亦實更多於君道，他時時提起士大夫的職責，強調一個在職居官者，應以道

德修養自持，並肩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他曾引高景逸之語曰：「居廟堂之上則憂

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並自云：「居廟堂之上，無事不

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事本於實念，愚嘗自

                                                      
28
 同前註，頁 571 上。 

2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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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深用疚心。」30在此提出，身為一個士大夫，居於廟堂之上，須時時以事君

為念；處江湖之遠，亦須隨事以百姓為念，如此，方是士大夫之實事，而實事又

必須本於實念，應時時以君王及百姓為念。魏象樞亦曾自我反省，感於自我對此

實事實念，仍有愧於心。 
他又說：「今既在仕路中，不過以仕為學，求所以體聖主視民如傷之心，而又

佐國家量入為出之計，事事未能，所學何為耶？」31他認為在仕路之中，必須將

所學貢獻出來，去體會國君視民如傷之心，以及輔佐國家量入為出之計。這裏同

時也提出國君須視民如傷，而輔國的臣子，亦須去體會此心；同時必須關注國家

的財政措施，以求量入為出。此外，他也強調臣子須輔助教化，曾說：「習禮義、

正風俗，亦士大夫之責也。」32學習禮義與端正風俗，是身為士大夫的職責，而

為人臣者，更應肩負起教化的責任，他曾在奏疏中說道： 
 
教化係國家根本之圖，謹陳愚見，以佐大政事。臣家居時，曾抄讀上諭，

謂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

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臣讀未竟，而知皇上

欲教化之大行矣。竊思朝廷之教化，安能家諭而戶曉，惟共分朝廷之教化

以為教化，自能端本以澄源，是在滿漢諸臣之為父兄者，家自為教，身自

為教也。33 
 

在此，魏象樞首先說明教化乃為國家之根本，並肯定國君視教化重於法令，是深

知本末之見。其後又強調，朝廷之教化，若欲使家喻戶曉，須從端本澄源作起，

亦即使滿漢諸臣之為父兄者，皆能由自家作起，由自身作起，如此，才能共分朝

廷之教化為教化，使重視教化的美意擴大推廣。他曾說自己：「樞向以移風易俗為

志，匪一日矣。」34足見他亦以移風易俗為平生職志。 
為人臣者，其職責本在於輔佐國君及治理國家，而一個國家的官吏本為一巨

                                                      
30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0 下。 

31
 【清】魏象樞：〈答王君棟布衣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47 下。 

32
 【清】魏象樞：〈答刁蒙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7 下。 

33
 【清】魏象樞：〈奏疏〉，《寒松堂全集》，卷 3，頁 174 下。 

34
 【清】魏象樞：〈與刁蒙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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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官僚體系，因此，在魏象樞看來，人臣的賢良與否，應更關涉國家是否得以

治平，所以他對人臣的品行要求也更高。他曾說：「定須得真才真品，斯可以收人

心而濟時艱。」35須有真才能、真品行，才能收服人心，力濟時艱。而他要求臣

子，首重「誠」字，說：「臣事君事親，亦祇學一誠字。」36「誠」是以真實無妄

之心來事君事親；反之，不誠之人，則可能欺君罔上，貪賄無狀。除了「誠」之

外，他又特重一個讀書人，須先大破利欲關頭，云：「吾輩迂腐書生，即不能為朝

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

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37這

裏提出，讀書人若欲擔任天下大事，首先必須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只有自己在道

義上挺立人格，不為利欲所動，方能以氣清骨勁之力，為國家建功持議，以濟時

艱。因此一個士大夫，須常常自我反省，以求不愧對天地，故又說： 
 
今余既入官矣，思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

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

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為所欲為，視宦途為壟斷，

以人命為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孫，始

欲徼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38 
 

此說為官出仕的士大夫，須經常反思是否不負所學、不負天子，故須省躬治物，

不能有所欺心，不但不可欺人，不做不可告人之事，亦不可欺天，不做不可告天

之事。倘若行事不可告人，又不可告天，則必會放縱自己作威作福、為所欲為，

甚或壟斷宦途、草菅人命，如此又希望能享有永世的富貴，實則很快就會招致禍

患，甚至禍及子孫，到那時候才想要懺悔重罪，那就像用嘴去咬自己的肚臍，是

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此，魏象樞以當時流傳的袁了凡的功過格，39為長吏模範，

                                                      
35
 【清】魏象樞：〈答王近微同年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58 下。 

36
 《清魏敏公象樞年譜》，頁 104。 

37
 【清】魏象樞：〈再答徐子星觀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42 上。 

38
 【清】魏象樞：〈功過格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5 下。 

39
 功過格本來是道士逐日登記行為善惡，用以自我反省的簿格，後來流行於民間，把日常行為列為

功格和過格兩項，用分數來判斷行為善惡的程度，使行善戒惡得到具體記錄與指導一類的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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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勸誡仕途中人，以不自欺、不欺天，作為自我的道德要求。 
士大夫如能以誠存心，並破除利欲之關，自然就不會有貪賄之事，而成為一

名廉吏，然魏象樞認為固然要當廉吏，但他又唯恐「廉吏」之稱，將使人有趨名

之弊，故說：「指矯情鎮物希名勵節者，曰此廉也。」40如果一個官吏只趨騖美名，

則容易流於依似竊附之習，因此，他認為要當儒吏，而不要當廉吏，他曾作〈儒

吏廉吏辨〉，有云： 
 
大約儒可兼廉，而廉不可以兼儒，其兼之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

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淡泊寧靜中，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

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為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

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守之也亦極固；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

從容而暇裕，以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為蓍蔡，後

世誦為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41 
 

他認為儒可兼廉，而廉不可兼儒，且儒者所施為，在於實事實物，不在於其名聲，

因為一個儒者在平日淡泊寧靜的操守之中，自可洞悉天人之分際及君民之大義，

並時時以廉隅自持，以求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且於取舍得失、經

權是非之道，見之極明，守之極固，其於發用，並能從容而有餘裕。因此，他們

的施為，無論是守住一邑或一郡，施一治或著一書，在當時人們即認為他們具有

先見之明，他們的作為更被後世奉為典章，依此來看，廉吏之區區小節，如何可

與儒者之事功相比，所以說儒者可以兼廉者，即儒者本身即是一個廉者。因此，

為官更重要的是以儒者自居。由此亦可見，魏象樞強調一個官吏，當以儒者自居，

且行儒者之事，絕不可僅是追求虛名，他曾感慨，當時仕路中人對於「功名」二

字認之不清，其云：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

登甲第，得顯官，非功名而何？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

                                                      
40
 【清】魏象樞：〈儒吏廉吏辨〉，《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5 上。 

41
 同前註，頁 56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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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

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

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42 
 

他見當時官場中人，以為功名即是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深以為惑，並提出

古人所謂的「功」，乃是有功於社稷，或有功於封疆，或能匡助國君、長養百姓；

而古人所謂的「名」，有的是為人崇奉祭祀，或口碑相傳，或佈在文教，或載於史

傳，因此，一代之中，稱得上功名的人數並不多，一人所擁有的功名也僅有數事。

故知，魏象樞對於人臣的職責，強調的是實功實事，必須對於國家社稷及人民百

姓有實際的事功，才是真正地功成名就。 
魏象樞言，身為士大夫，亦必須以身為教，方能作為鄉民的表率，他說： 
 
天有教而不言，則寄之天子；天子有教而不勞，則責之臣工。夫內外大小

諸臣，皆所以奉天子而廣天下之教者也。天之生人有善無惡，人自溺於險

危嗜欲中，遂有甘心為惡而不之顧者矣，久之並不自知其為惡，惡將日積

焉。……余平日謂身教上等人，言教中等人，法教下等人，身與言顧不重

且急哉？余家居終養，荷聖恩者十年，每與州大夫同有移風易俗之志，而

州大夫亦每以教化鄉里，望余為首倡。43 
 

此亦言，朝廷內外大小諸臣的職責在於輔佐天子，以教化廣施於天下。雖然每個

人的天性是有善無惡的，然因沈溺於各種危險的嗜欲中，於是有甘心為惡，棄性

善而不顧的情況，久而久之，甚至不知自己在為惡，以致惡事日益累積。因此，

他在居鄉十幾年的時間，與當地的州大夫共同約定行移風易俗之教，共同教化鄉

里。當時民間流行刊刻《感應篇》，以此書來勸人積福行善，魏象樞認為此舉固為

美意，但唯恐士大夫不知身體力行，故云：「余見士大夫，刊刻《感應》諸書甚多，

提醒世人不為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已。」44魏象樞在當時作為地方鄉

                                                      
42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6 下。 

43
 【清】魏象樞：〈重廣感應篇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6 下。 

44
 【清】魏象樞：〈造命篇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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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的首腦，除了自己身體力行外，亦常：「竊念州大夫居家孝友，治民仁慈，待人

接物，惟有禮讓，以此為教，感應在身矣。」45勸勉州士大夫要居家孝友，治民

仁慈；待人接物，須知禮讓，要切實從日常生活的德行實踐入手，自可得到感應，

同時亦可以身作則，為人所敬服。 
魏象樞一生學問，強調躬行實踐，除了要求建立真正的功與名外，並強調日

常事親待人，亦須真正以德踐履，因此，他極反對自我標榜，他說：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

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為鑒，誠然。46 
 

他提到當世有些士大夫，雖然也有心從事道業，然往往德業未成，卻先以道學自

我標榜，如此反而會招來毀謗，以致墮落無以立足，反為道業的阻礙，故須以此

為戒。魏象樞一生學行，強調躬行實踐，因此對於從事標榜的陋習，亦極為箴砭。

另外，他在一些小節上，也都極為注意，如說：「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

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為戒，故立朝

十四年，幸未蹈此。」47一個士大夫，即使如背人耳語之事，都不應該做，凡是

背後的議論，大約不是貪賄之事、淫邪之事，即為誹謗之事，所以魏象樞說他立

朝十四年，深以為戒，並不曾犯此過錯，由此亦可見他能時時自我反省，躬行實

踐。 

（三）論禮樂教化 

行政體制的建立，首重規範與秩序，所以魏象樞說：「臣聞自古帝王，有治天

下之本，曰紀綱法度；有教天下之本，曰禮義廉恥，所以相統相維，不致生悖生

亂。」48此提出紀綱法度為治理天下之本，禮義廉恥為教化天下之本，二者必須

                                                      
45
 【清】魏象樞：〈重廣感應篇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6 下。 

46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8 下。 

47
 同前註，頁 606 下。 

48
【清】魏象樞：〈奏疏〉，《寒松堂全集》，卷 1，頁 1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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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配合，形成國家的統紀與綱維，才不會產生悖亂之事。而在教化上，他又提

出禮制的重要性，他說： 
 
惟教化為朝廷之先務，禮制為教化之大端，必昭代之禮制，彙有成書，斯

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我皇上稽古右文，制禮作樂，紀綱法度，次第修

明，獨有禮制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為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者，所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頗重名義；軍民人等，惟守科條，如房

屋、輿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類，各有禮制，各有

禁約。49 
 

此說朝廷應以教化為先，而教化又以制定禮制為最重要。康熙朝初年，魏象樞有

鑑於朝廷崇儒重道的用心，並制禮作樂，修明紀綱法度，唯於禮書尚未頒布，因

此，建議朝廷，應將歷代禮制，彙集成書，並制定《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

書，作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的準則，50使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他特強調，「教

化首戒淫巧，民心務尚淳樸」51，教化的原則在於使人民戒除淫巧之習，民心才

能趨於淳樸，故制禮的原則亦在去儉崇奢。又，禮制可以用來辨明上下關係，使

民心安定，故須使卿士大夫，重於名義，軍民百姓，謹守科條，於房屋、輿馬、

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等各方面，都訂明禮制，以作為禁約。如

此，朝廷百姓，皆有規範可守，上下合於禮法，可於數年之間，道德一而風俗同。 

（四）論六經對治道的重要 

魏象樞強調經書的重要性，他說：「六經皆治世之書也。」52又說：「夫人有

真學問，然後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然後有真品誼，然後有真文章、真幹濟，其

                                                      
49
 同前註，卷 3，頁 193 下。 

50
【清】魏象樞〈奏疏〉：「臣請敕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並故明初年

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略倣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

之準。」（同前註，頁 194 上）。 
51
 同前註，頁 190 下。 

52
【清】魏象樞：〈經學對〉，《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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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皆本於六經。」53以人要有真文章、真幹濟，其大原皆以六經為本。又云：「六

經，古人之文也，伸正不伸邪，榮義不榮勢，而古人之習見矣；心亦強而有智，

力亦強而有功，而古人之學見矣。」54六經雖是古人之文，然其特質皆是伸張正

義、光榮道義，使心強而有智，力亦強而有功，由此亦可見古人之習見與學見。

象樞認為，古代學者耕且養，三年才通一經，唐、宋以來，科舉有明經一科，經

義未至大晦。明初科考罷詩賦，以經書論策取士，士人專於一經，且能考溯源流，

淑身令世，不拘泥於區區櫛字比句，更能旁覽諸經，以資博洽，此時尚無離經之

習、荒經之文。然他又感慨：「自鉛槧家曲學阿世，淫文破典，雕琢鉤棘，不過剽

竊風影，以希青紫，偶得所求，以為道在是矣。經術不通，亦安望士習文體相發，

而成不朽之盛世乎？」55自從後世識見淺薄的儒生，以一隅之學說媚世迎俗，或

專事經典的過度解釋，或從事雕琢推敲、鉤章棘句之文，這些都只是剽竊之作，

如風如影一般，以此求得高官厚祿，若偶然得到所求，即以為道在其中。然而經

術不通，如何希求士習及文體相發明，以成不朽的盛世呢？所以魏象樞建議： 
 
方今文運初闢，宜盡罷八股帖括，三年制科，以兼通諸經，詳言大旨，及

博洽子史詞賦者，列甲榜，先以孝弟力田舉於鄉；通二經及論策者，列乙

榜，督學專司文衡，不得以貪庸老疾浮陋之吏，濫厠其官。56 
 

他建議朝廷，在文運初闢時，應將八股帖括之學皆罷黜之，三年的制科，應將兼

通諸經，且能詳言經書大旨，以及博通子史詞賦的人，列為甲榜，以「孝弟力田」

舉於鄉。能通二經及策論的，列為乙榜，並使督學專門品評文章，不得使貪賄平

庸、年老疾病及浮陋的官吏濫竽充數。他又特別強調督學的重要，說：「蓋督學，

督士學者也，士不學則習壞；學矣而不知有經，小言小辨，纔能執筆辨章句，則

習之壞也更甚。」57督學的職責在於督導士學，因為士不學則習壞，學了之後又

不知有經，耽溺於小言小辨及執筆辨章句，則士習將更壞。因此，督學在考核士

                                                      
53
 【清】魏象樞：〈重經學端士習正文體議〉，《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0 上。 

54
 同前註。 

55
 同前註。 

56
 同前註。 

57
 同前註，頁 560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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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宜以通經為優劣」58，博者賞，背者罰，荒謬者黜，並令郡縣官同博士，

每月於學宮考核，勿循敷衍了事，使三年之中，士必有經學足以應當世，對於孝

悌力田者，加以優禮，使庠序中的端人正士，蔚然風起。所以士人要以督學為榜

樣，督學要以經學為重，並喜好端方之士，如此下面之人就不會以淫說浮薄之行

者進之，讀書人不但通達經書，且有真品行，一旦任官之後，也不敢苟且，貽笑

罵於卿大人。 
魏象樞既說經書為治世之書，並建議朝廷選取人才亦當以通經為重，但他亦

提出六經要統於一心，以心去貫通六經，他說： 
 
經之存亡，視乎人心。古學者三十而通六經，非泥經以求經也，即吾心以

會聖人之經，能貫通一心於六經，統匯六經於一心，心之太極，非《易》

乎？心之中，非《書》乎？心之是非，非《春秋》乎？心之敬且和，非《禮》

與《樂》乎？59 
 

六經博大浩瀚，一人之力，恐非可以兼通，他說古代有三十歲就可以通六經者，

並非拘泥於經書以求經，而是以吾心與聖人之心會通，使一心貫通六經。例如能

體會心之太極，即是一部《易》；實踐心之中庸，即是一部《書》；心之明辨是非，

即是一部《春秋》；心之敬且和，即是一部《禮》與《樂》。故他又認為，學經必

須了解其精神所在，並以心體之、貫之。 

四、魏象樞以實行為重的理學觀 

魏象樞講學和著述的時間，主要集中於順治十六年，辭官回鄉侍奉母親的幾

年，在此期間，他一面盡孝，同時研究理學，於家鄉講學，他講學之處名為「願

學堂」，並與當地州大夫共約，一起行移風易俗之教，對於尉州的文風與士風頗有

影響。魏象樞在家鄉講學篤實醇正，並與孫奇逢、李顒、湯斌、陸隴其等人，有

                                                      
58
 同前註，頁 560 下。 

59
 【清】魏象樞：〈經學對〉，《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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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往來。60 
魏象樞一生學思，幾可以躬行實踐為標的，他曾自云學思歷程，說： 
 
念樞幼為辭章科舉之業，長居詩賦利祿之場，幾如無柁之舟，隨風飄泊，

幸而不致顛覆者，惟確見盡倫為道，寡欲為入道工夫耳，乃氣質未變，黑

白太明，兼以好古多言，諸凡一言一行，一交遊，一取予，時時有敗名之

懼，處處見他人之非，且識見多偏，往往矯當世之所為，而以一事從俗為

恥，凡此皆樞之病也。四十以來，始知向學矣。從諸儒閱歷之言，探討孔、

孟真消息，而疑高談性命，不務真實踐履者，幾幾乎徒騰口說也，甚而明

立宗門，暗襲禪臼，誤一身以誤天下後世不淺。61 
 

此則是魏象樞四十多歲時，反省自己的學習歷程所作，他云自幼時為科舉考試學

習辭章之業；及長後，居於詩賦利祿之場，這一段時間，幾乎如無柁之舟，隨風

四處飄泊。其後，因能確見盡倫為道，以寡欲為入道工夫，因此不致於有所顛覆；

然剛開始時，因氣質未變，黑白太過分明，加以好古多言，故在言行、交遊、取

予上，時有敗名之懼，又處處見人之非，於見識多有偏頗，喜歡背反世俗之說，

並以從俗為可恥。自四十歲以後，才知真正向學，並從孔、孟處探討真消息，此

時亦開始懷疑高談性命、不知真實踐履者，都是空談而已；且認為那些明立宗門，

暗地裏卻蹈襲禪臼者，非但誤己，甚且誤天下後世不淺。 
魏象樞說，他是從諸儒閱歷之言，直探孔、孟真消息，實則他所接受的儒學

乃是程、朱學派的理學，62他在願學堂授課時，亦時以理學來解釋《論語》之語，

但他在文章中，幾乎極少提及宗尚程、朱之語，這和其他理學家不太相同，如他

在寫給孫奇逢的書信中說：「某蓋二十習制義，三十習詩賦，四十習儒書，今行年

五十有二，而制義不敢作章句訓詁觀矣，詩賦不敢作風雲月露觀矣，儒書不敢作

                                                      
60
〈魏敏果公事略〉云：「其講學篤實醇正，與孫夏峰、李二曲及湯、陸諸公，遺書往來。」（《清朝

先正事略》，頁 133）。 
61
 【清】魏象樞：〈答刁蒙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7 上－下。 

62
【清】陳廷敬〈墓誌銘〉云：「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書，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

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為尤深。」（《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頁 75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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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觀矣。」63這裏也僅提及自四十以後所習者為「儒書」，並沒有提到程、

朱之書。 
魏象樞以儒學為宗，同時亦力辨道佛，他說：「僊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

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64他以為道家重在

追求長生，佛教則講萬物無生，只有儒者強調萬世人之生生不窮，三者相較之下，

分量大小顯然可見，學術的邪正亦自然分明。對於佛教，象樞又說，他曾聽到有

人言釋氏，說：「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然象

樞認為此二語「只是一個沒天理」，因為儒者終日喫飯，粒米皆挂，他引詩曰：「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即吃飯時，即想到農夫耕

種的辛苦，如何能心中無所挂？儒者終日著衣，寸絲皆挂。如詩曰：「昨日到城郭，

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儒者著衣時，自然想到養蠶人的辛酸，

讀此如何能無所挂？又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

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認為讀此詩，恐怕

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65所以由此可見儒者與釋氏之不同。由以上所

論亦可知，魏象樞對於道教的理解，在於彼教只追求長生；對於佛教的理解，則

認為彼教只云萬物無生及心無掛礙，姑且不論此說是否妥當，然可見象樞以儒者

所尚者為生生不息之理，所關切者為生民百姓的疾苦，故認為其器量、規模皆大

於佛道。因此，他曾自云：「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為何物，雖云不博，卻

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66正因為他平生未見佛書、道藏為何物，

故對二教未能有真正認識，然他亦能安於所學，認為自己在儒業之中，即可得到

胸中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 
魏象樞對陽明學並沒有強烈批評之語，如說：「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王

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67這裏認為陽明只講良知，只重

視「知」的部分，而忽略「行」的部分，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又說：「昔

王文成以貴介公子，謫龍場，經瘴癘，萬死一生，纔了得動心忍性四字，雖其致

                                                      
63
 【清】魏象樞：〈柬孫鍾元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28 上。 

64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0 上。 

65
 【清】魏象樞：〈如晤與孫鍾元先生問答〉，《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0 下－591 上。 

66
 同前註，頁 590 下。 

67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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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說不必學，然此等成就，由豪傑而聖賢，豈不快哉！」68這裏亦只說良知

之說不必學，然仍肯定陽明一生貶謫龍場，經瘴癘，歷萬死一生，才體會到「動

心忍性」四字，對於「王陽明先生貶龍場，固人所不堪者」69，亦甚為讚佩。 
由以上所論，可知魏象樞一生不喜佛、道之言，以儒者自居，他認為儒說勝

於佛、道，乃因儒者能夠體得萬物生生之理，且時時以生民為念，其規模、器量

皆勝於佛、道。又他所服膺的儒學，雖說直探孔、孟真消息，然實為程、朱一系

的理學，他肯定陽明一生歷經險難及動心忍性的工夫，然認為良知之教不當學，

因其說只偏於知，不重於行。此外，他亦重視儒家的道統之傳，曾編《儒言錄》

一書，曾說：「象樞妄輯元、明《儒言錄》一書，欲為宋儒性理之續，三百年之道

統薪傳，或可藉此少為究心，以待後之學者。」70又說：「有暇好讀儒書，謬集《儒

言錄》之選，茲錄自宋以後，諸儒羽翼道統者悉載焉，大約分大儒、醇儒、通儒、

名儒四類。」71故知此書乃是象樞纂集宋以後儒者之語，全書分為大儒、醇儒、

通儒、名儒四類，欲以此書接續宋儒性理之學，並闡明三百年來的道統之傳，此

書雖未刊刻，72然由此可見象樞亦重視道統之傳。 
魏象樞的理學，特為強調實踐的重要，他說：「學不在語言文字，而在躬行實

踐。」73又說：「僕讀書惟以知之過、行之不及為深慮，從不敢拈一宗門語，亦從

不敢舍躬行實踐而論學也。」74他自云讀書唯以行之不及為深慮，故從不敢空談

道理，亦不敢捨躬行實踐而論學。他曾多次與孫奇逢論學，對於孫氏亦極敬重，

曾說：「某之所以敬服先生者，非言也，行也。先生之言垂五十有一，非實踐乎？」
75他對於孫氏的敬服，亦在於其實踐之功。 
故知，魏象樞一生以理學自任，並將他的理學修養實踐於政治生涯，自他二

                                                      
68
 【清】魏象樞：〈答林二史〉，《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77 上。 

69
 【清】魏象樞：〈送解法周戍粵東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83 下。 

70
 【清】魏象樞：〈上少保胡館師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2 上。 

71
 【清】魏象樞：〈與蔡子虛同年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50 下。 

72
 魏象樞寫給孫奇逢的信中說道：「年來更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儒

言錄》一書，輯而未成。」（【清】魏象樞：〈柬孫鍾元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

頁 428 下）。 
73
 【清】魏象樞：〈答王敬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40 上。 

74
 【清】魏象樞：〈答馬玉筍年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37 上。 

75
 【清】魏象樞：〈柬孫鍾元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2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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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歲中進士開始，闈中同人有的希望能當宰相，有的希望能成為一名大將，有

人則希望可以成為封疆大臣，唯魏象樞期望「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76，他自己

也曾說，自他進入仕途開始，以至於致仕，無一日不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

來勉勵自己。77所以，可以說魏象樞一生的治績與他的理學學養是相為終始的。 
魏象樞重視躬行實踐，因此不喜高談性命，他說：「海內講學家，高談性命，

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託空談而已。」78他對當時許多講學

家，自稱為儒者，卻喜歡高談性命，對人對己都沒有幫助，只是空談而已，甚不

以為然。是故，魏象樞的理學特色，可以說重視工夫的實踐，而不重視本體理論

的探討，他在講學及與朋友書信往返時，極少論及理學範疇中諸如性、理、太極

等本體問題，此重視實踐的理學觀，由以下數點可以見出。 

（一）論性及太極 

魏象樞論性，主要直指其性善的意義，因此說要知「性」，則必須明善，他說：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79又，

說到性善，孟子即已說得很清楚了，他曾說：「《孟子》所著七篇，只道性善、求

仁義，是他本領，看自暴自棄一章，說人性皆善，沒一個不是可學聖賢的，要學

聖賢，全在自家奮發，保全仁義，完成一箇人。」80他說《孟子》七篇之中，即

已將道性善、求仁義的大本領揭櫫出，故吾人一生的目的，只是要完成聖賢人格。

故他說既知人性皆善，沒有人不可成為聖賢，而要成為聖賢，就須靠自己奮發圖

                                                      
76
 《年譜》載：「己丑二十三歲，二月會試，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

秉節鉞任封疆，『余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清】魏象樞口授、魏學謐等錄：《清魏敏果

公象樞年譜》，頁 16）。 
77
 《年譜》載：「自釋褐以至筮仕，余無一日不以六字箴勖，六字者：循理守法安命也。」（頁 17）

又，〈母壽集序〉云：「余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貽之書曰：此六字當競競奉之，或可望竿頭一

步，不則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父母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清】魏象樞：《寒松堂全集》，

卷 8，頁 370 上）又，〈與袁丹叔及門〉云：「循理守法安命，固不佞之平生也，書之座右以自箴。」

（【清】魏象樞：魏象樞：《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90 下）。 
78
 【清】魏象樞：〈賑施錄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0 下。 

79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2 下。 

80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孟子曰自暴者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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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保全仁義，才能彰顯身為一個人的價值。又，雖然人性皆善，但會受到習染

的影響，他曾就性習說作解釋，說： 
 
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

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

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81 
 

此段認為人只有天命之性，並沒有另一個氣質之性；然氣質是承受此天命之性者，

天命之性是主宰氣質者，所以天命之性不能離開氣質，否則將無所安頓；又天命

之性一旦落入氣質之中，受到個人氣質的影響，不免有所偏頗。然象樞認為，性

雖不免受氣質影響而有所偏頗，然一開始時，人的天命之性是相近的，此就如孟

子說的，每個人在平旦之氣時，其好惡是相近的。故，象樞在此要強調的是，人

性是相近的，即使是行道之人、乞人莫不皆然，而人最後之所以會有為惡、為善

的不同，乃是因為習染所致，所以他說「只要慎其所習耳」82，他在這裏亦不是

要討論「性」字之義，而是告誡人要謹慎所習。他又解釋歐陽子的「性非所先」，

云： 
 

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先」字有病，世儒疑而議之，是也。

孔門日日言性，何云非先。「性非所先」一語，蓋謂性非渾然先言也，次第

言之耳。如言仁而仁，言義而義，言禮而禮，言智信而智信也，此聖人教

人，極誠實，極切近，極周詳處也。……若大賢以下，雖有渾然言性者，

其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未嘗不析言之，傳至諸儒，說愈虛

妙，不幾學出聖人之上乎？83 
 

在這一段話中，魏象樞沒有解釋「性」字之義為何，他僅就「性非所先」之「先」

                                                      
81
 【清】魏象樞：〈性習說與武承之〉，《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57 上。 

82
 同前註。 

83
 【清】魏象樞：〈歐陽子性非所先解〉，《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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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解釋，認為此句並非渾然先言「性」字，而是次第言之，如孔子就仁、義、禮、

智、信來說「性」，是極誠實、切近與周詳的教人之法。所以說，古之大賢人即使

有渾然言性者，但未嘗不在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中分析言之，

但後學諸儒，卻將「性」字愈說愈虛妙，實已超過聖人之所言。故，在此所要強

調的是，「性」字並非是虛妙的，而是可以於仁、義、禮、智、信及五倫中之平實

處去體會實踐的。 
魏象樞提到「太極」時，也說：「開口先講太極，便不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84他對於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從無極而太極說起，認為「畢竟非掖引後學之便」，

他進而說： 
 
竊嘗看周子《太極圖說》，是從本體處立言，然喫緊工夫在夫子之道忠恕， 
堯、舜之道孝弟，終身行之不盡也。85

 

 

此說學問的喫緊工夫不在本體之處，而在道忠恕、道孝悌等平實工夫。故又說：「竊

謂此圖未出以前，聖賢忠孝，代不乏人，《四子》、《五經》，何道不備？看此圖者，

謂之溯流窮源可也，於躬行實踐無與焉。」86雖然《太極圖》有助於溯源窮流，

然在此圖未出以前，已經有聖賢以忠孝傳世，其道載於《四書》、《五經》之中，

故又說：「樞不敢疑無極之非，苐不如《四子》、《五經》，坐言起行，為下學之實

地耳。」87所以要言本體，不如就《四書》、《五經》中的道理，坐言起行，方為

下學的實地工夫，方為切於人倫日用的學問。 

（二）論尋孔顏樂處 

魏象樞認為，學問應就平實處說，自孔子始，早已將道理平實地說出，他說： 
 

                                                      
84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2 上。 

85
 【清】魏象樞：〈與孫退谷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4 下。 

86
 同前註，頁 415 下。 

8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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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道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

故所見如此，註謂日常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端倪也，

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88 
 

此認為孔子所說的道理，凡一言一動，皆實實在在，如在眼前，顏子承此教澤，

親自實踐，故說日用行事，無一不是性與天道的端倪。他又說： 
 

顏子一生學力，都在日用常行處做工夫。曰陋巷飲食，曰視聽言動，曰遷

怒貳過，曰伐善施勞，步步踏向實地，纔是聖學真種子。89 
 

此進一步說明，顏子承孔子之教，一生學力都在日常行處做工夫，如能於陋巷飲

食，甘於貧賤；說視聽言動，一切合禮；說不遷怒、不貳過；說無伐善、無施勞，

凡此皆步步踏向實地，才是學聖學的真種子。所以說：「學顏子者，亦於其居處食

息而已，耳目口鼻而已，人情物理而已，但學士家只講高妙，不講平常，曰平常，

便不是顏子之學，又不止不是顏子之學，並不是聖人之教。」90此說要學顏子，

只要在居處食息、耳目口鼻及人情物理間用工夫，如果像學士家，只講高妙的道

理，不講平常之學，這便不是顏子之學，也不是聖人之學。 
顏子一生道樂的境界，最為後人稱頌，自周敦頤教程顥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91對於顏子所樂何事，朱熹與其學生亦多有討論，朱熹也說「顏子之

樂，深微而難知」92；又有人問尋孔顏樂處，求之亦甚難，朱熹因此說：「先賢到

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

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

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93可見朱熹亦唯恐此

                                                      
88
 【清】魏象樞：〈答馮訥生及門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61 上。 

89
 【清】魏象樞：〈學顏淵之學辨〉，《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6 下。 

90
同前註。 

91
 【宋】程顥說：「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宋元學案》，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卷 13，〈明道學案上〉，頁 23）。 
9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卷 31，頁 798。 

93
 同前註，頁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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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非初學所能求，不如著實用功，從視聽言動間去克己復禮來得平實。對於孔、

顏之樂，魏象樞亦憂心講此句過於高妙，故特強調： 
「尋孔、顏樂處」一語，先儒言之，後學聞之，其深造而自得者多矣。予淺

學也，竊謂舍功而問效，如舍舟而渡水，舍梯而登屋，終日尋之不能得，否則講

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也。不若溯流窮源，直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

成，自有樂地。由孔、顏而推及思、孟，大抵同然；由孔、顏、思、孟而推及此

心，寧有異乎？94 
「尋孔、顏樂處」一語，固然能體現孔、顏的體道境界，然魏象樞認為如果只問

成效，而不問工夫，那麼就好像捨掉船隻還想渡水、丟掉梯子還想登屋一樣，是

不切實際的，且易流於講說高妙，動輒語帶禪機，令人無所把捉。所以，不如回

溯源頭，從切實處下手，一旦工夫有成，自然水到渠成，也自然能夠體會樂境。

故由孔、顏推到思、孟；再由思、孟推到此心，道理皆是一樣的。 
他說，道理最平實之處，就在於日常生活的人倫日用，而人倫日用之中，又

以家庭最為基礎，故云： 
 
家庭之間，情至無文，非無文也，一言一笑，一菽一水，苟可以得親之歡

心，天下之至文出焉。即人之操一歌一咏而升堂者，亦莫不曰是母是子，

情之所不容已也。古人揚名顯親，必本之立身行道，良有以哉！95 
 

家庭之間，其情感是最真誠，又是最切實的，所以說情至無文，然亦是天下至文

之所出，同時也是立身行道的基礎所在，所以古人揚名顯親，立身行道，當從家

庭開始。又從家庭推到子臣弟友，行忠孝廉節之事，世人所謂的好人、好事，96即

是道之所在處，故說：「其自名公巨卿，以至韋布山人，其發於心而見諸行者，舍

倫常固無由也。」97無論名公巨卿，或是鄉野布衣，其欲發心行道者，皆須從倫

常開始做起。 

                                                      
94
 【清】魏象樞：〈尋孔顏樂處解〉，《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8 下。 

95
 【清】魏象樞：〈母壽集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70 上。 

96
 魏象樞〈好字說小序〉云：「所謂好人者，子臣弟友是也；所謂好事者，忠孝廉節是也。」（《寒

松堂全集》，卷 8，頁 372 上）。 
97
 【清】魏象樞：〈勉言集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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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格物之「物」 

關於致知格物的解釋，魏象樞說諸儒辯論紛紛，各家皆持一說，因己聞見有

限，雖不敢以管見妄為低昂，然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的「物有本

末，事有始終」，以為讀到此，如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

又將何說呢？故他認為《大學》：「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

工夫，就在這裏，不在別處也。」98言格物的「物」是指天下、家、國、身、心，

致知工夫也就在於此，此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及「在

明明德」等「在」字相應。 
魏象樞不僅解釋《大學》格物之「物」為身心家國，他亦認為「舜明於庶物」

的「物」，也「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99，主張舜時的工、

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的物，其中，人倫尤其是庶物之本，舜不偏物而急

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所以說：「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

仁義行，止於至善矣。」100明於庶物，就是先明於人倫，而後方可明明德於天下。

這也就是先由仁義行，即是止於至善之意。他又說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的

「物」，亦「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101，因為此身、心、

意、知、家、國、天下，皆備於我之中，所以格物便是格我身之物，而不是逐物

於外。此外，他又說《詩》所說的有物有則，此「物」也是身、心、意、知、家、

國、天下之物，因此「物」沒有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即是透過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當天理流行時，其則不遠，所

以件件要還他恰好處，且件件要格到恰好處。 
以上，魏象樞解釋《尚書》「舜明於庶物」、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及《詩》

之「有物有則」之「物」皆為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他進而又解

釋： 
 

                                                      
98
 【清】魏象樞：〈致知格物解〉，《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7 下。 

99
 【清】魏象樞：〈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54 下。 

100
 同前註。 

10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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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

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即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

者，謂其即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

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有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

意也，惟即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

明德。102 
 

在此段中，他為朱子的即物窮理說作辨正，認為朱子之說，雖然也本自於實學，

但後來被說成即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如此，天地古今之物窮不勝窮，使得此

意多有滯礙。所以象樞認為，天地古今之物實無法窮盡，也有不必窮的，因為那

些並無關於天下、家、國及身、心、意，而唯有即天下、家、國、身、心、意去

窮其理，才是真正的致知，也才是明明德。他又進一步說明： 
 

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真妄公私義利之關，纖

微毫髮，都有一個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

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

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

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

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103 
 

因為大人都視天下、國、家等為我性靈中之物，而誠意為什麼要先致知呢？因為

世間之事，凡於善惡、真妄、公私、義利之關，即使是極細微處，都有一個理在，

所以對於萬物之中的理，由本至末，由始至終，都要一一清楚分明，要對於物之

理沒有任何疑惑，也不會為物所蔽，當與萬物交感時，自然可以明辨其是與非，

這就是為什麼誠意要先致知的原因。而之所以不說致知「先於」格物，而說致知

「在」格物者，是因為所要格的「物」，即是天下、國、家、身、心、意，並非泛

泛然逐於物而格之。他接著又說，致知是知止的真工夫，因為「固未有紛紜繁賾

                                                      
102

 【清】魏象樞：〈致知格物解〉，《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67 下。 
103

 同前註，頁 567 下－56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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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

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學無異」104，必須使心免

去紛紜繁賾之交及各種精神的耗竭，才能處於定靜安慮，這也才是「知止」的工

夫；然所致之「知」又必須為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否則，只是關

起門來想要澄靜心思以盡其理，這是離物而求知，與禪學是無異的。魏象樞在此

要強調的是，格物的「物」是有實際內容的，而且是有本末輕重的，即是以天下、

國、家、身、心、意為本，為實際的內容，他之所以這麼強調，乃是因為朱子之

後，有人只重視閉戶澄心來作工夫，或求頓悟之說，他認為這些都不是朱子的本

意，故曾感嘆道：「自姚江倡為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

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即物窮理，為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缽

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105他為

了說明朱子的格物窮理不是支離之學，故特提出格物的「物」應以天下、家、國

等物為重點，且又說：「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窮

理，正孔門真派。」106此說於天理、人欲處格之，是以天下、國、家、身、心、

意之「物」為對象，窮究其理，並能存養天理、去除人欲，這才是真正的即物窮

理，真正的孔門正派。 

（四）論求放心於事物 

自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求放心亦成為

道德修養的要目，魏象樞亦提及求放心，但特強調須於事事物物中求放心。他說： 
 
世間萬事萬物，其類無窮，人心一耳，以一心而應無窮之感，無事無物不

可以放心。無事無物不可以求放心，心而曰放，必從事物邊放去，放而曰

求，必從事物邊求來，若未到事物邊，只主敬可也，主敬而心不走作，得

而勿失也。既到事物邊，只擇善可也，擇善而心不陷溺，失而復得也。從

                                                      
104

 同前註，頁 568 上。 
105

 【清】魏象樞：〈知是非錄〉，《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57 上。 
10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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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屏絕事物之學問，但事物之中，理欲參焉，放之於理，仍未放也；放

之於欲，便當求矣。107 
 

此云，世間萬事萬物，有無窮的種類，而人心只有一個，以一心去應無窮之感，

則心常放失於事事物物中，所以事事物物皆可以求放心。心是從事物上放去，故

必須從事物上求來，若未到事物邊，則只要主敬即可，主敬時使心不走作，便能

使心得而勿失；又既到事物邊，只要擇善，便可使心不陷溺，即是失而復得。所

以，從來沒有屏絕事物之學問，又事物之中有理有欲，如果放於理，仍不是放；

若放之於欲，則須求之。 
魏象樞之所以提出求放心於事物，乃是針對佛、老言，他曾說：「樞聞人之言

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

亦可謂學問之道乎？」108對於有人說佛氏的入定，老氏的調息，似是求放心，然

象樞以為，入定與調息，與人事天理有何干涉？如何可稱為學問之道？此外，象

樞對於有些儒者捨人事以求放心，亦不認為那是學問之道，他說：「吾儒舍人事而

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

乎？」109故他認為，捨人事而求放心，不過是攝念而已，與釋、老之徒無異。故

他再次強調：「蓋心之放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

氏未嘗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爾也。」110此亦說求放心必須確然從事物求之，而

非泛泛然求心，儒者所要著力的，仍是居仁由義之道，此道由下學人事開始，而

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就是仁義。111 
 

（五）論講學修德 

                                                      
107

 【清】魏象樞：〈求放心類擇答〉，《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75 下。 
108

 【清】魏象樞：〈與刁蒙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21 下。 
109

 同前註。 
110

 【清】魏象樞：〈與馮訥生及門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63 上。 
111

 【清】魏象樞〈與刁蒙吉先生書〉：「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寒松堂

全集》，卷 9，頁 4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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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象樞強調講學一定要先修德，教人要先修道，他引孔子所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又《中庸》有云：「修道之

謂教。」則「教人必先修道，又明矣」112。他又說： 
 
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皆口說也，口說則近於清談，近於標榜，

於是假名節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而人之惡之者眾，遂並講學而非之。

其君子又疾惡太甚，小人之怨益深，心思所以中傷之者，朋黨之害所不免

矣。113 
 

此又說，如果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則只是口說而已，口說則近於清談，

近於標榜，一旦染上此習，則假借名節自稱者，便會藉此以行一己之私心，因而

引起他人的厭惡，並且連同講學也一起非難之。如果遇到君子疾惡太甚、小人積

怨益深，有意存心中傷，那麼則不免有朋黨之害了。他以明代的東林黨為例，東

林諸人在當時被視為正人君子，而「黨」字則是小人加之以名者。然象樞認為，

雖然小人加之以「黨」，固為小人之過，然又非盡小人之過，因當時鄒元標、馮從

吾兩人雖然人品高尚，然從而講學之人，多半口說多而躬行少，象樞對此二人亦

深感可惜，說： 
 

使二人者，身居要職，上格君心，下率臣僚，一以敦尚風節，進賢退不肖

為務，道德交修，躬行實踐，不煩口說而學自明，即孔子得位行道，要不

外此，安用區區聚講為哉？乃竟以成己成物之心，蹈分門戶之跡，自號為

東林，而人即指為朋黨，此朱童蒙東林為戒之疏所自來矣。114 
 

象樞認為，假使鄒、馮二人，以其身居要職的身分，能夠上正君心，並作為臣僚

的表率，能敦尚風節，及以進用賢能、斥退不肖為務，那麼，以他們道德交修，

且能躬行實踐的人品節操，即使不須講說，其學問自能明白於世，這正是孔子所

                                                      
112

 【清】魏象樞：〈東林說〉，《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53 下。 
113

 同前註。 
1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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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即位行道，哪裏還需要區區地聚徒講學呢？可惜他們竟以成己成物之心，作

分門別戶之事，自號為東林，亦被人指為朋黨，這也是朱童蒙之所以上疏以東林

為戒的由來。象樞將鄒、馮二人，喻為東漢的李膺、范滂，並感慨道：「嗚呼！漢

有李、范，一代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

馮亦云。」115象樞對於遭東漢黨錮之禍的李、范及東林黨的鄒、馮諸人，認為他

們因不善保身而為人所議，其咎在於疾惡太甚，又好標榜，實是可惜。然，象樞

對於東林之人還是同情的，他亦說： 
 

吾輩既生天地間，便欲做人；既欲做人，便欲明理；既欲明理，便欲講學；

既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

邪說小人，便難免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

而謗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孰失也哉？116 
 

象樞亦深知，人生於天地間，如欲做人，便欲明理；既然想要明理，則須藉講學

以行之；若欲講學，則希望結交正人君子；既然想要結交正人君子，便會遠離邪

說及小人；要遠離邪說小人，則不免遭到毀謗及嫉妒。所以，東林之人假使生於

今日，其言仍有其芬香；而謗怨東林者，則亦遺臭萬年，得失之間，顯然可見。 
緣上可見，魏象樞對於東林等人的學識人品，仍是敬重的，然他認為，一個

身居要職的人，應該效法孔子的即位行道，並且上輔君王，下統僚屬，以自己作

為表率，自然能產生道德教化的作用，相較於此，從事講學則僅是區區小事。且

講學若不修德，則容易流於清談，或為自我標榜之借；又講學時，為了結交同黨，

又不免黨同伐異，形成君子和小人的對峙，並招來誹謗及嫉害，這些都是講學又

不修德的弊害。魏象樞又曾歸納講學格套，令人可厭者有五點：「借孔、孟而資穿

鑿，一者；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

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117由這五點，可見

講學的流弊不外乎沒有真才實學，僅以孔、孟之言作為穿鑿附會之說，所以魏象

                                                      
115

 同前註，頁 554 上。 
116

 【清】魏象樞：〈答左翼宸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38 上。 
117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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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重視的是實學及工夫的實踐，因此對於捨《五經》、《四書》而專講《通書》、太

極之本體論者不以為然；也批評喜出意見、立宗門或語蹈新奇與禪機者。總而言

之，仍應上文所言，講學要少辨難、多修德，亦即要躬行實踐。所以他又說：「我

輩要知今日講學，正為修德遷善改過而講也，請勿錯認，纔是會講學的人。」118所

以，他認為講學最重要的事，即是為修德、改過遷善而講，才是真正會講學的人。 

五、魏象樞論修養工夫 

魏象樞很少談論理學的學理，他著重的是理學道德內涵的實踐，依此達到修

身的目的，他曾說：「《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

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119此在指出修

身的重要，且內聖外王的完成，亦是此一身的完成。他又說：「盡性只是與天為一

體。」120盡己之性的同時，亦是與天為一體，這是天人合一及參贊天地化育的最

高理想。此外，在道德工夫的實踐上，象樞常提及的有： 

（一）存天理，去人欲 

「存天理，去人欲」，是自宋儒以來的理學家所強調的，121他們認為天理存於

自心當中，但為私欲所蔽，以致天理無法彰顯出來，故須去盡私欲，方能使自心

的天理朗現出來。魏象樞亦承此一看法，他說：「蓋理者，人心之天理，學者第覺

得天理在此而行之耳，不是別處討箇理來，亦不是奔向別處學去，以我所固有之

                                                      
118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子曰德之不修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8 上。 
119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2 下。 
120

 同前註，頁 614 上。 
121

 二程說：「不是天理，便是私欲。……無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895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5，頁 14 上）朱熹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頁 207）王陽明也說：「學者學

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2 年 10 月，頁 119）故知，不論朱學派或王學派，對於存天理、滅人欲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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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22此亦言「理」乃人心之天理，為我之所固有，學者須先認清天理即在自

心之中，而行天理之事，並不是從別處討個天理來，這也是學道問道的重心，故

又說：「人若學道問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是此心。」
123所以涵養體察、講習討論的目的，都是為了明此心之天理。他又說：「天理如人

之血脈，一息中斷，則血脈漓矣。」124他將天理比喻成人的血脈，只要一息中斷，

則血脈即已散離。故知，天理既像人心的血脈，必須存養天理，才能真正使人完

養一身，他又說：「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

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125人須時時存養上天所賦予人之理，不可稍有違

背，以所存之理上合天道，並以此追求自我的價值；而此理只要求之於心即可得，

若任意而行則將失理悖道。他又以存養天理來解釋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章，說： 
 
為聖賢更無別法，只是存養天理，不可虛度年華，所以十五就有十五之學，

立志必要為聖賢。今人立志，便圖功名富貴，蚤虛度此十五年了。既到三

十，須成個三十之學，在天理上立定腳跟，一切紛華靡麗，曲學異端，都

搖動不得。今人風吹草動，引的心去，便虛度此三十年了。既到四十，須

成個四十之學，涉世既深，萬物都體驗一番，凡天理當為的，略無一毫疑

懼在胸中。今人遇大利大害，都是疑關，便虛度此四十年了。既到五十，

須成個五十之學，從事物上返到源頭處，覺得天地間萬事萬物，都從天命

付來，纔到了下學而上達田地。今人逐末忘本，將分內事諉之氣數，便是

虛度此五十年了。此時窮理盡性，樂天知命，天理都是爛熟的。既到六十，

須成個六十之學，隨所聞見入耳，不費思量，渾若固有，如舜之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一般。今人聞善言，見善行，只作口邊

風過去，便虛度此六十年了。到的七十，工夫無息，涵養純粹，昔日從耳

入者，一一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合於矩，這矩是堯舜相傳一個「中」

                                                      
122

 【清】魏象樞：〈答夏祇台孝廉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78 下。 
123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2 上。 
124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4 上。 
125

 【清】魏象樞：〈六字箴‧循理〉，《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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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踰矩，如「允執厥中」一般，乃一片兢業小心，不敢自是的念頭，

雖七十猶學也。今人晚年怠荒，便虛度此七十了。126 
 

在這一段中，象樞以為成聖成賢的方法，只有在存養天理，並無他途。他將孔子

自述一生的學問進階，解釋為存養天理的過程，說十五之志於學，乃立志為聖人。

三十而立，乃是在天理上立定腳跟，故此時一切紛華靡麗及曲端異學，都不足以

動搖其心。四十不惑，是至四十歲之時，因涉世已深，對於萬物已都體會一番，

故凡是天理當為的，胸中已經沒有一毫懷疑憂懼了。五十知天命，到了五十歲時，

從事物回到源頭處，已經可以了解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都是從天命而來，如此才

到下學而上達的地步。此時對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之天理，皆已爛熟於心。六

十歲時，則一切的所見所聞，都不須特別思量，渾然如我所固有，就好像舜聽到

一善言、見到一善行，如江河決行，沛然莫禦。到了七十歲時，工夫不間息，涵

養已達純粹，凡昔日從耳所入者，一一皆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皆合於矩，

又這「矩」字即是堯舜相傳的「中」字，一切都合於中庸之道，兢兢業業，不敢

自以為是，即使到了七十歲，仍然在學習當中。由此解釋，可知魏象樞認為人一

生的學習歷程，雖有進境的不同，但時時皆是存天理之工夫的實踐。 
存天理最重要的工夫，又在於去人欲，他說：「吾輩為學，只是去得欲斷，自

然見得理真。」127並自云：「某自四十以後，粗知力行工夫，要從寡欲入手。」128

可見他自己亦有實地的用功。關於存理去欲，魏象樞在解釋「顏淵問仁」一章時，

又說： 
 
這天理本是我所固有的，向為私欲障蔽，都埋沒了。這私欲原從何來？就

在一個己字上，有種種妄想，種種過端，行將出來，都是沒理的事。既行

沒理的事，免不得殘忍暴戾了，何以為仁？故克己復禮，是切實下手工夫，

須從此處斬釘截鐵，一刀兩斷，把這私欲除的乾乾淨淨，我的天理，立地

                                                      
126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6 下－597

上。 
127

 【清】魏象樞：〈再答成我存及門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66 下。 
128

 【清】魏象樞：〈答林二史〉，《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7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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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還於我，我胸中原自民胞物與，生意流通的，障蔽一撤，純是天理境界。
129 
 

私欲會障蔽我所固有之天理，而私欲的產生，都在於一「己」有種種妄想、種種

過端，這些妄想和過錯一旦做出來，都是不合於理的事；一旦做了不合理的事，

則免不了殘忍暴躁，如此，何以能從事仁德之事？因此，他認為「顏淵問仁」一

章，雖然孔子只說了「克己復禮」，並未提及「天地生人，心中各具一段天理，自

其藹然與物為體處是仁，自其秩然與物有節處是禮」130之語，但是他認為只此一

「克己復禮」，即是切實的下手工夫，因為若能把自己的己私斬釘截鐵、一刀兩斷，

去除地乾乾淨淨，那麼天理馬上復還於我，我胸中原有的民胞物與生生不息之意，

自然闡現。而去除己心的障蔽，自然是純然的天理境界。且這些道理之間都是有

關係的，就好像遊子歸家、百川歸海，堯、舜、禹、稷民饑我饑，民溺我溺的精

神，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道理都是一樣的。所以只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即歸於仁，如此地直截迅速，毫無停待，皆是因為萬物本皆備於我，所克、

所復、所歸，皆是由己出發，一點靠人不得。魏象樞又說： 
 

當日夫子教顏子工夫精細，我輩且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當從耳、

目、口、鼻做工夫，將這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一一勘破，莫任

己便，倘有一件到來，就把天理去省察克治，明鏡在中，四面皆照，一夫

當關，千人自廢，何處埋藏躲閃？私欲去得淨盡，天理葆得完全，這樣人

品，可令風聞者慕，覿面者親，我無私於人，人無私於我，豈不是歸仁氣

象。131 
 

魏象樞以此章規勸時人，當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從耳、目、口、鼻處

切實作工夫，將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事，一一勘破，不要任意放縱自己，

只要遇到一件，就用天理去省察克治。天理就好像一面明鏡，四面皆照，能把人

                                                      
129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顏淵問仁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8 下。 
130

 同前註。 
131

 同前註，頁 599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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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各種欲望照得清清楚，一旦私欲去得淨盡，天理自可葆得完全，所以說，這

樣人品，可以令風聞者欣慕，覿面者親切，我對人無私，人對我無私，即是孔子

說的歸仁氣象。存天理、去人欲，本可由切己工夫作起，然魏象樞曾感慨：「理學

一途，世人驚詫者眾，而邊地尤甚，將謂存天理，去人欲，為必不可到之一境。」
132象樞於故鄉講學時，因地處山西邊地，當地人對於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是無

法到達的境地，因此，他一再勸勉：「譬如今日生此身，今日合肩此擔，只講得天

理人欲，了了分明，一往行去，不復退轉，一日終身，死而後已，此真吾輩下手

處，惟深造自得之。」133此再次強調，只有以存理去欲為下手處，一往直前，不

再退轉，且終身行之，死而後已，才能深造有得。其實，天理並不是虛遠之事，

他說：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

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

合於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沮閉藏，

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134 
 

此說，只要每日所言所行，都能合於理，那麼理順則心安，心安的話，自可無愧

於天，無愧於人，這是何等的清閒受用，且時時可以得到泰然安樂，這也就是孔

子說的君子坦蕩蕩的意思；相反地，如果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心

不安，心不安則想要強瞞於天、強瞞於人，整個人陷於消沮閉藏，便時常戚然憂

心，所以小人才會長戚戚。故知，天理之事，是極平常，可驗於身心的，並非有

什麼可驚詫的。他又說：「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

行矣，進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135時時明於理、安於理，則一切的成毀、榮

辱，皆可以平常心待之，進可以仕，退可以耕，時時安於各種境遇。 

                                                      
132

 【清】魏象樞：〈答王近微同年書〉，《寒松堂全集》，卷 10，頁 457 下。 
133

 同前註。 
134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8 上。 
135

 【清】魏象樞：〈六字箴‧安命〉，《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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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毋自欺 

魏象樞在修養上，亦特別強調「毋自欺」，他在解釋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

章時，說：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

大。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

了，怎麼擔的這担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

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為堯謀，禹、皐、稷、契為舜謀，孔子為天下

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

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

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

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

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136 
 

此段先說明此「身」的重要，凡人想要齊家治國，要任重道遠，都在於此身之上，

如果反身不誠，便會有虧於親人，有辱於自己，如何擔得起齊家治國的擔子？所

以，在此藉曾子所提出的三件事，點明一切都在於「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劃，

須是人我一體的胸懷，一定要像舜為堯謀，禹、皐、稷、契為舜謀，孔子為天下

萬世謀，才是忠。又，與朋友交乃是五倫中的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須如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說的朋友信之，方是信。又，傳是道統絕續的關頭，

必須如「精一執中」，舜繼承堯，禹繼承舜，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對於別

人的善要跟從，看到不善要改過，方是習。這三件事曾子看作是大綱領，且不以

此欺自己，是故，凡是不忠、不信、不習之事，都在自己的心苗上檢點。別人不

知道的，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因為曾子能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

貫的真傳。他又解釋《大學》的「毋自欺」三字，說： 
 

                                                      
136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吾身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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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毋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

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嘆

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

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

聞目見，巧偽百端，方其習之時，即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

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

在，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故也。137 
 

此提出《大學》的「毋自欺」三字，是聖賢教人的過關處，但學者往往孩童時學

了，長大便忘記了，甚至將這三字拋棄。魏象樞感慨道，如果沒有讀書的話也就

罷了，但若是讀了書，卻不能得這三字之用，實是可嘆的事。他說這三個字，父

親不能轉賣給兒子，兄長不能轉賣給弟弟，一切都是自己體會與受用的，然不能

拿出來用的原因，是由於每日接受的聲色嗜好日漸紛雜，且日陷於其中而不自覺。

當我們開始學習，知識一打開時，耳所聞、目所見，各式各樣的機巧偽造隨之而

至，在開始學習之時，即做了昧著良心的事，等到長大了，機智愈加純熟，掩飾

也愈加工巧，勢必將這三字忘記且放棄，甚而在飲食居處、睡覺作夢時，無時無

地，都在自欺當中。一生讀書，反而自欺欺人，這都是由於沒有自我提醒的緣故。

所以毋自欺的工夫，必須「在人不知己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

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138，此說毋自欺的工夫，首

先須在人不知而己獨知的地方省察，然後在可以對人與對天之時，剛開始勉強行

之，等到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就能打過自欺一關，達到聖賢的地位。 

（三）學而時習 

魏象樞極稱讚孔子說的「學而時習之」，說這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
139，又說：「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

                                                      
137

 【清】魏象樞：〈造命篇序〉，《寒松堂全集》，卷 8，頁 367 下。 
138

 同前註，頁 367 下－368 上。 
139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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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140他說孔子首論「學」字，是將他一生的本領與受用

說出來給天下萬世人聽，希望天下萬世人也能得到受用，所以又說這是孔子的大

願力。而其它如「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章所言，

從少年到壯年到老年，沒有一時間不在時習之的。他甚至認為，「即一部《論語》，

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141所以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又說： 
 
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

潑潑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

的理，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

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字，原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我嘗得真趣味。142 
 

此說，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就像是指給人一條大路一樣，教人

親切體會聖賢就在我心體中領會，只要當下承接，則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

事不合聖賢的道，整個心體都活潑潑地洋溢著聖賢的道理，就好像掘井而及泉、

磨鏡而見光，是何等快心愜意的事。魏象樞在這裏又說，這個「學」字，原來就

是與天地為一體，似是說學的同時，即是知，即是行，故在學時，就能體會與天

地為一體的真趣味，此說似近於陽明的知行合一論，但他又說：「今人於聖賢之善，

多是浮慕，不能真知，故行不去。」143又說：「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書是知，

轉刻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

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144可見，他還是說知、行分開的，然強調須有真知，

才能去行；又在知之後，又馬上要去踐履，所以說知而不行，便不是走聖賢的路，

到不了聖賢的地位，只是與草木同朽而已，即使知又有什麼用？故知，魏象樞強

調的，仍是學了之後，即必須馬上實踐，才能在心體中體會聖賢的道理，並體得

與天地為一體的真趣。 

                                                      
140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2 下。 
141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08 下。 
142

 【清】魏象樞：〈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592 下－593 上。 
143

 同前註，頁 592 下。 
1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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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誠敬 

誠、敬是理學家論修養的重要工夫，魏象樞以誠為體，敬為工夫，他說： 
 
樞嘗謬謂，誠為體，敬為工夫，仁在其中矣。無所謂先識者，譬如誠為米，

敬為薪水，纔成個飯；誠為絲，敬為機杼，纔成個帛；誠為板，敬為柁櫓，

纔成個舟。145 
 

象樞認為，誠、敬雖然一為體，一為工夫，但二者是一體的，並沒有先後之別，

他舉例說道，誠就好像是米，敬是柴火和水，須是二者皆備才能煮成飯；誠就好

像是絲，敬就好像是機杼，須是二者合力，才能織成布帛；又誠就像是木板，敬

就像是柁櫓，須是二者皆具，才能成個舟。所以，誠敬二者須一起合用，才能求

仁。他又說，「窮理篤行」四字尤為重要，因為不窮理則入於異端，不篤行則流於

色取，「此又敬誠之切實下手處也」146，而窮理與篤行又是誠敬的切實下手之處。 
象樞對後世將主敬與主靜混在一起說，也多有辨解，他說：「敬字乃聖學之心

法，反為禪宗之羽翼。」147又說：「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

敬則不睹不聞是靜，造次顛沛亦是靜。」148他認為靜坐並不是主敬，主敬之學包

括不睹不聞及造次顛沛，也就是貫通動與靜的，所以他批評靜坐之法，說：「若單

靠靜坐，雖心地靈明，萬慮澄澈，斷無懸空可知之理，自古學術難於得中若此者，

殆務高而不求實地者也，誤人不淺。」149他認為靜坐時，雖然可使心地靈明、萬

慮澄澈，然而世間斷無懸空可知之理，故此法易令人務高而不求實地。同此理，

他批評象山論敬，曰：「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

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150他以程頤「主一無適」解釋「敬」

字，既是主於一，則有一個專一的對象，故敬的工夫是有物、有對象的，而象山

                                                      
145

 【清】魏象樞：〈答白東谷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30 下。 
146

 同前註。 
147

 【清】魏象樞：〈與孫退谷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16 上。 
148

 【清】魏象樞：〈庸言〉，《寒松堂全集》，卷 12，頁 615 上。 
149

 【清】李來章：〈書紳語略〉，《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頁 828－829。 
150

 【清】魏象樞：〈與刁蒙吉先生書〉，《寒松堂全集》，卷 9，頁 4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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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心無一事謂之敬，故象樞亦認為此說似禪。151 

六、結語 

魏象樞以其正直的性格，仕宦於順治、康熙兩朝，皆能黽勉勤謹，貢獻所學。

在政治施為上，他勇於提出各種具種的施政措施，且多為皇帝所採用。他同時秉

持著儒者的理想性格，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理綱常的重要，以穩定政治

結構與社會秩序。此外，在君道上，他認為君王要自我修養，謹於喜怒哀樂之發，

進而與天地之心合一；在選拔人才上，要選賢任能，並且善待臣僚；在臣道上，

他尤重視為人臣者，要以道德自我修養，明義利之分，並時時以事君為念，以百

姓為念。又人臣必須輔助國君以禮義教化人民，促進風俗淳厚，且要建立真正的

「功名」，才是真才、真品，為道濟天下的棟樑之才。 
魏象樞一生以理學自持，他在理學學養上，不喜談本體論等抽象及玄虛問題，

一生以躬行實踐為目標，故可說他的理學觀是以實行為重的，如他在解釋「性」

時，認為在人倫日用間實踐仁、義、禮、智之善性，更重於論性本身；又他認為

與其論太極之本體問題，不如只講五倫及在下學方面實地用功。餘如，他論「尋

孔顏樂處」、論格物之「物」，論求放心於事物、論講學修德，皆強調切實可行之

道，反對空談標榜之習。又他在論及道德修養時，亦同於其他理學家，重視存天

理、去人欲，強調毋自欺、誠敬的工夫，以及學而時習的重要。 
另外，魏象樞在「格物」的解釋上，有別於朱子。朱子解釋「格物」，乃循程

頤之意，解釋格為「至」，即於物上求其理，所以他為《大學》作「格致補傳」，

說：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

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

                                                      
151

 象樞又說：「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訿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

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同前註，頁 421 上－下）以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是從無生

有；而象山「心無一事之謂敬」是將有視為無，故說二人皆是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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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152 
 

朱子的理論系統中，心是虛靈知覺之心，故強調心知理的作用，因此，他的格物

意，即是以此心知，至於物而窮其理，經過長久累積的工夫，一旦豁然貫通了，

即可了解一切事物的表裏精粗及吾心的全體大用，如此即是格物，即是知之至。

但是朱子這樣的格物方法，卻引起王陽明的疑惑，陽明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

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

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153
陽明這裏提出的疑問有三，一是如何格得天下

之物；二是如何格一草一木之理；三是縱使格得草木之理，如何反過來誠自家的

意。也就是說，事物之理如何去窮究；又窮究事物之理後，如何反過來成就道德

之理？這些都是陽明自年輕時即深為困惑的問題，因此，他在居夷三年後提出「格

物」的不同解釋，他說：「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154
故

格物即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155
，故知陽明的格物，是直就身心

上做功夫。魏象樞欲為朱子辨解，認為朱子的格物不是「支離」之學，故他解釋

格物的「物」為天下、家、國、身、心，並強調致知工夫也就在於此，又天下、

國、家等都是我性靈中之物，所以只要在這個部分作工夫，時時存天理，去人欲，

就是窮理，也就是明明德了。由這裏可以看出，魏象樞對格物的解釋，亦是強調

身心的道德修養。他雖然反對陽明的良知說，卻又不免受到陽明學說的影響。 

魏象樞一生仕宦的時間長達三十年，不僅受到皇帝的重用，且將能將所學運

用於時，並作為天下人的表率，156其人格與治績，堪稱為一代儒者及直臣的楷模。 

                                                      
15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頁 6－7。 
153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368。 
154

 同前註。 
155

 同前註，頁 39。 
156

【清】陳廷敬〈墓誌銘〉云：「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

知於朝廷，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 44，頁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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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est mandarin Wei Xang-Shu 
and his Neo-Confucian thought 

Chang Yan（楊菁） 

Wei Xang-Shu,  a famous honest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in the reign of 
Shunzhi and Kangxi,  advocated many concrete proposals about public policy 
substantiating the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He concerned these issues: what is the 
best way of a monarch, what is a competent minister, how to device an educational 
system teaching proper propriety, ceremony and justice and how to cultivate a 
philosopher who can integrate cultivating character with managing family, state and 
the world.  

He concentrated on Neo-Confucianism rather than Ontology being extremely 
mysterious, empty and abstruse. He respected truth and concrete learning, and 
practiced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he preaches. 

He emphasized these moral convictions: esteeming the natural law and reducing 
one’s selfishness, not to deceive oneself,  respecting the sincerity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whole creation, and learning what one has learnt repeatedly.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hough highly of his reputation, morality and justice. He 
realized his profound Neo-Confucian accomplishment and Confucian character in 
political policy. With honest character, great capability of accomplishing things and 
keeping bright 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 he deserves the most excellent official 
parag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 ： Wei Xang-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rn-Song-Tarng,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