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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生命的實踐者－吳與弼的學行 

楊  菁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摘  要 

吳與弼（1391－1469）為明代理學家，他的學說繼承北宋以來的理學思想，

重視下學的實踐之功，以及「敬義夾持」、「靜時涵養」、「動時省察」等修養方法，

又以涵養本心為學問宗旨。一生努力實踐，樹立人格及師道典範，從學者又開出

明代理學的不同學派，在明代理學史上佔重要地位。 
 
 

關鍵詞：吳與弼、明代理學、敬靜、陳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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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北宋儒者開始所謂的「造道」運動，這一群被後世稱為理學家的知識份

子，他們重新重視身心性命的道德修養問題，不僅在學理上豐富及深化了與道德

有關的哲學論題探討，並提出許多道德實踐的工夫與方法。理學家們不僅講學，

並且身體力行，他們嚮慕「孔顏樂處」，期待處處表現聖者氣象，不僅提高自己的

價值標準，也以其價值理想推之於他人，誠如張載所說「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將對自我的道德使命，推之於對社會、

歷史，乃至於家國天下的責任感，此精神更加提升了人類道德主體的莊嚴與偉大。 
春秋時代的孔子，目睹當時政治禮壞樂崩，導致社會人心失序，而提出了

「仁」，希望藉由人內在愛人之心的培養與開拓，重新為人找到生存的價值；到了

戰國時代的孟子，更加明確指出人之所以異於禽獸的差別正在於人能行仁義，1這

種對於人內在德性的重視，使得人類不再只是順其自然欲求的存在個體，而是懂

得開啟內在德性，進而推己及人的價值性的存在。自古以來，能依此精神以立身

行事的，其道德精神的樹立，往往能形成一股安定社會及人心的力量。北宋以來

理學家所著力的，正是這種精神的再現。然而自宋代以來，理學思想固然成為學

術的主要風氣，但是道德的實踐畢竟有許多的艱難，尤其面臨各種欲望的引誘、

義利的抉擇，不免有許多口惠而行不實，或者有陷溺於功名利祿、個人欲望難以

自拔的現象，在天理與人欲的天秤上，往往是一場長久且複雜的此消彼長的過程。

古代聖人告訴我們：人的本性是善良美好的，但是，人心又有太多的貪念欲求，

因此，如何時時保有自己光明美好的本性，便需要各種修養之功。過度苛求人人

都能恪守道德，以理制欲，恐怕是困難的，但是，只要是個體自身真正地發出內

在的道德要求，無論其心幾月不違仁，其精神皆已甚為可貴。道德的自律在於個

己的切己要求，而古代賢者曾經從事過的努力，實足以作為感發後人的意志，成

                                                      
1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引自【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卷 8，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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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心嚮往之」的表率。 
本文所要討論的，即是一位真正以道德實踐為終生職志，並且努力不懈的人，

他是明代的吳與弼。 

二、吳與弼的生平及學道因緣 

吳與弼（1391－1469），字子博，號康齋，江西崇仁縣人。英宗正統、代宗景

泰及英宗天順年間，朝野官員以他講學精深、品行高尚，多次向朝廷推薦，他屢

次拒聘，終身居家，居鄉里讀書講學以終。吳與弼為明初理家，開闢江西崇仁之

學，居南方，與北方理學大宗薛瑄齊名。 
關於吳與弼的成學經過，他曾自云十九歲時姑蘇李能白嘗寄《伊洛淵源錄》

一書與其父，與弼得覽此書，看到周、程、張、邵等諸君子出處，「大概乃知聖賢

之學之美」，2自此私心仰慕，於是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諸君子為

心而自學焉」。3又此書敘述道統一脈的傳承，亦令他心醉，對於明道先生獵心之

說，尤為悚動，並體會到：「蓋平昔謂聖賢任道之統者，皆天實篤生，非人力可勉，

遂置聖賢於度外，而甘於自棄，及覩此事，乃知所謂程夫子者，亦嘗有過，亦資

於學也。」4吳與弼於此集體認到往昔對於聖賢傳道之統，以為是天生使然，並非

人力可以勉強，但看到明道見獵心喜一事，才知道即使像明道這樣的人，也會犯

錯，並須時時以學問為資。這是吳與弼體認到聖賢可以由學而至，並立志以聖賢

作為效法對象的開始。 
吳與弼立志學聖，並篤實踐履，但過程並不是那麼平順，他曾在給章士言的

信中提及：在十九歲期學聖賢之後，「學之累歲而行與時違，或以為古而不達時宜，

或以為迂而闊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不敢盡忘初志，亦

不能不少徇於時，徇時之心日深，而初志日懈，兼以疾病相纏，居恆慼然不悅，

                                                      
2
 【明】吳與弼：〈與章士言訓導書〉，《康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影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卷 8，頁 517 上。 
3
 【明】吳與弼：〈與章士言訓導書〉，《康齋集》，卷 8，頁 517 上。 

4
 【明】吳與弼：〈跋伊洛淵源錄〉，《康齋集》，卷 12，頁 5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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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無措。」5在初學聖賢之時，吳與弼在行為上與世俗相違，並被譏為不達時宜，

或迂闊，或行徑怪僻，因此而虛度時光，使得初志有所懈怠，加以疾病相纏，因

此平日悲傷憂戚，茫然不知所措。但之後，他又有不同的體認，他說： 
 
今年自春初，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

而精神稍益沈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豈獨古而不達時宜，

豈真迂而闊於事情，豈誠僻而且怪。
6 

 

在不斷玩讀《大學》、《論語》、《孟子》、《中庸》的過程中，他慢慢有所心得，等

到舊疾稍減，精神更加沈潛，他早晚不斷反覆於身心的驗證，才知道聖賢之道並

非過時而不合時宜，也非迂闊不通事務、怪僻不達事理。這是吳與弼初學聖賢的

心路歷程，此後的十五六年間，他仍在這種時進時退的進學之路上起伏，如〈日

錄〉記載他在永樂庚寅（1410），年二十時，從洗馬楊溥學習，才覺察自己的氣質

有剛忿之弊，後與故人李道原在秦淮客館共談日新之旨，才痛下決心要克服此弊。

然而這期間又時時有粗魯莽撞、草率隨便之時，故他曾感慨： 
 

十五六年之間，猖狂自恣，良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

力，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不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

之歸，無由可免矣。五六月來，覺氣象漸好，於是益加苦功，逐日有進心，

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不免稍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

十日又有一逆事排遣不下，心益不悅。蓋平日但制而不行，未有拔去病根

之意，反復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平和，而惡夫外物之

逆以害吾中，此非也。7 
 

這是吳與弼在仁宗洪熙元年乙巳（1425）七月二十一日8記載自己克治氣質的經

                                                      
5
 【明】吳與弼：〈與章士言訓導書〉，《康齋集》，卷 8，頁 516 下-517 上。 

6
 同上，頁 517 上。 

7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68 上－下。 

8
 據載，他這一年三十五歲。（楊希閔編：《明吳康齋先生與弼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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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從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他時而沮喪，覺得自己愚鈍難以希求聖賢；時而

又覺得日進有功，即使有逆境，也能夠很快地排遣。進而觀察到自己「欲得」的

病根所在。種種心路歷程，他都毫不諱言地記錄下來，其誠篤之心，躍然紙上。 
吳與弼是一個真誠的求道者、踐道者，他將一生學習及篤行的經歷記載在給

朋友的書信及日記體的〈日錄〉中，從這些記錄，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誠的生命

如何去實踐道德，如何在貧病的生活中堅持信念，又如何去對治生命時時可能呈

現的不良習氣。關於他的思想宗旨、學聖路徑、修養方法與思想意義等，以下逐

項論述之。 

三、以涵養本源為宗旨 

吳與弼並沒有真正的師承，他的學道淵源始自於十九歲閱讀《伊洛淵源錄》，

《明儒學案》的〈崇仁學案〉也說： 
 
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力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

刻刻不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兩進」者也。一切玄遠

之言，絕口不道。9 
 

吳與弼主要是自學而成，他常閱讀朱熹、二程、邵雍等理學家的著作，重在身體

力行，不喜歡講玄妙高遠的論調。他也不喜歡著述，婁諒在其〈行狀〉說：「嘗嘆

宋末以來箋註之繁，率皆支離之說，眩目惑心，非徒無益，而反有害焉，故不輕

於著述。」10因有鑑宋末以來箋註之學造成的學說支離，使學者更陷入眩惑之中，

所以他不輕於著述，現存著作僅有《康齋文集》及《日錄》。11  

                                                      
9
 【清】黃宗羲：〈崇仁學案〉，《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5 年 4 月），卷 1，頁 16。 

10
 婁諒：〈康齋先生行狀〉，《皇明名臣琬琰錄》（收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版

社，1991 年），卷 10，頁 356。 
11
 《日錄》或收於文集中，或單行，為吳與弼行道的日記，〈崇仁學案〉引臨川章袞之言，謂：「其

《日錄》為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

（《明儒學案》，卷 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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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與弼雖服膺理學思想，但因不喜談玄遠之論，因此他的著述中並沒有太多

論述理學思想之言，僅遵守理學的一些重要觀念加以力行，如關於「天理」，他並

沒有多解釋「天理」一詞的意涵，只說：「學者須當隨事痛懲此心，剗割盡利欲根

苗，純乎天理，方可語王道。」12又說：「聖賢所言，無非存天理、去人欲，聖賢

所行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13自二程提出「天理」二字以來，理學家

的道德修養幾以「存天理、去人欲」為重要目標，吳與弼也楬橥此一宗旨，並謹

遵而行。但在實踐天理之時，吳與弼是以「心」作為本源的下手工夫，他說： 
 
夫心虛靈之府，神明之舍，妙古今而貫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萬事，本自

瑩徹昭融，何垢之有？然氣稟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為垢無窮，

不假浣之之功，則神妙不測之體幾何而不化於物哉！予幼承父師之訓，嘗

讀先儒釋日新之旨，每恨洗滌工夫未聞焉。
14 

 
從這裏看來，吳與弼對於「心」的定義，是具有虛靈、神明的特質，並為一身的

主宰及萬事的根柢，他並認為此「心」本來即是晶瑩清澈、無瑕無垢的，而心之

垢乃是來自於氣稟所拘及各種感官的欲望，因此必須將此心之垢加以淨除。修養

的目的，即在於「涵養此心，不為事物所勝」，15「一事少含容，蓋一事差，則當

痛加克己復禮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16克己復禮等種種

功夫，其目的都在於使心恢復湛然虛明的狀態，這樣才能應事而無失。此外，於

平生所作所為，皆要求盡分，不計較得失成敗，則可「此心須常教洒然」，17甚而

達到「精白一心，對越神明」18的境地。 
吳與弼在學習的態度、修養的方法，「多采宋人成說」，但對心的看法，顯然

並不取朱熹的虛明靈覺的認知義，而是偏向於道德本體的至善、光明無垢之義；

                                                      
12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66 下。 

13
 同上，頁 567 上。 

14
 【明】吳與弼：〈浣齋記〉，《康齋集》，卷 10，頁 561 上。 

15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80 下。 

16
 同上，頁 569 下。 

17
 同上，頁 576 下。 

18
 同上，頁 5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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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修養工夫強調的涵養本心，也與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積累工夫不同，而接近於

陸象山的「發明本心」，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說：「與弼之學，實能兼采朱、

陸之長，而刻苦自立。」19他的涵養本心，洗心20等說，影響了弟子陳白沙等人，

也開啟了明代心學一脈的發展。 

四、學聖的路徑－論學的重要 

吳與弼自十九歲讀到程明道見獵心喜一事，便深悟聖賢亦是由學而來，因此

他平日特重學習的重要，如說：「僕聞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易見，簡

易易行。然世鮮能之者，不學故耳。」21他進而說不學的原因又有二：一是懵懂

無知而不知道學習的，這是屬於庸人；另一是學了之後卻不能克治己心者，這是

由於心中未誠的緣故： 
 
惟其未誠也，是以事物之交，理欲互戰，順乎理，繫累於物，從欲乎有所

不屑，撓乎其中，懣乎其心，苟一念之或失，則聖人之道斯遠，而習俗之

溺彌深，幾何不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之，惡在能有充哉！22 
 

即使有學，但心中不誠之人，則在事物交替而至，理欲交戰於胸之時，往往容易

為外物所牽累，陷溺於欲念之中，使心中有所擾亂與憤懣，而離聖人之道愈遠，

習俗之溺也愈深。如此之人，雖說有學，實為未學。故知吳與弼論學，還有輔以

「誠」字，才是真正的學，他亦自云「僕坐此患十年餘」，23足見他對此患的深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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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70，頁 4441。 

20
 吳與弼曾說：「又讀夫子贊《易》洗心之章，聖人妙用，未易窺也。於是退而求諸日用之間，從

事乎主一無適及整齊嚴肅之規，與夫利斧之喻而日孜孜焉，廉隅辨而器宇寧，然後知敬義夾持，

實洗心之要法，等而上之，聖人能事，可馴而入，顧庸資滅裂，弱志逡巡，卒歸於廢弛，自棄

前功，良可惜哉！」（〈浣齋記〉，《康齋集》，卷 10，頁 561上） 
21
 【明】吳與弼：〈與徐希仁訓導書〉，《康齋集》，卷 8，頁 515 上－下。 

22
 同上。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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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 
凡人一生的成學，沒有不由學而來，吳與弼強調「學」的重要，本不是什麼

特別的見解，但他又說「學」須與「誠」配合，並把學指向道德的踐履，且其一

生亦不斷努力實踐，從這點即可見他論學既平實又不空談，且與實踐配合。關於

吳與弼論學之重點，以下分點敘述： 

（一）聖賢可學而至 

學習又要以誰為對象呢？關於這一點，吳與弼提出要學古之聖人，他說：「竊

僕嘗觀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豈無其由，不自小其量，而用心

純也。」24此道德顯著、用心純一的聖人，又以堯、舜、周公、孔子等人為著，

因此他認為： 
 
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立者，其量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

以堯、舜、周公、孔子之心為心，一念慮、一動作，數聖人常在目前，道

德視數聖人為未克，事業視數聖人為未大，用力孜孜而不足，量詎容小，

而心敢不純哉？25 
 

想要效法堯、舜、周公、孔子，就必須以他們的心為心，每一念慮、每一動作，

都如同聖人在眼前一樣，道德與事業也應時時以聖人為學習對象。他又說： 
 
故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行之間，何者為天理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

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行，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期其近效，

毋欲其速成，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豈殊途也？
26 

 
這裏說一個君子要存天理、去人欲，就要時時以聖賢為法，涵泳聖人的言論，體

                                                      
24
 同上，頁 516 上。 

25
 【明】吳與弼：〈與章士言訓導書〉，《康齋集》，卷 8，頁 516 上。 

26
 【明】吳與弼：〈厲學齋記〉，《康齋集》，卷 10，頁 5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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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聖人的行為，從容求索，深切體味，並且持續不斷，積少成多，以期得到少許

的效用，千萬不可追求速成。他又說：「凡人宜以聖賢正大光明之學為根本，則外

物之來有以燭之，而吾心庶得以不失，此心一失，幾何不為水之流動，雲之飄揚，

莫之據哉！」27因為人心容易被外物所影響，因此要使常常以聖人正大光明的心

為根本，並以此光明之心燭照外物，則可使此心不放失。吳與弼亦自言十八九歲

時，觀明道獵心，而知道過去的日子就像迷途之當改；讀《孟子》卒章，也才知

道奔逸的車駕難以追回，因此：「每味聖賢言行於千百載之下，而慨慕其精神風采

於千百載之上，恨不生於其時，立於其門，一蹴而造其域焉。」28這是他立志學

聖賢的開始，不但終生以此為志，且時時以此志勉勵他人。 

（二）循序漸進地學習 

學習聖人的言行是離不開讀書的，因為古代聖賢早已杳如黃鶴，但他們的言

行事蹟都記載在書籍典冊之中，也因此，吳與弼時時強調讀書，並主張要循序漸

進的學習。對於學習的入門，他說： 
 
大要入門只在撥置他書，一以《四書》及伊、洛、關、閩諸子，專心循序

熟讀，勿忘勿助，優柔厭飫於其間，積久自然有得，不可強探向上，此味

真難知之，正文公所謂淡而實腴也。
29 

 

吳與弼推薦入門要先閱讀《四書》及二程、邵雍及朱子等人的著作，且要專心及

循序漸進地熟讀，不要忘記，也不要助長，只要慢慢學習熟練，累積久了，自然

就會有所獲得，切不可勉強躐等。他在為書齋所立〈學規〉的第一條說： 
 

須用循序熟讀《小學》、《四書》本文，令一一成誦，然後讀《五經》本文，

亦須爛熟成誦，庶幾逐漸有入此箇功夫，須要打捱歲月方可，苟欲早栽樹，

                                                      
27
 【明】吳與弼：〈與九韶書〉，《康齋集》，卷 8，頁 518 上。 

28
 【明】吳與弼：〈尚友軒記〉，《康齋集》，卷 10，頁 561 下。 

29
 【明】吳與弼：〈與九韶書〉，《康齋集》，卷 8，頁 52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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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遮陰，則非吾所知也。
30 

 
這裏提到《小學》、《四書》、《五經》的讀書次序，他在給朋友的書信時，提及對

於其子的教導，也建議熟讀《小學》、《四書》、《五經》文本，以這些書來培養學

習者的德性，不令心思疏懶放逸，其中：「《小學》書尤不可不痛加工夫，須逐篇

逐條玩味入心，見聖賢教人之意，昭然見於言外，如此庶幾有進。」31《小學》

是南宋朱熹為兒童所編寫的啟蒙教材，其中包括內編的四個綱目：立教、明倫、

敬身、鑒古；及外編的嘉言和善行二部分，此書重視成德教育的思想，自宋、元

以來，即為童蒙教養的重要教材。這裏吳與弼亦強調對於此書須痛加工夫，逐篇

逐條詳加玩味，以深入於心中，才能昭然明白地見到聖人的意思。《小學》讀熟了，

則誦讀《四書》、《五經》，也要誦讀純熟，就好像自己說出來的一樣。等到《四書》、

《五經》本文讀熟了，方可讀注，再旁及子史之書。他最後強調：「讀書如不循序

致精，只欲泛然雜看，終不濟事，徒敝精神，枉過歲月，大可惜也。」32這裏說

讀書須要循序漸進地學習，由生到熟到精，如果只是泛然雜看，只是徒耗費精神，

空過歲月而已。吳與弼這種重視循序漸進的讀書學習的方法，乃是承朱熹之說而

來。 

（三）不求速成 

上文提及吳與弼論讀書時要「勿忘勿助」，「勿忘勿助」一詞出自《孟子․公

孫丑上》論及養氣工夫時說：「心勿忘，勿助長也」，33孟子並舉宋人揠苗助長為

                                                      
30
  同上，頁 529 下。 

31
 【明】吳與弼：〈與曰讓書〉，《康齋集》，卷 8，頁 523 上－下。 

32
  同上。 

33
 關於孟子論養氣，曾說：「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3，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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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以說明養氣的過程不能過於助長。這裏用在讀書上，也是說讀書的工夫既不

能間斷，也不能求速。吳與弼又說：「每讀書但隨力所到，為之少倦則止，惟此心

不可間斷。為學本當日就月將，優游涵泳方能持久，若要急迫速成，徒自苦耳，

終不濟事。」34這裏更細心地提出讀書固然要用功，但卻不可太過，即不可急於

求速。他說讀書只要隨力所到即可，如果疲倦了就要休息，只要心不間斷就可以

了。因為學習本來就是日日月月都必須從事的，只有優游涵泳地學習，才能持之

以恆，若是希望急迫求速成，則只是自陷苦處，終不濟於事。 

（四）反求諸己 

吳與弼認為讀書的目的，最終在於反求諸己，他在答友朋書時說： 
 
足下又云：雖能一時理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語尤有意味，正

好商量。蓋人患不知反求諸己，書自書，我自我，所讀之書徒為口耳之資，

則大失矣。35 
 

這裏提到讀書須反求於己，對吳與弼來說，讀書的目的只是藉由書本來親近古代

聖賢，並以古聖賢為效法目標，他在〈學規〉第二條也提及：「學者所以學為聖賢

也，在齋務要講明義理修身，慎行為事，如欲涉獵以資口耳，工詩對以事浮華，

則非吾所知也。」36無論如何，求學的第一目標乃是學為聖賢，所以在學校裏務

必要講明義理以修身，且行為要謹慎，不可以書本的涉獵作為口耳之資。又如他

勸勉朋友的話： 
 

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

熟讀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積功

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不患不造古人門庭

                                                      
34
 【明】吳與弼：〈與友人書〉，《康齋集》，卷 8，頁 520 下。 

35
 【明】吳與弼：〈復曰讓書〉，《康齋集》，卷 8，頁 522 下。 

36
 【明】吳與弼：〈學規〉，《康齋集》，卷 8，頁 52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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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37 

 
這裏重申從事道德修養者須以聖賢為法，而聖賢的言論又記載於典冊之中，因此

想要希聖希賢，唯有將聖賢之書熟讀玩味，並體察於身心，方可改變舊時的各種

習染。他又說： 
 

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禮自持，

則此心自然收歛，雖不讀書，亦漸有長進，但讀書明理以涵養之則尤佳耳。

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為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讀書亦

恐昏無所得，脫講說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益？徒敝精神，枉過歲月，

甚可惜也。38 
 

這裏重申聖賢授受的要旨，在於一個「敬」字，以讀書來明理，對於言語動作，

以禮自持，更有助益。且不能將書本的知識與自己的身心分開，否則只是徒然浪

費光陰而已。 

（五）切己實踐 

吳與弼論學的重要，並非僅是口頭的講論，而是以一生的時光去實踐道德，

並時時以書本為實踐的指南與印證，從他的〈日錄〉裏，處處可見此類的記載，

如讀《論語》時，他說：「夜讀《論語》，深感子思之說，於目下用功最切，亟當

服膺。」
39
又：「與學者授《論語》，讀至年四十而見惡焉，其終也已不覺惕然。與

弼年近四十矣，見惡者何限，安得不深自警醒，少見惡焉斯可耳。」
40
與弼時以書

本之語作為自我反省的提醒，他讀《論語》四十而見惡，因感自己四十仍見惡無

限，故而自我警醒。又讀《中庸》有：「夜徐行田間，默誦《中庸》，字字句句，

                                                      
37
 【明】吳與弼：〈勸學贈楊德全〉，《康齋集》，卷 8，頁 529 上。 

38
 【明】吳與弼：〈與友人書〉，《康齋集》，卷 8，頁 520 下。 

39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70 上。 

40
  同上，頁 5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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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容詠嘆，體於心、驗於事，所得頗多。」
41
對於《中庸》的研讀，是每字每句從

容地詠嘆，並用心體會，應驗於事。又如： 
 
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為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論其極致，亦舉天地

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聖人，不可謂之成人，此古昔

英豪所以孜孜翼翼以終身也。
42 

 
《中庸》所載聖人配天地之道，本是吳與弼效法的準則，因此他不僅常拿出《中

庸》來誦讀、詠嘆，並認為未到聖人境地的，都必須時時以此書為佐翼。此外，

宋儒的著作也是他常讀的，如讀《近思錄》，他說：「細觀《近思錄》，乃知聖賢教

人之法，備在方策，而自己學力未至，以致齷齪無量，安得良朋共執此文細細講

明，以為持己處事之資也。」43吳與弼認為由《近思錄》可以得知聖賢教人的方

法，因自己學力未至，所以常常有各種齷齪的心思，因此尤以此書作為自己處事

的資藉，他也因此常有所得，如說：「看《近思錄》甚有所得，鄙吝之懷為之豁然。」
44又：「於《近思錄》中所得，比向日大有逕庭，中心洒然，如沈痾去體。」45故

知與弼讀《近思錄》時，不僅頗有心得，且真能拓展胸次，滌除鄙吝之心懷。又，

宋儒中，吳與弼特為嚮慕明道，明道先生〈行狀〉是他常讀的，如說：「臨寢猶諷

詠明道先生行狀，久之頑鈍之資為之惕然。」46「夜誦明道先生行狀，不勝感激，

會心處不知手之舞足之蹈也。」47又說：「累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

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說道理不高不低，不急不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

讀之自然令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48
吳與弼也常讀朱熹的文集、語錄，如：「觀

晦庵先生語錄，慨然慮斯道，不自知其年之邁，氣之衰，而病之多也。」49「觀

                                                      
41
  同上，頁 571 上。 

42
  同上，頁 573 下。 

43
  同上，頁 575 上。 

44
  同上，頁 576 上。 

45
  同上，頁 578 上。 

46
  同上，頁 576 上。 

47
  同上，頁 577 下。 

48
  同上，頁 580 下。 

49
  同上，頁 5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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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菴文集，親先生之教，令人超然於世，萬慮俱消。竊思當時立於其門者，宜何

如哉？」50對於吳與弼來說，這些聖人的言行思想只能從其遺留的著作中，想見

其流風遺韻，因此他常常誦讀聖人的著作，並不斷地涵泳體察，與自己的言行相

印證，以此來提此心，使心不走作，51這便是他讀書並加踐履的精神所在。 
不僅如此，與弼在讀書的過程中，是真切感受到讀書的快樂，如：「倦後暫寢，

起書先哲格言，明窗淨几，清風徐來，不知天壤之間復有何樂？此身何幸至此。」
52「玩聖賢之言，自然心醉，不知手之舞，足之蹈也。」53「臥看康節詩，遂熟睡，

方醒，意思佳甚，不啻封侯賜金也，雖極貧窶，此命也，不害其樂。」54讀書時

能使吳與弼真切感受到生而為人的快樂，甚至忘了貧病的窘迫，這應是他讀書力

行，並在學作聖賢的過程中，體會到道德的實踐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真正尊嚴與內

在的自足，這種快樂，與顏回所體會到的「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的生

命境界應若合符契吧！ 

五、修養方法 

吳與弼強調心的工夫，並以涵養此心為其學問宗旨，對於心的涵養，除了常

讀書以使心有一依循的對象，不因外務紛擾而走作外，他在「洗心」的工夫，亦

強調敬義夾持及靜觀涵養等工夫。 

（一）敬義夾持 

吳與弼在〈浣齋記〉一文提及他讀到夫子對《易經》「洗心」之說的讚嘆，但

卻無法窺測聖人的妙用之所在，後來退而求之於日用之間，從事於主一無適及整

                                                      
50
  同上，頁 586 上。 

51 吳與弼說：「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同上，頁 574 下。） 
52
  同上，頁 578 下。 

53
  同上，頁 584 下。 

54
  同上，頁 5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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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嚴肅的規矩，才了解到：「敬義夾持，實洗心之要法。」55聖賢之道，也可以依

此徑而至。 
「敬」是指精神專一於道德修養，吳與弼常常講到敬的工夫，如說：「人須整

理，心下使教瑩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不敬則不直，不

直便昏，昏倒了萬事從此隳，可不懼哉！」56此說人心要時時保持晶瑩淨潔、清

醒明白，便必須常常保持此心的專一敬直。心若不能敬則不正直，心不正直則會

昏亂，心一昏亂則萬事便做不成，所以古代聖人教人也常提此一敬字。又敬字除

了是內在專一誠篤之外，更應表現在行為上的以禮自持，他說：「大抵聖賢授受緊

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禮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歛，雖不

讀書，亦漸有長進。」
57
以敬作為修持的方法，表現於外，則須衣帽整齊嚴肅、言

語動作端正嚴整，並且以禮自持，如此，此心自然可以收歛。所以內心的敬又與

外在的禮分不開，如他時常從事的：「讀書窮理，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復

禮之地，此吾志也。」58讀書、敬恕與克己復禮，都是道德修養的重要工夫，不

可分開說。 
「義」則是指思想行為上對道德原則的持守，吳與弼說：「廓然而大公，物來

而順應。大公，仁也；順應，義也。」59大公無私是仁，義則是順應此大公無私

之心，時時以仁心作為行為的指導原則，故他常常自勉：「窮通壽夭，一聽於天，

行吾義而已。」60吳與弼自中年以後，幾乎過著貧病交迫的日子，所以他常常提

醒自己富貴窮通、年壽脩短都是天命所定，他唯一可以把握的也只有行事以義為

準則而已。 

（二）靜時涵養 

吳與弼強調動靜交養的工夫，他說：「靜時涵養，動時省察，不可須臾忘也。」

                                                      
55
 【明】吳與弼：〈浣齋記〉，《康齋集》，卷 10，頁 561 上。 

56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74 上。 

57
 【明】吳與弼：〈與友人書〉，《康齋集》，卷 8，頁 520 下。 

58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68 上－下。 

59
  同上，頁 584 下。 

60
  同上，頁 5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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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在論到靜時涵養的工夫時，他說：「靜中思繹事理，每有所得。」62因為人在心

境安定時，思緒也會比較清楚，因此常在這種時刻思考整理各種事理，較容易有

所得，吳與弼便常做這種工夫，他曾在南軒的柱子上貼有：「幽靜無非安處，清閒

便是讀書時。」63足見他希望時時提醒自己處於靜中。靜中的工夫又如：「緩步途

間，省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64這是在散步時去省察內在的

仁、義、禮、智四端之心，在安靜的時刻，身心自然可以約束，內心可以專一誠

敬，所以「靜」時較容易保持內心之「敬」。又在大自然中最可以體會到心靜的悅

樂，如說： 
 
南軒讀《孟子》甚樂，湛然虛明，平旦之氣，略無所撓，綠陰清晝，薰風

徐來，而山林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

眼明始可識青天。於斯可驗。
65 

 

這一則是他讀《孟子》時，感受到自己的靈明清朗之氣不被外物所撓，於此心靜

之時，更加可以感受到白日朗朗，綠陰滿室，南風徐徐吹來，山林寂靜，天地開

闊、白日悠長的意味。他也曾夜觀童子照魚，自己靜聽流水，而體悟到孔子川上

之歎，及朱子安行體用之旨。66諸如此類，都是從大自然中體會到在安靜之境中，

對於道理能有更深的感悟。他自己也常希求此安靜之境，如有詩曰：「淡如秋水貧

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67又說：「近來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68像春風一

般的安靜舒徐、身心稍靜等體悟，都能使他更加涵泳古人智慧的奧義及切身安享

內心平靜的愉悅與快樂，這些都是從事「靜」的工夫所獲致的。又如說：「食後坐

                                                      
61
  同上，頁 569 下。 

62
  同上，頁 570 上。 

63
  同上，頁 568 下。 

64
  同上，頁 571 下。 

65
  同上，頁 567 下－568 上。 

66
 【明】吳與弼：〈日錄〉：「夜觀童子照魚靜聽流水，自悟川上之歎，及朱子安行體用之旨。」（同

上，頁 570 上）。 
67
  同上，頁 568 下。 

68
  同上，頁 58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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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窗，四體舒泰，神氣清朗，讀書愈有進益，數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69
從

這一則可以感受他四體舒泰，神氣清明的悅樂之感，他於此時讀書更加有進益，

亦以為已更透一關。又如：「晝起四體甚暢，中心洒然，安貧樂道，何所求哉？」
70「夜大雨屋漏無乾處，吾意泰然。」71這些記錄都可以看出他的內心不為憂患所

動，且能處於泰然安寧之中，於道德修養，有更進一層的境界。 

（三）動時省察 

靜時涵養的工夫固然重要，但人於每日行事，大部分都在動中，因此不能只

偏於靜的工夫，所以也應常於動時作省察工夫，在各種行事活動中檢點自己的行

為。又在道德長養的過程中，不免會有各種生活考驗，心境也可能時起時落，起

伏不定，因此必須不斷地自我反省與檢點，才有進步的契機。吳與弼在進德修業

的過程中，對於自我檢點一事，是很積極的，如他在〈日錄〉所載：「日夜痛自檢

點且不暇，豈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責人密，自治踈矣，可不戒哉！」72這種痛自

檢點的工夫，即是他所經常從事的，尤其是家務之事，也是他常常拿起來反省的，

如說： 
 

數日家務相因，憂親不置，書程間斷，胸次鄙吝，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

凶禍福，一聽於天，不必少動於中，吾之所以不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

區區利害之間者，察理不精，躬行不熟故也。
73 

 

此則記載因憂心家務，以致書程間斷，胸懷鄙吝，因此感到慚愧可恥。因想到聖

賢對於吉凶禍福，皆能聽於天命，心不所動，可見自己仍察理不精、躬行不力，

以致於時為利害所動搖。 
吳與弼的性格易於發怒，這件事是他常常反省的，如說：「以事暴怒即悔之，

                                                      
69
  同上，頁 566 下－567 上。 

70
  同上，頁 569 下。 

71
  同上，頁 576 上。 

72
  同上，頁 567 上。 

73
  同上，頁 56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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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持其志，毋暴其氣。」74又：「時時痛加持志之功，務消氣質之偏。」75遇事容

易暴怒這件事，吳與弼承認是他氣質之偏所致，因此經常提醒自己要以持志之功

來克治，下則又說： 
 
一日以事暴怒即止，數日事不順，未免胸次時生磊塊，然此氣稟之偏，學

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豈朝夕之力耶？

勉之毋怠。
76 

 

此則記因事暴怒，以致日後數事不順，胸中常有鬱鬱之懷，因此反自省到這是因

為氣質之偏所致及學問不熟之故，恐怕難以在頃刻間消除，只能漸漸地加以消磨

此弊。想要做到終日沒有憤怒的言語、不平的神色，恐不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

只好勉勵自己不懈怠。又說： 
 

因暴怒，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

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

理，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度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

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77 
 

這一則也是記載暴怒之後，反思自己在責備他人時不夠寬恕等，最後提醒自己應

該切信責己厚而責人薄，並以責人之心來責己，如此方可進於道。然而在每一次

暴怒後，雖有所反省，但不能保證下次不會再犯，如吳與弼在後面有一條又記道：

「小童失鴨略暴怒，較之去年失鴨減多矣，未能不動心者，學未力耳。」78從這

一條可見他已察覺自己的暴怒心已經略減，但仍不然能做到不動心，是因為學習

仍不夠用功的緣故。其後，他又載道：「遇逆境暴怒，再三以理遣。蓋平日自己無

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不免。嗚呼難矣，中庸

                                                      
74
  同上，頁 574 下。 

75
  同上，頁 576 下。 

76
  同上，頁 570 下。 

77
  同上，頁 571 下。 

78
  同上，頁 57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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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也。」79凡人要矯正舊習並不容易一時見到成效，誠如他所感嘆的，中庸之

道對於他生性易怒的性格，實在是難以達致，只能不斷地實踐、反省，且能夠做

到這些，也已是難能可貴了。 
此外，在貧病中作工夫，也是一種動時省察的工夫。吳與弼自中年後家境貧

困，又加以體弱多病，立志學作聖賢，然不免常為外境所動，從他〈日錄〉所載，

時可見他與貧病對抗的歷程。他說：「患難中好做工夫，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樂

也。然學力淺者，鮮不為所困耳。嗟乎棟梁之具，非禁風耐冰雪，安能勝其重哉？」
80即使在道理上知道生於憂患，死於安樂，但因學力尚淺，很少不被憂患所困的，

如說：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不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益以鄙詐，而無以

致其知；外貌益以暴慢，而何以力於行。歲月如流，豈勝痛悼。如何如何！
81 
 

身體病痛，加以家務夾纏，都是最切身的經歷，與弼自云在這種時刻，常常無法

專心於聖賢經傳的學習，而更加使得內心鄙詐、外貌暴慢，以致荒廢時光。又說： 
 

夜病臥思家務，不免有所計慮，心緒便亂，氣即不清，徐思可以力致者，

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

明日書以自勉。
82 

 

這一則記錄夜來病臥時的反省。吳與弼亦常在遇到貧病交加，心境煩亂時，以聖

人語言自勉，如說：「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不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讀書，

便覺意思通暢。」貧困中事務紛至沓來，又兼以病瘡之苦，這種情況之下，難免

會生起憤怒急躁之心，這種時候，他便整衣冠讀書，看到古人所說：「不遇盤根錯

                                                      
79
  同上，頁 576 下。 

80
  同上，頁 579 上。 

81
  同上，頁 568 下。 

82
  同上，頁 56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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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無以別利器。」又說：「若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難能，只得小心，

寧耐做將去」。朱子也說：「終不成處不去便放下，旨哉言也。」
83
以這些話語來提

醒自己，心情才較能收束住。又如：「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

此生將何如也？」一個讀書人卻為生活所迫，必須低三下四地向人借糧，在這種

時刻，他只好自勉：「須素位而行，不必計較，富貴不淫貧賤樂，男兒到此是豪雄。」
84
雖然難以做到，但仍以貧賤能樂則富貴不淫來自我警策。 

吳與弼因為身歷貧病，因此體會也最為真切，認為必須在貧賤患難上立得腳

住，克治粗暴之心，才能使心性純然，終可以上不怨天，下不尤人。如說： 
 
昨晚以貧病交攻，不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不寧，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

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不然則有打不過處矣。君子無入而

不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見聖愚之分，可不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

此關不透耳。
85 

 

愈是貧病交攻之時，心中愈是不安寧，方才是作工夫處，須使心中泰然，隨分進

學，聖愚之分，也在於這樣的考驗上，如果還會怨天尤人，便是於此關尚未通透

之故。貧窮與病苦固是人所不喜，但吳與弼長久處於其間，也深知此患難對道德

的踐履是很重要的考驗，他曾說：「大抵學者踐履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

始無往不利；若舍至難至危，其他踐履不足道也。」86雖說道德生命的實踐「無

時無處不是工夫」，87但是能從至難至危之處試驗過，之後自然可以無往不利，面

對任何考驗都可處之泰然。 

（四）勤作札記 

在長期道德實踐，並時時自我檢測的過程中，如何知道自己的進步或退步，

                                                      
83
  同上，頁 567 上－下。 

84
  同上，頁 568 下。 

85
  同上，頁 577 下。 

86
  同上，頁 570 下。 

87
  同上，頁 5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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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與弼提出要時時作札記，如在〈遣晏海黎普使金谿〉一文說：「早晚所讀書及視

聽言動，應事接物當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須逐日札記，歸日要看。」
88這種逐日札記，不管是讀書、視聽言動，或應事接物是否恰當等都一一記錄的

工作，對於個人進德修業的查核，是很有幫助的。此外，每日的札記也要常常拿

起來看，如說：「曉枕誦《易》，看去年日錄，惕然興感，不敢不以聖賢自任，日

思奮勵，庶不負友朋之誼也。」89又：「打點平生日錄，感慨係之矣。」90「看前

去年日錄，倦寢細思平生學力止於此，精神日向衰憊，俯仰悵然空生世間也。」91

「看乙巳丙午日錄，感發多矣。」92重讀日前所記日錄，不免有所感慨或感發，

同時也會有所警醒作用，如這一條載：「閱近數年日錄，萬事不必計較，徒勞心耳，

廓然而大公，物來而順應。大公，仁也；順應，義也。」93這是一次閱讀數年的

日錄，而更加體會到萬事不必計較，只是徒勞心思而已，因此勉以：廓然大公、

物來順應，以符會仁義之道。 

六、吳與弼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自北宋理學家重新開啟性命道德修養的新頁，其後理學成為學術主流。後沿

其流者，或就理論加以繼承或發揮，或以理學思想作為功名利祿的晉身工具，其

間也有不乏身體力行者。但道德實踐畢竟必須發自個人內心沛然莫之能禦的要

求，否則不免流於以其言飾其行，造成弄虛作假的風氣。據《明史․儒林一》載：

「有明諸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歧趨，襲繆承訛，

指歸彌遠。」94此言指出明代諸儒對於理學的性命之實旨多未能真切體會，持故

守陋或襲取謬論，以至造成離真理愈來愈遠的情況。吳與弼為明初的理學家，對

                                                      
88
  同上，頁 530 上。 

89
  同上，頁 584 下。 

90
  同上，頁 583 下。 

91
  同上，頁 584 上。 

92
  同上，頁 584 下。 

93
  同上，頁 584 下。 

94
 《新校本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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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理學學說雖未有太多理論推闡及開拓之語，但他的理學思想及實踐之功，亦具

有其意義，以下即分述之： 

（一）樹立實踐力行的人格典範 

筆者認為，若要論吳與弼的價值成就，最值得重視的應該是他的道德實踐之

功及所樹立的人格典範。自孔、孟以來以至北宋諸儒提撕的道德性命之學，本就

是一重視實行的生命踐履之學，假使儒家的修身之學未能付諸實踐的話，那便不

能算是真正的儒者之行。自古以來，也正因有許多的仁人志士以其生命去實踐道

德，留下懿德典範，才使後人有仰慕與追隨的標的。道德實踐須始自於內心真誠

的要求，且須克服個人的各種習氣與性格缺陷，以及不被外在的各種利誘、困境

所動，而因每個人的性格、氣質不同，所面對的家庭、社會環境有異，在道德踐

履的過程中所接受的挑戰也不一樣。但無論如何，只要是真誠的生命實踐者，其

行止都是可敬的。 
吳與弼自十九歲嚮慕聖人之學，期許自己學作聖人，並終身力行，觀他所錄：

「 十六、七年之間，歲月如流，而學行難進，俯仰今昔，為之悵然。」95又： 
 
燈下外南軒觀年二十時所作論三篇，不勝悲嘆。何者？昔時志向的然，以

古聖賢為可學可至，今逡巡苟且，二十年多病侵陵，血氣漸衰，非惟不能

至聖賢，欲求一寡過人，且不可得，奈何奈何，安得好學茂年，痛傾此意。
96 
 

他自他十八、九歲立志為聖人，便戰戰兢兢，不曾間斷，但又不免常為貧病所侵

凌，以致學行時進時退，其悵然愧悔之心，溢於言表。吳與弼這種勇於自省與自

我檢點的精神，在學者當中是很少見的，觀他《文集》所載，如說：「與弼年近四

十矣，見惡者何限，安得不深自警醒」、
97
「看《近思錄》甚有所得，鄙吝之懷為

                                                      
95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70 下。 

96
  同上，頁 572 下。 

97
  同上，頁 5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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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豁然」、98「臨寢猶諷詠明道先生行狀，久之頑鈍之資為之惕然」、99「數日家務

相因，憂親不置，書程間斷，胸次鄙吝，甚可愧恥。」
100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

不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益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益以暴慢，而何

以力於行」
101
等，這種勇於承認及面對自己氣質偏弊，與其不因貧病的環境而易

志的精神，若不是出於內心誠摯的情感及對聖賢之道的嚮慕，是很難做到的。 

吳與弼己身力行的精神，在當時已經起了示範作用，為人所稱頌，其門生陳

獻章曾說：「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102可見吳

與弼的道德名聲不僅在當時為人所景仰，且興起一股惕然而感，勃然而興的效法

風氣。吳與弼同時也是當時師道的良好典範，他即使自己饑寒切身，但對四方來

學者仍卻其束脩，曾自云因為患難才進學，其弟子九韶說：「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

在他人則惰志矣。」103一般人遇患難恐怕早已墮志，但吳與弼則雖患難而更努力

進學，因此也更能體諒學子求學之心。吳與弼不但提攜後學，更能作為師道的表

率，其門人胡居仁曾讚道： 
 
宋真儒迭出，道學益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於幾百年之後，恨不生於其

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為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
104 

 
吳與弼在當時不但學問明且道德尊，是學子們問學及學習的楷模。陳獻章也說：「康

齋語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洛、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不屈

不撓，如立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105這裏亦稱讚吳與弼能尊師道，勇於

擔荷，其不屈不撓的精神，就好像千仞的牆壁，為一代之人豪。他對學子的啟發，

                                                      
98
  同上，頁 576 上。 

99
  同上，頁 576 上。 

100
 同上，頁 569 上。 

101
 同上，頁 568 下。 

102
 陳獻章：〈跋真跡後〉，《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 2，頁 311－312。 

103
 婁諒：〈康齋先生行狀〉云：「深慨嗜欲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饑寒切身，

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了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 10，頁 351）。 
104

 胡居仁〈學約序〉，《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 2，頁 310。 
105

 〈聖學宗傳〉，《明儒言行錄》，卷 3，頁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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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在當時發生效用，甚至沒後百餘年，其地方的禮讓猶服其教化，106足見一個

人的精神感染力量之深且遠。 

（二）融合朱、陸之學 

吳與弼的思想近承伊、洛、關、閩之學，他讀的書如《四書》、《近思錄》、朱

子文集、語錄等多為程、朱一系的書。在實踐方面，他體悟到聖賢可學而至，並

強調立志、學習、讀書，重視循序漸進的方法，所提出的諸如敬義夾持、靜時涵

養、動時省察等修養方法也與程、朱一派相合。但由於他不重視高深學理的講論

與探討，摒除一切的高遠虛玄之論，主張在語默動靜之間與聖人之言相印證，如

此便不免必須指向「本心」的發明，才是最簡易、最直截的修養途徑。吳與弼在

論心時，說「夫心虛靈之府，神明之舍，妙古今而貫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萬事，

本自瑩徹昭融，何垢之有？」107他強調心的虛靈澄淨、光明瑩澈，只是常為氣稟

所拘，而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為垢無窮，因此須假浣之之功，令此「神妙

不測之體」108得以朗現出來，這便是他的涵養本心之說，如說：「涵養本源工夫，

日用間大得力。」109所有一切修養方法，最終都指向此心的浣洗與克治，這與陸

象山一派的「發明本心」之說實為相近。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與弼之學，

實能兼采朱、陸之長，而刻苦自立。」110雖然吳與弼未必有意識地合會朱、陸，

但在心性修養的實踐過程中，則不免走向陸象山的路子。像吳與弼這種立志學作

聖賢的儒者，其一生又幾乎是往內聖的路線探索，大都會對心與理的問題產生懷

疑，如他之後的陳白沙、王陽明等都是，吳與弼雖然沒有他們曲折的懷疑及悟道

的過程，但是他提出的涵養本心及靜中內求的方法，在明初之時，必然有其影響

                                                      
106

 鄧元錫〈理學傳〉稱：「聘君沒百餘年，小陂男女禮讓咸服其化。」（《明儒言行錄》，卷 3，頁

291）。《名山藏列傳》也敘道：「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婦人不看行，

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屨，端拱深敬，人以為聘君之風云。」（《名山藏列傳》，頁 624

－625）。 
107

 【明】吳與弼：〈浣齋記〉，《康齋集》，卷 10，頁 561 上。 
108

 同上。 
109

 【明】吳與弼：〈日錄〉，《康齋集》，卷 11，頁 576 上。 
110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 23，別集類二十三，頁 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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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的弟子陳白沙、婁諒111在他的影響下，下開明代的心學一脈，自然有其跡

可尋。 

（三）下開餘干之學與江門學派 

吳與弼雖然沒有太多學理的講論與探討，但他的幾個及門弟子後來在學術上

都很有成就，足見其影響力。由於吳與弼教學重視身體力行之功，他自己常常躬

親稼穡，手足胼胝，他對門弟子也是如此要求，如〈白沙文編〉載：「白沙來受學，

先生絕無講說，使白沙劚地植蔬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令接茶，

如是者數月而歸。」112白沙從學於吳與弼，只教他整地、種菜、編圍籬，或者研

墨、接茶而已。又康齋《年譜》也載：「克貞聞公講學臨川，乃往從之，一日公治

地，召克貞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克貞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為

之，不責僮僕。」113婁諒從學之時，亦是教以親作細務。婁諒本是豪邁之人，亦

從此折節掃除之事，不假僮僕之手。胡居仁在給于先生的信中也說： 
 
往受教於臨川吳先生之門，乃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理為要，躬行實踐

為本，德進身修，治平之道有諸己，進而行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

亦可傳於後世，豈記誦詞章、智謀功利之可同日語哉！114 
 

肯定其存心窮理、躬行實踐的作風，不僅能夠進德修業，還可以達之於治平之道。 
吳與弼這種重視實行、實踐及持之以恆的毅力，實非常人所及，也使其學不

流於虛無、浮誇。沈佳《明儒言行錄》稱：「康齋先生只是將聖賢言語來體驗，日

用工夫真覺有味，不似後人談玄說妙，全無實落也。」115即讚揚此種真切有味的

                                                      
111

 王陽明十七歲時，曾從婁諒問學，甚為相契，黃宗羲稱：「姚江之學，先生為發端也。」（〈崇仁

學案二〉，《明儒學案》，卷 2，頁 44。） 
112

 〈白沙文編〉，《明儒言行錄》（收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 年），

卷 3，頁 283－284。 
113

 楊希閔編：《明吳康齋先生與弼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6。 
114

 楊希閔編：《明吳康齋先生與弼年譜》，頁 10。 
115

 沈佳：《明儒言行錄》，卷 3，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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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行工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甚至稱：「胡居仁得其篤志力行，遂啟餘干之學。」
116足見吳與弼對胡居仁的影響。 

吳與弼重視靜中內求的修養方法，也為其弟子胡居仁117、陳獻章等繼承，其

中又以陳獻章開啟後來的江門學派，影響最大。陳白沙曾提及自己的為學經歷，

說： 
 

予少無師友，學不得其方，汨沒于聲利，支離於粃糠者，蓋久之。年幾三

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益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取向所汨沒而支離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復

長也。118 
 

陳白沙在從學於吳與弼之前，出入於程、朱理學支離繁瑣的學問探討中，沈溺於

世俗功名利祿的追求中，而迷失了從學的方向，直到跟隨吳與弼之後，使其學術

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尤其是靜坐修養的工夫及心體的呈露，當受吳與弼之影響，

曾說： 
 

僕才不逮人，年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

不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不出，專求所以用力之方。既無師友

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累年，而卒未得焉。所謂未

得，謂吾此心與此理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

靜坐，久之，然後見吾此心之體隱然呈露，常若有物。119 
 

陳白沙從學吳與弼，因為只有半年的時間，所以一開始「未知入處」，但後來回到

白沙，經過一段時間的閉門靜修，最後藉由靜坐的工夫，而得見心體隱然呈露，

                                                      
116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 23，別集類二十三，頁 4441。 
117

 【清】黃宗羲〈崇仁學案二〉說：胡居仁「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為學者津梁。」（《明儒

學案》，卷 2，頁 30）。 
118

 【明】陳獻章：〈龍崗書院記〉，《陳白沙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影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卷 1，頁 22 上－下。 
119

 【明】陳獻章：〈復趙提學僉憲〉，《陳白沙集》，卷 2，頁 51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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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出後來的江門學派。雖然黃宗羲於〈崇仁學案〉說：「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

得，不關聘君，當為別派。」120但其後又說：「於戲！椎輪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

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121亦承認吳與弼之學對後來學風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說：「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
122陳白沙以靜觀涵養之學，而開白沙之宗，當受到吳與弼的影響。123 

七、結語 

吳與弼繼承北宋以來的理學思想，其重視下學的實踐之功，以及「敬義夾持」、

「靜時涵養」、「動時省察」等修養方法大多淵源於程、朱一派，但其主張涵養本

心之說又與陸子相近。又雖然他對理學的學理發揮不多，但一生努力實踐，樹立

人格及師道典範，明儒劉宗周曾說：「先生之學，刻苦奮勵，多從五更枕上，汗流

淚下得來。……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

顏尋向上工夫，故不事著述而契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年出處一節，卓

然世道羽儀，而處之恬然，圭角不露，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124這段話大約

概括了吳與弼一生刻苦力行的精神，其中「涵養性情」說明他的為學宗旨，「克己

安貧」正是他精神境界的呈現，最後肯定他「不事著述而契道真」，因為有得於道，

所以對於出處一事可以處之泰然。這都說明吳與弼的一生踐道之功深。且他的從

學者又開出明代理學的不同學派，因此可見他在明代理學史上地位之重要。 
吳與弼一生實踐道德生命，以學聖賢為職志，雖貧病交加，氣質剛忿，在道

德踐行的過程中時進時退，然百折猶不悔，這種毅力與精神，非常人可及。儒家

的成德之學，也因為有這樣的實踐典範，才更顯其不朽的光芒，並使後人聞風繼

踵，令其精神永遠不止息。 

                                                      
120

 【清】黃宗羲：〈崇仁學案〉，《明儒學案》，卷 1，頁 14。 
121

  同上，頁 46。 
122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0，集部 23，別集類二十三，頁 4441。 
123

 關於吳與弼與江門學派的關係，可參見鄭興邦：〈吳與弼與江門學派〉，《五邑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第 5卷第 1期，2003 年 2 月，頁 31－35。 
124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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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meditation from Pan-Long Kao 

Yang Ching（楊菁） 

Medit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modify one’s behavior and mind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It is highly appreciated by most of the Confucian sinc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mong them, Pan-Long Gao is one of the few people that could 
elucidate the meditating methods accurately and share his experience delicately. 

Gao constantly practiced in meditation and received great benefit from it. The 
meditating effect he advocated includes having a tranquil mind, dancing coherently 
with what you read and understanding your character.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ed the meditating methods suggested by Gao, e.g. 
practicing in common life, concentration, reviewing what the saint ever said and 
regulating your mental status without any disturbance under everyday activity.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present the meditating methods that Gao frequently used and 
to provide a pathway to learn meditation. 
 
Keywords: Pan-Long Gao, meditation, the Confucian living in the Ming 

dynasty, Xian-Cheng G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