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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斜書院及合l}規述評

一湛甘泉的書院教育

文學院國文萊

除郁夫

明朝開國至正德一百五十年間，私人書院講學遠不及南宋及元朝興盛。究其原

因有二，一是國學發達，二是科學取士。國學發達係太祖寫意經營的結果 p 使私人

書院失去吸引力;科舉取士亦是明廷有意籠絡士子的制度，毒草致學子空疏不求真學

問。兩者與明代的學術教育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及至正德、嘉靖年間，王陽明與

湛甘泉各立宗旨，講明聖學，天下士子翁然相縫，不僅儒學恢復了生命，更蔚成風

氣，成為明代私人講學的高潮。玉、湛私人講學雖在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 ，因

御史游居敬論劫王、湛傌學而詔罷各地私人書院，但明代私人講學風氣已盛。其後

張居正毀各省書院為公廳(萬曆七年) ，晚朗東林諸君子以泠風熱血與宜官小人相

抗，都可算玉、湛兩家鼓起私人講學的流風餘響。

玉、湛兩家所以能鼓動一代風氣會原因有下列數點可述:

一、成祖以後，科舉目靈，監生出路漸難，國學無復初創時有吸引力。後來叉開納

栗捐資之例，於是滿晶臼雞，監生遂為世人輕竄，國學因而衰微 o 國學襄徽，隱

伏私人講學重振的機連。

二、舖義取士從竄宗以後，愈演愈嚴。每文八股，如四位分立，兩兩相對，淺深鐘

長，錄兩悉朗，全篇結構既絕無伸縮餘地，內容更千篇一律。一些較有思想的

學子，自然不能以此為滿足，而?留在八股之外，另找寄託，陳自沙、吳康齋能

吸引不少人前往受學，正是這原因。王、湛兩家可以說乘運而起 p 正是時候。

三、陽明、甘泉兩人不僅學有自得，並且皆居高官，風行競召，格外有力，與吳康

齋在臨川、陳白沙在廣東，以隱君子講學窮鄉，聲勢自是不同。

四、王、湛兩人言語學，都是顧象山市下，提倡明白簡截的心學，指引下手工夫，十

分會醒人心，也符合明人的胃口。其中甘泉更爾和理想和觀賞，以聖學和德業

不二儷召，對於心存JfJ名的人也有號召力。

上述前三點係外緣，第四點才是學銜的內在因素。學街本身若不成長，便很快生氣

全失。玉、湛兩人都使心學再往前一步 F 而陽朗「致良知」之教，可以說心學的頂

囂，自然聾光萬丈，籠罩一代。

就學御9影響力而言，甘泉稍不如陽呀，那是因為聽聽之教更胡白、更直截，

最合明人的口胃，當然陽明得人也多，但說弊也大。但甘泉身居高位，享齡高達九

十五歲 9 一生創辦書院三十多所〈詮一) ，學生共右三千九吉餘人，在當時，兩家

寶分庭抗禮，不分軒鞋。而甘泉一系，源遠流長，至明末、不紹，雖未必仍其宗旨，
而淵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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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院概況

甘泉創辦的第一所書院即「大科書院J '在武宗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 ，時

甘泉五十二歲，母喪服闋，照理應返仕籍，但那時宜官小人把持朝政，大概不喜甘

泉這種正人君子，乘機下詔讓他在家養病。時甘泉正值壯歲，仕途既窒，因學生來

學，築室講學於西樵的大科畢下，這恐怕是明代私人創辦書院立有教育宗旨的第一

所。〈註二〉
大科書院的建築有居、有堂、有館，居是學生住宿處，館為學生進修處，堂為

師生講學處，堂名「凝道J '用意可知。書院分進修、敬義兩齋，兩齋應并居、館

而言。明制太學分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義六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

，居後三堂，一年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二堂，文一年半文理俱優叉兼通經

史者升率性堂。大科書院二齋是否也依學業分，不得而知，然既分齋居處，則應有

別 D 後來甘泉續辦的書院如南岳甘泉，齋仍稱進修、敬義，講學處改稱 F心性堂」

'另有儀門、先師祠、祝聖台之建築。儀門如今之校門，先師祠則紀念陳白沙之祠

(並非把孔子，此點值得注意) ，祝聖台為尊牽朝廷之所。校舍的建築經費， r大

科訓規j 序云 r......四方英才集焉，乃胥與集石為台，因台集木為居、為堂、為

館，為講學進儷主地。 J (註三)則出於師生共同之力，但其他書院的興辦，則有

地方官之力者。

書院有義田之設以供遠方來學及貧者， r墓表」云 r先生以興學為己任，所

至之地，成有精舍、膽田以館穀來學，故所造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激其身，以

惠諸人。」膽固的來源，或地方官之力，或好義之士研置，但 I蓮洞書院膽田倉記

」述墾荒地為膽田， 伊L乃工金一千五百有杏，蓋跛鬧屢起屢把而屢更之，故其費

也博，而吾之一、二十年傳入之囊於此馨矣 r J (註五〉則甘泉為著辦書院投下全
部積蓄，也由此可見，難怪甘泉要歎 r厥惟難矣 r J 說 r凡生徒不審其兼習二

業、為古之德、行道藝而冒詐以來居斯屋、食斯穀者，有如此誓。其懶惰及不為學

子業而以虛名浮誇無實得者，不館不殼。 J (註六〉私辦書院有膽田，自然增加辦

書院人的負擔，但明朝太學以下，連府、州、縣學的學生都有食廳，所以甘泉私人

書院，也設「館穀j 以居食學生，這可以說我國私人興學的一個優良制度。每個學

生每月給米四斗或穀八斗，相當一個壯丁的數目。

由於甘泉論學右宗旨，叉標學二業(德業、學業〉合一，所以志在聖賢的人，

固然可以在甘泉的書院得到指引，志在功名的人，也可以獲得學業的教禱，故而從

學者極眾。至於師資， r司11規」有一條云 r遠方及近處有德行道藝先覺之人可為

師法者，必恭請講書，以求進益，聞所未聞。 J (註七〉則大科書院的教師，不必

為湛民本人，心胸可謂十分開廣 o 甘泉在武夷山一曲有與王陽明會講的「館殼J ' 
則甘泉願與時賢共同講學，不僅條文而已。

大科書院的日課訂得頗緊。學生每日雞鳴而起，寅卯辰三時誦書，巴午看書，

未時作文，申茵默坐思索，戌玄溫書。兩廊各輪流一人覺察動惰，人人要讀到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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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有情者戒飾之 9 甚至有鞭策者。

日課中所誦所君所溫的書多大致指學業所額的教材而言，以四書、五經、性壇

大全、史記、五倫書等為主。除止仗，外事甘泉規定不准頭仙、佛、莊、列的書 9 以

為會壞了心術。至於詩 9 當頭三百篇章至奏、漢而止會「其下偶儷之文、律詩之類，

去古甚遠者會勿以接於耳目?令胸中無一點俗氣。 J (註八〉作文自然是習作八股

文。作文之外 p 尚有習字一科 F 未列入日課之中ρ 所習正字，甘泉以為「宋人不如

唐人 s 唐人不如晉人會蓋漸近自然耳。 J (詮九〉

學生每月初一、十五聽老師講書一兩章雷達一兩章書並非句誼哥I!話的講解 F 旨

在發明心性 p 所以學生必須虛心聽授 s 做申意一時相授 p 才大有教益。老師講完後

P 學生輪流講一章 s 以考驗進侈情況。倘若學生朔望有不升堂聽講的，同學相率前

往問病曹使他懶惰不得。書院的規矩相當嚴格，如最後一線規定，凡來相見的人 9

如非問學道義之士，不敢泛接，即使道義問學芝，士多也須先有賓介言詞通剩 2 否則

也不接見。

學生每月二六日有考試，所考文字只批可杏，不定高下，以免引起爭心。考業

的次日，班長率同學向老師揖謝。文章中有所取去處 s 要認真研究為何取去。學生

要學歌詩作樂以涵養德性。朔望參見請益之後，即隨意歌詩二章三章。課業倦時，

學生不妨登山玩水，以助精神，但不可失了自己。

為著表示私人興辦的書院不與官方的太學、府~;'N縣學衝笑，甘泉說他的書院「

不過初為退居求志之 1剖 ，如果有生員來學，也不拒絕，但只可以請假智商來學，

因為提學學師是朝廷所立~.師 F 辭去朝廷所立之師來力再書院追隨甘泉，於義理恐

有妨礙。在這裡可以看出私人辦書院的辛苦 o

棍攘上述 s 明人書院私人講學的概況已清晰可見 o

二可言li就內容

「式:1'4單11 姐」作於武宗正德十五年巴一五二0) 夏天?距甘泉創辦大科書院已

經三年。序云 r諸生成請有教言，甘泉子勿有言者 F 逾歲，諸生復請有教言，甘

泉子勿有言者。逾時會甘泉子B : r 吾有言乎哉 j 諸生其以言焉，吾無言焉可也 j

吾不徒言乎哉 i 諸生其不以言焉，吾躍欲無言，吾惡得而默諸?迺為條之如左。』

J (詮一0) 可知此教言非輕易出之。用11規」作成 F 曾寄王陽明，陽明贊說 r

實為聖則。 J (註一一)

「白11規」共有六十一篠 p 但立教大要見於規前的「斂規J 0 r敘規」把學生上

達、下盟各分二十三項，真項對學，如此學生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上連者「

心幾敬義、志道J '下墮者「肆利、不志道」。原圈由中間向兩旁左右鷗詞，今重

新排列~.令上下對舉，在上面為「心幾敬義、志道J ~在下面為「肆利、不志道」

。其括號內之註解 p 為甘泉原註。每條之後為筆者之解說 o

l 體認天理(音信星空認〉的肆欲〈舍去領〉

「體認天理」為甘泉入道的下手工夫 9 問學於白沙後自得，後遂成為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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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教綱領，與陽明 i致良知」相標榜。本來只此四字，後來再加上「隨

處」兩字，而成為「隨處體認天理J 0 

「天理j →司自明道拈出後，便成為新儒學的骨髓頭腦。甘泉之學得自陳

自沙，實承明道、象山而下，以為理、氣、心、性不二，與伊川、朱嘉一

系有很大不同 o

甘泉認為宇宙間一氣而己，其消長為陰陽，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地。陰陽消

長，理在其中。此理出白天然，故叉稱天理。心為此氣的精華，虛靈知覺

，體萬物而無餘，天理蘊蓄其中 o 所以「隨處體認天理J '並非向外尋理

, r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悶，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

之本體') J (註一二〉所謂本體，其實便是天理。「隨處體認天理J '換

句話說，便是令此心隨時隨地無不昭明公正。力再書院日課中不論讀書、

靜坐、作文， r此等大抵皆不可失了本領，通是涵養體認之意。如此持循

，當月異而歲不同矣 !.J (註「三)此言所謂「本領J '便是昭明公正之

心。
「體認天理」叉與「立志j 、「煎銷習心」合言，構成甘泉立敬的三大要

點。學者先立志，然後如舟之有舵，生命才有正確方向。「煎銷習心J 是

因為習心(人心，與天理相對〉會蔽障天理，所以要「如煎銷金銀，一番

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大賢之心。 J (註一四〉三者的關係

如下 r天理是)個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此一大

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功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錯習心以去其害此

者。 J (註一五)

Z 尋實樂的虛樂

宋儒白間濟溪令二程尋孔顏之樂後，樂字便成為新儒的標幟，以與佛家臘
人間為苦海相對。其後郁康節標舉「學不至於樂不足以為學J '陳自沙言

自得之樂無涯，以為學闊的驗證。此樂字發露於曾點的舞零歸泳，就人倫

日用而有;龍飛魚躍之機，與一般俗眾尋樂於感官物欲的滿足，自是志學與

不志學的重要分別。

a 求道於人倫間的外倫求道

求道於人倫日用，正儒家的特色，極高明而道中庸，以別於佛、老外人倫

日用而求道。

4 篤寰的先文藝(不立誠心〉

儒家一向主張先涵養德性，文藝則隨德性所有而發揮出來，所謂誠於中形

於外。若內不實有，剿襲人家言語，或不養德性，專事文藝，自是學者大

病。

5 言動由中出〈吾吾吾〉的巧令滋偽(暐〉
6. 不怨尤不遷怒的暴怒

1 事女兄誠切(族黨慈敬〉的事父兄不誠切(按黨不慈敬〉

a 自得師的不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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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素談尊師會談自得師者 E 甘泉恐係第一人。他說 r學者須要求自得

師如求命。 J (詮一六〉他認為老師的-g;能在「治心以立性命J (詮一七

) ~其重要性超過醫生渝高 F 還是從心性傳授立場看老師。從心世傳授論

師，自與百工技藝拜師不同 s 便有如修道者及學禪者之訪真師，師弟間論

道參!驗及印可，關係之密切，雙非一般旬語學業之前可比。

a傳習(口用功)的傳而不習〈悠悠過日〉

IO.過長謙讓〈求益)的過長抗倍

指同門問而言。

11 同門久敬〈凡九條〉的同門獨錄

12.去成心 (EZZ告:罰點)的師成心
13.期約以倍的期約不信

14.二業合併的徒舉業以于蘇

這是甘泉所辦書院的主要宗旨之一。二業指德業和學業。本來科學取士，

用意也在從學子的文章中考察其德行。只是後來學子捨本逐末 s 剿麗人言

而無真實體驗，科舉反成為敗德喪行的制度 o 甘泉的「二業合併J '簡單

的說，要人在學學業的同時，把德性涵養好。「吾今教人，不外科舉就有

至理 9 哥人叉倒在一邊，只在科題上立侖，是不悟我之至意。吾正欲人詔

書、作文，不失本領，說根本上發出枝葉，此同行而異惜，不可不知。」

(詮一八〉從教材上說，四醬、五經等知不是聖人教人成德之作，所以，
科學所習就有至連是不錯的。

[科學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使君子小人懸紹，豈可不痛省而

甘為小人之歸。且鼠害以明心性，體貼此實事根幹，技葉花鹿自然成就 9

而事業在其中，此義之謂也。若誼書徒事記諦 z 為舉業之瓷以取科第爵藤

，便是計劫謀利之心，其萍已失，此利之謂也。 J C 詮一九〉義利之辨，

使我們想起象山，只是甘泉更落賢在課業上。

大抵進德有成的人，每每不為外物所累而絕蕃茄名，甘泉怕學生如此，說

「科學J1j聖 f控制 s 諸生若不遵習，即是生今反古，便非天理。雖孔孟

復生，亦由此出事然孔孟為之 9 亦直在異於今z習學業者 9 其根本上發出自

別。故學業不足以害道多人自累耳 o 學者不可外此事外此便是外物也，為

病不小。 J (詮二0)

l且內外混合的支隊

這也是甘泉在學術上強調的一點。甘泉既把心、性、理、氣、神、天觀為

一而非二，順此而下，根本否定有「內外」、「本末」、「心事」之分。

「分內外、本末、心事為兩泣，便是玄而離之，設有是內非外 s 童心略事

之病 9 牆多不悟，反以為立本。千吉年來 F 道學不明 s 坐此之故 o 自命學子

合下便要內外、本末、心事合乃是孔、孟正脹，何者?理無內外、本
末、心事之問也。 J (詮二一〉這一點宜與「隨處體認天理」合君。陽明

當批評「隨處體認天理」有求理於井之餘，甘泉在此強調內外合一，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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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求理於外之議 o

16.讀書調心合一(隨心力附〉的讀書主敬兩途

此店買「隨處體認天理」與「內外混合」的落實說明 o r讀書時須調煉此

心，正其心，平其氣，方能心與書合一。......若以讀書、主敬為兩事，彼

此相妨，別求置書冊而靜坐以為學，便是支離，終難湊泊 o J (註二二〉
17.作字敬的作字欲好

明道說 r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J (註二三〉

18.考業用心精的用心不精

19.讀書觀山水不失己(遊息收攝)的讀書觀山水桔亡

也是「隨處體認天理」。

20.博六經開知見的泛濫仙佛壞心術

21.作文發所得的作文欲勝人

也是從根本救起。

22.教童僕(鈴束理家〉的縱童僕〈棄家事〉

n君子的小人

成君子為教學目標，成小人為不學之過。

以上二十三條，有儒家共許的道理，右宋儒標舉的新義，有甘泉白得與強調的

義哩。「求道於人倫」 、「篤實」、「不怨尤不遷怒」 、「事矢兄誠切」、「傳習

j 、「過長者謙讓」、「同鬥久敬」、「期約以信」、「博式經開知見」、[敬童

僕」 、「君子」十一項為儒家自先秦以來共許義。「尋真樂l 、「言動由中出」、

「去成心」、「作字敬」 、「作文發所得」五點為宋儒的新義。「體認天理j 、「
二業合併」、「自得師」、「內外混合」、「讀書調心合一」、「考業Jtf心精」、
「讀書觀山水不失己J --1::點為甘泉自得或強調的義理。當然這樣區分，並沒右絕對

的標準'但甘泉的立教旨趣，卸可藉此更明白 D

三、評析

甘泉曾批評白鹿洞書院學規說 r雖出於大儒(朱嘉〉之手，而lJ:可論理為名

言耳，恐無下手用功處。 J (註二四〉自謂「大科訓規J r諸條不惟皆康於心，而

心文本於幾上用互惠rJ 0 (註二五)以為「哥11規」可以包括自鹿洞學規，白鹿洞學規

不足以包括「司11 規」。甘泉這些話是不錯的，他確能明白自己的「訓規」最大價值

所在一一使德性教育有明確的下手用功處一一這也是明儒右進於宋儒之處 o

古代的大學教育以培養政治、社會的領導人才為目標，教育的重心落在德育上

，學記「一年規離經辨志，三年觀敬業樂事，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九年知類通達，啦而不反J (註二式) ，這些考核的階段，無不以德育為著眼點

。這種注意德育的大學教育，從閣初道德意識興起後，便成為我國教育思想的主流

，即令現在，也是一再祖翹壘調。可是德育不像知識技能那樣可授受、易於考察，而

德育成功與杏，艾端賴受教育者是否產生道德自覺，沒有這分自覺，道德成了教帳

，最多培養出?些「唔規矩J 的學生而已 o 宋、明諸儒很能明白這分自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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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知分「德性之知 J 和「開見之知J '以為「德性之知」不假見悶。(註二七)

既不假見間，叉車回可授受?宋儒受佛家影響提出前儒未有的方法一一靜坐 2 便是希

望透過定靜而涵養「德性之知J '大科書院的日課訂有長達四小時的靜坐(下午三

時到七時) ，頗符合朱嘉「半日誼書會半日靜坐」的原則，但「大科司11規」的貢獻

在使德性修養有下手周身處，倒不在靜坐的課程上 z 而在「本於設上用功」。

儒家把道德自覺吽良知，或借道家修煉者的言語 F 稱之為「真幾」、「活種」

2 陽明論學宗旨「致良知」要致的便是此點自覺。甘泉也用道家修煉者的話， r鼎中若

無真種子，還將水火煮空錯。 J (註二八) r司11規」的第一條為「立志、J '云 r

諸生為毒品必先立志參如作室者先立其起止乃可。志者志於道也。立之是敬 o 匹夫不

可奪志，若其可奪，豈謂之志、?自始至終，皆是此一字。 J (註二九〉陽明的龍場

教條 9 也首言立志，而稱人若無志 p 若舟之無舵。甘泉則啟喻人之無志，若壓之無

墓。若從道德自覺的「真幾J r活種」上看步甘泉的啟喻比陽明稍善 D 當然， r立

志」並不等於右了道德自覺 p 但至少「立志」後雪道德自覺才有可能，道德生命才

可望成長。

學生周衝曾以母雞抱卵精神都在卵上替輸工夫的持館不可中斷 o 甘泉說 r一

切用功正要如此接鶴， ......然必這卵完有種子方可，若無種子的卵 9 將來抱，抱之

雖動，亦搬了 o 學者須識種子，乃不住了功夫。何謂種子， 130吾心這一點生哩，便

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生理，徙滴養個甚物? J (註三一〉甘
泉講「隨處體認天理J '正以這種子為基礎，其下如「作字敬」、「作文發所得」

、「鼠害、觀山水不失己」、「內外混合」等工夫，都要在這「幾」上用功，使工

夫蝸雞抱卵一樣不間斷。這是大科書院在德性滴龍主最成功的指引，前人未嘗如

此詳明。

德性的涵養除了本人發心立志及涵養有方外 F 外在的師友輔佐與禮樂胸治也十

分重要 9 宋代以前的儒家尤著意於此兩者，大科書院的教育也不忽略。明儒學案稱

, r士子來學，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泉。 J (詮三二) r哥1I規」對事師

事長之禮及日常儀軌，有十分詳細的規定，而抄在能指出心源舍不使之流於外來的教

條 s 如「諸生每遇與先生同儕定，人，必推先生之意，以前輩事之?不可居然抗禮。

或其人與之平昔分定，或年相若，亦必三讓之外，若不得已，則側行還坐，以致退

而不居之意。此乃自養其恭敬之心，亦非關彼事耳。 J (註三三〉其中「此乃自養

其恭敬之心 p 亦非關彼事耳J ~說得甚好。

「哥11 規J 對於交友之道極為重鸝 9 月4九峰之多。其間每一條，都可以作為今日

向窗學友的規範，如「諸生列館同居 p 本意正做大同無我> Ý..口同舟共濟，彼此朝夕

飲食起居，周非正言之行以相點撿，本E警策。相觀而善，若能虛心受善，則歲月之

間 p 氣質變化矣 o J (註三四〉大抵注重在以友輔仁、相處以禮、責善以誠、患難
與共、同心同德上。在書院中所揭濁的人以同學最多 F 同學問若能培養這種風氣 9

於變化氣質確實大有幫助。

總之多甘泉的大科書院 s 在德育上?從發心立志到下手用JtJ處，都指點得十分

詳細，叉能注意黨外在的師友輔助及禮樂隔洽，確實達到J團前所未有的完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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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教育史上有其適當的地拉，也很值得我們現代有志德育工作者藉為參考。
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在師友聲光聲款禪讓仁輔中，激發道德良知，努力提昇自我

生命，其效果之大者，都幟們今日所能想及。

大科書院標舉「二業合併J '宣稱學業不害聖學，而望學有助於舉業，照理是

可適的。但是像說 r科學乃聖代之制，諸生若不遵習，即是生今反古，但哥拉天理

。雖孔孟復生，亦由此出。 J C註三五〉便掃歸一途，強調科學太過，太祖大青島的

陰影橫橫在其間， (詮三六)可以想見。而其後書院，有祝聖台以崇朝廷，也在同一

心理下所建。其實科舉與聖學的矛盾，只須如象山教學生在念頭上一轉即可，不須

立為書院宗旨。聖學既有助於科學，授以聖學即可，不必就科學就有歪理而自陸。

結果誦書、看書、溫書，只在四毒、性理大全之間打轉， n司11規」雖有一條說 r

吾儒學要有舟，自綜理家務至於兵農錢穀水利馬政之績，無一不是性分內事，皆右

歪理，處處皆是格物工夫，以此滴養成就，他日用世，鑿鑿可行。 J (詮三七)可

是課程未見學業以列任何實周知識。甘泉的書院，調和理想與現實，可是正因牽就

現實，學生反而不能壹志孤住，教果不能不大打折扣。反觀陽明之教，不談學業，

便不為學業所限，門下王心齋之輩，便非學業中人，此文甘泉所籠罩不住 o 甘泉之

所以不如陽明，其在此乎?

除了牽就現實之外，甘泉辦的書院還具過分濃的個人色彩。筆者不是指責甘泉

以自己的學問所得像「隨處體認天理」等教學生，而是說甘泉所辦的書院，都建祠

以把自涉，則甘泉無其在建一個學派。自沙築楚望台以居甘泉;甘泉築二妙台以處

洪垣、方禮，何其於衣跡之授受?甘泉倡「自得師J '以為師者「治心以立性命J

'學者當求自得師有如求侖，則師弟之間何異禪家印證?本來講自己學問所得，其

仁教自然衣被學子，蔚成一個學派 o 今有意牽白沙為宗主，而己以衣跡傳人自居，

刻意為之，則其私與小可見。

黃宗義在明儒學集中，很顯然不同意甘泉「隨處體認天起l 之說。「先生〈甘

泉〉以為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真以為心，故有是內非外之論 o 然天地萬

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里，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天

地萬物之理以為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

未發者其處 o 寂然不動，感即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惟體認於寂而已。今日隨處

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J (註三八〉這批評，甘泉絕不會同意的

。甘泉明白表示， r.寂與感皆心之全體。平時只於有事而勿助勿忘，及感發亦只如

此，題再隨處體認。 J C 註三九)黃宗羲硬說甘泉[隨處體制是「體認於酌，

顯然還是在字面上誤會，而未曾真正了解甘泉的「隨處體認天理」的意義 D 甘泉標

舉「隨處體認J '主要的用意在打破靜養、動察的支離，使工夫持續不間斷，其明

白直截不如陽明的「致良知J '但條理細密、動靜一貫則遇之。其本人氣質近於朱

熹，而其門下也少流於猖狂。

[隨處體認天理J ..，，-語，見於白說與甘泉書中，云 r去參十月一日發來書甚

好 o 日用問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J (註四0) 從白沙

書中可窺見，付、「體認天理J 早已和「隨處」兩字聯言，並非如洪覺山「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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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係後來再加上的 oþ 、「隨處體認天理」係甘泉自悟，而經白沙印可，並

非白沙傳授此心法給甘泉 o 甘、自沙印可只說 r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 J 對此種下手工夫並未稱許太過。帥、自沙書在「隨處體認天理」之前者「日用

間」三字，並非如甘泉後來「隨動隨靜、隨未發已發」之體認。如係「日用問J ' 
則真不免如陽明所指，有求理於外之嫌。我們可以作一個較合理的推測，甘泉原始

所悟的入手工夫，並未曾有後來動靜內外打成一片的自覺，其後工夫深後，叉受陽

明影響，於是成為後來的面貌。要之，甘泉「隨處體認天理」的工夫 p 較李延平「

觀喜怒、衷樂未發氣象J 與陽明「致良知」更一貫而少流弊，學者不可困黃宗義之言

而忽略其價值。

甘泉一生辦了三十所書院，除了位居高官、精力紹人外，家境富裕也是個重要

因素。黃公佐通志云 r自其祖江以來，自連肝陌，世為主主義，若水盡增回宅，歲入

數千。 J (註四一)廣東新語去 r孟民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為樂，如先生者，可謂

得其樂也已。吾人為孔孟之徒，貴而看位者，當以先生為法。 J (詮四二〉廣東新

語稱美甘泉，雖是皮相話，可是有明一代私人興辦書院而卓然有成者，甘泉算是第

一人。
附註

註一:甘泉一生創辦的書院依廣東新語如下:

其鄉(增城甘泉都)有「甘泉」、「獨闖」、「蓮洞」三處。增城龍門有「

明誠」、「龍潭」二處 o 羊城有「天關」、「小禹」、「白靈」、「上塘」

、 「蒲潤」五處。南海西樵有「大科」、「雲谷」、「天階」三處。惠于'11羅

浮有「朱明」、「背霞」、「天華」三處。南都有「新泉」、「同人j 、「

惠化J 三處。漂深有「張公洞口甘泉」一處。揚州有「城外行窩甘泉山J 一

處。池州有「九華山中華」一處。徽州有「福山」、「斗山」二處。武夷山

有「六曲仙掌」 、「一曲王海會議J 二處。以上共計二十六處。其中揚州、

慄陽或疑為兩處，待考。攘羅洪先「墓表J '上列二十六處之外，尚有韶少'"

曲江有問自墨J 一處，英德有「清溪J 、「靈泉」二處。湖南有「南嶽紫雲

」一處。合共三十處「館穀J 0 甘泉晚年所創的書院只重「大科J 、「蓮洞

」、「龍軍」、「朱明」四所，以為春夏秋多四時之窟。

註二:在「大科J 書院之前，如康。齋在臨川、自沙在江門、陽踢在賣到‘常官場，皆有

學生來學，但都沒有「書院」站建憫。

註三:見「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首!I規J 0 (畫大圖書館藏同治丙寅刻本)

註四:見「甘泉文集」卷三十二「外集J '頁六。
註五:見「甘泉文集」卷十八「記」頁四式。

註六:同註五 o

註七:見「甘泉文集」卷六「大科書!l規」頁五。

詮八;同註七，頁一三。

註九:同註七，頁一一。

註一0: 同詮七，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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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一:見「甘泉文集」卷三十「祭文J r奠王陽明先生文J '頁間。
註一二:見「甘泉文集」卷七「書J r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J '頁二七 o

註一三:同註七，頁四。

註一四:同註一三 o

註一五:見「甘泉文集」省八「新泉間辨錦:J '頁二。

，註一六:見「大科 wll規J '頁六 o
註一七:同註一式。

註一八:見「大科訓規J '頁九。

註一九:見「大科訓規J '頁八。

詮二0: 同註一丸。

註二一;同註一八。

註二二:見「大科訓規J '頁一0 。

註之三:見「宋元學案j 卷十三「明道學案J '頁二五。(河洛〉

註二四:見「甘泉文集」卷七「書J r復謝性仁J' 頁五四。

註二五:同註二囚。

註二六:見禮記第十八篇「學記」。

註二七: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之分早在伊川，但注意到德性之知不可授受而另尋啟

迪德性之知 r~徑的為凍白沙。

註二八:見「甘泉文集」卷七「書J r答洪峻之侍御 J '頁四七。

註三九;見「大科訓規J '頁一。

註三0: 見「甘泉文集」眷七「書J r答洪i壞之侍誰叫，頁四二。

註三見「甘泉文集」卷八[哥哥泉間辨錄j 頁式。這使答話未引朋道言「學者須。

先識仁」作結，可見甘泉所謂「種子J '指人生命的道德自覺可以無疑，但

文中說「生理J '文關佛家以理為障，反使讀者不明所指 o

註三二:見明儒學案卷三十七「甘泉學案一J ，頁七丸。

註三三:見「大科訓規J '頁六。
詮三四:同註三三。

註三五:見「大科訓規J '頁九。

註三六:朗太祖設廷杖以摧殘土氣，興文字嶽以毅士人，令中外大小臣察舉，頒「

大譜」明令士人不得拒絕徵舉，否則處以大辟之刑 o 明代建國對士人的鉗

制，深深影響有明一代學風。

註三七:見「大科訓規J' 頁一二 o

註三八:見明儒學東卷三十七「甘泉學案一J '頁八0 。
註三九:同註三0 。

註四。:見白沙子全集(河洛〉卷三「書J r與湛民澤J '頁六四。

註四一:見阮榕齡作「白沙門人考」引「黃志、」。

註四二:見「白沙門人考J r湛甘泉j 下附錄引「廣東新語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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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Ko Academy founded by Kan-Chyen Jan in 1517 was the 加令的ate

academy in M甸甸nasty (1368-1643). 泊的 were sixty-one rules of behavior 

which Kan-chyen J:月m urged his students to observe. 

From these rules we can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private callege education 

of Ming Dynasty in general and Kan-Chyen Jan's educational theories 組 particular.

1. Da-Ko Academy, just like the other 29 private academies founded by 

Kan-Chyen Jan , did not charge Ìts students tuition,board and lodging. It was a very 

good tn:dition in old China. 

2. Besides regular daily lessons, students were ordered to practìce a form of 

physi個1 regimen (sitting in deep medlitation) from 4 o'clock to 7 o'clock in the 

afternocn. It was very useful for improving one's self呵conscious and self四control.

3.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averttheirminds from al1 evi1 thoughts in order 

to avoid doing evil. 

4. Kan-Chyen Jan taught his students to become sages by cC)ßstant1y 

searching natural laws, which are fundamental to human nature and are to be 

discovered by human reason. 

5. There were many ceremonia1s in Da-Ko Academy, most of which were 

intended to teach' students to do honor to the teacher, to respect the teacht'r's 

teachlngs, and to befriend their fellow students. 

6. “To be a sage and to be an officia1 are a11 the same," said Kan-Chyen Jan. 

It means that Da-Ko Academy would help students to have good mora1s and to 

prep紅e for the civil exa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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