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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修養之術，主要者為操存涵養。散見論語中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與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進而以四勿之教，克己復禮為仁。孟子中如收放心，養浩氣，

擴充四端，盡心知性以知天是也。總之，修養之法，可以涵養與察識兩術以該之。涵

養之範圈，包羅甚廣，自童子洒掃進退，以至經術義理，禮樂藝術，均可涵養心性。

程子曰: r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

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J (註一〉

楊龜山語錄亦云: r 間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于無故不撤琴瑟，行則閱佩玉，登車則聞和穗，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

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拜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奔非君子所為，而云

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醋。J (註二〉

故凡可以收其放心者，均可稱之為涵養。伊川曰:r 涵蓋須用敬。 J 人能念載在

蔥，心不外馳，集中精力，敬守此心，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能自

得則可左右逢源。蓋心存為應事之本，心所以應萬事者，理具於心而散見於事物，事

物之理， ~P吾心之理。隨其事之常變，物之大小，莫不各有分限。分限者，理之當然

也。人能敬禮此心，則心無偏倚，隨其分限而應之，則心存而理得也。文謂:r 入道

莫如敬。 J 能持敬則澄心觀理，專精之至，是非不淆，而知乃可得而致也。道者，~P

不偏不倚之中也。敬為存養功夫，心所以載性。若能存而勿失，則於竄然不動之時，

主一無適，如此即無偏倚也。渾然未發之中，乃道之本原出於天，其實體備於己者，

天命之性是也。蓋中屬本體，敬屬功夫。敬不可謂中;然有此功夫，方養得此本體。

註一.二程全書上，程氏遺書卷二，頁一四0'中文出版社出版，廣文書局印行。

註二:增補宋元學案，珊二，卷二十五，龜山學案，頁四，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110 教學與研究第五期

是敏乃昕以致中也。涵養之範圈，廣大無邊。涵養之功夫，副主敬專一，以收放心o

插手謹畏，以止放埠，怯怠情，身心警惕，如有所畏。兢兢業業，去日臨深履薄。勿放

勿縱，逐事逐物以觀理也。

至於草書識，較為簡約，即為時時良知自覺，本心作主。象山所謂:r 先立乎其大

者。」此為覺悟，屬單識之術。蓋心統性惰，性質置情用。未發為暉，已發為用。體用

一源，體微而難見，因用以求糧。於此心之發處，密崇存養，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即為崇識，故察識為有事時存養，存養為無事時裝識。念念良知作主，此乃自明白了

境界，認識一己之境界，為實在之察識。存養察識，實可不分。僅一奈識亦足矣。故

察識之晶圈，無涯無畔，無動靜語默之別，此心總為惺惺了了，絕不昏昧，此種功夫

，何其切至。然此自覺之祭識，已日頓悟之境界，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或修養有素者，

難以望其項背。

朱于早年所獲於延平者有三大糊。(註三)r 一日頭於日用人生上融會。J一日須

看古聖經義。又一曰理一分妹。所難不在一處，乃在分殊處。朱于循此三番教言，自

加尋究，而不白眼於默坐澄心之一項工夫上o 則誠可謂妙得自而門之{專矣。」故於修身之

左手，深悟空吾無賞，全不濟事。於修養之途，故謂:r 必使學者，自P fL天下之物，莫

不圓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區，至於用力之久﹒而一且豁然貫通焉。」

此部由養得悟o 至於窮理之久，可以一旦豁然貫通，直識心與理一。此乃涵養後之祭

識。如中層所謂: r 白誠明，詢之性。自明誠，謂之敬。誠則明矣，明則誡矣。謂之

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敬者，成於己之學習。誠則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

以照事物 o 如天閉目朗，自然無蔽，此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明則誠者，由窮理

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先明乎善，而後能以實其善者e 此賢人之

學，由敬而入者也。芸芸眾生，均當修身，學知利行者國有，困知勉行者實繁。故文

公誦: r 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

已緩而不及事矣。 J (誼四〉涵養之功，於是為先。

註三:錯穆著:朱子新學案，第三珊，頁三十五﹒三具書局印行。

挂四:朱子大全，卷四十二，答胡廣仲書，頁五，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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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涵養與祭識，為修身之要術，二者互相關聯，不可偏廢。益難分孰輕孰重。

然於先哲言語中，去 U有先後之別。先祭識而後涵養，為陸王之主張。先涵養而後察識

，為程朱之主張。自伊川有中屑為子 L門傳授心法之說，楊龜山，羅豫章，以至李延平

，一脈相傳，乃以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為口訣。朱子少耽禪學，於思、

惟修靜慮功夫，息慮凝心，戒矜躁，去嗜慾，曾下習修功夫，延平稱其能由源頭上體

究。而朱子對延平默坐澄心之敬，初未相契。實以爾時彼對心學方面，有其自所幢悟

。及見延平，瀾論一番。李先生謂其懸空理會甚多，面前事卸理會不得。令其於古經

中求義理。朱子之初次轉變，實始於斯時。此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對心學之體悟，日新

月異。其成就實為繼孟子而後，傳心法之絕學，且能發揚光大者也。

朱子於乾道三年八月，曾訪南軒於潭州，留兩月，二人切磋討論者，為太極、乾

坤、知行、動靜諸問題，兼亦旁及中庸之心法。遂認心為已發。未發之「中 J 9 即在

已發中。修為之方，則主由已發處察識，遂決然捨去延平默坐澄心，以觀大本之敬，

而折從南軒，主先裝識而後涵養。此一轉變，即朱子中和薔說之所由來也。(詳見前

章論已發未發。〉

朱子於修為之途，以延平為之師，南軒為之友，而湖湘之與道南一派，主張各異。

文公沉潛反復，左右採禮。先則自有所悟，於延平所言，置不復思。繼之則反就師門

遺敬，重加研尋。又繼則折從南軒，再繼叉追念師說，而調和歸一。前章論已發未發

，屢及 j函養與崇識之語。鼓再續詳其說，以見朱學之博大精深，宏通細密，兩臻於極

。近學人錢穆，盛讚朱子之學，推崇備至，而謂，茍不於朱學之精深細密處有瞭解，

則難於其博大宏通處有欣賞。「後人徒見其稱引群言，而不悟其於群言龐雜中，取捨從

遠之無費苦心。若分而觀之，則若朱子凡所陳義，只見其語語有本。若合一而觀，則

朱子思想，自具組織，自成體系，實是前無古人，而確然成其為一家之言。其每取一

義，每梢一說，秤衡斟酌，有先棄而後取，有先從而後遠。有僅採其一部分，有力主

其全意義。有經歷數年，乃至數十年之久，始於此一義獲定論。後人徒見其稱述前苔

，而忽略其於前言，有批評、有駁辨，無一茍處。既不細考其曲折，又不博觀其會通

。則何從而獲知朱子為學之真精神所在，與其立說之真意義所出乎。昔人稱鄭康成囊

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于目改漏失。茍不能瞭解其上兩旬之工作，又何能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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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兩旬之成績。朱于學術思想之博大宏通，更非康成可比。J (註五〉誠哉斯言蠍!

向使文公在天之靈，俯聆及此，定當完爾賓四先生之堪稱知己也。

一、敬之作用

朱于自討論已發未發，始拈出二程一敬字。後乃奉伊川「涵養三頁用敬，進學在致

知」兩語，以為學者入德之門，立身之要。而二者之功，未嘗不交相發。且對小學，

原本自有體悟，彼認心有未發，然不贊同所謂未發求中之工夫。觀其存齋記一文，(

註六〉而謂: r 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

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存之之道，即敬之作用。厥後又有勸心說，以心

為一身之主，心一而已。操存之道，即不使旦畫之所為﹒得以措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

非正揖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

敬為心之作用，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夫身以心為主，心以性為髓，性以仁

為體。如人而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欲仁而或不敬，無以致求仁之功。未發之前

，敬以存養。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已發

之際，敬以察之，事物紛耘而晶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也。由此觀之，有以主乎靜中

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手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是靜而理感亦有動

，動而理安亦有靜;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1比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故身以心為主，心以仁為道，敬則心之貞也。貞者何?說文:貞，卡間也。國有大疑，東決;

於神明者，無非對國計民生、有助益者也。敬為心之貞亦然。蓋心之妙用，往返於性理

事物之間。稱物致知，擇善而從，適應酬酥之際，敬義夾持，無不以止於至善為正鵲

也。

一、先涵養而後察識

朱于於修身之途，認定人自有未發時，此處副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

註五:參閱同註王，第二冊，頁一七六~一七八。

註六:同註四，卷七十七，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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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存耶?且從初不會存養，!1!P欲隨事察識，恐於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其答林澤之書云=(註七) r 古人只從幼子常觀無証以上，

灑措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

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文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

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文云:涵養則其

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襄互相發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

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

察識端倪，則涵養個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

，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

，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b 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文曰 :-r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

發而後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

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J (註八)

其答方伯讀亦云: r 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

明，而擴充廣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志之，

及其發後，助之長也。J (註九〉

綜上所述，朱子實主先涵養而後祭識，不待先察識而後涵養也。

二、先察識而後涵養

湖南一派，主先察識而後涵養。朱子於陸興三年丁玄八月(三十八歲)訪張敬夫

於潭州，十一月借登南嶽衡山。行前於延平遺敬，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

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未能堅定信守。故特往

就教於南軒。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II間然而歎，若有所悟。此即一「惟應酬昨處，

註七:同上，卷四十三，頁二十九。

註八:同上，頁三十。

註九:同上，卷四十四，答方伯議書，頁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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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達見本根。」於是乃決然捨去延平求「中」於未發之教，而折從南軒。因謂:I 從

君識乾坤」也。其中和舊說之第一書云:(註十〉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

停息，舉世皆然也。」

書中所論，率指人心大體，莫非已發。

「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

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浪然無覺之中，邪暗

鬱塞，似非虛明廳、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鼠然之謂。

蓋愈求而愈不可見。

夫聖賢所謂未發之「中J '即中庸所謂: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J 0 ~寂然不

動見易繫辭: I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J 混然無覺之時，難稱未發，而未發

不可向暫而休息時尋求。

「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

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誠，而其寂然之本體，

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此而己。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

以謂之中哉。」

夫察識於日用云為之間，在流行起城之中，見寂然不動之值，此為察識於未發即

在已發之中。即所謂「作用見性。 J I 流行中見主宰。」未發已發，名稱為二，未發

為暉，已發為用。然用不離體，與體原為一片，並非兩物。故可由已發，認識未發。

是以就日用之間，動靜云為，應事接物之際，認取「感之而通，觸之而覺，渾然全體

，應物而不窮者。」此自I]不待安排，不容思議，不學不慮，部感而應之直覺。覺應既

為已發，然體用不二。已發即為未發，並非離已發而別有所謂未發矣。是乃朱子為學求

道，辛苦不懈，至此獲斯大悟。亦即中和舊說之所由來。與延平主默坐澄心，以副大

本之說，相去甚遠。而與朱子早年從游延平時之自所體悟。「如萬紫千紅總是春。

J I 為有源頭活水來。」頗為接近。

是十:同上，卷三十，與張敏夫書，頁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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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思者，其體用固如是。而量物欲之私，所能

塞過而桔亡之哉!故雖洞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寞，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

者於是致祭而操存之，則應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

桔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過哉。J

隨處發見，天理本真，是致察識之功。雖j曰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寞，亦

因事而發見，亦為致察識之功。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操存即涵養。亦即先察識而

後涵養也。

二、重返師門

朱子既認此心流行之髓，即為未發。叉誤解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遂目

心為已發。主先祭識而後涵養。

隆興五年己丑春，朱子年四十，發生大轉變。與蔡季通陳其所見。討論之際，忽

而生疑。復取程民書，虛心平氣以讀之，始悟已往之非。有中和舊說序為證。〈註十

「余益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衷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筍

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開張欽夫(敬夫〉得衡山胡民學，則往從而間馬。欽夫

告余以所崗，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p自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

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

復有疑。以為中扁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民書，有與會吉矢論未發之旨者，其

論文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

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

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分析之，如此其紛

料而難明也。臨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

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

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民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泳釋，

註十一:向上，卷七十五，頁二十三~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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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誼之不詳，妄生穿穴，

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

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己也。於是文窩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當同為此論者。惟欽

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令，果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

薑艾依王譜黨當作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殿...蝦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要一

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薔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

，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

，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序中述其轉變之經過，極為詳盡。並自責其錯誤，而謂:r 至於推類究極，反求

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所謂名言之失，閉目心為已發，

致使於實踐工夫上，主先祟識而後涵養。至其轉變之理由，自日何以要作此轉變?彼與

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言之頗為扼要。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註十二〉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

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

文集道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

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

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依王譜性當作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

。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晨，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惰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

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敏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

，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

奈，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國可默識

。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

, ~日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

在致知。益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崇識端倪，

革十二:同上，卷六十四，頁二十八~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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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甜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

，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

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叉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

說之誤。叉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J

前書以人心無頃刻停息，而混然無覺之中，邪睛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禮，故無

所謂未發。退而驗之於日用云倫之間，於流行起誠之中，見寂然不動之體，自日認為未

發。然此未發，為作用見性，流行中見主宰。實非中庸所謂之未發也。

此書中「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衷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自Pr比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

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

中節，無所乖庚，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

此書則從程子之說，認有未發之時。當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即此心寂然不

到之糧，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所以狀性之體

段。 J (註十三)及發而無過不及。皆能中節，乃謂之和。中為體，和為用。本猶木

本，需要培養。培養之道，區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睹不閉，即思慮

未萌'事物未至之時，亦即未發之時，此時需戒慎之功 9 ~P所謂涵養也。故朱子謂: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須具之頃也。 J (註十四)敬畏即戒慎恐懼之謂。一言以蔽之， r 敬」而已矣。

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

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

於隨事裝識，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

由此觀之，未發之時，祇可涵養。涵養工夫，必須用敬。敬自龜山以後，默坐澄

心，體驗天理，正為未發之存養，未與事物相按時之存養，可謂前段之居敬。及至隨

註十三:二程全書下，卷六十三，與呂大臨論中書，頁二二二0 。

註十四:中庸章旬，第一章、第二節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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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崇識，亦2頁敬而無失，此為後段之居赦。故敬之工夫，徹上徹下。未發時用敬，其

所以中，為不偏不倚之中。已發時用敬，無過不及，其所以和，為中節之和。故滷養

須用敬，為程學之主腦，朱子此後即服膺不懈。主先涵養而後察識。級以未發在前，

已後在後，進德、之次序，理應如此。

此後朱子對橫渠心統性情之說，極為稱讚。最嚴以彼於四十歲前，為此已發未發問

遍，賣畫局折，而始達此結論。無怪其對橫渠之語，推崇備至也。亦使彼於心學方面

，幢悟益為詳密透徹。其答張敬夫書云:(註十五〉

「比觀薔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糧察，得見此理，2頁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

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

國所以主於身，而無助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

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暉，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

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送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

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

崗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

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聞。是以君子

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因已主乎存養之賞。已

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祟之間。」

善中所云2頁以心為主。心主性情。性為心之糧。仁為性之腫。心具知覺，方其靜

也，思J蔥末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是乃心之所以為禮。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

慮萌為，則七情送用，各有攸主，是乃心之所以為用。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情之

動也，而必有節。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是以君子

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J 敬以存養;已發之後，敬以行乎祭識

之間。是j函養與崇識，均須用敬。而敬之工夫，徹上徹下，貫徹始終。而涵養在前，

祟識在後，去。有先後之分。故謂

「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

一主十五:同誼四，卷三十二，頁二十四~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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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處固當祭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

且從初不會存養，便欲隨事察識。萄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

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

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

然可觀矣。」

朱子此時，正如錢穆先生所謂: r 始以往日自所體悟者，與師門遺教，結合雙成

。已發未發，兼顧交修;而獲一定論。故其中和薔序有云:恨不得奉而質之李氏之門

。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蓋延平之敬，本亦內外兼

顱，動靜交{虜，惟未如朱于此番所悟之明徹透切。故至是而朱子始自信，茍使李氏復

生，亦必首肯吾言也。朱子叉從程門拈出一敬字，已發未發，動靜交融，至是而昔日

師門教誨，於日用處用工，去聖經中求義之兩項，亦始覺其為完密無少虧漏。是後朱

子為大學章句序，以二程為得孔孟道統之傳，而自居為私淑。於龜山道南一派，未著

一辭。而生平於延平李先生，則終是稱道不去口。學者細究朱子四十歲以前之學問塗

轍，尤其關於已發未發一問題之往返探索，而獲得此最後之結論。於其經過，果能有

會於心，則於大學章句序此一節之措辭，亦可約略窺見其淵旨之所在矣。 J(註十六)

朱子之重返師門，於此可見矣。

三、涵養與察識之渾化

夫涵養與祭識，為貫通已發未發之工夫。未發時固要涵養，已發時亦須涵養。未

發時固要祟識，已發時亦須察識，祇是要無時無刻不做工夫耳。

湖南一派，力主先繁識，謂函、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

。實繳缺少平日涵養。若能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

。此涵養之所以有助於祟識也。若不先涵養，首重察識。察識此心。心自是個察底，

豈非以心察心，以心識心乎。蓋心，鏡也;若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今欲以心識

註十六:岡註三，第二冊 頁一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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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猶欲鏡自照而見夫鏡也。識心之目的，因如此乎?故以心識心，終覺有病。此

即先察識之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當知識心之目的，非徒識其精靈知覺也，乃欲識

此心之義理精徵耳。欲識義理之精徽，則固當即物窮理也。而窮理之學，只要識得如

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非以此心，叉識一心，然後為窮理也。故

涵養與察識，二者貫通於未發已發，而不可偏廢。

若專言涵養，則空虛混蕩，易轉入於未發前求「中」之病。中庸或間云:(註十

七)

「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

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日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其日鏡之明，如水之止。

則但當敬以存之 P 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

當。則叉當敬以崇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式而已。......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

...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

間，國有自然之磯，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

叉當即事部物，隨J惑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

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

由此觀之，涵養察識，與主敬致知，應渾化並進。故語類亦云:

「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可太泥，只是既涵養叉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

不睹不闕，便是通頁動靜，只此便是功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

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祟，則亦不可。如雷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祟。......(必大

錄云:存養省祟，是通貫乎已發未發功夫。未發時國要存養，已發時亦要存養。未發

時回頭省祟，已發時亦要省察。只是要無時不做功失。若謂已發後不當省祟。不成便l

都不照管他。)再論湖南闖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

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叉略起伏，則筒。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傲，到謹獨

，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轅地做(流)。叉車日騎馬，自家常常提擻，及至

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

Jt 卡七:宋趟順孫撰:四書築疏，中庸慕疏，頁八十二，復性書院校刑，群經統類甲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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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緝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

義之原'*有理義條件。只一個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

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叉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

必不能強勉省第。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會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

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

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眶，去H成擔閣。

艾曰:如涵養熟者，間是自然中飾，便做聖賢，於發處亦2頁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

底，雖未必能中節，亦賓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J (

註十八〉

綜上所述，涵養與察識，亦不應、拘泥分先後，已發未發，才又為一件工夫，流水騎

馬之喻，即專以敬之工夫，貫通動靜。將涵養察識，渾化歸一。然若不用涵養察識四

字，則敬字工夫，叉易落空。若於未發前，以念鼓在鼓，主敬專一之涵養，以待事物

之交至。當此時有理義之原，無理義之條件。僅敬而無失，即能隨事以處中也。有此

涵養工夫，臨事亦要省察。無此涵養工夫者，臨事益當省察。所謂往者不可諜，來者

猶可追。若於發處，仔細檢點，亦可辨得是非善惡，得失利弊，以及何去何從之理。

如謂不先涵養者，亦不2頁臨事省察。或不先知理義者，不能涵養。二者互相推蠢，豈

非誤事乎:故涵養與察識，祇可交相助，不可交相待。轍以善惡之幾'於千鈞一髮之

際，實能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矣。

四、涵養與致知

「涵養三頁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語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 J (註十九〉

朱子以此二語為入德之門，無輪於此。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是先致知而後涵養。......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

理不明，君如何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

註午八:宋黎德靖編:朱于語額:第四冊，卷六十二，頁二四O四~二四O六，正中書局向前。

芷十九:間註四，卷三十五，答劉子澄書，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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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J (註二十〉

此處所言「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可知見得與識得不同。見得之對象為理，

識得之對象是物。格物之道，在乎隨事觀理，以格夫物。故涵養三頁用敬。敬者，心之

貞也。貞之原義訓卡間。卡問者，國有大事，求決於神明也。心之貞亦然，蓋其妙用

，往返於性理事物之間，便於適應酬昨;以止於至善也。如人莫不知孝梯之理。然見

親知當如何行孝。見弟知當如何行愧，則非心之知覺不為功。此間所謂識得也，故曰:

「畢者與緊是要理會這一簡心 r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閱心之體與天地同其

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叉不可一向去無形遮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

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裹，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J (註二十

人須理會此心。理會此心，即敬之工夫也。伊川詞: r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敬者隨動隨靜，專一此心。勿貳以二，勿金以盒，主一之謂也。當事而存，止於

其事。勿東勿西，勿南勿西，無適之詞也。止於其事，部止於其理也。不可向無遮處

尋，不可空思冥想，不切實際。應於經書指意，史傳得失間，求其理與經驗。以培育

吾人立身處事之真見解也。

叉曰: r 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

筒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

明辨泛，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

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 J (註二十二〉

不知致知，則誠意之功無所施。致知者何?推致吾之知識，極其盡處，欲其所知

，無不蓋也。盡者，一物之中，固不可使有不知之理。而萬物之中，亦不可使有不

窮之物。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當然之則，所謂理也。窮盡事物

之理，以至其極。有一物即有一理，窮至捕事觸物，皆遇此理。事君自日忠，事親便孝

誼二十:同挂十八，第一冊，卷九，頁二四一。

芷二一:同上，頁二四0-二四一。

誼二二:同上，第二冊，卷二十三，頁八八一。



朱子諭涵養與察識 123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至在輿倚衝，無往不見此理。見此理如君之所以仁，

蓋君為首領，人民土地均屬之，非是不足以治之。此間所以然之故。父之所以慈，子之

所以孝。蓋尖子本同一氣。一人之身，分而為二，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此間所以然之故。其他人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事親當季，事兄當梯之類，即為

當然之則。當然之則，為人當遵守實踐者。故知而能行，知而樂循理，真知與行合一

直H此。

然人莫不有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o 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

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物言精

粗本末，究極無餘，方周區物之曲折。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之。卒之天下事物之

理，非徒知得一二件，若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非徒知得一二分

，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此即所謂致知也。

所謂敬在何處頓放:敬乃心之妙用，往返於性理事物之間，卡間於而申明，以求止

於至善。神明者，即道之本原出於天，其實體備於己處，天命之性是也。若不即物觀

理，擇善而從，則敬無用武之地。若祇欲守敬而不下致知之功，則應事應、物，均難循

至是之理而行，以止於至善也。中庸之學問思辨之功，自H致知明善之功，明善後方可

篤行也。故曰: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

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

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嘔反側，不免

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

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

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也。J (註二十三〉若以誠意為真知，則真知定能與行合

一也。

至若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指詩書六藝之學，若能詳說其理

，則心理能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此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反於約以自得

註二三:向上，第一冊，卷十五，頁四七八~四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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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得於己，則可以處之安而不搖也。蓋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益不容於安排布

置。實為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飲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

與心融，物與性會，然後可以有得也。由博至約，實由I專與詳，然後約可說。蓋必極

其大，然後中可求。唯能如此，然後可謂一以貫之也。

顏子之博文約禮，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考研時

自是頭頂多，至行時剖只是一理。若博學而不約之以蟬，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

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否?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是以博文而不約禮，則徒看

許多，徒記許多，而無歸宿處也。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汗漫博學

矣。雖多識多記，何益之有哉:故聖賢教人，則必始之以致知，終之以誠意也。

文曰: r 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

，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

要立即比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高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

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

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筒專一而已。都無許多l莉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

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

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

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窩調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

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2頁如此間遞勞攘

，在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J (註二十四〉

夫專一嚴整，以求放心，為涵養工夫。涵養為篤行之事。讀書則虛心窮理，以求

聖賢之本意，為博文約禮。博文自是一事，須讀書窮理。若只貓操存，而坐待其生出

博文工夫，恐無此理。故以戒慎恐懼，涵養國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

必在f專文事中，須是讀書窮理也，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是也。

中節則須窮理之功，誠哉斯言!人多率於立身處世，應、事接物之際，行之未妥;

或處之未當時，轍，也於涵養本原處，而欲有以濟之。或於其他磨鍊一己之工夫上努力

正二四:同芷四，卷四十八，答呂子約書，頁二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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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均非因材施教，對症下藥之星星。朱子於答昌氏書中，所謂:

「所u俞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為事。此文錯了也。此是見識大

不分明，三百痛下工夫，鑽研勘竅，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

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

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件，去。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

尿，勉強實履。叉開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薔

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J (註二十五)

所謂~ r 痛下功夫，鑽研勘竅，敬透徹了，方是了當。且此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

處。」此即指自H早已H物而下窮理之功夫而言也。否則處理事物，難能中節。若有大段

差件，而不汲汲向此推求原因，考究得失，而思糾正彌補之。而去別處逍遙，思欲涵

養本原，勉強實履之。或以手寫六經，消磨時日，實非進德修業之舉。譬之患癌症者

，不就醫以療之。而欲休養或運動以癒之。格非治病之道。故三百要勇猛捐棄舊習。除

惡務去其根，遷善務能固執，以求新功者，去薔更新之成效也。

文云: r 大抵學闢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

次見劫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去。不肯如此。見人

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去。不肯賊。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比如小兒迷藏之

戲。你東邊來，我自H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加。

J (証二十六〉

小兒迷誠之戲之比喻，實即顧左右而言他，推說了事。既未面對現實，以求客觀

真理。亦未反躬自悶。坦認一己之非;如此敷衍了事，不能以實求是，磋跎歲月，為

害不知伊于胡底矣。

五、涵養與窮理

朱子令人「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涵養本原，使心虛明純一。

誼三五:同上，頁二十四~二十五。

註二亢:間上，頁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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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誡易間斷。然緝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

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J (註二十七〉

叉曰: r 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

。窮理便是窮那存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J (註二十八〉

存養中之窮理工夫，為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之存養工夫，即養其所窮之理。存

養窮理，如車兩輪，其日鳥雙翼，二者不可廢一。存養窮理，即敬義夾持之功。

「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海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國有虛驕急

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某

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圳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

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諦，亦不待痛

加過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怯利欲之弊

。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去。不合做底事

，則於用敬有弱，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

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後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

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

天德、自此者耳。 J (註二十九〉

敬義之工夫，不可偏廢，涵養與窮理亦然。所謂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

於義也。此亦窮理之旨。故窮理非主敬專一不為功。伊川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夾持，以上達天德是也，其實提撕警策，乃敬之工夫，貫通動靜。無事時，如此

存養;有事時，即可是非取捨。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判為二物也。

「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據公看

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

註二七:同上，卷五十六，答方賓王書，頁二十二。

註二八:同註十八，第四冊，頁二四四三~二四四四。

註二九:同挂四，卷五十九，答余正叔書，頁三十三~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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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去P*J島

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J (註三十〉

叉曰: I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

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續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

家。既涵養叉氮致知。既致知叉2頁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

，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封不是將來做一筒事

，今人多先安一筒敬字在這里，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

明。這襄便窮理指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

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屆曲。叉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

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去H當

以敬為本。 J (註三十一〉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均當以敬為本。孟子曰:I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求放心，俾能念茲在茲，主敬再一，即此第理格物，即可物格知至力行也。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耍。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

其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緝捕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

，涵養純熟，國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

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日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

物以致其知也。故程于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文論敬云:但存此

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

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J (註三十二〉

由之觀之，敬之工夫，為徹上徹下，貫通始終。實以一切修為，皆由心之明出發

。若此心不明，修為無入手處。且一切工夫，皆以心為歸宿，心主性情者也。敬為心

之貞，心之妙用，往返於性理事物之間。適應酬昨之內宰也。其重要於此可見。

註三0: 同註十八，第七冊，卷一一五，頁四四一五。

註三一:同上，頁四四二五。

註三二:同註四，卷四十二，答胡廣仲書，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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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學之涵養

洒措應對進退

朱子以古人於小學中，習得酒掃應對進退之節。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是以入大

學而以格物致知為始。

洒婦、應對、進退為何?

一弋洒掃一一洒者以水掩塵曰洒，謂以水洒散之也。古人洒婦室堂及庭，先洒l市後

捕，先內而後外，自奧漸退至於戶。郎今環境儡生之妥善整理工作。

二弓膺、對一一應諾酬對也。應與對有別，應是唯諾，不必有言。對專主答辭。

三三進退一一進退就體而言，指日常生活，長幼尊卑之禮節也。進退升降，指典禮

儀式中之禮!故也。

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為小學之德育工作。程子曰:r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近者，後教以大者遠者。J (註三十三)

小學生年齡幼小，見識淺薄，其所知所學有限。譬之草木、自有大小、粗細、嫩

老之不同，培育者固各有別。若不量其深洩，不論其生熟，而概以高者遠者，強而語

之。豈不蠟等乎!夫洒措應對進退為事，所以洒掃應對進退為理。事~P理，理即事。

道散於萬事，何處無之。若於事上有豪髮磋過，則理上即有間斷欠闕。故君子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其要只在謹濁。而謹獨工夫，貫通動靜。無論大事小事，精粗巨

細，盡理會之。治心修身之事，貴能於日常生活間，隨事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得

?由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洒掃應對，

亦有形而上之理。精義入神者，蓋言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

不可測者。令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洒掃應對，事物至粗，然其

所以然者，即為至精之理，形而上者也。洒掃應對雖至小。然亦為天理之全體，而著

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初不外乎此理。惟其操習既久，學與年而並進

，識與德而日廣。終抵諮然貫通，左右逢源，其於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

是王三:同在十-t'論語草書疏，卷十，頁三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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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容自中耳。

再者洒掃膳對進逞，為日常生活中，無日不為，無時不行之事。躬行之時，自易

熟練精純。誠如萄子所謂: r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放慢小事

，大事至然後典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

歇，其縣日也↑孽，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洩，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

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圈，危而後戚

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著焉，可

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主每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

徽者速成。詩曰:德轎車日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J (註三十四〉

所謂德皓如毛，輕而易舉。日常生活之闕，耳漏目染，足以潛化人於無形。一如

兒童之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若能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義，飲食起居之節，培育其

整潔規律良習，灑輪其家庭倫理，長養其恭謙忠恕，俾能孝親敬長，從善服義。進而

鍛鍊其克苦耐勞，奮勇剛毅，以閑其驕惰傲慢之邪志，則可飲抑身心，敦筋言行，以

期入道。處而有守，出而有為，奠定其一生修己治人之基礎也。

誼三四:苟子賣國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