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天」與「尊天J
一一明末消初地方儒者的宗教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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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不以「大人物J 、「大敘事」為考論對象，而以明末清初中國「不發達地區J 的

地方儒者一一俠西的文翔鳳、廣西的王啟元、江西的謝文詩、河北的魏裔介為分析個案，

揭示他們在儒學信仰之外，其實在宗教問題領域亦別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關注。本文主

要指出三點:一、他們積極主張「事天」、「尊天」、「畏天J 、「立命J '其中甚至有人企圖

建立「孔教」、「儒教j;二、他們對「天J 、「上帝J 等宗教問題的觀念表述，應是晚明清

初儒學與宗教的互動格局的一種生動反映;三、他們應對外來天主教的態度各異，或從

傳統宗教或從理學本位的角度來排斥或評價外來新宗教。總之，明清之際的這些思想、新

動向足以提供我們許多深刻的省思。

關鍵詢: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儒教，儒學宗教化

一、別再

筆者此前撰文探討了晚明清初四位儒者的道德勸善思想， (註 1)他們分別是出

身於紹興府的劉宗周(號念臺，世稱鼓山先生， 1578-1645) 、陶咦齡(號石梁，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批准號: 04BZX026) 以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

新基地一般項目(批准號: 07FCZD018) 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 wuzhen @fuda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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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震， <f證人社J 與明季江南士紳的思想、動向〉付中華文史論叢) '1 (上海 '2008.3) ; <明末清初太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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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1640) 以及出身於蘇州府的陳瑚(號確庸， 1613-1675) 、陸世儀(號梓亭，

1611-1672) 。我們發現由晚明至清初，不少地方鄉紳乃至上層精英在思想上竭力

主張「遷善改過J '在行動上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的勸善活動。他們大多對〈感應

篇卜〈功過格〉一類的善書不滿，卻又很有興趣，甚至欲以「儒門功過格J 來取

代，他們對佛教的「果報J 觀念有批評 9 但對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中的「報應J 觀

念卻非常贊同，而且竭力強調「自訟」、「事天上「告天」可敬天」等功夫實踐的

重要性。我們從中可窺看到儒學與宗教之間的緊張、衝突乃至互動等種種面相。

本文仍沿著上述問題意識，進而對晚明清初勸善思想中的某些宗教問題{乍一

番考察，旨在揭示當時的一些讀書人在他們的儒學信仰之外，其實在宗教問題領

域亦別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關注，他們對「天J 刊上帝」等宗教問題的思考及論

述，應能提供我們許多深刻的省思。不過，這稟我想避免採用江南士人的案例 9

而取俠西的文翔鳳、廣西的王啟元、江西的謝文游、河北的魏裔介作為代表性個

案，以便照顧到當時中國「不發達地區j 的地方儒者在本案中的「發言權」。其中

除了謝文溶為諸生出身以外 9 其餘三位均為進士出身，魏裔介則是一位官至「大

學士J 的大官僚，不過在思想史上，這四位人物都不起眼。當然他們之間沒有任

何關聯，並不構成思想群體，他們的生活年代大約橫跨一百年，文、王兩人的生

活年代時值晚明，謝、魏出生在明末而思想活動則在清初。

關於文翔鳳、王啟元，有兩篇論文令筆者受益匪淺，即陳受頤〈三百年前的

建立孔教論〉和王汎森〈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 ' (註 2)前者專門探討了王啟元力

圖建立孔教的問題，後者則在探討許三禮(號百山， 1625-1691) í告天J 之學的

同時，附帶介紹了啟元、翔鳳兩人化儒學為宗教的主要觀點。另外，黃一農 <í泰

西儒士j 與中國士大夫的對話> (註 3)一文，則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對王啟元也

有簡明扼要的介紹。關於謝文清 9 趙園〈易堂尋蹤)(註 4)一書有不少點睛之筆，但

論述略顯零散。有關魏裔介的思想研究則很少見，這是須較多著墨的人物。

2 陳受頤， <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2 (臺北， 1936.6) ，頁 133

一 162 :王汎森， <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 '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52

58 。

3 黃一農， <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頁 122-125 0 

4. 趙園， <易堂尋蹤一一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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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翔鳳:事天尊孔

文翔鳳 (?-1642)' (註 5)字天瑞，號太清，又號西極，三水人(在今俠西) , 

萬曆庚戌(1610) 進士，天啟間曾以副使提學山西，當地的著名文人傅山(字青

主， 1607-168的以及天主教徒韓霖(字雨公， 1598-1649) 年輕時均曾受到翔鳳

的賞識和提攜 o (註 6)錢謙益(號牧齋， 1582-1664) 對翔鳳其學其書有扼要介紹:

「其論學以事天為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 ，謂〈太玄〉、〈潛

虛卜未窺其藩。 J (註 7)謂翔鳳論學以「事天」為宗，力排當時傳入中士的天主教，

並且以為揚雄〈太玄〉以及仿此而作的司馬光〈潛虛) ，均未能窺見宇宙的真正奧

秘，顯示出翔鳳思想有宇宙論的強烈興趣，其實他的思想與邵雍(字堯夫， 1011 

-1077) 的圖書象數學有極深的淵源，本文暫不深究。

上列〈太微〉一書，即〈四庫全書總目) I存目」所錄〈太微經〉二十卷， (註 8)

今見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縮印室。據王汎森稱，其署有〈四極篇卜而他據以考察

翔鳳思想的文本則是〈皇朝十六家小品〉第 16 冊所收〈文太清集〉兩卷本， (註 9)

其實，該〈集〉又見〈四庫全書存自叢書〉集部第 184 冊所收江西省圖書館藏抄

本，篇幅僅有 48 頁，卷首有武林(按，即杭州、1) 陸雲龍〈敘> '末署「崇禎王申

(1632) 聽日」。現存的翔鳳著作尚有{南極篇〉二十二卷({四庫禁顧書叢刊〉

子部第 11 冊) , {皇極篇〉二十七卷({四庫禁骰書叢刊〉集部第 49 冊) , {東極篇〉

四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4 冊) ，以前兩部尤為重要。

文翔鳳論學不僅「以事天為極則J '同時還大力提倡「尊孔J '因此他的思想

宗旨其實可以概之以四個字 I事天尊孔」 。他在〈皇極篇) <自序〉中表明了這

一思想旨趣 I以事天尊孔而馳佛氏，亦不至為儒者之誣性為有始終，而闇於達

天之實。J (註 10) I事天尊于LJ 雖是由「事天」和「尊孔」組成的複合詞，然而兩者

5 按，翔鳳卒年據匿名審查者提供，謹此致謝。

6 黃一晨，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頁 233 、 281 、 295 。

7. (列朝詩集小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頁 652 。

8. (四庫全書總目) (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卷 110 '子部《術數類存目〉一，頁 934 0

9. 王汎森， <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 '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 ，頁 56 0

10. <皇極篇自序〉川南極篇) ，卷 9 '收於〈四庫禁殿書叢干D(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 ，子部，冊 11'

頁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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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輔相成，究其旨意則一。他在為邵含章所撰〈五經臆說〉作序時，說道:

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為方外之訣，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迫于，其

說則天下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叛之? (註 11)

這是說， I事天」亦即「尊孔J '因為孔子正是「天」的摘子，所以孔子的話就是

天的意志、國家的法令。在序文末尾，他稱讚作者頗能「尊信孔氏之指J ' I實以

事天為貫串六經之樞紐也J ' (註 12) 當然，這個說法其實正是他自己的尊孔立場，在

他看來， I事天」便是貫穿儒家六經的宗旨。

更為重要的是， I事天J 須配以「畏天」。他在萬曆四十五年 (1617)任南京

禮部清吏司主事時撰寫的〈告金仙文〉一文中指出:

世稱報應之捷者，歸佛氏，即《金剛》、《法莘》之應，稱如響矣。退、實

代佛氏而領其眾，主報應獨弗靈於鄙躬?是、如以誰言閣，則願揮光明拳，

仲五輪指，以至Ij}畫、之顛越 o 哇哇!遷、以畏天為大律，天地之條例，載不

可犯。獲罪於天，以禱誰? (誰叫

在翔鳳看來，報應理論絕非佛教的專利，乃是天的普遍意志，猶如「大律」、「條

例」一般，是人不可違犯的。可以看出，文翔鳳有一些口頭禪經常掛在嘴邊，除

「尊孔」、「事天」外，還有「畏天」、「律令」、「條例J 等等。他引用孔子「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的頻率也非常高，這反映出他有一種「罪J 的問題意識，並企圖

將「罪」的問題引入「事天尊孔」之學當中，這在晚明道德勸善運動中格外顯眼，

值得關注。

其實，文翔鳳提倡「事天尊孔」是有其身處的晚明時代學術思想之背景的，

特別是針對心學末流，他有強烈的批判意識，認為「近世所謂『無善無惡者心之

體jJ 並不足取。(註 14)他的顧慮是，晚明心學盛行的「無善無惡」說終將使「遷善

改過」的道德實踐流於虛無，這構成了他的一個主要問題意識。他甚至欲以自己

11. <五經臆說序> ' (南極篇) ，卷 9 '頁 504 。按， I適子」即「婚子j 之意。

12. <五經臆說序> ' (南極篇) ，卷 9 '頁 5。在。
13. <告金仙文> ' (南極篇) ，卷 9 '頁 511 0 按， I獲罪於天J '語見〈論語﹒八俏〉。

14. <皇極篇自序〉刊南極篇卜卷 9 '頁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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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句教」取代陽明的「四句教J '他說:

聖學「慎獨J 一索，全欲判明「善惡」兩字，而彼(按 9 指佛教)欲抹

殺之。陽明云 I無善無惡心之禮，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心既無善，為善云何?予為之史定其說曰 I至善

無惡心之體，善惡初分意之動，其知至善是致知，為善去惡是誠意。 J

舍至善而懸空以止之，得無誤下頂門針耶? (註 15)

129 

此可見其提倡「事天尊孔」之學 9 與其反撥陽明心學的思想、立場有關。他的思路

很直截明瞭川無善無惡」之說正是「為善去惡」的最大阻礙。至於陽明「四句教」

的內在義理為何，是在怎樣的理路脈絡下提出來的，並不是他所欲深究的問題。

要之，文翔鳳的思想工作集中在了這樣一點，就是要把孔子神化，同時也就

是將儒學宗教化。他在〈文王邵子把典議〉一篇長文中非常明確地指出:

(余)獨推聖經以配天時，以孔子為萬世之事業，冠皇帝玉之上，其學獨

歸之天，身代天工，口代天言，以聖人配旻天，而贊堯舜之中天為獨盛。

(吉主 16)

毫無疑問，這把孔子說成了「天J 的代言人。由此判斷出發，他接著指出孔子自

稱「五十而知天命」肯定是記錄有誤，孔子必定是「十有五之前，己生而知之矣。

故終身學天，貫死生而一之乎天 o J (註 17)

那麼對這個「天」字，文翔鳳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他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

在「汝潰書院之尊天堂」的一次講學中，以〈尚書) I顧震天之明命」及〈中庸〉

「天命之謂性」為依據，指出如果人以為性只是「己性」而非天性，就必將導致「小

人之無忌悍J '導致不畏天命、不畏大人而輕誼聖人之言:如果知己性即天命之

性， r則見天之日臨於其躬， r及爾出往j 、『及爾遊衍j ，一失道而吉凶判於其間

15. <良齋解〉吋南極篇} ，卷 9 '頁 509 0

16. <文王邵子把典議> ' {南極篇} ，卷 9 '頁 515 。

17. <南國講錄> ' {皇極篇} ，卷 10 '收於〈四庫禁般書叢刊} ，集部，冊的，頁 3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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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敢肆然而己乎! J (註 18)這里顯示出翔鳳對「天J 有一個基本理解: I天」是「日

臨於其躬」的存在，是緊緊伴隨著人的行為動作而「出往遊衍」的，而且是能夠

下達「吉凶」指令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此「天」乃為一客觀的具有主宰一

切之力量的實體存在，接近於「主宰謂之帝」的「帝」之涵義位 19)而非「自然謂

之天」的「天」之涵義。重要的是，當翔鳳以「及爾出往」可及爾遊衍J 來表述

此義時，凸顯出「天」所具的人格意味以及意志品格，換言之，他把「天」神格

化了。

如所周知，無論是程朱還是陽明，他們都以「天理j 為宗， (註 20)但在翔鳳看

來，視天為理的理解是錯誤的，他指出:

言理不如直言敬天，天非徒理而已?定有帝焉照臨，萬有聰明之至者，

可畏也。此所謂搗陽明及宋人之巢者手泣 21)

這顯然是針對宋儒及陽明「以理釋天j 的詮釋理論或「天即理J 的思想命題的批

判，值得引起吾人重視。翔鳳認為，將天解釋為理，就根本無法理解上古以來中

國傳統宗教文化中的「寒有帝焉照臨J (即「上帝鑒臨J) 這一觀念，同時， I天J

也就不是什麼「可畏J 的對象了。重要的是，認鳳自覺地意識到，他的「天非徒

18. <南國講錄> ' <皇極篇} ，卷 10 '頁 360 。按刊及爾出往」、「及爾遊衍J '見〈詩經﹒生民之什﹒板}: I美

天日明 9 及爾出王;吳天日且，及爾遊衍。」鄭豆豆美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

遊溢相從，兩兒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J <生民之什﹒板〉付毛詩正義} , (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
書局 '1980) ，卷 17 '頁 550 中。另按，後文將要討論的謝文清則認為「吳天日明，及爾出王:美天日且，

及爾遊衍」無非就是「畏天命之心法」。見彭紹升， {謝先生文11宇f專} ，載錢(義吉《碑傳集} (北京:中華

書局， 1993) ，卷 127 '頁 3769 0 清初批玉的急先鋒、著名貳臣孫承澤(號北海 ， 1592-1675) 也是「事

天」之學的主張者，他強調指出 Ir旻天日明，及爾出王;美天臼且，及爾遊衍J 。無在非天也，無在

非實理也。學者事天，安敢不謹? J {藤陰創記〉清雍正十一年刻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冊凹，頁 872 0 清初太倉人邵詗宗(號蔚田，生卒不詳) ，其〈洗心錄〉則對《詩經〉中的這句詩有詳細

的思想探討。〈洗心錄} , <霎東雜著〉土集(清道光十九年阮元序刻棟香齋叢書本) ，頁 1 上下。由此可

見， I吳天日明，及爾出王:美天日且，及爾遊衍j 這十六個字在明清之際士人的宗教關懷中佔有很重的

份量，通過他們的解譚，向後人展示了一種新的思想意義。

19 按，二程會云 I{詩卜《書〉中凡有個主宰底意思，皆言帝;有一個包涵遍覆底意思，則言天 o J {河
高程氏遺書} ，卷 2 上，收於〈二程集} (北京.中華書肩， 1981 年) ，頁 30 0 I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 o 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J <河南程氏遺書} ，卷 II ' <二程集} ，頁 132 。朱熹則針對萬正淳所言

「程氏謂以主宰謂之帝，則善於形容者也J '以「得之J 兩字表示了贊同。見〈晦唐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51' <答萬正淳〉四，收於《朱子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冊泊，

頁 2400 。

20. 嚴密地說，程朱是以理釋天，陽明則是以心釋天，不過翔鳳更不作如此分別。

21. <南國講錄> ' <皇極篇} ，卷 10 '頁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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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J 說，是擊中宋儒及陽明之要害的。在吾人看來，翔鳳之所以如此說，其由蓋

在於他欲將宋儒及陽明的理性立場扭轉至宗教上來 9 換言之 9 也就是將儒學宗教

化。在此過程中，翔鳳意識到有必要以「天非徒理」來打破宋儒以來的「天理j

觀，這在晚明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如後所述，王啟元、魏裔介亦對以天為理

的觀點很不以為然，可謂與文翔鳳不謀而合，歷史的「巧合j 真是耐人尋味。

總的來說，文翔鳳的思想表述以及遣詞造句都顯得非常怪異， (四庫全書總且

提要〉的作者為其〈東極篇〉所下的評語應可引起吾人之同感: I詩文率多怪僻，

紀夢詩無非自為誇訝，尤狂而近於誕矣。J (註 22)他的思想言說在當時社會曾造成何

種程度的影響，不宜過高估計。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之所以竭力提倡「事天尊

孔」之學，不會是空穴來風、毫無來由的。

須指出的是，他不僅在理論上提倡「事天J '而且在行為上也曾身體力行 0 萬

曆四十三年 (1615) ，他出任河南洛陽知縣，一到任便立刻親赴洛陽縣的城隍廟，

祭告那襄供奉的「威靈公之而則，請求上天鬼神今後監視自己治理洛陽是否有站污

「邵、程之里」、「洛下大賢」的不良行為。(註 23)可見，他所說的「事天J '並不是

像宋明理學家那樣，須按「存心、養性、事天」這套功夫程式循序漸進，其實在

日常的「祭神」一類的生活實踐中便可得到落實。可見， I事天」作為實踐論命題，

雖語出孟子，然而經文翔鳳(亦合下文的玉、謝、魏)的重新詮釋，卻已變為指

向「終極關懷」的宗教性命題。可以說，他的「事天」之舉，業已從儒學滑向了

宗教。

最後 9 有關錢謙益謂翔鳳「力排西來之教J 略贅幾句。正如下文所見，王啟

元、謝文游、魏裔介三人都對西學抱有不同程度的興趣，文、王兩人屬於「反教J

派，而謝、魏則是「友教」者。其實，關於翔鳳之「反教h 黃一農已有簡要討論，

據其介紹，翔鳳曾於萬曆四十八年 (1620) 為沈浩〈南宮署續〉一書作序，沈浩

乃是萬曆四十四年 (1616) 爆發的所謂「南京教案」的發動者， (南宮署贖〉便是

22. <四庫全書總目卜卷 1帥，集部「別集類存日」汗，頁 1623 。例如他有一首《紀夢口號〉詩，確有些荒

誕。這是一首四句七言詩，前有小序九月十一日，至登夢前，瘖有雙絡旗，皆勒作『聖i 字，遂登

萬丈之山者二。」其詩有曰 I絡吊雙懸作聖旗，神人為我快襟期:登山萬丈超人鳥，兩度攀雲總詰奇。j

〈東極篇) (明萬曆刻〈文太清先生全集〉本) ，卷 3 '頁 396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冊 184 。

實有不知所云之感。

23.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刊文太清先生文集卜卷下，頁是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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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有關此案文件的彙編。該「教案J 乃是天主教傳華史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

擊，它的發生既是中西文化磨擦的結果，同時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政局的動向，

「友教」人士而又親近東林的首輔葉向高在兩年前致仕'與之敵對的漸黨首領方從

哲入閣主掌朝政，而沈推向于從斯黨，很快便因發動「教案」有功而升入內閣，天

啟間又成為攀附關黨的第一人，其人品實不足道矣。(註 24)翔鳳是否參與了「南京

教案J '不得而知 9 但他似乎只是欣賞沈榷的「反教」立場，並沒有因沈准的飛黃

騰達而躍升為中央宮員或地方大吏。

翔鳳在〈南宮署贖〉前序中對天主教的抨擊非常嚴厲，他將「西洋人J 比作

「盜J '指出 I西洋人之來，跡益詭，說益巧，比於盜矣J '那麼西學又偷盜了什

麼呢?他說西學是「盜吾儒事天之說以文其術者J '而且「明以胡人耶穌為上帝之

化身，而實其生於漢哀帝時，此其罪，王制所誅J 0 (註 25) 可見，在翔鳳的心目中，

我們儒家的「事天之學」是世界上最早的發明，漢哀帝時才誕生的上帝化身耶穌

肯定就是竊取了「吾儒事天之說J '如此罪過理應受到國家法制「誅殺」的處罰。

儘管這些說法大多與史實不符，也可看出他對天主教的知識瞭解非常有限，但這

反映出當時一些士人欲以中國的「事天J 之學來抵抗甚囂塵上的回來宗教之心情。

換個角度說，經利瑪竇 (Matteo Ricci ' 1551-1610) 數十年的苦心經營，至萬曆

末年，天主教的勢力己「分佈諸省J ' (註 26)應當如何應對這場「思想危機J '正是

許多儒家士人不斷思考的問題。文翔鳳發現以中國傳統宗教的思想資源為根基，

從吾儒「事天J 之學的本位出發，或可抵擋住這股西學思潮的侵襲。

三、王啟元:昭告上帝

王啟元(約 1559- ?) ，字心乾，柳州府馬平縣(今柳州市)人，明萬曆十三

年 (1585) 舉人，連上公車十三次，先後留京二十年，至天啟二年(1622) 始成

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未幾即以老告歸。清乾隆〈馬平縣誌〉卷七〈鄉

賢〉有傳。

24 參見黃一晨， <兩頭蛇 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卜頁 118-119 。

25. 引自黃一農， <兩頭蛇一一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卜頁 295 。

26 引自黃一晨， <兩頭蛇一一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卜頁 295 。



「事天」與「尊天」 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關懷 133 

他所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清署經談J '該書卷首有天啟三年(1623) 王啟元

自序，末署「天啟癸亥季春朔且，西粵馬平王啟元序於玉署之麗澤軒J '清初朱整

尊(號竹時， 1629-1709) {經義考〉卷二五一〈群經〉已標明「未見J '可見入清

後已屬稀見之本，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間書館，似為海內孤本。近年由

柳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將複製件帶回柳州，經整理後，交由京華出版社

於 2005 年影印出版。不過，雖有網絡對此事做過宣傳， (註 27)但是似乎仍然沒有引

起學界興趣。

以筆者的初步觀感，這部書的排版格式非常奇特，例如開卷兩篇〈恭頌聖祖

篇〉、〈恭紀聖政篇〉中凡是出現「孔子」字樣，均另起一行低一格編排，凡是出

現「太祖高皇帝J (按，即朱元璋)、「祖宗」、「列聖J 、「聖論」、「天」、「天子」、

「天意」、「上帝J 這類字樣，均另起一行頂格編排，因此閱讀起來，視線常在行與

行之間不斷跳躍，真有名副其實的「目不暇接」之感，令人視覺感官疲累，直覺

上就告訴人們，這部書有點古怪。在此後的篇章中，雖未能做到格式的完全統一，

但大多數場合仍然對「天」及「上帝J 字樣作了上述特殊處理。顯而易見，這絕

不是刻版者的擅自所為，而應當是啟元本人的特意安排，其目的無非是要表明:

我們應當對「天J 刊上帝」抱有格外的崇敬心。

首先，王啟元在〈恭頌聖祖篇〉、〈恭紀聖政篇〉中，一上來就對「太祖高皇

帝J 大肆頌揚了一番，他把朱元璋抬到了「與堯舜並美J (註 28) 的高度，甚至位在孔

子之上。按照他對道統、君統的理解，孔子只是帝王師，是「為天子計者耳J '其

所創立的經書起到的歷史作用是「人臣格君之本，又人師身教之本J ' (註 29)而堯舜

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帝王人君，朱元璋作為一代帝王，自然是可以與堯舜接續上的，

故在地位上理應高於孔子。不過，孔子開創的「聖經」亦在思想精神上接續了堯

舜以來的傳統。

那麼，朱元璋與孔子又有什麼關聯呢?王啟元在〈恭紀聖政篇〉中揭示出，

朱元璋的一系列大動作與孔子「聖經J 吻合無異者共達三十六條之多，例如: I太

27. <百年孤本〈清署經談〉得歸「故里J> ' <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 collection/2003-3.17 / 
contenL 782243.htm) , 2003 年 3 月 17 日。

28. <恭頌聖而且篇> ' <清署經談} (北京:京華出版社， 2005 年) ，卷 1 '頁 4 0

29. <恭頌聖而且篇> ' <清署經談} ，卷 1 '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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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高皇帝訊(迅)掃胡元，是《春秋〉華夷之辨已身行之矣?其合經一也J; I太

祖加意太學，無所不盡其心，成祖頒〈四書五經卜〈性理大全〉於天下，列聖繼

之，日御經楚，親幸太學 9 至世宗(按 9 即嘉靖帝)而益盛，是漢唐宋諸君所未

有也 9 其合經二也」。這是當先兩條，又如 I學政之外，又有聖諭〈教民六言〉

無非感動其良心?使趨於善，以默消禍亂之萌耳，其合經三十也J; I里申條編之

外 9 無有苛政 9 民得以其所餘為仰事俯育之資，始知有生之樂矣，其合經三十一

也。 J (註 30)在該文末尾，他作了一個總結:

合而觀之，則郊社宗廟所以 j朔本源也，歷代帝王所以報功業也。專尊孔

子，所以崇道德也;百神之才巳 9 所以敬鬼神也;經是視朝視學，君捷、修

矣;後妃內使皆不得預政，家法嚴矣。 eo....我朝自太祖定制，專尊孔于

二百餘年於茲矣?不椎聖于神孫成守而不變，亦 i尋海內外所共道而莫違0

oeo.o 第其中不能無少辨焉。夫節義之有功於人f侖，功業之有功於王政，

因顯而易知，實有據也。文章理學則止於言矣?其時措而為節義功葉之

用，猶可言也;不然，則無用之空言耳。以專尊孔子之世而乃有無用之

空言，無乃負太祖定制之初意，且非孔子立教之本心乎?是不可不愧也，

是不可不懼也，更不可不思也，更不可不圓其實以求其無負於孔子，無

負於太祖也。願與同志勉焉?念之哉!念之哉!雖一日百思，可也。(註 31)

這段敘述有點冗長，但中心意思仍很明確。要之，他首先表揚太祖及其「聖子神

孫」從「尊孔子」、「敬鬼神J 開始做起，在各個方面都做得非常圖滿，流風所被

已遍及四海內外:然而作為人臣卻做得並不理想，特別是那些「文章理學」之士

只說不做，流於「無用之空言J '不免「有負於太祖J " I有負於孔子J '這正是當

今之世令我們「不可不懼」、「不可不思」的現象。所以他在最後提議，顧與同志

共勉 I共勉J 什麼呢?依其文脈來看，無非是指以朱元璋等制定的政治、文化

政策為依循，做到「專尊孔子」、「敬事鬼神J 0 總之，王啟元表明了一個非常明確

的政治主張:通過神化人主來強化皇權，亦即將皇權神化?以此整頓朝綱。事實

30. <恭頌聖而且篇> ' <清署經談) ，卷 1 ' J[ 5 、 6 0

3l. <恭頌聖而且篇> ' <清署經談卜卷 1 '頁 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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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一體的政治體制。

可見 9 他欲將儒學化為宗教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學術 9 更主要的乃是出於

如何完善政教體制的考慮。值得關注的是，其中說到「後妃內使皆不得預政μ 這

既是對人君的要求，顯然也是有感於當時的政局而發 9 是針對天啟年間日益嚴重

的官官外戚干預朝政之現象而發。但他不曾料到，兩年後的天啟五年，魏忠賢「閻

黨」不僅壟斷朝政，而且開始出于鎮壓東林等士人，整個明王朝為之震動，從而

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就在這時，王啟元卻早已返回故鄉柳州養老去了。至於他的

這部書在當時的京城有過怎樣的反響，今已不得其詳了。

王啟元對「上帝」與「天J 的問題特別關心，但他認為兩者有微妙的差異?

他指出 I 天與上帝似當有微異。以理推之，則無名無為者宜屬天，有主有權者

宣屬上帝。以人事徵之，則堯之則天，無名即天，舜之恭己而治，即上帝也。然

實一體而二名，如人身止一心耳。無為則謂之性，有為則謂之意，其實只一心耳。」

他進而指出:

然上帝雖至精至神 9 亦不能孤立而無典，有天地以為體，又有日月以為

運，四時以為序?百神以為用，先天如此，後天亦然。而後上帝始全其

至尊之體焉。合而言之?天地也、上帝也、百神也、日月也、四時也、

先天以迄後天也，而自生之局全矣。(泣 32)

他從「以理推之」和「以人事徵之」這兩個角度，對「上帝」與「天」的職能屬

性作了高別，他認為「天」是「無名無為j 的存在， I上帝」是「有主有權」的存

在， I堯j 是「無名即天J '而「舜J 則是「恭己而治J (意同「有為而治J) ，所以

舜「即上帝也J 0 分而言之，天是宇宙生化的總根源，其生化過程是無名無為的;

帝則是人事社會的總主宰，其功能特性則是有主有權的。合而言之，上帝與天是

「一體而二名」的終極存在。在這里，所謂「上帝J '又可意指世俗的「帝王J ;所

謂「天J '其意接近於「天道J ;所謂「一體而二名J '則是說上帝的意志就是天的

意志，故謂「上帝統天J 0 

關於「天J '王啟元還有更進一層的考察，他認為「後儒但以草木萬物屬天μ

32. <上帝統天篇) , (清署經談) ，卷 2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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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天理解成自然之天，這是非常錯誤的，他指出:

此論天之自生者 9 不可不兼鬼神而論，天之生物者，不可不先君師也 0

天之自生與天之生物，分而為二則明，令而為一則全。天地現在對待之

局，昭然可以意會矣。又按?自生之局即天地之盛捷、也，生物之局即天

地之大業也。(註 33)

這是說，天具有兩種「生」的功能，一是「天之自生J '一是「天之生物J '他稱

之為「天之二局」。在他看來?前者之「自生J 應「兼鬼神而論h 意謂「天」是

有意志的;後者之「生物」則當首推「君師」。所謂「君自間，蓋指「天地君親師J

序列中的君和師，依啟元，實際是指帝王與儒者。他的意思是說， I君師」亦是「天」

的產物，嚴格說來 9 應當說「君師j 的存在是以天為其最終根源和依據的。要之，

不僅天地的存在物都是天的創造，而且天下之聖君賢師也是天的得意之作，否則

的話，人們何以要「貴天J? 很顯然，王啟元認為天是一有意志、有目的的存在。

從宗教學的角度看，他所說的「天」無疑就是一種人格神。

重要的是，作為人格神的天不僅是「至尊」的存在，更是「天子」的最終依

據。所以他接下來在第三卷〈天子御天篇〉中，就著重論述了世俗帝王的存在依

據這一問題。有人提出一個疑問 I或疑『天子之上不更有天乎?尊天子屬如尊

天之為尤至矣? jJ 針對於此，他斷然指出:

是不然!天者是天子之所獨芋，人不得而借焉者。亦猶主無之有宗子，

人不得而混焉者。為天子之所獨尊，故天乃稱至尊耳。若人皆得而借之，

則亦褻天甚矣!何至尊之有?又況人皆尊天于於何地，與其人皆共尊之

為尊，孰與?天子獨尊之為尊耶，故知天子者為天下臣民之所公尊而設

也，天者又為天子之所獨尊而設也。是千聖百玉之所不能易，而二氏百

家之所不能同者也。(註 34)

可見， I天」乃是世俗社會中「天子j 得以存在的依據，同時也是「天子」獨亭的

33. <上帝統天篇) , {清署經談} ，卷 2 '頁 13 0

34. <天子禦天篇〉付清署經談卜卷 3 '頁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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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對象，他人是絕對不能儕越而直接向「天」行祭紀之禮的。

他還指出孔子為「至神J '是獲得「天J 之傳授「秘密」的至尊存在，他說:

ír河出園，洛出書，聖人則之j ，(註 35) 自古立教未有天人親相授受者，則此圖書者，

非天所親授於聖人之秘密乎 ?J 儘管此後有「二氏百家大抵興於中古之後J '但究

極而言， í得之天地之所親授，則又惟儒者獨也h因為「儒者之本原j 是得諸「天

地之所親授J '所以關鍵就在於如何穩固儒家「道統J '他指出:

故敘道統者必推板于天地，而又實指天地之所親授，而后儒者之本原始

定。此統一定，豈惟二氏百家不能混，即天地再辟，千聖彼起，亦不可

得而易矣。(註 36)

這段話反映出王啟元的一個核心關懷:如何借助宗教力量來穩定儒家「道統」。於

是，他擬定了一個「把天」的祭把系統，在全書結尾，他安排了把廟中三位神像

的位置:

倘今天之全局，以按孔子之全局，真見其一一符合而無所遠，且無所異

也，貝lJ雖世世帝王之拉夫，以其中奉上帝，左以奉孔子為作師，右以奉

祖宗為作君，是謂 i步降在帝左右，豈不愈為郊社之光也哉主主 37)

這裹，上帝儼然位居中央，左配以孔子，右配以明朝皇室列祖列宗的牌位，不妨

稱之為三位一體的「記天」系統。

最後須提請注意的是，王啟元在建構這套思想理論時，還必須兩手出擊，一

手需要打壓佛教，另一手則需要打擊當時正在帽起的外來新宗教 天主教，而

後者更是亟須應對的任務。他在〈自序〉中就已挑明:他撰述此書有一重要背景，

亦即如何抵抗外來的「天主之說j 對中國傳統的上帝信仰的挑戰，具體策略是以

中國「素所尊之上帝」來拒斥西洋的「天主J '他指出:

35. 語見〈易﹒繫辭傳上〉。

36. <聖統天授篇> ' <清署經談> '卷 2 '頁 3 。
37. <聖心隱念篇〉付清署經談> '卷 16 '頁 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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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近世以來講學之徒，乃有張大佛氏，斥小孔于者，而西洋之人復倡為

天主之說，至使中國素所尊之上帝，亦幾混而其辨。嗚呼，此儒者之過，

亦中國之羞也註 38)

他還把如何應對天主教的挑戰提到了政治高度，認為如果我們相信天主教所

謂「天主即中國所稱上帝J '那將導致一個嚴重後果 I天子猶將讓尊焉! J (註 39)

有學者指出，這個「猶將讓尊J 的預言在距其約一個世紀後的康熙朝「禮儀之爭j

中果然成真，當時羅馬教廷堅持欲將天主凌駕於中圓的上帝，於是便產生了中國

「天子J 是否應向西方「天主J ~襄尊這一問題，終於引發了康熙帝以禁教來回應的

舉動。(註 40)

總之，他撰述〈清署經談〉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確立以「天」、「天子」、「上

帝J 、「孔子」為至尊至高的崇拜對象，同時明太施以來的當朝帝王亦應列入「至

尊J 的行列。一言以蔽之，他是企圖把儒學轉化為宗教，並與政治相結合，建立

一個政教一體的社會。按照〈清署經談〉末卷首篇所題「昭告上帝J '可以說王啟

元有一堅定信念，他堅信他的聲音能夠上達「上帝」。看得出，他的宗教熱情比文

翔鳳更為強烈，然而他的思想影響可能比文翔鳳還要微弱，至少翔鳳當過地方大

官，而啟元則在及第進士後不久便辭官歸里，在官僚士大夫的交際網絡中幾乎悄

無聲息。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雖然王啟元欲建立孔教的觀點似乎從未曾受到他人的關

注和評價，然而 9 他的這套理論為何出現在晚明，而不是出現在明代早期或中葉，

這襄面必有緣由值得思考。在我看來，這與晚明時代思想文化漸漸轉入世俗、宗

教的整體思想動向無疑是有關聯的。我們也只有將其放在這一時代文化的脈絡

中，才有可能對他欲建立「孔教J 的思想有較為深切的認識。

38. <序〉川清署經談) ，卷首，頁 1-2 。

39. <昭告上帝篇> ' (清署經談) ，卷呵，頁 270 。

40. 參見黃一農， {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卜頁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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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謝文游:畏天之學

謝文清(1616-1682) , (註 41)字秋水多學者稱「程山先生h 江西南豐人，明末

諸生。按步南豐為晚明著名心學家羅汝芳(號近溪， 1515-1588) 之故地，然文清

極少言及近溪，也不承認近溪為當地領風氣之先的思想人物。(註哇2)不過當地心學

風氣尚存，謝早年得隨〈龍溪書〉轉而信奉陽明學，後與友人爭辯，遂取羅欽順

(~虎整庸， 1465-1547) <困知記〉讀之，漸覺心學之非，最終轉向程朱理學 9 這些

說法均見各種有關文j存的傳記資料。其實 9 文j存雖推崇程朱 9 但他也很贊同陽明

的致良知。(註哇3)他在南豐縣城附近的「程山」開創學舍，創立了一個叫做「程山

六子」的「學派J '與當時江西的「易堂九子J 、「誓山七子」竟成遙相呼應之勢，

在清初江西留下了不小的影響。(註 44)

謝文游的著作現存有〈謝程山集〉十八卷、首一卷、附錄三卷、年譜一卷?

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9 冊所收(清〕道光三十年刻謝程山先生全書

本。〈清史稿〉卷二六七〈儒林傳一〉有謝文游傳，略曰:

..0..辟程山學舍於域面，名其堂曰尊雄。著《大學中庸切己錄》步發明張

子主敬之語。以為為學之本， I畏天命」一言盡之，學者當以此為心法。

注目帽、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 9 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亦以

躬行實踐為主。時寧都「易堂九于」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 I誓山七子」

亦以節概名，而文、持獨反己閻修，務求自得。誓山宋之盛過訪文特 ， i是

邀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句餘 o 於是皆推程山，請其篤躬行，識

道本。他 45)

41 按，生卒年據〈謝程山先生年譜卜見〈謝程山集〉附錄，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濟南:齊魯書社'1997) , 

集部，冊 209 0 {清史稿} ，卷 267 '本傳則記作「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J '亦即 1615 年到 1681 年，

似誤。

的《謝程山集〉附錄二〈疑古十條〉有一條講到近溪 I問羅近溪目于產也，學行何如?謝子曰:綽見其大，

而未有諸己。末楠、流向元(按， r元』為『玄J 的避諱字)術，甚為許敬應太州所窘 o J (四庫全書存屁!
叢書) ，集部，冊 209 '頁 33哇。

43. 參見〈戊子答李淑行書〉、〈乙未答松江蔣取閑書〉等， {謝程山集} ，卷 9 0

44. 後世又有「清初江西三ilI學 ~J 之稱，詳參上引趙園， {易堂尋巨的。

45. (三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頁 1497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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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文j存在思想上主張 I為學之本， r畏天命J 一言盡之J '並深信這樣

一條真理 I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天帝之怒J '顯然他意識到須

用「天辛苦」的力量來警示自己的心靈。

他與易堂、醫山諸子過從甚密，易堂領袖魏禧(字叔子， 162是 1681)、誓山

領袖宋惕(號未有， 1612-1668) 對他都非常推賞，一致認為其學之特色在於「篤

躬行，識道本」。然在吾人看來，其為學宗旨則可以「畏天」概之。據其弟子黃采

為文游〈日錄〉所撰序言，文游之所以主張「畏天J '乃是為了具體落實程朱理學

提倡的「以主敬為本J 的思想口號 9 根據他的領會，其師文游的基本觀點是:

白古聖人言欽、言恭、言翼翼、言敬止，無非昭事上帝之心。故學問功

夫，千頭萬緒，一歸之於畏天命。較之空言敬者，史覺有所歸宿。(註吐6)

證諸文j存〈日錄> '此言非虛。例如，文溶指出:

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如何留得些于別念掛帶?十二時中，行住坐臥，

稍稍停機佇思，於軀殼子上起見，使系與掃去，只留一片赤膽忠肝，奉

與上帝，為之盡其所事而已。使到刀鋸鼎楚，甘心如餘，不作一毫悔念。

(吉主 47)

可見 9 所謂「畏天命J '也就是「畏上帝」。在文游看來，我們必須對「上帝臨汝，

無貳汝心」抱有絕對的信念，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須面對上帝，而且

還必須「赤膽忠心J '哪怕「刀鋸鼎鍾J 橫在面前，也要甘心忍受而不能絲毫遲疑。

那麼何謂「上帝」呢?他認為可以是指內化為人性的「獨奏刑，亦即「天命之

性J '他指出:

夫子說畏天命，使畏此獨知也。此獨知即鬼神上帝也，即師保父母也，

如何不怕得?雖然得罪鬼神上帝，使有災禍，得罪師保父母，使有打罵。

人所以怕獨知之地，無災禍無打罵，人如何怕?須要曉得無形的災禍打

罵更痛史辱，且召致外面的災禍打罵如影響之不爽。知此便不由不戒慎

的. <日錄序> • {謝程山集卜卷 1 .頁 11 。

47. <日錄> ' {謝程山集卜卷 1 .頁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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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也。(主主 48)

這段話令人回味。首先他指出人心中的那一點「獨知J 便是「鬼神上帝J '是非常

可怕可畏的。在這個意義上， I上帝」等同於天命之性，似乎並沒有什麼人格神的

意味，但他也強調人若違反天性，等於違反上帝，必將招致深重的「罪逆J 0 (註 49)

而且在以上這段論述中，他還強調人之所以怕鬼神上帝、 1、自這個「獨知J '其因蓋

在於鬼神上帝會施予「災禍打罵」的報應，所以令人可畏。設若「無災禍無打罵J ' 
那麼人就不會害怕。因此他在該段文字的末尾又強調，人如果不知天命，就不知

害怕，譬如「小人J 就是屬於那種「不知天命而不畏J 的。而且在他看來， I災禍

打罵」有兩類，一種是無形的，一種是有形的，前者更可怕，後者是歷歷不爽的。

由此可見，文游所謂的「上帝J 具有雙重性格，一是指「天命之謂性J 的天

命，亦即內化於人心的獨知;一是指「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意義上的神格存在。

也正由此，故他主張對於「陰德」、澤民應」之說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

世人積陰德，雖未先有所為而為，然亦自好報應一說往往亦不爽。聖人

於此亦每每言之，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J ; 
「急迫吉，從逆凶J; I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J; I禍福無不自

己求之者」芋，說得如是的確。我草講學若太掃去福應，恐大失聖人之

昌，於世教亦有傷。(註 50)

此處所列舉的聖人之言，顯然正是晚明勸善家們時常引以為據的經典語錄。文清

也相信這些都是聖人說得非常「的確」的旨意，是我輩講學也應當遵守的教條，

如果霞「福應」於不講，恐怕有失「聖人之旨J '而且於「世教」亦極為不利。可

見，在報應不爽這類宗教問題上，文清的觀點與晚明勸善運動中的主流見解並無

二致。

他還運用晚明心學相當流行的一對概念 I本體J 與「功夫打來論證「昭事

上帝」與「上帝臨汝J 的關係。他說:

48. <日錄> ' <謝程山集} ，卷 1 '頁 17 。
49. 例如他說 r吾自有性，此便是上帝親骨血。茍以昏氣習情傷之，則罪逆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J <目錄> ' 
《謝程山集} ，卷 2 ，頁 51 。

50. <臼錄> ' <謝程山集} ，卷 1 '頁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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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 9 無貳;女心。只此本體，只此工夫，大

中至正，旁蹺曲徑，皆可不問矣。(吉主 51)

本來川昭事上帝」是人面對上帝的一種主動行為， I上帝臨汝」則與人的行為無

關，表明上帝是在人之上的一種絕對存在。現在，文游用「只此本體，只此工夫J

來重新解釋兩者的關係，在他看來，本體即功夫，功夫即本體，這個思維方式當

有取於心學。對文准來說，如何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J 和「上帝臨汝，無貳

汝{，'J 貫通起來9便是最終解決本體與功夫之所有問題的關鍵，並能最終實現「大

中至正」的理想境界 9 至於「旁膜曲徑」則皆可付諸「不問」。

關於「上帝臨汝」這一存在事實，他認為古人有非常親切的體認，所以他們

做什麼事情都要說「天以臨之μ猶如小孩開口便呼「爺娘J 一般，他們對於「天J 、

「上帝」幾乎有一種直感直覺的反應:

古人見得比理親切，故無事不稱天以臨之。一部《尚書》、一部《詩>> ' 

在在稱天、稱上帝，如孩提之呼爺娘，閉口使是，必如此方是真畏。然

所以必須用畏者，蓋為人心善於自私、善於用智，謂天甚高，謂上帝甚

遠，今且就f吏，故爾違反天命，自成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

(主主 52)

在這里， I天J 、「上帝」與「天命」是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它既是超越外在的人

格神，同時也是內化於人心的天命。這些說法無疑與宋明理學的在天謂命、在人

謂性這一基本觀點並無二致，只是他更為強調了一個「畏j 字功夫的重要性。這

個觀點非常重要，從中透露出文清似已擁有這樣的想法:人與上帝的關係須通過

「實踐」才能真正地確立起來。所以說，導致「自找自賊，自取殃咎J 的原因其實

很簡單， I只是欠此一畏」而巴。他為了論證「畏天命」是儒家聖學之要義，人們

須由「畏天命J 功夫入手，以建立人與上帝的溝通，所以總是將「天命J 與「上

帝」相提並論，可以看出在他的想法中 9儒家經典的「畏天命J 與世俗人心的「畏

上帝」應互相結合，換言之多通過「畏上帝」就可實現「畏天命J '反之亦然。

5l. <日錄〉刊謝程山集} ，卷 2 '頁 53 。

52. <乙巴會言卦， <謝程山集卜卷 7 '頁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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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文游思想有這樣一個重要思路:講天命之可畏，固然有儒家經典的依

據，但仍顯得有點抽象:講上帝芝可畏?如同上古時代所說「師保父母J (設 53) 之可

畏一般，便非常親切感人多它既是具有歷史傳統的觀念 9 又是普通人都能接受的

一種當下經驗。

總的來說，文清與上述兩位奇士文翔鳳、王啟元的思想路數略有不同，他很

少有文、王那樣的宗教家氣質，而是一位認同程朱、同情陽明、學主畏天的理學

家，同時也是一位講求「反己闇修」的嚴格道德主義者;他非常注重修身實踐，

時常與易堂、醫山諸友談論的一個功夫論話題便是如何「持敬」、如何「修身J ' 

(註 54)在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到欲將孔子神化的宗教企圖。然而大凡注重道德實踐的

儒家學者，出於遷善改過的要求，大多將道德與上帝關聯起來思考 9 認為道德實

踐的結果，最終將通過上帝的見證而獲得世俗幸福 9 因此對於上古時代宗教文化

資源的關注程度及同情態度往往超過前代，尤其自晚明以降，這一思想風氣非常

明顯，謝文?存應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最後談一談謝文Îi宇與西學的關係。這一問題似乎尚未引起學界的注意 9 故須

略贅幾句。他曾經與一位不知名的「友人J (註 55)討論了西學的「上帝」問題，首

先在「上帝」有無的問題上多兩人的立場相當一致，文游斷然說 I上帝載之〈六

53 按川師保父母j 語見〈周易﹒繫辭下傳): I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o J 古語「師保J 謂輯:白帝王和教導

王室子弟的官員，引仲義則為老師。孔疏云 I言使人畏懼此〈易) ，歸行善道，不須有師保教訓，但常

恭敬如父母臨之 o故云『如臨父母J 也。 J <宋本周易注i9ñH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影印本) ，下 9頁 791 。

朱熹注云 I雖無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J <繫辭下傳> ' <周易本義) (天津:天津市古籍

書店， 1986 年影印本，清乾隆七年明善堂刊怡府藏版) ，卷 3 '頁 339 0 可見，于L疏、朱注均突出了「師

保父母j 的畏懼義、戒懼義。
54. 參見〈戊戌復彭躬唐書〉、〈戊戌答彭躬庸書〉等， <謝程山集) ，卷 9 0

55 按，據〈年譜〉載，康熙三年 (1664) 春， I與劉二至凝論西學，往返數四，痛辟之 o J <謝程山集〉附
錄， <年譜) ，頁 356。按，劉二至(名凝)很可能即是此處的「友人J 0闆於劉凝，黃一農在杜鼎克 (Adrian

Dudink) 的論考基礎上有更詳盡的考證，轉述如下 I劉凝'字二至，號及齋，教名否是祿，江西建昌府

南豐縣人，康熙十六年(1677)為歲寅生:三十六年，授江西崇義縣訓導:四十一年，以年老告歸:年

九十，無疾終。他在傳教史上的巨大貢獻則是完成了一部明清天主教序跋的寶典一一〈天學集解) ，現藏

於聖彼德堡俄國公共圖書館，為抄本九卷，凡 569 頁，半頁 9 行，行 20 字。」見黃一晨， <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頁 70-71 。另據李獎學之說，劉凝的生卒年是 1625-1715 '其著〈覺斯錄〉

(巴黎法囡囡家圖書館，古朗氏編號: 7172) 己收入鐘鳴且 (Nicholas Standaert) 與杜鼎克主編的《耶

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臺北:利氏學社， 2002 年) ，冊 9 '頁 520-590 。李氏還指出，關於利

瑪寶〈天主實義〉主張，上帝及天主名號在中國古典中有案可查的觀點，在論證上最稱完備者，當推懿

凝o見李爽學，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一一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 (臺北:中央研究院叢書@'

聯經出版公司， 2005) ，頁 199 。按，李氏一書，承蒙匿名審閱者的提示及李天綱教授借閱，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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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何可說無! J 接著，那位友人批評宋儒以理釋天，以氣釋鬼神的詮釋思路，

指出:

宋儒無事不歸之理氣，視上帝為無權，即無上帝也 o 信上帝，但當信《六

經》之上帝，不當信宋儒之上帝。

這里的「無權」一詞值得注意，其意是說，宋儒以理氣釋上帝，其實是剝奪了上

帝的主導權，也就等於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對此，文游竭力為宋儒辯護，他指出

「氣J 及「太極」乃是伏羲、孔子以來儒學的傳統觀念，是「理氣」說的依據所在，

從宇宙論的角度看，理氣貫穿於「天地內外J '任何存在都在理氣的籠罩之下，所

以「上帝豈能獨出理氣之外乎J? 應當說，這個理學式的回答並無特別新意，這是

「理即天」、「天即帝」的固有思路。

繼而他們討論了究竟上帝是主宰、抑或理氣是主宰這一關鍵問題，文j存斷然

答道:

理氣即主宰，上帝是統體之理氣，萬物是散殊之理氣。理氣自能消息，

萬物主又別有一清息理氣者乎? (主主 56)

在這段記錄稍後，又出現一段顧憲成(號涅陽， 1550-1612) 的語錄，可知上述文

清之見乃是源白憲成:

顧淫陽先生云 r太桓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其，上帝者全體

太極，統揖陰陽，生天生地之主也。」惡謂從來說上帝，無如此語精遠。

泰西人名為尊上帝，其實是褻侮上帝。(泣 57)

按，憲成所說上帝是「全體太極J '其意乃謂上帝相當於「理一分殊」中的「理一J ' 

不僅是「生天生地之本J '而且是「生天生地之主J '這個說法基本上也屬於宋儒

以理釋天的思路。文游卻對此語推崇備至，並以此為據，指責西洋人的上帝觀其

實是在「褻侮上帝J '顯示出在上帝問題上，文游絕不能認同天主教所謂的作為「造

56. <日錄〉吋謝程山集) ，卷 3 '頁 72 0

57. <白錄〉吋謝程山集) ，卷 3 '頁 75 。按， <曰錄〉中有關西學上帝的討論，惟見以上兩段。同書另有一條

有關〈七克〉的討論，見〈臼錄〉吋謝程山集卜卷 2 '頁吐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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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的人格神之上帝。事實上，文清不但堅持宋儒以理釋天，而且還以宋儒「天

即理也J 為據，指出「上帝即此理也J '並以此解釋「文玉昭事上帝」乃是合「理」

之行為。(註 58)

不過，我們卻不能由此斷定文游的立場是「反教」的，恰恰相反，他對天主

教的那套道德戒律及其嚴於律己的「自修之功J 卻非常讚賞。這從他刪定天主教

倫理書〈七克} ，並將此改名為〈七克易〉這一舉動中得到充分反映。據〈年譜〉

康熙二年載:

三月，刪技西學《七克》畢 0 名曰《七克易)) 0 <日錄〉云 I此番喇技

《七克)) ，彼教陋處俱以易IJ 盡，存者俱切實格言也，置之案頭，可以為刮

骨洗髓之劑。 J (吉主 59)

可見，其對自己改編刪定的〈七克易〉一書自視甚高。現在，我們不妨來看一下

他在〈七克易序〉中的陳述:

西士之學，似有得於吾儒「畏天命」與「昭事上帝」之旨，而其天堂地

獄之說，則又類於二氏，深原其故，蓋亦世使之然j圾。......顧予觀西士

自修之功，何其與吾儒克己之學隱然有其今也，其所著《七克》一書，

其於情偽微暖、千狀萬怒，刻露畢盡，而罕譬曲喻尤工，每於滑稽遊戲

中，令人如冷水兌背，陡然警悟，頗有莊生寓言風致。然莊生令人蕩，

《七克》令人誓，予為刪其過中失正者，錄置案頭，以為修省之助。或曰:

于儒者也，非聖之書不讀，奈何事此?予曰:衛道回貴嚴，納言則不責

隘，筠克尚可采，叫心同理同，而漫抑而讀之乎?吾取長去短，衛道之

意亦未嘗不寓也。若其本天之昌，則《西銘》之言已精微廣大，蔑以加

矣。彼荒唐周陋，又豈能擬議其萬一哉? (註 60)

按， {七克〉是一部宣揚天主教獨特修持理論的倫理學著作，據稱是一部「洋

58. <日錄> ' {謝程山集卜卷 2 '頁 39 。

的.{謝程山集〉附錄〈年譜卜康熙二年，頁 355 。按，另據同書康熙二十一年八月條，錄其著有 I{七克易〉

二卷J '頁 364 。
的〈七克易序> ' {謝程山集卜卷 14 '頁 251-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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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近 9 萬字J (註 61) 的中文論著，問世於萬曆四十二年 (1614) ，成書則可能還要再

往前推十年。作者是與利瑪竇齊名的西班牙傳教士龐迫我 (Diego de Panto泊，

1571 ~ 1618) ，內容主要涉及如何克服七種罪惡(又稱「七宗罪」或「罪宗七端J) : 
傲、妒、貪、忿、藝、淫、怠。這部書有一個明確的基調，就是以天主教的天主

觀作為整套功夫實踐的基礎: I自有生來，具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賜我者 0

.....追德成欲克，皆認帝賜也。 J (註 62)若按宋明理學的理解方式，這部書與利瑪竇

〈天主實義〉專講天主、靈魂等本體問題不同，而是一部專講克己、改過等功夫問

題的論著 o 謝文j存在本體論問題上?對天主教的「上帝」多有批評，這一點已如

上述，然而他在功夫論問題上，卻非常看重〈七克〉這部書，值得我們關注。原

因很簡單，這部講求改過修身實踐的倫理書，與他揭示的「畏天命」之學非常相

近，故而引起文清「心有戚戚焉」的同情感，也就不難理解了。不過，他對這部

書所作的刪改工作應是從儒學立場出發的，故名〈七克易卜只是我們現在已不能

得讀原本，故不知他究竟做了哪些以儒易耶的工作。

要之，他將這部書常常置於「案頭h以為自身實踐「昭事上帝」時的參照，

他這樣做的另一理據今竟然是心學祖師陸九淵(世稱象山先生， 1139~ 1193) 的名

言: I心同理同J ' (註 63)很是耐人尋味。如果撇開「天主j 與「上帝」等等學理問

題的糾纏 9 中學與西學 9 或者中國人與西洋人?能夠擁有何一的心、同一的理嗎?

換一種說法，天下能夠擁有共享的同一的道德觀念、價值體系嗎?就晚明時代而

言，有關這一問題的答案可能有許多種，這襄無須贅霄，重要的卻是問題本身所

蘊含的思想史意義，也就是說?以謝文溶為代表的當時中國士人開始有了一個明

確的問題意識: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普遍的真理存在，因此我們對待不同文化的

態度應該是開放的。所以他說西學的「本天之旨J 其實不正與張載〈西銘〉同一

理趣嗎?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有研究表明，就在晚明清初，傳教士及友教士人也非常

61 參見張鎧， (龐迫我與中國 耶穌會「適應」策略研究) (北京:北京園書館出版社， 1997) ，頁 296 。

62. 龐迪我， <七克﹒自序〉叫天學初函)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65) 。引自張鎧， (龐迫我與中閏 耶

穌會「適應」策略研究卜頁 276 。

63. 按，陸象山的原話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J <雜著> ' (陸
九淵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卷凹，頁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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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採用象山的這句名言，以為宣揚「天儒合~J 的重要依據，例如李之藻、徐

光啟、種式穀、楊廷筠、王家植、葉向高、孔貞時、馮應京、艾儒略、利類思等

等。(註 64)不過，與這批人物出於「合儒」、「補儒」的宣教策略或同情立場有所不

同，謝文清則是以中國「上帝」為本位，以j揉合西學改過從善的道德學說，在此

意義上可以說，他的立場是以儒補耶。至於文j存是否真是一位普世主義者?恐怕

未必，他對〈七克〉一書由修身而最終指向“證道"的神學意義是否認同，也恐

怕未必，引起他興趣的應當是〈七克〉一書中那些可操作性的道德實踐方案。(註 65)

李咦學指出， <七克〉一書在形式與內容上都直承歐洲中古傳統，與中國固無關聯，

但若從此書撰述的晚明時代背景以觀，則可發現龐迪我此作「巧逢勸善書與省過

文殷盛之際J '所以該書的思想資源雖在歐洲!中古，然而「實則已非純書寫或純翻

譯的過程，也可能呼應了中國本身的文化語境」。此說發人深思。(註 66)以我之見，

若就中方的角度來看，文詩則不育是一位積極的「呼應」者，他要將〈七克〉納

入中國本身的文化語境之中。

我們說過，謝文游是一位理學家而不是什麼宗教家，然而我們從他對西教「自

修之功」的同情態度以及他大談中國「上帝J 的觀點立場以觀，他的宗教問題意

識很明顯，只是他不認向以「造物主」來理解上帝。要之，自稱回歸程朱「主敬J

的謝文禱，在如何應對陽明以降晚明社會的道德重建這一關鍵問題上，他意識到

6是.參見葛兆光， <一個普遍真理觀念的歷史旅行 以隍九淵「心同理同」說為例談觀念史的研究方法> ' 

載氏著〈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頁 186-191 。

65. 承蒙匿名審查者指出， (七克〉一害的撰述手法實出自歐洲中古證道手冊，在宗教史上有被視為「神學」

論著之趨向，而非單純的倫理學著作，可作參考。順便指出，易堂九子之首的魏禧也非常讚賞〈七克卜

以為此書乃是「切己之學J '不過他也喜歡用中國文獻來追溯泰西學的某些概念來源，他認同天主是「西

國自古有之」的，但對「耶穌等說」特別反感，其云["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

等類皆切己之學，所最重者日『亞尼瑪j ，即〈大學〉所云『明德j , r至美好j llP (大學〉所云『至善j , 
特支分節解，雜以靈幻之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即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絕無奇異。

而古文為耶穌等說，荒誕鄙陋，反成可笑。嘗讀某書，每每於說理時無故按入天主，甚為強贅。吾意天主

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為異論，乃寒之於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魏禧著，

胡守仁等點校， <鸝叔予日錄> ' (魏叔子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 2003) ，下冊，頁 1129 。不難想見，魏

的看法應與文游是聲氣相通的。

的李爽學，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 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卜頁 39 。不過，既謂「呼應J '那麼

是否意味著《七克〉是為了「適應中國善書文化的結果J? 李氏以為恐怕未必。他指出中國學者何俊認為

龐迪我的〈七克〉乃是晚明善書的天主教分身，這一結論可能「下得過急J '從內容看，勸善思想確屬耶

穌會證道故事的部分內涵，然就〈七克〉的結構方式看，無疑是從歐洲中古延伸而來， ["係當時美德與惡

行專論等教牧手冊的轉化」。何說，見何俊， <<七克> :克性之調道> <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六章，頁 273-283 :李說，見李興學， (中國晚明歐歐洲文學一一一明末耶
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 '頁 340-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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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天命」、「畏上帝」的學說是大有益於「世教」的。他認為若能明白於此，則「昭

事、對越益不得不嚴密矣JoC註 67)此可理解為何在文辨的語言表述中， I昭事上帝」

之類的話頭幾乎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

五、魏裔介:立命之學

魏裔介 (1616-1686) ，字石生，號貞塵，又號昆林，直隸(今河北)柏鄉人，

明崇禎十五年(1642) 舉人，順治三年 (1646) 為清朝首次開科取士，魏即應試

而及第進士，成為清朝的第一代漢官，一生在朝為官二十四年，累官至大學士兼

禮部尚書，康熙十年致仕，世有「魏閻老」之稱，卒誼文毅。

他的著作十分豐富，今有中華書局 2007 年標點本〈兼濟堂文集} (魏連科點

校)上下兩冊，這只是其龐大著述群的一部分，僅筆者所能寓目的就有(聖

學知統錄〉二卷、〈聖學知統錄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

〈樽林開筆〉一卷、〈偶筆〉二卷、〈續筆〉二卷、〈希賢錄〉十卷、〈挽下新編雅說

集〉二十卷(以上均見〈四庫全書存自叢書}) ，以及〈靜怡齋約言錄〉二卷({續

修四庫全書〉所收) 0 C設 68)不過，其著述雖然繁多，但他似乎並不是理論體系非常

嚴正的思想家，以下僅就其對宗教問題的一些看法略作介紹，最後談其與西學的

閱(系。

我們先從他提及袁黃(號了凡， 1533-1606) 、顏茂歐(字壯其， ? -1637) 這

一點說起。他早年的讀書筆記〈靜怡齋約言錄〉有一條提到袁了凡，略云:

袁了凡曰 I書言『天難謹，命靡常j ;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誰語。

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

命，則世俗之論矣。 J 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元，

而非其命，已取之也J ;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J ; 

67. <日錄> ' <謝程山集) ，卷 2 '頁的。

68. 關於其論著的目錄，詳見徐乾學， <魏公裔介墓誌銘> ' <碑傳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93) ，卷 11' 頁 249

一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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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F侯(註 69) 曰「君相不宜言命。持日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付之所以亡

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誤之氣數者，豈得遂為知道

哉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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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所引了凡語，見了凡〈立命篇)oC註 71)魏裔介對了凡此書的要領很有體會，他

認為了凡思想的核心命題便是「立命J '而且這乃是聖賢的旨意，強調的是禍福無

不自己求者的觀點。他以孔子、孟子的經典原話為據，指出將人生禍福「護之氣

數J '以為命該如此，而自己的所有努力卻無法改變命運「氣數J '這種觀點是對

天道缺乏真正的瞭解。應當說，他對立命說的這一理解與了凡旨意是不目吻合的。

他在為楊體乾〈為善求子要覽〉一書作〈序〉時也指出: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總會 o .0....世人不

識「命」字，專謂氣數為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即命人以理，理為主而

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于干(註 72)之

說，以為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 o 故「怠迪吉，從逆凶 J '帝王

首言之。袁了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註 73)

這是以宋儒的理本氣具的理氣論來反對「氣數」論(實即命定論) ，與上述所引〈約

言錄〉的一段話，旨趣相遇。他相信偽〈古文尚書﹒大禹誤〉引禹之言「惠迪吉，

從逆凶」的報應說， C註 74)確是「帝王之言」。而這六個字早在晚明時代就已成為道

德勸善家的「格言J '顏茂敵〈迪吉錄〉便取義於此。不過，這襄說袁了凡至晚年

69. 按，李鄰侯即李泌(字長源， 722-789) ，唐初德宗朝宰相，傳其好黃老鬼神說，傳見〈舊唐書卜卷 134 。

事詳楊希閔， (唐李鄰侯年譜) (清光緒四年福州刻〈四朝先賢六家年譜〉本) ,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

叢刊) ，冊 10 。
70. (靜|台齋約言錄〉內篇(清順治甲午 (1654) 魏裔介自序本)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冊 946 '頁 124 0

71.按， (立命篇)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序刻本)又稱〈陰，鷺錄)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末刻本) , 
上引了凡語，見石川梅次郎整理本， (陰鷺錄) (東京:明德出版社， 1970 年初版， 1981 年再版) ，頁 75 。

72. 點校者魏連科注曰['(庫本〉作『支干j ，均不可遇。疑『子干]為『子平J 之誤。東漢向長字子平，

還〈老子〉、〈易鼠的，主命運之說，與此處所述內容相應。 J (兼濟堂文集) ，卷 6 '真 15哇。此說或可參

考。

73. (兼濟堂文集卜卷 6 '頁 150 。

74 孔疏['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 o J (尚書正義﹒
大禹讓) , (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0) ，頁 13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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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所得， I何其見之遲哉J '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一種感歎。他要強調的是，

人的命運不能由「氣數」來決定，應當依靠自己的行善努力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應當說 9 這便是了凡「立命」說的核心觀點。但在魏裔介的闡述過程中，夾雜著

吉凶禍福報應的觀念，這就未免帶有一些宗教味。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序文討論的主題是「為善求子μ亦即通過行善能否實現

「求子」這一回報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正是了凡勸善思想的主題之一。了凡有一

部著名的論著〈祈桐真詮}， (註 75)在晚明時代影響甚豆，因為該書的主題思想非常

巧妙地迎合了中國傳統社會「無後為大」的心理，以為通過行善便可改變「無後J

的現狀，也正由此 9 此書自晚明以降反復翻刻，持續暢銷。了凡在書中宣稱，在

因果報應的一般律則的籠罩之下，通過「為善J 就可求得「子面肘，反過來說，欲

求「子桐J 則必須「積善」 。可以想見，楊體乾的〈為善求子要覽〉正是接著〈祈

桐真詮〉講的。由於楊書今不見傳，故其內容已不得而知，然從魏裔介提及了凡

之說推測，楊書必與了凡的勸善思想有關。

其實，魏裔介所說的「氣數」問題，在〈祈棋真詮〉篇首所錄韓初命〈引言〉

中即已講得很明確，其云:

今嘉禾了凡袁先生忠廣其生物之心，志天下之艱於桐者，或惑於數命而

不知求，即求而或惜於生生之本也，乃編十篇，首「改過J '終「祈禱J ' 
令得日用而信行焉，名曰《祈胡真詮>> 0 

韓初命是了凡弟子，他對〈祈桐真詮〉一書的宗旨作了這樣的概括 I祈闊必本

之改過積善，大旨可睹矣。 J (註 76)可謂深得了凡思想之要領 9 同時也可說，魏裔介

對此要領亦有相應的暸解。

魏裔介對晚明著名勸善思想家顏茂飯也不無欣賞， (詮77)評價很高:

顏茂敢 9 閩人也，曾作《迪吉錄>> '所言皆陰罵、善惡、報應之事，其於

75 見《了凡雜著〉本(明萬曆三十三年建踢余氏亥日本)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 1988) ，冊的，頁 546-569 0 

76. 以上見《了凡雜著〉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卜冊帥，頁 546 0

77. 關於顏茂飲，請參拙稿〈晚明時代儒家倫理的宗教化趨向 以顏茂飲〈迪吉錄〉為例>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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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理，確然有見。以五經賜進士。(詩 78)

誠然僅以這條資料，並不能說明魏裔介對顏茂傲的整體評價。不過重要的是，我

們發現魏裔介對於「陰罵、善惡、報應j 之類的故事內容不僅不反感，而且還讚

賞為「確然有見J 0 

當然，魏裔介在禍福報應問題上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說:

存亡禍福，皆由於己 9 丈災地妖不能加，聖王善於立命也 o 持身有節，

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聖人善於得毒也。知此道者，可以保

國千年，無傾危之患?可以保身百年，有康樂之事。(註 79)

這是強調修身實踐才是決定個人禍福的關鍵因素，而「天災地妖J 則與個人禍福

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可以說，這值觀點是接著了凡、茂飲「立命J 說而來的。同

時他又強調孟子的「事天」實可解釋為「立命J '其云:

天理在心，故曰事天，天毒不貳，修身以俟之，不悶氣數之命，只全義

理之命，義理全而氣數不能移，故曰立命，浩然之氣本此。(註 80)

可見，他所理解的孟子「盡性事天」之說就是立「義理之命J 而不是立「氣數之

命」的「立命」說。

那麼，立命與鬼神又有什麼關聯呢?魏裔介有一段對話:

或謂於魏于曰 r世呆有鬼神否? J 曰 rr禮物而不可遺卜聖人言之

詳矣，昭昭也! J r福善禍惡，有之乎? J 曰: r r積善有餘慶，積惡有
餘殃j , r與鬼神令其吉凶上聖人言之詳矣，凜凜也! J r世之善未必福，

惡未必禍者，多矣，又何故? J 曰 r是未定之天也，否則缺陷之天也。

然小善或不受福，大善未有不受福者;小惡或不受禍，大惡未有不受禍

者。又鬼神所惡者刻薄與隱疚，所恕者無心與小失。世之為善而不受福，

78. <得林績單) (清康熙十九年龍江書院刻〈得林間筆〉本) ，卷 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卜子部，冊 113 ' 
頁 687 0

79. <靜怡齋約言錄〉內篇，頁 120 。

80. <論性書〉卷上(清初龍江書院刻本) , <四庫全書存自叢書) ，子部，冊凹，頁 434 。



152 清莘學報

為惡而不受禍者，或出於此，不可不知。然世有不受福之善，而無不可

為之善;世有不受禍之惡，而無可為之惡。此君子所以修身立命而不聞

於氣數也。 J (註 81)

關於世界是否存在鬼神，關於「福善禍惡」是否客觀存在，這是晚明勸善運動中

時常觸及的問題，魏裔介列舉了各種儒學經典的記錄，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並

指出「聖人言之詳矣打是不容爭辯的。其中雖然對於現實世界中為何有好人未必

得好報、壞人未必得惡報之現象的解釋略顯曲折，但總的來說，他的觀點很明確:

世上雖有「不受福之善J '但絕沒有「不可為之善J ;同樣的道理，世上雖有「不

受禍之惡J '但絕沒有「可為之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以說作為正人君子只

須通過「修身立命」的實踐來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不能將自己的命運與禍福語之

於「氣數」。這里，他又回到了以「立命」反對「氣數j 的思想立場上。可以說，

他要把了凡「立命J 說化為己有。

然而緊接著上述的問答，下面又有兩個更為尖銳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原文頗長，

撮其要者言之，有人間「天地之鬼神既問命矣，人之鬼神亦可得間乎 ?J 魏裔介

列舉了大量的儒家文獻資料後，肯定地說 I此理之償(常) ，無足怪者。夫既明

言之矣。」接著的問題是 I若是，則佛氏所謂輪回托生者信有之，而普度眾生

之說不可以不信也 o J 對此，他回答道:

否!神不可降而為鬼，鬼不可升而為神。猶君子不可目為小人，小人不

可白為君子也。普度之說，何所用之!且人死為鬼，朱子以為終歸於散。

余以為散而不能久眾者鬼也，最而不可復散者神也。古來大忠大孝如闢

莊穆、岳武穆諸公，亦只是浩然正氣結眾的，塞乎天地耳。托生之說，

世識有之， (言主 82) 先儒以為偶然氣竅，亦非其常。故君子修其身、養其心，

不愧不作，以漸致於至誠，神而明之之道也，陰陽不測之道也，無方無

81. (靜怡齋約言錄〉內篇，真 121 0

82 關於「托生J 問題，魏裔介在另一部著作中則提到他曾親耳所聞，以斷定其說不誣，其云 I托生之說，

蓋亦有之。以余所聞見數人，皆能自憶其生前之事以告人，或並所讀之文字亦能成誦，未可謂盡誣也。

然此其變而非其常，試以理言之 o ••••.. J 結論是 I大約天地之陰陽變化，萬有不同，故不可執一而論，

而理之正者，未始無一定之樞也。先儒於此無一定之說，愚故發之，以破世人之惑。 j 見〈得林續筆) , 

卷 1 '頁 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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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道也。否則多生為小人，元為下鬼，而欲借沙口之力，拔陷溺之苦，

可謂愚之極矣。(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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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襄透露出魏裔介相信上古中國的鬼神、陰罵、幸反應，但不相信佛教的輪迴轉世

說，表現出其作為儒家士人的思想立場，本來不足為異。然而問題並不嚮單，既

然在鬼神、報應等問題上為自己留下信仰的餘地，那麼這個「鬼神J 到底是什麼

呢?這卻是魏裔介必須面對而又須作出回應的問題。他的基本態度可用一句話來

表述 í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諂，則儒者之學。 J (註 84) 也就是說，

鬼神是必定存在的，但是我們又不能以「諂媚」的態度去看待鬼神。若用今天的

哲學語言來表述其說，亦即:鬼神雖然存在，但是主體在人而不在鬼神，因此不

能將作為主體存在的人自語於鬼神之下。以魏裔介的看法，這便是儒者的基本立

場。若依吾人之見，其實裔介所說也無非就是孔子「非其鬼而祭之，諂也J ({論

語﹒學而})這一觀點的老調重彈。顯然，魏裔介在這稟巧妙地將鬼神問題化約為

祭紀問題，進市肯定鬼神「必有h然而實際上卻仍然沒有回答清楚鬼神何以「必

有」的存在問題。

我們在上面看到，文翔鳳有「天非徒理J 說，來反對宋儒以理釋天的詮釋思路，

王啟元則反對後儒以「草木萬物屬天」這一「自然之天J 的詮釋思路。現在我們

發現魏裔介也反對「以理釋天J '他認為這種解釋等於「謂理即帝J '這是說不通

的，他指出:

「獲罪於天J '天者上帝也。上帝為百神之主，福善禍淫，百神奉命。故

獲罪則無所禱。若解作理字，反不見的對越森展了。帝之所持者不過理，

然謂理即帝，豈可乎? (註 85)

在裔介看來，天即上帝，是「百神之主」而無所不能，是人們「對越森嚴J 的對

象，如果我們把它「解作理字J '那麼上帝如何能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對象?顯然，

這是魏裔介所竭力反對的。從經典詮釋的角度看，魏裔介的這段話是對孔子「獲

83. {靜怡齋約言錄〉內篇，頁 121-122 。

但〈靜怡齋的言錄〉內篇，頁 126-127 0 

85. {靜恰齋約言錄〉內篇，頁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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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於天，無所禱也J 的解釋，但他所批評的矛頭則顯然是沖著程朱理學而去的。

孔子原話的上下文是 I王芽、賈問曰 r與其媚於奧，宵媚於仕?何謂也?~

子曰 r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o j J ({論語@八俏J>)關於前一句「王孫賈
問日J '這里不用細說，朱子對「子日」一句的解釋才是引起魏裔介反撥的緣由所

在，故須從朱子說起 9 其曰: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也之可比也。逆理，貝lJ獲罪於天矣，主媚

於奧拉所能禱而兔乎?言但當 )1頂理，非特不當媚肚，亦不可媚於奧也。

(吉主 86)

此即理學史上非常署名的「以理釋天」的詮釋案例之一。大意是說 9 天就是理 9

故一切行為都須順理而為，如果逆理而行，那麼無論是以「媚奧」還是以「媚娃」

的方式向天禱告，都是無濟於事的。這是朱子用他的理學觀念對孔子「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所作的經典解釋。

然而魏裔介以為不然，根據他的理解，天即上帝，是「福善禍淫J 的裁決者，

因此如果「獲罪於天J '就等於是冒犯了上帝，那麼不管如何向天「禱告J '也是

無濟於事的。比照之下，可以看出兩者的解釋涉及到訓話問題，但更為重要的則

是義理問題。依魏裔介，如果天僅僅是理，那麼「上帝j 就會失去尊嚴，而無法

成為人們「對越森嚴」的對象。他之所以這麼看 9 還有一個思想上的原因，亦即

在他看來，天、上帝是人類善惡禍福的最終裁決者，而「理」不是 I理J 只是

一種觀念而非實體存在。

應當指出，魏裔介的這個看法與其理氣觀有理論關聯。他認為整個宇宙充滿

著「氣J 川氣」對於宇宙而言具有首出的地位。在〈靜怡齋約言錄〉中，記錄了

這樣一場對話:

或問 I天地未分時，如何? J 曰 r渾然一氣而已 o J 問 I六令之

外，如何? J 曰 r渾然一氣而已。吾於是知氣者貫徹上下四方古今之

物，不可得而窮也 o 氣之外則更無理。 J (主主 87)

86. (論語集注) ，卷 2 ， (四書章句集注》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3) ，頁 65 。

87. (靜怡齋約言錄〉內篇，頁 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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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魏裔介認為理不能是獨立於氣之外的實體存在，理只是氣中之理，因而

理是不能成為敬畏之對象的。這表明在理氣問題上，他的看法與朱子已有了一定

距離。

那麼，既然宇宙天地「渾然一氣而已J '是否表明「氣」具有決定性力量呢?

根據上述魏裔介以「立命」反對「氣數J 的觀點看，回答是否定的。 他認為成事

在人，而且這條真理可以貫穿天下國家、家庭個人，他指出:

余嘗論天下事?凡國之興廢，家之盛衰，身之壽天以及萬事萬物?皆夫

人居其半焉。其興也，盛也，壽也，雄氣機使然，然人事不善，必無興

盛壽之理。其廢也，表也，天也，雄氣機使然，然人事苟盡，必無廢衰

天之理。故議於連數而坐致頃頹者，庸人之言也。古今人受誤者不少。

(吉主 88)

在這里，他突出了「人事」因素的重要性，他強調盡人事而不能接於「氣機J ~ í運

數J '這個觀點應是魏裔介整個思想的基本立足點，是與其「立命J 之學相一致的。

最後，介紹一下魏裔介與西學的關係。本來，黃一農對此問題已有詳細考證，

以下所述也只是轉述而己，但是仍須略贅幾句，其因之一在於，我們從魏裔介與

傳教士的交往中竟然發現，他不僅以「儒教尊天」來迎合西教「尊天J '甚至借用

「西教J 的思路，指責宋儒以來「以天為理」說乃是一種「妄為注釋」的觀點。據

黃一農的介紹，魏裔介與湯若望等傳教士的交往非常密切，在一份教會史的文獻

中，收有順治十八年 (1661) 魏裔介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U, 

1592-1666) 所寫的祝壽文，中云:

夫先生之教，以天主為名原。夫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天地未分，混沌

無垠，冥昭惜暗，誰能椏之?陰陽之令，何本何化?九重孰營?八拉何

當?凡皆天帝之所為也。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窮理，儒教亦窮

理 o 0.....古聖賢凜凍於事天之學者如此 9 而後之儒者，乃以隔膜之見，

妄為注釋，如所謂天為理也，含糊不明 o ......先生之論豈不開發群蒙，

88. (靜怡齋的言錄〉內篇，頁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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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天下之人各識其大夫，而知所歸命哉註 89)

這里有幾個關鍵詞很引人注目: I天帝」、「儒教」、「尊天J 、「事天」。在魏看來，

「天J 字正是聯接天(天主教卜儒(教)的樞紐。黃一農根據他對明末天主教教

義的理解，指出魏裔介此段文字的立場已非常明確，所謂「天即天主J '其實就是

「當時流行的天主教義J 0 (註 90)然在吾人看來，值得關注的卻是，他這一次非常直

率地以「隔膜之見，妄為注釋」、「含糊不明」等措詞嚴厲批評了宋儒「以天為理」

的觀點。

雖然目前還很難說，他的這一批判立場究竟是受天主教的影響所致，還是他

自身對中國本土宗教的思考所得，我傾向於認為，這兩種因素都存在，尤其以「儒

教」之尊天來比照「主教J 之尊天的觀點來看，他的「儒教」一詞顯然是相應於

「西教」而言，換言之，他不是將「儒教」看成是單純的儒學教化體系，而是將此

理解為與西教之性質相近的東西，因為其中存在著共同的「尊天」信仰;另一方

面，他對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的認同，應當是其整個思想的基礎，也應當是其主張

「立命」以反對「氣數J '主張「天即上帝J 以反對「以天為理」等思想觀點之所

以形成的主因。值得一提的是，從文翔鳳、王啟元到魏裔介，雖然他們尊天貶理

的思想旨趣相近，文、王與魏在對待西學的態度上卻大相逕庭，這一思想現象很

值得吾人深思。

六、小結

通過以上的簡要考察，似乎不能證明文、玉、謝、魏直接參與了晚明清初道

德勸善運動，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在道德勸善運動中凸顯出來的上帝、鬼神乃至

報應等宗教問題，卻是上述四位並不起眼的思想人物所共同關心的焦點。

當然，這四位地方儒者的觀念表述並不完全一致，文翔鳳著力於宣揚「事天

89. {碑刻贈言合刻} (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刻本，編號 Sin.58) ，引自黃一農， <張震生平及其與楊廣

先闊的衝突〉附錄二「魏裔介與魏嘉彤夫子會否受洗J ' {九州學刊} '6.1 (臺北， 1993.4) ，資助。
90. {碑刻贈言合刻} (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亥日本，編號 Sin.58) ，引自黃一農， <張康生平及其與楊廣

先闊的衝突〉附錄三「魏裔介與魏蓊彤夫子會否受洗J ' {九州學刊} '6.1 (臺北， 1993.4) ，頁 90 。按，

關於魏裔介是否入教的問題，黃一農指出裔介受洗可能是在其繼妻蔡氏於康熙二十三年卒後才被允許，

見《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卜頁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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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J '把孔子視作天的代言人，王啟元則以「昭告上帝」的決心，努力想要建立

孔教，這兩位的宗教意識特別強烈;謝文游的理學氣最濃，他欲將傳統的「畏天

命」、「畏上帝」納入理學的解釋系統，同時他又十分強調理學功夫亦須借助宗教

的觀點;魏裔介似乎並不擅長學理性問題的討論，但他對如何掌握自己命運的問

題很關心，以致於他對袁了凡、顏茂首先等功過格思想中的「立命J 觀念非常欣賞，

很討厭宋儒認天為理、謂理即帝的觀點。儘管他們的觀點表述不盡一致，他們之

間仍有共同話語:亦即「天J 、「上帝J 0 特別是上帝問題，幾乎成了他們共同的核

心關1衷。此外?他們都非常重視「敬」、「畏」等實踐問題?竭力主張在功夫論領

域來具體落實應如何面對上帝的問題。

隨著晚明時代天主教的傳入，觸發了翔鳳和啟元的「危機意識J '他們擔心西

方的「天主」有可能凌駕於中國的「上帝」頭上，所以他們要將從前儒家辟佛的

精神運用到辟天主的運動上來，他們的立場是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卻因而帶有

很強的排他性。謝文j存則從理學本位主義出發，運用宋儒的理氣觀、太極說來質

疑西方的上帝，以表明宋儒以理釋天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對天主教的那套修身

學說抱有一種奇特的「文化同源」感，以為頗類儒家的「克己之學J '是可以作為

「刮骨洗髓」之用的。魏裔介是否洗禮入教，可暫置勿論，至少作為一位「友教」

人士，他對外來宗教似乎並沒有生理體質上的「過敏反應J '這可能與他對了凡、

茂飲所取的態度一致，在宗教問題上，他的態度表現出「天儒並存J 、「宗教融合j

的趨向。

要之，文、王之反對西教，是出於維護宗教的目的，而謝、魏兩人採取「友

教J 態度，同樣也是出於宗教的考慮。惟文j存取向微與裔介異者，支撐他認同西

學〈七克〉的觀念竟是陸象山的「心同理同」說。然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晚明

清初的一大批傳教士以及中國的「友教」人士亦以此說作為他們傳教信教的重要

理據之一。值得深思的是，具有普世主義之意味的「心同理同J 說在思想史上的

重新復活，卻是在傳統宗教與外來宗教的衝撞、磨合的過程中漸漸顯現的，換言

之，宗教問題為本來是心學命題的「心向理同」說的再次出場提供了重要的機緣。

除文清以外，我們從其他三位人物對視天為理、以理釋天的宋儒觀念的批判，

可以讀取出一層思想史的意義:他們開始對宋明理學的天經地義的「天理j 觀發

起挑戰。也許嚴格來說，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理」本身，而是反對將「理J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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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天」的信仰領域:同時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他們的挑戰對於清初以後的思想

史發展產生過直接的影響，但是若從哲學觀念史的角度看，他們對「天即理」的

懷疑乃至批評意昧著這樣一種思想取向成為可能 I理」應當回歸到「氣」的層

面上，而不應將「理」提升至「天」的層面上。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思想取向在

當時個別的信教者身上亦得到了反映，例如上文提到的天主教徒韓霖便直率地指

出 I天者，理而已矣」的理學觀點與「天在吾心j 的心學觀點一樣，都是「邪

說之惑人J '註 91)這個說法就相當嚴厲。在他看來，這類觀點完全有可能損害人們

「尊天」的絕對信仰。

饒有興味的是 9 反對以理釋天的文、王與魏分屬「反教」與「友教J '這就表

明反對「天即理」並不與讚賞西學與否有必然關聯，而主要與他們自身的宗教關

懷有關。與此相應，在並不瞭解翔鳳、啟元 9 或許對魏裔介也沒有多少關注的情

況之下，從清初到清代中葉，有不少傳統士人也開始了一場批判宋儒天理觀的運

動，從顏李學派到戴震(號東原， 1724-1777) 、阮元(號軍經老人， 1764-1849) , 

他們對「天理J 的看法就有與文、玉、魏不謀而合之處多都表現出反對「天理J

實體化的取向 9 當然詮釋的角度、批判的力度都已今非昔比了。(註 92)

以往的明清思想研究，多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明清之際發生了研究範

式的重大轉移:亦即由「宋學j 轉入「漢學」、自「義理」折回「考據」。當然這

一結論無疑仍然有效。然而通過本文的考察，卻發現明清之際的思想轉向亦表現

為:由「道德J 轉入「宗教j 或由「宗教J 涉入「儒學」。更為重要的是，這里所

謂的「轉向」不是指「轉化傳統μ 毋寧是「傳統復歸J '他們大多抱有古典儒學

的認同意識，即便是那些對「西學」有同情感的儒家士人，也不是由於「文化意

識」上的覺醒，而是晚明文化多元取向的一種特殊表現。

糖、之，我們發現明清之際的一些地方儒者在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的意義上，他

們的思想有著一定的連續性。所謂明清思想的「連續性J '具體表現為他們在世俗

信仰、生活實踐的領域大都對宗教問題有著同樣的關切，在他們看來，為了整肅

人心、導民化俗，有必要利用傳統宗教的思想資源以挖掘「畏天」、「事天J ' I敬

91.韓霖著，孫尚揚、肖清和等校注， {鐸書}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8) ，買 163 。

92. 關於明清思想史上的天理批判問題，可參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 (北

京:中華書局，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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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J 、「尊天J 等觀念學說的思想意義及現實意義。

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未及論述清代中葉的一批知識精英以及考據學家，雖

在學術傳統的重建上欲與宋明劃清界線而返回古典儒家，然而他們亦十分關注如

何改善民風世俗的社會道德問題，而在尋求解答這一問題的答案時，他們所利用

的思想資源恰恰又是宋明時代流傳下來的一批宗教勸善文獻，這表明他們的世俗

信仰無法置身於宋明文化傳統之外。因此，所謂明清思想「轉向」並不單純地意

味著「斷裂J '而是在「轉向」過程中存在著文化傳統的延續性。但 93)我認為，上

述四位地方儒者在思想史上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固然不宜過高估計，然而若按

照「明清延續」的思路以觀，則可發現他們的思想取向、宗教關懷絕非孤立的個

案，應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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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to Heaven" an恥d'“'Reverence for Heaven" 

Religious Concerns of Four 班a前r莒i岫na討1 Conf缸1u1CdiaIn1S i扭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Zhen Wu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stead of “great figures" in “grand narratives," this article is a case 
study of four marginal Confucians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叭Ten Xiangfeng in Shanxi, 
Wang Qiyuan in Guang泣， Xie Wencun in Jiangxi , and Wei Yijie in Hebei. 
The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ir Confucian convictions, 
their unique ideas on religious matters also deserve our close attention. Par
ticularly, it attempts to show that (i) they all advocate the ideas of “service 
to Heaven,"“reverence for Heaven,"“fear of Heaven," and “ establishing 
one's destiny," with some of them even attempting to institutionalize a Con
fucian or Ruist religion; (ii) their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religious ideas of 
“ Heaven" and “God" vividly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other religions in that period; and (iii) they assess and reject Catholicism 
as a foreign religion from their standpoint as followers of either traditional 
religions or Neo-Confucianism. In short, this intellectual trend of the Ming
Qing Dynasties demands our serious attention. 

Key words: service to Heaven, reverence for Heaven, fear of Heaven, 
establishing one's destiny, Confucianism, religio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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