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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寂」之前──聶豹早年學思抉微∗
何威萱∗∗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摘

要

聶豹（雙江，1486-1563）是陽明（王守仁，1472-1529）後學「江右王門」之健將，
當前眾多研究均逕以其「歸寂說」為核心，卻未嘗慮及其問學於陽明時年紀已然不小，
歸寂說成形時更已年過半百，以致忽略此前五十年的學思歷程，及其可能的影響。本文
考查了聶豹早年的學思歷程，發現其早歲從學於郭聳，深受影響；嘉靖五年 (1526) 起雖
與陽明論學，卻也同時廣泛接觸張栻 (1133-1181)、羅倫 (1431-1478)、陳獻章 (14281500)、程敏政 (1445-1499)、湛若水 (1466-1560) 之學，靈活而博採，並未專意求入王
門；而在拜入王門並提出歸寂說之前，聶豹已有相對完整之學理，尤其關注孝弟、尊德
性與道問學等問題，並各有深入的發揮。透過對聶豹早年學思的研究，可使其形象更加
豐富、完滿，並加深吾人對陽明第一代弟子的認知。

關鍵詞：聶豹，王陽明，歸寂，良知，孝弟

∗ 本文初稿曾以〈聶雙江的早年思想及其與歸寂說的關係〉為題，宣讀於「2016『近世儒學與社會
工作坊』論文發表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合辦，2016 年 12 月 9
日），會議主辦人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所長、評論人海洋大學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楊正顯教
授、以及與會師友均提供諸多寶貴建議；修訂過程中，承蒙業師中研院文哲所鍾彩鈞教授惠贈點
校本《泉翁大全集》一套；投稿期間亦獲得三位匿名審查人指教。在此一併誌謝。又，本文所引
用之各種點校本，於其斷句未安處均重予標點，未必與原書一致，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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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聶豹（字文蔚，別號雙江，1486-1563）是陽明（王守仁，1472-1529）後學
「江右王門」的代表人物，他對陽明學在江西永豐縣乃至吉安府的傳播至關重要，1
而其學思亦頗有可觀。首先，聶豹雖身為主要的陽明第一代弟子，但直到陽明去世
後，他才在陽明弟子錢德洪（緒山，1496-1574）、王畿（龍溪，1498-1583）見證
下拜入師門，追認其弟子的身分（雖然陽明生前二人已有接觸），2 此段特殊的心
路歷程殊堪玩索。其次，聶豹提出「歸寂說」，認為當下朗現之道德判準或非良知
本體，極可能是已受私欲汙染之意見，故需靜中歸寂工夫向內體證心體，唯有立體
方能達用。其稍後持此新說「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3 不但激起陽明眾弟子如王
畿、鄒守益（東廓，1491-1562）、歐陽德（南野，1496-1554）等群起辯難，更促
使眾人重新審視、釐清各自對於良知學的理解。此外，聶豹也積極參與家鄉永豐縣
的鄉約制定和土地丈量工作，對於地方庶務的推行起到了重要影響。4 要之，藉由
研究聶豹，不但可以看到陽明後學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同時也能提供更多元的
面向觀察陽明弟子對良知學的接受與詮釋。
在學術思想領域，「歸寂說」與陽明本旨的異同引發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觀
點紛呈。5 此外，學者也開始探索聶豹思想中可能存在的陽明學以外的因子，以期

1
2

3

4

5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138-147。
「〔陽明〕先生之門來學者日益眾，先生不能徧指授，則屬君〔王畿〕與錢君等高第弟子分教
之」，故二人的見證甚具代表性。徐階，《世經堂續集》（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徐肇惠刻
本），卷 10，〈南京武選司郎中龍溪王君傳〉，葉 5 下。
王時槐，《王時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友慶堂合稿》，卷 3，〈兩峰劉先生
志銘〉，頁 477。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307347。
岡 田 武 彥 著 ， 吳 光 、 錢 明 、 屠 承 先 譯 ， 《 王 陽 明 與 明 末 儒 學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出 版社，
2000），頁 125-126；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298299、338、345；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頁 372373；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頁 580；陳佳銘，〈聶雙江歸寂思想的「超越的體證」型態之研究〉，《中正漢學研究》
24（嘉義：2014），頁 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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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地解釋彼此的扞格。6 不過，筆者以為仍存在加密轉精的空間。蓋當前的聶
豹研究，大多自其問學於王陽明談起，並以歸寂說做為認識聶豹學術思想的材料，
歸寂說儼然是其畢生思想的全部。7 就哲學概念而言，歸寂說確實是聶豹數十年來
學問思辨的澱積與晚年最終定論，故相關研究多就此深加剖析，並轉與其他陽明後
學相比較，以凸出其哲學史意義。然而，學術「宗旨」固然富含學術價值，卻非與
生俱來抑或憑空陡起，而是在長時間不斷摸索、吸收、內省、探疑、乃至於相互攻
錯的情況下，點滴積聚而成。換言之，宗旨的形成是伴隨著生命溫度的動態歷程。
並且宗旨的哲學概念已然經過系統性的粹煉與精化，成為超越實然的標誌與符號，
有時不易看清其真切的生活經驗與現實關懷，但這些要素在早前的經歷與論述中往
往還能覓得蛛絲馬跡，尤其是理學這種富含內聖觀照的學問，更與人的生命歷程密
不可分。退一步說，即便學者早年的學思經歷未必全然與其日後的宗旨學理直接相
關，但對其學術性格的養成以及學習態度的奠定，勢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
縱使其早年學思尚未達到境界的躍昇，仍舊具有高度的研究意義，特別是該名主角
在學術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特出地位之時。這也是杜維明選擇以「青年王陽明」作
為其博士論文主題的重要原因。8
在這樣的關懷下，曾在陽明後學中興起巨浪的聶豹，其形象稍嫌平面而蒼白。
應當留意，聶豹問學於陽明時年紀已然不小，歸寂說成形時更已年過半百，此前約
五十年的學思歷程，對他學習模式的建立以及論學風格的形成不可能毫無影響。筆
者以為，吾人應擺脫僅自歸寂說認識聶豹的侷限，以時間的眼光還原其早期、特別
是嘉靖初年問學於陽明前後的學術主張與關懷，以瞭解奠基其問學風格的青壯年時
期的學思歷程與求學態度，如此方能完整認識聶豹其人其思，也才有機會推進吾人
6

7

8

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 129；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研
究》，頁 184-239。
以思想相近的聶豹和羅洪先的專書研究為例，吳震介紹羅洪先時，有述及其早年師從李中並與陽
明弟子黃弘綱、何廷仁的交遊經歷，但在介紹聶豹時，便只從他與陽明的見面談起，並隨即切入
對歸寂說的分析。容肇祖、侯外廬的研究，乃至於鳳凰出版社點校本《聶豹集》、《羅洪先集》
各自的〈編校說明〉都能看到類似現象。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社，2001），頁 177-180、72-76；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頁
127-129、138-139；侯外廬等編，《宋明理學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 305307、313-31；聶豹著，吳可為編校整理，《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編校整理
說明〉，頁 4-5；羅洪先著，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編
校說明〉，頁 1。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 (1472-1509)：行動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聯書店，
2018），〈前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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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歸寂說的全面理解。
目前關於聶豹早期思想的研究極為罕見，整體樣貌依舊模糊，9 這將使吾人對
聶豹的理解大受拘限，連帶影響對陽明後學的認識。最理想的解決方式是直接爬櫛
其早期文字，惜現存聶豹文集諸篇多撰於歸寂說成形以後，只能反映他對歸寂說的
申論與辯解；相反地，屬於早期之文字甚少，當中成熟且具體系的思想論述更是寥
寥無幾。因此，本文以下將分為兩部分進行申論：首先，藉由各種史料還原聶豹早
期的學習歷程與特色，並重新評估他對王陽明的態度。其次，將焦點鎖定在聶豹早
期關注的兩大議題──「孝弟」與「尊德性」，重現其當時的學思關懷。透過此二
項討論，冀能呈現更立體而完整的聶豹形象。10

二、聶豹早期的學習情況
一般情況下，本文所謂聶豹之「早期」、「早年」學思，指其歸寂說成形以前
的時期，因此須先定位歸寂說的成形時間，以界定其早期學思之時間範疇。
從前學者多循黃宗羲 (1610-1695)《明儒學案》之語，認為歸寂說乃聶豹嘉靖
二十六 (1547) 至二十八年入獄期間百死一生的徹悟。 11 不過，聶豹弟子宋儀望
9

10

11

朱湘鈺認為，嘉靖十五年季本甫提出「龍惕說」時，聶豹曾予認同，彼時「其思想尚處探究階
段」，雖已稍具歸寂說之雛形，但對戒懼工夫的地位與作用仍未透徹領悟，故面對季本「同樣以
本體為主宰的思路」，「他仍予以相當程度的肯認」；然待其提出歸寂說後，便放棄了對季本的
支持，不再述及龍惕說。筆者也曾指出，嘉靖七年聶豹刊刻程敏政《道一編》時，對內文有多處
刪削，這些內容均涉及理學重要談題「尊德性、道問學」的詮釋，可能反映了聶豹嘉靖九年拜入
王門以前的早期學思。朱湘鈺，〈「雙江獨信『龍惕說』」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6
（臺北：2010），頁 90-97；何威萱，〈現存三種《道一編》版本考辨──兼論聶豹刪改本之意
義〉，《成大中文學報》，55（臺南：2016），頁 157-200。
必須說明的是，拙文主要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切入，梳理聶豹提出歸寂說之前的學思歷程及其
所關心的問題，而不是從「哲學史」的觀點辨析其義理思想，亦非從義理上追索「歸寂說的來
源」。拙文不免也涉及到一些學術概念，例如孝弟、尊德性與道問學等，但筆者討論這些概念的
目的，在於以一個立體而宏觀的角度重新認識聶豹的整體特色，至於其義理內部的哲學意義，無
論就主題或篇幅而言，恕非拙文此處所能處理。關於聶豹在義理上對「格物」概念的前後期差
異，可參何威萱，〈聶雙江「格物無工夫」說再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動
委員會合辦，「2018 年『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論文發表會」，臺北：2018 年 11 月 30
日。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7，〈江右王門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
豹〉，頁 370。認同此說者，如呂思勉，《理學綱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82；侯
外廬等編，《宋明理學史（下）》，頁 308；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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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1578) 所見則殊，他認為乃師早在入獄前十多年，已於嘉靖十七年悟得歸寂
說的重要核心概念──「本體虛寂」。12 吳震據宋氏之言及聶豹其他文字，推論歸
寂說「開始形成於 1537 年［嘉靖十六年］左右，定形於 1542 年［嘉靖二十一年］
左右」，而撰於嘉靖二十一年的《大學古本臆說》對此已有相當成熟的論述。 13
耿寧 (Iso Kern) 認為這或許與聶豹嘉靖十六年病居翠微山的經歷有關。14 朱湘鈺
則據聶豹嘉靖十五年評論季本（彭山，1485-1563）「龍惕說」的文字，推測「雙
江此時所理解的心體儼然已有『歸寂說』的雛型」，歸寂說的萌芽時間或可再往前
推進。15 要之，歸寂說於嘉靖十六、七年已然頗具輪廓，入獄的經歷只是使其更
加真切地體悟、信用此工夫而已；並且聶豹在入獄前對歸寂說必然已有相當的實
踐，否則羅洪先（念菴，1504-1564）不會在為即將入獄的聶豹送行時，為其「主
於寂」的「翛然、夷然、淵然」的氣象所折服， 16 在場的劉文敏（兩峰，14901572）也不會慨歎「未發之中，可以蒙大難而決死生也如此夫」，並進而「盡袪其
逐外之見，致虛守寂，退乎其藏之密，淵乎靜深之莫測其際」了。17
綜上所述，不妨將歸寂說的成形定於嘉靖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之間，而在嘉靖十
六年前後已具一定規模：

12

13

14

15
16
17

373。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6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 (1575) 魏學禮刻本），卷 11，〈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
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以下簡稱〈聶公行狀〉），頁 740。此外，當時羅洪先也指出，歸寂說
乃聶豹病居翠微山時「屏耳目之交，考《易》、《庸》之旨」後的「自為之說」。羅洪先，《羅
洪先集》，卷 14，〈雙江公七十序〉，頁 613。
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頁 105-114。除吳氏所舉例證外，筆者以為，聶豹之〈括言〉以及
羅洪先撰於嘉靖十八年的〈答聶雙江公〉，同樣也能反映他在翠微山時已發展出歸寂說的雛型。
聶豹，《聶豹集》，卷 13，〈括言〉，頁 534-535；羅洪先，《羅洪先集》，卷 6，〈答聶雙江
公〉，頁 179。
耿寧著，倪梁康譯，《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後學論「致良知」》（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頁 722-723。耿氏更指出翠微山乃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暗示當中可能受到道教的影
響。
朱湘鈺，〈「雙江獨信『龍惕說』」考辨〉，頁 93。
羅洪先，《羅洪先集》，卷 11，〈困辨錄序〉，頁 472。
聶豹，《聶豹集》，卷 13，〈兩峰劉公七十壽序〉，頁 528。聶豹被逮臨行前曾作詩一首，中
云：「豈無安心法？安心在知止。」知止即是致知，反映其思想體系確已成熟。同前引，卷 12，
〈發南浦〉，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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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聶豹歸寂說成形前重要大事表18
年分

年齡

身分

學術表現

正德十一年 (1516)

30

以《易經》中江西
鄉試

正德十二年 (1517)

31

中進士

正德十五年 (1520)

34

授華亭知縣

嘉靖四年 (1525)

39

福建道監察御史

嘉靖五年 (1526)

40

巡按應天府

往謁王陽明於越，相與講良知之學

嘉靖七年 (1528)

42

巡按福建，入閩

以書信同陽明論學

興學，學生包括徐階、何良俊等

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道一
編》、《二業合一論》、19《大學古本》
以訓迪諸生
嘉靖九年 (1530)

44

八年五月陞寧波知 經錢德洪、王畿見證，拜入已故的陽明
府，尋改守蘇州， 門下
九年四月到任
開始授徒講授陽明致知之學

嘉靖十年 (1531)

45

奔父喪

嘉靖十三年 (1534)

48

復丁母憂

嘉靖十五年 (1536)

50

嘉靖十六年 (1537)

51

病居翠微山

嘉靖二十一年 (1542)

56

二十年起知平陽府 撰《大學古本臆說》，歸寂說成形

參加第二屆青原會
評論季本「龍惕說」
有悟於本體虛寂之旨→歸寂說初成（宋
儀望定於嘉靖十七年）

由表一可見，歸寂說成形時聶豹已年過半百。此時的他仕途尚稱順遂，也未遭逢政
治劫難，是以歸寂說顯然不是入詔獄後歷經百死一生始得，反而可能與其青壯年時
期的學思經歷較有關聯，故其嘉靖初年的學思歷程有深入探查的必要。

18

19

表一據宋儀望撰〈聶公行狀〉整理，同時參考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附錄一聶豹略年
譜〉，頁 298-308；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頁 26-83。
宋儀望〈聶公行狀〉原文作《二業合一論》，聶豹文集中亦有〈二業合一論序〉一文，可見其所
刊刻者確以《二業合一論》為書名。然今收入湛若水《泉翁大全集》者為《二業合一訓》，註 49
湛氏向聶豹介紹此書時，亦稱《二業合一訓》。目前無法確知聶豹變更書名的動機與目的，也無
法確定其所刊刻者是否全同於今《泉翁大全集》內之《二業合一訓》，故以下提及聶豹所刻之
書，仍稱《二業合一論》。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4；聶豹，
《聶豹集》，卷 3，〈二業合一論序〉，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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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入王門以前的問學經歷
現有資料論及聶豹之學思歷程，多逕以其嘉靖五年謁見陽明於越一事切入，並
認為此後他便一路在陽明學的脈絡下精進，一意以傳揚陽明學為己任。如王時槐
(1522-1605)〈雙江聶先生傳〉正是這種論述模式的代表：
〔聶豹〕往謁陽明王公於越，聞良知之說，遂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其
後以書問學王公，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建養正書院，羣諸
生教之，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開
講於學道書院，……。20
此文中的聶豹一心嚮慕陽明，並於拜謁後大為折服，遂利用其地方官的身分戮力傳
播此「正學」；鄒守益也認為，「雙江聶子悅先師之教，力量氣魄一日而千里，故
按閩、守蘇、歷平陽，慨然以身狥主而庇民」，21 陽明學成為聶豹馳騁官場的重
要動力。此類論調在今日研究中仍不罕見，學者論及聶豹嘉靖七年居閩之作為，或
謂其於養正書院「重刻《傳習錄》、《大學古本》等陽明生前的重要著作」，恰恰
將「雙江服膺陽明之心，流露無疑」；22 甚或認為此乃「陽明學入閩」，「對陽
明學在福建的傳播形成重大推動力」，23 在在都是這種思路的體現。然而，細考
聶豹文集和其他史料，似不盡如上論，他早期不但尚有其他問學對象，並且不曾將
陽明學視為唯一真理而一意推廣之。
首先，聶豹弱冠時曾從一姓郭、號梅厓的先生問學，其自述云：
往余弱冠，與坦菴仲子敏同受學於梅厓郭先生之門。24

20

21

22
23

24

焦竑，《國朝獻徵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0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明
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徐象橒曼山館刻本），卷 39，〈兵部二〉，頁 121。按：此文不見於今《王
時槐集》。
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3，〈永豐聶氏譜
序〉，頁 137。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研究》，頁 179。
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 (1529-1607) 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
務印書館，2015），頁 224-228。
聶豹，《聶豹集》，卷 6，〈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坦菴宋公墓誌銘〉，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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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之坦菴乃聶豹弟子宋儀望之父宋聞 (1464-1535)，其元配嚴氏之子宋敏（儀望
乃繼室鍾氏所生）與聶豹一同求學於郭梅厓。據宋儀望載，其父「聞邑中郭先生聳
行誼高，則又遣［宋敏］從郭先生游」； 25 而聶豹另一弟子郭汝霖 (1510-1580)
亦記曰：
〔赤岡先生郭魯〕父聳，以歲貢授常德府訓導，學者稱梅厓先生。……
聶貞襄公為梅厓公門人，謂先生曰：「昔吾師設教，學者爭歸，今子其
齊軌乎？」26
由上可知，郭梅厓即聶豹同鄉前輩郭聳，27 二人的師生關係於焉可見。據聶豹回
憶，「我師梅厓先生……，一時在門墻者不下百人」，28 慕名來學者不少。其子
郭魯六十大壽時，聶豹特獻詩賀曰：「先師家學傳諸子，《易》究精微爾獨先」，29
思慕、推挹之情可見一斑。詩中亦可見郭聳長於《易》，聶豹日後對《易》的高度
興趣或源於斯。30
其次，聶豹的故鄉江西永豐當時還盛行羅倫（一峯，1431-1478）與陳獻章
（白沙，1428-1500）之學。羅倫是出身永豐的成化二年 (1431) 狀元，因反對內閣
大學士李賢 (1408-1466) 奪情遭到貶謫，然其學問氣節頗受時人讚賞，曾在士大夫
間掀起一波重視個人修養與實踐的浪潮。31 羅倫與主張「靜中養出端倪」聞名的
陳獻章交情甚篤，以至於其學說雖根柢於程朱，卻也出現靜養大本以制其動的傾
向。32 由於羅倫的影響力，嘉靖初年，羅、陳之學在永豐境內頗為盛行，主要傳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7，〈亡兄靜軒居士墓誌銘〉，頁 691。
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
印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 郭氏家刻本），卷 13，〈赤岡先生誌銘〉，頁 538。
郭汝霖與聶豹同為永豐人，其於上引文中稱郭聳之子郭魯「乃余之族人」，故知郭聳亦籍永豐。
聶豹，《聶豹集》，卷 3，〈層峰孝子樹里落成序〉，頁 73。
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 13，〈赤岡先生誌銘〉，頁 538。此詩今《聶豹集》未見。
聶豹十年後即憑《易經》考中江西鄉試，爾後之歸寂說亦多援《易》理為證。宋儀望，《華陽館
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1-732。
章懋云：「吾同年諸君，因羅公首倡為善，皆激厲做好人，一時朝廷之上好看！」章懋，《楓山
章先生語錄》，《叢書集成初編．薛文清公讀書錄及其他二種》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9），〈人物類〉，頁 23。另參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
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6（臺北：2015），頁 70-74。
羅倫，《一峰先生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4) 永豐知縣張言刻本），卷
6，〈樂靜堂記〉，葉 8 上；卷 7，〈靜軒說〉，葉 11 下-12 上。素來與陳獻章立場相左的同門胡
居仁，曾批評羅倫：「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為其〔陳獻章〕所染也。」黃宗羲則認為
羅、陳之學仍有不同：「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胡居仁，《敬齋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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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者即劉彬、劉霖父子，劉彬是羅倫的學友，其子劉霖幼時曾隨父親在廣東面見陳
獻章。33 關於這些鄉先輩，聶豹曾自述道：
某自童丱，先考水雲大夫平居燕暇，每語先生〔羅倫〕遺行以勵某，某
雖顓蒙，已嘗有起而執鞭之願。暨束髮游庠，獲交中山子劉霖，而聞先
生之行益詳。蓋劉子之翁，先生故人也，故其詳而有徵。34
聶豹自幼已從父親處聞知羅倫遺行，二十歲結識了長其二十餘年的劉霖，以忘年之
誼相交三十載，35 所獲益深，遂於日後大力推介羅、陳之學：嘉靖八年巡按福建
期間，聶豹積極促成修建一峯書院於泉州（羅倫曾貶謫於此），書院中建有浩然堂
以奉祀羅倫神主。36 其後永豐縣令張言重刻羅倫文集，聶豹特撰序文，文中甚為
感佩羅倫的人品。37 另一方面，聶豹也為陳獻章近禪之譏辨冤：「白沙之學，渾
是濂溪主靜之意，或者詆為禪虛，此則鄙人之所未解。」38 此後他更編纂、訓註
陳氏之文，成《白沙先生緒言》一書，並「嘆曰：此周、程之墜緒也！」39 雖然
聶豹日後發展出歸寂說，但白沙學始終是其思想中的重要成分。40 這些顯然與劉
霖的影響有關。另一方面，聶豹與劉霖的論學文字今雖止存一則，卻頗值得重視：
嘉靖丁酉夏，予以病移居翠微山中者數月。一日，坐老友劉中山床中，
山子撫予背而問之曰：「近日之學何如？」予曰：「不睹不聞者，其則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卷 1，〈又復張廷祥〉，葉 35 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45，〈文
毅羅一峯先生倫〉，頁 1072。
關於劉氏父子與永豐的羅、陳之學的關係，參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
踐》，頁 135-138。
聶豹，《聶豹集》，卷 7，〈祭一峰羅先生文〉，頁 225。
「先生擇友四方，四十以後而得予；予擇友，束髮而得先生忘年之交。……先生疾之革也，呼其
子曰：『速雙江來！』……執其手而言曰：『三十年交誼盡於此矣，幸而彼此無一事相負。』」
同前引，〈祭中山劉先生文〉，頁 227。
張岳，《小山類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卷 14，〈一峰羅先生書院記〉，頁
258；王慎中，《遵巖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第 105 冊（北京：書目文獻
出版社，1988，影印明隆慶五年 (1571) 邵廉刻本），卷 17，〈浩然堂問答序〉，頁 765。
聶豹，《聶豹集》，卷 3，〈重刻一峰先生文集序〉，頁 49。
同前引，卷 9，〈答應容菴二首．一〉，頁 300。
同前引，卷 3，〈白沙先生緒言序〉，頁 53。
王畿清楚指出聶豹對白沙學的服膺：「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欛柄在手』之
說。」同前引，卷 11，〈答王龍溪〉，頁 394。另參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
思想研究》，頁 184-239。

清

242

華

學

報

也；戒懼者，其功也。……」〔劉〕曰：「若然，則四端於我擴而充之
者，非耶？」〔聶〕曰：「……擴充云者，蓋亦自其未發者充之，以極
其量，……發而後充，離道遠矣。」41
此文一來反映聶豹病居翠微山時歸寂說的樣貌已頗明晰，42 二來也顯示在此思想
逐步成形的階段，劉霖的質問甚有助於聶豹進一步釐清其概念，對歸寂說的完善起
到關鍵作用。43
以上是聶豹青年時期的問學歷程。而在出仕後，其雖於嘉靖五至七年間往見陽
明並互通書信，但其實陽明並非他當時唯一的問學對象，正是在〈啟陽明先生〉文
末提到：
近淮陰邂逅甘泉先生，深夜講論，偶因及此〔按：指對《中庸》「尊德
性而道問學」的疑問〕，亦微有不同焉，併錄以請。44
觀引文，聶豹萌生對《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的疑慮時，首先求教於同在應天

41
42

43

44

聶豹，《聶豹集》，卷 13，〈括言〉，頁 534。
聶豹歸寂說成熟後，屢言「充滿其虛靈之本體」、「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
使之發無不良」、「充極其虛靈之本體，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充極吾良知本體之量，而不
使少有一毫閼蔽於其中」，即此處引文最末之意。聶豹，《聶豹集》，卷 8，〈答亢子益問學〉，
頁 256；卷 8，〈答東廓鄒司成四首．三〉，頁 264；卷 10，〈答戴伯常〉，頁 318；卷 13，〈括
言〉，頁 535。又，筆者以為，聶豹於上引文中所謂「擴充云者，蓋亦自其未發者充之，以極其
量」，與朱子註解孟子「四端」時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
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二者雖然文字類似，但又不盡相同。蓋聶豹所說，係
靜中歸寂體認到未發的良知心體之後，盡可能將之不受拘蔽地向外展現，立體以達用，故云「自
其『未發者』充之」，又云「充滿吾『良知本體』之量」；朱子所云，則是從「已發」的「四
端」入手，順勢將仁義禮智發揮到極限，俾與吾性固有之德性相若。因此聶豹在詞語的使用上或
許有借用朱子之處，但對「虛靈本體（之量）」的定義，以及如何充極、充滿之的方式，聶、朱
二人並不相同。朱熹，《四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97），《孟子集註》，卷 2，〈公孫丑
上〉，頁 251；聶豹，《聶豹集》，卷 10，〈答戴伯常〉，頁 367。吳震對此略有討論，見吳震，
《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86-187。
從後來的資料可知，劉霖對歸寂說並不全然信服，懼其過於高虛。聶豹，《聶豹集》，卷 11，
〈答董明建〉，頁 417。張藝曦比較陳獻章〈羅一峰先生傳〉及嘉靖、萬曆兩種《吉安府志》的羅
倫傳記，發現萬曆《吉安府志》無論在編排或內容上，均刻意忽視羅倫的心性道德成就，不再視
之為理學家，他認為這與聶豹、劉霖等人宣揚王學以致取代羅倫在永豐的學術勢力有關。張藝
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頁 418-423。
聶豹，《聶豹集》，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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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湛若水（甘泉，1466-1560），45 之後才寫信詢問陽明，當中固有地利之便，但
似乎也反映聶豹遇此問題的當下，率先想到的諮詢對象未必是已經認識近兩年的陽
明；而聶豹謂其與湛氏「深夜講論」，不難想見這次晤面十分投合且盡興。事後湛
氏留下〈聶侍御文蔚印馬至留都傾蓋一語相得以詩見寄次韻〉一詩，46 詩中「轉
語見拈傾蓋後」一語透露二人之相互欣賞。47 嗣後二人多次往返問學，除深入探
究湛氏「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問宗旨外，亦論及湛氏於嘉靖五年新出版之《二業合
一訓》，其中聶豹對二業（德業、舉業）合一的闡釋甚能切中湛氏之意，故湛氏謂
「來諭二業合一之說，見得最的當！」48 聶豹赴任福建後，湛氏更特地去函，冀
其發揚此新書：
新編《二業合一訓》，乃當時關節處，誠有見乎不得已而言，乃所謂老
婆心切，非所謂技癢欲爬也，執事能羽翼之乎？49
或許正因湛氏之諄囑，聶豹在福建養正書院刻書訓迪諸生時，便將《二業合一論》
納為刊行的四種書籍之一， 50 欲諸生體會二業合一之旨，不至陷溺舉業無法自

45

46

47

48

49
50

湛氏嘉靖三年八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七年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八年七月轉禮部右侍郎方北
上。黎業明，《湛若水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06、143、162。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卷 51，〈聶侍御文蔚印
馬至留都傾蓋一語相得以詩見寄次韻〉，頁 1273。詩題稱聶豹「印馬」，此乃御史之職，正符合
嘉靖五、六年聶豹巡按應天督察馬政之實況，聶豹亦自云：「嘉靖五、六年，臣亦奉命差往應天
等府印馬。」聶豹，《聶豹集》，卷 2，〈自劾不職以申明憲綱疏〉，頁 32。由於聶豹於嘉靖七
年之〈啟陽明先生〉提到「近淮陰邂逅甘泉先生」，而前一封寫予陽明之信撰於「丁亥（嘉靖六
年）春」，因此與湛氏的會晤必在這段期間。湛氏之後另有一信予聶豹，稱「臨行不得一會晤，
極懸懸」，殆指聶豹離開南京赴福建任巡按御史一事，考聶豹自云：「嘉靖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欽蒙差往福建巡按，臣以七年正月十七日接管行事」，故知其最遲應於嘉靖六年十月初離開南
京。是以二人見面必在嘉靖六年春至十月之間。聶豹，《聶豹集》，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3、237；卷 2，〈乞恩致仕以全病軀疏〉，頁 34；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 9，〈與聶文蔚
侍御〉，頁 262。
「傾蓋」乃用漢代諺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典，喻二人雖係初識卻極為投合。司馬遷著，
瀧川龜太郎註，《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0），卷 83，〈魯仲連鄒陽列傳〉，
頁 979。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 9，〈答聶文蔚侍御五條〉，頁 260。《二業合一訓》乃湛氏門人黃
綸所纂刻，彙整了乃師有關德業、舉業合一的相關言論。三浦秀一，〈湛甘泉的二業合一論及其
影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6（長沙：2011），頁 18-24。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 9，〈與聶文蔚侍御〉，頁 262。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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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實踐了湛氏「羽翼之」的請求。可見在問學於陽明之際，聶豹同時也與湛若水
來往密切，對其「隨處體認天理」及「二業合一」說亦甚契合，顯然聶豹此時係採
取多方問學、廣求真理的態度，未嘗限定自己為一「王門學者」。甚至在歸寂說成
熟後，聶豹還如是說：「王、湛二家之學，各自為宗旨，果能實用其力，各自有得
力處。」 51 其《困辯錄》中亦引用湛氏之「隨處體認天理」，並稱讚「此等學
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52 湛氏之學對歸寂說的形成有否
影響，非本文此處所能解答，但可以確定的是，嘉靖七年前後與湛若水的交往在聶
豹心中留下了正面的烙印，未因拜入王門而中止對他的欣賞。
此外亦應留意，嘉靖七年聶豹於養正書院除了刊刻王陽明《傳習錄》、《大學
古本》、以及湛若水《二業合一論》，尚鏤行了程敏政（克勤、篁墩，14451499）的《道一編》。 53 程氏雖已卒於弘治十二年 (1499)，然其《道一編》及
《心經附註》均名留後世，前書一度風行學界，「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
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 54 並被認為啟發了王陽明撰作《朱子晚年定
論》；後書則是程朱「心學」理論與工夫的彙整，影響朝鮮甚深。55 聶豹在〈重
刻道一編序〉中高度評價程敏政：「篁墩先生當天下群咻聚訟之時，……非惟有功
於象山，其有功於考亭不淺矣。」56 不寧惟是，嘉靖二十六、七年入詔獄期間，
他更向學生戴經（伯常）盛讚道：
暇可看《道一編》。我朝理學名臣，獨遺篁墩程先生。先生所著《道一
編》、《心經附註》，煞有見。至論朱陸之學，有取日虞淵手段。57

51
52
53
54
55

56
57

聶豹，《聶豹集》，卷 11，〈答董明建〉，頁 416。
同前引，卷 14，〈困辯錄．辯誠〉，頁 610。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4。
陳建，《學蔀通辨》（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 3，〈前編下〉，頁 29。
何威萱，〈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思想史》，9（臺北：
2019），頁 427-490；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正
學》，5（南昌：2017），頁 161-180。
聶豹，《聶豹集》，卷 3，〈重刻道一編序〉，頁 47。
同前引，卷 10，〈答戴伯常〉，頁 342。戴氏用力於身心之學，曾任錦衣衛指揮僉事，對廷臣以
言事忤旨繫獄者多所保護，並於聶豹入獄期間師事之。同前引，卷 5，〈艮齋記〉，頁 126-127；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2，〈戴楚望集序〉，頁 27-29；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1976，影印明萬曆五年 (1977) 王氏世經堂刻
本），卷 68，〈戴金吾禦戎策序〉，頁 3310；羅洪先，《羅洪先集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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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朱陸異同的著作中，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此時已不罕見，然已入王門的聶豹
非但未向戴經介紹此書，反而大力推薦其二十年前刊刻過的《道一編》，並讚譽程
敏政「有取日虞淵手段」，給予和陽明同等級的評價；58 戴經日後更在鑽研程敏
政《心經附註》的基礎上撰成《心經綱目》，並就相關問題與聶豹展開深論。 59
可見聶豹對程敏政及《道一編》的景慕亦未因為拜入王門而有所嬗變。
而在嘉靖九年 (1530) 拜入王門後不久，聶豹隔年守蘇州時，還將宋儒張栻
(1133-1181) 之文集刪刻為《南軒文集節要》，「節其要於身心者刻之，以便初學
之士考焉耳」，60 極可能也是為了教化諸生之用。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聶豹已正
式成為王門弟子，若欲傳揚初步的身心工夫，陽明《傳習錄》當是首選，但他竟然
耗費選錄之功刊刻《南軒文集節要》，顯見拜入王門並不代表要切斷與其他諸家的
聯繫。另外在撰於嘉靖二十一年的〈大學古本臆說序〉中，更可發現，聶豹隨陽明
學習《大學古本》後，仍繼續接觸其他有別於朱子《大學章句》的當代《大學》新
說，包括湛若水《大學測》、呂柟（涇野，1479-1542）《四書因問》、何瑭（栢
齋，1474-1543）《儒學管見》、崔銑（後渠，1478-1541）《大學全文》，61 這些
著作未必都採信陽明的《大學古本》，但在《大學》的概念與結構上，都表達出不
同於朱子《大學章句》的見解。62 可見對聶豹來說，尋找突破朱子《大學章句》
的各種「異說」（包括陽明以及其他學者），並從中積累自身新見的創發，始終是
他研習《大學》時孜孜不息的方法與目標。
上述討論中提到聶豹與郭聳、羅倫、劉霖、湛若水、程敏政、張栻諸人的問學
關係，其目的並非試圖分析歸寂說中是否含有這些學者的義理元素；筆者希望揭櫫
的是聶豹在問學於陽明的前後，曾經有過一段多方問學、積極吸收乃至傳播當時學
界流行的重要學說的日子，抱持的是一種開放的學習心態，並且陽明學不是他當時
唯一的選擇與目標。而這樣的開放心態對於他日後學問的成形或許產生一定程度的

58

59
60

61
62

國文哲研究所，2009），卷 16，〈跋高節堂序後〉，頁 265。
聶豹集中譽人以「取日虞淵」者僅二見，一為此處譽程敏政之和會朱陸，一為譽陽明「《大學》
古本之復，真是取日虞淵手段。」聶豹，《聶豹集》，卷 8，〈答唐荊川太史二首．一〉，頁
273。
同前引，卷 3，〈心經綱目序〉，頁 56-57；卷 10，〈心經分註疑問〉，頁 369-374。
張栻撰，聶豹編，《南軒文集節要》（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辛卯 (1531) 聶氏吳郡刊本），
〈序〉，葉 1 上。此文未見於今《聶豹集》。
聶豹，《聶豹集》，卷 3，〈大學古本臆說序〉，頁 53。
相關討論參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24-39；陳冠華，《明代中後期河南及陜西的地方理學發展及其敘述》（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
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5），頁 126-189、352-374。

清

246

華

學

報

影響，使他得以於陽明學理之外靈活地「參之《易傳》、《學》、《庸》，參之
周、程、延平、晦翁、白沙之學」，63 成就並充實歸寂說。

(二)與王陽明的交往情況
雖然聶豹最終高揭歸寂之幟，並與群起爭辯的王門諸子往還交鋒，但學者大多
仍依《明儒學案》的劃分，視之為王門後學。然而，聶豹初識陽明時，究竟對陽明
抱持何種態度？學者的解讀大相徑庭。如王世貞 (1526-1590) 認為：「公與陽明先
生雖講學數日，往返質問，然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而始為位哭，稱門生」；64
張次仲 (1589-1676) 也認為：「凡從師取友，須實見得，是從性命中發脉，不是逢
人結盟，依草附木。如……聶雙江于陽明殁後，凡四年始焚香稽首執弟子禮，此英
雄舉動，千古師生榜樣。」65 二人都相信他問學的當下並不全然信服，因此才會
過了四年之久，於陽明歿後始追認為弟子。但也有學者認為，拜師的時間不必細
究，重點是他最終拜入了王門，顯示他自始在大體上已認同陽明，如黃宗羲謂聶豹
對陽明「見而大悅」； 66 萬斯同 (1638-1702) 也說：「豹初聞王守仁良知之說而
好之，既見，與辨難，益心服。後聞守仁没，為位而哭，以弟子自處」；67 晚年
的容肇祖 (1897-1994) 甚至稱：「聶豹在與王守仁講論『良知之說』後，對此學信
而不疑，……故他推崇至極，篤信不疑，……是多麼推尊、服膺。」68 這種兩極
化的結論，暗示事情並不單純。
嘉靖五年，聶豹首次拜謁陽明於越。69 考其交遊可知，此前他至少已認識陽
明弟子歐陽德、季本，70 或許已稍有聽聞陽明之學；但據鄒守益所記，真正推動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聶豹，《聶豹集》，卷 11，〈答陳明水〉，頁 412。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30，〈史乘考誤．十一〉，頁 538。
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卷 5，〈隨〉，頁 525。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7，〈江右王門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豹〉，頁 370。
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
圖書館藏清抄本），卷 272，〈聶豹傳〉，頁 604。
容肇祖，《中國歷代思想史．明代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293。此書為容氏晚年口
授，由學生姜國柱代筆而成，書中部分論點與其早年之《明代思想史》略異。
陽明自正德十六年 (1521) 起潛居浙江老家，直至嘉靖六年方因廣西田州之亂受命總督四省軍務重
返官場。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34-35，
〈年譜二─三〉，頁 1282-1306。
聶豹與歐陽德同中正德十一年江西鄉舉，與季本同為正德十二年進士。聶豹，《聶豹集》，卷 6，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頁 155；卷 4，〈送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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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豹前往問學者並非二人，而是他的父親聶鳳 (1458-1531)。聶鳳十分嚮慕陽明倡
道東南之盛景，訓誨其子曰：「為聖賢，孰與為公卿？為公卿父，孰與為聖賢
父？」鼓勵聶豹接觸此學。71 此時聶豹正巡按應天稽察馬政，毗鄰浙江，遂請求
同年歐陽德代為引薦。72 此後至嘉靖七年陽明去世以前，王、聶二人多次以書信
論學，今收於聶豹文集中的〈啟陽明先生〉是目前僅見的問學文字。73
〈啟陽明先生〉撰於嘉靖七年陽明去世前夕，74 從中可見聶豹對尊德性、道
問學關係的討論深得陽明認可（詳下文），75 但同時也存在不相契之處，例如此
時的他逕以孝弟來理解陽明所說的良知：
良知之用，莫有切於孝弟焉者。……近來求之於事親從長之間，便覺有
所持循。……欲於事親從長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焉，何如？76
聶豹視孝弟為良知最直接的體現與工夫之實落處，故認識良知當自事親從長入手。
自日用事為間體察良知固係陽明所倡，77 然陽明所謂良知實是可靈活對應於任何
事物的道德原則與動力，如同「試金石、指南針」，78 不能膠固於某一特定事物
或德行，故謂藉孝弟識良知則可，謂識良知唯憑孝弟則大非。是以陽明回信提點
道：「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山季子擢長沙序〉，頁 86。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頁 972。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3；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
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頁 972。陽明《年譜》謂是年夏天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
錢塘來見先生」，劉勇已指出此段記載明顯有誤。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
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頁 224。
書中云：「丁亥〔嘉靖六年 (1527)〕春北上，次真州，曾具狀託王巡按轉致，竟不知達否，何
如？」可知至少前一年尚曾去信陽明，惜今文集未見。陽明《年譜》載有聶豹「別後致書」書中
數語，或即丁亥年託王巡按轉致者。聶豹，《聶豹集》，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3；王守
仁，《王陽明全集》，卷 34-35，〈年譜二─三〉，頁 1300-1301。
「逖違道範，丙戌〔嘉靖五年〕之夏，迄今兩易寒暑矣。」聶豹，《聶豹集》，卷 8，〈啟陽明先
生〉，頁 233。
此外，筆者以為嘉靖八年以前聶豹對「格物」的定義與陽明較接近，不同於日後的「格物無工
夫」說。可見在與陽明對談之後，聶豹確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對陽明的部分說法也予以認
同。何威萱，〈「格物無工夫」說再探〉。
聶豹，《聶豹集》，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4-235。
如：「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王
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傳習錄下》，頁 120。
同前引，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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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
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79 希望能擴大聶豹對良知發用的侷限。不
難發現，聶豹此時還沒有強烈的「立體以達用」的觀念，雖然在陽明眼中他過於強
調良知與孝弟之間的對應關係，但既然從「事親從長之間」的孝弟便可識得良知，
這與陽明強調良知貫通寂感內外、可當下識取的體用合一觀念還是較為接近的。換
言之，即便學者認為聶豹在〈啟陽明先生〉在中已展現「重性體、重工夫的思維傾
向」，80 但他在甫接觸陽明學之際，與陽明最大的差異尚不是體用、寂感模式的
異同，而是良知體現於日用常行時是否只能對應於特定的德行。
經過與聶豹的幾番討論，陽明敏銳察覺聶豹對孝弟與良知關係的看法難以撼
動，他對歐陽德說：「文蔚天資甚厚，其平日學問功夫未敢盡謂其是，然卻是樸實
頭有志學古者。……良知之說，近時朋友多有相講一二年尚眩惑未定者，文蔚則開
口便能相信，此其資質誠有度越於人，只是見得尚淺，未能洞徹到得如有所立卓
爾，是以未免尚為書見舊聞所障」，81 即便肯定了聶豹的資質與潛力，卻不認為
這是一次成功的對談。或許是因為陽明的慨歎，歐陽德稍後致書聶豹，重申師旨，
然聶豹卻如是答覆：
來諭良知本體、工夫、效騐，忒煞精邃，其與陽明先生答示大旨多同，
於是見南野之獨到也。先生所答，多非區區問意。橫抹說過，頭頭是
道，恨未緣面請耳。……僕謬有見於孝弟者，正欲體貼良知，直將孝弟
作良知看，非假之為幫助也。82
聶豹對陽明之前的回信並不心服，稱其未能明白所問，以致批評自己「脫却本原，
著在支節上求」。聶豹向歐陽德爭辯道：「僕謬有見於孝弟者，正欲體貼良知，直
將孝弟作良知看，非假之為幫助也」，孝弟無疑就是良知的直截體現，也是認識良
知的唯一渠道。他指出，孝弟不僅是區區「服勞奉養」的「一事一行之發於至情
79
80
81

82

同前引，卷 2，《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頁 84-85。
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研究》，頁 181-184。
王守仁，《新編本王陽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卷 45，〈與歐陽崇一．
二〉，頁 1824。
聶豹，《聶豹集》，卷 8，〈答歐陽南野太史三首．一〉，頁 237。今歐陽德集中未見其原信。聶
豹信末云：「逆億一段，來教甚善，而盡心一章，尚容他日面悉。」同前引，頁 239。逆億、盡心
和孝弟等都是〈啟陽明先生〉中的議題，故知此次與歐陽德的通信距〈啟陽明先生〉應不太遠。
信中聶豹稱歐陽德為「吾丈」，故知文中之「先生」指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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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為「仁之本」；孝弟的落實──「事親從兄」，其實也就是「仁、義、
禮、智、樂之實」。83 鑒於孝弟的重要，其於文末再次堅定宣示：「良知之外無
孝弟，猶孝弟之外無良知也」，絲毫不與陽明妥協。84 可見聶豹與陽明的交往過
程並不如想像中那樣順遂，至少在如何定位孝弟的問題上，至此仍未能達成共識。

(三)聶豹對陽明的態度，並論陳九川對聶豹拜入王門的可能影響
綜觀上文，聶豹與陽明論學時，論點不但有同有異，並且同時求教於湛若水；
儘管他稍後在福建刊刻《傳習錄》、《大學古本》兩部重要的陽明著作，卻也一併
將湛若水得意之新作《二業合一論》、以及程敏政討論「朱陸異同」的《道一編》
付諸縹緗；不寧惟是，拜入王門隔年，聶豹尚編刻《南軒文集節要》，其後又編註
《白沙先生緒言》這些不同學派的著作。可見聶豹彼時的問學態度係多方探索、吸
納，未曾侷於一隅，儻謂其自始即一意求入王門，拜謁陽明後「益心服」，隨即
「篤信不疑」，並以傳揚陽明學自命，這些論斷恐怕有悖於事實。
尤有進者，歸寂說成形後，聶豹對陽明的批評更顯尖銳。雖然他屢以「先師」
尊稱陽明，並時常將歸寂說溯源師教，但面對陽明以「物與身、心、意、知為一」
定義「格物」的「物」字，聶豹直白表示「嘗聞其說而疑之」；85 他也不認同陽
明以「格物」為「致知之功」，而主張格物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歸寂工夫
完成後的效驗，為此他公開宣稱：「雖先師復起，不敢奉命！」86 聶豹將此歧見
上升至對《大學》架構解讀之異同，他不但直言陽明「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明德
工夫在親民上用」的工夫路數「與《大學》本意微有間」，87 更再次重申「致知
83
84

85

86

87

同前引，頁 237-238。
同前引，頁 239。朱湘鈺曾引聶豹此信，稱「僕謬有見於孝弟者」云云是他對歐陽德「提到自己早
年對良知的誤解」。然縱觀全文，聶豹顯然未承認自己的「誤解」，而是更加清楚闡明其與陽明
理解孝弟的不同。朱文恐誤。朱湘鈺，〈「雙江獨信『龍惕說』」考辨〉，頁 90。
聶豹，《聶豹集》，卷 11，〈答陳明水〉，頁 413。聶豹所引陽明語不見於今陽明集中，最接近
者為《大學問》的「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
是一物。」「物與身、心、意、知為一」一語或來自王畿的總括。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26，〈大學問〉，頁 971；聶豹，《聶豹集》，卷 11，〈答王龍溪〉，頁 406。
聶豹，《聶豹集》，卷 8，〈寄劉兩峰〉，頁 269-270。陽明原話曰：「『隨物而格』是『致知』
之功」、「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王守仁，《王陽明全
集》，卷 2，《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二》，頁 67；卷 3，《傳習錄下》，頁 119-120。
聶豹，《聶豹集》，卷 11，〈答王龍溪〉，頁 387。陽明原話曰：「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
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然欲致其良知，……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王守仁，
《王陽明全集》，卷 26，〈大學問〉，頁 968、972。

250

清

華

學

報

格物之說，疑與『知止』一條不相蒙，即雖先師面授，不敢奉命！」88 他甚至自
信地說，歸寂說「雖未嘗與先生面訂，而知先生必以予言為然！」89 正如他描述
劉文敏的文字：「兩峰篤信陽明，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然其持論與予不相入者二十
年」，90 以及他對陳九川（明水，1494-1562）所說：「來諭謂鄙人看『致』字與
先生看得不同。敢自誑以為同乎？……即使曾子面受，不敢奉命！」91 這些都反
映聶豹從不自詡為「篤信陽明」者，也從不避諱自己與陽明的歧見。因此，即便陽
明第一代弟子或多或少都開始對師說進行修正或補苴，但聶豹跨出師說框架的步伐
卻是最大的，他的歸寂說已經打破良知貫通寂感內外的預設，也完全否定了陽明對
格物的定義。他甚至大膽地指責：
良知之學，自先師而明，亦自是先師而晦！92
此學自先師而明，亦自先師而晦！93
這種激烈的言論，在陽明第一代弟子中實屬罕見。可見聶豹早年多方取法、不拘一
格的學習態度，日後仍影響著他在王門中的表現，使他能辨證式地接受良知學理，
並較他人更為自由地提出大幅修訂的方案。94
雖然聶豹對師說有較大的修正，並且不憚於批評先師，但他畢竟選擇拜入王
門，於嘉靖九年起收徒講授陽明良知學，並積極參與王門講會；95 他更尊稱陽明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聶豹，《聶豹集》，卷 9，〈答張浮峰二首．一〉，頁 308。聶豹對《大學》架構的解讀，參同書
卷 11，〈答陳明水〉，頁 412-413。
同前引，卷 8，〈答亢子益問學〉，頁 256。
同前引，卷 13，〈兩峰劉公七十壽序〉，頁 528。
同前引，卷 11，〈答陳明水〉，頁 412-413。
同前引，卷 9，〈寄羅念菴太史十六首．十一〉，頁 289。
同前引，〈簡劉三五侍御〉，頁 313。
在聶豹眼中，王陽明與湛若水都還不是學問的極致，他指出，二家雖「俱為救偏補弊而發，終不
若孟子本然之渾全密微，不費分說也。」同前引，卷 11，〈答董明建〉，頁 416。
關於聶豹授徒講授良知學，宋儀望云：「歲庚寅〔嘉靖九年〕，今大司馬聶公以二千石過家，講
陽明先生致知之學，兄首與二三子徃從之遊，遂執弟子之禮。」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0，〈族譜列傳〉，頁 728。關於聶豹早期參與青原會的記錄，聶豹云：「甲午〔嘉靖十三年〕仲
春，予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於郡之青原山。」聶豹，《聶豹集》，卷 5，〈永寧重修儒學
記〉，頁 112。按：雖然嘉靖十三年聶豹才參加青原會，但嘉靖十二年第一屆青原會舉辦時，他已
是會議主角之一，會中特別針對聶豹對「忘」和「助」的意見進行討論，見鄒守益，《鄒守益
集》，卷 8，〈青原嘉會語〉，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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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師，且以弟子自居，整體學術方向確也偏於王學。96 這當中必有緣故，應稍
析論。筆者以為，造成他決定拜入王門成為正式弟子的原因，恐怕不是緣於嘉靖五
至七年與陽明的直接交往，即便引領聶豹拜會陽明的同年歐陽德亦不是主要推力。
除於多方求索的過程中加深對陽明學的認識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或係陳九川的影響。
陳九川是陽明晚年重要弟子，《傳習錄下》記載許多二人論學語。97 正德十
六年前後，陽明開始向身邊重要弟子分享「致良知」的心得，陳氏便是最早接受相
關教導的學生之一。98 嘉靖初年陳氏於禮部主客郎中任上厲行裁革，得罪當道，
遂於嘉靖五年謫戍福建鎮海衛，至嘉靖八年 (1529) 始解戍復官。99 其一生講學不
輟，「自以為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100 在福建時積極
講授陽明良知之學，「東南士人，類知陽明先師之學，先生大有力焉！」101 嘉靖七
年聶豹巡按福建，聞陳氏之名，遂與訂交：
丙戌，〔陳氏〕竟謫戍鎮海衛，先生忻然就道，特以老親為念。時余以
御史按閩，先生自念其為遷客，余亦忘之，往來商訂，互有裨益。102
在往返論學之餘，聶豹更與陳氏合作重刻了陽明《傳習錄》，二人「重加校正，刪
複纂要，總為六卷，刻之八閩，以廣先生之覺焉。」103 雖然聶豹同時還刊刻湛若
水的《二業合一論》及程敏政的《道一編》，但應留意，他在刊刻其他書籍時，並

96

鍾彩鈞深入研究聶豹之《幽居答述》（即〈答戴伯常〉一書）後，發現聶豹在與較偏向朱學的戴
經往返問答時，部分論點（如論聞見與靈明、窮理與心知等）顯然更近於陽明，可見其雖與王門
諸子不同調，但仍保有許多陽明學的特點。鍾彩鈞，〈聶雙江心體觀探究──以《幽居答述》為
中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4（長沙：2008），頁 17-24。
97
朱湘鈺，〈陳明水良知觀之歷程考察與定位〉，《當代儒學研究》，2（桃園：2007），頁
170。
98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語錄三〉，頁 91；卷 34，〈年譜二〉，頁 1278；鍾彩鈞，
《王陽明思想之進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90。
99
聶豹，《聶豹集》，卷 6，〈禮部郎中陳明水先生墓碑〉，頁 212。
100
羅洪先，《羅洪先集》，卷 20，〈明故禮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陳公墓志銘〉，頁 805。
101
聶豹，《聶豹集》，卷 6，〈禮部郎中陳明水先生墓碑〉，頁 213。
102
同前引，頁 212。二人當時論學內容已不可知。
103
同前引，卷 3，〈重刻傳習錄序〉，頁 46。此即聶豹刻予養正書院諸生之《傳習錄》。覈其刊刻
時間，極可能是以南大吉刻本（或是其系統版本）加以修訂。南本情況複雜，參吳震，《《傳習
錄》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9-31。錢明稱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六卷本《續
刻傳習錄》，不知是否與聶、陳二人所校刻者有關？待查。錢明，〈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收
入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41，頁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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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熟知其書脈絡的程、湛後學襄助，遑論共商書旨；而《傳習錄》的刊刻不但獲
得陽明晚年重要弟子陳九川幫忙校正，平時論學必然也會就書中所言深加索玩，並
從陳氏處得知陽明講學之精粹，如此方有可能「刪複纂要」。換言之，聶豹在福建
與陳九川的交往，或使他在泛覽諸家之際，有機會更深入認識陽明學，隨時提出疑
問與別見，並當面得到較接近陽明思路的及時釋疑。聶豹離開福建後，二人之情誼
未曾間斷，屢有書信往來，並共同參與各項講會，「予與議論，終老而不以為倦，
識悟稍異而不以為貳，展轉訂正，期於相成而已」，104 故二人日後學問宗旨曾一
度貼近，均欲自未發處著力。 105 因此陳氏晚年雖受王畿影響轉而激烈批評歸寂
說，106 但二人於福建論學必有相契，方能一度取得共識；吾人亦可以合理推斷，
陳九川對聶豹、乃至福建學風帶來的影響不容輕忽，嘉靖九年聶豹正式轉入王門，
並於嘉靖十年丁父憂返鄉後積極與鄒守益、羅洪先等人往返論學，陳氏應居關鍵腳
色。107

三、聶豹早期關注的問題與思維特色
綜上可知，嘉靖五年接觸陽明學並非聶豹為學始階，此前的師長郭聳、亦師亦
友的劉霖對他都有所啟迪。與陽明問學時，他更廣泛求學諸家，不把自己侷限在王
104
105

106

107

聶豹，《聶豹集》，卷 6，〈禮部郎中陳明水先生墓碑〉，頁 213。
陳氏自謂其問學於陽明後，曾「三起意見，三易工夫」，然均感不足，直至就正於王畿，始獲真
見。陳九川，《明水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2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7，影印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卷 1，〈答聶雙江〉、〈簡沈石山僉憲〉，頁 35-36、
40。而在其就正王畿前的第三變中，「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若見全體炯然，
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即意無不誠，發無不中，……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
他並就此「誠之於意念之前，直須炳於幾先」的體悟致書聶豹道：「昔承『致中』之說，尊意未
悉，近日於此亦頗有所悟，始知吾丈精睿逈不可及，鄙見雖未知果能盡同，然大意亦當無大異
矣！」朱湘鈺指出，陳氏此時所論「正與雙江以歸寂為致知的思路不謀而合」、「反近於雙江
『恪守本體』的思路」，直到受王畿啟發始轉而批判歸寂說。陳九川，《明水陳先生文集》，卷
1，〈答聶雙江〉、〈簡聶雙江先生〉，頁 35-36、23；朱湘鈺，〈陳明水良知觀之歷程考察與定
位〉，頁 176-179；另參吳震，《陽明後學研究》，頁 256-260。陳九川問學於王畿係嘉靖二十
五年 (1546) 事，參吳震，《陽明後學研究》，頁 276；朱湘鈺，〈陳明水良知觀之歷程考察與
定位〉，頁 184。
吳震，《陽明後學研究》，頁 260-266、274；鄭曉江、楊柱才，《宋明時期江西儒學研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310-324、336。
關於聶豹在江右與同鄉同門的論學，參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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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門牆內。由於資料闕如，彼時聶豹對諸家思想學說的理解、申說與應用已難盡
知，但在全面盤查其現存早期文字後，可發現「孝弟」與「尊德性」是他當時最常
論及且最關心的議題。以下將就此二點深加探查，俾聶豹早期的學思情況更為清
晰。

(一)孝弟
前文已見聶豹早年至為重視孝弟，他對孝弟和良知關係的見解未因陽明與歐陽
德的勸說有所動搖。此或與其家世背景以及從學於郭聳的歷程有關。
聶豹之父聶鳳素「以豪氣自負」，嘗「操鐵椎，領二力士，執讎而毆之，破額
折股，血淋淋被體」，更親身抵禦入侵鄉里的流賊，杖殺數人，賊「卒不得逞而
去」。108 然而這名「虬髯鐵面、臂力兼人」的粗獷大漢卻事父極孝，曾因為替父
親追回暴雨中隨洪水漂走的先祖棺木身負重傷，終身難癒；又因酒醉而歸見責於
父，遂「以墨鑱『忍酒』二字於臂，至老不復飲」；前述其毆殺讎家，亦為報父仇
而起。109 正因如此，當聶鳳因聶豹之宦績獲得封贈時，「制詞有『剛方孝友』之
褒」，110 而明代筆記中記其孝行者亦不罕見，是當時有名的孝子，111 故父親聞名
鄉里的孝行想必給聶豹留下深刻印象。
聶家原先頗有資產，洪武初年先祖曾「散金帛，團義勇，擀盜保鄉里」， 112
儼然一方領袖，然由於聶鳳仗氣任俠不善經營，聶豹長兄聶洪亦「剛方慷慨，大肖
吾父。少不事家人作業，好放鴿馳馬，彈射談棋」， 113 遂家道中落，「卒無他
營」。雖則如此，聶鳳至為看重孩子的教育，「惟隆師友教子，每先富人」， 114
即便變賣家產也在所不惜。宋儀望載：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頁 971-972。朱國楨亦
以聶鳳為江右俠氣之士，見朱國楨，《朱文肅公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6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胡承庵傳〉，頁 188。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文林郎華亭知縣公墓志銘〉，頁 971；歐陽德著，陳永華編
校整理，《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26，〈水雲聶公墓表〉，頁 709。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頁 972。
如張萱，《西園聞見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影印民國二十九年 (1940) 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卷 5，〈敦睦．往行〉，頁 100；李紹文，
《皇明世說新語》，《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中
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1，〈德行〉，頁 483。
歐陽德，《歐陽德集》，卷 26，〈水雲聶公墓表〉，頁 708。
聶豹，《聶豹集》，卷 6，〈敕封文林郎丹徒縣知縣五 巚公墓誌銘〉，頁 150。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21，〈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頁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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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為先生師友費，即傾貲鬻產不少顧惜，鄒
夫人以為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竊歎曰：「予茍不第，何以報
二親劬勞？」語已輒泣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激。115
聶豹十分感念父母在艱困環境下的栽培，其孝心更感動了身邊學友，此孝弟之念部
分或來自從小對父親言行的耳濡目染。
另一方面，上文提及聶豹少時曾受學於同鄉前輩郭聳。郭氏學問今不可知，但
孝弟顯然是一大特色。據聶豹回憶：
我師梅厓先生，敦學好古，孝弟作人，一時在門墻者不下百人。116
可見郭聳以「孝弟作人」著稱，當時慕名來學者為數不少。聶豹同窗張循轍以孝親
聞名鄉野，有司樹其成里以行風化，聶豹以為此即源於張氏對郭聳孝弟之學的奉行
不悖；117 郭聳之子郭魯亦因孝行獲有司旌表，有乃父之風。118 是以時人雖稱郭聳
「尤善為古文」，119 然其之所以獲得聶豹敬重、感念處不在經義、時文之講授，
而是德行（特別是孝弟）的躬行踐履，這在少年聶豹的心中也播下了思想的種子。
正德十五年 (1520) 聶豹出任華亭知縣，他「惓惓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才為
事」， 120 並「選弟子中之秀異者，召置門下」， 121 當時諸生如徐階（存齋，
1503-1583）、何良俊 (1506-1573) 等人均為其賞識，「先生親為講說，動以古人
道德可師者風勵之。」122 徐階於聶豹去世後追憶這段時光：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1。
聶豹，《聶豹集》，卷 3，〈層峰孝子樹里落成序〉，頁 73。
同前引，頁 72-73。張氏孝行後被收入《（隆慶）臨江府志》之〈孝友傳〉中。劉松等纂，
《（隆慶）臨江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3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影印寧波天一閣藏明隆慶刻本），卷 12，〈孝友傳〉，葉 79 下。
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 13，〈赤岡先生誌銘〉，頁 538。
陳洪謨纂，《（嘉靖）常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5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1，影印寧波天一閣明嘉靖刻本），卷 13，〈官守志．名宦〉，葉 28 上-28 下。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2。
何良俊，《何翰林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4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中
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何氏香嚴精舍刻本），卷 25，〈弟南京禮部
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狀〉，頁 200。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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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證之以中和，
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己成物、守約施博者，簡而明，暢
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123
當年聶豹所授以《易經》之寂感為骨幹，並以中和、孝弟等實目印證其理，徐階至
此想來依然記憶猶新。這不但反映當時尚未接觸陽明學的聶豹已措意於《易經》之
寂感問題（此乃歸寂說的理論主幹），亦透露孝弟在其早年思想中佔據重要地位。
正因如此，嘉靖五年認識良知說後，他自然認為唯有透過孝弟才足以識得良知這個
至尊的道德本原。除在寫予陽明的書信中申抒此意，其於福建時亦屢作詩曰：
堯舜有知惟孝弟，天淵無朕看魚禽。憑渠指點中原路，九萬扶搖咫尺
尋。（〈夜坐有感示諸生六首〉一）
良知端的是吾師，跬步誰知遠在茲。從長事親真簡易，絺章琢句苦支
離。（〈夜坐有感示諸生六首〉二）
聖賢岐路本非難，只在家庭親長間。若使人人知孝弟，於熙何用舜生
還？（〈觀書有感絕句六首〉二）
讀書渾只為求心，範我馳驅自獲禽。若識來心先孝弟，達麼何處有金
針？（〈觀書有感絕句六首〉四）124
這些詩句仍緊扣其此前「良知之外無孝弟，猶孝弟之外無良知」的主張，試圖以孝
弟做為認識良知的唯一切入點。嘉靖初年曾與聶豹論辯的同年張岳（淨峰，14921552）對此印象深刻：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
123

124

徐階，《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北京
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卷 18，〈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聶公墓誌
銘〉，頁 758。按：徐階對當年華亭論學的記載，除此處外，尚有〈贈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
謝政西歸序〉，然二文所記內容差異頗大，會導致吾人對聶豹當年學思得出極為不同的結論。筆
者認為〈贈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謝政西歸序〉所記與事實不符，不應援為例證。何威萱，
〈徐階〈贈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謝政西歸序〉的相關問題〉，西北大學歷史學院主辦，
「『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2019 年 9 月 21 日。
以上四詩見聶豹，《聶豹集》，卷 12，〈夜坐有感示諸生六首〉一、二，頁 471；卷 12，〈觀
書有感絕句六首〉二、四，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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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是言也，殆雙江年兄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
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125
張岳學尊程朱而不滿於陽明，126 聞聶豹此論亦頗駭然，嘗持程朱立場與辯，但顯
然亦未能撼動聶豹之堅持。
聶豹不但在問學陽明前，已於華亭任上對諸生訓講孝弟的重要性，拜謁陽明後
對孝弟的推行亦未間斷。如其於福建任上，除養正書院外，另建有五經書院，特聘
私淑陳獻章的建寧教諭陳激衷（元誠，?-1543）為院長，之所以選任陳氏，在於他
甫任建寧教諭時「首以〈子弟入則孝〉一章開諭諸士」，給聶豹留下深刻印象，故
欲藉其所長主導五經書院的走向。127 同時更有軼事一則：
雙江聶公按邑［按：任官福建時期］，庖人有得官饌歸以遺母，聶公詰
之，答曰：「縣官每教民孝弟，小人亦不敢忘吾母！」聶公大喜，厚賞
以勵俗。128
由此亦側見聶豹時時以獎挹孝弟為念。嘉靖九年轉守蘇州，他更將此理念下貫至民
間，特別在官府外牆彩繪二十四孝的故事，「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徃觀之。」129
他甚至還編刻繪像《二十四孝》分派給當地學校做為課本，清初陶越記曰：
蒙塾中，嘗有繪像《二十四孝》刻本，為師者每于其徒撤學時講記一
二，亦豫教之一道也。予初不知何人所集，家君言：「江右聶貞襄公為
蘇守時，嘗取古來行孝者二十四人事蹟繪之，以風百姓。」則知其書實

125
126
127

128
129

張岳，《小山類稿》，卷 6，〈與郭淺齋憲副〉，頁 100。
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卷 89，〈英舊志〉，頁 2666-2667。
何孟倫編，《（嘉靖）建寧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38 冊（上海：上海書
店，1990，影印明嘉靖鈔本），卷 5，〈官師志．教諭〉，頁 635-636。《縣志》謂陳氏於嘉靖
五年任建寧教諭，何維柏則繫諸嘉靖八年，見何維柏，《天山草堂存稿》，《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集部第 106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中山圖書館藏清沙滘何氏鈔本），卷 6，〈陳
堯山先生傳〉，頁 656-657。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明故兵科給事中前川曾公行狀〉，頁 750。
同前引，〈聶公行狀〉，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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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此。130
這些書籍及其後續的翻印本直到清初仍為當地蒙塾所採用，在當地造成深遠影響。
由於明太祖《六諭》首二句即「孝順父母，恭敬長上」，而敷衍《六諭》又是官員
的職責，故孝弟的宣揚與旌表本係明代官場文化。131 然而，若結合聶豹早年的家
庭、學思經歷，這些背景顯然也是促使他在地方戮力推行孝弟倫理的重要因素。132
不過，正是在地方上推行孝弟倫理時，聶豹遭遇到了瓶頸：「已，訟如初，先
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罪。」133 他事後不禁感歎：
予往見子弟之不肖者，亦教之以孝弟也，乃未見其孝弟也，且襲予孝弟
之言，日以教其子弟；其子弟者亦未見其孝弟也，且犯上作亂，侵侵
矣！134

130

131

132

133
134

陶越，《過庭紀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5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影印南京
圖書館藏清鈔本），卷上，頁 281。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11），頁 3540。
關於聶豹在蘇州知府任內的表現，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曾引述何良俊《四友齋叢
說》，指控其欺侮致仕在家的禮部尚書孫承恩 (1481-1561)，陰鷙狠戾，全不似理學中人。他進
而抨擊道：「一位講求自我修持以達到無欲境界的人，居然為一點小事欲置人於死地！何況，是
自己失禮在前。……陽明弟子或再傳弟子言行不一之例子實舉不勝舉。」然筆者檢閱原始文獻，
知其不然。何氏原文曰：「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雙江為太守，文簡設席待之，……雙江
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羅織，問成充軍……」，文中的「雙江」實非聶豹，而是同樣以雙江為號
的方廉 (1514-1583)。查孫承恩於嘉靖三十二年 (1553) 致仕返回家鄉華亭，當時松江知府正是
方廉（時華亭縣隸屬松江府），孫氏文集中尚存有致仕居鄉時期寫予知府方廉的書信一封。固然
聶豹確曾於嘉靖九年出守蘇州，但孫承恩一事無論時間、地點均與之無涉，羅氏所云顯然完全錯
誤。其致誤之由，殆因誤將「時方雙江為太守」的「方」字訓為「時值、正當」，並以為「雙
江」即是聶豹，殊不知「方雙江」實係方廉，遂產生對聶豹學行的錯誤指控。以上資料見羅宗
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頁 143-144；羅宗強，《晚
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事件與人物──從王陽明說起〉，頁 341-342；何
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35，〈正俗二〉，頁 322；張居正等纂，
《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394，「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戊
午條」，頁 6932；方岳貢等編，《（崇禎）松江府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影印明
崇禎三年 (1630) 刻本），卷 26，〈守令題名〉，葉 14 下；孫承恩，《文簡集》，《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5，〈與雙江方守〉，頁
552。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狀〉，頁 734。
聶豹，《聶豹集》，卷 13，〈贈左子〉，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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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篇首提及此時「左子……辱予於山中」，知此語乃嘉靖十六、七年病居翠微山
時追述稍早的經歷。聶豹發現，孝弟雖是已發諸德中最純粹而根本者，但實際持此
教人的結果，卻不見子弟能順此激發良知，徒流於口說而已。他幾經反思後認為：
予於是憂之、反之，知予之所以為教者，言也，非學也。予於是乎學
之，致吾良知於子弟臣友之間，勉焉而不敢不盡，而未嘗徒以訟吾之子
弟也。……誠使予之於學也如舜焉，無一毫之不盡，又安知予之子弟不
蒸蒸乂，為舜之子弟乎？又安知予之不可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135
聶豹發現，與其汲汲獎勵孝弟、持孝弟之條目教人，不如自致良知做起，如舜一般
強化身教，反而能感化並改變眾人的行為。在此思維下，教育子弟的方式不再是引
導他們藉由孝弟體悟良知而向善，而是讓他們直接感受施教者致得良知之後的美好
境界。此處所謂「致吾良知」是否等於歸寂說的「致中」、「致養本體」已無從判
斷，但孝弟與良知的關係明顯已產生變化。在其晚年之《困辯錄》中，聶豹稱孝弟
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136 且已不是良知唯一的形式：
仁是生理，……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137
敬、仁、慈、孝、友、恭、信、別，隨事異名而別其所施者，皆主於吾
心之一，理之一也。138
孝與其他諸德都是吾心天理隨事異名的體現，地位均等。因此在孝與良知關係的認
定上，此時的聶豹顯然放棄了早年單獨將孝弟對應良知的堅持，向陽明的主張靠
攏。此外，相對於此前「孝弟之外無良知」的說法，聶豹此處稱孝弟是「初心萌芽
至真切處」，既謂「萌芽」，則已落入已發，不再直接等同未發的良知本體，這也
反映了聶豹歸寂說成立後嚴辨未發已發、寂感內外並特別強調獨立心體的特色。
135

136
137
138

同前引，頁 533-534。原文作「不蒸蒸，又為舜之子弟乎」，按文義當為「蒸蒸乂」（《尚書．
堯典》形容舜「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查隆慶本聶豹文集，果作「蒸蒸乂」，今逕
改。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2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7，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吳鳳瑞刻隆慶六年 (1572) 印本），卷
13，〈贈左子〉，頁 547。
聶豹，《聶豹集》，卷 14，〈困辯錄．辯仁〉，頁 587。
同前引，〈困辯錄．辯過〉，頁 583。
同前引，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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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尊德性與道問學的詮釋，以及對德行道義的重視
在〈啟陽明先生〉中，最末項討論的便是尊德性、道問學的詮釋。如前述，此
段文字最後，聶豹提到他已先就此點請益於湛若水，可見這是其早年亟欲尋求解答
的思想重點。
聶豹於〈啟陽明先生〉中如是解析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係：
德性者，良知也；道問學者，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問學者，必
非學；外問學而尊德性者，奚以尊？……克己以求仁，集義以養氣，慎
獨以致中和，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賢之所謂問學者，言人人殊，
然未聞有外德性以為道者也！139
聶豹不認同以道問學為積極向外習取學問知識的程朱式詮解，試圖將道問學收攝於
尊德性之下，道問學的對象就是德性本身，而德性就是良知，因此道問學實即德性
之發揮、踐履。誠如其該年所撰其他文字云：
是故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女之貞也，性也。致命遂忠，戮力奉孝，隕
生葆貞，問學之功也。140
「問學之功」不是向外學習考索忠、孝、貞等德性的知識與法則，只是「致命」、
「戮力」、「隕生」，發揮、踐履心中固有德性而已。故道問學只是尊德性的擴大
與落實，二者實為一事，「學以尊德性，至矣！」141 這種思惟傾向與陽明頗為一
致，陽明曾曰：「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142 並將
格物的對象由事事物物之理轉向心之所發，無怪乎陽明回信中的答覆相當正面：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
然後能為此言。」143
不過，聶豹當時對尊德性、道問學的思考，並不僅止於這種契合陽明的思路，

139
140
141
142
143

同前引，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6-237。
同前引，卷 5，〈貞烈亭碑記〉，頁 109。
同前引，卷 3，〈重刻道一編序〉，頁 47。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1，《傳習錄上》，頁 13；卷 3，《傳習錄下》，頁 122。
同前引，卷 2，《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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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更有創發，這體現在兩方面。首先，聶豹嘗試在經典中找尋證據，試圖以此模
式重新詮釋儒家經典。144 他在〈啟陽明先生〉中分析道：
德性者，天德也，明德也，王道之本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
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吾之德性也。致也，盡也，
極也，道也，溫而知也，敦而崇也，道問學之功也。145
以《大學》「三綱領」論之，「尊德性」係認識到「明德」為身心修養之本；「道
問學」即發揚德性、推擴良知，即「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明、親、止」。
他更將此與《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數句結合，認為自「致廣大」以下四句均為「尊德性而
道問學」的體現，將道問學限定為「致、盡、極、道、溫、知、敦、崇」等德性的
推致工夫。故據聶豹所釋，《中庸》此數句應斷句為：「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後四句是對首句
的補充說明。這種思維直到聶豹思想發展成熟後仍未改變，他日後兩度重申此意，146
顯示他有意在回歸經典理學文本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架構，而這項工
作在他問學於陽明初期已然展開。
其次，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問題涉及如何面對科舉功利對士人學子造成的身心戕
害。陽明認為，聖學與舉業既相離又相關，147 二者本質上有根本差異，但舉業又
是出仕所必須， 148 因此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不可使功利之心摻雜舉業之
中，「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

144

145
146

147

148

聶豹云：「僕書主也，外經書，憑己見，而自立一說以籠 古今，則所不敢。」聶豹，《聶豹
集》，卷 11，〈答黃洛村〉，頁 411。
同前引，卷 8，〈啟陽明先生〉，頁 237。
同前引，〈答亢子益問學〉，頁 257；卷 14，〈困辯錄．辯心〉，頁 571。其中〈答亢子益問
學〉於「高明也、故也」之間，缺「中庸也」三字，隆慶本聶豹文集亦然。聶豹，《雙江聶先生
文集》，卷 8，〈答亢子益問學〉，頁 401。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王守仁，《王
陽明全集》，卷 4，〈寄聞人邦英邦正．二〉，頁 169。
「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
也」、「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同前引，卷 22，〈重刊
文章軌範序〉，頁 875；卷 4，〈寄聞人邦英邦正．一〉，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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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149 與此相反，湛若水則認為「為德業者，固讀
聖賢之書也，習舉業者，亦聖賢之書也，夫何二？」150 德業、舉業僅是外在形式
不同，其實質內涵都是希望學者能「明吾心性焉，體吾實事焉」，151 倘能掌握此
原則而堅定不移，在讀書作文時確實「就上收歛，隨處體認，不至喪志」，152 不
但「聖學反有大助於舉業」，153 甚至舉業亦將「不期好而自好」。154 聶豹同樣也
對當時聖學與舉業日益疏離的現象感到憂心，觀其嘉靖七年時云：
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修，人士類以記誦詞章為學。夫紙上陳言之務，
豈所以尊德性而理身心？科舉程式之趨，豈所以端本原而出治道？155
紙上陳言與科舉程式均非本原治道之所在，此觀念顯然較為貼近陽明。156 然而，
陽明的解決方式僅在於要求個人調整心態，聶豹則期望進一步找出更具普及性的具
體作法，他把目光轉向學校教育。
在嘉靖七年福建巡按任上，聶豹撰〈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提出四項改革措
施，首項即「敦本實以興正學」。他認為若欲全面改變「徒以記誦文詞，取科第、
肥身家」的現狀，必須倚靠由士大夫出面主持之學校教育，而教育內容當以《周
禮》「鄉三物」的智、仁、孝、友諸德為主， 157 故實際的教學、考核應如是安
排：
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
齋」為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為上上、上中二等；「經義齋」為中
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為中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齋無下等行實，不
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同前引，卷 4，〈與陸原靜．一〉，頁 166。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 4，《二業合一訓．教肆》，頁 75。
同前引，頁 79。
同前引，卷 36，〈途中進申明學規疏〉，頁 941。
同前引，卷 8，〈與湯民悅〉，頁 235。
同前引，卷 12，〈斗山書堂講章〉，頁 373。
聶豹，《聶豹集》，卷 1，〈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頁 4。
聶豹雖然刊刻湛若水的《二業合一論》，但對德業與舉業的看法卻近於陽明，這或許也是聶豹日
後逐漸向陽明學而非甘泉學靠攏的原因之一。
聶豹，《聶豹集》，卷 1，〈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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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入學也。158
全屬上等的「行實」必高於只居中等的「經義」，且「行實」不存在「上下」之
「下等行實」，而「經義」不存在「中上」之名次，故縱使「經義齋」最優秀者依
舊矮於「行實齋」最劣者一大截。此種劃分可能參考了胡瑗 (993-1059) 講學時分
立「經義齋」、「治事齋」的教法，159 然聶豹所謂「行實」非以講武、水利、算
數、曆法等經世技能為範疇，而是指「德行道藝（義）」：
蓋行實齋以德行道藝為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
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蓋經義齋雖以明經為業，而亦必兼乎
德行也。然亦必兼乎德行者，誠懼其有言未必有德也。160
「行實齋」著重「德行道義」，並且其雖然強調「行實齋」與「經義齋」必相互兼
有，但在更居尊位的「行實齋」中，「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是以驗收學
生學習成果時，自然以「行實齋」的「德行道義」為優先標準：
［提學官主考時］先考德行道義，後考經義。茍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
有經義，亦不之考矣！161
德行道義遠較經義研習為尊。聶豹甚至意圖將此推擴至人事之優禮與選任，不但學
校中「必升入行實齋者，方許補糧」，科舉考試之成績亦需將其在學之等第納入考
量，「如取中式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齋上上等者居之；自
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齋之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
許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他更力倡「不在行實齋出身者，在內不得為翰林等官，
在外不得為方面府州縣等正官」，遑論與教育直接相關的「大學之師與提學官及掌
教天下之學之官，必皆於行實齋中取之」，德行儼然成為衡量一切事務的最高標
158
159

160

161

同前引，頁 6。
黃宗羲、黃百家原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 1，〈安定學
案．文昭胡安定先生瑗〉，頁 27。
聶豹，《聶豹集》，卷 1，〈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頁 6。按：「德行道藝」出自《周禮．地
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聶豹此處雖同《周禮》，
然其全文多作「德行道義」，故以下行文均從後者。
同前引，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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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162 固然王陽明在著名的〈拔本塞源論〉中，曾推許上古三代的學校應「惟以
成德為事」，「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人才的
舉用亦應「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163 但這僅止於私下議論時的
理想寄託；聶豹則是正式提出一套上至學校教育、下至政府選材的具體方案並上諸
朝廷，冀求透過官方的力量泯除「科舉程式之趨」，更積極地挽救世道危機。
聶豹所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流露出鮮明的風格：面對當前的科舉和任官流
弊，他並未委屈妥協，亦非全盤推翻，而是在考量整體運作的情況下，勇於向朝廷
提出一套頗具規模的改進後的新體系。並且在這套新方案中，明顯越過當時普遍施
行的科舉與任官慣例，上溯儒家更高遠的「尊德性」的理想，持之指導新體系的運
作。這與他日後面對陽明學並由之轉出歸寂說的態度十分近似。

四、小結
正如杜維明在《青年王陽明》中所云，王陽明最具思想價值的良知說，「既不
是從個人的內心經驗抽象出來的一組思辨概念，也不是一種思想訓練的形式」，而
是他自問學以來「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世界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惟有以整體的眼光
看待陽明，才能真正理解其學說動因與力量來源。164 此概念同樣適用於聶豹。從
前研究論及聶豹，多自其問學於陽明切入，並逕論其歸寂說之義理，此前四五十年
的學思歷程均未見措意。這一方面或許是由於《聶豹集》中相關資料十分匱乏，另
一方面也可能是認為沒有交待的必要。但如果我們承認聶豹在陽明第一代弟子中有
其重要性及特殊性，並且其歸寂說確實在陽明後學中激起震盪，則更應該跳出歸寂
說的框架，以更宏觀的眼光，重新審視其早期的學思歷程對他問學態度與風格的型
塑。
經本文闡析，聶豹早期學思歷程的輪廓更顯清晰：其弱冠從郭聳問學時已深受
啟迪，除影響他對《易》學的興趣與應用，孝弟的理念與工夫更成為其早期的重要
思想成分；與劉霖的交遊也讓他深入認識羅倫與陳獻章的學術；四十歲雖與王陽明
交往論學，但他同時也一直抱持開放的心胸，廣泛取益張栻、羅倫、陳獻章、程敏
政、湛若水之學，尤其晚年仍給予後二人高度評價，未因拜入王門遂斬斷其他學術
162
163
164

同前引，頁 7-8。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2，《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頁 54。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 (1472-1509)：行動中的儒家思想》，〈導言〉，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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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四年後他終於拜入王門，但並不為王學主流論述所囿，最終提出著名的歸寂
說。進一步深究其早期學思，在問學於陽明之際，聶豹高度關注孝弟、尊德性等問
題，其論點與陽明有同有異，但相關詮釋均富特色。透過分析聶豹當時對孝弟、尊
德性的理解與表述，一方面細膩呈現其問題意識的源頭與思想演變之進程，同時也
能反映他嘗試將哲理問題結合經典詮釋、進而轉化為政治實務的嘗試與努力，豐富
了吾人對聶豹的認識。這些人格和學問特質，都是引導其學思趨於成熟並創立歸寂
說的潛在因子。
最後，本研究除了可更細緻而立體地呈現聶豹的早期學思，更曝露其現存文集
存在一重大問題：觀今存聶豹文集交遊文字，問學於前輩者僅〈啟陽明先生〉一
信，似乎其畢生僅從學於陽明，此後亦只在陽明學底下進退摸索，這或許也是《明
儒學案》將聶豹塑造出自始即拳拳向慕陽明的形象的原因。165 但由湛若水文集可
知，聶豹在此期間與湛氏書信往返頻繁，對其學術亦高度認同，二人之親密程度絕
不亞於與陽明的交往。166 當然，吾人均知當時許多求學問道者同時往返王門和湛
門，故聶豹此舉殊不足怪；然現今聶豹文集中，竟未收錄任何與湛氏有關之書信、
詩歌，這極可能是編纂文集時的刻意安排。儻學者單憑聶豹文集研究其生平與學
術，將難以瞭解其早年同時出入王、湛二家之求學經歷。
查聶豹文字的集結在其生前已然展開，如其《巡閩稿》、《知晉稿》、《被逮
稿》等均是， 167 但正如他自己所說：「鄙人平生所作，散漫不存稿，以不足存
也」，168 這些書冊顯然都不是其各時期所有文字的彙總。那些未被保留的稿件究
竟是因為什麼原因而「不足存」？是否多為問學於其他學者的文字？令人好奇。聶
豹去世後，其從子聶安「率其門人輩編次先生遺文，裒為十四卷」，當中更有可以大
加刪薙的空間。169 尤有進者，觀書前鋟刻者所撰之序文云：「雙江聶先生學於陽
165

166

167

168
169

「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
『君子所為，眾人固不識也。』……陽明既歿，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
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黃
宗羲，《明儒學案》，卷 17，〈江右王門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豹〉，頁 370。
據《泉翁大全集》，嘉靖初年湛若水寫予聶豹的文字，至少有〈答聶文蔚侍御五條〉、〈與聶文
蔚侍御〉、〈聶侍御文蔚印馬至留都傾蓋一語相得以詩見寄次韻〉三種。湛若水，《泉翁大全
集》，卷 9，頁 260-262；卷 51，頁 1273。
聶豹，《聶豹集》，卷 7，〈被逮稿引〉，頁 231；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
狀〉，頁 734、736；卷 1，〈刻巡閩稿序〉，頁 609。
聶豹，《聶豹集》，卷 8，〈寄馬鍾陽三首．一〉，頁 278。
吳鳳瑞，〈雙江先生文集序〉，收入聶豹，《聶豹集》，附錄，頁 614。例如羅洪先提到，聶豹
出獄後，出示的《被逮稿》內有〈高節堂序〉一篇，「載戴〔經〕母徐氏事甚悉」，然今《聶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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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公，行業文章無一而不王公也，學者并稱之『王聶』云」、「先生之於王公，
猶子思之於曾子，言雖人人殊，而道則一致矣」、「聶集當與《傳習錄》相表
裏」，170 顯然欲將此《雙江文集》做為聶豹直承陽明正統之明證！基於此現象，
吾人或可推斷，聶豹於嘉靖九年正式拜入王門後，其自身或日後整理文集者極可能
曾對其交遊、問學文字做過一番「清理」，將與陽明無關的文字一概抹去，遂造成
文集中自始至終均依附陽明成長、反思的現象。如此或可淡化聶豹與陽明後學屢生
齟齬導致的「不正宗」形象，並型塑其於師門中的正統性，但這其實並不符合聶豹
早期的學思情況。是以學者文集固為研究其思想的第一手可靠資料，但經過編排、
清理過的文集，或許反而會誤導吾人對其學思歷程的理解與定位，聶豹文集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
（責任校對：劉思妤、廖安婷）

170

集》中不見此文。羅洪先，《羅洪先集補編》，卷 16，〈跋高節堂序後〉，頁 265。事實上編刻
文集的籌備工作，在聶豹晚年已準備展開：「〔聶豹〕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裒次彙為全集，
辛酉之冬，忽遘痰疾，自此精神慌惚不寧……。」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 11，〈聶公行
狀〉，頁 740。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聶豹《雙江集》」係十八卷，與今日所見之十
四卷本有何異同？待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22，
頁 557。
吳鳳瑞，〈雙江先生文集序〉，收入聶豹，《聶豹集》，附錄，頁 6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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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Returning to Tranquility” (guiji) :
A Study of Nie Bao’s Early Thought
Ho Wei-hs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whho@saturn.yzu.edu.tw

ABSTRACT
Nie Bao’s 聶豹 theory of returning to tranquility, or guiji 歸寂, was one of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of Wang Yangming’s 王陽明 concept of liangzhi 良知 that
emerged after Wang’s death. Most studies of Nie’s learning have focused on this
theory, implicitly identifying Nie as a faithful disciple of Wang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intellectual career. However, Nie was over forty years old when he
first met Wang in Zhejiang, and over fifty by the time he postulated his theory of guiji.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first half of his life was intellectually vacant. In this article,
I investigate Nie’s early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associations. I show that he chose to
study not only with Wang Yangming, but also, concurrently, with Cheng Minzheng
程敏政 and Zhan Ruoshi 湛若水, which reveals an open-minded attitude. It also
indicates that he engaged with systematic thought before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Wang. During his early period, Nie’s intellectual theorizing centered on the concepts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xiaoti 孝弟) and “honoring the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ing the path of knowledge” (zun dexing dao wenxue 尊德性道問學). In sh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e and Wang may not have been as close as scholars have
deemed, and the source of his theory of guiji is probably more complex and varied
than formerly recognized.
Key words: Nie Bao 聶豹, Wang Yangming 王陽明, guiji 歸寂, liangzhi 良知,
xiaoti 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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