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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本計畫延續個人對王夫之(1619-1692)《莊子解》的重探，希望能對王夫之有更深入

的探索與了解。

二、文獻探討：

在王夫之與傳統典籍相關的注釋、論著中，不論是包含已佚的著述總量，或以目前

最完備的嶽麓書社的《船山全書》本(以下《全書》均指此版)為準，均以四書為對象的

數量最多，這是一個頗值注意的現象。居次的周易相關論著共四~五種，今收為一冊；

四書類則多達五~七種，並且在分量上也以四書最多(在《全書》中分為三冊，總共有三

千餘頁)。甚至我們再加上不以四書為名，實以四書為主的《經義》(《全書》第十三冊)，

王夫之對四書的著重實應重作探討。1詳目分別是：

《全書》第六冊收《四書稗疏》、《四書考異》、《四書箋解》、《讀四書大全說》，第

七、八兩冊為《四書訓義》。另在張《譜》中尚有《四書集成批解》、《四書詳解》已佚

兩種，共七種。第十三冊《船山經義》，合共八種。

目前的相關研究，以陳來的《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最完整，書分十

三章，除後四章研究船山思想系統之圓熟作品《正蒙注》，前八章為補船山學目前研究

之缺口，是對船山四書學的董理。然而船山四書學，不止在其著作數量上是個異數，陳

書中同時也指出其在船山學術中的特殊情形，「以《春秋》大義為安身立命之首。而船

山學術入手處，乃在《周易》和《老子》…其中歲以還，始留意《四書》及其他儒經傳

釋，…」2其入手處是否在易、老尚有可辯，至留意《四書》之深意或真在中歲之後，而

其間轉變或有值得吾人留心之處。在張《譜》雖以《四書箋解》殿後，但應是 40 歲前

後作品，八種之中應以《四書訓義》為晚出，亦在船山 61-62 歲之間。3是則四書相關著

作，約成於船山 40~62 歲之間，不止可看其後半生成學之歷程，關注之議題，解經之側

重層面，也能看到其較成熟的見解。其他以船山四書學為主的研究，尚有莊凱雯《王船

山《讀四書大全說》研究──由心性論到知人之學》4，及劉用瑞《船山《論語》詮釋之

研究》。5

其次大陸方面，最早有章啟輝學位論文《王夫之四書學研究》，其後有季蒙《主思

的理學──王夫之的四書學思想》，最近又有周兵《天人之際的理學新詮釋──以四書

大全說為中心》，則此方面的研究一時頗蔚風潮。

但以筆者所見，陳書在船山思想的展示上固然有推前之功，但個人在閱讀船山著作

的經驗中，印象最深刻且最想探究的是其思理，或思維方式。不論在《讀通鑑論》或四

1 參看張西堂編《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7 月，以下簡稱張《譜》)〈三、
著述考〉，頁 175-186。
2 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以下簡稱陳書)，
頁 44。
3 據許冠三說，《訓義》在 61 歲(《王船山致知論》)；而《箋解》在張《譜》雖列後，但據王孝魚的《編
校後記》(《全書》第六冊，頁 385)，《箋解》寫作應在 1659 年前，是船山 40 歲前後的作品。
4 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
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班，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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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學或《莊子解》…等，此則陳書所尚未措意。6而莊凱雯書則重在傳統的心性論，以及

自辨、辨人的意義，偏重於人學；劉用瑞雖僅以《論語》為對象，卻頗能觸及在「注疏」

的形式上，與「詮釋學」相關問題的闡發。然而都尚以整理為初步成績，未以其通貫的

思理為核心。目前力探船山「為文之用心」，在思維模式上著力較深，且能通貫其體系

的，是周芳敏的《王船山「體用相涵」思想之義蘊及其開展》，7論文將「體用」觀念創

用於王弼之後，在史上不同的哲人間的不同思維，作出細致的考察分疏，也將船山對此

之深化與洞見有一全面的析論。因此探源尋本，徐復觀先生所提出「追體驗」的工夫，

還原船山思理在研究船山的過程中，尤為重要。

三、研究方法與項目：

1 方法上主要有幾個步驟和支援意識：(1)仍應精讀原典。唯有原典的細讀精讀，才

是表現吾人對古典與古人最深的溫情與敬意；(2)船山的四書學論著，「發揚儒學精義之

本質性論述」與其「對宋明以降儒學史之批判性觀點」是一體兩面，因此此前重要哲人

論著也不能全然略去，宋明儒之重要人物之思想體系亦當措心，故必參考《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及諸儒文集、語錄；(3)在之前的基礎上，再回頭綜讀原典重作筆記，會著

重在幾個重點(詳後文)。至於支援意識有二：一是關於判教部分，自當參酌佛教的判教

理論；二是西方詮釋學理論。以便作為了解船山精密思理的憑藉。

2 可能的困難當然是在四書學之外，若個人尚無法全力通讀船山全書時可能產生

的。但這並不是說在一般理解上的難題，而是說當特殊情況出現時，吾人可能面對因全

面性理解不足所產生的困境。解決方案自是信則傳信，疑則存疑。任何人的學問，若不

故步自封，則必與時俱進，船山亦然。不能盡解之處，自待來日或能通貫整體，或因別

有觸發時，再補訂前略，或修改舊誤，皆無妨。

在本計畫先依船山經學與四書的相關著作，仔細閱讀，除基礎工作乃增益個人對四

書本身的理解外，更希望能達到以下分項：

1四子書性格之差異：如孔子與孟子之異，〈學〉〈庸〉與論、孟之異。

2先秦儒與宋明儒之異同：船山對宋明儒有繼承、批判，此繼乃其所自認為儒學之原，

所批乃其對應佛學而不取之異，其間必有一番特殊精神面貌，正可看出船山眼中儒學

源、流之變化。

3船山如何繼承與批判宋明儒：自宋以降儒者多有其就四書所立之說，其間不無意態與

見解上之歧異，而船山於此辨析入微，不容陋儒混濫其間，自能見船山學術之傾向，

及其在時代中思考歷史課題之諸面向。尤其在《讀四書大全說》中，一方可見船山對

朱子立說密意的闡發，一方對胡廣等人的注解多辨其謬，更能見船山折中經意之偉才。

(「折中」非一般義之妥協，而是在眾說中特能抉幽闡微，而能鑑義理之精核)

在前述的基礎上，佐以個人對船山在莊子、四書、相宗幾方面較全面的理解，能進

6 我們都不免以現代觀念和語彙重解文獻，但是是否這樣即已足夠？例如陳書論船山解〈大學〉：「天之
為理乎物，是指天賦于萬物以天理，這是講理的規範性；天理之流行無不然，是指天理流行于事事物
物，是講天理的普遍性；…」(頁 46)何謂「理的規範性」？這真是船山要討論的嗎？規範與普遍兩者何
以窮盡此處之義？…我們期待學界有更一步的說明。
7 政治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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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

4四書學中所顯示的船山儒道釋判教面目：朱子聚四子書為一集，正自有其力排異

端之用心，是則讀四書而不論儒道釋之判教，則不可能深入。而船山晚年學宗橫渠，其

於判教尤有心得。

上文已言《讀四書大全說》中，一方可見船山對朱子立說密意的闡發，一方對胡廣

等人的注解多辨其謬。此外亦力陳三教異同得失，其立說之謹嚴，論點之精準，態度之

誠敬，破邪之鋒銳，顯正之昂揚正大，其間或有更能發明夫子、朱子微意處，或有更能

顯船山個人思理之特出處，都是吾人所欲詳論。

5最後，綜合之前的種種考察，希望能展示船山在思維方式上的特徵。所謂思維方

式，不是僅籠統地說「一而二、二而一」…等熟濫術語，而是確有得自船山內部的實踐，

其所以解經、其所以自立、其所以辨破…等的確切思理。

四、研究成果：

此計畫原訂兩年為期。今但責以一年而求成，則唯能擇其中既涉及船山之思維模

式，又涉及其個人獨見之特殊性，更能擴及船山之儒釋之辨者，綜合論之，此即「應病

予藥」喻辯。

船山《論語》詮釋之「應病予藥」喻辯──兼及方以智藥病喻

一、前言：「應病予藥」喻之提出、承受與反駁

王夫之(1619-1692)與方以智(1611-1671)兩人情誼甚深，行迹卻不完全相同。8然而行

迹雖異，但其深心卻又有密通之處。行迹異，故密之屢邀船山逃禪，而船山終不就；深

心同，故其歸根儒學亦殆無疑義。如船山論孔子云：

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651)9

雖僅是孔子與諸儒相較的表達，但孔子立言之圓融，立教之普適性，優位於他教亦隱於

語意之中。所以又說：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于此看

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584)

8 兩人皆反清復明，兩人皆不從清治，兩人訂交後即為莫逆，但方以智逃禪，而船山以儒生終。其訂交
於 1650 年桂林，始末可參看蔣國保考證，《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289-298；情誼可參看張永堂〈方以智與王夫之〉(《書目季刊》七卷二期，1972 年冬季號)。另
可參看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 6 月)及張西堂《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
(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7 月)。
9 本文論船山處，主要暫就其《論語》解說發言，故大抵引自《船山全書》冊六(長沙：嶽麓書社，1991
年 12 月)者(包含《四書稗疏》、《四書考異》、《四書箋解》、《讀四書大全說》四種)，均僅於文末註明原
書頁碼，不另出注。若引自他書方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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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具三層意涵，初舉論語讀法；次解釋此讀法乃因於《論語》性質之獨特而設；末則

言雖徹上下，但下學、上達之語仍有別，須能一時並見其同異，而不混漫。密之雖融會

三教，較之船山，對道、釋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在其思想體系中也作出更深廣地融攝；

但其在思想史的大問題上仍如此推許孔子：

其勝之以理者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

也；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

泯輕任，謂之四勝。知其莫可誰何而立言廣意以勝之，然終為生死所囿，非真知

生死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通晝夜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知其故矣。…

孔子知生一語，足為骨髓銘旌之格。10

「生死事大」原是佛陀立教初心，超脫生死原是佛教當行本事。然這裡列出四種超越生

死問題的對應法，卻以「四勝」之似優實劣的評語總斷，另以孔子「知生」作為超越生

死的最高型態。在關鍵問題上如此推尊孔子，則其人雖披緇剃髮，但非揚釋抑儒之流可

知。

然而一如生死之眩惑人，情識亦能困縛人，知見尤能局隘人，人之存在固有許多缺

病在，其苦其過其罪，皆人之種種病症之或因或果。故佛陀之眾多相關稱號之一，即「大

醫王」。如《維摩詰經》：

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予藥，令得服行。11

《雜阿含經》以大醫王所具有之四法成就比喻如來之善療眾病，即：(一)善知病。(二)
善知病源。(三)善知對治疾病之法。(四)善治病已，令當來更不復發。此大醫王能分別

病相，曉了藥性，視眾生之病而授與藥方，使之樂服。12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進而

與菩薩並舉：「大醫王應病與藥，菩薩隨宜演化。」13故應病予藥乃指佛、菩薩善能分別

病相、曉了藥性、治療眾病，故此後更以大醫王廣喻佛菩薩。14大醫王開發八萬四千法

門，主要在對治眾生無量之病。此病泛指眾生氣稟之雜，由氣稟所生意見之執念，由執

念障生智慧而不得見實相…。此喻之難能在於：既有氣稟之雜，則眾生之病難稱難量，

誰能盡知病因而盡予救治？在實踐與理論上都有其困難。正因有此難，而以佛學全體之

博大精深，一切會歸於佛陀之教導，則佛陀之善治眾生病，善對不同根機，更顯其教法

之殊勝。故不惟佛教中以此盛稱佛陀教法之奇特，在他教亦喜以此稱教法之優位，如徐

愛(1487-1517)〈傳習錄序〉錄陽明(1472-1529)語：

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

10 方以智《東西均》(龐樸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3 月)，頁 122，130。相關研究另請參看廖
肇亨〈藥地生死觀論析－－以《東西均》與《藥地炮莊》為討論中心〉，《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
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 年 12 月)，唯其文並未就方以智最推崇孔子的
「知生」此語作解說。
11 《維摩詰經．佛國品》(《大正藏》第 14 冊)，頁 537a。
12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二) 卷十五之 389：「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
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云何
良醫善知治病已。於未來世永不動發。謂良醫善治種種病。令究竟除。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是名良醫
善知治病。更不動發。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頁 105a-b)。
13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大正藏》第三冊）卷八，頁 330b；又《寶雲經》(《大正藏》十六冊)「佛
言。善男子。如來世尊如大醫王。能治眾生煩惱之病。亦知煩惱所因起處。以大法藥而普與之。眾生
愚癡為煩惱所覆。不知如來是大醫王。」(頁 226c)。
14 另參看《大智度論》卷二十二：「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瞻病人，戒如服藥禁忌」。又為藥師如
來之特稱。解釋參見《佛光大辭典》，頁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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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15

是則藥病之說，儒釋所同，似宜立為會通二教之門徑。同時此說在明代也屢用於儒門講

學與三教會通，16包括船山摯友方以智。17但船山卻別有異說，頗不以藥病說為然。此

又何故？本文即據船山《讀四書大全說》中闢「藥病」喻的論點加以闡述，兼論方以智

的藥病說，作一初步的比較。茲先述方以智。

二、方以智論「應病予藥」

方以智本有醫、易之家學，18出家後號藥地、炮藥者、藥游老人，19又名莊子註為

「炮莊」，20均見其對醫藥傳統的熟悉與重視。故其著作中，不論自撰或他人序說，屢見

藥喻：

解七小參。…從上應病予藥，莫是隨其顛倒，就藥捄藥麼？須知善用皆是藥，不

善用皆是病。湯頭隨症，不執古方，亦用古方。21

此段已是「應病予藥」的別解。謂應病予藥並不只是對症下藥的別名而已，而是藥也不

全是居於正面地優位。藥之所以為藥，不在藥自身的特性，而在使藥者的觀點，或在使

藥者之識見等。故藥病地位亦可翻轉。雖可翻轉，但並不因此廢藥，古方可用不可執。

其間論理儘多曲折。在《藥地炮莊》中則陳丹衷〈藥地炮序〉、文德翼〈補堂炮莊序〉、

大成〈讀炮莊題辭〉、晦山戒顯〈炮莊序〉、自撰〈炮莊小引〉、蕭伯升〈刻炮莊緣起〉

引方以智語、慈謹〈炮莊後跋〉等皆語及藥病之喻。其中晦山戒顯(1610～1672)說：「三

家聖人皆大醫王。不惟諳病，亦善炮藥。」(頁 15)則以「醫病」之喻會通三教，是則醫

病喻亦可視為三教共法。此外《東西均》尤屢以孔子教法為藥病之說。以下是幾個要點：

〈奇庸〉宗一公曰：愚不肖庸而不中，嗜欲而已；賢智中而不庸，意見而已。兩

皆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壞中庸之道，何也？便嗜欲則不敢立意見，立意見則不

敢縱嗜欲，以有忌憚也。惟以意見縱嗜欲，則無忌憚之小人，最善匿影；惟時中

者乃能決破之。然則如何？以天下萬世為心，毋自欺而好學，則在藥病中，風吹

不著矣。(137)22

此段引宗一公語而加以闡釋。唯「以意見縱嗜欲的」小人，真能壞中庸之道。中庸本是

15 徐愛《橫山遺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錢明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
社，2007 年 3 月)，頁 90。
16 儒門講學如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2 月)中白沙〈論學書˙與湛民澤〉：「學
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冊一，頁 87)薛瑄〈讀書錄〉：「讀書以防
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冊二，頁 117)唐順之〈荊川論學語〉：「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
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冊三，頁 600)。此藥病
合論大略，餘專言學者病痛、病根處尤多，不一。
17 散見於《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東西均》《藥地炮莊》等。詳正文徵引與討論。
18 《浮山文集前編》卷三《稽古堂二集》卷下〈醫學序〉：「先曾父本庵公精醫學，以為人子須知。…
中丞公(按：以智父)遇經驗方則抄之，遇醫輒問其所得。又研易象數，醫切此身，其確徵也。…丁丑為
醫所誤，…于是學醫。」此外則其師王宣(虛舟子)亦精於易、佛、醫學。亦可徵於《周易時論》與《物
理小識》兩書。
19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 2。
20 「炮」莊之炮，取炮製藥物之意，此法乃為增加藥力、並去其毒性、減其副作用而設。故單以「炮
莊」之命名，以「莊(子)」為藥之意昭然矣。
21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嘉興藏》冊 34，徑山藏版，臺北：新文豐，1987 年 4 月)，頁 825。
22 本文引自方以智《東西均》一書，均以〈○○〉表篇名，(xxx)表頁碼為記，不另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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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而小人似中庸而非中庸，是為藥病。唯有「時中」不受小人之壞，亦不受小人之欺。

何謂時中？「以天下萬世為心，毋自欺而好學」毋自欺是〈大學〉慎獨之學；好學是孔

子學髓；將此兩者作藥，無忌憚之小人之藥病不能壞。是見藥亦可成病。而「藥藥病」

或「遠於藥病」之法，仍由孔子來。

〈顛倒〉七情五欲，非人間教者之所謂惡乎？聖人節而化之，即統而用之矣。或

欲從治醫病，善因而革；或用對治醫病，善革而因；或以生用殺，或以殺得生；

或以順用逆，或以逆用順；或以善氣迎人，或以惡氣迎人；或俱用，或俱不用。

互奪雙融，俱有交互，此其概耳。(116-7)

此則因其前之文，論「統(兩端變異)而用之」之權。順此模式續論「七情五欲之惡」，並

以治病之喻論「惡之對待法則」。何謂「統而用之」之法在情、欲？即節而化之。此節

而化之，明是保任此情、欲而調節，而非「截而去之」之斬除。斬除則無此情欲，似乎

無惡矣，然聖人之教不爾。下文則言即使醫之治病亦有多方，非一概以截殺得力。此意

下文解析尤明：

〈道藝〉虛高者以學為習氣。不知人生以後，一切皆有而無在其中，性在習中。

天地既分，天地亦有習氣，五行之習氣更重矣。一切皆病，一切皆藥，學正「回

習還天」之藥。溺學者，藥病也；而忌學者，根病與藥病相投，其病難治，故須

以聖人中道藥之。(186)

不知「學」之深義，常有幾個錯誤觀點：以學為後天薰習，外鑠而染諸般習氣之途而已，

非啟發先天本具之徑；或知學即統先後天而溺學，是又以藥為病。凡此皆病，而聖人投

之以藥，此藥乃中道之藥。注意此處有兩個說法，都比一般藥病說高一序，一是「一切

皆病，一切皆藥」，不識藥則藥亦可為病，知病則病可為藥，是破除藥病必對立之勢；

二則論及藥亦可成／是病，而以中道為藥，此中道即「學之正」非於學之外別有藥，仍

自肯定孔子來。既是後設地反省藥病之說，也將浮面地譬《論語》教法於「藥病」中超

脫出來。

更進一步，方以智在藥病喻中的終極說法，可以下則代表：

(舉歷代醫家持論之異)…其說各別，似乎冰炭，非欲為異也，務發明前人之所未

發者則專言之，其已發明者則略之。合觀而體究焉，皆本具者，非人力所可誣餙

也。後人不知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乃囂囂然倚一家而執之，豈不蔽哉！23

醫有治身有治心有治世，而「蓋醫能醫病，藥地能醫醫，是曰醫王」，則更有治醫。24此

處舉一全收。在「集成──而後能──應病予藥」的模式中，集成不單是某一學術或學

術全般的集成，集成無其自身；學問或醫學，也不是單求其應用的，僅求一時一地的對

應，這種以為現實可孤立，僅是無知的自足。「應病予藥」因此應是說：任一當下的現

實困境，其真對應、真解決，是該自歷史中的學問全般洞徹來。「集大成」所以是雙重

結構：「總攝／別應」同時。並且在「醫醫」而後為醫王的構想中，是已安立後設立場。

換言之，在一般「醫病」關係中之醫並不具有絕對優位的性質，若醫不能自反其所以為

23 方以智〈杖人全集跋〉，《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附杖人隨集〉(下)，《嘉興藏》冊 34，頁 805b。類
似的說法重出於方以智子方中通跋《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頁 837b。我們也許也可以考慮此說之融合
意態，相對於臨濟遊方參學前的感嘆：「精究毘尼，博賾經論，俄歎曰：『此濟世醫方也，非教外別傳
之旨』。」《人天眼目》卷一，)將明心見性與救世醫方分別看待。
24 文德翼〈補堂炮莊序〉，《炮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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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德與術)，則醫自身亦有思考盲點之病。

總上所言，方氏解應病予藥之喻包涵以下諸義：1 世間諸學問皆可為藥，而學人需

先能將方劑炮製成藥，此則關係著學問與現實之交涉，或學問之實踐性格；2 但藥病說

並無絕對的優位性。藥不純是藥，不善用則藥亦成病；3 是則在「藥病或應病予藥」之

上應有更高原則以統攝與運使，則醫當自反其為醫，用藥亦當自反其用藥，而恆居於自

視分位與操作模式之上，恆處於自覺反省之活動；4 因眾生病機不同，根器迥異，故無

一學問、無一方劑乃可萬應無違，更需在交互主體性的關係中，才能使眾生得救治；5
據以上諸義，則各端實踐的可能性背後，需預設著學問的集大成，而後方能成就應病予

藥。若藥病之喻具此五重涵義，已較《雜阿含經》更精密，則船山之力駁應病予藥，又

有何見解可立？實當一窺究竟。

三、王夫之駁「應病予藥」說

然而在部分儒者與三教論者將應病予藥說視為教法中無上法門的同時，船山卻獨排

眾議，在《讀四書大全說》如此強烈地批判著：

論語一書，先儒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

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區畫其病而

施之藥，有所攻，必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為醫王，故藥人之貪，則欲令其割血肉

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蓋凡藥必有毒，即以人葠、甘艸之和平，而葠

能殺肺熱者，甘艸為中滿人所忌，況其他乎？(604)

這段文字的重要性，佐藤鍊太郎也注意到了，並作如是解釋：

在陽明學派中，有將見於《論語》的孔子之言，視為因對象和狀況而變化，為一

時的對症下藥之語的傾向；但是王夫之否定了將孔子之教相對化的見解，說：(節

錄上則引文，故略)也就是說，王夫之認為《論語》所揭示的普遍道德律並不為

時間和空間所限，…25

佐藤先生的說法在船山書中也可找到部分證據，如船山頗不以「權實之說」為然。但將

船山駁藥病之喻，僅限定在普遍性與相對性的義理而言，頗失船山理路與意致。由船山

文中首先帶出的批判句「如必區區…有所攻必有所損」所說，重點並不在權實的「方便

相對性立說／直指普遍性立說」間之差別，而在指出藥病說論式的不如理。若我們再進

一步排除船山「只是因為此說出於釋氏，而為與佛教區別故，刻意另出新說」為唯一因

素，因為此文乃以「先儒」發端，而此說又出自佛學，故後文乃又添上釋氏。至於先儒

是誰？若依船山整體四書學抑陸揚朱之立場，似是指陽明或陽明一系，但前引陽明之

說，乃就自身教法說，非就《論語》的性質說。則此處不易確定究屬何人或何派。而一

般意義的藥病說，誰也不能否定，船山也頗用此喻。26倒是以此喻《論語》，則宋有朱子

在《語類》中有類似的譬喻。27而陽明一系也有萬鹿園。28則不論是朱子或陽明一系都

25 見松川健二編《論語思想史》(林慶彰等譯，臺北：萬卷樓，2006 年 2 月)，頁 433-4。
26 如〈里仁篇〉「大抵在欲惡持權之地，遠去仁之害，則界限自有其常，如藥之治病，可以配合分兩。」
(630)。
27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元月)冊二卷廿三：：「子游為人則愛有餘而敬不
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又「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
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火，以火濟水，故聖人藥各中其病。」頁 5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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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據此講《論語》，可見已是儒學幾百年之通例，那麼應更仔細討論船山的論點才是。

首先是「愚盡謂不然」一語的排蕩意態與範圍。船山不說「愚謂不盡然」，可見船

山認為即使將《論語》中部分視為「應病予藥」說都不切合於孔子之教。若這說法與見

解成立，則孔子之教必有其特殊處。同時，「病」喻本源自人在心行與身行上之種種偏

差，若此偏差非病，此偏差為何？又若此偏差仍是病卻不用藥，又應如何矯治？究竟孔

子如何了解這些問題？船山以下分幾個層回應，先論子張之病：

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

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之污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污人，則廢君臣

之義；言人之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605)

人之過失與偏差，船山仍暫用「病」指稱，但用較巧妙的說法迴避了孔子亦是「應病予

藥」模式。若是「藥病」模式，則應說「祿之污人，而人不可方」，將病截去而後可。

但此對「祿、方」純粹否定的說法，一不如理，二非孔子之思行。因祿乃寄托於君臣之

義中駢生者，不應由駢生物廢大節；而「方人」亦「善善惡惡」之變形，僅成目光外注

而不自省，又津津於人我之抑揚耳，非致力於學之講與德之修，「方人」固非義，但「善

善惡惡」之是非心則是。那麼，若孔子仍必有所教，則應如何教？又如何異於「應病予

藥」？

朱子之教人，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特所為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為曲

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摭

拾為言，敏給為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其失在俗學之移人，

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

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為俗學所亂，非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也。

(609)

「斥其心之非」即截斷其路頭，此便是應病予藥。但「心之非」與是否「斥」其心之非

固二事，尋常以為其間有必然性，但孔子與船山皆不然。而孔子之教導正是「但告以學

之正」。此與「應病予藥」之異究竟何在？應病予藥，是教法針對著人之病或過失來，

以便加以糾正；然而「但告以學之正」，是既知其病，但僅告知子張所應為之事，由其

能正確地學與行為，而後病自消，不煩再添一藥。應病予藥是直接作用在過失／病症，

而「告以學之正」則迂迴地略過病症，但行之正與病之消乃同時。由此，船山實謂：只

為消病而病果愈，然而行未必由此得正；破了俗學未必能知正學。

再論子路之病：

又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佞，使自知病而

已矣。如欲藥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為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詞章之中，

病者病而耽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即遇凅寒烈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著

為局方；又況本未有病者，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605)

我們若明白人的表達方式，則知船山此辯之重要性。「醫王」之喻，乃用以取讚佛陀、

菩薩。「取讚」則以吾人以為美善之言辭而為。故喻辭之「王」不僅高推佛陀於諸醫中

28 《明儒學案》冊二，卷十五：「聖人用言以設教，著書以防流，譬之因人之病而藥之，寒熱上下從其
所偏勝也。雖以孔子之書，如大學、中庸經文，悉言天命人心之奧，則固若內經、素問然後為一定不
易之則，若夫論語多載問難之詞，其間固有當機而發，因人而施，如問仁問孝之類，已有非全體具備、
本末夫舉者矣。」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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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而且對於人之種種過失而言，皆可以病喻，而正面肯定「醫」是一種高於病(者)
之上的身分與姿態，對病(者)的消除的對治與努力。而船山之「愚盡謂不然」已完全否

定「醫」喻轉用在教法上具有高階的意味。29其結論是：「藥病」不是教法之最高喻辭，

也不能用以轉喻孔子之教法。其理由是：教法中的負面性，常與正面性結合而生。在「藥

病」中常以藥為病外之一物，施於人身加以攻克，克後病癒而消。但在「人的活動中之

過失」並非全是病，或全部非病，反而常根於人之天性。故若視過失缺失為病，必欲將

病連根而起，如此則勢將連同生機盡奪，病雖去而性命亦幾乎不保矣。

因此船山在此極敏銳地觸及了二元對立的思考中的盲點，而孔子與船山明顯不受此

盲點之困囿。30同時也包含了我們面對「人類的過失」時的態度。據上兩點可知，船山

之駁「應病予藥」，實有其更深遠的洞見，不僅在相對性與普適性的對比而已。而且「應

病予藥」本來即以普適性為標的，正因病症千差萬別，才需有一一對應法門。更進一步

說：正如方以智而「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集大成之全般洞徹之普遍性，乃保證應

病予藥也正自有其普適性，否則豈非佛教自認其教法僅有相對性意義而已？而若必以相

對性論斷「應病予藥」，則孔子之答樊遲問仁與顏淵問仁之異，也可曲解為相對性教法，

則仍與「應病予藥」無別，船山此辯則無謂而可哂。故船山所爭之要點，不在相對性與

否甚明。思考雖據於二元性，31但將此二元性視為對立狀態則非必然的；而由此對立以

至以為必可廢除一方、擇一而立尤為錯誤。「有所攻必有所損」，正如抗癌時，同時將「正

常細胞」的生機扼殺一般。而且船山之表法常在段末文末再下轉語「又況…」云云，皆

表進一層的說法，或為最終理致，32或為進一步之轉語，此為後者。在「本未有病者，

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所批評的，是吾人妄以預定眾人之有病，而思以藥投之以求癒，

則名曰「應／予」，實則既不對機，又犯揣測之病，又在誤認與臆測之中用上投藥之虛

妄之舉，則自心行與身行無一得當，徒見其妄，不知其實。所以又說：

因執藥病之說，遂向藥求病，謂「邦無道穀」之為恥，為憲之所已知已能，唯「邦

有道穀」之為恥，非憲所及。憲仕於孔子，可謂遇有道矣，與之粟則辭，豈漫然

於有道之穀者耶？(796)

這段雖似僅就詮釋原則論，但可擴充於吾人思理上的謬誤。船山之意，在孔子教法乃一

原理上的通則，非專為原憲一人發。但釋經者率以為教者投藥，故妄生一原憲之病以坐

實己之虛想。然而原憲本無此病，而孔子之答就意態與教法論，尤非投藥之思路與舉動。

故船山所駁「以藥應憲所不及」的解釋，其中有兩種缺失，一是誤將二元對立作為一切

人類行為考察法；二則誤將一切教法納入單一思路。兩者俱無是處。

29 此僅排除以醫喻孔子教法而已，非謂醫生在人類社會中可有可無，或醫療行為毫無意義。
30 這種思路不僅於藥病說顯其困難，於其他問題同樣窒礙。如〈里仁〉：「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
奪說，朱子原不如此。…讓固有對爭而言者，然字義之有對待者，其例不一。如聖對狂，是儘著兩頭
對也。聖亦可對賢，則不能聖而但至於賢，以相近而相形也。…不能讓，不可謂之爭；而但不爭，亦
謂之讓。…上下不爭，以淺言之，亦不是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相安而不爭奪，豈
諸侯讓天下天子…？…雙峰不思，乃至於此。」頁 623-636。是以「爭讓」之相對為例，然不爭未必讓，
不讓亦未必是爭…。字義雖相反，但不可僅以「非此即彼」概視之。
31 思考之二元性，參看譚家哲《形上史論》(下)(臺北：唐山，2006 年 11 月)，黑格爾部。頁 3-24。
32 此舉一例為證《周易外傳．大過》：「夫陰陽之始，非有善惡之垠鄂，邈如河漢也。翕闢者一氣也，

情各有其幾，功各有其效；生者道之生，殺者亦道之殺。有情則各有其願，有功則各有其時，雖嚴防

而力拒之，不能平其願而抑其得志之時矣。故怨開於陽而成於陰，勢極於陽而反於陰，則亦無寧戒此

而持其平。又況性情功效之相需而不相舍乎？」(《全書》冊一，頁 895-6)末句則論最高之理致。



11

若據上述諸義，則方以智與船山仍有相通處：

〈容遁〉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當聽其同異，乃謂大同；攻之則

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強不息，強其元氣而病自不能為害。(237-8)

方以智於此亦擴大藥病關係為「兩端」或多方對立局勢。在孔子教法亦不專以人之異說

或人之缺失為病。而且攻病有時也正是助成其害。並將此章立足點自「立教者」處發言，

正與船山解孔子之教子貢、子路同義。

當然在船山力闢「藥病」說時，並未忽略「應──予」之應機關係，與方便施設，

在某些病論中之需藥以治。唯此應機關係是否可無限地涵蓋孔門教法，與普適地用以描

述一切人的負面心行之諸性質，船山則頗致其疑、深論其非。因此我們若明白船山之論

理，便能明白其不僅於理未失，的確能辨理入微。

四、結語

本文討論了關於應病予藥的兩種觀點與模式。一是散見於方以智著作中關於「藥病」

說法；一是船山《論語》詮釋中對「應病予藥」說之反駁。兩說各有其成立之依據，也

各能將其觀點推至窮盡周延之處。

藥病說或應病予藥，本出於佛教，而後來更為儒者取用於論儒學教法，更進而用以

指孔子之教法，再進而以此會通三教，其為論似可普適廣用。但船山、密之二人均能別

出新解，二人均未將此說原封地照搬照套，視為一套固定的模式，也不曾直接將孔子教

法與此等同，更未以此為最高教法。凡此大抵已見前論，以下舉其論述方式為總結。

二人的共通處，均能居於後設觀點，將「藥病」說或「應病予藥」說重新思考。只

是方以智多用力於藥病說的各種模式之建立，使其成為全面性的教法。如方以智由「統

而用之」原則，立藥病說之諸義；並歸結於集大成，以成就真正的「應病予藥」，乃包

括著應機的隨宜性，與涵蓋眾機的全面性，其實正深化「應病予藥」說的意涵，並補充

一般見解之不足，及試圖救治「藥→病」實踐過程已見的種種偏蔽。

然而船山則主要著力於批判，不斷披露藥病喻預設論點之謬誤。尤以二元對立觀點

為首，申明其顯非孔子所持。實際上，不論就日常生活言，就教法之圓融言，以及概念

自身之關係言，均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簡陋關係。如不爭，並非就是讓；若情欲為惡

源，並非必斬截而後方可為善。善不自過、惡、罪之斬除來。當然亦非善惡同在亦足以

稱善之意。換言之，在所有的善與所有的惡之間，其實有無限層次與可能性，若略此實

存之可能，欲以語言之謬想化約此無限延展變化的善惡空間，則「非此即彼」與「去彼

取此」便成為不二法門。實際上卻不然。同樣的，人有偏病是實，但是否僅能「逆病用

藥以對治」？船山以孔子實際教法為例，說明即使弟子明顯有偏病，仍是徹上徹下的教

法，非僅一時一地一人之權法，也不是專對住人之偏病立教，確然別有特殊心行與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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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出國乃為收集船山學資料並與大陸學者交流。

2、在武漢時間為 4/15~4/18。15 日晚由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教授及其夫人

賜宴。宿珞珈山莊。

16 日晨與武漢大學哲學系郭齊勇教授晤面。船山學巨擘蕭萐父先生身體不

適，不能親接面談。但贈書數冊。郭先生並論蕭先生開創之功，及幾個船山論題，

如啟蒙者或傳統派之爭議、其辯證法之再探…等。並託其博士生孫奕帶領我去參

訪。

下午至其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參訪。

17 日至圖書館看蕭萐父先生捐贈書。從其書中種種眉批知先生讀書方法之

大略。並在圖書館影印資料。

18 日為移動日。早上自武昌搭火車至長沙。下午一點半抵達。

3、18 日下午在嶽麓書院圖書館(御書樓)查船山學刊資料。晚上與朱漢民院

長及吳仰湘教授會宴。論宋明理學之研究概況及兩岸學制等問題。宿集賢館。

19 日續至御書樓查資料。傍晚參訪愛晚亭、蔡鍔墓等名勝。

20 日參觀湖南省博物館。下午至書肆購書。

21 得朱院長贈湖湘學派相關書籍，搭機返回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