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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提出之目的是考察這位具有「昭和教主」之稱的安岡正篤
，分析他思想中的「日本精神」與「陽明學」之間的關係。本研究
從以下兩大主軸去把握研究的重點：其一是安岡的「日本精神論」
往往放到「東洋學倫理」這個更大格局的範圍內去討論，因此必先
釐清安岡的「東洋學倫理」之內涵與「日本精神」之關係。本研究
發現安岡持有(1)「東洋學追求絕對普遍的理想」；(2)「東洋學必
須是中日連攜論」，但這種連攜合作論是以反共為前提。(3)「東洋
學必須回到質樸的鄉學精神」，因此這是他創立日本農士學校、金
雞學院的目的。其二是分析安岡的「日本精神」與「陽明學」之關
係。本研究發現安岡聚焦以下三特色：（1）日本民族性很適合陽明
學：安岡認為陽明學在中國覆亡而興盛於日本，可見一斑。（2）陽
明學在日本被活學、活用：所以日本江戶史上出現如中江藤樹、熊
澤蕃山、山田方谷、河井繼之助這些陽明學者，將陽明學活學、活
用於他們的政治實用中。（3）陽明學在日本發揮的作用是「維新」
而不是「革命」。
本研究已經寫出草稿，名為〈安岡正篤的日本精神論與陽明學之關
係〉，在近期內做最後完稿的修正，投到優質期刊中，或收入在本
人研究的陽明學系列專書中，呈現研究成果。
中 文 關 鍵 詞 ： 安岡正篤、陽明學、日本精神、東洋學倫理、維新、革命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spirit" and "Yangming Learning" in
Yasuoka Masahiro’s though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major axes: First, Yasuoka 's "Japanese
spiritual theory" is often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rger pattern of "Eastern(Ty，) eth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Yasuoka 's “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ing of ethics and the "Japanese spirit."
This study finds that Yasuoka holds (1) " Ty 's pursuit of
absolute universal ideals"; (2) " Ty studies must be a
Sino-Japanese connection theory", but this theory of joint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anti-communism. (3) " Ty must
return to the pure spirit of rural learning," so this is
the purpose of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Japanese Farmers
School and the Golden Rooster Academy. The second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suoka 's "Japanese
spirit" and "Yangming Learni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Yasuoka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Japanese nationality is very suitable for Yangming
Learning: Yasuoka believes that Yangming's fall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ity in Japan is evident. (2) Yangming
Learning was alive and inhabited in Japan: So in the
history of Edo in Japan, such as Nakae Toju, Kumazawa
Banzan, Yamada Hokoku, and Kawai Tsukunosuke, these
Yangming Learning scholars, will live and use Yangming
Learning’s politics for their Political utility. (3) The
role played by Yangming Learning in Japan is "restoration"

rather than "revolution."
This research has already written a draft enti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Spiritual Theory and Yangming
Learning of Yasuoka Masahiro", which is revised in the near
future, submitted to a high-quality journal, or included in
the Yangming Learning series of books I studied.
英 文 關 鍵 詞 ： Yasuoka Masahiro, Learning, Japanese spiritual, Eastern
ethics, revolution,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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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本計畫提出之目的是考察這位具有「昭和教主」之稱的安岡正篤，分析他思想中的「日本精神」與「陽
明學」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從以下兩大主軸去把握研究的重點：其一是安岡的「日本精神論」往往放
到「東洋學倫理」這個更大格局的範圍內去討論，因此必先釐清安岡的「東洋學倫理」之內涵與「日
本精神」之關係。本研究發現安岡持有(1)「東洋學追求絕對普遍的理想」；(2)「東洋學必須是中日連
攜論」，但這種連攜合作論是以反共為前提。(3)「東洋學必須回到質樸的鄉學精神」，因此這是他創立
日本農士學校、金雞學院的目的。其二是分析安岡的「日本精神」與「陽明學」之關係。本研究發現
安岡聚焦以下三特色：（1）日本民族性很適合陽明學：安岡認為陽明學在中國覆亡而興盛於日本，可
見一斑。
（2）陽明學在日本被活學、活用：所以日本江戶史上出現如中江藤樹、熊澤蕃山、山田方谷、
河井繼之助這些陽明學者，將陽明學活學、活用於他們的政治實用中。（3）陽明學在日本發揮的作用
是「維新」而不是「革命」。
本研究已經寫出草稿，名為〈安岡正篤的日本精神論與陽明學之關係〉，在近期內做最後完稿的
修正，投到優質期刊中，或收入在本人研究的陽明學系列專書中，呈現研究成果。
【關鍵詞】：安岡正篤、陽明學、日本精神、東洋學倫理、維新、革命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spirit" and "Yangming
Learning" in Yasuoka Masahiro’s though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major axes: First,
Yasuoka 's "Japanese spiritual theory" is often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rger pattern of "Eastern(Tōyō，)
eth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Yasuoka 's “Tōy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ing of ethics and the
"Japanese spirit." This study finds that Yasuoka holds (1) " Tōyō 's pursuit of absolute universal ideals"; (2) "
Tōyō studies must be a Sino-Japanese connection theory", but this theory of joint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anti-communism. (3) " Tōyō must return to the pure spirit of rural learning," so this is the purpose of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Japanese Farmers School and the Golden Rooster Academy. The second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suoka 's "Japanese spirit" and "Yangming Learni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Yasuoka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Japanese nationality is very suitable for Yangming Learning:
Yasuoka believes that Yangming's fall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ity in Japan is evident. (2) Yangming Learning
was alive and inhabited in Japan: So in the history of Edo in Japan, such as Nakae Toju, Kumazawa Banzan,
Yamada Hokoku, and Kawai Tsukunosuke, these Yangming Learning scholars, will live and use Yangming
Learning’s politics for their Political utility. (3) The role played by Yangming Learning in Japan is
"restoration" rather than "revolution."
This research has already written a draft enti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Spiritual Theory
and Yangming Learning of Yasuoka Masahiro", which is revised in the near future, submitted to a high-quality
journal, or included in the Yangming Learning series of books I studied.
Keywords: Yasuoka Masahiro,

Learning, Japanese spiritual, Eastern ethics, revolution,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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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研究原計畫以兩年時間釐清這位「昭和教祖」在戰前與戰後的思想轉變。但因僅核定一年，
故集中其著作中佔最多關心的「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以窺其在戰前與戰後
的轉變，由此進行客觀的歷史評價。本研究成果所撰寫的草稿，擬以〈安岡正篤的日本精神論與陽明
學之關係〉一文投稿到優良期刊，事先會發表在國際學術會議，最後會成為本人日本陽明學系列論文
的專書之一。
這次研究成果從以下兩大主軸去把握研究的重點：
1.安岡的「日本精神論」往往放到「東洋學倫理」這個更大格局的範圍內去討論，因此必先釐清安岡
的「東洋學倫理」之內涵與「日本精神」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安岡持有(1).「東洋學追求絕對普遍的理想」
，並以此理想破除「東西對立」或「東西調和」。
(2).「東洋學必須是中日連攜論」，但這種連攜合作論是以反共為前提，更嚴防蘇聯共產黨在亞洲長期
分化中日關係的政策，這種防堵蘇聯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不論戰前及戰後，安岡都始終維持這種態
度。(3).「東洋學必須回到質樸的鄉學精神」，因此這是他創立日本農士學校、金雞學院的目的。安岡
所主張的「鄉學精神」帶有一種信仰的宗教性質，故特著重內面精神的修養，其內涵也涉及到日本固
有精神的維護，以及文明生態的維繫等。安岡在其著作中均表達在上述「東洋學」特質下以把握他所
謂的「日本精神」。
2.、「日本精神」與「陽明學」之關係
1.日本民族性很適合陽明學：安岡認為陽明學在中國覆亡而興盛於日本，可見一斑。
2.陽明學在日本被活學、活用：所以日本江戶史上出現如中江藤樹、熊澤蕃山、山田方谷、河井繼之
助這些陽明學者，將陽明學活學、活用，運用陽明學精神活用於他的政治實用中。
3.陽明學在日本發揮的作用是「維新」而不是「革命」：
安岡反對將陽明學視為反亂之學，陽明學融入了日本精神，所以在日本並沒有「革命」
，只有「維新」。
大鹽中齋之學也不是反亂之學，在日本並沒有出現中國陽明學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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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項研究計畫核心人物安岡正篤因有強烈的「陽明學」與「日本精神」內涵，且在戰前與戰後在
政界、軍界、財界、學界引領風騷，左右時局，是申請人多年有關日本精神或武士道研究中不可或缺
之部分。如所週知，王陽明提出良知學，重視心地工夫的修養精神，而其又有軍事武功的表現，往往
成為尚武之人的典範，日本武士即是其中真能欣賞陽明學的一個階級，乃因陽明心學具有高度的精神
修養內涵，亦有打破階級的平等意識，又因強調「知行合一」之理念，帶有強烈的行動力，故能在幕
末吸引近代日本下級武士，成為締造明治維新的主力；1905 年日俄戰爭以後更透過井上哲次郎、高瀨
武次郎等御用學者的吹捧，驅使陽明學成為「日本陽明學」以切割於「中國陽明學」
，安岡高中時期接
觸家鄉陽明學者岡村達（仲章，1827-1919），受到啟蒙，也正值井上等人吹捧陽明學風潮之時，進入
東京帝大以後，更以《王陽明研究》（1922 年）作為畢業論文，此後熱衷且推廣陽明學不遺餘力，堪
稱繼續井上、高瀨這一代人而將陽明學研究與推廣持續到戰後的指標性人物。但是，安岡與井上及高
瀨轉化陽明學為「日本陽明學」的性質有其「同調」，更有其「異趣」，所同者都有國家主義右派的傾
向，異者則是安岡頗認真面對「東洋精神」的普遍性，並沒有明顯要切割「中國陽明學」與「日本陽
明學」
。透過此次對安岡的陽明學與日本精神關係的考察研究，對安岡的陽明學型態有基本的瞭解，在
完成此次研究成果後，將與先前處理過有關日本陽明學系列研究作品，集結成一本專書《陽明學在日
本的脈絡性轉換》（暫訂）出版。

三、文獻探討

1.安岡其人其事其學大要
安岡正篤被稱為「昭和史的影武者」並非沒有道理。首先，安岡不是純學者，除了東京帝大畢業
後在文部省有短暫任職一個月以外，他沒有在學術機構位任職過。安岡也沒有一官半職，所以他也不
是政治人物，但歷代總理遇到困難國政問題都要諮詢他；安岡也不是軍人，但軍人拜讀他的陽明學作
品甚於讀純學者的陽明學作品；安岡更也不是如澀澤榮一（1840-1931）棄武從商成為一代財閥，但戰
後松下幸之助（1894-1989）的松下政經塾要禮聘他為諮詢顧問與講座，各界財經界的領導人物都要聽
他的演講、上他的課，從中汲取創業與創新靈感的經營之道。如果比擬當年遊走於台灣與大陸的兩岸
人物南懷瑾（1918-2012）這號得到學、軍、政、財界追隨的傳奇人物，正是同性質的人物。安岡自 1983
年去世距今超過 34 年，仍不斷繼續發揮其影響力。不過，歷來理解安岡者，多不注意戰前思想，從而
也就對其與戰後思想的轉變無從判斷起，因此容易造成評價上的漏洞與偏斷。安岡這位看起來非學者、
非政治者、非軍事者、也非商業者，卻在政界、軍界、學界、商界影響力頗深的人物，在日本被捧為
「昭和教祖」
，但對中國而言，安岡名列戰犯的右派，但學界對這位重要人物似乎瞭解也不夠，大家只
知他是陽明學者，但他是如井上哲次郎等的右派陽明學者，或是傾向大鹽中齋之流的左派陽明學者，
還是激進如吉田松陰的陽明學者。值得我們從其著作中配合著歷史脈絡，釐清他的陽明學性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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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安岡正篤學問龐雜，雖被定位為陽明學，但終究陽明學不能範圍之，他在古典漢學世界
裡優游涵泳，信手皆是古典漢學與日本神學。毫無疑問，安岡是通儒者，但他也是通道者，道家作品
不少，諸如《老子與達摩》
，讀來膾炙人口，故稱他是通儒又通道者亦可。如果稱安岡是「史傳者」也
不為過，他寫了數十本膾炙人口的人物傳記，用他獨特的慧眼，藉著歷史人物以褒貶國家與世界的時
勢。同時他也可稱之為「提倡日本精神者」
，只是他不是極端國體論者，尚保留諸多理性，當然也分戰
前與戰後的態度。安岡更是「時局的批判者」
，尤其對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批判最力，常藉著歷史人物
與思想針砭時局。當然，他更是徹底的反共者，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如一，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好感。
同時，他也是「鄉學的提倡者」
，不論從戰前的「金雞學院」
，到戰後成立的「鄉學研修所」
，安岡注意
到農村與都市之間失去的平衡關係，將會造成人類文明的毀滅，企圖為日漸都市化、物質化而喪失精
神生活的現代人類，鼓吹回到鄉村，在鄉村育才，為鄉村保留一股精神元氣，以調節都市的無精神、
無宗教的迷失問題。另外，他也是「東洋學倫理」的提倡者，這點常為研究者忽略，也許是戰後日本
學者對「東洋」一詞的忌諱，但不能無視於他戰前與戰後諸多談論的「東洋學」著作。本文重點企圖
從他主要的陽明學精神與他所提倡的東洋學的倫理，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同時論及作為「整體的東
洋學」而言，安岡如何安頓作為「部分的日本精神」呢？這之間似乎有些詭辯之處，本文即處理安岡
這樣複雜的倫理課題。

2.安岡的東洋學三面向
安岡提倡東洋學這個面向，常為學界所忽略。根據因安岡個人魅力而成立的「師友會」所言，彙
整安岡教學的四部重要書：
《東洋倫理概論》、
《東洋政治哲學》、
《日本精神の研究》、
《日本精神通義》。
我們檢視安岡這四本書，可以釐清安岡的「東洋倫理」與「日本精神」之間的連結性關係。以下初步
彙整安岡東洋學三個重要面向，有助於我們往下討論與其「日本精神」的關係：
(1)東洋學追求的是以人作為第一義，打破相對的而要求絕對普遍的理想
安岡在《東洋的志學》一書中，安岡開宗明義地以〈東洋文化に對する自覺〉揭示他是「以創造
白熱光輝的全人格而努力，實現絕對的風光—人格的自由莊嚴」此一目標，闡述他自己對東西洋的學
問態度：1
為希求這個目的，徹底地以人作為第一義，打破相對的而要求絕對普遍的理想，但要如何不停
留於只是空想而真正體現它呢？那就一定要選擇一條道而使之通達，沿著透過特殊之相而可以
參入永遠之相。既求斯多葛派的 Apathy（註：此學派的理想，意味不動心，排脫一切煩惱）
，也
求伊壁鳩魯派的 Ataraxy（註：心不亂之意，湛然虛靜的狀態）。亦如儒者學習靜坐，沙門修習
禪定，劍與禪等，皆透過特殊而渾然（求）道在其中。即我向來徹曉以通過自主而幽潛而來的
東洋思想為第一義，以體得所謂的世界精神為志向，臻至最深意義的人間信仰
（Menschen-glaube）。
依上述所引，安岡雖不排斥西洋思想，也不滿自己被歸為東西調和論者，但因自己是東方人，故從自
己在東洋學問的養成過程中，須以東洋思想為第一義，由這條「殊相」之路，進而追求「永遠之相」，
這個永遠之相就是「以人作為第一義，打破相對的而要求絕對普遍的理想。」
安岡既然以追求「以人作為第一義，打破相對的而要求絕對普遍的理想」的東洋學作為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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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東洋的志學》（東京：黎明書房，1961），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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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與西方基督教「以神作為第一義」相對照之意。由此安岡進一步用東方陰陽原理的概念，將西洋
世界視為「陽原理」的運作文化，東洋世界則視為「陰原理」的運作文化。他說：2
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在 orientalism 與 occidentalism 之間對比討論的時候，一言以蔽之，
以宇宙人生的成立活動的緣由來觀察，西洋主義方面所對應的原理即是代表「陽原理」
，東洋主
義方面則是具有「陰原理」的本領。陽原理的運作方式，簡單來說即是分流而向外延伸來運行。
陰原理則是向內集結儲備，表現出統一含蓄的運行方式。於是西洋民族性以此延伸，遵從分化
發展而行的陽性特徵，無論如何都是屬於個人主義的自我。東洋民族性的方面則是連結而含蓄
的，遵循陰原理的特徵而被稱之為無我、或是大我。
又說：3
這是再度基於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上而成的好對照，西洋文化由以上的諸多案例來觀察後，
已經非常明顯的展現出這是極端的「陽性」文化。與此相較，東洋文化在本質上可說是由非常的
「陰」原理所形成的文化。而西洋文化則顯而易見的承攬著外向性，也就是具有「物質性」的、
「理知性」的，以「才能」為主的，存在「功利」的。真要說是哪一種的話，就是作為「男性化」
的。若以艱澀的言語來表示，就是「乾德文明」。以此為對照，東洋文化的內部深處是帶有精神
上的特徵，比起「理知性」更為「情意性」
，比起「功利性」更有「趣味性」
，比起「才能」更加
重視「德行操守」
，比起「男性化」更加的「女性化」
。相對於「乾德文明」的說法，則是「坤德
文明」。這就是觀察了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各種面向的比較之後所能明瞭的。總而言之，西洋
的文化是由一個事物自我分化為無限，採取形態之後經由自我發現而運作。東洋文化乃是統一複
雜的差異性，盡可能的保持著含蓄的傾向。
顯然，安岡以二分法來區隔東西洋文化，採取「物質性」/「精神性」、「理知性」/「情意性」、「重視
才能」/「重視德行」、
「追求功利性」/「追求趣味性」、「男性化」/「女性化」、「乾德文明」/「坤德
文明」
、
「向外延伸 vs.向內集結」
、
「個人主義自我 vs.連結而含蓄的無我或大我」等二分思維。姑且不
論安岡這樣的二分法有諸多問題，但類似安岡這種東西洋文化的兩分思維，在當時學者應該是常態。
不過，安岡在明確看到雙方文化不同之餘，並非如國粹學派一樣以東洋文化文為尊為優，而是站在一
種如上所舉「陰陽」概念一樣，必須陰陽調和、剛柔並濟，陰陽也必打破彼此相對，才能進入太極之
境。
陰陽兩原理固然在理想上應該調和，但東洋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守不住自己的陰原理之文化精
神，所以無法抗衡陽原理的西洋文化，失去的平衡的作用。安岡有感而發的總結過去歷史經驗：4
令人遺憾的是，自德川以來被儒學、和學(國學)共同持續排斥的佛教與之相應的是僧侶的墮落，
導致明治初年流行廢佛毀寺，儒教亦受此影響，神道儒教之爭讓雙方醜態畢露，正當西方諸國
文化新傳入之時，儒者與國學者、神道家本應再次振興學風與之抗衡，沒想到卻是以冥頑的思

2

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大阪：關西師友協會，1999），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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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大阪：關西師友協會，1999）
，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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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大阪：關西師友協會，1999）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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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驅使鎖國攘夷，以至於被新時代拋下而去。
由此可知，安岡並非鎖國主義者，也非對抗西方主義者，而是站在反省自身東洋文化的不足及墮落，
批判過去從德川到明治時代時代儒、釋、神道教彼此互相相爭而不和諧的歷史。由此可知，安岡對儒、
釋、神道教三教的態度，主張應該互相融合，找到共同的普遍理想，這個共通的普遍理想也應是他所
主張的「以人為作為第一義」並打破相對而朝絕對的普遍理想而邁進。因此，在這裡我們亦可略窺，
安岡絕非神道主義者，因為這個神性太強，違背「以人作為第一義」
，當然安岡也絕非佛教信仰者，因
佛教追求超脫的彼岸世界，也與「以人作為第一義」之原則相違背，因此儒教的人倫主義應該是最符
合安岡所提倡的「以人作為第一義」之理念，並可作為嫁接西洋文化的精神。
總之，安岡這種陰陽調和並非無主體性的東西調和論，畢竟作為東洋人出身者，應從自己主體本
身出發，但這個主體也是依據這種「以人作為第一義」的普遍精神，絕非極端民族主義者過度膨脹自
己主體的立場。因此，安岡在〈日本の過去と將來〉批評大正以來的日本，魅於惡魔而失去本性，恣
意地驕慢與虛偽、昂奮與詭爭、煽動與阿諛的政治，毒害了國家。結果流行頑迷的民族主義、低劣的
民眾主義、貪婪的資本主義、非人道的惡魔共產主義，共同扭曲了人間基本正確的個人自由主義和國
家社會的統制。5 當然，安岡將東洋文化作為「陰原理」的運作模式文化，只是自圓其說的理路，日本
畢竟是太陽神信仰而非月神信仰，還有武士道文化本身的陽剛性格，都讓人可以輕易質疑安岡的論點。
(2)東洋學必須是中日連攜論
東洋學既然作為「陰原理」模式的運作文化，但在前近代與近代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彼此互相闘
爭，失去了他所應該發揮的作用，當然也無法與作為「陽原理」的西洋文化產生平衡的作用。因此，
當務之急應先振興自己東洋文化，特別是代表東洋文化的中日兩民族必須團結合作，安岡此一論點可
見之於安岡所著《日本の傳統精神》一書中。安岡在論及中日關係處境時，提到蘇聯共產黨一貫在亞
洲的長期政策是分化中日關係，如同分化德、英關係時，而肯定了曾擔任希特勒的副手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ß，1894-1987）
，並敘述自己當年訪歐時，曾親自與之會談，而有如下肯定赫斯的言論：
6

此人與其說是德國人，不如說是像日本一樣有「東洋風格」的持主。如所週知，他深憂以後德
國的命運，致力於德、英的和平工作時，乘坐飛機離開德國，在英國墜毀而逃出的悲劇性人物。
安岡高度評價赫斯這位當年納粹的紅人，稱美他為「深謀遠慮的沈默寡言、無私無欲之人。」以下記
錄了赫斯與安岡的談話：7
我見到你想先問，為何日本要長期與鄰近的支那吵架紛爭？在歐洲我們若與英國一直死鬪的
話，兩國不只互相滅亡，歐洲也會一起毀滅。我相信在亞細亞的日本和支那，如同歐洲的德國
和英國一樣，兩國若徹底紛爭，兩國便一起破滅，亞洲也一起破滅。為何要繼續做這種愚蠢的
事呢？」
安岡表示他當下被赫斯這段具有見識的話語，充滿著「由衷的感動」
。從安岡上述肯定赫斯的言論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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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日本の過去と將來〉，收入氏著：《この国を思う》
（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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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
〈日本內外の情勢と現代の立正安國〉，收入《日本の傳統精神》
（東京：PHP 研究所，2003），頁 151-152。根
據此書最後的編錄說明，提到此書是根據安岡在 1965 年 11 月在「關西師友協會‧全國師友協會刊行的《活學》
，再由 1972
年 1 月由關西師友協會刊行的《活學》第二編中，收入九篇的講話錄。」由此可知，此文的演講詞是在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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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日本內外の情勢と現代の立正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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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的目的在表明反共、反蘇聯的立場，他的「中日聯合論」之前提，是要以反共產黨的左翼為前提，
而且也確定蘇聯共產黨是阻礙中日聯合的最大阻力。不難想見，安岡從戰前就徹底對共產左翼的憂心
態度，也因其反共態度，所以才能得到蔣介石為其說情而免列為戰犯。

(3)東洋學必須回到質樸的鄉學精神
安岡在戰前即創立了金雞學院及日本農士學校。1922 年成立金雞學院，係由當時年輕的酒井忠正
（1893-1971）伯爵鼓勵，安岡在與酒井伯爵的名園金雞學院，開始東洋思想的研究講論。酒井忠正是
舊藩姬路城主，貴族院議員、副議長，是安岡最大的理解者、支援者。昭和二年（1927 年）
，金雞會館
設立，在伯爵金雞園內正式成立金雞學院，安岡擔任學監的重要學務工作。至於「日本農士學校」則
是在 1930 年成立，吉田茂也是該學院的支持者，在這年的 11 月進行組織改造，將「東洋思想研究所」、
「金雞學寮」、金雞會館、菅谷日本農士學校，綜稱「金雞學院」，成為財團法人。1932 年日本農士學
校開始第一期招生，也是在這一年安岡與酒井忠正、近衛文磨、後藤文夫等共組「國維會」
，根據日本
精神主導國政改革，諸多會員擔任齋藤實內閣、岡田啟介內閣的重要閣員，近衛文磨更是後來的內閣
總理。兩年後（1934 年）國維會因爭議性太大，宣告解散。安岡繼續以非政府重要指導者角色，繼續
經營其金雞學院與日本農士學校。戰後這兩個單位被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解散。不
過，戰後即變更「財団法人日本農学校」
、
「埼玉県立興農研修所」等，繼承「日本農士学校」的傳統，
一直到 1963 年為止。1970 年另創「財団法人郷学研修所」持續安岡的鄉學理念，直至安岡 1983 去世
為止，仍然相當活躍。
安岡所主張的「鄉學精神」帶有一種信仰的宗教性質，故特著重內面精神的修養，其內涵也涉及
到日本固有精神的維護，以及文明生態的維繫等。安岡在其著作中均表達在上節所討論的「東洋學」
特質下，必須把握他所謂的「日本精神」。
根據《明治維新の人間群相》一書最後幾篇有〈明治維新一百年紀念を迎える意義〉，安岡自述何
以提倡「鄉學」的初衷：8
我始終說的「鄉學」是有其必要，要懷抱著研究各鄉里各鄉土的偉大先賢，並表彰之，這是我
等所應做的本分，進行所謂「一燈照隅行」
，是最正確且是誰都可行之路，也是我信仰之大道。。
以上的鄉學理念，看得出安岡非常重視鄉里先賢，因為這是人才孕育的根基，也是維持良善風俗的根
本。安岡當是有感於戰後日本精神愈來愈亡失，教育淪為物質化、商業化、西方化，故乃從民風尚維
持純樸的鄉村開始培育人才，故而成立「鄉學研修所」。
安岡提倡「鄉學」，特注意到以下農村生活的人間的自然性三項：9
1.肉體的：生產力豐富，一日不勤，一日不食
2.心理的：農村人的心理是自然人的心理，正直、感情天真流露。
3.心靈的：易於感動、感激之魂，感恩的信仰心。
但隨著都市化的結果，農村日益凋弊，安岡痛斥都市的危險，如長了很大的化膿。他並預言失去農村
的新陳代謝，都市也會急速滅亡，並將農村文化拉抬到文明與文化存亡的關鍵，主張農村是正確的國
家生活所有意義的根底，也是文明文化的根底。10 安岡難以想像農村荒廢的恐怖，並舉出英國與法國
的衰敗，皆因農村的衰廢，從而並舉出一些西方有識者的預言：11
1. 文明將自然當成「粗末」，企圖征服自然，結果反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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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明治維新の人間群相》，頁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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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近代文明と都市農村—文明の亡ぶ救うもの〉
，收入氏著：《この国を思う》（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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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岡正篤：
〈近代文明と都市農村—文明の亡ぶ救うもの〉，收入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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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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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令人擔憂的是近代文明最大的特徵是都市發達所伴隨而來的農村荒廢。
3. 人口的減少與人類的退化（英法因此而衰）
4. 擔心有色人種自然發展，白色人種衰退。
最後安岡提出他的觀察：白人想征服自然卻終歸失敗，為自然所反噬，關鍵在於農村的日益消失，白
人建立大都市想獲得人類幸福，結果農村衰廢了，都市也將會逐漸沒落。白人想維持白人的優越，卻
終會漸被有色人種超越。安岡並在一場題為〈祖国と青年〉的演講中，針對農村文化文明更有全面的
剖析：12
農村文化具有什麼樣的內容呢？首先，無庸置疑的是農業，其次是健全的家庭，接著是有著醇
美風俗的鄉村，傳授正確學問的鄉校、鄉塾，以及有正確信仰、正信對象的神社佛寺等事物。再
接著是健全的娛樂，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事物則是正武(原文如此)，總而言之就是國民的健全生
活力。這樣的事物永遠都可以成為民族生活、國家生活的根基，成為其精力，救濟人類發展階段
中必然出現的都市文明的危險性，此為農村的使命，特別是青年不可不擁有的自覺。根據對此文
明的認識，青年關心祖國的精神傳統則不得不好好地學習。
在這裡安岡揭示農村所蘊含的精神文明之使命與意義，從農業、家庭、醇美風俗，到鄉校學習、神佛
的信仰，到健全的娛樂，還有一項必須的「正武」活動，這些統括起來就是一幅「國民的健全生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
「正武」應該是一項磨練武道的活動，農村也不可或缺這項武道的學習，這可算是日
本國的特色，劍道如今成為不分都市與鄉村的日本全國學校的學習重要體技活動，可見一斑。如安岡
本人 13 歲即是中學時代劍道部的主將，這種透過武道的學習來磨練與端正自己的心志，就是安岡這裡
所說的「正武」
。安岡要青年正視農村存在的文明重大意義，也攸關民族生活、國家生活的根基以及祖
國精神傳統的維繫，由此呼籲青年要自覺這種「農村的使命」，意識到都市文明的危險性。13
由以上安岡對農村文明的論述，可窺安岡成立「日本農士學校」為何不稱「日本農學校」
，而是「農
士」
，是要在鄉村孕育具有純粹「士道」精神的人才，因此農士學校課程必須教導江戶初期山鹿素行的
「士道」為高遠理想之指導方針。有關山鹿素行的「士道」
，其實就是講述身為武士的基本人格精神，
出自山鹿素行被流放播磨赤穂藩期間所作的《聖教要録》，這是一部質疑朱子學的作品，也是素行從
朱子學轉到日本主體精神的一本著作，內容以君道、臣道、父子道、三倫談、士道、士談、聖學等主
題所構成，共有 45 卷，「士道」論向來成為歷來武士必讀的經典，更在明治維新以後，透過學者的吹
捧，素行的士道論也成為軍中必讀的讀本。安岡在農士學校，不論在戰前或戰後，都推廣這個「士道」，
無非想保住過去日本精神傳統的「士道」精神。

3.從東洋學到日本精神之間
要理解安岡的日本精神論，最可從戰前在 1936 年出版的《日本精神通義》一書窺出精髓。安岡並
非反對西方精神，而是反對東方人毫無批判地移植西方價值理念，結果邯鄲學步，又失其故。為了挽
回這些被扭曲的，有必要召回「日本精神」
，安岡亦將日本精神放在東洋民族的脈絡話語中進行論述。
14
如以下安岡所說：

12

安岡正篤：〈祖国と青年〉，收入氏著：《この国を思う》
（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
，頁 110-111。

13

有關日本農士學校的經營理念與具體課程的實施，可參佐藤幸也的博士論文之研究：
《変動期東北農村におけるリーダー

の農本主義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の受容とその展開 : 菅原兵治の農民育成及び農村経営論受容のあり方を通して》
（東北大
學大學院情報科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98）
。
14

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東京：日本青年館，1936 年）
，後來大阪關西師友協會在 1999 再版出版，頁 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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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雖然提到，東洋民族性與西洋民族性相較的話是「無我」的，但不及日本民族的「無我」
程度。如果依照西洋民族來看的話，比起思考如何活著，不如說東洋民族是思考著如何死亡。
其中，將「如何死亡」作為現實生活中原理的話，沒有比日本民族更為純粹的。在某種意義上，
最能靈活展現日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 (雖然也有諸多學者論辯武士道與日本精神的關係) 的所
有文獻(說是文獻，但考量起來多為記錄性質的東西，這樣一來在「文」的方面「獻」等同於「賢」
，
即是稱為「人物」。)那麼能夠無誤地理解正確的文獻這件事情，常常是基於「如何死亡」這樣
的覺悟之上的。所以不論是觀賞文學、鑑賞藝術、看待宗教、觀察政治，以日本為始皆是建立
在「如何死亡」這樣的事物之上。被日本精神所攝取的事物中有來自於儒教、佛教，其中最有
用處的事物是最會被吸收而存在的。但「如何死亡」不僅不是消極的一心求死。不得不說這是
在追尋偉大地感激的對象，那就是朝向「無我」而行，唯有「忘己」或是「捨己」能獲得成為
偉大而值得被感激對象的生活。
我們歡喜、勇敢、虛己、忘己，沉浸其中而行，於此獲得感激的對象在大和言語中稱之為「產
靈」
。為了能夠掌握最為鮮活的日本精神、把握日本精神的精髓，如何維持「產靈」是根本的重
要問題。
安岡在論述日本精神的過程中，常夾雜著「東洋民族性」一起論述，似有以日本精神當成是「東洋民
族性」的代表者，如上述提及東洋民族性中的「無我」與「如何死亡」覺悟精神中，日本民族堪稱是
發展最為純粹。安岡同時也將「如何死亡」的覺悟精神，充滿在日本各種文學、藝術，以及宗教與政
治領域當中，也就是全國上下都蘊含著這種死亡哲學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安岡將這種死亡哲學解讀
為「追尋偉大地感激對象」
，所以並非消極的一心求死，而是因「忘己」
、
「捨己」而發揮出偉大能量的
積極精神，從而自己也成為偉大被感激的對象。換言之，安岡這種論述，有種藉著「死亡」的覺悟與
行動，在「忘己」與「捨己」的同時，超越自己肉體生命，與永恆的神靈結合，成為這個神靈的一部
份，安岡說這在大和日本稱之為「產靈」
（むすひ）。
《日本書記》神話書中的「產靈」神，指的是在開
天闢地中，接著高天原中主神天御中主尊，而形成的兩個主神高皇產靈尊（たかみむすひ の みこと）
和神皇產靈尊（かむみむすひ の みこと），這兩個神各自是「獨神」，均具有生產、生成的意思。質
言之，安岡這裡說「產靈」是日本精神的精髓，產靈神也是日本的創生神，死亡也是意味著回歸產靈
神而與之同在。毫無疑問，安岡將這種帶有日本神道的死亡覺悟精神，說成是東洋民族性之最純粹者，
在日本本身看來順理成章，但在亞洲其他民族沒有這種神話信仰，如何能夠另其他亞洲民族信服？，
如何就能代表東洋文化？
由上述之例便可窺知安岡的東洋學必以日本為尊、為導、為勝，而日本最尊貴的當屬天皇，上述
的「捨己」、「忘己」的對象也是針對天皇而說，因為日本天皇是「產靈神」之後代，天皇自然是全日
本必然感激的最高對象，如以下之論：15
東洋、特別是為了瞭解日本，這個「混沌」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最為第一偉大而尊貴的渾混即
為皇室、天皇，神聖的我國的一切事物皆由此展現。對此，日本人皆是服從奉獻，為能夠「侍
於天皇之側，而無掛懷己身」而感激。雖有「不論是非」、「無關是非」的言語存在，必然伴隨
著「祭奉之心」的心理。若說西洋的話，再怎麼樣都會有「是是非非」
。中國也有「沒法子」─
15

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東京：日本青年館，1936 年）
，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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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總有沒辦法的時候，是顯而易見的消極。日本則是非常積極地超越利害、道理來達到自身
的意義。當然同樣地即使無關是非，在人物應和上也是有深與淺，但總而言之，全體日本民族
一旦決定自己的感激的對象如親人、丈夫、雇主，更不用說支持天皇陛下，幾乎是無關是非的。
直到決定之前是窮盡一切方法，一旦決定之後則有無關是非的覺悟。
如前所述，安岡在論述日本精神，總喜歡連著「東洋」講，接著就說「東洋中日本是最 XX」，顯然這
是一種「日本是東洋的盟主論」之思維，這種思維也就反映了「日本就是東洋」
、
「東洋就是日本」
。所
以，上述引文一開始就說：
「東洋、特別是為了瞭解日本，這個『混沌』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最為第一
偉大而尊貴的渾混即為皇室、天皇。」繼而論述日本之所以具有如此服從奉獻的精神，都是為了天皇
可以忘卻己身。在上述的引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安岡提到為了天皇可以「不論是非」、「無關是非」
之論述，用這個來對照西洋文化的「是是非非」
，中國文化也有「沒法子」而去爭是非的問題（如爭是
非的極致便是「革命論」）
。關於這點比較，切勿匆匆看過。
「是是非非」是攸關所謂善惡精神，儒家文
化相當重視懲善罰惡的善惡觀，又有源遠流長的孟子「性善論」
，基督教文化亦有背叛上帝而生的罪與
罰之是非判斷，但日本神話中「不論是非」或「無關是非」
，一切可以因為「天皇之大事」而超越是是
非非，安岡稱這種超越為「無關是非的覺悟」。
安岡這個「無關是非的覺悟」，當然有雙面刃性質，「無關是非」固然可以在更高的存在或目標，
超越本身的利害關係，達到自身的超越境界，如用「死亡覺悟」
，為天皇而死，以進入到「天皇」或「產
靈」神的神域。但另一方面，
「無關是非」也容易造成「以惡為善」而自認自己是神聖的或符合神意，
所以讓「死亡覺悟」或是「為天皇而死」有成為軍國主義操弄的國家意識形態之可能。
但是安岡在論述東洋學和日本精神時，與一般國粹者一味地排斥西洋學不同的是，安岡反對東西
洋學之間是黑白相反而極端對立，也討厭隨意向他國誇耀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如以下的論述：16
反省觀察當今的歐化思想的話，漢學者、國學者等等的罪過可說重大。他們的行為其實是淺薄
的，雖然在思想、學問上互相爭論正確性是好的，但在情感上的嫉妒排擠，特別是對於異民族
的行為極為無反省、驕慢，那樣的害處其實是可預測的。現今唯一需要擔憂在意的事情是毫無
思想的人們，隨意地向他國誇耀、展示日本主義、王道、皇道，這樣絕不是日本精神、皇道澤
被世界的理由。首先舉例來說，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對於日本國民性來說並不怎麼適合。比起
這個，埋頭苦幹的士人，謙虛、擔當著求道作風才是日本人的追求。而這其實也是人類的追求。
特別是在朝鮮滿州等極東範圍，才會有這樣共通的思考和心態。沒有能像日本民族那樣偉大行
動的族群，沒有像日本精神那樣尊貴的事物。輕率隨便地展示日本精神論、日本主義，傲然地
對待他們。稱之為日本精神的事物是否真的就是如此？日本精神是無我的，不得不謙虛的。應
當尊重日本精神，但卻暴露出最不是日本精神（的東西）
，這真的是國家的累贅。宣揚真正的日
本精神、讓真正的日本皇道澤被於東洋民族之上，於此日本將成為盟主而建設大亞細亞。日本
不能輕率地展現日本精神─皇道，這樣才能體現品格高尚人格的文化，這樣才是我等不斷追求
的事物。這些就是我與十年如一日所主張推行的日本精神，實際上感到慚愧且憂慮的地方。
以上安岡之論，整理如下三個重點：
（1） 反對東西洋文化思想的對立：
故安岡批判那些只在情感上嫉妒排擠異民族行為的國學者、漢學者。這些站在東洋至上論、日
本至上論，用情感對立的方式排斥西洋文化，這樣對彼此理解根本於事無補，反而可能更糟。
16

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東京：日本青年館，1936 年）
，頁 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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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輕率地、隨意地向他國人誇示日本精神或皇國精神：
這點與前一點也息息相關，安岡認為這種「隨意地向他國誇耀、展示日本主義、王道、皇道，
這樣絕不是日本精神、皇道澤被世界的理由。」當時日本已經佔領滿州，並成立偽滿州國，先
前 1910 年更併吞了朝鮮，也許安岡看到了當局在朝鮮與滿州國佔領地上強推皇道、日本精神，
傲慢地對待殖民地人民，結果反而造成殖民地人民的反感。安岡認為要讓他國人自然地認識到
並且尊敬日本精神、皇道精神，應該要像「埋頭苦幹的士人，謙虛、擔當著求道作風」
，言下之
意，應該先默默做出他國人可以由衷佩服的事來，自然他國人也能體會到日本或皇道的尊貴精
神，而不是用強制推廣的方式，否則適得其反，暴露出「最不是日本精神」的東西。
（3） 日本是東洋盟主，有建設大亞細亞的使命，故必須宣揚真正的日本精神在東洋民族之上：
日本要成東洋盟主，必須要宣揚的是「真正的日本精神」
，而不是那些國粹學者、極端漢學者以
傲慢、排他的方式去宣揚「不是真正的日本精神」
，因為這樣反而違背日本精神中「無我的」
、
「謙
虛的」精神。如實言之，安岡這種批判那些「不是真正的日本精神」者的思維，充其量只是批
判他們宣揚的「方法」不對，至於安岡的「本質」與他們基本上都是一樣，因為安岡一樣要宣
揚「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
，也一樣主張日本是東洋盟主，我們只要對安岡問一個根本問題：
為何建設大亞細亞，東亞國家一定就要以日本為盟主、為中心？為何日本精神、皇道精神就是
亞洲國家中最優、最勝的？
由以上可窺，安岡一方面凸顯整體的「東洋學」
，但在論述上都仍以「日本精神」為東洋學最優、
最勝的代表者。但安岡在論述西洋學時，最不滿的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因資本主義造成人類的貪
婪與貧富不均，共產主義講究階級鬥爭。但安岡基本上是不反對西方的平等主義與民主主義，他批判
的是民主主義傳到東方土壤後，變質成為「惡平等主義」
，即連自由主義傳至日本也被扭曲為遠離一切
17
束縛的自由放任，輕蔑及否定傳統道德。

4.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間
安岡一生推動陽明學不遺餘力，東京帝大時期所寫的畢業論文就是《王陽明研究》
。安岡年輕時代
嘗追隨幕末維新初期的陽明學者春日潛庵，在年少二十歲時讀《王陽明文錄》而傾倒陽明學，嘗從《王
陽明文錄》中選錄十篇影響他很深的作品，安岡在此書的〈跋〉文中說：18
皆二十年來養吾之魂魄之難得文章，〈與王純甫書〉二十歲讀之，使入丹田（，〈聶文蔚書〉澈
入肺腸，〈拔本塞源論〉乃真匡救時弊千古之卓論，〈賓陽堂之記〉、〈諭泰和楊茂文〉、〈優獎致
仕縣丞之龍韜牌〉總令人不禁感動，
〈諭俗四條〉
、
〈告諭十家牌法父老弟子〉二篇明示民政之根
本，
〈與楊仕德薛尚謙二生書〉之短文中，昌先生之人物，最後一文〈書石川之卷〉顯世之學者
之照妖鏡。
安岡說以上十篇是他二十年來「養吾之魂魄」的難得文章，時刻伴隨他左右，隨時惕勵自己，顯見安
岡將陽明學當成鍛鍊自己心魂的重要導師。我們再由安岡在東京帝大時期所寫的畢業論文《王陽明研
究》來看，安岡相當深味陽明人性與自我修養的良知學，所有外境的變化乃至自己的意念活動都離不
開內在良知，故在戰後民族、國家變革之際，安岡又活用了陽明學與儒教的學問，企圖在戰後日本中
17
18

參安岡正篤：
《この国を思う》
（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
，頁 14-21。
安岡正篤編：
《王陽明文錄》
（金雞學院，193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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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失落的「日本精神」
。換言之，終其一生，安岡雖到處講東洋精神、儒教道德，戰前的安岡提倡的
「日本精神」不免被「國家主義」所框限，呼籲「東洋學」下的「日本主義」
；戰後的安岡提倡的「日
本精神」
，則將面向回歸到精神本質原理，陽明學在其推動日本精神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下提煉
幾點以凸顯安岡的陽明學特色。
（1）陽明學具有東洋學問中的「務本立大」精神
如前節所述，安岡論日本精神要放到東洋學的視野來透視，以凸顯日本精神足堪成為東洋學的領
頭羊。安岡熱衷陽明學，往往被歸類為陽明學者，其論陽明學精神亦不忘拉到東洋學學問的本質來看
陽明學。根據安岡的說法，東洋學問有「務本立大」之特徵，而陽明學正有這樣的精神，他說：19
那麼東洋之學問亦如前言所述，不厭其煩地談到回復到創造的根本。在《論語》中謂之「君子
務本」，在《孟子》中也稱作「先立乎其大者」，那裡存在著陽明學的精神。陽明學的原理，一
言以蔽之即為「務本立大」
。被稱為「禪」這樣東洋獨有之宗教的開山祖師達摩大師，參見其教
誨則能發現存在相同的事物。達摩在中國所處的時代，如同現今的日本是閉鎖而沒有理想的時
代，處於文化生活的糜爛腐敗在時代中顯現出上梁不正的現象。當時的宗教幾乎都沒有繁瑣的
翻譯，是以自己的方便追求現實的利益的宗教，在哪裡都看不到要創造真正的人間、安身立命、
創立社會淳美風俗的真正的佛教精神。
根據上述，顯然陽明學被當作具有東洋學問的本質，那就是「務本立大」
，在安岡看來陽明學正與
禪學精神相通，而禪學從達摩以來就是為了在糜爛腐敗的時代裡，給予人安身立命、創造真正的人間。
如所周知，禪學講究心學，陽明提倡良知學，也是心學，心是具有創造性的動能，雖然陽明心學與禪
學或佛教的心學有其本質上的不同，因陽明心學還是「有自性的主體」
，禪的心學則是「無自性的主體」
，
但在安岡就「務本立大」而言，兩者均求之於「心」是一樣的。因此，
「務本立大」就是「回復創造性
的本心」，這既是佛學與陽明學精神共通之處，也是東洋學問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為何講東洋學、陽明學要拉到「真正的佛教精神呢？」為何不是儒教呢？儒教與
佛教哪一個比較能代表「東洋性」甚至「亞洲性」呢？答案當然是佛教精神，因至少東亞國家從印度、
島嶼東南亞、西藏、中國、韓國及日本，過去皆是佛教化的國家。陽明心學與禪學有其近親性，故當
然可以搭上東洋學的列車，包攝在安岡這裡東洋學的「務本立大」之學問本質中。
（2）肯定陽明學在日本活用，反駁陽明學是反亂之學
陽明學在清代初期被視為亡國禍首，有清一代更用朱子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故陽明學在清代幾
乎被壓抑而無法發展。傳到朝鮮與日本的命運亦大為不同，朝鮮的陽明學是籠罩在巨大朱子學的存在，
幾乎無發展的空間，但在日本竟開出一個陽明學派，並在明治維新之際，得到許多下級武士的認可與
學習，儼然成為明治維新的精神動力之一。學者岡田武彥的《王陽明紀行》之話語說：
「在中國清朝初
期，有著『明覆滅之罪在於陽明』」這樣對於陽明學的嚴厲批判，因此清朝三百年間陽明學是衰退的。……
而日本的民族性非常適合陽明學，是以陽明學興盛，現今也是崇拜著陽明學，以此活用於現實社會中
的人非常多」
。20 在安岡正篤眼中的陽明學，將江戶時代中江藤樹、熊澤蕃山、山田方谷、河井繼之助
等這些陽明學者，當成是將陽明學活學、活用，縱橫其中而提出具體的政績。

19
20

安岡正篤：《日本精神通義》
（東京：日本青年館，1936 年）
，頁 169。
轉引安岡正篤紀念館理事長山口勝男：〈跋〉
，收入安岡正篤：《王陽明》
（東京：MOKU 出版，1997）
，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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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良知學具有平等主義的精神，帶有打破階級意識的內涵，因此也常讓當政者感到有助於反亂
革命的學問，特別在江戶末期出現 1837 年陽明學的大鹽平八郎之亂，乃至到了戰後 1970 年還有三島
由紀夫帶領學生佔領自衛隊總監部的切腹事件，將陽明學當成是革命的哲學。關於這一點，安岡特別
澄清，日本沒有殘留中國陽明學的弊病，大鹽中齋（通稱平八郎，1793~1837 年）也非反亂者，更不是
三島之流：21
說起來幸運的是，在我國日本完全沒有陽明學的殘留下來的陋弊，這並非言過其實。這是為了
日本民族、為了日本國民、為了日本的教學，我給予極大的慶賀。若要說明為何如此，這又需
要許多的時間，但舉出反面事例來說明的話，則是天寶暴動事件(1837 年)中的大鹽中齋。
大鹽中齋的確是認真誠懇的陽明學求道者。是以陽明學是危險的學問，然而出於動機可能是純
粹的，在結果上卻有著如同赤軍派或革馬派的作為，有這麼評論的人們，但中齋並非如此單純之
人。他是當時的大阪的「與力」，以現在來說的話，就是作為大阪的警察、法院、司法的最高責
任者而被大阪市民敬愛，是大阪民政中最具責任感、實際上具備優良業績的人。宛如沒有富貴、
功名、名利等考量。僅僅抱持著「知行合一」的陽明學，在當時或許對於停滯不前的儒教界帶來
莫大的衝擊，但並非世俗所認為的詭譎無行之人，是個嚴謹正直幹練通達的有能官吏以及虔敬的
求道者。其學問也是以「太虛、致良知、變化氣質、一生死、去虛偽」為中心，見識高超遠大，
現存有其著書《洗心洞劄記》。……這些是他真心誠意的意見，而以如此平鋪直敘的方式表達，
不可能是企圖叛亂之人。那其實是偶然遭遇了天保的大饑荒，當時的大阪、京都約有三十萬名左
右的民眾，在其中就有五萬六千人因飢餓而死。具備著強烈責任感的中齋為了解救受災的民眾拚
命的策劃，但當時跡部山城守良弼正是眼中只有名利的愚昧奉行(按：官名)卻妨礙、迫害中齋。
即便是中齋也因極為憤怒而起義，卻以失敗告終，這便是真相。而陽明學被評論為危險的學問是
因其「雖然以動機純粹為宗旨，卻未考慮後果」，將之與三島由紀夫的關聯性等說法，真的是淺
見誤解。不過現今理解中齋的行為的真相之後，大阪的人們在成正寺供奉著這位義士。
安岡透過對大鹽著作的理解，深知他基於良知的知行合一之旨而行動，他自始至終都是個「求道者」，
並不是「反亂者」，也就是大鹽的舉兵是出於不忍群眾大量飢荒餓死的「仁心」，懷著這樣強烈救民的
責任感糾合學生起義，並不是針對國家的背叛。這與極左派的赤軍旅與共產黨的革馬派之激烈革命行
動不可等同而觀，也與極右派三島由紀夫的行動亦有所別。也許是戰前經驗使然，安岡了解一項過激

21

安岡正篤：《王陽明》（東京：MOKU 出版，1997），頁 18-20。安岡在同書書末，也一再反駁大鹽中齋的

行動並非反亂之舉：
「中江藤樹、熊澤蕃山、三輪執齋、山田方谷、春日潛庵、河井蒼龍窟(繼之助)，每一位都是篤實、正
學之師，不可能不是經世濟民的大人物。僅有中齋．大鹽平八郎是因為那場暴動的原因，被評價為危險人物，社會上又風
行著陽明學即為反逆的危險思想的傳言，這真是可笑。大鹽是有著激烈性情的人物，這雖是事實，但實際上是風骨崢嶸、
具有非常嚴謹性格的人。在天寒中無論窗門開闔多次，都能夠淡然的講課，即便聽講中的學生們都瑟瑟發抖，老師依舊神
色不變，相當的有氣魄。除此之外，因為是能夠暢飲酒類的人，即便是喝了一升、二升的酒都能神色自若，實際上是非常
英氣豪邁之人。如果以大阪市來說，就是像警視廳的部長那樣的人物，又或者是在那領域中警察與法院是一起的，因此也
可說是法官、檢察官、警官三個部門的部長。所以非常喜愛大阪的市民，是大阪市政的監督者。與敬重他的矢部駿河守定
謙奉行一同用餐的時候，痛陳市政的頹廢與腐敗，在無意識中將小鰭紅娘魚咬碎了，有著這樣的逸聞就可以知道是個氣質
激昂的人，但本人自身實際上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人士，與那些暴徒首領是非常不同的。此後在天保的大飢荒，僅京洛的三
十萬居民中就有五萬六千名餓死，在此大危機中挺身而出肝膽欲碎救濟民眾，對於這樣的他，跡部山城守奉行沒有感激反
而是憎惡並且進行著極度愚劣的妨害行為，在忍無可忍之下，他訴諸民眾決定起身誅戮奉行，原本就是沒有任何野心的廉
直之士。由這樣的特殊事例，來思考陽明學為反體制的危險行動理論的問題是不足的。如果說偉大的思想全都是危險的話，
陽明先生所吟詠的〈啾啾吟〉是最好的回答。」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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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行動對國家所造成的嚴重衝擊，戰前的五一五事件（1932 年）及二二六（1936 年）少壯軍人的
政變，安岡均曾經歷過，故特別小心翼翼。陽明學被三島由紀夫詮釋為具有革命行動的思想精神，安
岡從來也沒肯定這種粗暴的革命行為，甚至每每在討論明治維新的議題時，都還要刻意強調「維新」
≠「革命」，詳於下節的討論。
（3）對明治維新與陽明學之關係的評價
熱中陽明學者，一般認為明治維新功臣如西鄉隆盛、吉田松陰弟子們都是景仰陽明學者，所以陽
明學被一些人當成具有推動明治維新的精神動力之一。安岡正篤第一次寫有關陽明學與明治維新的相
關文章，是 1965 年應香港碩學唐君毅教授之邀請，為政界與學界的耆宿張君勱翁八十頌壽紀念論文集
而撰寫之文章。安岡特撰寫〈明治維新と陽明學〉一文中，前兩節先交代明治維新的背景，在第三節
特記三個與明治維新有關的陽明學代表人物：山田方谷、春日潛庵、河井繼之助。最後提及：22
被稱為「明治維新」真正解放了封建的日本，依據民族先覺者的熱情、歷史傳統道德性的學問教
養之寶貴精神之先行，才能達成人道。（原文：人道的に達成されした）。
真的革命並不是「憎惡」、「復仇」和「暴力」與「僻論」，而是確立人間精神、正義與真實，針
對所有邪心與野謀，與之戰鬥而根除之，建立在政治行動與道德行動是一致的志操上。
安岡在此文特別強調「維新」並不等於「革命」
，在日本有特殊的情境脈絡，他也承認，根據史實，陽
23
明學確實是明治維新的血脈之一部分。 耐人尋味的是，安岡雖不否認陽明學與明治維新的關係，並
且特別強調「根據史實」
，卻提供了二位站在明治維新對立面的陽明學人物。如所周知，山田方谷與河
井繼之助這對師徒是站在護幕的立場，反對當時的尊王攘夷運動，可說是與明治維新抗衡而失敗的一
方。即便春日潛庵雖然被封為維新功臣之一，但在維新大業上遠不及西鄉隆盛及吉田松陰等人，這與
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所吹捧的官軍陽明學人物如薩摩藩出身的西鄉隆盛、東鄉平八
郎等人有相當大的差別。換言之，當時一搬的印象是陽明學是締造明治維新的精神動力之一，那些並
非是陽明學者而是尊敬陽明學的政治人物，都被井上哲次郎這類人高度尊為陽明學人物。現在，安岡
論明治維新不言及勝利的薩、長等西鄉隆盛一方，卻言及失敗的一方山田方谷及河井繼之助師徒，可
說是扭轉了井上哲次郎等吹捧明治維新的看法。看到戰敗陽明學者的真精神，這也許是安岡個人對日
本戰敗的投射，但也是對明治維新後來逐漸走偏的日本政府似存有感嘆之情。諷刺的是，這是發表在
為張君勱先生的八十賀壽紀念論文集上，而當年張君勱先生所著的《比較中日陽明學》小冊子裡，卻
是高度受到井上哲次郎及高瀨武次郎的陽明學著作所影響，安岡此文似乎也有意告諸近代中國人對日
本陽明學認知錯誤的問題。
在《陽明學十講》中，安岡特有一講論「明治維新與陽明學」
，以及另一講論「日本陽明學者的書
翰」
，這兩講直接談到日本陽明學部分，但書中強調的人物有山田方谷、春日潛庵及河井繼之助，舉出
的陽明學書翰作品有中江藤樹、山田方谷、春日潛庵、西鄉南洲、河井繼之助及吉田松陰。由此可知，
安岡在明治維新的陽明學兩造中，包攝護幕派與倒幕派，在他看來，不論護幕派與倒幕派，秉持的都
是陽明學的真精神。因此，安岡非常在意「維新」與「革命」的不同，並斥責共產的革命。他說：
許多革命的先例都和其宣傳以及期待背道而馳，並證明了革命最終也只會招致失序及混亂、鬥
爭及恐懼、破壞及飢餓、專制及反抗，而這從大多數的共產主義革命政權國家即可清楚看出。
雖說革命大多來自指導者戲劇性的行為的展現，但從另一面來看，也可從中看到許多人類所暴
露出的卑劣、奸惡以及邪妄。表面的革命並不真正意味著全新世界的到來，若嚴格的來論述的
話，通常這種革命，僅能夠代表著象徵國民的人物及精神的衰頹，推翻政權者以及被推翻者其
兩者之間也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而已。真正代表新的當政者的出現以及新政權的興起，必
須先具有內在精神方面的涵養及運動的必要條件，而明治維新即是典型的例子。24

22

安岡正篤：〈明治維新と陽明學〉，
《師と友》17 卷(5 月)(總 187 號)，1965 年 5 月，頁 31。

23

安岡正篤：〈明治維新と陽明學〉，
《師と友》17 卷(5 月)(總 187 號)，1965 年 5 月，頁 31。
安岡正篤：《陽明學十講》（東京：明德出版社，1981）
，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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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論述中，安岡認真地區分了「維新」與「革命」的差別，並各以「明治維新」與「共產革命」
兩相對照，雖然一樣出現新政權，但卻凸顯共產革命的「奸惡」及「邪妄」
，以及明治維新作為成功的
典範。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維新之所以能作為典範，是因它的運動中重視「內在精神的涵養」
，當然這
樣的論述有其針對性，如所周知，共產革命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凸顯經濟分配及被剝奪而
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說是重視外在的平等性，而忽略了內在精神的修養是攸關能否達到
真正的平等性，因此安岡用內外科手術的比喻兩者如下：25
若說革命是治療的話也就是所謂的外科手術。但實際上卻伴隨著暴力、殘虐與權力支配。而對
人類而言，這絕不會是人們所喜愛的。與之相反若說維新是內科的處方則比較穩妥。
安岡由此批判共產革命者曲解傳統的「革命」
，
《易經》
〈革卦〉中所說：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是眾所皆知「革命」一詞的出處。與此相對，
「維新」一詞則是從
《詩經》
〈大雅‧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而來，
「維新」本身具有持續不斷的注入新鮮活力，
而不是如「革命」要打破一切重來，所以講究傳統的繼承與持續創新的同時並進，如今共產的暴力革
命與傳統精神文化作切割，又運用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常不適應東洋文化的體質。當然，
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幾乎所有強調日本政治文化主體性者，皆強調日本自古以來就沒有發生
如中國一樣的「易姓革命」
，以凸顯日本萬世一系的神皇體制精神，明治維新正是一方面保留傳統精神
涵養面，一方也積極效學西方的科技文明，但共產革命卻連內在精神面的層次都要徹底推翻，安岡認
為這是他最不能苟同之處。由以上論點出發，安岡正篤正面肯定陽明學正是在明治維新過成中，扮演
維持內面精神的修養，從諸多維新人物的人格修養即可窺出一斑。安岡說：26
如同最初所講，從封建社會中解放後的日本被稱作明治維新，而明治維新是先由民族中的先覺
者(有學問的人)的滿腔熱血以及其歷史傳統的道德學問素養這樣高貴的精神來人道地達到最初
的維新。真正的革命並非是憎惡、復仇、暴力以及偏頗論述的衍生物，是人的美的精神、正義
以及真實、堅定的信念，並且挑戰所有的邪惡及野心權謀，在將政治行動及道德行為融為一體
的操守之上才能夠成立。而那已經非革命而是維新。根據史實我能夠確信陽明學是明治維新脈
絡下的一部份。
由此可知，安岡肯定的陽明學之所以融為明治維新的一部分，主要著眼於這些維新人物的先覺者們的
政治行動與道德行為融為一體，展現東洋精神「為政以德」的倫理特色，而非如西洋文化下將政治與
道德修養切割，故容易淪為野心與權謀論者。陽明學講究一切行動以回歸心中之良知，由良知來判斷
是非，甚至強調「一念發動處便是行」
，一切依據內在良知的純粹動機，成為外在行動的準則，是倫理
學上的道德義務論，具有是高度精神修養涵養的學問，安岡看到當時幕末諸多武士學者確實受到這股
陽明學的精神動力的薰陶（如春日潛庵、西鄉隆盛、吉田松陰、河井繼之助、山田方谷等）
，形成了明
治維新不可磨滅的一部份。
（4）安岡的陽明學修養論與國家主義的關係
關於這個課題，本研究考察美國南加州大學 Roger H. Brown 於 2004 年的博士論文：A Confucian
nationalist for modern Japan : Yasuoka Masahiro, the nation-state, and moral self-cultivation, 1898-1983，
Brown 目前任職於日本埼玉大學，地緣上與安岡舊時金雞學院接近，有一系列的安岡研究，堪稱外國
學者中最熟悉安岡的整體研究者。Brown 這本博論做過很殷勤的田野調查工作，親自訪問過安岡的家
人及熟識的朋友，畢業後即在埼玉大學擔任專任教員。該博士論文分七章，雖標為研究時間是 1898-1983
年，但僅在第七章對戰後安岡受追放及平反過程，還有著墨於成為帝王學及致力於「日本教養」的安

25
26

安岡正篤：《陽明學十講》（東京：明德出版社，1981）
，頁 122-123。
安岡正篤：《陽明學十講》（東京：明德出版社，1981）
，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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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有所描述。因此，本書前六章多集中在戰前安岡從小的儒教教養與金雞學院、農士學院、國維會等
組織與當局政治人物的交往過程，特別是戰前因反對左翼而與近衛文磨內閣總理的來往關係。理論學
說方面作者論及安岡的儒教國家主義、王道哲學、東洋與西洋的陰陽論、日本人的自我修養論等。Brown
此書雖然屢屢談到儒教教養或日本式的自我修養，但顯然都是輕描淡寫的描述，且多從外部與時局的
關係論及這些修養的主張，未能直接從原典文獻探索這些修養論的精髓，這方面有待繼續耕耘，否則
會輕忽東方學問修養論的精髓，從而遺漏或偏解了安岡的修養論。不過，此書最有創意的見解莫過於
將安岡定義為「儒教國家主義者」
，並能從近代「民族」
、
「國家」的觀點及儒教的道德自我修養觀去連
結當儒教的修養碰上「民族」
、
「國家」課題時的轉變，同時也一再說明安岡從儒教中擷取而強調的「日
本式教養」與其「國家主義」的關連性。27 筆者相當認同這個定位，因為儒教本有「天下」的文化意
識超過「國家」的胸懷，安岡在戰前日本國勢如日中天之際，也加入了「國家主義」的行列，這是安
岡的侷限。但從安岡年輕時東京帝大的畢業論文《王陽明研究》看來，安岡相當深味陽明人性與自我
修養的良知學，所有外境的變化乃至自己的意念活動都離不開內在良知，故在戰後民族、國家變革之
際，安岡又活用了陽明學與儒教的學問，企圖在戰後日本中找回失落的「日本精神」
。換言之，終其一
生，安岡雖到處講東洋精神、儒教道德，但他仍被戰前「國家主義」
、戰後的「日本精神」所框限，難
以從儒教最根本的超越華夷之辨的「天下」觀來克服其國家與民族的限制。

27

Roger H. Brown, A Confucian nationalist for modern Japan : Yasuoka Masahiro, the nation-state, and moral self-cultivation,
1898-1983.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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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安岡去世後，時人對他的評價甚高：28
安岡正篤先生八十年生涯，以一句話來說，就是昭和時代的菩薩行。在戰前舉國的軍備增強之中，
從古典之中說明身為人類與身為日本人的重要性，強調無信不立；在戰後對於失去了靈魂的處所
而只追求眼前利益的人們，排斥他們反對人倫之道的思想，持續強調作為日本的傳統與人類的尊
嚴，不知疲倦地每天傳送著經世濟民的聖行者。
以上「昭和時代的菩薩行」及「經世濟民的聖行者」的崇高評價，分戰前與戰後，戰前強調安岡重視古典
精神，從古典的先聖先賢的思想提煉出讓日本人知其身為日本人的天職；在戰後，則持續強調日本精神與人
類尊嚴。耐人尋味的是，有關「東洋精神」成為評價的缺口，也許是為了免去爭議之故，故尚忌諱提及安
岡將日本精神當成是「東洋民族性」的代表者之論，有附和戰前大東亞共榮圈下的帝國「東亞論」之虞。
但是，筆者認為拔掉了安岡的「東洋學」
，就如同去掉了老虎的俐牙，安岡的東洋學雖有附和大東亞共榮圈
之虞，也有日本是東洋盟主之論，但「東洋學」是安岡作為東洋面對西洋的整體論學問的一環，也是作為論
述日本精神的個體論的承載體，這也就是本研究要將安岡放在東洋學的脈絡下進行考察的主因。

（二）建議：
1.安岡熱衷提倡的鄉學精神，實可與同時代中國的梁漱溟（1893-1988）鄉村運動進行比較。
安岡在 1930 年成立「日本農士學校」
，鼓吹鄉學精神，有一系列的招生與課程及實踐運用，梁漱溟
於 1931 年出版《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將其思想理論化，1931 年 3 月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
院，故兩者關心鄉村或鄉學的實踐時間點上幾乎同步，值得進一步比較兩者的鄉學精神與鄉村運動所
呈現的共相與殊相。二者所同在於重視傳統的「倫理精神」
，但所異應也不少，例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
傾向左派，帶有，安岡的鄉學精神傾向右派，又帶有日本特殊的武士風格。

2.安岡的「日本精神論」與一些知名學者如新渡戶稻造、井上哲次郎所倡導「武士道」有何
異同？
論及日本精神，必離不開「武士道」內涵。2012 年是名著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1900)出版者
新渡戶稻造（1862-1933）的誕生 150 週年，12 月 6 日由デーリー東北新聞社在東京召開紀念座談，會
中強調面對失去活力的現代日本，呼籲有必要重新回到日本人的驕傲，再次學習「武士道」精神。29 無
獨有偶，国書刊行会及武士道学会於 2013 年編著《武士道読本》，從武士道的起源、精神、代表人物
乃至《葉隱》、國體論與名將言論的武士道，一應俱全。30 前引安岡正篤的美國學者 Roger H. Brown 應

28

安岡正篤：《この国を思う》
（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之序言。

29

參網址 http://cgi.daily-tohoku.co.jp/cgi-bin/news/2012/12/06/new1212060901.htm

30

國書刊行会、武士道学会編《武士道読本》（東京：国書刊行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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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氣氛下，於 2013 年曾為文分析安岡的武士道哲學“Yasuoka Masahiro’s “New Discourse on Bushidō
Philosophy”: Cultivating Samurai Spirit and Men of Character for Imperial Japan” ,31 作者分析安岡戰前的
武士道論，是一種堅持的儒教自我修養，可使日本人抵制唯物主義思想的破壞性影響，加強帝國時代
戰爭服務的明顯期望，以及指出安岡對激進的意識形態時代的大眾政治參與的前景表示了極大的焦
慮，特別是左翼民眾的活動；同時也強調日本人本有保持自我犧牲的「武士精神」之模範人格者。作
者以此論述回到當代，看到安岡上述戰前的武士道論可以視為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的現代再生產和政治
意義，由此給安岡安立一個「武士道哲學新論」的當代意義與反省課題。不過，Brown 並未比較安岡
與其他鼓吹武士道的日本學者之觀點，這個工作也將持續是本研究關注的課題。
3.本研究計畫最初提出兩年計畫，分戰前與戰後，但最後核定一年，故本研究成果，乃打破戰前與戰
後的區分來呈現結果，特別是安岡談東洋學的著作多屬戰後，乃經由師友會所整理，因此本論文的觀點也
多數呈現他戰後對東洋學的論理，目前尚難以比較他戰前是否有明確的「東洋學」論點，尚待一一釐清，這
也是本研究成果目前遇到的侷限。

Roger H. Brown, “Yasuoka Masahiro’s ‘New Discourse on Bushidō Philosophy’ : Cultivating Samurai Spirit and Men of
Character for Imperial Japan ”,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16(1):107-1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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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成果自評

附件一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
（以 2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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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人長年研究日本陽明學，已從近世的德川時代到近代明治維新的陽明學轉
化，本次研究計畫則延伸到戰後的當代，而以安岡正篤這位具有影響力的指
標人物為終，預計完成的論文，可與先前研究過的日本近代陽明學研究合成
一本專著，發揮更大的學術影響力。
台灣國內目前政經學界由於只知今不知古，對於日本右翼的發展往往輕忽，
安岡正篤這位「歷代總理」背後的「影武者」
，其影響力從戰前一直到戰後，
乃至其逝世後，其所倡導的「日本精神」、「東洋精神」及其附隨組織一直有
追隨者繼續發揮他的精神影響力。也許因安岡與蔣介石的密切關係，所以國
內目前政經學界的研究者相當少，但本研究認為可從這位關鍵人物，將過往
自己關注的日本陽明學與武士道的研究，結合與探訪安岡這位在各種民間組
織的能動性，深入探索日本右翼的「日本精神」之實質內容與發展，以做為
國家對日外交的重要參考，以免誤判外交情勢。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外交部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由於安岡正篤在日本政界、教育界、軍界等各界享有超人氣，在其去世後出現「安
岡熱」的吹捧現象。安岡正篤又有「歷代總理」背後的「影武者」，其影響力從
戰前一直到戰後，乃至其逝世後，繼續發揮他的精神影響力。臺灣駐日單位若要
深入與日本政界來往，有必要深入瞭解這位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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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1
(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移地研究)

(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執行科技部計畫「安岡正篤在戰前與戰後的陽
明學與日本精神之轉化」之移地研究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張崑將/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日本埼玉、東京
出國期間：2019/7/23-7/20
報告提交日期：2019/7/21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5106

23

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考察主要執行安岡正篤（1898-1983）這位在戰前及戰後以陽明學享譽於政
界、軍界、財界與學界所曾主持的金雞學院、日本農士學校，除赴埼玉縣武藏
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也到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篤的蒐
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資料。
考察時間自 7 月 13 日至 7 月 20 日，前後共計八天，13 日出發，入宿埼玉
縣浦美和園東橫 INN 飯店。7 月 13 日至 17 日三天半時間探訪位於埼玉縣的偏
鄉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還有在埼玉大學充分利用該
校圖書館，閱讀相關研究史料。17 日下午轉往東京，入宿淺草田原町 APP 飯
店，18、19 日兩天在東京永田町國會圖書館調閱安岡正篤關研究史料。20 日
返國。

24

目

次

一、目的 …………………………………………………………

26

二、過程 …………………………………………………………

26

三、心得 …………………………………………………………

28

四、建議事項 ……………………………………………………

29

五、附錄(參訪照片) ……………………………………………… 29

25

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 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考察目的主要執行安岡正篤（1898-1983）這位在戰前及戰後以陽明學享譽於政界、軍界、
財界與學界，所曾主持的金雞學院、日本農士學校，除赴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
學研修所，也到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篤的蒐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資料。
經過本次考察，對於安岡硬體的紀念館及其相關史料著作有進一步清晰的掌握，也蒐集了相關研究材
料，釐清這位被稱為「昭和教祖」的重要陽明學人物在日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安岡正篤以陽明學者聞名於世，可以說是日本最後具有影響力的陽明學者，他與九州大學岡田武
彥等純學者的陽明學者不同，活躍於日本政界、軍界、財界的背後精神指導人物，不同於現今的智庫
角色，逝後是否依然發揮其影響力。釐清安岡的前後影響力，有助於觀察日本各界的顯微變化以及陽
明學精神是否還影響著日本。
本次行程除赴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也到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
篤的蒐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資料。以下簡略說明考察過程：
7/13(週六) 搭機前往羽田機場，轉乘至埼玉縣，住浦和美圓東橫 INN 飯店。
7/14（週日）安岡正篤紀念館週日有開館，由於路程頗遠，早上十點出發，下午一點多到，途中轉車
三四次，到了武藏野嵐山站下車，走路約二十分中抵安岡正篤紀念館，原來此地也是鄉學研修所所在
地，昭和六年（1931 年）所創，正是滿州事變發生之年。
一進小徑，一棟兩層樓的白色建築，是鄉學研究所的基地，在該棟建築物前有一石碑，刻有「日本農
士學校舊跡」
。走過白色建築便看到醒目的安岡正篤紀念館，該紀念館的前身是安岡在大正末年於東京
小石川的「東洋思想研究所」
，在昭和二年（1926）創設金雞學院，再經四年移至埼玉縣此處，也在此
處開設「日本農士學校」
，以東洋思想的精神教育農村青年，並建有金雞神社，祭祀聖賢，鼓舞此學校
的青年以學聖賢為目標，故紀念館前特有安岡親自撰寫立碑的「為萬世開太平」
。如所周知，這是出自
宋代大儒張載的話語。但此金雞神社，自 2018 年遷往埼玉縣川越市山田 340 號（因 2017 年還在）
，也
許是這個因素，使得安岡紀念館變得相當冷清。館內陳列安岡及日本農士學校的舊照及文物，廣大的
學習場所，讓人想起水戶藩弘道館的模樣，也許乏人管理，加上參訪客人只有我一人，難以想像昔日
的盛況。不過，還是可以感受到週邊環境的幽雅與靜謐，當年安岡充滿理想建設私塾的基地，想要媲
美吉田松陰松下村塾與藤田東湖的弘道館，曾經盛極一時，戰後也透過師友協會，在各地進行廣大的
教化活動。但也隨著安岡的逝去，日本人對陽明學的興趣也漸走下坡，這也不過逝後三十年。
安岡紀念館與鄉學研究所合起來的腹地面積大約稍小於師大的體育場，但腹地周邊還有小小丘陵
地。在紀念館對面小徑，有一「無心是道」的禪語，我在小雨中漫步，看著這句禪語，也想像安岡先
生這位重視心學，融通儒禪的時代人物，應也有多次漫步在小雨思索人生及國家、世界大事的哲理。
雖然，紀念館有點冷清，但漫步在安岡訓練青年學生的基地，依然可嗅出當年的盛況。
7/15、 7/16(週一、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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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埼玉大學圖書館，本以為這個大學會有安岡的紀念或藏書，但並沒有，不過在圖書館研讀諸多安
岡相關的研究材料並在其學校購買相關書籍，如以下諸書籍：
1.《日本の傳統精神》 / 安岡正篤著.(PHP 文庫, 1937)。
2.安岡註解的《傳習錄》，此書註解相當用心，將陽明學的《傳習錄》及其後學研究頗精。
3.《明治維新の人間群相》（2002 出版），編者林繁之的序文，對安岡的全國師友會據點有如下描述：
(1)茨城県田母澤會館，乃過去御用的宅邸，有厚實的古色古香建築物與參天古樹，及廣闊庭園。
(2)東京護國寺的月光殿
(3)開拓會館的浴恩館
(4)地方師友會地點：京都宇治的靖國寺、千葉的誕生寺、四國的石槌山的禪寺、山形羽黑山的
禪寺、九州小倉的禪寺。
4.《この国を思う》，安岡正篤著，（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
在此書一篇中的〈近代文明と都市農村—文明の亡ぶ救うもの〉長文窺知，安岡何以要建設「鄉學研
修所」，但有諸多崇高的理念，他痛斥都市的危險，如長了很大的化膿，而農村日益荒廢。安岡並預言
失去農村的新陳代謝，都市也會急速滅亡。並主張農村是正確的國家生活所有意義的根底，也是文明
文化的根底。
傍晚在書店購買到一些安岡的專書如《東洋學發掘》、《日本精神通義》。
5.《東洋學發掘》（東京：明德出版社，1997）
此書可窺安岡對於東洋學的思考性質有儒釋道綜合的成分，分兩部分，一是「老子與達摩」
，一是「副
論語」（《孔子家語》）。前者論「老子之教與達摩之教善契合，與其這樣說，不如說達摩之教善契合於
老子之教。中國的傳統因有老莊之流，善於吸收大乘佛教，也讓中國佛教開花結果，其中一個特色即
是達摩禪。後者安岡視《孔子家語》為「副論語」
，肯定其價值，反對清儒的考證，或視之為偽書，承
認此書「實夫子之本旨」。
7/17（週三）交通移動中，前往東京淺草田原町，宿 APA 酒店。晚與獨協大學的林永強副教授見面，
討論明年「東亞倫理學」在韓國成均館舉辦，而我屬的臺灣師範大學承辦後年 2021 年。
7/18、7/19(週四、五)、至東京永田町國會圖書館查訪安岡資料。
搭銀座縣至國會圖書館，第一次辦理手續，此圖書館管制甚嚴，背包不能帶進去，印製也都要申請，
服務人員散在日處，不能照相。但服務都親切。看了整個安岡可以線上經過數位化可閱讀的書，整理
了一些資料：
(一)、安岡親著的陽明學材料
1.《王陽明文録》 (聖賢遺書新釈叢刊 ; 第 31)，金雞学院, 昭 11。。
2.《大塩平八郎》 (人物研究叢刊 ; 第 10)，金雞学院, 昭和 5。
3.《洗心洞箚記 : 五十条 》(聖賢遺書新釈叢刊 ; 第 3)，大塩中斎著, 安岡正篤 訳註. 金雞学院, 昭
和 3。
4.《河井蒼竜窟の学源 : 互尊独尊衍義補》，日本互尊社, 昭 11。
5.《英雄と学問 : 河井継之助とその学風 》(師友選書 ; 第 12)，明徳出版社, 1957 。
6.《佐藤一斎「重職心得箇条」を読む》，致知出版社, 1995。
7.《王陽明 : 知識偏重を拒絶した人生と学問 》， PHP 研究所,2006。
8.《王陽明 : 知識偏重を拒絶した人生と学問 》(現代活学講話選集 ; 4)，安岡正篤先生生誕百年記念
事業委員会, 1997。
9.《達人熊沢蕃山 : 附・蕃山先生農政論抄》(篤農協会叢書 ; 第 1)篤農協会, 昭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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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岡相關研究雜誌及博論
1.(博士論文) 《変動期東北農村におけるリーダーの農本主義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の受容とその展開 :
菅原兵治の農民育成及び農村経営論受容のあり方を通して》，佐藤幸也，東北大学情報科学 ,1998
博士論文。
2.〈人格の完成--王陽明のなかに安岡正篤が見たもの〉(王陽明特集)，小島 毅，
《陽明学》 (20) 2008.
p.167～180。
3. 〈先哲に学ぶ行動哲学 : 知行合一を実践した日本人(第 32 回)安岡正篤東洋哲学の泰斗・人間学を
提唱した昭和の導師(1)天下を憤るは易いが、天下を救ふは難し〉，多久善郎，《祖国と青年》
(399):2011.12 p.68-73.
4.〈先哲に学ぶ行動哲学 : 知行合一を実践した日本人(第 33 回)安岡正篤東洋哲学の泰斗・人間学を
提唱した昭和の導師(2)同志各々一燈を点じて一隅を照し、萬燈天下を遍照することを期す〉，多久
善郎，《祖国と青年》 (400):2012.1 p.64-69.
7/20（週六）早上 10 點趕機場，搭 14:30 飛機回國。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此次探查安岡紀念館、日本農士學校、鄉學研修所及東京國會圖書館等有關安岡的實體與書籍研
究，特別有以下發現：
1. 安岡學問龐雜，雖被定位為陽明學，但終究陽明學不能範圍之，他在古典漢學世界裡優游涵泳，信
手皆是古典漢學與日本神學。毫無疑問，安岡是通儒者，但他也是通道者，道家作品不少，諸如《老
子與達摩》，故稱他是通儒道者亦可。又，若要稱安岡他是「史傳者」也不為過，他寫了數十本膾
炙人口的人物傳記，用他獨特的慧眼，藉著歷史人物以褒貶國家與世界的時勢。同時他也可稱之為
「提倡日本精神者」，只是他不是極端國體論者，尚保留諸多理性，當然也分戰前與戰後的態度。
他更是「時局的批判者」，尤其對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批判最力，常藉著歷史人物與思想褒貶。當
然，他更是徹底的反共者，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如一，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好感。
2. 此次親自踏訪安岡紀念館及所在地「日本農士學校」，研讀不少資料，深入瞭解安岡作為「鄉學的
提倡者」之理念，不論從戰前的「金雞學院」
，到戰後成立的「鄉學研修所」
，安岡注意到農村與都
市之間失去的平衡關係，將會造成人類文明的毀滅，企圖為日漸都市化、物質化而喪失精神生活的
現代人類，鼓吹回到鄉村，在鄉村育才，為鄉村保留一股精神元氣，以調節都市的無精神、無宗教
的迷失問題，未來當釐清這些理念，更深刻掌握安岡的鄉學，或可與當代新儒家梁潄溟的「鄉村建
設運動」共同比較。
3. 毫無疑問，安岡是「東洋學倫理」的提倡者，這點常為研究者忽略，也許是戰後日本學者對「東洋」
一詞的忌諱，但不能無視於他戰前與戰後諸多談論的「東洋學」著作。本研究計畫重點企圖從他主
要的陽明學精神與他所提倡的東洋學的倫理，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同時論及作為「整體的東洋學」
而言，安岡如何安頓作為「部分的日本精神」呢？這之間似乎有些詭辯之處，未來本研究將處理安
岡這樣複雜的倫理課題。
4. 安岡的影響力正在退燒中，也顯示陽明學在今日日本的落寞。
此次參訪安岡紀念館，看到冷清的紀念館，管理的簡陋，顯見隨著安岡的逝去，日本人對陽明學的
興趣也漸走下坡，這也不過是安岡逝後三十年的情況。但反觀中國現在正陽明學熱潮，陽明學熱潮
在一百五十年後重新回到中國掀起熱潮，作為反共、且作為熱愛陽明學的安岡正篤而言，應該五味
28

雜陳。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中日這兩股陽明學勢力的一消一長，值得日後進一步研究。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無

五、附錄：(移地研究考察照片)

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1）

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2）

29

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3）

至埼玉大學圖書館查訪安岡正篤資料

30

東京國會圖書館申請登錄利用者卡

東京國會圖書館印製安岡正篤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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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2
(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出席國際會議)

(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執行科技部計畫「安岡正篤在戰前與戰後的陽
明學與日本精神之轉化」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張崑將/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香港
出國期間：2018/10/25-10/28
報告提交日期：2018/11/18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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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計畫旨在探索「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並以安
岡正篤這位在日本政、軍、財界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為核心，以窺其在戰前與戰
後的轉變，由此進行客觀的歷史評價。但在執行本計畫之際，有關陽明學在日
本在明治維新前後的脈絡，有必要進行釐清的作用，特別是安岡正篤本身亦有
陽明學與禪學的儒佛會通或道佛會通的著作，如《禅と陽明学》
《老子と達磨》
的著作，本次赴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發表論文討論幕末維新之際的禪學與儒學
的論辯課題，可以作為本計畫相關學術背景及其涉及有關日本精神接受儒禪思
想滲透的思想轉化之課題。
會議時間自10月25日至10月28日，前後共計四天，25日中午出發，入宿香
港浸會大學附近的「海逸酒店」。26日、27日參加兩天的「第二屆儒家經典
的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受容及傳釋」，28日短暫
與學者交流，下午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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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 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行程目的是受邀參加「第二屆儒家經典的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受容及
傳釋」，會中發表最新研究論文〈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本文涉及幕末
維新之際的禪學與陽明學的論辨，與執行本年度科技部計畫有關戰前及戰後陽明學與日本精神的課
題，進行先前學術論諍背景的釐清，並在會議發表過程中和與會學者互相交流與切磋意見，得到相當
多的新見解與新啟發。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國際學術會議，計受邀韓國、日本、大陸、香港與臺灣學者有38位發表學術論文，參加師生
近百人。除主題演講外，共分十場論文發表。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Professor Mette Hjort代表致詞，
接著台臺灣代表學者林慶彰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及韓國代表學者李昤昊教授（成均館大
學東亞學術院東亞系教授）代表發言，接著進行由大陸、臺灣、韓國、日本等學者主題演講，本人發表〈德

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一文，在第一天26日下午第一場發表。
十場論文發表中，其內涵涉及到經學的跨域傳釋，中心與邊緣，文化受容與轉化，討論的經典有
《易經》學、《詩經》學、《孝經》學、《論語》學、《四書》學、《荀子》學、《孟子》學以及小學、考
證學。總之，範圍涵蓋有中國經學、韓國經學、日本經學、近代經學的脈絡性轉化等學術課題，亦有
儒家經典的禮與法，還有韓國經典數位化推展計畫諸課題，堪稱議題多元，不僅在時間上跨越古今，
空間亦跨域中日韓越，亦有最新前瞻的經典數位化的討論。
本次本人受邀發表的論文〈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一文，點出知名
禪學家今北洪川著作《禪海翻瀾》後受到同時代知名陽明學者東澤瀉的批評而著有《禪海一瀾》
，兩者
的論諍，堪稱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諍的最後一陣波瀾。本文指出邁入明治維新後，儒學與佛學在德
川時代互相論諍了兩百多年，儘管其中有多少精彩的論辨與解義，儘管其中有「以佛攝儒」或「以儒
統佛」乃至「折衷儒佛」的立場，但最後都阻擋不了新時代的衝擊，紛紛敗陣下來。弔詭的是，唯獨
國學派的神道學在新時代挺立而出，成為主角而壓抑其他文化思想，一反德川時代的神道學僅是配角
的角色。過去，儒學與佛學養育了單純簡易的神道學，畢竟神道學與佛學、儒學相較，高度缺乏文字
的經典與教理，神道學必須向二學汲取豐富的治國之道與神秘的教理。如今，基於天皇神系系譜的神
道學，駕著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浪潮，成為新時代寵兒，成為另一更為「巨大的巨大存在」
，以極端國
家主義之姿，為近代東亞國家掀起了另一波的驚濤駭浪。
10/27 第二天會議閉幕式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黃良喜教授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
授古勝隆一教授表示明年第三屆會議由京都大學舉辦，最後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
教授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會，當天下午進行文化考察，晚宴中學者彼此之間交流甚歡，商量學術合作研究的
可能性。

10/28 下午 搭飛機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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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是本人第一次參加經學的國際會議，會中學者探討經典流傳到外國後，有關跨域傳釋的脈絡
性轉換問題，會中探討許多各種經典在不同的時空脈絡及不同的國度風土中，展現多元的面貌。由於
本人長期做的是思想史之研究工作，本次得與長期做經學的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雖然研究路徑不同，
但頗有收穫，有以下諸心得：
1. 經學重視經典的出版版本比較、流傳與考證，思想史著重經典義理的分析，二者應相輔相成，體認
到經典版本考訂與流傳的重要性。
向來自己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此次第一次參加經學的國際會議，對於他們長期關注版本的流傳
與比較、考訂，雖屬外部，但也往往影響內部義理的解釋，故經典出版的一字之差，常牽動關鍵義理
解釋的動向。自己發表論文時，也受到學者質疑用哪一年代的出版版本，若沒交代，會忽略一些關鍵
性解釋的問題。
2. 本次會議相當具有東亞的宏觀視野與比較
這次的會議發表論文 38 篇，涵蓋中國、香港、臺灣、日本、韓國等多國學者，論文研究多朝誇國、
跨語言、跨文化的方向進行比較與分析，既有宏觀的經學註釋比較，也有微觀的小學概念的個別研究，
呈現東亞多元文化的交流現像。
3. 本次會議用輪值舉辦的方式值得學習
這次經典的跨域傳釋的國際會議，採用不同國家輪值舉辦方式，兩年前在韓國首爾的成均館大學舉
辦，預告第二屆在香港舉辦，後年第三屆則在京都大學舉辦，第四屆則可能在臺灣舉辦。這種模式相
當值得學習，也可以提前申請國際會譯經費，逐年擴大會議的影響力。
4.對日本陽明學與禪學之間關係的釐清有更好的把握，有助於本計畫探討戰爭前後陽明學者安岡正篤如
何轉化陽明學思想的學術脈絡。
陽明學在日本往往在不同時代被轉化為「日本陽明學」
，明治維新前後的陽明學熱潮是第一波，陽
明學是作為維新革命而存在，並與禪學往往糾纏不清。甲午戰爭及日俄戰後，透過井上哲次郎、高瀨
武次郎的推波助瀾，陽明學被轉化為國家主義，形成第二波陽明學的熱潮。安岡正篤則是二次大戰前
後的第三波陽明學熱潮的推動者，但其所強調的「日本精神」則進入嶄新的階段。
總之，透過本次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在發表論文的研究方面，能跟與會學者彼此互相切磋，又結
識相當多的東亞文史的研究國際學者，對未來本研究計畫的執行，相當有助益。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無

五、附錄：(出席國際會議照片＋發表的論文)
附錄一：國際會議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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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式，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 Professor Mette Hjort 致詞，
韓國成均館大學代表李伶昊教授、臺灣學者代表中研院文哲所林慶彰教授、
香港學者代表浸會大學盧鳴東教授舉行貴賓開幕式。

來自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大陸等國家的與會學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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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發表的論文

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
張崑將

一、前言
《禪海一瀾》是活躍於明治維新前後的臨濟宗禪僧今北洪川（1816-1892）所作，其著名弟子有釋
宗演（1859-1919）及鈴木大拙（1870-1966），在日本近代禪學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根據鈴木大拙
所著述的傳記《今北洪川》
，洪川 14 歲入大阪徂徠學者藤澤東畡（1795-1865）柏園書院門下習儒五年，
但嚮往莊子甚於孔子，曾言：「莊子大孔子，徂徠小孔子。」32 亦嘗在廣瀨旭莊（1807-1863）門下學
習宋學，仍無法滿足於儒學。19 歲父母安排婚姻，娶田中氏，25 歲有強烈的出家之志，與田中氏離緣，
並在相國寺受大拙演和尚（1796-1855）剃度受戒。之後歷任岩國藩永興寺及鎌倉圓覺寺的住持。《禪
海一瀾》是在「岩國永興寺時期」所著。33
《禪海一瀾》一書成於 1862 年，出版不久，受到同時期的陽明學者東澤瀉﹙1832-1891﹚
，在《禪
海一瀾》出版後不久（1864）看到了此書，乃著《禪海翻瀾》逐一批駁之，站在捍衛儒學、嚴辨儒佛
之立場，形成幕末思想史上的波瀾，這也應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辨的最後一波。由於東澤瀉早年習
禪甚深，幕末期間主張尊王攘夷，故曾下獄，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後，被列為輔佐功臣。根據澤瀉的〈年
譜〉記載，26 歲是他確定以陽明學為宗的年代，所著《證心錄》上下兩卷可窺其由禪轉儒的心路歷程。
因此，比較二者求學歷程，一個是由儒轉佛，一個是由禪入儒，各有生命的抉擇與學問的堅持，二者
本可老死不相往來，卻因洪川的《禪海一瀾》之作，掀起了幕末時期一陣儒佛論諍的波瀾。
本文在第二節先介紹《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與內容大要，接著在第三節深入分析《禪海翻瀾》
對《禪海一瀾》的論辨內容，扣緊儒佛論諍的議題，提煉幾項重要課題，一窺這場幕末儒佛論諍的波
瀾所代表的思想史意義。最後在結論中，反省儒佛二教在明治維新後紛紛敗陣下來，神道學異軍突起，
結合國家主義成為明治政府的獨尊，掀起東亞巨大的波瀾，從而檢討儒佛在今日東亞社會應扮演的平
衡角色。

二、《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與內容大要
《禪海一瀾》完成於幕末的 1862 年，當時洪川 47 歲，擔任岩國藩永興寺的住持，翌年，呈給藩
主吉川經幹，由此藩內武士多參禪。34 此書完成後，從《蒼龍窟年譜》中可發現，記載洪川曾多次向
弟子宣講此書，足見此書在洪川的重要程度。洪川在此書的序中說明何以取書名為《禪海一瀾》：35
32

此語可見洪川弟子釋宗演等所合撰的《蒼龍窟年譜》，收入今北洪川：
《禪海一瀾》
（東京：すみや書店，1910）之附錄，
頁 148。
33
有關今北洪川的傳記，可參其弟子鈴木大拙：
《今北洪川》
（東京：春秋社，1992）
。大拙將洪川一生分為「生立與修行時
期」
、
「岩國永興寺時期」
、
「鎌倉圓覺寺時期」三個時代進行描述。另外亦可參洪川弟子釋宗演等所合撰的《蒼龍窟年譜》，
之附錄，頁 143-221。「蒼龍窟」是洪川的所建寮房之室名，洪川以此室號為名。
34
根據釋宗演等所編《蒼龍窟年譜》載：「師撰《禪海一瀾》，呈府主有恪公，藩中居士濟濟勵參禪。」頁 170。有關今川
洪北在岩國藩永興寺的活動，可參鈴木大拙：
《今北洪川》第三章〈岩國永興寺時代—《禪海一瀾》の著述〉，頁 36-48。
35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東京：すみや書店，1910），「自序」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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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軻曰：
「觀於海有術，先觀其瀾。」故山野間抽孔門之典語三十則，附之管窺，以充禪海之一
助，是亦可謂仁之方歟。……昔韓愈上表排佛，觸憲宗之震怒，貶潮州，州有僧大顛者，諭愈
曰：
「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山野有此編者，蓋欲
令知孔子而已，請學者先察孔子方寸之波瀾，而後泛觀禪海之汪洋，則如開朝霧而望江海之佳
氣，不亦愉快乎？遂目曰《禪海一瀾》。
由上述可窺，洪川有三大著作動機：其一是儒是作為趣入禪的基礎，書名的「海」指的是禪，
「瀾」指
的是儒，引用孟子之語「觀於海有術，先觀其瀾」
，學者對儒佛先後的學習次第，是先瀾而後歸大海。
36
其二是儒佛義理相通，舉韓愈的公案，闡明若真知孔子，亦當知佛理。其三是禪儒的主次位置明顯，
儒是作為禪的助力或輔助角色，故說「禪海之一助」
，主位還是禪而非儒，也非儒禪是同等地位。文中
雖引用孟子話語，但直稱「孟軻」，不稱「孟子」，可見並沒有將孟子當成亞聖的地位。
《禪海一瀾》分上下兩卷，上卷分〈緒言〉及〈或問〉兩部分，下卷則摘錄儒家經典三十則，闡
釋儒佛會通之道。上卷「緒言」交代自己由儒轉佛的開悟過程，接著闡釋「儒佛同原，事理一致」
、
「神
佛儒三道鼎立」或稱「三教（儒釋道）同歸」之理，批世儒死守朱子未定之論，肯定陽明的朱子晚年
定論。
〈或問〉則以自問自答的設問方式，闡釋儒佛衝突與融合之理、批判徂徠學自慢且謗毀孔子，以
及在日本神道如何在三教定位問題。下卷選錄三十則出自儒家經典的章句，發揮以佛攝儒的詮釋態度，
除 2 則分別引用《尚書》與《周易》以外，其他 28 則皆出自四書。四書中又以引用最多的為《論語》
12 則，其次《中庸》8 則，再次《孟子》5 則、《大學》3 則。洪川從《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開始，一一闡釋洪川自認為的儒佛會通之道。茲將所摘錄的三十則內容羅列如下：

《禪海一瀾》下卷摘錄儒家經典三十則表
則名
1.明德

2.執中

四書出典

則名

四書出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 16.浴沂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大學）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17.率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庸）

18.致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大學）

19.忿懥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

執厥中。」
（中庸）
3.惟聖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尚
書）

4.一貫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
（大學）
5.曾參

「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手，啟

20.梏亡

予足。」
（論語）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
（孟子）

6.慎獨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21.躍如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
（孟子）

其獨也。」
（中庸）
7.浩然
36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

22.發憤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按：實則孟子是說「觀於海者難為水」及「觀水有術」
，洪川在此改為「觀海有術」
，意有所差。
《孟子‧盡心》章原文如
下：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
39

（論語）
」
8.無隱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論

23.驅納

語）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
（中庸）

9.顏回

「回也其庶乎屢空」
（論語）

24.形色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
子）

10.夕死

「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

11.不見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26.知風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

（中庸）

矣。」
（中庸）

12.盡心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25.性近

「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

27.克己

「克己復禮為仁」
（論語）

28.與權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矣。」
（孟子）
13.曲肱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
（論語）

14.德輶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論語）
29.易語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

曰：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周易）

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
15.至誠

「至誠無息」
（中庸）

30.無言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

綜而言之，
《禪海一瀾》的思想大要，不外以下三個重點：其一是當論及佛法與政治的關係時，強
調「佛法與王法不二」
；其二，當提到佛法與儒、道二教時，則彰顯以佛為體，儒、道為用。其三，當
論及朱子學與陽明學時，貶朱而褒王。以下分述此三要點。

1.佛法與王法「一理不二」

今北洪川的《禪海一瀾》著作目的與發言對象是呈請藩主賞閱，為時下儒者「重文輕道」的風氣，
望藩主重視禪門心性涵養之學。觀其〈沙門洪川謹北望伏揖獻書〉，特別引述宋高宗詔禪師金山克勤
（1063-1135）之間的問答，表達「佛法王法一理不二」的道理：37
昔宋高宗詔金山克勤曰：「朕素知卿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奏曰：「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
土生靈咸蒙衣被，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是佛祖所傳之道也。此道之外無別有，若別有，非
佛道耳。」帝大悅，賜圓悟禪師號。是豈非佛法王法一理不二之謂耶？豈非一大陽無私照之謂
耶？
洪川接著闡釋這個「佛法王法一理不二」的道理：38
凡世間一切事物不離理性，理性不離實相，實相不離一心，一心即大道也。《法華經》曰：「治
生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又曰：
「一切世間安民濟物，是諸佛道也。」故為人君父必仁慈，為
君子必致忠孝，是理性本具之德用也。是以螻蟻屬有君臣，鴻雁序有兄弟，人而無此德行，是
37
38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6。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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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迷倒眾生，佛甚呵焉！若能守三綱脩五常，則必有陽報之德；持五戒行十善，則從現世以資
當來冥福。今天下之群民雖悉具有善性，然不能率由其性者何哉？此無他，依從來習氣浸入之
深。假令泛學群書，深究物理，能率性天游者，中人以上無一二。或誇世榮，恣威權，猥行不
仁，不畏天命，何以至令止至善乎！即孔孟再世，無能設其誨焉。抑吾禪門之設誨也，使學者
先徹見固有之心性，以截斷妄想起滅之本根，故能轉凡成聖，點鐵成金，乃至於上不恥天，下
不恥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則能明禪而後見儒，事物之精粗無不到焉，
心性之體用無不明焉，佛法王法打成一片，外施仁孝忠信，內成無上善果，古德謂之真大丈夫
之能事。
以上洪川為了闡明「佛法王法一理不二」
，首先運用了「理性」與「實相」的體用觀念，強調儒學上的
忠孝仁慈，都是佛法上「理性本具之德用」
，由此揭示佛法與儒學在「實相」上皆不相違背。其次，說
明何以學儒者「泛學群書，深究物理」，最終還是導致「誇世榮，恣威權，猥行不仁，不畏天命」，關
鍵在於惡習氣浸潤已深，需要「先明禪而後見儒」
，澈見心性，截斷妄想起滅，方能轉凡成聖。最後，
強調須是佛體儒用、內佛外儒，交相合作，方能將佛法與王法打成一片。
如實言之，洪川上述之論，所論體用、內外之說，以及糾正功名利祿之病，宋明儒的內聖外王或
《大學》八德目有關本體與工夫之討論，並不缺少，並無新義。而且，在他筆下的儒學似乎僅屬外王
學，而無心性內在之學。這樣的言論在儒者看來，當然引起不平的波瀾。

2. 以佛為體，儒、道為輔

洪川在永興寺時代曾即席一詩〈謝絕藩士入室口占〉，表達其儒佛會通之道：39
儒釋異名顯一真，精微極處絕言塵。
蒼龍窟裡誠難入，謝卻九淵未到人。
鈴木大拙認為此詩是《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起於「儒佛互憎，如水火不容」
，望儒佛能互相徵考詰
問，各自發明，起到健全的發展作用。40 洪川所謂「儒佛互憎，如水火不容」
，並非虛言，十七世紀中
葉前後，即出現林羅山（1583-1657）與松永貞德（1570-1653）的儒佛論辯，之後有隱溪智脫回擊山崎
闇齋（1618-1682）
《闢異論》的《儒佛合論》
，再有山崎闇齋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彙集為《排釋
錄》而引起佛門人士心安軒於 1697 年（元祿丁丑年）撰《儒佛或問》及不染居士著《護法資治論》
捍衛佛法，企圖融合儒佛教理的衝突，戰前學者鷲尾順敬（1868-1941）所編之《日本思想鬪諍史料》
即彙集了上述相關著作。41
洪川企圖改變長期以來「儒佛互憎，水火不容」的情況，故在《禪海一瀾》卷上一開始的〈緒言〉
自述自己開悟過程後，闡述「儒佛同原，事理一致」的態度，堅持儒佛並行不相悖，而謂「難忍孔門
心法不行於世，將盡力以扶持其道翻真風乎已墜回大浪乎既倒」
，欲用禪門來「補儒門一大缺典」
。42 孔
門中有心法，常為儒者所忽略，亦為一般闡釋者所不明，洪川乃懷抱「欲使天下後世知孔子立教中有
禪，禪中有名教之至理也。熟按：孔子為釋子地，釋子為孔子地，兩教互影響，以發揮大道，既昭昭
然矣。」43
洪川的儒佛同原態度如上，至於神道，立場亦然，則特發明日本特有的「皇極之道」
，並引用聖德
39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
，頁 42。按：詩中的「蒼龍窟」是洪川的「室號」。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
，頁 41。
41
鷲尾順敬編：《日本思想鬪諍史料》（東京：名著刊行会，1969），有關此書儒佛辯諍的研究，可參拙著：〈山崎闇齋與隱
溪智脫的儒佛之辨及其餘緒〉
，《國文學報》第 62 期，2017 年 12 月，頁 1-22。
42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31-35。
43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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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所云：
「神也教人之始，儒也教人之中，佛也教人之終，三道互相扶，成乎一個道德之大樹。」44 力
主神佛儒三道，互為鼎立，乃為不倒。神佛儒三教可以互為頂立，洪川沒有論及孰為優劣，甚至將神
儒佛老四教皆稱為同道。45 不過，當洪川談及孔老佛三教關係時，則明白以佛為體，二教為輔，而曰：
「老以儒而厚，儒以老而全，孔老以佛而徹。佛以孔老而助，雖然孔老二教，智通一世，但利生民，
未及異生如吾佛大乘悲智，通于六道四生過現未，皆悉及之，無物不利，無事不達。」46 如此顯然以
佛為優，故而有附會老莊是小乘的二乘道，「可稱而不可則」；孔子是大乘的菩薩乘道，「可仰可崇」；
至於佛則是最優，為「獨絕之教，不變之宗。」47 顯然還是以佛為尊。

3.貶朱子而褒陽明

洪川在《一瀾》中對朱子的排佛態度相當反感，在《一瀾》中舉出宋代大儒從周敦頤（1017-1073）
參禪於金山佛印，程顥（1032-1085）受《華嚴》而啟發，
到朱子同時人呂祖謙（1137-1181）
、張栻（1133-1180）乃至朱子本人皆問道於徑山大慧（即大慧宗杲，
1089-1183）、開善道謙禪師，以上諸大儒都受到佛法的薰陶與滋養，而朱子卻反噬佛法，故洪川對此
大加批判朱子，如下所引：48
朱熹於是有省，後來常言：
「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論，皆極精妙，吾孔子所
無不及也。」
「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然則朱熹固知佛意之可崇，而卻為反噬之說，以
張我見，其亦不仁也甚矣，古人謂之德之賊也。後學雷同勦說，追影忘頭，亦如水母以蝦為目
巢，鮚以蟹為足，太可憐愍矣。道學一邊成理窟，孔門之真風，旋復湮晦矣，苦哉！苦哉！
以上洪川對於朱熹出佛又批佛，罵之為「不仁」、「德之賊」、「道學成理窟」等語，都是相當嚴苛的語
氣。不過洪川所引「朱熹固知佛意之可崇」
，經查《朱子語類》原文脈絡，並非如此，如「吾孔子所無
不及也」
，全文應是「故前輩學佛者，謂吾孔子所無不及也。」49 漏了「前輩學佛者」一句，會讓人誤
以為朱子贊成孔子不如佛，語意相差甚大。
洪川在《一瀾》批判完朱子後，接著高度肯定王陽明，特對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大加讚賞而
加以附會：50

44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40。
洪川如是談神儒佛老四教之道時，曰：
「唯學道，道無別名，神儒佛老，唯是箇道，恰如一太陽，照臨上下四維，其光無
所不到矣。只學者眼有知見學習之雲霧，或落在儒見，或坐在佛見，是非大道有同異，以眼見有障礙也。故神家者流，拂
盡其障礙，謂之止天原；儒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明明德；佛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見性成佛；老家者流，拂盡
其障礙，謂之得眾妙之門。」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58-59。
46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48。
47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52-53。
48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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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按此段引用朱子之語，與《朱子語類》原文有所出入，
《朱子語類》卷 126 載：
「佛書中說『六根』
、
『六塵』
、
『六識』
、
『四

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己出
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
證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所謂「區區小儒，怎生出他手」一語來自同卷《語類》原文：「因舉佛氏之
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
『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
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依以上兩段原文，實並看不出有尊崇佛意，洪川顯然斷章取義。
50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
，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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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有王守仁者出，文武兼備，一代之人豪也。
【中略】愚於守仁之言，釋然始知朱熹之非常人
也。嚮所謂為反噬之說，以張我見者，皆必中年未悟之弊也。渠若無晚歲悔之之語，則固執偏
見之傭儒也。然世之學者，徒死守朱熹未定之說，崇其著書，比金科玉條，不復知求其晚歲既
悔之說，競相呶呶，以亂聖學，不可不察矣。
如所周知，陽明在 47 歲刻〈朱子晚年定論〉後，掀起巨大波瀾，同時期羅整庵（1465-1547）致書陽
明加以質疑，證明許多是中年之論；陳健（1497-1567）著《學蔀通辯》嚴加攻擊，清儒王白田（1668-1741）
之《朱熹年譜》更由此而作，朝鮮儒者更討論激烈。51 眾多的研究均指出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
有太多問題，如陳榮捷指出了一些書信是中年問題，認為「陽明單採一邊以為定論。....實則必靠朱子
以為定論者，蓋由其必求與朱子歸一之故」之論，點出陽明何以要做晚年定論之心境，因是處於「巨
大朱子學」的權威籠罩之下的歷史背景與不忍有誹謗前賢的苦心。
不過，在中國與朝鮮有巨大朱子學的權威，在日本則比較無此顧慮。日本從德川初期以降，朱子
學雖是官方承認的學問，但從沒有被獨尊過，反而有股反理學的思潮，舉凡仁齋的古義學、徂徠的古
文辭學等，還有兵學、陽明學、神道學等等學派，不一而足。此外，德川思想界中，佛學或禪學仍有
其一席之地。洪川處於幕末時期，也是朱子學搖搖欲墜而陽明學勃發的時期，又加上是出家身，可以
理解他肯認陽明學而批判朱子學的立場。只是，罵朱子之為「不仁」、「德之賊」等這麼嚴重的語氣，
為中國儒者及朝鮮儒者所未見，即便反理學的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等也都在學術脈絡上批判朱子，甚
至也稱宋儒與朱子理學仍溺於佛老二氏太重，未見以「不仁」的激烈話語進行人身攻擊。又如前所提
及，洪川引用朱子話語時，截前去後，顯有斷章取義之嫌，其中引用陽明自述的部分，也有類似情形，
下節東澤瀉即針對這點加以嚴厲批判洪川。

三、《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批判
由上節的分析，可窺洪川抱持「扶起孔門之真風，挽狂瀾於既倒」之志，力唱「儒佛同原，事理
一致」之理，但在一些儒者看來，特別刺耳，尤其是陽明學者的東澤瀉。
東澤瀉早年習禪甚深，在《禪海一瀾》出版後的第二年（1864）看到了此書，乃著《禪海翻瀾》
（以下簡稱《翻瀾》）逐一批駁之。如前言所說，這應該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諍的最後一陣波瀾，根
據《翻瀾》序言：52
予頃間罹病，家居連月，事少日閑。偶有人示《禪海一瀾》者，永興寺僧洪川者之所著也。南
軒曝背，臥而讀之，又有許多說話。夫禪海本無瀾，一瀾起，則一瀾隨翻，亦勢也，亦理也。
《詩》
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吾豈敢，聊以示蒙子耳。
末段引用《詩經‧小雅》「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表明撻伐駁斥之意。《一瀾》有上下卷，《翻瀾》則
有上下篇，上篇旨在反駁《一瀾》上卷的儒佛會通，下篇則反駁《一瀾》30 則的問答。不過，《翻瀾》
上下兩篇僅各有十則，並沒有逐條批駁，本文僅提煉出五項有關儒佛論諍的內容，加以分析，以窺探
這波儒佛論諍的特色。

51

有關朱子晚年定論的研究頗多，代表性著作可參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
，收入氏著《王陽明傳習錄

集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頁 437-472。
52

東澤瀉：《禪海翻瀾》
，收入《澤瀉先生全集》中卷（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1919），自識引言，頁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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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抨擊「援佛入儒」之論

前此提及今北洪川將老莊比喻小乘的二乘道，孔子比喻為大乘的菩薩道，東澤瀉批評道：53
援儒入佛未已，又援老入佛，於是三教合焉，既佛與孔老等，乃飜然又抑老揚儒，儒與佛等，
乃又飜然抑儒揚佛，於是三教分焉。合三教，所以張佛教含弘；分三教，所以誇佛德神妙。分
合抑揚，變幻恍惚，使人不可端倪，此詖淫邪遁之本也。雖然，佛本九流之一家而已，豈可與
我神聖經綸之學較短長得失乎？清人袁子才所撰《佛論》
，其人品雖未正，立論的確，可謂千古
斷案矣。
澤瀉以上批評，點出無論洪川拉攏孔老二教，強調儒釋道三教相通之道，但其最終目的還是張揚佛教，
以佛教為優。末了更不惜長篇引用清代士人袁枚（1716-1798）的〈佛論〉
，強調佛僅是九流之一。袁枚
的〈佛論〉中強調「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肯獨去佛哉！」強調佛
僅是九流之一，絕不可與儒教的「神聖經綸之學」相提並論。

2.揭破洪川禪學頓悟的體證經驗

洪川在《一瀾》中自述其體悟經驗：54
一夜空，忽然前後際斷，入絕妙之佳境，恰如大死底，一切不覺有物我，只覺吾腔內一氣瀰漫
于十方世界，光輝無量也。須臾如蘇息者，視聽言動，豁然異於平日，自然天下至理妙義，頭
頭上明，物物上顯，歡喜之餘，自忘手之舞之足之踏之矣。
由於澤瀉本人曾出禪入儒，對於禪悟之境，亦不陌生，因此有如下的批駁：55
此禪學之入處，又極處，又精處，又妙處，又遠處，又大處。達磨以來相傳之密法也。余少小
已志學，出入于禪久矣。弱冠遊江都，寓安積氏見山樓，一夜空中忽然蹈著，懸崖撒手，光光
明明，快快活活，無所礙碍，自以為一貫之妙，乃賦偈云：
「思盡惟窮徒不通，豁然始見本來空，
觸處生天又生地，一心貫徹宇宙中。」後入大橋翁之門，質所見，翁云：
「是《易》所謂『遊魂
為變』者。禪學也，鬼窟活計焉耳。」因為辨儒佛異同，反覆丁寧，至數十萬言。於是，始知
薰蕕之不同器，爾來用功十餘年矣。今則始知，禪之所以禪，儒之所以儒，異端邪說之所以害
世道人心，瞭然于心目間，猶如指掌上之紋也。……然則吾儒既以為不足學，而無智姦僧，如
洪川者，拾以為至寶，徒珍襲其燕石，何以異以衲衣為芾冕，以廢宅為明堂乎！亦不思已。
澤瀉舉自己體悟經驗，相當類似洪川的體悟，應該這樣說，著名的陽明學者似乎都有過這樣一段半夢
半醒的神秘體驗，此種體驗是介於夢覺之間，而且都發生在半夜中，如陽明貴州龍場頓悟，乃「大悟
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
事物者誤也。」56陽明的弟子王龍溪、王艮，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大鹽中齋等皆不乏有這種寤寐的
恍惚狀態與人我兩忘的覺知精妙狀態。弔詭的是，這些寤寐經驗，很多都提到了天空出現裂痕，或天
空倒懸，乃至像王艮夢到天空下墜，進而自己進入到空靈狀態，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光明快活，大
徹大悟，貫穿至理妙義。東澤瀉自己曾描述這種夢覺之間的情況：
「夫有無竝超，謂之妙；夢覺無間，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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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0-1611。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1。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1-1612。
吳光、董平等校訂：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3，〈年譜一〉
，頁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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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悟。合妙與悟，謂之真。一真湛然，與物無窮。」57 指的是一種超越有無、夢覺相融的妙悟之境。
澤瀉講出自己的體悟經驗，旨在破除類似洪川這種體悟，其實儒門也不少，但儒門的體證，當是一種
「有」的「無滯之境」，佛門的體證則是一種「空」的「無滯之境」，二者差別在於儒學以心性為真，
佛終究以心性為空。無論如何，儒佛的寤寐體悟，當有所別，澤瀉批評洪川的問題是拿這種體悟經驗
「以為至寶」，但在儒門看來不可著迷，甚至認為「不足學」也。

3.指出對王陽明信佛之斷章取義

澤瀉信仰陽明學，對於洪川不僅視宋儒親近佛學，甚至將陽明歸為佛門，殊為不快，故有如下一
則特別澄清之：58
又以陽明為信佛，引其〈朱子晚年定論〉之序證之。序云：
「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
既而苦重說之紛繞，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一瀾》原改「釋氏」，近讀刻本，復正文，豈傍聞，余駁論改之乎。喝！
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
依違往返，且信且疑。《一瀾》刪「然」以下三十字，刻本註「中略」二字，此可略者乎？其意可知也。其後謫龍場，居夷
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
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儒妄開竇徑，踏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
之下《一瀾》作「佛氏」。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一瀾》作「釋氏」。據
此，所刪三十字，是文成之所以疑佛老之不合聖道也。而今刪此緊要一段，以佛學為無不合于
孔子之教，誣罔極矣。於朱子，既錯亂早晚，於陽明，又顛倒信疑，欺弄煽惑，目中無人矣。
按以上澤瀉的批駁，用文獻事實來證明洪川引用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的序言，在關鍵處下了手
腳。其一將陽明原文中的「老釋」或「二氏」改為「釋氏」或「佛氏」
。其二是刪除孔子對佛老二氏之
學「且信且疑」的緊要三十字，確實抓到了洪川斷章取義的問題，讓人誤以為陽明認知「佛學為無不
合于孔子之教」，這顯然是「顛倒信疑，欺弄煽惑，目中無人」，這與前節中筆者指出洪川刪除了《朱
子語類》
「故前輩學佛者，謂吾孔子所無不及也。」的「故前輩學佛者」六個字如出一轍，會讓人誤以
為朱子是認同孔子不及佛之論。由於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自述序言相當有名，確實如澤瀉所反駁
內容，洪川的確刪了這關鍵的三十字，欺得了一般人，卻欺不了陽明學者，有失誠信倫理。

4.駁難以佛法解《大學》首章

洪川對《大學》首章以佛的心法貫穿解釋，也引起澤瀉的憤慨，以下先論洪川的對此章的詮解，再
引澤瀉的反擊之論。洪川如是解釋：59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
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是聖學之綱領，煉心之實法，而孔門之妙訣也。明德，譬如一顆
珍珠，圓明寂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有差別，而珠無變
易也。自得之術，在止定靜安慮五者，是與吾門之靜坐工夫同，即鍊心之活法也。自明德至能
得，全用回文句法也，蓋聖者之屬辭也，製作參天地，意匠自則陰陽運行之氣象，而攡藻太可
57

東澤瀉：〈澤瀉文約．夢說〉
，《澤瀉先生全集》中卷，頁 884-885。
東澤瀉：
《禪海翻瀾》
，頁 1610-1611。原《禪海一瀾》
，頁 23-24。對照兩版本，澤瀉所云將「老釋」或「二氏」改為「釋
氏」或「佛氏」
，筆者所見版本（1910 年）確實恢復「老釋」及「二氏」
。其他引用，仍有些為字句不同，但不影響義理。
59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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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矣。
洪川如此抬高《大學》首章，認為這是「聖學之綱領，煉心之實法，而孔門之妙訣。」並將此「止定
靜安慮」五者當成是佛門的靜坐工夫、
「鍊心之活法」
。中間用珍珠的「體明」與「現一切相」之比喻，
其實隱藏著佛法的性空與緣起之理。最後注意到「回文句法」的「屬辭」用法。所謂「屬辭」是指連
綴的文辭，一般詩文中用以諧和音律，洪川在此將之視為回文句法，推到聖賢這樣的用法有符合天地
運行陰陽的氣象，認為此中有秘義，甚可玩味。澤瀉針對上述之論，不滿地批評：60
明明德即親民，即止至善，知止則定靜安慮，無所不自得矣。旨義明白，不費解也。程子謂：
「佛
氏有明德，而無親民。」據此，佛學無親民也。胡敬齋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得一箇假物事，
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只知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
也。」據此，則佛不徒無親民，併明德無之。苟明程子、胡氏之說，則知洪川牽強傅會之所原
焉。且洪川以此章為回文句法，聖賢攡藻之妙。夫回文者言，其文句之回環耳，如洪川之說，
可謂之倒觀矣。此等三尺童子亦能辯之。彼以文詞自誇，而其誤如此，亦可笑哉！
以上引用的《大學》古本「在親民」而非朱子所用的「在新民」。如所周知，「新民」與「親民」一字
之差有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大學》古本之爭，也就是理學與心學之爭。洪川是禪僧，專務心法，按理
應比較傾向用陽明心學的「親民」版本，但不知何故，沒有更改為「親民」，仍然沿用「新民」，因此
引起澤瀉引用程子的說法：「佛氏有明德，而無親民」，不唯如此，更引胡敬齋的說法，連「明德」也
是未見，認定佛氏的「空性」是空虛的假物，勿將此空虛的假物當成「明心見性」
，根本是牽強附會的
說法。同時也對所謂的「回文句法」，只是文句的回環而已，沒有洪川講的那麼玄義。

5.捍衛孟子性善論立場

佛學講空性，儒學的孟子學講人性本善論，一從「緣起」的生死輪迴與業果而發，一從「先天固
有的善性」而論，二者在根本處本有不可調和之處。洪川從禪學角度嘗試來理解儒學的人性論，故認
為儒學的人性論有不周延處，並對孟子的人性論有如下評論：61
《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名也。自然名實相持而
流行，謂之率性也。蓋性之為德，論之則為死物，故孔子不言之。至孟軻，只云「欲其自得之
也」
。然見孟、告往來之論，迂迴甚矣。不堪傍觀，今以比喻論之，夫清潔，水之性也，於人即
性之德也；東、西、下、濕，水之習也，於人即氣之動也。逆、上、激、揚，水之變也，於人
即心之用也。要之只是一精明、動、用者影響已。孟軻又詰問犬之性猶牛之性與，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是失於多辯者，何者天地無這善性，則不足以為天地矣；日月風露，無這善性，不足
以為日月風露矣。草木瓦礫，無這善性；不足以為草木瓦礫矣。然況於有血氣者乎？他又曰：
「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為得矣。
以上洪川稱「孟軻」，不稱「孟子」，可見相當區隔孔子與孟子的思想，故對孟子的性善論立場有所保
留，並且主張「性之為德，論之則為死物」
，也就是講得太過詳細，反會將「性」逼成固定不變的東西，
成為「死物」
。當然洪川意有所指，人性論若被講成像孟子的本善論，那只會限定性的本體。因此，洪
川舉「清潔，水之性」的比喻，來問難孟子太過執著於「善性」
。實則洪川這裡用了佛教的體用論來解
讀孟子的性善論。在佛教人性論中，根本不執著於人有先天的「本善論」
，人本身甚至萬物本身都是「無
自性」
，均是因緣而生，這是佛教「緣起性空」的根本理論。
「性體」本空，因緣而「有」
，所以洪川所
舉「清潔」是「水之性」，這是性體，隱喻性體本光明澄淨，超越所謂善與惡，而「水之習」（往東、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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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6。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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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往下、潮濕）
、
「水之變」
（逆向、往上、激流、奔揚）….，均是水之「用」
，豈可執著於「善性」，
故認為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辨是「失於多辨」
。當然，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辨，告子主張人性是屬於「生
物學的本有」，但孟子所定義的性是「超越意義的固有」，本有根本的不同。62 不過，在這場孟子與告
子的論辨過程中，洪川敏銳地看到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爭中有一段推論「犬之性猶牛之性與，牛之性
猶人之性與」是有矛盾的，因若按告子「生之謂性」
（即生而有的自然之質就是性）的邏輯，並不會推
論到孟子所謂「白之謂白」的邏輯套用，因「生」乃就其「天生自然之質」而言，「性」是依此「實」
而說，故「生之謂性」不可比喻為「白之謂白」的套用邏輯，自然也不會推論到「犬之性」＝「牛之
性」
，
「牛之性」＝「人之性」
，因動物（或生物）自然本性的實情各不同，狗有嗜肉鬥狠之性，牛有草
食溫和之性，人也有各自己的本能之性。易言之，不可將本能「實情的不同」
，推到告子對「生之謂性」
的定義。孟子的邏輯推論，確實有瑕疵，故洪川說「失於多辨」
，也不是無的放矢。但洪川最後仍肯定
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之論，只是，這個「我」當然不是孟子性本善論的「我」，仍是空性的我。
上述洪川用佛教的空性，問難孟子的人性論及其矛盾，澤瀉則反駁：63
《易》云：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言性善，本於此，非偏任一精明、作、用也。水喻，
孟浪杜撰，不足辨耳。蓋告子之學，禪學也。孟子犬牛一語，深鍼其項門。據此，禪宗所自以
為密機妙用者，狗子無佛性等之語，不攻而自敗矣，所以深諱孟子此等問答也。夫「萬物皆備
於我」
、
「犬之性猶牛之性」
，互待相發，豈命世亞聖而可自為矛盾之說乎？取彼舍此，亦坐不知
孟子之學矣。
洪川對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辨，以為「失於多辯」，澤瀉則批評洪川總是「深諱孟子此等問答」，亦即
輕易閃過，不正視孟子基於「性善」的「有」去辯論，故提出有名趙州公案「狗子有無佛性」
，認為像
這樣的公案，用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辯論，即可對佛教有無對立的「空性」產生不攻自破的效果，也就
是用孟子「超越意義的固有」以破佛教無自性的「空」，即以「有」破其「空」。其次，洪川認為孟子
性善論中所論「犬之性猶牛之性」與「萬物皆備於我」之論是有矛盾的，澤瀉在此也嚴正批判，認為
兩者「互待相發」
，但可惜並沒有論證，只搬出「命世亞聖而可自為矛盾之說乎？」殊為可惜。同時，
澤瀉指「告子之學，禪學也」
，這也是沒有論證的意氣之論，流於無的放矢，但也是前有所源，朱子早
就評價過陸象山之死而曰「可惜死了告子」
。平實而論，告子之學終究是「生物學的本有」的論理，牟
宗三先生論證甚詳。今故意把禪學的修行體證，與一個只在乎個體生命「生物學的本有」同比而觀，
那也是如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的不當類比。
總之，洪川以佛學的體用論評孟子的性善論，不免難以進入孟子的詮釋之環。澤瀉將禪學輕易推
為告子之學，也是推論太過的意氣之論。兩者對所詮釋的對象皆有誤解之處。儒佛的人性論課題，從
根本處言，自有不可比附或會通之處，但從後天勉人行善、保持正念、積極入世，讓世界更為和平美
好，以及涵養自性的修養而言，此則可互相發明。

四、結論
鈴木大拙在《今北洪川》的這本傳記中曾區分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性格，中國是儒家型的心理者，
日本是佛教型，特別是禪宗型的心理者。前者無論如何無法接受後者，雖然未必後者是善，前者是惡，
但儒者型特別拒絕後者。反之，禪者型並不如此主張，他表現出闊達、自在、不約束，無論在思想上、
行為上，不表現出任何的操守，只隨世流行。64 如實言之，大拙上述的區分，過度簡化，儒者確實有
62
63
64

有關孟子與告子的「生之謂性」的論辨解析，可參牟宗三：《圓善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4-12。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9。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
，頁 40-41。
47

排除異端的傳統，佛門中人也比較能容納儒門，但中國佛教的興盛也絕不亞於日本，同時日本的佛教
與禪學，因常捲入國家政權的鬥爭，甚至出現日蓮宗的帶妻制度，使其戒律難明，捲入世俗紛爭，並
在二戰中積極參與軍國主義的不義戰爭，要說日本是禪宗型的心理者，難以服人。再者，根據大拙所
謂禪者心理型當表現出闊達、自在的大度，但我們在洪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朱子為「不仁」、「德之
賊」的話語中，失其作為修行人的氣度與高度，故其雖言「儒佛同原，事理一致」
，但顯然還是以我為
尊，有失包容。
如本文所說，
《一瀾》與《翻瀾》當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諍的最後一陣波瀾，當雙方論戰之際，
大概不會想到，神道學派會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主宰一切宗教、思想及國民道德的主導者。1868 年明
治維新政府一成立，立即下了「廢佛毀釋」
、
「神佛分離令」
，佛教面臨千年以來空前的生存危機與挑戰，
逼得佛教徒非得依附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可，洪川所說「佛法王法一理不二」
，只能束之高閣。明治政
府接著 1872 年頒佈新的「教育令」，改變全國的學制，以西化教育制度為主，傳統的儒學私塾教育、
藩學教育受到嚴重衝擊，儒者紛紛關閉私塾，即連東澤瀉自己經營的私塾也只能在 1884 年（明治十七
年）宣布閉塾，遣散門人百餘人，閉關以讀《易經》
，最後以文墨書畫自娛以終。儒學與佛學在德川時
代互相論諍了兩百多年，儘管其中有多少精彩的論辨與解義，儘管其中有「以佛攝儒」或「以儒統佛」
乃至「折衷儒佛」的立場，但最後都阻擋不了新時代的衝擊，紛紛敗陣下來。弔詭的是，唯獨國學派
的神道學在新時代挺立而出，成為主角而壓抑其他文化思想，一反德川時代的神道學僅是配角的角色。
過去，儒學與佛學養育了單純簡易的神道學，畢竟神道學與佛學、儒學相較，高度缺乏文字的經典與
教理，神道學必須向二學汲取豐富的治國之道與神秘的教理。如今，基於天皇神系系譜的神道學，駕
著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浪潮，成為新時代寵兒，成為另一更為「巨大的巨大存在」
，以極端國家主義之
姿，為近代東亞國家掀起了另一波的驚濤駭浪。
儒學與佛學在東亞世界中論諍了一千多年，當代儒學失去了國家政治的舞台，外王學要往何處發
展？佛學在高度科技化的時代中，更難使人用功於內在修行的心法。近代以前佛學與儒學在內聖與外
王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論諍或排斥相當激烈。但儒佛的舞台與光芒逐漸消失的今日，如
何在當代互相發明，彼此接納與合作，共同面對科技化時代高度講究物質消費而輕忽心靈成長的問題，
從而進行創造性的轉換，開發古人的智慧為今人解決各種紛爭，而非讓他成為今人的糟粕，這將是儒
佛之間甚至是各日漸萎縮的宗教值得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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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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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執行科技部計畫「安岡正篤在戰前與
戰後的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轉化」之
移地研究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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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考察主要執行安岡正篤（1898-1983）這位在戰前及戰後以陽明學享譽於政
界、軍界、財界與學界所曾主持的金雞學院、日本農士學校，除赴埼玉縣武藏
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也到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篤的蒐
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資料。
考察時間自 7 月 13 日至 7 月 20 日，前後共計八天，13 日出發，入宿埼玉
縣浦美和園東橫 INN 飯店。7 月 13 日至 17 日三天半時間探訪位於埼玉縣的偏
鄉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還有在埼玉大學充分利用該
校圖書館，閱讀相關研究史料。17 日下午轉往東京，入宿淺草田原町 APP 飯
店，18、19 日兩天在東京永田町國會圖書館調閱安岡正篤關研究史料。20 日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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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 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考察目的主要執行安岡正篤（1898-1983）這位在戰前及戰後以陽明學
享譽於政界、軍界、財界與學界，所曾主持的金雞學院、日本農士學校，除赴埼
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也到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
篤的蒐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資料。經過本次考察，
對於安岡硬體的紀念館及其相關史料著作有進一步清晰的掌握，也蒐集了相關研
究材料，釐清這位被稱為「昭和教祖」的重要陽明學人物在日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安岡正篤以陽明學者聞名於世，可以說是日本最後具有影響力的陽明學者，
他與九州大學岡田武彥等純學者的陽明學者不同，活躍於日本政界、軍界、財界
的背後精神指導人物，不同於現今的智庫角色，逝後是否依然發揮其影響力。釐
清安岡的前後影響力，有助於觀察日本各界的顯微變化以及陽明學精神是否還影
響著日本。
本次行程除赴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也到
了埼玉大學查訪安岡正篤的蒐藏資料，更赴東京國會圖書館找尋安岡正篤的研究
資料。以下簡略說明考察過程：
7/13(週六) 搭機前往羽田機場，轉乘至埼玉縣，住浦和美圓東橫 INN 飯店。
7/14（週日）安岡正篤紀念館週日有開館，由於路程頗遠，早上十點出發，下午
一點多到，途中轉車三四次，到了武藏野嵐山站下車，走路約二十分中抵安岡正
篤紀念館，原來此地也是鄉學研修所所在地，昭和六年（1931 年）所創，正是
滿州事變發生之年。
一進小徑，一棟兩層樓的白色建築，是鄉學研究所的基地，在該棟建築物前有一
石碑，刻有「日本農士學校舊跡」
。走過白色建築便看到醒目的安岡正篤紀念館，
該紀念館的前身是安岡在大正末年於東京小石川的「東洋思想研究所」，在昭和
二年（1926）創設金雞學院，再經四年移至埼玉縣此處，也在此處開設「日本農
士學校」，以東洋思想的精神教育農村青年，並建有金雞神社，祭祀聖賢，鼓舞
此學校的青年以學聖賢為目標，故紀念館前特有安岡親自撰寫立碑的「為萬世開
太平」
。如所周知，這是出自宋代大儒張載的話語。但此金雞神社，自 2018 年遷
往埼玉縣川越市山田 340 號（因 2017 年還在）
，也許是這個因素，使得安岡紀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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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變得相當冷清。館內陳列安岡及日本農士學校的舊照及文物，廣大的學習場
所，讓人想起水戶藩弘道館的模樣，也許乏人管理，加上參訪客人只有我一人，
難以想像昔日的盛況。不過，還是可以感受到週邊環境的幽雅與靜謐，當年安岡
充滿理想建設私塾的基地，想要媲美吉田松陰松下村塾與藤田東湖的弘道館，曾
經盛極一時，戰後也透過師友協會，在各地進行廣大的教化活動。但也隨著安岡
的逝去，日本人對陽明學的興趣也漸走下坡，這也不過逝後三十年。
安岡紀念館與鄉學研究所合起來的腹地面積大約稍小於師大的體育場，但腹
地周邊還有小小丘陵地。在紀念館對面小徑，有一「無心是道」的禪語，我在小
雨中漫步，看著這句禪語，也想像安岡先生這位重視心學，融通儒禪的時代人物，
應也有多次漫步在小雨思索人生及國家、世界大事的哲理。雖然，紀念館有點冷
清，但漫步在安岡訓練青年學生的基地，依然可嗅出當年的盛況。
7/15、 7/16(週一、週二)
前往埼玉大學圖書館，本以為這個大學會有安岡的紀念或藏書，但並沒有，不過
在圖書館研讀諸多安岡相關的研究材料並在其學校購買相關書籍，如以下諸書
籍：
1.《日本の傳統精神》 / 安岡正篤著.(PHP 文庫, 1937)。
2.安岡註解的《傳習錄》，此書註解相當用心，將陽明學的《傳習錄》及其後學
研究頗精。
3.《明治維新の人間群相》
（2002 出版），編者林繁之的序文，對安岡的全國師友
會據點有如下描述：
(1)茨城県田母澤會館，乃過去御用的宅邸，有厚實的古色古香建築物與參
天古樹，及廣闊庭園。
(2)東京護國寺的月光殿
(3)開拓會館的浴恩館
(4)地方師友會地點：京都宇治的靖國寺、千葉的誕生寺、四國的石槌山
的禪寺、山形羽黑山的禪寺、九州小倉的禪寺。
4.《この国を思う》，安岡正篤著，（東京：明德出版社，2003 年再版）。
在此書一篇中的〈近代文明と都市農村—文明の亡ぶ救うもの〉長文窺知，安岡
何以要建設「鄉學研修所」，但有諸多崇高的理念，他痛斥都市的危險，如長了
很大的化膿，而農村日益荒廢。安岡並預言失去農村的新陳代謝，都市也會急速
滅亡。並主張農村是正確的國家生活所有意義的根底，也是文明文化的根底。
傍晚在書店購買到一些安岡的專書如《東洋學發掘》、《日本精神通義》。
5.《東洋學發掘》（東京：明德出版社，1997）
此書可窺安岡對於東洋學的思考性質有儒釋道綜合的成分，分兩部分，一是「老
子與達摩」，一是「副論語」（《孔子家語》）。前者論「老子之教與達摩之教善契
合，與其這樣說，不如說達摩之教善契合於老子之教。中國的傳統因有老莊之流，
善於吸收大乘佛教，也讓中國佛教開花結果，其中一個特色即是達摩禪。後者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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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視《孔子家語》為「副論語」
，肯定其價值，反對清儒的考證，或視之為偽書，
承認此書「實夫子之本旨」。
7/17（週三）交通移動中，前往東京淺草田原町，宿 APA 酒店。晚與獨協大學
的林永強副教授見面，討論明年「東亞倫理學」在韓國成均館舉辦，而我屬的臺
灣師範大學承辦後年 2021 年。
7/18、7/19(週四、五)、至東京永田町國會圖書館查訪安岡資料。
搭銀座縣至國會圖書館，第一次辦理手續，此圖書館管制甚嚴，背包不能帶進去，
印製也都要申請，服務人員散在日處，不能照相。但服務都親切。看了整個安岡
可以線上經過數位化可閱讀的書，整理了一些資料：
(一)、安岡親著的陽明學材料
1.《王陽明文録》 (聖賢遺書新釈叢刊 ; 第 31)，金雞学院, 昭 11。。
2.《大塩平八郎》 (人物研究叢刊 ; 第 10)，金雞学院, 昭和 5。
3.《洗心洞箚記 : 五十条 》(聖賢遺書新釈叢刊 ; 第 3)，大塩中斎著, 安岡正篤
訳註. 金雞学院, 昭和 3。
4.《河井蒼竜窟の学源 : 互尊独尊衍義補》，日本互尊社, 昭 11。
5.《英雄と学問 : 河井継之助とその学風 》(師友選書 ; 第 12)，明徳出版社,
1957 。
6.《佐藤一斎「重職心得箇条」を読む》，致知出版社, 1995。
7.《王陽明 : 知識偏重を拒絶した人生と学問 》， PHP 研究所,2006。
8.《王陽明 : 知識偏重を拒絶した人生と学問 》(現代活学講話選集 ; 4)，安岡
正篤先生生誕百年記念事業委員会, 1997。
9.《達人熊沢蕃山 : 附・蕃山先生農政論抄》(篤農協会叢書 ; 第 1)篤農協会, 昭
和 8。
(二)、安岡相關研究雜誌及博論
1.(博士論文) 《変動期東北農村におけるリーダーの農本主義イデオロギー思想
の受容とその展開 : 菅原兵治の農民育成及び農村経営論受容のあり方を通し
て》，佐藤幸也，東北大学情報科学 ,1998 博士論文。
2.〈人格の完成--王陽明のなかに安岡正篤が見たもの〉(王陽明特集)，小島 毅，
《陽明学》 (20) 2008. p.167～180。
3. 〈先哲に学ぶ行動哲学 : 知行合一を実践した日本人(第 32 回)安岡正篤東洋
哲学の泰斗・人間学を提唱した昭和の導師(1)天下を憤るは易いが、天下を救
ふは難し〉，多久善郎，《祖国と青年》(399):2011.12 p.68-73.
4.〈先哲に学ぶ行動哲学 : 知行合一を実践した日本人(第 33 回)安岡正篤東洋
哲学の泰斗・人間学を提唱した昭和の導師(2)同志各々一燈を点じて一隅を照
し、萬燈天下を遍照することを期す〉，多久善郎，
《祖国と青年》 (400):2012.1
p.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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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週六）早上 10 點趕機場，搭 14:30 飛機回國。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此次探查安岡紀念館、日本農士學校、鄉學研修所及東京國會圖書館等有關
安岡的實體與書籍研究，特別有以下發現：
1. 安岡學問龐雜，雖被定位為陽明學，但終究陽明學不能範圍之，他在古典漢
學世界裡優游涵泳，信手皆是古典漢學與日本神學。毫無疑問，安岡是通儒
者，但他也是通道者，道家作品不少，諸如《老子與達摩》
，故稱他是通儒道
者亦可。又，若要稱安岡他是「史傳者」也不為過，他寫了數十本膾炙人口
的人物傳記，用他獨特的慧眼，藉著歷史人物以褒貶國家與世界的時勢。同
時他也可稱之為「提倡日本精神者」
，只是他不是極端國體論者，尚保留諸多
理性，當然也分戰前與戰後的態度。他更是「時局的批判者」
，尤其對日本的
戰後和平憲法批判最力，常藉著歷史人物與思想褒貶。當然，他更是徹底的
反共者，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如一，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好感。
2. 此次親自踏訪安岡紀念館及所在地「日本農士學校」
，研讀不少資料，深入瞭
解安岡作為「鄉學的提倡者」之理念，不論從戰前的「金雞學院」
，到戰後成
立的「鄉學研修所」
，安岡注意到農村與都市之間失去的平衡關係，將會造成
人類文明的毀滅，企圖為日漸都市化、物質化而喪失精神生活的現代人類，
鼓吹回到鄉村，在鄉村育才，為鄉村保留一股精神元氣，以調節都市的無精
神、無宗教的迷失問題，未來當釐清這些理念，更深刻掌握安岡的鄉學，或
可與當代新儒家梁潄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共同比較。
3. 毫無疑問，安岡是「東洋學倫理」的提倡者，這點常為研究者忽略，也許是
戰後日本學者對「東洋」一詞的忌諱，但不能無視於他戰前與戰後諸多談論
的「東洋學」著作。本研究計畫重點企圖從他主要的陽明學精神與他所提倡
的東洋學的倫理，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同時論及作為「整體的東洋學」而
言，安岡如何安頓作為「部分的日本精神」呢？這之間似乎有些詭辯之處，
未來本研究將處理安岡這樣複雜的倫理課題。
4. 安岡的影響力正在退燒中，也顯示陽明學在今日日本的落寞。
此次參訪安岡紀念館，看到冷清的紀念館，管理的簡陋，顯見隨著安岡的逝
去，日本人對陽明學的興趣也漸走下坡，這也不過是安岡逝後三十年的情況。
但反觀中國現在正陽明學熱潮，陽明學熱潮在一百五十年後重新回到中國掀
起熱潮，作為反共、且作為熱愛陽明學的安岡正篤而言，應該五味雜陳。真
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中日這兩股陽明學勢力的一消一長，值得日後
進一步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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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無

五、附錄：(移地研究考察照片)

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1）

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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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埼玉縣武藏野嵐山參訪安岡正篤紀念館、鄉學研修所、日本農士學校（3）

至埼玉大學圖書館查訪安岡正篤資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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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國會圖書館申請登錄利用者卡

東京國會圖書館印製安岡正篤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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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出席國際會議)

(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執行科技部計畫「安岡正篤在戰前與
戰後的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轉化」之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張崑將/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香港
出國期間：2018/10/25-10/28
報告提交日期：2018/11/18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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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計畫旨在探索「陽明學」與「日本精神」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並以安
岡正篤這位在日本政、軍、財界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為核心，以窺其在戰前與戰
後的轉變，由此進行客觀的歷史評價。但在執行本計畫之際，有關陽明學在日
本在明治維新前後的脈絡，有必要進行釐清的作用，特別是安岡正篤本身亦有
陽明學與禪學的儒佛會通或道佛會通的著作，如《禅と陽明学》
《老子と達磨》
的著作，本次赴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發表論文討論幕末維新之際的禪學與儒學
的論辯課題，可以作為本計畫相關學術背景及其涉及有關日本精神接受儒禪思
想滲透的思想轉化之課題。
會議時間自10月25日至10月28日，前後共計四天，25日中午出發，入宿香
港浸會大學附近的「海逸酒店」。26日、27日參加兩天的「第二屆儒家經典
的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受容及傳釋」，28日短暫
與學者交流，下午回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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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 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行程目的是受邀參加「第二屆儒家經典的跨域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心與邊緣的文化受容及傳釋」，會中發表最新研究論文〈德川末期《禪海翻瀾》
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本文涉及幕末維新之際的禪學與陽明學的論辨，
與執行本年度科技部計畫有關戰前及戰後陽明學與日本精神的課題，進行先前學
術論諍背景的釐清，並在會議發表過程中和與會學者互相交流與切磋意見，得到
相當多的新見解與新啟發。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國際學術會議，計受邀韓國、日本、大陸、香港與臺灣學者有38位發
表學術論文，參加師生近百人。除主題演講外，共分十場論文發表。由香港浸會
大學文學院院長Professor Mette Hjort代表致詞，接著台臺灣代表學者林慶彰教授（東
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及韓國代表學者李昤昊教授（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東亞系教授）代表發言，接著進行由大陸、臺灣、韓國、日本等學者主題演講，本
人發表〈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一文，在第一天26

日下午第一場發表。
十場論文發表中，其內涵涉及到經學的跨域傳釋，中心與邊緣，文化受容與
轉化，討論的經典有《易經》學、《詩經》學、《孝經》學、《論語》學、《四書》
學、
《荀子》學、
《孟子》學以及小學、考證學。總之，範圍涵蓋有中國經學、韓
國經學、日本經學、近代經學的脈絡性轉化等學術課題，亦有儒家經典的禮與法，
還有韓國經典數位化推展計畫諸課題，堪稱議題多元，不僅在時間上跨越古今，
空間亦跨域中日韓越，亦有最新前瞻的經典數位化的討論。
本次本人受邀發表的論文〈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
辨〉一文，點出知名禪學家今北洪川著作《禪海翻瀾》後受到同時代知名陽明學
者東澤瀉的批評而著有《禪海一瀾》，兩者的論諍，堪稱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
諍的最後一陣波瀾。本文指出邁入明治維新後，儒學與佛學在德川時代互相論諍
了兩百多年，儘管其中有多少精彩的論辨與解義，儘管其中有「以佛攝儒」或「以
儒統佛」乃至「折衷儒佛」的立場，但最後都阻擋不了新時代的衝擊，紛紛敗陣
下來。弔詭的是，唯獨國學派的神道學在新時代挺立而出，成為主角而壓抑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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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一反德川時代的神道學僅是配角的角色。過去，儒學與佛學養育了單
純簡易的神道學，畢竟神道學與佛學、儒學相較，高度缺乏文字的經典與教理，
神道學必須向二學汲取豐富的治國之道與神秘的教理。如今，基於天皇神系系譜
的神道學，駕著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浪潮，成為新時代寵兒，成為另一更為「巨
大的巨大存在」，以極端國家主義之姿，為近代東亞國家掀起了另一波的驚濤駭
浪。
10/27 第二天會議閉幕式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黃良喜教授主持，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古勝隆一教授表示明年第三屆會議由京都大學舉辦，最後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會，當天下午
進行文化考察，晚宴中學者彼此之間交流甚歡，商量學術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10/28 下午 搭飛機回國。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是本人第一次參加經學的國際會議，會中學者探討經典流傳到外國後，
有關跨域傳釋的脈絡性轉換問題，會中探討許多各種經典在不同的時空脈絡及不
同的國度風土中，展現多元的面貌。由於本人長期做的是思想史之研究工作，本
次得與長期做經學的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雖然研究路徑不同，但頗有收穫，有
以下諸心得：
1. 經學重視經典的出版版本比較、流傳與考證，思想史著重經典義理的分析，
二者應相輔相成，體認到經典版本考訂與流傳的重要性。
向來自己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此次第一次參加經學的國際會議，對於他們
長期關注版本的流傳與比較、考訂，雖屬外部，但也往往影響內部義理的解釋，
故經典出版的一字之差，常牽動關鍵義理解釋的動向。自己發表論文時，也受到
學者質疑用哪一年代的出版版本，若沒交代，會忽略一些關鍵性解釋的問題。
2. 本次會議相當具有東亞的宏觀視野與比較
這次的會議發表論文 38 篇，涵蓋中國、香港、臺灣、日本、韓國等多國學者，
論文研究多朝誇國、跨語言、跨文化的方向進行比較與分析，既有宏觀的經學註
釋比較，也有微觀的小學概念的個別研究，呈現東亞多元文化的交流現像。
3. 本次會議用輪值舉辦的方式值得學習
這次經典的跨域傳釋的國際會議，採用不同國家輪值舉辦方式，兩年前在韓
國首爾的成均館大學舉辦，預告第二屆在香港舉辦，後年第三屆則在京都大學舉
辦，第四屆則可能在臺灣舉辦。這種模式相當值得學習，也可以提前申請國際會
譯經費，逐年擴大會議的影響力。
4.對日本陽明學與禪學之間關係的釐清有更好的把握，有助於本計畫探討戰爭前
後陽明學者安岡正篤如何轉化陽明學思想的學術脈絡。
陽明學在日本往往在不同時代被轉化為「日本陽明學」，明治維新前後的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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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熱潮是第一波，陽明學是作為維新革命而存在，並與禪學往往糾纏不清。甲
午戰爭及日俄戰後，透過井上哲次郎、高瀨武次郎的推波助瀾，陽明學被轉化為
國家主義，形成第二波陽明學的熱潮。安岡正篤則是二次大戰前後的第三波陽明
學熱潮的推動者，但其所強調的「日本精神」則進入嶄新的階段。
總之，透過本次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在發表論文的研究方面，能跟與會學
者彼此互相切磋，又結識相當多的東亞文史的研究國際學者，對未來本研究計畫
的執行，相當有助益。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無

五、附錄：(出席國際會議照片＋發表的論文)
附錄一：國際會議相關照片

大會開幕式，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 Professor Mette Hjort 致詞，
韓國成均館大學代表李伶昊教授、臺灣學者代表中研院文哲所林慶彰教授、
香港學者代表浸會大學盧鳴東教授舉行貴賓開幕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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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大陸等國家的與會學者大合照

7

1040114 修訂

附錄二：發表的論文

德川末期《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儒佛論辨
張崑將

一、前言
《禪海一瀾》是活躍於明治維新前後的臨濟宗禪僧今北洪川（1816-1892）
所作，其著名弟子有釋宗演（1859-1919）及鈴木大拙（1870-1966），在日本近
代禪學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根據鈴木大拙所著述的傳記《今北洪川》，洪川
14 歲入大阪徂徠學者藤澤東畡（1795-1865）柏園書院門下習儒五年，但嚮往莊
子甚於孔子，曾言：
「莊子大孔子，徂徠小孔子。」1 亦嘗在廣瀨旭莊（1807-1863）
門下學習宋學，仍無法滿足於儒學。19 歲父母安排婚姻，娶田中氏，25 歲有強
烈的出家之志，與田中氏離緣，並在相國寺受大拙演和尚（1796-1855）剃度受
戒。之後歷任岩國藩永興寺及鎌倉圓覺寺的住持。《禪海一瀾》是在「岩國永興
寺時期」所著。2
《禪海一瀾》一書成於 1862 年，出版不久，受到同時期的陽明學者東澤瀉
﹙1832-1891﹚
，在《禪海一瀾》出版後不久（1864）看到了此書，乃著《禪海翻
瀾》逐一批駁之，站在捍衛儒學、嚴辨儒佛之立場，形成幕末思想史上的波瀾，
這也應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辨的最後一波。由於東澤瀉早年習禪甚深，幕末期
間主張尊王攘夷，故曾下獄，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後，被列為輔佐功臣。根據澤瀉
的〈年譜〉記載，26 歲是他確定以陽明學為宗的年代，所著《證心錄》上下兩
卷可窺其由禪轉儒的心路歷程。因此，比較二者求學歷程，一個是由儒轉佛，一
個是由禪入儒，各有生命的抉擇與學問的堅持，二者本可老死不相往來，卻因洪
川的《禪海一瀾》之作，掀起了幕末時期一陣儒佛論諍的波瀾。
本文在第二節先介紹《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與內容大要，接著在第三節深
入分析《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論辨內容，扣緊儒佛論諍的議題，提煉幾
項重要課題，一窺這場幕末儒佛論諍的波瀾所代表的思想史意義。最後在結論
中，反省儒佛二教在明治維新後紛紛敗陣下來，神道學異軍突起，結合國家主義
成為明治政府的獨尊，掀起東亞巨大的波瀾，從而檢討儒佛在今日東亞社會應扮
演的平衡角色。

此語可見洪川弟子釋宗演等所合撰的《蒼龍窟年譜》
，收入今北洪川：
《禪海一瀾》
（東京：す
みや書店，1910）之附錄，頁 148。
2
有關今北洪川的傳記，可參其弟子鈴木大拙：
《今北洪川》（東京：春秋社，1992）。大拙將洪
川一生分為「生立與修行時期」
、
「岩國永興寺時期」
、
「鎌倉圓覺寺時期」三個時代進行描述。另
外亦可參洪川弟子釋宗演等所合撰的《蒼龍窟年譜》
，之附錄，頁 143-221。「蒼龍窟」是洪川的
所建寮房之室名，洪川以此室號為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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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與內容大要
《禪海一瀾》完成於幕末的 1862 年，當時洪川 47 歲，擔任岩國藩永興寺的
住持，翌年，呈給藩主吉川經幹，由此藩內武士多參禪。3 此書完成後，從《蒼
龍窟年譜》中可發現，記載洪川曾多次向弟子宣講此書，足見此書在洪川的重要
程度。洪川在此書的序中說明何以取書名為《禪海一瀾》：4
孟軻曰：「觀於海有術，先觀其瀾。」故山野間抽孔門之典語三十則，附
之管窺，以充禪海之一助，是亦可謂仁之方歟。……昔韓愈上表排佛，觸
憲宗之震怒，貶潮州，州有僧大顛者，諭愈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
知孔子也。使子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山野有此編者，蓋欲令知孔
子而已，請學者先察孔子方寸之波瀾，而後泛觀禪海之汪洋，則如開朝霧
而望江海之佳氣，不亦愉快乎？遂目曰《禪海一瀾》。
由上述可窺，洪川有三大著作動機：其一是儒是作為趣入禪的基礎，書名的「海」
指的是禪，
「瀾」指的是儒，引用孟子之語「觀於海有術，先觀其瀾」
，學者對儒
5
佛先後的學習次第，是先瀾而後歸大海。 其二是儒佛義理相通，舉韓愈的公案，
闡明若真知孔子，亦當知佛理。其三是禪儒的主次位置明顯，儒是作為禪的助力
或輔助角色，故說「禪海之一助」，主位還是禪而非儒，也非儒禪是同等地位。
文中雖引用孟子話語，但直稱「孟軻」
，不稱「孟子」
，可見並沒有將孟子當成亞
聖的地位。
《禪海一瀾》分上下兩卷，上卷分〈緒言〉及〈或問〉兩部分，下卷則摘錄
儒家經典三十則，闡釋儒佛會通之道。上卷「緒言」交代自己由儒轉佛的開悟過
程，接著闡釋「儒佛同原，事理一致」
、
「神佛儒三道鼎立」或稱「三教（儒釋道）
同歸」之理，批世儒死守朱子未定之論，肯定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或問〉則
以自問自答的設問方式，闡釋儒佛衝突與融合之理、批判徂徠學自慢且謗毀孔
子，以及在日本神道如何在三教定位問題。下卷選錄三十則出自儒家經典的章
句，發揮以佛攝儒的詮釋態度，除 2 則分別引用《尚書》與《周易》以外，其他
28 則皆出自四書。四書中又以引用最多的為《論語》12 則，其次《中庸》8 則，
再次《孟子》5 則、《大學》3 則。洪川從《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開始，一一闡釋洪川自認為的儒佛會通之道。茲將所摘錄的三十則內容羅列如下：

3

根據釋宗演等所編《蒼龍窟年譜》載：
「師撰《禪海一瀾》
，呈府主有恪公，藩中居士濟濟勵參
禪。」頁 170。有關今川洪北在岩國藩永興寺的活動，可參鈴木大拙：
《今北洪川》第三章〈岩
國永興寺時代—《禪海一瀾》の著述〉，頁 36-48。
4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東京：すみや書店，1910）
，
「自序」
，頁 1-2。
5
按：實則孟子是說「觀於海者難為水」及「觀水有術」
，洪川在此改為「觀海有術」
，意有所差。
《孟子‧盡心》章原文如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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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海一瀾》下卷摘錄儒家經典三十則表
則名
1.明德

2.執中

四書出典

則名

四書出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
。 16.浴沂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大學）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17.率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中庸）

18.致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大學）

19.忿懥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

執厥中。」
（中庸）
3.惟聖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尚
書）

4.一貫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
（大學）
5.曾參

「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手，啟

20.梏亡

予足。」
（論語）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
（孟子）

6.慎獨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21.躍如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
（孟子）

其獨也。」
（中庸）
7.浩然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

22.發憤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

8.無隱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論

23.驅納

語）

「人皆曰『予知』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
（中庸）

9.顏回

「回也其庶乎屢空」
（論語）

24.形色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
子）

10.夕死

「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

11.不見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26.知風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

（中庸）

矣。」
（中庸）

12.盡心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25.性近

「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

27.克己

「克己復禮為仁」
（論語）

28.與權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矣。」
（孟子）
13.曲肱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
（論語）

14.德輶

詩云：「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論語）
29.易語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

曰：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周易）

無聲無臭。」至矣。（中庸）
15.至誠

「至誠無息」
（中庸）

30.無言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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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禪海一瀾》的思想大要，不外以下三個重點：其一是當論及佛
法與政治的關係時，強調「佛法與王法不二」；其二，當提到佛法與儒、道二教
時，則彰顯以佛為體，儒、道為用。其三，當論及朱子學與陽明學時，貶朱而褒
王。以下分述此三要點。

1.佛法與王法「一理不二」

今北洪川的《禪海一瀾》著作目的與發言對象是呈請藩主賞閱，為時下儒者
「重文輕道」的風氣，望藩主重視禪門心性涵養之學。觀其〈沙門洪川謹北望伏
揖獻書〉
，特別引述宋高宗詔禪師金山克勤（1063-1135）之間的問答，表達「佛
法王法一理不二」的道理：6
昔宋高宗詔金山克勤曰：
「朕素知卿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奏曰：
「陛
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蒙衣被，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是佛祖所
傳之道也。此道之外無別有，若別有，非佛道耳。」帝大悅，賜圓悟禪師
號。是豈非佛法王法一理不二之謂耶？豈非一大陽無私照之謂耶？
洪川接著闡釋這個「佛法王法一理不二」的道理：7
凡世間一切事物不離理性，理性不離實相，實相不離一心，一心即大道也。
《法華經》曰：
「治生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又曰：
「一切世間安民濟物，
是諸佛道也。」故為人君父必仁慈，為君子必致忠孝，是理性本具之德用
也。是以螻蟻屬有君臣，鴻雁序有兄弟，人而無此德行，是為迷倒眾生，
佛甚呵焉！若能守三綱脩五常，則必有陽報之德；持五戒行十善，則從現
世以資當來冥福。今天下之群民雖悉具有善性，然不能率由其性者何哉？
此無他，依從來習氣浸入之深。假令泛學群書，深究物理，能率性天游者，
中人以上無一二。或誇世榮，恣威權，猥行不仁，不畏天命，何以至令止
至善乎！即孔孟再世，無能設其誨焉。抑吾禪門之設誨也，使學者先徹見
固有之心性，以截斷妄想起滅之本根，故能轉凡成聖，點鐵成金，乃至於
上不恥天，下不恥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則能明
禪而後見儒，事物之精粗無不到焉，心性之體用無不明焉，佛法王法打成
一片，外施仁孝忠信，內成無上善果，古德謂之真大丈夫之能事。
以上洪川為了闡明「佛法王法一理不二」，首先運用了「理性」與「實相」的體
用觀念，強調儒學上的忠孝仁慈，都是佛法上「理性本具之德用」，由此揭示佛
法與儒學在「實相」上皆不相違背。其次，說明何以學儒者「泛學群書，深究物
理」
，最終還是導致「誇世榮，恣威權，猥行不仁，不畏天命」
，關鍵在於惡習氣
6
7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6。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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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潤已深，需要「先明禪而後見儒」
，澈見心性，截斷妄想起滅，方能轉凡成聖。
最後，強調須是佛體儒用、內佛外儒，交相合作，方能將佛法與王法打成一片。
如實言之，洪川上述之論，所論體用、內外之說，以及糾正功名利祿之病，
宋明儒的內聖外王或《大學》八德目有關本體與工夫之討論，並不缺少，並無新
義。而且，在他筆下的儒學似乎僅屬外王學，而無心性內在之學。這樣的言論在
儒者看來，當然引起不平的波瀾。

2. 以佛為體，儒、道為輔

洪川在永興寺時代曾即席一詩〈謝絕藩士入室口占〉
，表達其儒佛會通之道：
8

儒釋異名顯一真，精微極處絕言塵。
蒼龍窟裡誠難入，謝卻九淵未到人。
鈴木大拙認為此詩是《禪海一瀾》的著作動機，起於「儒佛互憎，如水火不容」，
望儒佛能互相徵考詰問，各自發明，起到健全的發展作用。9 洪川所謂「儒佛互
憎，如水火不容」，並非虛言，十七世紀中葉前後，即出現林羅山（1583-1657）
與松永貞德（1570-1653）的儒佛論辯，之後有隱溪智脫回擊山崎闇齋（1618-1682）
《闢異論》的《儒佛合論》
，再有山崎闇齋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彙集為《排
釋錄》而引起佛門人士心安軒於 1697 年（元祿丁丑年）撰《儒佛或問》及不染
居士著《護法資治論》捍衛佛法，企圖融合儒佛教理的衝突，戰前學者鷲尾順敬
（1868-1941）所編之《日本思想鬪諍史料》即彙集了上述相關著作。10
洪川企圖改變長期以來「儒佛互憎，水火不容」的情況，故在《禪海一瀾》
卷上一開始的〈緒言〉自述自己開悟過程後，闡述「儒佛同原，事理一致」的態
度，堅持儒佛並行不相悖，而謂「難忍孔門心法不行於世，將盡力以扶持其道翻
真風乎已墜回大浪乎既倒」
，欲用禪門來「補儒門一大缺典」
。11 孔門中有心法，
常為儒者所忽略，亦為一般闡釋者所不明，洪川乃懷抱「欲使天下後世知孔子立
教中有禪，禪中有名教之至理也。熟按：孔子為釋子地，釋子為孔子地，兩教互
影響，以發揮大道，既昭昭然矣。」12
洪川的儒佛同原態度如上，至於神道，立場亦然，則特發明日本特有的「皇
極之道」
，並引用聖德太子所云：
「神也教人之始，儒也教人之中，佛也教人之終，
三道互相扶，成乎一個道德之大樹。」13 力主神佛儒三道，互為鼎立，乃為不
8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頁 42。按：詩中的「蒼龍窟」是洪川的「室號」
。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頁 41。
10
鷲尾順敬編：《日本思想鬪諍史料》（東京：名著刊行会，1969），有關此書儒佛辯諍的研究，
可參拙著：〈山崎闇齋與隱溪智脫的儒佛之辨及其餘緒〉
，
《國文學報》第 62 期，2017 年 12 月，
頁 1-22。
11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31-35。
12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45。
13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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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神佛儒三教可以互為頂立，洪川沒有論及孰為優劣，甚至將神儒佛老四教皆
稱為同道。14 不過，當洪川談及孔老佛三教關係時，則明白以佛為體，二教為
輔，而曰：「老以儒而厚，儒以老而全，孔老以佛而徹。佛以孔老而助，雖然孔
老二教，智通一世，但利生民，未及異生如吾佛大乘悲智，通于六道四生過現未，
皆悉及之，無物不利，無事不達。」15 如此顯然以佛為優，故而有附會老莊是
小乘的二乘道，
「可稱而不可則」
；孔子是大乘的菩薩乘道，
「可仰可崇」
；至於佛
則是最優，為「獨絕之教，不變之宗。」16 顯然還是以佛為尊。

3.貶朱子而褒陽明

洪川在《一瀾》中對朱子的排佛態度相當反感，在《一瀾》中舉出宋代大儒
從周敦頤（1017-1073）參禪於金山佛印，程顥（1032-1085）受《華嚴》而啟發，
到朱子同時人呂祖謙（1137-1181）
、張栻（1133-1180）乃至朱子本人皆問道於徑
山大慧（即大慧宗杲，1089-1183）
、開善道謙禪師，以上諸大儒都受到佛法的薰
陶與滋養，而朱子卻反噬佛法，故洪川對此大加批判朱子，如下所引：17
朱熹於是有省，後來常言：
「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論，
皆極精妙，吾孔子所無不及也。」「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然則
朱熹固知佛意之可崇，而卻為反噬之說，以張我見，其亦不仁也甚矣，古
人謂之德之賊也。後學雷同勦說，追影忘頭，亦如水母以蝦為目巢，鮚以
蟹為足，太可憐愍矣。道學一邊成理窟，孔門之真風，旋復湮晦矣，苦哉！
苦哉！
以上洪川對於朱熹出佛又批佛，罵之為「不仁」
、
「德之賊」
、
「道學成理窟」等語，
都是相當嚴苛的語氣。不過洪川所引「朱熹固知佛意之可崇」
，經查《朱子語類》
原文脈絡，並非如此，如「吾孔子所無不及也」，全文應是「故前輩學佛者，謂
吾孔子所無不及也。」18 漏了「前輩學佛者」一句，會讓人誤以為朱子贊成孔子
14

洪川如是談神儒佛老四教之道時，曰：
「唯學道，道無別名，神儒佛老，唯是箇道，恰如一太
陽，照臨上下四維，其光無所不到矣。只學者眼有知見學習之雲霧，或落在儒見，或坐在佛見，
是非大道有同異，以眼見有障礙也。故神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止天原；儒家者流，拂盡其
障礙，謂之明明德；佛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見性成佛；老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得眾
妙之門。」今北洪川：
《禪海一瀾》，頁 58-59。
15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48。
16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52-53。
17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22-23。
18

按此段引用朱子之語，與《朱子語類》原文有所出入，
《朱子語類》卷 126 載：
「佛書中說『六

根』
、
『六塵』
、
『六識』
、
『四大』
、
『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
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己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
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證理地，不染一塵；
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所謂「區區小儒，怎生出他手」一語來自同卷《語類》原文：
「因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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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佛，語意相差甚大。
洪川在《一瀾》批判完朱子後，接著高度肯定王陽明，特對陽明的〈朱子晚
年定論〉大加讚賞而加以附會：19
至明有王守仁者出，文武兼備，一代之人豪也。【中略】愚於守仁之言，
釋然始知朱熹之非常人也。嚮所謂為反噬之說，以張我見者，皆必中年未
悟之弊也。渠若無晚歲悔之之語，則固執偏見之傭儒也。然世之學者，徒
死守朱熹未定之說，崇其著書，比金科玉條，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悔之說，
競相呶呶，以亂聖學，不可不察矣。
如所周知，陽明在 47 歲刻〈朱子晚年定論〉後，掀起巨大波瀾，同時期羅整庵
（1465-1547）致書陽明加以質疑，證明許多是中年之論；陳健（1497-1567）
著《學蔀通辯》嚴加攻擊，清儒王白田（1668-1741）之《朱熹年譜》更由此而
作，朝鮮儒者更討論激烈。20 眾多的研究均指出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有
太多問題，如陳榮捷指出了一些書信是中年問題，認為「陽明單採一邊以為定
論。....實則必靠朱子以為定論者，蓋由其必求與朱子歸一之故」之論，點出陽明
何以要做晚年定論之心境，因是處於「巨大朱子學」的權威籠罩之下的歷史背景
與不忍有誹謗前賢的苦心。
不過，在中國與朝鮮有巨大朱子學的權威，在日本則比較無此顧慮。日本從
德川初期以降，朱子學雖是官方承認的學問，但從沒有被獨尊過，反而有股反理
學的思潮，舉凡仁齋的古義學、徂徠的古文辭學等，還有兵學、陽明學、神道學
等等學派，不一而足。此外，德川思想界中，佛學或禪學仍有其一席之地。洪川
處於幕末時期，也是朱子學搖搖欲墜而陽明學勃發的時期，又加上是出家身，可
以理解他肯認陽明學而批判朱子學的立場。只是，罵朱子之為「不仁」
、
「德之賊」
等這麼嚴重的語氣，為中國儒者及朝鮮儒者所未見，即便反理學的伊藤仁齋、荻
生徂徠等也都在學術脈絡上批判朱子，甚至也稱宋儒與朱子理學仍溺於佛老二氏
太重，未見以「不仁」的激烈話語進行人身攻擊。又如前所提及，洪川引用朱子
話語時，截前去後，顯有斷章取義之嫌，其中引用陽明自述的部分，也有類似情
形，下節東澤瀉即針對這點加以嚴厲批判洪川。

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
曰：
『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
此。」依以上兩段原文，實並看不出有尊崇佛意，洪川顯然斷章取義。
19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26-27。

20

有關朱子晚年定論的研究頗多，代表性著作可參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
，

收入氏著《王陽明傳習錄集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頁 43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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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禪海翻瀾》對《禪海一瀾》的批判
由上節的分析，可窺洪川抱持「扶起孔門之真風，挽狂瀾於既倒」之志，力
唱「儒佛同原，事理一致」之理，但在一些儒者看來，特別刺耳，尤其是陽明學
者的東澤瀉。
東澤瀉早年習禪甚深，在《禪海一瀾》出版後的第二年（1864）看到了此書，
乃著《禪海翻瀾》
（以下簡稱《翻瀾》）逐一批駁之。如前言所說，這應該是德川
思想史上儒佛論諍的最後一陣波瀾，根據《翻瀾》序言：21
予頃間罹病，家居連月，事少日閑。偶有人示《禪海一瀾》者，永興寺僧
洪川者之所著也。南軒曝背，臥而讀之，又有許多說話。夫禪海本無瀾，
一瀾起，則一瀾隨翻，亦勢也，亦理也。
《詩》云：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
吾豈敢，聊以示蒙子耳。
末段引用《詩經‧小雅》「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表明撻伐駁斥之意。《一瀾》
有上下卷，《翻瀾》則有上下篇，上篇旨在反駁《一瀾》上卷的儒佛會通，下篇
則反駁《一瀾》30 則的問答。不過，
《翻瀾》上下兩篇僅各有十則，並沒有逐條
批駁，本文僅提煉出五項有關儒佛論諍的內容，加以分析，以窺探這波儒佛論諍
的特色。

1.抨擊「援佛入儒」之論

前此提及今北洪川將老莊比喻小乘的二乘道，孔子比喻為大乘的菩薩道，東
澤瀉批評道：22
援儒入佛未已，又援老入佛，於是三教合焉，既佛與孔老等，乃飜然又抑
老揚儒，儒與佛等，乃又飜然抑儒揚佛，於是三教分焉。合三教，所以張
佛教含弘；分三教，所以誇佛德神妙。分合抑揚，變幻恍惚，使人不可端
倪，此詖淫邪遁之本也。雖然，佛本九流之一家而已，豈可與我神聖經綸
之學較短長得失乎？清人袁子才所撰《佛論》
，其人品雖未正，立論的確，
可謂千古斷案矣。
澤瀉以上批評，點出無論洪川拉攏孔老二教，強調儒釋道三教相通之道，但其最
終目的還是張揚佛教，以佛教為優。末了更不惜長篇引用清代士人袁枚
（1716-1798）的〈佛論〉，強調佛僅是九流之一。袁枚的〈佛論〉中強調「周孔
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肯獨去佛哉！」強調佛僅是
九流之一，絕不可與儒教的「神聖經綸之學」相提並論。
21

東澤瀉：《禪海翻瀾》
，收入《澤瀉先生全集》中卷（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1919）
，自識
引言，頁 1607。
22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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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破洪川禪學頓悟的體證經驗

洪川在《一瀾》中自述其體悟經驗：23
一夜空，忽然前後際斷，入絕妙之佳境，恰如大死底，一切不覺有物我，
只覺吾腔內一氣瀰漫于十方世界，光輝無量也。須臾如蘇息者，視聽言
動，豁然異於平日，自然天下至理妙義，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歡喜之
餘，自忘手之舞之足之踏之矣。
由於澤瀉本人曾出禪入儒，對於禪悟之境，亦不陌生，因此有如下的批駁：24
此禪學之入處，又極處，又精處，又妙處，又遠處，又大處。達磨以來相
傳之密法也。余少小已志學，出入于禪久矣。弱冠遊江都，寓安積氏見山
樓，一夜空中忽然蹈著，懸崖撒手，光光明明，快快活活，無所礙碍，自
以為一貫之妙，乃賦偈云：「思盡惟窮徒不通，豁然始見本來空，觸處生
天又生地，一心貫徹宇宙中。」後入大橋翁之門，質所見，翁云：
「是《易》
所謂『遊魂為變』者。禪學也，鬼窟活計焉耳。」因為辨儒佛異同，反覆
丁寧，至數十萬言。於是，始知薰蕕之不同器，爾來用功十餘年矣。今則
始知，禪之所以禪，儒之所以儒，異端邪說之所以害世道人心，瞭然于心
目間，猶如指掌上之紋也。……然則吾儒既以為不足學，而無智姦僧，如
洪川者，拾以為至寶，徒珍襲其燕石，何以異以衲衣為芾冕，以廢宅為明
堂乎！亦不思已。
澤瀉舉自己體悟經驗，相當類似洪川的體悟，應該這樣說，著名的陽明學者似乎
都有過這樣一段半夢半醒的神秘體驗，此種體驗是介於夢覺之間，而且都發生在
半夜中，如陽明貴州龍場頓悟，乃「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
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25
陽明的弟子王龍溪、王艮，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大鹽中齋等皆不乏有這種寤
寐的恍惚狀態與人我兩忘的覺知精妙狀態。弔詭的是，這些寤寐經驗，很多都提
到了天空出現裂痕，或天空倒懸，乃至像王艮夢到天空下墜，進而自己進入到空
靈狀態，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光明快活，大徹大悟，貫穿至理妙義。東澤瀉自
己曾描述這種夢覺之間的情況：
「夫有無竝超，謂之妙；夢覺無間，謂之悟。合
妙與悟，謂之真。一真湛然，與物無窮。」26 指的是一種超越有無、夢覺相融
的妙悟之境。澤瀉講出自己的體悟經驗，旨在破除類似洪川這種體悟，其實儒門
也不少，但儒門的體證，當是一種「有」的「無滯之境」，佛門的體證則是一種
「空」的「無滯之境」，二者差別在於儒學以心性為真，佛終究以心性為空。無
論如何，儒佛的寤寐體悟，當有所別，澤瀉批評洪川的問題是拿這種體悟經驗「以
23
24
25
26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1。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1-1612。
吳光、董平等校訂：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3，
〈年譜一〉
，頁 1228。
東澤瀉：〈澤瀉文約．夢說〉
，《澤瀉先生全集》中卷，頁 88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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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至寶」，但在儒門看來不可著迷，甚至認為「不足學」也。

3.指出對王陽明信佛之斷章取義

澤瀉信仰陽明學，對於洪川不僅視宋儒親近佛學，甚至將陽明歸為佛門，殊
為不快，故有如下一則特別澄清之：27
又以陽明為信佛，引其〈朱子晚年定論〉之序證之。序云：「守仁早歲，
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而苦重說之紛繞，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一
瀾》原改「釋氏」，近讀刻本，復正文，豈傍聞，余駁論改之乎。喝！ 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
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
違往返，且信且疑。《一瀾》刪「然」以下三十字，刻本註「中略」二字，此可略者乎？其意可知
也。 其後謫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
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
如大路而世儒妄開竇徑，踏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一
瀾》作「佛氏」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一
瀾》作「釋氏」。據此，所刪三十字，是文成之所以疑佛老之不合聖道也。而
今刪此緊要一段，以佛學為無不合于孔子之教，誣罔極矣。於朱子，既錯
亂早晚，於陽明，又顛倒信疑，欺弄煽惑，目中無人矣。
按以上澤瀉的批駁，用文獻事實來證明洪川引用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的序
言，在關鍵處下了手腳。其一將陽明原文中的「老釋」或「二氏」改為「釋氏」
或「佛氏」。其二是刪除孔子對佛老二氏之學「且信且疑」的緊要三十字，確實
抓到了洪川斷章取義的問題，讓人誤以為陽明認知「佛學為無不合于孔子之教」
，
這顯然是「顛倒信疑，欺弄煽惑，目中無人」，這與前節中筆者指出洪川刪除了
《朱子語類》「故前輩學佛者，謂吾孔子所無不及也。」的「故前輩學佛者」六
個字如出一轍，會讓人誤以為朱子是認同孔子不及佛之論。由於陽明〈朱子晚年
定論〉的自述序言相當有名，確實如澤瀉所反駁內容，洪川的確刪了這關鍵的三
十字，欺得了一般人，卻欺不了陽明學者，有失誠信倫理。

4.駁難以佛法解《大學》首章

洪川對《大學》首章以佛的心法貫穿解釋，也引起澤瀉的憤慨，以下先論洪
川的對此章的詮解，再引澤瀉的反擊之論。洪川如是解釋：28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27

東澤瀉：
《禪海翻瀾》
，頁 1610-1611。原《禪海一瀾》
，頁 23-24。對照兩版本，澤瀉所云將「老
釋」或「二氏」改為「釋氏」或「佛氏」
，筆者所見版本（1910 年）確實恢復「老釋」及「二氏」。
其他引用，仍有些為字句不同，但不影響義理。
28
今北洪川：《禪海一瀾》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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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是聖學之綱領，煉心之
實法，而孔門之妙訣也。明德，譬如一顆珍珠，圓明寂淨，都無差別之相，
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有差別，而珠無變易也。自得之
術，在止定靜安慮五者，是與吾門之靜坐工夫同，即鍊心之活法也。自明
德至能得，全用回文句法也，蓋聖者之屬辭也，製作參天地，意匠自則陰
陽運行之氣象，而攡藻太可玩味矣。
洪川如此抬高《大學》首章，認為這是「聖學之綱領，煉心之實法，而孔門之妙
訣。」並將此「止定靜安慮」五者當成是佛門的靜坐工夫、
「鍊心之活法」
。中間
用珍珠的「體明」與「現一切相」之比喻，其實隱藏著佛法的性空與緣起之理。
最後注意到「回文句法」的「屬辭」用法。所謂「屬辭」是指連綴的文辭，一般
詩文中用以諧和音律，洪川在此將之視為回文句法，推到聖賢這樣的用法有符合
天地運行陰陽的氣象，認為此中有秘義，甚可玩味。澤瀉針對上述之論，不滿地
批評：29
明明德即親民，即止至善，知止則定靜安慮，無所不自得矣。旨義明白，
不費解也。程子謂：「佛氏有明德，而無親民。」據此，佛學無親民也。
胡敬齋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得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
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只知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
據此，則佛不徒無親民，併明德無之。苟明程子、胡氏之說，則知洪川牽
強傅會之所原焉。且洪川以此章為回文句法，聖賢攡藻之妙。夫回文者言，
其文句之回環耳，如洪川之說，可謂之倒觀矣。此等三尺童子亦能辯之。
彼以文詞自誇，而其誤如此，亦可笑哉！
以上引用的《大學》古本「在親民」而非朱子所用的「在新民」
。如所周知，
「新
民」與「親民」一字之差有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大學》古本之爭，也就是理學與
心學之爭。洪川是禪僧，專務心法，按理應比較傾向用陽明心學的「親民」版本，
但不知何故，沒有更改為「親民」
，仍然沿用「新民」
，因此引起澤瀉引用程子的
說法：
「佛氏有明德，而無親民」
，不唯如此，更引胡敬齋的說法，連「明德」也
是未見，認定佛氏的「空性」是空虛的假物，勿將此空虛的假物當成「明心見性」
，
根本是牽強附會的說法。同時也對所謂的「回文句法」，只是文句的回環而已，
沒有洪川講的那麼玄義。

5.捍衛孟子性善論立場

佛學講空性，儒學的孟子學講人性本善論，一從「緣起」的生死輪迴與業果
而發，一從「先天固有的善性」而論，二者在根本處本有不可調和之處。洪川從
禪學角度嘗試來理解儒學的人性論，故認為儒學的人性論有不周延處，並對孟子

29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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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論有如下評論：30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
名也。自然名實相持而流行，謂之率性也。蓋性之為德，論之則為死物，
故孔子不言之。至孟軻，只云「欲其自得之也」。然見孟、告往來之論，
迂迴甚矣。不堪傍觀，今以比喻論之，夫清潔，水之性也，於人即性之德
也；東、西、下、濕，水之習也，於人即氣之動也。逆、上、激、揚，水
之變也，於人即心之用也。要之只是一精明、動、用者影響已。孟軻又詰
問犬之性猶牛之性與，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是失於多辯者，何者天地無這
善性，則不足以為天地矣；日月風露，無這善性，不足以為日月風露矣。
草木瓦礫，無這善性；不足以為草木瓦礫矣。然況於有血氣者乎？他又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為得矣。
以上洪川稱「孟軻」
，不稱「孟子」
，可見相當區隔孔子與孟子的思想，故對孟子
的性善論立場有所保留，並且主張「性之為德，論之則為死物」，也就是講得太
過詳細，反會將「性」逼成固定不變的東西，成為「死物」
。當然洪川意有所指，
人性論若被講成像孟子的本善論，那只會限定性的本體。因此，洪川舉「清潔，
水之性」的比喻，來問難孟子太過執著於「善性」。實則洪川這裡用了佛教的體
用論來解讀孟子的性善論。在佛教人性論中，根本不執著於人有先天的「本善
論」
，人本身甚至萬物本身都是「無自性」
，均是因緣而生，這是佛教「緣起性空」
的根本理論。
「性體」本空，因緣而「有」
，所以洪川所舉「清潔」是「水之性」，
這是性體，隱喻性體本光明澄淨，超越所謂善與惡，而「水之習」
（往東、往西、
往下、潮濕）、「水之變」（逆向、往上、激流、奔揚）….，均是水之「用」，豈
可執著於「善性」
，故認為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辨是「失於多辨」
。當然，孟子與
告子的人性論辨，告子主張人性是屬於「生物學的本有」，但孟子所定義的性是
「超越意義的固有」，本有根本的不同。31 不過，在這場孟子與告子的論辨過程
中，洪川敏銳地看到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爭中有一段推論「犬之性猶牛之性與，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是有矛盾的，因若按告子「生之謂性」（即生而有的自然之
質就是性）的邏輯，並不會推論到孟子所謂「白之謂白」的邏輯套用，因「生」
乃就其「天生自然之質」而言，「性」是依此「實」而說，故「生之謂性」不可
比喻為「白之謂白」的套用邏輯，自然也不會推論到「犬之性」＝「牛之性」
，
「牛
之性」＝「人之性」，因動物（或生物）自然本性的實情各不同，狗有嗜肉鬥狠
之性，牛有草食溫和之性，人也有各自己的本能之性。易言之，不可將本能「實
情的不同」，推到告子對「生之謂性」的定義。孟子的邏輯推論，確實有瑕疵，
故洪川說「失於多辨」，也不是無的放矢。但洪川最後仍肯定孟子的「萬物皆備
於我」之論，只是，這個「我」當然不是孟子性本善論的「我」
，仍是空性的我。
上述洪川用佛教的空性，問難孟子的人性論及其矛盾，澤瀉則反駁：32
30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9。
有關孟子與告子的「生之謂性」的論辨解析，可參牟宗三：
《圓善論》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5）
，頁 4-12。
32
東澤瀉：《禪海翻瀾》
，頁 16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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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言性善，本於此，非偏任一精
明、作、用也。水喻，孟浪杜撰，不足辨耳。蓋告子之學，禪學也。孟子
犬牛一語，深鍼其項門。據此，禪宗所自以為密機妙用者，狗子無佛性等
之語，不攻而自敗矣，所以深諱孟子此等問答也。夫「萬物皆備於我」
、
「犬
之性猶牛之性」
，互待相發，豈命世亞聖而可自為矛盾之說乎？取彼舍此，
亦坐不知孟子之學矣。
洪川對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辨，以為「失於多辯」，澤瀉則批評洪川總是「深諱
孟子此等問答」，亦即輕易閃過，不正視孟子基於「性善」的「有」去辯論，故
提出有名趙州公案「狗子有無佛性」，認為像這樣的公案，用孟子與告子的人性
辯論，即可對佛教有無對立的「空性」產生不攻自破的效果，也就是用孟子「超
越意義的固有」以破佛教無自性的「空」
，即以「有」破其「空」
。其次，洪川認
為孟子性善論中所論「犬之性猶牛之性」與「萬物皆備於我」之論是有矛盾的，
澤瀉在此也嚴正批判，認為兩者「互待相發」，但可惜並沒有論證，只搬出「命
世亞聖而可自為矛盾之說乎？」殊為可惜。同時，澤瀉指「告子之學，禪學也」，
這也是沒有論證的意氣之論，流於無的放矢，但也是前有所源，朱子早就評價過
陸象山之死而曰「可惜死了告子」
。平實而論，告子之學終究是「生物學的本有」
的論理，牟宗三先生論證甚詳。今故意把禪學的修行體證，與一個只在乎個體生
命「生物學的本有」同比而觀，那也是如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的不當類比。
總之，洪川以佛學的體用論評孟子的性善論，不免難以進入孟子的詮釋之
環。澤瀉將禪學輕易推為告子之學，也是推論太過的意氣之論。兩者對所詮釋的
對象皆有誤解之處。儒佛的人性論課題，從根本處言，自有不可比附或會通之處，
但從後天勉人行善、保持正念、積極入世，讓世界更為和平美好，以及涵養自性
的修養而言，此則可互相發明。

四、結論
鈴木大拙在《今北洪川》的這本傳記中曾區分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性格，中國
是儒家型的心理者，日本是佛教型，特別是禪宗型的心理者。前者無論如何無法
接受後者，雖然未必後者是善，前者是惡，但儒者型特別拒絕後者。反之，禪者
型並不如此主張，他表現出闊達、自在、不約束，無論在思想上、行為上，不表
現出任何的操守，只隨世流行。33 如實言之，大拙上述的區分，過度簡化，儒
者確實有排除異端的傳統，佛門中人也比較能容納儒門，但中國佛教的興盛也絕
不亞於日本，同時日本的佛教與禪學，因常捲入國家政權的鬥爭，甚至出現日蓮
宗的帶妻制度，使其戒律難明，捲入世俗紛爭，並在二戰中積極參與軍國主義的
不義戰爭，要說日本是禪宗型的心理者，難以服人。再者，根據大拙所謂禪者心
33

鈴木大拙：《今北洪川》，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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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型當表現出闊達、自在的大度，但我們在洪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朱子為「不
仁」
、
「德之賊」的話語中，失其作為修行人的氣度與高度，故其雖言「儒佛同原，
事理一致」，但顯然還是以我為尊，有失包容。
如本文所說，《一瀾》與《翻瀾》當是德川思想史上儒佛論諍的最後一陣波
瀾，當雙方論戰之際，大概不會想到，神道學派會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主宰一切
宗教、思想及國民道德的主導者。1868 年明治維新政府一成立，立即下了「廢
佛毀釋」、「神佛分離令」，佛教面臨千年以來空前的生存危機與挑戰，逼得佛教
徒非得依附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可，洪川所說「佛法王法一理不二」，只能束之
高閣。明治政府接著 1872 年頒佈新的「教育令」
，改變全國的學制，以西化教育
制度為主，傳統的儒學私塾教育、藩學教育受到嚴重衝擊，儒者紛紛關閉私塾，
即連東澤瀉自己經營的私塾也只能在 1884 年（明治十七年）宣布閉塾，遣散門
人百餘人，閉關以讀《易經》，最後以文墨書畫自娛以終。儒學與佛學在德川時
代互相論諍了兩百多年，儘管其中有多少精彩的論辨與解義，儘管其中有「以佛
攝儒」或「以儒統佛」乃至「折衷儒佛」的立場，但最後都阻擋不了新時代的衝
擊，紛紛敗陣下來。弔詭的是，唯獨國學派的神道學在新時代挺立而出，成為主
角而壓抑其他文化思想，一反德川時代的神道學僅是配角的角色。過去，儒學與
佛學養育了單純簡易的神道學，畢竟神道學與佛學、儒學相較，高度缺乏文字的
經典與教理，神道學必須向二學汲取豐富的治國之道與神秘的教理。如今，基於
天皇神系系譜的神道學，駕著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浪潮，成為新時代寵兒，成為
另一更為「巨大的巨大存在」，以極端國家主義之姿，為近代東亞國家掀起了另
一波的驚濤駭浪。
儒學與佛學在東亞世界中論諍了一千多年，當代儒學失去了國家政治的舞
台，外王學要往何處發展？佛學在高度科技化的時代中，更難使人用功於內在修
行的心法。近代以前佛學與儒學在內聖與外王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
論諍或排斥相當激烈。但儒佛的舞台與光芒逐漸消失的今日，如何在當代互相發
明，彼此接納與合作，共同面對科技化時代高度講究物質消費而輕忽心靈成長的
問題，從而進行創造性的轉換，開發古人的智慧為今人解決各種紛爭，而非讓他
成為今人的糟粕，這將是儒佛之間甚至是各日漸萎縮的宗教值得共同關注的重要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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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例行性的資料文獻整理，協助 打字
、跨校借書、找資料、掃瞄資 料，協助
影印相關資料等。

大專生

2

碩士生

負責例行性資料文獻整理，閱讀 並整理
日文文獻重點，蒐集並購買各 種與本研
1
究主題相關的影視傳播 電影，圖書館調
人次 查資料，電腦建檔、 數位圖書館分類影
印及協助影印相關資料等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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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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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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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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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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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本研究已經寫出草稿，名為〈安岡正篤的日本精神論與陽明學之關係〉，在近
期內做最後完稿的修正，預計先將在明年國際場合發表，並投到優質期刊中
，之後收入在本人研究的陽明學系列專書中，呈現研究成果。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人長年研究日本陽明學，已從近世的德川時代到近代明治維新的陽明學轉化
，本次研究計畫則延伸到戰後的當代，而以安岡正篤這位具有影響力的指標人
物為終，預計完成的論文，可與先前研究過的日本近代陽明學研究合成一本專
著，發揮更大的學術影響力。
台灣國內目前政經學界由於只知今不知古，對於日本右翼的發展往往輕忽，安
岡正篤這位「歷代總理」背後的「影武者」，其影響力從戰前一直到戰後，乃
至其逝世後，其所倡導的「日本精神」、「東洋精神」及其附隨組織一直有追
隨者繼續發揮他的精神影響力。也許因安岡與蔣介石的密切關係，所以國內目
前政經學界的研究者相當少，但本研究認為可從這位關鍵人物，將過往自己關
注的日本陽明學與武士道的研究，結合與探訪安岡這位在各種民間組織的能動
性，深入探索日本右翼的「日本精神」之實質內容與發展，以做為國家對日外
交的重要參考，以免誤判外交情勢。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外交部,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由於安岡正篤在日本政界、教育界、軍界等各界享有超人氣，在其去世後出現
「安岡熱」的吹捧現象。安岡正篤又有「歷代總理」背後的「影武者」，其影
響力從戰前一直到戰後，乃至其逝世後，繼續發揮他的精神影響力。臺灣駐日
單位若要深入與日本政界來往，有必要深入瞭解這位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