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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摘要 方以智是一位明末清初風格獨異的偉大思想家，其兼有「大傷

心人」及「大醫王」之雙重特色，所謂稱他為「大傷心人」，是因為方

以智目暏並體悟到了明末學術及政治上的分歧雜亂和黑暗腐敗，進而對

此種混亂無序的人文宇宙感到失望和無力感，因而時常對此種現象產生

憂慮和感嘆之情；稱他為「大醫王」，是因為方以智在面對此種混亂無

序的人文宇宙現象的同時，雖然他無法對實際上的狀況作一有力的改

革，但他仍不灰心而自命為大醫王，他立志要醫治此種混亂不堪的人文

宇宙，以期能建立起一個理想且和諧的人文宇宙，而他醫治的方法則是

透過學術上的研究和論述，進而把醫治的藥方一傳十，十傳百，轉而傳



向整個國家、社會，以期能從思想上，對人文宇宙混亂之因根本地連根

拔除和予以改造。因此，方以智鑑於明末官僚的腐敗與自身於政治上的

無力感，於是乎逃襌後他把全身的精力轉向對治明末人文宇宙學術思想

的多樣性與矛盾性，進而提出了「均」的哲學，並先後撰寫出了《東西

均》和《藥地炮莊》二本重要哲學著作；而《東西均》因創作時間正好

位於方以智氣類思想、象數思想和「均」的哲學思想的交滙處，是以其

內容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因而有其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性。   方以智在

《東西均》中的思想體系有兩大重點，分別為形上的以「太極」中心向

外發展的自然宇宙生化層次以及形下的以「均」為中心的人文宇宙「全

均思想」的治學體系，在這本著作之中，方以智大量運用了「太極」所

建構出的自然宇宙生化層次來作為來人文宇宙「全均思想」的治學體系

的基本架構，從而導引出了人文宇宙「全均思想」的治學目的；首先，

就以「太極」中心向外發展的自然宇宙生化層次而言，主要可以區分成

五個理論重心，分別為「太極即所以」、「無極與有極」、「公因與反

因」、「公性與獨性」及「公心與獨心」，其中層次理路層層分明，方

以智在此以「太極」作為自然宇宙生成變化的緃貫線，上接自然宇宙生

發之動力和生成中心，下續靈明覺知的人類思想創意的中心來源，不論

是自然宇宙或由自然宇宙生育而成的人文宇宙在在皆是以「太極」為其

各自層次的生成動力來源，所不同的是方以智在《東西均》中所賦予的

名相表稱不同而已；而在《東西均》中自然宇宙生化層次最重要觀念莫

過於由「公因與反因」而推出的圓∴週流圓融概念和「公心與獨心」所

推出的我自信我的大信精神，因為此一概念和精神的建構和成立，方以

智的「全均思想」才有其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如果靈明覺知的人如無此

我自信我的大信精神，則不可能發現圓∴週流圓融概念，如無圓∴週流

圓融概念作為基礎，則「全均思想」就没有其實現的可能性，。   其

次，就以「均」為中心的人文宇宙「全均思想」的治學體系而言，方以

智是以三個進程來呈顯出其最終均平會通三教的目的，首先，他企圖由

「擴信決疑、知全容偏」、「倚庸使奇、以神化迹」二組治學精神出發

為治學者建立大信精神、全神精神等基本治學觀念，後由「道寓於

藝」、「張弛互用」、「知遁容遁」三個治學主張出發以為治學者指出

正確的治學之道，最後才進入其「全均思想」三教會通的治學目的，在

治學進程的思路上，方以智是以圓∴週流會通的概念來通貫，不論是大

信精神或全神精神的建立，亦或道藝代錯互明的主張之傳達，皆是透過

圓∴週流會通的概念來穿針引線而成立的，他期望透過「全均思想」而

使得天下學術能夠「代明錯行無一不可」地達到虛實互補、代錯相成的

中和均平之境，也就是達到儒、釋、道三教圓∴週流圓融會通的均平境

界，這也就是方以智在《東西均》中所欲傳達出的最終理想、和諧的人

文宇宙；方以智在面對明末清初的學術分歧的混亂狀態中，他對種種混

亂之因抽絲剝繭進而清楚地發現了學術界之所以會呈顯出混亂狀態的真

實原因，其一，是各學派皆固守一方而不肯求新求變而成井底之蛙並彼

此間會相互攻擊鬥爭，其二，是因為當時的治學之人皆流於虛理而不肯

腳踏實地的研習學問，綜因以上二因而造成了明末學術衰敗的原因，方

以智痛心之餘他也成功地構想出一套為學理論以便徹底消除衰敗之因，

此理論就是「全均思想」圓∴週流圓融會通的治學理論，亦即是可達



儒、釋、道三教會通圓融的均平境界的最高理論。   除了以上二個面

向外，方以智在《東西均》的思想體系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內在架構，即

是以「太極」為中心向外發展的自然宇宙生化層次和以「均」為中心所

建構出的「全均思想」的治學體系的內在連結相互關係為何，簡單的

說，即是指自然宇宙和人文宇宙的內在連結相互關係為何，方以智在

《東西均》中曾明確地指出圓∴是「全均露泄之本」，亦即指圓∴週流

圓融會通之規律是會通二種不同面向的主要關鍵因素，方以智從中更指

出靈明覺知的人類可以依自我內在天生就有的認識能力，去發掘出內藏

於自然宇宙萬事萬物生成變化的內在運行規律，進而把此內在運行規律

運用於人文宇宙之中，而使之成為理想且和諧的人文宇宙，由此，方以

智從而指出人文宇宙的學術界之所以會混亂，學派和學派間會有相互攻

詰的情形，其實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治學之人多不明此一內在規律的存

在，而且就算有些人或許體會到了有此內在規律的存在，但仍忽視它的

重要性和決定性而不依此規律而行，所以方以智主張要把此圓∴週流圓

融會通之規律的重要性傳達於天下，而使本已混亂且相互攻詰的學術界

可以漸漸地趨於平靜、和諧。 總而言之，方以智在《東西均》中其思想

所欲傳達出的主要理念，就在於期盼後世治學之人能夠真正地體悟到人

文宇宙圓∴週流會通的內在運行規律，並把此一運行規律的內涵用於平

常日用當中，不論在自然宇宙現象之生成變化之中，亦或在人文宇宙的

思想洪流之中皆可以隨心所欲任運遨遊而不違背自然宇宙的運化規律，

如此一來，不只後世治學之人能真正地格守「代明錯行無一不可」的全

均思想以求能實踐兼容百家、會通三教而不致於有所偏失，而能真正地

達到會通三教、補偏救弊的治學目的，亦能讓靈明覺知的人類在自然宇

宙的生成變化中隨時隨地於平常日用當中能創造出屬於自我的均平、和

諧之人文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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