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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從儒家心學歷史承繼的角度，自孟子、象山、陽明這一系的哲學思

想之演化過程，以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之命題來詮釋以「心

為本體」之「自我轉化」哲學理論及其現代詮釋意義，由於「心外無

物」導向以「心之本體」所指涉主體性之狀態及所顯「格物致知」之工

夫，及「心外無理」之命題發展以「心」為核心之本體與工夫哲學，藉

「心、意、知、物」之本體與工夫架構，試圖建構起王陽明「心外無

物、心外無理」為核心之哲學理論體系，以詮釋之方法說明本體與工夫

的哲學形態，做為整個陽明哲學思想自我轉化開顯與「心之本體」存有

與境界之詮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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