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5070/PHIL7070（21-22 學年上學期）
中國哲學專題研討 (Seminar on Chinese Philosophy)
朱子與佛教 (Zhu Xi and Buddhism)
講者：鄭澤綿（e-mail: zemianzheng@cuhk.edu.hk） 地點：HYS G03
時間：Thu 9:30-12:15am
教學網站：CU eLearning System (Blackboard Learn) http://elearn.cuhk.edu.hk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系統地研討朱子的思想，側重於佛學與朱子學之間的哲學比較和思想史關

聯。通過本課程，學員將掌握閱讀朱子思想文獻的竅門，基本了解朱子哲學系統，
理解朱子學形成的思想史脈絡，培養研究能力，形成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區分思想
史研究、哲學史研究與哲學重構這三種學科風格和方法。使學生能從多方面探討同
一個話題，培養學生的多元化、跨學科的創造力。
 選修本課程的學員不需要事先具備精深的佛學基礎，只需要具備本科通識課、哲學

通史課程中的佛學知識基礎即可。本課程以朱子學為主，佛教哲學背景將在授課過
程中逐步補充，只為加深對儒佛互動的哲學史理解。學員的期中或期末論文不一定
要涉及佛學，可以在朱子學的範圍內選擇。
 思想史上，漢學家往往批評宋學「陽儒陰釋」。筆者不贊同這種見解，本課程無意

於加深這種偏見。但是最佳的回應方式不是迴避，而是更全面的客觀研究。朱子、
陸象山與王陽明都是很純粹的儒者，其本體論、倫理學都秉承鮮明的儒學立場，但
無須否認的是：宋明理學在工夫論上借鑑並且轉化了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資源。
本課程力求用更嚴謹的方法推進儒佛互動史的研究。

課業要求
 每位同學負責至少一次課堂報告，持續大約一節課時間，25 分鍾報告，20 分鍾討

論。課堂報告一般會安排在 Seminar 三節課中的第二節。此部分佔總成績 40%。
 學員須按時呈交一篇期中短文（一千字左右，第九周提交）與一篇期末課程論文

（五千字以上），各佔總成績 10%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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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所列建議閱讀材料僅供學員參考，學員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種或多

種材料，拓展知識面，啟迪思路。本課程除了專題研究之外，也著重經典的閱
讀，希望學員能通過本課程而熟悉朱子的核心哲學文獻。每周閱讀材料可以在
Blackboard 網上系統中下載。

講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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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周

導論
理學與佛學：哲學史概述、研究主題、學術現狀、方法論

第 2 周：

第一單元 工夫論 其一
主題：青年朱子與禪宗（參考：蔣義斌、束景南、陳榮捷）
方法：文史互證、詩史互證（參考：錢穆論青年朱子與禪）；
思想史事件（參考：陳少明，第四、五章）
第一單元 工夫論 其二
主題：朱子與湖湘學派的辯論及其佛學背景（參考：沈享民）
方法：互證法——觀念結構與人物交往閱讀史（參考：鄭澤綿）
續上周

（9 月 9 日）

（9 月 16 日）

第3周

（9 月 23 日）

第 4 周：

（9 月 30 日）

第 5 周：

第一單元 工夫論 其三
主題：朱子晚年誠意思想及其佛學背景（參考：鄭澤綿）
方法：請學員學習結合年譜，以梳理哲學家思想前後變化
第 6 周：停課 停課，重陽節，公共假期。
（10 月 7 日）

（10 月 14 日）

第 7 周：

第一單元 工夫論 其四
主題：知覺與主宰：從宗密到朱子（參考：翟奎鳳）

第 8 周：

第二單元 朱陸之爭與儒佛疆界 其一
主題：1. 朱陸論儒佛同異
2. 作用見性（參考：李承貴）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

第 9 周：停課 停課，因中大舉辦頒授學位典禮。
（11 月 4 日）
[研究院課程於十一月四日停課] [暫定]
第 10 周
第二單元 朱陸之爭與儒佛疆界 其二
（11 月 11 日） 主題：從儒佛互動看朱陸之爭（參考：林鎮國）
第 11 周：
第三單元 本體論 其一
（11 月 18 日） 主題：理一分殊與月印萬川（參考：吳啟超）
第 12 周：

第三單元 本體論 其二
主題：心性理氣論中的明珠之喻（參考：Makeham ed., Chapter 1）

第 13 周：

第三單元 本體論 其三
主題：牟宗三先生論圓教與宋明理學
（參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佛性與般若》）

（11 月 25 日）
（12 月 2 日）

導修題目及時間（題目及分組容後安排）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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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靖德 編：《朱子語類》（全八冊），中華書局，1986。

2.

徐時儀 楊艷 匯校：《朱子語類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

4.

朱傑人 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

周敦頤：《周敦頤集》，中華書局，2009。

6.

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2012。

7.

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

8.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 學生書局， 1992。

9.

陳榮捷：《傳習錄詳註集評》，學生書局，1983。

10. 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2008。
11.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 補修：《宋元學案》（全四冊），中華書局，1986。
1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正中書局, 1968。
13.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見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臺北：聯經，
2003 年，第 3 冊。
1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學生書局，2004。
15. 錢穆：《朱子新學案》，（全 5 冊），台北：聯經，1994。
16.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17. 陳來：《宋明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18. 束景南：《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9. 蔣義斌：《宋儒與佛教》，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20. 陳少明：《做中國哲學》，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
21. Makeham, John, ed. The Buddhist Roots of Zhu X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 陳榮捷：〈朱子與大慧禪師及其他僧人的往來〉，《朱子學刊》，第 1 期，第 1 卷，
1989 年，頁 141-154。
23. 郭齊：〈棄儒崇釋的真實寫照——關於朱熹的兩篇佚文〉，《人文雜誌》，1995 年第
2 期。
24. 李承貴：〈儒佛二教的交集與分歧——以朱熹對「作用見性」的理解為中心〉，《學
術研究》，2017 年第 3 期。
25. 林鎮國：〈真理與意識：從佛性論爭到朱陸異同的二種哲學類型〉，《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學報》，第 28 期（2012 年 7 月），頁 1-46。
26. 沈享民：〈朱熹批判「觀過知仁」與「知覺為仁」之探討——對比於程明道與謝上蔡
的詮釋進路〉，《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45 期，2013 年，頁 39-60。
27. 吳啟超：〈再思朱子的「理」：「存在之理」還是「總文路」〉，《東吳哲學學
報》，第 43 期，2021，頁 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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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信廣來：〈儒家思想與比較倫理學的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收錄於劉笑敢主編：
《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七輯。
29. 翟奎鳳：<「虛靈不昧」與朱子晚年明德論思想躍動的禪學背景>，《哲學研究》，
2020 年第 10 期，頁 75-84。
30. 鄭澤綿：〈朱熹晚年誠意思想考論〉，收錄於鄭宗義 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 14
輯，頁 86-109。
31. 鄭澤綿: 〈「以心求心」與「以禪抑禪」 ——論大慧宗杲思想對朱熹批評湖湘學派的
影響〉，《東吳哲學學報》第 43 期，頁 69-96。

請注意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政策和規則，及適用於犯規事例的紀律指引和程
序。詳情可瀏覽網址：<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學生遞交作業時， 必須連同已簽署的聲明一併提交， 表示他們知道有關政策、
規則、指引及程序。如作業以電腦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的抄襲偵
測系統維誠(VeriGuide)提交者， 學生將作業的電子檔案上載到系統後，便會獲
得收據，收據上已列明有關聲明。未有夾附該收據的作業， 老師將不予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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