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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卷二。《東坡易傳》九卷所謂：

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毘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

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籀

《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

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

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籀又稱：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

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偽相

感之義，而議其「粗疏」。胡一桂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

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為首，然

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

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為是書病。況《朱

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今

觀其書，如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

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

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元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

辨，足資啟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

作《周易象義》，董真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

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重刻，頗為工緻，而無所校正。

毛晉又刻入《津逮祕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

併經文皆改為「鴻漸於逵」，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為主，猶不甚失其

真焉。1

蘇軾主要的三部學術專著為：《易傳》、《書傳》、及《論語說》，而此三部，

正是蘇軾闡釋義理之作，是他在謫居生活中，端居深念的研究成果。剛從遙遠

的海南島第二次流放回來的蘇軾再次申明對這本著作的看重〈黃州上文潞公書〉

1資料引自《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冊一，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 10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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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2

又〈與滕達道〉的書信中云：「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

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

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3文中對於己作，流露出相當的自信。

《蘇氏易解》一般認為是三蘇父子合作的產物，其中蘇軾貢獻最大，多次修改，

並總其成，故又稱《東坡易傳》，北宋末期實行元祐黨禁，此書又讀稱為《毘陵

易傳》。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東坡的盛名遠播，蘇氏蜀學在當時可稱的上最為通俗之顯學4，古今論就蘇

軾詩、文、書法、畫之著作極多，蘇軾的哲學思想卻鮮少為人注意，大部分偏

重其文學造詣之討論，只有少部分會討論其人生哲學或是生命意境。筆者選擇

以「《東坡易傳》研究」做為論文題目，是認為該書表現的不僅是他對《易傳》

的註解，在地域上也展示了蜀學在哲學思想的貢獻；在時間上，更能彰顯當時

代更為完整的思考面向。

另一方面，宋代解《易》可謂風氣盛行，除《東坡易傳》、《伊川易傳》之

外，李中正《泰軒易傳》、楊萬里《誠齋易傳》、張根《吳園易解》、司馬光《溫

公易說》、王安石《易解》、楊繪《易索蘊》、陳皋《易論》、楊時《易說》、張浚

《紫巖易傳》、項安世《周易玩辭》等等也都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宋人讀易，

邵雍加入先天圖，更以《周易》象數之學發創了「一分為二」的方法，並以此

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的順序，虛構了一個宇宙的起源過程和結構模式。且他還

獨創了許多範疇，表現出用數的方式把握世界。雖然宇宙起源和模式論並非哲

學的本體論，但也為哲學本體論的建立做了發創性的工作。朱熹做《周易本義》，

2 宋，蘇軾撰，《蘇軾文集》〈黃州上文潞公書〉。
3《蘇軾文集》，卷５１，〈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
4 如劉子健即指出：「到了北宋中期，蜀學（指蘇軾蜀學）就異軍突起，一方面和洛、朔舊
學抗衡，一方面和江西新興的思想競爭。」傅增湘著：《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
有限公司影本，1971 年）卷首之「重印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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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繼承了程《傳》，程《傳》講的是《周易》的義理，程頤發展了王弼的《注》

而為《周易》做了《傳》。

縱觀兩宋哲學，我們會發現宋代思想家幾乎無人不研究《周易》。此眾多而

傑出的思想家，張載、二程、三蘇、朱熹……使得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周易》

中的辨證法在兩宋時代再放異彩。《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所收錄的宋人研究

易學的專著竟達五十八部之多，以《四庫》書目前所收者計之，其著錄即有一

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存目有三百一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

故易學門派可以說是群經之冠。佔該書所收錄的上至先秦下迄清朝的全部易學

著作的三分之一強。《四庫提要》以為有兩派六宗5，其說云：

《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猶太卜之遺

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

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

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

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

就《易》來看，在宋明講《易》的很多，但大多是義理派。由於易學大受

重視，可說《易經》之研究在當時乃成熱門學科，也因此易學宗派也就衍生多

門，漢人重象數，講卦氣、納甲、爻辰。清人講得是漢學的延續，主要有分惠

棟與戴震兩派，當然清代的易學，也有講義理的。本從易理以探天人性命之學，

則居主流地位，經過佛道之學的刺激，促使新儒學的產生與發展，可以發現學

者們大都熱衷於討論儒釋道三家之異同

回到《東坡易傳》的部分，筆者認為蜀學的許多思想，對後來的影響也很

深遠，甚至後來的「永康學派」思想亦是由此衍生。台灣學界對宋代蜀學研究

不夠，更遑論《東坡易傳》，希望以此一論文為學界貢獻一份心力，當然近年來

漸有學者對蜀學思想、《東坡易傳》作專著及探析，但學生除討論《東坡易傳》

哲學概念之宇宙觀、價值觀及美學概念之外，更將之與同時期的《伊川易傳》

作一對比參考，並由比較程朱易學進一步論述其優劣面。相關議題研究之情況，

見下一節之闡述。

5此所謂兩派，即指象數和義理。象數派有三宗：一為占卜易，二為禨祥易，三為圖書易；
義理派亦有三宗：一為玄理易，二為儒理易，三為史事易。而此諸門諸派，顯然一至宋朝
始皆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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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簡單來講，要研究思想，就要用一種比較正確且周到的眼光作「其所以然

的研究」，所以首先以明白體系、淵源為起始，然後討論其特色內涵，進而就是

專攻指定範圍。在此本論文以《東坡易傳》為研究範圍，努力博學蒐集所要的

材料，當然也同時會以自己最大的能力，對蘇軾相關之文章作輔助參考之比對。

然後再便要進一步的去批評、且整理出一個較有標準的真善偽惡，為該研究之

價值。

一、材料的蒐集

所謂「觀察的方法」，古今中外不外乎兩條基本陣線，「唯心」與「唯物」。

在本論文的第二章，講述《東坡易傳》興起的背景，觀察思想家個人的「各別

背景」，瞭解階級的關係跟所謂的學派、才性、年齡等種種關係都很重要，包括

蘇軾的生平與思想淵源及當時北宋學術潮流的時代背景。因為觀察整個社會的

歷史的「共同背景」讓我們知道兩者仍舊有互相的關係，並不是完全可以分開

來的。 觀察的時候，要注意其「時代社會」、「地理種族」，就各別的個人來

說，也要如此。要注意思想家的天性與才性，以及思想家與遭遇的關係。而所

謂「界線的部分」是指社會科學的部分是側重於「用」的部分，包括經濟學、

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在上層也包括教育學、倫理學。而哲學是指「體」

的部分，本體的部分包括 宇宙論、心性論，社會哲學、政治哲學、法理哲學、

教育哲學、人生哲學等。

所以就哲學面來看，探討其形上與本體兩個面向，也就是心性論與宇宙論。

在本論文的部分，將會以程朱易學作為一參考判準進而瞭解《東坡易傳》之資

料時，各家思想之異同創因真假純雜的比較研究都是需要注意的。蔡先生說：「整

理中國學術思想第一部要採用西學的方法，就空間而言，應該先拿中國的思想

去比較中國的思想，而後拿中國的思想去和外國思想比較。就時間而言，應該

先拿古代的思想先比較古代的思想，然後拿古代的思想去比較近代的思想。就

對比宗派而言，應該先比較同宗派然後再去比較異中派者。」他認為依照這種

次序，是因為中國的思想與中國古代的思想是同科思想，同科思想與同科思想

較有密切的關係，同派思想與同派思想較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思想與外國思想，

古代思想與近代思想，此科思想與他科思想、此派思想與他派思想，有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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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的沒關係，有的雖然有關係，但也比不上前一類關係密切。

二、原典之間的詮釋與比較

蘇軾的文學地位極高，有著豐富的詩、詞作品，除《東坡易傳》思想之外，

其他部分更有可能散見在其他的著作脈絡當中。對於其哲學思想的材料多不集

中，且未有深入探討，已預期材料是散見於各處。所以首先確定了《東坡易傳》

的「觀察的方法」就要明白體系，然後就是「界線的方法」有了界線之後，本

論文在範圍上以狹義的範圍為主，廣義的範圍為輔，也就是以《東坡易傳》的

文字章句為主，然後博學蒐集所要的材料，叫做「蒐集的方法」當蒐集了材料

的時候，就要與《東坡易傳》中提到的哲學概念互相對照，經過選擇，去蕪存

菁。這也就是「選擇的方法」。當材料選擇好了，便要進一步的去批評、且整理

出一個較有標準的真善偽惡，為該研究之價值，也就是「評論的方法」。

其次鑑於學術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這邊選擇相同時代的洛學與蜀學做一

學術思想上的對比評論，主要範圍界定在《東坡易傳》與《伊川易傳》之思想

大要，同時以朱熹曾做《雜學辨》，宋元學案包含了〈蘇氏易解〉、〈蘇黃門老子

解〉等。另外魏王弼、晉韓康伯以老莊解《易》，然後唐孔穎達作《正義》，

義理易學大盛，《東坡易傳》也接受其一定的影響，所以在文章脈絡也會以穿

插以王弼、孔穎達等解《易》方式進行對照。希望能夠以所謂客觀的主觀與絕

對的主觀、絕對的客觀等不同面向進行探討。除了在思想方面概念性的對比之

外，也會進行具代表性的幾個卦爻辭作一相互性的探討，加以排比、綜合，相

互對勘。包括卦、爻的結構順序等都會以客觀性的分析。本論文預期《東坡易

傳》與不同學派、論點之間的發展過程中，所互相的影響或彼此之間相互聯繫

的關係，與當時社會的潮流進行研究，預期能夠瞭解在這樣的文化背景脈絡之

下對後世學派造成的影響。

三、範圍的界定

研究學術以方法為首要。方法是研究者欲達到目的一個利器，也可以說是

手段或是工具。正如孔子所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以說研究方法

就是學問家的探照燈和顯微鏡。方法論可就其目的與範圍兩方面分類：就目的

方面，本由論文嘗試釐出哲學之核心思想，由一概念性作為圓心向周圍擴散探

討。例如哲學層面注重的宇宙論、價值論及美學等，分別在第五章、第六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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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討論。所謂範圍分為廣義、狹義的範圍。《東坡易傳》的思想內涵可能分

佈在各蘇軾不同時期的作品，廣義範圍會盡可能的全面性的將文本之間的資料

交互思考。狹義的範圍仍限制在《東坡易傳》的文字章句裡尋找所要探討的哲

學概念。

所以在此以《東坡易傳》為主軸，其餘相關原典文獻或資料輔助，作為《東

坡易傳》幾個重要概念的相互對照之處。而關於研究材料的選擇上，另一方面

以與論文有相關的原典著作為起始，一方面翻閱學界對《東坡易傳》等既有之

成果，做一歸納整理的分析。將之交互比對，然後相關文獻資料再做一整合運

用。

在本論文使用的版本為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而預

期結果期能由蜀學「《東坡易傳》」的角度，揭示了不少長期為人忽視的重要歷

史現象，特別是宋代文化之間，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認識，豐富宋代蜀學本身，

從而更全面、更有系統、更深入地認識宋學，對學術另有貢獻。因此本論文廣

義來講佔有蘇軾的思想在其各文章脈絡中都有大量材料，原則上以《東坡易傳》

為主架構，從大量的文獻資料裡面篩出與《東坡易傳》有直接、間接關係之文

獻，而狹義的範圍限定，就是以《東坡易傳》作為析論的文本，本論文採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卷之《東坡易傳》，將其互相認真的加以整理，進行由此及

彼的分析，是本文堅持努力的研究方法。

第三節 相關議題回顧

一、刊刻版本

《東坡易傳》的刊刻和主要版本

歐陽修〈蘇明允墓誌銘〉︰「（蘇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

汨而不名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

未成而卒。」洵〈上韓丞相書〉自謂「作《易傳》百餘篇」，張方平〈墓表〉亦

謂洵有「《易傳》十卷」。可見這「百餘篇」《易傳》雖然未完全定稿，當時已編

成十卷之書。蘇軾依其父未完成之稿撰成了《易傳》，撰成之日，又恰值他倒楣

之時，當然也無緣問世。徽宗初政，蘇軾得以北遷，卻歸途染病，不久即卒於



第一章 緒論 7 -

- 7 -

常州，當然也無由刊刻經解各書。釋道潛〈東坡先生挽詞〉三云：「準《易》著

書人不見，微言分付有諸郎。」（〈參寥子詩集〉卷十一，四庫全書本）既云「人

不見」，可見蘇軾生前從未刊刻。〈蘇潁濱年表〉謂轍歸潁昌，時方詔天下焚滅

元祐學術，敕諸子錄以上三書，「以待後之君子」。可見當時祇有抄本。

北宋元年，蜀中刊刻過《蘇軾易傳》。陸游〈跋蘇軾易傳〉云：「此本，先

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云。」（〈渭南集〉卷二

十八可見），至少徽宗宣和年間有人偷刻過《毘陵易傳》。陸游〈老學庵筆記〉

亦云：「其書初遭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曰《毘陵易傳》。」（見《四庫全書總

目》引）

明代蘇氏著作刻本最多，彭元瑞〈天祿琳瑯閣書目後編〉卷十二著錄三種

《東坡易傳》：「是書焦竑刻入〈兩蘇經解〉中，毛晉刻入〈津逮秘書〉中」此

本乃烏程閔齊伋刻本。三種明本今皆存世。

〈兩蘇經解〉刻者在著錄上有分歧。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有「明

本，是本萬曆庚戌顧氏刊於豫章，焦竑序」（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

本）。

張海鵬〈學津討源〉本序也說：「按此本桐伯顧御史所刻，不知其名，而

焦為之序，故亦稱‘焦本’云。」此稱顧氏所刻，又稱焦本。周中孚〈鄭堂讀

書記．補遺〉卷一又刻者作〈畢侍郎〉：「此本為明萬曆丁酉（二十五年）畢

侍郎合刊〈兩蘇經解本〉，焦弱侯（竑）序之。」稱為「顧本」或「畢本」的

都有焦竑序。周中孚斷定「顧」為「畢」之誤：「稱顧御史所刊舊本，疑誤‘畢’

為‘顧’也。」據該本焦氏〈東坡易傳序〉稱「丁酉，侍御畢公裒而刻之」，

則周說為是。〈易學書目〉記此本為「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 1597年）金陵畢

氏刻本」（齊魯書社 1993年）， 知畢氏為金陵人。但是同是一本，一作萬曆

丁酉（二十五年），一作萬曆庚戌（三十八年），刊刻時間相差十三年，當為

兩刻。〈兩蘇經解〉本《易傳》有抽印本行世，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

錄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萬曆間刻本」的「〈東坡先生易傳〉九卷」，

即為「〈兩蘇經解〉零本」。1976年臺北成文出版社〈無求備齋易經集成〉（嚴

靈峰輯），所收〈東坡先生易傳〉亦即此本。

閔齊伋本為朱墨套印，《四庫全書總目》：「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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伋以朱版重刻，頗為工緻，而無所校正。」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周易》

八卷，附易總論一卷，明朱墨印本。」並「疑此本及張孟奇、吳長玄所校」。另

據著錄，凌濛初亦有朱墨本，王氏〈善本書提要〉還著錄「北大圖書館」所藏

蘇軾《易傳》八卷，附王輔嗣總論一卷，「明朱墨印本」。王氏說：「此本不知為

凌刻，亦或為閔刻，亦不知所據為誰氏憑本？」其中有楊用修（升庵）等十四

家評語，卷端有總論，末引吳長玄、張孟奇二人論說，王重民「疑及吳、張所

輯者」。該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題「明閔齊伋刻朱墨套印本」（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9 年）。該本〈易學書目》亦有著錄。

〈津逮秘書〉本為毛晉所刻，九卷。《四庫全書總目》認為「三本之中，毛

本最舛」。〈易學書目〉有著錄。周中孚也說《兩蘇經解〉本「較之閔齊伋刊本

及毛氏〈津逮秘書〉本為最善」，為三種明本中最好的一種，因此成為後來諸叢

書依據的祖本。

除上述三本外，還有題為〈大易疏解〉的刻本。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

錄標注》：「明萬曆吳之鯨校本，有刊本，題《大易疏解》。」丙申為萬曆二十四

年。此本又名《蘇長公易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蘇長公易解》八卷」，

「明萬曆二十四年吳之鯨刻本」，即此本。《善本書室藏書志》、《易學書目》皆

著錄，並考訂為「明吳之鯨校，馮賁刻」。

《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續錄》還著錄一種「明萬曆冰玉堂刊本，吳蹇

批校」的本子。冰玉堂為陳所蘊室號。其刻書時間為萬曆二十二年，比吳之鯨

刻本早二年，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明萬曆二十二年，陳所蘊冰玉

堂刻本。四明盧址抱經樓藏。」（中華書局校點本，1983）該本《善本書室藏書

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皆有著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又著錄「崇禎九年顧賓刻本」，

亦題名《大易疏解》，十卷。又著錄明鈔本四種。明代《東坡易傳》刻本最多，

特別是萬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三十八年，都有《東坡易傳》刻

本，蘇軾學術為時人所重的情況於此可見一斑。

清人刊刻《蘇氏易傳》，收入叢書的有《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等。

《四庫全書》本係據《兩蘇經解》本校寫，張若雲（海鵬）〈學津討源〉收者以

焦氏《兩蘇經解》本，校正了「毛本之脫誤」（周中孚語）。《易學書目》又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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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單刻本：「清嘉慶十年（公元 1805 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本」，「清道光十五

年（公元 1835 年）劉際清等刻本〈清照堂叢書〉」。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

卷一載清代流傳的寫本亦不少，如袁氏貞節堂寫本、安樂堂寫本等。

民國時代，又輯入《叢書集成》等叢書中。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印歷代

易學名著、中央黨校出版社輯印中國易學叢書、四川大學出版社輯印易學集成，

都有《東坡易傳》前二者係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者係影印《津逮秘

書》本。

二、前人對東坡的研究

對蘇軾作研究，也不是到今天才被提出的新問題，歷代都有學者對蘇軾進

行研究，如舊題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云：「予舊得公詩八注、十

注，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嘆。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裒而一

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乎公之詩有光。」這顯然是對南宋初年蘇

詩八注、十注乃至百家注的研究。宋犖《施注蘇詩序》云：

公詩故有吴興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面陸放翁序

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

吴，又數數購得，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缺者十二卷。

這顯然是對《施顧注蘇詩》流傳情況的研究。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

詩例略》中云：

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嚮不滿於王氏注，為之駁正瑕璺，零丁件繫，收

弆篋中，積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蘇詩。舊本苦不

易購，庚辰春與商丘宋山言並客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

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已問世。

這顯然是對王十朋注、施顧注及宋犖的新本施顧注的研究，他自己的《補

注》則是因不滿所謂王十朋分類注而作，後又因不滿宋犖、邵長蘅等補的《施

注蘇詩》而進一步加工。孔凡禮《蘇軾年譜自序》云：

竊考宋人所撰軾傳世較廣者，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及傅藻《東坡

紀年錄》。二書所依據之蘇集，不盡見于今，其依據之其他書，亦有失

傳者。二家之作，頗為歷代所重視。近年，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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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久晦復彰，讀蘇者為之驚喜不已。前者距離蘇軾

年代較近，後者有「時事」專欄，置蘇軾個人于廣闊背景之中，于年譜

中實為首創。二書有裨于蘇軾研究，自不待言。此二書，益以前二書，

記述皆簡略，雖當時年譜體例類如是，不可苛求于古人，然終覺不足。

集全力探討蘇集及其他有關材料以詳細記述、考察蘇軾一生行實者，則

有清人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王氏窮畢生精力，研討蘇

詩，撰寫《總案》，發明不少，有功後學。然王氏乃以個人所藏，從事

著述，而又辟居ㄧ隅，類似百十計有關篡撰蘇軾年譜之必讀要籍，皆未

曾寓目。非王氏不欲寓目，而其時其勢，有所不能。故時至今日，其已

不能盅饜雲之意，此余《蘇軾年譜》之所由作之。

這是對歷代蘇軾年譜的研究，詳盡敘述了歷代各種蘇軾年譜的得失。以上

均説明蘇軾研究的研究確非始于今日，而且稍為嚴肅的蘇軾研究都需從對蘇軾

研究的研究開始，因為不知其前的研究情況，是無法開始自己的研究的，至於

《東坡易傳》更是在近幾年才來陸續為大家所注意到。

一般來說，蘇軾自己最看重的三部學術著作《東坡易傳》、《東坡書傳》和

《論語說》是比較少人研究的。從對蘇軾研究歷史的回顧不難看出，蘇軾研究

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極不平衡。縱觀歷代的蘇軾研究，以南宋、清代和今人

的研究成果為最豐碩。這既與政治形勢有關，也與文學思潮有關。南宋與今天

的蘇軾研究熱，都與為蘇軾恢復名譽有關，清代統治者則為鞏固其統治，千方

百計地把讀書人汲引到書齋中。從南宋起，一直存在著唐、宋詩之爭與蘇、黃

之爭。從南宋後期出現唐、宋之爭起，到金、元，尊宋派大過尊唐派；明代則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尊唐派大過尊宋派；清代反過來，尊宋派又佔優勢，

一直到清末，都是宋詩派的天下。在尊宋派內部，還有尊蘇、尊黃之爭。南北

宋之際，江西詩派統治詩壇近百年，尊黃超過尊蘇，但整個宋代基本上是蘇、

黃並稱；金代尊蘇者多，元代雖有方回《瀛奎律髓》提倡江西詩派，但即使方

回也幾乎是蘇、黃並重；明代蘇、黃並黜，而喜蘇者仍不少；清代則蘇、黃並

尊，蘇詩研究成果尤多。再根據前面列舉的歷代蘇軾研究中的各種爭論，就不

難確定今後蘇軾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蘇氏易傳》一直受到不少人的關注，由宋到清，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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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易傳》的刊刻、評點、引證者已不勝枚舉，而在最近十年，研究者越來越多。

據筆者所見，專門研究《蘇氏易傳》者有以下數種：曾棗莊《從〈毘陵易傳〉

蘇軾的世界觀》6、孔繁禮《蘇軾〈毘陵易傳〉的哲學思想》7、耿亮之《蘇軾易

學與其人格》8、余敦康《蘇軾的〈東坡易傳〉》9、曾棗莊《從〈蘇氏易傳〉與

三蘇道家思想》10、龍晦《蘇軾易學初探》11、謝建忠《蘇軾〈東坡易傳〉考諭》
12、美國漢學家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13及其與人合作的《宋代易

學的運用》14、美國學者艾朗諾《蘇軾生活中的語言、意象和行為》15，唐玲玲、

周偉民《蘇軾思想的研究》16、《四川思想家》中張維《蘇軾》一部分等17，對《蘇

氏易傳》都有論述。此外，舒大剛先生在《蘇軾研究史》一書中有專節論述《蘇

氏易傳》的研究情況18。戴君仁《蘇軾與朱震的易學》19略略論及。而林麗真《東

坡易傳之特質與思想》20和《東坡易傳之特質》21。歷代評價蘇軾其人及其學術

的主要分岐，而且遠不止此，可謂人言言殊，這正反映了他在各個領域的創新，

故容易引起爭論。這些分岐，也許永遠得不到統一，但可供我們進一步研究時

思考。

三、 前人研究的限制

以上文章對《蘇氏易傳》的各個方面均有論及，特別是在哲學思想上，更

6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六輯，1980 年，頁 59－66 頁。
7 《中國哲學》第九輯，三聯書店，1980 年，頁 221－239。
8《周易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30－37。
9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編《國學研究》第三卷，頁 103－154，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5 年；《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第四章，頁 69－143，學林出
板社，1997 年。

10 香港《道家文化研究》1998 年第 8 集。
11《巴蜀文化論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年。
12《文學遺產》2000 年第 6 期，頁 30－36。
13Peter K. Bo1,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Tang and Sung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今有劉寧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4Kidder Smith. Jr., Peter K. Bo1, Joseph A. Adller, and Don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I

Ching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17 賈順先、戴大祿主編，巴蜀書社，1988 年，頁 239－270。
18《蘇軾研究史》，曾棗莊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9《孔孟學報》26 期，97－99 頁，1973 年 3 月；《易經研究論集》，437－440 頁，臺北黎

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 1 月。又《周易研究論文集》，頁 297－300，北京師範大學出
版社，1990 年。

20 國科會研究獎助論文，1984 年。
21《文史論文集》，1－18 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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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家分析的重點。美國學者包弼德先生認為蘇軾是為尋道而文，他著重分析

了蘇軾學《易》以指道實踐(Reading for Practical Guidance)。余敦康先生

的文章則重在討論老莊尤其是莊子、郭象道家思想對蘇氏易學的影響。而龍晦

先生對蘇氏在訓詁學上的成就有獨到的認識。今人孔繁禮《蘇軾〈毘陵易傳〉

的哲學思想》22一文。其揭示《東坡易傳》的哲學思想，認為﹕《易傳》有豐富

的辯證法思想，主要是：對立統一論、物極必反的觀念、量變和質變的觀點、

剛健由於不息、弊患生於無為、事物的運動發展有其客觀規律。23不過《蘇氏易

傳》作為三蘇淵博學問的縮影，金生楊先生指出在整理《蘇氏易傳》擔任點校

的過程中24，通過反復閱讀，鈎稽歷代對蘇氏易學的評論資料，發現以上的研究

仍有不夠全面的地方。金生楊先生提出下列幾點：（1）從文獻學角度考察尚不

探入，對撰者及撰著過程不甚清楚，對《蘇氏易傳》的整理缺乏必要的認識。（2）

重哲學研究，缺乏《周易》經學角度的考察，沒有找到蘇氏的創新何在。（3）

在哲學思想上，對其道家思想研究深，而對其三教合一思想缺乏研究，從而在

性命之說上闡釋未透。（4）整體特點把握不夠，對「言治理」者的研究還有待

深入。

第四節 研究內容

本論文共分為九章，三十節。第一章緒論，在點出《東坡易傳》的哲學義

理概要及其研究價值，而後界定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議題研究回顧、研究方

法之外，也將針對研究範圍內容方向作一闡明。

第二章，由當時時代背景探究《東坡易傳》興起之源由。筆者認為誦其詩

讀其書，欲瞭解其思想，當然應先瞭解當時環境背景，所以由蘇軾的生平與思

想淵源作為起使點，然後進而討論時代背景，瞭解其政治因素對學術思想的影

響，祈能對此《東坡易傳》思想有較根源性的的瞭解。思想淵源的探究在於判

22《中國哲學》第九輯，三聯書店，1980 年，頁 221－239。
23 該文結論原為三點，但因其中兩點有疑義，本論文並不認同所以為採納其觀點僅列其一
討論。（1）《易傳》的自然觀是，以「道」為「無」，為「至虛」。宇宙萬物由「道」發生，
是「有生於無」；「道」和「性」不可言不可見，沒有任何規定性，在宇宙本原上，否認有
上帝鬼神主宰，並且把水作為原始的物質元素。（3）《易傳》也透需出唯物主義思想。最
後指出：「現在我們重新探討蘇軾的哲學思想，應當推翻朱熹的評價，而恢復蜀學（指蘇
氏蜀學）在哲學史上的應有的地位。
24 由金生楊承擔校點的《蘇氏易傳》，已收入《三蘇全書》第一冊，即將由語文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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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東坡易傳》之哲學思想形成的原因，從三蘇的思想流變到洛蜀黨爭等。簡

潔以政治環境背景的因素，到學術之爭以及爾後門人派系的影響來看，關於洛

蜀黨爭未避免淪於政治味，所以在此僅就一概略性的關係介紹。第一節探討蘇

軾其生平，包括大起大落的官職生活及其心路歷程，當然其中也包括蘇軾體悟

的禪機對其思想乃至作品的內容與風格均有所觸動。另外也特別提出「樂」這

樣一個蘇軾人格的特性，「樂」是儒家文化，同樣可以說是宋明道學的一個課

題，孟子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周敦頤也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 蘇軾的樂，不同於他們的屬於「樂乎斯道」《上梅直講書》的樂，也正

是《東坡易傳》所謂的無往而不一、無往不適。第二節就其時空背景分析宋學、

理學，第三節則由地理位置為區分探析蜀學，藉以瞭解《東坡易傳》之思想淵

源。第四節就已簡單的解析洛蜀黨爭的部分，瞭解洛蜀之間爭論的內容及歷史

背景。此章論文編排是以大方向的時代背景作為起始，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

尋找《東坡易傳》興起之由，由宏觀面將略析整個《東坡易傳》的立足點，在

當時蘇學雖也引起學界的關注旋風，但後來因為程門後人的打壓，朱熹的批判，

所以逐漸沒落。但其哲學地位對後代之影響，仍不可忽略。

第三章，《東坡易傳》的架構及其內涵、特色，首先以架構做為序幕，分析

蘇軾在《東坡易傳》對〈序卦〉的強調以及對〈雜卦〉的修訂，然後對其體例

做一爬文的歸納，將《東坡易傳》中關於體例的部分列出原文，並加以析之探

討。第二節則是說明《東坡易傳》的思想內涵，討論其儒、道、佛貫穿其中之

思想特色，並做一綜述性的小結。在第三節就是以結論性的方式，再一次強調

《東坡易傳》的特色，其中包括夾雜儒釋道的哲學思想，卦爻並重的解易方法。

第四章，就是進一步分析何謂「卦爻並重」，針對《東坡易傳》卦爻的解釋

方法闡述。第一、二節由卦爻的分解與合觀，第三節的義理解易，包括博辯文

辭解《易》以及縱橫家人情說的解《易》方式，第四節以時、位來看易以及第

五節，從卦象來看等，在本章將會以實際卦象穿插作為探析的例子，直接由卦

像來說明卦爻的結構及義理，以較具代表性的幾個卦進行本論文的研究，從這

幾個卦當中，分別論述在《東坡易傳》之卦爻結構及其義理之闡釋，其中也會

穿插各卦爻圖象作為方便對照的地方。

第五、六、七章探討《東坡易傳》的宇宙觀、價值觀以及美學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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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這三大方面為哲學探討的核心問題，所在這三個章節裡面，分別以宇宙

觀、價值觀及美學為主軸，探討幾個重要的觀念。宇宙觀的部分包括其形上思

想及「道」，分別論述幾個形上概念在卦爻中出現的情況以及其義理的分析。第

六章的價值論即是指中國人所注重的傳統人倫，包括人生哲學、社群生活、家

庭、社會、國家等等，本章亦是提出幾個概念作為一主軸思考深入探析，從其

心性問題進而討論宋儒注重的性命問題。在價值觀的部分首先會說明宋以前的

心性說，然後由蘇軾對前代學者的批評發現其中心思想，這邊列舉出的前代學

者包括孟子、荀子、揚雄及韓愈，批評之後在進而說明《東坡易傳》對「性」

論觀點，作為接連第二節性命論的一個環節，第二節也會闡釋「蘇軾的性命之

學」、「道與性命」、「性情之爭」等。第七章美學是由《東坡易傳》發現蘇軾這

樣一個文學氣質蓋天下的大家，敢批評吳道子，善為文人畫、書法自成一格，

為北宋四大家之一，知音律、曉醫藥，堪稱吾所不學無所不能無所不見，對美

學思想的把握及闡發。這三章的預期效果是希望由宇宙觀、價值觀到美學之間

的環節，探討《東坡易傳》對生活世界、對天下萬物的一種生生不息的態度。

第八章則是以橫向比較的方式，以時代點來作為一檢視標準，將蘇軾的觀

點與宋代的同時代的學者比較，例如程頤以及南宋的朱熹，並由其中分歧之處

作交互評論，藉以發揮了解其不同的涵義。這些當時代的理學家對於《易經》

的特有性和歷史性都有不同的見解，並且每個人均堅信他本人抓住了天、地、

人的真正內涵。首先說明同時期的洛學對《易》的解釋，然後再將《伊川易傳》

對比《東坡易傳》之評論。基本上分別就思想特色，包括兩者對「道」解釋上

的同與不同，對「性、情」解釋的差異進而影響到「氣」、「禮」及其「義利觀」

的發展，第三節則是討論二學對佛老的態度。第三節則是以朱熹《雜學辨》批

評《東坡易傳》作為探討材料，第四節就會再說明朱熹易學不同於伊川易學之

處。

第九章結論的部分，則是以展望性之角度重新審視《東坡易傳》，瞭解了《東

坡易傳》完成的內容及各學派之間關係之後，將整個論文的研究結果作一整理

歸納。先前探討近代學者對《東坡易傳》討論繁多之派別歸屬問題，在宋元學

案之中，被列為雜家蘇軾，自然就被許多學者認為帶其道家、佛家思想，當然

也有論點認為其儒家之思想，這一般是學界的共識。在本章同時從三面向來看

《東坡易傳》，一方面探究《東坡易傳》思想的內在困難與種種問題、一方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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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東坡易傳》的特色與影響，另一方面討論的是《東坡易傳》之發展及其後

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