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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東坡易傳》的興起

在本章，先介紹《東坡易傳》的興起內容及成書背景，包括蘇軾的生命歷

程及其易學的關係。首先概述北宋當時之時代背景，然後說明理學的興起，到

南宋以後《東坡易傳》在社會上引發的後續效應。會造成南宋熱烈討論的原因，

不外乎是洛蜀二黨後學門人之爭，也將在本論文後面章節進一步論述。在蘇軾

的生平方面，將先探討早期的從政、後因反對王安時新法，入獄受審而被貶職，

以及蘇軾在元祐時期的參政情況。接著介紹他同司馬光、程頤產生分歧的原因，

他在朝抑或在外為官的政治活動都獨具特色。這些陳述可反映東坡的生命歷程

和人格特質。我們擬透過東坡所代表的蜀學與二程所代表的洛學對比性的差異

來襯托出東坡思想的獨特性。

第一節 東坡的生平與思想淵源

一、 東坡的生平

眉山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生於仁宗景祐三年（公元 1037 年），卒於徽

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他是身處經學變古、理學方興之際的一大名家。

當時，是名人倍出的時代，就其生卒年代觀之，與北宋「道學六先生」可謂同

期。25當時東坡與其弟蘇轍的思想被稱為蜀學（代表四川學派），與司馬光朔學

（河北學派）、二程洛學（河南學派），鼎足而三。他們不僅在政治派系有不同

的派別，學術思想也不甚相同，彼此之間存在著極密切又複雜的政治上及學術

上的關係。

蘇軾人生歷練及其思想有著很大的淵源，受眉山時少年時代的家庭及個人

信仰佛教的雙重影響。在八歲（1045 年）入小學即以眉山天慶觀道士張易簡為

師，約二十歲（1057 年）時與成都僧惟度、惟簡結為好友〈卷十二《中和勝相

院記》〉，南行赴京有鄉僧宗一送行〈見《出發嘉州》〉，入京後又與淨因大覺璉

師往來密切〈見《次韻水官詩》等〉，通判杭州時更廣交杭州寺僧。蘇軾從貶官

黃州起，受佛、老思想的影響確實更深了，但對釋、道的態度並未發生本質變

25較邵雍（1101－1077）年幼 26 歲，較周敦頤（1017－1073）年幼 20 歲，較司馬光（1019
－1086）年幼 18 歲，較張載（1020-1077）年幼 17 歲，較程顥（1032－1085）、程頤（1033
－1107）兄弟年幼四、五歲，而代表「新學」的王安石（1021-1086）也只年幼 1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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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在黃州作的《答畢仲舉書》中說：「學佛、老書，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

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元祐年間所作的《居

士集叙》云：「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

以佛亡。」在治學上，蘇軾後期並未以主要精力研究釋、道典籍，而以主要精

力研究儒家典籍。

這要回溯到熙寧年間(公元 1068 年)，這一年蘇軾離蜀（以後再也沒有回到

故土），蘇軾骨肉零落、父母過世及痛失愛妻。此時蘇軾在鳳翔為官期間，吳道

子和王維的佛教繪畫以及楊惠之、石恪的維摩詁塑像、畫像，提供給他豐富的

內容題材及創作靈感。公元 1068－1074 年蘇軾通判杭州。杭州以佛國著稱、有

著眾多的寺院和廟宇，這些對蘇軾的思想創作乃至生活起居均有根大影響。在

與僧人的密切接觸中，如辯才、契嵩，蘇軾內心中一個矛盾日益明顯，那就是

超然的理想與現實的倫理、社會、藝術以及情感之間的一致，即積極的入世、

涉世與消極的出世、避世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發生于元豐二年(公元 1079年) 秋的「烏台詩案」，蘇軾任湖州太守時被

捕，因「誹謗」朝廷入獄判刑，給予蘇軾以沉重的打擊。一個月後他被押解回

京，隨即被監禁、審判並定罪，雖然為時不足百天的牢獄之災很快就結束了，

但蘇軾還是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遭受了入仕以來第一次政治打擊。由於個人

遭際和政治處境的變化，蘇軾的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程度的消退，而道家的隨遇

而安、順適自然的思想則隨之抬頭。儘管如此，當年冬末，蘇軾還是被流放黃

州（在長江中游，距四川不遠）。東坡在黃州四年多的歲月中，表露出來的是

一種曠達自適、樂天知命的生活景況，可以說被貶黃州成為蘇軾人生的重要轉

折點:此前蘇軾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積極進取，立志「致君堯舜」;此後，道家

乃至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分庭抗禮，共同構成其後半生的主導思想。自此以後，

蘇軾便常用老莊「萬物齊一」、「聽其所為」、「莫與之爭」的思想來寬慰自

己。一時間，莊周成了蘇軾心目中追逐的偶像。「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

追莊周」。不僅如此，被貶黃州後，蘇軾還產生了儒道相通的觀點，他認為道

家思想在某些方面與儒家思想是相通的。他說:「道家者流，本出于黃帝、老子。

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

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也就是說，在清淨無為、虛明應物、

慈儉不爭這些意義上，道家和儒家是相通的。公元 1074-1080年間，蘇軾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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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徐州和其他幾個地區，與參寥子、佛印兩位僧人的交游甚深，蘇軾非常

推崇二僧的文學才華。從蘇軾這一時期作的許多詩，尤其是那些與參寥子的互

贈之作就可以看出。他不僅認為儒道相通，就連佛教在某些方面也與儒、道相

通。「舜禹之心，以奉先為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為福田」。這就是說，在損

己奉先這一問題上，儒、釋、道是殊途同歸的。

1084 年，蘇軾離開黃州，五年過去，他不僅沒有改變政治觀點，反而對自

己過去所堅持的一切做了更深入的思考，更加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的《蘇軾

易傳》正是在此流放時期完成的，他的《周易》注不但反映其詮釋立場，且是

可藉以了解他的思想之重要文獻。在蘇軾本人看來，此書意義不僅此二點。同

他對《論語》和《尚書》的注釋一樣，《蘇氏易傳》的目的也在於「正古今之誤」

和「有益於世」。

紹聖元年(公元 1094)，蘇軾被貶惠州。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他人生的重要

轉折點，美國學者管佩達也認為貶官的經歷與佛教的影響造成了引人注目的獨

特個性。他說佛教思想在這一時期對蘇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面對之生與死的

問題，使他遭遇了最基本的人生衝突。他在佛經中找到了安慰與寄托，而且佛

教的義理、隱喻、意象也深深吸引了他。因此，蘇軾對各種思想與事物有一種

開放與包容的心態，在他的思想中，哲學、宗教、迷信、雅與俗沒有明顯的界

限。可以說東坡在宇宙論、道德修養、到倫理、社會價值都有其獨特的思想。

美國學者賀巧治認為佛教是一種救世的宗教，它追求絕對，尋求超脫而不

只是對現實適應而已。蘇軾並不把佛教視為他的終極託付，力圖避免陷入簡單

的輪迴與涅槃的宗教崇拜。而包弼德的觀點，認為即儒道和蘇軾的思想均隨世

變而作出反應，蘇軾在超脫與內心體驗、絕對與相對、頓悟與漸修之間找到了

一個平衡點。

二、東坡的人格及思想淵源

在中國文化史上，陶潛之坦蕩率真，富有人情，屢屢為人們所稱道，而蘇

軾之人品，堪可與陶潛相媲美。在著名的「烏台詩案」中，他飽經磨練，但在

《出獄次前 》中便寫下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壓低」的詩句，更表

達了「試拈詩筆已如神」的自信。蘇軾在貶官黃州期間，為了不牽連他人，一

般不與人書信往來，在李端叔兩次寫信給他後，他才作答書一封，其中所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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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塞……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除了

向李端叔說明李有病不能以一字奉慰，李寫信不即答的原因外，表露的即是不

願牽涉他人的心意和情懷。在元祐更化時期，蘇軾身為翰林學士，因為司馬光

發生爭執，在《與楊元素》26中寫道︰「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

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

而在《辯試館職策札子》中，他更這樣寫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濟，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

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

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

應該說，在封建王朝，敢於堅持己見，不與宰相隨聲附和，甚至向朝廷犯

顏直諫者，沒有巨大的勇氣，沒有坦蕩的胸懷，沒有高尚的人品，是不可能做

到的，就對三蘇頗多微辭的朱熹，在弟子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時，也承認「其大

體段尚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於東坡，宜若無罪焉。」 蘇東坡

人品之坦誠耿介，於此亦可見一般。與「吾心一也」的宇宙情懷，坦蕩率真的

人品相聯繫，蘇東坡的性格則以豪邁超逸為基本特徵。他在赴杭州任所途中，

拜會六十五歲的歐陽修，並隨其在潁州西湖宴飲，在酒宴上「插花起舞為公壽」，

他讓人歌《水調歌頭‧中秋詞》，親為起舞，並長嘯曰︰「此處便是神仙矣。」
27甚至在年過六旬的晚年，在偏遠的海南，仍「負大飄行歌於田間」，28凡此種

種，都是他豪邁超逸性格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而《江城子‧密州出獵》、《念

怒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則是這種性格在文風上的集中反映。

構成蘇軾人格的要素最重要的一項可以說是「樂天自適之個性」。「樂」

是儒家文化，特別是宋明道學的重要課題，孟子早就有「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的名言，周敦頤也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與孟子「與民同樂」有

所不同的是，蘇軾一方面把樂的範圍擴展到整個天下，一方面把樂的主體集中

26《觀林詩話》，宋吳聿著。一卷。約成書於南宋初，內容則多及於唐及北宋諸人，考辨其
詩句出處、得失。《四庫全書總目》嘗舉其二十餘事，謂其「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
之中，亦可謂之佳本」。初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楚東吳聿子書撰，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仍之。其後罕見他書著錄，亦無傳本。清開四庫館，乃自天一閣影抄而出。
字句時有訛漏處。通行有《四庫全書》、《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歷代詩話續篇》等
諸本。（以上按《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
27《鐡圍山筆記叢談》卷三
28 趙德麟《侯鯖錄》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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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體自身。所以他不僅提出「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並一

再申述和強調「吾安往而不樂」，「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29這種

所往皆樂的樂，體現在詩詞中，便有了「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30，「莫作

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31，「且陶陶，樂盡天真」《行香子‧述懷》等

名言絶句。

蘇東坡的樂，是一種「樂乎斯道」《上梅直講書》的樂，是建立在宇宙人

生真理的至樂。如果說《東坡易傳》中的「無往而不自得」， 是無所往而不樂

的另一種說法，那麼《東坡易傳》中的無往而不一、無往不適，正說明蘇東坡

的樂是一種與道相依的大樂，是徹悟字宙人生的達者之至樂。蘇東坡的樂可以

說入世之樂與超世之樂兼有之。正因他無所往而不樂，無往而不自得，也就能

無而不自適。

蘇東坡的人生可謂瀟灑人生，曠達人生，豪邁人生，超逸人生，樂天人生，

鍾情人生，自主人生，自適人生。蘇軾哲學的最高概念「道」是透過援道入儒

提出來的，糅合了儒家和道家關於「道」的觀點。在人生哲學上，蘇軾也深受

道家思想影響。蘇軾受《莊子》的相對主義思想影響很深，在政治上遭受打擊

時，常常表現為安時處順、隨緣自適，而不是陷入消極頹廢、悲觀失望之中。

在他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屢屢遭貶而能夠嘯傲劫波，即是這一思想作用的結

果，《記承天夜游》中的「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縱筆》中的「報導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食荔枝》中的「日啖

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海南所作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腳的

《謫居三適》，可以見出他在人生各種境遇，各個時期，特別是人生低潮時的

曠達心態和自適心境。在政治哲學上，蘇軾的為政思想也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如無為而治的為政理念，「愿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就源于老子

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國若養生、需保養元氣，「夫國之長短，如人之

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的觀點」，也是在汲取道家養生思

想的基礎上而形成的治國理念。如果說蘇軾在《汪子靜字序》中所說︰「能得

29 蘇軾文集卷四十八《上梅直講書》。
30 蘇軾詩集卷四十三，宋哲宗元符三年和陶郭主簿二首，「雀鷇含淳音，竹萌抱靜節。誦

我先君詩，肝肺為澄澈。猶如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

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
31 《被酒獨行》下第 5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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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是蘇東坡樂天自適個性的文學表達，

那麼《東坡易傳》中「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

以至於命」，32正是蘇東坡關於這種個性的哲學概括。

第二節 當時之時代背景

一、北宋學術潮流

在易學發展史上，宋代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被稱為「宋易時期」，

其解易的學風一直延續到清初。33而所謂「宋易」， 乃是針對「漢易」而言，

是基於宋學與漢學相對的易學學風和階段性的劃分。北宋學術的形成和發展，

可以說和易學的研究分不開的。宋學注重哲學思辨、注重探討性命義理，其中

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就是《周易》的經傳，對易學的重視，還有復興儒學、對

抗佛道的意義。誠然，易學不止是儒學所能範圍，它與魏晉玄學和道教哲學的

關係還相當密切。而易學經過長期的發展，也包括對佛道思想的吸取，蘊含有

豐富的「性與天道」的思想，尤切合于宋學對性命義理的探求。所以易學的研

究便成為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宋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宋代易學繼承了前代成就，其發展仍然主要表現為象數和義理兩大流派，

且更賦予新的時代特色。在北宋時期，兩派主要是並行發展，象數派陳摶為開

創者，劉牧、邵雍、周敦頤繼承和發展。義理派則以胡瑗、王安石、程頤、張

載、蘇軾為代表，論義理派主要去其虛無，切於人事。到了南宋，兩派都有了

很大發展，其中邵雍和程頤的易學思想傳播深廣、影響巨大，且出現了融合的

趨向，但又有側重。朱震、蔡元定、蔡沈等人雖有義理易學的學統，但主要是

私淑邵雍，發展象數學來論說義理：朱熹等人則偏重義理，在「論理不能遺數」

的原則下，充分吸取邵雍的象數思想，程、邵歸一，數理結合，寫出影響深遠

的《易本義》和《易學啟蒙》。主要闡述易學義理的一派還分化出以史証《易》

一宗，以李光、楊萬里最為傑出，這是易學發展的創新。同時，與宋學鄙視漢

唐，疑傳惑經、自探義理的學風相適應，一些學者不滿足於王弼注本，對唐以

來不復存傳的《古易》積極探索，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其中呂大防、晁說之，

呂祖謙成就最大。朱熹的易學著作即是根據呂祖謙「復原」的《古易》 為底本

32 《東坡易傳》卷一。〈乾卦〉東坡對「保合太和乃利貞。」之解。
33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中冊第 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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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與北宋程頤等學者普遍以王弼注本為據很不相同的。

二、宋代理學之興起

北宋儒學的中興始于慶曆年間，可以說是「慶曆之間，學統四起」34不拘訓

詁，長於義理，是宋人自別於漢唐諸儒的關鍵之所在。在宋代，這種風氣的興

起導致許多學者不通曉訓詁，肆意而解。要談理學之興起，就可以先論及中國

學術思想的流變，從兩漢儒生的今古經文論爭；進入魏晉名士的清談《易》《老》

《莊》；再經南北朝隋唐的經學注疏及佛典傳譯；到了宋代，學者們便力圖由

儒釋道的三教異同中脫拔而出，求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於是重研儒經，而以義理求之，慶曆之際，學人開始跨

越章句注疏之域，「始自出議論」，發明義理之學，頗得儒典精義，故朱熹說︰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勝唐人，但說未透在。直到

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35由致宋仁宗慶曆以後，學風匹變，新儒倍出，可稱

經學變古時代，亦可稱理學方興時代。慶曆以後的儒者關於君子與小人、義與

利及由此引發的善與惡、邪與正之辨，便是在這個框架基礎上展開並加以深化

和系統化的。慶曆間儒者所發明的「道」，亦表明其跨越漢唐、返歸原典、回向

三代的文化理想。慶曆以後的儒者關於君子與小人、義與利及由此引發的善與

惡、邪與正之辨，便是在這個框架基礎上展開並加以深化和系統化的。二程以

義理解《理》，企圖從中尋求經書中的「道」，這除了借鏡王弼、胡瑗的思想外，

還受到王安石的一定影響。因此，必須全面振興儒家道統文化，重建儒家倡導

的「禮義廉恥」之道德準則，二程兄弟所倡之「道」或誠意正心養性之學，與

歐陽修《朋黨論》中提出的君子用以「修身」的「道義」並無二致，朱熹評其

于理義「說未透在」，但亦不失為朱氏所謂「始自出議論」而「崇禮義、尊經術，

欲復二帝三王」的表現之一。

《東坡易傳》的研究可以說宋代易學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由上

所述，我們知道《易大傳》以來，以義理解《易》就是易學中的一大派。漢代

象數易學興盛，但從未放棄過對義理的探求。魏王弼、晉韓康伯以老莊解《易》，

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義理易學大盛。三蘇以義理解《易》，至《東坡易傳》

成熟，北宋義理易學斐然成章。程頤充分吸取易學中義理之精華，純用儒理解

34 全祖望《宋元學案序》。
35 張伯行《朱子語輯略》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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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易經》，更開理學易之先河。但由於各種條件的差異，所以《東坡易傳》

未達到與《伊川易傳》同樣的結果和影響。《東坡易傳》經過朱熹的批判與吸

收，部分被納入理學的熔爐之中。與蘇軾幾乎同時代的張載、邵雍又有氣學易、

先後天易的新學說。可以說，此北宋時期的易學正處於由漢、魏易的轉型時期。

因此《東坡易傳》在易學史上有著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特殊地位，對於研究

北宋易學轉型時期的歷史有著重要作用，不應忽略之。

南宋理學主要是以北宋洛學為衣缽，但蘇氏蜀學也有相當的傳播，在下一

節會說明何謂蘇氏蜀學，蘇軾的文章議論在南宋一直受到重視，特別是孝宗賜

三蘇為美意，褒崇有加。「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朱熹也說：今日蘇氏

之說「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毫無疑問，蘇學在南宋的發展已不復成

派，而且人們主要是「步其文章次第」；但蘇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足

以發生重大的影響。一些學者因愛好蘇文，而熱衷其道：更多的學者則認為為

蘇學內部也有不少合理成分，是可以為理學所吸取的。應該說，南宋多數學者

在發展、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時，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蘇學的營養。朱熹也不

例外，在後面章節也將陸續說明其吸收融會的情況。

第三節 蜀學與黨爭

一、 蘇氏蜀學

何謂蜀學？「蜀學」開始具有學派意義是在北宋中期。當時對黨派相爭和

學術學派爭鳴都相當激烈，二者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繫。先是以王安石為首的熙

寧、元豐年間人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黨人相爭，表現出「荊公新學」和「元

祐學術」的不同；後來元祐黨人又分化為「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

軾、蘇轍為首）和朔黨（以劉摯）為首，互相鬥爭。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由於

各自的學術持守有別，在這洛蜀之間尤為分明。王岩叟指出：「二黨道不同，互

相非毀。」就是蜀洛之爭主要是蜀和洛學在政治上的表現。這邊的「蜀學」是

指草創於蘇洵、形成於蘇軾、蘇轍兄弟的學術流派。他既是當時「學統四起」、

「學派爭鳴」的產物，也是朋黨相爭的結果。侯外廬先生所謂：「元祐時期出現

的洛學和蜀學之爭是洛蜀黨爭的反應。」36《宋元學案》裡面所指的蜀學就不只

36 侯外盧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上冊，頁 294~頁 295，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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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蘇軾蜀學，也泛指四川的儒學思想狀況。

《東坡易傳》是宋代四川義理易學的代表作。探求義理是宋學區別於漢學

的重要特徵，也是宋易的主流。宋代四川易學論義理者也很多，但《東坡易傳》

別樹一幟，堪稱傑作。《東坡易傳》又稱《毘陵易傳》、《蘇氏易解》，它是三蘇

父子合著而成，其中以蘇軾功勞最大。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37卷一謂﹕《東坡易傳》蓋蘇軾「述其父洵之學也」。

這樣的說法輕視了蘇軾、蘇轍兄弟的獨立探索之功。事實上，蘇洵只是揭開了

蘇氏蜀學的發展規模，對易學豐富性思想的探討則是由其二子完成的，其中蘇

軾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多次的修改。

關於《東坡易傳》的內容，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曾介紹﹕「（蘇軾）

自言其學出於其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

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也。」《四庫全書目》卷二則結合朱熹對

此書的攻駁。作了較客觀和全面的介紹，「（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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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學

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辯》，以軾是書為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

中辯文義者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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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嘗稱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處作，則

亦未嘗竟廢之矣。今觀是書，如解乾卦象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忱惚，淪

於異學。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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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評論為大體近于王弼，而弼之說惟暢玄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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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東坡易傳》

不談象數，專論義理，「推闡理勢」、「多切人事」。這與當時程頤所作《伊川易

傳》的學術旨趣是完全一致的，卻與邵雍的象數易學不同。

《東坡易傳》反映了蘇氏蜀學的基本思想，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辯，對許

37 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是我國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書目錄，它與宋代另一

部私人藏書目錄《郡齋讀書志》齊名，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浙江安吉州（今浙江安吉

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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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問題的闡述與程朱一派的理學格格不入。由於此書傳播深廣，直接威脅了程

朱一派理學的「正學」追求，所以遭到了不少理學學者的攻擊，朱熹更是作《雜

學辨》予以首攻。但《東坡易傳》固有它不少獨特而合理的思想，所以朱熹不

能「競廢」，如李衡、丁易東、董真卿等學者總結易學成就時也多加採錄。《四

庫全書總目》 更認為「足資啟發」，不可「一概屏斥」， 自有存在和傳續的必

要。如前述所提及的孔繁禮在《蘇軾〈毘陵易傳〉的哲學思想》38一文，最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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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東坡易傳》具有豐富

的哲理思想，是宋代四川義理易學的代表作，的確有重新認識和研究的必要。

二、 洛蜀黨爭

北宋士大夫因政見引起的黨爭，萌芽于仁宗景佑、慶曆年間，盛行于神宗

熙寧以後，直至北宋滅亡。三蘇蜀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著極大的名聲，也是

北宋時期重要的學術流派之一。王安石與蘇軾都是歐陽修門下翹楚，也都是被

歐陽修「托付斯文」的最佳人選。而他們倆人不僅都有其學術造詣、文學成就，

私交也不淺，而且均對對方的詩文多有贊譽之辭，至於元祐七年（1092 年）王、

蘇之金陵相會更早已成為文壇佳話。然而，新、舊黨爭使他們在政壇上成為勁

敵，相互交際之間似乎也被設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進而論究，包括蜀學在

內的宋代道學諸流派的產生均受到王安石變法的影響，但由於學術宗旨、政治

見解上的差異而使得王安石及其變法與其新學又遭到幾乎年有宋代道學家的批

評和責難相比於當時的其他各派，同為舊黨的洛學與蜀學可說是互相抗衡。

程顥、程頤兄弟所形成發展起來的洛學，與同時代張載的關學、王安石的

新學、三蘇的蜀學在密切交往中，既相互影響，又互相批評，由此而促進了其

時學術文化的發展，並對中國儒學以至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走

向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為黨爭劇烈的北宋，增添了濃濃的學術氣息。

程、蘇之間曾經在元祐時期發生「洛蜀黨爭」，這場黨爭大體自元祐元年(公

元 1086年)九月司馬光病亡，至元祐八年(公元 1093年)為止，以程頤為首的洛

黨和以蘇氏為首的蜀黨之所以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兩者分屬不同的

學術流派，在學術主張上有很大的分歧，並呈現冰炭不容的鬥爭格局，關鍵在

38《中國哲學》第九輯，三聯書店，1980 年，頁 2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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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不同」。面對王安石的變法，蜀學和洛學從各自的立場出發，都持反對態

度，因而被稱之為舊黨，蘇學與洛學的關係很值得研究，在舊黨裡面，蜀學跟

洛學因為各自的立場有所不同又互相批評，導它們在政治上曾展開「洛蜀黨

爭」，也導致程頤被擠、蘇軾遭黜，政治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學術觀點的差異，

其深層思想在於洛學跟蜀學是不同的文化派別，具有不同的學派和思想特徵，

各自對當時及後世的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它們是宋代蜀學支派

中最主要的流派，走過了從對立、並存到相對融合的歷程。所謂「洛蜀會同」，

主要是以程頤為首的洛學和以蘇軾為首的蘇軾蜀學融合會歸。

黨爭和學術爭名是北宋儒學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價值意識非常突出的社會現

象，它們之間既有明顯區別，同時也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繫。程頤和蘇軾二人，

交惡之初，一為崇正殿說書，一為翰林學士，一個以政治理學聞名，一個以文

辭博學著世，都是推重一時的學術頭面人物。根據《宋元學案》等書著錄，程

頤為洛學開山，二蘇為蘇軾蜀學的奠基者。一個注重恭敬持守，表現在外便是

嚴尊禮節，一個要打破恭敬，不拘小節，較為隨意。這實際上反映二學在「禮」

方面，有不同的學術見解。

蘇軾性格的任真狂直，說話沒有遮攔，不時把他的聰明才智用在戲謔同僚

和朋友上，以及宋代瀰漫著的文人紛爭、政治傾軋等，也是激化蘇軾與理學家

們矛盾的多方面因素。這與程頤在《易傳》中時常脫離《周易》言理大有差別。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

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

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

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

而身安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卷八《繫辭傳下》）

也就是說，程氏洛學十分強調禮在實際言行中的體現，視聽言動，都得以

禮貫之，甚至不惜違背人情，而蘇軾蜀學則強調禮本人情，注重從人情角度論

禮，反對一言一行都以禮自恃的呆板作風。也正由於此，他們在司馬光喪禮問

題上對「哭則不歌」、「歌則不哭」39的禮節各持己見，開始公開構隙。程蘇之後，

39《長篇》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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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兩者到後學繼續鬥爭，發展到高峰期就是朱熹作《雜學辨》首攻《蘇軾

易解》、蘇轍《老子學》，但另一方面二者也不斷的融合，可以說是宋學發展組

成的主要部分。所以黃宗羲指出：「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

能合。及后溪（劉光祖）與先生兄弟（李壁、李贄）出，鶴山（魏了翁）繼之，

遂合其統焉。」關於朱熹對《蘇軾易解》作《雜學辨》這一部分將在第八章在

進行探究。普遍來說，洛學長於哲學義理思維，所以被朝廷作為官方利用為統

治思想；蜀學長於文字形象思維，易於在民間流傳。所以洛學對中國文化的影

響主要是在深層次的哲學之思想指導上，經過長時間的承傳轉化，深入人心。

而蜀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眾化文學層面的薰陶和習染上，相較之

下蜀學反而容易被一般民眾所接受，發揮較廣泛的社會影響。所以對洛學與蘇

氏蜀學異同的探究是非常必要的，至於二學的差異，也會在後續第八章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