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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東坡易傳》卦、爻的解釋方法

在第三章已有提到《東坡易傳》在王弼及孔穎達原本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

展101。《繫辭傳》下篇謂「《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也就是說，

卦義是是探討事物的道裡為始，歸納事物的結局而形成的。這邊始終就是指初

爻和上爻。孔穎達《正義》：「言《易》之為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

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說：「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

亦然。」102由此而言，卦義是一定的，它可以通過爻義獲取，蘇軾整齊六爻以

推斷卦義是合理的。與此相對，爻義則是千差萬別的。《繫辭傳》說：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知難，其上之易：本末也。二與四同功而

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

功。首句點明六爻的情況：各卦六爻相互錯雜，只是反映特定的時宜和

陰陽相物。103

王弼說「爻者，適時之變也」正是對此的概括，可見，六爻因時不同而各

異，隨後《繫辭傳》對各爻具體情況作了分析，並以初上、二四、三五為對。

蘇軾「爻別而觀之」就是建立在各爻爻義有別的基礎上，他不切離爻與爻之間

的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其中有相對的因素，所以蘇軾的思想具有合理

性，應予以充分的認識與肯定。

蘇軾分析《訟卦》坎下乾上， 乾表天， 坎表水，其《象》曰「天與水

違行，訟」，可以說他是「取象」，也就是取一卦之上下二體之象。以上下二體

之象合起來看。因為天水運行方向相反，天上引，水下流，正是訟的意思，表

明此卦卦義乃取二體之象形成的。又如《中孚》，巽上兌下， 巽表風， 兌

表澤，巽上兌下之象如羽蟲之卵，柔內剛外，以象定卦義故名《中孚》104。《中

孚卦》的中孚二字，在《說文》和《方言》二書基礎上蘇軾進而作出解釋，其

解曰：

101王弼《周易注》及《周易略例》、孔穎達《周易正義》。
102 《周易正義》卷八，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03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卷九，頁 5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04金生楊先生在其《〈蘇軾易傳〉研究》指出（成都：巴蜀書社發行，頁 108。），《取象說》
當屬象數學的範疇，今因其前後聯署，故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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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羽蟲

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為不中孚也？曰：內無陽不生，

故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

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

而民化矣。(卷六)

按《方言》：「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是孚亦作孵105。《說文解

字》卷三下爪部：「卵，孚也。從爪從子。一曰信也。」徐鍇注曰：「鳥之孚卵

皆如其期，不失信也。」由孚而孵，再由孵而信，故孚有信實之義。卵有堅硬

的外殼，而其內的營養物質則是柔和的。卵的孵化又如期而成。蘇軾取此二義，

與《中孚》卦象作了完美的結合。《中孚》兌下巽上，中間兩爻為陰爻，有中虛

之象，代表柔和；初、二、五、上四爻為剛爻，代表剛硬。這正是卵象。但《頤》

初、上為剛爻，與此類似，所以蘇軾又作了分辨。一是內當有陽；一是剛當處

中。《中孚》二、五兩爻內而陽，剛而中，而《頤》卻少了這一點，無緣中孚。

可以看出，蘇軾將訓詁與義理及卦象作了協調，從而將三者合而為一。

所謂取爻，即取一爻或幾爻而定卦，蘇軾基本上反對同王弼一爻為主或一

爻而舉二體說。比如《履卦》就是取六三爻為據的。《履卦》卦辭稱「履虎尾」，

而《履卦》六三爻亦稱「履虎尾」。此外，《履卦‧彖傳》又云「履，柔履剛也」；

履卦兌下乾上，只有六三爻為陰爻，其下為陽爻，正是六三爻以柔而履剛。所

以蘇軾說「履之所以為履者，以三能履二也」（卷一）。綜此來看，可以說《履

卦》卦義取義於六三爻。《東坡易傳》可以說立足於概括性的義理，雖未像王弼

那樣作《周易略例》，使其解《易》思想條例化，但在卦爻關係、卦義、卦時、

爻位等方向都有獨特的主張。

第一節 卦爻的分解與合觀

蘇軾在許多卦之中，都一在反覆的說明何謂「合而言之、別而觀之」以解

《易》的方法，金生楊先生在《〈蘇氏易傳〉研究》一書中，指出其中主要提到

這種方法的七個卦《履》、《大過》、《咸》、《恆》、《革》、《艮》、《小過》，指出蘇

軾在卦爻關係上提出「卦合爻別」的理論，反覆地將兩者統一起來，將卦與爻

105清錢繹撰集《方言淺疏》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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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言之、別而觀之。我們可以先從《咸卦》整體及六爻的分析來看蘇軾卦爻

分看與合觀的思想。《咸卦》如人的一身，而六爻如人的拇、腓、股、心、脢、

口。六種器官有各自的功能如果不能相兼，就不能代表全人。要認識全人，就

要整體來看將六者合而為一，各種功能並舉，同時又要忘卻六者的差別，這就

有點類似整體中的各別那樣的關係。

首先看初六『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東坡易

傳》其爻解：

〈咸卦‧初六〉

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為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

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

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為累也甚於桎梏；要不忘

帶，則帶之為虐也甚於缧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履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

忘之也。道之可明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

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

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

口言，六職併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

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

咸。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

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

者免於悔而已。（卷四）

從卦爻問題上來講，認識一卦的內涵就不可拘於各自為政的六爻。因為六

爻都是具體的。只有從六爻抽象出的義才是卦義。所以卦合而言之，是統御了

六爻又忘卻了六爻各自的差異；爻別而觀之，是分離各爻做具體考察，認清各

自的內涵和功能。由意而統行，由卦而明爻，王弼「得意忘象」還有形骸與意

識存乎其間；蘇軾「履適足忘」之說，乃足與履相適於一，無有間隔與區別，

其境界自是高出一籌。

不但《咸卦》如此，《恆卦》也不例外。蘇軾認為「咸」「恆」之義並不能

從某一單獨的爻中獲取，他比較二者：



- 64 -《東坡易傳》研究

- 64 -

艮、兌合而後為《咸》，震、巽合而後為《恆》。故卦莫吉於《咸》、《恆》

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為《咸》、《恆》

者亡矣。故《咸》、《恆》無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卷四）

之所以《咸》《恆》卦在六十四卦中會稱的上最吉的卦，可以說內卦與外卦

相隔，六爻相離，但又同時內外卦相合、六爻相合，所以二卦各爻都不完美。

這也可以說是是卦爻之間的差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葉障目正是理解二

卦卦義的障礙。「卦合而觀之」就是指卦義有合六爻之義以為義，更有二者兼具，

合六爻之義，內外卦之義以為義三種情況。

《履卦》稱履，是因為三能履二，而二為三用，三為五用。但是，以《彖

傳》而言是吉，以三、五而言則三見咥、五至於危。蘇軾認為《彖傳》言六爻

統御全卦，三、五合和，故當為吉；而於爻而論，六爻分散，三、五相離，不

相為用，故而致凶。這就是二者的不同。

《艮卦》之「艮」，《彖傳》釋為止，而六爻皆取諸動。《彖傳》爻相悖

正與《履》同。蘇軾分析說：

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

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建所欲支位。未有不同，而

吉凶毀賃生煙。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為其靜者已見於卦矣。

上止而用下，下止而聽於上，此《艮》之正也。（卷五）

艮下艮上為《艮》，所以有兩艮。艮表山，故《象》曰「兼山，艮」。由此

可見艮之所施：不是《頤》施於天下之至動，也不是《大畜》施於天下之至健，

而是施於止，施於背。六爻不同，各自分離，三畫卦的艮不可見，六畫卦的《艮》

也不可見，所以，「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不見所施，只得隨六爻各自

爻位而定。位有不同，吉凶悔吝各有差異。所以六爻皆取諸動。《艮》整卦為止，

內外卦應講動，亦講止，只是動、止的內容不一樣。「上止而用下」，即上有所

不為，使下為之；「下止而聽於上」，即有所不思，而聽命於上。卦總體是止，

而上下卦的止則是某一側面，即有所不為。如果上下卦亦是靜止，就是死卦了。

卦義不可以經爻別而觀之，卦與爻有差異，爻與爻也有差異，通過六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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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異才能尋求整卦的卦義，又通過卦義才能理解爻義。所以需要「齊」，而

「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這種「齊」，在蘇軾眼裏主要是將一

副卦的內外卦合觀，如上所述的《咸》、《恆》、《艮》，又要注意各爻之間的關係，

如《履》二、三、五爻的相互關聯。又同時觀察卦象，卦象來講內外二陰居本

末之地，有棟橈之象。

比如《大過》，內四陽，外兩陰，陽而擯陰，所以卦合而言是君驕而

無臣之世。具體到爻，則九五當驕，而九二不驕。因為九二爻以陽居陰，

老夫女妻，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難下之之謂也。﹙卷三﹚。

而「卦合而言之，則本末弱棟橈者也，爻別而觀之，則上六當棟橈，初六

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橈者也」。

《小過》相反，內二陽被外四陰所囚，乃臣強君弱之世。爻別而觀之，

六五當強臣，六二以陰居陰，臣強而不僭者也。﹙卷六﹚

所謂爻別而觀之，也不是割裂六爻之間的相互關係。基本上相較「爻別而

觀之、卦合而言之」兩者，蘇軾更為重視「合而觀之」，也就是將六爻結合起來

看。其中比、應兩種關係尤其明顯。就在《大過》分析初、上兩爻時，他又發

現初、上與二、三、四有關係。他具體分析到

初六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橈者也。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

所寄在彼，而隆橈見於此。初六不橈於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以相

輔，則九三之棟橈，以期應也。 ﹙卷三﹚

二、三、四與初、上是棟與寄的關係。這是從卦象而言，初自立而遇九二

之陽，二者相比，得以不橈；初、四，三、上相應，所以九三棟橈、九四棟隆，

則是從比、應而言。

蘇軾在解《易》之時，也的確會將每一卦作過整體考察，做到前後相應，

從而全卦的解釋圓潤通徹。比如《師卦》以出師與慶功相應；九二與六三、六

五大將主專一與眾將分主的局面相應。蘇軾在以爭鬥言《易》中也具有這種特

點。於此，我們擬在下面章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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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探求卦爻之義上，以「卦合而言之」、「爻別而觀之」的方法獲取其

真諦。這是在王弼《周易略例‧明彖》論卦主基礎上的一次方法論的革新。就

象數易學家割剝卦爻，支離破碎的解《易》方式而言，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創舉。

王弼尋求卦義，提出「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眾之所宗也」的原則。但這並

不能全該各卦的情況，所以他又有「或有一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

的論斷106。事實上，卦以統爻，王氏多少有分離二者的傾向，其所言不可能詳

盡所有卦的情況。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中說：「夫卦者時也，爻

者，適時之變也。」王弼明確指出了卦的主導地位，但蘇軾同時注意了爻跟卦，

將二者結合。他具體分析各爻的情況，又將六爻作為整體考察，從而求得六爻

所齊之端。這樣就形成局部與整體的辯證統一、共性與個性的統一。

因此，蘇軾往往以自己的分析獲取了卦義與爻義。在這種分析考察的基礎

上，他進一步說「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卷一《乾》）。與性情相較，

又有「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為利，性以為貞」的命題（卷一《乾》）。

所以性當是貞而定，情則是利而變。這樣，認識卦爻之義的方法又成為解開性

情觀的鑰匙。性情論又是性命之說的基礎，關於性命之說，將在本論文第六章

進行討論。

王弼為了建立以義理為主的新易學，對於《易經》本體問題的把握，極為

重視。他認為《易經》雖然包羅萬象，小者明人事之吉凶，大者闡天道之變化，

但絕不是一部漫無條理的大雜燴，其中必有一套「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理

則理序可以尋索。若能尋得此一理則理序，則對卦爻辭的解釋，也就可以「以

簡治繁，以一治眾」了。他在《周易略例‧明彖篇》中即說：

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治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

一者也。故眾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

無二也。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

而不惑。

這「理一以治眾」的原則，東坡吸收到他的《易傳》裡，便成為「先求其

所齊之端」的主張。《易‧繫辭上傳注》說：

106王弼《周易略例‧明彖》，《漢魏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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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各有所統御為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別而觀之？彼大小有所齊矣。得

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

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無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卷七）

又說：

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而畫以為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居信於其間。其進退、

居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

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矣。故卦者，至措也；爻者，至變也。

至措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卷

之七）

此所謂「有循理」、「有常守」、「有會通之處」等，即是析論六十四卦所需

先求的「所齊之端」。這也就是「理一以治眾」的「理」。

第二節 求其所齊之端

《東坡易傳》特殊獨到的解《易》方法，從宋代目錄學家晁公武在《郡齋

讀書志》卷一提到：蘇軾「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別而觀之，其論卦

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晁公武以

蘇軾自己的言論說明了蘇軾解《易》的特色，在上一節看到蘇軾對卦爻的分看

跟合關，那麼這一節更進一步的解釋何謂「求其所齊之端」。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

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其大小

者存乎卦《繫辭上》

蘇軾在《繫辭上》的註解中，就是探討《周易》各卦整體與局部之間的關

係。所謂「齊」，在卷七則有所謂「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他求各卦所齊之

端就是首先要辨別清楚各卦在總體上講的是什麼，卦辭與《彖傳》乃至於《象》

是如何統御各爻的。另外可以看到，在卷七的另一段話：

夫卦豈可爻別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

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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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

不只從脈絡來看，其實當時政治對蘇軾來講，也是即為關鍵的影響。所謂

「求其所齊之端」裡面也包括「同」的思想，蘇軾認為，解讀《易經》不應只

是注重經文，更要強調與時政的一致性，美國學者包弼德認為，《東坡易傳》的

注釋總體看來是在解釋社會問題。107這些註解代表了蘇軾對於社會混亂的根

源，指出了對既有問題所採取的錯誤措施，蘇軾提出了根治社會混亂的解決方

案。蘇軾的出發點很簡單。「亂」由「爭」而來。108人為私利爭戰。蘇軾逐漸展

開對六十四卦的解讀。包弼德認為蘇軾批評的王安石與新政，反對正頒布統一

的標準並要求所有人遵從，這是王安石所謂即通過「純道德、一風俗」109建立

一致性，是一種「尚同」的思想，他相信人們並非不能表現為相同，但是「同

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而且，如果人們不是真誠地團結一致，那麼

當他們共同面對危險時，想要相信他們會繼續追隨領導者是不可能的。110表面

的同意無法掩藏不同的動機。強求一致而想達到統一是不可能的。「聖人能必

正，不能使天下必從」111。在蘇軾對六十四卦的理解中，社會必須讓每個人明

白什麼是善並依善行事，才能具有凝聚力，蘇軾承認存在共同性這一形式，但

他並不認為靠特權能產生共同性。

以下就蘇軾在註《易》思想中反對王安石的尚同思想加以說明。首先蘇軾

對王安石的文章表示不滿，對王安石一意推行的新學，他更加以嘲諷。他在《文

集》卷一○《送人序》中先由反對王安石《字說》談起，進而論及其學。他說：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

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

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

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墼，案其形模而出

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陳振孫認為蘇軾之言不無道理，在所著《直齋書錄解題》亦謂：「王氏學獨

107 美，包弼德〈蘇軾與文〉，《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196。
108 《東坡易傳》卷三《無妄》。
109 《東坡易傳》卷二。《蠱》
110 《蘇氏傳》卷五《萃》。
111 《東坡易傳》卷二《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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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

之者。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112

從政治面來看，在《易傳》中，蘇軾又反復表達了反對尚同的思想：「責天

下以人人隨己而咎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随卦》「君子出處語默不同，

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同人〉不但如此，蘇軾在解《無妄‧彖傳》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時稱：「無妄者，天下相從於正也。正者我也。天下從

之者天也。聖人能必正，不能使天下必從，故以無妄為天命也。」聖人尚不能

使人同己，何況非聖人者乎？此語與前引《答張文潜縣丞書》如出一轍。

在天下太平的無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無妄》這時的政治就應如

《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做到「勉濟斯時，容養萬物」。

因此「善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

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

全矣。古之為正之行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內足者，恃內而略外，

不足者反之。（卷三）

總之，所謂正，就如《無妄》六二爻，以陰居陰，安守本分。這樣，就能

合於義與道，得到不耕而獲，不菑而畲，卻「利有攸往」。相反，六三爻，其本

質為陰，卻外慕陽位，是不安其分而慕求其名。其結果只能是「無妄之災，或

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王安石在當時為一道德、厚風俗，修定《三經

新義》作為科舉考試的教材，這種束縛個性的「同」顯然與蘇軾的文化價值觀

格格不入。而《三經新義》所代表的新學更是問題多多。至於《字說》，則留下

了不少蘇軾嘲諷王安石的傳說113。無疑，在蘇軾的心目中，王安石正與那種內

不足而急於求取功名的人相同，就是不正。在行動上，蘇軾更是不隨波逐流的

典範：「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

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自稱）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
114朔黨人物劉安石對此也是贊同的115。

112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書義解題》。
113參考丁傳靖輯《宋人佚事彙編》卷一○，中華書局，1981 年。
114 《與楊元素十七首》第十七簡，《蘇軾文集》卷五五，頁 1665。
115馬永卿輯《元城語錄》卷上：「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是信。在元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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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蘇軾反對王氏，而實際上二人在理論上的主張卻是相近的。王氏釋《睽

卦‧象》曰：「小人能同而不能異，能異則不能同。君子同乎道，異者異乎時與

事而已。」116蘇軾所要反對的則是王安石在實際行動中所推行的「一道德」的

尚同思想。蘇軾對同的解釋是「同而異，晏平仲所謂和也」。晏平仲的「和」是

什麼呢？《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平，民無争心。故《詩》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争。’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

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平仲區別了和與同的差別。他將和比作羹，要五味俱全，不及者濟之，

大過者泄之。這樣做出的羹味道才鮮美。政治也是同樣的道理。君臣之間也要

有不同的意見，從而可否相濟，政教和合，得到大治。政如《詩‧商頌‧烈祖》

所道，「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能改悔。亦者，兩相須之意也」117。這就是蘇

軾所激賞的晏平仲所言的和。作為以極言直諫著稱的蘇軾自然是以此諷諫皇

上，同時抨擊王安石尚同思想。晏平仲批評梁丘據君可亦可，君否亦否的唯唯

作風，正是蘇軾在當時不便於直言的心聲。在《書義‧庶言同則繹》中，蘇軾

曾淋漓地發揮了一番：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為言度也，出納之際，

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
116 《周易義海殾撮要》卷四《睽》。
117 《春秋左傳正義．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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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

有為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辯廷議，而衆决之：長者

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偽者室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

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

紬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太甲》之所謂求也。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斂袵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矣。118

作為忠直的諫臣，蘇軾仍抑止不住內心的忠貞之情，他作《辯試館職策問

劄子二首》之二因環境所許，便直言不諱地說：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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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119。

無疑，蘇軾此處所言正是「同而異，晏平仲所謂和也」一語的最好注腳。

而蘇軾反對「尚同」思想的依據還有孔子「一言喪邦」之語120。在蘇軾的心目

中，不同的觀點和主張正是同的基礎，所以他認為「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

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睽》。《睽卦》之象是二女同居，如果看重於

他們相同之處，則其吉是很小的。相反，如果「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

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這無疑是說，僅就同而同，只是圖眼前利益而已。因

異而同則可包含天地之大義，用處甚大。從王安石《三經新義》的實施效果及

其本人的感嘆看，蘇軾在解《兌卦》六二爻時說：「和而不同，謂之‘和兌’；

信于其類，謂之‘孚兌’」始終將「和」與「同」嚴格區分開來。相反，那種

完全要求一律的同，蘇軾認為那是小人之道。他說：「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繼巽，

小人之道也。」〈巽〉「君子和而不同」是《論語‧子路》所載的孔子的話。無

疑，蘇軾是從儒家經典本身反復地找內證來駁斥王安石並不妥當的做法。

118 《蘇軾文集》卷六。
119 《蘇軾文集》卷二七。
120出《論言．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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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卦是專講同的。蘇軾以為其基本點是有所不同。他比較〈同人〉和〈比〉

這兩卦，認為：

水之于地為〈比〉，火之與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

不可不察也。比以無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以

類族辨物」。（卷二）

既然君子據此認識到分析人類群體、辨別各種事物以審異求同，那就不是

整齊劃一的同了。清人李元春（時齋）評道：「此非晏子及《論語》所謂‘同’。」

實際上，這就是晏子和《論語》所言的「和」。《同人卦》之「同」是有所不同

的同，除了《象》有所提示外，其卦畫也明顯顯示出來：

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

出處語默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

之易，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

〈同人〉離下乾上，六二為陰爻與九五陽爻相應，從而達到「陰陽不同而

為同人」。在對《易經》六十四卦的注釋中，蘇軾對這種統一的社會有詳盡的描

繪。這種社會承認統一內的分殊和連續中的變化。與自上而下、由外強加同一

標準來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做法不同，蘇軾提出了另一種辦法。對蘇軾來說，

六十四卦教導人們「其中固自有其正也」；東坡認為只要事物在大的方面是對

的，他就可以容忍小的對立」。121

同是有所異才同的，因為同異是對立又統一的。在蘇軾的眼裏，那就是二

者有相生的關係。他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解釋就是說明這一點的。「方

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分，此異之生于同也。」

（卷七）不同的類卻能聚成同的一方，而本是同一的物卻因群而分。這就是同

而異，異而同。在《睽卦》，蘇軾更看到異與同的辯證關係。他說：「人惟好同

而惡異，是以為睽。故美者未必婉，惡者未必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

逸者未必貳。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于咎爾，故見

惡人，所以辟咎也。」（卷四）人好同惡異，然而同正是因異而生。美婉、惡狠、

從者與忠者、拒者與貳者本是相近的，然而未必就能在一人身上同時具備。如

121 《東坡易傳》卷二，《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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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味追求一致，捨棄其異議者，結果「是相率而入于咎爾」。

如果我們再深入思考，蘇軾對整部《易經》六十四卦的解釋恰好就是他為

了說明怎樣由異而達到和諧的同，所謂「求其所齊之端」，無非是解決方法問題。

他認為卦合而言講一件事情，但爻別而觀之，六爻的情況紛繁複雜，並不完全

和《卦辭》、《彖傳》一致。在聖人那裏，正是這種種差異鑄就了「周流六虛」

的道。

第三節 由卦義來作引申性的詮釋

從形式上講，《東坡易傳》也充分體現出東坡能文善辯的個人特色。從義理

上來講，或許由於東坡文學造詣極高，所以其行文如流水的風格也在《東坡易

傳》中充分展現。明人陳所蘊指出：「其言縱橫盪恣，奧渺汪洋。」又說：「其

意所欲達，即不難紆徊曲折以伸其說。」122戰國策士為了說動君主，其言足以

說有為無，顛倒是非。而「紆徊曲折以伸其說」正是他們採取的最基本的方法。

明代焦竑為《兩蘇經解》 作序也稱：

兩蘇以絕人之資，刳心經術，沉浸涵泳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

四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文，如江河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

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雖舒為安流、激為怒濤，變幻百出，

要以道其所欲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六經為

不朽。123

焦氏所言兩蘇經解之文的特色可以說是戰國縱橫家的言辭。其他如《四庫

全書總目》等也有類似之語。就《易傳》而言，所謂揣摩，實際上與蘇軾談爭

鬥有關。因為有爭鬥就有勝負，如何奪取勝負就要「揣摩」形勢了。朱熹說：「東

坡《易》說六個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124由此而言，蘇軾所談的爭鬥主要發生在六十四卦的六爻之問。

我們可以說，蘇軾即將六爻之間的矛盾以縱橫家所謂「鬥爭」的方式表現

出來，也可以說其解釋卦爻若正面解不通，則作反面解；若外面講不透，則從

122 冰玉堂刻《蘇氏易解》卷首，國內目前無相關書籍，為網路資料。
123 萬曆二十五年，焦竑序畢氏刻《兩蘇經解》本卷首。
124 《朱子語類》卷六七，頁 1676。按朱熹言是蘇洵之意不確，說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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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面講；若用悟性語言說不清，則採比喻隱語來暗示；故易變之剛柔、遠近、

喜怒、動靜、逆順、進退、吉凶、難易等，無不在其筆下「脈分而理解」。我們

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一、善用博辯文辭解《易》

至若十翼原文較富哲意之部分，東坡所發之妙理巧譬，更是不一而足。在

此引用數例為證如下：

（例一） 〈大畜‧彖傳〉：「利涉大川，應呼天也。」

東坡注：「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

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

有止而不進而為之用也。」（卷三）

（例二） 〈升〉六五貞吉，升階。

東坡注：「巽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應也，曰此升之階也。階者，有

可升之道焉。我惟為階，故人升之；我不為階，而人何自升哉？木之升

也，克土而後能生；而土以生木為功，未有木生而土不願者也。故階而

升，則六五為得志矣。」（卷五）

（例三） 〈中孚‧彖傳〉：「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東坡注：「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能化也。

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為不中孚也？曰內無陽不生，故

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

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

而民化矣！」（卷六）

（例四） 〈既濟‧九三〉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東坡注：「未濟，方其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

厲民以犯難可也。」（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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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東坡注：「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

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

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

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卷七）

（例六） 繫辭下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東坡注：「精義者，窮理者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

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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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卷八）

案：以上諸例，解「德天」，而以金火魚鳥之性譬；解「升階」，而以土木

生克之理譬；解「克之憊」，而以胡越同舟遇雨譬；解「中孚」而以羽蟲化生譬；

辨「性」、「道」，而以聲聞異同譬；論「致用」，而以游水操舟譬──利用巧妙

的譬喻，可以說蘇軾是一易學策士！朱子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朱

子語類》卷六十七），《四庫提要》又謂其「文辭博辯，足資啟發」，「推闡理勢，

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當指此一特色而言。

二、以縱橫家人情說解《易》

蘇洵首先提到「人情說是爭鬥解《易》」這樣的理論說法，又與歐陽修有

密切關係。蘇洵在《易論》之中本於人情出發，以「三尺豎子」也知道的道理

來論證「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無之幽」。這種道理就

是人們好生惡死，而貴賤、尊卑、長幼，耕而食，蠶而衣，就是達到人與人、

人與鳥獸和諧相處的手段。歐陽修更以人情作為一種標準來衡量言語等的正確

與否。他撰寫《縱囚論》，主張為政本於人情，指出：「堯、舜、三王之治，必

本於人情，不立意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125蘇軾在《中庸論中》、《詩論》

中明確使用人情說：「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 「夫六經

125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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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為其近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 。」126 有名的洛蜀黨爭更多地源起於

蘇軾不滿程頤的不近人情。東坡自己就說：「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

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127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一三也載「正叔多用古

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安石〉，深疾之，或加抗侮」。《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五《洛蜀黨議》則載：「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

在蘇軾看來，不近人情是聖賢之人所不取的，他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

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128

蘇軾將《周易》的性質定為「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之書，人情說在《易

傳》中處處可見。在《周易》之中，各爻變化多端，其中雖有勾心鬥角之處，

但蘇軾以為終歸要合人情。朱熹說：「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視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一樣，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

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129

朱氏認為《易傳》中這種論述是蘇洵的思想其實也未必然。試看蘇軾對以

下幾句《繫辭傳下》文的解釋：

 吉凶以情遷，

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山。夫我之所愛，彼有所甚惡，

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在我為吉，則是天下未嘗有凶；在彼為凶，則是天下未嘗有吉。然而吉

凶如此其紛紛者，是生於愛惡之相攻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悔吝者生於不弘通者也。天下孰為真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為

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為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

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

126 《中庸論中》，《詩論》，《蘇軾文集》卷二。
127 《杭州召還乞郡狀》，《蘇軾文集》卷三二。
128 《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文集》卷六八。
129 《朱子語類》卷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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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信其人則舉以為利己，不信則舉以為害己，此情偽之蔽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凶與悔吝輕重之差也。近而不相得則相害，故凶。「或害之」者，

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微之顯，誠

之不可掩也如此，故或害之者，我必有以見於外也。（卷八）

《繫辭傳下》既然有「情」，有「愛惡相攻」，有「情偽相感」等等，這與

蘇氏本有的人情說一拍即合，於是以人情解《易》成為其中重要的一部份。

比如《訟》 上九爻因訟而得到了「錫之鞶帶」的殊榮。蘇軾認為六三爻

與上九爻相匹配，二、四兩爻曾獲取六三爻，由於六三與二四爻相爭訟而不勝，

於是逃歸上九爻。這樣，上九爻獲取六三爻，就是從二、四兩爻那裏奪來的。

好比一條鞶帶，從別人那裏奪過來服在自己身上，自然是不光彩的事情，因此

有三褫之辱。蘇軾論述道：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嘗有之矣。不克訟而歸於上九，上九之得

之也，譬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己服之，於人情有赧焉，故終期三褫

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

且終於無眚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

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

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無眚，

止訟之道也。（卷一）

通過錫鞶帶與奪鞶帶的過程使訴訟勝利者感到不合於人情的羞辱，同時訟

而不勝者也因不勝而感到羞耻，蘇軾認為這就是《訟卦》所蘊含的「止訟之道」。

同樣，「棄安即危，非人情」。無妄之世並非衰世，故無「容有不得已」的不正

之道，所以在此時「不正者，必有天災」《無妄》。

蘇軾以人情解《易》最為出色的是解釋《大過》 九二爻與九五爻。比如

九二爻「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他說：



- 78 -《東坡易傳》研究

- 78 -

卦合而言之，則《大過》者君驕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則九五當驕，

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

則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

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無不利。《大

過》之世，患在亢而無與，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卷三）

因為丈夫老邁而妻子年少，所以妻子驕慢而丈夫恭順。對於君臣而言，就

成為臣勇於退處，君主謙恭而禮賢下士。這樣清明的君王，自然成為封建士大

夫仰慕而願意追隨的了。君謙臣能，社會就能得到治理，所以「無不利」。當然

臣不隨君也不是好事，所以蘇軾還補充了最後一句。與九二爻相反，九五爻「枯

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者恰好倒了個兒，蘇軾於此也作了相近的發揮。他

說：

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矣。稊者顛而復孽，反其始也。

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棄之、力

不能正，衹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與咎無譽。」老婦，上六

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厭其臣之象也。故教之以「無咎無

譽」，以求免於斯世。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

又如他發揮人情說談人情與禮：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茍，禮以飾情

謂之賁。茍則易合，易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貴則難合，難合則相敬，

相教則能久。（卷九《序卦傳》）

符合人情，人與人之間才有親合力。但直情而行，過於隨便，相互間就會

產生瀆慢作用，從而導致相離的危險。這時以禮儀加以約束，相互就有敬意，

從而久遠地保持和諧的關係。我們將其與蘇洵的《易論》 相比，可以發現，這

兩處是十分相近的。

基本上，蘇軾也不是絕對的「人情論」者，在他看來，有些不合人情的東

西也不可一概否認。比如在《升卦》中，蘇軾認為只有仁人方能做到於「人情

必爭之際」而不爭，「大王避狄於豳，而亨於岐」正是如此（卷五）。於《艮卦》

他以上九爻為「止之極」，而「梏者不忘釋，痿者不忘起，物之情也」，但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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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卻「不志于動」，所以蘇軾贊嘆道：「非天下之至厚，其孰能之！」 （卷五）

這種「非人情」恰好又迎合了人們對聖人神往的心理，又是符合人情的。

第四節 以時、位解易

東坡《易》雖然「大體近於王弼」，皆重義理而輕訓詁。但若要細較兩家

之不同，則除思想見解之歧異外，表現在注《易》方法上也是有差別的。

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本於《繫辭傳》「變通者，趣時者也」提出適時說：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有時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小

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

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為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

其類；其存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

一體之變，由斯見矣。130

所謂適時，是就爻而言。王弼認為卦指出事物、現象所處的特定背景即

「時」，卦辭因各卦所處之時不同而有所區別──「反對」，而爻則順應卦時，

隨時變化以趨時避禍，從而解釋爻的特點：「變」。蘇軾針對卦義和卦時，也有

不同的主張，對於有些卦談時，有些卦不談時，他還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取而

觀之，因其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天地、聖人、王公能「先

天而天弗為，後天而奉天時」，所以言及他們就有「時」。這是蘇軾對《周易》

全文作出整體考察後得出的結論，實質無非講封建等級的優越性而已。《周易》

中這種因所言者「大」，而後才言及「時」的情況，正是天地、聖人、王公之勢

所造成的。

正由於蘇軾文人的身份，書寫時好像是在自做子書，暢發議論，行文如流

水，舒展自如的展開。也因此對爻變往來的現象，配合「陰陽相求」、「上下相

應」、「物極必反」等原則，充分活用了「理勢」、「時義」、「情偽」的關係。於

此，蘇軾指出：「因其所言者大而後及此者，則其言之勢也，非說也。」說明有

了天地、聖人、王公的地位，也就能夠順時而行了。這無疑是對前說的強化。

通過對時的解釋，蘇軾還推此及彼，認為《周易》中「見天地之情」、「利見大

130 《周易略傳‧明卦適變通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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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說法都是如此，不可因為與其他卦不同就強為之解。在《東坡易傳》中

認為卦義來源有多種，且卦均有時，對於《周易‧彖傳》中所談的時他便另作

解釋。他不僅認為卦都有時、還有有義、有用。他說：

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無義，亦未有無用者也。敬當其時有用，焉往

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

之而已，從而為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

不言之故，無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卷二《豫》）

每一卦都有其特定的背景、特定的意義、特定的用途。任何事物和現象在

其特定的背景下，只要有其用途時，它就能發展壯大。整部《周易》的六十四

卦就是這樣。所以凡是言「時義」、「時用」、「時」者，都是因為它們洽遇上了

那個特定的背景、那個意義、那個用途罷了。蘇軾因此認為知道了這一點，就

不必為那些沒有談及「時」的卦強加解說，亦即那些卦雖有其時、有其用，但

時與用卻不能結合在一起。總之，蘇軾強調的是「時」、「義」、「用」的結合。

如果朱熹的說法「論事實則尚權謀」131，是從縱橫家的角度來說蘇軾對於

卦爻的時、位，我們可以說權謀的產生來源於爭鬥。由解釋說：《繫辭》稱「其

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蘇曰：「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為之立

敵而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有敵而後懼，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卷

八）卦爻均有敵對之處，憂患難免，爭鬥難逃。《周易》本身是一部教導人們

趨吉避凶的儒家經典，其中所言吉凶悔吝，往往是說怎樣做是吉，怎樣做是凶

等等。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32正是對此所作

的生動說明。所以，立敵使知懼，懼而後用法，就是避免受到損害。爭鬥之中

要免受侵害，就有一系列法則。金生楊先生提出蘇軾則使用權謀之術來作解說，

並以具體例說明蘇軾是怎樣為人謀的看法。133

在《大壯卦》，蘇軾分析揣摩了事物處困窮之時的情況：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嬴，廢也。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上六，

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易然。而陽壯則輕敵，

131《答汪尚書》，《朱熹文集》卷三０。
132《論語‧述而》。
133 金生楊，《〈蘇氏易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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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窮則深謀。故小人以是為壯：而君子以是為罔己也。以陽觸陰，正也，

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觸也。（卷四）

按《大壯》乾下震上，只有上二爻為陰爻。蘇軾以九三為羊，上六為藩籬。

九三為陽爻，所以羊剛健強壯；而上六是陰爻，地處極上，所以是瀕臨絕境的

窮陰。以常理而言，以勝勇追窮寇本是極容易的事情，但勝利者往往出現驕傲

輕敵，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現象。蘇軾就以九三壯陽輕敵，而上六的窮陰深思熟

慮。他進而區別君子小人在此問題上的差別，認為小人因陰謀而自壯，君子則

因輕敵而自喪。以陽觸陰雖正而危。在此可以看出老謀深算的意味。

他還揣摩九四爻的形勢，發現「外有二陰之敵，而內有初九之觸」，這就

是九四爻有悔的緣故。因為敵人還未消亡，而內部卻自相爭戰，所以九四以此

為病。但是九四爻有其統眾方略，他懷柔內部，使他們歸屬自己，從而在敵人

面前壯大了自己，悔恨消亡，可以前往應戰了。《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蘇軾的論述抓住了這一基本點。

《既濟‧六二》爻說：「婦喪其茀，切逐，七日得。」 喪而勿逐，是何道

理？蘇軾從《既濟》 為安定康樂之世，人心穩定，而小人開啟爭端說起，設計

了以靜制動的息盜謀略。其言如下：

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

動則無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授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

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奮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爻皆有應，六

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

也。或得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

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併生，而憂急之至，

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朴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

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卷六）

動亂總是以爭開始，但是，人人都不參與動亂，小人也無可奈何，爭鬥很

快就會平息下來。《既濟卦》 就是這種情況。《既濟》爻爻皆有應，陰陽均當位

而安其所，靜而不用，用必亨通，所以它表示難平而安樂之世。但是太平之中

隱含著危機，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表明憂患常在此時發生。據卦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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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六四在初九、九三、九五之間，陰為虛，故其地可疑。小人起亂必始於

此。九二居中而與九五之尊位應，易受人忌，故有間離二、五者竊取九二之「茀」。

以上一節提到的縱橫家人情而言，婦喪其常用之物，其夫必怒。在尋找不

到的情況下，不但懷疑其妻子，還會埋怨其近鄰。如此一來，事情就會沒完沒

了。蘇軾認為，這恰好是竊取「茀」而欲間之者所想達到的目的，所以他為此

謀劃以靜制動之法。夫不逐茀，上下晏然而安，盜者所想達到的目的也就破產

了。整體而言，蘇軾之理可為「名論」，然揣摩之事未免「太覺鄙俚」134。

蘇軾曾比較《大畜》與《小畜》兩卦，發現「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

制之」（卷一《小畜》）。進而求用還可以，進而受制就不可以了。因此，《小

畜》 乾下 巽上，乾之所以「卒受其病」，在蘇軾看來，主要是乾健而急於

用。蘇軾為《小畜》謀劃為自其交之未深而去之。初九始交，傷而去之，其害

尚淺；九二交深於初九，自引而後脫離；九三交往過從更深，復不可得，脫輻

輿之處。至於九五、上九，情境更為惡劣。外卦巽本陰卦，但九五、上九為陽

爻，它們「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小畜》，所以乾受害也

深。

為君子謀莫過於應變，而最大的變主要是權臣之「變」。蘇軾在《小過》

中揣摩強臣「欲為變」的心態，從而為君子謀。

已上者，其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為雨。

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強臣之欲為變也，憂在內，

是故見利而不為，見益而不取，蘊蓄以自厚，持滿而不發者，凡皆以遂

其深謀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

穴」。君子之居此，茍無意於為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

天下信之矣。（卷六）

《小過》為君弱臣強之卦，六五以陰爻而居陽，這邊的陽位又代表君位，

表示大臣權力熾熱得無以復加，勢不可復下。但是六五有權不用，所以有「密

雲不雨」之象。為什麼有權而不用呢？蘇軾認為這是篡亂之臣以退為進，表面

謙遜而實際上想以此實現其陰謀。君子在這個時候，就應抓其追隨者，以明自

134 吳之鯨刻本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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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忠君的正直心態。

蘇軾將澤風大過，與雷山小過對比研究，得出結論：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

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

者過也。（卷三《大過》）

《大過》之所以為「大過」，是因為二、五兩陽將初、上兩陰擯棄於外。

陰為臣，陽為君，所以《大過》是君驕無臣之世。《小過》相反，是陰囚陽，君

弱臣強之世。蘇軾還《小過》四陰據用事之地，象徵飛鳥之翼，而二陽象徵鳥

之腹背。翼能止腹背，而腹背不能止翼，故飛鳥之制在翼。蘇軾又將《小過》

與《中孚》對比，以「陰在外，據用事之地，故為《小過》；陰在內，不據用事

之地，故為《中孚》」（卷九《雜卦傳》）。《中孚》之象如羽蟲之卵，柔內剛外，

以象取卦義，陰不用事。「用事」與「不用事」正是相待而成。

蘇軾用縱橫家思想解《易》是為了說明六十四卦中各爻之間的相互關係。

鄧夢文說：蘇軾「謂某爻往應某爻，為某爻所隔，幾於無卦」。正點明了蘇軾

這種解《易》風格的實質。由於蘇軾始終貫徹以人事言，如此一來，爻與爻之

間便活潑生動起來，不再干瘸，更有益於指導實踐。

第五節 對卦象之解讀

蘇軾在分析卦義的來源時，提出多種取法以為卦的方式。他在《賁卦‧彖

傳》說：

「聖人之所取以為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

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與水違行，訟’之類是也；取其爻，‘六

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

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又稱：「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

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

《賁》對於卦義，漢有取象說，定馬於乾固然機械；王弼易之卦主說，也

未能以偏蓋全。也就是說蘇軾認為卦義的形成有多種來源，這種看法是比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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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際的。事實上，王弼提出卦義所主說不能圓滿的解釋《周易》中所有卦的

情況，而各卦也不可能均按一種模式來說明其意義所在。蘇軾主張的是一種折

中，也是一種創新，其實際就是要打破易學中派系門戶之見，盡量符合各卦形

成的實際。

就卦象來看，譬如天水訟就是以取象而形成卦義的，蘇軾於卦象往往出自

新意，其對爻象的理解也曾引起象數易學家朱震的關注。

在《復卦》六五、上六來看：

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凡物之將亡而復者，非天下

之所予者不能也。故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而有餘，

豈此人力也哉？《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

違天不祥，必有大咎。

憂患未至而慮之則無悔。六五，陰之方盛也，而內自度其終不足以抗初

九，故因六四之獨復而附益之，以自託焉。

乘極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灾眚」

示天之罰也。初九之復，天也，衆莫不予，而以獨迷焉。用之於敵，則

灾其國；用之於國，則灾其身。極盛必衰，驟勝故敗。在其終也，國敗

君凶，至于十年不復者，明其用民之過，而師競之甚也。﹝卷三﹞

蘇軾將「物之將亡」與《復》物之長相對比，說明陽長之初的態勢。這分

明是談始興之象。所引《傳》指《左傳》，引文中有定公元年、僖公三十三年、

宣公十二年之語，說明逆天而行必有咎害。蘇軾反過來說，物之將興也是天道

自然，人是無法抗拒的。《復卦》僅一陰來復，但其趨勢按卦氣說是陽氣不斷上

長，也不可抗拒。其實，蘇軾是將《剝》、《復》兩卦對比而言的。「物之將亡」

指《剝》，「及其長」指《復》；「天之所壞」指《剝》，「其所支」指《復》。因此，

說《復卦》有始興之象，則《剝卦》有即將消亡之象，只是蘇軾在《剝卦》所

論不明罷了。為了說明一陽來復是天之所支，蘇軾就以二休復、三頻復、四獨

復、五敦復順應初爻為善，這是正面；以上六迷復，不知初九之復為凶。 綜合

觀之，在《彖》則言始興的整體形象，於爻則言始興時的各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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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大過》也提出其卦象的見解，蘇軾是同意的從其卦畫看有棟橈之

象。在其象徵意義上，蘇軾則以為「君驕則無臣之世」。孔穎達以為大過越，「猶

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救患難」135，與蘇軾解似有相反之意。如果說卦象可以從卦

畫及六爻之意綜括，於爻象則難以此行事。漢代易學家為解決爻象問題，他們

採用卦變、互體、飛伏之說，以卦象說明爻象。比如《困》六三有「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虞翻解「入」、「宮」、「妻」象為「巽為‘入’，二動，艮為‘宮’，

兌為‘妻’，謂上無應也」136。按李道平疏，三四五爻互為巽卦，故「入」；二

三爻交換，初二三互為艮卦，艮表門闕，故「為宮」；又三應上卦兌，兌為少女，

即艮中之妻137。可見，此主以互體言爻象。蘇軾的象數學比較樸素，他沒有採

用這些。但爻象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他提出的理論是「當其處者有其象」。

當其處者有其象，是說爻處於什麼位置就會有什麼樣的爻象。蘇軾在《鼎》

初六爻時指出：「六爻皆鼎也，當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為趾，二與三四為腹，

而實在焉。五與上為耳。初六上應九四，顛趾之象也。」﹝卷五﹞蘇軾認為《鼎

卦》六爻均屬鼎象，這是就一卦之整體而言，《繫辭》有取象制器說，所以《鼎》

有鼎象眾說無異。不過，六爻分而言之，為何各爻所只如此？蘇軾認為此是由

各爻所處位置決定的，所處位置不同，其象亦異。初六上應九四，即要將鼎趾

向上翻起，無異於顛倒其位，故有「顛趾」之象。與《鼎卦》相似，《咸》，蘇

軾以人體言之，而各爻則代表拇、腓、心、口等；《小過》，以飛鳥言之，而各

爻則表示翼、腹、背等。如此觀其卦象者尚有不少。

蘇軾以當其處者有其象作解，因此，對各爻均以直陳的方式說明有什麼

象。比如《大過》：「白茅，初六也。」﹝卷三﹞《大壯》；「羊，九三也。藩，

上六也。」﹝卷四﹞這種解說方式實本於王弼排棄象數之學，但王弼未有理論

說明。蘇軾的理論雖然簡單，理論深度也遠遠不夠，但仍不失依個比較合理的

解釋。

正如蘇軾善於化用典故一樣，他對爻象的解釋也與其他方面融合為一體。

這就表現在「當其處者有其德」的提法之上。於《咸卦》指出：「在卦者咸之全

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

135 《周易正義》卷三。
136 《周易集解》卷九 《困》。
137 《周易集解纂疏》 卷六 《困》。



- 86 -《東坡易傳》研究

- 86 -

優劣而吉凶生焉。‥‥‥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

皆病焉。」﹝卷四﹞德指六爻各自的功能，有其象就有其德，功能的強弱優劣

便產生了吉凶禍福。他又說《艮》：「自趾而上至於輔，當其處者有其德，與《咸》

一也。」﹝卷五﹞表述的是同一個意思。

《經義考》卷十九引胡一桂云：晁以道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

曰：「尚恨其不知數學！」138根據這段記載，即知東坡對於象數易學的重視。雖

然他自己解《易》，乃循十翼解經的路數，喜作義理哲學的發揮；但對圖書象數

學，他並不排斥，而且還以「不知數學」為憾。可見東坡治學態度很寬廣，對

俗學雜說，多少也能兼容並蓄。因為他認為易道廣大，誠如〈繫辭傳〉所謂「《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故治《易》學，亦當「義」、「象」互用、「道」、「數」並濟。〈繫辭

傳〉注即謂：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凡此皆象也。以義求之不合，

以象求之則獲。（卷之八）

又謂：

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

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

其唯神呼！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

二者，亦各以神終之。（卷之七）

在他看，以義求之不合，則當以象求之。故如〈說卦傳〉末，推衍八卦之

卦象，而有所謂「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等語，真是穿鑿附會，至於俚俗雜亂，無所不有，

而東坡也不以為這是可以摒棄的，卻仍舊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

者尚其占，是以得見於此也。」──在東坡此一觀點下，儘管他並不精通象數，

但在義理分析不通處，他自然便會引用象數易學派的講法，有時也能根據陰陽

五行與四時四方數字相配的情形，別發新見；而且對於「河圖」、「洛書」的問

題，他也有他個人的見解，此由下舉諸例可知：

138 朱彝尊，《經義考》點校補正本，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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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故受之以

屯。……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東坡注：「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不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

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者八；泰，否

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

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為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

〈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似，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者八，

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敘果何義也？一曰理，二

曰數，三五者無不可，此其所以為易也。」（卷九）

案：象數易學派有所謂「反卦」及「旁通卦」。「旁通卦」，又叫「錯卦」或

「變卦」，指六爻由初至上完全相異的兩個卦，如乾─與坤─即是，《易經》共

有八個（即四組）變卦。「反卦」又叫「覆卦」，指六爻由初至上秩序相反的兩

個卦，如屯─與蒙─即是，易經共有四十八的（即二十四組）覆卦。至於既覆

且變的卦，叫「覆變卦」，如泰─與否─即是，《易經》共有八個（即四組）覆

變卦。東坡認為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大抵都以覆卦相從；不得已之處，才以

變卦相從。這種講法，即是依循象數易學派而來的。

（例二） 繫辭上傳：「大衍之數五十。」

東坡注：「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

成。夫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

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

五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

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

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十特數，

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不特數者何也？水火

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以舉四時

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

稼穡，於是稼穡而已。五藏六府無胃脈則死，而脾脈不可見，如雀之啄，

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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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大衍之數五十」，歷代說法甚多，宋代吳仁傑的《易圖說》曾舉出重

要的幾家，說：「大衍之數五十，京房云；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其

一不用者，天之生氣也。馬融云：北辰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北

辰居位不動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如乾坤二用，乾初九勿用

也。鄭康成云：天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也。

姚信、董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也。」

東坡所論，與先儒皆不相同：蓋取五行與數字攙論，又倡「土不特見」之說，

故以為土數「五」，若由天地之數「五十五」中黜去，則得大衍之數「五十」。

──東坡此解甚奇，不知何所本？恐是東坡異想天開，獨發妙論而已。故蘇轍

《易說》乃評之曰：

「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五十五）以合

之，為之說耳。……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欲取則取，欲去

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欒

城三集》卷第八）

（例三） 繫辭上傳：「易有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東坡注：「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

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為老，七八為

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

不用；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於上，其成數極於九；

陰逆於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穉於子午，而壯于己

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也。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

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

予奪哉？唯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

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扐有多少，

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九為多，五與四為少，

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之所以為老陽，而四數

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之所以為老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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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

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

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

者，因餘數而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

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卷之七）

案：揲蓍之法，得九六則曰「老陽」「老陰」，得七八則曰「少陽」「少陰」。

何以故？古未之聞。東坡特就「陽順於上，其成數極於六」以釋之。其說頗富

創見，且與唐一行之說有別。

（例四） 繫辭上傳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東坡注：「世之通於數者，論三五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

於《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四

六八為四隅，而五為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

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為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為少陰。

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為相表裡者，二五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

廢也。」（卷之七）

案：此據《易緯‧乾鑿度》以論九宮之數，以為可與唐一行之學相為表裡。

（例五） 繫辭上傳：「河岀圖，洛岀書，聖人則之。」

東坡注：「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易》，見於《論語》，

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岀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

張掖岀石圖，文字粲然，時無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

（卷之七）

案：「河圖」、「洛書」之真偽問題，自歐陽修〈易童子問〉疑非「聖人之言」

以來，學界曾起軒然大波。東坡雖具疑古精神，但因不疑〈繫辭〉，又信象數，

故採保守態度，未敢摒棄圖書，朱熹所見，亦與之同。

從整體而言，蘇氏的象數之學頗為樸實，這也是大多數易理學家的共同主

張。對象數的關心，使《蘇氏易傳》在此方面存在不少的創見，也或多或少地

吸引了象數易學家的目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蘇氏在消除二派之間的隔閡，

排除各自的偏見，使易學傾於合理化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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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以訓詁解《易》

以義理探求《周易》本義更是蘇軾的拿手好戲。高妙的義理探求其始在蘇

洵就有突出的表現。不過，這首先是從高妙的訓詁出發的。朱熹指出：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

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

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

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

渙也。」139

與漢儒之類拘拘於文字訓詁相比，蘇軾更重視義理的探求。這與他作詞重

其意而略其韵律如出一轍。在他看來，了解並真正懂得《周易》存在着兩個方

面。一是《周易》原文本身，對於初學而未達道者來說，就是要依靠訓詁的方

式弄清它的「文辭」、它的本義。這一點完全可用「指見口授」的方式教授。另

一方面，蘇軾認為《周易》一書僅僅是載道的工具，把握其道就不是拘拘於文

辭所能辦到的事情了。他說；「凡言「為書」者，皆論其已造于形器者也。其書

可以指見口授，不當遠索于文辭之外也。其道則遠矣。」未達道之人通過訓詁

的方法理解文辭的含義就能達到寡過的境界，而對於達道者來說就能夠無適而

不可，做聖人也是可以的。注重「道」的蘇軾自然不滿意僅僅寡過的境界，所

以他並不主張以拘泥於訓詁的方式論經。蘇軾說：

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於句義之間也。於句義之間，則破碎牽蔓之

說，反能害經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學者可以求其端矣。（卷七

《繫辭傳上》）

所言「孔子言《易》如此」就是指十三經注疏本《周易‧繫辭上》第六、

七章中孔子對《易經》的一些解說。其間，孔子確未談一點訓詁，而是專就人

事作了一翻發揮。不但此處如此，其他地方，孔子均是進行哲理性的闡發。正

因為這樣，蘇軾如此論定。明人對此高度評價：「千古注疏眼目。」140所謂「以

139 《朱子語類》卷七三 易九
140吳之鯨刻本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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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得之」，正如孟子所說「以意逆之」而已。由此而論，其書「不當遠索于文辭

之外」，其道則是必求於文辭之外了，所以其道才遠！

在《渙卦》六四爻，蘇軾便接着其父蘇洵發揮，朱熹於此同樣予以贊揚。

他說：「‘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

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141儘管朱熹有如此

激賞，但於義理上畢竟蜀學與閩學相去太遠，為了尊理學於一尊，朱熹作《雜

學辨》而以《蘇氏易傳》作為第一個攻擊對象，企圖打倒蘇氏思想。然而蘇軾

在義理上的努力並未因朱熹《雜學辨》而被拋棄，相反，蘇軾的論述得到了後

人廣泛的贊同。不少易學專著對《蘇氏易傳》的轉引、點評正說明了這一情況。

在字句訓詁上，蘇軾確有其獨到之處。《師‧彖傳》有「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矣」句。「毒」本義為「害人艸」。《說文解字》屮部：「厚也，

害人之艸往往而生。」《經典釋文》引馬融云：「毒，治也。」142王弼解作：「毒

猶役也。」即「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143。這兩種解釋均是從文脈和語境的

角度作出的一種意譯，「毒」本身是沒有「治」、「役」意的。這反不如干寶直解：

「毒，荼苦也」，「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144。不過，經文本是「毒天

下」，干寶則將對象定為「奸凶之人」，不合原意。至於程頤，則以理帶訓詁。

他認為毒天下就是毒害天下，而民心所從，是因師以義動的緣故。這又未免不

盡人情。而朱熹從之。比較而言，蘇軾正確解決了二者的不妥之處。他說：「用

師猶以藥石治病，故曰‘毒天下’。」（卷一）也就是以毒攻毒，用兵作戰成了

革命性的破壞，最終是解除痛苦，帶來福祉。無疑，蘇軾的用兵就與我們今天

所講的革命戰爭相近了。元人胡炳文作《周易本義通釋》暗用蘇氏之解：「‘毒’

字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

輕用也。其指深矣。」145不襲程、朱，可謂深悟其妙。基於此，吳之鯨刻本及

《青照堂叢書》本《蘇氏易傳》所附評語均表示了極大的贊同。吳本：「毒字得

解。」青本：「毒字妙解。」清人重訓詁，輕義理，所釋則未能盡暢其意。王引

之的解釋即如此類：「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

141 《朱子語類》卷七三 易九
142 《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音義．師》。
143 《周易注》卷一《師》。
144 《周易集解》卷三《師》。
145 《周易本義通釋》卷一《彖上傳》，《通志堂經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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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146

《豐》六二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九三有「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

解「蔀」作「覆暖，障光明之物也」；「沛」作「幡幔，以御盛光也」147。其實

是本於「日中見斗」與「日中見沫」而來，以光綫的強弱作決定，但王解顯然

不甚明朗。蘇軾抓住了這一點，一語點破；「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

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能見斗，如

同夜晚，自然日光全蔽；僅見沫，如同早晨與傍晚，日光略微。蘇軾正是在王

氏基礎上的改進。同時蘇軾也是直接接受陸德明之解而來的。按《經典釋文》：

「本或作旆，謂幡幔也。」148

《比‧卦辭》有「比，吉。原筮，元永貞」之語。「原筮」怎麼理解？《周

易正義》作「原窮其情，筮決其意」149。蘇軾則從筮法角度解，獨出新意。其

解曰：「原，再也，再筮，慎之也。」朱熹喜言筮，其解言「比，親輔也……故

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150。以「再筮」釋「原筮」，雖未

言所出，其實本自蘇《傳》不言而喻。

蘇軾明於訓詁，長於義理。他的訓詁是為義理服務。蘇軾時時以義理為第

一位，因為在他看來訓詁是為初學者所設，而義理乃是得道者的感悟，由此就

可以步入聖人之列。為此，蘇軾在訓詁時甚至出現如上面所舉「毒」字之解明

為訓詁，實講義理的現象。這與宋人不拘訓詁、注重義理、捨傳求經，直探聖

人本意是十分合拍。

146 《經義述聞》卷二《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條，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47 《周易注》卷六《豐》。
148 《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音義．豐》。按：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卷七：「沛，《東坡
易傳》作（旆），釋為旛幔。說本陸氏。《本義》依之。楊誠齊以日在雲下為沛。愚竊就字
作解，沛者沛然下雨貌。中爻自三至五互兌為雨，豐其沛者，大雨之象。」陸氏即陸德明，
其解當源於王弼。斾當為旆。「日在雲下為沛」乃出於虞翻，而查氏之解出自《孟子．梁
惠王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149 《周易正義》卷二《比》。
150 《原本周易本義》卷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