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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朱震易學研究－朱震易學的義理思想析探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宋代的易學，並沒有延續或擴大漢學的風華，而是開展出以理學釋《易》與陳摶一
系之圖書易學為主的新里程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宋代易學作了簡要定調，提供
了宋代易學發展的大概輪廓，並反映出一個事實，宋代著重在義理的發闡，義理之學在
兩宋時期代表著主流的地位，而那象數之學則是華山道士陳摶傳佈流衍下的學說主張，
屬於漢代原始的象數系統已然式微，象數之學已非漢《易》所能牢寵，也就是能夠代表
較為純粹的漢代象數之學的易學性格已不易再現。但是，代表著漢儒的象數觀點，朱震
（西元 1072-1138）可以視為重要的典型代表，並且對後學研治漢《易》，提供了重要的
參考。

北宋易學發展至南宋前期，伊川《易傳》成為主流，期間邵雍、張載等家也有極大
的影響。至朱熹則為對北宋以來的大總結，而成為龐大體系的朱子易學，也或多或少受
到程頤再傳弟子朱震易學主張的影響；朱震在易學傳衍的歷程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
角色。

朱震歷經十八年，完成《周易集傳》等三書。自述學以程頣《易傳》為主，兼以會
通邵雍、張載之說，並且採取漢魏以降的易學觀點，特別是在象數的方面，希望能夠包
括異同，補苴罅漏，以彌補王弼、鍾會等人盡去舊說，雜之以莊老之言的謬誤，期望能
夠辨正流俗，恢復易學的傳統，所以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說他是「對漢易和北宋的象
數之學作了一次總結，為象數派的易學提供了一套理論體系」，並且「對清代漢學家研
究漢易和圖書學派的演變，起了很大的影響」。朱震是一位象數、義理與圖書之學兼綜
的易學家，在易學發展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朱震作為宋代易學家的重要典型，集象數、義理與易圖三者又特顯於象數；包絡程
頤、張載、邵雍等人之說，囊括異同，展現出個人特殊而多元的易學風格。因此，本人
以朱震易學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針對其易學中的重要義理思想來作討論。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針對朱震易學的義理思想來進行梳理，瞭解其義理思想的內
涵，特別釐清對程頤與張載等人的思想主張之繼承與改造，確立其對義理主張的實質面
貌。主要的探討的內容包括：

（一）太極同於太虛的氣化觀
（二）陰陽的神化與動靜
（三）乾坤的重要意義
（四）儒學的思想性格
（五）援史入《易》
（六）義理詮釋下的治道主張

二、前人有關研究成果述評（文獻探討）

從宋代易學史的論著來看，歷來論及宋代易學，特別是圖書易學方面的源流授受問
題時，朱震之說往往被引用作為立說或論證；而其以漢《易》之法來闡釋《易》義者，
在宋代算是十分特殊的，尤其作為程氏之再傳弟子的背景；但是歷來實質上對他的研究
卻是相對很少。真正將朱震一家特別提出來介紹討論的，則除了朱伯崑《易學哲學史》
與王鐵《宋代易學》之外，不能多見。並且，不論是思想史、經學史與易學史的專著，
所作的評論也不多。

朱伯崑先生根據朱震《漢上易傳》的自序，認為朱震繼承與吸收漢代易學的主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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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互體、卦變、納甲、飛伏、五行與卦氣等說，建構出以動爻、卦變、互體、五行與
納甲所聯結的陰陽變易主張，並且作了簡要的論述。這些陰陽變動下的五種易學體例的
實質內容，是否真如朱伯崑先生所作的簡要概括那樣？至少在運用、表現形式等方面，
未必如朱先生所言那麼單純，如互體的使用，未必合於鄭玄與虞翻的使用，納甲也未必
全然同於京房與虞翻，而卦變的複雜性又高，歷來學者每每多以其有關的這些體例之使
用而多有批評與質疑。因此，實質內容為何？與漢儒的異同又如何？真如歷來學者對他
的那般批評？這些方面，朱伯崑先生都未作說明。種種的疑問，都是未來研究所在求得
解決的問題。

王鐵先生在其《宋代易學》論著中，在談到朱震時，仍採用其自序所強調的五種變
動方式來解釋經傳：動爻、卦變、互體、五行與納甲；同時，進一步簡要說明這五種方
式的內容。他認為朱震在進行爻動之後，目的在於透過互體來附會爻辭，這也是朱震常
用釋經方法。在這五種方式裡，其中卦變與互體是朱震最常使用的。王鐵先生對朱震的
論述，所佔篇幅並不多，而且主要中集在對卦變的片面述說，不能有系統的重新建構出
朱震自己所理解的整體卦變系統，一種表現在對虞翻卦變系統的繼承與改造。

至於對其易學論著之研究論文，也是寥寥無幾，今蒐羅所見，也只有幾篇，包括較
早時期戴君仁的＜蘇軾與朱震的易學＞一文，該文篇幅僅僅三頁，且實際上論及朱震
者，除了引《宋元學案》的一段簡傳外，只作了七小行的評論；特別強調朱震的易學主
張，在易學史上的貢獻仍不容忽視，特別是有關的易圖，「影響了中國哲學思想數百年
之久」，「很容易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探求的興趣」。戴氏之外，真正研究朱震而具有一
定成果的，則為大陸學者唐琳女士，主要的著作為《朱震的易學視域》，從納甲、太極
觀、卦氣觀、卦變說，以及《周易》文本觀等幾個主題來探討朱震的易學；但是，作者
所述不論在文獻的運用，或是主題的認識程度與主題實質內涵的掌握上，明顯有諸多偏
失與不足，多有商榷之處。雖是如此，唐女士之作，仍是現今對朱震之研究著力較深者，
對後人的研究也有參照的幫助。

唐琳之後，林忠軍主編《歷代易學名著研究》中，針對朱震的《漢上易傳》進行論
述，主要包括易象說、圖書之學、太極說、關於易學史的研究，以及朱震易學在易學史
上的地位等幾個方面。其中涉及義理的方面，主要在於太極說的部份；認為朱震的太極
概念，包括三層意義：其一、太極是大中、至高之中，也就是中之至。其二、太極是一
或大一。其三、太極是氣，是客觀存在的氣。同是指出朱震以張載的太虛概念表達太極
與天地萬物的關係。這些方面，僅作簡要的論述；且該議題之成著，在本人研究發表之
後。

一般研究者對宋代學易學的關注目光，大都把焦點擺在主流易學家的身上，而朱震
仍是一直被忽視的。盱衡諸思想史或儒學史論著，談到宋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朱震或在
易圖方面被點綴一下，或略而不言，而個別人物的思想專論，更難以呈現朱震的影子。
朱震作為宋代易學家的重要典型，有其特殊而多元的風格，對同時期與後學的影響甚
遽，應當值得熟悉品味，而能展現其高度的研究價值。

三、研究方法

研究朱震易學的態度，本著從學術的本身看學術，從朱震本人所處的時代現況，觀
照學術環境的歷史事實，從其文本的實質面貌去認識、觀覽、分析，也就是以文本的詳
熟作為最根本的研究入門，確切的瞭解朱震易學的特色，掌握其義理思想上的各個議題
實況，進一步進行評析與檢討。

（一）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對於朱震的治《易》態度與方法，以及其易學論著所呈現的內容特質，就是

希望從朱震所處的當時歷史位置來著眼，掌握宋代易學的發展概況，以及朱震易學的源
流，以對其義理思想進行根本的認識。朱震的義理思想，幾乎是錯綜了程頤與張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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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尤其是在以太極為本的宇宙觀的認識上，程頤《易傳》作為宋代以降到南宋初
期，作為易學領域的典範，加上朱震本人又是謝良佐的弟子、程頤的再傳，本身自然有
程子思想的影子，所以在他的《漢上易傳》也就廣引程子之說，程子的因體以明用的思
想也就尤其影響了朱震。投射在歷史的視野上，去認識朱震易學的義理思想，期望對朱
震作較客觀的認識與評價。

（二）系統研究法
朱震的易著，除了《漢上易傳》特別針對《周易》經傳進行闡釋外，又有《叢說》

與《卦圖》二部，三著既有偏重又當兼重，彼此間都有密切的相關性與聯繫性，故在文
本的認識與文獻的取用上，不可有所偏廢，否則不足以對朱震易學作系統化的理解。

（三）文獻的歸納與分析
面對朱震宏富的思想、龐雜的材料，在離析某些議題前，則不免先執歸納的功夫，

折衷分類，以進一步分析闡發所論述的議題。不論是太極觀、陰陽觀、乾坤觀、儒學思
想本色等等，都重視作歸納與分析的方法。

（四）相對比較法
本研究在考索朱震以程氏為宗與融會雍載的義理內涵，為釐清其實質的內涵，特別

採取相對比較之法。

（五）主題討論法
本研究在各個論題上，以主題式作探討，從文本的仔細閱讀後，確定可以作為研究

討論的重要議題或特別觀念。採取主題的研究，有助於凸顯朱震易學思想的主體內容，
展現具體的見解。

四、具體研究成果

研究主要的具體成果，從以下幾個主題進行簡要陳述。

（一）太極同於太虛的氣化觀

1.同於漢儒元氣之說的氣化實體
(1)宇宙的根源為氣化實體：朱震以「太極」作為易學範定的宇宙根源，是一種氣

化的本質，同於漢儒之說。指出「太極」為「有」，為元氣混沌未分的實有狀態。這種
以太極作為初始元氣的觀點，即根本於漢儒之說；不論它或名為「一」、「太一」、「太初」，
乃至張載所說的「太虛」、「太和」，都同於「太極」的意義，指為「氣」的本源之狀，
氣之未判而有「體」者，所以他說「天地一氣，萬物同體」，此天地之一氣，即是太極
元氣，而萬物同體，是同於太極這一氣化的初始狀態；萬物的形成，都是由「太極」這
一本源之體而來，一氣而化生萬物，萬物皆由氣生。同時，朱震以漢儒之說，訓解「太
極」之「極」義，云「極，中也」，為「中之至也，天地之大本也，所以生天地者也」。
此「中」即初始元氣之中，是絕對存有的氣化實體之中，作為天地萬化的根本，一切都
由此至中之實體而生。

太極為一種元氣的概念，「太極者，陰陽之本也」，太極之中含有陰陽二氣，陰陽二
氣共成太極，故「不知隂陽，則不知太極」。陰陽體現太極，太極不離陰陽，它的根本
元質就是陰陽二氣。

(2)混沌沌未判而為有的狀態：太極元氣，在混沌未判、初始發動之時，處在最隱
微的當中，也是一種最樸實的初始原貌，卻已具開顯萬物的本能，在至微之中，萬象已
具，萬物的形成乃至各種形象的顯現，都根本於此；各種有形之物，都從此氣化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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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而以類似無形之狀呈現，人見其無形，主要是此氣在初始之時，在未成形之初，
是一種混沌至隱之狀，萬物的化生也是在這種狀態下形成。元氣初始時呈現出絜靜精微
的隱微之狀，本於氣從下升、由微而顯的律動，進而以現其萬物之形，是一種由微而顯、
由隱而著、由未判而發動的交感變化過程。

太極元氣的初始之狀，雖若「無形」，但絕不是「無」，那「無思」、「無為」、「寂然
不動」之狀，是處於陰陽二氣寂然未分的太極樣態，不復動靜，卻仍屬於「氣」的存在，
一直到陽動陰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生化四象、八卦，天地萬物於是生焉。氣回歸
於最根本的狀態時，它無所作為，不作分判，但它決然仍是氣化的存在。

2.聚散與體用
(1)氣的聚散
A.張載太虛氣化的繼承。
B.根本於張載，強調氣的聚散觀點。
C.以鬼神言氣的聚散。
D.結合五行論聚散。
E.聚而有氣。

(2)體用觀
A.大衍之數言體用。
B.體用一源，顯微无間。

3.合三為一
朱震以「一者，太極，不動之數」，「一，體也」，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源，更具有本

體的認識。朱震肯定易道即太極（太虛）之道，概括為天道，即包括了天、地、人三才
之道，合三才之道總為太極之道，太極為一，所以合三才為太極之道，則「一天下之動
者」，「而萬物備矣」。太極為一，包括一切天、地、人之理，也就是包絡了一切萬有之
理。太極之道，合天、地、人之道，而更甚之，太極元氣的宇宙觀，更落實在自然的規
律與以人為主體的對生命之體察與認識上。這正是合三為一的意義上的重要體現。

(1)太虛包絡天、地、人→陰陽、柔剛、仁義三者為一體
(2)太虛涵攝性、命、理三者為一體
(3)太虛牢寵陰陽、柔剛、仁義於天、地、人與性、命、理

（二）陰陽的神化與動靜

1.陰陽不測而為神
(1)入於無形而為神：朱震以陰陽變化無端，「入於無形」之狀，稱之為「神」。以

「一」為太極，其陰陽變化難測而為「神」，即其所謂「一則神，兩則化。一者，合兩
而為一也」，陰陽不測合而為「一」者為「神」是氣化流行的本質之體現，那「無形」
而不可測度之狀。

(2)無思無為的神化之狀：思有為的、能夠創生萬物的陰陽二氣，終歸於太極那無
思無為、寂然若無之狀，即「神」之狀。強調的是一種變化的動能，是太極氣化的實體
作用，本身呈現的是無思無為的無方之體，無形而不可為象的混沌太極，精於感物知物，
窮深研幾，推見至隱，變化無窮，從而能夠發揮其神妙之功。

(3)神用不測：太極以其陰陽二氣合兩為一，神用而不測，體現其無方無體之狀；
能夠知其無方無體，即能知一陰一陽之道，也就是能夠知幽明、死生、鬼神乃至知性、
盡性。這種理解，是一種由太極的宇宙之道，去規範人生乃至對人性內在的最高稟賦即
天性的肯定，其中也涵攝著認識的範疇。

(4)形上本色：太極為「一」或陰陽化用之「神」，是一種變化、變通之道，然後表
現出無方無體、至隱而精、無思無為的本色，也就是太極的本色，它更是一種形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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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本色。
(5)變化之道與本源之性：「神」表現出陰陽的變化之道，為太極之性，也就是為本

源之性。天地為神明，同於乾坤二門，亦為陰陽合德的變化之道。陰陽的變化，展現了
太極之「神」；體現「神」，則在體現太極為一的陰陽之變化，故「窮神之所為，則知化
矣」，「一則神，兩則化，窮神則知變化之道」。

(6)由神見誠：以一為神，說明陰陽的變化之道，朱震又推出「誠」的概念。聖人
透過對天道的觀照與體認，「觀天設教」，能夠合此太極神化之性，體現與照見天道，則
亦能同天道而「一」，即能達諸於「誠」，明陰陽變化之道，效諸於人道，所以人道亦能
同太極之「一」。從天道轉諸人道，從天道之「神」，下貫到人道之「誠」，以「誠」為
名，代表著從太虛流行或陰陽氣化的生生之道到效法此一天道而誠身設教的人道實現，
是一種對天道的體認到人道的實踐之自覺，也是一種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更是天道主於
人事、落實於人事的價值。

2.陰陽動靜觀
(1)由太極生次系統開展陰陽的動靜：朱震對《易傳》的太極生次的理解，主要融

合了周敦頤《太極圖說》的觀點，以不違背《易傳》與漢儒的普遍性認識，也勾勒出類
似《易緯》的太極生次系統中的各部內容，會通與開展出陰陽的動靜觀。

(2)陰陽並立的動靜之道：不論是陽動陰靜、陽先陰後，仍具有陰陽並存不悖的概
念，這是朱震陰陽動靜觀的最根本之認識。

(3)太極生次聯結五行：八卦含有五行屬性，五行含有陰陽屬性，陰陽又為太極所
含，為太極的根本含質；這樣的說法，同於周敦頤《太極圖說》的觀點。由太極的陰陽
動靜變化，而生成五行的思想，主要是融會了周敦頤《太極圖說》的觀點而來的。

(4)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八卦的五行屬性，乾、兌屬金；坤、艮屬土；震、巽屬木；
離屬火；坎屬水。其中朱震強調離與坎各一屬火與水，不若其它六卦各兩兩一屬。朱震
所說的五行，其實不單就方位而言，五行最重要的屬性，應該是由陰陽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而產生的五種氣化元素，此五氣順布，則四時行焉。

(5)動靜的變動性：陰陽五行強調變動的概念，萬化之道都在變動之中，七、八、
六、九即以其具體的數字認識，以表達出陰陽的變動；陰陽的變動，即在變與不變之間，
「變者以不變為體，不變者以變者為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變與不變互為體用，六十四卦由是而生，宇宙萬物之情態，也就朗朗可見。

(6)動靜變化的恆久性：陰陽變動之道，從初始的先陽後陰的生成，然後陰陽彼此
相存互生，動靜互現，所以朱震說，「陽生隂，隂生陽，陽復生隂，隂復生陽，生生不
窮，如環无端，此之謂易」，陰陽變動不息，循環不已，合「生生之謂易」之道。這正
是朱震所強調的動的認識，也是他所肯定的陰陽相生相成的重要性，至於動靜之別，朱
震並沒有如周子一般強烈的重視與確立。

（三）乾坤的重要意義

1.乾坤與陰陽屬於同一創生系統
(1)延續易學傳統混同二者的認識：朱震認為宇宙自然之道，「在天地之用為易，在

易為乾坤」，「易」作為天地自然的神用，傳達天地自然之道，而「易」這個系統，更由
乾坤來彰現此自然之道。乾坤為易之用，以其「陰陽變化，不可測度，此之謂神」，乾
坤具有陰陽運動變化的特性，陰陽為乾坤所含，能展現其變化無形難以測度之狀，所以
能夠「為神」。乾坤透過變動以化生萬物。乾坤的變通發動，以配合四時的形成，而乾
坤的發動，也就是陰陽之變，此即乾坤具陰陽之性。乾坤成四時之運行，是日月相互移
轉變化的結果，也是陰陽變化的結果；由陰陽之義合日月之推移，天地運行、萬物生息
之道由是備焉。這個萬化之道，根究其理即「乾坤簡易而已」。

(2)筮數系統下的同義性：朱震肯定陰陽的動靜生次變化，皆是陽先陰後，並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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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數系統聯結陰陽與乾坤，開展其生化的主張，強調「一者，數之始，乾之元也」，萬
物資始於「一」，也就是起於乾陽元氣，由陽氣先發動，然後才入於陰靜之變化，筮數
的系統就是藉由乾坤包絡陰陽的變化來構築，乾坤包納萬有，其本質即陰陽的運動變
化，並透過乾坤策數來呈現。乾坤總合三百六十策，體現陰陽的變化，藉由乾坤內含陰
陽的變化，以開展天地自然的萬化之道。乾坤所含之筮數，即陰陽的變化之數，也就是
七、八、六、九之數。乾坤似乎統攝著所有的陰陽變化，陰陽的變化，在乾坤之中形成，
乾坤同於太極，體現一切的變化。

由筮數聯結到四象生八卦，尤其從乾坤生六子時視域言，六子卦為乾坤之動靜而產
生的，由乾坤而生六子卦，六十四卦也因此而產生，乾坤為萬化之本，代表著一切萬物
的生成變化。

2.乾坤具無形的本源功能
(1)根本於張載的無形而神妙之特色：「乾坤」所對應的主要之象即是「天地」。張

載在把握「乾坤」與「天地」的關係時，強調「天地」是「有體」的，用此來對應出「乾
坤」的容受性與優越性，甚至具有形上的視域，體現其對太虛那種除了宇宙本源的把握
外，更有類似本體的意義，而「乾坤」的「無形」，使「乾坤」的位階更向本體的認識
靠攏。這種觀點為朱震所承。

A.乾坤生六子，作為太虛為本源的創生萬物之重要歷程。
B.乾坤表徵陰陽，陰陽為乾坤的氣化。
C.乾坤為無形，六子有形。
D.乾坤神化而妙用。

(2)包絡萬有而貼近本體之義：乾坤之道廣大無邊，無窮無盡而無以形之，包絡天
地之間的一切有形的認識。從自然變化中見其乾坤之道，反求於人，亦能得以觀照乾坤
之道，人的知行善端、易知簡能，皆為乾坤之道；乾坤之道已從天道的理解，直指對人
性的認識。乾坤之道已非純粹的宇宙論範疇可以牢籠，近於張載那種本體的認識範疇。
「無形」體現乾坤的超越性與主宰性，朱震也特別以「鬼神」來說明。以乾坤為無形對
應天地之有體的概念來開展，藉由對鬼神的認識，來彰顯乾坤的無形。以鬼神為天地之
「用」，也是乾坤之用；乾坤無形，而以天地作為其變化後所形成的實體，所以天地也
當可視為乾坤之用。不論是天地、人、鬼神，乃至天地與乾坤，都同歸於「一」，也就
是同歸於太極或太虛，「即氣」之一，那寂然未分之氣，那神妙變化之氣。

3.「乾」與「坤」的區別及統一
(1)乾始坤生的先後性與乾道為首的優位性：乾坤二者從本源之氣在化生運動的角

度看，朱震特別強調「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乾先於坤，乾相對更具優先性。乾
坤之性，「乾行坤從」，乾健坤順，坤順服於乾而生，是一種自然的天道，乾具有絕對的
主導力。同於漢儒所言「乾元」或「乾初」的太極本源概念。「乾」代表了宇宙大自然
的本源之道，它的重要地位遠遠超越於坤。乾既有「天」有「太極」的主宰性意義，又
有開端、初始的內涵，有稱作「始」、「元」或「一」，即同於太極，而為坤所不能並言
的。

(2)乾坤合二為一而共生萬有：乾陽雖有其優越性，但必待坤陰以成，沒有坤陰就
無法成萬物之形。乾陽之氣，必合坤陰才能育生萬物，因為無質無形之乾氣，無法成其
有形，必待有形性的坤德才能化育萬物。乾天之氣依於坤地之形，坤地之形附於乾天之
氣，二者「未始相離」。同時朱震強調「地在氣中」，即坤在乾中，以乾為氣化之始，所
以在氣化之中。「地在氣中」，坤地在太極太虛之中，也在於乾氣之中。

3.乾尊坤卑的必然性認識
乾與坤的對應關係，乾動坤靜，以動主靜；乾健坤順，以健領順；乾剛坤柔，以剛

合柔；乾氣坤形，由氣之變以化形，以無形而造化為有形。這種乾尊坤卑的關係，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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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的必然之道。
乾性剛健，坤性柔順，下落於人事倫常，亦為不變之常道。乾坤二氣，下落於人事

倫常，乾坤各安其位，流行其德，則君臣、父子、夫婦之尊卑貴賤，本天地之道而得其
綱維，則各有職守，各有定分。

六爻之位，由乾坤高卑之性而定，而六爻之位數，亦由乾坤之陰陽剛柔的變化之性
而定。由下而上確立由初而上的陽爻陰爻之先後順序，本於「陽先陰後」的陰陽氣化的
運動本質，並且由此建立亙古不變的「尊卑之位，貴賤之分」。

（四）儒學的思想性格

1.崇禮的儒學本色
(1)禮作為教化之本：以禮作為確立倫常關係的制約，宴饗祭祀皆依禮，乃至修養

自省的功夫與成為君子人，也都依禮而實現。朱震除了申說禮制與行禮之義外，也將禮
視為一種合於儒教的行為規範、行為指標，一種倫理道德的實踐，又特別反映在君臣之
間的關係，也以之映現國力的強弱。強調禮的功能，以禮制之善，合於情理，以禮制之
於人、約之於事，則天下無所怨懟，遠比嚴酷的刑殺來的有效。

(2)禮與仁的聯繫：將「禮」與「仁」作聯繫，體現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的
觀點，強調「為仁」是個人的道德追求，是一種自覺的功夫。

2.以君臣為主的儒家倫常觀
藉由陰陽所體現的剛柔、健順、尊卑概念，反映在人倫綱常之中，認為婦順於夫，

臣服於君，為自然之道，不可違逆。在六十四卦卦爻義的論釋中，也往往以此倫常觀來
開展，例如整個坤卦的疏解，幾乎都從君臣的上下倫常關係進行陳述，並且特別重視君
臣關係的問題。這種儒家所重視的倫理思想，正是儒學的本色，並為朱震述《易》的主
要內容。

3.儒家誠道的再現
(1)誠道的多元性：「誠」所展現的內涵，不論是作為天道自然之性的形上範疇，或

者是正心誠意的慎獨功夫，乃至政事的動能指標與效用，都可以在朱震易學中展現出來。
(2)誠道的本源理解：朱震肯定「誠」為「天之道」，是一種宇宙本源的認識。「誠」

作為一切之本源，健行不息，皎然自見，轉諸於人，則自成自存於人心之中，是天道的
映現，為人性之本有，人之所以不誠，以其邪辟所致。

(3)誠道的慎獨功夫：誠為天道天理，回到人的本心，從「自克」的修養功夫中照
見，即正心與修身的作為，求己去私，物我照見，清明同化，本身也是一種慎獨的功夫。

(4)誠道的神化特性：「誠」以其至高之位，具化生的功能，變化無形故為「神」。
以「誠」聯結神化的認識，融合荀子從誠心入於神的概念，但朱震更強化了它的本源之
性能。

（五）援史入《易》

1.根本程氏的史證特色
朱震以程氏《易傳》，作為援史入《易》的主要史料來源。從數據的顯現方面，朱

震採程氏之說的一百七十三次中，舉程氏言史事者則有泰半，又以論述三代以前的史事
尤多，主要涉及先王之政、修德用賢、君臣關係、去留之道、勝敗得失等等，大致都以
政治的面向而言。這種引程氏有關史事的內容來闡發義理，是作為程氏再傳弟子最能表
彰的重要部份。

2.藉史鑑表達政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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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歷經時代的變局，將國家盛衰的歷史經驗，轉化在他《易》著當中，期望透過
對歷史的經驗教訓，體現出一種理性的自覺與期待。把遙遠時代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聯
結在其所處的時代，對應出期待那種三代之前的拯時救弊之聖主明君的再現，所在他引
證史事，大都集中在三代與其之前的時期，並且主要集中於堯、舜、禹、湯等儒家道統
的聖王之下。

（六）義理詮釋下的治道主張

1.治道上對君子與小人的認識
儒家的傳統思想中，特別強化君子與小人兩種不同且對立的人格與道德類型，君子

與小人不同道不並存。朱震從現實的治道上看待君子與小人的關係，理解小人對國家的
危害，肯定君子的自處之道。他對於小人，並沒有全然的否定，也沒有傳統儒家那種「道
不同不相為謀」的強烈對立的主張，他從務實的政治觀點上去理解。因應時勢，君子惟
有與其同類相忍為國，先保全其身，伏隱退守，待時而動，總有濟世之時。所以，他並
不排斥或否定小人的可存在性，他認為天下災難的開始，始於君子與小人的不相容，若
形成君子與小人的彼此爭鋒，則國家越亂，對國家有害而無益。

在現實的狀況下，小人既然無法避免，則可以適時運用，不使之造成負面的影響。
對待小人的確是件很大的學問，也是君王用人的難處所在，朱震透過其易學主張來表達
他的見解。

2.效法先王之政與對明君的期待
面對前宋積弱圖強的憂患意識下，肯定先王崇德化育之風。透過對先王之理解，進

而對明君的期盼。強調以仁為治，斷獄制刑則非君王之主器。聖人明君，法天道而能通
天下之志，中正不私，不阿其黨，民無紛擾，國無別等，天下則可以大治。這種認識，
正是《禮運大同篇》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其它，在用將與君臣的關係上，朱震
也因時勢有感而發。這個部份就不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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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琳《朱震的易學視域》，北京：中國書店，2007 年 7 月 1 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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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伯适《漢易之風華再現－惠棟易學研究》（上、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年 2 月初版。

10. 潘雨廷《易學史叢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6 月 1 版 1 刷。

六、研究成果之自評

（一）研究內容結果與計畫相符情形

本研究原申請計畫，原本規畫為三年期之研究，然申請核可為一年。針對當時計畫
審查人員之意見與綜合實際狀況之考量，並於隔年申請針對朱震之象數與圖書易學的研
究，希望能夠對朱震易學進行全面性的研究，以獲得完整之研究成果。本研究計畫主要
針對朱震之義理思想進行探討，計畫執行亦掌握在此大方向來展開研究之成果。研究過
程中，從文本之詳細閱讀與爬梳中，對研究之主體與問題意識，能夠得到更為精確的掌
握，研究內容大抵能夠涵蓋原計畫之規畫內容，而在研究細項上，作了進一步的擴充，
並從氣化觀、陰陽的命題、乾坤的內涵、儒學思想、援史入《易》、治道主張等幾個方
面來進行闡述。

（二）達成預期目標之情形

根據研究範疇與目的，最後研究成果，大致能夠與預期目標相符。其重要的結論如
下：

1.朱震宇宙觀為漢儒普遍認識的重返，也是張載氣本論的延續。
2.朱震以氣初始無思無為之狀，明示其仍是一種「有」氣化之質，用以對王弼「無」

的批判，乃至對程氏理氣觀的一種改造。
3.強調氣的聚散變化，說明氣聚為物、氣散回歸本源，氣的聚散，體現宇宙循環反

復的變化之道與終始不息之永恆性。
4.氣的聚散之說，聯結周子二氣五行的觀點，可以視為在義理上會通周子的具體表

現。
5.朱震會通程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體用主張，也採用張載的體用觀，非但

表現在對宇宙觀或大衍數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視為其整個易學體系的重要認識觀點。
6.論述太虛的陰陽、柔剛與仁義的氣聚之狀，聯結出三才之道與性、命、理的主張。

根本於張載之說，卻不能進一步建立更為嚴謹的論述體系。
7.朱震會通張載的神化觀，以陰陽不測而為神，讓氣的原初變化形象更為具體，讓

氣化那無窮盡的最高性更為強化，也將變化的動能益加彰顯。
8.從對太極的宇宙之道，規範人生乃至對人性內在的最高稟賦的天性之肯定，並涵

攝著認識的範疇。
9.太極以動靜而生陰陽，吸收周敦頤的觀點。確定陽動在先，陰靜在後，也對陰陽

尊卑的必然性原理提出參照。透過動靜觀，為占筮體系中數字的運用，建構出一套理性
的思維。

10.乾坤或陰陽的概念，並沒有刻意討論乾坤與陰陽二者所存在的一定之可能區
別，也不否定乾坤與陰陽的同義性或相近性。但是，乾坤比陰陽具有更多元的象徵張力。

11.乾坤具有類似於太虛的宇宙本源甚至本體意義。
12.「乾」與「坤」的對照，「乾」更具優位性。「乾」與「坤」在異質殊別中統一

而相成；闡論二者的特殊性與如何合和共生，正為《易》道的本質，乾坤之義尤其將之
張揚起來。

13.積極將《周易》聖典，由天道明人事，具體反映在治道之中，用政治的觀點開
闡義理思想。

14.將其政事之卓識，化諸於治《易》的詮解中，根本於儒道，轉化為務實致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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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洵為易學政治觀的典範，也是其易學的重要成就。
15.延續前儒的思想，在顯見片斷與支離。

（三）對學術研究與應用方面之貢獻

過去學者研究宋代易學，朱震始終不被關注，幾乎重視的都是與理學有關的主要大
家，以及代表圖書易學的相關人物，而透過對朱震易學的研究，可以彌補有關研究與對
其學說主張的認識上之不足，特別是對於宋代易學發展脈絡中，他所扮演的角色與影
響，於研究中可以得到具體的確認。同時，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可以得知其義理思想的
實際面貌，瞭解其義理思想的內涵，以及與宋代諸儒之關係。

以朱震易學作為全面性而周詳的研究對象，將可以提供學術界對於宋代易學的更多
認識與參照，尤其朱震處於兩宋之間易學發展的轉化期當中，所扮演的角度，是不可忽
視的，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並以研究的成果展現一種研究的可能範式，形成再次研究
的縱向與橫向的延伸。本研究之研究成果，結合 98 學年度通過之研究，日後將二年之
研究成果綜合併出版為研究之專著。


